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無政府主義──無政府（Anarchy）概念及理論 
 
 

  在第一部份中，我們對於無政府主義的歷史溯源作了分析。三個思想體系的

傳統造就了「無政府」理念的產生和完滿。首先，老子及其哲學思想所強調的

「道」，其與「自然」概念息息相關。這個「自然」包含了自然界和人兩個層面

的意義。而老子喻人必要按「道」的法則而行，這就是叫人無論對於自然界以及

自身的生命和生活都不要去過份的建構、操控及干涉，把私己的意志無限度的擺

放在「他者」身上。這樣的「自然」概念不但被老子所強調，在古希臘羅馬時期

的基諾同樣以「自然」概念出發，創立「斯多噶學派」，提倡「無政府」的社會

模式。他用人人都有「理性」來證成「和諧」與「休戚相關」是嵌入在人類本性

當中的特徵。根據這些特質的落實，「無政府」不是不可能的，它是人類理想的

生活方式。「無政府」被基諾首次點出。不只在哲學歷史上找到無政府思想的傳

統，在宗教領域裡我們同樣能夠追溯一個體現了「無政府」的人物──耶穌基督。

祂分授了上帝的能力和性格，以其生命的本質作基礎，以其堅守的信念作依據，

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地域族種，一併把來自上天的福音帶給每一個人。這樣的行

為本身就包含了「無政府性」。同時耶穌把「愛」從血緣關聯及男女之間的愛情

中解放出來，實現在廣義的人與人之間的具體關係裡。因為上帝愛世上每一個

人，所以我們更沒有必要把休戚相關侷限在狹隘意義的家庭和戀愛狀態當中。耶

穌的品格充實了無政府主義的內涵。人類的相互關係，包含互助互愛，而不只是

現今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競爭和敵對狀態。 
 
  諸如「自然」、「和諧」、「休戚相關」、「愛」等概念，它們都一併被「無政府」

理念所納入和吸收，成為無政府主義的基礎。這些概念與無政府主義息息相關的

原因在於，它們都包含有作為顛覆「政治」本身的本質與特性。換句話說，我們

無法在一個具體的政治體制當中找得到這些概念的存在空間。政府是一種工具，

它以強制力對於任何事物作出管理和干預。其不可能以自然作為統治的基礎。因

為合乎自然的統治，換言之，就是減少蓄意的、過份的理會甚至插手。老子的「道」

就體現著這個宗旨。叫一個統治者不去統治，這種主張直接解構「政治」並催生

無政府主義。如果人與人之間擁有休戚相關的關係，達到了和諧，那麼，它本身

就使到人的和平共存的生活狀態產生出來了，還額外需要一個政府來使人「和諧」

嗎？「愛」使每個人都關懷著彼此，在這基礎出發去發揮互助的本能，其所產生

的力量遠遠超過一個消極被動的政治體制為人類所做的任何事情。從這些分析，

我們了解到，所謂「無政府」理念及無政府主義，它的起源和基礎是由以上各個

相關概念的豐富和催化而成的。 
 
  接下來，我們首先必須要作出有關「無政府」──其概念及具體內涵的確切

定義。這個定義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而無政府主義又是以什麼樣的概念來支撐



它自身的？提出並釐清這些問題的目的，是為了下兩章有關全球化問題和現今全

球政治社會態勢的相關討論，做前置的作業。 
 

第一節 「無政府」的定義及其概念 
 
  筆者在第一章第四節＜本文脈絡＞當中，首先引用了克魯泡特金在《近世科

學與無政府主義》一書所運用對無政府主義的說明，作為其定義。無政府主義學

者彼得．馬薛爾（Peter Marshall）也作了類似的解說。 
   

“ ANARCHY IS USUALLY DEFINED as a society without government, 
and anarchism as the social philosophy which aims at its realization. The 
word ‘anarchy’ comes from the ancient Greek word αναρχια in 
which ανmeant ‘ without’ and αρχια  meant first a military 
‘ leader’ then ‘ ruler’. …Today it has come to describe the condition of a 
people living without any constituted authority or government. From the 
beginning, anarchy has denoted both the negative sense of unruliness which 
leads to disorder and chaos, and the positive sense of a free society in which 
rule is no longer necessary.”1 

 
    所謂「無政府」，它通常被定義為一個沒有政府的社會狀態。而無政府主義，
就是抱有或主張這種狀態，並以此一狀態為目標和理想的人，以各種社會建構方

案來達至此一狀態所運用的哲學理論。如同克魯泡特金所言，「無政府」一詞源

自古希臘字彙αναρχια。拆開兩個字根，其中αν的意思為「無有」，而

αρχια就是軍事性的領袖、支配者、統治者。現今所謂的「無政府」，就是

指一種人的生活狀態，在這種生活狀態中，是沒有任何權力機構或「政府」所掌

控和干涉的。馬薛爾指出，「無政府」一詞實是意味著兩種意義──正面的及負

面的意義。它的負面意義包含難以控制的，其會造成無秩序以及混亂。而在另一

方面，其正面意義則是一個自由社會，所有規則都不再有其必要。 
 
  在定義和分析「無政府」及無政府主義後，讓人注目的是，人們對於「無政

府」及無政府主義，普遍沒有比較客觀的立場。一般人們都將它們放在負面意義

去理解。他們認為無政府是恐怖的，不切實際，是「烏托邦」。它是空想家的思

想產物，或許是來自某個神話故事中的場景等等。 
 
  一般人喜以現實及慣性來論斷事物，尤其是生活狀態及政治立場。他們怎樣

去論證他們對於「無政府」及無政府主義的見解呢？我們可以在這裡作一種模擬

                                                 
1 Peter Marshall,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A History of Anarchism’ Great Britain, Fontana Press, 
1992, p.3 



的示範。 
 
  最為普遍的「推論」是，「無政府」在現實生活裡並不存在。從前不存在，

現在不存在，未來更不會出現。世界上每個角落都有不同的政府來管治其民族及

國家。因為世界上沒有無政府狀態的存在，那就足以論證人類必須要有一個權力

中心來統一處理各種事務。這些事務，例如外交關係及總體經濟等等，如果沒有

政府來指揮和實行，是「做不成」的。再者，人與人之間在某程度上是陌生和疏

離的。我們必須要一個政府來確保我們的人身「自由」和安全。在現實生活當中，

我們的自由每每受到威脅。社會上危機四伏。難以想像，沒有一個擁有最大權力

的政府來幫助我們消滅罪惡，保護國民，世界究竟會變得怎樣。對「無政府」能

夠想到的，只能是亂七八糟的狀況。因為沒了管治的「頭頭」，人人都會作亂。

人的慾望何等巨大。政府存在之時還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在沒有政府的狀態下，

情況只會更糟糕。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之？因為有「政府」的實存

性，使所有有關政治議題的討論成為可能。無政府？ 
 
  以上的論斷，哪一點可以運用當作否定及無視「無政府」及無政府主義的正

當合理的立足點呢？ 
 
  在諸如上述的論斷中，我們可以歸納出數個批評要點：「無政府」不切實際，

因為它不存在於現實世界。「無政府」只會造成混亂，因為人有強烈慾望，不能

自管，要被管治；人有很多事務不能處理，要政府代勞。政治理論都不去討論「無

政府」，因為它違反了政治本身。如果要對「無政府」及無政府主義作出最為善

意的立場，以上述基調來推演，大概只能視其為一種「偏頗」的政治哲學。 
 
  這些充滿了否定性質的幾個批評要點，我們必須加以分析和檢討。透過這些

分析檢討，帶出「無政府」的本質。而這個本質又包含了什麼概念，使到「無政

府」是值得被討論和重新檢視的議題。 
 

第二節 「無政府」的反證 
 
  人類對於任何事體的觀察，都不免被帶有歷史時空條件限制的觀點所影響左

右。他們習慣於以現實狀況來判斷事實的真假及道德價值的應然。在歷史發展延

續性中的定位雖然容易使人產生安全的心理，但人的惰性和腐敗面使到這種延續

受到侷限。面對著不斷創發和改變的世界，人們每每像在大海中向似是碼岸的地

方拋出繩子，把自己緊緊的綁住，固定位子，感覺安心後，便以其所在位置所觀

看到的所有存有之物來認識、判斷甚至於解釋世界。這種事情誰都在做。因為各

人所在的位置都不同，當然，所接觸到的事物和判別事物的角度也都有所不同。

但若單以萬中之一之角度所作出的判斷來界定世界，並排斥其他觀點，其如何正



當？怎樣合理化自身？ 
 
如果以上的描述是可被承認的話，那麼，在這種差異和多樣的世界面被不同

人發現出來，被各方肯定和否定…這種變動不居的狀態下，要絕對否定某一事體
的存有和它所帶來的種種影響及反省，究竟是如何成立的？ 

 
「無政府」不存在於現實世界。這是一個否定的命題陳述。有人已經承認它

是一個定論，甚至是一個結論。那麼，這個結論的基礎在哪裡？我們可以想像，

這個結論的基礎或許是「現存政府對於人的『合法性』管治」、又或是「世界上

無一地區被劃分在任何國家政府所管轄範圍之外」、「人民對於政府統治的『默認』

和『遵從』」……等等。以上各種說法來自於各國的哲學家、政治理論家和學者。
他們是在什麼地方找出這些基礎的？他們究竟是站在什麼樣的立場來提出這些

觀點？ 
 
我們為了更加認識這個世界，做出了各種能夠被理解和接受的「解釋」，來

企圖把世界這個廣大的存有放在某個特定的視域，以便於訴說和指涉。無論在人

類文明發展的任何領域裡都出現這種狀況。自然科學、人文學科……包含心理
學、社會學、政治學，都是如此。新型現象的出現必須被人類逐一分析和歸類，

才能被承認成立和接納。這是一個「解釋」的過程。不過，任何「解釋」的起點，

都必定是源於一種假設。當這個假設被使用來解釋某種現象時，人們就可以抱有

接受和不接受的立場。 
 
例如，政治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或洛克（John Locke），他們都

有各自一套的自然狀態理論去「解釋」國家和政府的起源。霍布斯認為在「前國

家時期」存在一個沒有政府體制的人的存活狀態，他稱為「自然狀態」。在這個

自然狀態裡，每個人都是敵對而且互相競爭的2。而洛克則認為人類在「自然狀

態」中，實是和平、理性、彼此互助互愛。不過，這種自然狀態的維持是依靠著

所謂的「自然法」概念。而唯有在成文的具體「法律」下──其有別於自然法─

─換句話說，唯有在政府的管理下，所謂道德的「權利」和「義務」才能真正的

實現。這「權利」和「義務」，是先天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性中。為確保它

們，政府的成立和對法律的絕對承認、遵從及運用是必須的3。 

                                                 
2 霍布斯認為，「自然狀態就是戰爭狀態，自然社會也就是一個殘酷的戰場……它必然是一種暫
時性的，過渡性的。……此種恐怖狀態，務必須結束，否則將同歸於盡……。他（霍布斯）的意
思是：必要建立一個公共權力，對外能防禦敵人之侵略，對內能制止互相的侵害，而其唯一的方

法，即是將一切的權力賦予一人，或一個集團，使其能化眾人無數意志，以成為一個人的意志。……
此種情形的造成，乃為眾人互相訂立契約而成，眾人同意將其權利賦予一人，自此而後，由此一

聯合而構成為國家……。」國家政府，在霍布斯的政治理論來說，是這樣來的。（逯扶東, 《西
洋政治思想史》, 台北市, 三民書局,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五月再版, 頁251。） 
3 洛克在其著作《政府論次講》（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中首先描述了國家政府的起源：
「……人類天生都自由、平等和獨立的，如不得本人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於這種狀態之外，使



 
  筆者在此簡述他們的思想內容，目的並非要對諸如「自然狀態」、「權利」和

「義務」等概念加以討論研究，而是要指出兩個基本命題。 
 
以上範例向我們訴說了兩個基本命題：第一，所謂的政治哲學或政治理論，

它們的產生乃是依據對不同時代的政治社會態勢作合理化解釋的思想產物4。第

二，這些思想產物之所以成立並獲得普遍認同為在歷史軌跡上是「有價值」的，

並不是因為它們告訴我們什麼新穎的或創發了未知的概念及領域，追根究底，是

人們對於它們所包含的「假設」抱有堅定不移的信念。 
 
關於第一個基本命題，我們都普遍能夠接受。任何時代都有它的人文特徵與

內涵。人們企圖在其中找出一點線索，去歸納出某一現象的理路。在這個過程中，

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論來。這是一個「解釋」的程序。如古希臘柏拉圖就把統治者

與智者連繫起來；「君權神授」概念在中世紀時代被普遍的採納……等等，其形
態的呈現方式都十分典型。「解釋」幫助我們了解世界的「事實」與「可能性」。

但其中什麼是真確的事實，什麼只是一種可能性，我們如何去辨識？得到「證實」

的就是「事實」。可是，這個「證實」的內涵是什麼？怎樣才算是徹底的證實？

自然科學所運用的臨床實驗方式嗎？還是其他？  
 
  這個問題點出了「假設」所扮演的角色的必要性。就如霍布斯或洛克的「自

然狀態」。它被理解為並不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他們都假設說明著遠古的人類

社會當中有這麼一個自然狀態的存在。霍布斯認為活在自然狀態的人是弱肉強

食，為求自我保存不擇手段。而洛克則持著相反意見，自然狀態中的人是善良友

愛的，只是為了保持著這種美好的狀態，成立政府，運用成文法律，放棄部份的

自由是必須的。我們大可接受這樣的說詞。可是，霍希斯及洛克究竟怎樣去證實

這麼一個「自然狀態」的實存性呢？他們又怎麼知道自然狀態中的人的品格到底

                                                                                                                                            
受制於另一個人的政治權力。任何人放棄其自然自由並受制於公民社會的種種限制的唯一的方

法，是同其他人協議聯合組成為一個共同體，以謀他們彼此間的舒適、安全和和平的生活，以便

安穩地享受他們的財產並且有更大的保障來防止共同體以外任何人的侵犯。無論人數多少都可以

這樣做，因為它並不損及其餘的人的自由，後者仍然像以前一樣保有自然狀態中的自由。當某些

人這樣地同意建立一個共同體或政府時，他們因此就立刻結合起來並組成一個國家，那裡的大多

數人享有替其餘的人作出行動和決定的權利。」（洛克（John Locke）, 葉啟芳．瞿菊農 譯, 《政
府論次講》（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台北市, 唐山出版社, 民國 75年 7月初版, 頁 59 ）
它的理論依據在於，洛克批評自然狀態本身有其問題，對於諸如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等權利的

確保和維持有其缺陷。為了解決這些缺陷對於人們的困擾，以訂立契約的方式，建立國家政府乃

是唯一的方法，它使人的諸種自然權利得到保障，並防止其被侵犯。 
4 喬治 H. 薩拜因在其論文<什麼叫政治理論?>當中對於政治理論曾作下列說明：「……政治理論
包括三種因素：它包括對於產生它的事物態勢所作的事實方面的論述；它包括大體上可以被稱為

因果關係性質的論述，即意為一種事實比另一種事情更可能出現，或更容易產生；它還包括對某

事應當發生或者發生某事才是合情合理的論述。」（詹姆斯．A．古爾德（James A. Gould）、文
森特．V．瑟斯比（Vincent V. Thursby）編, 楊淮生．王緝思．周琪 等譯, 《現代政治思想》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ought）,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5年 9月第 1次印刷, 頁 14 ） 



是如何的呢？他們以什麼理論依據去說出這樣的意見？ 
 
  「假設」的重要性在於此處。我們都不是生活在太古時代的人們。一個「國

家」是怎樣誕生的？一個「政府」是怎樣成立的？或許是強者征服弱者，然後弱

者順從強者而後得以生成。又或者是一群人為了生活所需而推舉某人作為他／她

們的代表……有各種的理論。但它們或多或少基於不同程度及性質的「假設」，
來使其理論得以「說得通」。可是，「說得通」的「假設」，與「事實」有一定的

差距。在科學領域甚至於哲學領域中務求精準真確的研究原則下，究竟是什麼使

我們樂於接受這些「假設」？ 
 
  唯一能夠被接受的解答，就只有是：相信這些「假設」支撐著現實世界的成

立方式。這些「假設」解釋了政治的起源。這些「假設」正與人類社會產生關係。

如果這樣的說法是一種普遍回答，而它可以被認為包含著論證的性質的話，那

麼，我們是不是正陷入在一個自圓其說的循環論證裡而不自知呢？ 
 
什麼樣的循環論證？就是政治理論的「假設」「解釋」著世界，而這個世界

又產生、支持著政治理論的「假設」5。 
 
這樣的一個封閉式的循環論證，大家都似乎在默認甚至贊同它。但，我們有

沒有發現它本身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堅固可靠、理所當然呢？可以肯定，所謂的政

治現狀和其理論，它們不可能永遠都是毋庸置疑。 
 
  我們說，「無政府」不切實際，因為它不存在於世界上，也不可能實現在世

界任何一個地方。這個否定的推論的問題在於，它運用這個發展性的、變動不居

的世界作為其論證的基礎。如果我們承認人類的創新本能和社會型態的可變性的

話，那我們怎能運用這個「世界」來當作否定無政府的依據呢？世界不是人類創

造出來的，而是由人類「生活」出來的。它會變成怎樣，端賴於人們怎樣去形塑

和激發它。人類歷史的發展並未走到終點。人們不斷以他／她們的智慧反省現今

世界社會的本質及以其創造本能來謀求人生的福祉。怎樣的方式是「正確」的，

怎樣的方式是「錯誤」的，都不能夠是絕對的命題。如果我們能夠接受一種包容

的態度作為整個人類社會進步以及提昇的動力泉源的話，那為什麼我們要獨獨排

斥「無政府」？為什麼忽視無政府主義給予我們的反省議題？ 

                                                 
5 政治哲學或政治理論以各種「假設」來企圖把世界納入能夠被理解的範圍之內。我們毫無疑問
的可以從諸種哲學理論來與現實社會和整個世界聯繫上。值得被反省的是，它的必然性、不可抗

拒性在哪？政治哲學或政治理論只觀察到人的其中一種面貌，還有其他因素未必被考慮在內。況

且，人類社會的發展事實在不同的時空條件底下每每有不同的面貌。還有太多的因素──人的創

造力，普遍現象使制度修正……──影響著政治現實的變化。在不斷變化著的狀態裡，我們怎樣
正當合理地使到對於有關國家政府的推論能夠永遠不被反省甚至質疑呢？反過來說，我們如何正

當合理地說明對於有關「無政府」的討論不論在任何時空條件底下都顯得不切實際呢？ 



 
  無政府主義提倡人的自主，以人類的向善面來建構一個社會的可能性。首

先，如果我們能夠接受一個否定人類有自治自管的能力的命題的「假設」，為什

麼我們不能給予一個肯定人類有自治自管的能力的命題的思考和反省空間的機

會呢？ 
 
  無政府主義反對論者宣稱，人類無自治自管的能力，不是「假設」的命題，

而是真確的事實。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當中，有層出不窮的例證──人慾橫流的現

實、惡質的犯罪……等等。這些事體足以證實，人並不能自管。人對自我的抑制
力有限。傳統的道德價值觀已不再有其作用。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

體制，來規範我們的外在行為、保障我們的人身自由。 
 
  在這裡，我們必須要對人性論議題作出討論。這個討論會幫助我們更加了解

「無政府」的本質究竟是什麼？ 
 

第三節 人性論的檢討 
 
  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相互爭鳴。在先秦哲學思想裡，其中不乏涉及人性

論的具體討論。如孟子講人性本善。人有「四德」，就是仁、義、禮、智。它們

的基礎分別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及「是非之心」，是為「四

端」（＜告子＞上）。孟子認為每一個人都擁有這些道德性質，與生俱來。有人不

善，非無此「四德」「四端」，實是無有以「浩然之氣」（＜公孫丑＞上）發揮擴

充它們而已。另一方面，荀子則主性惡論。人的本質是「好利而惡害」（＜榮辱

＞）。恰恰因為這種人的根本性質的存在，故我們需要封建禮教來導人向「善」。

荀子認為，人的行為必須以禮法之治加以規範，若不管一切加以放任，社會必然

失去應有的秩序，陷入混亂之狀態。 
 
  透過對於這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性論的了解，我們可以過濾出一些事實。 
 
  談及人性，不論孟子或荀子，甚至其他討論道德價值問題的哲學家們，都不

免以人類的外在行為和表現作為其研究的出發點。換句話說，有關人的本性探

討，實是根據人的具體存有性的呈現姿態來開展的。以此作為基礎出發，卻能夠

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例如，對於孟子與荀子人性論

的歸納，我們可以有贊同或不贊同的立場。孟子說人性善，我們能夠接受。因為

孟子確切提出他的理論依據：像見一子將掉入於井，人人都會自然生出惻隱之

心。能被承認的基點在於，人若遇見上述狀況，都會產生出類似驚惶、憂慮並想

要企圖阻止狀況惡化的心理。荀子觀察社會中人的品性、生活內容及態度，認為

人「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性惡＞）其根



據也就是活在現實生活中的我們──人本身。我們可以接受荀子的性惡學說，因

為他確實指出了人性的醜陋一面，毋庸置疑。我們能夠承認他們各自指出了人性

的部份面向。但是，我們不可能以一種單一的人性論來統攝人的整全性格。人的

本質從人的歷史發展中顯現出來。每一個人都以自己的生命來歸納推論人性到底

是什麼。在這個歷程裡，我們以寬容的胸襟來經驗它、思考它及反省它。如果只

用獨斷的態度採用某一種理論或說詞的話，那只會造成排斥和無知。人性的複雜

性和深廣度產生出變動不居且發展性的社會。在這個前提下，不加思索去接受與

承認「人因為有欲望，所以無法自管」這個命題，是不是過於偏執呢？ 
 
  再者，講人性善或性惡，這種道德性的判斷對於社會型態的構成有極大的關

係。無論是針對於人的本質的「惡」或人的自制能力的缺乏來說，這樣的論點直

接給予統治者擁有「基礎」去合理化、正當化自身的絕對主權。在上位者告訴我

們，人類是需要被管理的。因為，人會作惡，人性有缺陷。為了根本解決這種人

性的「必然的惡」，強而有力的政府，絕對權威的法律，是不可或缺的。這就是

典型的「俯視觀點」。 
 
  統治者的存有性必然建立在它的工具性。它的工具性就是要管理人民，作為

人民的「公僕」，幫助人民處理各種事務，為謀求整體社會的理想和福祉。但如

果這種工具性被各種政治現實所證成為虛假和渺茫的時候，統治者便失去了存有

的基礎。為求延續權力的掌握，統治者不得不把自身的存有建立在「惡」這個概

念上。沒有政府還是不行，因為人本身有「惡」的因子，處理這個問題的唯一方

法，就是懲罰和壓制──對「惡」的強制的再度施予及歸還。而實行懲罰和壓制

的絕對權力，只操在政府手中。這種「俯視觀點」被統治者大肆宣傳，它使人民

也同樣認為統治者才有能力來解決自身的各種問題。所以，無政府主義反對論者

──他們通常與統治者同一口徑──其實就是以這種「俯視觀點」作為基調來看

待人。 
 

第四節 「俯視觀點」的缺陷 
 
  「俯視觀點」有其缺失。它忽略了人的整全本質和內涵。它看到了人的部份

性格，但它完全否定了人的向善面。人性和社會現實呈現出這樣的事體：大部份

人仍尊重著彼此的生命和生活方式。這個結果並不是政府統治管理的功績，而是

人自身的本質和品賦所致。例如，剝奪別人的性命好比自己的性命被剝奪，這個

道德命題被我們思考反省著，並以教育的管道傳遞至下一代。事實上，若我們仔

細考察這個命題的內涵和現實，就會發現，社會上仍然有人不顧這個命題、這種

人類道德的共同理念而去殺人。而作為政府的管治工具──警察和法律，則陸續

處理著這些狀況，把殺人者緝拿歸案，審判他／她的「罪行」，給予懲罰和剝奪

其人身自由。但若以比例的角度來比較殺人者與整個社會上的人，我們會得出，



殺人者乃佔社會上的人中的極少數6。而為了處理這些極少數的異質性的人，我

們所有人犧牲了自由，承認政府，叫它幫助我們去處理這樣的一個問題。 
 
結果顯然易見，政府並沒有有效處理到罪惡的問題。罪惡仍不斷在每日新鮮

的社會新聞版出現。因為，就用殺人作為例子，殺人行為的原始開端在於殺人的

動機，也就是殺人的意念。人有殺人的意念，若此意念強烈，所謂法律懲罰的阻

嚇性幾乎起不了任何的作用。殺人者仍然會去殺人，即使他／她知道「後果」。

若我們推論出人的外在行為實是源於人的內在意志和本質的話，那麼，我們應該

首先處理意志和本質的問題，從問題的起源處著手，而不單只是被動的對於行為

結果作報復性的強制責罰。 
 
  殺人意念的產生源頭及其動機，應該是我們首要的著眼點。一個典型案例的

發生表現著整體社會的歪斜面。大部份的命案都能追溯到它的原由：殺人者的動

機。對這個動機的瞭解和研究，甚至進一步改變其性質、導其向善才是處理此一

問題的根本之道。 
 
  一個社群以至於社會的組成，它的作用力來自這一社群社會中的人擁有共同

的意志和信念。這個共同的意志和信念，或許是連繫著生活在此的地域性共感，

或是具有相同血統的民族意識……等等。因為人與人之間有這樣的關聯性存在，
他們才會聚集在一起共同生活。他們擁有一致的身份和文化。他們的彼此承認和

尊重其實是建立在這個基點上。「俯視觀點」嚴重忽略了這個層面的人文面向。

雖然社會有它的基本問題，例如利益衝突、文化融合等。可是，我們可以肯定，

社會得以成立，究其原因，乃是人與人彼此認同的正面善性的彰顯大於其負面所

致。如果一個社群社會當中，每個人都在排斥和打壓他人，能夠想像，我們無法

去理解這個社群社會究竟是怎樣組成的。 
 
  「俯視觀點」使人們都以為，政府的絕對主權和強制力實現並確保了人類文

明文化的正面發展。問題是，這種論調的基礎在哪裡？實際上，政府對於社會問

題解決的「牛步化」，犯罪遏止的無力，其中權力爭奪者對省族情結議題──以

台灣作為樣本來說──的炒作，不同勢力黨派之間互相指摘叫罵，恰恰都在破壞

了人類之間的團結與和諧，而不是為了謀求社會的最大幸福。人不能自管，很多

問題個人不能解決，要仰賴擁有絕對權力者。因為人否定了人自身。這是一種消

極的人生觀念與態度。以這個否定、消極的態度作為出發點，就發展出所謂「政

府」、「政治」等概念和現實狀態。 
 

                                                 
6 可以想像，若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彼此殘殺，所謂的「社會」根本不可能成立，那頂多只是一
個「環境」。在這個環境當中，人人以自身的欲望為行動的基礎。不只是社會，就連具體意義的

「國家」、「人類文化」、「文明」……等等，也都不可能存在。 



無政府主義否定「政府」以及「政治」對人的否定，強調人的向善面，肯定

人有自治自管的能力，在一個沒有任何權力機構存在的社會社群中，人與人之間

以協約的方式彼此產生關聯，相互支持與承認。這是積極正面的提倡和作用。在

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這個社會裡，這種作用本就存在，而且每日在我們的生活層面

發揮著它的功能。無政府主義就是要把這種生活層面的「無政府」加以提昇至政

治層面，也就是說，具體地取消「政府」7──包括其概念及實體──絕對權力

及集權機構。 
 
以哲學的角度來看，「無政府」理念的本質是「去中心」的。「去中心」的意

義是針對權力意識、人倫關係而言。在整個人類文明歷史發展過程當中，我們看

到了不少的「中心」意識。在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宗教的傳統方面，所謂「中

心」，就是「神」、「上帝」、「主」。在人倫關係方面，譬如一個家庭中，父親就是

家庭當中的「中心」。因為他集中了生活條件的來源、父權意識型態的形象以及

中國傳統思想中男性優位的象徵。 
 
如果在政治層面，例如一個國家當中，所謂「中心」就是意味著絕對權力的

掌握者──「政府」。而「去中心」就是企圖去除、反抗這些「中心主義」的傳

統。所謂「中心主義」，其強調一種發展傾向或組織結構，其呈現「圓網狀」圖

形。那就是必須要有一個「掌權者」、「中樞機關」、「領導者」或者涉及上述概念

的意識型態來架構整個「秩序」。「中心」代表了一種操控和宰制的力量表徵。「無

政府」的哲學反對這種主張。人不必以「中心」作為必然條件。因為，只有當人

的意志、人的條件獲得自由，不被約束的狀態底下，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這個

前提才能得到互相呼應和擁有實現的可能性條件。 
 
  「無政府」理念去中心，著重人本身的自我自主與發展，它必然包含這個重

要的概念：自由。這個概念支撐著「無政府」理念。它作為一種對抗支配和宰制

的概念及主張，其角色之重要性不言而喻。自由實是「無政府」的最終基礎。 
 

第五節 自由概念作為無政府主義的最終基礎 
 
  佐治．卡洛特（George Crowder）在其著作‘CLASSICAL ANARCHISM’當中，
引述了艾莎恩．柏林（Isaiah Berlin）對於「自由」概念的雙重意義的分野： 
 

“ A preliminary approach to the anarchist idea may be made by way of the 
familiar distinction between ‘negative’ and ‘positive’ liberty. … In this way 

                                                 
7 無政府主義既然是一個務求反省甚至於改變現實狀況的主張，那麼它必須附帶提出具體的建構
方案來處理取消政府之後的問題。這一部份將會在討論蒲魯東及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內容的

章節裡面逐一陳述。 



the contrast was memorably drawn by Isaiah Berlin in terms of two 
traditions: the negative, conceiving of freedom as the absence of (humanly 
removable) obstacles to the fulfillment of actual or potential desires 
(Hobbes, Locke, Constant, J. S. Mill, etc.); and the positive, insisting that 
real or truly valuable freedom is self-govern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al’ will, the will of the true self, which may not be identical with actual 
wants (Plato, Rousseau, Kant, Fichte, Hegel, Marx, etc.). ”8 

 
  對於「無政府」理念的探討，必然牽涉到自由概念。「自由」的意義必須在

這樣的一個研究進路下被釐清。佐治．卡洛特指出了有關自由意義的兩種區別：

「正面的」和「負面的」自由9。這種區分是來自艾莎恩．柏林對於兩個自由意

義的不同理解和其發展歷程的彰顯而提出的。 
 
  所謂「負面的」自由，其為一種行為或潛能欲望的滿足，自由的意義就是對

於妨礙這些滿足得以成立的各種限制的缺乏。在這層意義下，自由為作任何事

情，這些事情的本質都只是為了滿足自身的欲求而做的。而「正面的」的自由，

就是一種堅持真確的、而且是有價值的自由理念，其根據真確的意志而成立的自

主性及自治的力量。它不一定就等同於現實生活上的需要的追求。 
 
  「自由」是一個已被溶化的概念。因為有關自由的定義、討論及其牽涉領域

的研究等等實在是汗牛充棟。在多樣的相關著作中，我們看到不同的思想家用各

種進路和方法來講述自由是什麼10。所謂「溶化」的意思在於，自由概念的意義

                                                 
8 George Crowder, ‘CLASSICAL ANARCHISM’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1, p.7 
9 對於‘negative’ and ‘positive’ liberty的中文翻譯，有學者使用「消極的」與「積極的」自由。其
與本文所運用的「正面的」與「負面的」自由的含意相通。 
10 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在其著作《論自由》（On Liberty）當中對於自由的意義有其主張。
他在這一著作中「所要討論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稱社會自由，也就是要探討社會所能合法施用於人

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 程崇華 譯, 《論自由》（On Liberty）, 北
京, 商務印書館, 1996年 8月第 6次印刷, 頁 1 ）而他對其相關問題作出探討之後,訂定兩條格言：
「兩條格言是：第一，個人的行動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麼人的利害，個人就不必向社會負責交

代。他人若為著自己的好處而認為有必要時，可以對他忠告、指教、勸說以至遠而避之，這些就

是社會要對他的行為表示不喜或非難時所僅能採取的正當步驟。第二，關於對他人利害有害的行

動，個人則應當負責交代，並且還應當承受或是社會的或是法律的懲罰，假如社會的意見認為需

要用這種或那種懲罰來保護它自己的話。」（同上, 頁 101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密爾對於自由
的理解以及其所規範出來的限度。當代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海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亦曾
對自由作出其解釋：「儘管自由的用法多樣且不盡相同，然自由只有一種。只有當自由缺失時，『自

由權項』（liberties）才會突顯，因為『自由權項』乃是指某些群體及個人在其他人或群體多少不
自由的時候仍可獲致的具體的特權或豁免。……自由與『自由權項』（liberty and liberties）間的
區別在於：前者乃指這樣一種狀態，除規則所禁止的以外，一切事項都為許可；後者則指另一種

狀況，除一般性規則明文許可的以外，一切事項都被禁止。……我們對自由的定義，取決於強制
概念的含義，而且只有在對強制亦做出同樣嚴格的定義以後，我們才能對自由做出精確的界定。」

（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 鄧正來 譯, 《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北京, 三民書店, 1997年 12月第 1版第 1次印刷, 頁 14-16 ）海耶克把



已經被各種理論的架築模糊化，並喪失了其自身所能解釋的或所能包含的意義範

圍。本文以對自由概念的此一理解去陳述它作為無政府主義的基礎：「自由」只

在講述一個人，他／她有自己成為自己的條件。所謂「正面的」或「負面的」自

由，其實是把自由與其他概念連繫起來，並作關聯性及延伸性的理解與解釋。 
 
  人有不同的進路，去完成自身存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價值意義。「自由」就是

成就這個意義的具體條件。人的本質的多面性使自由概念背負了各種不同的意

義。對自由有正面負面的區分，完全是出自於此一原因。 
 
  可以想像，「負面的自由」把自由概念與人的欲望連結在一起。就是說，自

由的本質就是人對於所有欲望的滿足的行為條件。所以，順應這條理路去推論，

我們必須要對於這種「自由」作出規範及限制。就如艾莎恩．柏林所講的，霍布

斯、洛克等政治哲學家就是以這個進路來開展他們的政治理論。追求幸福與快樂

本是每人都會去成全的事體。這事體與人的本質是相關的。政治的成立本來也是

為了實現這個理想。不過，部份哲學家把這種「幸福與快樂」作「個人」及「群

體」的分野。這使到自由概念也同樣被分成個人和群體兩個層面。其中，所謂個

人的「幸福快樂」通常被解讀為負面的原慾。它不單被認為是不可取的，並且必

須加以壓抑和控制。它會破壞和侵略他人的「幸福快樂」。所以，為求保護相對

於個人的其他個體，剝奪及限制個人的部份「自由」是必須的。政府──以法律

為手段──就是以這個主張為前提而成立和被承認的。另一方面，群體的自由就

是「社會的福祉」。它就是真正的「最大的快樂」。我們可以運用各種政治方式─

─代議政制的方式就是選舉──去追求它。只有限制個人的欲望，成就「群體的

幸福」，才是「真正的自由」。個人的自由會侵害到群體的自由，例如犯罪，其實

就是慾望的具體呈現之一。這種欠缺道德價值的「個人自由」，當然是負面的。

自由概念被對個人自由、欲望的滿足等意義的理解所影響下，其應該被規限的立

場即毫無疑問的被受肯認。 
 
  所謂「正面的自由」，其實是把自由概念與人有自主的能力的看法兩者連繫

起來。天地萬物，唯有人類擁有自我反省和自治的力量。假若人不能自主，那自

由也就無從實現。在這裡，自由概念與自主的可能性條件產生關係。我們講自由，

是在一個基本前提下，才有意義。什麼樣的基本前提？就是人作為獨立個體，其

有意志與潛能作出決定自身的人格和發展方向的各種動作與行為。人可以朝著某

個方面去建立自己，因為他／她有這樣的能力和條件來選擇和實行。所謂能力，

就是指判斷力。而條件，就是自由。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種來自自身意志的判

斷力是直接使自由成為可能與否的關鍵因素。例如，奴隸是不自由的。他們沒有

自由的原因是，他們不能掌握自我的意志與外在行為。無論在思想上或行動上，

                                                                                                                                            
自由強化成為一種權利的制定，以之釐清自由概念本身的含混性。本文以自由概念作為無政府主

義的最終基礎，我們的出發點乃是把自由放在一種人的可能性和非於強制力底下的狀態去理解。 



他們都受到主人的控制。所以，我們不會說思想行動被操控的人是自由的，而只

有人擁有自主自治的能力時，人才有自由。 
 
  筆者在這裡想提出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內容是，假使人沒有屬於成就自身

的意志、沒有任何判斷力，他／她只會被欲望所驅使，為著滿足無限的欲望而存

活的話，那麼我們能說他／她擁有自由的可能性條件嗎？透過政府的統治和法律

的絕對權力的作用，就能達成或把所謂的「自由」加諸「人」身上，使他們「有

自由」嗎？ 
 
  站在無政府主義的立場，其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我們肯定意志和判斷力是自

由概念的基本前提的話，對於沒有這些條件的「人」，無論以何種手段來試圖建

構或確保，其自由的事實怎樣都無法成立。就像森林裡的凶猛野獸一樣。即使人

類不再侵占它們的生活空間，不再以射殺它們為樂，劃分一個特定的自然區域，

讓它們「自由」生活，可是，以人的角度來看，它們仍然無法自由。並不是因為

它們不能超出那個特定的自然區域活動，所以它們不自由。那是因為，它們的意

志與判斷力只被設定在滿足於自我保存的狀態層次上。而所謂的「自由」，它是

完全超越這個狀態層次的。 
 
  每個人類都擁有自身獨特的品格和創造的潛能。我們會發展出今日的文明社

會以及不同的文化產物，都是因為人有這個有別於其他生物的特質所致。如果人

只會被欲望驅使，要有至高無上的掌權者來統治才能夠和平的共存，那我們怎樣

去說明「人是有自由」這個命題呢？  
 
  政府的作用就是為了限制「負面的」自由，而去確保「正面的」自由。以無

政府主義的立場來看，事實上，政府不但沒有抑制人對無限欲望的滿足，而對於

人的自主自治的潛能卻是以否定的態度加以干涉和阻撓。政府能夠規限人的外在

行為。這個命題的意義在於，政府握有對任何人的強制力，此種強制力乃源自於

暴力施展的本質──軍隊、警察就是實現其強制力的工具──使他／她們屈從它

的命令。它只會處理「結果」，不會處理「原因」。換句話說，政府對於生出欲望

的原由束手無策，它只負責因欲望而產生的犯罪行為。這個事實彰顯了政府為了

延續其統治的手段的本質。政府縱容資本家對於人的欲望的開發，使人的欲求不

斷膨脹升高，這種欲求早已超出了自我保存的基本層面。在今日全球化資本主義

體系下的社會中，人們因為過份強調欲望的滿足，製造多餘的產品，創造可有可

無的「價值」，以至於環境保護、犯罪等問題日益嚴重。要解決諸多種類的社會

問題，不是去限制人的「負面的自由」，而是要抑止開發人類欲望的起源。既然

站在人類無有自主自治的能力的立場作為合理合法統治的依據，那面對這些問題

的源頭──造成現代社會過份縱慾的風氣的原因，是應該要採取積極的態度加以

處理。可是，政府不但不去處理這些問題的起源，反而與資本家攜手合作，一方



面容許資本家為了利潤的獲取不斷運用大眾媒體向民眾灌輸增強欲望滿足的意

識，另一方面卻只去著手處理少部份的「問題結果」。而大部份的人則必須毫無

選擇的承受政府管治和資本家的利誘的現實，運用自身的意志抵抗著它們對於自

身的薰陶和影響11。政府藉由這種運用操控人的意志（欲望的縱容）和外在行為

（法律的權威）的雙面手法，來確保自身的統治權力。權力的表現在統治手段的

絕對權威，假若各種社會問題在社會上消失的話，政府的絕對權力必然被受質

疑。為了確保統治權力的掌握，政府似是有意無意的做著諸如這般的各種事情。 
 
  這樣就是「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方式和增進全體人類的福祉」嗎？在這樣的

推論下，我們還能抱有「自由」唯有政府才能確保的這種態度嗎？12 
 
  以無政府主義者的角度來看，對於這種政府本質的了解，使我們反省到一個

根本的問題：我們是不是就要停留在現今人類社會的既有型態當中，故步自封

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我們究竟怎樣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巨輪，使它繼續進

步下去呢？無政府主義者的回答是，我們要使每個人都能夠擁有自身的存有意

義，使人有能力去作出抉擇──這些抉擇影響著、成就著每一個人的不同的生命

內涵。如何達成這樣的一個目標？它的手段就是打破一切阻擾任何人去發展其自

身的障礙與力量，其就是政府本身。政府不單是具體統治管理著我們的權力體制

及機構，它的存在更意味著人的愚昧和軟弱。超脫政府對於自身的控制，不只是

推翻政府而已。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的形成及其經過，是一個十分鮮明的無政府

式的社會運動。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曾經著作專書討論這個歷史事件。

                                                 
11 就如前段所述，若果人人都只會被欲望所驅使，沒有任何自制和判斷能力，我們的社會是無
法構成的。而這樣的社會現實狀態恰恰證實了，社會的成立，人與人之間的和平共處，不是政府

的權力所確保，而是人自身的意志和良知而使之成為可能的。 
12 無論是何種對於「自由」概念的說明、描述和定義，不論自由被區分為「正面的」或「負面
的」性質……等等，筆者認為，當「自由」被理解為「絕對性」概念時，對於自由一詞的「羅生
門」式的理解就會出現。什麼是「絕對性」概念？其意義就是，當一個概念無視於世界作為包容

整體──包括所有事物的場域，它是受到某程度上的侷限性條件所約束這個事實，並以從某種特

定的觀念和立場出發去建構和劃定其意義範圍，產生一種排他的性質時，我們就能認為其為「絕

對性」概念。如果將這種見解運用到「自由」概念，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各個政治哲學家和學者

們都不約而同地要對於「自由」作出規定和限制。他們普遍的思考邏輯就是，絕對的自由會產生

出負面的力量，會造成對於他人自由的侵犯和傷害。他們把「自由」看成是一個「絕對性」概念。

問題在於，「自由」是不是只能是「絕對性」的？答案是否定的。人類以自由作為基礎而被視為

一個富有獨特價值和意義的個體，它的理論依據在於這個自由的「相對性」和「可重疊性」。自

由的本質是相對的。在人人都是自由的狀態下，自由才能真正被理解和呈現出來。個人的自由是

從其他人的自由中獲得意義。在一個社會當中，要生活得自由並不是使自己有能力做更多的事甚

至做任何事，而是使到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夠以自身的意志去成就意義。首先得使他人自由，

自己的自由才得以彰顯出來。這種自由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相對關係中，它呈現出互相交叉重疊

的面貌。而唯有這樣前提下所被理解的自由，我們對它作出追求，深究它的意義，使它富有影響

力，才是有價值的。把自由理解成「做什麼都行」這種偏狹的意義，然後要以強制力來限制它的

範圍；把自由理解成侵犯性的「自由」，其可能會排斥到他人的自由，為了確保個人的「自由」

所以要一個政權來加以掌握和評判──這些看法和主張，站在無政府主義的立場來說，都在窄化

甚至曲解自由的意義。 



但是，在法國國王被送上斷頭臺後，繼之而起的不是無政府的社會狀態，而是不

同型態的「統治者」繼續執政。追根究底，乃是人類有被教育和習慣於被統治管

理的奴性所至。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首要目標就是打破這種奴性加諸自身的役使

和控制。所以，達成「無政府」，不只是取消政府這個具體事實，其在於人類自

身而言，實是作為超越既有現實態勢，並且邁向真正自由的生活狀態和精神解放

的思想理論和實踐。 
 
  從以上第一節＜「無政府」的定義及其概念＞開始的各部份中，我們對「無

政府」的反證、人性論的探討及自由的闡述這些不同的角度來切入「無政府」的

內涵。不過，既然「無政府」是一個實踐意義非常深重的理念，那麼，我們除了

了解其理念的內容，更加需要知曉無政府主義者如何運用這樣的理念來延展其理

論的現實層面，他們在各個不同的研究領域裡如何發揮無政府理念的實際作用。

下列篇幅將會以法國的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及俄國的克魯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兩位無政府主義者的思想內容作為論述的對象。兩者除了同
為無政府主義理論家以外，更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分別開展了無政府主義的兩大

面向：經濟面向及政治社會面向。現代人類社會主要構成的要素不外其二。無政

府主義作為「終極之反省學說」，乃是從這兩個面向的探討研究出發而建構發展

出其理論內容。 
 
 

第六節 無政府主義的經濟面向── 
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對所有權（Property）的論證 

 
 
  自古到今，在人類社會中，經濟行為本身存在著互相依存的本質。這句話的

意思是，「經濟」是從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聯繫而成立的。一個人為了自身保存生

命，他／她必須作出某種得以維持其生命的延續的種種行為，例如覓食和建造居

所等等。這些行為完全是出自求生存的本能。從體力上使用各種方式，然後運用

智能，把一次又一次所累積的經驗傳承下去。怎樣的方法能夠更加有利於保障自

身的生命，乃是人類自我保存的首要課題。當人們發現，人作為每個獨立的個體，

其擁有各種不同的潛能去應付和勝任某一特定範疇中的工作時，他們聯想得到的

是，以一種互助合作的方式──身體壯健的人負責找尋食物，熟悉植物屬性的人

負責種植，靈敏的人負責守衛……在這種方式下，人們得到更強大的力量去對抗
來自大自然變化的威脅和其他種類的動物的侵擾。這種力量使人們的生活模式由

單一家庭逐漸建構成一個社會甚至整體國家。人類的本能性發展出這樣的進路。 
 
  經濟行為也因為這樣的發展進路被產生出來。由擁有不同長才的人來集中生

產某特定的物品，然後以此物品向其他人所生產出來的物品進行交換。這就是「以



物易物」的原始經濟模式。所謂的經濟制度是從這個基礎逐漸建立而成的。在人

的生活內容當中，有各種不同的需要，為了滿足這些需要，我們必須從事某種有

關生產價值的具體行為，它就是勞動。勞動是滿足我們生活所需所必須要力行的

事體。無論是哪一種勞動，為了與社會產生經濟關係，換句話說，為了從社會中

得到生活上的各種需求，我們必須勞動，生產價值──這個價值，在資本主義社

會當中，就是使我們能夠跟社會進行經濟交換行為以滿足需要的條件。 
 
  所以，勞動與生存，在一個人類社會裡，尤其在一個平等的社會裡，其實是

分不開的。沒有任何人能夠不作勞動而生產出一點價值來。 
 
問題出現了。我們怎樣去理解、怎樣去解釋那些活生生的例證：現今資本主

義社會當中不從事任何勞動卻定時獲得龐大價值，並依賴這些價值生存甚至貪婪

於滿足慾望的人們呢？所謂的「資本家」，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呢？經濟學家們埋

首研究，作出一些理論。「資本本身的流動是能夠產生更大的資本」、「人天生的

不平等造就了經濟的不平等」、「這是市場經濟機制的必然結果」……。人們或許
能夠承認甚至接受這樣的解釋。但是，這樣的經濟現實卻造成了貧富懸殊、失業

等嚴重的社會問題。專家解釋了現實狀態，那有沒有解決方案呢？然後，各種經

濟政策相繼出爐。接著，問題解決了嗎？ 
 
  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見的手」，其實是有「主人」的。 
 
  之所以造成諸如那般的經濟問題，以蒲魯東的立場來看，全都是因為一種「無

中生有」的權利所至。這種權利就是「所有權」（Property）。蒲魯東在其著作《什
麼是所有權──或對權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13裡，對於所有權概念有仔細的

分析。他從對「占有」及「所有權」的考察出發，進而研究土地所有權的起源和

形成，最後推論出所有權概念其實是不應存在的「權利」。蒲魯東認為，「所有權

就是盜竊！」 
 
  以下篇幅將循著蒲魯東《什麼是所有權》一書的脈絡，逐步陳述蒲魯東認為

的「所有權」的理論內容是什麼。及後，蒲魯東對所有權的批評究竟如何成為一

種無政府主義的內涵，而所有權和政府之間有何密切關係，乃是本文之所旨。 
 

什麼是所有權？ 
 
  「所有權」是什麼？「dominium（絕對性所有權、宰制權或支配權），即歷

                                                 
13 本文採用的版本為：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 孫署冰 譯, 《什麼是所有權──或對權
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What is Property ?）,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9年 5月, 第一版第五次印
刷。以下簡稱為《什麼是所有權》。 



史時代的所有權，是一種歷史沉澱物，它包含著家父的那種具有主權特點的古老

權力，……還包含著對其他物的經濟所有形式。」14「『所有權者乃以所有人之

資格而支配自己之物之權利也』；即曰『所有權者除為實力及法律所限外，就其

標的物得為所欲為之自然的能力也』。」15「六法」16中民法第三編「物權」第二

章「所有權」第一節「通則」第七百六十五條：「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

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17一種權利的誕生來

自於強權形式的外顯。家庭中的強權就是父權。父權權威的形成，從此一進路下

來推論，其實是以母性的依靠及子女的服從，潛移默化而逐漸建立的18。在一個

家庭以父為中心，其他的家庭成員成為從屬的角色背景下，「所有權」概念應運

而生。這些人是屬於這個家庭，這個家庭的擁有權掌握在此家庭的權威者，就是

「父親、丈夫」。因為，唯有父權才能支配整個家庭的運作。家庭成為「一家之

主」的「所有」19。 
 
  這種「私權」，在某特定的生活領域中逐漸外化，從對家庭內部的人的支配

權發展成對外在物的役使和占據權。對於生活空間的占用和生存資料的擷取成為

人們求生存的必然事實。如何去認定及規範這些動態性質的事體呢？我們必須要

有一種最高準則，是任何人都不能逆之而行的「規定」，並以它來裁決每一件可

能出現的紛爭事件。「法律」出現了。「十二銅表法」20以及後來發展出來的「羅

馬法」21，甚至到了今天世界各國所採用的不同形式的明文法律，尤其是民法部

                                                 
14 朱塞佩．格羅索（Giuseppe Grosso）, 黃風 譯, 《羅馬法史》（STORIA DEL DIRITTO ROMANO）,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8年 3月第 3次印刷, 頁 111。 
15 鄭玉波 編譯, 《羅馬法要義》, 臺北, 三民書局,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頁82。 
16 此「六法」意謂《六法全書》。  
17 張知本 主編, 《最新六法全書》, 臺北, 大中國圖書公司,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九月修訂版, 頁

94。 
18 此為一般論。我們或許可以在非洲某部落或社群當中找到以女性為中心的母系社會。以一般
論之旨在闡述一種政治性權力形成的起源，不是絕對的，但它與「父權」的出現是相關聯的。 
19 「強權」，在家庭中表現為「父權」，在一個國家裡則表現為政府的「絕對統治權」。兩者同樣
來自強權的施展。 
20 一般認為，「十二銅表法」乃是「羅馬法」的前身，「是一切公法和私法的淵源」。「十二銅表
法」的由來有其歷史。它的起源是從公元前 462年羅馬「護民官 C. 德倫蒂里. 阿爾薩（C. Terentilio 
Arsa）針對執政官治權（imperium consulare）的擅斷提出控告」（朱塞佩．格羅索（Giuseppe Grosso）, 
黃風 譯, 《羅馬法史》（STORIA DEL DIRITTO ROMANO）,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8
年 3月第 3次印刷, 頁 76 ）而展開的。及後發展出兩個「十人委員會」（第一個十人委員會訂定
了「十表法」。而第二個十人委員會則定訂了另外的兩表法律。合起來就是後來的十二表法。）

試圖訂定一種貴族平民都必須遵守的共同「法律」。最後，在公元前 449 年執政官 L. 瓦勒里和
M. 奧拉茲被任命，他們重新恢復舊有制度，並「將銘刻在銅板上的十二表法加以公布（包括第
二個十人委員會起草的、被認為不公正的那兩表法）。這些法律構成被羅馬人譽之為 “一切公法
和私法的淵源”的立法里程碑。」（同上, 頁 78 ）其就是所謂的「十二銅表法」。 
21 「就時間方面而言，羅馬法有廣狹二義，廣義之羅馬法，則不僅指自羅馬建國迄東羅馬滅亡，
其間各時代之全部法制而言，即近代各國繼受後之羅馬法亦包括在內；狹義之羅馬法，則僅以羅

馬共和時代所頒布之『十二表法』（西元前四五０年）或東羅馬優士丁尼大帝（Justinianus, 以下
簡稱優帝，係西元後五二七年即位，在位三九年）所編纂之『羅馬法大全』為限。但通常所稱之

羅馬法，則泛指自羅馬建國迄於優帝去位（BC753-AD565）約一千三百年間之法律制度而言也。」



份，就是這樣產生的。可見，所有權，以法學的觀點來看，其是伴隨著「法」的

概念的產生而被承認和確立。現在討論所有權，我們必須追溯有關法律的生成和

發展，並以此作為研究的出發點。但是，在自然原始生活狀態中的占有運用，逐

步構成一種稱為「所有權」的「權利」，在這個過程當中，除了法律的訂定和確

立之外，我們普遍是以怎樣的論證來說明推論它的起源呢？ 
 
「有的作家宣稱所有權是一種公權，它是從占用產生的並得到法律的核

准；另外有些作家則主張它是一種自然權，它的根源是勞動：這些學說

雖然看起來是完全相反的，卻都得到了鼓勵和贊許。我認為能夠造成所

有權的，既不是勞動，也不是占用，也不是法律；它是一個無因之果：……
所有權就是盜竊！」22 
 

  所有權的由來和基礎，普遍被認定有三個概念：占用、勞動及法律明定。它

是「公權」、是「自然權」，它的存在是得到所有人的認可、也是自然生成的。首

先，所有權是通過人對物的占有而成立。再者，人對於此物加上了自身的勞動，

使到此物有成為「自己的」基礎。最後，這種某物「屬於自己的」狀態被法律所

承認和確立，成為任何人都不能加以變更和修改的獨占權。這個獨占權就是所有

權。它所依據的是透過這三個概念在不同過程當中所展現出來的現實條件而成立

的。 
 
  可是，蒲魯東指出，以上的占用、勞動及法律，通通都不可能構成一種稱為

「所有權」的「權利」。蒲魯東認為，所有權並不是起源於占用和勞動。恰恰相

反，占用與所有權其實是矛盾的兩個概念，而所有權也不能邏輯上從勞動推論出

來。他把結論首先放在其本文的開端，說明所謂「所有權」其實是一個「無因之

果」、是「盜竊」。 
 
  這個結論聽來聳動駭人。本文以蒲魯東對所有權的論證為寫作題材，目的不

是強要使人信服這樣的結論。無政府主義不是標新立異的雜耍技倆。其非為著吸

引人們的目光而提出的奇怪可笑的理論。蒲魯東的所有權「論證」，無疑是一個

反證。他在後面所提出的各個推論，每每質疑著所有權的虛妄和欺騙性。檢視他

的推論，注意這些推論給予我們怎樣的反省空間，比只在開端執拗於其結論的「對

錯」，更為進步和富有意義。 
 
  接著，蒲魯東引述了「羅馬法」以及「法國憲法」中對所有權的定義。分述

如下： 

                                                                                                                                            
（鄭玉波 編譯, 《羅馬法要義》, 臺北, 三民書局,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頁2 ） 
22 蒲魯東, 孫署冰 譯, 《什麼是所有權──或對權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9年 5月, 第一版第五次印刷, 頁38。 



 
「羅馬法明定所有權是在法律所許可的程度內對於物的使用權和濫用

權。人們曾經試圖給濫用一詞辯解說,它所指的不是狂妄和不道德的濫

用,而僅是絕對的支配權。」23 
 
「按照 1793 年（法國）憲法頭一段中發表的《人權宣言》的說法，所
有權是『享受和隨意支配自己的財物、自己的收益、自己的勞動和勤勉

的果實的權利。』」24 
 
  所有權等於「對物的使用權和濫用權」。所有權就是「支配和享受屬於自己

的東西的權利」。這些定義仍然產生出一些問題。首先是對物的「使用」及「濫

用」。有權使用一物的意義旨在某人可以運用某物。這樣的陳述絲毫沒有涉及到

擁有層面的推論。「濫用」呢？它所涉及的範圍比較廣。它似乎包括了隨意和排

除他人干涉的意義。這就是「支配」的權利。如果說，ａ支配著ｂ的生命，意謂

ａ可以任其意志處置ｂ的生命。這樣的處置，更進一步說，絕對的處置，其與所

有、擁有之間，是不是還有一點差別存在？這是值得討論的。ａ雖然可以隨意把

ｂ殺掉，但ｂ不承認他是ａ所有，那麼我們還能說ａ「擁有」ｂ嗎？如果ａ認定

ｂ的生命就是他的，而這種認定被認為是有效的話，所有權如何成為一種合理的

基本的權利呢？ 
 
  其次，「支配和享受屬於自己的東西的權利」究竟如何轉化成所有權？支配

剛剛已經分析。享受接近於使用及運用。「屬於自己的東西（財物、收益、勞動

果實）」其實就是擁有、所有的別種說法。要釐清所有權，蒲魯東指出，其必須

要與另一個概念區分開來： 
 
「所有權可以區別為：１．單純的所有權，就是對一件東西的領主式的

支配權，或者像人們所說的沒有任何負擔的所有權；２．占有。」25 
 
  蒲魯東認為，所有權可以區分為「所有權」本身及「占有」兩者。所有權，

按照剛才的分析，其是含有支配和排他性的。而占有呢？占有與所有權不同的地

方在於，它僅是占有──例如說，公車坐位。我們乘搭公車時，車上所有的位子

我們都有權占有並使用。某人有權在一個位子坐下，並且在下站之前，占用著這

個位子。但是，當某人離開位子或下車後，這個之前被占有使用的位子就恢復無

人使用的狀態。而它也能夠而且毫無疑問的被其他人占有使用。這個位子不會被

某人的占用而成為某人的「所有」。所有權和占有的分別在於此。所有權排除了

                                                 
23 同上, 頁 66。 
24 同上。 
25 同上, 頁 68。 



時空的限制，即使能夠行使所有權的所有人不在場，甚至已經死去，所有權仍然

存在，而且可以用繼承的方式傳給下一代兒女。所有權是永遠存在的，除非所有

人主動放棄或出賣其對某物的所有權。 
 
「占用權或先占人的權利是從對於一件東西的實際的、有形的、有效的

占有產生的權利。我占據著一塊土地，在沒有證明相反的情況以前，我

就被認定為這塊土地的所有人。人們察覺到，在開始的時候，這樣的一

種權利只有在彼此互惠的情況下才是合理的，法學家們也表示同樣的意

見。」26 
 
  從占有所產生出來的就是占用權。蒲魯東對於土地的占有狀況特別有興趣並

加以討論。他設定他占著一塊地，如果沒有任何人表示異議的話，在原始的狀況，

他就被承認為那塊地的所有人（這種「所有」是被時空條件所限制的）。這是一

種先占的權利。在法律層面上，這種先占的權利確實是被受承認的。 
 
「那塊我已開墾並耕種的、我已在上面蓋了房屋的、養活著自己、我的

家屬和我的牲口的土地，我可以這樣地加以占有：１．以先占人的名義；

２．以勞動者的名義；３．根據在分割時把這塊土地分配給我的社會契

約。但是所有這些名義的任何一種都沒有給我所有權。」27 
 
  問題出來了。蒲魯東認為，他「占有」這一塊地，以這塊地作為生存的資料

和基礎，他是絕對有理由的。因為他是先占人，他以自身的勞動來開發這塊土地

的價值，甚至於有一種「社會契約」明定把這塊土地分配給他。這些理由都在支

撐著他擁有「占有」這塊土地的權利。不過，這些支撐著他有權「占有」此地的

理據，其中沒有一項是可以推論出他對於這塊地擁有「所有權」。為什麼？因為

以上每項的理據，都在以一個最為根本的基礎來證成和論述一種合理性的占用。

這個根本的基礎就是占有人的存有。占有人如果存在，就像先前公車的例證一

樣，他當然有權繼續享用這個位子給予他的舒適感。問題是，如果他離開位子下

車，那麼他怎麼能夠繼續宣稱車上的那一個位子是他「所有」的呢？這個推論放

在土地的占有上，如同蒲魯東所說，或許他有權占用著那塊土地，因為他存在於

那塊土地上，而且以那塊土地的資料為生。但是，如果他死了，那麼他憑什麼依

據來繼續占有這塊土地，以至世世代代永垂不朽呢？按照蒲魯東的推論，他已經

沒有任何根據繼續占有那塊土地了。可是，那「所有權」呢？沒有任何理論依據

支持著它的存有性。一種暫時性的占有占用如何變成永久的擁有權利？ 
 
「『一塊特定的土地只能生產出供一個人一天的消費量：如果占有人用

                                                 
26 同上, 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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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勞動設法使它能夠生產兩天的消費量，那麼他就把它的價值提高了

一倍。這個新的價值是他的成就、他的創造；它不是從任何人那裡搶來

的：這是他的財產。』 
我同意那個占有人可以得到雙倍收穫作為他的辛苦和努力的酬報，但他

對於土地卻不能得到任何權利。讓勞動者享有他的勞動果實，這我是同

意的；但是我卻不了解為什麼產品的所有權可以帶來生產資料的所有

權。」28 
 
  蒲魯東接著舉出某些經濟學家普遍對於所有權的解釋理論，並且加以反駁。

如果一位土地占用人，他以自身的智慧及努力，提昇了土地本身所能生產的價

值，那麼，我們應該毫無疑問的承認及讚賞這位土地占有人的辛勞。他的辛勞是

他自己掙來的財產，沒有人可以加以剝削和干預。這個論證，乍看之下，似乎已

經算是給予了土地所有權的合理論據。可是，蒲魯東並不滿意。在上面的節錄當

中，他承認那位土地所有人能夠得到他透過努力的耕作所賺得的雙倍，甚至於三

倍的收益。問題還是沒有被解決──那位土地占有人是憑著什麼理由說，那塊特

定範圍的土地，就是「他的財產」，應該「永遠」的「歸他所有」？他的勞動生

產出來的產品農作物，是他的沒問題。土地呢？什麼時候變成是他的所有物？如

果經濟學家爭辯說，因為他有特別的技能，他有辦法把有限的土地增值。好的，

我們讓這位擁有特別技能的人士擁有這塊土地，繼續把土地增值吧。但是，他去

世後，這塊土地的「所有人」不存在了，他也把他的技能一同帶走了。為什麼我

們還是不聞不問的承認這位死掉的人對這塊土地的所有權，並且把這項權利繼承

給他的兒子或女兒呢？他的兒女是不是同樣能夠使這塊土地增值的能力呢？所

有人不在，但他的權利卻永世存在（靠著一代又一代的不斷承繼）。主要的問題

始終沒有解決。 
 
「既然一個人既不占用又不耕種土地，誰有權力讓他享有這種收回土地

的權利呢？誰可以要求享有這種權利呢？」29 
 
  所以，蒲魯東根據他的推論，毫不留情的對於那些掌握著土地所有權的資本

家、地主作出質疑。他們究竟是根據什麼原則擁有土地的所有權？所謂資本家和

地主，他們是怎樣產生的？「我們用金錢買來的！」「這是法律所保障的權利啊！」

蒲魯東把這些答案的基礎──「所有權」獨立出來加以分析，透過「占有使用」

及「所有權」的區分，我們了解到，原來所有權的由來，並不是如同一般人所認

為的那樣理所當然。相反，所有權根本就是一種無法合理化的抽象概念，它是無

中生有的「權利」，更是破壞社會平等、製造貧富懸殊的真正元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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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所有權的原始模式──土地所有權，蒲魯東作出了上述的分析及推論。

接著，他把目光轉移到社會上。所有權的不合理不只是產生在對於土地的壟斷和

侵占上。我們脫離農村，放眼整個現實社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所有權不只是

表現於對土地的獨佔而已，所有權概念產生在資本家對於工人所製造出來的產品

價值的侵犯，它更加違反了平等的原則，使大部份人得不到合理公平的生活環境

和生活狀態。 
 

資本家以所有權名義對工人剝削 
 
「有人說，資本家已償付了工人的勞動日；但為了確切起見，應該說資

本家每天雇用了多少工人，就償付了多少個勞動日，這與上面的說法就

決不是一回事了。因為，對於勞動者因團結協調和群策群力而產生的龐

大的力量，資本家並沒有給予任何報酬。」30 
 
  有別於馬克思（Karl Marx）的「剩餘價值理論」，蒲魯東在指出資本家對工
人的剝削行為時，集中焦點批判資本家對工人的兩種勞動力的支付問題。蒲魯東

認為，工人在從事生產的過程中，除了付出了個別的勞動力之外，就視工人們為

一個團體式的勞動群，他們更同時付出了一種集體的勞動力。這種集體的勞動力

是由工人與工人之間的協力合作所產生出來的龐大力量。這是對於勞動力另外一

個層面的研究及說明。個別工人的勞動力是資本家支付薪金的基本標準。可是，

集體的勞動力呢？資本家對於這種集體的勞動力卻一毛都沒有支付。一個群體為

了完成一個完整的生產過程，其中的成員若果沒有自動協調和彼此支援──這些

問題包括了人力的變動及流動性，突發事故的應變……等等──這個生產過程絕
不能完成。就如同一條玩具生產線、或一個廣告從抽象意念到拍攝完成，都由整

個工作群去完成的。在生產的過程裡，若某一個程序步驟出現問題，其他的成員

必然互相提示改進。一個完善的產品是一個群體來完成的。就像一隊球隊一樣，

就算個別的球員技術再好，若彼此之間沒有合作的精神，一場比賽是沒有辦法獲

得美好的結果，道理是一樣的。 
 
「一千個人工作二十天的一股力量是按照單獨一個人工作五十五年的

同樣的工資標準來支付的；但這一千個人的力量在二十天之內已經完成

了一個人即使勞動百萬個世紀也無法完成的工作。這樣的交易是不是公

允呢？我再說一遍，這是不公允的。雖然您已經償付了所有的個別勞動

力，但是您沒有償付集體的勞動力。因此，始終存在著一個您所沒有獲

得的而您卻在非法地享受著集體所有權。」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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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魯東以這個計算的公式來論證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剝削。資本家雖然支付了

個別的勞動力，但沒有支付集體的勞動力。蒲魯東認為，這個集體的勞動力，其

力量之龐大，並不是能夠把其轉化為單獨個別的勞動力所能抵消和償付的。這就

是蒲魯東的「集體力量理論」。資本家無視於集體的勞動力，只負責個別勞動力

的支付。蒲魯東認為，資本家正在侵佔著集體勞動力，他們更妨礙著這種勞動力

對於整個社會的正面發展。資本家把集體勞動力完全的併吞。集體勞動力的力量

以及它的成果，恰恰就是被資本家利用「所有權」的名義盜竊了。 
 
實現自由、平等、民主的社會都是全人類都能普遍認同的共同理想。如何實

現它們是重要的課題。實現「民主」，我們要廢除君主專制的制度，以代議政制

作為政權運作的主要方式。雖然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但比起君主制，代議制

似乎已經比較接近，而且更有機會實現「民主」的理想。「自由」呢？我們必須

摒除奴隸制，以每個人都擁有基本的條件去成就人應有的尊嚴和意義。不過，雖

然自由是一種應該被尊重的權利，但這個「自由」要加以規限在「特定的範圍」

裡，以免人們借其之名行擾亂社會破壞和平之實。 
 
那麼，「平等」呢？它是不是已經被遺忘了？平等應該被放在什麼層面上來

討論，才是合理的？ 
 

平等的詭論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所謂財富的平等、「地位」的平等根本是不可能的。眾

多政治學家、經濟學家都如此論斷。32 
 
「所有人的最後的手段──那個以戰無不勝所向無敵的威力使他們得

到安心的論證──就是，據他們看來，地位平等是不能發生的。『地位

平等是一種妄想』他們用一種自以為是的神氣叫喊說，『今天你們平等

地分配財富，明天這個平等就會消失。』」33 
 
  為什麼？財富的不平等，地位的不平等，它們都是當今社會的現實狀況。可

是，這些種類的不平等，似乎是被承認和接受的。問題是，這種不平等，究竟能

不能夠被公平合理的基準去審視和考證？人們說不平等是理所當然的。我們要

                                                 
32 例如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就曾經作如此論斷：「……即使沒有政府的干預，聲望和權
威的不平等，在人與人之間，也將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人們一結成社會，就不得不互相比較，並

從他們繼續不斷的互相利用中注意到所發現的彼此間的差異。……而各種不平等最後都必然會歸
結到財富上去。因為財富是最直接有益於幸福，又最容易於轉移，所以人們很容易用它來購買其

餘的一切。」（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李常山 等譯,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 北
京, 紅旗出版社, 1997年 3月第 1版第 1次印刷, 頁 136 ） 
33 蒲魯東, 孫署冰 譯, 《什麼是所有權──或對權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9年 5月, 第一版第五次印刷, 頁172。 



問，為什麼不平等就是理所當然的？如果平等是我們人類努力的共同理想的話，

那我們必須首先分析，所謂不平等的起源究竟是什麼。 
 
  經濟學家們宣稱，在現實社會當中，我們無法造成財富的平等。貧富之間的

差距必定存在，問題是用什麼樣的政策措施來拉近它們之間的距離。他們同樣承

認過大的貧富差距是一個社會不健康的症候。既然經濟學家們認同了財富不平

等，就算『今天你們平等地分配財富，明天這個平等就會消失。』那麼，這個理

論的依據是什麼？他們找到一個──以蒲魯東的語調──「戰無不勝所向無敵」

的理據，那就是人本身的不平等。換句話說，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其所附帶的

理由是，每一個人在被生下來的時候，他／她的家庭、周遭環境都不盡相同。每

一個人在這一點上都無法作出選擇。據此，每個人都是「平等」，因為每個人都

沒有選擇的權利。那麼，如果我們追問下去，造成不平等的家庭，不平等的社會

環境的原因是什麼？經濟學家們認為，人天生的智慧和才幹都不是「平等」的。

造成財富的不平等，追根究底，就是因為人先天才智的不平等所致。就是說，某

些人比較聰敏，他有來自天生的特別智慧，並運用其智慧來賺得比別人較多的財

富。所以，這些比別人多出來的財富，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剝奪和干涉，我們只能

合理地歸他所有。所謂財富的「齊頭式平等」，在這個理論上成為不合情理的論

斷。如果說，一位清潔工的薪資比一位議員或立法委員的薪資要低的話，那麼這

個事實所呈現出來的意義就是，因為議員或立法委員擁有更高的智才去判斷法令

和為著人們追求美好的生活，所以，他／她們的薪水要比不必運用頭腦去思考的

清潔工來的高。這是合理的，毋庸置疑的。 
 
  這種論調似乎已經為財富的不平等建立了一個擊不倒的堡壘。可是，蒲魯東

仍然提出他對於這種不平等的質疑。 
 
「用金錢來估計任何一種才幹是不可能的，因為才幹和貨幣是兩種無法

互相衡量的東西。根據什麼樣的確實理由可以證明一個醫生的收入一定

要比一個農民多出一倍、兩倍或一百倍呢？」34 
 
  金錢不能夠衡量才幹，更不能壟斷才幹。這就是蒲魯東反駁財富不平等的主

要立足點。經濟學家們斷言，既然天生的不平等（才智的不平等）是一個沒有任

何人可以作出抉擇的事實，那麼，以這種「沒有選擇的平等」作為「平等」的基

礎，就應該理論充足了。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嗎？蒲魯東認為，人天生的才智不是

「不平等」，而是「各有所長」。而且，在經過漫長的學習階段後所獲得的「技能」

或「才幹」，並不能夠歸於此人的「所有」： 
 
「正如每一種生產工具的創造是集體力量的成果一樣，一個人的才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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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問也同樣是全世界的智慧和一般知識的產物，而這種知識則是無數大

師在無數低級事業的支援下慢慢地積累起來的。……所以他是這個工具
的共同占有人；他不是它的所有人。他本身同時是一個自由勞動者和一

筆累積起來的社會資本。作為勞動者，他被分派去使用一種工具，去運

用一部機器，這個工具和機器是他自己的才能；但作為資本，它是不屬

於他自己的；他利用這個資本，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為了別人的

利益。……所以無論一個人具有哪種才能，一旦這個才能被培養出來
了，它就不屬於他自己的了。這個人就像一只巧妙的手所捏製的原料那

樣，他具有成功的稟賦，成全他的則是社會。如果罐子對製罐人說，『我

是我，我什麼也不欠你，』這樣說對嗎？」35 
 
  「職業無分貴賤」，這句諺語流行於華人社會坊間，歷久彌新。但現今極端

資本主義社會當中，不同的職業卻有不同的價值，領取不一樣的薪資。為什麼？

蒲魯東宣稱，任何一種作為生產的技能──也就是「生產工具」，它的構成不可

能只是一個人去完成。它的構成和漸趨成熟往往是經過集體的創發和改良而來

的。就像是一位外科醫生一樣，他之所以「擁有」進行外科手術的技能，乃是因

為他的父母送他到學校，供養他必要的生活資源，使他有條件去「學習」這樣的

一種技能。而在他學得這種技能之前，這種技能的構成就已經存在。它通過在人

類歷史發展當中的經驗累積所修訂改良，而成為一種優良的醫術。一個人對於一

種技藝的獲得──就是「學習」的過程，它是後天的，不是先天的。所以，按照

這樣的推論，蒲魯東質疑，當一位醫生宣稱他對他的生產工具──換句話說，他

對他的技能擁有一種「所有權」，並以其為基礎提高此一生產的「成本」時，他

的基礎和立論在哪裡？學來的東西什麼時候變成「他的」？ 
 
  再者，一種生產工具，相對於社會的整體而言，應該是成就全體社會的一個

環節。我們可以預想，當一個社會對於某一種必要的生產缺乏時，這個社會是不

健全的。一個社會裡，有各種人，負責各種能事。他們之所以能夠集合起來，並

構成一個社會，乃是因為他們有不同種類的「勞動」所致。他們的勞動，除了養

活自己之外，更加是在成就一個社會的存有條件。恰恰因為不同的勞動，不同的

生產擁有它們的獨特和異質性，所以，它們沒有「不平等」的比較存在。我們如

何比較一位工程師和一位工地工人之間的差異？蒲魯東認為，他們之間的差異只

存在於工作的性質裡──一個動腦，一個動身體，其相對於整體社會而言，只在

共同成就一座建築物的完成而已。什麼時候動腦的比動身體的要「有價值」了？

蒲魯東指出，乃是因為某些人把知識「佔有」起來，並使用「所有權」的名義加

以絕對的支配和操控。不同的才智適合不同的技能，在這之間產生不出「不平等」

的事實來。不同性質的事物的價值根本不可能「公平」的比較。尤其相對於成就

社會而言，更是如此。所以，「平等」本來就存在於我們的社會的本質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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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不是來自「才智的不平等」，而是來自「所有權」的存在。 
 
  所以，根據上述的推論，蒲魯東在總結的部份作了十個有關「所有權是不可

能」的結論。它們分別是： 
 
１． 所有權是不能存在的，因為它想無中生有。 

(Property is impossible because it demands something from nothing) 
２． 所有權是不能存在的，因為哪裡存在著所有權，那裡的生產品的生產成本就會高過於它的

價值。(Property is impossible because wherever it exists, production costs more than it is worth) 
３． 所有權是不能存在的，因為有了一定的資本，生產是隨勞動而不是隨所有權發生變化的。

(Property is impossible because with a given capital production is proportional to labour, not to 
property) 

４． 所有權是不能存在的，因為它是殺人的行為。 
(Property is impossible because it is homicide) 

５． 所有權是不能存在的，因為如果它存在，社會就將自趨滅亡。 
(Property is impossible because with it society devours itself) 

６． 所有權是不能存在的，因為它是暴政的根源。 
(Property is impossible because it is the mother of tyranny) 

７． 所有權是不能存在的，因為在消費它的收益時，它喪失了它們；在把它們儲蓄起來時，它

消滅了它們；在把它們用作資本時，它使它們轉過來反對生產。(Property is impossible 
because in consuming what it receives it loses it, because in saving it nullifies it, and because in 
using it as capital it turns it against production) 

８． 所有權是不能存在的，因為它的積累力量是無限的，並且這種力量只能施展在一些有限的

數量上。(Property is impossible because its power of accumulation is infinite, while it is 
exercised only over finite quantities) 

９． 所有權是不能存在的，因為它沒有反對所有權的力量。 
(Property is impossible because it is powerless against property) 

１０．所有權是不能存在的，因為它否定平等。 
(Property is impossible because it is the negative of equality) 

 
  筆者不打算一一對於這些結論加以陳述。在這個部份裡，筆者希望能夠從蒲

魯東對於所有權的各項總結裡，找出有關無政府主義的經濟面向的主要元素。這

些元素關係著無政府主義，其對於現今資本主義社會的反省和檢討起了什麼作

用，而面對這些被提出來的各個問題，我們又應該以怎樣的態度來審視它們。 
 

對所有權的反證 
 
  既然，占有和使用根本不能把所有權正當和合理化，那麼，「我們問，土地

所有人要求別人付給他這筆地租所根據的理由是什麼？」36蒲魯東提出了這樣的

疑問。因為，每一個人若以先占的形式占用一塊土地，這樣的方式是被受承認和

允許的話，有誰可以要求在先占所獲得的土地價值37以外，額外取得一筆不知道

從哪裡產生出來的價值──叫做「地租」──呢？ 
 

                                                 
36 同上, 頁 180。 
37 蒲魯東認為，土地的價值是透過土地所有人自身的勞動來生成，而非「自然」生成。後段會
有相關的討論。 



  經濟學家們普遍運用一種「生產工具的借用」的概念作為償付租金的解釋。

因為別人透過使用所有人的土地，產生了一些利益，一些價值。所以，在這些價

值當中，抽出──例如總收成的十分之一給付土地的所有人，應該是合理的： 
   
「給農夫製造耕具的鐵匠，給他製造車輛的車匠，給他建築倉庫的瓦

匠，還有木匠、編筐匠等等，他們都通過他們自己供給的工具對農業生

產有所貢獻，他們都是效用的生產者；因此，他們都有權分享產品的一

部分。 

『毫無疑義，』薩伊(Say, Jean Baptiste)說，『但是土地也是一種工具，
它的功用應當得到報償，所以……』 
我同意土地是一種工具；但是誰製造它的呢？是土地所有人嗎？……恰
恰就是在這一點上存在著土地所有人的壟斷，即他雖然沒有製造工具，

卻要求償付使用土地的酬報。」38 
 
  生產工具的借用甚至於賣出，其應當得到補償。這是毫無疑問的。其應當得

到補償的理論依據是什麼？是勞動者製造了生產的工具。這個製造是從無到有的

創造過程。像耕具的製造者──鐵匠……等等都是。在現代社會裡，生產過程被
細分化，為了提高生產的效率，已經很少以一個勞動者從頭到尾負責一件產品的

所有生產程序。每個工人只做一部份的工作，在多個工序的結合之後，一件成品

才會誕生。不過，這個情況並不影響蒲魯東在這裡的論證。工人透過自身的勞動，

獲得其生產價值，這部份蒲魯東並沒有反對。以前是「一工一成品」，現在是「多

工一成品」。這兩種不同的方式的結果都是，工人必會從製造──勞動的實行而

得到價值──不論這個價值是以產品換取資本或直接以產品之間的兌換而獲得

的。勞動者與生產工具之間存在著「製造」的關係，所以得到補償是可被接受的。 
 
  問題是，土地呢？經濟學家薩伊認為，土地當然算是生產工具之一，別人要

使用它，當然要為了它的價值付出補償。蒲魯東對於這種說法加以駁斥。蒲魯東

說明，土地是生產工具，但土地所有人與土地之間並沒有「製造」的關係存在。

換句話說，土地所有人並不是製造土地的人，他們只是占據著土地的人而已。製

造土地的人是──如果有這麼一個創造天地萬物的「存有者」──上帝。根據生

產工具的補償原則，所謂地租，應當付給上帝，而不是土地所有人。所以，從占

據演變到所有權，在這個過程之間，根本存在著令人費解的詭詐。土地所有人憑

什麼向使用人收地租？問題的答案還不明白嗎？ 
 
  雖然，土地所有人在製造關係上缺乏立足點，可是，土地所有人仍宣稱，因

為這塊土地，它本身是有「價值」的。這個「價值」將會透過勞動者在它上面工

                                                 
38 蒲魯東, 孫署冰 譯, 《什麼是所有權──或對權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9年 5月, 頁 183。 



作而顯現出來。為了補償這個「價值」，給予租金作為補償這個原則，用在土地

上仍然是合理的。我們看看蒲魯東如何回答： 
 
「如果把工具和資本、土地和勞動個別地和抽象地加以考察，那麼，嚴

格地說來，它們是沒有生產力的。所以，當土地所有人要求人們由於使

用他的工具或利用他土地的生產力而償付一筆收益金時，他假定了一個

絕對虛假的事實，即假定了資本是可以靠自身的力量生產的，並且在收

取這種想像的產物的代價時，他實在是無緣無故地得到了一些東西。」
39 

 
  蒲魯東列舉出能夠被認為是富有「價值」的事物一一加以分析。生產工具─

─例如土地……等等，以及資本甚至勞動，這些概念在經濟學上都是富有「價
值」。也就是說，資本是可以自動增值的，因為資本自身的價值會隨著它的流動

而產生變化。勞動也是。勞動富有價值的原因在於它是生產的原動力，勞動就是

產生價值的運動。而土地，當然也含有價值。當土地被使用時，它的價值就會隨

著勞動者的勤奮而提高。可是，蒲魯東把這些各種被認為富有價值的概念拆開，

「抽象地加以考察」，其實，它們本身一點「價值」都沒有，也就是「沒有生產

力」。因為無論是資本、勞動或生產工具，它們之所以被認為是有價值的原因在

於它們之間的互相關係和結合構成的結果使然。如果一種勞動的實行沒有生產工

具，那麼這種「勞動」根本不算勞動。有生產工具的勞動，如果生產出來的產品

沒有辦法被社會所吸收消費，那麼這些產品也是沒有價值的，同樣，這種勞動甚

至於其生產工具都是沒有價值的。再進一步推論，假若有價值的勞動生產出有價

值的產品，這種產品也順利地被社會所消費掉，其所產生出來的「資本」（就是

價值本身）不被社會所消化──換句話說，這些資本不再被投入至社會當中的

話，這些資本也是沒有價值的，它頂多只是「一堆數字」而已。所以，所謂「價

值」和「生產力」，其依靠著資本、生產工具和勞動的結合且互為因果──而不

是分離而產生的。它們個別本身是沒有價值的。土地所有人假定一塊土地不去使

用它也是有價值的，並以這個論點作為基礎去要求補償，是毫無根據可言。難怪

蒲魯東會作出這樣尖酸嚴厲的批判。 
 
「土地所有人本人既不從事生產又不利用他的工具進行生產，並且不花

任何代價而得到產品，他不是寄生蟲就是小偷。」40 
 
  那麼，我們社會的現實狀況是如何呢？蒲魯東作出了下列的假設計算： 
 
「勞動者生產了一，而只能消費零點九，所以他就損失他的勞動代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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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之一；他的生產物的成本始終高於它的價值。另一方面，那些土地

所有人所收取的十分之一也同樣是一種浪費；因為他們本人既然是勞動

者，就可以像其他的人那樣用他們的產品的十分之九來養活自己。」41 
 
  上述節錄的重點在於，蒲魯東假設一個社會中有擁有土地的「所有人」和沒

有任何土地的「勞動者」。當勞動者使用土地所有人「的」土地時，勞動者就必

須在他的勞動成果當中抽出──蒲魯東的設定是十分之一。所以，如果所有勞動

者生產了總值為「１」的產品，那麼，他們的總所得將會是「0.9」。因為「0.1」
為了償付地租的關係而遭減去。所以，勞動者的總所得「0.9」，無論在什麼時候
都會比他們所生產的總值為「１」的產品為低。勞動者的勞動與產品的價值是不

對等的。而土地所有人──在上段的假設當中──也是勞動者之一，所以蒲魯東

認為，土地所有人比一般勞動者多出「0.1」的所得。又，土地所有人並不需要
償付任何地租，所以，土地所有人的總所得是「1.1」而不是「１」。相比勞動者
而言，土地所有人不單能夠得到生產的總價值「１」，而且更意外獲得「0.1」的
土地租金。這個「0.1」是從單純勞動者多收的價值，這個價值不給回勞動者本
身，就是浪費。因為土地所有人也可以依靠自身的勞動價值「0.9」來生活。 
 
  問題的關鍵點在於，社會中的土地所有人並不一定從事勞動生產： 
 
「我們的一百個土地所有人不是拋棄一筆毀滅在他們手中的地租，從而

使社會勞動免於承受這份負擔，反而寧願從事休息。由於這種退卻──

絕對生產量減去一百，而消費量保持不變，──生產和消費似乎可以保

持平衡。可是，首先，既然土地所有人不再從事勞動，按照經濟學的原

理來說，他們的消費就成為不生產的；因而社會上就不再像先前那樣存

在著一百個人的勞力得不到報償的情況，而是有一百個人的產品沒有提

供勞力而被消費掉；……。」42 
 
  土地所有人因為地租的關係，不單獲得額外的收入，其更進一步因為地租收

入而得以不必參與勞動工作。相對於整個社會而言，每個勞動者抽出十分之一的

生產價值來養活一批沒有生產能力的土地所有人，而這十分之一的價值又被土地

所有人消費到社會當中。這個循環作用乍看之下，只是部份生產的人單純的以自

身的勞動提供部份的資源給不去生產的部份人而已。土地所有人必定比勞動者為

少，先不論從事生產的人必須供養不從事生產的人的正當性在哪裡，勞動者付出

生產價值的小部份，仍然是可以過活的。 
 
  有什麼問題嗎？有。蒲魯東指出，生產與消費的平衡點在於，生活在社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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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任何一個人都必須從事生產。現在情況不是這樣。假設社會生產「１」，

但因為土地所有人的「退卻」，這個「１」便不足「１」。不但不足「１」，而且

少於「0.9」，可能是「0.8」甚至於「0.7」。社會已不再像先前那樣可以生產「１」
的價值，而且這不足「１」的價值不只要養活勞動者，更要養活土地所有人。一

個社會當中，所有人都進行勞動，這個社會就會產生「１」。生產「１」，消費「１」，

這沒問題。社會上有十分之一的人不勞動，社會生產「0.9」，卻仍消費「１」。
這「0.1」再加上地租「0.1」，就是「0.2」。這「0.2」的生產價值若成為資本的話，
那它就變成一種價值的消失。價值只放在那邊不去使用是不能成為有效的價值。

若這「0.2」重新投入社會的話呢？情況可以預想，它正在消費著本來並沒有成
為產品的勞動價值，換句話說，它要不是無產品可供之消費，要不就只能消費另

一方面勞動者所生產出來的「0.8」。這是一種侵蝕的過程。再講下去，這「0.8」
減去「0.2」，就只得「0.6」。要用「0.6」去提供「１」的消費，怎麼可能？ 
 
  「可能，」資本家們說：「只要勞動者為我們增加產品的數量就行了！」 
 
「為了滿足所有權的要求，勞動者不得不首先生產出超過他所需要的東

西；然後他必須超過他的力量來進行生產；因為由於那些變成土地所有

人的勞動者的退出生產，上述的兩種情形永遠是彼此互為因果的。」43 
 
  蒲魯東把前段所講的「0.2」個生產價值的其中的一半──就是地租的部份，
視為土地所有人憑著所有權的名義竊取而來的「收益金」。如果這個收益金加上

土地所有人因勞動退卻而消失的生產價值，兩者都得不到滿足的話，情況顯然易

見，社會的供需就會失衡。這個失衡的意義意味著，極有可能有一部份人會挨餓。

勞動者為了養活社會上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以所有權名義收取地租的土地所有

人，他們必須更加辛勞的工作，生產出超乎他們所需的產品。一個社會既然有部

份人不去作工，那麼他們所釋出的「負勞動力」，必然被勞動者們吸收。表面上，

整個社會的生產消費會因為勞動者「義無反顧」的「付出」而重新獲得平衡。實

質上，資本主義社會中地主、資本家的無限貪念逐漸使到勞動者身上的負擔愈加

沉重： 
 
「勞動者在償付地租之後所感到的虧損，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是十

分之一，這就是他要設法在生產中增加的數量。除了增加他的勞動，他

看不出有別的辦法可以做到這一點；這他也做了。土地所有人因為沒有

得到全部地租而表現出來的不滿情緒，其他一些被土地所有人認為比較

勤快、比較努力、比較可靠的佃農所提出的有利條件和諾言，一些祕密

的策劃和陰謀，──所有這些引起了重新分工和減少某一部份生產者的

運動。在九百個勞動者之中，有九十個將遭到排斥，為的是可以在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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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產上增加十分之一。但是生產總額是否會有所增加呢？一點也沒

有：如上所述，將有八百一十個勞動者像九百個人那樣進行生產。但他

們要使生產有所增加，應該像一千個人那樣進行生產。」44 
 
  這就是失業問題和貧富懸殊的根本原因。勞動者以他們自身的超額勞力支付

了社會的生產價值的虧損部份（來自所有權的地租和不從事生產勞動的土地所有

人）。問題是，土地所有人及資本家不會因為每個月有定額的利潤或收入而感到

滿足。他們會想盡各種辦法，把手頭上擁有的資本價值逐漸變多。明顯的事實就

是，當「所有權人」45（包括之前所講的地主、資本家等等）發現，勞動者能夠

毫無問題的以自身的辛勤勞動滿足整個社會的所有需求時，所有權人就會繼續想

盡辦法，希望施展各種手段，把收益金提高，以增加利潤。為什麼土地價值會增

加？因為所有權人看到勞動者可以運用這塊土地生產出比預期更多的產品價

值。他們說：「好，這塊土地升值了！那我也要在這其中多分一杯羹。」那麼，

勞動者又要比之前更加辛苦的工作。地租增加了，資本家說：「好，地租增加了！

那增加的部份必須反映在產品的價格上。」那麼，因為產品價格的提升，使勞動

者的勞動價值下降。勞動者愈來愈買不起自己所生產出來的產品了。為了「達到

社會『一般』的生活水平」，能夠買回（就是買得起）自己的產品，勞動者又要

比先前更加辛苦地工作。惡夢還沒有完結。為了增加額外收入的可能性，資本家

不但逕自提高產品的價值，他更在生產成本上打如意算盤。若能把產品價值提

高，而把生產成本壓低的話，他所能賺得的利潤絕對比之前所賺得的更多。怎樣

能降低成本？現在１０００個工人生產出１０００件產品，如果以相同的薪資聘

請更加勤奮的１００個工人來取代原來１０００個工人中的２００個工人，也就

是說，以總共９００個工人生產出１０００件產品。那省下來的１００個工人的

薪資就會變成屬於資本家自己的額外收益了。這種狀況是可以因為資本家為了不

斷壓低成本而繼續發生和惡化下去。企業裁員和失業等問題就是這樣產生的。這

個計算例證與蒲魯東在上述的節錄中的計算公式相類似。 
 
「要使生產者能夠維持生活,就必須使他的工資能夠買回他的產品。」46 

 
  我們說，「景氣」及「不景氣」的經濟現象，它們的本質是什麼呢？所謂「景

氣」，就是社會上的大部份人都有能力把他們所生產的產品買回。而且，不只是

買回基本的產品，他們更有能力去消費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外的生產價值。換句話

說，就是一個社會的富庶程度已經遠遠超過僅是滿足生活的基本需要。這種「景

氣」的產生條件是什麼？顯然易見，其產生的條件就是生產和消費的平衡。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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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者生產出什麼樣的產品，這些產品都能夠被社會所消費掉，甚至於推銷到世

界上其他國家。勞動者（他們佔社會當中大部份的人口）有能力去消費各樣產品

的原因在，他們手上有剩餘的金錢去進行支付生活條件以外的消費行為。他們比

支持基本生活條件的勞動更勤勞的作工，而這些作工的成果中大部份價值的比例

都重新回到他們的手上，而不是被所有權人竊奪。所以「消費型產品」也得以被

社會重新回收，不至於白白的浪費。而生產消費兩者的平衡循環作用使到社會普

遍人口富裕起來，所謂「經濟景氣」是這樣來的。 
 
「勞動人民既不能購買他們紡織的布匹，又不能購買他們造成的家具，

也不能購買他們鑄成的金屬，也不能購買他們琢磨的寶石，也不能購買

他們印刻的版畫……也得不到他們身體迫切需要的休息。這是為什麼
呢？因為收益權不讓這些東西按照工人有能力支付的成本價格出售。」
47 

 
  相反，「不景氣」的經濟現象，就是生產和消費的嚴重失衡。勞動者得不到

辛勤勞動的大部份成果，地主、資本家以所有權的名義將勞動成果的大部份價值

奪走，使它成為利潤。勞動者沒有餘裕去進行額外的消費，他們只能進行滿足生

活的基本需要的消費而已。大部份消費型產品無法被社會上大部份人所吸收，其

價格的相對高昂形成勞動者買不起自己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的困窘。產品賣不出

去，勞動者的勞動成為浪費，任何一個所有權人都賺得愈來愈少，甚至於都賺不

到錢。他們把產品的價格一再提高，並運用各種手段去保持利潤產生甚至是維持

生意的「平盤」， 剛剛所說的裁員及其他措施──例如減薪等等都只是冰山一
角。部份勞動者成為無業遊民──不是因為他們毫無生產力，而是因為他們被所

有權人以「欠缺『競爭力』」（不能幫所有權人賺更多的錢）的「罪名」遺棄──

而仍在工作的勞動者卻要更加辛勞的進行生產，但因為減薪的關係使他們變得比

以前更加貧窮，生活更加困難。整個社會的經濟形成一種萎縮的狀態。經濟「不

景氣」，所有權人怪罪「消費者」不去「消費」。他們不再將因為所有權而得來的

收益金投資回到社會，而是把收益金放到虛擬經濟的領域──股票市場裡。借由

資本的流動企圖達成資本增值的目的。問題是，股票市場的起伏往往都是根據整

個國家社會實際的狀態及其經濟體質而定的。當社會中大部份的資金都流向股票

市場時，此一社會的總體經濟型態的內容就會被空洞化。資本都到股市去，勞動

者所生產的價值都被掏空。這就是一個負面經濟現象的惡性循環。「貧者愈貧，

富者愈富」乃是源自有因的。 
 
「要知道，既然對於一個自己和自己進行交易的個人可以這麼說，對於

整個商界也可以這樣說。讓我們把十個、十五個二十個生產者連在一起

組成一條隨便要多長就有多長的鏈鎖：如果生產者甲在生產者乙身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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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筆利潤，那麼按照經濟學原理，乙一定就會在丙身上求得補償，

丙則在丁身上求得補償，如此類推，直到最後一個生產者亥為止。 

但是亥從誰身上去收取那筆在開始時由甲提取的利潤呢？薩伊答覆

說，從消費者身上。多麼無聊的遁辭啊！難道這個消費者除了甲、乙、

丙、丁……等等或亥之外還有別人嗎？亥從誰的身上去求得補償呢？」
48 

 
  這是一個連鎖的相應關係。資本家喊著賺不到錢，地主喊著地價下跌，人民

喊著生活困難。在這樣的一個關係網絡裡，誰要獲得更高的利潤，相對的，誰就

會被削減部份的所得。薩伊以為這些都可以在消費者身上獲得補償。但是消費者

也是勞動者，更是所有權人。補償作用不會有「額外」的對象。對於所有權人來

說，只要把價值的大部份回收到他們的手中，然後進行「節流」，這樣就可能賺

取更高的利潤價值。這個動作，看來平常不過，誰都在做。但苦主卻是一般勞動

者。勞動者從哪裡獲得補償？所有權人嗎？不行，勞動者沒有利潤的所有權。除

了更辛勞的作工，誰也得不到答案。 
 
政府為了解決這樣的經濟、社會問題，推出一套又一套的政策。我們可以看

到，例如投入數百億甚至千億的國家預算，創造額外的就業機會，減稅以增加資

本家的盈餘，減輕勞動者的負擔，刺激人民的消費欲望，以振興經濟。不過，這

些政策措施的成果有限，為什麼？因為，它們只能減輕「症狀」的嚴重性，甚至

於毫無作用。皆因最為關鍵的經濟「失衡現象」的原因並沒有被徹底的解決。資

本主義社會中所有權人的貪欲與所有權的壟斷性使勞動者仍然貧困，使生產和消

費永遠無法得到平衡。 
 

所有權作為政府存有的根本基礎 
 
  如果，我們斷言一塊土地的所有人是「地主」的話，我們問，除了「上帝」

之外，還有沒有其他人可以宣稱那一塊土地是「他的」呢？ 
 
  答案是：「有！政府就可以。」政府能夠隨時以任何理由徵收土地，行使一

個國家對於國土保有的「應然權利」。只要任何一塊屬於國土之內的土地，都是

屬於這個「國家」，屬於這個「政府」的。所謂地租，本來是一種對於土地所有

人的一筆補償。在以上段落當中，我們已經論證了它的虛妄性。可是，從對於土

地這種不合理的「補償」，卻發展出一個國家、一個政府對於這個國家內所有土

地的「所有權」，這就是有關土地的稅收概念──土地稅。 
 
  一個政府收取土地稅的基礎是什麼？「因為這是國家的領土，任何人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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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得付出這塊土地的保護費和管理費用。」政府也在運用所有權概念來竊盜土

地。不只是土地所有人，在土地所有人背後還有一個政府存在。最後，土地所有

人還得向這個政府繳稅。為什麼政府有擁有土地的最後權力呢？歸根究底，那些

土地乃是因為政府用「強權」霸佔和侵略而得來的。軍隊、警察、法律就是實行

這個強權的主要工具。為了維持這個強權的整個體系，政府不斷對於一國之內的

所有事與物以所有權的名義進行侵占，然後訂立不同種類繁瑣雜多的各項捐稅，

強要生活在其中的人們繳納。所以，人民繳稅，從此一角度來看，它的意義並不

是「對於政府統治權的承認」，而是「對於強權的一種屈從」。 
 
「無論國家預算的這種遞增的直接原因是什麼，可以肯定的是，捐稅以

一種令人絕望的趨勢增加著。……一個國家的國民是一個稱為政府的大
土地所有人的佃農；他們向政府繳納一筆名叫捐稅的地租，作為開發土

地的代價。」49 
 
  所以，土地所有人與農民的關係，就像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是一樣的。在

一個國家裡，不論是從事什麼工作或職業的人們，只要他／她是在地的勞動者，

甚至於在一國之內的任何所有權人，包括地主、資本家、各種產業擁有者……通
通都要被政府徵收其所得的一部份，作為政府存有及其運作的基礎。政府作為一

個統治的官僚機構，它完全沒有生產出任何能夠被社會所消費的產品。政府官員

和委員以「管理」和「立法」為名，使之成為他們工作的內容，並自稱「人民的

公僕」。但是，他們的工作報酬是從人民的身上──稅收得來的，而不是從他們

本身的工作價值而得來的。人民不但要償付土地稅，還有其他稅項──所得稅、

營業稅、物業稅……等等，不再詳列。每一種稅項所代表的都是政府的「所有權」。
人民不只是要負擔其中一種稅項，他們要負擔任何一種有關所有權的收益金。 
 
「所以，既然一個國家的國民像整個人類那樣，是一個不能在它本身之

外有所活動的大規模的生產社會，那就顯然可以看出，沒有一個人能夠

不剝奪別人而使自己得利。」50 
 
  蒲魯東把一個國家社會中的人民視為互為相關的整體。沒有一個人能夠獲利

而不影響其他的人。資本家收入的總額，把成本減去，剩下的就是利潤。這個利

潤只能從勞動者身上剝削而來。相對的，一個政府的捐稅，也只能從人民的勞動

所得中扣除，沒有其他的管道和方法。我們考察一種權利的形成時，必須追問這

種權利的成因是否合理。這個世界，整個大自然，既然可以被視一個大型的生產

工具的話，它根本就不是政府創造出來的，政府只是土地的占領者而已，而我們

出生在某個特定的地方也不是我們能夠決定和選擇的事體。那麼，究竟憑什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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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必須要把所得的部份不得不交付給這個政府呢？所有權。所有權把勞動者應得

的部份強制竊取而沒有任何根據，一種無中生有的權利竟然普遍被受承認和許

可，追根究底，所有權其實就是一種「強權」──無上權力的強勢施展。 
 
「工廠主所以能夠任意減低他的雇員的工資，富有的商人和殷實的所有

人所以能夠按照他們任意決定的價格出賣他們的商品，也都是根據這個

強權。」51 
 
  正如蒲魯東所說，為什麼所有權人可以「有權」作出任何榨取剝削勞動者的

行為呢？並不是因為他們擁有什麼合理的理論依據。他們之所以能夠這樣做，完

全只是根據一種強權的施行。工廠主可以，商人可以，資本家可以，政府當然也

可以。為什麼政府可以任其意願訂定超乎常理的龐大「預算」，以其意志喜好制

定種種違反常態的法律，開徵實施新型的稅制項目？所有權？我們可以再進一步

來說明，其所根據的就是一種強權。這種強權涉及暴力，當政府要實行某一政令

而人民不去遵從的時候，它用法律控告人民，它用警察緝拿人民，它甚至用軍隊

鎮壓人民，不論其是否合理。這不只是對於一國之內的人民而言。國與國之間若

發生無法協調的國際性事件時，某一國家的政府就會動用武力去「解放」另一國

家的政府及人民。這種強制性權力，說明白，就是加諸人民身上的一種暴力。不

但如此，這種強權不會因為時空條件的改變而消失。一個政府，無論它的性質如

何轉型，這個政府是永遠存在的。而且，這個政府的強權也永恆的掌握在它的手

中，從不放開。政府的本質，以無政府主義的立場來說，就是如此。 
 
換言之，政府就是世界上最龐大的所有權人。透過以上各個部份的分析，我

們赫然發現，原來所有權實是一種強權，而實行這種強權的最終機構竟然是政

府。所有權概念與政府之間的關聯是密不可分的。從上述蒲魯東有關所有權的論

證，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鮮明的邏輯關係網： 
 

↗ 透過強權的施展 → 構成 ↘ 
所有權人                政府 

↖ 保障 ← 運用法律、警察 ↙ 
 
  這樣的一個封閉式的循環結構，呈現出政府存有的荒謬和不合理。是故無政

府主義主張取消政府，消滅強權對於人民的壓迫和剝削，其理於此。 
 
無政府主義在政治層面上宣稱去除「政府」這個政治體制，除此之外，在經

濟層面上，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更主張「所有權的不可存在」。其意義在於，人

對於一物的權利，只能夠是占用，不能夠壟斷和支配。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對於

                                                 
51 同上, 頁 236。 



任何事物行使所有權，而我們只可以暫時的占有及運用它們。 
 
從本文開端蒲魯東就把所有權及占有區分開來。他的用意就是要用占有概念

來代替所有權概念。占有不是所有權，因為它受制於人在有限的時空條件裡。對

於一物的占有，蒲魯東指出，是不可能成為一種超脫任何時空限制的行為。就像

搭乘公車的乘客占用公車上的某個座位，其理相同。把這種占用放在土地的議題

上就會作成為：某人對於土地只有占有權。所以，當占有及運用這塊土地的人離

開了，無論是那一種形式的離開：旅居他地或死亡，他都視同放棄對於這塊土地

的占有權。他的占有權在這個時候就應該立刻被釋出，並由其他有意占用的人（如

果有的話）繼續開發和作別種用途。不只是土地，有關大自然的所有資料都必須

要運用這種方式去加以操作和分配。而占有權應該根據社會整體的需求和狀態去

實踐。這就是蒲魯東對所有物的「權利釋放理論」。沒有一種權利是可以穿透時

空條件的限制而成立。如果有，那麼它就是妨礙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和發展的絆

腳石，任誰都應該剔除它。 
 
用占有來去除所有權，這是蒲魯東的無政府經濟思想。我們不免會想到，究

竟占有概念會不會跟私有財產權相抵觸這個問題。私有制是現今資本主義社會的

經濟原則。它與馬克思的共產制度和社會主義式的經濟理念成為一種典型的對立

理論。蒲魯東曾經說過，無論是那一種所有權式的私有制或共產制，都是違反人

性的本質。馬克思曾專著一書批評蒲魯東的經濟思想，不無其因52。我們能夠理

解，現代私有財產權概念的形式就是從所有權的內涵而來的。如果我們取消所有

權，那麼私有財產權呢？其是否會跟隨所有權的消滅而喪失其理論依據呢？ 
 
如果承認占有的話，那麼我們其實就在承認一種「私有制」。這種「私有制」

的意義在於，每個人都有權占有及使用大自然所賦予的任何資源──而不是某特

定所有權人，甚至政府才有權去擁有它們。這是平等的基本前提。在此一私有制

下，占有與使用通常是不被分離討論的。例如，某人占有一塊土地，那他必定也

在使用著它。「占而不用」就是所有權概念的內涵之一。所以，占有必定包含著

使用。如果此一某人「缺席」──就是之前所說的「任何形式的離開」，那某人

對於那塊土地的占有權就跟著喪失。這是一種對私有財產權的「非支配及壟斷式」

的另類實現。 
 

舉出現實例證並作結論 
 
再舉一例。現今私有財產權的爭論最為熱門的議題就是有關「智慧財產權」

的相關討論。一種抽象的概念，一種智慧的產物，究竟能不能被「所有權」概念

                                                 
52 有關馬克思與蒲魯東之間的經濟思想論爭，可參考蒲魯東《貧困的哲學》以及馬克思的著作
《哲學的貧困──答蒲魯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學》等數部專著。 



所保護呢？在學術界普遍認為所有權是確保智慧財產不被侵犯的一致立場下，政

府也完成立法的程序，要對於侵犯智慧財產的「罪犯」繩之於「法」。問題似乎

解決了，討論熱度也稍為降溫了。現在，一首歌曲能夠以智慧財產權的名義購買

「版權」，這就是一種「所有權」。這首歌曲永遠屬於──不是作曲家，也不是歌

唱者，而是唱片公司。任何人要「使用」這首歌都得先徵求該唱片公司的同意和

授權（其中當然得付出版權費用）。人們都說，這是為了保護及保障藝人創作自

由的空間和權利。不過，更深一層的問題往往被人忽略了。如果一種智慧的創造

成為經濟性的商業行為，那麼對於這種智慧的創造的保障無非只是為了確保這創

造所產生的利益不被侵佔而已。再往下一層思考，那麼這種創造是如何成立？藝

人的獨特智慧和創作為什麼可以被他們所「擁有」？現在我們回想蒲魯東對所有

權的反證，一種技能的所有權是毫無根據的。醫術不是來自其人的天生才智，而

是來自後天的學習。同理，藝人之所以能夠譜曲作詞甚至歌唱，不只是因為他／

她們的才智，而更大一部份是因為後天的學習所致。他／她們的創作是根據譜曲

作詞的技藝的學習而來的。換句話說，他／她們的創作是根據前人的「創作」而

來的。用所有權的名義實行對於創作的支配，以蒲魯東的立場來看，就是竊盜。 
 
所有權反證的推論就是如此。加上政府以積極的態度願意立法去「保護」創

作人的「尊嚴」，就是在實行並保護著所有權的地位。所有權代表著既得利益。

就以唱片業界而言，一首歌曲的所有人不是作曲者，而是唱片公司。我們先不去

論及商業唱片公司策略的本末倒置和對於藝人的剝削行為。唱片公司擁有對於這

首歌的所有權意味著唱片公司在唱片界的既得利益。如果同一首歌被「盜版」，

唱片公司自然賺不到錢，他們就損失了「應得的報酬」。政府確實在保護著唱片

公司的利益，就是資本家的利益。 
 
這種以保障創作者的權利為名，行霸佔智慧知識成果之實的行為，是無法取

得任何合理性的。 
 
現狀的分析完結後，我們來面對主要的問題。首先撇開唱片公司的角色不

談。單就一位創作者以及其自身應得的權利來討論。如果一首歌曲的創作者擁有

其所創作的這一首歌曲的「所有權」，那麼，蒲魯東認為，他就是在「盜竊」。但

是，若創作者只有這一首歌的「占有權」呢？情況會變得怎樣？創作者得依賴出

賣其作品作為換取生活所需的條件──這也是一種勞動的形式──，那占有權就

可以使他／她實現這樣的經濟行為了，根本無須用到「所有權」。當這位藝人自

動放棄其占有權利或死亡後，他也不用再依靠他的才藝去維持生命。請問，這樣

有否定到「私有制」嗎？或，這樣就是「共產制」了嗎？ 
 
在公平的社會裡，每一件產品的價值，不是所有權人，更不是政府可以隨意

訂立的，而是從社會對於它們的需求而定。如果某一產品被認為是珍貴的，那麼



它的價值相對提高，相反亦然。一首歌、一幅畫、一個劇場表演，這些產品的價

值故然抽象難定。但難定不等於不定，或直接給所有權人去定。如果這個社會需

要這首歌，人們喜歡這首歌，他們得與創作者洽商，以雙方都能接受的條件去進

行交易。這就是公平交易的最終基礎。就像食米一樣，如果社會整體的食米存量

供過於求，那麼食米的價值就相對下降，反之亦然。而不用某所有權人──甚至

政府，把供應整個社會的食米壟斷過來，當食米產量多於需求時，他操控食米的

出貨量，即使任由食米腐爛掉也不計較，使食米價格維持高水平，以賺取利潤。

而當食米的需求高於產量時，把其價格無限上綱的訂在無法被大部份人購買，即

使看到有人餓死也在所不惜，以謀取暴利。產品的價值不一定要所有權人來訂定

的。當有需求，就有價值。沒有需求，就沒有價值。 
 
那麼，所有權還有什麼可以讓人津津樂道之處呢？我們為什麼還需要依賴所

有權人呢？ 
 
蒲魯東有關所有權的論證之所以深刻的切入到無政府主義哲學的原因在

於，所有權支撐著政府的存有性。因為政府就是最龐大的所有權人本身，政府就

是為了確保所有權而存在的。如果所有權不存在的話，政權也不可能存在，政府

也會隨之瓦解。所以，政府在任何時刻都在承認著所有權，建立法律，運用警察，

施以「公權力」，保障著所有權「作為財產權利的基礎」。蒲魯東以否定所有權來

否定政府的存有，其作為無政府主義哲學的經濟層面的理論依據，扮演著絕對重

要的角色。 
 

第七節 無政府主義的政治社會面向── 
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自由契約與互助概念 

 
 
  當人類被承認為一種「政治」（社群性）的動物53時，有一些文明進步的方

式發展出來，這些方式指導著人們生活內容的機制規範的模型。政治領域中的所

謂「政府」，是由這樣的進路而開展出來的產物。從單一家庭的散居演變為社群

的組成，而不同的社群之間再結合成一個國家，在這個過程裡發生了人類本能式

求進步和求發展的真確事實。從野蠻時代到文明社會，這是人類「進化」的過程。

克魯泡特金在闡述互助概念時，特別強調「進化」在動物界所產生的積極作用，

是何等的巨大。不只是互助，整個無政府主義的提倡和建立，都是根據一種對人

類生活狀態的進步和創發的潛能的肯定而來的。假設人類不會從經驗中學習到新

穎的事物，不會透過錯誤來檢討自身的缺失，我們斷不會走到能夠建立現今文明

社會的地步。 
 
                                                 
53 這是亞理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學】當中所做的對於人類富有歷史性的定義和立論。 



  政府體制的建立以及政府概念的產生，無疑是為了確保人類生存環境和狀態

的延續及發展。在先前蒲魯東對所有權的反證的部份裡，我們看到政府為了確保

自身的統治而承認一種對任何事物的宰制權，它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可是，人們

不免會問及，如果一種經濟行為的進行，完全沒有任何規範和依循，那麼欺詐和

盜竊皆隨處實現，無法可管了。 
 
經濟活動如何確保實是一種政治社會問題。如果一種制度能夠幫助我們解決

一筆交易上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我們就可以承認這種制度是促進人類社會正面

發展的良好機制。因為生活上的需要，不同的機制相繼產生。有一些方式一直被

人們所沿用，而有些則被淘汰。像這樣的「新陳代謝」作用，不只是人類身體內

部生理機能可以證實它，我們的社會也都在不斷體現它。這種作用正在推進著進

化的事實。既然人類有智慧和潛能從野蠻走到文明，那麼人類就能夠繼續將這個

文明更進一步的推向另一個發展階段中。 
 
克魯泡特金認為，所謂的權力正在妨礙人類文明的「新陳代謝」。政府的建

立本來是一種創進的象徵。但它在人類文明發展當中，已經漸漸遠離了所謂政治

的理想及其真確目的。它使我們的生命創造和生活發展停滯不前。克魯泡特金主

張「無政府」，他提出了社會建構的基礎以及實質方案。他的理論依據使到我們

在現今這個時空條件底下談論無政府主義，仍然是一件富有意義的事情。 
 

「契約」概念與「自由契約」 
 
  「契約」概念的形成在政治哲學理論當中尤為重要。例如哲學家康德

（Immanuel Kant）就曾經在其著作中多次使用契約概念來說明政治權利的由來
和形成原理54。像政治學家阿爾圖秀斯（Johannes Althusius）55，他就設定契約的

屬性有二：其一為個人與個人之間所訂定，其二為整體社會與政府之間所訂定。

這樣的分野有明顯的企圖。他要把一種抽象性的、政治性的「契約」概念建立起

來。一般來說，契約意旨以文字明定的協定。但某些政治理論為了去解釋人們從

何同意建立政治制度、成立政府，他們推出了「契約論」來，試圖把政治的起源、

政府的構成合理化甚至於合法化。個人之間的契約，頂多產生一個社會。可是，

這個社會普全性地訂立一種「抽象的契約」，為了個人的自由和財產的確保和維

護，對於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有約束性的所謂「契約」，它便成就了一個政府的誕

生。但，從社會訂立契約而成立一個國家政府，這樣的一個「契約」到底在哪裡？ 

                                                 
54 詳情可參考康德著作 “The Science of Right”（法的形而上學原理──權利的科學）。 
55 阿爾圖秀斯（Johannes Althusius）（1557-1638），德國政治學家。他的「政治學說，係建立於
其契約觀念上。他認為人類社會的各種組織，自家庭、一切社團，及城市、省區至國家，皆由於

契約的自由組合而產生，此乃為自然法之原則。所以在一個國家中，大體言之，有兩種契約，一

為社會契約，一為政治契約。前者是說明每一社團在國家中之關係；後者說明人民與政府的關係。」

（逯扶東, 《西洋政治思想史》, 台北市, 三民書局,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五月再版, 頁235。） 



 
  政治哲學家洛克的社會契約理論充分沿襲了這種「抽象契約」的概念。洛克

假定有一種原始的契約，它是社會構成的基本協議。而一個政府必須得到每一個

社會成員的同意和默許方能成立。同意的認定基礎是什麼？社會成員的「默許」

怎能成為政治態勢的正當合理依據？還有，還是一個最為根本的問題，所謂的「契

約」，它的本質是什麼？它在哪裡？被訂定的具體內容又是怎樣的？ 
 
  在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當中，也同樣用到契約概念。克氏雖然還是

用「契約」，但他的契約論是從「自由契約」出發所開展出來的。從內容和屬性

來說，克氏的自由契約理論看來是更加實際和積極的社會建構方案： 
 
「一個生活的新經濟狀態，要同一個新的政治狀態互相吻合。絕對的君

主政治──就是朝廷制度──同農奴制度相吻合。代議政治同資本制度

相吻合。兩者既然都是階級制度，所以在一個社會，資本主和勞動者的

界限，既然消滅，自不必要這樣的一個政府；牠也將成為一個『時代錯

誤』（Anachronism）一個障礙。自由勞動者將要一個自由的組織，而這
個組織的基礎，只有『自由契約』（Free agreement）和『自由合作』（Free 
co-operation）不犧牲個人的自治權於國家一切浸透的干涉，所以無資本
家的制度，即包含無政府的制度。」56 

 
  克魯泡特金首先對於政治狀態及其相關的經濟模式作出了分析。他認為農奴

制相關於君主專制，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則相關於代議民主制。這樣的分析之所

以被提出和承認，乃是因為它切合了對歷史事實的觀察。而相對的，一個社會，

它如果是不需要一個最高權力中心來統治和管理，那麼，其構成和運作模式必定

有其另一層機理在其中。「如果沒有政府，一切就隨之瓦解，還有什麼東西會被

殘留下來呢？」好的，假設一個沒有政府的社會被達成了，那麼，整個社會之所

以能夠繼續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是什麼？克魯泡特金提出了兩個概念：「自由契約」

和「自由合作」。這兩個就是支撐著無政府主義理論的主要概念。 
   
為什麼要在「契約」和「合作」這兩個概念前面加上自由二字呢？其意義甚

為明顯。加上自由二字，其內涵為，這一種合作的產生，是基於人們的自由意志。

如果我們再問深一層，這種自由意志的抉擇是從什麼地方被產生出來的呢？這種

自由意志的抉擇，其實是來自人與人之間在生活與生命陶成的過程當中所自然生

成的基本需要。這些自然的需要就是合作的基礎。每個人在其生活的內容中都有

不同的需求。為了滿足這些需求，人們自然而然地透過不同人種有不同的長技來

互相補足和幫助並提供不同的生活條件及資源，這就是自由合作的本質。這種合

                                                 
56 克魯泡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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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作是得到大家的贊成和認同的。其自由的意義在於，我們都能夠以自身的意志去

選擇不同的合作模式和方法。 
 
「我們要知道契約有兩種。有自由的，是以自由允諾而結合，在這個允

合之中，各個都是平等，自由選擇各種不同的道路。有強迫的契約，是

由一部分把持，橫施於他部份，他部分所以承受的，全由於必要，其實

沒有允合；他部分不過單純受一部分所限制罷。不幸現在的所謂契約，

大多屬於後一個範疇（Category）……。」57 
 

  克魯泡特金進一步分析「契約」的種類。契約的訂定有自由的和強迫的契約

兩種。克氏認為現今社會當中大部份的契約都是不平等的。為什麼不平等呢？因

為這些契約多數都含有強迫性。例如失業人士找尋工作，他們沒有維生的條件，

當他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工作機會，不論條件有多麼不合理，還是得去接受。因

為若果不接受，他們將會無法賺得任何生活所需。在這個狀況下，資本家和工人

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說，這是工人在非自由的條件下，被強迫去同意的「契

約」。克魯泡特金認為，這種「契約」根本不是建基在雙方的自由意志下的產物。

它只是資本家打壓工人的手段而已。 
 
  合作的事實是因為自然的需要而產生，自由契約的形成是從雙方同意的前提

底下達成的，那雙方就有遵守這個契約的內容的認知存在。既然是人與人之間的

協議，那它就有可更改性。因為它不是法律，所以沒有強制性。「沒有強制性，

那麼合作如何可能呢？」很好的問題。如果某人與某人訂定了一種合作的協議。

當進行交易的時候，其中一方卻突然不承認之前所彼此贊同的協議。這時候，處

理的方式簡單的很，只要放棄交易，找尋其他交易的可能性就行了。一個社會對

於一個人以及其生產出來的產物的合理評價，其基礎在於人們與此人的交易歷史

以及對於此物的需求而定。這種看法與蒲魯東的經濟思想不謀而合。 
 
「那篤守自己的話之簡單的習慣，那不失信於人的立心，都可以使個人

在許多事情之中守著契約了。有人自然會說這麼仍要一個政府，在必要

的時候，使牠謹守勿逾呀。我們現在可不必提那無量數的事件，這些事

件，是決不會拿到公堂上去見官的；無論何人，稍為懂得商業，自然贊

成這個斷定：──如果沒有守契約，那麼強壯的一個忠厚感情，商業自

己將站不住腳。」58 
 
  首先，「篤守自己的話」是「一種簡單的習慣」。克魯泡特金以這個命題作為

「自由合作」及「自由契約」的根本基礎。這樣的說詞，可以預想，一定會有人

                                                 
57 同上, 頁 267。 
58 同上, 頁 260。 



提出非難和質疑。因為，「篤守自己的話」是一種道德勸說，它沒有一點約束力。

一個政府為了要確保每個人要「篤守自己的話」，它訂立法律要人遵守。若不遵

守就以懲罰作為報復的手段。不過，諷刺的是，我們的社會似乎仍然有不去「篤

守自己的話」的人，而且這些人卻反而愈來愈多。 
 
現在，我們得以樂意守信的人或不願守信的人之間的比例多寡來判斷一個社

會之所以成立的基礎到底是什麼。 
 
我們首先看到存在於社群性的基層交易，例如傳統市場的買賣和非企業性質

的個體商家的來往裡，他們普遍自然產生出一種互惠及尊重的經濟模式。他們的

基礎就是以一次又一次的守信來建立其生意的規模。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來往的根

本憑藉就是互信。這個互信也建立在商家與商家之間。所謂成功的交易乃係雙方

都同時達致彼此所需，並從中滿足本身的需要而成就的。社會的建立從來都是根

據這樣的互信作為最終基礎。舉個實例來說，某人把自己的金錢借給有需要的朋

友。其根據是，他信任他的朋友，所以作出借款的行為。他們兩人之間彼此建立

了一種互信的「協議」。當他的朋友根據協議的內容償還他的借款時，那他們就

達成了一種「非政治性」的關係，它是社群的關係，不需要政府的介入也能隨時

實現的實際狀況。無政府主義的立場，就是要把這種互信擴展開來，不只對於身

邊的親友，它也能夠在社會當中任何成員產生作用。 
 

罪惡與懲罰 
 
「政府」的存在就是為了處理另外一種狀況。他的朋友借了錢不還，而且逃

走了。這種狀況發生時，政府就來產生它的效能。它幫助我們緝捕這個欠錢不還

的「朋友」，剝削他的自由，並且要為他的行為「負責」。怎樣要他負責？除了償

還欠款之外，他還要強制被裁決並接受懲罰59。「惡人是罪有應得！」「不用同情

那些藐視法律的人。」「這是合乎『公道』和『正義』的處理方法」一個社會裡

有各式各樣的成員。其中當然也有運用欺詐的手段達到滿足私欲為目的的人。如

何處理這些人？如果主張「無政府」，處理這個問題必定成為當務之急。 
 
問題在於，這種「惡人」的比例是社會中的大多數還是少數，而在現今社會

上有多少人因為無法遵守「契約」而被判為「惡人」？他們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條

件下做出違反社會功能運作的各種事情？這些問題如果不被仔細的考察和分

析，然後就以一句「人性本惡」或「為了處理人的『必然之惡』，政府還是必須

                                                 
59 不償還借款是一種不道德的甚至於涉及到犯罪的行為。但是，為什麼會發生如此行為這個問
題往往被忽略。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原因，可是法律只管「結果」，無論如何都得「作出裁決」。

這使到案件中很多相關的道德問題和觀念未被反省檢討就得總結。所謂法律，在這種情況下，其

跟正義與公平這些概念完全扯不上關係。 



的」來否定「無政府」的主張，實在是言之過早。 
 
所謂「罪惡」，它的產生原因是什麼？它如何使人成為「惡人」？當我們看

到報紙，打開電視，從這些傳播媒體所得知的「新聞」，盡是社會上所發生的各

種事件的陰暗面。在「一窩蜂」的新聞文化及以吸引性（「收視率」的競爭，為

的也只是增加廣告收入）為新聞內容的主要考量之下，揭發社會的「奇事」成為

新聞媒體的一貫作風。這些「奇事」，就是一些不尋常的突發事件。罪案、政治

動態、離奇怪異等各種題材成為「新聞」的基本元素。如果是每天發生、「平常

不過」的事情，媒體是不會把視線放在它上面的。這種選取的決定權影響著我們

對於整個社會的本質的了解。這意味著，一個社會的小數事件被不斷的炒作和集

中的報導而成為一股潮流、風氣和現象時，使人們忽略了其他大多數人以自身的

努力去支撐這個社會的成立條件的普遍事實。當人的視界被傳播媒體操控和規限

時，他們只會把一種既定意識代入到整個社會的具體現實中，「今天發生什麼

事？」「傳媒」告訴你，今天就是發生了兩起罪案，國會議員為了國防預算的爭

執，某政治人物的選舉弊案被抖出來了，有一個人在街上當眾脫衣被捕……等等。 
 
這些事情，怎麼能夠使我們的社會得以建立起來？社會的成立基礎在於，每

一個社會成員都在每一天從事他們的生產工作，他們的工作成為整個社會得到運

轉的原動力。試想像，不是因為政府使我們有飯麵可吃，是因為農民辛苦把作物

種植出來，是因為貨車司機把作物運到市場上，是因為售貨員把它販賣給餐廳，

是因為有廚師烹煮給我們吃──當然自己來煮也可以……是這樣的過程，是在每
個過程中人們各守崗位的成果成就著社會的存在，是眾多的這種隱性的「線路」

建構整個社會出來。非常中肯且樸素的推論──「政府不會煮飯給你吃」。 
 
社會成員以良知作基礎，以彼此尊重的態度對待生活在他們身邊的其他社會

成員，並給予互相幫忙和扶持。只有這樣，也只有這種作用，能夠使一群人共同

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新聞報導不會去強調這個作用，因為它欠缺趣味性，它每

天都在發生，完全沒有任何特別吸引人去注視的地方。假設，每一個社會成員都

不去工作，不尊重彼此的生命，互相欺騙、詐竊、殘殺，顯然易見，就算有政府，

有警察，有軍隊，都無法維持任何「秩序」。因為人類沒有尊重他者的概念，就

算把大部份的人殺掉以之阻嚇，也不會成功。因為人類沒有道德，活像森林中的

野獸。要建立一個社會，甚至於家庭，都不可能。 
 
把狀況極端化是為了使真確的事實更加明顯。假若人們以「防患未然」的態

度來試圖把政府的存有合理化呢？ 
 

公共譴責及其作用 
 



就算社會中大部份成員都是安份守己的人，但仍然有少數人是異於常人的

「例外」。如果沒有政府，誰去處理這些「例外」？他們的意志是與眾不同的，

隨時有可能對於社會的和平及安全構成威脅。因此我們需要政府來保護我們，使

我們有免於活在恐懼當中的權利。在這裡，筆者想引述艾倫．理達（Alan Ritter）
的陳述來說明另一種力量，它能夠幫助我們解決這樣的困難。而因為這種力量的

存在，使我們用不著放棄自由而建立政府，借重一種絕對的權力來處理這些少數

的問題。 
 

“Ritter concludes that the anarchist are therefore committed to placing 
restrictions on freedom, for which purpose they recommend ‘public 
censure’, the control of the individual by pressure of public opinion.”60 

 
  佐治．卡洛特引述了艾倫．理達（Alan Ritter）在其著作《無政府主義：一
個理論性的分析》（Anarchism: ‘A Theoretical Analysis’）對於無政府理論與實踐
有相關的陳述。在無政府的社會當中，若出現侵犯他人或不合常理的、脫離了社

會的習慣的行為，究竟是怎樣去處理和面對？理達認為，無政府主義者強調一種

公共譴責的力量，這就是所謂的「輿論壓力」。我們可以運用這種公共譴責來對

於個人的行為作約束。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制衡的具體作用。對於某

件不合理的事實，每個人都可以有贊不贊同的立場。當一個社會中所有人都達成

一致的共識，並且將這個共識具體的透過集會、遊行的方式表達出來，其所產生

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它不但可以影響政府的既定政策，進一步來說，它更可以

成為革命，推翻任何一個不合理的政權。 
 
  相對來說，如果在某個社區中有一個人企圖破壞他人的自由，影響其周遭生

活環境的安寧，那麼，住在該社區的每個成員，就是維護整個社區的責任人。他

們都有負起保護這個社區的責任。若果他們一起團結聯合起來，這樣所產生出來

的力量怎麼會不足以應付一個「惡人」呢？這樣比社區成員都對有關此一社區的

事務不聞不問，只花一些錢請警衛去確保他們的安寧來的更有效果及更有進步的

意義。 
 
如果一個社區的成員有共同生活和團結一致的認知，它就會產生一種「公權

力」。這個「公權力」不是指政府的權力而言。這種「公權力」是由社區每一個

成員的共同意志所構成的。它在實現他們共同生活的時候表現在每個人的力行之

上。把視域擴大至整個社會，情形也是一樣。社會裡的各種問題都可以運用這種

力量去解決，而無需用到「政府」。例如某二人產生爭執，吵架甚至打起來了。

路經的行人或居住附近的人會首先主動勸阻他們的暴力行為。在了解雙方爭執的

原由後，各方的關注和規勸使到他們無法依然故我的繼續爭吵下去。其他人會提

                                                 
60 George Crowder, ‘CLASSICAL ANARCHISM’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1, p.9 



出一些和解的意見，一步一步的嘗試解決他們之間的問題，直到完全和解為止
61。這個過程沒有任何政治機制在運作，完全由每個人自發的關懷、感同身受和

主動參與其中而構成的。這就是公共譴責的力量。它在我們的社會裡時時刻刻都

在產生著作用。而這種作用不是政府所推行，而是由社會成員的自發而生的。 
 
  順著這樣的討論脈絡下來，有人必然提到法律及法院的功能。如果遇到爭執

雙方僵持不下，「無法解決」時，法律是我們唯一能夠依靠的解決辦法。法律的

「公正」使人人得到「平等」，而法院的判決使「正義」得到伸張。誰都可以使

用這些工具，用來爭得「公平的對待與權利」。這種觀念似乎並無不妥。 
 
問題的重點在於，一個社會裡有眾多的成員，他們因為共同生活而產生的各

種交集數之不盡。在這些交集中又會產生各種爭端。事實上，不是每一個爭端都

用上了法律，鬧上法院。更多的案件是被庭外和解消化了。動用法律得聘請律師，

支付法庭堂費。這些都不是一般大眾市民能夠負擔的。就算在法庭當中，我們常

常看到的是，為了打贏一場「官司」，敵對雙方都徹底撇開了所有的道德價值標

準，製造對於己方有利的氣氛，抖出使對方陷入困難的各種「證據」。雙方都在

法律的隙縫中間遊走。到最後，法官以一口「公正」的判決，裁定某方「有罪」，

作出懲罰。敗訴一方必須承擔所有的責任。這整個過程從發生到結束，不但無法

把握事件的時效性──獲得判決可能已經是數年甚至於數十年後的事了──而

且反而把一種爭執白熱化，使人與人之間以及事件本身所有降溫的可能性都破壞

得體無完膚。法庭上的敵對狀況激化人們的野蠻情緒，事實真相變得無足輕重。

所有的人性層面的道德倫理都被排除在外。當人們承認一種割裂式的裁判時，他

們同時忽略了案件構成的複雜性，它不可能以只有「一邊對一邊錯」的簡單模式

所產生的。有更多更原始的因由被忽視。既然如此，用「一邊勝一邊敗」的方式

來作判決，根本永遠無法達成公平和正義。法庭的裁定壓根兒沒有「解決問題」

──問題不在於「誰對誰錯」，而是在於事件為何發生──它反而把問題深化，

淹沒了任何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使人互相仇恨，把「業」往下一代植根。 
 
比起政府的干涉，法律的管治，從民間而起的力量更加實在和真確。「公共

譴責」使我們有另一種可能性──對於整個社會裡的任何人，以自身的力量去作

為監督的主體。這是自我反省和檢討的動力，也是構成社會的主要條件。只要我

們把這種力量充分發揮和往外擴展，所謂「政府對於我們的生活來說是不是必須

的？」這個問題，就會有否定的答案。 
 

                                                 
61 無政府主義反對論者聲稱，因為社會上的成員愈來愈對公共的事務漠不關心，對於人倫關係
不聞不問，所以我們還是要有個政府來幫我們打點各種必要的事情。這個論斷是不合理的，因為

這是來自依賴政府的心理現象。人們想著，反正有政府來處理事務，所以也不必去關心社會。恰

恰就是因為有政府，所以人們就產生一種事事無關於己的心理。這種心理不是人性之本，而是出

自政府的存在所致。 



既然如此，以自由合作和自由契約作為人與人之間共同生活的基本方案，為

什麼不可能實現呢？ 
 
「我們不見得自由協合的契約，必要用強力去施行牠。我們從來沒有聽

見過，那救生艇的艇員，要以刑罰施諸同伴，和在一個特與的時期，寧

脫離那個會社。」62 
 
若某人提供一種產品，但他把這種產品的價格定得過高，或在交易的過程中

產生不誠實的舉動，那麼，社會中的人就自然地找尋別的提供者進行交易。這產

品若不是必要的產品，那不用說，其消聲匿跡的事實很快就會發生。若此一產品

是必須的，而且又被某人壟斷了，人們就會要求他改變這種交易要求。若其依然

故我，那社會上所有人就聯合起來抵制他，使他無法在這個社會上進行任何可能

獲利的交易行為。如果某人仍然希望生活在這個社會裡，他必須尊重這個社會的

成員。不然，他就選擇離開。這樣就足夠使到自由契約有其力量去實現一個社會

基本構成的具體事實了。所以，克魯泡特金認為自由契約不需要去強力施行。 
 
一個自願成立的社會組織裡，沒有人因為強迫而去作工。那麼，為什麼還需

要用到懲罰來確保它呢？ 
 
「無論是那種社會，如沒有為普遍承認的某種道德原理，是不可以存在

的。如果人人由幼至老，習慣了欺騙他的同類；如欲我們不能相信朋友

間的允諾和言語；如果各人待他的同類，好像敵人一般，反抗同類的各

種戰爭之法子為正當，沒有社會可以存在的。……無論什麼動物社會，
如不產生某種互相維持的道德習慣，和不肯為公眾的幸福而犧牲，是不

可能的。」63 
 
  克魯泡特金總結，每一個社會都有一種支撐它得以構成的「道德原理」在裡

面。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道德原理」。我們不一定能夠把它分析得非常清晰，

但這確是不可忽視的力量泉源。它是使一個社會得以成立的基礎。克魯泡特金指

出恰恰就是這樣的「道德原理」使一個社會成為可能，更使「無政府」成為可能。

不是社會依賴政府而成立，反之，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政府，都是依靠著一種構

成社會的道德原理而得以實現。此「道德原理」，克氏有稍為作出描述。它不是

欺騙，也不是失信和背守諾言，更不是人人視同伴為敵人。相反，因為人們能夠

互相信任，達成自身的承諾，並以尊重與友愛的態度來對待他人──不是社會裡

每一個人都是如此，但可以肯定絕大部份的社會成員都是這樣──我們的社會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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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立。根據這個理論依據，自由合作和自由契約的社會方案也能夠達成。無政

府主義政治社會理想的本質實是如此。 
 

互助──隱性支撐社會構成的基礎 
 
  在各種道德原理當中，克魯泡特金認為人類之間以至於任何一種生物，它們

對於同類都有一致的本能。這就是「互助」的本能。克魯泡特金為了對於這種動

物性的本能作出研究，他做實地的田野調查，深入大自然，去觀察各種動物的生

存本能，以及它們得以繼續存活甚至於進化到底是什麼回事。他把這個研究著作

成書，叫做《互助論》（Mutual Aid）。他分別對於無脊椎動物、鳥類、哺乳類動
物──獅子、猿類等等生物作仔細的考察，並分析其中那往往使人忽略的事實。

接著對於不同歷史時代的人類──例如野蠻人、生活在中世紀的人類，到現代

人，在不同的時空背景底下，人類是如何達到文明進步的目的進行探討。 

 

  在《互助論》一書中，克魯泡特金首先對於達爾文（Charles Darwin）在其
著作《人類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所表達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
生物學理論提出個人的見解。他認為，所謂適者生存，的確對於人類甚至其他任

何生物的化成有解釋和支撐的作用。面對大自然的各種巨大的變化，若某種生物

能夠以自身的本能適應它，那麼，這種生物便會存活下來。生物的起源和滅種都

跟自然環境有極大的關係。當一種生物不能抵抗自然力量的轉化，加上無法從自

然環境中甚至於其他生物身上得到生存的憑藉時，它自然就會絕種。所有動物不

但要面對大自然變化的殘酷事實，另一方面，它們更加要與其他生物互相競爭，

贏得更有利的生存空間和條件。無法面對這些挑戰的生物，就會被淘汰。大自然

生態環境當中的各個物種，是根據這樣的法則來進化和發展的。 
 
基本上，克魯泡特金是同意這個生物學的理論。不過，克氏批評某些學者過

份推崇達爾文這個理論，把「競爭」概念解釋到人類社會中，說明人類之間的彼

此競爭也是動物求生存的本能，更是一個社會得以進步的主要因素。克魯泡特金

認為，他們明顯忽略了另一個動物賴於進化的基礎──那就是「互助」。 
 
「只要我們對動物觀察一下──不光是在實驗室和博物館中，而且在森

林和草地，在草原和群山中──我們立刻就會發現，雖然在各種動物（特

別是在各綱動物）之間進行著極多的鬥爭和殘殺，但在同種的，或至少

是在同一個群的動物之間，也同時存在著同樣多的（甚至還要更多）的

互相維護、互相幫助和互相防禦。合群如同互爭一樣，也是一項自然法

則。」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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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氏宣稱，在各綱不同的動物之間，的確存在著為求生存而互相競爭的事

實。但在於同一種類的動物之間，卻存在著顯而易見的互助、聯合與為求普遍的

存活而追求和平共處的本能。這一點被大多數的人類學家及社會學家所忽視。據

此，克魯泡特金進一步推論，促進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的，並不只是人們互爭的

事實，而是涉及一種更根本的、人與人之間的互助本能。 
 

互助使進化得以實現 
 
  物種之起源在於對大自然環境變化的適應以及對於其他動物之間的競爭。這

個生物學上的具體觀察是可被接受的。但是，之後呢？各種動物賴以持續發展，

甚至於達成進化本能的自然目的，它們根據的是什麼原理？同樣是競爭嗎？不，

而是「互助」。 
 
「……但是，作為進化的一個因素來說，它或許更加重要得多，因為它
促進了這些保證了種的維持和進一步發達以及用最少的精力來保證個

體的生活的最大幸福和享受的習慣和特性的發展。」65 
 
  克魯泡特金把這一種進化的主要因素強調出來。為什麼互助是一種促進物種

的維持和發展的原理？因為它是正面的力量，尤其是發生在同種的動物之間，更

為明顯。首先，我們可以從「家庭」來作為一個單位來加以考察。雄性對於雌性

的保護是來自於原慾的滿足以及傳宗接代和繁殖的事實。為了使到自身血統以及

家族的代代延續，對於沒有生產能力的雄性動物而言，要去保護擁有生產能力的

雌性動物就變得理所當然。接著，當雌性把下一代生產出來後，因為那些孩子都

擁有接續此一相同血統的使命，不論是把它們生出來的「母親」，或本來就擔當

著護衛角色的「父親」，都會盡力而為確保自己孩子的安全。不只如此，在個別

孩子能夠完全掌握謀生的技能以前，父母通常都會首先代替自己的孩子出外覓

食，到了孩子們的發育足以應付外在環境的力量時，父母才會放手讓他們出外各

自發展。當然，在動物界當中也有極少數特別的例外。不過，這種原始的保育方

式普遍存在於大部份動物──尤其是哺乳類動物群中。從這樣的考察，我們找到

了同種互助的根本起源，它是從家庭──群集生活的最基本模式裡所發展出來

的。互助的事實成為動物本能的一個部份。雄性為著繁涵的設想，幫助雌性免於

活在危險的狀態中。雌性也幫助雄性，利用天賦的力量進行生命的生產孕育。為

了孩子們身心的健全發展，父母首先幫助他們的孩子去覓食和保護他們。這些本

能的行為證實了互助的存在，它接續著每一個短暫的生命。在一代又一代的生命

繁涵當中，一些生活方式及內容會因為經驗的累積和對於自然環境新穎的發現而

改變。這些改變使進化成為可能、成為真確的事實。所以，克魯泡特金認為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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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進化的重要因素，更是一種運用最少的力量來獲致最大的幸福的主要基礎。 
 
  互助存在於各綱的同種動物之間，尤其是在人類身上，我們更加容易找到不

同的事實，而且不單是在家庭單位，在一個社群甚至於整個社會當中，都能看到

互助對於人類從野蠻時代到現代文明社會這個歷史發展所產生的作用，是何等的

巨大和明顯。 
 
  人類不單是依靠求生本能來生活的動物。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其擁有創造

性的智慧，並懂得如何使用這種智慧來改變整個生活的環境，創發不同的文明產

物。所以，我們看到人類的發展史比起其他動物的進化事實而言，更加顯著和卓

越。把個人的經驗成果分享出來，彼此互相交流學習。人類現有的文明是從這樣

的進路所開創出來的。 
 
「我們發現，在社會的各個階層中正進行著一場廣泛的運動，以期建立

各種各樣的永久的互助組織。而且，當我們撇開公共生活，進而觀察當

代人的個人生活時，我們還發現另外一個極其廣闊的互助和互援的世

界，但是由於這個世界只限於家庭和個人友誼的狹小範圍，所以為大多

數社會學家忽視了。」66 
 
克魯泡特金在上段的陳述當中指出了兩個層面的互助機制。首先，克氏指出

在人類社會當中正在不斷建立在不同範疇的互助組織。這是社會層面的互助事

實。這些組織的出現不在於強權的下令，也不在於經濟條件的獲得。他們完全是

基於自願和互助的信念而成立的。例如：「綠色和平」（GREENPEACE）、「國際
紅十字（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無國界醫生」
（MEDECINS SANS FRONTIERES）組織……等等。他們對於特定的議題顯著
關心，並以實際的行動來幫助世界各地有需要的人士。他們所展現的力量往往比

一個國家的政府對於人民的幫助更有效率、更加實在和直接。從來沒有人要用脅

迫的方式來參與這種志願組織的工作。那這些組織得以成立的基礎是什麼？他們

存有的本質體現著公共社會層面的人類互助的本能。 
 
在個人的生活領域裡，我們同樣找到互助的世界。家庭裡的互助在上述段落

已有提及。而在於同一血緣的親戚和友朋之間，互助的作用顯然不能被人忽視。

如果某人因為某種原因需要接濟，各方的親友都不免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給予幫

助。社會上每一個成員都有自己的親人，自己的朋友，他們之間形成一個人際的

網絡。這個網絡，除了使人與人之間有休戚相關的連繫感情外，在某種狀況下，

當其中有人需要幫助時，這個網絡便產生它的作用，由一人至網絡中所有人都同

時伸出援手，協助有需要的人渡過難關。這種個人的互助機制隨時都存在，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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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運作。 
 
這些都只是日常生活極之平常的事體。為什麼一些專家卻無視於這種力量的

存在，樂意把社會得以構成的功勞給予政府，而又把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歸咎於人

類的互相敵對和競爭呢？ 
 

互助與人性的關係 
 
  既然，我們證實了人類有互助的本能，人與人之間有互助的事實，那麼，這

種互助的基礎究竟是什麼？ 
 
「當一個孩子好奇地彎下腰去看一看陰溝洞的時候，另一個孩子便立刻

喊道：『別呆在那兒，陰溝洞傳染熱病！』『別爬過那道牆去，如果摔下

去，火車會壓死你的！不要到陰溝旁邊去！不要吃那些草莓──有毒！

吃了要死的！』孩子們到戶外和同伴玩耍時，首先就會得到這些教訓。

如果沒有這些互助，那麼，在『模範工人住宅區』周圍的馬路上或者在

碼頭和小河的橋上玩耍的孩子們，不知要有多少被車輛壓死，或者掉在

污濁的水中淹死！」67 
 
  互助既是一種本能，它就只能根植於人的本性。克魯泡特金列舉一些實際例

證，說明人的互助是從人性本質而來的。像上述的例證，似乎類似於古代中國儒

家哲學中孟子的性善學說。不過，這些卻是真實的。有人認為人性是善，有人認

為人性是惡。人性論的部份之前已有討論。但重點在於，我們的道德、價值標準

和教育的方向，都傾向為善的一面。為善不但是人類共同的志向，更是構成社會

的必要條件。一個不懂世事的孩童，我們會以自身的經驗知識和價值標準去教導

他如何對待他的同伴、長輩和社會上每一個人。克魯泡特金認為一群小孩會對於

危險的事物互相提醒，是自然不過的。它的原因在於同胞之間的關懷。他們都不

願意看到自己的任一個同伴被任何危險的事物奪走珍貴的性命。他們同樣透過對

於不同事物的認識來互相幫助，使他們共同獲得安全的狀態。 
 
  當然，人性會受到後天教育的影響。除了擁有良好品德的孩童外，我們也看

到一些作惡多端，以作弄其他人為快樂的人。有這種人的產生，其原因究竟是什

麼？顯而易見，其不是因為人性那「必然之惡」，而是整體社會的不正常型態和

不健全的生活發展所造成的。人們都普遍認為無政府主義把人的品格理想化，但

現今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政府卻把人那僅存的道德感逐漸分化，使

人無從學習應然的生活內容，無法以自身的意志和思想去發展自我。如果我們以

公正的心態來考察人性，那麼我們不會作出偏頗的斷言，只論說因為人有作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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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心理，而成立政府作為絕對權力的擁有者，把所有人的自由都剝奪過去。在

作出這樣的論斷之後，卻忽略了人的向善面架構著整個社會的具體事實。 
 
  當學校教育人要尊重彼此的生命，而這個社會卻上演著仇殺的案件。當政府

的官員做出無法達成的政治承諾時，我們的內心卻閃爍著欺騙的念頭。我們在這

種精神分裂性的事實對比下，怎樣使向善成為可能？就像一般人那樣說，人性其

實是邪惡的，不是比較便利嗎？政府要繼續存在，法律是永恆的依靠。人類的文

明發展就是如此，到達終點。 
 
  無政府主義不甘於這種結局。它明確提出了絕對權力的虛妄性。像克魯泡特

金，他就指出人類之間的關係其實是擁有這種互助的事實。如果我們仍然對於人

類自身抱有希望，向善仍然是我們道德內容的主要取向，並承認全人類的理想的

生活環境及狀態仍未發展完成，我們對於無政府主義的批評，實是應該加以反省

和檢討的。 
 
「因此，我們追溯出我們的倫理觀念確實起源於互助的實踐（我們在進

化的最初階段就可找到這種實踐的痕跡）；並且，我們可以斷言，在人

類道德的進步中，起主導作用的是互助而不是互爭。甚至在現今，我們

仍可以說，擴展互助的範圍，就是我們人類更高尚的進化的最好保證。」
68 

 
  如果我們能夠同意克魯泡特金對於人有互助的本能和實行互助的事實的

話，我們就能對於「互助」和「互爭」兩個概念作出公正的評價。對於促進人類

社會的文明發展而言，我們只能選擇互助概念作為主要的支持論點。因為互助包

含著合作的事實。它使到人與人之間有正面積極交往，透過各展所長，各安其份

的具體方式，製造出因為得到彼此更大的能力的幫助而獲致最大的幸福的可能。

這樣，克魯泡特金的「自由合作」和「自由契約」的社會方案就能實現。而「互

爭」，它實際上並沒有促進一個社會進步的任何可能。就像雙方為了爭奪同一塊

土地而打得頭破血流，到最後不但兩方受傷，土地本身也因為沒有獲得開發而成

為浪費。這樣的狀態下究竟如何促成文明進步的可能？ 
 
  克魯泡特金的互助概念，其重點在於，我們要把這種互助的力量擴展開來。

從家族成員，以至朋友，再進一步遍及整個社會的每一個成員。現代社會其實已

經逐漸出現這種事實。人類的文明有機會再向前邁進，就在這個地方。無政府主

義強調社會上的人都有這樣的道德價值觀念。人們靠著自由合作和自由契約來架

構自身的生活，並發揮互相協助和支援的力量。在這種觀念落實之時，所謂的政

府也不再必要。這時，「無政府」不再是一種理論而已，它將會成為存在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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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我們的社會當中的一個真確的事實，成為人類文明進步和永續發展的可

靠的憑藉。 
 
  透過以上對於無政府理念的內涵以及無政府主義者的理論的鋪陳，我們首先

可以對於「無政府」或無政府主義拋開不必要的成見。一般人「本能性地」反對

及質疑「無政府」，其實是因為他們對於「無政府」缺乏充全了解所致。也因為

這個原故，無政府主義被人普遍誤解成為常見的事實。「無政府」不是什麼「恐

怖份子」的行動理念和依據。它強調的是「去宰制」，在毫無任何背景和立場的

狀態下去批判「政治」本身。它再次提醒我們，現代社會有很多問題。這些問題

的原由，是來自一個絕對政權的存在。無政府主義不單使我們有機會重新反省現

今整個社會的結構本身，它更提出一些具體方案，開發一種更加進步的人類文明

生活的可能性。「無政府」或無政府主義的重要意義及貢獻在於此處。 
 
  接下來，讓我們處理一個世界性的現象。這個現象使全人類都無可避免被包

含其中。它是「怪獸」，不斷在改變我們的生活本質和環境。當我們討論到現今

有關人類社會的共同問題時，無法忽略它的存在。在陳舊的歷史段落裡翻滾過

後，現在就要起身，動動四肢。因為，世界轉得實在太快。為了跟得上這個世界

的步伐，我們必須要做一些熱身動作，才能夠應付各種突如其來的新穎現象和未

知狀況。 
 
對的。我們要來探討一個與全人類都息息相關的議題──全球化

（Globalization），其概念及其所產生的問題。在第四章裡，筆者首先要釐清什麼
是全球化，在相關問題的討論當中整理出全球化的基本面貌。接著，我們以當代

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對於全球化問題的分析作主軸，來開展出一個
「全球化」與「無政府」的關聯點，以及對第五章及第六章的結論作準備的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