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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若想知道某個人過得如何，能力取徑主張，應該以他的能力，而非
收入，或主觀生活滿意度為衡量依據。除了用作人際或國際間生活
品質的比較外，Nussbaum有意將能力取徑發展為社會正義理論─據
此，可要求政府擔負起確保每一位國民都能享有達到門檻水準的各
種人類核心「功能性能力」，否則就是有違社會正義。在確保功能
性能力後，國家便須充分尊重個體依據自己的幸福觀來規劃「功能
運作」的自由。能力取徑批評效益取徑完全接受個體自陳的生活滿
意度與欲望滿足程度，因而無法察覺「適應性偏好」的問題。
Amartya Sen與Martha C. Nussbaum指出，「適應性偏好」涉及「偏
好扭曲/變形」，以滿足扭曲的偏好為自足，卻不自知，恐有誤解個
人真實偏好之虞。甚至，若適應性偏好的形成涉及不當的環境因素
，例如人為的惡意操縱，效益主義恐有淪為助長不義體制之嫌。相
較於Sen與Nussbaum著眼於適應性偏好的現象與後（惡）果
，Elster關注適應性偏好的「形成機制」─它是無意識的、違反自
主性與理性的偏好形成過程。研究者旨在論證，基於個體的幸福觀
必然涉及個體的想望、欲望與偏好，如何避免適應性偏好這類有問
題的偏好形成機制的影響，使得欲望、偏好與想望是個體自主的產
物，是真正的，而非扭曲的欲望，將是重要的教育議題。至此，教
育要協助受教者發展自主性與過幸福生活的雙重目的便有所連結。

中文關鍵詞： 適應性偏好、自主、幸福、教育、Nussbaum, Sen, Elster

英 文 摘 要 ： If you want to know how someone is living,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suggests that it should be more appropriate to
look at his capabilities, i.e., what he is able to do and
to become, rather than income or the degree to which he is
subjectively satisfied with life. Nussbaum intends to
develop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into a theory of basic
social justice, according to which the state’s role is to
fully set the stage of a list of central human functional
capabilities of a threshold level for its people. After
being equipped with these capabilities, whether and how
someone will exercise each of them is a personal matter;
the state has to respect their choices.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accuses the utilitarian approach of failing to
perceive the phenomenon of ‘adaptive preference’ and its
associated problem of ‘preference deformation’ precisely
because the utilitarian approach fully takes the self-
reported satisfaction of life and the degree of desire-
fulfillment. Amartya Sen and Martha C. Nussbaum indicate
that adaptive preference has to do with the deformation of
preferences and the genesis of adaptive preference may
involve certain adverse structural factors such as the
deliberate manipulation of other people. Without being
aware of the problem of adaptive preference, the
utilitarian approach runs the risk of fostering the status
quo unjustly. By comparison, Elster is concerned with the
problematic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adaptive preference is



formed. It is an unconscious process which violates one’s
autonomy and rationality. Given that an individual’s
conception of happiness is partly constituted by one’s
wants, desires, and preferences, it is educationally
important about how to avoid the problem of adaptive
preference by making sure they are reflective of one’s
genuine and not distorted preferences. At this point, the
two educational goals of nurturing one’s autonomy and
fostering one’s happiness are joined together.

英文關鍵詞： adaptive preference, autonomy, happiness, education,
Nussbaum, Sen, El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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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性偏好、自主、幸福與教育 

摘要 

 若想知道某個人過得如何，能力取徑主張，應該以他的能力，而非收入，或

主觀生活滿意度為衡量依據。除了用作人際或國際間生活品質的比較外，

Nussbaum 有意將能力取徑發展為社會正義理論―據此，可要求政府擔負起確保

每一位國民都能享有達到門檻水準的各種人類核心「功能性能力」，否則就是有

違社會正義。在確保功能性能力後，國家便須充分尊重個體依據自己的幸福觀來

規劃「功能運作」的自由。能力取徑批評效益取徑完全接受個體自陳的生活滿意

度與欲望滿足程度，因而無法察覺「適應性偏好」的問題。Amartya Sen 與 Martha 

C. Nussbaum 指出，「適應性偏好」涉及「偏好扭曲/變形」，以滿足扭曲的偏好為

自足，卻不自知，恐有誤解個人真實偏好之虞。甚至，若適應性偏好的形成涉及

不當的環境因素，例如人為的惡意操縱，效益主義恐有淪為助長不義體制之嫌。

相較於 Sen 與 Nussbaum 著眼於適應性偏好的現象與後（惡）果，Elster 關注適

應性偏好的「形成機制」―它是無意識的、違反自主性與理性的偏好形成過程。

研究者旨在論證，基於個體的幸福觀必然涉及個體的想望、欲望與偏好，如何避

免適應性偏好這類有問題的偏好形成機制的影響，使得欲望、偏好與想望是個體

自主的產物，是真正的，而非扭曲的欲望，將是重要的教育議題。至此，教育要

協助受教者發展自主性與過幸福生活的雙重目的便有所連結。 

 

關鍵詞：適應性偏好、自主、幸福、教育、Nussbaum, Sen, El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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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ve preferences, autonomy, happiness, and education  

Abstract 

 If you want to know how someone is living,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suggests that 

it should be more appropriate to look at his capabilities, i.e., what he is able to do and 

to become, rather than income or the degree to which he is subjectively satisfied with 

life. Nussbaum intends to develop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into a theory of basic social 

justice, according to which the state’s role is to fully set the stage of a list of central 

human functional capabilities of a threshold level for its people. After being equipped 

with these capabilities, whether and how someone will exercise each of them is a 

personal matter; the state has to respect their choices.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accuses 

the utilitarian approach of failing to perceive the phenomenon of ‘adaptive preference’ 

and its associated problem of ‘preference deformation’ precisely because the utilitarian 

approach fully takes the self-reported satisfaction of life and the degree of desire-

fulfillment. Amartya Sen and Martha C. Nussbaum indicate that adaptive preference 

has to do with the deformation of preferences and the genesis of adaptive preference 

may involve certain adverse structural factors such as the deliberate manipulation of 

other people. Without being aware of the problem of adaptive preference, the utilitarian 

approach runs the risk of fostering the status quo unjustly. By comparison, Elster is 

concerned with the problematic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adaptive preference is 

formed. It is an unconscious process which violates one’s autonomy and rationality. 

Given that an individual’s conception of happiness is partly constituted by one’s wants, 

desires, and preferences, it is educationally important about how to avoid the problem 

of adaptive preference by making sure they are reflective of one’s genuine and not 

distorted preferences. At this point, the two educational goals of nurturing one’s 

autonomy and fostering one’s happiness are joined together.  

 

Keywords: adaptive preference, autonomy, happiness, education, Nussbaum, Sen, 

El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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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性偏好、自主、幸福與教育 

期末報告內容 

壹、 研究緣起—適應性偏好概念的提出 

一般公認能力取徑（capability approach or capabilities approach1）的兩位奠基

者是經濟學家 Amartya Sen 與哲學家 Martha C. Nussbaum。兩人提出以「能力」

（capability）作為人際間與國際間，進行生活品質、幸福與優勢（quality of life, 

well-being and advantages）比較時的最佳評價與量度空間（Nussbaum, 2011, pp. 

17-18; Sen, 1993, p.270, p. 273）。能力取徑主張，當問及「他過得如何」時，應該

以「能力」，而非收入、物質、或主觀滿意度，作為關注的焦點；我們應該關心

的是「每個人能夠做什麼與成為什麼」（What is each person able to do and to be?）

（Nussbaum, 2000, p. 18）。出於對現行主流取徑在量度人類生活品質與快樂上的

不滿，他們提出能力取徑，作為一種抗衡的理論（counter-theory）。理論發展之

初，Sen 與 Nussbaum 先針對各主要理論的缺失，進行批判性檢視―包含人均國

民生產毛額（GNP）取徑、效益取徑（utility based approach）—生活滿意度與欲

望實現、資源取徑（resource-based approach）等。 

Sen 與 Nussbaum 認為效益取徑有諸多問題（可參見 Nussbaum, 2011, pp. 5-

6），其中之一是對於「適應性偏好」（adaptive preference，簡稱 AP）的疑慮。效

益主義主張，要想了解國民或一國的生活品質，應該量測的是個別國民對於自身

偏好的滿意狀態；國家的目標則是追求人民滿意度的最大化。效益取徑的優點是

以人民為焦點，詢問個別的生活滿意度（Nussbaum, 2011, p. 5）。效益取徑以尊重

個體的精神，將個體的主觀快樂（subjective pleasure）或主觀滿意（subjective 

satisfaction），視為是效益及幸福的衡量基準。依此，要想知道某人是否幸福，可

透過她自陳的快樂與滿意度而得知。沒有人比當事者更能清楚知道自己的生活品

質與幸福狀態。然而，Sen 與 Nussbaum 所揭櫫的「適應性偏好」現象，卻直指

「效益［按：指偏好、快樂〕可輕易地被心理制約或適應性期待所支配（swayed）」

（Clark, 2005, p. 4）。倘若個體的快樂與滿意度，可能被操控而不自知，而效益取

徑卻又全然接受主體自陳的快樂，作為其幸福狀態的反映，這在 Sen 與 Nussbaum

看來是大有問題的。 

Nussbaum 表示，「適應性偏好」概念的提出，是為了指明這項經驗事實―由

於深知無法實現的渴望（unrealizable longing）會令人太過痛苦，人們會根據他們

                                                 
1 Nussbaum 偏好使用 capabilities approach 稱呼自己倡導的能力取徑，以別於 Sen 的 capability 

approach。因為 Nussbaum 主張有一組明確的人類核心功能性能力（central human functional 

capabilities），它們對於人類幸福是不可或缺的。相較之下，儘管 Sen 也同意能力的多樣性與不可

化約性（plurality and irreducibility），但他拒絕明確列出核心能力清單（Nussbaum, 2011, p. 18）。

簡言之，Nussbaum 的能力取徑異於 Sen 的能力取徑之處在於「它［註：前者〕準備好對於這些

核心能力是什麼採取立場」（Nussbaum, 1999b,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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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可以真正達至的狀態，來裁減/修改（tailor）自己的偏好，結果就是他們經常

會對不義的現況感到滿足（Nussbaum, 2011, p. 5）。當效益取徑未能意識到「適應

性偏好」的問題，它就有可能成為不義現狀的盟友或幫兇，絲毫未曾想過需要改

變/善現狀的必要性。「適應性偏好」點明「快樂或欲望的心理度量（mental metric）

太過具有延展性（too malleable），以致於無法作為剝奪與劣勢的穩定指引」

（Sugden, 2006, p. 36）。倘若「適應性偏好」正確指出，個體主觀快樂的心理度

量有可能遭到扭曲/變形/畸形而不自知，而效益取徑又以個體自陳的主觀快樂與

滿意度，作為生活品質與快樂的依憑，恐怕就同時犯了兩項錯誤：一是未能察覺

個體的主觀快樂與偏好可能遭到「扭曲」―「自動地」向不利的情境作調適；二

是接受主體自陳（高）滿意度作為生活品質的反映時，不知需要改善社會現狀。 

整體而言，「適應性偏好」直指「個體的偏好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問題（研

究者關心的教育問題）。然而，效益取徑卻不將此視為值得提問的重要問題，更

遑論它能批判性檢視個體的偏好與欲望，可能受到習慣、恐懼、低度期待、不正

義等背景條件所影響，進而使個體的選擇以及對生活的想望遭到扭曲而不自知

（Nussbaum: 2000, p. 114）。由上述 Sen 與 Nussbaum 對於效益取徑無視於「適應

性偏好」所做的批評中，正可顯示他們冀望能力取徑同時兼具：生活品質比較性

評價（comparative quality-of-life assessment）與思考（基本）社會正義（theorizing 

about basic social justice）兩大功能（Nussbaum, 1999b: p. 6; 2000, p. 18）。能力取

徑因此是一種規範性理論。綜上，「適應性偏好」的問題與相伴而生的「偏好變

形/畸形」（preference deformation）的概念（Nussbaum, 2000, p. 114-115, p. 118）

位處於能力取徑批駁效益取徑的中心地位。「適應議題在倡導能力取徑上扮演重

要角色」（Qizilbash, 2006, p. 28）。 

關於「適應性偏好」現象的討論，除了 Sen 與 Nussbaum 外，一般會將此概

念的提出追溯至 J. Elster，然而學界對後者的關注似乎不那麼多。誠如 D. W. 

Bruckner 所說：「自從 Elster 開創性的作品出版後2，有關適應性偏好的文獻是不

當且不穩定的細流。」（Bruckner, 2009, p. 308）意即，相關的討論並不如預期的

多。為了闡釋「適應性偏好」的概念，Elster 以伊索寓言中「狐狸與酸葡萄」故

事為例，指出狐狸的「酸葡萄思維」（sour grapes reasoning）便是適應性偏好的

一個例子。在此則寓言故事中，飢餓的狐狸看見掛在藤架上的葡萄，而產生想吃

葡萄的欲望。在跳高試圖搆著葡萄的數次努力過後，嘗試未果的狐狸逐漸了解到，

他是無法搆著葡萄的，吃葡萄對他而言不是真實的選項。葡萄最後說道：「總之，

那些葡萄是酸的!」（Those grapes are sour, anyway!）於是放棄想吃葡萄的偏好而

離開。Elster 以「適應性偏好形成」（adaptive preference formation，簡稱 APF）

或更精確的說是「適應性偏好轉變」（adaptive preference change，簡稱 APC）

的稱呼來描述狐狸對於葡萄的欲望/偏好轉變的歷程，或謂心理機制。「適應性偏

好」意指透過此機制(APF 或 APC)所形成的偏好是「適應情境」（adaptation to 

                                                 
2指 Elster 所著《酸葡萄：顛覆理性的研究》（Sour grapes: Studies in the subversion of rationality，

1983）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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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mstances）的產物；精確的說，我們所擁有的這些偏好是基於我們相信某些

選項的「不可獲得性」（unavailability），而非基於這些選項的內在特質使然

（Colburn, 2011, p. 53）。同樣的，透過酸葡萄思維的機制，狐狸的偏好是「經過

調適，用以回應對他選項組合所設下的限制」（Colburn, 2011, p. 53）。在 Elster 看

來，酸葡萄這類適應性偏好的問題在於它形成的心理機制牴觸了個體的自主性

（autonomy）。違反個體自主性的偏好（及其形成過程）正是 Elster《酸葡萄：顛

覆理性的研究》一書論述與批評的焦點所在。 

儘管 Nussbaum 力陳適應性偏好與偏好變形/畸形是有問題的，但她似乎又對

Elster 的立場有些遲疑。她說道： 

 

Elster 對於鬥爭（striving）與渴望（yearning）的幾分浪漫性的偏好，讓

他懷疑任何經由對現實的調適（adjustment to reality）所形成的欲望。但

是，一點都不清楚的是他［是否〕應該這樣徹底地譴責適應性偏好

（Nussbaum, 2000, p. 137）。（粗斜體為研究者所加） 

 

Nussbaum 舉的例子是：孩提時，我們可能想要像鳥一樣飛翔，但隨著對我

們身體的認識日增，我們就會放棄這個念頭，而且這樣反而是比較好的；又如，

某個小孩可能想要成為世上最好的歌劇家，或者籃球選手，但多數人會調整他們

的抱負（aspirations）以符合他們真正可以達成的。Nussbaum 顯然認為，這種偏

好上的轉變似乎也具有 Elster 所批評的酸葡萄結構―他們都是看到某些選項的

不可行性，而改變偏好，向可達至的選項靠攏。「但是，清楚的，這時常是一件

好事，而且我們或許不應該鼓勵人們堅持不切實際的抱負。」（Nussbaum, 2000, 

p. 138）。 

由此可見，在 Nussbaum 看來，似乎有兩種「適應性偏好」―一類是她與 Sen

在印度婦女、貧窮者身上觀察到的適應性偏好，他們對於身處的不利處境與待遇，

非但不思抵抗，反而看似滿足、認分、逆來順受（resign oneself to adversity）。若

問他們生活得如何？他們自陳的生活滿意度可能不低。然而，當事人的這種反應，

在 Sen 與 Nussbaum 看來卻是大有問題的，因為他們「變形/畸形的」偏好反而愈

形鞏固現行不義的體制，不利於改善自身處境。第二類的適應性偏好似乎更常見。

它們發生在行為者意識到原初偏好的不可及性後，發生的偏好轉變。Nussbaum 認

為，這種適應性偏好對行動者反而是一件好事。 

由上述引文可知，Nussbaum 似乎是以「對現實的調適」所生的偏好（不論

是形成新的偏好，即 APF，或轉變舊的偏好，即 APC），來界定「適應性偏好」

（廣義的），當中又可區分為「有問題的」（狹義的）與「沒問題的」兩類。前者

才是 Sen、Nussbaum 與 Elster 共同關注的焦點。然而，還不清楚的是，Nussbaum

這項區分所依據的標準是什麼？Nussbaum雖然對Elster全盤推翻「適應性偏好」

的作法，提出質疑，但她本身也未有後續討論。另外，單就「有問題的」（狹義

的）適應性偏好而言，它為何會被認定為有問題？究竟是哪裡出問題？仍需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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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Nussbaum、Elster 各自的論述來做梳理。以上是本研究的兩個主要問題。 

有鑑於「適應性偏好」涉及「適應」（adaptation）概念，而心理學對於「適

應」現象有諸多討論。因此，本研究也試圖從心理學的「適應」文獻尋求資源，

以助於對「適應性偏好」的了解。其中，以主觀幸福（subjective well-being）與

生活滿意度為主題的心理學研究，發現「快樂窮人」（the happy poor），或謂「知

足窮人」（the satisfied poor）的現象。這與 Sen 及 Nussbaum 觀察到印度婦女與窮

人，面對吃不飽、睡不暖的生活品質，卻感到滿意的狀況，有異曲同工之妙。心

理學家已提出理論架構，嘗試解釋其中涉及的心理機制（如 Olson & Schober, 1993，

詳後文獻探討）。要言之，「快樂窮人」的心理學研究確實能幫助闡明形成「適應

性偏好」―改變個體的偏好/欲望/抱負，向不可欲的情境做調適與適應―的過程

與心理機制。 

然而，不同於心理學研究擅長於解釋與印證心理事實，研究者還想進一步追

究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對「快樂窮人」的心理適應現象做評價？長期窮困的

人對其生活品質呈現滿意狀態，究竟是好事或壞事？此好壞評價的標準又是什麼？

這一系列問題似乎正是 Elster 提出「適應性偏好」概念，Sen 與 Nussbaum 呼籲

正視具現在弱勢者身上的「適應性偏好」的旨趣所在。他們三人的共通點在於：

對「適應性偏好」皆一致地採取負評的態度，認為適應性偏好的形成涉及偏好畸

形/變形，因而是有問題的。然則，他們對於「為何」適應性偏好是有問題的，卻

有不同的證成。這便是上述本研究的第二項目的—釐清他們三人各自對適應性偏

好是有問題的論證與評斷依據。 

貳、 研究目的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有底下五項： 

一、分析 Sen 與 Nussbaum 對於「適應性偏好」的界定、形成過程、影響的環境

因子與評價—說明為何「適應性偏好」是有問題的，問題何在。 

二、分析 Elster 對於「適應性偏好」的界定、形成機制與評價—何以 Elster 認為

「適應性偏好」是有問題的，問題何在。 

三、說明有問題的與沒問題的「適應性偏好」的區分標準。  

四、探討心理學的貧窮研究對於「快樂窮人」的心理適應機制的說明。 

五、闡明教育如何協助受教者預防與對治「適應性偏好」，及其對自主性與幸福

生活的意義。 

參、 心理學文獻：「快樂窮人」的心理適應機制 

從心理適應（psychological adaptation）、快樂水車（hedonic treadmill）、快樂

窮人（the happy poor）等文獻中可知，人對於環境（「有利」與「不利」的環境

皆然）的「適應」是普遍可見的心理機制，而且通常是當事人非自覺的。心理學

家對於適應心理本身，未有正面或負面評價，它就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心理事實。

其中以「快樂」（指主體的快樂感受）為議題的適應研究，指出，主體對於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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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正向情感會隨著時間推移而逐漸趨緩，甚而回到某個定點（set point）或

基線（baseline）。這是由 P. Brickman 與 D. T. Campbell 在〈快樂的相對主義與美

好社會的計畫〉一文中，以「快樂水車」的說法提出。他們指出： 

 

適應水準（adaptation level，簡稱 AL）這個現象的本質，判定（condemn）

人們要住在快樂水車上，[他們]必須尋求新的刺激水準，只為了維持舊

的主體快樂水準，而無法達至任何種類的永恆的快樂或滿意（Brickman 

& Campbell, 1971, p. 289）。 

 

快樂水車的概念指出，人們對生活事件的情緒反應，也經歷某種類似於「感

官適應」（sensory adaptation）的過程─就像鼻子很快地適應各種氣味，這些味道

隨後就從意識中消失不見一樣；人的情緒系統（包含正向與負向情感）也會適應

於當下的生活情境。譬如，一旦適應了某特定的正面事件，主體原先快樂感受的

強度，將會逐漸削弱衰退，甚至變成中立/冷淡（indifference）（Diener, Lucas, & 

Scollon, 2006, p. 305）。就如同中文所說的「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如入

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 

 儘管心理適應的機制，以及心理適應的事例—快樂水車的現象，本身是中性

的心理事實。但是，這個心理機制是可以被刻意控制的。例如，設若以提升人們

的「快樂」這個心理狀態為目標，那麼，心理學家確實已經提供一系列策略，來

對抗人們適應心理的作用，目的在「克服快樂水車」─以兩個方向來進行，分別

是「加速（speed up）對負面事件的適應」以及「減緩（slow down）對正面事件

的適應」（Larsen & Prizmic, 2008, pp. 270-281）（詳見後文有關的文獻說明）。就

此而言，人們的心理「適應」似乎是一個常見的心理事實，它本身並無好壞之分。

但若以追求更多的快樂感受為目的的話，那麼，快樂水車這種對正面事件的心理

適應現象，確實是不利的心理事實，需要思考如何「減緩對正面事件的適應」。 

 關於心理適應的研究議題，除了快樂水車外，另一個引發研究者注意的主題

是「快樂的窮人」（或謂「知足的窮人」）的現象。這是以「生活品質」作為研究

議題的心理學家所觀察到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個體的客觀生活條件，以及個體

主觀的生活品質滿意度之間，出現不一致/差異（discrepancy）的狀況（Olson & 

Schober, 1993, p. 176），具體展現方式有二：第一種是在客觀尺度上算是生活在

特許/幸運水準（privileged level）的人，對於自身的生活品質，仍舊表達不滿意。

心理學家稱呼他們為「挫敗的特權者」（frustrated privileged），或謂「不快樂的富

者」（unhappy rich）；第二種是生活在客觀上不令人滿意的水準上，但卻仍舊對自

身的生活品質表達滿意的人，心理學家稱呼他們為「適應者」（adapted people），

或謂「快樂的窮人」（用 Argyle 的話來說，引自 Teschl & Comim, 2005, p. 238）

（Olson & Schober, 1993, p. 175）。為了與本研究「適應性偏好」所關注的焦點相

互呼應，研究將聚焦在「快樂的窮人/適應者」，而不討論「不快樂的富者」的心

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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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學家針對「快樂的窮人」何以在主觀評價上，對於客觀上不令人滿意的

生活條件會感到滿足，所做的詮釋是「標準的調適/適應是一項關鍵的因應策略」

（adaptation of standards as a key coping strategy）（Olson & Schober, 1993, p. 178）。

針對客觀上不利的生活處境（貧窮），窮人深感不滿意。他具有的選項有二：一

是改變/改善環境，使外在生活處境能符合心理標準；二是將標準降低，以適應客

觀生活情境（Olson & Schober, 1993, p. 178）。有鑑於客觀的生活條件無法被有效

改善，窮人只好將滿意的標準降低，以企求能感到滿意。當此發生時，「快樂的

窮人」便因應而生，心理學家稱之為「認命的適應」（resigned adaptation）（Olson 

& Schober, 1993, p. 178）。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快樂窮人」中的窮人並非自動

地對客觀上不令人滿意的情境感到滿足，也不是自動地任命，或立即喪失動機來

改善自身的處境（Teschl & Comim, 2005, pp. 238, 239）。相反的，改善不利處境

的動機應是人所皆同的。快樂窮人後來沒有致力於改善不利的環境，反而將個人

標準朝著不可欲的環境，進行調整/適應的因應策略，乃是緩慢轉變的歷程。針對

「快樂窮人」形成的心理機制，學者們建議可用兩種理論來加以解釋：分別是美

國正向心理學家 M. E. P. Seligman 的「習得無助感理論」（theory of learned 

helplessness），以及美國社會心理學家 L. Festinger 的「認知失調理論」（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Teschl & Comim, 2005, p. 238）。 

 「習得無助感」顧名思義，指的是此無助感是習得的，學來的。精確而言，

習得無助感是一個學習過程的最終結果—個體學到，發生在他身上的負面事件是

不由得他所能控制的。根據 Seligman，習得無助感的效應可就三方面而論： 

 

（1）採取進一步行動來改變情境的動機低落，（2）挫敗感（隨著他們

行動的結果而生的）轉變成沮喪（depression）與放棄（resignment），以

及（3）在類似的因應情境中具有較低的一般學習能力（Olson & Schober, 

1993, p. 184）。 

 

「認知失調」則用以描述窮人「矛盾的」動機處境（a contradictory motivational 

status）─基於對現實處境的實際評量（realistic appraisal），感到的低生活滿意度，

使得窮人有「強烈動機」想要改變/改善處境；但基於過去無效的介入經驗，他學

到他對於情境是不具有控制力的，因此行動是沒有意義的，因而他「同時」對於

「改變/改善情境的動機是低落的」（Olson & Schober, 1993, p. 188）。所謂的失調

在此例中指的是動機上的衝突，一方面有強烈動機想改善現況，另一方面又有低

落的改變現況的動機。根據 Festinger 的看法： 

 

任何時間只要個人發現到有兩個認知彼此不能調和一致時，就會感覺到

心理衝突，因衝突而引起的緊張不安，轉而形成一種內在的動機作用，

促使個人放棄或改變認知之一，而遷就另一認知，藉以消除衝突，恢復

調和一致的心態（引自張春興，1991 p.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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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人們無法長久地承受認知衝突、失調所帶來的不安，為了減少（reduce）

此失調，可行的方法有二：一是採取有效的因應策略，來改變情境；二是用調適

過後的（實為降低後的）標準來重新評價情境（Olson & Schober, 1993, p. 188）。

「快樂的窮人」採取第二種方案，將標準調降以適應客觀上不利的情境。 

由上述兩大理論對於「快樂窮人」所做的解釋可知，窮人一開始對客觀上不

可欲的生活情境感到不滿意，而心生改善環境的強烈動機，也付諸行動。但隨著

努力行動的不斷失敗，他們學到了無助，於是，試圖改變生活情境的動機逐漸下

降。逐漸地，他們將標準（滿意度）調降以適應似乎無可改變的情境，於是他們

「顯得」是快樂的。 

肆、 Sen 與 Nussbaum 論適應性偏好 

AP 現象近來頗受道德與政治哲學家的關注（Bridges, 2006, p.15; Dorsey, 2017, 

p.465, 466），當中發人深省的（provocative）事例也引發幸福研究者的熱議。底

下先介紹 AP 事例，再探討 AP 概念。 

一、 AP 的典範案例 

Sen 長期關注（印度）婦女與窮人生活處境的議題。他在 1984 年所著《資

源、價值與發展》3（Resources, Values and Development）一書，提出引發他對 AP

現象感興趣的一項研究：1944 年，孟加拉大饑荒結束後一年，「全印度衛生與公

共健康機構」（All-India Institute of Hygiene and Public Health）進行一項調查，受

訪者包含許多鰥夫與寡婦。當時印度婦女，尤其是寡婦的處境與營養，普遍是很

糟糕的。調查結果顯示 48.5％的鰥夫自陳營養與健康處於「不佳」（ill）或「糟

糕」（indifferent）的狀況；相對的，只有 2.5％的寡婦這樣報導自己的狀態。單就

較屬於主觀感受的「健康糟糕」（in ‘indifferent’ health）這個選項而言，有 45.6％

的鰥夫自認如此，但寡婦卻連一人都沒有（Sen, 1984, p. 309）。Nussbaum 認為這

是因為「她們長久以來已經習慣於它的缺乏，或者被告知這不是為她們這樣的人

所提供的」（Nussbaum, 2000, p. 139）。Sen 的例子特別醒目，原因在於健康與營

養本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但經驗事實卻顯示，人連對基本需求的欲望（偏好），

都可以因應不利情境，而做適應、調降。 

Sen 看見這些婦女認分地接受剝奪，靜默地接受她們的境遇。他察覺她們不

滿的尺度（scale of dissatisfaction）已遭到扭曲，出現 AP 現象。Sen 認為這適足

以對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這個主流幸福取徑，提出嚴厲的挑戰，因為它竟然

尊崇這個扭曲（Sen, 1984, p. 309），尊重她們遭到扭曲的滿意尺度。要言之，Sen

認為效益主義根本就無法察覺（insensitivity）AP 的問題（Teschl & Comim, 2005, 

p.230）。這與效益主義主觀幸福論有關： 

 

                                                 
3 本書有中文譯本楊茂林、郭婕譯（2011）《資源、價值與發展》（長春：吉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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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論的說法認為幸福的判準是主觀的，意思是，幸福的判準與行動者

的心理狀態（經驗、態度、感受、信念）有關。倘若行動者對於這些狀

態的報導是真實的（authentic）（無欺人也無自欺），這便是對她幸福最

具決定性的話（last words）。最著名的主觀論是享樂主義（hedonic）以

及生活滿意度（life-satisfaction）的說法（Kristjánsson, 2017, p.89）。 

 

效益主義以主觀快樂（subjective pleasure）或主觀滿意（subjective satisfaction），

作為衡量個人幸福的基準。依此，若想知道某人是否幸福，可透過她「自陳的」

快樂與滿意度而得知。沒有人比當事人更能清楚知道自己的生活品質與幸福狀態。

在效益主義看來，寡婦自陳的（高）生活滿意度代表她們真實的幸福狀態。但這

在 Sen 看來是大有問題的。不論寡婦自陳的滿意度有多高，自陳的不滿有多低，

她這個「吃不夠、穿不暖、不受照護或過度勞動的人，在真實意義上就是深受剝

削的」（Sen, 1987, p.10），她絕對稱不上是幸福的人。在 Sen 看來，效益主義的幸

福觀是有問題的，因為它看不到寡婦身上出現 AP 的問題。AP 揭示的正是「使

用主觀資訊的一個核心問題，與個人向不利情境做調適的能力，並發展出因個人

負面經驗而變畸形的判準有關」（Teschl & Comim, 2005, p.230）。 

Kristajánsson 曾指出，對於主觀幸福論而言，「幸福標誌的是個人覺知的生活

成就及好運，相對於個人抱負的比例。」（Kristjánsson, 2017, p.90）意即，個人覺

知的客觀現實狀態與主觀期望之間的距離，差距愈小愈是幸福。問題是這種幸福

觀會推導出一個違反直覺的結論：要想提升個人幸福，降低個人抱負就跟提高個

人成就一樣有效（Kristjánsson, 2017, p.90）。換句話說，倘若幸福即是個人生活滿

意度，或欲望滿足程度，或者成就與抱負之間的對應程度，那麼，達致幸福之道

有二：一是設法改善外部環境，以獲取滿足個人欲望所需要的條件，讓個人欲望

得以實現；二是降低個人欲望，讓既有條件能滿足個人欲求。但論者（包含 Sen）

顯然會對第二途徑有所保留，因為它傾向於鞏固現有狀況，而且並未充分尊重個

人原有的真正欲求。同理，Sen 指出的 AP 現象，它的問題同樣在於它採取的是

第二種途徑—降低個人欲望，以取得與覺知到的客觀環境條件的一致性。 

以主觀幸福論的判準來看，欲望愈是獲得充分滿足的人，愈是幸福。這些「客

觀上」吃不飽、穿不暖，但卻「自覺」欲望獲得充分滿足的寡婦，依此判斷，當

然算是幸福的。但 Sen 認為效益主義的問題就在於：這些客觀條件上的不利，不

但無法在個體「自陳的」滿意度上顯現出來，反而遭到掩蔽。而這（自陳/自覺的

高滿意度）正是經由 AP 這個機制的中介所造成的。AP 帶來的效應是，主體（此

例中的寡婦）反而有助於促成既有（不義）體制的鞏固，以及現狀正當性的維繫。

要言之，效益主義無視於 AP 的惡果便是與不義的結盟： 

 

最明目張膽的不平等與剝削的形式，是透過與被剝奪者與被剝削者結盟

的方式存在世上。敗犬（underdog）學會背負重擔，甚而忘卻重擔本身

的存在。不滿被接受所取代，無望的謀反被順從的平靜所取代—在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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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中最相關的是—受苦與怒氣被興高采烈的忍耐所取代。當人們學會

因為生存的絕對必要性，而適應於既存的恐怖，在效益的度量下，恐怖

看來就不那麼可怕了（Sen, 1984, pp. 308-309）。（粗斜體為筆者所加） 

 

比起其他活在更幸運與富裕環境下的人，一個有著不幸的一生，擁有非

常有限的機會，或者很少希望的人，可能更容易向剝削妥協、調和一致。

幸福的度量因而可能以一種特定、有偏誤的方式扭曲剝削的程度。絕望

的乞討者、不安的無產勞動者、受宰制的家庭主婦、慣性的失業者，或

精疲力竭的苦工，全都可能在小確幸（small mercies）中取樂，為了持

續生存的必要性，設法壓制強烈的痛苦，但是，若是因為這個生存策略

而不重視他們幸福的喪失，那將是倫理上深深錯誤的（Sen, 1987 On 

ethics and economics, pp.45-46,引自 Qizilbash, 2006, pp.25-26）。（粗斜體

為筆者所加） 

 

AP 彰顯的是，在效益主義主觀幸福論下，「剝削在幸福或欲望實現的尺度上

因此是緘默的（muted）。」（Sen, 1987, pp.9-10）更甚者，婦女在 AP 的作用下，

反而成為與壓迫者結盟的「隱性的共犯」，她們成為自己被持續剝削的同謀。 

 

缺乏對個人益趣（personal interest）的覺知，連同對家庭福祉的大大關

懷，當然正是這種態度有助於維繫傳統的不平等。史上有許多證據顯示，

正是透過與受剝削者結盟的方式，劇烈的不平等經常得以倖存下來。敗

犬（受壓迫者）變得接受這不平等秩序的正當性，並且變成是隱性共犯

（an implicit accomplice）。若將抗議與質疑不平等的闕如，看做是不平

等的闕如，這將是個嚴重的錯誤（Sen, 1987, p.7）。 

 

Sen 認為這與寡婦的自我覺知（self-perception）的扭曲有關。這在他 1990 年

的論文〈性別與合作性的衝突〉（Gender and cooperative conflicts）有提到： 

 

人們經常觀察到，典型的印度農村婦女倘若被問到有關她個人「福祉」

的問題時，她發現這個問題是無法理解的（unintelligible），倘若她有能

力回答的話，她對此問題的回答，可能會從她對於她家庭福祉的了解來

回應。個人福祉的觀念在此脈絡下可能並不可行（viable）（Sen, 1990, 

p.126,引自 Teschl & Comim, 2005, p.234）。 

  

個人益趣與福祉並不單純只是覺知（perception）的事情而已；這些概念

當中有些客觀的面向是需要被關照的，即便它們與自我覺知之間並不相

符（Sen, 1990, p.126,引自 Teschl & Comim, 2005, p.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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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印度婦女對於個人福祉、益趣的覺知是遭到扭曲的，她們非常可能從

未有過這類概念，她們有的只是家庭福祉的觀念。若追究印度婦女的自我覺知為

何會扭曲至此（與個人福祉的客觀狀態嚴重不符），那是因為她們長久以來深受

家庭、國家、階級制度、政治、教育體系等因素的形塑，她們毫不質疑地接受傳

統觀念所致。 

 

被剝削的團體可能已習慣於（habituated to）不平等，可能未意識到社會

變遷的可能性，可能對於改善客觀的窮困環境感到無望，可能順服於命

運，很可能願意接受既定秩序的正當性。由於這些覺知，他們為小確幸

感到快樂的傾向，就很能夠獲得解釋，而減低欲望（與覺知到的可行性

perceived feasibility 取得一致）將有助於拯救個體免除於嚴重的失望與

挫敗（Sen, 1987, p.9）。 

 

類似的，Nussbaum 在《女性與人類發展：能力取徑》（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一書，也有專章探討 AP 現象。底下事

例同樣顯示女性自我覺知的嚴重扭曲。 

 

想想 Jayamma[按：指另一個印度婦女]……當女人在磚窯因更沉重的工

作而被支付較少的薪水，並且被拒絕有升遷的機會時，Jayamma 並未抱

怨或抗議。她知道事情就是這麼一回事，而且將會是如此……當她先生

將他的所得拿走，並以某種浪費的方式全都花用在自己身上，留下

Jayamma 透過她自己的勞力在財務上支撐孩子們，並且做全部的家務，

這對她而言並非錯的或壞事，這就只是那麼一回事，她並不浪費時間來

渴求其他狀況……Jayamma 缺乏的似乎不只是她自己作為一個人是具

有可能被侵犯之權利的概念，而且缺乏一種發生在她身上的是錯事的感

覺（Nussbaum, 2000, p.113）。 

 

印度婦女扭曲的自我覺知—包含對於外部環境/選項之可行性或不可行性的

覺察，以及她們的自我觀念，在在促成 AP 的形成。不過，Sen 強調，這並不是

說個體的覺知不重要，相反的，覺知與行動力（agency）對於達至個體幸福都相

當重要（Sen, 1987, p.10, 45）。只是覺知的重要性有待釐清。 

 

偶然的覺知（contingent perceptions）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們是個人

益趣與幸福的明確嚮導（就這點來說，它們並不是），而是因為覺知（包

含錯覺 illusions）對於真實狀態與結果具有影響力—經常是重大影響

（Sen, 1987, p.10）。 

 

覺知難以做為個人幸福的明確嚮導，是因為覺知也具有可誤性（fall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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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知本身並不等同於真實，因為覺知可能存在偏誤（perception biases）（Sen, 1987, 

p. 24, 25）。那麼覺知的偏誤、錯覺從何而來？ Sen 表示，個體覺知到的主觀效

益，是受到社會制約，以及對於不幸的逆來順受所影響（Sen, 1987, p.20），此即

「適應性的覺知」（adapted perception）（Teschl & Comim, 2005,p.234）。它們顯示

的是「女人的偏好是在一個腐敗系統中『成長』，該系統提供她們根據一套扭曲

的參照架構來形成她們的價值觀。」（Berges, 2011, p. 74）當中涉及「偏好的畸

形」（preference deformation）（如 Nussbaum, 2000, p. 114-115, p. 118），顯示「一

些現有的偏好是社會政策的不良基礎」，因為這些偏好反映「深厚的男性權力傳

統」（Nussbaum, 2000, p. 112）。就女性的自我覺知而言，這種覺知偏誤是廣佈的

（Sen, 1987, p.45）。所以 Sen 主張，我們需要區分「覺知的益趣」與「個體幸福」

兩者的不同（Sen, 1987, p.20, p.21），Sen 嚴正反對以扭曲的自我覺知、主觀感受，

作為反映個人福祉的適當依據，他轉而為幸福的客觀衡量尺度做辯護。 

Sen 在〈個人偏好作為社會選擇的基礎〉（Individual Preference as the Basis of 

Social Choice）一文中指出，「效益（utility）之說，典型上被看作是某種偏好，

譬如滿意度，或欲望，或選擇」，但是有些取徑反對以偏好為中心的（preference-

centred）方式來評量個體的幸福、福祉（Sen, 2002, p.306）。因為以偏好為本的社

會選擇理論（social choice theory）誤以為個人偏好是固定不變的，但實際上它是

可變動的（Sen, 2002, p.309）。 

總結來說，Sen 與 Nussbaum 批評效益主義將個體偏好、欲望、想望看作是

給定的，當它以個體的欲望實現程度，或生活滿意度，做為生活品質的判準時，

恐無視於以偏好為根基的幸福觀點內在潛藏的 AP 問題。他們揭櫫的 AP 現象直

指「效益［按：指偏好、欲望〕可輕易地被心理制約或適應性期待所支配（swayed）」

（Clark, 2005, p. 4）。倘若個體的快樂與滿意度，可能被操控而不自知，而效益取

徑卻又全然接受主體自陳的快樂，作為其幸福狀態的反映，這在 Sen 與 Nussbaum

看來是大有問題的。換句話說，AP 現象指出，以為人們可以陳述他們正確的快

樂程度的假設恐怕有誤，因為「適應性」（adaptation）會對人們的主觀偏好造成

扭曲性的效果（Teschl, & Comim, 2005, p.232），他們卻毫無所知。 

有鑑於 AP 對效益主義主觀幸福論的嚴厲挑戰，Sen 提出兩個回應。首先，

Sen 主張，應該以個體「客觀上」能夠做什麼、成為什麼，即他所謂的「能力」

（capability），而非個體的主觀滿意度，作為衡量幸福的適當尺度。「Sen 質疑將

幸福等同於知覺到的益趣實現。」（Sen, 1987, p.5）要言之，Sen 倡議的是客觀幸

福論。學者們大多同意，AP 議題的探討是 Sen 及 Nussbaum 用來證成他們所倡

議的「能力取徑」（capability approach）幸福觀的重要環節（Barnes, 2009, p.5; 

Qizilbash, 2006, p. 28; Teschl & Comim, 2005, p.229, 230）。其次，Sen 針對 AP 現

象，提醒吾人檢視「偏好如何形成」的必要性，如其所言： 

 

有一個具有某些重要性的真實議題確實值得討論。可以論證的是，社會

選擇理論應該更深入研究偏好的形成，特別是社會互動在個人偏好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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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扮演的角色（Sen, 2002, p.310）。（斜體為原文所有） 

 

個人偏好的形成確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教育議題，畢竟在民主社會中，個人

抉擇與偏好密切相關，這也是形構個人幸福觀的重要成分。 

二、 AP 概念及其重要性 

AP 事例揭示，人的偏好、快樂、欲望、想望（want）、抱負（aspiration）相

當具有延展性（malleable），可向不利情境中所覺察到的可行性（feasibility），進

行調適與適應。當個體面臨不利、受限、絕望的情境時，她的欲望可做相應的調

適（下修），於是，即便在十分嚴峻的境況下，她的欲望也能獲得相當地滿足。

在 Sen 與 Nussbaum 看來，AP 問題適足以彰顯「以偏好為本」的社會選擇理論

與幸福觀（如效益主義）具有嚴重的倫理問題。明白的說，AP 的事實宣告，在

某些情況下，有關個人幸福的第一人稱證言（first-person testimony）是不具有權

威性的（Barnes, 2009, p.2），因為 AP 已然扭曲人們對於自己需求的理解（Khader, 

2011, p.18），在這種情形下，個人的偏好不但不該被認真看待，而且應當被排除

在考量之外（當然這裡衍生的問題是，該如何辨識、診斷某人現在是否深受 AP

影響）。誠如 R. Terlazzo 所言，AP 概念凸顯的是，我們不該將每個人都看成是

「對他們自己價值（觀）的絕對可靠無誤的（infallible）專家」（Terlazzo, 2015, 

p.183）。AP 的事例顯示，個人並不總是對於自己的幸福與福祉具有最終、最具決

定性的正確看法。人的偏好有可能會遭到扭曲，因而是可誤的。 

AP 議題的提出甚具爭議性，反對者可能會說，那誰才是自己偏好、價值的

權威人物？有論者可能會認為此說帶有家長主義的（parental）意味。但 Khader

的公允說法可以做為回應，「對待另一個人彷彿她具有一些壞價值，這樣做[並非]

不尊重的。讓自己的價值受到批評，正是身為一個正常的道德行動者的一部分」

（引自 Terlazzo, 2015, pp.182-183）。 

根據 Sen 及 Nussbaum 揭發的 AP 事例，我們可暫將 AP 概念做如下理解：

「當人們擁有受限的選項組合（limited option sets）時，他們可以變得（come to）

偏好那些組合當中的事物，儘管在其他情況下（otherwise）他們將不會偏好它們。」

（Terlazzo, 2015, p.179）或者說： 

 

對於一個對可行的所有選項全都感到挫敗的人，她合理地認為自己沒有

其他選項時，她可能有很好的理由說服自己說，她應該努力對對她而言

可行選項當中的一個感到滿意（become happy）（Terlzaao, 2015, p.185）。 

 

 Sen 及 Nussbaum 事例中典型的當事人（印度婦女），似乎從一開始就生活在

選項極度受限的環境中（Barnes, 2009, p.5），她們看來對於生活境況，完全不做

他想，對於其他的可能性也毫無憧憬。她們「正確」、「合理」地認為自己沒有其

他選項，所以接受現有境況。M. Teschl 與 F. Comim 的解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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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的社會與經濟情況，以及對不利環境的終生習慣化，可能引誘

（induce）人們接受當下的負面情境，並且帶著「歡樂的耐性」（cheerful 

endurance）來經歷它們（Teschl & Comim, 2005, p.230）。 

 

 D. Bridges 認為，AP 的說法正指出「對於我們可能做的選擇所設下的不同種

類的限制，被我們所接受、內化，甚或到我們未能注意到它們的程度」（Bridges, 

2006, p.18）。這些限制類型一般可分為內在限制（internal constraints）與外在限

制兩類，前者如個人的無知、意志薄弱，後者如社會、政治、經濟機會或禁止

（prohibitions）、資源缺乏等，而「適應性偏好這個說法引起注意的是，外在限制

變得內在化的方式（例如低抱負、受限的想像力、滿足個人的命運）」（Bridges, 

2006, p.16）。譬如上例中的 Jayamma 已將外在秩序內化，視之為理所當然，甚至

未能意識到它們是一種限制、約束，在 Bridges 看來，這就是 AP 的明確案例

（Bridges, 2006, p.22）。 

 除了這種「從一開始」就生活在惡劣情境下，因終生的習慣化而生成的典型

AP 事例外。E. Barnes（2009, p.5）另外舉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

（又稱為人質情節）作為 AP 的例子：人質（Tom）開始同情綁匪，甚至相信他

們做的是神聖的任務，Tom 的偏好開始變得適應於被綁架的情況。針對這兩類的

AP 事例，若依照另一位著名 AP 研究者 J. Elster 的區分，他會分別稱呼 Jayamma

為「適應性偏好的形成」（adaptive preference formation，簡稱 APF），Tom 為「適

應性偏好的改變」（adaptive preference change，簡稱 APC）4（Elster, 1983, p.111），

差異在於 Tom 涉及偏好轉變的歷程（例如從不喜歡變成喜歡）。但不論是 APF 或

APC，所謂的 AP 指的是經過「適應化」過程，將個人（原本的）偏好往可能的

集合、可行的選項，做調適、適應，而（重新）形成的偏好。 

伍、 Elster 論適應性偏好 

對「適應性偏好」現象的討論，除了 Sen 與 Nussbaum 外，一般會將此概念

的提出，歸功於 Jon Elster5(1940-)的引介(Teschl, & Comim, 2005, p.230)。Sen 也

                                                 
4 Elster 以伊索寓言中「狐狸與酸葡萄」故事為例，指出狐狸的「酸葡萄思維」（sour grapes reasoning）

便是 AP 的一個例子。在此則寓言故事中，飢餓的狐狸看見掛在藤架上的葡萄，而產生想吃葡萄

的欲望。在跳高試圖搆著葡萄的數次努力過後，嘗試未果的狐狸逐漸了解到，他是無法搆著葡萄

的，吃葡萄對他而言不是真實的選項。葡萄最後說道：「總之，那些葡萄是酸的!」（Those grapes 

are sour, anyway!）於是放棄想吃葡萄的偏好而離開。Elster 以「適應性偏好的形成」或更精確的

說是「適應性偏好轉變」來稱呼狐狸對於葡萄的欲望/偏好轉變的歷程，或謂心理機制。透過酸葡

萄思維的機制，狐狸的偏好是「經過調適，用以回應對他選項組合所設下的限制」（Colburn, 2011, 

p. 53）。 
5 Elster 生於奧斯陸，是挪威的社會與政治理論學家。他的作品主要在於社會科學的哲學、理性

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方面。Elster 以 Karl Marx 為論文主題，在 1972 年從巴黎大學獲

得博士學位(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n_Elster)。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及政治系教授

(http://philosophy.columbia.edu/directories/faculty/jon-elster、https://polisci.columbia.edu/content/jon-

elst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n_El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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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到 Elster(1983)作品的啟發，才會在經濟學、哲學及國際發展領域，關注這種

人們面對逆境時卻毫無怨言的順從(non-grumbling resignation)與適應現象(Clark, 

2012, p.5)。Sen、Nussbaum 與 Elster 皆認為適應性偏好的問題，足以對效益主義

形成嚴峻挑戰。只是他們三人的論證有所不同6(Qizibash, 2012, p.37)。 

一、 Elster 提出適應性偏好的背景脈絡 

 Elster 對效益主義的質疑是：效益主義主張社會正義、選擇與決策應致力於

滿足個體的想望(individual want satisfaction)，然則，個體的想望本身卻是受到某

些未經個體自主選擇之過程形塑而成的(shaped by a process that preempts the 

choice)，如此一來，以個人想望的滿足作為正義與社會選擇的判準，是否妥當

(Elster, 1982, p.219)？要言之，Elster 關切的是個體想望的形成過程。如其所言，

「我主要的焦點是偏好受到可行組合的形塑  (the shaping of preference by the 

feasible set)」(Elster, 1983, p.123)。他指明人們有將抱負(aspirations)往可能性作調

適(adjust)的傾向，因此個體的偏好 (individual preferences)實際上是會變動的。如

若這樣，何以社會決策僅僅只有參照個體偏好就做成決定(Elster, 1982, p.219)？

畢竟偏好、想望或抱負的形塑過程都尚未經過(效益主義者的)檢視。要言之，

Elster 關心的問題是：個體的想望與偏好是怎麼來的？不過他無意正面、完整回

答這個問題，而是選擇聚焦、限縮在檢視「適應性偏好」這個特定現象上。 

二、 什麼是適應性偏好？ 

 首先，Elster 給了一段完整敘述： 

 

我當稱呼酸葡萄的現象(the phenomenon of sour grapes)為適應性偏好形

成(adaptive preference formation)，或者，像此例可能是的，稱作適應性

偏好改變(adaptive preference change)。由這個過程所形塑而成的偏好，

我當稱為適應性偏好。我準備嘗試要澄清適應性偏好這個說

法……(Elster, 1983, p.111)。 

 

Elster 以法國詩人尚·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拉封丹寓

言》7中「狐狸與葡萄」故事中狐狸的「酸葡萄效應」(sour grapes effect)作為「適

應性偏好形成」(adaptive preference formation，簡稱 APF)(或適應性偏好改變

adaptive preference change，簡稱 APC)的典型事例。所謂的「適應性偏好」指的

                                                 
6 Qizibash認為相同之處在於兩人都與效益主義傳統分道揚鑣，兩人皆重視自由(freedom)的價值，

認為其價值是獨立於福祉(welfare)之外的(Qizibash, 2012, p.35, 39)。除兩人之外，M. Nussbaum 也
加入對效益主義的批評。惟他們三人的論證各有不同(Qizibash, 2012, p.37)。 
7當中的寓言故事並非拉封丹自創，而是來自於古希臘的伊索寓言、古羅馬寓言家 Phaedrus、古

印 度 故 事 集 《 五 卷 書 》 (https://zh.wikipedia.org/zh-

tw/%E8%AE%A9%C2%B7%E5%BE%B7%C2%B7%E6%8B%89%E5%B0%81%E4%B8%B9)。狐

狸與葡萄的故事也取自於伊索寓言，不過拉封丹做了些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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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經過「適應化」(adaptation)這個過程—將個體原本的偏好往可能的集合、可

行選項，做調適、適應，而(重新)形成的偏好。所謂酸葡萄的現象(一般熟知的

「酸葡萄心理」)著重的是適應性偏好的「形成」(formation)、「形塑」(shaping)或

「改變」(change)過程與機制。APF 是關於偏好、欲望、抱負與想望之形成的機

制(Elster, 1983, p.111)。 

茲以法文版「狐狸與葡萄」(the fox and the grapes)寓言故事為例(筆者自譯為

中文)8： 

一隻狐狸，來自於加斯科因或諾曼第，我們並不清楚， 

幾乎要死於飢餓，四處走動中， 

看見藤枝上面有葡萄 

外表看來如此美麗與熟透 

於是他想著要伸手搆著它們，並吃了它們。 

但是在一次又一次沒用的跳耀之後， 

由於這個藤架對他來說過高而不可及， 

他重新考慮過後，說道 

「我看得出來，它們是酸的，這些葡萄只適合睡鼠(loirs)與松鼠!」 

我將我不能擁有的東西留給你。(粗斜體為筆者所加) 

 

Elster 認為酸葡萄(sour grapes，SG)現象，本身對於理解個體行為 (individual 

behaviour)，以及評價社會正義的架構(例如效益主義)，皆具有價值(Elster, 1983, 

p.111)。他的第一步驟便是要藉由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將 SG 與其他類

似機制9進行區辨(詳見 Elster, 1983, pp.112-125)。也就是說，SG 本身也是一種心

理機制，而且其作用通常隱而不顯，罕為人知。他說道：「我們的心靈對我們玩

各種把戲，我們也對它們玩各種把戲。」，SG 便是當中一種特定的把戲 (Elster, 

1983, p.111)。要言之，Elster 所要探討的是適應性偏好的形成過程，精確的說，

是酸葡萄的現象—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他說：經由這個過程形塑而成的偏好，

稱作適應性偏好(Elster, 1983, p.111)，而此過程指的便是「適應」(adaptation)、酸

葡萄效應(the sour-grapes effect)。換言之，他探討的現象是經由酸葡萄效應/機制，

而形成的適應性偏好。是以他為著作命名為《酸葡萄：顛覆理性的研究》(Sour 

grapes: Studies in the subversion of rationality)(1983)。 

三、 Elster 論酸葡萄機制 

 首先，Elster 正面說明酸葡萄是一種減少「認知失調」(reducing cognitive 

dissonance)的機制(Elster, 1983, p.111)。可以預知的是，美國社會心理學家 Leon 

Festinger「認知失調理論」在解釋酸葡萄現象的重要性。但 Elster 強調，一來

                                                 
8 英文版本來源：http://www.lefavole.org/en/volpe_uva.htm 
9 《酸葡萄：顛覆理性的研究》談論 9 種類似機制，包括反適應性偏好、經由學習產生的偏好改

變、預先承諾、操縱、品格計畫、事先改變特質的權重、上癮、仰賴國家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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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inger 本身並未將適應性偏好看作是重要主題，二來，在解釋酸葡萄現象時，

Elster 除了引用 Festinger 的理論外，另外也引用 Paul Veyne(1976 法文著作 Le 

Pain et le cirque，似無英文譯本)有關人們對可能性的「過度適應」 (over-adaptation 

to the possible)—在做選擇時，人們傾向於做得過頭(overshoot)，走向非情緒所需

要的極端(go to extremes)的文獻，因此，Elster 自認為有關酸葡萄現象，至今尚未

有過系統性討論(Elster, 1983, p.111)。這顯示其理論的開創性。但有趣的是，Elster

在書中並未詳細說明他如何運用 Festinger 認知失調理論來解釋酸葡萄的現象。

所以，當他說「酸葡萄尤其是減少失調的一個機制」(Elster, 1983, p.111)，這本身

是有待詳明的。這是本研究前一部分有關「快樂窮人」的心理學文獻已經補足的。 

 上述各種機制的共點點是：皆為個體面對「可以做(can do)的事情」與「想要

做(like to do)的事情」之間處於張力、衝突狀態時 (Elster, 1983, p.118) ，他可能

有的反應。Elster 要探究的是，「所引發之偏好改變的精確本質(the exact nature of 

the induced preference change)究竟為何」(Elster, 1983, p.114)。在此可將 APF 的

特性歸納如下： 

1. 因果導致或有意引發：APF 是「將偏好向可能性做適應」(adaptation 

of preferences to possibilities)，需強調的是，這種適應是因果引發的(causally 

induced)，而非刻意設計的(intentionally engineered) (Elster, 1983, p.112)。APF

並非主體有意向的調適(intentional adjustment)，而是由驅力所引發的因果調

適(causal adjustment by drives) (Elster, 1983, p.112)。Elster 說，「適應」這個

說法本身是語意曖昧模糊的，因為它可以被做因果性或意向性的解讀。但明

確的是，「酸葡萄是純粹的因果性的適應過程，發生在這個人的『背後』

(‘behind the back’)」(Elster, 1983, p.118)，意思是並非個體有意識且有意圖性

的引發。這就與 Stoic、佛教哲學所倡導的，刻意形塑欲望有所不同(Elster, 

1983, p.118)。 

2. APF 及 APC 都不是導源於學習與經驗，而是源於習慣(habituation)

與逆來順受(resignation)(Elster, 1983, p.114)。倘若偏好的改變是經由有意識

的「解放策略」所策劃的，那麼我們處理的是「品格規劃」(character planning)

這個機制；但是，倘若逃離「想要」與「可得」之間的張力，是由減少認知

失調的因果機制所引發的，那麼我們處理的就是酸葡萄(Elster, 1983, p.118)。 

3. 面臨受限選項的反應結果：APF 是個體面對受限的可行集合(a 

restricted feasible set)時，產生的結果，而非原因(Elster, 1983, p.116)。也就是

說，APF 是個體在面臨可能性、可行選項受到限制時的反應。 

4. 內生的機制：酸葡萄涉及嚴格意義上的內生因果性 (a strictly 

endogenous causality)，而非外生性的解釋。意思是，適應性的逆來順受固然

對統治者有益，但是需強調的是，導致逆來順受現象的原因是因為這樣做對

於主體本身是好的(Elster, 1983, p.117)，因為它消解主體原本認知失調所帶

來的痛苦。換言之，酸葡萄確實可能讓人對於所能得到的非常少的東西，感

到滿足，而這反而可能對他人有益，因為他人可以透過剝削與壓迫，輕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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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們想要的東西。但是，Elster 強調，我們不該就此假定「逆來順受一般

來說是由能從中獲益的那些人所引發的」(Elster, 1983, p.116)。 

 

總結來說，APF、SG 機制有何問題？Elster 詢問，我們應該信賴經由 SG 機

制形塑而成的想望嗎 (Elster, 1983, p.113)？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比較好的做法

是透過選擇，來適應不可免的狀況，而非經由非意識下的逆來順受。」(Elster, 1983, 

p.119)Elster 認為 AP 造成自主與福祉之間的衝突 (Elster, 1983, p.113)，因此它是

有問題的。 

陸、 如何評價 AP？ 

如何看待當事人表現出來的 AP？我們對於 AP 現象似乎有一種模稜兩可的

態度。一方面，我們直覺上認為這種偏好是有問題的（problematic）、有異議的

（objectionable），我們認為女人（Jayamma）與人質（Tom）都「不應該」認分地

接受這樣惡劣的情境，他們應當起身抵抗，設法改變/善這樣的境況。心理學上認

為 Tom 這樣的反應是不理性的，也就是我們認為 Tom「不應該」同情、認同加

害者。同樣的，Nussbaum 與 Sen 也認為婦女對惡劣環境的適應，是應受譴責的

（deplorable）（Nussbaum, 2000, p. 138）。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似乎也能夠理解

為何他們會有 AP 這樣的反應。甚至同意「這種適應性偏好行為是一種有益的應

對機制（coping mechanism），在許多例子中甚至是值得讚揚的。」（Barnes, 2009, 

p.6）當他們「被置入（或生在）經常是毀滅性的環境中，而他們無法從中逃離時」，

「應對這個情境的一種方式，便是調適自己的偏好。」（Barnes, 2009, p.6）意即

將自己的偏好向不利、惡劣、甚至毀滅性的情境，以及極度受限的可行選項做調

適、適應，這就「求生存」這個目的來說，確實是有益、理性的應對機制。事實

上，上述來自 Sen 的兩段（附有粗斜體字的）引文，清楚可見他明知 AP 是被剝

削者「為了持續生存之必要性」而採取的「生存策略」。 

Barnes 總結這種模稜兩可的心態如下： 

 

這種應對機制或可謂是人類心理一個值得讚揚的層面，但我們將非常不

願意說具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那個人的偏好是理性的，或者說那個偏

好可作為證據，證明成為綁架的受害人是很好的生活方式（Barnes, 2009, 

p.5）。 

 

同樣的，先前引文中，Sen 也一再強調「若是因為這個生存策略而不重視他

們幸福的喪失，那將是倫理上深深錯誤的」、「若將抗議與質疑不平等的闕如，看

做是不平等的闕如，這將是個嚴重的錯誤」。關於如何評價 AP 行為，似乎涉及

兩種標準：一是實用的心理應對機制，二是倫理標準。底下分述之。 

一、 AP 形成的心理學解釋：AP 作為應對不利情境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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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 曾說「我所呼籲的，要延伸對偏好形成的研究，這時常需要實質的實徵

性假定」（Sen, 2002, p.311）。底下將藉助心理學相關實徵性研究，解釋 AP 形成

的心理過程。這種解釋也為 Elster（1983）所採納。 

心理學家關於幸福與生活品質的研究中，有一現象與 AP 類似，此即「滿足

的悖論」（the satisfaction-paradox），或謂「適應的人們」（the adapted people）、「滿

足的窮人」（the satisfied poor）（Olson & Schober, 1993, p.173, 175），說明如下： 

 

滿足於客觀上不令人滿意的生活情境之狀態，諸如貧窮程度的生活，代

表的是根據 Zapf（1984, p.25）在生活品質研究中的幸福立場，稱作「滿

足的悖論」（Olson & Schober, 1993, p.173）。（粗斜體為筆者所加） 

 

 心理學家有關生活品質的研究發現，客觀的幸福測量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

不一致的現象，具體展現方式有二：一為「失意的特權者」（frustrated privileged）

與「不滿意的兩難」，指的是那些生活的客觀條件明明是有利的，卻仍對於生活

品質表達不滿的人；二是「適應的人們」與「滿意的悖論」，指的是生活的客觀

條件雖令人不滿意，但卻仍表示滿意的那些人（Olson & Schober, 1993, p.175）。

後者顯然與 AP 現象類似。 

 「滿足的窮人」與 AP 相同之處在於，個體的想要（主觀幸福）與可以要（客

觀的幸福條件）之間存在緊張關係（tension）。為了減少，甚或消解此張力，有兩

途可供依循：一是改變/改善環境，使之滿足個人的想望，二是使個人的想望適應

於（adapted to）（以降低的方式為之）不可欲的情境（Olson & Schober, 1993, p.178）。

倘若個體選擇的是第二途，將產生心理滿足的狀態，「滿足的窮人」現象於焉出

現（Olson & Schober, 1993, p.178）。 

 關於「滿足的窮人」之研究，「大體上，研究者皆同意將滿意的悖論解釋為，

將個人標準往不可欲的情境所做的適應。」（Olson & Schober, 1993, p.179）D. Ipsen

的突破在於他進一步詢問「為什麼」第二途會被選擇當作應對策略（coping 

strategy）？個體為何不選第一途，作為消除個體的想要與可以要之間張力的應對

之道？他提出「認命」（resignation）這個概念作為解釋（Olson & Schober, 1993, 

p.179），他稱呼「滿足的窮人」現象為「認命的適應」（resigned adaptation）。  

 G. I. Olson 與 B. I. Schober（1993）指出，Ipsen 提出巨觀的（macro）社會因

素—因資本主義成長所帶來的社會壓力，作為「滿足的窮人」現象的解釋。但 Olson

與 Schober 認為此解釋有其限制，倘若研究者是想要提出改善「滿足的窮人」之

困境的實用建議，那就需要從微觀的（micro）社會觀點，對此現象提出解釋，據

以找出應對之道（Olson & Schober, 1993, p.179）。 

 該如何從微觀層面解釋「滿足的窮人」？當他面臨想要與可以要之間的張力

時，竟會選擇讓個人的想望與標準，往不可欲的情境做調適（下調），而非設法

改變不利的情境，使之足以實現個人的想望與標準？ 

(一) 習得無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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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客觀現狀不滿的窮人，為何會轉變成滿足的窮人（涉及 APC）？Olson 與

Schober 首先運用 Seligman「習得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理論來作解釋。習

得無助是指個體「學到不可欲的情境的決定因素無法為個體所控制」，也就是他

學到「不論他是否嘗試要克服負面情境，他改變它的機率都是一樣的」（Olson & 

Schober, 1993, p.181），他知覺到自己是「無能為力的」，對於造成危機情境的因

素是「缺乏掌控能力的」（Olson & Schober, 1993, p.184）。總結來說，「習得無助

是這個過程的最後狀態—個體學到發生在他身上的負面事件並非他自己所能控

制的。」（Olson & Schober, 1993, p.184） 

當窮人對於他所身處的惡劣環境不滿意時，他嘗試要改善它。但是，不管窮

人盡了多大的努力，設法要改善負面情境，終究未果，於是他學到這並不是他所

能掌控的。這種學習過程的結果是，窮人對於採取進一步行動來改善情境的動機

變得低落，而且他的挫敗感逐漸轉變成消沉與放棄（resignment）（Olson & Schober, 

1993, p.184）。要言之，窮人的「無助感」並非一開始就出現，而是從努力未果的

過程中「習得的」。 

 

(二) 認知失調理論 

至此，窮人學到他對於改變現狀是無能為力的，但他依舊對現況是不滿意的。

從現行的「不滿意的窮人」要轉變成「滿足的窮人」，這顯然尚待解釋。也就是

說，「習得無助理論就其自身，尚且無法解釋滿意的悖論這個現象。」（Olson & 

Schober, 1993, p.184）為此，Olson 與 Schober 接著引用美國社會心理學家 L. 

Festinger「認知失調理論」（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1957），闡明窮人

如何從不滿意現狀，轉變成滿意現狀的窮人（涉及 APC）。關於 Festinger 的認知

失調理論，先引用他的說法： 

  

簡單的說，我認為失調（dissonance）就是在諸多認知當中，存在著不合

適的關係（nonfitting relations），而這[失調]本身就是一個激勵因子

（motivating factor）。認知一詞，在此及本書其餘部分，我指的是關於

環境、自我、自己行為的任何知識、意見或信念。認知失調可被視為一

個先行條件，它導致朝向減少失調（dissonance reduction）的活動，就

像飢餓導致朝向減少飢餓的活動一樣。這是一種非常不同於心理學家慣

常處理的那種動機，但就像我們會看到的，它是強而有力的（Festinger, 

1957, p.3）。（粗斜體為筆者所加） 

 

首先，「認知」的內涵相當豐富，包含有關自己、自己行為或環境的知識、

觀點、信念、情感、欲望、行為，通稱為一個個的「認知」（cognitions）或「知

識」（knowledges），每個認知即是一個分析的成分。其次，成分與成分之間的關

係有三類：無關（irrelevant）、協調（consonance）與失調（dissonance）（鄭全全，

1990，頁 12；Festinger, 1957, p.9）。所謂的「認知失調」，就是指任兩個認知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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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稱的(unfitting)。譬如，老王明知道抽菸是有害身體健康的（認知 A），但卻繼

續抽菸（認知 B）。老王的知識（A）與行為（B）之間存在著不相稱的關係，他

顯然便是處於認知失調的狀況。接著，Festinger 為該理論提出兩個基本假定： 

 

1. 失調的存在，在心理上是令人感到不舒服的，將會激勵這

個人嘗試去減少失調，並獲致協調。 

2. 當失調出現時，除了設法減少它之外，這個人將會積極地

避開有可能會增加失調的情境與資訊（Festinger, 1957, p.3）。 

 

Festinger 強調，失調的產生令人感到不適，就像飢餓令人不舒服一樣，會激

發（motivate）個體嘗試去消除或至少減少失調。譬如上例中認知失調的老王，

理論上可以採行兩類途徑，來減少失調，並重獲協調：向認知 A 或者認知 B 靠

攏。但實際做法卻是形形色色的，例如假定老王決心向認知 B 靠攏，他可以採取

下舉的作為：1.他可能感到自己是如此享受抽菸，因此這樣做（儘管威脅身體健

康）是值得的（增加認知 C，向認知 B 靠攏）。2.認為他健康因此受損的機率其

實並不像某些人宣稱的那般高。3.他不可能總能避開所有可能的危險情境而仍舊

存活。4.或許當他停止吸菸之後，他可能因此發胖，而這同樣對健康有害。總之，

持續抽菸與這些認知（新增的認知 C）是協調一致的（Festinger, 1957, p.2）。 

 認知失調理論的核心論點是：「如果前述的假設是正確的，一旦失調發生時，

就會有減少它的壓力。」（Festinger, 1957, p.5）意即，減少失調的壓力與驅動力，

伴隨著認知失調而生。Festinger 提出較完整的看法： 

 

任何時間只要個人發現到有兩個認知彼此不能調和一致時，就會感覺到

心理衝突，因衝突而引起的緊張不安，轉而形成一種內在的動機作用，

促使個人放棄或改變認知之一，而遷就另一認知，藉以消除衝突，恢復

調和一致的心態（張春興，1991 p. 610）。 

 

 回到前述的問題，習得無助的窮人仍舊是不滿意現狀的，他怎麼會變成「滿

足的窮人」呢？Olson 與 Schober 指出，窮人此時對於生活條件依舊是不滿意的

（因此，想要改變情境的動機是高昂的），卻也知道他能採行的所有應對策略，

對於改善現狀，並不會有任何正面效用（因此，想要改變情境的動機是低落的）。

於是出現認知失調的狀況，以及想要減少失調的心理驅動力量（Olson & Schober, 

1993, p.188）。減少認知失調的方式有二：一是採行有效的策略來改善不利的情

境，二是使用經過調適（降低的）標準，來重新評估所知覺到的情境（Olson & 

Schober, 1993, p.188）。而由於受到先前「習得無助」效應的作用，窮人將會採行

第二個做法，AP 以及「滿足的窮人」於焉產生。就此而言，AP 可以說是認知失

調帶來不舒適感，以及相應而生的減少失調之心理機制下的產物。 

 以窮人為例，來探討本文所關心的 AP 的形成機制：窮人在多次嘗試改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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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環境失敗後，學習到他是無能為力的（習得無助）。他的「無能為力」以及他

依舊「對現狀不滿」兩者之間產生認知失調。伴隨而來的是想減少失調的心理驅

動力，於是他將標準與想望降低以適應情境，AP 與「滿足的窮人」於焉產生。

據此，可以說，AP 乃是習得無助與減少認知失調下的產物。 

 然而，這個心理學解釋的適用程度如何？它能解釋所有的 AP 個案嗎？筆者

認為恐非如此。依此解釋，Sen 與 Nussbaum 提及的 AP 個案—包含絕望的乞討

者、不安的無產勞動者、受宰制的家庭主婦、慣性失業者、精疲力竭的苦工（暫

稱為「非典型的」AP 案例），或許並不全然如印度農村婦女這類「典型的 AP 個

案」般是自始至終地對不利的情境感到滿足（屬於 APF，涉及因自我覺知或自我

觀念的扭曲而造成的 AP），他們反而比較可能像「滿足的窮人」般涉及的是 APC，

由原本對客觀現狀的不滿，歷經習得無助與認知失調後，轉變為對客觀不利境況

的適應（以減少認知失調的不適感），於是產生 AP 現象。要言之，這個解釋 AP

形成的心理機制，未必適用於所有的 AP 案例，尤其不適用於那些以為「這[不利

的境況]就只是那麼一回事」、「她並不浪費時間來渴求其他狀況」的典型 AP 個

案。至此，可以發現 AP 案例並非完全同質，而是有類別之分。但這卻是 Sen 與

Nussbaum 並未深究與區分的，有待後續研究詳明10。 

二、 AP 哪裡有問題11？倫理學的考量 

Nussbaum 表示，AP 的提出是為了指明這項經驗事實：由於深知無法實現的

渴望（unrealizable longing）（想要，但要不到，而產生不適感）會令人太過痛苦，

人們會根據自認為真正可以達至的狀態（可以要/可行的選項），來裁減/修改

（tailor）自己的偏好，結果就是他們經常會對不義的現況感到滿足（Nussbaum, 

2011, p. 5）。當效益取徑未能意識到 AP 的問題，它就有可能成為不義現狀的盟

友或幫兇，絲毫未曾想過需要改變/善現狀的必要性。AP 點明「快樂或欲望的心

理度量太過具有延展性，以致於無法作為剝奪與劣勢的穩定指引」（Sugden, 2006, 

p. 36）。倘若 AP 正確指出，個體主觀快樂的心理度量有可能遭到扭曲/變形/畸形

而不自知，而效益取徑又以個體自陳的主觀快樂與滿意度，作為生活品質與快樂

的依憑，恐怕就同時犯了兩項錯誤：一是未能察覺個體的主觀快樂與偏好可能遭

到「扭曲」—「自動地」向不利的情境作調適；二是接受主體自陳（高）滿意度

作為生活品質的反映時，不知需要改善社會現狀。 

                                                 
10 實際上 Khader 的研究旨趣便是要詳明「在 AP 標題下聚集了真正各式各樣的偏好。」（Khader, 

2011, p.10）看似一樣的 AP 行為背後，個體們實際上各自擁有不同的理由。AP 的介入方案要想

發揮效用，就必須針對理由（對症）找出適當的對治之道（下藥）。 
11 AP 文獻可區分為兩類：一類是以 Elster 為首的理性選擇版本（rational choice version），另一

類是 Sen 與 Nussbaum 的規範性版本（normative version）（Barnes, 2009, p.2）。一類是 Elster 以自

主為本純粹程序性的適應性說明，另一類是如 Khader 從完善主義（perfectionism）的角度對 AP

的說明（與 Nussbaum 同路）（Terlazzo, 2015, p.181）。這個分類法的依據是它們對於「AP 哪裡有

問題」的不同解釋與切入角度。Elster 認為 AP 是違反自主的，它是不具有自主性的、非理性的，

Nussbaum 認為 AP 的問題在於這些偏好與客觀的幸福尺度是不一致的（ inconsistency with 

objective measures）（Dorsey, 2017, pp.47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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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AP 直指「個體的偏好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問題。然而，效益取

徑卻不將此視為值得提問的重要問題，遑論能批判性檢視個體的偏好與欲望，可

能受到習慣、恐懼、低度期待、不正義等背景條件所影響，進而使個體的選擇以

及對生活的想望遭到扭曲而不自知（Nussbaum, 2000, p. 114）。然而，以上只是

Sen 及 Nussbaum 點出以偏好為本的效益主義幸福觀，由於無法體認到 AP 問題

的存在，反而可能成為不義體制的幫兇而不自知。這是效益主義（主觀幸福論）

的問題，卻不同於 AP 本身是個需要對治的問題。然而 AP 的問題究竟何在？為

何（疑似）出現 AP 行為的個體是需要被特別留心關照的對象？ 

首先，典型 AP 案例主角經常被評斷成是不平等秩序的隱性幫兇，她們的 AP

行為讓自己被剝削之現狀持續鞏固。對 Sen 與 Nussbaum 而言，AP 的問題似乎

出在個體適應的是「不平等、不義的現狀」，它是個體「不應該」適應的對象，

因為它有違個體福祉，它是「客觀上不令人滿意的生活情境」。誠如 Sen 所言「若

是因為這個生存策略而不重視他們幸福的喪失，那將是倫理上深深錯誤的」（引

自 Qizilbash, 2006, pp.25-26）。其次，兩人都強調 AP 個案的覺知遭到扭曲，如

Sen 所謂自我覺知的扭曲、Nussbaum 指出 Jayamma 自我觀念的扭曲，而這些扭

曲乃是社會制約下的結果。這些自我覺知與自我觀念的扭曲，造成個案「一開始」

就不具有自我益趣或權利的觀念，遑論益趣或權利受損的感覺。如此一來，當個

人福祉受損時，當事人也無從覺察。 

問題是不同於 Sen 與 Nussbaum 探討的 AP 典型案例，非典型的 AP 個案（如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案例 Tom）就沒有這個問題。他一開始確實具有適當的自我益

趣或自我權利的觀念，他知道加害者侵害他的人身自由，知道自己福祉因而受損，

甚至嘗試要改變不利的情境。但逐漸地，他適應無可改變的客觀情境，產生了

APC12。他的反應之所以被認定是不理性的，那是因為他的反應（同情或認同加

害者）顯然也與他的個人福祉（人身自由）不相容。這種 AP 個案或許就適合使

用上述的習得無助與認知失調理論予以解釋。 

總結來說，為何 AP 案例會讓人「直覺地」認定是有問題的？因為 AP（包

含 APF 與 APC）必然是與當事人的福祉相互牴觸的，她所適應的客觀境況與她

的福祉是不合的，但當事人卻又顯現出對現狀的滿足，因而令人感到疑惑不解。 

至此，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前引 Terlazzo 對於 AP 所做的描述：AP 是指「當

人們擁有受限的選項組合時，他們可以變得偏好那些組合當中的事物，儘管在其

他情況下他們將不會偏好它們。」（Terlazzo, 2015, p.179）Terlazzo 的重點擺放在

「當選項組合受限時」，當事人將不同於其他情況下（當選擇的自由度更大時），

而變得願意去偏好當中的選項。這樣對 AP 的定義是否適當？依此，倘若臺灣某

速食公司因故宣布暫停販售大麥克漢堡（我的最愛），於是定期食用該公司產品

的我，在「選項組合受限」的情況下，逐漸轉變成喜歡吃勁辣雞腿堡，我所表現

                                                 
12 AP 典個案之間的重大差異凸顯 AP 是個複雜的概念，應當將它視為一個統稱詞，當中牽涉的

類別有待詳細分析。類似的想法也是 Khader（2011）、（2013）的重要論點，她探討數種不同的 AP

現象，分別需要不同的對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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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 APC，似乎也符合 Terlazzo 對 AP 的描述，但應該不是 Sen 與 Nussbaum

所關切的典型的 AP 案例。而且我的 APC 也與習得無助無涉，因為我從未想過

要改變現狀，而只是單純地接受該公司的行銷政策。此外，此例凸顯的是：儘管

它符合 Terlazzo 對 AP 的描述，但它非但不是「典型的」AP 案例，也不是「非典

型的」AP 案例，因為它恐怕絲毫無損於我的個人福祉（譬如當重新供應大麥克

漢堡後，我非常可能依然偏好吃勁辣雞腿堡）。若然，這表示 Terlazzo 對於 AP 的

描述恐怕失之過廣，無法適當地描述「典型的」與「非典型的」AP 案例—它們

皆屬「不當適應的偏好」13（inappropriately adaptive preference，簡稱 IAP，為 Khader

所創術語，見 Khader, 2011, p.20），共同的特徵是：必然不符個體福祉，因而是

不當、有問題的偏好，有待對治。 

柒、 結論：教育啟示―我的幸福，誰說的算？ 

本研究假定教育旨在協助受教者過幸福快樂的生活，而在自由民主的社會中，

教育者必須體認，對每個個體而言，所謂的幸福快樂生活有賴個人的自主決定，

因此必須正視 AP 的問題。具體而言，本文將藉由呈現 AP 的現象，探討 AP 的

定義、形成機制，以及 AP 帶來的後（惡）果，進而闡明此課題的教育蘊義。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讓 AP 概念引發學界關注的兩位學者是 A. Sen 及 M. C. 

Nussbaum，14他們後續引發發展倫理學（development ethics）與女性主義，包含

理論學家與實務工作者對 AP 現象的關注。這兩個領域的共同特徵是它們都關照

弱勢者（disadvantaged），譬如第三世界女性或窮人的心理狀態與處境。不過，誠

如 S. J. Khader 所言，AP 適用範圍不限定於第三世界的女性，它也可能為全球女

性所遭遇（Khader, 2011, p.8, 27），甚至可以說 AP 並非女性獨有的現象。Khader

（2011，2013）認為這個議題的重要性在於，倘若致力於增能（empower）弱勢

者的實務工作者未能正確辨認出真正有 AP 問題的當事人（意即誤認），或者不

清楚造成他們 AP 行為的背後成因，將可能導致錯誤介入，或者自以為是的增能

行為，這反而是不義之舉。 

研究者認為，目前教育界並未給予 AP 足夠的關注15，在當前「繁盛的兒童」

                                                 
13 Khader 說道「我建議一個術語上的轉換。本書中我談的是『不當適應的偏好』，而非僅是『適

應性偏好』。」她之所以力求術語上的正名，是因為「我相信適應性偏好共謀於保存絕非繁盛/幸

福的生活形式（complicit in perpetuating less than flourishing forms of life）。」（Khader, 2011, p.20）

IAPs 意在彰顯 AP 的不當性（inappropriateness）：適應的對象是與個體的福祉/幸福相違的。 
14 幸福研究領域關照 AP 問題的學者，主要有三位，即 Jon Elster、Sen 及 Nussbaum（Teschl & 

Comim, 2005, p.231）。一般會將此概念的提出，歸功於 Elster (1940-)的引介（Teschl, & Comim, 

2005, p.230）。Sen 也是受到 Elster(1983)作品的啟發，才會在經濟學、哲學及國際發展領域，關

注這種人們面對逆境時卻毫無怨言的順從（non-grumbling resignation）與適應現象（Clark, 2012, 

p.5）。然而學界對 Elster 的關注似乎不多。誠如 D. W. Bruckner 所說：「自從 Elster 開創性的作品

出版後，有關適應性偏好的文獻是不當且不穩定的細流。」（Bruckner, 2009, p. 308）意即相關討

論不如預期。Sen、Nussbaum 與 Elster 皆認為 AP 的問題，足以對效益主義形成嚴峻挑戰。只是

他們三人的論證有所不同（Qizibash, 2012, p.37）。 
15 D. Bridges（2006）〈擴大對高等教育的參與脈絡下的適應性偏好、正義與認同〉一文是少數例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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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典範下，個體幸福的熱潮襲來，這項闕如有待補足。不同於發展倫理學家或

女性主義者所探討的具有 AP 問題的當事人主要是「成人女性」，她們的偏好與

價值觀相對穩固，甚至根深蒂固。受教者相形之下可塑性更高，倘若能及早辨識

出疑似具有 AP 問題的受教者，那麼深入瞭解與即時介入的時機點將會更佳，效

用也許會更好。 

 

近日公視「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On children）影集16（2018）獲得廣大

閱聽者的共鳴迴響，引發熱烈討論。當中牽涉的一個重要教育論題便是「我的幸

福，誰說的算？」教育者（父母與師長）希望孩子（將來）能過上幸福快樂的生

活，當下便用自己以為的幸福觀與致福之道，來為孩子設想與規劃生活與活動（譬

如選擇送他們上學、讓他們吃某類食物）。這原本是無可厚非的。誠如 Brighouse

所言： 

 

好啦，一般來說，我們不應該假定我們比起其他人更了解他們應該如何

最好地過他們的生活。但是，成為老師、學校行政人員、或者父母，就

是在接受一種角色，在其中你對孩子的生活具有影響力（power），而且

你知道這個小孩對於什麼將導致（make for）一個繁盛/幸福的生活，具

有極不完整的知識（highly imperfectly informed），並且令人吃驚地準備

不足以追求這樣的生活。如果有個人對於這個角色感到不自在，那麼他

應該要不就是避開這個角色，要不就是不管自己的不適，而履行這個角

色（Brighouse, 2006, p.43）。（粗斜體為筆者所加） 

 

身為教育者，我們認定孩子對於什麼是幸福、如何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缺

乏知識，而我們至少比他們多懂一點，據此來為他們裝備好足夠能力以營未來幸

福生活，變成是我們無可迴避的責任。畢竟，要想過得好，「人們也需要對於什

麼構成美好生活具有一些概念」（Brighouse, 2006, p.18），教育者具有些許這類知

識作為他們為孩子規劃生活的憑據。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也清楚知道，幸福生

活的樣貌並非單一的，而是多樣的。「人們要繁盛/幸福有許多不同的方式，人們

在哪種生活當中將能繁盛/幸福是各異的。」（Brighouse, 2006, p.15）此即幸福的

個殊性。若此，適合 Mary 過的幸福生活，不見得適合 John 來過。  

這分別對應於 Brighouse17所謂的「共通的益趣」（general interests）與「個殊

的益趣」（particular interests）：前者是所有孩子共享的，譬如食物、庇護、能夠自

                                                 
16 本影集改編自作家吳曉樂同名作品《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被考試綁架的家庭故事一位家

教 老 師 的 見 證 》 （ 2014 年 網 路 與 書 出 版 ） 中 5 篇 故 事

（https://www.pts.org.tw/OnChildrenPTS/index.html）。書名與黎巴嫩詩人 K. Gibran 代表詩作《先

知》（The Prophet）中〈論孩子〉首句 Your children are not your children 相同。 
17 Brighouse 認為幸福生活有兩個要件：一是真正有價值的生活必然包含某些客觀的善，亦即客

觀上有價值的東西；二是「某人要真正地繁盛/幸福，他們必須認同他們正在過的生活。他們必須

可以說是發自內心地（from the inside）過這樣的生活。」（Brighouse, 2006, pp.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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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決定要信仰哪種宗教的益趣。這些可以經由歷來的哲理探討（譬如 Nussbaum

提出十大人類功能性能力清單，Nussbaum, 2011, pp.7-9），以及最新的經驗性證

據（譬如 R. Layard「大七」（the ‘Big Seven’）理論，明列 7 個影響幸福生活的因

素，Brighouse, 2006, p.45; Layard, 2005）作為憑據。後者則是較難辨認的具有個

別差異的益趣，它們通常與孩子個別的天分、興趣、志趣息息相關（Brighouse, 

2006, pp.43-44），在這方面，與孩子有機會密切相處的家長、師長角色尤顯，他

們： 

 

必須一直針對個別孩子在這些事情上做出細密紋理的（fine-grained 

judgments）判斷。他們會犯錯。但是他們至少有理由可以有信心，如果

他們嚴肅看待他們作為家長的責任，那麼他們就會比起孩子在缺乏引導

的情況下，犯下較少、較不嚴重的錯誤（Brighouse, 2006, p.44）。（粗斜

體為筆者所加） 

 

問題是，隨著孩子年紀漸長，他們對周遭世界有了更多的接觸與認識之後，

逐漸形成自己的喜好與想望。與此同時，他們想要獨立、自主的意念也愈形強烈，

「我是你的孩子，但我同時是個獨立個體，我有我想要追求的幸福」。孩子已然

形成的初步幸福觀，未必與家長對他們的期望相符。倘若此時父母再繼續以「為

了你好，你應該聽我的」家長主義（paternalism）態度自居，恐已與孩子自主性

的展現發生衝突。畢竟我們要問，在此階段，究竟「是誰」對於這個孩子的天分、

興趣、志趣、抱負、想望有真切的了解？我的幸福，誰說的算？是家長、師長，

還是這個孩子（非常可能的答案是雙方都有）？倘若誠如 White 所說，「為了自

主的教育」與「為了幸福的教育」是手拉著手同時並進的，因為在自由民主社會

下，自主性（包含偏好）必然會展現在個體所擘劃的幸福生活藍圖中。若此，教

育的要務應當是：1.扶助受教者自主性的開展，以及 2.學習做幸福生活的擘劃。

關於後者，新近風行的幸福課程與幸福科學，可供受教者有關幸福的普遍知識，

以及對人類共通益趣的認識。至於前者，似未被當前論述所關注。 

本文並未正面探討扶助受教者自主性發展之道。而僅就適應性偏好彰顯個體

的偏好可能遭受不當扭曲而不自知，反而自以為，或/與被他人以為是個體自主

性的展現，而予以尊重。結果反而成為鞏固自己不幸福境況的幫兇。就此而言，

我們可以說，教育者除了正面扶助受教者自主性的開展，譬如像 Brighouse 所言

的，需要教導受教者「通常與自主有關的理性反省與比較的技巧」（Brighouse, 2006, 

p.19），教導他們透過理性評價來選擇過得更好的方式。本文給的建議是，教育者

同時要擔負起辨識可能正遭受 AP 所困之個案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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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 ■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_______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 150 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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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會議邀請單位主要邀請臺灣通識教育學會前往交流，由

於身為通識教育學刊執行編輯工作，因此應邀前往，一方面

做通識教育與學刊交流之外，也結合本年度科技部計畫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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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The value of reading narrative literature in general 

education-M. C. Nussbaum’s perspective  

附件六 



M. C. Nussbaum觀點下的敘事文學閱讀的通識教育價值一

文。發表後，即有貴州師範教育學報主編詢問賜稿的可能

性。 

 5/16一整天都在通勤，直到晚上到飯店報到完成。接著 5/17-

5/18兩天為學術會議，接連主題演講與分場論壇發表。5/19

上午飛回臺灣。 

二、 與會心得 

 

 本次論壇除了了解臺灣其他大學的通識教育辦理模式，例

如臺灣大學、雲林科技大學的創意教學模式、元智大學的

經典 50外，也了解中國大陸南京大學刻正推動的經典閱讀

通識教育模式，它們印發 2.5 萬冊的南京大學經典閱讀讀

本，內如含括人文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精選讀本。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如下) 

敘事文學閱讀的通識教育價值—M. C. Nussbaum的觀點1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陳伊琳助理教授 

  

 美國哲學家 M. C. Nussbaum(1947-)2010年出版短小精幹的論著《不為利益：

為何民主需要人文學》(Not for profit: Why democracy needs the humanities)，本書

副標題明白揭示她關心的兩大主題—民主發展與人文學角色。連結這兩大主題的

中介橋梁正是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或謂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特別

是博雅教育對於公民培育的重要性。 

                                                 
1 本文受科技部計畫(106-2410-H-003 -140)補助。 



Nussbaum 自陳她對博雅教育的思索與寫作已有多年歷史(Nussbaum, 2010, 

p.xiii)。確實早在 1997 年，她就出版相對厚實的《培育人性2：博雅教育改革的古

典辯護》(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一

書。此書旨在探討美國高等教育(通識教育)課程改革的狀況，特別挑選 6 個大學

進行參訪與訪談，以了解課程教學的實際情況。在此時刻，Nussbaum 對於美國

大學校園的實際改變，大體上是頗為樂觀的。「對 Nussbaum 來說，博雅教育在

20 世紀晚期的美國校園相當盛行。而這對民主社會來說不僅是可行的、有希望

的、具有建設性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Nussbaum, 1997) 

但同時，她也察覺到博雅教育「在我們的時代面臨危險，特別是被漸增的對

職業，而非博雅教育的興趣所損傷的危機。」(Nussbaum, 1997, p.297)。對家長與

學生來說，專注於「明顯無用」的事物，要付出的代價是相當高昂的。一些文理

學院 (liberal arts college)已經開始刪減原先對於人文學的要求，甚至裁減人文學

院，轉向職業學習(Nussbaum, 1997, p.297)。令 Nussbaum 憂心的是，當國家培養

出來的是一群具有專技能力的人，但卻缺乏批判性思考、檢視自身、尊重他人的

人性與多樣性時，那將是一場災難(Nussbaum, 1997, p.300)。「在經濟焦慮的時代

中，這些倡議經常獲得支持。但他們賣空(sell short)我們的民主，防止它變成它應

該是的那般包容(inclusive)與反省(reflective)。」(Nussbaum, 1997, p.297)。總括而

言，Nussbaum 在 1997 年，對於美國大學微觀的課室教學實況已朝著她的博雅教

育理想前進頗為滿意；但卻也同時察覺到巨觀的大學結構變遷—國家的經濟焦慮

感，與隨之而來的疾呼大學應承擔職業預備的重責大任，博雅教育變成是「明顯

無用」的奢侈品。 

 

壹、 教育領域中全球性的無聲危機 

 時至 2010年，《不為利益》一書的語調丕變，原本的樂觀已被憂心所取代。

這導因於巨觀結構的惡化，Nussbaum 名為全球性的「無聲的危機」(silent crisis) 

(Nussbaum, 2010, p.1)。她說道： 

 

我們正處於一場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巨大危機中，我指的不是始於 2008

年的經濟危機，而是指如同癌症一般，大體上尚未被注意到的一場危機，

此危機長久來看有可能對於民主自治(democratic self-government)的未

來具有重大傷害：全球性的教育危機(Nussbaum, 2010, pp.1-2)。 

 

 這場教育危機不單發生在高等教育階段，而是自小學、中學便已出現；規模

是全球性的，不限於美國，而且新的事例每天都在全球發生。這場危機具體顯現

在—各國政策制定者將人文學與藝術視為是「無用的裝飾」，「為了維持國家在全

                                                 
2 Nussbaum所謂培育人性的觀念得益於 Seneca(Nussbaum, 1997, p.8, 295)。Nussbaum引用 Seneca

有關生氣與仇恨的破壞性效果之論文〈論生氣〉(On anger)中提到「當我們活著，當我們身處人

類之中，讓我們培育我們的人性。」(Nussbaum, 1997, p.xiii, 301) 



球市場中的競爭性位置必須將所有無用的東西砍掉」 (粗斜體為筆者所

加)(Nussbaum, 2010, p.2)。這些國家領導人選擇「透過培養適合營利(profit-making)

之有用的、高度應用性的技能，來追求短程利益(short-term profit)。」(Nussbaum, 

2010, p.2)但在 Nussbaum 看來，他們的「短視近利」終將犧牲長程的民主價值。

她表示： 

 

國家及其教育系統渴求國家利益的同時卻掉以輕心地拋棄了維持民主

存活所需要的技能。若此潮流持續，全世界的國家將很快地生產出有用

機器(useful machines)的世代，而非能為自己思考、批評傳統、了解他人

苦難與成就之重要性的完全公民(complete citizens) (Nussbaum, 2010, 

p.2) 。 

 

 與 Nussbaum 的觀察相呼應的，臺灣學者黃俊傑教授在〈21世紀大學理念的

激盪與通識教育的展望〉一文，比較傳統的與現代的大學教育觀的爭衡，前者採

取一種非工具論的哲學立場，強調教育的內在價值，致力於人文學、社會科學與

自然科學的均衡發展；後者重視教育內容的實用性，採取的是工具論的教育觀，

認為大學教育旨在培養學生的就業競爭力、可雇用性(日文稱為「即戰力」)，鄙

視「不切實際的學問」，具體展現的方式包含:輕視全人教育，改而要求學生必學

「工具性技能」與「實作」，甚而有如南韓「專門大學」、日本「專門職大學」這

類講究實用、技職導向的高等教育機構(黃俊傑，2017，頁 18-21)。甚而日本有

「文科無用」之說3。 

 要言之，Nussbaum 在 1997年美國大學校園所察覺到的博雅教育所面臨的危

險，到了 2010 年已經演變為一場全球性的「無聲的危機」，時至今日(2018)年，

此危機已鋪天蓋地席捲而來，似乎無人可倖免或置身事外。 

Nussbaum 要如何勸慰各國主政者「不為利益」(2010 書名)，這有可能嗎？

精確而言，Nussbaum所要論證的是，藝術與人文學確實有其收益性(profitability)，

只是未為短視近利的政策制定者所看見。當「危機面對我們，但我們尚未面對它。

我們一如往常的活動……我們並未真正地思索這些變化……但它們逐漸限制我

們的未來」(Nussbaum, 2010, p.2)。Nussbaum 的任務便是闡明這場「無聲危機」

如何「限制我們的未來」。而她採取的策略是正面地論述博雅教育，特別是人文

學(與藝術)對於民主社會下公民培育之不可或缺、舉足輕重的價值。 

 

貳、 博雅教育與人性陶養、公民培育 

 Nussbaum 表示，我們當前的文化就跟 Seneca 一樣，具有兩種博雅教育觀點，

這源於我們對 liberalis/fitted for freedom 一詞的不同理解：第一種是比較古老的，

也是 Seneca 身處的羅馬時代盛行的觀點－它認為博雅教育指的就是有產階級之

自由民男性(freeborn gentlemen)所接受的教育，可以簡稱為「紳士的教育」(a 

                                                 
3參閱新聞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386897。 



gentleman’s education) (Nussbaum, 1997, p.294)他們是「適合享有自由的」(fitted 

for freedom)，教育的重點是啟發引導這群菁英接受其所屬社會歷史悠久的傳統

(即涵化，acculturation, p.294)，尋求的是永續與忠誠，並不鼓勵批判反省。第二

種則是 Seneca心有所屬的「新」觀點—「真正地『符合自由』(fitted for freedom)

的教育唯有當它能夠產出(produce)自由的公民，他們的自由不是因為財富或者出

身，而是因為他們能夠稱呼他們的心靈是他們自己的4 (call their minds their own)。」

(Nussbaum, 1997, p.293)這種教育是博雅/自由的，「因為它將心靈從習慣與習俗的

束縛中解放出來(liberate)」(Nussbaum, 1997, p.8)。與 Seneca一樣，Nussbaum 試

圖為新的博雅教育觀辯護，她認為博雅教育旨在培養、產出具有自由、獨立心靈

的公民。一言以蔽之，博雅教育就是「為了自由的教育」(an education for freedom) 

(Nussbaum, 1997, p.294)。 

 具有自由心靈的公民們，不會甘於只了解自己的傳統文化，而會想要學習其

他傳統、認識其他人，藉由與他人溝通、相互了解彼此對於重要事情的觀念，他

們才得以再思(rethink)、自我檢視(self-scrutiny)他們原有的觀點。如此一來，「他

們希望從文化的狹隘性脫離，前進到我們生來即是的真正的世界公民資質(true 

world citizenship)。」(Nussbaum, 1997, p.294)如此看來，受過良好教養的具備自

由心靈的公民，並非獨屬於特定國家社群的公民而已，他們也應該是世界公民(a 

‘citizen of the world’) (Nussbaum, 1997, p.8)具有自由心靈的公民相信人性的平等

性(equality of humanity)，為此，他們必然會想要更了解他們的同胞，了解他們的

歷史，欣賞他們的生活與我們之間的差異(Nussbaum, 1997, p.295)。因此，我們必

須建構出一種博雅教育「不僅是蘇格拉底式的，強調批判性思考與尊重性的論證，

而且要是多元主義的，傳授與我們互動之團體之歷史與貢獻的了解」(Nussbaum, 

1997, p.295)。Nussbaum 於是又稱呼新博雅教育為「世界公民模式」，以與舊的「紳

士模式」相對(Nussbaum, 1997, p.297)。 

 Nussbaum 總結，博雅教育致力於培育人性與陶養公民，而現代公民所需具

備的 3項能力與核心價值5，分別是:第一，批判性的自我檢視:對自我與自身傳統

進行批判檢視的能力，此即經營 Socrates所謂的「經檢視的生活」所必須的能力

(Nussbaum, 1997, p.9)。這項能力的訓練需要發展邏輯推理的能力，包含「推理的

一貫性、事實的正確性，以及判斷的精確性」(Nussbaum, 1997, pp.9-10)。第二，

世界公民的理想:看待自己不僅是特定區域性團體的公民，也是世界公民的能力。

為此，我們需要具備有關非西方文化、少數族群、性別與性取向的「事實性知識」

(factual knowledge)(Nussbaum, 1997, p.10)。第三種能力與前兩者密切相關，稱為

敘事想像力(narrative imagination) (Nussbaum, 1997, p.10)。這是指思考置身於他

人處境會是怎麼樣子的能力，了解他人的情緒、想望與欲望，這是第一步驟。接

                                                 
4由於他們已經學會如何嚴謹與批判地論證，所以他們能稱其心靈為自己的心靈(Nussbaum, 1997, 

p.295)。 
5 Nussbaum 表示，博雅教育需要的能力不限於此，例如科學理解與經濟學也很重要。只是她認

為有其他人比她更適合來談這些，所以她將所論的博雅教育範圍限縮在與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相

關的部分(Nussbaum, 1997, p.11)。 



著我們勢必會回到自己的判斷。但是要切記的是「直到我們能以他人意圖的方式

來看待他行動的意義，否則我們並不知道我們正在判斷什麼」(Nussbaum, 1997, 

p.11)。 

 

參、 敘事想像力、悲憫6、世界公民 

 為了培育這 3 項能力，人文學的教育(humanistic education)扮演要角。其中

本文將聚焦在說明第三種能力—敘事想像力的意義、重要性，以及人文學如何有

助於它的陶養。 

 承上，Nussbaum 說敘事想像力與前兩項能力密切相關。在她看來光有批判

檢視以及世界公民的能力是不夠的，因為它們須與敘事想像的能力搭配起來，始

能發揮現代世界公民的能力。關於此，她首先引用羅馬帝國素有「哲學家皇帝」

之稱Marcus Aurelius(121-180)的觀點： 

 

要變成世界公民，我們必須不僅聚積知識，也必須培育自己具備同情想

像(sympathetic imagination)的能力，這將使我們能夠了解與我們有所不

同之人的動機與選擇，不將其視為令人生畏的異類與他者，而是視為與

我們共享許多問題與可能性的人。(Nussbaum, 1997, p.85) 

 

 要想真正地了解他人，光靠諸如「非西方文化研究」、「非裔美人研究」、「女

性研究」、「人類性取向研究」、「宗教研究」(它們分別是 Nussbaum1997 著作第 4-

8章的主題)等這些「事實性知識」(得益於社會科學甚多，Nussbaum 樂見這些研

究登上大學殿堂)的把握是不足夠的。如 Heraclitus(BC540-480)所說 :「學習

(learning about)許多事情並不足以產生理解。」(引自 Nussbaum, 1997, p.85)那是

因為文化、種族、族群、性別、性取向、宗教等差異本身便會形塑人的「內裡」

(insides)－欲望、思想、感受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等(Nussbaum, 1997, p.85)。倘若

我無法從對方的角度來看待他的遭遇，那麼我便不算真正了解他人。從他的內裡

角度，「我們變得能看見情境如何形塑那些與我們共享某些一般性目標與計畫的

人；而且我們看見情境形塑的不僅是人的行動可能性，也包含他們的渴望與欲望、

希望與恐懼。」(Nussbaum, 1997, p.88)。 

 Nussbaum 認為藝術(the arts，包含音樂、舞蹈、繪畫、雕塑與建築等)與文學

(literature)都具有培育敏銳度(sensitivity)、判斷力與想像力的功能，形塑我們對周

遭他人的了解(1997, p.85, 86)。但她特別聚焦在文學之上，因為相較於抽象的理

論性語言(譬如哲學論證)，文學是「多彩且動人的(colorful and moving)敘事」

(Nussbaum,1990,p.5)，文學(常以詩、戲劇、小說為載體)能夠對於他人所遭遇的特

定情境與面臨的問題做出很好的再現，即「敘事」，引發閱聽者與故事主角

(character)同喜同悲，並陷入深深思索之中。如 Nussbaum 所言： 

 

                                                 
6 compassion 常見的中文翻譯為憐憫或慈悲，本文譯為悲憫或悲憫之心。 



敘事藝術(narrative art)具有使我們看見不同之人生命的力量，以不只是

偶然旅人之興趣，而是帶著投入與同情的理解，對於我們社會拒絕看見

[他們]感到憤怒。(Nussbaum, 1997, p.88) 

 

 文學等敘事藝術的價值在於它們挑選的題材與主角超乎我們日常經驗的範

圍(譬如受限於生活區域，可能沒有機會真正接觸敘利亞難民、非裔美人、同性戀

者)，並以其深刻的敘寫與刻劃，帶著我們(想像性地)進入他們的「內裡」－感其

所感，看其所見，想其所想。此時，我們已經超越自己原本所屬的團體，進入他

人的處境去感受去看待所面臨的處境與遭遇。這一經歷讓我們清楚認識到，不同

於我的他人也有其內在世界 (內裡)，引發我的幻想與驚奇(fancy and wonder)，當

我嘗試置身其中時，我開始能同理(empathy)與猜想主角的想法與感受(Nussbaum, 

1997, p.90)，然而，無可諱言的是，主角豐富的內在世界並不全都是可見的、可

被完全掌握的。當我們承認我們接近他人內在世界的有限性(limits)時，我們意識

到「他人是寬敞且深刻的，和我們自己存在著性質上的差異，具有值得尊敬的隱

藏之處(hidden places)」(Nussbaum, 1997, p.90)。以上便是文學等敘事藝術在教育

世界公民上扮演的要角(1997, p.88)，即是公民想像力(civic imagination)的陶養

(1997, p.88)。 

除了想像力的陶養外，敘事文學同時能培養公民的悲憫之心(compassion)。

所謂的悲憫「牽涉到承認另一個人，在某些方面與自己類似，卻遭遇某個重大痛

苦或不幸，為此他不該被或完全被責備。」(Nussbaum, 1997, pp.90-91)意即，他

遭逢的不幸事件有運氣/機運(luck)的因子在內，已超乎他所能掌控的範圍，當厄

運降臨在他身上，他只能被動地承受。譬如 Aristotle 喜歡舉特洛伊戰爭中的國王

Priam 為例，看似一生幸福的他卻在晚年面臨接二連三的巨大不幸事件(兒子的死

去、國家的敗亡)(陳伊琳，2016)，Aristotle就此表示： 

 

有鑑於他們可能會遭逢的變化，我們不會想稱活人是幸福的；同時因為

我們已經假定幸福是某種永恆的，且絕對不容易被改變之物，但是一個

人卻可能遭遇命運之輪（fortune’s wheel）的多次滾動。（Aristotle, 2009, 

p. 16 [1100a35-1100b4]） 

 

Aristotle所欲凸顯的是人類終其一生無法自外於運氣/機運的影響之外，這彰

顯的是人類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悲憫的產生源自於我們意識到這個事實—厄

運降臨在某人身上，儘管你認為他「不該」遭遇此不幸，而且他也無須為此負責。

在古希臘悲劇文學之中，我們經常看到主角遭到命運之輪無情的翻轉，我們會為

他/她不幸的遭遇感到悲傷(因為我們已經能夠想像處在那個人的境況會是什麼

樣子的)，同時反過頭「感受到自己遭遇不幸的脆弱性」，想到那個受苦受難的人

也可能會是我自己(Nussbaum, 1997, p.91)。悲憫之心經常連帶著會產生想要助人，

幫助對方減緩苦難的動機，以及實際的慷慨之舉，那是因為「那可能會是我，而



那是我將會想要被如何對待的方式。」(Nussbaum, 1997, p.91) 

就此，Nussbaum 認為敘事文學在(民主)政治生活中是深具價值的資源，因為

它能培養閱聽者(公民)的同情想像力與悲憫之心。在此，她引用 Aristotle《詩學》

第九章所說的，文學顯示的「不是已經發生的某件事情，而是可能發生的那種事

情。」(1997, p.86)不同於歷史致力於史實重建，文學的價值在於引導人反思那些

同樣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正因為那種事情(例如，戰爭下難民的處境)也

可能降臨在我們自己身上，敘事文學所描述的這種想像性的情境，引導我們去認

真看待我與他人共享的人性，包含共同的需求與想望(如生命安全的基本需求)。

同時明瞭不同的文化與生命經驗形塑著我們的內裡7，所以「皮膚之下的我們全

都相同」並不是真的(1997, p.111)。總括而言，敘事文學對於身為世界公民而言，

之所以如此迫切重要，正是因為它可以超越現實生活中我們經驗類型的有限性，

大大擴展我們的同情心，而這是真實生活無法充分培育的(1997, p.111)。要言之: 

 

文學的政治承諾是它可以運送(transport)我們進入他人的生命之中，儘

管我們仍舊是我們自己，揭示那個人與我自己的生命與思想上的相似性

以及深厚的差異性，並且使得它們[按：指相似性與差異性]是可以理解

的，或至少是幾乎可以理解的(Nussbaum, 1997, p.111)。 

 

Nussbaum 論閱讀敘事文學的博雅/通識教育價值，著眼的是敘事文學具有培

育人的想像力與悲憫心的功能，使人超越個人內裡的限制，進入他人的觀點來看

待世界，真正地認識他人，如此一來，我們可意識到人我之同與異，成為真正的

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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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適應性偏好與幸福概念淺談彈性薪資1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陳伊琳助理教授 

壹、 大學教師幸福（感） 

 「幸福」是學界新興的熱門課題，相關研究統稱為「幸福研究」（happiness 

studies）。教育界對受教者幸福的關注自不待言，促成學生的幸福或隱或顯地成

為教育工作的終極目標。譬如，英國教育思想家 Herbert Spencer（1820-1903）在

1859 年發表頗負盛名的教育論文〈什麼知識最有價值〉（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文中他提問：學校教育在有限的時間裡，應該教導學生什麼知識？他就

主張參照對於學生幸福、福祉與完滿生活（complete life）的「相對價值」來衡量

與取捨各種知識。 

類似的，當代美國教育哲學家 N. Noddings 在《幸福與教育》（Happiness and 

Education）（2003）一書提問，家長通常想要他們的子女幸福快樂（to be happy），

那為何教育界很少明確以促成學生的幸福/快樂，作為教育目標呢？當代正向心

理學的開創者美國心理學家 M. Seligman 也時常問學校老師與家長兩個問題：「用

一兩個字，說出你最想要你的孩子獲得什麼？」（出現頻率最高的答案：幸福快

樂）、「用一兩個字說明學校教什麼？」（最常出現的回答：學業成就）（Seligman, 

Ernst, Gillham, Reivich, & Linkins, 2009, p. 293）。藉此提問，Seligman 意在凸顯

當代（學校）教育目標的錯置。 

倘若「學校應該主要是關於為人們整裝配備來過幸福的生活（a fulfilling life）」

（White, 2011, p.1），問題的癥結點就在於「如何整裝備配」？這個問題意識促

發英國教育哲學家 J. White 撰寫《探索學校中的幸福》（Exploring Well-Being in 

Schools）（2011）一書。他表示「如果我們想要學校成為人類幸福繁榮（human 

flourishing）的溫床，那就必須要有某種更好的作法」（White, 2011, p.3），某種

突破英國中小學過於側重考試測驗、標準的現行作法。近年英國的幸福工業快速

興起，對政策造成全面影響（Bailey, 2009, p. 795, 801; Schoch, 2006, p.2; Suissa, 

2008, p. 575），在教育領域則有英國 Wellington 公學開創的「幸福課程」（happiness 

curriculum）教學。主事者 I. Morris 在所著的《在學校教幸福與福祉》（Teaching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in Schools）（2009 第一版、2015 年第二版）明確提倡以

「幸福本位的教育哲學」（a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based on well-being）作為重

新導正學校努力方向的指南針（Morris, 2015, p.xiv）。 

相較之下，教師幸福的課題鮮少被討論。如何理解大學教師的幸福（感）？

首先，這涉及應該如何理解「幸福」這個概念？由於幸福對人類而言是如此重要

的課題，「應當毫不令人訝異的是，它已經是哲學思想史上的一個永恆主題。」

（Pawelski, 2013, p.247）。誠如 D. Haybron 所言，「或許有比幸福更迫切需要釐

                                                 
1 本研究獲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適應性偏好、自主、幸福與教育 106-2410-H-003-140-）經費

補助，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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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的哲學主題，但是我想不到任何一個。」（cited from Bailey, 2009, p.797）幸福

的難題就是，哲學家對於幸福究竟為何物存在異議，幸福一詞有諸多意義，而使

用者並不總是清楚地區分它們（Bailey, 2009, p.797; Pawelski, 2013, p.247）。由於

幸福之說比起許多人所想的更加複雜（Bailey, 2009, pp.801-802），首先必須詳加

檢視此謂的「幸福」的意義。 

為免涉入探討幸福觀的繁雜文獻，本文擬從 Seligman 的幸福理論出發，暫

且接受他「多途的」幸福觀，據以探討現行臺灣的大學教師幸福（感）所面臨的

問題。Seligman 早先在《真實的幸福》（Authentic Happiness）（2002）一書提出，

要獲致幸福有三種不同路徑，透過快樂/愉悅（pleasure）、投入（engagement）與

意義（meaning）（Peterson, Park, & Seligman, 2005, p. 25），它們分別對應於三種

幸福（生活）—快樂的生活（the pleasant life）、投入的/美好的生活（the engaged/good 

life）以及有意義的生活（the meaningful life）。快樂的生活有賴個人成功追求正

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s）與感受。投入的/美好的生活有賴施展個人的招牌優

勢（signature strength），以獲得充沛的滿足感（gratifications）與「真實的幸福」

（authentic happiness）。有意義的生活需要施展個人的招牌優勢，為比自己更大

的東西，例如社群、知識服務（Seligman, 2002, p. 249）。Seligman 並未建議我們

應該完全拋棄快樂/愉悅，而純然追求投入的/美好的生活或有意義的生活。他認

為他的幸福理論是全面的，「過出所有這三種生活就是過一個完滿的生活（a full 

life）」（Seligman, 2002, p. 249）。要言之，快樂/愉悅、投入與意義乃是幸福生活

的三個不可或缺的要素。 

Seligman 的幸福理論時至 2011 年的新作《繁盛：對於幸福與福祉的前瞻性

新理解》（Flourish: A visionary new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 and well-being）有

了轉折。他們發現正向情緒、投入與意義這三者無法窮盡人們只為它本身而選擇

它的成份，為了要將受忽視的要素納入，便提出較完整的「福祉理論」。根據這

個新理論，美滿人生是由五個不同因素所組成，包含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

投入（engagement）、正面關係（positive relationships）、意義（meaning）與成就

（accomplishment/achievement）（各取字首，統稱為 PERMA）。其中，成就是福

祉的第四個要素，這是藉由過出「成就的生活」（the achieving life）而達成的，

這是指為了成就本身而追求成就（Seligman, 2011, p.19），「只為了贏而贏」就是

一例（Seligman, 2011, p.18）。成就的追求與正向情緒、投入、意義或建立正向關

係無涉，它單純是為了自身而被追求。最後一個成分是正向關係，人們普遍認為

「非常少有正面的東西是孤獨的」（Seligman, 2011, p. 20）。 

不論是 Seligman 早期三軌，或後期五軌的幸福觀，基本上，奠基於科學實

證的研究取徑上，他指出，個人若想經營完滿的幸福生活，有賴多途並進。筆者

的想法是，臺灣的大學教師在 PERMA 五要素上，後四者並不缺乏，但在現行大

學彈性薪資環境下，正向情緒這個要素在部分大學教師身上恐怕是大打折扣的。

Seligman 表示，正向情緒可以是關於過去、現在或未來的。現在的正向情緒包含

歡樂（joy）、狂喜（ecstasy）、平靜（calm）、熱情（zest）、興高采烈（ebul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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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愉悅（pleasure），以及「心流」（flow）。其中，快樂/愉悅具有清晰的知覺與

強烈的情緒成分，不論是「身體的愉悅」（如按摩、熱水浴、香味、美食、高潮

等）或「高層次的愉悅」（屬於認知層面的），它們通常是需要透過諸如購買、飲

食與其他消費行為而獲得，並且它們都容易受制於「習慣化」（habituation）/「適

應」（adaptation）效應—一旦新訊息不再，便不再做反應，一旦外在刺激消失，

強烈感受便迅速逝去（陳伊琳，2014，頁 263）。顯而易見的，快樂/愉悅這種基

本的正向情緒，常須以行為者的經濟消費能力為前提要件。 

類似的，R. Layard 這位被稱為英國近年快速興起的幸福政策的最重要推手

（Bailey, 2009, 796; Suissa, 2008, p. 575），他在 2005 年暢銷著作《快樂經濟學》
2（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中指出，已開發國家的實徵證據顯示，

財富、收入的提高並無法確保幸福感的相應升高；更富有的同時，人們並沒有更

快樂。何以如此？其中，Layard 提出兩個解釋因子，一是上述的習慣化機制，或

謂快樂水車（hedonic treadmill）的問題；二是相對收入、比較心態的問題。儘管

你的收入增加，但倘若你的參照對象（通常是你熟識的人，譬如你的妯娌、連襟、

鄰居、同事）的薪水也相應增加，那麼你不會比以前更感到快樂。有鑑於此，Layard

給的具體建議是，公司的薪資單一定要確保機密。事實上，Layard 明確表示，依

照表現支薪（performance-related pay）並非好方法，因為大多數工作並沒有客觀

的評估表現的方法，依照表現支付應得的報酬，會導致人們之間過於強調排名、

壓力上升，甚至改變人們的工作誘因，減少內在誘因，反而增加金錢的外在誘因

（林忠正，2009）。 

綜合上述，Seligman 指出，愉悅/快樂這種正向情緒有賴幸福的捷徑—消費

（透過薪水收入）來獲致，而 Layard 指明，人的比較心態會讓更富有的人不見

得會變得更快樂。筆者接下來將指出，臺灣高教近些年來受到研究績效、功績主

義思潮的影響，引進彈性薪資制度，作為獎勵研究卓越學者的作法，反而會讓比

較心態下的人愈來愈不快樂。 

貳、 教哲人在天空畫大餅高教環境下的「安貧樂道」 

 本文無法對臺灣現行彈性薪資制度作完整介紹。在此僅說明兩種常見制度，

其一是年度研究績效獎勵獎金（一次性），以指標性期刊（常見者為 Nature、Science、

Cell、SSCI 前 15%、前 40%、TSSCI 收錄名單）刊登單篇論文為獎勵標的，其二

為學術卓越教師辦法，其中一項指標為每年平均有一篇國際 SCI、SSCI、AHCI

學術論文。以教育哲學這個教育學次領域而言，在目前 SSCI 收錄期刊中，僅有

3-4 本教育哲學專業期刊，以季刊發行、每期 10 篇論文計算，每份刊物每年不過

收錄 40 篇論文。遑論獎勵獎金最高的三本標的刊物皆為自然、生命科學領域，

與教育哲學研究無關。至於前 15%、前 40%的計算，教育哲學專業刊物往往也無

                                                 
2 中文版譯者陳佳伶（2006）將書名譯為《快樂經濟學》，由經濟新潮社出版。推測主要緣由是因

為作者 Layard 是英國倫敦政經學院著名的經濟學家，書中有許多經濟學實徵性研究資料作為立

論依據。但其實當中引述的證據來源，除了經濟學外，尚有大量心理學、腦神經科學研究成果等，

即廣義的「幸福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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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列名其中。 

除了寥寥可數的 SSCI 教育哲學刊物外，對臺灣學者而言，接受教育哲學類

論文的 TSSCI 期刊3，反而更常成為尋求學術交流、爭取學術肯認的重要管道。

然而不可諱言的，學界獎勵制度對於 SSCI 與 TSSCI 論文的學術評比高下可見。

整體而言，這些獎勵措施對於教哲學人而言，更常具有「看得到卻吃不到」的「在

天空畫大餅」(pie in the sky)的意味。只是這樣的批評，似乎很少公開討論，較

常是私下滴咕，幸運的話，遇到合適聽眾願意聆聽其抱怨一番。絕大多數時刻，

從中引發的不平情緒，有賴自行消化吸收（有人可能會不時「反芻」這類情緒）。

時日一久，在這體制中的我們，逐漸接受這一套明知不完善，卻不失他人口中「客

觀」的評比制度與遊戲規則。畢竟，魚離開了水，活不了。當它無法選擇水質時，

它「選擇」活下去。但，我們真的做選擇了嗎？我們做對了嗎？ 

 教哲人在大餅高空掛的高教環境下，似乎更顯得「安貧4樂道」。我們的樂（幸

福快樂）主要來自於嚴謹治學、求道的滿足感，甚或與他人共學論道而得的意義

感，當中的人際和諧，以及求知而得的成就感俱在。對於我們的相對貧窮，我們

（已）少有怨言，頗能恬淡自處，安適處之。有些人甚至能從中享受小確幸。但，

這是正確的處世之道嗎？ 

參、 適應性偏好的現象與概念 

 適應性偏好（adaptive preference，簡稱 AP）的現象，近來頗受道德與政治

哲學家的關注（Bridges, 2006, p.15; Dorsey, 2017, p.465, 466），當中發人深省的

（provocative）事例也引發幸福研究者的熱議。學者近來對 AP 現象的關注，主

要源自於 A. Sen 及 M. C. Nussbaum 兩人的討論5。底下先介紹 AP 事例，再探討

AP 概念。 

                                                 
3  2017 年「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評比結果暨核心期刊名單參照

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354。教育學門共有 23 本核心期刊(TSSCI)，為所有學門

之冠。 
4 此謂的「貧」是相對於其他學門領域學人作為參照團體而言，非指其他行業的從業人員。 
5 幸福研究領域關照適應性偏好問題的學者，主要有三位，即 Jon Elster、Sen 及 Nussbaum（Teschl 

& Comim, 2005, p.231）。一般會將此概念的提出，歸功於 Elster (1940-)的引介（Teschl, & Comim, 

2005, p.230）。Sen 也是受到 Elster(1983)作品的啟發，才會在經濟學、哲學及國際發展領域，關

注這種人們面對逆境時卻毫無怨言的順從（non-grumbling resignation）與適應現象（Clark, 2012, 

p.5）。然而學界對 Elster 的關注似乎不多。誠如 D. W. Bruckner 所說：「自從 Elster 開創性的作品

出版後，有關適應性偏好的文獻是不當且不穩定的細流。」（Bruckner, 2009, p. 308）意即相關討

論不如預期。Sen、Nussbaum 與 Elster 皆認為適應性偏好的問題，足以對效益主義形成嚴峻挑戰。

只是他們三人的論證有所不同（Qizibash, 2012, p.37）。有關適應性偏好的文獻，一般可區分為兩

類：一類是以 Elster 為首的理性選擇版本（rational choice version），另一類 Sen 及 Nussbaum 的

規範性版本（normative version）（Barnes, 2009, p.2）。一類是如 S. Khader 從完善主義（perfectionism）

的角度對適應性偏好的說明（與 Nussbaum 同路），另一類則是 Elster 的純粹程序性以自主為本

的適應性說明（Terlazzo, 2015, p.181）。這個分類法是根據它們對於「適應性偏好哪裡有問題」有

不同的切入角度與解釋而做的。Nussbaum 認為適應性偏好的問題在於這些偏好與客觀的幸福尺

度是不一致的（inconsistency with objective measures），Elster 則認為適應性偏好是違反自主的，

它是不具有自主性的、非理性的（Dorsey, 2017, pp.47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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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P 的典範案例 

Sen 長期關注（印度）婦女與窮人生活處境的議題。他在 1984 年所著《資

源、價值與發展》6（Resources, values and development）一書，提出引發他對 AP

現象感興趣的一項研究：1944 年，孟加拉大饑荒結束後一年，「全印度衛生與公

共健康機構」（All-India Institute of Hygiene and Public Health）進行一項調查，受

訪者包含許多鰥夫與寡婦。當時印度婦女，尤其是寡婦的處境與營養，普遍是很

糟糕的。調查結果顯示 48.5％的鰥夫自陳營養與健康處於「不佳」（ill）或「糟

糕」（indifferent）的狀況；相對的，只有 2.5％的寡婦這樣報導自己的狀態。單就

較屬於主觀感受的「健康糟糕」（in ‘indifferent’ health）這個選項而言，有 45.6％

的鰥夫自認如此，但寡婦卻連一人都沒有（Sen, 1984, p. 309）。Nussbaum 認為這

是因為「她們長久以來已經習慣於它的缺乏，或者被告知這不是為她們這樣的人

所提供的」（Nussbaum, 2000, p. 139）。Sen 的例子特別醒目，原因在於健康與營

養本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但經驗事實卻顯示，人連對基本需求的欲望(偏好)，都

可以因應不利情境，而做適應、調降。 

Sen 看見這些婦女認分地接受剝奪，對於本該深感不滿的境遇，她們卻能靜

默地接受。他察覺她們不滿的尺度（scale of dissatisfaction）已遭到扭曲。在 Sen

看來，AP 現象適足以對效益主義這個主流幸福取徑，提出嚴厲的挑戰。效益主

義的問題在於它竟然尊崇這個扭曲（Sen, 1984, p. 309），尊重她們遭到扭曲的滿

意尺度。換句話說，Sen 認為，效益主義根本就完全無法察覺（insensitivity）AP

的問題（Teschl & Comim, 2005, p.230）。這與效益主義的主觀幸福觀有關： 

 

主觀論的說法認為幸福的判準是主觀的，意思是，幸福的判準與行動者

的心理狀態（經驗、態度、感受、信念）有關。倘若行動者對於這些狀

態的報導是真實的（authentic）（無欺人也無自欺），這便是對她幸福最

具決定性的話（last words）。最著名的主觀論是享樂主義（hedonic）以

及生活滿意度（life-satisfaction）的說法（Kristjánsson, 2017, p.89）。 

 

效益主義以個體主觀快樂（subjective pleasure）或主觀滿意（subjective 

satisfaction），作為衡量個人幸福的基準。依此，若想知道某人是否幸福，可透過

她「自陳的」快樂與滿意度而得知。沒有人比當事人更能清楚知道自己的生活品

質與幸福狀態。在效益主義看來，寡婦自陳的（高）生活滿意度代表她們真實的

幸福狀態。但這在 Sen 看來是大有問題的。不論寡婦自陳的滿意度有多高，自陳

的不滿有多低，她這個「吃不夠、穿不暖、不受照護或過度勞動的人，在真實意

義上就是深受剝削的」（Sen, 1987, p.10），她絕對稱不上是幸福的人。在 Sen 看

來，效益主義的幸福觀是有問題的，因為它看不到寡婦身上出現 AP 的問題。AP

揭示的正是「使用主觀資訊的一個核心問題，關乎的是個人向有害情境（adverse 

                                                 
6 本書有中文譯本楊茂林、郭婕譯（2011）《資源、價值與發展》（長春：吉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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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s）做調適的能力，並發展出因個人負面經驗而變畸形（deformed）的判

準」（Teschl & Comim, 2005, p.230）。 

K. Kristajánsson 曾指出，對於主觀幸福論而言，「幸福標誌的是個人覺知的

生活成就及好運，相對於個人抱負的比例。」（Kristjánsson, 2017, p.90）意即，

個人覺知的客觀現實狀態與主觀期望之間的距離，差距愈小愈是幸福。問題是

這種幸福觀會推導出一個違反直覺的結論：要想提升個人幸福，降低個人抱負

就跟提升個人成就一樣地有效（Kristjánsson, 2017, p.90）。換句話說，倘若幸福

即是個人生活滿意度，或欲望滿足程度，或者成就與抱負之間的對應程度，那

麼，達致幸福之道有二：一是設法改善外部環境，以獲取滿足個人欲望所需要

的條件，讓個人欲望得以實現；二是降低個人欲望，讓既有條件能滿足個人欲

求。但論者（包含 Sen）顯然會對第二途徑有所保留，因為它傾向於鞏固現有

狀況，而且並未充分尊重個人原有的真正欲求。同理，Sen 指出的 AP 現象，它

的問題似乎同樣存在於它採取的是第二種途徑—降低個人欲望，以取得與所覺

知的客觀環境條件的一致性。 

以主觀幸福論的判準來看，欲望愈是獲得充分滿足的人，愈是幸福。這些「客

觀上」吃不飽、穿不暖，但卻「自覺」欲望獲得充分滿足的寡婦，依此判斷，當

然算是幸福的。Sen 似乎是認為，效益主義的問題就在於，這些客觀條件上的不

利，不但無法在個體「自陳的」滿意度上顯現出來，反而遭到掩蔽。而這(自陳/

自覺的高滿意度)正是經由「適應性偏好」這個機制的中介所造成的。AP 帶來的

效應是，主體（此例中的寡婦）反而有助於促成既有(不義)體制的鞏固，以及現

狀正當性的維繫。換句話說，效益主義無視於 AP 的惡果便是與不義的結盟： 

 

最明目張膽的不平等與剝削的形式，是透過與被剝奪者與被剝削者結盟

的方式存在世上。鬥敗的狗（underdog）學會背負重擔，甚而忘卻重擔

本身的存在。不滿被接受所取代，無望的謀反被順從的平靜所取代─在

當前脈絡中最相關的是─受苦與怒氣被興高采烈的忍耐所取代。當人們

學會因為生存的絕對必要性，而適應於既存的恐怖，恐怖在效益的度量

下，看來就不那麼可怕了（Sen, 1984, pp. 308-309）。（粗斜體為筆者所

加） 

 

比起其他活在更幸運與富裕環境下的人，一個有著不幸的一生，擁有非

常有限的機會，或者很少希望的人，可能更容易向剝削妥協、調和一致

（reconciled to deprivations）。幸福的度量因而可能以一種特定、有偏誤

的方式，扭曲剝削的程度。絕望的乞討者、不安的無產勞動者、受宰制

的家庭主婦、慣性的失業者，或精疲力竭的苦工，全都可能在小確幸

（small mercies）中取樂，為了持續生存的必要性（for the necessity of 

continued survival），設法壓制強烈的痛苦，但是，若是因為這個生存策

略（this survival strategy）而不重視他們幸福的喪失，那將是倫理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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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錯誤的（Sen, 1987 On ethics and economics, pp.45-46, cited from 

Qizilbash, 2006, pp.25-26）。（粗斜體為筆者所加） 

 

AP 彰顯的是，在效益主義主觀幸福論下，「剝削在幸福或欲望實現的尺度上

因此是無聲的（muted）。」（Sen, 1987, pp.9-10）婦女在 AP 的作用下，反而成為

與壓迫者結盟的「隱性的共犯」。 

 

缺乏對個人益趣的覺知，連同對家庭福祉的大大關懷，當然正是這種態

度有助於維繫傳統的不平等。史上有許多證據顯示，劇烈的不平等經常

倖存下來，正是透過與受剝削者結盟的方式為之。戰敗的狗（受壓迫者）

變得接受這不平等秩序的正當性，並且變成是隱性的共犯（an implicit 

accomplice）。若將抗議與質疑不平等的闕如，看做是不平等的闕如，這

將是個嚴重的錯誤（Sen, 1987, p.7）。 

 

Sen 認為這與寡婦的自我覺知 (self-perception)的扭曲有關。這在他 1990 年

的論文〈性別與合作性的衝突〉（Gender and cooperative conflicts）有提到： 

 

人們經常觀察到，典型的印度農村婦女倘若被問到有關她個人「福祉」

的問題時，她發現這個問題是無法理解的（unintelligible），倘若她有能

力回答的話，她對此問題的回答，可能會從她對於她家庭福祉的了解來

回應。個人福祉的觀念在此脈絡下可能並不可行（viable）（Sen, 1990, 

p.126, from Teschl & Comim, 2005, p.234）。 

  

個人益趣（personal interest）與福祉並不單純只是覺知（perception）的

事情而已；這些概念當中有些客觀的面向是需要被關照的，即便它們與

自我覺知之間並不相符（Sen, 1990, p.126, from Teschl & Comim, 2005, 

p.234）。 

 

顯然，印度婦女對於個人福祉、益趣的覺知是遭到扭曲的，她們非常可能從

未有過這類概念，她們有的只是家庭福祉的觀念。若追究印度婦女的自我覺知為

何會扭曲至此(與個人福祉的客觀狀態嚴重不符)，那是因為她們長久以來深受家

庭、國家、階級制度、政治、教育體系等因素的形塑，她們毫不質疑地接受傳統

觀念所致。 

 

被剝削的團體可能已習慣於（habituated to）不平等，可能未意識到社會

變遷的可能性，可能對於改善客觀的窮困環境感到無望，可能順服於命

運，很可能願意接受既定秩序的正當性。由於這些覺知，他們為小確幸

感到快樂的傾向，就很能夠獲得解釋，而減低欲望（與覺知到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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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ived feasibility 取得一致）將有助於拯救個體免除於嚴重的失望與

挫敗（Sen, 1987, p.9）。 

 

類似的，Nussbaum 在《女性與人類發展：能力取徑》（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一書，也有專章探討 AP 現象。底下事例

同樣顯示女性自我覺知的嚴重扭曲。 

 

想想 Jayamma[按註：另一個印度婦女]……當女人在磚窯因更沉重的工

作而被支付較少的薪水，並且被拒絕有升遷的機會時，Jayamma 並未抱

怨或抗議。她知道事情就是這麼一回事，而且將會是如此……當她先生

將他的所得拿走，並以某種浪費的方式全都花用在自己身上，留下

Jayamma 透過她自己的勞力在財務上支撐孩子們，並且做全部的家務，

這對她而言並非錯的或壞事，這就只是那麼一回事，她並不浪費時間來

渴求其他狀況……Jayamma 缺乏的似乎不只是她自己作為一個人是具

有可能被侵犯之權利的概念，而且缺乏一種發生在她身上的是錯事的感

覺（Nussbaum, 2000, p.113）。 

 

印度婦女扭曲的自我覺知－包含對於外部環境/選項之可行性或不可行性的

覺察，促成她們 AP 的形成。不過，Sen 強調，這並不是說個體的覺知不重要，

相反的，覺知與行動力（agency）對於達至個體幸福都相當重要（Sen, 1987, p.10, 

45）。只是關於覺知的重要性，需要釐清。 

 

但是偶然的覺知（contingent perceptions）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們是

個人益趣與幸福的明確嚮導（definitive guides）（就這點來說，它們並不

是），而是因為覺知（包含錯覺 illusions）對於真實狀態與結果具有影響

力—經常是重大影響（Sen, 1987, p.10）。 

 

覺知難以做為個人幸福的嚮導，是因為覺知也具有可誤性。覺知本身並不等

同於真實，因為覺知可能存在偏誤（perception biases）（Sen, 1987, p. 24, 25）。那

麼覺知的偏誤、錯覺從何而來？ Sen 表示，個體覺知的主觀效益，是受到社會制

約，以及對於不幸的逆來順受所影響（Sen, 1987, p.20），此即「適應性的覺知」

（adapted perception）（Teschl & Comim, 2005,p.234）。它們顯示的是「女人的偏

好是在一個腐敗系統中『成長』，該系統提供她們根據一套扭曲的參照架構來形

成她們的價值觀。」（Berges, 2011, p. 74）當中涉及「偏好的畸形」（preference 

deformation）（如 Nussbaum, 2000, p. 114-115, p. 118），顯示的是「一些現有的偏

好是社會政策的不良基礎」，因為這些偏好反映「深厚的男性權力傳統」

（Nussbaum, 2000, p. 112）。就女性的自我覺知而言，這種覺知偏誤是廣佈的（Sen, 

1987, p.45）。所以 Sen 主張，我們需要區分知覺的益趣與個體幸福兩者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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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 1987, p.20, 21），Sen 嚴正反對以扭曲的自我覺知、主觀感受，作為適當反

映個人福祉的依據，他轉而為幸福的客觀衡量尺度做辯護。 

Sen 在〈個人偏好作為社會選擇的基礎〉（Individual preference as the basis of 

social choice）一文中指出，「效益（utility）之說，典型上被看作是某種偏好，譬

如滿意度，或欲望，或選擇」，但是有些取徑反對以偏好中心（preference-centred）

的方式來評量個體的幸福、福祉（Sen, 2002, p.306）。因為以偏好為本的社會選擇

理論（social choice theory）誤以為個人偏好是既定的、無法改變的，但這些偏好

事實上是可變動的（Sen, 2002, p.309）。AP 凸顯個人偏好的多變、善變與彈性。 

總結來說，Sen 與 Nussbaum 批評效益主義似乎是將個體偏好、欲望、想望

看作是給定的，當效益主義以個體的欲望實現或生活滿意度，做為生活品質的判

準時，恐無視於以偏好為根基的幸福觀點內在潛藏的 AP 問題。他們揭櫫的 AP

現象直指「效益［按：指偏好、快樂〕可輕易地被心理制約或適應性期待所支配

（swayed）」（Clark, 2005, p. 4）。倘若個體的快樂與滿意度，可能被操控而不自

知，而效益取徑卻又全然接受主體自陳的快樂，作為其幸福狀態的反映，這在 Sen

與 Nussbaum 看來是大有問題的。換句話說，適應性偏好的現象指出，以為人們

可以陳述他們正確的快樂程度的假設恐怕有誤，因為「適應性」會對人們的主觀

偏好，造成扭曲性的效果（Teschl, & Comim, 2005, p.232），他們卻毫無所知。 

有鑑於 AP 對效益主義主觀幸福論的嚴厲挑戰，Sen 提出兩個回應。首先，

Sen 主張，應該以個體「客觀上」能夠做什麼、成為什麼，即他所謂的「能力」

（capability），而非個體的主觀滿意度，作為衡量幸福的適當尺度。「Sen 質疑將

幸福等同於知覺到的益趣的實現。」（Sen, 1987, p.5）要言之，Sen 倡議的是客觀

的幸福論。學者們大多同意，AP 議題的探討是 Sen 及 Nussbaum 用來證成他們

所倡議的「能力取徑」（capability approach）幸福觀的重要一環，甚至核心環節

（Barnes, 2009, p.5; Qizilbash, 2006, p. 28; Teschl & Comim, 2005, p.229, 230）。其

次，Sen 針對 AP 的現象，提醒吾人檢視「偏好如何形成」的必要性，如其所言： 

 

有一個具有某些重要性的真實議題確實值得討論。可以論證的是，社會

選擇理論應該更深入地研究偏好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preferences），

特別是社會互動在個人偏好的形成中扮演的角色（Sen, 2002, p.310）。 

 

個人偏好的形成確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教育議題，畢竟在民主社會中，個人

抉擇與偏好密切相關。但它是個千頭萬緒的問題，本文選擇聚焦在探討 AP 這個

獨特的偏好形成機制。 

二、 AP 概念及其重要性 

AP 事例揭示，人的偏好、幸福感、快樂、欲望（desire）、想望（want）、抱

負（aspiration）相當具有延展性（malleable），可向不利情境中所覺察到的可行性

（feasibility, availability），進行調適與適應。當個體面臨不利、受限、絕望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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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時，她的欲望可做相應的調適（下修），於是，即便在十分嚴峻的境況下，她

的欲望也能獲得相當地滿足。在 Sen 與 Nussbaum 看來，AP 問題適足以彰顯「以

偏好為本」的社會選擇理論及幸福觀具有嚴重的倫理問題。明白的說，AP 的事

實宣告，在某些情況下，有關個人幸福的第一人稱證言（first-person testimony）

是不具有權威性的（Barnes, 2009, p.2），因為 AP 已然扭曲了人們對於自己需求

的理解（Khader, 2011, p.18），在這種情形下，個人的偏好不但不該被認真看待，

而且應當被排除在考量之外（當然這裡衍生的問題是，那該如何辨識、診斷某人

現在是否深受 AP 的作用）。誠如 R. Terlazzo 所言，AP 概念凸顯的是，我們不該

將每個人都看成是「對他們自己價值（觀）的絕對可靠無誤的（infallible）專家」

（Terlazzo, 2015, p.183）。AP 的事例顯示，個人並不總是對於自己的幸福與福祉

具有最終、最具決定性的正確看法。人的偏好有可能會遭到扭曲，因而是可誤的。

AP 議題的提出甚具爭議性，反對者可能會說，那誰才是自己偏好、價值的權威

人物？有論者可能會認為此說帶有家長主義的（parental）意味。但 S. Khader 的

公允說法可以做為回應，「對待另一個人彷彿她具有一些壞價值，這樣做[並非]不

尊重的。讓自己的價值受到批評，正是身為一個正常的道德行動者的一部分」

（Khader, 2013, p.314 cited from Terlazzo, 2015, pp.182-183）。 

根據 Sen 及 Nussbaum 揭發的 AP 事例，我們可暫將 AP 概念做如下理解：

「當人們擁有受限的選項組合（limited option sets）時，他們可以變得（come to）

偏好那些組合當中的事物，儘管在其他情況下（otherwise）他們將不會偏好它們。」

（Terlazzo, 2015, p.179）或者說： 

 

對於一個對可行的（available）所有選項全都感到挫敗的人，她合理地

認為自己沒有其他選項時，她可能有很好的理由說服（convince）自己

說，她應該努力對對她而言可行選項當中的一個感到滿意（become 

happy）（Terlzaao, 2015, p.185）。 

 

 Sen 及 Nussbaum 事例中的當事人（女人、窮人），似乎從一開始就生活在選

項極度受限的環境中（Barnes, 2009, p.5），他們看來對於生活境況，完全不做他

想，對於其他的可能性也毫無憧憬。他們「正確」、「合理」地認為自己沒有其他

選項，所以接受現有境況。M. Teschl 與 F. Comim 的解釋是： 

 

不利的（unfavourable）社會與經濟情況，以及對有害環境的終生習慣化

（lifelong habituation），可能引誘（induce）人們接受當下的負面情境，

並且帶著「歡樂的耐性」（cheerful endurance）來經歷它們（Teschl & 

Comim, 2005, p.230）。 

 

 D. Bridges 認為，AP 的說法正指出「對於我們可能做的選擇，所設下的不同

種類的限制，被我們所接受、內化，甚或到我們未能注意到它們的程度」（Bri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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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p.18）。這些限制類型一般可分為內在限制（internal constraints）與外在限

制兩類，前者如個人的無知、意志薄弱，後者如社會、政治、經濟機會或禁止

（prohibitions）、資源缺乏等，而「適應性偏好這個說法引起注意的是，外在限制

變得內在化的方式（例如低抱負、受限的想像力、滿足個人的命運）」（Bridges, 

2006, p.16）。譬如上例中的女性已將外在秩序予以內化，視之為理所當然，甚至

未能意識到它們是一種限制、約束，在 Bridges 看來，這就是 AP 的明確案例

（Bridges, 2006, p.22）。 

 除了這種「從一開始」就生活在惡劣情境下，因終生的習慣化而生成的典型

AP 事例外。E. Barnes（2009, p.5）另外舉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

（又稱為人質情節）作為 AP 的例子：人質開始同情綁匪，甚至相信他們做的是

神聖的任務，受害者的偏好開始變得適應於被綁架的情況。針對這兩類的 AP 事

例，若依照 J. Elster 的區分，他會分別稱呼前者為「適應性偏好的形成」（adaptive 

preference formation，簡稱 APF），後者為「適應性偏好的改變」（adaptive preference 

change，簡稱 APC）7（Elster, 1983, p.111），差異在於後者涉及偏好轉變的歷程

（例如從不喜歡改變為喜歡）。但不論是 APF 或 APC，所謂的 AP 指的是經過

「適應化」（adaptation）這個過程，將個人（原本的）偏好往可能的集合、可行

的選項，做調適、適應，而(重新)形成的偏好。 

三、 如何評價適應性偏好？ 

如何看待當事人表現出來的 AP？我們對於 AP 現象似乎有一種模稜兩可的

態度。一方面，我們直覺上認為這種偏好是有問題的（problematic）、有異議的

（objectionable），我們認為女人與人質「不應該」認分地接受、內化這樣惡劣的

情境，他們應當起身抵抗，設法改變/善這樣的境況。心理學上也認為人質這樣的

反應是不理性的，也就是我們認為人質「不應該」同情、認同加害者。同樣的，

Nussbaum 與 Sen 也認為婦女對惡劣環境的適應，是應受譴責的（deplorable）

（Nussbaum, 2000, p. 138）。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似乎也能夠理解為何他們會有

AP 這樣的反應。甚至同意「這種適應性偏好行為是一種有益的應對機制（coping 

mechanism），在許多例子中甚至是值得讚揚的。」（Barnes, 2009, p.6）當他們「被

置入（或生在）經常是毀滅性的環境中，而他們無法從中逃離時」，「應對這個情

境的一種方式，便是調適自己的偏好。」（Barnes, 2009, p.6）要言之，將自己的

偏好向不利的、惡劣的、甚至毀滅性的情境，以及極度受限的可行選項做調適、

適應，就「求生存」這個目的來說，確實是有益的、理性的應對機制。事實上，

                                                 
7 Elster 以伊索寓言中「狐狸與酸葡萄」故事為例，指出狐狸的「酸葡萄思維」（sour grapes reasoning）

便是 AP 的一個例子。在此則寓言故事中，飢餓的狐狸看見掛在藤架上的葡萄，而產生想吃葡萄

的欲望。在跳高試圖搆著葡萄的數次努力過後，嘗試未果的狐狸逐漸了解到，他是無法搆著葡萄

的，吃葡萄對他而言不是真實的選項。葡萄最後說道：「總之，那些葡萄是酸的!」（Those grapes 

are sour, anyway!）於是放棄想吃葡萄的偏好而離開。Elster 以「適應性偏好的形成」或更精確的

說是「適應性偏好轉變」來稱呼狐狸對於葡萄的欲望/偏好轉變的歷程，或謂心理機制。透過酸葡

萄思維的機制，狐狸的偏好是「經過調適，用以回應對他選項組合所設下的限制」（Colburn, 2011, 

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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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來自 Sen 的兩段引文，清楚可見他明知 AP 是印度婦女「為了持續生存之必

要性」而採取的「生存策略」。 

Barnes 總結這種模稜兩可的心態如下： 

 

這種應對機制或可謂是人類心理的一個值得讚揚的層面，但我們將非常

不願意說具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那個人的偏好是理性的，或者說那個

偏好可作為證據，證明成為綁架的受害人是很好的生活方式（Barnes, 

2009, p.5）。 

 

關於如何評價 AP 的現象，似乎涉及兩種標準：一是實用的心理機制，二是

倫理標準。底下分述之。 

 

（一）心理學解釋 AP 機制的形成，作為應對機制 

Sen 曾說「我所呼籲的，要延伸研究偏好的形成，將時常需要實質性的實徵

性假定」（Sen, 2002, p.311）。底下將藉助心理學相關實徵性研究，解釋 AP 形成

的心理機制。這一取徑也為 Elster（1983）所採納。 

心理學家關於幸福與生活品質的研究中，有一現象與 AP 類似，此即「滿足

的悖論」（the satisfaction-paradox），或謂「適應的人們」（the adapted people）、「滿

足的窮人」（the satisfied poor）（Olson & Schober, 1993, p.173, 175），說明如下： 

 

滿足於客觀上不令人滿意的生活情境之狀態，諸如貧窮程度的生活，代

表的是根據 Zapf（1984, p.25）在生活品質研究中的幸福立場，稱作「滿

足的悖論」（Olson & Schober, 1993, p.173）。 

 

 心理學家有關生活品質的研究發現，客觀的幸福測量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

不一致的現象，具體展現方式有二：一為「受挫的特權者」（frustrated privileged）

與「不滿意的兩難」現象，指的是那些生活的客觀條件明明是有利的，卻仍對於

生活品質表達不滿的人；二是「適應的人們」以及「滿意的悖論」現象，指的是

生活客觀條件是令人不滿意的，但卻仍表達出對生活品質感到滿意的那些人

（Olson & Schober, 1993, p.175）。後者顯然與 AP 現象類似。 

 「滿足的窮人」與 AP 相同之處在於，個體的想要(主觀幸福)與可以要（客

觀的幸福條件）之間存在緊張關係（tension）。為了減少，甚或消解此張力，有兩

途：一是改變/改善環境，使之滿足個人的想望，二是使個人的想望適應於（adapted 

to）（以降低的方式為之）不可欲的情境（Olson & Schober, 1993, p.178）。倘若個

體選擇的是第二途，將會產生心理滿足的狀態，「滿足的窮人」現象於焉出現

（Olson & Schober, 1993, p.178）。 

 關於滿足的窮人之研究，「大體上，研究者皆同意將滿意的悖論解釋為，將

個人標準往不可欲的情境所做的適應。」（Olson & Schober, 1993, p.179）D. Ip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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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破在於他進一步詢問「為什麼」第二途會被選擇當作應對策略（coping 

strategy）？個體為何不選第一途，而選擇第二途，作為消除個體的想要與可以要

之間張力的應對之道？他提出「認命」（resignation）這個概念作為解釋（Olson & 

Schober, 1993, p.179），他稱呼「滿足的窮人」現象為「認命的適應」（resigned 

adaptation）。  

 G. I. Olson 與 B. I. Schober（1993）指出，Ipsen 提出巨觀的（macro）社會因

素—因資本主義成長所帶來的社會壓力，作為「滿足的窮人」現象的解釋。但 Olson

與 Schober 認為此解釋有其限制，倘若研究者是想要提出改善「滿足的窮人」之

困境的實用建議，那就需要從微觀的（micro）社會觀點，對此現象提出解釋，據

以找出應對之道（Olson & Schober, 1993, p.179）。 

 該如何從微觀層面解釋「滿足的窮人」現象？當他面臨想要與可以要之間的

張力時，竟會選擇讓個人的想望與標準，往不可欲的情境做調適，而非選擇設法

改變不利的情境，使之足以滿足個人的想望與標準？ 

 

1. 習得無助感 

 不滿意客觀現狀的窮人，為何會轉變成滿足的窮人（涉及 APC）？Olson 與

Schober 首先運用美國心理學家 M. E. P. Seligman「習得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

理論予以解釋。習得無助是指個體「學到不可欲的情境的決定因素無法為個體所

控制」，也就是他學到「不論他是否嘗試要克服負面情境，他改變它的機率都是

一樣的」（Olson & Schober, 1993, p.181），他知覺到自己是「無能為力的」，對於

造成危機情境的因素是「缺乏掌控能力的」（Olson & Schober, 1993, p.184）。總結

來說，「習得無助是這個過程的最後狀態—個體學到發生在他身上的負面事件並

非他自己所能控制的。」（Olson & Schober, 1993, p.184） 

當窮人對於他所身處的惡劣環境不滿意時，他嘗試要改善它。但是，不管窮

人盡了多大的努力，設法要改善負面情境，終究未果，於是他學到這並不是他所

能掌控的。這種學習過程的結果是，窮人對於採取進一步行動來改變情境的動機

變得低落，而且他的挫敗感逐漸轉變成消沉與放棄（resignment）（Olson & Schober, 

1993, p.184）。要言之，窮人的「無助感」不是一開始就出現的，而是從努力未果

的過程中，「學習」而來的。 

 

2. 認知失調理論 

然而，至此，儘管窮人學到他對於改變現狀是無能為力的，但他依舊對現況

是感到不滿意的。從現行的「不滿意的窮人」要變成「滿足的窮人」，這顯然尚

待解釋。也就是說，「習得無助理論就其自身，尚且無法解釋滿意的悖論這個現

象。」（Olson & Schober, 1993, p.184）為此，Olson 與 Schober 接著引用美國社會

心理學家 L. Festinger「認知失調理論」（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1957），

闡明窮人如何從不滿意現狀，轉變成滿意現狀的窮人（涉及 APC）。關於 Festinger

的認知失調，先引用他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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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說，我認為失調（dissonance）就是在諸多認知當中，存在著不合

適的關係（nonfitting relations），而這[失調]本身就是一個激勵因子

（motivating factor）。認知一詞，在此及本書其餘部分，我指的是關於

環境、自我、自己行為的任何知識、意見或信念。認知失調可被視為一

個先行條件，它導致朝向減少失調（dissonance reduction）的活動，就

像飢餓導致朝向減少飢餓的活動一樣。這是一種非常不同於心理學家慣

常處理的那種動機，但就像我們會看到的，它是強而有力的（Festinger, 

1957, p.3）。（斜體為筆者所加） 

 

首先，「認知」的內涵相當豐富，包含有關自己、自己行為或環境的知識、

觀點、信念、情感、欲望、行為，通稱為一個個的「認知」（cognitions）或「知

識」（knowledges），每個認知即是一個分析的成分。其次，成分與成分之間的關

係有三類：無關（irrelevant）、協調（consonance）與失調（dissonance）（鄭全全，

1990，頁 12；Festinger, 1957, p.9）。所謂的「認知失調」，就是指任兩個認知是不

相稱的(unfitting)。譬如，老王明知道抽菸是有害身體健康的（認知 A），但卻繼

續抽菸（認知 B）。老王的知識與行為之間存在著不相稱的關係，他顯然便是處

於認知失調的狀況。接著，Festinger 為該理論提出兩個基本假定： 

 

1. 失調的存在，在心理上是令人感到不舒服的，將會激勵這個人嘗試

去減少失調，並獲致協調。 

2. 當失調出現時，除了設法減少它之外，這個人將會積極地避開有可

能會增加失調的情境與資訊（Festinger, 1957, p.3）。 

 

Festinger 強調，失調的產生令人感到不適，就像飢餓令人不舒服一樣，會激

發（motivate）個體嘗試去消除或至少減少失調。譬如上例中認知失調的老王，

理論上可以採行兩大類途徑，來減少失調，並重獲協調：向認知 A 或者認知 B

靠攏。但實際做法卻是形形色色的，例如假定老王決心向認知 B 靠攏，他可以採

取下舉的作為：1.他可能感到自己是如此享受抽菸，因此這樣做（儘管威脅身體

健康）是值得的（增加認知 C，向認知 B 靠攏）。2.認為他健康因此受損的機率

其實並不像某些人宣稱的那般高。3.他不可能總能避開所有可能的危險情境而仍

舊存活。4.或許當他停止吸菸之後，他可能因此發胖，而這同樣對健康有害。總

之，持續抽菸與這些認知（新增的認知 C）是協調一致的（Festinger, 1957, p.2）。 

 認知失調理論的重要論點是：「如果前述的假設是正確的，一旦失調發生時，

就會有減少它的壓力。」（Festinger, 1957, p.5）意即，減少失調的壓力與驅動力，

伴隨著認知失調而生。Festinger 提出較完整的看法： 

 

任何時間只要個人發現到有兩個認知彼此不能調和一致時，就會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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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衝突，因衝突而引起的緊張不安，轉而形成一種內在的動機作用，

促使個人放棄或改變認知之一，而遷就另一認知，藉以消除衝突，恢復

調和一致的心態（引自張春興，1991 p. 610）。 

 

 回到前述的問題，習得無助的窮人仍舊是不滿意現狀的，他怎麼會變成「滿

足的窮人」呢？Olson 與 Schober 指出，窮人此時對於生活條件仍舊是不滿意的

（因此，想要改變情境的動機是高昂的），卻也知道他能採行的所有應對策略，

對於改善現狀，並不會有任何正面效用（因此，想要改變情境的動機是低落的）。

於是，出現認知失調的狀況，以及想要減少失調的心理驅動力量（Olson & Schober, 

1993, p.188）。減少失調的方式有兩種：一是採行有效的策略來改善不利的情境，

二是使用經過調適（降低的）標準，來重新評估所知覺到的情境（Olson & Schober, 

1993, p.188）。而由於受到先前「習得無助」的效應之作用，窮人將會採行第二個

做法，適應性偏好以及「滿足的窮人」於焉產生。 

 以窮人為例，來探討本文所關心的 AP 的形成機制。窮人在多次嘗試改善生

存環境失敗後，學習到他是無能為力的(習得無助)，他的「深知無能為力」以及

他依舊「對現狀不滿意」兩者之間產生認知失調。為減少失調，他將標準與想望

降低以適應情境， AP 與「滿足的窮人」於焉產生。據此，可以說，AP 乃是習

得無助與減少認知失調的產物。  

 

（二）AP的問題出在哪裡？倫理學的考量 

Nussbaum 表示 AP 的提出，是為了指明這項經驗事實─由於深知無法實現

的渴望（unrealizable longing）（想要）會令人太過痛苦，人們會根據他們認為可

以真正達至的狀態，來裁減/修改（tailor）自己的偏好，結果就是他們經常會對不

義的現況感到滿足（Nussbaum, 2011, p. 5）。當效益取徑未能意識到 AP 的問題，

它就有可能成為不義現狀的盟友或幫兇，絲毫未曾想過需要改變/善現狀的必要

性。AP 點明「快樂或欲望的心理度量太過具有延展性，以致於無法作為剝奪與

劣勢的穩定指引」（Sugden, 2006, p. 36）。倘若 AP 正確指出，個體主觀快樂的心

理度量有可能遭到扭曲/變形/畸形而不自知，而效益取徑又以個體自陳的主觀快

樂與滿意度，作為生活品質與快樂的依憑，恐怕就同時犯了兩項錯誤：一是未能

察覺個體的主觀快樂與偏好可能遭到「扭曲」─「自動地」向不利的情境作調適；

二是接受主體自陳（高）滿意度作為生活品質的反映時，不知需要改善社會現狀。 

整體而言，AP 直指「個體的偏好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問題。然而，效益取

徑卻不將此視為值得提問的重要問題，更遑論它能批判性檢視個體的偏好與欲望，

可能受到習慣、恐懼、低度期待、不正義等背景條件所影響，進而使個體的選擇

以及對生活的想望遭到扭曲而不自知（Nussbaum, 2000, p. 114）。由上述 Sen 與

Nussbaum 對於效益取徑無視於 AP 所做的批評中，正可顯示他們冀望能力取徑

同時兼具：生活品質比較性評價與思考（基本）社會正義兩大功能（Nussbaum, 

1999, p. 6; 2000, p. 18）。能力取徑因此是一種規範性理論。綜上，AP 的問題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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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而生的「偏好畸形」的概念（Nussbaum, 2000, p. 114-115, p. 118）位處於能力

取徑批駁效益取徑的中心地位。 

儘管 AP 的產生機制可由習得無助感，加上認知失調與減少失調獲得解釋，

但誠如 Sen 所言「但是，若是因為這個生存策略而不重視他們幸福的喪失，那將

是倫理上深深錯誤的」（cited from Qizilbash, 2006, pp.25-26）。Elster 認為，儘管

處在 AP 狀態下的當事人對現狀感到滿足，但由於 AP 的形成機制是無意識的，

違反當事人的自主性（autonomy），AP 因而是不理性的。據此他認為福祉與自主

之間難以兩全。不論是 Sen、Nussbaum 或 Elster，診斷、辨識出 AP 事例，並探

討當中可能涉及的不義，實屬迫切之事。 

肆、 結語 

在現行高教彈性薪資生態下的學人，從原本的狗吠火車，變得靜默、接受現

狀，甚或偶爾從中獲得小確幸。這似乎也是一個 AP 的事例。AP 的出現本身就

是一個警訊，提醒吾人當中可能涉及的不義，以及當事者幸福尺度的扭曲。借用

Kristjánsson 的話來說，「如果哲學看門狗不吠，沒有其他人會!」（Kristjánsson, 2015,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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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virtues universal or local? 

Confucian virtue ethics and Confucian character education 

Yi-Lin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TNU 

Some reflections on an empirical approach to this question  

According to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nline, ‘universal’ means ‘existing 

everywhere or involving everyone.’1 The most minimal version of ethical universalism 

claims that ethical principles or virtues ‘hold for all and not merely for some, that is, 

for everybody without exception’ (Online guide to ethics and moral philosophy2). 

Understood in this way, the theme of the conference ‘Are virtues universal or local’ is 

meant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virtues hold for everybody and everywhere. For that 

sake, a large-scale empirical study seems imperative and it is intended to cover 

‘everybody and everywhere’ or at least representative samples of which.  

Regarding this topic, a collective work under C. Peterson and M. E. P. Seligman’s 

lea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CSV for short) (2004) is 

a case in point. As the chapter title ‘Universal virtues?—Lessons from history’ shows, 

they aim to explore whether there exist certain virtues which hold for everyone. Very 

often, they encounter the objection that ‘there are no strengths and virtues valued across 

all cultures’ (Peterson & Seligman, 2004, p. 33). Peterson and Seligman remark that 

since they cannot imagine parents in any culture looking at their newborn infants with 

indifference toward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y may grow up to be ‘cowardly, dishonest, 

easily discouraged, pessimistic, and cruel’ they tend to believe that ‘Perhaps there are 

after all some ubiquitous, if not universal, virtues.’ (Peterson & Seligman, 2004, p.33). 

To verify this idea,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is carried out. CSV is composed of two 

steps. The first step is historical by nature. They review an extensive literature of early 

thinkers on virtues from three influential traditions, i.e. China, South Asia (India, 

mostly), and the West; they represent six dominant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around the world: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Buddhism and Hinduism; 

Athenian philosophy,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Dahlsgaard, Peterson, & 

Seligman, 2005, p.203; Peterson & Seligman, 2004, p.31). Their respective 

representative texts (e.g. the Analects for Confucianism and the Ten Commandments 

for Judaism) are selected to be examined to distill a catalog of virtues. Next is to 

examine whether these various virtue catalogs converge on some points (Peterson & 

Seligman, 2004, p. 33). These points of convergence are their concern of interest.3  

                                                      
1  Retrieved from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zht/%E8%A9%9E%E5%85%B8/%E8%8B%B1%E8%AA%9E/univer

sal 
2 Retrieved from http://caae.phil.cmu.edu/cavalier/80130/part2/Routledge/R_Deontology.html 
3 After reviewing the pertinent literature, they combine redundancies and identify several dozens of 

candidate positive traits. However, the quantity is so large that it necessitates a method of consolid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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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ly, they obtain 24 strengths of character, about half of which meet the 10 

criteria while the rest meet most of them. Peterson and Seligman condense the collected 

lists of virtue (i.e. character strengths) by ‘locating thematically similar virtues and 

classifying them under an obviously emerging core virtue’ which represents ‘an abstract 

ideal encompassing a number of other, more specific virtues that reliably converge to 

the recognizable higher order category’ (Dahlsgaard & Peterson, 2005, p. 204). It 

results in 6 core virtues, dubbed ‘the High Six’, and 24 character strengths (please see 

appendix 1). 

It is summarised that ‘The primary lesson we learn from the historical exercise 

described in this chapter is that there is a strong convergence across time, place, and 

intellectual tradition about certain core virtues.’ And ‘Although others may appear on 

some lists and then be lost again, certain virtues, either explicitly or thematically, had 

real staying power.’ (italics, mine) (Peterson & Seligman, 2004, p.50) The six broad 

virtue classes are claimed to be ubiquitous (Peterson & Seligman, 2004, p.51).4 ‘They 

claim to have come up with more or less universal virtues.’ (Oudenhoven, Raad, 

Timmerman, Askevis-Leherpeus, Boski, & Carmona, et al., 2014, p.2).  

 CSV is a ‘historical’ study in that the designated virtues are distilled from the 

various religious sources and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developed long time ago. The 

virtues in question are considered by these thinkers to be ‘crucial for human thriving’ 

and ‘make for the most exemplary person or lived life’ (Peterson & Seligman, 2004, 

p.34). The problem is that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y still hold for modern people. In this 

regard, the study of J. P. V. Oudenhoven et al. (2014) helps to fill the gap. At the outset, 

they share Peterson and Seligman’s concern. As stated, ‘We want to know to what 

extent virtues are universal, or rather culturally specific.’ (Oudenhoven et al., 2014, p.1) 

However, they adopt a different approach. In contrast to a historical approach, ‘We want 

to base our research of virtues on thos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that contemporary 

laypersons see as virtues, rather than on what their religious or spiritual affiliation tells 

them to do.’ (italics, mine) (Oudenhoven et al., 2014, p.2) To this end, they ask the 

                                                      
the various positive traits. After scrutinising the candidates and looking for common features, they come 

up with 10 criteria to further winnow the list (Peterson & Seligman, 2004, pp. 15, 16-17). They are: 

fulfilling, morally valued, does not diminish others, nonfelicitous opposite, traitlike, distinctiveness, 

paragons, prodigies, selective absence, and institutions and rituals (Peterson & Seligman, 2004, pp.16-

28). 
4 However, two caveats deserve to be mentioned. Firstly, the High Six are not equally ubiquitous nor are 

they equally explicitly mentioned. For instance, courage (usually as physical valor) is said to be missing 

even thematically from ‘the Buddhist, Taoist, and Confucian traditions’. But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bravery is not valued at all in these traditions, especially if bravery is understood in a broader sense 

(Peterson & Seligman, 2004, p.50). This seems to be concerned with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emphasis 

put on each virtue in the various traditions. Secondly, some culture-bound, i.e., ‘non-ubiquitous’ virtues 

are found such as magnificence in the Greek tradition and certain role-related or class-defined virtues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Peterson & Seligman, 2004,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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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dents (2908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14 countries5) to firstly freely list the virtues 

‘which you would like to bring into practice in daily life’ and secondly rank a set of 15 

virtues6 according to their perceived importance.  

Their conclusion is as follows: ‘There appear to be some country specific virtues, 

such as generosity in France, but also some relatively universal virtues, most notably 

honesty, respect, and kindness.’7 (Oudenhoven et al., 2014, p.1)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ir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universal virtues’ is as follows: ‘a virtue is—relatively—

universal if the freely mentioned virtue is shared by more than half of the nations as 

one of the ten most frequently mentioned virtues’ (Oudenhoven et al., 2014, p.3). That 

is to say, a virtue counts as ‘universal’ if and only if more than 7 nations rank it as one 

of the top ten most frequently mentioned virtues. For that matter, ‘reliability’ and 

‘humour’ cannot count as universal virtues since they are mentioned only by 5 nations 

among the top ten virtues. On the other hand, France is the only one country that ranks 

‘generosity’ among the top ten virtues (in fact, it is the top one virtue) and therefore it 

is classified as a culture-specific or a culture-bound, ‘non-ubiquitous’ virtue in Peterson 

and Seligman’s term. However, it seems plausible to think that the other 13 counties 

would readily recognise ‘generosity’ as a virtue even though it is not among the top ten 

virtues that the respondents would like to bring into practice in daily life.  

 On the whole, the aforementioned two empirical studies aim to explore the 

questions ‘whether there are universal virtues’ and ‘to what extent virtues are universal’. 

Both of them answer the first question affirmatively: Yes! There are universal virtues 

in the sense of being cross-cultural and transnational. However, due to the very 

inevitable limitation, these empirical studies cannot really conduct a survey covering 

everyone in the world. For that matter, it must be emphasised that the so-called 

‘universal’ virtues are designated with qualifications. Oudenhoven et al.’s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universal virtues is a strong case in point. They lower down the benchmark 

for any virtue to be universal. In view of these, the most promising conclusion they can 

arrive at is that ‘there are “ubiquitous”, if not really universal, virtues’ (Peterson & 

Seligman, 2004, p.33) and ‘there are some “relatively” universal virtues’ (Oudenhoven 

et al., 2014, p.1). Are there really universal virtues per se? It has not been sufficiently 

                                                      
5 The 14 nations include 2 North and South American counties (i.e. the USA and Mexico), 9 European 

counties (Spain, Czech Republic, Netherlands, United Kingdom, Austria, Germany, Poland, Norway, and 

France), and 3 Asian nations (Malaysia, India, and Hong Kong) (see table 1, Oudenhoven et al., 2014, 

p.4).  
6 These virtues are found in Van Oudenhoven et al.’s previous study in 2012. That study adopts a free 

response procedure and the respondents are teachers, students, politicians and adults from various 

religious and non-religious backgrounds in the Netherlands. These most frequently mentioned virtues in 

the Netherlands are respect, justice, wisdom, joy, resolution, mercy, reliability, hope, courage, faith, 

moderation, openness, modesty, love and helpfulness (Oudenhoven et al., 2014, p.2) 
7 In fact, there are 5 virtues qualified as ‘universal’ since they are mentioned by at least half of the 14 

nations among their top ten. They are respectively honesty (14 nations), respect (11 nations), kindness 

(10 nations), openness (9 nations), and tolerance (8 nations) (Oudenhoven et al., 2014,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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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ed.  

Confucian virtue ethics and Confucian character education 

The Analects (pronounced Lunyu) means literally the ordered sayings of Master 

Kong. It wa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to be put together after the death of the historical 

Confucius (551-479 BC.) (Slingerland, 2001, p.97). It comprises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Master and his disciples, anecdotes about the Master’s conduct in various 

situations and selected admonitions from the mouths of the Master and some of his 

disciples (Slingerland, 2001, p.106). The Analects is a critical text for us to understand 

Confucius’ ethics. Even though it is not a formal treatise on ethics, it is by no means 

simply aphoristic; rather, it contains an implicit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ethics 

(Mahood, 1974, p. 301).  

This volume consists of twenty books which comprise 499 chapters. The major 

topics include what is ren 仁(as a general virtue, perfect virtue), how to be a junzi 君子

/gentleman (namely, a ren person 仁人 or a zen zhe 仁者), rich descriptions of li 禮/ 

ritual propriety and filial piety 孝, the significance of making friends8友 and role 

models for cultivating virtue. On the whole, the Analects is centred chiefly on moral 

self-cultivation 修己、修身、正己、正身. And the ideal personality or a fully realised 

human being in Confucianism is represented by the notion of ‘gentleman’ (junzi) 

(Wong, 2011, p.73).  

Virtuous person and virtuous official 

S. Luo makes a strong case that the Analects has abundant textual evidence (e.g. 

12.2, 14.43) showing that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Confucius’s teachings is to make 

his disciples ‘fit to take part in government’” (Luo, 2012, p.17). When Tszu-lu asked 

about the gentleman, Confucius said, “He cultivates himself in reverence”, “He 

cultivates himself so as to give rest to others [his clan]”, “He cultivates himself so as to 

give rest to all the people [in the empire]—even Yao and Shun found it difficult.”修己

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14.43) For that matter, the 

Analects is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how to become a virtuous person but also how to 

become a virtuous leader serving the government and practicing virtue politics (Luo, 

2012, p.17). This is because in that disturbing time a ren government official can have 

                                                      
8 Confucius’s disciple, Master Zeng once said, “The gentleman uses culture [referring to the Six Classics, 

namely, ritual propriety, music, archery, charioting, poetry, and arithmetic] to associate with friends; he 

uses friends to promote ren/humanity.” (12.24)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Likewise, when 

Zi-gong asked how to cultivate ren/humanity, the Master put it, “If an artisan wishes to perfect his craft, 

he must first sharpen his tools. Living in this state, serve the worthy of its ministers and befriend the 

humane of its shi [the scholars].” (15.10)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In this passage, by analogy, Confucius bluntly regarded humane 

friends as a tool to sharpen one’s character. This idea reminds us of Aristotle’s ideal type of friendship, 

i.e. virtue-friendship (Aristotle, trans. 1992, p.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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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ch greater influences on society as a whole than merely a virtuous commoner (Luo, 

2012, p.17). This is in line with Confucius’s attitude towards the social unrest. He does 

not want to be a virtuous recluse; he said “Sell it! Sell it! I am one waiting for such a 

merchant.”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9.13) He said to Yen Yuan, “When 

employed, to put it [the Way] into practice; when unemployed, to keep it in store—

perhaps only you and I are capable of this.”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7.11)  

The virtuous official is expected to act as a role model for his subordinates and in 

so doing, he 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ng his people to be virtuous as well. This 

is in tune with Confucius’s idea of ren/benevolence/humanity to the effect that “It is to 

love all men.”愛人 (12.22) “If the gentleman acquires the Way, he loves men.”君子

學道則愛人 (17.3). “Can you [an official] love them without making them toil? Can 

you be loyal to him [the sovereign] without admonishing him?”愛之，能勿勞乎？忠

焉，能勿誨乎？(14.7) The zen zhe is one who, wishing to establish himself, seeks 

also to establish others; he who wishes to gain perception [i.e. to gain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Way of humanity, Huang, 1997, p.86] helps others to gain 

perception.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6.30). For that matter, the Analects 

is a treatise not only on ethics but also on politics. This volume as a whole is mainly 

concerned with character education, both of a would-be ren person’s own moral self-

cultivation and that of his subjects.  

Confucius put supreme emphasis on the virtuous official’s role of acting as a 

model for his people. When Ji Kang-zi asked Master Kong about government, he 

replied: “Government means correctness/rectification. If you take the lead in being 

correct, sir, who dares remain incorrect?”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

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12.17) Also, “If you yourself are correct, even without 

the issuing of orders, things will get done; if you yourself are incorrect, although orders 

are issued, they will not be obeyed.”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13.6) “If you can set yourself correct, what difficulty do you have in conducting state 

affairs? If you cannot set yourself correct, how can you correct others?”苟正其身矣，

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13.13) Clearly, for Confucius, state affairs 

have to do with correcting people and that is the official’s job.  

To this end, he must set himself correct and become virtuous/ren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is because people are looking for the lead of their rulers who can act as lively 

models for imitation. For that matter, Confucius repeatedly admonished his disciples 

who were expectedly would-be virtuous leaders that “If you desire goodness, the people 

will be good accordingly. The gentleman’s moral character is wind and the small man’s 

[i.e. the common people’s] moral character, grass. When the grass is visited by the wind, 

it must surely bend.”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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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12.19) The people’s character is likely to be corrected by the virtuous leader’s 

moral character. Besides, the other side to the same coin is this: Zi-gong said: “The 

gentleman’s errors are like the eclipses of the sun and the moon. When he makes one, 

everyone sees it; when he corrects it, everyone looks up to him.” 子貢曰：君子之過

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19.21) In sum, virtuous 

leaders are moral exemplars for the common people to look for, to imitate, and to 

emulate.  

 Since the Analects is concerned with how to become virtuous, a follow-up question 

is how to do this? Regarding this, a series of core concepts in the Analects come to the 

fore including ren, li, and yi 義.  

Ren/Perfect virtue as the ideal character is applicable to all, realisable through 

practice, learning, and self-cultivation  

Wing-Tsit Chan 陳榮捷 in his seminal paper entitled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fucian concept Jên” indicates that “jên is essentially a Confucian concept, and it 

was Confucius (551-479 [BC]) who made it really significant.” (Chan, 1955, p.295) In 

the pre-Confucian texts, jên/ren is mentioned only occasionally and in all cases it 

denotes “the particular virtue of kindness, more especially the kindness of a ruler to his 

subjects.” (Chan, 1955, p.295) Different from that, jên in Confucius’s usage undergoes 

a radical change. Specifically, three points are remarkable. First of all, jên is made a 

central theme of the Analects. 58 of the 499 chapters (i.e. 11.6%) are devoted to the 

discussion of jên and it appears 105 times (Chan, 1955, p.296). Secondly, Confucius 

transformed the ancient meaning of jên as a particular virtue into what was 

appropriately translated as “perfect virtue”, that is, jên in the sense of the general virtue, 

an inclusive virtue, moral life at its best (Chan, 1955, p.297). Finally, jên is no longer a 

special characteristic of rulers but “a quality applicable to all human beings” (Chan, 

1955, p.299). 

 For Confucius, ren is not the monopoly of highborn people. Ren is open to all 

people to attain instead. Likewise, the ideal character of “a complete man” (成人) 

(14.12) is assumed to be valid for all people (Slingerland, 2001, p.117). This is what E. 

Slingerland calls “the claim to universality”; “an appeal to universality is part of the 

structural vision of the Analects.” (Slingerland, 2001, p.117). At the outset, it needs to 

be noted that ren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any different English terms9 and this fact 

shows that ren is an exceedingly complicated concept (Chan, 1955, p.295). In general, 

ren in Confucius’s usage has two meanings. One is ren as a particular virtue (in a few 

cases). In this narrow sense, ren is best translated as “benevolence” and it is often 

                                                      
9 To name some, “benevolence, love, altruism, kindness, charity, compassion, magnanimity, perfect 

virtue, goodness, true manhood, manhood at its best, human-heartedness, humaneness, humanity, 

‘hominity’, man-to-manness” (Chan, 1955, p.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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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sted with wisdom and courage (e.g. 9.29, 14.29) (Chan, 1955, p.297; Cua, 2002, 

p.127) and mentioned along with being clever, trustworthy, forthright, courageous, 

unbending and so on (Yu, 1998, p.324). The other is ren as perfect virtue and it acts as 

“an articulation and specif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a moral ideal of Confucius” (Cua, 

2002, p.127). Ren as a general virtue and moral excellence at its best, includes a set of 

particular virtues such as filial piety, wisdom, truthfulness, courage, loyalty, 

“earnestness, liberality, truthfulness, diligence, and generosity” etc.恭寬信敏惠(17.5)  

 It seems that for Confucius, ren is a distinguishing potential of human beings. As 

a potential common to all people, it awaits to be realised. As put, “Is ren/humanity so 

remote? If I desire ren/humanity, there comes ren/humanity!”仁遠乎哉？我欲仁，斯

仁至矣(7.30) The root/origin of ren is inside everyone, be he of noble birth or from a 

lower social stratum (Don’t forget that many of Confucius’s disciples are in the latter 

category). In reply to Yen Yuan’s question about perfect virtue, Confucius asks a 

rhetorical question, “The practice of ren/humanity rests with oneself. Does it rest with 

anyone else?”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12.1) Ren is not inborn but awaits everyone 

to cultivate and realise to the full. Moreover, it is not beyond anyone’s reach. “Is there 

anyone who can, for a single day, exert his energy on ren/humanity? I have never seen 

any whose ability is insufficient. There may be such people; only I have not seen any.”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4.6) As a 

consequence, when Zan Ch’iu said, “Not that I do not like your Way, sir, but that my 

ability is insufficient.” The Master admonished him that “Those whose ability is 

insufficient give up halfway. Now you have drawn a halting line.”冉求曰：非不說子

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6.12)  

 That said, Confucius did not believe that human nature is naturally attracted to ren 

(Yu, 1998, p.332). A straightforward evidence is this: the Master said, “I have not seen 

a person who [naturally] loved virtue, or one who [naturally] hated what was not 

virtuous.”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4.6) Also, the Master said, “I have not seen 

one who loves virtue as he loves beauty.”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9.18) For that 

matter, Confucius claimed that ren is “to overcome oneself and to return to li”. 

Overcoming oneself in question has to do with discipling one’s natural inclinations.  

 As noted above, ren is not the private property of aristocrats; it is open to all men 

irrespective of births10, social ranks, or intelligence. That is because “By nature, people 

                                                      
10 When the Master speaking about Zhong-gong, said: “A plough-ox’s calf, with red hide and well-

shaped horns—even though men might not want to use it [for sacrifice], would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i.e. the gods of both] abandon it?” (6.6)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This passage indicates that even though Zhong-gong came from an ignoble family, Confucius claimed 

that only if he had great capabilities and virtues, he still had a chance to be adopted as an official. This 

idea appears repeatedly in the Analects, see 1.16, the Master said, “Do not worry about men [people in 

high positions] not knowing you; rather, worry about incapability and ignorance.” In 4.14 the Master put 

it, “Do not worry about having no office; rather, worry about whether you deserve to stand in that office. 

Do not worry about nobody knowing you; rather, seek to be worth knowing.” Also 14.31 (Do not w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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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close to one another; through practice, they drift far apart.”11 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17.2)  

Furthermore, some textual evidences indicate that ren as an ideal character is 

considered to be suitable and applicable for all peoples. For instance, when Fan Chi 

asked about ren/humanity, the Master said: “Conduct yourself with respect; perform 

your duties with reverence; treat others with wholehearted sincerity. Even if you should 

journey to the Yis and Dis, you cannot abandon these.” (italics, mine)樊遲問仁。

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13.19) Yi and Di are ancient 

names for the non-Chinese tribes respectively to the East and the North of China proper. 

And “The Yis and Dis” is utilised to represent all of the non-Chinese tribes on the 

borders of China (Huang, 1997, p.59). Ren/Humanity will work in foreign countries, 

too. Confucius once commended these foreign tribes for respecting their rulers, saying 

“Even the Yis and Dis have regard for their sovereigns, unlike the various states of Xia, 

which have none.”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3.5) That is, ren is an ideal not 

restricted to the Chinese people.  

Bending one’s mind on ren as a precondition for self-cultivation  

For anyone to make effort on self-cultivation, a prerequisite is to set one’s will on 

virtue first 志於仁(4.4). That is the motivational or volitional aspect of self-cultivation. 

Confucius put great emphasis on determination and setting one’s will on learning, virtue, 

truth, and the Way (e.g. 1.11 “look at the bent of his will”觀其志; 2.4 “I had my mind 

bent on learning”志於學; 4.4 “the will is set on virtue”苟志於仁矣; 4.9 “a scholar 

whose mind is set on truth”士志於道; 7.6 “Let the will be set on the Way”志於道) 

That is because “The three armies may be robbed of their supreme commander, but the 

will of even a common man cannot be taken from him.” 三軍可奪師也，匹夫不可奪

志也。(9.26) Only when a common man sets his mind on learning to be virtuous/ren, 

can the enterprise of moral self-cultivation possibly be undertaken in the first place? 

“The determined scholar and the man of virtue will not seek to live at the expense of 

injuring their virtue. They will even sacrifice their lives to preserve their virtue 

complete.”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15.9)  

  The above indicates that for Confucius, the ideal character, zen zhe/the gentleman 

                                                      
about men not knowing you; rather, worry about your incapability.), 15.19 (The gentleman worries about 

his incapability; he does not worry about men not knowing him.). 
11 That goes with two exceptions: “Only the highest of the wise and the lowest of the stupid do not 

change.”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17.2) The former do not change through practice, because they are 

the sages who “know it [the Way] at birth”生而知之者; the latter are “those who do not learn even when 

baffled” (16.9; Huang, 1997, pp.165-166)困而不學。For the great majority of people, they belong to the 

middle category between the wisest and the stupidest, and they drift far apart mainly through practice, 

learning, and self-cultivation. Confucius claimed to be one of them, saying that “I am not one who knows 

it at birth, but one who loves antiquity and assiduously seeks it [the Way].”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

敏以求之者也。(17.20) 



9 
 

is up to everyone who is determined to set his will on virtue. Zen is not restricted to a 

given set of people in that zen is the potential residing in every person. Confucius’s 

emphasis on determination explains why the notion of “self” cultivation is characteristic 

of his ethics. But does it mean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virtue cannot begin until one sets 

his will on it? Probably not. Take Confucius for instance. He said, “At fifteen, I had my 

mind bent on learning.”吾十有五而志於學(2.4) With that said, it is plausible to 

suppose that before fifteen, the inculcation of virtue has begun and the enterprise was 

mainly initiated by his caretakers. Confucius’s stress on self-cultivation instead of 

education initiated by others is explainable for his audience have determined to study 

with him. Confucius in the Analects was not in the business of teaching children 

(Slingerland, 2001, p.109).  

The primacy of li  

With regard to Confucius’s character education the best place to start is with 

li/ritual propriety. Li/ritual propriety is Confucius’s greatest preoccupation and the 

foundation of his virtue curriculum12 (Sarkissian, 2010. p.2). As said, “The practice of 

ren is the lynchpin of Confucian ethics.” (Flanagan, 2011, p.169). Confucius said to his 

son, Bo-yu that “If you do not learn The Rituals, you have no way of establishing 

yourself.”(16.13) (The same idea also appears in 8.8 and 20.3.) Li is the first step to 

take on learning to be a gentleman.  

That is because li as a traditional repository of rules guiding personal behaviour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Chong, 1998, p.104) pervade all areas of life. The rites act 

as a code of propriety governing all phases of human life including human conduct, 

etiquettes governing family life and social relations, state affairs, rulership, religious 

sacrifices etc. (Huang, 1997, p.50). The coverage of li includes all important affairs 

involved from birth to death (e.g. 2.5, Book10). No one can lead a decent life or behave 

properly without following the guidance of li, even the sovereign (e.g. 3.19). The rites 

work as definite rules or principles regulating people’s behaviour in different contexts, 

be it alone or in relation to others. The Master said to Yan Yuan, “That which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rituals—do not look at it; which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rituals—do not 

listen to it; that which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rituals—do not say it; that which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rituals—do not do it.” (12.1)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Since “Nothing can be accomplished without norms or standards.” it is 

plausible that Confucius would recommend character education begin with the learning 

of the rites.  

                                                      
12 Confucius’s curriculum also included the study of music, poetry, archery, and history, all considered 

important to cultivating virtue (Sarkissian, 2010. p.2). In the Analects, Confucius’s remarks on archery 

are intended to emphasise the link between archery and the rituals and uphold the value of the rituals.(see 

3.7 and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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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other things, Book 3 and 10 are most directly centred on li. Book 10 is 

usually read as a record of the various ritual norms followed by Confucius and many 

readers have been amused, intrigued, or baffled by it (Tan, 2002, p.411). Two examples 

are as follows: “He [Confucius] would not sleep like a corpse, nor attend to his 

appearance at home.” 寢不尸，居不容。(10.17) “If the mat was not set right, he would 

not sit.” 席不正不坐。(10.7) In order to dispel the apparent ridiculousness, we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Confucius exactly expected of li in terms of its function and real 

value in virtue education.  

 I would like to argue that as a starting point of virtue education, the function of li 

for Confucius is like that of laws for Protagoras. In Plato’s Protagoras, Protagoras 

remarked that the state compelled the young to learn the laws with the aim of making 

them “live after the pattern which they [i.e. laws] furnish, and not after their own fancies” 

(Plato’s Protagoras, p.19). Likewise, the rites set up the principles of right acts which 

are to be utilised to guide the young in their conduct. Li is intended to offer the explicit 

codes of behaviour to be followed. Those transgressing li are to be corrected.

 Confucius took great pains to highlight the “restraining” and “regulating” effect li 

has on human behaivour (as well as human psychology, I would argue later). “A 

gentleman…restrains himself with the rituals is not likely to betray.” (italics mine) 君

子……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6.27, 12.15) His distinguished disciple Yan 

Yuan once praised Confucius for being good at “restraining me with the rituals” 約我

以禮(italics mine) (9.11). Also, in replying to Yan Yuan’s asking about ren/humanity, 

the Master said, “To restrain oneself and return to the rituals constitutes ren/humanity.” 

(12.1)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Underlying Confucius’s practice is his belief that 

“Those who err through self-constraint are rare indeed.” 以約失之者，鮮矣。

(4.23) That is because li represents the guiding rules preventing people from error and 

directing people towards right behaviour. Apparently, the restraining effect of li is on 

outward performance.  

 The restraining effect li exerting on human behaviour also executes at the level of 

state government. The Master admonished [his disciples] that “If you govern them 

[common people] with virtue and regulate them with the rituals, they will have a sense 

of shame and flock to you.” (italics mine)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2.3) 

Also, Master You said: “But if you…do not use the rituals to regulate it, it will not work 

either.” 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1.12) That is to say, Confucius agreed that the 

rites are also a worthwhile educational measure for virtuous leaders to take.  

The essence of li: the proper spirit—the genuine and sincere feelings to express 

properly by li 

 G. H. Mahood claims that “Too many western-oriented philosophers conceive li 

in narrow ritualistic terms, forgetting that Confucius asked: ‘Are gems and silk all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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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meant by propriety?’” (Mahood, 1974, p.305) A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ich 

meanings of li is a requisite for figuring out its role in Confucius’s character education. 

I shall argue that li is best understood in two respects: outwardly, li refers to the various 

ritual norms prescribing what to do rightly amounts to in different contexts; internally, 

li has to do with proper moral psychology such as feelings, motivations, desires etc. 

[內外兼修]In other words, li takes the form of various rituals and norms while the 

substance of li is the proper spirit in which they are carried out.  

For Confucius, if the rites are practiced without simultaneously involving the 

agent’s proper feelings or attitudes, li is deadened or collapses. To name some textual 

evidence in support of this. When Lin Fang asked about the “essence” of the rituals, the 

Master replied: “A great question indeed! In the rituals, frugality is preferred to 

extravagance; in mourning, deep sorrow is preferred to minute attention to observances.”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3.4) 

This is a key chapter to elaborating li. This grammar indicates that Confucius was trying 

to balance two values, i.e. frugality and extravagance on the one hand and deep sorrow 

and observances on the other. When conducting the rituals, Confucius preferred 

frugality to extravagance. That is because he was afraid that people may misplace the 

value of practicing li on the formality of the rituals. Li becomes speciou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real value of the rituals does not lie in pompous observances but lies in 

genuine and sincere feelings (e.g. sorrow). The lack of sincerity of feelings and attitudes 

(or lack of proper feelings, I would say) in performing a ritual action negates its point 

(Chong, 1998, p.111). A metaphor for this goes as follows: Believing that “Just like a 

lady must have natural good looks before cosmetics can enhance her beauty.” (Huang, 

1997, p.60), the Master said to Zi-xia: “Painting comes after a white ground.” 繪事后

素 Zi-xia responded instantly: “So the rituals come after too?”禮后乎？(3.8) The 

question is after “what”? I contend that originally the rituals come into existence only 

after people have genuine feelings to express appropriately. This is supported by 

Mahood’s idea below:  

 

The Chinese recognise that there is in some sense a given datum in the form 

of a human nature with natural needs (for example, the natural impulse 

towards showing affection); but they also recognise that the universalisation 

of moral rules which exist to satisfy those need is a pre-requisite. The merely 

personal “felt” experience requires the sanction of universalisability that li 

provides (Mahood, 1974, pp.306-307).  

 

 Mahood goes further to make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universalisabilty of human 

needs such as showing affection (say, deep sorrow) with that of li. That is to sa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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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uals are the natural outcome of the human need to express their sincere feelings. 

When explaining “Painting comes after a white ground” Huang says that “This in turn 

means figuratively that simplicity comes before refinement, or humanity comes before 

the rituals.” (Huang, 1997, p.60) Simple and pure human feelings must come before the 

rituals are to be practiced. It holds also in worship. “When offering sacrifices [to the 

spirits of his ancestors], he felt as if the spirits were present; when offering sacrifices to 

the gods, he felts as if the gods were present.”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italics mine) 

(3.12) This chapter demonstrates the Master’s reverence in worship. Likewise, when 

responding to Zi-you’s query about filial piety, Confucius said, “Nowadays filial piety 

merely means being able to feed one’s parents. Even dogs and horses are being fed. 

Without reverence, how can you tell the difference?” (2.7)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

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Without sincere attitudes and genuine feelings, 

the conduct of li (e.g. worship rituals and codes of filial piety) is simply formalistic and 

empty.   

 Accordingly, Confucius thought highly of the sincerity of the ruler’s feelings and 

attitudes. The Master said: “If a man is not ren/humane, what can he do with the rituals? 

If a man is not humane, what can he do with ren/music?”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

不仁，如樂何？(3.3) The man in question specifically refers to the sovereign (Huang, 

1997, p.59) or an official in authority. If the leader is not firstly courteous and 

deferential to his people, what can we expect of him to do with the rituals as well as 

music in store? The Master said, “Seated on high, he is not lenient; performing the 

rituals, he is not reverent; confronting mourning he is not grief-stricken－How can I 

bear to look at all this!” 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3.26) 

If the leader doesn’t have proper attitudes and feelings towards his people, “rites 

collapse and music spoilt” is around the corner and the Master cannot bear to see it.  

 In sum, the Master said: “’The rituals, the rituals,’ they say. Do they merely refer 

to jade and silk?””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17.9) Jade and silk were used as gifts in 

offering tribute or making friends; they were merely instrumental to showing reverence 

(Huang, 1997, p.168). Jade and silk are simply the appropriate means or the form of li 

being taken to show reverence. The spirit and the essence of li is the kindly feelings and 

best regards (e.g. reverence). For the young, the observance and practice of li in its 

various forms serves to shape their character, “motivating one to behave, desire, feel 

and act in the required ways.” (Chong, 1998, p.101)  

li and yi, wén zhì bīn bīn       

As noted, li has two aspects: the form and the substance. Confucius stressed over 

and over again that the essence of li is the sincere attitudes and feelings. With that said, 

it needs to be noted that Confucius deliberately avoided the risk of emphasising the 

essence/spirit/substance of li at the cost of the form of li. Rather, the Master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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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zhi/simplicity surpasses wen/refinement, one is a peasant; when 

wen/refinement surpasses zhi/simplicity, one is a pedant. Only when 

wen/refinement and zhi/simplicity are well blended (wén zhì bīn bīn) can one 

become a gentleman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6.18).  

Zhi literally means unadorned nature, rustic substance13  and wen refinement, 

adornment. A gentleman’s zhi and wen are equally matched: in order to express his 

plain and simple feelings properly the refined li comes to his aid or rather is at his 

disposal. It is the case because a gentleman’s previous virtue education has equipped 

him with refined forms of li by means of which his earnest feelings can be properly 

expressed. A closely related chapter runs as follows:  

Ji Zi-cheng said: What the gentleman needs is simplicity, that is all. What 

does he need refinement for?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Zi-gong said: What a pity that Your Excellency should have made such a 

remark about the gentleman! Even a team of four horses cannot overtake the 

tongue. Refinement is as important as simplicity; simplicity is as important 

as refinement. The hide of a tiger or a panther stripped of its hair is not an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a dog or a sheep stripped of its hair. 子貢曰：「惜乎，

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

羊之(鞹)。」(italics, mine) (12.8) 

Zi-gong’s response reinforced his Master’s point about the importance both of wen 

and zhi and the well match of wen with zhi, form with substance, refinement of li with 

the proper spirit of li. Zi-going went further to draw an analogy. His analogy is meant 

to undersco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finement of li.  

The regulation of emotions by li—To restrain oneself and return to the rituals 

constitutes humanity (12.1) 

Once the spirit of li is formalised and represented in the various rituals, these rites 

and norms can act in turn to restrain one’s feelings and prevent them from going to 

extremes. An interesting example shows up in chapters through 11.8 to 11.11 

concerning Yan Yuan’s death. When he died, the Master lamented him excessively and 

said: “Alas, Heaven is killing me! Heaven is killing me!” (11.9) Confucius’s followers 

said to him: “Sir, you are grieving to excess.” The Master replied: “Am I? If I do not 

grieve for this man excessively, for whom else should I?” (11.10) These two passages 

demonstrate that Confucius believed that Yan Yuan’s death deserved his lament, and 

his deep sorrow for Yan Yuan was justified and appropriate. In fact, Confucius would 

                                                      
13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

bin/cbdic/gsweb.cgi?ccd=p7icU2&o=e0&sec=sec1&op=v&view=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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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consider his grief and lament really go too far.  

With that said, when Yan Yuan’s father Yan Lu requested the Master’s carriage to 

serve as Yan Yuan’s outer coffin, Confucius declined him. He gave two reasons (11.8): 

firstly, when his own son, Li (Bo-yu) died he had only an inner coffin and no outer 

coffin.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rituals, a minister couldn’t go on foot and must be 

carried by a carriage. Since Master Kong once served as a minister in Lu, he could not 

go on foot. Another event is this: when Yan Yuan’s classmates wanted to bury him 

handsomely, the Master said: “That will not do.” (11.11) That is because as stipulated 

in the rituals, funeral expenses should accord with the financial status of the deceased’s 

family (Huang, 1997, p.118). Yan Yuan came from a notoriously impoverished family 

so the Master disapproved of his disciples’ suggestion.  

This case shows that even when Confucius was deeply grieved at his favorite 

disciple’s death, he still stuck to the rituals and did not break li to bury Yan Yuan 

handsomely. If he had chosen to do so he would have been criticised for “letting 

emotions screw up his decisions.” That would be a defect in character: letting one’s 

grief and sorrow go too far to hit the mark of li. In the case of Confucius, his deep 

sorrow was expressed in a way in congruent with the restriction of li (specifically, 

funeral rituals). Confucius is a living example of his saying “To restrain oneself and 

return to the rituals constitutes ren/humanity.” (12.1) Moreover, this is also an instance 

of “harmony” (in Huang’s translation) or “natural ease” (in J. Legge’s translation, 2015, 

p.18). As put by Master You, “In practicing the rituals, a natural ease is to be prized.” 

禮之用，和為貴。(1.12) That is to say, ideally, a natural ease or harmony is to exist 

between one’s sincere feelings/chih and (the forms of) the rituals/wen.  

At this juncture, it needs to be noted that li is often translated as “ritual propriety”. 

Propriety connotes the idea of what is proper (Legge, 2015, p.21). This translation 

implies that properness or righteousness has been imbued or written into the rituals. 

The properness in question is yi 義。Yi “in its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means the doing 

of what is yi [宜]-suitable, or appropriate.” (Chong, 1998, p.113) In short, yi is written 

into li; it explains why li is frequently translated as ritual propriety. Regard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yi and li, Confucius said: “The gentleman in everything considers 

righteousness (yi) to be essential. He performs it according to (li) the rules of propriety.”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15.18) Yi is integrated into li. For that matter, the ritual 

propriety itself is of great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When receiving ritual education one 

is starting to learn what is righteous or appropriate to do. He is beginning to establish 

himself by learning how to conduct himself and interact with others properly.  

Moreover, it is plausible to suppose that yi is concerned with the appropriateness 

not only of outward behaviour but also of inner feelings. That is, the two aspects of li, 

namely, wen and chih, form and substance, must be in congruent with yi and sui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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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ly.  

Ideal: the harmony between the rituals and inner feelings  

A well-known self-description of Confucius goes as follows:  

 

At fifteen, I bent my mind on learning; at thirty, I was established; at forty, I 

was free from delusion; at fifty, I knew the decree of Heaven; at sixty, my 

ears became subtly perceptive; at seventy, I was able to follow my heart’s 

desire without overstepping the rules of propriety. (italics mine) (2.4) 吾十

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one’s inclinations without transgressing the rituals and 

norms is an ideal for Confucius. It is “the ideal of living naturally” (Sarkissian, 2010, 

p.1) or rather living at natural ease. Specifically, this natural ease refers to the harmony 

between Confucius’s desires and the rules of propriety. At this final stage, Confucius’s 

inner feelings and attitudes are in complete harmony with li. Therefore, he can simply 

follow his heart’s desire to hit the mark of li. This is the case because Confucius’s 

desires, feelings, and attitudes had been successfully disciplined and regulated by the 

ritual propriety, and consequently his inclinations became appropriate, yi.  

A case in point is as follows. Zai Wo asked Confucius about the three-year 

mourning for parents, saying that one year was long enough.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

久矣！期可已矣。(17.19) The Master replied, “Eating rice and wearing brocade—do 

you feel at ease?” 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Zai Wo said: “I do.” The Master said,  

 

If you do, then do so! When the gentleman is in mourning: eating delicacies, 

he does not relish their good taste; listening to music, he does not feel any 

happiness; living at home, he does not enjoy its comfort. Therefore, he does 

not do so. Now, if you feel at ease, do so! (17.19)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

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At first, the Master suggested Zai Wo simply follow his heart. He wanted his 

disciple to see whether his innovative idea can pass the test of heart. And then 

Confucius elaborated on the stark difference between Zai Wo’s current state of heart 

and that of a gentleman. Confucius intended to take a gentleman’s heart as the 

benchmark against which Zai Wo should gauge the gap between himself and the 

gentleman and accordingly “correct” himself.  

Confucius conjectured that even if the period of mourning had been reduced to 

one year, after competing this ritual, the gentleman still could not really re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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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fortable living of any kind. Even if the ritual were de-regulated, the gentleman 

could not feel ease when enjoying delicious food, good music or cosy shelter. As a 

result, he would rather retrieve the three-year mourning.  

The cultivated inner feelings of an ideal character can act as a guide to his life. A 

straightforward passage is this: the Master said, “It is only the truly virtuous man, who 

can love, or who can hate, others.”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4.3) That is because 

his love and hatred is noble, appropriate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ean. Related to 

this, when Zi Gong asked “What do you say of a man who is loved by all the people of 

his neighborhood?” 鄉人皆好之，何如？The master replied, “We may not for that 

accord our approval of him.”未可也。“And what do you say of him who is hated by 

all the people of his neighborhood?”鄉人皆惡之，何如？The Master said, “We may 

not for that conclude that he is bad. It is better than either of these cases that the good 

in the neighborhood love him, and the bad hate him.”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

其不善者惡之。(13.24) Clearly, Confucius regards the virtuous people’s love and 

hatred as an objective standard of judgment. He would say a man who intends to please 

everyone, be he virtuous or not, in one’s village, a thief of virtue.鄉原，德之賊也！

(17.11) He steals the name of virtue since he is not really virtuous; what he seeks is 

honour (false reputation) bestowed by villagers who are not qualified as good judges of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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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classification of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6 core virtues Definition of each virtue 24 character strengths 

1.wisdom and 

knowledge  

Wisdom is a type of intelligence and 

knowledge hard fought for, and used for good; 

it ‘involves exceptional breadth and depth of 

knowledge about the conditions of life and 

human affairs and reflective judgment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knowledge’; wisdom is 

‘good judgment and advice about important but 

uncertain matters of life’ and therefore it is a 

kind of practical intelligence. 

1.creativity  

2.curiosity 

3.open-mindedness 

4.love of learning 

5.perspective  

2.courage To follow Cicero’s lead, courage is abstractly 6.honesty 

https://scholar.google.com/citations?user=tN7gD7QAAAAJ&hl=en&oi=sra
https://scholar.google.com/citations?user=T_W55DkAAAAJ&hl=en&oi=sra
http://scholar.google.com/scholar_url?url=http%3A%2F%2Fir.unikl.edu.my%2Fjspui%2Fhandle%2F123456789%2F13313&hl=en&sa=T&ct=res&cd=0&d=15167194556781970024&ei=u8oAXLXzAsa-ygTOzqPgDw&scisig=AAGBfm06qQ8ZkU-HsrCRq4FGXcG-xN2x4A&nossl=1&ws=1536x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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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d as ‘the deliberate facing of dangers and 

bearing of toils’, since ‘without courage, we 

cannot hold out against the worst in ourselves 

or others’ in Comte-Sponville’s words. 

7.bravery 

8.persistence  

9.zest  

3.humanity  Humanity is a core virtue involved in relating 

to another, and hence is interpersonal in 

character. Humanity generally leads to 

altruistic or prosocial behaviour, and it is 

distinguished from justice in doing more than 

what is only fair. 

10.kindness 

11.love  

12.social intelligence 

4.justice Justice refers generally to that which makes life 

fair, and it is believed that some standard must 

be put into practice to protect what is fair 

among people; justice is therefore civic in 

nature. 

13.fairness 

14.leadership 

15.teamwork 

5.temperance Temperance is the virtue of control over excess; 

it is meant to include any form of auspicious 

self-restraint, self-denial, and self-efficacy and 

self-regula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temperance is 

ultimately generous to the self and others. 

16.forgiveness 

17.modesty 

18.prudence 

19.self-regulation 

6.transcendence Transcendence is defined as the connection to 

something or someone higher or larger than 

oneself which is the source of meaning or 

purpose. It is stressed that what is transcendent 

need to be sacred but need not to be divine; 

transcendence can be something or someone 

earthly that inspires awe, hope, or even 

gratitude; also, it makes an individual feel 

small but not insignificant.  

20.appreciation of 

beauty  

21.gratitude  

22.hope 

23humor  

24.religiousness 

Source: Summarised from Peterson and Seligman (2004) and Peterson and Park (2011,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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