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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主體制的腐化 

 

在第二章的第一節，我們看到基於民主社會的內在特質，及現代資本主義的

外在衝擊，使得民主體制的均衡力似乎有傾向同質性個體，及私領域優先的一

邊。而力爭主權的國民當家作主的意識，及與國家休戚與共的公民性格，卻有逐

漸消蝕的潛在危機。因而托克維爾致力於建立適切的社會共識，以平衡市民社會

不良的發展趨勢。這種失衡的發展正是托克維爾深以為憂的情勢。本章討論的就

是這種情勢所可能造成體制腐化的後果。 

具體而言，托克維爾所觀察到而深有戒懼的可能危機有三： 

第一、多數專制（majority tyranny）─因為主權隱含著代表，在民主政治中，

多數是唯一適當的代表。而且，就常識而言，所有理性的決定都需要將選項從許

多減少到一個最後選擇。因此，多數統治似乎因道德和數學的理由而成不證自明

的公理。（Spitz,1984:xi,75-80；韋洪武，1996:20-1）托克維爾並不否定多數的道

德正當性。他說多數專制是指多數或其代理人的力量有可能被誤用或濫用。尤其

相對於多數的統治，民主人極可能是完全孤立無援的。這種政治與社會力的結構

乃是誘發權力濫用的溫床。 

第二、民主專制（democratic despotism）─由於現代資本主義的刺激，民主

人若非完全放棄政治領域的關懷投入私領域生活，就是以消費政治的立場，叫囂

爭取國家的物質性滿足。政治人物為爭奪權力，乃競相喊價，諂媚選民。其結果

是國家以保護性的父權性格，竊佔所有公共領域的論述空間。民主人自覺生活在

自由、民主、富裕的國家，但實際上，卻是受欺騙淪為奴隸而不自知。 

第三、中央集權（centralization）─托克維爾早已在十九世紀便預見中央集

權之不可避免。更重要的是，在他的理論中，這個現象乃是內在於民主的邏輯之

中，是共相（common）而非殊相（particular），不受個別國家民主化過程的影響。

法國的民主化正是以中央集權來打擊封建貴族政體，因而受其危害也深，但美國

特殊神恩的民主起源，也不能逃脫中央集權的命運。一旦中央集權取得政治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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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當性，那麼一方面為多數和民主專制預作準備；另一方面則在社會民情中更

加使得孤立而冷漠的個體完全失去政治的公民性格。屆時恐怕很難利用政治爭論

動亂，或任何熱情，重塑公民的參與美德。 

大體上，托克維爾對民主體制可能的腐化現象，最關心的是公民性格及政治

參與美德能否維持均衡發展，以及私人利益與公共利益如何兼顧。中央集權與地

方分權能否協和互利。凡此均顯現共和主義在「一致」與「多元」之間求取中庸

之道的基本思維。 

 

 

第一節 個體的孤立與多數專制 

 

多數專制如何形成？托克維爾相信，這和身份平等的發展關係密切。他認

為，因為社會平等，大家相信彼此不分軒輊都有判斷是非、選擇善惡的理性。當

多數人的判斷選擇與自己或少數人不同時，大家自然傾向認定前者應該是對的。

所以多數在民主社會中很容易被賦予道德的權威（moral authority of the 

majority ）。（DA:128-36）托克維爾深知多數統治在民主政治中不容置疑，也無

可厚非，但多數跟個人一樣既會犯錯，也可能濫用權力以欺壓少數。更值得憂慮

的是，由於多數在民主社會中具有某種道德權威，它對少數或個人（尤其在意見

與思想上）所發生的壓制與束縛作用常常不是政治或法律權威所能比擬的，而且

還可能為社會所認可。（張震東，1991﹕193—4） 

當民主國家的人民個別地與身邊的人比較時，他對自己與他人平等感到驕

傲。但當他調查所有其他同胞，並把自己置於此龐大集體中時，他立刻意識到自

己的微小與無力而沮喪。使他獨立於其他個別公民同胞的平等，同時也使他孤獨

而毫無抗拒地面對多數（the greater number）同胞的影響（DA:435）。 

在貴族制中，人們往往有其尊嚴與力量，當他覺得與大多數同胞意見不一

致時，他便退回自己的生活圈以尋求支持與撫慰。民主國家則不然，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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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就像呼吸的空氣般必要，若與多數人意見不一致，那就像是活不下去

了。公眾不必以法律強制不同意見者，公眾不贊成就夠讓這些異議者感到

自己的孤寂與無能為力，進而斷絕希望。⋯多數不必逼迫他，而是說服他。

（DA:643） 

由於人民主權無可抗拒，故國家不僅不能塑造社會，而且被社會所吸收且受

其支配。正因如此，托克維爾才對美國多數的無限權力提出警告，而有多數專制

的想法。另一方面美國民情對權威充滿懷疑，並且強調自助，亦即個體主義。

（DA:430）這種心靈習慣在民主社會並未帶來解放的效果，反之，人們雖免受

權威支配，但卻害怕、困惑、自覺渺小，於是轉向公眾意見或多數的聲音以尋求

指引。（DA:435）其結果是個體主義與一致性矛盾的結合─對自我設想之平等權

利的「堅持」，卻結合了向人民主權新權威沈默的「投降」和意志的「屈服」。而

這種支撐民主個體主義的一致性，比起過去的宗教權威更具奴役性和教條性。因

為它表面上看起來像是知識自由而不是教條。這種權威的概念是革命性的，是一

種心靈的專制和性格的弱化，因此造成多數專制。（Kraynak, 1987:1179-81） 

這個壓制性結構之所以出現，當然也和民主轉型的過程有關。托克維爾認為

「中世紀是完全分裂的時代，每個民族、地區、城市和家族都強烈傾向維持其獨

特的個體性」，而民主時代打破封建的個體性後，平等而孤立的公民就必須向公

共意見龐大的力量屈服。（DA:255-6；Horwitz,1966）個體主義之概念即表達這個

層面的意義（OR:96），而且是一種離心力。「民主化割斷了社會紐帶及其中每個

環節」（DA:508）。粉碎了傳統的層級制與社會階級，及個體與個體相互依賴的

紐帶。它造成個體自由但孤立，獨立自主但與他人毫不相干⋯。而且，在當代廣

土眾民的國家中，多數之非私人性與壓倒性有如自然界的物理法則。個體在公共

生活中感受自身的微弱，於是先求適應，繼而順從多數的意見。而私生活只能提

供不安全的撤退─民主法律的個體主義傾向摧毀私人關係，結果，有棄個體於近

乎完全孤立的危險。托克維爾認為，個體主義的邏輯傾向使人類變得微不足道，

可能犧牲政治自由求得私人幸福，並服從多數意見的支配。（Mc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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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300） 

多數雖然決定一切，但服從的是全體國民，也包含多數自身在內。如何可以

將這種體制冠以「專制」之名？若多數的強制有其道德與務實（做決定）的正當

性，則與專制這種道德的譴責豈非自相矛盾？ 

對此，托克維爾也有清楚的回應。他認為，多數統治理所當然。事實上，

會變動的政治多數並非問題所在。1敗選一方也服從多數，因為他們希望當己方

勝選時，也能得到他方的服從。（DA:248）所以，民主的公民守法不是因為法律

代表上帝必然性的意志，正好相反，是因為法律是偶然易變的。今天服從法律是

因為知道明天可以改變它2。（DA:241）（當然，像種族、族群、宗教等難以變動

的多數與少數關係則另當別論） 

重點是思想方面的多數壓制。托克維爾曾說：「當出版自由與主權在民結合

在一起時，我們常會看到一旦多數人顯然贊同某個意見時，反對意見就無從發

表⋯有些想法突然間好像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掉似的，這時出版自由不過虛有其

名，實際上當道的是言論檢查 （censorship），而且這種檢查的威力千倍於任何

權力所能發揮的效果」（轉引自 Schleifer﹐1980﹕201）對於這種多數暴政（ma- 

jority tyranny）所造成的社會一致性（social conformism）—唯多數是賴，信賴多

數猶如信仰宗教，不摧殘肉體卻扼殺靈魂，托克維爾認為凡嚮往思想自由

（freedom of the human mind）的人都應與民主社會的這種自然傾向奮力一搏。

（Schleifer﹐1980﹕209） 

彌爾也支持這種看法，認為社會領域的多數專制的可怕，絕不低於政治領

域： 

類似其它專制，人們起初只看到這種多數專制⋯透過公共機關措施運作。

但是有思想的人則已看出⋯它並不限於以政治機構之措施為手段⋯社會專

                                                           
1 彌爾認為多數對少數的壓迫需要防範（Mill,1974:62-3）。他的觀點顯然深受托克維爾的影響。 
2 Holmes 認為，托克維爾在《舊制度與法國大革命》中的觀點是，正因為我們知道負擔是偶

然易變的，所以才更感沉重。與此處的論點相反。（1993:30）本文則認為遵守（自己想改變也能

改變的）法律，和感覺（想抛棄也能抛棄的）負擔更沉重，是兩件事，可以並存。我可以同時覺

得現行法律負擔沉重，但仍遵守之，因此並無矛盾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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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比許多政治壓迫更可怕，因為它雖非經常以極端刑罰為後盾，但人們卻

無所逃遁。它深入生活細節中，並奴役人內在的靈魂。（Mill,1974: 62-3） 

所以多數專制不但奪走政治自由，也導致思想的一致性，或思想專制

（Boesche, 1996:220） 

即使美國也存在這種思想的專制，托克維爾曾說美國並無知識的多元主義，

而是被一種單一化的力量支配。「一般說來，沒有一個國家比美國更缺乏思想的

獨立和真正的討論自由」（DA:254-5）。異議者很快會被強制整合進社會主流之

中：「多數具有絕對和不可抗拒的力量，當一個人想和多數主流價值相違背時，

某種意義上，他必須放棄自己作為公民的權利，甚至作為人的地位」（DA:258）。 

法國因為民主化程度不及美國，因此，多數專制反而較不嚴重，但也只是時

間遲早的問題。因為法國數以千計的小團體只為自己打算，並在孤立的情況下採

取行動。托克維爾認為，這種孤立導致一種團體的個體主義，為強勢集權的行政

部門及相應政治體系的出現作準備。事實上，這種團體個體主義使人民心理逐漸

適應徹底的個體主義，馴致民主社會的荒廢。法國其實已分裂成許多群孤立生活

的團體，直到平等主義浪潮將之捲入一個同質整體（OR:96；Drescher, 

1964:193-223）。 

總而言之，我們看到了民主所可能內生的腐化傾向。但我們還應更進一步看

到這種傾向的強烈程度。例如多數專制並不只是可能而已，而幾乎是必然發生的

─除非我們採取適當而有力的行動。如前所述多數專制的力量來自於其正當性，

Rousseau 說得好：「少數人服從多數人之決定的義務從何而來？…多數決的法

則，其本身就是一種既經建立的慣例，並且預設了至少一次的一致同意」

(Rousseau，1964：52)。反抗多數即是違反自己曾經同意 (要服從多數) 的義務。

而多數決在民主社會中無所不在，各種公職人員的選舉、國會的立法、社團的活

動、公司的商業決策、甚至學校的行政措施，直接、間接；親自、代表；個別、

集體無不以多數之名決定之。當多數以主權意識相強制時，單一個人何所逃於天

地之間？在民主體制之下，那種無可抗拒的力量正是托克維爾最恐懼的。受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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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不正義傷害的一方無法求助於民意，因為那就是多數；不能向立法權求援，

因為立法者盲目地服從多數；而警察也不過是有武力的多數。（DA:250-2） 

既然如此，民主體制能如何克服這種歷史的命運呢？一般說來，托克維爾

還是期望借助民情重於法律的共和主義思考。美國憲法上的諸多設計，也以對多

數設置障礙的角度，而被托克維爾檢視及讚揚。例如兩院制，間接選出的參議院

是對多數很好的障礙。多數的意志得到尊重，但也在某種意義下被修正了。

（DA:124） 

又如聯邦制，可使得多數狂熱不致迅速擴散。「政治激情，不會像著火的紙

一般，立即散布全國，而會與每個州個別的激情發生衝突。」（DA:162）3 

此外，司法體系是抑制多數專制最重要的設計。托克維爾認為，美國人信

任法官、律師。但司法人員卻不喜歡多數人的行徑，且私下嘲笑人民的統治。他

們對正式規則（formality）的嗜好也和多數人民的態度不同。同時，他們自然地

反對革命精神和民主制下欠缺考慮的激情。但他們並非要推翻民主，只是要引導

民主。（DA:264,266,698）而陪審制度「可以使得人民注意與自身無關之事務，

並克服個體的自私性格。」（DA:268）並且人們也由此學習法律及責任感。因此

托克維爾說：「陪審制度是建立人民統治及教導統治之道最有效的辦法。」

（DA:276） 

又如地方自治或地方分權也有防止專制的功能。因為地方政府「就像許多

暗礁，可以阻擋或分岔人民意志的洪流」（DA:263）。政治結社和地方自治政府

可以取代中世紀貴族，防止集權的專制。但另一方面，地方自治也有其積極的功

能，亦即徵召和動員個體。公民參與地方事務的決定，學習討論、合作之道，因

而使得自己更關心公共事務，超越私人利益。（DA:311）而且民主社會追求平等

的傾向，使得人們喜愛抽象的理性主義，以及可以無限的自我完善的思考模式。

但類似地方自治的經驗，卻可以造就重視事實與務實的公民。使公民對公共事務

                                                           
3 當然，托克維爾也注意到，聯邦制對多數設置的障礙也有失靈的時候。例如對印地安人

的侵略問題上，聯邦制乃是各州立法多數的幫凶。各州政府殘酷的侵襲印地安人，逼使他們向西

遷徙，而聯邦政府則誘惑他們和平地離開，承諾他們另一片自由的土地：「各州的暴政強迫野蠻

人離開，而聯邦的承諾則使得驅逐更為容易。」（DA: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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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而務實地關心。「這就是民主體制這個讓每個公民都參與統治的政府，緩和

因平等所激發對總體性政治理論的過度愛好的辦法。」（DA:442） 

換言之，這些機制乃是在多數下決定前，增加少數表達意見、相互辯論的

機會。也就是以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設計，來提昇多數決的

品質。至於自由主義民主較常採用的憲政主義途徑，諸如分權與制衡、司法審查

制、總統連任限制、政府依法行政等，則變為托克維爾次要的選擇。4 

當然，機制可能失靈，多數專制也可能每下愈況，如果國家的專制式民主變

本加厲，而多數人猶以為有利於己而強力支持時，少數或自主的公民應該怎麼

辦？托克維爾此時也只好訴諸於正義原則。 

有一種法並非由那個民族，而是由全人類的多數所制訂或採納，那就是正

義。⋯正義限制了每個民族的權利。國家猶如人類社會體（universal 

society）所委任的陪審團，以適用此社會體的法律—正義。難道代表社會

體適用其法律的陪審團，應該有比這個社會體更大的權力嗎？所以，當我拒

絕服從一項不正義的法律時，我僅僅是由民族的主權向人類的主權提起上訴

而已。（DA﹕130） 

從現代人的觀點來看，像同性戀者、選擇墮胎的婦女、（主動或被動）期盼

安樂死的病患、穿舌環的人、甚至劉伶（東晉竹林七賢之一，好於室內裸體）的

同好、精神病患、有前科的公民、痊癒後的 SARS患者等等，大概都很能體會「千

夫所指，無疾而死」的多數專制。托克維爾對民主社會的這個批判，確實是直指

                                                           
4憲政主義有三種意義： 

最廣泛的：指「對政府的法律限制⋯其反命題是獨斷統治。」（McIlwain,1947:21）或「相

信高於人類統治者意志的一種法律。」（Corwin,【1928】1971:5） 

這種「最高法」（higher law）的指涉對象包括古典自然權利、羅馬法、基督教自然法、英國

普通法、現代自然權利、美國憲法等。 

古希臘羅馬的定義：就柏拉圖和亞里斯多德而言，憲法即 politeia，既指涉城邦或國家的整

個社會秩序、經濟結構，也指涉政府形式。（McIlwain, 1947:24；Wheare, 1966:1）對西塞羅而言，

憲法即 constitio，意思是人民政治組織的形式、組成或制度。（Maddox, 1982:807）這種意義強調

政體分析，即政體分類及審慎選擇適宜塑造美德公民的政體（或其混合）。 

現代的定義：較最高法精確，而較政體更為限縮。係指限制權力，保護私有權利的制度限

制，例如權力分立、選舉責任或制衡的機制。（Kraynak, 1987:1176-7） 

托克維爾的憲政概念強調古典政體的意義（Zetterbaum,1967:52）。但與古典政體論不同的是，

他區分了政治領域與社會精神，並將後者置於優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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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體制的病根，同時也指出未來努力的方向。 

值得討論的是：第一，在極端多數專制的情況下，可否容許少數反抗或革

命？托克維爾對革命手段之厭惡，主要來自對革命精神（revolutionary spirit）的

反感與批判。他說： 

我不知道還有什麼革命比民主國家的革命更危險，除了造成意外，短暫的傷

害外，它還可能造成革命的病態長期甚至永遠存在。（DA:700） 

在任何情形下，革命精神都是自由的敵人，在民主時代尤然。因為革命精神

與民主有一種自然而神秘的連繫。⋯革命有時是正義且必要的，它也可能建

立自由，但革命精神卻總是令人厭惡，且只會導致專制。（參見 Lamber- 

ti ,1989:214）。 

對於行使反抗權，托克維爾的立場可說是有條件的支持。 

我認為反抗有時是合理的，叛變也可能是正當的。因此，我不能將民主時代

的人不能發起革命，訂為絕對法則。但我認為他們，比起其他體制下的人，

更有理由在開始革命前好好考慮，而且我也認為忍受目前狀況下的許多不

便，要比轉而採取如此危險的補救之道要好得多。（DA:700） 

換言之，體制的穩定比起某種實質的正當性要更為重要。體制若能維繫則重

新創建即非必要的選擇。但此時的多數似乎已不再具有正當性了，正當性另有可

能的來源。這樣的論證是否與托克維爾關於國民主權的唯一正當性相衝突？這個

問題確實不易回答。 

第二，民主社會的公民如何可能是完全孤立的？以十九世紀的法國而言，民

主化尚未完成，仍有團體的個體主義。況且，個體從封建政體解放出來，不僅代

表掙脫了屈從的層級制，而且其個體性也不再受限。自我成為流動而可塑的，潛

在地進行發現與創造之旅（Reinhardt,1997:34；Lefort,1988:15）這種鮮活的個體

性，也是托克維爾曾經讚美的。至於美國，則有著許多的結社團體。即使以民主

成熟階段，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所造成的影響來說，個體雖然只顧私利，賺錢致

富而顯現政治冷漠。但組成公司一起賺錢，也仍然有著商業利益的合作美德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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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主義熱情。無論如何，都很難得出托克維爾所說個體完全孤立的結論。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個體對「公共領域」冷漠的現象。也就是說，大家雖然合

作致富，但對公共事務卻總是希望能找出多數意見，然後加入主流派。這個觀點

卻預設了公共領域與私人領域可以劃分的前提。這個前提對民主專制的論證也有

關鍵的影響力，是我們下一個討論的主題。 

 

 

第二節  私領域與民主專制 

 

所謂民主專制，依托克維爾的界定，是指「一個巨大的保護性權力」（tutelary 

power）： 

獨占地負責滿足其需要與監管其命運。此一權力絕對至上，鉅細靡遺，規律

運行，精明智慧而溫和親切。它不像親權為子女的未來生活作準備，反而試

圖保持人民在永遠的幼稚狀態。它樂見公民歡享快樂，只要他們別無所求；

它樂於為公民的「幸福」效勞，但要成為「幸福」的唯一代理人與判斷者；

它提供安全、保護、享樂所需設施，處理重要事務，指導工商企業，規範遺

產繼承並分配之。政府權力為什麼不應該如此完全解脫其公民的焦思苦想和

對生活的所有操煩呢？如此政府權力每天都使自由選擇更無用更稀少。限制

自由意志的活動於更狹窄的（生活）範圍，並一點一滴剝削公民自身能力的

適當發揮。平等使人民對此早有準備，傾向於容忍這種政府權力並經常認為

這是有利於自己的。（DA:692） 

許多學者認為托克維爾所描述的保護性權力，是指社會民主理念下的福利國

家。但深入分析原文將可發現，這種對比未必精確。因為，民主「專制」是以滿

足人民對秩序、幸福的需求為手段，使得人民「自願」放棄為公共事務運用自由

意志、發揮參與統治的能力為目的。這是一種父權式（pa- ternal）政體，其目的

即使人民保持永遠的幼稚狀態。從托克維爾的界定中，我們也可發現，他對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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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最深的恐懼，仍在於對「民情」5的影響。倘若人民集體的心靈習慣未能對

當家作主的意義有深刻的認識，則法律制度的民主也不能使人民免於近似奴隸的

命運。然而，在自由參與公共事務的民主國家，這種社會狀態如何可能？ 

托克維爾認為，民主專制政權對於塑造民情有強烈的意願和巧妙的手段： 

陸續將每個公民納入其強力掌控並依其意志塑造之後﹐政府擴大其管轄範圍

於全社會。它用瑣碎複雜﹐既深入周詳又一體適用的法網捕撈住整個社會生

活﹐即使最具創意和最有活力的人也難以從群眾之中脫穎而出。它並不粉碎

人民的意志﹐而只是軟化﹑馴服﹑指導它們﹐它很少強制人民行動而經常阻

礙之﹐它不摧毀而是防止產生﹐它完全不暴虐專橫而是大量阻撓﹑限制﹑令

人精神萎靡﹑意志消沉﹑麻木不仁﹐終至於成為馴服而勤勉的動物而以政府

為放牧者。我一直認為這種井然有序﹐溫和親切﹐和平寧靜的奴役超乎想像

地易於和自由的某些外在形式結合﹐甚至可能在人民主權的幌子下建立。

（DA:692） 

何種事物可以「塑造」公民，「軟化、馴服、指導」人民意志，使人民「麻

木不仁」，成為被放牧的牲畜？托克維爾企圖呈現的似乎是一種「意識」或「意

識型態」的控制。但因為這種控制與滿足人民物質欲望並存，且具有自由與人民

主權的外在形式，而暴力並非絕對必要，是故這種意識型態控制與「老大哥」式

的全面監控不同，反倒接近 Gramsci（1971:161）所說的「文化霸權」「hegemony」。

亦即指統治階級的意識型態，已經成為市民社會普遍接受的、日常生活中視為理

所當然不被懷疑的常識。相對地，「領導團體必須在經濟上做某種犧牲，但無疑

地這個犧牲和妥協必然不是最具根本重要性的」。 

關於托克維爾民主專制究竟有何性格，其實有很多不同的詮釋。由於這個批

判的意像，在其理論中獨特而重要，因此，有必要仔細審視其不同的視界。 

                                                           
5 托克維爾關於民情（mores）的定義： 

「我曾用習俗（customs）來表示古代人給予民情（mores）這個字的意義，因為我不僅是

專門指所謂的態度（manners）─亦即心靈的習慣─而且是指人們現有的許多觀念和意

見，以及構成他們心靈特質的那些觀念整體。因此，這個概念包含了人民整個道德和知

識的條件」（DAB,I: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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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use也有類似文化霸權的說法： 

如果個體滿意於行政機構所提供的財貨與勞務，並至感幸福，那麼他們何

必堅持要其它機構⋯⋯而且若個體被預先制約，以至於令其滿足的財貨包

括了思想、情感和欲望，那麼他們又何必自己去思考、感覺和想像呢？

（Marcuse, 1964:50） 

當然也有學者更強調這種專制的結構性壓制。如 Reinhardt 便將它與 Foucault

的「紀律」概念相對照，並認為托克維爾對保護性權力的分析，與 Foucault對政

府管理（governmentality）的討論有系譜學（genealogy）上的血緣關係。（Reinhardt, 

1997:193）同樣地，Dumm則認為，如果我們對保護性權力的思考的注意力不放

在機構─即國家或全國性政府，而放在這種權力的技巧和形式上，則必然對現代

民主社會的處境更有啟發性。而這種辦法是托克維爾自己先前與好友 Beaumont

在分析美國監獄的具體管理措施時所採用的。（Dumm,1987:128-40） 

而 Boesche則提出「奴役網絡」（the web of servitude）概念。他認為新專制

的形成是一個無人能控制的過程。經由個體孤立、無力感、追逐財富、和集權與

官僚化的中央行政機構的支配等元素構成了奴役網絡。儘管中產階級隨著此一發

展而崛起得勢，或許也應為民主之死負責任，但他們也困在這個網絡之中。因此

這是一種沒有專制者的專制。（Boesche,1996:232） 

Birnbaum是以強勢國家的運作說明民主「專制」，而對照的便是馬克思所說

的「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模型（馬克思，1972:641-2；691-4）。現代

社會學家也使用類似意義的強勢國家概念：即國家在官僚體系的干預指導下，推

動有關生產消費與分配的經濟社會政策，規範社會各階級的生活。

（Birnbaum,1992:96-7,100） 

本文則以為，托克維爾民主專制的欺騙性似乎更值得注意。這種專制除了

嚴密的結構外，還有意識型態的操控。它常宣稱以自由為基本信念，直到被奴役

者都相信自己是自由的為止。這是最危險和欺騙性的部分。（Boesche,1996:232）

托克維爾深信從羅馬第一個皇帝奧古斯都開始，統治者要剝奪人民的自由總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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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它的形式著手。這已經是歷史常識了。（OR:15） 

也就是說，新型專制的特質是以人民的滿意作為奴役的手段。暴力僅偶而

使用，但提供物質享受才是它的力量所在，賄賂取代了恐懼。「文明不再訓練人

民當家作主，而僅用來美化與正當化人民的奴役」（轉引自 Boesche,1996:229）。 

這種觀點顯然受了孟德斯鳩《波斯通信》的影響。孟德斯鳩描寫後宮佳麗

忙著延長和美化自己的馴服，只為了因良好行為得到獎賞所帶來的滿足。是故一

個宦官告訴他的主人：「當您愛撫而非威脅時，具有更絕對的權威」（Montesquieu, 

1961:letter 96）。而先前的羅馬史家塔西佗（Tacitus）也曾提到既取悅同時又貶低

的專制，其例證即當羅馬征服不列顛人時，就是經由提供沐浴、宴會等事物。當

地人認為這些代表文明，其實只是他們奴役的工具。 

另一方面，這種專制的統治可能還是民選的，但這並不改變專制的特性。

人民只是以選舉來自我安慰，實際上他們是在選自己的主人。這種稀少而短暫的

自由選擇，並不能防止他們逐漸淪落到動物的地步。（DA:693-4）選舉只是培養

個體當家作主的幻覺，促使他們趕緊退回私人世界。 

現代的傳播工具更提供新專制極佳的工具。托克維爾充分了解報紙的重要

性，因為它可以「同時把一種觀點印入數千個腦袋中」，所以，他警告資訊來源

集中化的危險。如果一個國家只依賴兩、三家報紙，那麼意見自由將只是幻覺，

因為意見不是由個體自由選擇，而是他們所無法掌控的遠方權力為他們塑造的。

若專制政體不但可以控制公共措施，還可以控制個人思想，那麼只是退回家中與

社會隔絕，並不能保留私生活的自由。因為政府會穿透人民的私生活，同時還給

人民自由選擇了其觀點與意見的幻覺。（DA:517,184）回想台灣的威權時期，真

是這段話的絕佳印證。 

民主專制之所以能輕易得手，是因為「現代人既需要領導﹐又想保持自由﹐

他們使政府無所不管無所不能﹐但又由人民選舉產生﹐結合中央集權與人民主

權。然其後果乃是每個人都讓政府為自己戴上項圈﹐因為他看到另一端拉著鎖鏈

的不是一個人或一個階級﹐而是社會自身。」（DA﹕376）這種專制最可怕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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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僅在於它剝奪了人們許多自由與權利﹐更在於使他們喪失了追求自由的意志

（will to liberty）。（張震東﹐1991﹕192） 

當然，另一個罪魁禍首就是資本主義，這部分的論證第二章第二節已有甚

多說明，此處僅簡單指出，托克維爾對這個政治冷漠趨勢的發展頗為憂心，他曾

針對美、法兩國狀況作出類似評論。「美國人的真正熱情是獲取財富，這是個推

銷員的民族，美國公民有知識和資源時，他會在商業和工業中致富，他只希望國

家不要出現，干擾他的努力，並確保他的利潤。」（DA:512,614,615,621,632-3, 

671-2） 

此外，托克維爾曾致函彌爾「親愛的彌爾，我不必告訴你像（法國）這樣一

個國家遭受的最大傷害，就是其民情逐漸萎靡，精神的墮落，品味的庸俗⋯因此

法國不該發展出為了苟延殘喘而犧牲光輝絢爛，讓偉大事業屈服於卑微目標的習

慣⋯讓法國相信，他的世界地位比祖先所留下來的更低；但值得安慰的是，每個

人因和平帶來的繁榮而更為幸福，無論那種和平是怎麼得來的─這是不健康的，

法國的領導者必須經常保持驕傲的態度，要不然他們將貶低了國家的民情。」（轉

引自Melvin，1963：383-4） 

一般說來，民主專制這種概念及其發展趨勢是法國普遍討論的議題。在 1830

年 4月 21日給Charles Stoffels的一封信中，托克維爾把半開明（semi- enlightened）

與高度文明社會狀況做了對比。他認為，在高度文明社會狀況中，個體逐漸被社

會團體取代，而整個社會變成了一個新巨靈（Leviathan），照顧人類每個層面的

生活。這個訊息和《美國的民主》第二冊中對民主專制的著名描述驚人的相似。

這足以證明托克維爾在到達美國之前，就已受到 Guizot的影響，而發展出民主

專制的概念。（Craiutu,1999:476）托克維爾與眾不同之處，則在於堅持以共和主

義美德貫注於民情之中，以防止社會麻痺的現象，進而維持民主人之政治自由的

一線生機。為了激發人民追求政治自由﹐托克維爾甚至在理論上與功利主義妥協

（因為依他的主張﹐追求自由不應該是為了任何實際的利益）。當然這種妥協仍

然是相當有限的。托克維爾在界定「適當理解的自利原則」（self-interest prop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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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ood）時說﹕「在鄉鎮自治中﹐公民們自願的共同合作﹐並被授權處理地

方政務﹐因而從公共福利中發展出一種利益。政治自由依賴於對自我利益的理性

計算﹐而利益顯示自願的合作行動比起自以為自給自足或對同胞漠不關心可以得

到更多。美德之實踐因此是適當理解的自我利益所激發。開明的自利不要求偉大

的犧牲﹐但在日常例行工作中卻獲得許多小的犧牲﹔造就守秩序﹑穩健﹑溫和﹑

謹慎和自制的公民。它即使未曾將意志導向美德﹐也已養成意志不自覺走向美德

的習慣。」（DA﹕659—61﹐679） 

也就是說，托克維爾呼籲一種新的政治學，要以一種新的態度，回應時代變

遷。並且避免鄉愁式的政治思考，和一再回顧精神狀態。不僅如此，他還尋找一

種特定的政治知識：在新趨勢中，理解自由的形式和命運。他要用新的政治科學

去理解，自由的實踐如何在平等化的民主制及其狂熱的追求中，被重新發明出

來；若此再發明未能成功，則說明會出現何種壓制的模式。這種研究意圖是很實

際的，因為托克維爾的目標就是要擴張自由行動的範圍，並培養對新式專制的抵

抗。（Reinhardt,29-30,187；並參見 Lefort, 170；Wolin,1989: 68-9相近的說明。）

而抵抗之道，就在於公、私利益一致的認知。毋須信仰的狂熱，教育與經驗往往

就足以引導公民做出重大犧牲；同樣卑微的人會同感需要同伴之助，並了解不助

人則不得人助，他輕易地認識，自己的利益已和公共利益混而為一。這樣一個民

族可能較不輝煌；較少榮耀與強盛，但多數公民卻能享有更繁榮的生活，而人民

因為知道日子會更好過而不絕望，所以能安享太平。（DAM:12）對托克維爾來說，

美國經驗成功之處在於地方自治、自願結社、陪審團、宗教權威等的教育與經驗

作用，使得個體培養出共和精神。其關鍵即在開明自利。 

「開明自利」而非古典意義的公民美德，才是共和政府之政治自由的源泉。

開明自利使大國既民主又自由。政治自由有賴於自利的理性計算，而計算之後顯

示，自願合作可以比人自認自給自足（當然他不是）和對同胞冷漠以對（這很容

易發生）都能做更多事。（Oldfield,1990:130） 

從托克維爾對「適當理解的自利」原則之強調，可以看出，他對政治冷漠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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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專制的因果關係十分確定，因此必須教育啟蒙公民公、私利益的一致性。同

時，對於專制與民主的關鍵，托克維爾也秉持一貫的立場：社會的心靈習慣─民

情。6因此，人民是否認識到私人利益與公共利益的一致是民主與專制的分野。 

關於公共利益是否存在，及公、私利益能否協調一致，是政治哲學的重要議

題。共和主義者對此有其一貫的立場─承認公共利益獨立存在，且應優先於私人

利益。盧梭的普遍意志論（general will）就是代表。但對公、私利益能否明確劃

分，則未必有共識。至於自由主義者，則自洛克的自然權利說以來，均強調消極

自由、多元價值，對公共利益的獨立性恐怕都持相當保留甚至批判的態度。事實

上，他們更擔心像托克維爾對此一問題旗幟鮮明的立場，恐怕才會有引發專制的

嚴重後果。 

本文對此僅就托克維爾政治冷漠導致民主專制的論證前提表示質疑。 

首先，人民專注私領域生活，的確可能造成政治冷漠，但這是否表示隔絕於

公共領域之外？從馬基維利（Niccolo Machiavelli）的觀點來看，這是不可能的。

因為人性之中即有野心，因此「欲望所有事物，卻只能獲得部分滿足，⋯結果人

不滿於既有，⋯因為某些人欲求得到更多，而其他人害怕失去既有，仇恨與戰爭

於焉發生。遂帶來某個地區的毀滅及其敵人的狂喜」（Machiavelli,1989:323）。仇

恨與戰爭的發生及其後果，很難劃分公、私領域。換言之，無限的野心會刺激蠱

惑永無休止的政治人，因而收縮了政治空間，造成一個密集而過度擁擠的世界。

（Wolin,1960:218）托克維爾描述美國人熱衷於結社，即使其目的是私領域的，

追求財富與物質享受，但這畢竟是某種公共領域，共同事業。即使這些人均有政

治冷漠現象，但也很難想像，他們在追求私利時，不會或不能夠影響到公共領域。

也就是說，只要人具有野心，即使是非政治性的，它也會擴展到公共空間。按照

馬基維利的說法，甚至僅僅只是野心，就足以使得公共領域難以充分開展。儘管

                                                           
6 甚至對於舊式的專制，他也覺得其最可怕之處，乃是對社會集體意識的禁錮。最典型的例

子便是俄羅斯。他曾說自由社會中的一致性令他厭煩，但比起像俄羅斯那樣在奴役中的一致性，

他寧可生活在混亂的蠻荒之中。此外，中國和印度也是他心目中民主的大敵，因為它們分別代表

了停滯（immobility）與僵硬（petrified）。然而，這種專制畢竟對歐洲而言是遙不可及的，民主

的未來大敵仍在於資本主義與政府集權的結合。其中工業國有化與某種形式的國家社會主義是最

可怕的。（Boesche,1996:225-6；SL:302,DA: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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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絕不表示更好的政治設計，但「以野心制衡野心」難道不是現實中可行的選擇

嗎？ 

當然，托克維爾的顧慮也並非毫無道理。過多的政治冷漠，例如過低的投票

率，的確會使得民主體制的正當性遭到質疑。托克維爾對民主社會結社參與有高

度信心及良好評價，但他也不低估資本主義追求物慾的驅力及其後果。這顯示他

一貫對未來可能性採取開放與平衡的看法。正因民主社會公民的腐化或許不易卻

絕非不可能，所以「天意使然」的民主，也可能墮落為「專制」─儘管其可能性

尚待評估。類似的警告對民主社會總是有益的。 

其次，既然托克維爾說民主的專制必須保留自由與人民主權的「形式」

（formality），那麼這種民主就不可能是專制。如果形式上保留了屆任改選、政

黨競爭、言論自由、司法獨立審判，則何來專制之可言？舉例來說，北歐五國可

謂對人民的福利照顧得最好，而民主形式也從未被質疑，同時也都是資本主義高

度發達的國家（文化霸權？），但北歐人並未因此放棄對公共領域的關懷，或表

現政治冷漠的現象。反之像新加坡的國民所得超過三萬美元，雖有定期大選，但

國會卻幾乎不存在反對黨，政黨輪替從未發生。人民可以像快樂的豬一樣地生

活，但不准批評李光耀和執政的人民行動黨，否則法律後果嚴重7，似乎更符合

民主專制的描述。也就是說，任何專制均不可能保留自由民主的形式。新加坡如

此，中國及拉丁美洲許多威權國家莫不如此。 

而且，現代人對政府要求愈來愈多，看病、倒垃圾、收聽收視廣電節目、

失業、退休⋯等等無一不要政府提供服務或管制。這種權力乃是因應人民需求而

增加，可說是民主統治的正常現象，如何能說是專制？托克維爾強調民主是自由

與平等互動的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意義，卻未能發現，民主有其獨立的

意義，而且也可能改變自由與平等權利的內涵。因此把所有的政府權力增加均視

為壓制力量的增加，而忽略了「形式上」民主機制的制衡作用，似乎也值得檢討

                                                           
7 依法律，新加坡公民必須具有清楚的資產紀錄和「正常思維」才可競選國會議員。在 1981

年之前，國會依法無反對黨議席，1981年以後設一席供反對黨當選。新加坡「國內治安法」規

定政府可不經審判而無限期拘禁「反政府分子」和「嫌疑者」。此外，政府可不經法庭訴訟，任

意解散在野黨，查禁報刊，或對在野黨領袖課以巨額罰金。（史深良，1989:2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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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至於文化霸權概念，或說民主專制的「馴服」、欺騙作用，既然它已被指出，

並被質疑、批判，則其「霸」業看來就很難成功了。 

本文的質疑並不是要否認民主社會中，的確可能有支配性的意識型態，及

其可能的後果，只是要說明一旦具備托克維爾所謂的自由與民主形式，那麼，這

種意識型態支配，就不可能發展成「專制」的統治。專制畢竟是少數人的專利。 

 

 

 

 

第三節  中央集權與民主轉型 

 

在托克維爾對市民社會及兩種專制的討論中，可以隱約看見國家權威與市民

社會對比及此消彼長的發展。誠如學者所說（江宜樺，2001:116-7），托克維爾建

構了平等的自由對比平等的專制。前者是指「民主社會中的公民能夠積極參與公

共事務、團結於各種結社之中」。後者則指「互不關心的原子式個人鬆散地並置

於一個絕對權威的統治之下，既無獨立個性也無團結精神」。而這兩種意象的對

比，事實上貫穿托克維爾所有的作品。 

很不幸地，托克維爾對平等的自由之發展相當悲觀。除了因為人民追求平等

的狂熱、資本主義激發物質欲望兩種驅力外，政府權力集中及管轄範圍日益擴大

這個結構性條件，更是托克維爾難以樂觀的理由。本節所說的中央集權其實就是

指政府權力集中，相對於封建政體，權力分散於貴族諸侯之手的態勢9。民主時

                                                           
8 從這個角度看，托克維爾似乎並不完全相信孟德斯鳩分權制衡理論的效果。這很可能是他

貶低法律制度，提高民情風俗的後遺症。 
9 關於政府權力集中，托克維爾曾區分兩種類型：政府集權與行政集權。前者是為全國性事

務發言，並處理總體性法律與原則問題。後者則是使得中央政府插手干預地方事務。托克維爾贊

同前者而反對後者。（DA:87-8）或謂這個區分似乎意義不大，因為第一，托克維爾自己在別的作

品中，也極少區別這兩種集權，而僅是概稱集權。第二，實務上也很難看出集權的政府，怎麼可

能不產生行政集權。（Boesche,1996:221；Schleifer,1980:chap.10）但也有學者認為這個區分是很重

要的，因為托克維爾相信行政集權的國家透過層級官僚組織支配，但此組織會摧毀社區自主性－

此乃民主之根基及對抗任意獨斷的主要屏障。（Birbaum,1992:94-5）因此，行政集權或許和政府集

權都具有中央政府絕對支配的結構，但托克維爾更在意的不僅是地方政府會被行政集權壓制，更



62  論托克維爾的政治思想──一個共和主義的詮釋 
 

  

代，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代表主權者的政府擁有最高統治權乃是理所當然。但在

道理上正當的政治建構，在與社會趨勢互動時也可能產生可怕的後果。正如平等

因國民主權意識而來，卻可能發展為完全孤立的個體主義。中央集權因打破封建

等級制而建立，但卻可能成為禁錮窒息人民政治自由的壓制力量。 

究竟權力集中的發展趨勢如何？有那些條件決定其未來動向？而這些條件

和民主政體如何互動？有無控制之道？是本節所要討論的。 

托克維爾認為歷史或民主轉型的經驗是政府權力集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至少

就法國來說是如此。在《舊制度與法國大革命》一書中，他很詳細地描寫在大革

命之前的歷任法國國王，均已開始「國家現代化」的工作，其手段便是摧毀貴族

集團勢力，集中權力於王室。在稅收、兵役、交通、治安、濟貧、指導農工生產⋯

等方面均撤銷原屬封建貴族的特權10。（OR:38-41）此外，為剝奪原屬封建領主擁

有的地方司法管轄權，國王也特別頻繁使用例外的行政法庭（administrative 

justice）。國王習慣剝奪法院審判涉及其權威或利益案件之權利，而把案件交給他

更信任的特殊（行政）法庭。政府發布命令時往往附帶說明：「此外，國王陛下

命令所有因執行此項及其附屬命令引起的爭議將由省總督聽審並作判決，並可向

御前會議上訴。」（OR: 52-3）對於依舊法律、習慣所規範的事項，御前會議便經

常使用「移送」權，即撤銷普通法官對涉及行政部門的訴訟案件之管轄權，而由

它自己判決。 

在此過程中，國王與貴族集團也時有摩擦，一個有趣的例子是 1772 年圖盧

茲高等法院（the Parlement of Toulouse）批評：「由於其錯誤施政，政府使人民瀕

臨飢荒」。國王則反駁：「圖盧茲高等法院的傲慢和有錢人的貪婪應為人民的不幸

負責」。托克維爾幽默地結論：「雙方在某一點上取得一致─讓人民大眾了解長官

應該為他們的苦難而受到嚴厲譴責」（OR:182）。 

                                                                                                                                                                      
在於以地方自主性為象徵的市民社會多元性格也因行政集權而抹煞。因此，這個區別仍是有意義

的。 
10 在論述社會平等化的趨勢時，托克維爾經常提到財產繼承法的重要性，但這也為法國中央集權

的趨勢做了旁證。因為托克維爾認為，國王透過立法廢止限定繼承制，正是毀滅貴族制的關鍵因

素。至於廢止限定繼承制與平等的因果關係，則他的說法卻往往相互矛盾。（DA:456-7,66；

Schleifer,1980:37；Pierson,1969:126-8；Lively,196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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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692年法國也廢止某些歷史悠久的民主共和自治城市之選舉，這些

珍貴的歷史經驗至此終結。（OR:41-2）對於這種共和、自由的失落，托克維爾總

是有深沉的感傷，他也曾提及在十三、十四世紀，法國第三等級和貴族共同合作

治理公共事務。當時的第三等級在知識程度和道德水準上不如 18 世紀的中產階

級，但卻占有更高，更受尊敬地位。他們參加統治國家被視為理所當然，他們在

政治會議中的意見頗有份量，經常占有優勢。其它等級從不忘考慮這股力量。

（OR:85）但隨著領地統治散佈，三級會議停開，全國性自由受到限制，也拖垮

了地方自治。上層和中產階級傾向在公共事務中越來越少合作，反而各行其是，

直到 18 世紀貴族和資產階級只偶而在私生活中相接觸，雙方不僅對立而且是仇

敵。（OR:86） 

 關於貴族在民主轉型期所扮演的角色，在許多歷史社會學的著作中，都是

非常重要的討論焦點，例如Moore（1973）的《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Skocpol

（1979）的《國家與社會革命》。他們均認為貴族是否能與新興中產階級合作，

正是民主化是否順利和諧的重要因素。某種程度上，托克維爾也有類似觀點。他

觀察到，儘管隨著民主化與現代化，貴族與中產階級日益相似，但法國貴族與平

民的階級仇恨並未解消。在君主專制的過程中，封建貴族利用什一稅，不得買斷

的地租，永久租金，土地移轉與交易稅等所謂土地奴役制度，重重剝削一般農民。

（OR:29-32）另一方面，卻又擴張各種既有特權，並爭取新的特權。使得他們越

來越成為一個種姓制度（caste）（OR:86） 

比較英國和法國貴族，托克維爾認為，前者真正將種姓制度完全廢除而不僅

是修改而已。貴族與平民擁有同樣的職業，而且與平民通婚。而在法國即使民主

60年之後，古老偏見仍然存在，與平民通婚仍是不可接受的。（OR:82-3）在法國

種姓制度日益排他，並出現一種和英國正好相反的趨勢。雖然資產階級和貴族在

許多方面越來越像，他們之間的裂縫卻逐步擴大，這兩種傾向不但未相互抵銷，

反而有加深的反效果。（OR:84）「18 世紀，在英國是窮人享受免稅，在法國則是

富人；英國貴族自願承受最重的公共負擔，以便維持權力，法國貴族傾向免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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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失去統治權的損失。」（OR:98） 

在這種社會階級仇恨對立的環境，王室乃能左右逢源，擴張政府權力。「階

級的隔絕本來是先前君主制的罪惡，後來卻成為合理化君主制的理由。因為富有

和有教養的人們已不再能共同行動參與統治，國家再也不能自行運作，於是便需

要一位主人插手介入（OR:107）。」於是，一種官僚體系在行政改革的名義下正

式建立了。多數公職是由中產階級擔任，他們有自己的傳統、榮譽感和專業尊嚴。

事實上，這是新興社會的貴族政治，它已經成形，只待大革命使它就位。（OR:63）

11 

基於這個歷史觀點，使得托克維爾相信，儘管表面看來法國大革命似乎摧毀

了舊體制的權力結構和宗教社會基礎，實際上並非如此。大革命是一種政治和社

會改革運動，其目的並非要公共事務永久失序，或「慢性無政府化」（methodizing 

anarchy），而是要增加中央政府的權力和管轄範圍。（OR:19-20）於是在看來混

亂的表面下，一個巨大而高度集中的權力把國家的三個等級、行業團體、家族和

個人鎔鑄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這個新權力與其說是大革命所創造的，不如說是

從大革命所製造的廢墟中自動成長的。」 

托克維爾尤其肯定民主體制若是經由革命而來，則中央集權便會迅速產生。

因為人民在革命時，會透過中央集權去奪取貴族對地方的管理權；而到革命將結

束時，反而是被征服的貴族要透過中央集權，以避免已經爭得平等，甚至主宰地

位的人民之專制。只要民主革命持續，就會有一個占有人數或財富優勢的階級，

會因特定的激情或利益引誘，採取中央集權的措施。（DA:675-6） 

另一方面，平等化的熱情使得民主人憑本能就傾向中央集權，只有經過反

省後才會設立地方政府。由於貴族社會中保障個體的連帶關係、封建特權、團體

和中介機制已被去除，民主制中的個體與國家間缺乏緩衝，所以產生了中央集

權。甚至可以說「中央集權和人民主權這兩個觀念是在同一天誕生的」（OR:60）。 

                                                           
11 學者（Pierson,1938:713）所說，托克維爾很可能發明了「官僚體系」（bureaucracy）一詞，

就是指這個部分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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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只是法國的經驗，美國未經革命而民主12，且相信人人生而平等（DA: 

509），是否便不存在中央集權的需求？托克維爾的答案是否定的。 

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家工業化、現代化使得中央集權不可避免，歸納

而言（Boesche,1996:223-5）： 

1.貪婪的價值觀（acquisitive ethic）使個體在民主社會只能向政府尋求協助。

由於中介團體均已消失，個體又是孤立而無力，因而只有政府的力量獨大且持續

擴張。（DA:669,672） 

2. 中產階級要求政府代表其私利。雖然大家原則上都反對政府權力集中，

但實際上卻又希望在自己的特殊案件是個例外。大家都這麼做的結果便是政府權

力四處擴張。（DA:672,note） 

3. 為了愛好財富，保護資產，人民遂要求政府維持社會秩序，消除暴力動

亂。而這又進一步使人民交出其它的相關權利。（DA:671-2） 

4. 工業社會內在邏輯即需要中央集權政府，以調停勞工與資本家的糾紛，

並減輕繁榮與貧窮的周期循環所造成的痛苦。此外，工業化也會帶來犧牲勞工健

康或生命的工作條件，因而需要政府妥為規定、監督、限制。（DA:684）托克維

爾其實很恐懼工業力量與政府權力的同時集中，他認為經濟與政治權力的集中是

專制的基本條件。（DA:685-7） 

此外，戰爭、經濟和其它各類危機也都會使得政府權力集中。這種共同的

趨勢也引起一個有趣的問題：既然無論如何大家都會面對權力集中的官僚體系，

那麼應對防範之道是否也相同？還是基於不同的政體轉型或變遷經驗，所以美、

法兩國仍必須以不同的手段解決相同的問題？對此，托克維爾的答案似乎較傾向

法國可以參考美國，但還是必須找出自己的路。 

他曾說美國人從「無限制的政治結社自由」得到極大的利益；但同時卻又認

為完全無限制的政治結社自由極端危險，所以法國不能接受。（DA:520,524）因

為，在法國若不限制政治結社自由，則只會帶來內部混亂失序，藐視法律尊嚴及

                                                           
12 獨立戰爭並非民主轉型，故無民主政體創建的意含，只是一個民主的殖民地獲得了獨立自主

的國家地位。戰爭前後其民主政體均未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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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動盪不安。此外，1848 年制憲會議，儘管是由法國最有知識的人組成，但

托克維爾卻認為 900個「隨意挑選的美國農民」也比他們更了解實際的政治事

務。（Re:127）所以，他說「可以想像以和美國不同的方法來建立一個民主國家」

（DA:309）。 

儘管如此，美國經驗還是值得學習效法的。他曾針對反動派批評「民主和無

政府、社會動亂、掠奪和謀殺是同義詞」（SL:66），並認為革命是意外事件，可

以逆轉（DA:9），提出反駁，並說美國就是反動派對民主之錯誤觀念的最佳反證。

「美國為民主的缺陷提供了獨家的補救之道，儘管他們最早嚐試這些辦法，但他

們成功了」（DA:311）。類似的辦法也可以適用於法國。但 Holmes認為，托克維

爾其實很清楚，美國的條件與法國相差太大（DA:278,306,520），是無法學習的： 

某種角度而言，托克維爾思想中的美國，就像盧梭思想中的斯巴達一般。它

是托克維爾理想社會的形象，但基於許多理由卻是法國所不能仿效的。他便

開始像改革者般地描述美國，以鼓勵模仿。結果，他對美國的描寫儘管在分

析上很有智慧，但卻更為悲觀。美國人發現了以民主處方治療民主疾病。這

是法國人正在尋找的，卻也是法國人永遠找不到的。（Holmes, 1993:52） 

但 Gauchet（1994:91）則認為，托克維爾的確認為法國可以走美國的路，建

構美國式的民主。托克維爾似乎未能看到民主現象的真正歷史意義。而這正是抄

美國捷徑（the American detour）的限制。他研究了新世界的民主，但卻未看到

建立在舊世界之另一種民主的曲折路徑，所以不能辨認出美國毋須經歷推翻君主

專制的政治新奇性，基本上和現代化（modernity）必須掃除封建制度的正常步伐

是相反的。舊世界依其特殊歷史經驗終於淬鍊出民主秩序，歷經反動與革命尖銳

的持續鬥爭，終於誕生了民主；但托克維爾卻視這些經驗為民主的缺點，而忽視

其終極意義。（Gauchet，1994：91） 

筆者以為，Gauchet的批評似乎過苛，托克維爾對法國民主轉型的經驗之特

殊性其實深有體會，並且也提到「民族總是帶有原始的記號，其誕生與成長的環

境影響整個生命的歷程」（DA:31），法國人經過血腥內戰才獲得法律平等。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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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則是驅逐君主和貴族而得到。這個目標必須經由「漫長的鬥爭」達成，「而

在這鬥爭的過程中，不同階級間產生了難以化解的仇恨。」（DA:508）相對地，

美國的殖民者，則是一批中產階級異議人士。「一群平等相處的人在美國繁殖發

展。」（DA:248）這種特殊的起源，正是美國歷史上完全缺乏階級鬥爭的原因。

（Hartz,1955） 

而且，法國行政集權式的強勢國家建構，也是相應於天主教會之集權的官僚

體系而來。托克維爾發現美國社會對自由民主的高度共識，主要是受新教的影

響，而法國天主教卻因佔據特權地位，享有地產，徵收什一稅，而成為腐敗的政

治制度。（OR:6-7）因而使得兩國的民主化呈現不同的面貌（Bellah,1967:1-21；

Lipset,1963:ch.4）。 

再者，法國的君主專制雖然力量強大，但在許多方面卻又容納了一種奇特的

自由。例如(1)官職買賣就創造了難以控制駕馭的團體。(2)中央政府自覺新設未

久且成員出身低微，同時對自身權力也尚在摸索之中，故對外界的反抗、批評深

感恐懼；而國王路易十五優柔寡斷的利己主義和路易十六的仁慈也是容許這種自

由的原因。(3)貴族雖然毫不關懷人民的自由，卻不容許政府壓制自己，必要時並

準備冒險反抗。(4)教士階級儘管不寬容或堅持教會特權，但他們仇視專制、偏愛

公民自由，並和第三等級及貴族一樣渴望政治自由（指選舉權）；(5)中等階級透

過買得官職或加封貴族及豁免權等也取得一定的獨立精神。(6)法院雖常被剝奪審

判權，但因法官為終身職，故專制者對之也無可奈何。「雖然這種奇怪、不健康、

不道德的自由有助於法國人推翻專制，但也使他們比任何國家都更難接受穩定的

政府和法律主權下健康的自由。（OR:120） 

因此，大革命之後「平等的專制」會使法國中央集權更難忍受： 

如果在原本單一個人憑藉權力採取行政集權制，並使之為習俗與法律所接受

的國度，建立起一個類似美國的民主共和國，我會毫不猶豫的說，這種共和

的專制比起歐洲任何一種君主專制都更難忍受。可能要到亞洲才能找到類似

的例子。（DA: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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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見，托克維爾深知法國民主轉型的經驗會對其後的體制造成獨特而不

良的影響。 

問題是，法國的轉型就是在行政集權的民情制度上，創建民主共和國。那麼

是否要說大革命只是建立了共和的專制，因此是完全失敗的？或大革命根本是走

錯路了？ 

托克維爾倒不認為如此。他肯定法國大革命初期的熱情，但批判後期的變

質：「在革命的全盛時期，對平等與自由的熱愛和強烈要求攜手並進；革命者不

僅想建立真正的民主政府，而且要建立自由的制度；不僅要摧毀各種特權，而且

要實現各種人的個體權利，並使之穩定堅固。⋯同樣是這些法國人⋯拋棄了他們

最初的理想，對自由不屑一顧，只在歐洲霸主（指拿破崙）奴役的平等下沉默不

語；一個⋯⋯更強大、更專制的政府⋯再一次集中全部行政權，擴張權力範圍，

壓制以高昂代價換得的自由，代之以空洞的自由裝飾；把所謂的人民主權，奠基

於選舉人資訊不足，不能共同討論或選擇政策的選舉之上。⋯還取消了國民自治

的手段，亦即言論、思想、寫作自由。」（OR：x-xi）重點是提醒，由貴族邁向

民主的社會狀態必定艱難：「毫無疑問，將政治權利賦予前此被剝奪的人們時是

危機時刻，這種危機經常是必要的，但也總是危險的」（DA:509）。所以，「真正

以暴力推翻一切的民主，革命乃是宿命的目的，一旦革命結束，社會已經平等，

則不再有革命的必要，且社會也會禁止革命」（DA:634）。 

在一個顯然不民主的世界中，要建立一個民主社群，似乎需要「結果⋯成為

原因而原因⋯變成結果」。其實這種創建往往使用的是暴力。但面對此種民主理

論困境的思想家不會以公開承認暴力為唯一或常見的解決之道。「建國時刻的暴

力傳說必須被掩藏」。托克維爾試著使我們對此種暴力至少是麻痺無知。

（Connolly,1991:465） 

這個批評或許稍嫌嚴苛，但的確點出了托克維爾思想的困境，有利於政治創

建的行動與熱情，卻不利於體制的維繫與穩定。為了使創建與維繫的矛盾能一次

解決，只好把大革命解釋為部分傳承了君主專制的權力集中及社會平等化。而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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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與破壞僅只是必要之惡。從更深層的意義說，托克維爾想追求的民主社會是個

有機體（organic）社會，人民不但擁有共同利益，且彼此之間也必須休戚與共，

相互關懷，並團結在多元的結社之中。暴力革命必然撕裂社會有機體，因此只好

被刻意貶低、淡化13。這也顯現托克維爾企圖均衡政治創建與傳承的努力。 

 

 

 

 

 

 

 

 

 

 

 

 

 

 

 

 

 

 

 

 

                                                           
13 在僅有的一次例子中，托克維爾表示民主轉型的影響比民主本身的影響更優越。當法國

掃除封建體制殘餘時，其精密科學（exact sciences）有了鉅大進步。這個成就並非因其民主或轉

型過程，而是因轉型過程中的暴力。（DA: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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