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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雷科夫由對美國政治言論的分析，提出新啟蒙的理念。他

的分析展示了 (1) 政治觀念如何受家庭價值與理想的親子關

係所框束、(2) 框束的不同方式，以及 (3) 因框束不同而導致

多種樣態的界定民眾所擁抱之價值與何者算是政治通念的認

知模式。新啟蒙敦促民眾正視這種認知多樣性，並對政治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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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初稿曾經以「當啟蒙時代已成過往塵埃：對於美國政治文化的一種認知與哲學

分析」為題，在「假設性思考工作坊：哲學探索、科學方法與生活實踐」(臺北：中

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2017 年 11 月 23 日至 24 日) 研討會發表。本文部分觀點曾

以「新啟蒙與新困局」為題，在「公民哲學論壇 (十五)」(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

究所，2017 年 11 月 30 日) 發表。本文新啟蒙觀點亦曾在「公民哲學之路」(中正

講座—向典範學習，嘉義：國立中正大學，2017 年 11 月 28 日)、「公民哲學的理

念」(成大哲學思考系列講座，臺南：國立成功大學，2017 年 12 月 19 日) 以及「新

啟蒙」(科技部人文沙龍，臺東：國立臺東大學，2018 年 6 月 8 日) 的演講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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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MOST 105-2420-H-001-006-MY5 計畫項下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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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相應的重新框束。通過一種批判性及跨文化的分析，本文

論證何以按照雷科夫所描述的重新框束進行，反會弄巧成拙。

本文提議宜調整重新框束的作法，並將之安置於一種更包容、

鼓勵聆聽與有感理解的公民對話裡。 
 

關鍵詞：深度故事、重新框束、新啟蒙、雷科夫、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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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言：新啟蒙與新困局 

本文的主題重點在公共文化及政治場域裡認知的框架 (fram-

ing) 競爭。此處「框架」是指人的認知過程裡如何取捨、如何組織，

以及怎麼觀察、提問、思考、推理與確立事實的角度與方式。我藉

由雷科夫 (George Lakoff) 對美國政治的認知分析，由認知框架的

角度，探索政治言說裡深度歧見問題的艱難之處，並篩選出雷科夫

論述中對認知框架競爭的洞見。 

初步來說，雷科夫認為政治是道德的事業，而現在美國的政治

正陷於道德價值分裂的局勢。的確，自由、平等、公平、正義與幸

福等等，都是美國民眾誠心願意共同擁護的理念。然而，對於這些

理念的具體內涵、相應的制度措施，以及所牽涉的特定爭議性議題 

(例如稅率、貧富差距、教育、犯罪、死刑、墮胎、社會福利、健保、

反恐、國安、外交等等) 如何解決，都呈現出一種深度歧見、分裂

衝突的格局。在這種分裂格局背後，是一種定位「我們是誰」、「我

們希望擁有怎樣的親子關係、維護怎樣的家庭價值」以及「我們活

在怎樣的世界、要成為怎樣的人」的認知框架的競爭與衝突。雷科

夫的工作重點，就是要把這種在政治場域與公共論壇裡，隱而未現

但卻深深左右政治言論與行動的框架競爭與衝突，有系統、有條理、

有根據、有佐證，且清楚明白地寫出來，講出來，並傳播出去。 

在此值得先對「框架」的用法略作進一步的說明。當「框架」

作動詞用時，它指如何把組織、秩序帶入問題情境，以建立一種看

待問題的特定角度與方式，包括如何觀察、描述、思考、推理，以

及如何形成對於問題情境一種直觀的把握。這種看待問題的特定角

度與方式，對認知過程有著程度不一的約束作用，本文有時候就用

「框束」(「框架」加「約束」) 來表達動態的框架及其有所約束的

作用。當我們把認知框架如何如何的動態過程，用「起點／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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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的完形型態來掌握其結果的特點時，作為名詞用的認知「框

架」，就適合用來指稱這種完形型態。認知框架的競爭與衝突，就

是這種完形型態的競爭與衝突。當這種完形型態在人的認知系統裡

成為一種穩定的結構，例如在不假思索時就自然用上，或者認知者

總是在第一時間通過它來形成對於問題情境特定的看待方式，本文

就用「認知模式」(cognitive model) 來稱謂這種相對穩定的認知結

構。在這裡，「相對」所標示的是：有些模式已經根深蒂固，難以

改變；有些模式則仍可在各種影響下被調整，被改變；有些模式則

宛如社會風潮般，流行過後便自然消逝或退位。 

雷科夫用「新啟蒙」(New Enlightenment) 定位上述從認知框架

的分析到傳播出去的工作 (Lakoff, 2008: 13)。在此，我先藉由對比

十八世紀啟蒙運動 (Enlightenment) 與雷科夫新啟蒙的差異，說明

本文的論述起點及問題核心所在。大抵而言，啟蒙運動敦促人走出

過去宗教傳統的不當限制；擁抱理性，敢於思考，勇於求知；參與、

推動或支持科學新知的探索；批判性地反思人的限制與未來；在倫

理與政治領域裡，追求普世的價值與真理，並且有著在身為人的條

件下由自己來、為自己做的自信與探索精神。在普世價值與真理面

前，如果彼此意見分歧，那是因為經驗、歷練與教養的差異，或尚

未掌握好問題的複雜度，或證據蒐集未臻完善，或一時疏忽，或其

他限制性因素所造成。原則上，人與人之間是沒有化解不開的歧見，

因為我們都擁有共同的理性能力，分享一致的推理方式以及對適當

理由的要求 (Ferrone, 2015: 182, ch. 12)。 

然而時至今日，在價值領域裡，在許許多多議題上，我們依然

意見分歧。雷科夫新啟蒙的起點就在於點明：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所

謂的普遍理性，其實夾帶著一種迷思，一種誤使我們以為終將能經

由共同的理性化解所有歧見的迷思。從人如何進行觀察、如何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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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以及怎麼思考、推理與確立事實和理由等等活動來檢視，人

的認知、推理與直覺的模式是多樣的，而且彼此所用或善用的模式，

有時非常不同 (Lakoff, 2008: 7-8, 13-15)。雷科夫新啟蒙的論述重點

是在於政治場域裡認知模式差異巨大時的言說策略。雖然雷科夫沒

明白接著這麼說，不過我們可稍微再進一步推衍如下。只從「共同

的理性能力」來回應意見分歧的情況，會讓我們看不到深刻的、艱

難的人類處境：由於有時彼此之間認知模式差異巨大，以致沒聽懂

對方的話但各自不知道，而更難為的情形是，即使最後明白對方的

意思卻感覺不到對方觀點的相關性與重要性，更嚴重的則是明白後

反而加深一種來自他者存在的威脅感與敵意。 

啟蒙運動讓人類文明經歷意見分歧的盛況，對人類未來的共同

方向則秉持非常樂觀的態度。雷科夫的新啟蒙讓我們看到了意見分

歧背後認知模式差異的困局。本文問題討論的重點就在於因認知模

式的差異而導致的艱難困局，論述方式則是藉由檢視雷科夫政治場

域的言說策略，從觀其得失、取其洞見而展開。 

在實質論述前，有幾點需要事先交代。對於雷科夫的認知分析，

即便在細節上仍有待商榷和檢驗，本文假設它在大方向上無誤。本

文關注的重點在認知框架與模式的分析，試圖從中篩選出可再深入

探索的哲學洞見。附帶提醒，雷科夫所謂的認知框架與模式，不限

於智性或理性，也涵蓋情緒、情感、直覺、想像、身體感與體驗等

等。雷科夫很重視並參與了對於神經網絡，特別是腦如何實現心智

的種種科研，並把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整合到他對政治心智的分析

裡。1 限於篇幅，以下行文僅在必要時談到這方面的情況。宗教是

美國政治的重要議題，限於篇幅以及宗教議題的複雜度與深度，本

                                                   
1 參閱 Lakoff (2013)；相關論述請參閱 Feldman (2006); Lakoff and Johnso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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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並未論及雷科夫這方面的分析。 2  雷科夫常用「保守」

(conservative) 談共和黨傾向的觀點，用「進步」(progressive) 談民

主黨傾向的觀點，本文則直接用「共和黨」與「民主黨」來談，或

者說是以共和黨與民主黨分別代表保守與進步的觀點，至於保守與

進步陣營各自內部的差異，則略而不論。另外必須提的是，雷科夫

數本著作都以美國政治認知分析為主題，主要問題、立論方式與核

心見解，雖側重不同，但並無二致。本文選擇《政治心靈》(The Po-

litical Mind) (Lakoff, 2008) 這本以新啟蒙的學理與策略為主軸的政

治論述，力求簡明展示其政治認知及策略的分析。3 

最後值得在此略提羅爾斯 (John Rawls) (1999, 2005) 的政治自

由主義 (political liberalism)。羅爾斯的論述影響深遠，他洞察啟蒙

運動以來理性為本的全面性學說，包括他自己早先提出的正義論，

實無從妥善處理民主多元時代政治社會基本秩序的問題，而提出循

互惠合作的政治觀點，配合公共理性以及講理是從彼此都能接受為

公共理由的道理開始，發展一套堪稱「後啟蒙的哲學計畫」，即其

政治自由主義 (謝世民，2003)。雖然雷科夫也曾談及羅爾斯的論述，

但未充分討論，除了扼要的說明並表示自己的論述不是本於政治哲

學的預設而是從認知科學的經驗研究出發外 (Lakoff, 2016: 20-23)，

雷科夫有時略提羅爾斯仍犯了理性為本的錯誤 (2006b: 250)，或羅

                                                   
2 關於雷科夫在宗教議題上的認知分析，請參閱 Lakoff (2006b: ch. 10) 及 Lakoff and 

Wehling (2016: ch. 7)。 
3 雷科夫的政治著作主要有 Lakoff (2006a, 2006b, 2008, 2014, 2016); Lakoff and 

Wehling (2012, 2016)；亦請參見其網站 https://georgelakoff.com/blog/。如文中所述，

本文主要依據雷科夫 (Lakoff, 2008) 新啟蒙的論述而展開，在引述雷科夫觀點時則

兼採 Lakoff (2006b, 2014, 2016)及 Lakoff and Wehling (2016)。值得提醒的是，雖

然有著來自後啟蒙與新啟蒙的挑戰，啟蒙運動那種敢為敢想的精神，以及理性、科

學、人道與進步的普世理想，仍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現代活力與未來期望；

相關論述請參閱 Pink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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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斯沒有理解到新啟蒙時代人類心智的多樣性 (2008: 271)。簡言

之，由雷科夫的觀點去評估，啟蒙運動所謂的普遍理性錯估人類的

心智，羅爾斯後啟蒙的哲學計畫雖確認理性的限制，但仍犯了啟蒙

時代理性為本的錯誤，只有正視新啟蒙時代人類認知模式的多樣性

與差異性，才是解決深度歧見與分裂衝突的起步。羅爾斯是否只如

雷科夫所說那般仍有待檢驗，4 不過藉由以上啟蒙、後啟蒙、新啟

蒙的區分，頗可定位雷科夫試圖展開的政治論述的視野。 

以下，第貳節闡述共和黨嚴父家國的價值與政策方向；第參節

說明民主黨親情家國的價值與政策方向；第肆節則基於家國模式的

分析以及模式在神經網絡激活方式的臆測，推出民主黨宜採用的認

知與言說策略；第伍節批判雷科夫提出的言說策略，論證該策略會

導致民主黨進退維谷的後果。在汰除雷科夫論述與模式分析不當之

處後，第陸節與第柒節由公民的位置，分別從臺灣與儒學的視角，

在遠距與對比中拉開視野，檢討雷科夫認知分析值得參酌的論點與

洞見，並論證儒學兼聽與調節的實踐智慧，如何能改善雷科夫的模

式與策略分析。在此需要點明的是，本文陸、柒兩節有個價值領域

裡實踐論述的基本假設：在跨文化理解對方時，用理解對方的觀點

回過頭來檢視自己，是理解自己也是同步為自己更深入理解對方的

方式；而且，由己方觀點出發去改善對方觀點，其實總也是改革己

方觀點的契機與作法。因此，如果陸、柒兩節的分析正確，那麼它

們也是改善儒學、理解臺灣並同步為臺灣如何更深入理解美國政治

                                                   
4 關於羅爾斯的理論能不能妥善回應多元民主社會裡深度歧見的問題，請參閱鄧育仁 

(2016)。關於羅爾斯多元觀點與公共理性的批判研究可謂汗牛充棟，在此僅列出華

文學術圈幾項研究供斟酌參考：王冠生 (2015)、何信全 (1999)、吳澤玫 (2008)、

林火旺 (2004)、張福建 (1997)、陳宜中 (2001)、蔡英文 (1997)、錢永祥 (1995)、

顏厥安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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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論述。以上這一點需要稍稍再強調，因為本文的定位是為中

文讀者書寫，重點不在美國讀者。此定位帶著公民論述的期許，故

本文力求同步兼顧學術要求與公眾閱讀的行文要求。最後一節則以

「新啟蒙與新公民」為題，總結本文的論述重點以及對現代公民的

期許。本文沒有解決新啟蒙揭開的多元問題。不過，在民主社會裡，

多元的問題不是要被解決掉的對象，而是要被調節的情勢，因為良

好的民主本就會自然走向價值觀點多元的社會。儒學兼聽與調節的

實踐智慧，為雷科夫重新框束 (reframing) 的認知分析帶來更寬闊

的思考空間與策略意涵。 

貳、共和與嚴父家國 

雷科夫發現，美國的自由主義者，或者更準確一點來說，民主

黨的政治人物與支持者，他們的政治行動與言說，深深受到啟蒙運

動留傳下來的信念所左右：事實自己會說話；只要把事實與統計數

據羅列清楚，理由及論述的邏輯秩序清晰展開，並將利益損害的關

係明白呈現出來，那麼選民自然會明白自覺地做出理性的權衡，支

持提升利益、降低損害的政策方案，並把票投給合適的候選人。在

啟蒙信念左右下，民主黨人無法理解明明事實不是如共和黨所陳述

那樣，而且，很清楚地，共和黨的政策方案會嚴重危害其支持者的

切身利益，然而這些選民卻仍力挺共和黨的候選人。5 從更宏觀的

視野來說，因為只由這種啟蒙信念出發，自由主義者無法看到同在

民主憲政與自由理念底下，一種系統性影響政策方向與事實認定的

                                                   
5 根據霍克希爾德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2016: 8-9) 的敘事，在美國，共和黨州

比較窮，有更多的青少女未成年媽媽，離婚率較高，健康情況與過胖問題較糟，外

傷事故死亡較多，平均壽命較低 (與民主黨州相比，約低 5 年)，新生嬰兒體重不足

情況較多，就學率較低，工業污染明顯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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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競爭與衝突，也看不到除了理性權衡與利益分配之外，一種價

值、情感及認同的訴求與要求，更看不到一種策略性政治言說的相

關性與重要性。  

我們先來看看由話語所喚起，能左右事實認定、價值取捨與行

動方向的框架力量。雷科夫常提及他在柏克萊加州大學教學時所用

的一個簡短例子：「別想大象！」(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要

你別想大象，然而你已經開始想大象了 (Lakoff, 2014: 24；附帶一

提，在美國影視文化裡，大象象徵共和黨)。另一個簡明的例子是

1970 年代尼克森  (Richard Nixon) 6 總統在水門事件  (Watergate 

Scandal) 期間，透過電視轉播向全美民眾說：「我不是騙子」(I am 

not a crook.)，他想以此說服大家他不是騙子，然而閱聽眾已經開始

從謊言和歪曲事實的角度來衡量事情了 (Lakoff, 2014: 25)。雷科夫

要提醒的是，話語喚起框架，即使你用「別想」、「不是」的否定

語式，但否定框架仍是一種喚起框架的方式，閱聽眾已經開始用你

希望他們不要用的框架思考問題、衡量情況了。 

在民主政治的競爭裡，誰能經營出在民眾心裡喚起對己方有

利、對方不利的認知框架之言論環境，就等於誰掌握了話語權，也

等於誰占據了勝選的制高點。在沒有意外特殊的情況下，後續的辯

論，其實難以改變大局。在爭奪框架、確立大局上，「稅負緩解」

是共和黨占領賦稅政策制高點的用語，儘管它目前可以說已經是美

國政治文化裡的通用語彙。在稅負緩解的框架裡，稅是人民的負擔，

能減輕人民負擔的政策總是良好的政策。這意味著減稅本來就是理

所當然的政策方向。在隨後進一步的分析裡我們將看到，對共和黨

而言，減稅不只是減輕人民的負擔，它更是撬動一系列政策方案，

                                                   
6 尼克森是美國第 37 任總統，任期從 1969 年 1 月 20 日至 1974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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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價值、情感與認同訴求的戰略節點。 

要瞭解這種系統性牽動政策方案及價值、情感與認同訴求的戰

略節點，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雷科夫問過自己的問題開始： 

1.為什麼由對「當自己的幼兒半夜哭泣時，你有沒有將他抱起

來？」(When your baby cries at night, do you pick him up?) 這

問題的回答，多少就能測出回答者的政治態度呢？(Lakoff & 

Wehling, 2016: sec. 2.3)  

2.為什麼共和黨總在談家庭價值？(Lakoff & Wehling, 2016: 

sec. 2.2)  

3.為什麼共和黨堅持死刑以及民眾持有致命性槍械的權利，但

卻在墮胎議題上力主生命  (pro-life) 的重要性？ (Lakoff, 

2016: 25)  

這三個問題乍看之下各自分立，不過稍進一步檢視當可發覺，

家庭價值與教養聯繫著這三個問題 (這是從後見之明來說。要成為

第一個踏出這一步的人是需要相當的洞察力與運氣才行)。當雷科夫

從家庭價值與教養的角度重新去理解政治言論時，他發現在文化、

媒體、影視娛樂與民眾心中，有著兩種堪稱理想化的家庭價值與教

養模式，深深左右美國政治裡的言說、認知與選擇。他用「嚴父模

式」(The Strict Father Model) 和「親情模式」(The Nurturant Parent 

Model) 分別稱這兩種模式。在嚴父模式下是一種「保守的」政治認

知模式，在親情模式下則是「進步的」或「開明自由的」(liberal) 政

治認知模式。一般而言，在政壇上，嚴父模式框束著共和黨的政治

傾向，親情模式則框束著民主黨的政治傾向。以下行文中用到的「我

們」，是一種擬想嚴父或親情家國模式裡我群觀點的敘事方式。在

雷科夫的分析裡，嚴父家國與親情家國模式均有其內部的差異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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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以下行文重在對比出兩者的差異，沒有論及各自的次類型。 

先從嚴父模式談起。7 這是一個善惡雜錯的危險世界，嚴父則

是家庭的護衛者。他的權威除了來自身為家庭護衛者外，更因為他

知道對錯的分野。他設下規矩紀律，要求家人服從他的權威，並遵

守紀律，不服從或違犯紀律者必受嚴懲。小孩不知道對錯的分野，

總遭到各種歡娛享樂的誘惑。嚴懲其實是父愛的表現，因為只有在

服從權威、遵守紀律下，小孩才能逐步被訓練成為自律、明白是非、

擁有道德力量克服誘惑，以及能獨立成家立業且真正對社會有貢獻

的人。母親的角色在於輔佐嚴父生育教養小孩，並妥善處理好家裡

食衣住行與規矩等大大小小的事情，以便讓身為家長的父親能無後

顧之憂地面對善惡雜錯與異端威脅的危險世界。基本上，我們的國

家 (美國) 已經建立起契約規範、勞動分工、自由市場與企業競合

的有序社會。嚴父的責任即在於為自己及家人謀求美好的生活，在

自由市場與契約規範的競爭中贏得財富。這種有序的自由競爭，是

自負成敗的競爭，也是自制能力與道德力量的考驗。那些貪圖享樂、

墮落懶散、無能自制、無視契約與企業精神的人，勢將落敗，若不

求改善則終會被淘汰出局。如果家長們都嚴格要求自己投入市場、

護衛家庭，我們的國家自然會是一個繁榮富裕、世代綿延的強盛國

家。 

在美國文化裡，家與國之間有著一種概念上的聯繫：「國即家」

(the nation as a family)、「政府即家長」(the government as a parent) 

及「公民即孩子」(the citizens as the children)。不過，要注意的是，

有時「政府即家長」是以「首長即家長」或「總統即家長」的方式

展現，而在「公民即孩子」方面則要留意他們都是在這個「大家庭」

                                                   
7 關於嚴父模式，此處為高度濃縮後的改寫，詳情請參閱 Lakoff (2008: 77-81, 2016: 

ch. 5) 及 Lakoff and Wehling (2016: sec.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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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已經長大成人的「孩子」。透過這種由家到國框架式的概念聯繫，

美國民眾懂得「國父」(the father of our country)、「祖國」(fatherland) 

這類語彙，知道「美利堅合眾國的創建之父」(the founding fath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指美國開國元勳，理解反恐政策中的

「家園安全」(homeland security) 所指的就是國土安全，並且也能在

不假思索中就明白「國家送其兒女上戰場」(Nations send their sons 

and daughters to war) 的意思。8 雷科夫要指出的是，通過這種由家

到國的概念聯繫，嚴父模式框束了一種對於國家、政府、公民及其

之間關係的思考、推理，以及其中價值、情感與認同的深度訴求。 

在接續談論嚴父模式之前，請先看兩點注意事項。第一，從以

上的譯文可以看出，即使細節有些差異，這種框架式的概念聯繫也

顯示在華文語境裡。值得在此先預告的是，下文從臺灣看美國中將

提出的家國臆測，是從跨語文框架式家國概念聯繫為起點而提出

的。由於這種框架式的概念聯繫涉及由一個領域 (例如家) 理解另

一個領域 (例如國)，雷科夫稱它們為概念隱喻 (conceptual meta-

phor)。通常，跨語文及文化脈絡的概念隱喻，在認知上是比較基本

的，在合適的場合裡，會是言說者與閱聽人不假思索就用到的框架，

而且在跨文化比較或探究中，它們是研究者可善用的參考座標，也

能是思考的起點。9 

第二，在認知上，由家的尺度框束龐大複雜的美國國度、政府

與公民，總要有所簡化。在這兒，將龐雜的政府組織擬人化為家長，

而進行揉合著價值、情感與認同的故事性思考與推理，規約了一般

美國民眾對政府角色與政治人物的故事想像。事實的羅列、統計數

                                                   
8 參閱 Lakoff (2008: ch. 4, 2016: ch. 8) 及 Lakoff and Wehling (2016: sec. 2.2)。 
9 相關隱喻與認知的研究導論，可參閱 Dancygier and Sweetser (2014); Kövecses 

(2010) 及蘇以文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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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展示和邏輯的推衍，或許適合用來分析龐大複雜的國事，但那

是專家應該做的事。一般民眾不期然所關注的，則是從故事性的思

考與推理，去看政治人物到底秉持什麼價值理想，對政治這種公共

事業及其所服務的民眾有沒有付出真實的情感，並且有沒有委身認

同做正確的事。或者，政府作為全國的大家長而言，有沒有確實去

做以上故事性思考與推理所關注的事。一般而言，只要民眾判斷政

府或政治人物基本上符合這些關注要點，就會獲得一定程度的支

持，即使他們在政策上、言論上犯了許多錯誤。畢竟，從故事角度

設想，犯錯乃人世常情。 

由嚴父的家庭價值與教養模式出發，透過國即家、政府即這個

大家庭的家長的框架式連結，雷科夫梳理出美國政治文化裡的一種

政府典型，以及在故事思考中民眾對它的預期與要求。大致而言，

故事裡的「大家長」重視權威與自律的價值，以及守紀與懲罰的效

益。由於公民都已經是長大成人的孩子，政府的首要責任是維護、

改善並拓展契約規範、勞動分工、有序競爭的自由市場，以讓「孩

子們」在恪守契約與企業精神中，投身市場，從事競爭，發揮才能，

創造財富，並護衛其家庭。高度分工的自由市場，讓身具不同能力

與才華的人都有贏得財富的機會。如果有人在這種競爭裡仍連番落

敗，陷入貧困，那就要自負後果。若長期身陷貧困，則意味著當事

人的自制與道德能力有問題。在那種情況裡，當事人必須設法證明

自己只是時運不濟，而最好的證明方式是重新站起來，因為只要他

願意，總能在市場裡找到重新站起來的第一步，何況我們還有「兄

弟」情誼的自己人會伸出援手，給予機會，而「大家長」也不會一

直對努力重新起步的孩子袖手旁觀。機會，終究會給努力上進的人。

但如果陷入貧困，卻不思進取怠惰度日，那麼窮苦本來就是對他自

然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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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場是有效創造與分配財富的機制，也是考驗人自制與道

德能力的試金石。這種創造財富與考驗品性的雙重效能，使得自由

市場成為嚴父故事框架中最核心，而且也是最具全局性調控資源的

制度與展現價值的規範。在市場上失敗的人，最多只遭到淪落窮苦

的自然懲罰。至於罪犯，則要由公權力介入處置。特別是黑道暴力

團伙，他們無視政府權威，依附又同時破壞市場雙效的制度，而且

威脅、甚至侵犯人身安全。從社會安全、市場秩序以及家國的核心

價值來看，他們都是要被圍堵、隔絕及嚴懲的對象，死刑則是其中

罪孽深重、非我族類的囚犯理所應得的。然而，這畢竟是一個善惡

雜錯的危險世界，也有政府無法顧及的犯罪角落。因此，給予每一

位身為家長的公民持有槍械防衛自己並保護家庭的權利，是件重要

的事，同時也是維護嚴父權威及其自律自立地位的必要措施。 

我們還要把市場雙效的制度推向全世界。政府要有全球經略的

眼光，尤其是在美元作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的基礎上，推動國際自

由貿易協定，確保能源、通訊與重要物資的通道，以建立全球性的

契約規範、勞動分工及有序競爭的自由市場。我們有強大的航母戰

鬥群巡弋海上，精密的航天科技佈下衛星監控，還有具精準打擊能

力的空中優勢駐點海外，當然還有陸基與潛艇備而不用的核武威嚇

力量。如果有必要，即可如對付黑道團伙般，以軍事力量嚴懲那些

破壞自由貿易、全球市場的「惡棍」國家。 

自由市場以其「創造財富、考驗品性」的雙重效能，成為展現

嚴父家國模式核心價值的制度。由此家國模式為定位，還可以通盤

理解共和黨其他林林總總看似獨立但實則相連的政策主張。在此僅

略舉幾個例子來指明這種實則相連的情況。過度的社會福利施予，

減弱市場創造與分配財富的功能，並削弱被施予者在自負成敗中的

品格培養與重新站起來的決心。換言之，現行的社會福利制度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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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市場雙效，也因此侵蝕了自由市場所展現的嚴父家國的核心價

值。在教育與健保方面，則是由於政府的強勢介入與管制，過度壓

縮了教育與健保市場發揮功效的空間。政府不要介入不該介入的地

方，並解除那些壓縮自由空間的管制，回歸市場原則，讓市場正常

發揮效能，才是改善社會救助以及教育與健保的正確方向。至於同

性婚姻與女子自主選擇墮胎 (pro-choice) 的權利，雖然沒有直接衝

擊自由市場的制度，卻間接阻礙了共同走上世代綿延、繁榮強盛國

家的願望，更嚴重的是，那種想法悖離了嚴父模式，其存在就是對

嚴父權威地位的威脅與挑戰。 

參、民主與親情家國 

在敘述親情模式之前，為求明確說出與嚴父模式對比的定位所

在，值得先在此把「理念」(idea)、「實質爭議的概念」(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10 和「價值」(value) 等語彙在雷科夫認知分析裡

的關聯，作一初步的說明。自由 (freedom) 可以說是美國政治文化

的核心理念，它規約了美國政治的基本走向，也構成其正當性根源

所在。不過要注意的是，在政治言說的場域裡，無論是號召或煽動、

講理或論述，「自由」作為一項共享的、重要的、表達特定概念的

政治語彙，在眾人手中卻分別展現為很不同，甚且相互衝突、彼此

爭鋒的多樣意涵。如前所示，對共和黨而言，市場競爭、贏得財富

的自由，是自由的核心所在。因此，任何增稅、管制與政府干預，

都意味著限制人民的自由。不過，對許多民眾 (特別是民主黨的支

持者) 而言，維護勞工權益、促進性別平權、推動全民健保、保護

生態環境，以及改善公共設施與教育等等制度性措施，才是維護民

                                                   
10 對於「實質爭議的概念」的分析，最早起自 Gallie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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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基本權益、促進民眾基本自由的核心所在。因此，以減稅名目挪

走公共財源並放任市場競爭，是假借自由之名，實則侵蝕讓人民得

以實質享有基本自由的制度與環境條件。這種衝突與爭議，顯然無

法靠「定義清楚」的要求來解決，也不能訴諸「你有你的意思，我

有我的意思，就各用各的意思並互不干涉」的方式來消除。在雷科

夫看來，這種爭議的實質所在，是價值觀點的爭議。雷科夫對於美

國政治言說一項重要的分析，就在於明晰地展示：嚴父模式與親情

模式，如何經由各自的價值取向，把眾人共有的理念，框束成彼此

之間價值取捨不同以致意涵認定不一而不斷引起爭議的概念。11 

親情模式從人與人相互關懷、網絡聯結中展開的生活脈絡，定

位我們的世界。12 在家裡，雙親都是家長，原則上不分主從，共同

負起教養孩子的責任。如果責任有別，那是在經由溝通做出適合孩

子的方式而定下來的。教養是從關愛孩子開始。雖然由於孩子尚未

長大成人，家裡該立下怎樣的規矩以及要做什麼事，最後是由家長

決定，不過要讓孩子有機會參與其中，藉著一起討論、溝通、講理，

讓孩子明白規矩與決定背後的道理，也讓雙親曉得孩子的感覺、意

見與疑問。更重要地，是在這參與過程中，雙親也在以身作則中，

培養孩子溝通講理的能力，以及關懷尊重他人的素質。孩子是在這

種能力與素質的基礎上，追求健康幸福、適才適性，以及卓越美滿

的人生。如果孩子犯錯，第一步不是懲罰，而是去瞭解犯錯的緣由，

包括觸犯規矩的情境因素。懲罰不是要令孩子畏懼而不敢再犯，要

點在於讓孩子明白是非，承擔責任。有時候，犯錯的主要緣由其實

在於情境因素。在這種情況裡，孩子難免多少覺得自己很無辜。不

                                                   
11 雷科夫從「自由」理念入手展開認知分析的論述，請參閱 Lakoff (2006b)。 
12 關於親情模式，此處為高度濃縮後的改寫，詳情請參閱 Lakoff (2008: 81-82, 2016: 

ch. 6) 及 Lakoff and Wehling (2016: sec.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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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也是一種教養機會：讓孩子明白情境因素的重要性，並且能

從自己無辜的經驗，同情地設想他人可能陷入的困境，以培養孩子

未來踏入社會時，能從全局性的系統連結，明白事理，洞察人情，

並在承擔責任中，做出合理合情的判斷與決定。良善美好的世界，

就在人人從關懷尊重、溝通講理、培力與責任的相互聯結中展開的

生活脈絡裡。 

由親情的家庭價值與教養模式出發，透過國即家、政府即這個

大家庭的家長的框架式連結，雷科夫梳理出美國政治文化裡另一種

政府典型，以及在故事思考中民眾對它的預期與要求。大致而言，

故事裡的「大家長」重視關懷尊重、溝通講理、培力責任的價值，

以及由人與人的相互聯結到全局性的系統關聯。由於公民都已經是

長大成人的孩子，政府的首要責任是完善公共設施與制度，讓大家

能在適才適性中充分發揮相互聯結的系統性效益。值得提醒的是，

市場機制是公共設施的一個環節，不是獨立於其他公共設施的競技

場。它需要法制、金融、通訊、運輸、水電，以及國土規劃、科技

研發和人才培育等等的公共投入，才能有今天看到的活絡的企業發

展與創新模式，以及供需調節效果。建立公平合理的稅制，以稅收

得來的公共財源投入公共設施與制度的維護、改善與建置，是政府

的重要責任。 

市場是為每一個人過好生活而設的機制，活絡市場則是為創造

財富，是為讓每個投入職場的人至少有著一份可以過著不錯生活的

薪水，並且讓我們的公共設施與制度 (包括作為公共設施其中一個

環節的市場機制) 有著充裕的財源支持。不錯的生活以及良好的公

共設施與制度，是讓人實質享有自由的基本條件。政府不能讓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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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的人被當作只是「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s)，13 任由大公

司透過政商關係，扭曲制度、操縱市場機制、長期壓低薪資，以便

節省所謂人力資源的成本。這其實是現代社會製造貧窮、擴大貧富

差距的起手式，許多犯罪都起源於長期貧困以及令人不平的情境與

環境因素。充分的公共投入，包括公共設施、教育及服務的改善，

是消弭這類犯罪的重要環節。換言之，要消弭犯罪問題，不能只看

誰犯罪，更重要的是，要從社會性的情境與環境因素檢視，從真正

的系統性因素入手，這才是政府責任重點所在。 

相對於嚴父家國強調的市場雙效以及每一位公民的自制與自

立，親情家國更重視公共投入、系統性因素，以及人與人的相互關

懷與培力。循此政策方向，社會福利、公立教育和醫療公衛，仍需

要持續的公共投入來改善。對於同性婚姻的態度，重點則在於兩人

是不是在互相關愛的意願中組成家庭，其餘的爭論就不是那麼重要

了。至於墮胎問題，特別是對那些年少的未婚媽媽而言，無論在情

緒與認知上，都是艱難的考驗。她們沒有要挑戰誰的權威，也不應

該是被懲罰的對象，而是需要被保護、協助、培力，以克服種種艱

難，走出屬於她未來美好的人生。從更全面性的觀點審視，落實性

別平權與性教育，才是更合宜的系統性措施。 

在國際關係上，以武力威嚇為後盾，動用軍事力量打擊所謂的

「惡棍」國家，不是親情家國樂於見到的政策方向，因為軍事打擊

是製造敵人、散佈仇恨而非解決問題的方式。通過雙邊及多邊的協

商，以網絡般聯結的方式，拓展開全球互惠合作的大方向與格局，

才是親情家國第一順位的選擇。真的遇到問題時，嚴父家國總要樹

立起一個明確特定的懲罰對象。然而，在網絡聯結的世界裡，這只

                                                   
13 人力資源相關的問題分析，請參閱 Lakoff (2014: 122-126; 2016: 409-412, 435-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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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讓仇恨滲透到各個角落，把原本的問題化成模糊分散的潛在威

脅。親情家國會從網絡的、系統性的、全局的角度入手，耐心梳理。

這種梳理的角度，讓我們看到國際關係不只是國與國的關係，還有

城市與城市、社團與社團、企業與企業，以至家庭與家庭等等的跨

國網絡。永遠不要忘記，人與人之間的種種情事，其實一直是在相

互聯結中拓展散佈開的。 

肆、政治的認知與言說策略 

透過雷科夫的分析，我們看到，共有的理念，如何在嚴父模式

與親情模式下，展現為兩種價值取向，串連出兩套政策方向，而且

這兩種價值取向及其相連的政策方向，是相互牴觸的。請注意，這

不是零星部分的牴觸，而是成套地逆反相悖的牴觸。雷科夫借用視

覺研究裡聞名的內克方塊 (Necker cube)，來解說這種在共有理念下

相連但卻成套逆反相悖的現象。14 

你先在紙上以線條畫出一個正方形。其次，把你畫線的手，略

微往紙面上正方形的右上方移動，再以線條畫出與前一個正方形大

小相同、大略重疊的正方形。最後，再以四條平行線連結四角的方

式，將兩個正方形連起來。最後這個線條圖，即內克方塊。 (重點

在最後的方塊圖，不在如何畫。上述畫法是為求文字描述簡明而提

出的。) 在正常情況裡，你不會只看到內克方塊的線條圖形，你看

到的是線條連成的方塊圖。而且，在每一次看的經驗裡，你要不看

到向左方位坐落的方塊 (本文稱向左方位坐落的模式為「左坐模

式」，以此模式在經驗中呈現的方塊為「左坐方塊」)，要不看到朝

右上方位仰視的方塊 (本文稱朝右上方位仰視的模式為「右仰模

                                                   
14 關於內克方塊的類比，請參閱 Lakoff and Wehling (2016: sec.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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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此模式在經驗中呈現的方塊為「右仰方塊」)，而且你無法

察覺自己到底是經歷怎樣的認知過程而有最後特定的視覺經驗。許

多人第一次看內克方塊時，先看到左坐方塊，不過經由他人指點或

注意力焦點的轉移，在經驗上瞬間翻轉成看到右仰方塊，但當事人

無法意識到自己究竟是經歷怎樣的認知過程而有這種翻轉的視覺

經驗。視覺神經網絡的研究成果告訴我們，在這種無意識的認知過

程裡，實現左坐模式的神經網與實現右仰模式的神經網，以相互壓

制、贏者全拿的方式，處理當下的視覺訊息。最後全拿者就成為你

視覺經驗中不是左坐就是右仰，但不會看起來同時像是左坐又宛如

右仰的內克方塊。 

 

用內克方塊來比喻，自由的理念就宛如線條圖形，嚴父模式與

親情模式就宛如左坐模式與右仰模式，其分別框束的價值取向與政

策方向，則似左坐方塊與右仰方塊。美國民眾都有著自由的理念，

人人大抵也都有著嚴父模式與親情模式的認知裝備。不過，在每一

次價值取捨的經驗裡，只有一套模式能落實成為框束價值取捨的模

式，要不是嚴父模式，就是親情模式。而且，就像看內克方塊的經

驗一樣，當事人直覺地「看到」自己的價值取捨，但無法直覺地「看

內克方塊圖：你看到左坐或右仰的空間格局？或者問，你看到立方空間裡的蚊子是

飛向左前上方角落還是飛向左側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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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是怎樣的認知過程使自己做出實際上做出的價值取捨。雷科夫

推測，就像左坐模式與右仰模式之間的競爭，在那種無意識的認知

過程裡，實現嚴父模式的神經網與實現親情模式的神經網彼此處於

全面性相互壓制、贏者全拿的競爭狀態。本文隨後將指出，在雷科

夫關於政治的認知與言說策略的論述裡，這項推測很重要，但也很

可能是他在策略思考上踏錯之步。為求行文方便，也為標明這項臆

測，本文稱之為「雷科夫的臆測」，簡稱「雷氏臆測」。15 雖然對

於內克方塊那種完形知覺轉換的神經機制已經有很好的科學說明，

但是對於嚴父模式與親情模式這類高度抽象、複雜的概念網絡，學

界對其神經機制仍處於猜測、臆測、推想、推測的初步階段。雷氏

臆測是本於前述完形知覺與抽象概念網絡之間可比擬的特定設想

而提出的。值得事先提醒的是，本文以下提出雷氏臆測未必成立的

理由，其重點在動搖前述的可比擬性上。就本文的主題而言，不宜

也不必投入駁倒雷氏臆測的工作，那會牽涉太多認知語言學與神經

科學的專技議題，也會涉及現階段神經科學未知的領域。另外，用

「臆測」命名雷氏臆測，沒有貶抑的意思。從人類文明已有的歷史

經驗來看，科學理論遲早總會被更好的科學理論取代，而具有關鍵

性地位的臆測，其洞見及激發的科學想像則歷久彌新。 

雷科夫觀察到，共和黨人，特別是自雷根 (Ronald Reagan) 參

選總統開始 (1980 年)，無論是透過媒體或現場與民眾講道理時，重

點總在運用適當的語彙與故事，喚起民眾心裡適當的框架。框架對

                                                   
15 兩點行文交代。第一，「雷氏臆測」是本文給予的名稱，專指此處關於神經網競爭

的臆測，雷科夫本人用「二元概念系統論」(biconceptualism) 概括其嚴父模式與親

情模式的認知及神經機制的論述，相關說明請參閱 Lakoff (2008: 69-73) 及 Lakoff 
and Wehling (2016: secs. 4.3, 5.2)。第二，本文以下用「喚起」談喚起認知模式，

用「激活」談激活實現該認知模式的神經網，雖然在英文裡，無論是「喚起」或「激

活」，都是 act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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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了，自然會得到民眾在情感與價值訴求上一種相互召喚的支持。16 

然而，民主黨人總偏好從羅列事實和訴諸理由的方式展開政治論

述，結果是沒有從自己的價值觀點出發，反倒用對方的語彙、落入

對方的框架內來論述自己的政策。前文提到的「稅負緩解」是其中

一個典型的例子。在此值得重新提醒的是，語彙喚起框架，而誰能

經營出在民眾心裡喚起對己方有利、對方不利的認知框架的言論環

境，誰就掌握了話語權。「稅負緩解」所喚起的是：減稅自然是正

當的政策方向，而增稅總至少是有待商榷的。對共和黨而言，民主

黨總侈言增加社福、環保、健保、教育，以及種種政府管制的公共

投入。當民主黨人還在分別為一個個的社福、環保、健保、教育等

等議題羅列事實並做政策分析時，共和黨已經提出稅負緩解的框

架，從逐步蠶食以致大幅減稅，把無論是社福還是其他種種公共投

入所需要的財源抽走。在資金不足以致人員縮編中，再把原先設置

的政府部門功能轉移到私部門，交予公司經營，以完成嚴父家國充

分發揮市場雙效的要求。17 

稅負緩解是共和黨實現嚴父家國的戰略節點，而民主黨人卻仍

在事實羅列、理性分析，以及提出對民眾有利的政策中打轉。初步

來看，稅負緩解對民眾有著一種馬上看得到的利益。許多民主黨人

紛紛落入稅負緩解的框架 (或者說是「圈套」) 裡。一旦落入這個框

                                                   
16 雷根是美國第 40 任總統，任期從 1981 年 1 月 20 日至 1989 年 1 月 20 日。關於

雷根認知與言說策略的說明，請參閱 Lakoff and Wehling (2016: sec. 5.1)。 
17 關於稅負緩解的分析，請參閱 Lakoff (2008: 234-240, 2016: ch. 10) 及 Lakoff and 

Wehling (2016: sec. 6.4)。稅負緩解作為一項戰略節點還需要雷科夫所稱的「政府

許可的私掠」(privateering) 配合，亦即文中所說的把種種公共投入所需要的財源

抽走並將政府部門功能轉移到私部門的操作。關於這種私掠的說明，請參閱 Lakoff 
(2008: ch. 7)。雷科夫另外從公司治理公共事務 (government by corporation) 的

角度說明私部門取代公部門的問題，請參閱 Lakoff (2014: ch.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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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任何令人聯想到增稅的公共投入，就成為有待商榷、需要辯解

的政策構想了。然而，愈是在稅負緩解的框架內商榷辯解，愈是強

化了該框架框束議題的效力，因此也就更強化共和黨在這方面話語

權的至上地位，而誰掌握話語權與誰將當選是正相關的。 

從更宏觀的生物演化的角度檢視，差異 (variations) 本是常態。

當科技發展到讓我們能以系統性方式探索人的心智過程時，發現人

與人之間認知模式的差異，並不意外。雷科夫一再提醒仍深受啟蒙

理性約束的「進步」人士，別忘了我們身為生物一員的身份，我們

的理性是一種生物理性，而我們的認知、情緒、情感與直覺，都與

我們身為生物的血肉脈動深深相連 (Lakoff & Johnson, 1999)。啟蒙

運動告訴我們要講道理，新啟蒙則提醒我們要在注意生物身份 (特

別是其中認知模式的差異) 中講道理。 

再進一步由實現生物認知的神經系統檢視，雷氏臆測告訴我

們，在認知上，嚴父模式與親情模式以負連結的方式彼此相連，意

即它們是在相連中，以全面性互相壓制、贏者全拿的方式，處理當

下的訊息。當稅負緩解總成為框束政治議題的主要框架時，它會在

一次又一次贏者全拿的過程中，強化嚴父模式在美國民眾政治認知

與訊息處理裡的主導地位，同時壓低親情模式被喚起的機會。換個

角度說，在一次又一次激活嚴父模式神經網的過程裡，除了增強其

內部相互激活的正連結，同時也壓低親情模式神經網被激活的機

率，並因此弱化其內部相互激活的連結強度。這意味著在稅負緩解

的框架裡，即使民主黨有時贏得增加特定公共投入的政策，但從長

期宏觀的趨勢檢視，整體的話語權將朝有利於共和黨的方向發展。 

值得在此簡略提及的是，共和黨另一個戰略節點是反恐戰爭。

雷科夫認為，一旦接受共和黨以「戰爭」框架「反恐」，許多原本

針對恐怖活動作為一種跨國犯罪活動能有的有效措施與明智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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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被略過。反恐戰爭的框架強化嚴父家國危險世界的觀點，提升

「大家長」對內的權柄，並同步增強嚴父權威。共和黨還以戰爭經

費需求為由，大幅降低公共投入，並把經費投放到私部門，交由民

間企業執行戰地維安、情報偵蒐等工作。由策略觀點檢視，反恐戰

爭能帶來的戰略節點的效應，與稅負緩解相近。18 

很清楚地，民主黨需要從過去啟蒙理性的迷思走出來，需要看

清楚在自由理念之下，有著親情模式和嚴父模式分別框束出來而成

套逆反相悖的價值取捨、政策方向及情感與認同的訴求，並且民主

黨迫切需要一種基於新啟蒙而擬訂的認知與言說策略。總結以上的

分析，本文把雷科夫基於新啟蒙論述所提出的策略條列如下： 

1.要從親情模式的價值觀點出發，不要再誤信過去的啟蒙理性，

而迴避價值及情感與認同的故事訴求與政治論述。 

2.要研擬適合的語彙以帶出合宜的框架，不要再直接沿用對手

的語彙而落入他們的框架內。 

3.要設法簡明清楚地展示相互聯結、系統性因素與公共投入的

重要性，切勿捲入共和黨簡化問題、樹立特定懲罰對象的咎

責策略。 

4.要在各種場合、各類媒體中，不厭其煩地重複使用適合我們

的語彙，一次次喚起並強化親情模式在民眾無意識認知處理

過程中的影響力，以奪回話語權。(請注意，最後這一點幾乎

等於說要全盤引進共和黨的媒體與傳播策略。)  

本文稱這四條策略觀點為「新啟蒙策略」。本文認為第一、二、

三條觀點均有其政治效力，第四條則有待商榷，姑且稱它為「再三

                                                   
18 關於反恐戰爭的分析，請參閱 Lakoff (2008: ch. 6, 2014: ch.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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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19 容後再討論。在此先以稅制議題例示前三條。雷科夫建

議不要再用「稅負緩解」這語詞去談論賦稅政策，而是從親情模式

出發去告訴民眾：沒有教育，你就沒有自由，因為你的人生選擇將

嚴重受限；沒有起碼的收入，你就沒有自由，因為連基本生活需求

都應付不了；沒有公共投入，你現在享有的自由都將逐一失去，因

為讓你實質享有自由的環境與制度條件將逐漸崩毀；公平課稅 (fair 

taxation) 是確保公共投入以維護實質享有自由的環境與制度條件

的道德要求。20 雷科夫提醒民主黨人與進步人士，即使在利益紛擾、

口水紛飛的時代裡，在民眾心裡，政治最後依然是一種道德事業。21 

伍、進退維谷的後果 

本文接受雷科夫認知分析下的五項重點： 

1.即使擁有眾人誠心共同支持的良善理念 (例如自由的理念)，

在認知模式的差異下，價值與政策的衝突仍無從避免。 

2.親情模式與嚴父模式兩套互相牴觸的理想化的家庭價值與教

養模式，通過家與國之間的概念聯繫，深深左右美國政治裡

的言說、認知與選擇。親情家國重視公共投入、系統性的因

素，以及人與人的相互關懷與培力。自由市場則以其創造財

富與考驗品性的雙重效能，成為嚴父家國展現其核心價值的

場域。 

                                                   
19 「再三」取「不厭其煩地重複」的意思。 
20 關於公平課稅的分析，請參閱 Lakoff (2008: 182, 2014: ch. 11, 2016: ch. 10) 及

Lakoff and Wehling (2016: secs. 3.5, 6.4)。 
21 雷科夫的聲稱是：「所有的政治都是道德的」(All politics is moral)；請參見 Lakoff 

(2014: 19, 2016: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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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而言，只要民眾判斷政府或政治人物基本上符合他們家

國模式所關注的價值與要求，就會獲得一定程度的支持，即

使他們在政策上、言論上犯了許多錯誤。 

4.話語喚起框架。否定框架仍是一種喚起框架的方式。在民主

政治的競爭裡，誰能經營出在民眾心裡喚起對己方有利、對

方不利的認知框架的言論環境，就等於誰掌握了話語權，也

等於誰占據了勝選的制高點。稅負緩解是共和黨實現嚴父家

國的戰略節點。民主黨需要一種基於新啟蒙的思考，在本於

親情家國的價值與政策取捨中，以「公平課稅」而非「稅負

緩解」的框架，直截了當地去論證：公平稅制是確保公共投

入以維護實質享有自由的環境與制度條件的道德要求。 

5.政治終究是一種道德事業。 

接受這五個方向重點，不表示本文全盤接受其中所有經驗細節

的分析與描述，即便雷科夫本人也認為許多地方有待完善。不過，

就本文所欲探討的主題來說，從方向重點出發應已足夠。至於雷氏

臆測，以及與之關聯的再三指引，本文則認為，即使只由方向重點

考量，仍有待商榷。 

針對雷氏臆測與再三指引，首先要明白確定的是，雷科夫是從

他所稱的進步與開明自由的立場出發，或者說是從親情家國的理

念、價值與政策方向出發。他看到，雖然美國是一個多元開放的社

會，但在政治上是以共和黨與民主黨主導的分裂格局。面對這種格

局，基於雷氏臆測，並從政治行動綱領的要求來改寫，他為民主黨

提出的再三指引可更新為：發展並採行適合己方認知框架與價值觀

點的語彙及言說方式，用公開的言論、民主的手段，以及全面的草

根與媒體經營，在適當的語彙反覆喚起適當的認知框架中，奪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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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權，以重新接續、落實並拓展真正的美國立國精神 (即親情家國

在理念、價值與政策方向上總體展現出來的精神)。以下分二步驟檢

討再三指引，並且指出：第一，再三指引會令民主黨陷入另一種進

退維谷的後果；第二，雷氏臆測中內克方塊的比擬有瑕疵。 

再三指引要求完全撇開對方的語彙，並反覆使用適合己方的語

彙，以喚起親情模式，同時壓制嚴父模式被喚起的機會。這種反覆

手法，總讓人有種對閱聽人進行政治文宣的意味。雷科夫一再強調，

這不只是文宣，更不是政治操弄，而是從自己真誠相信的價值出發，

希望由喚起閱聽人心中適當的框架，讓他們真正聽到、瞭解、懂得

親情家國的價值要求與政策方向，並由此作出政治選擇。如果不這

麼做，不設法喚起適合的框架，那麼反而是束手旁觀地任由共和黨

把閱聽眾框入嚴父家國的條條框框內。然而，共和黨人同樣也可以

強調，他們是從自己真誠相信的價值出發，去喚起閱聽人心中適當

的框架，以聽到、瞭解、懂得嚴父家國的價值要求與政策方向。在

這種喚起框架的競爭中，雷科夫的再三指引，除了目標不同外，其

手法與作法，都與共和黨實行已久的言說與媒體策略雷同。 

在政治競爭上，彼此模仿對手行之有效的策略本是常態。不過，

反覆的手法適合用於簡明扼要的政治口號。共和黨針對誰要負責、

誰要受罰的切入角度，更能用簡明扼要的政治口號來反覆宣達，而

民主黨所著重的系統性因素，一開始就比較難以打造出適用於反覆

宣達的口號。換言之，在彼此都使用再三指引的言說與媒體策略時，

共和黨本就居於可略勝一籌的優勢位置。 

更嚴重的是，再三指引這種反覆手法，顯然更吻合嚴父家國的

價值內涵，即沒有什麼別的好講，就是反覆訓練直到符合要求為止

的精神面貌。雷科夫看到啟蒙理性如何令民主黨人在言說上不自覺

地落入共和黨的框架內，因此提出再三指引的政治行動方案。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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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當真實行再三指引，民主黨人將在政治行動上體現嚴父家國的價

值內涵，結果是在行動層次上落到共和黨的框架內。再進一步說，

啟蒙理性使得民主黨人犯了在「稅負緩解」框架內談增稅這種言說

謬誤，再三指引則會令民主黨人犯了在嚴父家國精神面貌下談論親

情家國價值的言行落差的錯誤。簡言之，啟蒙理性與再三指引分別

都會令民主黨人言說或言行自相違和，並間接增強嚴父模式在民眾

心中的主導地位。 

雷氏臆測是導致雷科夫不得不推出再三指引的主要緣由。以此

緣由，再配合前段的分析，我們可以推斷：在共和黨已經善用喚起

框架的言說與媒體策略的情境裡，假如雷氏臆測正確，那麼總趨勢

將是共和黨長期掌控政治的話語權。不過，本文認為雷氏臆測未必

成立。雷科夫主要是根據內克方塊贏者全拿的視訊模式的競爭，推

想親情模式與嚴父模式之間認知模式的競爭，而提出雷氏臆測。這

種推想，是一種比擬的推想。雷科夫強調兩者的相似性，但是兩者

之間其實有個關鍵性的差別。即使我們再怎麼強迫自己不要只把內

克方塊看成左坐或右仰，再怎麼努力試圖同時從左坐模式與右仰模

式檢視內克方塊，我們仍然難以不把它看成只是左坐或只是右仰的

方塊。對比於此，美國民眾能理解電影、小說或真實故事裡因親情

與嚴父家國價值衝突而展現的情節轉折，而且還能有程度不一感同

身受的故事經驗。如果事實的確如此，那麼親情模式與嚴父模式並

不是在任何時刻都只有其中之一能被喚起，另一則被壓制。換個角

度說，兩者能在同步被喚起中，聯合使當事人得以處理複雜故事的

情節轉折。22 

                                                   
22 由這種故事經驗反推，實現親情模式與嚴父模式的神經網，不宜用內克方塊全面性

互相壓制、贏者全拿的視覺訊息競爭方式來設想，更合宜的角度可能是從高維度概

念空間 (conceptual space) 中不同區塊激活不同原型 (prototype) 的角度來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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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雷科夫可以如此回應：在政治場域裡，在親情模式與嚴父

模式的競爭中，最後框束當事人實際政治選擇的只能是其中一個，

而另一個則被壓制；因此，內克方塊視覺效果的比擬，依然可以成

立。姑且稱此加上新條件的雷氏臆測為「雷氏政治臆測」。在此有

必要先把爭議的焦點稍加澄清。本文推測，雷氏政治臆測描繪的現

象，更可能是因為政治激情造成敵我意識的二分後果，不是因為親

情模式與嚴父模式之間的競爭是內克方塊那種贏者全拿的神經網

絡競爭模式。不過，本文無意證明雷氏政治臆測不成立。臆測畢竟

是臆測，可能成立，也可能不成立。但是，如果把臆測放到策略思

考上時，就不能只從臆測成立的假設來推想。如果雷氏臆測全面成

立，那麼在共和黨已經善用喚起框架的言說與媒體策略的情境裡，

總趨勢仍是共和黨長期掌控話語權。但如果只是雷氏政治臆測成

立，再三指引的效用如何呢？答案仍然是在言行自相違和中，間接

增強嚴父模式在民眾心中的主導地位。最後，如果雷氏政治臆測也

不成立，那麼就更沒有採取再三指引的理由了。簡言之，不論雷氏

臆測成不成立，或加上條件後的雷氏政治臆測成不成立，在共和黨

已經善用喚起框架的言說與媒體策略的情境裡，再三指引均不足

取；因此，宜揚棄再三指引。 

容本文稱只保留前三條、刪除再三指引的新啟蒙策略為「新修

策略」。從新修策略重新檢討共和黨在話語權上的優勢，重點就不

是要不要「不厭其煩地重複使用適合我們的語彙，一次次喚起並強

                                                   
關於高維度概念空間及其相應的神經網激活空間 (neuronal activation space) 的

說明，請參閱 Churchland (2012: 4-11)。另外，我們其實不必只由神經網絡探討概

念隱喻及認知模式是如何實現的。由行動情境、生活脈絡及制度探索隱喻如何實現

的論述，請參閱孫式文 (2010)；孫式文、鄧育仁 (2010)；鄧育仁 (2005)；Teng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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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親情模式在民眾無意識認知處理過程中的影響力」，而在於真誠

地從親情家國的價值出發，研擬適合的語彙以帶出合宜的框架，並

設法簡明清楚地展示相互聯結、系統性因素與公共投入的重要性。

雷科夫認為，由他的分析可以看出何以共和黨自 1980 年起逐漸掌

握了政治上的話語權。如果雷科夫的分析方向正確，那麼，除了不

合時宜地誤信啟蒙理性的效用外，本文對再三指引的批判，反倒進

一步指出：在共和黨已經善用喚起框架的言說與媒體策略的情境

裡，民主黨人自相違和的政治表現，更可能是話語權移轉的重要緣

由。 

陸、公民論述之從臺灣看美國 

新啟蒙策略多少反映了雷科夫急切扭轉 1980 年以來民主黨在

政治話語權上的劣勢。雷科夫認定親情家國的價值才是真正的美國

立國精神，而且他的論述總濃濃地透露出徹底反制共和黨言說與媒

體策略的政治動員要求。前述對再三指引的批判明白指出，這種急

切扭轉、徹底解決的心態是沒有必要的，而且如果當真徹底執行再

三指引，反而會令民主黨總在自相違和的政治表現中削弱自己的正

當性與支持度，並間接助長共和黨的話語權。去掉再三指引的新修

策略，更能貼近親情家國的價值。 

放遠眼光來看，良好的民主政治本來就會走上多元價值觀點的

社會。真心珍惜現代民主制度，就不能抱持把一套特定的價值觀點

當作是唯一的、徹底的、具強制性格並反制他者的政治準繩。本節

要接續探討的是，在民主多元的政治視野裡，當如何看待親情家國

與嚴父家國之間價值與政策方向的衝突。不過，以下的討論不是就

美國而論美國的方式來談。更準確地來說，陸、柒兩節是以一種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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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眼光，從臺灣的位置出發，探究美國政治文化的設想。這種

設想是在前述雷科夫認知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假設上進行。除了揚

棄再三指引以及對雷氏臆測 (包括雷氏政治臆測) 有所質疑和保留

之外，雷科夫提出的新啟蒙、親情模式、嚴父模式，以及相應的家

國價值與政策方向，還有為民主黨設計的新修策略，都是以下討論

所參酌的立論觀點、模式思考與策略想定。本節循此理路探索一種

合宜的公民論述所展示的跨文化哲學視野。這樣的論述，與其說是

針對美國政治的再反思，倒不如說是一種假設性的借鏡思考，是在

理解臺灣並同步為臺灣如何更深入理解美國政治文化的論述中，更

豐富且加深臺灣民主公共文化的跨文化哲學視野。 

以下，本節分五個面向展開這種跨文化的論述。本文沒有宣稱

這是完備的跨文化論述，而是以雷科夫認知模式分析為參照點分項

展開的跨美臺政治文化的批判與反思。本文也沒有宣稱以下的分析

能直接應用到實際情勢裡。畢竟眼光決定方向，成敗則還要看如何

處置細節，而本文只在眼光與方向的探索中。第一面向關涉認知模

式差異下多元的問題。第二面向關涉如何分辨民主多元裡兩強與二

元衝突的格局。第三面向關涉如何在跨文化理解美國的家國想像及

其政爭型態中，回頭推想臺灣未來可能的家國想像與政爭型態。第

四面向接續第三面向跨文化的家國想像與理解中，推想臺灣如何因

應美國嚴父家國或親情家國當政時不同國際情勢的策略。第五面向

則為下一節如何定位重新框束的問題鋪墊好論述的方向。 

第一，新啟蒙的重點在於正視認知模式的差異。認知模式的差

異說明了為什麼良好的民主社會總會自自然然成為涵融多元價值

觀點的社會，而多元有其很值得珍惜的面向。雖然每人只有一生，

多元的價值觀點讓我們得以經歷各種美好人生實現的可能。多元社

會讓更多人得以有適才適性的生活與事業選擇，不必去擠同一道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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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多元本是創意創新的溫床，讓我們的社會以至人類文明總能懷

抱美好未來的希望與期許。然而，人間不存在只有美好但不必付出

代價的事情。在多元價值觀點的世界裡，即使彼此都願意講道理，

然而在觀點差距很大的情況裡，有時己方認為重要的問題，對方認

為不重要；有時己方認為明確重要的理由，對方認為根本稱不上是

理由；有時己方認為深刻的洞見，對方卻無法理解所謂的洞見何在；

有時覺得是明白彼此的意思了，但卻感覺不到對方觀點有何相關性

或重要性。講理講不通又必須在時限內做出公共決定的時候，常是

各種衝突出現或擴大的時候。有衝突未必是壞事。然而，在政治上，

如果衝突背後是彼此認為對方的訴求沒理由、不怎麼樣、不相關也

不重要，那麼衝突很可能惡化成為沒什麼好再說、只就己方說了算

的話語權爭奪與權力鬥爭。23 

第二，民主多元意味著多元的衝突。不過，對臺灣民主政治而

言，雷科夫分析所凸顯的民主黨與共和黨家國價值與政策方向兩強

衝突的基本格局，更需要關注。雷科夫嘗試用內克方塊的比擬與設

想，以及前文提到的雷氏臆測，說明為何美國政治是一種民主多元

中兩強衝突的格局：嚴父家國與親情家國兩種主流價值觀點之間相

互壓制、贏者全拿的認知模式的競爭型態，是形成兩強衝突格局的

關鍵性因素。在這種兩強衝突的格局裡，沒有餘地留給任何所謂的

中間路線的設想；要不嚴父家國，要不親情家國，或兩者各自的變

異型態。在雷科夫的認知分析裡，與其說是兩強衝突，不如更準確

地說是政治上的二元衝突，而用個譬喻來說，二元衝突中的主流觀

點是主旋律，多元則是主旋律下的種種變奏曲。不過，如果前述對

雷氏臆測的批判確實成立，那麼這個政治二元衝突的說明是有瑕疵

                                                   
23 以上的想法，微幅修訂並延伸個人 (鄧育仁，2017: 119) 在〈公民哲學之路〉中的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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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許嚴父家國與親情家國的競爭，不必一定要訴諸雷氏臆測，

而可從政治的制度與實際情勢，例如在政黨政治競爭中總統選舉贏

者全拿的制度，來檢視價值觀點與政策方向如何從民主多元走向兩

強衝突的趨勢。24 在這種趨勢裡，兩強衝突中主流觀點之外的價值

觀點，能有其非主流視野與異議的特色，不必是主流觀點的變奏曲。

無論是兩強衝突或二元衝突，在實踐上是兩個主要政黨競爭的政治

格局。雷科夫的分析引導我們去探索多元社會中兩黨競爭格局的成

因，以及探問涉及價值衝突的政治競爭能否有所謂的中間路線。 

第三，在家國價值上，嚴父模式與親情模式明明白白告訴我們，

即使現階段美國單親家庭、同居、未婚生子大幅增加，傳統的婚姻、

家庭樣貌改變，25 但長期而言，理想的家庭價值與親子教養關係，

對政治文化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要從臺灣看美國，這一點頗為

重要。過度從個人主義去瞭解美國的政治文化，會令我們看不到理

想的家庭價值與親子關係的關鍵性地位。換個角度說，美國政治並

非只是個人主義的展演場所；家國，或更嚴格來說，是嚴父模式與

親情模式所衍生展示出來的家國理想、價值與政策方向，才是美國

政治文化的底本。不過，在此政治文化底本上，我們仍需要去觀察

研判的是，單親家庭與同居對家庭想像的衝擊，會不會削弱或改變

現階段呈現出來的嚴父家國與親情家國的理想、價值與政策方向。 

目前臺灣頗具兩黨競爭的格局，但兩黨 (國民黨與民進黨) 之

間，除了在統獨光譜上有著顯著的差異外，並沒有展示出如美國那

                                                   
24 關於兩強衝突的格局，有一種或可參酌的觀點是：從人的生物差異性說明政治的差

異性。相關論述請參閱 Hibbing, Smith, and Alford (2014)。 
25 1960 年代開始，美國的結婚年齡、同居比例、離婚率增加，生育率降低，被稱為

是婚姻的去制度化，當中低社經地位家庭與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差異，包含結婚、成

為單親家長、婚外生子的比例差異日漸擴大，請參閱 Cherlin (2004, 2005); Cherlin, 
Ribar, and Yasutake (2016) 及 Lundberg and Pollak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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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明確成套的家國價值與政策方向的分野、競爭與衝突。或者說，

兩黨內部各自混雜著多少可比擬於親情模式與嚴父模式折衝下的

家國想像與政策方案。由此出發，借鏡雷科夫的認知分析，在臺灣

也有其家國概念聯繫為設想起點，本文的臆測是：當統獨光譜的差

異不再那麼顯著，家國價值很可能成為臺灣民主下一波政治價值競

爭與衝突的焦點，而理想的家庭價值與親子關係，將連通著我們要

打造何種政治文化的議題；有別於美國情況，如何理解孝道，或如

何重新理解孝道，會是重要的議論環節。26 本文稱此臆測為「家國

臆測」。值得提醒的是，成就何種政治文化與誰掌握話語權息息相

關，而誰掌握話語權與誰勝選成正相關。至於屆時臺灣民主是不是

仍維持總統選舉贏者全拿而兩黨競爭的格局，則非本文認知分析之

理路可以臆想的。但可以推測的是，如果仍是總統選舉贏者全拿的

政黨政治制度，那麼在前述家國臆測成立的條件下，兩種典型的融

會孝道理念的家國價值與政策方向的競爭，頗為可能是未來民主政

爭的主導模式。 

第四，無論未來如何，現階段我們需要務實考慮的是，臺灣的

政經情勢深受美國影響。不論誰來執政，都要面對美國全球自由市

場政策方向的衝擊。過去，臺灣的經濟政策大抵是迎合全球自由市

場的方向演進。不過，如果雷科夫的認知分析正確，我們需要分辨

是嚴父家國當政還是親情家國當政。當嚴父家國當政時，我們宜特

別注意市場雙效如何左右美國的外交政策。當親情家國當政時，我

們則可借勢發揮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公民權，推動城市與民

                                                   
26 華人的核心家庭價值是孝道觀念，臺灣社會變遷過程中，孝道內涵雖然有所變動，

重要性卻依舊存在；請參閱葉光輝 (1997, 2009);楊國樞 (1986)。從公民及法律視

角對婚姻及家庭關係提出批判性的論述，則請參閱陳昭如 (2010)。另值得提醒的

是，民法第 1084 條規定，子女應孝敬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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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團體公共性的跨國聯結，並促成在地公益團體連入全球網絡，或

讓臺灣成為全球公益組織的輻輳點，為臺灣編織出正式邦交之外具

有韌性的跨國聯結網絡。27 

第五，在認知框架與觀點調節上，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當雷科

夫強調重新框束議題的重要性時，他所說的重新框束，側重在從親

情家國的角度重新框束從嚴父家國角度設下的議題。再以「稅負緩

解」與「公平課稅」為例。重新框束是為了不要落入嚴父家國「稅

負緩解」的框架陷阱，並展開親情家國「公平課稅」的價值與政策

方向，這種展開同時也是企圖將「稅負緩解」擠退出局的策略性反

擊。換個方式說，重新框束是為反擊、擠退並取代。自己與對手之

間已經沒有多少道理值得再講。如果還在講道理，那是為了喚起親

情模式，特別是閱聽眾心中的親情模式。至於對手，則是在話語權

的競奪中要被擠退出局的對象。 

雷科夫相信，親情家國的價值與政策方向才是美國立國精神與

自由理念落實之所在，而共和黨打造的嚴父家國嚴重悖離了美國的

立國精神與自由理念。這項基本信念使他積極明確地反對共和黨嚴

父家國的價值與政策方向，並提出立場鮮明的認知與反制策略。然

而，似乎也是這項基本信念，導致他在新啟蒙的論述裡，太過於由

二元對立及徹底扭轉情勢以解決問題的方式思考。前述雷氏臆測和

再三指引的論述瑕疵，以及本節論及他對重新框束的定位，多少反

映了這種二元的、徹底的心態。前面已經說明過雷氏臆測和再三指

引的問題，以下則著手檢討雷科夫對重新框束的定位。在下一節裡，

本文藉由儒學傳承裡 (1) 兼聽則明與 (2) 在價值取捨中調節問題

情勢的角度，說明重新框束不必是反擊、擠退並取代的反制策略。

                                                   
27 關於聯結策略的政治思考，可參酌 Slaught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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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種更寬闊的公民視野裡，它能是一種在觀點調節中帶出新視

角、新洞見與新聯結的認知策略。 

柒、公民論述之從儒學看美國 

首先要表明的是，兼聽則明與觀點調節不必是專屬於儒學的。

不過，由臺灣及東亞的位置眺望美國，從儒學角度出發，特別是在

由「兼聽」與「調節問題」去檢視重新框束作為一種「言說」與「解

決問題」的認知策略，格外能讓我們在對比中拉開一種寬闊的視野。

必須要先說明的是，本文無意充分展開儒學傳承的論述。儒學有著

悠久的歷史，有種種分支，也容許多樣解讀。以下雖然明確援引儒

學古典文本，例如《貞觀政要》、《論語》、《周易》等，但重點

在於精選出融會在我們生活脈絡裡的實踐智慧，例如「兼聽則明」、

「任重道遠」，此兩者還早就收為成語。另外必須要交代的是，本

文不用「儒家」而用「儒學」，為的是明確表達實踐智慧的學問傳

承，而不是成就一家之言的詮釋與立說。本文尋求的實踐智慧，是

在多元情勢中調解多元問題的智慧，不是以一家之言為準來要求、

定位或解決他者的詮釋與立說。以下的論述有個基本假設：儒學傳

承中古典文獻與融會在我們生活脈絡裡的實踐智慧，仍有著千絲萬

縷的相互詮釋的關係，而古典儒學的菁華總常在注解經典、講學及

書信問答與觀點調節中舒展開的洞見裡。本節承接上一節公民論述

之臺灣視角，再由儒學實踐智慧的視角檢討雷科夫認知策略分析裡

的核心觀念：重新框束。最後，儒學介入調節其實也是改善儒學的

作法。雖然本文的主題焦點不在儒學，但請想像：當儒學採取本文

以下提出的方式，把兼聽、調節的實踐智慧與雷科夫新啟蒙的認知

策略融會在一起，那會成就怎樣的儒學內涵。這是一種跨文化、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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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知己知彼中，同步更瞭解自己也更瞭解對方的跨界眼光與未來

想像。28 

讓我們先從「兼聽」與「言說」的對比說起。在雷科夫認知策

略的分析裡，言說是為改變人，其第一要務在喚起框架，使親情家

國成為主導美國政治的價值與政策觀點。兼聽則不是為改變別人，

其重點在瞭解，而且是兼及不同人、不同觀點的瞭解。 

容本文在此藉由《貞觀政要》中的一段君臣問答，引入儒學傳

承所重視的兼聽面向。貞觀 2 年 (西元 628 年)，李世民 (唐太宗) 

問魏徵：「怎樣才稱得上是位明君，怎樣則算是個昏聵的君主？」

魏徵答道：「君王之所以聖明是由於能聽取各方意見，之所以昏聵

則是因為偏聽偏信。《詩經》說：『先民教導我們要向割草砍柴的

人請教。』」29 魏徵接著舉了幾個歷史事件為例，最後總結道：「因

此君主要多方聽取意見，特別是聆聽來自基層的聲音，這樣才不會

被權貴之臣閉塞視聽，下情也才能順利上達。」30 

要把這段皇權時代對話中的智慧，應用到當代民主社會，自然

需要一些觀點的轉換。兼聽，是皇權時代君主必備的德行，也是當

                                                   
28 從新啟蒙的角度或可再補充說明如下。本節的重點是在接續「公民論述之從臺灣看

美國」的脈絡中，援用儒學以尋求一種在多元情勢中調節多元問題的實踐智慧。如

果有人能合宜恰當地援用莊子學說的薪傳智慧，我想，是可以展現有別於儒學實踐

智慧在多元情勢中調節多元問題的風格。這種莊學援用，是能拓展本文的觀點。依

此類推，如果有人能從佛學 (特別是人間佛教的傳承) 展現有別於儒學實踐智慧與

莊學薪傳智慧在多元情勢中調節多元問題的風格，那也是拓展本文觀點的方式。本

文的論述止於儒學的實踐智慧，不表示本文認為只有儒學才能調節多元的問題。畢

竟，在我們所處的多元時代裡，無論儒學、莊學、佛學 (以及其他各種主義思想)，

都是多元觀點中的環節。 
29 《貞觀政要．君道第一》：「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

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請參閱吳兢 (2003: 13)。 
30 《貞觀政要．君道第一》：「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

通也。」請參閱吳兢 (200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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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民主公民 (特別是出任公職或對公共事務影響力大的公民) 應有

的德行。皇權時代的權貴之臣，由於自己的利益或限於所在位置的

視野，會以各種方式蒙蔽君主的視聽，致使下情無法上達。當代民

主公民也應注意到，既得利益者由於己身利益或限於觀點，會藉由

媒體或其他方式發出偏頗的報導與言論，致使有些本來就受到不平

待遇或身陷弱勢困境的人，聲音遭到壓抑，或即使被聽到了也讓人

感覺不到其相關性與重要性，或只是在眾聲喧嘩中無從出現在大眾

視聽裡。 

從儒學觀點檢視，少了兼聽的要求，雷科夫的言說策略會成為

一種抑制不平聲音並使下情無法上達的手段。然而，根據雷氏臆測，

親情家國與嚴父家國的認知模式是彼此競爭、相互抑制的，喚起其

一則必壓抑另一模式。因此，如果民主黨用儒學兼聽的要求去敦促

黨員及民眾，那會使得他們的基層黨員與支持民眾，因經常傾心聆

聽適合嚴父家國的語彙與言說，降低了對親情家國的親和感，或落

入嚴父家國的框架，結果會是基層黨員逐漸流失，以及民眾轉而偏

向支持共和黨。換句話說，在民主黨策略思考的脈絡裡，儒學的兼

聽觀點與雷氏臆測是相互牴觸的。不過，前面曾論及雷氏臆測未必

成立。據此，我們可以在雷氏臆測不成立的假定上，以條列方式來

接續說明兼聽對於親情家國的重要性。 

第一，只想透過言說喚起親情家國的認知模式，而沒意願聆聽

他者的聲音，這整件事情本身就悖離親情家國強調關懷與溝通的核

心價值。聆聽是關懷的第一步，也總常是溝通的起點。第二，少了

兼聽的言說策略，即使你不斷強調是為了關懷對方，最後總難免讓

對方覺得你只是想改變他，實則從未真正尊重他的感覺與想法。結

果很可能只是讓對方覺得你虛情假意、不可信任。第三，若民主黨

入主白宮，少了兼聽，就等於少了下情上達的重要管道。這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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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是運用聯邦政府力量推動親情家國的價值與政策方向，愈是讓那

些擁抱嚴父家國的基層民眾感到家不成家、國不成國的虛偽作風，

而公權力的運用與行使，則更加乘放大你的虛情假意是如何地無視

他們的感覺、想法與自尊心。最後，可能也是最嚴重的，是即使藉

由雷科夫的分析明白了對方的想法，但在缺乏傾心聆聽的心境下感

覺不到對方觀點的相關性與重要性，甚至在明白後反而加深一種來

自他者存在的威脅感以及必須徹底解決的敵意。 

儒學兼聽則明的要求包含兩個重點：(1) 兼及不同人、不同觀

點的聲音；(2) 注重基層的聲音，特別是在基本價值觀點衝突的情

況裡，要提醒自己注意：落在底層的人們，不管他們在衝突的哪一

邊，總常是遭到無視，甚或在不明不白中被侮辱、被壓迫或被犧牲

的群體。由這兩個重點出發，值得讓我們來看看霍克希爾德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如何以其自由學風、左派色彩之柏克萊加州大

學社會學教授的身份，深入美國中南部路易斯安那州 (Louisiana) 

茶黨 (Tea Party) 據點的城鎮，傾心聆聽他們的聲音。霍克希爾德根

據其訪談紀錄，寫下他們的故事《在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美國右

派的憤怒與傷悼》(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容我以高度簡化的敘事方式，概略談談霍克

希爾德筆下的人物故事。這些人物的年齡在四十歲以上。因為經濟

情勢，他們當中很多人丟掉工作。因為工業污染，他們找不回昔日

家園的面貌，傷悼逝去的生活方式，而且身上帶病，還眼睜睜看著

親友早逝。他們反對民主黨當政下種種社會福利措施，但還是忍著

受羞辱的心去領取聯邦政府給予的津貼。外人聽不到他們的真實故

事，因為他們仍保有一顆驕傲自立的心，不願嘮叨埋怨自己遭受的

一切。他們感到憤怒，因為民主黨的種種作為，一再阻撓他們重新

出發的機會，也一再傳達出他們的感覺與看法跟不上時代，他們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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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地看不到自己支持的政治人物如何推動對他們不利的政策，而且

他們仍舊是一群需要聯邦政府救助的經濟弱勢。 

在一連串網絡般張開的訪談故事中，霍克希爾德寫下一個具高

度象徵性且直接觸及右派基層心聲的寓言 (parable)。她稱這類以事

實為本、具象徵意味、反映心聲、觸及基層民眾感覺深處的寓言為

「深度故事」(deep story)。故事綱要大抵如下。在山的這一邊，大

家遵守規則排隊，即使隊伍已經很長了，而且已經很久沒有向前移

動了。山的另一邊是美國夢，只要跨過山嶺，就可以到達。長久的

等候，讓隊伍中每一個人都感覺非常疲憊，不過，夢想仍在，而且

大家都仍為自發維持公平秩序感到自豪。然而，不知道什麼時候，

歐巴馬 (Barack Obama)31 總統跑來維護秩序。哦，不，他居然幫助

別人插隊，有黑人、女人、難民、移民，咦，竟然是非法移民，等

一等，還有鵜鶘來插隊啊！歐巴馬總統大聲疾呼大家要同情善待那

些插隊的人以及……鳥。這是政治正確的作法。如果你感覺不公平，

那是政治不正確的、過時的錯誤感覺。同情心，對，是要對這些插

隊的人有同情心。但是疲憊的你已經激不起這種同情心。他們是插

隊的人，而插隊令你深深覺得不公平。還有，總統原本應負起維護

秩序的責任，但恰恰正是總統先生在安排插隊、破壞秩序，而且他

還要你說所謂政治正確的話，感覺所謂政治正確的感覺。這一切都

讓你有一種被無視以及被出賣的感覺。 

從儒學強調「調節」的觀點檢視，深度故事其實也是一種重新

框束，32 是一種在傾聽他者的聲音後，在願意觸及他者感覺與感情

深處中，借用寓言拉開視野，由彼此共通的理念重新出發，讓寓言

展開的想像空間發揮效果，以調節自己平常已經固定下來的成見或

                                                   
31 歐巴馬是美國第 44 任總統，任期從 2009 年 1 月 20 日至 2017 年 1 月 20 日。 
32 關於寓言的認知分析，請參閱 Turing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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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見，重新發掘自己以前從未感覺過的他者觀點的相關性與重要

性，特別是那種被無視以及被出賣的感覺與心聲，而從中看出調節

問題情勢的幾微或關鍵所在。儒學總由「任重而道遠」(《論語 ．泰

伯第八》) (引自劉寶楠，1992: 296) 的角度，提出在有所承擔的價

值取捨中，調節問題情勢，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 ．

子罕第九》) (326) 的自我期許中，不做過多的臆測，也不必固執己

見，重要的是問題情勢有沒有得到舒緩，有沒有往良善價值或公平

方向發展。或借用《周易》這部富含人文與宗教內涵的語彙來說，

我們是要在變易中體會並調節吉凶情勢，試圖徹底解決問題反而將

是「往厲」33 (前往必有危險)、「有悔」34 (有所悔恨) 或「患至」35 

(禍患到了) 的起點。值得提醒的是，在面對公共的爭議性問題時，

我們所謂的徹底解決，其實常只是在時局中轉移、轉化或轉嫁問題。

儒學要求我們正視這種轉移、轉化與轉嫁，觀察體會其中「大小險

易得失之幾」36，在明白自覺中，秉持良善的價值與公平的理念，調

節問題情勢，而不是蒙著頭讓這種轉移、轉化或轉嫁框束著我們的

後續發展。 

在深度故事之後，霍克希爾德還紀錄當時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競

爭者之一的川普 (Donald J. Trump)37 如何深受茶黨的歡迎與支持，

因為川普說出他們的心聲，說出他們想說出的不平，並大聲喊出在

                                                   
33 《周易．小過卦》九四：「往厲必戒」(前往必有危險，定要保持戒心)。引自王弼 

(1999: 247)。 
34 《周易．乾卦》上九：「亢龍有悔」(龍飛窮極，必有悔恨)。引自王弼 (1999: 7)。 
35 《周易．訟卦》九二〈小象〉：「患至掇也」(禍患到了，就好像是你自己把它撿

起來的)。引自王弼 (1999: 48)。 
36 「大小險易得失之幾」一語借用自王夫之 (1996: 74)《周易內傳》卷一上。「幾」

意指事情萌發之初的細微跡象。 
37 川普在 2016 年 11 月 8 日贏得美國總統大選，2017 年 1 月 20 日就任美國第 45 任

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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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氛圍約束裡不能說出的政治不正確的話，雖然其中包括公然挑

釁他者的話語。38 更重要地，川普重新帶給他們偉大美國與工作機

會的希望。39 如果用上述深度故事的情節來說，那希望就是讓山這

一邊的隊伍再次向前推進，並且維護沒有人可以有插隊特權的公平

秩序。 

從儒學的調節觀點檢視，川普以總統競選的高度公然挑釁他者

的言行，可以說是一種擾動人心、博取機會的政治手段。假若只由

「擾動人心、博取機會」檢視，這種手段，或可說是一種為調節問

題的前置作業。然而要注意的是，它是以侵蝕人與人之間應彼此尊

重的基本價值為代價，來操作如何重新設定問題、框束觀點以改變

情勢的政治手段。從守護良善價值與公平理念的儒學傳承來說，與

其說川普的政治手段貌似儒學調解問題的前置作業，不如說它是一

種擾動人心的操弄術。再從儒學兼聽則明的觀點評估，雷科夫的再

三策略和川普的操弄術有個雷同的預計效益：圈住自己人；前者靠

不斷重複共通的語彙，後者則靠挑釁他者。兩者也有相似的預期後

果：失去聆聽他者觀點的機緣或動力。 

前面提到，儒學兼聽則明的觀點與雷氏臆測相牴觸，而再三策

略違反了親情家國關懷與溝通的基本價值。在此，我們又看到再三

策略與川普的操弄術相似之處。從兼聽則明與調節問題的儒學實踐

智慧出發檢視，雷科夫對美國政治文化的認知分析及其為民主黨提

出的策略思考，宜做兩點調整：(1) 在論述上嚴格檢驗雷氏臆測，特

別是內克方塊與家國模式之間的類比是否恰當；(2) 在實踐上放棄

再三策略，並且將兼聽則明與調節問題的實踐方針，成套匯入新啟

蒙的認知策略裡，或者說，將重新框束的認知策略融會於兼聽與調

                                                   
38 關於川普挑釁他者的話語風格之後設言說分析，請參閱 Sclafani (2017: ch. 4)。 
39 川普參選美國總統期間提出的政治觀點，請參閱其書 Trum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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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的實踐方針裡，40 並且注意在重新框束中，除了分析性的理解外，

深度故事作為一種調節感情與感覺的重要性。如果儒學兼聽與調節

的實踐智慧可信賴，那麼雷氏臆測很可能不成立，因此再三策略也

失去它有效可用的基礎。但假如雷氏臆測通過嚴格的檢驗，那麼結

論會是：在親情家國與嚴父家國的競爭格局裡，當共和黨已經善用

喚起框架的言說與媒體策略，總趨勢將是共和黨長期掌控政治的話

語權。 

捌、結論：新啟蒙與新公民 

新啟蒙的重點在於正視認知模式的差異，並注意到所謂的共同

理性，不足以回應因認知模式差異而引起的多元觀點問題。或換個

角度說，到了二十一世紀，相信理性能夠解決意見分歧的問題，已

成為無實質助益，甚至阻礙看清事實以及導致言行違和的迷思了。

雷科夫看到多元的問題，而且藉由對美國政治言論的分析，發掘多

元問題如何展現成為兩強衝突的政治格局。不過，在雷科夫眼中，

兩強衝突直接是親情家國與嚴父家國的二元衝突。本文論證雷氏臆

測未必成立；如果雷氏臆測不成立，那麼親情家國與嚴父家國是在

多元中形塑兩強衝突格局的兩套認知模式。多元不會只因兩強衝突

而收縮簡化成二元格局。 

對臺灣民主政治而言，雷科夫的分析凸顯了美國政治並非只是

個人主義的展演場所；家國，或更嚴格來說，是嚴父模式與親情模

式所衍生展示出來的家國理想、價值與政策方向，才是美國政治文

化的底本。當嚴父家國當政時，臺灣宜注意市場雙效如何左右美國

                                                   
40 應用雷科夫的認知分析，但直接略過雷氏臆測與再三策略而提出的政治溝通與聆

聽的例子與技巧，請參閱Cataldo (2017) 及其相關網站 http://cognitivepolit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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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交政策。當親情家國當政時，臺灣可借勢發揮政治、社會、經

濟、文化的公民權，推動國家之外的城市、民間與公益團體連入全

球網絡，為臺灣編織出正式邦交之外、具有韌性且富含關懷與公益

價值的跨國聯結網絡。借鏡家國模式的思考，以及臺灣也有其家國

概念聯繫的設想起點，本文提出一項家國臆測：當統獨光譜的差異

不再那麼顯著，家國價值很可能成為臺灣民主下一波政治價值競爭

與衝突的焦點，而理想的家庭價值與親子關係，以及對於孝道的重

新理解與定位，將深度影響我們的政治文化。 

當雷科夫強調重新框束議題的重要性時，他所說的重新框束，

側重在從親情家國的角度重新框束從嚴父家國角度設下的議題。然

而，由於根據雷氏臆測而提出的再三策略，使得雷科夫重新框束的

論述，全面偏向在重新設定中反擊、擠退並取代他者的認知框架與

問題設定方式。這種實踐方式違悖親情家國關懷與溝通的基本價

值，並使實踐者在言行違和中削弱自己政治話語權的競爭力。從儒

學兼聽與調節的實踐觀點檢視，雷科夫的論述宜做兩點更新：在論

述上嚴格檢驗雷氏臆測；在實踐上則放棄再三策略，並且將兼聽則

明 (特別是聆聽來自基層的聲音) 與調節 (而非一意只想徹底解決) 

艱難困局的實踐方針，成套匯入新啟蒙的認知策略裡。值得強調的

是，即使我們藉由分析明白他者的想法，仍然可能在缺乏傾心聆聽

的心境下感覺不到他者觀點的相關性與重要性，甚至在明白後反而

加深他者的存在就是一種威脅的不安或敵意。傾心聆聽與深度故事

的思考與想像，是調節這類相關性與重要性感覺的重要起步。 

新啟蒙為現代公民開啟多元觀點的視野，要求現代公民珍惜多

元價值觀點的情勢，並同時正視多元的問題，畢竟良好的民主本就

會自然走向多元價值觀點的社會。雷科夫的認知分析，為美國公民

提供了一種家國視野，也為親情家國關懷、溝通、培力，以及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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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共事業的價值與政策方向，打造明確的實質論述與模式說明。

從儒學觀點檢視，讓我們可以從對比中拉開一種寬闊的視野，並看

到在新啟蒙時代與多元問題裡，兼聽、調節、重新框束及其中深度

故事的想像、感覺與思考，如何必須融會成現代公民重要的德行與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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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koff proposes an idea of New Enlightenment in his analysis of 

American political discourses, which reveals (1) how political ideas are 
framed in terms of family values and ideal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2) different ways of the framing, and (3) the resultant diversity of cog-
nitive models that define values people embrace and what counts as 
common sense in politics. New Enlightenment urges people to face 
squarely the cognitive diversity, and to reframe political discourses ac-
cordingly. Through a critical and cross-cultural analysis, I argue that 
reframing, as portrayed by Lakoff, is self-defeating, and propose that it 
should be modified and incorporated into a more inclusive civic dia-
logue that encourages listening and empathic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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