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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論文題旨為：「論代間正義：一個羅爾斯式的觀點」。代間正義是晚近

三十年來新興且益愈受到重視的倫理學議題之一，其主要關切的核心問題，

乃在於追問「當代之於後代所應擔負的責任」。本文透過當代政治哲學與倫理

學家羅爾斯（John Rawls）有關社會正義理論的設計與主張，分兩部分處理此

問題。 

第一部份所處理的問題為由帕菲特（Derek Parfit）所深化之「後代人格

不同一問題」（The Non-Identity Problem），旨在探究「代間正義是否可能」。

帕菲特指出，前代不同的行為選擇，將造成不同後代的存在，而這使得現存

既有之各種權利與責任相對應的理論，無法合理地適用於代間關係。帕菲特

主張，可以採取「忽略特定人格的比較（品質）原則」以解決此後代人格不

同一問題。然而，帕菲特此舉卻陷入「不特定人格的後代無法追究前代之行

為責任」的理論困境。本文主張，透過羅爾斯原初位置（original position）的

理論設計啟發，即便在代間存在著「前代不同的行為選擇，將造成不同後代

的存在」的後代人格不同一疑慮，當代仍可採納原初位置的理論啟示，區分

人的屬性（properties）與獨特性（particular）的差異，在後代存有人格不同

一問題（獨特性）的情形下，針對「屬性」而確立追問當代之於後代所應擔

負責任之正當性。 

第二部分主要處理羅爾斯有關代間正義觀點的內部論證問題，並進一步

藉此說明「代間正義如何可能」。羅爾斯以「正義的儲蓄原則」（just savings 

principle）說明代間的分配正義問題，並《正義論》（A Theory of Justice）中

將它納入正義二原則之中，成為建構社會基本體制的基本原則之一。然而，

羅爾斯早期解釋與證成儲蓄原則的相關理據如動機假定（motivation 



 

 

assumption）與家族模式等，卻可能與其他理論假定如締約者的理性等相衝

突、衍生解釋融貫上的困難，而遭到眾多學者們的質疑。羅爾斯在一九九三

年的《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中對此做出回應，並將關切下一

代的動機假定，修正為「要求前代也承諾遵守他們所遵守的儲蓄原則，無論

向前或向後追溯多遠」。除此之外，羅爾斯於《正義論》以外的其他著作，在

提及正義二原則時，皆不再表述「正義的儲蓄原則」。本文認為羅爾斯後期所

提出的證立主張，不僅整合了代內分配正義（差異原則）與代間分配正義（儲

蓄原則）的論證理據（小中取大規則的應用），更與其主張「社會作為一世代

相繼之公平的合作體系」時所標舉之「相互性理念」（the idea of reciprocity）

的核心概念相符應。本文認為，在論證理據得到順利整合的前提下，羅爾斯

仍可在後期表述正義二原則時，將「正義的儲蓄原則」放回其中，並可據此

呼應當代永續發展理念「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不對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

能力造成危害」的核心主張。 

 

 

 

 

 

關鍵詞：代間正義、後代、未來世代、後代人格不同一問題、羅爾斯、社會

契約論、原初位置、正義的儲蓄原則、相互性 



Abstract 
 

The topic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is one of the newest but getting more 
important ethics problems to contemporaries. One of the key points of this issue is 
how to make sense of our obligations to the posterity (include future people) if 
possible. In this dissertation, I intend to clarify this problem by Rawls’s theory of 
justice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Non-Identity Problem” held by Derek Parfit. This problem 
shows that “in the different outcomes, different people would be born”, and it seems 
inactive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rights. Parfit suggests that we can through it by the 
priinciple Q: “if in either of two outcomes the same number of people would ever live, 
it would be bad if those who live are worse off, or have a lower quality of life, than 
those who would have lived.” But this principle makes new difficulties about this 
problem. According Reiman, I argue that we can adjust this non-identity problem by 
the theory hypothesis “Original Position” of Rawls’s theory of justice, and that there 
are obligations from contemporaries to the future people.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he arguments of Rawls’s theory of 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 According to early Rawls in 1971, the theory of 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 represented by the “just savings principle” and was one part of the Two 
Principles of Justice in A Theory of Justice. But there are some argument troubles 
about the assumptions that makes the theory of 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 difficultly, 
especially on the “motivation assumption” and the family mode and so on. In 1993, 
Rawls changed his arguments about the theory of 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 but he 
also take off the just savings principle from the Two Principles of Justice in other 
books or articles besides A Theory of Justice. I argue that latter arguments seem more 
reasonable to the theory of 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 and they also makes the 
whole theory of social justice comprehensive. Then I argue that Rawls can still 
presents the just savings principle when he says about the Two Principles of Justice.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 posterity, future 

people, The Non-Identity Problem, John Rawls, Contractarianism, 
Original Position, Just Savings Principle, Recipr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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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  

自一九六○年代起，環境議題逐漸為人們所關切與重視。從地表氣溫

逐漸升高的溫室效應，到數以百萬計的物種滅絕，人類賴以生存與發展的

自然環境遭受破壞與污染程度之嚴重，使得人類不得不積極地正視與面

對。自然科學的研究數據顯示，二十世紀中葉的全球平均地表溫度，較以

往至少上升攝氏 0.5 度，增溫幅度之大，為千年所僅見：自五○年代開始，

北半球春夏季海冰影響範圍減少了約 10-15%，在六○年代後期，地球表

面覆雪面積更少了約 10%，北極晚夏初秋期間的海冰厚度，則是在僅僅數

十年間就減少了約 40%，同時期全球平均海平面則是升高了 0.1 至 0.2 公

尺；在溫室氣體方面，自一七五○年代以降，二氧化碳的濃度較過去增加

31%、甲烷增加 175%，為四十二萬年以來的最高值，氧化亞氮則是增加

了 17%，增加的幅度也是近千年的最高量。 

除了上述溫室氣體大幅增加所形成的地球溫室效應之外，人類文明發

展所面臨的環境困局，還包括有酸雨污染、土壤流失與沙漠化、熱帶雨林

的砍伐與消逝、水源的污染與短缺、乃至於整體生存環境的質變等。一般

認為，這些人類所遭遇到自然生態的破壞與生存環境的危機，主要來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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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年代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改變了人類的生產工具與生產模式、提

升經濟文明的發展速度與人類的生活物質水準，卻也製造了許多難解的問

題。蓬勃發展的各種輕重工業燃燒大量能源，製造了大量的二氧化碳、甲

烷、氟氯碳化物等溫室氣體，形成氣候暖化現象；而工業發展所帶動的整

體經濟生產消費機制，也同時造成自然資源的大量消耗與環境污染。遲至

一九五○年代，僅僅兩百年間，人類的物質文明被推上有史以來最為豐碩

的階段，而自然環境受到工業發展所帶來的交叉侵蝕與連鎖破壞的程度，

也幾乎到了積重難返的地步。 

一九六八年，瑞典的官方研究報告指出，該國區域內雨量酸度較以往

高出許多，原因是由於工業長期排放大量廢氣所致，而主要污染源不僅來

自於國內，更來自於鄰近各國。瑞典官方認為這並非其獨力可以解決，隨

即建議聯合國召開國際會議尋求共識。同年，聯合國於巴黎所召開的「生

物圈會議」也提出會議結論，認為人類對於環境的使用與保育問題，僅僅

只有生物相關領域的努力是不夠的，必須涵蓋社會、政治與經濟等層面。

聯合國意識到人類生存環境所面臨威脅的嚴重性與迫切性，已經不是任何

單一國家、單一領域可以獨自面對並解決，遂於一九七二年（六月五日至

十六日），召集共一百一十三個國家，於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人類環境

會議」，以「我們只有一個地球」（only one earth）為主軸，展開一連串的

環境議題討論。 

這是人類史上第一次以地球為單位、以環境為主題的全球性會議，環

境議題所涵括的範圍超出原先的想像：除了生態上已然面臨的污染破壞問

題之外，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之間的經濟對立、以及與會各國以自身

經濟利益為本位的思考，都被納入正式會議的討論範圍當中。此次會議達

成了幾項結論與共識，包括了一百零九項需要各國聯手推動的國際環境合

作計畫，以及著名的《聯合國人類環境會議宣言》。其中，較為重要的，

便是確認人類解決環境問題的起點，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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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及： 

2

人類共同面對環境危機的合作行動，自此正式揭開序幕。各項國際合

作陸續展開，而聯合國也於一九七二年十二月成立環境署（UNEP），統籌

掌握環境議題的發展。由於各區域所遭受到的環境破壞程度與污染種類不

盡相同，隨著侵害程度的擴大與延伸，國際間以環境議題為核心的互動與

交流日益頻繁：從一九七二年到一九九二年之間，國際間簽署的國際重要

環保條約，包括《倫敦廢棄物投棄公約》、《拉姆薩爾公約》、《蒙特婁議定

書》、《海牙宣言》等，就有近二十件議案，範圍涵括海洋污染防治、溼地

與生物保育、臭氧層破洞的補救措施、大氣污染限制等等。然而，儘管人

類已著手處理相關環境污染的問題，生態破壞的科學數據，仍是以驚人的

速度持續增加：二十年間，全球有近五億英畝的森林消失，並增加將近三

億英畝的沙漠面積；科學家新發現南極上方出現臭氧層破洞；而全球的增

溫情況不僅毫無消退的跡象，甚至有越演越烈的趨勢──環境生態惡化的

規模不再只是局部國際性的，而是已經發展為全球性的危機。各國政府了

解到，威脅人們的是全球性的生存困局，環境問題已然「全球化」，全球

                                                 

1 引自《聯合國人類環境會議宣言》中文版。 

2 同註 2。文中「開發中國家」原文為「發展中國家」，係按我國習慣用語更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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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必須要攜手實際地合作，共同面對與謀求解決。一九九二年的里約會

議，便是在聯合國主導、全球合作的氛圍下展開。 

在巴西里約所召開的地球高峰會議，全名為「環境與發展會議」，主

要分三層次：分別是以聯合國會員國為主的官方會議「地球高峰會議」、

由各國國會議員所組成的「國會地球高峰會」、以及民間代表（非政府組

織）的「全球論壇」。由於意識到問題的嚴重性，主辦單位宣稱，如果這

次會議不能達到一定程度的成果，那麼被稱為「地球號太空船」的地球，

將被迫準備「沈船」作業。也許正是有這種舟沈釜破的認知與決心，參與

高峰會的各國官方儘管利益立場各不相同，卻也達成了《里約宣言》、《森

林原則》兩項宣示性的共識，簽署了《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生

物多樣性公約》兩個具有強制約束力的文件，以及認可《二十一世紀議程》

這項為人類的未來預作準備的功課表。 

相較於一九七二年《人類環境會議宣言》確認人類解決環境問題的起

點，《里約宣言》進一步宣示，人類處理其與環境之間關係的原則，是「永

續發展」的： 

3

同時，延續《人類環境會議宣言》的基調，重申已開發國家不應以環境問

題為理由，對開發中國家進行剝削之實： 

                                                 

3《里約宣言》第一條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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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中，《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便是廣受各界所矚目、已於二○○五

年二月十六日正式生效上路的《京都議定書》前身；5 而以永續發展理念

為計畫主軸的《二十一世紀議程》，則是確認了聯合國關於人類未來生存

與發展的基本施政方針： 

6

                                                 

4《里約宣言》第十二條原則。 

5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主要目標，乃在於「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度穩定在防止

氣候系統受到人為干擾的水準上」，並且管制二氧化碳、甲烷、氟氯碳化物、氧化亞氮等溫

室效應氣體的排放，以減緩地球氣候的暖化。由於締約各國條件差異過大，經濟利益糾葛太

多、因此執行方式也很複雜：《氣候公約》僅僅只是各國對於限排氣體這項政策的原則性承

諾，真正具體的施行細節，必須依賴後續的「締約方會議」，持續在各國之間折衝、妥協，

乃至於獲得共識。廣受各方矚目與爭議的《京都議定書》，便是《氣候公約》第三屆締約方

會議的成果。 

6 《二十一世紀議程》，〈第一章〉〈序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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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由於這份議程要求聯合國發揮關鍵作用，輔助各國實施議程，尤其是

各國關於戰略、計畫、政策和程序的安排，聯合國於是順勢在一九九三年

成立「永續發展委員會」（CSD），協助世界各國以《二十一世紀議程》

為藍圖，推動永續發展的各項工作。二○○二年八月，聯合國於南非約翰

尼斯堡召開「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針對水資源、能源、健康、消滅貧

窮、農業資源、生物多樣性、以及如何在全球化趨勢下推動永續發展等議

題進行研討協商，會後並由各國領袖共同發表《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宣言》

及《世界高峰會永續發展行動計畫》，重申人類追求永續發展的決心： 

8

同時，宣言也明確描述，永續發展理念所應用的範圍與領域，乃在於經濟

發展、社會發展以及環境保護： 

9

永續發展因而從一個共同努力的目標，進一步擴充內涵並形成策略，

                                                 

7 《二十一世紀議程》，〈第一章〉〈序言〉1.3。 

8 《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宣言》〈第一條〉。 

9 《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宣言》〈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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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當代人類發展文明的主要方針。自里約會議之後，世界各國相繼成立

以永續發展為名的相關機構，配合聯合國的政策，共同推動人類的永續發

展。一時之間，永續發展理念儼然成為國際潮流所趨、為各國所本的基本

政策指導原則。我國的「永續發展委員會」在民國八十六年以任務編組的

方式成立，民國九十一年透過「環境基本法」取得法定位階，成為行政院

正式編制中的法定委員會；同時，自民國八十九年起，陸續擬定《永續發

展行動計畫》、《台灣二十一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略綱

領》、《台灣永續發展宣言》等政策綱領，作為我國推動永續發展的施政

依據。然而，永續發展理念的意涵，以及永續發展的目標、策略、範圍、

領域與應用等，在世界各國的政策實踐中，卻呈現出多元而分歧的風貌；

甚至部份政策或行動雖有永續發展之名，卻無當初聯合國倡議永續發展理

念時原有的初衷。例如，在我國的《台灣二十一世紀議程》中，雖然將永

續發展分為三部份：永續環境、永續經濟與永續社會，並提出環境承載、

成本內化、世代正義、科技創新與制度改革並重、國際參與等五大原則，

但就一般認知與政策實踐層面上而言，卻仍偏重於經濟發展而鮮少環境保

護。10 而由行政院所籌辦、於二○○六年六月份開議的「台灣經濟永續發

展會議」，更是顯著的例子──會議名稱雖然有永續發展之名，但卻僅關

注於經濟發展層面，而幾乎沒有環境保育的面向。 

綜觀二十世紀中葉整體環境議題的發展歷程，永續發展理念的雛形，

最初來自於當代對保護環境的迫切需求，以及開發中國家對於發展經濟以

獲取基本生活水準的堅持。自一九七二年斯德哥爾摩會議以降，歷經一九

九二年里約熱內盧會議，乃至於二○○二年約翰尼斯堡會議等多次共識的

凝聚，永續發展理念的提出與商榷，乃在於調解「環境保護」與「經濟發

                                                 

10 例如，在一九九六年的「永續台灣論壇」中，便有該論壇重要領導者宣稱：「永續發展就

是經濟發展」。參見紀俊傑，〈永續發展：一個皆大歡喜的發展？〉，收錄於《應用倫理研究

通訊》，第十期，1999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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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間所存在的內在衝突──就當代人類的發展模式而言，發展、開發

意味著自然資源的使用、消耗，以及自然環境的破壞、污染；而對於保護

環境的要求，則是意味著必須抑制經濟的成長。因此，作為一指導人類生

存發展施政方針的基本原則，永續發展理念所關注的，並非僅是單一側面

的經濟發展策略或是環境保護要求，而是在於為人類尋求一條既能兼顧人

類的生存發展、亦能維持自然環境生態平衡的出路。據此，就人類政治實

踐層面而言，如何在指導政治行動與經濟策略的基本原則中，適當地融入

人類對於保護環境的關注，當是一項極富意義的嚴肅思考。更進一步言，

在永續發展理念的視角下，對於承接當代高度文明發展成果與擔負污染破

壞代價的人們而言，在各項經濟政策或政治行動的思考中納入環境保護思

惟並加以整合融貫，並非是「要」或「不要」的問題，而是「應如何做」

的問題。那麼，作為世界各國思考施政方針的基本原則，由聯合國所提倡

的永續發展理念，又是如何提示我們關於人類與環境的關係？ 

2.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最初是作為人類與生物圈互

動共存的目標而被提及。
11 一九八七年，由聯合國徵召成立、俗稱「布蘭

                                                 

11一九八○年，聯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國際自然保育同盟（IUCN）、以及世界野生

動物基金會（WWF）共同出版《世界保育方略》(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一書，內容便

指出：由於人口與消費不斷增加，對地球的需求日益加重，人類與生物圈的關係日益惡化，

各種生物（包括人類）的生存幾乎成為危機。面對這個問題，人類的當務之急，是必須達成

一種新的國際經濟秩序，採用一種新環境道德觀：「研究自然的、社會的、生態的、經濟的

以及利用自然資源體系中的基本關係，確保全球的永續發展。」見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 
Robert, Prescott-Alan (ed.) 。《世界自然保育方略》，內政部營建署譯，台北市，1984。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在華語世界中原有幾種譯法，如「可持續發展」、「持續發展」等，

我國官方與習慣譯名則為「永續發展」，故在本文中皆以「永續發展」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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倫特委員會」（Brundtland Commission）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以《我們共同的未來》（Our 

Common Future）為名發表報告，針對西元二○○○年以後的地球，提出

一份長期的環境對策。該份報告除指出當前人類正面臨共同的危機──生

存與發展的危機之外，也說明人類發展歷程所面臨各方面共同的挑戰，包

括人口與人力資源、糧食保障、物種與生態系統、能源、工業乃至於城市

發展等問題，以及提出人類可以共同努力的方向與實踐的策略。重要的

是，這份報告對「永續發展」提出了一套理念界說： 

 

 

12

這套界說指明，人類所遭遇到生存與發展的危機，展現在兩個層面上：一

是當代貧富發展差距懸殊的問題，另一則是當代與後代關於環境與資源的

分配競爭。這套界說也提出解決危機的原則：對於當代貧困人民的需要，

必須優先滿足；以及考慮到後代的發展，當代人必須限制為了滿足自己的

需要而給予環境的壓力，特別是在科學技術與社會組織的能力上。 

                                                 

12 參照WCED, Our Common Future(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43. 中文譯本可

參考：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原著，王之佳等譯：《我們共同的未來》（台北：台灣地球日出

版社，1992 年），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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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顯然是一組有關資源分配的原則：這組原則除了關注當代貧富之間

懸殊差距的困境、科技與經濟發展對於自然環境的影響之外，更由於當代

過度消耗自然資源的緣故，而注意到了代與代之間的資源分配問題。然

而，這也是一組自相矛盾、令人懷疑是否真能實踐的原則。在人類目前的

文明發展模式中，「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往往是相衝突的──眼下

的科技發展尚未能完全免去污染、破壞自然環境的疑慮。按照第一項原

則，如果我們要優先考慮當代貧窮人民（即，開發中國家）的發展，那麼

我們將很難兩全其美地顧及到第二項原則對於環境保護的要求，更遑論為

後代設想。 

證諸現實，從《京都議定書》制定上路歷經十三年所遭遇到的重重困

難，到二○○五年底台灣漁業活動遭到國際間聯手制裁等，相關經濟發展

與環境保護的兩難、甚至藉環境保護之名行經濟剝削之實的例子，比比皆

是。13 儘管如此，這套企圖調解人類發展與自然保育之間衝突與矛盾的理

念界說，仍值得我們加以考慮。在思考後代福祉與環境政策的基礎學理面

向上，永續發展理念的基本訴求可以說開啟了一個新的倫理學視野：由於

生存環境面臨急迫的嚴重威脅，當代人開始著重思考人與環境之間、貧窮

與富有之間、以及代與代之間的各種合理與和諧的關係。在晚近的三十年

中，環境倫理逐漸為人們所重視，論述及於動物、植物、大地乃至於生態

之內在價值等，成為倫理學中新興並且十分重要的一環；而同代／代內關

係（contemporary / intragenerational relations）與代間關係（intergenerational 

                                                 

13 二○○五年十一月，大西洋鮪類資源保育委員會（ＩＣＣＡＴ）召開例行年會，會中接受

日本、加拿大、美國等對我國的控訴，指我業者在二○○四年仍有違規超捕以及洗魚事實，

以及我國籍漁船繼續涉入非法、未報告、未受規範（ＩＵＵ）漁業，決議將二○○六年我國

在大西洋大目鮪漁獲配額削減近七成，原來七十六艘捕撈大目鮪漁船必須減為十五艘，其餘

六十一艘則需轉捕長鰭鮪或停航。初步估計，此舉將造成我漁獲及售魚營收損失達十九億餘

元，而後續補償漁民等事宜，以及因此引發的其他魚類獲額度連鎖效應，損失更可能高達新

台幣百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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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的論述，大多依循分配正義的理路脈絡加以證成，尤其在正義

觀點的一貫性上，如何揉合代內分配與代間分配之間的差異性質，以提出

一套相融貫的正義論述，更成了各家政治思想基礎理論所關注的重心。 

要之，永續發展的理念，至少指明了當代人在面對後代時所應擔負的

責任之一：當代的人們思考或決定採取一項政策行動，無可避免地皆必須

考慮這項行動對環境、對貧富差距乃至於對後代的影響。更進一步言，作

為一組資源分配的原則，「永續發展」理念特殊的地方，主要在於透過對

後代福祉的關注，展現出當代保護環境的企圖。因此，對於當代的人們而

言，構思一套能夠融貫代內關係與代間關係的分配正義理論，不僅是實踐

上所迫切需要，在學理上也極富意義；尤其在永續發展理念中所提出關於

代間關係的理路上，一方面由於是新興的倫理學課題之一，另一方面則是

與當代政治與政策理論密切相關，更值得我們深究與探索。在此脈絡下，

本文的論題核心，主要源自於對環境議題的關懷，而著眼於永續發展理念

的內涵，聚焦於當代與後代之間相關正義問題的處理。要之，由聯合國所

提示之永續發展理念，要求當代的各項行動或政策思考，應以「不對後代

滿足其需要的能力造成危害」作為行事決斷的基本原則；易言之，永續發

展理念在最根本的意義上提示我們：當代的人們在進行行為選擇時，應該

為了後代考慮、設想。然而，我們該如何為後代設想？我們需要為後代設

想嗎？而，我們真的能為後代設想嗎？ 

   

1.  

本文擬藉當代處理社會分配正義問題最力的美國哲學家羅爾斯（John 

Rawls）之眼，探看代間正義之主要內涵。要之，羅爾斯從調和自由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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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之間的矛盾出發，提出既兼顧自由、平等，又符合公平要求的「正義二

原則」，以作為人類社會合作基本結構的制度原則，在二十世紀後半葉，

重新振興了沈寂許久的政治哲學。對羅爾斯而言，社會是人類以合作的方

式獲取利益的場域，這種合作同時具有利益一致與利益衝突的特點：一方

面，合作使得人們能夠獲得比各自獨力生活更大的利益；另一方面，在分

配合作成果的立場上，則往往因為各自的人生計畫與目標不同，而形成利

益衝突。因此，找到一種為大家所共同接受、分配利益與負擔的原則，是

這個合作方式得以繼續維持的關鍵。在《正義論》（A Theory of Justice）

中，羅爾斯認為，這組社會基本原則可以表達為： 

 

a

蓄 b

平

14

較為特別的是，羅爾斯不僅關切同代之間的分配原則，並且也注意到

了隔代之間關於資源分配或分享的正義問題，以及這些分配分享的原則與

環境議題的關係： 

                                                 

14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revised edition, 1999), p.302; rev., p.266. 本書以下簡稱為TJ，1999 年的修訂版為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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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另一方面，羅爾斯卻也指出，代間正義的問題不僅是困難的，對於各種倫

理學的論點融貫更是一項嚴苛的挑戰： 

17

羅爾斯這項觀點不僅說明了代間關係不同於代內關係，並且代內的正義觀

點並不能直接適用於代間正義中，甚至代間正義的求索將可能導致原有倫

理學體系基礎崩解的危機。令人好奇的是，這兩項關係究竟有什麼不同？

原有代內的正義觀點為什麼不能適用於代間關係？代間的正義問題對於

原有代內正義觀點的衝擊程度為何？ 

對這些問題的反思，構成了本論文核心關懷的一部份。其中，有關羅

                                                 

15 TJ, p.137, rev., pp.118-19. 

16 TJ, p.271, rev., p.239. 

17 TJ, p.284, rev., p.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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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斯「正義的儲蓄原則」的推導、證立、以及與「正義二原則」之間的關

係，更是本文探究的重點之一。要之，在《正義論》中，羅爾斯最後以「正

義的儲蓄原則」概括他關於代間正義探究的結論，並將此原則涵納至「正

義二原則」的完整表述當中；然而，儘管在一九九九年修訂版的《正義論》

中，羅爾斯並未更動他關於儲蓄原則的表述，但自一九八五年之後，在〈正

義即公平：政治的而非形上的〉（  “Justice as Fairness: 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一文中、甚至在《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

以及《正義即公平：正義新論》（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二書

中，有關正義二原則的表述，羅爾斯都不再提及「與正義的儲蓄原則相一

致」（consistent with the just savings principle）相關的字眼。18 這是否意味

著羅爾斯終究難敵有關倫理學的「嚴峻考驗」，而放棄了儲蓄原則，抑或

者僅是羅爾斯為求論題聚焦的方便之舉，例如，他曾指出的： 

forward

outward inward

19

                                                 

 

18 參見John Rawls, “Justice as Firness: 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 in Samuel Freeman (ed.), 
John Rawls: 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92; 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5-6;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42-43. 

19  John Rawls, “The Law of Peoples,” in Samuel Freeman(ed.), John Rawls: 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532. 本譯文參考並修改自林炫

向，〈羅爾斯為什麼不贊同大同主義者的全球正義方案？〉，《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第 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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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對此問題進行進一步的探討，並嘗試找出融貫而合理的解釋。 

另一方面，關於代間正義理論的探究，也遭遇到所謂「探究前提」的

質疑。要之，儘管如高瑟里（Axel Gosseries）所言，永續發展理念已然成

為當代公共論述中的主流觀點之一；然而，也有許多論者認為，這項由聯

合國所提呈的理念有許多晦暗難明之處，並因此懷疑此項理念是否真能落

實。其中，反對立場最為鮮明的，莫過於英國牛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同

時也是貝利爾學院（Balliol College）的名譽院士貝克曼（Wilfred 

Beckerman）。自一九七○年代環境議題興起，貝克曼便同步關切著環境議

題的發展：從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兩種人類生存基本主張相衝突，到聯合

國永續發展觀點的提出，貝克曼發表過相當多篇論文以及專書，來說明他

之所以反對永續發展觀點的立場，以及主張代間正義不可能實踐的理由。

貝克曼認為，儘管道德權利是倫理學的核心論題，但道德權利的概念卻無

法應用到與未來世代相關的議題上。要之，貝克曼所持的基本論點是： 

（1）﹝我們﹞無法主張未來世代─未出生的人們─擁有任何權利。 

（2）任何一套融貫的正義理論都蘊含著賦予人們各種權利﹝的預設﹞。

因此， 

（3）未來世代的利益無法在任何正義理論的架構下被保護或提倡。20

貝克曼認為，「未來世代擁有向我們主張﹝他們的﹞利益的權利」這

項命題必須先滿足兩個條件，這項命題才可能成立。第一，未來世代必須

                                                                                                                                      

2005 年 12 月，頁 7。 

20 Wilfred Beckerman, “The Impossibility of a Theory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in Joerg Chet 
Trammel (ed.), Handbook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6), 
pp.53-54. Also see Wilfred Beckerman and Joanna Pasek, Justice, Posterity, and the 
Environment(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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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如果我們指稱一個人擁有某件事物，或一個人擁有向他人主張利益

的權利，那麼我們是預設了這個人必然存在。然而，未來世代目前並不存

在。一個不存在的人如何能主張他擁有任何事物、主張任何權利的能力或

可能性呢？因而，未來世代目前既然尚未存在，那麼也就沒有主張權利的

問題：他們根本沒有擁有任何事物或主張權利的可能性。第二，貝克曼進

一步指出，我們如果要主張我們擁有某件事物的權利，那麼該項事物至少

必須存在，或者是可被合理地欲求、可獲得的：一個人主張擁有某種不存

在、或無法合理欲求、獲得的事物，並沒有意義。隨著時間的推移，當那

些目前尚未存在的未來世代在未來某個時間點真正存在了，屆時目前存在

著的事物卻也極可能已不存在。如此一來，未來世代便無法主張擁有那些

已然不存在事物的權利；甚至，未來世代也無法向已不存在的前世代主張

他們的利益。基於上述兩個理由，貝克曼認為，「未來世代擁有向我們主

張﹝他們的﹞利益的權利」這項命題無法成立，我們無法適當地與後代建

立一種正義的關係與觀點。 

貝克曼關於探究代間正義問題之前提的相關提問，事實上也反應了代

間關係所觸及之現實議題的深度與廣度。要之，隨著人類所擁有之能力的

強化與提升，現實中人類所必須面對之代間相關議題，不僅止於前述所提

及之環境保護等問題，更為切身的，尚及於人類對於後代生存問題的掌

握，諸如基因研究、生殖技術等生醫科技問題。在此視野下，我們可以發

現，與同代間之正義問題相對照，代間正義問題所呈現出的基本重要差異

之一在於：後代存在與否的問題，很可能導因自前代的行事決斷或行為選

擇。換言之，當代在處理與後代間正義相關問題時，必須先面對後代存在

問題與當代行事決斷之間關連的問題。究言之，若我們要進行代間正義問

題的探究，我們似乎必須得先回應貝克曼的質疑；就本文的目標而言，在

處理代間分配正義理論之前，必須先合理地說明代間關係。事實上，貝克

曼所提呈的論證，可進一步深化為所謂的「後代人格不同一問題」（The 

Non-Identity Problem）：前代不同的行為選擇，將可能造成不同的後代。

那麼，前代該如何為他的行事決斷或行為選擇負起責任？特別是，當這些

行為對後代造成傷害時，前代該對哪一個後代負起責任？對這個問題的探

討，則是構成了本論文的另一個主要部份；同時，本文也將採用羅爾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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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索社會正義原則的相關理論程序設計，來回應這部份的問題。 

2.  

據前所述，本文擬分為二部份進行有關代間正義問題的探究。第一部

份自對「代間正義是否可能」的質疑出發，並以由帕菲特（Derek Parfit）

所勾勒之「後代人格不同一問題」為主題，分兩章處理。第二部份則進一

步探究「代間正義如何可能」，並自羅爾斯的契約論視角，分兩章探看代

間正義觀點、以及代間正義觀點與代內正義觀點的融貫問題。主要章節安

排如下： 

第一章  導論 

第一部  論後代人格不同一問題 

第二章  認真對待後代 

第三章  公平地對待後代 

第二部  代間分配正義：聚焦於儲蓄原則的討論 

第四章  羅爾斯的代間正義觀 

第五章  論羅爾斯之社會作為一世代相繼的公平合作體系 

第六章  結論 

另外，要特別說明的是，在本文中所稱之「後代」，將不作特別嚴格

的定義，而包括存在的後代、以及尚未存在的未來世代。主要的原因是由

於：在談論後代人格同一性之相關問題時，大部分涉及到後代人格與當代

行事決斷之間的影響，因此，這裡所謂的後代，大部分指的是尚未存在的

未來世代；然而，在論及社會的分配正義時，由於牽涉到社會決定的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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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不僅是未來世代沒有權力參與當代的決策，即便連同時共存的孩

童、幼兒等後代，也無權力、無能力參與政策選擇。因此，此時的後代，

包括了現時存在的後代，以及尚未存在的未來世代。 

此外，對當代而言，對代間關係的全面性考察，本應包括當代與過去

世代之間的關係，以及當代與後代之間的關係；然而，囿限於本文論題之

環境議題的背景關懷，本文暫時將代間正義的範圍，僅限定在當代與後代

之間的關係上，並不特別討論當代與前代之間的（轉型）正義問題。 

 



 

 

第一部 

論後代人格不同一問題 

 

 

 

 

 

 

Joel Feinberg, “The Rights of 

Animals and Unborn Generations”. 



．第二章  認真對待後代．  19 

 

第二章  認真對待後代 

 

   

1.  

在過去，後代在人們行事決斷的理由中，經常扮演著宣示性的角色。

例如，在《史記》〈世家第十九外戚〉篇裡，褚少孫曾續補記載著漢武帝

這段立子去母的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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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學者在審視這段史實時，大多著力於批評漢武帝對女寵的絕情殘忍、

與褚少孫歧視女性的論點；而所謂「昭然遠見，為後世計慮」云云，則未

見有論者對此多加著墨，至多將之認作為褚少孫稱頌漢武帝「賢聖」的佐

證，加以肯認或予以批駁而已。在歷史上、在日常生活中，諸如此類的例

子屢見不鮮：人們經常引後代以作為行事決斷的理由，卻極少針對所謂的

後代、或者人們的行事決斷對後代所造成的影響，認真地加以分析檢視。

對人們來說，後代較為特殊的部份，不過就是存在於不同時間中的另一群

「他者」；除此之外，人們與後代之間的關係，相較於人們彼此之間的關

係，彷彿沒有什麼不同。 

這種人們僅隱約意識到自己的行事決斷將影響到後代、卻未曾仔細思

考這些決斷將「如何」影響後代的情形，在晚近的四十年裡，逐漸有所轉

變。引起人們對後代感興趣、並開始探究與後代之間關係的理由，部份來

自於人們關於生存與發展的危機感。二十世紀的人們憂慮：環境惡化與資

源耗竭的速度與程度，將迅速地迫使人類無法維持現有的生存與發展方

式。有越來越多的人據而倡議，人類若想要持續地發展下去，那麼人們就

不能僅只考慮自己的資源分配或生存發展問題，而必須開始尊重後代對於

良好生存環境與資源需求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各種科學技術的疾速發

展，使得人類擁有更多、更大改造環境的能力，而這些能力的展現與運用

對於環境與後代的影響之鉅，也促使人們開始思索人類與周遭環境、以及

人們與後代之間的和諧與合理關係。例如，人類在基因科技方面的研究成

果，已經讓人類掌握了足以改變生物─包括人類自身─基因組成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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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類是否能據此任意改造周遭的生物以符合自身需求，甚至改變人

類自身的遺傳基因、以求訂做一個「完美寶寶」，便成為各種當代無法不

面對、卻也值得人們謹慎思慮的環境與代間倫理學問題。自一九六○年代

以來，隨著人類發展的進程，後代在人們的行事決斷過程中，逐漸扮演著

關鍵的角色：人們越來越在意自己的行事決斷將為後代所帶來的可能後

果，而後代也儼然成為人們在判斷行事決策時，無法忽略的重要考量因素

之一。 

對後代的關注，開啟了當代探究代間關係與代間議題的門徑。其中，

較常為人們所進行的思考是：「我們應該／能夠為後代做些什麼？」或者：

「我們的行事決斷將對後代造成什麼樣的影響？」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意

味著在當代與後代之間、存在著某種相對應的道德或正義關係：由於當代

所作的各種行事決斷將對後代造成或好或壞的影響，因此，當代理應對後

代負有某種責任，而後代也得以對當代主張某種權利。例如，在使用資源

的政策上，一種常見的、認為當代應該限縮資源使用量的理由是：為了讓

後代也能夠有機會使用到這些資源，當代必須自我約制使用資源的方式與

數量。這樣的理由似乎意味著：後代有權利與當代共同分配資源，而當代

則是有責任尊重、保障後代的這份分配權利。1 然而，當我們進一步去刻

劃這份存在於代間的權利與責任關係，探究後代將可能受到什麼影響、以

及後代能夠擁有什麼權利時，我們卻遭遇到一個棘手的問題：直覺上，當

代應該為自己的行為對後代所造成的影響負起責任；然而，後代、特別是

 

1 例如Annette Baier便認為，要求當代承認未來世代在現時現刻中的權利，其實是意味著當

代的人們對於未來世代負有責任；同時，這份權利並不是政治或公民權利，而是要求當代必

須將未來世代納入考慮、公平地分配地球資源的權利。參見Annette Baier, “The Rights of Past 
and Future Persons,” in Ernest Partridge(ed.), Responsibilities To Future Generations(N. Y.: 
Prometheus Books, 1981), p.171.本書以下簡稱為Respon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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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未存在的未來世代，能夠對當代主張他們的權利嗎？ 

2.  

在當代，權利是人們經常用以維護切身相關利益的重要手段：我們對

於自身的生命擁有不可被侵害剝奪的權利，對於財產擁有處分的權利，甚

至我們擁有人身自由、言論自由、思想自由等不被他人任意干預的自由權

利；在社會中，我們經常以「向他人主張權利」的方式，來保障自身的利

益與彰顯我們身而為人的價值。按理說，後代與我們一般身而為人，應該

也擁有向他人主張自身利益的各種權利。然而，問題似乎並非如此單純。

一般而言，所謂的權利，指的是由法律、道德、規則、或其他規範所賦予

擁有者之有利的地位。 2 換言之，無論是在哪一種區分或規範的意味底

下，它總是作為權利擁有者的利益表示；而權利無法獨立存在，它必然為

某道德主體所擁有。據此而言，後代是否能夠擁有權利，頗令人遲疑：人

們也許可以同意，後代在「未來存在時」能夠擁有權利；然而，若是後代

尚未存在呢？一個目前不存在的道德主體，怎麼去向當代的人們主張她／

他的權利？ 

反對後代能夠擁有權利的論者，便是以「後代目前不存在」為主要理

由，否認後代有向當代主張權利的空間與正當性。例如，里察．喬治（Richard 

T. De George）便認為，雖然當代在資源使用政策的思考上，有所謂「未

來世代也擁有分享自然資源的權利」之議，然而此議卻明顯地混淆了現實

 

2 Robert Audi et al.(ed.),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nd , 1999), pp.7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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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概念的區分──我們也許能以權利的概念來討論後代存在時的相關利

益問題，但這並非表示在現實上我們認同後代在尚未存在時也能擁有權

利： 

class

3

喬治提醒我們：由於前代與後代並不共存於同一時間中，後代其實無法與

當代在同一時間裡競爭同一項利益──後代無法以主張權利的方式，向當

代主張關於現存資源的使用或分配權利，正如同我們實際上無法真正地向

逝去的前代要求補償、回復某些已經失逸、無可挽回的事態或損害一樣。 

同樣反對以權利論述來維護後代利益的麥克林（Ruth Macklin），也有

相似的論斷： 

適

 

3 Richard T. De George, “The Environment, Rights, and Future Generations,” in Responsibilities, 
p.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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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4

麥克林與喬治的立場相同，都指出當代無法以權利的概念，來說明與保障

後代的利益。較為特別的是，麥克林認為，權利必須賦予那些可以被認定、

確認為人格同一之實際上存在的人們；而後代由於目前並不存在，即便他

們在概念上是可能存在的人們，我們仍無法確認他們的人格是否同一

（unidentifiable）： 

5

對麥克林而言，反對後代能夠擁有權利的推論，並非意在主張後代不存

在，而毋寧是要指出，後代之所以無法被認可能夠擁有權利，主要的原因

在於我們無法確認後代的人格是否同一：由於無法確定後代的人格，我們

 

4 Ruth Macklin, “Can Future Generations Correctly Be Said to Have Rights?” in Responsibilities, 
pp.151-52. 

5 See Responsibilities, 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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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賦予後代適當的權利，正如同我們無法課以後代適當的責任一般。6

要之，上述兩位論者都試圖指出，當代現有的權利論述架構，可能無

法完整地處理代間的道德或正義問題：後代的存在與否，竟導致權利論述

中權利與權利擁有者的理論結構失衡，進而使得後代的「權利」雖然受到

前代行事決斷的影響，卻無法在權利論述的架構下有所保障。然而，後代

之不存在、或者後代無法向當代主張權利，並不表示當代毋需為自己影響

到後代的行為負起責任。值得考慮的是，如果我們全盤接受了「後代目前

不存在、因而無法主張權利」的論斷，那麼按照喬治的推論脈絡，我們可

能會得出這個進一步、但卻令人難以接受的結論：既然後代目前不存在，

並因而無法對當代主張其關於資源的相關權利，那麼當代大可揮霍耗盡現

有的資源，而毋需顧慮後代在未來存在時的需求──這個結論顯然並非我

們探究代間關係的本意。另一方面，令人困惑的是，在兩位論者所提供的

論證中，出現了「後代目前不存在」與「後代人格無法被確認是否同一」

這兩種關於後代的不同描述。在「後代目前不存在」的論證上，我們得到

了：「後代目前無法向當代主張權利」的結論；然而在「後代人格無法被

確認是否同一」的論證中，我們得到的結論卻是：「後代在目前無法被適

當地賦予權利」。問題是，這兩個結論在代間關係的權利論述上有什麼差

別？麥克林為什麼要特別指出後代有人格不確定的問題？而當代的行事

決斷，在後代人格無法被確認是否同一的問題上，又扮演了什麼樣的角

色？ 

 

6 所謂的「人格同一」（personal identity）問題，指的是：我們「如何認定現在的某人是否就

是過去做過某事的某人」。參見戴華，〈洛克的人格同一理論〉，收錄於戴華、錢永祥主編，《國

科會八十二～八十五年度哲學學門專題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會論文集》（台北：中研院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所，1999 年），頁 1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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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也許可以初步同意喬治的主張：後代在目前的時空中尚未存在，

因而無法親自主張權利；然而在直覺上，我們卻可能無法同意：人們因此

毋需為自己影響到後代的行事決斷擔負起責任。7 換言之，儘管可能沒有

後代在現時現刻中向人們主張「他們的權利」，我們依舊會認為，人們仍

應為後代設想──至少，當代不應做出損及後代利益的行為；同時，若是

真的損及了後代的利益，那麼當代必須為自己影響到後代的行為負起責

任。只是，當代該如何對後代負起責任？而後代（在未來存在時）又將因

此而擁有什麼權利？ 

我們似乎可以從區分喬治與麥克林兩種反對後代擁有權利的不同主

張中，找到一條線索。一個初步地辨別是：相較於麥克林所言，喬治所謂

的「後代目前無法向當代主張權利」，似乎意味著後代不僅能夠擁有權利，

並且這些權利的內容明確，只是目前尚未存在；然而，麥克林關於「後代

人格無法被確認是否同一」的進一步描述，以及「後代無法被適當地賦予

權利」的結論，卻是暗示著：人們無法清楚地識別後代的人格條件，甚至

也無法清楚地認知到，自己的行事決斷將對後代造成什麼樣的影響──簡

言之，人們可能無法真正地、適當地設身處地為後代著想。乍看之下，這

 

7 例如，喬治也指出，儘管通過他的論證，當代毋需為了後代在物質的富足程度上做出超過

當代所擁有程度的犧牲，但這並不表示當代沒有責任留給後代其他事物，像是文化、知識、

道德價值等。See Responsibilities, pp.1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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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論斷似乎違反我們的直覺：一般而言，人們的行事決斷，大部分都是經

過思慮後所作的理性選擇──這表示我們能夠預測、了解自己的行為將會

造成什麼樣的後果。那麼，在什麼意義底下，人們竟無法確切地預測、判

斷自己的行為將對後代造成什麼影響？ 

如果我們進一步思考人們關於「能為後代做些什麼」的論述，我們可

以發現，人們所習於為後代設想的，大部分是關於後代的「利益」或「福

祉」等問題；換言之，在與後代利益相關的議題上，人們是以「後代存在

時」作為思考的前提，就當代的行為是否影響到後代的利益得失進行判

斷。然而，這樣的思考方式似乎忽略了一個屬於代間關係的特殊面向：在

時間中，當代與後代是相繼承續的，邏輯上後代總是後於前代而出現──

這項關連在一定程度上意味著，前代的行事決斷不但有可能影響到後代的

利益得失，同時也有可能影響後代的存在問題。例如，在生育問題方面，

目前科技的發展，早已讓人們擁有了干預後代人格的能力：自一九七八年

世界上第一位試管嬰兒誕生開始，人們在生育技術方面的進展，除了讓當

代不孕症者有機會擺脫無法生育的困擾外，在生育時機的選擇上、甚至在

後代的性別、健康等特定生理條件的篩檢上，人們都能透過強大的科技能

力，對後代的人格進行具決定性的干預。只是，據此而言，後代的人格應

該不會有無法確認是否同一的問題──當代既有能力影響到後代的人

格，後代的人格理應在人們的預測當中，而人們自然也應能根據後代的人

格進一步設想後代的利益、福祉或權利，不是嗎？那麼，麥克林所謂的「後

代人格無法被確認是否同一」，究竟是什麼問題？ 

要更清楚地理解麥克林的意思，以及辨別當代的行事決斷、後代的人

格同一問題、與後代的權利問題三者之間的關連，我們可以透過人們在面

臨生育時機的選擇時常見的思考，加以釐清。一般而言，人們經常會以「為

了後代（小孩）好」之類的道德理由，來勸說過於年輕、甚至未成年的少

女，不要輕易地懷孕、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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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一：十四歲女孩的生育選擇8

有一位十四歲的女孩─瑪麗，想要懷孕生個小孩。由於她是如此

地年輕，社會、經濟等生活條件都不足，若是瑪麗將這個小孩─

傑克─生下來，那麼，傑克至少在人生剛開始時，會過得較辛苦。

如果瑪麗願意晚幾年再生，那麼，瑪麗便不會虧待了她的小孩。 

在這兩種選擇中，瑪麗必須為她的小孩設想：哪一種選擇對她的小孩比較

好。如果瑪麗選擇了十四歲時懷孕並生下傑克，那麼由於瑪麗的準備與條

件不足，瑪麗很有可能給了傑克一個較為辛苦的人生起點。據此而言，瑪

麗似乎應該選擇晚幾年、待社會、經濟等生活條件較為成熟了再懷孕生

育。然而，如此一來，我們卻發現了另一個問題： 

然而，瑪麗晚幾年懷孕所生下的那個小孩，卻不可能會是傑克；

那是另一個不同的小孩。 

在一般自然生育的生理條件限制下，當初可能受孕形成傑克的那個受精

卵，不可能是晚幾年後瑪麗決定生育時的同一個；9 換言之，瑪麗的不同

選擇，將造成不同小孩的存在──瑪麗當初「為小孩（傑克）好」的考量，

卻造成了「傑克」的不存在： 

那麼，瑪麗虧待或傷害了傑克嗎？或者，瑪麗做錯了什麼事嗎？ 

這個問題，也就是麥克林要提醒人們、由帕菲特（Derek Parfit）所刻劃出

                                                

8 此例參考Derek Parfit, Reasons and Person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58-60. 
本書以下簡稱RP. 

9 在自然的情況下，只要母親提早一個月或延遲一個月懷孕，就會由於不同的卵而受孕成不

同的受精卵，生下不同的小孩。相關討論詳見RP, pp.3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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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代的人格不同一問題」（The Non-Identity Problem）：對不同行為後

果的選擇決斷，造成了不同後代的存在。10 那麼，我們需要為那些由於我

們的選擇而不存在的「後代」負責嗎？而後代是否因此而能主張什麼權

利？就追求一份合理之代間關係的目的而言，我們該怎麼理解與面對這個

由「後代人格的不同一」所衍生的道德判斷問題？換言之，在造成不同後

代存在的行事決斷上，我們怎麼評估我們的選擇是恰當的、合乎道德的？ 

2.  

人們在乍見這個「後代人格不同一」的問題時，也許會反駁：對於尚

未存在、僅僅是在概念中想像、討論的「傑克」，瑪麗根本毋需擔負任何

責任。這項反駁或許有些道理；然而，如此一來，這無疑是承認了前面為

我們所拒絕的結論：除非後代存在，否則我們根本無法為後代考量任何福

祉或利益──這個結論徹底地否認了談論代間關係的可能性。人們也可能

會質疑：並非每個與後代有關的行事決斷，都會造成後代的人格不同一困

境；上述的問題，很可能僅是發生在人們對於生育時機的選擇上而已。關

於這個問題，帕菲特要人們試想： 

 

10 參見RP, Ch.16.其實，並非只有帕菲特注意到這個後代人格不同一的問題，包括Michael 
Bayles,”Harm to the Unconceived,”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5 (1976): 292-304; Robert M. 
Adams, “Existence, Self-Interest,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Noûs 13 (1979): 53-65; and George 
Kavka, “The Paradox of Future Individuals,”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1 (1982): 93-112.等，

也都專文著述這個問題。參見Jeffrey Reiman, “Being Fair to Future People: The Non-Identity 
Problem in the Original Position,”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35, no.1:6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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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換言之，帕菲特為我們指出：其實，由於當代高度科技發展所賦予人們的

強大能力，不僅是對於生育時機的選擇，包括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一般的行

事決斷、國家社會的整體政策等，都將對後代的存在人格產生關鍵性的影

響。12 因此，在「為後代設想」的前提下，我們仍必須面對這個「後代人

格不同一問題」所衍生的道德困境。──我們或許可以試著思考，有關「傑

克」真的存在時，可能擁有的「權利」：假設瑪麗在十四歲時，仍舊懷孕

生下了傑克，同時由於當時的社經條件不足，相對於另一個選擇而言，瑪

麗的確也給了傑克一個較差的人生起點；那麼，長大後的傑克，是否能向

瑪麗主張：瑪麗虧待／傷害了傑克、並應負起相對的責任？13

面對傑克的要求，我們有兩種答案可以考慮。如果我們認同傑克的主

張，認為瑪麗當初的確虧待／傷害了傑克，那麼這是意味著：瑪麗當初應

該／能夠─即，有能力─給傑克一個較好的人生起點。然而，事實上瑪麗

 

11 RP, pp.355-56. 

12 誠然，我們可以認為未必前代的每個行事決斷，都將影響後代的人格同一性。然而，這僅

是眾多可能性的一種，我們無法絕對地證明，前代的行為不會影響到後代的人格同一性。本

文接受帕菲特的前提，即：「前代不同的政策決斷將會產生不同的後代」這項論斷，將會隨

著時間的推移而日益成為真實。帕菲特指出，即便在同一段婚姻中，只要父母親提前或延遲

一個月的懷孕期，就會產生不同的後代，因此，後代人格同一性是極容易受到前代行事決斷

的影響的，不僅在生育時機的選擇上，更包括各種複雜的國家或社會政策的決策，都會隨著

時間的遞移，對後代造成更深遠的影響。見RP, p.355, p.361.  

13 在本文中，我將不特別討論關於虧待／傷害之間的清楚界線究竟為何。要之，儘管帕菲特

也指出，在後代人格不同一的問題中，的確有些前代的行為影響僅虧待了後代、損及後代的

利益，但並未真正傷害到後代；但帕菲特所提出之解決方案，卻無法明辨虧待與傷害之間的

關鍵差別。見RP, pp.361-64。我將在第三章的討論中進一步呈現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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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不到這一點。瑪麗只有兩種選擇：如果傑克不滿意他的存在條件，即，

較差的人生起點，那麼瑪麗只能考慮晚幾年、等社經條件好一點時再生育

──但此舉同時意味著：瑪麗晚幾年生下的，絕不會是傑克。因此，賦予

傑克權利、要求瑪麗負起責任的結果，竟是傑克將不曾存在──如此一

來，我們將得到這項結論：瑪麗應為了負起責任、不虧待傑克而使得傑克

不存在；而那些在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著的「傑克們」可能會抗議這項結

論：要求瑪麗選擇晚幾年再懷孕生育的道德評價，無異是認為這些擁有年

輕母親的「傑克們」不應該存在。14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不認為傑克有理由向瑪麗主張他的權利，那麼這

意味著我們不認為瑪麗虧待了傑克；相反地，這可能還意味著：由於瑪麗

的選擇創造了傑克的存在，無論傑克的存在處境再怎麼差，對傑克而言，

這都是件好事──在絕大部份的情況下，有什麼處境是比不存在還糟的？

15 因此，瑪麗並未虧待傑克，毋需對傑克負責任。這項結論令人訝異：瑪

 

14 帕菲特提到一個實際的例子：在英國，曾有一位政界人士，對於當時英國國內的青少女懷

孕（teenage pregnancies）的統計數據有下降的趨勢表示欣慰，而這項言論隨即遭到一位中年

人投書泰晤士報反駁。這位中年人指出，他的母親就是在十四歲時懷孕生下他的，而儘管當

初他的確辛苦過，但如今苦盡甘來，開創出一個非常值得過的人生。這位中年人抗議：那位

政界人士的言論等於是說，像他這樣的人，根本不應該來到這世界；同時，他也不認為他的

母親有虧待他。帕菲特認為，即便賦予這位中年人權利向母親伸張，按照這位中年人的話意，

這位中年人也甚至會宣稱：「我放棄這項權利！」那麼，以權利的論述來說明後代的利益遭

到侵害，就會有問題。參見RP, pp.364-66. 

15 當然，如果我們造成了後代一生下來就患有無法治療的重大疾病，以致於無法充分發展人

類的理性或認知等基本能力，甚至沒多久就夭折等不幸的情況，在可預測此結果、並可避免

此結果的前提下，我們當然會認為，這個生命的父母對她／他做了錯事、造成了她／他不值

得過活的錯誤人生（wrongful life）。然而，這樣的案例一方面極為少數，另一方面也較無爭

議，因此並不在本文討論之列。相關討論可參見戴華，〈帕菲特論「人格不同一」情況下的

生育選擇〉（發表於國科會人文學中心：「批判與反思」研讀會，第六場），頁 4；Elizabeth Harman, 
“Can We Harm and Benefit in Creating?” i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18, Ethics, 2004, 
pp.8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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麗根本毋需為後代設想。據此而言，我們似乎再也不需要為後代設想了：

後代不僅如喬治所言般，只是目前尚未存在、因而無法主張他們的權利而

已；甚至，後代的存在與否根本就依賴著前代的行事決斷，而即便他們的

存在條件再怎麼不佳，他們都無法歸責於前代，因為前代的行事決斷創造

了他們的存在。16 我們甚至可以順理成章地推論：只要我們創造了後代的

存在，我們就沒有虧待後代。 

顯然，我們不會接受上述兩種結論的任何一種。仔細檢視上述的推

論，我們會發現，使我們無法接受上述任一結論的原因，主要來自瑪麗與

傑克之間、責任與權利無法產生一般對應關係的問題：對瑪麗而言，她所

應擔負的道德責任，是在兩種行為後果之中，評估一個較好的選擇，而此

舉卻不可避免地造成了不同後代的存在；對傑克而言，儘管瑪麗在一般價

值評估的意義下虧待了他，然而傑克卻無法在此意義下充分地向瑪麗主張

權利，因為瑪麗看似虧待他的選擇，實際上卻創造了他的存在，而如果傑

克要求瑪麗必須盡責，那麼傑克很有可能根本不存在，也就無所謂是否能

主張權利的問題。此例顯示，面對後代的人格不同一問題，我們似乎無法

在一般權利與責任的對應關係中，找到一種足以完整解釋後代人格不同一

問題的權利論述──當代與後代之間權利與責任的對應，似乎是一種不對

稱的關係。 

我們陷入了一個很深的困惑之中。要之，前述例一所呈現出的代間問

題結構是：當我們試圖關切後代、為後代設想、並據而選擇自認為對後代

較好的行事決斷時，我們很可能反而因此造成後代的不存在。追究這項代

間權利責任關係不對稱的原因，一方面似乎是：「前代的行事決斷造成後

 

16 參見RP, pp.3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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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存在」這項事實，造成了後代無法向前代主張利益或權利遭到侵害的窘

境；另一方面則可能是：我們為後代設想所賴以評估、據以行事決斷的價

值判斷，似乎無法完全適用於代間關係的考量。換言之，若是要繼續追問

一份合理的代間關係，我們必須重新審視：一方面，前代的行事決斷造成

後代存在的事實，是否真的佔據了如此重的道德份量，以致於後代無論如

何都不能向前代主張他的權利受到前代行事決斷的損害？另一方面，前代

所賴以選擇行為後果的評估依據，在面對後代人格不同一問題的情形下，

是否還能確切無誤地進行判斷：在選擇即是創造存在的前提下，我們如何

能依舊指稱，當代錯誤的行為選擇（即便因此創造了後代），是虧待了後

代？ 

   

1.  

初步看來，訴諸後代的權利來保障後代的利益，似乎不太可行：不僅

由於後代目前不存在、導致後代目前無法主張權利，甚至後代的人格不同

一問題，也使得我們無法適當地賦予後代權利。帕菲特建議，我們也許可

以考慮另一種方式來維護後代的相關利益──例如，找出人們一般行事決

斷時所依據的道德判斷或原理。17 仔細檢視，在例一中，我們據以回應前

 

17 帕菲特認為，道德理論（moral theory）可大致區分為兩個部份，一部份訴諸權利（rights），
另一部份則是訴諸善行（beneficence），或可統稱之為善行原則（Principle of Beneficence）。
本文接受帕菲特的區分，並在此界定之脈絡下進行代間倫理關係的討論。參見RP, p.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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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提問：「我們應該／能夠為後代做些什麼？」或者論斷：「當代不應做出

損及後代利益的行為」等背後所依賴的價值判斷，其實也是人們在日常生

活中經常賴以行事決斷的道德原則。一般而言，當我們為他人設想、希望

為他人造福或者作些有利的事，或者避免自己的行為傷害到他人、造成他

人利益的損害時，一種很容易為人們所採用、直接地、結果論式的評估方

式是：比較我們的行為對於所影響對象之處境的前後差別。例如：當某人

A對某人B做了某件事M，而使得B的處境比在A做了M之前變得更好，那

麼我們便會認為，A善待／造福了B，為B帶來了福祉；相反地，如果B的

處境在A做了某件事N之後反而變得更差了，那麼我們便會認為，A虧待／

傷害了B；同時，相對於M行為，我們會認為「做N」是不好的、甚至是

錯誤的行事決斷。18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項比較原則的成立，是建立

在行為影響同一對象的前提下；換言之，這是一種同一人格的行為後果比

較原則。那麼，面對後代人格不同一所衍生的道德問題，我們是否還能依

賴這項比較原則來為後代設想呢？ 

這使得我們必須先思考兩個與此相關的問題。第一，後代的人格不同

一問題顯示，當代的行事決斷，不僅影響到後代的福祉，同時也將影響後

代不同的存在人格。那麼，造成後代的存在，對後代而言是否是一件有益

的事、並成為人們評估比較的依據之一？例如，在前述例一中，瑪麗選擇

了十四歲時生育，造成了傑克的存在，也為傑克開啟了一個值得過的人生

──儘管此舉也同時造成傑克擁有一個較為辛苦的人生起點。從行為後果

的比較原則觀之，瑪麗究竟是為傑克造福，抑或是虧待了傑克？或者，我

們能進行這項比較嗎？第二，前述的比較原則，是預設人格同一的比較原

則。那麼，此原則能否應用在後代的人格不同一困境上？在前例中，很顯

 

18 RP,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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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地，瑪麗所面對的選擇，是後代人格不同一的選擇，即：對不同行為後

果的選擇，造成不同後代的存在。那麼，瑪麗是否能按前述人格同一的比

較原則，對這兩個不同的行為後果進行道德評估與判斷？ 

我們可以透過另一個人們所面臨的行事決斷情境，進一步呈現上述兩

個問題的關連性。例如，在使用資源的基本方針上，我們有兩種可能的政

策可供選擇，亦即，保留資源或耗費資源： 

例二：資源政策的選擇19

在一個社群中，我們必須決定資源的使用方針：耗費它或者是保

留它。如果我們選擇了以耗費為主的使用方針，那麼在接下來的

三個世紀裡，人類的生活品質將會略高於選擇以保留為主要資源

使用方針之生活品質。但超過三個世紀之後，以耗費為主的資源

使用方式，將會使得人類的生活品質遠遠低於採用保留的方式。 

直覺上，為了後代，我們似乎應該要選擇保留資源的使用方針──儘管採

取耗費資源的政策，將為當代與三百年內的後代帶來相對之下（與採取保

留資源政策時所產生的不同後代相比）稍高的生活品質。然而，我們面臨

著後代人格不同一的問題──對不同行為後果的選擇，將會造成不同後代

的存在。那麼，我們該如何抉擇？ 

我們可以試著推論：在後代有人格不同一問題的前提下，假設我們選

擇了耗費資源，那麼我們會造成三百年後 A 群後代的存在；而當我們選擇

了保留資源，那麼三百年後，將存在著另一批 B 群後代。如果我們選擇了

耗費資源的使用方針，雖然我們將會使得三百年後的 A 群後代生活品質遠

                                                

19 此例參考RP, pp.3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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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低落於選擇保留資源而存在的 B 群後代，然而，如果我們不選擇耗費資

源的話，那麼 A 群後代就會因為我們選擇保留資源而不存在，存在著的是

B 群後代。換言之，即便我們選擇了保留資源的政策，我們也無法將資源

保留給那些原本可能存在於使用耗費資源政策、生活品質遠遠低落的 A 群

後代，然而我們卻會使得三百年內的後代生活品質相對之下略為低落；而

如果我們選擇了耗費資源，那麼我們也不可能對那些可能存在於採取保留

資源政策、生活品質高的 B 群後代造成損害，因為前代的選擇將使得這些

B 群後代根本不會存在；相反地，反而造成了 A 群後代的存在。簡言之，

從人格同一的行為後果比較原則觀之，無論我們選擇哪一種資源使用方

式，我們似乎都不會虧待／傷害三百年後的後代。那麼，在兩種選擇都沒

有虧待／傷害後代的情況下，我們能否為了提高當代乃至於其後三百年內

人們的生活品質，而選擇耗費資源的政策？或者，我們仍應堅持：為了後

代，我們應採取保留資源的政策？ 

很明顯地，無論是在例一中所呈現之個人生育的選擇、或是如例二對

於公共資源政策的思考，「造成後代的存在」之所以可能成為一項人們遲

疑、評估利弊得失的問題，一個特殊的原因是：前代的行事決斷在造成後

代存在的同時，也造成了後代利益或福祉的損害；或者，虧待／傷害了後

代。可以試想：若是前代的行事決斷雖然造成後代的存在，但卻並未虧待

或傷害後代，那麼在一般的情形下，我們通常不會質疑「前代的行事決斷

造成後代存在」這個行為後果的正當性。換言之，正是在「前代造成後代

存在」的行事決斷上同時虧待／傷害了後代，我們才會去思考，後代的存

在是否仍是一件有利或值得的事。這項推論同時也進一步逼問出另一個問

題：在什麼程度或什麼意義底下，後代福祉的損害將使得後代的存在成為

一件不值得實現的事？換言之，使得人們推論出後代不值得存在之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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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條件會是什麼？20

我們似乎很難對這個問題做出確切的回應。一方面，我們難以評斷有

什麼人生是不值得過的──亦即，在一般的情形下，我們幾乎無法評斷某

個人所擁有的人生是一個錯誤的人生。21 有許多真實的案例顯示，即便處

於各種逆境或身有缺憾的人們，同樣也能擁有美麗而精彩的人生，例如：

耳聾的貝多芬，或者不僅耳聾、並且眼盲的海倫凱勒，甚至出身貧困、患

有小兒痲痹症的鄭豐喜，以及缺少雙手、用腳握筆作畫的楊恩典等；這些

著名人物的事蹟，甚至一再被人們稱頌傳世，以作為激勵人心、鼓舞志氣

之用，足證這些身處逆境者的人生，並不因各種不利的條件而毫無價值可

言，相反地，他們創造出十分值得人們尊重、效法的人生。 

另一方面，我們也無法逕行判斷，造成存在就是對存在的人有利──

如果前代並未善待由於她／他的行事決斷所創造出的後代，那麼這個造成

後代存在的事實，對於後代的人生似乎也無甚助益。我們可以想像：在例

一中，瑪麗最後選擇了晚幾年之後再行懷孕生育、並生下擁有較好社經條

件與人生起點的約翰；然而，瑪麗卻並不認真地關切約翰的需求、甚至毫

無照顧約翰的意願。那麼，即便瑪麗當初在面對生育時機的選擇時，真的

做出了比較好的、對的行為決斷，對約翰而言，瑪麗當初造成約翰存在的

行為，並非真的有益於約翰的人生。更進一步言，如果我們贊同：瑪麗的

選擇造成傑克的存在，是賦予了傑克一個值得過的人生，同樣我們也能認

為：瑪麗過幾年再生育，也能造成約翰存在、賦予他一個值得過的人生；

相反地，如果我們否認「瑪麗賦予傑克存在」是一項對傑克有利的事，那

麼，這個理由同樣也適用於瑪麗晚幾年所生育的約翰。換言之，無論是持

 

20 See RP, pp.361-64. 

21 關於錯誤人生的討論，可參見本章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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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或是反對的理由，都不足以成為我們據以行事決斷的依據：我們無法

將「造成後代的存在」視為可進行價值比較的行為選擇之一。22

上述的推論，並不代表我們因此無須在意前代的行為決斷是否將虧待

／傷害了後代；這僅僅是說，造成後代的存在，並不能掩蓋前代錯誤的行

事決斷虧待／傷害後代的事實。換言之，前述的推論對於比較行為後果原

則在代間關係中的應用，做出了一個範圍上的限定，即：排除對「前代造

成後代存在的行為必然是造福後代」此項論斷的認定；或者，帕菲特甚至

建議我們採取這個立場：「造成後代的存在並不對後代有利」。23 另一方

面，前述例二所推論出之令人難以接受的結論：「無論我們選擇哪一種資

源使用方式，我們似乎都不會虧待三百年後的後代」也說明，在面對後代

人格不同一所衍生的道德問題上，我們無法使用上述同一人格的行為後果

比較原則，來為我們的行為選擇提供價值判斷的依據：同一人格的比較原

則，是以同一個（群）人受行為影響前後的福祉高低為比較基礎；然而，

在後代人格不同一的問題中，我們無法適當地以此原則為後代考慮福祉，

因為一旦對行為後果進行評估比較，我們就有可能造成不同後代的存在，

進而導致比較原則所考慮的對象不存在──甚至，我們可能會推出上述矛

盾的結論。簡言之，我們無法依賴預設人格同一的行為後果比較原則，來

為我們判斷出前代的行事決斷，是否虧待／傷害了後代。 

儘管如此，我們仍無法認同，前代造成後代損害的行事決斷，在後代

有人格不同一的疑慮下，無法被真正地證明是虧待／傷害後代──我們必

須找出一個能夠指認前代錯誤的行事決斷虧待／傷害了後代、必須對後代

負起責任的道德原理依據。要之，這是一個同一道德評價在不同情境中是

 

22 RP, p.358. 

23 RP, p.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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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仍能維持同一立場的問題：面對後代人格不同一的問題，我們的道德思

考或道德評價的內容，是否將因此而有所改變？按理說，我們的道德評價

或道德判斷，不應因對象的不同而有所影響；換言之，即便面對後代的人

格不同一問題，在資源政策的選擇上，除非有其他更重大的理由，否則我

們仍應按原先所認為之採取對後代有利的行為，亦即，選擇以保留的方式

作為資源使用的主要方針；而在生育時機的選擇上，我們也無法認同瑪麗

選擇十四歲生育傑克，是一項不虧待／傷害傑克、好的選擇。那麼，在價

值判斷的層面上，該如何面對後代人格不同一的問題，也就是該如何解釋

我們所賴以判斷之原則、使之得以應用於後代人格不同一的問題；換言

之，我們必須進一步思考與分析，讓我們判斷、得出「應為後代保留資源」

之結論的道德原則性質為何：我們如何在後代人格不同一的問題下，仍舊

能得出與人格同一的比較原則相一致的道德推斷呢？ 

2. Q  

前文述及，在面對後代人格不同一的問題時，我們無法訴諸後代的權

利來徹底保障後代的福祉或利益，而一般為人們所賴以判斷行為選擇之同

一人格的行為後果比較原則，也將由於前代的行事決斷將造成不同後代的

存在，導致我們推出無法比較或自相矛盾的結論。24 帕菲特建議，在不判

斷「造成後代的存在是否對後代有利」的前提下，我們可以考慮另一種行

為後果的比較原則─在造成相同數量之後代存在的前提下，比較不同後代

之間生活品質的高低，來決定我們要做什麼選擇─帕菲特稱此為Q原則： 

 

24 可參見本章第二節第一小節以及註 14 中，關於例一中瑪麗與傑克之間權利與責任關係不

對稱的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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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those who 

live those who would have lived

bad 25

帕菲特認為，即便我們注意到後代有人格不同一的道德困境，我們仍舊不

會減少我們對後代的關切： 

26

帕菲特稱此為無異觀點（the No-Difference View），亦即：在後代人格不同

一的問題下，我們的道德判斷依據仍舊與預設後代人格同一時無異。因

此，後代人格不同一的問題，可以在行為後果造成後代數目同一的前提

下，有限度地以 Q 原則與無異觀點加以解決。 

帕菲特指出，Q原則可以避開「造成後代存在是否對後代有利」問題

 

25 RP, p.360. 譯文參考戴華，前揭文，頁 6。 

26 RP, p.367. 譯文參考戴華，前揭文，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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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詰難，而在後代數量相同的存在前提下，有限度地解決後代的人格不同

一問題。27 我們可以按照Q原則評估比較不同後代的處境或福祉，並進而

 

27帕菲特指出，當代對後代的影響，可以按數量與人格是否同一的區分，表現為三種情形：

第一種是前代的作為不影響到後代的人格同一（也因此不影響到數量），帕菲特稱此種情形

為（A）「影響同一對象的行為選擇」（Same People Choices）；如果前代的作為造成後代的人

格不同一，那麼此種對政策或行為的選擇，帕菲特稱之為「造成不同對象的行為選擇」

（Different People Choices），並且依數量的異同可再區分為兩種情形：不影響數量的稱之為

（B）「造成不同對象但相同數量的行為選擇」（Same Number Choices），造成數量不同的則

稱之為（C）「造成不同對象且不同數量的行為選擇」（Different Number Choices）。帕菲特指

出，人們絕大多數的道德思考，都是在預設影響同一對象的前提下進行，然而，在面對後代

時，往往並非如此：當代的行事決斷對後代所造成的影響，大多數是屬於「造成不同對象」

的行為選擇範疇，亦即，造成後代的人格不同一問題。RP, pp.355-56. 事實上，帕菲特此項

分類，已然觸及了當代關於人口政策的思考；尤其是在人口規模與生活品質／人類福祉的相

互影響與計算上，更涉及了有關總量效益原則（total utility）與平均效益原則（average utility）
之辯，而有所謂「矛盾的結論」（The Repugnant Conclusion）之議。要之，帕菲特認為，Q
原則雖能解決部份的後代人格不同一問題，但卻僅限於後代人口數目相同的情況底下；當前

代的行事決斷對後代不僅造成人格不同一、甚且數目不同一的影響時，Q原則便無用武之

地，而應改敘以帕菲特至今仍尋尋覓覓、尚未提出的X原則──一種無關乎特定個人觀點、

與善行原則（principle of beneficence）相符合的比較原則。關於這項論辯的核心爭議是：按

照V原則，能增加人們生活品質或福祉的行為選擇，便是一項好的選擇。然而，影響人們生

活品質的相關因素，一方面來自於資源的充盈或匱乏，另一方面則是來自於人口的多寡：在

一般的情形下，人口越多，每個人所能分配到的資源量就越少。因此，若是按照平均效益的

觀點，我們應當減少人口數量，以維持、甚至提升生活品質的高度；然而，若是依總量效益

的觀點，則無論個人生活品質如何低落，只要人口總數夠多，那麼從總量計，我們仍舊維持

並提高了生活品質；甚至，我們更是創造了更多人的存在。就求索一項合理的人口政策─甚

至永續發展觀點所關切的「滿足所有人（包括當代與後代）的基本需求」─而言，這項矛盾

的結論的確令人困惑而深思，而Gustaf Arrhenius更認為，我們無法找到一個有關人口政策之

理想的道德理論。見Gustaf Arrhenius, Future Generations: A Challenge for Moral Theory, 
Dissertation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presenterd at Uppsala 
University , 2000. 就本文主要題旨在於論證後代權利、代間關係與代間分配觀點之合理性而

言，此項與人口政策之討論雖有相關，但牽涉過遠，且甚是複雜，宜另闢專論細究之，故本

文並不深入探討。與「矛盾的結論」相關之文章可參見R. I. Sikora, “Utilitarianism: the Classical 
Principle and the Average Principle,” Canadian Journal of Pilosophy 5(1975), pp. 409-419; 
George S. Kavka, “Rawls on Average and Total Utility,” Philosophical Studies (Minneapolis), 
27:4 (175: Apr), pp.237-253; Brian Barry, “Rawls on Average and Total Utility: A Comment,” 
Philosophical Studies (Minneapolis), 31: 5 (1977: May), pp.317-325; RP, Ch.17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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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下述推論：在例一中，由於瑪麗在十四歲時所懷孕生育的小孩，社經

等生活條件與處境將會比晚幾年後生下的小孩來得差，因此，十四歲時懷

孕是一項不好的選擇，瑪麗不應該考慮在十四歲時懷孕。而在例二中，我

們也可以按照Q原則，推論得出當代應選擇保留的資源使用方針：在造成

相同數目後代的前提下，由於選擇耗費的資源使用方式，將使得A群後代

雖然存在，但生活品質卻遠遠低落於相同數目的B群後代，因此，耗費資

源的使用方式並不是一個好的選擇，我們應為後代保留資源。 

帕菲特對Q原則的進一步闡釋是：在行為後果可供選擇的前提下，當

代有責任為後代選擇一個較好的結果。這一方面意味著，那些現實生活中

存在的「傑克們」，未必要對「瑪麗應該選擇晚幾年生育」的結論感到生

氣：這些「傑克們」可以承認，我們總是可以想像，會有另一個處境比自

己好的人；然而承認這個想像，並不意味著自己的人生不值得過活。這只

是表示，在可選擇的前提下，人們有責任為後代選擇一個更好的條件；而

如果在現實生活中，「傑克們」的母親都很珍視他們，那麼實質上他們並

沒有遭受到什麼損失。28 另一方面，在後代人格不同一問題的脈絡下，人

們對Q原則的使用，也與下述的V原則無異： 

V  

29

上述的V原則，也就是前述預設人格同一的行為後果比較原則。帕菲特指

出，人們在意識到後代人格不同一的問題下、採取Q原則的推論，將會與

 

28 RP, pp.364-65. 

29 RP, p.370. 譯文參見戴華，前揭文，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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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忽略了後代人格不同一問題、而採取V原則的推論結論相一致。30 換

言之，面對後代人格不同一問題的Q原則背後所依賴的判準，與預設人格

同一的行為後果比較原則相同：比較前代的行為對後代（儘管可能是不同

的後代）所造成之生活品質或福祉的高低。 

帕菲特強調，Q原則可以應用在人格同一的問題情境，也可以適用於

人格不同一的情境；然而V原則卻只能應用在人格同一的問題情境中，而

無法適用於人格不同一的情境。例如，在前述資源使用政策的例二中，如

果我們採用Q原則進行政策的選擇，那麼，我們將會因為A群後代的生活

品質遠遠低落於B群後代，而選擇保留資源的使用政策；然而，若是我們

採用了V原則來進行選擇，那麼我們將得到這個令人無法認同的結論：由

於無論選擇哪一種政策，我們都不會虧待三百年後的後代，而選擇保留資

源的方式，卻會使得三百年內的後代生活品質略低於選擇耗費資源的使用

方式，因此，我們應該選擇以耗費為使用方針的資源使用政策。帕菲特指

出，這便是在後代人格不同一的問題脈絡中，採用預設人格同一的比較原

則所產生的理論困境。31

綜言之，帕菲特企圖在面對後代人格不同一的問題下，尋找一種與人

格同一的比較原則相符合的道德判斷原理。一方面，帕菲特系統地為我們

指出，當我們為後代設想時，我們經常面對一個為我們所忽略的「後代人

格不同一問題」，訴諸後代的權利恐怕無法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另一方

面，帕菲特以預設人格同一的行為後果比較原則為基礎，從無異觀點出

發，推導出 Q 原則，試圖在行為選擇造成後代數目同一、但人格可以不同

一的前提中，提出一套與人格同一的行為後果比較原則（V 原則）相符的

 

30 RP, p.370. 

31 RP, p.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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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原則以作為解決方案，亦即：比較相同數目但不同人格的後代之生活

品質。然而，Q 原則真的徹底地解決了後代人格不同一所衍生的道德問題

嗎？Q 原則是否真的如帕菲特所言，無異於 V 原則？從 Q 原則的視角而

言，若是瑪麗最終仍選擇了十四歲時懷孕生下傑克，那麼，我們究竟能指

認她做錯了什麼事？而她所要擔負的責任是又將是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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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平地對待後代 

 

   

帕菲特在面對「當代能夠為後代做些什麼」、或者討論「當代的行事

決斷將對後代造成什麼影響」等提問時，主張以後代「生活品質」或「福

祉」的高低作為前代評估適當行事決斷的依據，要優於直接訴諸後代的權

利： 

range

equally high
1

而面對後代人格不同一的問題，帕菲特則是提出 Q 原則與無異觀點以作為

 

1 RP, p.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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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要之，Q 原則與「對特定個人造成影響」（person-affecting）的 V 原

則相同，基本上也是一種比較原則：比較相同數目、但不同後代之生活品

質的高低；然而，若人們只從比較「生活品質」的觀點來說明前代與後代

之間行為與後果的關連，以及藉此評估前代行事決斷的適當性，恐怕會失

之衡準，並衍生許多問題。為了更清楚地凸顯出 Q 原則可能出現的問題，

我們可以再考慮下列兩個與前述例一、例二處境相仿的案例，以作為對比： 

例三：懷孕前的選擇 

阿美生病了。她的醫生開立處方時，再三叮囑她和配偶（或伴

侶），在一個月的服藥期間需要避免性行為，而假使無法避免

性行為的話，也務必採取有效的避孕措施，因為處方中有一種

會導致畸形兒的藥品。阿美和配偶向來嫌麻煩而不想避孕，也

沒有將醫師的囑咐放在心上。他們在阿美服藥期間明明知道藥

品對胎兒有嚴重副作用，但仍我行我素。結果，阿美懷孕了，

懷孕後生下肢體發育不全、有智能障礙的小偉。若是小美避開

了這個月、或者一個月之後才懷孕，那麼小美應該生下的是四

肢健全、智能完好的小明。2

例四：具風險性能源政策的考量 

在一個社群中，我們得考慮某些具有風險性的能源政策。假設

現在有兩種關於能源使用政策的選擇。這兩種政策都能維持至

少三百年左右的安全性，但其中一種在更遠的未來之中會有相

                                                

2 此例主要取材自Allen Buchanan, Dan W. Brock, Norman Daniels, and Daniel Wikler, From 
Chance to Choic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44. 相關譯文、討論見於

戴華，前揭文，頁 1-3；Jeffrey Reiman, “Being Fair to Future People: The Non-Identity Problem 
in the Original Position,”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35, no.1, 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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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高的風險，例如核能的使用。如果我們採取了這個（核能）

政策，至少到下個世紀結束之前，人們的生活水準都將因此大

幅提升；但另一方面，在風險的管理上，人們則是必須非常注

意核廢料的處理。核廢料是具有高度風險性的，即便我們將這

些核廢料安排埋放在數百年內都不會有地震的地底，由於核廢

料放射線的放射年限將長達千年之久，長遠的未來世代仍將受

到這些放射線的威脅：或是地殼發生變動產生地震，造成放射

線外溢，導致未來數以千人計的人們死亡；或者放射線外溢，

導致未來的人們將獲致一種在四十歲左右就會死亡的疾病，儘

管在這之前這些人將不會受到這種疾病的任何影響。3

透過帕菲特之眼，我們將會從這兩個案例中得出什麼樣的行為選擇？ 

若是依帕菲特，在所謂的無異觀點以及 Q 原則的判斷下，我們也許可

以明確地指認：在例三中，由於小偉重度殘障、生活品質遠比正常的小明

低，因此，阿美在服藥期間未作好避孕措施，導致懷孕生下小偉，是做了

一個不好的、錯誤的行為選擇；而在例四中，如果當代採取了風險甚高的

核能使用政策，由於數百年後的未來世代將面臨放射線的威脅─或者放射

線外洩導致未來世代數以千計的人口死亡，或者罹患中年致命的莫名疾病

─生活品質也遠比當代不採取核能政策時可能存在的另一批數目相同的

後代要差，因此，當代也是做了一件不好的、錯誤的行事決斷。然而，與

例一、例二相較，例三、例四中的後代所遭受到的待遇，遠遠要糟於例一、

例二中的後代：傑克也許只是生下來時，有著一個外在社經條件不那麼好

的人生起點而已，但小偉卻面臨著自身智能障礙、四肢發育不全等更為嚴

 

3 此例參見RP, pp.3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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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窘迫的困境；而相較於遭受放射線外洩的死亡威脅，那些僅是面臨資源

為前代所耗盡、生活水準相對低落之數百年後的後代，處境顯然要好得

多。那麼，Q 原則是否能清楚地告訴我們，前代的不同行為、以及因此所

影響不同後代之不同生活品質之間、福祉的高低或虧待／傷害嚴重程度的

區別？換言之，Q 原則是否能辨別出小偉與傑克之間、資源耗竭的後代與

生命遭放射線威脅的後代之間，不同後代受到前代虧待／傷害程度的差

異？而 Q 原則是否又能清楚地指認與區分：小偉的母親─阿美、和傑克的

母親─瑪麗，以及將耗竭資源的當代、與將放射線威脅留給後代的當代之

間，所應擔負責任之不同程度？ 

我們似乎無法依靠 Q 原則來澄清上述的疑惑。Q 原則也許能告訴我

們，當面臨選擇情境時，在可供選擇的幾種行為後果下，什麼是好的選擇，

什麼是壞的選擇；然而，Q 原則卻無法說明，當我們在不同選擇情境下採

取了不同的壞選擇，該如何區分出不同壞選擇之間的程度差別──我們無

法透過 Q 原則來判斷阿美與瑪麗、耗竭資源的當代與將放射線威脅留給後

代的當代，各自所應擔負的不同責任。甚至，Q 原則可能會使我們推論出

令人困惑的結論：我們可以想像，在例三中，阿美與例一中的瑪麗同樣是

十四歲，同樣擁有不那麼好的社經條件；換言之，阿美的另一可能選擇─

小明─大致與例一中的傑克相同，擁有一個社經條件較差的人生起點。當

阿美面臨小偉與小明之間的生育選擇時，我們會發現，在例一中被 Q 原則

認為是「壞的選擇」之傑克的存在條件──較差的人生起點，在例三中與

小偉相較之後，卻可能是 Q 原則所謂的「好的選擇」。 

由此可見，Q 原則無法在不同的選擇情境中，給我們一致的價值評

估：同樣的行事後果，在不同選擇情境中，竟有截然不同的價值評斷。更

重要的是，Q 原則也無法告訴我們，造成人們生活品質或福祉提升或降低

的行事決斷，是否一定相應於道德判斷中的對錯。例如，伍德沃（James 

Woodward）在評估帕菲特對後代人格不同一問題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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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舉了兩個例子來說明，在造成他人福祉或生活品質的高低、與判斷人們

的權利是否遭到侵害、以及人們行事決斷的道德對錯之間，其實並不具有

那麼緊密的關連性： 

Viktor Frankl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4

伍德沃質疑：從權利的觀點看來，法藍克與史密斯的基本權利諸如人身自

由或平等權等，明顯遭到不當行為的侵害，然而他們的生活品質或福祉似

乎並沒有因為侵害的行為而降低，反而有所提升；那麼，我們真的能按照

比較生活品質的原則，從他們的福祉有所提升而指稱：這些人其實並沒有

遭到虧待／傷害嗎？ 

顯然，我們無法同意這項推論。換言之，伍德沃透過前述案例要提醒

人們的是：對人們福祉或生活品質高低的計算或判斷，其實無法完全地、

直接地說明人們是否在道德上做對或做錯了什麼事。這使得我們不得不重

新思考：生活品質／福祉的提升或降低、善待／造福或虧待／傷害的概

 

4 參考James Woodward, “The Non-Identity Problem,” in Ethics 96(1986), pp.8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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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以及關於行為對錯的道德判斷等三者之間的關連。要之，帕菲特的企

圖─透過後代生活品質受到前代行為影響而提升或降低，說明造福或傷害

的概念，並進而據以判斷該行為的道德對錯─在暫時忽略後代有人格不同

一問題的前提下，可以透過下列的命題加以刻劃： 

當 A 透過做 N 事讓 B 的生活品質或福祉變低時，那麼，這是

說：A 因做 N 事而虧待／傷害了 B，或 A 對 B 做錯 N 事。 

然而，這項命題卻至少呈現出兩方面的問題。一方面，B的福祉因為A做

了某事而或高或低，不見得A一定就是做對或做錯事，也不見得A就因此

善待／造福或虧待／傷害了B。例如，前述伍德沃所提出之法藍克與史密

斯的兩個案例，便是在納粹與航空公司對他們二人做錯事、使得他們身而

為人的基本價值遭到侵害的情形下，造成二人生活品質或福祉的提升；二

方面，B的福祉因為A做了某事而或高或低，也許無關乎對錯。我們也可

以想像，一位身價以億萬計的富豪，為極想要擁有一部昂貴進口跑車的兒

子，買了一部便宜的國產車。5 在此例中，我們也許能藉由兒子的福祉由

進口跑車的高度降至國產車而指認：這位富豪虧待了兒子；但我們卻很難

說明，富豪此舉是傷害了兒子，更遑論道德上的對錯──進口跑車與國產

車之間的福祉落差，並無關乎道德對錯，而比較原則顯然無法清楚地從福

祉高低的落差中，分辨出在「虧待」與「傷害」之間道德蘊含的強弱。換

言之，我們無法僅透過對生活品質或福祉程度高低的計算，來論斷人們行

為的道德對錯；而對生活品質或福祉的比較計算，或許也無關乎行為的道

德對錯──我們似乎難以從Q原則的比較視角中，找到道德判斷的客觀衡

準。 

 

5 此例參考戴華，前揭文，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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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發現，前述命題在不考慮後代有人格不同一問題

時，其中的 B 是具有特定人格、或者說是同一人格的行為後果影響對象。

然而，若是將後代人格不同一的因素考慮進來，亦即，在行為影響對象不

具有特定人格、或者人格不同一的情形下，我們會得出下述令人遲疑的命

題： 

當 A 透過做 N 事讓（不特定人）的生活品質或福祉變低時，

那麼，這是說：A 因做 N 事而虧待／傷害了（不特定人），或

A 對（不特定人）做錯 N 事。 

而這也是帕菲特透過 Q 原則、在例二─資源政策的選擇─中，所做出的論

斷： 

Q

6

仔細檢視，造成帕菲特得出此奇特論斷的原因，主要在於帕菲特試圖以結

果論式的道德原則─比較原則─解釋前代行為的好壞，即：試圖從福祉受

行為影響的高低差別中判斷行為的好壞，而在後代人格不同一情境中，不

得不調整行為後果承擔者之人格同一性的結果。要之，與 Q 原則相對、預

設對特定個人造成影響的 V 原則也可以表示為： 

 

6 RP, p.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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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原則之所以能夠判斷某行為可能對誰做錯事，是由於此原則對同一對象

或「某特定個人」福祉之影響進行比較；換言之，行為對錯的可能性，在

於其影響同一對象福祉的高低。然而，Q 原則的設計卻是：對不同對象或

「無特定個人」之間福祉的比較──這使得帕菲特很難透過不同對象之福

祉的比較，來說明該行為對誰做了錯事。 

對帕菲特而言，相對於 V 原則將在後代人格不同一的問題情境中得出

矛盾的結論，訴諸無異觀點的 Q 原則顯然無須有此顧慮或限制──Q 原則

能在後代人格不同一的情境中，判斷出前代行為的好壞。然而，Q 原則卻

也必須為此付出代價：為了確保能夠指認當代降低後代生活品質的行事決

斷是不好的選擇，Q 原則放棄了比較原則中「人格同一」的理論預設，而

讓 Q 原則能在不同人格之間比較福祉的高低；但如此一來，Q 原則也許能

幫助我們在面臨後代人格不同一問題時、為當代的行事決斷做出一個在行

為後果上是好的行為選擇，卻因為放棄了人格同一的預設，而無法說明當

代對哪（些）個特定的後代（們）做了錯事。根據 Q 原則，我們只能說：

前代可能做了不好的行事決斷，或者：前代可能做了錯事；但我們卻不能

進一步說：前代可能對哪個特定的後代做了錯事，並且也因而無從追究前

代的責任。 

 

7 Tim Mulgan, Future People: A Moderate Consequentialist Account of our Obligations to 
Future Generaitons(Clarendon Pr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9. 本書以下簡

稱Futur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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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言之，帕菲特對於後代人格不同一問題所提出的解決方案，無法令

人滿意：一方面，從比較福祉或生活品質高低出發的 Q 原則，未必能透過

福祉或生活品質的降低而明確指出，前代是否真的對後代做錯了事，以及

是否應為此擔負起責任；另一方面，採取後代人格不同一但數量同一之立

場的 Q 原則，也無法明確指出前代究竟對哪個特定後代做錯事，導致前代

雖然可能做錯了事，卻無法（或無須）對後代負責。儘管如此，帕菲特仍

有其值得人們加以考慮的洞見──雖然 Q 原則未能完善地解決後代人格

不同一的問題，然而，帕菲特所提示之「無異觀點」、以及將「相對於『對

特定個人造成影響』」的立場等同於「無關乎對特定個人造成影響」

（non-personal affecting）的立場，尚有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的餘地：帕菲

特所謂「對後代的關切不受後代人格不同一問題的影響」，是什麼意思？ 

我們也許可以進一步解釋上述「無異觀點」與「無關乎對特定個人造

成影響」的立場，試著為帕菲特的部份觀點辯護。要之，帕菲特所強調的

「無異觀點」，旨在說明前代對後代的關切，並不會因後代人格不同一的

問題而有所改變；而前代的行為選擇或行事決斷之於後代，也無關乎對「特

定個人」造成影響。那麼，在摒除「造成存在即是造福」的相關顧慮之後，

我們也許可以考慮將此二觀點進一步理解為：即便後代有人格不同一的道

德困境，當代為後代所考慮的行事後果，標準應是相同的，無論是對哪一

個後代；因此，在前述例一與例三中：傑克應無異於約翰、瑪麗仍舊對傑

克做了錯事，小偉應無異於小明、小美對小偉做了錯事。如果上述的解釋

有被接受的空間，那麼接下來我們所要思考的便是：小偉在什麼意義底

下，無異於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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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前文例三：阿美（與其配偶）由於嫌麻煩而不願在服藥期間避孕，

導致懷孕並生下重度殘疾的小偉。在此例中，我們對阿美之主觀意願的預

設是：「嫌麻煩」；換言之，阿美雖然造成小偉生活品質的低落，但其實阿

美只是偷懶，並無意特別針對小偉。然而，如果阿美是故意的呢？8

我們顯然很難接受這項假設。這項假設違反了我們的直覺：在一般的

情形下，幾乎不太會有父母願意自己的小孩天生擁有重度缺憾或生理不正

常的人生起點，更遑論故意製造小孩的各種缺陷。莫根（Tim Mulgan）稱

此為「基本錯誤的直覺」（The Basic Wrongness Intuition）： 

gratuitously  

 

gratuitously

 

8 此假設參考Tim Mulgan, Future People,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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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al

a distinctive commitment 9

要之，這些關於基本錯誤的描述並非透過福祉的比較而得，而是人們直覺

的反應。換言之，莫根為我們指出：人們擁有某些基本的道德價值，這些

價值並不一定要透過對生活品質或福祉的比較才能呈現；而即便是結果論

者，也不得不將這些道德價值視為理論辯護的基點。 

我們可以從「基本錯誤的直覺」與「無異觀點」的對比之中，獲得若

干啟示。在「基本錯誤的直覺」與前述對無異觀點的進一步解釋中，似乎

都蘊藏著一種關於在人們身上某些「無異」於他人之基本道德價值的預

設：這項預設無關乎任何特定個人，換言之，是一些人人都有、不因個人

的特殊條件而有所差異的基本道德價值。我們一方面可以據此透過 Q 原則

進一步指出：任何行為若是侵犯了任何人的這些道德價值、造成這些道德

價值的損害，便是壞的行為選擇；另一方面也可以從莫根的論斷中，找到

一些與基本道德價值相關的描述：這些道德價值部份表現為如莫根所言、

前文所討論之較為極端的「錯誤人生」，而更多的部份則是呈現為較為廣

泛而具體的要求，如滿足後代之生活基本需求、不得使之成為奴隸、或將

之囚禁等各種行為限制。 

斯墨金（Doran Smolkin）對此觀點也有相似的分析。斯墨金認為，帕

菲特對後代人格不同一問題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並沒有切中問題的核心： 

 

9 Future People,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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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Schwartz

objectionable 10

對斯墨金而言，無論前代不同的行事決斷是否因此決定了不同後代的存

在，只要這些行事決斷造成後代人生的嚴重缺憾（defective），那麼便是對

後代做了錯事；而使得這項論斷成立的原因，並不僅是如帕菲特所言、前

代的行為對後代的生活品質或福祉有所損減而已，更重要的是前代的行為

損及了後代重要的（valuable）人生價值（goods）： 

James Griffin

prudential values

physical 

wellbeing understanding autonomy

liberty pleasure love

11

無論是莫根的「基本錯誤的直覺」，或者是斯墨金所謂「重要的人生價值」，

這些論斷基本上都說明了一件事：在每個人身上，都存在著一些無關乎特

定個人的基本道德價值。要之，帕菲特所提出之 Q 原則，在一定程度上，

也是試圖透過對生活品質或福祉高低的考量，來呈現人們對於這些道德價

 

10 Doran Smolkin, “Toward A Rights-Based Solution to the non-Identity Problem,” in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Vol.30, No.1, Spring 1999, p.199. 

11 Ibid., p.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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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關注；只是，一如前述，對生活品質或福祉的考量，既無法絕對地指

涉行為的對錯，也可能無法完整地說明這些道德價值是否遭到損害或侵

犯。那麼，我們該如何進一步呈現與保障這些基本的道德價值呢？ 

對這些無關乎特定個人之道德價值的思考，令人重新回想起權利論述

──對滿足生活基本需求的主張、不得成為奴隸、或不得囚禁等行為限

制，以及對自由、自主性等人生基本價值的描述，無一不是人們透過權利

論述的建構所想要保障的道德價值。事實上，在帕菲特勾勒出後代之人格

不同一問題、以及提出以Q原則以為解決對案之後，許多論者紛紛以此為

論題，批駁帕菲特所提出的Q原則，試圖提出更好的解決方案。部份論者

以帕菲特所描述之X原則為焦點，試圖從尋找道德原則的取徑中，為帕菲

特建構出能徹底解決後代人格不同一問題之善行原則（Principle of 

Beneficence）12；部份則是指出結果論觀點的不足，提出迥異於結果論或

效益主義的論述，試圖保障後代身而為人的基本利益──例如，斯墨金便

建議，我們仍可透過訴諸主張權利的觀點，來為後代的基本道德價值考慮： 

1

2

flourishing
13

只是，在前述「不存在的後代無法擁有權利」的相關質疑尚未消除之前，

 

12 例如Stuart Rachels, “A Set of Solutions to Parfit’s Problem,” in Nous, 35:2(2001), pp.214-38., 
Tim Mulgan, Future People等。 

13 對斯墨金而言，所謂的人生階段，是指：孩童時期（childhood）、青少年時期（adolescence）、
成人時期（adulthood）等。見Doran Smolkin, op.cit., p.2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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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否仍能採取權利論述，以保障後代的道德價值呢？ 

回顧前述關於代間權利與責任關係不對稱的推論，我們可以發現，造

成我們得出此論點的主要原因在於：我們預設了權利與責任必然是相對應

的；或者，預設了權利的擁有者與責任的承擔者之間是彼此明確地、具體

地相對應的。然而，這僅僅是權利與責任之間諸項關係的一種──我們尚

未考慮權利與責任之間其他的關係。一般而言，當某人A主張他的權利R

時，他的意思可能有兩種：一種是某人B有相對應的責任回應他的主張，

例如：在B向A借貸金錢的情況下，A有權利要求B還錢，而B則有相應的

責任還A錢；另一種是某人B、或者任何人皆無權干預A關於R的行為或處

分，例如：A有權利將車子停在自己家的草坪上，而其他人或B並無權利

或權力干涉A的行為。在霍菲爾德（Wesley N. Hohfeld）關於權利類型的

鑑別中，前面一種屬於請求權（claim），而後面一種則是所謂的特權

（privilege）或自由權（liberty）。14

相對的，人們對責任（duty）概念的使用主要也有兩種：當我們指稱

某人B有責任D時，這個意思可能是在A對B有主張對應權利的前提下，B

有責任對A做D，例如前述B有責任還A錢的例子；另外一種可能，則是儘

管A沒有權利對B主張D，或者沒有任何人能對B主張D，但B卻有責任做

D。例如，儘管斑馬線上的老太太可能沒有權利要求B協助她過馬路，但

 

14 在霍菲爾德（Wesley N. Hohfeld）的鑑別裡，權利共可區分為八種不同的表現類型，分別

按相對應（correlative）或相對立（opposite）的關係，成對地出現。這八種權利的類型，分

別是：權利或請求權（right or claim）、責任（duty）；特權或自由權（privilege or liberty）、
無權利（no-right）；權力（power）、無能力（disability）；由法律賦予、因而承擔法律責任的

權利（liability）、以及由法律賦予、無須承擔法律責任的豁免權（immunity）等。參見Wesley 
N. Hohfeld,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Union, N.J. : 
Lawbook Exchange, 2000),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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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過的B卻有協助她的責任。這是一種不限定特定對象、沒有特定要求、

並且意義較為寬廣的責任，康德（Immanuel Kant）稱之為廣泛的（wider）、

不完全（imperfect）的責任；而相對於此，前一種有特定權利與之對應的

責任，則稱之為嚴格的（rigorous）、完全（perfect）的責任。15

我們可以發現，在前文（本文第二節）中關於代間權利與責任關係的

考察，是在一種嚴格的、完全的意味下進行；換言之，是在有明確的權利

擁有者與責任承擔者的對應意味下進行。然而，我們尚未觸及廣泛的、不

完全之責任或權利的討論──在代間關係中，是否可能存在著一種其他人

沒有權利干涉、甚至任何人都有責任去維護的道德價值呢？ 

其實，即便是帕菲特，也僅是認為訴諸權利無法「徹底地」解決後代

人格不同一的問題，而並未完全否決訴諸後代擁有權利的可能性。16 事實

上，主張後代能夠擁有權利的論者仍大有人在，相關論點也值得加以參

考。例如，普列契（Galen K. Pletcher）便是著眼於保護環境的必要性而認

為：所謂未來世代的權利，是一種特別的權利（special cases of rights）；

這種權利並非未來世代所獨有，而是每一個人都有的權利。17 普列契將人

們與環境的關係類比為露營，而認為每一個想要在露營場地露營的人，都

有權要求露營場地是乾淨的，因此每一個人也都有責任在露營完畢之後，

將場地整理乾淨，留給後續使用的人。普列契指出，我們也許不知道下一

個使用露營場地的人是誰，但這並不表示我們不需要為我們的使用行為負

 

15 Immenuel Kant,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 H. J. Paton (trans.), in Lawrence 
Pasternack(ed.), Immanuel Kant :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in Focus(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2002), pp.52-53. 

16 RP, pp.364-66. 

17 Galen K. Pletcher, “The Rights of Future Generations,” in Responsibilities, 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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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因為每個使用露營場地的人都有獲得乾淨場地的權利： 

X X
18

普列契稱此論證權利的命題為權利函數（right-function），並據此類推：儘

管未來世代的人格或身分目前並不確定，但這不表示我們對未來世代並不

負有責任或義務：任何人都有權利主張擁有一個乾淨生存環境的權利，而

我們仍然必須為後代維持目前的生存環境；同時，不僅是在生存環境上或

其他主張，任何權利的內涵若是能適用於前述的權利函數，那麼，這也意

味著不拘何人、包括未來世代都能擁有這些權利。19

另外，范柏格（Joel Feinberg）也認為，儘管未來世代在現時現刻無

法親自主張權利，但這並不表示與他們切身相關的利益不需要被保障。范

柏格指出，權利既是道德主體主張其自身利益的一種方式，就說明了該利

益的主張具有「為著該道德主體之故」（for the sake of the moral agent）的

性質；換言之，權利的伸張是為了保障與該道德主體直接相關的利益。無

利益可主張的存在物如石頭等，固然沒有權利可言，然而並非所有無法伸

張權利的存有者，皆不具有「為其自身之故」的利益。例如，在現行的法

律制度中，有一種監護權或代理權的概念，藉由指定或特定的權利代理人

或律師，來保護受監護者或被代理者所應享有的利益與法律權利。這項監

護權或代理權大多行使在不能親自行使權利的人或動物身上，包括未成年

的孩童、精神耗弱或智能障礙等身心不正常的成年人等。20 范柏格指出，

 

18 Responsibilities, p.168. 

19 Responsibilities, p.168. 

20 相關代理權利的例子還包括深受飼主喜愛，乃至於飼主在過世時立遺囑成立信託基金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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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這些道德主體不能如常人一般自行表達感受、親自主張自己的利益，

但這並不表示他們沒有「為其自身之故」的利益。范柏格稱此主張權利的

理據為利益原則（interest principle），並據此主張，儘管未來世代目前尚

未存在，但當代仍可透過「代理」權利的方式，來保障未來世代的相關利

益。21

綜言之，前述兩位論者的主張皆指出，訴諸後代權利的可能性，並不

在於後代是否存在、或者後代人格是否同一；更重要的問題在於：後代作

為道德主體所擁有之與自身相關的道德利益，其實與當代的人們無異。依

范柏格，這份道德利益並不因後代目前不存在而無法獲得保障，當代可藉

由代理的方式代為伸張；而依普列契，這份道德利益也並非後代所獨有，

是當代與後代都擁有的某些身而為人的道德特質。根據這些觀點，我們甚

至可以進一步認為，任何人都具有一廣泛的責任─至少在消極的意義上─

去尊重、維護他人（當然，包括後代）這不被干預或侵犯之道德特質的權

利。換言之，我們也許能從保障權利的論述中，透過進一步證明這些道德

價值是人人都有權利享有、都有責任去尊重的價值，不因時間的推移或時

代的變遷、不因後代人格不同一的道德困境而有所改變，並從而找到一份

合理的代間關係。對此，瑞曼（Jeffrey Reiman）建議：我們可以考慮羅爾

斯（John Rawls）在追索社會正義原則時、為推導出其政治性正義觀而設

計的一套決策程序，亦即，原初位置（Original Position），來完整地呈現

上述關於後代之擁有權利的主張： 

 

障其後續生活的寵物，以及為了避免動物遭受人類殘暴的對待，因而訂立的保障動物相關法

令等。見Joel Feinberg, “The Rights of Animals and Unborn Generations,” in Responsibilities, 
pp.142-43. 

21 Responsibilities, p.1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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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ion of the morally relevant interests of future people
22

質言之，對當代而言，後代人格不同一問題所帶來的最大困擾，恐怕是「當

代該如何為自己的行事決斷影響到後代負起責任」這項難題。那麼，瑞曼

是如何運用羅爾斯原初位置的理論程序設計，以回應後代的人格不同一問

題、並處理當代所面臨的代間關係呢？ 

   

對瑞曼而言，帕菲特所建議的Q原則之所以無法解決後代的人格不同

一問題，關鍵在於Q原則並無法告訴我們，前代究竟對哪個特定的後代做

了錯事，進而使得前代在Q原則的解釋下，雖然做了錯事，卻無從為自己

的行為負責。同時，瑞曼也不贊同帕菲特所指稱之「訴諸後代的權利無法

徹底、完整地解決後代的人格不同一問題」，以及「因前代的行為選擇而

存在著的後代，有可能會自願地放棄控訴前代相關侵害行為的權利」。瑞

 

22 Jeffrey Reiman, “Being Fair to Future People: The Non-Identity Problem in the Original 
Position,”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35, no.1,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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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認為，在各種可能的行為選擇之中，造成後代不存在的行為選擇，並不

能回過頭來反證或合理化那些使得後代存在、卻因此權利受損的行為選

擇；同時，這些權利被侵害的後代，也不能如帕菲特所言那般，被認為將

會放棄他們的權利──對那些權利遭到前代行為侵害的後代而言，他們所

能擁有的權利及道德地位，與其他一般人相同，並不因該侵害行為造成他

們的存在而有所差別。23 瑞曼指出，他的主張，將可以透過羅爾斯社會正

義理論的程序設計─原初位置─進一步加以呈現。 

所謂的原初位置，指的是羅爾斯以社會契約論的基本理念為基礎所設

計的一套要求締約程序必須公平的思想實驗設置；這套思想實驗的目的，

主要在於藉手契約論中的締約意象，型塑出一組正義的、規範社會基本結

構制度的運作原則。由於羅爾斯將社會視為是「一個約略自足的結社組

織，由彼此之間相互承認某些具約束力的規則、且絕大部分都按這些規則

行事的人們所組成」─簡言之，羅爾斯基本上認為，社會是一種「自由和

平等的人們之間的公平合作體系」24─因此，原初位置的設計，除了呈現

締約者之自由、平等、理性的道德人特質之外，主要的任務，乃在於協助

人們找出「這組公平的合作條款應如何加以規定」這個問題的答案。25 在

考量當代多元主義高張、人們不太可能贊成以單一道德權威或宗教信仰傳

統等整全性價值觀作為社會合作共同規範的前提下，羅爾斯認為，這組公

平的社會合作條款，最終必須在對所有人都公平的締約條件下，由各個從

 

23 Ibid., pp.74-78. 

24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revised edition, 1999), p.4., p.4. 本書以下簡稱為TJ，一九九九年的修訂版為rev.；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4. 本書以下

簡稱Restatement。 

25 Restatement,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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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合作的人們共同達成協議。26

對羅爾斯而言，在一個正義的社會中，每個人所能擁有的平等、自由

等權利或身而為人的價值，基本上都是相等的，不應因自然天賦或社會地

位等外在條件的好壞而有所差別。然而，不同的人們畢竟擁有不同程度的

天賦與社會條件，而這些條件的差別，事實上也深刻地影響著人們關於各

自的人生目標與理想的規劃、彼此合作的基礎、以及人們實際上所能享有

的基本權利；在協議締約的過程中，若是無視於這些條件的差異、而使得

締約情境中的某些成員比其他成員佔據更為優越的締約地位，那麼這個締

約情境將不可能公平地為人們制定出正義的社會基本運作原則，更遑論對

社會正義的要求與堅持。羅爾斯認為，要公平地實現社會正義的目標，唯

有正視這些差別、解消社會中部份成員之不公平的議價優勢（bargaining 

advantages），並在刻劃、選擇社會基本運作原則時，特別針對這些差別進

行調整，才能真正達到「每個人都是自由、平等、理性的道德人」、以及

「社會作為一種公平的合作體系」的理想。因此，著眼於對締約程序的公

平性要求，在保障平等、自由等人權價值的前提下，羅爾斯以所謂的「無

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佈建原初位置、遮蔽締約者對於自身特殊

條件的認知，以確保這組正義的社會運作基本原則，是從公平性（fairness）

出發，在純粹程序正義的基礎上，為自由、平等、理性的締約者所共同選

擇並同意： 

 

26 Restatement,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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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要之，無知之幕一共遮蔽了兩種關於締約者自身的主要知識類型：其

一是關於締約者對其自身所擁有之各種天賦能力與社會條件的了解，其二

則是關於締約者自己所身處的世代背景： 

28

瑞曼指出，無知之幕關於締約者所屬世代知識的遮蔽，恰恰是原初位置的

程序設計之所以足以保障後代權利、以及可以進一步證明在當代與後代之

間仍存有相對應的權利與責任關係的理論依據： 

 

27 TJ, pp.136-37., rev., p.118.  

28 TJ, p.137., rev., pp.1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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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29

瑞曼指出，關於締約者不知道自己是屬於哪一世代的假設，其實也就是預

設了締約者有可能是任ㄧ世代──這不僅說明每個世代的人們彼此的道

德地位是相等的，同時這也意味著：任一世代的人們都將擁有某些相同的

道德權利，不因時空的限制而有所差異，而任何人（世代）都有責任必須

尊重其他人（世代）的這些道德權利。30 問題是，人們該如何跨越時空、

在不同的代間正義問題中落實這些道德權利？ 

 

29 Jeffrey Reiman, op.cit., pp.79-80. 瑞曼這裡所引用的《正義論》版本與頁碼，是 1999 年修

訂版。 

30 就本文題旨而言，本文可以接受瑞曼的立場，即：這裡所謂的「任一世代」，有著不相對

稱的意涵。瑞曼認為：儘管羅爾斯預設，在原初位置中的締約者不知道自己是屬於哪一個世

代、並因而得以假定自己可能是任一世代；然而，任何締約者不僅不可能假定自己是已然逝

去、撥開無知之幕後竟無法存在的過去世代，同時也不可能假設自己未來不會存在。換言之，

儘管在理論上，我們仍可以指稱任一世代都擁有相同的道德地位，然而，在追問代間權利與

責任相對應之關係時，所謂的「任一世代」，指的是自當下、乃至於以後定然能存在的世代。

相關論述見Ibid., p.79, n.16。儘管如此，本文仍必須特別指出，純粹就羅爾斯原初位置的設

計而言，「任一世代」之於代間正義的討論，視野可較瑞曼所論者更為寬廣：締約者可在不

知自己是何世代的前提下，預設自己是過去、現在或未來任一世代，設想自己與其他前後代

之間的關係，進而不僅可得出與後代之間的代間正義關係，同時也可回溯求索出與前代之間

的代間正義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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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言之，羅爾斯對原初位置功能的要求之一是：在無知之幕背後，締

約者並無法掌握自己作為一特定個人在現實中所擁有之相關切身利益的

知識。不過，這並不表示締約者對於這些利益的概念或知識的性質毫無所

悉──他們仍舊瞭解關於社會的一般性事實，包括政治事務與經濟理論的

原則、社會組織的基礎、以及人類心理學法則等。31 羅爾斯認為，只有當

締約者了解所有影響正義原則選擇的一般性事實、卻只不知道他們自己在

現實生活中所擁有的切身條件、以及這些條件與前述利益概念或價值性質

的關連性時，才可能在各締約者之間形成一種公平的締約情境，即：各締

約者在預期自己於撥開無知之幕後、有可能成為社會中最弱勢者的情況

下，就各種規範社會運作的基本原則，進行正義的評估與選擇。在此基礎

上，羅爾斯以無知之幕遮去締約者所屬世代的知識，其原意旨在於解決「原

初位置中的締約者，是否對於非締約之第三人（如後代）負有責任和義務」

的理論難題，以及藉此呈現其關於社會正義觀點的根本理念，即：「社會

作為一個世代相繼之公平的合作體系」的理念。32 換言之，羅爾斯之論代

間關係，主要著眼於締約意象如何說明締約者與非締約之第三人互動的正

義關係，以及社會正義是否能在世代之間相繼傳承與維持之問題；33 除此

之外，羅爾斯並未將後代的身份過度特殊化──後代之目前不存在、以及

非締約第三人的身份，並不影響他們身而為人的價值、以及所應擁有的相

關權利。而正是在這一點上，瑞曼找到了足以反駁後代人格不同一問題的

理據： 

 

31 見TJ, p.137, rev., p.119. 

32 見TJ, p.128., rev., p.111; Restatement, p.5. 

33 關於此部份問題的詳細討論，請見本論文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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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e

34

瑞曼指出，一般而言，人們有兩種方式可供識別或與其他人相區隔。

其一是就人的屬性（properties）而言：例如，我們會指稱某甲較高、某乙

較矮，或者某甲較健康、而某乙較孱弱等；另一則是所謂的獨特性

（particular）：即便某甲與某乙是兩個外表一模一樣、思想相差無幾的雙

胞胎，我們也能辨別這是兩個不同的獨立個體，並不會由於他們有著相同

的外在屬性，而指稱他們是同一個人。瑞曼認為，對這兩種識別人們特質

方式的區分，恰可指出後代人格不同一問題有所混淆之處。要之，後代─

特別是目前尚未存在的未來世代─所（可能）擁有的各種屬性，是可被前

代的行事決斷或行為選擇所影響的：無論是外在生存環境對於個人之教

養、健康等所謂後天的影響，或者是與生俱來的天賦如心智能力、體型等

先天的基因遺傳，在一定的程度上，前代之於後代所能擁有的各種屬性，

具有一定的影響力；然而，後代個人人格的獨特性，卻非前代所能掌握或

控制：以本文所提及之十四歲女孩─瑪麗─的生育選擇為例，瑪麗之所以

考慮、選擇生育的時機，原是希望能為後代營造較好的外在生存條件、以

 

34 Jeffrey Reiman, op.cit., 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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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良性地影響後代的相關屬性，而非特意地挑選後代的個人人格──瑪麗

原也無能力精確地挑選後代諸如傑克或者約翰之獨特的個人人格。瑞曼指

出，正是在這些可被影響的屬性上，人們得以追問前代對於後代所應擔負

的道德責任： 

35

而透過原初位置的遮蔽，前代與後代之間的道德關係更清晰地被呈現： 

capturing

36

對瑞曼而言，無論是在生育時機的考慮上，或者是在資源分配、能源

使用等公共政策的決斷上，決定前代最後選擇的考量因素，並不是後代將

成為哪（些）個獨特的個人，而是這些行事決斷或行為選擇對於後代的屬

性與生活福祉好壞的影響。瑞曼稱這些屬性為「未來世代所擁有之道德上

 

35 Ibid., p.84. 其中，「生而為哪個獨特的個人」、「哪一個獨特的未來人」的前後引號為筆者

為順理文意所加。 

36 Ibid., 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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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利益」（the morally relevant interests of future people），並認為這些

屬性是前代的行為所能影響於後代的範圍；因此，前代必須為自己的行為

對後代的屬性所造成的影響負起責任，不管這些後代究竟是哪些獨特的個

人。另一方面，瑞曼也據此指出，帕菲特關於「因前代的行為選擇而存在

著的後代，有可能會自願地放棄控訴前代相關侵害行為的權利」的顧慮，

理由並不充分。從原初位置的角度看來，前代在做出行事決斷或行為選擇

時所考慮的因素，並非由於後代獨特的個人人格，而是考慮行為對後代身

而為人之諸屬性的影響，因此，後代自不能因為出生為某獨特的個人，而

放棄了向前代控訴侵害行為的權利與立場。換言之，人們不能把「後代出

生而為某特定的個人」當作籌碼，以作為換取後代不向前代侵害行為控訴

的代價；後代若是有道德上相關的利益遭到前代行為的損害，前代自然要

負起道德責任。37

綜言之，羅爾斯設計原初位置的理論初衷，原是要表達在一個作為公

平合作體系的社會中、身為締約者之不受自然天賦或社會地位等外在條件

影響的「自由、平等、理性」等道德人的特質，以為其所形塑之社會合作

基本原則，奠定一個堅實且公平的基礎。在原初位置設計的啟發下，瑞曼

則是進一步區分了所謂「人的一般屬性」與「人格獨特性」的不同，指出

前代的行事決斷對於後代的影響，並不涉及後代人格獨特性的問題；據

而，前代必須為其損害到後代身而為人所應擁有的道德屬性或相關利益的

行為選擇，負起相對應的道德責任，並由此呼應了普列契、范柏格、斯墨

金甚至是莫根的基本道德價值與權利觀點，並解決了帕菲特所刻劃之後代

人格不同一的難題。據此而言，瑞曼的論證取徑似是成功的：要之，後代

人格不同一問題的提出，正是要透過人們無法區隔所屬的「屬性」與「獨

 

37 Ibid., pp.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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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的問題特質而質疑，人們是否真的對後代負有責任──即，若人們

要追究前代的責任，則人們將會面臨後代人格不同一的困擾；而瑞曼透過

原初位置指出人們的「屬性」不因「獨特性」的差別而有所不同，則是成

功地化解了後代人格不同一問題的質疑。不過，瑞曼的論證取徑，仍有幾

點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與探究。 

仔細檢視，瑞曼的論證進路似乎是採取迴避的方式──瑞曼將代間的

權利與責任關係，聚焦於「屬於人之可被影響的屬性」，而迴避了後代人

格不同一問題所詰難的「人格獨特性」問題。就追問代間的權利與責任之

間的合理關係而言，瑞曼似是成功地證明了前代之於後代仍負有一份保障

後代身而為人所應擁有之權利的道德責任；然而，隨之而來的問題，也就

在於此論證取向無可避免的限制：其一，瑞曼的立論基礎，事實上是將帕

菲特等人對於後代人格不同一問題的思考區分為二，即，要求人們面對後

代的屬性問題，而不處理獨特性問題。但人們是否真能如此清楚地區分一

個人的屬性與獨特性之間的區別，則令人遲疑：當一對父母為了其子女的

殘疾或病痛等缺憾而感到愧疚，認為自己負有難以彌補的道德責任時，在

情感上，他們所面對的是作為一個完整個體、擁有各種屬性與屬於自身獨

特性的子女本身。換言之，這些父母很可能無法真的將其子女一分為二、

個別區分為屬性與獨特性，進而分別對待。 

其二，若我們終能同意瑞曼的觀點，將代間的權利與責任關係限定在

所謂「人的屬性」之上，那麼，我們應該要能清楚地刻劃瑞曼所指稱之「人

的屬性」、或者「屬於未來世代之道德上相關的利益」的內涵──這些跨

越時空、超越各種外在條件、屬於人之為人的道德價值與屬性，原也是人

們所應追求與捍衛的。只是，要人們在同代之間公平地衡定這些道德價值

或屬性，或許無甚疑義──同一世代的人們所身處的時代背景、文明水準

相去不遠，彼此之間有其可共通、評比之條件與基礎；然而，在時間因素

的影響下，要求不同世代之間的公平性，卻有其先天上的困難，而值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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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審慎思考。要之，前代與後代彼此所立足之社會、環境等外在條件，並

非在同一基準點上，換言之，不同世代之間的文明水準不同、科技發展也

不同；而瑞曼所謂「人的屬性」──諸如瑞曼自己所提示之體型或健康等

生理的屬性條件，似乎在不同的時代中，會有不同的判準與要求。那麼，

我們該如何在不同的世代之間，針對相關條件屬性的呈現，做出公平的判

準呢？特別是，在當代科技如此發達的情況下，後代受到前代所影響的範

圍，遠遠超越過去的人們所能想像─從外在的生存環境惡化、乃至於透過

基因科技更動後代的內在天賦條件等─那麼，我們如何能確切無誤地指

認：五十年前的人們與五十年後的人們之相關屬於人的道德屬性或利益，

全然無所變動？或者，這些屬性與利益，將因時代的變遷而有所更改？ 



 

 

 

 

第二部 

代間分配正義： 

聚焦於儲蓄原則的討論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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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羅爾斯的代間正義觀 

 

   

1.  

一般而言，所謂的契約，指的是兩人或兩人以上，為了某些目的，依

法律習慣、以文字載明的方式，共同表示同意遵守某些條件或事項：這些

事項或者有關利益的分配，或者載明責任的承擔。在過去，締定契約的意

象經常在政治行動或政治理論中扮演著微妙而關鍵的角色。例如，漢高祖

劉邦在當年領兵入關中時，便曾與當地父老「約法三章」，藉以養望獲取

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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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要之，自後世契約論的理論視角看來，劉邦當時此舉的主要目的，不啻在

於透過「更動法律」─以新法取代秦法─的措施，向人民表示自己已取得

統治的權力，同時也冀望收效於「與民約法」的同意隱喻，奠定自己統治

權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基礎。在西方，自宗教改革以降，以締約意象為基

本理念的社會契約論，更主導了各種不同立場之政治思想的開展──例

如，主張君權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援契約理論以說明政治主權者

的絕對統治權力，非他人所能撼動；而發自由主義濫觴的洛克（John 

Locke），則是據契約觀點以力主政府的可更迭性，權力操之於人民。簡言

之，在最廣義的界定下，傳統的社會契約理論著眼政治現實的發展，主要

致力於政治義務（political obligations）的證成，試圖藉由締約意象的隱喻，

說明現實社會中政治主權者統治權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與提供人民應該

服從政治主權者或遵守政府律令的理據。 

當代的契約論到了羅爾斯的手中，有著與古典理論截然不同的風貌─

─現代政治制度的演變以及民主思想的發展進程，顯然要求締約意象提供

更多的理論資源。1 羅爾斯在《正義論》（A Theory of Justice）中開宗明

 

1 一般對契約論的劃分，主要區分為道德的契約論（Contractualism）與政治的契約論

（Contractarianism）兩大範疇。見 “Contractarianism,”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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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自詡，「要把契約論帶到一個更高序的抽象層次」2，指的正是如下的締

約意象： 

mutual advantage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contractarianism/〉。David Boucher 和Paul Kelly則是將各種社

會契約理論劃分為三大範疇：道德的（moral）、公民的（civil）、以及憲政的（constitutional），
同時並指出，這三個範疇並不相互排斥，而主要在於說明各種契約理論的旨趣（tendency）
問題──要之，兩位論者作此區分的目的，主要在於反駁下述的觀點：契約論僅有一種單一

的傳統，或僅有一種模式或定義。參見David Boucher & Paul Kelly,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Its 
Critics,” in David Boucher & Paul Kelly (eds.), The Social Contract from Hobbes to 
Rawls(London; New York : Routledge, 1994), p.1. 本文在這裡所作的古典／當代契約論的簡

易劃分，無意與上述兩種劃分方式相區隔；易言之，作此區分的主要目的，僅是呈現：契約

理論在不同時代中、因應政治文化的不同需求，而有不同的時代任務。 

2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revised edition, 1999), p.11., rev., p.10. 本書以下簡稱為TJ、1999 年的修訂版為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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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較於古典契約論者，羅爾斯對締約意象的要求，並不著重於從中論證政

治主權者之統治權力的正當性，而是視締約意象為思考「規範一個民主社

會之基本結構與利益分配的正義原則應該是什麼」的理論中介。羅爾斯自

承，他的核心關懷是「社會正義」： 

如 的 界

4

換言之，求索一組民主社會中規範社會基本制度與利益分配的正義判準，

才是羅爾斯援引契約論所真正關切的政治哲學主題。羅爾斯認為，在一個

民主社會中，包括人民所擁有的權利與應盡義務的安排、以及分配因社會

合作而產生之利益與負擔的機制等社會基本制度，都可以經由一套在道德

上值得追求、在實踐上可行的道德原則加以評判、規範；而當代立憲民主

社會中規範社會基本結構的道德原則，恰可以透過契約論的一些締約程序

設計而形塑得出。在《正義論》中，羅爾斯將這組正義原則完整表達為： 

 

 

3 TJ, p.4; rev., p.4.  

4 TJ, p.7; rev., p.6. 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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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蓄 b

平 5

羅爾斯稱這組規範社會基本結構與分配社會利益的原則為「正義二原則」

（two principles of justice），而將檢視此正義原則的方式，亦即，所謂的政

治性正義觀，稱之為「正義即公平」（justice as fairness）。6

綜言之，自羅爾斯於一九七一年提出《正義論》之後，其所倡議、據

以規範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二原則，竟成為當代探索社會、經濟、法律、

政治、倫理等領域的哲學論者所無法繞開的一塊里程碑──一如諾齊克所

言，當代專注於正義觀點之論者，無論是否同意羅爾斯，都無法迴避其關

於社會正義方面的各項討論。7 其中，有關社會與經濟之分配正義設定，

即，正義第二原則，更廣受各界論者之注目。此分配原則之核心要義有二：

 

5 TJ, p.302; rev., p.266. 正義二原則在羅爾斯的不同著作中，表述略有不同：包括對第一原則

之「平等自由權」表述的修正、以及在第二原則中將「適用於在公平的機會均等條件下、向

所有人開放的各種公職與社會地位」自第二順序提至第一順序、將「社會地位」與「公職」

的先後順序對調等（在《政治自由主義》中）。其中，對於本文而言具有重要意義的更動，

要屬第二原則之「正義的儲蓄原則」的有與無。儘管在一九九九年修訂版的《正義論》中，

羅爾斯並未更動他關於儲蓄原則的表述，但自一九八五年之後，在〈正義即公平：政治的而

非形上的〉（ “Justice as Fairness: 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一文中、甚至在《政治自由主

義》（Political Liberalism）、以及《正義即公平：正義新論》（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二書中，有關正義二原則的表述，羅爾斯都不再提及「與正義的儲蓄原則相一致」（consistent 
with the just savings principle）的字眼。參見John Rawls, “Justice as Firness: 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 in Samuel Freeman (ed.), John Rawls: 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92; 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5-6;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42-43. 本文將在後文中討論這個問題。 

6 TJ, p.11; rev., p.10. 

7 參見Robert Nozick, Anachy, State, and Utopia(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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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所謂的「差異原則」（the Difference Principle），即，社會與經濟的不

平等安排應對社會中最弱勢者最有利；以及其二，關切代間分配正義的「儲

蓄原則」（the just savings principle），即，社會中的成員為後代的福祉設想

並儲蓄。要之，羅爾斯雖將此二原則的正當性寓意於締約意象之政治同意

隱喻、並透過政治性正義觀的檢證而展現其合理性，然而，此二原則仍遭

到諸多論者各方面的質疑。例如，在此二原則之政治同意的論證效力上：

羅爾斯所謂「正義即公平」的政治性正義觀，其理念主要指涉「社會中所

有成員共同且相互承認社會運作之基本原則」的締約意象，而「正義二原

則」正是由此「共同同意且相互承認」的締約意象烘托而得；然而，若如

羅爾斯所言：社會中的人們是處於利益既一致又衝突的狀態，那麼，人們

在什麼情況下，會共同承認、接受這個關於利益與責任的分配原則？是什

麼理由使得人們得以化解歧見紛爭，同意由差異原則來安排、解決這個利

益一致與利益衝突的問題？易言之，人們將會基於什麼理由而同意以差異

原則作為他們之間分配的依據判準？ 

另一方面，羅爾斯在正義第二原則中述及「正義的儲蓄原則」，說明

羅爾斯在思索社會分配正義的問題時，不僅關注同代之間的分配正義問

題，同時也關切代與代之間的分配正義問題；而羅爾斯將代間分配正義觀

點的呈現訴諸「儲蓄」，其實表明了：代間分配正義問題的處理，應按「儲

蓄」─即，前代為後代設想─這個方向進行。這似乎意味著：後代─特別

是尚未存在的未來世代─並非羅爾斯所認為之社會中共同參與、思考社會

運作基本原則的成員之一──後代似乎被排除在「共同同意、相互承認」

的締約意象之外，對於前代的決定，後代只能接受「前代的儲蓄」、卻無

法共同參與選擇或決斷。只是，如此一來，在理論必須自我一致的要求下，

羅爾斯必然得解釋：儲蓄原則如何呈現代間「正義即公平」之政治性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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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締約意象？自契約論的理論結構看來，羅爾斯所面臨的問題其實是：

締約情境中的締約者，該如何考慮那些並未參與締約（如後代或未來世代）

之第三人利益？8 事實上，這也是當代人們所遭遇的難題之一：在面對資

源或福祉的分配時，我們該如何正義地衡量後代的需求，例如，後代對生

活品質的要求、或者對於資源使用的需求？ 

2.  

對代間正義問題的思考，幾乎讓當代大部分的倫理學家們都坐立難

安。例如，艾特菲爾（Robin Attfield）便曾指出：「［要進行對未來人們負

起責任的相關倫理學思考］，我們需要改變方法──要捨歷史的研究方式

而就一個更為傳統（more traditionally）的哲學進路」，9 而羅爾斯甚至承

認：「﹝代間的正義問題﹞所引發的困難是毋庸置疑的。它使得各種倫理

學理論經受了幾乎無法承擔的嚴峻考驗」。10 要之，艾特菲爾的持論意味

著：代間正義原是晚近三十年纔興起的時代議題，因此，針對此議題的探

究，哲學性的考察也許較歷史性的考察更為適合。然而，令人好奇的是，

羅爾斯所遭遇的嚴峻考驗是什麼？代間的正義問題，究竟如何不同於一般

的正義問題？ 

 

8 TJ, p.128., rev., p.111. 

9 Robin Attfield, The Ethic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apter 6, pp.88-114. 

10 TJ, p.284., rev., p.251. 其他學者如Jere Paul Surber等也有相似的看法，參見; Jere Paul Surber, 
“Obligations to Future Generations: Explorations and Problemata,” in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11:2 (1977: Summer), pp.104-16. 



80  ．論代間正義：一個羅爾斯式的觀點． 

 

                                               

就現實生活情境而言，為後代設想、謀求福祉，似乎都極為仰賴前代

的「善意」──亦即，端賴於前代是否願意、以及如何關照後代。事實上，

這項描述也呈現了代間的正義問題不同於一般正義問題的主要關鍵。高瑟

里（Axel Gosseries）便指出： 

11

要之，代間正義的問題特色之所以不同於一般的正義問題，主要是由於代

間的正義問題往往發生在時間向度之中──高瑟里以「出生在不同地方的

人們」譬喻「出生在不同時間的人們」，取的原是介於人們之間的「距離」

隱喻之意；而對於這項在時間向度上產生距離的代間關係認知，則使得有

關「一代」的定義問題，竟成為當代探究代間正義的首要或預備工作──

對於「一代」內涵的理解，影響了我們對於代間正義問題內涵的界定。那

麼，怎麼樣才算是「一代」呢？ 

就字義上而言，所謂的一代（one generation），指的是三十年的時間，

例如羅爾斯便認為，代間分際至少及於父子兩代；但也有論者如霍夫特

（Hendrik visser’t Hooft）等認為，在探究代間關係上，所謂的一代，指的

應是生存在同一時間點上的所有人，在該時間點外，尚未出生或已經死亡

的，便不屬於該世代的範疇。12 然而，若我們回顧現實中當下存在的人們，

 

11 Axel Gosseries,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in Hugh LaFollette(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ractical Eth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459.  

12 See Hendrik Visser’t Hooft, Justice to Future Generations and the Environment(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9),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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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們恐怕很難毫不猶豫地指稱，存在於同一時間點的人們，都屬於同

一世代：我們很難完全同意，存在於同一時間點上的成人、青少年、小孩、

與嬰幼兒等道德主體，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是完全對等的；特別是在行事

決斷的思慮、過程與責任承擔上，要指稱這些不同年齡的人們是屬於同一

世代、都擁有相同的能力得以做出適當的行為決定、負起相同的責任等，

恐怕過於勉強。貝里（Brian Barry）便曾對此指出： 

13

換言之，即便在同一時間點上，在人群間仍可有不同世代的區隔；而不同

的世代，也會有部份存在的時期相交疊。另一方面，若考慮一項行為決策

所帶來的長期影響，那麼遠期世代（remote generations）的福祉也必須納

入代間正義的考慮範圍之內。例如，當代有關核能方面的研究與使用，雖

有利於當代乃至於近期後代的文明發展，然而，將時間放長來看，卻造成

了遠期世代遭受核廢料輻射威脅的痛苦。 

據此而言，代間正義問題的核心，關鍵原不在於界定出一代的長度究

竟應為三十年或六十年；更為重要的是，代間正義問題之所以區隔於一般

正義問題的面向，主要在於「不完全共存於同一時間上的道德主體」之間

所發生的各種關連及其問題，亦即，部份道德主體因時間的因素而無法參

與某些對自己影響深刻之事態的安排或分配。因此，有關代間正義問題的

發生，我們可以暫時理解為：兩個或兩個以上因某事態而產生關係的道德

 

13 See Brian Barry, “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 in P.M.S Hacker & J. Raz (eds.), Law, 
Morality, and Societ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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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由於不全然共存於同一段時間中，使得其中較晚存在的道德主體，

雖然受到較早存在的道德主體之行事決斷的影響，卻無法表達意見或參與

決定──簡言之，所謂的代間問題，是指在各道德主體之間、因存在時間

不同所導致的各種互動不對等關係。14  

進一步言，這些道德主體在時間向度上的地位不對等問題，首先表現

為代間的權力關係不對等：對於前代的所作所為，後代經常只能承受而無

法置喙。例如，在後代的存在問題上，前代的行事決斷往往決定了後代是

否存在、以及造成後代的存在人格不同一問題，然而，後代對此行為後果

卻只能事後地接受而無法提前干預；或者，在資源的使用與分配上，即便

前代與後代彼此存在的時間有所交疊，由於前代總是先於後代而存在，前

代關於資源的使用方式、使用對象與使用量等，後代也很難有機會參與、

分配，而只能承接前代耗損資源所留下的後果──通常是負面的、耗損殆

盡的後果；甚至，以當代為例，在生態與生存環境嚴重惡化的問題上，後

代也往往由於不可逆的破壞污染等事態已然造成、甚至前代已先逝去等因

素，而無法要求前代應承受、回復他們自己所種下的後果，或對他們所造

成的污染與破壞負起責任。 

另一方面，前代對後代相關知識的不足或不可得，也呈現出代間的正

義問題不同於一般正義問題的另一面向。對前代而言，為後代設想、考量

福祉，並非是一件容易的事──後代的一切充滿了不可預測性。例如，在

後代的存在問題上，由於前代的行事決斷，極可能產生後代人格不同一的

 

14 要之，一個對代間正義全面性的考察應是：不僅要考慮當代與後代之間的關係與問題，同

時也必須考慮當代與前代之間的關係與問題。必須說明的是，儘管當代與前代之間的正義關

係（例如，所謂的轉型正義）亦為一十分重要的時代課題，但本文僅聚焦於「與後代之正義

關係」上，因而文中所指涉之「代間正義」、「代間關係」等與代間有關之語詞，暫時皆僅指

涉「當代與後代之間」、而不觸及「當代與前代之間」的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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窘境──前代在為後代設想時，往往因後代人格的不確定而顯得無所適

從。同時，由於代間問題總是發生在時間的向度上，許多未來可能發生的

事，無法在現在便能精確預測，而當下所能預作準備的，在未來也未必能

完全適用。例如：即便前代有心為後代預留資源，但由於資源的機會成本、

社會折現率的考量以及未來的不確定性等諸多未知因素，前代也難以精確

地計算該預留多少資源給後代。而對當代而言，最棘手的代間正義問題，

恐怕表現在當代關於人口政策的思辯上：人們其實很難確切地主張，在未

來應有多少人口才是最適當的。這不僅是人口規模的問題──這直接影響

了後代存在的數量與人格不同一問題，同時也是生活品質的問題──包括

人們對資源分配、運用的要求，以及對資源耗盡的疑慮；而這些都成為當

代無可避免之重要的代間正義問題。15

綜前所述，代間正義問題的主要特徵是：前代一方面無法掌握關於後

代的各種相關知識，另一方面卻擁有影響後代的關鍵性權力。因此，代間

的不對稱關係所呈現出的主要問題結構是：「有能力、有權力採取行事決

斷或行為選擇的上一代，應如何考慮那沒有權力決定政策、卻又必然地承

擔前代決策所帶來後果的下一代的福祉」。事實上，這項關於代間正義內

涵的定義，正與羅爾斯據社會契約理論觀點以處理代間正義問題時所面臨

的難處相映照──自契約論的理論結構看來，羅爾斯所面臨的問題，其實

是「締約情境中的締約者，該如何考慮那些並未參與締約（如後代或未來

世代）之第三人利益」： 

 

15 See Brian Barry, “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 in P.M.S Hacker & J. Raz (eds.), Law, 
Morality, and Societ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269-75., Avner de-Shalit, Why 
Posterity Matters: Environmental politicies and future generations(N. Y.: Routledge, 1995), 
“Introduction.” 本書以下簡稱Post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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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那麼，以社會契約理念建構社會正義觀點的羅爾斯，又是如何考慮後代相

關利益的呢？ 

   

羅爾斯關於代間正義問題的思考，主要呈現在其所描述之「世代相繼」

的文明傳承與經濟分配情境： 

17

在將代間關係主要呈現為「前代為後代所作之各種形式的資本積累」後，

羅爾斯隨即指出： 

 

16 TJ, p.128., rev., p.111. 

17 TJ, p.285, rev., 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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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羅爾斯所謂的儲蓄原則，指的是一種規定社會儲蓄比率的規則。19 事實

上，這兩段話涵括了羅爾斯代間正義觀點的主要底蘊。仔細品味，羅爾斯

這兩段話似乎意味著：各種形式的「積累」或「儲蓄」，是代間既有的一

種分配關係，並不是羅爾斯所要強調之代間正義觀點的方式──「正義的

儲蓄原則」才是。這是什麼意思？ 

我們可以試著從羅爾斯著眼處著手。要之，儘管羅爾斯曾表示，代間

的正義問題所引發的困難是「毋庸置疑」的「嚴峻考驗」，不過，他也隨

即指出：「然而，不討論這個重要問題的話，那麼正義即公平的說明就有

可能不完整」。20 我們固然可以把這段話視為是羅爾斯力求其社會正義理

論完備的引證；然而，羅爾斯此論，事實上有其深層的思慮──這段話事

實上意味著：關於代間正義的思考，有其不同於代內正義（intragenerational 

justice）之處；因此，從要求社會正義理論應完備與融貫的立場而言，我

們不僅不能略過代間正義的問題，同時，考慮到代間正義相異於代內正義

範疇的特殊性，人們必須謹慎思考，自代內分配問題所推衍出的正義原

則，是否適合處理代間的分配問題。 

我們可以從兩方面進一步探知羅爾斯此項洞見。其一，羅爾斯指出，

在正義二原則已然大致為人們所接受的前提下，整個社會基本制度的設計

是否能滿足正義二原則的要求，在一定程度上取決於對「社會最低受惠值」

 

18 TJ, p.286, rev., p.252. 

19 See TJ, p.287, rev., p.255. 

20 See TJ, p.284, rev., p.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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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minimum）的保障，而這項保障又與「當代人要在多大的程度上

尊重後代之要求」這個問題相關。21 換言之，對羅爾斯而言，社會正義能

否確然實踐，部份程度取決於代間正義是否能確然實踐──在此意義上，

代間正義一方面實為羅爾斯成就其社會正義理論的核心要素之一，另一方

面則也意味著，代間正義的探究之於社會正義理論的完備與否，有其無可

迴避之必要。其二，羅爾斯以「積累」描述代間的分配情境，事實上是勾

勒自對現實世界生活情境的觀察、理解與反思： 

generations are spread out in time

22

 

21 TJ, p.285, rev., p.252.。羅爾斯所謂的「社會最低受惠值」，指的是一種在羅爾斯所刻劃的

社會正義結構中、政府對於人民收入的法定標準。在這個社會裡，政府將會針對低於這個法

定收入標準的人民，予以各種稅制上的調整補助，使得這些人民的生活，至少能夠達到一個

正義社會所要求的最低水準；換言之，社會最低受惠值標幟著該正義社會的政府提供弱勢人

民補助的最低標準。See TJ, §43, pp.274-84, rev., pp.244-51. 

22 See TJ, p.291, rev., p.254. 此處文字在新版本的《正義論》中略有修正。在舊版《正義論》

中，「實際的經濟利益…」此段文字呈現為： “actual exchanges between them place only in one 
direction.” 而在新版裡則被修正為： “actual economic benefits flow only in one direction.”另
外，也有論者反對羅爾斯有關「我們可以為後代做事，但後代卻不能為我們做事」的看法，

例如，Jane English便認為，後代子孫其實也從醫療的面向上為父母儲蓄，甚至，當代人自己

也為自己儲蓄。See Jane English, “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 in John Rawls─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ers, Volume II: Principles of Justice I(N.Y.: Routledge, 
2003), p.355. (Source: Philosophical Studies 31:91-104). 雖然羅爾斯也於新版《正義論》中刪

去「我們可以為後代做事，但後代卻不能為我們做事」這段話，不過，我認為English此議反

而可能得訴諸家庭或親情的連結，而這無助於解決羅爾斯在原初位置中處理正義儲蓄原則的

論證難題──這只是加重了羅爾斯原初位置的動機假定負擔而已。關於此部份的相關討論，

請見後文。另外，我認為羅爾斯此處的修正，似是要避開對於「代間交換、相互」概念的描

述。此論可由羅爾斯於新版《正義論》中刪去在代間正義範圍裡談reciprocity觀點的字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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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爾斯所指稱的「在時間中展開」、「依據一種方向發生」，指的是世代交

替、社會文明等人類各項發展，皆按時間之流的單一方向，由前代往後代

「開展」與「積累」；而所謂「自然的事實」，則是羅爾斯所要試圖指出之

探究代間關係時必須注意的既存限制：在前代與後代之間，並不如同代之

間那樣存在著某種「相互交換、要求」的雙向關係──代間只存在著一種

利益的傳遞方向，即，由前代往後代積累、儲蓄，並不存在著從後代往前

代回溯或互利（mutual advantage）的可能性；因此，在代間關係中，並不

產生如代內關係那般「正義的問題」。簡言之，羅爾斯認定，代間發生正

義關係與問題的一個自然且重要的環節或前提，呈現為前代對後代進行各

種形式的「積累」、「儲蓄」，而找到一種「正義」的儲蓄原則作為代間的

經濟利益分配方式，則是前代表現其衡定尊重後代之程度、呈現代間正義

的方式之一。那麼，我們該如何衡定這個儲蓄原則之「正義」的內涵？ 

關於這個問題，羅爾斯坦承，雖然他主張應找到一個「正義」的儲蓄

原則，以說明投資的數量應是多少，社會最低受惠值應確立在什麼水準；

然而，實際上無論採取什麼方法，我們都無法確定一條明確的界限以標明

「正義」的儲蓄率應該是多少。主要的原因，是由於一個世代應為其後代

儲蓄多少，有賴於該世代文明發展程度的高低──要求發展程度較低的世

代，執行與發展程度較高的世代相同的儲蓄率，似乎並不公平。因此，在

經濟、文明等發展程度不同的各代之間，我們無法、也不應該單乏地規定

出一個各代統一的儲蓄率──這對於各代的實際發展並不能產生真正的

 

看出──在舊版《正義論》裡，羅爾斯提到： “We should now observe that there is a peculiar 
feature of the reciprocity principle in the case of just savings.” TJ, p.290. 這段文字則是在新版

《正義論》中被刪去。不過，我認為羅爾斯恰可放棄有關家族設定的動機假定，而直接訴諸

其後期所發展的相互性理念（idea of reciprocity），用以解釋儲蓄原則的合理性問題。關於代

間相互性的問題，將一併於後文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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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處。23 然而，這並不表示，我們無法找到一個評估各代「正義」儲蓄的

判準──例如，直覺上我們會認為，要求較貧困的前代為較富裕的後代進

行超過前代能力限度的積累、儲蓄，顯然並不是正義的；而要求較富裕的

後代將所擁有的各種資源與較為貧乏的前代分享，也違反自然事實與常

識，是一種不可行的理論幻象。事實上，這兩種處理代間分配方式的方向，

正是羅爾斯所要指出之無法適用於代間正義問題的兩種分配觀點。 

第一個要求前代為後代進行超出能力、過度儲蓄的分配原則，正是來

自於為羅爾斯所拒絕的「古典效益原則」（classical principle of utility）。羅

爾斯指出： 

technology

24

羅爾斯這裡所謂的「古典效益原則」，指的是以總量計算社會整體利益的

 

23 TJ, pp.285-86, rev., p.253. 

24 TJ, pp.286-87, rev., p.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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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量效益原則（total utility）。要之，這類的效益原則並不考慮社會中每個

個人所能得到的利益或福祉的多寡，而是將社會利益或福祉以整體總量計

算；因此，一旦考慮到人口數量可茲變動，那麼，無論每個個人的利益或

福祉有多麼低落或稀少，只要人口數夠多，在效益的總體計算下，仍可以

得出社會整體利益或福祉極大化的結論。25 據而，羅爾斯指出，在時間的

向度上，以效益主義的觀點要求將社會總效益極大化，將會產生兩種後

果。第一，如前所述，這項要求將會由於時間的緣故而導致一個超高儲蓄

率的問題，而這極有可能要求前代的窮人為了儲蓄而做出過大的犧牲；第

二，由於此論談的是代間的分配問題，易言之，儲蓄的行為是發生在不同

的道德主體身上的，而這竟使得較晚之被儲蓄者所獲得的極大利益，來自

於稍早之儲蓄者的損失。羅爾斯認為，這種代間計算利益的方法，比起同

代之間的計算要更令人難以接受；因此，即便我們無法找出一個明確規定

的、合乎正義的儲蓄原則，也應該避免這種極端的情況出現。26

另一種為羅爾斯所不同意的代間分配處理方向，則是出自於有關「差

異原則」（Difference Principle）的應用問題。所謂的差異原則，指的原是

羅爾斯所主張、據以處理社會分配的正義原則；此正義原則要求社會經濟

制度的各項安排或各種社會利益的分配，應對於在社會中居於最弱勢者最

有利，並在此條件下，容許某些制度或經濟的不平等安排或分配。27 然而，

羅爾斯指出，若我們將這項（代內）社會分配正義的原則應用在代間分配

問題上時，不僅將受限於自然事實的限制而無法真正落實，同時，也將會

導致其所建構的社會正義觀點無法真正實踐： 

 

25 相關討論可見本論文第二章，頁 41，註 27。 

26 TJ, pp.286-87, rev., p.253. 

27 TJ, p.60, rev.,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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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generation

the problem 

of saving must be treated in another fashion  

平

the problem of saving must be treated 

in some other manner 28

要之，將差異原則應用在代間分配問題上所產生的最大矛盾，正來自於它

本身「對於社會中最弱勢者最有利」的要求有其自然事實的限制：一般而

言，在現實世界的生活情境中，後代的生活品質大致說來都要優渥於前

代；而如果我們真的在時間向度中應用差異原則，那麼這是意味著，在代

間的分配中，我們會要求生活較為優渥的後代，應為生活較貧困的前代做

出讓步，並針對較為貧困的前代做出有利的分配──這是違反「前代對後

代進行積累、儲蓄」的自然事實、且無法真正實踐的。 

 

28 這兩段話分別出現在新舊不同版本的《正義論》中。前段出自於舊版《正義論》，見TJ, p.291. 
後段則是出自新版《正義論》，見 rev., pp.2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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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言之，羅爾斯一方面主張，在代間正義問題上採用效益主義的解

釋，將可能導致人們因追求效益極大化而造成不公平的代間積累；另一方

面，羅爾斯也指出，採用自代內正義所推衍出的差異原則，將會違反發生

在代間的自然事實而無法真正落實其所建構的社會正義觀點。羅爾斯認

為，大致而言，每一代人的儲蓄率，應視其所身處的社會狀況而定：如果

人民的生活是較為貧困而難以儲蓄的，那麼該社會應該要規定一組較低的

儲蓄率；而在生活較為充裕富有的社會裡，則可以合理地期待該社會的人

們進行較多的儲蓄，因為，這實際上並不真正造成他們的負擔。29 簡言之，

我們也許無法指出每一世代實際精準的儲蓄率，但每一個世代的儲蓄率，

都應相應於該世代的文明發展水準。羅爾斯認為： 

30

儘管如此，羅爾斯有關儲蓄原則的說明，仍存有許多疑問。例如，對

羅爾斯而言，如果差異原則無法應用在代間分配問題上，那麼，這意味著

在羅爾斯的理論建構中，出現了整體社會正義的觀點是否能夠自我融貫的

問題──我們尚未解釋，羅爾斯所指稱之「將差異原則應用在儲蓄問題

上，將導致平等自由權的原則無法得到有效實踐」的問題究竟為何。要進

一步探究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回到羅爾斯最初建構社會正義理論的起點，

亦即，回到社會契約論的理論程序設計－原初位置（original position）－

來設想有關代間正義的問題，以及羅爾斯所可能遭遇到的難題。那麼，在

原初位置中的締約者，將會如何選擇出所謂的「正義」的儲蓄原則呢？ 

 

29 TJ, p.287, rev., p.255. 

30 rev., p.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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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羅爾斯的構思中，處理代間分配正義的問題，必須注意「實際的經

濟利益只依據一種方向發生」這項自然事實，以及利用這項自然事實在歷

史中的可能性，來建立正義的代間分配制度： 

31

而在排除了效益主義與差異原則的適用後，羅爾斯將這個自然事實的歷史

可能性基礎，建立在人們對於「從前代那裡獲益」的普遍要求之上： 

32

要之，羅爾斯主要的意思是，儘管自時間向度看來，代間的人們彼此獲得

（各種形式的）利益的方向只有一種，即，由前代往後代積累、儲蓄；然

而，綜觀而言，這個單一方向的經濟利益交換方式，其實也可以解釋為：

每一代其實都自上一代那裡接收資源或各種形式的資本積累。因此，如果

把這項發生在代間的自然事實一代接一代地串連起來，那麼我們便可以想

 

31 TJ, p.287, rev., p.255. 

32 TJ, p.291, rev., p.254. 這段話在新舊版本的《正義論》中略有不同，如本引文括弧中的

（ecxept perhaps the first），在新版《正義論》中則是修正為（except perhaps the earlier ones），
以及部份如文句上的修改。不過，原意大致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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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個「正義」的儲蓄原則：這項儲蓄原則必須要能使得每一代人為其後

代做出貢獻，而從上一代的儲蓄行為中獲益。那麼，羅爾斯要怎麼證立這

個正義的儲蓄原則？  

事實上，羅爾斯之所以一再強調自然事實的存在，正與其論證社會正

義觀點的理論程序設計有關。要之，為推導出「正義二原則」（The Two 

Principles of Justice），羅爾斯除了透過無知之幕佈建原初位置以作為思想

實驗的推論設置之外，還預設了締約者的締約理性。33 在原初位置中的締

約者，由於無法得知他們所能選擇的各種不同原則將如何影響他們自己的

個別狀況，他們只能在一般性的深思熟慮基礎上對原則進行評估與判斷34； 

然而，僅僅是遮去締約者對於自身個殊、偶然條件的了解，或者讓締約者

擁有人類社會合作的一般性知識，並不足以讓締約者最終得以選擇出一組

正義的分配原則──締約者仍應有一組屬於自己判斷「何為正義」的理性

條件。為此，羅爾斯乃假定原初位置中的締約者，是自由且平等、具有設

定並追求自己理性計畫的能力、互不關心（mutually disinterested）的、並

且彼此知道對方是具有正義感能力的道德人（moral person）： 

35

 

33 有關原初位置的說明，可參見本論文第三章頁 63-67。 

34 TJ, p.136., rev., p.118. 

35 TJ, p.129., rev., 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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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羅爾斯指出，由於原初位置的相關締約設計，使得締約者對於所身處的環

境與自身所擁有的條件並不了解；而在締約者皆為自利個體的前提下，締

約者將會依照小中取大規則（maximin rule），選擇出正義的分配原則。37 羅

爾斯進一步認為，由於無知之幕遮蔽了原初位置中締約者關於自身條件的

知識，使得締約者在選擇分配原則時，無法確知並根據自己所擁有的條件

而選擇對自己有利的分配原則，只能退而求其次，在預設自己有可能是社

會中最弱勢者的前提下，根據小中取大的策略，選擇「對於最弱勢者最有

利」的分配條件，即，差異原則，以避開最壞結果的選擇。那麼，正義的

儲蓄原則又是如何被原初位置中的締約者所選擇出來呢？ 

面對代間分配的特殊關係，在進行這套思想實驗的建構時，羅爾斯可

以有幾種可能的因應選擇。其一，羅爾斯可以預設，現實中所有的世代都

 

36 TJ, p.145., rev., p.125. 要之，羅爾斯這裡所謂的正義感，指的是人們「按規則行事」的欲

望：「讓我們假定，每個超過一定年齡並具有必要智能與思辨能力的人，在一個正常的社會

環境中，都會發展出一種正義感。我們取得一種判斷事務是否正義、以及透過推理證明這些

判斷的能力。此外，我們也通常會有按照這些判斷聲明（pronouncements）行事的欲望，並

且預期其他人也有相似的欲望。」TJ, p.46, rev., p.41. 

37 TJ, p.152-54, rev., pp.132-34 所謂小中取大規則，是指當我們面臨不確定的選擇（即，多選

一）時，在無法得知各種選項的好壞或然率的前提下，最合理的做法，是比較各個選項的最

壞後果，從優選擇。要之，有關「小中取大規則」與差異原則之間的關係，曾在學界引起許

多討論：依羅爾斯所言，小中取大規則造成許多人的誤解，使得人們誤以為差異原則就是小

中取大規則。See Restatement, p.43,n3. 儘管如此，本文不打算處理這方面的論證問題，並接

受羅爾斯以小中取大規則證立締約者將選擇差異原則作為社會分配正義原則的基本立場。相

關證立問題，可參考林慧旻，《羅爾斯差異原則的推導與證立問題》（嘉義：中正大學哲學研

究所碩士論文，200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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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進入原初位置，進行各世代之間儲蓄比率的協商，以及共同簽訂各代

之間皆必須進行儲蓄的協議。在原初位置中，羅爾斯原本預設了「締約者

不知道自己是屬於哪個世代」的限制條件；然而，羅爾斯卻並未說明，締

約者並不知道其他締約者是否是屬於同一世代，甚至，是否是現實中的

人、或者僅是具存在可能性的人。換言之，羅爾斯的選擇之一，是預設進

入原初位置中的締約者，可以假定在無知之幕的遮蔽下，與所有將存在或

可能存在的世代共同締定各代儲蓄比率的協定。其二，羅爾斯也可以預

設，進入原初位置的締約者，雖然不清楚自己所屬世代的發展情況，但知

道其他締約者都和自己一樣，同屬於某個世代；換言之，是預設了在原初

位置中的締約者，都屬於同一世代。那麼，對羅爾斯而言，哪一種選擇才

是合理的呢？ 

羅爾斯選擇了後者。他明確地指出： 

will 

live at some time assembly

could live at some time
38

羅爾斯指出，如果我們按照引文中的兩種方式來設想原初位置中的締約

者，那麼，原初位置這個概念就會失去它原有引導直覺的作用。對羅爾斯

而言，原初位置的設置，是希望任何人在任何時候都可隨時進入以進行思

想實驗，並求得處理問題的正義原則；而如果進入原初位置的締約者，必

須面對同時出現的所有世代、共同進行代間分配原則的協商，那麼，人們

固然可以據此求得一組處理代間問題的原則，然而，這卻使得原初位置的

 

38 TJ, p.139, rev., 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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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無法達到原有的目的而失去意義。39 因此，羅爾斯清楚地拒絕了所

有世代共同出現在原初位置中的可能性，而將原初位置中的締約者，設定

為彼此知道是屬於同一世代的人，同時稱此設定為「當下進入」（原初位

置）的時間點解釋（present time of entry interpretation）。40

在確認了原初位置中的締約者所擁有的世代相關知識後，羅爾斯開始

著手進行對於正義儲蓄原則的思考與推論。然而，羅爾斯隨即遇到了另一

個難題。依羅爾斯，小中取大的締約理性設計，最終將會使得原初位置中

的締約者選擇差異原則；然而，羅爾斯卻擔心，採取小中取大規則的理性

策略，卻可能在代間正義的思考上，產生相反的作用──在締約者都認知

到自己與其他締約者都屬於同一世代的前提下，締約者自利、互不關心的

理性特徵，以及小中取大策略的運用，將很可能使得他們不會在代間問題

的處理上選擇儲蓄原則： 

41

簡言之，由於羅爾斯預設了締約者都屬於同一世代，而在締約者是只對自

己的利益有興趣之有限度自利個體的前提下，羅爾斯認為，即便在原初位

置中，締約者也將為了自己的利益而選擇不為後代儲蓄。那麼，羅爾斯該

 

39 同上註。 

40 TJ, p.140., rev., p.121. 

41 TJ, p.140., rev., 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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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決這個因「當下進入」的時間點解釋所造成的另一項推論代間正義

原則的困難？ 

羅爾斯指出，如果只是為了解決這個問題，那麼他大可直接設定締約

者有為後代儲蓄的責任或義務。不過，考慮到不使「正義即公平」的分配

觀點承受過多前提預設的負擔，羅爾斯也不願意透過直接規定締約者所應

擔負的責任與義務（例如，規定締約者負有照顧下一代的責任），來解決

這個問題： 

42

因此，為了解決這個難題，羅爾斯在關於締約者理性的描述上加入一個關

切下一代的動機假定（motivation assumption），並採取了一種家族模式的

解釋，用以說明這項動機假定： 

heads of 

families 43

這項假定使得代與代之間的人們呈現出某種家族義務的關連：締約者作為

一家之長（heads of families）的預設，蘊含著締約者對於自己的家族後代

 

42 TJ, p.128., rev., p.111. 

43 TJ, p.128., rev., p.111. 在新舊版本的對照中，羅爾斯在新版《正義論》中刪去了原本呈現

在舊版中的一段文字：「［締約的］各方被視為代表著各個家族世襲延續（continuing lines）
的權利主張，或者說，具延續性的各道德人或各機構的代理人。他們無須去考慮這種道德人

和機構能夠維持多久，這善意至少可以擴及兩代。時間鄰接階段上的代表有著重疊的利益。」

而在新版《正義論》中，羅爾斯只說明當代關切的是「最直接後代」的利益。關於這部份的

討論，詳見後文。 



98  ．論代間正義：一個羅爾斯式的觀點． 

 

                                               

具有一種來自人類本性的關切，亦即，促進下一代幸福的願望動機。如此

一來，締約者在原初位置中選擇儲蓄原則的理論基礎也就奠立了：由於締

約者身為一家之長的身分，具有為其後代謀福利的動機，因此，找到一種

為後代積累各種形式的資本、財富的原則，也就成為他們在原初位置中很

自然地被驅使去做的一件事。 

至此，羅爾斯終於完成了他有關無知之幕的設計，而可以真正進行有

關正義儲蓄原則的推論：在無知之幕的遮蔽下，締約者在原初位置中並不

知道他們自己是屬於哪一代，亦即，不知道自己所身處的社會是來到哪一

個文明發展的階段──他們不知道這個社會是富有的還是貧窮的、是農業

社會還是已經邁入工業社會等等。不過，由於他們具有一家之長的身分，

並且擁有為其後代謀求福利的動機，因此，他們會選擇一種正義的儲蓄原

則，為後代進行各種形式的資本積累。如此一來，締約者作為人類歷史進

程中的其中一代，一方面承繼了來自上一代儲蓄資本的成果作為文明水準

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也持續望下積累，為下一代儲蓄發展社會的資本。

在社會發展的歷程上，就其連續性而言也許不能做明確的分割，然而在代

際之間，每一代都承接來自上一代的關注，同時也關懷著下一代。羅爾斯

這樣總結他的推論成果： 

well-being

44

 

44 TJ, pp.128-29. 這段話在新版的《正義論》中被刪去，將一併於後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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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言之，為了處理代間正義的問題，羅爾斯在無知之幕與原初位置的

理論程序設計上，強化了一項基本設定，以及做了一個重要的調整。所謂

的基本設定，是指有關締約者進入原初位置的時間點解釋：為了維持最初

設計原初位置的理論精神，羅爾斯主張應將進入原初位置的各個締約者，

限制為同一世代背景的人們，並把締約者進入原初位置的時間點，設定為

隨時都可進入；而所謂重要的調整，則是為了維持當下進入的時間點解

釋、避開小中取大規則的理性策略所帶來的不可測後果，羅爾斯加入了一

項有關締約者動機的假定，並以家族模式解釋締約者具有為其後代謀福利

的動機。然而，也正是在這關於締約者理性與身分的理論假定調整上，羅

爾斯遭受到 English 與 de-Shalit 等諸多論者的批評與質疑，乃至於整個理

論的前提設置受到不可忽視的挑戰。其中，最重要的問難，莫過於締約者

理性的不一致：羅爾斯為代間關係所設計關切後代的動機假定，是否與原

初位置中締約者是互不關心、自利的理性特徵相衝突？以及，為解釋代間

關係而衍生的家族模式，是否又會帶來原初位置中的締約者其實是具有特

定價值觀（例如家庭）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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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論羅爾斯之社會作為一世代相繼的  

公平合作體系 

   

1.  

羅爾斯的學生 Jane English，曾就《正義論》中關於正義儲蓄原則的

論證理據問題，提出關鍵性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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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nglish 認為，羅爾斯關於締約者為「同時代人」（contemporaries）的設定、

進而在締約者進入原初位置的時機上採取「當下進入」的解釋（present time 

of entry interpretation），使得羅爾斯在代間問題的處理上，只能考慮以「上

一代為下一代儲蓄」的模式加以解決。同時，由於原初位置中的締約者皆

為同一代的人，在選擇社會分配原則時，締約者並沒有理由去處理締約者

以外──即，與其他世代之間的利益分配問題，而這使得羅爾斯必須預設

締約者具有關切下一代的動機。然而，這項動機的假定，卻是與羅爾斯的

本意相違背的： 

2

English認為，羅爾斯所提示關切後代的動機假定，其實陷入了自己原本想

要避開關於仁愛欲望（benevolent desires）的討論。羅爾斯原本認為，無

知之幕與互不關心的締約者理性兩者的結合，同樣也能達成以仁愛原則為

出發點所能達成的目的，同時更能避開仁愛原則所包含的複雜性； 3 然

而，當羅爾斯將關切下一代的動機加入締約者的理性之後，隨之而來的問

題便是：我們關切下一代的動機強度如何？我們將關切下一代到什麼程

 

1 Jane English, “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 in John Rawls-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hers Volume II: Principles of Justice I(N.Y: Routledge, 2003), p.355. (Source: 
Philosophical Studies 31: 91-104.) 

2 Ibid., p.357. 

3 TJ, pp.148-49., rev., pp.1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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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而這個問題，除了正是羅爾斯所想避開的之外，同時也將使得羅爾斯

陷入締約者理性自相矛盾的困境：締約者既是互不關心的自利個體，卻又

具有關切他人（後代）的動機。 

另一方面，羅爾斯為解釋關切後代的動機假定所提出的家庭模式解

釋，同樣也成為理論假定的負擔。English認為，關切後代的動機強度與程

度問題，將使得締約者必須面對家族之內的另一層分配正義的問題；4 而

de-Shalit也指出，羅爾斯以家族模式來解釋代間正義的問題，恰恰與他自

認為關於善觀念的限定相矛盾，甚至抵觸了契約論者以「正義優先於其他

價值」的中心要義。5 要之，家族或家庭（family）的預設隱含了一種「美

滿人生」的個殊價值觀，而對於那些沒有後代或者不想要有後代的人，將

產生兩種關於人生的價值觀相左衝突的現象。然而，從羅爾斯所強調「正

義即公平」的社會正義觀點來看，這些價值觀的衝突是不應該出現的──

或者說，對於要求公平的契約論者而言，一個社會之所以是正義的，並不

在於這個社會的終極目的符合大家的期望，而是這個社會並不要求人們進

一步選擇特定的人生觀或者人生目標。6

de-Shalit進一步指出，如果正義二原則未必要透過這項動機假定才能

得出，那麼這項動機的假定就顯得多餘；而如果正義二原則必須透過這項

動機假定才能得到締約者的青睞，那麼這顯示正義二原則的證立已經隱含

某種特殊的價值觀點──即，締約者本身就被設定擁有關於家庭的價值

 

4 Jane English, op. cit., pp.358-59. 

5 羅爾斯自認，在他的理論中，「對於各方的善觀念，我除了把它們假定為理性的長期計畫

外，並沒有作任何限制性的假定。」TJ, p.129., rev., p.111. 關於de-Shalit的評論，參見Avner 
de-Shalit, Why Posterity Matters –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Future Generations(N. Y.: 
Routledge, 1995), p.104. 本書以下簡稱Posterity。 

6 Posterity, 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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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如此一來，羅爾斯想要透過動機的假定來避開責任義務的預設嘗試顯

然是失敗的：家庭的價值觀已然先預設於無知之幕之後，締約者在一開始

就被設定為對第三人（即後代）負有責任；隨之而來的問題是，為了與原

有代間正義觀點相融貫，羅爾斯可能必須再提出一套關於家庭的正義觀解

釋。7

要之，羅爾斯在儲蓄原則的理論假定上所遭受的批評與質疑，大致上

可整理為下列幾點：第一，羅爾斯為了在正義二原則中加入處理代間正義

的觀點，將締約者的身分從傳統契約論中獨立的個體，調整為家族代表或

家長；然而，締約者作為家族代表或家長的身分，仍需要進一步的說明與

釐清，而如何描述家族間的分配關係、以及相關動機的判斷，則成為羅爾

斯在思考進一步解釋正義觀點時的困難。第二，關切後代的動機假定，使

得原初位置中的締約者，在自利、互不關心與關切他人的理性特徵上，呈

現自我矛盾的現象，甚至成為「正義即公平」觀點的理論負擔。第三，設

定締約者關切後代的動機，將引發「正義即公平」觀點是否必須處理關於

家庭價值觀的疑慮：現實中的世人未必要擁有關於家庭的個殊價值觀，也

並非每個人都會有關切下一代的動機，因此透過這項假定所得出的正義原

則，未必能適用於現實。 

關於上述的困難，English 認為，主因在於羅爾斯關於締約者「當下

進入」的同時代人解釋。由於羅爾斯採取契約論的進路，在締約情境上的

設計並不能使各個世代的人一同參與締約、共同決定社會分配原則，因此

對羅爾斯而言，較為合理的設定，是將原初位置中的各個締約者，都視為

是同時代的人；然而如此一來，在處理代間正義的面向上，就會產生「締

 

7 Posterity, pp.1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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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者如何思考並未參與締約的第三人利益」的問題，進而衍生「動機假定」

與「家族模式」的解釋困境。English 認為，如果取消締約者「當下進入」

的同時代人預設，使得各時代的人都能進入原初位置參與締約，那麼，世

代之間的公平分配原則，也就不必透過關切後代的動機假定或家族模式的

解釋才獲得，而可以直接透過差異原則，達到與儲蓄原則相同的目的。同

時，English 也微調修正了羅爾斯上一代關切下一代的假定，提議將上一

代對下一代的期盼，改為下一代對上一代的要求： 

8

2.  

羅爾斯在一定程度上接受了English的批評與建議。9 在一九九三年出

版的《政治自由主義》中，羅爾斯就儲蓄原則的推論問題提出了進一步的

說明： 

 

8 Jane English, op. cit., p.361. 

9 除了English之外，羅爾斯也自承，此項有關儲蓄原則論證理據之變動，是接受了Tomas Negal
與Derek Parfit的建議而更改。See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N. 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74, n.12. 本書以下簡稱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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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而在一九九九年《正義論》修訂版，以及二○○一年的《正義即公平：正

義新論》中，羅爾斯也將關於儲蓄原則的理論假定，修正為： 

11

12

與一九七一年版的《正義論》對比相較，羅爾斯十分堅持締約者「當下進

入」的時間點解釋而不予更動；不同的地方在於，羅爾斯原先在一九七一

年《正義論》中關於代間正義的解釋，是採取家族模式的動機假定，而在

《政治自由主義》、《正義論》修正版與《正義即公平：正義新論》中，則

 

10 PL, p.274. 

11 rev., p.111. 事實上，羅爾斯在新版《正義論》中刪去了下段有關家族模式的動機假定描述：

「…只有第一代的人才沒有獲益，因為雖然他們開始了整個積累過程，但他們並沒有分享到

他們儲蓄的成果。無論如何，既然我們假定了某一代人所關心的是他們的直接後代，如同父

親關心自己的兒子一般，那麼，正義的儲蓄原則，或更確切地說，對這種原則的某些限制，

可能會得到承認。」TJ, p.288. 

12 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60. 本書

以下簡稱Re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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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增加了「希望前代也承諾遵守儲蓄原則」的描述。羅爾斯認為，這項描

述並不影響動機的假定，也保留了當下進入的解釋，但卻解消了動機假定

責任預設的相關困難。13 只是，羅爾斯真的成功地化解了關於動機假定的

疑慮了嗎？ 

仔細檢視，羅爾斯並沒有說明，為什麼締約者會希望前代也遵循他們

所遵循的儲蓄原則。然而，如果我們將這項「要求前代也遵循儲蓄原則」

的解釋，放進無知之幕中與締約者的其他特徵一起考量，我們可以發現，

在這項要求的背後，羅爾斯恰恰可讓締約者仍舊採取理性的選擇策略─亦

即，小中取大的規則─以選擇正義的儲蓄原則。要之，羅爾斯所增加之對

前代要求的解釋、以及保留對後代期望的預設，主要呈現出一種世代相繼

的觀點，即：原初位置中的締約者，意識到自己是世代交替中的其中一代。

據此，我們事實上可以為羅爾斯進一步提出，關於原初位置中締約者如何

選擇儲蓄原則的解釋：在原初位置中，由於締約者為無知之幕所遮蔽，並

不知道自己切身的相關知識，包括不知道自己是處於哪個世代、文明發展

水準為何、自身所擁有的經濟與社會條件、體能與智能等等。然而，由於

意識到自己是相繼世代中的其中一代，基於擁有關於自己長期人生計劃的

理性──亦即，對自身發展的理性期待，締約者將希望能有適當的資源以

供發展－而這大部分仰賴上一代的投資或者儲蓄－在不知道自身所處世

代、以及避免在某一代就將資源消耗殆盡的前提下，締約者將基於小中取

大規則，同意一種正義的儲蓄原則，一方面確保自己能擁有適當的發展資

源，一方面也可合理地為後代進行各種形式的儲蓄。 

整體而言，羅爾斯也許可以擱置以家族模式來解釋儲蓄原則的證立，

 

13 PL, p.274, 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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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設定締約者意識到自己在世代交替中承上啟下的地位，在不須加入其

他動機假定的前提下，仍可以以小中取大的理性選擇策略而得到正義儲蓄

原則的結論。據此，羅爾斯未必要放棄原初位置同時代人的「當下進入」

解釋；相反地，羅爾斯還得要堅持當下進入的時間點解釋。要之，若是取

消同時代人的預設，放棄當下進入的解釋，那麼原初位置中的締約者，可

能必須面臨將個人關於家族或家庭的個殊價值觀，併入對社會分配原則的

複雜思考，而此舉不僅替「正義即公平」的分配觀點增添公平性上的變數，

在「各時代的人們一起進入原初位置共同選擇分配原則」的締約情境描述

上，亦即，父輩、子輩甚至祖輩共同締定分配原則的締約情境，也與現實

不符。相反地，正是在確認締約者皆為同時代人的前提上，「正義即公平」

的分配觀點恰恰能將家族或家庭的個殊價值觀，排除在社會分配觀點之

外，以避免不必要的干擾。 

綜言之，羅爾斯後期有關正義儲蓄原則之證立理據的修正，確實較原

先的家族模式動機假定要來得簡單而合理──小中取大規則的選擇策

略，未必會如羅爾斯所憂慮那般，將使得締約者因自利的因素而選擇不為

後代儲蓄；相反地，基於有限自利的立場，原初位置中的締約者在意識到

自己是處於世代相繼中的其中一代，而發展人生計劃所需的資源主要來自

上一代的積累、儲蓄，以及在避免對下一代進行過多的儲蓄而影響到自己

人生計劃的思考下，反而極可能基於小中取大的理性策略而選擇一組合理

的儲蓄原則。羅爾斯此處的調整，恰可使得正義的儲蓄原則在原初位置中

的證立理據，與差異原則的證立理據相一致。 

儘管如此，我們畢竟尚未窺見羅爾斯有關代間正義觀點的全貌。要

之，羅爾斯事實上透過所謂「淨儲蓄率」（net savings rate）的談論而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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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展區分為兩個階段，即，需要淨儲蓄率的積累階段、以及不再需要淨

儲蓄率的穩定階段；而將「正義」的儲蓄原則視為是「一種在兩代人之間、

為了實現與維護一個正義的社會而公平地分擔責任的協定」，14 並且指出： 

15

換言之，羅爾斯主張正義儲蓄原則的目的，原在於為了建立正義的社會體

制。那麼，令人感到困惑的是，當正義的社會體制完整地建立起來、人們

都擁有基本的自由權之後，這個正義的社會是否不再需要正義的儲蓄原

則？羅爾斯所謂「淨儲蓄率降至為零」，是什麼意思？而這些問題與羅爾

斯後期在述及「正義二原則」時，皆不再提及「正義的儲蓄原則」等相關

觀點，是否有所關連？對羅爾斯而言，儲蓄原則在整個社會正義理論中，

扮演的是什麼角色？而代間正義又佔據了其間什麼樣的位置？ 

 

14 TJ, p.289, rev., p.257. 

15 TJ, p.287, rev., p.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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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6

前述關於「前代為後代進行儲蓄」的觀點，主要與分配正義相關；特

別是對前代而言，除了同代之間的分配正義之外，儲蓄原則尚且要求前代

必須與後代進行某種程度的分配。因此，要回應前述「淨儲蓄率降至為

零」、正義二原則的前後期不同表述等相關問題，我們必須先回到羅爾斯

據以主張正義觀點之社會契約理念的設計中，找尋羅爾斯設計正義理論的

基礎資源。 

就社會契約理論本身而言，初始狀態中的締約者所據以同意某組規範

行為與分配之公共原則的理由，不僅在一定程度上決定了這個契約論的理

論性格，同時也影響了該契約理論所呈現出的正義觀點。例如，在霍布斯

的設想中，自然狀態中的人們基本上將會在「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外在

環境因素下，為了自保、基於自利的主要理由而願意放棄自己所擁有的所

有權力，將權力交給一絕對主權者，據以進入公民社會的狀態；而洛克則

是認為，儘管每個人都有處置其自身及財產之無可限制的自由，但在遭遇

利益衝突或外來侵犯時，為求公平、避免個人執法落入唯心的爭議，人們

將會同意把裁決衝突與對抗侵犯的權力交給一公眾的政府，由這個政府成

 

16 以社會合作「所得」、「盈餘」（surplus）等字眼（概念）作為討論社會利益分配原則的分

配對象，主要來自羅爾斯一開始所設定之社會合作的目的：「社會合作使得所有的人們可能

過著比各自獨力要來得好的生活」。TJ, p.7; rev., p.6. 為了使討論聚焦與行文方便，本文在提

及有關「社會利益分配問題」之相關字眼時，若無另外強調，並不特別區分，指的是各種社

會合作所得或者社會合作的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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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仲裁者，穩定、有效、獨立、平等地對待社會中的每個人。17 循此思路，

我們似乎也可以為羅爾斯設想幾種締約者可能接受「以正義第二原則作為

主導社會利益分配之基本原則」的理由：例如，人們可能基於各自的利益

而同意該組分配原則；或者，人們也可能是基於對公平的要求而同意該組

分配原則。那麼，在羅爾斯的構思下，以追求社會正義為前提的締約者，

最終將基於何種主要理由而可能接受正義第二原則呢？ 

在理想的狀態下，一組分配社會共同利益的原則，最好是既能滿足人

們各自的利益、又能兼顧公平性的普遍要求。然而，如果我們接著追問：

「在一個社會中，尋求一種既基於各自利益又公平的分配方式是否可能」

時，我們可能會面臨這樣的反思：「基於各自利益」的意義也許不難理解

──在一般的意義底下，人們總是會竭盡所能地、設法透過自己所擁有的

條件去爭取各種利益，同時，如羅爾斯所言，為了達成自己的人生目標，

人們也都願意自己獲得較多的利益分配份額；然而，所謂「公平的分配」

意味著什麼？或者，「公平」的判準或依據又可能是什麼？這項反思很自

然地將我們導向另一個問題：「那麼，社會中的人們憑藉著什麼而要求分

配？」或者：「社會中的人們要求分配的正當性基礎為何？」而這個問題，

則是使得探究焦點回到「社會」本身，亦即：關於「人們究竟是為了什麼

而共同結成一個社會、或者參與一個社會的運作」的問題。 

其實，羅爾斯在建構社會正義理論之初，便已針對這個問題給出了答

案，即：「社會的最根本理念是作為一世代相繼之公平的合作體系」；18 而

 

17 See Thomas Hobbes, Leviatha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John Locke, 
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Oxford: Blackwell, 1976). 

18 Restatement, p.5. 羅爾斯文中所提及之「針對社會之基本理念，也可參考TJ, p.4」，即本文

前註 2 所引段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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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第二原則的安排，也正針對社會合作而來： 

［

19

簡言之，羅爾斯為我們指出：人們組成社會的目的，主要在於希望能獲得

透過社會合作所產生的利益。據此而言，我們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答案，以

回應前述「分配正當性」的提問：人們之所以要求分配，主要在於人們進

行了社會合作、為社會合作所產生的附加價值或盈餘做出了貢獻；換言

之，人們要求分配此合作所得的正當性，正在於人們參與了社會合作並有

所貢獻。如此一來，關於「人們該如何公平地分配社會合作所得」這個問

題，我們似乎也有了回應的依據─在暫時不考慮其他諸如慈善動機或理性

計算等因素影響的前提下─我們可以進一步推論：由於人們對於社會合作

所得各自做出了貢獻，為求公平起見，有關分配社會合作所得的原則與方

式，應視人們對於社會合作做出了什麼樣的貢獻、做出了多少貢獻而定。 

乍看之下，關於人們據以同意社會分配正義原則的理由問題，似乎就

此獲得解決：在一個社會中，人們為了獲得共同合作所增加的利益而致力

於社會合作，並因而取得分配此合作所得的正當性；而所謂公平的分配，

則是依各人對於社會合作所得的貢獻多寡而定。然而，如果我們就此全盤

地接受了前述的答案與相關分配原則的安排，那麼，我們馬上就會面臨一

個難以回應的詰難：這種單薄的、素樸的、以社會貢獻為基準的社會分配

原則，是否就是我們理想中所要的社會分配正義？換言之，此分配原則是

否真的符合「既基於各自的利益、又兼顧公平性」的要求？就本文論題而

 

19 TJ, p.11; rev., p.10. 



．第五章  論羅爾斯之社會作為一世代相繼的公平合作體系．  113 

 

言，這是否符合羅爾斯差異原則之「對最弱勢者最有利」的要旨？對於那

些現實社會中的弱勢者而言，這樣的分配方式真的有利、真的公平嗎？ 

顯然，我們很難以肯定的語氣回答此問題──直覺上我們會認為，社

會中的弱勢者應該受到較常人更多的照顧，而一個真正強調正義的社會，

也不應忽視這些弱勢者的基本需求。然而，若人們僅單純地以貢獻作為分

配原則的基準，而忽略了其他如階級身份或社會地位的高低、財富多寡或

天賦能力的強弱等社會優劣勢因素對於社會合作與分配的影響作用，那麼

僅以貢獻為分配基準的原則，將會使得社會優勢者透過自身所擁有的優勢

條件，快速且大量地累積社會合作所得，而弱勢者則將因此處於一種「對

社會貢獻少─獲得的分配少─對社會貢獻更少」的惡性循環中，甚至逐漸

失去獲得社會資源的可能性。很明顯地，這並不是羅爾斯所能接受的分配

正義──差異原則所要求的分配正義，恰恰是「社會與經濟的不平等安排

要對最弱勢者最有利」，而單純以社會貢獻為基準的分配原則，卻無法呈

現此一正義觀點。那麼，人們在什麼情況下、基於什麼理由會同意：一個

社會的社經基本制度設計，應對最弱勢者最有利呢？又，差異原則是否符

合前述理想中「既能滿足人們各自的利益、又能兼顧公平性要求」的社會

分配原則？ 

事實上，此一提問的核心關懷，正是以社會契約理論形塑社會正義觀

點的羅爾斯所十分重視的一個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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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羅爾斯注意到了存在於社會合作體系中、其他可能影響社會合作與社會分

配之締約要素，特別是因此而造成的所謂「議價優勢」（bargaining 

advantages）。對羅爾斯而言，在人們之間既有之議價條件的分布─包括人

們所擁有之社會資源的多寡、自然天賦的高低等─其實是一種偶然的運

氣，嚴格來說是不公平的；而如果社會分配原則僅是依據人們的社會貢獻

─因而包括人們所擁有之不公平的社會資源與自然天賦對於社會所作的

貢獻─而決定的話，那麼，其分配結果也將是不公平的。換言之，在締定

社會運作基本原則時，人們對於自身所擁有之議價條件的瞭解，將很可能

影響社會運作基本原則的議定，使得這組原則最後可能落入「（只）對某

些擁有議價優勢者有利」的地步。因此，為了避免社會運作基本原則受到

這些議價條件的影響，在《正義論》中，羅爾斯以原初位置作為社會締約

之必要情境，透過無知之幕的設計，取消了締約者所可能擁有的議價優

勢，藉以確保每位締約者的締約地位彼此都是自由且平等的，而所締定出

的社會分配原則─即，差異原則─也是對每個人都公平的：在羅爾斯的論

證中，原初位置中的締約者，最終將會在「預期自己於撥開無知之幕後、

有可能成為社會中最弱勢者」的預期心理與理性地思考下，主要採取小中

 

20 TJ, p.136., rev., p.118. 

21 Restatement,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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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大規則的選擇策略，選擇以差異原則作為分配社會合作所得的原則。22

要之，差異原則所呈現出的「公平」分配觀點，迥異於前述僅以社會

貢獻為主要分配依據的「公平」觀點：概言之，僅以個人對於社會貢獻的

多寡為主要分配依據考量的「公平」，是某種投資報酬式的公平，即，每

個人皆依據其對社會貢獻多寡而獲得相對應程度的報酬；然而，羅爾斯透

過原初位置─以無知之幕遮蔽締約者之議價優勢，使得每位締約者的締約

地位都平等─所呈現出的公平觀點，顯然並非立基於個人對於社會貢獻的

多寡──這使得羅爾斯不僅必須解釋他所謂的「公平」意涵如何異於前

者，同時也必須說明此分配之「公平」不同於「報酬式之公平」的依據。

換言之，儘管羅爾斯已然透過原初位置的理論程序設計，證成締約者將選

擇以差異原則作為社會合作分配的依據，但羅爾斯還是得進一步找出，締

約者在揭開無知之幕後，仍願意接受以差異原則作為社會合作所得之分配

原則的理由：羅爾斯要面對的挑戰是，該如何說服那些具有社會優勢條件

的人們，同意一組看起來對他們並不利的分配原則？而，要求「對最弱勢

者最有利」的羅爾斯，最終會將差異原則的合理性與正當性奠基於何處？ 

2.   

羅爾斯以無知之幕取消締約者議價優勢之締約程序的設計，曾引發貝

里（Brian Barry）的靈感，而以「締定社會契約的締約者有無議價優勢」

為分水嶺，區分當代以締約意象形塑社會正義觀點的分配正義理論為兩大

類型：其一是「正義即互利」（justice as mutual advantage）的社會正義理

論，即，以「自利」（self interest）為正義的行為動機，並允許在契約內容

 

22 TJ, ch.3., PL, Lecture 1, §4., Restatemen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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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呈現某些締約者擁有較其他締約者優勢之議價條件的事實；另一則是

「正義即公正」（justice as impartiality）的社會正義理論，即，不以「每個

人都必須提出對自己有利的締約條件」為正義的必要條件，而可透過其他

動機取代，藉此將正義的要求與締約者所擁有的議價優劣勢區隔開來。23 

貝里認為，就此區分而言，羅爾斯「正義即公平」的社會正義理論應可歸

類於後者；24 然而，羅爾斯在論及「社會作為一公平的合作體系」之相關

理念時，曾委婉地指出，他關於整個社會合作的根本理念，既非是互利的

（mutual advantage），也不是公正的（impartial），而是一種介於兩者之間

的相互性（reciprocity）理念： 

6

1.1
25

 

23 Brian Barry, Theories of Justic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7-8. 

24 See Theories of Justice, p8. 事實上，貝里於此書第四章中介紹此兩種正義理論時曾指出，

包括休姆（David Hume）與羅爾斯的社會正義理論構成，其實都包含了自利（self interest）
與公正（impartial）兩種元素。詳見Theories of Justice, pp.148-49.  

25 PL, p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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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羅爾斯在陳述差異原則所呈現出的平等傾向時曾指出，差異原則不

僅體現了某種有關不平等之補償原則（principle of redress）的目的、提供

了人們對於博愛原則（principle of fraternity）的一種心理解釋，同時也包

含一種相互性的觀點（a conception of reciprocity）；26 而在解釋「正義」

與「公平」等政治性相關概念時，羅爾斯也曾說明： 

the concept of reciprocity 27

甚至，羅爾斯在《正義即公平》（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中進

一步說明差異原則與「將自然天賦視為共同資產」、道德應得等相關問題

時，也再次以公正理念與互利理念區劃出有關相互性理念的特質，並以此

作為其社會正義理論相異於其他社會正義觀點的主要表徵： 

28

 

26 TJ, §17, pp.100-108, rev., pp.86-93. 

27 John Rawls, “Justice as Reciprocity,” in Collected Papers, p.190.  

28 Restatement, pp.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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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下之意，相互性理念似乎在羅爾斯社會正義理論中扮演著一個極具代表

性的角色，並且很有可能是羅爾斯所試圖說服於（揭開無知之幕的）人們

據以接受差異原則、進行社會合作的主要理由之一。那麼，什麼是相互性

理念呢？ 

按照羅爾斯的理解─即，「公正的」（impartial）理念是一種利他主義

式的分配正義理念─那麼，相左於公正理念的相互性理念，指的便不是純

然利他的分配方式；換言之，相互性理念應是相對於利他之某種自利

（self-interest）的分配正義觀──亦即，類似羅爾斯所謂之「各人按其本

然地獲利」的互利理念。然而，羅爾斯明確地否認了這一點： 

mutual advantage

29

 

29 PL, p.17. 關於羅爾斯所謂「互利」（mutual advantage）的理念，由於一方面是作為羅爾斯

自原初位置證成其正義二原則的主要設定之一（與締約者的理性有關），另一方面又與社會

所呈現出之相互性（reciprocity）相區隔，因此，在概念上必須作進一步的釐清。此概念雖

以強調「各人按其本然地獲利」而與利他主義觀點相區隔，卻也不同於毫不顧及他人、甚至

可以透過剝削他人來增進自己利益的純粹利己（egoism）概念。要之，羅爾斯關於「互利」

真正的意思，可以由羅爾斯對締約者的兩種描述推敲而得。其一是：「理性且相互自利的締

約者」（rational and mutually self-interested parties），出現在羅爾斯於 1971 年所發表的〈正義

即相互性〉中，有關締約者的描述：「The conception at which we have arrived is that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may be thought of as associated with the concept of justice in virtu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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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爾斯認為，若人們堅守著某種自利（self interest）的立場，那麼這些人

─特別是那些擁有社會優勢地位的人們─將會很難接受由差異原則所帶

來的某些利益上的損失，進而也無法接受差異原則作為分配社會利益的判

準。然而，另一方面，羅爾斯在《正義論》中論及差異原則所呈現出的平

等傾向時，卻也提到： 

a conception of 

reciprocity a principle of mutual 

benefit 30

 

possibility of their being derived once the constraint of having a morality are imposed upon 
rational and mutually self-nterested parties who are related and situated in a special way.」 
John Rawls, “Justice as Reciprocity,” in Samuel Freeman (ed.), John Rawls: Collected Papers, 
p.214. 另一則是「理性且互不關心的締約者」（ parties … as rational and mutually 
disinterested），出現在TJ中：「One feature of justice as fairness is to think of parties in the initial 
situation as rational and mutually interested.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parties are egoists, 
that is, indviduals with only cetain kinds of interests, say in wealth, prestige, and domination. But 
they are conceived as not taking an interest in one another’s interests.」TJ, p.13, rev., p.12. 綜前所

述，羅爾斯所謂的「互利」，其實應該拆成兩個理念來理解，即，相互的（mutual）與利益

（advantage）：其中的「相互」，指的是「共同參與社會合作」這件事；而利益則是締約者自

身所欲自社會合作中獲取之利益。換言之，「互利」是一種「參與者在合作情境中只關心自

己的獲利」的理念，此理念表達出參與者參與社會合作的主要目的與所持的基本態度：社會

參與者之所以參與社會合作，是基於「與他人合作可以創造、獲得比獨力生活更多的利益」

的理由，參與者主要是為了獲得這些利益而參與社會合作的；除此之外，參與者並不考慮其

他參與者的利益是否有所增進或減損，也不考慮以剝削他人的利益來作為增進自己利益的手

段。 

30 TJ, p.102, rev., p.88. 仔細檢視，羅爾斯在看似矛盾的兩段話中，使用了兩個不同的字眼，

即，mutual advantage 與 mutual benefit。這兩個詞在中文翻譯上一般皆可譯為「互利」或「互

益」，而日常使用也通常不作區分；但嚴格說來，advantage 跟 benefit這兩個字在語感上仍

有極細微的區別：advantage具有抽象的、「優勢地位」的意思，而benefit則有指涉實質收益

的意涵，因此在使用場合上，advantage稍具「套利」性、功利性或優劣的比較性，而benefit
則較advantage適合用於偏向慈善方面如義賣義演所得、津貼、救助金等的描述。從兩版《正

義論》的相關字眼使用上看來，我認為羅爾斯應是特意區分對advantage與benefit的使用，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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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羅爾斯一方面指稱，相互性理念是差異原則所表現出來的一種介於

公正性理念與互利性理念之間的社會合作理念，另一方面，當羅爾斯在進

一步刻劃此理念時，卻有自相矛盾之虞──有時相互性理念是互益原則、

有時則非互利理念。那麼，羅爾斯所謂的相互性理念，其真正的內涵究竟

是什麼？ 

我們有兩種方向可以探究羅爾斯真正的意思。依羅爾斯，相互性既是

介於公正性理念與互利性理念之間，那麼相互性理念便有可能是包含了某

些構成公正性理念與互利性理念的基本元素；或者，排除了居於兩端的公

正性理念與互利性理念，相互性可能是一種「既不公正也不互利」的理念。

然而，我們似乎無法合理地說明一種「既不公正（利他）又不互利（自利）」

的社會利益分配方式──這即便不是無法想像的，也很可能是某種具有

「傷害」性質、不太可能為社會所接受的分配理念；換言之，相互性理念

極有可能不是「既不公正也不互利」的分配理念。那麼，接下來的問題便

是：相互性理念會是一種包含著公正性與互利性相關要素的理念嗎？如果

是，相互性理念究竟表現了哪些分配觀點的特質？ 

要進一步回應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對於羅爾斯關於「社會」的基本想

法有一個整體性的了解。要之，羅爾斯關於「社會作為一公平的合作體系」

 

由主要有三：其一，羅爾斯在《正義論》第十七節中論及差異原則所呈現出的平等傾向時，

不只一次地將互益（mutual benefit）或互益性判準（criteron of mutual benefit）較正面地使用

在差異原則所呈現的平等觀點上、而總是較負面地提到與使用advantage；其二，在新版的《正

義論》中，羅爾斯雖小幅修正了關於差異原則所呈現之相互性觀點的說明與某些字眼的精確

化，但卻並未更動關於這組字眼的使用；其三，在《正義即公平》中論及「自由和平等的人

的理念」時，羅爾斯也提到，「人們具有一些必要的能力，不僅使其能夠終身從事互益的社

會合作……」其中，羅爾斯使用的是mutual benefical social cooperation。為求行文便於區分，

我將mutual advantage 譯為「互利」，而將mutual benefit譯為「互益」。參見TJ, pp.100-105, rev., 
pp.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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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理念，基本上包含了三項主要的本質特徵： 

1 social cooperation

merely socially coordinated activity

 

2

specify

reciprocity mutuality

 

3

rational advantage good

31

 

31 羅爾斯分別在PL與Restatement中，都述及此三項社會合作體系的本質特徵，主要內容大

致相同。其中略有更動的是，在Restatement中，羅爾斯小幅刪減了第二項本質特徵的後段說

明（主要是與分配正義如何世代相繼的問題有關，本文第二節會進一步探討這一點），並以

mutuality來解釋、替換reciprocity。雖然內容稍有更動，但其中要義幾無差異，為引述清晰簡

潔，本引文以Restatmenet的表述為主，而有關羅爾斯所刪去之代間相互性部份，則預後討論。

See PL, p.16., Restatement,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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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羅爾斯關於社會的基本理念，主要在於人們的共同合作：人們透

過由公眾（包括人們自己）所承認之規則與程序而合作、人們是基於合理

（reasonable）的合作條件而合作、以及人們是為了自己所認同的利益或

價值而合作。在這三項根本理念之中，羅爾斯特意區分了兩個關於理性的

概念：一是「理性的」（rational），另一則是「合理的」或「講理的」

（reasonable）；而對這組理性概念的區分，也就成為羅爾斯所主張：人們

之所以願意承認一組規範人們行為並據以進行合作的規則之依據、以及據

以展現相互性理念所包含之與公正理念及互利理念相關要素的重要關鍵。 

要之，對羅爾斯而言，「合理的」與「理性的」是一組互補的根本理

念。羅爾斯以「人們平等地從事一項合作」為例說明：在彼此合作的過程

中，人們樂於由彼此提出一組公平的合作規則或條款讓大家共同遵守，而

人們也彼此樂於承認這些條款。其中，所謂「合理的」人們，指的不僅是

那些「提出為公眾所認為是公平的合作條款」的人們，同時還是那些「自

己有可能因而犧牲某些利益、但預期其他人也同樣承諾履行公平的合作條

款、而仍願意承認並遵守這些公平條款」的人們。相對的，若有人不願意

依上述原則處事，或者是有人在這些合作條款可被預期為其他人所合理接

受的前提下、卻不準備承諾履行這些合作條款，那麼這些行為便是「不合

理的」（unreasonable）；而如果一個人僅僅只是假裝承諾履行這些合作條

款，卻準備在條件許可時，便違背這些條款以取得自己的利益，那麼這種

情況比「不合理」還糟。另一方面，羅爾斯卻也據此指出，前述的情況雖

然是不合理的，但未必是不「理性的」（rational）：例如，擁有優勢條件的

人們想要利用他們本身的優勢取得更多的利益，這是一種「理性的」思考。

可以這麼說：在日常生活中，某些人基於優勢的議價條件所提出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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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理性的」的行為，但未必是「合理的」。32

透過羅爾斯所舉的例說，我們可以理解羅爾斯對於「理性的」和「合

理的」的定義：「合理的」意味著包含一種平等的、公平的、道德感的道

德觀念，但「理性的」卻沒有這個道德面向。33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所謂

「相互性理念介於公正性理念與互利性理念之間」的真正意涵，正是羅爾

斯所再三刻劃強調之：「有時候，人們也應該接受這些條件」、以及「自己

有可能因而犧牲某些利益、但預期其他人也同樣承諾履行公平的合作條

款、而仍願意承認並遵守這些公平條款」等關於「合理」觀點的解釋。與

羅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中所指稱之「相互性理念不是那種互利（mutual 

advantage）的理念」等語相對照，這些話顯然是針對那些居於優勢的社會

合作參與者而發；而這也是羅爾斯所認為，那些居社會優勢的締約者在揭

開無知之幕之後，仍願意接受差異原則之重要的「互益」（mutual benefit）

理由： 

the more advantaged

well-being

scheme

 

32 Restatement, pp.6-7. 此外，羅爾斯對此二概念的區分，亦可見於PL, pp.48-54. 

33 Restatement,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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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ghted mean
34  

據而，我們可以理解羅爾斯的真正意思：社會合作作為每個人獲得美滿人

生的必要條件，可視為是「互利」（mutual advantage）意義的部份展現，

並且是羅爾斯所謂之「互益」（mutual benefit）原則的基礎；而社會優勢

者在普遍的觀點下，基於「沒有人有權優先獲利」的前提，而願意同意以

差異原則作為社會合作所得之分配依據，則是展現了所謂的「公正」

（impartial）理念。同時，我們也可以理解，相互性理念並非羅爾斯在原

初位置中據以證成差異原則的理據；恰恰相反地，相互性理念是羅爾斯試

圖說服於我們的、一個願意接受差異原則作為分配原則的社會所將會呈現

出的一種公民關係：即，在一個立憲民主的社會中，自由的人們彼此之間

平等互動、合作的關係。 

綜前所述，所謂的相互性理念，指的原是一種「按照公眾承認的、合

理的規則與標準，以克盡本分、獲取理性利益」的理念；而羅爾斯關於「理

性的」和「合理的」兩個概念的區分與使用，恰恰勾勒出一幅呈現出相互

性理念的社會合作圖像：由每一位擁有理性之價值觀點之自由、平等的社

會合作參與者，以自我所認同、理性追求的價值觀點為接受行為規範之基

 

34 rev.88. 羅爾斯這段話出現在新版的《正義論》中，而修正自舊版《正義論》：「對於那些受

惠較多（the more favored）的人，有什麼理由可以說服他們［接受差異原則］呢？首先，每

個人的福祉（well-being）都依賴於一個社會合作的規制（scheme），沒有這個規制，那麼任

何人都不會擁有美滿的生活。其次，只要這個規制的［合作］條件是合理的，我們就能要求

（ask for）每個人自願合作。因此，在某種可實現所有人之價值（good）的協議作為一必要

條件之下，差異原則似乎就成了那些擁有較好天賦、或者在社會環境中運氣較好的人們，期

待於與他人共同合作的一種合理的基礎。」TJ, p.103. 事實上，從修正前後的語氣可以看出，

羅爾斯雖然弱化了這段話之於差異原則的論證強度，但修正後的文意卻使得羅爾斯所企圖說

明的理據更加清楚：即，羅爾斯有關「沒有人有權優先獲利」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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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共同承認並遵守一組他人也願意承認之合理的、規範調節每一位參與

者的行動與獲益的原則，以成就社會合作的公平體系。事實上，對這組理

性概念的描述與運用，也使得「相互性理念」在羅爾斯後期的理論發展中，

進一步成為一項衡定各種社會正義之基本原則或公共理性（public reason）

的「相互性判準」（criterion of reciprocity）： 

35

reasonable rational 36

而最後，羅爾斯則是將「相互性判準」的最終依據，奠基在人們所擁有之

「平等自由權」之上： 

37

 

35 John Rawls, Law of People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4. 本書以

下簡稱LP。中文譯本參見李國維等譯，《萬民法》（台北：聯經，2005 年）。亦可見John Rawls,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ted,” in LP, pp.136-37.  

36 LP, p.141. 

37 LP, 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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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基本自由，也就是羅爾斯正義二原則中的第一原則「平等自由權原則」

所要保障的基本自由。 

綜言之，羅爾斯之論社會正義觀點，主要以締約意象勾勒社會合作的

圖像，再自社會合作對於公平性的要求，索得正義二原則的具體內涵，並

以人們所擁有之「基本自由」，作為判斷社會正義基本原則之最終判準，

以此呈現出相互性理念，並作為此二原則為人們所接受的檢證基礎。然

而，在這個具相互性的公平合作體系中，我們尚未談及「世代相繼」、也

尚未回應前述「淨儲蓄率」的相關問題。雖然羅爾斯在《正義新論》中述

及社會基本理念時開宗明義便指出：「社會不僅是一個公平的合作體系，

同時也是個世代相繼的合作體系」，38 然而，綜觀羅爾斯關於相互性理念

的陳述，我們似乎找不到這個合作的社會體系如何得以「相互地」「世代

相繼」。特別是在羅爾斯關於社會之三項根本理念的主角─承認規則的人

們、講理且具相互性理念的人們、以及擁有理性利益與價值觀點的人們─

不僅未包括後代或未來世代，甚至連對於這些特徵的描述，也並未觸及到

世代之間相關的正義問題。那麼，羅爾斯自締約意象出發、建構「社會作

為一世代相繼之公平的合作體系」的社會正義理論，是呈現當代與後代共

同合作、共同承認規則與程序、共享相同的利益或價值理念的呢？換言

之，「正義即公平」的政治性正義觀，該如何呈現代間的正義關係？ 

 

38 見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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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實上，如果我們對比羅爾斯談論相互性理念的核心概念、以及羅爾

斯後期論證儲蓄原則時所使用的概念，我們可以發現，羅爾斯已然重整了

差異原則與儲蓄原則的論證理據與合理性的條件，亦即，以相互性理念來

解釋代間的正義關係。 

要之，當羅爾斯對於締約者採取當下進入的時間點解釋、以及採用了

修正後的儲蓄原則論證理據時，羅爾斯其實也就完成了這項相互性理念在

儲蓄原則與代間正義上的應用：羅爾斯在說明相互性理念時，曾一再提

到：「有時候，人們也應該接受這些條件」、以及「自己有可能因而犧牲某

些利益、但預期其他人也同樣承諾履行公平的合作條款、而仍願意承認並

遵守這些公平條款」等觀點，以此說明差異原則具備相互性理念的特質，

以及為人們所接受的合理性；同樣的，羅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正義

即公平》與修正版的《正義論》中論及儲蓄原則理據的修正時，也再三指

出：「正確的原則是任何一世代（並因而是所有的世代）的成員都會採納

的原則，是作為他們希望先輩們都已經遵循而加以採納的原則，無論向後

（或向前）追溯多遠」，而這「寄望於時間距離上的他人也同樣遵守規則」

的期盼，正是相互性理念的代間正義運用。 

進一步言，羅爾斯的這項合理觀點，也正是他在勾勒締約者理性特質

時所指出的「正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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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nouncements
39

正是在這種「按規則行事」的欲望、以及預期其他人也有相似的欲望的前

提下，羅爾斯整合了差異原則與儲蓄原則作為代內正義與代間正義分配觀

點的理據。換言之，羅爾斯在分別陳述人們據以同意差異原則與儲蓄原則

的條件時，已然採取了同樣的立場，亦即，構成相互性理念中的合理

（reasonable）觀點，或者，所謂的正義感。 

儘管我們已然找出並整合了羅爾斯證成正義二原則與儲蓄原則的理

據，我們至今仍尚未解決羅爾斯前後期表述正義二原則的差異。因此，接

下來的問題便是：「將儲蓄率降至為零」是否意味著正義二原則不需要儲

蓄原則？ 

2.  

前文提及，羅爾斯曾指出，整個社會基本制度的設計是否能滿足正義

二原則的要求，在一定程度上取決於這個社會對於「社會最低受惠值」

（social minimum）的保障，而這項保障又與「當代人要在多大的程度上

尊重後代之要求」這個問題相關。40 扼言之，羅爾斯將每個社會應「尊重

後代要求」之程度，交給了該社會之最弱勢者來決定： 

 

39 TJ, p.46, rev., p.41. 事實上，Roger Paden也指出這一點。參見Roger Paden, “Reciproc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in Public Affairs Quarterly, vol. 10, No.3, July 1996, pp.249-66., 
p.259. 

40 TJ, p.285, rev., p.252.。關於「社會最低受惠值」的簡要解釋，可見本文第四章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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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亦即，社會中最弱勢者所能承受、以及願意為後代而承擔之資本積累量或

儲蓄率，便是該社會所應進行之正義的儲蓄、以及該社會所應尊重於後代

要求之正義的程度。依羅爾斯，由社會中最弱勢者來決定該為後代進行多

少儲蓄，呈現了一個完整的正義觀點：一方面，由社會中最弱勢者來決定

「社會最低受惠值」與「儲蓄率」兩者之間的比例，完全符合差異原則「對

最弱勢者最有利」的要求，而不至於違反差異原則的代內正義觀點；另一

方面，透過正義儲蓄原則的要求，羅爾斯也避開了將差異原則應用在代間

正義問題上所會產生的荒謬。簡言之，羅爾斯關於正義的儲蓄原則設計，

主要是與差異原則相輔相成、相互制衡。 

要之，差異原則的核心精神，固然是「社會與經濟的不平等安排，必

須對最弱勢者最有利」；然而，羅爾斯在《正義即公平》中兩度提及差異

原則、儲蓄原則與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時曾一再強調，要求經濟持續地成

長（continual economic growth）、以提高社會中最弱勢者對收入與財富的

期望至極大化，並不是一個合理的正義觀點（a reasonable conception of 

justice）。他指出： 

real saving

net 

 

41 TJ, p.285, rev., 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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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saving

 

18.3

John Stuart Mill

stationary state
42

羅爾斯一再要求我們不應該排除彌爾有關社會靜止狀態的觀點，並將此觀

點反應在「一個正義體制穩定鞏固的社會將要求淨儲蓄率降至為零」的說

明上；言下之意，羅爾斯似乎十分看重彌爾於此處的洞見。那麼，彌爾所

謂的「社會靜止狀態」（the stationary state），指的是什麼意思呢？而出現

在羅爾斯談論代間正義中的「正義的儲蓄原則」、「儲蓄率」、與「淨儲蓄

率」三者之間的關連又是什麼？ 

簡言之，彌爾之論社會的靜止狀態，主要相對於社會的進展（the 

progress of society）而言。彌爾指出，所謂的社會經濟發展，一般而言指

的是資本的發展、人口的發展、以及生產技術的發展。然而，彌爾也認為，

這些社會經濟的發展並非是無止境的，它們會有停止的時候；因此，在探

究社會進展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思考諸如「社會發展的目的何在」、「社會

產業的進步發展，最終將停止於何處」、「而當此進展停止時，人類將處於

 

42 Restatement, p.159., also see pp.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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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狀況」等問題。43 對彌爾而言，社會的靜止狀態並非是如其他經濟學

家所厭惡的那種繁華落盡的寂滅狀態；相反地，彌爾所謂的社會靜止狀

態，特別指的是財富與人口成長的靜止狀態──當然，並不包括人類改進

（human improvement）的靜止狀態在內。彌爾指出： 

44

原來，羅爾斯一再提示我們必須留意與加以參考之彌爾的發展靜止觀點、

以及所謂的「淨儲蓄率最終將降至為零」等相關談論，並非是指整個社會

發展最終將停滯靜止，而是指人類社會在發展到一定的程度時，在財富的

累積上應「停止增加或積累」的靜止狀態。羅爾斯視此為一個正義的社會

在最後的發展階段應有的重要表徵之一；而正是在此一視角的關注上，我

們得以察知羅爾斯關於「社會作為一世代相繼之公平的合作體系」的完整

想法，以及隱藏於其中之「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相關連的線索。 

要之，在羅爾斯的界定中，人們所能進行儲蓄的物資，指的是包括文

化、教育、機器、金錢等各種形式的實質資本積累。嚴格說來，這些儲蓄

並不包括人們對於自然環境或資源的積累或保存；相反地，人類文明的各

種形式表現、以及所能進行之各種形式的資本積累，大部分還得依賴於人

 

43 John Stuart Mill, edit by Jonathan Riley,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24. 譯文參考密爾著，三民書局編譯，《經濟學原理》（台北：三民，

1966 年 3 月），頁 700。 

4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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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於自然資源的使用與消耗。因此，羅爾斯關於「淨儲蓄率降至為零」

的談論，指的正是：一旦社會的體制與各種制度已達致正義的要求，那麼

人們便無須為了創造一正義的環境，而特別進行維持正義環境所需的實際

資本儲蓄。這並不是說，達致正義社會最後階段的人們不再需要為後代設

想了，而僅只是表示：社會的發展程度，已將物質資本的積累提升到了正

義環境所需的要求──這使得人們不再需要特別地為後代進行資本儲

蓄，而將淨儲蓄率降至為零。換言之，在穩定階段的社會中，兩代之間的

正義問題，已然不是實際資本的積累問題；更重要的是，在實際資本積累

以外，諸如自然資源的耗竭與環境保護等問題。 

進一步言，一個基本體制達致正義且穩定之階段、並要求將淨儲蓄率

降至為零的社會，其實意味著人們對於社會發展有著更高的要求：「淨儲

蓄率降至為零」說明此階段的社會無須在實質資本上為後代特別考慮，亦

即，人們無須特意為了後代而超額地開發自然資源以取得實際資本並進行

積累。換言之，在一個達致穩定階段的社會中，人們為後代所考慮與設想

的，並非表現在實際資本的積累上，而是透過「要求將淨儲蓄率降至為

零」，表現為節制自然資源的使用與消耗方式。此番由羅爾斯所提示、自

彌爾處取得之有關社會發展應有其靜止狀態的洞見，亦可與當前人們在追

求經濟發展時所面臨的困境相互映照。在談論社會發展的靜止狀態時，彌

爾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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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對照當今人類所面臨的發展局勢與困境，彌爾兩百餘年前的警語，可謂洞

若觀火，有其先見之明。 

至此，我們終於可以回顧羅爾斯關於正義二原則之不同表述的差異，

以及評估「淨儲蓄率降至為零」是否等同於「不需要在正義二原則中放入

儲蓄原則」，乃至於理解羅爾斯有關「社會作為一世代相繼之公平的合作

體系」的相關問題。要之，羅爾斯所謂「社會作為一世代相繼之公平的合

作體系」，端賴於儲蓄原則的功能彰顯。在社會處於積累階段時，儲蓄原

則可以調節，使得處於不同之經濟發展階段中的人們，透過不同的儲蓄比

率，與後代建立正義的資本傳承關係；而當社會進入到穩定階段，人們則

可要求將實質資本的淨儲蓄率降至為零，並轉而關切其他環節如自然資

源、環境等與後代之間正義關係的連結。就此看來，「將淨儲蓄率降至為

零」，未必要在正義二原則中取消儲蓄原則；儲蓄原則可依據既有的彈性，

調整儲蓄率至零即可。換言之，羅爾斯未必要把「正義的儲蓄原則」自「正

義二原則」中取消，而可保留其中。 

綜論之，羅爾斯後期論述的修正，已然在兩個層次上重新證成正義的

儲蓄原則：其一，在原初位置上，羅爾斯維持「當下進入」的時間點解釋、

堅持締約者應是同代人的要求，而僅將「上一代對下一代的關切動機」，

改為「下一代對上一代的要求」，理順了以「小中取大規則」的理性策略

 

45 Ibid, pp.128-29. 譯文參考前揭書，頁 703-04。 



134  ．論代間正義：一個羅爾斯式的觀點． 

 

                                               

選擇社會分配原則的論證理據；其二，羅爾斯此舉實際上也將「相互性理

念」的應用範圍，從代內的差異原則，擴大到代間的儲蓄原則。據此，關

於羅爾斯後期談論「正義二原則」時不再述及「正義的儲蓄原則」所造成

的困擾，我們可以合理地以羅爾斯的話解釋： 

forward

outward inward

46

事實上，自《政治自由主義》之後，羅爾斯雖不再於正義二原則中提及儲

蓄原則，然而，羅爾斯卻也將其關於社會正義觀點，定調為「社會作為一

世代相繼的公平合作體系」： 

47

換言之，我們一方面可以合理地認為，羅爾斯之不再述及儲蓄原則，並非

是羅爾斯放棄了代間正義的相關論點，而僅是羅爾斯為了因應不同範圍的

 

46  John Rawls, “The Law of Peoples,” in Samuel Freeman(ed.), John Rawls: 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532. 本譯文參考並修改自林炫

向，〈羅爾斯為什麼不贊同大同主義者的全球正義方案？〉，《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第 15 期，

2005 年 12 月，頁 7。 

47 PL,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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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而使得正義二原則有不同面貌的呈現；另一方面則可以進一步依據

羅爾斯區分「積累的」與「穩定的」之兩個社會階段，將「淨儲蓄率降至

為零」理解為人們為後代的進一步設想，並不僅止於資本積累，更在於對

環境保護的深層要求。因此，羅爾斯可再於正義二原則的重述中，加入「正

義的儲蓄原則」，以完備其社會正義的整體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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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論文的背景關懷，源自於對環境議題的關切，著眼於永續發展理念的

內涵，而聚焦於代間正義的探究，並涵納與代間正義相關如基因倫理、生育

倫理之現實議題，主要分兩部處理兩個層面的代間正義問題。其一，對當代

的論者而言，代間正義是一個新興的時代議題，代間正義問題的發生，不同

於一般性正義問題；因此，人們處理相關問題的正義觀點，雖仍援引自原有

的社會正義理論，卻由於代間正義的問題大多發生在時間的向度上，而造成

適用上的困難。本文藉由對「後代人格不同一問題」的探究呈現此一難題，

並據此說明：人們的行事決斷，影響所及原不僅止於後代的福祉，同時也將

影響後代的人格；然而，透過羅爾斯有關原初位置理論設計的提示，我們可

以瞭解，儘管在後代有人格不同一問題的前提下，人們仍舊可以透過人的屬

性與獨特性的區分，追問前代行事決斷的責任。 

其二，本文以羅爾斯之正義的儲蓄原則為探究核心，進行三個層次的論

證。一方面，本文評述了羅爾斯以正義儲蓄原則所概括的代間正義觀點，並

評估羅爾斯早期據以證立儲蓄原則的動機假定、家族模式等理論設計，並無

助於儲蓄原則的證立，反而徒然增加無知之幕的負擔，以及造成整體社會正

義觀點之證立理據不融貫的問題；而後期羅爾斯以「下一代希望上一代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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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原則的要求」，取代「上一代對下一代的關切動機」，不僅捨去了動機假

定的負擔，也得以梳理其依「小中取大規則」的理性策略選擇社會分配原則

的論證理據。再者，羅爾斯堅持以當下進入的時間點解釋，要求原初位置中

的締約者應皆為同一世代、並因而產生「非締約第三人之義務」的理論假設，

則使得羅爾斯後期關於原初位置中論證理據的修正，連帶融貫了整體社會正

義觀點，即，以相互性理念證成代內正義與代間正義觀點的一致。要之，羅

爾斯所謂之介於公正性理念與互利性理念的相互性理念，可以透過下述：「有

時候，人們也應該接受這些條件」、以及「自己有可能因而犧牲某些利益、但

預期其他人也同樣承諾履行公平的合作條款、而仍願意承認並遵守這些公平

條款」等有關「合理」的概念表達；或者，亦可將相互性理念理解為是一種

「按照公眾承認的、合理的規則與標準，以克盡本分、獲取理性利益」的理

念。這恰與羅爾斯後期論證儲蓄原則的理據相符：「正確的［儲蓄］原則是任

何一世代（並因而是所有的世代）的成員都會採納的原則，是作為他們希望

先輩們都已經遵循而加以採納的原則，無論向後（或向前）追溯多遠」，而這

「寄望於時間距離上的他人也同樣遵守規則」的期盼，正是相互性理念在時

間向度之正義問題上的實質運用。 

另一方面，儘管羅爾斯指出，當社會發展至穩定階段時，人們將要求「淨

儲蓄率降至為零」；然而，這並非意味著人們不再需要為後代設想。「淨儲蓄

率降至為零」所指涉的儲蓄標的，僅及於各種形式諸如金錢等實際資本積累；

而當羅爾斯主張社會達致穩定階段、後代不再需要前代為後代預留一定額度

的實際資本時，這事實上是意味著人們必須在其他層面─特別是實際資本的

對立面─持續關注著後代，例如，至少如彌爾所提示之有關資源消耗或者環

境保護等問題。綜此論之，有關正義二原則前後期不同表述的問題，透過以

小中取大規則支持差異原則與儲蓄原則的選擇、相互性之核心理念在代內與

代間正義觀點上的延伸運用、以及「淨儲蓄率降至為零不等於不需要儲蓄原

則」等論據，我們可以合理地認為，羅爾斯其實成功地整合了有關代內正義

（差異原則）與代間正義（儲蓄原則）的論證理據，而在羅爾斯一再強調「社

會作為一世代相繼之公平的合作體系」的前提下，羅爾斯事實上仍可以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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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儲蓄原則放回正義二原則之中，更可進一步透過差異原則與儲蓄原則的

設立與互補，與當代永續發展理念中「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不對後代人

滿足其需求的能力造成危害」的概念，相互呼應。 

 

綜言之，本文研究所得，除藉由羅爾斯之眼，探看兩層次之代間正義的

細部論證問題外，尚可藉由探究代間正義以關切永續發展等相關議題的動

機，進一步指出：當代對於後代實有其應盡的責任；而判定這項責任的關鍵，

則可藉羅爾斯所謂「相互性判準」說明：「只要有任何基本自由被否認，通常

也就違背了相互性判準」。1 事實上，羅爾斯此項判準，不僅只可以用在代間

資本（各種形式）的分配正義上，甚至，也可應用在當代另一新興的代間議

題──基因介入的正義問題上。 

要之，自瑞曼（Jeffrey Reiman）的眼光看來，原初位置的理論設計，除

了恰恰可解決帕菲特所勾勒之後代人格不同一問題外，尚可自此延伸處理當

代目前所急迫面臨之另一代間議題，即：關於基因介入（genetic interventions）

─主要聚焦於改善後代的天賦基因─的問題。2 事實上，羅爾斯自己也曾指

出與代間正義相關的具體議題： 

 

1 LP, p.137  
2 Jeffrey Reiman, “Being Fair to Future People: The Non-Identity Problem in the Original Position,”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35, no.1, 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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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簡言之，包括資本儲蓄、環境保護與資源分配等問題，在代間議題的脈絡下，

可大致概括為「對後代生活品質的要求」；而所謂的基因介入或基因政策，在

最廣泛的意義下，則是指：前代透過某些可能的措施或行事決斷，為後代選

擇較為優良的遺傳基因、賦予後代有較好的天賦或能力。例如，前代可透過

當前高科技的協助，修補、改善後代的基因組成，促進後代的天賦能力；或

者前代可透過人工培育的方式，在眾多受精卵中，選擇一個基因品質較好的

胚胎培育成人；甚至包括前代刻意地選擇受孕時機、以篩選良好的遺傳基因

等，皆可視為是廣義的基因介入方式。而無論是在對生活品質的要求，或是

採取任何形式的基因介入，前代都可能無法避免於陷入後代人格不同一的問

題之中：包括前代為考量經濟能力等生活資源的多寡而選擇生育的時機、或

者透過科學技術修補、改造後代的基因等諸行為選擇，都將使得前代必須面

臨抉擇──對不同基因、不同胚胎乃至於不同後代人格的抉擇。 

這些的確是重要的代間正義問題；甚至，也是某種意義下關於人類這個

物種的永續發展議題。一般而言，人們都願意自己的後代過得更好，包括擁

有更好的生活品質，以及擁有更好的天賦如才智、健康等，以利後代得以擁

有較佳的生活基礎、發展更好的人生；然而，「為後代造福」此舉除了必須面

對後代的人格不同一問題之外，在操作上尚有難題──關於所謂「更好」的

意涵與程度的界定問題。就生活品質而言，「更好」似乎意味著擁有更多的生

活資源，例如經濟能力的提升、財富累積、或者優渥的生活環境等；然而，

在人們所能掌握的各種資源畢竟有限的前提下，將資源留給後代、為後代的

福祉付出的行為選擇，往往意味著前代必須犧牲自己的某些福祉。那麼，在

 

3 TJ, p.137., rev., p.119. 粗體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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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後代設想」的前提下，前代也必須將自己的福祉納入考量：自己要為後

代的福祉付出、犧牲到什麼程度？另一方面，在基因政策的問題上，即便在

科學技術暢行無礙的前提下，前代是否因此有責任、以及究竟有多大的責任，

要為後代之擁有更為優秀的遺傳基因或天賦設想？或者，前代應該將後代的

天賦提升到什麼程度？換言之，人們該如何構思一個適當的、合理的遺傳學

或優生學政策？ 

質言之，無論是積極造福或是避免傷害，前代之所以陷入生育時機或各

種影響後代人格同一之行事決斷的選擇困境中，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該

怎麼做對後代較好」的兩難思慮──後代的人格不同一問題，不僅表現在對

後代造成傷害、或做錯事等層面的思考上，同時也表現在善待後代、為後代

造福的側面上。這些問題提醒我們，在為後代的福祉設想時，除了應避免對

後代造成各種傷害或做錯事外，在為後代造福的層次上，人們也應該要謹慎

思考，所謂「更好」的程度究竟可以為何。進一步言，對這些問題的整體思

考，主要可分為兩個層面：第一，在前代面臨後代對生活品質的要求、以及

優生學或基因政策等考量的前提下，後代的人格不同一問題該如何解決？第

二，前代應為後代「更好」的生活品質或福祉，犧牲到什麼程度？例如，當

代在多大的程度與範圍上，應為了後代的生活品質諸如後代的基本需求、道

德權利、甚至後代的平均餘命、發病率、天賦、體能等問題負起責任？ 

關於第一層面的後代人格不同一問題，在瑞曼所提示之區分人的屬性與

人的獨特性的前提下，已然獲得一定程度的解決；而瑞曼指出，由丹尼爾斯

（Norman Daniels）在推論保健權（right to health care）時所提出、延伸自羅

爾斯觀點之「正常［人類之］物種功能」的概念（normal species functioning），

恰恰可回應上述第二層面的問題。4 要之，雖然羅爾斯意識到優生學相關議

題將是重要的代間正義問題之一，然而羅爾斯畢竟沒有真正觸碰這個問題。

 

4 Jeffrey Reiman, op.cit., pp.80-81. 事實上，羅爾斯自己也提及，他的主張在丹尼爾斯那裡得到進

一步的闡述。見Restatement, p.175, n.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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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爾斯在《正義論》（A Theory of Justice）中表明，他不想在優生學這個問題

上糾纏打轉，而僅願意將自己的哲學思索，限定在對社會正義的傳統關注上；

因此，在此議題上，羅爾斯僅表示：「一個社會至少應維持［人們所擁有之］

自然能力的一般水準，並防止嚴重缺陷的擴散蔓延。」5 瑞曼指出，這正是

丹尼爾斯所謂「正常物種功能」的觀點： 

6

而這項觀點的依據，則是來自於羅爾斯所主張的「公平的機會平等」（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conception of the good

 

health- care

7

在羅爾斯的正義理論脈絡中，這些談論皆與羅爾斯所謂的「基本價值」

（primary goods）相關。羅爾斯指出，無論我們各自所持有的整全性價值觀

（如宗教信仰、或人生觀等）與對自己的人生規劃有多麼特殊、多麼不同，

我們總是需要一些不可或缺的重要事物或手段來完成自己的人生理想；而基

本價值就是這樣子的一些事物：無論一個理性的人想要追求什麼目標、計劃

 

5 TJ, p.108, rev., p.92. 
6 Jeffrey Reiman, op.cit., p.80. 
7 Jeffrey Reiman, op.cit., p.80, n.18. 引文參見Normal Daniels, Just Health Care(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27, 45.  



．第六章  結論．  143 

 

                                               

細節如何，她／他總是必然地會先企求這些東西，並且多多益善。這些基本

價值並無關乎特定的整全性價值觀，而是一些每個人都會想要得到的東西，

例如權利、自由、機會、收入、財富等；同時，對這些基本價值的欲求，也

反映了締約者或公民自身平等、自由、理性的道德人特質與相關的道德能力。

8 簡言之，基本價值是理性的締約者或社會中自由、平等的公民，為完成自

己人生的規劃與目標之所需、依自身擁有的基本道德能力所欲求之有價值的

事物。 

對羅爾斯而言，這些基本價值可大致按性質而區分為兩種：除了前述所

及之權利、自由、機會、權力、收入、財富等是屬於社會的基本價值（social 

primary goods）外，另外一種則是所謂自然的基本價值（natural primary 

goods），包括像健康和活力、才智和想像力等；換言之，是人們既有的天賦

（endowments）或自然資產（natural assets）。在《正義論》中，羅爾斯指出，

正義的社會制度所應著重安排與分配的，是社會的基本價值： 

 

8 事實上，羅爾斯在不同時期的著作中，關於基本價值與締約者之間關係的表述，略有不同。以

一九八八年為界，在一九七一年的《正義論》中，基本價值是「理性的人都必然會欲求的事物」；

而於一九八八年所發表、其後收錄於一九九三年所出版之《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

的“The Priority of Right and Ideas of the Good”、以及二○○一年的《正義即公平：正義新論》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中，羅爾斯則是將基本價值當作是「實現道德人所擁有之

兩種道德能力（即，擁有正義感的道德能力、以及擁有價值觀念的道德能力）、以及成為正常且

充分之社會合作成員的必要條件」，而認為基本價值是「自由、平等的公民所擁有的欲求對象」。

相關敘述可見TJ, p.79; John Rawls, “The Priority of Right and Ideas of the Good,” in Samuel 
Freeman(ed.), John Rawls: 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449-72; Political Liberalsi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5;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8-19. 後二書以下

依序簡稱為PL、Restatement。要之，羅爾斯後期的解釋，實質上賦予了基本價值的詮釋彈性，

而使得基本價值在維持公民之平等、自由、理性的前提下，可因應時代轉變的不同需求而擴充其

內涵。見Restatement, pp.16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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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而關於自然的基本價值方面，羅爾斯則是認為，儘管健康、才智等自然的基

本價值會受到社會基本結構的影響，但它們卻並非在社會基本結構可直接控

制、分配的範圍之中。因此，羅爾斯一方面假定，在原初位置中的締約者無

法透過造成對社會制度原則的選擇，直接分配相關的天賦或自然資產，但另

一方面卻不排除，人們仍可透過社會制度的設計，對這些天賦或自然資產造

成影響： 

10

要之，羅爾斯的基本觀點是：在原初位置中的締約者，雖然由於無知之

幕的遮蔽而無法確切掌握自己實際上所擁有的天賦或自然資產等資訊；但對

他們自身而言，這些自然資產事實上是已經既定的了，並無法像社會基本價

值如財富等一般，可以透過社會制度的安排、以損有餘而補不足的方式，在

人們之間重作分配。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科技的高度發展，羅爾斯關於

正義的社會制度所能分配安排之基本價值的內涵，有了較為鬆動而彈性的界

定。在二○○一年所發表的《正義即公平：正義新論》（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中，羅爾斯清楚地表示：「一個充分合作社會中的成員，必然具

 

9 TJ, p.62, rev., pp.54-55. 
10 TJ, p.107, rev., 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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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某些最低的必要能力（minimum essentials）」11──這些必要能力顯然包括

了前述所謂的自然能力，即：健康、才智、甚至活力等。同時，羅爾斯也特

別對於社會基本價值中的「收入與財富」作了進一步的解釋： 

health care

12

在時代潮流的推進下，即便是將論述範圍限定在對社會正義的傳統關注上，

羅爾斯仍無可避免地必須觸及到有關公民健康、環境保護等當代的新興議

題；甚至，羅爾斯更進一步將與公民健康相關之醫療照顧（medical care）問

題同基本價值作了連結： 

13

為了維持公民在社會中「公平的機會平等」，羅爾斯進一步說明基本價值的作

用，主要在於保障公民之平等與自由；因此，對人們的醫療照顧既是支撐人

們得以運用基本權利與基本自由的必要手段，自可以被廣泛地視為是基本價

 

11 Restatement, p.170. 
12 Restatement, p.172. 
13 Restatement, 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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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之一。 

綜言之，瑞曼指出，雖然羅爾斯並未著力於諸如基因介入等當代醫療新

科技之於人類應有之健康權利的相關詳細論證，然而羅爾斯所謂「應維持一

個社會之自然能力的一般水準」、以及為「基於公民之公平的機會平等而將醫

療照顧涵納至基本價值之中」的新詮釋，基本上可謂等同於所謂「正常物種

功能」的觀點，而佐證丹尼爾斯所致力推論之「保健權」；同時，透過羅爾斯

關於原初位置的程序設計也可說明，包括當代與後代的每個人，都擁有要求

具備「正常物種功能」的相關道德權利： 

14

瑞曼強調，正常物種功能的標準，恰可避免前代無限制地提升後代基因品質

的困擾；同時，人們關於「正常物種功能」的主張並不是一個具體的權利，

而毋寧是說：人們應有責任，促進他人正常物種功能的保全。 

整體而言，瑞曼透過丹尼爾斯所謂人類「正常物種功能」的概念來涵括

基因介入的代間正義問題，恰有其一刀兩刃、論理優劣集中於同一觀點的特

質。要之，自羅爾斯關於「基本價值」界定的前後鬆動變化─特別是關於自

然基本價值的詮釋變化─可以得知，雖然「正常物種功能」在原則上可以解

決基因介入的正當性問題，並適時地提供基因介入程度的衡準，然而，隨著

時代變遷與科學技術的進展，「正常物種功能」的標準卻也有可能隨之變動，

而有值得商榷的餘地。羅爾斯關於「應維持一個社會之自然能力的一般水準」

的說明，不僅說明了這一點，更重要的是，就本論文探究題旨而言，羅爾斯

 

14 Jeffrey Reiman, op.cit., 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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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於公民之公平的機會平等而將醫療照顧涵納至基本價值之中」所作的

「基本價值」新詮釋，其實也指明了：當代所捍衛的權利、正義、自由等基

本人權價值基礎，將隨著人們所擁有之越來越強大的能力而不斷地被重估、

評價，並益發遭到嚴苛的挑戰；而本文所提示之對於代間正義相關論題的思

考，僅僅是這些挑戰的其中一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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