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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自由主義式共同體 

 
 
 
 
 
當我思考「人是什麼？」時，就表示我作為思考主體，開始反思我該如何認識自己。

Tamir 在《自由的民族主義》中提出了「在境性的個人」的觀念，期待調和自由主義與

民族主義的理論基礎的對立——「原子式個人」與「在境性的人」（situated selves）。她

認為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基本價值是可以互補的。她說： 
 

自由主義的傳統尊重個體自主性、反思與選擇；民族主義的傳統強調歸屬、忠誠與團結，

兩者通常被視為互斥，但其實可以調適在一起。自由主義者可以承認歸屬感、成員身份和

文化淵源的重要性，以及因之而來的（對群體的）獻身。而民族主義者則可以欣賞個人自

主、權利和自由，同時也保持對民族之內和民族之間正義的信奉。（Tamir, 1993: 6） 

 

雖然她同意自由的傳統與民族的傳統之間存在著理論上的緊張關係，但是，也樂觀地

認為它們可以重新取得和諧與共識。對「人的本質」這個問題，她提出了兼具「原子式

個人」與「在境性的人」的說法。自由主義的核心是權利哲學，主張個人是擁有權利的

道德主體，而組成政治社會組織的目的在於保障個人權利，所以，它是一種從個人主義

出發，也導向個人主義的思考邏輯；也就是個人既是理論的起點同時也是終點。但是「為

什麼可以將『個人』作為起點？」卻是自由主義所不處理的，而將之視為理論基礎。而

我們認為這個問題是必須先被追問的：人類以「個人的」方式存在著（真的如自由主義

者所認為的）是那麼地理所當然嗎？馬克思（K. Marx）就提出：「個人」是歷史發展的

結果，而不應理所當然地被當作理論的起點。在評價自由主義之前，我們要先瞭解自由

主義的內容是什麼。而理解自由主義的難度在於學界對它的主張沒有共識。洛克（J. 
Locke）、康德（I. Kant）、彌勒（J. S. Mill）、斯賓賽（H. Spencer）、凱因斯（J. M. Keynes）、

海耶克（F. A. Hayek）、羅爾斯（John Rawls）和諾齊克（R. Nozick）分別代表了一個共

同系統的各個獨立分支。（Gray, 1991: 3）雖然我們會發現這些主張者，彼此之間可能存

在無法化約的差異，但是，我們可以試著為自由主義尋找一個約略的脈絡。這可以從自

由主義的人性論開始。 

 
「人是社會性的存在」其實並不是陌生的觀念，希臘雅典先哲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在其《政治學》卷一明確主張：「國家是自然的產物，而人本性上是一種

政治的動物」。（Aristotle, 1997: 7）人是一種政治的動物，說明了人的社會性，既然人類

一直是社會地存在著，而不是偶然的聚合，那麼就必須找到「我們為什麼非組成一個社

會不可」的理由。再說清楚點，就是要找到彼此之間共同分享的「共性」，即亞當‧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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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所說的「同一條鎖鍊」，而他是這樣詮釋的： 
 

首先確立某些原初的或已被證明的原則，我們用它們來解釋各種不同的現象，因為我們把

所有這些現象都用同一條鎖鍊（mit derselben Kette）給串連了起來。1 

 

所謂「同一條鎖鍊」，應該被理解為：各種表面看起來相異的、甚或無關的現象，其實

都可以被化約為「同質的元素」的不同表現。當我們想要組成一個社會、共同體，所有

成員皆有「共性」作為成員之間的「同一條鎖鍊」是必要的，否則就不成社會了。若自

由主義者不反對人類現在是處在社會的狀態下，他（或他們）就必須論證出：「個人」

的某些組成元素是社會性的。否則，我們又怎麼能夠以「個人的」身份組成社會。自由

主義將「共性」擺在整個理論的位置為何？個人主義與共性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是什

麼？自由主義式共同體如何可能？是本章所欲探討的問題。 

 

 

第一節、基督教的世俗化與自然法傳統 

 

 

一、基督神學的轉變 

 
自由主義的自由概念儘管有其宗教根源，但其獲得發展的時間絕不早於文藝復興或宗

教改革。（Berlin, 2003: 197-8）杜蒙(Louis Dumont) 對洛克以降的自由主義式個人主義

採取了一種理解方式：「出世的個人與入世的個人」，而它是源自基督教傳統的。當基督

信徒講到「凱撒的事歸凱撒管，上帝的事歸上帝管」時，就將塵世秩序與上帝之國的絕

對價值區分開來了。這個「出世」與「入世」之間看似對立，卻屬於同一個整體，正如

一個同心圓，出世價值在內，而塵世的價值在外並隨著它運轉。（Dumont, 2006: 46-47）

也就是說，現實社會受到彼世價值的指導、約束與規定，同時也表現了出世的價值觀。

這是種整體論式世界觀，即塵世的秩序是神、人關係的一部份。塵世必定受到彼世價值

的規範，讓塵世間種種的不完美得以改善，但因為塵世永遠不會是彼世——兩者是質上

的不同的，所以兩者永遠保持著對立關係。因為塵世事實上的不完美（也不可能完美），

以及向完美趨近的期望，使得生活在塵世的凡人永遠需要彼世的上帝來指引方向。這種

整體論的思維到了宗教改革之時開始發生了變化。 

 
宗教改革之後，上帝的世界與人的世界已截然二分：在人的世界中，人並不因為人的

善意志或善行為而改變上帝救贖與否的決定。更重要的是，卡爾文認為上帝在基本上是

                                                
1 Adam Smith, “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 24. Jan. 1763”, 轉引自孫善豪，2007: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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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絕對意志，威嚴無比，塵世的人們無從探知也無法改變。既然人無法得知上帝的意志，

自然也無法知道彼世的價值為何，則身在此世的人又該如何跟隨？因為人無法探知上帝

的意志，所以天主教會在此世作為神與人的中介地位就失去了正當性。基督新教（包括

卡爾文）在當時提出這個論點的目的在摧毀天主教會組織的存在基礎與權力正當性。2 

 
杜蒙認為這樣的轉變（在政治思想領域上）加強了個人主義的發展，3 他說：卡爾文

的上帝是決斷意志之原形，或者是被「人」這個代理者所肯定為意志的東西。或者更有

甚者，成為與理性相對立，或位居其上的一種對個人最強硬的肯定。（ibid.: 82）也就是

說，個人的本質不只是理性、還有意志。每一個特殊的人的意志表現在他的特殊的需求

上，相對於「理性主義」，「意志論」所設想的人必定是個特殊的存在。因此在「意志論」

之中，意志與理性會有兩種關係：一是人的理性與意志相對，沒有上下之分；另一種則

是意志有決斷的地位，優先於其他對人性的假設，包括理性。前者是「相對意志論」而

後一種則是「絕對意志論」。「意志論」雖然是基督教宗教改革的產物，但是，它在政治

理論中有了呼應：「人是擁有意志的主體」就深深地影響了洛克及其以後的政治理論。 

 
二、自然法的轉變 

 
自然法傳統可以上溯至阿奎納（Thomas d’Aquin）：當時的人認為人是具有社會性的

存有體，其焦點放在人為秩序（如城邦秩序）必須與自然秩序相呼應；但是近代自然法

（約略在宗教改革之後）則受到基督教與斯多噶學派（Stoic School）的個人主義影響，

認為人是非社會性的存有體，是上帝按照自己形象創造出來的，而人類本身即理性的受

託者。（ibid.: 109-10）杜蒙對於基督教的描述是： 
 

透過基督本人而來的四海皆兄弟般的博愛精神，以及尤其所產生出的人人皆平等的觀念。特

勒爾屈強調說，「這純粹是由於上帝的出現而存在的一種平等。」就社會學的意義而言，個

體透過自身的超越而獲得解脫，以及出世個人團結在一個共同體名下，雖然腳踏現世，卻心

繫天國。（ibid.: 45） 

 

平等一定以不平等為前提，4 在芸芸眾生之上（外）出現了與凡人不同的「上帝」，      

                                                
2 宗教改革的源頭是路德對「人得靠事功才能得救的觀念」的排斥。如此一來，這就意味著天主

教會所講求的那一套儀式，以及教廷在個人靈魂上所建立的支配權完全遭毀。路德把因事功得以

赦罪，代以藉信仰而獲赦罪的觀念。但是卡爾文走得更遠，他斬釘截鐵地來論說人在全能上帝面

前是全然無恃的。（Dumont, 2006: 82）在卡爾文的觀念裡，人不得以自身的行為來交換上帝是否

赦免。 
3 本文並沒有要處理個人主義與宗教改革之間的先後問題，在這裡要呈現宗教改革與個人主義之

間在理論內容的連帶關係，至於誰影響誰的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4 平等是一個比較性概念，它預設了一種三角關係（triadic relationship）。當 A 和 B 被視為平等

時，即表示相對於某一特性 P（property）而言，兩者等值，而排除或忽略了 A、B 兩者其他的

不一致的特性。而當平等應用於規範性的正義問題時 ，則存在一種四角關係（quadratic 
relationship），及當 A 和 B 相對於某依規範性的特性（P）而彼此等值時，A 和 B 應該受到某種

相應的平等的對待（T）（treatment），有或得到相同份量的獎罰。（周保松：2004: 129）本文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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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勒爾屈認為，在上帝面前，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5 上述的詮釋在宗教改革之後漸漸

成為主流（即基督新教的主張）。雖然，基督新教各教派在表面上被認為是有差異性的，

但是，他們都反對中世紀基督教世界的傳統，即教廷作為神與人之間的唯一橋樑、反對

由羅馬教廷掌握對神意的最後詮釋權。6 路德教派主張「因信稱義」，就是說人可以透

過聖經而直接與上帝溝通；但是也有如英國國教派，未極端主張人人都可以直接與上帝

溝通，而是由英國國王（作為英國教會的最高領袖）取代羅馬教宗而取得詮釋神意的地

位。7 各種新教教派的觀點的相同點在他們皆否定羅馬教廷（系統）掌握對神意唯一且

最高的詮釋權力。此一信仰方式的轉換及詮釋權的解放——讓每個人可以透過手中的聖

經直接面對上帝——，使得每個人獲得（在上帝面前的）平等地位成為可能。 

 
杜蒙認為這樣的轉變產生了兩個結果：一、個別國家從中世紀的基督教帝國解放出

來，產生了民族國家，例如英國國教與英國民族的密切關係是英國國教派產生的歷史意

義；二、個人從國家或基督教會中解放出來，成為平等的個人。（ibid.: 100-11）當民族

國家出現的時候，第一種解放就開始了；人從有機體式的社會中得到解放。「人」作為

概念，其內容就如火如荼地開始轉變了，「人」從有機社會的一部分，轉變為「獨立的

個人」。中世紀的每個人都必須得到社會（整體）的認同；到了近代以降，任何社會反

而必須獲得每個人的認同。人從附屬於社會的，到作為一個平等的人而成為社會的基礎

的典範轉移的過程，正是洛克所處的時代的重要特徵。「人是平等的」就成為洛克（John 
Locke）的《政府論次講》（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的基礎與出發點。 

 

 

第二節、自由主義中「人的共性」 

 

 

                                                                                                                                       
採取的是後一種談平等的方式。在上帝的面前，人人都應該受到平等的對待，但是，人並非一定

會受到平等的對待，所以是一種道德命題。 
5 路易‧杜蒙在這本書中對於基督教的觀點的根據是教會社會學的史學家特勒爾屈的著作《基督

教會與團體的社會教義》（Die Sozialehren der christlichen Kirchen und Gruppenl）出版於 1911 年。 
6 在中古時期，羅馬天主教會掌握了神意的唯一解釋權，所以每個人都得透過教會才能接觸，上

帝獲得救贖。而天主教會內部基本上還是一個人設的組織，所以，科層制對組織化的過程來說是

必要的。在組織裡面的每一個成員，屬於職務分工，所以每格人的特殊性會彰顯出來，因此「每

個人是平等的」這個概念沒有被接受的實際條件。 
7 英國國教派的產生，只算是另外建立一個詮釋神意的權力，它的思維並沒有跳脫傳統中古教廷

傳統。差別只是神意的詮釋權由是羅馬教皇掌握，或是英國國王（英國國教派的宗教領袖）掌握

的差別。英國國教派在宗教上的獨立（或分裂）事件，在中古歐洲並不是沒有前例，最耳熟能詳

的是法國的亞維農教皇事件，兩者的差別在於亞維農教皇的目的在取代羅馬教皇在整個基督教世

界的地位，而英國國王只是想要排除羅馬教皇在他的領地地位，而確立自己的。英國國教派的出

現所標式的意義不在本文所要主述的個人自由的發展，而是民族國家建立的基礎，宗教上脫離歐

洲宗教大一統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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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神學詮釋 

 
洛克在《政府論次講》的第二章開宗明義地說：為了正確地瞭解政治權力，並追溯它

的起源，我們必須考究人類原來自然地處在什麼狀態（Locke, 1988: § 4）。洛克明確地

指出《政府論次講》的目的是：「為政治權力尋找理論正當性」，並且採取「前社會式」

的論證路徑。而洛克認為：人類應該享有權利的原因是人類早在社會形成之前的狀態

中——洛克稱之為「自然狀態」（the state of natural）——就已經擁有的這些權利了，彷

彿它們是上天所賦予的，因此被稱為「個人的自然權利」，而它們是任何（他）人都不

可剝奪的個人資產。（江宜樺，2001: 53-54）在自然狀態中有種被人遵守的自然法，對

自然狀態中的人們的行為起了支配的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導著有意遵從理

性的全人類（Locke, 1988: § 6）。人們在自然法的範圍內，按照他們認為合適的辦法，

決定他們的行動和處理他們的財產和自身，而且無須得到任何人的許可或聽命於任何人

的意志。（Locke, 1988: § 4）顯然，人並不是生活在放任中，而必須是生活在某種共同

的規範中，8 自然法規範了「一個平等的狀態，…——一切權力與管轄權都是相互的，

沒有一個人享有多於別人的權力。」（Locke, 1988: § 4）也就是說在自然狀態下的每個

人，因為都受到自然法的約束，所以才是平等的。他認為： 

 

人都是無限智慧的創世主的創造物，所以每個人都是唯一最高主宰的僕人。既然（在最高主

宰面前）人的身份是僕人，所以人與人之間就是平等的，所以人被給予相似的能力（like 

factuality），在同一自然社會內共享一切，就不能設想我們之間有任何從屬關係，可使我們

有權威（authorize）毀滅彼此。（Locke, 1988: § 6） 

 

根據杜蒙的說法，在當時的歐洲「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地位」是種普遍的認知。在《政

府論次講》的第六節裡，洛克提到兩個「人是平等的」的理由：一、因為自然法對所有

人都有效，所以人作為自然法（等同於理性）的對立面是平等的；二、所有人都是最高

主宰的創造物、僕人，都被賦予相似的能力，所以人是平等的。正因為人都站在自然法

與上帝——作為普遍對象——的對立面，人的意志必須服從自然法的規範和上帝的意

志；因此，我們可以說：人人皆有權利在自然法下隨意處置屬於自己的一切，都平等地

擁有處理屬於自己的一切的資格。 

 
人可以獲得平等的地位前提是：人在自然法之下，受自然法的管轄；那麼「人是平等

的」必須在「自然法是成立的」之前提下才會成立。因為洛克那個時期的自然法是以基

督神學為基礎，所以只有在基督教世界裡，這種自然法作為理論基礎才會被接受。 

 

                                                
8 洛克提到自然狀態是一個自由的狀態，而不是放任的（licence）狀態，在這個狀態中，雖然人

具有處理他的人身或財產的不可控制的（uncontroleable）自由，但是他並沒有毀滅自身或他所佔

有的任何生物的自由。自然狀態中有一種為人人所遵守的自然法對他起著支配作用（Locke, 1988: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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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性主義詮釋 

 
在自由主義陣營中，以基督教神學為基礎，發展出了另一套關於人的論述。9 康德的

「人的存在不為了任何他者，而是為了人本身」的論述，到了二十世紀中期之後，漸漸

獲得自由主義的普遍認同，進而放棄了古典自由主義的（或說是洛克的）方式——從人

類之外找一個共同對象（上帝）——，轉而從人本身或人類社會中尋找人的共性。 

 
Freeman 認為古典自然權利的概念是以基督教的自然法為基礎的，但是在自由主義推

廣到基督教世界以外的地區時，原本的基礎就不再是那麼地理所當然了。當古典自然權

利不再受到上帝意志保護時，人的權利就必須從理性（reason）與／或本性（nature）（這

個更普遍的基礎上）推論出來。（Freeman, 2006: 62）這是從基督教世界的角度觀察的結

果。若單純就歷史的發展事實而言，當自由主義的傳播擴散到傳統上非基督教世界時，

如果還繼續堅持（基督教的）上帝作為個人主義的權利理論的哲學論證基礎，作為一個

普遍的理論，根本就站不住腳。從「人的本身」尋找共同對象確是「現代性」最重要的

理論特徵。 

 
人如何從本身尋找共同的對象？理論上應該先從排除社會上實存的人的差異性——

即人的特殊性——開始，這些特殊的、差異的人的性質必須在尋求普遍的過程中次第地

被排除，而沒有被排除的部分就是人的普遍的共同性（或共相）。羅爾斯（John Rawls）

在《正義論》中的論證就是採取這個途徑。他為了要論證出具有普遍性的正義二原則，

而假設了一個原初狀態，並透過無知之幕10 的作用，回到返回原初狀態。他認為在無知

之幕之後，每個理性的人都會對正義產生一致的理解。（Rawls, 2003: 16-20）（對羅爾斯

而言）正義原則是在無知之幕後的人所選擇的，而這群人是想促進他們自己的利益的自

由並有理性的人們。對於羅爾斯而言，正義的原則是人與生俱來的（given）理性的自然

的選擇，因此只要排除各種社會造成的特殊性，「正義二原則」就自然產生了。11 但是

                                                
9 古典自由主義的論述——透過基督教神學的基礎，來論證個人擁有自然權利——，在十八世紀

末，因為過於平等主義而受到保守人士的反對；因為過於認同財富不均而受到一些激進人士的反

對。加上當時神學基礎鬆動，連帶造成哲學上的基礎不穩定。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暴亂，似乎證明

了保守主義者的擔心有理。（Freeman, 2006: 29） 
10 正義原則應當在某些條件下進行選擇，如果人們帶著在現實社會中的身份參與討論，一定會

受到這些身份的牽絆，而無法做出符合正義的結論。所以羅爾斯設定了無知之幕－在已知沒有任

何人由於社會的或自然的偶然因素，而處於有利或不利的地位的情況下，將正義原則規定為關心

增進自我利益的理性人作為平等的人時所可能同意的原則。在無知之幕背後的人們，只對正義、

平等有共識性的瞭解。（Rawls, 2003: 16-20） 

在無知之幕的作用下，人拋棄特殊性並存的狀態（多元），而回到羅爾斯所謂的原初狀態（original 
position）。如果正如羅爾斯所推論的，原初狀態中的人們可以透過彼此討論之後而達成共識，原

初狀態就是一個一元的狀態。也就是說：當正義原則產生之際，證明了產生原則的基礎的人的共

性是存在的。但是羅爾斯憑什麼這麼樂觀地認為，所有站在無知之幕之後（拋去多元價值）的人，

一定還會留下彼此都可以接受的「一元」。為何不會成為「價值虛無」的原初狀態？可是從羅爾

斯論證路經，我們找不到原初狀態非是「一元的」不可，而不是「虛無的」的理由。 
11 羅爾斯在正義論所說的二原則是：  

（1）每一個人對於與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充分相適的規制（scheme）都擁有相同的不可剝奪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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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認為這只是羅爾斯一廂情願的想法，他則在《無政府、

國家與烏托邦》中清楚地表達過：即使從一個類似於羅爾斯的立場出發，我們也會達到

一種截然相反的正義原則。12（Mouffe, 2005: 38）不管是羅爾斯或諾齊克，都接受「人

是理性的」這一個假設，差別是理性的人選擇的內容不一樣。 

 
三、自由主義的共性 

 
對「人的平等性從何而來？」這個問題，不論是基督神學的或是理性主義的詮釋，都

是「普遍／特殊」、「可通約／不可通約」的劃分方式；而兩者的差別是：人的普遍對象

物，從「上帝／自然法（理性）」到「人的理性」而已。人只能夠在自己實際經驗範圍

裡歸納出「共性」，在實際經驗範圍擴大之後，或許會歸納出不同層次的「共性」。如前

文：早期自由主義者所接受的經驗範圍，只侷限在基督教世界時，「上帝」、「自然法」

就自然而然成為人們的共性。到後繼的自由主義者面對擴大了的世界之後，原本被視為

共性的內容的「上帝、自然法」就失去了作為共性的地位，而他們才提出「理性作為人

的共性」的主張來取代之。 

 
自由主義者（如羅爾斯與諾齊克）認為：人與理性已被劃上等號了。在現實世界裡，

如果某個外表是人的存在物，當「他／它」無法證明或被認為本身具有理性，「他／它」

就不會被其他人當作人來對待，更別說被當作「我們」的一員來看待。13「理性」是經

驗內容，因為它（理性）是經驗世界的產物；因為它是內容，所以不能作為「他／它（存

有物）」是不是人的理所當然的標準。14 因為經驗事實會隨著時空環境的改變而產生變

化，所以它是依變數，而不是恆久不變的，所以，當我們提出某個經驗內容作為彼此的

「共性」時，不要、也不能天真地以為找到恆久不變的真理。自由主義者理所當然地認

為「所有人都得站在『理性』這個『共性』的對面，才能成為平等的人」，但是這其實

必須在某個特定條件下才會被認識到，而不會是亙古不變的。羅爾斯自信滿滿地認為在

                                                                                                                                       
而這種規體制與適於所有人的同樣的自由規制是相容的（平等原則）；以及 

（2）社會和經濟不平等應該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它們所從屬的職位和地位應該在公平的機會平

等條件下對所有人開放；第二，它們應該讓社會之最不利成員獲得最大好處（差異原則）。（Rawls, 
2002: 53） 
12 諾齊克認為每個人對依照自己的自然秉賦而分配到的社會資源，不應該為了其他理由，由政

府進行再分配，能夠完成再分配任務的是更多功能的國家。然而，沒有任何基於分配正義（即獲

取和轉讓原則）的論據，可以支持（Rawls 的）這種功能更多的國家。詳參見（Nozick, 1996: 163-237） 
13 這在歷史上的例子很多，美國憲法的第一條第二款明文規定公民人數的計算方式是：在全體

自由人民——包括訂有契約的短期僕役，但不包括未被課稅的印第安人——數目之外，再加上所

有其它人口之五分之三。這些未被視為自由人民的其他人，就不被認為是「我們」。其次、許多

民主國家中婦女的投票權也是到了二十世紀中葉才爭取到手；更別說之前以財產權或社會地位而

對人民的公民權所設的諸多限制。在婦女未爭取到投票權之前，她們也不被視為「我們」。 
14 理論與實際會產生差異的原因在於：要判斷一個存有者是不是人，必須要有個判斷的標準。

理性是自由主義者（或理性主義者）找到的判斷方式。因此，這存在著兩個先後關係。在理論上，

人先於理性；但是在實際上，卻是理性先於人。這兩個先後關係，可以「認識的前提」與「存有

的前提」來理解－人是理性的存有前提；而理性卻是人的認識前提。詳參見，孫善豪，2001，《「存

有的前提」與「認識的前提」》，台北，政大哲學學報第七期，pp.18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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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知之幕之後的人的選擇都是「正義二原則」，其原因就是人都有理性，所以，正義二

原則的基礎就是「理性是共性」。 

 
理性作為人的共性，是現代社會的特徵。而身在現代社會中的自由主義者，將之視為

自古皆然明顯地是錯誤的認知。提出這樣的批評的目的，並不是說理性不能成為人們共

同的性質，而是說，理性只有在現代社會之下，才被視為人類的共性。如果理性的特殊

地位消失了，那它也與其他有可能成為人們共同鎖鍊的性質取得同等的位置。至於還有

什麼其他性質可以成為人們共同鎖鍊？我們留待下一章再進行說明。現在先回到自由主

義的理論本身，暫且接受自由主義所說：「理性」是人類共性，所有的人因理性而擁有

「平等的」資格，繼續進行討論。 

 
 

第三節、自由主義中「自由」的內容－權利理論 
 
 
對自由主義者而言，只要是人就都擁有平等的資格——擁有完整且與他人相同的自由

與權利的資格——。而國家是由個人所組成的，只要是人，就理所當然是國家的成員、

公民。本節所要探討的是：這群（有理性的）人的要如何在政治社會生活中確立平等關

係？權利理論就提出了自由主義式平等觀與自由的概念的結合方式。 

 
關於權利的觀點的可能起源是在中世紀末的歐洲，然而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的

傳統早已在古代希臘哲學中的自然法（natural law）中有著它的雛形。（Freeden, 1998: 21）

霍布斯（Thomas Hobbes）首先提出「法」與「權利」之間的區別，他說：「法和權利絕

對是不相同的，就像責任和自由是不同的一樣；在完全相同的問題上會顯得相互矛盾。」

（詳參見 Hobbes, Leviathan, Book 1, Chap. 14）在歐洲的中古時代，自然法傳統代表著一

個社會上存在著一個客觀的判斷標準。當霍布斯把「權利」與「法」分開之後，正是反

映著他已經將權利轉向「個人擁有的自由」，同時預告了「客觀價值」的消失。西方政

治思想的發展至此擺脫以良善生活或德行為中心的論述，轉向現代社會所熟悉的權利理

論發展。（江宜樺，2001：358）權利理論主要的訴求是：每一個人都擁有一個別人不能

影響的範圍。在這個範圍裡面，沒有客觀的價值判斷標準存在的餘地，只有個人主觀的

價值判斷。簡而言之，個人權利的範圍就是一個自我可以「任意」決定的範圍，是（自

由主義式）自由的範圍。 

 
霍布斯對於權利的理解，就與柏林（Isaiah Berlin）的消極自由（negative freedom）若

合符節，也可說是古典自由主義對自由的理解。洛克說： 
 

在這種（自然）狀態中，雖然人具有處理他的人身或財產的無限自由，但是他並沒有毀滅

自身或他所佔有的任何生物的自由，除非有一種比單純地保存它來得更高貴的用處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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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它毀滅。（Locke, 1988: § 6） 

 

為了約束所有人不侵犯他人的權利、不互相傷害，使大家都遵守旨在維護和平和保衛全人

類的自然法，自然法便是在那種狀態下交給每個人去執行，使每個人都有權懲罰違反自然

法的人。（Locke, 1988: § 7） 

 

洛克指出了權利的兩種性質：1、權利是每一個人所獨有，是排他式的佔有（但是對

洛克而言，這種人的佔有不能，也無法排除上帝的權力）；2、權利的內容是人身自由與

（作為個人延伸的）財產。以個人為基準，劃出一塊獨享的、不可侵犯的範圍，即個人

權利，個人可以自由地（隨自己意志）決定範圍內的一切。但是每個人獨有的範圍之內，

到底有多少東西，則是權利哲學所不管的事情。如同，每個人都有財產權（property），

可是每個人到底有多少財產（property or good）可運用，則不被自由主義認為是該處理

的問題。柏林指出：「假如我的貧窮像是一種疾病，它使得我無法買麵包，或是環遊世

界旅行，或是使得我的案子能夠在法院中得到適當的聆訊，就像跛足使得我無法跑步，

那樣，這種無能自然不能被視為缺少自由，更不用說是政治自由了。」（Berlin, 2003:  
190）貧窮問題是否是社會生產與分配制度的結果呢？是否在權利理論與財產分配制度

的媒合過程中，權利理論的根本支柱之一——人的平等性——完全崩塌了？而這樣的狀

況是否會導致社會的崩解？本節的第二部分就要針對這些論題進行討論。首先，我們先

討論何謂「權利理論」。 

 
一、自由、意志與權利 

 
「權利理論」與自由的關係為何？柏林在理論上分別給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positive 

freedom）不同的定義。柏林給積極自由的定義是： 
 

自由這個詞的積極意義來自於個人希望能夠作自己的主人。我希望我的生命及決定是靠我

自己的，而不是依靠任何外在的力量。我希望成為自己的工具，而不是受別人的意志行為

所支配的。我希望自己是一個主體，而不是一個對象；我希望我是由自己的理性及有意識

的目的所推動的，而不是被外來的原因所影響。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人物，而不希望變成

什麼都不是；成為一個行動者－－決定，而不是被決定；自我引導而不是被外在的大自然

或其他人對我有所施為，好像我只是一個物件，或一個動物，或是一個沒有能力扮演一個

人的角色的奴隸那樣無法完成我自己的目標及政策，並將他們付諸實現。當我說我是有理

性的，我的理性使得我成為人類的一份子，而與別的東西區別開來，上面所說的那些至少

是這句話所包含的一部份的意思。尤其特別的是，我希望自我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有思想、

有意志、能動的存在，對於我所做的選擇負起責任，並且能夠通過提出我的想法及目的對

這些選擇作出說明。當我瞭解到這不是真的時候，我會覺得自己是被奴役的。（Berlin, 2003: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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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這段描述，積極自由乃是我能夠自己作主，而不受外界影響的狀態，亦可說是人的意

志自由。至於「消極自由」，柏林的定義是：沒有人或人的群體干涉我的活動範圍。消

極自由所要回答的問題是：「我的行動究竟有多少是受到限制的？我不受限制的活動空

間究竟有多大？」。（Berlin, 2003: 189）柏林認為消極自由作為人的政治自由是符合自由

主義精神的主張，反而對積極自由作為人的政治自由抱持強烈的懷疑。 

 
消極自由主張：「我擁有一塊意志運作的空間」。我作為自己的主人，必須有一塊我的

行動不受約束的空間，不受他人限制的空間。而 Berlin 的這個主張可能會產生如下的問

題：為了貫徹作為主人的意志，消極自由範圍可以涵蓋奴隸與僕人；為了貫徹父親的意

志，消極自由範圍可以涵蓋所有家人；為了貫徹君主的意志，消極自由範圍可以涵蓋所

有臣民的一切；為了貫徹企業主的意志，消極自由範圍可以涵蓋所有的員工。上述這些

命題分別是：奴隸制、家父長制、絕對君主制、企業獨裁制，而與 Berlin 的主張是不同

的。他說： 
 

根據常理，這個領域（消極自由）不可能是沒有限度的，因為否則那將是一個所有人可以

沒有限制地干涉所有人的狀態；而這樣一種「自然的」自由將導致身處其中的人連最低需

要也無法獲得滿足的社會混亂；或者，弱者的自由將被強者所壓制（Berlin, 2003: 191） 

 

而究竟差異點在哪？關鍵點在「一個人是主體」與「每個人都是主體」的差別。他在

「誰應該是主體？」的問題上，明確地主張人人都應該是平等的主體。15 換句話說，我

應該受到其他意志主體平等地尊重與對待，同時我也應該平等地尊重其他意志主體。當

每個人都被視為意志主體時，自由主義者透過「消極自由」建構自由社會才是可想像的。

換句話說，柏林主張消極自由是以平等原則為基礎的。如果消極自由與平等原則之間的

關係被抹去了，消極自由就只淪為強者的自由。在強者的「消極自由」的範圍內的意志

都不被承認為主體，而弱者必須臣服於強者的意志，這就與自由主義的精神背道而馳

了。因此，當「每個人的意志都同等地被尊重」時，「消極自由」才會以 Berlin 想像中

的樣貌出現。 

 
（一）自由的限制 

 
提出「消極自由」的目的在於建立一個避免別人干涉的範圍。它所要回答的問題是：

「我的行動究竟受到多少限制？我不受限制的活動空間究竟有多大？」在這個不受他人

干涉的範圍之內所做的任何決定，是人的自由、權利（範圍）。羅爾斯的平等原則或正

義第一原則： 
 

                                                
15 自由的平等性：希望別人怎樣對待自己，就應該怎樣對待別人；回報那些只有它們才是我的

自由、繁榮或開明成為可能的人；最僅單與普遍意義上的公正，這些東西（公正）是自由主義道

德的基礎。（Berlin, 2002: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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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person）都必須有一個平等的權利，來盡量擴充其基本自由，而又與其他人的類

似的自由不相妨礙。(Rawls, 2002: 53) 

 

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對所謂的自由也是這樣的總括的： 
 

自由是這樣的權利：可以去做（tun∕do）或從事（treiben∕perform）任何事，只要這些是

不損害他人。任何人能夠不損害他人而活動的界線，是由法律所確定的，猶如兩塊土地之

間的界線是由界樁所確定的一樣。（Marx, 1975: 229） 

 

從上述概念中似乎衍生出的議題是：干涉或限制的意義是什麼？也就是說，當我們瞭

解了干涉與限制在實際上所指的是什麼之後，就可以劃出（消極）自由的範圍了。自由

主義者所理解的束縛或強制的概念，都特別強調它們必須是人有意的干涉行為。可以構

成有意的強制或束縛包括以下三項：一、別人（個人或一群人）所加諸於我們身體上

（physical interference）的干涉及限制；二、國家或法律對我們行動的限制；三、社會輿

論對我們所構成的壓力。（石元康，1995：7）消極自由主要對抗或反對的就是這些所謂

的人為的束縛，至於非人為的束縛，則不在反對的對象之內。人為的束縛與自然（非人

為）的束縛是各自服從各自的規律的。自然的束縛是指人無法逃脫自然法則。人如果要

跟自然界打交道，就必須遵守自然界的運作規則。服從物理世界的限制，譬如人無法不

靠工具飛行、人在水裏無法呼吸…等。至於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原則，則來自人際關係的

規範，它有社會關係應該服從的規律——公平原則。（Berlin, 2003: 189-92）社會關係必

須服從公平原則的論述基礎在於上一節所說的「人是平等的」。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若任憑每一個人的意志無拘束的發展下去，總是會產生衝突的，

結果就是整個社會回到霍布斯所謂的自然狀態，一個人與人相互為戰的狀態，每個人無

時無刻不在擔心自己的生命、財產的安全。任何兩個人都扛著意志自由的大旗相互抗

爭，如同「狼與羊」的食物鏈關係，某人若介入保護了羊，狼就會餓死；若撒手不管順

了狼意，羊就得遭狼吻，狼或羊的意志，到底孰輕孰重？單就意志自由而言，衝突無可

避免，除非在洛克的理想自然狀態，資源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16 可是，因為現實

社會的資源畢竟都是有限的，所以衝突勢所難免。自由主義採取把每個人區隔開來的方

式，讓人與人之間保持距離以策安全。每個人意志的決定範圍就是欄杆的所在。讓每個

人的自由意志都受到同樣的約束（因為只能在消極自由的範圍內起作用），使得每個人

事實上具有平等性。在自由主義者眼中，意志自由的平等性必須透過消極自由的平等性

加以限制才能表現出來。或可這樣詮釋柏林的意思：意志自由是孫悟空，而消極自由則

                                                
16  開墾任何一塊土地而把它據為己有的行為，也並不損及任何旁人的利益，因為還剩有足夠的

同樣好的土地，比尚未取得土地的人能利用的還要更多。所以，事實上並不因為一個人圈用土地

而使剩給別人的土地有所減少。這是因為，一個人只要留下足夠別人利用的土地，就如同毫無所

取一樣。（Locke, 1988: § 33）因此，這個說法是以一個資源不虞匱乏的環境為前提，每一個人

對自然的佔有並不影響下一個人佔有自然資源以求生存的權利。所有大自然的供給都是源源不絕

的。只是理論中的理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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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頭上的緊箍圈。消極自由作為政治自由的首要任務是劃界線，不論是透過民主討

論的方式也好，或是透過君主立憲的方式也罷，把人與人之間的界線劃出來，每個人意

志可以在範圍內自由地運作。因此，意志自由與消極自由其實是一體兩面的，說到底就

是要給每個人的意志一個最大的發揮空間，將所有人為的干擾降到最低程度。消極自由

的概念在於保留給每一個人的意志一個運作的空間，一個不受別人打擾的地方。每個人

都可以平等地擁有相同的資格，所以在這層意義上，消極自由作為一個人為的理論，是

符合公平原則的，或說，消極自由本身就蘊含著平等原則。 

 
（二）消極自由是自由意志的限制 

 
上文將束縛與限制區分為人為的與天生的，人的意志必定會受到自然條件的限制是無

庸置疑的，但是問題是：自由主義認為的「人為的束縛與限制」究竟是指什麼？柏林說： 
 

人民常常貌似有理的說，如果因為某個人太窮以致於負擔不起法律並不禁止的某事，如一

塊麵包、環球旅行或法庭追索權，它就沒有擁有這個東西的自由，就像法律禁止他擁有這

個東西時一樣不自由。如果我患的是貧困之病，及貧困而無力購買麵包、支付環球旅行或

請求法律援助的費用，就像殘疾使我無法行走一樣，那麼，這種無能力並不必然地稱為缺

乏自由，更不能說是缺乏政治自由的。如果我相信我沒有能力獲得某個東西是因為其他人

做了某些安排，而根據此安排，我（而不是別人）才沒有足夠的錢去支付這種東西；只有

在這個時候我才能說我自己是一種強制或奴役的犧牲品。（Berlin, 2003: 190） 

 

令人訝異的是，一個人處於貧窮狀態被柏林視為如天生的殘疾一樣，是不需要被問原

因的。每個人手上握有的財產多少，難道不是人為的制度所分配的結果嗎？就算是（自

由主義的）個人化生產方式，它本身也是一種生產與分配的關係。既然是一種關係就必

然是社會的、人為的，怎麼也不會是非人為的天然因素。自由主義者把「人為的」經濟

制度造成的結果，當作非人為的束縛與限制，如天生殘疾、自然環境一般，那麼根據柏

林的分類，經濟制度所要服從的是自然律，而不是如其他人為束縛一般服從平等原則。

雖然不可否認，個人的天生條件的確會影響個人在整體生產過程中的貢獻度。譬如，單

純勞力工作上，因為平均來說成年女性在天生體能上會略遜於成年男性，所以在計算勞

動成果時的個別的貢獻度的確會有不同。但是，社會財富的分配結果只忠實地反應這個

差異而已嗎？抑或是社會分配制度強化了原本的自然差異呢？或是如柏林一般，將分配

的結果——即人的貧窮與富有——視為自然的結果而根本不加以討論呢？或許，因為每

個人的天賦不同，所以每個人在整體生產過程中的貢獻也不同。但是人類進入社會生活

之後除了生產活動之外，還必須透過分配制度，產品才能再回到你我手上。人生活在社

會，不是在荒島上自己要獨力完成所有產品的生產過程的魯賓遜。因此，每個人只在整

個社會化生產過程中佔有一個角色而已，既然如此，最後生產出可供使用的產品該如何

分配，就必須仰賴一個社會的分配制度。而這個分配制度應該依循什麼樣的標準？則在

下文說明。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分配制度既是人為的，就應該服從（柏林所說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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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而不是自然法則。 

 
人的意志自由必須以消極自由為界線，而消極自由以平等原則為依歸。自由主義認為

「每個人都是平等的」的理論基礎來自於前一節所說的「人是理性的」。因為，每個人都

是理性的存有者，所以每個人都具有平等的資格。政府的作用就在保障每個人的資格都

是平等的，而平等資格則具體地表現為個人權利。因此，政府保障每個人的基本權利，

就確保了每個人都是平等的。而政府保障每個人的意志自由的方式是，築出一道人與人

之間的藩籬或（如馬克思說的）定界樁，即「消極自由」。將人與人劃分開來雖然可以

讓每個人都有一塊獨享的區域，但是其副作用是社會關係的瓦解、是社會狀態的崩解。 

 
二、財產與財產權 

 
在自由主義的脈絡裡，個人的基本權利無疑是人身自由與人的身體的延伸——財產。

將個人勞動所得的財產置於個人不可侵犯的區域內，自由主義者認為政府主要任務是確

保這件事。因此，接下來討論個人的財產與財產權。依照自由主義的說法：人與人之間

的界線是消極自由。對個人而言，在界線之內的是「我的」，是我的意志獨斷的世界，

沒有其他人可以進入。也就是說，在這個範圍內是我的積極自由合法運用的場域。而在

現代社會裡，有什麼東西是「我的」呢？不可諱言的就是財產了。洛克在《政府論次講》

中就清楚地提出來：人的生存權利必須被保障，人人都有從自然獲得生存資源的資格。

而財產就是人付出自己的勞力，將原本屬於全體人類的自然資源撥歸私用的過程，亦即

勞動的過程。個人透過勞動過程產生的物品，就是私人的財產。（Locke, 1988: § 28-30）

下文的第一部份就要檢討這個原則性的說法有些什麼問題？第二部分，則要進一步討論

從財產到財產權的概念轉換。最後，在財產權的觀念確定之後，消極自由的範圍才能確

定，整個權利理論才完整。 

 
（一）私有財產 

 
洛克在《政府論次講》提出了勞動財產說，其主旨在說明人的財產都是透過人本身的

勞動，把原本屬於所有人所有的大自然的資源，轉變成為私人的財產。他說： 
 

泉源的流水是人人都有份的，但是誰能懷疑盛在水壺裡的水是只屬於汲水人的呢？（Locke, 

1988: § 29） 

 

在人類發展歷史上、或在某些特殊狀況下（如在荒島生活的魯賓遜），或有如此單純的

生產方式與歷史階段。若依照一般的分類方式，這被稱為採集社會或原始社會，每個人

單獨地與自然發生關係，每個人獨自從自然界裡取得資源，這些資源，當然屬於勞動付

出者所獨有。而洛克所指出人以勞動取得勞動所得（財產），就是這種單純的關係。但

現代社會可不是這樣單純的，我們所使用的每件東西，都是經過複雜的加工過程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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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者）手中。不再是單由某一個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生產過程，而是許多人共

同合作生產的結果，即社會化生產的階段。並不是洛克的概念完全錯誤，而是轉換了。

我們透過圖一來理解： 

 

 
 
自然資源是上帝（或大自然）賦予全人類的，任何人都可以從大自然裡取得自己所需

的資源。圖一是洛克所描述的生產方式的原型，因為是由個人完成所有的生產過程，所

以個人理當擁有產品的所有權，個人馬上可以使用這個產品以滿足自己生存所需。但是

在社會狀態下，生產過程由集體共同完成，因為，是社會裡的所有人完成所有的生產過

程，所以，應該是社會所有成員共同擁有所有產品的所有權。當人類社會的生產過程開

始分殊化時，從圖一到圖二的轉變就發生了。圖二的狀況較圖一多了「分配」的過程，

如此，產品才能回到每一個人手上，滿足每一個人的生活所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肯

定不是圖一的模式，因為它已經進入社會化生產的階段。但是社會化生產的成果卻是資

本家私有的，而不是社會共有的。雖然一群少數的資本家卻擁有所有的生產成果，總是

有個方式將這些生產成果分配給其他人（受雇者）。若這是一種分配制度，則它就是人

為的，如同柏林所說，人為的制度必須符合公平原則。（Berlin, 2003: 189-92） 

 
在任何生產關係下，都服膺洛克的勞動所得的基本原則。就算大自然無條件提供人類

生活所需的資源，我們至少還得伸手去拿。人需要多少資源，人就得花必要的氣力取得

它，這也就是勞與得的必然關係，無法不勞而獲；這時結果的差異不是分配造成的，而

是每個人秉賦的差異造成的。自由主義者把每個人收入的差異，完全歸因於人的天生秉

賦。這也難怪柏林要把個人在經濟上的「富與貧」視為自然因素，而不是人為因素。諾

齊克（Nozick, R.）以張伯倫（Wilt Chamberlain）17 為例，說明了人獲得豐厚的報償，

來自於其與生俱來就有的自然天賦。（Kymlicka, 2003: 136-8）還有另一個原因造成的收

                                                
17 他曾是美國 NBA 職業籃球聯盟的球星，在當時因為球技出眾獲得了許多 NBA 的獎項與榮譽，

同時也獲得豐厚的收入報酬。 

自然資源 

個人生產 

生產產品 

自然資源 

社會生產關係 

生產產品 

圖二 

個人所有 

社會共有 
分配關係 

個人所有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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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差異，即雇主（資本家）與受雇者（勞工）之間的不同。 
 

資本家的所得是利潤，而勞工所得的是工資。利潤與工資，是依雇傭關係而決定的、兩種

不同質的收入，它們無法「被同一條鎖鍊串連」起來：資本家所得的「較多」與勞工的所

得「較少」這兩個「量」之間，並不存在一個共同的、可通約的標準。18 它們的差別，不

能視同工人甲與工人乙之間因為個人秉賦、熟練程度、…等等所造成的薪資高低差別：後

者的差別是同質的東西間量的差別（猶如同是重量，而甲較乙重），前者的差別則是不同

質的差別（猶如重量與體積的差別）。現在，只是因為所有的「收入」都以「錢」來表示，

所以，造成了一個假象，彷彿所有的收入，只要是收入，就都是同質的、因而可以只從「量」

上來考量。（孫善豪，2007：194） 

 

若一概地將收入不同，歸因於人的自然秉賦的不同，而（刻意地？）忽視勞動雇傭關

係造成的人為不平等，則分配結果的差異對自由主義而言是完全自然的，而非人為的「原

初分配」。自由放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平等派都將之視為理論的基礎，他們的差別在於：

自由主義者的平等派（如羅爾斯）主張政府應該要肩負起補自然缺陷之不足、建立社會

救助或社會安全制度，以滿足社會弱勢者的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所需要的資源，則透過

稅收制度進行社會資源再分配。自由放任主義者（如諾齊克）則認為：每個人對（原初

分配後）他的財產有至高無上的權利，任何非所有者同意的財產轉移都是不正義的，因

此，政府有轉移財產（在分配）都不具有正當性。諾齊克並不反對對於社會弱勢者的有

一定的照顧，但基於財產的完全自主權，照顧弱勢應該是財產擁有者的道德行為，不應

該是責任。上述兩派主張的差別在於：自由主義以羅爾斯為代表，認為分配制度應該「敏

於志向」而「鈍於秉賦」；而自由放任主義以諾齊克為代表，則認為它除了應該「敏於

志向」之外，更要「敏於秉賦」。（Kymlicka, 2003: 67-212）更進一步說，在實際政策上，

羅爾斯認為國家為了實施社會福利政策，而向人民徵收額外的稅收的作法是正義的；而

這個舉措就被諾齊克認為已然侵犯了財產權，而被視為不正義的。 

 
不管是哪一派的自由主義皆忽視了個人在雇傭關係中扮演的角色，所造成的經濟（收

入）不平等，他們都將經濟弱勢直接歸因於個人天賦的缺陷。而這個（對馬克思主義來

說是）是錯誤的認知，使得自由主義者認定「原初分配」是符合自然的偶然，同時也是

他們的理論裡不需要被追問的前提；然而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而言，這卻是必須先被追問

的問題，不是如自由主義者所認為的，可以只被當成前提，或理所當然被視為理論基礎。

因此，自由主義者所捍衛的私有財產制，早已存在著人為（制度造成的）不平等。權利

理論就建立在自然的與人為的不平等並存的基礎上。而人為的不平等也阻礙著「我們成

為我們」或「我們成為一個社會」發展的可能性。 

 
                                                
18 當經濟學家試圖為資本家的利潤合理化（亦即「利潤並非不勞而獲」）時，往往訴諸「風險」：

利潤是對資本家「風險」的回饋，猶如工資則是對勞工「勞力」的回饋。既使承認此一說法，也

必須承認：這兩種回饋，依照的並不是同一種標準：風險與勞力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轉引自

（孫善豪，2007：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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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產權與私有財產 

 
個人實際的財產是經由社會的分配制度而來，權利理論中個人自由的基礎就在於私有

財產。賴恩（Alan Ryan）就指出： 
 

現代的自由概念把一切的私有財產形式與自由聯繫起來，因為自由首先是不受干涉，而所

有權應該被正確地理解為個人支配那些可以不受干涉地使用的物資權利。洛克寫道：「因

為對於那些另一個人有權在他願意的時候，不經我同意就從我這裡將它們拿走的東西，我

確實不擁有財產權。」；自由是個人的所有物，而個人的自由擴大，是跟無須他人允許或

不必擔心賠償就可行使的權利相聯繫的。（Ryan, 1991: 48） 

 

「自由」這個概念就在保障每個人不受他人干擾的範圍，而它落實之後的概念就是財產

權。人類為財產劃上界線（如同馬克思所說的界樁），劃出一塊可以確定專屬於我的領

地。若是以界樁的概念來說明個人權利的範圍，則對於自由主義者來說：個人財產的範

圍就是應該釘界樁的地方；但是，（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者所指出的）在生產關係中的

地位不同，使得每個人的財產除了量上不同之外，質上也不同，這一點卻被忽視了。以

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者的詮釋：自由主義者忽略了兩種人（資本家與勞工）的財產在質

上的不同，它們只因為都以「錢」作為表現形式，而被誤以為僅僅只是量上的差別而已。

綜合以上，社會總生產物的分配關係作為生產關係的反面已經是不平等的；自由主義者

在權利理論的阿基米德支點——私有財產的神聖性——面臨「人是平等的」時，遭受嚴

重的挑戰，因為資本家與勞工已經分成我們與你們，「一個社會」在這個生產關係上是

不存在的。 

 
 

結論：自由主義式共同鎖鍊 
 
 
在自由主義的政治理論裡，政府或國家存在的目的，在保障個人的權利、私有財產。 
 

國家雖然號稱共同體，但是其成員除卻了「彼此獨立」之外，其實別無共同性；國家公民彼

此處於「權利關係」之中，但是權利不在連結人，反而在區隔人。…作為市民社會成員，「個

人」與「個人」間絕無「同一條鎖鍊」之串連，亦即，此一「個人」與彼一「個人」間並無

同質性。（孫善豪，2007：201-202） 

 

但是，權利理論卻使得人與人之間的「共同的鎖鍊」斷裂了。因權利是每個人都有的而

就認為人們具有共性，實際上是語言上的弔詭。每個人因為「權利」而成為不相干的個

體，所以人與人之間「共同的鎖鍊」與自由主義理論本身是無法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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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權利哲學成為自由主義最重要的支柱之後，每一個人在人類社會裡生活，就變成互

不相干的魯賓遜。隨著權利觀念的落實，人與人之間的互斥力越來越強。如同孫善豪所

說：權利的作用不在連結人，而是在區隔人。但事實上，自由主義式社會並沒有因此而

離散、瓦解。因此，在自由主義者推廣權利觀念的同時，需要有某種人與人之間的凝聚

力（或內聚力）與之保持平衡，內聚力提供了我們連結成一個社會的必要基礎。對於「內

聚力」，自由主義理論內部並沒有加以討論。在理性主義的傳統下，人被定義為理性的

存有者，「理性」即我們之所以成為我們的原因，提供了人類社會（或共同體）的凝聚

力。但是，在個別共同體（國家）本身的內聚力如何產生？自由主義對於此根本性問題，

似乎著墨不多。自由主義者通常以建立「交疊共識」或「公共政治文化」等方式處理所

有爭議。但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中坦承社會爭議的問題若是過於激烈，則交疊共

識未必能順利形成。（江宜樺，1998：130）「如何建立個別國家的成員之間的共性？」

在實際上是屬於過於激烈的爭議的一類。我們不禁要懷疑「自由主義的方式」可以發揮

多少作用。但是根本的問題是：我們可以討論「交疊共識」或「公共政治文化」的基礎

是「我們已經先成為我們」；而「我們都有權利」得以成立的前提也在於此。所以採用

自由主義的方法，在邏輯上與實際上，都無法解決共同體該如何產生的問題。 

 
在個別國家的層次，建立個別共同體時，勢必面對「我們何以應該成為我們？」與「我

們如何成為我們？」，這是自由主義理論上與實際尚未解決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在民

族主義的理論範圍內或許可以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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