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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戰後的旺代與法國 

一、戰後在旺代的政策 

  共和政府所追求的，是要把旺代納入法國的國家認同裡，消滅旺代的地方

意識，使旺代成為與法國其他地方一樣，安分地做為一個地方省份。但不論是

在戰後綏靖氛圍下，意圖以全面摧毀或人口減少(la dépopulation)的手段，來遏

止旺代的反叛心態，並強迫旺代人做為順民，抑或利用宗教的力量，將人民崇

拜的對象由上帝改為理性宗教，對旺代人而言，都只是一種過渡期的承受。等

到拿破崙發動政變，一舉改變巴黎的政治狀態，與旺代進行和解，旺代便又回

到從前的旺代。或許是因為戰後初期國民公會的手段過於強烈，拿破崙在和解

之後對旺代的政策，相比之下便寬容許多，也因而獲得旺代人民的感激。在拿

破崙執政的十數年裡，旺代人透過鐘聲文化再度建立自己的地方意識，這就是

旺代堅韌的羅馬公教信仰傳統，與旺代人對地方濃厚的感情，加上旺代自己的

特殊性與地方觀念，所形成的獨特地方意識。 

(一)人口減少政策 

  旺代戰爭結束後，旺代及其周邊地區損失極為慘重，包括人口、房屋及其

他財產等。根據當時的估計，雙方在旺代的戰鬥，造成大約六十萬人死亡，而

且反抗地區的成年男性人口只剩下戰前的五分之一1。雖然這個數字只是粗淺

                                                 
1 Reynald Secher, A French Genocide: The Vendée, trans. by George Holoch (No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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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算，與實際情況可能差距甚大2，但也顯示旺代戰爭的確造成旺代及其周

邊地區男性人口的大量流失。 

  戰爭本就會有傷亡，不僅是在軍隊中，平民百姓也免不了受到戰火的波及

而死亡。然而，在旺代戰爭結束後，最為人所詬病的，並不是戰爭所造成的大

量死傷，而是國民公會所採取的「人口減少」政策，也有學者稱之為「旺代人

的種族滅絕」(le génocide vendéeen)3。為了徹底禁絕旺代的反革命勢力，國民

公會在 1794 年 2 月發佈命令，要求在旺代當地的藍軍將領與統治機構，實行

「全面的摧毀」(l’entière destruction)4。因此，藍軍在旺代的統治，便伴隨著一

連串有計畫的摧毀行動。 

  起初，在戰爭邁入尾聲時，藍軍的部隊採取的是焦土政策，只要在鄉下行

軍的動線上有任何的聚落，特別是較為大型的市鎮，所到之處大肆屠殺，不容

許有任何人或牲畜存活，所有的生產工具(如磨坊等)也必須摧毀，使其無法再

做為反抗勢力的集結點5。如果是在行軍時遇到人群，那就必須立刻把他們當

作敵人或間諜直接槍斃6。這種焦土政策，通常沿途的聚落都會被摧毀，軍隊

所到之處燒殺擄掠，居民大多聞風逃至鄰近的森林，原有的存糧也被軍隊劫掠

一空，不僅居民沒有辦法再依賴這個聚落生存，游擊隊也失去了補給的據點。

但這僅是統治計畫的第一步而已。 

  在不穩定的狀態過去之後，國民公會仍然沒有以焦土政策為滿足，他們希

望更進一步讓旺代永遠翻不了身。當時統領旺代西部藍軍的屈侯將軍，便洋洋

灑灑寫了十五條計畫，要讓旺代人沒有能力再度進行反革命的行動。其中前面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3), p. 199. 

2 其無法確切估計的原因在於教堂的完整登記資料僅做到 1792 年，而直到共和曆 9

年(1801-1802)政府才重新對旺代進行普查。 
3 Reynald Secher, “Introduction,” dans Gracchus Babeuf, La guerre de la Vendée et le 

système de dépopolation (1793, Paris: Tallandier, 1987, reimprimé), p. 11. 
4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aris: Seuil, 1987), p. 230. 
5 Reynald Secher, A French Genocide, p. 211. 
6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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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條與統治政策相關的內容包括：斷絕旺代與其他叛軍之間的聯繫；把拒絕投

降地帶的居民全面遷走，因為這些人表面上兩面討好，實際上還是支持叛軍7；

帶走所有農產、牲口與賴以維生的所有物品與工具等8。屈侯將軍的目的，毫

不避諱地寫在他的回憶錄中，「就讓他們只能選擇死在叛亂地帶的中心」9。他

首先加強了旺代及其周邊地區的軍隊，把旺代人緊緊關在旺代裡面，隨後指揮

軍隊將旺代白軍的殘存勢力殲滅。緊接而來的便是強迫旺代人離開自己的家

鄉，如果有不從者，便會被處以同叛軍的刑罰，通常皆為直接處死10。如此一

來，最後的幾支旺代叛軍，難以再與藍軍對抗，紛紛遁入森林，武器裝備、傷

兵、神職人員與教堂聖物損失慘重11。也因此，屈侯將軍認為旺代從此成了一

個非常虛弱的省份，虛弱到沒有必要再派兵前來旺代，因為在他的指揮下，旺

代已經被徹底的摧毀了，沒有能力再支援任何一支叛軍做大規模的作戰，各聚

落也無法再提供庇護所給叛軍，所剩的資源只夠養活自己而已12。 

  對於屈侯將軍來說，平定旺代叛亂是他最大的功績，不僅榮耀了國民公

會，幫助旺代與法國設立停損點，不再流血，共和也獲得了安定的保障13。這

段期間損失的人口與財產，都是旺代人因為自己叛國的行為，而應該遭受的報

應。不過對於反對革命政府的旺代白軍支持者而言，後代學者用「種族滅絕」

一詞來形容旺代戰後的統治，可能不會顯得過份。 

  法蘭索瓦‧諾埃‧巴伯夫(François Noël Babeuf, 1760-1797, 別名葛拉楚‧

                                                 
7 屈侯將軍特別附註，指出旺代人在藍軍到達前，便戴上三色旗的標誌，等到藍軍

離開，白軍到達前，又換上白色的標誌。Louis-Marie Turreau, Memoir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la Vendée (London: Printing-Office of Baylis, 1796), p. 166. 
8 Louis-Marie Turreau, Memoi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la Vendée, pp. 165-169. 
9 “and to leave them only the choice of death in the centre of the revolted country,” 

Louis-Marie Turreau, Memoi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la Vendée, p. 165. 
10 ADV L662. 
11 Louis-Marie Turreau, Memoi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la Vendée, p. 188. 
12 Louis-Marie Turreau, Memoi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la Vendée, pp. 191-192. 
13 Louis-Marie Turreau, Memoi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la Vendée, p.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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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伯夫 [Gracchus Babeuf])，原先是熱衷革命者，反對羅馬公教繼續在法國干

預政治，但因為看不慣國民公會採取的恐怖統治，便轉為幫旺代人發聲，也因

此被逮捕下獄。對於一連串減少旺代人口數量與反抗能力的摧毀行動，他提出

多項譴責。他指出藍軍將領刻意忽視這些犯罪行為，不只是在對付那些加入叛

軍的男人，也是讓野蠻的行動在旺代四處發生。他用寫實但令人作嘔的寫法來

敘述藍軍的罪刑，例如當軍隊發現女人，便會在大街上加以強暴，之後再槍斃

或刺殺。如果有發現嬰兒，就用刺刀將母子直接處決等。不斷在旺代各處製造

恐慌，可以說是用屠殺的方式，來解決旺代的問題。但是藍軍將領只沈迷在自

己的戰功中，並對旺代人宣揚他們所謂的真理14。 

  凡是參與過旺代戰爭的人，即便他們後來已經接受共和的真理，仍都必須

被處決。就像勒基尼奧在他的《解決旺代戰爭計畫》(Moyens de finir la guerre de 

la Vendée)中所說的：「我認為如果人口只剩三、四萬人，則無疑最快的解決辦

法是把他們都殺了。」15他身為軍事調查團的負責人，抱持這種想法，當然他

的下屬也會採取迎合的做法。他們對外的說法是除了屠殺之外已經沒有別的方

式可以解決旺代戰爭，雖然反叛地區的人口數量不是只有三、四萬人。他們粗

估在旺代及其周邊省份，反叛勢力曾經佔據的地方，在當時還有大約五十萬人

口，但屠殺還是最快的方式。因此，勒基尼奧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確認他的人

口減少行動有無確實執行16。他把這最簡單的方式，告訴他的屬下：「不需要

再有囚犯了。只要發現有男人，或持有武器的人，或曾經參加過戰爭，即便沒

有持有武器的人，也直接槍斃，不需要拘留在監獄裡。」17最後有多少人死在

                                                 
14 Gracchus Babeuf, La guerre de la Vendée et le système de dépopolation, p. 118. 
15 “Si, dit notre auteur, la population qui reste n’était que de trente à quarante mille âmes, 

le plus court, sans doute, serait de tout égorer, ainsi je le croyais d’abord.” Gracchus 

Babeuf, La guerre de la Vendée et le système de dépopolation, p. 122. 
16 Gracchus Babeuf, La guerre de la Vendée et le système de dépopolation, p. 123. 
17 “Il ne faut point faire de prisonniers. Dès que l’on trouve des hommes, ou les armes à la 

main, ou en attroupement de guerre, quoique sans armes, il faut fusiller, sans déplacer.” 

Gracchus Babeuf, La guerre de la Vendée et le système de dépopolation, p.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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勒基尼奧的計畫下，並沒有確切的數字，只大概知道旺代戰爭及其後的綏靖，

造成旺代及其周邊四個省份人口銳減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18。以旺代在戰前約

有三十萬人口來計算19，至少損失七萬五千至十萬人口，實際數字應該還更高

(因為戰爭及綏靖主要集中在旺代省)，且成年男性人口損失達到戰前的五分之

四20。而 1793 年 6 月當加特里諾率領白軍進攻南特時，其最多也僅有四萬軍

隊，可以見得人口減少的屠殺計畫，在軍隊與軍事調查團的雙重作用下，發揮

了可怕的效果。 

  巴伯夫把軍隊與軍事調查團在旺代大肆屠殺的罪行稱為「人口減少方案」

(le système de dépopulation)，是有其智慧與勇氣的21。而現代學者則直接指稱

其為「種族滅絕」(le génocide)，用這個批判性極為強烈的字眼，描述旺代在

戰爭結束後，被自己所屬的國家，運用國家力量屠殺的慘況。 

(二)旺代的宗教信仰 

  旺代的羅馬公教傳統，在戰爭期間多半遭到摧毀，不僅是象徵信仰的教

堂、聖物與鐘遭受被破壞、劫掠或拍賣的命運，主要還包括神職人員的大量損

失，這使得教區失去了羅馬公教信仰的中心人物，在沒有神職人員的帶領，以

及地下神職人員無法定期活動下，人民也難以與上帝心靈相通。同時，做為信

仰根基的信徒，因為旺代戰後的人口減少政策，數量銳減且被迫離開原本的教

區，即便有意重新建構教區的信仰傳統，也找不到原先的信眾。 

  「去基督宗教」政策開始實行時，旺代仍在白軍與藍軍交戰的狀態，因為

                                                 
18 Jean-Clément Martin, Blancs et bleus dans la Vendée déchirée (Paris: Gallimard, 1986), 

p. 151. 
19 P. L. C. Labretonnière, Statistique du département de la Vendée (Paris: Imprimerie des 

Sourds-Muets, 1801), p. 2. 
20 Reynald Secher, A French Genocide, p. 199. 
21 Jean-Joël Brégeon, “Présentation,” dans Gracchus Babeuf, La guerre de la Vendée et le 

système de dépopolation, p.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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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馬公教本就站在白軍的一方，雙方保護與摧毀信仰象徵的動作自然也很明

顯。不過，當旺代已經大致被綏靖之後，「去基督宗教」政策就在旺代雷厲風

行。原先，拒宣誓派神職人員在拒絕宣誓之後，便已失去了共和政府賦予的神

職人員身份，但是他們大多躲藏起來，繼續執行他們對教區的義務。雖然國民

公會曾在旺代戰爭前夕發佈法令，要求所有公民都有責任協助逮捕已經被驅逐

的神職人員，一經逮捕，逕送軍事法庭於二十四小時內處死22。但在旺代人民

保護下的拒宣誓派神職人員，依舊能夠舉行宗教儀式，對抗那些「闖入者」23。

不過當旺代戰爭進入尾聲，白軍節節敗退之際，神職人員也只能隨著部隊持續

後撤，放任教堂、鐘與信徒淪落在藍軍的佔領之下。這些神職人員的處境，也

隨著旺代戰爭的結束，而下場淒涼。不僅往往在撤退中成為俘虜而被處決24，

也因為更嚴苛的法案，不斷遭受追捕與槍決25。隨之而來的，是在旺代地區全

面根除基督宗教信仰(包含羅馬公教與抗議教派)，以新革命宗教的意識型態取

而代之。 

  拍賣叛軍財產、神職人員財產、教堂與鐘，成為戰後各地方行政機關忙碌

的工作之一26。另一項重要的工作，便是在旺代地區建立一個新的宗教信仰。

有些教堂被保留沒有拍賣的原因，就是要拿來當作革命宗教的殿堂之用，取代

上帝在教堂中的神聖性，改以理性與自由做為崇拜的對象27。革命宗教的宣

傳，要求法國人把理性、平等、自由等法國大革命所帶來的思想觀念，做為他

們所崇仰的神；把完整且不可分割的共和 (l’unité et l’indivisibilité de la 

                                                 
22 ADV L22. 
23 Reynald Secher, A French Genocide, p. 53. Charles Tilly, The Vendée (New York: 

Wiley, 1967), p.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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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24 Louis-Marie Turreau, Memoi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la Vendée, p. 188. 
25 ADV L662. 
26 ADV 1Q 527, ADV 1Q 681. 
27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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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publique)，做為他們奮鬥的目標；要用哲學的火炬照亮法國；使敬畏深入人

心28。這些革命宗教的慶典，在統治階級來說，是相當重要的。不論是軍隊還

是行政機關，首長都一定會帶頭參加這些活動。但是對於旺代的居民來說，這

些慶典依舊是在褻瀆上帝，「去基督宗教」政策並沒有真的實行到他們心中，

崇仰新的「神祇」，恰好對應著旺代的羅馬公教傳統；為了共和的完整性而奮

鬥，也恰好對應著旺代的地方意識。雖然革命宗教的出現，是為了與羅馬公教

相對抗，不只是單純為了面對旺代的反抗，不過正好旺代都反映出了法國當時

所面對的問題，即羅馬公教的角色與法國人的認同。而在旺代居民中得不到真

實回音的革命宗教信仰，就變成統治階層的表面功夫了29。 

  雖然不能再繼續信奉羅馬公教，但是根深蒂固的傳統並沒有就此消失，反

而是被國民公會塑造出來的革命宗教，在拿破崙執政後的重建旺代與宗教信仰

的行動中，很快地就被徹底拋棄了。 

(三)拿破崙執政後的旺代 

  從 1794 年至 1799 年間，旺代人一直生活在強大的壓力下，一方面是因為

旺代與布列塔尼等西部地區時而發生反抗行動，一方面是巴黎依舊對旺代存有

戒心，即便沒有大型的反抗行動，旺代人也在各個層面以不合作來抗拒巴黎的

統治30。1799 年夏天，旺代最後一場大型反抗爆發，雖然參與的人數因為旺代

的人口減少以及軍事管制的嚴密監控，只有約八千人，與 1793 年相比少了許

多，但還是再次震驚巴黎，緊急從義大利調派四萬五千大軍前來鎮壓。隨後，

旺代的反抗便立即被擊潰，並再次遁入森林當中，以游擊戰的方式與藍軍抗衡。 

  1799 年 11 月，拿破崙回到巴黎發動霧月政變(le coup d’État de 18 

brumaire)，宣佈譴責革命的行為，並且要與旺代和解。對旺代人而言，在巴黎

的中央政府釋出善意，似乎有點不可思議。不過很快地，在旺代的各路反抗軍

                                                 
28 Michel Vovelle, La Révolution contre l’église (Paris: Éditions Complexe, 1988), p. 158. 
29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p. 240-241. 
30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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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與政府簽訂協議，旺代的白軍指揮官，雖然同意放下武器，但是在政治上還

是要追求恢復王權，而其他以當地居民為主組成的游擊隊，則紛紛放下武器回

到鄉間，過自己平常的生活，因為他們所反抗的那一個共和政府的本質已經不

存在了。至此，馬丁認為 1793 年所創造出來的旺代，已經徹底消失了，旺代

不再是對抗革命的象徵，不再是法國的頭號公敵31。旺代所要面對的課題，從

中央集權與地方意識的對抗、共和與保王的衝突、革命宗教與羅馬公教的抗

衡，轉變為旺代居民所關心的城市重建、鄉村安定、恢復基督宗教信仰以及保

王派所關心的政體問題。 

  在城市重建與鄉村安定上，旺代居民普遍改變態度，願意接受政府的統

治，並交出武器，遵守政府的法規，期待和平的到來。不僅旺代居民重新回到

法國政府的真正統治下，為了穩定當地的情形，法院與議會也重新設立，讓旺

代脫離軍隊的管制。這種等同大赦旺代人的舉措，使旺代的鄉間安定許多，多

數游擊隊都願意繳交武器，回去過安定的生活。此時政府也宣稱，旺代已經脫

離不穩定的狀態，如果還有動亂發生，那就是布列塔尼人或保王派的陰謀32。

一面安定人心，一面警告其他仍有異心的人，還是有軍隊在監視著旺代是否願

意真正順從。而過去政府為了確保旺代不會再有反抗的行動，經費大多用在軍

營的建造與軍隊的維持上33。相對的，拿破崙則把經費用在旺代境內幾個大城

市的重建工作，同時為了不受到舊的革命勢力束縛，並且考慮到旺代人民的觀

感，把省會從封特奈(革命前名為伯爵的封特奈[Fontenay-le-Comte]，1793 年

後改名為人民的封特奈[Fontenay-le Peuple])，移到接近旺代省中心位置的永河

畔拉羅舍(La Roche-sur-Yon)34。 
                                                 

31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p. 334-335. 
32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de la mémoire, 1800-1980 (Paris: Seuil, 1989), pp. 

11-12. 
33 Louis-Marie Turreau, Memoi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la Vendée, pp. 166-168. 
34 城市的名稱也是各方角力的對象，永河畔拉羅舍重建後，在 1804 年正式命名為拿

破崙(Napoléon)，1815 年王權復辟後改稱波旁旺代(Bourbon-Vendée)，1848 年第二

共和時改回原稱，1852 年第二帝國建立後又改成拿破崙旺代(Napoléon-Vend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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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旺代人來說，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便是恢復羅馬公教信仰的傳統。在

革命的意識型態被拿破崙拋棄之後，重建羅馬公教信仰便只剩下時間問題而

已。1801 年法國雖然已經與教宗和解，但是對於重新引進上帝與羅馬公教，

對法國有什麼樣的影響，還難以評估，也因此令人遲疑。1804 年拿破崙加冕

成為皇帝便成為重建羅馬公教信仰的關鍵，因為拿破崙選擇在巴黎聖母院

(Notre Dame de Paris)接受教宗庇護七世(Pie VII, r.1800-1823)的加冕，雖然最後

拿破崙是自己為自己加冕，但也象徵他對羅馬公教傳統的尊重。 

  當旺代開始要重建羅馬公教信仰時，首要面對的便是教堂與鐘都已在旺代

戰爭後被摧毀或拍賣，以及神職人員數量不足的問題。教堂與鐘相對還比較簡

單，只要重新買回教堂的產權，或者如永河畔拉羅舍選擇重新建造一座教堂即

可，鐘也可以另行鑄造。但是神職人員數量欠缺實在太多，旺代在 1792 年有

超過八百名神職人員，而在重建時僅找得到一百九十四名，欠缺數量超過四分

之三35。因為 1792 年驅逐外國籍神職人員，1793 年的旺代戰爭雙方互相殺害

站在對方立場的神職人員，以及 1794 年在旺代全面禁止羅馬公教信仰，1797

年迫害剩餘的神職人員等，造成神職人員接續的真空。為了填補這樣的真空，

過去還俗的、流放外國的或者過去還只是非正式而在見習中的神職人員，都被

臨時找來填補空缺，較高級的神職人員，則由其他省份派任。如此一來，卻造

成 19 世紀初旺代的羅馬公教只有表面上還與旺代戰爭前是同一個宗教，但已

從根本上產生差異36。 

  除了下層神職人員的素質普遍低落外，旺代人在經歷戰爭與戰後的恐怖統

治後，也不再是當初那些完全聽從本堂神父的話就去打仗的旺代人。雖然鐘聲

文化的影響還是存在，旺代人的宗教狂熱依舊是羅馬公教的專利，但是他們也

                                                                                                                            
1870 年後才又改回原稱。但現今市府前廣場還是名為拿破崙廣場(Place de 

Napoléon)，以紀念拿破崙對旺代重建的功績。 
35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de la mémoire, 1800-1980, p. 28. 
36 Pierre Marambaud, “La religion de vendéens,” dans Alain Gérard dirige, Christianisme 

et Vendée (La Roche-sur-Yon: Centre vendéen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2000), p. 160. 



‧88‧                                                旺代戰爭與羅馬公教 

開始會區別本堂神父的好壞，沒有像過去一樣過度盲從。37對旺代人來說，最

受歡迎的神職人員，也是所謂旺代的神職人員，要具備兩個條件：一是在旺代

講道，二是出生於旺代38。這些神職人員傳達給教區居民的，不是遠在巴黎的

中央政府想聽的，他們喚起教區居民對於旺代戰爭的記憶，述說恐怖統治對旺

代的殘酷39。他們沒有把旺代帶進以「法國」為想像目標的社群中，反倒是顯

現出旺代與其他法國人的不同。這批神職人員，帶給旺代一個建構在羅馬公教

信仰上，新的地方認同40。但不可否認的，這個新的認同也是立基於過去的歷

史與地方意識之上。 

  旺代人產生新的認同，不能全部將責任推給旺代的神職人員。因為神職人

員的來源複雜，當初為了能夠重新建立羅馬公教信仰，把所能找到的神職人

員，包含曾經擔任過擁護法律派神職人員者，都賦予新的神職人員地位。那些

意向偏往革命與共和的神職人員，在講道的時候，居然對教區居民歌頌共和政

府的事蹟，但對旺代人而言，那代表的是對旺代有計畫的摧毀行動與屠殺，讓

旺代人更加團結在地方意識之下41。雖然共和政府曾經在旺代推行過「去基督

宗教」政策等意圖使旺代人民放棄信仰的行動，但是旺代依舊是保持著高度的

羅馬公教信仰，並且因為堅持這個信仰，與土地感情的結合，使他們創造出了

不同於其他地方的特殊性。 

  基督宗教信仰的恢復，並非只有羅馬公教獲得重生，抗議教派也在旺代南

部重新出發。雖然信徒數量不若以往，禮拜堂也早已拍賣或挪做他用，但他們

還是重整旗鼓，在旺代建立新的教會組織。不過在 1803 年時，大多數過去有

禮拜堂的市鎮，包括過去的省會也是主要根據地之一的封特奈，仍然沒有牧師

與信眾42。在法國大革命前夕，旺代所屬的普瓦提耶財政區約有三萬六千至四

                                                 
37 Pierre Marambaud, “La religion de vendéens,” pp. 160-161. 
38 Pierre Marambaud, “La religion de vendéens,” p. 173. 
39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de la mémoire, 1800-1980, pp. 28-29. 
40 Pierre Marambaud, “La religion de vendéens,” p. 173. 
41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de la mémoire, 1800-1980, p. 32. 
42 André Benoist, “Les protestants dans la guerre de Vendée et la problématique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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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名抗議教徒信徒，佔人口數的百分之五43。以旺代戰前人口數約三十萬人來

估計，百分之五應有一萬五千名信眾。而在重建時，旺代省僅有約二至三千名

抗議教派信徒44，僅佔人口數的的百分之二45。相比羅馬公教信仰恢復的速度，

抗議教派在沒有國家力量的幫助下，顯得欲振乏力。 

二、旺代人？法國人？ 

  認同一向是個很難去處理與面對的問題，人與土地的關係，小到自家附

近，往上而是村落、是市鎮、是省(旺代省)、是大區(羅亞爾區)、是國家(法國)。

認同的對象，關乎一個人所處的位置，也與歷史及生活經驗密不可分，還要加

上其他可能影響的因素(如宗教)。在旺代，除了是地方意識與中央集權的對抗

外，不外乎也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法國面臨如何去定義「法國人」與各地方如

何去面對「法國」這個詞在意義上的轉變。 

(一)法國大革命後的國家認同 

  前文提及，16 世紀初法國人的概念是在法國王權下出生，父母皆為法國

人，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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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父母是否為法國人無關46。雖然有明確的定義，但是在資格上

                                                                                                                            
conflit,” dans Alain Gérard dirige, Christianisme et Vendée, p. 216. 

43 Jacques Marcadé, “Le protestantisme poitevin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dans Alain 

Gérard dirige, Christianisme et Vendée, p. 197. 
44 André Benoist, “Les protestants dans la guerre de Vendée et la problématique du 

conflit,” p. 215. 
45  當時旺代人口約恢復至二十五萬人。  P. L. C. Labretonnière, Statistique du 

département de la Vendée, p. 2 
46 Patrick Weil, Qu’est-ce qu’un français: histoire de la nationalité française depuis la 

Révolution (Paris: Bernard Grasset, 2002), p. 17. 



‧90‧                                                旺代戰爭與羅馬公教 

身為法國人，與自我是否有國家認同則又是不一樣的情況。因為法國人也是一

種相對性的形容，就如同在旺代省，來自封特奈，相對於來自呂松；在普瓦提

耶財政區，來自旺代，相對於來自雙塞弗爾；來自法國，要相對的是來自法國

以外的地區。如果一個農民一輩子都沒有離開過他的村落，他便無法理解法國

人的意涵為何，更不會認為法國人一詞可以用在他的身上。 

  法國大革命發生後，「國家」(la nation)這個詞出現了不一樣的定義。這裡

的國家，指的不是政府機關或權力機器，而是受到政府權力所支配的整個社會

體系47。當在巴黎的執政者忙著區分誰是愛國者(le patriote)時，他們就必須面

對到什麼是祖國(la patrie)與什麼是國家48。所以，國家與國家意識或國家認

同，是在革命發生後，被政治層面的意識型態所界定的，也是做為區分自己與

外敵的依據49。對外，靠著延續數年的戰爭，明顯劃分法國與歐洲其他各國的

差別。對內，靠著掌控整個社會體系的國家機器，建立超乎各地情感之上，對

法國的認同。換句話說，國家認同是被建立起來的，是一種想像，建立在不同

語言、宗教信仰、生活習慣之上，要求所有的社群都想像自己生活在同樣的文

化裡。 

  在舊制度末期，王室就已經希望法國是處在一個同一的王權底下，但這幾

乎是一項不可能的任務。法國各地一切都不相同，十分混亂，各地方的組成結

構不同，各自有自己的法律，行政機關間互不協調，也不一致，使王室束手無

策。因為法國社會的狀況，並不是各地方緊密依賴於中央的政體50。各地方長

期各自為政，名義上尊王權，但地方權力也會帶給王權很大的威脅。在各地方

之間，一般沒有稱自己為法國人，常用的詞彙是「我們」(nous)、「我們的」

                                                 
47 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著，胡宗澤、趙力濤譯，《民族—國家與暴力》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台北：左岸文化，2002)，頁 19。 
48  Pierre Nora, “Nation,” dans Fraçois Furet et Mona Ozouf dirigent,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idées (Paris: Flammarion, 1992), p. 342. 
49 Pierre Nora, “Nation,” pp. 350-351. 
50 Fernand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I: espace et histoire (Paris: Flammarion, 

1990), 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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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re)，來指稱自己所認同的地方、文化或生活習慣。因此，要讓各地方朝向

一致化前進，那無異是癡人說夢，更不用說會產生一個想像中的法國51。 

  當然，法國大革命發生後，在巴黎的執政者也立刻察覺到這個問題的嚴重

性。因此他們所做的第一步，便是區分何謂法國人與外國人，先把所有他們認

為屬於法國的，放在法國這個大框架下，找出一個同一性。基本上延續 1515
年的法律，也把以往被排除的部分納入，不論是抗議教派信徒、猶太人或是其

他外國人，只要在王權之下守法地生活超過五年，有一定的資產，就可以是法

國人52。但對法國各地的居民來說，成為法國人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們生

活在這塊土地上，接受王權的統治與羅馬公教信仰的福音，他們享有的是普世

的自然權利(les droits naturels)53。而在巴黎的執政者，卻處心積慮要將他們納

入一個想像的共同體中，說是要以國家力量保護他們，實際上卻是在塑造自己

的意識型態54。 

  當巴黎透過發佈徵兵法令來試探自己的統治威望時，附帶的是國家受到外

國入侵的號召。不過這個保護國家的大旗，反倒引起了各地的質疑，到底是保

護國家，還是保護巴黎的共和55。認為是保護國家的地區，被執政當局視為對

國家有認同感；而認為是保護巴黎共和者，如旺代及其周邊省份，則被視為是

不愛國的反叛行為，遭受出兵征討的命運。這使得國家認同與政治上的意識型

態更無法分割，成為一種「沙文主義式」56的國家認同57，非我即敵。 

                                                 
51 Fernand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I: espace et histoire, pp. 67-68. 
52 Patrick Weil, Qu’est-ce qu’un français: histoire de la nationalité française depuis la 

Révolution, p. 19. 
53 在公平正義的原則下，所擁有與生俱來不可剝奪的合理權利，象徵人人生而平等，

並有權利保衛自己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見：列奧‧施特勞司(Leo Strauss)

著，彭剛譯，《自然權利與歷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台北：左岸文化，

2005)，頁 100-101。 
54  Michael Rapport, 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3), p. 5. 
55 Michael Rapport, 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p. 6. 
56 “chauvinistic form,” 沙文主義原指過分的、不合理的、狂熱崇拜的愛國主義，後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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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上，布列塔尼與旺代等地的叛亂被撫平之後，全法國都回歸到同一個

大框架之下，那就是「唯一且不可分割的法蘭西共和」58，產生同樣的國家認

同。但是實際上，各地方在巴黎的壓力下，卻激盪出更強烈的地方意識，對抗

巴黎利用國家力量達到中央集權的手段59。看似在旺代戰爭後消失的旺代地方

意識，便在拿破崙執政後重新浮現。這是歷史長遠的因素，因為法國的歷史，

就建立在巴黎與其他地區利益衝突的歷史上60。 

  國家認同這個意識型態的建立，被與巴黎的中央集權劃上等號，受到各地

地方意識的挑戰，並非等同各地方欲求獨立於法國之外，而是認同的情感，不

希望被遠在巴黎的執政者所操控，不希望巴黎的一道命令，就要改變他們所習

慣的生活方式，所認同的地方文化。不是一句簡單的「為了國家」(la raison d’État, 

其實是為了共和)61或「國家生死存亡」，就要他們付出自己的生命。 

(二)旺代人的選擇 

  法國大革命帶給法國人的巨大轉變，其中之一便是想像中的國家意識由巴

黎傳播到法國各地。旺代人同樣面臨到旺代人與法國人認同之間的抉擇。旺代

人所追求的，基本上還是與土地及生活緊密結合，由鐘聲文化帶出的地方意

                                                                                                                            
指極端的愛國主義。見：「沙文主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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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ol/article?i=014865，擷取日期：

2008 年 6 月 30 日。 
57 Michael Rapport, 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p. 6. 
58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une & indivisible,” ADV L395. 
59 Alan Forrest, Paris, the Provinc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Arnold, 2004), 

p. 223. 
60 Alan Forrest, Paris, the Provinc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224. 
61 “raison d’État” 一詞在不同的時空環境下有不同的意義，本文取其較為貼近法國史

的解釋，“raison”即「為了共和所需所足」(nécessaire et suffisant pour la république)，

“état”即「屬於共和的領土觀點」(l’aspect territoriale de la république)。見：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érritoire, population (Paris: Seuil / Gallimard, 2004), p.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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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而不是由巴黎的執政者建構的、想像的國家認同。 

  當國民公會以徵兵法案要求全法國團結一致面對外侮時，同時也是在測試

自己在法國各地的影響力，觀察是否自己所推出的國家認同在各地受到廣泛歡

迎與支持62。在命令傳達到旺代時，不管拒宣誓派神職人員與保王派的貴族如

何在背後推波助瀾，旺代人的第一反應，質疑的是為什麼要為了巴黎的革命派

去打仗63。旺代的狀況，與巴黎所期待的愛國熱誠差距甚遠，巴黎希望可以透

過愛國心的鼓舞，來建立一支強大的軍隊，對抗歐洲各國聯軍的入侵；而旺代，

則不希望自己成為犧牲品，去幫助遠在巴黎的共和政府，以及本身就有問題的

革命64。 

  旺代人起而反抗中央，表面上看似過去法國各地的農民叛亂，肇因於對社

會與宗教的不滿，用古老的農民叛亂型式(la jacquerie)65對中央政府訴說他們的

諸多抱怨。但是，這也是一個特殊地方意識的展現。社會與宗教因素並非不在

這次的反抗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只是這次的反抗，重新喚起了旺代人地方意

識的強烈存在感66。 

  雖然在旺代戰爭後，旺代的地方意識受到強烈的壓迫，不過旺代人，或者

說是支持旺代、以及在旺代戰爭中的領袖人物67，卻在海外開闢了第二戰場。

在法國，旺代已經被污名化，地方意識被摧殘。而在海外，他們利用出版戰爭

回憶或個人回憶錄的方式，讓旺代戰爭持續下去。因為在法國政府的宣傳中，

旺代是人民的頭號公敵，即便遭受屠殺也是罪有應得。所以，那些流亡海外者，

便以出版回憶的方式，意圖在宣傳戰中，讓旺代能有「公正」的歷史評價68。

                                                 
62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p. 25-27. 
63 Jean-Clément Martin, Blancs et bleus de la Vendée déchirée, p. 40. 
64 雷蒙‧瓊納斯，《法蘭西與聖心崇拜》，頁 159-160。 
65 1358 年的農民叛亂，其後泛指舊制度時期的農民叛亂行動。 
66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p. 87-88 
67 洛奇加克林的妻子是雙塞弗爾省人，舊制度時期與旺代屬同一行政區，博偉將軍

與巴伯夫則都不是旺代人，還有一些著作則是匿名發表。 
68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de la mémoire, 1800-1980,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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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當然各擁其主，充滿強烈的意識型態，互相批評，也不可能真正「公正」

地、客觀地書寫這一段歷史，不過在爭奪歷史發言權的過程中，也可以看出國

家認同與地方認同對抗的延續。 

  在拿破崙執政後，旺代人重新擁抱自己的地方意識，更表現出他們心繫旺

代人的選擇。雖然他們願意回到政府的統治之下，但是對於自己本身的社會文

化，依舊有著對地方意識的堅持。特別是旺代的農民，因為他們活過了旺代戰

爭及其後的統治，使得他們成為一個特殊的群體。這也讓旺代的歸屬與其他省

份不同，因為旺代戰爭的關係，他們還是不認為自己是法國人，如果他們是法

國人，又為何會在 1793 年受到自己國家力量的強烈壓制69。所以對他們而言，

因為戰爭才剛過去不久，在旺代的恐怖統治又極端殘酷，使他們團結起來，緊

守著自己的社會、文化、歷史、宗教與生活經驗，保護自己的地方意識，對革

命懷有強烈的敵意70。 

  他們選擇保護自己，還有自己的回憶。對旺代的農民來說，他們也許因為

沒有受過教育，而無法在歷史發言權上爭得一席之地，但是他們可以把旺代戰

爭與戰後統治中，他們所經歷的一切，用回憶流傳給子孫。這些經歷，代表的

是他們拒絕效忠被巴黎所建構出的國家認同，而把自己交給所生活的土地，即

旺代的地方認同。 

(三)地方意識與中央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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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建構出來的，也是透過想像而生的，並不是原先就存

在。這個想像的空間範圍有其侷限性，但是又與時間軸線結合，成為生活在具

有相同歷史與記憶空間中的人，所共同擁有的特殊觀感。地方意識不能獨立於

地方之外而單獨存在，除非透過這個特定的地方結構，否則無法展現它的地方

                                                 
69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de la mémoire, 1800-1980, p. 26. 
70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de la mémoire, 1800-1980, 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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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71。 

  中央集權指的是將權力與控制，由下放地方改為回歸中央，透過一個在中

央的行政組織來掌控全國，並以此建立中央政府的威信72。雖然「中央集權」

一詞出現於 1831 年，但本文在此以其意涵，表示法國大革命時期，巴黎的國

民公會透過中央組織掌控全國的意圖。 

  在法國史的界定上，一般認為中央集權的概念真正有效地在法國進行，始

於路易十四時代。當時法國正從宗教戰爭的耗損中恢復。國王首要的工作便是

在各地設立常任總督職位73，以掌控各地的情形，避免受到土地貴族的制衡。

隨後中央行政組織改組，使國王更容易掌握國政，稅收、會計制度也由中央統

一規劃，將軍隊重新整併，為國王所控制74。如此一來，國王與中央政府的權

力日益擴大，地方則會漸趨為附庸。 

  不過在舊制度時期，法國各地的地方意識相當濃厚，有時候甚至是地方貴

族或地方議會在主導地方意識的走向，並拒絕王權的入侵。他們視自己為一個

群體，有自己的語言、文化，有自己與外人區隔的稱呼75。雖然國王是他們的

最高世俗領袖，但是忠誠的表現僅及於地方76。王室一直企圖要把地方的多樣

大權歸諸中央，也想要讓地方與中央一體化，但是從社會結構到經濟活動，每

一個環節所牽扯的問題都相當複雜，不是一個詔令就可以讓全國人民遵從。路

易十四時代將新的收稅官與其他代表王室的政府官員派至地方，便已造成地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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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4。 
72  “Centralism,”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 Merriam-Webster Online,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centralism,  擷取日期：2008 年 6 月 30

日。 
73 全名為：Intendants de justice, police et finances, commissares départis dans les 

généralités du royaume pour exécution des ordres du Roi. 
74 吳圳義，《法國史》(台北：三民書局，2001)，頁 191-194。 
75 如布列塔尼地區自稱為布列塔尼人(bretons)，而不稱法國人。 
76 Alan Forrest, Paris, the Provinc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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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紳的激烈反彈，認為王室的舉措已經威脅到他們原先的生活，是要破壞地方

結構。這些地方勢力，利用對地方的訴求，強迫王室撤回中央侵犯地方的政策。

並且成功保住地方的權利與爭取到國王對地方的尊重。在 17 至 18 世紀，王權

多次想要奪回地方的主導權，引進中央集權化的機制，但是在地方特殊性相當

濃厚的地區，王權從來都沒有成功過，國王反倒要表示對地方權利與地方意識

的尊重77。這些與地方的妥協，只是在助漲地方意識的氣焰，並加深地方的團

結，更顯出當時法國各地區迥然不同的地方特殊性。 

  雖然不能把巴黎與地方的利益衝突，都簡化成中央精神、國家認同與地方

認同之間的對抗，因為既然每一地區都有各自的地方特殊性，那麼對於地方的

認同與文化，就不能同一而論。但是，巴黎以國家力量對地方的挑戰，的確是

以削弱地方傳統為主要目標。 

  誠如雨果在《(17)93 年》中所說，旺代戰爭是一場「地方精神對抗中央精

神」的戰爭78。更放大來看，法國歷史上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巴黎與其他地區

的利益衝突79。在想像中的民族國家(l’état-nation)於法國完整建構之前，這是

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在法國已經成為一個想像中的民族國家後，地方意識也

沒有全然消失。 

  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以暴力的手段，強迫法國完成路易十四時代所不能完

成的目標。其所達成的，是把舊制度時期進行許久的中央集權行為，藉由革命

創造的新社會制度來調整與應用，讓這套體系更有系統、更加有效80。權力歸

於中央，國家認同強加於人民之上，瓦解原先地方的社會結構，再用自己的路

線去重建81，讓全法國在表面上形成一個整體，每個地區都沒有差別地擁護共

                                                 
77 Alan Forrest, Paris, the Provinc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19. 
78 Victor Hugo,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Quatre-vingt-Treize, Troisième partie, 

Livre Premier, VII. http://www.gutenberg.org/etext/9645, 擷取日期：2008 年 6 月 30

日。 
79 Alan Forrest, Paris, the Provinc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224. 
80 江金太，《剖析法國大革命》(台北：森大圖書，1989)，頁 85。 
81 江金太，《剖析法國大革命》，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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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府與愛國心。然而，就旺代而言，這並不是自己所關心的事情。當巴黎說

這是國家利益時，實際上是那些「愛國者」的利益，沒有人在關心旺代想要什

麼，一道命令下來，就要大幅徵兵。但是旺代人所關心的是地方利益，在意的

是地方政府為了旺代本身所做的決定，這些東西本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

不是被強加的，也不是為了遙遠的巴黎82。 

  對巴黎的愛國執政者而言，把地方意識去除，是一種「再生」 (la 

régénération)。因為去除了各地的地方意識，就會出現一股新的精神，去效忠

共和政府。如此，整個法蘭西民族與法國就可以獲得再生83。地方政治、制度、

社會、文化、宗教、生活經驗，一切都被摧毀並取而代之，也要讓法國人認為

自己就是專屬於法國人，不是各地方人84。他們的目的，就是要破除舊制度下

強烈的地方意識，創造一個具有同樣認同的新民族(le nouveau peuple)85。最好

的方式就是掌握知識的宣傳，由學校教育傳達的共和政府思想與革命語言，在

與原先的地方認同相衝突之處，讓思想也進入再生的模式86。透過中央集權的

做法，共和政府廢止羅馬公教的教育責任，使教會沒有辦法控制教育下一代的

思想內容，而是改由政府主導，宣揚愛國主義的美德，要大家都能做一個愛國

的好公民87。 

  因此，中央集權對共和政府來說，是一種集體精神征服個人精神的做法，

也是一種工具88。更進一步，其實是一個超大型的集體精神，要去征服另外一

                                                 
82 Claude Petitfrère, La Vendée et les vendéens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 Julliard, 1981), 

p. 206. 
83 劉大明，《「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公民教育》(北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2005)，頁 138-139。 
84 劉大明，《「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公民教育》，頁 140-142。 

 85 Mona Ozouf, “Régénération,” dans Fraçois Furet et Mona Ozouf dirigent,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idées, p. 373. 
86 Mona Ozouf, “Régénération,” p. 385. 
87 劉大明，《「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公民教育》，頁 189。 
88 劉大明，《「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公民教育》，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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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集體精神。地方上的集體精神，表現在地方意識上，是生活經驗的積累，是

歷史與記憶在空間上的沈積，雖然是一種想像的同一性，但歷久而不衰，並繼

續往前推進。中央集權式的集體精神，也是建構出來的，但是並不是人民的生

活經驗，而是由中央政府所推演，沒有實質基礎的思想。雖然中央的集體精神

力量遠大於地方，不過地方的集體精神沒有消失，而是沈潛下去，暗自累積能

量，讓地方意識能夠延續下去。 

  所以旺代戰爭，一開始是農民拿著武器要捍衛自己的地方意識，拒絕那些

愛國者，以國家為名，企圖將旺代的地方意識消滅，形成一個整體意識，即全

法國都以巴黎為樣本，遵行其意識型態。也就是雨果形容的，「故鄉、祖國，

這兩個詞總結了整個旺代戰爭，這是地方意識對抗整體意識的鬥爭，農民在對

抗愛國者。」89當旺代的居民在保衛故鄉，巴黎的愛國者以祖國為名進行戰爭，

便又回到法國歷史的最根本之處，巴黎所挾的中央精神與旺代所保護的地方利

益相扞格。 

(四)19 世紀及其後 

  19 世紀法國經歷多次的政體更迭，不論是王權、帝制還是共和，唯一保

留下來的還是國家，只有這個概念沒有被替換掉。但是 1870 年德法戰爭失利

所帶來的衝擊，使得艾涅斯‧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於 1882 年在巴黎

索 邦 大 學 (Université de Sorbonne) 對 學 生 發 表 了 演 講 〈 什 麼 是 國 家 ？ 〉

(“Qu'est-ce qu'une nation?”)，再次提及愛國與國家的重要性。他認為一個國家

應該具備的兩個條件，一是國家的靈魂，一是國家的精神原則(le principe 

spirituel)。國家的靈魂指的是過去共同擁有的歷史與記憶；國家精神原則指的

則是具有共同的一致性，願意生活在一起，並且繼承這不可分割的社會文化遺

產90。他要求不論是什麼種族、語言、宗教，大家都身為法國人，都有義務來

                                                 
89 Victor Hugo,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Quatre-vingt-Treize, Troisième partie, 

Livre Premier, VI. 
90 Ernest Renan, “Qu’est-ce qu’une nation?” La Bibliothèque electronique de Lisie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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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承擔這個國家概念與認同。所有的法國人都必須以熱血與神聖的精神，來

創造國家的認同91。或許因為他是布列塔尼人，所以他對於法國仍舊處於各地

地方意識高漲與不團結的情況，感到憂心與憤慨。在語言92、文化、風俗習慣

都與巴黎或者主流法國型式有所不同的布列塔尼，自然認同的對象也就是布列

塔尼，而不是法國，雖然歷史已經推演到了 19 世紀末期。而除了布列塔尼之

外，法國還有兩大語言與七種在地方上的主流方言93，這也是勒南在呼籲法國

人要有國家認同時，特別提出語言的原因。 

  地方意識來自於地方上的各種情感因素，但是否地方意識與中央精神或國

家認同，一定不能同時存在？一面喊著國王萬歲，一面拒絕王權對地方的干

涉，或者一面喊著法國萬歲，但卻不願面對自己的認同困惑？旺代人也曾面臨

到回憶與國家認同衝突的問題，他們選擇在政治上更新自己的記憶，接受政體

的正統統治94。不過，在一般人民的心中，如同在布列塔尼一般，因為地方意

識與中央有明顯的差異，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國家認同與中央權力的佈達，

還是會受到挑戰。在布列塔尼，最主要的是語言95；而在旺代，最主要的還是

鐘聲文化96。 

                                                                                                                            
http://ourworld.compuserve.com/homepages/bib_lisieux/nation01.htm, 擷 取 日 期 ：

2008 年 6 月 30 日。 
91 Ernest Renan, “Qu’est-ce qu’une nation?” 
92 布列塔尼有自己的主流方言，即使到了 1960 年代，這個方言還是大多數當地人的

主要語言。見：Maryon McDonald, ‘We Are Not French!’ Language,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Brittany (London: Routledge, 1989), p. 7.  
93 奧伊語和奧克語是法國北部與南部的主要語言，除布列塔尼外，另外七種方言都

是通行在後來併入法國的地方。見：Emmanuel Le Roy Ladurie, Histoire de France 

des région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1), p. 21. 
94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de la mémoire, 1800-1980, pp. 109-111. 
95 Maryon McDonald, ‘We Are Not French!’ Language,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Brittany, 

p. 7. 
96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de la mémoire, 1800-1980, p. 111. 



‧100‧                                                旺代戰爭與羅馬公教 

  鐘聲文化做為地方意識的表徵，雖然隨著羅馬公教信仰日漸疲乏而有所衰

減，但就如同電影《濃情巧克力》(Chocolat)中的情節一般，鄉村居民還是會

在禮拜天上教堂，受到本堂神父講道的影響，團結起來面對外來的改變97。國

家的集體意識至今在法國大部分地區已經超越了地方大單位層級的集體意

識，不過在羅馬公教信仰仍有一定比例的地區，村落與教區的地方意識，還是

依附著鐘聲文化而存在的。 

                                                 
97 瓊安‧哈莉絲(Joanne Harris)著，蔡鵑如譯，《濃情巧克力》(Chocolat) (台北：商周

出版社，2001)，頁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