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福利國家作為國富民強之道 
 

雖然社會福利牽涉的層面甚廣，吸引不少學科跨足研究，以致相關文獻積累龐雜；唯涉及國家

社福政策的總體規劃時，往往還是訴諸福利意識形態。一般認為，研究者可以根據它們所提供的理

論觀點，作出政策建議。所以，在以下第一節的討論中，本文將把分析焦點對準福利意識形態，考

察它們到底為研究者提供什麼樣的理論結構。而在第二節中，則接著討論，像這樣的理論結構，會

讓研究者忽略什麼「癥候」，最後再從中推衍出另一種問題設定。 

 

4.1 福利意識形態一般理論結構的分析 

 

要了解福利意識形態的理論結構，就必須先了解，一般所謂的福利意識形態，其實是西方各派

政治意識形態在討論戰後福利國家制度時，所形成的論述集合。所以，福利意識形態的理論結構，

就是政治的意識形態。雖然後者流派甚多，即便被視為是「主要的」，就政治立場光譜上的左翼到右

翼而言，至少也可以數出六、七個派別；但實際上，他們卻享有共同的問題設定—透過對既存社會

現況的批判，進而論證社會秩序或結構的理想形式與內容：他們基於某種關於人或人性的預設，論

證「文明社會」（civil society）的構成，或是說根據某種倫理學的理念原則，論證對成員與成員、成

員與社會/國家，以及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應有的理性規範，也就是所謂的「法」。換句話說，

政治/社會權力衝突的避免、社會秩序的確立，將取決於法政制度的設計、安排與維繫。 

 

以上的陳述還需要進一步說明。首先，這個問題設定，是建立在「國家—文明社會」的二分概

念架構上。這個架構，是建立在在社會學家 T. Skocpol 所謂「社會中心」（society-centered）的預設上，

也就是說在「國家—文明社會」的社會框架中，將文民社會看成是「整個社會」（上述所說的社會框

架）之原動力與良善所在（societal dynamics and social good）（Skocpol 1985: 6）。各派別按照其主張的

善，也就是上文所說倫理學的理念原則，對於文明社會的理想形式，提出不同的構想；至於國家這

個具有強制性的權力機構，它的基本形式與運作原則的設定，便是取決於構成社會的理念原則。其

次，對於西方世界而言—從中世紀就已有這樣的共識1，不論是國家的建立與運作、或社會的整合，

都是建立在法之上。而法的構成，被認為應立基於某種「價值理念」上2，而非訴諸於個人意志—特

別是統治者—的任意性。所以，當諸意識形態的源頭—英國哲人洛克所開啟的自由主義，在面對教

會退出世俗生活的管理後，所留下社會秩序該如何建立的問題，特別是原先尚受教會約束的國家權

力與軍事活動，接下來要如何加以規範的問題時，他便訴諸「自然法」（natural law）的人權、自由、

                                                 
1 關於這一點，可以參考 A. Gurevich 所著的《中世紀的文化範疇》「國家建立在法律上」一章。 
2 此觀點不包括法學分析實證主義。它們反對法與倫理價值混在一塊，認為這是非理性與任意的；主張透過科學方法研

究，以確立法的客觀精確性。 



平等與正義等諸理念，作為社會/國家建構的基本原則。這套理念（包括對於理性的強調），後來逐

漸發展為啟蒙運動的基本精神。對近代西方世界而言，這正是對於中世紀野蠻與迷信的決裂，代表

人類文明、道德與進步的開始。本文也因此將一般譯成「市民社會」的＂civil society＂，改譯為「文

明社會」。 

 

即便後續的哲人不再訴諸自然法傳統，但公民權利、自由、平等或正義等理念形式，仍舊被沿

用到今天。當然，不同的派別，也會根據其對現實社會問題的批判，除了對這些理念的內涵作不同

的詮釋外，並且加入、甚至特別強調其他的理念，例如社會主義，還加入互助、利他主義、社會團

結等原則；而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就特別強調「公益」或「公共財」（common goods）優

於權利。也因為如此，原來自由主義所確立的「國家—市民社會」二分架構，最後演變成「國家—

市場—公民社會」三分架構。這主要是因為，早先唯理論自由主義之「文明社會」的形式是「契約

社會」，後來加入經濟自由主義後，就成了「市場」或說「市民社會」；但在 1970 年代後，因為福利

國家體制備受批判、「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新保守主義以及社群主義的興起，進而

逐漸形成「國家—市場—公民社會」三分架構。以下便將幾個重要派別關於「文明社會理想形式」、

建構原則等面向的論點，整理於下表。 

我們接著來看福利國家。首先要指出的是，福利國家並不是某個政治意識形態所設想出新的國家形

態。就像 F. Kaufmann 所說，它只是既有憲政國家諸多功能中的一種，並不是另一個獨立的整合系統。

（Kaufmann 1985: 46）基本上，它是從因應危機狀態—因應經濟大恐慌與二次大戰—的緊急措施中演

變而來。按照上述「國家—文明社會」架構來說，所謂的福利國家，乃是國家透過制度或政策的方

式，對文明社會（經濟＋公民社會）進行干預行動。這種干預行動，將涉及兩個範疇：1）文明社會

內部生活方式的規範；2) 社會集體資源的重新分配；四個面向：1.1）干預、管制或協調3經濟活動。

例如制定勞動法規、保障勞動薪資/就業政策等等；1.2）干預或管制社會生活，例如立法保護受虐兒，

或由社會局強制代管；2.1）徵收賦稅，例如因應社會支出，調高稅率、徵收社會保險費或開徵新稅；

2.2）提供財貨給付與社會服務—一般稱之為「福利」。例如金錢或實物的給付，以及醫療、照護等

等服務。所以，當意識形態在討論福利國家時，只是將焦點從原先鉅觀範圍—針對整體法政制度設

計與安排，縮小到局部的管制與提供福利功能上。 

 

  雖然對於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像這樣系統性地管制市民社會、修正以維

繫資本主義的國福制度，都不是一種合理的做法；但是在戰後「共識」與社會重建的需要下，左右

兩派只能「暫時」將之視為合理的制度安排4。相對於左派而言，右派意識形態更需要理論，去正當 

                                                 
3 主要是指組合主義下，國家與勞資代表三方，針對薪資、工時或物價等等問題，進行協商以促進經濟發展。 
4 英國當時保守主義的邱吉爾政府，便不贊成 W. Beveridge 所規劃的福利國家制度，甚至自行擬定與該報告截然不同的

重建計劃（Jones 2000: 113-114）。不過隨著工黨政府在戰後執政，將該制度付諸實踐後，當保守黨再次取執政權時，也



派     別 

名     稱 

文明社會 

理想形式 

社會構成的

基本理念 

國      家 

定      位 

政    治 

基    調 

政    治 

 

自由主義 

 

 

契約社會 

 

（政治社群） 

自由、正義、

法政地位的

平等 

 

工具性質 

最小國家 

道德中立 

 

 

權     利  

政     治 

 

 

經濟 

自由主義 

（效用主義） 

 

市民社會 

 

（自由市場） 

自     利 

自由（放任）

效率/效用 

（utility） 

 

最小國家/ 

仁慈的獨裁 

(J. Bentham)

 

效      用   

政      治 

 

保  守 

主  義 

國  家 

中  立 

分   權 

政   治 

新 保 守 

主   義 

自由市場 

家    庭 

教    會 

地方社群 

私有財產、傳

統、權威、社

會團結、義

務、美德 

道  德 

立  法 

德   行 

政   治 

馬 克 思 

主   義 

無階級的 

共產主義社會 

終    結 

資本主義 

無產階級 

專    政 

階   級 

鬥   爭 

社會民主 

主  義 

階級平等 

效    率 

社會改 

革工具 

權      利 

政      治 

激 進 的 

社 民 主 義 

 

無階級的 

社會主義社會 自主、互助利

他、社會團結

壓   迫 

中   心 

基層/參與式 

民      主 

社      群 

主      義 

構成意義 

之 社 群* 

公共利益優

先於權利 

強   勢 

國   家 

公      益 

政      治 

*構成意義之社群的原文為”constitutive conception of community” 

 

化、規範福利國家的存在與運作原則，因為該制度與既存法治（或說憲政）國體制有所扞格。原有

的體制，是基於市民社會自我管理、享有相對獨立地位的基礎，但現在國家卻可以對之進行近乎全

面而合法地干預。這無疑需要新的法理基礎。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 Marshall 在自由主義傳統下，以

公民身份的社會權利正當化福利國家—主要著眼於「提供財貨與社會服務」—的存在5。而另一位同

為自由主義者的 Keynes，則以科學—數理經濟學，論證了國家干預經濟活動，足以修正市場經濟的

                                                                                                                                                                              
就跟著蕭規曹隨，甚至還進一步加以擴張。 
5 另一個為福利國家提供正當性論證的研究者，也是承繼自由主義傳統的 J. Rawls。在其著名的正義理論中，他主張在一

個正義的社會中，「每個人有權去維護他自己的利益，也有權利要求分享社會所創造的財富。」雖然那並不代表是一種

平等的分享。（Graham 1995: 66） 



失靈。 

 

  至於左派，馬克思主義於冷戰方興之際，在自由西方世界中，並沒有太大的發言空間；而本來

就是主張與資本主義妥協、採取議會路線的社民主義，則是希望藉著福利國家改造資本主義，以朝

社會主義邁進。在作為過渡階段的前提下，他們充份運用被自由主義者正當化的福利國家體制，除

了訴諸更慷慨的國家福利提供之外，還採取具有重分配效果的累進稅制、企業國有化（例如英國）、

實行工業民主化（例如瑞典）等等政策。 

 

既然福利國家合理性的建構與鞏固，是基於因應現實需要與發展榮景；所以，當西方社會發展

到 1970 年代時，貧窮與社會不平等不但沒有消除，而且還出現了經濟發展遲滯、福利依賴、底層階

級（underclass）、、社會排除、家庭瓦解以及所謂「道德風險」等等諸多政經社會問題。它們瓦解了

戰後共識，讓左右派意識形態有了借題批判的空間。事實上，在 1960 年代西方經濟蓬勃發展之際，

以 F. A. Hayek 與 M. Friedman 為首的新古典自由主義，早已迫不急待地批判準備進一步擴張的福利國

家6；而 H. Marcsue 則代表馬克思主義，針對當時結合戰爭國家與福利國家之工業發達的「新社會」

提出批判7。但在西方經濟正值蓬勃發展之際，這類言論並未受到太大的重視。當上述的問題愈發明

顯後，情勢就跟著改觀了。從 1970-80 年代，指責福利國家的論述不斷8，連向來支持福利國家的左

派人士，若非陷入自我懷疑中，便是不得不承認，這樣的制度的確會促進公民的被動、依賴與退出

公共生活。（Meyer 2001: 49；Kymlicka and Norman 1994: 289-290；Mulkan 1991: 40；Pierson 1991:199-201；

                                                 
6 Hayek 並不全然反對福利國家，但他只能接受，無礙於個人自由的措施，也就是由國家去對抗人民生活中的風險，給

予所有人最低的生活保障；至於原先用以防止貧窮，轉變成平等主義的收入再分配，他則無法認同而加以批判，因為這

是對自由的嚴重威脅，是「以新方法，追求社會主義的舊目標」。（Hayek 1960: 257-259；288-289）至於 Friedman 則認為，

就倫理上來說，國家社福政策，違反個人自由；就經濟發展來說，它既無法調節經濟平衡，又扭曲市場運作；就實際效

果而言，則是適得其反，想以保證最低工資，解決貧窮，卻造成更多貧窮；想以收入再分配降低不平等，卻更鞏固既存

的不平等…。在他看來，所有被認為是市場經濟造成的問題，其實都是政府造成的。所以，他主張資本主義本身，就足

以消除不平等（長期來說）；採用「負所得稅」替代方案，以免防礙市場運作、減輕政府負擔…。（Friedman 1962: 161-195） 
7 Marcuse 批判的重點，則是放在福利資本主義創造「虛假需求」、「虛假意識」以進行社會控制的部份上。（Marcuse 

1994[1964]） 
8 其中最著名的有 J. O’Connor 與 C. Offe 批判福利國家無法克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J. O’Connor 認為花在壟斷資本

部門的預算支出：社會投資（social investment）與社會消費（social consumption），無法透過該部門足夠的稅收，加以平

衡；再加上用以創造社會和諧之社會花費（social expense）的持續擴張—因為壟斷部門的技術創新，促使多餘勞動力往

競爭部門流動，以至於最後造成更多剩餘勞動。這些剩餘勞動多為國家所吸納，成為公部門雇員與福利依賴者，進而加

劇預算的支出，最終不免導致福利國家的財政危機。而 Offe 則是接著新右派的批判，認為福利國家對資本主義的資本積

累，會有破壞性的作用（抑制投資、勞動意願、強化工人抗爭能力），但是少了國家福利措施，又會使得社會陷入衝突

與無政府狀態（家庭無法應付快速變遷…）：「資本主義不能與福利國家共存；但也不能缺乏福利國家而獨立存在。」

（O’Connor 1973: 13-32； Offe 1984: 152-153）此外，還有綜合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而成的新右派，則是就美國的「大

社會」（Great Society）計劃作出批判：或是因為國家福利過度的支出、或是政策的去道德化、或是對福利領受人缺乏義

務的要求，使得打算用來改善劣勢人口不利處境的社福計劃，不但無法達成預期目標，且製造了經濟誘因，腐蝕他們的

道德基礎、義務感，惡化其處境，進而製造更多的社會問題。（Murray 2000: 101-105[1982]；Mead 1986: 3, 46-54, 61-68；

Himmelfarb 1994: 70-73）另一個比較特別的是，自由主義者 R. Nozick，他認為國家，就應該是「夜警型」國家，其主「主

要美德是在於它允許個人追求不同的生活方式」，而福利活動根本不在此列。（Barry 1999: 95）換個角度來看，他無疑是

以拒絕討論福利問題，來表達他反對福利國家的立場。至於其他的評論，可參考 King 1975, Douglas 1976, Ionescu 1976, Rose 

and Peters 1978, Kaufmann 1985, Ben-Hur 1985, Narr 1986。 



Habermas 1992: 11） 

 

這些批判是否合理，本文無意評論，但它們顯然動搖了福利國家的正當性。然而，它們到底是

否定「國家具有再分配社會資源之政治義務的合理性」，還是否定「國家再分配社會資源的現實可行

性」，卻似乎未有清楚或充份地辨析。至於晚近才興起的社群主義，則是在論證其「強國家」主張的

法理基礎時，再一次肯定福利國家制度的正當性，但也重新規定它的運作原則：在維護社群公共財/

利益（public goods/ interests）優先的前提下，國家可以更強勢的干預經濟、社會生活。（俞可平 2005: 

137-151）。 

 

不論是所持立場是贊成或反對，這些意識形態用以論證（福利）國家正當性的理念原則，往往

也成了其決定「提供福利的部門」，「干預文明社會生活」以及「分配福利」的基本理念原則。在共

識時期，國家的干預主要以調合平等與效率為基本原則。但是，自由主義與社民主義的「平等」並

不相同，前者在自由優先於平等的前提下，是以「值得幫助」、「地位平等」、「保障生活基本需要」、

「機會平等」、「合理的不平等」9等等理念，作為分配原則（Marshall 1973: 102-103；Keynes 1957: 373-374 

[1936]）。至於社民主義則是主張，除了「按需求原則提供普遍性服務」以補償資本主義帶來的不幸

外，同時還要透過資源再分配，進一步追求社會（階級）平等、正義，促進利他主義、社群整合等

等積極性目標（Titmuss 1974: 22-32；George and Wilding 1994: 80-83） 

 

在危機時期，則成了改造福利國家建議案的依據。例如新自由主義者則主張縮減或取消慷慨的

福利給付，支持「負所得稅」制，將問題全交由「去管制化」（deregulated）的市場解決，回歸最小

國家的原則。而新保守主義則有些微的變化，除了主張由家庭、社群、教會…等民間單位，來促進

道德價值以解決社會問題外，他們轉而贊成透過國家進行道德立法，而 L. Mead 為了解決「社會權」

變成「資格權」（entitlement）的問題，更是訴諸國家強制福利領受者工作，也就是「工作福利」

（workfare），以盡公民義務。同樣強調培養公民美德的重要性，還有社群主義者，他們或是主張道

德立法，或是鼓勵公民參與地區性社群。至於在資源分配的理念上，則是以社群成員身份為基礎，

強調權利義務相統一，訴諸複合式的正義與平等原則，以求貼近多元而複雜的社會現實。至於向來

強調權力解放的左派，則不喜歡有強制意涵的責任語言，「福利依賴者」不是不想工作，而是沒有機

會，所以先藉由像職業訓練的方案，讓他們有工作能力與機會，再談所謂的責任；另一方面，則是

訴諸參與式民主，將權力下放到地方的福利機構，給予公民親自參與決策的機會，進而得以賦權公

民（empowering citizen）。（Barry 1999: 101-103, 128-129；Himmelfarb 1994: 73-74；Walzer 1995: 97-107；

                                                 
9 「合理的不平等」可以有詮釋的空間，對於正文所引的 Keynes 而言，這是指「去除難以忍受的不平等」。若對 J. Rawls
而言，「合理的不平等」就是其所謂的「差異原則」：一方面是指機會均等，另一方面則主張，只要能使最弱勢者獲得最

大利益，或說生活得到最大的改善，那麼財富分配的不平等，是可以被接受的。（石元康 1995: 122-125；Barry 1999: 80-81） 



Etzioni 1993: 47-49；Bella 1998: 19；Selznick 1998: 62；Alvarez et al 1998: xxxiv, xxxvi；Oakes 1998；Kymlicka 

and Norman 1994: 289-291, 294-295；Pierson 1991:199-20110） 

 

  同樣的，這些理念原則，也可以用來指導或正當化資源再分配的技術面規劃，例如「財務來源」

（國家稅收/領受人繳費/帳戶儲蓄）、「含蓋範圍」（普遍原則/特定原則），甚至像費率（均一費率/薪

資連動）等等更細部的問題。關於這些非總體層次的問題，在此就不再作進一步的討論。 

 

4.2 福利國家是民族國家 

 

  在上一節中，我們大致看到，政治意識形態在討論福利國家時，是基於社會中心預設，在「國

家—文明社會」的架構下，關心該制度安排與運作方式的合理性。也就是對於原先構想用以建立、

維繫文明社會秩序的法政制度，重新進行局部性的修正與設定。然而，這樣的理論結構，會令人忽

略什麼事情呢？它會令人忽略「福利國家是民族國家」的豐富意涵。 

 

  乍看之下，這個陳述不過是基本常識，並非什麼驚人發現，且西方學者早已有所提及（Myrdal 

1957:49；Gilpin 1987:60；Elliott and Atkinson 2001:121）。然而如果試著從民族國家的角度，再考慮以

下幾件事情，我們對福利國家將會有不同的理解11。 

  

 首先是關於 W. Beveridge 的《社會保險與聯合服務》。該書對於西方福利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已無

庸贅言。一般研究者，往往都將焦點置於「社會安全計劃」的安排：以社會保險體系為主，輔以國

民救助（national assistance）與志願保險，特別是社保體系的設計原則—在含蓋範圍上，採取普及性

原則；在給付原則上，則提供「國民最低生活保障」（the national minimum），與「均一給付、均一費

率、管理權責統一…」等六項運作原則。（Beveridge 1984: 9[1942]）因為這些原則，讓整個計劃帶有

一點社會主義的色彩—平等。 

                                                 
10 由徵引文獻太多，在此略作說明。Barry 到 Himmelfarb 的部份，是討論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文獻。Walzer 到 Oakes

是討論社群主義；Kymlicka and Norman 之後則是討論左派觀點的文獻。其中 Kymlicka and Norman 1992: 294-295 的部份，

是說明社群主義的部份。 
11 從民族國家的角度思考福利國家，本文也不是第一人。Giddens 與 Flora and Heindenheimer 早就注意到兩者的關係。只

不過他們關心的層面與本文不同。Giddens 從戰爭的角度來說明民族國家的發展或現代國家的建構。主要的國家福利措

施，便是從兩次世界大戰逐次衍生而來。因為動員作業的要求，國家接管了供應社會經濟需要的工作，並藉以促進民族

的團結（national solidarity）。所以，在 Giddens 看來，福利體系的制定，就是「國家建構之一般過程中的一部份」（Giddens 

1998: 136-137）。至於 Flora and Heindenheimer 則是將福利國家的出現，視為對民族國家形構（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回應。

他們從兩個角度加以說明，一是指出現代國家形式發展與福利國家發展的關聯。他們指出福利國家在所謂「前歷史階段

的發展，如伊麗莎白濟貧法，與歐洲早期國家建構密切相關。隨著「絕對國家」（absolutist state）的鞏固，福利制度也得

到擴張，並漸趨民族化（nationalization）、分殊化。到了 19 世紀末大眾民主的出現，福利國家則被詮釋為社會權的制度

化；或說作為對社會經濟平等化要求的回應。另一則是認為福利國家的出現，代表著一種「新支配體系」的形成：「分

配精英、服務官僚（service bureaucracy）vs.社會案主（social clientele）」；以及現代國家正當性與功能的轉變—從國防安全、

法律平等與經濟自由的維持，轉變成社會服務的提供與制度化的移轉給付（ Flora and Heindenheimer 1984: 22-23[1981]） 



  但是本文則建議，我們可以將目光放在更平常之處：Beveridge 認為，這個保障收入安全的計劃，

其目的在於「使得匱乏（want）在任何情況下都是不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又不能因此損及個人的

進取心與責任感。再者，我們再看到 Beveridge 為整個安全計劃附加了三項配套措施—兒童津貼、健

康與復建的完整服務，以及就業的維持—的理由：兒童津貼關乎國家人口數目與孩童照顧，因為如

果按當時的生育率來說，「不列顛民族將無法繼續」，「津貼有助於出生率的恢復」，它可以讓家庭有

更多的收入，「使得父母願意撫養更多小孩」。更何況，個人一生的健康，正是奠基於兒童時期。至

於免費的國民健康服務，則是用來預防國民的疾病、治療其病痛與失能。至於就業的維持，則可以

克服（長期失業帶來的）懶惰，或是鼓勵那些病痛殘弱之人，恢復建康與能力，獲得追求幸福的機

會及有用的事業。（Beveridge 1984: 154, 158, 163） 

 

這些片段論述代表什麼呢？這代表福利國家的作用在於，在於提升其轄下人民的生活條件與能

力，使其得以追求自己的人生事業與幸福，進而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繁榮。所以，Beveridge 認為社會

若要進步，就必須消滅所謂「五大邪惡巨人」，除了「最容易攻擊」的匱乏外，還要對付 

疾病，它通常會引來匱乏與帶來一連串的麻煩；無知，沒有一個民主國家可以承受它存在於其

公民之間；污穢，它是起自於工業與人口隨意分佈所致；而懶惰，則會摧毀財富、腐蝕人群，不論

人們足食與否。（Bveridge 1987:170） 

換句話說，國家福利制度，為的就是設法再生產強壯、有能力的（able-bodied）社會成員：化悲慘（misery）

為幸福、促病弱為強健、轉無知為智能、去污穢為整潔，進懶惰為勤奮。 

 

  其次，是關於 Keynes 的經濟思想。在意識形態的理論架構下，由 Keynes 經濟理論所證成的福

利國家，往往被視為修正或改造資本主義或自由市場的機制；但是，如果單就理論本身來看，Keynes

是在主張，國家可藉由財政、貨弊等總體層次的政策，進行所謂宏觀調控—創造新的有效需求，誘

發閒置資本投資，進而創造更多就業機會，以達到國民充份就業與所得提升的目的。這代表什麼？

這代表 1）福利國家不只是在保護勞工、解決資源再分配的問題，還得設法促進總體經濟發展，既

要重視個別階層的要求，也要調和彼此的需求，以利整體發展：「勞工與資本都能凝聚內部組織共識，

能夠達成相對較具遠見的政治交換，能夠配合政府將小團體的利益轉換成民族利益。」（Wilensky 1980: 

190；Esping-Andersen 1996: 168-170[1990]）；2）福利國家所處理的經濟體性質，就是一種民族經濟

（national economy）。當就業水準與國民所得的提高，成為國家的責任之後，為了達到這個目標，整

個經濟體就必須處在一種相對封閉的狀態：資本必須盡可能的留在國內加以利用，資本的國際流動

不是有害就是浪費。所以，Keynes 甚至不反對採取適度的保護關稅，以解決就業問題（Gilpin 1987: 63；

Dillard 1969: 208-209；James 2000: 47）。因為透過保護關稅所創造的貿易順差，有助於帶動國內投資，

進而創造就業機會。所以，從這個角度來看，最終在影響福利國家發展的政經問題，就不再是自由



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左右之爭，而是民族經濟體之間既合作又競爭的複雜鬥爭12。 

 

  最後，則是關於 Marshall 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理論。在其著名的文章中，國家福利制度被

論證為「制度化的社會權」，用以落實完整的公民身份（full citizenship），修正整個社會不平等的形

態，進而有助於社會整合。（Marshall 1973: 87-88, 91-92, 96-97）在意識形態的理論架構下，如何藉由

制度的設計與運作落實公民身份，就成了福利國家達到「（文明）社會整合」目標的關鍵。由於上述

福利依賴等社會問題的出現，80 年代之後的許多評論者，逐漸認為只強調權利享受的公民身份是不

夠的，還要加上義務履行或美德培養。 

 

然而，Marshall 也指出，公民身份所以能作為一種新的社會整合元素，主要的關鍵在於，它需要

個人具備「一種作為某社群成員的直接感受」（a direct sense of community membership）。這種成員感是

「立基在對於共有文明的忠誠上。」其所謂的社群，指的就是國族，而所謂的忠誠，則是一種自發

而熱烈的情感。所以，在 Marshall 看來，公民權利誕生的時候，也是國族意識（national consciousness）

誕生之時。然而，透過法律制定的公民責任，在不「涉及意志行動」的情況下，是不會有熱烈的忠

誠情操（sentiment of loyalty）。因為「它是在爭取權利之鬥爭與權利享用的激勵下成長起來的」（Marshall 

1973: 92, 117） 

 

不管這種對於社群的主動性情操，是需要透過權利的賦予，或是義務的強制履行而來，至少透

過 Marshall 的文章，我們可以確定，當研究者宣稱，希望透過福利國家促進「社會整合」，其實就是

預期藉由國家福利制度，可以創造「國族的團結」（national solidarity），也就是將不同利益競爭的社

會團體、或「相互敵對的階級整合進民族國家社會秩序的中心領域」。（Kaufmann 2004: 98）為了達成

此一目標，福利國家需要做的，便是設法培養、維繫人民自發而熱烈的情操。 

 

4.3 福利國家作為國富民強之道 

 

  經過上一節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另一種福利國家的圖像：它致力於提升民族國家轄下所有人

民的財富、勤勞、健康、智能、團結、人口成長等等，簡言之，就是增進該國族成員的幸福、生命

力量與活力。這意味著國家福利制度或政策的規劃，不再是用以回應政治意識形態的問題，不再作

為體現某種理想社會秩序的制度安排或政策行動。它現在所要處理的是「經國治術」（statecraft）的

                                                 
12由於二次大戰前無節制的自由貿易，造成各民族經濟體因不均衡獲利。為了追求一己的權力與利益，迫使當時主要經

濟體採取重商主義式的保護措施，終而帶來毀滅性的後果；因此戰後出現試圖在國際經濟合作基礎上，讓各民族經濟同

時擴張的構想。最後磋商出著名的布列頓森林條約、世界銀行以及國際貨幣組織。然而這個以美元為中心所建立起來的

國際經濟秩序（貨幣體系），並沒有擺脫民族主義幽靈的糾纏，美國、西歐國家與日本，在為了爭取各自政治、經濟的

權力與利益問題，使得此一國際經濟合作終歸瓦解。（James 2000: 51-61, 141-173；Gilpin 1994: 149-161；1987: 131-142）。 



問題，是作為一套用以提升國家力量的策略。而建構策略所依循的核心原則，便是十七、八世紀古

典經濟學說所試圖闡發的原則—國富民強或國強民富13。 

 

  在歐洲近代發展中，一方面由於封建秩序的瓦解，另一方面由於教會無法再有效地規範世俗權

力，讓當時的政治發展陷入了失序的狀態。王室之間聯姻引發的王位繼承問題、王權擴張、新舊教

對立、對外貿易競爭、海外殖民地爭奪等等諸多因素，驅使各種政治力量，不斷進行著錯縱複雜的

戰爭14：人民的叛亂、（義大利半島上）城邦對城邦的爭鬥；（英法）王權對貴族、天主教徒對新教

徒的內戰；貴族間王位繼承權的爭戰；神聖羅馬帝國內諸侯對諸侯、諸侯對皇帝的內戰；王權對國

家15的戰爭等等，一直延伸到十九世紀後民族國家對民族國家的戰爭。 

 

  在十七世紀絕對王權鞏固與主權國家確立之前，貴族們面臨主要的政治問題是「君主/統治者如

何才能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Tribe 1988: 19, nt. 4
th）如何保持、強化軍事力量與建立靈活的外交聯

盟—例如軍事同盟、王室聯姻等，是此時國家治理的主要考量。至於（貴族）官員與人民，不但不

是統治者力量的來源，反而可能是危及其權力位置的潛在威脅。因此，統治者如何贏取臣民的支持，

至少避免引發他們的不滿與叛亂16，是治國術中另一個重要的考量。［關於這方面的政治技藝，對今

天的政治人物仍舊相當重要，雖然是民主時代，但政治人物（包括政黨）也必須爭取選民的支持，

才能維持其政治（或執政）地位。此時由國家以福利之名提供更多的財貨服務，可說是贏取選民支

持或化解不滿的最佳手段。就如同公共選擇理論所說，政黨為了爭取選民或社會團體的支持，會刺

激它們承諾更多的國家福利。（George and Wilding 1994: 19-20）］ 

 

  然而，一旦王國的政治秩序與主權地位逐漸穩固後，國家間的利益衝突，將更加尖銳與激烈，

如何管理領土內的種種事務，以促進國家繁榮強盛的問題，便愈形急迫。提升人民財富與生命力量，

被當時的開明君主（enlightened sovereign）或策士們視為主要關鍵：「國家的強大力量，並不在於其

領土的廣袤，也不在於擁有大量的荒地或沙漠；而是在於居民的財富與他們的數量。君主的利益乃

                                                 
13 此處的「國」與「民」，都是指人民或民族（nation） 
14 發生在德意志領土中的三十年戰爭（1618-1648），就是一場典型的大混戰。戰爭原先起於神聖羅馬帝國內部信仰分裂

的問題，後來又演變成皇帝與諸侯國的內部權力之爭。然後又因為西班牙、波蘭以天主教同盟成員的身份參戰，引來各

自的宿敵—瑞典（與波蘭有過節，並受法國鼓動）法國、與荷蘭（向西班牙爭取獨立）—參戰，最後竟變成一場國際戰

爭，複雜的形勢讓戰爭延續了三十年，才以《西發利亞條約》作結。其他諸如義大利城邦間的戰爭、法國十六世紀中葉

發生的內戰，也都因為外國勢力的介入，而使戰爭形勢變得更加複雜，以至於戰事拖延許久才告結束。 
15 這裡指的是荷蘭，到了十七世紀時，歐洲只有荷蘭是共和國政體（1648 年正式獨立）。因其強勁的海外貿易與殖民地

擴張，而與當時歐洲大國利益有所衝突，特別是海權日益擴張的英國。因而在 1652-1674 爆發三次英荷戰爭。 
16 關於如何贏取臣民的支持，或說避免引發他們的叛亂；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中，有兩個著名卻絕然不同的典範，一個是

由人文主義學者 Erasmus 所作《論基督君主的教育》（1516）；另一個就是馬基維利所作，著名的《君王論》（1519）。前

者主張君主要有高尚品格例如誠實正直、明智善斷，並視臣民為其子民，施之以仁政善舉，待之以寬宏仁慈、真心誠摯，

便可贏得愛戴（參見該書 sec. 3, 5, 10）；後者則一方面主張君主提供保護，以獲得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卻又認為人

性本惡，習慣忘恩負義、虛情假意，所以，君主與其仁慈，不如殘酷；與其受人民愛戴，不如令人民恐懼。（參見該書

sec. 9, 17） 



是在使國家人口增多，讓它繁榮起來。」17十八世紀的經濟學說，最能體現這個基本原則18。 

 

  雖然一般印象中，經濟學主要的工作在於闡明創造、增加財富的基本原理；但這個時期的經濟

學說，卻也同時強調對於人民的照顧與管理19。這不只是因為受啟蒙運動人文主義的影響，同時也

因為人民的素質，本身就是創造財富、構成軍事力量的基礎。著名的《國富論》是最好的範例。亞

當史密在書中寫道： 

政治經濟學是國家領導者（statesman）或立法者學科的分支，提出兩個明確的目標：首先，提

供人民豐富的收益或生活所需品；或更適當地使他們能夠提供這樣的收益，或生活所需品給他們自

己；其次，提供國家（state）或共和國（commonwealth）足以進行公共服務的收入。它謀求使人民

與統治者（sovereign）同時富裕起來（Smith 1937: 397[1776]） 

 

  至於一個民族是貧窮或是富裕，史密認為，那並非取決於該國土壤、氣候或領土大小，而是取

決於「國民勞動的技能、熟練與判斷」，以及「從事有用勞動之人數與其他人數的比例（包括有用勞

動者的勞動時間與強度）」。而當絕大多數的人可藉由從事商業與製造業活動20，以取得豐厚的報酬—

至少是「勉強算不錯的食物、衣服與住所」—時，1）這個社會才有繁榮、幸福與公平可言；2）勞

動者也才能提供他們小孩較佳的照顧，以便能養成更多的人口21；3）大多數人也能得以盡量發揮自

己的能力，積極但卻適度地勞動，一方面增進其勤勉與獨立的美德，一方面確保其身體健康與工作

                                                 
17這是普魯士國王腓特烈大帝在其著名的《反馬基維利》（1740）所提的治國理念。正文中的敘述引自 Greenfeld, 2003: 163。

腓特烈大帝雖為君主，但也因吸收了啟蒙運動的哲學，故而有此一說。 
18事實上，早在十七世紀初，多數君主們還在關心如何鞏固自己統治地位時，法國人 Antoine de Montchretien，在他那部首

度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的著作中（1615），便建議當時君主—法王路易十三—應該關心公共利益，關心財富的增加，

因為「政治藝術是取決於經濟」，而不只是致力於領土的擴張。且王室應該更關注人數眾多、但向來被忽略的大眾階層，

因為從事經濟活動的他們，是國家財富的來源，上層統治者與貴族生存的基礎。（Greenfeld 2003: 119-124[2001]）到了十

七世紀中葉以後，出現了更多將「人民視為國家力量來源」或將「經濟福祉視為政治權力的先決條件」的相關論述。（Petty 

1992[1690]；Hacking 1990: 18-19；Tribe 1988: 20-21；Greenfeld 2004: 55-72 [2001]）除了這些論述，再加上隨後啟蒙運動—

以追求人類幸福為目標—的影響，正好為十八世紀經濟學說作好思想上的準備。 
19 「經濟」（oeconomy）一詞本來就有管理的意思，J. Steuart—英語世界中討論政治經濟學的第一人—便指出，所謂的經

濟，是謹慎而節儉的提供家中每個人營養、其他欲求的滿足，以及他們的運用配置（employment）；而政治經濟學則是將

這些事務的層級，由家庭上升到國家。在環境不同，作法亦跟著不同的情況下，領導者在打理國家經濟時，就不能像獨

裁君主一樣任意妄為。因此，政治經濟的首要技巧，便是國家領導者要去引導、模塑（model）人民的精神，道德、禮

節…，以便引進新而有用的制度（Steuart 1992: 1-12[1767]）。所以，從這個角度來說，政治經濟學往往也被視為是一種人

的科學（Polanyi 1957: 112[1944]）。就這點來說，F. List 比正文中所提及的亞當斯密要更明顯的表達這個理念。他提出

獨樹一格的「生產力」理論，認為一個民族的富強，除了屬於身體層次的勞動力量的提升；心智與（民族）精神力量的

增強，亦是同等重要（List 1974: 211-217, 240-241, 280）。也因此在其後的社會學者韋伯，更是明確的將政治經濟學工作

的根本，看成是在培養人（甚至可以說是民族）的素質： 
…激動我們的問題並不是未來的人類將如何豐衣足食，而是他們將成為什麼樣的人，正是這個問題才是政治經濟學全部

工作的基石….政治經濟學正是這樣一種以人為對象的科學，它要研究的是在特定社會經濟生存狀況中成長起來的人的

素質。（Weber 1997: 73） 
20 所以，史密同樣意識到資本不應外移的問題：一國居民的資本只有以本國為中心，持續的運用、流通與流入，才能為

該國最多數人民提供最多的收入，創造最大的就業機會（Smith 1937: 346, 403, 422）。如何達到此一目標，他也提出自認

在那個時代可以成立的意見（ibid., 421-423, 800, 262）。 
21 「任何一國的繁榮，其最決定性的指標，便是其居民的增加」（Smith 1937: 70） 



士氣，不但得以預防犯罪問題，更有助於生產活動22。（Smith 1937: 78-83, 388-391；1964: 154-156 [1896]23） 

 

  除此之外，史密同時也注意到，當大多數人民為了財富的追求，而致力於生產技術之熟練的同

時，卻是以犧牲其智識的、社會的、軍事上的能力為代價，他們將因此喪失了身體的活動力、尚武

的精神，以至於無法在戰時保衛社會；無法在職業活動之外，發揮他的理解力與才能；無法「領會

或參加任何合理的討論，無法懷有任何寬宏、高尚或溫和的感情」；無法判斷私人生活中的義務與整

個國家的廣大利益，也難以避免有害宗教之狂熱與迷信的欺騙—這會造成最可怕的騷亂。因此，史

密一方面建議，國家應該便利、鼓勵甚至是強迫全體人民接受學校教育，以解決上述的問題；另一

方面，國家對於宗教的狂熱與迷信，亦必須要有所對治—規定中等或中等以上地位與有產階級，必

須學習科學與哲學；鼓勵經常性的、歡愉的、無傷風敗俗之虞的公共娛樂，如音樂、舞蹈等等24。

如果是境內有國教以及勢力龐大的牧師團體存在的話，國家更應該透過取得神職人員的任命權，以

及提供他們適當的收入，以便能操控教會，防止神職人員的素質下降，使其能良好地維持人民的信

仰與道德精神。（Smith 1937: 734-740，747-766） 

 

  同樣的，流行於當時歐陸而為史密所嘲諷的「警政管理」（police），雖然主張對於社會生活大小

事務—例如道路安全、食物供應、青年教育、自殺與流行病之防治與處理、臣民的婚姻/健康/宗教、

人口數量等等—進行關心/監督與干預，但同時也被（J. H. G. Justi）列為國家經濟學（state economy, 

Staatswirtschaft）—增進與維持國家所有財產的四項原理之一。對其而言，人民不只是國家財富的創

造者，他們—包括其財富、本身的技術與能力—更是國家財產的一部份。所以，在維持與增進國家

財富的事務上，除了活絡商業貿易、產業發展等等相關經濟活動，以促進人民生計之外，同時也要

照管人民生活與生命的相關事務，讓他們變成有用的國家成員。（Tribe 1988: 61, 64-65, 70-71, 73, 76-77） 

 

4.4 小結 

 

  從以上的討論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現代國家權力競爭的世界政治架構中，一個民/國族或王國

若要促進自身的繁榮與強盛，改善、提升人民的生計、生活條件/能力與生命活力，往往被視為是關

鍵之處，不論是不干預市場運作的最小國家25，還是訴諸制定各種繁複規則的警察國家。而這個經

                                                 
22 所以在史密看來，法國某些大城市就是缺乏工商業，所以，下層的人民就幾乎都是貧窮、懶惰且墮落。（Smith 1937: 

319-320） 
23 關於文中的第三點，我同時綜合了《國富論》與《司法、警政管理、稅收與軍事講義》（史密上課的講義，在他去世

後才被編纂成書）的說法，特別是史密批評警政管理看法的部份。由於《國富論》一書，是由講義的想法擴充而來，兩

者之間有著思想的連續性，所以筆者才會作這樣的綜合。關於兩書之間想法的重疊，可見臺灣銀行出版的中文本（書名

譯為《政治經濟國防講義》），譯者周憲文在譯序中作了詳細的考證。 
24 史密的邏輯是，科學是宗教狂熱迷信的解毒劑，只要這些中上層階的人能不受影響，下層人民也不太可能受此毒害；

至於公共娛樂則是用來驅散人民抑鬱與悲觀的心情，因為這些情緒有助於狂熱與迷信的產生（Smith 1937: 748） 
25 雖然習慣上總是慣用「最小國家」，但實際上，史密其實賦予國家相當多的任務。除了正文中所提的部份，此外還包



國治術的基本原則，與前述二十世紀中葉福利國家運作的基本原則，不正好是一脈相承嗎？ 

 

  既然如此，本文則以為，關於國家社福政策的規劃上，我們未必需要訴諸政治意識形態，以其

檢討社會秩序的規範性論述作為理論依據，然後將爭論的焦點對準「國家干預與否，以及干預範圍

與方式，是否以及如何才是符合自由、平等、正義等諸理念原則。我們現在有另一種思考方式。在

這個方式中，除了需要一套創造財富的理論與方法外—這得要交給經濟學者們去努力了，我們還需

要一套關於人民生命力量或活力要如何提升的理論觀點—這不正是名符其實的「福利」（well-being）

理論嗎？—以之作為規劃總體政策的理論依據。然而，這並不是說，本文認為自由、平等、權利等

這些理念原則不重要；而是當一國人民的生命力量或活力，無法得到提升甚至是處於萎靡不振的狀

態下，空談自由、平等、人權等諸理念，並沒有太大意義。 

 

 

 

 

 

 

 

 

 

 

 

 

 

 

 

 

 

 

 

                                                                                                                                                                              
括維持司法的公正性、保衛社會安全，以及提供有助於工商業發展的公共服務或基礎建設，都是國家應該負起責任的事

務。關於這個部份，可以參看《國富論》第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