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謂倫理 確定社會倫理�(�d�i�e� �g�e�s�e�l�l�s�c�h�a�f�t�l�i�c�h�e� �E�t�h�i�k�)與個人倫理
�(�d�i�e� �p�e�r�s�o�e�n�l�i�c�h�e� �o�d�e�r� �i�n�d�i�v�i�d�u�e�l�l�e� �E�t�h�i�k�)間的界限。

社會倫理的概念

國� 家學體系：圖解社會理論 國� 家學體系：圖解社會理論

�?概念理解‧思考延伸

社會倫理的目的在於個人倫理的實踐，請問您個人對於此一概
念的解釋為何？是否應用於您的社會生活之中？是否能與儒家
的倫理關係做一比較？　

社會的精神層面或者社會的理論－
Lorenz von Stein

　　每個人都是一個自我完整的存在，不僅具有普遍的意志力
去實現上述的道德任務，同時也具有必要的行動力與體力，儘
管擁有的程度不同，但都是個人完整存在的一部份。所以每個
人不僅有能力，也有普遍的意志，去實現那種符合道德目的的
生活，並且成為個人道德世界中的主宰者。
　　個人不僅僅是為自己而勞動，更是為他人而勞動，如果將
人類彼此之間完整的互動關係�(�d �i �e � �G�e�s�a�m�m�t�h�e �i �t � �d �i �e �s�e �r � 
�V�e �r �h�a�e �l �t �n �i �s �s �e �) �, � 視為一個獨立的理論，就會在倫理論述中產
生第二個理論，那就是共同生活所需要的道德秩序。首先呈現
的是一個整體秩序，然後便是其中個體呈現的自我目的，這個
論述，我們稱之為社會倫理。
　　狹義的倫理或者概念化的倫理只和個體及其內在生活有關
，相反的，社會倫理卻是人類共同生活的道德內容，概念倫理
（個人）與社會倫理（整體）相互的關係在於，共同生活的道
德基礎在於提升個體的道德發展，換言之，社會倫理的目的在
於概念倫理的實踐。
　　人類的共同生活基於道德層次的訴求會產生文明的理論（
�d �i�e � �L�e�h �r �e � �v �o�n � �d�e �r � �G�e�s �i �t �t �u �n�g）�, � 而個體的生活則會產生人
格的理論以及利益的理論（�d �i�e � �L�e�h �r �e � �v �o�n � �d�e �r � �P�e �r �s �o�n�e�n �- � 
�l �i �c �h �k�e �i �t � �u �n�d � �d�e�m � �I �n �t �e �r �e �s �s�e）。

個人倫理
�(�d�i�e� �p�e�r�s�o�e�n�l�i�c�h�e� �o�d�e�r�i�n�d�i�v�i�d�u�e�l�l�e� �E�t�h�i�k�)

社會倫理
�(�d�i�e� �g�e�s�e�l�l�s�c�h�a�f�t�l�i�c�h�e� �E�t�h�i�k�)

個人為有限存在，其崇高任務只能與他人共同完成。

自我完整的存在，具普遍意志，並實現這份道德任務。

概念化的倫理只和個體與內在生活有關。

狹義的倫理�(�e�i�n�e� �s�i�t�t�l�i�c�h�e� �G�e�m�e�i�n�s�c�h�a�f�t�)。

個人不僅僅是為自己勞動，更是為他人勞動的完整互動關係。

社會理論的目的在於概念倫理的實踐。

共同生活所需要的道德秩序和道德內容。

人類完整的社會關係�(�d�i�e� �G�e�s�a�m�m�t�h�e�i�t� �d�i�e�s�e�r� �V�e�r�h�a�e�l�t�n�i�s�s�e�)。

文明理論
�(�d�i�e� � �L�e�h�r�e� �v�o�n� �d�e�r� �G�e�s�i�t�t�u�n�g�)

文明倫理
�(�d�i�e� � �L�e�h�r�e� �v�o�n� �d�e�r� �G�e�s�i�t�t�u�n�g�)

人格�/利益倫理
�(�d�i�e� � �L�e�h�r�e� �v�o�n� �d�e�r� �P�e�r�s�o�e�n�l�i�c�h�k�e�i�t� �u�n�d� 
�d�e�m� �I�n�t�e�r�e�s�s�e�)

整體的道德基礎在於個體的實踐

共同生活的道德基礎

個體的道德發展



何謂道德秩序 所有道德上的秩序，都建構在個人生活的兩大
事實上，其一為有限存在，其二為人格差異。

道德秩序－具三大功能的道德共同生活體

國� 家學體系：圖解社會理論 國� 家學體系：圖解社會理論

�?概念理解‧思考延伸

請依據人類共同生活存在的三大需求的實現，試比較【好的】
社會與【壞的】社會，如何以符合三大功能的道德共同生活體
之何種模式展現出來？是否有符合共同生活三大功能的內涵？

具有三大功能的道德共同生活體－
Lorenz von Stein

　　道德秩序的內涵－具有三大功能的道德共同生活體�( �d �i �e � 
�d �r �e �i � �g �r �o �s �s�e�n � �s �i �t �t �l �i �c �h �e�n � �F�u�n�k �t �i �o �n�e�n �)。如果人類的共同生
活能夠展現其特殊及多元的型態，共同生活中存在的共通性即
為下列三大道德功能的實現。
一、生存維持：讓生活在其中的個人，能夠增強微弱的力量，
　　　　　　　而且必須強大到足以抗拒及任何他人的侵犯。
二、權益保障：確保個人的權益，這種確保權益的功能正是個
　　　　　　　人在團體生活中得以獨立自主的必備條件。
三、自我提升：在學術以及文化的層次提供個人精神勞動及精
　　　　　　　神上的信仰，以滿足個人內在的需求。
　　
　　為了實踐目的必須形成一定的秩序。共同生活體實踐特定
目的的過程，我們稱之為一種功能。所以，人類共同生活通常
必定會迎合個人的三大需求，並由此衍生出相應的功能。
一、共同生活體以其所擁有的一切物質基礎�(�g�e�s�a�m�m �l �t �e � 　
　　�m�a �t�e �r �i �e �l �l �e � �K �r �a �f �t �)對抗外力以保護個人行為，依其特有
　　的行為方式，我們稱之為服役�(�d�e �r � �W�a �f �f �e �n�d �i �e �n �s �t �)。
二、共同生活體為了保護個人權益�(�d �i �e � �R�e�c�h �t �s �s�p�h�a�e �r �e �)而
　　區分出個人與他人間權益界限的行為，依其特有的行為方
　　式，我們稱之為司法。
三、共同生活體為了提升其道德層次的認知以及對於宗教事務
　　的虔誠，我們稱之為禮神�(�d�e �r � �G�o �t �t �e �s�d �i �e �n �s �t �)。

生存
維持

權益
保障

自我
提升

個人生活三大需求

服役 司法 禮神

共同生活三大功能

三大功能源於個人的三大需求，不論是文化現象�(�d�e�r � �K�u �l �t�u�s �)、服

役義務或司法裁判，個人絕不可能自外於這些功能。這個概念說明

個人的完整實踐，有賴於共同生活的整體精神及其秩序。三大功能

消失，必定造成民族的解體。

人的共同生活以及共同生活的差異性，不論

是前者所表現的整體性（�d�i�e � �E �i�n�h�e �i �t）或

者 後 者 所 表 現 的 差 異 性 （ �d �i �e � 

�V�e �r�s�c�h �i�e�d�e�n�h�e �i �t），在同一目的下兩者產

生連結，就是一種秩序（�e�i�n�e� �O�r�d�n�u�n�g）

。這正是個人道德發展所在，上列我們談到的秩序即為道德秩序。

道德秩序



社會核心人物 道德秩序的三大功能為概念上的共同特徵，其領
導機制可能是個人或多人組成而構成核心人物。

道德秩序－社會差異的根源(核心人物)

國� 家學體系：圖解社會理論 國� 家學體系：圖解社會理論

�?概念理解‧思考延伸

試觀察社會核心人物形成，其領導特色為何？其本身所具之天
賦能力、家世背景影響程度，未來持續產生之多元特性注入新
要素的前景為何？

社會核心人物的形成－
Lorenz von Stein

　　道德秩序的三大功能在眾多軍職人員、司法人員以及神職
人員間確定具有領導角色的核心人物之前，仍然只是抽象的存
在而且只停留在空泛的道德需求層次。共同生活體必定會由成
員之中最優秀者擔任核心人物的領導角色，人的多元特性確保
多元生活目的實現，而且是多元目的同步實現的必要條件，如
果我們要以一種力量實現多元的生活目的，那只是一種完美的
妄想行為，完全不合乎人的自然特性。
　　基於道德秩序三大功能必然產生的領導角色，它本身就具
有變動的力量，不假外在的輔助，就能為前述絕對必然的多元
特性產生新的要素。道德秩序的三大功能有一點是共同的，不
是在內容上，而是在概念上的共同特徵。那就是任何一種功能
如果在共同生活的互動中欠缺某種領導機制�(�e �i �n � �l �e �i �t �e �n�d�e �r � 
�O �r �g �a�n �) �,，那麼，眾多個體之間不可能產生一致的行為。至於
領導的機制有可能是一個個人或是多人所組成，他構成了共同
生活團體的核心人物�(�d �i �e � �H�a�e�u�p �t �e �r � �d �e �r � �G�e�m�e �i �n �s �c�h�a �f �t �)。
　　不同的功能卻不一定各自產生不同核心人物。因為這三大
功能的密切相關性，它們通常表現出同一目的的不同面向，從
而也有可能某位核心人物同時在兩個功能或者三個功能居於領
導角色。這些領導角色核心人物的互換並非難事，重要的是核
心人物的產生過程，卻使得個人的絕對需求及其所必然衍生的
三大絕對功能，開始在個人之間製造差異性，差異性相對於共
同生活的必然存在，就像三大基本功能的必然存在一般，所以
人們之間的差異性，將會是共同生活團體繼續存在及發展的絕
對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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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之間製造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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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層與下層 基於較高精神發展事實而擁有某種能力，並
接受權利及利益者為上層，其他則為下層。

道德秩序－社會差異的根源(上層與下層)

國� 家學體系：圖解社會理論 國� 家學體系：圖解社會理論

�?概念理解‧思考延伸

社會上層與下層差異的精神層次分析，這些現象可以說是所有
民族共通的道德秩序基礎，試問與儒家文化所強調上下尊卑的
倫理關係是否有差異？

社會上層與下層－
Lorenz von Stein

　　透過三大功能的職務行為而擁有某些精神能力及資源的人
會與其他無此能力及資源的人，持續擴大彼此間的差異，產生
差異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他們曾經執行或領導那些功能的
職務。差異的產生及持續擴大又回頭影響共同生活，因為那些
人依其領導的地位擁有較高的能力以及相應道德上權益（�e �i �n � 
�h�o�e�h�e �r �e �s � �s �i �t �t �l �i �c �h �e �s � �A�n �r �e �c�h �t）。
　　那些單純基於較高精神發展事實而擁有某種能力的人，直
接依此存在事實要求並且接受前述權利及利益，我們稱之為社
會上層（�d �i�e � �h�o�e�h�e �r �e � �K �l �a �s �s�e），其他則是社會下層（�d �i�e � 
�N �i �e �d �e �r �e �n）。這種上層與下層間的差異不僅構成有機的精神
層面生活的絕對要件，也由此展開有機的精神生活，差異的產
生不僅僅是一個真實的現象（�e �i�n�e � �T�a �t �s �a �c�h�e），而且是三大
功能持續發展的動力所在，後者正是共同生活的內容。因此差
異現象是共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差異的產生使得社會的
生活成為一門獨立領域的知識（�e �i�n�e � �s �e �l �b �s �t �a �e�n�d �i �g�e � �W �i �s �s �- � 
�e �n �s �c�h�a �f �t），精神生活將逐漸形成一種秩序。
　　社會上層與下層間的差異性，同時也構成道德內容的重要
部分。社會上層就是整體生活最高發展的所有者，進而自我提
升成為整體所認同的成就。他們基於較高社會地位所得並為社
會整體制定更高的秩序。如果他們開始忽略自身的功能，那麼
相應的社會地位及其道德上權益也隨之動搖，而將產生社會支
配與被支配者的差異性，可說是所有民族共的道德秩序基礎。

實踐
三大功能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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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生活

知識

精神的生活

秩序

社會上層以既有的一切表彰共同生活體已有的成就，他們就是整體

生活最高發展所有者，這些正是社會上層所要追求的成就，也符合

他們的主觀道德特質，並自我提升成為整體所認同的成就。



社會支配 社會上層發展其支配地位的優勢，間接的依靠所擁有的
精神資源，並直接以其意志掌握秩序及主導特定功能。

道德秩序－社會差異的根源(社會支配)

國� 家學體系：圖解社會理論 國� 家學體系：圖解社會理論

�?概念理解‧思考延伸

合理的社會支配必須架構在上層支配下層。與東方倫理相關之
儒家的倫理五常，是否適用史坦恩先生所提出合理的社會支配
理論？

社會支配的概念及其道德上的真實性，
社會支配的實踐－

Lorenz von Stein

　　所謂社會支配為社會上層發展其支配地位的優勢，不會只
間接的依靠所擁有的精神資源，而是直接地以其意志（�i�h �r �e �s � 
�W �i �l �l �e �n）掌握確定的秩序及主導特定的功能，並且持續保有
如是的優勢。這種掌握的意志以及基於意志與行為進一步領導
共同的生活，我們稱之為社會支配。而真正的社會支配必須具
備 下 列 三 種 特 質 ， 才 符 合 真 實 的 、 合 理 的 社 會 支 配 �( �d �i �e � 
�w�a�h �r �e �, � �d �i �e � �b �e �r �e �c�h �t �i �g �e � �o�d�e �r � �d �i �e � �g �e �r �e �c�h �t �i �g �e � �H�e �r �r �s �c�h�a �f �t �)
社會支配含有三個層面的意義：
　　�1�.它具備實際存在的道德正當性�(�w �i �r �k �l �i �c �h�e � �s �i �t �t �l �i �c �h �e � 　
　　　�B�e �r�e�c�h �t �i �g �u�n�g �)以領導共同生活。
　　�2�.它是有目的的意志�(�d�e �r � �b �e�w�u�s�s �t �e � �W �i �l �l �e �n �)以實現其正
　　　當性。
　　�3 �.其他共同生活的成員承認這項權益�(�A�n �r �e �c �h �t �)而且奉行
　　　不渝。
　　真實且合理的社會支配往往是上層階級對下層階級的行為
，而下層階級對上層階級的社會支配必定是不真實且不合理的
行為。因為社會上層不僅具備道德上的權益，進而產生社會支
配的意志作用�(�d�e �r � �W �i �l �l �e � �z �u �r � �H�e �r �r �s �c�h�a �f �t �)。人類之間的差異
性如果依其有機的發展�(�d �i �e � �o �r �g�a�n �i �s �c�h�e � �E�n �t�w �i �c �k �l �u �n�g �)，必
然會產生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區分，因此前述社會上層與社會
下層間的差異，依其內在道德發展的必然性。透過支配關係以
及被支配者的產生，便得以完整的建立道德秩序，因為它已將
最核心的要素，亦即意志的作用以及人格的存在�(�d�e �r � �W �i �l �l �e � 
�u �n�d � �d �i �e � �P�e �r �s �o�e�n �l �i �c �h �k�e �i �t �)，融入道德秩序之中。

社會支配必須同時具備此三種特質，才稱之為真實的、合理的。

真實‧合理

具備道德權益

獲得社會承認

上層對下層
社會支配

不真實‧不合理

欠缺道德權益與正當性

無從獲得社會承認

下層對上層
社會支配

具道德正當性
以領導共同生活

有目的的意志
以實現其正當性

共同成員承認
而且奉行不渝

社會上層掌握意志
基於意志領導生活社會支配

支配者

被支配者

呈現最深刻的
互動原因與模式

不局限於
道德層次實現

認識超越民族
共同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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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理解‧思考延伸

如果欠缺勞動的行為，首先將造成道德生活外部活動的停滯。
如果道德秩序停滯將導致社會不流動，試問此情形下誰受益？
誰受害？� � � � � 

影響道德秩序發展的勞動特性－
Lorenz von Stein

　　如果我們認為道德秩序的發展是一種自我存在的過程
�(�e �i �n �s �e �l �b �s �t �a �e �n �d �i �g �e �r �P �r �o �z �e �s �s �)，那麼關鍵因素就是勞動。勞
動的行為是人格概念以其無限特質所產生有意識、有目的的行
為，透過勞動，人格概念得以占有外在現實的世界，並且轉換
成自我內在的一部分，這就是勞動的概念。
　　而勞動的第一個目的是每個人為其無限意志自我設定的實
踐，也是個人生活絕對必備的道德要素。無勞動狀態 �( �d �i �e � 
�A �r �b �e �i �t �s �l �o �s �i �g �k �e �i �t �)與人類的深層內在相互矛盾。現實的勞動
之中也有道德勞動�(�d �i �e � �s �i �t �t �l �i �c �h �e�A �r �b�e �i �t �)的部分，並且是社會
勞動的精神核心�(�g�e �i �s �t �i �g �e �r�K�e �i�m � �d�e �r � �g �e �s�e �l �l �s �c �h�a �f �t �l �i �c �h �e�n－
�A�r�e�b �i �t �)。
　 　 勞 動 的 第 二 個 目 的 在 於 整 體 規 模 不 變 的 前 提 下 �( �i �n � 
�d�e�m�s�e �l �b�e�n � �M�a�s�s�e �)，增加社會上層所擁有的精神資源。社
會 勞 動 最 主 要 的 就 是 取 得 財 富 條 件 �( �d �i �e � 
�B �e �s �i �t �z �v �e �r �h �a �e �l �t �n �i �s �s �e �)為基礎。勞動之所以為道德發展的基
礎之前提在於，它以下層階級的提升�(�d �i �e � �E �r �h�e�b�u�n�g �)以及上
層階級的進步�(�d�e �r � �F�o �r �t �s �c �h �r �i �t �t �)作為自身的目的。如果欠缺勞
動的行為，首先將會造成道德生活外部活動的停滯，同時也將
造成個人意志的毀滅。

道德秩序的發展是一種自我存在的過程
關鍵因素即為勞動勞動的特性

勞動的特質

勞動的行為是人格概念以其無限特
質所產生有意識有目的的行為透過
勞動，人格概念得以占有外在現實
的世界，並且轉換成自我內在的一
部分，即為勞動的概念，不認識人
格概念也無從理解勞動的特質。

勞動與道德秩序
互動的關係

個人的勞動不會顛覆或者干擾道德
秩序，前者只會確認後者的存在。
勞動的第一個目的就在於提升道德
秩序中地位較低者到較高的階段。
第二個目的在於增加社會上層所擁
有的精神資源。

勞動對道德秩序
發展的影響

社會勞動的最主要的就是取得財富
條件�(�d�i�e� �B�e�s�i �t�z�v�e�r�h�a�e�l �t�n �i�s�s�e�)為
基礎。勞動也是道德發展的基礎，
以下層階級的提升以及上層進步作
為自身的目的。欠缺勞動的行為，
將造成道德生活外部活動的停滯。

勞動行為
持續運作

運作 道德
持續
發展

停止外部
活動
停滯

下層提升
上層進步

停止進步
意志毀滅

道德秩序的發展以及勞動(勞動特性)



道德秩序的發展以及勞動(團體道德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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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理解‧思考延伸

史坦恩先生所提出的團體組織以完成共同生活的道德目的，請
問團體勞動是否有例可循？日本大前研一所提出的�M型社會在
此處是否能與團體勞動概念產生關聯性？� � � 

成立團體的道德基礎－
Lorenz von Stein

　　所有的社會互動�(�d �i �e � �g�e �s�e �l �l �s �c �h�a �f �t �l �i �c �h �e�n � �V�e �r �h�a�e �l �t �n �i �s �-
�s �e �)都是個人勞動或學術研究的標的，每個個人在共同生活之
上�( �i �n � �a�e�u�s �s�e �r �e �r�G�e�m�e �i �n �s �c�h�a �f �t �)所追求的某種整體目的
�(�e �i �n�g�e�s�e �l �l �s �c �h�a �f �t �l �i �c �h �e �r�Z�w�e�c�k �)，此種凝聚力以結合個人和
整體，外在結構上會有兩個特點。首先會出現一個所有個人都
服膺的單一意志；其次所有的人都明確知道共同的目的何在。
這樣的共同生活秩序，我們稱之為一種團體組織。�(�e �i �n�e　
�K�o�e�p�e �r �s �c�h�a �f �t �)。第一個特點會產生兩個現象，那就是團體中
領導權力的確立以及共同任務的分派，這兩種現象我們稱之為
團體組織的基本法則�(�d �i �e � �V�e �r �f �a �s �s�u�n�g � �d�e �r � �K�o�e�p�e �r �s �c�h�a �f �t �)
。
　　個人的勞動透過其自身受到限制的因素反而發展出更有力
的手段，亦即勞動共同體的結合，藉此得以建立一個自在的秩
序 �( �e �i �n �e �s �e �l �b �s �t �a �e �n �d �i �g �e �O �r �d �n �u �n �g �) 及 一 個 自 我 的 意 識
�(�e �i �n�e �i �g �e�n�e �r � �G�e �i �s �t � �i �n � �s �i �c �h �)，再進而成為一個自在自為的個
體�( �I�n�d �i �v �i �d �u�a �l �i �t �a �e �t �)。透過這種結社的作用及跟隨其後的團體
組織，才得以完成共同生活的道德目的。也因為透過結社的作
用，個人的能力範圍會與所有勞動標的的範圍產生連結。所有
社團組織的目的，一部分為其所組成的階級而存在，另一部分
則為更高的階級而存在。如果所有的社團組織都能善盡教育下
層階級的任務，並且以同理心去推展社會上層與社會下層的教
育事務，那麼任何的共同生活將更能實現道德生活理念。

基於人格所產生的勞動概念為每個個人
在共同生活之上所追求的某種整體目標團體的道德基礎

共同生活
道德目的

團體
組織

自在
個體

＋ ＝

自在的秩序
(e in eigener Geist  in s ich)

自我的意識
( Indiv idual i taet)

個
人
的
勞
動

共同生活的目標單靠個人是無法完成的
共同的行動以凝聚個人的力量

為共同目的認知形成結社的精神意志

為其組成的階級而存在
為更高的階級而存在
善盡教育下層階級任務

團體勞動

出現個人服膺單一意志
個人能力與勞動標的連結
透過勞動實現目的程度

個人勞動

維繫住現有的精神資源及其發展成果

促使下層階級的道德發展有向上提升的可能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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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理解‧思考延伸

社會上層必定為社會下層創造條件，藉此提升社會下層。如台
灣所提出之二代健保、國民年金、長期照護與勞退制度，是否
符合道德生活要素？

社會支配的道德基礎，積極真愛，文明－

　　共同生活之中難度較高的不是繼續或再造現有的精神資源
�(�v�o �r �h�a�n�d�e�n�e � �g�e �i �s �t �i �g �e � �G�u�e �t �e �r �)，而是如何提升社會下層以
獲得這些精神資源。社會下層如果沒有上層的支持是不可能完
成任何真實的發展�(�w�a�h �r �e � �E�n �t �- � �w �i �c �k �l �u �n�g �)，這可說是事物的
本質�(�N�a �t �u �r � �d �e �r � �S�a�c�h�e �)。所有進步的條件都在於社會上層以
其強勢的勞動能量為社會下層創造條件，以滿足其道德上、精
神上甚至經濟上的需求。
　　但是又是什麼原因促使社會上層挪出部分的勞動力，不為
自身的發展，卻為了位居其下的人努力？為被支配者設想？顯
然這種動力不可能存在前述社會支配外部現象中。它一定來自
於人類本性的神秘靈魂深處。這種促使支配者奉獻自我的力量
，為社會下層犧性自己享有的資源，不會來自於秩序的理念
�(�d �i �e � �I �d �e�e � �d�e �r � �O �r �d�n�u�n�g �)，也不純然在勞動的理念中�(�d �i �e � 
�I �d �e�e � �d�e �r � �A �r �b�e �i �t �)。它是一種更高層的力量，我們稱之為真愛
�(�d �i �e � �L �i �e �b�e �)。真愛在道德秩序的生活中發揮效果，依其自身
特質，驅使社會上層奉獻高貴的心力以提升社會下層。如果能
透過人的自由行為，使得真愛成為實際的行為，我們稱之為積
極的真愛�(�d �i �e � �t �a �e �t �i �g �e � �L �i �e �b�e �)。
　　　　
真愛只是社會支配關係真實的和解與修復
勞動只是連續動作的機械法則
勞動結合真愛的共同生活才是道德的生活

Lorenz von Stein
社會支配的道德基礎 所有進步的條件都在於社會上層

為社會下層創造條件以滿足需求

社會支配者的服務

社會有機體的運作

積極
真愛

兩大階級
互動關係

真愛

勞動

（�d�a�s � �L�e�b�e�n � �d�e �r � �S �i �t �t �l �i �c �h �k�e �i �t）

社會上層
自身
利益

社會下層

不可能完成真實發展

停滯
不前

社會上層
勞動
能量

社會下層
創造
條件

完成所有進步條件

文明單一面向 文明另一面向

社會上層與下層
支配者與被支配者

差異性

勞動與勞動共同體
社會支配發展真愛

發展性



何謂文明永續 道德發展過程中所呈現的穩定秩序，或者說
是共同生活中道德秩序的發展過程。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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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
構成文明的兩大要素

穩定存在‧持續發展(die sittliche Ordnung)

(道德秩序)
道德發展的穩定秩序

(die sittliche Entwicklung)

(道德發展)
道德秩序的發展過程

‧道德共同生活體
‧社會差異的根源
‧社會支配的關係

‧勞動的特性
‧團體的道德基礎
‧積極真愛

人類互動的秩序 持續向前的有機變動

文明永續文明永續

依組成要素呈現和諧的互動關係

‧表象文明
‧物質文明
‧神權文明

�?概念理解‧思考延伸

請比較中外歷史上文明的興盛和消滅�(如基督教�/佛教�/回教�/儒教
文明、羅馬�/埃及�/兩河文化�)，是否能符合史坦恩先生所提出之
文明發展架構？是否符合發展條件與未來持續發展之要素？

文明的概念－

　　由於文明的概念及特質涵蓋了人類道德層面的共同生活，
所以要分析文明的個別面向並非難事，但是要全面地理解則非
易事。我們通常會混淆文明的個別面向與文明的整體。這雖然
使得相關論述相對簡單，卻無助於我們對於文明的認知。如果
我們能夠明確區分文明的不同面向，不僅有助於正確理解，也
有助於掌握文明的價值。
　　任何具有道德秩序的人類共同生活都必定呈現某種固定的
秩序（�e �i�n�e � �f �e �s �t �e � �O �r �d�n�u�n�g），而這個秩序本身必定能夠持
續的發展。秩序的存在以及持續的發展，這兩個要素在現實世
界中相互影響。但是學術上必須區分兩者，以確切理解這兩個
要素及其相互發展的結果。而此處所謂相互發展的結果，事實
上也是文明本身。因為所謂的文明，可以說是道德發展過程中
所呈現的穩定秩序，或者說是共同生活之中道德秩序的發展過
程。如果我們要確切認識社會理論中的基本概念，那麼就必須
分別理解道德秩序（�d �i�e � �s �i �t �t �l �i �c �h �e � �O �r �d�n�u�n�g）和道德發展（
�d �i�e � �s �i �t �t �l �i �c �h �e � �E�n �t�w �i �c �k �l �u �n�g）兩個議題。
　　文明的興起首要在於尊重社會下層的存在，他們的特徵在
於以現有的秩序作為期望及勞動的基礎。文明的興起其次在於
尊重社會上層的勞動，這個尊重部分歸因於社會上層某些追求
進步的人格特質，部分歸因於社會上層以及支配者對於弱勢者
的集體支持。如果現存的秩序是基於社會下層的尊崇，而勞動
則基於社會上層的真愛，就是最極致的文明（�d �i�e � �h�o�e�c�h�s �t �e � 
�G�e�s �i �t �t �u �n�g）。

Lorenz von Stein

(die hoechste Gesitt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