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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ald Dworkin?

• Harvard/Oxford

• Harvard Law School

• Judge Learned Hand

• Sullivan & Cromwell

• Yale/NYU/Oxford/UCL

(本頁圖片取自紐約大學 NYU網
站 )



A Matter of Principle



A Matter of Principle

• 1978: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 1985: A Matter of Principle
• 1986: Law’s Empire
• 1993: Life’s Dominion
• 1996: Freedom’s Law
• 2000: Sovereign Virtue
• 2006: Justice in Robes
• 2006: Is Democracy Possible Here?
• 2011: Justice for Hedgehogs



• 司法判決需要考慮社會福祉／效益嗎
• 法律解釋／判決有正確答案／客觀性嗎
• 自由（主義）與正義／平等不相容嗎
• 法律經濟分析基本假設的問題
• 優惠性差別待遇反而造成不公平嗎
• 言論／出版自由該有限制嗎？如何限制
？

本書的六個主題



• 於判決時應考量社會
福祉或社會總體目標
（政策論證）

• 於判決時僅需考量當
事人是否有權利（原
則論證）

關於司法的兩種看法



…但是，關於某些案件

• 某個因虐待兒童事件誤被起訴的被告，要求起
訴人揭露告密者的身分，這個被告的要求應該
被准許嗎？（ D v. NSPCC）

• 法院說，因為揭露告密者的身分會造成無人願
意提供兒童虐待資訊，所以不能揭露；

• 這是一種政策論證。
• 不反對法官在程序問題上進行結果考量，但反
對「純粹依照政策」進行決定（ p. 77）。



時事題：反核與公民不服從

1983，德國波昂

Jürgen Habermas

(本頁圖片取自紐約大學 NYU以及維基百科Wikipedia網
站 )



• 三種不服從： integrity based、 justice based與
policy based。

• 對刻意違法的人進行處罰，並非必然正確或必
然錯誤。

• 功效主義在此處的用處：如違法所帶來的效果
通得過功效主義的檢驗，應考慮不予起訴。處
罰並非公民不服從的必要條件。

• 如果拒絕法實證主義的看法，則可以說：我們
應該服從法院的判決，但我們仍保留了權利，
去認為法律並非如同其已經被說出來的內容。

時事題：反核與公民不服從



• 認為「無正確答案」的第一種論證：
– 法律概念並非二值（如：契約有效或契約無效），
而是尚有存在兩者間的「縫隙」 gap（如：不完全
契約）。

• 認為「無正確答案」的第二種論證：
– 法律語言的模糊性（但模糊的語言＝答案不確定？
）

– 基於法實證主義而認為無權威來源即無正確答案的
看法

– 某些法律命題本來就不是非真即假的（文學作品的
問題也沒有正確答案嗎？）

正確答案？



• 例如「妙麗和哈利波特有沒有結婚」、
「孫悟空是不是一隻猴子」這些問題，
有正確答案嗎？這個答案有客觀性嗎？

• 越多的支持，越有可能有正確答案（其
他答案的空間就越少）。

• 「客觀」（真假之別）與「正確」（對
錯之別）是同一件事、還是不同的事？

文學作品



• 「蓄奴是不正義的」（ slavery is unjust）與
「蓄奴在就實在上或客觀上是不正義的」
（ slavery is really or objectively unjust）真的有
什麼不同嗎？

• 內在懷疑論：某些或所有道德或法律問題太複
雜、太難，所以沒有辦法找出正確答案，但仍
假設道德問題有真假可言。

• 外在懷疑論：道德或法律問題的正確性，並非
在實在 reality之中存在或被發現，所以根本就
沒有「真正的」真假／對錯可言。根本性地
（就形上學層面）否定正確性或客觀性的存在
。

客觀性與懷疑論



• Dworkin式的平等自由主義主張干預（不
是「取消」）市場，是因為市場運作涉
及與道德不相關的東西，例如家庭財富
，個人能力等等。

• 自由主義關注後代的利益。
• 所得重分配必然導致經濟衰退嗎？

自由主義反對平等嗎



• 國家在偏好上的中立：沒有「高級藝術
」

• 目的在保持文化多樣性與創新，而非支
持特定的品味或偏好。

• 原則上不向特定機構補助，而是透過例
如租稅減免（由市場機制）進行資助。

• 但就因過於昂貴而無法透過私人資助，
則可考慮直接的政府支持。

國家應該支持藝術嗎



Is Wealth a Value?

• 艱難案件中法官要極
大化社會財富？

• 財富作為：
– 唯一的目標本身？
– 目標的組成要素？
– 「效用」的代替物？

Richard Posner

(本頁圖片取自維基百科Wikipedia網站 )



• 為了總和增加，所以可以犧牲少數？
• Pareto 效率與財富極大化不同。
• 效率也許可以和平等相容： Dworkin是
規則功效主義者嗎？

效率？



• 被「排除」的白人，可以主張自己的「權利」被
侵犯嗎？

• 黑人沒有自己選擇成為黑人，就如同成績差的人
不見得是自己選擇成績差。

• 入學不是只有考慮成績，所以因為種族問題被排
除、跟因成績問題或人品問題被排除，沒什麼真
正的不同。

• 以往大學不收黑人，是因為「某種族先天比另一
種族更優越」的想法，但目前的做法，並非基於
類似理念，而僅是肯定多元化是整體社會的特殊
需求。

優惠性差別待遇



介於慣例主義與實用主義之間

• 形式與實質之間。
• 過去與未來之間。
• 是否可以理解成一種界於「法安定性」
與「合目的性」的思考方式？

• 是一種「折衷說」嗎？



•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argument of 
principle and an argument of policy, then,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two kinds of question that a 
political institution might put to itself (…). If 
an argument is intend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ether or not some party has a right to a 
political act or decision, then the argument is 
an argument of principle, even though the 
argument is thoroughly consequentialist in its 
detail." (TRS, p. 297)

真的反對功效主義嗎？



• "We insist that government design its system of property 
to treat people as equals under an appropriate conception; 
that is the foundation of our argument for the egalitarian 
interpretations of those branches of the law. But as we 
saw in Chapter 6, government must treat that requirement 
mainly in the fashion of policy, as commending a general 
collective goal that respects equality of concern overall 
and statistically (…). But a legislator may otherwise 
pursue the collective general interest through a variety of 
different measures and techniques, each of which 
achieves a somewhat different distribution person to 
person. No citizen has a right that one rather another of 
these programs be selected (…). The choice is a matter of 
policy rather than principle. " (LE, p. 310-311)

真的反對功效主義嗎？



• "Is the surface antagonism between rights and 
collective welfare the product of a political 
theory that is unified at a deeper level? (…) I 
suggested that particular political rights, and 
the idea of the collective welfare, and the idea 
that these function as antagonists at the level of 
political debates, are all consequences of the 
fundamental ideal of a political community as 
a community of equals."(TRS, p.367-368)

真的反對功效主義嗎？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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