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對於兒童的公平分配概念（distributive justice）的探究，主要是針對兒童在

處於資源需要分配的情境脈絡時，他們會以什麼樣的原則或方式，作為判斷分配

決定的考量。在這個議題上，William Damon（1977）最早以系統化的方式，進

行「兒童積極性正義概念發展（Child’s development of positive justice）」的系

列研究，歸納出兒童積極性正義推論的六個發展階段（levels of positive justice 

reasoning；亦可參考頁 20），該基礎之研究影響了後續其他相關議題之研究。

包括進一步針對兒童進行公平分配決定過程和結果，與可能影響兒童公平分配因

素的探討（Enright, Franklin, & Manheim, 1980；Thorkildsen, 1989；簡楚瑛，

1995）。 

本研究亦依循此一研究脈絡之發展，主要在探討性別與情境脈絡等因素，對

兒童公平分配概念可能造成的影響。因此，本章主要分為四節來進行關於兒童公

平分配概念相關研究文獻之探討。第一節先就公平分配概念的意義與相關理論進

行說明；第二節則介紹與探討與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相關的實徵研究；第三節與第

四節分別討論與分析公平分配概念相關之兩個議題—性別與情境脈絡。 

 

第一節 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的意義與相關理論 

 

壹、 正義（justice）的意義 

在探究公平分配的概念時，研究者發現，公平分配概念是包含於正義概念之

中的，因此在進行公平分配概念的內容之前，我們應對於正義概念的內容有所瞭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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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在希臘時代 Aristotle 已經談論到正義的概念。他認為一件事情是否符合

正義，可以從「合不合乎法律」的角度來看，只要符合法律的作為，皆可稱為正

義，只要不合乎法律的行為，就是不正義的。因為法律的制訂，就是對於社會大

眾利益的共同信念以契約的方式記錄下來，提供個人行為的典範，也提供社會大

眾判斷一個人或一件事正義與否的判準，所以說，正義所涵蓋的範圍，包含一切

與他人互動的各種事件（苗力田編，1999：101-104）。在這些與正義相關的事

件中，Aristotle 進一步分為兩種類別， 

「第一類表現在榮譽、財物以及合法公民人人有分的東西的分配中（因為

這些東西中，人們相互存在著不公平和公平的問題）。另一類則是在互動

中提供是非的準則，而後者又分為兩類，包含自願的互動，或者是非自願

的互動。自願的互動，如買賣、抵押、出租等；非自願的互動，則是包括

偷盜、誘騙、暗算等」（苗力田編，1999：106） 

對於第一類有關正義的事件，Aristotle 稱之為「公平分配」（distributive 

justice），第二類有關正義的事件，依據自願性的有無，則分為「溝通正義」

（communicative justice）和「懲治正義」（corrective justice）（Kohlberg, 1984: 

621-622；張玉華譯，無日期；鄧志松，無日期）。 

在「公平分配」方面，如同之前所談到的，那是社會對於「榮耀、財富和群

體中其他期待獲得的資產」分配的方式。分配方式的進行是依據平等（equality）、

功績（merit）或需求（need）等原則來運作的。所謂的平等原則是在分配的過

程當中，讓人人所分配的物品相同，例如：有九個蘋果要分給三個人，然後讓每

一個人都得到三顆蘋果；功績原則是指物品的分配給予，按照接受分配者付出的

多寡來決定，如：兩個人一起工作所得的金錢，以兩人的工作時數計算，工作時

數較長的人，就可以得到較多的金錢；至於需求原則，則是為了使接受分配的人

對於分配的結果感到滿意（這種滿意的感受也稱之為公正感），有時必須給予條

件不利者應獲得較多的分配，如：幾個人一起平分一塊麵包，當中有一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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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為了讓病人能夠快快恢復體力，所以讓病人獲得比較多的麵包。 

在「溝通正義」方面，焦點主要在談論自願性的同意、合約和平等的交換

（focus upon voluntary agreement, contract and equal exchange）等事件，明

顯的例子就是我們為了保障雙方的權益所簽訂的契約，如：房屋契約、企業合作

的契約等。這些都是人們彼此之間，希望能互取所需而自願簽署的書面文件。 

在「懲治正義」方面，它與溝通正義正好相反，它是個人處事遭遇非自願性

的損害時（如：不平等、不公平的時候），提供懲治的原則和要求報復和補償。

而這個概念之後發展成為現代法律規範的制訂依據。例如：犯罪者必須對自己所

犯的過錯付出代價。 

    依上述的內容，我們可以發現正義概念與公平分配概念的關係：正義概念的

內容，主要是去解決社會上，人們因為互動之後所產生問題或衝突時的一種解決

方法和立場，而這些方法和立場會因為問題的性質不同而有不同的考量方向。其

中，討論人們對於資產、期待獲得物品進行分配時，所產生問題的解決方式的這

一類正義概念，即是公平分配概念的範疇。 

 

貳、 公平分配（distributive justice）的意義 

Damon 之所以開始研究兒童積極性正義概念的原因，是來自於對年幼兒童

分享（sharing）行為的好奇。他提到（Damon, 1977: 71）——在年幼孩子的活

動中，有一大部分是與朋友一起遊戲、交換玩具、輪流使用物品。在這樣的互動

之中，孩子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分享行為呢？是因為孩子認為「分享玩具/資源」

是「好的（right）」嗎？如果是的話，那麼分享所隱含的道德價值基礎又是什麼

呢？甚至，不同的分享理由與分享模式，是否代表不同發展階段兒童的表現呢？ 

為了瞭解上述的問題，他分析了成人的資源分享行為，認為「分享」的關鍵

是一種對「分配的邏輯推論」（logic of distribution）。此推論意指，是一個社

會中，對於各種授與物品的判斷或考量，而這種考量或判斷需要符合公平的原

則。在此時，公平分配的最高原則，其意義是考量不同分配對象的需求或對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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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給予最適當回報的判斷。 

一般來說，人們都希望授予物品或接受物品的方式是公平地（fairly），就

如同上述所提到的，公平分配是需要考量不同分配對象，而給予適當的回報。但

一個人也可能因為自私或實用性（pragmatic）的考量，不以最高的分配原則公

平的方式分配資源，以 Damon 的觀點認為，此種特殊的分配方式，雖然是以利

己的角度出發進行分配，若其分配的結果可以解決社會衝突，那麼，這樣的方式

仍然是屬於公平的。因為可以解決社會衝突的想法，皆是判斷是否符合正義的普

遍性標準（Damon,1977: 72），換句話說，無關人們分配的意圖究竟是為了個

人或公共利益，只要接受分配的人，對於分配的結果感到滿意，同樣也可以稱做

公平的。而這一類分配資源的考量，Damon（1977）另稱之為「分配的實用主

義（distributive pragmatism）」。 

綜合上述，本研究所謂的「公平分配」，指的是在不同分配物品情境的過程

中，分配者需要思考不同接受分配者對於分配的想法，然後做出最讓人滿意的結

果。 

 

參、 從哲學觀點論述與公平分配之間的關係 

不論對於 Aristotle 或 Damon 而言，其「公平分配」所關注的焦點，皆是想

瞭解人們對分配資源或物品過程時的考量。不僅如此，Damon 對於分配考量的

原則上，也沿襲了 Aristotle 的想法。 

所謂的「分配考量的原則」，是指「人們在分配資源上，是以何種方式（或

原則）進行」的問題。以「公平分配」的分配原則方面，Aristotle 提出一個普遍

的標準：「同樣情境應當受到同樣的對待。亦即平等地對待平等的人；不平等地

對待不平等的人。」（引自林春雄，1994：18）但何謂「平等地對待」？他並

無進一步的說明，或許因為如此，後來的學者持續對「公平分配」的意涵提出不

同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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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Adams 的公正理論（equity theory）而言，他將「公平分配」視為付出

與所得成比例的分配方式。他認為一個人對一件事情付出的勞力或精力越多，所

獲得的回饋就應該更多，而且這樣的回饋方式應該有一定的比例做出區分，不是

任意的給予，這樣的方式也被稱為功績分配（Adams, 1965；Greenberg & Cohen, 

1982）。 

Sampson（1975；引自 Lisi & Watkins & Vinchur, 1994）則提出「平等分

配（equal distribution）」是比例分配之外的另一同等重要的分配規則。他認為

接受資源的所有分配者，在沒有功績比較上的差異時，都得到相同或等量的資

源。這樣的想法也在之後廣泛的應用在法律的制訂之上。 

Deutsch（1975；引自 Lisi & Watkins & Vinchur, 1994）對於公平分配的觀

點則是，資源的數量是有限的，每個人如果都以功績或平等取向的方式進行分

配，那麼處於弱勢的人，則永遠被社會所忽視。因此，他另外強調「需求原則」

（needy principle）也應屬於公平分配概念的範疇當中，意即要把資源分配給最

需要的人才是公平的。 

延續著以上的想法，Damon 在分配考量的原則上，亦參考了哲學家 

Frankena（1963/1990: 76）對「公平分配」規則的分類，認為資源分配的方式

可能依循三種方式進行（Damon, 1977：72）： 

 

一、 優勢原則（meritarian）或功績原則（merit）： 

前者指的是，對於具有特殊價值人格特徵（如：性別、年齡、智力、美貌、

貢獻或功勞等）的人，分配予更多的資源；而後者，則強調是以回饋或互惠為原

則，對於貢獻較多、工作較努力的人，就應該分配到較多的資源。 

 

二、 平等原則（egalitarian）： 

就是以相同（equal）為分配資源的標準。分享著相同數量的資源，或者至

少每個人都有獲得資源的相同機會，如現代民主理論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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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需求慈愛原則（benevolent）： 

並不完全以平等取向為分配標準，而是針對有特殊需求（need）或先前受

到剝奪的人給予額外的資源。最有名的代表型式就是 K. Marx 的名言：「各盡所

能，各取所需。」 

 

面對上述三種分配資源的基本模式，Damon 認為此三者之間在使用時，並

不是完全區分開的，每一種分配模式可能都會和另一個模式相重疊。例如：功績

取向與平等取向的結合，就是確定每個人有著平等的機會一同競爭，然後允許表

現最佳的選手獲得最多的回饋或獎賞；而且，在不同狀況下或不同種類的資源，

都可能會使用不同的分配決定，像是分配食物的時候，可能適合用某種分配方

式；分配奢侈品的時候，又可能是用另一種分配方式處理。 

另外，由於 Damon 對於資源分配的研究焦點在於「關注社會上的人們應該

得到多少比例可獲得的資源、讚賞或其他回饋。」（引自 Damon, 1977：73）這

一類的正義概念，所以他特別以「積極性正義（Positive Justice）」稱之。 

由上述討論可知，Damon 所提出的「積極性正義」，其概念和內涵，大體不

脫 Aristotle 對「公平分配」的想法，主張：人們雖然使用不同的原則（公正、

平等或需求）作為分配的考量，但其結果都是希望讓大家獲得「公平」的感受，

這也是進行資源分配的最大目的；另外，在分配原則的運用上，並非一成不變，

得視人們面對的情境；兩個概念之間的差異則是在於，可供分配的「資源」上的

範圍有所不同。「積極性正義」所指的資源，主要是指「資源、讚賞或回饋」這

一類的接受分配者所應得到的獎賞或其欲求的資源（即正向分配物）；而「公平

分配」所指的資源，則包含接受分配者所應得到的獎賞、懲罰、欲求的資源或不

欲求的資源等（即包含正向分配物與負向分配物）。本研究探究的公平分配概念

內涵則屬於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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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從發展心理學的觀點探究道德與公平分配之間的關係 

公平分配的概念，除了哲學領域的討論之外，在發展心理學界，亦有 Piaget、

Kohlberg 和 Damon 等學者，對此概念有深入的探討。 

 

一、 Piaget 對兒童道德發展的觀點 

Piaget 在進行兒童發展相關研究的過程中，並沒有直接論及「公平分配」的

相關議題，不過，我們在 Piaget（1932/1997）所著「The moral judgment of the 

child」一書，可以看見他對兒童的正義概念的想法。依照 Aristotle 對於正義內

涵的討論（頁 12），或許我們能從 Piaget 所談的正義概念，攫取出與公平分配

概念相關的解釋。 

他認為，在正義概念的發展上，不免論及懲罰的問題。因為：  

「公平分配，總是和一般人眼中的報應性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做連結」

（Piaget, 1932/1997：198） 

 

上述 Piaget 所提到的「公平分配」，他定義為平等之意；而所謂的「報應性

正義」，則定義為行為和懲罰之間要有適當的比例，也就是說，犯的錯比較嚴重，

就應該接受較嚴重的處罰。為了釐清這種概念之間的關係，Piaget 也進行一些討

論，希望能夠藉此更加理解兒童在正義概念上的發展歷程（歐陽教，1983；劉

碧如譯，1986）。對於報應性正義的內涵上，Piaget 認為有兩種不同的特性：「償

罪性懲罰」和「恕道的懲罰」。 

對年幼的兒童而言，其正義概念的發展上，受到成人權威的限制，覺得只要

是成人對自己做出的懲罰都是屬於正義的。對兒童本身而言，也以這樣的標準作

為自己的正義概念內涵—此種不考慮犯錯者個人的因素，只要是犯錯，就要接受

懲罰，而懲罰的內容是越重越好，稱之為償罪性懲罰（expiatory punishment）；

償罪性懲罰的概念隨著兒童年齡的增長，漸漸脫離成人權威限制，並增加與同儕

間互動的同時，有了概念和態度上的轉變。懲罰的進行方式並不如前一個階段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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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任意」，開始強調「與互助合作和平等的規則」，意指對於犯錯者其實無需

加以痛苦的制裁，只要能使犯過者自覺其破壞社會規範所引起的惡果就行了—此

種懲罰稱之為恕道的懲罰（punishment for reciprocity）（Piaget, 1932/1997；歐

陽教，1983）。 

 

依照 Piaget 的說法，他認為恕道的懲罰就是兒童發展出「公平分配」概念

（以平等原則為主）的開端。因為那代表兒童已經可以開始注重人際間的互動

性，漸漸擺脫成人權威的影響，到了兒童期的後期，報應性正義也會被公平分配

所取代。而這樣隨著兒童年齡增長，而轉變的過程可以從他對兒童正義概念發展

的描述中發現：（Piaget, 1932/1997: 315-317；李昭明、施淑君，1999: 18；見

表 2-1-1） 

 

表 2-1-1  Piaget 的兒童正義概念發展階段 

階段（年齡） 正義階段 公平分配階段 

第一階段（7-8 歲） 

「公正與不公正」及 

「責任與不服從」 

的意念之間尚未分化 

不管什麼事，只要遵照、服從大人權

威的指令去作就是正義的；不服從權

威即是非正義的。在選擇處罰方式

時，償罪性的懲罰比恕道的懲罰佔優

勢。 

如果「服從」和「平等」間的

意念發生衝突時，會以「服從」

為最後的決定。如果沒有與權

威之間產生衝突，則會展現出

對平等的需求。 

第二階段（8-11 歲） 

自律及平等對權威的優勢 

不再像前一個時期一樣，依附在成人

的權威裡面，懲罰的合理性是基於互

惠性。隨著兒童年齡的增長，平等主

義的想法也跟著開展。 

平等至上。面對懲罰和平等之

間的衝突，平等比其他考量更

重要。 

第三階段（11-12 歲） 

一種「公正感」（feeling 

Of equity）的特性 

不是從「齊一性」當中來尋求平等，

除了關係到個人的特殊情境之外，他

們也不再考慮到個人的平等權。不是

所有人採取同一種懲罰，而考慮到某

些人可以特別寬容。 

不再完全以法律規定為導向，

而是考量每一個體的狀況而定

（如年幼者）。這並不是要建立

特權，而是使前一時期的平等

觀念更有效的發揮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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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Piaget 的看法，年幼的兒童是以報應性正義（不管是償罪性懲罰或恕道

的懲罰）為處理違規事件的基準，而較年長的兒童則是以公平分配（主要是平等

原則）的方式；同時，我們也藉由上表中的敘述，看見 Piaget 對於公平分配的

概念與 Aristotle 和 Damon 等人的想法有了相通之處，因為「公平分配可以分解

成平等或公正的概念」（Piaget, 1932/1997: 317），甚至隨著兒童對公平分配概

念的成熟，他們對於公平分配的意義也從原本強調「相同對待的一致性」，提升

為達到「公平感」的信念，因而也不再只追求結果上的「平等」，轉變為注重個

體「需求」和「公正」取向的可能性。不僅如此，Piaget 還著實地描繪出兒童在

公平分配概念發展的一條路徑。 

 

二、 Kohlberg 的道德發展論與公平分配 

Kohlberg（1984: 621）在研究道德概念範疇的過程之中，以思考兩難情境

的解決之道（prescription）為基準，建立了六個道德判斷的發展階段。在兩難

情境（moral dilemma）晤談的判斷原則中，所強調的是「道德義務論（deonic）」，

意指這些兩難情境不僅依據基本的道德規範來設計，更得強調正確性

（rightness）、權利性（rights）和義務性（obligations）等正義要素的判斷。所

謂的正確性，指的是對於人類的行為需要符合其所處社會的規範；權利性則是認

為行為的行使是個人可以掌控的；而義務性表示某些行為是人類生活中應該去實

行的。因此，這些包含在道德發展階段之中的正義概念，除了必須符合上述三項

要素的原則之外，亦需接受人人平等的一致性、追求社會不同個人價值最大公約

數的最大福利原則，以及運用彼此間互惠與觀點取替原則來維持社會和諧和公平

等特性的檢視。 

古諺有云：「正義即一切德行之大成。」Kohlberg 亦深知其道理，因此他一

方面除了瞭解正義在道德問題上的重要性之外；另一方面為求人類如何理解生命

中正義問題的方法。於是，他以道德概念判斷的原則，同樣運用在正義概念發展

的過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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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道德兩難情境內相關問題的設計上，Kohlberg 採用 Aristotle 對於正義

概念的分類（即公平分配、溝通正義、懲治正義，見頁 12），將三種正義概念的

相關問題包含其中，使得他的研究結果，歸納出一般人所熟知的人類道德發展階

段理論之外，也分別對每個道德發展階段中，不同正義概念的發展情形提出一些

看法與評論。在 Kohlberg 對於每一「道德發展階段」與所對應的「公平分配發

展階段」對照之下（Kohlberg, 1984；張春興，1994；林春雄，1994；見表 2-1-2），

發現在道德發展的過程中，先是以符應他人觀點的「他律」原則為起點，然後漸

漸發展出自身對於外在事物的道德觀點，而最後則是將外在規範與個人理想之間

尋求一種調和的結果，這樣的結果是能夠普遍運用於世界的原則；而對於公平分

配發展階段而言，雖然以追求「平等」為起點，但是仍無法擺脫權威者的約束，

直到個人觀點的出現，漸漸會使用「功績」或「互惠」的觀點來決定公平分配的

結果，最後，對於個人與他者觀點的關注擴大至社會與人性層面，並且將「需求」

原則作為處理公平分配問題的普遍性考量。 

 

對於道德發展與公平分配發展之間的研究結果，Kohlberg 認為：「（不同）

正義概念在人類生命中，就如同 Piaget 的理論（認知發展階段論）一般，會

發展出一種概念發展的結構。」（Kohlberg, 1984: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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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Kohlberg 的道德發展與公平分配發展階段 

階段名稱 道德發展階段描述 公平分配發展階段描述 

第一階段 

他律的道德 

避罰服從取向：只從表面看行為

後果的好壞。盲目服從權威，旨

在逃避懲罰。 

受到嚴格的平等（strict equality）所控制，

沒有對需求和功績的考量。假如有權威者介

入，則會服從權威者的規定（他律）。 

第二階段 

個人主義的道德 

相對功利取向：只按行為後果是

否帶來需求的滿足，以判斷行為

的好壞。 

調和平等和互惠的原則，會考慮不同的人和

特別情境的需求下判斷。此外，更使用考量

個人需求和特殊狀況的公正原則進行分配。

第三階段 

合乎人際間規範

的道德 

尋求認可取向：凡是成人讚賞

的、他人認可的，自己就認為是

對的。 

調和平等、互惠和公正原則的運用。不但關

注個人需求或興趣，對於人們行為的好壞和

應該獲得的分配，都列入考量的範圍。 

第四階段 

社會系統的道德 

遵守法規取向：遵守社會規範，

認定規範中的事項是不能改變

的。 

除了三種正義原則（平等、互惠、公正）的

調和使用之外，還增加了對中道

（impartiality）、社會制度和貢獻社會程度多

寡的關注。 

第五階段 

人權和社會福利

的道德 

社會法制取向：瞭解行為規範是

經大眾同意所建立的。只要有共

識，規範是可改變的。 

主要關注基本人權和各個階層所應具有的

權利和價值，以及社會合作過程的內容。 

第六階段 

普遍、可反轉的普

遍倫理道德原則 

普遍倫理取向：道德判斷係以個

人的倫理觀念為基礎。個人的倫

理觀念用於判斷是非時，具有一

致性與普遍性。 

除了平等原則之外，公正原則在此是不被考

慮的。焦點在於天生基因和教育機會不均的

天生缺乏者（關心最少優勢者）。所以缺乏

基本需求的分配一定是不平等的。 

 

上表中，每個道德發展階段並沒有確切的對應年齡，因為 Kolhberg 進行道

德發展相關研究的過程中也發現，未必所有人均可發展至道德發展的第五或第六

階段。但這樣的道德發展階段，仍與個體的年齡相關。 

另外，在同一階段裡，道德發展與公平分配概念發展之間，有著原則上的相

通，例如在階段一，道德發展所表現出來的特徵是服從權威；公平分配階段也同

樣有著權威至上的特徵。以這樣的結果與 Piaget 的兒童正義概念發展（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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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照，發現 Piaget 正義概念發展第二階段的內涵與 Kohlberg 道德發展第一階

段的內涵，以及 Piaget 正義概念發展第三階段的內涵與 Kohlberg 道德發展第二

或第三階段的內涵是相似的。 

這樣的結果顯示出兩種意義：第一、Piaget 認為兒童公平分配概念具有不同

階段發展的看法，得到 Kohlberg 研究的證實；第二、人類的道德、正義與公平

分配概念發展上，存在著一定程度的相關性。 

 

三、 Damon 的兒童積極性正義概念發展與公平分配概念的關係 

如本節導言所談到的，Damon 對於兒童在分享行為上的研究焦點主要是「關

注社會上的人們應該得到多少比例可獲得的資源、讚賞或其他回饋。」（引自

Damon, 1977: 73）這一類的正向分配（即他所謂的「積極性正義」）情境。不

過，他同樣承襲了 Aristotle 當初對於公平分配概念的三種分配原則（公正、平

等、需求），與延續 Piaget 與 Kohlberg 對於兒童在公平分配概念發展的想法。

經由一系列的實徵研究（見第二章第二節）之後，提出「兒童積極性正義」的六

個概念發展階段（見表 2-1-3）。 

在 Damon 的理論當中，主要分別有「主觀慾望」、「平等主義」和「公平分

配」三個階段（簡楚瑛，1995），每個階段當中，另外有分有兩個層次。這樣的

呈現方式除了更能將每個積極性正義發展層次之間的關係連貫起來之外，亦說明

了雖然在處於同一個積極性正義階段之下，兒童的行為表現仍可能會有所不同，

甚至有高低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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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Damon 的兒童積極性正義的發展階段 

階  段 層次 描  述 

0-A 
公平的決定來自於要使行為發生的慾望。聲稱的理由是以慾望來判斷，

如：「我應該得到它，因為我想要」。 
主觀慾望 

（4-5 歲） 
0-B 

決定仍然反映慾望，但是以外在、可觀察的現象，如大小、年紀或其他生

理特徵，為判斷的標準，如：我們應該得到最多，因為我們是女生。然而

這樣的判斷，是由變動、表面的現象所引起，以自私的心態為終點。 

1-A 
公平的決定來自行為中嚴格的平等，如：每一個人應該得到一樣多。平等

是在防止爭吵、打鬥、「抱怨」或其他形式的衝突。 平等主義 

（5-7 歲） 
1-B 

公平的決定來自行為中互惠的概念：人們應該因為他們做好事或壞事而有

不同的報酬。功績和回報原則的發端。 

2-A 

一個道德相關性的發展，來自於那樣的理解：不同的人能依他們不同的、

不平等的的需求作判斷。這些有特別需求的人（如：窮人）是要特別注重

的。公平決定是企圖解決各種不能同時達成的需求。 
公平分配 

（8 歲以上） 

2-B 
平等和互惠的考量是結合在一起，這樣的決定考慮到各種人和特殊情境的

需求。公平決定的依據是反映出對所有人其最適當回報的認知判斷。 

 

與之前的學者相較之下，Damon 的「積極性正義」概念發展階段的分類方

式，是更具有彈性的。因為它不像過去階段論的分類概念，把每個階段之間的界

線切割的那樣絕對，而展現了一種可能性——雖然對於公平分配概念的考量因素

與行為表現上同屬一個階段（如：平等主義），但兒童對其行為表現的理由仍有

所差異（如：1-A 階段是為了防止衝突；1-B 階段是為了付出與回饋間的平等）。

如此的區分，除了進一步解析公平分配概念的內涵，更有助於理解兒童行為表現

與概念獲得間的關係。 

 

總體而言，Piaget、Kohlberg、Damon 三人對於公平分配概念的發展上，

有著相似的想法。對於在分配的過程中，處於較低階段的人們（通常是年紀較小

的兒童），其分配的原則是以個人喜好為首要考量，如 Damon 的主觀慾望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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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則是將平等原則作為絕對的判斷依據，如 Piaget 兒童正義概念發展的第

二階段和 Kohlberg 公平分配發展階段的第一階段；隨著公平分配階段的提升，

人們漸漸會將需求或公正原則列入分配時的考量，如 Piaget 兒童正義概念發展

階段的第三階段、Kohlberg 公平分配發展階段的第二或第三階段、Damon 的 2-A

階段；最後到了較高的階段，人們則考量資源分配的情境要素，如各人的需求、

分配的物品等，而利用多種分配原則進行分配，如：Kohlberg 公平分配發展階

段的第四階段與 Damon 兒童積極性正義發展階段的 2-B 階段。至於各個階段所

對應的年齡，則皆分佈在學前的幼兒至青春期的青少年之間，會隨著年齡的增

加，而公平分配概念發展階段也越高。 

不過，三人對於各個公平分配階段的意涵與所對應的年齡則有不同的觀點。

在各階段意涵上，以 Kohlberg 公平分配發展階段的第一階段的內涵（嚴格的平

等）來看，是處於 Piaget 兒童正義概念發展階段的第二階段，與 Damon 兒童積

極性正義發展階段的 1-A 階段；而 Damon 所談論到的「主觀慾望」階段（0-A

和 0-B），並沒有在其他兩位學者的理論中出現。在各階段的年齡上，對於強調

「平等」原則的階段，在 Piaget 兒童正義概念發展階段理論中約是七、八歲的

兒童，但在 Damon 的理論中，則認為在五歲的幼兒即能達到這樣的發展狀態。 

 

伍、 小結 

「公平分配」（distributive justice），是當初 Aristotle 談論「正義」（justice）

時的其中一個面向，而我們也知道「正義」這個概念又佔有「道德」（moral）大

部分的精神，換言之，「公平分配」也同屬於「道德」範疇中的一部份，後續學

者都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繼續發展「公平分配」的內涵。到了現代，學者認為公平

分配的意義是：人們為求達到「公平地授予各種物品」的目的，會藉由「公正（或

稱功績）」、「平等」與「慈愛（或稱需求）」等三個原則，作為分配的依據與判斷

的基準。而發展心理學者 Piaget 等人，也接受這樣的想法，另外提出不同的概

念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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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以 Damon 的觀點為主要的理論依據，其原因有下列三點： 

一、 概念內涵較為完整 

Piaget 對於正義概念的討論過程中，注意到了公平分配概念在兒童身上的發

展情形。不過，對他而言，公平分配概念大部分（特別對於年幼的兒童而言）的

意義僅僅代表「平等」原則的運用（歐陽教，1983）。若沿用 Piaget 的說法，原

本 Aristotle 所提「公平分配」之意涵（含平等、公正和需求原則）即受到很大

的限制，也直接影響了我們對於公平分配概念的解讀；Damon 在提出公平分配

概念理論之初，已注意到此一課題，也使的他的理論在概念分析過程中，是較

Piaget 完整的。 

 

二、 研究焦點較集中 

Kohlberg 探究公平分配概念是先以其道德發展的理論為基礎再進行分析

的，所以其內容並沒有另外特別針對一個正義概念，進行完整的驗證過程；再加

上其道德發展理論是由法治概念（規則）出發，因此在內涵上主要以溝通正義與

懲治正義為主，涉及公平分配方面的部分相對起來顯的較為薄弱；反觀 Damon

兒童積極性正義發展階段，則是單純以公平分配概念的內涵進行探究，著實補足

了 Kohlberg 在此處的不足。 

 

三、 研究對象與本研究接近 

Damon 在公平分配研究的研究對象上，包含了學齡前與學齡的兒童，與

Piaget 或 Kohlberg 的研究相較之下，更適合作為本研究的參考依據。 

 

雖說是以 Damon 的理論為主，但研究者仍將於後續章節，探究公平分配概

念相關研究的過程中，再行參考不同學者的其他觀點，使公平分配這個概念的內

容更臻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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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相關的實徵研究 

 

    本節主要針對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相關研究的探討。內容分為兩部分來闡述，

先討論 Damon 發展兒童積極性正義概念所進行之系列的研究；再探討其他兒童

公平分配概念相關之實徵研究。 

 

壹、 Damon 與其「兒童積極性正義概念發展階段」的相關研究 

Damon（1977）發展兒童積極性正義概念的各個階段時，為了探究不同年

齡的兒童是如何在兒童期社會互動世界裡，思考和處理報酬（reward）分配的問

題，他進行了三個系列研究：第一個研究的焦點在於「假設性兩難情境」：希望

能檢驗對於他提供的假設性問題所造成的衝突，兒童是如何使用積極性正義的概

念來解決；第二個研究的焦點在於「長期追蹤的資料」：是為了要尋找兒童早期

和中期，在積極性正義概念的長期發展證據；第三個研究的焦點在於「假設情境

脈絡和『真實生活』環境」：是分別在假設情境脈絡和真實生活的獎賞分配

（distribution-of-reward）環境下，檢驗兒童積極性正義的推理和行為表現。其

內容摘要如下： 

 

一、 假設性兩難情境（hypothetical dilemma）（Damon, 1977：74） 

為了瞭解兒童在面對假設性的兩難問題時，是如何利用積極性正義的概念來

解決這些問題的情形。Damon 選取了美國加州 Berkeley 地區，社經水平在中產

階級與中上階層的 4 至 8 歲兒童（每一個年齡層各有 5 名男性和 5 名女性的受

試者），合計共 50 人，來進行以下的研究程序。 

受試者首先進行包含幾個假設性兩難情境的「積極性正義訪談（positive 

justice interview，見附錄一）」，接著，再給予受試者二個 Kohlberg 的道德判斷

兩難情境（希望能建立兒童公平分配概念與一般道德判斷之間的相關性）。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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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兩個訪談所得的資料，分別以「兒童積極性正義發展階段（頁 17）」和道德

發展階段論（頁 20）來進行資料的歸類。其中，積極性正義各個階段的分類原

則，是以下列四個項目為基礎來進行的：確認兒童所認為正義衝突（justice 

conflict）的形式、確認兒童處理正義衝突的意義、確認多數兒童對於什麼是處

理正義衝突事件最有用的「公平」方法；確認兒童對於自己判斷公平衝突解決方

式的本質。 

至於在研究結果的表現上，首先，他想要建立公平分配概念與一般道德判斷

間相關性的企圖是失敗的，原因是 6 歲以下的兒童並沒有辦法回答兩難情境的問

題，使得這個部分的原始資料是缺乏的，而且對於年齡較大的兒童亦沒有任何顯

著的差異，因為呈現出來的結果是兒童幾乎都處於 Kohlberg 道德發展的第一階

段。相反的，積極性正義訪談顯示出，兒童的推論依據因為年齡差異而有極大的

不同。0-A 階段主要集中在 4 歲；0-B 階段則集中在 4 和 5 歲；1-A 階段集中在

5 歲（有些受試者散佈在較高的年齡）；1-B 階段分佈在 6 和 7 歲；2-A 階段、2-B

階段則都在 8 歲的兒童身上出現。而且積極性正義概念與年齡相關的發展趨勢，

也沒有受到兒童家庭背景的程度或性別所影響。 

 

二、 長期追蹤的資料（Damon, 1977：91） 

Damon 進行這個研究的目的是想要探究兒童積極性正義概念在長期發展上

的直接證據。首先，他選取了美國麻州 Worcester 地區，4 至 9 歲的男女兒童，

共 40 名（6 個 4 歲、6 個 5 歲、7 個 6 歲、9 個 7 歲、7 個 8 歲、5 個 9 歲的兒

童）。這些受試者分別來自社經地位居中、中下、中上階層的背景，所以在樣本

同質性上，比前一個研究為低。 

進行研究的程序，則是採用序列設計（cohort-sequential design）的方式進

行，希望藉由這樣的研究程序，可以瞭解個別與不同年齡層兒童在積極性正義概

念上的發展歷程。在研究的第一年，先請所有的受試者以積極性正義訪談的內容

進行第一次訪談（本研究的第一年）；一年之後，再進行第二次訪談——內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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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兩部分，第一部分仍是使用積極性正義訪談進行；第二部分則是考量到重測效

應（test-retest effect）的情形，所以另外使用與第一部份訪談內容主題相同，

但細節不同的另一個訪談大綱（見附錄二）。兩年的訪談結果仍以「兒童積極性

正義發展階段」（同研究一）進行分析與歸類。 

分析的結果發現，兩次訪談與年齡的相關性上，都達到顯著水準，再次驗證

了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的發展情形，而且兩次訪談之間的相關性也有相當高的得

分，說明了如果兒童能夠在其中一個訪談中得到高分，那麼在另一個訪談也會得

到高分。不過，也有 14 個樣本出現兩次訪談結果都在同樣階段的情形，Damon

推測，也許是因為「地板（floor）」或「天花板（ceiling）」效應的緣故——因為

評分出來的結果，最低也就是在 0-A 階段，最高也就在 2-B 階段，所以無法區

辨低於 0-A 階段和高於 2-B 階段的情形。因此，透過第一個和第二個研究的結

果，年齡與積極性正義的相關性已經得到證實，同時，研究結果也未支持積極性

正義會因為家庭背景因素（社經水準）而影響依年齡相關的假設。 

 

三、 假設情境（Hypothetical Context）和「真實生活」環境（Real-Life Setting）

（Damon, 1977：99） 

雖然我們可以透過上述以假設性兩難情境設計的「積極性正義訪談」中，顯

示出兒童對於社會和道德發展的表現，但是，「兒童在假設故事或兩難情境上的

反應，是否能夠預測兒童在真實社會情境中，實際的判斷和行為？」為了尋求這

個問題的答案，Damon 接著進行第三個研究，進而瞭解兒童在假設性兩難情境

中，對積極性正義概念的回應，能否預測兒童在真實生活情境下的實際判斷和行

為。 

在訪談的工具上，假設性情境所使用的工具，仍是第一個研究中所使用的「積

極性正義訪談」的情境故事，而「真實生活」環境的內容為：有三個相同年齡的

受試者，以及一個年幼兒童（非受試者）共同為研究者做一些手環。實際情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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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這三個受試者，在年幼兒童不在現場時，小組成員被要求進行十根棒棒糖的

分配（Damon, 1977：104-105）。 

在受試者的選擇上，他選出 144 位中產階級家庭的兒童（共有 4、6、8、

10 歲四個年齡層，每個年齡層各有 36 人，男女各半）進行這個研究。首先，將

各個年齡層的受試者分為三組（每組 12 人），第一組的兒童先進行假設性情境

的訪談（第一階段的個別施測），在兩個月之後，再和三位同年齡的受試者一同

進行「真實生活」的分配情境訪談（第二階段的小組施測）；第二組的兒童使用

的訪談工具和第一組一樣，只是進行的順序與第一組相反：先進行「真實生活」

的分配情境訪談，在兩個月後，再接受假設性情境的訪談；第三組的兒童則是進

行完假設性情境訪談之後，馬上進行第二次假設性情境訪談（連續進行兩次訪

談）。 

對於上述訪談資料的分析，仍是以積極性正義推理的階段（同研究一）作為

分析的依據。不過，在瞭解兒童在真實情境運用的分配原則時，會特別參考下列

三個部分的記錄，以利判斷受試者最後在積極性正義概念的發展情形——兒童剛

開始接受個別訪談的時候（第一階段）、兒童在個別訪談結束時的回應（第一階

段，在受試者已經表達他的正義推論後），以及小組決定分配方式的時候（第二

階段）。 

此研究結果顯示，不管是假設情境或真實生活環境都分別與年齡有密切的相

關性（相關係數分別是 r =.83；r =.85）。而在排除年齡的因素之後，兩種情境之

間的淨相關也達到顯著水準，說明了至少在積極性正義的概念上，兒童在假設情

境與真實生活情境的表現是相似的。另外，不管是在何種情境之下，各個年齡層

的性別因素都沒有顯著差異。 

 

從上述的研究內容，讓我們對於 Damon 所提出的兒童積極性正義概念有較

為全面的瞭解，也顯示了兒童積極性正義概念發展階段論是經過研究結果所支持

的。如他所言，這個階段理論的產生，一方面承襲了 Piaget、Kohlberg 兩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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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兒童道德（主要是正義）概念的看法，更進一步區辨出特定的道德內涵（公平

分配）在兒童身上的表現；另一方面，也結合兩人臨床訪談與道德兩難情境不同

的研究方法，使的研究的嚴謹度和結果的可推論性是更具有信效度的。因為這前

導性研究的出現，後續研究者陸續開始對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的內容進行了更多的

相關研究。 

 

貳、 與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相關的實徵研究 

雖然 Damon 是首先發展兒童公平分配相關概念的先驅，也建立了兒童積極

性正義概念的發展階段，不過 Enright（1980: 193）認為其對積極性正義概念的

研究，主要仍是評量兒童在社會或一個團體中，對於道德判斷裡的公平分配概念

的理解，或如何公平地分配物品。因此，在積極性正義概念與 Piaget、Kohlberg

所談的「公平分配」涵義相差不大的情形下，大部分後續的研究者（Lisi & Watkins 

& Vinchur, 1994；Murphy-Berman et al., 1984；Sigelman & Waitzman, 1991）

還是以「公平分配」概念來進行相關研究的探討。以下依研究年代先後順序說明

繼 Damon 之後的其他公平分配概念的相關研究：  

 

一、 Enright 等人（1980）進行的「Children’s distributive justice reasoning: A 

standardized and objective scale」研究 

本研究主要針對 Damon（1977）的研究方法提出質疑，認為那樣的進行方

式，會使的訪談所得的資料內容難以分類、受訪者容易產生疲勞效應、成本高等

缺失，因此，企圖發展出一套標準化的工具來評估兒童的公平分配概念。以下依

序說明其三個系列子研究： 

 

（一）研究一 

其研究目的在於，找出 Piaget 邏輯推理與公平分配概念間的關係，證明公

平分配概念與年齡有直線性的相關性，以及公平分配概念發展上不會因為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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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而有差異。研究對象以 36 名 K 年級（幼稚園大班，男 17 名、女 19 名）、

33 名二年級（男 18 名、女 15 名）與 35 名四年級（男 18 名、女 17 名）的兒

童，共 104 名兒童，進行「公平分配量表（Distributive Justice Scale，以下簡

稱 DJS）的施測。DJS 的進行包含兩個公平分配的情境故事、和情境故事配合

的圖畫，以及研究者預設之分配結果（以圖畫呈現）。其步驟如下： 

  

情境故事內容： 

這些男孩和女孩到同一個夏令營。這是 Betty，她是夏令營裡面年紀

最大的；這是 Jennifer，她是家裡最窮的；這是 David，他是完成最多圖

畫的；他是 Matthew。有一天早上，他們想到一個不錯的點子，就是他

們可以把他們畫好掛在夏令營四周的圖畫，通通拿去賣。Betty、Jennifer

和 Matthew 都畫了兩張圖畫；David 畫了四張圖畫。然後這些兒童就把

畫拿去賣給來到這個夏令營的人，這個人把所有的話都帶走了，也給這

些兒童一些銅板。那現在，他們要如何平分這些銅板呢？怎麼樣分錢是

最好的方法呢？ 

 

受試者聽完此故事情境後，施測者會隨機選取一組圖片詢問受試者：

「你覺得這個故事裡，哪一張圖的結果是最好的？」施測者將受試者的回

應記錄下來，做完公平分配概念階段的分類後（仍以 Damon 的積極性正義

發展階段標準進行歸類），再接著選取另一組圖片詢問相同的問題，例如：

有一張圖畫顯示每個畫中的兒童皆分配到兩個銅板，那麼就表示這樣的分

配結果是屬於 1-A 階段。待最後計算受試者選擇哪個階段的圖片較多，就

表示這名受試者處於何種公平分配發展階段。 

 

研究結果以 Spearman-Brown 和 K-R20 檢驗其內在效度，發現在 1-B 階段

這階段的效度較低（.35），Enright 等人認為可能是因為兒童正處於 1-A 到 2-A

階段的轉換歷程，所以呈現不一致的現象。至於公平分配看法方面，年齡差異的

因素達到顯著水準、性別差異的因素未達到顯著水準。同時該研究結果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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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的邏輯概念是比社會互動概念提早或同時發展出來的，但是一般來說，社會

互動不會比邏輯概念早發展。 

 

（二）研究二 

Enright 等人欲評估 DJS 和有效度的口語測驗間的相關性，期望兩測驗皆會

因年齡增加而提升，但希望不要有性別差異，且兩測驗間的相關性為低相關，以

證明 DJS 並不會受到受試者語言能力的影響。在樣本的選取是以 66 名 1、3、5

年級的兒童（每個年齡層各 22 名，男女各半）同時接受 DJS 和 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PPVT）口語測驗。 

兩種測驗方式皆是利用圖片當作測驗工具，DJS 的測驗內容如研究一所示；

PPVT 則是以一張圖片呈現四種物體的方式，請兒童去選擇與施測者指定的物體

來計分，如果兒童連續錯六題，這個測驗就停止。 

最後的研究結果顯示，DJS、PPVT 分別與年齡之間都呈現出顯著差異，在

性別的變項上則沒有達到顯著差異，另外，DJS 和 PPVT 兩個測驗之間，也沒

有顯著的相關性存在，表示 DJS 測驗並不會因為受試者的口語能力差異而影響

其測驗結果。 

 

（三）研究三 

本研究目的是針對其他國家的兒童進行 DJS，使其具有一般化的信度。研

究對象為非洲薩伊共和國的小學生來進行這個研究，共挑選了 29 名一年級（男

14 名、女 15 名）、29 名三年級（男 15 名、女 14 名）、30 名五年級（男 15 名、

女 15 名）的兒童，共 88 人。 

首先，需將 DJS 翻譯成當地的語言，且對故事情境做了一些符合當地文化

的修改，然後才讓受試者接受測驗。完成施測之後，其結果顯示，同樣出現在年

齡上的顯著差異，而沒有性別上的顯著差異。支持了 DJS 不會因為社會結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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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異而影響其結果的判斷，顯示不同地區下，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的發展歷程

是相似的。 

 

二、 Enright 等人（1984）的「Distributive justice development：cross-culture, 

contextual, and longitudinal evaluations」研究 

本研究之研究者為了檢驗Damon所發展出來的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發展階段

的跨文化性，進行了三個系列的子研究，分別說明於下： 

 

（一）研究一 

    本研究目的在於，瞭解在兩個文化（美國和瑞典）下，公平分配概念與年齡

之間的相關性。因為在過去的文獻中顯示，瑞典人的公平分配原則決定大多以需

求原則為標準，而美國人則是以競爭和回饋為主，因此，研究對象選取美國 7

歲兒童 29 人（男 14、女 15）、9 歲兒童 29 人（男 15、女 14）、11 歲兒童（男

15、女 14）的兒童（分別為二、四、六年級），以及瑞典 7 歲兒童 29 人（男 14、

女 15）、9 歲兒童 30 人（男 15、女 15）、11 歲兒童 30 人（男 15、女 15）的

兒童（分別為一、三、五年級）來進行。接著，讓所有的受試者都進行 DJS 的

施測過程，並對於結果加以分析比較。 

分析後的結果顯示，在不同的文化中，公平分配概念呈現出分別與年齡、邏

輯概念和性別上的顯著差異，因此可以證明公平分配概念發展的歷程是普遍化

的，不會受到不同地區文化的因素而有不同。不過，對於性別因素造成公平分配

概念上達到顯著差異的情形，Enright 等人認為還需進一步的研究。因為過去的

研究並沒有顯現出類似的結果，而且研究二、三亦沒有性別差異的結果出現。 

 

（二）研究二 

有許多證據顯示，兒童的道德推理會因為情境內容差異而有影響，但是在公

平分配概念的研究中，情境脈絡差異的問題並沒有在 Damon 的研究中出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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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裡將以家庭和同儕情境內容進行這方面的探究。而這裡也假設在家庭情境內

容下的公平分配概念在判斷上會比同儕情境內容要好、也更複雜。研究對象是

35 位 5 歲兒童（男 17、女 18），40 位 9 歲兒童（男女各 20），共 75 人，接著

以不同的 DJS 的測驗內容（一種以家庭成員為故事情境主角，一種則維持原來

的內容）進行施測。 

測驗後的結果顯示，兩種 DJS 測驗都呈現出年齡上的顯著差異，且沒有顯

著的性別差異。另外，家庭成員情境的公平分配階段較同儕情境要高，也支持家

庭情境可以使公平分配概念提升的假設。 

 

（三）研究三 

本研究以兩組序列設計的方式，更進一步進行縱貫性研究，以釐清公平分配

概念主要是受年齡方面的影響，而非個別兒童的獨特性，同時比較兒童期早期和

中期在公平分配概念的變化情形。研究對象上，區分了四組的受試者：第一組的

受試者是分別在 5 歲（1978）和 6 歲（1979）時進行 DJS；第二組的受試者是

5 歲（1979）和 6 歲（1980）時進行 DJS；第三組的受試者是分別在 9 歲（1978）

和 10 歲（1979）時進行 DJS；第四組的受試者是分別在 9 歲（1979）和 10 歲

（1980）時進行 DJS，共 84 人。 

研究結果顯示，僅有 5 至 6 歲組（第一組、第二組）在兩次測驗的結果上

出現顯著差異，而性別差異或世代差異皆未達顯著水準。Enright 等人認為：對

於年齡小的兒童來說，公平分配概念在一年後的變化是相當顯著的，但對於年齡

較大的兒童較為緩慢。這樣的結果與 Damon（1980）的研究結果是不同的。 

 

三、 Murphy-Berman 等人（1984）的「Factor affecting allocation to needy and 

meritorious recipients：A cross-culture comparison」研究 

為了檢驗過去被認為是較高階段的公平分配原則——最公平的分配原則是

需要考量情境、成員和文化的不同，而做出分配的決定——Murphy-Berma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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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男女在分配正向與負向分配物時的表現，與檢驗文化差異（印度和美國）對

於資源分配現象的影響，進行此一研究。研究樣本是印度的大學生，有 54 個男

性、44 個女性參與，和美國的大學生，有 40 男性、44 個女性接受一個情境脈

絡下的 12 個假設性的分配問題（另有圖畫呈現）所構成的問卷，以瞭解受試者

對於物品分配的想法。該假設情境脈絡為：「有兩名員工，有一名是表現平平，

但家境貧窮（needy）；另一名是工作表現傑出，家境不錯（merit）。正向分配情

境內容是給予兩名員工總共 200 元，負向分配情境內容是如何對兩名員工扣除

200 元。」 

研究結果顯示，文化因素和正負向分配物的主要效果上達顯著水準，而「文

化和性別」、「文化和正負向分配物」、「文化、性別和正負向分配物」亦顯示出顯

著的交互作用。這樣的結果支持了文化因素影響公平分配決定的假設，而性別因

素對於公平分配概念的影響情形，則需視文化背景而定。 

 

四、 Thorkildsen（1989）「Pluralism in children’s reasoning about social 

justice」研究 

道德領域中，因為兒童會因為考量特別的社會習俗（social convention），

改變自己原有的道德信念。對於同是人類社會互動過程產生的公平分配概念，是

否也會因為情境定義的不同而改變？為此，Thorkidsen 挑選學齡兒童經常接觸

到的社會正義情境：教育（即教室內的情境）和運動（即休閒時間的主要活動），

作為研究設計的重點，而這兩個情境，另行搭配了三種事件。這些事件的目的分

別是：促進兒童的學習（如：學習如何去閱讀書籍或練習爬山）、瞭解兒童當中

能力最好者（如：拼音測驗或溜冰比賽）、表現兒童個人的能力（如：進行小型

的評量或體能測驗）。研究對象是選取一、三、五年級的兒童，共 72 人（每個

年齡層各 24 人，男女各半），並隨機分為兩組，再進行訪談。訪談內容包含三

種事件——學習熟練情境、競賽情境、測驗情境。在每個事件中分別設定三種公

平分配的作法（practice）提供受試者判斷——幫助或同儕指導、相互競爭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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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個人獨立完成。而訪談情境內容和問題舉例如下： 

在學校的學生全都要學習如何閱讀。每個人都想讀得更好。所以他們

全部都努力用功。老師後來給他們相同的閱讀工作。在工作時間中，有些

學生進行的比其他人快，這些學生做得很快，而且全都答對；而這些（指

向另一張卡片上的人物）只完成一些工作，而且有一些錯誤。這樣的情形

曾經發生在你的班級嗎？我會給妳看一些老師處理學習閱讀較快和較慢兒

童的情形，而且我要你告訴我，你認為他們這樣公平嗎？ 

在這個班上，當動作快的學生完成一頁時（他們的作業本），老師要他

們過來，去幫比較慢的人。他們不可以作弊或直接告訴他們（動作慢的）

答案，但是他們要幫忙他們（動作慢的）指出怎麼做作業。所以在工作時

間結束後，每個人都完成一樣多的作業了。 

Q1.假如動作快的學生幫忙動作慢的學生學習閱讀，這樣是公平的嗎？為什

麼？ 

Q2.那個答案是指，動作快的學生幫他們是錯的嗎？（反向問題） 

Q3.假如動作快和慢的學生想要一起工作，如果動作快的學生想要幫忙動作

慢的學生的話，那公平嗎？ 

Q4.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動作快的人就是要幫動作慢的人學習，這樣的情形

在另一個國家是公平的嗎？ 

Q5.如果當你長大，你也許是一個爺爺（奶奶），你幫你的孫子學習閱讀，

那樣公平嗎？ 

Q6.可以要動作快的兒童幫忙動作慢的，用比較聰明的方法，來確定每個人

都能學會閱讀嗎？為什麼？ 

Q7.每個人都能夠學好嗎？（此情境的目標於此項） 

Q8.如果動作快的人幫忙慢的人，這會有任何人受到傷害嗎？ 

Q9.所以，那是說動作快的人幫忙慢的人是沒關係的嗎？ 

 

研究結果顯示，情境和公平分配方式之間的相關性達顯著。幫助同儕的處理

方式在學習熟練情境中，比起其他情境要來的公平。個人獨立完成取向比起其他

情境來說，在學習熟練情境是最不公平的。在兒童選擇處理方式的過程，

Thorkildsen 特別提到：「他們常會把公平和傷害連結在一起。換言之，能夠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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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狀態，是比較不會造成傷害的」。在性別差異的結果並未達到顯著差異，

研究者雖然發現有此現象——女性認為在競賽情境使用競爭取向，是會讓參與者

感到傷害的，也是比較不公平的——但是因為研究樣本太少的緣故，這個議題還

需進一步的探究。 

 

五、 Sigelman 與 Waitzman（1991）的「The development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orientation: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children’s resource allocations」研

究 

兒童成長的過程中，他們應該會增加對各個情境暗示的知覺，換言之，他們

比較能夠敏感的發現當下所處環境的種種現象，如：人物的多寡、個人說話的意

涵、環境給人的感受等。Sigelman 與 Waitzman 因而認為成熟的公平分配推理

是能在不同情境的條件之下，選擇和應用最適合的公平分配原則。因此，此研究

的目的是呈現不同的情境事件，看看兒童何時在判斷公平的過程中，開始抓取情

境中顯著的公平分配原則。研究樣本包含 K 年級（幼稚園大班，男 16、女 14）、

4 年級（男 15、女 15）、8 年級（男 13、女 17）的兒童，共 90 人，進行訪談，

並將受試者的回答歸類成六種理由（沒解釋、依表現而定、為了減少團體內的爭

吵、沒人可以獲得較多、對缺乏者的重視、針對年齡或外表作判斷），再依重視

平等、功績、需求、年齡等四個公平分配原則，進行不同比重的分數統計。 

 

訪談的內容包含三個情境事件，分別為回饋情境（代表以表現為主的功績原

則）、投票情境（代表平等原則為主）、慈愛情境（代表以需求原則為主），如下

所示： 

三個不同情境，皆發生在同一個營隊裡，而這三個情境代表著這個營

隊所發生的三件事情。一個露營者（性別與受試者一致）是營隊中年紀最

大的（age）；第二個露營者是工作產量最高的（merit）；第三個是最窮的

（needy），家中都不能提供充足的食物、衣物。並把這三個人畫在揭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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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現出三個人的名字、身材和製作壺的數量。（這三個人的性別與受試

者的性別相同） 

回饋情境——就是把這些露營者所做的 9 個壺拿去賣，賣壺所得為 9

元。該如何分配給這三個人呢？ 

投票情境——大家一起來投票選出最好玩的遊戲材料，選出來後，由

所有家長共同負擔花費。進行投票時，每個人可以有幾票呢？ 

慈愛情境——有一位太太給予這個營隊 90 元，希望幫助這個營隊裡的

兒童「脫離困境」，能夠取買生活必需品。那大家應該如何分配這些錢呢？ 

 

研究結果顯示，在 K 年級兒童身上發現，情境和人物特質兩個變項並沒有

任何顯著效果，表示他們不會因為情境不同而改變自己的分配方式；在四和八年

級，情境和人物特質則有顯著效果，表示他們會因為情境而改變分配的方式。另

外在公平分配的理由上，雖然受試者多使用「平等原則」來處理公平分配情境的

問題，但是 K 年級兒童的理由是：「因為大家都一樣比較公平」，而年齡較大的

兒童的理由多為「避免衝突」，顯示兒童在公平分配的原則可能相同，但公平分

配判斷的理由卻未必相同。 

 

六、 Lisi 等人 （1994）的「The effect of relationship on children’s distributive 

justice reasoning」研究。 

Lisi 等人接續著 Enright 等人在 1984 年的研究，進一步瞭解兒童公平分配

概念如何受到人際關係的影響，以及受到什麼樣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們也再次

檢視性別差異是否會影響兒童公平分配時所使用的原則？ 

研究樣本為 K 年級（幼稚園大班）、3 年級和 6 年級的兒童，共 96 人（各

年齡層 32 人，男女各半），使用 Sigelman（1991）所使用的故事情境（見 P36），

並特別在情境中加入「營隊中成員的關係是朋友或是陌生人」（情境人物關係不

同）的因素，進行施測。 

研究結果顯示，人物特徵分別與年齡、情境人物關係不同兩個因素有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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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K、3 年級對陌生人主要以平等原則處理，而 6 年級則是以公正原則處理，

顯示年幼的兒童並沒有特別考量社會關係的因素。另外，從 3 到 6 年級兒童之

間，看見了兒童是否考量人際關係的轉換歷程——年紀大的兒童對於需求和績效

原則的重視確實會因為人際關係的差異而有不同。最後，Lisi 等人推測此研究並

未出現性別差異的結果，是因為情境的設計與呈現需要更貼近受試者的真實生活

情境。 

 

七、 簡楚瑛（1995）的「我國兒童公平分配概念之發展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研究。 

其研究目的是要瞭解台灣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的發展趨勢，以及不同性別、情

境（假設和實際）的公平概念有無差異。研究對象是選取 12 名 4 歲、17 名 5

歲、16 名 6 歲、22 名 7 歲、20 名 9 歲的兒童，共 87 名的兒童，以譯自 Damon

的「積極性正義訪談」為研究工具，進行台灣兒童公平分配概念資料的收集。 

研究結果顯示公平分配概念只和年齡因素達到顯著水準，而性別與情境差異

皆無顯著的差異。不過簡楚瑛亦發現，就算訪談情境歸屬於同一類，兒童對於問

題的回答也搖擺不定；年齡越小的孩子，對於公平分配的方式越容易受到受試者

言語的影響，如：最好、最漂亮、很可憐等；兒童會偏好使用慈愛的分配方式（資

源應多給貧窮的人）。 

 

八、 方富熹、王文忠、Keats（1996）的「北京兒童對獎賞公平性1的社會認

知發展」研究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同一社會文化的人，是否存在著一個對獎賞公平性認

識較為一致的模式？」、「不同文化社會的成人，其對於獎賞公平性認識上，有何

共同性和差異性？」、「成人與兒童進行公平推理時所用的形式和原則分別為

何？」、「兒童如何轉變為成人的模式？影響的因素為何？社會文化因素起何作

                                                 
1 此處所謂的「獎賞公平性」，即Damon所稱之positive justice，本研究一譯為積極性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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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研究對象選取北京和澳洲兩地 7、9、12 歲及成年的受試者各 30 人，

共 60 人。研究方式是先對受試者呈現一個情境故事，再進行四個類型的訪談。

這四個類型分別為：限量自主分配（例如：只給受試者八個蘋果，視他們會如何

分配）、公平性的判斷（依施測者提供的七種分配模式，由受試者選擇認為公平

的分配方式，如下表所示）、不限量自主分配（例如：給受試者 20 多個蘋果，

視他們會如何分配）、公平程度（對施測者提供的七種分配模式，按照公平性的

程度依序排列；這個部分僅對成人進行）。 

 

分配模式 小強 莉莉 小陶 明明 加權關係 含意說明 

A 4 2 1 1 5P+2E+A 重成果 

B 2 2 3 1 P+3A 重能力，不重努力和成果 

C 3 2 1 2 2P+2E-A 努力和成果並重，照顧能力弱小者

D 3 3 1 1 4P+2E 重成果 

E 2 2 2 2 0 均分型 

F 2 2 1 3 -P+2E-3A 照顧努力的能力弱小者 

G 3 3 0 2 3P+4E-3A 最重努力，也重成果和能力弱小 

資料來源：方富熹、王文忠、Keats，1996：242 

 

研究結果發現，年齡越大的受試者，能考慮的公平標尺的數量越多（能夠考

量更多的因素）。限量自主分配中，隨著年齡增加，由 E 慢慢轉為 C，在中澳兩

國所呈現的公平分配模式差異有達到顯著水準；對公平程度的判斷，顯示中澳成

人之間有共識，都是認為 C 最公平、B 最不公平。而在不限量自主分配中，四

組受試者皆以 C 的分配方式為主，轉變較大的是 7、9 歲組的受試者，他們從限

量自主以 E 為主的方式，轉變以 C 為主的分配型態。分配方式對七種分配模式

的公平程度上，中澳的成人受試者皆認為 C 式最公平，B 式最不公平的。 

 

回顧繼 Damon 之後，後續與公平分配概念相關研究中，雖然各個研究的目

的大不相同，但卻可以看見研究者之間共同關心的幾個議題：測量公平分配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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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的信效度檢定、公平分配概念發展在年齡或性別上之差異性，以及公平分配

概念與事件情境脈絡間之關連性等問題。 

 

不過由這些研究結果中，研究者發現兩個令人好奇的現象。第一、性別差異

對於公平分配概念的影響出現矛盾的情形，在某些研究中呈現出性別的不同，會

影響樣本對於公平分配概念的表現，可是也有部分的研究認為性別差異並不會影

響公平分配概念的發展與表現；第二、在不同的研究中，用來測量公平分配概念

的情境內容，彼此之間有著相當大的差異，但最後卻呈現出部分相同，部分不同

的研究結果。以此觀之，是否足以證明 Damon 在積極性正義發展階段中，2-A

或 2-B 階段所描述的「不同的情境脈絡下，人們會使用不同的公平分配原則」呢？ 

為了理解和解釋這些現象，在後續的章節中，除了針對性別差異與情境差異

對公平分配概念的影響進行深入的探討之外，亦將分析這些後續研究在研究方法

上的優劣，以期能給予本研究新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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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公平分配概念相關研究內容摘要表 
研究者 研究目的 樣本選取 測驗中所使用的情境 結論 

研究一：檢驗兒童

如何進行公平分配

的判斷 

選取 4、5、6、7、8
歲的兒童共 50 人，每

個年齡層各 5 男、5 女。

*手環換糖 
*賣畫賺錢 
*免費的糖果 
*懶惰兒童和用功兒童 

*公平分配概念發展隨著兒童

年齡增加而提升。 
*公平分配概念發展沒有性別

差異。 

研究二：尋找公平

分配概念在兒童時

期長期發展的證據 

選取 4-9 歲的兒童共

40 名，男女皆有。 

第一階段：研究一的情

境。 
第二階段：送報紙賺錢。

*公平概念發展隨著兒童年齡

增加而提升。 
*兒童在兩階段中公平概念表

現有相關 
*兒童的社經地位不影響公平

概念發展 

Damon 
（1977） 

研究三：在真實生

活情境下，檢驗兒

童公平分配判斷的

推理和行為 

選取 4、6、8、10 歲

的兒童，共 144 人（每

個年齡層男女生各 18
人）。 

假設情境：研究一的情

境。 
實際情境：使兒童實際參

與「手環換糖」的情境。

*在假設情境和實際情境都與

年齡有顯著相關。 
*約有 1/3 的兒童，在假設情境

的公平分配概念是高於實際

情境的。 

研究一：證明公平

分配概念和年齡有

正相關且沒有性別

差異。 
 

選取 36 位 K 年級、33
位二年級、35 位四年

級的兒童（各年齡層男

女 約 各 半 ）， 共 104
人。 

*賣畫賺錢（DJS） 
 

*公平分配概念會隨著年齡而

提高。 
*公平分配概念與性別差異未

達顯著。 
*以 DJS 測出的社會互動性，

與邏輯互動性有相關。 
研究二：評估 DJS
測驗和口語測驗間

的相關性。 
 

選取一、三、五年級的

兒童各 22 名（男女各

半），共 66 名。 

同研究一的情境，另加入

一口語測驗（PPVT）進

行施測。 

*兩個測驗分別與年齡皆有顯

著相關。 
*兩測驗間沒有顯著相關。 

Enright 
等人 

（1980） 

研究三：對薩伊樣

本重複研究一，使

DJS 測驗具有外在

效度。 

選取非洲薩伊，一年級

29 位、三年級 29 位、

五年級 30 位兒童（男

女約各半），共 88 人。

同研究一的情境。 

*公平分配概念會隨著年齡而

提高。 
*公平分配概念與性別差異未

達顯著。 
*跨文化的外在效度高 

研究一：求出 DJS
測驗的跨文化效度

（在兩個文化中，

公平概念都會隨著

年齡而增加。 

在美國和瑞典，分別選

取 7、9、11 歲的兒童

各 29 人（男女約各

半），共 174 個樣本。

同 DJS 的情境。 *公平分配概念分別與年齡、

邏輯概念、性別有顯著差異。

研究二：公平分配

概念發展會因為情

境不同而有差異。 

選取 35 位 5 歲兒童

（男 17、女 18），40
位 9 歲兒童（男女各

20），共 75 人。 

*在 DJS 所使用情境當

中，將情境人物以家庭關

係呈現。 
*在 DJS 所使用情境當

中，將情境人物以家庭關

係呈現。 

*公平分配概念會隨著年齡而

提高，與性別差異未達顯著。

*家庭情境的公平分配概念高

於同儕階段。 

Enright 等人 
（1984） 

研究三：進行兒童

期縱貫式的連續交

叉序列研究。 

以連續交叉序列方式

選取 5、9 歲兒童共 84
人。 

同研究一。 
*5-6 歲成長的幅度最大。 
*公平分配概念在世代、性別

上皆無差異。 

Murphy- 
Berman  

等人 
（1984） 

*檢驗性別差異在正

負向公平分配上的

表現。 
*檢驗文化差異對分

配資源的現象。 

選取大學生。 
印度方面，有 54 個男

性、44 個女性；美國

方面，有 40 男性、44
個女性。 

以相同的情境人物，進行

正負向分配物的情境。

*文化對公平分配概念的判斷

有顯著性的影響。 
*兩國的男性對在負向分配是

比正向分配更注重基本需求

的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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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kilsen 
（1989） 

*社會常規下的公平

會因為情境的定義

不同而改變。 

選取一年級 24 人、三

年級 24 人、五年級 24
人（男女約各半），共

72 人。 

有兩個情境：教育和運動

情境。各個情境又分別包

含三種事件：學習熟練、

競賽、個人表現。 

*情境和公平分配判斷的方式

有顯著的關係存在。也就是

說，不同公平常規下的判斷，

是基於對不同情境的定義。 

Sigelman 
和 

Waitzman
（1991） 

*兒童會因為情境的

不同而有不同公平

分配原則的考量。 

選取 K 年級（16 男、

14 女）、4 年級（15
男、15 女）、8 年級（13
男 17 女）兒童，共 90
人。 

*回饋情境（功績導向）

*投票情境（平等導向）

*慈愛情境（需求導向）

*兒童能夠隨著年齡增加而考

慮情境裡的暗示。 
*四、八年級，情境和情境人

物特質有顯著效果。 

Lisi 等人

（1994） 

*瞭解兒童公平分配

概念如何受到人際

關係的影響 
*性別在朋友和陌生

人關係之下，會呈

現不同的差異。 

從 145 位 志 願 者 之

中，選出 K、3、6 年

級的兒童（各年齡層有

男 16、女 16 人）共

96 人，皆為白種人 

同 Sigelman（1991）的

情境，並加入情境人物間

關係為朋友或是陌生人

的因素。 

*人物特徵和關係有顯著差

異，K、3 年級以平等原則對

待陌生人，6 年級以公正原則。

*公平分配概念隨著年齡、情

境人物間關係有差異。 
*公平分配概念發展沒有性別

差異。 

簡楚瑛 
（1995） 

*瞭解公平分配概念

發展趨勢 
*不同性別在公平分

配概念上有無差異 
*不同情境在公平分

配概念上有無差異 

選取 4（男 4、女 8）、

5（男 9、女 8）、6（男

7、女 9）、7（男 11、

女 11）、9 歲（男 10、

女 10）的兒童，共 87
名。 

同 Damon1977 年研究一

的情境。 

*公平分配概念與年齡有正相

關。 
*公平分配概念與性別無顯著

差異，與情境間有差異存在。

方富熹等人 
（1996） 

*同一文化的人，公

平性有無一致性？ 
*成人與兒童之間的

公平分配判斷的模

式分別為何。 

在北京和澳洲，分別選

取 7、9、12 歲及成人

各 30 人（男女各半），

共 240 人。 

*自編之助人為樂情境。

*年齡越大，越能考慮較多的

公平分配判斷原則。 
*對於公平分配概念的判斷，

中澳成人有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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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平分配概念與性別差異的關係 

 

延續著前一節對公平分配概念意義的討論，本節將探討公平分配概念的發展

上，是否會因為性別差異而有所不同。 

在過去研究公平分配概念發展的學者，如：Piaget、Kohlberg、Damon 等

人，都以階段論的形式，呈現出兒童在公平分配概念的發展階段（見第一節）。

這些發展階段理論的背後都隱含了一種假設：認為人們（在此指稱的對象是兒童）

在公平分配概念上的發展順序與所得到的內涵上，具有一致性和共通性，不會因

為不同性別或環境而改變。 

以 Damon（1975；1977；1980）對兒童積極性正義概念發展的研究看來，

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的提升，會隨著其年齡的增加而增加，且這樣的發展趨勢並不

會因為兒童的性別而有差異。不過，這樣的研究結論，受到後續研究者從理論和

實徵研究的討論和檢驗之後，有了不同的發現。以下將就這一個部分進行討論，

並在最後提出對本研究的啟示與建議。 

 

壹、 公平分配概念中的性別差異 

Damon 起初進行兒童積極性正義的發展階段時，曾特別針對性別差異是否

影響積極性正義的發展情形進行相關研究，在其研究結果中發現，性別差異並不

會造成兒童積極性正義概念的表現（頁 24）。可是，這樣的結論，並沒有釐清性

別差異與公平分配概念之間的關係，原因是因為 Damon 為了發展其兒童積極性

正義概念的架構，他希望積極性正義的理論架構，能夠以普遍化的適用每一個

人，所以在工具的設計上，並沒有特別對於可能造成性別差異的因素進行討論，

因此針對這個議題，仍有許多研究者持續的進行研究（Enright 等人，1980；

1984；Murphy-Berman 等人，1984；Lisi 等人，1994；簡楚瑛，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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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過去公平分配概念發展相關研究的結果來看，性別差異的影響似乎呈現出

一種相互矛盾的現象。在 Enright 等人（1980）、Lisi 等人（1994）、簡楚瑛（1995）、

李昭明與施淑君（1999）的研究結果發現，性別差異在公平分配概念的發展並

沒有顯著的差異；但是，Kahn（1980）、Enright 等人（1984）、Murphy-Berman

等人（1984）的研究結果卻是恰恰相反，他們發現在公平分配概念的表現上，

男性多以功績原則為判斷公平與否的標準，而女性則是以平等原則判斷（Lisi 等

人，1994）。導致這樣結果的原因究竟為何，我們還需進一步的檢視。 

在上述針對性別差異可能影響兒童公平分配概念上發展的相關研究中，

Gilligan（1993/1999）對於兩性間道德判斷差異的想法，最為學者重視。其原因

是她對於 Kohlberg（1987）提出的道德發展階段論的探究過程中，發現了另外

一種屬於女性的道德發展階段。她認為，過去 Kohlberg 所提出的道德發展理論，

其實是代表著男性的道德發展，而非女性的；女性的道德發展是圍繞在「關懷」

（caring）之上，從關懷「自我」出發，然後隨著時間，會漸漸轉換為關懷「他

人」且依賴他人，最後，則是對關懷「自我」與關懷「他人」的想法進行調和。

她進一步分析兩性在道德行為上的表現，發現男性在道德判斷的決定大多是以

「正義」的方式為導向，特別強調付出與回饋之間需要有一種比例關係；而女性

則是以關懷的方式為導向，對於衝突事件的解決，是以能夠維持人際間友好關係

的方式為主要的考量。 

正因 Gilligan 認為男女性在處理衝突事件的判斷上有所差異的想法，使的研

究公平分配概念的許多學者思考著同一件事：「同是處理衝突事件的公平分配概

念，是否會出現如同 Gilligan 所認為的，兩性在對於公平分配概念的判斷上會不

會有差異？」 

Kahn（1972）對於他在兒童物品交換過程的研究結果發現，男性受試者比

較關心自己與他人的相對地位和權力，大多以功績取向的方式作為分配物品的原

則；女性受試者則關心正向人際關係的維持，多以平等的原則來分配物品，以避

免可能破壞人際關係的決定。這樣的結果與 Gilligan 的想法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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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phy-Berman 等人（1984，見 p31）針對美國和印度的大學生在分配問

題上的表現進行研究，其結果發現，兩性對於公平分配概念的想法是有差異存在

的，美國的女性受試者是以平等原則決定分配的方式，男性則是以功績原則決定

分配的方式；印度的男性或女性，則大多是以平等原則，作為公平分配的依據。

這樣的結果除了顯示公平分配概念會受到性別差異的影響之外，也呈現文化差異

亦是可能影響公平分配概念的因素。 

Lisi 等人的研究（1994，見 p35）則是想要驗證 Gilligan（1993/1999）所

提出的觀點。Gilligan 認為女性對於關係的維持相當的重視，所以不希望以付出

心力的多寡來爭取自己的利益，因為這樣的方式容易使的已經建立好的互動關係

難以維持。因此，Lisi 等人接受男女對於公平分配的標準是不同的，男性較重視

功績原則的使用，而女性較重視平等原則的論點，並假設產生這種差異的原因，

是當分配者與接受分配者之間有情感關係之下更容易顯現出來。因此，在施測的

工具上，他們以「情感關係的有無」來檢視性別差異在公平分配概念上的表現情

形。不過，其研究結果卻未顯示出性別差異。對於這種情形的解釋，Lisi 等人認

為可能是因為使用假設情境進行的結果，或許在真實生活環境當中，性別差異的

情形為比較明顯。 

 

貳、 對本研究的啟示 

以研究者個人的經驗和 Gilligan 對於女性道德發展的理論來看，男女性別之

間對於公平分配概念上的影響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在過去實徵研究的結果上，卻

存在著不一致的現象，探究其原因，是由於各個研究者進行公平分配概念研究時

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和研究對象的差異所致。部分的研究當中，雖然使用相同的研

究工具，卻以不同年齡層的研究對象，使的研究結果呈現不一致，如：Eright 等

人（1984）與 Lisi 等人（1994）；亦有部分的研究雖然選取的研究對象年齡層相

同，但因為使用了不同的研究工具，導致其研究結果在性別因素上沒有出現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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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為了解決這種不一致的問題，研究者認為，實有必要再對 Gilligan 的理論

和後續實徵研究之間的關係作檢驗。 

因此，本研究假設：性別差異會影響兒童公平分配概念。並且伴隨著這樣的

假設，研究者認為：男性在公平分配概念發展階段上應該會高於女性。原因是，

若兩性在判斷公平分配的過程中，男性多以功績原則作為分配的方式，女性以平

等的取向進行公平分配，則以 Damon 的兒童積極性正義概念的發展階段對照來

看，男性可能會處於 1B 的階段，而女性則會屬於 1A 階段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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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平概念與情境差異的關係 

 

本章第一節曾經提到，所謂的公平分配，是處在不同分配物品的情境中，分

配者需要思考不同接受分配者對於分配的想法，然後做出最讓人滿意的結果。這

說明了公平分配的決定，並不是「從一而終」，總有固定且完美的分配方式的。

以此推想，人們在面對特定的情境時，會以什麼分配的原則進行？不同的情境之

間，在公平分配的過程中，有沒有其相似之處？這些都是本研究想要瞭解的部分。 

以下將沿襲前一節的架構進行，先說明 Damon 最早對於情境因素可能造成

公平分配概念的想法，接著談論後續研究者對於這個議題的看法，最後提出這些

研究對本研究的啟示與建議。 

 

壹、 Damon 對於情境差異影響公平分配概念的看法 

Damon（1977）在發展公平分配概念的過程中，也對於情境差異（此處所

談的情境，均指公平分配情境，以下亦同）的問題進行相關的研究。當時他分別

利用「假設情境」和「真實生活環境」，看看受試者在這兩個不同情境的公平判

斷上，是否有相關性存在？而結果發現（Damon, 1977：109）， 

「對於兒童假設性的推論情形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它明顯的高於或等於兒

童在真實生活環境的推論情形，而這個結果印證了我們對於一般常識的直

覺…」 

 

這樣的結論，直接顯示出兒童在兩種不同公平分配情境下的表現，也透露出

一個訊息：假設情境呈現的型態或內容影響著兒童的公平分配概念判斷。後續的

研究者發現了這個現象，且進一步追問：「在某種類型情境之中，兒童的公平分

配概念時會不會因此有特別的考量？」這個問題，就成為許多公平分配概念相關

後續研究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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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情境差異影響公平分配概念的相關研究 

情境差異為什麼會造成公平分配概念上的影響呢？整理過去相關研究的結

果發現，主要有下列兩個理由： 

 

一、 與哲學觀點上的相呼應： 

從哲學的角度來看，公平分配的表現是受到特地時間、特定人物團體的情境

所影響（Thorkilsen, 1989）。一個人在進行公平分配的判斷時，並非只以自己的

想法出發，完成分配的決定。他需要考量在這個情境當中的成員們有什麼樣的需

求，並配合分配物品的條件（如：數量和種類），再思考在這些需求和條件之下，

什麼樣的分配方式才是團體成員都滿意的（或不造成傷害）。因此，就算針對相

同的人物團體，如果需要分配的物品有了改變，就可能同時讓每個成員的需求產

生改變，當然，分配者需要考量的因素隨之改變。這樣的論述與本章第一節的說

明是相似的。 

除此之外，因為過去針對兒童在道德推理的研究之中顯示，兒童面對不同的

情境呈現會影響其道德推理的決定。所以許多學者也推測，與正義同屬於道德範

疇的公平分配概念，是否會遭遇與道德發展理論相同的問題——兒童在面對不同

的情境時，公平分配概念的表現亦會有所不同（Larson & Kurdek, 1979；引自

Enright et al., 1984）。 

 

二、 社會情境的多元性 

依照社會學家的想法，每個社會的組成都有其一定的文化歷史脈絡。顯而易

見的，這些文化歷史脈絡不盡相同，也造成了現代社會的多元性。 

這樣的多元性，不止出現在國與國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就算是情境和情

境之間也有著不同的面貌。因為每個情境或事件的出現，人們都需要對這些情境

的意義和社會期望作考量，之後才能選擇適當的反應和行動（Thorkilsen, 

1989）。舉例來說，兒童在學校上課的時候，其目標需要對於教師所傳授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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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理解、運用；但是在下課時，兒童的目標則轉變成與同儕的相處或遊戲。同

理，公平分配的過程中，為了使接受分配的成員感到滿意，分配者不僅除了需要

考量情境內人物團體的需求之外，也需考慮「當下這個」分配情境在分配之後，

希望達到的目標為何？分配者針對不同情境的目標，也應有不同的分配考量。 

 

學者們在進行公平分配概念的過程中，均讓受試者透過對「情境故事」的理

解與情境故事相關問題的判斷，來決定公平分配的表現或發展趨勢。這些情境故

事之中，皆描述一個時空之下所發生的事件，而這個事件當中，有一種需要分配

的物品和接受分配的人物角色。當然，針對這些情境的設計上，不外乎向人、事、

時、地、物等內容作變化。接下來，將先探討不同研究者所使用的情境故事設計

的要素，以便之後歸納出本研究在方法上的設計。 

 

一、 情境內人物角色的特徵 

對於情境當中人物角色特徵的選擇，在 Damon 剛開始建立「兒童積極性正

義概念發展階段」時所使用的情境內容（見附錄一）當中，就已出現。受試者需

要先瞭解各個情境人物角色的特徵，如：工作效率最高、工作的品質最好、態度

懶惰、家中窮困等，然後研究者會提供四個公平分配兩難情境，如：賣畫賺錢、

獲得高分、窮人要糖、賺錢買車，講述完情境故事之後並配合情境問題，請受試

者說出自己認為「最公平」的分配方式（Damon, 1975：304）。由此觀之，情

境人物特徵是受試者在判斷公平的過程中，很重要的背景考量。 

Enright 等人（1980）接續著 Damon 的研究，欲發展出另一個標準化的公

平發展量表（distributive justice scale，簡稱 DJS）。量表中所使用的公平兩難

情境，亦置入四種人物特徵（年齡最大、家中最窮、工作產量最高、平均型）；

方富熹等人（1996）在進行北京和澳洲樣本的公平概念比較時，則是在情境中

置入能力、努力、表現三種特徵的情境人物。 

上述對於情境人物角色的各種特徵，悉根據過去 Aristotle 對於公平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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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原則而來，過去研究中所使用的情境設計上，至少放入三類特徵的情境人物

角色：a.家中窮困或瘦弱的角色，即採用需求原則；b.工作產量高的角色，即採

用功績原則；c.年齡較大或年齡較小的角色，即採用需求原則。 

另外，情境內人物角色之間的關係，亦是過去研究者關注的一個焦點。

Enright 等人於 1984 年的研究，為了驗證情境不同對兒童公平概念的影響，將

DJS 中情境人物之間的關係設定為家人關係和同儕關係兩類。由受試者分別對

這兩類情境進行測驗，結果顯示，兒童在家庭關係情境中所表現出來的公平概念

層次要高於同儕關係情境。這樣的結果除了說明了不同情境會影響兒童的公平判

斷之外，也說明了情感關係的親密可以提升公平判斷的層次。 

Lisi 等人（1994）亦持續的研究人際關係對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的影響狀況。

他們在情境人物角色的關係上，注入了「皆為朋友」和「只是陌生人」的設計，

其研究的結果顯示，在朋友關係情境中，公平分配概念的表現是顯然高於陌生人

關係情境，不過，他們進一步發現：在朋友關係的情境，兒童傾向給予需求的人

多一些分配物，而在陌生人關係的情境，兒童則傾向給予功績（產量高）的人多

些。這樣的情形對於年齡越大的兒童更加明顯。 

在這裡可以發現，情境人物角色之間的關係亦屬於情境差異的因素之一，也

同屬於可能因為受試者性別而產生差異的因素。 

 

二、 情境故事當中的事件與場域選擇 

從公平分配相關研究的情境故事內容看來，對於情境故事發生的場域，主要

是家庭、學校和夏令營。這三個場域皆是兒童時期所花時間最多的地方（Enright

等人，1980；Thorkildsen, 1989），也是最接近其生活經驗的場所。在此，我們

不難發現這些研究者的考量，其實就是希望貼近兒童的生活，使他們對於情境故

事的理解，不會遭遇太多的困難；同理，對於情境故事的事件也是希望能夠以兒

童生活周遭發生的事件為主，所以過去研究者配合場域的不同，也設計了兒童生

活中經常發生的事情，例如：在學校的事件就可能是做功課/勞作、到操場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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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等（Thorkildsen, 1989）；在家庭裡的事件就可能是打工、幫爸媽做事等

（Damon, 1977）；在夏令營的事件就可能是與朋友合作、競賽或幫助他人等

（Enright 等人，1980）。 

當然，就「貼近兒童生活」的原則下，夏令營的場域可能就不適用於台灣的

兒童，因此，之後本研究對於事件與場域的考量上，可能需要特別注意這個部分。 

 

三、 分配物的轉變 

在公平分配的相關研究對於分配物的運用上，大多使用正向的分配物，也就

是情境人物會藉由分配的結果，獲得對自己有益的物品（以下則統稱為正向分配

情境）（Mikula, 1980；引自 Murphy-Berman et al., 1984）。站在真實生活事件

的角度來看，公平分配情境並不總是屬於正向分配情境的，如 Piaget

（1932/1997）當初談到的公平分配，就是在瞭解兒童對於懲罰的分配方式，當

有人犯錯時，應該接受多少懲罰？哪一種處罰？而這樣的處罰，即為負向的分配

物，這一類的情境，以下則統稱為負向分配情境。 

正向或負向分配物對於公平分配概念有什麼影響嗎？Murphy-Berman 等人

（1984）的研究中，就分別以正負向分配物對於受試者（大學生）的影響進行

研究，其結果顯示，在負向分配的情形下，雖然美國人仍是以平等原則為主，但

是人們更關心有需求的情境人物，而印度人更是將需求當作最主要的分配原則；

我國對國小高年級學童進行的研究結果（兒童公平概念的發展，無日期）則顯示，

當負向分配物分別是「作業」、「工作」、「懲罰」時，大多數兒童皆是以平等原則

為分配原則。 

上述的內容提供研究者提出兩個想法：一是說明了正負向分配物，對於受試

者的公平判斷是可能有影響的；二是暗示面對負向分配情境的分配原則也可能因

受試者年齡不同而有不同的表現。不過，這兩點仍需要進一步的證明。 

另一方面，即便都處於正向分配的情境當中，分配物的提供方式（如：數量

或種類），也同樣影響到兒童公平判斷的標準。因為方富熹等人（1996）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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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設計上，分為兩個問題對受試者進行詢問，一個問題是限制了正向分配物的

數量，限制之後，兒童就被迫要對於這些僅有的分配物思考出一個「最好的分配

方式」，分配給情境中的人物，例如：將九塊錢分給四個具有不同條件的人。這

也是過去大部分的研究所採用的方式（Enright et al, 1980；1984；Sigelman & 

Waitzman, 1991）；第二個問題是當正向分配物沒有限制數量的時候，他們同樣

也要思考出一個「最好的分配方式」。對於這兩種分配的方式，受試者對於分配

的標準是否會改變呢？ 

其結果顯示出 7 和 9 歲組的兒童會因為分配物提供的多寡改變其公平分配

的方式，但是在 11 和成人組的判斷上並沒有顯著差異存在，對於這個現象的解

釋，他們認為是年幼的受試者對於公平判斷的原則一致性較低，相對來說成人組

的一致性是比較高的。不過對於這樣的說法，在此抱持著保留的態度，因為以道

德發展與公平概念發展的內容來看，兒童應較成人更容易以單一或固定的原則來

進行道德判斷的（Piaget, 1932/1997；Kohlberg, 1984；Damon, 1977），所以

此研究呈現出來的「一致性」是需要再從對成人受試者的訪談內容中繼續深入探

討的，或許這樣更可以讓我們兒童或成人判斷公平的原則使用會更清楚。 

 

四、 情境故事的數量 

最後，看到不同研究的情境故事數量。總括來看，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的相關

研究之中，所使用的情境故事個數均不超過四個，原因可能是考量研究進行的對

象，都是屬於兒童期的孩子，所以在施測的時間上不宜過久，所以在情境故事的

個數上也比較少（如表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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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公平概念相關研究所運用的情境要素摘要表 

情境要素 情境個數 人物特徵 人物間關係 分配物種類 

Damon, 1975 4 *   

Enright 等人,1980 2 *   

Enright 等人, 1984 2 * *  

Murphy 等人, 1984 2   * 

Sigelman等人,1991 3 *   

Lisi 等人, 1994 2 * *  

簡楚瑛,1995 4 *   

方富熹等人,1996 1 *  * 

（*表示此研究之研究工具的設計包含該情境要素） 

 

綜觀這些情境內容設計的要素，雖然只有四個類別，但每一個類別當中，均

提供了許多向度可以發展。到底有哪些類別或向度的變化足以影響兒童在公平分

配概念上的判斷，或許就是本研究需要再持續探索之處。 

 

參、 對本研究的啟示 

經由本章節的討論，過去 Piaget（1932/1997）認為兒童的道德概念在學前

階段是屬於無律期的說法，已令人有所懷疑。因為從上述的研究，我們還是看到

了兒童對於不同情境故事，是有不同公平分配考量的情形，例如：對情境人物之

間關係的重視。難道這不算是一種規則嗎？如果情境差異會造成公平分配概念判

斷上的差異，那麼 Damon 的積極性正義發展階段是否考慮到了此個部分？此點

即為本研究希望瞭解的問題。 

回顧了各種情境因素在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的後續研究（見表 2-4）。研究者

發現，若要進行情境故事的設計，有著許多的因素需要考量，例如：情境故事的

數量應該有幾個？情境內人物特徵有哪些？…等。但不管如何，都需以貼近兒童

生活事件為原則，否則兒童對故事的理解，將直接影響公平判斷時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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