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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從區分「說服的脈絡」與「抵禦的脈絡」出發，輔以不服

從者可能提出的理據類型，思考如何保障公民不服從。筆者指

出，保障公民不服從的討論主要是在抵禦的脈絡中討論，從而

可以區分出兩種保障方式：「證立取向」與「權利取向」。這

兩種取向各有其蘊含的基本命題。而區分這兩種取向的基礎理

論可以從拉茲（Joseph Raz）的理論中看出端倪。在這個基礎

上我進一步說明了「證立取向」與「權利取向」的意義、要件

與基礎命題，並進一步分析了不服從之權的可能來源與及效果。 

關鍵字：公民不服從，法律責任，權利取向，證立取向，318
運 動 ， 佔 領 立 法 院 ， 政 治 參 與 權 ， 道 德 確 信 ， Kimberley 
Brownlee，David Lefkowitz，Joseph Raz 

ABSTRACT 

Based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ontext of persuasion 
and of the anti-intervention I construct two approaches to 
disobedience: a justification-based and a rights-based 
approach. These two approaches are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 
of anti-intervention in this article.  Joseph Raz’s theory 
provides the foundation for these two approaches here. After 
explicating his theory I develop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hat 
provid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determine 
disobedients’ legal liabilities. I also investigate core themes 
entailed in the two approaches, respond to critics, and 
explicate two possible sources of a right to disobey: the right 
of moral conviction and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 only have 
one purpose: To provide 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 justification-based and a rights-based 
approach to disobedience that can pave the way for further 
normative arguments. 
  

Keywords: Joseph Raz, civil disobedience, legal liability, a rights-based approach, 
Kimberley Brownlee, David Lefkowitz, the right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oral conviction, the sunflower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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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cy must improve itself constantly or decay. If citizens 
maintain a universal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rather than for 
law, the society can change fast enough to meet the swift-
moving expectations of people in this country. It is good for 
citizens to learn that laws, when they seriously encroach on 
human rights, should be violated, that some conditions are so 
intolerable that they may require violations of otherwise 
reasonable laws (like traffic laws or trespass laws) to 
dramatize them. If the effe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is to break 
down in the public’s mind the totalitarian notion that laws are 
absolutely and always to be obeyed, then this is healthy for the 
growth of democracy. 

(Howard Zinn, Disobedience and Democracy, p. 18) 
 

一、公民不服從者的法律責任？ 	  

（一）問題意識的背景與文章架構 

在公民不服從的哲學思辨上，羅爾斯（John Rawls）在 1971 年出版的《正

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是重要的參照點。（1971: 363-391）他將公民不

服從的分析（也包含良心拒絕的分析）放在書內體制論下的 後一章，從守法

義務的規範基礎開始，然後討論何種條件下得以不服從法律。無疑地，羅爾斯

的正義理論是大理論，也因此理解與探討他的公民不服從觀念也蘊含了對其正

義二原則的理解與應用。（1971: 371-373）關於公民不服從的正當性條件，羅

爾斯區分了「適用對象」，「表達意見管道的失效」以及「發動範圍」等三個

要件，且認為當這三個要件滿足時，社會成員具有公民不服從的權利，或得以

正當地發動公民不服從，並且法律體系可以減輕不服從者的法律責任1。羅爾斯

的觀點，後來遭到拉茲（Joseph Raz）的批評，認為羅爾斯並未嚴格區分具有正

當性的不服從（justified disobedience）以及有權不服從（a right to disobey）此

兩種立場。（Raz, 2009: 262-275）拉茲的區分饒富意涵，也因此我們可以更進

一步問「正當的不服從」以及「有權不服從」此兩種區分是否會對於不服從的

保障上產生差別。 

在中文世界中，針對不服從作為一種權利的分析，謝世民已提出相關討論。

他在〈公民不服從〉的文章中，精闢分析了不服從作為一種道德權利的意義。

（謝世民，2014）該文的核心目標是為有權進行不服從提出以道德確信為基礎

的論證，藉以保障行動者的道德自由。文章從區分何謂公民不服從以及什麼是

正當的不服從開始，進一步論述在不服從的正當性上，若採取客觀標準，則可

能本身就會是一個爭議焦點，從而客觀證立論的主張是空洞的。因此，採取主

                                                
1 羅爾斯在討論公民不服從主要有兩個文本，一個是 1968 年的版本，現收錄在 Collected Papers
一書之中（Rawls, 1999: 176-189），一個是 1971 年正式出版的「正義論」一書內的論述。

（Rawls, 1971: 363-391）現在普遍皆已「正義論」內的論述作為羅爾斯的想法，但筆者發現若

將 1968 年的版本與 1971 年的版本相比較，則可以發現羅爾斯對於公民不服從的想法有一些實

質轉變，特別是在證立條件上。相較於正義論中的論述，1968 年的短文對於公民不服從抱持著

較為樂觀的想法。（Chen, 2017: 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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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證立論是較為可取的一個方向。而為了提出實質的證立標準以避免客觀論所

具有的空洞，謝世民採用了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不服從理論作為何謂

正當不服從的判斷標準，並且認為不服從之權利是弱意義下的權利：這個權利

並不蘊含著政府不得阻止的義務，而是給予個人在某些情況下忽視守法義務的

理由。他進而指出： 

         因此，公民不服從，如果我們堅持它是⼀一項權利，那麼，他是在一個特定
的意思上的權利：當我們認為某項法律或政策非常邪惡，不義或不智時，
政府的法律禁令並不構成我們避免使用違法的⼿手段去抗議的理由，也就是
說，我們有不受守法義務之拘束的道德自由去做為了表達訴求的非法抗議
⾏行為。⽽而且這樣的道德自由，是政府在起訴和審判抗議者時必須重視的⼀一
項考慮。（謝世民，2014，頁 22-23） 

從羅爾斯與謝世民關於不服從作為一種權利的想法出發，可以理解他們在

思考的都是如何保障公民不服從，而都觸及到了不服從法律責任之評價等問題。

這些討論雖然構成了本文的問題意識的脈絡，但是本文的重點不在於討論羅爾

斯與謝世民的主張2，而是希望針對不服從的保障方式進行更深入的概念釐清，

藉以作為未來要提出規範性主張的基礎。 

本 文 將 探 索 兩 種 不 服 從 保 障 的 方 式 ， 我 稱 之 為 「 證 立 取 向 」 （ a 
justification-based approach）與「權利取向」（a rights-based approach）。我將

針對此二種取向的內容、意義、效果、以及權利取向中的可能權利來源與評估

進行說明。因此，整篇文章的結構可以分為：問題意識與論述脈絡之釐清

（一）、證立取向與權利取向之說明（二）、對於權利取向之可能反對意見

（三）、不服從的兩種權利來源（四）。礙於文章篇幅，我尚未將相關法院判

決納入檢視，但是相信此篇對於「證立取向」與「權利取向」的探討將有助於

思索國家權威（例如警察執法、檢察機關與審判機關）應該如何看待公民不服

從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也可以更清晰地認識到司法機關必須處理哪些議題，

以及可能迴避了哪些議題。而在進行對於實務判決的批判之前，我們必須更仔

細地建構出分析工具與架構，這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二）兩種脈絡、兩種理據與三種觀點 

要釐清不服從的保障等相關爭議，必須先釐清不服從者在面對他人時會出

現的兩種脈絡：第一個脈絡是「說服的脈絡」（the context of persuasion），第

二個脈絡是「抵禦的脈絡」（the context of anti-intervention）。 

「說服的脈絡」是指，不服從行動者（disobedients，簡稱行動者）提出理

由用以「說服他人認同」自身不服從的正當性，若可能並進而「邀請」他人參

與不服從行動3。「抵禦的脈絡」是指行動者提出理由用以抵禦他人對於自身不

                                                
2 謝世民對於不服從權利的分析非常細緻，雖然他認為不服從是一種弱意義下的權利，並未課

與國家不得介入的義務。這看似在本文分析下是屬於證立取向的立場，但是要正確地定位「不

服從」一文，仍必須思考該文中所提到的「義務」以及「政府必須考量」等規範性主張的實質

內容才有辦法進一步討論。筆者在分析「證立取向」中的第三命題，為「應該」、「有義務」以

及「有理由」提供了初步的界定。請參考本篇文章第二部分。 
3 不是每一種不服從都必然具有「邀請」對方加入的效果，這必須取決在不服從者所採取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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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從的介入行動，行動者提出理由的目的在於告知他人之介入沒有正當性，而

非說服他人認同自身不服從的正當性，因此在「抵禦的脈絡」之重點在於，他

人的介入不服從的理由因為不服從者所提出的理由而被截斷了。 

這組區分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說服的脈絡與抵禦的脈絡是以不

服從者運用理由的目的為觀察對象，換言之這是組區分是後設的，它的用意在

於讓我們更清楚不服從者使用理據的脈絡。第二、這組區分雖然直覺上與「時

間」因素有關係，例如說服的脈絡發生在前，抵禦的脈絡發生在後等等4。但在

概念上它不必然與時間產生關聯。我們可以設想在不服從進行中，行動者就會

進入抵禦的脈絡，例如遭受第三人質疑或是警察執法的介入等等。第三、不論

在說服的脈絡或是抵禦的脈絡中，其「說服或是抵禦之對象」可能是社會大眾

或執法人員，這必須視具體情況而定。而在本文中，我將「抵禦脈絡中的他人

限定為政府執法人員」，這包含了警察的執法、檢察官之追訴、與法院之審判

等等。第四、這組區分也可以用來觀察那些討論不服從者如何使用理據的論述，

檢視其是否注意到說服的脈絡與抵禦脈絡之間的差異。 

在區分了「說服的脈絡」與「抵禦的脈絡」之後，進一步要思考的問題是：

不服從者在上述兩種脈絡下可能提出何種理據（或理由）來說服或是抵禦他人

之介入呢？ 

在理由的使用上，行動者可能提出兩種理由。第一、行動者提出對於特定

法律或政策違反正義觀的實質理由，本文稱之為一階行動理據，因為此類理據

往往具有實質的價值判斷與包含著政治道德觀的判斷標準。第二、行動者提出

權利主張（或權利宣稱）來支持自身的不服從。在此，與權利宣稱相類似但必

須區分的是，行動者主張「特定法律或政策違反了特定的權利保障」作為不服

從的理由，仍然是屬於筆者所稱的一階行動理據的範圍。這與提出權利宣稱本

身是兩個不同的層次。 

運用「說服的脈絡」與「抵禦的脈絡」，輔以不服從者提出理據的類型我

們會發現有以下四種可能情形： 

表  一: 四種行動者提出理據之的四種可能脈絡  

 提出一階行動理據 提出權利宣稱 

說服的脈絡 以一階行動理據要說服他人

（A） 
以權利宣稱要說服他人 

（B） 

抵禦的脈絡 以一階行動理據要抵禦他人 
（C） 

以權利宣稱要抵禦他人的介入 
（D） 

在說服的脈絡中，A 類型（行動者提出一階行動理據說服他人）是不服從

事例中 常見的類型，許多不服從的事例皆具有這種試圖「以理服人」的特色。

B 的類型雖然在概念上是可能的，但是透過權利宣稱要產生說服他人的效果在

                                                                                                                                      
型上，需要進一步分析不服從的各類概念觀。但是，我們合理的說，許多重要的不服從實例的

確都希望產生「邀請他人加入」的效果，透過集體行動達成特定目標。 
4 這組區分與時間的關聯性，感謝張嘉尹提出這個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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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卻鮮少見到，且在理論上可能產生疑問。主要原因在於，「權利宣稱」作

為行動者一階行動理由的主要功能可能不在於說服他人，而是在保障行動者一

階行動理據避免被他人所質疑，換言之，「權利宣稱」是一種保障一階行動理

據的理據，例如 Jeremy Waldron 便舉出例子說明，他說：「權利，如同我一直

在說的，並不提供行動的理由，至少對於有行動理由的人是如此。（Rights, I 
have said, do not provide reason for acting, at least not for the people who have 
them.）」（Waldron, 1993: 72） 

在抵禦的脈絡中，C 類型也很常見，不服從者在抵禦他人的介入時，提出

一階行動理由支持自身行動，並表明他人的干涉行動不具正當性。一般來說，

當我們在思考為何以及不服從行動應該受到保障時，通常都包含了 C 這種類型。

例如，在太陽花運動與其相關事件的起訴過程中，會有人認為不服從者應該要

在「違法性層次」上主張自己的行動的正當性。這意味著，透過其一階行動理

由截斷刑事責任成立之可能性。 

有趣的是 D 這種類型，我們是否有辦法在嚴謹的意義下承認行動者的

「不服從權」（a right to disobey），然後該項權利的成立條件是獨立於行動者

的一階行動理據，進而產生一種可以截斷他人正當地介入不服從行動的效果呢？

這仍需要進一步討論，因為這必須思考何謂在抵禦的脈絡中提出有權不服從之

宣稱與其意義，筆者將在下文中討論5。 

而當我們在思考不服從之保障時，其實也預設了「說服的脈絡」與「抵禦

的脈絡」這組區分。 

首先、當在討論不服從者是否以及應該以及如何受到保障時，通常隱含著

「抵禦的脈絡」，而非「說服的脈絡」，因為這預設了不服從的行動會被干涉、

介入或是禁止。其次，當我們在思考不服從者之保障時，其實是在思考「國家

在干涉不服從行動的正當界線」這個問題。不服從的行動，雖然並非終局具有

違法性，但行動外觀上是被認為可能牴觸法律的，行動可能觸法的事實會激發

政府探究不服從者的法律責任（行政、民事甚或刑事責任）。因此在抵禦的脈

絡中，政府對於不服從介入的正當性是思考不服從的重要議題。而由於國家對

於可能觸法的行為皆是透過法律而執行，也因此當我們思考不服從者法律責任

的要件、規範基礎、起訴之正當性等議題時，也同時在界定不服從者受到保障

的界線。與此相關連的是，國家公權力的介入往往具有推定上的合法性，而其

介入的形式多樣，包含了警方的取締行為、檢察官對於可能構成犯罪行為之起

訴、法院對於可能違法行為的禁制令等等。因此，思考「不服從者如何可能運

用理由抵禦國家公權力的介入」也是同時在釐清國家各種公權力介入不服從的

條件與範圍。 

                                                
5	  審查意見指出：「脈絡的差異是否會影響不服從者行使公民不服從的理由？」筆者認為這要區

分幾個幾個層次思考。第一、以不服從者為觀察對象來看，脈絡之區分嚴格來說不會影響到他

提出何種理據。因為，不服從者都可以在此兩種脈絡中提出一階行動理由或是權利宣稱。但是，

當不服從者認識到這組脈絡區分，也知悉一階行動理由或權利宣稱可達成之功能時，這是否會

對他提出何種理由造成影響？筆者認為這是有可能的，因為他必須決定何種理由可以適當地在

各自脈絡中發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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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更精細緻地，在抵禦的脈絡中區分出對於不服從是否應該獲得保

障的可能觀點與其需要具備的條件6。 

第一種觀點認為，不服從行動原則上不應該（或者是鮮少可能）受到保障，

不服從若要獲得保障，其目標與手段皆需要有重要的實質正當性。簡單來說，

目的必須相當重要，手段必須明確且具確實有效達成等等，否則不服從不應該

獲得保障。這個觀念隱含著執法單位應該公平對待，因此在刑事責任上應與對

待一般犯罪行為等同視之。 

第二種觀點則認為，不服從行動原則上應該受到保障。此種觀點，又可再

細分兩種立場。第一種立場認為，具備實質正當性的不服從（一階行動理據是

被證成的，或具有正當性），是受到保障的前提。第二種立場認為，不服從受

到保障的原因，除了實質正當性之外，社會成員本具有政治道德意義上的不服

從權利，因此正當性並非保障不服從的唯一要件。我們可以將上述的觀點圖示

如下： 

 

圖ㄧ：不服從行動是否應該受到保障的觀點區分 

OP-1 類型認為，唯有具備實質正當性的不服從始獲得保障，因此唯有在

不服從已經被證成了（disobedience is justified）的條件下，才可能抵禦他人之

介入。雖然 OP-1 內部對於「不服從如何被證成」可能有所歧異，但是基本上

是將不服從之實質正當性成立視為保障不服從的必要條件！OP-2 類型認為，具

備實質正當性的不服從固然是保障不服從的條件之一，但是並非必要條件，因

為不服從權利本身可以在保障不服從上發揮特定功用。 

                                                
6 下述觀點與立場的區分， 初是由謝世民的公民不服從一文所架構出來，並且謝世民在之後

的中研院的演講亦清楚地表示出對於不服從行動的觀點區分。（謝世民，2014，頁 5-7）座談為

「中西政治思想系列座談會（四）」，時間 2015 年 1 月 22 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主辦。 

	  不服從是否應
該受到保障？

不應該受到保障 
(Non-Protection: 

NP)

應該該受到保障 
(Ought to Protect: 

OP)

不服從的正當性，本身
是保障不服從的理由

(OP-1)

不服從作為⼀一種權利本
身是保障不服從的理由

(O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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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見到上述表一所提到的 C 與 D 的兩種類型相當程度上會與圖一

的 OP-1 與 OP-2 相重疊。不一樣的是，表一是一種對於行動者使用理據的觀察。

但是圖一則是從不服從者獲得保障的必要成立條件來思考。圖一所提出的觀點

區分可以讓我們更細緻地思考許多不服從保障上可能出現的問題。 

例如，「不應該受到保障」（NP）是否真是與「應該受到保障」（OP）

沒有交集呢？答案可能是不一定。因為在 NP 的觀點下，有可能其 低標準的

不服從證立標準會與在 OP 的觀點下 高標準的不服從證立標準有所重疊，因

此有獲得某種「交疊共識」的可能。更有甚者，OP-1 與 OP-2 本身會對於不服

從是否應該保障與否產生許多判斷上的歧義。例如當不服從是基於行動者真誠

但錯誤的信念時，不服從是否受到保障呢7？ 

據此，筆者 核心的問題意識是，在抵禦的脈絡中，理論化不服從的兩種

保障取向：「證立取向」（a justification-based approach）以及「權利取向」（a 
rights-based approach），這兩種取向大致上是對應到 OP-1 與 OP-2。本文的目

標只有一個：就是為這兩種取向提出更深度的說明，並指出其可能遇到的難題，

後論述權利取向的權利來源與初步評估等。由於在不服從的保障上所涉及到

的問題非常多樣與複雜，本文不可能一一深入討論與釐清，因此本文將目標限

定在對於「證立取向」與「權利取向」的概念說明。筆者相信，若我們能夠釐

清此兩種取向的意義與內涵，那麼能夠對於不服從之保障相關問題提供更清楚

的概念工具。 

二、「證立取向」與「權利取向」：區分基礎、意義、

與比較 	  

我將在本節說明以下幾個重點：第一、簡述拉茲（Joseph Raz）對於正當

的不服從（justified disobedience）與有權不服從（a  right to disobey）的說明，

並用以作為「證立取向」與「權利取向」的論述基礎8。第二、分別說明「證立

取向」與「權利取向」的內容，並說明這兩種取向中所包含的基本命題， 後

我將說明此兩種取向的優劣之處。  

（一）拉茲對於「正當的不服從」與「有權進行不服從」的說明 

拉茲在 A Right to Dissent? I. Civil disobedience 一文中，針對公民不服從提

出了簡潔與精辟地說明（Raz, 2009: 262-275），拉茲要論證的主張是：在政治

參與自由獲得保障的國家中，公民沒有不服從的權利，但是這不意味著公民不

能進行具有道德正當性的公民不服從。上述的想法奠基在一個基本區分上：有

權進行公民不服從與正當的公民不服從是不一樣的。（2009: 266）拉茲的論證

細緻且複雜，在此我將僅著重他如何區分正當的不服從與有權進行不服從的說

明，而忽略上述的論證主張。 

                                                
7 此種不服從我稱之為基於錯誤信念的不服從（簡稱誤信不服從）。 
8 在本文中，公民不服從的正當性是指公民不服從是有合理且被證立的理由所支持的，因此是

否「正當的公民不服從」或是「被證成的公民不服從」相互替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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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茲區分了「有權做某件事」與「做某件事是正當的」，因此他的首要任

務是釐清，何謂有權利做某件事（a right to X）。他以意見表達自由的道德權利

為例子。他主張「有權利做某件事」的意義在於：「人不需要權利來保障他做

對的事情。但是人們需要權利保障他做他不該做的事情。而保障人們可以做不

應做的事情是權利的本質要素。（2009: 266）」想像一下，在言論自由權被保

障的社會，人們享有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這樣權利的核心意涵就是保障人們

可以自由表達錯誤的意見或是不被他人所認可的意見，而不受到反對者的干涉。

拉茲進一步舉例說，在蘇維埃社會的成員，如果該社會成員的言論自由權是被

否定的，這個否定不在於社會成員僅能表達蘇維埃共產主義認為正確的意見，

而是在於他們沒有自由去表達錯誤的資訊。拉茲的這種權利觀主要著眼於，權

利的目的在於維持行動者的自主性，權利的功能在於，為行動者提供了屏障避

免他人的干擾，讓其得以自主做出對與錯的判斷。 

將上述分析運用在不服從上面。拉茲認為，正當的公民不服從取決在行動

者政治目標的正確性，就像是正當的言論取決在言論的真實性。拉茲所稱的政

治目標的正確性，可以等同於「不服從的一階行動理由的正確性」。此外，在

拉茲的設定下，有權進行不服從，這就意味著行動者可以做一件不應該做的不

服從，白話一點就是行動者可以做欠缺實質理據支持的不服從。 

在權利來源上，拉茲則將不服從的權利來源設定為政治參與權。如同前述，

他的核心主張便是「在自由社會中，社會成員沒有不服從的權利，但可進行具

有實質正當性的不服從」。拉茲的論證步驟可以區分兩個部分：第一、確立政

治參與權的內涵以及界線。第二、思考公民不服從的權利有可能是來自於自由

社會中的政治參與權嗎？ 

就第一部分而言，他認為所謂自由社會有個基本原則，稱之為「自由原則」

（the liberal principle），此原則保障了社會成員可以參與政治事務決策的權利，

保障社會成員藉由行使此項權利，來爭取其他社會成員對於特定政治目標的支

持。這種參與權是一種有限的權利，而非絕對，原因在於權利行使者必須尊重

他人也會行使此種政治參與權的權利。關鍵之處在於，在政治參與權的限制與

「權利行使者實質主張的政治目標」是相互獨立的。換言之，社會成員不因為

其實質政治目標，致其權利行使受到影響。（2009: 271）也因此，社會成員所

提出的政治目標不應該成為是否行使政治參與權的要件之一。否則，就喪失了

需要此項權利的意義。在自由社會中，限制成員如何行使權利的方式就是透過

立法，以一般性法律界定出社會成員行使權利的範圍。因此，法律是界定社會

成員行使政治參與權的形式之一。由於在自由社會中，法律界定了行使政治參

與權的條件與方式，社會成員可以以「依法律的方式行使此項權利。」在合法

範圍（依法律的方式）內，成員可以自由地批判法律以及提出自身政治目標爭

取支持。 

拉茲更進一步思考「在自由社會中，不服從的權利可能來自於政治參與權

嗎？」他的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此種訴諸政治參與權的不服從權利會與

自由社會產生基本矛盾，牴觸了自由國家的這個預設。因為，在自由國家中，

當成員藉由著法律所保障了政治參與權表達自身的政治主張時，即使此類主張

不具正當性，但仍是以合法的方式行使。但是，既然自由國家的政治參與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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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要件是透過法律所保障的，便不可能出現以非法方式行使政治參與權。否

則就會與自由國家的預設相抵觸（2009: 272-273）。此外也不可能直接立法肯

定社會成員有權利以非法方式表達自身政治訴求，雷茲認為，這是一個自我矛

盾（ipso facto）的主張，因為如果以法律如此保障的話，就不會有公民不服從

了，因為每個「以不合法」方式進行的行為在政治參與權的保障下都是「合法

的行為」。 

由於拉茲是在自由社會脈絡下討論不服從的權利，本文並不處理拉茲的核

心主張。而是要討論，拉茲在思考正當的不服從是否會對於政府執法上產生影

響？ 

拉茲首先區分了兩種說服（convince）他人贊同行動者有資格做某個行動

的方式：第一種方式是，行動者指出行動是正確的（the act is right），第二種

方式是，行動者指出他擁有做某件事的權利（he has a right to perform it）。由

於拉茲認為自由社會得成員沒有不服從的權利，因此，不需要討論第二種方式。

關鍵在第一種，拉茲認為以第一種方式來說服他人，是要得到其他人對於行動

的贊同（to approve its performance）。在不服從的脈絡下，不是所有人皆會認

同某一個不服從的目標，因此，在自由社會中，下述觀點結論是站不住腳的：

「認為一般大眾（the general public）或是國家權力（public authorities）不應該

（shall not）去防止或是處罰不服從」。能夠唯一支持上述觀點的，就是不服從

者的政治目標之正確性（the rightness of the political goal of the disobedient）。換

言之，就是不服從的正當性是可被客觀證成。 

從上述分析可以知道，拉茲會認為如果國家認同不服從的目標，那麼國家

不應該處罰不服從者。由此，如果國家不贊成不服從之目標，但是法官或檢察

官個人認同（comes to side with）不服從者，那麼他們可能需要辭職或參加不服

從或是兩者皆做。（2009: 274）因此，或許有人會提出以下詮釋：「拉茲會認

為本文所提出的證立取向其實對於不服從者責任之判斷，不應該產生任何影響。

因為，若不服從者的正當性是客觀證立的，這意味著他們具有實質的政治正當

性，國家不應該處罰他們或介入不服從。然而，若不服從者的正當性不具有客

觀證立的性質，這意味對於不服從之正當性判斷會產生歧義。因此，法官與檢

察官可能會反對或是贊同不服從者的主張。若法官或是檢察官認為不服從不具

正當性，他們更應該要起訴或是處罰不服從，因為對他們而言，不服從欠缺正

當性。若他們認為不服從具有正當性，那麼位居執法要職的法官或檢察官，則

必須選擇辭職或參與不服從等等。」 

對於上述的拉茲立場的詮釋，我有以下幾個批判：首先、從筆者觀點來看，

拉茲並未清楚地區分「說服的脈絡」與「抵禦的脈絡」，因此他一開始提到的

兩種說服他人贊同有資格做某件事的分析，有脈絡跳耀的疑慮9。按照筆者之分

                                                
9	  審查意見提到，為何沒有區分脈絡會成為拉茲理論的缺陷。筆者提出脈絡區分的用意在於檢

視拉茲在思考「被證立的不服從的實踐蘊含（practical implication）」是什麼？我認為，拉茲是

指「被證立的不服從對於他人行動之影響是什麼？」，而此處拉茲的混淆在於，他並沒有指出，

所謂對於他人行動之影響是哪一種脈絡下的影響？他其實有意識到筆者所提的這組區分，因為

他 後認為「The only moral claim for support or non-interference must be based on the rightness of 
the political goal of the disobedient.」（2009: 274; underline added），他區分了支持或不介入。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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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拉茲一開始的分析是處於說服的脈絡，但是之後卻轉到了抵禦的脈絡，進

而開始討論一般大眾或是國家權威是否可以介入不服從的行動。其次、即便是

在抵禦的脈絡中，也不意味著「政治目標的正確性」的客觀證成一定要是所有

社群成員所共享（shareability）。這涉及到了公共證成（public justification）所

可能採取的標準。在不服從上，拉茲似乎採取了一個公共證成的 高標準，認

為所謂政治目標的正確性必須建立在社會成員所有人都共享（share）且認同的

標準之上。是否有理由採取此種意義的客觀性仍有疑慮。第三、拉茲非常正確

地提到以下觀點：不服從之正當性若要發揮對於他人行動之影響時，必須取決

在他人對於不服從正當性理由的支持之上。這的確是要以不服從之正當性去抵

禦他人介入的重要前提。如果他人對於不服從之理由根本不承認，那更遑論要

透過此理由產生影響他人介入行動的效果了。拉茲此一觀察恰恰是提醒了我們

「證立取向」可能具有的限制。 

筆者相信，本文所提出的「說服的脈絡」與「抵禦的脈絡」可以更清楚地

分析不服從者的法律責任。因為，在抵禦的脈絡之中，問題是清楚的：「不服

從者的一階行動理據在何種要件下可以對於他人的介入行動產生效果？」 拉茲

的文章已經為了此類討論已鋪陳了基礎道路，筆者以下的「證立取向」與「權

利取向」的發展便是在拉茲的區分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的。 

（二）證立取向與權利取向的意義 

1. 證立取向的意義  

「證立取向」的核心主張是：「正當性的不服從（justified disobedience）

是不服從受到保障的必要條件。」而所謂正當的不服從是指行動者所提出的

「一階行動理由」可被實質的政治道德原則加以證立。「一階行動理由」的種

類可能很多，例如在直接不服從(direct disobedience)的例子中，特定的法律可能

恣意地歧視特定群體或不當限制特定個人自由等。在間接不服從 (indirect 
disobedience)例子中，特定的政策具有政治道德的爭議，但個人因為無法直接行

動違犯此政策，必須以違背正義的法律以進行不服從，此時一階行動理由包含

了違反正義法律的理由與特定政策不正義的理由。 

證立取向所保障的公民不服從，有三個一般性要件： 

(1) 從行動者主觀角度來看，行動者必須相信「他在做公民不服從」

這件事。 

(2) 從行動者主觀角度來看，他必須相信他「有合理的根據」進行公

民不服從。 

(3) 行動者的公民不服從「必須確實」是具有正當性的（換言之，他

所相信的合理根據是可被公共證成的）。 

                                                                                                                                      
並未仔細探究行動者提出理由要他人支持或是不介入是不一樣的，因為要求他人不介入不必然

要說服他人認同自身的不服從，讓他人認同（approval）自身不服從。這是筆者認為拉茲談的不

清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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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個要件是關於行動者對於公民不服從及其正當性理由的信念與判斷。

行動者必須有兩個層次的信念。第一個層次，他必須要知道自己在進行公民不

服從。第二、他必須知道自己是有合理理由進行公民不服從。一般而言，這兩

個層次沒有太大問題。 

而第三個要件所涉及到不服從的客觀證立是個很複雜的問題。由於本文目

的不在於發展證立取向，所以在此僅能先勾勒其問題的重要性，他日再撰文論

述。在抵禦的脈絡下，不服從的客觀證立主要涉及到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

何謂不服從的客觀證立？第二個問題是，不服從的客觀證立如何產生抵禦他人

介入的規範性力量？不服從不僅需要被行動者所提出的理據加以證立，也需要

是真正被證立的，因此這涉及到了公共證成的議題：不服從的理由不僅從行動

者角度來看是有正當性的，從非行動者角度來看也是具有正當性。在公共證成

上的關鍵問題是，非行動者對待行動者判斷理由的寬鬆程度。為了論述方便，

讓我們以 D 代表不服從者（行動者），O 代表非行動者。在公共證成上，可能

有三種寬鬆的標準10： 

• 寬鬆標準：若 O 認為 D 所持的理由，依照 D 所採取的標準來判斷的話，

對 D 來說具有正當性的話，那 D 便滿足了公共證成的要求。 

• 中度標準：若 O 認為 D 所持的理由，依照社群共同的評價標準來判斷的

話，對 D 來說具有正當性的話，那 D 便滿足了公共證成的要求。 

• 嚴格標準： 若 O 認為 D 所持的理由，依照社群共同的評價標準來判斷，

對於社群每個人（包含 D）都有正當性的話，那 D 便滿足了公共證成的

要求。  

寬鬆標準約是快要接近了證成的主觀判斷的程度了，而嚴格標準則是一個

幾乎接近客觀的要求，因為它主張 D 所採取理由要對於社會成員每個人都具有

正當性。由此可知，採取證立取向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不服從之正當性要採取

何種證成的標準，才能夠滿足公共證成的要求呢？當我們將公共證成標準拉進

來討論的好處是，證立取向不是鐵板一塊，因為對於公共證成的標準選擇可以

更細部區分不同程度的證立取向。這種細部區分需要搭配對於不服從實質理據

的討論，例如針對何種不正義可以採取寬鬆標準？何種不正義可以採取嚴格標

準等等11。 

與公共證成相關的是，一旦達成了滿足公共證成標準的要求，此類不服從

的理由會對於他人之行動產生發揮規範作用呢？這也是非常複雜的課題，筆者

將在下面處理這個問題。在規範作用上，我們至少可以接受的是，證立取向若

要發揮功能，至少必須行動者所採取的一階行動理由能夠「被他人認為」是一

                                                
10 這三種構想是來自於 Kevin Vallier 與 Fred D’Agostino 的文章所啟發的，我在此並非全部移植

他們的想法，而是採用他們對於三種公共證成的界定改寫成不服從要滿足公共證成的三種標準。

（Vallier and D’Agostino, 2014）  
11	  對於不服從公共證成之標準的討論其實就是涉及到了圖一內的不服從是否應該受到保障的觀

點討論，兩者互相搭配下我們可以勾勒出 NP、OP-1 與 OP-2 的關係圖。請參考本文的一（二）

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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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值得考量的理由。如果行動者的一階行動理由不被其他社會成員所肯認， 即

便是屬於公民不服從也不會對他人行動產生影響。 

而採取證立取向蘊含著以下三個基本命題： 

• 第一命題：正當性與保障的依賴命題 

        不服從是否需要獲得保障的關鍵在於不服從是否滿⾜足了正當性的要求！不  
        服從若⽋欠缺正當性，在其他條件相同下，不服從不具有特別保障的必要。 

• 第二命題：公共證成要求 

        不服從的正當性必須滿⾜足公共證成的要求。亦即不服從之理由與判斷  

        標準必須被能夠非⾏行動者認為已滿⾜足證立的最低標準。 

• 第三命題：不服從之證成的特定效果命題 

        若不服從滿⾜足了公共證成的要求時，該不服從對於他⼈人之介⼊入⾏行動會產⽣生  
        特定效果。 

上述三個命題，第一與第二命題較無疑義，而如同筆者在前段所說明的，

第二命題涉及到公共證成的判斷標準。需要仔細思考的是第三命題，因為這涉

及到了證立模式對於他人介入行動的影響。在本文的脈絡中，此處的「他人」

主要是指國家機關，在不服從的事例中，國家機關主要有三種可能：警方、檢

察官以及法官。 

第三命題所涉及到的是，假若不服從已符合公共證成的標準，那麼是否會

對於國家機關的介入行動產生任何效果呢？如果有效果，這個效果的規範程度

是如何？國家機關是不應該介入（ought not to intervene），或是有義務不得介

入（an obligation not to intervene），或是有理由不介入（have a reason not to 
intervene）呢？為了釐清這三種之差異，我們必須說明「應該」、「義務」以

及「有理由」的差異。 

讓我們先區分「有理由做某件事」與「應該做某件事」，吳瑞媛指出，

「應該蘊含理由，但理由不⼀一定蘊含應該。」這意味著，當我們說某個人應該

做事時，表示「⼀一個⼈人應該做的事，就是他有充分理由做，⽽而沒有理由不做的
事。」（吳瑞媛，2015，頁 3）因此，「A 應該做 X」這個應然陳述意味著對

於行動的終局判斷。但是有理由做某件事表示「A 做 X」是有理由支持的，但

這不蘊含著「A 沒有理由不做 X」。吳瑞媛以舉行會議跟停下來幫助人的例子

說明有理由做 X 不一定蘊含應該。A 在趕去主持會議的路上，而看見某人需要

幫忙，A 是有理由要幫助他，但是 A 也有理由不去幫助他，因為幫助他會延誤

會議的主持。從這個角度來看，有理由做某事不必然會關聯到實踐行動，但會

關聯到實踐行動之考量。由此可以知悉，「應該」涉及到了實踐行動的終局判

斷，而「有理由」涉及到了實踐行動的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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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有義務做某事」是什麼意思呢？首先，「有義務做某事」與「有理

由做某事」較容易區分。這在日常語言使用中，不易混淆。「父母有義務照顧

小孩」與「有理由照顧小孩」不一樣。可以合理認為，「有義務做某事」雖然

不一定會終局地實現。但「有義務做某事」蘊含著「做某事的理由」， 雖然，

該理由可能被擊敗，但是不應該被純粹對義務者有利的理由所擊敗。換言之，

即便「有義務做某事」所蘊含的理由是「可被擊敗的」（defeasible），但不能

被「利己或自私的理由所擊敗」，從這個角度來看，「有義務做某事」比「有

理由做某事」程度更強一點。其次，「有義務做某事」與「應該做某事」也是

不一樣的，因為「有義務做某事」所蘊含的理由是可被擊敗的，但是「應該做

某事」意味著行動者之實踐行動的終局判斷。A. John Simmons 使用「不應該履

行之義務」的例子說明兩者的差異：瓊斯醫生答應在星期五晚間出席餐會給予

演講，然而當天下班前他知道了城內正在爆發可怕的流行性疾病。如果他不待

在醫院，可能會有數以千計的人死亡。A. John Simmons 用這個例子說，即便瓊

斯醫生有義務要給予演講，但不應該做這件事。（Simmons, 1979: 8） 

在此，我們可以粗略透過理由的區分為「應該做某事」、「有義務做某事」

以及「有理由做某事」劃出一個簡單光譜： 

表二：應該、義務與理由 

類別 內容 規範效果 

A 應該做 X 
A 有充分理由做 X，且沒有不做 X 的理由（欠缺

不做 X 的理由）。 
高 

A 有義務做 X 
A 有充分理由做 X，且該充分理由不被僅基於利

己的理由所擊敗。 
中 

A 有理由做 X A 有充分理由做 X，但該理由可能會被擊敗。 低 

將上述的說明運用在證立取向的第三命題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假若不服從

已符合公共證成的標準，國家機關的介入行動產生任何效果呢？我們將上述的

A 換成國家機關，做 X 換成「不干涉」，則會出現三種可能：（1）、國家應該

不干涉。（2）、國家有義務不干涉（或負有不干涉義務）。（3）、國家有理

由不干涉。 

將上述說明運用在不服從者與國家機關的互動中需要顯明幾個前提：首先、

它涉及了將國家給擬人化的可能性。其次，這個運用預設了國家具有一些公共

利益是無法被化約為社會成員的個人利益。針對第一點，筆者認為，說「國家

有義務做某事」就是將國家視為一個可以承擔權利與義務的行動者，因此對筆

者國家就是一個可以承擔權利義務之行動主體。但這不意味著國家必須要擁有

自然人的許多特質。這涉及到了集體行動者的規範地位（normative status of 
being a group agency），已有一些理論嘗試從功能主義角度提出觀點，是未來可

以進一步參考的。（List and Pettit, 2011）針對第二點，筆者認為如果可以接受

第一點（將國家視為一個行動主體），那麼也可以初步接受下述觀點：國家的

執法不必然就是實現了社會成員的集體利益，它可以僅是實現自己的利益。 

而針對這兩個前提的一個可能批判是，即便我們承認國家可以是承擔義務

的行動主體，由於國家所持的利己理由仍然是公共的理由，在民主自由國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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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公共理由不會僅是有利於國家，也會有利於社會成員12。也因此，當我們

說國家有義務不干涉不服從時（不能僅因為利己理由而介入不服從）是有問題

的，因為此時的國家就算僅依據利己理由其實也會促成了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

上述批判認為，國家之利己理由其實就是公共的理由，跟私人道德理由不一樣。

這個批判無法在此回應，因為這涉及到對於利益的實質觀念之討論與公私領域

道德性之差異，現階段這不是本文可處理的重點。但如果我們可以接受國家作

為是一個獨立的行動主體以及某些公共利益之無法化約性的話，那麼我們可以

在可以在這兩個基礎上思考國家負有義務的意義！ 

處理完「A 有義務做 X」可否適用在國家與社會成員關係上後，接下來要

思考的是：證立取向會採取哪一種可能性？ 

我們可以見到上述第一種可能性是可以被合理排除的，要說國家應該不干

涉意味著「不服從之公共證成的客觀性非常高」，然而這本身在多數情況下就

是極具爭議的判斷。那麼證立取向的第三命題是會認為第二種或是第三種呢？

我認為，證立取向的第三命題會是採取第三種可能，認為國家有理由「不干涉」

不服從，但是這個理由可以被國家為了保護自身利益而擊敗，例如保護國家的

領土的完整性（例如內亂外患罪保護了主權完整性）、國家聲譽（妨害國交罪

保護了國家聲譽）、以及特定的利益（例如妨害公務罪等）。這些法律本身構

成了國家可以基於特定利己的理由而針對違犯行為進行追訴處罰。 

那麼為什麼不太可能是第二種呢？因為，「有義務做 X」涉及到了義務的

來源，要探討的是義務成立基礎。契約上義務（contractual obligations）是一種

可能，而在不服從例子中，就是國家與人民在 初的政治契約中包含了國家對

於正當的不服從之不干涉義務
13
。除了針對不干涉義務的明定之外，另一種可能

性是此類義務經由特定權利之主張而來，換言之，就是透過權利擁有者提出權

利主張，對權利相對人產生義務。如果證立取向走第二種方式，那麼它就不是

證立取向，而是一種權利取向。若證立取向要採取契約上義務，便必須討論國

家與人民政治契約是否包含了對於正當性不服從之不干涉義務。這就不在本文

的論題之中。 

經由上述分析，我們可以見到證立取向對於國家的效果是，國家有理由不

干涉，因此第三命題的修正版如下：  

• 第三命題（修正版）：不服從之證成的理據提供命題 

        若不服從滿⾜足了公共證成的要求時，該不服從對於國家機關之介⼊入⾏行動將   
        產⽣生特定效果。該效果即是，國家機關有充分理由考量不服從之正當性，  
        但該理由可被擊敗。 
 

                                                
12 審查意見在關於利己與自私理由上給予了許多建議，開啟筆者更進一步的思考。惟因這涉及

另外一個重要主題，僅能留待日後另為文討論。 
13 的確可以設想有一種可能性是，在國家與人民締約之初的義務內容包含了對於不服從的不干

涉義務，但這涉及到進一步的論證，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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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權利取向的意義  

權利取向認為，不服從的權利才是保障不服從的必要條件，因此不服從的

正當性並非保障公民不服從的必要條件，而是不服從之權（a right to disobey）。

採取權利取向，意味著此項不服從之權 是獨立於不服從之正當性理據的。筆者

將不服從的權利設定在政治道德意義下的權利，因此是以對抗國家為主，允許

社會成員依據此項不服從權利而行動，且某種程度下抵禦國家公權力的介入。 

        權利取向的一般性要件如下：  

(1) 從行動者主觀角度來看，行動者必須相信「他在做公民不服從」

這件事。 

(2) 從行動者主觀角度來看，他必須相信他「有合理的根據」進行公

民不服從。 

(3) 行動者具有合理的權利來源，以作為其一階行動理據受到質疑時

的保障。 

這三個一般性要件是滿足權利取向的基本要件，而需要討論的是，不服從

保障的「權利取向」中所蘊含的基本命題。 

• 第一命題：正當性與權利的獨立命題  

不服從的正當性與不服從權利之有無是相互獨立的。換⾔言
之，正當的不服從不蘊含著有不服從之權利，⾏行使不服從
權利的不服從不蘊含著該不服從是具有正當性的。 

• 第二命題：守法義務欠缺命題 

從自由權的角度來看，不服從權意味著⾏行動者⽋欠缺了「不
做不服從」的義務。換⾔言之，⾏行動者擁有服從或不服從的
自由。因此，接受不服從權意味著社會成員⽋欠缺遵守法律
的⼀一般義務。（但可能有服從法律的理由） 

• 第三命題：不干涉義務命題 

當不服從權作為⼀一種請求權，意味著權利擁有者得以據此
向相對⼈人（此處是國家公權⼒力）請求禁⽌止其對不服從之⼲干
涉。因此，國家負有不⼲干涉不服從的義務。 

• 第四命題：論證義務負擔命題 

國家公權⼒力若要介⼊入（intervene）、懸置（suspend）或挑
戰（challenge）不服從者的⾏行動。按照第三個禁⽌止介⼊入命
題，介⼊入之理由的證成落在國家身上。換⾔言之，國家負有
說理證成的義務，正當化自身的介⼊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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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命題（正當性與權利的獨立命題）嚴格來說是區別「權利取向」與

「證立取向」 關鍵的命題。有幾個關鍵重點：首先、第一命題可區分出，有

些使用「權利語言」，但卻是「證立取向」的實質立場的陳述。例如，有人可

能會說，自由社會保障公民不服從的權利，但是該權利行使必須具備實質正當

性，國家才需要保障等等。這種立場在本文的界定下，就是一種證立取向。其

次，第一命題蘊含著「即便不具正當性的不服從也可以受到保障」，因此基於

錯誤信念或判斷而進行的不服從也是受到不服從之權利的保障。 後， 「權利

取向」可以容許行動者在面對國家機關之質疑時，僅提出「權利宣稱」而「完

全不證立不服從的正當性」之可能，因為不服從是一種權利行使，因此反是國

家必須論證介入此種權利行使的正當性。 

第二命題（守法義務欠缺命題）則是個非常值得探究的討論，筆者在此僅

能勾勒出基本內涵。透過 Wesley Hohfeld 對於權利觀念的形式分析，權利有四

種形式：1. 作為自由權（a liberty-right）。2. 作為請求權（a claim-right）。3. 
作為豁免權（immunity）。4. 作為權力（a power）。（Hohfeld, 1923; Wenar, 
2015）若將不服從權設定為自由權（a liberty-right），如此一來便可能蘊含著權

利主體欠缺政治義務（服從的義務）的主張，因為自由權的的意義在於，權利

主體有權利做 X 時，若且為若權利主體欠缺「不做 X」的義務。運用在不服從

權利上，當權利主體有權進行「不服從」時，若且為若他欠缺「不做『不服

從』」的義務。這似乎便意味著權利主體沒有服從的義務。如果這個分析是站

得 住 腳 的 ， 那 麼 可 以 這 麼 說 「 權 利 取 向 」 與 「 哲 學 上 的 無 政 府 主 義 」

（philosophical anarchism）14有邏輯上的親和性：兩種都取消了一般性的守法義

務15。 

第三命題（禁止介入命題）則規定了國家負有義務不得介入不服從之行使，

這主要是依據不服從權利作為一種請求權而來的。根據之前「A 有義務做 X」

的分析，第三命題所指的「國家有義務不干涉」時，意味著國家有充分理由不

干涉，且該理由不被僅基於利己的理由所擊敗。這種義務是一種初顯義務

（prima facie obligation）。 

第二命題跟第三命題是基於對於不服從權利的分析而來：第一、不服從的

權利作為一種自由權蘊含了「缺少守法義務」的結果。第二、當不服從的權利

作為一種請求權則蘊含了「不干涉義務」。可能有質疑認為，如何從一個政治

道德權變成一種具有法律性質的請求權呢？這個質疑建立在「唯有法律權利才

包含了具有請求權性質的權利」的前提上，而這個前提是有問題的。首先、

Wesley Hohfeld 在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一文內的概念分析雖然是以民

事案件為對象，但是他的分析確實可以運用在其他法律領域，其中一個例子便

是 Robert Alexy 運用其分析建構了他的基本權理論。（Alexy, 2010）其次，

Hohfeld 的權利分析也廣泛地被接受為一般權利形式的分析架構（權利結構的類

型），例如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中由 Leif Wenar 所撰寫的 Rights
一文中便指出：「此種用來描述權利形式的 Hohfeldian 體系以廣泛地被接受，

                                                
14 關於哲學無政府主義，一個簡短但細緻的說明，可以參考，Edmundson, 1998: 32-34。另外，

捍衛哲學無政府主義重要的討論，請參考，Robert Paul Wolff 的著作。(Wolff, 1970)  
15 筆者認為要處理這個問題，首先必須處理概念上，「duty not to disobey」是否可以等同「duty 
to obey」，之後在探討哲學無政府主義內幾種可能形式，探討其觀念上的親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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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對於它的細部內容仍有學術上爭論。」（Wenar, 2015）因此，筆者認為權

利宣稱所具有的請求權性質不單單僅是法律上權利所特有。當然，法律權利的

類型之一是請求權。但是，筆者要說的是道德權利的類型中也可以有請求權的

形式。 

如果政治道德權利可以具有請求權性質，那我們仍可以問這是如何推導出

來的？筆者在前面討論「A 有義務做 X」時有提到兩種義務的來源：第一、契

約義務（contractual obligations），第二是透過特定權利宣稱而來。在相當程度

上，筆者第四部分要達到的目的便是說明此類義務的來源是可以基於兩種權利：

道德確信與政治參與權。 

當我們將「不服從權作為請求權所蘊含的不干涉義務」放入思考後，便會

發現更多樣的面貌，因為當我們承認不服從的權利時，會發現到許多義務衝突

會凸顯出來，國家所具備的依法行政義務與不服從之不干涉義務可能會衝突！

行動者之一階行動理由與遵守法律理由之間的衝突！國家依法行政之義務與行

動者一階行動理由之間的衝突，這也說明了不服從議題的多樣性與豐富內涵。  

第四個命題（論證義務負擔）是基於第三命題而來的，說明國家在負有不

干涉的義務的前提下，所負有的論證內容。從第三個命題本身限制了國家要干

涉（不服從）的理由考量的範圍（必須是非利己性理由），而第四命題更進一

步設定出國家合理論證義務的內容：除非有急迫的理由，否則追訴機關不應該

將不服從行動與一般犯罪行為等同視之且相同執法，若要運用司法強制力（例

如起訴處罰等等），國家必須提出更為細緻的法律論證，說明為何必須追訴公

民不服從等等。 

在第四命題下，國家至少負有四種論證要求，這些論證要求僅是一個開頭

的嘗試，並非完整與窮盡。 

(1) 概念區分論證義務：系爭個案到底與一般犯罪行動有何差別？或

者國家認為系爭行動與一般犯罪並無差別？在這個過程中，檢察

機關應該考量不服從者所提出的公民不服從理論的界定方式。 
(2) 損害說明論證義務：檢察機關應該論證到底不服從行動造成哪些

社會損害，因為公民不服從行動雖然會造成社會損害，但是並非

每種損害屬於行動者所必須承擔的法律責任。在這個損害說明義

務上，追訴機關不應該潦草帶過，而是必須盡量將其前提顯明。 
(3) 不服從行動的道德側寫之考量義務16：不服從行動同樣也具有道

德側寫的效果，追訴機關應該進行實質考量面對不服從行動的正

當性理據。 
(4) 衡量標準顯明義務：如果追訴機關要決定起訴行動者，那麼必須

說明他所採取的價值衡量標準是什麼？以及追訴機關如何進行衡

量過程，將各個論證所需之前提詳細說明。 

                                                
16 關於道德側寫（moral profiling）的觀念，Mark Greenberg 提出了細緻的說明。（Greenberg, 
2014: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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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證立取向與權利取向的優劣分析 

證立取向與權利取向的內容已如前述，在此我將透過以下例子討論究竟證

立取向與權利取向在保障不服從上，有何差異。我將討論兩個重點：兩種取向

對於「誤信不服從」的判斷差異？第二個重點是，兩種取向對於「國家公權力

必須考量不服從之正當性理由的差異為何？  

A 是位長期關注監所人權的社會運動人士，為了改善監所

處遇的種種問題（例如超收、醫療不足、不當管理等等），

他檢視了相關法律，並且組織團隊向政府官員提出改革建

議。長期的接觸此議題的他相信，關於受刑人處遇的相關

問題，不僅在執行層面出現問題，在法律本身也有很多不

正義。A 國家的憲法對於受刑人處遇隻字未提，因此受刑

人享有何種保障，是個開放問題。然而，他深信，現行的

監所處遇的法律是不正義的法律，例如針對受刑人保外就

醫給予嚴苛的規定。某日 A 發現政府要立法，完全禁止

受刑人保外就醫的可能，他決定抗議此種政策。由於此類

議題長期遭受冷落與被政治人物的忽視（因為受刑人的選

票很少），因此 A 採取更為激烈手段表達意見，選擇在

行政院院長的行經道路上，將自身綁在馬路上並手舉標語，

表達自身訴求。A 被因違反刑法以及行政法規遭起訴與處

罰。   

這個例子可以算是典型的不服從事例。A 真誠地認為特定法律不正義，運

用的手段違背法律，但是手段並未造成他人的具體傷害（可認為非暴力方式），

A 的訴求是由特定正義觀所支持的，該訴求長期以來被多數忽視等等。 

然而，讓我們修改一下相關事實，探討被稱之為基於「錯誤信念的不服從」

（簡稱誤信不服從）。誤信不服從是指，行動者主觀上認為有充足且重要的理

由進行不服從，但事實上該理由不成立。 例如，在 A 的例子中，假設 A 認為

「政府要全面禁止受刑人保外就醫的想法」的判斷是錯誤的，實際上，政府的

未來政策規劃是要更積極地保障受刑人醫療權益等等，那麼 A 的不服從是否應

該受到保障呢？ 

證立取向認為，由於 A 是真誠地相信自己的判斷（即使是客觀上錯誤），

因此他仍舊具有支持其抗議行動的一階行動的理由，以及此等理由有可能會說

服社會成員。然而，由於 A 的信念事實上是錯誤的，不論該錯誤可否歸責於 A，

而當國家公權力思考是否不得介入 A 的抗議行為時，該錯誤信念不會成為國家

必須考量的理由。國家當然可以考量 A 的錯誤是否重要？該等錯誤是否有法律

上寬恕的理由等等。但是，「有理由去考量 A 的錯誤」不會是奠基在 A 的錯誤

信念的條件而來，而是其他理由。因此，證立取向在此類例子中，會認為雖然

A 主觀上會有一階行動理由，但是該「一階行動理由」卻無法成為「抵禦國家

介入的理由」，因為 A 的不服從的「正當性」，在抵禦的脈絡中根本不成為國

家需要考量的理由 。 



 20 

若從「權利取向」思考「誤信不服從」的例子。由於「A 擁有不服從的權

利」是一個獨立於 A 上述錯誤信念的保障理由，因此在權利取向的角度下，雖

然 A 有了錯誤的確信，但是仍有不服從之權可以對國家主張，因此國家負有不

得干涉的義務，若要干涉必須滿足論證義務。在「誤信不服從」事例中，可以

預見，國家的論證義務比較容易滿足（因為 A 的理據沒有被客觀證成），但是，

國家仍必須說明 A 的行動造成何種損害以及如何衡量干涉行動與損害之間的比

例程度。我們可以見到在誤信不服從案件中，證立取向與權利取向在國家必須

要滿足的論證要求上會出現很明顯的差異。 

「誤信不服從」具有非常多的型態出現，例如可能是行動者對於事實認識

的錯誤，或是行動者對於規範性理由認識的錯誤等等，更進一步的討論不在本

文的範圍之內，因為誤信不服從的特徵是，行動者的信念是錯誤的，因而不服

從欠缺正當性。在此關鍵是，證立取向與權利取向在誤信不服從例子中的差異。 

如果 A 沒有誤信不服從的情況，那麼證立取向與權利取向會出現何種差

異呢？讓我們進一步假定 A 的不服從具有正當性。在證立取向中，由於「不服

從者對於其不服從理由的肯認」不必然藴涵著「他人應該也要對於其不服從理

由納入考量」17，所以，當國家認為 A 的正當性必須接受社群共同的標準來檢

驗，那麼 A 很可能會通不過公共證成的標準，因為，A 的國家中的憲法對於受

刑人之投票權之保障是沒有定論的，甚或該國長久的政治實踐顯示政治機關具

有裁量權決定如何規範受刑人的健康與參政權等等。在這個情形下，A 的不服

從不會對於國家之干涉行動產生實質影響，因為 A 的理由在國家的判斷下沒有

通過公共證成。 

假設 A 的國家對於受刑人之投票權需要受到保障是有共識的（換言之 A
通過公共證成標準）。但由於 A 是以可能觸法的方式表達意見與看法，「A 的

行動可能觸法」的事實本身構成了國家公權力介入的充分理由，即便 A 的行動

通過公共證成，國家雖然有理由不干涉 A 的不服從，但也會有理由干涉 A 的不

服從，例如「A 的觸法事實」以及「該觸法事實可能構成了刑事責任」。如同

前述一樣，證立取向在此僅支持國家有理由不干涉 A 不服從，但此一理由可利

己的理由所被擊敗。 

                                                
17 我們可以用教養的例子做說明：B 與其父母約定每日十點就寢否則就會有懲罰。某天就寢前

三十分鐘，B 開始打電動，由於 B 認為打電動很好玩，因此他決定違背十點就寢之約定。「B
認為打電動很好玩」是他違背與父母約定十點就寢的理由。假設 B 父母知道了，他們需要思考

是否應該介入 B 不遵守約定的狀態。然而，B 的父母是否應該考量「打電動很好玩」的理由呢？

B 父母的介入似乎僅止於「B 違背十點就寢之規定」的事實。甚至，我們認為一般情況下 B 父

母可以忽視（或是單純否定）「打電動很好玩」的這個理由，特別是當他們覺得這個理由不成

立，或是不具說服性的情況下，例如 B 可能是玩暴力遊戲等等。在一般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見

到行動者的一階行動理據不必然應該成為他人思考的理由。需要注意的是，國家不是父母，不

服從也跟教養無太大關係。然而，上述例子所提供的是一種限縮式的說明，指出，「打電動很

好玩」這個理由本身不是構成 B 之父母應該要評估的理由，同樣的，「我有理由不服從」本身

也不蘊含著其他人要肯認我的不服從理由。因此，如果採取證立取向，國家不必然要考量不服

從者的一階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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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權利取向的角度來看，依照第一命題，認定不服從之權本身是作為保障

行動者的必要條件。因此，一個「獲得客觀證成的不服從」與「不具客觀證成

的不服從」兩者對於國家在不得介入的要求上沒有差異。但是，當國家要介入

時，根據第四命題國家必須負擔論證義務，說明介入的正當性 。此時，國家必

須考量不服從之正當性、其所造成之損害、介入行為之比例原則以及評價標準

等內容。不服從有無正當性會造成影響的是國家實質在論證為何要介入的難易

度上。雖然在誤信不服從中，國家要跨越的論證義務程度較低，但是在具有正

當性的不服從例子中，國家所要跨越的論證義務程度便較高。 

因此，採取權利取向，國家也必須面對「不服從公共證成之標準的難題」，

這會是每個不服從的事例中都會出現的，不是採取權利取向所特有的問題。不

應該期待，採取「權利取向」可以解決正當性難題。相反地，在權利取向下，

國家有可能完全否定不服從者的一階行動理據，並認為欠缺公共證成的資格。

但是，相較於證立取向而言，權利取向的論證義務負擔設定了誰必須提出說理

證成的主張，以及需要論證的內容為何。在某個層面上，這為國家強制力介入

設定了形式標準，一旦國家公權力之行使連論證義務都未達到，那麼可以認定

其公權力行使具有恣意性。因此，權利取向要求國家顯明化自身介入不服從的

正當性，禁止國家針對上述問題採取迴避態度，在相當程度上，權利取向比起

證立取向對於不服從者的保障更為周全。 

三、對於權利取向的可能反對意見 	  
對於採取權利取向可能會有以下反對意見。第一、主張權利取向允許行動

者不需要針對自身的不服從提出正當性理據。第二、權利取向的權利性質不清

楚。第三、權利取向與比例原則之間的關係。以下我將分點討論： 

（一） 權利取向不要求行動者為不服從提出實質的正當性理據？ 

或許，有人會有以下主張： 

「如果『權利』意味著⼈人有作錯的空間。到法院面前，被告主
張『不管我想的對不對，公民不服從是我的權利』。對於追訴
或審判者⽽而⾔言，既然愚蠢的公民不服從，和⾼高度合理的公民不
服從，所⾏行使的都是同⼀一種權利，那麼，⼤大可以通通給予較低
的保障。反之，如果採「證立取向」，則國家要認真看到其主
張的政治道德理據，具有正當性的公民不服從，得以和愚蠢的
公民不服從區分開來，這樣豈不更應給正當的公民不服從，更
寬⼤大的處置？」 

首先、愚蠢的不服從與高度合理的不服從的確皆可以被權利取向所涵蓋，

這是權利取向的第一命題所蘊含的內容。但是，這不意味著行動者可以完全不

提出自身所相信的正當性理由，證成不服從行動。相反地，從行動者角度，當

他要「說服」國家接受該不服從具有正當性時，他必須提出「一階行動理由」，

若是提出權利宣稱則可能會打擊錯誤。  

關鍵在於，國家面對不服從者所提出的一階行動理由，應該如何判斷「愚

蠢」或是「高度合理」呢？ 這涉及到具體個案的判定。但是，基本上，如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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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從者的理由是愚蠢的，相應的要推翻此愚蠢理由的論證程度便不困難，反之

如果要推翻合理的理由，論證變比較困難。因此，關鍵問題仍回到國家應該如

何面對不服從者的一階行動理由？ 證立取向會主張國家應該考量具有高度合理

的一階行動理由，但對於愚蠢的一階行動理由則不予考量。但是證立取向並未

主張國家對於區分「高度合理」與「愚蠢」的一階行動理由應給予論證說明。

相較之下，「權利取向」內的衡量標準顯明義務則要求國家顯明化自身判斷不

服從者一階行動理由的標準。 

（二）權利取向的權利性質不清楚 

抑或有人會主張：「『權利』隱含著比較強的得以對於他⼈人請求為⼀一定⾏行
為的規範。可是，要注意，這個「權利」是「政治道德意義上」的，⽽而不是
「法律上」的。檢察官就算有政治道德上的義務，不代表有法律上的義務加以
回應。⽽而檢察官依法⾏行事，是他的主要職責。如果提出「權利宣稱」與「實質
的⼀一階⾏行動理由 」既然都不是法律上的主張，⽽而是政治道德上的主張，到底為
什麼⾜足以改變國家公權⼒力依法執⾏行職務的內涵？」 

上述的批評著重在兩個方面：第一、法律權利與政治道德權利是不一樣的，

因此，即使不服從是一種政治道德權利，也不必然意味著此類政治道德權利是

一種法律權利。第二、檢察官「依法行事」，因此，不論是「權利宣稱」或

「一階行動理由」皆必須是「法律論述」，才有辦法影響檢察官之判斷。 

就第一點而言，本文所主張的不服從權就是政治道德意義下的權利，而非

法律權利。不服從權或許也可能是一種法律權利，但筆者並未討論這個問題，

原因在於這涉及到了不服從權利的來源是否可以被實證法律化的問題18。 

比較關鍵的是第二個重點：「如果不服從權不是法律權利，那麼提出權利

宣稱如何對於依法行政的國家機關（例如警察、檢察官與法官）產生相對應的

義務呢？」筆者的回應是，在性質上，不服從權利所產生的論證負擔義務也是

政治道德意義上的性質，並非實證法意義下的義務 。值得討論的是，如果論證

負擔義務也是政治道德意義下，但是國家機關必須依法行政，如何對於國家機

關產生影響呢？或者是，依法行政的國家機關（例如警察、檢察官或是法院）

為何必須考量政治道德意義下的不服從權利呢？  

筆者認為「依法行政」本身是對於國家行使公權力的一種要求，禁止其恣

意對待社會成員。然而，提出依法行政（或欠缺實證法所規定的義務）並不蘊

含著「國家不需要考量其權力行使的政治道德正當性」。相反地，我們可以見

到公權力之行使必須依賴許多規範道德哲學、政治哲學與憲政理論等等加以提

供權力行使之正當性。可以這麼說，依照不服從權所產生的論證負擔義務是一

種政治道德意義下的誡命要求，當國家履行此種義務時會提供干涉不服從案件

的正當性判斷。 

與這種批判相聯繫的批評可能是「權利取向」的範圍不精確。這個問題將

在下面處理，本文指出有兩種不服從的權利來源：道德確信與政治參與，此兩

種權利來源並非互斥，但皆為不服從之權利保障劃定了初步範圍。 

                                                
18 在這個問題上，筆者暫時抱持懷疑態度，認為以政治參與權為主的不服從權利是沒有辦法被

實證法加以限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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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權利取向與比例原則的關係 

或者，還有人會主張：「權利取向的主張，只有在門檻夠⾼高的情況下，才
或能免除來自於比例原則（在此理解為政治道德論說中的⼀一種責任倫理）的考
量。比⽅方說，佔領⾏行政院是⼀一種⼿手段，⾏行動者須衡量目的與⼿手段之間的比例。」 

採用「權利取向」的一個擔憂是會讓行動者低估了自身對於採用比例原則

的重要性。例如，行動者可能會認為「我有權利進行不服從」，因此要同樣可

達成目標的數種手段上，行動者在手段選擇上有較大的空間（例如選擇造成

大或是較大損害的手段），因此採取權利取向可能會讓原本被排除的手段納進

考量。 

上述情況在承認不服從之權下很可能會發生的，因為行動者會認為「權利

保障了不應該做的行為」，即便可以達成相同目的，但是可以選擇造成損害較

大的手段進行，而不受到他人之干預。 因此，對於不服從權利的承認可能會讓

原本應該被排除的手段納入考量。 

如何處理這個因為採取權利取向所造成的擔憂呢？筆者認為， 關鍵的步

驟是：必須清楚地發展規範性不服從理論，思考各種不服從概念觀所可能容許

的手段類型，以及非暴力原則與比例原則在不同概念觀中的定位與界線。這不

是本文可以探討的主題，因為探討不服從概念觀意味著探討行動者可以透過不

服從達成何種目的與效果，這比較屬於說服的脈絡，而非抵禦的脈絡。二來，

要探討不服從概念觀必須先擘畫出核心問題，如此才能區分不同概念觀對於核

心問題的立場、想法，與規範立場等等19。 

比例原則另外一個需要考量的問題是，國家對於「行動者採取了原本應該

要被排除的手段」的判斷會不會因為證立取向與權利取向而有所差異呢？這個

答案也是肯定的。因為，國家本身作為公權力之執行者也會受到比例原則的拘

束，所以在判斷介入手段的輕重與選擇上會產生差異。在證立取向，國家要思

考的是介入手段對於不服從所欲達成的正當目的的侵害程度，在權利取向上，

國家要思考的除了對於不服從目的的侵害程度，還有不服從的權利之侵害程度。 

從這個角度來看，採用權利取向會有雙面性：一方面對於行動者的手段判

斷上可能會出現濫用或是恣意選擇的情形，另一方面會對於國家在介入手段上

的衡量產生影響。 

                                                
19 筆者目前的初步想法認為，有四類核心課題是不服從概念觀必須處理的。第一、不服從者與

其他社會成員的關係界定：不服從既然是一種涉及他人的行動，每個不服從概念觀預設了與其

他社會成員的特定關係，此類關係為不同概念觀設下了基準線。第二、不服從行動所希望創造

的力量：行動者可以透過不服從創造某種力量，以達成某種效果。每種概念觀會有一個 初關

聯的力量以及面對社會成員所蘊含的效果。第三、可容許手段的範圍：主要針對非暴力原則在

各種概念觀中被採納的理由，以及各種概念觀可以容許何種造成他人權益侵害的手段類型。第

四、不服從的證立門檻：不服從概念觀所採取的實質證立理論，例如表意自由、平等關懷或是

民主防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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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服從權利的兩種來源：道德確信與民主參與 	  	  

筆者在前文已經討論了在抵禦的脈絡中，不服從的證立取向與權利取向的

差異與可能批評。接下來，我要處理的是，這種不服從權利來自何處？這是本

節要處理的核心議題。在處理這個核心課題，筆者必須要限定以下討論可以達

成的目標：我的目標不在於為不服從的權利提出一個又深又廣的討論，這毋寧

是需要另外一篇文章始可達成。在筆者看來，一個完整的不服從權利理論至少

需要處理下述議題：第一、權利來源是什麼？第二、行使此類權利之構成要件

以及權利行使範圍？第三、此類權利如何避免被濫用（abused）？第四、如何

處理不服從的權利行使與一階行動理由的關係？ 

筆者在此的目標是限定的，僅處理上述第一個問題：不服從權利之來源為

何？筆者主張，不服從權利的來源有兩個：第一、「道德確信的權利」（the 
right of moral conviction）。第二、「不政治參與權」（the right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這兩種權利在理論架構上已經有相當的發展。而上述第二、三

與四之問題，筆者無法在此處理與發展。它們非常重要的，因為唯有發展不服

從權利的要件與範圍，才不會讓社會成員誤認「不服從權利是⼀一張空白支票，
支票擁有者可以毫無成本地兌現任何⾦金額！」20 

在議題之限定下，我的論述不是為（可能）違法的抗爭開啟一張空白支票，

而是希望探索我們是否可以擁有這張支票。至於這張支票的成立要有多少條件？

可以開出多少金額？這不是筆者這一部份可以討論的。但是，筆者不會迴避此

類問題的處理，唯這須另文處理。 

以下我將釐清兩種可以作為不服從權利來源的權利：道德確信權（the 
right of moral conviction）與政治參與權（the right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一）道德確信的權利論證 

儘管對於公民不服從的內涵有所爭議，但是一個較無異議的特色是，「良

知」作為行動者的共同要素，然而這個特色的道德力量卻鮮少在相關文章中討

論到。Kimberley Brownlee 在 Conscience and Conviction- The Case for Civil 
Disobedience 一書中針對權利取向的論證提出了深刻的說明。Kimberley 認為從

人本主義的原則的原則出發，當人們進行推理時，且具有透過感受到深層的道

德允諾的能力時，社會負有責任嘉許這樣的情形。（Kimberley, 2012: 7）這是

人本主義原則 主要的核心部分。在這樣的基本原則下，奠基於道德確信

（moral conviction）具有兩種權利內涵：第一，人們擁有一種有限度的良知行

動的權利，例如基於良知的確信而表達。第二，道德權利是源自於良知的道德

                                                
20	  審查意見之一提出這個疑慮，筆者在寫作之初並未深切地考量不服從權利可能會出現的「後

果」（consequence）。但在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極右派在社會脈絡下逐漸顯明化以及台灣的

諸多抗議行動的價值觀差異脈絡下，筆者逐漸體會到一個負責任的研究必須考量到該研究可能

會產生的影響，並且將該影響本身作為一個研究對象。在此，筆者仍舊堅持對於不服從採取權

利取向的保障方式，但這不意味著我認為第肆部分已充足，相反地我希望第肆部分是未來研究

的銜接點，可以將上述所提出的四類問題進行深入討論。此外，審查意見隱約地認為，筆者在

權利來源上的討論可能是「過於寬泛」或「點到為止」。筆者相信，我與審查意見對於第肆部分

的歧異或許不在於「論述的深淺」，而是在於「議題處理的寬窄」之上。 



 25 

確信（conscientious moral conviction），且此道德權利保障了形成道德確信的前

條件（pre-conditions for moral conviction）。關鍵的一點是，第一種權利（基於

道德確信而行動的權利）包含了公民不服從，而且這樣權利保障了行動者不受

他人正當妨礙的行動領域（a sphere of conduct with which, in general, others may 
not justifiably interfere.）。（2012: 7-8） 

精 確 地 說 ， Kimberley Brownlee 區 分 了 兩 個 相 似 但 相 異 的 概 念 ：

conscientious moral conviction 與 conscience。中文尚未具有共識的翻譯，我將前

者譯為「道德確信」（或良知的道德確信），後者則是「良心」。這兩者對於

Brownlee 是不一樣的觀念。道德確信是一種全有或全無的判斷，具有犯錯的可

能。但是，良心（conscience）不一樣，良心具有真誠（genuinely）、自我覺知

（self-conscious）以及具有道德責任等特色。道德確信是一種全有或全無的概

念，但是良心是一種程度的概念，需要透過行動主體不斷地培養一種對於他人

與世界的道德敏銳感，而進一步發展的對於他人的責任感。簡而言之，良心是

一種主體關照於自身所產生的實踐性的道德能力！（Brownlee, 2012: 70-83） 

在此，我們無須針對道德確信（conscientious moral conviction）與良心

（conscience）進行細部區分，因為作為不服從作為一種道德權利，可以源自於

此兩種道德權利。但是 Kimberley Brownlee 主要是針對道德確信的權利進行

論述，因為不是每一種人擁有她所界定的良心。 

若公民不服從的權利源自於基於良知而行動的道德權利，那麼我們要進一

步追問這個「基於良知而行動的道德權利」包含何種權利內涵？Kimberley 提出

兩個內涵。第一，良知行動權利包含著自由表達（free expression）的保障，所

謂的表達包含著思想，意見與情緒。第二、包含著不服從的權利。（2012: 140）  

就第一點而言，Brownlee 認為，表達不是溝通（What expression is not is 
communication.）（2012: 140），因為所謂的溝通是指向他者的行動（other-
directed activity），溝通至少包含著說者與聽者之間的某種互動。但是表達不必

然具有這個指向他者的含義。Kimberley 不認為所謂的自由表達蘊含著（entails）

溝通的權利，雖然可能包含（ includes）嘗試溝通的權利（a right to try to 
communicate）她的這個主張，揭示了若將言論自由權界定為表達意見的權利，

那很可能無法成為不服從的權利來源。此外，既然他區分表達與溝通，而且提

倡道德確信的溝通特色，那麼可以知道的是，自由表達的權利是不可能作為不

服從的權利來源的21。 

                                                
21 或許有人會提出，為何無法使用言論自由權無法保障不服從權利的行使。這是個較為複雜的

問題，除了上述 Kimberley 提出的論證外，我認為還有其他理由。簡述如下：1. 雖然有反對意

見，但是美國脈絡下的言論自由理論區分了言論與行動，不服從往往是一種行動， 然而，不服

從行動本身可能不是言論的首要表達方式。雖然，不服從很可能是「異議」的首要表達方式，

「異議」是言論的一個類型，但不是言論的全部。2. 象徵性言論是受到保障的（透過行動的方

式表達特定意見）。因此，當不服從行動是屬於象徵性言論的時候（例如燒毀徵兵令，著名的案

件之一為 United States v. O’Brien, 391 U.S. 367 (1968)），可能可以透過言論自由權涵蓋不服從行

動。但是，不是所有的不服從行動都算是言論自由權下的象徵性言論。例如罷工、抵制商品，

以及癱瘓設備，這不一定是象徵性言論。我並非意指「不服從行動不是象徵性的」，我的重點是

「不服從行動不全部是象徵性言論」，因此如果以言論自由作為不服從的基礎，可能會有涵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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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二點而言，Kimberley Brownlee 認為，基於良知而進行道德行動的權

利確實可以作為公民不服從的權利基礎，因為，良知行動就是一種表達深層道

德確信的行動（conscientious action is action expressive of deep moral conviction）

（2012: 140）。若公民不服從是奠基於行動主體的道德確信，而且是基於主體

的道德確信所開展的，那麼公民不服從是一種源自於道德確信的權利，而此種

權利是相對的，因為行動者也必須對於他人的道德權利給予尊重22。 

我認為，Kimberley 的道德確信的權利論證具有相當說服力，此外，她所

指出的溝通（communication）與表達（expression）之差異也是值得深思。但是，

我認為她的理論在對於當代公民不服從的實踐過程解釋上有相當程度的不足。

我將在下文進行整體的檢討。 

（二）政治參與的權利論證  

另外一種對於公民不服從的權利取向的論證並非奠基在社會成員的道德確

信之上，而是在於成員的政治參與權。David Lefkowitz 的理論便是此種主張的

代表（2007: 202-233）。Lefkowitz 認為即使當社會已經保障政治參與自由之道

德權利時，公民還是有權利進行不服從行動，即便自由社會已保障其成員的政

治參與了，也不會取消掉了社會成員有權利進行公民不服從。 

Lefkowitz 的論證方式，是針對拉茲的核心命題開始的。拉茲認為，當政

治參與權利已經獲得時，自由社會的成員沒有權利進行公民不服從，因為這種

權利行使已經被政治參與權利所吸納了。而 Lefkowitz 所思考的便是：「即便

在自由社會中成員之政治參與權受到保障了，難道成員仍然沒有公民不服從的

權利嗎？」（2007: 203） 

Lefkowitz 的論證方式是從對於民主程序的界定開始：他認為民主決策程

序基本上是對於兩種相互競爭道德主張的制度性回應。一方面道德的正當主張

要求著集體行動，這種集體行動會正當化當代國家的存在「目的」。另一方面，

也具有個別化的合理主張，這些主張思考對於國家如何實現這些目的以及何種

手段是道德上 佳的方式。（2007: 213） 

從這個對於民主程序的理解出發，所謂的政治參與權其實蘊含著兩個更為

「特定的權利」： 

1. 社會成員有權參與決策程序本身。 
2. 持續地藉由不同方式質疑（contest）已透過民主參與達成的決策。 

他認為上述第二種權利包含著「較為侷限的公民不服從」（constrained 
civil disobedience）。然而，即便我們認同集體決策做成後，社會成員有權進行

不斷地質疑，一個核心問題是，為何不是使用合法方式，而是透過不服從的行

動呢？很多理由可以說明為何採用不服從，但是關鍵的一點是，不服從是弱勢

                                                                                                                                      
足的情況出現。 
22  很 有 意 思 的 是 ，Kimberley 的 論 證 相 當 程 度 上 反 駁 了 拉 茲 的 政 治 參 與 權 的 論 證 。 因 為

Kimberley 認為，所謂良知行動的權利的限制是基於人本主義而來的。即便是在一個合理的良

善社會之中，這種限制並非基於「法律所設定的疆界」而來的（Brownlee, 2012: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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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minority）特別有效的一種表達意見的管道，行動者願意冒著受到國家追訴

的風險以及激起其他社會成員的情緒常常是一種「有效表達他們的確信與偏好

的方式」，這種效果是以合法手段往往無法達成的。（2007: 214） 

即便民主程序是針對兩種相互競爭的道德主張的制度性回應，即便社會成

員有權針對已達成的集體決定不斷地提出質疑，即便採取不服從方式的效果大

於合法手段，還是可以提出質疑：「為何弱勢者不直接承認，這就是民主決策

程序中的結論，因此這就是運氣壞而已（tough luck），弱勢可以選擇說服多數

人在下次決策程序進行時，挑戰既有的結論？」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檢視出

Lefkowitz 對於政治參與權的實質立場。他認為理解政治參與權利 好的方式是，

這種參與權利的目的在於盡可能地減少下述情形：一個人對於正義的觀念是否

受到多數人的讚許取決在「運氣」（luck）這一回事上！也因此，尊重一個人

的政治參與權要求盡可能地消除行使此種權利的潛在障礙（potential barriers）。

（2007: 215） 

因此 Lefkowitz 論證到，所謂的政治參與的道德權利實際上包含著兩種權

利：一種是透過合法手段表達意見，參與與形成決策的權利，另一種是進行公

民不服從的權利。我們可以見到，Lefkowitz 的論證方式是迥異於 Kimberley 
Brownlee 的論證，因為 Lefkowitz 主張，在政治參與權下，社會成員可以「不斷

地去以多樣的方式質疑藉由著特定程序的而達成的政治決定」，他更認為，即

便 在 民 主 社 會 裡 面 ， 政 治 參 與 權 具 有 一 種 內 存 的 衝 撞 潛 能 （ potential of 
continuous contestation）。這種衝撞潛能可能藉由著不同表達方式展現出來，公

民不服從便是其中一種。 

（三）評估 

在評估之前，必須先理解到：道德確信或是政治參與權作為不服從的權利

來源，兩者不是互斥的關係。他們各自有其證成基礎以及權利行使的要件與範

圍。因此，不需要將此兩者視作概念上互斥的權利。筆者在此的重點並非要全

面地評估道德確信權與政治參與權的優劣之處，而是希望指出此二種不服從的

權利來源需要進一步闡述的地方。 

在 Kimberley Brownlee 的道德確信權利中，她的理論顯然欠缺了對於公民

不服從的政治性質的探討。可以這麼說，相較於羅爾斯或拉茲，Brownlee 的理

論並未將政治面向視為公民不服從的重要特徵，也因此，她的理論不區分公民

不服從與良心拒絕（conscientious refusal），僅區分溝通性與非溝通性不服從兩

者。在她的理論框架中，典型的公民不服從事例更具有良知判斷（conscientious 
judgments）的特色。然而，如果我們觀察世界上的不服從事例，可以發現具有

抵抗（或抗衡）政治權力濫用的特色，不論是具有革命型態的甘地（推翻英國

殖民統治）、翁山蘇姬的抵制軍政府、或是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民權運動，我

們都可以見到不服從的政治面向。Brownlee 的道德確信論證雖然可以說明不服

從者內在的真誠特色與道德信念等內容，但是卻無法說明行動者的道德信念如

何與政治價值產生連結。23 

                                                
23 本者曾在書信中與 Kimberley Brownlee 談及這個提問，她自身也理解到對於政治面向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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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Brownlee 對於政治面向的欠缺相聯繫的是，對於不服從的政治特色進

行討論不僅是一個定義上的問題而已，也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涵。因為，

它將我們帶入不服從者的公共理性的論證脈絡之中。羅爾斯在其晚期對於「公

共理性」（public reason）的討論上，曾經一度觸及不服從行動者如何在整體性

的正義觀（the comprehensive conception of justice）中與其他社會成員進行溝通

與論理。（Rawls, 2005: 247-254）在此，我們無庸深入羅爾斯所闡述的「公共

理性」觀念的討論之中，僅需見到欠缺了對於不服從的「政治特色」的關注，

將喪失了許多寶貴的理論素材（對於政治權利濫用的反省、對於公共證成的討

論、對於政治行動的規範基礎的檢討等等）。在這一點上，Brownlee 的道德確

信論證在她當前論述中，沒有可以銜接的理論概念。 

反觀 Lefkowitz 的政治參與權，強調社會成員之不服從作為一種民主參與

的機制，他的政治參與的權利論證可以一方面可以扣合更為基進的民主觀與權

利理論，或是銜接較為溫和偏向程序主義的民主觀，進而對於行使公民不服從

的正當性要件（例如羅爾斯的所提到的適用對象與發動門檻等要件）提出更多

豐富的想像。在更深層的意義上，Lefkowitz 的政治參與的權利論證更可以為基

進式的公民不服從理論（例如顏厥安提倡的「民主抵抗」理論）提供更堅實的

規範論證。（顏厥安，2015，頁 5-22）Lefkowitz 的壞運氣的論證也為不服從者

在針對已通過民主程序的集體決策提供了持續異議的正當性基礎。社會成員沒

有道理接受「運氣壞」（tough luck, bad luck）作為接受民主程序結果的規範理

由，相反地政治參與權作為規範性理由說明了，民主參與事實並不會對社會成

員之服從法律的義務造成決定性影響，從而取消了運用不合法的方式進行衝撞

的可能。如果 Lefkowitz 進一步發展更實質的民主觀點論述，這個理論會有很

大發展性！ 

然而，Lefkowitz 的理論卻也呈現出侷限之處。他的政治參與權雖然是一

個普遍的權利，但是其所推論的公民不服從權卻在「適用主體」上是侷限的，

因為他 後提出的規範論證是以「弱勢」者為主的，這樣的可能結果是，在一

個自由社會中，唯有弱勢者具有權利進行公民不服從。雖然，這不表示非弱勢

的不服從沒有正當化可能，但是這蘊含著「非弱勢沒有進行不服從的權利」。 

Lefkowitz 的這個適用主體的侷限性，讓他的公民不服從權呈現為非普遍

的道德權利，因此，對他而言雖然政治參與權是普遍的，但是基於政治參與權

而來的不服從權利卻是侷限的。與壞運氣論證相關連的是，對於「少數」（或

弱勢）的界定。Lefkowitz 對於弱勢似乎是採取直觀想法，認為屬於議題上不獲

社會支持的少數成員，但這種界定似乎過於單調。 

關於不服從權利是普遍性（general）的或是局限性（limited），我相信必

須結合社會成員所屬的社會形態以及不正義的類型進行討論。不論是 Raz、

Lefkowitz，或是 Brownlee 的理論所預設的社會形態皆可算是理想的社會（ideal 
society）或是自由與正義的社會。社會成員在此種社會形態中是否擁有權利進

                                                                                                                                      
欠缺，因為也有其他人向她提出此類質疑。她的非正式回應是，不服從者雖然針對政治權威進

行抵抗，但是真正具有力量與說服力道的不服從必然是針對所有人的，這也是為什麼道德確信

或是良知是不服從者的必要條件之一。Brownlee 似乎尚未將此種觀點更深入發展。因此筆者僅

做一個非正式回應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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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民不服從可能差異不大，即使不服從者的判斷出現明顯與重要錯誤，在法

律體系對其法律責任的判定與歸責上，不服從者的法律責任可能不會太重，因

為即便是不具正當性的不服從，在自由社會中可能還有其他基本原則要求法律

體系保障個人意思表意自由。然而，若社會形態不是自由社會，而是非理念型

的社會，那麼對於不服從權利是否具有一般性的討論便有相當重要性，因為這

涉及到在非理念型社會中，意識形態與價值判斷相異的人皆可能取得（幾乎）

違法抗爭的政治道德權利，不論是反對專制政府者或是法西斯主義者皆然。關

於這個議題這的確需要深入討論
24
。若要仔細探討不服從權利的普遍與否，討論

必須鑲嵌在特定社會條件之中，然而針對這一個問題必須另外為文討論。 

對於不服從權利之普遍或是個別的討論之所以具有重要性，有一個實踐上

的意義：思考此類權利遭到濫用的可能性？我想這是一般人會具有擔憂，此類

擔憂毋寧是正常的。而正是此類擔憂的存在，讓筆者寫作這一篇文章，因為這

篇文章企圖做一個又窄又深的討論，思考在抵禦脈絡下的權利取向的意義是什

麼？Frederick Schauer 在 Can Rights Be Abused? 一文中曾經提及過，權利被濫用

的想法意味著行使權利的行為是在權利的範圍之內（1981: 226）。同樣的，如

果要避免不服從之權利不被濫用，需要進一步發展不服從權利的實質理論，如

此一來我們才有辦法知悉此類權利的範圍。 

五、結語 	  

本文的目的只有一個：為公民不服從之保障方式提供一個概念性說明，藉

由區分說服與抵禦之脈絡釐清採用證立取向以及權利取向所可能面對的問題，

與這兩種取向所可能蘊含的命題。然而，「不服從」從來就不是一個理論課題

而已，它更是一種實踐課題：考驗著不服從者如何審視衡量法律之價值、守法

義務（如果有的話）的重量以及對於正義觀的堅持方式。它也考驗著法律體系

如何面對與處理不服從者之法律責任，考驗著國家如何避免僅以形式判斷而決

定了不服從者一階行動理據的道德重量與法律意涵。 

這一篇文章能做的很不多，但已為在分析不服從者之法律責任上提供一個

概念化方向。它釐清了兩種保障不服從的方式：「證立取向」與「權利取向」。

並說明了，此兩種取向的核心命題、可能質疑以及差異所在。在對於國家機關

的影響上，此兩種取向 關鍵的差異在於：證立取向為國家提供了不干涉不服

從的理由，但此一理由可以被國家的利己理由所擊敗，但由於權利取向課與國

家不干涉的義務，此一義務雖然是初顯義務，但是國家不可僅因為利己理由而

                                                
24 審稿意見指出，不服從權利是不是具有一般性（包含法西斯主義者也擁有不服從權利）是一

個爭議問題，我們不應該將權利行使的「放寬」與「權利的一般化」等同起來，鮮少有論者會

願意給予法西斯主義者不服從的權利（違法抗爭的道德權利）。筆者同意，不應該將「不服從權

利行使之放寬」與「權利之一般化」給等同起來。 審查意見亦認為， 筆者在寫作中未顯明的立

場是，在非理念型的社會中，社會成員擁有一般性的不服從權利。筆者的確有這個立場，而且

這個立場需要非常仔細的檢視始能成為主張（claim）。在本文中，我沒有針對上述立場提出直

接論證。這便連接到了我們需要發展不服從權利的一般理論，思考此類權利的來源、性質、構

成要件、行使範圍以及如何與正當性產生關聯等議題。筆者目前尚無法處理此類議題，僅能另

以他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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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不服從，相反地，必須提出要干涉不服從的實質論據，並且考量不服從所

具有的正面意涵等等，如同本文一開始引用的 Howard Zinn 的意見一樣。 

國家權威在面對不服從時有很多種方式可以選擇，而一個堅守民主與法治

之價值與捍衛個人自主決定的法律體系會謹慎地思考不服從者自身透過審慎思

量而來的行動所展現的道德力量有多少。因為法律體系會發現，被一階行動理

據所支持的不服從向著社會成員表達出正義的議題與關懷，也召喚著國家權威

進入一個理性論證的程序。法律體系是這種理性論證程序之一種，而權利取向

所設定的論證義務負擔為國家公權力之執行設定論證的必要考量之點，它的目

的不是要開一張空頭支票，而是要讓國家認真地對待異議（dissent）在民主社

會中的界線。這條界線無法一次畫完（也不可能一次畫完），因為在民主與法

治的要求下，它會不斷地被修正與被檢討。然而，這也是不服從的重要價值之

一，因為不服從行動讓我們得以在關鍵時刻中仔細審視國家與社會成員的關係

基礎與自主決定的界限，這是任何民主社會無法迴避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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