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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789 年法國大革命發生，導因於經濟、社會、財政三大問題沒有獲得解

決。在舊制度(l’ancien régime)1受到嚴重的衝擊，並且開始崩潰的情況下，整

個法國社會皆面臨改變，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鄉村，不論是在體制、思想

層面，抑或社會、日常生活層面，都必須面對新舊交替所造成的震盪。 

    1792 年國民公會(Convention)的成立，表明法國不再是一個君主專制或君

主立憲國家，也宣示法國要徹底朝向一個新制度前進。該年 9 月 21 日，國民

公會開會正式廢除君主政體，而「共和」(la République)一詞則於翌日取代原

先 1791 年憲法上所註明的「王權」(la Royauté)2。然而，路易十六(Louis XVI, 

r. 1774-1792)於 1793 年被處死之後，共和政權並沒有帶給法國穩定的社會。 

    國民公會在對外戰爭中，因面臨兵力不足的問題，遂決定採取徵兵的政

策。徵兵政策在法國各地引起大小不一的反彈，其中又以旺代(la Vendée)最為

激烈。1793 年 3 月，徵兵政策行文至旺代這一個相對保守的省份，命令旺代

必須派遣一定數量的「志願軍」赴前線作戰。但旺代人(les vendéens)選擇武裝

                                                 
1 “régime” 本意為政體、社會制度，“ancien régime” 則是法國大革命發生後，對

1789年以前法國社會制度的代稱，但1789年以前並沒有這一個詞。見：William 

Doyle, The Ancien Regim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2nd edition), p. 1. 
2 原先憲法上所寫的是「唯一且不可分割的王權」(la Royauté une et indivisible)，

後被更換為「唯一且不可分割的共和」(la République une et indivisible)，並成為

日後官方文件的固定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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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反對國民公會，並與鄰近省份相互支應，成為 1793 年內亂的開始3。 

    旺代做為當時反抗共和政府最大的一股力量，各地有意推翻政府的流亡貴

族與神職人員在外國的幫助下紛紛前往旺代投入反抗陣營，改變了原先以反對

徵 兵 為 目 的 的 反 抗 行 動 ， 並 在 共 和 政 府 宣 傳 中 ， 被 塑 造 成 反 革 命 (la 

contre-révolution)的象徵。旺代在成為反革命的大本營後，摻雜了各種不同的

勢力，以及各種不同的想法。其中有支持波旁王室的舊貴族與舊勢力，利用旺

代戰爭的爆發，企圖在此建立對抗共和的堡壘，以圖有朝一日與外國反法聯盟

會合，恢復王權統治；也有不願意宣誓效忠世俗政府的拒宣誓派教士(les prêtres 

réfractaires)，在羅馬公教教會(l’église catholique romaine)的支持下，試圖回到

過往舊制度，作為上帝與教會代理人，而不是作為政府的傳聲筒4；還有土生

土長的旺代人，在地方意識的驅使下，意圖抵抗來自中央與其他省份的侵略。

這三種勢力，雖各有所圖，但也互相利用，造成旺代地區在法國大革命史上的

特殊地位。 

    本文所欲探討特殊之處，一為法國大革命時期，旺代地區在對抗國民公會

的過程中，展現地方與中央之間，地方主義 (le localisme)與中央集權 (le 

centralisme)，也是地方精神(l’esprit local)與中央精神(l’esprit central)兩種不同

意識型態的角力，以及孤立的旺代地區，如何面對不同地區的地方主義5。一

                                                 
3 旺代人之前反對徵兵的理由是不願意到「外地」(foreign region)作戰，而且身體

健康但支持國民公會的地方官員不需接受徵召，受徵召者多為農民，若不從，則

以摧毀田地迫其同意。見：Reynald Secher, A French Genocide: The Vendée, trans. 

by George Holoch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3), pp. 68-73. 
4 神職人員對憲法宣誓效忠，是成為其分裂的主要原因，不願宣誓者，仍效忠羅

馬公教教會。願意宣誓者，常作為政府的耳目，或成為政府的傳聲筒。見：Reynald 

Secher, A French Genocide: The Vendée, pp. 57-62. 
5 布勞代爾(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在《法蘭西的特性》(L’Identité de la France)

一書中提出，法國各地之間的分歧，就在於距離保存了各地特殊的地區性思想，

而這些不同的地方意識就成為地方與地方間衝突的一個主要原因。而整個法國不

只被這些地方意識所劃分，還被各種各樣的意識型態切割，像是：抗議教派(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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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羅馬公教教會代表的普世精神(l’universalisme)在旺代地區碰上了受到地方

意識影響的地方神職人員所產生的地方特殊性(le particularisme)，教會如何去

面對衝擊與做出改變，以求自己的影響力不受削弱。 

  此外，本文也將透過兩個背景來探討旺代的問題：其一為認同的問題。地

方意識向來是法國王室欲克服之問題，雖然 1539 年法文成為正式且唯一的官

方語言，跨出中央集權的第一步，但是各地區的文化差異、地理因素阻隔、地

方利益等問題，使得法國仍然處於認同地方意識強過於認同自己屬於法國的現

象6。因為法國大革命恰巧是王權衰落，政權的中心由不可替換的象徵——國

                                                                                                                            
protestant)與羅馬公教、共和與王權、詹森派(la janséniste)與耶穌會(la jésuite)等。

見 ： Fernand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I: espace et histoire (Paris: 

Flammarion, 1990), pp. 115-116. 
6 法國的認同問題，主要在於各地的文化過於獨立，找不出一個所謂的「法國人」

所應具備的要素。雖然1803年《民法》(Code Civil)中明文規定父親是法國人者即

為法國人(l’enfant né d’un père français)，但這種身份上的規定，其效力僅限於國

籍(甚至只是一種政策宣示)，對於文化上的差異，完全沒有任何效果。Maryon 

McDonald在1989年所出版的‘We Are Not French!’ Language,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Brittany中更明確指出國家與民族的概念是在法國大革命後被創造的，也因此

創造了國家認同，然而，不列塔尼地區的歷史與文化，在二百年以前幾乎是與法

國其他地區迥然相異的。即便至如今，他們仍有自己對不列塔尼地區的認同，雖

然國籍 (la nationalité)是法國人 (français)， 但是心裡認為自己 是不列塔尼人

(breton)。見：Maryon McDonald, ‘We Are Not French!’ Language,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Brittany (London: Routledge, 1989), pp. 1-23. 這種現象並非只存在於一

個地區，也不僅限於法國大革命時期或地方意識重新抬頭的時代，如1882年

Ernest Renan在索邦(Sorbonne)的演講“Qu’est-ce qu’une nation?”中，就提出要法國

人拋開語言、區域等成見，認同法國並為法國犧牲。見：Ernest Renan, “Qu’est-ce 

qu’une nation?” La Bibliothèque electronique de Lisieux, 

http://ourworld.compuserve.com/homepages/bib_lisieux/nation01.htm，擷取日期：

2008年6月30日。關於法國人的演變，尚可參閱：Patrick Weil, Qu’est-ce qu’un 

français: histoire de la nationalité française depuis la Révolution (Paris: Bernard 



‧4                   ‧                                旺代戰爭與羅馬公教 

 

王，轉而成為政體不斷更迭的轉捩點，所以國家認同問題也取代了對王室象徵

的服從，在這時候浮上台面，與地方認同正面衝突。因此，中央與地方關係是

否為旺代戰爭爆發的另一個因子，地方主義與中央集權的衝突，以及地方與地

方之間的衝突，是為本文的一條軸線。其二為羅馬公教教會與地方教區的互

動，因為旺代地區的地方意識濃厚，羅馬公教普世精神與旺代地區神職人員的

排他性、地區性的思想勢必有所摩擦；而部分神職人員轉向認同中央政府，成

為擁護法律派教士(les prêtres constitionnels)，造成羅馬公教教會的分裂，也對

旺代戰爭中羅馬公教教會角色的發揮有所影響，是為本文的另一條軸線。 

  以現代的角度來看，法國各地的文化都可以被視為法國整體文化的一部

分，甚至是一種在整體文化下具備多元特性的表現。但是回到法國歷史上的特

殊性，法國在大革命發生之前，並非是以一個完整的國家形象呈現在世人眼

前。法國人民大多是由外部移入，而非原居於現今法國行政範圍之上，不論在

體格、思想方式、實際能力和語言方面，都因來源不同而有很大的差異7。因

此，這些居住在法國各地的居民，彼此之間難以找出自然的共同點(如：來源、

習慣、語言等)，也不曾擁有共同的法律與語言，各地方同時也被政治的疆界

劃分成不同的領地8。在「英法百年戰爭」(la guerre de Cents Ans, 1337-1453)

期間，現今為法國法蘭士—孔代(Franche-Comté)省的勃艮地公爵領地(Duché 

de Bourgogne)，並不屬於法國所有，與英國結合而對法國仍呈現敵對態勢，其

歷史關係反倒與神聖羅馬帝國(Saint-Empire romain de la nation germanique)較

為密切，從未受到法國國王制約，直到被法國佔領而於 1678 年併入法國為止。 

而布列塔尼公爵領地(Duché de Bretagne)在「英法百年戰爭」時，因為屬於英

國國王兼諾曼公爵(Duc de Normandie)所轄領地，而當時英國國王欲爭奪法國

                                                                                                                            
Grasset, 2002). 

7 查理‧瑟諾博斯(Charles Seignobos)著，沈煉之譯，《法國史》(Histoire sincère de 

la nation française)，上冊(北京：商務印書館，1964)，頁12。 
8 查理‧瑟諾博斯，《法國史》，上冊，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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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的權位，所以並不理會封建體系上法國國王的節制9，也站在與法國敵對

的一方，直至 16 世紀才因為聯姻關係而併入法國領土。因此，法國基本上是

處於四分五裂的狀態，並非以一個完整的法國去對抗英國。法國文化呈現多樣

性而非同質性，除了封建制度的影響，領主各據一方，國王領地也僅及於本身

繼承的家族領地，形成各地方特殊性之外，布勞代爾認為地理環境也是重要的

因素之一。法國的氣候分為三大區塊，分別是靠大西洋的旺代所屬的海洋型氣

候、較為內陸的大陸型氣候以及濱地中海地區的地中海型氣候，受到不同氣候

的影響，產業活動、生活模式、糧食生產、居民習慣、傳播訊息方式、能源來

源等都各有不同10。即便屬於同一大氣候區，各地方的小型氣候帶也有所不

同，使得上述各項特徵的差異向下延伸至各個省區。而因為地理環境所造成的

區隔，在工業革命(la Révolution industirelle, 約在 18 世紀後期開展)之前，法

國部分地區是完全封閉的自給自足狀態，不僅擁有地方意識的特殊性，也擁有

地方經濟的特殊性11。在產業活動上，農業雖然是以糧食作物的生產為主(除小

麥外，雜糧作物以蕎麥及 16 世紀傳入法國的玉米、馬鈴薯為主，足夠讓人口

維持穩定的成長)，但也有基礎的手工業(或稱為鄉村工業[l’industrie rurale])可

供進行交換生活所需之用。如果有更進一步的的需求，鄰近大城市或地區首府

                                                 
9 路易十世(Louis X, r. 1314-1316)死後，腓力五世(Philippe V, r. 1316-1322, 路易十

世的弟弟) 引用薩利克法(loi salique)中禁止婦女繼承土地權利的條文，不把王位

傳給路易十世的女兒，而自立為國王，建立了男性才能繼承王位的傳統。當腓力

五世的兒子沒有留下男性繼承人時，便引旁支瓦盧亞家族(les Valois)繼承王位，

引起英國國王的不滿。英國國王身為卡貝家族(les Capétiens)腓力四世(Philippe 

IV, r. 1285-1314)的外孫，自認有較為優位的繼承權。英國國王雖曾經以諾曼公爵

的身份朝覲法國國王，代表其在法國封建體系中的臣屬地位，但在「英法百年戰

爭」時，便不承認法國國王的地位。見：查理‧瑟諾博斯，《法國史》，上冊，頁

220。 
10 Fernand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I: espace et histoire, p. 55. 
11 Fernand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I: espace et histoire, p.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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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提供更高級的交易活動，因而沒有必須要與其他地區交流的需求12。所以

當居民論及我們的「地方」(pays, 法文中此詞亦指國家或集合數省之大區)，

通常指的便是他們在地方性經濟活動所涉及的範圍。 

  除了地理環境與產業活動外，布勞代爾認為法國的多元性還必須考慮到法

國歷史長期以來的發展。法國各地的社會活動，並不完全依賴國王及其行政體

系來運行。在法國漫長的歷史中，脫序、混亂、各地多樣性的體制、中央無力

節制地方、行政體系因遷就各地方而不一致等，都使得法國很難找出它的同質

性13。社會活動經過不斷地繼承與延續，使各地區都有不同的生活模式與習

慣，使法國產生異質化的現象。這些異質化的現象，不僅出現在不同的封建領

地或是不同的省分當中，其範圍也可能只是一個村落(村落是法國社會組織的

最下層，以教堂為中心，表面上有自給自足的經濟)、城堡領地或市鎮14。所以

法國的文化並非具有同一性，除氣候造成三大地區產業活動與生活模式的差

異，語言把法國切割成南北兩種文化15，封建領主的領地又將法國四分五裂

外，國王對各地區的刻意區隔，目的在於不使各省分、各屬地有聯合叛亂的可

能性，都使法國呈現多樣性的文化。這造成法國在政治、社會、宗教等層面上，

時常發生爭議，並且導致不少激烈的衝突16。即便是法國大革命發生之後，世

代沿襲的差異性、交通傳播的不便利，都仍然使各地保有自身對土地的情感與

獨特的生活模式，必須依靠一場戰爭，才有機會使個人和群體都擁有共同的記

憶，成為一個整體，並有相同的國家認同17。因此本文所討論的背景，是一個

                                                 
12 Fernand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I: espace et histoire, p. 62. 
13 Fernand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I: espace et histoire, pp. 67-68. 
14 Fernand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I: espace et histoire, p. 68. 
15 奧伊爾語(la langue d’oil)及奧克語(la langue d’oc)，前者成為現代法語的主體，後

者則淪為最大的方言。直至19世紀，說法語為主的省分仍與奧伊爾語地區相當，

其他省分則仍以說方言為主。見：Fernand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I: 

espace et histoire, p. 89. 
16 Fernand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I: espace et histoire, p. 115. 
17 巴森(Jacques Barzun)著，鄭明萱譯，《從黎明到衰頹：五百年來的西方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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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質性、多樣性的法國社會，而不是一個一致的法國。 

一、研究動機 

  筆者選擇以旺代地區的地方意識與羅馬公教教會作為研究主題，主要基

於自己對法國大革命時期羅馬公教相關問題的興趣，以及對於歐洲與法國認

同(l’identification)問題的關切。所探討的時間斷限主要為 1789 年至 1794 年，

其中以 1793 年爆發的旺代戰爭為重心。因為旺代地區，長久以來作為羅馬

公教影響根深蒂固的一個省份，加以當地較為封閉的情形，造成旺代不僅在

歷史上，即使在今日，仍然跟一般法國的文化有所區隔18。 

    原先本文的構想是以農民為一個主軸，羅馬公教教會為另一個主軸，透

過散佈在每一個村落的教堂以鐘聲文化產生對農村的影響力，與旺代戰爭的

爆發、反革命行動相連結。但是在旺代檔案館(Archives de la Vendée)蒐集資

料期間，發現不僅農村地區居民支持旺代軍與中央政府抗衡，即便是在城市

中，參加旺代軍的行動也是能獲得迴響，與先前假定農村與城市間相對抗之

情況有所不同。其造成的結果，便是旺代地區雖然並非全面支持反革命，但

是對外界而言，旺代卻被視為以一個整體的姿態向國民公會宣戰，進而影響

其他羅馬公教勢力較為深入的地區(如布列塔尼等)。 

    過去受限於資料不足，僅能片段瞭解旺代地區的社會、宗教與文化背

                                                                                                                            
(From Dawn to Decadence: 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e Life, 1500 to the 

Present)，中冊(台北：貓頭鷹出版社，2004)，頁748-749。 
18 時至今日，旺代地區仍然處於相對封閉的狀態，火車班次極少，交通不甚便利，

其中心都市永河畔拉羅舍市(La Roche sur Yon)人口亦少，因為拿破崙(Bonarparte 

Napoléon)執政時重建旺代地區，因此多處可見紀念拿破崙之雕像或區域。居民

對於外地事務不甚關心，也看不到在巴黎的流行。在政治傾向上，近兩次總統大

選右派皆囊括多數選票。最特別的是，其省旗仍以十字架與聖心(le sacré coeur)

為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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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在前往法國蒐羅資料後，受益於原始資料及研究文獻的取得，使本文仍

能以鐘聲文化(l’esprit du clocher)19作為基礎，再加入旺代地區的特殊背景，

對法國大革命時期，羅馬公教教會在旺代地區的影響與旺代戰爭進行研究。 

    本文以〈旺代戰爭與羅馬公教〉為題，除了研究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宗教與

地方問題外，也希望藉由認同問題的探討，開啟一個新的研究方向。過往台灣

學者對於法國大革命史研究往往以政治史或思想史為主題，本文的寫作，冀望

能對於其他方面的法國大革命史研究上有所貢獻。 

二、文獻回顧 

    關於法國大革命時期旺代地區的論著，主要可分為三類。 

    第一類為綜合論述旺代地區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各種因素導致旺代成為

反革命運動主要發源地的討論。較有成果的研究以社會學為主的查爾斯‧提

利(Charles Tilly, 1929-2008)、為旺代說話的雷諾‧塞雪(Reynald Secher, b. 

1955)以及長期研究反革命的尚-克雷蒙‧馬丁(Jean-Clément Martin, b. 1948)

三人為主。提利的著作在旺代問題上，採用社會學的觀點，認為社會組織或

階級，是一個相重要的概念。社會流動不僅造成法國大革命，也是旺代戰爭

會發生的原因，而這又與近代都市化現象及農村社群原有的組織有關。即使

每一個地區的情況會有所不同，但是那些地方菁英所扮演的角色卻是一樣

的，都市化造成對農村社會根本上的衝擊，不僅在原有的社會關係上，也包

                                                 
19 “esprit du clocher” 一詞常被翻譯做教區主義(parochialism)，但其意義不僅包含宗教成

分，也代表了一個地區個人和集體身份建構的象徵。教堂的鐘聲影響一定範圍內的個體，

使他們擁有共同的社會、時間、空間標誌，構成了生存與工作的集體社群。鍾樓以其聲

音所及的範圍，標示了人群間互相熟悉的領域。這個領域就成為當地居民區分內外的依

據。見：Alain Corbin, Village Bells, trans. by Martin Tho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92-93,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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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政治、經濟等各層面20。他不認為旺代戰爭的爆發，是農民與新的統治當

局不和，以及對於王權的懷念。他也不認為一般所指的徵兵因素是造成旺代

戰爭爆發的原因，在他的看法，這是一條導火線，但是不能以此指出旺代地

區反對共和政府21。羅馬公教對他而言是社會階級與社會流動之外另一個重

要的因素，因為這個組織不僅是深入各地區，而且在根本上已經成為農村社

群的一個部分，具有相當的影響力22。不過他是以墨莒(Mauges, 旺代東北與

其他省份交接地帶)這一地區作為他的論述基礎，並擴而成為旺代地區的模

式，這也引發一些學者的批評。法國學者羅傑‧杜普伊(Roger Dupuy, b. 1934)

針對提利的看法發表文章23，認為提利對於農民的心態或者狀況，其實還是

不甚了解，應該從許多其他的層面來輔助探討這一問題，而且提利所依賴的

例子，其實可以找到差距甚大的反例。對於這是一個都市化影響農村傳統

性，造成農村社群積累的反彈，還是一個傳統的農民叛亂形式 (la 

jacquerie)24，杜普伊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旺代不是第一個叛亂的地方，

這些地方無法都用都市化來解釋，有些地方人口的確被都市所吸引，但很多

地方，卻仍是維持原樣，甚至貴族的影響力都還在，也有保王派所完全主導

的叛亂等，這都是提利所忽略的因素。杜普伊認為旺代的叛亂比較近趨於傳

統的農民叛亂形式：對政府或領主所施加壓力的反抗行動，差別只在於加入

了新的影響因素，也就是革命後中產階級、教會、貴族與王權角色的轉變，

才導致農村叛亂轉型成為旺代戰爭。 

                                                 
20 Charles Tilly, The Vendée (New York: Wiley, 1967), pp. 9-10. 
21 Charles Tilly, The Vendée, pp. 7-8. 
22 Charles Tilly, The Vendée, p. 100. 
23 Roger Dupuy, “A propos de ‘La Vendée’ de Charles Tilly,”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206 (Paris, Octobre, 1971), pp. 603-614. 
24 1358年發生在博偉(Beauvais)的農民叛亂，因為英法百年戰爭期間領主無法保護

農民不受軍隊侵襲，而產生農民對抗貴族的情形，農民軍戰敗後被貴族屠殺，沒

有動搖當時的領主制度。見：吳圳義，《法國史》(台北：三民書局，2001)，頁

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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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塞雪的研究則是以同情旺代作為出發點，他認為在過去的法國大革命史

研究中，旺代並不是顯學之一，甚至為了突顯法國大革命的價值，刻意忽略

或誤導旺代戰爭的歷史。因此他將書名定為《洗刷旺代之冤：法國人對法國

人的集體滅絕》(La Vendée-vengé: Le Génocide franco-français, 本文參考之英

譯本譯名為 A French Genocide: The Vendée)。該書序論即開門見山提出旺代

地區的特殊性：當各個王權時代的省份都順利變成中央集權的省份時，只有

旺代反其道而行；當世人都認為旺代是因為好戰而發動內戰時，不要忘記旺

代只是一個農業社會25。作者將書中內容分為四大部分，包括戰前的旺代(討

論革命初期對旺代的影響、旺代戰爭26、戰後的不穩定時期以及戰爭帶給旺

代的後果。他認為在法國大革命之初，旺代人並沒有特別持保守的立場或者

反革命的態度，甚至這場革命還帶來了包括行政體系更新在內的多項好處，

並受到人民歡迎。然而在其後的執政者與政策，並沒有考量到人民的感受，

尤其是為了戰爭而大量地徵收糧食與兵源，對於地方意識濃厚的旺代人來

說，並沒有任何好處。面對旺代的反對勢力，國民公會採取的是強制而非妥

協的手段，遂造成旺代戰爭的爆發。旺代戰爭對他而言並不是傳統的農民叛

亂，也不是社會流動所造成的影響，而是一個還不那麼願意跟其他地區緊密

接觸的省份，被迫要走向集權中央的路。戰爭的下場，就是旺代被摧毀，人

口遭有計畫性地減少，以達到中央能夠緊密控制的地步。 

    馬丁的研究領域為法國大革命史(以反革命為主要研究議題)，特別是旺

代地區27。他認為旺代戰爭這一事件，造成了獨特地方意識的發展，也可以

                                                 
25 Reynald Secher, A French Genocide: The Vendée, p. 1. 
26 討論正統(legitimacy, 即旺代軍)與合法(legacy, 即共和軍)的矛盾。 
27 其著作甚多，關於旺代在法國大革命期間較為全面性的論述為《旺代與法國》(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aris: Seuil, 1987)、關於旺代戰爭與記憶為《被撕裂旺代中的

白軍與藍軍》(Blancs et bleus dans la Vendée déchirée, Paris: Gallimard, 1986)與《記

憶中的旺代》(La Vendée de la mémoire, 1800-1980, Paris: Seuil, 1989)，另有多本

革命反革命論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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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這地方意識，導致在大革命期間旺代地區不同於其他地區的反應28。雖然

旺代戰爭跟其他的農民叛亂是以同樣的方式呈現，但不同的是，因為大革命

的關係，加入了一些新的因素，包括地方與中央的政治關係、羅馬公教教會、

保王派等，不能將其視作單純的農民叛亂29。他將旺代分成兩個視角來論述，

分別是白方與藍方，白方代表王權的勢力，支持者多為農民；藍方代表共和，

支持者多為中產階級。教會則是第三勢力，因為握有宣傳的工具——教堂的

鐘聲以及每週的講道，並掌控思想與信仰，成為影響人民最主要的因素30。

過去普遍論述教會與革命相互對立的觀念，馬丁認為應該做出修正，這兩種

勢力在大革命期間還是有其相關性，而且革命發生的過程中，也需要宗教這

一個穩定的力量來處理一些社會問題，羅馬公教教會也在 19 世紀不斷修正

原先對革命的批判態度，所以不應該只把教會與貴族或王權連在一起，也必

須重視教會與革命之間的聯繫31。 

    第二類為將旺代獨立於法國之外者，專門討論旺代與旺代人的特殊性，著

重旺代與其他地區的結構性差異。此類研究以克勞德‧佩提特弗雷爾(Claude 

Petitfrère, b. 1936)為主，他在《旺代與旺代人》(La Vendée et les vendéens)一書

中，一如大部分的研究者，將旺代戰爭的導火線歸於國民公會在處決路易十六

後，所引發的內政外交危機，以致於兵燹頻仍，並在頒佈徵兵法令後，招致旺

代地區的反抗。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認為一個事件的發生不會如此簡單，事

件的背後一定有許多原因，而這些原因之所以會觸發這些事件，其關鍵在於這

些人，而不是在於歷史學者的爭辯中32。所以他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旺代人的身

                                                 
28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 13. 
29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p. 15-16, 20-21. 
30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 70. 相 關 討論 尚 可 參閱：

Jean-Clément Martin, Blancs et bleus dans la Vendée déchirée, chapître 3 et 4. 
31 Jean-Clément Martin, “Introduction,” dans Jean-Clément Martin dirige, Religion et 

Révolution  (Paris: Anthropos, 1993), pp. 8-9. 
32 Claude Petitfrère,  La Vendée et les vendéens (Paris: Gallimard/ Julliard, 1981),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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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因為這些人構成了旺代在結構上的特殊性。在第一部分，他試圖探究為何

支持羅馬公教教會與王權的白方，能以近乎全民皆兵的方式來捍衛自己的信念

與傳統，除了羅馬公教教會屬靈的層面外，是否他們覺得在舊制度之下的生活

比較美好33，還是旺代地區特殊的民族性所造成的。而在第二部分，他則把研

究的主題移到白方的反抗與農村的關係，這是否為一場農村反對城市的戰爭，

在學界尚有許多爭議，但他認為不可否認的，白方的組成份子中，農民是佔有

絕大多數的。書中第三部分主要論述戰爭過程中，關於政治與軍事上結構性的

轉變，包括藍方從要強烈鎮壓反抗運動到希望維持旺代地區安定的政策，以及

白方在組成反革命政權、恢復舊制度部分傳統，到戰爭末期失去戰爭目的的徬

徨等。第四部分則針對心態與動機，分析旺代戰爭究竟是一場信念(la foi)的戰

爭，還是一場虛幻(le fanatisme)的戰爭。戰爭的目的原先看來是革命與反革

命，但實際上，許多人捍衛的不是信念，而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當作了旺代人，

認同的對象是旺代，而不是法國，所以必須為旺代反抗中央而戰。甚至地方利

益還超越了旺代，認同的對象縮小到了各村鎮，作戰的目的僅僅是為了爭奪教

堂的鐘34。革命與反革命的信念，似乎只是口號與旗幟，自己或地方的利益才

是最主要的。結論中他重新提出，旺代研究的重點在於旺代人、旺代社會的結

構問題，以及1793年時，旺代社會所面臨在實際上與在精神上的分裂情形。 

第三類為專門討論旺代戰爭者，以戰爭因果與戰爭過程為主，著重戰爭發

生的情形與兩軍對陣所使用之戰術、戰鬥等，較無與其他因素交互討論，為偏

向戰史型著作。但在本文研究上，可作為原始檔案之外，補充本文旺代戰爭細

節的參考資料。相關著作如《戰火下的旺代，1793年》(La Vendée en armes, 

1793)35與《旺代戰爭，1793-1796》(La guerre de Vendée,1793-1796)36等，皆以

                                                 
33 作者在此小節使用普魯斯特(Marcel Proust)著名小說之書名「追憶似水年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來形容。Claude Petitfrère, La Vendée et les vendéens, pp. 

80-82. 
34 教堂的鐘成為村鎮對立的原因，亞蘭‧柯爾班(Alain Corbin, b. 1936)有更深入的

研究，亦為本文重要參考文獻之一。可參閱：Alain Corbin, Village Bells. 
35 Jean-François Chiappe, La Vendée en armes, 1793 (Paris: Librairie Académ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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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順序討論戰爭的過程。 

過去的研究，每位學者所堅持的觀點皆有所不同，雖然所使用的檔案、史

料大同小異，但在每一個議題上卻都有多種說法。本文與前揭文獻研究最大之

不同處在於，筆者意圖將認同問題做為文章主體，因為過去學者並未深入探討

法國大革命期間旺代認同問題的影響，這個認同包含了旺代人對地方村鎮、對

旺代、對法國的認同問題，神職人員對旺代、對法國、對羅馬公教教會的認同

問題，以及兩者交會下所產生的旺代特殊性。 

三、論文結構 

    本文所參考的一手史料，其一主要為地方或中央政府所保存的檔案，以公

文書、調查資料、官員書信為主，包括法國旺代檔案館L系列檔案(ADV Série L: 

Administration du département)、1 Q系列(ADV Série 1 Q: Domaines nationals)；

法 國 國 家 檔 案 館 F 系 列 (AN Série F: Versements des ministères et des 

administrations qui en dépendent)、Q系列(AN Série Q: Domaines)。其二主要為

法國大革命時期關於旺代之著作，包括旺代支持者以及國民公會將領回憶錄

等，如《夏雷特回憶錄》(Memoirs of Charette)37、《旺代戰爭與人口減少方案》

(La guerre de la Vendée et le système de dépopulation)38、《旺代戰爭概述》

(Apperçu sur la guerre de la Vendée) 39 、《旺代省統計冊》 (Statistique du 

                                                                                                                            
Perrin, 1982). 

36 Yves Gras, La guerre de Vendée,1793-1796 (Paris: Economica, 1994). 
37 An emigrant of distinction, Memoirs of Charette (London: J. S. Jordan, 1797). 
38 Gracchus Babeuf, La guerre de la Vendée et le système de dépopolation (1793, Paris: 

Tallandier, 1987, reimprimé). 
39 Général Beauvais, Apperçu sur la guerre de la Vendée (Londres: L’Imprimerie de 

Baylis, 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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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épartement de la Vendée)40、《一個滯留法國十月的流亡貴族》(Séjour de dix mois 

en France par un émigré)41、《旺代戰史回憶錄》(Memoir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la Vendée)42等。其三為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關於當時旺代的報導。

這些一手史料的來源，分別站在不同的立場，一方主要為政府所留下的資料、

將領回憶錄，另一方主要為反政府者所留下的紀錄(或宣傳品)，兩相比較，作

為本文寫作的主要依據。 

透過上述的資料與過去學者研究之文獻，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一章為緒

論，論述研究動機、論題背景、文獻回顧及論文架構。第二章〈舊制度下的旺

代地區〉探討旺代與法國的關係，著重於旺代的地方意識，舊制度底下羅馬公

教在旺代地區的情形，包括為何旺代地區會有如此深厚的教會影響力，與旺代

地區在當時的一般社會狀況、教士的生活、城市與鄉村的情形等。 

第三章〈大革命初期的旺代地區〉主要在討論旺代戰爭的經過與影響，以

及旺代戰爭的本質，並論及羅馬公教如何運用本身的影響力，來支持旺代軍的

反革命行動，包括教廷與地方神職人員態度的差異，以及旺代戰爭結束時，羅

馬公教所受到的創傷及勢力的衰減。 

第四章〈戰後的旺代與法國〉探討戰後國民公會如何在旺代施政，包括人

口及宗教等各層面，以及旺代的地方意識與國家意識爭論及認同問題等。第五

章為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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