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無政府主義」（Anarchism）的歷史溯源 
 
 

第一節 道家老子《道德經》中的無政府主義元素 
 
 

上大人 孔乙已 古言學 平世事 
爾小生 宜立志 觀天下 幹咱事 
古聖賢 謂人善 今霸權 曰人變 
非嚴管 難固權 施苛政 人性偏 

 
上大人／黑鳥 

 
＊ 

 
  觀察老子《道德經》的無政府主義元素，首先必須了解《道德經》形成的歷

史背景和人文條件到底是什麼。 

 

  一般認為，老子《道德經》大概是在春秋中至末年之時出現。我們在這裡不

必深究確切日期及版本種類。重點在於，老子撰寫《道德經》的目的和動機，以

及文本出現在那一個時代等等，這些問題都關係到我們找尋《道德經》中無政府

主義元素的線索。首先，從歷史時期的角度切入，「春秋」乃至「戰國」是中國

歷史上版圖四分五裂、諸侯割據、政治社會動盪不安的時代。每一個人生活在這

樣的一個時代裡，缺乏安定感、生命無保障的現實因素誘導下，在精神思想層面

上卻有著顯著的被催化作用。 
 
  政治現實的合縱連橫，社會民生的無足輕重，激發人去思考。「為什麼情勢

會如此的發展？怎樣才能在時代的洪流當中，站穩自己的腳步……？」諸子百家
各言其詞、各出其謀。不同的立場和方法論代表著不同的價值觀。其中儒、墨、

法家著重於分析、實現和建構君臣民三者之間的宰制與從屬關係──儒家甚至把

道德倫理作成其關係的重要基礎。而法家思想更是得到了特定割據諸侯的賞識及

採納，成為一國之管治方針。諸侯為了擴展勢力，不吝於聽取道德家、知識份子、

政客甚至於詭辯家的建言。在某個程度上這是一種大幅度的言論自由及非常開明

的治國精神。而另一方面，擁有不同抱負和學識的人，以不同的身份向統治者說

明如何才能富國強兵，什麼才是理想社會的應然。姑且不論統治者有否採納他們

的意見，但那些都是表達自己甚至出頭的機會。除了獲得重用後的榮華富貴之

外，擁有改變改善民眾生活的抱負的人相信統治者有強大的能力去實現他們的理

想藍圖。 
 
  老子《道德經》當中的一些章節讓人嗅出了這種類似的味道。 



 
  毫無疑問，道家思想不強調「介入」概念。這種取向跟儒家、法家的立場大

異其趣。「道」是一切，是大自然衍生的必然法則。我們不可以「說」它，更不

能「逆」它。我們只要順應它本質的變化運行去實現自身，跟「道」相呼應，那

麼一切都得其自然。理想和應然的狀態不外就是如此。 
 
  從「道」出發，我們不難得出這種想法在政治層面上的立場究竟是怎樣。其

與西方無政府主義的基礎不謀而合。 
 
  以下篇幅節錄了老子《道德經》當中相關部份，並加以分析和說明，其中有

哪些部份涉及到「無政府」思想？章節中所表達的，有哪些與無政府主義相關？

含有怎樣的無政府主義元素？ 
 

「道」與自然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

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

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1
──第三十二

章 
 

  老子《道德經》中有幾個主要概念貫穿全經。最為明顯的概念就是「道」，

而它又與自然一脈相承，不可分割。道與自然，加上「名」，實為鋪陳辯證天地

萬物大自然宇宙之生成法則和規律之主要概念。因為在這幾個概念之間，有著相

互對比的邏輯關聯。借由對概念的本質及其之間的說明，去凸顯一個理念，它是

如何生成，如何使一切都歸於其一當中。 
 
  上章之大致意思是，「道」常存在著，它沒有「名」，是天地萬物所依存之根

本，其雖「細小」，但任憑天下誰人，都沒有辦法操縱及駕馭它。如果君王能夠

遵於「道」，萬物就自然平服。天地之氣自有生成相合之理，「甘露」就是這樣產

生的。其雖無任何人之下令，但萬民卻能平等的受惠。開始了制度之後，「名」

也就產生，「名」產生之後，就應該知道那裡停止。若知道那裡應該停止的話，

一切危機則迎刃而解。所以說，「道」在於天下萬物當中，就如同川谷之於江海，

其理相同。 
 
  透過對以上老子《道德經》第三十二章的文句理解，我們不難去辨識出老子

企圖去鋪陳說明的「道」究竟是什麼。 

                                                 
1 節自《老子道德經注》, 王弼 著, 陸德明 釋文, 台北市, 世界書局, 一九九六年一月初版九刷, 
頁 18-19。 



 
  首先，老子運用直接描述的方式去形容「道」。它是存在的，但沒有名字，

天地萬物之運作法則都依據它，它雖然「小」，但誰都無法操控它。世間上有一

種存有，姑且稱其為「道」。我們不能用任何實名來規範它。使用我們的理解進

路，所謂「道」，它不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什麼實物或具象事體。但它是存在著，

而且與天地之間的萬物都有一層密不可分的關係。天地萬物的生化和運轉就是以

「道」作為最終原則去成全的。從此層意義，它指向我們往形上的方向去思考

「道」。可以這樣說，「道」與自然──或甚至可以從生態學2意義的層面去說明

這個自然，其實就是地球上具體的大自然環境，兩者實為一體。比起這樣的一個

具體的大自然，「道」雖然「小」3，但任何人都沒有方法去控制它。 
 
  我們可以回頭觀察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這個大自然環境，它的變化是怎樣，它

的性質又是什麼。日常天氣的象相──陽光充沛、密雲陰暗、狂風暴雨……。春
夏秋冬的次序排列，濕熱乾冷，這些種種都有其變化的實然。人類每每對於各種

大自然現象作出不同程度的預測和解釋，以自然科學的進路去研究它其中的「奧

秘」及其根據的「法則」，甚至進一步的以人工科技的手法企圖完全控制、駕馭

大自然及其現象，使它成為人類用之不盡的資源，使它臣服於科技開關操作的具

體方式。事實上，自然科學科技的發展的確使某程度上的操控大自然成為真實。

我們可以製造人造雨，使乾旱的地區得到雨水。我們也可以發放氣彈，使天上的

雲層分散，使陽光照得到地面。我們甚至簡易於調節溫度。在特定的場所裡，我

們可以任意使溫度上升下降。這些都在證實了人類對於大自然環境某種程度上的

操控。 
 
  縱使我們能夠在某程度上操控自然，但面對大自然的「災禍」4──地震、

颶風、海嘯……，人類的生命彷如風中之燭，無足輕重。 
 
  這些事實證明了大自然和人類之間的關係。如果分開兩個層面來說，可以這

樣去理解；就自然本身來講，就是大自然或以地球這個宇宙中億萬個星體之其中

之一的角度來看，它有其自身的存在性。這種存在性被人假定為有某種程度上的

規則。儘管人類不斷以各種方式去理解與解釋，但至少到今天，沒有任何人能夠

                                                 
2 所謂「生態學」（Ecology），卜泉（Murray Bookchin）在其著作 ‘Post –Scarcity Anarchism’ 中
作出了相關引述與說明： “There is one science, however, that may yet restore and even transcend the 
liberatory estate of the traditional science and philosophies. It passes rather loosely under the name 
“ecology”—a term coined by Haeckel a century ago to denote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total relation of 
the animal both to its inorganic and to its organic environment.” At first glance, Haeckel’ s definition is 
innocuous enough; ……”（Murray Bookchin, ‘Post-Scarcity Anarchism’, Berkeley, The Ramparts 
Press, 1971, P.58） 
3 所謂「小」，筆者認為其並非形容「道」之體積細小。這是一種比喻。使人理解「道」是一種
「原則」、一種「元素」。這樣的形容方式指導我們對它作抽象的思考。 
4 「災禍」這個說法只是相對於人而言。對於大自然來說，地震、颶風等自然現象其實只是大自
然運動法則本身的調節作用而已。它的性質是中立的。 



提出一個理論來完整統攝自然之道為何。不管人類有沒有試圖去了解或研究它，

它還是以自身的步調去成全自身。我們無法完全壓抑妨礙，只能接受因應並想出

對策。這是第一個層面──大自然與人類之間的關係的本然層面。因為這樣，老

子要侯王遵照「道」，讓天下以自身之方式去運作。面對自然，人的態度應當如

此。 
 
而在大自然與人類之間的關係的第二層面，就是人以自身的「作為」來操控

自然。以大自然作為自己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功能性「倉庫」。自然有其性質，

它「自動」（automatic）、無人驅使──天降甘露予民同樣無人驅使。大自然就如
同一個生命體一般，對於人類所製造出來的各種物質和對待手段，作出其負面的

反應。過份抽取地下水會破壞地殼層的構造，使地面下陷，造成生態災難。又如

南極上空出現臭氧層穿洞，同樣因為人類為了工商業的蓬勃發展過份排放廢氣，

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等，使大氣（the atmosphere）質性受到嚴重破壞所致。
「全球氣候暖化現象」（溫室效應：Green house warming）更是每天貼近我們生
活的環保議題。這些一切，在在反映一個事實：自然不但有其本身運轉之律則，

它更會對於人類無盡的榨取自然資源及使自然環境被受破壞的行為作出它的「回

應」。這些回應的負面影響，到最後還是要人類自身來承擔和接受。所以，老子

倡言順應自然，勿與之作對。這是一種「敵對──『危』，順從──『安』，天下

自定。」的邏輯理路。 
 
除此之外，老子在本章中更明確指出了一切體系制度對人的影響。人以為使

萬物歸於同一體制當中，就能輕易的掌握和確保安全性。統治的本質就是如此。

而問題是，老子認為，制度一出現，「名」也就跟著出現。這個「名」顯然與「無

名」相對。它是一種有所作為的產物，不是自然生成的。我們應該要知道那裡才

是它適可而止的地方。我們可以作如是理解：一切制度都是人為的，在制度出現

之後，各種宰制人與自然的「名相」5、手段就繼之而起。我們必須知道這些「名

相」、手段的層次和程度在哪。無限度的宰制統治只會扼殺萬物應有之本然。所

以，老子最後作一個有關「道」的比喻：「道」存在於天下之中，就像川谷之水

在於江海當中。要知道「道」是存在，不是不在。就如同我們不會說江海中沒有

川谷之水一樣，其理亦同。 
 

道的性質 

                                                 
5 「名相」乃是佛教用語。據《佛光大辭典》記載：「……名，指事物之名稱，能詮顯事物之本
體；相，指事物之相狀。以名能詮顯事物之相狀，故稱名相。蓋一切事物，皆有名有相，耳可聞

者是為名，眼可見者是為相。然此名與相皆是虛假而非契於法之實性者，乃係一種方便教化之假

立施設，而凡夫常分別此虛假之名相，生起種種妄想執著。……」（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佛光
大辭典》（光碟版 ver. 1.0）, 台北, 1997年 5月, 頁 2259。）「名相」只是一種字彙表達，它的運
用其實是為了指向遠比此字彙更加深廣的意義。當透過「名相」理解意義之後，我們不應繼續偏

執於「名相」。本文運用「名相」一詞旨在表達一種妨礙條件、宰制力量和規範對於人的影響力。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

之以無名之樸。鎮之以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6
──第三十七章 

 
  上章之大意為：所謂「道」，它常於無為之狀態中，而恰因如此，故其無任

何事情不可為之。如果侯王能夠遵守它，萬物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變化生成。

而因變化接著一切意欲將會出現，此時我將以「無名之樸」來鎮壓它。用「無名

之樸」來鎮住它，就能消解一切應運而生之意欲（無欲）。達到「無欲」後化其

為「靜」，最後「天下」就會自然而然的安定下來。 
 
  這裡同樣有一個有關「道」的描述。「道」是一種無為的存在，但是它的無

為使到它存在於天地萬物之中，使它沒有什麼事情做不到。天地萬物之生成變化

有其自因，終有其歸。這些一切都是按照「道」。反過來說，「道」借助了萬物的

實然面來呈現其自身。而這個「道」已深在其中，還有什麼是可以與此一「無為」

對抗呢？所以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與上章相同，老子認為，如果統治者

能夠知道這個道理並且遵守它，那天下萬物──包括人──就能以自身的進路來

發展自我。這樣的條件出現後，所謂的自由也就應運而生。 
 
  自由是什麼？它是一種狀態，使其自身掌握有它的意志，並以它的意志作為

根據來使自身的存在及它的存在意義成立7。這是對自由的中性理解。但老子認

為，這樣的狀態下，所謂的「意欲」就會一併產生。「意欲」不一定就只是指向

慾望。「意欲」除了慾望之外，還包含了意念。對於萬物自身的各種改變和進化，

人有自身的了解。怎樣才能夠使一切化成有可能的理解呢？應該以怎樣的姿態來

面對「他者」8？在思考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我們便不斷的加增對事物的認知。

接下來，在意念向外發展延續並具體實現為行為時，對物的意欲繼而產生。例如，

如何有效的積集雨水以便缺水時使用？又例如，怎樣複製人類的胚胎？…等等。
對於老子來說，「欲作」這個事實並不合於「道」。它恰與「無欲」相對立。老子

認為必須鎮壓這個「欲」。以什麼東西來鎮壓？「無名之樸」。據黃釗《帛書老子

校注析》有曰：「此『無名之樸』即『無名與樸』是也。『無名』與『樸』本是道

的兩種特性，有時也作為道的別稱……『無名』，『樸』都體現了無欲的思想。」
9在欲念興作之時，必須以「無欲」──也就是以「道」這個的一貫概念來抑止

                                                 
6 王弼, 陸德明 釋文, 《老子道德經注》, 台北市, 世界書局, 一九九六年一月初版九刷, 頁 21。 
7 此處所運用的「自由」一詞，其含意在於指涉一種有所作為的具體條件。而有關自由概念的詳
細論述，將會在本論文之第三章當中呈現出來。 
8 此處提出「他者」（Other）一詞目的是以之為相對於「主體」而言。人作為「主體」以自身的
角度去理解世界以及各種事物，整個世界和各種事物相對於人而言就是「他者」。在這裡借用「他

者」一詞來表達一種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關係。 
9 黃釗, 《帛書老子校注析》,台北, 臺灣學生書局, 中華民國八十年十月初版, 頁189-190。 



之。在其達成後，我們將重返合乎於「道」的自然狀態。這樣天地萬物則不統而

治也。 
 
老子所針對的是「欲」這個概念。對於自由狀態、自然之變化，這些都是「道」

的內涵和特質。但在其兩者的產生連帶使「欲」也同時形成。「欲」的形成難以

避免，問題是怎樣去面對和處理它而已。意念和欲望都是人性之外化所然。意念

指向人的個性發展，而欲望更是驅使人不斷去滿足填補的無底洞穴。資本主義消

費型態高度發展的現今社會裡，只有使欲望得到無止盡的提倡和滿足才能刺激消

費及促進經濟繁榮。這是被允許的。而大多數的社會問題，自然生態問題，甚至

對於統治者來說的──管治問題，其實都是因為人慾過份負面地膨漲所致。怎樣

解決它們？老子一再提出，以「道」，以「無欲．無名」，回歸自然的方式，使人

重新面對自我的本然，重新與自然建立正面的關係。雖然時空背景完全不同，但

這樣的一個觀念實是值得去思考和反省。 
 

「道」與政治的關係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

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

於貴生。」10
──第七十五章 

 
上章之大意為：天下人民之所以有饑餓，都是因為在上位者徵收食稅太多，

所以人民饑餓。天下人民之所以難以管治，都是因為在上位者有太多的「作為」，

所以人民難治。天下人民輕其生命，視死如歸，都是因為在上位者過於珍惜自己

的生命，所以人民看輕自己的生命而不怕死。所以，唯獨不以生命為最重要的人

比起過於珍惜其生命的人，更為賢達有價值。 
 
這是老子對於當時部份國家的政治態勢作出的客觀分析。這個分析從中國政

治發展的縱向面──古代春秋戰國至今日發展出中國大陸及台灣兩個政府11─

─來看，它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每一個朝代的崛起、興盛、衰落以至滅亡，

它都有幾乎可以被認為是既定的邏輯存在。天下統治之於皇帝。在這個皇帝下面

存在著一個龐大的行政機關，以便實現皇帝對於國家操作的管治理念。一個朝代

的盛衰，只消取決於皇帝的個性和意志。當皇帝「勤政愛民」時，國家便會興盛

繁榮。反之，皇上無能庸碌，天下之禍必將降臨。 
 
中國數千年歷史發展便是如此。而老子只是講出了他對於這樣的政治社會狀

態的觀察而已。這些觀察，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改變。更重要的是，老子對

                                                 
10 王弼, 陸德明 釋文, 《老子道德經注》, 台北市, 世界書局, 一九九六年一月初版九刷, 頁 44。 
11 就「中國」被視為一個形上式的、概念式的、「完整」的國家而言。 



於一種價值判斷作出了他個人的見解──輕生者比惜生者更為可貴。 
 
統治者高高在上，握有權力。國家運作方向必先經由他的決定才能延續。那

麼，對於這個國家，他是負擔著高度責任者。如果沒有他的下令，國家的運作便

會停滯不前。所以，統治者的生命尤其重要。他的生命比一般老百姓的生命重要

太多。他要對國家承擔，他要保護天下萬民免於生活在恐懼當中。所有軍隊警察

要服從他的命令，使他手握大權。他的起居飲食要高堂大房、山珍海味，使他有

足夠的健康來應付大大小小天下人事。這不足為奇，理所當然。 
 
  問題是，皇帝之於國家，小民之於大地，誰屬輕重？ 
 
  天地萬物之生化及形成，以至萬民的既有生命和生活方式，通通都不是皇帝

一聲下令而來。皇權貴於何處？老子在《道德經》中早就指出這個事實。統治者

一味貴己而輕眾生，是為本末倒置。人民為何饑餓？那是因為統治者扣稅太重。

為何扣重稅？不外鞏固權力，擴張國家──這是經濟層面的觀察。人民為何難

管，那是因為統治者管太多了。民眾有其自身意志，統治者過份干涉只會產生負

面影響──這是政治層面的觀察。人民為何不顧自身之性命與統治者作對？那是

因為統治者太愛惜自己的生命了──這是有關價值問題的觀察。在貴生者與輕生

者之間，老子認為輕生者「賢於」貴生者。因為輕生者知道生命之中生老病死乃

係自然平常之事，成就生命的意義比苟延殘喘更合乎於「道」的運行規律。而貴

生者的有所作為、過分保存性命之舉，都在在違背了自然法則的運作方式。在兩

者比較後作出其選取，老子的目的仍是強調，「道」作為人類面對自然的應然態

度的重要性。 
 

合乎「道」的理想社會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

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

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12

──第八十章 
 
  上章之大意為：小的國家，少的人民，使有很多人都能有其所用之事物不能

使用，使到人民重視死亡而不往遙遠之地遷徙。就算有船車等交通工具，都沒有

人去乘坐使用。就算有各種盔甲和兵器，也無法陳列運用之。要使人恢復結繩之

生活，使人民的食物好吃，使人民的服飾美麗，安於他們的居所，為過他們的習

俗而感到快樂。鄰國與鄰國之間能夠互相對望，雞犬之聲都能互相聽聞，而人民

                                                 
12 王弼, 陸德明 釋文, 《老子道德經注》, 台北市, 世界書局, 一九九六年一月初版九刷, 頁
46-47。 



則直到老死都不會相互來往。 
 
  老子企圖在本章描述一個理想的國家與社會的型態。節錄此章並非就要使之

與所謂的「無政府狀態」作比較。但透過對這些描述的理解，我們可以再次重溫

其中每一個細節，它們所要構成的是一幅社會藍圖，其是貼近人類生活的一種自

然狀態之本樣。 
 
  提倡「小國」，其意義在於反對大國或所謂的「帝國」（empire）的形成。小
國的規模及形式比較接近複合社區甚至於單一社區。這樣的模式相對於統治者而

言，其權力的擁有並不能那麼大。而在這樣的狀態下的人民，最為能夠以自身的

個性和品味來發展他們的人生。區域的獨特性得以彰顯，獨裁及霸道難以實現。

國小民寡，人民之間彼此熟悉，人們得以主動發揮己身之力來解決公領域問題，

效率會比大國多民之狀態良好。「什伯之器」，乃為兵器13。使兵器無用，就是反

對爭戰。因為發動戰爭者──尤其是國與國之間的大規模戰爭──通常都是統治

者之間相互挑釁、發動的。這種戰事不應該發生。而使人民重死不遠徙，它的涵

意也甚為明顯。人民重死，與帝皇重死同理。為何重死，乃因生命尤其可貴。不

只是統治者的性命應該被重視和珍惜，人民的性命也應該得到尊重才是。民命不

賤，使之與帝皇同，這就是一種君民平等的思想。人民能在這一片土地上，自在

生活，發揮專長，就沒有人想要逃離家園遷徙他鄉。而且，接駁著兩國之間的交

通也不再有用。可以想像，老子當時必定看見民眾因為中國內國與國之間的戰爭

激烈而逃亡避難的狀況，他想架構一個沒有這種狀況的樂土。有甲兵而無所陳

之，反戰議題再次被提出。可見老子對於戰爭，是義無反顧的排斥和拒絕。要復

結繩而用，這是一個比喻。此並非倡言以退化求原始，它的意義是返璞歸真。繩

索之用係由民眾自身的設計和需求開始，老子要統治者以人民的立場出發，並以

人民的方式來實現他們的生命。這是此一比喻的重點所在。而甘食美服，安居樂

俗更是自然而然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及嚮往。國家之間的關係是互相守望，而且彼

此平和接近，甚至於聽得見鄰邦之雞犬叫聲。人民到老到死都不用為了性命的保

存和生計等問題來來往往。因為，這裡就是一個理想的國度，就沒有必要再去煩

惱、再去擔憂。民之所欲，不外如此而已。 
 
  老子於《道德經》中所講述的「道」，是天地萬物生化運行之根本依據。而

所謂的「無為」，更是「道」的主要特性和質地。除了形上式的切入「道」這個

存有概念，就如以上從經中引出的其中四個章節一樣，老子更有以政治社會觀察

的角度來開示「道」，其對於我們實際生活層面的牽涉與關聯是什麼。不過，我

們從這些章節中，明確的感受到，老子在此一層面上的描述，似是對於在上位者、

                                                 
13《老子道德經校釋》第八十章中有云：「俞樾有曰：「按『什伯之器』乃兵器也。」……徐鍇說
文系傳於人部「伯」下引：「老子曰：『有什伯之器』，每什伯共享器，謂兵革之屬。」得其解矣。」

引自〈中國青少年新世紀讀書網〉。http://www.cnread.net/cnread1/gdwx/l/laozi/lzdd/081.htm 



統治階級而言的。 
 
  例如，本文所引之第三十二及第三十七章當中，均有「侯王若能守之」一句。

從這一句話的含意，我們不難理解老子作如是講述，他的對象是「侯王」，而其

意義似乎是為了讓「侯王」明白，對於管理及統治天下這回事，應該要遵從「道」

的法則和指導而應變。如果「侯王」從於「道」，則所謂天下將自然平定。 
 
  按照這樣的進路去瞭解其目的和指涉，不難推斷一個可能性，老子似乎有意

把「道」作為一種統御天下大地的最終原則。而且，其方法論之味道油然而生。

這一點除了與當時的時空背景有直接的關聯外，更重要的是，它與整個《道德經》

所一直強調的「無為」、出世、「去」作為的總思想，有隔隔不入之嫌。 
 
  因為，老子講述了一個有關大自然萬物的本然，甚至是「真理」。這個理念

應該凌駕在任何事物之上的。在「道」之下，第一個應該被立即去除的就是「有

為」，這個「有為」幾乎都是人類意志所產生外發的總和，包括「政府」。 
 
天下萬物都以自然的法則去生化，只有人類不甘於此。他們不只是要互為操

控，他們更要逐一征服未知和自然現象14。在這樣的一個現實下，政治出現了。

為了更有效率地管理及安頓於一種已知的狀態，使其恆久不變的意識在政治領域

──政府及其體制當中實現出來。政治的目的就是「有所作為」，「為我們尋求更

美好的生活方式」。這種理想與政府的存有結合，並企圖合理、合法化它。老子

雖然講「道」，講「無為」，但他卻是向著統治者講，希望統治者們能夠實現他所

架構的理想藍圖。毫無疑問，在上位者們擁有權力，只要他們一聲下令，所有老

百姓必得遵從他們的意旨。只是，老子想著要建構體制者做解體制──「無為」

的具體動作，在於「無政府」的立場來說，其意實在耐人尋味。 
 
  結果是可以料想得到，老子的思想並沒有在春秋甚至戰國時代被任何一個統

治者所採納。對於任何政治型態而言，恰恰因為道家思想的「解政治」性，使得

擁有權力的統治者們無法認同。道家思想的本質從頭到尾都不利於實行統治。諸

侯們無法透過道家思想的指引架構出一個強而有力的「大國」。 
 
戰國時代起，秦用商鞅15，力圖變法，集其權，強其兵，終一統六國而得天

                                                 
14 在這裡必須強調，這是部份人類的其中一個面貌。那不代表人類的本質就是要操控大自然等
等。那一部份的人──科學家、研究家──擁有來自政治勢力的支持，握有權力，使人以為「他

的『好奇』和『野心』代表了全人類的『好奇』和『野心』」，使人認為人類的本性就是如此。可

是，人類本性問題之複雜，它不應被允許這樣片面的歸納。這問題在後面各章將會出現相關討論。 
15 「商鞅（約公元前 390－338 年），姓公孫，名鞅，衛國（國都濮陽）國君之妾所生。因他是
衛國人，又名衛鞅。後被封于商，故名商鞅。在秦國當丞相十年，極力變法，成績卓著，是我國

古 代 一 位 著 名 的 政 治 家 、 改 革 家 。 」（ 轉 載 自 網 站 ＜ 三 隻 眼 睛 看 歷 史 ＞



下。從此史實我們更能了解，法家對於權力的擴張及運作，管理管治的實行上，

比起道家，積極而且超越太多。政治從「法」，到今時今日這個現代社會，任一

個政府的統治手段往往不外依據法律。道家思想的積極面（希望以「無為而治」

來建構人的一種生活方式）無從發揮。道家到了莊子，其更進一步向個人的內在

層面發展，趨向達致遨然逍遙的精神境界。這樣的方向使道家思想更加遠離我們。 
 
  但無可否認，經過上述對於《道德經》中某些章節的分析，可以肯定老子《道

德經》當中的確包含有無政府主義的基本元素在裡面，那就是「自然」概念。 
 
「無政府」的「去宰制性」並不只是單純的取消政府而已。它所包含的內涵，

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理念就是「自然」。自然及其具體呈現不單說明了人類生活

在其中的自然環境變化的機理是如何，它更進一步的支持著「無政府」狀態成形

之後的安置與方向。它是一種根本原則，貼近我們並處理了本然的、甚至應然的

──人類本身也無法用歸納演繹的思考邏輯去試圖了解、解釋的──事與物。不

是說「後無政府」時代就是天下大亂，無人管理的我們就立即無所適從，不知如

何是好。恰好相反，沒有「政府」之後，「自然」就是我們應該去尊重並且共存

的主要對象。而面對這個「自然」，我們不必任何中介，就以我們的生命和生存

方式坦誠相見。 
 
老子《道德經》中一直強調的「道」，它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息息

相通。所以，有關「無政府」或無政府主義的原始元素，其實遠在古代春秋戰國

時代的這片廣闊的東方土地上──「中國」，早就不隱而現。 
 
「自然」概念不只在中國古代傳統思想裡──尤其在道家思想中得以完全體

現及發揮，我們更可以從西方古希臘時代找到有關對於「自然」概念的各種陳述。

例如，泰利斯（Thales）認為「水」是宇宙萬物之真正本質，而安納西米尼斯
（Anaximenes）則以「氣」作為宇宙萬物之根源。他們都以宇宙萬物之所以能夠
生起之終極原理究竟是什麼作為第一課題。這與老子的思考理路不謀而合。 

 
但，進一步，要說一個孕育著「無政府」理念而且同時以「自然」概念作為

人類生命及生存方式之根本的思想者，我們得從歷史之軸稍為向後一點推進。他

是斯多噶（Stoa）學派的創始者：基諾（Zeno of Citium 336- 264 BC）。 
 
 

第二節 古希臘哲學尾端的餘韻── 
斯多噶（Stoa）學派的基諾（Zeno of Citium） 

 
                                                                                                                                            
http://www.no1190.com/nianbiao/nianbiao/gudai-chunqiu/chuanqiuzanguo/renwu/sangyang.htm） 



 
“Reason depends for its clearness and strength upon the cultivation of 

knowledge. 

The extent of our progress in the cultivation of knowledge, is unlimited. 

Hence it follows, 

1.That human inventions, and the modes of social existence, are susceptible of 

perpetual improvement. 

2.That institutions calculated to give perpetuity to any particular mode of 

thinking, or condition of existence, are pernicious.”16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William Godwin 

 
＊ 

 
斯多噶（Stoa）學派，它在古希臘三大聖哲──蘇格拉底（Sokrates, 470-399 

B.C.），柏拉圖（Platon, 427-347 B.C.）及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 384-322 B.C.）
之後，恰好出現於希臘帝國的趨向滅亡，而羅馬帝國繼之而起的歷史轉捩點上。

在一般哲學歷史觀點上通常被認為是希臘主義哲學的開端。因為他們承繼了希臘

雅典學派的哲學理念和精神。 
 
在歷史的分野上，斯多噶學派普遍被分成數個時期：早期，包括草創此一學

派的基諾（Zeno of Citium, 336-264 B.C.）與他的繼承人基理安得斯（Kleanthes Troas, 
331-230 B.C.）等人；中期：有帕拿底可斯（Panaitikos Rhodos 180-100 B.C.）與
波西多謨斯（Poseidomos Syrien 135-50 B.C.）為代表；晚期：較著名的有辛尼加
（Annaeus Seneca, 4 B.C. – 65 A.D.）及馬爾谷（Markus Aurelius, 121-180 A.D.）
等。 

 
而在下列篇幅當中，筆者將會集中討論斯多噶學派的創始人─基諾及其哲學

理論──尤其是它的倫理學部份，它與「無政府」有什麼關聯。而斯多噶學派的

思想又怎樣成為無政府主義始源的其中一支，乃是本部份所要針對研究之主題。 
 

＊ 
 
  老子在《道德經》當中以「道」這個概念來連接天地萬物背後的運行法則。

這是非常形上學式的鋪陳方法。在西方古希臘時代，形上學的發展更為蓬勃多

樣。其中以柏拉圖的理型（ideal）學說更是使到古希臘形上學的發展推至高峰。

                                                 
16 William Godwi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bridged and Edited by K. CoDell Carter,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71, P.15 



及至亞理士多德，他集中討論存有（being）本身──作為所有存有物後面的存
有，它們究竟擁有什麼原因，而我們又可以以哪幾種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存有。純

粹形上學－－對形上學中「存有」概念的完全關注與研究──的誕生，使到「自

然」概念的地位隱退於後。哪裡才是「自然」概念繼米利都學派（The school of 
Miletus）之後得以重生之領域呢？ 
 
  研究人類之生命、生存及生活方式及什麼才是人倫關係中應該如是之學問─

─道德哲學或倫理學；它──「自然」概念或許可以在這裡得到適然的安置。在

斯多噶學派的學說當中，「自然」概念不只得到安置，它更成為支撐此一學派的

重要基礎。這一事實，在基諾的哲學思想中，更加表露無遺。 
 

“Attracted to the Cynics, Zeno became principally interested in virtue, and 
adopted a materialist philosophy of common sense. He went on to proclaim 
the supremacy of natural law over man-made law. Zeno further opposed 
Plato’s State communism by offering his own ideal of a free community 
without government.”17 

 
  從比較的角度來看，斯多噶的基諾在一定程度上與老子的思想有相似之處。

因為基諾處理道德價值問題時，仍用上了「自然」這個概念。無論是講到涉及美

德、德行，或者是在說明一種常識的實在論哲學，他所要描述的、或連接的觀念

元素，都與「自然」相關。基諾提倡一種超越人為訂定的法律的自然律則。這自

然律則與宇宙大自然天地萬物的運作有極大的關係。而它們之間的關係，恰如老

子的「道」概念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是如出一轍的。 
 
不過，比老子更進一步的是，基諾本身就有一個明確的「無政府」的觀念。

對於政府，他提出了清晰的個人見解。就如無政府主義學者彼得．馬薛爾（Peter 
Marshall）在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一書中引述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
特金（Peter Kropotkin）所言，基諾是古希臘最為出眾的無政府主義哲學的代表
人物18（The ‘best exponent of Anarchist philosophy in ancient Greece.’）。因為，基
諾明確的斷言，在每個人都能有休戚相關的相互關係後，隨之而來的是一個自由

的社會社群。它的存在是建基於人本身。它不只是一個純粹不能實現的夢境。而

在這個社會社群上面，沒有一個叫做「政府」的政治架構來統治它。 
 
基諾藉此反對柏拉圖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政治思想──把人分成數個階級，依

照人種的優劣來劃分地位和工作。柏拉圖在他的著作──《理想國》中對於一個

                                                 
17 Peter Marshall,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A History of Anarchism’ Great Britain, Fontana Press, 
1992, p.70 
18 Peter Marshall,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A History of Anarchism’ Great Britain, Fontana Press, 
1992, p.70 



「國家」應該如何成立，怎樣運作，擁有什麼機關和特質，描述非常有條理且仔

細。柏拉圖認為一個國家的存有狀態應該要像他所說明的那樣。 

 
  當然，提出一個擁有統治者的「理想」國家，從實現層面來考量，怎樣都比

倡議一個「無政府」的國度來得較容易使人信服和安心。因為，不只在人類社會

的歷史發展當中，「統治者」概念深入人心。時至今日，仍沒有人敢否定任何政

府權威。遠在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哲學家基諾，他是以怎樣的思想作基礎，並首次

明確提出「無政府」，他的立足點在哪裡呢？ 
 

基諾的「自然」 
 

“The starting-point and end for Zeno is nature. He identifies God with 
Nature which is the most excellent of all things. Virtue results when the will 
of the individual is in harmony with nature. The wise person, like the Taoist, 
sees how things happens and conforms his will accordingly. Zeno 
recommends a life in agreement with nature, which is also a life according 
to reason. He taught: 
 
    The end may be defined as life in accordance with nature, or, in other 
words, in accordance with our own human nature as well as that of the 
universe, a life in which we refrain from every action forbidden by the law 
common to all things, that is to say, the right reason which pervades all 
things, and is identical with Zeus, lord and ruler of all that is.”19 

 
  基諾的出發點和最終原則就是「自然」。這與老子在《道德經》中所提及的

「道」非常吻合。基諾要人過合乎自然律則的生活。此一論調與老子希望人的存

有必須與「道」相調和，如出一轍。不過，要理解基諾這個「自然」，我們必須

分開兩個層面來加以分析。 
 
基諾這個「自然」概念，首先指涉的是整個宇宙及大自然環境的狀態。合乎

自然律則而生活，就是以人的智慧去適應大自然本身的各種變化。對於自然，理

解和尊重是必然的。而在另一個層面，「自然」概念在於人，它指涉到人的本性

──擁有理智、理性的具體特質。基諾認為，除了依據大自然法則來生活自身外，

面對人本身的行為規範，也有一種應該遵循的基點。以形上學方式去歸納，那就

是「理性」。「理性」是人的本然。它包含了知識論、認知層面的元素，也同時包

含倫理學、道德層面的指導作用。此一學說的體系仍是關乎一種形上學。「神」

                                                 
19 Peter Marshall,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A History of Anarchism’ Great Britain, Fontana Press, 
1992, p.70 



或「上帝」與自然同一，它給予人各種引導。而在人的立場來看，我們必須向它

看齊。所謂的「德行」，其意義不外就是「個體的意志與自然之間呈現『和諧』

的作用」。 
 

對「順從」與「和諧」的分析 
 
  「和諧」這個概念出現了。基諾認為若果人能夠與自然產生一種協調和諧的

狀態，那麼，人就是自由的。這是根據人的理性及其德行所至。這樣的基調不無

中國道家思想的色彩。但進一步來追問，就如道家思想當中所出現的雷同問題，

如果事事順從於自然狀態，人怎麼「自由」？那頂多只是一種富有形上學基礎的

命定論而已。人在爭取自由之身的過程，往往都逆著天地萬物的本然軌跡去行

使。如何使人理解其中的理論來？ 
 
  「順從」與「和諧」之間的差異性必須要分辨出來。單純的順從或順應，只

會助長人的惰性和奴性。柏拉圖要用智者來當統治萬民的人。但是，被認為沒有

智者所擁有的豐富智慧的人呢？他們怎樣被安置？他們只配做實行智者意志的

工具，就像奴隸一樣。當然，對於智者來說，他不必花費太多的精神時間去為了

奴隸作出怎樣的描述或解釋。奴隸只要乖巧的服從智者的命令就可以了。或許他

們從艱苦的身體勞動當中認知到短暫休息和鬆懈是異常的珍貴，他們常常想辦法

去爭取甚至竊取這種休息時間。他們的生存意義是什麼？生命的價值在不同人類

的層級分野竟有如此大的差別？ 
 
  作一個奴隸，不用智慧，不用理性，也不必擁有諸如德行倫理等等。他們只

要甘於被人使喚，「順從」一切就行了。 
 
  「和諧」不同於順從或順應。這也就是為什麼無政府主義如此強調和諧在人

類於社會社群之間的互相交往，其扮演著最為重要的角色之故。和諧作用的產

生，首先不是單向，而是在雙向下才能達成。人與人之間若只有單方提出其見解，

而另一方簡單的同意對方，這只是順從或順應。和諧的達成必須建基在人類之間

的徹底理解與互為溝通之上。雙方對於客觀環境條件以及對方的意志有深入的瞭

解之後，確切的溝通就能應運而生。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沒有一個步驟能夠被省

略或遺棄。與此同時，運用人的「理性」，其具有反省能力的智慧，嘗試在兩種

不同的價值觀念中找到可以被相互承認的基礎，以達到彼此尊重。最後，在雙方

都同意下，成立某種程度上的協定或合同，進而產生一個雙方能夠接受的生存狀

態。 
 
  這就是「和諧」的真正意義。它因為擁有這些特性而成為無政府主義得以被

有價值的談論甚至被理解的主要因素。為什麼和諧不是命定論，就是因為在達致



和諧的過程中，人必須思考、反省自身的缺失和不足。透過來自「上帝」的內在

特質，透過與大自然之間的協調，透過只有人類才擁有的理性和智慧，使我們不

以自身的私利和意欲所左右，使互相尊重成立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裡，使人能再

次與自然建立正面且積極的關聯。基諾以自然律則超越人為法律，以自然作為人

類行為的準繩，其理於此。 
 

「休戚相關」與「理性」 
 

“Natural man is an individual and social being. ……Zeno believed that 
together with the instinct of self-preservation which leads to egoism, there is 
also a social instinct which makes us join others and co-operate for the 
common good.”20 

 
  自然的人不只是個體，其更是一個社會性的存有。基諾相信人類擁有自我保

存的本能21。這種唯己主義仍能擴張到社會社群的層面，使到在社會裡的人都能

參與彼此的事務，並為了公共的福祉攜手合作，成就人與人之間兄弟如手足的精

神和理想。 
 
  在此基諾更點出了無政府主義的另一個特質──休戚相關（solidarity）的人
倫關係。 
 
  人，相對於自身而言，當然是一個生命個體。加上他／她擁有其理性及意志，

以之作出各種判斷和決定。這實在是平常不過的事體。每個人都會為了自身的利

益去作出考量甚至做出行動，這是一種自我保存的本能。問題是，這樣的意志和

行為，其涉及和影響範圍，究竟是到達什麼樣的程度而已。 
 
  資本主義高度發展至今日，被通稱為「後資本主義」社會時代裡，任何形式

的利己似乎都被承認及允許。唯一的但書就是避免對於法律的違反與制裁。在道

德倫理層面上，我們愈來愈難去堅守特定的傳統價值觀念。那些價值觀念統統被

資本物質主義及利己主義所淡化和淹沒。當我們作出某一抉擇時，個人的利益往

往被放在首位。「利己最大化」的概念源於資本主義。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教育、

指導每一個人都應該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自身。而在這樣的一個現實社會狀態下

來講利他或人類共同的幸福，像是天方夜譚，摸不著邊際。 
 
  現在，我們不妨回顧歷史上的思想與文化產物，它們帶給我們怎樣的反省空

                                                 
20 Peter Marshall,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A History of Anarchism’ Great Britain, Fontana Press, 
1992, p.70 
21 及至十七世紀，「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概念被政治哲學家托馬士．霍布斯（Thomas 
Hobbes）承繼。其用作解釋人類行為法則的根本基礎。 



間及思考理路。 
 
  基諾以怎樣的基礎來講利他及人類合作呢？他以人與人之間有休戚相關的

同理心（sympathy）來架構他的思想。進一步來追問，人類之間有休戚相關的關
係是怎樣產生的？其理論依據在哪裡？基諾明確的指出，恰恰因為所有人類──

在這個世界上生存著的每一個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共有的本質和本性，那就是

「理性」。這是一種形上學的基礎描述。人，不管他／她是哪一種人，生活在什

麼地方，擁有什麼樣的職業等等，他／她都擁有「理性」。這個共同特質使到基

諾能夠建立他的倫理學架構。因為每個人都擁有理性，那麼人就沒有階級之分

別，也沒有必要去為了任何一種特定的身份去作劃分。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根據

這個基調出發，在人人都有理性的前提下，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尊重也理應達

成。如此的客觀環境底下，人類之間確實是休戚相關。每個人都以理性去生活，

不以血緣和人種來分別彼此，不以利益來區分你我的得著。個人的福祉就是世界

的福祉，世界的福祉就是個人的福祉。個體與個體之關係密切而友好。隨之而成

的就是一個大同的世界。 
 

“If human beings followed their natural instincts and were guided by reason, 
they would be able to live in peace and harmony without the need for 
coercive institutions. In Zeno’s Republic, according to the fragments 
preserved for us by Diogenes Laertius, there are no lawcourts, police, 
armies, temples, schools, money or even marriage. People live as a single 
‘herd’ without family and property, with no distinctions of race or rank and 
without the need for money or counts of law…People fulfill their natures 
living in a stateless society of complete equality and freedom which spreads 
across the whole globe.”22 

 
  相似於老子在《道德經》第八十章一般，基諾在其倫理學陳述的總結部份裡，

不忘提出自己認為理想的大同世界究竟是怎樣的。不同於老子，基諾被認為是古

希臘無政府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有其道理。如上一節〈道家老子《道德經》中

的無政府主義元素〉所言，老子在描述他所嚮往的社會理想狀態時，並沒有明確

否定一個政府或統治者的存在。而在實然層面上，老子卻是希望統治者能夠幫助

他實現其政治理想。雖然老子及道家思想給予無政府主義一些基本概念及元素，

但我們仍無法把老子視為無政府主義者。但是基諾，我們可以。 

 

  基諾認為，如果人類能夠依據他們的自然本性及以理性來指導他們的外在行

為，那麼人類就可以生活在一個和平與和諧、而且不需要任何統治宰制體制的社

                                                 
22 Peter Marshall,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A History of Anarchism’ Great Britain, Fontana Press, 
1992, p.70-71。 



群狀態之中。在那個狀態下，沒有法庭、警察、軍隊、廟宇、學校、金錢甚至婚

姻。人們以一個群體為生活單位，其中沒有家庭與財產，沒有競爭或排名的區分，

不需要金錢或法庭。人們滿足於生活在完全平等和自由的無國家分野的社會裡，

這樣的狀態不只侷限在某一個區域，其將擴展至整個世界。 

 

  這種世界主義大同思想的生活狀態之具體描述，其實就是無政府主義者所提

倡的理想世界。在今日討論它，並非直接想要這樣的世界割裂式的套用在現代社

會這個客觀環境中。這樣不但可笑，而且毫無意義。無政府主義的反對論者普遍

都能在這一點上提出簡單的質疑：「難道那樣的一個世界（無政府）就一定比現

在的世界好嗎？人類文明發展至今，恰恰就是因為人的本性所然。人就是要有政

府，才能活得好好的。沒有政府的狀態，頂多只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幻想，不能實

現……。」 
 

這種論調乃係因為對於未知的不安與恐懼所致。無政府主義是人們對於客觀

現實環境的負面面向作出反省與批評的總和。問題不在於立即實現「無政府」，

以解決全人類共同面臨的各種困難。這是不切實際的。「無政府」不是一種工具，

它也不是「解藥」。我們不能以這種角度來冀望它。有人提出「無政府」主張，

我們首先應該觀察他的主張給予我們點出了什麼樣的問題。而那些問題，到底是

不是真確的。然後，以踏實的態度來剖解問題的晶結，為有志於或有能力解決這

些問題的人們鋪路。這個歷程，相對於人類歷史而言，是漫長的，也是循序漸進

的。 

 

  基諾講去除法庭，那是因為法庭不能伸張正義。它不但不能提倡道德倫理的

正面發展，反教人遺棄人性之向善面而遵從毫無適變性的法律。這就是它的問題

所在。警察和軍隊都只是國家政府的統治工具。它們其實都是人民的集合所組

成，為了消滅罪惡和保衛國土而戰。問題是，警察非但不能消滅罪惡，其鎮壓的

對象往往是平民而非惡犯。軍隊不只保護國土，它更可以侵略別國，成為醜陋的

政治爭戰中的執行者與犧牲者。廟宇象徵宗教。宗教是人類對於生老病死的恐懼

所成立的一種寄託。如人的精神與自然合一，那對於生老病死的恐懼就自然消

失，宗教似乎也就不必要了。學校雖是負責教育事業，但教師對學生的權威和宰

制意識，使到孩子不能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下自然的成長。金錢方便了買賣雙方的

交易過程，但它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今天，成為控制人類生活的「主子」。婚

姻似乎證實了男女愛情的真實和純潔，但它從來無法確保兩性之間的永久關係，

甚至會成為人的另一種束縛……。 
 

  這些一切事體，時至今日仍然突兀的存在。基諾在他的倫理學部份提出了這

諸多有關人類文明的各種問題。其實是應該被正視並重新檢討的。 

 



斯多噶學派的哲學思想從一般哲學歷史的角度來看地位並不高。主要原因在

於其哲學內容，尤其是它的形上學及知識論，其實是承襲了部份犬儒學派

（Cynics）甚至亞理士多德哲學的特性，在他們的基點上加以發揮延伸。而上述
兩個範疇的學問，在斯多噶學派裡卻相繼的被包含在其倫理學當中，並不凸顯。

故在哲學史的評價裡，斯多噶學派通常被打為折衷主義、理想主義哲學等。不被

後世哲學家及學者們重視的原因，在於此處。 
 
  可是，斯多噶學派創始人基諾，相對於無政府主義的歷史發展而言，有相當

重大的意義。他不但給予無政府主義得以成長進步的元素，還明確構築了無政府

主義的理想世界究竟是如何。老子提出了「道」，開顯了「自然」概念的重要地

位。而基諾則是運用自然作為一個終極支撐點，使人的「理性」，「上帝」、宇宙

等概念連成一線，架構出整個斯多噶學派倫理學的主要規模。基諾所提出的「自

然」、「和諧」、「休戚相關」等概念更成為日後無政府主義哲學的立足點。 
 
  基諾所描述的「無政府」理想世界，它必須要有一個非常強烈的人性論基礎。

因為，一個社會社群的構成方式端賴於人的性質究竟包含什麼。如果基諾認為人

的確有潛能去解決自身所產生出來的各種問題，進而擺脫統治者的制約，以自我

的品性去架構其生命與生活，那麼，他要有一個基礎去講述這個潛能。基諾提出

了「休戚相關」等概念，是基於人人都有「理性」的存在。而在基督宗教的經典

──《新約聖經》裡面，耶穌基督（Jesus Christ）的行為及其教誨卻開示了另一
種使人與人之間能夠擁有休戚相關的潛能及基礎。 
 
 

第三節 耶穌基督（Jesus Christ）的啟示 
──耶穌的「無政府性」 

 
 

「耶穌的革命的重大意義，我相信是革除舊有的法規，因為舊

有法規只對少數把權的統治階級有利。他要使人類的行為法則

恢復到自由和愛的純真立場……。」23 
 

「我想進一步說，這個地球世界是屬於人類和其他萬物共有和

存在的，國與國，或鄉鄰之間的意識對抗，將會演成戰爭和打

鬥；守舊的主義已成歷史，現在正應該培養天下一家，四海皆

兄弟的觀念；耶穌所想改革的，正是那時建立國家強權統治的

制度；……」24 

                                                 
23 七等生 著, 《耶穌的藝術》, 台北市, 洪範書店,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四月, 頁 77。 
24 同上, 頁 112。 



 
耶穌的藝術／七等生 

 
＊ 

 
  談及耶穌基督，我們無法避免接觸或討論到基督宗教的歷史和宗教意涵。耶

穌在基督宗教裡扮演著幾乎無其不可的重要角色。祂是上帝之子、是「人子」、「彌

賽亞」。在希伯來宗教文化及猶太教歷史的背景──從多神以至一神性質宗教的

成型過程裡，耶穌成了「道成肉身」的「完人」典範。祂代表了神的意志。祂是

上帝被派下人間，救贖猶太民族以至全人類的使者。耶穌的權柄來自神，在宣揚

「天國近了，人們應當悔改」的基督教義時，祂不忘施展其異於常人的能力。所

到之處，替人治病，平息大自然對人的威脅等等，使人更易生信心。這些行為使

歷史上受盡苦難的猶太人產生了共同的信念。透過耶穌的教誨及行為，基督教的

基本精神得以確立。及後，在對於基督教義的不同理解而產生的分歧，使不同性

質取向的數個教會各自建立，以其宗旨傳播及宣導基督教。 
 
  以歷史考證的角度來看，耶穌基督本人的實存性似乎仍有所爭議。而對於耶

穌在《新約聖經》中所行之各種「神力」，更是招惹起教徒與非教徒之間的爭論。

這些議題其實已經被人們討論到失去了它自身的價值和意義。 
 
  基督教作為世界宗教，它之所以得以確立之基點在於，基督教本身就是一種

「宗教」。這句話好像是多餘的。但，宗教的特性和基礎在於其教義在人心中所

產生的信念本身，而不在於教義內容的真確性。面對耶穌的「神力」，我們如果

作自然科學的化學實驗，以歷史考古學門基礎去找尋證據，實屬搞錯方向。重點

在於耶穌的言談和行為，及終其一生所宣揚的教義，對於我們人類精神層面的提

升、陶成和催化產生什麼作用。而其對於人類歷史和文明的發展，又有何影響。 
 
  筆者認為，耶穌基督不只以人類大愛（如「神愛世人」概念）作立足點來體

現並實現了人與人之間有休戚相關的基本特質，祂的言行和生命，更包含著濃厚

的「無政府性」。 
 
  如何去理解耶穌基督的言論及行為，其怎樣成為無政府主義的其中之一個歷

史源流？耶穌為「人」的「無政府性」在那裡？在探討這些相關問題之前，我們

首先要規範出何謂「無政府性」： 
 

「無政府性」釋義 
 
  所謂「無政府性」，它包含以下數個概念的意義： 



 
〔創造〕 
 
不論生活在世界上任何一地的人，不管他／她是什麼性別，什麼人種，以什

麼樣的方式來延展自己的生活領域，他／她都有「創造」──從無到有的催生的

本能和品賦。這是一個基本的條件或前提去鋪陳人作為一個獨立個體，其生命和

生活形成應被毫無任何但書所約束的尊重和正視。無論這個命題是假設或「真

理」，都能有效。在人類文明發展史當中，我們是以這個基礎來說明人之所以為

人及其概念，它是怎樣被構成的。 
 
「創造」概念是以下列幾項條件來滿足的：創造本身必須是人類己身出發之

信念的實踐；它或許包含來自各方元素的集成整理；它富有新穎的特質，能獲得

多數人的同理及共感。 
 
因為人類有創造的本能，我們能夠運用自身的精神及意志──它是來自於對

一種信念的確信不疑，把本來不存在的事物，以個人之力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在

外。我們在人文領域上可以找到不乏於說明此一事體的例證：學術、音樂、文學、

戲劇、繪畫、雕塑……等等都是。當然，創造的本能是一種潛能，雖然每個人都
有，但不是每個人都願意運用它來表達自身。問題在於做（創造）不做，而不是

有沒有能力去做。 
 
  其次，人類在某種特定的精神刺激或狀態下，會把創造的本能發揮出來。他

／她或許是根據前人所創作的作品，或受到某一事件的影響使然，希望把其思緒

和情感表達出來。這樣的過程往往也是創造的過程。而創作出來的事物我們稱之

為「作品」。不只如此，創造概念還包括「創新」。如果只是複製前人的理念，換

上別的名堂，這頂多是抄襲和轉載，不能被視為創造。 
 
  一種社會性的「創造」，它必然得到大部份人的贊同、迴響及承認。歷史上

很多藝術家從己身出發從事創作，但他／她未必得到他人的欣賞和支持。當然，

作為藝術家，我們不能因其無人認同就否定其藝術價值及意義。若我們跳脫這種

純粹藝術的層面，去找尋一種關乎全人類的一致福祉和理想，那麼，對「他者」

的關懷必須被包含在「創造」概念裡，才能使這樣的一個「創造」概念完整化。 
 
〔反政府〕 
 
  所謂「無政府性」，其必須包含有反政府的思想和行動。反政府是一個具體

立場，它反對政府不合理的作為和無視民眾的態度。它可能是以集會、抗議、示

威、甚至於革命的形式出現，它也可能是以其他方式，例如文字、音樂等藝術創



作來實踐。反對政府從反對政府的作為出發，以至於反對政府的基本形式、架構

及存有，進而發展成為「無政府」的基本主張。其就是「無政府性」的其中之一

內涵。 
 
〔無財主支配〕 
 
  在實踐「創造」和「反政府」，其根本基礎在於由個人之信念本身出發，在

實現這兩個無政府性的要素之過程中，從頭到尾都是以個人的條件和能力作為立

足點，才能真正體現「無政府性」。我們從現今社會基層運動的本質考察可以釐

清此點的問題所在。 
 
  批評政府的作為甚至於倡言無政府主義似乎並不困難。可是，我們應該著眼

在，某人在作出如是批評及主張時，其是身在何種環境和立場底下去講述的。例

如，有些社會運動團體，它們是以財團法人的形式架構成立。參與這個團體運作

的成員，他們每人每月都有固定的支薪來成就他們的生活條件。那些得以使到這

個團體運作的金錢來源，卻是來自政府或資本企業集團的支助。當這個團體站在

民眾的立場，提出反對政府不合理的政策、反對企業集團壟斷民眾的生計時，他

們陷入了自身的矛盾性裡。什麼矛盾性？一方面與民眾站在一起，試圖幫助他們

向在上位者表達意見。可是，另一方面這個團體是依靠這些在上位者的資源而存

活的。簡單來說就是，當這團體或組織失去了資助的來源時，它也就同時失去了

反對政府或企業壟斷等等的立場。他們（社會運動團體及組織）真的是與民眾站

在同一陣線嗎？他們要如何把自身的存在是由政府及企業支撐而卻又擁有反對

政府及企業本身的立場這個事實合理化呢？ 
 
  任何事體的實踐，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裡，似乎都無法脫離有關金錢所產生

出來的問題與瓜葛。每個運動都需要運用到一定額度的資金，似乎才能實現。那

麼，這一定額度的資金從哪來？這問題像是雞與蛋之間何為先前一樣。沒有資

金，何來運動？又何來團體組織？又何來「力量」？ 
 
  所謂「無財主」，其意義在於，反對一個龐大組織──例如政府體制、資本

家所擁有的企業集團──的基本立場，它的成立和存在並非建基於這些龐大組織

的支持和援助。不論是個人或團體，擁有它的存有價值和意義的前提在於其自我

支撐的基本條件──來自個人或團體本身反對的信念及自身的作工勞動做為基

礎，而不是政府或財團的支助。「無政府性」的其中之一意義就在這裡。 
 
如果某個人或團體必須要以政府或財團的資金作為生存及運作來源的話，那

麼，這些個人或團體對於社會而言，並沒有顛覆和創進的性質。它頂多只是「多

元」社會上的「裝飾品」而已。 



 
耶穌言行的「無政府性」 

 
  根據《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篇中記載，耶穌不但擁有猶太民族祖先亞伯

拉罕、大衛的血統，祂的出生、接受約翰的施洗以至成人傳播福音這整個經過，

其伴隨著一連串神話式的人生發展歷程。 
 
  猶太民族的歷史幾乎都是以動盪、戰亂、遷徙、被壓迫來寫成。他們先後被

波斯、希臘、羅馬等帝國統治過。這些帝國的統治者不乏對於以色列人作出逼害

壓迫的行為。所以，依照這種猶太民族經驗所產生的民族意識當中，他們極其渴

望有一位來自「上天的使者」救其族人於水深火熱之中。耶穌基督就在這樣的背

景下誕生的。 
 
  耶穌的誕生首先就為當時統治猶太地區的希律王所忌諱。因為，有通曉星象

的「博士」為了敬拜耶穌從遠方而來。希律王從這些「博士」的口中得知，耶穌

是「猶太人的王」。在當時政教合一的現實背景下，這個事實凸顯了一種對既有

政治權力的挑戰意味。非猶太族的外來統治者希律為了阻止這個「王」對於自身

統治地位的威脅，不惜屠殺大衛城伯利恆中所有兩歲以下的嬰孩。結果當然是徒

然的，耶穌的誕生帶著神性，上帝不會眼看代表自身意志的「人子」在誕生之後

就被結束生命。耶穌父母約瑟及瑪利亞在夢中得到上帝的指示，先一步逃往埃及

躲避。及後，這位「猶太人的王」在加利利的拿撤勒地方成長，成為一生志願帶

領猶太人以至全人類逃脫苦難的「基督」、「救世主」。 
 
上帝體恤萬民的苦難，祂更要人們知道這些苦難的原由。世界上每一個人身

上都帶著永遠不能洗脫的「原罪」。我們無法追究這種「原罪」。人人生來就有

「罪」。這個「罪」是上帝創世之時，亞當與夏娃因偷嚐禁果所犯下的。現世的

人類對於這個神話式的「真理」陳述，無法知道更多，也無法挽回這個因好奇和

欲望驅使所犯下的缺憾。耶穌說：天國近了。在世界末日之時，上帝要對所有人

類作出審判。凡未抱悔改之心「贖罪」的「罪人」，必被判下地獄。只有全心信

仰基督，相信耶穌來世是為了洗脫他／她們的「罪」，上帝必然成全至於天堂，

得到永恆的生命。 
 
  在這樣的一個基督教教義裡面，我們認知到「罪」概念相對於人的普全性質。

任何人都有罪。這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罪，這是道德層面的「罪」、宗教意義下的

「罪」。這個概念的特性與斯多噶學派的基諾講人類擁有「理性」的邏輯相似。

因為人有理性，所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而且擁有休戚相關的基礎。基

督教說人有罪，這個罪必須被贖。而耶穌──上帝的兒子、「人子」、「彌賽亞」

代替了人們去贖這個罪而犧牲其生命。這個事體我們必須相信它。不然，地獄是



我們死後所存身的唯一場所。 
 
那麼，耶穌究竟是從什麼基礎出發去替人類頂罪、贖罪？從我們對耶穌一生

言行的研究和考察，祂是基於「愛」。 
 
這個「愛」的性質，當然不是男女之間的愛情或相同血緣之間的親情。「上

帝」知曉世人的苦痛，祂對於祂的子民，是憐憫的。基督教徒都是如此相信，這

是一個「真理」。所以說：「神愛世人。」這個上帝之「愛」，在傳統猶太宗教的

歷史裡，似乎獨厚猶太民族。但，在耶穌的啟示，及其後的基督教建立、傳播和

宣揚，其涉及到世上所有人類。上帝愛人，祂是大公無私的。祂不分族類，不分

長幼。不管社會地位的高低，不管體質的強壯或懦弱。耶穌作為上帝派來人間的

使者，祂擁有上帝悲天憫人的神格，在耶穌的生活實踐上，對於教義的宣導，都

不分屬類。只要全心信仰上帝的權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耶穌有時甚至於更加

親近病弱者及平民。這就是所謂人類大愛的實然層面。它確確實實存在於基督宗

教當中──耶穌基督以祂的行為體現了它。而耶穌的「無政府性」，也是從這裡

出發延伸出來的。 
 
  耶穌用「愛」作為一個真確的信念。這個信念是以創造的品賦本能實現出來。

這不是說，所謂「上帝」這個概念是由耶穌創發出來的意思。恰好相反，耶穌擁

有神人二格。「上帝」的創造性質被包含在耶穌的神力當中。而耶穌的生命係用

對待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方式去成全。耶穌沒有創造「上帝」，但祂卻是創造了

人類關係的一種越界態勢。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聯，彼此休戚相關。不但其打破

了不同性別之間男女愛情的框架，它打破了人類之間唯有血緣關係才能產生的親

密連結，它打破了相同民族裡面的人們才能產生的同理心境。最後，它打破了全

世界人類的疏離與因不同地緣和語言等因素所生成的隔閡狀態，使這種人類不分

彼此、互愛互助的越界態勢成為一個大同對等的、不分國族界限的理想現實。 
 
  其次，耶穌基督不但滿足了「無政府性」的「創造」條件，祂的言論和行為

每每涉及反政府的主題： 
 
「15 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裡來，外面披著羊皮，裡面卻

是殘暴的狼。16 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荊棘上豈能摘

葡萄呢？蒺藜裡豈能摘無花果呢？17 這樣，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

壞樹結壞果子。18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19凡不結

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裡。20 所以，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

認出他們來。」25--馬太福音第七章 

                                                 
25 《聖經－新約全書》THE HOLY BIBLE-NEW TESTAMENT, 中英文對照, Bilingual Edition, 中
文：和合本, English: New King James Version, 中華民國, 國際基甸會總會印製, 1994年版, 頁 19。 



 
  對於以上從《新約聖經》中〈馬太福音〉的節錄，文學家七等生在其著作《耶

穌的藝術》裡作出下列兩個的陳述和理解： 
 
「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這樣的辯論是否獲得我們的

心服呢？我不知道，可是這樣的辯說是指當權的政府而言……。」26 
 
  「好樹──＞好果子，壞樹──＞壞果子」這樣的一個比喻，只是簡單的邏

輯推理，沒有什麼好爭辯的。可是，我們確實可以從這樣的比喻當中理解到，所

謂的「假先知」，其實就是以各種意識型態來灌輸民眾的政治家和詭辯家。這種

人物所講述的都是殘害百姓的觀念。耶穌要大家從他們的「果子」的性質來分辨

其所以然。這些人物如果爬上統治階層，不但不會為民眾謀求幸福，反之，他們

只會為了私利不擇手段，做出讓破壞社會安寧的政治風波來。耶穌不加遲疑的說

道：「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裡。」 
 
「在至權的統治下，不能使人民安居樂業，各有所用，各有所歸，充滿

了暴戾和貪污，充滿了爭權奪利的傾軋，使民不聊生，這種政府是像一

棵長壞果子的壞樹，應該打倒的，革命流血是一個必然的途徑。」27 
 
  文學家七等生透過對聖經中耶穌的言論的理解，直接斷言耶穌所要陳述和表

達的，正是對於當權的統治者的對抗及顛覆立場。為什麼要革命？為什麼要流

血？為什麼要打倒政府？並不是因為人們的破壞情緒無從發洩而把目標轉移到

管理我們的政府身上。恰恰因為這個政府握有絕對的權力，它的存在犧牲了民眾

的自由，成全了一個「尋求美好幸福的生活狀態的理想」。 
 
但當這個政府不能做到保護、照顧人民的責任，那它也就沒有永遠握有權力

的必要。我們不一定要承認政府的統治權。當這個政府的性質改變了，只會剝削

人民而不管人民的福祉，那作為人民的我們，是應該去打倒它，「砍下來丟在火

裡，」而不是姑息它，任由它對於我們的生命和生活方式妄加干涉、胡作非為。

在問及「為什麼要流血？」「為什麼要革命？」這些問題時，我們必須先釐清─

─是什麼東西使到民眾即使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是誰使人民必須以激烈的手

段表達他們的信念？ 
 
「那時，耶穌在安息日從麥地經過。他的門徒餓了，就掐起麥穗來吃。

2 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說：『看哪！你的門徒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

了。』3 耶穌對他們說：『經上記著大衛和跟從他的人飢餓之時所作的

                                                 
26 節自《耶穌的藝術》, 七等生 著, 台北市, 洪範書店,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四月, 頁47。 
27 同上, 頁 47-48。 



事，你們沒有念過嗎？4他怎麼進了 神的殿，吃了陳設餅，這餅不是

他和跟從他的人可以吃得，惟獨祭司才可以吃。5再者，律法上所記的，

當安息日祭司在殿裡犯了安息日，還是沒有罪，你們沒有念過嗎？6但

我告訴你們，在這裡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

你們若明白這話的意思，就不將無罪的當作有罪的了。因為人子是安息

日的主。』」28--馬太福音第十二章 
 
  饑餓本身是人類生理機能的必然反應，它被包含在每一個人的身體當中，是

沒有辦法被忽視消除的。「安息日不可作的事」其實是教會中握有權力的祭司們

為了操控民眾所訂下的俗規。人們以為祭司們是其與上帝之間的唯一橋樑，對於

他們的「權柄」百般依從。統治者會訂立一些對於自身有利的規定。例如，唯有

祭司才能吃在聖殿中用以陳設的餅，任何人都不可以吃。甚至祭司在安息日犯了

罪，那還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這些俗規，耶穌認為不必遵守和尊重。因為那些規

範，是由人制定出來的。他引述了大衛的事蹟，最後更以自身的身份──「人子」

比殿更大──來反駁所有人定法規的不合理性。 
 
「俗世的法規綁縛人的手腳，控制人的心靈，使人喪失自由和愛的本

性。人類的真正不幸是從生活中演變成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兩類別，

而使少數人來統治多數人，顯見多數人心靈的愚昧和矛盾，給予少數人

所利用和操縱。由此我們知道人類在生活中喪失自由權，是完全居於本

身自己的心靈沒有開放，瞧不見自然的真理，失掉了原有的純真的本

質。上帝是宇宙萬物和人類的創造者，上帝之下的天使分成善惡兩大勢

力，撒旦代表反叛上帝的惡勢力。同樣是上帝意志下的產物，善惡兩大

勢力便有其進步的理由，而形成相抗的情勢；這對壘的形勢不只是相互

破壞，也有互補的作用。人類是他們同類聚集生活所須的法規的創造

者，是為著人類的利益而發明的；這種法規猶如我們一手做成的麵包或

米飯，原是為充飢保持和增加體力，得以繼續存活而吃用的，是完全的

善。可是人類的存活，是存在於時間和空間的意義之中，麵包會受到時

空的考驗，昨天它被製成時是新鮮的，今天它已經稍有酸味，到明天它

就會發霉腐爛，人們到明天還吃昨日的麵包，一定得不到營養，反而要

害疾病。……所以，昨日的法規恐怕對明日會有不適用的情形，因為昨
日死了一個人，今天出生了三個人，人站立的位置和情緒都受到了更

變，必須將法規調整或修改以適合現在的情勢，否則那原先制定的法

規，便要使某些人受害。原有的人會越來越少，新增加的人會越來越多，

少數人想獲得更多的優惠，便以長老的身份抱持原有的規定，想出種種

                                                 
28 《聖經－新約全書》THE HOLY BIBLE-NEW TESTAMENT, 中英文對照, Bilingual Edition, 中
文：和合本, English: New King James Version, 中華民國, 國際基甸會總會印製, 1994年版, 頁
33-34。 



辦法對新生的人施以約束性的教育，使人類原有的良知逐漸泯滅，而貫

滿了種種約定的意識，迫使他們屈服威權．作為威權者的支使工具，使

新生者意識到他們的存在完全得之於威權者的施給，把生命的自然意義

轉換為人類自己設定的意志，反要新的生命體擔負重軛；而人類從此一

代一代相承舊有的法規，其目的不是為了人類日日演化的新景象，反而

成為久積的污垢；人類沒有永恆不輟的新理想和希望，只為了在暫短的

個體生命中，獲得基本慾望的滿足；由於陋規的存在，形成世界分配的

不平等，由於人性的墮落，形成人類本身的不自由。」29 
 

七等生在以上的節錄當中明白敘說所謂的俗世法規，它對於人性的影響是何

等的巨大。這個「俗世的法規」，我們更可以把它延伸至「法律」概念來理解和

考察。法律的意義在於規範人的自由，使普遍人的權利不被侵犯，使道德和公義

得到伸張和尊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一個「理想」，也是法律得以

被所有人尊重的基礎。 

 

但是，法律，無論是它的概念及它的實在層面，都有其不可磨滅的缺陷存在
30。 

 

我們怎樣去面對有關法律概念的存有性問題？怎樣以「人道」的、「合理」

的，包含絕對、不動的規範性準則來限制人類那變動不居的生命狀態？例如，殺

人為眾罪之一。我們知道殺人的事實源於其動機而非其結果。而法律的判決卻只

針對結果而對「犯人」作出制裁。怎樣去反省這個法律所忽略的複雜層面呢？而

且，以法律的實在層面而言，在法律的各項細目條文裡，並不是每一項都是以「規

範人的自由，使普遍人的權利不被侵犯，使道德和公義得到伸張和尊重」這個意

義底下來訂立的。在對於人類自由的正面協定明文化之外，有許多條文卻是方便

統治者以執法之名行謀私利之實。我們如何過濾？這問題到今日仍未被關注甚至

承認。 

                                                 
29 七等生, 《耶穌的藝術》, 台北市, 洪範書店,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四月, 頁 75-76。 
30 當問及「什麼是法律的缺陷？」時，我們必須首先釐清法律的起源問題。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在其著作《法理學問題》（The Problem of Jurisprudence）當中對此問題作出相關說明：「毫
無疑問，規範出現在正式的法律之前，這一事實是確信有『自然法』的原因之一。……自然法的
最強烈的形式包含了這樣一種觀念：世界上存在一整套超越政治的原則，這些原則支持保證了『實

在法』──即由法院、立法機關或國家的其他機構所確立的法律。在一個簡單的『前法律的』

（prelegal）社會中，當一個習慣規範被違反、某人受到傷害時，被害人或他的家庭會本能地尋
求復仇。由復仇所保證的默示規範就是一種法律制度的最初形式；……」（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 蘇力 譯, 《法理學問題》（The Problem of Jurisprudence）,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4年 7月第 1次印刷, 頁 6 ）由其觀點可以看出，法律的由來及其運作，其實是以「復仇原
則」（The principle of revenge）作為根本基礎。法律的本質在於以一種「平等」的復仇規範和附
帶補償來企圖產生一種「正義」。「不可磨滅的缺陷」在於，這種「以牙還牙」的思考邏輯究竟如

何為我們帶來幸福與和平？以限制「自由」來達成「自由」這個命題的意義是否已經清晰明確？

我們是可以對於這些現存問題作出反省和檢討的。 



 

還是我們繼續「相信」法律是人類謀求最大福祉的必要工具，繼續讓那樣的

政府來掌控自身的生活？對於耶穌來說，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祂以自身的神格和

神性來反對統治者的不合理作為，並站在民眾的立場公然挑戰權威。在《新約聖

經》〈馬太福音〉第二十一至二十四章當中，記載了耶穌帶領著祂的門徒和民眾，

直搗耶路撒冷聖殿的經過。祂與跟隨祂的人都沒有帶任何武裝器具。顯然，耶穌

並不是要發動暴力、流血的革命。但祂帶著自我，以其神性、智慧、肉身來向當

權的祭司長、法利賽人、撒都該人及文士挑戰。 

 

在聖殿裡，在群眾的見證下，耶誕與當權者們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祭司長、

法利賽人、撒都該人與文士都無法辯過耶穌。真正擁有上帝權柄的是耶穌基督，

不是那些當權者們。及後，耶穌離開了耶路撒冷聖殿，並向祂的門徒預言上天必

會降臨各種災難。而耶穌經過了這次對擁有權力者的挑戰後，也知道自身必然被

殺。在祂看來，祂必須要死。祂的死不單是為了喚醒民眾對於上帝的信念，而更

為重要的，祂是為了代替人類贖這個「罪」而從容就義。 

 

在這樣的理路鋪陳下，耶穌的反政府精神及行為在這裡被明白確鑿的勾勒出

來。 

 
  耶穌一生的行蹟和事工，都沒有在任何政治或財團的支持背景下實現的。祂

成人後，以自身的力量到處傳道。耶穌以一個神性的信念作為基礎。祂相信祂的

信念能夠救贖人類的苦難。上帝愛著世間的人們，耶穌要把這個訊息告訴每一個

人。祂一步一步走上無疆的道路。所到之處，以上帝賦予祂的權柄，替病人醫治

宿疾。 
 
追隨祂的人逐漸增多，他們卻抱有相同的信念。所以當他們餓著肚子的時

候，耶穌再次施展神聖的力量，使群眾得到了溫飽。祂收了十二門徒，並帶領著

他們到處宣揚教義。記載於《新約聖經》中的這些事體，我們首先對於其真實性

存而不論。但它的鋪陳是切合了「無財主支持」的「無政府性」。 
 
  耶穌沒有依靠任何商人的資助，祂也沒有政治勢力的抬舉和支持。在祂的生

命實踐中，就只有祂的「信念」作為祂行動的基礎。而相對的，回過頭來，我們

每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意義，是不是本來也應該以這種理念形式出發來實

現？這種理念是否只能出現在「宗教」的領域裡呢？ 
 
耶穌基督以「上帝指示」作為其行動的最主要依據。祂所宣揚的是基督教的

「教誨」。在耶穌毫無任何政治勢力和背景的支援下，祂以自己的腳步周遊於以

耶路撒冷為中心的鄰近數個地域，以自身的掌心中隱含著的神力為所有願意信服



祂的人治病，更以自身的精神和心靈去向天下萬民訴說一個真確的信念──我們

首先不必急於下判斷，耶穌的這個信念是「宗教性」的──，先就這樣的行為的

實然面而言，其確實已經包含著濃厚的「無政府性」存在。加上耶穌為了「天國」

的「實現」，不但到處召收門徒、宣揚教誨，更每每向當時統治者挑戰。雖然最

終無法推翻政權，被釘上十字架而死31。但耶穌行為的意義極其鮮明確切。可以

這樣說，耶穌一生的行跡都在反政府的實踐上履行，最後犧牲生命。因為耶穌愛

人，祂以一個個體自身出發去傳播信念、以自身所僅有的能力挑戰當權者，實行

作出革命，使每個人都有機會得到更自由更美好的生活和生命形式。 

 

這就是耶穌行為的「無政府性」的真確意義。而它作為無政府主義的歷史源流，

不但在理論層面──基督教教義的宣揚裡包含了「愛」這個無政府主義的基本元

素，在實踐層面上，耶穌本身的宗教行為卻每每履行著反對政府，取消舊制度的

具體立場。無論在理論或實際，耶穌的生命呈現都與「無政府」有密切的關係存

在。它能夠成為無政府主義歷史源流之一，實是確切恰當的。 

                                                 
31 按《新約聖經》〈馬太福音〉文本記載，耶穌後來是「復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