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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正 義 此一概念，自古以來一直不容易界定﹔有人認為 正 義猶若一張
希臘神話中 普洛透斯（ proteus ）似的撮，變幻無常，隨時可呈現不 同形狀，並

有著不同的 面 貌。（ Bodenhe

iJJer,

199 日： 283 ，中譯本）在過去許 多世紀中，

巨克毅＊國立中興大學共同學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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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哲學家、神學家、法學家或是經濟學家，均為正義提出不同的看法與定
義，致使其涵義複雜，難以探其真實意義。即以當代各頹學者在討論正義主

題時，有人對於平等（ equality ）、公平（ equit ）、公正 (fairness ）、機會（

opportun ity ）與壓制（ oppression ）等名詞，就有許多分歧看法，因而愈使正
義涵義諱莫如深。
當代學者探討社會正義的理論，就其主要內福予以分類，歸納而言有下
列不同看法：

第一、社會正義乃是一切正義的總稱。
第三、社會正義就是法律正義與分配正義的總和。
第三、社會正義就是自然法律正義，亦即從自然規律衍生而出之正義要求
。

第四、社會正義存在於社會人群之中，乃是為謀求社會公共福利的一種特

聽正義。
第五、社會正義是維護經濟秩序的德行，其指示社會和人民的活動，使所
有人在社會上能獲得一種合乎人道或人性尊嚴的生活條件。
顯然由上述的不同分頭內容而言，社會正義含有倫理、道德、法律秩序

、社會福利以及經濟活動等意義。本文擬針對社會正義的複雜理論內涵，首

先就其基本原則加以分析，其次針對當前社會正義關心的主要內涵予以探討
，最後再從當前一些重要正義理論切入，深入揮討社會正義的各種不同主張
。

貳、社會正義的基本原則
當前西方討論正義的基本原則，可以區分為下列三種：一是傳統的形式

上的正義原則 ，二是現實的正義原則，三是當代的正義原則，茲 分 述其主要
觀點如下：

一＼形式的 正義原則

當代社會正主真理論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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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形式的正義原則，主要歸於古希臘時代直里斯多德的學說。他

在《尼克馬克倫理學〉中，曾經提出正義必須保有最低限度的原則，亦即「
同樣的情沮應當同樣地對待」’讀者以平等觀點來說則是：「平等的應當平

等的對待，不平等的應當不平等地對待。」（ Beaucha 帥，

1990:

330-331 '

中譯本）亞里斯多德認為正義的形式原則應是一種最低限度的道德規則，不論

在其所提出的分配正義、或是獎懲正義，以及交換正義之中，均應基於平等

性以對待每個人。此種形式的正義原則堅持比例平等觀點，可說是一種狹義
的平等觀。由於在大多數情說下，形式的正義原則並未能將一般人認為不道
德的不平等待人行為全部排除在外，致使此一原則尚有詮釋不足之處。舉例

而言，在分配正義中，假設吾人按照個人岐入多少納稅，則此一累進所得稅
制度，將有利於富人而不利於窮人，其結果將是此一合乎正義的行為或政策
，卻被認為是不道德的。

三、現實的正義原則
由於形式的正義原則未能考慮社會中人與人的差異性，基本上雖然堅持

了平等對待的原則，但其解釋仍是不充分的。由於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存在著
許多差異，有時必須以不平等地方式對待。因此針對社會中不同存在的現實
狀況，強調採取不同方式以對待他人，則是現實的正義原則。此一現實原則
，必績考慮各項社會因素，並且可以排列出順序。舉制而言：就分配正義的

有效原則排列，可以區分： (1 ）分配給每個人相等的份額，（ 2 ）按照個人需

要分配，（ 3 ）可根據個人權利分配，（ 4 ）按照每個的成果進行分配，（ 5 ）根
據每個人對社會的貢獻進行分配，（ 6 ）按照其勞績進行分配。（ Beauchamp,

1990:340-341)
依蟑上 述六項現實因素，社會財富針對不同的情說予以分配 ，則其結果
是有效的與 平等的。例如在今日社會中，政府照顧社會中的弱費 團體則應依

據個人需要分配，而一些社會福利與教濟則可依摟個人權利加以 分配（如老人

年金制度）， 一股社會大眾則依據其表現成就與工作勞績進行分配 ﹔另外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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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的自由職業者的收入，則是依據其優秀的成就、勞串賣或努力貢獻為原則
加以分配獲得。現實的正義原則乃是要求吾人必讀衡量現實社會中存在著複
雜現況，而在現實考慮過程中應注意，某一項因素要件在價值上不得高於其

他因素，顯然現實原則的掌握仍應兼顧道德原則，兩者關係密切不可分離。
三、當代的正義原則
除了前述兩項傳統的正義原則必須認識外，當代社會學者 Douglas

Sturm

在討論正義的意義時，亦提出下列四項正義的基本原則，相當具有時代性與

合宜性，茲說明如下：（ Sturm,

1988:96-97)

第一、正義就是自由（ justice

as

liberty ）。

第二、正義就是平等（ justice

as equality ）。

第三、正義就是共生（共同生活）（ justice
第四、正義就是智慧（ justice

as

as

community ）。

wisdom ）。

Strum(l988:96 ）認為第一項自由原則乃是指當代自由主義學者 Robert

Nozick與 R ichard Flathman所提出的古典自由主義之主張﹔第二項平等原則
是由 A.M.Honore 與 John
是 Carol

Gou! d 與 Robert

Rawl s 所倡導的平等改革主義主張﹔第三項共生原則
Johann理論爭辨中，由 Gou! d提出的社會主義原則﹔

第四項智慧原則是由 Leo Stauss 與 Eric

Voegeli n所表達的貴族保守主義的一

項原則。

首先，古典自由主義者針對正義觀點，基本上是加以擴棄與否定的，即

使必須堅持社會正義，亦主張在尊重法律與前得利益的基礎上，回到對正義

的傳統理解上去。包括 Nozcik與 Hayek等自由主義的忠實信徒，他們皆一致認
為正義應包含三項論點：第一、社會正義思想假定有一些機構能夠對社會利
益的分配負 責 ，而事實上這種分配卻是通過各機構並不諧調的活 動產生的，

它們都不以 總 的結果為目標。第二、尋求社會正義是要以一種無 效的官僚體
制取代市場 經濟，它試圖控制資源對個人的流動。第三、尋求社會正義從根

本上干涉了 個人自由 ，因此如果要維護被人偏愛的分配模式，就 必須禁止實

當代社會正巷理論之研究

施人們認為合適的資源配置。（ 3lackwell

-2 59

!"..td , ] 987 :

383 ，中譯本）

正義在社會經濟領域內的第二項平等原則，則是應建立一種在基礎線之

上的經濟條件的平等，此一平等原則並且也伴隨在基礎鵑以上的程度之不平
等（ Alder ’蔡坤鴻譯， 1986 ﹔ 19~ ）。換言之，這也就是當代倡導在法治（ rule

of l aw ）之下存在的機會平等（ equa l i~y of opportunity ）之意義 。 Honore(
1976:62-63 ）即認為：就人而言，不論人的行為或是選擇應該具有平等享有（

equal

share ）利益（ advantages ）的主張，對其福利（ we ﹞ l -being ）則應希望有

益於人額完美與人類幸福﹔而這些平等享有的利益包括生命、健康、食物、

住所、衣物及擁有知識與技藝的機會.....

0

Honore 的平等主張可說是改革

運動的基本觀點，也是正義理論的中心理念。而另一改革主義健將即是 John

Rawl s 所提出的正義理論，其著名的三項正義原則，第一原則即強調人的基
本自由權之平等。第二原則即論述社會與經濟平等必須滿足三項條件：（ a ）各

項職位（ offices ）與地位（ ;:iositions ）需在公正的機會平等下，對所有人開放
。（ b ）應使社會中處境最不利的成員獲得最大利益。 (1971:

302 303 )Rawl S 的

理論主張，尤其是（ b ）項的差異原則，被自由主義 Nozick 視為平均主義的模
式，並批評此種模式未顧及財富創造的過程，及在此過程中出現的佔有財富
的資格，卻把財富比作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待分配的無主東西。（趙敦華， 199

0: 170 ）因此，
of
'

Rawls 的正義理論已被單多學者認為是主張「結果平等」（ equality

result ）的新平等主義，而其差異原則恐對人類自由構虛虛脅。（ Phi

1i ps

1977:249 ）當然換一個角度分析， Ra1rl s 強調正義中的平等原則，目的在論

證西方民主制度與福利社會的正義性與合理性，對緩合激化的社會中矛盾，
以及維持社會安全與種定，有著相當一定的貢獻 c

正義的第三項原則是共生（共同生活的團體 ） ，吐一觀點首先認為正義猶
如人身（ body ），是一整體不可分割的，但含有許多其它部份（ mem b ers ），所有
部分古成一 人 身，雖是許多但佰必讀是一體。（ Stum,

1988: 102 ） 就古典自由

主義與平等 改 革主義者而言，他們認為在正義範疇中，個人的地 位非常重要

，但是亦不 否認個體團結（ Solidarity ）在倫理上的表現。在人類經驗中，團

- 260

共同學科期刊第三期

桔的存在有兩種形式，第一種是消極的形式（ negative form ），認為團結產生

異化疏離（ alienation ），另一種是積極的形式（ positive form ），主張團結就
是共生。馬克思共產社會主義中關注於消極面的團結，重視異化疏離的產生

，認為異化乃是資本主義發展下所造成的結果，不僅是資本軍與勞工間之異
化，更是人與自身、人與人（社會）華是國軍與國軍間的現象。然而 Carol

Gould (1985:

17 卜 177 ）則從與其化相反的角度，說明社會正義乃是由「共生

」而來﹔其認為正義存在於社會相互關係’在此相互關係中呈現著一種互惠

形式（

form of

reciprocity ）﹔正義的社會中最初人額關 f系，不論是經濟的

與社會的關 f系，均是由生產活動暨成共同生活的活動，它在生產陪式與產品

分配上是一種不同與創新的活動。另一位社會學者 Robert Johann 則提出相似
的觀點，他認為 (1979:20 21 ）正義的原則與人額的溝通過程（ communicative
process ）有關，人們在溝通過程中，彼此表達需求與期望，並能共同提供生
活必讀要求，換言之，正義乃是人穎的互動模式，藉以相互暸解與維持溝通
的過程。

正義的第四噴原則是智慧，西方哲學的內福意指人額在尋求智慧中，如
何建立真理知識，當然智慧的抉擇亦牽接到真善美價值的判斷。其實不論是

自由、平等或是共生等原則，皆必續以提供自我興趣（ self interest ）為理性
最大考量，因此如何有智慧地包容各項原則建立符合正義的社會，乃是吾人

必讀具有相當智慧能力。 Leo Strauss 與 Eric Voegelin在揮討政治哲學的歷
史根源中，認為政治活動的智慧在於避免一些壞的情祝，並尋求一些好的思

想（觀念），而好的思想基於意見反映與知識的獲得。（ Sturm,

1988:

106 ）準

此可知，正義的關鍵在加每個人依攝事物本質給予其當得權益，只要在世界

秩序中人們認為此一權益事物對人額是好的。 (Ibid.' 107 ）由於現代社會處於
價值多元主義 甚行之際，如何符合社會正義，建立一整主的理論與共識愈益

困難，唯一的 方法必讀依靠人額理性智慧抉擇，採取包容的態度 ，接受大家
認為好的觀念 ，才能真正建立社會共識基礎。

當代社會正義理論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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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會正義的主要內涵
西方早期學者探討正義觀念，主要將正義視為一種社會美德，柏拉圖即

認為正義是維護國家社會政治秩序趨於良好的一種基本屬性。亞里斯多德則
從社會經濟角度思考，認為正義應包含兩種主要內涵，一是分配正義（ distri

-butive

justice ），二是交換正義（ commutative justice ），前者指的是社會

總體生產在公民之間的分配是否合乎正義， f產者則側重交易行為中的正義問

題。（ Macpherson,1985:5 6 ）爾後在羅馬查士丁尼法典中所言：正義乃是使
每個人獲得其應得東西的永恆不變的意志。此一定義表明了古代正義強調道
德訴求的重要性。

當代探討社會正義問題，基本上包括了法律正義與經濟正義兩大範疇。

法律正義著眼於國家全體人民奉公守法， J,j、謀求公共福利，不僅社會中國人
必須遵守，作為統治階層之官吏亦當以身作則，以維護法律規則的尊嚴。換

言之，法律之前人人一律平等。學者 Dennis Lloyd 即提出法律正義的三項特
徵，一是法律規則的存在，二是法律的普遍性，三是公正無私的實施。（

LI oyd

’張茂柏諱， 1991

:

115-116 ）顯然法律正義指引社會一切行為必讀趨

向一普遍建立的規則與秩序，以求符合社會全體的利益，故亦可稱為「普遍

正義」
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經濟問題包括了：生產、分配、交換、消費
四大內容，此四項經濟內容均必須符合正義的原則與要求，是故由社會正義

的經濟向度加以分析，則可區分為生產正義，好配正義，交換正義與消費正

義四種，茲就其主要內酒分述如下：

第一、生產正義一此意謂著經濟生產必須依循自由原則，亦即個人擁有
追求財富的 自 由權利： R ichard Flathman(l976:171 ）指出，此一 自由原則的

產生，乃是 個 人為滿足其慾望，服務其利益，以及完成其目的 所 必須達成的
一件好事。 現 代主張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者，皆承認生產自 由 （創造財富）

是個人最寶貴的一項權利（ great

right)

0 是故，人們不論種事何種生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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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農業、工業、商業等，皆應自由生產工作，不受壓迫與限制，此乃符
合正義的要求。

第二、分配正義一此乃涉及到社會全體與部分的關係﹔亞里斯多德即主
張分配正義必須以公平公正的原則，將財物分配屬於團體各成員，例如：財
產、地位、賞罰、權利與義務等。分配之時尚應注意各種特殊與易費的情況
，才能合理、合情與合法的完成分配。（曾仰如， 1989:407-408 ）現代分配正
義理論則強調，個人創造財富的過程中，具有取得財富與接受教育的機會平

等，故重視獲取與轉移財富（利益）時的程序是否公平﹔換句話說，分配正義
端視個人在生產過程中的貢獻，以做為其應有利益報酬的分配方式。簡言之
，社會有價財貨之分配必須符合「給予各人其所當得」之原則，則是符合社

會正義的要求。（許國賢， 1991:221)
第三、交換正義一交換正義或稱交易正義，主要是指社會中個別成員問

彼此的經濟互動行為關係。亞里斯多德將此經濟行為區分為三：一是自願的
，乃有關合約所規定的行為，如買賣、借貸、抵押、租質及薪寶等﹔三是非
自願的，其中之一是在違反受害者的意願及在其不知情之下的所作所為。故
經濟行為中雙方應維持公平原則，即在建立正義需求，法官之存在是正義的

化身，應重建公平的標準，將一方所多出的部份（不應得的部份）拿來彌補另

一方所缺少的部份（所應得的部份）。（曾仰如， 1989:408 410 ）現代交換（交易
）制度的建立，華於社會公平互助的原則，以求合理公平的交品，故對妨害正

當交易的行為，諸如：壟斷、獨佔、哄抬物價、惡性競爭等違法交易行為，
均認為是破壞正義的不義惡行。

第四、消費正義一消費是一切生產的唯一目的與對象，生產利益乃是純

由消費行為而產生。其實上述生產、分配與交換等經濟因素，皆應以消費為
目的和中心的 。消費正義應包括：消費的自由原則與消費者可享有 一合理公

平的社會環壤 ， f產者的意思指消費安全與福利的建立。消費自由 乃 是經濟自
由的一種內容 ，強調個人（消費者）可按照自己的嗜好選購物品， 不受干涉與
限制，此符合 正義的自由原則。而消費安全與福利的建立，則是 考量經濟發

當代社會正義理論之研究

263-

達後，為保障社會人民的基本生活，解決社會中的貧窮、疾病與失業問題，
而建立的社會安全與公共福利制度，以求幫助社會弱勢之基本需要與應有之

消費﹔換言之，消費正義是由國家在必讀底消費上，給與不能具備者以特別

保障之意。（任卓宣， 1972:295)

肆、社會正義的理論分析
當代西方社會正義理論發展，大致可以區分為下列五種，一是直覺主義
的正義理論，二是功利主義的正義理論，三是自由主義的正義理論，四是共

產主義的正義理論，五是平等主義的正義理論。茲就此五者理論重點分析如
后．

一＼直覺主義的正義理論
近代的倫理（道德）學者，去日摩爾（ G eo:;-ge Moore ），普瑞查得（ H.A.Prichard

），羅斯（ W.R.Ross ）等人，皆屬於重要的直覺主義論者。直覺主義 (Intui

tionism

）主張：吾人對於行為的對錯，事物的好壞等道德真理，可以憑藉著直覺得到
，換言之，道德真理不能夠通過感覺經聽真是社會科學的經驗方法加以認識
。吾人直覺告知我們，在特殊的處境中，該做什麼事，這種來自直覺的知識

不須要提出理由予以說明 。 （ Prichard,19;52)
摩爾（ Moore ）即曾對道德中的「善」’利用直覺加以分析﹔他認為善與一
般顏色的概念（如黃色）一樣，均是一種簡單的概念，但是善與黃色不同，善

表示的是一種非自然屬性，它不是感覺可以直接經驗到的 0

(Moore,1903:6-

8 ）直覺主義的正義論，即是認為好的事物，就是我們直覺為好的東西，所謂
正義的概念就 是告訴人們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換言之 ，正義是吾人

直覺產生的概 念 ，並非自然屬性 c
直覺主義 的 正義理論肯定了正義的獨立屬性，以及不可侵犯性，基本上

其與自由功利主義將 「 善」或是 「 正義」視為一種自然狀態中的屬性，兩者
顯然大不相同 c 直覺主義建立的正義觀點，捏偎人們一種普遍的道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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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諸功利原則實有更大的正確性。不過當代一些學者，例如羅爾斯（ Rawls ）對
於直覺主義作為人頭倫理道德的理論基礎，認為尚待進一步補強，他說：直

覺主義的正義概念，只是一種殘缺的概念。 (1972:41 ）。直覺本身必讀通過理

論建構轉化為具有說服性的論囂，才能真正為世人所接受。
二 1 功利主義的正義理論
功利主義（ utilitarianism ）是近代西方社會道德學說中，最有影響力的
一套觀念。這一派學說強調透過感情體驗作為道德的判單，他們認為判斷一
種行為是否符合道德，只需看一看這種行為的接果是否能夠增加人們的快樂

，或誡少人們的痛苦：道德行為就是能夠最大限度地增加絕大多數人的快聾
的行為。這種學說主張，便是功利主義理論。
功利主義思想來棋可以追潮到十七、十八世紀的經驗主義哲學家的倫理

思想，但第一個自稱為「功利主義者」的是邊沁（ Jeremy Bentham ）。他在〈
功利主義者〉一書中下了一個定義：功利原則是這樣一個原則，它根據增加
或誡少當事人的幸福的傾向，來認可或拒絕任何一種行為﹔此處指的是任何

一種行為，不僅包括任何私人的行屑，也包括這裡所說「當事人」是指一切
和該行為有利害瓜葛的個人。因此，行為所造成的接果應莒根據這些人所感
受到的快樂和痛苦的總量來計算。如果快樂的總量大於痛苦的總量，那磨這
一行為便是善行，反之便是惡行。按照功利原則，道德便是取得最大限度的

快樂總量的行為。為了計算快樂的總量，撞他設計了快樂計算法（ hedonic

calculus ）。把快樂的各種因素都計算進去，包括 1
時間）、 3 （發生的概率）、 4

6

（快樂的強度）、 2

（延續

（發生的時間）、 5 （產生的有益後果的概率）

（產生有害能果的概率）、 7 （發生的範圍）等七噴指標。他說，把這七種因

素都計算進去 ，我們即可求得快樂的總量，並以此來判斷一種行 為的善惡利

弊。（趙敦華 ， 1988:5)
邊沁的功 利原則實質上就是快樂原則，因此，他的功利主義 常常被看作

是伊壁鳩魯（ Epicurus ）的享樂主義的聲種。由於道德並不是一個「量」的概

當代社會正義理論之研究

265

念，它是有其內在的「質」的規定的。另一位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約翰，穆

勒 (John

Stuart Mi

11 ），即從質上來限定「快樂」這一概念，並對功利主義

作了很大的補充與修正。
第一、功利主義「最大幸福」原則中，快樂不僅量有不同，更應重視質
的優劣，換言之，快樂的衛量乃質量並重。例如他曾說：「做一個慾望不滿
足的人，勝於做一個滿足的豬﹔做一個不滿足的薛格拉底，勝於做一個滿足

的愚人。」此說明功利原理中快樂之質實有高下之別。

第二、種勒反對個人專心致志於企圖以自己幸福為目的之自私觀念，他
主張每個人應當以促進全體的幸福（ general happiness ）為目的。換言之，他
著重謀求社會大眾的快樂為要旨。

第三、種勒重視大軍的快樂與集體之善，進而他主張推己及人。他說：
「在他（指行為者）自己的幸福與別人的幸福之間，功利主義要求嚴格的公正

，如同一位無私而慈善的旁觀者口，＋．．汝施於人如人施汝，愛汝之鄰人2日愛
汝自己，質構成功利主義道德、之理想的完美。」（張翰書， 1986:

511)

近代另一位重要的功利主義者是西濟威克（ Henry Sidgwick ），他在著作
〈倫理學方法）

(Methods of

Ethics ）中，堅持功利主義的立場，力圖證明善

的最終的或內在的屬性是意識上的一種快樂的狀態。判斷一種行為的客觀標
準是看它是否能夠比它的同類行為產生出更多的快樂、懼意的狀態。一個人
的品質、動攝的價值要由他的行為所產生的效果來決定。但是，與以前的功

利主義者不同，他不贊成把「善」直接歸結為「快樂」。快樂的狀態是在遵
循倫理的原則過程中獲得的。然而，人們所選擇和遵循倫理的原則卻不能用

人的肉體感官具有趨樂避苦的自然功能來解釋。相反，倫理的原則既不是感
覺提示給人們的，也不是由理智推導出來的，而是通過直覺所把握的自明原
則。
西濟屆亞克提出了四項道德原則：

第一、如 果→個人判斷一種行為是正當的，那麼他將認為這種行為在相

同的環境之下 亦會被其他人判斷為正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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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們應該給了現時的和未來的善或惡以同等的關注﹔

第三、一個人所享有的善與其他人所享有的善具有同樣的重要性﹔
第四、具有理性的事物總是普遍地趨向於善的。
西濟威克認為：這四項原則是直覺主義者可以接受的，其學說綜合了功

利主義和直覺主義，克服了以前的功利主義中的個人主義和自我主義因素，
使功利主義符合人們的倫理道德的常識。（趙敦華， 1988 ﹔ 8-9)

綜上所述，功利主義強調的正義觀點，常為滿足大多數人們的利益行為
，而犧牲少數人的利益，這在道德上加以分析，終不符合正義的行為要求。

三 1 自由主義的正義理論
當代自由主義的正義理論，主要強調的重點在於經濟資源中的分配正義

課題。自由主義的經濟主義觀點，基本上是以自由經濟理論做為分析的基礎
，換言之，自由原則乃是其理論的最主要特點。

自由經濟理論主張社會中的經濟活動，全部自由不安干接﹔其強調個人

自由，重視個人利益，主張私有財產，強調自由市場，自由競爭與價格制度

等觀念。亞當斯密（ Adam Smith ）在國富論中一再強調，人類具有自私心，個

人自私熱情尋求私利的結果，可以導向社會全體最大利益與發展。個人在自
由市場中，擁有實際的經濟自由，人們可隨自己的最大利益的理解，自由進
出市場。因此，人們對經濟的貢獻，完全是其自由選擇的結果，故在經濟分
配中，依照各人的貢獻分配各項經濟利益與負擔，在道德上是相稱的。
自由主義的正義理論核心，強調個人自由選擇是經濟分配的主要特點。

準此，其理論有三項必須注意之處：

第一、人們所應得到的經濟利益是與他們自由地貢獻的經濟成果成比例

的，因此貢獻大的人，得到利潤較大。
第三、個 人的基本權利應當受到尊重，既使這些自由權利（ 如 ：財產、自

由）不受限制 的實行，導致社會財富不均亦然。
當代自由 主義的哲學家 Robert

Nozi 仗，即強調個人權利在 自 由主義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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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其所著〈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一書中，即詳述並捍衛了西方傳
統的自由權利觀念。 Nozick 認為：個人任何權利不是從社會權利中分割，它

是個人在發揮與先偎來的能力過程中獲得的﹔國家的功能只限於保護個人業
已獲得的權利，而不能對個人權利進行再分配。政府的主要功能只限於「夜

警的」守護角色，換言之，政府應扮演最小政府（ mininal state ）作用。 (19

74:P. ix)
Nozick所提出的經濟權益分配理論，主要適用於持有物正義，共有三項
原則： (1974:149-16

3)

1. 個人獲得一持有物，按照「撞得正義」原則，他有權得到該物。

2. 個人要求獲得一持有物，按照他有權從他人得到一持有物的「轉移正義
」原則，他有權得到該物。
3. 除非適用前三項原則，否則沒有任何人有權持有。

上述三項正義原則只是屬於純粹程序的正義形式，藉以借障個人自由權

利。 Nozick 認為任何強加分配的方式，必然侵犯了個人的經濟權利，也就違
背了社會正義。因此，依據 Nozick 的觀點，正義不在於任何其體的分配結果

，而在於不受阻礙地運用某種公平的程序。
自由主義的正義理論由於過份強調個人權利大於其他，對於個人權利的
能力又未加任何限制，以致造成社會與經濟差別愈發懸殊，導致社會的不公

與矛盾對立產生 c 顯然 Nozick反對一切社會分配的模式，這些模式均根據前

述正義的現實原則而來，已引起許多學術上爭論與批評。

四、共產主義的正義理論
馬克思（ Karl ~1arx ） 對於＋九世紀自由經濟理論發展出的資本主義社會，
一直加以痛 斥 G 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控害人性，破壞社會正義， 尤其對於社
會分配不公 更 是大加撞伐。馬克思關心社會正義，但卻經常對正 義採取非難
的立場。馬 克 思認為：所謂的正義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偏見。我們 翻開馬克思

的 〈 資本論》 （ Kapital ），特別是該論的第一部，即可明瞭他僅在 一處明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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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正義。（全書三卷的索引中，正義的用語也僅出現一次而己）。在第一卷

的引用中，馬克思引述英國某特雄事件來說明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正義的淪喪
。此處所謂的特殊事件類似今日「都市再開發」的事例，因而與吾人之現實
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亦即，勞動者雖然得以自貧民窟解放出來，但英國政

府卻從未攝取給予其他生活場所等的任何措施。反觀損失財產的資本家或實
業家，不僅可獲得同價值財產的補償，甚至可由此得到更多的利益。馬克思

在對比此一事實之後，感歎地說：「看，這就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正義！」（
Friedrich

’李明峻等譯， 1992:27

28)

當代學者研究馬克思理論，發現其正義觀念包含三部份：（拱鍊德， 199

1:173)
第一、馬克思從倫理道德的角度，把正義當做去惡求善的道德規範來看
待。不過道德是階段的道德，反映了特定社會的經濟活動，是以沒有永恆的
正義、或自然的正義可言。

第二、馬克思把正義看成法律的概念，與特定的社會之政制和法制有閥
，特別是該社會法律關係的準繩，是社會生產關係之法律表述，它不是人際

利益衝笑的權利平衡。
第三、馬克思強調用科學方法來分析個別的、具體的社會，把社會分解

為下層建築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以瞭解正義作為意識形態的

一部分。正義是受生產方式，尤其是生產關係所規定的。它不是社會實在真
實的反映，而是其扭曲和錯誤的想像（ falsche

Vorstellung)

0

由於馬克思的正義理論中，重視社會的不公（ injustice ），強調社會不平
之感的增加，將造成社會價怒與革命發生，此種正義觀正是其理論的最大特

點，但是其對正義與不公的闡述太少，亦影響其理論的圓融。總之、馬克思

重視階級衝 突與階級鬥爭 ， 以為正義只是統治者消除階級鬥爭， 維持表面團

結和諧的工 具 。殊不知人額鬥爭的形式，不只出現在階級之間， 更出現在人

與人之間、 種 族與種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在這種情形下， 正義的要求
與作用，當 不 限於階級社會的存在，更應包括國與國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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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之間關係底調整，及其衍生的問題之解決。（洪錯德， 1991:

177)

五＼平等主義的正義理論
平等主義基本上強調平等的重要性，無論每個人之間有何差異，人人都

應受到平等對待。康德（ Kant ）主義者即認為任何人都應當平等地被當作人而
受到尊重。不過平等主義者在社會經濟資源分配中的主張，對於社會利益與
社會負擔卻有不同的看法。極端平等主義者主張的社會正義，必須是社會利

益與社會負擔分配達到絕對平等的程度才是合乎正義的原則，否則違背絕對

平等的分配就是不正義的。此一極端分配形式，根本忽略了社會中人與人之
間的差異性，致使其理論受到許多質疑。另外一些平等主義者則認為：基於

人性考量，滿足人類基本需要的社會利益進行平等分配是必要的，即使分配
的利益是最低限度的。顯然這些溫和平等主義者的主張，強調給予社會中每

個人同樣的平等機會以滿足其基本需要，是合乎正義與人道的精神。

當代平等主義正義理論的最主要貢獻者，就是羅爾斯 (John Rawls ）的正
義學說。羅爾斯的正義觀點基本上帶有濃厚的平等主義色彩，不過他卻是道

地的自由主義者，有人認為其思想是平等的自由主義（ Egalitarian

Liberlism

），亦有人認為他是改革的平等主義者，這些看法均代表了羅爾斯重視平等原
則，此在他的 〈 正義論〉 中有充份的說明。

羅爾斯在其經典巨著〈正義論〉中開宗明義指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

第一德行，正如真理是思想體系的第一德行。」（ Rawls,

1972:3 ）他認為人們

在正義的護衛之下具有不可侵犯的權利，所以他大力抨擊古典功利主義的正
義理論，因為功利主義把整個社會當戲一個整體，其所摔行之正義原則完全

不排除犧牲個人之利益，只要這種犧牲的整體結果（ overall

consequences)

提升社會整體 之最大利益，都是合乎正義的。羅爾斯認為此種忽 視「人的不

同」（ the

di s tinction between

persons ）的正義觀是錯誤的，所 以 他的正義

理論就是要取代古典功利主義，針對社會基本結構之基本權利、 義務的分配

和安排，提出 一套合理的正義原則。（林火旺， 1993:1)

270

共同學科期刊第三期

羅爾斯稱其正義論為「正義即公平」（ justice

as

fairness ），他認為正

義原則是所有自由、理性者在排除個人自然機遇和社會偶然因素之佳，在公

平的情揖下自律自主選擇的原則。他從傳統社會翼約論（ social

contract

theory ）中找到其建構正義觀之理論基礎，所不同的是，傳統聾約諭強調個人

如何經由翼約、形成社會，以現範個人之行為，其選擇的是整個倫理體系，
而「正義即公平」要選擇的是規範社會基本結構之正義原則，所以羅爾斯在

其最近的著作中特別強調「正義即公平」是一政抬觀念（ political

conception

），也就是說他的正義觀念不是普遍性道德觀念運用到社會基本結構，而是只

適用於政治種蟻，不必然適用於私人生活頓城之一政治觀念。（ Rawls,

1985

:223 251)
羅爾斯認為自由、理性的社會立約者在公平的情墳下所作的選擇即是符

合正義原則，此一情揖他稱之為「原初立場」（ the
一原初立場有下列四項特擻：＂ (1972

1. 正義的環揖（ Circumstances

of

original

position ）。此

:127-141)
justics ）：即在通常情說下，人們的合

作係可能的且必要的。蓋人們具有大致相同的物質的和心理的力量，他
們的能力相當，以致不能統治其他人﹔他們品受攻擊，以致他們服從自
己預定的計畫，以避免其他人聯合的迫害﹔再者，由於賣謂不足涵蓋廣

泛的情況，人們為自己利益的增進而不得不合作。

2. 正當概念的形式限制（ Formal
：堅持自我本位（

Constraints of the Concept of Right)

egoism ）的利益將使社會上各個人的利益無法並列，其

結果致使利益的歸屬訣定加暴力和詭詐，所以原初立場應排除自我本位
的主張。在此原初立場下，正義原則受到五大限制，一是符合一般性的
原則﹔二是必讀普遍實行：三是必讀有公開的條件﹔四是社會衝突有一
定次序 ﹔五是經極性的裁判。
3. 無知之幕 （ Vei

I of

Ignorance ）：假設人們知道其社會組織 的基礎和人頡

心理的 法則，則宙空其社會制度的拘束。惟實際上人們可 能不知道其在
社會上 的 地位、階層、其分配的自然資源、人生的理性計 畫、其社會的

當代社會｝ F: 起理論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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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其經濟或政治情說，說可能達到的文明和文化水準’那麼人們為
何受其社會制度的拘束呢？在世，羅爾斯提出無知之幕概念來合理化，

此即雖然沒有真正的契約存在，其契約理論假定自由且平等理性的人們
將選擇正義的概念，蓋從康德的道德解釋原則，一個自由平等理性的人

依據其自己的價值選擇行動，其主、定選擇一個使每人自由平等理性的公
共原理，以進入道德世界。每人必定同意此原理，否則其將無法表達其
自由的選擇。

4. 立約者的理性（ Rationality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雖然立約

在原初立場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價值觀、生命計畫、但是他們並不是對「

善」概念（ the

concept of goodness ）一無所知，事宜上羅爾斯所謂正

義兩原則涉及人際問之比較問題，而比較之標準必然要處理「善」的概

念，於是羅爾斯引進「基本的善」（ primary goods ）之概念，作為立約者
從事人際間比較之依擇。所謂「基本的善」是指「一個理性人無論他要
任何其他東西都需要之物」

c 換句話說，「基本的善」就是任何理性人

在計劃自己的生命方向時所必需之物，例如：權利、自由、機會、所得

和財富均是「基本的善」’理性人由於處墳之差別會產生不同之人生目
的，但是無論何種目的的實現，「基本的善」都是其必要的手段。羅爾

斯主張「正義即公平」’意味著正義原則是在一種公平的原初狀態中被
一致同意的：或者說，意昧著社會合作條件是在公平的偉件下一致同意

的，所達到的是一公平的契約，所產生的也將是一公平的結果。因此，
羅爾斯的正義論確實具有一種平等主義的傾向。
其次，羅爾斯的分配正義原則，強調所有的社會基本價值（或者說基本善

）一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自尊的基礎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對其中一

種或所有價 值 的一種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個人的利益。其正義 原 則有三： (1

972:302 303 )
第一個 正 義原則：每個人對與所有人所擁有的最廣泛平等 的基本自由體
系和相容的類似自由 體系都應有 一種平等的權利（平等自由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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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正義原則：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 l 在與

正義的儲存原則一致的情說下，適合於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別原則） 2
依繫於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機會的平等原則）
。

這兩個正義原則暗示著社會基本結構的兩大部分，一是有關公民政治權

利部分，一是有關社會和經濟利益的部分，第一個原則要處理前一方面的問
題，第三個原則則要處理接一方面的問題。我們要注意這樣一個轉換：即從

一般正義觀的「古乎每一個人的利益」到兩個正義原則的最佳陳述的「合乎
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這是理解羅爾斯正義論的一個關鍵。羅爾斯實際

上總是從最少受惠者的地位來看待和衡量任何一種不平等，換言之，他的理
論反映了一種對最少受惠者的偏愛，一種盡力想通過某種補償或再分配使一
個社會的所有成員都處於一種平等的地位願望。羅爾斯挑選出一種特殊地位
（最少受惠者的地位），這不僅是理論上的簡化所需要的（論證「合乎每一個人

的利益」要檀雜得多），而且使兩個正義原則不僅僅是上述一般正義觀的簡單
展開，更是前者的課化和傾向化， f吏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成為一種獨具特色的

理論。（ Ra.wls,

1990 ，中譯本導讀）

綜上所述，羅爾斯在分配正義理論中，強調保障社會最少利益者，以促

進社會成員之相互和諧。然此理論亦有如下缺點：第一、特別保障最少利益
者，是否令其有不勞而獲的嫌疑。尤其在最少利盎者不願工作，而坐頓政府

的失業教濟金之場合，羅爾斯理論似不能說明應如何矯正此種墮落現象。第

二、在羅爾斯理論中，社會上較佳利益者意欲獲取利益，讀與其他人共享，
此種令彼等員擔較不利之義務，是否令其不願貢獻，而攝少整個社會的生產

力。第三、分配利益于最少利益者應到何種程度呢？羅爾斯認為此程度限制
在令其對自 己的價值缺乏信心和令其聲失實現其人生目標的能 力內。此種分
配限度過於模糊，不易掌握，在實際上若有人無限制要求社會 制度分配利益

，而不願工作時，則羅爾斯假定之尊重個人自由的前提將無法成立。
羅爾斯的正義理論雖有上述缺失 ， 然而其對社會正義理論 的思考與貢獻

當代社會正益理論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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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一套重要觀念 e 近年來，羅爾斯對其理論作了部份
修正與改變，不再強調其所謂正義原則的普遍性，承認其只是一種實用性（

practical ）的工作（石元康， 1992 ）﹔或許羅爾斯的改變，說明了人類所處社
會的複雜多元特性，質難有一共識看法。未來社會正義如何建立，尚待後人

秉持道德良心繼續努力思考之。

伍、結論
「社會正義」應是一國社會經濟發展實踐的重要目標，由於它含有價值

判斷的意味，常為一般學者所忽視。然而吾人站在人頸福祉典人生意義的立
場來說，求得社會平等與和諧發展，自然資源的合理分配使用，使人人各適
其生各得其所，這不僅是社會與經濟學家的任務，而且是社會上每一個人都

應負起的責任﹔社會正義的目的在求人民社經生活公平和諧的生存發展，並
促進入頸社會共存共榮，因此瞭解認識社會正義的理論意酒甚為重要。
當前國人普遍從直覺主義觀點認識社會正義，雖然肯定了社會正義的道

德屬性，但是其理論基礎與詮釋工作仍有不足﹔一些經濟學者則秉持傳統自
由主義與功利主義的正義觀，過一份強調自由與功利原則，忽視了社會的平等
與弱勢團體的基本需求，仍不符合社會大眾的需求與社會真實的正義發展﹔

而共產主義的正義觀念著重在人頭階段性需要，漠視了人性的基本權利，曲

解了社會經濟發展法則，最後必然遭致世人的唾棄已平等主義的正義理論，
尤其主張溫和改革的平等芷義觀，強調人人享有社會平等待遇，滿足社會弱
勢族群的基本社會需要，頗具有人道關懷精神，亦具備了共生互助的正義原
則，顯然已成為今日社會發展重視的一項理論。

總之，當一個國家發展面臨新的發展局境之際，吾人必須深入認識社會
正義的理論 內涵，以作為衡量發展過程是否成功的指標。由於 當前我國國家

發展呈現出 「富裕中的貧窮」困禮，換言之，社會呈現許多不正義（ injustice

）的現象， 吾 人身處此一發展不公正情壤，更應重視社會正義的 實踐，並積極
為社會均富理想的達成而努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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