文志森

r ~民主不是字面 正的理論，
而是從生活中體驗得;求的 .' ， O ~ J
在哪種問題上，人民的參與有起著重大的作用

民主問題已是現今世界各國的人民所追求的目

，或是決定這些問題可給予人民的參與，這些正是

標，但我們是否真正理解民主是什麼呢?為何世界

民主的範圈，範團愈廣，民主的實現就愈充分，否

各國的人民不顧生命來追求民主呢?筆者雖然並不

則人民只能在統治者規定的某領問題上，才可作出

修讀政治哲學，但由於這幾年間，在幾位師長的

意見表達，這樣人民是否能廣泛及充分參與，其意

勳陶及教導下，加深筆者對民主概念的追求及認識
，所以希望藉此機會以卡爾﹒科恩(

義及價值已大大減低，甚至毫無意義。所以民主的

Carl Cohen

範園是必須值得注意的，否則統治者非常鼓勵人民

)的 Democracy 一書，對民主的分析，以提供于

廣泛而深入參與決策問題，但這些問題只是一些飯

各同學討論。

不足道的問題，例如公共游 i7k 池，是取用綠色或紅
民主是什麼?

色的漆油等問題，而一些重要問題，例如政治發展

「民主 J (democracy) 一詞，早於公元前五

，稅項制度規定等，完全不給于人民討論，所以人

世紀便出現古希臘時代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歷史〉

民雖然能普遍參加全國性選學投票，但在重大問題

一書，它是由希臘字 demos

上，他們的意見根本起不到作用的，這根本不符合

(the people) 及 Kra

tos(rule) 二字合併而戚，意為人民的權力或人民的

-

民主的本質，要稱不上是理想的民主。

自治，所以有些人簡單地把「民主 J 指為人民當家

科恩把民主範圖以指導性及管理性兩方面來分

作主。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在其〈政治學

為兩個層次;最高權力範圍一一人民在某些重要問

(politics)) 一書中，以執政人數的多寡來區別君主

題上享有最後決定權的;有按權力範園一一人民把

制，貴族制及民主制:他認為一人執政是君主制、

一些複雜或技街性的問題，交由一些技術官僚決定

少數人執政是貴族制、及多數人執政是民主制。民

主是否指「人民當家作主 J 及「多數人統治」呢?

正由於現今社會人口龐大，人們便以不同方法

民主的內涵是否這歷簡單呢?筆者希望在以下的篇

來有妓地參與決策代議政制及通過民間途徑來處理

幅加以討論，並盼能為民主作較細繳的描繪，使同

各社會事務，只要它們是由社會自由選擇，而各代

學們加深對民主概念的認識。

理人或團體真正反映其受托人的意見及利益，而且

首先，管理是可以分為兩方面的。從管理方面

社會有法定的權力及規則來修改或廢除，這樣可以

的界定，意指一部分人服從另一部人的意愿，這可

說由實際需要引申出來的問接體制，它們仍在最高

見社會的統治者必然是一部分人而絕非全體;但從

權力的範圍內處理社會事務。

指導方面來看，則含有決定政策、目標、引導社會

男方面:民主的有效範團則由以下兩點來確認

生活的意思，社會的統治者可能是多數或少數，但

的:付整體社會實際參與決定的問題有多少及其重

卻使全社會的成員都可參加制定共同追求的目標。

要性、 ω社會成員若希望透過間接體制來改變某些

(1)所以卡爾﹒科恩(

Carl Cohen )對民主作出的

定義是:民主是一種社會管理體制，在該體制中社

會成員大體上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或可以參與影響
有些體成員的決策。 (2)

民主的深度則是由參與者，在參與時是否充份

，及其參與的性質來確定的。其實，在某種意義上
，深度的衡量是改於廣度的，因為一個社會內，只
有少數人完全而且有效的參與，根本談不上是民主
社會。因此至少法律上規定實行普選，總比沒有法

很摟科恩的定義;民主是一種社會管理體制，
在該體制中社會成員大體上能直接或閱接地參與或

可以參與影響全體成員的決策。

我們可見參與( participation)是暸解民主的一
個重要的概念的石而民主的尺度則可由民主的廣度

、深度及其範圍加以量度的。首次，民主廣度的實
質是社會成員中參與決策的比例，但我們必須考慮

律規定，要接近民主。
但甚麼是充份參與，這是極為困難來評價的。

有人認為投票是可衡量參與深度的水準的基準，但

我們明白到投票只是對一種行動的最後程序，充分
參與必然包括投票行為之前的積極參討論、思考
調查各意見的利弊，從而才作出投票選擇。

其實，理想的民主並不單要求人民在競選候選

三點:付社會的規模、科社會的類別、白參與決定

人作出選擇，而是希望他們在能力範圍內，認識問

的問題的性質。正如在全民投票中有百分五十投票

題，提出建議，均衡各方面的利益及利弊，以便促

率可算頗理想，但在立法會議中這樣比率則可能不

進人們的深化思考的。但有人會懷疑在這大軍體的

符合理想的;另方面，在委員會的參與立法議會所

社會中(不像希臘雅典的人口稀少城邦制)可否有

要求亦不一樣;還有參與決定的問題的重要性，都

任廣而深的民主參與，我們明白真正充分實現這理

會影響各人參與的踴躍及熱誠。

想的參與，可能難於實現的理想，但這不等於這是
一個不適宜的理想，正如所謂全民就業或者最基本

生存的權利等，這可能都是難於完全達到的目標，
但這不失為我們奮門的目標，這更可使民主的定義

兔於簡單化，而使我們易陷入失落感中(詳細可參

考文恩慧與葉保強所著的新書民主基
體).所以筆者多年爭取普及直選的選舉權，但這些

的追求只是達到民主的必須手段，並不是最終追求
民主的目標。

8

決定，其影響何起多大的作用。
所以若卜)把原則上應由公眾決定的某些問題，

劃出公眾控制的範圍以外、 t才某些問題由於其性質
養雞，人民顧意確定不屬公眾直接控制的範圈，但

原則上仍須服從人民的意願(

*)

;在民主社會中

，後者是可以容忍的，但前者的縮小卻是影響民主

的最高權力範圈，這是直接危害社會的民主發展。
公眾在決策過程中的權力範園一直是民主的重要話

題(

* * )。

使人感到無法忍受的， LI3此在 這 情形 F ﹒民主根本

為甚麼要追求民主呢?

不會提供暴亂的社會秩序 。

以上討論中，已簡單陳述民主的本質，但我們

另方面，在民主快策的參與過程中，參與者或

還需面對一個重要的問題，便是我們為什麼要追求

是由多數人選舉出來的代表 (代理人 ) ，對互相對

民主，而不選擇其他政體呢?

筆者根據亞里士多德對政治體制的分野:一人

立的利益的性質及緊張，必具有禹陵的敏說，因為

統治的君主政體 ( Monarchy ) ，少數統治之貴族

他們必須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及合作 ( 不單只是在競

或 寡 頭政體 ( Oligarchy) ，及多數人統治的民主

選期間，在長遠的日子里，政策的推行及執行等，

政體 ( democracy ) ，加以比較，並作出支持民主

這亦需要各方面及各階層人士的合作 . '才可順利推

行的)

的論點 。

，因此他們作出任何股策時，便必績奪!曹長

首先，長遠來說，民主是最可能作出明智及適

遠及各類人士的利益協調，避免加深某』些人的不滿

合社會成員的政策 。 這不是說社會E官員絕不會犯嚴

情緒，這樣民主的智慧要減少人們追求以訴緒暴力

重錯誤，而只是較由一個人或幾個人作決定，其犯

的可能性。

其實，社會往往由於出現急劇變革或改革時，

嚴重的錯誤的機會相對較少。況且，我們若選擇君
主政體，必希望有一位智力、體質，道德上都有治

便易於締造混亂的社會秩序，但由於民主社會，已

理整個國家事務的能力，但這可否保證其繼承者的

給予人們可能進行普遍的改革的心理 ( 例如定期執

質素亦是相同呢?正所謂獨木不成林，另外，寡頭

政黨的選舉，這可能出現 一 個絕不相同的政黨，推

政體則要求一輩智慧、非凡及極為仁慈的人，這可能

行不同於以往的政策 )

還比一個偉大統治者更為難求。況且若幸運地，真

其實已作出心理準備來迎接這些改革的來臨﹒因此

，所以在這社會下的公民，

是有一輩才能的人士充當統治者，但同樣出現一個

民主較其他的政體，要能接受改革所帶來的影響，

問題，這政權如何繼承下去，可能還較專制者更難

其實，在健全的民主社會中，定期性更送政權

這其社會秩序必然較其他政體為穩定的，所以民主

保証;雖然從體力及智力方面，寡頭集團此單獨專

，可形成不固定的力量，從而可使少數味的利益得

社會的人民毋績考禮以暴力來對待任何變革的需要

制者更能符合統治的要求，但這卻會出現更為廣闊

空IJ保護，而社會內對立利益所造成的平衡使各個少

的軍體利益的偏見，再者，從香港的政體來看，長

期以來，這輩寡頭統治集團都是有這軍任得利益或

有財勢之人，而非才智非凡及極為仁慈的人，自命

數派在參與社會決策中 r 起一定的槓杆作用。

了。

.

有人提出某些人口較多的少數民族明顯地受到
壓迫及不公正的對待，其實，在這些地方(南非 )

還有，在民主社會中公民對社會必然有一種忠

誠的，因為民主社會的公民承擔義務是出於自願的
，這正由於我和所有公民一樣，有同等的權利參與

) 的集團統治。因此，兩者都難出現

，這些人被有意地的剝奪了公民權利，不能充當民

夏好的政體。反之，民主和其他政體一樣，犯錯誤

主機制下給于少數振可起的積仟功能，他們只能服

，所以無論我們是執政採或反對 i悵，我們明白到只
需我們所持的理由是充分，在此社會政體中，必可

精英 (

elthe

社會的指導性決策(不論其意見是否接受或通過)

是所不可避免的，而在每一個問題亦不表示多數總

從這個政府，但又不准他們參與其決策，這個政府

比少數能作出聰明的決定，但若由受決定影響的人

根本就不是民主政府，這只是他們自稱為民主的社

公開地及積極地表達出來，使社會趨向較完美的情

普遍參與下而作出其決定，這可產生一個最符合長

會一一其實在其制度上有不公正現象的地方。

況的。而且民主社會中，政權有秩序及規則的要替

遠社會利益的指導性決策，經過一定時間後，社會

總結束說，沒有人還此自己更更清建自己的利

成員可依據社會整體的利益來與顱，作出適當的評

益芝處，因此若憑一個或幾個智慧高超的精英就為

他政體，所面臨的重大的危機，便是當這位領導人

價及修改。 ( 這自然是在指導性決策上，而非管理

我們作出公正的決定，這便疏忽了真正的公正決定

有俊，是何局面呢? J 穎而易見，從以往歷堤可知

，要可確保社會的種事秩序。其實，現今中國或其

技術行動上的 卜 ，因此，民主政體確保政權是由人

，部份是依據個人的利益及慾霎;例如處理社會事

，當更換領導人或政黨時，社會必然處於緊張狀態

民掌握，這樣人民至少還可為改正錯誤而努力，但

務時是否公正，只能依據受決議影響的那些人的需

，但畏主政體的優點便是在於可減輕這種緊張，它

在專制者或寡頭集團作出錯誤，人民只可希望他或

要與願望來袂定，而被治者通常是這些需要與願望

可避免一些非民主社會，政權歸屬不定及各謀奪權

他們依復理性，或受衷心責備後作出改正，而並無

最好的而且往往是唯一的判斷者。而這正只有民主

者的爭奪的危機;因為民主社會有一定規則來要換

他策了。

才能公正地權衡這些利益 (3) 。

政權的執政者，這樣不論參選者今次失散與否，他

其次，民主也是最能保証社會各階層的成員獲

另一方面，民主是可以和平手段來解袂社會內

都可有秩序及機會的重新執政的機會，這只需他的

得公正的待遇一一即人人皆獲得公正待遇。同為民

部的矛盾及爭端的，而盡可能避免暴力手段的。在

政綱能獲大多數人的支持。所以只有民主社會才可

主過程的本質就是參與決策。而在參與中，任何階

社會中，政府的某些袂定必然會使社會中某些成員

藉其願望把政權移交給對立的一方，這樣執政者只

層的成員都不能保証其意見，函、受到接納，但卻可肯

不滿意，但民主社會中，成員在參與過程中，他們

通過職位來行使權力，而職位自可授于是來自人民的

定他能公正地享有一份袂策權，並且，無論表決的

明白在袂策時有失敗的可能，而所有參與者則有承

，換言之，權力則歸於人民;人民對民主的忠誠不

成敗，各人的意見都會在參與中提出來了，而其利

擔服從快議的義務咽此若社會上真正給于成員參

是基於那個領導人，而是忠、於他們所授權的這個職

益或喜愛亦會受到一定的尊重。但其他政體卻不能

與的機會，有之論其意見是否獲得接受，他們絕不會

位電因此這可導致社會趨於有秩序和語定，這正是

民主最崇高的表現。

作出這樣功能運作，它們必須估計社會各成員的真

企圖以武力去改變其袂定的，這正是民主政府的特

正的需要及要求，才可作出袂定;但我們明白無論

性。正由於產生袂定的程序是正確的，亦由於我們

總結束說，民主已是世界各國都掃庭擁讓，但

專制或寡頭政體的統治者如何努力或智慧高超，他

的參與，不論其袂定是否正確，我們便需對通過這

它們是否真正符合民主的本質呢?這是值得我們注

們根本不能猜到每個成員的需要與要求的，因此其

一程序所取得的袂定，負上服從的義務，雖然我們

意的。其實，現代化的過程中，民主化已是不能抗

制定的政策會否符合整體社會成員的需要呢?

仍可在法律之內，再表達我們的意見，正由於民主

拒的，若我們明自民主的本質及為何追求民主為目

可為少數採提供保護其利益的法制，可使他們有機

、 標﹒這樣 ftf門 t 能加強 ft 們對 l( tJJ')_1I! . t~ff)

會公開地表達他們的意見或對現行政策的不滿，若
他們的理由充足，及力量強大，這可以指望嬴取足
夠的支持，雖然可能不能影響或推反現行的政策，

但也可以証明他們的影響及其價值有一定的存在的
價值。但我們不會希望藉武力改變，因為這樣會使

村榮劍、楊逢春著「民主論 J J 上海人民出狀社、

其他合符自己的快定，可能遭遇他人以同樣的手段

八九年四月

改變袂定 。 因此，執政多數採正明白反對保不會訴

叫卡爾、科恩「民主觀論 J '商務印書館、八九年

緒武力，他們亦母須準備以暴力來應付反對j眾的暴

八月

力反抗，這樣便可創造一個和平氣氛的社會，並漸

已何信全，海耶克一一自由理論研究，聯經出版社

締造出反對訴諸暴力以達到目的的局面。

一九八八。

加上，在民主的過程中，社會袂策時，必會審

慎地考慮到各方面 ( 少數採 ) 的意見，而且由於各

種利益集團的參與，他們可能組成某領黨派，藉此
加強他們在意見發表峙的法碼，但他們亦會考意到
只會通過協商或妥協來解袂問題，而非以暴力解快

，因為他們明白今日的少數可能是明白的多數，而
今日的反對者更可是明白的執政者，所以他們有可
能制訂出一項大家都憨不夠滿意的袂定﹒但絕不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