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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的兩個重點

清晰性

體系性

對於318以及323提
供更多法律論述資
源！

1. 介紹「良知與信念」一書
的寫作背景與基本論點。

2. 希望可以提供我們在思考
法律體系面對不服從行動
的更適當的回應！這包含
無罪的可能以及法官可採
取的回應方式！



Conscience and Conviction的背景

Kimberley Brownlee, Professor at Warwick Law 
School

加拿大人，在McGill拿到學士學位，劍橋哲學
碩士，牛津哲學博士。

關於本書的相關訪談：
1. 3:AM-接受Richard Marshall的訪問。
2. New Books in Philosophy的訪談。
3. Philosophy TV- Kimberley與David Lefkowitz的對談。

Norman Rockwell 
Museum is HERE!

http://www.3ammagazine.com/3am/conscience-and-conviction/
http://newbooksinphilosophy.com/2013/05/28/kimberley-brownlee-conscience-and-conviction-the-case-for-civil-disobedience-oxford-up-2012/
http://www.philostv.com/kimberley-brownlee-and-david-lefkowitz/
http://www.nrm.org/


Conscience and Conviction 所要處理的問題群

1. 公民不服從的權利來源為何？

2. 這種權利來源會對於法律體系的判斷造成何種影響？

確信論證（Conviction Argument）

良知論證（Conscience Argument）

可以構成法律上抗辯！

法律上的辯解 (legal excuse)

法律上的證成 (legal 
justification)

抵禦刑罰、裁罰或是象徵性處罰！



Conscience and Conviction 一書的架構

道德
( MORALITY )

法律
( LAW )

Chapter 1: Conviction

Chapter 2: Conscience

Chapter 3: Responsibilities

Chapter 4: Rights

Chapter 5: Demands-of-Conviction Defnece

Chapter 6: Necessity Defence

Chapter 7: Dialogue

Chapter 8: Punishments ✔

✔

✔

✔

✔

✔



Civil Disobedience的概念區分

溝通性

（Communicative 
Disobedience）

典型的公民不服從

（Civil Disobedience）

幫助性的公民不服從

（Assistive 
Disobedience）

非溝通性

（Non-Communicative 
Disobedience）

個人不服從

（Personal 
Disobedience）

Liberal Views

良知以及道德確信在
典型自由主義下的不
服從概念觀被認為屬
於私人領域、非溝通
性質，以及較可抵抗
法律制度的懲罰！

但是，Kimberley在本書中認為良知與確信在典型的不服從事例中皆可見到！
而良知的道德確信並不會在公民不服從中缺席，相反地她建構了「良知的
溝通原則」作為其不服從概念觀的基礎



確信論證：良知的溝通原則
（The Communicative Principle of Conscientiousness）

一致性條件（Consistency Condition）

•要求盡可能最大程度上，在判斷、動機或是行動上，可以維持一致性。個人
的道德信念至少需要達到最低程度的可理解性、內在融貫，以及具有證據支
持的標準。

普遍化條件（Universality Condition）

•不僅是自身認為某個行動自己做是道德上錯誤，當別人也做了同樣行為時，
也是道德上錯誤的行為。

非逃避條件（Non-Evasion Condition）

•承擔起因為尊重道德確信而來的風險，這意味著不基於自我保護的理由而尋
求逃避責任（consequences），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採取積極的行動，當這些積
極行動會支持自身的道德信念。

對話性條件（Dialogic Condition）

•對話要件要求我們願意與他人針對自身的信念進行對話，且致力於將他人拉
進探討自身信念的優劣的推理思辨過程中！



確信論證（1）：一致性要件

信念之內容需要達成最小程度的可理解的標準、內在融貫性以及具有
證據可支持的特徵。而這個一致性需在自身能力最大程度內達到。

• 到底這個一致性要維持多久才算是具有真誠的信念？

 雖然人們會被真誠的信念感到驚訝，但是也往往不願意認
為他人有真誠信念。

Stanley ‘Tookie’ Williams

• 幫派老大、販賣毒品以及殺人。

200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人

http://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2001/03/tookie-williams


確信論證（2）：普遍性要件

• 在類似情況下，我認為錯誤的行動，別人做也是錯誤的道德行動。
• 這種普遍性判斷是一種pro tanto (to such an extent) 的判斷。因此，會
發現到當深思與全盤考量時（all things considered），原本被認為是
錯誤的道德行動，就不是道德上錯誤的。

• 普遍性要求在基於社群而來的確信中會出現問題。例如，某個宗教團體
成員認為，當他們的成員有人死亡時，應該要種花。普遍性條件似乎認
為，唯有當這個社群之成員認為「社群外的成員」沒有種花的行為是錯
誤的，社群成員之信念才具有普遍性！
 Kimberley認為應該區分：道德信念、社會信念以及事實信念等類型。

• 但是，若社群成員認為（在其宗教成員死亡後）「只有他們的成員沒有
種花」才是道德上錯誤的。那這不就是說：「這個信念是非普遍性的
嗎？」
 Kimberley認為，「判斷的內容」是關鍵。假設這個宗教團體改變了
他們的弔念死者的儀式（從種花變成了24小時的唱聖歌）。當某個
成員認為，沒有唱聖歌的人做了一件道德上錯誤的行為時，
Kimberley認為這個成員對於其他成員的個人判斷不是道德判斷，因
為他的判斷是隨著社群的儀式而搖擺的！



確信論證（3）：非逃避性

• 承擔起因為尊重道德確信而來的風險，這意味著不基於自我保護
的理由而尋求逃避責任（consequences），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採取
積極的行動，當這些積極行動會支持自身的道德信念，阻止別人
做出錯誤的行動。

• 為何要採取良知的道德確信要求人們接受「尊重確信」而來的負擔？假
設有兩種相同有效的方式可以溝通信念，為何不採用沒有負擔的那一種
方式？
 與他人溝通自身的信念總是會有負擔的！沒有沒有負擔的選項！

• 總是會有較小負擔的選項吧！
 選擇承擔風險的方式可以確保信念的真誠性不會被質疑。

• 「採取積極行動」這個條件似乎主張太強了一點？（為何要積極防止他
們做同樣錯誤的行動呢？）
 如果欠缺這個「積極行動的」條件，那麼信念的重要性可能會減弱！



確信論證（4）：對話要件

• 對話要件要求我們願意與他人針對自身的信念進行對話，且致力於將
他人拉進探討自身信念的優劣的推理思辨過程中！這種與他人對話的
意願，會顯示出自身信念的充分可信度（sufficient credible），以及展
現出儘管有潛在的風險，但仍將自身託付在這個信念之中，而值得捍
衛它。

• 對話的效果並不是道德確信的必要條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例如，破壞行
動更可以展現出自身信念等等。
 短期有效，但是行動自身並未嚴肅地將他人看成道德推理主體。

• 即使溝通是必要條件，但是這個條件對於抱持著「非主流或不受認同的道德主張的
人」，要求過高。
 對話要件是一種ceteris paribus (with other things the same) 的主張。這個對話要件也
顯示出，我們不逃避與他人溝通。

 更重要的是，這個對話條件的意義在於「在選擇溝通的手段」以及「溝通的態
樣上(modes)」皆是要促進理解（foster understanding）。

• 因天啓而來的人，無法對話！
 對話條件不排除這種基於天啓的確信！

• Kimberley的條件排除了激進立場的確信！
 對話條件並未排除激進立場的主張，但是它的確限制了溝通手段的選擇。若有
人要使用暴力進行溝通，那他必須更先努力地嘗試過一般認為較為溫和的溝通
方式。



良知論證（1）-良知的基本特色

Kimberley認為良知擁有評價性特色，擁有良知不僅僅是認真地對待道德
性而已。擁有良知，意味著擁有真誠的（genuinely）、自我覺知的
（self-conscious），以及道德責任的（morally responsive）特色。

• 良知的道德確信是具有描述性特色，這個道德確信可能會
是錯誤的，即便符合上述的四個條件。但是，「良知」
（conscience）本身是評價性的，他是一種觀照於自身（an 
inward knowledge of the working of our own mind and heart）
而產生的實踐性的道德能力。

• 良知的道德確信（the moral conviction of conscientiousness）
是全有或全無，但是良知是程度的問題！

• 良知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主張擁有的！



良知論證（2）-良知與道德責任感

• ceteris paribus (with other things remaining the same)：所謂的「擁有良知」不蘊含
著不謬性。但是，「擁有良知」蘊含著擁有真正、自我覺察以及道德責任
感！

• 這種道德責任感會讓我們體察自己身為道德主體以及所擁有的道德角色
（moral roles）的地位。

• 良知會讓人察覺到自身的道德角色，而此種道德角色讓人們在肯認重要價
值時，會體認到在尊重自身價值時會犧牲掉與其相競爭的價值。這便是一
種良知的要求（demands of conscience）-追尋自身的道德責任（moral 
responsibility）。

• 良知的要求具有一個很重要的面向：個人面向。每個人的良知要求會依照
他自身的道德角色而有所差異！更重要的是，價值具有競爭性，但是從良
知而來的對於某些基本價值的堅持以及道德責任的體認，會讓我們的決定
具有非恣意性。

• 最後一個關鍵點是：在我們未受訓練的信念中，良知並不具有認識上的安
全性（epistemic security），因而多數人可能無法判斷我們究竟是在陶冶良
知，或是僅在發展道德確信。（p. 65）



道德責任的規範力量

當道德責任要求我們做出背於「社會正式期待的行為」時，這種
道德責任的規範力量究竟是什麼？

在第四章名為「責任」（Responsibilities）中，Kimberley問了一個很有趣的
問題：



在正式期待的遵從與非遵從之間理論開展（1）

縫隙命題（The Gap Thesis）

正式的成
文法規

正式機構
或是地位

道德
角色

正當化

道德責任

在「成文法規」與「非成文的道德責任」
間，有著概念上以及評價上無法消除的
縫隙。



Offices and Positions- The Question of Deference

OFFICES 
AND 

POSITION
S

Codifiable
Dictates

NO general pro tanto obligation 
to conform with the formal 

expectation

The value of the underlying moral roles that the office 
seeks to embody

MORAL 
ROLE

Kimberley’s  Substantial Argument
• The Orthodox View: What justifies the duties and the rights 

incurred by members of the police, for example, is not that 
they perform the service of protecting, but that they perform 
a subset of the task that need to be performed in order for 
the legal system as a whole to be capable of protecting its 
members!

• The Narrower Approach: the deference for setting up a given 
office in the value of the moral roles that that office aims to 
embody because some of the reasons to establish normatively 
legitimate offices are independent from the reasons to secure 
a formal system of interlocking offices.



在正式期待的遵從與非遵從之間理論開展（2）

道德角色命題（The Moral Role Thesis）

道德責任

正式期待



在正式期待的遵從與非遵從之間理論開展（3）
兩個命題正式表述

The Gap Thesis

Even in a reasonably good 
society, there is an 
ineliminable conceptual and 
evaluative gap between the 
formal codifiable dictates of 
normatively legitimate offices 
and positions, and the broadly 
non-codifiable mor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moral 
roles that underpin and 
legitimate those positions.

The Moral Role Thesis

When the mor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moral 
roles that underpin and 
legitimate formal positions 
diverge non-trivially from the 
formal expectations of those 
positions, it is morally 
obligatory ceteris paribus to 
depart from formal 
expectations and to adhere to 
our moral responsibilities.



縫隙命題的證成

道德疑慮的情狀永遠都在

•即便在良善社會中，我們還是會遇到要進行有道德疑慮的行動，
例如威脅、攻擊、使用法律傷害人、對人說謊、逮補，或是判
斷一個人是否有罪等等。

佔有特定職位擁有較好的理解

•在良善社會中，如下情況總是會產生：職位的擁有者往往對於
自身職務涉及的道德處境有更清楚地理解！林文蔚例子

錯誤有可能會發生

•在良善社會中，因為其他職位擁有者的偏見或是非制度化的社
會不正義，會進入到制度內的人們經驗之中。也因此我們常常
會因為他人的錯誤或是偏見，而阻礙到我們做對的事的機會。
例如，罰娼不罰嫖所造成的性別不正義！

http://pnn.pts.org.tw/main/2013/06/27/%E3%80%90%E4%B8%8D%E7%95%AB%E6%9C%83%E6%AD%BB%E3%80%91%E6%9E%97%E6%96%87%E8%94%9A%E8%88%87%E4%BB%96%E7%9A%84%E7%9B%A3%E7%8D%84%E7%B4%A0%E6%8F%8F/


道德角色命題的證成

A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
• No moral role makes it our general responsibility to 

forbear from engaging in first-order moral reasoning 
about formal expectations.

A Standard for Morally Acceptable Conducts 
• Except in extreme moral emergencies, we act in 

morally acceptable ways when we adhere to the moral 
responsibilities that are ours in virtue of our moral 
roles, even though doing so may mean we act other 
than we have most reason to act all things considered. 
This is the priority of special responsibilities principle.



道德角色原則的蘊含內容

For society:
 Society should strive as well as it can to avoid setting up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to address important concerns that 
place overly heavy moral burdens on any would-be occupants of 
those institutions. This is the minimum moral burdens principle!

For individual:
 Kimberley’s argument might put too much burden on an 

individual when requiring him to engage in first-order moral 
reasoning to figure out how best to honour their special moral 
responsibilities? No really, Kimberley says!! ---Assuming a certain 
level of competence in reasoning, it is not overly burdensome to 
ask us to reflect on morality! It is overly morally burdensome to ask 
us to do horrible things in the name of social order when non-horrible 
things would suffice.



旁論：不順從的方式有哪幾種呢？

•迴避、辭
職、從內
部阻撓

•其他方式
等

•公民不服
從、辭職
等

•公民不服
從、吹哨
者等

Informing Dissociating

DisruptingSelf-
Expressing



公民不服從的權利來源？

1. 良心的道德權利（a moral right of conscience）
 這種權利保障了一種已被證成的主張（a justified moral claim），
這種主張是奠基在充分重要利益（sufficiently weighty interest）之
上，保障這種利益能夠履行我們的道德責任，即使其他的考量讓
履行我們的道德責任看起來具有道德疑慮（make fulfilling those 
responsibilities morally problematic）！

2. 良知行動的道德權利（a moral right of conscientious action）
1) 自由表達的權利
2) 公民不服從的權利

 接受David Lefkowitz的論證，但是認為Lefkowitz的論證僅將不
服從的權利限定在擁有「壞運氣」的社會成員上。因此並非
是一種一般性的權利。

 將人本主義原則（humanism principle）視為道德確信的基礎，
因此社會負有尊重（與讚揚）他人的道德確信，以及與其而
來行動的責任。因此不服從的權利是一種一般性的權利。只
要行動者是基於良知的道德確信（morally conscientious 
conviction）而進行不服從（符合良知的溝通原則），那麼行
動者便具有不服從的權利，從而抵禦法律體系對於其行動的
限制或介入。



在Kimberley的觀點下，誰可以擁有基於良知確
信的不服從權利呢？



對於不服從權利性質的比較

理論家 公民不服從
可被正當化

有權進行公民
不服從

對抗刑罰之
可能性

對抗裁罰
的可能性

量刑上酌
減

John 
Rawls

可以 有實質的條件
滿足之後，可
以（?）

不行 不行 可以

Joseph Raz 可以 在自由社會中，
沒有權利可以
這樣做。

？ ？ 可以

David 
Lefkowitz

可以 可以 可以 不行 YES

Kimberley 
Brownlee

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 不用



公民不服從如何在法律上抗辯（1）

The Demands-of-Conviction Defence as a Legal Excuse

1. Respect for Autonomy

2. Psychological Costliness and Akrasia- The psychological risks of 
self-alienation, incongruity, and akrasia that dog absolute 
expectations that we adhere to formal norms….unless we are given 
opportunities to cultivate the skills of practical reasoning, good 
judgments, and will, we will be less able and less motivated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our conduct.

3. Compulsion- …we are compelled, or our will is so overborne, by 
our convictions that the only act we could take is the breach of 
law we too.



公民不服從如何在法律上抗辯（2）

A Defence of a Necessity

 “…a defence of necessity applies, in principle, to acts of civil 
disobedience that are responsive to non-contingent basic needs and 
rights including that are survival needs and the equally fundamental 
humanistic needs of basic political recognition, social inclusion, and 
respect.”

針對Kimberley提出necessity抗辯的可能質疑：
 價值競爭的問題
法律無法正確地協調不同價值的競爭。因此它無法承認有種
價值高過遵守法律的價值。也因此必要性抗辯是錯誤的，因
為公民不服從讓遵守法律的價值低於行動者個人的良知判斷！

 比例性的問題
在自由民主社會中，即便是基於捍衛基本需求的公民不服從，
也是個吝嗇（parsimonious）的手段，因為合適的政治參與總
是對所有的公民開放。



Kimberley 對於價值競爭質疑的回應

The Modesty of Law Thesis

 承認價值的競爭會比質疑者所建議的方式還要更好！

1. 如同信念的抗辯（demands-of-Conviction）一樣，必
要性抗辯讓法律正式地承認，在法律之外，有其他
的價值對於推理或是感受有重要性。

1. 信念抗辯蘊含著法律了承認自主價值的重要性。而
必要性抗辯則蘊涵著對於「自主」與「守法」之間
價值競爭的正當性。如果法律承認了這一點，那麼
這意味著「法律對於陶冶最低的自主生活所需的必
要條件的承認。」這就包含了，個人關係、社會接
受、具意義的工作，照顧義務、社群成員的責任，
以及公民與政治權利等等。



Kimberley 對於比例性質疑的回應

公民不
服從

暴力
v. 

非暴力

直接
v.
間接

最後手段
v.

首要手段 可能成功
v.

不太可能成功

單純動機
v.

多重動機



刑罰理論（1）：傳統觀點

Deterrence Theory
•Forward-looking and consequentialist
•刑罰是被證成的，若且為若，如此的刑罰可
以達成預防違犯者或其他人違背法律的行為。

Retributive Theory
•Backward-looking
•需具有刑罰適格，以及只能給予應得的刑罰。



刑罰理論（2）：溝通刑罰理論

溝通刑罰理論認為，刑罰的目的有兩個：
1. 國家針對特並類型的行為表達譴責。
2. 藉由著刑罰引導違犯者對於自己的錯誤行為悔悟以及改變他
的行為。

溝通刑罰論

一元主義
Backward-looking is 
the ground justifying 

punishments.

混合式
Backward-looking+ 

forward-looking

多元主義式的
Making a Distinction 
between Two kinds of 

Punishments



為何可以抵禦法律上的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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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asible 
Normative 
Protection

This blanket defeasible protection 
flows from the very concept of a right 
of conduct on the standard liberal 
conception of rights, which I 
endorse.

個人自主性保障行動之
權利免於他人「所有形
式」的強制干涉！因此
包含了裁罰或是Ex ante
的干涉手段！

可以抵抗嚴苛刑罰，但不
能抵抗裁罰或是ex ante的
處罰！

裁罰可以基於individual 
deterrence的理由！換言
之，可以基於類似「特別
預防」的理由！

Individual deterrence是
不尊重行動者的道德信
念以及作為道德推理的
主體。

或許可以基於general 
deterrence裁罰不服從者，
避免有人仿效等等。

Copycats需要為自己行為負
責！此外，不應將不服從者
視為工具。
有可能necessary evil視一個
理由可以證成GD的使用，
但Kimberley認為，除此之外
不應該容許其他理由了！

裁罰讓不服從者具有真正
的犧牲，讓他的信念具有
真誠的效果！

真正的裁罰勸阻許多人
進行公民不服從！這其
實是阻礙了社會成員的
行使政治參與權的機會！



象徵性譴責？

不服從的權利是否可抵抗純粹象徵性譴責（purely formal or 
symbolic censure）？

1. 象徵性的譴責不同於嚴刑峻罰，
因為象徵性譴責是非干預性的，
因此沒有違犯不服從者的道德
權利！

2. 道德權利並未保障我們的行使
此項權利不受到他人的批判！
換言之，我們如何行使權權利
是可以受到他人批判的。

這建立在這一組區分：「他人針對我們如何行使權利
進行判斷」以及「他人對於我們權利的介入」，然而
這組區分總是不是很清楚，因為他人的判斷總是會影
響我們行使權利的機會。特別是在一種階層化的關係
下，例如老闆與員工。

1. 象徵性譴責與嚴刑峻罰（hard treatment）的區分是
有問題的，因為兩者都強加了某種真正的負擔：公
共譴責的負擔（the imposition of the burden of public 
censure）。

2. 即使我們承認大致上區分象徵性譴責與前行峻罰是
可能的，但是兩者都是國家譴責（condemnation）
的表達，而此種表達是一種權威性譴責
（authoritative censure）會改變道德情境（status 
changing）。



這是最後一頁了，或許也是最有意義的一個實踐可能！
-國家是否可以大步向前？

We appreciate the value of what you do, and regret that we 
have to censure you for your breach of law, but this is the 

necessary price of allowing any illegal protest to occur.

當我們理解到基於良知確信的不服從具有道德權利的性質。法官
若能理解到刑罰是一種必要之惡（necessary evil）以及「若能提
出歉意」會是一個很適宜的做法！或是法官也可以選擇非拘禁式
的量刑。

另一個可能的方式是，國家選擇以民法爭議的方式回應不服從者
的行動。將公民不服從視為一種需要解決的衝突，而非一種犯罪
類型。Kimberley將之視為一種restorative approach。

1. 相較於刑事犯罪，民事訴訟中，尋求處罰的對抗性觀點會降低。
2. 非處罰性的修復手段，並未將不服從者看作犯罪者。
3. 修復式手段更能尊重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
4. 社群成員平等權利的尊重。
5. 非處罰式的手段比處罰手段更值得採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