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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多元文化主義理論與文獻探討 

「多元文化主義」係指多族群社會在教育、公共政策或其他社會生活

範圍中肯定「文化差異」的存在，同時提供國家不同方式來處理族群關係

的一種途徑（C. L. Bankston, 2000:691）。由於現代多族群國家承認「多元

文化社會1」的現實，意識到必須面對「文化差異」及「維持國家團結」兩

者的平衡，試圖發展出普遍性的原則處理多元文化所產生的問題。因此，

要發展普遍性架構，必須同時體會多元文化社會的「一致」與「差異」兩

者的重要性，並建立一個滿足、平衡的關係。本章從「差異」概念進入，

說明文化差異的重要性及多元文化主義核心價值；再說明現代公民國家的

多元模式，如何回應文化差異，最後具體化上述概念建立本研究之理論模

式。 

第一節、「族群」與「文化」差異的概念 

一、族群的基礎概念 

（一）文化架構的本質 

「文化」係指個人生活的全部，透過語言、語法、字彙描繪世界，架

構及控制人類生活。文化知識與人類實際行為有關，是人類生命的指引-從

出生、命名、說話、結婚到死亡，透過文化模式可以瞭解人類行為及人類

思想、行動的組織系統（Belle and Christopher, 1996:29）。文化一方面是個

人生活的全部；一方面個人透過分享生活中的共同語言、歷史、宗教信仰、

道德價值，讓文化亦成為團體生活的全部（Watson, 2000:2）。F.Barth（1969）

透過這種分享的行為及價值提出兩個原則定義族群團體，分別為自我歸屬

及歸屬認同其他成員。他以種族特徵為基礎將其認同延伸，透過共同的生

活、分享的歷史及語言，產生「同為團員」的情感，進而產生「團體歸屬」。
                                                 
1 多元文化社會的定義十分廣泛，係指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領域或簡單的地理位置界線

如學校、市鎮，其中所組成的人都屬於不同文化。早在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使用前，社會學家使用

「多元社會（Plural societies）」一詞。這種說法開始於美國、加拿大等世界性的移民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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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明顯的識別族群團體的標準如衣服、語言及共同的生活方式-這些都

是人們尋求並呈現認同、基本價值、道德標準的基礎。這些分享的記憶與

行為將個人與團體緊密結合，成為一種團體特徵，用來區別成員與非成員。 

此外，B.Parekhe 更認為文化非被動的繼承，而是主動的創造；不是被

動的給予而是時常會被重新下定義，因為文化會透過追隨者的意識，重新

組成而延伸（2000:152-153）。也就是說文化會因回應某些因素而改變，如

生產技術、征服、戰爭等。戰爭，特別是現代戰爭，由於匯集而成的動員，

物質人命的犧牲，簡化的國家認同及激情，會將國家跟敵人明顯的區別。

征服（如成為殖民地），會使個人或團體獲得新語言，並使用新的方法瞭

解社會，文化也可能因而改變。技術更新也是文化改變的原因，每一個技

術更新都會產生新紀律及習慣，這些新規則將影響生產過程及群我關係，

因為這種新架構的運作力量及合作形式，可能會增加空閒時間，培養新興

趣，拋出新的社會關係及規則。由此可知，文化十分難保持系統化的整體，

主要是因為每個文化發展的時間、內部表達不同，會隨歷史發展而改變。

每一個文化的組成、變遷都與族群團體的發展十分密切，透過文化可瞭解

人類的行為模式、族群團體的生活方式，有助解決因差異帶來的誤解與衝

突。 

（二）文化共同體-族群團體 

1.族群型塑的根源-文化 

「文化」研究的基本假設認為人類行為的學習非性格遺傳，而是透過

與識別團體親密互動而產生，因為每個文化都是一群人（團體）透過共同

創造及分享歷史而來，並透過相互學習及繼承，建立個人基礎的行為模式

及價值觀。「族群團體」（ethnic group），意指一個團體的成員長久生活

在一起，有共同的血統、宗教、語言、分享的記憶及休戚與共的情感與歸

屬。每一個族群團體的這些文化行為（如家屬關係、宗教、語言）都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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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性，可提供成員不同於其他團體的識別（R. A. Schermerhom, 1970）。

這種特徵會讓團體成員產生同一性及相似經驗，使自己適應於某種身體環

境並接受這些共同經驗，將成員緊密與團體結合（Belle and Christopher, 

1996:29）。因此文化是族群的根源，也是文化共同體成員自發性的產物。 

這種根源讓團體透過獨特的文化特質形塑團體成員的人格，追求共同

目標，肯定自我，成員在滿足過程中將產生更堅定的歸屬與認同，讓成員

與團體關係更密切（Parekh, 2000:155）。這種根源也讓成員學習用特別的

方式看世界，讓人類活動及關係注入個性化及特定意義。也就是說，人類

會透過文化建立一個分享記憶的身體，獲得去愛某種印象、英雄、價值理

想的情感歸屬，這些都是生活中無意識的獲得並與生活結合成為人格中不

可分離的部份，透過這種個性化的價值觀，讓判斷、評價事務有了不同的

方式及觀點。 

2.文化與文化共同體的關係 

文化與文化共同體無法分離而單獨存在，因為如果文化沒有成員的思

想力量支持，將會失去運作的生命力，也將使共同體產生生存的危機。此

外，共同體也無法完全掌握文化的走向，因為「文化」是團體成員共同創

造的產物，是一種心靈的思想力量，這種力量的強大及走向是共同體無法

預料及控制的，個人會思考外人的信念及實踐，放入他們自己文化的運作

中。對內，產生自我文化批判；對外，文化共同體成員接觸其他文化時，

產生比較的空間，讓他們警覺人類生活及組織的差異性，開始使用不同的

方式去尋求平衡的對待（Parekh, 2000:157-158）。 

綜上所述，文化是一種心靈的理性力量，沒有完全確定的走向，也沒

有系統性模式，會隨著歷史過程不斷改變。它的組成、變遷深深牽引著族

群團體的行為及生活，讓成員透過這種心靈力量適應環境、瞭解自己並產

生歸屬。每一種文化都具有獨特性，讓成員透過特定價值觀看世界，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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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價值觀不是不會改變，會透過成員的想像力，對內，自省本身文化的

不足，不斷加入新元素以維持文化的生存；對外，警覺團體間深刻的差異，

「同化」、「包容」，「尊重」、「歧視」成為文化接觸時，對待其他文

化的態度及選項。 

二、文化差異的理論基礎 

對多元文化觀點的瞭解起源於古典時期，並以「一元論」為起點，隨

後進入「多元論」的討論。一元論到多元論，理論重點在討論，每個社會

對差異觀點皆不相同，差異是否一定會存在，在差異中，是否有一個適合

所有公民的普遍善生活標準。本部分先說明文化差異理論的歷史淵源，再

說明當代文化差異理論的基礎假設。 

（一）「文化差異」理論的歷史淵源 

1. 一元論 

由於不同社會對人類生活的瞭解不同，甚至對何種生活才是對所有公

民最好的選擇所持的觀點也不同。這些議題從希臘古老思想中就存在，其

中以「一元論」為代表。一元論者相信善生活的方式只有一種，但因個人

智力及道德觀不同，所以並非所有人都能過這種生活，而各生活間也有區

別與差異。雖然如此，但仍然必須找出一些人類共同的需要，成為「最好

生活」的規則。如果人類不願意分享，就無法享受更好的生活方式，也缺

乏理性的基礎（Parekh, 2000:16）。一元論中三個具影響力的觀念，分別為

希臘哲學的理性主義，基督教神學一元論、古典自由主義一元論，敘述如

下： 

（1）希臘哲學的理性主義 

柏拉圖認為自然世界本來就不一致，因為造物主所創造出來的自然，

本身就具有多樣的本質。但自然世界雖然會透過社會習俗及運作而產生不

同的生活方式，但人性卻具有一致性(A. Lovejoy, 1961:48-52)。柏拉圖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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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有三個主要的組成要素：理性、精神及慾念（reason, spirit and desire）。

理性最為重要，慾念是天生難以駕馭而需透過管理來控制，精神也必須靠

理性指導。雖然所有人類都有分享的普遍性本質，但仍因智力而有不同程

度的發展，無法相等的過更高形式的生活。人類受何種因素支配，就對快

樂有不同的定義，也會決定他們的生活方式（Parekh, 2000:19-23）。 

亞里斯多德認為生命的價值可以透過沈思得到真正的快樂；其次再奉

獻給道德及政治，最後的價值則是投入生產活動。亞里斯多德認為財富不

平均的結果，只讓一小部分的人進入高階生活，其他人次級，依序而下，

一直到奴隸階級。他認為適當的社會應該尊重這種等級制度並呈現出每一

種生命多樣的真實並承認其重要性。雖然亞里斯多德的等級制度有違民主

原則，然其從區別的人類本質出發，提供對差異不同的看法及觀點（Parekh, 

2000:19-23）。 

柏拉圖及亞里斯多德皆認為生命多樣是自然的本質，但每一個生命都

包含人性普遍的本質，這種本質是不變的，只會透過不同因素支配而有對

生活不同的定義，每一個生命也都有其存在的位置，這種等級制度是呈現

生命多樣的證據。 

柏拉圖及亞里斯多德十分強調人類的本質及人性，但很少觸及文化層

面的思考。因為古典時期認為「文化」是從習俗而來，僅佔人類特質的一

小部分，是一種自發性產物，缺乏道德意義。忽略文化對人類的重要性，

使他們所定義的「良好生命」無法防禦「文化影響」概念的爭論，也使他

們定義的「良好生命」無法獲得完全的解釋。 

（2）基督教神學一元論 

奧司丁（Augustine, St.）曾問過上帝為何不讓所有人都一樣，沒有缺點。

對神學家來說，差異是一種本質的良善及自治的價值。上帝希望創造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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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世界，每一個人都具有獨特性（Lovejoy, 1961:64），生命才會存在

有意義的價值。 

義大利神學家阿圭奈（Aquinas, T）將這種觀點發展的更完全。他認為

宇宙萬物完美的組成，是來自於「多樣整齊的生命」（Parekh, 2000:23）。

這有一個很重要的意涵是：一個天使或許比一塊石頭好，但不表示兩個天

使就比一個天使與一塊石頭好。因為或許兩個天使會比一個天使、一塊石

頭所積存的良善多，但卻缺乏獨特性。對阿圭奈來說，天地萬物的完善不

能只包括最高階抽象的良善，應該是一個廣泛多樣的自然本質 2（Parekh, 

2000:23-24）。也就是上帝給予每個人不同的特質，讓他們將自身發揮到盡

善，所有人類都有一個完全相同的命運：去瞭解他們本質的潛能。 

「宗教」的多樣觀念，在早期並未轉變為寬容，因為宗教問題發生的

戰爭在西方歷史中不斷顯現，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猶太大屠殺（Holocaust）

後，「人權」結合「宗教寬容」的力量讓多元社會對神學研究重新思考，

開始更為廣泛的去瞭解世界不同的宗教。如 1963 年，第二次梵諦岡會議，

發表了一份對非基督徒宗教的和諧聲明，宣示對其他宗教真理的敬愛（W. 

Ariarajah, 1991:129-30）。甚至現在最流行的在探討的 Judeo-Christian（同

是猶太教及基督教共有的）傳統也反應這些態度。 

由上可知，基督一元論認為「一致的完美」來自於多樣生命的組成，

這也是上帝創造生命的意義。神學觀點認為「差異」才是「宇宙完美」的

基礎，而非全體達到最高的良善層級，這提供一個很好的思考觀點去否定

殖民主義結合西式文明優越而產生的同化概念。 

（3）一元論的古典自由主義 

西方的自由主義以堅信「自由」的價值、尊重「人」、寬容、強調民

主政治為原則，提倡民主政治的重要性（D.Spitz,1982:213-215）。透過啟蒙

                                                 
2 當每個生命透過他獨特的本質對宇宙萬物的一致與完美做出貢獻，他的生命就有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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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的知識獲得及民主原則，自由主義給予國家一個現代的特徵，強調法

律規則及公民平等。現代國家中的每個人都有單獨的權利與義務，這種特

徵引導國家與公民走向沒有媒介的關係3。為了創造民主原則下的個人道德

及政治文化，國家試圖擺脫傳統習俗，強調共同的生活方式的規則並提供

一致思想體系（Parekh, 2000:34），以此來培養公民意識。 

這種民主思想本質是良善的，但卻透過西方殖民主義的歧視、民族意

識的優越，扭曲其本質的精神。自由主義提供很好的民主開端，然使用自

由主義的人並未在「一致」社會運作下，寬容差異，使共同生活的原則並

非由全體意識所建立，而是單一文化的壟斷。 

基於以上概念，一元論對差異的看法及假設為： 

A、 人類的一致性，會因時空有所差異，一元論者並不否認這種不同。但

「不同」只定義他們的特質，而非人性。差異只代表各種不同的表達

方式，如有人追求健康、有人追求財富名望。雖然表達方式不同，但

基本限度的慾望卻相同，如快樂、地位、驕傲。在一元論觀點中，人

類擁有相同的本質架構與基礎。 

B、 特質會透過不同人而有不同發展。人類在保有「一般人性」基礎中，找

出適合自己發展的良善生活，但仍有標準指引，在基督教神學中是透

過教義說明「善生活」，古典自由主義則以社會規範（如法律）說明。 

C、 差異是社會前進的原動力，沒有任何系統可以包含完美的善，必須不斷

補充，使其更完美。社會因為不同的人而豐富及進步，宇宙因「多樣

整齊的生命」而完美，高度一致的道德水準並非是最好的狀態。 

（4）一元論的爭論 

一元論忽略人類是文化的產物，因為文化可用不同方式調節人性。「好

生活」的基礎不應該只有人性本質，應該考慮所有人類複雜的傳統性格、

                                                 
3 如洛克認為一個理性社會不是靠著習俗與傳統控制，而是靠著最高立法機關一般性確定的法律制訂與實

行來控制。 

-  - 25



多元文化主義下的族群關係-以美、加、新三國為分析對象 

道德及情感資源才能判斷。其次，人類會因某些因素限制其能力的發展，

如自身的智力及社會生活的約束，這種限制也讓人類無法過相同的生活。

一元論者對文化差異的概念並未成熟，然其討論人性時，「人類獨特性」、

「普遍的愛」等概念被後代學者延伸，並具體化成為尊重差異的重要原則。 

2、多元論 

由於近代科技發達，文化接觸開始更加頻繁，多元論認為文化差異的

產生是團體互動的結果，透過社會工商業帶動更顯活絡，學者開始瞭解文

化多元是國家必須面對的問題，因此開啟文化多元的討論，以下為多元論

學者對文化差異的看法： 

（1）G. Vico： 

Vico 認為每個社會都是不同的文化共同體，代表多樣且矛盾的思想與

生活。一個人的價值不可能與其他人完全結合，這樣發展出的善、文學、

藝術在一個國家可以蓬勃發展但不一定在其他地方也能發展，如何馬及阿

基理斯（Homer and Achilles）可能出現在希臘而不會出現在其他地方。符

合歷史時代的社會就是適當的，一個偉大的成就如果沒有適當的地方發

展，有時會永遠消失（I. Berlin, 1991:23）。Vico（1984:161）認為文化是歷

史共同經驗的累積，在歷史過程中，人類會獲得新的想法適時的修改他們

原先的認知。他將人類歷史分為三期；最早期為「上帝時期（age of gods）」，

人類理性未發展，上帝的神諭為規範。第二期是「勇士期（英雄期）（age of 

heroes）」，英雄人物透過他們的英勇獲得權力，用「殘酷方式」統治其他

人。第三期為「人的時期（age of men）」，這是人類歷史的最後階段，理

性完全發展，人類瞭解自己天生平等的自然權利，並試圖建立一個以理性、

寬容為基礎的社會（Vico, 1984:161）。 

Vico 其實將文化差異視為達成一致的過渡期，透過歷史過程中不斷修

改差異的認知，最終人類會走向平等及理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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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Montesquieu： 

對孟德斯鳩來說，文化差異是人類生活不可避免的普遍特徵。每個社

會都有不同的習俗、法律、政治系統；鼓勵不同的熱情、道德。即使有相

似的習俗及法律，也會有不同的影響並在生活中扮演不同的角色。雖然人

類分享一些普遍性本質，但每個社會發展的不同，強化了「民族（國家）」

的區別本質。由於這些「民族本質」的差異，讓所有社會有普遍一致的目

標，也有特別追求的理想（Parekh, 2000:56）。 

孟氏除解釋文化差異的概念，還具體化「普遍目標」及「分享價值」，

他認為應該有一個普遍原則去評價一個社會的傳統及宗教實踐。他從理性

出發，以「仁慈、感恩、守信」等原則去對待差異，而不是以個人主觀標

準來評價文化（Parekh, 2000:58）。孟氏從法律及政治角度思考文化差異，

讓文化差異從抽象的哲學討論進入具體的政治、社會結構的原則中，也提

供處理差異對待不同的思考方向。 

（3）J. G. Herder（海德）： 

海德欣賞文化差異，認為文化像柔軟的黏土，不同的文化會形塑出不

同的行為及生活方式（Herder, 1969:185-6）。對海德而言，所有文化都與個

人經驗有關，成員透過自我瞭解的表達方式解釋這些經驗，這個過程中，

語言佔了十分重要的位置。由於語言是文化展現的首要方式，因此海德首

重語言的保存，認為透過語言可以使文化傳承持續，不會消失。 

其次，海德認為尊重其他文化，不是道德原則或法律要求，是因為文

化對團體成員的意義。由於每個人都是透過獨特的認知架構去看待別人的

文化，這將會產生偏差，當我們拒絕別人使用這種偏差的態度看待我們的

文化，我們也應該拒絕使用這種偏差的態度看待別人的文化。奴隸制度的

錯誤不是因為違反抽象的平等，而是任意踐踏人的尊嚴及剝奪生活在自身

社會的權利，這是我們不希望別人對待我們的方式，我們也不應該以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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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對待其他團體成員（Herder, 1969:185-6）。這是一種責任，透過對文化

基本的感激之心出發珍愛不同的文化，因為如果文化瓦解，生活就會缺乏

完整及穩定；這也是對造物者的責任，去珍愛它的文化創造物，將獨特的

自我表現在其中（Herder, 1969:185-6）。Herder 將文化活力視為人類最大

的資產，因此認為人類有義務去保衛多元文化的存在，這種責任是架構在

對文化本質的尊重。 

透過上述可知，多元論對文化差異的觀點為： 

1. 正視「文化」對人類的影響，文化來自歷史共同的經驗，因此歷史經驗

成為分享自然的重要部分。 

2. 「理性」係指每個人天生的平等，並以此建立寬容社會。 

3. 從社會、政治制度的關心出發，讓文化差異結合「國家」概念，去檢證

文化實踐的合理性。 

4. 回歸文化本質的尊重。這種尊重不因運作不良或缺點就被否決，只要該

文化對成員有意義就應該被尊重。 

由上可知，多元論者將「國家」概念放入，認為雖然國家社會有分享

的本質（如法律價值），但仍有一些特別的追求，這概念奠定現代學者架

構多元文化社會時的基礎。同時，多元論認為文化間的批評在所難免，但

要使用不同焦點及邏輯看待，才能達到對差異真正的瞭解。 

(二) 當代文化差異理論 

透過一元論、多元論系統論點，近代學者將「文化差異」與「國家」

概念結合，討論文化差異是否能消除，多族群國家如何處理「文化差異」，

文化差異又會對多族群國家造成何種影響？本部分透過 J. Rawls, J. Raz 

（1986） 及 W. Kymlicka（1989、1992、1995、1999、2000），除了探討

當代對文化差異的觀點，同時討論國家處理的方式及其影響。 

 1、文化差異的意義及基本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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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自由主義學者
4
基本上肯定文化差異的存在，並且認為這種差異在

文化接觸後更加突顯，差異的提高及模糊需視國家處理態度而定。因此，

當代文化差異理論，透過下述四個假設肯定文化差異存在的意義： 

（1）文化差異增加人類選擇的範圍及自由 

Raz 強調個人「自治選擇」的重要性，也就是人類可透過自由意志決定

自我的生活方式，多樣文化的價值觀提供人類自由選擇的範圍（Raz, 

1986）。因為個人的自主必須有一定的資源及基礎，才能使個人在下決定

時做出正確的選擇，而「文化」透過整體知能及價值觀的建立能提供個人

自治必要的基礎，因此國家必須給予成員多樣的自治基礎所需要的資源幫

助成員選擇（Raz, 1986）。 

Kymlicka（1995）透過「公民社會」的概念詮釋文化差異存在的意義。

他從公民生活的原則出發，不預先假設公民社會的整體價值，而是透過個

人「自治權」產生的價值信仰建構全體的價值基礎，因此公民社會必須體

會差異的存在，才能公正的將所有個人的價值信仰包含。當成員的信仰與

全體價值基礎不同時，國家有責任質疑並修正。國家有權要求成員達到公

民生活的一般原則，也有責任檢視整體價值是否符合全體成員的自治權。

由於「文化」是個人價值建構的基礎，透過多樣文化的存在，讓國家的整

體價值更貼近個人自我選擇，文化差異的存在對民主精神的實踐具有實質

的意義。 

由於民主政治強調平等、自主的概念，重視個人意志的自由，任何選

擇都必須透過個人意志達成，而文化是個人生活的全部，如何選擇生活方

式是個人的自由，不應該否決。個人可以選擇歸屬於任何團體，選擇用不

同的價值觀生活及看待世界，因此文化差異的存在是個人自由意志選擇下

的結果。進一步，透過「公民社會」概念將這種「自治選擇」結合為社會

                                                 
4 如J. Rawls, J. Raz ,W. Kymlic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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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架構，達成成員自治權使用的最好狀態。文化差異提升個人使用自治

權的機會，因此社會必須創造珍愛差異的發展空間，維持這些文化的生存。 

（2）文化權是天生的權利，文化差異是運作這種權利的合法結果 

Kymlicka 認為公民社會中的成員皆有「自治權」，而「文化」又是提

供個體自由及自治不可缺乏的資源。這種心靈的力量，是個體生命的根源，

因此每個成員都有維持自身文化的權利(1995:85)。也就是當我們透過民主

原則賦予個體生而平等的權利，成員就有權要求國家尊重其所做的選擇，

成員不同的文化歸屬與認同是自由選擇的結果，因此社會上會存在著不同

的價值觀，這是「個人權利」運作的必然結果。 

Raz 更透過民主概念，強調國家保障「文化權」的責任。由於國家是人

民共同意志所建構的共同體，因此確保人民「自由意志」的實踐是國家的

責任。而人類的核心價值皆從「文化」獲得，所以每個文化應該被平等的

尊重、支持及共存，沒有優劣之分，這是現代國家應有的認知（Raz, 

1986:181）。 

當代學者透過「基本權利」為基礎賦予文化本質的權利，透過尊重個

人文化實踐是「權利保障」完滿的達成突顯出文化差異存在的意義。由於

近代文化研究的討論不再只有抽象的哲學、人性探討，從多元論將國家概

念放入，到近代結合權利，讓多樣文化實踐有法源依據，也奠定近代多元

文化主義的核心價值。 

（3）浪漫自由主義用美學看文化差異，強調創造豐富、多樣的美學世界 

海德透過美學結合「文化」對成員的意義討論文化差異的概念，他認

為語言是文化基礎，也是溝通工具或傳播媒介5（Herder, 1969:132）。透過

語言表達出來的文化滲入個人思考、感覺、評斷、食物、身體語言、說話、

美學、道德，讓他們在自身文化裡發現自己的潛能。保存自己的文化，不

                                                 
5因為語言會影響說話者的心，也是人類觀察、體驗世界的基礎，靠著說話者將抽象的東西變成分享的記

憶、傳統、情感及自豪（Herder, 196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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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功利主義的考慮，而是一種「偏見」，不問是非而接受的繼承，這種繼

承伴隨對自己文化的驕傲與自信，將成員凝結，成為人類需求的基礎，就

像食物及安全一樣重要（Parekh, 2000:69）。 

海德透過「欣賞」角度看待「文化差異」，文化獨特性及個體文化實

踐都是一種美感， 多樣文化讓世界不再單調，也讓宇宙更加豐富及具有獨

特性。 

（4）文化差異是正義的表達，因此需受正義原則的限制  

「正義」原則是羅爾斯處理多元文化的基礎，他認為「正義原則」是

透過公民權利、自由選擇達成，國家應該給予足夠空間容納自由選擇所產

生的文化差異。但是羅爾斯並不認為國家應該無限制的尊重其他生活方

式，因為一個「公民共同體」的政治生活仍不可抗拒政治自由主義的一般

性原則，如平等、自由、正義。公民可以要求自由的文化實踐，但一旦進

入政治生活，就必須通過自由價值標準的審查，如果違背自由價值，就會

被認定為「壞公民」（Rawls, 1993:152）。羅爾斯從「正義」觀點出發，將

「多元社會」視為一個「公民結合體」，這個結合體在私領域生活中可自

由選擇認同的對象，但在公領域，必須認知基本的「公民」責任，讓族群

成員從差異的「族群文化」中，進入普遍性「國家公民架構」裡。透過公

民架構讓族群成員認知，自己是族群成員，也是國家的一份子。 

透過上述可知，當代自由主義肯定文化差異的存在意義： 

（1）、將「文化」實踐提升至「基本權利」的層級保護，並認為文化差異

是「文化權」實踐必然的結果。 

（2）、文化是人類的思想基礎，也是人類實踐「自治權」的資源，由於民

主國家肯定個人自治的重要性，文化就成為自由選擇下的決定，差異就會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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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羅爾斯提出公民責任調和多元文化造成國家整體建構的衝突，並透

過普遍自由價值為判斷基準，有助於國家「普遍」價值之建立。 

2、國家處理的方式及其影響 

透過上述可知文化差異是永恆的事實，從早期「同化」到近年「政治、

社會整合」概念，都是希望讓文化差異在過程中減低，並成為國家有利的

發展資源，非分離的危機。但是文化差異透過族群團體互動而產生，在團

體交互作用下差異會模糊，但也有可能提高，國家的態度是關鍵，這是由

於國家的政策具體化表現在文化、社會、政治、經濟方面，政策走向將擴

大或縮小文化差異對國家的影響： 

（1）同化政策 

    同化理論的興起與社會工業化有極大的關係，工業化的結果讓西方民

主國家如美、加原本由白人為主的結構因移民團體進入而改變。「同化」

理論假設都市工業化力量會使族群認同喪失（Driedger,1996:12-13）。Park

提出兩個因素證明工業化都市生活的力量：第一、運輸及溝通方式的改變

影響所謂的「個人移動」，讓個人有更多機會去接觸多元人際關係，這種

接觸會讓社會更為流動而不穩（R.Park,1967:40）。第二、鄰居、家庭功能

的喪失，逐漸打破傳統族群共同體。此外，透過民主運動過程也會使族群

差異消失。因此 Park 提出他的同化模式如下： 

  1. 途徑一：適應     融合 
接觸 

 2. 途徑二：衝突    競爭    融合 

 Driedger（1996:27） 

途徑一、二只是時間的長短但結果相同，工業化的結果將失去區別的

族群認同，新文化及價值浮現。這種同化理論對當時國家面對多元差異時，

十分具有吸引力，透過工業化改變社會價值，如同國家一致認同的浮現。

但同化所造成的「融合」卻透過種族主義、文化優越、殖民主義，使國家

文化差異的減低並非由全體成員一致決定而達成，而是透過文化單一壟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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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尊西式文化的白人體系為主流。這種優勢從「文化優越」擴大，延伸

到各層面，經濟不公、政治否定、文化偏見、社會歧視，不但沒有讓差異

減低，反而製造衝突，在衝突過程中，族群團體更為團結一致對抗主流社

會的不公，差異因而未減反增。 

（2）政治、社會整合政策 

由於同化政策的缺點並製造許多衝突，近代開始透過「公民」意識解

決文化差異造成的問題。由於民主政治的確立，使國家有了一般慣例的規

則及秩序。「政治、社會整合」係指在公民國家中與他人行動一致，參與

整合過程中的個人或群體是被「接納」或被「整合」入一個統一的社會體

系（談谷錚譯，1991：113）中。而政治、社會整合可透過以下三個途徑達

成：共同規範及價值、物質利益、個人缺乏更換或改變情境的能力（談谷

錚譯，1991：113-114）。國家透過「民主價值」為整合主要的精神，以經

濟利益為共同追求的目標，讓國家成為一個「團結體」，透過公民資格緩

和衝突的發生（詳細政治、社會整合理論於第四節公民國家概念中說明）。 

透過上述可知，文化差異會增高或減低，國家不同的處理方式會造成

不同的結果，也會擴大或縮小文化差異帶來的影響。現代學者大多肯定文

化差異存在的事實，但是又必須面對國家團結的考慮，政治、文化、社會

整合概念因而被廣泛討論，希望透過「公平」整合建構國家的差異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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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多元文化主義與族群關係 

現代民主國家將社會成員視為自由、平等、獨立的個體，有相同的權

利及義務，著重於「個人」、「國家」之間的關係。隨著多元國家內部族

群的頻繁互動，摩擦與衝突日益增加，甚至開始影響國家的穩定發展。多

元文化主義質疑為何強調自由、平等的民主國家中，還有如此多的族群團

體要求他們的權利？族群互動過程又產生了何種問題？因而開始質疑自由

主義強調的個體平等、正義無法解決文化霸權對族群關係的緊張。受到 1960

年代民權運動的影響，讓越來越多的族群團體起而要求更多的權利與承

認，這種現象突顯現代國家所面臨的除了文化承認的問題，還包括政治權

利的要求，國家如何在全體政治生活中達成平等一致，成為包容多元成功

的關鍵。本部分先就族群關係基本概念說明，再進入多元文化主義的特質

及內涵，最後透過多元文化主義討論族群關係。 

一、族群關係的基本概念 

（一）族群團體的類型 

    Ted Robert Gurr（鄭又平譯，2002：21）將政治上的族群團體分為四類

1、族國主義者 2、原住民族 3、社群競爭者 4、族群階級。 

1、族國主義者 

    族國主義者透過民族式民族主義將文化認同提升為「國家政治體認

同」，因此在政治權利上會要求更多的自治權進而希望能獨立建國。他們

通常具有集中的土地，強烈的文化認同，並自認為是「民族」而非國家內

的「族群團體」，如魁北克。 

2、原住民族 

原住民族通常以「自治權」為主要訴求，其要求自治權的目的，是為

了保存未被征服前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由於他們受殖民主義的影響很深，

因此集體認同並沒有族國主義者強烈。更由於殖民侵略，使大部分的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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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喪失了集中的土地，成為依賴政府資源的弱勢團體。1970 年代，全球

原住民獨立運動掀起一波浪潮，讓原本被動的團體轉變成政治活躍的團體

（鄭又平譯，2002：29），正名、自治權、土地權等要求透過政治活動被

彰顯，也使原住民族問題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3、社群競爭者 

    社群競爭者主要的要求不是追求自治的權力，而是要求在現代國家的

體制中分享統治的權力，也就是國家中存在著數個相互競爭的族群政治團

體（鄭又平譯，2002：30）。如英裔及法裔、新加坡的華人及馬來人。 

4、族群階級 

族群階級係指種族、文化上明顯的少數團體，他們在社會中佔有明顯

的社會階級或特定的經濟角色。如昔日的奴隸或移民後裔，他們大部分從

事主流族群不願從事的粗重工作，如美國黑人後裔、膚色移民（鄭又平譯，

2002：32）。 

膚色移民沒有集中土地，也不符合族國主義或原住民以「民族」概念

要求自治權利的正當性，他們希望參與主流文化，因此「公平整合」是一

般膚色移民的政治要求。 

美國黑人是特殊的例子，主要因為黑人將自己（這裡所指的黑人是奴

隸制度留下的黑人後代，非近代迦勒比海移民6）視為美國成員，他們沒有

自己的土地及歷史語言，又被「限制」整合入主流文化（如種族隔離）。

因此「實質民權」的獲得是美國黑人一般的政治要求，同時將「人權」概

念衍生，美國黑人要求因長期受到壓迫及歧視所造成的損害有補償的權

利，要求在政治、經濟、工作、教育系統中提供他們向上流動的機會。 

「政治、社會整合」觀點要求國家對不同的政治要求有不同的回應， 

                                                 
6 加拿大黑人與美國黑人形成歷史不同，加拿大黑人以新進移民居多（加勒比海移民）；美國黑人以奴隸

後代居多。 

-  - 35



多元文化主義下的族群關係-以美、加、新三國為分析對象 

給予權利時依類型區分達到真正平等對待。本文將以「政治要求」為基礎

討論國家面對多元族群時如何進行整合工作。 

（二）族群衝突理論 

Driedger（1996:278）認為族群衝突的起因來自於歧視，這種歧視形式

有四：差異、偏見、不利益對待、否定政治要求及權利。本部分試圖說明

族群衝突的因素並找出經濟、政治、社會歧視的檢視標準，以此為本研究

檢測各國族群政策是否有效消除歧視的指標： 

1、經濟歧視的因素與檢視標準 

為何會有經濟歧視，Taylor & Moghaddam（陳麗華，1990:27）提出「真

實衝突理論」說明族群關係中經濟利益的衝突因素，基本假設為： 

（1）團體是自利的，會希望盡可能擴大能掌握的資源。 

（2）衝突是團體利益無法相容的結果。 

（3）團體利益是否能相容將決定交互團體的心理反應。 

P. Boyor（1993）舉出幾個例子說明上述的假設。1800 年代，費城、紐

約、波士頓的愛爾蘭移民及本土白人新教徒全面性（政治、經濟、宗教及

教育議題）衝突演變為長時期的對立。1863 年，紐約「黑人-愛爾蘭人」工

作的摩擦導致愛爾蘭幫派攻擊非裔美國人（ Belle and Christopher, 

1996:37-38）。這類例子在各國歷史中都曾發生，由於經濟結合社會階級，

讓許多團體無法獲得維持生活的基本水準及公平的經濟資源。由於社會資

源掌握在小部分人口手上，大部分團體成員貧窮，甚至被歧視，過程中會

尋求同團體的力量及保護，同仇敵慨的團體意識將導致對立與衝突。 

透過上述，本文將經濟歧視的檢視標準分為： 

（1）、限制團體成員從事某一些工作，沒有成為高階主管的機會。 

（2）、與其他團體相比，社經地位、工作環境、工資較低。 

（3）、成員教育水準普遍比其他團體成員低，識字率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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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團體自成一個居住領域，其他團體成員不願與其接觸，並將他們視

為貧窮、低下的代表。 

如果符合越多項的族群團體表示受的歧視越深，社會階級越低。經濟

衝突是因多元國家內的優勢團體掌握國家資源，各團體接近經濟的機會不

平等及資源分配不均而產生。 

2.政治衝突的因素及歧視檢視標準 

     政治衝突的主因在於國家政治力量的分配不均及否定團體成員「政治

生活」中的權利。國家透過政治資源合法化不平等，如歷史過程中，優勢

團體掌握政治力量，透過政策限制移民數量或少數團體的福利。 

關於移民，政府常透過政策「限制」進入的數量及進入後政治上的權

利。如 1882 年美國通過中國人排斥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

限制中國工人進入美國及中裔的公民資格。1921 及 1924 年的「限額法律7」、

1921 年的移民法8（Belle and Christopher,1996:38），皆是限制膚色移民的

作法。1946-1990 年的四十五年間，美國百分之七十七的人口不贊成合法化

移民；1993 年時代雜誌調查顯示（Nelan, 1993）美國人對移民仍持負面的

看法，有百分之七十三的全國性調查樣本贊成限制移民；過半數（約百分

之六十）的全國性調查樣本贊成修改聯邦法減少美國合法移民的數量（Belle 

and Christopher, 1996:39）。國家第一階段使用合法方式限制移民進入的數

量，進入後讓移民無法獲得完整的公民權，這種歧視環境是政治衝突的主

因。除移民外，黑人、原住民族都是被否定政治要求的一群，沒有完整公

民權讓他們無法擁有參與決策的機會。 

透過上述，本文將政治歧視的檢視標準分為： 

（1）、限制族群團體的政治參與權利，否定投票權，最常使用的方式是「識

字測驗」。 
                                                 
7 美國一年一次移民以「各個國家」為基礎的配額。 
8 以限制南、東歐移民為主，美國人認為由於他們的獨特性，無法快速同化於現存的人口中M適應美國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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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族群團體在國家決策機關中代表比例偏低。 

（3）、限制族群團體參與公職的機會。 

政治否定是族群團體受歧視的關鍵，無法掌握政治資源代表無法決定

政策的內容，國家優勢團體透過政治力量合法化排除某些團體的權利導致

不公。 

3.社會衝突的因素及歧視檢視標準 

社會衝突的主因來自於「刻板印象」的根深蒂固。定型刻板印象與「分

類」有關，因為對某個團體的不瞭解，因此需要精簡的定位他們，當然由

於粗略的歸類，使該印象有許多錯誤。這些印象透過自我情感，過去的經

驗加強，因此解決刻板印象必須透過兩個面向來瞭解，第一，該印象是否

明確的區別不同團體，造成歧視的主因；第二、該印象的堅硬度是否可以

改變，是否因持續累積而加強（Driedger,1996:267-268）。 

其實，刻板印象的改變十分困難，1993 年，基督教及猶太教全國聯盟

針對族群及種族團體進行調查，發現非裔、亞裔、拉丁裔相信白人：（1）

對其他人種感覺遲鈍並有長久歷史的盲從及偏見。（2）相信他們是高位階

並可指揮他人。（3）支配的力量及財富不願分享給非白人。這項調查中，

80%的非裔、60%的拉丁裔及 57%的亞裔認為自己缺乏與白人享受相同的機

會（Belle and Christopher, 1996:40）。這些負面的感覺或許是其他團體的一

種刻板印象，也或許是白人團體的歧視對待。由上述例子可發現「刻板印

象」及「偏見」不只發生在優勢團體，其他團體也會有歷史性刻板印象，

這種相互的刻板印象讓社會整合更為困難。 

透過上述，本文將社會歧視的檢視標準分為： 

（1）、以身體特徵嘲弄他團體成員。 

（2）、對族群團體有負面刻板印象。 

（3）、媒體偏頗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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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族群接觸，這些相互負面的感覺會造成歧視及衝突，尤其當國家提 

出「整合」概念時會使少數質疑其公正及平等性，有些會拒絕整合，要求

與社會更分離的權利。 

透過本部分說明可知，族群衝突的主因在於「歧視對待」，這種歧視

先從「文化差異」開始產生「偏見」，進而「不利益對待」（如課稅、工

作限制等），到「政治要求」的否定，全面性從「文化」、「經濟」、「政

治」等層面歧視，因而產生衝突。 

（三）族群關係模式 

透過上述，本文將族群關係分兩類： 

1.兩個交互團體一強一弱（圖 2-1） 

由上述例子來看，族群關係的緊張大部分發生在「優勢團體」控制國

家資源所造成。弱團體被同化，不論接受與否，都會受到政治、經濟、社

會各方面壓迫。接受同化，弱團體認同消失，成為下階層；不接受：產生

衝突。各國處理的可能方式（黃城、周維萱，2003:10-11）為（1）否定及

鎮壓（2）文化承認（3）政治承認（4）給予統一或獨立決定權。第一種：

關係可能不穩，會有流血衝突。第二-三種透過承認及尊重趨於穩定。第四

種：這種處理是一種和平方式，是否發生衝突，必須視該國國民的公民素

養而定，因此極少國家願意給予，大部分會重新調整權力分配並協商溝通。 

2.兩個交互團體勢均力敵（圖 2-2） 

這類型的衝突也是透過政治、經濟、資源分配不均，最烈導致分離，

族群關係破裂。若透過自治、公民協商，權力分配的重新調整會趨於穩定。 

透過本文分析認為族群關係的衝突是由歧視對待造成，這種歧視對待

透過同化政策合法化排除其他文化，進而排除其他團體成員在國家內應有

的「基本權利」。族群政策應該是為了改變緊張的族群關係而產生的國家

回應，解決上述的「歧視對待」及「政治力量」分配的不均。在這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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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家優勢團體的態度是主因，也是決定族群關係未來的關鍵。 

  透 經濟利益衝突A 團體 

（強）    

B 被同化

（不反抗） 過

 

接觸     

政治政策不公

社會負面態度  

B 成為下階層，族群關係有上

下之分 

 

文化差異 

 透B 團體 

（弱） 

 

  

B 被 同 化

（反抗） 過

經濟利益衝突

政治政策不公

社會負面態度

  

A解決

 

1.否定：流血暴力，群

關係緊張 

2.文化承認： 

族群關係趨於穩定 

3.政治承認： 

族群關係趨於穩定 

4.自治：政治和平相處 

5.獨立或統一：視該國

公民素養而定 

 

圖 2-1 族群關係圖（一） 

（本圖為作者自繪） 

 
  經濟利益衝突

A 團體 
   

衝突 
透過

政治政策不公

接觸 

分離、族群關係可能破裂 

  

文化差異 

  社會負面態度

 

 

   
B 團體 和平共處 自治、 穩定

 

  

 

 

 

 

 

（必須要是真正的平

等，透過政治、經濟利益

結合的認同下給予文化

差異的尊重） 

 

圖 2-2 族群關係圖（二） 

本圖為作者自繪 

二、多元文化主義的內涵與特質 

    本部分先就多元文化的核心價值及內涵說明，透過多元文化探討的「集

體權」、「平等」、「多元寬容」等原則，先說明基本的多元文化理論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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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於第三、四節透過公民國家，結合「權利」、「政治力量」實際運作

建構本研究之理論架構。 

（一）多元文化主義興起的脈絡     

傳統自由主義以個人為基礎，透過普遍公民資格9給予平等、自由的權

利。這種原則產生了一些問題，由於許多的團體成員是因為「團體」而遭

受不公平的對待導致無法獲得應有的權利，因此近年的多元文化主義開始

要求正視「團體差異」（I. M. Young, 1995:175-176）。「團體差異」的提

及與 1960 年代後期美國黑人公民運動有關。該運動激起西方國家少數族群

及原住民等弱勢群體對所處環境的反省，開始嚴厲批判主流社會長期在同

化政策及國家體系權威下對弱勢團體歧視、剝削與不平等對待。自由主義

開始從「文化承認」觀點進入「政治承認」的肯定，廣泛討論族群權利，

「集體權」概念逐漸形成。這種集體權在公民國家「政治、社會整合」中

提供了一個新的權利架構。 

（二）多元文化主義的內涵 

本部分分為 1.肯定「集體權利」：差異的公民資格觀；2.平等原則與社

會正義；3.多元價值的寬容；分析多元文化主義的內涵： 

1.肯定「集體權利」：差異的公民資格觀 

由於傳統自由主義主張「民主政治」建立在個體公民的獨立、平等上，

因此某些自由主義學者反對「族群權利」，因為集體權有侵害個體權的可

能性，這與自由主義的概念相抵觸。近年來，集體權的討論被以下族群議

題的影響再度彰顯：（1）東歐共產主義的崩塌引起的民族意識影響民主化

的過程；（2）西方移民團體、難民與本土文化保護者的對立；（3）原住

民族的政治動員；（4）西方民主國家的分離運動，如加拿大魁北克及英國

                                                 
9 此稱為「普遍的公民資格觀」：以「個人」為權利授與的單位，每個人皆有平等地位。因此，一些自由

主義學者反對「集體權利（差異的公民資格觀）」產生，認為集體權利會破壞以個人為單位的個人平等及

自由，詳細於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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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蘇格蘭、西班牙的加泰隆尼亞（Kymlicka, 2000:17-18）。這些議題，在

1990 年到達頂點，讓西方瞭解必須解決這些文化差異延伸出的問題 10

（Kymlicka, 2000:17-18），因而提出「差異公民資格觀」的概念，成為「政

治承認」的關鍵，也讓「差異」從文化權延伸為一種政治權。本部分透過

Young、Bhikhu、Kymlicka理論說明「集體權」的概念： 

（1）差異公民資格觀的基本概念 

所謂公民資格係指個人與政治社群的關係，普遍的公民資格觀以成員

個體為權利的基礎單位。近年來由於族群衝突不斷，讓這種權利形式遭到

質疑。「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應該是為人類社會尚未履行的合法權利努

力奮鬥，如早期民主革命的政治成就造就民主現代國家；1960 年代民權運

動反對因集體特徵而剝奪某些成員普遍公民的權利及福利，自由主義的本

質應該是給予安全、社會正義、富裕為基礎（S. W. Nicholsen,108），這種

基礎下權利的授予，不應該僅侷限於「權利單位」，而是必須考慮實質情

況，為不合理的權利運作進行改革，因此多元文化論者主張考慮「公民權

利」時將「差異放入」，透過合法性給予族群權利，解決族群壓迫的衝突

（M. Williams, 1995:67-68），因而提出「差異的公民資格觀」，緩和多元

社會的分歧，確保族群利益及權利。 

（2）I. M. Young 的集體權觀點 

Young 將集體權分為： 

A.特別權利 

Young 肯定多元價值的存在，並認為某些成員受歧視對待非因「個體」，

而是因為他是「某團體的成員」，要消除這種起因的歧視對待，就必須賦

予他們權利改正不正義。Young 並未對「授予對象」預先說明，他認為只

                                                 
10 如Baubock 1994; Buchanan 1991; Canovan 1996; Kyrnlicka 1995a; Miller 1995; Phillips 1994;Spinner 1994. 
Tamir 1993; Taylor 19920; Tully 1995; Walzer 1997; Young 1990 都曾談論過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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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受歧視對待的族群」，就可要求集體權，讓其能表達自己的需求，

達到實質平等的精神（Young, 1990:174）。 

B.族群代表權 

Young 特別提出「政治參與權」的保障概念，增加少數參與政治的機

會，以此增強少數參與政治的力量，改善不平等對待。Young 認為這種權

利有三：組織自治權、發言權、否決權。這樣會讓意見表達更開放，符合

多元社會的需要（Young, 1990:184-187）。 

（3）B. Parekh 的觀點 

Parekh 的論點以承認集體權存在為基礎，因此他討論的重點為「團體

在何種情況下有何種權利，應如何測量及界線」。Parekh 認為以下團體應

該有「集體權」（2000:217）： 

第一種團體：成員可透過共同體，享受集體行動的利益，而提升權利。如

加、澳的原住民。 

第二種團體：有深刻不安全感，若沒有某些肯定的權利就無法順利整合入

主流社會。如伊朗、伊斯蘭移民希望多數決定的「善生活」

符合他們的特質。 

第三種團體：長期受到系統性壓迫，缺乏自信與競爭力，需要適當矯正及

支持，使其平等的團體，如美國黑人。 

以下就「集體權種類」、「測量標準」兩方面說明。 

 A.集體權種類 

Parekh 將集體權分為兩種。第一種：透過集體特徵獲得的權利。因為

該權利是以集體特徵獲得，「個人」為單位是無資格獲得，稱為「首要的

集體權」（primary collective right）。第二種：是個人將他們的權利集中或

區別集體特徵，如少數族群俱樂部、貿易權，稱為「衍生的集體權」（deri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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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ve right）。前者是獨特的，後者被個人權利結合所創造（Parekh, 

2000:213-216）。 

Parekh 重視「首要集體權」並將其分為兩種形式，一種是「單獨運作

的集體權」：係指該權利屬於人類集體，但只被「個人」享有，如以色列

法律給予海外猶太人「以色列」居住權，這是將「海外猶太人」視為一體，

卻以單獨成員方式授予。第二種為「集體運作的集體權」，如民族自決權、

共同體政治代表權、重要利益協商權及自治權（Parekh, 2000:217-220）。 

B.集體權的測量 

Parekh 認為團體要求不同權利時，測量標準有四（2000:219）： 

（A） 是否同意其權利是最好的方式。 

（B） 是否團體有制度資源運作這些權利。 

（C） 其要求是否能提升成員或廣大社會的康樂。 

（D） 當與個人權利衝突時是否有可接受的機制處理。 

Parekh 認為這些問題應同時滿足，因為共同體要求可能是合法的，但

缺乏需要的制度資源，而無法滿足需求。這些問題沒有一定的答案，必須

透過妥協的民主協商達成。 

（4）W. Kymlicka 的觀點： 

Kymlicka 認為如果族群權利符合以下兩個原則：A.在團體中保護個人

自由 B.提升團體間的平等關係，少數權利就應該被接受（2000:21-22）。他

針對少數權之目的及需求，分為兩部分討論： 

A.內部限制（internal restrictions） 

「內部限制」的集體權係指族群團體要求國家承認團體對其內部成員

管理的正當性，也就是族群團體透過正式力量限制自己的成員以穩固團體

發展，並要求國家接受這種實踐（Kymlicka, 1995:35）。批判者認為這種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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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會被少數當藉口，實則侵害個人權利。如宗教團體以此為藉口，壓榨內

部成員的基本權，因此爭議十分大。 

B.外部保護（external protections） 

「外部保護」的集體權係指國家應該保護族群團體不受到大社會決定

的（政治、經濟）傷害。Kymlicka（1995:26）將其分為三種不同的集體權，

並依不同類型給予不同權利，每種權利可以並存也可以分開適用於各類的

族群團體： 

（A）自治權-民族的權利 

多元文化興起後，民族團體開始要求政治上自治或領土的司法權，確

保他們的文化及利益能自由發展。「自決權」成為少數民族要求的政治權

利權利，如族國主義團體、原住民。這些少數民族透過集中的土地，要求

獨立的行政、司法、教育管理權力。這種權利一般來說被現代多族群國家

所承認，並透過自治區劃分、政治權力給予確保少數民族這類型的權利。 

（B）多族群權利（polyethnic rights） 

M. Walzer 認為多元社會的政治應該與族群概念分開，持中立、公平的

方式管理，因此國家必需有清楚的步驟來根除偏見與歧視（1982:6-11）。

公民國家應該以確保普通公民權的公平運作為首要目標，但這種運作方式

卻無法有效根除偏見與歧視，因此承認「多族群權利」有其必要。多族群

權利是一種「文化權」的實踐，也是所有團體都有的權利，包括： 

a. 教育課程中肯定多族群團體對國家的歷史貢獻。 

b. 社會生活中給予文化實踐的尊重，特別是宗教團體，包括承認族群公會、

雜誌、基金會等。 

c. 國家將「文化保存」視為國家責任，提供族群團體文化自由發展的環境，

提供基金保存豐富的文化資源。 

-  - 45



多元文化主義下的族群關係-以美、加、新三國為分析對象 

d. 合法化文化差異的實踐並肯定不同文化表現。如加拿大錫克教徒希望穿

著傳統服飾執行警察職務。美國猶太裔要求服兵役時仍可帶著傳統無邊

小圓帽。伊斯蘭教女生要求在學校中可以帶面紗（Parekh, 1990:105）。 

文化權基本概念就是「尊重差異」，因為文化差異是權利運作的合法

結果，也是個人自由的選擇。但這種文化實踐在國家進行「社會整合」時

發生了爭議，由於國家在整合時必須架構一個普遍基礎，讓不同的族群成

員成為國家的個體公民，團體過於以「文化權」要求會孤立於社會外，造

成社會分離。因此「文化權」實踐必須同時滿足民主國家的普遍基礎，Parekh

認為可透過以下幾個標準判斷（2000:268）： 

A.是否符合憲法的基礎邏輯，包括基礎權利、公民義務。 

B.是否具體化實踐憲法價值，貼近公民日常生活的一般社會道德。 

C.是否對大眾康樂產生影響。 

D.是否符合全民利益。 

本文認為國家及族群成員的責任是相對的，國家應該在不違反民主原

則下給予尊重，但族群成員也必須學習如何融入大社會的價值，文化實踐

的界線可以透過公民形式的協商調整，但一旦達成共識，族群團體的文化

實踐11就必須符合這些原則。 

（C）團體代表權 

                                                 
11 Bhikhu（2000：264-265）在其書中用「民主國家的普遍基礎」概念，並舉出例子判斷其文化實踐是否

被容納，如： 
1 女性割禮。 
2 一夫多妻。 
3 伊斯蘭、猶太屠殺動物方法。 
4 安排的婚姻（大部分發生在亞洲移民），特別是父母合法為子女選配偶。 
5 法律禁止關係的婚姻，如堂兄妹通婚等。 
6 非洲共同體在孩子臉上留下疤表示成年的象徵。 
7 伊斯蘭教義禁止女性參與某些課程，如運動、競技、游泳，這會暴露身體。 
8 伊斯蘭女性戴面紗到學校，雖然被大多數西方國家認可，但還是很多反對。 
9 錫克教徒拒絕戴安全帽，不論騎摩托車時或進入工地、開庭前脫帽鞠躬。 
10 孟諾教派拒絕小孩去學校，因為認為現代教育無價值並會與他們共同體疏離。 
11 印度斯坦用柴堆燒亡者屍體，將骨灰灑在河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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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代表權是針對某些在政治過程中受到不利及障礙的團體而設計的

權利保障制度。由於近代多族群國家立法機關通常是由中產階級白人控

制，有色人種幾乎沒有政治參與的機會，候選人不會費心幫助少數爭取利

益，他們本身又無代表，因此多元社會中政治參與的代表團體應該多樣，

透過減少政治障礙如比例代表制（Kymlicka, 1995:32），讓每個團體都能獲

得政治力量及參與政策決定的權力，不受到多數決定的傷害。 

這種權利的給予是以「政治過程中」的不利益團體為主，因此這類權

利不限於族群團體，也包括女性、殘障等弱勢團體。政治參與力量的增強

是團體獲得實質權力的第一步，藉由掌控法律、決策等力量保障不被歧視

對待。 

上述幾種權利可依不同類型的族群團體而調整，如原住民可要求政府

在中央授予他們特別代表權改變政治參與的不利，同時也可要求自治權，

因為他們是「國家的人民」也是「少數民族」。殘障團體，可要求特別代

表權，但沒有自治或多族群權利要求的根基，移民團體可能會要求多族群

權利，但不能要求自治或團體代表權（Kymlicka, 1995:32）。 

綜上可知，優勢團體所造成的不平等情況，非個體為單位的權利授予

所能解決，這是由於多元的文化生活透過同化在早期被不公平的排除，需

要地位保障，尊重不僅是給予平等的生活條件（同等公民資格），而是要

消除歧視。「集體權」的承認與平等的文化生活是不同的概念，成員可以

透過「權利」要求藉以獲得利益，透過這種利益的獲得達成歧視的消除，

這種權利應該符合自由主義追求「平等、自由」的理念，集體權改變了民

主社會對自我的瞭解，也改變了權利授予的方式。 

2.平等原則與社會正義 

二十世紀以來，各國憲法論及「平等原則」時，都會觸及到兩個觀點： 

（1）合理的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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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原則運行的基礎為「相同事務給予相同待遇，不同事務給予合理

的不同待遇（法治斌、董保城，1999:178），也就是符合正義原則的平等。

何謂正義原則？約翰．羅爾斯（John Rawls）在其《正義論》一書中，論述

正義有兩個原則（P. W. Robert, 1977:85-93）：第一就是「自由優先」原則

（The Priority of Liberty）強調平等的基本自由權利的重要，並認為自由權

是高過社會、經濟利益。羅爾斯認為這些基本的自由權是一個正義社會所

要求的，不能因假藉改善社會、經濟不平等，而被剝奪，也就是說，一個

人基本自由權利不會因人而異。第二就是「機會均等與差異待遇」原則，

羅爾斯認為原則上機會公平是優先於差異原則；也就是說社會上所有的機

會原則上是開放給所有人，只有在特定社會成員因為某些因素無法獲得相

同的機會，給予差別待遇來縮短其與社會其他成員差距時，才有差異原則

的產生。在此原則下，羅爾斯對於社會與經濟的不平等，使用兩個原則（劉

慶元，2000:5）處理： 

1. 以機會均等為基礎：確定社會上所有的機會（如工作）都是平等開放給

所有社會成員。 

2. 讓社會中處於最不利地位的成員得到最大利益。而社會財富分配，應優

先考慮最不利地位之人的最大福利。這就是所謂「最低的最大原則」

（Maximin Rule），在此原則下，社會分配的不公平是可以容忍的（石

齊平，1988：591）。 

羅爾斯以機會均等為基礎，希望透過社會再分配與補償程序，使社會

成員，尤其是弱勢成員，能取得較平等的地位（劉慶元，2000：5）。羅爾

斯認為在這樣的原則運行下，才會產生公平正義：以「平等（機會均等）

為基礎，進一步做到「以相同對待相同，以不同對待不同」的「合理差別

待遇」（P.W.Robert,1977:85-93）。並以此原則盡量平等分配各項權利、義

務，也盡量平等分配社會合作所產生的利益與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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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爾斯透過正義原則討論「正義的社會政策」，他認為民主社會中的

理性多元是無法避免的事實，由於國家不可能讓全體成員認同同一價值，

因此為確保國家穩定，必須設計一套適當的普遍規則—他稱為「正義的社

會政策」（Rawls,1971:41），基礎有三： 

基本上，羅爾斯對正義社會的「普遍原則」的認知沒有任何預先假定，

但需符合以下三個假設： 

第一：正義是社會首要的善，也是政治穩定必要的先決條件。 

第二：自由、平等的公民及社會的基礎概念，如自願合作的系統。 

第三：自由標準不預先假定。 

羅爾斯認為當人們長時間居住於同一個社會，會發展共同利益、語言

及文化，透過合作、協商進行正義概念的討論並達到共識。過程中，會透

過彼此溝通適應所有的差異，包容衝突，同時藉著協議建立最小權力的架

構維持和平及秩序，一旦建立共同的利益、價值及情感，再透過正義原則

的協議，族群關係不再那麼緊張也較容易處理（Rawls, 1993:64,177,190）。 

透過上述可知，「國家」在族群關係中必須扮演正義的角色並矯正族群

接觸中所產生的不正義，在處理族群問題時應該打破「平等＝一致」的觀

念，透過「集體權」的正當性，給予差別待遇的政治承認消除歧視。這種

差別待遇的要求可以改善民主國家的「不自由及不正義」，因為「文化差異」

的事實讓自由主義改變「權利」型態，也更深入探討「平等權」的真意，

對相同的國家公民，給予相同的「公民權利」，對不同文化背景的個人，給

予不同類型的集體權享受平等，也就是平等原則包括「一致性對待」及「合

理的差異對待」兩者。透過這種運作給予真正的平等機會及權利，達到社

會的安康。 

（2）反對階級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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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原則反對階級制度，所謂「階級」係指社會上一切具有主宰性、

壟斷性與控制性權利的群體與其他人民的對立關係，具有上下地位之產

生。此種階級會造成社會上的不平等；因此平等原則要從反階級原則出發，

以消除社會階層，對抗某群體（或個人）對其他群體（或個人）的宰制，

減少次公民存在為目標，進而建立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廖元豪，1996:42）。

要改進這種不平等，重點應該放在法令或政策「實際成效」上，也就是此

政策是否真能夠改變社會生活中或歷史上原有的歧視和弱勢族群在社會上

不公的地位，實踐社會正義。 

由於民主國家應該以消除歧視為出發點，建構一個平等社會為最終目

標，透過「合理的差別待遇」的承認可以消除社會階級制度，讓少數不利

益團體獲得補償及修正社會的不正義。而一致性的對待代表國家成員身份

及象徵，差別待遇是消除社會階級歧視及低位階公民的存在，讓這些不利

益團體成員能更貼近一般國家成員的生活、社經地位，是一種實質平等的

表徵。 

3.多元價值的寬容 

從上述多元文化及文化差異的理論可知，自由主義在討論國家權利形

式時，忽略民族主義的影響，也未將不同的文化認同放入國家整合中思考，

僅僅使用「一致」的平等原則、「同化」策略建構國家基礎。 

其實，多元價值的寬容不僅僅只是「文化層面」提升平等的文化生活，

而是一種「政治生活」的權利，因為文化是個人自治權的彰顯，這種概念

形成了文化權的討論，合理化「社會差異」的存在。這種差異在早期卻是

歧視對待的象徵，為消除歧視，「寬容」轉為權利形式，延伸至經濟、社

會、政治生活中，合理的差異對待成為一種集體權，並獲得國家的承認。

「寬容」將文化差異結合權利的正當性，成為多元社會的新選擇：在政治

生活中尊重不同的意見、習慣，並給予憲法權利型式的承認。本文認為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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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已經將「文化尊重」視為一種「民主權利」的表徵，亦表示其「寬容」

的界線不可超過憲法精神，因為大社會群聚生活，必須透過協調的權力架

構尋求一個最低限度的分享價值架構差異，維持社會秩序。 

透過上述理論可知，不論是「集體權的承認」、「合理差別待遇」、

「多元寬容」都是希望能透過民主運作的方式戰勝非法區分社會、不公平

的階級化人民，歧視對待等問題，這些問題觸及國家民主實踐的程度及如

何有效整合多元價值。多元文化主義期望透過它的核心價值改變歧視對

待，透過民主憲政的精神解決「族群關係」所產生的衝突，穩定差異分歧

的價值。近代多元文化主義將「差異」問題放入實際國家政治生活中討論，

賦予它民主的意義，也透過權利概念具體化規範族群團體間的權利，透過

這種民主架構建構國家的多元社會。 

三、從多元文化主義看族群關係 

族群關係緊張的主要原因是歧視對待，透過差異、偏見、不利益對待、

否定要求四種形式，在文化、政治、經濟、社會四個層面產生衝突。本部

分以上述分析的多元文化核心價值探討族群的歧視對待： 

（一）文化歧視 

文化的歧視來自於族群接觸時溝通（如語言、習慣）產生的誤解甚至

敵意，這是我們用主觀態度評價文化的結。自身團體視為當然的生活習慣

及方式對其他團體來說有相當程度的差異，透過不瞭解的評價文化將產生

優劣、高低之分，產生「文化歧視」。這種歧視透過偏見，結合國家主流

資源，「同化」就成為文化歧視的一種「具體對待」。 

多元文化主義首先透過人類自治權的概念，說明文化的重要性，肯定

文化差異是個人自由的選擇，因此「文化尊重」成為個人自治權下的合法

結果。近年來，這種「個人自治權」的概念，並未發揮極大的具體功效，

文化歧視對待造成許多文化面臨滅絕的危機，多元文化主義者開始討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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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緩和這種情況，因此將「文化」整體提升為一種權利，一種可以向國家

要求的「權利」形式，要求國家尊重文化實踐、給予空間珍愛差異，透過

這種權利基礎找回因「同化」而喪失的文化認同及驕傲，消除歧視對待。 

（二）經濟歧視 

「不利益對待」會造成社會階層，透過限制某些團體工作種類、機會、

教育程度、不合理的稅收具體化經濟歧視，結合「階級」宰制其他團體，

讓國家公民有高低之分。這種階級化並不符合民主原則，民主原則的目標

應該是建構建立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這也是自由主義不斷奮鬥的理想。

所以考慮的應該是如何達成這個目標，而不應該侷限於「權利」形式的爭

議，因此現今的憲法學肯定「集體權」來改進經濟的不平等，實踐社會正

義，透過「合理的差別待遇」，以機會均等為基礎，透過社會資源再分配

與補償程序消除階級歧視，因此應該重建社會經濟的結構，透過政策正視

其他團體受到的歧視對待並積極解決，減少團體間的經濟差異產生的利益

衝突。 

（三）政治歧視 

「否定要求」是一種政治歧視，這種歧視包括限制某些團體完整的公

民資格權，也包括了國家政治權力分配的不均。國家透過限制的公民資格，

讓某些團體無法接近充足的政治資源及充分表達意見的機會，決策過程

中，政治多數以優勢造成某些團體權利侵害，也掌握了大部分的政治力量。

因此「政治承認」透過重新評價文化價值，賦予文化權為起點，進而賦予

「政治集體權」，這種權利除一般的政治參與權外，更有要求國家重新分

配政治力量的合法性，讓每個團體均等分配到國家的政治力量。這並不是

一件容易的事，「政治歧視」往往會與「經濟歧視」結合，造成低階層成

員根本沒有「參與政治」的資格，以致於無法擁有代表幫助他們解決困境，

而國家政治力量早已掌握在多數手中，「放開權利」對既得利益者來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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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困難的，至今亦沒有任何國家做到完善，但多元文化主義提出「政治平

等」的理想，透過族群集體權利的概念成為許多具體策略如增加團體代表

權、自治、自決權、政治參與權、決策權，讓族群關係透過平衡的權力而

進入穩定的狀態。 

（四）社會歧視 

社會歧視的主因是刻板印象，這種印象是長久歷史的累積，也是一種

對文化過分簡化的錯誤想法，當我們使用這種過份簡化的「文化知覺」處

理族群關係，一定會產生偏見。透過上述可知，刻板印象不僅是優勢團體

拿來評價其他團體的工具，其他團體在歷史中受到過多的歧視對待，也會

用「刻板印象」看待優勢團體，如認為白人優越、不願分享經濟、政治資

源等。這種相互的刻板印象，在國家整合中是最困難的部分，由於法律形

式的權利授予已經獲得肯定，經濟歧視也可靠國家政策減低，唯有真正的

社會平等必須靠社會成員整體的努力。因此多元文化強調「多元寬容」、

「平等」概念必須放入教育中，改正社會偏見的態度，才能有效消除社會

歧視。 

透過本節的說明可知，族群衝突的主因是「歧視對待」，而多元文化

主義以消除非法區別社會為奮鬥目標，因此過程中將「文化差異」賦予權

利的正當性，並透過憲政精神承認「集體權」，透過「合理差別待遇」及

「反階級」原則奠定多元文化主義的憲法依據，解決文化差異、經濟、政

治、社會的歧視對待，達到人人平等的多元社會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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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多元文化主義的普遍公民觀12

「公民資格」一直以來都是政治性課題，所討論的不外乎「公民權利」

及「政治權利」等，但這種面向的討論直到近代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產生

了變化。由於公民透過參與政治事務可能會改變社會組織結構，如工作的

社會環境及經濟資源的分配，早期誰擁有公民資格及行使權在社會整體就

佔有優勢地位，這種概念讓經濟、社會制度形成難以改變的階級意識，即

使現代民主國家彰顯政治權利，但透過政治過程產生的社會階級不平等與

歧視仍然存在，為解決社會的不平等與歧視，近代公民資格討論擴大了公

民權利，除「政治權利」外，包含「社會權利、經濟權利、文化權利」。 

透過上述概念說明一個健康、穩定的社會依賴的不僅是正義的基本架

構，也包括公民的素養及態度，因此「公民權利」的討論開始包括非政治

性的議題，期望打破社會階級不平等建構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本文於上

兩節討論「文化差異」及「多元文化內涵」後，試圖討論多元文化主義下

的「公民」應具備何種資格及素養，對多族群國家進行整合時有何幫助。 

一、多元文化的普遍公民觀基本概念 

「公民資格」在政治權利的行使上包括自由及平等，是不分階級的授

予，但是這種不分階級的政治平等卻與社會已經劃分好的經濟階級互相衝

突。目前大部分民主國家已經肯定公民的政治權利，因此如何改善社會經

濟的階級差異，使其與政治制度一致，是近代普遍公民觀理論探討的中心，

因而興起多元文化的普遍公民觀概念，企圖解決社會經濟的階級不平等。 

二、多元文化社會應具備的普遍公民觀 

近代「多元文化的普遍公民觀」以解決社會階級不平等為最終目標， 

                                                 
12  「普遍公民資格」及「差異公民資格」：是從權利授與單位出發。然本節所謂「普遍公民」指的是每

一個公民（不論多數或少數）都應具備一般公民精神：寬容、正義、平等對待多團體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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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政治、經濟、社會層面達成。因此本部分分為政治、經濟、社會三方

面分析多元文化下的公民應該具備何種認知，提升族群平等的實現。 

（一）政治層面所應具備的認知 

多元社會透過正義內涵承認成員可自由選擇團體認同，但仍須有寬容

他人及彼此合作的能力。社會成員願意自制，擁有提升政治的善及持有政

治能力的責任（不濫用權利）。Kymlicka 認為「公眾的善」及「政治勇敢」

（2000:295）兩者是多元社會中的公民應該具備的政治觀。 

1、公眾的善及政治勇敢 

所謂政治精神包含有意願從事對話並質疑政府職權的運作。公民的重

要責任是監督政府，並評判其行為是否依循人民的意識前進 Kymlicka

（2000:295-300）。公眾的對話在民主決定中應該公開並透過自由討論來達

成共識。政治討論不僅是願意參與政治或意見表達，也如 Galston 所說：「願

意傾聽所有的意見，即使表達者的觀點與自身不同。政治討論的善包含願

意為一個人的觀點前進（即使不同意），並且做政治勸服而非強制處理（1991: 

227）」，這就是「公眾的善」，其次，當政府不正義時，有足夠勇氣評判

政府的行為。「公眾善」加上「政治勇氣」就是多元文化「政治精神」的

表現：教導公民服從法治原則、彼此尊重、質疑政府職權的能力及傾聽不

同想法並願為其努力。 

2、對法律的尊重及預防不正義的責任 

T. H. McLaughlin 提出「最小量」及「最大量」公民概念。最小量公民

觀點認為公民最重要的是尊敬法律的規範，而非實際積極參與政治的權

利。「最大量」公民概念則堅持真正的民主或政治正義，必須以廣泛參與

政治為目標（McLaughlin, 1992）。 

正義感除了不積極傷害別人外，還必須預防不正義。如果有嚴重不正

義，可透過政治活動矯正，公民有責任去防衛這些不正義的發生。因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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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制度應該是每個人公平分享所創造的，只要這個制度是健康及穩固的，

在其中的個人就可隨自我善意識負責，參與政治活動的多寡似乎不再那麼

重要了（Kymlicka, 2000:298）。也就是說一個好公民首要就是對法律真正

的尊重，只要制度健康，個人即使僅參與少量政治生活仍能展現自我，寬

容差異。 

（二）經濟層面所應具備的認知 

    公民資格原則上具有增加機會均等的達成，透過教育、資源的平等分

配，可以讓貧苦有才能的孩子享受成功，公民資格所要改善的不是「不平

等」本身，因為透過教育及天生的資質，平等本身就具有不平等的特質，

如相同教育下，有人成為醫師、有人成為廚師，這是一種合法的不平等。

公民資格要改善的是「不能在平等的公民資格權利基礎上獲得法律依據的

不平等（談谷錚，1991：65）」。為改善這種基礎下產生的經濟歧視，「真

正機會平等」是多元社會的公民應該具備的經濟觀： 

1、真正的機會平等 

由於許多族群在早期受到不平等的公民資格而造成他們在社會上不平

等，因此為了改善，透過羅爾斯觀點「相同給予相同，差異給予差異」概

念，國家給予某些團體較為優惠的機會，促進其接近經濟資源的機會。公

民應該認知公民國家所追求的是消除非法區隔社會，這是民主的真諦，真

正的機會平等應該包含「差異對待」，透過差異對待，才能針對問題，真

正打擊民主社會的不正義，有效消除歧視及不平等。 

（三）社會層面所應具備的認知 

正義感不能侷限在政治活動中，應該延伸入日常生活中，才能有效的

消除歧視對待。因此「社會正義」及「文化寬容」兩者是多元社會中的公

民應該具備的社會觀。 

1、正確的社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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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正義」告訴公民，公眾政策的決定及成敗是所有公民的責任：

如果公民不負責照顧自己的健康，國家政策即使再好也枉然，社會制度再

完善，公民若沒有正確態度，歧視仍然存在。因此，多元社會公民正確的

社會正義觀應該是在日常生活中平等、寬容的對待不親密但仍須每日面對

面的人。這是公民的責任，透過正確的態度創造更公平的社會，衝突也可

因公民對差異有正確的瞭解及正義感而緩和，因此多族群國家需要公民透

過某種程度的合作及自制，使民主社會能力增強並穩定社會的團結（W. 

Galston, 1991:220）。 

2、文化寬容 

「平等」在美國文化中意指：臉上固定的微笑，要求另一個人也回應

微笑（Cuddihy, 1978:6）。「寬容」必須將平等公民責任應用在普遍個人日

常生活中。Kymlicka（2000:298-299）以美國黑人為例說明「寬容」的概念，

除對工作要求平等聘僱外，同時要求企業需努力讓黑人顧客覺得如白人顧

客一樣受歡迎，這部分不可能由法律強制達成，需要公民自我素質的提高，

並擴及到生活各層面消除歧視，也就是不論在學校、休閒場所甚至私人俱

樂部，黑人都必須被如真正公民般對待（Kymlicka, 2000:298-299）。確保

所有公民在公民社會中有相同的機會外，更必須將寬容延伸至公民的心理

及日常生活中：自由公民必須學習在平等、沒有偏見的基礎進行每天的互

動。 

透過上述可知，多元文化的普遍公民觀包含： 

1、公眾的善及政治勇敢 

2、對法律的尊重及預防不正義的責任 

3、真正的機會平等的實驗 

4、正確的社會正義觀 

5、文化寬容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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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具有正確的政治精神，尊重他人權利及不以「族群血統」為捍

衛權利的基礎，而是以社會正義的達成而努力。公民資格對國家維持穩定，

尊重差異十分重要，真正的公民培養非僅要求瞭解國家的政治制度，更要

瞭解國家社會中的人及文化，學習如何容納及彼此合作，社會互動中保持

正義及民主原則，尊重每個人的文化實踐。好公民結合文化的概念，對為

何「尊重文化」提出了理由：尊重別人成為一個好公民的表現。 

三、「公民資格」與國家認同的關係 

平等參與國家共同體的公民資格，透過公民權利、政治權利、社會權

利消除多元社會的歧視對待，是達到多族群國家政治及社會整合的手段。

但是公民資格除了透過權利達到平等社會外，還有一項重要的功能，它是

共同體真實的成員身份，如馬歇爾所說「公民資格建立在忠於共同體成員

的直接感覺上」（談谷錚譯，1991：122）。因此公民除了必須有「分享的

政治原則」忠貞13外，還必須分享認同。透過「分享的政治原則」及「分享

認同」兩者，產生「國家認同」，羅爾斯認為一個良好秩序的社會雖然分

離及多元，但公眾對政治、社會正義的協議、公民間的友誼卻連結彼此

（Rawls, 1980:540, Strike, 1994:8），這種連結除了「政治精神」的肯定外，

還有一部份是透過公民協商及長久生活而產生的分享認同。 

（一）分享的政治原則 

    公民透過「憲政制度」的精神為基礎建構國家認同（江宜樺，1998：

110）。現代民主國家的認同已經從「血統」轉變為「憲政精神」，在這種

認同下，國家是一個「團結體」的概念，國家基本上只管公民「公民身份」

的部分是否盡到義務，「族群身份」的部分，國家不加限制，透過強調政

治原則的忠貞，減少血統認同，透過共同認同逐漸加大國家所能容納的利

益與價值，讓這些價值共同存在但不衝突，達到社會整合的目的。 
                                                 
13 民主主義的基礎非血緣及文化，而是「政治原則」，特別是自由及平等，自由主義學者將分享政治原則

及憲政制度視為公民認同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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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社會的單一價值與分享認同 

1.社會單一的真意 

多元社會的單一價值，不是指以「血統共同體」為主的文化認同，而

是一種由公民結合的共同體，不僅分享政治原則，也分享國家成員身分的

意識。公民必須有歸屬相同共同體的意識，分享需要並願意繼續共同生活

（Miller, 1995），簡單來說，「公民認同」除了政治生活的公民責任外，

必須視所有人為「我們其中的一個」並將所有的文化視為「我們的文化」。

這種意識會如族群團體產生文化認同般，在公民共同體中產生「國家認

同」，這種分享認同的感覺幫助維持互信關係，接受民主決定及自由正義

的責任。 

2.現代公民國家的分享認同 

早期非民主國家，分享認同的基礎是集體特徵、宗教信仰、習俗等，

但這些集體特徵在現代多元國家無法分享，也無法提供國家凝聚的基礎，

（Kymlicka, 2000:311）。什麼讓自由國家的公民有歸屬感，認為他們是相

同「國家」的成員？Kymlicka 認為就是分享的歷史及共同語言（2000:312）。

公民透過分享語言及歷史參與普遍社會、政治制度，一種永久的分享歷史

與語言，讓公民將自己的人生選擇與社會的存活結合，公民在此意識下分

享認同，無關乎族群特徵的差異。 

1.共同的分享語言 

共同語言的學習是分享認同的首要工具，但在多元文化架構下，尊重

差異、拒絕同化已成為基礎，因此，架構國家認同時，分享語言的角色遭

受質疑。由於早期的不公平對待，使分享語言大部分為優勢團體的語言，

若以多元社會必須重新計算「新基礎的分享認同」的概念來看，這實際違

背多元價值，但公領域主流「語言」的改變其實十分困難，連根拔起重新

討論分享語言，就如同動搖國家根基，讓國家處於多語爭論中，因此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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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公領域既定的分享語言不宜改變，可透過政策肯定其他語言的存在。

這種政策不是僅肯定「多語」並給予教育資源就足夠，而是必須讓多元語

言有社會競爭力，透過族群政策讓多語能力成為政府公職、入學、工作的

優先條件，鼓勵成員學習自身的母語，也鼓勵主流團體學習其他語言。這

種方式可讓「普遍語言」成為分享的認同，多語學習成為瞭解多元社會的

方法，有助於消除歧視對待。 

2.共同的分享歷史 

Galson（1991:244）認為分享的歷史對多元國家的認同建構十分重要，

因為「公眾善」的發展除了對善的誠實欣賞外，還必須認知其在歷史上缺

乏的事實（Kymlicka, 2000:315）。一個多元國家的分享歷史不能掩飾國家

發展過程中的歧視事實，必須真實呈現。透過分享的歷史聯繫成員的情感，

並認知民族歷史是「國家歷史」整體的一部份，對它的成就感到驕傲，不

正義感到羞愧，這種分享的歷史是多元國家維持團結的基礎。 

也就是勇於面對歷史，將歷史不正義的事實真實呈現。真實呈現不是

要引起族群對立及仇恨，而是告訴公民這種不正義的事確實發生過，身為

一個現代公民的責任就是要預防這種不正義再度發生。 

公民共同體的國家認同透過對憲政制度的忠貞及分享的認同而建立，

這種認同實際上沒有民族式民族認同強烈，這提醒國家必須時時注意公民

權利是否有彰顯，並以更公平的方式對待所有成員。 

四、公民資格與族群認同 

    公民資格將國家成員身份與族群成員身份分開，並給予處理族群認同

一個新的理論架構。透過第一、二節的分析可知，「文化差異」是個人自

由選擇的結果，這說明了公民共同體應該肯定族群認同，並認知其正面的

意義。一個多元社會正確的公民觀應該不否認種族特徵、族群認同及文化

差異，因為如此才能公正的面對這些問題，試圖解決的不是種族特徵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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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差異本身，而是因種族特徵、文化差異所造成的不平等對待，達到人人

平等的目標，文化自由選擇、合理的差別待遇、集體權的概念都是為達到

這個目標而具有實質的意義。因此公民資格與族群認同是不衝突的，公民

可同時盡公民義務及團體成員義務，其次，公民資格將「族群認同」視為

一種權利形式，讓族群認同的要求更具有正當性，透過雙重權利系統達到

消除歧視的目標。 

五、小結 

透過本節可知，多元文化的普遍公民觀是以消除歧視對待為基礎，承

認種族特徵及文化差異的影響，但以憲政精神為原則願意改變因文化差異

而起的問題，透過思考、批判能力培養多元文化寬容的胸襟。公民資格除

了透過權利形式達到社會平等外，還提供了共同意識（對憲政制度的忠貞、

分享認同）架構國家認同，由於這種認同不如族群認同強烈，同時提醒國

家時時注意國家所有成員的福祉，加強消除，尊重成員的自由選擇。 

根據本節所述，多元文化社會的公民觀內容整理如下（表 2-1） 

表 2-1 多元社會的公民觀的概念表 

基礎 普遍公民觀 
所有公民都應具備的一般公民精神：寬容、正義的對待多元事實 

種類 普遍公民資格觀 
1、對象：給予國家全體成員。 
2、培養目標：國家團結需要的分享價值與

認同。 
3、給予的標準：只要是公民就必須給予一

致權利。 
4、內涵： 
（1）政治精神 
（2）正義感 
（3）禮貌及寬容 
（4）建立國家認同；分享認同及普遍價值。

差異的公民資格觀 
1、對象：團體單位的權利給予。 
2、培養目標：尊重文化實踐。 
3、給予標準： 
（1）是否同意其權利是最好的方式。 
（2）是否團體有制度資源運作這些權利。

（3）能否提升成員或廣大社會的康樂。 
（4）與個人權利衝突時是否有機制處理。

4、內涵： 
（1）Young（1990） 
A.特別權利 
B.族群代表權 
（2）Parekh（2000） 
A、首要的集體權 
B、衍生的集體權 
（3）Kymlicka（1995、2000） 
A、民族權利：自治 
B、多族群權利 
C、團體代表權 

本表由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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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第二節討論的「差異公民資格觀」與本節的「普遍公民資格觀」

結合，最後試圖說明多元文化主義下的公民資格，對政治、社會整合有何

意義。 

普遍公民觀是每個公民都應具備的公民精神：寬容、正義、政治勇氣，

透過對憲政制度的忠貞與分享認同建構「公民共同體」，以「普遍公民資

格」及「差異公民資格」兩者形式的權利授與，解決政治、經濟、社會的

歧視對待，達到人人平等的理想。在政治生活中，透過公民資格彰顯憲政

制度的重要性及集體生活的分享認同，以此建構國家認同，同時透過「普

遍」及「差異」公民資格觀兩種權利的安排達到更平等的社會，架構一個

和諧的族群關係。更由於公民認同的強度不如民族認同，讓國家在維持「公

民共同體」團結及穩固的目標下，面對差異歧視問題，會透過更公平的方

式讓族群團體成員願意留在「公民共同體」中。文化實踐的自由選擇所造

成的「分離」問題或許是反多元論者憂心的部分，然分離的選擇能讓多族

群國家警惕，必須隨時注意全體人民的利益是否有確實保障，國家對族群

關係不可能中立，也不必要否定種族特徵，而是應該積極處理因這類身體

特徵所造成的歧視、衝突問題，這是國家的責任。公民資格緩和了國家及

族群間的緊張關係，同時讓兩者有了連結，透過權利形式及對自由民主的

認知消除歧視，有助於多元社會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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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多元文化主義的公民國家14建構之基本概念 

 透過前三節的討論發現族群關係衝突最大的起因在於「歧視對待」，

而多元文化主義透過核心價值企圖解決這種不平等，由於權利形式及民主

原則已經被肯定，進而多元文化主義開始提出「公民國家」的概念，試圖

具體化成為策略達到多族群國家政治、社會的整合，建構一個和諧的族群

關係。多元社會的政治、社會的整合除了權利形式的討論外，還涉及幾個

重要的問題，政治整合所涉及的議題包括政治權力的分配，社會整合包括

社會整體文化的整合及如何消除經濟、社會歧視。因此，本節先說明多元

文化主義公民國家建構之的基本概念，政治整合的部分，透過李帕特（Arend 

Lijphart）（張慧芝譯，2003）「聯合民主」概念討論政治權力的分配問題。

社會整合部分透過馬歇爾（T.H.Marshall,1950,1973,1975）及 Kymlicka

（1995,2000）概念討論如何消除社會歧視，並以此建構公民國家政治、社

會的基礎架構。 

一、多元文化主義公民國家建構之基本概念 

（一）公民國家的國家認同 

自由主義
15
認為國家應該中立尊重公民持有的族群文化，認同團體間的

差異。W. Pfaff（1993:162）將公民國家稱為「自由公民國族」（freedom civic 

nations）：也就是中立尊重公民的族群文化認同，僅以民主原則及正義定義

公民，對族群成員並不加以定義，採自由認同的方式。Walzer（1992b:9）

認為中立自由論述的指標是美國，因為美國沒有官方語。 

                                                 
14 「國族」建構（Nation-Bulling），有許多種方式，其定義為一群人透過意識訴求成立一個永久存在的團

體。台灣學者對此有翻為「民族主義建制」、「國家建制」、「民族建構」，本文透過如Miller David、Kyrnlicka
等文章解釋，將其定義為「國族建構」：本文透過多元文化主義的「公民國家」概念為「國族建構」的基

礎--處理多元社會的族群問題，也是本文架構多元文化下的族群關係的模式基礎。 
15 自由主義的「中立原則」，係指政府決策前不預設任何價值觀，對任何特殊價值觀應加以尊重並容忍，

保持中立。也就是國家提及它的團體、歷史、語言、文學時持中立態度（Walzer,1992d: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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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觀點於近代產生了一些學術爭議，Kymlicka 認為國家不可能中

立，如美國實際是「英語模式」，而每個族群文化都會影響國家的建構過

程，使國家無法中立（2000:24）。 

既然文化差異是事實，解決差異帶來的問題是國家的責任，就必須思

考一套普遍原則，有效解決問題。公民國家從追求自由平等社會出發，透

過權利形式希望解除早期同化及偏見產生的社會階級與不平等，並希望以

政治、社會整合達到人人平等的社會。整合過程中，國家回應族群問題必

須要有一定的基礎原則才能穩定國家團結，這個基礎就是上節分析出來的

「普遍價值16」：政治原則的忠貞及分享認同。這種基礎讓以往血統為中心

的認同轉變，以「團結體」概念定義多族群國家，在此之下包容所有的文

化實踐，這種「公民式民族主義」成為國家認同的基礎。 

（二）公民國家的原則 

國家及公民代表政治關係的相互體，由於現代國家複雜性高，「公民

資格」在調停「國家」及「族群團體」關係中扮演了關鍵角色，現代國家

同意透過一致的政治地位，讓團體成員加入，並賦予公民的權利。因此，

現代公民國家應該具備六項原則（Parekh,2000:182-183）： 

1. 在領土範圍內擁有單一主權的源頭，享有合法無拘束的自治。 

2. 以單一憲法原理為基礎，建立單一、清楚的國家規則的依據。 

3. 國家公民享有相同的權利。國家成員在同質的法律空間中，自由移動、

並有相同的權利與義務。 

4. 公民與國家是無媒介的關係。不以族群團體為基礎，所有公民都可直接

與國家產生關連，不因成員的共同體而有所不同。 

5. 國家成員是單獨的個體。雖然他們可能會透過種族、文化界線而劃分，

但這些在政治上並不會減損他們是一體的事實。 

                                                 
16 Kyrnlicka稱其為「社會的文化」（Social culture），Parekh稱其為「普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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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國家是聯邦形式，他的組成單位應該擁有相同的權利及力量，也就

是提供團體持續忠貞的力量及平等權利。 

公民國家以公民資格來面對「文化差異」及「國家團結」的衝突，透

過「公民共同體」概念培養社會成員對政治原則的忠貞及分享認同，再透

過雙重權利形式：普遍及差異公民資格消除歧視對待，透過「自由公民」

肯定的權利及尊嚴，分享普遍規則、價值及法律尊重，進行多元社會的「政

治、社會整合」。 

（三）、公民國家的集體權之權利類型 

公民國家除了普遍公民資格外，承認集體權，這種集體權分為「自治

權」、「文化權」、「政治權」及「社會權」，本部分先說明前面兩者，

後面兩者於政治、社會整合時說明： 

1、自治權 

該權利通常是由族國主義或原住民族享有，他們有集中土地，強烈的

民族認同，他們的要求以維持或重建自身的社會文化為主，並從事於自身

的「民族建立」（Kymlicka,2000:28），其要求為： 

（1）、決定語言及學校課程。 

（2）、決定政府機關聘雇時的語言。 

（3）、該區移民政策的參與規劃。 

（4）、內部疆界（權力）公平劃分。 

（5）、受司法權保護及建立自己的司法制度。 

（6）、決定該地其他的政策權。 

通常國家內的原住民族不會要求獨立而是透過「集體權」向大社會要

更多的自治權，族國主義將涉及分離問題（魁北克問題於第四章說明）。 

2、文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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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權是所有團體都有的權利，通常被「移民」所要求（少數民族可

透過自治權保障文化），文化權的要求為： 

（1）要求一些特別服務使其適應原生文化及移民國文化的衝突（如母語服

務、設置原生國中心協助）。 

（2）確保公民資格一致性及差異的尊重：要求在社會整合下，給予公民的

尊重、承認及包容。 

    公民國家肯定集體權，因此討論重點通常在於何種類型的團體擁有何

種權利，一般來說自治權以原生團體或少數民族為主，文化權是全體族群

皆可享有的；普通政治權授予全體公民，差異（如團體代表制）公民資格

以「不利益團體」為主，「社會權」則是以受歧視對待團體，包括經濟歧

視及社會、教育歧視團體為主。 

二、公民國家的政治整合 

    「政治單一性」是希望透過唯一的權力系統管理國家事務，解決社會

分歧並加強國家凝結度，多元文化主義亦肯定這種價值，但目前民主國家

大部分皆以「政治單一體」運行，社會分歧卻沒有解決，主要的原因在於

「政治力量」分配的不均，李帕特認為（張慧芝譯，2003：1）多元社會的

多元分歧是造成民主政體不穩甚至瓦解的主因，但本文認為前提是優勢團

體願意分享政治權力。所以當國家在從事具體的政治整合前，必須先建立

「文化差異」認知、「多元文化的正確公民觀」，願意為實踐社會正義而

努力，如此政治整合才能真正處理政治權力分配不均的問題。本部分以李

帕特「聯合民主」概念說明，並回應族群團體的政治要求。 

（一）聯合民主的基本概念 

    李帕特透過艾克斯坦（Harry Eckstein）將多元社會產生的分歧定義為

「區塊間隙」，而政治分歧就沿著區塊間隙而產生（張慧芝譯，2003：2）。

每一個區塊都有不同的團體成員，分享認同的公民資格成為不同區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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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連結，也使每個團體成員皆有相同的權利要求政治利益。公民權利的給

予讓區塊間隙會因不同利益要求而擴大，但卻也連結彼此，瞭解「公民身

份」的義務：透過合作、溝通解決分歧。李帕特（張慧芝譯，2003：1）進

一步認為民主國家中，多元社會的分歧會透過不同族群領袖彼此合作的態

度及行為而化解，「菁英合作」是多元社會中民主政體運作的主要要件。 

    透過「區塊間隙」及「菁英合作」兩個概念，李帕特將聯合民主以四

個特徵定義為（張慧芝譯，2003：29）： 

1、由多元社會中所有重要區塊的政治領袖組成的一個大聯盟政府。 

2、擁有相互否決或協同多數的機制，保障關鍵少數的利益。 

3、以「比例代表制」作為民意代表、公職任命及公共財源分配的主要標準。 

4、授予每一個區塊高度自治權管理內部事務。 

    由於李帕特對「多元社會」採廣義界定，並未細分族群類型，透過第

二節類型分析可知，每一種政治團體要求的權利略有不同，如原住民族及

族國主義者，他們可以要求自治、也可要求消除歧視對待的力量，因此，

他們的政治力量可以包含上述四個特徵，但移民團體，他們並非原生團體，

是自願進入移居國，但在整合過程中被歧視對待，他們應該要求的僅有消

除歧視對待的力量，因此本文認為第四種自治權，對移民團體來說沒有要

求的正當性。 

這種聯合民主的特徵可以具體化民主概念及達成相當程度的政治統

一，解決多族群國家政治權力分配不均的問題。 

（二）四種特徵的分析 

1、大聯盟的概念 

    李帕特認為（張慧芝譯，2003：29-41）大聯盟的概念改變了國家政治

運作中政黨政治「執政-反對」的模式，也使得政治決策過程不再那麼尖銳。

傳統政黨政治中，在野黨屬於監督形式，並對執政者的執政進行批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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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選民支持。大聯盟具有溫和性，透過所有區塊菁英組成政府管理國家

事務，並透過溝通、妥協達到共識。多元社會不適宜使用「對抗性」高的

政治型態，會使分歧更加嚴重，相反的，共識性的政治型態，讓政府決策

時不會因為黨派差異或執政、在野的利益而產生激情，達到較和諧的政治

狀態。 

2、相互否決 

    李帕特認為（張慧芝譯，2003：41-44）相互否決的權利是每個利益自

我的保護力量，以此避免成為其他利益的犧牲品，同時也降低每一種衝突

的情緒，希望藉由贏得別人的好感同時讓別人及自身利益的達成。這種相

互否決實際是一種相互牽制的機制，如同我國憲法的「解散立法院」及「不

信任案」兩者，讓行政及立法兩院不會輕易提出，藉此穩定國家政治體制。

相互否決亦相同，透過相互牽制權，穩定多元社會的民主體制。 

3、比例代表制原則 

    比例代表制是許多憲法學者在討論族群政治時常提及的方式，這個分

配方式讓多樣團體進入政治決策領域中，決策過程中有助於減少差異分

歧。這種比例代表制在選舉中會牽扯到選區劃分的問題，如何將某一個團

體集中選出代表就是一個問題，此外 Kymlicka 認為（1995）其選出的代表

是否一定要是該「區塊」的人（有相同的文化特徵、血緣）還是只要程序

公正，這個代表可以是白人也可以是印地安人？本文認為多元歧見一直都

以血統為中心，但一個真正的民主精神應該是：不在於選出該區塊的人，

而是真正願意捍衛區塊權益的代表。 

4、區塊自治與聯邦制 

區塊自治會涉及權力分配，自治代表著某團體政治權力的增加，相對

會相削弱大聯盟的政治力量，「區塊自治」是一種聯邦制的變形，稱為「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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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聯邦主義」，而跨民族聯邦主義與一般聯邦制的不同在於國家權力的

劃界部分： 

（1）跨民族聯邦主義的定義 

跨民族聯邦主義通常使用在容納民族差異，解決領土集中的少數民族

自治權力劃分的問題 (I.L.Morton,1985:77,V.Dyke,1982:24-31)。P.Resnick

（1994:71）將聯邦主義分兩種形式，一種是「領土聯邦主義（Territorial 

Federalism）」，一種是「跨民族聯邦主義（Multination Federalism）。前者

是以地域為基礎的權力劃分，後者是一種多元文化形式的聯邦主義，主要

回應少數民族的自治權。 

2.跨民族聯邦主義劃分權力、疆界 

Resnick 建議多民族國家中次級疆界權力的劃分，應該反應少數民族保

留他們特殊文化及自治社會的渴望（稱為「民族基礎單位」（nationality-based 

units）；其他地方（如其他省）只是反應單一共同體將權力分散給局部地

區（稱為「地區基礎單位」(regional-based units）（Kymlicka,2000:103）。 

由於聯邦主義承認自治權利，當少數民族具有地域性的集中，聯邦次

級單位可以畫出疆界讓少數民族成為聯邦次級單位的多數。這環境中，聯

邦主義可提供大規模的自治給少數民族，保證他們在某些方面作決定的能

力，而不需要透過廣大社會投票同意。如加拿大魁北克省對法國文化擁有

廣泛的控制權，包括教育、語言、文化等權利（Kymlicka,1995:27-28）。 

3.規範原則 

跨民族聯邦主義建議包括以下的原則：（Kymlicka, 1995,2000; Dyke, 

1982; Parekh, 2000; Resnick, 1994） 

（1） 國家劃定聯邦單位時考慮少數民族的分佈，將其在某區劃成「多數」，

並享有自治權。然其實踐對劃分好的民主國家十分困難17，這也是跨

                                                 
17 如墨西哥裔美國人、波多黎哥及夏威夷原住民。他們併入美國時，在家鄉超過半數，能有集中領土實

現自治。然而，某一些團體，美國透過延緩給予州地位的策略直到英語移民超過舊居住者（如夏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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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聯邦彈性的限制。如許多美、加原住民因人數較少，土地遭侵佔，

以致分散且人數減少，不可能將其創造出多數（許雲翔等譯，2000：

167）。 

（2） 給予完全自治權。 

（3） 由於這種「地位」是「強烈不勻稱」的中央、地方權限劃分，因此

Kymlicka（Kymlicka, 2000:109）建議這種次單位的權力應該對「聯邦

層級」代表及權力部分有補償性縮減，也就是降低他們在其他聯邦層

級議題的影響力。 

4.爭議問題 

由於自治權會造成政治力量的擴大，因此即使這種聯邦運作十分良

好，卻也同時增強人及團體能正當分離或運作完全統治力量的信念，這是

跨民族聯邦主義面臨最大的爭議。區域自治面臨許多問題，如土地的集中

程度及區域劃分，同時還必須考慮該區域中非少數成員的權利及可能分離

的危機。 

我們必須有一個正確認知，「自治權」或許會提供少數分離的選項，

但同時也是幫助聯邦主義正視分離的現實選擇，讓國家瞭解可以從政治議

程中解決分離是錯誤的，其實聯邦制無法提供解決民族差異的功能，他只

能提供一個協商這些差異的架構，達成相當程度的整合（Kymlicka, 

2000:118-119），這跟李帕特的概念相同，李帕特在其「多元社會的民主」

一書中清楚說明：「在多元社會建立一個穩定的民主政府型態或許是困難

的，但並非全無可能」（張慧芝譯，2003：1）。這說明每個制度都有優缺

點，沒有一個制度能完美解決所有問題，只能提供一個架構，逐漸調整，

接近理想。 

                                                                                                                                                         
南西部），這些少數民族可能無法有數量優勢。（Kyrnlicka, 1995:28-29）。 

-  - 70



第二章 多元文化主義理論與文獻探討 

李帕特提出的聯合民主的觀念，透過溫和態度解決多元社會的政治分

歧，但其內部仍存在許多問題，如跨民族聯邦主義、公民意識是否足夠成

立一個「大聯盟」的政治體制，是否比例代表制要選擇的是該區塊的人，

還是維護該區塊利益的人，由於李帕特將聯合民主視為一種規範模型，理

論與當代民主國家實際運作會有出入，於下三章中分析。 

（三）、民主政體類型的分類 

     李帕特透過社會結構及菁英行為將民主類型分為四個（張慧芝譯

2003：119）： 

  社會結構 

  同質 多元 

結盟 去政治性的民主 聯合民主 
     菁英行為 

對抗 向心民主 離心民主 

圖 2-3 民主政體之分類架構 

資料來源：（張慧芝譯，2003：119） 

    這四種類型代表社會多元程度與菁英行為的不同組合，也象徵不同程

度的政治穩定度。離心型最不穩，向心及聯合則屬穩定型，去政治性則是

結合向心及聯合，屬最穩定的類型（張慧芝譯，2003：121）。向心型是社

會同質性高而菁英彼此是對抗型，如英美；離心型國家政治不穩，政治參

與及忠誠不高，如歐陸政治（張慧芝譯，2003：124-133）。但是許多國家

並不屬於其中，如新加坡及加拿大，他們的國家建構十分特殊，加拿大有

魁北克問題，而新加坡透過「一黨建國」，與規範模型略有不同，本文將

各國類型分析於後三章說明。 

由上可知，多元文化論關心的不僅是正義及差異，也關心國家在多元

分歧中如何穩固政治單一性，透過分享政治權力。讓跨族群的公民視自己

與國家為「願意永久合作的伙伴」。聯合民主提供多元社會政治整合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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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本文將其特徵視為國家族群政策中政治權利及力量分享的指標，並以

此為公民國家政治建構的基礎建構。 

三、公民國家的社會整合 

（一）公民資格與社會權     

一般來說公民資格廣泛被討論的是政治權部分，這是因為政治權利具

有修改不平等結構的能力。但是馬歇爾（談谷錚，1991：67）卻將公民資

格延伸到社會整合討論，並贊成公民資格必須擁有社會權。因為公民的社

會權利可以直接影響社會不平等。由於社會權提供實物津貼，這種津貼比

他們實際市場收入多，當這些津貼不是藉助市場力量轉換，而是透過國家

服務而來，經濟市場自由競爭下的不平等將被縮小（談谷錚，1991：67），

國家有責任藉助福利服務及貼補減少不平等。 

社會權是公民可以要求接近平等社會資源、經濟資源的權利，國家必

須提供福利服務甚至津貼減少不平等。這讓文化團體的保存文化及整合入

社會的服務要求具有正當性，有助於打破階級不平等。 

（二）社會整合的具體規範 

多元社會的社會整合應該以消除經濟、社會歧視為主，因此整合的部

分應該包括（Kymlicka, 2000:163）： 

1. 制訂廢除種族歧視法，增加教育機會及經濟制度中多樣族群團體的代表。 

2. 保留某些立法機關或政府顧問主體給少數團體。 

3. 教育課程承認移民團體、少數團體的歷史及文化貢獻。 

4. 改變工作時間表適應移民團體的宗教假期。如學校時間表考慮猶太、伊

斯蘭教假日。 

5. 改變穿著適應移民團體的宗教信念，如改變正統軍服的規定，讓猶太人

能帶自己的無邊便帽盡公民義務。 

6. 採反種族歧視的教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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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作地點及學校衣著避免有種族（女性或同性戀）評論。 

8. 命令警察及衛生機關做文化差異訓練。 

9. 採用政府管理指標管理媒體對族群的刻板印象。 

10. 政府提供資助發展族群慶典、研究計畫。 

11. 提供某些服務給成年移民，不以學習英語，為接近公眾服務的先決條件。 

12、尊重差異語言：提供流利普遍語言及母語的學習機會。少數民族提供

其自治範圍內決定語言政策的權利。 

    由於公民國家的社會整合希望將「所有文化視為我們的文化」，因此

這必須先對多元文化進行瞭解，並願意在民主範圍內修改國家一些政策適

應這些多元文化。社會整合的成功有以下幾點指標： 

1、身體特徵是否成為嘲弄的對象。 

2、刻板印象是否消除。 

3、是否將所有文化皆平等看待，並願意國家提供資源協助他們保存文化。 

4、是否願意在學校課程中瞭解多元文化。 

    社會整合並不容易，除了政府態度外，還包括社會大眾的態度及公民

素養，是否願意接受多元，是否願意為人人平等的社會理想努力奮鬥。 

四、小結 

    透過本節公民國家概念，本文分析出公民國家的運作原則如下： 

（一） 以公民共同體建構國家，依照民主原則運行。 

（二） 公民國家的國家認同：公民式民族主義-對政治原則的忠貞及分享認

同。 

（三） 公民資格：差異及普遍雙重權利系統，這種權利的運作是以消除歧

視為主。差異資格透過不同類型的族群團體給予不同權利。 

（四） 公民國家希望維持「政治單一性」，本文以「聯合民主」為架構，

社會希望「建構整體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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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會整合以打破階級，以「社會權」要求國家從事福利服務，消除

經濟市場的不平等，並將「所有文化視為我們的文化」進行文化整

合，讓文化整合在公平下進行，產生新的價值觀。 

綜合本節可知，多元文化的公民國家概念，是一個「團結體」概念，

這個概念與同化政策區隔，以「整合」出發，透過政治、社會整合概念，

進行國家政治權力的調整、文化融合成新文化架構、減低社會階級影響、

消除經濟歧視，公民國家應該認知「團體成員」的連結並非「永遠不變的

合作伙伴」，必須靠國家維持，早期同化對國家解決多元社會分歧的效果

不彰，因此公民國家應該以「合作、福利、妥協、協商」讓成員自願留在

團結體中，才能有效解決衝突，消除歧視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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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理論架構之建立 

從前四節可知，文化多元是多族群國家團結首要的挑戰。國家早期為

提升國家認同及忠貞，會使用「一致」概念：同化其他文化，限制少數對

自己團體的忠貞與認同。這類處理方式，造成族群關係的緊張及壓迫。多

元文化主義提供國家另一種思考方向，國家開始意識到社會多元組成的事

實，並思考如何讓不同類的成員心甘情願的效忠唯一的政治單一體，又不

致於要求他們完全放棄自己過去的生活及價值觀，讓「國家認同」及「團

體認同」可以並存。透過現代民主國家興起，透過國家是一種「自願性」

結合的概念，進而將多族群國家視為一個「想像的團結體」。這種方式達

到的效果比限制「民族認同」效果好。 

因此，多元文化主義所建構的公民國家就是一個「想像的團結體」。

這個團結體必須國家隨時注意所有團體的權利是否被彰顯，尊重所有文化

的實踐。避免分離的產生並將其視為國家的一部份。相對，族群成員也必

須參與社會活動並遵守社會的一般規則。本節試圖透過前四節分析說明多

族群國家應該如何架構族群關係，而多元文化主義在其中提供的具體原則

及策略，最後建立多元文化主義下族群關係的理論模式。 

一、多元文化與國家團結 

當我們僅簡單討論「多元文化的價值」及「存在」時，我們無法輕易

領會這樣的事實會造成何種影響，有何重要。當民主國家興起，沒有一個

國家能維持單一民族架構，讓多元文化進入政治、社會層面的探討並面對

真實複雜的族群關係，如何調和、維持國家穩定成為國家首要的挑戰。 

任何共同體的首要形成都是「認同」，透過不同的角度，產生不同的

認同。傳統民族主義以血統、文化、語言為基礎，區別「我們」與「他們」。

當我們從「多元文化」角度出發，就會產生許多「我們」及「他們」的概

念。而這範圍中，「我們」概念的擴大，是以文化、語言為基礎。這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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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許多多族群國家早期常使用的認同。民主國家概念興起，傳統民族主

義轉變成「公民式民族主義」：想像國家為一個平等權力的公民共同體，

「團結」為族群成員成為國家成員的連結，同時也是一個愛國心的培養並

分享政治實踐、價值設立（M. Ignatieff, 1994:6-7,249）。從這個角度出發，

「全體一致的資格」給予擴大了「我們」，而不再區別「我們」與「他們」。

這是否代表「他們」的概念永遠消失，當族群成員獨特被一致性資格模糊

化，但族群界線仍然存在，要如何處理？ 

其實族群團結應該在任何公民國家都要保證能運作，也沒有任何一個

架構能簡單的畫出連結系統，公民國家也一樣。但公民國家提供一個座落

在族群間，調和多樣性的角色並成為分離的界線。因此在公民國家中，「團

結」與「差異」是並重，國家及族群間的責任也是相對的。國家不能視族

群為「永久合作的伙伴」，必須持續提供他們權利及利益，尊重他們的文

化。相對而言，族群成員必須認同及歸屬這個團結體，合作發展讓它更好。 

公民國家提供的不是「認同的熱望」或簡化的國家激情，而是一種認

同自由的選擇。對國家的認同如一種「連結或加入」，對民族認同是一種

展現血統共同體的選擇，這兩種選擇並不衝突。 

二、多元文化主義提供的具體策略 

    多元文化主義主要的功能就是希望解決族群衝突，建構一個和諧的族

群關係，透過前面分析可知，族群衝突來源是「歧視對待」，國家透過不

同處理方式會造成不同的結果，本文最終的目標就是建立一個普遍原則，

減少差異，建立一個平等社會，在此中多元文化主義提供了以下的具體策

略： 

（一）文化差異的解決 

多元文化主義透過「基本權利」為基礎賦予文化本質的權利，透過尊

重個人文化實踐是「權利保障」完滿的達成突顯出文化差異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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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文化」實踐提升至「基本權利」的層級保護，並認為文化差異是「文

化權」實踐必然的結果。 

2、文化是人類的思想基礎，也是人類實踐「自治權」的資源，由於民主國

家肯定個人自治的重要性，文化就成為自由選擇下的決定，差異就會存在。 

3、公民責任調和多元文化所造成國家整體建構的衝突，並透過普遍自由價

值為判斷基準，建立國家「普遍」價值。 

（二）政治歧視的解決 

透過雙重權利系統：一般權利賦予全體公民，集體權以團體為單位，

依不同類型授予。以「政治承認」重新評價文化價值，賦予文化權為起點，

進而賦予「政治集體權」，這種權利除一般的政治參與權外，更有要求國

家重新分配政治力量的合法性，讓每個團體均等分配到國家的政治力量。 

（三）經濟歧視的解決 

    多元文化主義承認身體特徵及種族文化認同的差異，而其所欲解決的

問題是透過身體特徵的不平等對待所造成的階級制度，多元文化主義下的

平等原則包含「平等對待及差異對待」兩者，平等對待給予全體，差異對

待是為消除歧視必要的手段，也是集體權的法源依據。透過合理的差別待

遇、反階級原則，以機會均等為基礎，透過社會資源再分配與補償程序消

除階級歧視。 

（四）社會歧視的解決 

多元文化主義認為社會歧視來自於「刻板印象」，這種刻板印象會發

生在所有團體間，多元文化主義提倡「正確的公民資格觀」，透過法律形

式規定、社會態度的改變消除社會差異，包括培養公民社會： 

1、公眾的善及政治勇敢 

2、對法律的尊重及預防不正義的責任 

3、真正的機會平等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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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確的社會正義觀 

5、文化寬容的能力 

由前述四節分析發現，多元文化主義是透過「一致」與「差異」兩部

分處理族群關係並以「公民」概念調和國家及族群間的關係。在一致性部

分透過普遍公民資格，給予全體權利，並把這個一致視為「團結體」，國

家認同視為一種「自願的連結」，國家有責任照顧所有成員。 

國家的照顧應該是兩個層面。一種是「法律及政策」層面的照顧：權

利的給予、政治參與的安排、甚至經濟安康及社會歸屬。一種是「文化」

層面的本質尊重。每一個團體文化都被視為社會中自然的本質，擴大國家

文化的範圍，並從政治、法律層面一致的「我們」推展到文化層面的「我

們」：將所有文化視為整體大型的「我們」。這必須以多元文化核心價值：

平等、寬容、正義整合，最後成為「團結體文化整體」再推回「政治、經

濟、法律」的實際安排，讓政策更完美，國家更團結。但這些過程都必須

是平等、正義，這必須靠公民素質及政府正義的態度才能達到和諧的族群

關係。 

三、多元文化主義下的族群關係理論模式建構 

現代國家中將「文化差異」定位為個人自治權利運作的必然結果，將

「文化」賦予現代民主的精神。現代多族群國家的責任應該是給予人民真

正的民主生活：一個平等的社會。民主國家將「多元文化」成為權利形式

支持差異。但若沒有一個依賴、分享價值主體去適度管理他們，將無法連

結彼此，公民資格在此處發生了作用，國家透過公民資格架構「公民國家」，

同時將「文化差異」與「公民資格」結合，「公民權」、「文化權」、「政

治權」、「社會權」將多元分歧社會的問題逐一討論，並試圖解決。透過

「文化差異」及「公民國家」的討論及族群關係的狀態，本節試圖建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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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多元文化主義下的族群關係理論」模式-處理多族群國家面對的族群問

題，並以此為尺度，成為調整多族群國家族群關係的普遍理論模式。 

（一）、模式的底層-公民共同體的自治架構 

由於多元文化社會的基礎在於必須找到持久團結的方式讓不同共同體

建立普遍利益及相互信賴。這需有一個全體同意的權力架構-普遍的社會文

化及一致的成員身份，以此為規範及管理「差異」的基本原則。 

1、目標：追求自由平等的社會，消除歧視對待。 

2、共同體基礎認同：政治原則的忠貞及分享認同 

3、原則：以民主形式對待差異，反對階級不平等。 

4、權利形式：雙重權利系統：一般公民權利及集體權。 

5、公民共同體成員應有的普遍價值觀 

建立不區分彼此，分享意識及認同的公平社會制度，包括： 

（1） 法治：尊重憲法基本精神及其他成員的權利、自由。 

（2） 政治精神：真正的法治精神。除政治參與，要真誠肯定其他理性的人。 

（3） 正義感：預防不正義，每個人都應該公平分享正義制度。 

（4） 禮貌及寬容：瞭解國家是所有成員的，需要有分享的團結及價值。 

（5） 平等：延伸入日常生活，讓族群團體覺得舒服，而非形式口號。 

（6） 社會和平：透過政策安排與政治活動矯治，折衷差異並緩和衝突，降

低差異對社會整體成員產生危險的可能性。 

（7） 承認多元及寬容：只要不違民主原則，多元社會應該寬容其他人的文

化實踐，。 

（8） 全體的富足：共同追求經濟利益。將國家富足視為普遍目標，共同創

造國家經濟及生活富裕。 

（9） 國家充分的發展：多元社會提供多樣教育，提升少數學習的成就，減

少國家發展的障礙，讓多元成為國家有利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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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強調所有公民有平等機會發揮才能，不應該因為種族、血統有不

平的差異，消除差異是多元文化主要的目標，這必須透過對法律真正的尊

重結合制度性政策，緩和衝突及對立。  

 6、公民共同體成員應有的族群觀 

如何調和多族群國家的族群關係，本文分析如以下幾點： 

（1）每個人可同時生活在數個「生活圈」中，但仍須建立「外部生活」的

範圍，拒絕普遍生活對團結體來說是不被允許的要求。 

（2）承認族群認同及文化差異是早已存在的議題，國家必須面對該議題的

限制及問題。 

（3）人種特徵及差異是必須接受的事實，如此才能公正檢視問題。 

（4）擴張多元文化的瞭解，也就是擴大「知識共同體」範圍，對每一個「知

識共同體」予以承認，將歷史偶發事故當成議題，非僅討論普遍議題。

如此才能瞭解每各地區的「我們」都有不同組成（D. A. Hollinger, 

2000:105-129）。 

（5）透過「自願性連結」、「欣賞多元認同」，不限定共同體範圍，承認

族群團體對國家建構的價值，並接受「新團體」構成。 

（6）不限縮血統共同體認同，個人有選擇緊密或脫離他們血統共同體的自

由。 

（7）國家不輕易改變社會的所有生活方式，承認雜質、不純及混合是多元

社會的特徵，因此國家可透過連結創造新認同，新認同應該包含所有

多元的特徵。 

（二）具體安排：以公平整合為原則 

1、政治整合：聯合民主 

由於多元社會的分歧已經不再適宜使用尖銳對立方式處理，而目前民

主國家的政治體系以「執政-在野對立」形式存在，並透過政黨競爭取得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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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這種方式容易透過選舉造成激情及加大分化，會讓多元社會的歧見

更多，「衝突」成為爭取利益的方式。聯合民主採溫和形式，以妥協、合

作方式代替衝突對立，達到彼此利益的達成，有助調和族群關係，讓政治

力量的分配更平均。 

2、文化整合：公民資格 

    不用文化區別「我們」及「他們」，而是將多元文化視為「我們的文

化」，將他們視為「我們」，透過公民概念擴大我們，文化整合在多元社

會一定會發生，新價值及觀念會透過共同生活而逐漸形成，過程中公民資

格提供了很好的功能，緩和國家及多文化接觸時的不適應，並對共同體文

化逐漸調整成為新的價值體系。 

3、社會整合：反階級原則與合理的差別待遇 

    社會整合最主要消除歧視，反階級原則結合福利服務及合理的差別待

遇，以達到社會平等。 

（三）、透過公平整合的平等結合-固定平等的對話模式 

這種固定對話模式，建立在公民共同體的自治架構上，透過政治、文

化、社會整合，產生一種「基礎承諾的對話」-承諾及歸屬是相互的關係。

公民不能對政治共同體忠貞除非它也對他們忠貞，他們不能歸屬它除非它

接受他們。政治共同體不能期望成員對它有歸屬感，除非共同體用平等價

值愛撫他們所有差異並反映在國家整體架構上。 

雖然平等是公民的權利，但歸屬感是感覺，某些人及團體享受相同權

利，但不覺得自己歸屬於共同體，它相對也是。這感覺無法分析，卻可深

刻對公民資格的平等造成損害，它起因於大社會並未用正義態度，而是用

貶損方式與成員對話，產生偏見與歧視，最後讓某些成員不利益，甚至否

定他們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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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底層在建立公民共同體的自治架構，其次，必須透過普遍原則

對「文化差異」有固定對話的模式。如提高官方的意見團體、加強廣泛、

深刻的多元文化傳遞、整合機制的運作參與，讓少數要求可以透過一定管

道表達。這種固定模式，可提高尊重、分享日常生活往來的一般利益，能

讓個人或共同體在此範圍中認同自己，建立忠貞。 

（四）、普遍歸屬感及單一福利 

歸屬感是一種完全接受的感覺，是公平、合法、肯定權利及文化差異

的實現。讓團體成員有足夠忠貞在差異中生活，而不損害到康樂。這並不

是說社會可達到一致同意或沒有差異，而是一種一致下的差異。如果國家

集體文化價值可以反應多元文化的貢獻，分享的國家認同愛護多族群團體

的存在，共同體會增加對國家的忠貞，甚至歸屬並產生驕傲。公民國家透

過協商不間斷的發展而加大「我們」。這不代表社會成員不再對公眾議題

表示不同意及衝突，而是讓他們覺得對它有足夠地忠貞在差異中生活，不

會損害國家安康。這樣才能產生讓所有成員均能享有的單一福利，那就是

國家穩定的發展帶來的利益；並在公民社會的規範與制度中，自由選擇自

我實踐、文化保存與驕傲，建構多元社會的新平衡，綜上所述，本文理論

的整合模式如下（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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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歸屬感及單一福利 

 
 

平等、固定對話模式 
 
 
     
     
政治整合：聯合民主 
1、政治權利給予 
2、平均分配政治力量 

 社會整合；反階級原則 
1、經濟歧視：合理的差別待遇、福利服務 
2、文化歧視；公民資格 

      
    

歧視對待 
 解

決

 

     

單一：普遍文化（社會的文化） 
基礎原則： 
1.普遍公民資格：給所有成員 
2.分享認同-和平、穩定 
3.政治單一性：平等、正義 
 

 差異：團體差異文化 
基礎原則： 
1.差異的公民資格：集體權要求的承認 
2.文化差異給予善生活選擇的自由 
3.社會差異性：尊重、容納 
 

    

  

多元分歧的社會 

  

多元文化主義下的公民國家 
原則：一致下尊重差異 

 

圖 2-4 多元文化主義下族群關係的理論模式圖（作者自繪） 

    本文將此模型及理論分析出的指標、特徵作為分析三國的族群關係的標

準，分析其是否達到本模型的目的，缺乏的部分為何，又有哪些優點是模

型中缺乏的，讓本研究最後的族群關係模型更有利於分析其他的族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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