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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屬的米克與拒絕臣屬的麥斯： 

藍騰的「一次有效論」 

 

 

鄭光明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E-mail: adali@ms10.hinet.net 

 

摘要 

言論檢查 (censorship) 背後的充分理由究竟為何？本文將以色情刊物為例探討

此一問題。對此，女性主義者藍騰 (Rae Langton) 曾主張：只要色情刊物在「此

時此地」(here and now) 使得婦女遭到了噤聲或使得婦女臣屬於男性，這就足以

使我們有充分理由查禁色情刊物了 (本文將稱此一主張為「一次有效論」，即

once-and-for-all-ism)。然而格林 (Leslie Green) 卻不同意藍騰的主張，並認為：

色情刊物無法在「此時此地」或「隨時隨地」使得婦女遭到噤聲或使得婦女臣屬

於男性，因此我們並沒有充分理由查禁色情刊物 (藍騰稱此一主張為「全有全無

論」，即 all-or-none-ism)。本文將反對藍騰與格林的主張，並指出：我們有充分

理由認為色情刊物在「此時此地」使得婦女遭到噤聲或使得婦女臣屬於男性 (就

此觀之，藍騰的主張是成立的，而格林的主張則是不能成立的)；然而，即使如

此，這仍然不足以用來作為查禁色情刊物的充分理由 (就此觀之，藍騰的主張是

不能成立的)。本文將稱此一主張為「一次無效論」(einmal-ist-keinmal-ism)。本

文將主張：藍騰的「一次有效論」由於無法避免「侵害思想自由」問題，因此並

不能是言論檢查的充分理由。 

 

關鍵詞：言論自由  (freedom of speech)，言論檢查 (censorship)，藍騰  (Rae 

Langton)，格林 (Leslie Green)，「一次有效論」(once-and-for-all-ism)，「一次無

效論」(einmal-ist-keinmal-ism)，「全有全無論」(all-or-none-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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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屬的米克與拒絕臣屬的麥斯： 

藍騰的「一次有效論」 

 

 

一、前言 

 

在自由社會中，那些言論需要限制或查禁？而這些言論又具有什麼特徵？色情刊

物需要限制或查禁嗎？對此，自由主義者通常會主張：除非可以證明某種言論直

接、立即傷害他人，否則我們沒有充分理由查禁任何言論。而 19 世紀英國自由

主義大師穆勒 (John Stuart Mill) 更曾經在其《論自由》(On Liberty) 中主張：即

使言論內容錯誤或甚至不道德，或是言論的表達竟會產生「毀滅性的後果」

(pernicious consequences)，我們還是應該堅決捍衛「絕對、無條件」(absolute and 

unqualified) 的言論自由 (Mill, 1859: 89, 93)；而一旦我們擁有能夠公開發表自己

的意見的自由，我們就等於擁有了思想自由 (the liberty of thought)。1
 然而何以

思想自由如此重要？對此，穆勒指出：思想自由是自由社會重要的特徵之一──

因為如此一來，自由社會的成員才能用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理想，而且免於受

到國家或社會的干涉 (Mill, 1859: 82-83)。對於色情刊物而言，自由主義者的態

度也是如此：自由主義者通常會把「色情刊物應否查禁」此一問題與「言論自由」

問題掛鈎，並因此主張我們不應查禁色情──因為色情刊物是一種言論；而不管

言論的內容為何，我們都應該賦予其表達出來的自由。由此可見：如果要以「言

論內容可議」作為查禁色情的理由，則自由主義者勢必會舉起「言論自由」的大

旗而強烈反對，其結果，則是使得查禁色情的理由很難具有說服力。 

然而如果深入思考，我們就會發現言論自由問題或是色情刊物的查禁問題其

實並沒有那麼簡單。在日常生活中，當我們表達出自己的意見的同時，我們也常

常「拿話做了某些事情」，或是「藉由語言而展現出某種行動」──換言之，言

論常常同時是一種「行動」，而且「言論的表達」本身就正是一種行動。例如，

當棒球裁判在棒球比賽中說「出局！」時，他除了必須藉由喉部以及頭部的動作

表達出自己的意見之外，他也同時作出了一個判決。如果每個人都擁有言論自

由，而言論又是一種「行動」，那麼這是否表示每個人都因此理所當然可以在行

動上為所欲為、享有完全的行動自由？由上可見，在思考言論自由問題時，我們

                                                 
1
 事實上，在第八節中，筆者將指出：穆勒認為言論自由是屬於「涉他行為」(other-regarding 

actions)。而如果他人有權干涉涉他行為，則我們就似乎很有理由懷疑穆勒在此是主張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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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必須考慮「言論內容」(或「想法」，即 ideas) 層面之外，我們還必須考慮

「言論的表達」(the expression of ideas) 或是「行動」層面──在此，「言論內

容」層面就相當於「說了什麼」(what is said)，而「言論的表達」或是「行動」

層面就相當於「如何說」(how something is said)。2
 對此問題，自由主義者又有

何解？在此，穆勒給予我們兩個回答：(1) 「行動」並不能和「言論」享有同等

自由；(2) 當我們在思考言論自由問題時，我們應該把注意焦點完全放在「言論

內容」層面，而忽略言論所同時具有的「言論的表達」或是「行動」層面 (Mill, 

1859: 121)。如此一來，依穆勒之見，在思考言論自由問題時，「言論的表達」

此一行動就會化約為「言論內容」層面，因此也受到言論自由的保障。由此可見：

自由主義者在思考言論自由問題或是色情刊物的查禁問題時，雖然一方面會把

「言論」和「行動」作截然劃分，並認為後者並不能和前者享有同等自由；然而

另一方面卻會忽略「言論的表達」或是「行動」層面，或是乾脆進一步把「言論

的表達」或是「行動」層面化約為「言論內容」層面，而不以行動視之。 

然而對此，許多女性主義者並不表贊同，並認為這就是自由主義者主張背後

的敗筆之一──例如麥肯能 (Catharine Mackinnon)、藍騰 (Rae Langton)、洪斯

比 (Jennifer Hornsby) 以及魏斯特 (Caroline West) 等人即主張：當我們在思考色

情問題時，我們應該認為色情刊物的出版者在「把言論內容表達出來」時，其本

身就是一種行動，而非「僅是言論」(only words) 而已！如此觀之，我們就很容

易可以發現色情刊物對婦女所造成的傷害了──依麥肯能等女性主義者之見，色

情刊物的出版商在「把言論內容表達出來」時，其行動本身不僅使得婦女遭到了

「噤聲」(silence)，並因此使得婦女的言論自由遭到了侵犯，而無法享受到言論

自由所保證的好處，而且還使得婦女淪落為性對象，使之成為二等公民。3
 

由上述討論可見：「色情刊物應否查禁」此一問題應否與「言論自由」問題

掛鈎，其實並非問題的重點，因為女性主義者大可以一方面同意「色情刊物應否

查禁」此一問題是「言論自由」問題之一，然而另一方面卻還是主張：由於色情

刊物的出版侵犯了婦女的言論自由，因此我們當然應該查禁色情刊物。事實上，

這正是麥肯能、藍騰、洪斯比以及魏斯特等女性主義者的主張。問題的關鍵，在

於自由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在思考色情問題時，其背後其實各有不同的邏輯推

論；而究其原因，即在於自由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的邏輯推論背後，各有其不同

的「形上學喜好」(metaphysical preference) 所致。自由主義者的「形上學喜好」，

是把「言論的表達」或是「如何說」層面化約為「言論內容」或是「說了什麼」

                                                 
2
 事實上，「說了什麼」和「如何說」兩者常常互相「滲透」，因此兩者常常無法作截然區分─

─例如：有時候「說了什麼」取決於我們「如何說」，而有時候「如何說」又取決於我們「說了

什麼」。 
3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主張究竟是什麼意思，尚待另文進一步探討。這些主張的原始版本，可見

MacKinnon (1987) 以及 MacKinnon (1993)。而關於這些主張的進一步論證，可見 Langton (1993), 

Hornsby (1994), Hornsby (1995), Hornsby and Langton (1998), Langton and West (1999) 以及 Wes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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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並主張：(A) 自由社會的成員享有言論自由；(B) 色情刊物是一種言論；

因此，(C) 我們不應查禁色情。相較之下，女性主義者的「形上學喜好」則是反

其道而行，把「言論內容」或是「說了什麼」層面化約為「言論的表達」或是「如

何說」層面，並主張：(a) 自由社會的成員不能在行動上為所欲為，即並不享有

完全的行動自由；(b) 色情刊物的出版是一種會使得婦女遭到噤聲、使之淪落為

性對象或二等公民的行動；因此，(c) 我們應該查禁色情刊物。 

在當代女性主義者之中，藍騰實為清楚主張 (b)、並為色情刊物的「言論的

表達」或是「如何說」此一層面提供清楚哲學解釋的代表人物之一。4
 在其 1993

年所出版的〈說話做行與不可說的做行〉(Speech Acts and Unspeakable Acts) 一

文中，藍騰試圖藉由英國語言哲學家奧斯丁  (John Austin) 的說話做行論 

(speech-act theory)，以進一步分析上述 (b) 中「噤聲」一詞的確切意義。5
 我們

可以把藍騰在〈說話做行與不可說的做行〉一文中的論點歸結為下列兩個核心主

張： 

主張 1.「言論自由」既必須「不只是言詞而已」(not only words)，而且還必

須是「可以拿話做事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的自由」；而由於色情刊物使

得婦女「不能拿話做事」並因此遭到噤聲，因此色情刊物侵犯了婦女的言論

自由； 

主張 2. 色情刊物就像種族隔離的言論一樣，其本身就是「使得婦女臣屬

(subordinate) 於男性」的行動，因此色情刊物侵犯了婦女的平等權。 

而在其 1998 年所出版的〈臣屬、噤聲以及色情的權威〉(Subordination, Silence, 

and Pornography’s Authority) 一文中，藍騰則主張： 

主張 3. 只要色情刊物在「此時此地」(here and now) 使得婦女遭到了噤聲

或使得婦女臣屬於男性，這就足以定色情刊物之罪、而有充分理由查禁色情

刊物了。 

藍騰認為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確實明瞭何以色情刊物侵犯了婦女的言論自由以

及平等權，因此當然必須加以查禁了。不過由於篇幅所限，對於主張 1 以及主

張 2，我們必須另文討論。本文試圖考察主張 3 是否能夠成立──亦即，我們

要問：某一言論 (例如色情刊物) 在「此時此地」使得社會上的某些人或某一特

定族群 (例如婦女) 遭到了噤聲或是淪落為次等地位，這究竟是否足以作為查禁

該言論的充分理由呢？對此一問題，筆者的答案是否定的。事實上，本文將主張：

唯有當某一言論「隨時隨地」(everywhere and every time) 都使得社會上的某些人

                                                 
4
 事實上，自由主義大師德渥肯 (Ronald Dworkin) 與女性主義健將麥肯能，實為開啟自 1990 年

代以降反色情與反反色情爭論的哲學家。然而可惜的是：在德渥肯與麥肯能的著作中，我們並沒

有發現如藍騰、洪斯比或魏斯特著作中對反色情與反反色情爭論的細緻哲學分析。 
5
 奧斯丁的說話做行論可見 Austin (1962)。不過由於篇幅所限，而且並不與本文論點直接相關，

因此本文不擬介紹奧斯丁的說話做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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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某一特定族群遭到了噤聲或是淪落為次等地位，此時我們才有充分理由限制該

言論的發表自由；而由於藍騰並未成功證明色情刊物「隨時隨地」都使得婦女遭

到了噤聲或是使得婦女臣屬於男性，因此藍騰所提出的查禁色情的理由，其實並

不充分。 

 

二、色情刊物的噤聲與臣屬作用 

 

讓我們從上一節中所提及的藍騰的主張 1 以及主張 2 開始談起，以便為充分明

瞭藍騰的主張 3 提供必要的準備。如上一節所述，藍騰認為： 

藍騰的主張 1.「言論自由」既必須「不只是言詞而已」，而且還必須是「可

以拿話做事的自由」；而由於色情刊物使得婦女「不能拿話做事」並因此遭

到噤聲，因此色情刊物侵犯了婦女的言論自由； 

藍騰的主張 2. 色情刊物就像種族隔離的言論一樣，其本身就是「使得婦女

臣屬於男性」的行動，因此色情刊物侵犯了婦女的平等權。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主張 1 何以能夠成立。藍騰首先指出：有時候，即使一個說

話者能夠暢所欲言，可是他 (她) 卻無法藉由其言論而展現某種行動，此時這個

說話者其實就是遭到了噤聲！在這種情況下，說話者就「不能拿話做事」，因為

其言論已經變成「不可說」(unspeakable) 了 (Langton, 1993: 299)。為此，藍騰

特別為我們舉了一個例子：一位回教婦女想和先生離婚，因此對先生說：「離婚！

離婚！離婚！」然而依伊斯蘭律法規定，只有先生對妻子說：「離婚！離婚！離

婚！」時，離婚才能生效，因此在上述情況中，回教婦女雖然想和先生離婚而如

法炮製，然而顯然是失敗了 (Hornsby & Langton, 1998: 26)。在這個例子中，雖

然回教婦女為了離婚而說出「離婚！離婚！離婚！」，可是卻無法達到離婚的目

的，因為和離婚有關的法律規定或習慣，已經使得回教婦女的「離婚！離婚！離

婚！」此一言論變成「不可說」，而阻止她「拿話做事」了！ 

    同理，藍騰認為在色情刊物的耳濡目染下，婦女也無法用其言論來展現諸如

「拒絕」、「抗議」等行動 (Langton, 1993: 323-324)。例如：一位婦女不想和某

個男人做愛，因此對他說「不」。這個男人知道「不」的意義，可是卻由於色情

刊物耳濡目染使然，這個男人誤以為婦女說「不」，其真意其實是「是」。換言之，

這個婦女雖然說「不」，卻沒有因此成功展現「拒絕做愛」此一行動 (Langton, 1993: 

320-321)。其結果，則是使得婦女「不能拿話做事」，並因此使得婦女的某些言

論變成「不可說」而遭到噤聲了 (Langton, 1993: 327)。藍騰認為究其原因，在於

色情刊物已經為婦女的言論「設定了條件」，這使得婦女的「不！」此一言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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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失去其所意圖展現的行動，而且還使得此一言論竟然具有與婦女所意圖完全相

反的行動 (Langton, 1993: 324-326)！然而「拿話做事」又何以如此重要？對此，

藍騰回答如下：言論自由之所以具有價值，就在於它使得人們可以行動、使得人

們可以拿話做事；依此觀之，一旦婦女「不能拿話做事」，其言論自由就等於遭

到侵害了！因為言論只不過是說話者用來做事的工具而已，本身什麼也不是；如

果我們允許婦女說話，而婦女卻不能拿話做事，則婦女說話也不會有任何意義，

因此就等於沒有言論自由可言 (Langton, 1993: 327-8)。 

    讓我們接下來看看何以主張 2 能夠成立。為此，藍騰特別舉「種族隔離」

(apartheid) 的言論為例，並認為「種族隔離」的言論其實具有下列三個特性： 

1. 把他人視為劣等； 

2. 把上述歧視的行為合理化； 

3. 剝奪了他人的力量和權利。 

藍騰認為種族隔離的言論，其本身就是「使得社會上的某些人或某一特定族群淪

落為臣屬地位」的行動，因此可以當作臣屬行動的典型 (paradigm)。如是觀之，

藍騰認為色情刊物其實也具有類似於「種族隔離」的言論的其中兩個特性： 

1. 把婦女視為性對象； 

2. 把性暴力以及上述行為 (即「把婦女視為性對象」此一行為) 合理化。 

藍騰因此認為：色情刊物也像種族隔離的言論一樣，其本身就是「使得社會上的

某些人或某一特定族群 (即婦女) 淪落為臣屬地位」的行動 (Langton, 1993: 

307-308, 310)。而究其原因，即在於色情刊物的作者在「性的遊戲」(the game of 

sex) 中具有權威所致。對此，藍騰特別舉例說明：如同網球裁判只有在如網球

場等特定場合或在「網球遊戲」 (the game of tennis) 中才具有權威；同理，當我

們說色情刊物的作者具有權威時，我們是指他們在「性的遊戲」中具有權威──

在「性的遊戲」中，色情刊物的作者絕非旁觀者而已，而是一個對於喜歡看 A

片的未成年男孩或男性具有權威、而且裁量、規定一切的說話者，因此其言論 (色

情刊物) 才能把婦女貶為性對象，並藉由合理化此行為而使得婦女臣屬於男性 

(Langton, 1993: 311-312)。藍騰由此結論道：色情刊物並不僅是言論而已──色

情刊物不僅描繪、導致了婦女臣屬於男性，而且其本身就是「使得婦女臣屬於男

性」的行動 (it is itself an act of subordination)，因此當然也侵害了婦女的平等權，

而應該加以禁止才是 (Langton, 1993: 293-295)！ 

 

三、臣屬的米克與拒絕臣屬的麥斯 

 



8 

 

由上述討論可見：藍騰認為色情刊物不僅是一種「具有權威的行動」(藍騰特以

「具有權威的在言做行」──即authoritative illocution──稱之)，而且還是一種

「對他人 (例如婦女) 具有噤聲、臣屬作用」的行動。6
 為了論證便利起見，同

時對藍騰的主張抱持盡量同情的理解，在接下來的討論中，讓我們暫且假定藍騰

的主張 1 以及主張 2 都是成立的──亦即：色情刊物的確如同藍騰所言，是一

種具有噤聲、臣屬作用而且具有權威的行動。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繼續探討藍

騰的主張 3 了，即： 

藍騰的主張 3. 只要色情刊物在「此時此地」使得婦女遭到了噤聲或使得婦

女臣屬於男性，這就足以定色情刊物之罪、而有充分理由查禁色情刊物了。 

在此，我們其實有必要暫時停下腳步，以便進一步說明在藍騰的主張 3 中，「此

時此地使得婦女遭到了噤聲」或是「此時此地使得婦女臣屬於男性」究竟是什麼

意思。然而為了便於討論起見，我們打算等到第四節時再來深入探討這些概念的

意義。為此，在第四節中，我們將深入分析「權威」、「隨時隨地的噤聲與臣屬作

用」以及「此時此地的噤聲與臣屬作用」三者之間的邏輯關聯。在此，我們不妨

暫時以這些語詞的日常意義瞭解這些概念便可。 

    對於藍騰的主張 3，格林 (Leslie Green) 顯然並不贊同。為了證明藍騰的主

張 3 何以無法成立，在其 1998 年的論文〈色情化、臣屬與噤聲〉(Pornographizing, 

subordinating, and silencing) 一文中，格林首先把焦點放在「具有權威的行動」

所具有的臣屬作用上。為此，格林特別設計了一個思想實驗如下：假設羅馬天主

教教會認為同性戀是不正常的，而且是道德上邪惡的。羅馬天主教教會的主張並

「不只是言論而已」(not only words)，而是「具有權威的行動」。若是如此，那

麼羅馬天主教教會具有權威的行動，究竟使得誰遭到了臣屬的待遇呢？在此，格

林要我們考慮下列情況：米克 (Mick) 和鄰居麥斯 (Max) 都住在自由社會中的

某個社區裡，而在這個社區裡，羅馬天主教徒是少數族群。米克是信奉羅馬天主

教的同性戀者，而麥斯則是信奉猶太教的同性戀者。在此情況下，米克顯然已經

因為羅馬天主教教會具有權威的行動，而遭到了臣屬的待遇，因為米克身處羅馬

天主教教會權威所控制的範圍內，而且也接受了羅馬天主教教會對同性戀的管

轄。相較之下，麥斯顯然並不會接受羅馬天主教教會對同性戀的管轄。現在值得

進一步探討的，是麥斯的情況──對於麥斯，格林則詢問了兩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一、麥斯是否也會因為羅馬天主教教會具有權威的行動，而遭到了臣屬的待

遇呢？ 

二、麥斯是否會因為羅馬天主教教會認為同性戀是不正常的，因此就真的是

不正常的呢？ 

                                                 
6
 在此，「具有權威的在言做行」中的「在言做行」一辭，是奧斯丁說話做行論中的專門術語。

不過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不打算深入探討此一術語的意義。為此，讀者不妨以「行動」此一概念

來瞭解「在言做行」一辭的意義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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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問題和「具有權威的行動的管轄範圍」有關──即：即使麥斯並不接受羅

馬天主教教會對同性戀的管轄，麥斯是否也會因為羅馬天主教教會具有權威的行

動，而遭到了臣屬的待遇呢？第二個問題則和「具有權威的行動所具有的建構力

量 (constructive power)」有關──即：當羅馬天主教教會認為某人不正常，此一

言論真的就會「使得某人事實上變成如此」(saying so really makes it so)、而因此

使得某人不正常嗎？7
 

不過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格林的第二個問題中的「具有權威的行動所具有

的建構力量」此一概念，其實相當複雜，因此必須另文探討。現在讓我們來看看

格林對第一個問題如何回答。對第一個問題，格林的回答如下：假設羅馬天主教

教會的性道德被大多數人認為是錯的，甚至還被大多數人所忽略，則無論羅馬天

主教教會的主張為何，麥斯顯然並不會因此遭到臣屬的待遇。同理，麥斯顯然也

不會因為社會上少數怪人的主張而遭到臣屬的待遇。格林因此結論道：在上述思

想實驗中，麥斯並未遭到臣屬的待遇，因為麥斯已經拒絕了羅馬天主教教會對同

性戀的管轄，而且其身處的是一個自由社會──在其中，羅馬天主教徒只是少數

族群，其言行只需被自由社會中的多數人容忍，而不需為其背書。格林因此認為

麥斯並不在羅馬天主教教會權威管轄的範圍中。然而格林接下來的主張，就值得

我們特別注意了──格林要我們進一步想像下列情況：如果羅馬天主教教會的信

仰有朝一日竟然變成所有人所接受、約束所有人的行為準繩，則羅馬天主教教會

就會對麥斯以及米克都具有有效的權威，也因此麥斯和米克都會因此而遭到了臣

屬的待遇──即使麥斯拒絕了羅馬天主教教會對同性戀的管轄，也是如此 

(Green, 1998: 294)。對格林的此一主張，藍騰稱為權威的「普遍察覺的合法性」

(general perceived legitimacy) (Langton, 1998: 270)。另一方面，格林認為「麥斯遭

到臣屬的待遇」的另一個必要條件，則是羅馬天主教教會的信仰必須是「普遍有

效的」(generally efficacious)──例如麥斯和羅馬天主教徒必須經常接觸、羅馬天

主教徒必須具有雇用或解雇麥斯的權力，或是控制麥斯的教育、公民權等權力，

而且羅馬天主教徒還必須實際上運用這些權力才行 (Green, 1998: 294)。對格林

的此一主張，藍騰稱為權威的「普遍察覺的有效性」(general perceived efficacy) 

(Langton, 1998: 271)。 

有了上述初步結論，格林因此把上述思想實驗進一步運用在婦女與色情刊物

之間的關係上。格林首先指出：如果我們把色情刊物、男性與婦女之間的權威宰

制關係比喻成一條鎖鏈，則顯然只有男性才處於色情刊物「權威的第一鎖鏈」(the 

first chain of command) 所控制的範圍內，而婦女則最多只是處於色情刊物「權

威的第二鎖鏈」所控制的範圍內，因為婦女只是處於「受色情刊物所控制的男性」

                                                 
7
 在此，藍騰認為格林的第二個問題似乎蘊含下列主張：羅馬天主教教會具有權威的行動已使得

米克遭到了臣屬的待遇，而且羅馬天主教教會認為同性戀是不正常的，也使得作為同性戀者的米

克真的變成不正常的人。藍騰因此認為：有了以上隱然的結論，格林因此才會進一步詢問「麥斯

是否也會因為羅馬天主教教會認為同性戀是不正常的，因此就真的是不正常的呢？」此一問題。

見 Langton (1998: 26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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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威所控制的範圍內。其次，格林認為男性就相當於上述思想實驗的米克，而

婦女則相當於麥斯；若是如此，則如同「麥斯等同性戀者在羅馬天主教教會中遭

到了臣屬的待遇 (subordinated-in-Catholicism)」此一事實，並不等於「麥斯等同

性戀者遭到了臣屬的待遇」，同理，「婦女在色情刊物中遭到了臣屬的待遇

(subordinated-in-pornography)」此一事實，也不等於「婦女遭到了臣屬的待遇」

(Green, 1998: 295)。究其原因，在於格林認為「色情刊物權威使得婦女遭到臣屬

的待遇」成立的條件，就如同「羅馬天主教教會的權威使得麥斯遭到臣屬的待遇」

的條件一樣──只有當「普遍察覺的合法性」以及「普遍察覺的有效性」這兩個

必要條件都成立，婦女以及麥斯才會分別都遭到了臣屬的待遇。然而格林認為這

兩個必要條件都無法成立，因此色情刊物的權威根本就沒有使得婦女遭到臣屬的

待遇。 

然而「普遍察覺的合法性」以及「普遍察覺的有效性」這兩個必要條件無法

成立的原因，又是什麼呢？在此，格林的回答值得我們特別注意。格林認為：究

其原因，在於色情刊物必須與例如國家、家庭或是教會等足以對抗 

(countervailing) 色情刊物的其他權威或規範 (norms) 競爭；而在自由社會中，國

家僅僅容忍色情刊物出版商的言論而已，非但沒有進一步為這些言論背書或是給

予「官方許可」(imprimatur)，反而還譴責這些言論所包含的性暴力。換言之，

依格林之見，由於國家、家庭或是教會等權威與色情刊物的權威互相衝突，這不

僅瓦解了色情刊物的「察覺的合法性」以及「察覺的有效性」，而且還使得色情

刊物非但沒有「統治者權威的聲音」此一特性，反而還僅僅具有「私人觀點」此

一特性 (the character of a private view)(Green, 1998: 296-297)。其結果，則是使得

色情刊物淪為「私下、不具權威的言論」(private, nonauthoritative speech) 而已 

(Green, 1998: 298)。 

    格林的主張是否言之成理呢？為了便於討論起見，讓我們暫且擱置這個問

題，並繼續看看藍騰對格林的主張的批評。對於格林的上述主張，藍騰顯然並不

滿意。為此，藍騰要求我們想像下列情況：假設在麥斯所居住的社群中，只有部

分的人接受羅馬天主教教會的信仰；然而由於接受羅馬天主教教會信仰的人是具

有力量的少數，因此可以控制不接受羅馬天主教教會信仰的其他多數人──例如

他們具有雇用或解雇麥斯等同性戀者的權力，或是控制麥斯的教育、公民權等權

力，而且他們也常常運用這些權力。在此情況下，藍騰認為「普遍察覺的有效性」

已經獲得滿足，然而「普遍察覺的合法性」則並未獲得滿足。若是如此，則羅馬

天主教教會的權威是否已經使得麥斯遭到臣屬的待遇了呢？藍騰認為答案顯然

是肯定的，因為重點在於「有人」具有羅馬天主教教會所賦予的權威，而不在於

「所有人」都具有羅馬天主教教會所賦予的權威！因此藍騰得到下列結論：一、

「普遍察覺的合法性」根本就不能是「羅馬天主教教會的權威使得麥斯遭到臣屬

的待遇」的必要條件；二、「普遍察覺的有效性」似乎正是「羅馬天主教教會的

權威使得麥斯遭到臣屬的待遇」的充分條件 (Langton, 1998: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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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問題並沒有就此打住。除此之外，藍騰還要求我們進一步想像下列情

況：假設在麥斯所居住的社群中，羅馬天主教教會的信仰只是部分的人所接受、

因此只是約束部分的人的行為準繩。對此，藍騰特別稱為「部分察覺的合法性」

(local perceived legitimacy)。另一方面，藍騰還要求我們進一步想像下列情況：

在麥斯所居住的社群中，麥斯和少數羅馬天主教徒必須經常接觸、這些少數羅馬

天主教徒必須具有雇用或解雇麥斯的權力，或是控制麥斯的教育、公民權等權

力，而且這些少數羅馬天主教徒還必須實際上運用這些權力才行。對此，藍騰特

別稱為「部分察覺的有效性」(local perceived efficacy)。在此情況下，藍騰認為

羅馬天主教教會的權威只不過是「部分的」(local) 而已，因為一旦脫離麥斯所

居住的社群，羅馬天主教教會的信仰並不具約束力量──事實上，只要麥斯脫離

其原本所居住的社群，就可以免除部分的人所接受的羅馬天主教教會信仰所具有

的強制力量了。然而藍騰接下來的質疑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她說： 

難道我們不應該這樣說：麥斯現在在其所身處的地方，就已經遭到了臣屬的

待遇了──即使他如果身處他處，也許並不會遭到臣屬的待遇，也是如此？

為什麼教會行為準則缺乏「普遍察覺的合法性」以及「普遍察覺的有效性」，

竟會因此瓦解了「麥斯在此時此地遭到臣屬的待遇」此一事實呢？要求「普

遍察覺的合法性」以及「普遍察覺的有效性」，幾乎等於要求「除非所有不

信奉天主教的同性戀者都遭到了臣屬的待遇，否則根本就沒有任何一個不信

奉天主教的同性戀者遭到了臣屬的待遇」。(Langton, 1998: 271-272) 

若是如此，何以格林會主張「普遍察覺的合法性」以及「普遍察覺的有效性」是

「羅馬天主教教會的權威使得麥斯遭到臣屬的待遇」的必要條件呢？在此，藍騰

猜測格林的推論如下：如果「合法性」以及「有效性」只是「部分的」而已，則

麥斯顯然就可以藉由脫離其所居住的社群，而達到脫離羅馬天主教教會權威控制

範圍的目的了；而一旦脫離其所居住的社群，則顯然麥斯在新社群中，就不會遭

到臣屬的待遇了。然而在此，藍騰提醒我們：麥斯所脫離的社群，既是羅馬天主

教教會權威所控制的範圍，而且也正是麥斯遭到臣屬待遇的所在！換言之，依藍

騰之見，「麥斯在新社群中沒有遭到臣屬的待遇」此一事實的存在，並無法瓦解

「麥斯曾在羅馬天主教教會權威所控制的舊社群中遭到臣屬的待遇」此一事實！

藍騰因此結論道：「普遍察覺的合法性」以及「普遍察覺的有效性」，根本就不

能是「羅馬天主教教會的權威使得麥斯遭到臣屬的待遇」的必要條件──相反

的，因為「部分察覺的合法性」以及「部分察覺的有效性」，顯然就足以使得麥

斯因為羅馬天主教教會的權威而遭到臣屬的待遇，因此，「部分察覺的合法性」

以及「部分察覺的有效性」，反而正是「羅馬天主教教會的權威使得麥斯遭到臣

屬的待遇」的充分條件 (Langton, 1998: 271-272)！ 

同理，藍騰也認為：「部分察覺的合法性」以及「部分察覺的有效性」，顯然

也足以使得婦女因為色情刊物的權威而遭到臣屬的待遇了。為此，藍騰要求我們

想像下列情況：假設在一個婦女社群中，色情刊物所規定的行為準繩只為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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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接受，而某個婦女並不接受這些行為準繩。在此情況下，「部分察覺的合法

性」已獲得滿足。再假設在此一婦女社群中，這位婦女和接受色情刊物所規定的

行為準繩的人也經常接觸，而這些接受色情刊物所規定的行為準繩的人也具有雇

用或解雇這位婦女的權力，或是控制這位婦女的教育、公民權等權力，而且這些

接受色情刊物所規定的行為準繩的人實際上也常常運用這些權力。換言之，在此

情況下，「部分察覺的有效性」也已獲得滿足。然而藍騰認為在此情況下： 

就如同在「部分察覺的合法性」以及「部分察覺的有效性」這兩個條件下，

我們會認為麥斯會遭到臣屬待遇；同理，「脫離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escape) 也無法改變「這位婦女在其所身處之地、在該脈絡中遭到臣屬待遇」

此一事實。若不如此，則不啻等於要求「除非所有婦女都因為色情刊物而遭

到臣屬的待遇，否則根本就沒有任何一位婦女因為色情刊物而遭到臣屬的待

遇」。(Langton, 1998: 273) 

藍騰因此結論道：問題的重點並不是「色情刊物的權威是否 (whether) 使得婦女

遭到臣屬的待遇？」，而是「色情刊物的權威使得多少 (how many) 婦女遭到臣

屬的待遇？」而究竟要有多少婦女因為色情刊物的權威而遭到臣屬的待遇，我們

才會開始關心這個問題呢？(Langton, 1998: 273) 

藍騰的上述批評是否言之成理呢？為了便於討論起見，讓我們暫時擱置這個

問題，並繼續探討格林對「具有權威的行動」所具有的噤聲作用的討論。對此，

格林認為：如果真如同藍騰等女性主義者所言，竟有聽者認為婦女的「不！」此

一言論不僅沒有婦女所意圖展現的行動，而且還具有與其所意圖完全相反的行

動，那麼這種聽者應該是不尋常、不講道理 (unreasonable) 且有怪癖的人，因為

任何講道理 (reasonable)、有語言瞭解能力的聽者，都應該會把婦女的「不！」

視為拒絕才是 (Green, 1998: 298)。換言之，依格林之見，在其他狀況下，婦女

就不會遭到噤聲了！面對格林的主張，藍騰的反擊同樣非常有趣，而且乍看之下

也非常具有說服力。她首先指出：我們當然可以想像在有些情況下 (例如在講道

理、有語言瞭解能力的聽者面前)，婦女其實並不會遭到噤聲！然而藍騰接著反

擊道：「在有些情況下，婦女不會遭到噤聲」此一事實的存在 (如果此一事實真

的存在的話)，並無法因此瓦解「婦女此時此地遭到噤聲」此一事實，因為格林

的上述批評不啻主張「唯有當沒有任何聽者視婦女的拒絕為拒絕，此時婦女才算

遭到了噤聲」！換言之，藍騰認為：依格林之見，唯有當所有講道理、有語言瞭

解能力的聽者，也都不把婦女的拒絕視為拒絕，此時婦女才算遭到了噤聲！然而

藍騰認為這顯然是非常荒謬的主張，因為這等於主張「除非所有的婦女都遭到了

噤聲，否則根本就沒有任何婦女曾經遭到了噤聲」。藍騰因此得到下列結論：格

林關於噤聲、臣屬的主張，其實都是一種「全有全無論」(all-or-none-ism)──依

格林的臣屬的「全有全無論」，除非所有或大部分婦女都遭到了臣屬待遇，否則

根本就沒有任何婦女遭到了臣屬待遇；而依格林的噤聲的「全有全無論」，除非

所有或大部分婦女都遭到了噤聲，否則根本就沒有任何婦女遭到了噤聲。然而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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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認為格林的上述主張，顯然都是不能成立的 (Langton, 1998: 275)。 

 

四、權威的管轄範圍以及噤聲、臣屬的強度與廣度 

 

現在讓我們進一步探討格林以及藍騰的主張究竟何者言之成理。如上所述，藍騰

認為色情刊物不僅是一種「具有權威的行動」，而且還是一種「對他人 (例如婦

女) 具有噤聲、臣屬作用」的行動。由此可見：在探討「應否查禁色情刊物」此

一問題時，如果我們依循藍騰等女性主義者的理路，把色情刊物理解為一種「具

有權威的行動」，則我們就非得探討「權威」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可！為此，

我們有必要暫時停下腳步，以便深入分析「權威」、「隨時隨地的噤聲與臣屬作用」

以及「此時此地的噤聲與臣屬作用」三者之間的邏輯關聯。由藍騰的主張 1 以

及主張 2 可見：藍騰認為色情刊物的「言論的表達」或是「如何說」此一層面

對於婦女具有噤聲以及臣屬作用。而如果我們深入觀察，就會發現藍騰的主張 3 

其實是關於色情刊物的「言論的表達」或是「如何說」此一層面的「噤聲、臣屬

廣度」。然而除此之外，色情刊物的「言論的表達」或是「如何說」此一層面還

有「噤聲、臣屬強度」此一面向有待進一步分析。對此，我們又有何解？ 

    為了回答此一問題，我們可以首先觀察如下：「言論的表達」或是「如何說」

此一層面所具有噤聲以及臣屬作用，大抵上深受語言環境 (例如語言常規、習

慣、文化、政治或社會制度等) 以及說話者的權威所影響。如上所述，藍騰認為

「說話者的權威」都有其特定的主宰或管轄範圍──例如：網球裁判在「網球遊

戲」中具有權威；色情刊物的作者在「性的遊戲」中具有權威。換言之，「說話

者的權威」只有在其權威所主宰或管轄範圍，才能具有臣屬功能，並使其權威所

主宰或管轄範圍內的他人淪落為次等地位。同理，我們也可以說：具有噤聲功能

的言論 S，其噤聲功能也應有其特定的主宰或管轄範圍──例如：在「回教婦女

離婚」的例子中，回教婦女只有在「回教律法的遊戲」中，其「離婚！」此一言

論才失去離婚的作用；婦女則只有在「性的遊戲」中，其「不！」此一言論才失

去拒絕的作用。換言之，語言也只有在其所主宰或管轄範圍，才能具有噤聲功能。

為了便於討論起見，讓我們稱此為「噤聲或臣屬的相對性」(the relativity of 

silencing or subordination)。若是如此，我們就可以延用藍騰的說法，稱具有噤聲

或臣屬功能的言論 S 所寄居的語言環境或說話者的權威所主宰或管轄範圍為「X

的遊戲」，其中 X 可以代表「性」、「回教律法」等。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把噤

聲或臣屬分為「可治癒」以及「不可治癒」(incurable) 兩種，並用以說明「言論

的表達」或是「如何說」此一層面的「噤聲、臣屬強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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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治癒」的噤聲或臣屬：對於聽者而言，語言環境或說話者的權威可藉由

「聽者脫離 X 的遊戲」而避免或排除，因此可治癒噤聲或臣屬； 

「不可治癒」的噤聲或臣屬：對於聽者而言，語言環境或說話者的權威無法

藉由「聽者脫離 X 的遊戲」而避免或排除，因為聽者根本就無法脫離「X

的遊戲」(亦即：聽者成了 X 的人質)。8 

至於「言論的表達」或是「如何說」此一層面的「噤聲、臣屬廣度」，則可用

下列兩個意義加以掌握： 

強意義的噤聲或臣屬：(i) 一個人或團體在任何「X 的遊戲」中都遭到了

噤聲；(ii) 當一個人或團體 S 被其他具有權威的人或團體歸類為次等地

位，而這種歸類在任何「X 的遊戲」中，都對 S 不公平或歧視了 S； 

弱意義的噤聲或臣屬：(i) 一個人或團體只有在某個特定的「X 的遊戲」

中才遭到了噤聲；(ii)當一個人或團體 S 被其他具有權威的人或團體歸類

為次等地位，而這種歸類只有在某個特定的「X 的遊戲」中，才對 S 不公

平或歧視了 S。 

為了進一步明瞭「言論的表達」或是「如何說」此一層面的「噤聲、臣屬廣度」，

讓我們把「噤聲或臣屬」分為「部分的噤聲或臣屬」(local silencing or subordination) 

與「全面的噤聲或臣屬」(global silencing or subordination) 兩種，並分別定義如

下： 

當一個人遭到了「部分的噤聲或臣屬」時，我們是指：(i) 這個人在「此時

此地」或是在「某時某地」遭到了噤聲 (being silenced here and now or there 

and then)；(ii) 一個人或團體 S 被其他具有權威的人或團體在「此時此地」

或「某時某地」歸類為次等地位 (being subordinated here and now or there and 

then)； 

當一個人遭到了「全面的噤聲或臣屬」時，我們是指：(i) 這個人「隨時隨

地」都遭到了噤聲 (being silenced everywhere and every time)；(ii) 一個人或

團體 S 被其他具有權威的人或團體在「隨時隨地」都歸類為次等地位 (being 

subordinated everywhere and every time)。 

除此之外，由於言論所具有的噤聲以及臣屬作用，與「說話者的權威」息息相關，

因此我們也可以用「權威」此一概念來進一步分析「言論的表達」或是「如何說」

此一層面的「噤聲、臣屬廣度」如下： 

當言論 S 具有「部分的噤聲或臣屬作用」時，我們是指言論 S 對某個人或

團體只具有「部分權威」(local authorities) 而已；而當言論 S 具有「全面的

                                                 
8
 在此，「說話者是否能脫離 X 的遊戲」似乎並不是重點，因為說話者是否具有權威，也端賴聽

者的理解為何或環境為何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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噤聲或臣屬作用」時，我們是指言論 S 對某個人或團體具有「全面權威」

(global authorities)。 

接下來讓我們把「噤聲、臣屬強度」以及「噤聲、臣屬廣度」之間的邏輯關聯整

理如下： 

當言論 S 所具有的噤聲或臣屬作用是「不可治癒」的，則其噤聲或臣屬作用

也同時是強意義、全面的噤聲或臣屬，其對某個人或團體也應具有「全面權

威」；當言論 S 所具有的噤聲或臣屬作用是「可治癒」的，則其噤聲或臣屬

作用也應同時是弱意義、部分的噤聲或臣屬，其對某個人或團體則只具有「部

分權威」而已。9 

若是如此，則我們就可以分別把藍騰和格林的主張整理如下了。首先，我們

可以把藍騰的主張 3 整理如下： 

藍騰的前提 1. 色情刊物會在「此時此地」使得婦女遭到了噤聲或使得婦女

臣屬於男性； 

藍騰的前提 2. 若言論 S 在「此時此地」具有噤聲、臣屬作用，則言論 S 就

應遭到查禁。 

因此，我們有充分理由查禁色情刊物。 

而如我們在第三節中所曾提及，格林對藍騰的主張 3 的批評，則可以大致整理如

下。為了便於討論起見，讓我們稱此一主張為格林的主張 1： 

格林的主張 1：只有當「普遍察覺的合法性」以及「普遍察覺的有效性」這

兩個必要條件都成立，婦女才會遭到臣屬以及噤聲的待遇。然而在色情刊物

的例子中，這兩個必要條件都無法成立，因此色情刊物的權威根本就沒有使

得婦女遭到臣屬以及噤聲的待遇。 

在此，格林的意思似乎是：當「普遍察覺的合法性」以及「普遍察覺的有效性」

這兩個必要條件都成立，則色情刊物就會「隨時隨地」使得婦女遭到了噤聲或使

得婦女臣屬於男性了；然而由於「普遍察覺的合法性」以及「普遍察覺的有效性」

都無法成立，因此色情刊物並不會「隨時隨地」使得婦女遭到了噤聲或使得婦女

臣屬於男性了。若是如此，則我們就可以把格林的主張 1 進一步整理成下列論證： 

格林的前提 1. 色情刊物無法「隨時隨地」使得婦女遭到了噤聲或使得婦女

                                                 
9
 對此，我們似乎可以得到下列有趣的發現：「噤聲、臣屬廣度」並不與「噤聲、臣屬強度」成

正比關係，即：「噤聲、臣屬廣度」愈大，「噤聲、臣屬強度」卻不見得愈大；而「噤聲、臣屬

廣度」愈小，「噤聲、臣屬強度」卻也不見得愈小。這個問題似乎與下列問題息息相關：「聽者

的知識或相關資源」、「說話者的知識或相關資源」、「可治癒的噤聲或臣屬」、「不可治癒的噤

聲或臣屬」、「部分的噤聲或臣屬」、「全面的噤聲或臣屬」之間有何關聯？不過由於篇幅所限，

此一問題宜另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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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屬於男性 (由於「普遍察覺的合法性」以及「普遍察覺的有效性」都無法

成立之故)； 

格林的前提 2. 若言論 S 並不具有「隨時隨地」的噤聲、臣屬作用，則言論

S 就不應遭到查禁。 

因此，我們並沒有充分理由查禁色情刊物。 

在此，前提 2 必須是格林的主張 1 背後的假設。而如果我們利用我們在這節中所

得到的概念，則藍騰的主張 3 可以進一步整理如下： 

藍騰的前提 1. 色情刊物會使得婦女遭到「部分的噤聲或臣屬」(或「可治

癒」、弱意義的噤聲或臣屬)； 

藍騰的前提 2. 若言論 S 會使得他人遭到「部分的噤聲或臣屬」(或「可治

癒」、弱意義的噤聲或臣屬)，則言論 S 就應遭到查禁。 

因此，我們有充分理由查禁色情刊物。 

而格林的主張 1 則可以重新整理如下： 

格林的前提 1. 色情刊物無法使得婦女遭到「全面的噤聲或臣屬」(或「不可

治癒」、強意義的噤聲或臣屬)； 

格林的前提 2. 若言論 S 不會使得他人遭到「全面的噤聲或臣屬」(或「不可

治癒」、強意義的噤聲或臣屬)，則言論 S 就不應遭到查禁。 

因此，我們並沒有充分理由查禁色情刊物。 

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說： 

依格林的主張 1，當一個人並沒有因為言論 S 而遭到「全面的噤聲或臣屬」

(或「不可治癒」、強意義的噤聲或臣屬)，此時言論 S 就不應遭到查禁，而

且這個人的言論自由以及平等權也就不算遭到了侵害；然而依藍騰的主張

3，只要一個人因為言論 S 而遭到了「部分的噤聲或臣屬」(或「可治癒」、

弱意義的噤聲或臣屬)，此時言論 S 就應遭到查禁，而且這個人的言論自由

以及平等權就算遭到了侵害。 

此外，從言論所具有的權威的特性出發，我們也可以說： 

依格林的主張 1，唯有當言論 S 對某個人或團體具有「全面權威」時，此時

我們才可能有充分理由查禁言論 S；而依藍騰的主張 3，只要言論 S 對某個

人或團體具有「部分權威」時，我們就可能有充分理由查禁言論 S 了。 

現在我們的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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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究竟是「部分的噤聲或臣屬」(或「可治癒」、弱意義的噤聲或臣屬) 

還是「全面的噤聲或臣屬」(或「不可治癒」、強意義的噤聲或臣屬)，才算

是「言論自由」或是「平等權」受到侵犯呢？ 

問題 2.究竟是當言論 S 具有「部分權威」還是「全面權威」時，我們才有

充分理由查禁言論 S 呢？ 

這是我們接下來所要探討的問題。 

 

五、格林的「全有全無論」v.s. 藍騰的「一次有效論」 

 

由上述討論可見，格林和藍騰在探討「具有權威的行動」所具有的臣屬作用時，

其爭論產生的原因，其實是分別把焦點放在不同地方所致。格林和藍騰想必都會

同意下列主張： 

一旦脫離羅馬天主教教會權威所控制的舊社群，則麥斯顯然在新社群中就不

會遭到臣屬的待遇了。 

而在此，藍騰正確指出我們顯然又必須假設下列主張： 

麥斯具有必需的知識  (knowledge)、傾向  (inclinations) 以及物質資源 

(material resources)，因此有能力脫離舊社群。(Langton, 1998: 272) 

讓我們稱上述假設為麥斯「脫離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escape)。如此一來，

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指出格林和藍騰爭論產生的原因所在了。如上一節所述，依格

林的主張 1： 

當一個人並沒有因為言論 S 而遭到「全面的噤聲或臣屬」(或「不可治癒」、

強意義的噤聲或臣屬)，此時言論 S 就不應遭到查禁，而且這個人的言論自

由以及平等權也就不算遭到了侵害。而從言論所具有的權威的特性出發，我

們也可以說：唯有當言論 S 對某個人或團體具有「全面權威」時，此時我們

才可能有充分理由查禁言論 S。 

如是觀之，格林當然就會把焦點放在「麥斯顯然在新社群中並不會遭到臣屬的待

遇」此一部分，因此才會主張： 

A.由於麥斯顯然在其他足以與羅馬天主教教會權威相對抗的權威或規範所

控制的新社群中，並沒有遭到臣屬的待遇，因此麥斯並沒有遭到臣屬的待遇。 

而此一主張背後又假設了「麥斯有能力可以脫離舊社群」──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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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依格林的主張 1，唯有當言論 S 對某個人或團體具有「全面權威」時，

此時我們才可能有充分理由查禁言論 S。因此，在思考「麥斯是否遭到臣屬

的待遇」此一問題時，我們必須思考麥斯「脫離的可能性」──唯有當麥斯

根本無法脫離言論 S 所具有的「全面權威」，此時我們才可能有充分理由查

禁言論 S。 

為了便於討論起見，讓我們稱上述 A、B 這兩個主張為「格林的臣屬主張」(Green’s 

subordination thesis)。相較之下，如上一節所述，依藍騰的主張 3： 

只要一個人因為言論 S 而遭到了「部分的噤聲或臣屬」(或「可治癒」、弱

意義的噤聲或臣屬)，此時言論 S 就應遭到查禁，而且這個人的言論自由以

及平等權就算遭到了侵害。而從言論所具有的權威的特性出發，我們也可以

說：只要言論 S 對某個人或團體具有「部分權威」時，我們就可能有充分理

由查禁言論 S 了。 

因此藍騰當然就會把焦點放在「麥斯曾在羅馬天主教教會權威所控制的舊社群中

遭到臣屬的待遇」此一部分，因此才會主張： 

a.由於麥斯曾在羅馬天主教教會權威所控制的舊社群中遭到臣屬的待遇，因

此麥斯已經遭到臣屬的待遇了。 

而此一主張背後，顯然並沒有考慮「麥斯是否有能力可以脫離舊社群」此一問題。

對此，藍騰曾清楚指出： 

b. 依藍騰的主張 3，只要言論 S 對某個人或團體具有「部分權威」時，我們

就可能有充分理由查禁言論 S 了。因此，在思考「麥斯是否遭到臣屬的待遇」

此一問題時，「脫離的可能性」並不是重點，因為「脫離的可能性」並無法

改變「麥斯在羅馬天主教教會權威所控制的舊社群中遭到臣屬的待遇」此一

事實──只要麥斯曾身處言論 S 所具有的「部分權威」的管轄範圍，此時我

們就可能有充分理由查禁言論 S。(Langton, 1998: 273) 

為了便於討論起見，讓我們稱上述 a、b這兩個主張為「藍騰的臣屬主張」(Langton’s 

subordination thesis)。同理，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探討格林和藍騰在探討「具有權

威的行動」所具有的噤聲作用時，其爭論產生的原因。為此，只要我們把上述主

張中的「麥斯」一律置換為「婦女」、把「臣屬」一律置換為「噤聲」，並把「羅

馬天主教教會」一律置換為「色情刊物」，便大功告成。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

得出下列結論：首先，格林和藍騰想必都會同意下列主張： 

一旦脫離色情刊物權威所控制的舊社群，則婦女顯然在新社群中就不會遭到

噤聲了。 

在此，格林顯然是把焦點放在「婦女在新社群中並不會遭到噤聲」此一部分，因

此才會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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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由於婦女顯然在其他足以與色情刊物權威相對抗的權威或規範所控制的

新社群中，並沒有遭到噤聲，因此婦女並沒有遭到噤聲。 

而此一主張背後又假設了「婦女有能力可以脫離舊社群」──亦即： 

D. 依格林的主張 1，唯有當言論 S 對某個人或團體具有「全面權威」時，

此時我們才可能有充分理由查禁言論 S。因此，在思考「婦女是否遭到噤聲」

此一問題時，我們必須思考婦女「脫離的可能性」──唯有當婦女根本無法

脫離言論 S 所具有的「全面權威」，此時我們才可能有充分理由查禁言論 S。。 

讓我們稱上述 C、D 這兩個主張為「格林的噤聲主張」(Green’s silencing thesis)。

另一方面，藍騰是把焦點放在「婦女曾在色情刊物權威所控制的舊社群中遭到噤

聲」此一部分，因此才會主張： 

c.由於婦女曾在色情刊物權威所控制的舊社群中遭到噤聲，因此婦女已經遭

到噤聲了。 

而此一主張背後，並沒有考慮「婦女是否有能力可以脫離舊社群」此一問題。

對此，藍騰也曾清楚指出： 

d. 依藍騰的主張 3，只要言論 S 對某個人或團體具有「部分權威」時，我們

就可能有充分理由查禁言論 S 了。因此，在思考「婦女是否遭到噤聲」此一

問題時，「脫離的可能性」並不是重點，因為「脫離的可能性」並無法改變

「婦女在色情刊物權威所控制的舊社群中遭到噤聲」此一事實──只要婦女

曾身處言論 S 所具有的「部分權威」的管轄範圍，此時我們就可能有充分理

由查禁言論 S。 

讓我們稱上述 c、d 這兩個主張為「藍騰的噤聲主張」(Langton’s silencing thesis)。

而我們曾在第三節末指出：藍騰認為格林關於噤聲、臣屬的主張，其實都是一種

「全有全無論」(all-or-none-ism)──依格林的臣屬的「全有全無論」，除非所有

或大部分婦女都遭到了臣屬待遇，否則根本就沒有任何婦女遭到了臣屬待遇；而

依格林的噤聲的「全有全無論」，除非所有或大部分婦女都遭到了噤聲，否則根

本就沒有任何婦女遭到了噤聲。因此，為了便於討論起見，讓我們延用藍騰的用

語，稱格林的主張 1、格林的臣屬主張 (即主張 A、B) 以及格林的噤聲主張 (即

主張 C、D) 為格林的「全有全無論」(Green’s all-or-none-ism)；至於藍騰的主張

3、藍騰的臣屬主張 (即主張 a、b) 以及藍騰的噤聲主張 (即主張 c、d)，我們則

可以統稱為藍騰的「一次有效論」(Langton’s once-and-for-all-ism)。 

    若是如此，則我們就可以把第四節末所曾探討的兩個問題稍作轉換了。在第

四節末，我們曾問： 

問題 1.究竟是「部分的噤聲或臣屬」(或「可治癒」、弱意義的噤聲或臣屬) 

還是「全面的噤聲或臣屬」(或「不可治癒」、強意義的噤聲或臣屬)，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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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言論自由」或是「平等權」受到侵犯呢？ 

問題 2.究竟是當言論 S 具有「部分權威」還是「全面權威」時，我們才有

充分理由查禁言論 S 呢？ 

現在我們就可以把問題 1 以及問題 2 進一步簡化為問題 3 了，即： 

問題 3.究竟是格林的「全有全無論」(即主張 A、B、C、D) 還是藍騰的「一

次有效論」(即主張 a、b、c、d) 才能成立呢？ 

這就是我們自下節起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六、「顯性」與「隱性」的色情刊物 

 

乍看之下，我們可能會誤以為藍騰的「一次有效論」才能成立，至於格林的「全

有全無論」則是相當荒謬的主張。為此，讓我們舉例說明：如同「張三曾經殺了

一個人」、「張三過去曾結過婚」這些事實的存在，就可以分別推論出「張三殺

人」、「張三至少曾經已婚」這些結論；同理，「言論 S 曾經使得婦女遭到噤聲、

臣屬的待遇」此一事實的存在，當然也可以推論出「言論 S 使得婦女遭到噤聲、

臣屬的待遇」此一結論！而如果格林的「全有全無論」竟能成立，則這不啻表示：

「言論 S 曾經使得婦女遭到噤聲、臣屬的待遇」此一事實的存在，並不能推論出

「言論 S 使得婦女遭到噤聲、臣屬的待遇」此一結論！這顯然是相當荒謬的。然

而，「格林的主張非常荒謬」此一結論，並不能自動推論出「藍騰的一次有效論

才能成立」此一結論──如果我們深入思考，就會發現問題其實遠比我們剛開始

所認為的還要複雜得多。而究其原因，則在於言論所具有的複雜特性所致。在接

下來的討論中，筆者將主張： 

1. 藍騰的「一次有效論」根本就不能成立； 

2. 至於格林的「全有全無論」，則必須經過修正後才能成立。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為何是如此。 

    為了便於討論起見，讓我們稱「具有臣屬、噤聲作用」的言論為 L，並假定

色情刊物包含在 L 之中。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只需考慮「接觸並瞭解 L」

以及「L 導致臣屬、噤聲作用」之間具有直接因果關聯的情況──亦即：我們只

需考慮「因果關聯的第一鎖鏈」(the first chain of cause and effect) 即可。至於「接

觸並瞭解 L」以及「L 導致臣屬、噤聲作用」之間具有間接因果關聯的情況，則

似乎不需考慮。因為嚴格說來，不管其因果關聯的情況如何迂迴、離奇，而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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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這是否說話者的本意，所有的言論顯然最後都會間接導致臣屬、噤聲作用；

而如果「言論間接導致臣屬、噤聲作用」就足以作為查禁該言論的充分理由，則

我們顯然就會因此喪失了言論自由。這自非自由主義者或女性主義者所樂見的後

果。若是如此，則我們就可以把 L 分為「顯性」(phenotypes) 與「隱性」(genotypes，

或 silent carriers) 兩類，並以「曾經導致至少一人遭到臣屬、噤聲」作為顯性 L

的判準。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把顯性 L 以及隱性 L 分別定義如下： 

i. 顯性 L：至少一人接觸且獲瞭解，並因此導致至少一人遭到臣屬、噤聲之

L； 

ii. 隱性 L：非顯性之 L。 

其中，顯性 L 包含了： 

i-1. 超級顯性 L (super phenotypes)：隨時隨地 (everywhere and every time) 都

至少一人接觸且獲瞭解，並因此導致至少一人隨時隨地都遭到臣屬、噤聲

之 L； 

i-2. 顯性 L-1：此時此地 (here and now) 至少一人接觸且獲瞭解，並因此導

致至少一人在此時此地 (here and now) 遭到臣屬、噤聲之 L； 

而隱性 L 又包含了： 

ii-1. 有人接觸，且獲瞭解，但沒有對任何人產生影響，因此從未導致任何

人遭到臣屬、噤聲之 L；  

ii-2. 有人接觸，但從未獲瞭解，因此從未導致任何人遭到臣屬、噤聲之 L； 

ii-3. 超級隱性 L (super genotypes)：從未有人接觸，且從未獲瞭解，因此從

未導致任何人遭到臣屬、噤聲之 L。 

上述分類較為明確而沒有爭議。然而下列 L 則處於灰色地帶，有待進一步討論： 

1. 此時彼地 (there and now) 至少一人接觸且獲瞭解，並因此導致至少一人

在此時彼地遭到臣屬、噤聲之 L； 

2. 彼時此地 (here and then) 至少一人接觸且獲瞭解，並因此導致至少一人

在彼時此地遭到臣屬、噤聲之 L； 

3. 彼時彼地 (there and then) 至少一人接觸且獲瞭解，並因此導致至少一人

在彼時彼地遭到臣屬、噤聲之 L。 

在此，如果我們以「至少在此時此地導致至少一人遭到臣屬、噤聲」作為顯性 L

的判準，則這三種情況中之 L 顯然都只是隱性 L；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以「曾經

導致至少一人遭到臣屬、噤聲」作為顯性 L 的判準，則這三種情況中之 L 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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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都是顯性 L 了。因此，稱呼這三種情況中之 L 為顯性 L 或是隱性 L，似乎只

是言辭之爭而已，並非問題的重點。為了便於討論起見，讓我們延用本節開頭對

顯性 L 所採用的定義，以「曾經導致至少一人遭到臣屬、噤聲」作為顯性 L 的

判準。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把上述三種情況中之 L 也視為顯性 L。 

另一方面，下列 L 也是處於灰色地帶，有待進一步討論： 

1. 隨時此地 (here and every time) 至少一人接觸且獲瞭解，並因此導致至少

一人在隨時此地遭到臣屬、噤聲之 L； 

2. 隨時彼地 (there and every time) 至少一人接觸且獲瞭解，並因此導致至少

一人在隨時彼地遭到臣屬、噤聲之 L； 

3. 此時隨地 (everywhere and now) 至少一人接觸且獲瞭解，並因此導致至

少一人在此時隨地遭到臣屬、噤聲之 L； 

4. 彼時隨地 (everywhere and then) 至少一人接觸且獲瞭解，並因此導致至

少一人在彼時隨地遭到臣屬、噤聲之 L。 

在此，如果我們延用本節開頭對顯性 L 所採用的定義，以「曾經導致至少一人

遭到臣屬、噤聲」作為顯性 L 的判準，則上述三種情況中之 L 顯然也可視為顯

性 L。 

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得到下列顯性 L 以及隱性 L 的一系列光譜： 

1. 超級顯性 L：隨時隨地 (everywhere and every time) 都至少一人接觸且獲

瞭解，並因此導致至少一人隨時隨地都遭到臣屬、噤聲之 L； 

2. 隨時此地的顯性 L：隨時此地 (here and every time) 至少一人接觸且獲瞭

解，並因此導致至少一人在隨時此地遭到臣屬、噤聲之 L； 

3. 隨時彼地的顯性 L：隨時彼地 (there and every time) 至少一人接觸且獲瞭

解，並因此導致至少一人在隨時彼地遭到臣屬、噤聲之 L； 

4. 此時隨地的顯性 L：此時隨地 (everywhere and now) 至少一人接觸且獲瞭

解，並因此導致至少一人在此時隨地遭到臣屬、噤聲之 L； 

5. 彼時隨地的顯性 L：彼時隨地 (everywhere and then) 至少一人接觸且獲瞭

解，並因此導致至少一人在彼時隨地遭到臣屬、噤聲之 L； 

6. 此時此地的顯性 L：此時此地 (here and now) 至少一人接觸且獲瞭解，

並因此導致至少一人在此時此地遭到臣屬、噤聲之 L； 

7. 此時彼地的顯性 L：此時彼地 (there and now) 至少一人接觸且獲瞭解，

並因此導致至少一人在此時彼地遭到臣屬、噤聲之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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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彼時此地的顯性 L：彼時此地 (here and then) 至少一人接觸且獲瞭解，

並因此導致至少一人在彼時此地遭到臣屬、噤聲之 L； 

9. 彼時彼地的顯性 L：彼時彼地 (there and then) 至少一人接觸且獲瞭解，

並因此導致至少一人在彼時彼地遭到臣屬、噤聲之 L； 

10. 隱性 L-1：有人接觸，且獲瞭解，但沒有對任何人產生影響，因此從未

導致任何人遭到臣屬、噤聲之 L； 

11. 隱性 L-2：有人接觸，但從未獲瞭解，因此從未導致任何人遭到臣屬、

噤聲之 L； 

12. 超級隱性 L：從未有人接觸，且從未獲瞭解，因此從未導致任何人遭到

臣屬、噤聲之 L。 

現在我們的問題如下：那一種 (或那些) 情況可足以作為查禁 L 的充分理由呢？ 

 

七、奧斯丁的「第一人稱論證」 

 

不過上述分類實在是太複雜了！為此，在這一節和下一節中，我們打算進一步簡

化上述分類，以便試著回答上一節末所留下來的問題。如此一來，我們不僅可以

使得討論的焦點更為清楚，而且還可以順便探討言論自由以及思想自由之間的關

係。為此，我們可以首先得到下列觀察：此時彼地的顯性 L、彼時此地的顯性 L

以及彼時彼地的顯性 L 和此時此地的顯性 L 的最大差別如下：當我們說此時此

地的顯性 L「導致至少一人遭到臣屬、噤聲」時，我們不僅知道此時此地的顯性

L 所具有的臣屬、噤聲作用存在，而且還知道它在此時此地「正在」導致至少一

人遭到臣屬、噤聲，因為此時此地的顯性 L 本身就正是臣屬、噤聲的行動；相

較之下，當我們說此時彼地的顯性 L、彼時此地的顯性 L 以及彼時彼地的顯性 L

「導致至少一人遭到臣屬、噤聲」時，我們只知道這些 L 的臣屬、噤聲作用存

在而已，可是這些顯性 L 並沒有在此時此地「正在」導致至少一人遭到臣屬、

噤聲，因為這些 L 本身並不是發生在此時此地的臣屬、噤聲的行動。讓我們舉

例說明這點： 

L1：當女性說「不」時，她的意思其實是「也許」；當女性說「也許」時，

她的意思其實是「好」。 

L2：日耳曼鐵血宰相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 說：「當女性說『不』時，

她的意思其實是『也許』；當女性說『也許』時，她的意思其實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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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例子中，L1 以及 L2 都是顯性 L，而且 L1 是此時此地的顯性 L，而 L2 則

是彼時彼地的顯性 L。然而 L1、L2 之間的最大差別，在於 L1 本身正是噤聲的

行動，因此對此時此地的聽者 (如婦女) 具有噤聲作用；至於 L2 則只是對於「噤

聲的行動」的描述或報導而已，本身並不是噤聲的行動，因此對此時此地的聽者 

(如婦女) 並不具有噤聲作用。 

    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也可以完全不知道語句 L「為何具有噤聲作

用」，而只知道它「具有噤聲作用」──亦即：我們可以完全不知道 L 的噤聲

作用的內容為何。例如： 

情況一：L。 

情況二：日耳曼鐵血宰相俾斯麥說：「L」。 

在情況一中，如果某個具有相當權威的人在此時此地、在某些適當的環境中對某

些聽者說出 L，由於 L 本身正是噤聲的行動，因此的確會在此時此地對某些聽者

產生噤聲作用。相較之下，情況二則只不過是對於 L 此一噤聲行動的描述或報

導而已，本身並不是噤聲的行動，因此當然在此時此地就不具有噤聲作用了。10
 

因此我們似乎可以說： 

此時此地的顯性 L 本身就正是臣屬、噤聲的行動，因此在此時此地對聽者

具有臣屬、噤聲作用；而此時彼地的顯性 L、彼時此地的顯性 L 以及彼時彼

地的顯性 L，則只不過是對於「臣屬、噤聲的行動」的描述或報導而已，本

身並不是臣屬、噤聲的行動，因此在此時此地對聽者當然就不具有臣屬、噤

聲作用了。11
 

為此，讓我們援引奧斯丁在《如何拿話做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一書

中對於「做言」(performatives) 與「敘言」(constatives) 所曾經作出的區分，以

便進一步說明這點。 

奧斯丁最著名的主張之一，是首先指出「做言」與「敘言」的區別。所謂「敘

言」是指用來描述或報導事實的語句，其本身有真假可言。相較之下，當一個人

在適當環境中展現「做言」時，他 (她) 並不是在描述或報導某個事實，而是企

圖同時透過言說而「做某件事情」。奧斯丁因此認為「做言」具有下列三個特徵： 

                                                 
10

 對此，我們似乎也可以說：如果 L 具有臣屬、噤聲作用，則當我們「使用」(use) L 時，由於

L 本身就正是臣屬、噤聲的行動，因此就會在此時此地「正在」導致至少一人遭到臣屬、噤聲；

相較之下，如果我們只是「提及」(mention) L，則我們就只是對於 L 的描述或報導而已，並不會

因此導致至少一人遭到臣屬、噤聲。 
11

 有人可能會質疑道：此時彼地的顯性 L、彼時此地的顯性 L 以及彼時彼地的顯性 L，雖然只是

對於「臣屬、噤聲的行動」的描述或報導而已，在此時此地對聽者不具有臣屬、噤聲作用，然而

卻可能會間接導致聽者遭到臣屬、噤聲。然而在第六節開頭，我們曾指出：嚴格說來，所有的言

論顯然最後都會間接導致臣屬、噤聲作用；如果我們把「言論間接導致臣屬、噤聲作用」的情況

也考慮進去，並作為查禁言論的充分理由，其結果，則顯然會使得我們喪失了言論自由。因此我

們只能考慮「言論直接導致臣屬、噤聲作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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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就文法觀之，「做言」類似於陳述語句； 

ii. 然而「做言」事實上卻不陳述任何事情，因此並無真假可言； 

iii. 「做言」的表達，本身就是在做某件事情。 

為此，奧斯丁特別舉例說明：如果一個人手中握著瓶子，而且在適當的場合中說

「我現在把這艘船命名為『伊莉莎白』」，此時這個人已經為一艘船命名為「伊莉

莎白」了。這就是「做言」的典型──藉由「我現在把這艘船命名為『伊莉莎白』」

這句話，一個人也同時為一艘船命名了。然而，當我說「我現在把這艘船命名為

『伊莉莎白』」這句話時，我並不是在「描述」我做了什麼事情 (亦即：我並不

是在說「我命名了一艘船」)──在說出「我現在把這艘船命名為『伊莉莎白』」

這句話時，我也同時在為一艘船命名。同理，當我在教堂中說「我願意」時，我

並不是在「報導」某個結婚儀式──在說出「我願意」時，我也同時身處在某個

結婚儀式、並為該儀式的當事人之一 (Austin 1962: 1-6)。奧斯丁隨後發現： 

1.「做言」大多具有直述句 (indicative sentences)、第一人稱單數 (first-person 

singular)、現在式 (present tense) 以及主動式 (active) 等文法特徵 (Austin 

1962: 53-57)。12
  

為了讓奧斯丁的此一論點更為完整起見，我們可以再補上第二個論點，即： 

2. 具有第三人稱或是過去式等文法特徵的語句，只能是「敘言」，而不能

是「做言」。 

為了便於討論起見，讓我們稱上述對「做言」以及「敘言」所提出的判準為奧斯

丁的第一人稱論證 (Austin’s first-person argument)。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繼續

依此而把 L 區分成下列四大類： 

A 類：由於 L 本身就是此時此地臣屬、噤聲的行動，因此對聽者具有臣屬、

噤聲作用。例如超級顯性 L、隨時此地的顯性 L、此時隨地的顯性 L、此時

此地的顯性 L 即是； 

例子： 

1. 一個獨裁者把具有臣屬、噤聲作用的儀器偷偷裝在所有人的腦中，以便

使得某個人或某個團體隨時隨地都遭到噤聲、臣屬的待遇 (在此情況下，此

一儀器是屬於「超級顯性 L」)； 

                                                 
12

 值得注意的是：奧斯丁在提出這個區分「做言」的文法判準後，隨即捨棄了這個判準，因為

有些具有直述句、第一人稱單數、現在式以及主動式等文法特徵的語句，事實上並不是「做言」。

請見 Austin (1962: 58)。不過這並不影響我們在此的論證的說服力，因為我們的重點是：本身就

是此時此地臣屬、噤聲行動的 L，一定都是「做言」，而且都具有直述句、第一人稱單數、現在

式以及主動式等文法特徵；相較之下，第三人稱或是過去式、本身並不是此時此地臣屬、噤聲行

動的 L，則不能是「做言」，而只能是對於「做言」的描述或報導的「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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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張三在所身處的此地，隨時都正在翻閱一本內含噤聲、臣屬作用的 L 的

色情刊物 (在此情況下，此一色情刊物是屬於「隨時此地的顯性 L」)； 

3. 所有人在此時此地都正在書店翻閱一本內含噤聲、臣屬作用的 L 的色情

刊物 (在此情況下，此一色情刊物是屬於「此時隨地的顯性 L」)； 

4. 張三在此時此地正在書店翻閱一本內含噤聲、臣屬作用的 L 的色情刊物 

(在此情況下，此一色情刊物是屬於「此時此地的顯性 L」)。 

B 類：由於 L 本身並不是此時此地臣屬、噤聲的行動，只不過是對於「臣屬、

噤聲的行動」的描述或報導而已，因此對聽者並不具有臣屬、噤聲作用。例

如隨時彼地的顯性 L、彼時隨地的顯性 L、此時彼地的顯性 L、彼時此地的

顯性 L、彼時彼地的顯性 L 即是； 

例子： 

1. 靜靜躺在地球最深的海溝──馬里亞納海溝 (The Mariana Trench) 中的

色情刊物； 

2. 登月太空人所遺留、靜靜躺在月球表面上的色情刊物； 

3. 射向外太空、孤獨的旅行於星際間的色情頻道電波。 

C 類：對於 L 所具有的臣屬、噤聲作用，我們既不知其然，亦不知其所以然，

因此並不受其影響。例如隱性 L-2 以及超級隱性 L 即是； 

例子： 

1. 泰坦星上的海妖 (The Sirens of Titan) 正企圖妖言惑眾，然而卻沒有人在

泰坦星上； 

2. 張三突發奇想，腦中幻想著一段色情刊物的劇情。 

D 類：對於 L 所具有的臣屬、噤聲作用，我們既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然

而卻不受其影響。例如隱性 L-1 即是。 

例子：某社會人們把「描述或報導食欲」的影片視為色情刊物，而不把「描

述或報導性欲」的影片視為色情刊物。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再進一步分類如下：相對於含有「隨時」或「隨地」

的 L，我們可稱含有「此時」的 L 為「時間不完整」的 L (temporally incomplete L)，

稱含有「此地」的 L 為「空間不完整」的 L (spatially incomplete L)，而稱含有「隨

時」以及「隨地」的 L 為「完整」的 L (complete L)。此外，相對於含有「此時」

或「此地」的 L，我們可稱含有「彼時」的 L 為「時間有缺陷」的 L (temporally 

deficient L)，而稱含有「彼地」的 L 為「空間有缺陷」的 L (spatially deficient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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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相對於顯性 L，我們可稱隱性 L 為「不成熟」的 L (immature L)。若是如

此，則我們就可以依奧斯丁的第一人稱論證而得到下列結論： 

A 類之 L (即「完整」的 L 以及「時空不完整」的 L，包括超級顯性 L、隨

時此地的顯性 L、此時隨地的顯性 L、此時此地的顯性 L) 顯然是具有直述

句、第一人稱單數、現在式以及主動式等文法特徵的語句，而且是屬於「做

言」。 

相較之下： 

B 類之 L (即「時空有缺陷」的 L，包括隨時彼地的顯性 L、彼時隨地的顯性

L、此時彼地的顯性 L、彼時此地的顯性 L 以及彼時彼地的顯性 L) 都是含

有「彼地」(there) 或是「彼時」(then) 的 L，因此是第三人稱或是過去式、

只是對於「臣屬、噤聲行動」的描述或報導的 L，其本身不能是「做言」，

而只能是對於「做言」的描述或報導的「敘言」。 

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說： 

C 類、D 類之 L (即「不成熟」的 L，包括超級隱性 L、隱性 L-1 以及隱性

L-2) 顯然也是第三人稱或是過去式、只是對於「臣屬、噤聲行動」的描述

或報導的 L，其本身不能是「做言」，而只能是對於「做言」的描述或報導

的「敘言」。 

現在我們的問題如下：在 A、B、C、D 這四類 L 中，那些是屬於思想自由的範

疇，而那些又是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 

 

八、思想自由以及言論自由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首先看看穆勒對思想自由以及言論自由之間的關係有

些什麼看法。在《論自由》第一章中，穆勒曾指出：思想自由是屬於「涉己行為」

(self-regarding actions) 的範疇，因此絕對不能受到干涉；至於發表意見的言論自

由，則是屬於「涉他行為」(other-regarding actions) 的範疇 (Mill, 1859: 82-83)。

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觀察如下：顯性 L 以及隱性 L 之間的最大差異，

在於後者「沒有人接觸」、「沒有人瞭解」或是「從未對任何人產生影響」。由

此觀之，我們可以把 C、D 類之隱性 L (包括隱性 L-1、隱性 L-2 以及超級隱性

L) 視為個人思想自由的領域──亦即穆勒所說的「涉己行為」；而一旦允許查

禁 C、D 類之隱性 L，則就會侵害了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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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們可以說：相較之下，屬於 A、B 類之顯性 L，只是我們藉由語言

而把腦中的思想 (亦即屬於 C、D 類之隱性 L) 表達出來的結果。而由於語言對

於他人可能具有影響力，因此原本屬於個人思想自由領域的隱性 L，就會因為變

成顯性 L，而改隸於穆勒所說的「涉他行為」的範疇了。若是如此，則乍看之下，

相較於屬於思想自由範疇的 C、D 類之隱性 L，A、B 類之顯性 L 就只能屬於「涉

他行為」以及言論自由的範疇；而且原本屬於思想自由範疇的 C、D 類之隱性 L，

也會因為語言的表達而變成屬於言論自由範疇的 A、B 類之顯性 L。13
 

    然而 A、B 類之顯性 L 是否真的一定只能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而不能屬於

思想自由的範疇呢？為了討論便利起見，我們打算等到第十節再來深入分析 A

類之顯性 L。現在讓我們把焦點放在 B 類之顯性 L 上。對此，我們可以進一步

得到下列觀察：B 類之 L 以及 C 類、D 類之 L (即隱性 L) 之間的最大差異，在

於前者在「彼時」或「彼地」「曾有人接觸」、「曾有人瞭解」而且「曾對至少

一人產生影響」，而後者則「沒有人接觸」、「沒有人瞭解」或是「從未對任何

人產生影響」。然而 B 類之 L 以及 C 類、D 類之 L 也有類似之處：如前所述，

B 類、C 類、D 類之 L 同樣都是第三人稱或是過去式、只是對於「臣屬、噤聲行

動」的描述或報導的 L，其本身不能是「做言」，而只能是對於「做言」的描述

或報導的「敘言」。而如果如前所述，C 類之 L 以及 D 類之 L 由於都是屬於隱

性 L，因此應屬思想自由的範疇，則 B 類之 L 是否也能視為思想自由的範疇？

對此問題，筆者的答案是肯定的，現在讓我們來看看為何是如此。 

首先，思想自由就是一個人有在腦袋裡天馬行空胡思亂想的自由。依此觀

之，腦中的思想即使在「彼時」或「彼地」「曾有人接觸」、「曾有人瞭解」或

是「曾對至少一人產生影響」，並不足以使我們因此失去了思想自由──因為言

論 L 是否「曾對至少一人產生影響」，端賴是否有聽者認為如此而決定──亦

即：端賴個別聽者手中所握有的「否決權」(veto) 是否行使而決定。如果只要有

任何聽者對我們的思想自由行使「否決權」，則我們就自動喪失思想自由，其結

果，則是 (例如) 只要有聽者認為張三腦中的思想「曾對至少一人產生影響」，

我們就有充分理由侵犯張三的思想自由。如此一來，則是使我們因為少數聽者行

使「否決權」而導致的「少數暴力」，而完全喪失了思想自由。 

其次，如果只有「沒有人接觸」、「沒有人瞭解」或是「從未對任何人產生

影響」的 C 類以及 D 類之 L 才能視為屬於思想自由範疇的 L，則此不啻主張：

唯有當腦中思想「沒有人接觸」、「沒有人瞭解」或是「從未對任何人產生影響」，

我們才擁有思想自由；只要腦中思想「曾有人接觸」、「曾有人瞭解」而且「曾

對至少一人產生影響」，則我們就自動喪失思想自由。這顯然是相當荒謬的結論！

                                                 
13

 我們稍後會主張：「曾經對至少一人產生影響」的屬於 B 類的顯性 L (即含有「彼地」或「彼

時」、有時空缺陷的 L) 也應屬於思想自由的範疇。若是如此，則我們也可以說：一旦顯性 L 在

一段時間之內沒有人接觸、沒有人瞭解或是沒有對任何人產生影響，則也會變成屬於思想自由範

疇的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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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見：即使 B 類之 L 在「彼時」或「彼地」「曾有人接觸」、「曾有人瞭

解」而且「曾對至少一人產生影響」，我們也應該視之為屬於思想自由範疇的 L

──亦即穆勒所說的「涉己行為」。若是如此，則我們就可以說：一旦允許查禁

B 類之 L，也會侵害了思想自由。 

    若是如此，則我們就可以依奧斯丁的第一人稱論證而得到下列結論： 

B 類、C 類以及 D 類之 L 由於都是第三人稱或是過去式、只是對於「臣屬、

噤聲行動」的描述或報導的 L，其本身不能是「做言」，而只能是對於「做

言」的描述或報導的「敘言」；而凡是對於「做言」的描述或報導的「敘言」，

都應屬思想自由的範疇；因此，B 類、C 類以及 D 類之 L，都應屬思想自由

的範疇。14
 

現在我們的問題如下：屬於「做言」、本身即是「臣屬、噤聲行動」的 A 類之 L，

是否就一定只能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而不能屬於思想自由的範疇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繼續觀察如下：超級顯性 L 可能會「退化」

(degenerate) 而成其他的顯性 L。除此之外，一旦屬於 A 類之顯性 L 在一段時間

之內沒有人接觸、沒有人瞭解或是沒有對任何人產生影響，則就會變成屬於 B

類、「曾經對至少一人產生影響」的顯性 L 了。不過超級顯性 L 以及顯性 L 則

不可能進一步「退化」而成隱性 L。另一方面，隱性 L 則可能會「進化」(evolve) 

而成各種顯性 L。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說：B 類之 L (即含有「彼時」或「彼

地」的「時空有缺陷」的 L) 和 A 類之 L (即只含有「隨時」、「隨地」、「此

時」或「此地」的「完整」的 L 或是「時空不完整」的 L) 之間的最大差異，在

於前者在「此時」或「此地」「沒有人接觸」、「沒有人瞭解」或是「沒有對任

何人產生影響」。而就時間切面觀之，此時  (now) 在時間上的「後繼者」

(successor)，必定是彼時 (then)，因此，在 A 類之中的「時間不完整」的 L，註

定都會「退化」而成在 B 類之中的「時間有缺陷」的 L。換言之，B 類之 L (亦

即「時空有缺陷」的 L) 只不過是 A 類之顯性 L 在一段時間之內沒有人接觸、沒

有人瞭解或是沒有對任何人產生影響的情況下，退化後的結果而已。而如上所

述，B 類之 L 也可以視為屬於思想自由範疇的 L。若是如此，則我們就可以追問

下列這三個問題： 

1. 在 A 類之中的「時間不完整」的 L，是否也應視為屬於思想自由範疇的 L，

因此不能查禁呢？ 

2. 在 A 類之中的「空間不完整」的 L，是否也應視為屬於思想自由範疇的 L，

因此不能查禁呢？ 

                                                 
14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只能得出「凡是屬於敘言的 L，都是屬於思想自由範疇的 L」，而

不能得出「凡是屬於思想自由範疇的 L，都必定是屬於敘言的 L」。換言之，奧斯丁的第一人稱

論證只能用來當作「屬於思想自由範疇的 L」的充分條件，而不能用來當作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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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A 類之中的「完整」的 L (即超級顯性 L)，是否應視為屬於思想自由

範疇的 L，因此不能查禁呢？ 

 

九、言論查禁的實在論 v.s.反實在論 

 

為了討論清楚起見，我們打算等到第十節再來探討這三個問題。現在我們要追

問：對於「那一種 (或那些) 情況可足以作為查禁 L 的充分理由」此一問題，藍

騰以及格林分別會提出什麼樣的答案呢？由第五節的討論可知：依格林的臣屬主

張以及噤聲主張，唯有當一個人因為言論 S 而遭到「全面的噤聲或臣屬」(或「不

可治癒」、強意義的噤聲或臣屬)，此時才能有充分理由查禁言論 S。在此，「全

面的噤聲或臣屬」就是我們在第六節中所提到的「超級顯性 L」所具有的作用。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下列結論： 

依格林的「全有全無論」，只有超級顯性 L 才能查禁。 

依此觀之，格林的「全有全無論」背後的推論可以整理如下，而前提 1 似乎就是

其背後的預設，讓我們稱之為「格林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 (anti-realism)」： 

前提 1. 凡言論 L 具有臣屬、噤聲作用，則言論 L 就一定是超級顯性 L，並

具有「全面的噤聲或臣屬」作用──亦即：言論 L 必定會隨時隨地都至少

為一人所接觸、瞭解並使得至少一人受到臣屬、噤聲 (格林的言論查禁的反

實在論)； 

前提 2. 只有當言論 L 具有臣屬、噤聲作用，才足以作為查禁 L 的充分理由； 

前提 3. 色情刊物不會隨時隨地都至少為一人所接觸、瞭解並使得至少一人

受到臣屬、噤聲 (即：色情刊物不是超級顯性 L)； 

因此，色情刊物不應查禁。 

在上述推論中，前提 1 以及前提 2 就可以得出「只有超級顯性 L 才能查禁」此

一結論。然而對於格林的前提 1，我們其實可以強烈質疑其成立的可能性──我

們大可以質問：為何只有超級顯性 L 才能具有臣屬、噤聲作用，也因此才有理

由加以查禁？對此，格林倒是曾提出了說明：如前所述，格林認為色情刊物最後

會淪為私下、不具權威的言論；而如果一個言論 S 淪為私下、不具權威的言論，

則言論 S 當然就無法使得他人 (包括婦女在內) 遭到「全面的噤聲或臣屬」(或「不

可治癒」、強意義的噤聲或臣屬) 了。然而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格林的主張最

多只證明了「色情刊物無法使得婦女遭到全面的噤聲或臣屬」(或「不可治癒」、

強意義的噤聲或臣屬)」，並沒有證明「色情刊物無法使得婦女遭到部分的噤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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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屬」(或「可治癒」、弱意義的噤聲或臣屬)」。格林如果要作上述推論，其推

論背後就必須隱含下列假設。為了便於討論起見，讓我們稱之為「格林的假設」

(Green’s assumption)： 

格林的假設：若言論 S 不會使得他人遭到「全面的噤聲或臣屬」，則言論 S

也不會使得他人遭到「部分的噤聲或臣屬」。 

事實上，為了進一步反駁藍騰的主張，格林曾清楚表達出了這個主張。格林曾清

楚指出：在思考「色情刊物是否應該查禁」此一問題時，「脫離的可能性」其實

並不是重點──因為重點在於：由於色情刊物連部分的權威都沒有，因此當然也

不會使得婦女遭到部分的噤聲或臣屬 (Green, 1998: 305-306)！換言之，依格林之

見，一個言論 S 所具有的噤聲或臣屬作用，只可能是「全有或全無」二者之一，

而不可能是其他情況──誠如藍騰所言，這的確是一種可疑的「全有全無論」！ 

    有了以上的瞭解，讓我們繼續考察藍騰的相關主張。由第五節的討論可知：

依藍騰的臣屬主張以及噤聲主張，只要一個人因為言論 S 而遭到了「部分的噤聲

或臣屬」，此時言論 S 就應遭到查禁，而且這個人的言論自由以及平等權就算遭

到了侵害。在此，「部分的噤聲或臣屬」正是我們在第六節中所提到的「顯性 L」

所具有的作用。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下列結論： 

依藍騰的「一次有效論」，只要是顯性 L (即 A、B 類之 L，包括超級顯性 L、

隨時此地的顯性 L、此時隨地的顯性 L、此時此地的顯性 L、隨時彼地的顯

性 L、彼時隨地的顯性 L、此時彼地的顯性 L、彼時此地的顯性 L 以及彼時

彼地的顯性 L)，都可以有充分理由加以查禁。 

在此，藍騰的「一次有效論」背後的推論可以整理如下，而前提 1 則是藍騰的預

設，讓我們稱之為「藍騰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即： 

前提 1. 凡言論 L 具有臣屬、噤聲作用，則言論 L 就至少一定是顯性 L，並

至少具有「部分的噤聲或臣屬」作用──亦即：言論 L 必定至少曾為一人

所接觸、瞭解並使得至少一人受到臣屬、噤聲 (藍騰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

論)； 

前提 2. 只有當言論 L 具有臣屬、噤聲作用，才足以作為查禁 L 的充分理由； 

前提 3. 色情刊物曾至少為一人所接觸、瞭解並使得至少一人受到臣屬、噤

聲 (即：色情刊物是顯性 L)； 

因此，色情刊物應該查禁。 

在上述推論中，前提 1 以及前提 2 就可以得出「只有顯性 L 才能查禁」此一結

論。現在我們的問題如下：藍騰和格林的主張那一個才能成立呢？ 



32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首先觀察如下：無論是「格林的言論查禁的反

實在論」還是「藍騰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都屬於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依

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 

言論所具有的臣屬或噤聲作用，並不是語言所具有的客觀性質，而是依賴於

人的感知的主觀產物──如果沒有人感知，則言論根本就沒有臣屬或噤聲作

用可言。 

換言之，依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 

凡言論 L 具有臣屬、噤聲作用，則言論 L 一定是超級顯性 L 或是顯性 L，

而不可能是隱性 L。 

至於「格林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以及「藍騰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的分別，

則可表示如下： 

格林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凡言論 L 具有臣屬、噤聲作用，則言論 L 一

定是超級顯性 L，而不可能只是顯性 L 或是隱性 L。 

藍騰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凡言論 L 具有臣屬、噤聲作用，則言論 L 一

定至少是顯性 L (包括超級顯性 L 在內)，而不可能是隱性 L。 

因此我們可以說：就「言論查禁理由的嚴格程度」而論，格林的言論查禁的反實

在論顯然要求較高，而藍騰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顯然要求較低。因此，我們可

稱格林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為「極端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 (radical 

anti-realism)，而稱藍騰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為「溫合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

(moderate anti-realism)。相較之下，我們也可以考慮和格林以及藍騰的上述預設

不同的言論查禁的實在論 (realism)。依言論查禁的實在論： 

言論所具有的臣屬或噤聲作用，是語言所具有的客觀性質，因此必定獨立於

人的感知──如果沒有人感知，言論當然也會具有臣屬或噤聲作用。 

換言之，依言論查禁的實在論： 

凡言論 L 具有臣屬、噤聲作用，則言論 L 既可以是顯性 L (包括超級顯性 L

在內)，也可以是隱性 L。 

因此我們可以說：就「言論查禁理由的嚴格程度」而論，言論查禁的實在論顯然

要求更低了。若是如此，則我們就可以轉而詢問下列這個更根本的問題：在「極

端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即格林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溫合的言論查禁

的反實在論」(即藍騰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 以及「言論查禁的實在論」三者

之中，究竟那一個理論才能成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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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首先探討言論查禁的實在論是否能夠成立。依言論查禁的實在論，當

L 本身就是噤聲、臣屬行動的「做言」，或是當 L 是描述或報導噤聲、臣屬行動

的「敘言」，此時我們都有充分理由查禁 L。換言之，依言論查禁的實在論，「僅

僅知道某言論具有臣屬、噤聲作用」就可以作為查禁言論的充分理由。如此一來，

不僅 A 類之 L 必須查禁，而且 B 類、C 類、D 類之 L 也都必須加以查禁。然而

如我們在第八節末所述，B 類、C 類、D 類之 L 都應屬於思想自由的範疇。如果

言論查禁的實在論竟能成立，則此不啻主張：只要 (例如) 張三腦中的思想具有

臣屬、噤聲作用，我們就應該加以查禁；而政府則有充分理由在每位公民腦中裝

設監視儀器，並在公民腦中出現具有臣屬、噤聲作用的言論 L 時，適時產生干

擾、禁絕作用，以便徹底禁絕具有臣屬、噤聲作用的言論 L。其結果，則是使我

們完全喪失了思想自由。由上可見：主張言論查禁的實在論的理由，似乎是為了

採取一種「預防性措施」(preventive measure)──即：凡有可能對他人造成感染 

(contamination) 的言論，一律必須加以查禁。不過如此一來，則有「侵害思想自

由」之虞。因此我們可以結論如下：言論查禁的實在論會侵害了思想自由。15
 

    若是如此，則包括「極端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即格林的言論查禁的反

實在論) 以及「溫合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即藍騰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 在

內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是否就能夠成立呢？乍看之下，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

似乎可以避免「侵害思想自由」此一問題。然而事實上，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不

僅也會侵害思想自由，甚至還會使我們完全喪失了言論自由！讓我們分別說明如

下： 

    一、為何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也會侵害思想自由？依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

言論 L 是否具有噤聲、臣屬作用，端賴是否有聽者認為如此而決定。換言之，

言論 L 是否應遭到查禁，端賴個別聽者手中所握有的「否決權」是否行使而決

定──只要有任何聽者對言論 L 的言論自由行使「否決權」，則我們就應該查

禁言論 L。然而聽者之所以對言論 L 行使「否決權」，其原因可能非常複雜──

「聽者接觸並瞭解言論 L」以及「言論 L 導致臣屬、噤聲後果」之間，可能具有

迂迴、離奇的間接因果關聯；而嚴格說來，所有的言論顯然最後都會間接導致臣

屬、噤聲的後果。如此一來，即使聽者根本就沒有接觸並瞭解言論 L，只要有聽

者對之行使「否決權」，我們就應把言論 L 視為具有噤聲、臣屬作用，而必須

加以查禁。換言之，「聽者是否接觸並瞭解言論 L」並非決定「是否應該查禁言

論 L」的決定因素──「聽者是否行使否決權」其實才是問題的重點！其結果，

                                                 
15 事實上，這正是女性主義者魏斯特的解法。對此，魏斯特特別用「意義攪局器」(meaning 

scrambler) 此一概念稱呼色情刊物。魏斯特要求我們想像下列情況：一個獨裁者為了鎮壓異己，

因此把「意義攪局器」偷偷裝在所有人的腦中，如此一來，當反對者說出「推翻獨裁者」此一言

論時，由於「意義攪局器」的作用使然，所有人都會誤以為反對者的意思是「擁護獨裁者」。魏

斯特指出：在此情況下，雖然反對者可以盡情說出想要說的話，可是反對者的言論自由其實已遭

到了侵犯。魏斯特因此結論道：若是如此，則色情刊物由於也會曲解婦女言論的意義，因此當然

也和「意義攪局器」一樣，已經侵犯了婦女的言論自由了。不過由於魏斯特的論證非常複雜，因

此有必要另文分析。見 West (2003: 4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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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不管聽者是否接觸並瞭解言論 L，也不管言論 L 是否具有噤聲、臣屬作用，

只要有任何聽者認為某個言論 L 具有噤聲、臣屬作用，我們就應該查禁言論 L

──即使言論 L 是隱性 L 或是超級隱性 L，亦是如此。因此，(例如) 只要有聽

者認為張三腦中的思想具有噤聲、臣屬作用，我們就有充分理由侵犯張三的思想

自由。其結果，則是使我們因為少數聽者行使「否決權」而導致的「少數暴力」，

而完全喪失了思想自由。 

    二、為何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也會使我們完全喪失了言論自由？如上所述，

依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言論 L 是否具有噤聲、臣屬作用、是否應遭到查禁，

端賴聽者手中所握有的「否決權」是否行使而決定；而如上所述，聽者之所以對

言論 L 行使「否決權」，其原因可能非常複雜──聽者可能因為「言論 L 直接

導致臣屬、噤聲後果」此一原因而主張查禁言論 L，也可能因為「所有言論顯然

最後都會間接導致臣屬、噤聲後果」此一原因而對所有言論行使否決權。如此一

來，即使言論 L 根本不具有噤聲、臣屬作用，只要有聽者對之行使「否決權」，

我們也應把言論 L 視為具有噤聲、臣屬作用，而必須加以查禁。換言之，「言

論 L 是否具有噤聲、臣屬作用」並非決定「是否應該查禁言論 L」的決定因素─

─「聽者是否行使否決權」其實才是問題的重點！其結果，則是使我們因為少數

聽者行使「否決權」而導致的「少數暴力」，而完全喪失了言論自由。因此我們

可以結論如下：在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中，言論查禁的實在論中所出現的侵害公

民思想自由的腦中監視儀器，竟已被「具有否決權的少數聽者」所取代，因此當

然也會使得我們喪失了言論自由以及思想自由；而如果格林的「全有全無論」還

是藍騰的「一次有效論」，背後都主張某種版本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則

格林以及藍騰的主張當然也註定無法避免「侵害思想自由或言論自由」此一問題。 

 

十、「脫離的可能性」的重要性 

 

若是如此，則我們要追問：對於「侵害思想自由或言論自由」此一難題，格林以

及藍騰又可有解決之道？值得注意的是：藍騰似乎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

性；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格林則採取了一種直截了當的解決方式──如前所

述，在前提 1 中，格林索性巧妙的堅持了「極端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並主

張「凡言論 L 具有臣屬、噤聲作用，則言論 L 就一定是超級顯性 L」，其結果，

則是乾脆直接縮小了言論查禁的範圍，並使得格林的「全有全無論」因此能免於

「侵害思想自由」的問題。然而格林的這種作法卻也必須付出相當昂貴的代價─

─如前所述，藍騰認為格林的前提 1 根本就不具說服力──如前所述，藍騰曾合

理的質問：為何只有超級顯性 L 才能具有臣屬、噤聲作用，而顯性 L 就不行？

在此，我們似乎碰到了兩難：如果我們向藍騰的主張靠攏而捨棄格林的前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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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承認顯性 L 也能具有臣屬、噤聲作用，固然能成功解決藍騰的上述質疑，然

而其結果，則是被迫同時放棄了「極端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即格林的言論

查禁的反實在論)，並必須接受「溫合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即藍騰的言論查

禁的反實在論)，這顯然會使得我們喪失了言論自由以及思想自由；另一方面，

如果堅持格林的前提 1，固然能使得我們免於「侵害思想自由或言論自由」的問

題，然而我們卻因此無法成功抵禦藍騰的質疑。對此兩難，我們又該如何是好？

換言之，我們的重點在於：如何能一方面成功抵禦藍騰的質疑，而一方面又能避

免侵害思想自由或言論自由？ 

    為了回答這個棘手的問題，讓我們再回到第八節末曾詢問的三個問題，即： 

1. 在 A 類之中的「時間不完整」的 L，是否也應視為屬於思想自由範疇的 L，

因此不能查禁呢？ 

2. 在 A 類之中的「空間不完整」的 L，是否也應視為屬於思想自由範疇的 L，

因此不能查禁呢？ 

3. 在 A 類之中的「完整」的 L (即超級顯性 L)，是否應視為屬於思想自由

範疇的 L，因此不能查禁呢？ 

為了討論清楚起見，讓我們再次清理戰場，看看我們已經得出了那些重要的結

論。在第九節中，我們曾指出：藍騰的「一次有效論」主張 A 類、B 類之 L 都

可以查禁，而格林的「全有全無論」則主張只有 A 類中之「超級顯性 L」才能查

禁，因為只有超級顯性 L 才具有噤聲、臣屬作用。我們也曾在第九節中指出：

言論查禁的實在論以及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這兩個預設，都會有「侵害思想自由」

或是「侵害言論自由」的問題，因此是不能成立的。除此之外，在第八節中，我

們也已指出：B 類之 L (包括隨時彼地的顯性 L、彼時隨地的顯性 L、此時彼地的

顯性 L、彼時此地的顯性 L 以及彼時彼地的顯性 L) 不能查禁，否則會侵害思想

自由。不過這還不是我們最後的結論，因為我們還打算一方面成功抵禦藍騰的質

疑，另一方面則進一步縮小言論查禁的範圍，以便有效避免「侵害思想自由」或

是「侵害言論自由」的問題。為此，我們還剩下一個可能的主張必須進一步考慮，

即： 

唯有當 L 本身就是噤聲、臣屬的「做言」時，我們才有充分理由查禁 L。依

此一解法，只有 A 類之 L 才有充分理由加以查禁，而 B 類、C 類、D 類之

L 則不能查禁。 

我們接下來要進一步指出：A 類中的大部分 L 也是不能查禁的，因此上述主張也

是不能成立的。為此，我們打算主張： 

唯有當言論具有臣屬、噤聲作用，而且還是隨時隨地都對至少一人具有臣

屬、噤聲作用，此時才有充分理由查禁 L。因此我們沒有充分理由查禁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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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之中的「時間不完整」以及「空間不完整」的 L；相較之下，我們則只能

有充分理由查禁在 A 類之中的「完整」的 L (即超級顯性 L)。 

讓我們稱上述主張為「一次無效論」(einmal-ist-keinmal-ism)。然而「一次無效論」

背後的理由又是什麼呢？ 

為此，讓我們首先作如下觀察：聽者在面對具有噤聲、臣屬作用的 L 時，

可以設法脫離 L 的管轄範圍，以避免 L 的控制。脫離 L 的管轄範圍的方式有二：

一為時間上的「消極脫離」(negative escape)，一則為空間上的「積極脫離」(positive 

escape)。時間上的「消極脫離」是指「此時」註定「退化」而成「彼時」的現象，

而空間上的「積極脫離」則是指「此地」轉變為「彼地」的現象。為了便於討論

起見，讓我們稱聽者可以時間上「消極脫離」或在空間上「積極脫離」L 的管轄

範圍的情況為聽者「脫離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escape)。 

    若是如此，則我們就可以繼續探討在 A 類之中，那些 L 具有「脫離的可能

性」了。為此，讓我們首先探討本節開頭的第一個問題，即：在 A 類之中的「時

間不完整」的 L，是否可以查禁？如我們曾在第八節中指出：在 A 類之中的「時

間不完整」的 L，註定都會「退化」而成在 B 類之中的「時間有缺陷」的 L──

亦即：此時隨地的顯性 L 註定都會「退化」而成彼時隨地的顯性 L，而且此時此

地的顯性 L 註定都會「退化」而成彼時此地的顯性 L。讓我們舉例說明： 

情況 A：所有人在此時此地都正在書店翻閱一本內含噤聲、臣屬作用的 L

的色情刊物。在此情況下，此一色情刊物是屬於「此時隨地的顯性 L」(亦

即「時間不完整」的 L)； 

情況 B：張三在此時此地正在書店翻閱一本內含噤聲、臣屬作用的 L 的色情

刊物。在此情況下，此一色情刊物是屬於「此時此地的顯性 L」(亦即「時

間不完整」的 L)； 

在情況 A 和 B 中，作為聽者的李四只需要在時間上「消極脫離」，就可以成功

的脫離色情刊物的管轄範圍──亦即：李四只需消極的等候一下，就可以成功的

使得色情刊物分別變成 B 類中的彼時隨地的顯性 L 以及彼時此地的顯性 L。換

言之，聽者在面對 A 類之中「時間不完整」的 L 時，具有「脫離的可能性」─

─聽者只需在時間上「消極脫離」，就可以使得 A 類之中「時間不完整」的 L

轉變而成 B 類中的「時間有缺陷」的 L。而如前所述，B 類之 L 應該視為屬於思

想自由範疇的 L。若是如此，我們就可以說：聽者所具有的「脫離的可能性」，

可以使得 A 類之中的「時間不完整」的 L 轉變而成屬於思想自由範疇的 L。若

是如此，則我們是否有充分理由查禁 A 類之中「時間不完整」的 L 呢？對此，

筆者的答案是否定的。為什麼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援引法國思想家伏爾泰 (Voltaire) 以及英國小說

家歐威爾 (George Orwell) 對言論自由的主張。伏爾泰曾說：「我雖不贊同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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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可是我誓死捍衛你說這句話的權利。」(I detest what you say;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 英國小說家歐威爾也曾說：「言論自由就是『有權

利告訴別人不想聽的話』的自由。」(If liberty means anything at all, it means the right 

to tell people what they do not want to hear.) 
16

 不過伏爾泰以及歐威爾的主張都是

把焦點放在「說話者的權利」上。如果我們把焦點放在「聽者的權利」上，則我

們就可以稍微修改歐威爾的上述名言，並進一步補充道：「言論自由也是『聽者

有權利不聽他 (她) 不想聽的話』的自由。」(If liberty means anything at all, it 

means the right not to hear what I do not want to hear.) 由此可見「脫離的可能性」

的重要性！如果我們竟然有充分理由查禁 A 類之中「時間不完整」的 L，則這不

啻主張：在情況 A 中，張三或是所有人都不能在此時此地在書店裡翻閱一本內

含噤聲、臣屬作用的 L 的色情刊物，因為李四不喜歡──即使李四其實擁有「不

閱讀色情刊物的自由」，也是如此！這顯然會使得我們因為少數人手中所具有的

「否決權」而完全失去了言論自由或是閱讀自由，因此當然不能成立！ 

若是如此，則我們就可以繼續追問本節開頭的第二個問題，即：我們是否有

充分理由查禁 A 類之中「空間不完整」的 L 呢？讓我們舉例說明： 

情況 C：張三在所身處的此地，隨時都正在翻閱一本內含噤聲、臣屬作用的

L 的色情刊物。在此情況下，此一色情刊物是屬於「隨時此地的顯性 L」(亦

即「空間不完整」的 L)。 

在情況 C 中，作為聽者的李四只需要在空間上「積極脫離」，就可以成功的脫

離色情刊物的管轄範圍──亦即：李四只需在空間上「積極脫離」張三所身處的

地方，就可以成功的使得該色情刊物變成 B 類中的隨時彼地的顯性 L。換言之，

聽者在面對 A 類之中「空間不完整」的 L 時，也具有「脫離的可能性」──聽

者只需在空間上「積極脫離」，就可以使得 A 類之中「空間不完整」的 L 轉變

而成 B 類中的「空間有缺陷」的 L。而如前所述，如果 B 類之 L 應該視為屬於

思想自由範疇的 L，則我們就可以說：聽者所具有的「脫離的可能性」，可以使

得 A 類之中的「空間不完整」的 L 轉變而成屬於思想自由範疇的 L。若是如此，

則我們是否有充分理由查禁 A 類之中「空間不完整」的 L 呢？對此問題，筆者

的答案也是否定的，因為如果我們竟然有充分理由查禁 A 類之中「空間不完整」

的 L，則這不啻主張：在情況 C 中，張三或是任何人都不能在其所身處的此地隨

時翻閱內含噤聲、臣屬作用的 L 的色情刊物，因為李四不喜歡──即使李四其實

擁有「不閱讀色情刊物的自由」，也是如此！這顯然也會使得我們因為少數人手

中所具有的「否決權」而完全失去了言論自由或是閱讀自由，因此當然也不能成

立！ 

                                                 
16

 Orwell,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1945. 此文原擬用來作為小說《動物農莊》(Animal farm) 的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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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如此，則我們就只剩下本節開頭所詢問的最後一個問題了，即：我們是

否有充分理由查禁 A 類之中「完整」的 L (即超級顯性 L) 呢？讓我們舉例說明： 

情況 D：一個獨裁者把具有臣屬、噤聲作用的儀器偷偷裝在所有人的腦中，

以便使得某個人或某個團體隨時隨地都遭到噤聲、臣屬的待遇。在此情況

下，此一儀器是屬於「超級顯性 L」(亦即「完整」的 L)。 

在情況 D 中，作為聽者的李四為了脫離該儀器的管轄範圍，既無法在時間上「消

極脫離」，而且也無法在空間上「積極脫離」。換言之，聽者在面對 A 類之中

「完整」的 L 時，根本就不具有「脫離的可能性」，因此根本就不可能使得 A

類之中的「完整」的 L 轉變而成屬於思想自由範疇的 L。在此情況下，我們當然

就可能有充分理由查禁 A 類之中「完整」的 L。讓我們說明為何如此。如上所述，

如果我們把焦點放在「聽者的權利」上，則我們就可以把歐威爾的名言改成：「言

論自由也是『聽者有權利不聽他 (她) 不想聽的話』的自由。」若是如此，則如

果我們竟不能查禁 A 類之中「完整」的 L，則這不啻主張：在情況 D 中，李四

並沒有權利不聽他不想聽的話，因此，即使李四不喜歡，他也必須因為該儀器的

存在而遭到噤聲、臣屬的待遇。這顯然會使得少數人因為多數暴力而完全失去了

言論自由或是平等權，因此當然也不能成立！因此我們的結論如下： 

如果聽者具有「脫離的可能性」，並因此可以使得 L 轉變而成屬於思想自

由範疇的 L (即：聽者可以在時間上「消極脫離」或在空間上「積極脫離」L

的管轄範圍)，則我們就沒有充分理由查禁 L。唯有當聽者無法在時間上「消

極脫離」或在空間上「積極脫離」L 的管轄範圍，此時我們才可能有充分理

由查禁 L。17
 

    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把我們所主張的「一次無效論」再進一步整理成下列

論證： 

前提 1. 凡言論 L 曾經為至少一人所接觸、瞭解並使得至少一人受到臣屬、

噤聲，就是具有臣屬、噤聲作用的 L (藍騰的言論查禁的反實在論)； 

前提 2. 言論 L 具有臣屬、噤聲作用，並不足以作為查禁 L 的充分理由； 

前提 3. 只有當具有臣屬、噤聲作用的 L 使得聽者不具有「脫離的可能性」，

我們才有充分理由查禁 L； 

前提 4. 色情刊物雖然具有臣屬、噤聲作用，可是聽者在面對色情刊物時，

卻具有「脫離的可能性」； 

                                                 
17

 在此，我們其實可以追問下列這個更根本的問題：除了在時間上「消極脫離」或在空間上「積

極脫離」L 的管轄範圍之外，難道我們就沒有其他脫離 L 的管轄範圍的方式了嗎？如果除了在時

間上「消極脫離」或在空間上「積極脫離」之外，我們還有其他方式脫離超級顯性 L 的管轄範

圍 (例如透過理性能力加以抗拒或批判)，則超級顯性 L 是否其實也沒有充分理由加以查禁？由

於這些問題非常複雜且需要進一步探究，筆者目前尚無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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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色情刊物不應查禁。 

最後，讓我們來看看上述「一次無效論」為何能一方面成功抵禦藍騰的質疑，而

一方面又能避免侵害思想自由或言論自由。首先，在前提 1 中，我們贊成藍騰的

主張，並反對格林的主張，因為格林認為只要言論沒有隨時隨地都使得至少一人

遭到噤聲或臣屬待遇，那麼該言論就沒有噤聲、臣屬作用 (亦即：我們同意藍騰

對格林的主張的質疑是合理的)。而在前提 2 中，我們則同時反對藍騰以及格林

的主張，因為藍騰和格林都認為「言論具有噤聲、臣屬作用」可以是查禁言論的

充分理由 (藍騰和格林的主張的分歧之處，在於「如何認定言論具有噤聲、臣屬

作用」──藍騰認為只要至少一人曾經遭到噤聲或臣屬待遇，那麼該言論就具有

噤聲、臣屬作用；而格林則認為只有當隨時隨地都至少一人遭到噤聲或臣屬待

遇，那麼該言論才算具有噤聲、臣屬作用)。至於在前提 4 中，我們在前半部分

中支持藍騰的主張 (即：色情刊物的確具有噤聲、臣屬作用)，而在後半部分中

則支持格林的主張 (即：聽者在面對色情刊物時，具有「脫離的可能性」)。最

後，前提 3 中所強調的「脫離的可能性」，則可以使我們免於「侵害思想自由或

言論自由」此一問題。因此我們的結論如下：就「言論查禁的充分理由」此一問

題而言，格林的「全有全無論」以及藍騰的「一次有效論」都不是令人接受的版

本；為此，弱化藍騰的「一次有效論」、強化格林的「全有全無論」之後所得到

的「一次無效論」，似乎正可以解決格林以及藍騰的主張所面臨的問題。 

 

十一、結論 

 

言論只不過是思想透過語言表達出來的結果；而如果我們擁有絕對不受干涉的思

想自由，那麼為何當思想透過語言表達出來後，所形成的言論卻會因此使得我們

喪失了原本所擁有的自由呢？由上述討論，可知藍騰對此一問題的回答應該如

下：因為言論 (例如色情刊物) 會對他人造成噤聲或臣屬的效果，因此當然構成

了限制的理由。然而言論會對他人造成影響或是傷害，這當然是顯而易見的事情

──重點在於：我們能否僅因「言論會對他人造成影響或是傷害」，而主張限制

言論自由呢？對此，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家史坎龍 (Tim Scanlon) 曾提出否定的答

案。史坎龍曾指出：言論自由當然有其代價，因為言論會導致傷害、揭人隱私或

含有傷害他人的公共訊息。由此觀之，史坎龍認為言論自由並不是「由於不痛不

癢，所以我們可以為所欲為」的自由區域，因為言論本身並非不痛不癢的事情！
18

 雖然如此，史坎龍卻也堅決主張：即使某個言論會誘發一連串行為並帶來有

害的後果，這也不能作為查禁該言論的充分理由；對此，史坎龍特別以「穆勒原

                                                 
18

 請見 http://www.open2.net/ethicsbites/free-spee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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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the Millian principle) 稱呼之 (Scanlon, 1972: 14)。然而「穆勒原則」背後的

理由又是什麼呢？對此，我們可以在穆勒的《論自由》中找到答案。在《論自由》

中，穆勒曾深具洞見的指出：由於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背後幾乎有著共同原則，

因此二者實密不可分 (Mill, 1859: 82-83)。若是如此，則我們似乎可以說：當我

們限制言論自由的同時，我們就不可避免的也會有「侵害思想自由」的危險！在

本文中，透過對藍騰的「一次有效論」以及格林的「全有全無論」的詳細考察，

我們再一次印證了穆勒的上述洞見。而透過本文的討論，我們似乎也可以指出思

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二者的重要區別所在：唯有當言論使得聽者不具「脫離的可能

性」時，此時我們才有限制言論自由的充分理由；至於思想自由則沒有聽者「脫

離的可能性」問題──由於思想自由本身的特性使然，因此聽者在面對某人的思

想時，必定也同時具有「脫離的可能性」，而這也是我們為何享有絕對、無條件

的思想自由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我們似乎也可以說：「容忍他人的思想或言

論」或是思想自由之所以可能，其先決條件，即在於聽者在面對某人的思想或言

論時，具有「脫離的可能性」！若是如此，則我們其實可以追問下列這個非常有

趣的問題：我們是否能夠想像一種世界，在其中，所有聽者在面對某人的思想或

言論時，都無法具有「脫離的可能性」？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我們可以把這種世

界的樣貌勾勒如下：在這種世界中，「思想」以及「言論」其實是同一件事情─

─亦即：當我們的腦中出現某種思想時，這種思想馬上就化為言論，並馬上為所

有人所知曉。若是如此，則在這種世界中，由於所有聽者在面對某人的思想或言

論時，都不具「脫離的可能性」，因此「思想自由」以及「言論自由」皆不可得。

其結果，則是包括色情刊物在内的所有言論以及思想，都一律必須加以查禁。然

而在我們的世界中，由於「思想」以及「言論」並不是同一件事情，因此聽者在

面對某人的思想或言論時，大多具有「脫離的可能性」。其結果，則是我們並沒

有充分理由查禁色情刊物。有了上述瞭解，我們就可以結論道：藍騰的「一次有

效論」以及格林的「全有全無論」的共同錯誤，即在於沒有掌握到「聽者脫離的

可能性」此一原則的重要性──藍騰錯在沒有認清「聽者在面對色情刊物時，具

有脫離的可能性」此一事實的重要性；而格林則錯在誤以為「聽者脫離的可能性」

可以否定「色情刊物具有噤聲、臣屬作用」此一事實。一旦我們掌握了「聽者脫

離的可能性」此一重要原則，我們似乎就可以說：思想自由的範圍有多寬廣，言

論自由的範圍就幾乎有多寬廣──二者間的重要區別之一，在於前者不受「聽者

脫離的可能性」原則的限制，而後者則必須受此原則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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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ordinated Mick and Non-subordinated Max:  

Langton’s Once-and-for-all-ism 

 

 

Abstract 

An anti-pornography feminist, Rae Langton argues that pornography may 

subordinate and silence women. According to Langton’s view, the fact that women 

are not subordinated or silenced by pornography, everywhere and every time, does 

not undermine the apparent fact that they are subordinated and silenced, here and 

now. To demand otherwise comes close to demanding that no women are 

subordinated and silenced by pornography unless all are. Let’s call it Langton’s 

once-and-for-all-ism. On the other hand, Leslie Green argues that the mere fact that 

women might be subordinated-in-pornography or silenced-in-pornography will not 

suffice to bring them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pornography. Therefore, Green 

concludes that Langton does not show that women are subordinated or silenced by 

pornography. Let’s call it Green’s all-or-none-ism. In what follows I will argue that 

Langton is right in thinking that that a woman is not subordinated or silenced by 

pornography elsewhere does not alter the fact that such a woman, where she is, in 

that context, is subordinated or silenced. But Green is right in thinking that we 

should not restrict pornography merely on the ground that pornography does 

subordinate or silence some women, here and now. Let’s call it 

einmal-ist-keinmal-ism. Therefore, there are some powerful liberal reasons for 

thinking that Langton’s once-and-for-all-ism is not a good argument for censoring 

pornography, and Green’s all-or-none-ism is not a good argument against censoring 

pornography. 

 

 

 

 

Key Words: freedom of speech, censorship, Rae Langton, Leslie Green, 

once-and-for-all-ism, einmal-ist-keinmal-ism, all-or-none-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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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心得報告 (1) 

填報日期：98 年 6 月 29 日 

專題研究計畫案本校流水號：9710166 

專題研究計畫案名稱：豈只言論而已─麥肯能反色情研究 (2/3) 

計畫主持人：鄭光明 

單位：淡江大學教育學院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專任副教授 

事由：出席「第四屆兩岸邏輯教學與研究」學術會議並發表論文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科技大學 

日期：2009 年 6 月 24 – 25 日 

心得報告： 

本人此次出席由香港浸會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所合辦、中國社會科學

院所協辦之「第四屆兩岸邏輯教學與研究」學術會議，並在會中發表

「什麼是言論自由：以邏輯分析色情問題為例」一文。本次會議對於

促進兩岸三地學者研究交流、強化本人研究深度與廣度，皆具有正面

意義與價值。會中並初步決定「第五屆兩岸邏輯教學與研究」學術會

議將於後年於中國重慶召開。本人相信：能參與「第五屆兩岸邏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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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研究」學術會議，亦必對本人研究具有正面助益。 

 

附錄： 

 

The 4th Cross-Strait Conference on  

Logic Teaching and Research 

24-25 June 2009 

Theme: Logic and Liberal Studies 

 

 

第四屆兩岸邏輯教學與研究學術會議 

 

 

會議日程（一） 

 

日期：2009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三）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 逸夫行政樓五樓會議廳 (SWT 501) 

     香港浸會大學 思齊樓 702 室         (DLB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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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 8:40 內地及台灣與會者於香港浸會大學吳多泰國際賓館大堂

集合，並安排接送到逸夫行政樓五樓會議廳 

開幕典禮   

9:00- 9:05 

9:05-9:10 

9:10-9:15 

9:15-9:20 

9:20- 9:35 

 

主席：陳強立博士 

致辭：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蔡亞從教授 

致辭：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鍾玲教授 

致辭：中國邏輯學會會長張家龍教授(大陸學者代表) 

致辭：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哲學系系主任江丕盛教授 

全體合照 

第一節 

論文報告 

 

 

  

9:35- 9:55 

 

 

9:55-10:15 

 

 

 

主席：陳強立 

主講：張建軍 

講題：關於邏輯基礎教學（通識教育）的幾個問題——從

南京大學的教學實踐看 

主講：陳曉平 

講題：自然演繹與邏輯教材 

主講：陳慕澤 

講題：邏輯學與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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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10:35 

 

 

10:35-10:55 

討論 

茶點 (10:55-11:10) 

第二節 

論文報告 

 

 

11:10-11:30 

 

 

 

11:30-11:50 

 

 

11:50-12:10 

 

 

A 場﹕SWT 501 

 

B 場: DLB 702 

主席：方萬全 

主講：馮棉 

講題：相干直覺主義命題邏輯 

主席：冼景炬 

主講：王文方 

講題：等同與 Qua-語句 

 

主講：劉壯虎 

講題：單調的條件句邏輯 

主講：熊明輝         

講題：基於證據的模糊     

似真推理 

主講：張錦青 

講題：On the Tractarian 

Operation N 

主講：李少芬  

講題：Fregean Free Log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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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12:30 
討論 討論 

12:30-13:45：午膳（聯福樓海鮮酒家 思齊樓 3 樓） 

第三節 

論文報告 

  

13:45-14:05 

 

 

 

14:05-14:25 

 

 

 

 

14:25-14:45 

 

 

14:45-15:05 

 

A 場﹕SWT 501 B 場: DLB 702 

主席：王文方 

主講：熊立文 

講題：休謨問題探析 

主席：王啓義 

主講：冼景炬 

講 題 ： Logic and General      

Education 

主講：潘天群 

講題：論人的作為本能的

歸納能力 

主講：郭偉文 

講題：Teaching and Learning 

Critical Thinking in 

General and in a Specific 

Subject 

主講：曹予生 

講題：專名：從現實世界

到可能世界 

主講：鄭光明 

講題：以邏輯分析色情問題為

例 

主講：陳瑞麟 

講題：乞求爭點何時可 

      不是謬誤﹖ 

主講：翁正石 

講題：價值語句的邏輯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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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15:35 

討論 討論 

茶點 (15:35-15:50) 

第四節 

論文報告 

  

15:50-16:10 

 

 

 

 

 

16:10-16:30 

 

 

 

16:30-16:45 

A 場﹕SWT 501 B 場: DLB 702 

主席：周柏喬 

主講：田立剛 

講題：邏輯學在通識教育

中的基礎作用—從

中國古代邏輯思想

傳統的視角看 

主席：馮棉 

主講：何向東 

講題：我國邏輯學的繁榮與發

展——紀念改革開放 30

周年 

 

主講：翟錦程 

講題：邏輯哲學的新進展

與中國邏輯研究的

若干反思 

主講：畢富生 

講題：高校邏輯教學改革的探

索 

討論 

 

討論 

茶點 (16:45-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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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演 

 

 17:00-18:00 主席：周柏喬 

主講：林正弘 

題目：邏輯應用的兩個實例 

(從 SWT 出發 18:00) 晚膳：畔溪海鮮酒家  

(九龍塘聯合道 322 號  華都大廈地下及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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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程（二） 

 

日期：2009 年 6 月 25 日（星期四）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 李兆麟伉儷演講廳 

 

集合 7:40 內地及台灣與會者於香港浸會大學吳多泰國際賓館大堂

集合 

乘車 8:00- 8:30 乘旅遊巴士到香港科技大學 李兆麟伉儷演講廳 

開幕典禮 9:00- 9:10 

 

 

9:10- 9:20 

 

9:20- 9:30 

主席：葉錦明 

致辭：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院長 

      李中清教授 

致辭：台灣東吳大學林正弘教授(台灣學者代表) 

 

全體合照 

專題講演 

 

 

9:30- 10:30 主席：葉錦明 

主講：張家龍教授 

講題：論偶然模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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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點 (10:30-10:45) 

 

第五節 

論文報告 

  

10:45-11:05 

 

 

 

11:05-11:25 

 

 

 

 

11:25-11:45 

 

 

 

A 場﹕Room 7332 B 場: Room 7341 

主席：張建軍 

主講：方萬全   

講題：概念分析與語句的

邏輯分析 

主席：劉壯虎 

主講：楊金穆 

講題：Frege 論表述與真 

主講：鄒崇理 

講題：關於 Van Benthem

語言邏輯思想的

體會 

主講：胡澤洪 

講題：蘭姆塞(Ramsey)真之冗餘

論探析 

主講：米建國 

講題：Towards A Semantic 

Theory of Truth 

主講：張力鋒 

講題：論個體本質的起源說 

主講：王啓義 

講題：Taking the Word of 

a Machine(or Others)  

主講：傅皓政 

講題：威廉森的原初性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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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12:05 

 

 

 

12:05-12:35 

討論 討論 

12:35-13:45：午膳（香港科技大學） 

 

第六節 

論文報告 

  

 

13:45-14:05 

 

 

 

A 場：Room 7332 B 場: Room 7341 

主席：鄒崇理 

主講：陳強立 

講題：論含混性 

主席：米建國 

主講：王一奇 

講題：新應然邏輯悖論及其解

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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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14:25 

 

 

 

 

 

 

 

14:25-14:45 

 

 

 

14:45-15:05 

 

 

15:05-15:35 

主講：蔡行健 

講題：如何讓不具備良好

數學背景的學生

理解邏輯的證

明—以緊緻性定

理 (Compactness 

Theorem) 為例 

 

主講：任曉明 

講題：規約含意理論：解決蘊

涵怪論的一個嘗試 

主講：葉錦明 

講題：評謬誤論的分類系

統 

 

主講：蔡承志 

講題：Contradiction on the 

Cheap--McTaggart’s 

Paradox Revisited 

主講：王  洪 

講題：法律邏輯研究的 

     發展 

討論 

主講：林景銘 

講題：間接指謂與不透明性 

 

討論 

茶點 (15:35-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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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論文報告 

  

 

15:50-16:10 

 

 

16:10-16:30 

 

 

16:30-16:45 

 

LTK 

主席：張錦青 

主講：蔡曙山 

講題：數學邏輯應用於日常思維產生的若干問題 

 

主講：周柏喬 

講題：先驗性、確定性與數學知識之合理性 

 

討論 

 

16:45-17:45         總結論壇: 邏輯學與通識教育的發展 

(從香港科技大學出發 18:00) 晚膳：小南國 

21:30 乘車返回香港浸會大學吳多泰國際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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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心得報告 (2) 

 

專題研究計畫案名稱：豈只言論而已─麥肯能反色情研究 (3/3) 

計畫主持人：鄭光明 

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專任副教授 

事由：出席英國曼徹斯特大都會大學「第六屆政治理論工作坊」 

地點：英國曼徹斯特大都會大學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UK) 

日期：2009 年 9 月 2-4 日 

心得報告： 

第六屆政治理論工作坊 (Workshops in Political Theory, 

Sixth Annual Conference) 

日期：2009 年 9 月 2 – 4 日 

地點：英國曼徹斯特大都會大學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UK) 

主辦單位：哲學與政治系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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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坊的目的在於呈現哲學與政治學理論中晚近學者所關心的多樣議題。至去

年 (2009 年) 為止，工作坊已舉辦六屆。在第五屆年會中，共有來自 20 餘國學

者、180 篇論文發表。第六屆年會討論主題如下： 

1. 亞當斯密 (Adam Smith) 的政治、倫理與經濟學思想工作坊：2009 年為亞當

斯密之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 出版 250 周年，本工作坊的目的在

於對亞當斯密之道德哲學、道德心理學及其與亞當斯密之經濟、政治思想之

關係進行重新檢視。 

2. 環境倫理工作坊：本公作坊的目的在於為環境污染對人體所產生的危害進行

考察，並試圖從倫理學 (例如環境倫理學或生物倫理學)、政治哲學之理論 (例

如效益主義、自由主義或社群主義等) 出發以提出因應之政策，以供政府制

定政策之參考。 

3. 衝突與妥協工作坊：在政治哲學中，「妥協」此一議題向來遭到忽視，此即

本工作坊之探討主題。為此，本工作坊將探討下列問題： 

a. 何謂「妥協」？ 

b. 「妥協」在我們的價值判斷中的地位為何？ 

c. 「妥協」在我們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什麼價值？ 

d. 「妥協」是否有其極限？其極限又為何？ 

e. 「妥協」是否受道德判斷所規範？ 

f. 「妥協」如何影響我們對真理、權利、正義、平等、合理性、認同、容忍、

公共利益、暫訂協議等之思考？ 

g. 我們是否必須在當代民主理論 (例如審議民主理論，deliberative democracy) 

中為「妥協」準備一特別容身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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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是否有些哲學理論或意識形態使得我們更不易獲致妥協？此外，是否有些宗

教、道德或文化使得我們更不易獲致妥協？ 

4. 政治理論與達爾文革命工作坊 

5. 「年齡歧視？」工作坊 

6. 國際政治理論工作坊 

7. 自由主義現實主義 (Liberal Realism)：不安定時代的政治理論工作坊 

晚近有許多學者對自由主義理論提出現實主義式 (realist) 的挑戰。他們指出：

以羅爾斯 (John Rawls) 為代表的學院自由主義預設了許多社會條件，而這些預

設和 21 世紀的實際狀況格格不入。這些學者進一步主張：在不安定的年代中，

學院自由主義要求自由和平等為首要價值，實為天真想法。本工作坊將從學院自

由主義思想出發，以便思索如何對抗上述挑戰。乍看之下，自由主義現實主義應

以契約論、anti-liberal Machiavellian 或 Hobbesian 為主要特徵，並結合了當代學

者如 Judith Shklar、Stuart Hampshire、Bernard Williams 及 John Gray 之主張。然

而自由主義現實主義必須面對的核心問題如下：除了「反自由主義的現實主義挑

戰」及此挑戰所針對的「理想主義的自由主義」之外，自由主義現實主義真的可

以是我們的另一選項嗎？亦即：自由主義現實主義是否有容身之處呢？ 

8. 超越界限：為政治秩序畫出新界限工作坊：在當今世界中，界限、領土及政

治秩序之間的關係愈顯複雜──不僅有形的國界可形成界限，網際網路的發

展也會形成無形界限。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政治秩序的界限究竟為何，

此即本工作坊之核心問題。 

9. Julia Kristeva 的政治思想工作坊 

10. 兒童、家庭與正義工作坊：「兒童及家庭的地位為何」是分配正義就其適用

範圍及原則所要處理的中心問題。對此，晚近學者所探討的問題包括父母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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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家人的權利、父母偏愛的範圍及教育如何促進自律及自由主義價值等。除

了上述問題外，本工作坊亦擬針對教育平等、教育與自律、教育中的文化與

宗教議題等問題進行深入探究。 

11. 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工作坊 

12. 女性主義工作坊 

13. 政治理論中的歐洲中心主義：當代政治理論遭遇了嚴重的危機；而究其原因

之一，即在於歐洲中心主義使得政治理論遭到了扭曲，而似乎自明的「事實」

及「常識」即是常見遭到扭曲的範圍。依歐洲中心主義，毆洲歷史具有獨特

性；而無論是馬克斯主義還是主流政治理論 (例如當代的現代主義)，皆以歐

洲中心主義為其理論核心。本工作坊旨在為政治理論中的歐洲中心主義提出

對治之道。工作坊的主題包括： 

a. 對於歐洲中心主義的定義 

b. 歐洲中心主義批判 

c. 國際關係與歐洲中心主義 

d. 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與歐洲中心主義 

e. 全球化與歐洲中心主義 

f. 民主理論與歐洲中心主義 

g. 政治理論中之多元文化論批判 

h. 以歐洲中心主義批判新自由主義 

i. 人權理論與歐洲中心主義 

j. 政治理論之歐洲中心主義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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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對歐洲中心主義的馬克斯主義之批判 

l. 列寧主義、毛澤東主義與歐洲中心主義。 

14. 哲學何時必須面對現實：理想與非理想理論工作坊：在後羅爾斯 (John Rawls) 

時代，有兩派主張在政治哲學方法論上針鋒相對。第一派主張政治哲學無法

為實際生活提供指引，而第二派則主張政治哲學攙雜了太多實際生活的偏

見。為此，區分「理想理論」與「非理想理論」可為上述爭論提供討論框架。

然而「理想理論」與「非理想理論」的定義為何、其間之關係為何等問題卻

仍未獲定論，此即本工作坊之討論主軸。除此之外，本工作坊還將討論下列

議題： 

a. 「理想理論」是否是「非理想理論」之必要理論？ 

b. 「非理想理論」是否是「理想理論」之必要理論？ 

c. 「理想理論」與「非理想理論」各自對正義的要求，其間關係為何？ 

15. 馬克斯主義工作坊 

16. 無政府主義工作坊 

17. 綠色政治理論 (Green Political Theory) 工作坊 

18. 人類發展與正義工作坊：有些學者主張「發展新的或現存科技，以便促進人

類發展」是我們的道德義務。他們主張「讓他人促進其自我發展」或「促進

他人的自我發展」正是一道德義務。然而科技與人類發展是否可接受，正是

爭論之焦點所在。然而科技與人類發展除了會對個人有所影響之外，更會對

社會有所影響──例如影響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資源之分配，而這正是

遭到忽略的問題。為此，本工作坊將以「正義」觀點為經緯，以便對上述遭

到忽略的問題進行詳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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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民主：理論與實踐工作坊 

20. 認同理論工作坊：本工作坊將討論霍布斯 (Thomas Hobbes)、黑格爾 (G. W. F. 

Hegel) 及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對於「主體際性」( intersubjectivity) 及「認

同」(recognition) 之主張。 

21. Vilfredo Pareto 工作坊 

22. 工作正義工作坊：本工作坊旨在由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或哲學理論討論

工作正義問題。下列是討論議題： 

a. 資本主義及其諸變形 

b. 有意義的工作、正義與勞工民主 

c. 有意義的工作、完美主義與反完美主義 

d. 有意義的工作、倫理學與美好人生 

e. 勞工自律 

f. 正義與製造工具所有權 

g. 自由平等主義、社會主義與有意義的工作 

h. 有意義的工作、正義與性別 

i. 正義、責任與繁重工作之分配 

23. 底層勞工問題工作坊 

24. 英國唯心論工作坊 

25. 藝術與政治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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