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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穩定性、道德情感與共同生活
—一個平等主義未來生活的想像
陳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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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摘

要

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提出了一個常被忽略，但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問題：如何維持正義價值的穩定性？羅爾斯很有說服力地指出，道德情感是維
持正義價值穩定性的關鍵力量。可惜羅爾斯主張支持正義穩定性的道德情感只
有康德意義的正義感。這樣的正義感不會被任何偶然的社會關係影響。他忽略
了其他道德情感也是支持正義穩定性的重要力量，而且這些情感的維繫需要依
賴社會關係。
我們的論文因此試著回應這個問題：如果我們對平等主義的分配理念有大
致的共識，一個平等主義社會可以透過什麼社會關係產生什麼道德情感，維持
平等主義理念的穩定性？我們將先說明我們對道德情感的一些基本想法，然後
將藉由分析、評論和利用羅爾斯的正義穩定性論述，發展我們稱之為「關係依
賴的道德情感論」。接下來，我們將從我們的理論評估兩個社會道德情感論，
一是大衛 • 米勒的民族主義，二是我們提出的共同生活。我們主張平等主義
提供了成員重要的道德情感去支持平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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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服務構成的共同生活，蘊含了平等主義理念以及豐富的相互依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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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問題①
美國已故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在他 1971 年出版的名著
《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的第一章分析，除了正義之外，一個有活力
的社會還要處理三個基本社會問題：協調、效率和穩定性。其中穩定性指的是
「社會中的成員或多或少自願、規律地遵守基本的社會安排和規則，當破壞規
則的狀況發生時（包括外來的干擾），穩定的力量能夠阻止進一步的敗壞，並
回復原來的社會安排。」羅爾斯主張，雖然一個正義概念的基本功用在敘明基
本權利、義務、以及適當的分配額度，但是當我們在評估某個正義概念時，我
們也應該評估它與穩定性的關聯性（Rawls, 1971:6）。
影響社會基本安排穩定性的因素很多，例如：制度誘因設計、財富分配、
認同衝突、移民衝擊、高齡化、少子化和國際環境因素等等。但是在《正義論》
的第八章，羅爾斯深入討論穩定性時，顯然他並不全面考慮這些影響穩定的因
素。他只探討一個關鍵因素：某個正義概念本身 是否能帶來足夠的穩定性。更
具體來說，他要探討在某正義概念有效規範基本制度的社會中，參與這個社會
的成員，是否能培養出「強烈而且通常有效的慾望去依照這些正義原則的要求
行動（to act as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require）」。羅爾斯稱這個遵循正義原則的
慾望為正義感（sense of justice）（Rawls, 1971:454）。
正義感屬於道德動機，和它相對的是自利動機。② 多數研究社會福利制度
的學者主要從自利動機著手研究穩定性。③ 為何羅爾斯特別強調道德動機的重
要性？我們分析有兩個理由：第一、羅爾斯認為，被某一個正義概念規範的社
會，成員將會因為該正義概念同時產生支持和破壞基本社會規則的慾望（Rawls,

①
②
③

本研究感謝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計畫編號 : MOST 107-2410-H-001 -072 -MY3。
我們對道德動機與自利動機的區隔，請詳見第參節的討論。
例 如 Esping-Anderson（1990:33）、Goodin（1990:532）、Baldwin（1992）、Kluegel 與
Miyano（1995）等重要著作都以自利行為者的觀點分析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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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454-55）。自利相關的動機也可能是支持性或破壞性的慾望。他試圖說明，
他提出的正義概念所產生的正義感，既不違背合理自利的動機，也能壓倒破壞
規則的慾望。正義感的發展正是在互利的環境下才能形成（Rawls, 1971:471,
474）。換句話說，羅爾斯以他的方式考慮了自利動機。第二、更關鍵地，羅爾
斯關心的是正義概念的穩定性，亦即政治社群信奉的正義價值的穩定性，而不
是制度本身的穩定性。隨著環境改變，我們常常需要改變制度，以維持某個正
義概念或價值的穩定性。制度本身的穩定性最終並不真正重要，真正重要的是
一個政治社群信奉的核心價值的穩定性。羅爾斯認為，道德動機扮演了維持社
會信奉的正義價值穩定性的基本和必要角色（Rawls, 1971:457-58）。
我們這篇論文的出發點同意這兩個理由，因此接受道德動機對正義價值的
穩定性有關鍵重要性。但是我們認為，如果只考慮正義的穩定性，而不為了動
機本身的道德價值，我們應該擴大考慮正義感以外的其他道德動機，特別是友
誼、信任、同情心、驕傲感、崇敬感、自我尊敬等等道德情感。
羅爾斯界定的正義感其實僅屬於康德式的道德動機。康德在《道德形上學
基礎》中區分了兩種行為，第一種是出於 道德義務的行為（from duty），第二
種是符合 道德義務的行為（in conformity with duty）。前者的動機是出於 道德義
務而生的動機，對康德來說，這樣的行為才具備道德價值。後者的行為，如果
僅僅出自滿足個人同情、快樂和利益等動機，就缺乏道德價值（Kant, 1997:1018）。羅爾斯很明確地主張正義感是「出於 權利和正義的概念而行動的慾望」

為我們所加）。這正是康德所謂出於 道德義務的動機。但是考慮正義的穩定性
時，似乎不應該只局限於純粹出於道德義務的道德動機。因為這樣的動機即使
存在，常常不夠強烈到能壓倒每個人生活中的各種欲求。在一個被正義規範的
社會中，能夠產生有助於正義穩定性的道德情感，不只有正義感。
在自由民主社會的脈絡下，我們這篇論文的目標是規範基本社會安排的平
等主義分配正義理念的穩定性。當代許多主流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或多或少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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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主義（egalitarian）的分配正義理念（以下簡稱平等主義理念或平等理念），
其中包括了偏左的自由主義〔如羅爾斯、德沃金（R. Dworkin）和阿馬蒂亞．
森（Amartya Sen）等人的主張〕、社會主義、左派、人權、進步主義等等。各
思想派別對平等主義的分配正義理念提出不同的證成理由，但是就實際運作的
分配理念來說，雖然有些差別，但就以下關鍵理念來說沒有根本差別：平等主
義理念認為私有財產權和自由市場機制對正義的保障不足，而且教育體制也無
法確實保障每個人足夠平等的社會機會，基本社會安排的規劃因此需要更重大
地朝向平等分配。我們不像羅爾斯在《正義論》要去細究不同正義概念的不同
穩定性，而是要去探討：如果我們對平等理念有大致上的共識，當代社會可以
產生什麼道德情感來協助（規範基本社會安排的）平等主義理念的穩定性？
我們擴大考量道德動機的想法，其實更符合羅爾斯後期作品《政治自由主
義》的精神。在《政治自由主義》中，他放棄了《正義論》第九章中公民能夠
把正義當本質性益品（intrinsic good）的人性詮釋，他轉而認為為了穩定性，
我們必須接受當代社會合理的多元主義的事實（Rawls, 1993:xvii-xviii）。各種
不同、但合理的整全性學說，可以基於不同的理由，支持作為交疊性共識的正
義原則。我們認為，如果我們接受不同的整全性學說可以共同支持平等主義的
分配理念，我們應該更廣泛地去探索支持平等主義理念的道德情感來源。也就
是說，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提出的正義感，不需要是支持公平社會最強烈的
道德情感。
當代有關道德情感如何支持正義穩定性的兩個主流論述是羅爾斯的正義感
和大衛．米勒（David Miller）的民族主義。我們的論述策略將會處理這兩個論
述，它包括以下步驟：我們將先解釋我們的研究取徑，接下來說明我們對道德
情感的一些基本想法。然後我們將藉由分析、評論和利用羅爾斯的正義穩定性
論述，發展我們稱之為關係依賴的道德情感論。接下來，我們將從我們的理論
評估兩個社會道德情感來源，一是米勒的民族主義，二是我們提出的平等主義
的共同生活。我們主張平等主義的公共服務構成的共同生活，蘊含了豐富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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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依賴關係，因此提供了成員重要的道德情感去支持平等理念。
最後我們要先坦承我們論文的不足之處。基於篇幅的限制，我們提出的關
係依賴的道德情感論和平等主義共同生活兩個想法，還只是初步的哲學輪廓，
希望可以做為未來研究的啟發。

貳、研究取徑
這篇論文不是針對羅爾斯核心或整體理論的內部批評。羅爾斯在《正義論》
中，首先透過他的建構論，推導出正義的兩個原則。他說接下來他要說明，在
正義兩原則已經實現的良序社會，正義兩原則能夠持續穩定。我們無意採納羅
爾斯在《正義論》中的建構論方法。因為我們接受不同的整合性學說可以支持
平等主義理念。我們只針對他關於正義穩定性這個《正義論》後半段的主題進
行討論。
換句話說，我們認為羅爾斯關於正義穩定性的討論，和他的建構論可以分
開看待。羅爾斯的建構論對道德性（morality）有一個特殊主張，他認為道德
性不是來自我們在社會世界發現的一組道德事實，而必須被理解為透過同意的
程序而建構的結果。這個同意的程序是一個規範社會合作的理想程序，其中具
現了參與者的平等地位和他們的理性能力。更具體地說，建構的程序再現了我
們兩種實踐理性的能力，一是我們有能力擁有善的概念：我們有能力去形成、

意願講理，這是一種能力去理解、應用和根據正義的公共概念行動，這個概念
界定了社會合作的公平條款。這兩個道德能力是羅爾斯建構論的基礎，它們不
是建構出來的，它們也不是心理學事實，它們表達了實踐理性對我們的要求。
但是羅爾斯在討論正義穩定性時，他要說明在良序社會中正義感這個道德
能力能夠穩定存在，他需要去討論正義感在良序社會中的實現和穩定條件。
他說，因此他必須涉入心理學或者社會理論的討論。他要說明人的自然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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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和理性地追求我們理性的利益或善的概念。二是我們擁有正義感：我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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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attitudes）在適當條件之下會發展成正義感（Rawls, 1971:489）。他倚
賴了心理學和一些社會機制去解釋在良序社會中培養的正義感足以帶來穩定
性。我們的論文專注在這個部分的討論。這個部分可以和他的建構論分開來看
待，因為它涉及了建構論本身不會涉入的心理學和社會理論。
這裡要稍微討論羅爾斯對心理學和社會理論的看法。羅爾斯在 1975 年發
表的〈道德理論的獨立性〉（The Independence of Moral Theory）一文中說：
道德理論的目標在提供一個深沉的理解：對道德概念的結構
和它們和人的感性（sensibilities）的關聯性……我們不該避
開這樣的任務，即使它們 [ 有關於人的感性、情感和動機的
理解 ] 看起來屬於心理學（psychology）或社會理論 （social
theory），而不屬於哲學。因為事實是人們不是被哲學的慾望
驅使去追求道德理論。因此了解人的動機 [ 即了解人的感性
和情感 ] 是必要的，因為沒有它的話，我們的追尋就只有錯
誤的焦點。（斜體是我們所加。重印於 Rawls, 1999:302）
我們同意羅爾斯，一個道德理論不能迴避去涉入心理學或者社會理論的討
論，它們甚至是道德理論的核心，因為我們無法迴避討論人的動機。羅爾斯的
正義理論中的心理學，他稱為道德心理學。在《正義論》中，他討論道德心理
學的目的就是為了討論正義的穩定性。他的道德心理學的內容就是我們論文的
第肆節討論的他提出的三個道德發展階段，每個階段都涉及了一個經驗心理學
的法則（psychological law）。
我們的論文將試著提出「關係依賴的情感」以及「平等主義共同生活」的
概念。我們這些分析並不是針對任何現存社會做的社會學分析，而是針對平等
主義價值穩定性需要的「道德情感」的理想社會條件分析。我們提出的分析，
也就是羅爾斯所謂的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根據羅爾斯的理路，我們的論
文仍然是政治哲學的討論，屬於道德理論的討論，而不是社會學式的討論。
在有關正義穩定性的討論中，我們肯定和採納了羅爾斯的兩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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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德動機（特別是道德情感）對正義價值的穩定性有關鍵重要
性。」我們要討論的也是價值的穩定性，只是我們針對的是平等主義價值的穩
定性（而不是羅爾斯正義的兩原則的穩定性）。而且我們也認為維持平等主義
穩定性的關鍵因素是道德情感，只是我們討論的道德情感是多元的（而不只是
羅爾斯的正義感）。
第二、羅爾斯強調他的正義穩定性不是暫定協議，穩定性必須基於正確的
理由而穩定（stability for the right reason）
。我們同意這個主張。在《正義論》中，
羅爾斯特別強調他的心理學是道德的。他討論的心理學法則運作的制度環境，
是一個正義已經實現的理想社會。這些制度環境蘊含了正義的原則，成員也信
仰正義的概念。正義的相關道德概念、制度環境和心理學法則，共同解釋了每
個道德階段的道德情感的出現。人們在參與制度中認知的正義的相關道德概念
也擁有解釋力。
這也是為什麼羅爾斯不斷強調他的穩定不是暫時共識，而是基於正確的理
由而穩定。因為成員對正義概念的信念已經參與了維持正義穩定的道德情感的
出現的解釋。
我們提出的社會理論扮演的角色，和羅爾斯的道德心理學類似。我們的社
會理論也是道德理論的一部分。我們也認同羅爾斯，穩定性必須基於正確的理
由而穩定。因此我們提出的社會理論，並不是訴諸人的自然情感帶來的穩定性，
也不是訴諸沒有蘊含正義原則的社會制度帶來的穩定。我們討論穩定性的出發

則，人們也抱持平等主義的信念。我們問這樣的社會是否能夠穩定？
我們提出的道德情感都預設了這樣的社會。平等主義的社會制度、人們對
平等價值的信仰，以及心理法則和社會機制，一起解釋了七種道德情感的出現。
這些情感維持了平等主義價值的穩定性。因此，我們主張的穩定性也是基於正
確的理由（平等主義價值）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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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是一個平等主義價值已經實現的社會，因此各種社會制度已經蘊含了平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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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自利動機與道德動機
我們要擴大考慮支持正義規範的道德動機，但是什麼是道德動機？我們要
如何區隔自利動機和道德動機？滿足同情心的道德情感，算不算是一種自利動
機？如果實踐德行，例如公正這樣的德性，最終目的是個人美好或快樂的生活，
那實踐德行的動機是不是自利動機？如果上述兩者都是的話，我們怎麼區隔自
利和道德動機？
美 國 當 代 哲 學 家 Paul Bloomfield 最 近 在 他 編 的 Morality and Self-Interest
（2008）一書做了一個很有用的區隔。他區分了兩種類型的道德理論，一種是
「不包含自利的道德」（morality without interest），一種是「在自利內的道德」
（morality within self-interest）。前者「不包含自利的道德」的代表理論是康德
主義和後果論，他們主張道德問題的出發點是「我該如何對待他人」，而且道
德不能涉及個人或特殊團體的特殊觀點，必須採取完全不偏不倚（impartial）
的普遍觀點，決定什麼該做、不該做。後者「在自利內的道德」的代表則是亞
里斯多德倫理學，他們主張道德問題的出發點是「我該如何生活」，這也包涵
了我該如何對待他人，因為我該如何對待其他人，也是我追求的美好、快樂生
活的一部分。依據這類觀點，極端的自利行為也可以說是道德行為，因為自利
也是屬於我該如何生活的考量。而實踐那些「關切他人」的德行（例如公正），
因為最終目的是個人的美好生活，也算是一種廣義的自利。
Bloomfield 的這個區隔可以做為我們分析的起點。如果採取的是第一類「不
包含自利的道德」的觀點，所有為了情感滿足（即使是同情心、團結感或者尊
敬）、或者追求個人美好、快樂生活的動機，都不屬於道德動機。因為道德必
須不是出自特殊自我的任何滿足，必須來自不偏不倚的觀點。羅爾斯的正義論
屬於第一類觀點的修正，他雖然同意行動者個人正義感的重要性，但是認為正
義感的對象和強度最終可以被理性完全決定（Rawls, 1971:476, 1993:82-84），
所以正義感可以完全不偏不倚，不再被特殊自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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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採取第一類觀點，我們會像羅爾斯一樣，傾向貶抑其他道德情感的地
位，認為它們缺乏充分道德價值（不夠不偏不倚），而忽略了其他道德情感支
持穩定性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採取第二類「在自利內的道德」觀點，所有的道
德情感都可以是道德的，但也都是廣義的自利情感。這樣道德和自利的區隔就
過於攏統，對我們的分析沒有幫助。
因此，我們主張在第二類觀點下更細緻的定義「嚴格意義的道德」。研
究古希臘哲學的英國哲學家 Julia Annas（2008）晚近對德行倫理和自我主義
（egoism）討論很有啟發性。她主張新手在學習德行時，資深者一開始會和他
解說德行的最終目的是個人美好生活，學習者也會刻意為了做個有德行的人去
實踐德行，可是當他真正成為有德行的人時，他在實踐德行的當下 （例如果敢
地犧牲自己的時候），他就不再特別意識到他自己，他全心關切的只是回應當
時的狀況，例如：有人陷入危機需要幫忙。但是如果他要教導新手時，他還是
可以說明德行和個人美好生活的關係。因此，Annas 主張德行論可以抵禦自我
主義的批評。
我們認為 Annas 對德行的說明也可以適用在滿足「道德情感」的行為。當
某個人在考慮應該如何對待他人的當下 ，只考慮回應當下的情況，例如：瘦弱
小孩瀕臨餓死、歹徒將侵犯受害者，他全心關切的是他人（或者普遍利益），
而沒有特別想到自己，他的道德情感就可以視為「嚴格意義的道德情感」。而
他還是可以在有機會完整反思自己的道德行為時，同意他是基於滿足某種道德

定該怎麼做的當下，只專注於他人利益或者普遍利益，而沒有特別意識到為了
他的美好生活或者道德情感滿足，他的動機就是可以說是（嚴格意義的）道德
動機。他就不是自利的。
我們在區分道德和自利動機時，不需要在兩類道德理論之間採取立場。我
們採納的道德動機的界定，既可以包括第一類理論的完全不偏不倚的道德動機
（如果存在的話），也可以包括上述的「嚴格意義的道德動機」。如此相對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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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採納的（狹義的）自利動機指的是在行為的當下 ，有意識地主要基於「關
切自己」的意圖，才決定什麼該做、不該做。
因此我們主張這樣理解道德情感（嚴格意義）：可以驅動行為者在行為的
當下，主要為了他人或普遍利益行動的情感。它們可能包括正義感、同情心、
驕傲感、崇敬感、自我尊敬等等。它們是可以和自利動機區隔的道德動機，即
使它們不是完全出自不偏不倚的普遍理性觀點。
我們這篇文章特別考慮的道德動機主要是道德情感。自柏拉圖以來，多數
哲學家認為理性是最重要和可靠的道德知識和行為來源，情感的對象和大小可
以、也應該被理性完全形塑。羅爾斯也屬於這個理性主義傳統。挑戰這個理性
主義傳統的知名哲學家是大衛．休謨（David Hume），他雄辯地主張：「理性
是也應該只是激情的奴隸，除了服務和服從它們，永遠也無能假裝它能扮演別
的職能（Hume, 1960/1777:462）。」
當代道德心理學的發展讓我們再重溫了一次理性主義者和休謨主義者的辯
論。道德心理學一直到 1980 年代，都是發展心理學的一支，被瑞士心理學家
尚．皮亞傑（Jean Piaget）和美國心理學家 Lawrence Kohlberg 等人的理性主義
心理學觀點支配（Piaget, 1965/1932; Kohlberg, 1968）。他們認為只要小孩有足
夠的生活經驗去輪流、交換、分享、遊戲等等，不需要上對下的道德教育，小
孩自然會從遵循大人規範的階段，發展到學會抽象和系統的道德思考階段，學
會運用更高層次的善的規則（例如公平），去挑戰比較低的規則。對這些理性
主義心理學家來說，道德情感的重要性遠比不上道德抽象思考能力的發展。
然而道德心理學在 1990 年後開始轉向注意道德情感的重要性。其中的代
表人物之一是美國道德心理學家 Jonathan Haidt。他自承是當代的休謨主義者，
他從文化人類學家 Richard Shweder 的研究獲得靈感，和一些學者發展出「道
德 基 礎 理 論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Haidt and Joseph, 2004; Haidt and
Graham, 2009）。Haidt 在他的名作 The Righteous Mind 中同意人的道德判斷有
兩種理性模式，一種是「直覺認知」，一種是「反思認知」。個人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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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倚賴的是「直覺認知」。「直覺認知」在「看到的當下」（‘seeing-that’），
就做了判斷。它幫助個人每天作出數以百計、快速、不費力、幾乎是自動的道
德判斷。對日常生活來說，「反思認知」總是為「直覺認知」服務，幫助已經
作出判斷的直覺尋找理由，而不是挑戰或改變「直覺認知」。他形容我們的「直
覺認知」是有既定行走方向的大象，「反思認知」只是大象上被動的騎士，幾
乎無法改變大象的走向。人的道德情感則是「直覺認知」的一部份。他並主張
人有五種道德直覺的模組，分別是照顧 / 傷害、公平 / 欺騙、團結 / 背叛、權
威 / 顛覆、神聖 / 貶抑。這五種模組相對應的道德情感是同情心、憤怒（感恩、
內疚）、驕傲、尊敬（恐懼）、崇敬（噁心）（Haidt, 2012）。
Haidt 等人的理論非常有啟發性。我們同意我們的日常生活判斷主要被大
象般的道德直覺和情感決定，當下的反思認知很少能改變它們。但是我們這篇
論文不試圖在理性主義和休謨主義之間選擇立場。因為我們仍然能想像，某些
時候、某些人的反思認知，可能透過社會制度的重新規劃，改變人們的道德直
覺和情感（這是許多理性主義傳統的政治哲學家的設想和嚮往）。不過即便如
此，因為道德直覺和情感主導了我們每日生活數以百計的道德判斷，因此我
們需要仰賴穩定的道德情感才能達成道德規範的穩定性。同時，我們也認同
Haidt 在討論道德直覺和情感時，採取多元主義的道德情感觀點，而不獨尊正
義感。我們將在下面試圖說明在適當的社會條件下，多種道德情感可以像有穩
定方向行走的大象一樣，共同支持平等主義規範的穩定性。

羅爾斯在《正義論》第八章中主張如果人們在一個正義有效規範的制度體

④

我們這節將批評羅爾斯的正義感論述沒有適當處理多種道德情感和社會關係。過去許多女
性主義者也批評羅爾斯的正義論缺乏對情感和社會關係的關注。例如：Held 和 Nussbaum
批評羅爾斯的反思性均衡忽略了以情感為基礎的判斷（Held, 1993; Nussbaum, 199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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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羅爾斯也稱為良序社會）中成長，會經歷三個階段的道德發展過程，每個
階段基於互惠（reciprocity）的原則發展，最終成員將會發展出正義感，基本社
會安排的正義因此能夠穩定（Rawls, 1971:453-512）。羅爾斯承認他藉助了皮亞
傑和 Kohlberg 等人的理性主義發展心理學（Rawls, 1971:460-61）。為了說明他
的論述的優缺點，我們需要花費一些段落說明這三個心理發展階段。
在第一階段，兒童發展出「權威的道德」（morality of authority）。在良序
社會的家庭，父母親明示的無條件的愛、持續的鼓勵和支持、親身道德示範以
及對道德禁令的解釋，這些作為使得兒童了解他是因為他自己本身而被愛，從
而確認自己的人格價值（the worth of his own person）。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對
父母產生信任（trust），因此得以去發展出許多能力，因此得以確認自我尊嚴
（self-esteem）。在這些過程中，他對父母發展出不是基於自利和工具理性的愛
（love）。因為父母親值得尊敬的言行和權能（power），他們會想要模仿父母親，
並以他們對他的評斷來評斷自己。因為對父母親的愛與信任，即使他們不完全
理解父母的禁令，仍會對逾矩產生罪惡感（出於愛與信任的罪惡感），因此會
對父母承認過錯和尋求和解（Rawls, 1971:462-67）。
第二個階段發展的是「結社的道德」（morality of association），這個階段
的道德內容是人們在結社中擔任各種角色適用的各種道德標準，例如：好兄

94）。Alison Jaggar 認為原初情境不僅假設了自我主義，也帶有抽象個人主義的形上學
預設（Jaggar, 1983:30-31）。影響女性社群主義甚鉅的 Michael Sandel 批評原初情境的
參與者被想像抽離各種社會關係，因而對他們的善的概念無知（Sandel, 1982）。Seyla
Benhabib 和 Marilyn Friedman 批評原初情境的對話是獨白式的（monological），參與者
只是抽離出社會關係的抽象思考者，只從相同的心靈推導出結論（Benhabib, 1992:14877; Friedman, 1993）。Nussbaum 批評羅爾斯忽略了其他支持正義穩定性的輔助性來源
（Nussbaum, 2003）。我們批評的著手點和這些女性主義評論不同。女性主義大多集中
在對原初情境的批評。我們承認原初情境原本就是一個刻意抽離社會關係的道德觀點的
推理設計，因此羅爾斯有理由迴避人性的討論。但是當羅爾斯考慮實現正義原則穩定性
的正義感時，他必須要認真考慮具體社會關係中的人們的道德情感。我們的批評是即使
羅爾斯考慮具體的社會關係和道德情感，他還是沒有適當處理道德情感和社會關係。而
Nussbaum 對正義感輔助來源的討論（包括詩歌、故事、笑話等），也缺乏對社會關係的
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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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姊妹、好學生、好老師、好競賽對手、好同事、好社員、好公民等等。在結
社活動中，人們學會從他人的觀點看事情以及合作系統的概念。當結社被認可
是公正的，因此確保所有成員都能從中獲利，此時每個人做好他的角色就被視
為對每個人都有利。結社的共事者做好他們自身角色的意圖，因此被視為一
種善意，這樣的認可帶來了其他人對他們的友誼和信賴（friendship and mutual
trust）。每個人做好本份的互惠效果，相互強化而達成一種平衡。同時，如果
有人展現出他所承擔的角色的卓越道德理想，便會引起其他成員的傾慕和模
仿。因為友誼和信任，當某位成員沒有做好他的角色，他會感到罪惡感（基於
友誼和信賴的罪惡感），因此想要補償受害者、道歉，並接受被懲罰是適當的。
最終這個結社的道德應用到整個社會，社會成員視彼此平等，彷彿是朋友和共
事者，共同參與一個大家都知道對每個人都有利、而且被共同正義概念規範的
合作系統。在第二階段，人們已經瞭解正義原則的內容以及平等社會成員的角
色理想，但是他們遵守正義原則的動機主要還是來自友誼和同胞情感，以及社
會對他們的贊同或否定（Rawls, 1971:467-72）。
第三個階段，人們發展出「原則的道德」（morality of principle）。羅爾斯
主張，當愛與信任、友誼與信賴在前兩個階段而生，同時我們認可到我們以及
那些我們關心的人們都是正義制度的受益者，這樣的認可傾向在我們內心產生
「出於正義概念本身而去行動的慾望」。這樣的正義感不再只和具體的個人和
群體的福祉有關聯，而且獨立於愛、信任、友誼和信賴這些社會偶然性的情感。

一旦「原則的道德」被接受了，道德態度不再只與其他具體
個人和群體的生活福祉和贊許相聯繫，而是被權利的概念所
形塑，這個概念的選擇無關於這些 [ 具體個人和群體的福祉
和贊許的 ] 偶然性。我們的道德情感展現出一種獨立性，獨
立於我們世界的意外偶然性。這個獨立性的意義來自於對原
初情境的描述以及它的康德主義詮釋（Rawls, 197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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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爾斯認為在第三個階段，我們對多數公民沒有友誼和信賴感，這可能是
因為沒有機會看到他們在盡本分乃至於感受到他們的善意，也可能是因為制度
體系過大而無法建立起廣泛的特殊臍帶。但是我們仍然會想要盡我們的本分去
維持和促進正義的制度安排。在當代社會，多數人互不相識，無法產生友誼，
公民是基於接受公開的正義原則凝聚在一起，而不是因為同胞情感（Rawls,
1971:474）。
當我們讀完上述《正義論》的第八章內容，進而翻到第九章，多半會感
到困惑，既然羅爾斯自認為這三個階段已經展示良序社會可以產生正義感，
為什麼他還要在第九章做一個更有野心和爭議性的論點：他主張在良序社會
中，個人追求生活益品（good）的慾望和規範社會的正義概念（conceptions of
justice）的義務可以合而為一。他稱這個「合一性」（congruence）命題是康德
主義對人性的詮釋。
所謂的益品（good），也可以稱為美善的事物，對哲學家來說，一般指的
是當個人有適當認知後，會被吸引去追求的事物，它們是人快樂或擁有蓬勃
生命（flourishing life）的基本條件。舉例來說，健康、智力、收入、基本自
由、自我尊敬等等都是我們渴求的益品。但是自康德後，許多哲學家認為權利
（right）或者正義（justice）等道德原則，對人的要求是無條件的，不管對個
人是否有吸引力、也不管是否是快樂生活的必要條件。⑤ 羅爾斯在推論正義原
則時，也主張權利（right）是比益品（good）更優先的道德要求。
但是為了考慮正義的穩定性，羅爾斯卻在第九章提出「合一性」命題，主
張在理想的良序社會中，正義也會是人會被吸引去追求的益品，如此益品和正
義（權利）就合而為一了。羅爾斯認為，在良序社會中，每個公民因為要表達
自由與平等的天性，將把正義視為他個人蓬勃生命的必要益品來追求。又因為

⑤

關於益品（美善事物、good）和權利（right）區隔的最好的討論，可見 Charles Larmore
（1996: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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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這個益品具有終局性（finality），它將會規範其他的益品的追求，因此當
其他慾望和正義衝突時，個人會選擇遵循正義原則。
這個「合一性」命題提出後，廣被學者批評，不是認為不必要，就是認為
沒有說服力。⑥ 問題在為什麼羅爾斯需要在第九章提出「合一性」命題？我們
認為，羅爾斯意識到他雖然在第八章成功展示正義感是可能產生的行為動機，
不過他沒有展示，當正義感和其他慾望相衝突時，正義感會成為個別公民主導
和充分的行為動機，因此他才需要在第九章進一步提出「合一性」命題。⑦ 不
過，在《正義論》出版後，羅爾斯理解到康德主義對人性的詮釋，無法說服各
種多元意見，他說自己為了穩定性的考量，放棄了「合一性」命題，繼而陸續
發展出《政治自由主義》中的概念（Rawls, 1993:xix）。
在《 政 治 自 由 主 義 》 中， 他 也 將 穩 定 性 分 成 兩 個 部 分 討 論（Rawls,
1993:141）。第一部分一樣要展示在良序社會中成長的個人能夠培養出正義感
支持正義制度，他說《正義論》第八章的三階段心理發展論仍然是很好的說明
（Rawls, 1993:143, footnote 9）。在第二部分，他則轉而主張，為了說明他的正
義原則可以帶來穩定性，他需要說明，在一個合理的多元主義作為事實的當代
社會，他提出的正義原則相關的政治概念可以成為各種不同的整全性學說的交
疊性共識。
羅爾斯的交疊性共識等概念對我們思考多元社會的穩定性有相當大幫助。
可是這些概念並沒有真正處理「合一性」命題原來要處理的問題：人們經歷三

義的制度？如果放棄「合一性」命題，政治自由主義中的交疊性共識等概念無
法說明這些階段發展出來的正義感是充分的。反之，信仰不同整全性學說的人
們各以不同的理由和情感支持正義原則。我們似乎難以確定這些情感能夠穩定

⑥

⑦

例如 Brian Barry 認為，一般來說，良序社會的人們已經有充分的正義感可以提供穩定性，
因此 Rawls 不需要「合一性」命題（Barry, 1995）。
Samuel Freeman 也有類似的看法（Freema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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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正義原則。
我們不贊同「合一性」命題，因為康德主義對人美好生活的詮釋，確實忽
略了當代社會多元的事實。同時我們也不認為羅爾斯的後期轉向成功說明了，
他構思的良序社會能夠產生足夠的正義感。我們接下來需要說明為何羅爾斯上
述的道德情感發展論無法充分支持正義的穩定性。
羅爾斯的道德發展論述充滿有趣的洞見。尤其是前兩個階段—「權威的道
德」和「結社的道德」階段—充滿豐富的情感發展和複雜的依賴關係。可是這
兩個階段和第三階段有明顯落差。在前兩個階段，成員間的相互依賴關係是維
持這兩個階段道德規範穩定性的關鍵因素。可是羅爾斯卻主張在第三個「原則
的道德」發展階段，這些依賴關係都可以歸諸偶然性的範疇，因為公民已經發
展出可以單獨由正義概念決定和驅動的充分正義感，不再必然需要這些「偶然
的」依賴關係。
也許有人會如此為羅爾斯辯護：前兩個階段發展的愛、信任、友誼、信賴
與罪惡感等道德情感不會消失，它們會繼續和正義感一起支持正義概念的穩定
性，因此我們不需要憂慮正義感本身是否單獨構成充分的動機。但是這樣的
辯護並不成立。因為，第一、前兩個階段發展出來的道德情感，對個人正義感
的發展，雖然是必要的，可是意義主要在於對個人道德發展的階段重要性 。當
個人的正義感發展出來之後，這些情感並沒有支持正義概念穩定的功能。第
二、當羅爾斯討論到前兩個階段的情感在第三階段的「適當位置」（appropriate
place）時，他說這些情感會因為牽涉正義概念而變得更強，因此我們可以從這
些情感的強弱，推理出一些道德排序原則。換言之，它們的適當位置在幫助我
們進行排序的認知推理。羅爾斯完全沒有提到它們對維持正義穩定性的重要性
（Rawls, 1971:475-76）。
追根究柢，羅爾斯相信，當我們理性推理出某些道德原則具有優先性，理
想上，這些道德原則也會產生相對應的強烈道德情感，因此我們不需要仰賴（前
兩個階段）道德優先性低的相關道德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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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中表達得更為清楚。他另外採用了三種慾望
分類：「物件依賴」的慾望（object-dependent desires）、「原則依賴」的慾望
（principle-dependent desires） 和「 概 念 依 賴 」 的 慾 望（conception-dependent
desires）（Rawls, 1993:82-84）。「物件依賴」的慾望包括了各種身體的慾望、
愉快的活動、以及各種情感、忠誠、地位、權力、榮譽和財富的慾望。「原則
依賴的慾望」則發生在當人們必須以原則去闡述某些活動，他們開始發展依據
原則去行動的慾望。而當許多道德原則可以共同被一個概念闡述，例如公民這
樣的概念，人們最終可以單純為了一個概念而行動。正義感即屬於「概念依賴
的慾望」。羅爾斯說：
強調這件事是重要的：原則依賴的慾望的強度和重量，完完
全全被這些慾望依附的原則所給予，而不是被這些慾望的心
理強度所給予……有善良意志的人，讓我們使用康德的語
言，是這樣的人：他的原則依賴的慾望的強度完全等同於它
們所依附的原則的力量或優先性。這個解釋說明也同樣適用
在概念依賴的慾望（Rawls, 1993:82-83 note 31）。
在理想的情況下，「原則依賴」以及「概念依賴」這兩種慾望的強度，完
全被理性推理出的原則和概念的優先性所決定，而不需要仰賴任何其他心理機
制。為什麼羅爾斯會主張公民需要具備如此完全獨立的道德能力？他的理由可

第一、他可能認為他想要確保的是正義概念的穩定性，因此需要完全仰賴
正義概念本身驅動的慾望，如果我們依賴其他的制度和關係產生的動機，這些
制度和關係的變動將會造成正義概念的不穩定。但是這樣的想法是多慮了。如
果我們透過制度和關係的設計，培養其他支持正義概念的道德情感，例如友誼、
驕傲感或同情心，當制度和關係產生變動時，我們當然也要在制度變革上同時
關注這些道德情感的轉變和維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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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羅爾斯可能認為和正義概念有內在相關的情感只有正義感，其他的
道德情感不是盲目、要不然就和正義概念無密切關係。可是這並不正確。舉例
來說，當重大不義事件發生在某同胞群體身上時，我們被驅動的不只有正義感，
也包括同情心、友誼和榮譽感等等，而且這些情感的強度，也會隨著我們對該
事件的義與不義的價值判斷而改變，它們也是和正義概念相關的慾望。我們的
認知和情感之間的關係，不是像「正義相關的判斷」只對應了「正義感」的一
對一關係，而是有更複雜的交錯關係。一個被正義概念規範的基本社會安排，
不只會產生正義感，還會產生其他重要的道德情感，這些情感同樣和正義概念
有密切關係。再舉例來說，「不參與容易傷害脆弱群體的社會體制」，這樣的
正義概念，既和正義感，也和同情心，以及公民榮譽感有內在關係。
第三、結社的道德仰賴了我們對具體的個人或團體的友誼和信賴，但是
羅爾斯認為在當代社會，每個公民無法見證到大多數公民的善意，因此沒有
這樣的友誼和信賴，當代社會能夠團結成員的只有公開的正義原則（Rawls,
1993:474）。這個想法的說服力不高。如同 Benedict Anderson 知名的分析，現
代社會中的人們雖然無法和其他成員直接互動，但能夠透過許多社會媒介「想
像」彼此為一個共同社群的成員，這些媒介包括了報紙、小說、廣播媒體、地
圖、博物館、學校等等。透過這些媒介，人們可以去想像同一個社會的其他人
在同一個時間在做類似的事情，分享類似的認知、感受、作為和反應（Anderson,
2016）。如此即使在現代大型社會沒有具體和直接的互動，成員間仍然有可能
分享普遍化的同情、友誼和信賴感。
綜上所述，因此我們不同意羅爾斯的公民完全獨立性論點。然而有趣的是，
羅爾斯在「權威的道德」和「結社的道德」這兩個道德發展階段的論述，卻提
供了我們重要的線索去理解社會依賴的重要性。我們將在下一節試著擷取和進
一步發展羅爾斯在這兩個階段的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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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一個關係依賴的道德情感論
羅爾斯論述的前兩個道德發展階段涵蓋了當代社會的主要群體合作生活，
它們包括了：家庭、學校、社區、運動、社團、工作和整個社會的合作體系。
我們建議稱呼這些群體合作生活為合作群體。其中對每個人都具有重要性的是
家庭、學校、工作和社會合作體系等基本合作群體。
現在讓我們設想一個平等主義理念已經實現的理想社會，平等主義有效規
範了這個社會的基本社會安排。上述基本合作群體也被平等主義規範。以學校
為例，雖然功績主義讓表現好的學生獲得相對應的獎勵，可是學校也會致力於
讓所有學生獲得實質平等的教育資源。例如，分配更多資源給弱勢學生或者特
殊教育學生。而工作屬性的合作群體，例如公司，雖然以市場和利潤為導向，
但是薪資差距、上下級關係以及下層員工的向上流動機會也被平等主義規範。
在這個平等主義社會中，基本合作群體不只是工具性結社，而且帶有倫理
意涵，具有道德規範和道德情感。⑧ 這些合作群體的規範穩定性從何而來？合
理的推理是這些合作群體中成員之間豐富的相互依賴關係，提供了穩定的道德
情感去支持穩定的道德規範。只要這些依賴關係存在，維持穩定的道德情感就
存在，我們不需要去設想完全獨立於這些依賴關係的道德慾望，扮演維持穩定
的角色。羅爾斯論述中的前兩個道德發展階段，其實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道德規
範的穩定性。

個平等主義有效規範的社會，基本合作群體普遍存在的八種相互依賴關係：
1. 日常交換（daily interchange）
。在合作群體中，成員基於需求、能力發展、
利益、興趣等目標，發展出有特定內容的日常互動關係。在家庭、學校、社團、

⑧

我們的合作概念採取了芬蘭哲學家 Raimo Tuomela 對「合作」的「集體模式」
（group-mode）
的分析。這和博弈理論中常見的「個體模式」
（individual mode）的合作概念不同（Tuomela,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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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乃至整個社會合作體系等等，成員需要扮演角色、完成角色的工作，遵
循角色蘊含的標準，接受規則，採取行動，接受他人的行動及後果，反應和溝
通。遵循規則進行日常交換是這些合作群體的生活文法。〔參照羅爾斯強調在
各種結社中遵守自己的角色的權利、義務和標準（Rawls, 1971:467-68）〕
2. 互惠獲益（reciprocal benefit）。每個成員都能從合作中互惠獲益，沒有
人需要承擔不合理的負擔。互惠獲益是個有高度爭議性的概念。一方面，如
Robert E. Goodin 批評，互利似乎不該作為公正制度的基礎之一，因為如果弱勢
者沒有貢獻，其他成員因為無法和他們有互利關係，會選擇排除他們（Goodin,
1988）。但是另一方面，完全否認互惠獲益的重要性卻也是對人不切實際的道
德期待。我們認為互惠獲益是必要的，如果我們把社會合作關係看得比較長遠，
在階級不再涇渭分明的現代社會，至少每個人關切的親友都可能在潛在未來淪
為弱勢者（即使是富人也有弱勢親友）。〔參照羅爾斯強調每個成員都知道他
能從合作關係中獲益（Rawls, 1971:471）。〕
3. 相互支持（mutual support）。因為現代社會的高密度生活，在上述日常
的交互活動中，每個成員能夠獲益的條件，高度倚賴其他成員日常作為的支持，
這些支持可能是成員有意或者無意（unintended）促成。更重要地，現代社會
的合作群體的規範普遍具備權利的概念，例如家庭中的兒童權利、學校的教師
權、工作中的平等權。權利蘊含了「行為者自己能夠行使權利」的意涵，也就
是說權利的規範體制要保障行為者在權利被侵犯時，有能力自己去行使 權利，
捍衛自己的權利。⑨ 當然，孤零零的每個人無法自己去行使權利。因此權利規
範的體制包括了合作群體有適當的社會反應機制，協助權利被侵犯的當事人去
行使權利。明顯的例子包括公設辯護人、各種有效的上訴管道及充分的言論和
集會自由進行倡議。當代蘊含權利的合作群體規範，仰賴群體成員的相互支持，
以實現權利的行使。權利的賦予和行使，維護了規範的存在，讓合作群體的規
範變得更穩定。

⑨

可見人權學者 Jack Donnelly 對權利的分析（Donnelly, 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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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習慣遵守（habitual obedience）。欺騙和投機永遠存在，任何人可能短期
間破壞某個合作群體的規範，但是如果我們可以穩定預期大多數成員會穩定遵
守這些規範，我們也會傾向穩定遵守。一方面，如果別人有很高可能性不遵守
規範，遵守的人就會成為最倒楣的人，就博弈理論來說，我和其他人陷入囚徒
困境。但是如果每個人都能預期大多數成員會遵守，就可以形成大多數人都遵
守的穩定平衡。更重要地，一開始遵守規範可能是出於計算個人利益，可是穩
定的遵守帶來習慣，習慣回過頭再強化穩定，而習慣是幫助穩定的重要因素。
習慣是人日常行為的強大驅力，當遵守合作團體的規範成為個人習慣，個人的
理性計算反而會為習慣服務。
以上四種相互依賴關係在平等主義的合作群體成員之間培養出友誼和信任
感。因為平等主義的規範，每個人（包括弱勢者），都能從合作群體中獲益，
每個人把其他人盡忠職守、遵守規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當作是對自己表達
善意，因此感受到友誼和信任感。每個人也願意遵守規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回應予善意。如此持續相互強化友誼和信任感。
除此之外，同情心也最容易發生在平等主義的合作群體成員之間。同情心
（sympathy）是對他人苦痛的回應。它需要行使同理心（empathy），亦即我要
有能力去識別他人的情緒，想像自己在他人處境下可能產生的痛苦，感同身受，
因此驅使我去援助他人的苦難。⑩ 在平等主義規範的合作群體，每個成員的社
會處境差距被限制，成員比較能不費力地想像自己可能遭遇類似處境，迅速理

斷與行動，所以如果透過改善合作群體的制度援助他人痛苦，未來也對我自己
有利的話，我的同情心就更容易被觸發。
5. 道德認同（moral identification）。也許一開始我們從個人利益的角度出
發，從合作群體中穩定地互惠獲益、相互支持，從而養成遵守合作群體規範的

⑩

晚近對同情心最好的討論，可見 Solomon（2004: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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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感受其他成員的痛苦。而且，因為同情心隱含著我要去幫助受苦他人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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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在習慣中，我們繼而意識到這些合作群體的角色蘊含的標準以及合作規
則，背後的平等主義價值，從而發現自己或多或少已經產生道德認同。我們支
持這些標準和規則的動機，不只是出於個人利害考量，而且也出於認同背後的
平等主義理念。〔參照羅爾斯對生命中扮演各種結社中的適當角色與道德發展
的討論（Rawls, 1971:467-68）。〕
6. 制度理念（institutional ideas）。上述的道德認同蘊含了一個前提，這些
合作群體對成員公開、明確、有效地傳達它們主要訴求的平等主義理念。〔參
照羅爾斯說明各結社的基本道德規範必須被成員們公開認可是適當的（Rawls,
1971:471）。〕
7. 社會認可（social recognition）。如羅爾斯所說，其他成員盡本分，對我
來說是對我表達善意，對我的正面肯定，我的持續努力倚賴他們對我的臧否。
我們也會譴責不遵守規範的人。社會認可的重要性，除了在於人有追求他人認
可的渴望之外，也因為社會認可對個人的自我尊敬的形成和維持有關鍵必要
性。如果沒有自我尊敬，人就會失去道德性，不再能道德地遵守規範。 ⑪〔參
照羅爾斯（Rawls, 1971:471）。〕
以上三種相互依賴關係帶來成員對平等主義合作群體的榮譽感或驕傲感。
這個驕傲感和他們的自我認同和自我尊嚴密切相關。平等主義價值成為他們自
我認同的一部分。成員對於自己和其他成員一起守護、維持和實現平等主義價
值，好像父母親培育兒女一樣，感到驕傲。⑫
而且因為認同合作群體的平等主義價值，這個概念認同本身產生了正義
感。這個正義感既是獨立的、也是關係依賴的情感。一方面，當人們在概念上
理解平等主義的理念，他們確實會被平等主義概念驅使追求正義。另一方面，
對社會中多數人來說，如果他人都不遵守平等主義的規範，他們自己也難以持
續遵守。

⑪

參考 Charles Taylor 對人作為對話存有的經典討論（Taylor, 1995:2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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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對稱性（asymmetry）。在合作群體中，成員雖然互惠獲益，但互惠
獲益包括對稱和不對稱的互惠獲益。不對稱互惠其實是平等主義合作群體的常
態。在平等主義的合作群體，為了實現平等主義的公正理念，我們將更多資源
分配給弱勢成員，成員的受益是不對稱的。除此之外，父母與未成年的孩子的
關係也是不對稱的互惠關係，父母在能力、道德和付出上都扮演上位者的角色。
在其他結社當中，我們也需要那些展現理想光芒的上司、老師、同事、同業、
同胞或者年輕新血等等道德英雄。絕大多數的人是有缺陷和脆弱的動物，容易
散漫和怠惰，但是上述這些道德英雄捍衛平等主義的言行，讓我們產生崇敬感，
激勵我們在挫折和怠惰時能夠堅持下去。我們信賴因為有這些卓越、寬大的
人，即便我們偶爾犯錯和怠惰，這些人仍然會支持這個系統在那裡協助我們。
我們因此願意制度性地給予他們更高的榮譽。〔參照羅爾斯對道德模範的重視
（Rawls, 1971:471）。〕
以上八種平等主義合作群體的依賴關係，產生了友誼、信任感、同情心、
自我尊敬、驕傲感（榮譽感）、正義感和崇敬感等七種道德情感。這些情感不
是盲目的情感，而是生活在平等主義的依賴關係中產生，它們內含了合作群體
的平等主義規範和判斷。⑬ 平等主義的價值和合作群體，解釋了這些情感的出
現。這些情感也維繫了平等主義理念的穩定性。
在這些平等主義合作群體中，每個人遵守道德規範的能力，需要依賴他人
的各種協助，沒有人可以只靠自己就成為道德人。這些情感既不是「物件依
賴」的慾望，也不只是「原則依賴」或「概念依賴」的慾望，它們來自平等主

（relation-dependent desires）。這些「關係依賴的慾望」同時也是「概念依賴」
的慾望，因為它們依賴的是平等主義關係，內含了平等主義的概念。

⑫

⑬

這樣驕傲感產生的過程類似托克維爾談的反思性愛國主義（Tocqueville, 1966/1835:23537）。
當代許多哲學家對情感有類似的看法，情感內含理性判斷，是理性判斷後的反應。見
Robert C. Solomon（1993/1976）和 Martha Nussbaum（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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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賴關係。我們應該稱如此關係中的成員的道德情感為「關係依賴的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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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人類根本上是一種相互依賴的存有，我們追求的自主、自由、獨立人
格、自決、自我治理、理性等等自我依持的主體道德理想，必須基於我們和其
他人深層依賴關係才能夠實現。我們遵循各種道德規範的情感和動機，需要依
賴他人才能夠持續湧現。這些依賴關係構成的生活方式，賦予參與者穩定的情
感、實踐理由和行動慣習。或許我們可以借用黑格爾的概念，稱呼這樣的合作
群體為「倫理生活」（ethical life 或 Sittlichkeit）。
接下來我們要去問，如果相互依賴關係對維持正義的穩定性如此重要，在
現代社會中有什麼主要制度可以成為維持正義穩定的依賴關係基礎？在下一節
中，我們先將探索當代另一個主要回應—民族主義。

陸、大衛．米勒的民族主義論述
正義感和民族主義是當代兩個主流的支持正義原則的道德情感論述。在這
一節中，我們一方面主張民族主義不是適當的支持正義原則的道德情感，為我
們自己下一節的共同生活論述鋪路。另一方面，我們從上一節發展的道德情
感作為「關係依賴的慾望」的觀點，分析民族主義的問題，這將幫助釐清我們
的論點。更具體地，我們將以大衛．米勒（David Miller）的民族主義論述為
主要分析對象。米勒主張英國民族主義是英國國民健康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能夠屹立不搖的基礎，他給予了民族主義為何能支持社會福利
最好的哲學闡述。
許 多 當 代 學 者 根 據 民 族 成 員 的 效 忠 對 象 區 分「 公 民 民 族 主 義 」（civic
nationalism）和「族裔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⑭ 前者效忠的對象是權
利、平等、自由和憲法等公民價值，後者是語言、文化、族裔和歷史。前者常
被稱讚為好的民族主義，後者被批評為壞的民族主義。但也有學者批評我們無

⑭

支 持 這 個 區 隔 的 外 國 學 者 如 Tamir（1993）、Ignatieff（1993）、Barber（1996）、Ingram
（1996）、Viroli（1997）。臺灣學者如：蔡英文（1997）、蕭高彥（1997）、江宜樺（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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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真正做出這樣的區隔。我們這裡無法討論這些困難的爭辯。但是我們可以依
據這個爭辯初步界定米勒闡述的民族主義。
米勒認為民族認同包含五個基本特性：一、成員主觀相信和相互應允民族
存在；二、民族具有歷史連續性，跨越世代；三、民族認同是一種積極的認同，
成員設想他們是一起行動、做決定、達成結果，因此共享羞恥和榮譽；四、民
族往往和特定地理位置有關係；五、成員相信他們分享某些共同特徵，而且這
些特徵將他們與其他民族區隔開來（Miller, 1995:27, 2000:28-31）。如果這些共
同特徵是種族、宗教或族裔這些排他性認同，民族認同就是族裔式認同。
不過米勒強調這些共同特徵也可以是民族文化，而且在民主國家，公民有
權利透過民主平等地參與討論和改變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因此在民主國家必須
是所有公民可以接受的公共文化，具有涵容性（inclusive）。民族文化的優點
在它具有模糊性和可塑性。公民可以決定要捨棄或者強調那些人事物為民族文
化。比如說，他們可以拒絕某些無法被全民分享的朝代政治史為民族文化，轉
而去強調科學、藝術和文學等可以被全民（包括移民）分享的成就為民族文化
（Miller, 1995:68-70, 150）。值得注意的是科學、藝術和文學雖不是族裔文化，
但也不是基本公民價值，米勒的民族公共文化的內涵不一定是公民文化。或許
我們可以稱米勒構想的民主國家的民族主義為公共民族主義。
米勒認為民族像家庭、學校和地方社區等關係一樣是一種倫理共同體
（ethical communities）
。所有倫理共同體有三個特性，一、
「寬鬆的互惠性」
（loose
reciprocity）：相較於共同體外的人，我們認可對共同體成員肩負更多義務，對
同體成員的相互性關係只要求「鬆散的互惠」，不需要嚴格的互惠，成員對我
們的回報不需要在價值上等同於我們的付出。例如在師生關係中，老師的付出
不預期學生的對等回報。⑮ 二、公利也是個人目標：因為我認同這個共同體，
⑮

米勒在他有關社會正義的著作提出一個很有趣的多元正義原則的主張，他認為三種不同
的群體模式對應了不同的正義原則，團結共同體對應「鬆散的互惠性」，工具型結社對應
績效原則，公民社群對應嚴格對等的公平。民族屬於第一種團結共同體，因此最適合做
為社會福利的政治社群，因為社會福利蘊含了鬆散的互惠性原則（Miller, 1999: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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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利益給予加權考量，我們同時期待其他成員也對我們如此。不過倫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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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個群體的利益也是我的個人目標之一，因此儘管我的利益還是會和群體
利益衝突，但不是完全互斥的關係，私利和公利的衝突會較為緩和。三、成員
付出獲得共同體支持：每個成員幫助他人的行為可以持續，因為他能夠期待未
來也是他支持的倫理關係的獲益者（Miller, 1995:65-67）。
但是米勒承認雖然民族有時可以呼喚人們為它捨生取義，人們也承認對民
族同胞有特殊義務，但是我們往往說不出民族義務的具體內容是什麼。米勒認
為這個空白可以由民族文化來填補，有些民族文化強調個人責任，因此對同胞
的義務鮮少分配正義，可是也有些民族文化重視民族集體財，認為同胞有義務
提供各種形式的公共服務。雖然民主國家的民族文化被政治辯論形塑，可是仍
然有一定程度的客觀性，不可被任意詮釋，也具有相當韌性。以英國的國民健
康服務（NHS）為例，即使保守黨執政了十一年也無法改變它作為英國民族文
化的一部分。民族的具體義務內容在政治辯論中產生和反覆確認，英國人有義
務支持國民健康服務的理由，正是在第一次辯論國民健康服務時提出，而之後
辯論時不斷再被確認的理由（Miller, 1995:70）。
米勒解釋為什麼純粹的公民身分無法充分動員人民支持社福體系，但是民
族認同可以。第一個原因是沒有民族內涵的公民身份限制了成員互惠的範圍。
公民在他們參與的身份中實踐的原則是權利與義務的嚴格平等互惠，他們預期
他們的付出獲得完全對等的獲益。因此只單純從公民身分的觀點，我們無法理
解為何社福體系要分配機會和資源給弱勢如身心障礙者，這屬於不完全對等的
互惠。我們之所以認可社福體系這麼做是因為我們已經把他們視為民族同胞，
民族認同形塑了我們的公民身分，而且民族義務的具體內容包括了提供同胞需
求（Miller, 1995:70-72）。
第二個原因是公民身份本身無法產生足夠的信任感支持現代國家公民大規
模的自願合作。信任的功用有二：一、當我守法時我信任其他成員也會守法，
二、當有些成員因為遭遇某些困難被國家特別照顧時（例如天災或產業變遷），
我相信如果我遭遇相似困難也會被這樣照顧。民族認同可以產生信任，因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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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倫理共同體的特性。只有民族可以提供現代國家大規模的社會合作足夠的
信任感（Miller, 1995:91-92）。
接下來是我們對米勒的分析與評論。米勒勾勒的倫理共同體相當有趣，寬
鬆的互惠性尤其是精彩的洞見。在家庭、師生、朋友等等倫理關係中，我們的
相互關係確實比較接近「寬鬆的互惠」，而不是嚴格的公平。社福體系因為要
關照許多無法對等互惠的弱勢群體，同時我們又要考慮人性的現實性，「寬鬆
的互惠」是非常有幫助的概念。我們在上一節提出的倫理生活的八個依賴環節
中的互惠獲益和不對稱性也涵蓋了這樣的想法，倫理生活的特色正在它可以支
持不對等、但仍是互惠的付出。
但是從我們上一節提出的倫理生活的八種互相依賴關係來看，米勒的民族
共同體，缺少了一些必要的環節。純粹就民族這個概念來說，它缺乏成員之間
具體的日常交互關係，因此缺乏可以共同遵守的道德規則內容，如此我們也無
法確定它支持的道德認同和制度理念的內容。一個民族可能支持平等主義的福
利國家，也可能支持完全自由放任主義，可能採取民主政體，也可能採取威權
政體。米勒也承認民族雖然是一種倫理共同體，但是和其他小型倫理共同體（例
如家庭、學校）相比，沒有具體道德規則的義務。因此需要倚賴每個民族經過
民主辯論產生的不同民族文化才有明確的義務內容（Miller, 1995:70）。
我們同意民族的義務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然而只靠民主辯論是否就能產生
具體的義務？如果我們觀察其他的倫理生活，它們產生具體義務內容的原因並

或許有部分來自家庭會議的結果，但是主要源頭仍是來自於懷胎、生產、父母
教會小孩每件單純小事的喜悅（包括教會翻身、喝水）、小孩第一次接觸每件
事情的驚喜（譬如第一次吃到副食品、看到貓狗的驚奇）、小孩對父母完全和
甜美的依賴等等具體的互動關係。師生關係也是如此，學生從老師引介的知識
獲得驚奇與喜悅、老師在課堂上流露追求知識的理想、學生的成長帶給老師喜
悅。這些具體互動關係的形成，部分來自人性、部分來自社會慣習、部分被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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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主要透過討論，而是透過具體的日常互動和依賴關係。例如親子關係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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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討論和反省影響。但是無論如何，義務的特性、內容和根源必須回溯到這
些具體互動關係。這些具體互動關係解釋了道德規則的內容和不對稱的互惠
性。
相對來說，米勒構思的民族性或民族認同缺乏這些其他倫理生活具備的具
體互動內容。他闡述的五個民族認同的特性都缺乏日常互動的元素。米勒對民
族的定義其實非常準確：民族成員分享認同認知、歷史敘事（包含了英雄和地
理連帶），想像和支持共同行動、共享驕傲和羞恥，具備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共
同特徵。事實上，這些民族認同的特性帶來的確實就是為了民族捨生取義的衝
動情感。但是，歷史英雄的敘事及其帶來驕傲和羞辱的共同行動，都是相對例
外的事件。民族未必能帶來穩定的情感連帶支持現代社會大規模的社會合作。
事實上，倫理關係常常是雙面刃，如我們熟知，最傷人的關係常常是家庭、
師生和朋友等倫理關係，一來、期待愈深，傷害愈深，二來、愈是被自己人傷
害，傷害愈深，倫理成員常常因此被傷害而疏遠距離。民族的倫理關係恐怕也
是如此。民族內的許多群體在過去有被其他群體傷害的歷史經驗，過去的黑暗
歷史往往在不知何時又因為政治衝突被帶出來，轉型正義和集體責任問題往往
極難處理，民族認同常常是歷史敘事衝突的暫時平衡。因為民族認同很大程度
上仰賴歷史敘事，而不像其他倫理生活可以依賴日常的互動和依賴關係，因此
民族的倫理關係特別不穩定。
米勒可能會回應說明確的民族文化可以解決道德規則和制度理念不確定的
問題，以及情感連帶不穩定的問題。但是民族文化是一個曖昧的詞彙，如果它
無所不包，就失去了解釋力。在社會福利的部分，米勒指的民族文化是民主辯
論之後被持續確認採納社福的理由，這裡文化意指人民信仰的社福價值原則。
問題在於如果其他的倫理生活的義務（例如上述的家庭和師生）需要回到具體
的互動和生活關係中去解釋義務的特性、起源和內容，為什麼民族共同體的義
務可以僅由民主辯論產生？好像美國和北歐社福體系的不同，只是因為民主辯
論結果的價值信仰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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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民主辯論中的義務內容必須奠基在人民已經分享的某種日常互動關
係，不然不會有說服力。因此真正解釋社福義務內容的不是民族文化的辯論和
結果，而是人民的某種生活互動關係可以被怎麼詮釋而產生社福義務。立即的
問題是，這種互動關係是否應該被攏統歸類為民族文化？這需要對民族主義作
更進一步的區辨，我們將在下一節結尾作進一步討論。

柒、一個平等主義共同生活的未來想像
我們將在這節試著初步提出一個重要的道德情感來源。這裡必須要強調，
基於篇幅的限制，我們只能提供一個初步輪廓，主要在展示除了正義感和民族
主義之外，我們還有另一個豐富的道德情感來源，這是我們可以共同努力耕耘
的對象。
讓我們設想一個平等主義有效規範基本社會安排的理想社會。成員分享了
一個由許多平等主義服務形塑的共同生活。這個共同生活是由國家提供或者規
範的各種平等主義服務孕育而生。這些服務包括了：食品安全、國民教育、國
民健康、交通、安全、基礎設施（水、電、下水道等）、各級公園、運動場所、
天災救助、媒體、圖書館、生育和托育、長照、身心障礙平權空間、環境永續
等等服務體系。這些平等主義服務涵蓋了這個理想社會從幼兒、學校、工作、
家庭、生育、生病、老齡和死亡等等每個階段的生活，而且涵蓋了不同階級和

比如說，參與平等主義交通體系的成員，共同參與了通學、通勤的公車、
捷運、火車或高鐵的生活，也參與了為了年節、出差或休閒，來往不同城市的
巴士、火車、高鐵或飛航的生活。參與者們經常談論和辯論這些交通工具的
服務、設施、價格、便利性、必要性、傳統、故事等等。地震和颱風等的天災
經驗也讓參與者有著休戚與共的感受。這些參與者共享了一個交通的共同生活
圈。

©

2020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群體。圍繞著每個平等主義服務的參與者們形成一個個共同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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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說，參與平等主義醫療體系的成員在住家附近的診所看病，診所的
開業、營運、經營者和受雇醫師身分等，背後都有衛生局的管理。用健保卡看
診只需繳交少許部分負擔及掛號費，也是由所有健保納保人共同分攤的醫療財
務風險。甚至，住家附近有一間或多間診所可供我們選擇，也是受惠於健康體
系確保就醫可近性的效果。成員參與了健保體系、醫院、診所、醫師、護理人
員、醫療行政人員等等所構成的醫療共同生活圈。
在平等主義的理想社會中，都市叢林中的大小公園綠地，使得忙碌的人們
有喘息舒展的空間，在高齡化社會，也是許多長者休憩交際的場所。公共圖書
館豐富館藏和便捷的館際預約取書系統，使得不論身處在何處的讀者，較能
夠負擔知識的成本，幾乎沒有身分限制；且夏季開放冷氣的閱覽環境，也是學
子和考生在酷暑之中埋首的好地方。成員參與了公園和圖書館形塑的共同生活
圈。
在良好的安排之下，這些共同生活圈在我們的生活中相互疊加和交錯，合
起來組成了一個平等主義的共同生活（egalitarian common life）。這個共同生活
具備了我們提出的八種相互依賴關係。
首先，就日常交換來說，這些平等主義服務體系提供了規範和規則，創造
了參與者日常互動的社會空間。參與者在這些服務體系裡進行日常互動，用水、
用電、通勤、上學、就醫、照顧家人、運動、出遊等等，滿足每個人的需求和
目的、扮演角色、遵循規則、並對彼此的行為作出反應、進行溝通。
就互惠獲利來說，參與者認知到這些平等主義服務對每個成員都有利。即
使富人都可以設想，這些服務不只帶來穩定性，而且帶來更舒適的生活環境和
社會氛圍，他的廣大親友圈也需要依賴這些服務。
就相互支持來說，在這樣的社會中，參與者的每個行動都仰賴無數參與者
的支持才能完成，例如：成功使用一次健保卡是經過藥師、護理師、醫師、行
政人員、警衛、志工以及無數不知名的保費支付者等等的支持。就權利的互
相支持系統來說，因為共同生活是國家提供或規範的平等主義服務體系形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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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國家通常賦予每個成員權利享有這些公共服務，因此權利的維護是成員的
共同關懷，為了維護每個成員能力去自己行使權利，成員也會形成關注權利的
支持系統。
就習慣遵守來說，參與者的行動需要依賴無數成員可預測的遵守規則和規
範的行為才得以可能。例如：某個成員今天早上能夠順利通勤或通學，不僅是
因為維持交通體系的工作人員的支持，也因為每位參與者都沒有過度疏忽而影
響到交通體系的運作。一開始成員遵守規範或許是為了避免彼此不便，但久了
就養成了遵守規範的習慣。習慣是主導日常行為的強大力量。而當成員們知道
別人有這樣的習慣，就能更安心地遵守規範。
就道德認同和制度理念來說，平等主義服務體系乘載著各自制度的道德理
念，例如醫療體系承認就醫的平等性和普及性、圖書館推動知識的普及性、各
種生活安全和緊急救助體系注重平等的基本生存保障、國民教育體系力行平等
的教育權等等。這些服務理念強調平等性和普遍性的理念，致力於讓參與者有
平等近用（equal access）這些服務的機會和權利。
就社會認可來說，成員的每個行動常常帶來不可預見的間接和集體後果：
車子在高架橋上拋錨、小孩玩壞了公園的遊樂設施、親人得到了某種人畜共通
傳染病。此時，每個人遵守共同生活中規範和規則，做好他的角色，對每個人
都有利。也因此人們遵守規範的意圖和努力，可以被視為一種對彼此的善意，
也就是對彼此作為共同生活的參與者的肯定。當然，成員也會對不尊重規範的

範的認可，因此廣泛的社會認可維持了每個人能夠遵守平等主義規範的自我尊
敬。人們常常忽略這類型微小但重要的自我尊敬。舉例來說，排隊蘊含了平等
主義的規範。如果某個社會即使在酷暑、深夜或者高度競爭情境，仍然可以看
到井井有條的排隊人群，我們可以設想，這個社會中的人會把其他人的排隊行
為，視為是對其他人和平等規範的社會認可，也會對自己能夠在不舒適和競爭
情境下依序排隊有一種自我尊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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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道德模範的不對稱性來說，參與者崇敬那些扮演他們的角色時，展現卓
越的角色道德品質的人們。特別是當他們願意付出耐心、傾聽困難、主持平等、
維持熱情、協助弱勢以及尊敬自己專業時。成員會崇敬這樣的社工、幼兒園老
師、國小老師、警消人員、護理師、醫師、長照人員、行政服務人員、車站服
務人員、食品安全負責人等等。他們對合作的付出多過許多其他人。在他們活
躍的生活圈，受到他們的感染，參與者會對群體有一定的信心，願意一起去維
持生活圈的道德規範。
可以預見這八種平等主義依賴關係，將在成員之間產生友誼、信任感、同
情心、自我尊敬、驕傲感、正義感和崇敬感等七種道德情感。以同情心為例，
共同生活帶來了成員之間相似的基本生命處境。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深度依賴
各種服務體系，任何環節的差錯都給我們帶來相當大不便，這樣的深層依賴導
致我們分享了共同脆弱性。也因此，我們能夠迅速理解、想像和感受他人在共
同生活中的痛苦遭遇。同時，同理心是一種判斷和行動，共同生活也帶來了互
惠獲利的制度結構，改善他人的處境對我未來也會有利，如此更容易觸發我的
同理心。所以共同生活成員之間分享著比共同生活外的人更深切和穩定的同情
心。
成員在這個共同生活中也逐漸感受到驕傲感。參與者一開始可能僅因自利
動機參與和支持這個共同生活。但是在習慣性地支持和付出之後，長久下來，
對自己和其他成員能夠成功維持這個共同生活圈的持續和成長感到光榮，尤
其是對於自己作為親手灌溉者感到驕傲。例如，參與者可能因為自己擁有一個
舉世羨慕的全民健保和便利就醫體系感到驕傲、為自己城市的垃圾處理感到驕
傲、為便利和普及的公園和公共休憩場所感到驕傲。這樣的光榮和驕傲感，幫
助參與者更願意去維持共同生活背後的平等主義規範的穩定性。當自己或其他
成員破壞規範時會感到丟臉。
七種道德情感在相互依賴的關係中持續產生和再生產，而它們也轉過頭來
協助維繫平等主義規範的穩定性。因為這些道德情感、對共同生活的道德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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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穩定的互利關係（即使不對稱），參與這個共同生活的優勢群體，願意持
續對弱勢群體做出重大的平等分配。
這裡我們也要再檢討民族主義和平等主義共同生活的關係。民族主義的現
象多元多面，不同學者對民族主義常有不同定義。也許有人會主張，平等主義
服務體系及其產生的規範、道德情感和社會關係，可以攏統稱為文化。如果一
個國家可以實現這樣的平等主義共同生活，這就是這個國家共享的文化。我們
不妨也稱之為這個國家的民族文化。畢竟對成員的友誼、信任感、同情心、以
及對社會成就的驕傲感和自我尊敬，似乎都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或許我們可以學習托克維爾區分兩種愛國主義的方式來區分民族主義。托
克維爾區分了「本能性愛國主義」（instinctive patriotism）和「反思性愛國主
義」（reflective patriotism）。前者出自對古老習慣的愛好、對祖先的尊敬以及
過去的記憶。成員幾乎是無私的，未經太多理性思考就愛他們的國家，彷彿愛
他們從小生長的房子。但是他在美國觀察到的卻不是這種愛國主義。美國人來
到這塊土地不久，沒有古老習慣和記憶，他們不認識彼此，可是卻對地方公共
事務和國家事務充滿興趣。美國人的愛國主義是一種反思性愛國主義，來自於
法律制度的協助、權利的行使、和個人利益相混雜，以及對自己參與建立的社
會產生驕傲感。在美國這個民主國家，法律允許人們行使權利參與政府，他們
理解到社會的繁榮對他們個人有利，因此積極參與政府促進社會繁榮，最後認
知到這個社會的制度是他們創建而產生驕傲感。托克維爾認為本能性愛國主義

們會對古老事物的正當性產生爭議，反思性愛國主義才更有創造力和更持久
（Tocqueville, 1966:235-37）。
平等主義的共同生活，如同反思性愛國主義，也是因為法律制度、權利的
行使、對個人利益的助益，以及成員的驕傲感而生。我們這篇文章沒有特別討
論民主扮演的角色，如果加入民主制度的運作（很難想像沒有民主制度，可以
落實平等主義共同生活），人們也會因為參與了平等主義共同生活的建立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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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加倍的驕傲感。但是即使我們不加入民主制度的因素，平等主義服務體系
需要每個人共同付出才能維繫，驕傲感也會隨之而生。或許我們也可以稱平等
主義共同生活的文化為一種「反思性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不是來自米勒
強調的歷史敘事或者可以區隔其他民族的特殊文化。而是來自於制度的參與、
權利的行使以及和成員間的互動。它也因此和上一節所論基於歷史敘事產生的
民族主義不同，著重歷史敘事的民族主義，沒有當下的社會參與，比較接近「本
能性民族主義」。
即使我們做出這樣的概念區隔，就民族主義來說，現代社會的人們似乎需
要自我理解為一個具有歷史連續性的集體行動主體，也因此我們無法避免歷史
敘事去爭奪民族文化的詮釋。一個社會的民族認同重心可能在一個世紀前的戰
爭榮辱（歷史敘事型的民族主義），也可能在人們在實際的制度參與中，獲得
的好處、認同的價值和產生的實在道德情感（反思性民族主義）。有時候，對
抗專制、爭取民主、制定人權憲章的民族歷史敘事也不是壞的。在現代社會，
民族主義的場域顯然是一個永恆競爭的場域。一方面，我們要負起責任持續地
以我們的核心價值去爬梳歷史敘事，另一方面，來自平等主義服務體系的反思
性民族主義也是我們必要的詮釋力量。

捌、結語
和羅爾斯一樣，我們提出的是一個理想理論（ideal theory）。我們假定了
一個平等主義服務體系良好運作的理想體系。我們主張在理想服務體系的運作
之下，共同生活可以培育多種道德情感，協助這個社會平等主義價值的穩定性。
在現實的自由民主社會，有些國家離這個理想比較近，如北歐，有些國家
比較遠，如美國。然而即使在一些相對上比較接近平等主義服務體系的當代社
會，良好規劃的服務體系本身，也不會自動帶來能夠產生多種道德情感協助維
持平等主義價值的共同生活。政府不能認為平等制度設計好了，而且也考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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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誘因，制度和價值就能夠穩定。他們必須要了解道德情感的重要性，不管
在公開演說、制度設計和日常規劃，都要著力培養友誼、信任感、同情心、驕
傲感、正義感、崇敬感和自我尊敬感等道德情感。
例如：我們需要講述和累積共同生活中的個人經驗和故事，例如職業道德
英雄的故事、成員彼此深層相互依賴的生命經驗故事。或者提倡一些簡單、集
體有效又能帶來自我尊敬的個人倫理習慣。或者重視以榮譽為導向的讚揚、獎
勵、譴責和懲罰。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公開的金錢獎勵也是一種有效的榮譽。
而且即使我們做了上述努力，許多內外部因素都會對平等主義服務體系和
道德情感持續造成衝擊，例如高齡化、全球化、產業變遷、移民、財富差距擴
大等因素。在我們提出的關係依賴的道德情感論中，道德情感依賴於一個穩定
互利的合作關係（即使成員不對稱獲利）。可是當這些衝擊嚴重到某些階級或
群體感受到明顯被剝奪，他們支持穩定的道德情感就會受到威脅。這些成員不
再能從中感受到同情心、驕傲感、崇敬感和自我尊敬感。在這樣的情況下，政
府的當務之急是積極調整制度和政策，讓各個階級和群體不要有明顯被剝奪的
感受。政府和意見領袖也要在公共論述和政策中，反覆表達出對友誼、信任、
同情心、自我尊敬、驕傲感、正義感和崇敬感等道德情感的重視和發揚。
這些道德情感在危急的時候，也許可以挽救嚴重受創的民主社會。以 2020
年初開始流行的「2019 冠狀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為例，義
大利受創慘重，在短短一個月內，至 3 月 25 日為止，已有 74,386 人感染，

他們的醫療體系仍然無法承受瞬間爆發的疫情。醫院無法容納數量以指數級數
增加的肺炎病患，因為呼吸器不足，許多醫院必須選擇性放棄治療病患。2019
冠狀病毒肺炎對中低階級和老人的衝擊最深。在疫情緊繃，政府禁止非必要原
因出門，各種產業面臨暫停營業或者倒閉的情況下，沒有存款的中低階級立即
面臨生存危機。他們多無法像白領階級可以在家工作、照領薪水。他們常需要
冒險出外工作，他們常從事和人需要密集互動的醫護、長照、餐飲、零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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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3 人死亡。義大利是擁有全歐盟最好的健保和醫療體系的國家之一，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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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快遞或交通服務業。因為他們容易有心臟、糖尿病和肺病等慢性病，他們
也是染病後容易致死的群體（McCartin, 2020）。他們也最常延遲去看醫生，因
為他們需要長時間工作、或者家裡條件不容許他們生病、恐懼去看醫生。老人
則是因為各種慢性病，死亡率最高的群體。
但是義大利在大亂陣腳兩周後，全國逐漸齊一心志對抗疫情。在這個關
卡，多種道德情感扮演了重大的角色。許多年輕人基於強烈的同情心，組成自
願團體幫老年人在鄰近超市購買生活必需品，放在老人家門前。老人家在窗內
以目光取代雙手擁抱這些年輕人（Gostoli, 2020）。這樣的互動引發了全民的友
誼和信任感。醫務人員救治病患可歌可泣的犧牲和奉獻行為，引發全民的崇敬
感。在各國的目光之下，義大利人產生一種我們一定要把事情做好給世界看的
自我尊敬感和驕傲感。在這些情感全數動員下，義大利對疫情的反應，根據義
大利媒體報導：「從阿爾卑斯山到蘭佩杜薩，我們面對的是共同的敵人；從貝
加莫道克雷莫納，你的痛苦我們感同身受（BBC 中文網，2020）。」我們可以
觀察到這種全民動員起來的情感和行動，似乎也平等主義地關注到每個人。這
些情感動員出義大利人如美國十九世紀最大工人團體勞動騎士高貴神聖團（The
Noble and Holy Order of the Knights of Labor）的平等主義箴言：「對一個人的傷
害就是對所有人的傷害」。雖然這些道德情感是在危急中才動員起來，但這也
是一個契機。政府應該抓緊這個機會，利用這些道德情感，不僅在這次紓困時
傾全力協助中低階級，也建立一個更平等主義的公共服務體系，讓中低階級不
再是歷次傳染病中最脆弱的群體。
臺灣目前的防疫表現可算稱職，3 月 25 號為止，僅 235 人確診，2 人死亡，
或許因為死亡人數低，全民還沒有發展出強烈的舉國一體感。每個人對自保的
強烈關切，可能讓個人更關注自身資源，對他人更疏離，對各種染病嫌疑群體
更歧視和排拒。正確面對 2019 冠狀病毒肺炎理想上可以建立起全民的互助情
感和通念。他人感染對自己就是風險，因此為了我自己，我必須幫助每個人不
受感染。平等地幫助每個人，就是幫助我自己。此外，為了強化一體感，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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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對全民揭露更多中低階級的收入和生活被政府和人民集體的防疫作為嚴重
打擊的資訊，也需要更多中低階級從事高染病風險的工作以維持社會運轉的感
人故事。如果我們能注意到這些關係依賴情感的重要性，或許更能獲得全民的
支持，採取平等主義防疫措施以及建立平等主義服務體系。
在這篇文章，我們為了提出一個關係依賴的道德情感論，花了許多心思分
析和評論羅爾斯，因此基於論文的篇幅和研究的限制，我們只能在第柒節初
步描繪一個平等主義共同生活想像的輪廓。我們建議三個未來研究方向。第
一、透過思想史的考察更細緻化共同生活這個概念。蘊含關係依賴情感的共同
生活，在近代歐洲思想史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孟德斯鳩和盧梭筆下的道德慣習
（mores），黑格爾則明確地展開倫理生活 （Sittlichkeit）這個概念。黑格爾批
評康德的普遍性原則具備不確定性，無法產生明確的倫理規範，也沒有考慮到
社群成員是否有足夠情感動機去遵循具備普遍性的規範。因此在他《法哲學》
中的第二部分提出從家庭、市民社會到國家的倫理生活。我們的主張可以看做
是黑格爾主義思維的延續。第二、經驗研究。雖然我們提出的是理想體系，可
是未來研究可以試著針對實際存在的社會去檢驗這些情感是否或多或少已經存
在，或多或少支持現在的平等主義服務。比如說，什麼道德情感在支持臺灣的
全民健康保險制度？⑯ 第三、我們也建議未來研究對每種道德情感做個別深入
的討論。不論是同情心、驕傲感或崇敬感等等，都需要單獨做深入的哲學和經
驗討論。

本文作者曾從臺灣的健保體系分析健保的共同生活帶來的團結感（Yeh and Che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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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Theory of Justice, John Rawls raises a question which deserves our close
attention: How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conception of justice in a wellordered society? He insightfully argues that moral sentiments, instead of selfinterest,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maintaining that stability. However, the only moral
sentiment he endorses is the sense of justice, which is shaped and determined by a
rational conception of justice. Its content and forces, once shaped, are beyond the
influences of contingencies of social relations. Rawls curiously ignores that other
moral sentiments are also significant in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justice. And he
also overlooks that social relations are crucial to reproduce and maintain such moral
sentiments.
Therefore, this essays purports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Suppose we have a
consensus on an egalitarian idea of just distribution, what moral sentiments can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such idea in an ideally egalitarian society? We will first
clarify our concept of moral sentiments. We then analyze and criticize Rawls’s theory
of stability of justice. We adapt his theory and develop what we call a theory of
relation-dependent moral sentiments. Two discourses will then be evaluated, David
Miller’s nationalism and our proposal of an egalitarian common life. We argue that
an egalitarian common life, brought about by egalitarian public services offered or
regulated by the modern state, will provide the proper moral sentiments to support
the stability of the egalitarian idea of justice in an egalitaria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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