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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一、延續與變遷 

  革命是一種破壞性的力量，挑戰現存的秩序，並建立與過去截然不同的新

秩序，其影響層面不僅在政治上，也顯現在社會結構、經濟制度與文化上1。

法國大革命在表面上亦然，摒棄舊制度，以革命宗教取代羅馬公教的信仰崇

拜，改變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透過國家認同的推展，迫使地方意識與鐘聲文

化轉型。 

  然而，在舊制度與法國大革命之間，並非皆為大破大立。1789 年革命發

生之後，經歷國民會議至督政府的統治，看似政治、經濟、社會都有不少重大

的改變，以消除舊制度所留下的問題，但是這些改變所呈現的，卻只是舊制度

時期進行改革的延續2，在某些變革上，甚至與舊制度無異。當史家在爭論法

國大革命是一種延續還是變遷時，對旺代與羅馬公教而言，延續性的確大於革

命所帶來的變遷性。 

  革命發生後的旺代，在地方意識與鐘聲文化的結合下，仍然保有舊制度的

生活方式，以及它的地方特殊性。發生在巴黎的革命，對一個偏遠外省來說，

只要不侵犯到自身的利益，那就不是一個大問題。這種自保的心態，一方面出

                                                 
1  「 革 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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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286 ， 擷 取 日

期：2008 年 6 月 30 日。 
2 江金太，《剖析法國大革命》(台北：森大圖書，1989)，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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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旺代本身的孤立以及隔絕，一方面也是當初為了便於統治所造成各地區互不

相通的後果3。地方意識的拓展，相對便是侵犯國家認同的領域。地方意識代

表的是，人對土地的感情建立在共同的生活模式上，並附加時間與空間關係，

使得「旺代人」比「法國人」更具有代表自己的意義。舊制度時期是如此，1789

年是如此，即便到了 1793 年亦然。 

  地方意識的展現，在舊制度時期以抵制國王的權威，保護地方結構為主，

與巴黎劃清界限，不輕易讓中央權力侵犯地方權利。雖然旺代人認同王權是他

們世俗的領導象徵，但不代表王權可以不尊重地方意識與地方權利。因此，法

國的歷史便充滿著王權向地方擴張，以及地方精神對抗王權侵犯的過程，就是

以巴黎為核心的中央政府，與地方精神所在意的地方利益之間，產生的一連串

衝突4。即使到了法國大革命發生後，在旺代，仍然是保有這種維護地方利益，

對抗中央精神侵犯的想法。當徵兵法在 1793 年頒佈後，旺代人並不想展現巴

黎所謂的愛國心，去當一個好公民、愛國者。他們不願意為了原在巴黎的統治

者，去陌生的地方打一場與自己無關的戰爭。他們寧可像過去一樣捍衛旺代的

地方利益，拿起武器對抗巴黎的國民公會。 

  旺代的地方意識，顯現出法國歷史的延續性，並沒有因為革命發生而斷

裂。地方精神與中央精神持續地對抗，正是法國歷史的一大特色，這也是革命

後中央政府亟欲解決的問題。然而，國家認同的出現，並不是革命帶給法國人

改變。事實上，中央精神的延伸，或者說中央集權型態的出現，早在路易十四

時代就已經進行，雖然當時沒有國家認同的大框架，主要是以王權的擴張為

主。一如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指出，法國大革命的目標

是在「尋求增加中央政府的權利和管轄範圍……並壓抑那些被視為封建式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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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p. 115. 
4 Alan Forrest, Paris, the Provinc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Arnold, 2004), 

p.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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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制度。」5但這個目標，其實也是舊制度的延續，在中央集權形式的體制不

斷發展下，從巴黎周邊開始，將地方特殊性統合成為一個新的整體性，以巴黎

為依歸。這股浪潮勢必會受到地方的反抗，但也會成功地逐漸使得許多地方失

去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與地方精神。1793 年的國民公會與王權不同的地方在

於，國民公會對於浪潮無法推倒的地方，強行用武力征服。所以革命派所強調

的國家認同，不過是舊制度末期，王權為了消弭地方權利所推展中央精神的一

種延續而已。雖然王權被不同的政體所置換，但是以中央精神壓制地方精神的

本質並沒有改變。的確，法國大革命帶給法國人一個重大的變革，使得法國能

真正朝向一個民族國家前進，而不再是分散的各地方，對中央沒有依賴性的不

緊密結構6。革命做到了王權所沒有完成的，但之所以說是一種延續，因為王

權繼續往前走，也勢必會盡力去完成國家的實質統一。 

  除了地方意識，另一個延續與變遷，發生在羅馬公教教會上。其中最主要

的，當屬教權歸屬問題。在教權歸屬上，羅馬公教做為屬靈精神上的指導，深

入法國人民心中，歷代國王皆想利用羅馬公教的影響力，來幫助自己的統治。

因此，羅馬公教信仰就成為世俗王權與屬靈教廷的爭奪對象。自 6 世紀末期開

始，國王便已將觸角伸入教會，此後歷代國王便陸續侵犯教會的各項權力，甚

至意圖將教會的性質改變成為王室的宗教，為王權效力7。法國大革命發生後，

革命派便針對羅馬公教發佈一連串的命令，特別是《教士的公民組織法》，要

求神職人員必須對國家效忠，而不是對教廷效忠。這並不是獨創，而是做為法

國中央政府控制教會權力的延續。要求神職人員宣誓對政府效忠，等於是把過

去國王世俗任命、教廷屬靈承認的這一道手續免去，徹底將教會組織的的控制

                                                 
5 “to increase the rights and power of political authority… to abolish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hich we usually call feudal institutions.”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by Alan S. Kah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p. 105-106. 
6 Fernand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I: espace et histoire, p. 67. 
7 Norman Ravitch,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French Nation, 1589-1989 (London: 

Routledge, 1990),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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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納入手中，擺脫教廷的制衡。這當然是歷代國王都想要的權力，但是囿於人

民對信仰的忠誠，以及可能被逐出教會，喪失王權名義上的屬靈授與，而沒有

太大的動作。對於革命派而言，教會對教廷的依賴，是國家認同的一大阻礙，

也是一股強大而不受自己控制的社會力量。所以他們延續過去王權爭奪教權的

想法，與教廷爭奪教會的控制權。而在爭奪戰失敗後，特別是 1793 年旺代的

拒宣誓派教會組織參加旺代的反抗，並且形成旺代的精神支柱，才有後來「去

基督宗教」與革命宗教兩種政策的出現，而這也是革命帶來的一種變革。因為

過去王權並不願意徹底與教廷決裂，而是採取蠶食的做法，甚至當教廷力量較

大時也會選擇退讓。革命派則不在乎是否會被逐出教會，一旦教會勢力不為所

用，便施以武力罷黜，另外成立一個世俗宗教，意圖取代人民心中不可或缺的

信仰。這也是沃維爾(Michel Vovelle, b. 1933)所用以為其研究 1793 年「去基督

宗教」政策的書名：《反抗教會的革命》8。就延續性而言，從《教士的公民組

織法》到「去基督宗教」政策，只是過去王權爭奪教權的延伸；就突破性而言，

革命挑戰了羅馬公教精神秩序的存在，甚至意圖建立新秩序取而代之，因此打

破了舊制度下王權與教權、治權與教會的神聖連結9，也讓教會最終回歸到專

注於人的屬靈層面，失去統合的力量，走向世俗化的道路10，但這也是因為延

續才出現的結果。 

  因此，法國大革命帶給旺代與羅馬公教的變革，基本上都是依循過去王權

的方式，差別之處，在於手段的激烈程度而已。不論是中央精神對地方精神的

壓制、巴黎與外省間的利益衝突、教權與王權之間的爭奪等，無一不是王權所

開始，最後由革命來繼續進行。 
                                                 

8 Michel Vovelle, La Révolution contre l’église (Paris: Éditions Complexe, 1988). 
9 Shu-chin Chang (張淑勤), “The Catholic Response to Enlightenment and Modernity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Euramerica (《歐美研究》), 33.4 (December, 

2003), p. 855. 
10 世俗化指的是信仰衰頹以及對逐漸放棄繁瑣的宗教儀式。見：Shu-chin Chang, “The 

Catholic Response to Enlightenment and Modernity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pp. 853,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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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成果與發展空間 

(一)研究成果 

  本文主要探討的是在鐘聲文化背景下，旺代的認同問題。認同問題在民族

國家的歷史教育中，往往是一項禁忌，因為只能容許有民族主義式的國家認

同，而不能有強烈的地方認同。這或許也是筆者在閱覽法文研究時，極少看到

法國學者討論此一議題的主因。同樣都是建構出來的認同，因為地方精神依附

於土地與生活模式，加以受到與羅馬公教結合之鐘聲文化影響，所以很容易被

煽動，激起這種團結的概念11。而國家認同，在歷史教育付之闕如的法國大革

命期間，沒有辦法透過有效的傳播，將沒有依靠的認同觀念強加在不同生活模

式的人民身上，所換來的只是讓地方認同更為明顯，並用以對抗巴黎的中央集

權作為12。 

  因此，旺代戰爭的爆發，近因是徵兵法案的影響，遠因則是長期以來地方

精神與中央精神的對抗。透過徵兵法案的強制實行，國民公會試探中央精神是

否已經全面性在法國具有影響力，而旺代則給了一個否定的答案13。旺代人選

擇地方認同而不是國家認同，除了對土地的感情以及生活經驗之外，也是因為

國家概念的不明確。過去是王權統治，還有一個實質上的國王，做為王權的代

表，也是上帝在人間的世俗事務代理人，兼具政教地位。當革命發生後，至路

易十六被送上斷頭台，把國王的象徵意義置換成國家，把對王權的認同置換成

對國家概念的認同，這對旺代人而言，是莫名其妙的。「國家」一詞，旺代人

並不熟悉，也無法理解，因為這是他們從未接觸過的新概念。每當巴黎說「為

了國家」，就等於是為了巴黎的統治者、為了中央精神。所以旺代人的認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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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lan Forrest, Paris, the Provinc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223. 
13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aris: Seuil, 1987), pp.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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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在於他們感覺不到的國家，而是在他們土生土長的土地——旺代之上。即便

到如今，旺代仍保有獨特的地方意識，巴黎與外省也仍互有偏見，雖然不致於

像布列塔尼一般，認為自己不是法國人，但也足以顯見法國歷史根本上的認同

問題，並沒有隨著民族國家的出現而消失，甚至因為歐洲聯盟 (l’Union 

Européenne)的成立，而又多了另一層面的認同問題。 

  這其中特別是鐘聲文化的影響，不僅透過了教堂的鐘聲加強了地方意識的

建構，無形之中也讓教會產生了不同的地方特殊性，因為與地方緊密結合，早

已形成地方生活的一部份，在影響地方意識的同時，本身也受到地方意識的影

響。因此，旺代戰爭便是把鐘聲文化的關鍵性角色，包含教堂、鐘與神職人員，

徹底展現在法國歷史上。旺代的認同與羅馬公教背景是密不可分的，認同的建

構過程中，相對性的概念(中央精神、國家認同)雖然不可缺少，但如果沒有羅

馬公教以鐘聲文化做為連結，則地方意識在土地之上，便缺少一個生活中人們

都必須遵守的規律，讓大家難以在日常生活中繼續保有共同的生活模式。 

  旺代戰爭只是把各項改變緩慢的進程，一次搬上檯面。如果沒有地方意識

與鐘聲文化結合背景下的旺代戰爭，地方精神與中央精神的對抗還是會繼續進

行。旺代戰爭的意義，在於加速了法國大革命對過去延續性的進行，並且在部

分領域，發生了激烈的變革，特別是突顯了法國長期以來的分裂性、多樣性，

以及國家／地方認同問題。 

(二)發展空間 

  同樣是處於 1789 年大革命發生後的法國，也同樣受到羅馬公教信仰傳統

的影響，但並不是每一個省份都與旺代的選擇一致，有支持革命者，也有如旺

代一般反對中央干涉地方者。因此筆者認為下列四個論題，可以做為繼續發展

的可能性。 

  首先，在認同問題上，同樣在大革命爆發前擁有濃厚的地方意識，為何部

分持續擁抱地方意識，而部分卻選擇擁抱國家認同。最關鍵的因素當屬生活在

其中的人。不同的社會活動會產生不同的影響，以旺代為例，因為人口流動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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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主要以農業社會為主，容易在鐘聲文化下受到貴族與神父的控制，也因為

活動範圍大抵皆在省內，甚至是市鎮之內，沒有到過外地，對於地方的情感便

較為濃厚。相對在商業活動較為興盛的地區，這種地方主義就較為薄弱，容易

接受其他新的思想進入，比較不會侷限在自己的地方上。另外，是否因為距離

巴黎的遠近，受到中央政府控制力量大小的影響，使得靠近巴黎的地區以國家

認同為主，遠離巴黎的地區以地方認同為主，也是可以討論的方向。從認同地

方轉變為認同國家，以及仍舊堅持向地方主義靠攏，這兩個不同的選擇，其背

後的政治考量、經濟與社會背景、宗教影響等，都可以與旺代做比較。 

  其次，在宗教問題上，從旺代戰爭中可以看到羅馬公教發揮其影響力，使

旺代能夠組成一定數量的軍隊，從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神職人員在生活上如

何引導與控制人民。但同樣都是屬於羅馬公教信仰的地區，在大革命爆發後，

願意依照法令宣誓的情形，卻大不相同。在旺代與布列塔尼宣誓比例甚低，而

在諾曼第一帶則高出許多，這使得中央政府察覺到羅馬公教對其統治可能造成

的阻力。然而這個差異的原因為何，以及在這樣的差異下，人民對於宗教信仰

的想法是否有所改變，羅馬公教教會是否如同在旺代一般，能夠掌控其他地區

的能量，並影響政府的決策，藉此由宗教層面探討旺代具有的特殊性與法國其

他地區的差別。 

  其三，針對地方意識在宗教信仰上的發酵，旺代的神職人員受到地方意識

的影響，具有特殊的地區性思想，其關懷的對象不再普及世人。除了地方意識

的衝擊之外，還有國家認同的衝擊，反對教會干預政治的思想在革命後不斷出

現，透過改由國家發薪來收編神職人員，以國家的力量來控制教會，也對羅馬

公教造成一定的影響。而在其他地區，地方意識與國家認同衝擊宗教信仰之

際，羅馬公教是否轉向成為地區性思想，或繼續以羅馬公教的普世精神為圭

臬，或以國家思想為中心，是值得討論的課題。 

  其四，當有外患發生時，內部的爭鬥通常會暫時平息，轉而先對付外敵。

在拿破崙執政時期，其徵兵至外國作戰，並沒有引起很大的反彈。而 1793 年

國民公會徵兵面對外國入侵，卻引發了旺代戰爭的嚴重後果。有兩次都接受徵

兵的地方，也有反抗國民公會徵兵卻不反對拿破崙徵兵的地方。換句話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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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拿破崙執政時期，國家認同在層次上已經拉開與地方認同的距離，不是消滅

地方意識後強加入國家認同，而是將國家認同凌駕於地方意識之上，使其仍保

有地方意識，但再更進一步認為自己是法國人。透過對各地地方意識的重建，

產生凝聚力，以為國家之用。因此，國家認同與地方意識在大革命後期的競爭

與合作，如何對旺代產生作用，對其他地區的影響又為何，也是可以將本文延

續並做比較的論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