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總論 
 
 

第一節 前言 
 
「為何在今時今日這個時空背景下談『無政府』？」筆者必須首先對於這個

問題作說明。如果我們考察人類的歷史發展，能夠明顯被發現有關「無政府」的

思想、主義及運動的足跡似乎少之又少。若分開兩個切入點──歷史事件及無政

府主義者的思想著作來做理解的話，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西班牙無政府運動的

「興衰」是歐洲歷史發展當中本質鮮明的、有關無政府運動的歷史個案1。而以

無政府主義者（無論是「自稱」或「被認定為」）及其主張作主軸的話，近代有

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無政府主義哲學理論、巴枯寧（Michael 
Bakunin），及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對所有權（Property）的批判等等。
而當代「無政府」健將則有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2。 

 
但是，當「無政府」作為一種理念或狀態描述，其被普遍認定為混亂、無秩

序的同義詞，當「無政府運動」被普遍認定為龐克（Punk）文化或年青人的叛逆、
上街示威和搞亂破壞的藉口、當無政府主義被廣泛認為沒有價值和脈絡依據再次

被提出或反省，並且覺得這些認定已成真確的事實時，為什麼還要談論「無政

府」？ 
 

第二節 基礎與前提 
 

                                                 
1 彼得．馬薛爾（Peter Marshall）在其著作‘Demanding the Impossible—A History of Anarchism’
當中對於西班牙無政府運動的涵義作如此評價： “TO DATE, SPAIN IS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modern era where anarchism can credibly be said to have developed into a major social movement and 
to have seriously threatened the State. There are some good local reasons why this should be the case. 
The anarchist principles of autonomy, association and federation are peculiarly suited to the 
independent cast of the Spanish social temperament. There was also a long tradition of independent 
communes which stretched back to the Middle Ages; these communes had had their own public 
charters and made their own fueros or local laws. The free commune was considered a self-governing 
organism capable of federating with others.”（Peter Marshall,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A History 
of Anarchism’ Great Britain, Fontana Press, 1992, P.453） 
2 喬姆斯基本人並不直接自稱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 “Chomsky describes himself as a 
libertarian socialist …… For now,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discussion we can say that libertarian 
socialism for Chomsky means he believes that human beings can flourish best in, and should therefore 
have, conditions providing maximum freedom.”（Alison Edgle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Noam Chomsky’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0, P.19）他以「自由論的社會主義者」（libertarian 
socialist）來形容自己。但所謂「自由論的社會主義者」，其主張和理念實與無政府主義互通的─
─  “Libertarian socialism and anarchism are labels that are commonly used interchangeably. 
Anarchism argues for a society that can spontaneously organize itself without the coerciv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As libertarian socialists distinguish themselves from so-called authoritarian socialists by their 
attack on the maintenance of the state, it is possible to see why this interchangeability occurs.”（Alison 
Edgle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Noam Chomsky’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0, P.47） 



顯然，上述那些有關對於「無政府」理念、主張及其運動的認定，是一種成

見。筆者現舉出兩個論理依據去說明為什麼要在今天把「無政府」作為一個整全

的議題拿出來討論和研究。而這些論理依據同樣也使「無政府」成為值得去談論

的基礎和前提。 
 
「無政府」（無論它作為一種意識型態、一個純粹抽象的概念或一種人類具

體的生活狀態的指涉）似乎離我們極之遙遠。不管是賦予何種意義（包括正面的

意義──就像每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所言，作為一種生活狀態或社會結構，沒有政

府管治的社群是所有人類生活形式中最為自由、是最為可取的理想架構──及負

面的意義──無政府就是「無秩序」，是天下大亂、雜亂無章的代名詞……），它
都像是一個「虛幻的國度」，只能在我們的意識當中產生和形塑。作為一種理想

社會的實現原則，它卻永遠沒辦法實現──世界上已經沒有一個地方、沒有一個

社群是沒有被包含在某一個政府的統治當中。 
 
現在，筆者要提出一個事實：「每一個人的生活內涵都在與無政府產生關聯。」

這個事實與前段所言並不互斥，兩者同時成立。所謂「每一個人的生活內涵都在

與無政府產生關聯」，它意味著，每一個人的生活都在沒有政府的指導和操控的

狀態之下進行和發展著的。 
 
無人不在任何一個政府底下被統治著──這個立場是一種十分典型的「俯視

觀點」3。當政府擁有它的「合法性」4──其依據一種普遍人民對政府統治權力

的承認和默許、軍隊和警政機關的設立和服從、國家之中法律之絕對性──沒有

人能夠證成自身無被納入於政府的管治範圍。當政府透過立法機關制定一套又一

套的法規要求人民加以承認和遵守的同時，沒有人能夠拒絕。 
 
合法是國家政府唯一需要去面對和負責的事體。除非不合法，否則政府可以

對在它統治下的人民做任何事情──民意和媒體雖能給予建議或監察，但無權干

涉政府施政。在這個前提下，「每一個人的生活內涵都在與無政府產生關聯」究

竟能夠如何被理解？這個命題的意義在哪裡？ 
 
如果我們不以「俯視觀點」出發（以統治者、國王、君主、政府及其元首、

擁有龐大財力的資本家）來架構我們的視野和認知，我們重新以自我的立場和生

活方式及狀態來考察真實的情景，那麼，我們跟政府的關係是什麼？在日常生活

當中，我們什麼時候與「政府」有瓜葛？傳播媒體（網路、電視、電台、報紙、

                                                 
3 所謂「俯視觀點」，它的含意著重在「由上而下」的觀點陳述。過往人類考察歷史行進的普遍
方式，都是以「俯視觀點」──例如朝代更替的脈絡，偉人英雄事跡作為整體人類歷史的主軸和

重心。筆者認為這樣的方式並不是絕對錯誤，但它必須被重新檢討和反省。 
4 此處所運用的「合法性」一詞，旨在說明國家政府的組織構成合乎成文法律的明訂和規範。 



雜誌……等）每日每月都在提醒我們新鮮熱辣的政治（與有關政府運作及政客的
動態）新聞，它們都在告訴我們──「它們」是存在著的。它們每天都有嶄新的

變化，這些事體都將會改變我們的生活。可是，真正對於我們的意志有直接不可

抗拒的影響力的政治性事件究竟有多少？ 
  
例如某天，政府的性質改變了──一個政府無論是由哪一個元首或政黨來主

導著，又或者說，由一種政制改變為另一種政制──無論有哪種質性的轉換，我

們還是得要「生活」──決定我們的生活。這是一個重要的前提。這個前提支撐

著我們對任何事體的承認和否認。我們的生活是以我們所選擇的方式來進行。 
 
不是說政府的存在或政治性事件無法影響我們的生活，而是說，以我們自身

的立場出發，政府的存在或政治性事件，在本質上無法主導我們的人格、品味和

發展方向5。因為，我們總是以自身的意志來決定和衡量是非對錯。每一個人獨

特而迴異的生活風格和架構就是這樣子形成的。只有統治者會認為自己擁有一個

國家、一個政府和在這個國家中所有的人民，並時常告訴所有人這是一個無法推

翻的事實，使人漸漸「相信」這是真確無誤的「真理」。可是，我們不是那個唯

一的統治者，我們是我們。我們擁有著自身的生活世界，有關這個生活的一切都

是從自身的觀點出發，而不是從統治者的觀點出發。當政府試圖以自身的「合法

性」來把干涉人民的生活的舉動和施政合理化的同時，我們常常看到的是人民的

抗爭和拒絕──他們拒絕自身的生活方式受到任何形式上被任何外力的支配和

滋擾。在這個事例中我們能夠認知到，當我們所建立的生活被強制改變時，我們

確實擁有屬於我們願不願意的具體立場。 
 
這意味著，在日常生活的景況當中，決定著我們生活立場的人是我們自己，

而不是政府。相對之下，國家政府及其權力離我們很遠6，而生活這個事實則每

天都不斷上演著。我們很多時候都生活在沒有政府的干涉和影響的狀態之下（我

們時常忘卻或根本不知道這個事實）。這個命題是根據「政府在絕大部份的時空

條件底下並非都與我們的個別生活世界產生實質上的關係」7的這個事實而被推

                                                 
5 討論「無政府」理念必須要有這一個前提：人的自由。無政府主義肯定人擁有其獨特的自決能
力。我們都是以自我的意志去決定屬於自己的生活模式和型態。筆者將會在本文第三章當中作詳

細討論。 
6 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在其著作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當中有關對於
國家與人民的關係作了下列的說明： “It is only in peculiar emergencies and matters that depart from 
the accustomed routine of affairs, that they conceive a private individual to have any occasion to 
remember, or to be in the least affec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his country. If he commit or is supposed 
to commit any offence against the general welfare, if he find himself called upon to repress the offence 
of another, or if any danger from foreign hostility threaten the community in which he resides, in these 
cases and these only is he obliged to recollect that he has a country.’（William Godwi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bridged and Edited by K. CoDell Carter,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71, P.18） 
7 反對此一論點者可能很輕易地提出其反對論，他們認為當一個政府訂立某條法律或推行涉及到
民生活動的政策和律令時，政府對於我們生活的介入並與我們產生的關係是何等的真實和巨大。



論出來的結論。 
 
這就是為什麼說「每一個人的生活內涵都在與無政府產生關聯」的論理依

據。這也就是為什麼需要在今天再次或重新談論及反省「無政府」的基礎和前提。

「無政府」需要再次被提出和喚醒。而只有從這樣的一個立場出發，才可能擁有

尋找屬於我們的生命和生活意義的可能性條件8。 
 
筆者希望在以下的篇幅當中提出第二個談論無政府的論理依據──回歸有

關人類道德或倫理規範的問題的基礎。 
 
為什麼要說「回歸」？ 

 
面對這個問題，筆者首先想提出另一個問題，作為回答這個問題的線索──

對於「人類的道德」、「社會倫理」，我們究竟是以什麼樣的角度和視野來審視和

存置它？縱使在人類歷史當中，每一個哲學家或思想者都嘗試接近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是應該如何被構成這個事實的「本質」9，不斷以不同的方式去追問這究竟

是什麼，如何被界定，甚至更進一步要訂定特定的邏輯規則與理論去將它規範

化。可是，人類的道德倫理問題到了今時今日仍然是一個待決的問題（當然有人

不這麼認為）。沒有人完全滿意於已知的鋪陳。而事實上，在這個問題並沒有被

完全徹底被解決或處理的同時，人類卻不斷的以自身的生命歷程去經驗它和探索

它。 
 
這意味著──人類文化的內涵及其文明的發展並沒有因為人類道德或倫理

規範的問題的存疑（未被解決）而停擺著。這個命題說明了，有關人類道德或倫

理規範的問題不應該被放置在脫離現實生活環境以外的範疇被考察和研究。因

為，我們的道德感和人倫關係跟我們的存有密不可分。只要是人，他／她生活在

一個社群當中，那麼他／她就必須在最低限度的基礎上承認某一社群中的「人的

關係的本質」，甚至進一步遵循著某一社群的具體習俗和約定。只有這樣，他／

                                                                                                                                            
不過，他們明顯忽略了一點：人民擁有他們屬於自身的意志，外在環境和條件的改變固然影響著

其生活的步調和方式。但，「生活」的「質」並未因為那些影響而有所改變。所謂「質」，就是核

心；使一個人成為人的充要條件。使判斷成為意志體現的可能性。每一樣事體經過我們自身的同

意或不同意，它打造了我們的意志。在面對生活上的各種存有，「政府」佔去了我們生命當中的

多少空間呢？ 
8 每一個人的生活內涵都在與無政府產生關聯──至少在上述意義上──是可被接受的。但筆者
必須在這裡強調，這是在人類生活的個體層面的觀察是如此。但是，「無政府」理念從來未被─

─它每每被否定為不可能──外化實現為群體範疇的層次當中。本文後段將會對全球化資本主義

社會發展至末端，「無政府」究竟有沒有它的存在可能性，而「無政府」對於我們的生活又有什

麼重要意義等問題作討論。 
9 在歷史上有些思想者企圖以某種邏輯的推理關係或架構某種定則理論來詮釋人與人的關係應
該是如何的這個問題。筆者並不反對這樣的進路。但在另一方面，筆者想問，經由這樣的進路來

反省或說明應然與實然之間的問題，其是否恰當？它究竟能夠給予我們什麼樣的結果？ 



她才有被應同和承認的可能。而相對的，這一社群才能接納他／她這個存在的真

實性。 
 
「回歸」的意義就在這裡。當我們重新了解到有關人類道德或倫理規範的問

題是與我們自身的生活及我們存在於其中的社群（包括同在這個社群中生活的其

他人）有不可分割的關聯時；當我們再次承認倫理學的基礎存在於現實生活的大

環境而不是存在於某種形上觀念或理論體系中時，我們就應該以這個基礎出發來

探究它。 
 
面對倫理學問題，我們必須回歸到生活本身去談論和反省。而無政府主義的

倫理學（或人生哲學）就是以這樣的基礎來說明其對於人的條件和本質的理解。

（在本文第二、三章當中將有詳細的探討） 
 
「為何在今時今日這個時空背景下談『無政府』？」因為「每一個人的生活

內涵都在與無政府產生關聯。」我們確有必要對於「無政府」重新加以反省和研

究。無政府主義的倫理學基礎貼近我們的現實生活的各種具體狀態，它不是抽空

說理的單純理論，它切切實實說明了為什麼人類能夠自然的組成每個不同性質的

社會和群體，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恰恰不是助長這種發展而是壓抑和排斥這種趨

勢的力量。 
 

第三節 研究方式 
 
討論「無政府」（包括它的概念、它的主張和它的運動），我們必須分開兩個

層面以及使其與歷史脈絡產生關聯。首先，「無政府」，它的思想內容是什麼？使

這個理念得以形成與發展的是什麼人物？有哪些人推動著無政府思想的演進？

這是討論「無政府」的一個層面。 
 
然後，無政府思想在人類歷史脈絡發展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什麼時候

有什麼人提出了一些見解，什麼時候有什麼人做過一些事情，其相對於無政府思

想產生了重大的貢獻。這些切入點能使我們能夠接近本文所要探討的核心點──

「無政府」與「全球化」問題之間的關聯在哪裡，而「無政府」理念相對於人類

文明社會的重要意義又是什麼，它「可能」嗎？在今日這樣一個時空背景底下，

透過「無政府」，我們究竟能認知什麼？ 
 

第四節 本文脈絡 
 
    如果要抓住一個線索去鋪陳「無政府」（Anarchy）這個概念的話，首先我們
就能確定一個事實：「無政府」本身就是一個涉及到政治範疇（包括其現實及意



識型態等）的概念。我們可以在「無政府」這個概念當中得到一種明確的政治目

的和道德倫理的取向。「無政府」概念若成為一種具體主張、理論及訴求，它就

是「無政府主義」（Anarchism）。 
 
  從政治層面來說，「無政府主義」主張去除「政府」及其實體架構組織。這

個主張的論理依據是在於：政府的存在本身就違反了人性的本質。為什麼人一定

要在被統治的狀態下才能實現某種層次的文明和道德？為什麼有些事情一定要

統治者來決定？無政府主義者異口同聲反對政府作為一個統治機構的存在性。 
 
「無政府主義（Anarchism）原字來自希臘的（an 和 archie）有反對強
權的意思，現用以標示一種人和行為的原理或學說，在這種學說實行下

的社會，是沒有政府的──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能有調和的效果，不是由

於遵守法律或服從強權，惟在於各種團體相互間的自由契約。……在一
個由這些路徑而發展的社會，那些在今日已經起首包括人類活動一切領

域的自願組合，將愈加擴大，用來代替國家所有的機能（Functions）。」
10 

 
    為什麼要「無政府」？因為政府是一種保障既得利益者的具體制度11。人類

本身就有休戚相關、互助及合作的道德精神12。從遠古人類的家庭組成及社會群

體的形成，它們所依存的法則並不是一種強權的意識強加在每一個人身上，使每

一個人服從著這個強權意識的指導，而去組成一個社會。社會的形成是因為人與

人之間的合作和互助而產生的。經濟交換行為及交易者雙方所訂定的協約也是從

這裡自然誕生出來。人類的生活世界的基礎是這樣被架構和創造的。在這些基礎

出現在人類之間的關係時，「強權」在哪裡？而政府又在哪裡？13 
                                                 
10 克魯泡特金 (P. A. Kropotkin), 凌霜, 天均等 譯, 《近世科學與無政府主義》（克氏全集 第三

卷）, 香港, 土佬福出版社（台灣版本為＜帕米爾書店＞出版）, 一九二八年, 頁187。 
11 克魯泡特金認為，「國家是一個制度，牠是用來幫助那些奴隸和農奴的主人，那些地主，法律
家，商會，和債主，那些皇帝，武官，貴族，和最後在十九世紀那些工業的資本家的壟斷。」（同

上, 頁103。） 
12 克魯泡特金肯定人包含這諸種道德精神，否則所謂的社會生活是不可能成立：「人類既然不過
著孤獨的生活，他們便積聚有利於社會保存與種族繁殖的情感和習慣。沒有社交的情感，沒有休

戚相關的實施，共同生活是絕對不可能的。」（克魯泡特金, 畢修勺 譯, 《一個反抗者的話》, 台

北, 帕米爾書店, 中華民國73 (1984) 年元月, 第一版, 頁179。） 
13 一般認為人類社會的「安寧」、「和諧」都是由政府以及其所施行的強權所保有。沒有政府就
沒有人類社會的「安寧」、「和諧」……。而無政府主義者認為，人類本身就有著成就這些事體的
本能。這不是政府「給予」我們的。克魯泡特金指出：「我們因為受了遺傳的偏見，不健全的教

育和虛偽的訓練等等的影響，所以除卻政府，立法，行政之外，我們什麼都看不見，因此便有人

相信要是一旦沒有了警察，我們人類恐怕會像野獸一樣地互相吞食起來；倘使在革命的時期中強

權被推翻了，世界便要陷於絕對的混亂狀態之中。其實現在許多的人類集團，並沒有受過何種法

律的干涉，卻自由地自己組織起來，還要比較那些在政府監督之下的團體得到更優越的結果；這

樣的事，卻被我們輕輕地漏過了。」（克魯泡特金, 巴克 譯, 《麵包與自由》, 台北, 帕米爾書店, 
民國七十年再版, 頁 163。）克氏進而舉出了歐洲鐵路網絡的構成、紅十字會等作為以上觀點的
佐證。詳情可參閱《麵包與自由》第十一章<自由合意>。本文亦將在以下篇幅當中討論相關問



 
  國家或政府的出現是後來的事情。為了確保人類社會的律則和習性，有某些

人提出要建立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機構，以它來保護我們的安全和成就，以它來

確保我們的財產和權利。但每個人都必須喪失部份的自由。在絕對權力出現之

後，它以各種形式、狀態和體制出現在人面前，一代又一代的統治著新生的人類。

在一國之內，沒有能夠反抗這一政府的勢力，因為它「得到了子民的承認和賦予

權力」；因為它「是『上帝』或『神』的化身」；因為它「經過人民神聖選票的抉

擇」……。「政府」──無論它作為一個概念也好，一個現實的統治機構也好─
─經過人類文明歷史的發展過程，其擁有絕對的權力、法律的背書和支撐。它，

真的有確保人類社會社群的律則和習性嗎？它有保護我們的安全和成就嗎？它

有確保了我們的財產和權利嗎？ 
 
  無政府主義者的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當政府實現著它的「承諾」，以自身的

統治權力來確保我們的生活型態和財產的同時，它破壞了人所共有的良知本性。

因為，它總是以防範和干涉的態度來建立各種律法和制度，它總是無視人與人之

間的關係應該是由其自身的意志、存有本質和尊嚴來與整個社群、社會甚至民族

聯繫上的。 
 
  政府存有的基礎建立在資本（運作的「成本」）、法律（運作的依據）、軍隊

（主權的維護）、警察（秩序的保持）上。政府作為一個統治機構，它要擁有絕

對權力的象徵和工具。為何要有絕對權力？因為「人沒辦法自治自管」，它首先

假定人性中向惡的潛能。除了架構整個政府的型態及各種制度外，法律之所以存

在的理由就是要限制個人的自由和防範「罪惡」的滋生。在於政府的「俯視觀點」

而言，對於個人自由，必須適度的訂立它的範圍和定義。到什麼地方是在被允許

的條件底下，到什麼地方是超出了控制的領域外。對於每一個生活在該社會中的

人而言，這樣是必須的。只有這樣，「秩序」才能維持。如果沒有法律來規範人

的價值觀和行為標準，如果沒有警察來「監視」，人民必然作亂。如果沒有軍隊，

就無法阻止別國的入侵。 
 
「很多事情都無法想像了！」倘若沒有統治者，沒有政府，或許整個國家、

整個社會都會陷入一個「瘋狂」的、「混亂」的、無法管理的狀態之中。人類數

千年的文明發展將毀於一旦。 
 
  無政府主義者明確地回應了這樣的一種反對論。無政府主義者叫我們把視野

回歸到人的生活世界及政治現實當中去考察。透過這些考察，我們便能了解所謂

「政府」的本質究竟是什麼，而無政府主義的訴求和論理依據又是什麼。 
 
                                                                                                                                            
題。 



第五節 政府的本質就是「統治」 
 
  以今天這個時空條件下，我們的確不易把「政府」放在一個被反省思考的立

場。一個強權──它相對於被管理和統治的民眾而言，它本身就擁有「先天的權

力」。政治作為一個權力機構，它不需要去為了自身的合理、合法性去辯駁。無

論它是以何種形式──君主制、代議政制……──呈現其自身，我們都首先承認
並肯定政府的存有和權力掌握是「不可懷疑」、「不可抗拒」的事實。可是，支撐

這些見解的基礎是什麼？這些基礎是否不再容許我們對政府有任何反省的空間

呢？ 
 
  無政府主義的論點恰恰切入了大部份人不會去質疑和為難政府存在的基礎

的核心。無政府主義者提出了他們的觀點。這些觀點使到大家重新反省「政府」

作為一個強權的必然存在的各種理由的真與偽。 
 
  「政府」的本質就是統治、管理和干涉。無政府主義者們都同樣抱有這樣的

觀點14。因為人類雖然在文明的發展過程當中以理性、合作和互助的精神自然組

成了一些社群，甚至於發展到後來的整個社會的複合社群型態，不過，如何確保？

如何保證這樣的運作系統不被侵犯和破壞呢？怎樣使人的「自由」和「權利」得

以永存？什麼樣的「制度」能夠給予人類文明發展的主導和帶領？──「政府」。 
 
  無政府主義者指出，人類文明以及其發展並不是「政府」能夠推動和確保的。

而人們以自己的良知良能去生活、建立其屬於自身的生活方式，這些作用完全與

「政府」這個權力機構無關。在政治現實當中，我們更加切身體認到，所謂「政

府」，它為我們做了什麼樣的事情。這種政治現實更進一步說明了，政府賴以為

治的工具──「法律」，它的存有本身就包含了很多未被反省的問題。 
 

第六節 法律的「正義」──「懲罰」的困窘 
 
  政府以法律治人並自治。其強調所有原則和規定都完全依照「法律」的規範

去實施和進行。在這個原則下，政府的絕對權力色彩似乎被淡化了。它使民眾認

為，政府和他／她們之間的關係是對等的。這好像就是一種「平等」的體認。因

為我們擁有一套「法律」，在這「法律」面前，所有人不分種族、不分貴賤，一

律都是「平等」。 
 

                                                 
14「政府」形式的改變並不會使它的本質也同時產生改變。現今世界大部份文明國家政府都以「代

議民主」作為政府構成的模式。但這種政府架構仍然具有它不可磨滅的特徵：「它總時常設法擴

展它的立法權，鞏固它的統治權，干涉社會的一切事務，撲滅個人與團體的創意力，使其處處受

著法律的箝制。」（克魯泡特金, 畢修勺 譯, 《一個反抗者的話》, 台北, 帕米爾書店, 中華民國

73 (1984) 年元月, 第一版, 頁 148。） 



  法律證實了一種「正義」的精神15。我們只要根據它去行事和面對任何個案

的處理就可以了。不過，無政府主義對於法律提出了尖銳的質疑：法律是否就是

人類道德、價值觀念的具體呈現？ 
 
  當人人以為法律能夠「伸張正義」，使人與人之間的爭執得到「公平的處理」

的同時，法律阻撓了人能重新返回反省切身的倫理道德層面的問題的可能性。為

什麼？法律使人以為它代表了人類道德的應然面。人類道德問題何其複雜，在面

對每一個個案，每一件事體上，都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和異迥性。在多種原因和基

礎涵生出來的案件，卻竟然用一種「割斷式」、「切除式」的處理手法──只有「一

邊勝訴」、「一邊敗訴」、「通過」或「不予通過」。然後有些案件「不予處理」。如

果認真反省這種方式所帶來的各種問題，我們就能明確得出一個結論──法律並

不能完全代表人的道德倫理。而只以法律去處理由人所產生出來的多樣式的複雜

問題是絕不妥當的。 
 
  如果以「現時沒有更好的方式」作理由，來證成現行「法律」及其概念的有

效性，那麼，「法律」是否解決了人類的「罪惡」呢？ 
 
  答案是明顯有力的。「犯罪案件」一日一日的發生，犯罪問題日益嚴重。問

題並沒有因為「法律」的存在、執行而被解決。姑且不論「法律」本身所包含的

待決問題，我們是否應該首先對於「法律」作出一些檢討和反省呢？ 
 
  法律不只規範人的具體外在行為，它還訂定了整個「政府」架構的形式、其

如何產生、它所遵循的規則是什麼。換句話說，政府是由法律所規限的。但是，

在這裡存在著另一個問題：那所謂「法律」究竟是由誰定的？是由在政府中代表

人民的「（立法）委員、議員」來訂定的。這個事實彰顯了人民與政府之間的疏

離。當選舉結束之後，「委員、議員」是否仍然能夠代表人民的意志？當他們進

                                                 
15 筆者希望在這裡首先引用羅爾斯（John Rawls）在其著作《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當
中有關對於正義概念的「兩個原則」的陳述，作為提問開端：「第一個原則：每個人對與其他人

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第二個原則：社會

的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被合理地期望適合於每一個人的利益；並且依繫於地位和

職務向所有人開放。」（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 譯, 《正義論》
（A Theory of Justice）,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1年 6月第 3次印刷, 頁 60-61。）有關
從這兩個原則延伸出來的正義觀，其「恰當特徵就是：它應當公開地表示人們的相互尊重。他們

即以這種方式保證了一種自我價值感。兩個正義原則正符合這一目的。因為當社會遵循這些原則

時，每個人的利益都被包括在一種互利互惠的結構中，這種在人人努力的制度中的公開肯定支持

著人們的自尊。……兩個正義原則等於是這樣一種許諾：把自然能力的分配看作是一種集體的資
產，以致較幸運者只有通過幫助那些較不幸者才能使自己獲利。」（同上, 頁 177。）法律的目的
就是為了保障「正義」不被破壞和侵犯而被訂立的。「正義」一詞毫無疑問地與道德價值觀念相

關，從以上的節錄當中可以看出。但是，法律是不是總是與「正義」相關呢？道德價值標準是不

是都能夠轉化為法律條文的具體訂定？法律本身就代表著「正義」嗎？這些問題十分值得我們去

思考。  



入政府機制之後發生的所有事情，都不是人民可以干涉得到。人民只有「權利」

去「選擇」「代表」，卻並沒有權力去左右政府的各種施政。回過頭來，對於民眾

而言，「法律」豈不是由政府（機制中的其中一部份。例如：立法院）來制定的？

在這個「循環問題」（政府訂定法律、法律又成就政府）的本質中，我們很容易

就知曉所謂「政府」，它作為一個統治機構、絕對權力的象徵，究竟是怎麼一回

事。 
第七節 資本家與政府的掛鉤 

 
  政府之所以能夠運作的「動能」是什麼？稅收。整個政府體制的操作，全靠

徵收人民以自身之勞力所賺取的生活條件的一部份而得以繼續運行。為了對外─

─相對全世界其他國家而言──擴大自身的影響力，政府必然朝著擴充軍備和加

增經濟實力的方向發展。而對內──相對於國內人民、被統治者而言──為了穩

固自身的統治形勢和權力，它必然增添用以維持社會治安和秩序的各種預算。怎

樣能夠達到這些目的？ 
 
  加稅（擴闊「稅基」，開徵新稅項）及增加額外稅收的可能性（吸引外來資

本家投資該國）。 
 
  為了實現這些可行的政策，政府必然與資本家攜手合作。政府在施政方針和

政策的訂定上，為了滿足資本家的利益和要求，必定放棄既有保護國內經濟模式

的各種規定。資本家（無論是跨國企業還是在地資本家）為了爭取更有利的投資

和銷售環境，他們也會以某種程度上的脅迫手段（例如撤出或終斷在地的投資計

畫）來企圖左右政府在制定政策時的取捨。在兩個立場和利益關係密切的主體相

互合作交易的現實狀況下，什麼人的權利會被無視犧牲？如果「政府」只會迎合

少數大資本家而忽視絕大部份民眾的權益甚至生計，那麼，無政府主義的觀點，

是不是應該被再次提出，使之引導我們重新檢討和審視「政府」以及其所帶來的

種種問題？ 
 
  如果從古典無政府主義的論點和立場出發，我們找到了一條線索──這條線

索緊扣著「無政府」概念的當代意義。我們難以想像，現在要全世界所有人民發

動政治「革命」，推翻現有的「政府」。這不就是說「無政府」只是一個歷史名詞，

飄散在人類意識中的「烏托邦」世界的微粒塵埃，它在當代政治態勢及國家社會

的組成和性質方面已經沒有任何值得被提及和反省的空間。相反，「無政府」概

念本身，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河流」當中，它──「無政府」──展現了一個鮮

明的結構和時空關聯。在古典無政府主義有關對取消政府、建立以民眾自身的良

知良能來管理自己為宗旨的各種理論中，我們看到一個有益、有建設性的，對於

反省現今人的生活型態的重要方案；這個方案涉及到人與人之間賴以生存的、以

「以物易物」為最初形式階段的行為──經濟活動的行進和發展。古典無政府主



義者在考察人類活動的各種範疇時都沒有忽略人的經濟行為。而他們更進一步批

判「政府」跟資本家的相互庇護，他們聯手對平民以勞力所換取且得來不易的生

活條件加以榨取和剝削。這個經濟現象到了資本主義高度發展成全球化經濟體系

（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無法避免成為這個經濟體系的一份子）的今日，不但沒有

因為人類的智慧和文明的提昇而改善，其更變本加厲轉化為一個貧富懸殊的巨大

旋渦。各國政府面對這個問題反應不一，它們提出各種不同的應對方案，例如減

稅政策、刺激消費或吸引跨國企業投資本國等等。可是，貧富之間的差距卻仍是

愈來愈大。 
 
  究其原因，各國政府為了加增收入，以擴大其於整個世界的地位和影響力，

除了設立多種新型稅項或直接加稅外，它們必然與跨國企業資本家們合作。這使

到所謂「民族國家的權力喪失」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特徵。資本家取代了政府

的主導位置，成為帶領人類社會文化發展（這不一定是正面的發展）的「龍頭」。

「無政府」概念在這裡脫離了古典無政府主義的範疇侷限，它從其本身的政治層

次轉化到「經濟層次」。其所伴隨著的問題被產生出來；隨著民族國家的權力被

資本家所瓜分，人類生活的「非政治化」究竟會不會逐漸加深？跨國企業資本家

的投資策略在不被政府的規限下進行，面對這種資本主義的極端化發展，各國政

府有何對策？最後，全球化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會不會把國家政府解體？人類

會不會在現實上首次面對和接觸所謂的「無政府」狀態？其與古典無政府主義所

提倡的「沒有政府、人民自主」的人類社會社群化的建構方案又有多少差異？ 
 

第八節 全球化發展下民族國家政府的主權喪失 
 
  有人形容「全球化」活像一隻怪獸。它以資本主義作為原則，向全世界每一

個國家進行吞併。由很多個家庭、進而組成社群、其更進一步發展成社會，建立

國家，有他們的政府；在這樣的一個發展過程當中，該地獨特和自主的生活模式

──包括經濟體系──被產生出來。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起來。這樣的生活

模式成為一種在地人的特質和基礎。先不管這些特質和基礎的內容，不管是正面

或負面，不管願意與否，「全球化」的力量都要將它一併磨平甚至消滅。 
 
  「全球化」對於人類文明及文化的發展的影響力如此龐大。其影響面當然不

只政治及經濟層面。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全球化」對於傳統思維──例

如依靠民族國家或政府的力量來調節各種人文科學的發展方向、以國家意識型態

的教育來左右國民的思想、以法律及強制的手段來控制和掌握國外內經濟資本的

流向──的刷新和「拔根」，是毫無疑問的。對於世界各國而言，大家都想在這

個「全球化」風潮之下得到利益。可是，在另一方面，卻沒有人能夠拒絕它的到

來，甚至於代表著絕對權力的「民族國家」，也不能。 
 



  跨國企業資本家視全世界為一個「全球市場」。他可以選擇在任何一個地方

投下資金──只要合乎「成本最低化」的原則，然後進行生產作業。他也能夠把

生產出來的貨物、商品運輸到世界各個──當然以任何一個可以取得最高賣出價

格的國家地區為目標──出售。在這整個過程中，民族國家或政府可以做的是什

麼？這是一種典型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行為，任何人──包括政府，都管不著。

這意味著，以資本主義為宗旨的跨國資本家可以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為所欲為。

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前提下，資本家的唯一目標就是賺取最大的利潤，其他別

無所求。世界各國為了吸引投資必定以各種手段──降低環保要求、減稅等等─

─增加收入。經濟的蓬勃發展代表了一切的尊嚴和榮耀，更代表了相對於全球各

國而言的「實力」和「影響力」。擁有資本的多寡成為一種客觀的價值標準，甚

至對於個人亦然。 
 
  有關國家、政府及民族的意識型態被「全球化資本主義」所解化。政治生活

的氣味愈來愈稀薄。基於自由經濟的原則，政府無權干涉任何種類的經濟行為。

面對這樣的一個「全球化」作用──跨國資本家對全球經濟的侵略行為──民族

國家或政府只能坐以待斃？ 
 

第九節 「無政府」的可能性 
 
  雖然「全球化」包含了很大一部份資本家對於世界各國的經濟權力的掌控意

味，不過，「全球化」發展（除了經濟層面，還有文化、學術交流等等層面）卻

同時造就了世界各國的民眾能夠面對面的分享和共同支持彼此成果的機會。所謂

「全球化」的出現，它不單只是相對於跨國企業而言，它更進一步使到人類的區

域文化得到融合、互通和交流。任何人以其自身之力創造出珍貴的文化產物，他

／她不但可以跟在地區域的人分享。他／她面對的是全世界所有人。透過網際網

路的架構和性質，任何事物不再侷限在某一個特定的時空條件當中。這樣的一種

「全球化」的性質，使到所謂「無政府」狀態在現實上成為可能。 
 
  為何說「全球化」使到「無政府」狀態成為可能？我們不必以「現實上某一

地區已沒有政府來統治管理」來規限「無政府」狀態的意義。面對「無政府」狀

態，我們可以擁有不同角度和面向去理解其本質。當全球所有人類都能以一些方

式去交換彼此的經驗和成果的同時，「無政府」狀態的視窗就被打開了。這意味

著一個事實──不是「民族國家」或「政府」不想管，而是它們在實際上「管不

著」。 
 
  不只是網際網路的虛擬世界如此，實際上人的生活內容顯得比以前更多彩多

姿。因為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方式愈來愈多，互通的事實愈來愈頻繁。這種作用所

產生出來的條件成為一種力量──這力量漸漸改變著現實環境的形狀和發展流



向。政治權力阻止不了這股力量的前進。而事實上，民族國家或政府只能跟進、

檢討，卻無法限制它的發展。 
 
    本論文試圖研究人類歷史上與「無政府」及無政府主義有密切關聯的各種思
想產物，對其作出考察、檢討和整理。然後，進一步的把「無政府」及無政府主

義放在現今全球化資本主義社會環境及觀念當中，它們是怎樣隱性的聯繫著我們

的生活和生命本質。而「無政府」，它的理念和實際主張，究竟與未來人類文明

社會模式有什麼樣的關聯？它的「可能性」在哪裡？乃係本文所關切之重點。 
 
  透過前言各段落對「無政府」論題的大略陳述後，讀者應對本論文相關議題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現在我們來依循著一條線索──「無政府」思想的歷史發展

去逐步鋪陳「無政府的道路」，它是如何構成？以及，它是怎樣跟我們的「世界」

聯繫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