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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各自突出詮釋的是中國近代

社會進程的不同側面，《蔣介石與

南京國民政府》一書即再次說明了

這一論斷。該書即使在論點的支撐

方面，還有值得商榷之處，但家近

亮子獨立思考的能力和不願人云亦

云的學術創新精神，是任何從事民

國史研究的人應該加以效法的，這

種創新精神是學術研究永葆活力的

驅動力量。

既然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支配性

的模式，就不應過於苛刻地要求一

種範式一定要包容或反思另一種範

式所造成的不足。從這個層面而

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將此書引

入國內出版發行，就不僅僅是看到

了其研究視角與方法等方面的啟迪

功效，有寄望於國內同行不斷出新

之意，更展示了學術領域健康的兼

容並包的心態。

政黨的活力在於動員

民眾，對民眾的動員

在於持久，持久的動

員在於經常地體現民

眾的意志，所有這些

在國民黨身上都能找

到明顯的缺陷。沒有

廣泛的民眾支持，國

民黨統治的合法性便

喪失了根基，一旦遇

見中共這個強勁對手

的挑戰，根基的土崩

瓦解就遲早會來臨，

1946-49年國民黨迅

速崩潰正是對其改善

弱勢群體生存環境長

期失效的總清算。

《公共知識份子》評介

● 黃玫玲

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著，韓

文正譯：《公共知識份子》（台北：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2004）。

知識份子是一個特殊的族群，

操持)專業術語，引述科學統計數

據，每日詮釋)社會發生的各種問

題與現象，他們評論性和預測性的

書籍、文章、電視、網絡、廣播等

等隨處可見，剖析政經發展趨勢，

提出政策建議，引領社會輿論。伴

隨)民主政治與學科領域專業化的

發展，具有專業的知識份子成為新

興階級，進入政府參與統治，或者

成為公共議題的代言人，搖身一變

成為足以影響民意的重要人物。這

種知識份子成為專業與公共議題代

言的普遍現象，是知識份子時代的

來臨？還是知識份子的消逝？《公

共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一書的作者波斯納

（Richard A. Posner）把這種以知識份

子姿態公開寫作與演講，作品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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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公共知識份子。

本書是針對公共知識份子的系

統研究，透過量化資料及類型分析

探討公共知識份子的諸多現象。本

書開宗名義指陳公共知識份子的墮

落，意在描繪公共知識份子的嘴

臉，作者以經濟學的供給和需求探

討公共知識份子的市場，提出言論

市場p獨立型公共知識份子迅速消

失，因為公共知識份子多是憑)學

術沽名釣譽，產品的品質十分可

議。尤其是隨)知識的專業分工，

學院與智庫成為知識份子的職業途

徑，憑藉)穩定的職業生活及媒體

市場的發達，從而成為社會名流，

運用浮誇的言詞，聳人聽聞或者晦

澀的言論，從市場中賺取名利。

本書以市場經濟解構公共知識

份子現象，對於熟悉藉由知識份子

言論，作為自己態度的社會大眾而

言，的確是一個心理上的考驗，閱

讀本書最令人振奮之處也在這p，

作者挑戰了不假思索的人們，直接

接收來自媒體的各種評論、知識，

參與並成為建構社會輿論、民意的

過程。閱讀者一邊閱讀，可一邊反

思自己如何接收、篩選來自四方八

面，名滿天下的公共知識份子的言

論。

作者的理論基礎是經濟學，網

絡與媒體的發達提供了公共知識份

子表演的舞台市場，媒體界對公共

知識份子的需求，來自於只有一般

知識的民眾，寄望公共知識份子就

廣泛的的政治議題提供「一流」的智

識訊息。兩股動力交互糾纏，形成

公共知識份子的市場經濟，公共知

識份子供給的言論商品是典型的信

譽商品，所以文憑、風格、外表、

儀態、人格操守等，都是建立人們

對言論作品信賴感的重要來源，但

是這些人卻很少以身作則，欠缺言

行的一致性，品質又不受管制。而

且最關鍵的是：公共知識份子作品

提供與知識無關的部分，因為專業

分工使得一般民眾不易判斷公共知

識份子作品內容的好壞及正確與

否，所以沒有來自市場與自我管制

的壓力，進入與退出市場十分自

由，結果通常只是強化民眾的偏

見，而非化解歧見，這個市場的性

質可說是十分詭異。

作者提出媒體時代的公共知識

份子的市場論點，確實十分吸引

人，為了吸引閱聽大眾，公共知識

份子使出渾身解數，提出各種言論

吸引人們，賺取利潤。筆者認為這

只是諸多公共知識份子的現象之

一，誠如本書作者所指出，公共知

識份子以左派居多，左派知識份子

絕大多數對市場機制抱持反對立

場，即使著書演說也通常涉及對當

代資本主義的反省，以本書提出的

量化資料，被學術界引用次數最多

的福柯（Michel Foucault）即是在解

讀知識與權力的課題，拆解用知識

操控權力這回事。況且在言論市場

p反市場機制經常可見，對於自由

市場的反思，除了如作者提出的為

了嘩眾取寵的可能之外，仍然存在

)對公共政策及政治議程設定的重

大影響，而此影響常常超越言論市

場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讓公共知

識份子上場大肆放言的理由，那是

專業知識分工體系，作者指出公共

知識份子的作品經常超越所專精知

識，說一些荒誕的言論，例如物理

學家溫伯格（Steven Weinberg）對哲

伴隨@民主政治與學

科領域專業化的發

展，具有專業的知識

份子成為新興階級，

進入政府參與統治，

或者成為公共議題的

代言人，搖身一變成

為足以影響民意的重

要人物。《公共知識

份子》的作者波斯納

把這種以知識份子姿

態公開寫作與演講，

作品涉及政治或意識

型態層面議題的人

物，稱為公共知識份

子。作者指出，因為

公共知識份子多是憑

@學術沽名釣譽，產

品的品質十分可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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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一知半解，卻以哲學家的口吻發

出驚人之語，聲稱物理學定律真實

性的本質就跟石頭一樣，當外界質

疑他的無知時，又說「管他甚麼本

質！」許多學者專家，一旦成了社

會名流、評論家，似乎就變得甚麼

主題都可以談論，媒體市場需求與

社會大眾缺乏專業知識加以評斷，

形成知識亂象，這是本書作者表達

的觀點。

固然如作者所提出亂象俯拾皆

是、古今中外皆然，但是，這個現

象背景並不單純是市場，除了知識

體系的專業化之外，民主政治的興

起與專家政治的形成，都是非常重

要的原因。在民主社會p，社會最

大利益的共識，通常必須透過對話

獲致，專家代言或引領輿論是演變

下必然的結果，民主政府體系分工

專業化，決策過程需要專業知識與

統計數據，這些背景都是讓公共知

識份子存在，乃至受歡迎的重要理

由，並非單純的市場因素使然。

「身為公共知識份子都會面臨

一個窘境，越貼近群眾，知識越膚

淺」，作者這麼說。本書統計分析

公共知識份子出現在媒體、網站和

學術作品上被提到的次數，得出幾

個重要的發現，包括：律師與經濟

學家所佔的比例一路攀升，作家的

比例明顯下降；市場的週期性短

暫，在世被引述的次數高過已逝的

人物；一百大公共知識份子清一色

都是學者；媒體提到的次數一開頭

急遽下降，二十二名之後明顯少被

提到；約有三分之二的公共知識份

子左傾，但左右被引述的次數相

當，思想左傾的高級知識份子熱衷

公共事務，且善於故弄玄虛獲取媒

體好感；公共知識份子被媒體提到

的次數，和被學術界引述的次數成

反比。作者的量化研究發現，市場

快速消費公共知識份子及其作品，

往往只剩幾個「巨星」，知識在走向

民眾時消逝了！

作者的量化研究以出現在媒體

次數來論述公共知識份子現象，顯

示媒體市場引導輿論與知識份子的

行為，專業知識與公共利益未必能

在市場機制中呈現，甚至正好背道

而馳。的確，這是一個難處，專業

知識權威除了自律之外，幾乎難以

找到管理的方法，而我們所處的時

代，專業化、零碎化、市場化交互

影響，彼此依存，又難以確認真

知，專業知識份子如何對大眾說

話，是一個真確的難題，但知識份

子是否因此就輕易地出賣專業知

識，為求成名不惜犧牲一切呢？作

者根據被各種媒體提到的次數，探

討公共知識份子與市場的關連，然

而，出現次數的多寡與知識的品質

之間的關連，還須進一步探索。

作者除了量化數據之外，還提

到公共知識份子的類型：一、自我

推廣，二、自屬領域的政策建言，

三、即時評論，四、預言式的講

評，五、看衰未來的論調，六、一

般性的社會評論，七、社會改革，

八、帶有政治色彩的文學批評，

九、政治嘲諷，十、專家證詞。作

者的分類無疑是十分精闢的類型分

析，書中也論及公共知識份子撰述

這些不同類型的作品，舉出例證說

明公共知識份子貶抑文學作品，預

測不準確也無人可管，法律見解謬

誤百出等等亂象。作者旁徵博引證

明，公共知識份子只要引起注意就

達到目的。

市場的力量巨大，成為社會名

公共知識份子作品提

供與知識無關的部

分，因為專業分工使

得一般民眾不易判斷

公共知識份子作品內

容的好壞及正確與

否，結果通常只是強

化民眾的偏見，而並

非化解歧見，這個市

場的性質可說是十分

詭異。公共知識份子

的作品經常超越所專

精知識，說一些荒誕

的言論，媒體市場需

求與社會大眾缺乏專

業知識加以評斷，形

成知識亂象，這是本

書作者表達的觀點。



流及賺取豐厚的收入，非常具有誘

惑力，讓公共知識份子趨之若鶩，

確是不爭的事實。不過，依作者的

分類看來，在每一個類型中都可能

包涵各種差異性的作品言論，有過

於簡化公共知識份子作品的問題，

即便書中舉出一些例子，但是公共

知識份子作品量大、龐雜，並不容

易依類型加以分析歸納，容易讓人

有以偏概全的錯覺。

本書最後提出幾點建議，倒是

十分具體，包括：呼籲公共知識份

子公開自己以公共知識份子寫作的

作品，以昭公信；下次他坐在證人

席，可以把過去的言論記錄攤在他

面前；證明自己是清廉的，公布收

入來源，避免官商勾結，須公布誰

是幕後的學術金主；大學團體辦一

份專門報導公共知識份子活動的期

刊，讓大家知道這些學者到底在忙

些甚麼？作者的這些建議若能實

現，那麼應該是社會大眾之福，也

是學術界之福，可以讓知識的水準

提升，讓公共知識份子更能自律。

讀過本書恐怕會對公共知識份

子又愛又怕，本書作者的確相當成

功的解構了公共知識份子的神秘面

紗，讓閱聽者留意分辨各種言論。

不過，在講究民主對話，科學專業

的民主社會，依賴專業知識已然盤

根錯節的存在，學院的專業權威與

穩定的職業生涯，顯然也牢不可

破，媒體又是如此誘惑人心，公共

知識份子的亂象恐怕還會持續下

去。在此，筆者私心期望，為知識

而知識的學者、記者、作家、草根

研究者能夠愈來愈多，讓知識向下

紮根。

作者的量化研究發

現，市場快速消費公

共知識份子及其作

品，往往只剩幾個

「巨星」，知識在走向

民眾時消逝了！作者

的量化研究以出現在

媒體次數來論述公共

知識份子現象，顯示

媒體市場引導輿論與

知識份子的行為，專

業知識與公共利益未

必能在市場機制中呈

現，甚至正好背道而

馳。專業知識權威除

了自律之外，幾乎難

以找到管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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