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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西方」的韌性： 

比較茉莉花革命中所再現的伊斯蘭現代性與儒家現代性1 

劉名峰 

金門大學閩南所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了解具有正當化效果的宗教符號，其象徵有效性的社會基

礎。有鑑於此，本文在案例上選擇了 2010 年迄今，在國際社會上相當重要的茉

莉花革命作為研究的對象，並以中東北非的伊斯蘭世界與東亞的儒家文化圈，作

為比較的對象。這個比較的基礎，是附著在兩者身上、具有正當化效果的宗教符

號，都生成於「東方—西方」的隱喻，而有「反身東方主義」的色彩；在理論的

層次上則與韋伯對話，即一方面以其正當性與宗教社會學的理論，說明具有正當

化效果之宗教及其比較。這個視野，筆者稱之為「唯意志論」、「功能主義」的視

野；另一方面，則提出了個筆者稱之為「互動論」、「存在主義」的視野，說明在

當代有關儒家倫理及伊斯蘭倫理的想像，再現了的是現代情境裡的人們，對應於

其所在的時空情境、為證成其存在意義的敘事。此一敘事的結構，在共時面上是

以「東方—西方」、「傳統—現代」等相關的隱喻為基礎，並以現代性為「文化腳

本」(cultural scripts)；在歷時面上，則區分出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主義時期，及

全球化時期—在茉莉花革命裡，所再現的儒家倫理與伊斯蘭倫理，不僅帶有之前

兩個時期的遺緒，也有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時代中，對應著西方自由民主的正

當化符號，而分別以「和諧社會」及「基本教義派」兩種形式出現。兩者雖然均

帶有「反身東方主義」的色彩，但儒家倫理在面對「西方」時，有著更高的韌性，

這是因為儒家現代性具有高度的適應性，而伊斯蘭現代性則具有強烈的對抗性。 

 

關鍵字：現代性、儒家、伊斯蘭、茉莉花革命、反身東方主義

                                                        
1 本文的題目略有修改，從原本以「亞洲現代性」與「非洲現代性」為對象的比較，轉為「儒家

現代性」與「伊斯蘭現代性」，這一來是由於亞洲及非洲現代性的比較，是筆者的博士論文，

原本打算加上茉莉花革命中的正當性符號，讓筆者的研究進一步向 2011 年延伸。不過，在接

觸了實際的經驗資料之後，發現茉莉花革命不僅發生在北非，也出現在中東—當然，還有其它

東亞的國家—因此，以「非洲現代性」為題的研究，恐怕並不適當；其次，北非、中東實際上

是伊斯蘭國家，而在茉莉花革命之間，也經常出現宗教性的論述與符號。因此，筆者決定以「儒

家倫理」及「伊斯蘭倫理」作為比較的對象。如此一來，不僅較符合實際的歷史事實，同時也

能與韋伯的理論對話，並藉著「現代性」的概念，提出筆者對其理論的反省—如此一來，也能

符合敝人所屬之「跨世代對話」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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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西方」的韌性： 

比較茉莉花革命中所再現的伊斯蘭現代性與儒家現代性 

前言 

茉莉花為突尼西亞的國花，而「茉莉花革命」首先指的是自 2010 年年底開

始，肇因於失業、通膨、政治腐敗、缺乏言論自由，及生活條件欠佳等的因素，

在突尼西亞所發起的反政府運動。2011 年 1 月 14 日，突國總統班阿里下台，結

束其 23 年的執政，遂有所謂的「茉莉花革命」一詞；其次，一來由於此一反政

府的示威活動分別在其鄰近的國家，如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以及中東的

巴林、葉門及沙烏地阿拉伯出現，再者也因為在這些示威活動背後，都有諸多的

共同點—不僅因為抗議的發生，是由於經社發展的停頓與威權政府的貪腐，而且

這些發生抗議的國家，其實也都屬於長期穩定的威權國家，並且在 80 年代之後，

採取了威權發展的模式。2010 年之後一連串的抗議，或多或少都與 2008 年之後

的國際金融危機有關。即由於西方國家爆發金融危機，消費緊縮、生產停頓，因

而使得前述採取威權發展模式的國家，無法再以經濟的發展維持其政權的正當

性。於是，茉莉花革命不僅向外擴張，甚至進一步延伸到東亞的中國，甚至還造

成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及利比亞總統格達費下台。不過，不同於北非、中東等國，

都因為茉莉花革命而或多或少地出現了民主的契機，2011 年的共產黨政權仍然

穩固，因為茉莉花革命在中國受到完全的壓制。本文的研究有三個重點：首先說

明是在怎樣的基礎上，可以比較這兩個地區的反政府運動，而不單單只是因為它

們同樣出現在 2011 年，並被使用一樣的名稱；其二，如果它們是可以比較的，

那麼除了成敗的差異之外，兩個運動之間又有怎樣的異同；最後，能否在理論層

面，提出一個參照了經濟，但又不僅於經濟，而能解釋革命成敗的正當性理論? 

建立「可比性」(comparability)、比較出兩個地區的差異，再於理論層面上

提出一個解釋革命的正當性理論，是本文寫作的架構，而第三個問題則是本文的

關心所在。對於茉莉花革命，直覺上很容易地會覺得，它在北非、中東取得成功，

而在中國受制，是因為後者並沒有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太大的威脅，而且其內部市

場較大，能夠緩和全球化時代裡的經濟衰退。筆者並不反對這樣的解釋，也就是

從具體的經濟表現來解釋兩個地區之政權正當性的強弱。然而，這樣的解釋在理

論與實際上都有問題：首先，經濟表現在理論上雖能解釋政權的正當性變化，但

卻不是唯一的因素—80 年代台灣、南韓仍享受著高經濟成長的果實，但卻也就

在此時出現了東亞地區的民主潮；其次，即使中東、北非等國受到金融危機的衝

擊而出現衰退，但這些國家的經濟仍在成長，甚至還有 5%以上的成長率；最後，

即使中國經濟的表現較這些國家亮眼，但也在其經濟發展的背後，出現了快速惡

化的貧富差距，而其激烈的程度遠非北非、中東國家所能企及。有鑑於「相對剝

奪感」的概念是解釋社會革命的重要概念，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事實上並不能

理所當然地解釋中共政權的正當性，更無法說明茉莉花革命何以在兩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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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此大的差異。本文試圖藉由現代性—而也就是這樣的角度，確定了兩地的「可

比性」—並從中發展出現代情境裡的正當性，來解釋何以茉莉花革命會在兩地有

如此大的差異。此一角度當然無法涵蓋所有可能的解釋，不過由於正當性的概念

是理解政權穩定與革命效果的核心，而此一參照著現代性的正當性，必然包含了

經濟的面向。因此，這一個以現代情境裡的正當性而發展的解釋架構，是個揚棄—
即包含並超越—前述經濟中心的解釋策略。 

本文的討論將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即發展出此一參照著現代情境之正當

性的解釋架構，而這個架構是在反省了韋伯對於宗教及其正當性的理論之後，從

存有論的層次開始打造的。這個新造的架構，將在第二部分中比較儒家倫理及伊

斯蘭倫理的概念，並在最後聚焦於兩個地區之茉莉花革命的比較—其發生、過程

與結果—而比較的方式，即第一部分中所提出來的「參照著現代性的正當性符

號」。最後，筆者將在結論中指出，東亞—包括新加坡及中國—的威權發展主義

國家，在面對自由民主，此一經常與「西方」連結的政治象徵，有著較非洲及中

東國家更高的「韌性」，其主要的原因是來自於儒家倫理的正當性效果，有著較

伊斯蘭倫理較高的適應性。本文的貢獻，不僅在於解釋現下茉莉花革命的成敗，

同時也在理論的層次上，回答所謂的「儒家現代性」與「伊斯蘭現代性」—兩個

相對於「西方」，或「基督教現代性」的概念—並藉此發展出一個包含又超越經

濟中心的正當性理論。從現代性的角度，再配合著「西方—其餘」(West-Rest)的
隱喻，不僅「儒家現代性」與「伊斯蘭現代性」有了「可比性」及「可界定性」，

它還可以消解文化主義(culturalism)的研究策略對於「儒家倫理」及「伊斯蘭倫

理」之理解時的隨意性，及其背後的「認同政治」。 

一、 現代情境底下的正當性及其變遷 

為什麼文化主義的研究策略會有認同政治的問題?那麼，又如何掌握儒家倫

理及伊斯蘭倫理裡的符號，將宗教象徵引入正當性的研究裡，並了解其象徵有效

性?這兩組問題是這小節的主題，而筆者也會將它們分別以兩個研究典範來呈

現：首先，將第一組問題帶入韋伯命題，透過儒家倫理的研究來說明文化主義的

研究策略為什麼會引來認同政治的問題，而這個研究策略又何以帶有「唯意志論」

與「功能主義」的色彩；其次，對比於韋伯命題的研究策略，筆者將提出一個「互

動論」與「存在主義」式的研究策略來呈現宗教符號與正當性之間的關係。2不

                                                        
2 首先得強調的是，筆者是以一種「理念型」的方式來呈現這兩種研究策略的對比—雖然韋伯的

理論在戰後出現了「派森斯化」的現代，但「詮釋」仍是韋伯研究方法的核心概念，「意義」

還是其理論的主題，因此確是有可能從他的著作中，引出與存在主義、符號互動及知識社會學

(後兩者是筆者討論「互動論」的角度，即符號間的互動及符號與社會結構間的互動)相關的想

法。不過，韋伯的理論仍然是奠基在「實體主義的存有論」上，因此在形上學的初始，即與本

文所側重的「關係主義的存有論」不同，當然也就與跟著此一存有論傳統而發展的「互動論」

與「存在主義」式的研究策略不同。關係主義對於儒家倫理及伊斯蘭倫理的研究，不在於它們

「是」什麼，而在於它們在特定的歷史情境裡，被思及而再現的符號，是在怎樣的關係裡，為

了什麼目的而如此這般地呈現的；其次，這一個對比，雖然可以擴及其它的領域，但在本文中

仍是以「與正當性有關的宗教符號」作為討論的主要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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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得在討論開始之前先說明的是，宗教社會學與正當性雖是韋伯的學術事業裡

的兩個重要課題，但他並未將兩者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討論：韋伯指出了新教倫理

是資本主義之所以發展的文化動因，而宗教社會學除了解釋理解宗教與社會關係

的一般性研究之外，也從比較其它的宗教之際，解釋它們之所以未能促成資本主

義的原因，各種宗教的倫理在他的研究中，與政治的關係不大；相反的，正當性

則是他在政治社會學的領域裡發展的概念，而在三種正當性的理念型之中，甚至

幾乎看不到宗教所扮演的角色。從宗教倫理裡的符號來呈現正當性，是本文的研

究旨趣。然而，即便如此，筆者一來還是可以從韋伯的研究，及隨之而來的「韋

伯命題」裡，發展出宗教符號與正當性間的關係；其次，再指出「韋伯命題」實

際上反映了的是種實體主義的存有論與科學觀。如此一來，即可藉此對比出關係

主義的存有論與研究策略—這將是下一段落裡的主題了。 

(一)、「韋伯命題」的內涵及其作為認同敘事的原因 

這裡所說「韋伯命題」，即宗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發展間的關係，而其中吾人

最熟悉，並也是最具生命力的，則是有關儒家倫理的討論。不過，本文將相當大

膽地指出的是，對儒家倫理的研究之中，有許多是既不科學，而在倫理上也不適

當，這是因為種種與儒家倫理有關的研究，本身不僅是種與認同有關的敘事，而

且其內容也不具有科學上的穩定性，在倫理上也有強化敵對、阻斷溝通的效果。

具體地說，當韋伯提出了儒家倫理之際，它被理解為是不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

同樣的看法也在東亞地區為西化派所認同；然而，當 1970 年代東亞快速發展之

後，Herman Kahn 首先翻轉了韋伯對儒家倫理的看法，認為後者是東亞經濟奇蹟

的文化因素。而此一「後儒家倫理」的命題，又相當程度地支配了 80 年代之後，

東亞地區對儒家倫理的認知。不過，當 1997 年的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儒家

倫理又再一次地成為解釋「親族資本主義」的依據。對儒家倫理的理解或正面、

或負面，在二十世紀裡幾番翻轉，這是筆者認為其在科學上不具有穩定性的原

因。不過，雖然是否有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其結論在科學上不穩定，但對儒家

倫理的想像與研究策略，卻是相當穩定的—只是這種「穩定」，也就是本文之所

以認為它們是種認同敘事，並有可能升高敵對、阻卻溝通的原因。 

首先，儒家倫理總是以新教倫理的對立面來理解—韋伯的時代如此，Kahn
及對東亞奇蹟的研究也是如此，而當 97 年金融危機爆發了，在親族資本主義背

後的儒家倫理，也是當時所強調之新自由主義的價值對立著；其次，在與新教倫

理的對立裡，更深層的還可以看到儒家倫理所強調的，是社群價值的倫理，而新

教倫理則與個人主義的價值連結；最後，「是否有助於資本主義?」是在思考儒家

倫理時的「手上的問題」(problem at hand)。因此，所思及的儒家倫理，不管其

內容為何，都是種「現代化了的傳統」(modernized modernity)，這不僅因為以資

本主義來評價儒家倫理是基於現代的價值，也由於其所參照的「新教倫理—儒家

倫理」、「個人主義—社群主義」，或「西方—東方」等的二元隱喻，都是現代的。

處於現代的情境裡，人們在思及儒家倫理—以及新教倫理或伊斯蘭倫理—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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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都是在前述幾個隱喻所設定的「文化腳本」(culture script)流轉，再根據「手

上的問題」—也就是當時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提出一組對應於問題的答

案。這種「事後」(ad hoc) 的詮釋，除了造成「科學上的不穩定」，還因為它是

在「西方—東方」的隱喻裡生成，並參照著現代性的價值，因此就其內容上就出

現了「東方主義」或「反身東方主義」的色彩，而其本質上則是種「認同敘事」：

或者污名他者，或者榮耀自身。 

由「韋伯命題」所發展出來的儒家倫理，在內容上與認同的建構無關，但是

它卻帶來了認同建構的效果，並且與政權的正當性有著密切的相關。這首先是因

為它很容易地會與「東方—西方」的二元隱喻結合，而具有「(反身)東方主義」

的色彩；其次，資本主義的運作是當代政經體制的核心，而能否促成發展還是評

斷政權的要素。因此，一旦儒家倫理成為解釋資本主義的文化因素，對其評價即

很自然地會透過「儒家倫理—新教倫理」及「東方—西方」等的隱喻，發展出建

構「我群—他者」時的區分，而且還會變成與正當性有關的符號。這是因為在「我

群—他者」之認同建構的區分裡，據有話語權的「我群」，往往也會為自身賦予

帶有值得讓人與之同一的道德符號，使其變得可欲3—簡單地說，建立同一性的

過程(identification)也就是對所指涉的社群賦予「可欲性」(désirablilité)，社群的

建立即是種「道德事實」(fait moral)—我群是道德的，為其賦予道德意涵的宗教

符號，如儒家倫理、新教倫理等等，即是具有正當化之效果的象徵。這些緊密地

與儒家倫理相關的要素—「東方—西方」的隱喻、以是否有助於發展作為解釋儒

家倫理的判斷標準，及很容易地成為我群建構中的道德因素—或者是人們認識世

界的認知基模，或者是現代社會裡的深層結構，其實也就是讓人們對儒家倫理的

討論—不管在學術上或日常生活之中—之所以難以擺脫，並且非常穩定地成為認

同敘事的原因。 

既然對儒家倫理的討論很容易地就會變成認同敘事，本文的研究也就將儒家

倫理當作是認同敘事，了解其中所附著的宗教符號裡，具有道德意涵的正當性象

徵為何，以及其效果。如此一來，研究的目的也就不在於儒家倫理「是」什麼—
這將下文中說明，此一視野為「實體主義」的研究策略—而在於作為現代情境裡

被當作宗教符號的儒家倫理，它所呈現之具有正當化效果的象徵內容為何 ?此時

的儒家倫理，不再是它自身，而是種現代情境裡的再現—筆者稱之為「儒家現代

性」—而如果想要更清楚地了解此一再現裡所具有之特屬於儒家的特質，一來必

須要與另一個同樣生成於「東方—西方」之二元隱喻的宗教倫理，即伊斯蘭倫理

進行比較，才能在「社群主義—個人主義」之外，再深入儒家倫理的特質—其實

在同時，同樣地也深入了伊斯蘭倫理的特質—因為如此一來，才能在新教倫理的

對立面思及儒家倫理的模式；再者，還要進一步了解「社群主義—個人主義」之

                                                        
3以韋伯為例，新教倫理即有道德化「西方」的效果，而 Kahn 雖然是美國人，但他對儒家倫理的

讚賞，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在與共產主義對抗的情境裡，如何將東亞的發展與當時西方陣營所強調

的現代化理論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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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隱喻生成的社會形構(configuration)，如此一來才能在比較儒家倫理及伊斯蘭

倫理之際，了解兩者之宗教符號之生成的社會基礎。對此一社會形構的掌握，則

需要透過 Norbert Elias 的文明歷程。 

(二)、現代文明歷程與宗教符號之正當性的效果 

現代文明歷程的主題是「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它不僅在理念以及制

度兩個層次上，同時打造了強調個體的自由主義文明—包括自律性市場及自由民

主的政治體制—事實上它同時也創造了一個新形式的社會連帶，即「有機連結」

(organic solidarity)，這是因為個體的文明也是個特別不安、寂寞與疏離的歷史情

境，人們也就透過種種的符號，結織了種種超越日常生活之互動的社群—包括國

家，以及「東方」與「西方」等的概念。於是乎，在現代文明歷程中，不僅出現

了強調「個體」的自由主義，與重視「社群」的社群主義—兩者是一組現代情境

裡新生的隱喻，並以共生、平衡的方式存在著，即「We-I identity」(我群—自我

的認同平衡)—同時也有「東方—西方」的隱喻。而且，現代文明歷程首先發生

在西歐，於是不僅「東方—西方」的隱喻很容易與「社群主義—個人主義」之間

進行換喻，更重要的還有在西方世界出現的「東方主義」，還帶了種對「東方」

的污名，藉此道德化西方自身：「西方」是自由民主及資本主義的源頭，而「東

方」則是社群的、專制王權的，或是不利於資本主義的出現：儒家倫理如此，而

伊斯蘭倫理也是一樣。如此一來，伊斯蘭世界與儒家文化圈也就在「東方—西方」

的隱喻裡，同屬於東方地被想像著。是在這個現代情境裡的想像中，伊斯蘭倫理

與儒家倫理被當作是同一組分類，而附著在兩者身上的符號有效性，即是本文研

究的對象。 

不過，在現代情境裡對儒家倫理及伊斯蘭倫理的想像，並不必然是正面的，

即便是對「東方人」來說，也是如此。它們的符號沒有正當化社群的效果，因為

帶了污名。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隨著優勢的武力與物質文明，西方在全球的擴

張也帶來了個「現代的道德階序」(hiérarchie morale)：「西方—東方」不僅與「個

人主義—社群主義」的隱喻對應著，同時還與「現代—傳統」、「進步—落後」等

的隱喻之間換喻。強調個人的西方，建立了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的現代體制，它

是進步的，並對落後還有「文明任務」(mission civilisatrice)。此一「線性史觀」

不僅是現代道德階序的基礎，還合理化了西方對非西方世界的殖民。以儒家倫理

為例，韋伯認為它不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在二戰之前的東亞地區，它也同樣

被許多人視為是國家現代化的障礙，改革有之，欲除之而後快的也不少。不過，

這種情境隨著戰後東亞的發展，對儒家倫理的看法也就大不相同了：「後儒家倫

理」的概念首先被提了出來，接著甚至透過「儒家倫理」的概念，發展出來了「亞

洲價值」與「亞洲式民主」的概念，在 1980 年代之後，成為部分東亞國家用來

面對第三波民主潮時的論述。筆者並不是要討論儒家倫理是否存在，及內容為

何，而是要指出不同時期裡的儒家倫理裡，其符號中所展現的正當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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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正當化的效果，首先在「西方—東方」之隱喻下，對應社群建構的「根

隱喻」，即「道德—不道德」的區分而生成。因此，宗教倫理並不是客觀地存在，

但也不是主觀的價值系統，而是在關係中被思及的符號系統；其次，由於兩組符

號是在「西方—東方」的隱喻中生成，而後者係為現代情境中出現的隱喻。因此，

被思及的宗教倫理，都不能宗教的「本質」，而是種「再現」，並且是參照著現代

性而被製作的傳統(fabricated tradition with reference to modernity)。藉此，一方面

本文認為將這些帶有正當性效果的認同敘事，當作是政治人物的操作，不免太過

簡單—這不代表說政治人物沒有操作，而是要更進一步地了解操作之所以有無效

果的原因；另一方面，本文也認為將這些宗教符號的理解，置於理念的層次上，

即指出它們是「反西方的」、「社群的」，也是不夠的。其實也因為這種簡單的理

念宣導帶有道德訓示意涵，使得這些論述會被認為是政治的操作。以存有上的關

係主義、非本質性的再現，及參照著現代性所製作的傳統，是本文用來理解，並

比較儒家倫理及伊斯蘭倫理的策略。如此一來，將可理解透過宗教倫理的符號，

何以如此頑強地在現代情境裡，不斷被提到，並具有正當化的效果；而以兩個屬

於「東方」的宗教倫理進行比較，還能在「反西方」、「社群的」象徵之外—這是

兩個宗教倫理之共時性的面向—再深入各別宗教倫理的特質。最後，再藉由年鑑

學派的三個層面，即長時期(longue durée)的現代性與發展，「東方—西方」關係

的形勢(conjuncture)，以及茉莉花革命的事件(événement)，進行比較，說明何以

不同宗教倫理所具有的正當性符號，會在全球化的時期裡，有不同的效果。 

不同於筆者的「關係主義的存有論」，依著韋伯命題對於宗教與資本主義發

展的研究，其形上學都是種「實體主義的存有論」：即使「詮釋」是韋伯方法論

的核心，但他與後繼者對宗教的詮釋，仍將它們當作是種「客觀外在的實體」，

研究者沒有意識到自身也涉入了研究的過程，並在特定問題意識底下來詮釋宗

教—這不僅是 Schütz 對韋伯理論的批評，而其實也是韋伯所發展出來的「價值

無涉」所帶來的結果—文化或宗教倫理被當作是「自變數」，因此當作為「因變

數」的經濟發展出現了變化—即由於東亞奇蹟或亞洲金融危機，而使得東亞的經

濟出現了不同的表現之際—對於「自變數」的詮釋也自動地發生了變化。作為文

化的自變數，為了配合人們對經社發展的解釋，而有不同的理解—現實上的需

要，決定了理念上的內容。然而，相當吊詭的是，作為理念的宗教倫理不僅被認

為具有影響現實的力量與效果，而且對它們的詮釋方式—特別是對非基督教的其

它宗教，如儒家及伊斯蘭教—還是以一種非歷史(ahistoric)的方式來詮釋：在《中

國的宗教：儒家與道家》一書裡，雖然提到了諸多社會結構與制度，但它們卻像

是上千年來沒有變化，而在《宗教與世界》中對伊斯蘭倫理的討論，更是相當的

簡約。宗教倫理被看作是「不受歷史社會影響的」，但又具有影響「當代經濟發

展」的功能—這也就是筆者認為韋伯命題具有「唯意志論」、「功能主義」色彩的

原因。不同於依著韋伯命題所發展的研究，本文將重點放在宗教倫理的正當性

上，了解人們在特定情境裡就相關象徵之意義的感受。它所根據的是關係主義的

存有，是種「互動論」、「存在主義」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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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倫理及伊斯蘭倫理在現代情境中的象徵有效性 

本文是以宗教倫理中的符號，在茉莉花革命中的正當化效果作為研究的對

象。這些符號一方面生成於共時上的「東方—西方」隱喻中，另一方面又與它們

所在的社會情境之間，存在著「結構上的同形性」(homologie structurale)。為此，

若要建立一個適當的、作為可比性的基礎，不僅要掌握儒家倫理與伊斯蘭倫理的

想像，都參照著現代情境的符號系統—包括「東方—西方」的隱喻及發展的價值—
這些是「長時期」的內涵。同時，還要發展出一個為兩者所共同接受的社會基礎，

並進一步的分期，才能掌握它們在現代情境裡想像的動態。如此一來，不僅可掌

握符號生成時的形勢，能考慮到了它們所在之社會情境的結構上的同形性。就此

一分期，可依國際政經體制(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regime)，並從中分出

戰前的殖民主義體制、戰後的發展主義體制，及 80 年代之後的全球化體制。 

不過，一來由於篇幅所限，再者也因為本文的重點在於茉莉花革命，因此下

文的討論將分成二個時期，即全球化時期之前與之後—全球化時期裡，在東亞、

中東與北非，它們所面對的不僅是新自由主義的國際政經體制，同時也是兩極體

系瓦解、西方國家的民主促進，與第三波民主潮的壓力。茉莉花革命也就在這脈

絡中出現，它的細節將在下文中進一步討論，唯筆者在此要先指出的是，茉莉花

革命不僅只是用了相同的名字，它們還都一樣地生成於全球化的情境裡，而在

2010 年之後，成為所謂的「第四波民主潮」。本文要回答的是，為什麼儒家倫理

與伊斯蘭倫理在全球化的時代裡，有著不同的正當化效果? 

(一)、在「東方—西方」之形勢裡所生成的正當性符號 

在社會科學裡，韋伯的理論並不是唯一帶有東方主義色彩的，馬克思學派也

有「東方專制主義」及「亞細亞生產模式」的概念，而其實在涂爾幹所區分的機

械連帶與有機連帶之中，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馬克思之歷史階段論的色彩—單線

史觀、「社群主義—個人主義」的區分，以及「傳統—現代」的對比，都對應著

「東方—西方」的隱喻。這些古典的社會學理論，確是呈現了現代社會的生成與

轉變的重要特質，只是本文的重點並不在此，而在於將它們當作是再現了現代社

會的符號系統。在社會科學裡，種種帶有東方主義色彩的理論裡，韋伯的宗教社

會學是對「東方」用力最深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倫理與伊斯蘭倫理的研究。

雖然兩種宗教倫理都是用來對比於新教倫理的，但它們在「東方—西方」之形勢

裡所生成的正當性符號，卻有著不同的內容。主要的原因，一來是兩者在殖民主

義時期與西方有著相當不同的關係：伊斯蘭世界受到西方的殖民，而東亞的儒家

文化圈仍相當程度地維持著政治上的獨立；再者，東亞在戰後經歷了持續的、區

域性的經濟發展，並在冷戰結束之後，逐漸具有與西方世界平起平坐的地位。相

對的，伊斯蘭世界的發展，不僅沒有持續性，也不平均。因此，不同的「東方—
西方」的情勢，儒家倫理與伊斯蘭倫理也就以不同的方式被想像著。 

不過，首先本文還是要回到韋伯的原典裡，了解他對儒家倫理與伊斯蘭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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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對於儒家，韋伯完全承認其有功利主義的一面及對財富的肯定；再者，

他也發現中國人從商的精明，及商業活動的熱絡。他甚至說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

國社會中，「營利慾」的存在及「對於財富高度的乃至全面性的推崇」(簡惠美，

1989，頁 309-310)。然而，即使如此，韋伯卻認為： 

在這種無休無止的、強烈的經濟盤算與非常令人慨歎的極端的「物質

主義」下，中國並沒有在經濟的層面上產生那種偉大的、有條理的營

業觀念── 具有理性的本質，並且是近代資本主義的先決條件。(同
前註，頁 309) 

這個先決條件，在韋伯看來即是表現在新教倫理裡的「入世苦行」的精神，

因為對他來說，資本主義更是一種「精神氣質」(ethos)，它的重點並「並不在賺

錢慾望的發展程度上」，因為它不是為了享樂或個人利益而賺錢，而是將賺錢當

作是倫理上的責任或天職。4不同於此，韋伯認為儒家並不「入世」，因為它在

根本上就在「此世」，並且沒有「彼世」的概念。因此，「一個有教養的中國人

同樣會斷然拒絕去不斷地背負『原罪』的重擔。……通常它都被代之以習俗的、

封建的、或審美結構的各種名稱，諸如：『沒教養』，或者『沒品格』。當然，

罪過是存在的，不過在倫理的領域裡，它指的是對傳統權威，對父母，對祖先，

以及對官職層級結構裡上司的冒犯」(簡惠美，頁 294-296)。簡單地說，儒家是

個沒有「罪」的概念的文化，而是一個重視現世人際關係的「恥」的文化。5有

鑑於此，韋伯即斷言道，儒家呈現了的是種「對世界採取無條件肯定與適應的倫

理」(簡惠美，頁 296)。而在清教倫理與儒家倫理之間最主要的對比，則在於前

者呈現的是「非個人關係主義」與「理性主義」，而後者則是「個人關係主義的」

與「傳統主義的」。(林端，頁 3)而此一「非個人—個人」及「理性—傳統」的

對比，還經由派森思的轉介，進一步引出「普遍主義—特殊主義」的關係。(Parsons, 
1949, pp. 550-551)不過，本文的重點並不在於介紹韋伯所說的儒家倫理為何，或

它對東亞無法出現資本主義的解釋是否有效，而在於它所呈現之正當性的內容。 

從韋伯的理論到派森思—這位二戰之前美國社會科學界最重要的學者、功能

學派的奠基者—的轉介，我們一方面看到的是「東方—西方」之二元對立的鞏固，

以及西方是普遍的，甚至是現代的、進步的，而東方是特殊的、傳統與落後的印

象，但另一方面卻也看到了八十年代之後，正也就是這種強調人際關係的「特殊

主義」，成為儒家倫理用來解釋經濟奇蹟背後的文化因素：勤勉、節儉，以及重

視人倫的價值。這段轉折，自有其特定的歷史脈絡：在戰前的殖民主義時期，儒

家倫理被負面地看待，它甚至被看成是造成東亞屈辱的原因。6於是，不僅日本

                                                        
4 韋伯，基督新教與資本主義精神。Max Weber，于曉，陳維綱等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精

神》，頁 59。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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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脫亞論」中要去除儒家文化，就是在中國的維新派中，也有鼓吹「全盤西化」

的呼聲。不過，隨著東亞的現代化，儒家雖然失去了它在傳統政治中的地位，但

透過與「中體西用」、「西器和魂」等主張結合，儒家並未完全失去它在政治場域

中的地位—這與下文中要討論的伊斯蘭世界，是很重要的差異。戰後的發展主義

時期初期，儒家仍帶有污名。1958 年，徐復觀等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聯名發表了

〈宣言〉，懇求「中國與世界人士研究中國學術文化者，須肯定承認中國文化之

活的生命之存在。」而在同年，Joseph R. Levenson 的《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也出版了，文中以博物館中的收藏品來比喻儒家在現代的命運。（Levenson,1958）

這些光景是與 80 年代儒家倫理的價值翻身，並進一步發展出「亞洲價值」與「亞

洲式民主」所大不相同。其實，還值得一提的是，1972 年人民行動黨的創黨元

老之一，Goh Keng Swee 還認為當代新加坡所具有的，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價

值—這也就是新加坡現代化的倫理基礎。而在 1977 年，另一位人民行動黨的創

黨元老 Rajaratnam 更在討論新加坡的現代化策略時，認為「亞洲的」價值不利

於現代化的發展（Hill 2000：183）。如此看來，儒家倫理的價值出現了翻轉，

不僅肇因於東亞的經濟奇蹟，其中還對應了特定的「東方—西方」的形勢。 

在殖民主義時期，儒家被當作是「傳統」因而不管是西化派、維新派，還是

國學派，它都是與「現代」對立的，並可說是現代化的阻礙；發展主義時期裡，

儒家倫理成為現代化的文化因素，甚至還是深陷七十年代經濟危機的西方國家學

習的對象。東亞的文化信心由此而生，儒家資本主義甚至還是西方資本主義與共

產主義之外的第三種經濟模式。7而由儒家倫理所發展出來的「亞洲價值」及「亞

洲式民主」，就其內容來說，除了一貫地強調社群的價值之外，還新生了對抗西

方自由民主的內容，以及對福利國家體制的不滿。8簡單地說，它們可以看成是

80 年代以來，成功的威權主義發展國家對於全球化時期的反應：即一來反對西

方國家自 80 年代以後，逐漸出台的民主促進，與隨著而來的「第三波民主潮」；

再者，也是為了適應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也就是「小政府」的主張。

唯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是，主張「亞洲價值」與「亞洲式民主」的國家與地區—如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還有之後的中國及香港—它們都不算是民主國家，而在過去

也不是具有龐大福利事業的「大政府」。如今受到了民主化的壓力，亞洲價值的

論述，目的是在消解民眾對於社會福利的要求，讓福利事業繼續個體化、私人化，

由家庭來負擔。當然，除此之外，還有繼續鼓勵有助於經濟發展的工作倫理，如

勤勉等。如此看來，在發展主義時期裡取得了道德意涵的儒家倫理，還在全球化

時代裡，成為鞏固威權式的發展主義國家適應新自由主義的價值系統。 

(二)、作為「事件」的茉莉花革命 

結論：從宗教倫理的兩種研究策略裡所呈現之跨世代的對話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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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本文尚未完成，還缺伊斯蘭倫理的內容與變遷，以及有關茉莉花革命的討

論，還有結論。未完成的部分將在研討會上補充。 
2、 文章的內容與當初提出研究計劃時的摘要有些不同，茲附上當初所提的摘要

內容。 
3、 本文由於列在「跨世代對話」的 Penal 中發表，因此刻意配合此一議題，在

文章的寫作裡，提出兩種「世代」對於宗教倫理與正當性的研究策略。 
 

 
面對「西方」的「韌性」： 

比較茉莉花革命中所再現的非洲現代性與東亞現代性 
 

摘要 
 
同樣生成於「西方—其餘」(West-Rest)的亞洲主義與非洲主義，後者的正當性符

號對於自由民主及新自由主義所主導的全球化，有著更高的接受性—或較低的抵

抗性—因為以非洲為範圍的區域整合運動，不管是南非為首的「非洲復興」，還

是繼承了「非洲聯合組織」(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的非盟(African Union)，
都不像同時期的亞洲區域整合運動，得以主張「亞洲價值」、透過「亞洲式民主」

與自由民主對抗。這也就是說，造就非洲現代性的力量是「外生的」(exogenic)，
並且是「離心的」(centrifugal)，因為西方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東亞現代

性是「內生的」(endogenic)、「向心的」(centripetal)，因為東亞在現代文明歷程

中，有較高的韌性得以抗拒西方的勢力，且此一區域內成功的經社發展，使得東

亞一方面不同於非洲，在表層上有著較為穩定的社會秩序，激烈的革命不容易發

生，而另一方面卻也不同於西方自由民主的社會情境，其社會秩序的維持，得助

於更高強度之象徵暴力的控制。面對此一情境，本文指出東亞的公共知識份子，

就其實踐上，並不在於生產對立的象徵暴力與統治者進行衝撞—這將會更激化象

徵暴力的強度，而在衝突間失去了社會的溝通與對應之公共空間的生產—而在於

揭露象徵暴力的內容與形式，在解放之間促成社會的溝通與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