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和目的 

 

壹、動機 

想到自己對「公平」產生興趣的起始點，說來真的是一段充滿衝突的調適期。

事情要追溯到剛進大學的那一年。 

 

一、 涉入另一個世界的緣 

過去在中學階段，唸得都是男女分班的學校，並沒有太多跟異性相處的機會

和經驗，等到大學聯考放榜之後，知道自己考上師院幼兒教育系時，自然也會產

生了一種對未來大學生活的清晰畫面—男生很少。可是，萬萬沒想到，那個班級

所呈現的樣態，與我想像的還要更為極端，竟然全班只有我一個男生。 

在全班皆是女性的團體中，我顯得相當的不安，除了需要適應過去從來沒有

經歷過的學習型態之外，還得要面對如何與 28 名異性同學相處的窘境。一段時

間後，在課業方面，我適應的倒是比較快；可是在人際關係的擴展上，我卻總是

感到有許多無法調適的部分，尤其是關於過去自己習以為常的處世方法和態度，

在這個新團體之中似乎並不適用。舉例來說：因為會議或是活動的需要，總有許

多需要搬動大型器具（或是需要較大勞力的工作）的場合，起初，我都是以主動

「幫忙」的心態在做這些事情，但是隨著時間一久，其他同學卻認為我主動去做

這些事情是「理所當然」、「應該的」，到後來，只要遇到要搬東西的時候，同學

們就會快速的直覺反應說出：「男生趕快去搬！」。這樣的說法當然讓我覺得很不

舒服，甚至覺得不公平！雖然依常理來說，一名男性的力量（肌力）通常是比一

名女性要大的多，但那並不表示：「三名女性的力量比一名男性的力量要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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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搬的東西太重，可以多找一些人來搬，一定可以搬的動。為什麼只要是『粗

活』就要叫男生搬呢？」 

另外，第一學期結束後，因為自己本身的英語程度不好，所以「英文」這個

課程的學期成績預期結果應該是不樂觀，而事實上也是如此，所以成績公佈後，

心情也沒有太難過。不過，一些同學在聽到我的英文學期成績得分時，都感到不

可思議，她們認為我在學期中的出席狀況是全勤，而且上課的態度又很認真，為

何成績不高？反觀她們當中的某些人有時請假未到，上課過程中也沒有付出太多

時間準備，只是考試前稍微惡補一下而已，但是她們的成績都比我高，因此，她

們為我感到惋惜，甚至覺得老師打成績的方式是不公平的。 

 類似上述的情景，在整個大學四年的生活中，發生的次數相當的多，每每

這樣涉及「公不公平」的事件產生時，我都不禁在想—到底什麼叫做「公平」，

難道「公平」沒有共通的原則嗎？如果「公平」沒有共通的原則，人類在遭遇公

平事件的時候，不就一定會有人認為不公平嗎？那麼，社會上的人們不就常常會

為了觀念不同而產生衝突嗎？或者是，男女的「公平概念」其實是不一樣的？就

拿上述的例子來看，大家都已經是成人，對著同一個情境，卻有著不同的處理方

式。以男女生理上的差異來說，在搬動重物的情境裡，要我多付出一點，是無可

厚非，但是為何同學們會認為只要是搬重物，就「應該」是男性做的工作？感覺

起來似乎是一種性別刻板印象的結果；可是，在第二個事件裡，同學們卻又表達

出不認同老師給予成績的標準，難道是因為「付出」勞力和「獲得」成績給人的

感受不同嗎？還是我的誤解，其實那樣的反應只是同學間一種安慰的方式而已

呢？ 

面對這種種的問題，當時我選擇以直接提出疑問的方式，與同學們討論，但

是所得到的答案都無法解答我的疑惑，因為她們的回應是：「公平重要嗎？」、「世

界上本來就沒有公平…」、「大家覺得 O.K.就好了，想這麼多做什麼？」結果問

題還是懸在那兒，疑惑沒有獲得滿意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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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從同學的身上得不到答案，於是我轉向對其他身邊的人進行觀察，希望

藉由觀察人與人之間「如何產生公平兩難事件」與「怎麼解決公平兩難事件」的

過程，來找尋答案。結果還是讓我感到失望，一方面來自公平兩難事件發生的頻

率實在不高；另一方面，旁人處理公平兩難事件的方式與自己過去的經驗類似，

並沒有為我解惑。雖然如此，在日常生活的人際互動過程中，我仍持續探索著公

平兩難事件，直到進入幼教現場。 

進入幼稚園現場的實習過程中，發現兒童似乎也很在意公平的問題： 

 

有人帶糖果來請全班的小孩吃，有一個小孩（小毅）在分完糖果之後，因

為自己的糖果顏色和別人不同而感到不悅，甚至向老師要求要換成跟別人

一樣顏色的糖果，但是由於老師當下沒有多餘的糖果，所以也無法滿足小

毅的需要，於是小毅就說：『不公平』（這句話讓我的耳朵突然豎了起來），

並且要求其他小孩也不可以吃同樣顏色的糖果。」到了午餐時間，老師要

幫小毅添飯的時候，小毅就跟老師說，他不要吃茄子，因為他不敢吃。老

師說：「你剛剛不是說要跟別人一樣嗎？現在別人都有吃這個菜，所以你也

要吃，這樣才公平。」小毅遲疑了一下，還是不吃，甚至之後還為了這件

事在班上大哭大鬧了好一會兒。 

 

上述情境中的師生對話，我尤其對小毅說出的話感興趣，不單只是因為他說

到「公平」兩個字，而是他對公平的認定，在一天當中竟有如此大的變化。從前

面事件中看來，兒童認為物品的數量和顏色相同才叫做公平，非但如此，小毅面

對這兩個情境的反應皆為：「我要××」或「我不要××」。這樣的現象也讓我感到好

奇。似乎兒童對於自己喜歡的東西，並不介意自己拿到的比別人多；如果是自己

討厭的，那就會錙銖必較！與之前自己親身遭遇相對照，成人世界中雖然有時候

亦會把「個人喜好」當作判斷的基準，但與喜好的判斷不同。畢竟，如果公平性

的判斷只是依賴各人的喜好做判斷的話，那麼又何來「公」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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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自己對「公平」的疑問，到底要用什麼方式、什麼窗口進入探索，一直

是我在追尋的問題。回顧大學時代，第一次講出「不公平！」時的情境與在職場

所見到的現象，引領著我開始朝「知識發生論」的方向來思考，即若要瞭解公平

概念的種種問題，應該要從兒童身上去發掘。如 Piaget 主張的，知識的發生是

個體和環境互動後的結果，公平概念的形成何嘗不是？它並不是一種突然獲得的

知識或能力，而是藉由與環境互動學習到的。所以不管是公平概念萌發的起點，

或什麼樣因素會影響公平的判斷…等問題，答案皆可以從處於生理發展快速、正

在學習如何與環境互動的兒童身上去理解。 

 

二、 初探「兒童公平分配概念」 

大四那年，因為修習「獨立研究」的課程，使我有機會踏入對兒童公平概念

研究的領域，希望藉由回顧過去與兒童公平概念相關的文獻中找尋問題的答案。

William Damon（1975, 1977）的兒童積極性正義概念發展階段（Early Positive 

Justice Levels），在我第一次的接觸時，即被它深深的吸引，除了欣喜自己對於

「公平」的疑問「居然」早有學者們關心之外，更令自己驚訝的是，發現當時自

己所認為的公平，在研究結果中似乎並沒有被歸類在較高的層次，大都分類在

1A 的「一律平等」階段，這其實對我是一種強烈的打擊，也可以說是對自身過

去想法和行為上的一種否定，原來我自以為好的「公平」分配方式，其實只是不

知變通的堅持。可是另一方面，在研究結果裡，我確實獲得有關「兒童」公平分

配概念的理解──他們多以本身的喜好來決定公平分配的方式；以及不同年齡兒

童間之差異──兒童的公平分配概念會隨著年齡和情境故事內容而有不同的判

斷標準，但並不受到性別的影響。 

不過可惜的是，由於研究時間的限制，這次的探索過程並沒有另外處理可能

影響公平分配概念的相關因素資料，所以兒童間公平分配概念有所差異、男女兒

童在公平分配概念上沒有差異的原因何在？仍值得繼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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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插曲—人權概念與公平 

大學畢業後的一次偶然機會下，我參與了由人權協會舉辦的人權教師種子研

習營。在這個團體當中的學習，讓我對「公平」這個名詞有了另一個層次的體悟。

對於某些人而言，「人權」有如洪水猛獸，讓他們避之唯恐不及，他們將主張「人

權」的行動，視為擴張個人權力的一種宣示，同時也是一種拒絕與他人接觸的訊

號。在群體互動的過程中，當某甲說出：「這是我的人權！」似乎代表著這個人

正以為別人正在以某種形式侵害他，雖然這可能不是事實，可是這樣一來，彼此

之間的關係就會瞬間變的緊張起來，互動的氣氛也為之凝結。這些人面對他人使

用「人權」這樣的字眼，相當敏感，甚至厭惡。我自己似乎也處於這樣的狀態，

其實，導致這種想法的原因，在本質上是對「人權」觀念的不理解，所以才會對

「人權」產生那樣的誤解。 

事實上，宣揚人權的宗旨是希望能發揚人性的正面價值，讓社會運作的過程

能多一些和平，少一些爭鬥；能多一分尊重，少一分傷害。在人權的概念之下，

尚包含了許多的核心概念，如：尊重、包容、平等、自由、和平…等內涵。每一

個核心概念都代表著一種人類共同嚮往和追求的社會價值。其中令我最感興趣的

部分，仍舊是「公平」。 

在人權的概念之下談「公平」，那並不是要向他人宣揚自己所受到的不公平

待遇，而是要積極追求社群活動中彼此能以公平的方式相互對待。換言之，在人

權教育研習營後，我開始要求自己把公平這樣的想法放在心裡，嘗試理解人權的

核心概念，並以具體的行動表現在對於社群中他者的關懷上。也許這樣的目標，

對當時的我而言相當的遙遠（到現在也一樣），但是，我希望且願意依循著這個

方向去實踐、去落實這種因瞭解而萌發的善。 

在幼稚園教學期間，雖然在孩子身上獲得無數的歡笑，卻也被他們激怒了千

百次。不過，這都代表了我對他們一舉一動的關注與投入，就在他們畢業典禮時

所顯露之依依不捨表情中，感受到孩子們真誠迎向未來的若即若離。這樣的互動

價值對我而言是「公平的」，人與人之間都因為對方的存在，共同享受了一段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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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的生命經驗，沒有人計較付出的多少，也無人期待對方要成就自己什麼，一切

都是那樣自然的發生，感受亦是那樣的溫暖。我想，這才是公平概念期望達到的

境界，也是人性價值意義之所在。 

 

四、 待解的困惑─現象體察與研究結果間的矛盾 

之後，我帶著新的體悟，繼續進入研究所進修，對於大學時代關於公平分配

概念的探討，依舊充滿興趣。因為那段經歷不僅僅是為了滿足自己對幼教專業知

識追求的渴望，也成為回應自己過往澄清自身與他者關係「公平」概念的另一種

驅力。 

從過去的研究經驗了解到，與公平分配概念相關的文獻資料，不管在國內或

國外都相當的缺乏，若要解決這些問題，在資料的搜尋上就不能侷限在「公平」

一詞上。回顧 Damon 當初是如何發展出公平概念發展階段，即成為我探索的重

心。於是，我把焦點移到公平分配概念發展的理論部分，這才覺知，原來公平分

配概念理論其實有部分是從 Kohlberg 的道德發展論延伸而來。Damon 之「公平

分配」與 Kohlberg 所論之「道德」這兩個概念的發展階段不但在階段的數目上

相同，而且內涵上也有相當多的相似之處。於是，我開始想把「道德發展」和「公

平分配概念發展」之間的關係弄清楚，希望這能對自己在文獻收集上遇到的瓶頸

有所幫助。 

 

（一） 性別不同所造成的差異 

回顧 Kohlberg 三段六期道德發展論（Kohlberg, 1984）的過程中發現，此

道德階段論提出之後，確實提供了人類道德發展的一種藍圖，也形塑出長久以來

道德概念內涵不清的狀態。雖是如此，由於這個理論發展初期並未包含女性受試

者，以致此一道德理論是否適用於女性道德發展歷程的說明，受到後續研究者的

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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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學者認為，因為 Kohlberg 當初研究道德的研究樣本皆是男性，所以這

樣的道德發展結果應僅是屬於男性的道德發展，並不能代表全人類的發展趨勢

（Blake & Cohen, 1984；Rothbart & Others, 1986；Krebs, & Vermeulen, 

1994；Wark & Krebs, 1996；蘇永明，1996）。接著，Gilligan 所著的「In a different 

voice」（Gilligan, 1982/2000）一書裡，強調人類道德發展具有性別差異的論點，

甚至進而提出屬於女性的道德發展階段。自此，在道德發展觀點上，認為「男女

有別」與「男女一致」的兩種論點，成為一個未決的爭論。 

回到公平分配概念的討論時，所遇到的質疑與 Kohlberg 道德發展論的情形

是相似的。Damon 當初發展積極性正義概念時所運用的研究方法是利用

Kohlberg 的兩難情境設計和 Piaget 的臨床訪談法（clinical method），並結合

Piaget（1997）對於正義概念（justice）發展階段和 Kohlberg（1984）的道德

判斷階段，說明了兒童積極性正義概念發展的內涵，且提出一個屬於此概念的發

展階段論（Damon, 1975, 1977）。 

Damon 的研究目標是期望建立一套全人類適用的公平概念階段論，同時為

了避免遭受類似前述學者對 Kohlberg 的質疑，在研究樣本的選取上以男女各半

的方式進行，對於性別之間沒有差異的部分並沒有進一步的說明。雖然後續學者

仍繼續針對性別差異變項的探討，如：簡楚瑛（1995）、方富熹、王文忠和 Keats

（1996），可是這些研究的焦點主要仍是驗證 Damon 的公平概念發展階段，並

未特別針對兩性在公平分配概念發展上的表現或發展趨勢進行討論。 

至於在與性別議題相關的公平分配概念相關研究之中，「性別是否對於公平

概念發展有影響？」的問題，Damon（1977）、Enright、Franklin 和 Manheim

（1980）、簡楚瑛（1995）、李昭明和施淑君（1999）的研究裡，性別對公平概

念的發展並沒有顯著的差異；但是 Kahn、Enright 等人，以及 Major 等人的研究

結果卻是恰恰相反，他們發現男性較要求績效取向，講求比例平等，而女性為了

團體和諧，較採均等取向（Enright et al., 1984；Lisi, Watkins, & Vinchur,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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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看似研究目的相同，但研究結果不一致的現象，間接激發了個人對性別

差異的興趣與研究的動機。 

 

（二） 情境不同所造成的差異 

個體概念的成長、發展，雖然有一部份是依賴本身的生理成熟所導致，但是，

個體與環境互動的過程在時間的流動裡，不管是兒童身旁的重要他人（成人與同

儕），或是他們所能接觸到的場域，也同樣影響著兒童發展的質和量

（Bronfenbrenner, 1979；Windmiller & Lambert & Turiel, 1980；Sigelman & 

Waitzman, 1991；沈六，1998，2002；徐澄清，1998）。因此，人們對於公平

分配的判斷，除了可能是因為性別差異的因素所影響之外，也可能受到需要進行

分配的情境的影響。 

以過去自己的親身經歷來說，遇到需要「付出勞力」和「獲得好成績」的兩

個情境中（頁 1-2），對於公平的行為就有著不同的要求（前者我認為大家都該

去搬重物，後者我認為考試結果論成敗是正常的）；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兒童身

上，兩個類似的分配情境（頁 3），因為兒童對於分配物的喜惡（想要糖果，不

要吃茄子），就使他有了不同的公平判斷標準。這是否顯示出，公平判斷的概念

會因為個體對分配物品態度的不同（如：喜好或是厭惡）而有所變化嗎？ 

更進一步去思考，就因為環境是複雜的，人們接觸到需要利用公平概念判斷

的情境，可能就不只有分配物品上的不同，還可能要面對其他情境要素的差異，

如：情境內不同的人物、分配物品的時空因素等。假使真是這樣，那麼一個人在

面對公平兩難情境，並得做出「公不公平」判斷的衡量時，他需要「瞭解」（認

知）到這個情境之內所隱含的各種要素（有哪些要素出現？），之後再以自己的

公平概念對這些情境要素進行取捨（哪一個要素比較重要？），最後才產出屬於

個人對這個事件的公平判斷。因此，人們對於情境內要素認知、解讀的能力和方

式，有可能大大影響了人類在公平兩難事件中需要去考量的要素為何，也連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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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到人們接下來判斷公平兩難事件的思考歷程和解決方法的。換句話說，人們對

「情境要素的理解」應該是判斷公不公平的先決條件。 

 

至此，我所關注的焦點，也從起初只想瞭解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的想法，轉變

為瞭解兒童公平分配概念在性別與情境差異下的表現情形。 

 

基於上述的想法，本研究將從可能影響兒童公平分配概念判斷與發展的二個

因素──性別與情境差異出發，再次檢視兒童在公平分配概念發展的過程。探究

的結果，希望對於兒童公平分配概念認知發展的內涵能開拓出另一視野。 

 

 

 

貳、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的動機，本研究希望能達到以下目的： 

 

一、 探究性別差異，對於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的影響。 

二、 探究不同情境，對於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的影響。 

三、 探究性別與情境差異的相互影響下，對於兒童公平分配概念可能的影響。 

 

參、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者過去經驗與文獻收集的過程，結合本研究的目的，決定以下兩個

研究假設： 

 

一、 性別差異會影響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的表現。 

二、 情境差異會影響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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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名詞界定 

 

壹、 兒童（Children）：本研究中所指稱之兒童，包含學齡前的幼兒與學齡階段

的兒童。 

 

貳、 公平分配（Distributive Justice）：指的是在不同需要分配物品的情境中，

分配者思考不同接受分配者對於分配方式的想法，然後做出最讓人滿意結

果的整個過程。而決定分配方式時所要考量的因素，稱之為公平分配的原

則。 

 

參、 情境差異（Contextual difference）：此處所指的「情境」，即為公平分配

情境（distributive-justice context，或稱公平分配情境脈絡）。它是由研究

者設計的一種情境，伴隨著一個事件的進行，而要把某些物品分配給情境

中的人物角色。所以這樣的情境，其內容包含了事件的經過、需要分配的

物品，以及接受物品的人物角色等。本研究希望將此類公平分配情境給予

受試者，使其理解情境內容之後，能夠考量情境內的各種要素（如：情境

人物的性別、特徵、關係、分配物的類型…等），進行公平分配的判斷。

本研究中所指的情境差異，主要針對「情境內人物角色情感關係」和「分

配物」兩個因素對於兒童進行公平分配概念時的影響進行理解。 

 

肆、 情境內人物角色情感關係（Relation between roles in contexts）：是指在

公平分配情境當中，接受分配的人物角色之間有無情感關係（家人、手足

或陌生人關係等）。如：在分配工作所得的情境下，接受分配者之間可能

是家人關係或相互不認識的陌生人關係。本研究中，將公平分配情境中的

「情境內人物角色情感關係」分為兩類：一類是有情感關係，指的是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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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間的關係是家人關係；一類是無情感關係，指的是情境人物間的關係

是陌生人關係。 

 

伍、 分配物（Allocations）：指的是用來分配給公平分配情境中人物的事物，例

如：有三個人想要平分八片餅乾。那麼，這八片餅乾就是所謂的分配物。

但也有另一種形式的分配物：有兩個人到某甲家中，把某甲的客廳弄得亂

七八糟，結果他們要一起整理客廳。這時，「整理客廳」的動作也是一種

分配物，因為他們也要分配該整理的地方和工作。也就是說，分配物不一

定是具體的物品，也有可能是某些工作或責任。本研究中，將公平分配情

境中的「分配物」，分為兩類：一類是正向分配物，指的是接受分配者所

欲求的事物，如：金錢、權力等；另一類是負向分配物，指的是接受分配

者所厭惡的事物，如：各種形式的懲罰或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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