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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M. Sote道德情感主義之哲學探究－同理心、道德
與道德教育
中文摘要
　　為何實施道德教育呢?協助學習者知善、樂善與行善是一個大體
上可以接受的說法。然而，如果分別主張道德是理性或情感的事務
的話，對於「知善、樂善與行善」就會有不同的理解，影響所及道
德教育目標的掌握及實務的作法也會有所不同。此外，考量到情緒
對道德的重要性，譬如協助道德行動者領悟情境中重要的道德事實
，或者使行動者產生道德行為的動機，本研究將選擇同理心作為探
究的焦點，除了同理心是一項情緒性機制外，主要理由是同理心可
以使同理者感受到他人的感受狀態，進而可能協助被同理者。也因
此，同理心可以說是道德教育上值得關注與探究的一個重要議題。
另一方面，當代倫理學家M. Slote提出道德情感主義，在當中特別
指出同理心對道德的重要性，譬如人們是經由同理心產生道德的贊
同或反對，同時在這個源於同理心而產生的贊同或反對上，人們獲
得有關道德陳述或道德判斷的意義，其中包括能使同理者產生道德
判斷轉變為行動所需要的動機等。基於上述兩大考量，申請者希冀
從哲學途徑探究M. Slote道德情感主義，特別是聚焦在同理心與道
德兩者之關係上，並進一步闡發前述探究所得在道德教育上的重要
蘊義。
　　透過哲學的途徑，也就是文本詮釋與觀念分析，本研究希望達
成下列三項目的：
一、深究M. Slote道德情感主義中同理心所扮演的角色；
二、確立同理心與道德的關係；
三、從道德教育的角度，闡明M. Slote道德情感主義中關於同理心
之識見的重要蘊義。

中文關鍵詞： M. Slote、情感主義、同理心、道德教育

英 文 摘 要 ： (Abstract)
A Philosophical Study of Michael Slote’s Moral
Sentimentalism：Empathy, Morality and Moral Education

What is the aim of moral education？  It is roughly
acceptable to say that moral education is aimed at enabling
learners to know the good, to love the good and to put the
good into practice.  Nevertheless, if morality is regarded
as either the matter of reason or the matter of emotion,
the aforementioned aim of moral education, namely, ‘to
know the good, to love the good and to carry out the
good’, will be understood differently.  Moreover, it is
gradually recognized that emotion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morality, such as helping moral agents register some
morally salient features in given situations, offering
moral agents with moral motives for moral actions, etc.
And empathy as an emotional mechanism allows moral agents
to feel what others feel and even to help others in need.
Therefore, empathy is chosen as the topic of this study.



On the other hand, Michael Slote as a contemporary ethicist
put forward a theory pf moral sentimentalism in which the
significance of empathy in morality is extremely
emphasized.  For instance, Slote claims that it is via
empathy that people produce the feeling of moral approval
or disapproval for an agent.  Additionally, Slote also
suggests that it is upon the moral approval or disapproval
derived from empathy that people grasp the meanings of
moral judgments and moral utterances, including the
occurrence of motives required by moral agents to act
morally.  Based on the two above-mentioned considerations,
this study is intended both for philosophically examining
Slote’s moral sentimentalism, especially with reference to
the relation of empathy and morality, and for expound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forementioned study for moral
education.
Therefore, mainly by means of text hermeneutics and
conceptual analysis, this study is to be undertaken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goals：
1.to deeply delve into the role of empathy in Slote’s
moral sentimentalism；
2.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athy and
morality；
3.to expound th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of Slote’s
insights concerning empathy in his moral sentimentalism for
moral education.

英文關鍵詞： Michael Slote, Moral sentimentalism, empathy,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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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心、道德與道德教育－M. Slote 道德情感主義之哲學探究 

  如果詢問人們為何實施道德教育，可能的回答會是協助學習者知善、樂善與

行善，這個說法相信大體上是可以接受的。那麼「知善、樂善與行善」的意涵又

是什麼呢?或許可以說是「知道善惡對錯，愛好善與對而厭惡惡與錯，並且能夠

實踐所知道並接受的善與對，戒除所知道並厭惡的惡與錯」。譬如，知道仁愛是

美德(Virtue)或助人是對的行為，樂於成為仁愛的人或幫助別人，同時於日常生

活中使自己成為仁愛的人或力行助人的行動；反之，在知道殘酷是惡德(Vice)或

害人是錯的同時，會厭惡以對並加以戒除。擴而廣之，這裡善惡對錯的道德價值

可以展現在人品、行動、事件等之上，道德教育即旨在協助學習者加以認識、培

養正當的愛好或厭惡、及據此實踐的習慣。 

  針對上述道德教育之目的簡要而通俗的說法，假使更深入而從哲學的角度細

究，就會出現種種需要敏銳感受與審慎思考才能回答的問題。譬如，人們是如何

知道善惡對錯的道德價值?知道了善惡對錯一定會愛好善與對而厭惡惡與錯嗎？

光知道善惡對錯而沒有相對的愛好或厭惡的話，能算是「知道」嗎？即不愛好這

裡的善與對能算是知道這些善與對，或者是不厭惡這裡的惡與錯能說是「知道」

了這些善惡與對錯嗎?而且，知道了善與對或惡與錯就一定會有加以力行或戒除

的動機嗎? 如果只光是知道這些善惡對錯本身並不保證能提供實踐上所需要的

動機，那麼道德行動者的這些動機是從哪裡來的呢? 扣緊上述道德教育的目的－

知善、樂善與行善，相信這些提問有助於深化對這些目的的理解，同時釐清這些

提問應當能使道德教育者更加掌握道德教育的方向。 

  舉西方倫理學史上的 I. Kant 和 D. Hume 來說，這兩位哲學家對人類如何認識

道德或如何產生道德行動即有不同之主張，基本上 Kant 主張道德是理性的事務

而 Hume 則認為道德是情緒的事務。在 Kant 的倫理學中，道德指的是「一切行

動與立法的關係」或「行動與意志自律的關係」，而理性作為純粹自發的活動，

它是道德必然(apodictic) 法則的根源，即純粹理性能夠超脫一切可能的經驗而確

立真正至高的道德原則，而有理性者經由意志的準則(maxim)可能制定普遍的法

則，有理性者只依此自訂的法則而行動，或者說有理性者透過此種自我立法來決

定其一切行動，相對地感性世界中的種種情感、慾望與好惡傾向是會影響人類的

行動，但是在這種只受感性世界影響力支配的行動者不是真正決定自己本身的行

動，只有在克制情緒的激動(Affect, affect)並支配熱情(Leidenschaft, passion)之下才

可能達到自治(Kant,1990: 407-409；O’Neill, 1996)。那麼假使採取 Kant 所論道德

是理性之事務的主張，道德教育的重點會擺在培養學生的理性能力，使能確認

「……始終把人格性視為目的而絕不是工具而已，不管是你自己人格的或他人人

格的人格性」此一目的原則，並能依客觀的道德律制定具有可普遍性的準則，也

就是使學生能臻至自律(Autonomy)的理想，即所抉擇的準則在相關的意志行動

(volition)中能具有普遍性而成為普遍法則，而不是停留在從意志行動的對象中尋

求法則的他律階段(Kant, 1990: 429)。此外，由於某些包括情性能力在內的自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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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以協助人們實踐義務，所以應該加以陶冶，譬如培育且運用同情的感受

(sympathetic feeling)以促進正向且理性的慈善(benevolence)(Kant, 1991)。 

    另一方面，Hume 把道德視為情緒的事務，他認為種種道德的規則並不是理

性所決定的(Hume, 1978)，「道德是更適於加以感受而非加以判斷的」(Hume, 1978: 

47)。當人們對美德、惡德等道德品質加以分辨時，Hume 指出這並不是透過理性

以發現事實或真實存在而獲得的，而是經由愉快中的贊同(approbation)或不安中

的反對(disapprobation)這種內在感受而得到的，否則種種道德分辨對行動的影響

力將會消失殆盡。也就是說，Hume 認為在人們看到或觀想(contemplation)某行

動、情緒或品格時，依所引發的是某種特殊的不安或愉悅，足以辨別它是良善的

或邪惡的，而不是由推理得知，同時由於理性只有論證推理與因果推理的功能，

所以光是理性本身絕對無法引發情緒、意志行動或行動的生滅(Hume, 1978: 414 

& 457-458)。如果依循的是 Hume 所論道德是情緒之事務的主張，自然會重視涵

養學生的情緒感受能力，尤其是同情(sympathy)或同情這類情緒性機制，因為在

這種情緒性機制的運作下，人們把所察覺到他人情緒乃隱含其中的觀念(idea)轉

換為印象，這種印象具有相當的活力與生氣，足以成為和原先他人所具有者相同

的情緒(Hume, 1978:317)。同時，道德教育必須致力於改善學生立即的同情

(immediate sympathy)之偏私與狹隘，因為這種同情使人受到相似、鄰近、關係

等影響而無法成為公平的旁觀者，一旦這種同情提升為反思的同情(reflective 

sympathy)，人們才能夠超越狹隘的度量並關心公共利益(Hume, 1978: 418 & 

604)。 

  上述對 Kant 和 Hume 相關立論的論述顯然有些粗糙，但相信足以顯示前述

種種提問的意義與重要性，因為針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及回答中所採取的立場，的

確會影響道德教育目標的理解與實務之作為。所以說，儘管依然以「知善、樂善

與行善」作為道德教育的目的，卻會因為所遵循的是上述 Kant 的見解或 Hume

的主張，在這項目的的理解或實務的作法上出現重大的差異。 

  同樣也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本研究將從情緒和道德的關係切入，並且更進一

步選擇同理心這項類似於同情的情緒性機制作為本研究的一個探究焦點，這是本

研究的第一個主軸。另一方面，在文獻探討之下，研究者發現當代倫理學家 M. 

Slote 提出了道德情感主義(moral sentimentalism)，其中不僅繼承並且修正了

Hume 相關情緒和道德關係的識見，同時更是強調同理心在規範倫理學暨後設倫

理學上的重要性，而這正好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主題，所以探究 Slote 的道德情

感論暨同理心在當中的地位，以作為本研究的另一個主軸。 

 

針對進行本研究理由，底下依這兩個主軸加以說明。 

一、同理心、道德與道德教育 

  同理心是一種情緒性機制，它在道德或道德教育上重要嗎?在回答這個問題

之前，或許底下先呈現 S.Oliner & P. Oliner(1988)與 B. Williams(1981)的兩項觀察，

以方便後續的論: 第一、在一項針對拯救尤太人免於納粹大屠殺的實徵性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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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非尤太人的拯救者敘述出促使他們做出搶救行動的動機，其中有 37%出自同

理的傾向，完全只基於原則而行動的只有 11%，而有高達 52%是為了符合所屬團

體的規範期待(Oliner & Oliner,1988: 189)。第二、當某人甲面對一個有人需要他拯

救的情境時，而且他太太也是這些身臨險境者之中的一位，甲可以在沒有任何危

險或代價之下救起身臨相同危險的一個或兩個人，在這樣的情況下，這必須公平

對待他太太和陌生人，或許要以擲銅板的方式來決定拯救誰(Williams, 1981: 17)。

這兩項敘述傳達了什麼訊息呢?可能是同理心之類的機制比信奉原則更能促使人

類的利社會(prosocial)行為，而且過度信奉所謂的道德原則可能使人忽略了親情

關係對人的要求，或者也可能是人們要達到信奉並實踐道德原則的階段是比較困

難的，而且依同理心之類機制而行動是可能做出符合道德原則的行動。在後續的

討論，會再審視這兩項訊息所代表的可能意義。 

  同理心本身並不是一項情緒，而是一種情緒性機制，因此在闡明為何同理心

和道德或道德教育的關係值得探究之前，有必要稍加說明情緒和道德的可能關係。

如果回到前述關於「知善、樂善與行善」的那些提問，可以發現基本上是在詢問

人們如何知道道德的是非善惡及如何加以貫徹實踐?而在這兩大問題之中，人類

的情緒可能扮演任何積極的角色嗎?首先，如果要說情緒能協助我們認識道德的

事實、現象等，就必須要先確認情緒有認知的功能，事實上這個問題和情緒哲學

所討論的情緒認知理論有關。也就是說，在一般的情況下情緒代表當事人主觀上

對所處情境的認知性或評價性詮釋，當然該情境客觀上是否真的如此則是另外一

回事，不同的學者把其中內容的「認知」狀態稱之為信念、判斷、思想、詮釋、

看法、評價等(Marks,1995:3)。以偶遇野熊而吃驚害怕或遭受悔辱而生氣憤怒而

言，當事人的這些情緒內含著感受者某類的「認知」狀態。譬如吃驚害怕表示感

受者覺得該情境威脅到其所珍視的價值，這是危險的情境；生氣憤怒則隱含著該

情境阻礙到感受者所追求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假使所追求並受到阻礙的是道德

的理想目標，則產生的憤怒情緒是義憤(indignation)(林建福，2010: 4；1999: 

129-130)。如果，這種情緒的認知理論可以說得通，那麼人類典型的情緒具有認

知內涵，能夠協助感受者認識所處的情境，譬如當當事人感受到義憤填膺，這可

能代表當事人認為該情境會是不公平的。 

  更進一步以倫理的相關情境來說，N. Sherman(1989:39 & 45)明顯地指出情緒

在提供知覺上的重要性，特別是讓感受者能注意到情境的重要細節:  

 

譬如說，義憤感令我們感知遭受到不當悔辱或傷害的人，如同對於突來與

殘忍的不幸，憐憫與慈悲感讓我們發覺它的痛苦。由於具有某些情緒性氣

質，同使我們獲得分辨上的重要觀點。經由感受，我們注意到冷漠與超離

的智力所可能疏忽不見的，情緒不涉入地冷眼旁觀往往會漏失重要相關的

部分。 

 

Sherman 的這一段敘述相信已足以說明情緒如何提供情境的道德性質，如同義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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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憐憫或慈悲感告訴感受者這是一個不公平或苦難的情境，不過，人們必須要

有相關的情緒性氣質才能在面對這些情境產生義憤、憐憫或慈悲的感受。這樣說

來，就一般教育或尤其是道德教育來說，所要培養人的理想能力或品格狀態是必

須包括這裡所提及的情緒性氣質。 

  其次，在「行善」或實踐所知道道德上的善與對或惡與錯方面，情緒又有何

重要性可言呢? 對此至少有兩項觀察可以提出。第一、經由情緒而獲致的前概念

式(pre-conceptual)感受覺知(feeling-awareness)，人們獲得前反思(pre-reflective)、

未經述說、尚未完全概念化的信念，其中認知、情緒與意欲(conation)尚未明顯

區分開來(Calhoun, 1984:331-341；Dunlop, 1984:40, 42-44 & 92)，相對於純粹理智

性信念(intellectual belief)，這種前反思的信念比較可能展現出行動傾向或動機的

特質。第二、C. C. W. Taylor 把情緒區分為「欲求的情緒」(appetitive emotion)和

「持有的情緒」(possessive emotion)，前者如一般生活中的生氣，後者如順利達

成目標而得意(elation)等喜悅之類的情緒，相對於後者1，前者會使人產生追求達

成目標的行動欲望或表達行為的慾望，前種慾望如生氣的人慾求報復對方，後種

慾望則是指瞭解到所欲求的狀態超出自己的能力所及，同此出現願望(wish)與表

達的行為，譬如憂傷(grief)親人的逝去而願望親人活過來，或甚至出現完全冷漠

的狀態(Taylor, 1986)。這樣說來，相對於純粹理智的信念，情緒中的感受覺知或

尤其是「欲求的情緒」同時會有信念和慾望的內涵，也同此更容易成為實踐上的

行為動機。 

  上述說明了「知善」和「行善」的部分，那麼「樂善」的部分又如何呢? 也

就是說人類在知善和行善的同時所伴隨的情緒是否具有重要意義可言? 以行善

的情況來說，假使甲和乙同樣實踐了助人的善行，甲是喜悅地加以實踐，乙卻是

萬分掙扎與不情願，又假定乙並沒有同時面臨其他重要道德的要求或兩難，譬如

說，乙同時必須分配他的時間幫助許多人，在這種情況下，是可以說甲比乙更具

有慈善(benevolence)的美德，乙的萬分掙扎與不情願表示他在情慾上未能臻至中

庸，抉擇與行動的中庸至多只顯示他是一個自制的人。相反，假使丙和丁兩人同

時做出了背信的行為，丙是滿心喜歡善這麼做，丁則是萬分不得已與掙扎，同樣

也沒有其他重要的道德要求或兩難可以解釋丁不得已與掙扎的感受狀態，那麼是

可以說丙比丁更具有欺騙的惡德，雖然丁也背信了，但他只是半惡(林建福，2009: 

67)2。因此似乎可以說，行動者在行善時所伴隨的情緒狀態代表他對行善之價值

的認同或接納的程度，也因此道德教育所要培養是能夠「樂善」的人。 

  人類情緒在道德上具有上述的重要意義，同理心這項情緒性機制對道德又有

何重要性可言呢？當然這裡有必要先確定「同理心」的意義。或許先採用 J. J. Prinz

所提出狹義的同理心意義，即它是一種替代性(vicarious)的情緒反應－當同理者

                                                      
1 當感受者具有「持有的情緒」時，期中欲求的狀態被視為是已經得到了，因此沒有想要(want)

或願望的空間，所欲求的只是沉浸在表達的行為當中，譬如聆聽優美的音樂時感到平和與寧靜等，

唯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和所感受到的美好對象合而為一(林建福，2001: 77)。 
2 這裏的說法類似於 J. O. Ormson 對 Aristotle 倫理學中不同品格類型的劃分，即道德德行、自制、

缺乏自制、惡德(行)的同與異，中文文獻可參考林建福(2009: 65-66)與黃藿(1996: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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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到被同理者感受到某種情緒，或是說構想被同理者感受到某種情緒時，因而

同理者感受到那種情緒。譬如，我發覺你處在恐懼之中，因此我也感受到恐懼

(Prinz, 2010: 531)。那麼假使人們完全沒有同理心或任何類似的替代性感受機制，

也就是無法和他人一同感同身受，也因此無法由自己類似的體驗來領會他人的需

求。假設一位完全缺乏感同身受能力的人完全接受「人應該幫助需要協助的人」

這個原則，他可能針對需要協助的人做出幫助的行動，但令人好奇他是如何知道

他人是處於「需要協助」的狀態之中。H. B. Acton 在一篇討論同情的文章中指出，

這種人相當類似天生就瞎掉的藝術評論家，靠著實際親身評論過圖畫的人所提供

給他的報導，在學會使用這類評論語彙之下，這位瞎眼藝術家或許能很成功地執

行他的專業工作，不過 Acton 認為這位眼盲的藝術家只能算是寄生的評論家 

(Acton, 1955: 63)。另外 M. O. Little 也舉出一個類似的例子，即一位終身住在黑暗

房間的人，身上備有光波儀器和有關顏色的科學教科書，所以她能夠完全適當地

使用「綠色」這個字，科學教科書加上可查詢的光波儀器可能讓她有能力完全可

靠地識別綠色物體(Little, 1995: 128)，可是在失去對「綠色」的感受能力之下，

這個人也只能說是一位寄生的文字使用者。也因此，當有人陷在痛苦、焦慮、恐

懼或快樂等情緒之中，假使我們沒有辦法以同理心之類的情緒性機制來感受他的

這些情緒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令人好奇如何能實踐「人應該幫助需要協助的人」、

「人不應該造成他人的痛苦」、「人應該促進他人的福祉」等道德原則。 

  再細思上述的論述，同理心之類的情緒性機制在道德認知或道德實踐上之所

以重要，理由是這類機制能使道德行動者覺知他人的存在及其心靈狀態。假使人

類這種替代性感受的機制沒有得到保存或進一步發展，情況又會如何呢?除了上

述寄生式道德行動者之外，可能出現的情況包括喪失自我的情緒性認同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殘酷(brutal)或殘忍(cruel)等。現象學者 M. Scheler 指出

有些群眾或病人會不知不覺地分別強烈認同其領導者或催眠師，以至於完全喪失

自己的自我，群眾或病人或許不認為他的情感是「真正屬於」(really belonging to)

領導者或催眠師，但是由於在這種強烈情緒性認同中雙方自我融合為一而使一方

的自我喪失，對方無法被確認為一位獨立的感受主體，真正的了解就成為問題了

(Scheler, 1954: 18-19 & 31-32；Mercer, 1972: 14-16；林建福，2001: 150)。此外，

有些人是能夠體會到他人的感受，但加以漠視或置之不理，這種殘酷的人對待他

人的方式就如同對待植物及樹木的暴行或暴力；至於殘忍的人能夠覺知並觀視他

人身上的痛苦或傷心，但卻在「折磨」及被害人的極端痛苦之中得到喜悅(Scheler, 

1954: 14)。或許 Scheler 所指出的這三種狀況會自然出現在人類的生活當中，不

過這種狀況將使得前述 Kant 的目的原則－「始終把人格性視之為目的而絕不是

工具而已」不可能被實踐，或甚至違反了這項重要的倫理原則。甚至，S. Verducci

認為以物件(object)為對象的投射式同理心(projective empathy) 違背了 Kant 的目

的原則，而道德的同理心(moral empathy)必須具有相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

也就是說被同理者是一位具有人格性、需求等的主體，而不是被同理者加以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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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objectify)的物件，只能承受同理者所恣意投射的想法、慾望等(Verducci, 1999: 

336-338)。不過，心理投射(projection)能算是同理心嗎?  

  針對同理心在道德之中的重要性，從英國道德教育哲學家 J. Wilson 等人對道

德內涵的論述中也可以看得出來。Wilson 等人區分出道德內涵的六個要素，其中

兩項特別和同理心之類的情緒性機制有關: 一、PHIL－個人能夠認同他人的程度，

即對於他人的感受及利益，能夠像是對待自己一樣，同時加以重視或衡量，或者

說是看成如同自己的一般加以接納；二、EMP－對自己和他人感受的覺知或洞察

(Wilson, Williams & Sugarman, 1967: 192)3。針對這兩項要素，Wilson 等提供了一

個具體的情況(Wilson, Williams & Sugarman, 1967: 194):  

 

譬如說，當他正在開車時: 他能足夠的認同他人，以致於把他人的痛苦或

不方便看成像是自己所遭受般加以重視(PHIL)；假使街頭魯莽的駕駛把人

擠進路邊，或者如果不必要的緩慢駕駛把人堵住時，他知道這是如何令人

生氣(EMP)；……。 

 

  儘管Wilson等人所提出的PHIL和EMP道德要素並不完全是這裡所說的同理心，

然而如果以前述寄生的道德行動者、喪失自我的情緒性認同、殘酷或殘忍的情況來看，

是不可能真正認同、接納、重視或甚至關心他人的需求、利益等。當我們說上述例子中

乙在開車的駕駛具有同理心，至少是指這種替代性的情緒機制使他能夠覺知他人的存在

及其心靈狀態。基於同理心在道德上這種重要的作用，相信 Wilson 等人所論有道德教

養(morally educated)的人也需要具有同理心之類的情緒性機制。至於這裡說 Wilson 等人

所提出的 PHIL 和 EMP 不完全是同理心，主要和人們所掌握到同理心的意義有關，假使

以上述 Prinz 狹義的同理心來說，它幾乎是 Wilson 等人所說的 EMP，但是一旦涉及重視

或甚至關心他人的需求、利益等，而不只是知道或確認被同理者的感受或情緒，能不能

算是同理心呢?  

  如上所述，同理心在人類道德認知及道德行動上皆扮演重要角色，道德教育自然必

須加以重視。除了 Wilson 等人之外，關懷(care)倫理學者 N. Noddings 也呼籲道德教育要

關注同理心。Noddings 的論述是從 S. Wiesenthal 的一個小說情節開始(Noddings, 1998):  

 

一個尤太年輕人從死亡集中營被送到一間暫代的軍醫院，他被帶到一位納粹軍

人的旁邊，這位納粹軍人的頭完全被繃帶綁著。垂死的的納粹軍人盲目地把手

伸向尤太年輕人，以發啞的嗓子小聲開始說話。這位納粹軍人自白曾經參與了

                                                      
3 此外，其他四項要素分別為(Wilson, Williams & Sugarman, 1967):  

(1) GIG－熟悉事實性知識； 

(2) DIK－在 PHIL 的基礎上，經由使用「善」、「對」等這類普遍化的文字，把 EMP 和 GIG

合理而明確的陳述為一組個人信奉的規則或道德原則，在這裏這些規則關係到他人的利

益； 

(3) PHRON－合理而明確地陳述和個人本身生活與利益有關的規則與原則； 

(4) KRAT－把 DIK 或 PHRON 轉換為行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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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活燒死整個尤太人村莊的事，尤太年輕人只是靜靜地聽著。非常害怕死去時

還帶著這個有罪的重擔，這位納粹軍人請求尤太年輕人的赦免。尤太年輕人聽

了這位納粹軍人講了幾個小時的身世經歷，困擾著是要對這位垂死的人感到憎

惡還是悲憫，最後他不發一言地走出病房。 

 

這位尤太年輕人 Simon 最後的行動是對的嗎?這算是一個道德的反應嗎?對於這個提

問的眾多回應，Noddings 討論包括自己的回應在內的三個回應。第一、作家 C. Ozick

提到報復要比寬恕來得道德，而且報復應當被當作是一種公共的正義來理解與執行，

寬恕則是毫無憐憫之情，它遺忘了被害者。第二、主教 E. Flannery 認為要為這位尤太

年輕人 Simon 拒絕給予寬恕進行辯護是不可能，對於任何真誠懺悔的人，都應該獲得

寬恕，這是尤太－基督(Judeo－Christian)倫理的一個基本原則。第三、Noddings 自己

的回應又是什麼呢? 她首先自述了對下列三者感到悲哀(sadness)或憐憫(pity): 在恐

懼和極度痛苦中死去的受害者、即使面對自己可能死亡仍然掙扎於一項道德問題的這

位尤太年輕人、垂死中的這位納粹軍人。此外，Nodding 感受這部小說的作者

Wiesenthal 所提出的問題是錯誤的，這個故事並不是有關寬恕的，也就是不是關於寬

恕的義務、價值或必要(Noddings, 1998)。這裡有一點值得一提，即這些回應不只是參

與討論者口頭上陳述的意見，還包括了發自內心真實感受的想法。那麼，Noddings

認為這個故事又是關於什麼呢? 怎麼連結至同理心呢? 

  Noddings 試著想像自己像這位納粹 Karl 一般，假使祖先沒有離開德國而在德國誕

生，這樣的家系和自己的年齡可能同時影響到現今的感受。雖然年紀有些太小而無法

加入納粹親衛隊，但是整個學校、生活都會在國家社會主義所控制的學校中度過。作

為一個尊敬老師的小孩，學校就如同是一個自然的家，Noddings 反問自己會抵抗「血

與土」(blood and soil)的召喚嗎? 即使加以抵抗了，會有自己心愛的老師說「抵抗是

錯的」。假定沒有任何抵抗，包括教會也不可思議地保持緘默呢?在這樣的想像之下，

Noddings 認為自己還是沒有辦法像 Karl 一般殺害任何人，但是她可以理解自己會被迷

惑、教導、引導及熱情地從眾。基於這樣的體認，Noddings 相信如果要讓這種恐怖的

事件不再重演，人們所需要的不只是想像自己如同禍害的受害者，而且需要的是能把

自己想像成行兇者的能力(Noddings, 1998)。推敲 Noddings 的論述，她似乎是說當人

們面對生活中的人為災難或甚至不道德的邪惡時，比較容易想像自己是被害者而非加

害者，然而，造成今日的加害者、人為災難或道德的邪惡者往往有社會文化的成因或

條件，必須對加害者及其生活史的社會文化條件有感同身受的理解，才能有改善的可

能性。而在此 Noddings 提出一項重要提問－這種把自己想像成加害者的能力是否是

成熟的同理心(mature empathy)之精髓(Noddings, 1988)？ 

  針對上述 Flannery 的回應，Noddings 也提出了和同理心有關的看法。在 Noddings

的理解中，Flannery 的立場似乎可作為倫理的認知-內在論(Ethical cognitive- internalism)

之例證，即「一項真正堅持相信寬恕之義務的信念不只應該提供寬恕理由，而且也應

該是實踐寬恕的動機」。也就是說，Flannery「對寬恕的義務具有堅持的信念，那麼該

信念同時提供了行動的理由與動機」(Noddings, 1988:137)。不過，Noddings 提醒讀者，



8 
 

人類的思考和情感兩者密不可分，思考不可能不受到情感的干擾與影響，譬如在各種

信念的組織(order)或重新組織上就需要情感的協助，也因此，不能錯誤地以為 Flannery

的所為完全是由理性所促動(Noddings, 1998: 140-142)。此外，由 Flannery 的立場可能

衍生出一種教育取徑，即教導學習者真實且強健的信念即可促使其作出適當的行動。

Noddings 提醒讀者這種取徑蘊含著常人難以達成的期待，即人類的良心應該超越完全

貶抑人性(dehumanization)的脈絡或完全去道德化(demoralization)的狀態，這正如同前

述感同身受理解下的那位納粹軍人 Karl 的情況一般，但是只有道德的英雄才能偶然地

達到這種超越。也因此，Noddings 認為通情達理的教育者應該要致力於探討並改善貶

抑人性或去道德化的狀態。最終，如何才能防止完全去道德化的情況出現呢?Noddings

認為成熟的同理心是最好的良方，她對這種同理心有這樣的敘述－「(其)能夠擴展到

他人並與他人感同身受，即使他人的生理或道德狀態與我有所不同。」。 

  細思 Noddings 上述的論述，似乎可以說在表明人類思考與情感兩者密不可分之

下，她強調情感及同理心之類情緒性機制在道德及道德教育上的重要性。譬如，在面

對完全去道德化的情境，同理心之類的機制要比原則(或信念)更能促使人們實踐道德

行為，在這裡 Noddings 也引述了前述 Oliner & Oliner 的實徵性研究，即有 37%非尤太

裔的拯救者是出自同理心的立場而援救了尤太人，出自原則者則只有 11%(Oliner & 

Oliner, 1988: 189；Noddings, 1998: 145 註 20 )。當然，實徵性的發現並非永恆的真理，

隨著研究時空脈絡的差異或取樣的不同等，所發現的可能就會有所不同，不過，在

Oliner & Oliner 的這項研究上同理心之類的機制的確比純粹信奉原則能夠促動拯救尤

太人的助人行動。假使上述 Flannery 所代表的是只有純粹理智上相信原則或信念，我

們自然可以懷疑相較於同理心這種純粹理智上相信的原則或信念具有多大的動機力? 

這裡還有兩點值得一提: 第一、原先 Oliner & Oliner 所指「同理的傾向」並不是只有

Noddings 所說的只有同理心而已，這種立場典型的表達是悲憫(compassion)、同情與

可憐(Oliner & Oliner, 1988: 189)，這些情感或情緒性機制和同理心又有何不同呢?本研

究後續有必要加以釐清。第二、儘管 Oliner & Oliner 的研究中有高達 52%拯救者是為

了符合所屬團體的規範期待，對此 Noddings 指出這類動機在道德上的良善與否要看

該社群的良善與否，因此這種規範中心性(normocentricity)會把人推向良善或邪惡

(Noddings. 1948 )。Noddings 的這項意見大體上應該是正確，因為一般而言良善或邪

惡的社群會共享良善或邪惡的規範，並以此來期待所屬的成員。 

  不管是依據前述 Prinz 所論狹義的同理心、Noddings 所提成熟的同理心或 Oliner & 

Oliner 研究中的「同理心的傾向」，它所指的是對他人情緒、需求等地感同身受，進

而可能因此做出拯救之類的利社會行為。換言之，這種出自同理心機制的行為是不需

要經由原則作為中介。針對這種差異，Prinz 指出同樣助人的行為可能出自兩種慾望: 

人們可能自身感受到他人的苦難，因而就假以援手，當中並沒有因為幫助者判斷助人

是道德上是對的才協助他人；另一種情況是人們主要考量到助人是道德上對的，因此

對苦難者假以援手。前者是出自幫助人的慾望，後者則出自要成為道德上對的這種慾

望(Prinz, 2010: 531-532)。這種的區分似乎和前述 Williams 所提出的例子有關，即那位

先生是要先拯救他的太太或陌生人?這位當事人的作法是必須公平對待他太太和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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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許要以擲銅板的方式來決定拯救誰(Williams, 1981)。假使先不考慮時間的緊急

性是否允許這位先生以擲銅板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他面對這個情境時似乎完全以

公正無私的觀點加以看待，完全以道德原則的考量來決定拯救誰是被允許的，Williams

指出這位先生落入了「想太多」(one thought too many)的情況(Williams, 1981)。當然，

原先 Williams 引述這個例子來說明人類生命除了信奉公正無私的體系之外，某些人際

之間深遠的依附(attachment)或連結也具有重要性，然而，如果以同理心的角度來看

這位先生的處境，他是否展現了上述 Prinz 分類中「想要成為道德上對的」此種慾望

呢?即使前述例子中那位先生出自同理心的機制而先救了他的太太，能夠以公正無私

的角度說他不對嗎?  

 

二、 Slote 的道德情感主義、同理心與道德教育 

  假定上述有關同理心在道德及道德教育上具有重要性的論述站得住腳，那麼探究

這方面的議題就具有意義與價值。R. Curren 在〈倫理學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Ethics)中敘寫「moral education」這項條目時指出，1960 年代以來西方的道德教育模

式主要有種種的主智主義模式(various intellectualist models)及其他不同的變通嘗試：

主智主義模式強調道德的形式(form)與道德推理，迴避了有關道德及道德教育內容的

爭辯，L. Kohlberg 的道德認知發展論(Cognitive-Developmental Theory)就是這種道德教育

主智主義模式的一種變體；其他不同的變通嘗試則包括了關懷倫理學、新亞里士多德

途徑、及兼顧道德發展之中認知、道德情感(moral sentiment)、社會與社群因素、認

同形成(identity formation)等層面發展途徑(Curren, 2001)。當代倫理學家 Slote 在道德

情感有深入的研究，尤其對同理心有獨特的見解，應該是屬於上述 Curren 提及的不

同的變通嘗試。 

(一) 道德情感主義 

  Slote 的情感主義所主張是道德判斷及道德動機的主要根源在於道德情感

(moral sentiment)，而首要的道德情感則是同理的關心(empathic concern)，甚

至他把對他人完全之同理的關懷或關心視為人類道德上最好的動機(Slote, 

2005)。大體上來說，Slote 所提出的情感主義承繼並修正了英國道德感(moral 

sense)學派的思想，試圖在當代關懷倫理中加入並強化同理心所扮演的角色，

引入心理學上 M. Hoffman 等人對同理心的研究，借用 S. Kripke 自然語詞「指

涉確立」(reference－fixing)的說法，這些重要的成分會逐一在底下加以概要地

說明。同時，Slote 的情感主義結合了規範倫理學和後設倫理學，甚至他認為

這是十八世紀道德感理論家 Hume 和 F. Hutcheson 所試圖要從事的，但是在晚

近情感主義的討論中卻看不到這種結合兩者的努力(Slote, 2005)。也就是說，

Slote 相信把道德建立在同理心的根本機制上，不僅可以解釋人類種種道德規

範的源頭，同時也可以適當地說明道德語詞或概念的意義。 

  當 Slote 論述他的道德情感主義時，免不了都要述及英國十八世紀道德感

學派的思想(Slote, 2005；2010a；2010b)，在關於道德贊同(approval)或反對

(disapproval)的討論上，他借用早期情感主義的見解但卻有重大的差異(Sl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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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a: 7)。Slote 提及 Shaftsburg、Hutcheson、Hume、Adam Smith 及 J. Butler

為英國道德感學派的原初提倡者，而其中的 Hutcheson 和 Hume 可能可以視之

為最明確與典型的代表(Slote, 2005: 219-221)。除了主張人類具有普遍慈善

(universal benevolence)這項最良善的動機之外，Hutchesen 認為神在人的身上

注入了道德感，使人得以對行動產生道德的贊同或反對，並形成道德判斷。

Hume 則反對這種不可分析之道德感的存在，他指出人類有受到他人之苦(與樂)

影響的心理傾向，而正當人們感同身受地把感受到這種(較輕微的)苦時，就會

產生解除他人苦難的良善願望(Slote, 2005；2010a)。如前所述，Hume 在這裡

是訴諸人類的同情，這是人類得以感受他人苦樂的重要情感機制。然而，一般

研究 Hume 所論述之「同情」的學者都會指出一點，即 Hume 所使用 sympathy

這個字同時包括了今日英文使用中的 sympathy(同情)和 empathy(同理

心)(Kauppinen, 2014；林建福，2009:13 註 9；Slote, 2010a)。此外，除了把當代

C. Gilligan、N. Noddings 所提出的關懷倫理視為一種規範的情感主義，Slote 也

把自己的立場稱為關懷倫理學者，但是他認為關懷倫理學並沒有關注後設倫理

學或語意學的議題，同時 Noddings 所提出關懷者的「全神貫注」(engrossment)

應該具有同理心的成分，而且同理心更可以協助人們了解與確証某些規範性分

辨。換言之，Slote 是要經由同理心此種情緒性機制的觀念或現象來同時處理

後設倫理學與規範倫理學。甚至他認為假使能夠結合並統整規範倫理學議題和

後設倫理學議題的討論，並且把成果應用到道德教育，這種情感主義理論具有

任何偏頗不全的情感主義所沒有的理論優點(Slote, 2005；2010a)。 

  透過同理心的機制，人們產生了道德上的贊同或反對，這種同理心的機制

是如何運作的呢?仔細理解 Slote 對同理心在其道德情感主義中的巧妙運用，似

乎不是一般所指的感同身受而已，也不是前述 Prinz 所指狹義的同理心。以一

個例子來說，假設甲破產而傷心欲絕，乙具有同理心而感同身受，就像是甲那

般傷心欲絕而協助了甲，到此為止是一般同理心的展現，但還不是 Slote 所指

使人產生道德贊同或反對的同理心。又假設丙看到了乙的行為，他感同身受到

乙對甲的同理心，丙所同理的是乙對甲的同理心及可能的行為。也就是說，在

丙的情況下，人們所同理的是那些像乙一樣作為(可能)行動者的人所感受到的

及(或)所慾求的，這種同理心就是道德贊同或反對的核心或基礎(Slote, 2005；

2010a)。所以，以甲的處境來說，乙感同身受而帶著溫暖的心假以援手，丁則

可能在感受到甲的處境時相當冷血而無情地視若無睹。當丙作為一位同理者，

他分別同理乙和丁這兩位行動者，即乙的溫暖協助和丁的冷血無情，丙的這兩

種情感狀態就分別構成了贊同或反對的狀態。而且，除了指明所同理的是行動

主體及其素質而非所產生的愉悅或效益之外，Slote 強調這些贊同或反對並不

是判斷(Slote, 2010a)。 

  在 Slote 的情感主義中，同理心對道德判斷能有何重要作用呢? 當人們指

出「殘忍是不對的」的道德判斷或陳述時，和同理心又有何關係呢? Slote 主要

從道德判斷或陳述的三個特性來論述這個議題，即典型上道德判斷或陳述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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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的性質、可以是肯定或否定、具有人我(self-other)的不對稱性，其中人我

不對稱性是指針對同一種行動，當它分別發生在對待別人或對待自己的情況時，

譬如不小心傷了別人或傷了自己，往往會說前者(傷了別人)是道德上錯的而不

說後者(傷了自己)是錯的。以 Slote 所舉的兩個例子來說，對於一個具有發展

良好同理心的人甲來說，忽視不理自己小孩的健康或忽視不理陌生人的健康，

或者不拯救自己眼前將溺斃的小孩或不捐給 Oxfam 美金五元來拯救一個小孩， 

Slote 認為甲會對兩個例子中的前者有比較強烈的反對，同時這種對例子中行

動者的反對是衍生自同理而且不是判斷的，正確地說，發自同理心的道德反對

或贊同是人們形成道德判斷或道德陳述的起源或基礎。由於這種的贊同或反對

是感受或態度，所以具有動機的力量，會使同理者傾向於認同所贊同者或規避

所反對者；衍生自同理心的贊同或反對也分別表示同理者對所同理的主體(之

素質或行動)持肯定或否定的態度；由於同理心本身是人我不對稱的，同理他

人要比同理自己更容易理解(Slote, 2010a)。從上述的論述來看，應該可以理解

為何 Slote 強調同理心在其道德情感主義中的重要性，就道德判斷或陳述所具

有的種種特性來說，根源於同理心的贊同或反對似乎可以加以理解，甚至種種

道德概念的意義根源也在同理心的機制。 

(二) 同理心與道德教育 

  既然同理心在 Slote 道德情感主義之中有上述的重要作用，他甚至稱之為

道德宇宙的紐帶(Slote, 2010a)，那麼這裏的同理心又是指什麼呢? Slote 指出如

王陽明、程顥、孟子等中國哲學家似乎有談到同理心，而廿世紀初期 Empathy

一字才進入英文，翻譯自德文的 Einfühlung，然而 Hume、Smith 已有提及現今

所談的同理心(Slote, 2005；2009；2010a)。不過，稍加細讀 Slote 對同理心的

說明，可以發覺儘管他極度強調同理心在道德上的重要性，但是對同理心是什

麼似乎著墨不多，這可能是他道德情感主義的一項弱點。Slote 對同理心有這

樣的描述，即「當我們看到他人處於痛苦之中時，在我們身上會(不知不覺地)

引發他人的這種感受」，這如同 Bill Clinton 式感受到他人的痛苦(Slote, 2005；

2010a)。這樣看起來，這種界說和上述 Prinz 的狹義同理心是相同了。在這個

文脈之中，Slote 只把同理心和同情稍加比較，就引述心理學家 C. D. Batson 和

Hoffman 的實徵性研究與討論，藉以申明同理心在使人可能發展出對他人之真

正關心或關懷上的重要角色(Slote, 2005；2010a)。 

  探索有關同理心的文獻，可發現Slote似乎把同理心的意義說得過於簡略。

譬如說，Verducci 就舉出一些生活或文學中同理心可能導致的無關道德或甚至

不道德的情況，諸如虐待狂藉著敏銳地估量他人的痛苦以獲得快樂，或者操弄

者靠著精湛的了解被操縱者之心理狀態以遂行報復(Verducci, 1999)。又譬如說

L. Code 提及在權力不對稱的情境中，像是女性遭遇到有人耍弄威權或專門智

能時，原先使得仁慈的同理心成為可能的那些感受性及技能，在此卻被用來達

成操弄與惡毒的目的(Code, 1995)。這樣看來，同理心本身是否不必然使人為

善?或者說同理心必須加上同理者的其他素質才能確保他為善或至少不為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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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前所述 Slote 在其道德情感主義中，所提及的是同理的關懷或關心，

那麼他顯然必須清楚交代如何結合同理心與關懷。 

  Slote 道德情感主義的計畫不僅試圖結合規範倫理學和後設倫理學，同時

也努力把成果應用於道德教育的問題，就後面這項努力來說，他覺得 Hume 談

得太少了(Slote, 2010a:)。就 Slote 本身的作品來說，的確有論著是直接關於道

德教育的，例如 2002 年與 Noddings 合著的〈Changing Notions of the Moral and 

of Moral Education〉(Noddings and Slote, 2002)，Slote 自己撰寫的文章〈Caring, 

Empathy, and Moral Education〉(Slote, 2009)、〈Sentimentalist Moral Education〉

(Slote, 2012b)，他也於 2012 年出版教育哲學的專著〈Education and Human 

values〉(Slote, 2012)。在這些道德教育或教育哲學的論著之中，Slote 批判了

Kantian 理性主義倫理學可能的問題，譬如以理性作為道德之基礎的不適當、

把整個道德領域變狹隘了、過份偏重抽象的道德原則、未能確認人與人之間的

連結關係(而誤以為人我是獨自存在而互相分離)等，同時以 L. Kohlberg 的道德

認知發展論作為理性主義道德教育模式的範例，加以反省檢視，譬如以正義導

向為唯一人類道德發展模式的不當、偏重認知推理而忽略其他情感之類面向的

缺失、認知與行動之間缺乏動機的現象等。除此之外，Slote 似乎特別肯定

Hoffman 同理心方面之探究，對於 Hoffman 所論關於兒童同理心發展的看法，

Slote 認為可以在道德教育上加以應用(Slote, 2002；2005；2010a；2010b)。也

就是說，建立在兒童自然發展中的同理心或同情，Hoffman 指出父母或教師可

以使用「誘導」(induction)或「誘導式規訓」(inductive discipline)的過程，藉此

以「強調他人的觀點、指出他人的痛苦，並讓這個小孩明白這是自己的行為所

引起的。」，其中最早期的誘導在指出小孩自己行為所導致的直接的、可觀察

的身體後果，之後則針對受害者受傷的感受，再往後則是導向更細微的感受，

Hoffman 認為如此做可以活化兒童引發同理心(empathy-arousing)的機制，同時

可以使兒童感受到同理的苦痛，使其明白他人的苦痛是自己所引起的(Hoffman, 

2000；楊韶剛&萬明譯，2002: 163 & 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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