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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 
現代日本政治思想中的多元論* 

安井伸介** 

摘 要 

1990 年代是日本政治思想潮流的轉捩點，過度強調日本國粹意識

的保守主義興起，日本的自由民主思想因而開始面臨重建自身價值的

必要。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是在此脈絡下流行的思想潮流，他們共享

多元理念，共同抵抗右傾化現象，可視為當今日本政治思想中具有重

要性的思想。鑒於此，本文以多元論為主軸，從政治思想的角度探析

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的特徵。本文指出，國族國家、帝國主義等

現代性的負面現象是日本多元論極力抵抗的對象，他們亦批判辯證法

中可見的排除原理。但是，他們對於實現多元理念的方法並沒有深入

的討論，其論述相當薄弱。透過本文的研究，期望能呈現當今日本自

由民主思想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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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在冷戰結束、共產主義陣營瓦解之後，日本的政治生態發生巨大變化，

其特徵往往被形容為「右傾化」現象。此時期也是政治思想潮流的轉捩點，

如「新歷史教科書創作會」（新しい教科書をつくる会）的運動的運動，過

度強調日本國粹意識的保守主義興起。作為此現象的描述，米原謙在概述

近現代日本政治思想史的《日本政治思想》中，以「漂流的自由民主主義」

為結尾，警惕日本政治思想界（2017：310-312）。在國粹保守與自由民主

的對立架構之下，1 90 年代以後在日本思想界廣為流行的思想潮流即是本

文討論的「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 

「公共」概念在日本的流行始於 1980 年代中期以後，尤其於 90 年代

後期開始成為批判性社會思想的關鍵術語，這就表示有關公共性的討論具

有代替社會主義烏托邦理念的一面（稻葉振一郎，2008：9）。公共哲學在

日本流行的指標是，公共哲學共同研究會從 2001 年起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出

版的「公共哲學」系列二十本套書，此思想運動重視哲學與政治、經濟、

社會等領域的跨領域交流，主要成員有韓國學者金泰昌、山脇直司、小林

正彌等。他們強調公共哲學是實踐對話的運動，故積極將對話的場所推展

到國外，例如，在首爾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劍橋大學、哈佛大學、歐

盟本部等地舉辦過研討會，也於 2004 年 12 月與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

心共同舉辦過研討會，2 可見他們的活動相當活躍。 

「共生」概念的流行也同樣始於大約 1980 年代中期。法哲學家井上達

夫於 1986 年出版《共生的禮儀：作為會話的正義》（共生の作法：会話と
しての正義），建築師黑川紀章於 1987 年出版《共生的思想》（共生の思想）

之後，共生概念廣為流行，例如，書名含有共生一詞的著作於 2015 年出版

308 本，從 2006 年到 2015 年間將共生當作關鍵字的論文高達 1 萬 4,015 篇

                                                                                                     

1 本文所說的「自由民主」包括維護自由民主價值的左右立場，如自由民主左派（自由

主義等）以及自由民主右派（自由保守主義等）。 
2 其研討會的成果後來出版為《公私領域新探：東亞與西方觀點之比較》（黃俊傑、江宜

樺，2005）。 



政治科學論叢∕第 90 期∕民國 110 年 12 月 3 

（武谷嘉之，2017：18、35）。另一方面，學術機構也積極採納共生概念：

2001 年東洋大學設立「國際共生社會研究中心」（国際共生社会研究センタ
ー）；2006 年「共生社會體系學會」（共生社会システム学会）成立；東京大

學於 2007 年設立「共生國際哲學研究中心」（共生のための国際哲学研究
センター）。3 其中，東大研究中心於 2009 年 3 月與臺灣大學哲學系共同

舉辦「東西方哲學傳統中的『共生哲學』建構之嘗試」國際學術研討會，4 

也試著與臺灣學術界接軌。可見，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在日本學術界相當

流行。 

在日本學術界可見如此豐富的應用公共與共生概念的研究，但是，相

形之下，針對日本公共哲學或共生思想本身進行學術性研究的著作並不多

見。其中，在共生思想方面，尾關周二對共生思想進行的分類，有助於了

解日本共生思想的整體面貌。尾關將共生思想分類為：具有「前近代」5 性

質的「聖域共生論」（以黑川紀章為代表）、具有「近代」性質的「競爭共生

論」（以井上達夫為代表）、以及具有「脫近代」（後現代）性質的「共同共

生論」（以花崎皋平等人為代表），而自身站在共同共生論的立場對其他共

生論展開批判（尾關周二，2002：14-20）。尾關的研究是少數具有宏觀視

角的研究，然而，由於尾關自己是共生思想的提倡者，故其論述難免附帶

主觀判斷，導致其分類有些偏頗（後文詳述）。除此之外，另有武谷嘉之對

共生社會論的回顧，對共生概念與研究史做了概述式整理（2017）。在公共

哲學方面，這類研究則少之又少，金泰昌所做的回顧有助於了解日本公共

哲學運動的整體面貌，但並非對於日本公共哲學運動進行學術性研究（金

泰昌，2009）。 

有趣的是，我們在中文學界反而可見分析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的

研究：日本公共哲學共働研究所在臺灣舉辦研討會之際，江宜樺撰文介紹

                                                                                                     

3 其他眾多學校採用「共生」一詞的案例可參照（竹村牧男，2006：1-5）。 
4 其研討會的成果後來出版為《為共生哲學》（共生の哲学のために）（中島隆博、小林康

夫，2009）。 
5 在日文中 modernity 的翻譯是「近代」，對於日本政治思想來說「近代」一詞是相當關鍵

的概念，故本文在日本脈絡下描述 modernity 時使用「近代」一詞，而在其他一般脈絡中

使用「現代性」一詞。 



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 安井伸介 
現代日本政治思想中的多元論 

4 

日本公共哲學運動，進而指出跟西方公共哲學的異同（2005：58-62）；東

京大學共生國際哲學研究中心在臺灣舉辦研討會之際，佐藤將之也以中文

撰寫介紹共生思想的文章，並分析共生概念的思想脈絡與特質（2009：

24-30）；在中國大陸方面，日本哲學的研究者卞崇道在與尾關周二的交流

中吸收共生概念，介紹日本共生思想的同時，將共生當作理解近代日本哲

學的關鍵概念（卞崇道，2008a；尾關周二著，卞崇道等譯，1996：187）。

卞崇道亦擔任東京大學「公共哲學」套書的翻譯者，撰寫過簡要的介紹文

（2008b）。林美茂也同樣擔任「公共哲學」套書的翻譯者，深入介紹日本

公共哲學的特質，並探索公共哲學的意義（2007；2009）。6 以上研究都屬

於最早在中文學界介紹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的文獻，因此其論述方式

基本上是概說性的。可惜的是，後續並沒有出現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進一

步探析日本公共哲學或共生思想的學術性研究。7 本文則是其一種嘗試。 

為了深入了解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的特徵，本文擬在同一個架構

中討論兩者。本文之所以如此安排，首先是因為雙方的提倡者時常使用對方

的概念，也就是，他們自己意識到兩種概念的理念相當接近，例如：金泰昌

認為，「『共生』已成為一個新的時代要求」（金泰昌，2009：1）；井上達夫

於 1999 年出版《對他者的自由：作為公共性哲學的自由主義》（他者への
自由：公共性の哲学としてのリベラリズム），將「共生」與「公共」都當

作自身思想的關鍵概念；黑川紀章認為日本的都市面臨的問題是缺乏公共

精神（2006a：65）。可見，公共與共生概念具有互相通用的一面。 

除了概念使用上的理由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中

可見共同的問題意識與思想特質。其特徵在「共」字中呈現，故我們可以

將它稱為「共」思想或「共」理念。不過，如果以一般所使用的概念來指稱，

我們亦可將它稱為「多元論」。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討論的議題相當廣泛，

論者的立場也並不一致，例如，大部分的論者屬於自由民主左派，但黑川、

                                                                                                     

6 卞崇道與林美茂的論文合併部分內容後，當作套書的「總序」附錄在中譯本中。 
7 在中國大陸，共生思想有進一步的發展。胡守鈞、任曉等人在上海積極推動「共生」概

念，甚至在「共生」概念之下成立上海學派（任曉，2015）。他們有提及黑川紀章、尾

關周二的共生思想（任曉，2015：13），但是並非在黑川與尾關的討論上進一步展開論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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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等人的立場並不相同，因此其內部亦出現思想立場的衝突。然而，本

文認為，從多元論的角度分析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論時，我們能看出這些

思想潮流背後存在的共同點。鑒於此，本文以多元論為主軸，從政治思想

的視角，針對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進行分析。之所以本文採取政治思

想的視角，是因為對政治思想來說，多元是最為根本的議題：在人類社會

中多元性是一種事實，每個人的利益或價值不同，所以發生衝突。因此，

政治思想的基本課題是，在多元衝突的狀態中如何建構秩序。假如理想的

秩序也是多元的，那麼，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的多元論如何提出多元

理念？他們如何提出建立理想多元秩序的方法？回答這些問題，是多元論

的關鍵所在，故在這些理論關懷之下，本文探析現代日本多元論的特徵。 

本文首先於第貳節探討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的多元論被提出來的

思想脈絡以及其基本理念；多元的反面是排除，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的多

元論中可見極為反對排除原理的堅持，故本文於第參節分析公共哲學與共

生思想所討論的反排除原理；在這些理念之下，如何實現多元秩序乃是作

為政治思想的多元論最為關鍵的問題，故本文於第肆節探析公共哲學與共

生思想中可見的實現多元理念的方法；最後在第伍節的結論，總結日本多

元論的特徵。多元性是當今日本自由民主派極力提倡並維護的價值，故我

們透過以上分析，可窺見 90 年代以後日本自由民主思想的特徵。 

貳、多元理念的提出 

一、思想脈絡 

進入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多元論的分析之前，在此首先論述 90 年代後

多元論在日本流行的思想脈絡。就大背景而言，黑川紀章很早就預測即將

發生地球規模的典範轉換，其特徵有資訊化社會、移動社會等，在這樣嚴

苛的競爭時代中，必定出現強烈的民族文化認同問題，進而導致對立與衝

突。共生思想就是在這種時代尋找全新多元秩序的思想（黑川紀章著，覃

力等譯，2008：18-36）。作為公共哲學在日本流行的原因，林美茂指出兩

個原因：第一點是全球化，此觀點與黑川一致；第二點是日本民族以及日

本學者的內在素質（林美茂，2007：10-13；2009：18-19）。林美茂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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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歐美國家與日本的差異提出第二個原因，但是，文化詮釋途徑無法解釋

為何不是其他思想流派而是公共哲學在那個時間點流行。全球化的外在脈

絡和日本國內的內在脈絡確實同時存在，但是為了深入了解日本公共哲學

與共生思想的特徵，我們需要進一步探討戰後日本的內在思想脈絡。 

另外，就公共哲學而言，我們也無法忽略日本公共哲學與西方公共哲

學的關聯。在西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早在 1955 年出版過以公共

哲學為書名的專著，鄂蘭（Hannah Arendt）以及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

關於公共領域的討論也早於日本公共哲學的流行。日本學者討論公共哲學

之際時常論及西方公共哲學的討論，雖然也有論者強調日本公共哲學與西

方公共哲學的差異，8 但日本公共哲學顯然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公共哲學

的影響。然而，在日本學者借用西方學者的討論而展開的論述中，我們很

難看出日本公共哲學的獨特性。就本文的論點而言，比起兩者之間的影響

關係，更為重要的是，兩者都以現代社會必須面臨的問題為討論的出發點，

即：扼殺多元性的國家主義之興起。納粹的法西斯主義與蘇聯的極權主義

是西方公共哲學興起的重要背景，而在日本，對戰爭時期軍國主義的反思

是戰後日本政治思想的基本問題意識。我們從此角度探討內在思想脈絡

時，能夠進一步理解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於 90 年代流行的原因。 

作為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日本公共哲學強烈批判的是戰爭時期出現

的口號「滅私奉公」，克服「滅私奉公」就成為日本公共哲學的出發點。我

們必須了解的是，在日文的語感中，「公」字具有濃厚的「國家、政府」含

義。溝口雄三在《中國的公與私》（中国の公と私）中討論中國的公私概念

時，指出：相較於中國的公私概念具有公正與偏邪的倫理性，日本的「公」

概念則在只代表國家、社會、全體等意義，不具有任何倫理性（溝口雄三

著，鄭靜譯，2011：9-10）。渡邊浩也分析江戶時期的「公」（おおやけ）概

念而同樣指出，在此概念中沒有倫理意涵，而僅指權力上的大小強弱關係

（渡邊浩，2009：164）。由於日本的公概念具有如此的形象，「滅私奉公」

意味著為國家犧牲個體，頗有國家主義色彩。如此一來，戰後日本政治思

                                                                                                     

8 金泰昌參與在劍橋大學和哈佛大學舉辦的研討會後，強烈感受到日本公共哲學與西方

公共哲學的差異，進而將之歸納為六個面向（金泰昌，2009：46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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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以對抗這種國家主義意義的「公」為基本議題而開展，丸山真男無疑是

其最具代表性思想家。就現代性的要件來看，近代日本最後走向軍國主義

的原因，可解釋為日本尚未建立獨立自主的「個人」，因此丸山為了對抗國

家主義的一元論，強調個體的重要性，進而提出近代二元論的公私觀，這

就成為戰後日本自由主義的基本論調（小林正彌，2009：124）。小林正彌

將丸山視為日本公共哲學的代表性理論家，而認為正如桑德爾（Michael 

Sandel）描繪自由主義公共哲學與共和主義公共哲學的對抗關係，在戰後

日本亦可見保守公共哲學與革新公共哲學的對立。丸山建立的革新公共哲

學堅守民主主義與和平主義，至今依然成功阻止修改憲法，由此可見對於

現實也產生一定的影響（小林正彌，2003：3-4）。 

然而，除了對抗「公＝國家」的基本問題之外，大約 80 年代以後開始

出現另外一種問題：於 60 年代經歷暴風雨般的學運風潮後，政治冷感的風

氣開始瀰漫於日本社會，追求經濟發展與強調個人的思潮反而造成「滅公

奉私」的風潮（日高六郎，1980：75-92）。80 年代的日本被視為「私生活

主義」蔓延的狀態，不僅不關心國家議題，中間團體也衰退（佐佐木毅等，

2003：17、19），價值判斷上「相對主義」流行（吉田夏彥，1977：7-24），倫

理觀崩潰。保守主義者佐伯啟思批判戰後日本的思想風潮時指出，倫理觀

的崩潰並不意味著不道德行為的出現，而是無法對不道德行為進行價值判

斷，這種相對主義是重視自由的思潮所致（佐伯啟思，2009：161、164）。

直到 90 年代，隨機殺人事件、奧姆真理教事件等「虛無的個人」導致的事

件震撼日本社會，左右派兩邊陣營的知識份子深感危機。在此脈絡下出現

的就是右傾化現象。金泰昌明確指出此點：「當今日本社會的心理基礎，已由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滅私奉公』轉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滅公奉私』，

一些對此抱有危機意識的人們，強烈要求進行『公』的重建，積極開展將

其作為『國家意識再確立』的運動」（金泰昌，2009：2）。齋藤純一、小林

正彌等人也強調日本公共哲學運動興起的背後有國家主義言論的興起，共

生思想論者花崎皋平也有同樣的問題意識，只是，小林坦承國家主義者對

戰後日本的批判「擊中要害」，此乃戰後日本政治理論的「思想盲點」（小林

正彌，2009：129、135；花崎皋平，2002：3-33；齋藤純一，2009：117）。 

除了公私問題之外，「1970年典範轉換」也是日本多元論盛行的重要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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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1970 年典範轉換意味著，日本新左派的主題由工人無產階級轉為少數

族群，從此以後，雖然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公民運動，但是過去被忽略的少

數族群就成為日本社會運動的重要主題（小熊英二，2009：262）。少數族

群之所以過去被忽略，一方面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將工人階級當作革命的核

心力量，另一方面是因為國族主義（nationalism）9 強調內部的統一性。因

此，重視少數族群的思潮自然含有對抗國族主義的一面。花崎皋平是重視

少數族群的共生思想論者，他的思想中可見濃厚的反國族主義意識。他強

調，1980 年代以後煽動日本國族意識的意識形態興起，這就成為思考共生

問題的起點（1993：27）。共生思想繼承 1970 年典範轉換後的問題意識，

以「共生社會」、「多文化共生」、「共生學」等名稱，90 年代後廣為流行。

這些用語對「共生」概念的定義基本上一致，即：與「他者」（異物）建立

良性關係。對於多數者而言，少數者往往是無法理解的他者，因而產生強

烈的排他性。然而，身為人類社會的共同成員，多數者與少數者必須共同

生活，建立良性的關係，這就是共生多元論的基本問題意識。如果將他者

之間的關係套用到國際關係上，就會出現反西方中心主義的國際多元秩序

論，黑川紀章則在此層次上積極提倡共生思想。 

從以上的論述得知，雖然各自著重的論點不同，但就原理來看，日本

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的多元論興起的主要思想脈絡有二：首先是抵抗「一」

的問題意識。在此所說的「一」意味著，對內產生強烈凝聚力與壓迫的國

族國家、只顧自己而失去自己的虛無個人、以及對外發動侵略的以西方中

心主義為首的帝國主義，日本多元論極力抵抗這些現象；另外一個重要問

題意識是「他者」。歷來被認為是同質社會的日本，在 1970 年典範轉換以

及全球化的趨勢之下，開始面對國內少數族群以及與自己不同的異國文

化，因而如何與他者重建關係，就成為日本自由民主派的重要課題。鑒於

此，以下從此兩方面探討日本多元論的理念。 

                                                                                                     

9 為區分近代以來興起的 nation 和具有 ethnicity 意義的族群，本文將前者翻譯為「國族」

而將後者翻譯為「民族」，故將 nation state 翻譯為「國族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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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抵抗「一」的原理 

建構國族國家是現代化過程中無可避免的現象，理論上國族可容納各

種民族，並非國族國家必然扼殺多元性。然而，我們也無法否認國族國家

本質上帶有強烈的凝聚力，經歷二戰時期軍國主義的日本，對於國族國家

的這種力量相當敏感，「個人」無法單獨成為對抗國族國家的堡壘時，日本

公共哲學論者感到需要突破公私二元論的必要性。為解決「滅私奉公」與

「滅公奉私」的兩難問題，日本公共哲學運動提出的解方是思維上的轉換，

亦即：由「公－私」二元論轉為「公－公共－私」的三元論： 

那麼，徹底批判滅私奉公思想的同時，克服這樣的公私二元論的

對策是什麼呢？關於此問題，現在的公共哲學所提出的方案或根

本理念是，將「政府的公∕民（人們）的公共∕私領域」視為具有

相關性的關係，進而全面主張「活私開公」理念的「個人－社會」

觀……在這樣的智性並社會性狀況中，必須區分具有濃厚的「官」

或 official 意味的「以政府為負責單位的公」和「民或人們支持的公

共」，這就是本書最為重要的主張之一。幸好，別於英文中的

public，日文能夠用詞彙區分「公」和「公共」。利用此優點大膽區

分兩者，以此進一步正確地認識、診斷並改善公私二元論所無法

掌握的政治、法律、經濟、教育、科學技術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

社會現象之實際面貌，這就是日本公共哲學的根本主張。（山脇直

司，2004：35-36） 

此三元論的關鍵在於區分「公」與「公共」，其實「公共」一詞原本也在日文

中往往意味著國家及政府（山岡龍一、齋藤純一，2017：11），因此，簡言

之，日本公共哲學的主張是，在「公」（國家）與「私」（個人）之外，建立

「公共」領域。這種公共領域實際上等同於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基礎也

是獨立自主的個人，故山脇借用金泰昌提倡的「活私開公」口號，主張理

想的「個人－社會」觀。小林正彌將這種公共哲學又稱為「新公共主義」

（neo-republicanism），進而為活化日本公民社會，積極引進西方社群主義

與共和主義（小林正彌，2009；小林正彌、菊池理夫，2012；田中秀夫、

山脇直司：2006）。在日本研究公共哲學的代表性學者齋藤純一也說，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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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肆虐，我們只能採取建立國族主義抑或公民社會的方式對抗，而

雖然他對於公民社會本身帶有的問題有所自覺，但依然認為建立公民社會

是我們可取的方法（2000：83-88）。如此看來，日本公共哲學的多元論並

沒有如他們所說地那樣新穎，實際上它意味著主張建立公民社會的運動。

回顧日本的公民運動，60年安保鬥爭，反越戰運動之際不少知識份子感受

到公民運動在日本的萌芽，丸山真男的弟子松下圭一於 1966 年發表〈「公

民」在現代的可能性〉（＜市民＞的人間型の現代的可能性）而指出，在大

眾化的日本社會中，具有自發性的公民再度興起（1994）。若於 60 年代的

日本真有過公民社會的萌芽，為了抵抗國家主義的復興，日本公共哲學便

利用多元論試圖復甦公民運動。 

建立公民社會等同於追求現代性，就此點來看，日本公共哲學並無獨

特之處。然而，有趣的是，他們應用三元思維強調日本獨特的思想特徵。例

如，金泰昌主張日本公共哲學是注重「中、間、和」的哲學（金泰昌，2010：

10-12），公共哲學與日本文化的特質在三元思維的脈絡中被連接在一起。

以同樣強調日本獨特性的方式進一步展開東西文化論的就是黑川紀章。 

黑川認為，西方思想的根源有排除曖昧領域的二元思維，如黑白明瞭

的契約、近代工業社會中的機械原理等（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

45、200）。身為建築師，黑川在東方建築中看見了與西方建築不同的三元

思維。例如，他舉日本傳統建築的「廊台」（日文：緣側）的例子。廊台兼

具走廊、陽台、出入口、會客空間等多種功能，而更為重要的是，無法簡

單劃分廊台是室內或室外，它兼具室內與室外的意義。黑川由此引導出西

方與日本的思維差異： 

如果不怕誤解的話，我們或許可以說西方與日本在空間上的差異

是〈對立空間〉與〈共生空間〉之間的差異。西方建築通過征服

自然，形成與自然對立。正因為如此，區分內部與外部的牆的意

義尤為重要。而日本的空間則融合於自然，通過與自然的共色、

協調、一體化而成立……我想，〈這種有利於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內外二元論所不能解釋的空間，不能用牆壁隔開的空間，難道就

不能引入到現代建築之中去麼？〉這正好與我的中間領域的構思

聯繫在一起。（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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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川紀章透過日本建築的特色分析出兼具多元功能的「曖昧性」的意義，

對他而言，這種「中間領域」的存在是多元共生的秩序成立的要件，因為

透過中間領域的媒介，異物之間沒必要完美結合，在保留矛盾的情況下能

夠共生。這也意味著不同於機械原理的生命原理，以多元生命原理克服二

元機械原理，是黑川思想的重點之一（1994：32）。 

從以上的論述得知，黑川主張以三元克服二元，具有解構西方現代性

的意味。黑川並非否定現代性本身，他有意繼承現代性當中的個體自我認

同與抽象思維（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93、351），然而，他極力

反對扼殺多元性的西方中心主義。也就是，在日本多元論提出的三元論當

中，可見抵抗「一＝西方中心主義」的面向。而為了抵抗西方中心主義，

黑川的論述中時常可見強調「日本性」的論點，「聖域論」即是其象徵。 

黑川為共生概念下定義時強調，共生是包含矛盾對立的關係（黑川紀

章著，覃力等譯，2008：6），這就意味著共生不追求多元性融合為一，差

異性要被保留並尊重。換言之，此差異就是多元性的依據，即便個性中含

有不可理喻或無法理解之處，我們也必須給予尊重。黑川將此種個體的獨

特性稱為聖域：「聖域論對各國、各民族、各種各樣的文化、各種企業、各

種各樣的人來說，都存在」（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223）。我們在

此明顯可見黑川多元論的特質，即：尊重每個個體的獨特性。就此意義上，

為了對抗西方中心主義，黑川強調日本的獨特性。 

然而，對將反國族國家作為基本主張的日本自由民主左派來說，黑川

的聖域論並不容易接受。黑川在討論聖域論之際提出，日本的聖域是天皇

制、稻作、相撲、歌舞伎、茶道（數奇屋建築）（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

2008：224）。黑川利用聖域論表明維護天皇制的立場，就成為黑川遭受其

他左派多元論者批判的很大原因。如前所述，尾關周二將黑川的共生思想

分類為具有「前近代」性質的「聖域共生論」，進而批判說，以「聖域」概

念一開始就否定互相理解的溝通，即是前近代的保守類型（2002：15）。平

心而論，尾關的批評是日本左派的情緒性表現，對於黑川思想的誤解亦很

深。聖域論並不是否定溝通的理論，反之，它是為了建立單靠溝通無法建

立的良性關係，被提出來的理論。聖域論的意義在於：「暫時保留下所謂對

立的、異質的原則，去找出些共通的東西，即使這些東西只佔 10%，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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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可以創造出像共通的第三領域」（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222）。

可見，聖域論與中間領域論是黑川共生思想的關鍵，每個個體保留聖域的

情況下能夠進行溝通並建立良性關係，是因為中間領域的存在。10 反過來

說，不承認聖域等於扼殺多元性，黑川是為了抵抗這種意義的一元論，提

倡維護個體的聖域論的，在此思維特質上，他的思想與其他日本多元論者

並無二致。11 

乍看之下，黑川的聖域論或許像是國族主義的表現，但其實他的思想

反而具有克服現代性的後現代思想性質（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5、

317）。至少黑川紀章絕不接受國族國家的一元性質，實際上，與其他多元

論者同樣，黑川也強調尊重少數民族固有文化的重要性（2006b：259），黑

川強調日本性，並不等同於他忽略少數族群。本文由此認為，在「抵抗國

族國家」與「強調日本性」這樣看似矛盾的論述中，實際上可見日本多元論

的相同思想特質，亦即：抵抗「一」的問題意識。 

三、「他者」的視角 

日本多元論極力抵抗「一」，但是這並不代表日本是多元的社會，反之，

同質性往往被視為日本社會的特質。身為外國學者，金泰昌帶領日本公共

哲學運動的同時，觀察到日本社會的三點特質：首先，在日本人的認識方

式中可見「主客合一」的特質，喜愛融合為一的思維；其次，日本社會和

日本人的意識中，「他者」幾乎不存在，對不同的意見具有敵意；最後，在

日本，對話只不過是儀式，個人意見往往無法好好表達（金泰昌，2009：

457-458）。以上三點都表示日本社會不接受多元性的特質，在這種社會中，

異端份子和少數族群容易被壓抑。正因為現實中的日本社會是如此，所以

在思想層次上出現不斷強調「他者」意義的多元論。其中，提出最有理論

性討論的是井上達夫。 

                                                                                                     

10 黑川紀章強調個體的重要性，在他年輕時提出的「膠囊宣言」（カプセル宣言）中亦可

見。黑川年輕時推動「新陳代謝主義」（metabolism）運動而馳名，他的基本構想是，

為了反對近代工業的無機建築，在建築中納入生命的觀點。在此脈絡下，黑川提出「膠

囊宣言」，在宣言中不斷強調個人的重要性（1969：143-173）。 
11 尾關周二後來轉為肯定聖域論的意義（20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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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達夫是最早提倡「共生」概念的人之一，他認為共生概念被提出來

的原因是：「在調和或一體性的幻想崩壞而曾經被壓抑或隱藏的對立爆發

的狀況下，探索新的共存架構」（1998：344），可見直視多元性的事實而探

索新的社會架構，是井上的基本問題意識。而身為自由主義者，更為直接

的問題意識是，從相對主義的思潮中拯救自由主義（1986：iv）。對井上而

言，真正的自由主義並不帶來相對主義，也不要求國家的價值中立，而區

分「可當作決策依據的價值」與「不可當作決策依據的價值」，才是自由主

義的課題（1999：12-13）。為此需要做的是，在概念上區分「正義」與「善」。

井上達夫的討論深受羅爾斯（John Rawls）的影響，羅爾斯將此區分稱為

「正義對於善的優先原則」，但井上認為此講法令人誤以為實現正義比追

求善更為重要。此理論架構的重點在於，在共同的正義之上，各自追求多

元的善，故井上將之形容為「正義的基底性」（1999：12）。無論如何取名，

顯然這樣的理論架構與羅爾斯相同。但是，井上為了解釋此理論架構的含

義，提出獨特的比喻，即：作為正義的會話。 

井上達夫的比喻，深受著名保守主義者歐克夏（Michael Oakeshott）的

影響。他引用歐克夏有關「統一體」（universitas）與「社交體」（societas）的

討論，指出：相對於統一體預設某種共同目的，社交體則只共享如何追求目

的的「品行規範」（norms of civil conduct），是形式上聯合體。在社交體當中，

為政者該扮演的角色是宴會中的司儀，他並不需要強迫賓客（convives）12 接

受特定的價值（1986：241-242）。不過，以會話為典範的社交體並非沒有任

何規範，宴會中依然需要「會話的禮儀」（decorum of conversation）（1986：

256），在所有賓客能接受的禮儀規範之上，賓客才能盡情享受宴會。可見，

井上反對扼殺多元性的統一體而認同社交體，以會話的禮儀（＝正義的基

                                                                                                     

12 井上達夫將歐克夏使用的 convives 翻譯為「共生者」，因而將 conviviality 當作共生的

英譯詞（1986：246）。在法國，於 2013 年在伊利奇（Ivan Illich）思想的影響之下出現

Manifeste Convivialiste，日文將之翻譯為「共生主義宣言」（西川潤、Marc Humbert, 

2017），這是同樣將 conviviality 翻譯為共生的例子。作為「共生」的英譯詞，尚有

symbiosis、co-viviance、living together 等（佐藤將之，2009：27），共生社會體系學

會則認為沒有適當的英譯詞，故直接使用日文發音 kyosei（武谷嘉之，2017：21）。本

文採用共生社會體系學會的翻譯，將共生思想英譯為 philosophy of kyos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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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性）為基本規範，允許各自講述自身的生命故事（＝多元善）。對井上而

言，如此才能重建他者之間的共生關係，這也等於實現公共性，井上所認

為的自由主義的意義便在此。 

井上利用西方政治哲學的理論提供在日本思考他者之間多元秩序的方

法。當時這類討論在日本不多見，故引起很大的反響，尤其成為後續共生

論者無法忽略的討論。然而，這些論者肯定井上的問題意識的同時，也提

出一些批判意見。例如，高橋舞從教育學的角度回顧共生思想之際，勾勒

出井上共生論與花崎皋平共生論的對比（2009：90-94、100-106）。花崎皋平

原先是北海道大學教授，但參與並支持 60 年代興起的反越戰運動等之後，

辭職並成為著名的社會運動人士。他接觸阿依努之後，明確意識到自己心

中的歧視，因而開始從少數族群的角度思考歧視問題（1993：177-178）。

花崎同意他者之間建立對等關係，但是，井上的理論預設賓客之間的對等

關係，而沒有預設現實的賓客之間存在的不對稱關係。在不對稱關係的他

者之間預設對等關係，反而會隱藏其中的壓迫關係。多數族群和少數族群

真能成為宴會中的對等賓客？花崎認為，掌握關係中的不對稱性而開啟對

稱關係，才是反歧視運動的原理（1993：165）。花崎的這種共生思想就成

為另外一股共生思想論的潮流（高橋舞，2009：100）。 

尾關周二是另一位對井上提出批判的共生思想論者。尾關關注井上理

論與競爭的關係。井上提出的一個論點是，為了實現「富裕的關係」（関係
の豊かさ），他者之間亦需要刺激相互啟發的競爭（competition），但這不

同於追求單一目標的競爭（emulation）。假如排除少數者，多數者就失去受

啟發的重要機會。就此意義而言，共生並非「和諧音」（symphony），而是

「不和諧音」（cacophony），有如此的認知才能打破同質化社會（井上達夫

等，1992：16-19、26、97、100）。尾關周二批判此論點，認為在社會保障

不足而互助關係薄弱的社會中，這種競爭將實際上變質為「生存競爭」，在

競爭社會中強者談「共生」時，在形式平等的名義之下，壓抑關係往往被

隱藏，進而將井上的共生論批判為具有「近代」性質的「競爭共生論」（2002：

17、19）。井上確實論及競爭的正面意義，但這是井上理論中的部分論點而

已，故尾關將它當作描述井上共生思想論的名稱，會有過於武斷的疑慮。

不過，尾關試圖批判的論點是，井上的論法會隱藏現實中存在的強者與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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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間不對等關係，如此無法真正建立他者之間的良性關係，此點與花崎

對井上的批判一致。 

在後續的日本多元論當中，並沒有出現如井上般從理論的角度展開多

元論的研究，而他們更為關注的是現實社會中的具體不對等關係，就此點

來看，花崎與尾關的觀點對後代的影響更大。如社會契約論般，井上的理

論將「沒有差異」的個體當作出發點，但是現實中差異是存在的，而且如

寶月誠所說，「共生社會」並非否定差異本身，而是試圖解決差異帶來的不

平等關係（2017：2），故後續的多元論者似乎不太願意接受消除差異性的

抽象化理論。為了將共生思想的討論拉回現實層面，後續的共生思想論者

經常關注具體的少數族群議題，如阿依努、在日朝鮮‧韓國人、身心障礙

者、性別問題等（岡本智周、丹治恭子，2016；河森正人等，2016；崔勝久、

加藤千香子，2008；菅沼隆等，2014）。這些研究致力於分析具體的權力不

對等現象，揭開歧視結構的真面目，讓人明確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存在。 

由以上的論述得知，如何認知他者並與他者建立良性關係，也是日本

的多元論極為關注的議題。在同質社會中，不同族群之間的衝突並不明顯，

但這並不代表少數族群不存在，而只是過去被壓抑而沒有浮現上來而已。

因此，日本多元論致力於挖掘曾經被忽略的少數族群問題，並提倡直視多

元事實，近年大量出現的多元論多半屬於此類。就此意義上，日本的多元

論不僅是學術研究，也有濃厚的社會運動性質。 

參、妨礙多元理念的根源：排除原理 

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具有理論討論與社會運動的面向，查閱他們

的大量著作就能得知，大部分的研究屬於實踐對話或揭開少數族群議題的

類型，理論性討論並非主流。然而，本文認為關注理論面向時，能夠進一

步了解日本多元論的特質，故在本節將分析焦點放在日本多元論極力批判

的排除原理上，進而指出日本多元論背後可見的問題意識。 

一、辯證法思維與排除原理 

如上文所述，日本公共哲學具有重建公民社會的一面。然而，依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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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哲學探索公民社會時，公民社會與多元論之間出現一個難題，即：公

民社會的排他性。西方公共哲學的基本危機意識在於近代社會中「大眾」

的崛起，最早使用公共哲學一詞的李普曼處處強調大眾的崛起造成的問

題，如：「什麼地方群眾的意見支配了政府，13 什麼地方就會發生真正權能

的可怕錯亂」（Lippmann 著，任曉譯，2020：16）。鄂蘭討論公共領域之際，

也論及大眾社會的問題：「使得以身為社會性動物的人為最高統治者、並且

保障全球性的種屬存續的大眾社會，可能同時讓人性毀滅之虞」（Arendt

著，林宏濤譯，2015：99）。沒有自主性的大眾容易導致極權主義、民粹主

義等陷害公民社會的現象，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之下，西方公民社會論往往

帶有菁英主義的色彩。但是，菁英主義必然具備排除機制，這一點跟以包

容性為核心價值的多元論之間產生緊張關係。齋藤純一指出，近年的公民

社會論傾向於將公民社會描述為和諧的空間，但是，公民（civil）必然排除

不符合公民標準（uncivil）的人，公民社會也未能避免排除的機制（齋藤純

一，2009：115-116）。因此，如何構想反排除的公民社會，就成為日本多

元論面對的難題。 

從多元論的角度探析排除原理之際，日本多元論者注意到在西方思想

中可見的辯證法思維。例如，黑川紀章認為現代性有三個原理特徵，即：基

於工業化的普遍主義、基於功能的分離主義，以及等級秩序的統一原理（黑

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76），而作為其根本原理之一，指出辯證法含

有的排他性： 

在西方，為了超越二元論和二項對立，有對兩者揚棄（aufheben）

的辯證法。在這種情況下，對立的二項會被統一成為一個東西，

或是征服對手，排除對立的部分。與之相對，共生思想在包含著

對立的同時，還創造出兩者的連接關係。（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

2008：199） 

對黑川而言，由於西方思想具有濃厚的辯證法思維，所以曖昧的中間領域

被輕視，在國族國家或帝國主義中可見的權力中心結構，也是這種追求

「一」的辯證法思維的結果。作為這種西方思維的比喻，黑川舉西方的「廣

                                                                                                     

13 「群眾」的原文是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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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與東方的「道路」的差異：「東方城市的設施是沿著『路』和『道』分散

設置的，『路』和『道』具有城市公共空間的功能，同時也起到貫通各個建

築的作用。而與此相對，在希臘城市的中心部具有公共空間功用的卻是廣

場」（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191）。西方的廣場是權力的象徵，道

路只有通往權力中心的意義。但是，東方的道路兼具公共空間，在此可見

東方與西方的思維差異（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194）。透過此比

喻，黑川指出東西思維結構的差異，一言以蔽之，對黑川而言，源自西方

思想的現代性本質上具備排除原理。 

井上達夫同樣批判辯證法思維。如前文所述，井上將「會話」當作多

元秩序的比喻，這是因為他要批判來自辯證法思維的「溝通」理念。對井

上而言，溝通與會話的意義不同，溝通預設該達成的某種目標，但會話卻

沒有。換言之，如辯證法，溝通是將不同的見解（多）彙整為「共識」（一）

的方式，這猶如某種特定的善征服其他善的過程。對井上而言，這是一種

暴力： 

從對他者開放的公共性這個視點來看，所謂「協商一致」，不如說

是隱藏他者問題……在必須作出集體決定時，如果按這個原理進

行，則只要有少數的反對派，事情就無法決定下來。這時會有人

對少數派暗地施加壓力使他們贊同，會出現所謂的事前溝通，甚

至是露骨的恐嚇。（井上達夫，2009：178-179） 

井上的描述似乎反映著在日本社會中常見的場景，但他從中看見共識論具

備的暴力性質，如果預設共識，最終必然導致對少數者的暴力，因此不能

將溝通當作正義的原理。井上在以溝通與共識為理想的現代原理中看出排

除原理的暴力。 

二、反菁英主義 

那麼，如何實現不帶有排他性的公民社會？探討此問題的是井上達夫

的盟友桂木隆夫。面臨 90 年代後自由民主在日本的危機，桂木隆夫強調討

論公共哲學的目的在於，擁護民主主義和市場支撐的自由社會（2005：iii）。

他將形成公共性的方式區分為「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方式，而在此

區分中，他強烈批判屬於「由上而下」方式的菁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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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公民經過合意形成公民政府」的想法，乍看之下像是呈

現由下形成公共性的理想型態，但是，實際上其中往往含有啟蒙

專制主義式思維，如能夠理性判斷的知識菁英啟蒙大眾而引導到

正確判斷一般，這種思維容易連接到由上實現公共性的思考」。

（2005：155） 

可見桂木隆夫也相當防範一般公民社會論含有的菁英主義。顯然，他重視

的是「由下而上」的方式，但他特別強調「由下而上」的公共性需要包含

「作為非意圖性結果的合意形成」（2005：155），因為如此才能打破理性共

識論的排除原理。桂木使用「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理論來討論

這種意義的公共性。 

囚徒困境所說的困境是，在互相不信任的情況下，各自依據「理性」

追求自己利益的結果，並不會帶來雙方的最佳利益。換言之，與無法信賴

的他者共同形成利益共同體時，這個社會無法實現最佳的公共利益。這就

暗示，在規模龐大的現代社會中，大部分的人互不認識，若缺乏信任的機

制，便無法依據理性實現社會的最佳狀態。然而，桂木注意到另一種囚徒

困境的實驗：佛拉德（Merrill Flood）和德萊歇（Melvin Dresher）重複實驗

100 次的囚徒困境賽局的結果，居然就出現 68 次的合作，這個結果與一般

我們所理解的一次性囚徒困境賽局完全不同（Poundstone 著，葉家興譯，

2019：158-167）。桂木隆夫因而認為，為了與不認識的他者形成合作關係，

除了理性之外，也需要好奇心、勇氣等不同因素，而為了刺激這些情感因

素，正如測試 100 次才出現多次合作結果般，我們的社會需要創造賽局持

續的條件（2005：127、140）。他主張，從此角度重新思考民主主義和資本

主義時，兩者就成為公共哲學極力維護的對象。 

利用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機制來實現不排除任何人的公民社會，是

桂木隆夫的主要構想，因此在他的社會藍圖中，大眾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培育知識菁英的同時，活化知識大眾的審議，是自由代議民主制該有的

樣子」（2005：192）。他並非單方面批判菁英，他重視的是由上而下與由下

而上的平衡，故菁英、一般大眾與知識大眾，都是實現公共性的主要成員，

桂木將之稱為「相補民主主義」（2005：188、191）。江宜樺分析日本與西

方公共哲學的異同時指出，相較於 Lippmann 強調菁英的領導作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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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哲學運動則明白採取平等主義的行動策略（2005：62）。依桂木的討

論來看，我們確實可見平等主義的特質。只是，相較於克服菁英主義公民

社會的宏大志向，桂木最終提出的方案相當單純，簡言之，「大家一起來」

是反排除原理的方法。這種討論揭示著日本政治思想不成熟之處。不過，

如果堅持反對排除的原理，除了提出涵蓋一切的思想藍圖，還會有哪些方

法？從這樣的角度檢視日本的多元論時，我們發現他們時常提及多元性之

上的整體性概念。也就是，透過整體性概念，描繪不排除任何個體的多元

秩序藍圖。 

三、全體論 

小林正彌使用「全體論」的概念提出反排除原理的理想藍圖。小林將

全體與個人的關係區分為兩者：一種是原子化個人導致的「極權主義」

（totalitarianism）（日文：全體主義），而另一種是小林所說的全體論。在

他的全體論中，個人與超越國家的全體（如自然、上帝等）連接在一起，小

林正彌將這種個人的特質稱為「全體論的自己」（holistic self）（2010：

73-74）。在此可見其一方面批判國族國家，而另一方面拯救虛無個人的問

題意識，他認為為了培養多元社會中的理想人格，光主張個人主義是不足

夠的，還需要提倡與他者連接在一起的全體論。為了實現這種意義的全體

論，小林主張的就是「友愛」概念。 

小林在《友愛革命是否可能：從公共哲學的角度思考》（友愛革命は可
能か：公共哲学から考える）中主張友愛概念的重要性，而書中區分廣義的

友愛與狹義的友愛：狹義的友愛像是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所說的 philia，

是在同質社群的友誼之間成立的愛，其中不會有他者；相較於此，廣義的

友愛是類似同胞愛或兄弟愛，能推及至他者的愛，也等於在法國革命中被

提出的友愛（fraternity）。就此意義上，小林正彌主張廣義的友愛才能成為

全體論的精神原理，也可成為內含他者的多元政治論之基礎（2010：

152-153）。可見，小林的全體論與友愛概念是在反對排除原理的問題意識

之下被提出來的。14 

                                                                                                     

14 小林發現，自己原先抱有的想法與凱勒奇（Richard Nikolaus von Coudenhove-Kaler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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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日本多元論者的主張中，亦可見這種強調高層次整體性概念的

論述。例如，山脇為了強調整體與個體的連結，合併 global 和 local 而提倡

glocal 的概念：15 

21 世紀的公共哲學首先應該擺脫原有的國民主義公共哲學；人們

在對自己所處狀況的地區性（局部性、現場性）進行充分理解的基

礎上，站在世界的高度上相互承認彼此文化的多樣性，達成普遍

性的認識和協議；這才能真正稱之為「全球－地域公共哲學」。16

（山脇直司，2009：16） 

在此「世界」（global）是整體性的象徵，每個地區（local）的多樣性在世界

底下才能實現。這樣的 glocal 概念具有普世主義（cosmopolitanism）的色

彩，實際上，山脇認為 glocal 公共哲學需要將康德的「作為世界市民的自

我」出發點。但是，他同時強調，glocal 的普世主義絕非當今美國新自由主

義式的全球化，因為這種全球化是一種抹殺他者的文化帝國主義（山脇直

司，2009：17-18）。 

如此看來，為了建立含有他者存在的多元秩序，現代日本多元論時常

呈現「多元性之上的整體性」的思維結構。從日本哲學的脈絡思考這樣的

思維結構時，我們不能忽略以西田幾多郎為代表的京都學派。後期的西田

哲學將「世界」當作重要的概念，而西田將現實的世界形容為「絕對矛盾的

自我同一」（西田幾多郎著，黃文宏譯注，2006），這就意味著：「現實世界

一方面是一個無限的辯證法過程，另方面則是指其內容經常作為一個整體」

（藤田正勝著，林永強譯，2016：110）。西田深受辯證法的影響，但是他

                                                                                                     

的主張相當一致，也因而與曾任首相及民主黨主席的鳩山由紀夫結緣。自民黨第一任

總裁鳩山一郎將凱勒奇於 1937 年出版的 Totaler Staat – Totaler Mensch（全體國家、全

體的人）從英譯本翻譯為日文，日文書名為《自由與人生》（自由と人生），進而將此

書最後的主張「友愛」當作鳩山一家的理念。鳩山由紀夫認同此理念而擔任首相之際

提倡友愛的政治，小林則全力支持鳩山。此後，鳩山與小林持續交流，吸收社群主義、

共和主義等的政治思想，進而於 2019 年成立共和黨（小林正彌，2010：59-104；首藤

信彥、鳩山友紀夫，2019）。 
15 金泰昌為了正面看待國族國家的意義，提倡 glonacal（global+nation+local）的概念。不過，

山脇認為，許多少數族群不見得能擁有國族認同，故不使用 glonacal 一詞（2017：25）。 
16 「全球－地域公共哲學」是 glocal 公共哲學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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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的世界並非個體融合為一的場所，與此相反，個體在同一中需要被保

留。矛盾不被解消而個體在整體中共存，可見西田與現代日本多元論的思

維結構一致。黑川紀章引用西田的盟友鈴木大拙的「即非論理」後如此寫

到： 

在東方的個體（Oriental Individum）世界裡，部分和整體是等價的，

個體和超個體（全體）相互矛盾的同時，並不失去自我的同一性，

這原本就不是一定要將部分統一到全體之中的金字塔型等級概

念。（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102） 

黑川並未提及西田，但是這種「矛盾」與「自我的同一性」的講法應該意識

到西田哲學。正如黑川為了解構現代性的原理，極力主張日本文化中可見

的多元共生的理念，西田幾多郎在日本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看見矛盾的自我

同一世界的自我形成原理，進而主張日本應該由此貢獻於世界（1940：

81-82）。雖然西田同時警戒將日本主體化而變為帝國主義，但是由於現實

中出現的是以日本為盟主（一）的大東亞共榮圈構想，故西田哲學往往被批

評為在思想層次上支持了大東亞戰爭。然而，就西田的思想結構而言，顯

然他並非支持將日本主體化的帝國主義（1940：92-93），如同現代日本多

元論強烈批判帝國主義。由於篇幅的關係，在此無法深入討論甚為難解的

西田哲學，但是，我們僅關注問題意識與思維結構，就能發現在現代日本

多元論的根底可見西田哲學的影子。如小田實所說，日本如何與作為他者

的、無法理解的西方共生，或許是日本多元論的根本問題（1978：70）。就

此意義上，西田哲學與京都學派依然是理解現代日本多元論的重要媒介。17 

肆、多元理念何以實現？ 

以上分析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中可見的多元論，其主要問題意識

在於抵抗國族國家、帝國主義等產生凝聚力或征服他者的「一」的原理，

                                                                                                     

17 東鄉和彥等人討論公共性之際也與西田哲學連接。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在西田哲學與

公共性的思想連結下進一步討論外交問題，因為國際秩序中的外交象徵著「絕對矛盾

的自我同一」。相關討論請見（東鄉和彥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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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堅持反對排除原理，並提倡重視他者的多元理念。至此，作為政治思

想研究，我們必須追問的問題是：這些多元理念如何才能實現？如果缺乏

這方面的論述，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淪為理想主義的口號，他們如何提出

具有說服力的實現方法？本節集中討論此問題。只是，需要事先說明的是，

雖然多元論的相關著作在日本汗牛充棟，但有意討論實現方法的著作卻極

少。因此，本文試圖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中，分析出邏輯上涉及實現方法

的觀點。 

首先，我們分析在日本多元論者當中最有理論性討論的井上達夫。井

上是明確提倡共生與公共性概念的學者，如上文所述，他展開正義論，是

為了對抗 70 年代以後在日本出現的相對主義風潮，因為他認為相對主義破

壞自由主義中的主要德目「寬容精神」的基礎（1986：197）。相對主義乍看

之下帶來多元性，但是，真正的多元性在根底處需要共同基礎，否則只會

產生虛無的個人，因此井上堅持正義的基底性概念。作為正義的共同基礎，

井上使用「會話」的比喻，正如在會話中各自將禮儀當作共同規範，社會

成員也需要這樣的共同規範。如果接受禮儀規範是寬容的表現，我們如何

才能實現寬容精神？井上為此強調的是，「我們是會犯錯的存在」的自覺，

亦即，對於自己價值判斷的可謬性要有所自覺（1986：197-198）。這是因

為自以為是的時候人往往無法寬容於他者，故質疑自己是寬容精神的出發

點。作為實現多元性的方法，這就是井上理論的重點所在。簡言之，在他

的理論中，質疑自己的規範性要求，就是實現多元理念的條件。作為其具

體方法，井上主張人們需要測試「反轉可能性」（reversibility），亦即：互換

自己與他者的立場，由此檢視某一主張的妥當性（井上達夫，2009：171）。

當然，這也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井上也事先預設「人們無法超越自己的視點，

故無法完全跟他者轉換視點」的批判。井上達夫對此回應說，「忽略他者視

點的視點」和「考慮他者視點的視點」之間依然有品質上的差異，前者只會

帶來只顧自己的「自閉性理由」，後者卻能提升到「公共性理由」，我們要

關注此兩者的差異（2020：377-378）。也就是，井上知道可謬性的自覺並

非萬靈丹，不一定帶來相互理解，但至少這種「自覺」能防止扼殺他者的

獨善，將人們引導到會話的場合，由此可成為實現多元善的基底（1986：

198-199）。歸根究柢，即便無法真正了解他者，懷疑自己的絕對性而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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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他者的「意志」是實現多元性的關鍵。 

這種將個人意志當作最終理論依據的多元論在其他論者中亦可見。例

如，黑川紀章為共生概念下定義時提到，共生是試圖理解對立者的積極關

係，也是試圖擴大互相共通領域的關係（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6）。

如前文所論，黑川極力反對辯證法式排除原理，故他所主張的共生秩序是，

「包括對立與矛盾在內的競爭和緊張的關係」（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

2008：6）。既然是矛盾關係，混亂和衝突無可避免。依黑川的講法，在混

亂中帶來秩序的就是試著理解他者的意志，這就成為共生的基礎。由此可

見，為了實現多元理念，井上與黑川相當依賴個人意志。 

除了個人意志之外，「精神」也是日本多元論者熱愛使用的概念。小林

正彌即是其代表性論者。如上文所述，小林提倡「友愛」概念，而作為其

實現方法，他主張「精神革命」（2010：160）。為了精神革命，小林提倡的

具體方法是愛的啟蒙或教育（2010：163）。小林自問「友愛革命是否可能」

而提出的回答是：「經由每個人的努力而可能」（2010：251）。透過教育改

變人，是自古以來常見的主張，但是人類至今依然未能實現理想的社會，

因此小林的講法不免讓人質疑過於理想主義。18 

以上從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的多元論中分析出涉及到實現多元性

的論述。基本上，他們都沒有將實現方法當作主要的關懷，故我們只好從

他們的論述中探討為數不多的相關論點。我們發現，他們論及的方法依賴

自我質疑、個人意志、透過教育的精神革命等，這就表示，為了實現多元

理念，需要讓從未懷疑自己的人懷疑自己，讓沒有了解他者意志的人發揮

意志，或讓原本沒有友愛的人發揮友愛精神。一言以蔽之，在此需要的是

「變化」，亦即，透過認知的改變，實現多元理念。為了改變認知，需要接

觸他者而刺激自己的認知，因此，日本多元論者透過大量著作的發表或舉

                                                                                                     

18 於 2001 年發生九一一事件以及其後的反恐戰爭之際，小林馬上組織「公共哲學關係網」

（network），試圖重建戰後日本公共哲學的和平主義（公共哲學ネットワーク，2003：7）。

小林說：「對戰後日本來說，憲法第九條所象徵的和平主義是佔有『公共哲學』的核心

位置」（公共哲學ネットワーク，2003：18），對他而言，這也意味著繼承丸山真男的

精神（公共哲學ネットワーク，2003：310）。如此看來，日本多元論亦有繼承戰後日

本絕對和平主義的一面，在此亦可見理想主義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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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活動，提供接觸他者的機會，試圖藉此改變人們的認知。正如金泰昌所

說：「public philosophy 傾注於提出某種正確答案、處方、方針和結論……

與此不同，公共哲學致力於發現問題、形成議題與其相互確認以及思想轉

換」（金泰昌，2009：468）。如此看來，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並沒有具

備任何嶄新的實現方法，其方法極為單純。 

但是，問題不在於單純與否，從政治思想的角度思考時，這種實現方

法大有商榷之處。現實的政治社群中常可見「一」的原理，是因為現實中

多元性往往帶來衝突。之所以多元性是衝突的原因，是因為人有不願意接

受異物的本性，故需要借用某種規範建立秩序。也就是，人很難接受他者，

是政治思想的出發點。然而，日本的多元論試圖改變人的認知，是一種直

接改變人的條件之方法。難道活在現代社會的我們具備進化為新人類的條

件？當然，改變人的內在性是自古以來被當作實現理想社會的途徑，但是，

人類歷史證明此種方法相當困難。 

再者，將變化當作實現理想社會的條件時，必然面對「可改變認知的

人」與「無法改變認知的人」之間的差異。此時，後者是否從理想社會中被

排除？若排除，就不符合反排除的理念；若不排除，他們可能成為破壞多

元性的問題根源。一方面提倡依據反排除原理的多元論，另一方面對於自

身提及的實現方法沒有自覺，這是日本多元論的嚴重缺點。山脇直司將理

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關係分為兩種：一種是「理想的現實主義」（idealistic 

realism），它意味著，先提出價值理念，而後探索在現實中實現的可能性；

另一種是「現實的理想主義」（realistic idealism），它意味著，先對於現實社

會進行分析，由此探索實現更為理想的社會之可能性（山脇直司，2009：

24-25）。山脇認為他們的途徑是前者，或許是因為如此，他們不懼被批判

為理想主義的風險，勇敢提出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論述。然而，在他們的

論述中，依然缺乏在現實中實現其理想的具體思考。小林正彌說過，在日

本「政治哲學幾乎不存在」（井上達夫，2009：201）。這一句確實符合日本

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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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面對 90 年代後日本政治社會的右傾化現象，日本自由民主派展開抵抗

右傾化的言論，其中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是甚為流行的思想，其思想性質

可說是日本式的多元論。鑒於此，本文透過他們大量言論的分析，探討日

本多元論的特徵。 

日本多元論的基本問題意識是，從國家層次到個人層次，在現實中我

們不得不面對無法接納的「他者」，故在內含矛盾與對立的多元關係中，如

何建立良性的多元秩序。在此問題意識之下，抵抗破壞多元性的力量「一」

就成為日本多元論的核心論點：「一」首先意味著具有向心凝聚力的國族國

家。在日本的歷史經驗中，國家主義要求「滅私奉公」，但過度強調個人亦

導致「滅公奉私」的現象，故為了抵抗國家主義並拯救原子化個人，日本

多元論提倡多元的公民社會。但與西方公民社會論不同的是，日本多元論

具有強烈的反菁英的平等主義色彩；其次，國族國家往往以多數族群的認

同為核心，壓迫少數族群。經過 1970 年典範轉換，注重作為他者的少數族

群的思潮出現，如何在他者之間建立多元秩序，便成為日本多元論的重要

主題，此亦屬日本多元論抵抗「一」的一種表現；再者，在國際秩序上，「一」

代表以西方中心主義為象徵的帝國主義，故為了抵抗西方中心主義，亦可

見強調日本性的論述。而由於國族國家對內產生的壓迫以及帝國主義的對

外擴張都是現代性的負面表現，為了批判現代性的理論根源，日本多元論

極力批判以「一」為目標的、具有排除原理的辯證法思維。這意味著，如

何克服現代性的弊端（亦即「近代的超克」），依然是現代日本多元論面臨

的課題。至於實現多元理念的方法，透過接觸並認識他者的刺激，改變認

知是日本多元論提及的方法。作為政治思想，我們不得不承認日本多元論

提及的方法相當簡略，在此亦可見理想主義的特質。 

多元性的討論近年在日本相當流行，但有關多元性的課題可追溯到江

戶末年西方勢力對日本的衝擊，如何因應作為他者的西方＝現代性就是近

現代日本一直以來面對的問題。就此意義而言，多元性實為日本政治思想

的核心議題，並非一時流行的討論。如本文所論及，在日本公共哲學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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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思想的多元論中可見試圖克服西方思維的討論。但是，作為其反面，強

烈的日本意識也容易萌生，這就成為警戒國族主義的日本自由民主思想面

臨的難題。該如何解決多元性與日本主體性之間的矛盾心理，是日本多元

論必須直視的兩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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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tuation of Japanese political thought changed after the 1990s upon 
the rise of national conservatism, which put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 concept 
of “Japaneseness”. Those with liberal democratic thoughts in Japan were urged 
to rebuild their values to oppose the right-wing, and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public 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y of Kyosei started to increasingly 
receive attention. Both philosophies can be regarded as important branches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contemporary Japan, and both hold on to the ideals of 
pluralism.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uralism in Japanese 
public 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y of Kyosei from the viewpoint of political 
thought. It finds that Japanese pluralism strongly resists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modernity, such as the nation-state and imperialism, and criticizes the principle 
of elimination found in the dialectic method. However, these philosophies do 
not state methods of realizing pluralism in detail—a defect of Japanese 
pluralism. Overall, this essay provides an important viewpoint for appreci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Japanese liberal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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