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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主題：社會的正義 

主題簡介： 

   每個人成長的方向都不盡相同，會因為教育、社會風氣以及家庭背景等因素

而改變思考模式。在融入社會時，我們會碰到許多挫折和問題，梅岡城裡的思葛

亦是如此。 

     在《梅岡城故事》一書中，我們可以從小女孩思葛 6 到 9 歲的成長經歷，

了解 19 世紀美國南方的社會。雖然當時黑奴已經被解放，可是種族歧視的問題

並未受到改善，制度、法律容易廢除，但人的思考文化和價值觀是難以改變的。

亞惕以身教引導思葛和杰姆，避免價值觀偏差，又以律師的身份為受到誣告的黑

人湯姆辯護，實現他的理念。 

  我們也從書中的情節與人物的表現，探討究竟什麼是「社會正義」，又該如

何實現。 

書本簡介： 

    西元 1929～1933 年，經濟大蕭條的年代，位於阿拉巴馬州的梅岡城，是座

老舊的城鎮，以棉花業為主產業。鎮上的人親民和善，過著安逸的生活。但觀念

封閉的社會風氣，依舊不例外地存在於這個小鎮。杰姆、思葛、荻兒，從天真的

孩子，透過黑人與白人的訴訟案件，以及發生在梅岡城生活的種種事件，改變視

野、轉變對世事的觀念。梅岡鎮，其實是一個社會的縮影，也是一個國家的縮影。

個性像男生的思葛，活潑好動，受到親人的要求，必須穿裙子，表現出文靜的樣

子；阿布因為違背了當時的風俗觀念，被軟禁在家中二十年；黑人湯姆被誣告性

侵白人女子，又受到不公平的審判而冤死等，都反映著當時社會的不平等。這本

書替當時受到限制和迫害的人們提出抗議社會不公的聲音，也呈現了作者心目中

對於「正義」的看法。 

 梅崗城故事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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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關係圖： 

 

報告內容： 

一、 探究主題──社會的正義： 

 

1. 從梅岡城的風俗看「社會」的規範 

    梅岡鎮是一個社會的縮影，從鎮上居民的互動，都可以察覺當時社會根深柢

固的觀念。鎮民所做出的反應和行動，都和那時的社會規範很有關係。 

  根據南一版國中七年級的公民課本內容，社會規範是「人與人互動的過程中，

所發展出來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這些經由不同族群、時空、文化背景所發展

出來的標準，被一般人認為是「對的」，視為「應當」並加以遵守的標準，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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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是否有用或有效。所以，當一個人不違反這些社會約定俗成的標準，就是「正

常」；反之，當某人違反大家認為是對的、正常的、應該遵守的社會規範，就會

被視為「異常」。 

 

  違反風俗習慣、倫理道德、宗教信仰等社會規範的成員，往往會受到不成文

的懲罰，有些是實質的懲罰，例如臺灣某些鄉下地方流行的「洗門風」；也有些

懲罰並非具體，卻更讓人難以承受，例如被輿論「污名」，在群體中受到孤立。

書中思葛的爸爸，律師亞惕，因為幫黑人湯姆辯護，就被鄰居杜博斯太太和思葛

的表親法蘭西思用侮辱性的字眼「黑鬼愛人」稱呼；同時，鎮上部分居民也曾直

接到家質問亞惕，明顯表示對他的不認同，要求亞惕放棄為湯姆辯護。種種事件，

都反映出當時的社會排斥不遵守「規範」、和大家「不一樣」的人。 

 

◎各種社會規範的比較 

社會規範 產生背景 作用 處罰方式 

風俗習慣 

道德道德 

宗教信仰 

長期累積 
1. 啟發內在良知 

2. 約束外在行為 

1. 良心的譴責 

2. 輿論的批評 

法  律 立法機關制定 約束外在行為 公權力制裁 

 

  發生在阿布身上的例子，更是清楚而典型的事件。以現代的眼光來看，阿布

只是年少時愛玩，和康寧家的小孩一天深夜在廣場上倒車繞圈，就被老法警龔納

先生逮捕。其實他們並沒有犯法，但這種行為在當時就被視為罪大惡極，從此阿

布被他爸爸軟禁在家二十年，阿布的名聲，在小鎮上漸漸被扭曲、妖魔化。由此

可知，當時社會的風俗，是深深影響著人心，凌駕於法律之上的。 

在梅岡城裡，這些社會規範被多數人認同、嚴格執行，但是，不代表這些觀

念就是「正義」的。作者藉由亞惕對孩子的教育，以及思葛所代表的天真的眼光，

隱隱透露出，這些根深柢固的社會規範，可能是導致國家無法進步的主因。在當

社會規範 

族群 

時空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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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梅岡城，那些白人自命優越的風俗，甚至是一種殺人的憑藉。違反社會規範，

為正義挺身而出，這種行為帶來的壓力，只有亞惕願意背負。在亞惕心目中，所

有的生命都擁有平等的重量，亞惕並不想默許黑人被誣陷的狀況，即使與大眾為

敵，也要堅持正義。 

2. 正義是什麼？ 

    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於 1971 年出版《正義論》一書，提出其政治理論的

核心為「社會正義」，此理論關心的是社會的基本結構以及人們合作產生之利益

的分配方式。社會的基本結構是指政治、社會以及經濟制度。 

 

  羅爾斯假設在一個擁有良好秩序的社會上，人們會共同認定一些原則，同時

共同接受這些原則的規範；而社會上的一切權利、義務以及經由合作所產生的利

益，都各自有一個公平正義的分配方式。然而，若要合乎這一種理想，人們必須

找出一個指導原則來制定社會規範，而且必須是不同主張者都會認同的。這個原

則，羅爾斯稱之為「社會正義原則」。人們不可能只靠著自己的直覺來找出這種

社會正義原則。就算能假設每個人都願意尋求公平合理，但又要怎樣確定這個正

義原則能是眾人一致認同的呢？由於在多數情況下，人們往往會先從「自私自利」

的角度出發，當我們在訂立社會契約的時候，如果事先知道自己在社會上的身分，

也就是知道自己將會受到什麼影響，那麼大多數人只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條款，

不去考慮其他人，因此制定的社會制度很有可能使其他人感到不公平、不被認

同。 

  正義應該是一種普遍而永恆的精神，讓社會上的人們都能擁有公平的機會實

現自我，在這實現自我的過程中，也必須是被平等對待的。然而，發生在梅岡城

裡的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卻一再體現出「不正義」。 

社會 

政治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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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本分析與主題討論： 

 

（一） 發生在梅岡城裡的「不正義」 

1. 種族歧視： 

    假使當年達爾文的「適者生存」理論沒有被種族主義份子惡意引用，或許金

恩博士的夢想就能夠成真吧！「和平、土地、麵包」是俄國共產黨推動革命時所

提出的著名口號，其中吐露了人類最基本的渴望與需求，這是不分種族、身份的

共同需求，只要身為人，都想獲得最大的滿足。 

  在《梅岡城故事》中，種族間的不平等在當時被視為理所當然，當排擠另一

方，卻對自己有利時，誰也不會拒絕。大多數人學會妥協、順其自然，只要不會

傷害到自己就好。至於他人的人權？只能自掃門前雪的棄之不顧。面對這些不平

等，沒有人想站出來，但亞惕就是少數願意背負這種命運的人。即便如此，堅持

的背後就是與眾人為敵，成為眾矢之的。當兒子杰姆因為承受不了鄰居間的閒言

閒語，不安的詢問爸爸的作為是否錯誤時，亞惕回答：「他們﹝鎮民﹞有權利以

自己的意見為尊，可是我得先忠於自己，才能順隨大眾。一個人的良知不需要遵

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P.157）僅憑一個人的力量是很難改變社會風氣的，

但身為其中的一份子，亞惕不因此隨波逐流，他選擇聽從自己的良心。 

    在梅岡城裡，黑人跟白人居住的地方是劃清界線、完全不同的；即便信仰的

是同一個上帝，黑人與白人的教堂卻也不同。在當時的社會裡，黑人在生活中的

許多事情都遭受限制，甚至是惡意的對待。在書中，白人會為黑人取許多羞辱的

綽號，像是「黑奴」、「黑鬼」等，而包庇黑人的人就叫做「黑鬼愛人」。書裡

或多或少的安排呈現這些「界限」，都讓我們可以從中窺看當時美國南方社會的

種族歧視問題。 

  在十九世紀中葉，林肯總統簽署了黑奴解放宣言，讓許多活在黑暗裡、飽受

欺凌的黑奴帶來一點光芒和希望。可是在將近兩個世紀的今天，種族歧視造成的



 5 

不公，還是時有所聞。在第三世界國家，因種族及宗教仇殺、開戰的新聞從未從

國際版中撤下，即便是我們認知的「文明國家」，也還是常常傳出許多歧視的事

件，就以最近的新聞為例，第 87 屆和第 88 屆的奧斯卡金像獎中的入圍名單中，

因為沒有出現任何黑人的作品導致議論紛紛，許多人認為是因為歧視黑人，也有

一些人認為之前也有黑人拿過獎，根本就沒有歧視黑人的問題。無論真相如何，

這樣的議題能夠被引發討論，正已代表了種族歧視的問題從來就沒有消失。 

  「我們必須給別人一個機會，不應該先入為主就憎恨他人。」在卡蜜‧嘉

西亞以及瑪格麗特‧史托爾所寫的小說《美麗魔物》中，女主角便認為這是哈

波‧李寫這本書的意義。這樣的道理，人人會說，可是無論在當時或現在的社

會，人們卻總會因為輿論的壓力、根深柢固的刻版印象而無法做到，只能對這

些不平等的事視而不見。 

2. 性別歧視： 

  不論從古早時期，一直到現代，性別歧視的問題都存在著。根據葉肅科《性

別教育-超越兩性關係》（2011，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的說法，性別歧視的

面向大致有三種： 

  

  在《梅岡城故事》中，處處可見性別歧視的風氣。主角思葛是個喜歡穿褲子

的女孩，但她的雅麗珊卓姑姑總是要求她穿裙子，認為是淑女就該端莊典雅，不

能像個男孩一樣，粗里粗氣穿著褲子到處跑，這是一種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而

思葛的哥哥杰姆，也曾說道：「女孩老是幻想，所以人們非常討厭女孩。」（P.64）

他的觀念中，明顯包含認為女生較為感性、情緒化的刻板印象。 

  在黑人湯姆被控性侵的案件裡，人們直觀的認為梅薏拉身為女性，必定弱於

1. 

相信特定一種性別，優於其他種性別。 

2. 

相信一個人一定屬於男性或女性。 

3. 

指稱憎恨男性（男性貶抑）或憎恨女性（女性貶抑）
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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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男性的湯姆。另外，決定判決結果的陪審團成員都是男性，也可以反映當時

社會貶低女性的地位，認為只有男性才可掌握決定權。 

  《梅岡城故事》利用這些穿插在主線情節間的小安排，暗示當時男女不平等

的情況。即使現今的社會強調性別平等，但是不同的性別，在許多學習或工作，

仍飽受不平等的對待。當我們以「性別」判定一個人的樣子，就是不尊重個人人

格的發展，也代表不能包容「獨特」的觀念。書中的思葛，不聽雅麗珊卓姑姑的

話，陽奉陰違的決定持續穿著褲子，或許也是因為她察覺到「不公平」，而以六

歲小孩之姿，所做的小小反抗。 

             

3. 「群性」高於「個性」： 

  傳統社會中，有著以「家族」作為核心的倫理觀念。在梅岡城裡，每個家族

都各有特色，例如：「康寧一家住在老塞姆地區，也就是梅岡郡北邊，是一個專

愛惹是生非的大家族。他們結黨成幫的行徑，是梅岡少見的。他們闖的禍不多，

可是已經夠讓全城議論的了。」（P.24）、「艾微家一連三代，都給梅岡城丟臉。

在他的記憶中，艾微家沒有人做過一樁正正經經的工作。」（P.50）等。 

  在這些集體的刻版印象及規範下，不容許有「獨特」、「與眾不同」的個體存

在。書裡，思葛的鄰居「阿布」，就是因為「特異獨行」，受到二十年的軟禁。也

因為家裡關了一個「怪人」，芮德家從此不再擁有「正常」的生活：「芮德家的人，

本來在城裡是很受歡迎的，偏偏他們後來卻避免交際──這種怪癖在梅岡是最不

被諒解的。」（P.23）、「芮宅的門窗，在禮拜天總是關著，這跟梅岡的風俗又不

合……每個禮拜天下午是人們正式拜訪親朋的日子。」（P.23） 

    在小說的開始，由思葛的新玩伴「荻兒」的好奇心，引出了「阿布」這個角

色。那時，阿布被視為「鬼」，連帶的，他家也被孩子們當成不敢輕易經過的「鬼

屋」。探究阿布到底犯了什麼錯，卻發現他所犯下的「罪」，以現今的角度看來是

多麼微不足道：「他們在理髮店附近遊蕩、他們在禮拜天搭巴士上亞波城去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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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他兒子進了不正當場所。一天深夜，這群少年玩興未散，開著一輛借來的

小汽車，倒退著在廣場上繞圈子，……控訴的罪名是行為不法、擾亂安寧、毆打

逞兇，而且還當著女士的面或者在他們聽得見的地方罵髒話。」（P.24）這些事

雖然並未違法，但是在梅岡城的居民眼中，卻是如同犯了法一樣，可見當時的社

會中，風俗習慣和倫理道德的規範性，會駕凌於法律之上。 

  同時，其中也有一些「特異份子」，將個人信念高高的擺在風俗習慣之上，

那就是思葛的爸爸亞惕所代表的精神，他以正氣凜然的形象，在孩子的心目中投

下了永不能磨滅的印象：「主要的一個理由是，如果我不替他辯護，在這個城裡

我就沒法抬頭挺胸做人了。」（P.116）、「因為我也許不會再要求你們聽我的話了。

思葛，由於工作的性質，每一位律師在他一生當中，至少要辦過一件對他個人有

深遠影響的案子。我想這是我的案子。妳在學校裡，可能會聽到關於這個案子的

閒言閒語，如果妳願意，請替我做一樁事：把妳的頭抬得高高的，把拳頭放下來。

不論誰對妳說什麼，都不要去理會，妳不要讓他們逗你生氣。改用妳的頭腦去打

架……這是一個好法子，哪怕耽誤了上課。」（P.117）、「你以為我能有其他的法

子對付我的孩子嗎？傑克，你跟我一樣明白結果會如何，我真的希望，並且祈求

能讓杰姆和思葛弄清楚這件事，不遭什麼譏刺，特別是不要沾染上梅岡城的壞習

氣。為什麼那些明事理的人，一旦遇見和黑人牽連在內的事情，就會瘋狂得胡說

八道……他正是想要我聽見他所說的每一個字。」（P.134） 

  亞惕身為法律的發言人、家庭教育的施予者，他的一言一行，無疑代表著作

者的「正義」觀。 

（二） 如何追求正義 

1. 消極面：法律與制度 

    制定法律和制度的目的是為了追求正義，因此一切法律制度的產生都是圍繞

著是否合乎正義打轉，例如《解放奴隸宣言》、《世界人權宣言》等，都是現代文

明國家制定法律制度的重要參考。但是這些經由人們制定出來的法律，也必須由

正義的良心執行，否則只會淪為惡魔染指的兇器。 

  我們所身處的世界，並不像我們所寫的考卷一樣，有著簡單的是非對錯以及

標準答案的。所謂的現實，是相當複雜而迂迴深刻的。假如在這個社會上，發生

了一件不應該發生的事，只要在大家都說「可以做」的情況下，這個錯誤就會變

成既定的「事實」。被舊有的觀念所蒙蔽的「好人」，選擇對這些不正義的事視而

不見、冷漠逃避，甚至落井下石，間接成了加害人。憲法規定人人生而平等，那

麼，遇到這些不平等而受到傷害的人，又要如何得到彌補呢？ 

  雖然法律的發展和完善漸漸趨於正義，但是依舊不能完全等同於正義。法律

中有「善法」也有「惡法」，其中能體現正義的才稱為「善法」。在「善法」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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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下，審判程序也必須要「有序」和「公正」，否則即使是「善法」也會因為這

不公正的審判，傷害了沒有做錯事的好人，並且讓社會大眾連帶對法律的公正性

失去信心。 

  正如同書中陪審團對黑人湯姆的審判，因為當時的判決結果是由陪審團的決

定為主，而組成陪審團的全是白人男性，無一不受到社會風氣的影響而歧視黑人，

審判的角度自然有所偏頗。 

  亞惕以法律為湯姆辯護，在種種證據及論述之下，除了原先支持湯姆的的黑

人和少數認同種族平等者之外，城裡的人們也漸漸默認艾微先生隱瞞事實真相、

抹黑湯姆。然而，判決結果出爐，陪審團依舊判湯姆有罪，亞惕眼底帶著微微的

頹喪走出法庭，面對黑人的感謝，他不居功也不回應，他認為這場仗並未結束，

他還是湯姆的辯護律師，身上背負著許多未完成的責任。勝訴的鮑伯˙艾微名聲

掃地，而絕望的湯姆在越獄時被殺，法律的存在

好像只是用來滿足人的正義心，卻無法真正實現

正義，因為執行法律的程序和人們是如此荒腔走

板，讓一個善良無辜的人賠上性命，就像殺死了

一隻模仿鳥。 

    書中亞惕以寡敵眾，儘管當眾成功證明了黑

人湯姆的無辜，但其結局卻是悲哀的，那位被比

喻為模仿鳥的黑人，終究被法律給出賣而謀害了。

但這個故事卻震撼了世人，讓世人重新思考如何

才能實現社會的正義。 

   

2. 積極面：教育 

    湯姆的事件是真實事件的改編，事件的結局深深打擊了芬鵸一家，也讓讀者

痛心。由此可見，只是從制度的改革，是沒辦法真正實現正義的。如果能夠轉為

積極面，改變每一個人的觀念，傳遞真正的正義觀，才能釜底抽薪的改變社會舊

有的風氣。 

  教育是從根本培養或改變一個人的行為標準和觀念的方式。在追求正義前，

理所當然必須先了解並認同所追求的正義。亞惕知道如此，所以杰姆和思葛從小

就受到爸爸的身教與言教，教導他們如何以正確的價值觀看待「現實」。 

    教育是含有很多風險以及時效性的。許多大人透過言語來影響孩子，這些用

詞對孩子的影響很深，但也同時影響了孩子對大人的態度。亞惕曾說過：「小孩

問你事的時候，一定要回答他，但不要杜撰。小孩雖小，但他們比大人更容易發

覺什麼是推託的藉口，避而不答只會把他們搞得更糊塗。」（P.132）亞惕為湯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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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一事，也對思葛和杰姆造成影響，亞惕就是透過言語陪伴孩子，教導他們如

何面對他人的閒言閒語。對於愛打架惹禍的思葛，他是這麼教育的：「把妳的頭

抬得高高的，把拳頭放下來。……妳不要讓他們逗你生氣。改用妳的頭腦去打

架……」（P.117）他認為建立正確的道德與價值觀，是比上課還重要的事。 

    亞惕‧芬鵸耐心教導思葛和杰姆正確的觀念，更以身作則，成為自己小孩的

榜樣，例如：思葛曾因為她的同學賽西兒說了亞惕的壞話，預備將拳頭揮向他同

學，但隨即想到亞惕曾經告誡她的話，便將拳頭放下了。在湯姆離開後，鮑伯把

亞惕叫出外面，並在亞惕的臉上吐了一口口水，亞惕非常生氣，但亞惕並未惡言

相向、拳打腳踢，反而悻悻離開，不加以追究。亞惕曾跟思葛說不可以動手打架，

從此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以身作則的父親。 

    當我們口頭教導一個人，希望他能照做時，以「身教」示範是必須也最快速

的方法。對於年紀較大，觀念已定的人更是有效。卡布妮亞是芬鵸家的黑人幫傭，

亞惕對她的影響也不比思葛他們小。在她帶思葛和杰姆去黑人教堂──也就是被

解放的黑奴們，用第一筆工資蓋的黑人教堂──時，就可以看出卡布妮亞和其他

黑人的不同之處。或許在亞惕家中服務久了，她的言行舉止以及觀念，都像亞惕

一樣不受社會約束，堅持真相，表現出身教的影響之大。她自信的態度，與其他

黑人相差極大，也不會認為與白人之間沒有溝通的機會。她就像黑人與白人之間

的橋樑。 

    很多時候人們只須親身去做到所希望傳遞的道德，不需額外再多說什麼，那

麼角色楷模的影響便會深刻且不容忽視。所以，這一切還是得回到自身，回到一

個教育者、影響者本身的反思與體現。有人的作法或許會為了保護自己在孩子面

前的尊嚴，而選擇犧牲他人的名聲，蒙蔽事實的真相，就像鮑伯對湯姆的污衊一

樣。但是一個真正關照他人的人，一個真正身體力行品格教育的人，更在乎的是

人性的尊重。 

    在《梅岡城故事》中的美國，社會風氣封閉，觀念老舊，各種歧視風氣盛行，

正因如此，能像亞惕這樣為少數者主持正義、堅定的教導小孩的人，更是難能可

貴。為了主持公平正義，不惜與大眾的意見相違，這是孟子所說的「雖千萬人吾

往矣」的氣魄。即使是在現今社會，能像亞惕這樣稟持正義、教導下一代的人，

也並不常見，這是為什麼呢？或許是因為來自大眾的壓力，

因為「獨特」使人們感到自己成為眾矢之的的壓力，又或

許是不知道如何改變而裹足不前。我們應該學習亞惕的精

神，透過閱讀，尋找認同，更尋找方法，做一個真正對社

會有關懷心，也能真正付出行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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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延伸閱讀與總結： 

    在閱讀《梅岡城故事》的同時，我們也閱讀了《奇風歲月》（羅伯．麥肯

曼著，鸚鵡螺文化出版）、《姊妹》（凱瑟琳．史托基特著，商周出版）等小說，

這兩部一樣是在描述十九世紀美國南方社會的故事，一樣的描寫了種族問題、

性別問題等種種不公義的事件。藉由這些延伸閱讀，我們更深入的了解了《梅

岡城故事》所探討的歧視問題，伴隨著《梅岡城故事》中的種種事件，反思自

己生活中的不平等。因為製作這次的報告，我們對「社會正義」的議題十分感

興趣，也去了解哈佛大學最著名的線上課程《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從中發

現「正義」並不是單一的價值觀，在不同方面、不同的情境下，經由思辨，都

有許多不同的解答。 

  當人們對「正義」的意義有了更深的思考，對於正義的實現也會有更深的

渴望。於是，人們藉由消極面的制定制度，以及積極面的實施教育，不斷的為

實現正義而努力。在 2015 年，哈波‧李出版了她人生中第二本書，也是最後

一本書──《設立守望者》，其中敘述的是《梅岡城故事》發生後二十年的事

情。這本書開始販售時，馬上就被一搶而光，從這件事可以知道《梅岡城故事》

的熱力不減，世界上還是有許多人在追求正義、渴望公平，認同作者哈波˙李

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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