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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篇論文試圖研究羅爾斯的政治哲學中，關於社會正義與政治共識的論
述，因此本文指出，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將正義原則立基於一種全面性
學說的自由主義，羅爾斯稱其理論為「正義即公平」，主張透過公平程序制
定的正義原則可被所有公民一致接受，但卻無法達成此目的。為了解決理論
困難，在《政治自由主義》中確立其正義理論是以當代憲政民主社會為背景。
羅爾斯認為價值的差異與分歧是當代社會的既存的事實，然而合理的公民能
夠形成交疊共識，支持一套政治性正義觀，來解決社會上的深層衝突。尤其
在面對憲政核心爭議與基本正義問題時，合理的公民能夠擱置具爭議性的整
全性學說，遵循公共理性的理念，來解決爭議、凝聚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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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Construct a Consensus in Social Justice:
Rawls'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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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intends to explore John Rawls’s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ocial justice and political consensus. I indicate that in Rawls’s A Theory of
Justice,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are based on liberalism as a comprehensive
doctrine. Rawls offered an account of “justice as fairness,” claiming that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justified by fair procedure could be accepted by all citizens.
He, however, failed to achieve the aim.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y,
Rawls in his later argument in Political Liberalism focused on the diversity in
the modern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Rawls argued that, although value
diversity is the fact of a modern democratic society, reasonable citizens will
follow a political conception of justice endorsed by the overlapping consensus
between different kinds of comprehensive doctrines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deep
conflicts. Especially when the problems about constitutional essentials and basic
justice occur, reasonable citizens will abide by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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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憲政民主社會建構一套政治哲學基礎是羅爾斯寫作《正義論》（A
Theory of Justice）的最終目的。羅爾斯試圖透過「原初位置」
（original position）
與「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等兩個概念的設計證成一套正義原則，
作為規範社會基本結構的哲學基礎，整個理論的核心概念稱之為「正義即公
平」（justice as fairness）。然而在歐美哲學界，包括放任式自由主義、社群
主義、文化多元論（multiculturalism）等皆對該理論提出批評。正是在對各
式各樣的批評予以回應，以及在不斷的自我反思和批評的基礎上，致使羅爾
斯不得不對其理論所面臨的質疑提出辯解，為了澄清批評者的疑慮，羅爾斯
在1993年《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一書，將其正義理論的本
質和適用性，重新界定為一政治性的理論。也就是說，正義理論是為當代民
主政治而設計的理論，而且只適用在公共領域，由於這個轉變，他特別稱此
時期的理論為「政治自由主義」，所以具政治性格的自由主義是羅爾斯後期
思想的特點。羅爾斯在這個時期中，所要解釋與解決的基本問題是要為多元
民主社會提供一套證成政治共識的方法，所以他明確提出並詳細闡述了「公
共理性」（public reason）這一個概念。簡單來說公共理性是羅爾斯在探討
民主社會基本政治問題時公民所欲採取的一種推理方式，它要求公民必須根
據所有人都能合理接受的公共理由，而不能訴諸各不相同，甚至是彼此衝突
的全面性宗教、道德、哲學學說，來進行公共議題的討論。羅爾斯指出，在
「良序社會」（well-ordered society）中，合理的公民若擱置不同主張的「全
面性學說」（comprehensive doctrine），遵循「公共理性」的理念形成「交
疊共識」
（overlapping consensus），支持由「原初位置」所推論出的「政治
性正義觀」（a political conception of justice）作為規範社會基本結構的哲學
基礎，如此可以在面對「憲政核心」（constitutional essentials）和「基本正
義」（basic justice）問題發生爭議時，按照這套「政治性正義觀」所提供的
政治價值來進行公共討論與審議，以解決民主社會多元價值之間的衝突。本
文將要更深入地討論羅爾斯所謂的公共理性是何種概念？以及正義即公平
的政治性正義觀如何透過公共理性來形成交疊共識，並且證成政治秩序的穩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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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從公開性到公共理性
雖然「公共理性」這個名詞是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所提出來的新
概念，但根據拉摩爾（Charles Larmore）的分析，類似的概念其實在《正義
論》中，公共理性是以「公開性」（publicity）概念的面貌出現（Larmore，
2003）。在《正義論》中羅爾斯指出，規範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原則必須符
合「一般性」（general）、「普遍性」（universal）、「公開性」（publicity）、
「次序性」（ordering）、「終極性」（finality）等五種形式的限制（Rawls，
2005），若無法符合任何一種形式限制的要求則無法成為規範社會基本結構
的基礎，所以公開性條件排除所有特殊的價值觀或主張，公開性是指正義原
則必須被良序社會中的公民所瞭解和公開承認；也就是說「公開性條件」是
羅爾斯所謂「對的概念」（the concept of right）的形式限制之一，它要求正
義原則必須為所有社會成員所知曉，違反這個條件的正義原則都將被排除
（Rawls，2005）。正義原則只有透過這種公開的方式才可以促使良序社會
中的公民共同支持一套合理的政治性正義觀，並願意根據這套正義觀進行資
源分配；當公民對於規範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原則具有高度共識，願意共同
遵守正義原則來處理爭議，才能合理地分配社會資源，也才能確保社會的穩
定性。
渥爾（Steven P. Wall）指出，社會正義的要素之一即是政治權力的執行
者與受約束者之間的相互性關係，而秘密做出的政治決定將使得民眾喪失對
權力執行者的信任感，於是便破壞了彼此的相互性關係；相反地，若要建立
此一關係，正義原則必須開放給所有社會成員並接受成員的批判，因此公開
性條件成為一種基本的證成要求（Wall，1996）。此外莫西度（Stephen
Macedo）也指出，之所以要求正義原則或社會制度必須經過公開的證成乃
是因為人們普遍相信經由公開批判和檢驗的過程裡將會出現較好的證成理
由和主張（Macedo，1988）。
羅 爾 斯 在 1980 年 《 道 德 理 論 中 的 康 德 式 建 構 主 義 》 （ Kantian
Constructivism in Moral Theory）一文中明確指出公開性的三個層次（Freeman,
2001: 324-325）：在第一個層次的公開性要求所有人知道彼此都接受並瞭解
相同的正義原則，而且人們是在共享的信念基礎上認知到該社會的制度滿足
了這些正義原則；第二層次的公開性要求人們是根據其對人性和社會制度的
一般信念而接受正義原則的，這些一般信念能得到適當的探索方式與推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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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支持；第三層次的公開性要求我們能獨立地為公共正義觀做出完整的證
成，且這樣的證成也是公開為人們所知的。當一個社會能夠達成這三個層次
的公開性要求時便滿足了羅爾斯所謂「充分的公開性條件」（full publicity
condition），即充分的公開性條件不但要求正義原則本身必須是所有社會成
員都知道並接受的，更要求用以支持這些原則的信念或理由也必須是所有人
都知道且可以接受的。當充分的公開性條件被滿足時，即表示這套正義原則
能夠有效地規範社會基本結構的運作，自由平等的公民能夠在相互尊重的前
提下彼此合作，共同促進正義與互惠的社會。

參、共理性的理念內涵
公共理性既然是由公開性所演變過來的，那麼公共理性究竟是何種概念
呢？根據羅爾斯的說法，公共理性是一個良序憲政民主社會的一個觀念，其
形式和內容是民主這個概念本身的一部分（Rawls，1997）
；更精確地說，公
共理性是羅爾斯為其政治性正義觀建立「公共證成」
（public justification）的
一個重要元素：即指出社會正義原則或公共政策如何能夠在所有社會成員共
同接受的基礎上獲得支持。羅爾斯指出「證成」
（justification）不等同於「證
明」（proof），因為「證明」只表現出命題之間的邏輯關係，它是從列出的
各種前提推出的有效論證；但「證成」主要是對那些不同意我們主張的人所
提出的，因為其假定在人與人的觀念之間存在著價值衝突，因此必須說服他
人或使我們自己相信，我們的主張和判斷所依據的原則具有合理性（Rawls，
2005）。若要達成這個任務，我們必須從某種共識著手，所以證成不只是從
前提推出結論的有效論證，而是要從彼此可合理接受的前提推出彼此可合理
接受的結論。羅爾斯理解在當代社會中，公民在許多哲學、宗教和道德的實
質問題上，很難達成實質的共識，所以為了建構一個自由平等公民之間的一
個公平合作條件必須在面對憲政核心爭議與基本正義問題時尋找一個大家
都可以合理接受的理由；也就是說建立在公共理性之上的正義原則，或由公
共理性所支持的觀點，可以使得各種擁有不同而且合理的全面性學說得以擱
置具爭議性的價值觀，並根據政治性正義觀所提供的原則、價值、理由來解
決爭議，證成政治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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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公共理性的概念看似合理；但我們不免要質疑，公民為什麼會願意
透過公共理性的推論方式來尋求交疊共識或是政治共識呢？難道他們不希
望訴諸於自己深信不疑的全面性學說來決定社會的制度和公共政策嗎？對
此，羅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中指出，公共理性是民主公民的特點，它之
所以是公共的可由三個方面顯現其公共性：第一，參與者的公共性：參與運
用此等理性者的身分是平等公民，因此運用者具有公共性；第二，主題的公
共性：公民所討論的主題是公共善與基本正義問題，因此主題或說運用對象
具有公共性；第三，內容與性質的公共性：公共理性的內容界限在於政治性
正義觀表蘊含的理性與原則（Rawls，1993），因此其內容與性質是公共的。
換句話說，公共理性即憲政民主社會中公民的理性，這是公民在公共論壇中
共有的論理與審議能力，亦為各種全面性學說之間尋求共識的基礎。羅爾斯
認為，一個合乎理性的公民會願意透過這個基礎來尋求規範社會公平合作條
件的社會制度與政策，藉此形成政治共識、證成政治正當性、確保政治穩定
性、彰顯政治自主性。羅爾斯相信，雖然在多元文化社會中不同的全面性學
說對於法律、政策等公共規範會有不同的主張；但是當我們對基本政治問題
進行公共討論時，自由平等公民能夠依據彼此認同的政治價值進行公共審
議，此能力即公共理性。
公共理性的內容由被交疊共識支持的政治性正義觀所賦予的，政治性正
義觀內容包括兩點：第一，基本結構的「實質的正義原則」
。其中又包含（1）
特定的基本權利、自由與機會；（2）在尊重普遍善與至善主義之價值下，
對這些權利、自由與機會優先順序的給定；（3）幫助公民能充分有效運用
這些權利與機會的措施。第二，「研究指引」
（guidelines of inquiry），規範
論理的方式以及篩選政治相關資訊的標準。
羅爾斯指出，研究指引詳加規定著與政治相關的推理原則和相關資訊的
規則，如果沒有這些研究指引，實質的正義原則就無法被應用，也將使得政
治觀變得不完整與零碎，所以公民可以按照研究指引中的推理原則和資訊規
則來判斷是否適當地運用實質原則以及確認最合適的法律與政策（Rawls,，
1993）；也就是說由原初位置所推導的政治性正義觀，除了包括實質的正義
原則之外還包括討論政治問題時所需的研究指引，尤其是在應用正義原則以
制定法律與政策時公民根據這些研究指引來判斷正義原則是否適用，正義原
則在什麼情況下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被應用以及在現存的社會條件下什麼
樣的法律和政策最能實現正義原則。當公民依據公共理性來證成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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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實質正義原則以及研究指引都是公共理性的內容，公民應根據這些內容
進行公共審議。
羅爾斯強調，公共理性的內容除了政治性正義觀所賦予的實質正義原則
與研究指引之外公民所共享的兩種「政治價值」（political values）也都屬於
公共理性的內容。這兩種政治價值分別是：
（1）
「政治正義的價值」
（the values
of political justice）
：正義原則之於自由、權利與機會等社會基本善所做出的
詮解，例如平等的政治與公民自由、公平的機會平等、經濟互惠與公民之間
的相互尊重等價值；（2）「公共理性的價值」（the values of public reason）：
包括公共研究指引的價值，以及諸如「合理性」
（reasonableness）
、尊重「公
民性義務」
（the duty of civility）的意願等政治德行的價值（Rawls，1993）。
所謂公民性義務是指在公共論壇中進行政治辯護的政黨成員、公職候選人，
以及支持這些候選人的其他團體等，在面對憲政核心與基本正義問題時如何
將自己所支持的政治主張或政策遵循公共理性行動，並且依據最合理的政治
性正義觀來向其他公民解釋自身政治立場的義務，這種義務是一種「道德義
務」（moral duty），而不是「法律義務」（legal duty），因為「公民性義務」
是對公民的言論施加道德要求，如果有人不遵守也只能譴責他欠缺公共精
神，沒有理由將其繩之以法，若將「公民性義務」強制為法律義務，將會違
反言論自由（Rawls，1999）。
因此，公共理性的內容除了實質的正義原則與研究指引之外還包括政治
正義的價值與公共理性的價值。羅爾斯特別強調政治價值的重要，因為在民
主政治的長期運作下公共文化中已經累積了許多重要的政治價值，這些政治
價值即是處理爭議時非常重要的資源，例如美國憲法序言裡提及的價值，包
括更完善的整合、正義、國內安寧、共同防禦、普遍福利、基本自由、機會
平等、關於收入與稅賦分配的理想…等等，都是相當重要的政治價值
（Rawl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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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共理性的限制
在「公共理性的限制」
（the limits of public reason）中又可以區分為議題
的限制、對象的限制、以及使用的限制等三方面。
羅爾斯認為，公共理性適用的議題必須僅用於處理根本政治問題，主要
是憲政核心爭議與基本正義問題。羅爾斯進一步指出，所謂憲政核心爭議與
基本正義問題包括下列六項：
（1）明訂政府結構及政治過程的根本原則，例
如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的權限及多數統治的範圍與限制；（2）立法部門
必須尊重的公民平等的基本權利及自由，例如投票及參政權、思想自由、良
心自由及結社自由權，法制下的各項保障（Rawls，1993）；（3）選擇行業
自由及遷徙自由權（Rawls，1993）；（4）為了滿足公民基本需要，社會必
須提供生活最低限度的保障（Rawls，1993）；（5）選擇行業及遷徙自由之
外，機會平等原則下所保障的權利；（6）差異原則中除了滿足基本需要以
外各項要求的平等。換言之，公共理性並不處理根本政治問題之外的公共議
題。
在公共理性對象的限制方面，羅爾斯認為公共理性所規範對象只能包含
在公共論壇中進行政治辯護的政黨成員、公職候選人以及支持這些候選人的
其他團體等（Rawls，1993）
。公共理性並不適用在這些人對政治問題的個人
反省和思考，也不適用在教會、大學等文化團體的成員對社會政治問題的思
考與言論，例如教會該用什麼方式選出領袖？大學是否應推動教授治校？羅
爾斯認為這些問題是屬於各種社群團體在民主社會的「背景文化」
（background culture），並不屬於公共理性的適用範圍。此外羅爾斯也強調
公共理性不處理環境保護、控制污染、建立國家公園、保育野生區域、保育
野生動植物、博物館與藝術專用基金等法規的相關問題，因為公共理性只關
心最根本的政治問題（Rawls，1993）
。換言之，在上述所論及的環境保護、
控制污染等列在非公共領域中，公民可以根據全面性學說提供的「非公共理
性」
（nonpublic reasons）來跟彼此討論政治議題，在不同的社群團體裡會有
屬於自身的價值判準與推理法則，不同的團體會有不同的非公共理性，由於
其所處理的議題並不屬於根本政治問題，因此效力僅止於團體內部成員，並
不普及所有公民；不過如果一旦將環境保護、控制污染等列為公共議題或是
公民進入公共領域或是「公共政治論壇」
（public political forum）
，為其支持
的制度或政策進行辯護，或是以公職人員候選人、政黨成員以及立法者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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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發表政治言論時就必須遵守公共理性的限制。
在實際使用上的限制，羅爾斯主張政治性正義觀的應用應該以立法的方
式被實現出來，在立法的過程中公民依據憲法行使政治權力，當憲法或法律
產生爭議時公民必須訴諸於「相互性觀念」（an idea of reciprocity）的約束
（Rawls，1993）
，針對憲政核心與基本正義問題進行公共審議。這種相互性
觀念對羅爾斯而言是合理公民之間的政治關係，並且反映出自由公民的共享
觀念與相互尊重的德行，由於所有公民都是自由且平等的，所以公共政策和
社會制度必須建立在彼此都能同意的公共理由之上，公民也必須對自己所支
持的政治主張和政策做出相互的解釋和證成；也就是說當我們要拒絕某種全
面性學說時必須訴諸於他們所能合理接受的理由，特別是訴諸於站在自由平
等公民立場所能接受的理由，我們所提出的理由除了能夠充分證成自己的立
場，這些理由也能夠被其他成員合理地接受，所以相互性觀念也是使得公共
理性得以運作的最重要關鍵，原因在於相互性觀念規範了公民與公民之間的
政治關係。在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中公民抱持不同的政治主張，如果要在異
中求同、尋求政治共識，相互性觀念要求公民必須訴諸於彼此都能接受的理
由，這使得公民在說理時必須訴諸於眾人皆能接受的公共理由；也就是對根
本政治問題時，相互性觀念促使公民的思維視野由私人領域移向公共領域，
從公共的角度來思考公共議題。
根據羅爾斯對民主的理解可知，儘管公民們在全面性學說和價值觀方面
可能有著相當程度的分歧；但他們仍然能夠基於合理性、相互性和相互尊重
的態度，而願意以共享的公共理由來尋求政治共識公民們夠公共理性設想自
己的公共身份以及自己於其他公民間的政治關係，如此公共理性的理念將會
被內化成為一種公民性義務。
筆者認為，「相互性觀念」與「公民性義務」賦予公民合作的契機，透
過這兩個機制的運作，使得公民能夠學習以文明的言行舉止對待其他公民以
說理的方式解決政治紛爭，同時設身處地的思考他人也能合理接受的理由。
如果這些機制能夠運作成功，不僅能夠尋求政治共識，而且有助於推展以「論
理」的良善社會，羅爾斯稱這種關係為「公民友誼」
（civic friendship）
，當相
互性觀念與公民性的義務被滿足的程度越高，公民友誼將越穩固，社會整合
的穩定性亦將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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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公共理性的功能
從上述羅爾斯對「公共理性」的分析與說明中筆者歸納公共理性具有三
種功能：
（1）公共理性是政治權威的正當性基礎：
促使羅爾斯提出公共理性理念的關鍵問題在於：如何能夠在民主社會
中，理性地證成體制對公民可能施加的強制力？羅爾斯認為，民主社會當
中公民的政治關係具有兩個基本特徵：第一，政治關係是公民生於其中並
在其中正常度過一生之社會的基本結構內部人際關係；第二在民主社會
裡，政治權力（一種強制性權力）乃是一種公共權力，亦即自由與平等公
民之聯合體的權力（Rawls，1993）。因此羅爾斯問道，當根本性問題發生
爭議時，公民什麼時候才能透過投票恰當地對其他人實施強制力？或者，
如果強制力的實施對於平等且自由的公民是具有說服力的，那麼我們應當
依照何種原則和理想來實施這種權力呢（Rawls，1993）？根據「政治自由
主義」的觀點，只有當政治權力的運用是根據憲法時才完全具有正當性，
而這部憲法的基本要素是可以合理期待被所有自由平等公民共同認可，至
於公民認可這部憲法的理由則是面對憲法的使用與詮釋產生爭議時公民遵
循公共理性的原則和理念，並以共同商議的方式來解決爭議才是公民之共
同理性所能接受的理由，羅爾斯稱此為「自由主義的正當性原則」
（the liberal
principle of legitimacy）（如圖1）。
圖1：由主義正當性原則結構圖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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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理性是民主多元社會穩定性的來源：
羅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一書中明白指出，他要處理的基本問題是
在一個自由平等公民擁有合理且不相容之宗教、哲學和道德學說的社會
中，如何可能存在一個長期穩定而且正義的社會？因此穩定性的問題不但
是羅爾斯從《正義論》以來持續關心的問題也是其後其理論的重點1。
羅爾斯所要求的穩定不是暫定協議，而是交疊共識，這種共識必須訴
諸於「公共證成」的過程，讓彼此價值分歧但講理的公民共同肯定政治性
正義觀可以作為彼此之間的交疊共識，假使這個共識形成就可以成為穩定
或統一社會的理性基礎，這種穩定性的來源就是訴諸於自由平等公民的公
共理性。
（3）公共理性是公民合理性的指標：
羅爾斯區分「理性的」（rational）和「合理性的」（reasonable）兩種
概念，一個理性的行為者會設定自己的人生目標，同時會選擇手段來達成
目標，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形下理性的行為者會採取最有效的方式行動，
因此除非一個行為者擁有某些想要實現的目的、利益以及達成他們的手
段，否則他就沒有參與合作意願的手段，所以理性所扮演的角色是讓人們
擁有參與社會公平合作的動機；但只憑理性的尚不足以讓人們對規範公平
合作的條件形成共識，因為理性的行為者所缺乏的乃是特殊形式的道德敏
感性，這種道德敏感性潛藏於人們從事公平合作之中以及根據那些可以合
理期待平等的他人也能認可的條件來進行合作的欲望之下。假如要形成政
治共識，羅爾斯認為公民還必須是合理性的，其理由在於這種合理性的公
民具有兩項重要的特質，第一，願意遵守公平的合作條件，只要確定他人
也同樣會這樣做；第二，願意承認判斷負擔，承認判斷負擔等於承認有時
候合理性的人所應有的目標只是，達成一個大家可以彼此擁有「不同意見
的協議」（an agreement to disagree）。承認合理多元的事實就是承認他人
的合理全面性學說和自己一樣地合理，這不代表個人不能視自己的全面性
學說為真，而是他必須同時承認他人也有好理由認定其學說為真，所以認

1

羅爾斯一直認為穩定性是正義理論的一個很重要的價值，他說：如果一個觀念是不穩定的，嘗試去

實現它就是徒勞無功的（John Rawls 1993, 142）
。
《正義論》的第三部分就是在處理其「正義即公平」
的穩定性問題，後期著作不斷強調的許多概念，譬如：重疊共識、政治性正義觀、公共理性，都是
為了證明其理論的實踐可以達成社會穩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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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己的全面性學說為真，並不是可以強制他人接受的充分條件。承認判
斷負擔就是承認一個公平合作體系不能建立在某一個特殊的全面性學說之
上，而是必須由公共理性決定，才能滿足對所有公民都能公開證成的要求。
由於民主政治中有關憲政基本架構和社會正義等問題規定，就是呈現自由
平等公民合作的具體條件，所以基於判斷負擔這個事實，在涉及這些問題
時，合理性的人必須從公民的角度以公共理性進行最後的仲裁；也就是說
公民在思考公共問題時必須受到公共理性的限制，所以每一個公民可以有
自己的全面性學說，依據這些全面學說所提供的理由處理非關憲政核心或
社會正義的基本問題；但是當他面對憲政核心和基本正義問題時必須以民
主公民本身所應有之共同且公共的理由做為思考的基礎。

陸、民主社會整合的批判
儘管羅爾斯的公共理性與哈伯瑪斯（Habermas）的審議式民主所論述的
角度和論證過程不盡相同，但兩者都不約而同地認為在一個價值、利益多元
的共同體中以公共理性的基礎進行審議，讓「寬容」（或包容）成為形成共
識的必要基礎和共識本身的重要內容，這樣才能在共識和社會各領域中的差
異之間達成和諧，將各種價值、利益之間的衝突維持在秩序範圍內。因此羅
爾斯在〈再論公共理性的理念〉中強調「審議式民主」是一種「良序的憲政
民主」（well-ordered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公共理性」與「審議式
圖 1 羅爾斯民主社會的整合模式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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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公共理性是如何與審議式民主相結合達到民主社會的整合呢？在
公共審議中公民們提出理由、相互辯論，在傾聽、對話之後，願意修正自己
的主張，進而尋求彼此的共識，因此在諸多民主理論中審議式民主是實踐公
共理性的最佳場域，公共理性的理念得以在審議式民主中被實踐。羅爾斯進
一步提出審議式民主的三項基本要素：第一，「公共理性」的理念。雖然並
非所有公共理性的理念都相同，但是公共理性是審議式民主的核心要素；第
二，憲政民主體制的架構。此架構確立了「審議式民主」的立法機構，使得
審議式民主得以順利運作；第三，公民普遍具有遵守公共理性、在政治行動
中實現公共理性理想的知識與欲望，因此羅爾斯認為公共理性的理念是審議
式民主最核心的要素，當公民在公共論壇中以公共理性為基礎對基本政治問
題提出理由、交換意見、修正立場、形成共識，而審議式民主可被視為公共
理性更寬廣的應用場域，所以羅爾斯認為奠基在公共理性上的審議式民主是
一種公共審議的過程，以「民主社會的整合模式」來促進不同學說之間的對
話，才可能有助於民主社會的共識的形成與整合。
不過對於羅爾斯以「民主社會的整合模式」所建構的交疊共識觀念是否
真的可以證成民主社會的整合？對此學界提出兩點理論上的批判：一是批判
羅爾斯以「民主社會的整合模式」所建構的「交疊共識」所達成的社會整合，
僅限於程序正義層面；二是對羅爾斯證成社會整合的方法有待商榷。
（1）就第一點批判而言，雷斯撤（N. Rescher）指出羅爾斯的交疊共識
特別著重在程序正義層次的共識，缺乏實質正義層次的共識（Rescher，
1993 ）。 雷 斯 徹 把 實 質 層 次 的 共 識 稱 為 「 第 一 序 的 共 識 」 （ first-order
consensus ） ， 程 序層次 的 共識 則 稱為 「第二 序 的共 識 」 （ second-order
consensus）。雷斯徹認為羅爾斯不僅實質層次的共識無法獲致，在程序層次
的共識也難以達成，即使在程序上有共識仍然會牽涉到執行問題，由於程序
共識過於抽象，並無法明確界定各種公共政策之制定；另一方面，他認為就
一個良性的社會秩序而言其實並非以程序共識為必要條件。只要在運作上容
許「默認」（acquiescence）存在，我們可以對公民投票或議會表決的程序
有歧見，但仍可彼此默認法院對歧見的裁決，而默認法院對爭議的裁決，並
不表示我們都同意法院是提供適當解答之處（Rescher，1993），因此雷斯
徹將羅爾斯的交疊共識定位為一種程序正義的共識，並質疑此種共識的可能
性與必要性。沈代爾（Sandel）也用「程序共和國」（procedural republic）
一詞批判羅爾斯以及當代自由主義的主流觀點，認為此種自由主義觀點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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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於公平的程序，不顧社群共同善的追求，使自由成為只是個人做為一種權
利載體的保障，而權利是王牌，只要合乎公平程序，即可使個人目標追求獲
得道德上的證成（Sandel, 1984: 92-94）。
筆者認為不論是《正義論》揭示的「正義兩原則」，或《政治自由主義》
把正義兩原則視為一種「交疊共識」，將其定位為只是一種程序正義，並不
正確。就程序正義相對於實質正義而言，羅爾斯的正義兩原則之中，除了第
二原則第二項公平的「機會均等原則」，符合羅爾斯所說必須是一種「純粹
的程序正義」之外，不應該以只是一種程序正義視之，特別是就第二原則第
一項「差異原則」而言，亦即當對社會處境最不利的成員有利時，容許社會
不平等的安排。
此外，根據公共理性的理念，當面對憲政核心與基本正義問題時公民應
遵循公共理性的原則，在滿足相互性觀念的要求下進行審議，進一步證成彼
此可以接受的共識。羅爾斯強調公共理性的內容是由政治性正義觀所賦予，
政治性正義觀所提供的政治價值是根植於民主憲政的文化當中，這種價值也
是公共審議的基礎，信奉不同全面性學說的公民根據同一套政治價值進行審
議才會有對話的契機，也才有達成共識的可能，因此筆者認為羅爾斯的民主
社會的整合模式強調審議過程中除了要滿足相互性觀念等程序性的要求之
外，也不能違背實質的政治價值，不僅符合程序正義，也符合實質正義，所
以筆者對此很難同意這只是程序正義，而無關乎實質正義的說法。
（2）羅爾斯訴諸憲政民主體制公共政治文化中的直觀觀念之證成方
式，導致第二點批判，即只問「政治合理」（politically reasonable）而不問
「哲學真理」（philosophically true）的證成方式是否妥當（Rawls，1997）？
格拉斯頓（William A. Galston）認為將政治文化中共享的理解與普遍真理的
主張加以分離，將使這些共享的理解之最深層的意義受到扭曲。換言之，格
拉斯頓認為包括自由主義在內的社會哲學，不能完全停留在社會同意的層
次，而應該終極地論及真理主張（Galston，1997）。漢普敦（J. Hampton）
對於羅爾斯的交疊共識觀念也提出相似的批評，他認為儘管羅爾斯否認交疊
共識只是一種暫定協議，不過羅爾斯將形上學排除在外的證成方式將不免淪
於一種「霍布斯式的權宜論證」（Hobbes-style expediency arguments），在
此種論證之下交疊共識之所以被公民接受，並非因為它們本身是對的，而是
基於工具性的理由，認為接受交疊共識有助於社會和平與穩定，雖然接受交
疊共識與接受絕對主權者雖然不同，不過卻同樣是一種霍布斯式的證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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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哈伯瑪斯認為交疊共識只是為了維繫社會穩定，讓不同學說「支持」同
一套「合理的」政治性正義觀，而非為了認知意義，讓不同學說「證成」同
一套「真實的」政治性正義觀；也就是說哈伯瑪斯質疑交疊共識在於不同全
面性學說之所以會形成交疊共識支持同一套政治性正義觀，並非因為此套正
義觀具有「證成的可接受性」
，而是因為此套正義觀具有「事實的可接受性」
。
然而哈伯瑪斯指出，在考量一種理論能否被接受時「真實性」是非常重要的
思考點，只要理性的公民無法獲得一種「道德觀點」，人們就不會認為一套
理論是「真實的」，那麼我們就無法指望他們會達成交疊共識，因此哈伯瑪
斯質疑交疊共識是獲得政治性正義觀的基礎，正義的問題也必須要建立在
「可證成的回答」上，一套欠缺認知意涵的政治性正義觀將不可能永久成為
各種全面性學說所支持的交疊共識，即使形成共識，根基也一定相當脆弱，
不足以長久支持同一套政治性正義觀。
值得注意的是，哈伯瑪斯批判的是羅爾斯對交疊共識的證成方法，而不
是交疊共識觀念本身。羅爾斯對多元社會交疊共識的證成立基於將政治性正
義觀與全面性學說分開，使自由主義的政治性正義觀成為不預設任何全面性
學說之獨立的理論建構。從上述的批判來看，將政治觀與全面性學說脫離的
觀點似乎已成為批評者眼中羅爾斯整套「政治自由主義」理論的弱點。筆者
同意羅爾斯透過政治合理性而不是哲學真理證成交疊共識，是一項理論限
制，不過要在憲政民主體制下的多元社會追求交疊共識以完成社會整合，羅
爾斯獨立的政治性正義觀進路卻有其可取之處。
然而在多元社會交疊共識的證成上，如果不走羅爾斯的進路，而改採哈
伯瑪斯的進路，是否真能如同哈伯瑪斯所言，放棄「獨白式」的論證，在「理
想言說情境」中透過不設限的對話溝通究竟能否達成「互為主體性」的共識
呢？ 對此筆者持保留態度。其理由在於理想言說情境未必容易獲致，同時
哈柏瑪斯的話語倫理學當然是社會整合的可能進路之一，然而相較於羅爾斯
的獨立政治性正義觀的進路，其實利弊互見。
筆者認為在價值多元的時代中，我們只能說某項決策是合理的、有效
的，但很難證明某項決策是一種真理。羅爾斯的民主社會的整合模式所得出
的結論，我們可以承認其合理性與有效性。如果說哈伯瑪斯對話倫理進路是
令人「期望的」（desirable），羅爾斯獨立的政治性正義觀的進路則是「可
行的」（feasible）。哈伯瑪斯的進路雖然不必在理論上有所設限，不過就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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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社會整合而言卻是路途遙遙；相較之下，羅爾斯的進路在理論上設限，然
而卻讓我們看到自由社會的整合前景，所以筆者認為主張「合理的共識」比
主張「真理的共識」應該更具有說服力。

柒、結論
綜上所述，公共理性即公民的理性，其意指公民針對憲政核心爭議與基
本正義問題進行公議的能力。公共理性最重要的功能即在於證成政治共識，
從彼此能接受的理由出發，證成彼此能接受的政治共識，因此在進行公議的
過程中，公民們不可訴諸具爭議性的特殊價值觀必須依據無爭議的科學事
實、常識信念以及政治性正義觀所提供的理想、原則、標準來進行公議、尋
求共識，這些無爭議的事實、信念、理想、原則、標準即是公共理性的內容。
此外公共理性的理念也規範了公民與公民之間的政治關係，當公民在進行公
議時必須受到「相互性觀念」的約束，在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中，公民抱持
不同的政治主張，如果要在異中求同、尋求政治共識，公民必須排除全面性
的特殊價值觀，轉而訴諸於彼此都能接受的理由，並學習以「論理」的方式
對待其他公民。公民之所以願意遵循公共理性的理念，是因為受到合理性公
民中的相互性觀念以及公民性義務兩種力量的驅使，使得公民除了可以認識
到判斷負擔的事實也會想透過公平合作來加以實現的目的，並依據最合理的
政治性正義觀來向其他公民解釋自身政治立場的道德義務來對憲政核心和
基本正義問題進行「公共審議」。
本文透過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的分析發現，他的正義理論是為當代
民主政治而設計的理論，而且只適用在公共領域，由於這個轉變，他特別稱
此時期的理論為「政治自由主義」，所以具政治性格的自由主義是羅爾斯後
期思想的特點。羅爾斯在這個時期中所要解釋與解決的基本問題是要為多元
民主社會提供一套證成政治共識的方法。羅爾斯指出，在「良序社會」中合
理的公民會擱置不同主張的全面性學說，遵循「公共理性」的理念形成「交
疊共識」，支持由「原初位置」所推論出的「政治性正義觀」作為規範「社
會基本結構」的哲學基礎，如此可以在面對憲政核心和基本正義問題發生爭
議時公民也會採取「公共理性」的推理方式，按照這套「政治性正義觀」所
提供的政治價值來進行公共議題的討論以解決民主社會多元價值之間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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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進而證成政治決策的正當性、形成政治自律性、確保社會與政治的穩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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