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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主社會的一般傾向 

 

本章討論托克維爾所界定的民主社會，究竟呈現何種面貌，其中有何特徵，

其概念架構為何，尤其重要的是，探究民主社會可能的發展趨勢。換言之，這是

以「理想型」（ideal type）的方法，來觀察托克維爾的民主體制。1因此，對於美

國、法國民主的個別差異將暫時不予強調。但因這個問題與共和主義一貫關心的

政體創建、維繫與腐化問題相關，故保留待第三、四章處理。 

此外，學界對於托克維爾所指的「民主」的理想型究竟是一種還是兩種也有

爭議。爭議焦點主要在於《美國的民主》上、下兩冊是否觀點不一致？尤其是關

於對民主體制的最大威脅是什麼？自 Drescher（1964:201-16）主張托克維爾在上

冊中關心的是美國民主的特殊優勢及問題（例如多數專制、種族等），而在下冊

中美國的特殊性逐漸消失，而焦點放在民主的一般性傾向與問題。很多時侯他其

實是取材於法國的經驗以進行討論，而批判性的見解也較多。如此開啟兩種民主

說以來，這場論戰便未曾中止，也尚無定論。2本文以為，托克維爾寫作《美國

的民主》兩冊相隔五年（1835,1840），心境與環境變遷造成若干觀點差異及關懷

焦點不同，可以理解。但若以較廣泛的標準來看，民主體制的整體輪廓似乎也可

視為在互為補充的作用下逐漸完整成形。因此，本文也不擬強調「兩個民主」說

所主張的前後不一致。 

 

 

                                                 
1 在韋伯（Max Weber）發明理想型（ideal type）之前，托克維爾早已以此進行分析了，例

如「民主制」、「貴族制」、「革命精神」、「清教徒思想」、「印地安人精神」等，這些抽象強調現實

中的特定性質，賦予其內在邏輯關係，以俾其分析更為清晰。這幾乎已是學者的共識。

（Aron,1968:279；Poggi,1972:4；Nisbet,1988: 186-91；Siedentop,1994:142-3；Zeitlin,1971:14；
Welch,2001:101-2） 

2 主張「兩種民主」說的有 Drescher（1964,1968）、Jean-Claude Lamberti（1989）；主張一致
說的有 James Schleifer（1980）、George Wilson Pierson（1996）、Adrian Oldfield（1990）、Mark 
Reinhardt（1997）。此外，Drescher在 Eisentadt（1988:77-93）的論文”More than America: Comparison 
and Synthesis in Democracy in America”又把這個辯論作了一番回顧。另一方面，儘管托克維爾自

己認為《美國的民主》第一冊是要處理民主對法律與政治制度的影響，而第二冊是處理市民社會

的問題（DA:417），但其實他並未完全依照這個計劃寫作。（Schleifer,198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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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國民主權
3
、身份平等與政治自由 

 

何謂民主？托克維爾對民主概念直接下的定義僅見於書信及其它作品，他

曾說：「所謂民主政治，我並不指涉共和國，而是指一種社會狀態，其中人人或

多或少皆參與公共事務 (a state of society in which everyone more or less would 

take part in public affairs)」(SL：93) 。此外，在《歐洲革命及與戈比諾通信集》

中又說：「民主，就其真實意義而言，僅僅意味人民或多或少參與其政府管理之

政體」(a government where the people more or less participate in their government) 

(ER:102)但他並未首尾一貫地使用同一定義。4散見於其作品之中的簡略描述，也

是曖昧而不精確。對此學者也頗多討論（Lively,1965:49-50；Drescher,1968:30-1；

Schleifer,1980:263-74；Lamberti,1989:15-7）。大體而言，托克維爾使用「民主」

一詞指涉兩方面意義。一是社會制度─社會的水平化，或法律所維繫之階級體系

的崩解。另一則是政治體制─自我統治，或保證統治者向多數選民負責任的制

度。他強調這兩種「民主」的差異，堅持社會意義的民主是現代世界無可避免的

特性，而政治意義的民主則是人類自由的產物，是政治智慧（prudence）或選擇

的問題。（Holmes,1993:23-4） 

生於經歷過大革命及其餘波震盪的法國，托克維爾認識到國民當家作主的主

權意識之高漲乃歷史的必然，所以他說：「民主在摧毀封建體制，消滅君主之後，

難道會在資產階級有錢人面前退卻嗎？在它如此強大而對手疲弱不堪的此刻，它

會就此終止嗎？」（DA:12） 

同時，民主的社會意義即指身份的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他認為這是

                                                 
3 本文將 sovereignty of people譯為「國民」主權而非「人民」主權，是因為在托克維爾的

民主概念中，民族主義是激發公眾參與熱情與美德的重要元素之一。只是為凸顯這個部分的意

義，所以採國民主權。 
4 托克維爾為民主下了很多定義，使人困惑。Pierson 認為，這是他無意的不精確；但可以

確定，民主主要是指公民的身分平等，但也指政治的自治，和民治的政府。（1983:159-9）而 Schleifer

則認為，托克維爾對民主的界定不精確，不但不是缺點，反而應正面看待為他要提供民主是多面

向現象之廣泛定義的理由。（1980:263-74）無論如何，托克維爾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強調民主

政體的社會條件，換言之，視民主為社會狀況。他認為民主代表社會狀況，而人民主權主要是政

治權利。因此，民主指涉一種新社會，而人民主權則意謂一種政府形式，這和現代自由主義憲政

民主的理解頗有差距。（Lamberti,198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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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社會的最重要特徵（DA:50），也最能顯示民主時代的特色（DA:56）。身份

平等有兩種層面：客觀而言，是指社會成員擁有相同的地位與政治權利；法律之

前人人平等；財產權的分散擁有與貧富差距縮小；教育普及與知識能力的接近。

（DA:11） 

主觀而言，則指人民對平等的熱愛，擁有平等的共同信念，堅信人與人間並

無根本上的不平等。即使有財富、學識、地位的差距，或存在主僕關係，但這都

是可能變動而非牢固的階級關係。因此，民主社會乃是無階級的社會（DA:571 

-80；Drescher,1968:30；Lamberti,1989:17；Lively,1990:49,52；Hincley,1986:28）。 

現代民主不僅是一種政體，而且是一種主權的條件（a condition of 

sovereignty）。托克維爾解釋，人民主權乃是所有人類制度的基礎，包括專制政

府，因為所有現存制度都需要人民的支持或順從。而美國的人民主權，則表現為

社會自為地統治自己，所有權力完全由社會自行掌握，治者與被治者完全合一。

（DA:60；Kraynak, 1987:1177-9） 

社會與政治的民主最終是有因果關係的。在有法定階級的社會，低階者缺

乏近距離接觸與觀察高階者的機會，造成一種詩意的幻覺（距離產生美感）

（DA:484），認為高階者在道德、知識和人格上都是高超的，因而使低階者願意

服從上位者的權威。當階級體系崩解後，近距離檢視使得幻想破滅，先天的優越

性也就消失無遺，既有權威也難再有約束力。（DA:430）因此，社會水平化自然

產生對民主的自我統治之偏愛。清晰的認知摧毀了順從與屈服的心理條件。 

托克維爾在美國、法國都看到了身份平等與民主社會的關係密切，甚至於在

許多情況下，他把民主和平等兩詞完全等同而交互代用。而這必須從前述人民主

權概念來看。正因為人民有了主權，成為政治正當性的惟一來源，所以塑造了他

們的「主權者」意識。經過思想家、大革命、政治人物的渲染和實踐，民主政治

理論乃實踐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進而在人民的心靈中形塑了特定的民主意識。

甚多學者以「政治文化」稱之，並依此途徑研究托克維爾的思想。此一意識一旦

在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發酵，自然會使身份平等形成銳不可擋的潮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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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托克維爾說身份平等是「天意使然」 時，他指出了兩種意義。首先，當

然是表示誰也不能抗拒這種趨勢。此一力量在他看來是不可能阻擋的。其次他也

認為平等是正當的，具有道德基礎，或「至高無上的神聖性質」。因此「企圖阻

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DA：8) 他曾針對美國的黑奴問題表示：「純由法

律規定的尊卑，是人們所能想像出來的最大虛構，在分明是同類的人之間建立的

永恆差別，是對人性的最大違反」(DA：398-9)對於歐洲的奴隸制度，以及基於

偏見而產生的種姓制度 (caste) 他都反對。他指責不敢反對奴隸制度的人「喪盡

天良」、「沒有勇氣伸張正義」(DA：423)。可見社會意義的「民主」也有其正當

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托克維爾認為自由對人類也具有強大的吸引力﹕「有一種本能

（對自由的）傾向﹐不可抗拒而且是不自覺的﹐出自於所有偉大的人類情感之神

秘源泉。」「民主國家的人民天生就愛好自由，…他們會去尋找自由，喜愛自由，

一失去自由就會感到痛苦。但是，他們追求平等的激情更為熱烈，沒有止境，更

為持久，難以遏止。他們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若非如此，也願意在奴役之

中享用平等。他們可以忍受貧困、奴役和野蠻，但不能忍受貴族制度。」(DA：

624)「我只希望政治中的平等，所蘊涵的是每個人平等地自由，而不是如今天常

聽到的，每個人都服從於同一個主人。」（SL:337） 

由此可見，在托克維爾的民主概念中，社會意義的身份平等支撐著政治意義

的國民主權，這也是一股強大的力量，現代化變遷的發動機（Nisbet,1988:188-9；

Wolin,2001:124-5）相對地，政治自由是國民主權的充分條件，唯有公民發揮運

用其政治自由於政治社會生活之中，國民主權才能真正落實。政治自由與身份平

等同為民主人所追求的價值，但也存在著某種緊張關係。主要原因是政治自由只

能在公共領域發揮作用，特別是其運用在參與美德生活的功能上。而追求身份平

等，極易受私領域生活的刺激，進而妨礙個人運用政治自由參與公領域生活。【這

個部分的討論其實涉及民主體制腐化（corruption）與維繫（maintenance）問題，

將分別在第三、四兩章處理。】因此，托克維爾才會諄諄告誡，要讓自由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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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發展，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 

那麼，究竟一個自由而平等的民主社會如何生存發展呢？托克維爾在這方面

的關心主要在社會民情風俗（mores）等精神層面，多於法律制度的運作實施【他

自己對美國民主的分析所重視的優先順序即是如此（DA:308）。因此，我們的討

論也較著重民主的社會意義】。 

就此而言，托克維爾認為，財富的不平將隨著社會的民主化而趨於緩和，

而且工業與貿易造就的財富，不會造成持久的等級結構。這是一種所謂的「福利

國家」或全面中產階級化。（Aron,1968:247）托克維爾用「民主」一詞去表示多

數統治、政治權力的平等、不存在固定的階級、及邁向平等之不可避免的趨勢。

而這些意義都必然包含著中產階級取得政治經濟權力。「從遠處觀看整體，我們

國家 1789到 1830的歷史，就像是舊制度及其傳統、記憶、希望和支持者（即貴

族階級），與中產階級所領導的新法國之間的殊死鬥爭」（Re:5）。 

對於 1848 年之後法國持續的革命，托克維爾也曾認為其性質乃是「資產階

級和工業部門對貴族階級和土地財產」日益增加的支配。（SL:287）至於美國，

則「整個社會都已變成一個中產階級」，「而且獨一無二地，整個社群都同時投入

了生產性的工商業。」（JA:290；DA:454-5）對於美國人全都為維持生活而工作，

托克維爾其實是很震驚的（Aron,1968:286-7）。 

大體而言，托克維爾對中產階級統治的評價並不高。5理由是他們「心胸狹

窄（petty passions）、受教育不多，而且態度粗俗」（JA:271）。同時，「展現了中

產階級和小商人貴族階級的膚淺氣息，他們自私自利與貪污腐化就像野蠻人一

般」（ER:152）。法國中產階級「對國內其他人來說已逐漸變成有些腐化而粗俗的

貴族，大家似乎以受他們領導為恥」（SL:188）。他也曾批評七月王朝（1830-1848）

的中產階級是「最自私貪婪的財閥政體（plutocracy）」，「視政府如其私人事業」

                                                 
5關於商業與中產階級，托克維爾極少表示好感。他確曾說：「我找不到一個擅長工業製造，

特別是貿易的民族卻不自由的例子，⋯所以在自由與貿易之間必定有著隱藏未知的關係」（JEI: 
105）。但這僅僅是在他訪問英國之後所說的，此後極少有支持這個觀點的說法。而有些評論似乎

過度強調托克維爾對商業的稱許。如 Richter（1970:93-102）；Zetterbaum（1967:130-7）。而 Lamberti
則強調托克維爾對民主前途的恐懼，與他厭惡中產階級相關（1989:chs.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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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6）。 

因此，他說：「我們的時代最令我震驚的，不是人們只做卑微瑣碎的小事情，

而是他們連思考偉大事物都不能做得更好」⋯，「如果（十七世紀）偉大的演說

家和作家今日復生，我相信現代社會的呆滯沉悶（dullness）會比天然氣、蒸汽

機、麻醉劑或電報更讓他們震驚」（ER:109）。他承認：「⋯我喜愛偉大事件，厭

倦我們卑微的民主與中產階級湯鍋（pot of soup）」。「我多希望上帝給我一個機

會，去做卓越而偉大的事，無論要冒多大的險！我感到內心的火焰，卻不知要如

何消除它」（SL:143,210,105）。 

具體而言，在政治上，民主政治的問題或缺陷表現在： 

1.立法方面─因為多數人民是短視近利而且難以自制，所以民主國家的法律

總是問題眾多而又落伍陳舊。（DA:232） 

2.在選舉方面─人民只是基於嫉妒的情緒去投票，因此民選官員或代表少有

令人敬佩的特質。卓越的領袖人才，因為選民不得閒暇甚至也缺乏判斷候選人能

力，因而難以出頭。有時卻又因嫉妒有能力的人，因而防止他們獲得權力。

（DA:198-9） 

「君主時代，諂媚者奉獻妻女走裙帶路線。民主時代，選民成了主人，政

治人物自己賣淫」（DA:259）。托克維爾特別點名批判 Andrew Jackson總統是多

數扭曲思維下的民選怪物。（DA:393） 

3.在公眾輿論方面─公開討論往往會強化社會衝突： 

「當鬥爭白熱化時，各黨派因對手的刺激，而超出自身觀點的界限，再

也看不見自己追求的目標，而使用完全不符合其真實感受而只是出於本能的語

言。」（DA:16）這種論爭鼓勵政治的極端對立，意識型態的不妥協，以及普遍

的脫離現實。 

此外，資訊過多也會使人不知如何選擇，相信那一種觀點。這就是「因為

極端的公開討論所導致的無知」（DA:610）。 

民主政府缺陷的根本原因是多數的愚蠢。它不能看得更遠，並設定長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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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也很難堅持貫徹既定計劃，更不能規律而有效率地採取行動。（DA:223,244）

但民主體制也有其優點，例如促使人民服從法律─當宗教與階級權威不再時，人

民為什麼還要守法？民主政府可以做到這一點。如果人民自己擁有財產，則他們

就不會攻擊私有財產制。同樣地，給予社會的弱勢者一些權威，那麼他們就會尊

重權威。只要容許人民參與統治。透過公開討論與公職定期改選，人民就會自願

服從政府決定（DA: 238）。「美國人自誇他們對法律的服從，但我們必須注意在

美國法律是由民所立且是為民而立」（DA:224）。「即使是令人煩惱的法律，美國

人也會服從，因為他認為法律不僅是多數所立，也是他所立的，就像他參與成立

的契約一般」（DA: 241）。這使得人民由參與而產生情感上的歸屬認同。（DA: 

70,237）即使社會的少數也認為自己參與了立法，這是他們的法律。 

此外相對於彌爾認為，綜合而言，新聞自由、公眾討論、定期改選、及廣

泛的選舉權，會使政治決定比封閉而專制的政權所做的更為高明

（Mill,1948:136-51）。托克維爾卻不同意這種觀點，因為民主政府持續作出愚蠢

的決定。民主政府的價值，不在於其政策和法律，而在於它間接的社會效應。這

種社會效應是什麼？托克維爾認為是造就了有活力而積極主動的個體： 

民主並不提供人民最幹練的政府，但提供連這種政府也無法做到的─它在

社會散播精力無限的活動、充沛的力量，其精力之旺盛無與倫比，這些無

論在多艱難的環境都能創造奇蹟。這就是民主政府真正的優勢。 

民主政府任何事都做得較（貴族制）差，但它可以做更多的事（DA:244）。 

因此，民主社會是充滿活力與新觀念、新刺激的市民社會。 

 

 

第二節  個體主義與物質主義 

 

托克維爾對民主社會有著曖昧複雜、愛憎交織（ambivalent）的情緒已如前

述。這種庸俗化（mediocre）政治令他無可奈何，但整體而言似乎尚可接受。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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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他並不認為有其它政體可以取而代之。但時代的發展卻使得民主政體的前景更

值得憂慮。 

十九世紀，歐美工業化、現代化或資本主義生產快速發展。這對民主社會造

成何種影響？更重要的是，必須均衡追求自由與平等價值的民主人，在這個現代

化潮流中，會遭受何種衝擊？托克維爾對此提出相當悲觀的看法，認為在這種趨

勢下，會產生個體主義和物質主義的民情，進而可能為專制（tyranny）舖路。基

於對法國歷史的觀察，托克維爾的看法有其務實而值得警惕的價值。 

從革命與復辟的長期歷史經驗來看，第一，數世紀以來，法國下層農民承受

政府暴政的打擊。而作為被拋棄的階級，他們暗中蓄積了冤屈、嫉妒和仇恨。嚴

峻的環境使他們學得冷酷，因而能夠忍受也能施加最殘忍的待遇。(OR:207)另一

方面教區的貴族領主對區務完全無動於衷置身事外。他們不再統治，但他們的存

在和特權卻阻礙建立一個好的教區政府。他們個人的獨享特權高高在上，及不受

法律約束破壞了普遍適用的法律權威。（OR:49）而曾使得法國重要城市在 14─

15 世紀發展成開明的小共和國，繁榮而自給自足的自治政府至今猶存，但卻徒

擁形骸。表面上自治政府仍被承認，所任命之官員仍維持原有官銜，似乎照舊供

職，但它所激發的鄉土精神（local patriotism），積極進取的活力，堅強雄壯勇於

突破的美德早已消逝。（OR:17） 

第二，托克維爾觀察到，在法國由於貴族的持續貧困，和中產階級的不斷發

財致富，使這兩個階級日益相似，而教育和相同的生活方式也消除了兩階級間的

許多差異。中產階級(bourgeois)和貴族的教育程度及內容相同，都受文學、哲學

的薰陶。而作為全法國知識的唯一源泉，巴黎按同一模式塑造所有心靈，給與相

同知識配備。除了行為和權利不同之外，資產階級和貴族在觀念、習慣、品味、

娛樂、閱讀和談話方面都是相同的。在英國不同階級儘管因共同利益而緊密聯

合，但仍有心智和態度的差異。因為「政治自由雖然有創造相互關連性和國民團

結意識的良好效果，但卻不必然使他們彼此相像。」而法國這種水平化過程

(leveling up process)之徹底只有在獨裁政府之下才有可能，因為這種政府長期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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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剷除多樣性，並使國民對其近鄰的命運視若無睹。（OR:80-1） 

這種水平化過程之徹底乃是因為民主社會變動不居，每個人都恐懼社會地位

降低，因此無止境地想改善自身處境。由於金錢不但變成社會地位的唯一判準，

而且快速流動易手，因此大家便拚命賺錢或保產守財。在（法國）專制政府之下，

貪得無厭，偏愛從商，不計代價致富，渴望物質富裕與舒適生活成為最普遍的情

感。這種情感影響所有階級，降低全民族的道德標準。而民族士氣的如此消沈正

是專制的護身符，因它可以藉此轉移人民原先對公共事務的注意力。 (OR:xiii) 

即使以一般性的觀點來看，民主社會的人也會因才智與財富而造成地位的差

異﹐為了爭取更高的地位﹐因而造成激烈的競爭。人際關係因而常常緊張猜忌﹐

且大家的個體主義作風便帶來個人利益的私人化（privitization of individual 

concerns）的心理。其結果之一是對政治的冷漠不關心﹐連投票都懶得去﹐也不

願為組織自願性團體（voluntary associations）而活動奔走。政府或執政黨在缺乏

監督約束的情況下乃能擴大並集中其權力。人人都被孤立成零零落落的原子。利

益私人化結果之二是假公濟私（private use of public action）的態度。有錢有勢的

資本家要求政府維持「法律與秩序」﹐別管經濟活動﹐干涉他們賺錢。貧苦階層

則希望政府大力改善他們的生活。這兩種看似不同的意見卻都是對政治採取一種

消費者的立場（a consumer’s view of politics），並無意進一步參與。（Poggi﹐1972﹕

43— 5﹔張震東﹐1991﹕188--90） 

所謂個體主義最重要的意義是放棄公民責任﹐從公眾生活退縮。個人有內在

資源去抗拒多數暴政﹐並與其同胞抗爭每一種中央集權的傾向﹐但他選擇不要。

他只關心子女與朋友「至於其他公民同胞雖然接近但他毫不在意，接觸他們卻亳

無感覺。他存在自我之中也為自己而存在（He exists in and for himself）。雖然他

仍擁有家庭﹐但至少他沒有祖國。」（DA﹕375）這個概念與個體性（individuality）

完全不同。（Oldfield，1990：122--3）個體主義原本只會妨礙公共美德（public 

virtues）產生﹐但長期下來卻摧毀所有美德﹐以致混合在利己主義（egoism）之

中（DA﹕271）﹐因為它具有自我繁殖的能力﹐會在中央集權和多數暴政下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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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滋潤在身份平等（民主）所放縱的危險本能—異常貪戀物質享受之中﹐當人民

對物質享受比對教育或自由制度的胃口更快速增大時﹐就會有重大危險了。 

另外﹐個人主義和利己主義（egoism）也不相同﹐利己主義是古老的現象﹐

「是對自我強烈而排他的關切和愛好﹐所有事物參照吞沒一切的『我』來思考判

斷。它來自盲目的本能﹐殺死每個美德種籽。」個體主義是民主社會新生的產物﹐

「是平靜思慮後的一種感受﹐使公民傾向孤立自己於同胞群之外﹐並撤退回家庭

親友圈之中﹔他依自己的品味建構這個小社會而很樂意放手讓大社會自生自滅

各不相干」。（DA﹕271） 

在資本主義發達的時代，追求富裕、激烈競爭有更強的正當性。其結果是物

質主義與個體主義相互增強，使得政治冷漠的情況更加嚴重。這是因為，民主共

和體制所創造的政治能量會外溢（spill over）到市民社會中。容許政治結社，則

大家會視結社為常態。因此會熱切地加入經濟結社（組公司）而從公共事務轉移

注意力。 

托克維爾甚至說：民主政治當然會造就「驚人的工業擴張（industrial expan- 

sion）」（DA:244）。因為「每天都在增加的共有財產（communal property）刺激

經濟結社的成員想增加自己的財產」（DA:244）。平等時代的自由特別有利於製

造財富。（DA:539）。 

托克維爾在美國所見的，就是這種經濟與政治生活，私領域與公領域的相

互支持，和諧共存。（Holmes,1993:41）「自由與工業有密切而必然的關連」，而

美國是個商業共和國。（DA:539）「一個美國人注意私人利益時，就像世界只有

他一個人，但當他深入參與公共事務時，又好像完全忘了自己」（DA:541）。 

這是因為美國公民知道「自己的私人利益與總體利益的密切關係」，因此，

他們「全心追求財富」，但他們生活中也充滿對政治的關心，以至「插手統治社

會，討論政治也是他最重要的事，甚至是他唯一的樂趣」。若美國人只能關心自

己的事，「他人生的一半就會被剝奪，他會感覺極度空虛，且非常不快樂」。

（DA:511,5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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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商業活動也並非完全貶低人的精神層面。托克維爾認為美國人在商

業冒險中，也喜愛其中的激情。生活就像是充滿偶然機遇的賽局、革命時期或戰

鬥的每一天。在追求財富的過程中，也有英雄主義的味道。（DA:347,404,553） 

其實，托克維爾並不反對一種溫和的物質主義，甚至也同意社會有義務照

顧成員的物質生活。他認為國家不論以那一階級為主體，都應該協助身處困境的

人民。他雖然很重視財產權，但並不視之為不可侵犯之絕對權利。財產權乃因實

現共善（common good）而創設者，故政府可予以調節（Boesche, 1987:134-5）。

托克維爾曾說：「⋯對財貨與權利更平等的分配，乃是主宰人類事務（的統治者）

可見的最偉大目標。」（SL:337） 

托克維爾在著作中，或在國民議會問政，均贊成或推動有利窮人的措施：如

降低穀物稅、義務教育、免除窮人婚姻稅、反壟斷、反薪資管制、促進區域均衡

發展等。（Drescher,1968:204-5）但這並不表示，窮人有「權利」要求國家的補助

和救濟。基於對中央政府集權的恐懼，托克維爾對社會福利措施持保留的態度。

而且，福利國家可能造成所謂的「福利依賴」，對認真工作的人不公平

（Pope,1986:94-6）。而政府若承諾充分就業，保障人民的工作權，則有可能使得

「國家控制私人資本，最後成為所有財產的唯一擁有者」或「勞動事務的唯一組

織者」（Mahoney,1993:186）。總之，過度強調人民的經濟權利，很可能使社會依

附國家，縮小自由的領域。（Drescher,1968:225-6）。因此，托克維爾認為，最好

由個人及自願結社來進行社會福利工作，國家則不宜成為社會財富重分配的主體

（李欣耀，1999:65）。6 

                                                 
6 關於福利國家是否會成為民主專制，學者有不同的看法。許多學者認為﹐大眾社會（mass society）
特別容易產生極權主義的政治運動﹐甚至發展成極權政制﹔而托克維爾也有類似看法﹐他所謂的

「民主專制」實質上等於 20世紀出現的極權政制﹐等於在納粹﹑法西斯﹑共產極權興起之前就
預感到民主社會有產生極權政制的危險。（Kornhauser﹐1959﹕21﹔Talmon﹐1952﹔Nisbet﹐1962﹔
Schapiro﹐1972）當然也有學者認為托克維爾所說的專制民主應是指現代國家行政集權的現象。

對此 Nisbet則認為不僅是有關現代極權體制的一個預言﹐也是對西方民主國家—尤其是大力推

行社會政策的福利國家—的一項警告。（Nisbet,1977:68；張震東﹐1986﹕99--102）        
但 Peter Berger對此有不同的看法﹐他認為福利國家已無法逆轉﹐而也應該擴大福利的範圍﹐

但不見得要由政府機構來負責﹐家庭﹑社區鄰里組織﹑教會及自願團體等「中介結構」（mediating 
structures）可以提供這種服務。誠如托克維爾所言﹐中介結構既然對自由民主如此重要﹐則民主
國家的公共政策不僅應該保護並促進中介結構﹐並藉以實現社會福利﹐這就是所謂「授權於民」

（to empower people）。（Berger﹐1977﹔張震東﹐1986﹕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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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資本主義不但會使追求物質享受的趨勢走向極端失衡，甚至會造成一

種嚴重的剝削關係。 

托克維爾曾用主奴對比來形容資本主義的勞資關係。當他訪問英國的工業

城市曼徹斯特時，看到勞工以擁擠潮濕的棚舍、地下室為家，而河水充滿工廠排

放的廢物，使得他極為震驚： 

這裏是奴隸，那裏是主人；這裏是貧窮的多數，那裏是富有的少數；⋯成

色純正的黃金從骯髒的下水道流出。這個地方人類既得到最充分的發展，

也退回最野蠻狀態；文明創造了奇蹟，但同時文明人卻幾乎退化為野蠻人

（JEI:92-6）。 

這就是他在《美國的民主》中批判工業貴族會使勞工「貧困」、「墮落」的

原因。（DA:557-8）而這種墮落其實來自於某種意義的疏離（alienation）。 

當一個勞工不停而專注地製造一個物品，他終究會熟能生巧；但同時他也

失去運用心思於總體性工作指導的能力。他日益靈巧，但也日益怠惰；因

此也可以說作為工人的他進步了，但等比例地，作為人的他卻貶低了。對

一個花了二十年做針頭的人，還能期待什麼？而除了找出做針頭最好的方

法外，還能要他怎麼去運用那經常翻天覆地強大的人類智慧呢？⋯簡言

之，他不再屬於自己，而是屬於所選擇的職業。（DA:555） 

因此他感慨：「似乎今天的統治者只是要利用人製造偉大的事物，我希望他

們多嘗試培養偉大的人；並且少重視工作而多重視勞工」（DA:701） 

他這方面的觀察，頗得學者的推崇（Nisbet,1976:59-75；Lively,1962:272）。

尤其對疏離／異化（alienation）的描述更是早於馬克思。 

總之，托克維爾有著「公眾腐化」（public corruption）的概念。它出現於當

個體認為政治只是眾多私利爭奪滿足之工具的競技場，「在公共生活中，利益取

代了無私的情感」，貪婪取代了為公共利益的合作。（DA:750）7同時，公民嘲笑

所有的立法，視之為最強者的勝利，而非為總體利益所作之審慎而堅持的選擇。

                                                 
7 由此可見，托克維爾對當代多元主義民主肯定基於利益的團體競爭與合作的看法，不會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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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秩序不再是共同財富（commonwealth），而只是角逐私人財富。 

托克維爾認為追求舒適的物質生活是中產階級的激情，並因此使得社會把

物質享受放在更優先的位置，也普及整體民眾。（OR:118；DA:531）問題是，為

什麼這種激情或迷戀會「導致奴役」？關鍵就在於大家只管私務而對公共事務冷

漠以對。最終中產階級社會這種貪婪的價值觀（acquisitive ethic）會摧毀公民性

格（Boesche,1996:212）。 

民主國家的人民在其歷史最危險的階段，⋯就是當人們發現即將獲得新的

物質財富，而完全沉迷其中失去自我控制。⋯不必施加暴力去剝奪他們享

有的權利，他們會自願放棄。承擔政治職責對他們來說是麻煩的阻礙，使

他們不能專心於自己的工作與事業。當必須選舉代表，向政府盡義務，或

為公共事務集會時，他們會認為自己沒有時間，他們不能為這些沒有用的

事情浪費寶貴的時間。這些人自以為依自利原則行事，但其實想得很粗淺；

他們越是把自以為是的事業照顧得越好，他們就越忽略了他們的第一要務

─做自己的主人。（DA:540） 

 

 

第三節  社會一致性與市民社會 

 

對托克維爾來說，雖然民主社會有公眾腐化的趨勢，但同時也存在平衡抵制

的機會。首先，民主社會要求平等的熱情，不但比追求政治自由的熱情更為強烈，

而且會使得國民主權權威成為絕對而唯一的權力。但相對地，針對這個強勢的政

治結構，及其代理人中央政府，民主社會也有政治結社、地方分權等既存機制足

供抗衡。 

其次，人民固然會因個體主義而對公共事務採取冷漠的態度，但市民社會也

是政治自由可以充分運用的環境。而政治自由本身即具有強大的吸引力，可以使

得政治冷漠得以適當改善。 



36  論托克維爾的政治思想──一個共和主義的詮釋 

  

第三，就某種角度而言（尤其是針對中產階級），物質主義是政治自由尤其

是結社自由，外溢至經濟領域（因為大家組成公司團體，目的在於賺錢致富），

則可以採用的均衡策略，便是引導這種自由的熱情，回到公共領域。因此可以加

強愛國心。 

綜合而言，這三項平衡的基礎邏輯便是托克維爾提出的：「極端自由可以糾

正自由的濫用，而極端的民主可以預防民主的危險」（DA:195）。這個似乎矛盾

的命題其實只是意味著政治意義的民主（自治）可以預防社會意義民主（身份平

等及水平化）最可怕的後果，有智慧的立法者可以運用美德（virtu）對抗命運

（fortuna），以自我統治疏導不可遏止的平等洪流。如果立法者夠幹練的話，他

們或許可以民主政治去保護那些原本會被社會水平化的普遍趨勢所威脅的事

物。（Holmes,1993:24） 

托克維爾就現代國家絕對權威的問題有深刻的體認。在他看來， 法國大革

命不僅界定法國公民的權利，也嘗試界定人類相互間和作為政治體成員的權利與

責任。（OR:12）因此, 大革命是國家建構的重要環節。托克維爾認為，法國大革

命從舊制度繼承了大部分風尚、習慣、思考方式，甚至激發革命摧毀舊制度的那

些觀念。（OR：vii）這種延續性正是國家主權逐漸展現的過程。 

所以，托克維爾承認，「民主政府的本質，在於多數對政府的統治是絕對的，

因為在民主制度下，多數無可抗拒。」（DA:173,246）多數是民主時代中一切力

量的來源，無論在政府決策，或社會輿論，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阻礙多數意志的進

展。多數力量來自於「身份平等」的時代，人民主觀上不願聽從與自己能力相近

的他人之意見。大家依自己的理性去思考、判斷。養成了一種自我依賴的習慣。

理論上，主權屬於無差異的群眾，但他們完全無法控制或監督政府的行動。因為

群眾有個唯一權威 ─ 群眾的委任者，它有權以群眾之名為所欲為而毋須與其諮

商。此一權威不能以民意控制，因為民意沒有表達的管道。國家就是自我適用的

法律，而只有革命才能推翻它的專制。法律上它是受約束的代表(subordinate 

agent)，事實上它就是主人」 ( OR：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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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封建體制中建構主權國家, 當然要經過一番鬥爭。而 18 世紀法國

尚無 19 世紀的健全憲法，但當時的中央政府還是成功地消滅所有中介權威（即

指教會、貴族、行會、結社等形成政府和公民個人間重大的鴻溝），遂因此被視

為維繫社會體系唯一權力來源，國家生存之必要條件。甚至主張革命的改革者也

承認這一點，他們有形形色色的目的，但卻要用共同的手段，利用中央政府摧毀

整個社會秩序並予重建。他們都認為，只有中央政府可以實現「理想國家」。中

央政府的權力，不應該有限制。（OR:II.6-68）可以說用一個強而有力的中央政府

(或官僚體系)來與舊體制抗衡乃是社會的共識。 

有了中央政府作為實力後盾，國民主權乃能建立政治義務的道德權威8。同

時，多數也以「國民」之名義取得正當性的唯一根源，這種整合鬆散無組織的群

眾為能採取自由行動的人民之基礎建構工程，真可謂為「政治神學」（參見蕭高

彥，1999:2）。 

托克維爾也認為，人必須在社會生活，因此也必須某種程度服從社會權威。

「個人之服從社會，並不是因為他比其他人低劣，也不是因為他管理自己的能力

不如人，而是因為他明白與同胞聯合起來對自己有利，而沒有約束性的權力，就

不可能實現這種聯合。」（DA:66）然而，個人仍應保有自主性。「個人自由應該

有一個無論如何均不受侵犯的最小範圍，若無此範圍，則個人將發現自己的天賦

能力，連最起碼的發揮也不可能。」（Berlin,1991:36）此一界限在於區分「公民

相互負有義務（duties of citizen toward each other）」的事務與「只與本人有關

（matter that concern himself alone）」的事務。對前者須服從社會權威，對後者則

由個體自由行動，並對上帝負責。「除非社會感到被個體行為侵害，或必須要求

個體協助，否則社會無權干預個體行動。」（DA:66） 

                                                 
8 從國民主權所引申的服從與道德正當性，是政治義務論的核心焦點。政治義務理論回答「我

們為什麼要服從政治權威及國家法律這個『the why question』問題」(Simmon,1979:5-6;並參

見曾國祥,1993:第三章,第五章)。換言之，就是政治權威的「正當性」問題。在近代國家的統治

形式下，所謂「政治權威的正當性」就是問「國家何以有權利制訂法律?」或「公民為何有義務

服從政治權威及國家法律?」(Raphael,1990:175;Benn and Peter, 1959:298;Nielsen,1990:218)

國家或政治社群總是能「強制」人民服從，但沒有「正當性」的政治權威不能賦予被治者服從的

「義務」。而被強制地服從國家法律不啻被強盜脅制而交出財物，只有被搶劫的感覺。(參見

Hart,1961:7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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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原則之實踐當然會有許多困難，因為我們很難認定特定行為是否只與

本人有關。許多行為在本質上具有穿透性和轉移性（許國賢,1997:31），因而可能

直接或間接影響他人。但托克維爾此一論點之要旨，乃在不可避免的社會一致性

（social conformity）時代中，保留個體性的空間。他深知民主時代的身份平等特

徵，會使得社會同質化。且社會權威因國民主權意識擴散而增加。因此，「不要

指望個人獨立自主的範圍在民主體制下，會和貴族政體下一樣寬廣。何況人民也

並不要求如此」。「使民主國家的中央權力積極主動而又強大乃是必然而可欲的

（desirable），沒有人希望它軟弱散漫，只是要防止它的濫權或誤用其彈性靈活

（agility）」。（DA:696）因此，這就像我們分辨白天與黑夜一般，其間總有一個

模糊地帶。（Feiberg,1973:31）重點是社會是否尊重此一原則。若公民與政治人物

均能認知此一原則，便設立了保障個人權利與自由空間的安全閥（Lively,1991: 

112；李欣耀,1999:62-3）。 

民主體制最大的危機是將人民主權塑造成新形式絕對專制的自然傾向。美國

的聯邦制、自願結社、分散的財產所有權及新聞自由、村鎮自治等均促進了地方

分權，才使托克維爾鬆了一口氣。因為自由不是享有抽象的自然權利，而是在不

受權威壟斷的條件下運用權利。他並不關心美國憲法的權利法案，因為只有在制

度與民情維繫之下，這些書面保證才有價值。他認為，只有透過多黨派競爭、權

力制衡、聯邦制等這些多元制度才能保證美國人的自由。 

托克維爾說，貴族制國家有許多有錢有勢的人﹐能保護自己免於被輕易或不

公開地蹂躪。他們的存在使掌權者培養出溫和與節制的普遍習慣。他很清楚民主

國家不會自然地擁有這類人﹐但類似事物可以人為創造出來。…一般公民的結社

便可組成有錢有勢有力的團體（bodies）﹐亦即貴族式的團體。由此方式可以獲得

貴族制度在政治上的許多優點而避免其傷害與危險。一個政治﹑工商﹑文學或科

學的結社是有教養有力量的公民團體﹐不可能任人壓制或被秘密迫害﹐而在保護

其私有利益免受政府侵犯時﹐它也拯救了人民共同的自由。（DA﹕378） 

托克維爾這種看法已成為民主多元論或多元主義民主理論的主要論點。（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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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東﹐1986﹕90）但人民組成自願性團體除了消極地保護自身利益與自由權之外﹐

更積極的是有利於公民的獨立自主和公共精神（Oldfield﹐1990﹕127）。 

另一方面，托克維爾並不否定多數權威，甚至也肯定社會一致性有其必要。

他說： 

使許多公民受同一政府統治的原因，有意識地希望保持團結一致遠少於因同

樣的感情和意見所產生本能的，和某種意義下，非自願的一致（accord）。

我絕不承認僅因人們接受同樣的法律便組成社會；只有當人們從同樣觀點考

慮許多問題，對許多議題有同樣意見，並當同樣事件產生相似想法與印象才

產生了社會。（DA:373） 

沒有共同觀念，就不可能有共同行動，沒有共同行動，人們可以生存，但卻

不會有社會實體。所以，社會若要存在，甚至若要繁榮，根本要務即公民的

思想應該經常由某些主流觀念（leading ideas）號召並團結起來。（DA: 433-4） 

也就是說，社會如沒有鮮活的知識統一性（living intellectual unity）（Gauchet, 

1994:95-98）就不能存在。這種統一性不表示徹底的全體一致或不分色彩的一致

性。例如美國有許多教派，但對宗教卻有相同觀點，對政府形式（如聯邦或州權）

有不同意見，但同意其一般性原則。民意在一些觀點上看法分歧，但卻有著共同

前提：不攻擊現有的政府形式與社會的大方向。（DA:433,373,178）除此之外，

托克維爾並要以宗教─神的力量來加強知識的統一性。 

不僅如此，托克維爾對社會一致性的內容更有特定意見。他堅持用法律（指

建構地方政府）來塑造靈魂，他說：「法律使人關心國家的命運。必須要靠法律

來喚醒並指導蟄伏內心的模糊的愛國本能，並將其與日常思考、激情、習慣相互

聯結，使這種愛國心變成自覺而持久的感受。而這件工作永不嫌晚，因為國家不

會像人一樣衰老，每個新世代都是立法者的新材料」（DA:94-5）。這種政府介入

道德的立場具有倫理性質，但卻不見容於當代自由主義的原則。然而托克維爾堅

持政府不能對道德問題保持沈默，他說：「我絕不想把道德與政治區分成兩個截

然不同的世界，在其中一個熱烈追尋美與善的標準，而在另外一個則俯臥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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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情地嗅聞糞土之味」(SL：81) 

托克維爾式社會共識的內容當然脫離不了政治自由。（OR:xiv）為了對抗內

在於民主制社會的孤立傾向，政治自由驅使社群成員擺脫孤立，互相接觸，促進

積極的同胞意識。在自由公民的社群中，人們每天都感到需要拜訪同胞聆聽其心

聲，交換意見，並在涉及共同利益的行動上達成共識。只有自由能使人們超脫日

常生活中的金錢崇拜和瑣碎煩惱，而時刻體認他們都歸屬於祖國這個超於其上又

包容人群的廣大實體。在某些關鍵時刻，只有自由能以更強更高尚的理想取代人

們對物質幸福的愛好，提供致富以外的目標，指引所有人發現並判斷人類真正的

美德與邪惡。 

可以說，在專制的威脅中, 只有善用自由才是人民自保之道。托克維爾認為

政治自由的真正價值不在於反抗暴君這種偶然的原因（OR:168-9），否則無暴君

後政治自由便難以保持;也不在於它所帶來的物質報酬，雖然長期而言政治自由

可能伴隨舒適、福利和高度繁榮，但這並非必然，而且專制有時也能辦到這一點。

所以，政治自由的價值在於內在的魅力而與所有「實際」的考量無關。只有在政

治自由的國家，人才能自由的言論、生活和呼吸，僅僅服從上帝和國家法律權威。

要求自由提供自身以外之事物者是天生的奴隸。 

另一方面，愛國心也是社會應該培養的共識。他認為傳統舊體制的愛國心是

本能的，混雜了對古老傳統的愛好、對祖先的尊敬和對歷史記憶的留戀。而且也

可能由效忠國家轉為效忠國君。反之，民主制的愛國心自正確認識自我與國家的

關係而起，並因行使法律保障的公民權利而成長。這種理性的愛國心在民主政治

中較易培養，因為「人人都參加政府的管理，是我們可以使人人都關心祖國命運

的最強而有力甚至是唯一的手段」。美國是由各地移民組成，但普遍愛鄉愛國，

即因人人有權管理公共事務。(DA：268-73) 

托克維爾以身作則，實踐了自己的理念。他並非只追求「文學的光榮」，滿

足於思想理論的爭辯；事實上如同他的朋友 Royer-Collard所說，他更渴望「政

治的光榮」。他自承「當回到日常作息習慣時，那種單調無聊真是要命（fatal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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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我內心充滿了煩躁不安，我需要身體或精神上的刺激，即使冒生命危險也

在所不惜。對強烈激情的渴望變得難以抗拒」（轉引自 Boesche,1996:226）。 

於是，我們看到他活躍於政界，曾擔任國民議會議員九年；主編報紙 Le 

Commerce以恢復法國光榮為己任；協助指揮 1848 年革命的街頭戰鬥，使得他

父親感嘆：「亞歷西斯不知道何謂恐懼」；以及他擔任外交部長時，感傷法國只會

留戀往昔的偉大，卻不知自己現在力不從心，難以企及。（Re:169-206） 

他也從未遺忘祖母曾對他說：「孩子，絕不要忘了人最該感謝他的國家，為

了國家沒有不可犧牲的；不能對國家的命運漠不關心；上帝也要人永遠準備在國

家和國王需要時奉獻自己的時間、財富、甚至生命」（轉引自 Welch,2001:113）。 

針對中產階級市民社會的腐化趨勢，托克維爾也希望能激起熱情。因為托

克維爾認為，奴役之路有二：一是不再參與政府的統治行為，二是日益依賴統治

者。而其原因均是愛好物質享受。防杜之道只有激情。中產階級社會只剩下累積

財富這唯一的激情，所以要激發其它的熱情。 

要有強烈的仇恨，熱切的愛，偉大的希望和有力的信念，才能促使人類的

智慧運作，但目前，人們並不強烈相信什麼，不愛什麼，不恨什麼，除了

希望能在股票買賣中獲利外，別無他想。（SL:376） 

當然，帶著如此強烈熱情的參與，必然某種程度使得社會秩序不穩定，或

造成動亂不安。而社會動亂雖然威脅追求財富的人，但卻是健康政治秩序的表

徵。因為自由往往在暴動中艱困地確立，並由社會紛爭促其完善。相對地，平靜

經常象徵專制政府，甚或奴役的國家。所以「現代社會的領袖，要以太一致性，

太平靜的幸福狀態，去緩和其社群是錯的。應該經常讓社會面對艱難與危險，以

激起野心並提供行動的空間。」（DA:540,632）對托克維爾來說，現代社會可怕

之處，不是混亂與迅速的變遷，而是為了安全與富裕所造成的停滯，內心徬徨而

無創意，費心於瑣事，人性不再提昇。（DA:694） 

甚至於儘管戰爭後果悲慘，但托克維爾評論克里米亞戰爭時，卻說：「從這

些似乎沉睡在物質幸福的社會的胸中，所自然流露出來的是多麼鉅大的努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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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充滿精力，和多麼具有男子氣概和英雄的美德！」（轉引自 Boesche,1996:227）

因此，戰爭甚至可以矯治民主社會某些慢性疾病。 

問題是，托克維爾的均衡策略─鼓勵政治自由，培養公民性格─到底有無成

功的可能？他曾告訴我們自由是人「本能的傾向」，但他也說個體主義是深思熟

慮之後的「錯誤判斷」，而追求物質享受已是中產階級的民情，則究竟何者力量

更大？對此，托克維爾也不敢樂觀。 

的確，他看到「（在美國）共和國無所不在，既在街頭也在國會。如果某障

礙物堵塞交通，鄰近的公民便集合討論，並指定一個委員會共同策劃並精心指導

以排除之」（JA:43）。「政府力量不干預的一個優點是⋯必然出現個體力量的增

強。每個人都學會獨立思考與行動，而不依賴外在力量的支持」（JA: 38-9）。 

但我們不應忘記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大多數人必須受僱於各行各業的資本

家，成為勞工。在工業化的生產結構中，勞工已經由自主的選擇者，變成了機器

的一部分，尤其欠缺獨立思考與行動的能力。而當資本主義日益發達，社會、經

濟、甚至於文化的資源都集中在少數人手中，勞工的政治自由實際上就更加有限

了。尤其擁有廣大資源的私人利益，獲得「設定社會議題的支配性分量」（Rawls, 

1971:225-6）後，民主社會公民的政治平等已經被腐蝕了。（Satz,1993:68） 

所以，托克維爾只能感嘆：  

很不幸地，使民主國家特別需要結社組織的社會狀況，正好使民主國家較之

其它更不容易組成結社組織。（DA﹕276） 

現代先進民主國家所引以為傲的市民社會，充滿活力，但也充滿私慾。人們

組成了許多團體為公益而打拚，但更多的是營利的公司、跨國企業集團、連鎖店。

按托克維爾的標準，這種市民社會就算不能說完全悲觀，恐怕也是憂喜參半吧9？

更何況 Rawls所說的「設定社會議題的支配性力量」是由私人利益所擁有。 

                                                 
9 儘管托克維爾在經濟制度影響了社會或政治行為時，才會從其中找出作用於人們心理層

面的環境證據。（Drescher,1968:66；Furet,1981:151）但他並非不熟悉經濟自由主義的理論。尤其

是英國當時的學派，傾向於在經濟的法則中找到市民社會，甚至社會科學最基本和最科學化的面

向。但他並不接受這種觀點，認為經濟只是生活的一個面向，只有在社會和知識生活與經濟產生

互動時，才會有興趣去探究。而不是研究經濟學或以之為基本的變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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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托克維爾社會一致性的概念，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看來，更具有高度爭

議性。 

有學者從「動亂民主」（disturbing democracy）的角度對社會一致性提出質

疑（Gauchet,1994:108-10；Reinhardt,1997:20-3）。他們很懷疑社會一致性與民主

體制是否相容。特別是當建構一致性的手段涉及宗教時（這正是托克維爾所做

的，詳見第四章）。同時，他們也懷疑當托克維爾贊成以動亂象徵民主社會的健

康時，能允許這種動亂到達什麼程度？是否涉及根本價值與信念。 

但也有學者從公民共和主義的角度為托克維爾辯護，認為政治認同的建構的

確必須建立於政治自由的運用，這種認同也和本能的愛國心不同。更重要的是，

這樣才能有團結和凝聚力。可以說是用當代的語言，重述了托克維爾的論證： 

政治社群分享認同（identity），而認同部分來自於自決，部分則來自於共

同的歷史、語言或長期居住在同一領土上。政治團結和凝聚力來自於平等的

分享認同，而這至少部分是自決和選擇而來的。換言之，政治團結和凝聚力

並不因分享一種歷史、一種語言⋯等等就能產生。當我們描述自己為美國

人，加拿大人或英國人，或蘭開夏人，魁北克人或德州人時，我們並不必然

在政治上表達了自己。我們或許表達了某些關於根源，或文化傳承的事，但

根源有不同的體驗，而文化傳承有多樣的詮釋，所以我們並不因此而說出了

政治認同（political identity）所包含的理想使命等有關的事─猶如這種

理想使命是自我認知、承認，和承擔的。這種對政治認同的選擇才會產生一

個政治社群的團結和凝聚力。而這就像我們選擇成為『主動的公民』。

（Oldfield,1990:7） 

這個對民主本質的討論從某種角度來說，似乎就是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最大

的分野。共和主義者不承認自由主義「國家中立」的立場，而自由主義者決不接

受社會有權建構有實質內容的根本價值或社會一致性。托克維爾堅持社會一致性

的立場，使得他與自由主義頗有距離。然而，他所要建立的社會共識，其內容主

要是政治自由的運用，培養公民參與美德及愛國心。似乎既不妨礙多元社會的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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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發展，也將共同體意識奠立於自願的選擇之上。相較於自由主義所擔憂的壓制

性宗教、政治意識型態迫害，也無足深懼，似乎只是比程序性民主更進一步。由

此可見托克維爾的社會共識建構，有其與自由主義寛容多元原則相容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