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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書評：Responsibility for Justice〔追求正義的責任〕by Iris Marion Young〔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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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是民主國家當中，人們採取政治行動時經常訴
諸的理由。正義的語言好像具有魔力，可以喚起人們彼此的同理心，協調人們
暫時放下短期利益與歧見，為了一共同目標而行動。但除了樸素的義憤或與自
身直接相關的利害以外，人們有什麼義務去矯正社會不正義呢？這是貫穿本書
的主題。當代政治理論家 Iris Marion Young 過去分析了社會不正義的結構、差
異政治（1990）、正義要求的商議民主模式（2002），以及全球正義（2007），
在這最後的遺作中，① Young 直接探問：作為一個道德主體（moral agent），我
們如何思考、釐清自己在結構不正義（structural injustice）之中的責任？
首先，先釐清一些 Young 在本書中的基本用語。責任（responsibility），
是指一個人或一群人作為行動者（agent），有義務（obligation）要去完成某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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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Young 在電腦中留下的稿件為編輯依據（頁 v-vi），經整理後於 2013 年出版。本書應
為延續前作（2007）最末章 Responsibility, Social Connection, and Global Labor Justice 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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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責任觀（conception of responsibility）或究責模式，是指我們分析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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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者對誰有什麼責任的方式。追求正義的責任（responsibility for justice），
是指行動者有義務去矯正、消弭社會不正義造成的傷害。在本書中，她力圖闡
明兩種究責模式—「歸咎模式」（liability model）和「社會連結模式」（social
connection model）的差異，並主張我們應採用後者作為新的責任觀，以進行矯
正不義的政治行動。

一、「歸咎模式」責任觀與結構不正義
Young 分析，現在我們普遍習慣的究責模式，是去找到傷害發生的事實，
辨識造成傷害的原因以及造成此原因的行動者，建立兩者的因果關係，然後確
立行動者的責任歸屬。我們會說，行動者是該譴責的（blameworthy）加害者，
因為加害者的錯誤行為（fault）造成受害者的傷害，故加害者有罪（guilt），應
該負起道德或法律責任（moral or legal responsibility）。Young 稱之為「歸咎模
式」。歸咎模式就像法律上的侵權行為，一旦辨明因果關係，道德和法律責任
僅存在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間，其他人皆與受害者的傷害無關，也沒有任何責任。
對 Young 來 說， 這 種 究 責 模 式 很 不 利 於 處 理 社 會 結 構 過 程（social
structural processes）造成的結構不正義（頁 52-64）。假設我們都認為某個社會
結構造成的傷害結果是不正義的，例如在書中 Young 舉的例子，單親媽媽無力
負擔租屋處，只能帶著孩子四處流落，因此，我們知道有不義的傷害發生。此
時，依照歸咎模式，我們得去辨識出造成此傷害的原因以及加害者。難處就在
於，社會結構太巨大、存在太多貢獻因素，我們很難確切的說到底是因為哪個
主要加害者，造成了單親媽媽的實際傷害—是那個想要做好自己工作的房屋仲
介嗎？是那個擔心客源穩定度而要求高額押金的房東嗎？是社會局依法審查補
助條件的承辦人嗎？還是一心想要讓自己的孩子讀好學校，而造成學區附近租
金不停上漲的父母呢？ Young 在書中不斷重述，像這種情況，可以說人人基本
上都只是依照「社會中普遍可接受的原則和規範」（accepted rules and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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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事，追求自己的目的而已，很難去歸咎在這過程中，到底是誰有錯、該被
譴責、乃至於有罪。因此，出現一種弔詭的現象—對於社會不正義，好像所有
人都有責任（你我都推了一把），但沒有人真正有足以稱得上因果關係的、能
夠被實際究責、被要求行動去矯正不義的責任。
Young 分析，當代福利國家思潮中的「工作福利」（workfare）趨勢，也是
這種歸咎模式的思考（頁 7-11）。它背後的邏輯，是要求個人負起工作、照顧
家庭、自力更生且不依賴他人的個人責任（personal responsibility），反過來說，
當個人能夠滿足這種責任時，他的責任也就了卻，不再對社會或其他人有任何
責任了。而工作福利政策本身，則是用以處理那些連個人責任都無法負起、可
譴責的脫序者，因此採用懲罰性的措施，要求他們儘速回到社會常軌、負起個
人責任。這已和福利國家初建立時，社會成員之間負有互相照顧的集體責任的
理念有根本不同。
以 上 只 是 當 代 的 社 會 不 正 義， 若 再 往 前 追 溯 歷 史 不 正 義（historic
injustice）的延續，因果關係就更難建立。例如，有些人主張，今日非裔美國
人在美國承受的各種苦難，是因為以白人為主的美國人過去蓄奴的結果，因此
白人對此有責任。但 Young 認為，若據此就說現代的白人對於現代的非裔美國
人有道德或法律責任，實在過於牽強，現代的白人已很難說有實質直接得利於
奴役黑人，而且「白人」也非一個同質的集體行動者（collective agent），要如
何在白人內部釐清責任歸屬也近於不可能（頁 174-79）。除了歷史縱深，若再

血汗勞工（sweatshop labor）為例，對於歐美大型品牌如 Nike、Gap、迪士尼
來說，即使他們在開發中國家的承包商工廠勞動條件極度惡劣，他們也沒有直
接責任，就算有違反勞動法、甚至勞動人權的情事，也只是承包商的責任（頁
1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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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視角轉向國際，跨國的社會不正義也無法用歸咎模式處理。Young 在本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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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連結模式」責任觀
由於歸咎模式難以回答「結構不正義到底是誰的責任」的問題，Young 提
議我們採用社會連結模式來取代之。相比於面向過去（backward-looking）尋找
罪責因果關係的歸咎模式，社會連結模式是面向未來的（ forward-looking）責
任觀。這兩種模式，是源自 Young 透過梳理漢娜 • 鄂蘭（Hannah Arendt）分
析猶太大屠殺的文獻，② 對於鄂蘭提出的罪行（guilt）與責任（responsibility）
之辨給予進一步詮釋。Young 不同意鄂蘭對於只要具有國家 / 政治共同體
成 員 身 分（membership）， 就 對 該 共 同 體 的 行 為 連 帶 負 政 治 責 任（political
obligation）的理解（頁 79-91），認為這種對責任的理解依然是面向過去地指
責個別公民或道德主體，在看到國家採取不義行動時仍冷眼旁觀。但進一步，
Young 認為在我們認知到「此刻」我們參與的社會結構，在未來會產生什麼不
義結果之後，我們就處在負有政治責任的狀態中，而單單因為這個狀態，我們
就必須負起政治責任，採取行動如「公開發聲反對、動員、共同行動」來轉化
（transform）制度，減少結構不正義（頁 92-93）。Young 將這個政治責任的概
念用來建構她的社會連結模式。
Young 主張，在社會連結模式中，個別行動者只要參與（participate）了造
成不義結果的社會結構過程，這些行動者之間就共同負擔了責任。而且這個責
任是種政治責任，行動者有義務聯合起來促成改變、減少不義結果。換言之，
對於個別行動者而言，他們不是可譴責的、也不見得有罪、有犯錯，對於個別
受害者他們也沒有直接責任，但由於他們的共同參與促成了結構不正義，他們
就此負有追求正義的責任。決定責任的因素，主要是來自行動者所處的社會位
置（social position），以及此位置在社會結構中與其他人的關係。這個社會可

②

Young 主要參考的鄂蘭文獻為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1963）
一書，以及兩篇論文（Arendt, 1987,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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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指國內，也可以是跨國，因此行動者追求正義的政治責任，並不限於一個
國家或共同憲政秩序底下（頁 104-05）。③
Young 歸納五項社會連結模式不同於歸咎模式的基本特性（頁 105-13），
包括（1）不會個別標記（isolate）出有責任的加害人，因為在結構中，這些
人也只是依照社會普遍規範行事，如此標記一方面給他們過大責任，另方面
也讓沒被標記到的其他人輕易卸除責任；（2）會考慮到背景條件（background
conditions）本身的不義，而不是直接把背景條件當作是正常值看待，而去標記
偏離正常的犯錯者；（3）不會陷於面向過去、力圖澄清因果關係然後進行補償
的框架，而強調共同面對、轉化未來；
（4）在社會連結模式中，個人負有責任，
但意識到自己不是獨自負有責任，而是與其他人共同分攤（share）；（5）責任
唯有透過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才可能卸除，個別行動者不可能獨自完
成。從最後一點可發現鄂蘭的政治責任概念的體現，不像許多社會正義理論多
將焦點置於國家、政府之上，Young 認為共同體中行動者的參與才是實現正義
責任的方式。

三、評論
透過倡議社會連結模式，Young 力圖建立「結構中所有人」對「遭受結構
不正義之所有人」的責任，要求更多、更全面，不受限於政府制度、跨國制度

首先，是方法的批評。或許我們可以說，社會連結模式是將歸咎模式中個
別化的「責任—傷害」因果關係去連結，然後到社會層次再將集體化的「責
任—傷害」因果關係重新建立起來；或許新模式的用語較為平和，較無譴責錯

③

Young 非常強調這點，並據此反駁單一國界和民族主義論調，如早期 Rawls（1971）和
Miller（1995）（頁 1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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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體行動以矯正不義。以下對此新模式提出幾項理論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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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罪行的意味，如 Young 所說，比較不會引起加害人或受害人的憤恨之情
（resentment）（頁 113-18），但責任的歸屬，終究是源於因果關係。方法上的
另一個問題，是雖然社會連結模式能夠強調所有人的共同責任，不會像歸咎模
式中只要被認定與不義結果沒有因果關係就沒有責任，但反過來說，那些原本
在歸咎模式中能夠明顯被判斷有因果貢獻的加害者，他們的責任在社會連結模
式中似乎就相對被模糊了，因為大家都有責任、大家都要一起面向未來而行
動，那麼這個責任的大小就與原本個別加害者無關了。雖然從書中，可以看出
Young 並不認為這兩種模式必然互斥，④ 但當討論到結構不正義時，Young 明
顯只偏好運用新模式，並認為在結構不正義中，我們無法使用歸咎模式去辨別
個別行動者與不義傷害之間的因果關係。
就 立 場 而 言， 此 模 式 一 方 面 非 常 基 進， 它 跳 過 正 式 制 度（formal
institutions），將追求正義的責任直接加諸於結構中所有人之上，並且主要將
集體行動的期待置於公民社會，縱使有提到單一國家政府、或跨國機構如國際
貨幣組織（IMF），也都是強調公民社會對於這些正式制度的持續支持、監督
和要求。一如以往（Young, 2002），Young 始終認為行動者的實質參與才有辦
法真正帶來改變。以福利政策為例，社會連結模式能夠重振傳統福利國家中集
體共同分攤照顧責任的理念，對抗過去數十年搭配新自由主義興盛起來，以個
人責任為基礎的工作福利邏輯。在眼下面對不同新風險的當代（Taylor-Gooby,
2004），我們不應就此放手任由各個福利部門逐步服膺市場化、任由福利國家
解組，但又苦於沒能提出一套新的論述以倡議超越國家制度的公共性理念，重
建共同體成員的集體承諾，Young 的社會連結模式或許可擔綱此角色。
但另方面，此模式卻又有強烈的保守感。延續前述方法問題，社會連結模
式似乎讓某些我們認為明顯有責任者太輕易就卸除責任。要區辨什麼狀況算是

④

例如當她提到跨國不正義案例中，有承包商的血汗工廠完全不符合當地勞動法律（頁
132），或歷史不正義案例中，有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都還存活的狀態時（頁 173-74），歸咎
模式仍可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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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社會中普遍可接受的規範和原則」行事，故無法釐清其中個別行動者造
成不義結果的因果關係，因而適用社會連結模式，顯然有實務上的困難。就以
Young 不斷使用的單親媽媽尋找住屋案例，固然這可能是結構性的不義結果，
但難道就沒有比較可歸咎的行動者嗎？例如，假設透過恩庇侍從關係造成某些
好學區鄰近住屋，都被特定族群把持，將進入門檻哄抬至極高，這種情況下，
只把不義結果歸因給結構，是否輕易免除了恩庇侍從關係以及其中參與者的責
任？我們又能說，這些參與者只是依照「社會中普遍可接受的原則和規範」在
行事嗎？其次，這進一步衍生的是，到底「社會中普遍可接受的原則和規範」
本身應如何判斷的問題。如果身處一個威權統治的社會，那麼恩庇侍從關係就
算是普遍可接受了嗎？同樣條件，改為身處民主社會，就變得不可接受了嗎？
這個相對的難題，在書中沒有明確處理，但 Young 在各處似乎又使用諸如血
汗勞動、蓄奴、殖民等明顯違反人權的案例，暗示有一絕對標準存在。或許
Young 只是要凸顯在追求正義上歸咎模式的無效，以及社會連結模式的契機，
但相較於 Young 過往的犀利批判力道，在本書中，她似乎將我們帶向一種加害
者、受害者大和解、共同面對嶄新明天的方向。
就理論應用方向而言，除前述福利國家論述以外，台灣在多重殖民結構（吳
叡人，2006）下的轉型正義問題，或許也可用此模式來重新釐清行動者的責任。
對於過往不同時期，原住民受到漢人、清帝國殖民，原住民與漢人受到日本殖
民，乃至於二戰後台灣人受到中國殖民，這三階段延續至今日的不正義，可借

因果關係明確，加害者對受害者有明確的個別責任，而哪些是又參與結構的行
動者共享的集體政治責任。在後一情形中，我們就不需要再強調轉型正義的真
相釐清、究責與賠償（實務上也幾乎不可能達成），可以轉而透過集體討論和

⑤

就歷史不正義而言，Young 有區分受害者與加害者早已亡故和仍然存活兩種情形，白人奴
役黑人屬於前者，不再適用歸咎模式；但若為後者，理論上受害者與加害者還可辨識，
則仍有歸咎模式適用的可能（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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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Young 對不同條件下歸咎模式與社會連結模式的不同適用，⑤ 區分出哪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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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覆訴說歷史不正義的事蹟，型塑行動者之間的尊重關係（頁 181-82），跳脫
出受害情緒，共同行動以減少不正義的結果、建立真正平等、人性的社會關係。
總結而言，本書釐清道德主體究竟有何追求正義的責任，是為本書對於社
會正義討論的主要貢獻。本書提出的新責任觀「社會連結模式」，對於國內、
全球以及不同歷史時代之間的結構不正義，有非常深刻的啟發性，關心社會正
義理論、福利國家、轉型正義、全球正義行動的讀者應發現本書十分有用。在
川普就任美國總統、英國脫歐、區域恐怖攻擊、難民、能源議題不斷挑戰全球
民主和福利國家建制之時，透過閱讀 Young 的文字，或許能夠重拾對於集體行
動可能的想像。可惜對於具體如何行動，Young 尚無太多著墨，只有待後人不
斷嘗試、繼續發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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