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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舊制度下的旺代地區 

一、旺代的地方意識 

  要討論地方意識，就必須先幫地方下個定義。地方的範圍可能是幾個街

廓、村落、市鎮(un commune)、城市，或者如本文所要探討的一個省區之大，

與土地和它的輪廓、氣候、植被、動物物種、自然狀態、人類活動(包含農業、

畜牧業、食品、住房、服裝、通訊、工業等)有關1。土地的性質，決定人的生

活方式；土地的位置，則決定人和其他地方的關係2。地方之所以重要，在於

人的感情。人透過這個被限定範圍區域的生活方式(le genre de vie)，來認識與

觀看其他的世界，由此來區分他者與自己的群體。也因此，地方的觀念時常被

誤用，導致排外或種族主義。一旦屬於「我們的地方」被威脅了，大家就會為

了自保而團結起來，開始區分自己人與外人3。所以，地方不只是一個區域的

概念，也是一個共享的文化空間，給那些生活在同一土地上的人，產生習慣而

共享的溝通模式4。只有在大家都分享同一個文化(包含思想、表達、社交、行

                                                 
1 Fernand Braudel,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trans. by Richard Mayn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5), p.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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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3 提姆‧克雷斯威爾(Tim Cresswell)著，王志弘、徐苔玲譯，《地方：記憶、想像與

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台北：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頁 21-22。 
4 提姆‧克雷斯威爾，《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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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溝通方式的體系)時，才會屬於同一個群體、同一個地方5。這就是地方的

基本意義，不只是區位關係或是地方所提供的功能，而是生活在這個地方上，

透過生活經驗建構出的集體意識。 

  因此，地方觀念、地方意識反映的是透過特定的地方結構所表現出來的社

會活動與制度，是社會與文化的產物。換句話說，地方意識是被建構出來的，

或者可以說是想像出來、發明出來的，而不是原先就存在的。因為即使是最小

民族的成員，也不可能認識他們大多數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者甚至聽說過

他們6。所以只要是比成員之間有著面對面接觸的範圍更大的一切共同體，都

是想像出來的。不論這想像是虛假的，抑或有實際背景支撐，都使每一個共同

體對內有一致的認同目標，對外以被想像(包含自己發明的想像與他者對自己

的想像兩層面)的方式區隔他者與自己7。 

  地方意識建立在一個有限的空間上8，再加進人的因素，就使得這個有限

的空間與無限的時間積累結合，成為歷史與記憶的空間，成為人生命中不可或

缺的因素，並關係到什麼創造了地方、發生過什麼事、與將會發生哪些事情9。

這便是地方的特殊性，也就是地方意識。 

  旺代原先只是一個單純的地理空間或行政單位，但是生活在旺代的人，由

於對外交通不便與資訊流通不易，對土地的感情特別濃厚。而以自己對土地的

感情，透過生活方式所產生的經驗，加入了歷史與記憶，產生了一種獨特而共

享的文化，建構出屬於自己的觀感。這些文化與觀感和土地緊密結合，就產生

                                                 
5 艾尼斯特‧葛爾納(Ernest Gellner)著，李金梅、黃俊龍譯，《國族與國族主義》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台北：聯經出版公司，2001)，頁 8。 
6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台北：時報文化

出版，2004)，頁 10。 
7 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頁 11。 
8 安德森認為想像的共同體範圍，雖然是可以變動的，但仍舊侷限在可被影響的範

圍中，不可能無限擴展。見：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頁 11。 
9 提姆‧克雷斯威爾，《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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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一種同質性的文化，將原先不同的條件，合理化地整合在一起10。這使每個

人擁有許多共同的事物，同時也遺忘許多事情11。最後僅保留想像中同質性的

部分，也就是旺代的地方意識與想像中的旺代(la Vendée imaginaire)12。利用這

個集體心態，來主宰旺代的地方社會運作，指導旺代人如何做出選擇13。 

(一)空間結構 

旺代省的地理位置在法國西部，屬於羅亞爾區(Pays de la Loire)，西靠比

斯開灣(Golfe de Gascogne)，北方與同區的大西洋羅亞爾省(Loire Atlantique，

在大革命期間稱為下羅亞爾省[Loire Inférieur])及曼恩羅亞爾省(Maine et 

Loire) 接 壤 ， 東 接 普 瓦 圖 夏 隆 德 區 (Poitou-Charentes) 的 雙 塞 弗 爾 省 (Deux 

Sèvres)，南方為該區的濱海夏隆德省(Charentes Maritime，在大革命期間稱為

下夏隆德省[Charentes Inférieur])。因為地處西北部偏遠地帶，與巴黎的距離頗

為遙遠，使得法國大革命的衝擊傳到旺代時，其力道便不若傳至交通發達地區

或巴黎周遭省份那樣強烈14。 

                                                 
10 艾尼斯特‧葛爾納，《國族與國族主義》，頁 6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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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aris: Seuil, 1987), p. 188. 
13 Fernand Braudel,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p. 22. 
14 交通在當時是決定訊息傳遞的重要因素，在距離相當的情況下，1765 年巴黎至里

昂(Lyon)約需四至五天，但到旺代卻需要多一倍的時間；巴黎至盧昂(Rouen)僅需

一天，至岡城(Caen)路程約為巴黎至盧昂的一倍，但時間卻需要五倍。而且巴黎

也掌握道路運輸的中介點，例如從里昂要到旺代，現今最快的方式是利用穿越法

國中西部的鐵路運輸，但在 18 世紀，則必須先從里昂到巴黎，再由巴黎前往旺代，

需時約二星期。因此越是容易到達的地區，巴黎的影響力就越大，同時巴黎也把

各地區的聯繫掌握在手中，使相隔遙遠的地區必須透過巴黎才能方便聯繫。見：

Fernand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III: les hommes et les choses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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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代原先即屬於瓦盧亞王室(Valois)的直屬土地，因此長期直屬於國王，

在大革命之後議會訂定的分省計畫中，把普瓦提耶財政區 (Généralité de 

Poitiers)一分為三，成為旺代省(以旺代河[Rivière de la Vendée]為名)、雙塞弗

爾省及維也納省(Vienne)。分割後的旺代省面積約為六千七百二十平方公里。

在行政體系上區分為十四個城市以及大小市鎮共三百多個。 

  

圖2-1-1 旺代省現今位置圖15 

                                                                                                                            
Flammarion, 1990), p. 270. 這種由巴黎以輻射狀延伸的交通體系，到 1797 年，仍

然是以巴黎及其周邊地區較為發達，越往外延伸則密度越稀疏。見：Fernand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III: les hommes et les choses, pp. 280-281. 
15 Image: Vendée-Position.svg,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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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2 1793年旺代省位置圖16 

旺代的地形並不平坦，沿海地帶多為沙岸，內陸地帶雖沒有山區地形，但

因為河流與小溪遍佈全省，土地被切割成平原、盆地及沼澤地形，交通非常不

便。時人形容：「一個不平坦且很難進入的地方，覆蓋著濃密的樹林，四處都

是污泥的沼澤，這就是旺代。」17這個天然環境上難以克服的困難，造就了旺

                                                                                                                            
http://en.wikipedia.org/wiki/Image:Vend%C3%A9e-Position.svg, 擷取日期：2008 年

6 月 30 日。 
16 Reynald Secher, A French Genocide: The Vendée, trans. by George Holoch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3), p. XVI. 
17 “un pays inégal & difficile, couvert de bois épais, & semé de marais fangeux, c’est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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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頑強的個性。人口聚集的地方基本上劃分為面積最大、由中央至東北方的

樹林區(Le Bocage)、中央偏南的平原區(La Plaine)與南方的沼澤區(Le Marais)

三個大區塊。旺代的產業活動以農業為主，主要產物有小麥、蕎麥等，馬鈴薯

與玉米在當時產量並不高。雖然旺代仍在適合葡萄種植的氣候範圍內，但已經

是此氣候範圍的最北限，且旺代的地質並不適合這種經濟作物。三區輪作的輪

種田(小麥、蕎麥、休耕或種植其他做為土地養分的作物)，便成為旺代鄉村地

區的主要景觀。雖然旺代是以牛拉犁為主的地區，但是犁的數目相當少，大多

數佃農也無法負擔牛與犁的費用18，其所生產的作物，通常也僅能維持溫飽而

已。而因為領主制在舊制度時期仍是掌控土地的力量，甚至是水源的掌控者，

所以領主在地方上仍有一定的力量。法國大革命之前，領主的封建權利大都已

經改為用金錢或農作物取代，但部分領主仍有公田需要由佃農來輪耕。領主除

了支配多數的農地外，樹林、水源、荒地的使用權與出租權也是他們收入的來

源。不過大多數富有的領主都已脫離土地貴族的角色，投入日益興盛的商業活

動，而撐不過宗教戰爭之後破產的領主，則多將權利或土地出售給新興的富有

中產階級，形成一種社會結構的流動19。 

在語言上，旺代省居民講的是以奧伊爾語為基礎的方言。奧伊爾語通行於

法國中北部地區，也是王室所用的語言，日後並成為現代法語的主體。在人口

方面，旺代戰爭爆發前的人口數，大約是三十萬人20。當時的法國人口約為二

千五百萬人，旺代省的人口數約佔全法國的1.2%，與現今約0.95%相去不遠21，

                                                                                                                            
Vendée.” Le Comte de C, Séjour de dix mois en France par un émigré (Londres: De 

Boffe, 1795), p. 17. 
18 Fernand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III: les hommes et les choses, pp. 141-142. 
19 費爾南‧布勞代爾(Fernand Braudel)著，顧良、施康強譯，《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

明、經濟和資本主義》(Civilias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 XVIIIe 

siècle)，第二卷(北京：三聯書店，2002)，頁 266-269。 
20 P. L. C. Labretonnière, Statistique du département de la Vendée (Paris: Imprimerie des 

Sourds-Muets, 1801), p. 2. 
21 2007 年統計旺代省約有六十一萬人口，全法國約有六千四百萬人口。見：“Vend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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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人口密度約為每平方公里四十五人。宗教信仰方面，旺代人大多信奉羅

馬公教，少數位於南方的市鎮，因接近抗議教派根據地的濱海夏隆德省，而有

抗議教派的信仰。旺代的居民大多為農民，產業活動也以農業為主，城市數量

與城市人口皆不多，商業活動比例較低，雖有靠海，但以沙岸為主的海岸線，

港口甚少。對旺代居民來說，因為交通的不便利以及產業活動的關係，與外界

接觸的機會並不多，所以他們對於自己土地的感情，對於生活方式所產生出的

經驗，便形成一種獨特的鄉土觀念，與這塊土地緊密相合。儘管行政體系劃分

有所轉變，但是並不會影響到人與土地的關係，這個空間依舊是他們生活的空

間，也是地方意識的基礎。 

(二)時間積累 

雖然在宗教、語言上，旺代都與巴黎一致，直屬中央也有約四百年之久，

但是旺代的腳步跟巴黎並不同調，有著自己特殊的地方意識，使旺代不但是一

個真實的省分，也成為一個想像中的旺代。 

想像中的旺代，與其他較晚才成為法國領土的省分不同22，主要來自於旺

代本身的孤立以及中央對於旺代的態度。孤立的心態來自於排外，即旺代與其

他省分或者旺代與巴黎之間的差異，造成旺代有自己的地區特性，而其他地方

也各有其地區特性。造成各地區特殊性思想的主要因素來自於距離或交通不便

所造成的隔絕。原先這樣的目的是便於統治，使各地區不容易聯合起來叛亂，

易於被各個擊破23。不過卻造成各地區產生對自己的認同，成為劃分敵我或區

隔外人的依據。對於旺代人來說，他們所應負起的責任是在於地方、在於整個

                                                                                                                            
Wikipédia: l’encyclopédie libre, http://fr.wikipedia.org/wiki/Vend%C3%A9e, 擷取日

期：2008 年 6 月 30 日。 
22 這些省分如布列塔尼(Bretagne)，在語言、文化，甚至部分在宗教上都與原屬法國

的地區不盡相同。 
23 Fernand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I: espace et histoire (Paris: Flammarion, 

1990), p.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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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還是在於中央(巴黎或全法國)，他們早有自己的想法。當中央的命令抵達

旺代時，執行的程度便反映出對於旺代利益的保護。 

  這種地方意識的形成，在於時間與空間關係的結合。歷史與記憶在這塊土

地上發酵，才能有效喚起在人心中對這塊土地的感情，讓旺代人覺得有一個共

同的生活模式，就是旺代人的生活模式。在當時，並沒有歷史教育可以灌輸他

們地方意識，他們是透過共同的活動，來維持對自己土地的共同情感。在舊制

度之下，這些共同的活動，主要受到教會與領主的控制。教會與領主不僅代表

聚落中的支配角色，也代表了空間的限制(領主的領地範圍以及教會的教區範

圍)，在有限的空間裡，他們支配著所屬居民的一舉一動。本堂神父透過講道，

傳播他所要告訴這些農民的事情，而領主則透過隸屬的關係，可以直接要求農

民。在這兩者配合之下，農民便習慣接受這些指令，然後形成一種特殊的生活

模式。 

(三)宗教信仰 

  旺代人排外的心態，與宗教信仰也有關係。因為對於生活在舊制度之下的

人來說，唯一必須且幾乎所有人都會做的同一件事情，就是參加本堂神父的講

道。教堂做為市鎮中心的機能，其中之一便是利用教堂的鐘聲來傳達訊息，而

鐘聲的範圍便是這個市鎮的範圍。由本堂神父所主導的一切生活，在宗教的規

律下，讓大家有了同一性，成為一個依附在土地上的群體。這些屬於聚落的記

憶，透過神父講述，讓居民認同這個地方的歷史，與這個地方的生活模式。而

在法國宗教戰爭末期，因為旺代南方的拉羅舍爾市(La Rochelle)成為抗議教派

的主營，導致羅馬公教與抗議教派雙方軍隊在旺代進行數場大型戰役，為期近

三年(1620-1622)之久，旺代因此飽受摧殘，土地荒蕪24。這讓旺代人產生在宗

教上的排外行為，不僅是表現在神職人員上，也是當地貴族與農民的共同想

                                                 
24 不僅農民生活相當困苦，即使是戰前富有的土地貴族，也多有破產或借貸度日的

情形。見：Mack P. Holt, The French Wars of Religion, 1562-16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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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雖然同是居住在旺代的居民，但是信仰上的差異，導致不同的認同。羅馬

公教信徒對於居於弱勢的抗議教派，不斷進行打壓25，讓地方意識在旺代，除

了空間與時間的結合外，另外加進了宗教衝突的因子。大多數旺代人所認同

的，不只是想像中旺代這塊土地與它的歷史和記憶，還包括了在這塊土地上的

羅馬公教信仰傳統。 

 

  雖然「法國人」自16世紀開始有了明確的法律定義26，而且「旺代人」當

然也是「法國人」的一部份，但是對於生活在旺代的居民而言，「法國人」一

詞並無法區分他者與自己的差異，因而不具有特別的意義。認同的選擇，並沒

有造成王權在旺代地區不被重視，國王依舊是他們世俗的最高統治者。在宗教

戰爭時，他們選擇站在國王與羅馬公教聯軍的一方，在1793年的旺代戰爭，他

們還是選擇為國王來戰鬥。他們所認同的地方，對他們而言，是屬於國王的領

土，是王權之下的土地，而不是以法蘭西為名的國家27。國家、公民等概念，

對旺代人而言是法國大革命發生後才有的宣傳，不是他們原有的。這些概念本

就是對舊制度的一種攻擊，國家是要取代王權，公民則是要取代臣民。要旺代

人在1789年之前有國家認同，那無異是「拿明朝的(尚方寶)劍去斬清朝的官」。 

  從這邊或許就可以理解，旺代獨特地方意識的由來。旺代與其他地方一

樣，在法國大革命之前，都有地方意識的存在。但是旺代又有它不一樣的地方，

除了空間上受到交通因素的侷限外，在歷史上，處於兩個不同信仰的交界處，

                                                 
25 Yves Krumenaker, “Être protestant en terre catholique: l’exemple du Bas-Poitou au 

XVIIIe Siècle,” dans Alain Gérard dirige, Christianisme et Vendée (La Roche-sur-Yon: 

Centre vendéen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2000), pp. 194-195. 
26 16 世紀法國人的概念是：在法國王權下出生，父母皆為法國人，永久居住在法國

王權之下。1515 年稍做改變成為：在法國出生並居住在王權之下，父母是否為法

國人皆不影響。見：Patrick Weil, Qu’est-ce qu’un français: histoire de la nationalité 

française depuis la Révolution (Paris: Bernard Grasset, 2002), p. 17. 
27  Pierre Nora, “Nation,” dans Fraçois Furet et Mona Ozouf dirigent,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idées (Paris: Flammarion, 1992), pp. 34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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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它的地方意識受到了宗教的影響。因此可以說，旺代的地方意識，建構在旺

代的土地上，受到宗教戰爭的影響，與羅馬公教信仰結合，形成更加封閉的地

方意識，成為認同地方與宗教的獨特地方意識。而這個地方意識與王權尚能和

平共處，直到大革命發生後，國民公會試圖打破各地的地方意識，在各地方強

加國家觀念，才造成地方意識與中央集權的對抗。 

二、旺代的羅馬公教傳統 

  羅馬公教自法國建立之初，即開始影響法國政治與社會，其地位與其重要

性，來自於神職人員負有與人民作第一線接觸的功能，包括舉行宗教儀式、講

道、慈善救濟等，也因此在地方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旺代身處在此環境下，受

到羅馬公教深刻的影響，教會與教區超越地方行政機關在人民心中的地位，本

堂神父成為精神領袖，不僅傳達上帝的話語，也操縱教區居民的生活。其所代

表的不只是單純的神職人員角色，而是整個地方意識、整體文化的一部份。 

(一)羅馬公教在法國 

  法國在歷史上被認為是羅馬公教信仰相當深厚的地區，自5世紀末期羅馬

公教在法國生根開始，法國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無一不受到羅馬公教的

影響。 

  梅洛芬王朝時期(dynastie des Mérovingiens, c. 481-751)，教會組織基本上

依循羅馬帝國(l’Empire romain)時期的模式，但在政治與社會的影響下，逐漸

發展成為法國獨特的型式，日後被稱為高盧教會(l’église gallicane)28。當時，

依照羅馬帝國時期的教區配置(直至14世紀才有所改革)，每一城市都有一位主

教負責整個教區的事務，而在省城的總主教則做為各教區主教的上司，另外省

城的總主教也負責帶領其他的鄉村教區。每一個教區依例應都只有一座教堂，

                                                 
28 高盧為羅馬帝國統治時期法國的古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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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禮拜與其他儀式之用，但因為羅馬公教推展極為迅速，便有分支教堂出現，

也成為日後教區分割的依據。 

   隨著羅馬公教信仰的快速傳播，不論是國王或其他有力的貴族都想利用

教會的影響力。到了6世紀後期，國王已經擁有對主教的任命權，如此一來，

主教的出任便不是因為其在教會中的地位或其神學涵養，而是改以政治目的，

做為酬庸職位，或是由能夠信任的貴族與大臣出任，以做為輔助國王的角色。

省城的總主教被架空，僅剩下名義上的職稱，以及宗教上的地位，實際掌控教

區力量的，則是那些由國王任命的主教們，主教的地位與當地的最高行政官員

相當29。雖然教廷(Le Saint Siège)對於梅洛芬王朝這樣的做法感到不滿，但是

因為教廷正與拜占庭(l’Empire byzantin)爭奪基督宗教的地位，因而無力顧及法

國的情形。因此，在梅洛芬王朝時期，羅馬公教教會的國家色彩相當濃厚，主

教的任命權使得國王與貴族逐漸掌控教會的權力30。 

  至卡洛林王朝(dynastie des Carolingiens, c. 751-987)時期，教會組織成為社

會上不可或缺的一部份，主要原因是神職人員受過教育，不僅在宗教的領域上

發揮功能，也傳播思想與文化，並負責民政事務，甚至成為國王的大臣協助國

王處理政事。查里曼(Charlemagne, r. 768-814)在擔任國王期間，自命為政治與

宗教的雙重領袖，將羅馬公教的教會組織納入行政體系之中，使羅馬公教成為

國家的宗教生活中心，教會也必須在宗教事務之外，負擔世俗工作。除了主教

由國王任命的法國傳統外，他也將總主教的任命權納為國王所有，使總主教需

對國王負責，更進一步控制教會組織。這種神職人員在宗教與民政上都擔負重

要角色的情況，使主教與總主教的地位更加提升。但因為查里曼死後，後續的

國王並沒有能力控制教會的發展，反倒使教會的力量凌駕於王室之上31。 

  教會的發展到了卡貝王朝(dynastie des Capétiens, 987-1328)與瓦盧亞王朝

時期(dynastie des Valois, 1328-1589)，因為權力不斷擴大，逐漸呈現腐敗的氣

                                                 
29 查理‧瑟諾博斯，《法國史》，上冊，頁 80。 
30 吳圳義，《法國史》(台北：三民書局，2001)，頁 54-56。 
31 吳圳義，《法國史》，頁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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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而有需要改革的情形。然而在13世紀時，教會把墮落的原因，歸諸於異端

的出現，因而重組異端裁判所(l’Inquisition)，將主教對於異端的審判權力，交

到教宗的代表手上，而判處的刑罰，則由各地的政府機構處理。除了宗教迫害

與異端裁判所之外，14世紀羅馬公教又面臨到分裂的問題，因為教宗居於亞維

農(Avignon)的緣故，使得羅馬公教再度為法國王室所利用。但大分裂之後的

重新統合，卻是確立了國家對教會的影響力。不僅全部的神職人員都必須經由

法國國王的派任或認可才可任職，教宗對法國的神職人員也僅剩下屬靈的隸屬

關係32。 

  至16世紀，宗教戰爭在法國全面爆發，對鄉村與城市都造成嚴重的衝擊，

教會組織也遭到破壞，其中尤以本堂神父為最。雖然本堂神父有其神聖的使

命，傳達上帝的旨意，主持各項宗教儀式，並且負責部分民政事務，不過因為

他們在宗教戰爭期間不能有效地保護自己教區的居民，而鄉村的信徒又大量湧

進城市，使得他們生活的基礎遭受破壞，而難以發揮平常的功能。這些本堂神

父的來源，往往又是村子裡的小孩，僅在教堂中接受基本的宗教與知識訓練，

長大後足以擔負任務即可，也造成教會組織在最底層的素質不斷下滑33。 

  進入波旁王朝(dynastie des Bourbons, 1589-1792)統治時期，因為出於對宗

教戰爭與宗教分裂的恐懼，而加強對羅馬公教教會的統治。包括由國王直接指

派主教權力的提升，以及與羅馬教廷的對抗等，將教會的性質朝向王室宗教與

王室的羅馬公教組織前進34。在路易十四(Louis XIV, r. 1643-1715)執政下，教

會成為絕對王權底下的一個行政機構，存在的目的是在為王權服務35。到了法

國大革命前夕，教會組織的責任依舊包含在行政體系之下。神職人員不僅要在

各地舉行宗教儀式，還必須負擔民政(以戶籍上的出生、結婚、死亡登記為主)、

                                                 
32 吳圳義，《法國史》，頁 111-112、141-143。 
33 吳圳義，《法國史》，頁 170-171。 
34 “royal religion and royal catholicism,” Norman Ravitch,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French Nation, 1589-1989 (London: Routledge, 1990), p. 11. 
35 Norman Ravitch,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French Nation, 1589-1989, pp.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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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社會救濟工作，而部分高級神職人員也是三級會議(Etats-Generaux)的成

員之一36。 

  在法國的羅馬公教傳統中，神職人員之所以重要，主要在於他們所負擔的

責任，是與人民做第一線的接觸，包括聖禮、講道與慈善救濟等。1789年時，

這些神職人員一共有十二萬餘人，若不計修道院中的修士與修女，仍有高達九

萬餘人37。他們在教區中主持聖事，也依靠教區居民的捐贈與什一稅(le dîme)

來生活38。對教區居民來說，神職人員在教區中的地位，首要便是他們祝聖的

能力。從嬰兒出生開始，第一次接觸世界，便是依靠神父為嬰兒的祝聖與受浸，

對父母來說，這是嬰兒與神的第一次神聖接觸，對神父來說，這是教堂搶先一

步決定嬰兒以後信仰的做法39。除了出生之外，死亡的儀式也是一項重要的工

作，透過神父的祝聖，讓死者可以減輕死亡的痛苦，也能在世界末日來臨的審

判中，得到進入天堂的應許40。讓教區居民感受到上帝是在照顧他們，當然是

教區神職人員的首要任務。 

  其次，神職人員在教區中也必須對居民講道，並且對小孩與文盲傳授羅馬

公教的教義(les catéchismes)。這些講道基本上都會緊扣羅馬公教的教義，每次

都會變換主題，也盡量不致於太過枯燥。這些講道的內容對教區人民來說影響

極大，不單只是信奉羅馬公教的關係，而且也是因為從小就聽從神職人員講述

羅馬公教的教義與禮拜天的講道，已經習慣了這樣的模式，凡是從神職人員口

                                                 
36 吳圳義，《法國史》，頁 207。 
37 實際人數為十二萬二千三百三十六人，Bernard Plongeron, La vie quotidienne du 

clergé françai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974), p. 23. 
38 什一稅主要供應神職人員的生活所需、修建教堂的費用以及慈善活動的花費等，

此外，神職人員祝聖通常也有另外的收費。見：David Andres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London: Hambledon and London, 2004), p. 22. 
39 Bernard Plongeron, La vie quotidienne du clergé français au XVIIIe siècle, pp. 240, 

245. 
40 Bernard Plongeron, La vie quotidienne du clergé français au XVIIIe siècle, p.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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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說出的，就是神的話語，就是必須遵從的41。從小灌輸這樣的想法，在絕大

多數的教區居民心中，講道不僅是神職人員的責任，聽從講道也是一種福音。 

  此外，教會與神職人員地位的重要性，也建立在慈善救濟上。可能因為戰

爭、飢荒、瘟疫或其他災難，使得某一地區居民無法維持生活，這些居民會期

待教會的援助，因為教會建立的基礎便是這些教區居民。雖然慈善救濟的人

力、物力主要出自修院體系，但是教區神職人員因為對教區的情況較為熟悉，

往往都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這些下層神職人員的角色，在舊制度底下，成為影響人民的最重要因素。

而高級的神職人員，則在政治上繼續影響法國的政策。 

(二)旺代的特殊性 

  在旺代，神職人員的工作與在其他地方並無不同，主要工作仍是主持宗教

儀式、擔負民政工作、教育工作以及慈善救濟事業等。但是為何旺代在1793

年的反應會如此激烈，超乎其他省份，並造成旺代戰爭，這與神職人員有極大

的關係。 

  1791年《教士的公民組織法》(Constitution Civile du Clergé)通過，要求神

職人員必須宣誓服從政府才可以繼續執業。在旺代，拒絕宣誓的神職人員數量

甚高，由旺代的六大區塊來看，有三個超過50%，兩個超過70%，這麼高的比

例，大概只有其他西北部省份可以比擬42。或許，旺代的神職人員結構與教會

組織可以解答為何旺代會選擇對抗共和政府，走上戰爭的道路。 

  在旺代，教會組織在鄉村間的影響力，超乎行政機關之上。教區本就是鄉

村社會結構的一部份，透過宗教信仰從日常生活上的控制，教區成為旺代人表

明身份的符號，甚至取代村落的名字。他們的鄉土觀念，在法文上，稱為l’esprit 

du clocher，意即教區精神或鐘聲文化。這種對地方的忠誠或者說地方意識，

表現在宗教信仰的組織上，使得行政體系無法進入影響鄉村的生活。鄉村地區

                                                 
41 Bernard Plongeron, La vie quotidienne du clergé français au XVIIIe siècle , p. 238. 
42 Charles Tilly, La Vendée (New York: Wiley, 1967), p.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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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羅馬公教教會的各個本堂教會控制，在以農業為主的旺代地區，因為在教

育、講道、禮拜、祝聖、慈善等方面，都是由教會負責，因此，在生活上，幾

乎沒有辦法脫離教會的影響，教會很成功地掌握鄉村的影響力43。尤其是本堂

神父，由於鄉村的偏僻及不富裕，上層神職人員很少會到鄉村去訪視，所以本

堂神父的地位與角色便顯得非常重要。在旺代，本堂神父成為鄉村的精神領

袖，又帶有宣導國王政令的角色，在領主之外，也可以說是在領主之上，掌控

村民的一舉一動。 

  特別是在旺代的樹林區，每個村莊被樹林所阻隔，聯繫不便，形成一個個

獨立的世界。本堂神父在這些村落，完全掌握農民的心，只要他說什麼，農民

便會去做，不只是在精神生活上，也在實際事務上，所以當本堂神父說要對抗

共和政府，便一呼百應了44。所以有學者稱本堂神父在18世紀是社會中永遠的

煽動者(l’éternel provocateur)，他們支配教區內所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

化等事務45。 

  而在神職人員的結構上，尤其是本堂神父，雖然任命神職人員的權力在國

王手上，但是國王並不會直接指派本堂神父，而是由所隸屬的主教任命的。但

是這個任命通常只是形式上的動作而已，本堂神父通常都會自己培養接班人。

本堂神父會尋找教區中比較聰明的小孩，讓這些小孩在自己的教堂學習，也有

送至其他缺乏接班人教堂學習的情形，其中農民出身比例甚低，大多為貴族子

弟或中產階級的小孩。1793年旺代反抗軍的首領賈克‧加特里諾(Jacques 

Cathelineau, 1759-1793)，便是自幼就因為天資聰穎而被送到外地的教堂去學習

如何擔任一個本堂神父46。 

  因此，旺代的本堂神父來源，相當數量是由本地人所擔任。這個本地人指

                                                 
43 Charles Tilly, La Vendée, p. 100. 
44 Charles Tilly, La Vendée, p. 104. 
45 Bernard Plongeron, La vie quotidienne du clergé français au XVIIIe siècle, p. 261. 
46 雷蒙‧瓊納斯(Raymond Jonas)著，賈士蘅譯，《法蘭西與聖心崇拜》(France and the 

Cult of the Sacred Heart: An Epic Tale for Modern Times) (台北：麥田出版，2003)，

頁 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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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並不一定是在這個村落出生的小孩，也包含來自鄰近村落者。在旺代的樹林

區聚落，本堂神父出自本地的比例約在18-40%之間47。雖然一個本堂神父的能

力，不在於他來自於那個地區，而在於他被賦予的神聖功能，以及他在整個社

群中的地位。不過，來自本地的本堂神父，因為終生都在教區中度過，其日常

工作便是與教區居民接觸，瞭解居民的一切，不但被居民認為有超自然的力

量，也同時具備官方的權力，所以往往成為該地的領導者，能夠確實掌控該地

的情形，將鐘聲文化推展到極致48。 

  這些本堂神父的神學素養並不高，他們所習得的知識，都是來自於前一任

本堂神父，他們只懂得基本的教義，學過簡單的拉丁文祈禱文，卻沒有經歷過

完整的神學訓練。在旺代，更有一些本堂神父是來自於鄉村當中49，這些神父

做為教區裡的精神領袖，素質更差，也容易成為煽動與被煽動的角色。 

  在舊制度之下，神職人員通常肩負屬靈的任務以及世俗的工作，等於是一

面當本堂神父，一面當公務員。也因此，在交通條件不甚良好的情況下，村落

裡的本堂神父就握有絕大的權力。神父說的話，一方面是上帝的話語，一方面

是傳達國王的政令，在世俗與宗教的權力下，教區居民便唯本堂神父馬首是

瞻。透過教堂的地位與鐘聲，讓教堂超乎於地方行政區之上，成為村落居民的

象徵，型塑一種獨特的地方意識，即鐘聲文化。但是這個鐘聲文化的核心人物，

卻是一個沒有受過正規訓練的神職人員，其在知識上與在道德上，都不見得是

最好的選擇。 

  這些本堂神父，是旺代戰爭的核心人物，他們受到教區居民的尊敬與服

從，帶領他們走上對抗共和政府的路。主要的原因，便是他們來自於地方。因

為他們從沒有離開過旺代，甚至沒有離開過自己的教區，人與土地之間的情感

相當濃厚，不會輕易接受外力的入侵(法國大革命發生後，共和政府曾試圖派

                                                 
47 Charles Tilly, La Vendée, p. 105. 
48 查理‧瑟諾博斯，《法國史》，上冊，頁 83。 
49 Pierre Pierrard, Histoire des curés de campagne de 1789 à nos jours (Paris: Plon, 1998),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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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官員接手各村落)，更不會讓鐘聲文化的影響力受到政治力的侵犯。當《教

士的公民組織法》頒佈，其中一項重要的規定即要廢止什一稅改由國家發放薪

津。表面上看來，只是將神職人員納入國家行政體系當中，實際上，什一稅與

其他對教區的捐贈與勞務，正代表教堂與教區人民的一種連結。這是鐘聲文化

的一部份，也是代表本堂神父與教區居民的隸屬關係，宣示著本堂神父在教區

中的地位，以及他做為鐘聲文化核心人物的象徵。 

  所以在旺代，舊制度下本堂神父所代表的，不只是一個單純的神職人員，

而是整個村落地方意識、整體文化的一部份，也是最核心的人物，是鐘聲文化

不可或缺的角色。 

(三)神職人員的心態：教廷、國家、旺代 

  法國的羅馬公教教會，因為歷史的演變，受到三個方面的影響，分別是羅

馬公教教廷的普世精神、法國的國家政策與政治介入、地方意識與在地精神。 

  雖然在8世紀查里曼擔任國王時，法國的羅馬公教教會就已經受國王控

制，到了17世紀路易十四執政時期，甚至已經變成國家行政體系的一部份。但

是，羅馬公教教廷對法國教會仍然有其影響力。一方面，高級神職人員雖然由

國王所指派，但是在神學解釋上，還是必須依循教廷的決定，而且，有時國王

也會尊重教廷的意見，任命某些神職人員。不過當一個教會成為國家的工具，

甚至在戰場上為己方戰士祈禱時，羅馬公教宣揚的眾生得救與普世精神50，就

已被拋到九霄雲外去了。 

  這些神職人員，不論是否認為自己隸屬於教廷，在屬靈層面，基本上還是

                                                 
50 羅馬公教宣揚一切靈魂都會得救，特別是在 18 世紀中期，他們認為上帝不會有區

別性地照顧某些人，並使其他人在死後審判時接受懲罰，而是所有人都會被拯救，

獲 得 永 生 。 見 ：「 普 救 論 」，《 大 英 百 科 全 書 》 大 英 線 上 繁 體 中 文 版 ，

http://0-wordpedia.eb.com.jenda.lib.nccu.edu.tw:80/tbol/article?i=077538 ， 擷 取 日

期：2008 年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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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參考教廷的意見51。但是在教會組織或世俗事務上，便以法國高盧教會自

居，不接受教廷的領導，僅以書面通知了做為羅馬公教精神領袖的教宗而已，

教宗對於法國的權力，都受到法國本身法令的侷限52。 

  自14世紀教宗博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 r. 1294-1303)與國王腓力四世

(Philippe IV, r. 1285-1314)爭奪法國教會的主導權失敗後，法國教會在組織上與

世俗事務上就已經與教廷逐漸脫鉤53。在舊制度之下，因為高級神職人員是由

國王所任命，也有擔任大臣的情形，因此他們對於王權的認同性會有較高的趨

勢。在政治介入宗教，使宗教為政治服務的情況下，法國教會不僅擔任三級會

議中的第二階級，也長期干預政治運作，這也是日後共和政府提出「反對教會

干預政治」(l’anticléricalisme)訴求的原因之一。 

  這些比較靠近政治活動的，多是總主教或主教階級。然而從旺代反抗軍的

組成份子中，可以看到除了以本堂神父等下層神職人員為主外，還有一批是主

持修道院與修會的神職人員54。同樣是屬於高級的神職人員，但是因為他們並

沒有教區，也沒有負擔民政工作，對國家來說，只是擁有龐大財產的組織，是

被國家權力覬覦的目標。也因為修會與修院性質的關係，他們和教廷的關係也

較為密切，反倒與教會組織較無關係，也成為日後旺代反抗軍的重要據點。 

  因此我們可以將神職人員的態度區分為三個部分。其一是以總主教與主教

為主體，因為是國王所派任，且擔負國家世俗工作的角色，對王權的認同度較

高。其二是修院或修會的神職人員，他們因為直屬於教宗所同意成立的修會組

織，對羅馬的教廷較為聽從，且主要為鑽研神學或修行為主，對政治等世俗事

務較不干涉。其三為本堂神父，他們沒有機會過問政治，也幾乎沒有離開過家

                                                 
51 Pierre Pierrard, L’Église et la Révolution (Paris: Éditions Nouvelle Cité, 1988), p. 17. 
52 雷蒙‧瓊納斯，《法蘭西與聖心崇拜》，頁 101-102。 
53 當時教宗要求屬靈權威應凌駕於世俗權威，因此法國的高級神職人員必須到羅馬

述職。此一要求遭到法國國王反對，結果沒有任何一位神職人員前往羅馬，教宗

並且受到暴力對待。見：張綏，《中世紀基督教會史》(台北：淑馨出版社，1996)，

頁 166-168。 
54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p.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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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因為學習的過程，對神學不熟悉，在羅馬的教廷並不會使他們產生認同，

對他們而言，教區可以說是生活的全部，做為鐘聲文化的核心，成為地方意識

的主導者。 

  本堂神父做為旺代地方意識的傳播者，也是神職人員中數量最多的一群，

若包括副本堂神父計算，在1789年時，這些下層神職人員佔全法國神職人員的

56%，而法國籍的主教與總主教數目還不到1%55。這些數量佔多數的下層神職

人員，每天與教區居民生活在一起，負責教區中大小事務，不僅深得教區居民

信賴，也同時做為宗教上的精神領袖。顯而易見的，這些下層神職人員的影響

力遠大於那些安居在城市裡的主教們。在傳統上，教區居民已經習慣聽從本堂

神父利用教堂與鐘聲所發出的宣傳與指令，因此這些本堂神父的動向，往往會

影響到教區居民的想法。姑且先不論共和政府如何對待羅馬公教與這些本堂神

父，在舊制度時期，他們就是利用教堂的鐘聲與信仰來型塑教區內的文化56，

而他們所創造的地方意識，或者說他們本身的態度，就是屬於地方的。教廷太

遠了，國家也沒有照顧他們，與他們關係最密切的，就是教區的這些居民。同

樣地，對教區居民而言，他們習慣接受本堂神父的帶領，這本就是日常生活的

一部份。因而神職人員的態度即使因各自的環境與歷史因素而有所不同，但能

發揮影響力的還是只有本堂神父的旺代地方意識。 

(四)旺代以南的抗議教派影響 

  雖然法國是一個以羅馬公教信仰為主的國家，但是抗議教派亦在西南地區

有一定的氣候，而旺代南部便受到抗議教派的影響，使得羅馬公教信仰在該處

略顯弱勢。 

  16世紀由馬丁路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發起宗教改革後，這股思潮

                                                 
55 本堂神父以下共約六萬八千餘人，總主教與主教僅有一百三十六人，全部神職人

員則有十二萬餘人。Bernard Plongeron, La vie quotidienne du clergé français au 

XVIIIe siècle, p. 23. 
56 Bernard Plongeron, La vie quotidienne du clergé français au XVIIIe siècle, p.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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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在法國內部掀起極大的波瀾，由上至下都有許多人信奉抗議教派，也造成一

波波的宗教衝突。從1562年起至1598年止，法國一共因為宗教衝突而爆發八次

大 規 模 的 內 戰 ， 最 嚴 重 者 為 聖 巴 托 羅 謬 大 屠 殺 (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共有三千多名抗議教派信徒被羅馬公教信徒屠殺57。1589

年亨利四世(Henri IV, r. 1589-1610) 以抗議教派信徒的身份繼位成為法國國

王，隨後宣布改宗羅馬公教。1598年，他發佈〈南特詔令〉(Édit de Nantes)，

保護抗議教派在法國的生存權，讓兩個不同的基督宗教可以表面上在法國和平

共存。雖然路易十四在1685年廢止〈南特詔令〉中對抗議教派的特許與保護，

造成大批信徒流亡國外，但在法國仍有一定數量的抗議教派信徒，主要分佈在

法國西南部地區城市，鄉村則大抵仍是以羅馬公教信仰為主。 

  在旺代南部及其南方周邊省份，因為〈南特詔令〉廢止的緣故，抗議教派

信徒數量驟減，多移居海外，幾個旺代的城市，信徒也幾乎全部離開58。抗議

教派信徒在受到羅馬公教信徒的壓迫下，只好集中在某些聚落，在旺代南部的

低普瓦圖地區(Bas-Poitou，今濱海夏隆德省[Charente-Maritime]與旺代東南

部，抗議教派主要根據地之一)，在1760年約僅剩四千餘信徒，與1685年廢止

〈南特詔令〉時有高達六萬多名信徒相比，在法國大革命爆發前，僅剩下不到

十分之一59。 

  即使沒有了〈南特詔令〉的保護，留在法國的抗議教派信徒，還是選擇過

自己的生活，拒絕改宗羅馬公教，也拒絕接受羅馬公教神父的祝聖，及拒絕到

羅馬公教教堂做民政登記(出生、婚姻、死亡等)。雖然是以和平共存為口號，

但是羅馬公教的打壓並沒有停止，名義上，在同一市鎮兩個教派與人民的關

                                                 
57 1572 年 8 月 24 日，羅馬公教信徒於巴黎屠殺預格諾派(Huguenots)信徒，隨後數

月間，法國各地的抗議教派信徒皆遭逢此命運。 
58 封特奈(Fontenay，當時的旺代首府)減少 98%的信徒數目，呂松(Luçon)更只剩下三

個 信 徒 。 Yves Krumenaker, “Être protestant en terre catholique: l’exemple du 

Bas-Poitou au XVIIIe siècle,” p. 180. 
59 Yves Krumenaker, “Être protestant en terre catholique: l’exemple du Bas-Poitou au 

XVIIIe siècle,” p.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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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是雙方「共治」(la cohabitation)，而實際上，羅馬公教並沒有真正的做到

寬容的「共治」60，羅馬公教步步逼近，在抗議教派人數逐漸減少情況下，許

多在宗教戰爭時期關閉的教堂，紛紛重新恢復功能，也派遣神父、傳教士等到

這些地區，意圖使這裡的居民重新擁抱羅馬公教61。不過值得注意的是，即便

在羅馬公教的迫害之下，抗議教派的神職人員依舊沒有離開崗位，繼續帶領還

留下的信徒過他們的宗教生活62。 

  而在官方的態度上，政府官員基本上以羅馬公教的信徒居多，因此在這些

地區，漸漸施行一些反抗議教派的法案，諸如不准舉行宗教儀式、婚姻未到教

堂登記便屬無效等，甚至還有摧毀抗議教派禮拜堂(le temple)、逮捕贊助抗議

教派禮拜堂人士，及禁止刊印宣傳品的紀錄63。這些對抗議教派的做法，看似

成功打壓，使他們沒有發聲的管道，但在大革命前夕，旺代南部的抗議教派仍

然擁有一定的力量，羅馬公教重新鞏固勢力的行動，還沒有見到成效。 

  在革命尚未發生前，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抗議教派信徒本就仰慕啟蒙思想，

在革命發生後，對革命的思想與精神也充分表現支持與接受的態度64，尤其在

旺代戰爭中，旺代南部也從未被旺代軍真正佔領過，一直都是站在革命這一

方，日後政府進攻旺代的軍隊，主要也是從濱海夏隆德省與旺代南部集結出

                                                 
60 Yves Krumenaker, “Être protestant en terre catholique: l’exemple du Bas-Poitou au 

XVIIIe siècle,” pp. 194-195. 
61 Jacques Marcadé, “Le protestantisme poitevin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dans Alain 

Gérard dirige, Christianisme et Vendée, pp. 202-203. 
62 禮拜堂的牧師還是在為信徒服務，抗議教派的「教宗」(pape)也在這一帶巡視禮拜

堂、展現神蹟。可參考：Alain Gérard dirige, La vie quotidienne en Vendée avant la 

Révolution: journal inédit de Dangirard, le «pape» des protestants de La Rochelle, 

1781 (La Roche-sur-Yon: Centre vendéen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2005). 
63 Jacques Marcadé, “Le protestantisme poitevin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pp. 

198-199. 
64 André Benoist, “Les protestants dans la guerre de Vendée et la problématique du 

conflit,” dans Alain Gérard dirige, Christianisme et Vendée, p.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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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這也不難想樣為何旺代戰爭期間，抗議教派會成為旺代反抗軍的目標之

一，不僅因為他們認為抗議教派信徒「背教」而該死65，也是因為他們較為偏

向共和政府的緣故。 

三、旺代的生活 

  舊制度下旺代人的生活，基本上是以市鎮為單位，仰賴市鎮所提供的各種

功能，而通常一個市鎮的範圍，也就是一個教區的範圍，行政與宗教職能所涵

蓋的活動範圍是一致的。這個範圍，完全是地方性的，目的是在對抗一切可能

的不穩定，如戰爭的侵襲或反抗收稅官等。但同時，這個範圍又象徵屬於王權

的一部份，是王權在地方的最小分支66。 

  每一個市鎮都有自己的象徵物，用以區隔自己與其他市鎮，並彰顯自己的

獨特與威望67。象徵物由兩樣東西代表：其一是行政上的，即行政長官的制服，

象徵國王的權威透過行政長官的制服來統治人民，而穿著的華麗程度，便表示

市鎮威望的高低。其二是宗教上的，即教堂的鐘，鐘本身除了是鐘聲文化的工

具外，也是每一市鎮的自尊。不同於官員制服純粹的象徵性意義，鐘在市鎮人

民生活中，是不可或缺的。鐘可以是禮拜彌撒的通知，可以是緊急危難的呼叫，

更是人民生活所依循的時間系統。在舊制度底下，為教堂提供鐘是市鎮人民自

發性的義務，不僅可以滿足自尊心，還可以跟其他的市鎮挑戰，成為認同市鎮

的指標之一68。 

                                                 
65 雷蒙‧瓊納斯，《法蘭西與聖心崇拜》，頁 172。 
66 Yves Marie Bercé, History of Peasant Revolts: The Social Origins of Rebellion in Early 

Modern France, trans. by Amanda Whitmo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 3. 
67 Yves Marie Bercé, History of Peasant Revolts: The Social Origins of Rebellion in Early 

Modern France, p. 5. 
68 Alain Corbin, Village Bells, trans. by Martin Tho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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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行政體系上，市鎮的行政長官代表的是國王的權威，負責代替國王統

治，並榮耀國王的威望，也做為市鎮居民與上級政府之間的橋樑，其出身多為

當地鄉紳或富人。在司法體系上，司法官做為國王審判權的延伸，代替國王進

行案件審理，除了安定社會外，也在利用人民畏懼的心理達到統治的目的。在

軍事體系上，每一個市鎮的自我防衛心理都相當重，特別是在戰爭或瘟疫期

間，市鎮都會擁有簡單的防禦性圍牆，但大部分市鎮並沒有軍隊駐紮，防衛力

量主要依賴市鎮人民自行組織。在財政體系上，市鎮的稅收固定由收稅官負

責，收稅官並非市鎮級官員，收稅官依例一年到達市鎮一次，但市鎮的支出則

由市鎮自行額外徵收69。 

(一)城市與鄉村 

  日常生活在城市與鄉村是有其差異的。在這裡，城市指的是具有高度商業

功能的，並且在行政體系上被歸類為城市(ville)者，人口數並不是主要的考量，

其餘旺代小型市鎮則多為鄉村。以旺代大城肖雷(Cholet)所屬的行政區來說，

居住在肖雷者僅有 14.6%，居住在大型市鎮者約有 26%，其餘近 60%則以鄉村

人口為主，這還是發展較為快速的地區70。 

  城市在舊制度下的意義，在於它扮演了商業中心的角色，也促使鄉村地帶

結構的改變。城市不僅吸納鄉村過多的人口，在產業結構上，這些城市也帶動

了鄉村地區農業的發展。城市成為一個市場，讓鄉村地區從自給自足的農業生

產模式，轉變為可以出口農產品交易的情況71。 

  這些城市儘管不盡然都是行政中心，但是他們早已扮演一個地區中心的角

色，法庭、保安隊、鹽行以及其他中產階級為主的產業都在這些城市裡。這些

                                                 
69 Yves Marie Bercé, History of Peasant Revolts: The Social Origins of Rebellion in Early 

Modern France, pp. 7-17. 
70 Charles Tilly, La Vendée, p. 45. 
71 Frances Gies and Joseph Gies, Daily Life in Medieval Times (Near Rochester: The 

Grange Books, 1990), pp. 2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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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級掌控主要的商業活動，服務的對象是以城市居民為主，包括定期的市

集、交易、手工業等。每一個城市的定期市集數量不一，舉行的時間也不盡相

同，但是通常會避開某些被教會禁止集會的日子72。越大型的城市，他的功能

性也越強。小型的城市僅做為行政區內的商業中心，服務城市居民，並提供鄉

村地區銷售的管道。大型的城市，便擔任起各行政區間，甚至跨省份的商業交

流與貿易活動。對鄉村地區來說，定期市集越多，對他們的農業生產幫助越大，

他們會集體前往城市或大型市鎮參加市集，銷售他們的農產品或手工產品，透

過交易換取他們所需73。雖然城市的商業活動促進了鄉村農業的生產，但是對

鄉村的本質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即使有剩餘人口前往城市找尋生計，但是以農

業生產為主的鄉村，還是過著他們的日子。唯一不同的，是貴族的沒落與中產

階級對土地資本的興趣。不過，鄉村地區畢竟還是以農民為主，而城市仍舊要

依賴鄉村的農業生產才能存在。 

  鄉村的主要組成份子，大略可以分為貴族、神職人員、佔過半數的農民、

少量的中產階級與工匠。佔過半數的農民，也是鄉村產業活動的最大宗，大多

數都沒有土地的所有權，也沒有財富。土地主要掌握在貴族手中，累積財富則

是中產階級的強項。農民為領主工作，所能得到的財富卻很少，少數旺代的農

民為自由農，但比例並不高74。領主一方面要負責保護農民，一方面也要從農

民手中獲取財富。因為農民向上是面對領主，然而領主也有他的上層領主或國

王要面對，這也是一種沈重的負擔75。雖然領主的權利仍舊相當大，但是隨著

時代改變，其所真正擁有的權利已經大幅減少，且土地所能帶來的財富也不如

                                                 
72 Charles Tilly, La Vendée, p. 48. 
73 Yves Marie Bercé, History of Peasant Revolts: The Social Origins of Rebellion in Early 

Modern France, p. 20. 
74 在旺代的樹林區，自由農土地的比例約為 14.1%，貴族則擁有 67%的土地。見：

Charles Tilly, La Vendée, p. 74. 
75 費爾南‧布勞代爾，《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頁

266-267。 



第二章 舊制度下的旺代地區                                         ‧39‧ 

以往，中產階級對土地的興趣也正在影響鄉村地區的生態76。不過，貴族與農

民還是鄉村地區首要的組成分子，並掌控大多數的土地；中產階級與工匠在鄉

村地區雖較少，但是透過財富的影響，成為各市鎮主要的行政長官。至於神職

人員，他們可以是獨立在這兩個群體之外進行宗教活動的，也可以是在這兩個

群體中都佔有重要的地位77。因此，維持鄉村穩定的責任，便在神職人員身上，

他們能夠取代市鎮行政長官成為人民聽從的對象，也代表農民對於中產階級的

不信任感。土地由此將一個固定空間中的人連接起來，包含農民、領主、手工

藝品工匠、中產階級、神職人員等，透過相互依賴的經濟體系，提供以土地為

主(但非唯一方式)的互補服務功能78。 

(二)宗教生活 

  旺代是一個羅馬公教信仰相當深厚的地區，居民不只是在宗教事務上，

也在日常生活上，依循著羅馬公教的信仰。本堂神父做為教區的核心人物，平

日在教堂中，主要的工作便是祝聖的儀式，包括出生的受浸、結婚的祝福、死

亡的葬禮等，都需要本堂神父為其祝聖，代表上帝對人民的祝福，這是本堂神

父每天的例行公事79。其次，本堂神父還必須舉辦並主持教區內的宗教節日相

關慶典活動。除了幾個大型的活動外，還包括了當地的保護者與聖人的節日。

這些節日慶典，消耗了本堂神父大部分的時間，雖然後來大多在日曆上紀錄了

事，但形式上的慶祝還是不能免去，最嚴重的情況是曾經平均每四天即有一天

是羅馬公教節日80。也因為這些節日不是僅屬於本堂神父，也是屬於整個教

                                                 
76 費爾南‧布勞代爾，《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頁

267。 
77 主要原因在於本堂神父的來源，以貴族子弟或中產階級小孩為主，本身就屬於這

兩個群體之一。 
78 Fernand Braudel,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p. 314. 
79 Bernard Plongeron, La vie quotidienne du clergé français au XVIIIe siècle, p. 241. 
80 Yves Marie Bercé, History of Peasant Revolts: The Social Origins of Rebellion in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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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所以每到一個節日，對教區中的行政官員來說，其任務並不比本堂神父輕

鬆。這些行政官員不僅要出錢出力，還必須參加環繞教區的遊行，藉以讓人民

知道這一天是某個聖人或其他重要的節日，並且彰顯他自己對於羅馬公教信仰

的熱誠81。 

  對一般人來說，不會每天都有需要祝聖的事情進行，也不可能每次節日遊

行都有時間參加，因此他們的宗教生活，便呈現在每天的禱告、領聖餐禮以及

參加宗教儀式上，其中最重要的，當屬每個禮拜天到教堂聽本堂神父講道82。

聽本堂神父講道的重要性，不僅在於這是上帝的話語，人人都必須聽從，才不

會犯屬靈的罪，而且本堂神父也肩負傳達國王詔令的責任，同時也是鄉村地區

居民的消息來源83。這些在信仰上虔誠的表現，不單只是與自己的相關，同時

也是告訴其他人，自己對羅馬公教信仰的忠貞84。但是對本堂神父而言，他每

個禮拜講述不同的教義，是在試圖拯救這些懷有原罪的人。 

  旺代人民對羅馬公教信仰的支持，表現在他們實際的行動上，旺代戰爭期

間能夠以聖心作為號召，便是這種長期浸淫在羅馬公教信仰下的結果。雖然當

「神父在禮拜天早上講道時，整個教區的人都到了」85這類的文獻記錄，多少

帶有些許的誇飾，不過這也顯示旺代人對於宗教生活的重視，尤其是在本堂神

父講道上，對整個教區的居民而言，是絕對不可錯過的神聖宗教生活。更誇張

的還有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對旺代居民在戰爭期間的描述：「如果他們

                                                                                                                            
Modern France, pp. 21-22. 

81 Yves Marie Bercé, History of Peasant Revolts: The Social Origins of Rebellion in Early 

Modern France, p. 23. 
82 Yves Marie Bercé, History of Peasant Revolts: The Social Origins of Rebellion in Early 

Modern France, p. 24. 
83 David Andres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p. 21. 
84 宗教給予人存在的意義與目標，但是透過別人的眼光，使自己融入成為群體的一

部份，將集體作為(上教堂)視為個人的意義。Serge Moscovici, The Age of the Crow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56-357. 
85 Reynald Secher, A French Genocide,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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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了戰場上有一個十字架或小教堂，全都會跪下，在槍林彈雨下祈禱，數完

念珠後，尚存者才起而衝向敵軍。」86雖然他指的是旺代戰爭期間發生的事情，

但是無庸置疑的，如果沒有對羅馬公教虔誠的信仰、集體的宗教狂熱，是不會

有這種行為的。特別是在旺代的樹林區，本堂神父有時也是這個聚落的建立

者，教堂成為聚落生活的中心，而本堂神父則成為聚落地方觀念的中心87。教

堂、教堂的鐘聲與本堂神父，對旺代人來說，不僅存在於日常生活中，也是心

靈的依靠所在。 

(三)政治、社會與教育 

  在 18 世紀的旺代地區，政治權力是與教區及經濟關係分不開的。首先，

神職人員本就在地方擔任重要的角色，不僅掌控了人口的狀況，也是地方傳播

工具——教堂與鐘的使用者。雖然下層的神職人員本身並不兼任地方行政官

員，但是這些神職人員卻又是政令傳達最末稍的工具，因此，對於地方行政官

員來說，地方神職人員，特別是教區的主教，往往都會影響這些行政官員的派

任與其職務的執行88。而地方政治的掌控者，除了能夠在精神層面影響群眾的

神職人員外，中產階級也是地方政治的主角。對旺代大部分的居民而言，他們

沒有政治生活，不僅因為他們可能沒有身份地位(如佃農或資產不足)，也是因

為他們沒有受過教育。 

  在舊制度底下，能夠受教育的，除了貴族、富人之外，主要還是神職人員

                                                 
86 “S’ils rencontraient sur le champ de combat une croix ou une chapelle, tous tombaient, 

à genoux et disaient leur prière sous la mitraille; le rosaire fini, ceux qui restaient se 

relevaient et se ruaient sur l'énnemi.” Victor Hugo,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Quatre-vingt-Treize, Troisième partie, Livre Premier, V. 

http://www.gutenberg.org/etext/9645, 擷取日期：2008 年 6 月 30 日。 
87 David Andres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p. 21. 
88 Yves Marie Bercé, History of Peasant Revolts: The Social Origins of Rebellion in Early 

Modern France, p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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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培養的小孩。一般上課的地點，都在修道院中，不然就是在教堂裡，目的

以培訓神職人員為主。89雖然在 18 世紀後期，有些城市已經有公設的學校，

以及私人捐贈專門讓窮人小孩就讀的學校，不過教會學校的勢力依舊相當龐

大，一方面是時人認為神職人員學識與品德都值得信賴(當時以耶穌會的學校

為主)90，一方面也是窮人學校的就讀率不高(問題並非出在學費上，而是少一

個人負擔家計)。 

  貧富差距的嚴重性日益增加，富有中產階級商人有能力讓自己的小孩接受

教育，在神職人員家中讀書學習91，而農民的小孩卻從小就要在田裡幫忙工

作，沒有讀書識字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掌握地方政治實力者，當非中

產階級莫屬。他們不僅受過教育(不論受教育的程度為何，與不識字的農民相

比，依舊高出許多)，還掌握了經濟實力，行政首長、參事、書記、地方法官

及其他文職官員，通常都由這一批人擔任92。更有甚者，培訓本堂神父的接班

人，其中一個來源也是中產階級的子女。加以在舊制度下，旺代隸屬的普瓦提

耶財政區，其管轄地區不小，首府距旺代頗遠，也讓旺代的行政機關權力較大。

如此一來，旺代的地方政治權力，大抵由中產階級所掌控。 

  由法國大革命給人粗淺的印象，認為中產階級從大革命發生前，就是站在

反對王權的一邊，最後甚至在大革命發生後主導處決國王的角色，那是以偏蓋

全的。在舊制度時期，做為地方政治權力的擁有者，這些中產階級是效忠王權

的。透過榮耀王室的節日，或者慶祝國王對外戰爭的勝利等，他們所舉辦的慶

典與遊行，不但顯示對王權的效忠，也對群眾宣示自己是王權在地方的正式代

表93。擔任官員與舉辦政治活動，無非是希望自己能夠在社會流動中，從一般

                                                 
89 Philippe Ariès, 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73), pp. 187-189. 
90 Philippe Ariès, 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 p. 191. 
91 Philippe Ariès, 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 p. 190. 
92 Yves Marie Bercé, History of Peasant Revolts: The Social Origins of Rebellion in Early 

Modern France, p. 7. 
93 Yves Marie Bercé, History of Peasant Revolts: The Social Origins of Rebellion in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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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產階級，向上攀升。而依當時的社會結構，雖然中產階級掌握經濟地位，

但只有國王有權力能在身份上，給予不同的政治地位。雖然在旺代戰爭中，中

產階級及以他們為主的地方官員，多站在反對旺代叛亂的立場，但不能以此指

其支持革命，或反對旺代反抗軍所抬出的「上帝與國王」(Dieu et le Roi)大旗。 

  不論旺代的政治立場為何，處在下層的農民，並沒有參與政治活動的機

會。他們唯一關於政治消息的管道，就是本堂神父在講道中，所順便傳達的資

訊。也因為沒有參與政治的機會，農民便永遠成為受壓迫的對象。領主、神職

人員與地方官員，他們都與農民有關係。領主要求收成、神職人員有什一稅、

地方官員依據人口徵稅，使得農民的負擔在法國大革命前，只有加重而沒有減

輕94。雖然當時旺代的農民相對於中世紀時期已經有了兩個大的轉變，一是自

由農的出現，農民不全然都是佃農95，不過自由農所擁有的土地並不大，通常

只夠勉強應付基本的生存而已96。二是領主與佃農的關係由社會結構轉型為經

濟結構，過去領主所擁有的領主權，與過去農奴所需負擔的義務，都已經大致

轉化為金錢與農作物的支付，但是對於貧窮的佃農來說，這仍舊是相當沈重的

負擔97。在連養育小孩都成為問題的情況下，更不用說有機會送小孩去受教

育，或改變自己社經地位的可能性。 

  受教育，除了是一種財富與地位的象徵之外，也是讓自己的小孩在未來有

機會透過社會流動，往更上一層階級邁進。在旺代，或者說在舊制度之下的法

國，中產階級便是依靠這樣的途徑，獲取地方政治權力，逐漸超越土地貴族在

地方上的影響。相對的，當時的農民，因為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在經濟上最多

也僅能維持生活所需，並無能力參與政治活動，使得他們始終沒有辦法在法國

大革命前後的社會流動中，突破自己所處的位置向上移動。 

                                                                                                                            
Modern France, pp. 7-8. 

94 David Andres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pp. 18-19. 
95 Charles Tilly, La Vendée, p. 74. 
96 David Andres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pp. 7-8. 
97 David Andres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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