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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遇應該被禁止還是被包容?

華梵大學哲學系 / 冀劍制

摘要

為了大眾利益，社會上產生了道德標準來抵制某些行為，有些我們採取嚴格禁止的態

度，而有些我們採取較為包容的態度來面對。針對外遇行為，當今台灣社會採取的態

度是嚴格禁止的，這樣的態度也同時影響夫妻與情人間的處事方式而讓我們認為可以

干涉對方的行為來預防類似事件的發生，然而，我認為這樣的價值標準造成了許多不

好的狀況，就像有人會對要求分手的對方施予惡毒的懲罰。然而，如果我們能夠改變

這樣的價值觀，將禁止轉變成包容，這種情況將為大為改善。本文將從幾個不同的角

度來比較這兩種價值態度所產生的影響，並且指出，包容外遇是一個比較好的選項。

Abstract

For all people’s interests, we createmoral criteria to resist some behaviors in the society.

We can distinguish these moral criteria between two kinds of attitudes –prohibition and

toleration. For wife’s or husband’s infidelity, the attitude in Taiwan is prohibition. This

attitude influen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married lovers and drives them to believe

that they have a right to intervene lover’s life for avoiding infidelity. However, this 

influence has resulted in something undesirable. For example, one may heavily hurt his or

her lover for infidelity as a punishment. A change of attitude may be helpful for avoiding

this situation. In this paper, through several angels, I argue that for infidelity, the attitude of

toleration is better than prohibition.

關鍵字(Key words):

外遇 (infidelity)、禁止 (prohibition)、包容 (toleration)、自由主義 (liberalism)

壹、前言：

一般來說，「外遇」這個詞彙可以指稱只有精神上的戀愛關係，或是包含了

身體上的性關係，或甚至只有性關係而沒有愛情。而本文所要談論的外遇主要是

針對包含兩者的外遇。

事實上，無論是哪一種界定，外遇的問題在目前的社會上似乎愈來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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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名人新聞到日常生活親朋好友的事蹟，外遇事件的發生已經逐漸不讓人感到驚

訝。然而，在台灣，外遇不僅在道德上是要被譴責的，在法律上也是可以被處罰

的1。在法律上是否應該被處罰這個問題已經被廣泛的討論了，也就是所謂通姦

是否應該除罪化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但本文並不針對這個問題

來討論，而只針對在道德上我們該站在什麼樣的立場與態度面對這件事情。當

然，這樣的反思也能夠對通姦是否應該除罪化提供一個不同的思考角度。

在道德上，多數台灣民眾的觀念都是認為外遇是件錯事，當一個外遇的人被

捉到後，無論其外遇的過程是多麼浪漫的愛情故事，都必須在面對大眾時受到歧

視，並且必須向受傷的一方懺悔，彷彿是做了什麼罪大惡極的事情一樣，而且這

樣的狀況也被大眾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畢竟是傷害到配偶了。而在夫妻的前一階

段 –男女朋友間，也沿用了這個價值標準，認為劈腿者是需要被譴責的，理由

相同，都是因為有人受到了傷害。然而，傷害到人就一定是件錯事嗎? 當然不是

的，例如，當老師在評論學生的論文時，學生通常是很受傷的，但是，這樣的受

傷卻被認為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是有利於學生成長的。但是，外遇的發生不是也

同樣有利於受害者成長嗎? 為什麼要用不同的標準來評價這兩者呢? 或許，有人

會說，還是有差別的，學生被指出錯誤的受傷是成長中必要的，但是，因配偶外

遇的傷害不是必要的。真的如此嗎?

然而，指出學生錯誤的受傷也並非是必要的，事實上，只要多練習，學生大

都能自己發現問題而成長，或許只是比較慢而已，然而這樣的成長或許是更有價

值的，而且在其學習過程中比較不會喪失自信。但即使如此，我們還是不覺得老

師指出學生錯誤的傷害是錯的。或許，還是有差別吧，差別在於，老師是出自一

片好意，而外遇則不是，外遇者明明知道外遇被發現時會傷害配偶但還是去做，

這是居心不良。

但是，這樣的說法也一樣有問題，例如，當一個同學 B 的朋友 A 明明知道

B 很在意這次的考試能否考第一，這位朋友 A 明明知道卻仍然很努力的考贏了 B

而讓 B 很受傷害，這時我們卻不會認為 A 是錯的而應該向 B 道歉，但卻認為 B

應該要包容 A 或是尊重 A 的個人自由。

在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發現，如果大眾價值觀禁止 A 考贏 B，而且所有

1 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規定：「有配偶而與人通姦，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者，亦同」。而依刑法
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通姦罪須告訴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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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遵守這個規則，那麼，這個社會會減少很多的傷害，但是卻讓 A 失去了許

多努力追求個人成就的自由。然而，目前的價值觀是傾向包容 A 考贏 B 的行為，

被傷害的 B 應該要尊重 A 的自由而且包容 A 的行為，如果大家都這麼做了，那

麼，大家獲得了更多自由競爭的機會，而 B 由於包容的心態作用會使其傷害小

一點。那麼，這兩個選項那個好呢? 目前來說，直覺上大家會認為後者比較好，

在未經深思的直覺中產生這樣的想法主要大概是因為當今思潮的影響，認為追求

個人成就的自由是必須被尊重的。

然而，我們反觀外遇的行為，如果大眾價值觀反過來尊重外遇者追求浪漫戀

情的自由，而且要求被傷害的配偶包容外遇者，這個世界會更自由而且受傷的人

也由於包容的心態作用傷害降低，而且也不用擔心被社會輿論嘲笑。那麼，這是

不是也比較好呢? 這也就是本文想要討論的問題：當面對外遇事件的社會價值觀

是以「禁止」的譴責態度面對比較好還是「包容」的態度面對比較好?

我們一般認為外遇不好的理由其實並沒有一個很好的根據，只不過社會潮流

就這麼的認為而已，那麼，我們應該重新思考看看外遇是否真的就這麼樣的必須

被譴責而不是被包容。以下將從幾個觀點來分析。

貳、包容與禁止

基本上，我認為社會價值觀在某個程度上對人們的行為的確有約束的作用，

而社會價值觀對於某些不受某些人歡迎的行為所採取的面對方式可以分成兩大

類，一是屬於譴責式的禁止態度，本文將此簡稱為「禁止」的態度，另一是比較

緩和的包容態度。例如，台灣社會對於貪污行為的社會價值觀採取的是禁止態

度，只要有政治人物被報料貪污，人們大都會去譴責，鄙視，甚至到了這個政治

人物完全不可能東山再起的地步。我想這樣的社會價值觀或許是好的。而對於有

嬰兒在公車上哭泣來說，雖然這被認為是不好的事情，但一般人們比較會採取包

容的態度面對嬰兒的保母。然而，對於一般大眾插隊的行為來說，社會價值觀所

採取的可能是半譴責、半包容的態度，許多人認為應該嚴厲譴責插隊者，看到有

人插隊就應該挺身而出指責人家的不是，但也有人認為應該採取包容的態度，既

然人家這麼趕時間就讓他先吧。哪一種態度面對插隊比較好呢? 我個人認為包容

會好一些，實在沒有必要為了這樣的事情起紛爭，但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

此處只是藉此說明在社會價值觀中有這兩種不同的態度。本文的焦點問題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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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們的社會價值觀應該採取哪一種態度來面對外遇事件。

外遇的發生產生了兩種情緒，一是外遇者獲得了新的戀愛機會，另一是外遇

者的配偶可能會很傷心而受到傷害。我們當今的社會價值觀採取了禁止的策略，

以道德上或甚至法律上禁止外遇的發生來避免有人受到傷害。當有人外遇的時

候，大家(甚至包括本人)都會有一個價值觀認為做了不該做的事，如果是公眾人

物則需要面臨向社會道歉的命運，大家對這樣的道歉也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而且

會期待這樣的社會壓力會對人產生作用而不要去外遇。然而，由於當今社會外遇

事件的增加，讓人覺得禁止似乎作用不大，至於該用什麼方法來禁止比較有效也

是個有趣的問題，但並非本文要討論的焦點，如果禁止是好的，那麼，我們可以

想別的辦法來禁止，或許在方法改變後會更有成效。本文要討論的焦點問題在

於，跟包容來比較，禁止是不是真的是一個比較好的面對外遇的方式。

一. 禁止

禁止是一個讓某些事情或行為不要發生的最直接的方法。如果某人做了一個

被禁止的行為則要受到處罰，處罰的方式有很多種，有些可以訴諸法律有些則是

訴諸道德。當整個社會價值觀對某個行為採取禁止的立場的時候，等於宣告這個

行為是非常不道德的，當某人做了這個行為被發現之後就會至少遭受道德的譴

責。為了不要遭受這個道德的譴責，人們盡可能不要去做這個行為，那麼，這個

行為就某種程度上來說是被禁止的。例如，禁止酒醉駕駛、禁止隨地吐痰、禁止

外遇等等。

然而，這樣的禁止方式事實上連帶著其它的效應。例如，對人罵髒話或是比

中指是個非常不道德的行為，比中指的人會受到道德上的譴責，但是，其產生的

作用卻並不僅於此，由於比中指被大家認為是不道德而且應該受譴責的行為，這

樣的共同認知導致被比中指的人卻因而感到很丟臉，這是一個附帶效應。

舉例來說，某人對一個黑社會大哥比中指，由於大眾(包括比中指的人)認為

這是一個不道德需要受到譴責的行為，因此，這樣的行為就會被認為是一個挑

釁，表示比中指的人明知這是一個被禁止的行為還是去做，顯示他一點都不怕該

黑社會大哥，如果這個黑社會大哥受到這樣的挑釁仍舊無動於衷就會被大眾認為

是怕了對方，這會有損大哥的顏面，而由於大家都這麼認為了，因此，一定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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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反應才行。這是這樣的道德態度所衍生出的附帶效應。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大眾對比中指這樣的行為的共同解讀是「可

以被包容的一時氣憤的非理性行為」，那麼，當黑社會大哥面對有人對他比中指

的反應是一笑置之，這時大眾可能會認為這個大哥是很有雅量的人。即使一個行

為的象徵意義不變，但只要大眾對其產生不同的價值觀與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2，就會產生其它不同的附帶作用。

反觀外遇的行為，由於大眾對於外遇行為認為是不道德應該被禁止的行為，

所以，一個人有了外遇就是做錯了事，就是對不起他的配偶，而且，當一個人在

社會輿論的壓力下仍舊產生了這樣的錯誤行為，這時大眾可能產生另一種猜想，

「會不會是這個配偶有什麼問題」等等。而且，也由於外遇被認為是不對的行為，

那麼，外遇者的配偶就被認為是受害者，是被同情的對象，有個不忠貞的配偶而

讓人覺得丟臉、沒眼光、選錯人等等。這些附帶效應使得這個配偶會被異樣眼光

窺視，有時，這種附帶效應比原來的外遇事件更令人難以忍受。而且，由於這些

難以忍受的附帶效應卻也是由於外遇事件的發生而造成的，這造成了人們對配偶

的外遇的行為更加難以接受，以及受到更大的傷害。在這個觀點上，長期觀察與

研究世界各地外遇現象的美國作家 Pamela Druckerman 在其著作《外遇不用翻譯》

中舉例指出，

邁阿密一位醫生太太告訴我，嚴格說來，她並不在意丈夫與其它人發生性關

係。能省去妻子每週應盡的義務。她也樂得輕鬆。但丈夫偷情所代表的意義

卻會令她感到不堪。她和所有朋友都認為他是堅定而快樂的一夫一妻制信

徒，他若出軌。就好像所有人都被他愚弄。他們並不真正瞭解他(Druckerman

2007, p.25)。

因此，有時候，外遇事件在某些觀念引導下所造成的附帶效應所造成的傷害高於

外遇事件本身，但事實上，這些附帶效應卻是因為有大眾的某種價值態度所導致

的，如果沒有這樣的價值判斷方式則不會有這些附帶效應。而對外遇的禁止態度

會導致各種不同的附帶效應。

2 社會大眾都彼此知道別人也知道的知識是一種共同知識，而這樣的知識會在既定的訊息中增加
額外的傳遞訊息。請參考(Devlin 1997, 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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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由於外遇被認為是不應該有的行為，所以，大多數人從小到大就

認為自己不應該會面臨男女朋友劈腿或是未來配偶外遇的事件，總是認為這樣反

常的事情不會落在自己身上，就像是大眾總覺得面臨死亡的是別人，一旦自己面

對了反而感到很怪異。雖然直覺上並不覺得自己會成為受害者，但人類很矛盾的

仍舊會有懷疑與恐懼感，這樣的懷疑使得從男女朋友交往開始，多數人還是會理

所當然的開始限制交往對象的交友狀態，想辦法不要有第三者介入。心裡上認為

自己是站在正義的一方限制別人的行為，完全沒有心裡準備要接受可能的第三者

介入，等到外遇事件真正發生了，一個人的心裡可以說是從毫無防備的狀態突然

要面對強大的敵人，自然可能產生瞬間的崩潰，而加重其可能受到的傷害。也就

是說，社會價值觀的禁止態度很可能會導致這種自己受到價值觀保護而不會是受

害者的假象，以致於一旦外遇事件發生反而會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遭受更嚴

重的打擊。

當我們社會價值觀用禁止的方式來面對外遇事件時，除了可能真的有效減少

外遇行為的發生之外，可能也間接帶來了一些不好的附帶作用，這是必須一同考

慮的。

二. 包容

社會大眾價值觀除了用禁止的方式來面對外遇等各種行為之外，事實上還有

一個不同的選項：包容。包容並不同於允許或是接受，當然更不是變相的鼓勵。

被包容的行為基本上不會被認為是好的行為。例如，我們會說，「對於別人的某

些壞習慣我們要學著包容」；在教學上，某些老師可能會包容學生的懶散，遲到，

甚至沒有禮貌，然後慢慢教他們。對於在不影響他人健康的非吸煙區吸煙也是不

好的行為，但我們可能會選擇包容，而不加以譴責。另外，為了趕時間而開快車

的行為也是不好的，但我們可能也是選擇以包容來取代譴責。

因此，從社會價值觀來說，一個被包容的行為基本上仍舊是被大眾認為不好

的行為，但是，大眾對這樣的不好的行為並不是以應該禁止的眼光來看，而是以

包容的態度來面對。

當一個行為在社會價值觀中處在被包容的狀態時，做這個行為的約束力自然

就比較低了，如果我們的社會價值觀真的把從禁止的眼光轉換成以包容的眼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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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外遇行為，可以想見的情況是，外遇行為應該會增加，我想這或許是一件壞

事，雖然更多人可以享有更自由的新戀情，但是，受傷害的人會增加，而且因外

遇而破碎的家庭或許會更多。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面對外遇問題時很直覺

的會認為這是應該被禁止的行為了。

然而，從其所產生的其它效應來看，答案可能就不會這麼簡單了。首先，受

傷的程度會下降，因為，外遇者的配偶比較不會遭受到外遇本身之外的像是異樣

眼光之類的其它傷害。第二，如果整個社會都有這樣的價值觀，那麼，從小就會

開始有「包容外遇」的觀念改變，在交男女朋友時不會縱容自己的佔有慾隨意橫

行，觀念上就一直會有必須包容對方可能另結新歡或甚至離開自己的可能性。這

樣的觀念轉變與訓練會降低一旦外遇事件真的發生時的痛苦。以 Druckerman 對

世界各國的外遇研究為例，俄國是一個對外遇比較沒有負面價值觀的國家，而美

國則是一個對外遇有強烈負面觀點的國家，而由這兩者的比較來看，由於俄國婦

女預期丈夫多少會有一些拈花惹草的行為，所以外遇所引起的小裂縫比較容易癒

合。美國人要花數年才能平復的傷痛在俄國可能只要一個渡假旅行就可以解決了

(Duckerman 2007, p.183-4)。除此之外，同樣的效用，包容的價值觀也可能可以

減少社會上一些因男(女)朋友提出分手或是劈腿而導致的暴力事件。因為如果大

家習慣性的接受這種事情的發生而且傷害也降低了，以暴力面對這種事情的機會

自然就會跟著降低。

那麼，究竟是禁止好呢? 還是包容好呢? 我們可以從結果、動機等幾個不同

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參、從結果論的社會和諧美好來看

面對外遇事件，社會價值觀究竟應該以禁止的態度來評價還是以包容的方式

來面對? 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先從倫理學的結果論(consequentialism)來探

討，也就是思考哪一個選項可以給整個社會帶來最好的結果。那麼，我們可以問，

究竟怎樣的價值標準更能產生和諧與美好的社會?3

在這個問題上，首先我要說的是，外遇是個很難禁止的行為，理由是，它是

人的一個基本慾望，而且這樣的慾望幾乎是無法根除的。根據美國當代人類學家

3 請參考 John Stuart Mill (1863)，以及，林火旺(1999)，pp.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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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雪的研究顯示，戀愛源自於某幾個特定的大腦化學物質的變化，而這樣的變化

針對同一個對象來說通常不會持續超過三年(Fisher 2004, p.73)。也就是說，如果

人們嚮往戀愛的感覺，配偶是無法永遠提供這樣的滿足的。因此，通常人在結婚

後一段時間，對彼此的吸引力會大大降低，但是，卻隨時可能出現比原本配偶更

適合而且更具有新鮮感的對象出現，如果這樣的兩人互相吸引，一定會碰出情感

的火花，這時就會有外遇的衝動。一位親身經歷先生外遇以及長期接觸外遇事件

的紐西蘭徵信社社長 Julia H. Moore 在其著作《婚外情的公式》中指出，

不管你如何富裕、美艷，多麼有權有勢、成功過人或是聰明絕頂 –這些和

外遇都沒有關係。外遇，是不分貴賤、沒有差別待遇的 –不管你住哪裡、

開什麼車、從事哪一行、信仰何種宗教、種族背景如何、性別或性取向是什

麼、政治立場又是如何，你都有可能會遇到一股十分強大的力量向你襲來，

令你在生活的所有層面都無法正常運作。外遇這東西，會使你醒的時候思想

不純潔，想睡的時候睡不著(Moore 2007, p.11)。

從這裡可以看出外遇對已婚人士所帶來的衝擊是一個普遍的現象，而且，經由

Druckerman 的訪談發現，許多人認為外遇時期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Druckerman 2007, p.81)，這更使的外遇的發生難以避免。當然，當人們的內心

世界出現外遇衝動時，人們通常就會陷入道德的考驗，有人無論如何不願意嘗試

外遇行為，但卻有許多人願意試試看新戀情的滋味。尤其當夫妻間有所爭執或是

早已沒有愛情的時候，這樣的處境更會讓人希望能有愉快的新戀情產生。除非我

們能夠回到某些古代社會一般，讓配偶中的一人與社會幾乎隔絕，這樣可能就可

以有效預防外遇的發生，但以目前台灣社會的現況來說，這幾乎可以說是不可能

的事情。這就像 Druckerman 所說，「在日常生活中一夫一妻的平靜表面下，有另

一個充滿外遇的沸騰世界」(Druckerman 2007, p.13)。

而且，除了我們發現外遇是一種誘惑之外，更糟的證據指出，由於外遇根本

上在人類古早時代是有生存優勢的，從演化的角度來看，從一而終的男人會在演

化中被淘汰，因為只要這樣的男人娶了不能懷孕的女人，則他的從一而終的「優

良基因」就從此在人類文化中消失(Johnston 1999, p140)。有外遇傾向的男人比較

容易有更多的後代而保存自己的基因，而有外遇傾向的女性則可能可以獲得更多

的食物以及保護而與其子女一同存活下來(Fisher 2004, p.151)。因此，外遇根本

上已經在演化中成為現代人類的天性之一，在這樣情況下，要防止外遇的發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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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的困難。

而且，就算已經有很好的對象，還是很難預防外遇的發生，從新聞媒體的名

人八卦中可以看出，即使已有美嬌娘，即使已有富有成功的丈夫，即使夫妻間並

沒有什麼大問題，外遇仍舊可能會發生。更重要的，當今台灣社會對於外遇是有

刑法處罰的，而且被社會認為是非常不道德的，但是，在這樣的壓力下，外遇的

行為還是層出不窮，可見外遇是一個強烈吸引人去做的行為。當然，即使是如此，

我們還是可能將之禁止到很少會發生的地步，例如，把外遇當作是一個公訴的重

罪，警察主動調查外遇，到情人常幽會的汽車旅館、或是隨時稽查車震族、甚至

只要有情報就前往民宅拍照存證，只要發現有外遇就提起公訴，然後判決五年以

上徒刑。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相信可以將外遇的數量降至很低的狀態。但是，這

會是一個更美好的社會嗎?

如果我們不用這樣的嚴法去阻止外遇的發生，那麼，依目前的狀態來看，我

們所面對的就是很多因外遇而受傷的人，以及社會對外遇者的譴責，以及附帶對

外遇者配偶的異樣眼光，以及可能導致的分居或是離婚的家庭。

如果我們不再以這種禁止的社會價值觀來看待外遇行為，而改成以包容的方

式來面對會如何呢? 首先，我猜外遇事件會比現在更多，法律以及社會道德譴責

多多少少應該會有遏止的力量，一旦這樣的遏止力量減弱，我猜想會有更多的人

願意嘗試外遇，因此，會有更多的外遇者的配偶受到傷害。但是，這並不表示這

個社會變的更不美好了。首先有的變化是，有更多的人在比較沒有道德負擔與壓

力下享有更自由的新戀情，而且，更重要的是，外遇者的配偶受傷害的程度降低，

為什麼呢? 理由如下：

1. 由於外遇不再被認為是惡意的傷害，而且當我們以比較包容的心接受外遇事

件時，比較不會執著於對方的外遇行為。而且，當價值觀改變之後比較不會

強烈要求別人的「忠心」，而在不強烈要求對方忠心的情況下發生的外遇行為

比較不會認為是失控的狀態，因此可能比較能夠接受。

2. 價值觀改變過後比較不會被大眾眼光視為「被遺棄的人」，或是，被人認為沒

眼光、選錯人等等，因此，此類附加傷害會減低甚至沒有。

3. 當社會價值觀改變之後，從交男女朋友開始就不會理所當然的拴一個枷鎖在

對方身上，而且隨時有心理準備此類事件的發生，這種情況會導致每個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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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心理準備接受這種情況的發生，而且不會將之當作多麼不幸的事情。

4. 由於自己有享有同樣的自由甚至經驗，因此，會認為這還是公平的，因此，

觀念上也比較能接受配偶的外遇。

5. 由於這類事件的發生會更頻繁而且會更公開，因此，當自己的配偶有外遇時

比較不會覺得自己為什麼這麼倒楣，也比較不用擔心別人的異樣眼光。

基於這些理由，我認為，當社會價值觀以包容的態度面對外遇時，這個社會不見

得會比較不美好，甚至這樣的轉變可以使社會更和諧。而且，當我們大家都以更

包容的態度接受外遇行為時，這整個價值氣氛會影響到男女朋友的交往，對於那

些因男女朋友提分手而傷害對方的行為會降低。以目前來說，有些人傷害提分手

的對方時還認為自己是在做一個正義的行為，藉由懲罰對方來替天行道，這樣的

價值觀相當大的程度應該是由於我們把外遇視為應被嚴格禁止的行為而來，由於

這樣的行為必須被禁止，當有人做了類似行為時等於是做了非常不該做的事，那

麼，接受處罰就理所當然了。那麼，當我們的社會價值觀以包容來面對外遇時，

這樣的思考就無法順利產生，相反的，被要求分手的人等於是被社會價值觀要求

要包容，自小在這樣的社會下成長自然比較不會去做傷害對方的事情。

而且，由於戀情通常不會長久，無論是夫妻或是外遇者，如果，外遇者的配

偶採取包容的態度，那麼，或許他們的婚姻還能夠繼續維持，甚至外遇者在做錯

事後被包容時有更高的可能性最後回到配偶身邊，這麼一來，由於外遇所導致的

分居或是離婚的比例應該會降低，至於總數是否會降低可能就要看這個社會的多

數人對外遇包容的程度到了什麼程度了。愈高的包容程度就有越低的離婚機率。

所以，從社會和諧美好的角度來看，我認為以包容取代禁止來面對外遇事件

是一個比較好的選項。

肆、從良知來看

一個事情能夠導致好的結果也未必完全是好的，我們要衡量一個行為的好壞

還要看看該行為的出發點，也就是其動機如何。以中國傳統哲學來說，也就是怎

樣的行為標準更符合良知? 那麼，外遇行為是否是一個違背良知的行為呢? 當我

們做了一個行為之後，可以回答一個孔子曾經問其學生宰我的一個問題：「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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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乎?4」我們的良知感覺到安心嗎? 我想，只要我們想到當配偶發現自己的外遇

事件後有多麼傷心時，我們都會覺得良心不安。因此，從良知的角度來看，外遇

是一個違背良知的行為，所以，至少從這個角度來看外遇是不應該做的事。

我想這裡是沒有什麼爭議的。之前已經提過，無論我們選擇以禁止的方式或

是包容的方式來面對外遇，外遇都被認為是一個不好的行為。所以，在這個部分，

這兩個選項沒有任何衝突，即使我們主張外遇行為應該被包容，這並不是鼓勵大

家去外遇，而是把禁止的力量縮小，改以包容面對，但基本上還是認為那是一個

不好的行為，這裡是沒有改變的。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別人外遇時，身為一個配偶或是局外人，我們

應該要包容他或是譴責他? 哪一個符合我們的良知? 如果這個社會普遍的價值

觀是把外遇當作一個需要被嚴格禁止的罪惡而且是應該被處罰的，那麼，大多數

人會自然的選擇譴責外遇者，甚至以言語或是肢體動作去懲罰他們，尤其受害者

更是認為自己有權利對外遇者做更嚴厲的處罰，例如把戀愛對象毀容、殺害等

等，即使做了這些事情還可能認為自己是站在正義的一方，不但毫無悔意，甚至

認為那是背叛者應得的下場，即使自己犯罪被捉了，還可能認為自己是犧牲自我

達到以後其它人不敢再犯同樣錯誤的目的。這是這種社會價值觀可能產生的推理

和想法，然而，從這樣的價值觀的角度來看，這個想法也似乎是合理的。那麼，

這樣的想法合乎良知嗎? 如果一個人跳脫出這樣的禁止與譴責外遇者的社會價

值觀，那麼，這些行為馬上就會被認為是不合乎良知的行為。如果外遇者面臨的

是一個夢寐以求的戀情，或是突然遇見過去曾經愛得很深的舊情人而且發現原來

當時之所以分開完全是一個誤會，因而又重新爆發出更強的戀情等等，如果類似

這樣的狀態發生而選擇了外遇，那麼，我們雖然仍舊覺得不顧慮現有的戀人的感

受是不好的行為，但是，在拋開現有的價值觀之後，我們對外遇者所做的懲罰，

即使只是一個鄙視的眼神似乎都是違背我們良知的行為。

當然，上面舉的可能只是少數比較被同情的外遇的例子，大多數的外遇通常

是遇到新歡，即使外遇者只是為了好玩而外遇完全不顧配偶的感受，那麼，從良

知的角度來說，我們會認為這樣的人很沒良心，但是，我們要因此而懲罰他嗎? 鄙

4 出自論語陽貨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
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
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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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他嗎? 如果不鄙視他我們會良心不安嗎? 我想良知不會如此作用。但是，如果

外遇者的配偶來求助，我們會想幫助他，而且是依據其所需要的幫助來幫助他，

而不會理所當然的跟他建議離開那個「爛人」，我想，這反而比較符合良知的作

用。但是，如果我們的社會價值觀強烈鄙視這種只是為了好玩而外遇的人，在這

樣的價值觀型塑之下，外遇者被標以一種「應受到鄙視」的標誌，那麼，我們有

什麼好的理由希望求助者繼續跟「這種人」耗下去呢? 能考慮的通常都是小孩、

財產，還有自己是否有謀生能力，除此之外，在合理的推理下，我們可能會強烈

建議其配偶離開「這種應受鄙視的人」。 但是，這樣的做法不見得會符合良知的

作用。因為，這可能會使的受害者受到更大的傷害。

然而，如果社會價值觀改以包容來面對，那麼，當配偶外遇的受害者來求助

時，我們會跟他說，要先包容一下對方的錯誤，說不定只是一時的迷惑，說不定

是夫妻間有什麼誤解或問題需要根本的改變等等，如果彼此願意，兩方或許可以

不再追究錯誤而重新來過，當社會不會歧視犯錯者，受害者的傷害相對減少，當

受害者能包容配偶的錯誤，外遇者也較能夠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重新來過，我

想，這樣的面對外遇事件的方式無論是對旁觀者或是受害者來說都是較為符合良

知的做法。當然，如果外遇者根本就已經不想回頭了，那麼，對他鄙視也不會讓

我們心安，倒不如就包容他，甚至祝福他的新人生，這是否更符合良知的作用呢?

因此，從以上的討論來看，即使是以良知的角度來說，對外遇者包容所產生

的效應反而比以禁止的態度面對外遇者還要更符合良知的作用。

伍、從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看

自由主義的精神強調個人盡可能的不受限制，盡可能降低束縛。如同中正大

學哲學系教授石元康先生所說，針對我們所有的慾望以及想做的事來說，自由主

義者幾乎沒有例外地把自由看成是沒有束縛及限制」(石元康 1995, p.9)。那麼，

在禁止與包容外遇的兩個選項中，自由主義應當是支持包容這個部分的。然而，

這並不是一個這麼簡單的問題，否則，自由主義應當也是支持包容瘋狂殺人魔而

不是禁止了，這麼一來，人們反而時時刻刻活在可能會被殺的恐懼中，這樣的生

活事實上並不是自由的生活。因此，以彌爾(Mill, John Stuart)的自由主義角度來

看，自由並不是毫無限制的，其必須符合兩個基本原則，第一，別人也能享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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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自由。第二，一個人的自由不能傷害到別人5。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外遇的

自由似乎是不符合自由主義的原則的，因為外遇的行為會傷害到配偶。

但是，雖然同樣是有人會受到傷害，外遇和殺人是不同的，從柏林(Isaiah

Berlin)的分析來看，我們可以看看這樣的傷害是否來自於刻意的干涉被傷害者，

例如，殺人是刻意的干涉被殺的人，而因為貧窮而受到的傷害就不算是來自於刻

意的干涉而導致的，這就不算是自由受到了侵害，但是，如果自己的貧窮是由別

人刻意造成的，那麼，這就算是受到干涉而缺乏自由(Berlin1969, p.122)，這也是

為什麼自由主義者諾齊克(Nozick, Robert 1974)認為如果一個人發明了某個致命

疾病的醫療方法而為此任意開價是可以容許的(顧肅 2006, p.459)。

從這個區別來看，外遇應當屬於不是刻意造成傷害的，因為，外遇者並沒有

施加任何行為在自己的配偶身上，外遇者只是施加某些行為在其他人身上。也就

是說，從柏林的區分來看，配偶並未被干涉到其個人自由，而事實上，配偶所受

的傷害也不是必然的，事實上，配偶是有可能完全不受到任何傷害的，只要配偶

能夠訓練出一個包容的心或甚至只要配偶不再愛外遇者，或對其不再有佔有慾，

那麼，傷害都是可以降低或是去除的。那麼，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外遇對其配偶

所受到的傷害其實並不算干涉到配偶的個人自由，所以也不在自由主義者捍衛的

領域之中。所以，自由主義者基本上不會同意以社會價值觀的強烈譴責來禁止外

遇行為6。

然而，當我們這個社會要求包容外遇行為的時候，我們從小就會很不情願的

被迫接受我們應當要克制自己的佔有慾這樣的觀念，而且在與情人相處中，如果

社會價值觀改變了，我們不再認為我們可以干涉情人與其他人的來往，這時，我

們可能不斷的必須抑制這樣的佔有慾，那麼，這不是給我們的生活帶來更大的不

自由嗎? 難道自由主義也會同意這樣的情況發生? 為什麼不像現在台灣社會一

樣，讓我們繼續縱容我們的佔有慾，這豈非更自由自在?

上面的說法事實上缺乏考慮一個問題，佔有慾本身就是一個讓我們不自由的

慾望，當我們的這個慾望被放縱的時候，我們事實上在這個方面是很不自由的，

我們會受到佔有慾的控制而無法在感情的路上有更多的選項，如果有機會可以除

5 這是彌爾(Mill 1859)的傷害原則(石元康 1995，p.6)。
6 事實上，自由主義甚至會認為外遇行為是一個人的自由，外遇甚至不是一種錯誤的行為，但本
文只針對「禁止」與「包容」兩者做比較，所以暫不討論外遇是否是一個錯誤的行為這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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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或是抑制佔有慾讓心靈上更自由，我想，自由主義者會同意的。然而，這個社

會是否要強迫每個人除去自己的佔有慾呢? 這個問題在自由主義中是有爭議

的，有人認為應該要強迫大家接受某些教育(例如抑制佔有慾)讓大家更自由，但

有人認為這樣的做法違背了自由主義的基本精神。然而，這在本文並不是一個問

題，因為，當我們的社會價值觀以包容的態度面對外遇行為時，這並不構成一個

強迫的力量來要求每個人必須抑制佔有慾，對於不想抑制的人來說並不構成一個

威脅，所以並不會違背自由主義的基本精神，它所形成的只是一股風氣，這股風

氣讓人不再自然而然的繼續縱容自己的佔有慾，而是自然的走向包容的態度，尤

其針對那些積極想要追求更自由生活的人來說，他們不再選擇強力限制配偶的行

動自由，而是反過來對自身的佔有慾進行革命。我想，這樣的結果是一個自由主

義者所期待的。因此，在禁止外遇與包容外遇兩種社會價值觀的選項中，自由主

義者應當會站在包容外遇這一邊。

陸、綜合討論

這篇論文首先將社會價值觀面對錯誤行為的態度分成兩類，一是強烈譴責

的，我將這裡稱之為「禁止」的態度，另一種是某種程度上允許發生的不當行為，

我稱其為「包容」的態度。

這樣的分類事實上會讓許多人感很困惑，因為在台灣的社會價值觀中，大多

是採用禁止的態度，比較少有「包容」的態度的價值觀，既然是不好的行為，為

什麼還要某個程度上允許其發生呢? 這種包容的態度通常不會成為一種社會普

遍的價值態度，而是成為某些自由主義者，或是特別具有寬容特質的人士才會有

的價值態度。我想這種包容式的社會價值態度是在自由主義盛行的社會上才逐漸

會形成的一種風氣與價值態度。當我們愈來愈尊重個人自由的時候，對於某些違

反社會價值觀的行為會逐漸開始包容，例如，當隔壁鄰居開生日派對時，可能吵

到很晚，甚至吵到我們能已入睡，但由於我們尊重別人玩的開心的自由，只要這

樣的事情不是太常發生，只要還在我們能忍受的範圍內，我們就選擇包容，而不

是簡單的依循禁止的價值觀過去用力拍門，或是向人家裡丟石頭，或甚至是報

警。如果實在超過忍受的範圍，比方說是有人生病正在修養中的話，我們可能會

很抱歉的過去說明一下希望他們能原諒我們對他們自由的限制。

在一個尊重個人自由的社會風氣下，包容的價值觀就逐漸形成，對於有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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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是大家能夠互相包容而尊重個人在某程度上以及某特定情況下可以違反的行

為，我們就採用包容的態度來面對，因而形成了兩種不同態度的價值觀 –禁止

與包容。而針對外遇事件，本篇論文從三個不同的角度來主張以包容的方式面對

比用禁止的態度來面對會更適當。然而，如果我們從其它角度來看是否有其它不

同的結果，我想這需要更廣闊的思考了。

當然，這樣的主張也有可能面對另一個挑戰，有人會質疑，為什麼我這麼草

率認定外遇是一個不好的事情呢? 如果僅僅是因為傷害到配偶就主張是道德上

的錯事，這樣的思維或許過於輕率，因為需要考慮的問題還有很多。事實上，我

同意這樣的質疑，而且本文重點並不在於主張外遇是道德上錯誤的行為，本文主

要針對面對外遇的兩種社會價值觀的比較而主張「包容」比「禁止」更好，而好

的標準是依據上面提到的三個面向。所以，本文的更恰當的結論應該如下：「從

社會和諧美好、良知、以及自由主義精神的角度來看，即使外遇是一個道德上錯

的行為，那麼，以包容的價值觀面對比以禁止的價值觀面對更為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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