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古為今用—儒家社福思想的現代應用 
 

  在不少探討儒家福利思想的研究中，最後的結論，往往只是指出，儒家福利思想對於今天社會

福利發展，可以有所啟發。但筆者則認為，儒家思想所能給我們的，不只是「啟發」而已；它還可

以“用＂，用來規劃今天的總體社福政策。 

筆者相信，這麼一個宣稱，必然引來許多質疑，甚至被譏諷為保守反動。難道我們真的可以推翻資

本主義，回到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甚至恢復數千年前的井田制嗎？難道我們要破壞得來不易的民

主政治，重返封建時代，再去講求君仁臣義嗎？即便某些同情儒家思想的現代學者，不免也認為，

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中，大概也只限於個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修養。然後藉由私領域個人品格的提

升，以便於對「公領域秩序的建立與運作」作出間接的貢獻。（余英時 1996: 43） 

 

所以會有這些疑問，往往還是出於對儒家思想的誤解。本文在上一章中，已經反覆申論，儒家

思想關心的，是如何解決人「身心性命」的問題。以德修身，是用來解決個人的問題；而以德治國，

乃至進而「平天下」，則是希望解決所有人在這上面的問題。不論是古今中外，只要是人，就會有生

老病死的過程，就會因為與外在事物接觸，而有「喜怒哀樂愛惡欲」的情感衝動，自然會有身心性

命的問題。身心性命的問題是一樣的；但是引發問題的外在環境或事物，卻會因時空差異而有所不

同。所以，解決問題的原理原則不變，但解決的方法與手段，卻可以就地取材，或是因時因地調整，

或作出新的發明。就算必須採用西方最先進的制度器物，只要在調整後有助於解決上述問題，儒家

思想也不會予以排斥1。 

所以，在最後這章中，筆者將進一步論證，儒家福利政治思想，在今天仍舊有其可用性。 

 

6.1 古為今用：儒家福利政治的現代應用 

 

  架構中那三項綱領與基礎原則，是固定不變的；但是，每項綱領下的工作事務，則須要針對今

日現實環境而有所調整或刪補。 

（一）養/富民以活其身 

 

1.從事基礎建設，發展經濟： 

 

  這項工作，在今天同樣重要，甚至更重要。只不過內容，要作一下調整。首先在基礎建設上，

                                                 
1 「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不用其極。」

（四書集註․大學章句․釋新民章。粗體字為筆者所加） 



當然今日已不再需要焚烈山澤、驅趕禽獸（但在某些地區還是需要疏導江河，也就是興建今天所謂

防洪/汛工程）；而是要轉換成更複雜的交通運輸、能源供應，環境衛生（例如下水道），乃至於數位

資訊傳佈通路等。雖然具體內容不同，但是其用來便利生產活動開展的基本精神，卻是一致的。 

 

  至於在促進經濟發展上，問題就會變得比較複雜，需要進一步的說明。本文在第二章文獻回顧

時，曾經提到過，基於西方發展的經驗，特別是 1970 年代中葉，所謂「凱因斯式福利國家」出了問

題後，原先與經濟發展相輔相成的國家福利措施，被批判為牽制經濟成長的障礙，而出現所謂「福

利 vs.經濟」的兩難。迫使社福學者得不斷論證，政府大規模的福利措施與支出，無礙於經濟發展，

以爭取發展福利國家的正當性。然而，在缺乏經濟學訓練，而無法解決經濟成長問題的情況下，社

福學者的辯駁，往往也顯得心有餘而力不足。這也是臺灣始終無法好好規劃福利國家的原因之一。！ 

 

  然而，儒家福利政治，則是從不同的角度進行思考。首先，就儒家思想而言，促進經濟發展只

是手段，為的是要養民之身，和民之情，所以既要讓人民「飽食暖衣，事親蓄子，養生送死而無憾」，

但還要約之以禮義，防止人民過度追求物質享受2，以致於為了追求財富而不顧一切。這是西方福利

國家所缺乏的3。後者在更多時候，卻是為了追求經濟成長，藉由國家福利措施的支持，從人民身上

誘發（剝削？）出更多需求。其次，儒家福利政治，不會把物質資源的分配，變成一個政治權力鬥

爭的領域，所以，也不會把分配問題，與權利、平等、社會正義等抽象理念扣連起來。  

  因此，在面對現代民主政治時，儒家福利政治將主張，藉由立法的方式，禁止政治人物在選舉

期間，假權利、平等之名，將國家福利政策，操作為選戰策略/競選政見，以避免國家福利措施淪為

政治權力鬥爭的工具，進而造成國家社福支出無節制的擴張。如此一來，人民的生活不為物質享樂

主義所扭曲，而社福政策的規劃，也不為政治權力鬥爭所染指，那麼國家社福支出失控的機會，便

會大幅降低，自然不易形成它在阻礙經濟發展的印象。 

 

  再者，在促進經濟發展上，儒家福利政治也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張，而非全然受制於經濟學者的

看法。儒家談的是，為政者要「教民稼檣，樹藝五穀，勸民興藝」。當然，若就字面上來看，今天的

為政者已經不須要做這些事。但是，若就背後的思想來看，為政者則要主動進行以下三項工作：1）

是先於人民之前，構想新的產業活動，然後再引導人民投入；2）規劃、開啟與經營市場；3）提高

國民教育水準，同時進行人力資源政策的規劃，以配合生產活動所需要的人材。 

 

                                                 
2 我們可以將這一點視為，孟子所言王道—「….黎民不飢不寒，然而不王者，未之有也」（孟子․梁惠王上，粗體為筆

者所加）—的現代新解。 
3 T. H. Marshall 便對於在戰後形成的富裕社會中，西方人歇斯底理的追求物質享受與投機活動，提出強烈的批判，認為

這些情況，將摧毀福利國家的精神。（Marshall 1973: 273-274） 



  關於第三項，應是不難理解。今天的經濟生產活動，日益仰賴科技設備與專業知識，勸民興藝，

無非就是勸民興學，也就是提高所有國民的教育水準。以經濟學的術語來說，就是提升「人力資源」

或「人力資本」。雖然列為第三項，但卻是今天促進經濟發展上的第一要務。換個角度來看，那也算

是一種基礎建設。而這也就意味著，為政者必須在現代教育上，投入更多資源，提升整體國民知識

與專業技能的水準。 

 

至於第一、第二項工作，乍看之下似乎有點牽強，但只要仔細想想，其實也不難理解。所謂「教

民稼檣」，是儒家所說的聖王，至少是他找到的賢能之士，先於一般人民想出新的生產活動，然後教

授人民，使之得以取代原先的採集或游獵活動。那麼本文將之釋義為上述第一項工作，不也是很合

宜的現代詮釋嗎！若用當前最時髦的術語來說，就是為政者要有「藍海策略」的經濟思維。再者，

當儒家說，聖王以體仁之心教民稼檣，為的是要解決人們的生活需要，所以，為政者是基於此一前

提，去構想新的生產活動。再者，為政者不只要將眼光鎖定自己國民的需要，尤其是在今天所謂全

球化的時代中，更要將視野擴大到其他國家人民身上，研究、觀察他們的需求，至少要培養國人能

有這樣的視野與觀念，然後再引導國內企業生產他們適用的財貨服務。這中間還得包括，政府必須

協助國內業者解決，進入他國市場所可能涉及的政經社會等相關規定，而不是任由業者自行摸索、

自生自滅。從以上的敘述來看，將「規劃、開啟與經營市場」，視為「教民稼檣」的另一層意涵，應

該不算過度詮釋。 

 

2.充份就業，以求自立更生 

 

  同樣的，該項工作，在今天也是很重要，在內容上也需要調整，畢竟，時代已經發展成資本主

義生產方式，我們不可能再弄個井田制，讓家家戶戶都有地種、有牲畜可養。 

 

為政者首先要作的，就是上一項所說的，先促進經濟發展，讓多數人都能有工作機會。其次，

對於那些因為市場競爭、以及產業結構轉變時，所造成的結構性失業者，以及有工作能力，但卻想

長期依賴國家救濟的志願性失業者，本於「用人之仁，去其貪」的思想，則採取西方福利國家所謂

「積極勞動政策」：限定合理的救濟時間，再施以（足以適應新產業的）技職訓練，並且匯集就業資

訊，輔導其再就業、轉業甚至自行創業。至於所謂的「輔導」，要做到什麼程度，一方面取決於政府

官員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則取決於國家財政所能允許的範圍。如果這兩個條件都沒有問題的話，除

了提供訓練與資訊外，為政者甚至可以提供類似心理諮商的服務，化解長期失業的心理障礙，或是

幫忙（青年）案主找尋職業定位；或是提供個人創業貸款，或是建立諮詢機構，在創業維艱之際，

還能提供自行創業者交換、請益經驗的管道。 



  最後，由於勞動薪資受到市場供需決定，以致於即便個人擁有工作，但收入卻未必能滿足其物

質需求。政府除了制定最低薪資水準外，則根據不同地區的消費水準，針對一定薪資水準下的勞動

者，提供不同程度的住屋津貼、交通津貼等各種補助，降低他們工作的成本，使其大部份的勞動所

得，都能用在滿足家庭生活所需上。 

 

3.照顧弱勢人口 

 

  這項工作，一直是社會福利的主要工作。只不過，在今天我們可以採取西方福利國家中「社會

津貼」的措施，由國家稅收供養老人、兒童。但是，在財政考量下，則恐怕需要按實際情況，訂出

一個年齡範圍，也就是幾歲以下的幼兒，幾歲以上的老人，則由國家擔負，至少是部份負擔他們食

衣住行等生活費用，例如發給老人、兒童津貼等等，此外，則輔之以免費或低廉的社會服務，例如

醫療、照護、交通或老人教育等等。對於獨居或低收入戶家庭之老者，在其終老時，則提供喪葬服

務或補貼。 

 

再者，儒家言「老有所安」，並非要老人坐吃等死。在傳統農業社會，一般老人有天倫之樂可享，

因具備生活經驗而獲得尊重等等，皆能於其身體衰邁之際，而安慰、提振其精神。但在三代不同堂、

且崇尚新與變的現代社會中，要讓老者安之，則要採取另一種方式：設法引導他們從事適度的活動

（最好是能與人群接觸的社會活動），以及所謂終生學習。一方面，可藉此維持他們身心活力及健康，

另一方面，也能從中得到自我肯定，證明自己不是無用的老人。例如，可以徵召已退休的老人，擔

任政府部門的義工，然後贈予象徵性的酬勞，或予以榮譽表揚。（如果還能透過大眾媒體宣揚，效果

就更好了。） 

 

  至於殘障人士，與上述幼兒與老人一樣，也由國家供養。對於尚有工作能力者，則延請專人或

設立專責機構，讓他們發掘自我的潛能、或輔導其就業，或是協助並支持他們（包括他們的家庭）

組成互助團體，建立起社會支持網絡。方法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這些方法或措施，一定要能幫

助他們建立自信，至少要能得到情感上或精神上的支持與安慰。 

 

4.確保人民健康 

 

  關於這項工作，也是現代社會福利的重要事務。今日已經發展出由國家支助經費，或是採取社

會保險方式的公立醫療制度，提供國民免費或是低廉的醫藥服務，例如著名的英國國家健康體系

（NHS）及公醫制，而臺灣「全民健保」，則是以物美價廉的特色，聞名於世，為人稱羨。相較於第



五章所提宋代的安濟坊，是《周禮》的醫政系統，上述類制度，可算是發達太多了。 

雖然，在民主社會中，要設立這種社會服務體系，有時是個問題（例如美國作為一已開發國家，

始終因為利益團體的反對，至今尚未發展類似的醫療服務），但最大的問題，往往是在制度設立後，

如何降低營運成本，以期永續經營。英國、加拿大或臺灣等國的醫療服務體系，前後都發生赤字不

斷成長、服務效率或品質下降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形成，涉及很多現實因素，需要根據實際的情況

逐一檢討，非筆者在此所能略論。 

 

然而，若從總體政策設計的角度來看，設立醫療服務系統，在確保人民健康上，只能算是消極

地補救措施。積極地作法，則是盡力消除破壞人民身心健康的主客觀因素。就客觀層面來說，則是

盡力落實環保工作，避免水、空氣、食物、土壤等等人類維生所需之資源的污染；另一方面，則是

落實公共衛生的教育與管理。從主觀層面來說，儒家思想所主張的「修身以明明德」，既是成就德性

之道，亦是養生之道4。在上一章中，本文便已指出，儒家所謂德性，是人生命的本原或生生不息的

原理，若能於修身上實用功夫，則疾病不易起，而可能造成重大傷殘之意外事故，亦不容易發生。

故儒家言「仁者壽5」、「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盡心上）所以，當為政者能落實儒家福政

治「教民以盡其性」之綱領，變化人民之氣質，則人民身心自然日趨健康，降低上述問題發生的機

會。 

 

（二）安民以順其情 

 

1.賦稅公平分攤、有效運用： 

   

  在第五章所提的架構中，並沒有這一條。這是因應現代社會的情況，而對原來第一項綱領中第

五條「減輕賦稅徭役」所作的修改。過去的儒家所以主張薄稅輕役，乃是因應傳統社會生產力不發

達，以及專制君主橫征暴斂，以致人民窮困、難以維生的困難。但若在生產力高度發達、且施行民

主政治的一般現代社會中，除了量能課稅外，民選的執政者（或稅務人員），也無法任意的開徵賦稅，

甚至往往是以減稅的方式，來爭取政治支持或刺激投資。所以，在現代社會中，已不需要以「減輕

賦稅徭役」來作為富民的方法。 

 

在現代社會中，儒家福利政治需要做的是「賦稅公平分攤及有效運用」，以安民情。在納稅作為

                                                 
4 儒家修身非為養生，然養生在其中。宋儒伊川之言可以為證：「伊川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盛，四十五十而後

完。今生七十二年矣，校其筋骨，於盛年無損也。繹曰：先生豈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

欲為深恥矣。」（近思錄․存養） 
5 「仁者壽」一語，向來被誤解為仁者長壽。對儒家而言，生死殀壽涉及到「命」的問題。故非所有「君子儒」皆享八

十以上之長壽。所以，應將此語理解為，仁者鮮患疾病，而於其為學變化氣質之過程中，則能將原有痼疾逐漸化去。 



公民義務，以及量能課稅的原則下，富人應比其他社會階層的人口，繳納較大比例的賦稅。但是基

於爭取政治支持、刺激投資以促進經濟成長，甚至是利益交換的諸多考量，所作的各種租稅優惠或

減免，往往多是圖利於富人（例如臺灣近來調降遺產稅、不課證交稅）。再者，富人還能以其財富優

勢，特別是企業雇主，可以透過外界不易監督的財務管理技巧，或延請專家如會計師協助，以進行

「合法」的逃稅。最後，再加上窮人無力繳稅，或是對於非正式部門之自營業者（例如臺灣的攤販）

無法有效管理的情況，領取固定薪資、且難以合法逃稅的中產階級，就變成了稅務機構最容易掌握

的部份，也就成了整體稅收的主要來源。如此一來，就形成了賦稅分攤不公的客觀條件。 

 

如果只有上述客觀條件成立，尚不足以構成問題，至少問題是潛伏的，只要為政者能有效經營

出良好的生活環境。然而，如果為政者無法做到，甚至讓其日益惡化，例如經濟沒有成長，個人實

質所得沒有增加、甚至減少、社會治安惡化等等，若再加上不時傳出富人生活奢糜、官員貪污舞弊、

官商不法勾結…。那麼賦稅分攤不公的問題，就會具體成形，而大逆民情，破壞人民守法的意願。

即便不至於淪為盜賊，但也容易變得自私自利，勇於濫用集體資源。如此一來，也將不利於上述如

社會津貼、國家醫療服務等養民措施的推行與永續經營。 

 

要解決這個問題，除了建立公平的賦稅制度—例如禁止以刺激經濟之名，調降賦稅6、阻絕富人

「合法」逃漏稅的機會，包括建立制度化、可供監督的政商關係，避免彼此間以既有的優勢，相互

挾脅對方，或是進行利益輸送等等—外，更重要的是，為政者要能有效（率）地運用徵得的賦稅，

取信於民，且多能將之用於改善生活環境（而不是用來自肥或擴張官僚機構）。即便一時之間，賦稅

制度仍未盡公平，但也不至於壞了人民為善之情，進而連帶地降低人民設法「正當」掠奪國家社福

資源的衝動，有助於相關措施的永續經營。這也是儒家「敬事而信，節用而愛民」思想的現代表現。 

 

2.防災濟荒： 

 

在科技發達的現代化社會中，對於天然災害的對治與救濟，已經不是太大問題，而且也成了為

政者的基本責任。現在的問題是，來自於無法預期的「社會災害」。本文指的是，因為經濟發展停滯，

所造成的失業問題，這一點在經濟全球化的競爭下，更形嚴峻。另一個則是工作所造成的職業傷害。 

 

  關於失業問題，一是採取前述勞動積極政策因應；另一則是在就業之前，予以社會救助，解決

                                                 
6 刺激經濟成長，主要是為了能創造更多的就業機會；但是調降諸如土地稅、遺產稅之類的個人性稅賦，未必能使富人

將多餘的資本，投入產業發展上。在衍生性金融商品市場發達的今天，富人有比投資產業發展更能、且更快速地賺取高

額收益的管道。調降賦稅的效用，是值得懷疑的。再者，在促進產業發展上，本來就有產業租稅或優惠的措施，實無需

要再訴諸個人性賦稅的調降。 



其個人生活需要。西方福利國家已有失業保險制度，可加以採行。本著儒家「用人之仁，去其貪」

的思想，該問題的解決，當以前者作法為主，後者為輔。至於職業傷害，則可藉由國家醫療服務可

以解決。此外，政府亦可明令，職傷者若癒後未喪失工作能力，則雇主不得予以解雇；若無法已無

法從事原有工作，則將列入積極勞動政策中，輔導其再就業。若已完全喪失工作能力者，則比照前

述照顧弱勢人口中的作法加以處理。當然，這只能算是消極地補救措施，積極的作法，則是加強職

業福利。 

 

3.職業福利： 

 

  在原來的架構中，本文的確沒有列舉該項事務；但這並不代表，筆者為了證明儒家思想可以古

為今用，而特意穿鑿附會。既然儒家政治思想也強調勞動生產的重要性，它必然也會注意到，生產

活動本身，會對勞動者身心所造成的影響。若勞動者身心運用失了節度，則事功不成。故有言：「是

故以之居處有禮，故長幼辨也。….以之朝廷有禮，故官爵序也。以之田獵有禮，故戎事閒也。以之

軍旅有禮，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度，量鼎得其象，味得其時，樂得其節，車得其式….，凡眾

之動得其宜。….若無禮，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朝廷官爵失其序，田獵

戎事失其策，軍旅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度，量鼎失其象，味失其時，樂失其節，車失其式…凡眾

之動失其宜。」（禮記․仲尼燕居） 

 

  只不過在一個以農業為主、科技不發達的前資本主義時代，由於生產活動的簡單性，對人身心

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其實很有限。所以，儒家思想雖注意到這個問題，但並不會進一步深論。因

為還有諸如土地分配、稅賦傜役等影響民生更甚的問題要處理。但是在現代社會，問題可就不一樣

了。工作成了人民生活中最主要的內容，在生產活動機械化、勞資關係作為生產關係主要形式，儒

家的福利政治，自然得比以前更關心，職業活動本身對於人民身心所產生的影響。 

 

  例如工作環境的管理，這將關係勞動者的生命安全與健康，為政者可藉由立法確立雇主工作環

境管理的責任；或是雇主對於維護員工健康的責任，像核能電廠、礦業等工作環境，將對人體健康

具有高度風險的產業，為政者則規定，雇主應提供員工免費定期健康檢查；或是勞動者工作時間（日

時數、週天數、年休假數，婚喪假數），為政者亦要立一彈性規定；或是雇主對於維持員工家庭生活

的責任，例如懷孕員工的工作保障、產假育嬰假以及假期間薪資的保障等，為政者可按現實情況，

研擬可行的策略，再立法責成雇主逐步落實；此外，政府亦可以提供—或是直接辦理，或是鼓勵協

助今所謂非營利組織籌辦—低廉托育兒服務照顧，使勞動者無後顧之憂；或是雇主對員工退休後生

活保障的責任，也就是提供今日所謂退休金或年金，為政者應提出一套辦法，然後立法強制雇主執



行。 

 

  以上只是列舉數端，凡生產活動中所以攸關勞動者身心性情之諸多事宜，為政者當設專責機構，

延請專人逐一理會，設法改善。唯有當生產活動，對於勞動者之負面影響降到最低，勞動者才能安

心投身於工作之中，從而降低事故意外的發生率。 

 

4.縮短貧富差距/異： 

 

關於這點，即便到了今天，仍是重要的工作。只不過為了因應資本主義的現 

實情況，所以在方法上需要有所調整。 

 

前文所提諸如創造就業機會，提供各種社會津貼、社會服務、失業救濟、退休年金等措施，可

以作為滿足基本物質需求的手段；此外，對於食物、土地、房屋等等事關民生基本需求的財貨服務，

要避免成為投機性交易活動的標的物，或是對該商品市場進行管制，或是由國家大量提供，以平抑

市場價格。其次，在確保社會財富或追求財富的機會，不為少數人壟斷上，需要作的事情就多了。

然而，最重要的莫過於兩點基本原則，一是防止富人（包括工商界業者）尋求特定政策或法規的制

定，以圖利自身。社會財富所以集中在少數人手中，往往不是這些人努力工作的成果，而是國家政

策法規的支持，一方面創造了謀取暴利的條件，另一方面，則放寬了對他們的規範或管制，不論是

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另一點則是讓每個人都能具備追求財富的能力，擴大教育資源的投入與有效

分配，打破教育階層化的限制，為貧窮或弱勢家庭優先創造，有利於他們在社會流動中，向上發展

的條件與機會。 

 

最後，在限制富者上，由於旨在避免使其因富而驕暴，而非剝奪其財富，所以，主要著重於對

富人消費活動的間接管制，例如對於投機性的交易，像股票期貨的買賣，或是奢侈性財貨服務的消

費，像購買豪宅等，則採累進的方式予以課稅，投入的資金愈多、擁有的數量愈多、交易的愈頻繁，

則要繳的稅就愈多。另一方面，則鼓勵引導他們將這些資金，投入在政府力有未逮的社會建設上。 

 

（三）教民以盡其性 

 

在韋伯所謂「專家沒有靈魂，縱欲者沒有情感」的資本主義機械生活中 

（Weber 1958: 182），儒家福利政治的「教民以盡其性」，便顯得彌足珍貴。實際上，不少西方學者

也認定或預設，福利國家可以把人性中最好的一面帶出來。（Cox 1998: 4）然而問題是，就如同本文



在上一章所指出的，西方那種規範權力鬥爭的思維與法政制度，是難以用來解決涉及身心性情的道

德問題。而且，在國家被視為權力中心，需要加以監督的前提下，國家並不會被賦予前述的道德任

務。 

 

  因此，在講求「西方民主」的現代社會中，即便希望福利國家真能作到「育民振德」，但一見「教

民」二字，難免引來質疑：需要被監督的為政者，還可以兼任人民的生命導師嗎？儒家雖然主張聖

王的政治思想，但並不是認為，在位的領導者就一定是聖賢；而是認為，領導者應該「修己」方可

「安百姓」，要「篤恭」才能平天下7。若有不修明禮義、不能成信於民者，則「在勢者去，眾以為

殃」8。所以，儒家所主張的「教民」，既不是要為政者充當人民的生命導師，更非放縱他變成恣意

任情的獨裁者。 

 

雖然，今日或難以重立「政教合一」的體制；然而，禮樂「可以義起」、可以與時並進，故重議

修訂禮樂之事，今日為政者之力猶能及此，可求訪民間有德賢達為之，先試行於國家行政體系，待

見其成效，則再推行於軍教單位。然而，學行相須，故亦要訪邀賢德之士，然後設學為公部門人員

講明義理。待後者言行，大多漸能謹於禮樂而少有厭煩後，即便為政者沒有教民之意，而民自亦樂

於效法。 

 

由此亦可知，該「人文工程」非一蹴可幾，所以在這長期過程中，為政者還須「以政教民」。以

政教民者，不外「與民為善」、「敬事而信」。居上者於政事勤謹，則民不敢怠慢；居上者不輕諾政策，

而於其所宣示者，則務求落實，講信於民則能教民，此是敬事而信之效。凡於人民所欲之善者，則

藉由制度措施，傾力襄助，使之不覺其苦而樂為之。例如民欲盡人倫之情，卻力有未逮者，為政者

則開辦各項老人/兒童津貼補助或社會服務，以為輔助之力，而非取代其事。是故另設專責人員，在

有人藉此遺親棄子、甚或暴力相向時，則先對他們講明人倫之理，並協助他們調和家庭關係，屢勸

未改者，則施以刑罰，待其悔過則止。而人情之易於流蕩者，則設規範而約束，立刑罰以示警。例

如北市以專用垃圾袋，促使人民垃圾減量，雖是政令亦是教民。而前文所述，對於金融投機交易活

動，課以累進稅制，亦是一例。諸如此類者，皆是與民為善之政。 

 

最後，為政者慎擇成德之士於民間辦學，向地方官民講授人倫修身之要。此事只須於一兩處定

點試行，不勞為政者刻意推動，亦不得干預辦學；再者，有德士人，非貪慕富貴享受之徒，但尊之

                                                 
7 原文是：「…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論語․憲問․子路問君子章）；「詩曰：不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

子篤恭而天下平。」（四書集註․中庸章句․三十三章） 
8 原文是「此六君子者，未有不謹於禮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不由此者，在

勢者去，眾以為殃。」（禮記․禮運）六君子者，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皆儒家思想標舉之聖王。 



以禮，使其無憂於生活所需，則為政者可輕易負擔，更無浪費國家資源的問題。至於所講之學，切

乎人生日用，民人可藉此學而身心受益、家庭和樂，而他處居民，也必將聞其風而悅之。是故，雖

無政府刻意動員，但學風仍可自然漸興，而人民亦能漸新其德。這就是儒家福利政治進行社區重建

的根本之道。 

 

  至於「選賢與能，節用愛民」這項基本原則，則無須多論，即便是在講求法制的西方社會，其

福利國家也必須以該項原則為前提，才容易獲得民眾的支持。福利國家所以作為「積極國家」（active 

state），關鍵不在於它擁有一套管理社會經濟部門的制度，以有別於過去無所作為的消極性質。法規

制度畢竟只是工具，沒有積極或消極的問題；只有操作該制度機器的眾多官員，具備主動進取與服

務人民的精神，福利國家才算是真正的積極國家，而那些向來認為福利國家缺乏彈性、過度專業化、

缺乏進取心同情心等諸多不滿，也才會逐漸減少。 

 

在經過第五、六兩章的討論後，我們可以瞭解到，儒家福利政治思想，雖然看似平淡無奇，但

真正將之展開後，卻是一個架構完整、條理綿密的體系。然而，也正是因為如此，在筆者學識經驗

皆有限的情況下，對於上述架構中所列舉之各項事務，也只能略作原則性的說明或簡單的建議，而

無法提出更具體、有效的措施。雖然如此，但這些說明應該也足以證明，即便在所謂的現代社會中，

這套源自於傳統文化的福利政治思想，仍能發揮作用。 

 

6.2 檢討與後續研究方向 

 

所謂的社會政策，就是要能付諸實踐，改造現實社會，所以，政策研究的終極意義與價值，便

是將討論的成果付諸實踐。換句話說，雖然本文已經勾勒出儒家福利政治架構，但卻無法宣稱工作

已經結束。接下來我們得要進一步說明，要如何在現實世界中實踐這套福利政治架構。 

 

想要解決如何落實的問題，我們就須先清楚地意識到，這套儒家福利政治架構，雖然具有可實

踐性，但畢竟是根據學理所推衍出來的政策藍圖，以致於具有高度的理想性格。雖然人們是為了改

造現實、解決問題，而提出理想計劃；然而，吊詭的是，往往就是因為現實問題的存在，而阻礙了

理想的徹底實踐。 

 

從前面的討論中，我們可以看出，儒家的福利政治思想，在追求種種美好的理想；但現實世界

中的政治人物與民主政治的運作，往往是側重「問題的解決」（problem solving），而不是政治理想的

追求。換句話說，美好的政治理想，總是需要長期的努力實踐；但現實的民主政治，卻往往迫使政



治人物必須先擱置理想，著力於解決眼前急迫的現實問題，安撫民眾的不滿，以免弱化日後執政的

正當性與機會。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福利政策的理想性格，便容易逐步淪為工具性格，成了政治人

物用以爭取民眾支持的籌碼。 

 

我們可以舉兩個例子來加以說明。首先是新加坡設賭場的例子。在第五章中，本文曾提到，1980

年代的李光耀政府，派人遠赴美國延請杜維明、余英時等研究過儒家典籍的學者，到新加坡發展儒

家思想。然而，在擔憂喪失國家競爭力的恐懼下，在至少可以多創造 75000 個就業機會，以及股市、

房地產前景一片看好的誘惑下，李顯龍政府在 2007 年時，決定放棄堅持四十多年來禁賭的傳統，背

離過去所極力推動的儒家思想，允許觀光賭場的設立9。 

 

另一個例子則是近來剛落幕的農保與國民年金的爭議。自從 1990 年代被提上政治議程以來，國

民年金延宕了十多年，好不容易在朝野達成共識的前提下，終於在 2007 年七月在立院三讀通過。有

趣的是，這個通過時間點，卻是緊鄰著隔年立委與總統大選。再者，在《國民年金法》公佈後，國、

民兩大政黨對於新的保費、新的福利待遇，以及來年十月農保將因國民金開始施行而落日，都沒有

任何異議；但是隨著新興農民黨（成立於 2007 年 6 月）在年底提出「國民年金將犧牲農民福利」的

議題，特別是他們在 2008 年 1 月發動數千名農人北上抗議，而引來輿論注意後10，民進黨政府立即

表示，政府將會保證由農保轉入國民年金後的福利給付水準，更重要的一點是，需多繳的保費（農

保每月保費 78 元，加入國民年金後保費則增加到最多每月 674 元）將由政府負擔。而在野的國民黨，

則是持續宣傳農民福利被犧牲的說法，最後並將「農保與國民年金脫勾」列為總統大選的政見。 

 

  從以上兩個例子中，我們其實不難看出，政治人物真正在面對的，往往是層出不窮的現實問題，

以及因這些問題所引發的民眾不滿。再加上短期政治利益的考量（民主政治通常每隔四到六年就要

選舉一次），很容易使得他們難以堅持需要長期努力才能看到成果的政治理想。 

 

  而另一個不利於福利政治發展的重要問題，便是經濟全球化。自從 1990 年代冷戰結束，全球化

並沒有像美國政治人物、經濟學家或評論家們所許諾的那樣，帶來一個美好的新世界；相反的，隨

                                                 
9 見《遠見》2007 年三月號＜新加坡競爭力＞專題，p.83-86 
10 透過追蹤 2007 年七月《國民年金法》通過之後的報導，我們可以發現，在 2007 年十二月四號之前，也就是嘉義縣縣

議員蔡文基在議會質詢時指出，按臺灣基層農民既有的生活條件來看，大部份農民未來將難以負擔國民年金每月 674 元

的保費，即便未來可以領取較高額的年金（聯合報 2007. 12. 5, C2 版, 嘉義縣市新聞）。在這個質詢之前，農保與國民年

金之間的關係，始終沒有受到朝野政治人物與輿論的注意。接著要到十二月二十一號才有高雄縣農會總幹事蕭俊漢出面

質疑，為何只有農保會員要加入國民年金。此外，蕭還動員各縣市農會系統準備進行各種抗爭。但有趣的是，這位蕭俊

漢正是準備在隔年投入立委選舉的新興政黨—農民黨秘書長。（聯合報 2007. 12. 22,A4）接下來就有彰化縣國民黨立委

候選人鄭汝芬，在 2008 年一月開始跟進這項議題（鄭後來當選立委）。（聯合報 2007. 1. 4, C2 版, 彰化縣市新聞）。就在

民進黨政府始終無法有效回應該項訴求的情況下，國民黨持續宣傳農保轉年金的諸多問題，並將「農保與國民年金脫勾」

列為馬英九競選總統的政見。（聯合報 2008. 3. 4, C2 版，臺南縣新聞） 



著大量資金、人員與商品可以自由流動的國際政經結構下，全世界逐漸陷入激烈的經濟競爭氣氛，

以及生存鬥爭的恐慌之中。姑且不論落後的第三世界國家，如何不斷的以低工資、低政府管制來吸

引外資或爭取外銷市場，就算是占盡資本、技術等各種優勢的歐美先進國家，也為了創造其不可超

越或取代的競爭力，而不得不犧牲理想向現實傾斜，解除被認為有礙經濟發展的各種管制。如此一

來，與經濟發展緊密相關的國家福利，在全球化的競爭壓力下，同樣得向現實妥協，即便無法拆解

福利國家，也必須採取各種「微調」（fine-tuning）式的緊縮作法，以為因應。 

 

  例如與臺灣鄰近的日本，算是亞洲地區國家福利較發達的社會。但是從 1970 年代末起，因為經

濟國際化的趨勢，使得主張以「小政府」與「私有化」促進經濟發展的觀點，開始發揮影響力。在

這股壓力下，原先相對優渥的年金制，被迫展開變革，例如延長繳費年限，降低年金給付金額、推

動私人年金制等等。另外，向來以福利國家聞名於世的瑞典，也出現類似的情況。戰後以來，瑞典

的國家福利一直處於擴張的狀態，即便是在所謂危機時期，仍在進行溫和的擴張。此一態勢，一直

到了 1990 年代後，也就是經濟全球化興起後，出現了不一樣的變化。由於經濟出現嚴重的衰退，迫

使瑞典政府不得不正視，優渥的國家福利措施所帶來的負面影響，進而策劃了一連串的改革。例如

在老人年金上，從原先的確定給付制（defined benefit）轉換成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

而原先採用薪資「最好的十五年」（best earning years）作為福利金給付的計算標準，也轉變成根據

45 年內繳費記錄來計算。另外像醫療保險制度，隨著傷病保險補助日益慷慨，到了 1980 年代時，

不只變成政府財政的負擔，而且也造成曠職率的提高。所以，在 1990 年代時，瑞典政府便陸續作出

各種調整，例如調降傷病補助的所得替代率，從原先 1980 年代末的 90%，一度調降到 75%（1994

年）；而雇主則必須要支付傷病員工前兩週的補助金，藉此加強雇主監督責任，以改善員工復原情況

及無故曠職等問題。（Hort 2004；Stephen 1996: 45-48） 

 

簡單的說，經濟全球化造就了更多的現實問題，進而迫使政治人物只能更加忙於解決這些急迫

性的問題，即便有再崇高的理想，恐怕也得因應現實的挑戰，委曲求全，以免引發民怨。 

 

  從以上的討論中，我們看到了民主政治與經濟全球化的現實狀況，是如何不利於福利政治理想

的實踐，不論這個理想是屬於西方福利國家或儒家福利政治。既然如此，我們就有必要進一步的去

探討，如何改善甚至消除這些不利的現實條件。但很遺憾的，這卻是本文無法回答的問題。這不僅

受限於研究時程，更重要的是，筆者目前的能力也很有限。因此，若欲進一步解決此兩大問題，恐

怕也只能留待後續研究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