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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基本收入：論非工作風氣*
0

林耕漢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E-mail: kenghan@yahoo.com.tw

摘 要
這篇文章試圖探討為了基本收入制度的可行性，我們需要
什麼樣的社會風氣的問題。基本收入的主要提倡者范巴黎斯
(Philppe van Parijs) 注意到，假使有一部分的人在接受基本收
入後不去工作，那這將會造成社會體系的不穩定。為了解決這個
問題，他提出工作風氣的構想。然而，本文將指出，在推動基本
收入制度上，我們也需要允許人們不從事有償工作的風氣，即非
工作的風氣，其能改變目前的工作倫理。並且，本文主張堅持價
值中立的國家在推動非工作風氣上只能採取某些觀點作為理
據，同時允許一些觀點在社會中自行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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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 期 ， 芬 蘭 結 束 了 為 期 兩 年 (2017-2018) 的 全 民 基 本 收 入
(universal basic income) 的社會實驗。 1 基本收入是指，在特定的社
會中，無論個人是否有收入和工作，國家都以現金的形式且定期地
付給社會中每位成員的收入 (Standing, 2017: 3-4; van Parijs, 1995:
35-36; van Parijs & Vanderborght, 2017: 4)。但是，實驗的結果不如
預期。這有許多的衡量指標，其中一項是：當人們領取基本收入後，
依然會有從事有償工作的意願。 2 這項指標很關鍵，因為許多基本
收入的反對者都指出，假使國家提供基本收入的話，人們會傾向於
不去工作。 3 例如，潘悌瞿 (Vida Panitch) 就提到：「如果收入高
到足以構成工作的真正替代方案，那麼收入就不可能持續，因此會

1 全民基本收入有很多稱呼方式，像是無條件的基本收入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或是受保障的基本收入 (guaranteed basic income)。以下，若無其他必要，都將直接稱
為「基本收入」。
2 芬蘭基本收入實驗開始於 2017 年 1 月，分成 2,000 人組成的實驗組和 178,000 人組
成的對照組，且無論是參與實驗組還是對照組的人，他們都是領取失業津貼的失業者。
在這項實驗中，實驗組領取每個月 560 歐元的無條件基本收入，對照組則繼續領取有
審查條件的失業津貼。該實驗的主要目標在於確保基本收入制度能與工作體系維持一
致，也就是保持領取者的工作動機 (Kangas & Pulkka, 2016: 4)。同時，也評估基本收
入對幸福感和健康照護資源的影響。並且，該實驗於 2018 年 12 月結束。基本上，無
論是基本收入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認為這項實驗不算成功，因為它無法達成預期
的主要目標，即領取基本收入者依然會有意願去工作。這項實驗反倒達成了次要的評
估標準，也就是個人的幸福感增加，從而生活壓力減少，進而減少健康照護資源的支
出。若干基本收入的支持者總結這次實驗失敗的原因為金額和人數太少。一方面，560
歐元 (原本預計給 800 歐元) 實在太少，這大約是芬蘭首都赫爾辛基郊區的房租價格。
對於貧窮者來說，這筆錢只夠他們付房租，而無法做其他應用。另一方面，是 2,000
人的樣本數太少，代表性不足。
3 不同的學者對工作 (work)、有償工作 (paid work)、無償工作 (unpaid work)、勞動
(labor) 和就業 (employment) 等詞彙有不同的使用方式。在本文中，如無特別說明，
工作即指有償工作和就業，即那種個人以受社會承認的勞動方式換取薪資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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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讓人不去工作的不良影響」(2011: 939)。這有幾種可能的
情況。其一，由於不去工作也可維持一定的生活水準，因此人們會
傾向於不去工作。其二，這會降低本來就擁有不錯工作和收入的人
的工作動機，因為他們的整體所得會減少。如果不去從事有償工作
的人數增加，那他們的負擔就更重，由此工作意願會更低。當這些
情況出現時，不僅基本收入的制度，連其他的制度也會不穩定。
早在這項實驗開始之前，范巴黎斯 (Philppe van Parijs) 就考慮
過這個問題，即「要如何讓個人在領取基本收入後，依然會有從事
有償工作的意願」。由於基本收入的制度允許個人不去從事有償工
作但領取基本收入，因此我們不能再透過法律和制度的規範要求人
們去從事有償工作。於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范巴黎斯訴諸了工
作風氣 (ethos of work) 的構想 (van Parijs, 1995: 56, n. 49; 2003:
230-231; van Parijs & Vanderborght, 2017: 224-225)。風氣是指在正
式的規範之外，能影響個人決定和行為傾向的非正式規範，像是社
會壓力和文化譴責等。但是，風氣不是一般的非正式規範，而是用
以搭配正式制度，讓他們能順利運作的非正式規範。例如，民主制
度的順利運作需要公民展現出合作、說理和寬容等行為。由此，工
作風氣可以被理解為：即使在法律的正式規範上個人被允許不去從
事有償工作，但他們依然有去從事有償工作的意願和行為傾向。倘
若這項構想行得通，那范巴黎斯就可以解決基本收入會降低個人工
作意願的質疑 (本文第肆節)。
基本上，本文同意范巴黎斯關於工作風氣的構想，即以非制度
的規範來維持人們的工作動機。即便如此，本文認為范巴黎斯沒有
充分地注意到提倡非工作風氣的必要性；或者說，兩種可行性的區
別。工作風氣所試圖維持的是制度的穩定性 (stability)，其所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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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制度建立之後，要如何讓它持續下去。穩定性是可行性 (feasibility) 之一，但不是唯一。另一種為可達致性 (accessibility)，其所
探討的是，當制度尚未存在時，我們要藉由什麼樣的方式來產生它
(Gilabert, 2012: 238-240)。要點在於，改變某些阻止人們接受新制
度的既有觀念，並由此提升他們對新制度的心理接受度。在這項架
構下，工作風氣應該算是
用以維持基本收入制度穩定性的機制，因為它試圖透過鼓勵大
家去工作來維持基本收入制度和其他制度。因此，工作風氣應該是
在基本收入制度建立之後社會需要的非制度性規範。倘若如此，那
我們應該也需要有助於建立基本收入制度的非制度性規範。 4 為什
麼呢？因為目前依然有許多傳統觀點阻止人們接受基本收入。一個
最常見的主流觀點即是工作倫理：健康、成年且有工作能力者應該
去工作 (Anderson, 2013: 24; Dworkin, 2000: 335-338; Rawls, 2005:
182, n. 7)。考量到這一點，我們也應該提倡一種非工作風氣，其可
以使得不去工作不會成為遭受社會壓力的行為，以幫助我們催生基
本收入制度的產生 (本文第伍節)。
目前已有許多觀點質疑當前的工作文化與提倡非工作的生活
方式 (Adorno, 2001; Cholbi, 2018; Danaher, 2018, 2020; Frayne,
4 有些學者指出，芬蘭的基本收入實驗的施行過於倉促，而倉促的原因則在於政治因素。

由於基本收入的議題在芬蘭 (甚至是在歐洲) 已經爭議甚久，支持者和反對者各據一
方。各政黨為了獲取基本收入支持者和反對者的支持都對該議題明確表態，這造成了
兩方陣營的明確對立。由此所導致的結果是，從反對者轉變成支持者的人數在過去三
十年並沒有顯著增多。對此，就有學者說道：「一個合理的解釋是，對基本收入實驗
越來越多的公共關注迫使各政黨擺脫眾所周知的障礙，更加堅定地宣布自己是贊成還
是反對。隨著公共立場的日益牢固，基本收入實驗並沒有在政黨間擴大支持」
(Wispelaere, Halmetoja, & Pulkka, 2018: 16)。也就是說，在實驗之前，原本支持基本
收入的人還是支持，反對的還是反對。這項調查顯示出，即便是支持的政黨也沒有積
極地推廣基本收入，由此增加接受該制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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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Gomberg, 2016; Gorz, 2003/2010; O’Connor, 2018; Veltman,
2016; Weeks, 2011)。提倡這些觀點無疑地有助於推廣非工作的風
氣，但本文認為這些觀點沒有充分地注意到界線的問題，即尊重多
元價值的國家能夠積極地提倡什麼？以及，它能夠消極地允許什
麼？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本文區分了兩種建構非工作風氣的觀點，
分別是良好的工作觀和公共觀 (並將若干觀點置於其下)。依據良好
的工作觀，人們可以不工作且不受指責，因為工作具有某種道德意
義 (即工作是人類良好生活的一部分)，而目前的工作結構無法讓人
們達成它。依據公共觀，我們不應指責不工作的生活方式，因為非
工作活動從公共利益的立場來看是可被接受的。並且，本文的主張
是：在提倡非工作風氣上，國家應該採用公共觀，且讓良好的工作
觀在社會上自行傳播 (但不應採用良好的工作觀) (本文第陸節)。以
下，即先由說明基本收入開始 (本文第貳與第參節)。

貳、基本收入的性質
依據范巴黎斯的定義，基本收入是指無論社會成員是否有工作
和其他收入，國家都定期地提供給他們的現金資源。基本收入有幾
項特徵，即現金支付、個體性、普遍性以及無條件等。首先，基本
收入是以現金，而不是以實物形式支付的。例如，基本收入的支持
者主張國家應該提供基本的醫療保險，然後讓個人自行購買額外的
醫療服務。其次，基本收入是以個人為單位支付的。有些社會資源，
像是最低收入保障，是以家庭為單位提供的。但是，這無法確保每
個人都有自己的一份現金收入。相反地，基本收入是提供給家庭中
的每位成員，包含尚無工作能力的小孩與全職的家庭主婦。假使小
孩未成年，則由監護人代收。再者，基本收入是普遍地提供給所有

576

歐美研究

人，包含已經有固定收入者和失業者。最後，基本收入是無條件的，
即使個人沒有找工作的意願也可以獲得 (van Parijs & Vanderborght,
2017: 4, 13-19)。
依據基本收入的支持者，基本收入對個人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是
有益的。例如，以家庭而言，它可以讓家庭主婦有機會學習新的技
能，從而不被困在家庭關係中。以工作而言，基本收入可以幫助個
人避免失業陷阱 (unemployment trap) 的問題。一般而言，國家提
供失業補助是有條件的。一旦失業者找到工作，失業補助馬上停止。
但是，失業者新工作的薪水有時會低於失業補助，並且申請失業補
助的過程是繁複的。考量到這些因素，失業者通常會傾向於繼續領
取失業補助，而不是積極地去找工作 (van Parijs & Vanderborght,
2017: 19)。基本收入可以避免失業陷阱的問題，因為它不檢視領取
者是否有積極地找工作的意願。

參、真正的自由主義
以上所言是關於基本收入的主張，但尚未證成它。也就是說，
解釋為什麼我們應該接受基本收入的主張。實際上，不同的學者有
不同的證明基本收入是合理的方式。舉例而言，茲沃林斯基 (Matt
Zwolinski) 透過私有財產權來支持基本收入。主要的論點是，私有
財產權是可被接受的，當且僅當它能使每個人都過得更好。社會安
全網的設置，即讓每個人擁有維持基本生活的物質基礎，可以做到
這點。並且，採用基本收入的形式 (因為它是無條件和免於審查的)
可以讓社會安全網擴及到每個人 (2015: 526)。
以范巴黎斯來說，他主要是以真正的自由 (real freedom) 作為
理據來支持基本收入的主張。范巴黎斯區分了兩種自由，即形式的
自由 (formal freedom) 和真正的自由。形式的自由是指，將自由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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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每個人，但不確保他們行使自由的條件。相反地，真正的自由則
要求每個人能擁有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機會 (van Parijs & Vanderborght, 2017: 104)。范巴黎斯提到：「正是真正的自由讓我們可
以在各種生活中選擇我們希望過的」(van Parijs, 1995: 33)。舉例而
言，我擁有去看電影的自由，形式的自由可能只會要求每個人擁有
不被限制的行動自由，但不確保每個人都有足夠的金錢和時間去看
電影。反之，真正的自由則要求讓個人有足夠的資源去完成他看電
影的意圖。真正自由要求個人追求他想做的事情的可能性可以獲得
提升。 5
依據范巴黎斯，真正的自由主義追求的是「最大化擁有最少真
正自由者的真正自由」。對此，他提到：「嚴格來說……是最大化
形成這種自由基礎的饋贈，也就是最大化那些獲得最少的人 (those
who receive least) 所能獲得的」(van Parijs & Vanderborght, 2017:
105)。雖然范巴黎斯有時說真正自由主義試圖「最大化所有人的真
5 或可發現，真正的自由很接近能力進路 (the approach to capability) 所言的能力 (ca-

pability)。能力是指個人能夠做到某件事與能夠成為某種人的實質自由 (Crocker,
2008: 190; Nussbaum, 2011: 40)。並且，能力進路是依據能力來衡量一個人的生活條
件。假使我們要衡量一個人過得好不好，聚焦的不應是他獲得了什麼事物，而應是他
使用這些事物的可能性。舉例而言，假使有兩個人都被賦予了選舉權，其中一人有空
去投票，另一人則因為工作之故無法去投，那我們不能說他們去投票的能力是相等的。
反之，如果這兩人都被賦予投票權，同時都能自行決定去不去投，也就是說「有投票
權，也有投票的時間」，但是否去投則端視他們自己，那我們可以說這兩人擁有相同
的投票能力。從重視人們的實質自由 (而不僅是形式自由) 這一點來看，真正自由和能
力概念似乎是一致的。但是，兩者可能還是有差異。依據我的理解，真正自由強調的
機會意義是「一個人有可能做到，但不保證他一定能做到」，而能力概念強調的是「一
個人能做到，無論他是否去做」。范巴黎斯在某些地方表達了這項理解：「制度建置
只是分配『可能』(mays)，而不是『能夠』(cans) 的方式」(van Parijs, 1995: 23)。這
種對真正自由的理解符合我們之所以提供基本收入的一些情況。例如，家境貧寒的學
生想成為律師需要通過國家考試，基本收入可以幫助他減少打工的時間，但不保障他
能因此考上律師。是以，基本收入只是提升這個人成為律師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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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自由」，但這其實是指「最大化擁有最少者的真正自由」。這有
一些文獻依據，像是「最大化最低等級的真正自由，或者更簡潔地
說『最大化真正自由』和不那麼深奧地說『對所有人的真正自由』」
(104)。依據羅爾斯的差異原則，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是可被接受的，
當且僅當制度的設計最有利於社會處境最差者。范巴黎斯將真正自
由的概念結合差異原則並主張，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是可被接受
的，當且僅當制度的設計能最大化擁有最少者的真正自由。對此，
他說道：「如果不平等對所有人有利……這種不平等是公正的。如
果我們接受這一點，我們必須努力地替最不自由者爭取最大的真正
自由」(104)。
那麼，范巴黎斯如何證成「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是可被接受的，
只要這能最大化擁有最少真正自由者的真正自由」的主張？范巴黎
斯是透過所謂的分配正義 (distributive justice) 觀。依據這項觀點，
每個人共同地繼承了若干資產，這包含自然資源 (像是土地和礦產)
和人文資產 (像是技術、資本和社會制度)。並且，共同資產的擁有
會影響到個人的真正自由。是以，出於平等地尊重每個人的考量，
這些資產原則上應該均等地分配給每個人。6 然而，出於運氣之故，
每個人使用這些資產的機會是不均等的。由此，每個人的真正自由
也是不均等的。只不過，這不代表我們應該均等化每個人使用共同
資產的機會。共同資產的不均等分配 (以及由此帶來的每個人享有
的不均等的真正自由) 是可被接受的，只要這可以增加社會的資源
6 范巴黎斯之所以採用分配正義觀，而不是合作正義觀，是因為前者可以避免搭便車的

質疑。由於分配正義觀假定共同資產應該均等地分配給每個人，因此每個人基本上對
共同資產有一份份額。當我們將這些資產用於生產上並產生出利益時，每個人由此對
這些利益有一份份額 (即使每個人實際上使用這些資產的機會是不均等的)。徵收這些
利益構成了基本收入的稅基。是以，以此為基礎發放基本收入給無工作者的話，我們
不能說無工作者是搭便車，因為我們應用的是他們本來就有一份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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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並讓擁有最少者能透過這些資源增加他們的真正自由 (謝世民，
2017: 155; van Parijs & Vanderborght, 2017: 106-107)。在這樣的情
況下，(出於共同資產的任意分配) 而擁有較多真正自由者可以保有
他們的優勢，而擁有較少真正自由者的真正自由則可以獲得提升。
假使真正自由主義的目標在於最大化擁有最少者的真正自由，
那基本收入的確可以達成這項目標 (即便它不是充分條件，因為還
需要其他的措施)，因為可用財富的增加能增加擁有較少真正自由者
在不同生活選項間進行選擇的可能性。 7 家境貧困者可以在繼續升
學或是去工作中進行選擇，職業婦女可以在更多工時和更少工時之
間進行選擇。並且，由於領取基本收入是無條件的，因此個人在追
求自己的目標時就更具彈性。

肆、工作風氣
對於基本收入，經常出現的一項質疑是：當獲得基本收入後，
有人將不願意去從事有償工作 (van Parijs & Vanderborght, 2017:
113-114)。如此一來，不僅基本收入制度本身會不穩定，其他制度
也可能因此不穩定。例如，某些專業人才減少工時，但他們的服務
對特定族群而言是必要的 (像教育從業人口)。也就是說，雖然基本
收入制度不以工作意願作為分配的條件，但是社會的正常運作還是
需要維持一定的工作人口。由此，若要讓基本收入制度和其他制度
維持穩定，那我們就要想辦法讓人們有工作的意願。這有幾種可能
的方式。首先，我們可以在制度上要求領取基本收入的人必須從事
有償工作。也就是說，領取基本收入但不從事有償工作者將會被懲

7 有助於個人真正自由的事物不限於基本收入，還包含了健康照護和基本教育 (Ander-

son, 2013)。因此，基本收入只是實現真正自由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580

歐美研究

罰。但是，這是行不通的。因為基本收入的要點在於無條件性，即
個人不必從事有償工作也能領取基本收入。其次，是讓人們自願地
從事有償工作。這是指，他們的確可以選擇去工作或不去工作的生
活方式 (基於真正的自由)，但他們會傾向於選擇去工作。那麼，我
們應如何做到這點呢？
對此，范巴黎斯似乎認為我們應該提倡一種工作風氣 (ethos)，
它能讓每個人在有基本收入的情況下依然有意願去工作。他提到：
如果一些體制的行動更偏愛 (或者減少侵蝕) 一個廣泛的工
作倫理 (work ethic) 或普遍的合作精神——其關鍵地不同於
施加反寄生法 (anti-parasive law) 或 (藉由違反自我所有權
的) 強制的勞動，也不同於 (藉由違反非歧視) 施加一些工作
意願 (willingness-to-work) 的條件給基本收入的權利——最高
且可持續的基本收入等級將比在其他體制……更高。因此，我
們可以想像一個真正自由主義的情況能出於一些體制的類型
而被創造出來，這是因為風氣傾向於產生他們。(van Parijs,
1995: 56, n. 49)

依據范巴黎斯，我們可以提倡一種工作的風氣，它會讓人們產
生去工作的意願。只是，這樣的工作風氣不是強制性的法律，也就
是我們不以法律的形式要求人們去工作。
范巴黎斯並沒有給予風氣明確的定義。但是，若依據柯恩 (Gerald Cohen) 的定義，風氣是「藉由日常的實踐和非正式的壓力所形
成的一組情感和態度」(2008: 145)。8 卡倫斯 (Joseph Carens) 也提
8 風氣的概念最早是由柯恩提出的，但他所提的是平等主義的風氣 (egalitarian ethos)，

而不是工作風氣。平等主義風氣是用以解決選擇職業的自由和改善弱勢者處境間的衝
突的方案。依據羅爾斯，自由的優先性意謂著我們不能強迫有較強工作天賦者從事高
生產性的工作，因為他們有選擇職業的自由。人們從事什麼樣的工作，端視他們在社
會提供的各種激勵下如何決定 (Rawls, 2001: 64)。由此，在所有改善最弱勢者條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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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風氣是「一組廣泛的 (雖然不一定是普遍的) 關於人們應如何
行動的共享信念；也是多數的時候願意依據這些信念行動的一般
(雖然不是普遍的) 意願」(2015: 53)。簡言之，風氣是在正式的規範
之外，能影響個人決定和行為傾向的非正式規範。正式與非正式的
差別主要以某項規範是否具備法律的形式。倘若如此，那社會慣例、
風俗和不成文規定等能影響個人行為傾向的規範都算是風氣。
范巴黎斯在分析羅爾斯的差異原則時，再次提到了工作風氣的
概念。他提到，假使我們僅在社會制度的設計上改善社會處境最差
者的條件，像是透過稅制和教育制度，但不要求個人有「改善社會
處境最差者」的動機，那依據差異原則設計出來的社會制度依然會
不穩定。由此，范巴黎斯認為我們應該提倡有助於維持依據差異原
則設計出來的制度的風氣，他提到：「我們不應迴避堅決地設計那
些制度，其能培養團結、工作甚至是愛國主義風氣，當然不是因為
這種風氣所激發生活的內在價值，而是因為它在服務中對提升社會
最差位置的終身前景具有重要的工具價值」(van Parijs, 2003: 231)。
在這裡有幾項要點，其一，風氣可以是多樣的。從范巴黎斯論述差
異原則的脈絡中可以看出，為了維持有利於處境最差者的制度，不
僅需要他人有工作的意願，也需要其他的風氣，像是出於團結而願
意貢獻更多。其二，風氣會引導人們過某種生活方式，但這不要求

方案中，我們不能選擇份額最大的那個，因為這可能會造成對有生產天賦者的奴役。
但是，依據柯恩，如果我們不從制度的規範，而是從倫理的規範著手，就有可能解決
這個問題。對此，他說到：「倫理解決方案表明，透過不採用法律義務並通過文化或
類似文化的承諾，來確保自由和平等」(Cohen, 2008: 194)。倫理解決方案即是訴諸平
等主義的風氣，即更有能力者有去從事高產值的工作的義務。假使有能力者受平等主
義風氣影響而去從事高產值的工作，那就不違反他們選擇職業的自由 (這是訴諸制度
的規範)。相較於柯恩，范巴黎斯不需要提倡這麼強的社會風氣，因為只要社會能維持
一定比例的就業人口，基本收入制度就能維持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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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視這樣的生活方式具有內在的價值，而是出於有助於制度的穩
定而選擇它。風氣是對制度能順利運作的輔助，只要制度能順利運
作，它所產生的公共利益對每個人就是有益的。由此，擁有不同宗
教、文化和價值觀的公民就可以從自己的理由去依循風氣的引導。
其三，風氣是用以輔助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規範。不是所有的非正式
規範都是風氣，只有那種有助於制度順利運作的非正式規範才算是
風氣。也因為風氣是用以輔助正式制度的，因此它是政治共同體的
「官方道德」(the official morality) (Birnbaum, 2011: 402)。也就是，
國家可透過某些方式讓公民表現出這樣的行為傾向，例如訴諸公共
教育以培養每個公民都認同成年且健康的人應該去工作的觀點。
接著，在說明如何維持基本收入的制度時，范巴黎斯提到了團
結的愛國主義 (solidaristic patriotism)，這是指：「與一個地方的連
結，對當地公共社群團結的忠誠，這些能使高收入者希望在本地居
住、工作、投資和貢獻社會，而不是在國際上尋找稅金待遇最好的
地方」(van Parijs & Vanderborght, 2017: 224-225)。范巴黎斯注意
到，假使有些人 (出於在國外能得到更好收入的理由) 不願意留在
提供基本收入的國家中，將會妨礙基本收入制度的穩定性。所以，
為了讓人們願意留在提供基本收入的國家中，我們應提倡一種團結
的愛國主義。這似乎是一種擴大版本的工作風氣。假使工作風氣是
指成年且有工作能力的人願意去工作的傾向，那團結的愛國主義似
乎是指成年且有工作能力者願意在自己的國家中工作的傾向。
綜上分析，大致可以得知，工作風氣在范巴黎斯的論述中是指：
在社會中應存在著一種非正式的規範，它能讓個人有願意去工作的
傾向，即使依據正式的制度規範他們可以不這麼做。對於工作風氣，
我們要注意幾點。其一，若只是為了維持基本收入制度的穩定，我
們實際上不需要「每個人都去從事有償工作」，而只需要「社會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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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定比例的人口去從事有償工作」即可。但是，在規範上，工作
風氣可能還是會以「每個有能力者都應該去從事有償工作」的形式
表現出來 (因為規範的形式是全稱的)。其二，單以稅源來看，工作
風氣要與其他稅源措施相互搭配才能達到基本收入制度的穩定性。
為了基本收入制度的財源穩定性，范巴黎斯等人提出許多的課稅措
施，像是自然資源使用稅、遺產稅和貨幣流通稅等。除了課稅之外，
還有節省人事成本的方式 (Standing, 2017: 144-146; van Parijs &
Vanderborght, 2017: 147-158)。因此，個人從事有償工作所帶來的
稅收雖有助益，但也只是其中一部分。其三，以整體的社會體系來
看，社會需要一定比例的就業人口才能正常運作。例如，教育制度
的正常運作需要一定比例的教育從業人員。由於基本收入制度 (在
制度的規定層面上) 允許個人不去工作，因此倡導工作風氣對社會
的正常運作就變得重要。是以，假使工作風氣行得通，那它除了為
基本收入制度提供財源穩定性之外，還能為其他制度提供穩定性。

伍、走向基本收入制度需要非工作風氣
如果上述對於范巴黎斯工作風氣的重新論述 (因為相較於真正
自由的概念，他沒有系統性地論述它) 是合理的，那我們可以進一
步地分析一個問題：工作風氣是哪個時期的非制度性規範？是基本
收入制度建立後，還是基本收入制度建立之前？為了說明這個問題
的重要性，我們先說明兩種可行性。
依據吉爾伯特 (Pablo Gilabert) (2012: 238-240) 的分析，原則
必須是道德上可欲的 (desirable)，同時也必須在現實上具有可行性。
可欲性是指，原則有合理的理據加以支持。可行性是指，原則能在
現實中被實踐出來。為了達成這一點，或者需要制度的建置，或者
需要有能促進行為者動機的心理學機制。可行性有兩種類型，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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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與可達致性。穩定性探討的是，當制度已經存在時，它能否持
續下去。可達致性探討的則是，當制度尚未存在時，我們是否有產
生它的可能性 (Gilabert, 2012: 238-240)。之所以要區分這兩種可行
性，是因為制度的建立和維持都需要他們。例如，當同婚制度尚未
被建立時，我們需要透過各種方式 (宣導、促發同理心和調查反對
者之所以反對的癥結等) 讓人們容易接受它。在同婚制度建立之後，
我們可能要適度地調整教育制度和改變異性婚家長的觀念。假使我
們同意同婚者生養小孩，但制度和觀念都照舊的話，那這些孩子將
來上學時可能會面對歧視和霸凌。
如果上述對兩種可行性的分析是合理的，那我們大致上可以知
道工作風氣應該是屬於穩定性，而不是可達致性。這是因為提倡工
作風氣是為了維持一定比例的就業人口，由此可以推測它是適用於
基本收入制度建立之後的。倘若如此，那可能還需要可達致性，即
幫助我們從「尚未建立基本收入制度的階段」過渡到「已建立基本
收入制度的階段」的風氣。不可否認，目前社會的主流觀點認為成
年、健康且有工作能力者應該去從事有償工作 (Anderson, 2013: 24;
Carens, 2015: 63-64; Dworkin, 2000: 335-338; Rawls, 2005: 182, n.
7)，這通常被稱為工作倫理，例如安德森 (Elizsbath Anderson) 就提
到：「無條件的基本收入……激發一部分能幹的人——主要是年輕、
健康且獨立的成年人——放棄工作，享受無所事事的生活」(2013:
24)。羅爾斯對社會基本財的修正或可被視為是對工作倫理的堅持，
因為他本來的論點反而是可以支持基本收入的。依據羅爾斯的差異
原則，失業或是沒有收入者可以被視為社會上最弱勢的群體，因此
應該獲得補助。對於基本收入的支持者而言，這樣的補助可以採用
基本收入的形式。但是羅爾斯認為，若沒有附帶有工作意願的條件，
那會使得人們自願失業或是失業後不積極找工作。正如羅爾斯所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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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例，人們很可能更願意將時間花在衝浪上。為了避免這個問題，
羅爾斯建議將一個人所能享有的休閒時間也作為衡量最差條件的
指標。具體作法是，我們假設那些選擇以休閒或不工作當成生活目
標者擁有一份虛擬收入，該收入等同於全職工作者所能得到的最低
工資 (Rawls, 1988: 257; 2001: 179; 2005: 182, n. 7)。由於他們擁
有收入，因此不能算是社會處境最差者 (相較那些有工作意願但失
業者)，就此而言，也就不能得到補助。另一種修正方式是，以個人
的生活前景作為衡量社會處境最差者的指標。我們先識別出最不利
的社會位置 (social position)，像是沒有專業技能的工人，然後將生
活前景當成是指標，就如同其他的社會基本財一樣。我們不知道處
於最不利社會位置的團體有什麼樣的生活目標，但知道長期提供社
會最低補助對任何生活目標都是有益的。然而，如果領取社會最低
補助不要求領受者要有工作意願，也就是採用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形
式，這會降低社會最低補助的份額，因為不可避免地會有人選擇不
去工作。由此，處於最不利社會位置者的整體生活前景就會降低
(Birnbaum, 2012: 46-47; Rawls, 1999: 362- 363)。從羅爾斯修正自
己的論點來看，可以發覺工作倫理是有影響力的。 9 由此，為了建

9 我在下面的正文中將會提到我們有理據支持「健康的成年人可以不去工作 (且不受指

責)」。在這裡，我僅簡單地反駁羅爾斯「若不施加限制，人們會不願去工作」，以及
「較少人去工作會惡化處境最差者」的觀點。首先，羅爾斯似乎假定了，若是不要求
領取補助者要有工作意願，他們最終都不會去工作，因為工作的動機是獲得經濟來源。
但是，已經有很多學者透過經驗研究指出，經濟來源不是個人工作的唯一動機，還有
獲得認同、成就感和對工作內容的興趣 (Veltman, 2020: 136)。因此，羅爾斯所擔心
的問題是否會發生是個經驗問題。其次，很多學者已經提到人工智能和自動化生產的
出現有可能使得現有的工作人口減半，同時能增加產能 (Danaher, 2018: 44-45; Frey
& Osborne, 2017; Manyika et al., 2017: 4-5)。是以，產能是否會因為人們不去工作而
降低 (由此影響到社會處境最差者) 是不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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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基本收入制度，我們需要提倡一種非工作的風氣，它允許健康的
成年人不去工作 (這是暫時定義，詳見後述)。 10
接著，我試著證成「走向基本收入制度需要非工作風氣」的主
張。提倡非工作風氣的合理性主要取決於建立基本收入制度的合理
性，因為非工作風氣是有助於建立基本收入制度的，因此當我們能
證成建立基本收入制度的合理性時，也就證成了提倡非工作風氣的
合理性。剩下來的是經驗問題，即非工作風氣能弱化工作倫理的觀
念到什麼樣的程度。並且，我們不需要證明工作倫理的存在，因為
從眾多學者的論述——無論是支持還是想改變的——我們已經確知
工 作 倫 理 的 確 會 影 響 人 們 的 觀 點 (Anderson, 2013: 72; Adorno,
2001: 188-189; Carens, 2015: 63-64; Dworkin, 2000: 335-338;
Gorz, 2003/2010: 20-21; Rawls, 2005: 182, n. 7)。那麼，為什麼我
們需要基本收入 (由此需要有助於建立它的非工作風氣) 呢？
由於非工作風氣有助於基本收入制度的建立，因此任何支持基
本收入的理論都可以從他們自身的觀點來支持非工作風氣。以真正
自由主義的支持者為例，由於真正自由主義試圖最大化擁有最少真
正自由者的真正自由，且基本收入有助於此，因此他們有理由支持
基本收入。並且，由於非工作風氣 (在盛行工作倫理的社會中) 有
助於基本收入制度的建立，因此真正自由主義者也有理由支持建構
非工作風氣。由此，我們可以透過促進真正自由的要求來證成非工
作風氣。也就是說，只要范巴黎斯支持真正自由和基本收入，那他
10 如果工作倫理提倡的是健康成年人該去工作，那它與范巴黎斯提出的工作風氣是一

樣的嗎？就他們都要求人們去工作這點而言，他們是一樣的。但是，就兩者配合的制
度來看，他們有不一樣的意涵。工作風氣「健康的成年人在非制度規範上應該去工作，
但在制度規範上被允許不去工作」的意涵表現在基本收入制度上。同樣地，工作倫理
「健康的成年人在非制度規範上應該去工作，且在制度規範上他們也應該去工作」的
意涵也表現在有條件的社會補助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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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理由支持非工作風氣的建構。再以茲沃林斯基的極端自由主義
為例，由於他的極端自由主義試圖透過基本收入來證成私人財產
權，且非工作風氣有助於基本收入制度的建立，因此它有理由支持
非工作風氣。綜言之，只要是支持基本收入的理論 (無論他們支持
它的理據是什麼)，同時工作倫理存在於目前的社會，那他們基本上
都有理由支持非工作風氣。
在上述，我是以「非工作風氣對建立基本收入制度是有益的」
來證成社會提倡非工作風氣的合理性。是以，在這項論證上我們強
調的是非工作風氣對基本收入以及支持它的觀點的工具性價值。然
而，我們也可以從其他方面來說明為什麼社會應該提倡非工作風
氣。也就是說，脫離基本收入地說明為什麼社會應該提倡非工作風
氣。其一，從公平的觀點來看，社會應該提倡非工作風氣 (在下述，
我們會將非工作風氣理解為不去工作且不受指責)，因為這有助於人
們正視那些從事非工作活動的人對社會的貢獻。在工作倫理的影響
下，很多沒有在工作的人會被認為是對社會沒有貢獻的。但是，已
經有很多研究者指出，沒有在工作的人只是在從事非工作活動，並
且這些活動對社會是有貢獻的 (Freeman, 2009: 127; Krebs, 2016:
43)。例如，如果家庭主婦都去工作，那就沒有人照顧小孩和老年人。
於是，為了照顧這些人，國家就需要建立照顧機構。由此，照顧的
成本就會轉嫁到每個公民身上 (更詳細的說明請見下述)。因此，從
承認非工作活動對社會的貢獻這一點來看，我們有理由提倡非工作
風氣。其二，從維持個人的自主來看，我們有理由支持非工作風氣。
依據若干學者的分析，要個人能參與社會需要他們有自主的能力，
而要培養和維持自主的能力需要社會成員的承認。這種承認在某些
方面是基於個人對社會的貢獻。並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樣的
貢獻經常與工作的要求結合在一起。在這樣的觀點下，失業者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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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是對社會沒有貢獻的，由此打擊他們的自尊。我們經常可以從
男性失業者以照顧小孩為失業的藉口的案例中發現這種情況：「例
如，『待在家裡的父親』被認為是『失業者』的委婉說法 (euphemism)——那麼，我們就很難認為這是有價值的」(Anderson & Honneth, 2005: 136)。這所帶來的結果是，失業者很難維持其自尊，進
而維持自主和參與社會的能力。11 如果提倡非工作風氣有助於弱化
工作倫理，那工作就會成為參與社會的一種形式，但不是唯一或者
最重要的形式。由此，當個人失業時，就不會影響社會對他們的承
認，並進而影響其自主和社會參與。
綜上，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證成非工作風氣的合理性。從「有
助於建立基本收入制度」來看，基本收入的支持者有理由支持非工
作風氣。從「正視從事非工作活動者的貢獻」和「維持個人自主能
力」來看，我們也有理由支持非工作風氣。
假使上述對非工作風氣的證成是合理的，那接下來我們還應考
量如何建構非工作風氣的問題。在上述，我們僅說明了提倡非工作
風氣的合理性，但還沒進一步地說明社會需要什麼樣的非工作風
氣，也就是其內涵。考量到工作倫理，這有幾種可能性。其一，是
將非工作風氣理解為「鼓勵人們不去工作」。然而，這可能是不適
當的。一方面，這樣建構非工作風氣的方式與范巴黎斯工作風氣的
構想不相容。如前所述，為了維持社會整體的穩定性，社會需要一
定比例的就業人口。另一方面，這樣的理解方式有不夠尊重多元生
活方式的嫌疑，因為有人偏好工作和累積財富的生活方式。其二，
是將非工作風氣理解為是「當有人選擇不工作時，人們不應指責他
11 羅爾斯也提到，自尊的社會基礎 (social bases) 是最重要的社會基本財，因為他們能

維持個人的自尊。當個人能維持自尊時，他們才有動機發展自己的價值觀，並進而參
與社會合作以獲得能實現自己價值觀的資源 (Rawls, 1999: 386)。

邁向基本收入

589

們」或「社會不應指責不去工作的生活方式」。那麼，為什麼人們
不應該指責不去工作的人呢？

陸、國家能提倡什麼？社會能提倡什麼？
目前有若干觀點已經開始反省與工作相關的生活方式是否是
適當的，這些觀點無疑地都有助於建構非工作的風氣。但是，在採
用這些觀點時，我們要注意一個問題：尊重多元價值的國家能夠主
動地提倡什麼？以及，它能夠消極地允許什麼？為了說明這個問
題，我先提出兩種觀點，即良好的工作觀和公共觀。依據良好的工
作觀，人們可以不去工作且不受到指責，因為目前的工作型態讓人
們無法實現某些良好的生活方式。它有幾項意涵。首先，這不是指
「工作本身」是不好的，而是說工作在目前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結
構下是不好的。其次，目前的工作甚至社會、經濟和文化結構之所
以是不好的，是因為存在著某種有價值的生活方式，並且他們無法
幫助人們實現它。依據公共觀，人們可以不去工作且不受到指責，
因為這從公共利益的角度來看是可被接受的。

一、良好的工作觀
馬克思 (Karl Marx) 的觀點或許可以算是一種良好的工作觀。
依據馬克思，理想的勞動是一種讓勞動者將自己的想法客觀化的過
程。例如，我想製造一把椅子，生產椅子的活動便是實現我想法的
勞動。但是，為什麼個人一定要將自己的想法外在化呢？這有幾點。
其一，只有當個人將自己的想法轉變成產品時，他才有機會透過產
品檢視和修正自己的想法。由此，個人也才能更加地理解自己。其
二，透過勞動個人能滿足他人的需求，並進而與他人聯繫起來。但
是，這不是一種對客觀現象的描述，而是一種關乎人性是什麼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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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判斷。對此，馬克思說道：「在你享有我產品的過程中，我同時
直接地享有……客觀化的人類本質 (man’s essential nature)，並且因
此創造相應於另一個人類本質需求的產品」(Marx, 1844/1975: 227228)。因此，工作涉及到人類的存在意義。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
中的工作讓個人的勞動偏離這樣的意義 (這種偏離被稱為異化)。在
資本主義的工作結構中，個人不是自己設定生產的目的，而是老闆
和市場指派的。由此，個人不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想法而進行生產，
而是為了換取生存所需的薪資。在這樣的工作結構下，生產一把椅
子不是為了實現生產者心中的想法和滿足他人對椅子的需求，而是
為了賺取薪資。
維特曼 (Andera Veltman) 則從人類發展理論來支持有意義的
工作。人類發展 (human flourishing) 是指人類天生存在著某些客觀
的性質，實現他們能讓人類感到幸福。這些事物包含了理性、語言、
社交能力、友誼和健康等。並且，過一個能實現這些性質的生活是
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對此，維特曼說道：
基於價值的客觀論述……的人類發展的理想……在這裡，人類
的利益是客觀的，既因為它植根於人類的本性，也因為它獨立
於個人的欲望和信念，也因此一個人可能對自己的美好事物
(good) 是不正確的。舉例來說，如果一個人未能發展出與生俱
來的智力或社交能力，即使他感到很富裕，他也無法生活得好
(live well) 或實現人類的卓越之處 (human excellence)。(Veltman, 2016: 114)

在維特曼看來，只有當我們能實現人類天生的客觀性質時，我們才
能算是過一美好的生活；反之，則不算。並且，她認為有意義的工
作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從事有意義的工作是人類的客觀性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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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此，維特曼說道：「並非每個人過著卓越的生活 (an excellent
life)，因為有些人缺乏有意義的工作」(Veltman, 2016: 41)。有意義
的工作具有四項性質：讓工作者受到承認、支持工作者的德行 (如
工作要能培養工作者的自尊、榮譽和正直等德行)、能為工作者或他
人提供真正有用的目的 (如為了滿足他人的需求而工作) 以及能整
合工作者生活中的各種要素 (如工作要能讓工作者與他人維持愛與
關懷的關係) (117-135)。相較於缺乏有意義工作的生活，具有有意
義的工作的生活是更有價值的。
維特曼也承認目前的工作結構很難讓工作者從事有意義的工
作，只是不同於馬克思，她並沒有要求以生產工具收歸國有的方式
來改變社會結構。相反地，她援引了貢伯格 (Paul Gomberg) 共享工
作的構想，即每個人依據其能力有從事單調工作的公平份額和發展
從事複雜工作的機會 (複雜工作有繁複的思考、創造和操作過程，
單調工作則較為單一)。只要社會能提供共享工作，讓每個人有機會
從事有意義的工作，從而實現自己的天性，那這樣的社會可以算是
正義的。由此，相較於馬克思，維特曼和貢伯格改變工作結構的方
式是較溫和的。即便如此，兩者相同的是，他們都認為現有的工作
結構是有問題的，且很多人不覺得它有問題是因為他們對美好的生
活方式沒有正確的認知 (Gomberg, 2016: 45, 50; Veltman, 2016:
114, 153)。
我們或許可以從上述觀點中建構人們不去工作且不受指責的
理由，也就是當個人選擇不去工作時，我們不應指責他們，因為現
有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結構無法提供工作者理想的工作型態，其能
讓個人實現某種良好的生活方式或從事一種有價值的工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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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共觀
另外一種建構非工作風氣的可能性是，當人們不去工作時，他
們不應該因此受到指責，因為非工作活動從公共的立場來看是可被
接受的。當不工作有益於公共利益時，國家就可以推動它。也就是
說，人們可以不工作且不受指責，當且僅當非工作的活動對社會是
有貢獻的。或可稱之為「貢獻觀」。這有幾種可能的觀點。其一，
人們可以不工作且不受指責，當且僅當他們從事社會工作時；其二，
人們可以不工作且不受指責，當且僅當他們生產社會公共財時。
克里佩斯 (Angelika Krebs) (2000: 172, 2016: 35) 提出社會工
作 (gesellschaftliche Arbeit) 的概念。社會工作是指，存在於社會服
務交換 (Leistungsaustausch) 的框架中的活動。依據克里佩斯，服務
交換意謂著一組受到社會承認的活動的交換。並且，一項活動之所
以受到社會成員的承認，是因為它有益於每個人。對此，克里佩斯
提到：「一個人不是將自己的產品與另一個人的產品進行交易，而
是他生產的產品會對所有參與者都有用」(2016: 43)。舉例而言，家
庭主婦在家照顧小孩算是社會工作，因為她為社會培養下一代的人
口。或可發現，以社會工作來定義工作可以將家庭主婦的家務勞動
當成是工作。
但是，社會工作會排除某些族群的非工作活動，像是學生、不
需照顧小孩和老人的家庭主婦以及作品不受市場青睞的藝術家。之
所以如此，是因為只有當某項非工作活動能替換成有償工作時才能
夠被當成是社會工作。對此，克里佩斯提到：「家庭工作 (養育小
孩和照顧老人) 是社會工作和經濟工作的明顯案例，因為它作為退
休保險和照顧保險對整個社會有積極且外部的影響」(Krebs, 2000:
172)。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社會工作，那社會就要提供相關的有償
工作來取代它負責的內容，像是照顧小孩和老人的公共機構。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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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能夠減輕社會成員的負擔，由此有益於社會。在這樣的觀
點之下，除非藝術家能夠創作出受市場青睞的作品，否則他的創作
活動不能算是社會工作 (2016: 51)。基本上，社會工作可算是狹義
的貢獻觀，因為它沒有將所有的非工作活動都當成是對社會有貢獻
的。
依據羅爾斯，沒有工作意願的人不能被視為是處境最差者，因
為他們擁有更多的休閒時間。但是，福里曼 (Samuel Freeman) 認為
不工作的人依然以他們的方式在進行著社會合作。對此，他說到：
「但是，為什麼這是個問題呢？當失業的人依然以其他方式維持合
作的計畫 (the scheme of cooperation) 時：他們行使他們的公民與
社會義務，進行慈善的活動，遵守法律，尊重他人財產等」(2009:
127)。社會合作包含許多方面，像是公共、經濟和社會生活等。即
便單以經濟來說，它也需要社會成員 (有工作和沒有工作的人) 的
合作，像他提到：「經濟輸出是一項社會產品，其源自對所有對生
產過程有貢獻的人的參與，並且更廣義地說，是被那些參與社會合
作並尊重他人要求和期待的人，這些要求和期待被法律和其他社會
合作的規範所定義」(128)。某些人可能不事生產，但他們消費，透
過稅收和供需機制，他們的財富被轉移到其他人身上。福里曼似乎
想說，社會合作是一個整體，那些沒有工作的人透過某些非工作活
動也對社會有貢獻。
在拉廷寧 (Arto Laitinen) 看來，對社會產生貢獻的活動應該是
多樣的，不應僅侷限於工作上。即使是工作，我們也應僅強調他們
有貢獻這一點上。對此，他提到：
即使不同的職業、工作或專業享有不同的社會評價……我們也
能從他們工作的差異中脫離出來，並強調他們共同的部分：他
們都是「社會財的貢獻者」和因此被敬重。……我認為這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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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重要的論點：我們的確應該克服菁英觀的「優越感」
(megalothymia)，並著重在社會財的脈絡中的充分貢獻 (sufficient contribution)。(2015: 69)

也就是說，每個人從事不同的活動，藉由這些活動他們都對社會有
貢獻。但是，不可避免地，不同的社會位置會帶來不同程度的貢獻。
即便如此，我們僅聚焦在他們的活動都有益於社會公共財的生產這
一點上。假使我的理解是正確的，那拉廷寧的論證策略是透過「社
會公共財的多樣性」和「最小限度計算」來將不同的社會活動都定
位為是對社會有貢獻的。前者是指，對社會的維持而言是有益的活
動似乎都算是社會公共財，像是照顧未成年人和年長者、維持民主、
參與公共事務、消費、守法以及對社會成員展現善意等。後者是指，
只要個人從事能產生社會財的活動，即算是對社會有貢獻，而不再
區分貢獻的多寡和程度。
福里曼和拉廷寧的觀點可以算是廣義的貢獻觀，因為他們試圖
透過社會公共財的多樣性以及參與的複雜性 (我們無法清楚地釐
清，究竟什麼樣的活動能夠促進社會的正常運作)，將不同的社會成
員一起納進來。並且，無論是狹義的還是廣義的貢獻觀，他們都是
從公共利益的角度來支持非工作活動。也就是說，非工作活動對社
會的正常運作和其他人的生活方式是有益的。整理上述的分析如
下：
1. 良好的工作觀：人們可以不去工作且不受到指責，因為目前
的工作型態無法讓人們實現某種良好的生活方式。
2. 公共觀：人們可以不去工作且不受到指責，因為非工作活動
從公共的立場來看是可被接受的。
(1) 狹義的貢獻觀：人們對社會是有貢獻的，因為他們從事
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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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廣義的貢獻觀：人們對社會是有貢獻的，因為他們生產
社會公共財。 12

三、 提倡公共觀且允許良好的工作觀
有了上述對各種觀點的說明後，接著提出我的主張：(1) 一個
堅持價值中立的國家應該提倡的非工作風氣是公共觀，即當有人選
擇不工作時，人們不應從公共理由上指責他們；(2) 並且，堅持價值
中立的國家可以允許人們傳播良好的工作觀，但不應公開提倡他們。
在這裡，我先說明一下「價值中立的國家」的意涵。我將價值
中立的國家理解為，國家應透過一組具有不同立場和價值觀的公民
大致上能接受的規範和價值來支持他們的政策。這樣的國家中立性
12 有幾點要加以說明。其一，良好的工作觀和公共觀在這裡是指「以特定價值觀和公共

理由支持不工作的生活方式」的觀點。但是，我們也能夠「以特定價值觀和公共理由
支持工作的生活方式」。例如，不工作是不好的，因為工作是人類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再例如，不工作對社會成員是不公平的，因為這樣的生活方式浪費公共資源。是以，
我們可以有支持不工作生活的良好工作觀和公共觀，也能有反對不工作生活的良好
工作觀和公共觀。但是，在此良好的工作觀和公共觀僅指支持不工作生活的觀點；其
二，上述提及的觀點並沒有窮盡良好的工作觀和公共觀的所有類型。例如，有學者認
為工作是不好的，因為工作關係讓人們受到壓迫。假使個人受到壓迫是出於制度規範
的問題 (像是缺乏相關的法規來制止職場性騷擾、過長的工時和言語暴力等)，那是關
乎公平正義的事務。由此，這樣的觀點算是一種公共觀。但是，如果我們將人們受到
壓迫當成是工作本身的性質問題 (有些觀點認為權力關係是道德上不好的，且在工作
中不可避免地會有上下隸屬的權力關係)，並由此認為工作是不好的，那這樣的觀點
可能更接近於良好的工作觀。即便沒有窮盡所有的觀點，但透過上述的案例應已可讓
我們理解以獨特的價值觀和公共理由來支持不工作生活間的差異；其三，反工作運動
的支持者有可能同時透過良好的工作觀和公共觀來證成「人們可以不工作且不應受
指責」的主張。例如，他們可以同時訴諸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均來拒絕工作，但同時也
能以「人們受到工作觀念的殖民」作為理據來為不工作的生活方式辯護 (Danaher,
2018: 59, 68-70, 73-75)。是以，以良好的工作觀和公共觀作為理據來支持「人們可
以不工作且不應受指責」的主張不是非彼即此的。即便如此，立場的差異會要求我們
應該與不應該採用良好的工作觀和公共觀 (見下述正文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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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被稱為是「證成的中立性」(justificatory neutrality) 或「作為共
享理由的中立性」(neutrality as shared reasons) (Franken, 2016: 5;
Kis, 2012: 323)。證成的中立性大致上有幾項特點。第一，它不要求
國家完全不干預每個人的生活方式。相反地，國家可以依據某些合
理的規範和價值介入和影響公民的生活方式 (Rawls, 1975: 551552)。例如，國家可以禁止某些族群歧視另一些族群 (Kis, 2012:
321)，透過教育培養某些公民德行 (Walzer, 1995: 187) 以及在公民
間進行資源的轉移 (Franken, 2016: 7)。第二，國家對公民生活的介
入要有合理的規範和價值作為依據。並且，這些規範和價值是具有
不同價值觀的公民大致上能接受的。例如，依據羅爾斯，立憲民主
國家應該透過一組公民共享的政治價值 (像是自由、機會平等和尊
重他人等) 而不是全面性的學說 (即能引導個人人生的道德、宗教
和哲學觀) 來解決爭議 (Rawls, 2005: 8, 94)。 13 第三，國家不應施
行有利於特定價值觀發展的政策。一方面，這是指國家不應該給予
支持特定價值觀的族群更大的支持。另一方面，這是指國家不應推

13 由於有上述兩項性質，因此證成的中立性有能力處理各種複雜的事務，從而避免若干

中立性概念的困難，像是後果的中立性 (neutrality of outcome) 和機會的中立性
(neutrality of opportunity) (Galston, 1991: 100-101)。後果中立性是指，國家在政策
產生的效果上讓每個族群都是一樣的。例如，假使基於國家安全和平等的考量，一個
國家要求它的成年男性都應該服兵役，那異性戀和同性戀的男性都應該服兵役。機會
中立性是指，國家應該施行讓每種生活方式都擁有均等發展機會的政策。例如，國家
不應該偏袒成為一名天主教徒和成為同性婚姻支持者的生活目標。然而，這兩種中立
性都有些問題。後果中立性的問題是，它無法處理不同條件的問題。在服兵役的問題
上，如果國家不對同性戀做出特別處理，那這可能會傷害到同性戀者的某些權益 (像
是安全)。機會中立性的問題是，不是所有的生活方式都應該被保障。舉例而言，歧
視某些種族的生活方式不應該被倡導。證成的中立性可以避免這些問題，因為它可以
接受導致每個人獲得不同對待的政策，只要該政策受到某些合理規範和價值的引導，
像是保障安全和免於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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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特定的價值觀。14 但是，這項限制通常僅用來約束於制定政策者
和立法者，一般公民依然可以推廣他們獨特的價值觀 (Franken,
2016: 7)。
我認為范巴黎斯的基本收入理論應該能接受上述對國家中立
的論述。我們可以從幾方面來說明為什麼。首先，范巴黎斯應該可
以同意上述的第一點和第二點。真正自由主義認為我們應該尊重每
個人不同的美好生活觀 (van Parijs, 1995: 25-26, 33; van Parijs &
Vanderborght, 2017: 109)。並且，它沒有要求國家完全不干預每個
人的生活方式，因為它要求最大化擁有最少真正自由者的真正自
由，而這需要國家介入對各種資源的安排。由於尊重不同的生活方
式同時又要介入他們，因此我們只能訴諸每個人身為公民大致上能
接受的公共價值，像是真正自由。其次，范巴黎斯應該能接受上述
的第三點。正是因為不偏愛任何一種價值觀，所以真正自由主義才
聚焦在有助於任何生活計畫和價值觀的真正自由，而不是特定的生
活方式上。綜上，范巴黎斯的理論應該能接受 (以證成的中立性來
理解) 國家的中立性。
接著，我們進到與公共觀和良好的工作觀相關的說明上。首先，
國家之所以應該僅採用公共觀，是因為國家在承諾或拒絕提供某些
事物時，都要公平地從各方立場來考量。是以，我們也要考量到偏
愛工作的族群。由此，國家可以宣導人們不會因為不去工作而受到
指責，因為非工作活動對社會是有貢獻的。例如，假使社會上有一
定比例的家庭主婦都去工作，那社會可能要建立照顧小孩和老人的
公共機構。由此，該成本就會轉嫁到所有人身上。再例如，如果社
14 對此，羅爾斯就提到：「國家不應做任何偏袒或促進特定全面性學說的事情，或是給

予追求特定全面性學說的人更大的支持……國家不應做任何使人更能接受某種特別
觀念而不是另一種特別觀念的事情」(Rawls, 2005: 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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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有一定程度的人都不去學習，那未來的勞動資源就會出現問
題。無論是哪一種，他們對每種生活方式而言都是不利的。
其次，國家不能公開地傳播良好的工作觀，因為它對良好生活
和良好工作型態做出了評價，並以此認為目前的社會、經濟和文化
結構是有問題的。然而，有些觀點可能不這麼認為。首先，不可否
認地，有些人可能認可目前社會的工作型態和生活方式。這有幾種
可能性。一方面，是同意工作涉及到個人的存在意義，但不認為以
勞動交換薪資的工作結構是有問題的。例如，有些人可能是黑格爾
(Georg Hegel) 工作觀的支持者。依據黑格爾，市民社會是一組需求
的系統，人們彼此透過勞動換取滿足自身需求的資源。並且，在交
換勞動的過程中個人會從僅考量自身利益的人變成有益於他人的
人。對此，黑格爾提到：「在這種對工作的依賴和互惠以及對需求
的滿足中，主觀的自私變成了對滿足其他所有人的需求的一種貢
獻」(Hegel, 1821/1991: 233)。也就是，個人能透過工作意識到自己
是與他人共同存有的。並且，這對黑格爾而言是道德上好的狀態。
即便如此，黑格爾認為以勞動換取薪資的工作結構足以讓人達成這
一點 (O’Connor, 2018: 89)。另一方面，是目前的工作結構有益於
某些生活方式。例如，對於那些重視消費的人而言，他們願意透過
辛苦的工作以換取更高的報酬。對此，有學者就說到：「有些人喜
歡各種商品和服務……同意以異化勞動換取高額報酬，藉此擴展他
們想要的消費範圍」(Kymlicka, 2002: 192)。這些觀點可能都不認為
目前的工作結構有什麼根本上的問題，由此工作是不好的 (但可能
需要適當地調整)。其次，良好工作觀的支持者經常認為人們錯誤地
形成對當前工作的認知，因為他們不知道什麼算是良好的生活方
式。但是，這有貶低偏好工作生活的族群的嫌疑。有學者就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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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通常需要爭論這些快樂的工人是一種『錯誤意識』 (false consciousness) 的受害者。儘管他們可能認為自己的工作是有意義和可
取的，但他們是錯誤地這麼想：他們吸收並參與了親近工作的意識
形態」(Danaher, 2020: 115)。當喜愛目前工作型態的人反駁自己並
非錯誤地形成工作意願，那我們可以說那是因為他們身處有問題的
結構中而不自知。當他們再反駁說自己不認為目前的社會、經濟和
文化結構有什麼問題時，我們可能會再說那是因為他們已經深受影
響了。只是，這似乎有質疑個人獨立思考和選擇能力的問題。因此，
堅持價值中立的國家應該允許不同且與工作相關的價值觀在社會
上傳播，甚至是相互競爭，至於人們偏好哪一種則交由他們自行決
定。堅守價值中立的國家在這方面能夠做的是維持言論自由，或許
也能透過公共教育介紹從價值立場來支持和反對工作的觀點，以便
讓公民能認識他們，但不對他們作出評價。
雖然國家只應提倡公共觀，但這不表示公共觀只能由國家來宣
導。個別公民和民間團體能以某些良好的工作觀來支持「人們可以
不工作且不應受指責」的主張，但他們同時也能訴諸公共觀來證成
它。例如，我可能認為工作在目前的工作結構中是不好的，因為人
們沒有選擇地形成他們的工作意願；但同時也主張某些族群可以不
工作且不受指責，因為他們從事的非工作活動有益於社會成員。是
以，只應提倡公共觀的限制是給國家 (行政者和立法者) 的。 15

15 只是，有一點要注意，民間團體與個別公民要注意提倡的場合。依據某些學者，假使

論辯發生在公共論壇上，那參與者僅應該採用政治價值，像是基本自由、機會平等和
尊重個人自主等，但不應採用全面性的學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政治價值涉及到公
共利益。但是，有論者則認為在公共論辯上也應該採用全面性學說，因為這些學說有
時正好是爭執的要點 (Bohman, 1995: 256-257; Marneffe, 1994: 234-235; Rawls,
2005: xli-xlii)。倘若依據前者，那反工作運動的支持者在公共論辯上只應援引公共
觀，但不應採用良好的工作觀；若依據後者，則兩者都能採用。在這裡，出於論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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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可以質疑：當國家公開地提倡非工作風氣時，無論
其採用的理據為何 (即使國家不公開地支持任何一種良好的工作
觀)，這都會有助於良好的工作觀在社會上的傳播。並且，這對於任
何主張工作在目前的工作結構中是好的觀點而言是不公平的。也就
是說，國家的公開支持會帶來外溢 (spill over) 效應。 16 但是，這
基本上沒有不公平的問題。一方面，從某些公共價值來看，假使國
家不為某些過不工作生活的人辯護，這才是有問題的。例如，從平
等的要求來看，國家應該宣導家庭主婦與其他有工作的人一樣生產
出社會公共財，由此賦予這樣的生活方式以平等的尊重。另一方面，
只要國家不阻止 (從價值立場來) 支持工作的觀點，那就不妨礙這
些觀點的傳播。至於人們是否接受他們的觀點，則端視公民自己的
選擇。換言之，當國家出於堅守某些公共價值而公開地支持某些觀
點，並由此造成外溢效應時，我們沒有理由指責這樣的行為，因為
我們追求的不是對某些人有益，而是對每個人有益的。
接著，我試圖證成「國家應提倡公共觀且允許良好的工作觀」
的主張。由於本文聚焦在范巴黎斯的真正自由主義上，是以由此著
手。在我看來，范巴黎斯的真正自由主義有理由支持「國家應提倡

的我不探討哪一種立場更適合。單以國家和個人的區分來看，沒有公權力的個人在提
倡非工作風氣上採用良好的工作觀應是沒有問題的。
16 外溢效應是由高德曼 (Amy Gutmann) 提出的概念。高德曼注意到，在公共教育上國
家應該堅守價值中立的立場，也就是不對某些道德、哲學和宗教學說進行評價 (我們
可以介紹但不評價他們)。但是，為了培養未來的公民，國家被允許傳遞某些公共的
價值，像是自主、尊重和自由。然而，即便國家不批判受教育者的原生文化，但接受
這些公共價值的年輕人卻會反過來質疑自己的原生文化。對此，高德曼提到：「對政
治審議而言必要的那些德行會外溢到非政治領域中」(1995: 572)。也就是說，當國家
提倡某些觀點時，即使是出於公共的利益，同時不批評反對觀點，這也會影響到人們
對反對觀點的支持。同樣地，當國家公開地支持非工作的生活方式時，這無疑地也會
增強良好的工作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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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觀，且允許良好的工作觀在社會中自行傳播」的主張。這有幾
方面。其一，從尊重多元價值這一點來說，真正的自由主義有理由
支持這項主張。良好的工作觀的支持者有理由主張，國家應該在非
工作風氣上同時提倡各種良好的工作觀和公共觀，因為 (理想上)
這能夠最大化宣導的力道。但是，這會讓國家有偏愛不工作的生活
方式的嫌疑。是以，支持基本收入 (且提倡非工作風氣)，同時堅持
尊重多元價值的人僅能支持「國家應提倡公共觀，且允許良好的工
作觀在社會中自行傳播」的主張。並且，范巴黎斯的真正自由觀即
是屬於尊重多元價值的分配正義理論，因為它之所以聚焦在最大化
真正自由，是為了讓個人能夠去追求自己的合理人生計畫。至於什
麼算是對自己而言有價值的事物，則由個人自己決定。像范巴黎斯
就提到：「它 (案：指真正的自由主義) 並不依賴於某種具體的良好
生活觀念，而是對存在於我們的多元社會中的各種良好生活觀念予
以平等的尊重」(van Parijs & Vanderborght, 2017: 109)。由此，真
正的自由主義也會有理由支持「國家在非工作風氣上僅應提倡公共
觀」的主張；其二，從促進個人的真正自由來說，真正的自由主義
有理由支持國家僅應提倡公共觀的主張。之前說明過，個人的真正
自由會隨著物質條件的增加而擴大。是以，可用金錢的增多會有益
於個人的真正自由。但是，即使個人擁有過不去工作的生活的權利
(不去工作的生活作為生活方式的選項之一)，他們可能會囿於社會
壓力和傳統期待而無法真正地選擇這樣的生活。換言之，妨礙個人
真正自由的因素實際上不局限於金錢資源，也包含文化、社會輿論
和傳統壓力等。因此，假使公共觀行得通，它可以讓個人有選擇不
工作的生活方式之權利，同時是能避免社會壓力地選擇它。有人可
能會問，若是要讓個人能避免社會壓力地選擇不工作的生活方式，
那同時提倡良好工作觀不是會更有幫助嗎？只是，如第一點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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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自由主義尊重不同且合理的生活方式。若是也以良好工作觀來
建構非工作風氣，那對偏愛目前工作型態的族群而言是不公平的。
其三，從工作風氣來說，范巴黎斯認為工作風氣應該是多元的且允
許個人從自己獨特的價值觀來支持它 (van Parijs, 2003: 231; van Parijs & Vanderborght, 2017: 224-225)。這表示，范巴黎斯在工作風
氣的構想上也考慮到了價值多元的問題。由此，提倡工作風氣的真
正自由主義應有理由支持區分國家和社會 (所能提倡的非工作風氣
是不同的) 的主張。
即便不是范巴黎斯的真正自由主義，那些「支持基本收入」且
「認同尊重多元價值要求」的觀點也會有理由支持「國家應提倡公
共觀，且允許良好的工作觀在社會中自行傳播」的主張。換言之，
我的主張對所有支持基本收入和多元價值的理論應該都是有效的。
當然，這也意謂著這項主張可能不適用於僅在意基本收入能否最好
地實現 (但不充分地考量偏好目前工作生活的人) 的觀點。只是，
如此一來舉證責任就落在他們身上。也就是說，他們必須說明為什
麼國家不應該公平地考量工作和不工作的生活方式，而更應該偏愛
不工作的族群。
那麼，我們可能會產生一個問題：當國家提倡「工作的風氣」
時，這難道不是在提倡一種「有工作能力者應該去工作」的生活方
式嗎？倘若如此，那國家與「良好工作觀」的支持者有什麼不同呢？
就某種意義而言，這些支持者也同樣提倡「有工作能力者應該去工
作」呀？在我回應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做些補充說明。如本文之前
分析的，范巴黎斯提出了工作風氣的構想。並且，他允許每個人依
據不同的理由去支持工作風氣，像是團結、愛國和關懷弱勢者 (van
Parijs, 2003: 231; van Parijs & Vanderborght, 2017: 224-225)。從這
裡可以看出，范巴黎斯沒有將工作當成是具有內在價值的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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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由此，他的工作風氣構想依然遵守和尊重多元價值的要求。但
是他沒有進一步說明，假使由 (堅守價值中立的) 國家來推動工作
風氣的話，那國家應該採用什麼樣的理據。因此，回應「當國家提
倡工作風氣時，這與良好工作觀有什麼不同」的問題，同時也是在
替范巴黎斯處理「國家可以從什麼理據來推動工作風氣」的問題。
從證成的中立性來看 (我們已經說明范巴黎斯有理由接受它)，
國家之所以能夠提倡工作風氣，是因為這有益於公共利益。這有幾
方面。其一，提倡工作風氣能夠維持基本收入制度的經濟可持續性。
假使提倡工作風氣會增加人們的工作意願，那基本收入的財源就會
更加穩定。並且，當每個人被分配到一份基本收入時，他們過自己
想過生活的機會就會增加。就此而言，國家提倡工作風氣之所以是
可被接受的，是因為這對實現每個人自己美好生活方式是有益的
(這對那些不想工作和無法工作的人也是有益的，因為從制度的規範
上他們可以選擇不工作)。其二，提倡工作風氣有助於社會其他制度
的穩定性。在施行基本收入的情況下，提倡工作風氣會變得更加重
要，因為這可以維持某些工作人口的工作意願。並且，他們的服務
對某些族群是必要的，像是教育和醫療工作。綜言之，與良好工作
觀不同，國家不是因為「工作具有內在價值」或「工作與某種美好
生活方式有內在的聯繫」而提倡工作風氣。無論是在「建立基本收
入制度」的階段還是「基本收入已建立」的階段，國家之所以能相
應地提倡非工作風氣 (人們可以選擇不工作且不受指責，因為非工
作活動對社會有貢獻) 和工作風氣 (維持基本收入制度的經濟可持
續性和其他制度的穩定性)，是因為從公共利益來看，他們是可被接
受的。並且，在這兩種風氣上國家都留給個人從自己獨特的價值觀
來支持他們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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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這篇論文探討了「為了實現基本收入的理想，我們需要什麼樣
的社會風氣」的問題。范巴黎斯注意到，為了維持基本收入制度的
穩定性，我們需要提倡若干的風氣 (像是團結和愛國主義)，其中之
一為工作風氣。本文認同范巴黎斯以非制度性規範來促進基本收入
制度的穩定性，同時不違反基本收入精神 (領取基本收入不以有工
作意願為條件) 的構想。
然而本文也指出，工作風氣是在基本收入制度建立後，用以維
持其穩定性的非制度性規範。這一點可以從它試圖維持一定比例的
就業人口 (以維持基本收入制度的經濟穩定性和社會體系的整體穩
定性) 看出來。只是，在基本收入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現階段，我
們需要的是能夠催生它的社會風氣。目前最常見的、反對基本收入
的主流觀點即是工作倫理，其要求健康的成年人應該去工作。由此，
我們需要提倡一種非工作的風氣以改變社會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
本文透過若干論證來說明提倡非工作風氣的必要性。首先，在工作
倫理依然存在的社會，任何支持建立基本收入制度的理論 (無論他
們支持基本收入的理據是什麼) 都有理由支持非工作風氣，更準確
地說，他們都可以從他們的理據間接地支持非工作風氣。例如，真
正自由的支持者有理由支持非工作風氣，因為實現真正自由需要基
本收入，而非工作風氣有助於建立基本收入制度。其次，即使我們
不訴諸建立基本收入制度的有益性，我們也有理由支持非工作風
氣。一方面，提倡非工作風氣能讓我們正視從事非工作活動者對社
會的貢獻。另一面，提倡非工作風氣有助於維持個人健全的自主能
力。
並且，本文也分析出了兩種觀點，即良好的工作觀和公共觀。
依據前者，人們可以不工作且不受指責，因為目前的工作結構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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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某種良好的生活觀念。依據公共觀，人們可以不工作且不受指
責，因為非工作活動從公共利益的立場來看是可被接受的。而且，
在提倡非工作風氣上，國家應該採用公共觀，且讓良好的工作觀在
社會上自行傳播。這是因為即使國家試圖推動非工作的社會風氣，
基於尊重多元價值的要求，它不應該以質疑工作信念的方式來推動
該風氣。在確立這項主張後，我以范巴黎斯的真正自由主義中的若
干論點來證成它。在我看來，「國家應提倡公共觀，且允許良好的
工作觀在社會中自行傳播」的主張對任何「認同尊重多元價值要求」
且「同意推動基本收入制度需要非工作風氣」的基本收入觀點是有
效的。
歸納而言，本文主張在基本收入制度的可行性上我們需要兩種
社會風氣 (即非制度性規範)，一是用於基本收入制度建立後的工作
風氣，另一則是推動基本收入制度建立的非工作風氣。當然，階段
的區別是在概念上，在實踐上我們可能在基本收入制度建立之前和
之後都要同時提倡兩種風氣。在制度建立之前，除了非工作風氣，
可能還要向工作倫理的支持者說明國家依然以工作風氣來維持人
們的工作動機。在制度建立後，可能還要持續地推廣非工作風氣，
因為改變工作觀念 (並讓人們接受不工作的生活方式) 很難一蹴可
及。假使我們是真正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即尊重每個人的合理人生
計畫，並試圖提升他們實現它的基礎，那我們會有理由支持工作風
氣與非工作風氣的搭配，因為他們對個人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都是
必要的。工作風氣可以維持基本收入制度的穩定性，由此提供個人
實現合理人生計畫的物質條件。非工作風氣能夠推廣不工作的生活
方式的合理性，由此緩和人們選擇非工作活動的社會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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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kind of social ethos needed to
make feasible the institution of a basic income. Philppe van Parijs, the
main advocate of basic income, has noted that if some people opt out
of work as a result of receiving a basic income, the social system will be
rendered less stable. To resolve the incentive problem, he proposed promoting an ethos of work, meaning that while individuals might be permitted to not engage in paid work, they would nonetheless retain a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paid work thanks to a number of non-institutionalized norms. However,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van Parijs pay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t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 of
an institution. The former explores how to sustain an institution after
it is established; the latter how to promote an institution prior to its
establishment. Moreover, the ethos of work is related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basic income institution. If this argument is correct, in promoting
the basic income system, it will also be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 ethos
which allows people to not engage in paid work, that is, the ethos of
non-work, which can change the current work ethics to improve people’s acceptance of basic income. Moreover, this paper claims that a
country insisting on value neutrality can only adopt certain viewpoints
as part of its rationale in promoting a non-working ethos, while allowing some viewpoints to propagate i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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