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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同意，性行為就是人類生育下一代的最自然途徑，那麼，因

為人類有延續命脈的需要，而社會生產也需要下一代接棒，異性

行為就應分是人類性行為模式之中的常規，而它確也自始即是常

規了；相反，同性性行為既與生育無關，它就不應是常規；事實

上，它也自始即不是常規。婚姻的其中一個功能就是要界定何謂

常規的性行為。這樣說起來，同性婚姻不但不是權利，而且根本

是一個觀念混淆的產物。（詳見本書附錄四「異性婚制霸權對

談」，頁451-460）

至於尊賢律，在多元平權主義的衝擊底下，也沒有多少生存

的空間。受了傅柯（M. Foucault）的影響，這一代許多知識分子

和文化工作者相信，知識和道德都不過是權力的鬼玩意，是社會

不平等的產物。（例見邵家臻，2008；余錦賢，2009）因此不論

是才是德，都沒有甚麼值得尊敬的地方。

那麼直報律呢？可幸的是，我們的社會還沒發展到想要完全棄

掉法律不要，因此直報律仍然獲得某程度的尊重；但是，直報的觀

念明顯地是薄弱了。二○○九年初，香港有立法會議員向法庭提出

司法覆核，指在囚人士沒有投票權，是對基本人權的侵害，也是

對在囚人士的歧視。議員最終勝訴。（〈囚犯投票權〉，2009）

這個論調真是令人摸不著頭腦。即使是按照當斯對民主的定義，

（詳見本書第七章第七節之三「禮制」，頁291-311）在囚人士在

民主社會裏也不該擁有投票權，因為他們並不是守法的公民；再

者，人身自由和投票權相比，不是更基本的權利嗎？按這樣的邏

輯，將犯了法的人囚禁，也是對其基本權利的侵害了。其餘如罰

款、社會服務令之類，一律可作如是觀。用他們的邏輯，我們何

不廢掉整個司法制度？這種論調，明明白白地無視直報律，總之

不管犯法守法，有罪無罪，我們就是擁有相同的權利。

總而言之，多元平權主義和個體自由主義有一個共同的錯

誤，就是容不下任何殊性的考慮。兩者實際上都在說：不要管我

們有甚麼不同，反正給我們一樣的東西。或者進一步乾脆說：不

要說我們有甚麼不同。社會上大部分的人，包括那些讀了不少書

或很多書的人，缺乏抗辯的能力，只好給他們牽著走；但是，不

照顧殊性的社會實際上是不可能運作的。能想像一間學校，每次

考試都不問學生的表現，便都各打一百分，而這間學校還能運作

嗎？原諒我嚕嗦，在此看到的，還是禮學的洞見。

七　德與義

另一個比忽略殊性更根本的問題，就是忽略道德。不論是

個體自由主義還是多元平權主義，骨子裏要做的，就是要在取消

道德的條件下尋找社會公義。但這怎麼可能呢？公義就是正當的

的價值，而正當的價值就是道德，要在取消了道德的世界裏變出

一個道德來，就像要把水變成酒，需要的是一個神跡。我們不是

神，這樣，他們的計劃就自始注定是一場虛妄。

由於沒有了比公義更根本的道德，你會發現，不論是個體自

由主義者，抑或是多元平權主義者，都無法和他們的反對者進行

任何理性討論（此問題在多元平權主義尤其嚴重）。要就道德的

問題進行理性討論，必先是有了根本的道德價值，在此基礎上處

理枝節的問題。根本的道德價值沒有了，討論也就無從進行。

舉個例說，前述藝人淫穢性圖片錄像外洩事件發生之後，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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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指所有發放及展示相關圖片及錄像的行為俱屬違法，結果惹來

網民遊行抗議；老實說，這個抗議的行為，實在令我大惑不解。發

放及展示圖片侵犯了別人的私穩，這不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嗎？但是

網民依然認為，這是他們的自由，也是基本的權利。我們要麼沒有

資訊的自由，要麼就擁有絕對的資訊自由，包括侵犯他人私隱的自

由。任何權力的制約，都是對我們的基本權利的踐踏；可笑的是，

我們的特區政府面對這樣的言論，居然只有噤聲的份兒。在整個過

程中，有甚麼討論沒有？沒有！不過就是比嗓門大而已。

在上述事件裏面，有一件事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們這

一代人，在自由社會裏長大，將遊行示威的權利視作理所當然。

因此，我們也就沒有思考示威遊行的本質。我們都認為，給人示

威的自由，是給人一個表達意見的權利；但事實上，示威活動的

意義，卻遠遠超過單純的意見表達。單純的意見表達是無需聚眾

上街的，任何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都足夠實現表達意見的目的。

示威如其名稱所透露的，是「威」的展示，是權力的展示。也因

此，示威是抗爭的手段，而非理性交流意見的途徑。

這樣看上述的遊行事件，我們就不得不作結論：遊行的普

及說明了現代人缺乏理性討論的工具，也缺乏理性討論的能力、

雅量和耐性，卻動輒用上角力的方式來解決爭議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角力解決的結

果，落敗一方當然不會心服。誠如孟子所說：「以力服人者，非

心服也，力不贍也。」（《孟子．公孫丑上》）結果就是為社會

積聚怨毒。上文提到多元平權主義者的抗爭活動，也可作如是

觀。隨著個體自由主義者和多元平權主義者對傳統道德價值的不

斷衝擊和不斷得勢，一些傳統價值的支持者，「覺得一些人在人

權的口號下肆意蹂躪傳統道德，因而反對人權，變成『超保守主

義』（paleoconser vatism）  者。」他們「對俗世社會的無奈已

經轉化成為憤懣，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道德力量。」（馮可立，

2009）事情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不論是反對傳統道德的人，抑

或是支持傳統道德的人，都感覺到一肚子寃屈，並且都認為對方

就是把自己推入絕境的罪魁。社會上對立的陣營，這樣的漸行漸

遠，怨毒一天一天加深，能不令人擔心嗎？我們說，安寧的社會

有一個懂得和解的文化，而我們的社會，自從儒家衰落以來，正

正是明顯地缺乏了這文化資源。

每個人活在世上，都有自己的渴想與要求。要達到這些要

求，我們就必須調動世上的資源，使之為我們的目的服務。由於

人與人的相依關係，在試圖達成目的的過程中，我們要調動的資

源往往不是死物而是人。要調動別人來為配合我的計劃，不外幾

個方法：動之以情、說之以理、順之以禮、誘之以利、脅之以

暴。現在，理沒有了，禮崩壞了，五個方法廢掉了兩個。由於不

是很多人有足夠的財力誘人以利，於是對多數人來說，要達成個

人的目的，不是動之以情，就是脅之以暴；所以，我們的社會暴

力越來越多。一個團體要爭取他們的利益，第一件事是出來告訴

大家他們很慘，很弱勢，受了很多壓逼。得到大家同情的話，故

事就圓滿結局。得不到大家同情呢？馬上搞抗爭，上街遊行，堵

塞交通，衝擊警察，放火燒雜物，在不引起全民公憤的範圍內使

用最多的暴力，還要不停將暴力升級，試探公眾接受的底線。我

們的社會對此毫無辦法。不幸擦槍走火，就找人做代罪羔羊了

事。這個策略且已昂然進入議會，這能不令人擔憂嗎？

這就是一個無德無禮的社會裏的無邊淒涼。《禮記．禮運》

說：「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
3 3 3

，去
3



384 385 第八章　義不容辭：禮施均遍的公義觀顯魅與和樂：對生命意義的逆流探索（修訂本）

爭奪
3 3

，舍禮何以治之
3 3 3 3 3 3

？」（著重點為筆者所加）我們這些瞧不起

自己祖先的現代人，是不是應該重新思考一下，我們祖先所相信

的道德和禮教，也許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野蠻和愚昧？ 

談到這裏，我想強調，我們不要以為非要去尋求一套較完整

和周全的公義理論不可，彷彿要建設一個公義的社會，就是要尋

找一套最合理的公義理論，然後套用在社會之上就完事了。殊不

知，所謂的「社會」並不是一張白紙，任你繪上甚麼，它就變成

甚麼。要是社會上有一個很爛的文化，那麼，你幾乎是繪上甚麼

都不管用。

我們說人性善不錯。但是人也有許多劣根性，這些劣根性，

多從無法充分認識自己的本質，或是從無法平衡自己四對綜合

（秩序合無序、感性合理性、群性合個性、靈性合物性）而來。

因為人的種種劣根性，道家注意到，任何價值都有「正復為奇，

善復為妖」的危險。（《老子．五十八》）（附帶說一句，多元

平權論者的錯誤，主要就在他們只看見價值世界裏的奇和妖，沒

有看穿背後的正和善）正時常會轉為邪，善時常會轉為惡。人的

劣根性可多著了，我們在這裏只舉二例就夠了，一是自我中心，

二是僵化。自我中心之成因，是個性與群性的失衡；僵化的成

因，是秩序與無序的失衡，在此且不詳解。無論如何，因為自我

中心和僵化的緣故，人就能扭曲天下任何最正當的道德價值。有

了民主的價值，就有了操弄民意的人；有了溫柔敦厚的禮教，就

有了吃人的假禮；有了敬節稱的禮意要求，有權力的人就會用他

私意來規定敬節稱的界限，把一切不順眼的人殺光；有了自由的

價值，人就會用私意來界定自由，把一切責任都推得一乾二淨；

有了多元的價值，人就會用盡一切方法，把異見者趕出他主觀設

想的多元世界之外。

所以儒家說得好，正心誠意是齊家治國的基礎，不能做到這

一點，一切的理論，不論如何精彩，落到你手上最終都不外是奇

妖而已。做得到的話，那怕你手上只有一套不至於殘破不全的理

論，你能做出的壞事看來還相當有限。那麼，正心誠意又由哪裏

做起呢？看官哪，不就是由你做起嗎？不然還有哪兒？

八　無序的訴求與歷史之擺盪

任何能在人類學術史上留名的理論，不論只見其長而不見其

弊，抑或是只見其弊而無視其長，都是蔽於一曲，因而都是不智

的。一個理論若不能切中某些問題的要害，根本不可能在人類文

化史上壯大，哪怕只是壯大於一時；但是，人非上帝，基本上不

可能沒有盲點。一個優秀的理論並不因無盲點而優秀。只要這個

理論能對全局有一個相對整全的觀察，也就很不錯了。

所以我再強調，雖然我一再引用儒家的資源，那並不表示我

認為儒家是完美的。儒家在歷史上犯過一些錯誤，例如傳統儒禮

過於繁瑣，漢代以來，三綱的觀念鞏固了政治專制和男女的不平

等之類，這些在今日基本上都已是文化界和學術界的共識。

反過來說，我在上面所批評的個體自由主義和多元平權主

義，雖然有我提到的各種弊處，惟二者的興起，卻都有其重要的

時代意義。

人性是許多相反質素的綜合，故所有（或幾乎所有）價值都

有其對立：仁與禮的對立、禮與和的對立、禮與權的對立，從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