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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於論證情緒在道德中的地位，進而提出道德教育理論與實踐上的建

截。為了達到這項目的，本文分成四個部分。首先，除了舉出一些實例之外，作

者也簡要地說明 Ayer 情緒主義(Emotivism) 、 Kant 義務論倫理學(Deontological
Ethics) 、 Hume 同情倫理學扭曲ics of Sympa thy)對這個問題的立場與看法，藉以彰
顯本議題的重要性與複雜性。其次，第二部分的焦點的令釐清道德與情緒的主要

意義與性質，以作為本文後續核心探究的先前基礎。再者，於論述情緒與道德的

關係中，作者在第三部分分別從道德覺知(moral awareness) 、道德動機(moral

mo組vation) 、道德真誠性(moral sincerity) 、及道德自我(moral self)四個層面著手，
逐次闡述情緒在道德活動中的必要性。最後，建立在前述的論證上，針對道德教

育所要培養的有德者、道德成長的可能模式、及實際教育措施等三方面，作者以

一些看法結束本文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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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 '道德、道德教育;有德者是否為有情人?

情緒和道德有任何關係嗎?這個問題的答案直接會影響道德教育中處理情

緒的方式。如果從主張「知即德J (knowledge is virtue)的主智主義傳統來看，假

定把其中的「知」狹隘地限定於純粹理論性的理論知識，那麼，道德人所真有的

德行似乎可以完全由這種「知」所組成，情緒好像不涉入其中而完全不相關 。 再

從以原則為基礎(principle-based)的繪理學來看，假使具有道德價值的行為只能建

立在道德律所直接決定的意志之上，那麼，情緒在道德活動當中看起來也難以顯

示出重要的地位，甚至還可能是道德活動的絆腳石 。 然而，上述的描述真的說明

了人類道德活動的全貌嗎?建立在這種理解之上的道德教育方式適當嗎?本章即

在處理這些問題 。 基於論證上的需要，本章第一部分將進一步說明這個主題的重

要性;接著，第二部分旨在釐清道德及情緒的主要意義與性質，以便深入地探究

兩者的關係;再者，情緒在道德中的地位會在第三部分加以處理;最後則在第四

部分提出一些道德教育上的建議，藉以結束本章的討論。

畫、研究背景與重要住

如果觀察實際的道德現象時，心中出現兩個問題:人類情緒在道德行動中是

否具有重要性?情緒在道德行動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那麼，也許對於第一個問

題會有比較一致而肯定的答案，然而，第二個問題似乎不是很容易回答 。譬如，

觀察下面四個現象:

例一在 Weil 的小說一屋頂上的提琴手(Mendelssohn is on the Roof)中 ，

Heydrich 是對猶太人大屠殺計畫的策劃者，他的角色常常和石頭雕像相互聯結在

一齊。此外，為了維持住堅定的心意(single-mindedness) ，他無法收聽由柏林(Berlin)

而來的壞軍事消息，在他的知覺中，那些受害者就如同是次等人渣，甚至到死亡

的那一刻，他還是拚命地保持這種知覺。相對地，有一些自發性和pont組eous)的

拯救者，不顧自己及家人的自由與生命安危，毫不考慮地表現出未經反思

(unreflective)的善意，對遭受迫害的猶太人伸出援手(Blum， 1994: 74 & 84-85; 

Callan, 1994: 36 & 48-49) 。屋頂上的提琴手更描述了納粹佔領下布拉格(Prague)的

一幕，兩位猶太女孩拒絕吐露誰庇護她們的相關細節，因此在詢問時被打死，而

這位拯救英雄和兩位猶太女孩則和自然過程的意象聯結在一齊。

例二 1961 年， ss 官員 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Jerusalem)接受審判時，

從他的身上可以發現， Adolf Eic恤祖n無條件服從上司的命令，同時他缺乏自發

性(spontaneity) 0 AdolfEichmann 的殘酷曾經造成一些人的劇烈苦痛，可是，當他

和這些人對質時，他卻維持他的冷淡。他應該對某些犧牲者和存活者負責，不過，

對 AdolfEichmann 來說，他們好像不是人類(Vetlesen， 1994 : 85-88) 。

例三 於 1992 年 5 月 16 日「健康幼稚園事件」中， 林靖娟本來可以自己逃

生，不必然要負法律責任，她卻選擇多救幾個小孩，最後則手抱 4 名幼童而葬身

火海 。

例四 1997 年 4 到 12 月間，陳進興等人為了勒贖 500 萬美金，遂而擴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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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人小指，繼經凌虐並殺害對方之後，加以棄屍。逃亡期間連續犯下強姦、強暴

與殺人等惡行。當面對訊間，陳進興極力對其所行脫罪，強調社會對他和他家人
的不公。

顯然地，在上述的四個例子中，某當事人的所為協助了或傷害了其他人，然

而，這些事件能不能算是道德現象或道德行為呢?也許，這要看「道德」乙詞的

意義而定。再者，在上述的事件中，諸如:因為知覺他人為次等人渣或低等人類，

因而對於自己導致別人傷害或苦痛的作為，認為毋庸負責;或者原本可以逃離或

避開災難現場，由於感受到他人的苦難，遂挺身而捨己救人;或者為了滿足自己

金錢上或生理上的慾望，因而勒贖、搶劫、強姦並殺害他人等，其中人類情緒是

否具有重要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上述的現象都是有關道德的行動，那

麼，情緒在道德行動中似乎同時扮演著正向和負向的角色。事實上是否如此呢?

這也是本研究所要關心的主題。

男一方面，組略地回溯一些近代的道德理論，對於情緒在道德中所扮演的角

色卻有蠻大的爭議。最極端地，以倫理學上的，情緒主義(Emotivism)來說， Ayer認

為「你偷錢的行為是錯的」和「你偷了錢」這兩種說法並沒有兩樣，而前者所加

「是錯的」的說明事實上沒有做任何真假意義上的陳述，只是表示個人對該事件

道德上的不同意tmoral disapproval)罷了。換句話說，相關倫理字的功能只是「情

緒性j (emotive)的，用以表達個人對某些事物的感受，並用以引發別人的感受而

刺激行動(Ayer， 1946: 36&-367) 。回到一開始的四個例子，如果說 rHeydrich 是對

猶太人大屠殺計畫的策劃者，他把受害者視同次等人渣，他的行為是錯的。」、

r Adolf Eic恤側的殘酷曾經造成一些人的劇烈苦痛，這是不好的。」、「陳進興

等人犯下強姦、強暴與殺人等惡行，這些人是惡人。」、「由於感受到他人的苦難，

納粹佔領區內的猶太人拯救者或林靖娟遂奮不顧身地救人，他們都是好人。 j' 以

Ayer 的主張來考慮，上述有關「他的行為是錯的」、 r Adolf Eichmann 的殘酷是不

好的」、「陳進興等人是惡人」、「納粹佔領區內的猶太人拯救者或林靖娟都是好人」

等陳述只是表達個人對某些事物的感受，毫無任何真假意義可言。如果事實是如

此，情緒在道德中沒有什麼重要性可言 。

再者，在 Kant 的義務論倫理學(Deontological Ethics)中，人類情緒被認為永

遠不適於作為道德律的基礎，因為，隨著人性的特殊構造或隨著偶然情境的不同，

情緒的經驗法則(empirical principle)也會隨之而異。此外，建立在情感(feeling)之

上的愛好(inclination)是盲目且富從的。而且，行動的道德價值存在於義務本身，

也就是謝萱德律應該直接決定意志，否則，如果義務係建立在，情感、衝動(impulses)

與愛好之上，那麼，行動的可能結果只能做為「假言命令j(hypothetical imperatives) 

的基礎，但非「無上命令 j (categorical imperatives)的基礎(註 1)限制， 1948: 442; 

1976: 73, 75 & 118; 1991: 376) 。這麼說來，也許是情緒的因素讓那些人成為自發

性的拯救者， Adolf Eichmann 的殘酷與冷淡可能也肇因於情緒的問題，但是，在

康德的理解當中，這些情緒因素是無法使所有人在所有時候做出相同的行為，自

難成為道德、律的基礎。即使這些行為的結果與真正道德行為的結果無異，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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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並非根源於道德、律所直接決定的意志本身，所以不具有真正的道德價值。

當然，認為情緒在道德上真有重要性者也不乏其人， Hume 就是其中之一。

基於 Hume 的觀察，唯有藉由立即的感受和精緻的內在感覺，我們才得以讚賞與

認可他人外在行為背後的動機，而能夠引起觀賞者贊同的舒適感者，這些心理行

動或品質就是一種德行，反之則是一種惡行(Hume， 1978: 296 & 470-471) 。因此，

和 Ayer 的說法不一樣地，之所以能夠說「他的行為是錯的」、 r AdolfEichmann 的

殘酷是不好的」、「陳進興等人是惡人」、「納粹佔領區內的猶太人拯救者或林靖娟

都是好人J' 這是因為透過感受和情感，尤其是同惰，我們才能領會到上述當事人

外在行為背後的動機。基於這種理由， Hume 指出道德評價的根源在於感受和情

感(sentiments)之中，道德更適於被感受到(felt) ，而不是被加以判斷加旬'd) 。如果

不把同情加以考慮，任何倫理學將無法正確地領悟到道德特質的主要根源(Hume，

1978: 362-363, 477, 575 & 618) 。

雖然，以上簡要的對照說明實在無法詳述 Ayer 情緒主義、Kant 義務論倫理

學、 Hume 道德學說的全部內容，卻足以顯示出人類情緒和道德之間的複雜關係。

在前面的四個例子和日常生活的實際經驗中，道德現象似乎和人類情緒具有密不

可分的關連。然而，如上所述，不同道德理論對這種關係卻有不同的看法。另一

方面，釐清這種關係對教育學者及教師都是重要的。因為，如果教育活動可以理

解為「以善先人」、「長善而救其失」、「養子使作善」等「求好的歷程與成果 J (歐

陽教，民的: 7)，而假定在人類社會中道德是存在的，它至少包含知善與行善兩

個層次(歐陽教，民 74 : 12) ，那麼，也許什麼才是善或好在不同的時空會不一

樣，不過，教育活動冒在培養善人或好人，那麼教育和道德領域當中的善或好真

密切的關係。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探究情緒和道德之間的相互關係對教育學和

教育活動(尤其是道德教育)而言是必要且真有價值的。

假如情緒在道德中沒有什麼重要性可言，而好或壞的判斷只是表達個人對某

些事物的感受，那麼，道德教育就不必考慮情緒的問題。或者說，如果情感與愛

好(在康德的意義下)都是盲目或善變的，情緒(註 2) 便不能成為道德教育的核心

關懷，也許頂多要考慮如何加以控制或引導，以免影響正確道德行為的實踐。相

對地，一旦對於道德動機的領悟或道德行動的促動必然牽涉人類情緒，道德教育

(或者是其他教育活動)就必然要涉及情緒的問題。因此，無論是理論的建構或實

務的運作，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學者實在有必要暸解人類自身情緒經驗的性質。

更進一步的思索以上的陳述，不同的爭議似乎圍繞著幾個核心問題，其中包

括:道德是什麼?情緒是什麼?因為對於這兩者的理解有所不同，雖然同樣是談

情緒在道德當中的地位，同樣是面對相同的社會現象，不盡相同甚或相互矛盾的

答案或詮釋隨之而起。建立在相同的理由之上，針對問題的核心所在，本研究將

從道德和情緒意義的探索著手，繼而深究情緒和道德兩者的內在關係'並據以闡

釋情緒在道德教育當中的重要性與若平道德教育上的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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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道德與情緒的先前了解
我在第一部分援引了四個例子，藉以指出不同道德理論對情緒在道德活動中

所扮演角色的不同詮釋。不過，敏銳的讀者心中首先會浮現下列疑問:在這些人

類活動或行為的描述中，為何稱之為道德現象?叉從哪兒可以說情緒是涉入其

中?其次，要處理「有德者是否為有情人」這個問題，勢必也要說明「道德」和

「情緒」的主要意義，否則問題中所謂的「有德者」與「有情人」就會令人難以

掌握。基於這些考慮，我在這部分要說明本文中「道德」與「情緒」的主要意義，

當然，我在這裡無法對他們作一個最終的界說，然而，我並不認為這會影響本文

的主要論點(註 3) 。

一、道德與道德現象

在現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人們常會使用「道德J (morality) 或「道德的」

(moral) 來陳述意見，譬如說:「......是一項道德觀點」、「他/她的道德動機

是...... J 、 r 遵守或違背了道德原則或法貝目」、 r 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

r 很有或沒有道德」。然而，這些敘述中「道德」或「道德的」意義是什麼呢?

陳述者可能不是很清楚，或者彼此之間的看法有很大的差異。再以教育領域來說，

道德教育一直被視為整體教育中的重要一環， r道德」或「德」不僅被列為五育之

一的重要教育目標，而且以往也在基礎教育階段編有相關教科書以實施教學。可

是它的實質內涵叉是什麼呢?我不相信教科書編製者或教師們都有相當的了解。

當一位國小教師在上道德課時，他會不會覺得科目名稱(或教學目標)和教科書

內容有些不盡相符呢?隨著「道德」或「道德的」的不同理解，針對上述問題就

會有不同看法。

那麼， r道德」或「道德的」是指什麼呢 ?Frankena在討論道德的性質時，提

供了幾點值得參考的說法 (Frankena， 1973: 5-9) 。除了說明「倫理學」付出的)的
主要關懷與意義之外，首先，.他指出「道德的」與「倫理的 J (eØllcal) 常被用為

「對 J (right) 或「好J (gl∞d) 的同等字，相對於「不道德J (immoral) 及「反
倫理 J (unethica1) :其次，當提到道德問題、道德判斷、道德規則、道德論證、
道德經驗、道德意識、或道德觀點時， r倫理的」付出ical) 也可以這般使用，同

時這裡的「倫理的」與「道德的」並非指「道德上對」或「道德上好 J' 而是指「和

道德有關連的 J '或者說是相對於「非道德的 J (nonmoral) 或「非倫理的」

( nonethical) ，而不是相對於「不道德」或「反倫理」。類似地，使用「道德、」一
詞時，有時候是指相對於「不道德 J (immoral)' 有時候則是指有別於藝術、科學、

法律、習俗、宗教等的事物( something) ，道德和他們之間有關卻不相同。基於
上述的區別，本研究所謂「道德」、「道德的」或「道德現象」等是指後者的意義

而言，也就是和道德有關連的種種或有別於法律、宗教等的事物(註 4) 。

不過，如果我說本研究第一部分的四個例子是道德現象時，別人也可能說他

們是科學或法律等現象。如何決定誰是誰非呢?這似乎指出進一步深究道德獨特

性質的必要性。一般而言，道德可以視之為一種調節或引導行為的社會系統(註

5) ，但是，除了道德制度之外，法律、宗教、習俗、禮儀( etiquette )等也有調節
或引導行為的功能，它們之間是否有差別呢 ?P吋man 以底下這個表標明評價行為

與敘明適當制裁的四種方式 (Pojm徊， 1989: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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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評價性概念 制裁

倫理* 由良心或理性所界定的對/錯 良心一贊許與斥責

宗教 服從與罪 良心一永恆的獎賞與懲罰

法律 由立法體系所界定的對與錯 由司法體系所執行的懲罰

禮儀 適當/不適當 社會的不同意與同意

• Pojman 把「倫理」和「道德」及其同根源的字視為同義詞使用。
首先，在行為的限制上，道德和法律有重疊之處，但是，和法律(尤其是嚴

密法律制度下的成文法)不同地，道德不是由有意的立法、執行，或司法行動或

體系來創設或改變，同時，道德的制裁並非訴諸肢體力量或威脅施以肢體力量，

而是由贊許、斥責或支持、反對之類的其他主要語言記號。其次，道德訴諸良心、

理性與理想，宗教則威脅由不可見之精神力而來的制裁與懲罰，因此，道德所依

恃的力量顯然比較不真威脅性。再者，道德把會導致重大傷書或利益的行動列入

其中，禮儀則否，因此，違背禮儀會招致社會的不同意，而非道德的譴責 (Pojm阻，

中﹒ cit.; Frankena, op. cit., 7) 。從上述的簡略比較中可以看出:儘管道德的學習過
程中要經歷「社會化J (socialization) 或「內化 J (intemalization) 的過程，相對

於禮儀或法律，除了外在的行為之外，道德更重視個人深層的內在核心;相對於

宗教，道德強調理性在證立 (justification) 道德原則或德行中的重要地位。

有了前述的辨別之後，讓我們回到第一部分的四個例子。之所以把他們視為

道德現象，主要是基於底下的考慮:第一，其中當事人造成他人的重大傷害、痛
苦，或者是造福他人、解除災害等，因此不適合用有禮或無禮來加以描述，而可

以歸入道德的範疇;第二，對於當事人的存心或行動，不必然有法律的規範'而

且，個人所獲得的獎賞或懲罰可以源自其所信奉的道德原則或其有的道德氣質，

而不必明訂於法律條文之中;第三，當事人可能基於特殊宗教信仰，而有助人或

害人的種種行為，以彰顯個人宗教上的虔誠信仰，但是，如上所述，個人也可能

出自於關懷 (care) 的德行或力行「見死不救非人也」的道德原則，而不是追求

宗教上的永生或超脫六道輪迴。

當然，我雖然極力想闡述道德、禮儀、法律、與宗教之間的差別，它們在日
常生活中可能的重疊則是不爭的事實。譬如說:穿一件大紅露背裝參加他人的葬

禮，顯然是無禮的，加上參加者有意傷害死者家屬的出發點，道德的成分就相當

濃厚了;濫殺無辜不僅法律上禁止，道德上也加以譴責，而且，一旦法律內化為

個人待人處事的原則之後，殺人者會引起類似於道德的罪惡感;宗教教義中的一

些戒律，也可能被做為個人行為的指導原則，如同一位以生命為中心( biocentric ) 
的環境倫理學者就可能遵奉著「眾生平等」或「不殺生」的宗教戒律。因此，所

謂的道德現象是可能和禮儀、法律、宗教等現象重疊的，尤其是法律與宗教現象，

細膩的區別則要了解當事人的出發點及整個脈絡的社會文化因素。

為了更進一步說明所謂的「道德」或「道德現象 J' 在進行情緒的討論之前，

介紹 Taylor 對「道德」的看法似乎是有幫助的。在 Taylor 的觀察當中，人類的道

德生活(morallife )或道德思考基本上有三個軸線:
1.對他人生命、統整( integrity )、幸福( well-being )、 甚至良好發展的尊重

(re叩ect) ， 這是最被視為道德關懷的要求。因此，殺害或殘書他人、偷取

他人財物、令人產生畏懼、學u奪他人安寧、甚至他人有苦難卻未予協助等，
都是這類的侵害。

40 



教育科學期刊 1(1 ):35-65 (2001) 

2. 除了對人的尊重之外，還有一些重要問題一一我如何過我的生活，什麼樣的

生活是值得過的，何者才算是豐盈而有意義的生命，哪種生命才能實踐那隱

含在我特殊才能中的期待等。光知道尊重他人這個層面背後的理念與想法是

不足以了解道德世界，還必須知道構成圓滿生命的理念與想法，事實上，這

兩個層面之間真有實質的重疊與複雜的關係。

3. 一組關於尊嚴( di伊ity) 的觀念，這裡是指我們的一些特質，透過這些特質，

我們認為自己能夠博得(或未能博得)週遭人士的敬重。我們的尊嚴就是指

我們覺得自己能夠取得(態度上)敬重的感受，這種尊嚴的感受會大量地交

織在舉止言行當中。

在 Taylor 的看法中，也許類似上述三軸的事務都存在於每一個文化當中，只

是他們如何被知覺、如何相互連結，及三者相對的重要性上有很大的不同。

Taylor 的見解提醒我們注意有關「道德」的幾項事實。第一，界定道德時，

除非就其形式面而言，例如普遍性、規約性等，否則一旦涉入它的實質內容，就

會出現文化的、歷史的，甚至個人道德觀之間的差異。也因此，如果企圖只以其

中一軸來涵蓋全部道德的內涵，以偏概全則是不可免的錯誤後果。例如由十九世

紀效益主義思想家 J.S.Mill 所創立的原則一對他人事務不當且不合法的干涉是道
德上唯一且真正的錯誤，儘管後續的自由主義傳統的道德哲學家廣泛地贊同這項

原則，卻也突顯出其對道德理解上的狹隘 (C缸， 1990, 219-222; 226-227) (註 6) 。

第二，當個人表現出對他人的尊重、判斷或衡量生命的豐盈或空虛、考慮其尊嚴

是由何組成時，事實上是透過足以區別品質 (qualitative distinctions) 的架構所完

成的。當我們在思考、感受、判斷時，這種架構讓我們知覺到某些活動、生命形

式、或感受模式是無可比較地高於他者(註 7) 。而且，一旦要對我們上述的道德

反應(moral reactions) 提出本體說明( ontological accounts) 時，便會指涉到我們
對宇宙及自身在宇宙中地位的看法 (Taylor， 1989: 7, 15-16 & 19) 。譬如說，這類
分辨不同品質的架構讓我們覺知到宇宙中存在於不同形式的生命，其中凡具有理

性或其有生命者皆應獲得尊重，同時能夠尊重理性生命或生命的生活是有意義而

值得過，而(理性)生命的特質是要獲得敬重的。基於這種 Taylor 所謂不可避免

的架構 b 前述道德生命三大軸線之間的重疊與關係是可以加以理解的。

在晚近道德哲學的討論中，若干學者不約而同地指出許多當代道德哲學的偏

狹與不足。 Taylor 認為道德哲學試圖聚焦於怎麼做才能是對的(what it is right to 
do) ，而不是問我成為什麼才是好的 (what it is good to be) :致力於界定責任
( obligation )的內容，而不是美好生命的性質 (Taylor， 1989: 3) 。男外， MacIntyre 
則指出歐洲文化喪失早期對至善 (summum bonum) 的共同信仰，加上十八世紀

道德哲學和道德心理學脫離，道德遂成為選擇 (choice) 的事務，每個個人必須
自己做決定，從德國的 Kant 及蘇格蘭的 Reid 以來，強調意志自由的重要性，因

此，自我選擇的能力成為顯著的道德特質，甚至後來似乎變成自我唯一的道德特

質 (Maclntyre， 1983: 8-11 )。顯然地，我覺得他們的看法道出了當代道德哲學對上
述道德生活第二軸線的忽略或偏失， Murdoch 強調內在生命 (inner life) 在道德

中的重要性 (Murdoch 1983，料， 46 & 48) ，也有類似的指控。道德或道德現象不
能只侷限在行動、 意志或與他人有關的所謂「公共」層面，而必須涵蓋個人的生

命理想、品格素質 、態度、↑育緒、動機、慾望等所謂「私人」層面 (註 8) 。

二、情緒及情緒的異質性(註 9)

前述對當代道德哲學的批評中，一方面， MacIn句re 指出在選擇與原則的現代

概念極端影響下，當代對道德實體 (reality) 的理解上會有遺漏或盲目不清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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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另一方面，他也認為選擇的觀念背地裡放棄了道德心理學 。 事實上，不僅是

任何真正的德行理論，任何人類所欲求或嚮往的價值物( goods) 理論都預設了道

德心理學 (Maclytyre， 1983: 9-11 ) 。 因為，德行總必須和情緒 (passions) 真有一

定的關係(註 10) ，根本上對於情緒及情緒和理性之間的關係有了有力的說明之

後，對德、行才能有令人信服的解釋 。 此外，在一篇論述現代道德哲學的重要文章

中， Anscombe 更早而直接了當地指出，除非我們具有適當的心靈哲學，否則，

目前從事道德哲學是無益的，無論如何要停止。譬如說，要證明不義( unjust) 的

人是壞人，必要對正義做為德行給予肯定的說明，但是，除非能夠說出德行是什

麼類型的性質(可pe of characteristic) ，以及它是如何和例示它的行動相互連結 ，

否則將會無法獲得上述倫理學當中肯定正義為德行的說明(Anscombe， 1970: 211 
&216) 。要達到這樣的目的，至少一定要解釋人類的行動究竟是什麼，叉行動的

動機或當中的意向是如何影響「在從事. . . . . . J (doing-such-and-such)的行動描述。

實際上，本研究所應用的途徑接近他們的主張，即從心靈哲學或道德心理學的角

度切入，以闡述情緒在道德當中的重要性。

但是，如我在第一部分所介紹的，不同道德理論對情緒在道德中的重要性存

在差異的看法。 Williams 在 1964 談論道德與情緒的就職演說中，主張應當害怕什

麼、希望什麼等是道德教育的重要事情(註 11) 。他認為晚近布列顛道德哲學對

情緒的論述不夠多，除了也許認定情緒是墮落的動機，因而潛在地有害於道德的

合理性與一致性之外，並沒有發掘行動者情緒的重要地位;以道德、判斷的對象來

說，大都談論人及其品格，但卻比較少有關於人在某些情況下應該或不應該有什

麼感覺的問題等。而 Williams 認為造成此種忽略有兩大理由，除了語言的問題之

外，男一個特別重要的是由相當狹隘的情緒觀與極度康德式道德觀兩件事結合而

成:因為情緒太過於善變，只能被動地經驗到，而且，能否經驗到情緒是自然因

果下的產物，因此只能偶然地獲得(Wil1iams， 1973: 207 &226-228)。當然 'Williams

對康德式道德觀及其狹隘情緒觀的看法和我在第一部分的相關敘述是類似的，不

過，在處理情緒和道德判斷的關係時，他也提到更直接地從情緒的性質著手，比

較能回應相關的反對 (op. cit. , 223 )。我在這裡便試圖從情緒本身著手，以便對道
德和情緒的關係有更深入而清楚的了解。

問人性中情是何物?我在其他地方對這個問題有一些系統性的處理(林建

福，民 87 : 24-34 ;林建福，民 88b : 119-151) 。基本上，我以人性中的情緒是一
組異質性 (heterogen∞us)現象，也就是說，有些情緒具有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 
有些則無;有些具有認知性，有些則否;有些屬於氣質性( dispositional )情緒，
有些則為即發性( occurrent )情緒。基於這些差異，引發情緒的先前原因和內含
於意向性情緒的對象是有所不同的，也因此情緒可以有意向性解釋與因果解釋。

為了說明這些看法，同時準備第三部分的論述，我想藉助 Scheler 對人類情緒的見

解。

在現象學體驗和細膩分化的語言中，人類情緒展示具有不同強度與深度的階

層結構。 Scheler 提供的例子有至樂 (bliss) 、至福感 (blissfulness， Glückseligkeit) 、
幸福感( being happy) 、安祥 (serenity) 、愉悅( cheerfulness ) 、舒適感( the feelings 
of comfort ) 、快樂( pleasure )、高興( agreeableness) ， 相反的情緒則是絕望

(despair) 、 悲慘 (mise可)、不幸 (calamity) 、悲傷( sadness ) 、痛苦( suffering )、
不快樂( unhappy) 、不高興 (disagreeableness) (註 12 )。除了強度上的不同之外，

這些語詞也代表著正向與負向情感上的差別。同時，雖然遭受到軀體的苦痛，真

正的殉道者可以感到至福，而精神上極度絕望的人可以感受到一些感官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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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緊縮自我( self-concentratemess )的狀態來享有這種快樂。此等體驗的事
實揭顯的不只是情感的不同性質，更具他們的不同深度等級 (Scheler， 1973a: 
330-331 ) 。

進一步從 Scheler 對情緒生命階層性的描述中可以發現他深具洞察力的見

擒。符應於人類存在的結構，得以分辨出四個情感等級及其獨特性質( Scheler, 
1973a: 332-344) 。底下的描述會顯示出他們的不同:他們如何在時間與空間中具
現、他們和自我或人格(註 13) 的關係、是否在當中出現意向性、是否能夠被意

志控制與否等 。

(一)感官或感覺的情感( sensible feelings or feelings of sensation ) 
此類情感擴展並侷限於生命軀體( lived body) 的特定部位，無法以注意力把

它和感覺的內容加以分離，同時純粹的感官情感缺乏最根本形式的意向性，即「有

意於. . .. .. (having a mind to) J '因此根本上它只以情緒的狀態呈現，而不是情緒
的功能或行動(註 14 ) 。 而且，他們只能以雙重間接的方式和自我連結，卻無法

連結到人格。因為這種情感是現實，性的(actual) ，在當中無法有再感受( refeeling )、
後感受( postfeeling )、前感受( prefeeling )、夥伴感 (fellow feeling) 。由於根本

上是斷點式 (punc個al) 的狀態，所以他們彼此之間沒有意義的綿延或連續。和其

他層級的情感比較，感官情感是最不受到注意力擾亂的。就意志的影響而言，愈

是接近這個等級的情感，擁有與否就愈受到意志的影響，易言之，運用適當的刺

激可以產生所有感官情感，可是至福或絕望之類的情感是由人格的深處自發地湧

現，無法由意志行動加以控制。

(二)生命軀體或生命的情感( feelings of the lived body and feelings of life ) 
像健康、疾病、疲倦和活力等生命情感擴展位於且參與整個生命軀體。這類

情感當中的我自己 (myself)是生命體自我( lived-body-ego ) ，也就是自身生命軀
體的單一意識。感官情感的聯合無法構成生命情感，同時，在受傷後長期痛苦的

疾病中，仍然可以體驗到生命力(叫tality)的增加。換句話說，生命情感真有其

獨特性與自主性，不能化約為感官情感。相對於感官情感的死寂狀態，這類情感

展現出功能性與意向性特色，他們會透露生命自身及其成長、衰落、疾病、健康

與未來的狀況，而且也可以指向外在世界與其他有生命的存在物。

(三)純粹IL哩的情感 (p叮'e psychic feelings) 
在生命情感中，生命體自我或我生命軀體的單一意識會揭顯出來，不過，如

悲傷、苦惱 (woe) 之類的心理情感並不成為自我的狀態或功能，而是一項自我

的特質( ego-quality ) 。

(四)精神性情感( spi討tual feelings ) 
在至福與絕望的體驗中，甚至在心靈平和與安詳的情況下，所有自我狀態

( ego-states )似乎都消失了 ， 精神性情感永遠都不是狀態。這類情感源發自精神

性行動的真正源頭，可以使內在與外在世界呈顯的事物都淋浴其中 。 也就是說，

根源於人格本身的價值性質 (value-nature ) 、其存在及其價值存有，而不是相對於

人格之外的價值一複合物( value-complexes )或這種情感的促動力量 (註 15 )。

因此，要嘛一點也不體驗到他們，否則他們會充塞我們的整個存有， 我們「是」

至福或絕望，而不是「感受」至福或絕望，也不是感到我們自己是至福或絕望 。

在我們個人存在與世界的核心中，絕望是一種情緒的「否J (No)' 而至福則是情

緒的「是 J (Yes) 。同時， 我們在精神性情感中並不採取反思( ref1ection )的態度，
我們的人格並不只成為反思的一個對象 。

Scheler 有關人類情緒性質主張和他的倫理學、哲學人類學等緊密相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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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上述的介紹不免涉及到其他方面的思想與術語，我希望這並沒有使讀者墜入

五里霧當中或失去了耐心。在我進一步援引他的觀察以說明情緒及情緒現象時，

或許有幾點值得一提。第一， Scheler 的討論幾乎是集中在情緒的本身，除了稍微

談到意志與注意力的影響之外，無非極力在揭露他所相信的 Pascal 理念一心的秩

序或心的邏輯( ordre du coe叮叮 logigue du coeur) ，也就是情感、愛、恨的絕對與
永恆法則。第二，基於現象學體驗和精繳的語言分辨，他堅持情緒除強度的不同

之外，還有深度的差別，而且不同層級的情感可以同時存在，但卻不能相互化約。

但是，他的情緒層級結構如何和他的心靈生命五個根本形式如何連結，似乎有待

解說(註 16)。第三，他對情緒的描述直接扣緊我們的生命體驗，而不只侷限在

概念的解析上，因此可以超越象徵差異所形成的限制。譬如說，當別人報導他的

情緒時，我們要跨過報導而進入他的體驗，以了解屬於那一階層的情感。第四，

顯然地，他對第三階段純粹心理的情感描述比較少，可能是和不容易說清人格與

自我的同異有關(註 17) 。第五， Scheler 生命情感的討論指出生命體自我的存在，

同時生命軀體不同於沒有生命的死軀 (co中us) ，可以透過意向性來覺知內外世界

的生命價值( vital values) 。一般以情緒為題材的論著較少提到這類概念與現象，
我甚至覺得這些和傳統的養生及現在的體育有關係。

我在這小部分的開頭提到，情緒是一組異質性現象，從 Scheler 的觀察中也得

到支持。感官性情感或一般所謂的感覺缺乏意向性，只以先前的刺激為原因而產

生該感覺，元氣感、苦惱、至福等其他三階層的情感則具有意向性，而以當時情

境的價值意義作為這些情緒的意向性對象。事實上，也可以說感受者的情緒主體

性也參與在這些意向性的產生之中，如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所認為的(林建福，

民 88b : 130-133) ，其中至少包括感受者的價值觀及心靈的開放性或感受性(註
18 )。所以，假定個人的價值觀或生命體自我的性質不同、心靈或生命軀體完全封
閉、或者完全不具有感受性，那麼元氣感、苦惱、或至福就不會產生，或者產生

衰弱、高興、或絕望的意向性情感。譬如說，調養個人生命軀體，逐漸能夠感受

到元氣;或者確定家庭的價值高於虛榮名位的價值，對於失去虛名而能專心照顧

家庭就不會感到苦惱，甚至覺得高興 。 此類感受主體的意向性內含在這三種情感

之中，感官性情感則缺乏這項特性。

從男一方面來說，由於至少主體的價值觀或心靈的開放性是意向性情緒的構

成要素，這也可以用以解釋情緒在認知方面的異質性。以 Peters 對情緒的討論來

說，儘管他未使用意向性這個概念，卻也認為也許可以方便地稱 r ，情緒」和某一

類型認知之間的連結為「評價J (appraisals) ，也就是以高興或不高興、有利或有
害等不同面向來瞭解情境。譬如，害怕和瞭解情境是危險的、生氣和瞭解是有阻

礙的、驕傲和瞭解某些事物是我們的(或我們有參與其中)、羨慕和瞭解某人擁有

我們想要的等都是概念地連結在一起。 Peters 也因此不把餓或渴稱為情緒，因為

缺乏這類的特殊形式的認知 (Peters， 1969: 153-154) 。顯然地， Peters 所指的情緒

比 Scheler 的情緒生命範圍小，凡是不真有上述評價性認知者皆被排除在外，而我

則採取 Scheler 的立場，把感官或感覺式情感也列入情緒生命來討論(註 19 )。同

時，必須強調的是:情緒意向性之中的認知內涵不必然是完全概念化、述說出來

( articulate ) 的信念，而卻可以是乙種先於述說( pre-articulate )、未完全概念化、
前反思式的 ( pre-reflective )性質分辨。在感受到情緒同時， 性質的分辨即呈現在
當中(林建福 ， 民 88b : 130- 131) 。

氣質性情緒和即發性情緒的差別也是情緒異質性的另一個重要層面，和本研

究後續的討論有很大的關係'因此，這裡必須加以先行說明。氣質性情緒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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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此時此地實際感受到的情緒狀態，而是指感受或產生某些即發性情緒的傾向，

它以「某種心靈架構J (a frame of mind )顯現出來，位於人類存在的最根本層級，
使人們以某種傾向來詮釋情境或發生某種情感，讓我們處於某種預備狀態，以便

經驗更為即發性的情緒(林建福，民 87 : 30-31 ;林建福，民 88b : 132-133) (註
20) 。在前述 Scheler 對情緒階層結構的討論中，似乎並沒有觸及氣質性情緒和即

發性情緒的問題，不過他卻指出愛是人心的運動，這種精神性行動讓我們能夠不

斷地覺知到對象的更高價值，同時它是源自於人格且位於前反思生命層級的精神

性行動，所以這種愛似乎接近於深層的且先已存在 (p時-existing) 的氣質性情緒

(L恤， 1997: 170-178 & 242-247)。
說明了道德與情緒的主要意義與性質之後，本研究得以進入第三部分，即試

圖探究情緒在人類道德活動中的地位。在開頭引例的描述當中，似乎顯示出情緒

對當事人道德行動的影響。譬如說，屠殺策劃者 Heydrich 知覺受害者如次等人渣、

拯救猶太人的女孩表現出未經反思的善意、 Adolf Eic恤m 在對質時維持冷淡
等。這些人行動的背後是否有不同的人生理想、道德原則、德行或惡行?情緒在

當中叉扮演何種角色?

.、情緒在道德中的地位

要考慮情緒在道德生活之中的重要性，可以採取不同的途徑。以作出道德判

斷來說，我們的語言行為可以是真誠地，故意不適當或有意誤導，其中情緒似乎

和這類言說行動( speech-acts )有所關連 (Williams， 1972: 215 )。類似地，在實際
道德行動的實踐中，人們可能是真心誠意或假心假意，我們可以從中了解並探究
情緒所佔的位置。叉譬如說，我們可以想像過一種美好的生命是什麼景像，而其

中叉要求哪些德行，進而可以思索情緒對這些德行所可能做的貢獻或好處;或者

可以探討一位具有實踐智慧( pbronesis )的理想有德者需要哪些德行或有價值的
事物(善， goods) ，他們和情緒的關係叉如何?當然，也可以分就各個情緒及其
反應著手，如愛、恨、同情、擬情等，分別論說他們在道德上的良善或錯誤之處

(Oakley, 1992: “& 75-82) 。或許也可以以理想道德實踐者為典範'了解其道德
生命中情緒所居的真正地位。

底下將從四個方面論述情緒在道德之中的重要性，分別是道德覺知(moral 
awareness) 、道德動機 (moral motivation) 、道德真誠性 (moral sincerity) 、及道

德自我 (moral self)。以林靖娟或陳進興之類的道德行動者來說，身處具體的情

境中，他們必須覺知到有不同於自己的其他人存在，同時覺知到這些人的苦樂等
相關狀態，才可能有所謂尊重他人與否或協助他人等相關的道德問題;再者，道

德其有調節或引導行為的實踐性格，因此，理想的有德者不只要知善，同時也要

能行善，而道德動機似乎是決定道德認知能否轉化為道德行動的重要關鍵;男外，

無論是道德認知或道德行動，人們可能誠心真意地投入、被迫無奈、表面上信口

承諾或假意敷衍等，這當然會影響知善或行善的品質;最後，假如道德只是意志

自由以從事選擇的事務，那麼，選擇的能力就成為自我唯一的道德特質，不過，

假使上述道德覺知、 道德動機、道德真誠性等都不只是選擇的問題而己，道德自

我似乎必須包括更寬廣的狀態或能力。底下將從這四個層面著手， 論述情緒在當

中的重要性。

一、道德、覺知

當個人做出傷害他人的行為或懷抱著損人不利己的理想時，難道只是所信奉

的原則出了問題嗎?對於缺乏情緒或情緒發展不適當的人來說，一般常見到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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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詞有麻木不仁、殘酷、冷漠、無情、缺乏同情心、冷淡、殘忍、自我中心等(Oakley, 

1992:“-49; Stocker, 1996: 175-176; Blum, 1980: 134-135; Dunlop, 1984: 247)。這些
形容詞所描述的情況有些是相互重疊的，基本上可以概分為認知上與行動上，譬

如說，當事人可能感覺對方不是一個人、極端自我中心而無法知覺對方的感受、

只從自己利害相關的方面來看待對方、對他人的苦樂毫不關心、只能同情周遭極

有限的人、知覺到對方愈苦(樂)就愈高興(不高興)等。此外，在我們的實際

生活中或文學作品裡，有些人也會從審美、科學、經濟等各方面來知覺整個情境

或對方的狀況。事實上，我覺得這些現象都和前述的認知性情緒與氣質性情緒有

關。

假使個人心靈不是完全封閉，感受者所知覺到情境的價值意義就顯露在其認

知性情緒當中，其中包括道德價值方面的覺知。以 Taylor 所談的道德尊重 (moral

respect) 來說，在對他人生命與統整等的尊重中，這類情感揭顯出它的對象具有

某種內在的性質，值得給予非常真誠的、有力的、與普遍的道德反應，而後績的

本體論說明只是試圖理性地述說此種道德直覺 (Taylor， 1989: 3-8 )。一方面，內含
著道德覺知的情緒反應不同於生理臟體的反應或肢體癢的感覺，如前述 Scheler

所論感覺的情感，而是屬於具有意向性的認知性情緒;另一方面，唯有情緒的涉

入才能獲得道德、覺知，這也就是為什麼 Taylor 把對人類生命根深蒂固的尊重感視

為通往道德世界的方式。

在詮釋Aristotle 的德行理論時， Sherman 明顯地指出情緒在提供倫理覺知上

的重要性，尤其是讓感受者能注意到情境的特殊層面 (Scherman， 1989: 38 &的;

。此ley， 1992: 82 )。
譬如說，義憤成令我們成知遭受到不當侮辱或傷害者，如同對於突來

的典殘忍的不幸，憐憫典慈悲成讓我們發覺它的苦。由於具有某些情緒性

氣質 (emotional dispositions) ，我們獲致區別土的重要看法。經由成受，
我們注意到冷漠典超離的智力可能疏忽不見的，情緒不涉入地冷眼旁觀往

往會漏失重要相關者。

如此，透過情緒我們感知情境中真有倫理重要性的特殊部分，確認個人視為

不公、殘忍、、或苦難的事務。當然，人類情緒當中的道德覺知也可能不正確或不

適當，但這種覺知卻是在具體情境中獲得道德事實的重要方式。

由於氣質性情緒會影響我們不產生或產生何種即發性情緒，作為情緒性「心

靈架構」或心靈的預備狀態，他們讓個人總是或通常是以某特定方式來知覺，情境

(註 21) ，因此氣質性情緒和德行存在著內在的關連，這點也可以從 MacIntyre

主張道德教育是一種 r.情緒教育 J (éducation sentimentale) 當中看出來(註 22) 。

在討論Aristotle 對德行的看法時， MacIntyre 指出合乎道德( vi巾ously) 而行並不

是抵抗愛好(註 23) ，而是經由適當的品格或德行訓練之後，形成的氣質或傾向

得以檢驗不良善的慾望或情緒，因而產生可以遵行踐履的愛好。所以說，德行並

不只是依特定方式而行的趨勢，而也是依特定方式而感受的傾向(Maclntyre， 1994: 
149-150; Sherman, 1989: 29 & 49) 。譬如我們可以說，勇氣的德行讓訓練良好的士
兵知覺到某情境要求特定的行動，如果他未能注意到當中明確的特徵或做出適當

的反應，則顯然是缺乏該項德行。或許德行不只是知覺的傾向或情緒性氣質，不

過，情緒在德行當中卻其有重要的地位(註 24) 。

在個人情緒所內含的道德感知之中，雖然也是一種「認知 J '但卻有幾項特

點值得一提。第一，這類覺知並不是冰冷平淡的純粹理智性認知，道德、覺知可能

使覺知者靜息在意義的感受中，或者會促發相關的慾望與行動，這些將在道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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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部分加以說明。第二，假定道德的覺知促發慾望或行動，那麼整體道德、行動的

內涵就不光是行動或選擇而己，至少還必須包括他們之前的情緒性知覺。基於類

似的理由，道德或道德教育理論不能完全只聚焦於行動或選擇層面(註 25 )。第

三，道德覺知者置身在其體的情境中，其脈絡性知覺考慮到的是情境的特殊性

( particularity ) ，不同於頑固地死守普遍性原則或刻板的律法，敏銳而變通的感知
者往往能夠考慮情境的要求，而真正達到司法上的公正 (judicial equity) 與慈悲

( mercy) (Sherman, 1989: 13-22; Stock缸， 1996: 139-140; Crisp & Slote, 1997: 
17) 。第四，道德覺知也是一種通往道德世界的重要道路，如果是個人心靈封閉或

不適當的氣質性情緒，可能導致知覺的蒙蔽或虛假的感知。相反地，在同情或擬

情等的協助下，一位性別歧視者在感知到平等價值與尊嚴的衝擊下，可能會遂而

改變原先想法與歧視的行動。
回到原先的問題: Heydrich 、 Adolf Eichman 、或陳進輿是否都只是所選擇的

道德原則不正確?冒險救人的猶太女孩或林靖娟是否都只是卓越的選擇與判斷能

力?可不可能他們的情緒知覺提供或未能提供重要的道德訊息?此外，其有選擇

與判斷如何能保證行為的實踐呢?這涉及到男一個重要問題一道德動機。

二、道德動機

「我知道遵守約定是好事，可是一點也不想做 。 」、「我知道傷害別人是不好

的，但是禁不住. .. ...J 等之類的話常被用以描述努力行善或避免作惡的困難。傳

統上會以知行是否合一的角度來看這類問題，也就是知善或知惡卻未能行善或避

惡。 Heydrich 也許「知道」猶太人也是人，可是卻把猶太人視為次等人渣般加以
屠殺;陳進興或許「知道」強姦、強暴、或殺人都是惡行，但是卻凌虐殺書人之

後加以棄屍'這些情況令人不得不懷疑當事人是否真正「知道」何謂善或惡。在

道德活動的領域當中，道德動機可能是這類知行不一或意志薄弱現象的關鍵原

因。同時，假使道德或教育不僅在純粹知識的獲得，更在良好行動的調節與引導，

那麼，動機或道德動機則是更不可忽略的課題。

一般而言，要解釋或評價不尋常的行動時，會援引動機以提出行動背後或行

動描述所未包括的理由 (Peters， 1967: 93 & 97; Peters, 1969: 149) (註 26) 。譬如

說，張三平常很少與同事打交道，近來見面則鞠躬哈腰，並頻頻拜訪同事。也許

我們可以說他的動機是為了競選校長，這個動機並未出現在上述行動的敘述之

中，也可以說明行動背後的理由，如果，前面的描述加上「他正在競選校長 J' 那

麼，所提出的動機則是競選校長的進一步理由 。 Amold 就把動機界定為「導致行

動的想要J (want that leads to action) ，想要在這裡可以描寫為可欲的目標(goal) , 
或者是通達可欲目標的系列行動(虹nold， 1969: 182 & 196)。因此，如果依據Amold

的說法，張三的動機是想當校長，所以他有上述種種的行動，他的這項想要也是

他欲求的目標。當然，底下將進一步說明， Amold 的界定或許只是動機的一種意

義，而且似乎與意向( intention )比較接近。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問: Heydrich 、

Adolf Eichmann 、林靜娟、或陳進興等人的動機或出發點是什麼，因為，一方面，
這些動機讓他們有所行動，男一方面，行動的道德判斷考慮到動機層面 。

由於有些情緒被視為行動的動機，心靈哲學家 Kenny 試圖系統地討論「動機」

這個概念，不過， 這個概念本身的曖昧，增加了這項工作的困難 (Kenny， 1963: 
85-90 )。譬如說，雖然以底下句子結構來說明動機，並以動機可以填補句子的空
缺部分: r 他出於..... .而行動」 、 r 令他作如此如此」 、「因為他是.. .. .. '所以做

了如此如此J' r他做如此如此的動機是...... J '可是卻獲得四列不相一致的字。繼

而 Kenny 從描述個人執行一項行動的經歷著手:1.存在有行動者所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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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approve )的事務狀態 .2接著行動者做某些事 .3.行動之後，原先所不同意

的地方出現了行動者所同意的不同事務狀態。例如，當個人感到冷，走向火，獲

得暖和。所以，可以參照先前不想要的事務狀態、將是或期待是行動結果的想要

之事務狀態、或兩者一齊來解釋行動。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他因為什麼走向火，

可以說因為他感到寒冷，或者說為了溫暖，他這麼做，前者給予回顧

(backw紅d-loo垣ng) 的理由，後者則是屬於意向日報導 。 而且，可以稱他的行動

是「好熱的行動J (thermophilic actions) ，而說「出於好熱( out of thermophilic) , 
他走向火」 。 在這種情形下， Kenny 認為我們描寫了個人行動的動機。顯然地，

Kenny 區分了動機和意向(註 27) ，而某意向可以出自某種動機，同時，他比較

從氣質或傾向( disposition )的角度談動機 。

針對 Kenny 的主張， Peters 並沒有太大的異議。但是， Peters 的看法有兩點

值得一提，將有助於底下情緒與動機的討論。第一，他認為使用動機乙詞在於歸

給人們個人的 (personal) 目的，以解釋活動的持續或改變 (Peters， 1967: 92; Peters, 

1969: 142 & 149) 。譬如說，假定張三是野心人士，他為何選校長呢?他想獲得名

望、權力、財富、成功等而超越他人，或者說校長的職位能滿足他某方面的野心。

清楚地， Peters 並沒有排除意向於動機之外。而且他也以動機會涉及到「帶有方

向性( directed ) J 的氣質或傾向，而他的方向則是指向更為寬廣的目的或達到更

進一步目的的手段。就像張三鞠躬哈腰或拜訪朋友，並不只是給人好相處或關心

朋友的用意，而是指向校長職位，這才是他真正的動機或目的。因此，貪婪、羨

慕、仁慈、野心、忌妒等都可以視為行為的動機。

第二， Kenny把「好熱 J (thermophilia) 當作行動的動機， Peters 卻有不同的

看法。以餓、渴、空氣缺乏為例，這些置乏情況下的行為不必然連結到個人以某

種方式來評價情境。不過，在害怕、妒忌、羨慕等情緒或動機之下，個人會以高

興或不高興、有利或有害等方式來評價情境(註 28) 。當然，餓的人也會有了解

情境的方式，不過主要是從做什麼才能滿足餓的角度來考慮，而缺乏上述的評價

或行為的認知前件( cognitive antecedents )。也因此，如果要解釋置乏狀態下的行

為，只要參照狀態就足夠，而不必提到個人如何了解情境 (Kenny， 1967: 94-95 & 

96) 。基於這些考慮， Peters 認為 Kenny 的「好熱」比較接近「驅力」或「向性」

(仕opism) 。我認為餓、渴、 Kenny 的「好熱」等類似於前述 Scheler 的感官性情

感，由於缺乏意向性，因此不屬於認知性情緒，不適合成為動機。

進一步討論情緒和動機的關係之前，也許稍微歸結上述的討論。首先，行動

的動機可以是行動者的意向或他的行動所想達成的目的，也可以指行動者的氣質

或傾向(註 29) 。當然，意向的形成和所具有的氣質或傾向有闕，擁有某種氣質的

人會形成特定的目的 。 以意向來解釋行為的動機是展望式 (forw削-looking) ，以

氣質或傾向來解釋則是回顧式。其次，動機說明的是行動的理由，而不是行動原

因(註 30 ) ，它必須內含行動者對情境的的詮釋或了解， 因此，它和情緒的認知

內涵或意向性有所關連。

動機和情緒的關係如何呢 ?這個答案也適於解釋情緒和道德行動之間的關

連 。 在 Peters 的心目中，情緒和動機兩概念無疑地有所重疊，不過一些情緒和行

動之間只有事實性 (de facto) 而非概念性關係(1969， 156-158) 。對他而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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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和情緒共同真有的是獨特的評價 。 兩者的差異在於使用「動機」來連結這些評

價和我們所從事 (do) 的事物，而用「情緒古 來連結影響我們的事物 。 也就是說，

情緒當中內含著評價，同時，情緒的狀態往往擾亂、扭曲、強化、刺激、或遮蔽判

斷，個人在這些情況下是受支配而無法控制情緒，換言之，個人是被動的 。 而且，

我們可能只感覺到懊悔或後悔之類的情緒，而無意做任何事 。 因此，儘管動機和

行動之間有概念性連結，和情緒有概念性連結的則是被動，性( passivity) ，從而情

緒可以阻礙、提升、強化運動神經的運作 。

儘管 Peters 同意情緒當中的認知或評價成分，他似乎著重情緒狀態中個人自

主神經系統的功能、生理與心理的騷動與變化，因此否定情緒和行動之間的概念

關係。不過，這個問題或許可以從動機的內涵來看。在探討動機和慾望的差異之

中， Marks 指出動機的兩大主要成分:信念和慾望 。 以 Marks 所舉的例子來說:

Mary 吃蘋果，她必須有吃的慾望，也必須相信可以得到食物，這樣她才有吃的動

蟻。假如她是餓的，可是並沒有確認到食物的存在，或者說她可能完全相信食物

就在身邊，她就是不餓，這兩種情形都無法讓她處於動機狀態 (Peters， 1986: 

133-142 )。當然，這裡值得考慮一種 Marks 注意到的情形:可不可能 Mary 不具

有慾望，只是知道為了獲得健康要吃東西，而蘋果是唯一可獲得的食物，或者

Mary 相信她應該做恢復健康所必需的事務 。 但是， r知道」或「相信」要怎麼樣

才能具有動機力量或引發行動呢?這似乎脫離不了人類的慾望或情意 。

紳粹理智上的「知道」或「相信」似乎還未能成為動機內涵中想要(want) 

的狀態，相較之下情緒經驗中的評價性認知似乎更有可能產生動機的慾望成分。

依據情緒和慾望的可能關係'基本上 Taylor 把情緒做了下列的分別:1.慾求的情

緒 (appetitive emotions) ; 2.持有的情緒 (possessive emotions) 。 就慾求的情緒來

說，隨著慾求狀態( desired state )的不同，叉可以分為兩大類: 1-1.如果慾求的

狀態成為感受者活動追求的目標，個人會產生想要與目標導向(goal-directed)的行

為。譬如說，生氣的人典型地會慾求報復他認為傷害、輕視、破壞、或惡待他的

人。 1-2. 假如了解到慾求的狀態超出感受者能力所及，個人產生的會是顧望

( wish) 而非想耍，主要會有表達的行為而非目標導向的行為 。譬如說，在憂傷

( grief)死去的親人或羞恥 (shame) 所做的事之中，個人會顧望親人活過來或自

己沒有做那件事，即使有目標導向的行為也是次要的 。 憂傷甚至會出現完全冷漠

(apathy) 的狀態，沒有任何行動的衝動 。 1-1.所產生的慾望是展望式的行動慾

望， 1-2. 所產生的則是回顧式的慾望。

相對於慾求的情緒，持有的情緒包括得意( elation) 等喜悅 (joy) 之類的情

緒，其中慾求的狀態被視為是已經得到的，因此沒有想要或願望的空間，所慾求

的只是沈浸在表達的行為當中。持有的情緒可以擴展到聆聽美妙音樂時滿足、寧

靜、平和的感受，心中充滿喜悅，唯一真有的慾望就是和美好的對象合而為一。

有了上述的討論之後，可以回到關心的焦點上，即情緒和動機的關係。我認

為至少有下列幾點值得提出來:第一，情緒不僅提供其體情境的覺知，更可以把

覺知和慾望結合一塊見，尤其是在慾求的情緒當中可以形成行動的動機 。譬如說，

49 



情緒 、 道德、道德教育;有德者是否為有情人?

害怕不僅令人覺知到情境是危險的，生氣不只有詮釋情境中有障礙物存在，典型

地當事人想要逃避危險或報復對方 。 換言之，情境中帶有感受的-到買性認知，在

行動上不是冷漠的，這類價值覺知的經驗在個人和整體情境之間會產生迎拒的力

量，這就是動機力量的所在 。 第二，動機的一種意義是指心靈的氣質或傾向，這

和這二部分所談的氣質性情緒有很大的關係 。 長1前所述，心中懷抱不同氣質性情

緒的人，會從不同層面來覺知情境，同時可能形成不同的目標。也因此，當我們

說他的動機或出發點是貪婪、仁慈、野心等時，所解釋的耳以說是他行為當中所

慾求的狀態及他的氣質，包括情緒性氣質(註 31) 。 第三，情緒覺知或感受到的

意義不僅是動機當中所指的行動理由，更是串聯肢體動作成為有意義整體的核心

要素。譬如說，張三買了小刀、喝了高梁酒、剃了食指、打電話給朋友將他送醫、

告訴朋友遭惡少剝手指等，我們會問他的動機何在? r為了詐領保險金」這項理

由把他們串聯起來，不致於成為無意義而不可了解的肢體動作。張三覺知到保險

金的價值，形成了上述動作的動機。

再回到道德與教育的問題上， r我知道遵守約定是好事，可是一點也不想

作。」、「我知道傷害別人是不好的，但是禁不住.... . . J 等也是道德教育致力於改

善的事務 。 如果上述的討論可以接受的話，道德動機無疑地是架通道德認知和道

德實踐之間鴻溝的關鍵點。也因此，道德教育和情緒教育有莫大的關係'比較具

體的建議將在下一部分提出 。

三、道德真誠性

個人道德真誠性至少有兩層含意:第一，當個人作道德陳述判斷時，他心中

是不是真正地指哪個意思。譬如說，當有人說: r我傷害他是錯的」時，他心中卻

不認為自己是錯的 。 第二，當個人在從事具體道德實踐時，他是全心全力地投入，

而不是表面投入，心中卻男有所圖。顯然地，這裡的兩層含意和前述道德動機的

問題有關，因為在一般的觀察當中，除非環境不允許或其有相當大的相反力量，

真心誠意地作道德陳述者往往比較能夠確實地實踐，也就是說，道德動機力量比

較強。如果這種觀察是正確的話，加上前述所論情緒在道德動機中所具有的重要

地位，似乎道德真誠性也包含情緒的成分在當中 。

以情緒涉入道德陳述或道德行動的程度來看，是否有種完全沒有情緒的狀態

呢?這好像很難想像。追求一個不產生任何吸引力的「目標J'沒有擬情能力而「體

會」他人的苦樂，不帶絲毫快樂地「知道」自己實踐了善行。在人的生命體驗之

中，機械式地或行屍走肉式地思考與行動或許比較接近上述的情況。不過，假定

一個機器人說「我傷害他是錯的」 或把人從火堆中救出來，很難說它在從事道德

陳述或道德、行動，因為它缺乏第二部分中 Murdoch 所指的內在生命，尤其是情緒

的體驗(註 32) 。類似地，個人如果完全處於沒有情緒的狀態 ，道德覺知或道德

實踐會出現實踐上的不可能，很難稱之為道德的行動者。

那麼，情緒叉如何決定個人的道德真誠性呢?在探討作道德判斷的言說行動

與情緒之間的可能關係時， Williams 提出不同言說行動中真誠性的問題。他把言

說行動分成非常簡單的六種顯型 (Williams， 1972: 215占16) : 1.沒有所謂真誠或

50 



教育科學期刊 1(1):35-65 (2001) 

不真誠的高度價例式( conventionalized )言說行動，像簡單問候之類，當然伴隨

一些溫暖的聲調等也許有真誠性可言。 2. 沒有真誠或不真誠的命令，不過，一些

言說者及其情境的狀態、會讓我們比較接近真誠性領域。 3. 像考試當中給予判斷之

類的分級與稱讀，個人可以說「真誠地」或「不真誠地」作這些事，不過，當他

不真誠地判斷或稱讀時，他執行了行動一真的判斷或稱讀。 4. 不真誠的許諾也是

許諾，但是，在這裡使用「真誠」與「不真誠」是絕對清楚與確定的，這是上一

個例子所沒有的特點，也就是說，雖然是許諾了，不真誠的許諾是不帶有實行意

向而許下的諾言。 5. 在意向與信念的表達當中， r真誠」與「不真誠」的應用也

是確定的，然而，意向(信念)的不真誠表達確實不是意向巴信念)的表達。如

同說騙子表達某意向時，他使用了素以表達意向的慣用語，卻未表達他的意向。

他的意向或信念表達是他的，不只是說他說了意向而已，像說了問候語、命令、

稱讀、許諾一樣，而且更因為所表達的是他的意向(信念) ，這些存在的位置比言

說行動更深一層。 6. 有關意向(信念)真誠性的說法適用於情緒的表達。如果他

的評論是不真誠的，他並沒有表達他的情感或情緒。但是，在少數的情形下，持

續的偽裝形成了語言而呈現出慣用語與感受之間的語意裂縫。例如說， r抱歉的表

達」似乎是慣例確定的言詞類型，而抱歉的不真誠表達仍然是抱歉的表達。

這些不同類型的言說行動及其特性和道德真誠性有何關連呢?儘管 Williams

不認為情感和真誠性之間有任何簡單的與整體性的關係，卻同意情感可以對真誠

性有所貢獻 (Williams， 1973: 218-223) 。首要地，對一些道德敘述來說，一定要表

達言說者所具有的情緒或情感(註 33) ，他們才能是真誠的。譬如說，當道德敘

述的術語語意上和情緒連結時，言說者必須感受到這些相關的情緒才能說他的言

說是真誠的(註 34)。同時，一般而言，要了解個人是否視這個道德議題重大或

不重大，可以看他表達時情感的強烈程度，當然，這不是唯一或絕對正確的準則

(註 35 )。其次，由於一致或適當的行動是道德真誠性的判準'而適當的行動文

總是和個人道德見解中的情緒成分有關。或者說， Williams 指出個人行動、思想、

甚至姿態之所以能夠形成一個相關的整體，主要是他們源自於個人的情緒結構，

因此，個人道德判斷或道德行動真誠性的問題就必須參照情緒來了解。

針對上述 Wil1iams 的看法，我認為有下列幾點值得說明。第一，道德真誠性

的問題不只涉及言說或行為的一致與否，更重要地，它還必須掘根到人類的心靈

深層的情緒結構。由心靈底層對意義的領悟與掌握出發，貫串並連結言行成某種

型態或整體。一旦缺乏了意義的根源與意義的連結，剩下的只是言說動作及肢體

動作，這就接近前述行屍走肉或機械式的人。第二，除了心意與言行的一致之外，

從時間的綿延來說， 真誠性涉及到在某種情況中形成某種類型的知覺 、慾望、判

斷，從事某種類型的行為，而這也正是氣質性情緒使人預備對世界作出的種種反

應。如果這個說法可以接受的話，增進道德真誠性就必須著力於氣質的培育，尤

其是道德氣質方面。 當然，大愛和大恨的人也許具有同等的道德真誠性，無論從

道德或教育上來看，前者似乎優於後者。第三， Williams 主張情緒的強度可以作

為道德真誠性的一項判準，儘管他也提到比言說行動更深一層的情緒及情緒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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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似乎沒有觸及情緒深度如何作為判準的可能性 。 前述第二部分 Scheler 對情緒

生命階層結構的描述似乎可以作為參考，精神性情感位於最深等級，應是道德真

誠性的最根本源頭 。

假如懷抱德行或良善道德原則以形成穩固的氣質，很可能言行能夠貫徹所思

與所感。相反地，一般人也難免會有知行不一致的情形，極端者甚至成為社會擔

憂的人物。 Peters 曾經把可能的情形分為四種類型的人來討論:1.壞(wicked)人能

知道一般應該做的事，而且能判斷何種規則適用於他的特定情況，不過，他都殘

忍與頑固地做知道是錯的。對此他會感到有罪與自責，然而卻持續地做下去，甚

至想做更多其他的事。 2. 邪惡(evi1)者有他自己的規則，而且堅決地追求，但是他

的規則包括他人認為明顯錯的事，像鞭打小孩、令太太屈服等。 3. 意志薄弱(weak

wi11)者知道何者是對的，而且想拚命地做，也能判斷特定情境中何者是對的。但

是由於情緒的不穩定，他無法一直這麼做 。 他不是毅然追求他知道是錯的，除了

做他知道是對的之外，他也不想去做其他更多的事。 4. 精神病患者(psychopathy)

所知道的「他應該做.. .. ..J 要加上引號，雖然含糊地了解其他人，道德語言並沒

有真正地深入他的行為之中，因為他很少關心做他應該做的(1974， 259) 。

針對這些情況， Peters 也解釋了一些可能的原因(op. cit. , 259-263) ，我認為其

中和情緒或道德真誠性有密切的關係。首先，就精神病患者而言，他的生活很難

說具有道德的意義，在他的，情緒覺知當中沒有所謂「他人 J' 更談不上他人的苦樂，

同時也沒有前述 Taylor 區別品質的架構以分辨生命的價值。其次，意志薄弱者總

是未能力行善事， Peters 所提的因害怕而脫軌、因妒忌而遲疑、常常三心兩意、

因不安心或潛意識的願望而改變方向、易受被動性或奇怪的氣氛所影響等，都和

情緒有關。然而，當事人假定真有更為穩固的氣質性情緒，或能想像地感受善事

所帶來的良好善果，相信更能堅定意志以抗衡上述不良外因或內因的影響。再者，

邪惡者類似我上述所舉心中充滿大恨的人，具有很高的道德真誠性，他可以知覺

到對方的存在與苦樂，但對方的苦(樂)讓他覺得快樂(痛苦) ，他整個心的方向

不同於善良的人。最後，壞人雖然感到有罪或自責，卻殘忍、與頑固地做他知道錯

的， Peters 認為這種人還因為有罪惡或自責感太弱而不能免於犯錯，可是男一方

面來說也是對他人的尊重或關懷不足，隨著尊重或關懷程度的不同，傷害他人之

後的罪感或自責感也會有所不同。當然這其中包括了 Peters 也提到的同情與想

像，也就是說，能否想像地同情或體會他人所蒙的利或所受的害，這會影響到堅

持自己應該做的或力行自己知道錯的。從這些例子的討論中，情緒對道德真誠性

的重要性似乎顯露無遺 。

接續道德真誠性的問題 ， 這裡值得進一步指出三點 ， 同時和底下道德自我的

討論有關。第一，前述第二部分談論情緒認知，性時提到，認知，性情緒的產生內含

著感受者對情境的詮釋或評價，從道德真誠性方向來說，必須要有適當情緒出現

才能說當事人知道或領悟了某道德事實。譬如說，化學工廠主人發現河川污染的

源頭來自自己工廠，再進一步察看，原來工廠的管糗破裂流出有毒污水。如果他

只說: r抱歉!這是我的錯。」但不帶有任何愧疚感，實在很難說他「知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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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錯，除非他認為河川污染是毫不足道的事，或自己和污水事件無關等(註 36 )。

第二，道德真誠性的最深根源在於個人的情緒性覺知，因此，至少從以上的探討

來看， Murdoch 、 MacIntyre 等道德哲學家反對把道德的焦點完全擺在意志或選擇

之上的說法是有道理的。譬如說，假使除去了情境中價值覺知的體驗，意志是否

可能成為空的或盲目的，而選擇只是憑空或任意的選擇?第三，對一位具有高道

德真誠性的有德者而言，他所思所感和言行能夠感通而一致，也因此比較少有慾

望衝突或內外分裂的狀態，基於同樣的道理，統整與和諧的自我道德上是優於分

裂及自制的自我。

四、道德自我

向來道德思想中有一種看法，即只有達到某種成熟階段的人才夠資格作為道

德行動者，才能要他對行動負完全的道德責任。因此，同樣作出救人或殺人的行

動，對於機器人、小貓咪、剛出生的小娃娃、精神病患、一般健康的人，我們會

給予不同讚許和斥責。事實上，這種差別的對待主要是考慮到執行該行動所要求

的不同狀態或能力。譬如說，是否真能體會到他人作為道德主體的存在、自己行

動可能帶給他人的苦樂、及公平、正義等概念的真正意義等。同時，能夠具有這

些狀態或能力者才適於稱為真有道德自我。基於同樣的考慮，剛出生的小娃娃或

許會有一些原初的道德反應，只真有形成的潛能，到達一定發展階段的人或高級

靈長類才其有道德自我(註 37) 。

那麼顯示道德自我存在與否的狀態或能力是什麼呢?其中情緒真有任何重

要性嗎?如果前述有關道德覺知、道德動機、與道德真誠性的說明是正確的話，

情緒必然是道德自我的一項重要成分。不過，也許可以從相對的立場談起，也就

是說，主張道德活動不能建立在情緒之上，甚至必須加以排除的立場。在乙篇可

以說為 Kohlberg 辯護的文章之中， Bailey 強調選擇、合理證成、反思、判斷等在

道德上的重要性。首先，看看他對同情及生氣的討論:在生氣時，看見乙種情境

(如一個人踢狗)讓我興奮、血壓升高、分泌腎上腺素、我流汗、大聲說話等。

另外，可以以不同方式來描述同情，可是人們心中最常出現的是某種夥伴感

(fellow品eling) 或一致感 (feeling of accord) ，乙種情意上的同意或同一

(identification) 。其次看看他的反對:道德問題始終是是否我應該在這些狀況下生

氣，是否我的生氣是適當的，像其他行為一般，擁有情緒可以是道德的或不道德

的(註 38) ，情緒本身不能是道德判斷，而只是代表有必要加以道德判斷的情況，

必須要看的是生氣當中的理由，因為生氣的証成是理性的事務。對他人一致、同

意或情意的感受來說，像其他所有的感受狀態一般，很難精確的描述，加以無法

所有人對所有人所有時候都有同情的感受，也因此，對不同人會有強弱不同的同

情感，甚至於冷漠， 如何有所行動就更是問題了。基於上述看法， Bai1ey 認為無

法把道德建立在具有眾多不同細微差異的感受上(Bailey， 1985: 201-202) 。

先擱置一下 Bailey 的看法，讓我先融合到此為止的討論，藉以指出為何道德

自我必然要有情緒的成分，而且情緒還佔有重要地位。首先，誰也很難否認道德

自我是置身在具體的情境當中，那麼，情緒影響我們對整體情境的覺知，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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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知這是不是一個道德、或倫理的情境。其次，在情緒的體驗中，帶有吸引力或排

斥力的價值感受是形成想要或動機的重要關鍵。再者，同情或想像可以協助我們

體會行動可能造成別人的苦樂。最後，源發自深層，情緒的意義覺知貫串並連結整

體的思考、言說、與行動。當然，這裡的情緒覺知、目標或動機的形成、同情或

想像的對象或方向等都可以或甚至必須加以反思。不過，假定個人總是無法覺知

這是一個與道德或倫理有關的情境，只真有不帶有任何價值意義的冰冷信念，無

法感知對方的存在與感受，思考、言說、與行動各自存在而不相聯貫，很難想像

這是真體情境中的一般人，更不用說是道德自我。

儘管道德、行動者的意義覺知可以聯結並貫串所感所受與言行，其本上可以把

這個概念分為兩大部分，即知覺、看待情境與決定、做出行動，也因此，道德、自

我應當具有這兩大部分所要有的狀態與能力。類似地， Sherman 、 Crisp 等人指出

Aristotle 心目中有德(virtuous)者要求實踐智慧，其中包括情緒的感受性(sensitivity) 

以覺知情境的重要層面，只是依據原則來行動是無法達到中道(mean) ，必須要有

情緒的覺知能力來辨認情境中重要的倫理部分(Sherm徊， 1989: 2, 28-50 & Crisp & 

Slote, 1997: 17-18) 。所以，德行不只是正確地選擇與推理，或適當行動的能力，

也是一種適當感受的方式。基於這個理由，一旦把道德侷限在選擇、意志、及行

動的範圍時，就會出現焦點窄隘、忽略內在生命的批評(註 39) ，連帶地就忽略

了個人品格、情緒、動機等的重要性。如上所述，理想的有德者或其有實踐智慧

者不能沒有這些層面的狀態或能力，當然包括情緒在內。

回到 Bailey 的看法，明顯地，他重視道德原則的普遍性，強調判斷的優先性

與証成的必要性，主張行動的適當性。不過，這可能只是道德的一部分，並不是

它的全部內容。考慮一下他的例子及對情緒的看法:第一，儘管他承認情緒當中

內含著評價，可是他對生氣及同情的描述似乎比較偏重生理或心理狀態變化的層

面，至於氣質性情緒或情緒如何協助我們覺知情境就比較忽略。第二，認知性情

緒不同於純粹理智性道德判斷，然而，卻可以是個人對情境的價值覺知或甚至道

德覺知。譬如說，當感受到義憤填膺、滿心羞恥等，個人對情境給予了道德評價。

這些情緒或評價可以是不正當的，必須加以反思或証成，但也有可能是相當正確

的反應，可以導致適當的行為。第三，所謂「無法所有人對所有人所有時候都有

同情的感受」並不是同情或情緒本身的問題，誰叉能保証所有人所有時候都「把

人視為目的，而不當作手段J' 只要涉及人性的不穩定及情境的複雜性，這可能是

不可免的現象。除了尋找康德式智思(intelligible)的世界及直接決定意志的道德法

則之外，培養適當與穩定的道德氣質也可以減少人性或情境對追求道德理想的不

良影響。同時 ，力行義務或道德原則固然是道德的行動，出於關懷或同情而幫助

人也是道德的 ，因為除了這兩種動機並不必然完全衝突之外 ，隨著道德內涵的擴

大，道德自我所要求的狀態或能力確實涵蓋了氣質、品格、 情緒、動機等層面。

Heydrich 、 AdolfEichmann 、陳進興等人為何做出一些道德上可議的惡行，拯

己救人的猶太女孩、林靖娟等為何做出令人稱詐的善行，除了說是選擇判斷、或

意志的問題之外，他們的氣質性或即發性情緒如何覺知情境，形成何種追求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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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言行能否緊密地展示，心中的善意或惡意等都有很大的關係。基於相同的道理，

道德教育必然要把這些考慮、列入其中 。

肆、道德教育的一些考慮

有了以上的討論之後，可以進一步來談談道德教育的問題。然而，有人可能

會質疑教育或道德教育是否要觸及到情緒 。 本研究第三部分所提出情緒的重要性

可以部分地給予肯定的答案，即教育或道德教育必須正視情緒的問題。也許可以

稍微舉一些最近我們社會中發生的例子，藉以突顯為何不可忽略這個問題。譬如

說，剝掉手掌詐領保險金、八掌溪事件中捨己救人的義舉、青少年成群瘋狂砍人

的行動、傾倒有毒化學物質污染河川水源、代課老師性侵害學童等。這些當事人

真有太多或太少情緒呢?他們所其有潛在的或當時的情緒可能加以維持或改善

嗎?如果可能的話，我們以往正式或非正式的各級各類教育是否有適當地加以考

慮呢(註 40) ?還是我們大都把注意力擺在可以量化計分、可以概念呈現、可以

立竿見影的某些理智或狹義的認知性層面。

不否認人類其他狀態或能力的重要，也不拒絕從不同向面來探究道德教育的

必要性，我在這裡將從情緒的角度對道德教育進行一些考慮。首先，道德教育所

要培養的有德者必須具有何種情緒性狀態或能力?其次，在道德成長或道德教育

的可能途徑中，如何或可能地把情緒納入嗎?最後，提出一些建議以供教育工作

者參考 。

一、有德者情緒層面的狀態與能力

道德方面的情緒感受性或覺知能力對有德者而言是重要的，因為這種能力讓

他適當地覺知情緒是否和道德相關，或者和道德的哪一層面有所關連。譬如說，

看到自己青少年同伴帶著刀棍木棒，不由分說地闖入超市見人就砍，即使對方是

跪地求饒的老幼婦孺也毫無例外地砍殺不放。如果個人真有感受性，可能感受到

對方的痛苦與無辜、義債不平、自己同伴的殘酷或殘忍等，如果他認同於這個團

體的話，甚至會對這些舉動感到罪惡或羞恥感。假定他具有慈善的氣質的話，他

不會覺知到爸爸的醫院叉有生意而竊竊自喜，也不會像是懷有報復心態般覺得這

些人早砍早好。同時，假使感受夠深刻的話，當事人甚至會思索自己原先信念的

適當性，例如:對方應該受這樣的對待嗎?我加入這個團體好嗎?

同樣重要地，道德教育要培養的有德者應當是對適當對象產生適當的情緒，

尤其是道德方面的情緒。譬如說，對自己過去傷人的錯誤行為不應該有光榮感，

而是要有適當的愧疚或後悔的感受;對自己力行救人的善行應當感到愉悅，如果

感到焦慮不安則可能是並未真心踐履。同時實踐者情緒的對象並不只是外在的善

或有價值的事物，譬如名望、地位、金錢等，更重要是內在的善或有價值的事物，

譬如說，自己的品格狀態或能力、慈善的氣質或分辨並解除他人苦難的能力等。

因為對於這類善或有價值的事物來說，只有透過救人之類的善行才能加以詳述，

同時只有參與其中的經驗才能加以確認，所以稱之為內在的(Sherman，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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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189; MacIntyre, 1994: 188-189) 。 這裡當然也牽涉到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的討

論，假使學生在道德教育中能夠體會到實踐德行本身的樂趣，即使離開教育機構

或沒有外在工其性目標時，還是可能樂於行善(註 41) 。

最後，如前所述，道德覺知、道德動機、及道德真誠性的深層基礎在於個人

的道德氣質，其中情緒性氣質或氣質性情緒叉居於重要地位。因此，從情緒的層

面來看，道德教育的理想人應當具有愛、關懷、同情、正義感、尊重等之類的氣

質性情緒，而不是恨、冷漠 、 自我中心、殘忍等。當然，有些情緒當中的生理或

心理騷動往往可能不當地影響個人的判斷與行動，理想的道德氣質也應當包括疏

導及適當表達這類騷動的習價。也因此個人的氣質事實上包括了德行的兩大內

涵:以特定方式來感受情境的傾向與以特定方式作出行動的趨勢(MacIntyre， 1994: 

149) 。基於同樣的道理，除了個人的意志、判斷、或選擇能力，道德教育所尋求

改善的更涉及品格、態度、情緒、慾望及動機的問題。

二、道德成長的可能模式

從「怎麼做才是對的」與「成為什麼才是好的」兩大層面來看，如果兩者都

是道德的重要內涵，道德教育應當把兩者列入同等的考慮。另外，從德行感受方

面與行動方面的兩大內涵來考慮，也有類似的意義。叉假定偏重選擇、判斷、及

行為証成的道德觀和重視「怎麼做才是對的」看法相互結合，極端的立場上就可

能認為情緒與道德無關，因此，道德教育的任務在於發揚理性的判斷與証成能力

或認知結構的轉變，情緒陶冶頂多只是次要的，甚至是完全不必要。然而，如同

我前述的討論所隱含的，固然，情緒的道德認知或形成的道德動機等可能不適當，

而必須有慎思明辨的工夫，但是，具體情境中有賴情緒的感知能力提供道德判斷

或選擇的內容，道德的實踐則必須有情緒所產生具有迎拒力的慾望，所以說，完

整的道德教育至少必須認知方面和情緒方面兼顧，而且道德教育中良好的認知教

育和情緒應是相輔相成的 。

在對道德教育提出一些建議之前，或許可以討論道德成長的可能途徑，以說

明從情緒方向來促進道德教育的可能性。當討論如何其有利他德行(altruistic 

virtues)而成為更好的人時， Blume 提供了三種修正或不同於極端康德式觀點的看

法(Blume， 1994: 194-203) 。第一，知道有些環境因果地會讓我們產生利他的情緒

(註 42) ，把我們擺在那些環境之中，這樣的話，會有更多的利他情緒。事實上，

在某些道德要求之中，個人有義務以這種方式產生利他情緒。 Sidgwick 和 Kant

即持這種主張，這種看法允許我們在自己要有的情緒上有責任和選擇。第二，透

過意志或選擇，我們可以直接鼓勵一些利他的情緒。不過 ， 只有一些情況下才能

這麼做， Mercer 就有這樣的想法。譬如說，心情不好或一時疲倦讓具有同情心的

人無法感同身受地體會對方，一旦覺知到對方的困難和自己情緒的不良影響，他

有可能還用意志力克服這些相對的趨勢而喚起同情。第三，因為情緒具有意向性，

必然連結到對象，所以情緒包含信念而具有認知的成分。也因此，如果可以讓人

確信他的情緒對象是不正確或不適當的 。 那麼，合理的思想或建議就可能影響情

緒 。

56 



教育科學期到 1(1):35-65 (2001) 

針對這三種看法， Blume 都給予不同的評論。綜合他的論點，主要可以歸結

成下列兩項。首先，我們的品格結構、所懷福的價值或看待別人的方式等是個人

道德轉變或道德成長的基礎所在 。 譬如說，假定個人原先沒有某種對待他人的道

德導向(moral orientation towards others) ，即使擺在病房或監獄也未必能保證可以

體會到苦難與悲慘;或者說假定只產生短暫的同情或憐憫感，因為個人根本是自

我中心或圍繞自我中心的價值結構影響所致，也難於形成助人的氣質。更何況，

隨著個人品格結構等的不同，置身在上述同樣的情境也可能產生厭惡、討厭、噁

心等。而且，就意志力影響來說，若本身是不其有同情心，運用意志力並不能直

接鼓起同情心。其次，由認知上來改變有關情緒對象的信念或許可以改變現有的

情緒，但是也可能個人本身確信但卻不感受到相關的情緒，其中的原因包括各種

知覺或感受上的障礙。 Blume 的批評與本研究第二、三部分的討論並沒有很大的

差別，例如道德的焦點不當只擺在意志上，而是更根本的品格、氣質、情緒等。

不過，關於情緒的改變方面 'Blume 除了指出從理智性信念著手的可能障礙之外，

似乎可以補充如何來培育所想要的情緒(註 43 )。

三、實施道德教育的建議

最後這小部分將提出一些實施道德教育的原則性建議，主要是從情緒的角度

出發。這些建議可能只是了無新意的老生常談，可能從其他方面也會產生這些建

議。不過，這裡的立論是建立在對情緒、道德及兩者關係的探討上，因此真有更

穩固的理論基礎。

(一)由道理或信念的內化而培養可慾的情緒慾望

道德教育當中往往有一些概念或原則，譬如「仁義」、「勇敢J' r以人為目的

而不以人為手段」等，從情緒的觀點而言，如果這些道理要能夠真正影響個人的

言行，就必須成為他的品格、價值觀、或氣質等的一部分，而且是深層的、統整

的、與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這樣一來，一旦個人意念、知覺、言行一發動，內化

的道理或信念才能滲透並貫串其中。同時，只要個人的意念或知覺能夠有所轉化

與提升，置身在其體的生活情境當中，所產生的慾望與情緒是可能更為接近理想

的 。

因此，如何使口中敘述的道理或文字所呈現的信念，不光只是背誦或評量的

教條，而是學習者衷心樂於奉行的準則，就成為道德教育工作者的一大挑戰。譬

如說，營造接納的氛圍以開放學習者的感受性、角色扮演以提升真實的情境感、

實地參觀來增加切身的體會、教師的示範來引起共鳴、媒體的運用、儀式的安排、

評量的變化等也都有引導並深化學習的功能。

(二)由教育關係或友誼的建立而認識自我並抵礦品格(註 44) 。

學習者並不是一出生就能進行抽象思考或理解複雜的道德概念， 這一點在我

們的觀察或發展心理學可以獲得支持。同時，見童小時候一些觀念、 習慣或原初

的氣質的形成和相處一塊兒的成入或朋友有很大的關係 。一方面 ， 經由模傲、認

同等機置，兒童從週遭的人身上獲得了對事物的看法、評價、行為反應方式，逐

漸成為習慣;男一方面，身旁人們對他的反應對他而言正如同一面鏡子 ， 透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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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自我知覺與詮釋，個人可以不斷地認識並修正自己 。 在兒童親密而信任的師長

或朋友之間，更能夠產生這種作用 。 而且，在學習者逐漸能夠反思批判之前，他

已經形成了道德上根本的氣質、概念、行為習價等。更重要地，所信賴的師長或

知心的朋友所建立的結合或團契，對兒童而言往往真有相互支持與鼓勵的作用，

為了不讓真心喜愛的人失望或維持美好的關係'兒童可以勤勉地敦品力學。

道德教育除了強調反思批判或提升認知層次之外，從小安排良﹒善的師長或朋

友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從家庭教育出發，親子之間或兄弟姐妹之間的互動關係

似乎成為實施道德教育的最早途徑。如果從小家庭成員之間都暴力相向或殘忍成

性，沒有任何相互的關懷或尊重，即使見童萬幸能夠活下來，也要擔心他會成為

精神病患者，因為極有可能道德對他而言不具有任何意義。也因此，如果把道德

教育列入考慮，除了擁有知識與技能之外，道德自我的其他狀態與能力更是能否

成為教育工作者的重要關鍵，年齡越小兒童的教育工作者更是如此。另外，應當

鼓勵並引導見童與他人建立友誼，特別是建立在德行之上的結合，因為這在無形

中可以達到「以友輔仁」的成效。

(三)由適當經驗的獲得而形成良善的氣質與力行的習價

前述道德概念或原則主要必須和個人的體驗結合才能內化或深化。同時，假

定學習者自小就一直浸染在不適當的道德經驗之中，不僅他會對事物有不同的看

法，甚至於形成不適當的氣質與行為習慣，由此可見，經驗對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實際經驗對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至少有下列幾項:第一，提供真有臨場感的切身體

驗，使學習者能有活生生的切身感受，藉此學習者才能體會到各種情緒、動機、

慾望的迎拒力與細微差別，這是純粹概念的推衍或理論的思索所無法比較的。第

二，在經驗中學習者才能真心體驗到實作內在的喜悅或內在價值，如此一來，就

有可能加以領悟並追求，而不致於永遠只侷限在外在價值或工其性動機的層次。

第三，實際情境中的經驗提供種種不同的情況，要求學習者活用原則以作出適當

的反應'這可以補充學習普遍原則的不足，誘發較為敏銳的感受性。第四，切身

的成功、失敗、興奮、羞恥、罪惡、成就等體驗回響並沈澱在生命之中，孕育成

氣質或感受的預備模式 。

基於上述的理由，道德教育無法化約為原則或概念的教學，即使原則或概念

的教學也必須和經驗結合。教育工作者必要適當地篩選提供與組織各種經驗，甚

至運用隨機的方式共同討論或分享經驗，協助學習者養成良善的氣質、反思批判

的傾向、力行實踐的習價。除了每日的經驗之外，良好的文學與各項藝術作品對

於擴展想像力有很大的幫助，使人想像地置身於不同的時空脈絡，似乎像是面對

真實的兩難困境，這樣不僅克服了個人經驗的侷限性，往往有助於形成悲天憫人

的胸懷與高俏的情操。

附註

1.康德也指出培育及強化道德情感(moral feeling) 的重要性(Kant， 1991: 

399-400) 。

2. 在這襄情緒和情感兩者並未加以區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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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在其他地方試圖對人類情緒現象的性質作一番通盤性的考慮，請參見(林建

福，民 87) 。

4. 如果是指前者「道德上對」或「道德上好」的意義時，將會進一步指明。

5. 這種說法指出了道德在社會脈絡中的實踐性格，當然這個界說也允許或要求

進一步的分類與深究，譬如說:所謂習俗道德或反思道德的區分、道德系統

是否具有普遍性內涵等。

6. 類似地， Blume(1994: 200 & 204)也指出只重臟草德的普遍性、原則性的中立
層面是偏狹而不足的。

7. 事實上，這涉及到 Taylor 重大評價(strong evaluatio吋的重要概念(1989: 4, 14, 

20 & 31) 。

8. Crisp & Slote(1997: 1-3)與 Blum(1994: 211)也有類似的觀察。此外，這襄也隱

含著我目前無法回答的問題一→固人的人生理想是否一定是道德的?個人的

人生理想往往會調節或引導個人的行動，甚至會導致對他人的不尊重。不過，

如果個人的人生理想是在追求美或特定宗教信仰、尼采式的「善惡的彼岸」

等，這算是道德的理想嗎?相關討論參見 Wamock(1967: 50-51) , 

Fr組k~na(1970: 158-167) & Williams(1972: 87-95) 。為了不模糊本文的焦點，這

個問題只好留待以後再行探究，同時這裡也不比較 P吋man 和 Taylor 的同異。

9. 同註 2 。

10. 我覺得在此脈絡中， MacIntyre 的 p品sion 指的是情緒。

11.如果此種教育不圍繞著像要害怕什麼、要生氣的是什麼、要蔑視(如果有的

話)什麼、什麼是友善和愚蠢的多愁善感(a stupid sentimentality) ，我不知道

它是什麼? (Williams, 1973: 225) 。

12. 體驗上、語言上、及文化上等等的不同與不足，我把原文附上以補充翻譯上

可能的錯誤。

13. 人格在 Scheler 的哲學人類學中有特殊的意義，基本上它屬於 Scheler 心目中

五層，心靈生命的精神層級，而不是在生命衝動或驅力、本能、習慣性或連續

性的行為或記憶、實踐智能等四個根本形式當中。精神不只是理性或概念性

思想，也包含一些意志與情緒的行動，如仁慈、愛、良心的呵責、尊敬、驚

嘆、至福、絕望、自由決定等，人格即是這些精神性行動的執行者或主體 。

相對地，自我可以成為反思(reflection)的對象，在底下 Scheler 的情緒生命層

級中屬於感官情感或純粹心理情感層級，可以在對象化(objectifying)態度中知

覺到心理的自我(psychological ego)或生命體自我(lived-body ego) 。有關

Scheler 的人格及自我的見解，請參見拙著(Lin， 1997: 139-161) ，尤其是叫:

The meaning and nature ofthe person-品-loveζ 及民 8缸， 185-6 '註 6 。

14. 情緒狀態、情緒功能和情緒行動是 Scheler 對人類情緒的一種分類 。首先，依

據有沒有意向性(intentionality) ，也就是是否「指涉到某事物作為它的對象」

(refer~nce to something as its object) ，感受狀態的eling-states)不同於某事物的

意向性感受(intentional "feeling of some血ing") ，基於這種差別，情緒狀態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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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有所不同，面對相同的情緒狀態，如苦、樂......等，可以有不同的接收

功能。其次，和上註人格與自我的區別有關地，精神性行動以人格為中心，

由人格所執行，包括情緒行動，而功能則以自我作為心理狀態或心理經驗的

中心，所有功能都是自我的功能(ego-伽ctions) 。情緒功能如同情等，情緒行

動如愛、恨等，前者能成為後者的意向性對象，反之則不然(Scheler， 1973a: 388; 

1973b: 27-28) 。

15, Scheler 在其倫理學當中區分價值(Value， Werte) 、價值物(goods，Güter) 、物價值

(也i嗯-value) 、和價值複合物(value-complex) 。價值本身獨立存在，形成獨特

的客觀領域，它的獨立性乃其d性質的客觀性不受到其背載者(carriers)的變動

而改變。其次，價值物是指被視為價值背載者的事物，換言之，在其中價值

被實現，或價值名稱所指涉的事物，可能是文化性價值物或物質性價值物，

像藝術作品或美食佳錯。再者，物價值則是指事物所「有」的或「屬於」物

的價值。最後，在自然的世界觀當中，一間房子可以視之為一項「複合物」

(complex, Sache吋，即只要是有價值的事物，不過，透過意志行動的官能，可

以有意排除所有價值而趨向純物，或有意排物性(thin伊ess)而趨向純粹價值物

(1973a: 17-22) 。

16，心靈生命的根本形式參見註 13 。也許我所閱讀者有限，尚未找到他的解說。

見註 14 。

17，我也指出了一項可能的重要結構因素一一主體的氣質性情緒，本文底下會加

以說明。另參見民 87 : 29-30 。

18，即使排除餓、渴、苦、樂等感覺於情緒之外，所有情緒都必須具有 Peters 的

評價性認知嗎?在Mercer所討論的立即性共同感受(the immediate community 

offeeling)、情緒感染(emotional infection)、與'情緒認同(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中，人我的界限模糊，甚至於消失，其中一人可能成為對方目前感受的原因，

而不是其意向性對象，所以 Mercer稱這三者為非認知的同伴感(non-cognitive

fellow品eling) 。不曉得 Peters 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參見拙作(民 87 : 27) 。

19, Oakley(1992: 11-12 & 193; 註 6)在論述，情緒的心理感受(psychic affect)面時也

提到氣質性情緒的存在，此類心靈狀態(tone)往往會不知不覺地浸透到我們的

知覺、態度與行動。因此，這種情緒的趨勢會長期影響我們的生活。不過，

Oakley 區分傾向於(is disposed to)長期真有某種情意和長期，情緒上真正地受

到某種影響(actually are emotionally affi郎ted)兩者。我所指的氣質性情緒屬於

前者，而不是 Oakley所批評可能被誤認為是氣質性情緒的後者。情緒上的氣

質或傾向並不侷限於行為層面，也可以指產生情緒或知覺情境的傾向，參見

(林建福 ，民 87) 。

20，參閱註 llWilliams 的看法。

21.這襄 MacIntyre 是反對 Kant 對人類愛好(inclination)的不信任，參見第一部分

有關 Kant 義務論倫理學的討論。

22'， ' Stocker 討論了一些情緒對德行的重要貢獻(1996， 166-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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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參見第二部分 Murdoch 、 MacIntyre 等人對當代道德哲學的批評。

24. 逼真並不是說一般尋常的行動就沒有動機"只是講這種情況下比較不會追問

動機的問題。

25. 參見 Kenny(1963: 86-89)的討論。

26. 參見第二部分及第三部分中對情緒認知性的討論。

27. 這襄並未討論Anscombe 的詮釋性動機(inte中retative motive) ，像友誼、好奇

心等。參見 Kenny(1963: 84 & 97) 。

28. 參見我對情緒意向性解釋與因果解釋的說明(林建福，民 87 : 28-29) 

29. 當然，人的行動並不一定是發自深層的氣質，或是經由深思熟慮才產生的，

也可能是臨時起意的。

30. 參見我對情緒意向性解釋與因果性解釋的說明(林建福，民 87 : 28-29) 。

31.當然，人的行動並不一定是發自深層的氣質，或是經由深思熟慮才產生的，

也可能是臨時起意的。

32. 也許未來的機器人可以具有道德自我，可以從事道德活動。

33. Wil1iams 在這襄並未區分情緒與d情感。

34. 舉 William 的例子來說。「結果，當到達開會時，他違背了協定，卑鄙的膽小

鬼J (1972 , 2'12) 0 (黑體字是我加的)

35. Wil1iams(1972, 220)考慮了自欺及自我放縱的道德輕率，也有可能個人以不真

誠的情緒來表達一種真正重大的道德看法。

36. Rich 就主張正確地說某人領悟了道德概念，當事人真有相關的情緒是一項必

要條件(1985， 211-212) 。譬如說，有意地傷害了無辜的人卻沒有後悔的感覺，

很難說他完全了解了傷害的概念。當然，個人可能只在作理智性的概念推衍，

或者是屬於分裂或麻痺狀態，否則Rich 的說法是可以被接受的。這和前述道

德真誠性及情緒深度、強度等的討論有關。

37. 這襄我必須補充幾點說明:第一、多大的小娃娃才展現出真正的道德能力呢?

這需要更多實徵性的發現來決定;第二、高級靈長類真不真有道德能力或道

德自我，恐怕需要更多哲學人類學家和動物學者之間的討論;第三、達到某

發展階段的人是不專屬於特定膚色、種族、性別等的人們。

38. 這襄應當是指道德上對與道德上錯。

39. 參考第二部分 Taylor 、 MacIn句re 、 Murdoch 等人對當代道德哲學的批評。

40. 我在「情緒教育的哲學省思」中嘗試處理了情緒教育可能性的問題(民 88b) 。

41.我這襄並沒有認為內在動機和外在動機必然衝突而不可並存，事實上外在動

機也有其重要性。 只是如果行動只為了追求外在的善或有價值的事物，因而

忽略了或甚至鄙視內在的善或有價值的事物，這是我比較關心的重點。

42. 參見註 9 。

43. 我在男外一篇文章中討論了這個問題(民泌的 。

44. r教育關係」的主要意義參見林建福(民 88c : 311-342) 0 • I犬。; 乃 Y

; ~rl 且 ，、可﹒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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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判係國科會專題研究補助計畫(NSC 88-2413-H-003-050)' 同時曾於臺灣師

範大學系列演講中發表，會中但昭偉、林逢祺、洪仁進、黃駿等諸位教授都

提出了頗具深度的問題，引發我進一步的思考。在此敬謝以上的單位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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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s, Morality, and the Education of Morality: Can 
the Virtuous Be a Feeler ? 

Chien-fu Li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前le two pwposes in 也is study are both to 位研e emotions' plàce in morality and 
thereby to make some suggestions about moral educ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ißsists of four parts. In the first section, ap訂t from presenting and discussing four 
practical mora1 phenomena, the various positions and views of Ayer's emotivism, 
Kant's deontological e血ics， and Hume's ethics of sympathy on the re1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s and morality are mentioned in order to reveal the importance and 
∞mplexity of this study. In the second section, the principal meanings and features of 
emotions and morali句 are c1arified 品 the basis for the subsequent investigation. Then, 
也e au也or 紅gues 扭曲e 也ird section the necessity of emotions in motality 企om four 
angles, i.e. moral awareness, moral motivation, moral sinceri旬" and moral self. 
Cons呵uently， 血e au也or ends 血is study wi也 some ideas about the ideal virtuous 
person，也.e possible models of moral growth, and the practices of moral education. 

Keywords: Emotions, Morality, Education ofM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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