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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公民享有先前沒有的政治自由，但陷入了民主所承

諾的良好生活與現實的落差、政府治理的失能與社會經濟進展的期望、道德的標

榜與政治的腐化、社會正義的籲求與社會貧富差距的糾結纏繞，姑且不論台灣的

主權不完整所帶來的困境。置身這種處境，台灣民主是否能穩健發展，而不致於

走向「民主的自我毀滅」的途徑，遂成為關切的問題。 

  資歷尚淺的台灣民主尚未累積豐富的實踐經驗與理論解釋，致使無法形成

「民主的傳承」（inheritance of democracy）），藉之得以緩解民主的困境。民主的

理念來自西方，在了解民主的意義上，我們有必要走進西方的經驗世界，探究其

民主的傳承。自十九世紀現代民主理論形成以來，有關民主的論述推陳出新。面

對浩瀚無窮的論著，任何人皓首窮經皆不可盡。是故本書不能說全面性地闡釋了

民主的政治思想史，更不能說有系統地建立了民主的理論。 

  現代民主源出十八世紀的美法兩國的民主革命；透過暴力與戰爭，這兩個國

家以「人民主權」為意識型態，推翻了「舊政制」及其等級身分的社會結構，制

訂了以人權與公民權為公法的憲法，設立分權的政府組織以及選舉的代表制，據

此形塑了現代的「代議式民主」（或謂「自由憲政民主」）的架構。但民主並非一



 

 

蹴可及，也非畢其功於一役，經由十九世紀以來的勞工與婦女的抗爭運動，直至

二十世紀上半葉，民主才發展出不分性別與資產資格的「普選制」而走進所謂的

「群眾民主」（mass democracy），其間遭遇極權主義與法西斯政權的頓挫，直到

1990年代，民主才普遍地被承認為具有正當性的體制，是構成良好政府的基本條

件。 

  現代民主（不論你稱為民主體制或民主體系）在歐美的發展經歷百年，相較

於先前人類生活過來的君主專制（monarchy）與帝國的政治體制，其時間委實短

暫。就此而言，民主尚且處在動態的發展當中，而沒有所謂「歷史的終點」（如

福山所言）。現代民主藉由人為的力量或甚至暴力，裁斷歷史的延續性，顛覆舊

有的體制，就這一點來說，民主代表一種歷史的斷裂。另一方面，從民主化的過

程中，我們亦可發現民主永遠不會滿足既成的事物，甚至它自己建構的制度；它

既是自我批判，也向未來開放，但民主的這種傾向使它在過程中處處是險境，在

特殊的境況中，會走向民主自我否定的途徑。舉兩個例子，法國革命在1792年到

1794年之間，革命分子羅伯斯比為防禦新建立的民主以免遭到內外敵人的攻擊，

以及鞏固民主秩序，而訴諸反民主的恐怖統治。同樣地，德國在1918年從君主專

制走向了所謂威瑪的民主共和，這個新建立的民主共和處於政黨林立、相互鬥爭

而無法形成一穩定的秩序，加上1930年代的全球經濟危機以及一戰的戰爭賠償，

將這個新起的民主共和推向危機的境況，在其中醞釀納粹政黨的興起，這個政黨

以合法的民主程序掌握了政權。但它以反民主的種族主義為意識型態，並且藉由

全面控制的手段，解決了民主的危機，但也埋葬了這個民主共和。法國當代「解

構論」的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在他的《非法亂紀的國家：

理性二論》（Rogues: Two Essays on Reason）的〈論強權的理性〉中，用「自體

免疫」（auto-immunity）作為譬喻來闡釋民主內在的自毀傾向。若不論他如何說

明民主內蘊的無可化解的弔詭（aporias, 或譯為「死胡同」），德希達以此概念指

出民主的「非確定性」（indetermination）與開放性，這種特性讓民主得以保持其



 

 

自由與平等的動態擴展，但民主也因這種特性使它遭受內生的反對者或甚至政敵

的強勁攻擊。面臨這種危機處境，民主如同生物有機體一樣必須以自己的抗體來

對抗這些危機，以防禦自身。但在某種情況下，免疫的抗體在對抗外來的病毒之

時，亦可能反向攻擊自身，而造成免疫系統的崩潰，這就形成所謂「自體免疫」

的自殺。（Derrida, 2005: 45） 

  然而，這種民主動態的發展也伴隨著另一種追求穩定性的趨勢。在推翻舊政

制之後，民主革命面臨的難題即是如何在廢墟之中重建新的國家體制以及社會秩

序。新國家體制的建構必須有其典章憲政，以確立國家治理的公共權威，以及組

織政府，建立「權力的布置或機制」（the apparatus of power），並賦予人民享有

基本權利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民主的動態必須有其憲政的規約。 

  本書即以民主的動態與憲政制度這兩個面向，闡述歐洲如何從王權專制走向

自由民主的理念。民主是一古老的名詞，它源自古希臘雅典城邦在西元前第六與

第五世紀的政治實踐，其意涵表示人民（demo）的力量、做為與自治。作為一

種體制（regime），它意指人民以自由與平等的身份共同參與，以及審議與決斷

公共事務，並形成憲法（constitution）、組織政府，安排制度（如從公民大會以

至法庭等），這種民主體制的形成，就如德國歷史家邁爾（Christian Meier）所稱，

乃是史無前例，為古希臘人所獨創（Meier, 1990）。古雅典的民主城邦在西元前

第五世紀末因伯羅奔尼薩戰爭（Pelonnesian Wars, 從431 B.C至404B.C）逐漸走

向衰微，至331B.C為馬基頓的菲利浦（Philip of Macedon）所征服。在這一段期

間，羅馬共和逐漸興起。羅馬共和創建於509B.C，歷經由三次的「布匿克戰役」

（Punic War, 從264B.C到146B.C），征服迦太基（Carthage），而成為支配地中海

地區的霸權。羅馬共和亦如古雅典民主是一自由城邦，但其體制的構成是以人民

權力為基礎，而以貴族所形成的元老院為治理的權威。同時，由於羅馬法頒佈，

羅馬共和比古雅典民主更注重公民的法律人格及其權益。在本書的第二章中，我

對這兩個政體的差異，做了扼要的說明，以此為背景，闡述亞里斯多德與西塞羅



 

 

的政治共同體（或謂公民社會）的理論。他們的政治理念一般被稱為古典的共和

思想，其論證的主軸在於解釋共同體的構成乃以人民（與公民）共享的公共性的

「福祉」（happiness或goodness或謂「共善」）為基礎，此「共善」既是物質性的

（如財富、資產，或者滿足個人生存的必需品）也是非物質性的（如和平、安全、

正義公理等倫理上的要求）。以此共同體之構成為起點，他們進一步說明憲法及

其政府的組織與公民的身分與權益和德行。 

  不論古雅典或古羅馬的政治共同體，它們皆具有民主的特性，如古雅典的自

由與平等的公民的身分，以及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責任，古羅馬共和的「權力在

民」的理念。可是在亞里斯多德與西塞羅所表現出的共和思想中，卻隱含一種對

民主的懷疑論調。亞里斯多德強調良好的憲法及其政府的治理是以自由與平等的

公民為本，而且公民的集體的審議和決斷是構成良治之政府的基礎，換言之，良

好的憲法與政府顯現民主的特性。儘管如此，他指出民主政體既然是下階層的「人

民」（如農民、工匠與商人）的多數掌握了最高權力，以及支配了「權力的機關」

（如人民大會、法庭與最高法院），這個「人民」的多數很容易走向極端的政治。

在「煽動者」（demagogue）聳動的言詞的刺激下，「人民」多數會不分青紅皂白

地抨擊既定的體制、對抗權威、拉平一切價值，而走向「混淆一切的平等主義」

（indiscriminative equalitarianism），「人民」的多數遂集體喪失了識別與分辨價值

高下的能力，因此對於一切優越秀異的事物，常常表現怨憎的情緒。在凡事皆被

允許的激情的鼓勵下，「人民」多數變得自我放縱，不思節制，繼而造成民主秩

序的動盪不安。亞里斯多德所批判的民主政治是否有其歷史的真實性？對於這個

問題，當前的專研古希臘史的學者亦多有懷疑，認為亞里斯多德因其貴族階級出

身，扭曲了當時古雅典民主的實情。 姑且不論此評論，我們可以說亞里斯多德

一方面肯定如前所述的民主的價值，但亦基於政治規範的考量，反思批判民主可

能走向「腐化變態」（pathology）的境況。從西方政治的思想史的角度觀之，這

種對民主政體既肯定又批判的兩難（ambivalence）構成西方政治思想的趨向。 



 

 

  銜接第二章的論述，本書在第三章先闡釋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350-430）

對於古典共和的政治理念所提出的神學的批判。人的原罪、救贖、上帝的「恩賜」

（grace）與「旨意」（providence）以及基督教的德行（即：信仰、希望與普世之

愛）等，乃構成他神學的主要觀念。基於人的原罪與墮落的觀點，奧古斯丁批判

古典的人本中心的政治理念。他指出凡相信人可憑藉一己之力在塵世中實現圓滿

自足之生活，以及創立良好的憲政體制者，皆出自於傲慢自大（hubris）。這種傲

慢自大使人們無法透視其美德是建立在凌駕他人之上而來的自我炫耀，如古羅馬

人所標榜的「貴族性的美德」（如勇敢、剛毅）基本上乃是建立在征戰與殺戮之

上。這種傲慢自大也使人們無法正視他們在建國創制之時雙手沾滿了鮮血，如古

羅馬的共和的創制是由兄弟相殘而來，帝國的建制亦從內戰而立。從這種激進的

神學的批判而來的觀念即是：人生存在這個充滿殘缺的塵世中，只能想像自己宛

如旅人過客，企求從這個充塞不義、血腥的塵世中，求得救贖與解放。換言之，

只能以對上帝堅定的信仰，期望其恩賜，因此，圓滿的福祉不在此世，而在彼世；

以奧古斯丁的話來說，人的一生猶如往上帝之城朝聖的旅程。奧古斯丁的這種神

學一方面成為日後政治激進論的思想資源；另一方面也使人「從政治的征服與物

質世界，轉向個人內在生活的培育、修養」（Minogue, 1995: 33）。 

  古羅馬共和在27B.C，因屋大維的稱帝（princept或謂「大統領」）而轉向帝

國，自此之後，歐洲長期延續「王權專制」（monarchy，或譯「君主之治」）與帝

國的體制，直到十八世紀末的革命；也在此時，對於民主體制有正面肯定的理論

在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的《美國的民主》（Demcracy in 

American, 1835〔上冊〕、1840〔下冊〕）才啟其端緒。本書在第四章闡釋了自古

羅馬帝國以降，經過中古封建時代以至十七世紀，歐洲政治思想針對專制與民主

的課題所表達的觀念。 

  在屋大維執政時，偉大詩人維吉爾（Virgil, 70-19B.C）創作了史詩《亞涅德》

（Aeneid）歌頌屋大維帶來了「羅馬和平」（Pax Romana），並且追溯羅馬人乃是



 

 

特洛伊（Troy）貴族亞涅德的後裔。這種敘事創造了羅馬「創制的神話」（founding 

myth）。維吉爾的理念也成為文藝復興初期偉大詩人但丁在《論世界帝國》

（Monachia, 1311年出版）伸張帝國（即：神聖羅馬帝國）統治之正當性的論證

資源。然而為帝國的皇權帝制確立其統治正當性論證者，乃是斯多葛學派的哲學

家塞尼嘉（Seneca, 4B.C-65A.D），其論證的特色在於運用人身作為譬喻來闡釋皇

權在政治社會秩序中所居的樞紐地位，而形成了「政治體」（body politic）的概

念語言，他亦勸誡帝王能行仁義、守法律，嘗試以道德倫理來規範政治權力。這

種理念也構成文藝復興時期的「明君寶鑑」（the mirror of prince）著作類型的基

本內涵。 

  古羅馬帝國在西元第四世紀崩潰瓦解，歐洲自此走向中古封建的時代

（400-1500），在其間，歐洲的政治體制大致來說，是以君主專制（monarchy）

與帝國為主軸。這兩個體制治理之良窳，基本上，乃依賴君主與皇帝的作為與品

格是否明智與幹練，是否有美德而定，是故顯現出強烈的人治色彩的理念。這種

政治思維貫穿中古歐洲的政治理論，即使到文藝復興時代的但丁的《論世界帝國》

與馬基維利的《君王論》（The Prince, 1513）依舊以君主的領導與統治為政治思

辨的重心——儘管共和民主的理念亦是馬基維利的政治理論的重要面向。這種以

君主之人治為導向的政治思維至十七世紀而有明確的轉變。這種轉變的關鍵在於，

從君主人治的道德規範性論述轉向國家之制度性主權的正當性論證。首開此論證

途徑者乃是英國偉大的政治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儘管他

擁護君主專制體制，認為這種體制最有能力維繫政治與社會秩序，但他在《利維

坦》（Leviathan, 1651）中，不再討論君主的才幹與品德，而是闡釋國家主權及其

制度性安排的根源，並論證其統治之正當性的理由。霍布斯依循傳統的「政治體」

的譬喻，認為主權猶如人身體中的靈魂，它給予人身生命與動力，喪失了它，身

體就死亡。主權乃是人透過約定的信任，是來自於眾民所賦與的權威，其目的在

於調節與解決人群的糾紛與衝突，以及維護人民的財產與人身的安全，並且保障



 

 

和平。主權者能發此治理的功能，其所憑藉的，即是法治與軍事的威勢。 

  沿順霍布斯的主權理論的論證脈絡，本書的第五章進一步闡釋史賓諾莎

（Spinoza, 1632-1677）與盧梭（Jean-Jacque Rousseau, 1712-1778）如何透過社會

契約論的論證，重新詮釋主權的意義。霍布斯的社會契約論內蘊循環論證（即論

證所得結論是論證的前提），也顯現民主與絕對性之主權的治理兩者之間的矛盾。

史賓諾莎與盧梭如何克服這問題乃構成本章解釋的主要課題。針對霍布斯的問題，

史賓諾莎肯定人的自由與平等的結社即構成民主的社群，他認為民主的結社是最

自然的社群，因為這種自由與平等的結社才有可能形成集體審議與決斷公共事務，

以及防衛共同體的和平與安全。在此，史賓諾莎承認霍布斯式的個人主義倫理，

也接受其社約論所論的個人自然權力與權利（或謂「自然權能」）的讓渡，但不

同的是，史賓諾莎的讓渡不是眾民經過立約的程序，讓渡其自然權利與權力給一

個超越立約關係之上的主權者（這個主權者可以是單一個體，也可以是一個少數

人的集會），而是每一個人把他各自擁有的自然權能轉讓給整個共同體，這個共

同體的權能即是民主。這種轉讓不是消極性地結束如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的

無政府情境，而是積極地形塑更為強大有力的共同體。以這個民主的共同權利與

權力，才能進一步論及憲法以及制度的安排。 

  盧梭在某種程度上，乃承襲了史賓諾莎的社會契約論的基本觀點，即：立約

的轉讓是將個人的權利轉讓給「整個共同體」。這種讓渡對所有人的條件而言都

是均等的，既是如此，立約者就無意使自己成為其他人的負擔，也不需要有一個

主權者作為他們的主人，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契約的創作者，故而都具有主權者的

地位。依這種立約關係為基礎，盧梭形塑了「普遍意志」（或謂「全意志」）的理

念，由此意志所形成的共同體則具有公共性的道德，也體現集體性的審議與判斷。

當這個意志一旦經由宣示，就成為一種主權行為，並構成法律，這即是人民主權

的觀念。在此，盧梭否定主權者乃是眾民立約所賦予權力與權威，是人民的代表。

盧梭強調人民主權是不能被代表的，人民作為主權者必須在公共領域展現其主權。



 

 

凡人民所指派的政府官員都不是人民的「代表」，而只是他們的「辦事員」

（deputies）。 

  如上所言，現代民主即經由十八世紀末的兩次革命（1776年的美國獨立的革

命與1789年的法國民主革命）啟其端緒。對於這兩次革命，我並沒有具體說明其

發生的歷史條件，而是在第六章中闡述當代三位重要政治思想家：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施密特（Carl Schmitt, 1888-1985）與列弗（Claud Lefort, 

1924-2010）對革命意義所做的理論解釋。在此，先扼要地闡明他們所表達的民

主革命的問題，這些問題也構成自十九世紀以至於今日「民主化」過程恆定的問

題。 

  民主革命的行動與創制建國乃訴求「人民主權」（或謂「人民整體的主權意

志」）作為論證其正當性的依據。相對於「舊政制」的君主主權，民主的人民主

權則顯得含混與空洞。含混是因為它被擠壓於「部分」與「整體」之間的矛盾，

空洞是因為人民整體沒有眉目形狀可辨認。是故，如果承擔主權的人必須對其言

行負責，那麼，人民作為一個整體如何要求它負起作為主權者的責任？人民的主

權就此而論是無法援引任何恆定的原則以證成其正當性的，它只能證成自身，但

這種證成卻是自我循環，而且永遠深陷人民相互的矛盾。若把這種矛盾視為辯證

關係，那麼這種辯證將呈現一種開放性的動態，民主遂不可能以人民整體的共同

命運或者民族的構成，作為最後目的。 

  在民主革命創制之初，不論美國的建國之父或法國的革命分子，都面臨民主

的建制是否可以依循古典的民主模型的困擾——其構成要素包括公民集體參與

公共事物，以及透過抽籤或推舉的程序，輪流擔任執政官——針對這個問題，他

們除了考慮這種「純粹民主」不適合現代國家的規模與經濟社會的勞力分工之外，

他們還認為純粹民主容易帶來派系的鬥爭，以及多數壓迫少數…等造成社會動亂

的因素。基於這些考慮，民主革命的建制遂以代表制的民主（即間接民主）取代

古典的參與式民主（即直接民主）。就如美國革命的建國之父麥迪遜（James 



 

 

Madison, 1751-1836）在《聯邦黨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第63號文章中所言，

美國政府的真實特性在於不讓人民集體的能力能夠分享政府；它是不折不扣的共

和制。在第10號文章中，他明確地區分民主與共和制的不同，前者指古希臘的「純

粹民主」，後者是以選舉的代表制為綱領的民主，1788年時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1755-1804）將此「民主共和」稱之為「代表制民主」（a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Wood, 1992: 98）。在法國革命期間，「制憲議會」（National Assembly）

的政治思想家西耶爾（Abbe Sieyes, 1748-1836）亦提出代表制的民主理念，其主

要理由是：在現代商業化的分工體制中，每一個人必須從事職業工作，以維持生

計，而不容許他有閒暇參與公共事務，因此政治事務必須經由民選的政治代表來

承擔。民主革命的建制啟示了人民以自由與平等的身份參與政治的理念，制訂了

保障公民權的憲法，組織了權力分立與制衡的政府，確立了民選的代表制作為體

現人民立意的機制，伸張國家與政府的建立乃以人民主權為其正當性的論據。民

主是一種承諾，給予人民自由、平等以及生命與財產的保障。 

  美法兩國的民主革命雖有其不足與脆弱（如前者的「黑奴制」及其引發的國

家認同的分裂，後者則以拿破崙的稱帝與菲利普二世的波旁王朝的復辟為終結），

但民主的理念與實踐在革命之後的十九世紀，則形成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勢力，

支配歐美的歷史進程，如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所言，「偉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我們之中進行著…它是普遍性的，是牢

固不可破，它日復一日逃離了人為的干涉；每一件事件，就如同每一個人一樣推

促它的發展。」（Tocqueville, 2000：vol.1.1）但是，歷史的趨勢儘管強而有力，

但它並不是單向的。針對民主革命的遺產（特別是代表制的民主政體）的解釋形

成了「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以及反民主的

「反動主義」等意識型態。我並沒有直接闡釋這些意識型態的爭論，而是在第七

章中，闡述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 1729-1797） 的保守主義與龔斯當

（Benjamin Constant, 1767-1830）的自由憲政的理論。柏克在1790年出版的《法



 

 

國革命的反思》中，嚴厲批判法國革命的瘋狂暴虐，指責法國革命分子推翻了皇

室貴族所孕育的禮儀文雅的社會，帶來了粗鄙、紛亂的無政府狀態。在反思批判

法國革命帶來政治與社會災難之同時，柏克也批判法國啟蒙思想運動所揭示的理

性主義的建構論的政治原則，及其反傳統主義的思想趨向。在這種批判論的脈絡

中，柏克強調政治改革必須兼顧歷史延續的脈絡性。在政治思想始終的脈絡中，

他也改變了先前社會契約論的論述形態，而賦予市民社會之解釋的肌理；在民主

激進的作風中，他肯定穩健適度的實踐與具寬容氣量的教養，以及務實但具批判

性的政治判斷。柏克雖被稱為現代保守主義的思想先驅，但他的保守主義並非反

動式的保守主義，而是在民主革命狂飆的時代，他倡導足以牽制民主激進的原則。

在革命之後的處境中，龔斯當關切的問題是，當廣大人民因革命而取得自由時，

為什麼新取得的自由反而讓他們陷入桎梏？在舊政制中，人民受專擅之暴君所奴

役，但在革命之後，人民集體取代君主，成為主權者，卻成為支配個體的奴役主。

龔斯當的政治思維一方面批判君主制的原則與任何暴君與僭主的支配統治，另一

方面也批判以盧梭的人民主權為基礎的共和民主的理論。從這種批判論中，龔斯

當發展出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凡一切權力都必須受約束，並從這種批判論中，

發展出「現代性的自由理念」〔據艾薩‧柏林（Isiah Berlin, 1909-2007）的解釋，

即消極性的自由概念〕與自由憲政的理念。龔斯當的「現代性的自由理念」強調

共和國的公民不必要如古典共和思想所設想的，承擔參與公共（或政治）事務的

責任，反而有權利可以從政治參與中撤退，而關切自己個人的生活，以及個人所

選擇的有價值的事物。在這個論點上，龔斯當亦了解這種「消極自由」的保障必

須透過「積極性之自由」（以龔斯當的用語，「政治自由」）的實踐方得以有所成——

只是這種政治自由的實踐必須受到某些道德倫理所規範（如公義、理性、自我節

制、尊重公共秩序、不妨害他人的自由，不以多數壓迫少數人的意見等）。在闡

釋革命之後的自由憲政的理想上，龔斯當肯定人權與公民權的保障乃是公法的基

本原則，是構成國家統治之正當性的依據；他也接受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的制衡



 

 

原則。但他指出：憲法不只是憲章條文的書寫（如他所說，任何人都可以在書齋

中草擬完美的憲法），它的落實必有待公民的良好素質以及自由的政治文化。除

此之外，他也洞察三權分立的政府組織容易走向權力彼此之間的相互杯葛與鬥爭

（特別是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為救濟這種民主政府的困境，龔斯當嘗試援引

「君主制」的原則，以求緩解之道。這個原則的要義在於君主作為國家的主權者

乃居於最高權位，「當政但不統治」（reign but not rule），其功能僅在於仲裁內政

與外交政策的分歧意見，調和衝突；他是一位中立的「第三者」，以及是憲法的

守護者，這種理念是日後自由主義的「中立性國家」理念的濫觴。 

  民主革命之後，「自由憲政民主」（liberal democracy）（或謂「代議式民主」）

乃構成民主之政治的主要模式。但這種型態的民主在其實踐過程中充滿爭議：首

先，民主既然以「人民整體的主權意志」作為正當性的論據，那麼，這個整體意

志如何可以轉讓給所謂人民的代表，就如上所論盧梭的「人民主權」理論揭示：

人民主權不能被代表，他們只能在場。其弔詭在於：如果人民的主權的代表能充

分體現這個整體的意志，那麼代表就成為多餘；如果代表只能體現整體中部分人

民的意志，那麼民主內在就不斷出現黨派與派系的衝突。其次，代議式民主在十

九世紀的發展中攝入了自由主義的理念，自由主義強調尊重個人自由，也肯定法

治的程序性正義，藉以約束任何權力（不論國家或人民之權力），但自由主義的

這些基本理念是跟民主所講求的人民的直接政治參與與自治自決是對立的。就此

而論，代議式民主內含了矛盾的理念。 

  本書在第八章闡述了施密特在1930年代對代議式民主（或他所謂的「議會法

治國」）的批判，藉此討論這個民主型態的問題。沿順這個解釋脈絡，第九章中

則分析施密特的政治代表性的概念，並跟鄂蘭與列弗所提出的概念做比較。 

施密特與鄂蘭基於不同的政治關懷，批判了「代議民主制」，也思考如何救濟此

制度的偏頗與無能。由於兩人的關切及立論的依據不同，其提出的救濟方案亦相

差異。 



 

 

  施密特關切威瑪共和的「議會立法國」體制因多黨的紛爭利益的傾軋，以及

執政階層的無能而造成的政治社會的分崩離析，為了救濟這個瀕於解體的共和，

施密特走向了一個激進的思想途徑。基本上，施密特診斷了議會民主及其自由主

義的意識型態在面對「群眾民主」的挑戰時神經衰弱、軟弱無能。為此，他強調

自由主義者應擺脫對民主的懷疑與恐懼，而正視民主與代表制即是整個政治共同

體的統一性的建構，具體來說，這一個統一性在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主權者與

居民、國家權威的主體與客體、人民與他們的議會代表、國家與現實的投票人口、

國家與法律，以及數量與質性（如法的公正性）的同一。以同樣的論理途徑，施

密特亦論證「代表的統一性」在於民族作為整體人民，才能被代表；既然是國家

統一的政治形式，它跟民主一樣，是絕對性的，不容許分割。在此，施密特承襲

了盧梭的觀點，一方面區分了代表與「代理」（deputies，如一般所稱的議會的代

表）的不同，也改造了霍布斯的「主權者作為國家人格的代表」的觀念，另一方

面則轉向民族作為人民之代表的觀念。就此論證，我們大致可說，施密特建立起

民主與民族同一性的關聯。但這個同一性必須依賴主權者在例外狀態時所做的敵

與友的政治決斷。施密特在威瑪共和危機處理的處境中，力圖建立穩定的具體的

政治秩序，其終極目標即在於塑造民主與民族同一性，而完成此目標的途徑則在

強勢的主權者的政治決斷力。 

  相對而言，鄂蘭在思考如何解除代議民主的腐敗病徵上，則是走向另一種激

進民主的思維。她既然力圖解構西方自布丹、霍布斯以來的絕對性主權以及「唯

意志論」的政治思想傳承，因而鄂蘭的民主論述就容不下國家的建制，或者任何

制度性的思維。儘管她承認革命的立憲與制度的安排也是構成革命實踐的環節之

一，但她的民主論述只偏向人民實踐的層面。她肯定個人與人結社的實踐行動，

以及人透過互為主體的言論的溝通，形成輿論，並相互結社參與公共事務，而得

以體現公共精神，以及追求「公共的福祉」。如此，個人與集體才能開展出可見

的「自由的空間」（或者說，個人與集體得以顯現的空間）以及實現人彼此互為



 

 

行動者之同儕身份的平等價值。政治不是如施密特所倡議的主權者於例外狀態時

的敵與友的決斷，而是人民透過個人實踐卓越的言行，以及形成多樣性的結社，

參與公共事務。她為補救「代議民主制」因缺乏人民直接的政治參與所導致的公

共精神的喪失，提出了「協議體系」（council system）或者以傑佛遜的用語，即

「初級共和」（elementary republic）的方案，這個方案是以直接民主的理念為其

根據。但鄂蘭也承認，即使連「鄉里協議」的組織也不能不由推舉的代表來表達

共同的意見，只是這類的代表是經由協議結社中的人民共同審議而選任的。 

列弗一方面承襲這兩位政治思想家互不相容的民主思維，一方面也重新闡釋現代

民主的意義。基本上，他維護並辯解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正當性，

就這一點來說，他跟施密特與鄂蘭的民主思維有很大的不同。列弗強調，民主不

能只被視為一種政府的形式而已，而必須被視為一種「政體」（regime）。一個政

體的構成（shaping，或以法文表示即：mise en forme）有二個層次：一是意義的

產生（giving meaning，以法文表示即：mise en séns），以及意義的分享；另一則

是「公共性的代表或再現」（staging，以法文表示，即：mise en scéne），換句話

說，一個體制必要運用各種符號或象徵（符號與象徵，以及觀念與原則）以達成

「近似自身的代表或再現」（qusai-representation）。民主之所以構成一個體制，是

有其權力的結構與關係，其最高的權力，或者說「民主的主權」（democratic 

sovereignty）必須藉由象徵、符號（或涉及民主的觀念或原則，如人民主權、民

族）在公共領域中再現自身，或者說具代表性格，而得以被目睹、命名與解讀，

也就是說，可以被「問責」（accountability）。在這裡，列弗所提的權力必須是「代

表的」（representation），這個「代表」的觀念蘊含施密特式的政治神學的論證，

亦即讓不可見的、不在場的存在得以再現，如同中古世紀上帝及其權威作為一種

不可見的存在而再現於專制君王的權位及權力，君王代表了上帝的權威，據此而

取得其權力的正當性。十八世紀末的革命推翻了君王制，也消解了論證君王權力

之正當性的原則，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的統一性的意像，它們無法成為一種具實



 

 

質性內涵的觀念，而是一種象徵，是想像的、或甚至是一種「虛構」（fiction），

它們的對立面是「實際的」（real），可實證的，以及可切實地被實現。換一個方

式說，作為論證民主權力及其最高主權的觀念與原則都不可能具體地全然被實現，

這些原則與觀念與它們的實現永遠有落差，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民主的權力是一

種「虛位」。所謂民主權力及其主權的虛位性格不是表示權力的真空，或無政府

狀態，而是指在民主政體中，任何權力無法被某個人、某個政黨永遠地佔有，而

是必須循經一種法治的秩序，透過激烈的競爭，而暫時性地據有這個權位；另一

方面，民主社會不像封建社會有一個統一體（或者說，少了一個以君主之權威為

凝聚中心而形成的層級分明的社會體），因此這個社會必會呈現內在的分裂、分

離與無窮的衝突。在民主體制中，任何人，任何團體，甚至民選的代表或領導者，

都可以運用民主的觀念與原則來證成其政治實踐的正當性，但由於民主權力的虛

位性以及民主社會內在的分裂性，沒有任何人或政黨、團體可以取得政治意識型

態的霸權或領導權。民主的觀念或原則的解釋如同民主權力一樣，永遠有爭議、

分歧以及相互的抗爭。除此之外，觀念與原則作為一種「象徵性的指意」與政治

實踐的實際操作永遠有落差，而呈現民主之指標的不確定性。當列弗賦予民主權

力以一種虛位性，把民主的觀念與原則視為一種「象徵性指意」時，他無異擺脫

了如施密特與鄂蘭對民主各執兩端的實質性解釋，這反而讓民主政體因虛實之間，

而有了更加寬廣的自由實踐空間，也因此更具有開創性的活力，就如列弗經由他

對極權主義與法西斯政權的研究而得來的洞識：民主的不確定性讓民主充滿了險

境，如約翰．鄧恩所言：「民主難得而易失」，但最大的險境在於，冀圖以一強大

的政治勢力終結民主政體在其虛實之間必然永遠存在的落差。 

  儘管民主在當前已被視為一種普遍性的價值（如自由與平等的價值），其建

制（如選舉制、議會制、三權分立與制衡的政府組織等）也被視為良好之政治的

條件，但民主隨各個國家的政治與社會處境及其文化的差異，而有不同的型態。

在本書第十章中，闡述了當代英國重要的政治社會理論家蓋爾勒（Ernest Gellner, 



 

 

1925-1995）的市民社會與民族主義的理論，並根據這種闡述，說明民主在西方

發展的過程中所依據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脈絡，同時解釋民主與民族主

義（或民族的同一性）彼此的關係。 

  蓋爾勒從現代性的轉變，解釋西歐藉由宗教改革與新教倫理，以及市場經濟

與科學工業的發展，而得以突破傳統農業社會的「匱乏經濟」與神權政治，是故，

經濟的成長與市場的勞動分工進而醞釀人的個體性倫理，促進多元獲價值與結社，

這些乃構成市民社會的基本條件。依市民社會的形構，自由民主的理念才得以被

實現。蓋爾勒也依此進路闡釋西歐的民族主義的形成，他論證的主題在於：西方

現代國家從十八世紀末葉開始，因應資本主義與工業化社會及其形成的所謂「高

級文化」的需求，而從事統治機制的調整與變革。國家必須有能力在它統治的疆

域內，促進經濟生長；另一方面，必須廣設教育、法律，或者訓練的機構，讓公

民能夠滿足工業化社會的文化需求，這些需求，舉其重要的，諸如科學技術的理

性、資訊的溝通媒介、數據化的規格、經濟之合理計算等。就此而言，民族主義

意指現代國家因應資本主義與工業化社會的建制及其「高級文化」，試圖結合權

力與同質性文化，而成為一種統治的正當性原則。民族主義就此解釋而言，和血

緣、宗教、種族性，以及民族文化（volk culture）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從這種解釋的脈絡，我們了解在蓋爾勒的市民社會理論中，自由民主、市場

經濟、多元價值及結社與民族主義，是相互依賴但彼此又對立緊張。現代國家必

須以經濟發展、民族主義與自由民主作為其統治正當性的依據，但他也指出，現

代市民社會中，過度的經濟個人主義、消費主義、社會階級的分化與對立、宗教

的宗派主義；對一種非理性的、神秘的「巫術」的乞靈；以及因社會疏離而回歸

傳統的、封閉的「共同體主義」；還有由於經濟生產的停滯而引偏激的民族主

義……等，都足以摧毀市民社會與自由民主。 

  民主之構成的另一個條件即是「公共領域」的開展。「公共領域」的意象來

自古雅典民主的「廣場」（agora），是公民集會、審議與決斷公共事務的場所。



 

 

這意象表現出自由開放與言行展演（performance）的空間，相對於此空間的是「私

人領域」（從個人內在心靈、人際之間的私密關係，以至家庭生活與家族關係）。

這種古典的公共領域概念如何演變？公共領域如何跟自由民主有什麼關係？本

書在第十一章中，闡述鄂蘭、哈伯瑪斯與查理‧泰勒（Charles Taylor）等當代重

要政治思想家的公共領域理論，以解釋這些問題。 

  民主預設公共領域的存在，這個公共領域不論是廣場，或者任何公共集會的

場所，甚至現在的資訊網絡，作為公民表達其言論或抗議政府言行的場所，它既

存在民主體制之內，受法律的保障與規約，但也可與這個體制脫勾。在當前的資

訊網路世界，它甚至可以跨越疆域的界線。若不論及公共領域之概念的歷史嬗遞，

其理念型態即是：公民相互討論與結社，而且是大眾媒體貫穿其間的公共空間；

人們所討論的是他們共同關注的課題；在進行這些討論或溝通時，參與者肯認「不

偏私」的公共理性，並設定與遵守一定的程序；公共領域跟經濟、家庭生活及其

親暱之關係、個人主體性及其內在心靈與感情，以及美感的享受與品味……等（即

所謂的私人性事務）區分有別。公共領域的概念也蘊含規範性的考量；它既然是

凝聚成輿論、公共心靈與集體判斷的場域，參與其中的公民必須能冷靜且理智的，

願意傾聽他人的不同意見，不會以道德的多數壓迫少數；同時，大眾媒體作為公

民意見傳播的機制必須是不偏黨派利益與意識型態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公共與

私人領域必須要有一界線。公與私是一組「成雙配對」（binary）的概念。公與私

的界線雖然難明，但其分界之所以有其必要，基本理由在於防範人的私領域的生

活受到干擾，甚至侵犯。就這一點來說，任何一位公民都應學習有哪些事物是可

以帶進公共領域的討論，並且藉由此一討論，可以獲得某種程度的共識，以及有

哪些事物是必須隱匿於私人領域的。舉最明顯的例子，個人的私密性生活與態度，

甚至是宗教信仰，是無法經由公共討論而有定論。因此，媒體揭露公共人物的隱

私，對於公共議題的討論而言，是毫無關係的，也了無意義。再者，任何一種公

共領域所能容受的爭議與衝突亦有其限度，有些爭議，如牽涉廣泛但抽象的文化、



 

 

民族的認同、或者憲政之根源的問題，不是經由公共的討論而可以得到滿意的結

論；在某些時刻，公共討論這些問題，反而造成極端的對立，帶來無法化解的衝

突，甚至暴力。 

  本書的最後二章探討民主的倫理與分配正義的問題，在第十二章中，闡釋鄂

蘭如何解釋納粹之極權的政治罪惡，以及思索公民的政治責任的問題與寬恕的可

能性。她的解釋雖然侷限在戰後德國的處境，但其問題意識可以是普遍性的，即

是：一個從極權統治解放而行民主制的國家，如何面對先前這個政府所犯下的諸

種政治罪惡？對於這罪惡，鄂蘭區分體制的罪惡（如納粹政權屠殺六百萬的猶太

人）與在體制中執行國家命令的公職人員〔如鄂蘭所討論的納粹黨衛軍的高級將

領艾克曼（Eichmann）〕所犯的罪行；她稱前者的罪惡為「根本（或極端）之罪

惡」（radical evil）是美德無法寬恕、刑法無法懲治的罪惡，稱後者為「平庸之惡」

（banality of evil或譯「罪惡之浮淺性」）。雖然這種概念的區分引發爭議，但鄂蘭

真正關切的是，從極權政體生活過來的人民是否必須整體承擔這個政權的罪惡而

有所謂「集體的罪惡」？在極權政府任公職的文武高級官員為什麼會盲從國家「反

人性」的政治命令，對此種作為，我們該如何判定他們的罪行？面對犯下「種族

屠殺」的罪行者，寬恕如何可能？針對這個複雜的問題，鄂蘭思辨集體與個人政

治責任的區分，以及道德思慮與政治行動及其判斷的關係，並思辨針對罪行者寬

恕的可能性。 

  在第十三章中，我討論二戰後福利國家如何實施「公平正義」的理念及其遭

遇的困境。就民主國家的轉變而言，歐洲國家在1940年代因實施福利政策，落實

分配正義，而轉向福利國家的型態。在探討西方民主的轉型上，這是一個重要的

課題，在理論上，這也涉及「社會主義式民主」（social democracy）的可能性的

問題。自民主革命後，自由與平等被視為是普遍價值，但在十九世紀所形成的「自

由民主制」承認公民皆具法律的平等地位，以及享有市民（civil）與政治權利，

也強調「程序性」的法治正義的原則，但對於「分配正義」的理念卻持保留態度；



 

 

這種態度也引發來自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而形成所謂左、右兩派意識

型態的爭論。在該章中，我除了討論這個爭論之外，也闡明法國當代重要的政治

思想家霍尚維隆（Pierre Rosanvallon, 1948 -）如何對「分配正義」的福利措施鋪

陳正當性的論證，並分析福利方案在實踐上面臨的各種困境。他論證福利國家的

正當性在於整個共同體共同承擔未可知，但可評估的風險，而這種理念必須建立

在整個共同體的成員彼此有相互虧欠或彼此負債的道德意識。然而福利國家雖具

正當性，但其維繫必須依賴高度的經濟成長、高稅率以及政府有效的行政能力，

一旦這些條件減弱，國家必須縮小福利措施的範圍，減輕個人福祉對國家的依賴。

政府的福利措施必須「去中心化」而能由私部門分擔，簡言之，福利國家所具有

的社會主義傾向必須受古典自由主義的調和，並強化民主社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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