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結論 
 

 

 

 

 

從政治權威的角度及柏拉圖與馬基維里政治哲學途徑，探討台灣的外來政權

現象，提供了我們一個可以觀照外來政權現象全貌的思考，一方面，政治權威是

一具價值中立的概念(當然須排除無政府主義者及馬克斯主義者等對權威概念持

負面評價者)，無論是外來政權或本土政權都希望取得政治權威，因此，我們能

夠從外來及本土政權建立政治權威的過程，檢視這兩種政權的統治正當性。另一

方面，我們將政治權威設定為包含權威者，權威場域及權威對象三個面向，也就

是要凸出目前台灣外來政權現象中最關鍵但卻為人忽視的問題，也就是只將焦點

置於統治者單一面向的問題，而這也是外來政權之所以失敗，而本土政權若持同

樣模式，未來發展也不被看好的原因。 

將這兩方面聯結起來，對於外來政權現象的探討，其實是在針對一組提問的

探討，這組提問是：無論是外來或本土政權都希望能夠建立統治的政治權威，但

他們是如何建立的？他們成功了嗎？若失敗則失敗的原因在哪裡？他們能夠從

失敗的原因中淬取出成功的要件嗎？對於第一個問題，我們分別提出柏拉圖與馬

基維里的政治思想，作為外來政權政治權威轉化和本土政權政治權威建立的參照

對象，這兩個參照對象雖然對於如何建立政治權威有完全不同的設想，前者以外

來意識形態作為建國藍圖，而輕視政治社群本土意見，後者則將建立在本土之上

的新國家，視為推動政治社群持續向前的政治權威根源，但他們彼此之間卻有許

多共同點。包括他們都重視統治者的地位，因此，如何鞏固統治階級政權都有詳

盡的闡述；其次，他們都是歷史目的論者，即使歷史的推展方向及目的互異；第

三，他們都是集體主義者，即使對於國家的內涵有不同看法；第四，他們在強調

統治者地位之餘，也發現制度及被統治者因素在政治權威構成中的重要性，但卻

未取代統治者的地位。 

對於第二和第三個問題，我們提出的解答是，無論外來政權的權威轉化或本

土政權的權威建立，結果都是失敗的，即使就後者而言，目前仍言之過早。它們

失敗的同樣結果，顯示看似不同的政權屬性，其實隱藏了導致失敗的共同原因，

這些原因就是兩種政權所具有的共同點。這些共同點暴露外來政權與本土政權的

共同問題，乃是未能同時觀照構成政治權威的三個面向。就柏拉圖與外來政權而

言，雖然意識形態的外來不表示與本土場域絕對互斥，但是它們一開始即顯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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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土場域的輕視，因此，他們設想的是如何以外來的意識形態「取代」本土的

意見，而非如何「適應」本土意見而自我轉型，此一思維也預示外來意識形態統

治與台灣場域的格格不入，因此使得外來政權統治下的被統治者不受重視。雖然

柏拉圖與台灣外來政權晚期都出現向本土場域與被統治者方向移動的思維，但外

來意識形態的僵固性與以統治者為中心的思考模式未變，也就顯示權威轉化無法

終底於成。 

2000年總統選舉，外來政權被本土政權「推翻」之後，即顯示了外來政權政

治權威轉化的失敗。值此之際，命運女神給了本土政權馬基維里所說的「機會」，

讓它可以將外來政權統治下的台灣場域「質料」，糅合成所希冀的「形式」。本土

政權本來是大有機會的，因為它是第一個由台灣本土場域產出的政權，外來政權

與本土場域疏離的困境，本不應在本土政權出現，但本土政權用歷史、文化、族

群、統獨與省籍等，將台灣場域作了切割，並固守狹隘的本土意識，造成場域的

破碎，也就面臨了與外來政權同樣的與場域格格不入問題。深究原因，本土政權

的統治同樣流有與外來政權相同的意識形態血液，雖然這個意識形態不是外來

的，卻是統治精英「製造」出來的，且同樣是以國家為目的的集體主義思維，既

然它不是由被統治者的「意見」中產出，也就無法排除與外來政權同樣面臨的困

境。同時，因為意識形態的製造性隱藏了鄂蘭所說的暴力性，統治者的統治便不

是從被統治者的角度出發，而依然如同外來政權，係從統治者的角度出發，故雖

然表面上，本土政權統治下的台灣民主化與自由化均非外來政權威權統治時期可

比，但如同蔣經國晚年的民主改革與本土化政策，係為了維持外來政權統治與意

識形態路線，本土政權推動的民主化與自由化，也是出於權力邏輯及意識形態思

考，這可以解釋為何台灣歷經多次修憲，卻無助於民主鞏固與公民參與的深化。

這種矛盾如同馬基維里的共和主義色彩雖然濃厚，卻還是無法解決一人統治與暴

力統治的問題，深入這個問題的核心便可發現，當本土政權建立新國家的「根源」

成為約束新君主的意識形態時，本土政權原寄望繼起的新君主能夠成為推動歷史

向前的千秋萬世創建者夢想將隨之破滅，因為新君主的政治動能已為意識形態所

拘束，就此而言，本土政權實際上正走上與外來政權覆亡的相同道路。 

既然外來政權統治已證明是失敗的，本土政權也走上相同的覆轍，這難道表

示台灣已無法建構一個擁有統治正當性的政治權威結構？當然不是，這觸及到第

四個問題，也就是如何避免自我挫敗的終局，問題的解決關鍵在於跳脫外來與本

土的對立，台灣因為長久處於這種兩極對立，使許多人認為抽離了外來與本土，

統治結構便一無所有了。因為習於外來與本土的對立，所以被統治者也習慣在政

治場域中選邊站，非藍即綠、非統即獨、非友即敵等，都是政治對立下的思考，

但這些不是台灣外來政權現象中剪不斷理還亂的問題結果，而是問題的原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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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了敵對性，方才找不到解決問題的出路。因此，要找出路，就必須先倒果為

因，放棄敵對性的思考，也就是放棄外來與本土對立的觀點，甚至將外來與本土

概念全部丟棄。外來與本土丟棄之後，我們將發現外來政權與本土政權其實已經

有了交集，這個交集就是丟棄外來與本土之後留下的「政權」，當我們的眼光不

再因外來與本土的糾纏而轉移注意力後，便能將焦點置於台灣應該建構什麼樣的

「政權」問題上，亦即如何建立一個能夠在台灣場域上取得被統治者自願服從，

而擁有政治權威的政權。這涉及到誰該統治及如何統治的問題，唯有從這個面

向，我們才能避免單面向的思考，建構一個合理統治的模型，再以此模型解構當

下台灣外來政權現象中似是而非的論述，這個模型，可以在霍布斯的身上找到。 

 

第一節 超越柏拉圖與馬基維里 
 

霍布斯的政治思想，對台灣外來政權現象的首要啟發，在於他從正面衝擊了

外來與本土的對立，這一點要從他的社會契約論說起。霍布斯的社會契約論立基

於與柏拉圖Idea外來意識形態統治的相同出發點，柏拉圖目睹民主政治亂象，甚

至導致蘇格拉底之死，因此，對民主政治中的人性抱持懷疑態度，在此情形下，

由人性反映出的「意見」當然是有問題的，不足以作為指引政治社群人群活動的

指導，於是柏拉圖另起爐灶，從外來於政治社群中的Idea尋求政治的真理，將其

作為評判政治行動的判準。同樣的，霍布斯的政治思想亦是從人的性惡角度出

發，雖然他對性善、性惡的解讀不同於柏拉圖，而同於馬基維里，乃是從人的利

益(benefits)觀點詮釋，1 但所造成的結果是一樣的。在對自然狀態(the state of 

nature)的描述中，霍布斯將這個緣於個人利益出發導致的狀態稱之為「每個人對

每個人戰爭」(every man against every man)的全面戰爭狀態，在這個狀態中，人

和人的關係是「狼與狼的關係」，這時人的理性告訴他們，為了自我保存的需要，

在別人也願意的情形之下，每個人會願意放棄對一切事物的權利，而共同簽訂契

約，共同約定把自己加害於人的全部權利轉讓給一位「人間上帝」(mortal God)

的偉大人格，而為了確保契約的有效與持續，這個偉大人格並不參與契約的形成

過程，他是由一個人或多數人組成的集體，霍布斯將其稱之為利維坦(Leviathan)

和主權者(the sovereign)，每一個人都承認和接受主權者在有關公共和平與安全方

                                                 
1 「利益」(benefits)成為政治政學的核心概念，最早的開端是從馬基維里在《君王論》中論述人

的天性及對古典道德的顛覆。霍布斯更進一步深化了馬基維里的命題，他認為人與人唯一的自然

關係只是利益關係，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完全與他的道德無關，任何人的欲望對象就其本身而言，

都是善的，而他憎惡的對象都是惡的，因此，所謂的善惡並沒有絕對的標準，只要有利於自身就

是善(good)，而不利於己就是惡(evil)。參閱Thomas Hobbes, Leviathan, 第一卷，第六、十四章。

本文採用霍布斯《利維坦》文本，取自網路版，後文註釋以書名、卷別及章別標示。原文網址：

http://oregonstate.edu/instruct/phl302/texts/hobbes/leviathan-cont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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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所採取的行動和命令，把自己的意志服從於他的意志，自己的判斷服從於他的

判斷，如此，一個政治社群便正式產生了。2  

這個由人性出發，再經由簽約方式成立政治社群的過程，表現出現代憲政主

義的特色，因為憲政主義的出發點正是立基於人性不完善的預設，因此，在社會

契約的內容下，無論統治者是一人、少數人還是多數人，都須從性惡的角度做出

預先的規範。霍布斯政治思想中，利維坦是政治社群的主權者，而其之所以產生

乃是性惡的人相互恐懼下的產物，就產出的方式言，主權者與憲政主義建構的方

式表現出同樣的思維，都出之於利益爭奪而有傷害個體的可能，憲政主義對人性

的懷疑延伸至對民主政治的懷疑，因此要以憲政約制多數暴力的產生。同樣的，

霍布斯也是從人會為了己身利益彼此加害的前提，推導出為了遏制他人對自己施

暴，因此要建構一個主權者。 

 

一、外來政權統治正當性的證成 

 

霍布斯思想中的憲政主義色彩，是探討台灣外來政權現象中的一個重要啟

發，但在直接動搖存在外來政權現象中的一些矛盾之前，霍布斯對政治社群構成

的敘述，即已搗毀了外來與本土對立的基礎，因為這個論證明白呈現維持政治社

群存在的最重要支柱，是那個外來於政治社群的主權者，由主權者領導的政權就

是外來政權。在柏拉圖的論證中，雖然哲君因分受外來意識形態，而成為外來政

權，但就他係從洞穴本土所產生而言，他還是有本土的色彩，類似台灣本土政權

所指責的「半山」或「靠山」，且柏拉圖從未明言外來政權應該統治。但霍布斯

則直接表達外來政權應該統治的想法，當然，這個結論過於簡化，絕無法證成政

治社群的統治政權必定要是外來政權，這個論證還須要有其他的內容充實，但霍

布斯對外來政權統治正當性的論證卻值得思考。 

主權者之所以是「外來者」，在於它並非成立政治社群簽約的一造，霍布斯

從兩個設想面向論證主權者不可能為締約之一造，及其外來的必要性，第一個設

想面向是主權者與群眾集體訂約，但因為此時群眾尚無集體的人格，因此不可能

以此方式訂約；第二個設想面向是主權者與群眾中的所有個人簽約，但霍布斯明

確指出，若以此一方式簽約，則在主權者取得統治權力後，這些契約就無效了，

因為這一種契約僅能夠代表個人，而不能夠代表全體，重要的是，如果對於是否

違約產生爭議，因為沒有進行判斷的人，唯有再訴諸武力，這將導致社群瓦解，

而違背原本建立國家的用意。3 因此，主權者的外來性表現為外來的必要性，霍

                                                 
2 Thomas Hobbes, Leviathan,Ⅰ.ch.13-Ⅱ.ch.1. 
3 同上註，Ⅱ.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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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斯稱其之所以必要，係因動物的團結出於自然，但人的團結則出自於契約，而

為了使訂定契約者能夠守約，以維護社群的團結，必須在契約之外有一個主權

者，它的主要職責在確保公共福利的遂行。4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在霍布斯強調

主權者的外來性時，它其實強調了一個預設，這個預設凸顯了社群中所有成員的

自由與平等，人的自由體現在自然狀態下為所欲為的自由，政治社群成立之後，

則體現為法律之下的自由，即霍布斯所言「主權者所不過問的行動」，5 這種自

由即是憲政主義訴求的古典消極自由；人的平等性表現在建立政治社群時每一個

人都站在平等的基礎上轉移權利，訂約之後所有人的權利受到一視同仁的保護，

因此不可能將權力賦與參加簽約的特定個人，而只能賦與社群之外的外來者。就

此而言，霍布斯的「外來政權」，必定與被統治者的自由、平等與公益相聯繫，

而且必定是在社群成員的授權之下所產生，這與柏拉圖思想中的「外來政權」呈

現出完全不同的面貌。柏拉圖鄙視自由，他的階級統治思想明白承認人的不平等

性，雖然訴求公益，但是他的公益是由外來意識形態要求按照階級身份各安其位

的公益，而非以本土社群成員利益出發並作為主體的公益。 

從與柏拉圖「外來政權」形象的對比，可見霍布斯的「外來政權」雖然是外

來的，但卻是由本土產生的，它的權威來源不是意識形態，而是社群成員的授權，

也就是在這裡，外來與本土之間的對立被消融了，這個面向隨後將深入論述，但

對於台灣外來政權現象而言，卻立即提供了一個論據，當部分論點謂台灣民主化

之後，經由民主方式產生的政權就是本土政權，就某一個角度看確實言之成理，

因為這個論點訴求的正是外來與本土的消融，否定外來與本土的必然對立，但從

霍布斯的觀點看，外來政權並沒有變成本土政權，統治政權依然是外來政權，且

從被統治者的利益角度看，外來沒有變成本土的必要，因為，正因它是外來的，

才能比本土政權更能維護被統治者的利益。 

基於這種消融的結果，霍布斯的「外來政權」呈現出迥異於與負面概念聯想

的形象。在柏拉圖那裡，外來意識形態係與本土意見處於對立的位置，又因為後

者是低劣的，必須接受前者的指導，因此分受此一意識形態的外來政權成為天生

的統治者，被統治者則處於被動地位，被統治者之所以被動，係因不明白真正的

利益所在，故須接受統治者的統治，柏拉圖用了船長與水手、牧人與羊群、醫生

與病人等關係，說明這種統治關係，這種統治關係也是柏拉圖認為的正義，這種

被統治者只能接受統治、毫無選擇自由的樣態帶有強烈的壓制性，也是一種由上

而下的精神壓迫。但在霍布斯那裡，柏拉圖的外來意識形態統治關係被顛倒了，

最能說明這種結果的是施特勞斯對natural right的說明。 

                                                 
4 同上註。 
5 同上註，Ⅱ.c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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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視本土經驗 凸顯歷史侷限 

 

施特勞斯將natural right區分為古典的natural right和現代的natural right，古典

的natural right強調的是包括柏拉圖在內的古典自然法觀念，這種觀念認為宇宙之

中存有一種獨立於人們意志的標準和規範，柏拉圖的Idea即為此種標準和規範的

化身，從這個角度解讀，古典的natural right可稱之為一種「自然正義」，而近代

的natural right可以霍布斯為代表，此時的right不是一種「社會正義」，而是一種

「個人權利」，因此natural right可稱之為「自然權利」。施特勞斯認為，霍布斯不

像傳統學說那樣，從自然「法則」出發，即從某種客觀秩序出發，而是從自然「權

利」出發，即從某種絕對無可非議的主觀訴求出發。這種主觀訴求完全不依賴於

任何先在的法律、秩序或義務，相反，它本身就是全部的法律、秩序或義務的起

源，通過這種「權利」觀念而否定法則的首要地位，是霍布斯首度創建的，這也

是施特勞斯之所以將霍布斯和馬基維里、洛克並列為開創西方現代性第一次浪潮

的原因。6 這裡展現了霍布斯對古典政治哲學的反叛，就此點而言，霍布斯類似

於馬基維里，但較馬基維里更進一步的是，霍布斯不僅否定了外來意識形態的優

越性，同時也將統治的關係做了反轉，統治者之所以取得統治的權威，不是因為

意識形態所賦與，而是政治社群的成員所賦與，而這兩個面向都表現出了「外來

政權」的本土性，但這個「本土性」又不同於本質主義的「本土性」。 

就第一個面向而言，霍布斯之所以反抗古典的自然正義觀，與馬基維里相

同，在於這種觀點只是空洞的理想，不能夠為現實政治提供有效的法則，但霍布

斯決非反對「法則」本身，而是反對與人的實際經驗脫離的「法則」，放在台灣

外來政權現象的場域，我們可以如是說，外來意識形態之所以應被排拒，不在意

識形態本身應予排拒，而在這種意識形態是與政治社群的實際生活經驗脫節的。

在《利維坦》一書中，霍布斯區分了兩種知識，一種是關於事實的知識，另一種

是關於因果的知識，前一種知識屬於歷史的範疇，後一種知識屬於哲學的範圍。
7 歷史與哲學的不同，即在於後者是空洞的，因此根本是無效的；前者則是經驗

的，因此可以提供施行運用的標準。但兩者在一個面向卻又是相同的，即兩者追

求的都是真理，哲學探索的是普遍的真理，歷史則在探究法則施行與實踐的真

                                                 
6 施特勞斯對古典natural right和現代natural right的說明，參閱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第四、五章。大體而言，施特勞斯該書前

半部使用natural right時，多指「自然正義」，而後半部分(第五、六章)所使用的natural right基本上

是指「自然權利」。施特勞斯該書實際上是要論證，17 世紀以來西方現代「自然權利」或「天賦

權利」說及其帶來的歷史觀念的興起，導致了西方古典的「自然正義」或「自然法」(natural law)
的衰亡。另施特勞斯論證霍布斯開創西方現代政治哲學的說明，參閱施特勞斯，《霍布斯的政治

哲學》(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Its Basis and Its Cenesis) (南京：譯林，2001)，申彤譯，

前言部分。 
7 Thomas Hobbes,Leviathan,Ⅰ.c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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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但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對於這兩種知識立場的轉移。 

霍布斯開始的時候是由哲學轉向歷史，導致此一轉向的根本原因，是對人的

興趣造成的，從理型穹蒼到人真正是如何生活的這一立場轉移，代表的也就是外

來到本土的轉移，也就是僅僅滿足於柏拉圖的「洞穴」，或者說是真正意義上屬

於「人」的城邦，在此一移轉的過程中，我們同時發現霍布斯採取了馬基維里選

擇性理解的歷史詮釋及讓古代和基督教相互廝打的策略，8 藉由此一轉移，霍布

斯將人的地位提高到成為政治哲學的核心，人不再是因為某一種理念而活，人的

本身即是自我存在的目的，這一論證無異提供了人反叛意識形態統治的自由論

據。但如前所言，霍布斯絕非反對「法則」本身，而是反對那種與人的實際生活

經驗脫離的法則，於是，霍布斯在初起由哲學轉向歷史，從歷史的實踐經驗當中

汲取養分反叛古典哲學後，後期的霍布斯又從歷史重新回到了哲學，只不過此時

的哲學不同於古典哲學，而係在實踐經驗中發現了新的規範，這些規範形成了新

的法則，同時也造就出新的哲學。於是，如同馬基維里和台灣本土政權一樣，霍

布斯在舊秩序的灰燼上，發現並欲創造一種新的意識形態(哲學)與秩序，更重要

的是，霍布斯同樣賦與這個新的秩序一個未來的向度。施特勞斯如此評論霍布斯

的新政治哲學：「(新)政治哲學不復具有它在古典時期曾經具有的功能，即提醒

儆戒政治生活；完美的國家存在著永恆不變的典型範例。政治哲學現在只負有近

代所特有的任務，即為本質上是未來的完美國家，首次勾勒描繪綱要規劃。從這

時起，抑止歷史與高揚哲學，事實上意謂著，為了未來的緣故，封殺業已逝去的

昔日，封殺古代，因為那是亘古永恆的象喻。」施特勞斯並且引用霍布斯的話：

「我們訴諸科學，不僅是為了探索逝者的來龍去脈，而且是為了探求來者的原由

因果。」「……因為，知道我們如何能夠最好的利用現存的原有因果，比通曉業

已一去不返的過去更有裨益，無論那個過去本質何在。」9

霍布斯除了反叛傳統、面向未來的向度值得重視外，他對歷史的態度亦深值

探究，因為台灣外來政權現象中，歷史的向度亦是核心爭議之一。就外來政權而

言，對歷史的定位，表面上如同霍布斯後期重新向哲學轉向時對歷史的態度，法

                                                 
8 在借重歷史方面，霍布斯和馬基維里一樣，他所返回的古代是修昔底德斯和塔西佗的古代，而

不是柏拉圖和亞里斯多德的古代，或者說是政治的古代，而非哲學的古代。在讓古代和基督教相

互廝打方面，《利維坦》一書的結構則為明證，該書共分四卷，前兩卷〈論人類〉和〈論國家〉

主要討論的是自然哲學和政治哲學，後兩卷〈論基督教體系的國家〉和〈論黑暗的王國〉，思考

的是神學和宗教問題。在前兩卷中，霍布斯不動聲色的借用了基督教神學，打掉了古代宇宙論和

自然觀，突出了意志和激情相對於理性、創造相對於自然、實踐相對於理論的優先性。在後兩卷，

霍布斯又通過古代的自然理性摧毀了基督教的超驗色彩，把基督教的彼岸世界、救贖和信仰等還

原為世俗政治的問題，因此，在他的政治哲學中，便呈現出沒有自然的古代和沒有上帝的基督教

色彩。參閱吳增定，〈有朽者的不朽〉，收錄於思想與社會第三輯，《現代政治與自然》(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3)，260-261 頁。 
9 施特勞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學》(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Its Basis and Its Cenesis) (南
京：譯林，2001)，申彤譯，126-127 頁。霍布斯的言論見Leviathan,Ⅰ.ch.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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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仍舊高於重視實踐的歷史之上，霍布斯的新政治哲學崛起，似乎可以說明此一

景象，但如此結論便失去了對霍布斯政治哲學的正確理解，因為透過歷史，「霍

布斯使我們看到，即便確實存在一個永恆秩序，它也將只考慮人們在現實中的行

為；它的全部興趣，集中在人身上，集中在規範的施行運用方面，集中在手段的

運用方面。」10 因此，霍布斯重新回到哲學，絕非回到那個將外來意識形態視

為歷史目的的哲學，哲學變成工具性的價值，而非目的性的價值，如此，霍布斯

心目中由主權者領導的外來政權，就再也不是那個受外來意識形態主導，一心想

要建立一個脫離本土社群意見的「美麗新世界」外來政權，而是從本土社群出發

的政權。同樣的，對於台灣本土政權而言，霍布斯的歷史觀雖然證明歷史可作為

反叛過去、面向未來，建立一個新的意識形態工具，但這個新的意識形態仍然必

須建立在實際經驗上，而非型塑一超越經驗的新歷史目的。霍布斯將歷史的知識

稱之為「絕對知識」，他說：「不論任何討論都不可能以對過去和未來事實的絕對

知識為其終結，因為有關事實的知識在根源上是感覺，後此則為記憶。」而「要

通過經驗觀察並記憶所有對事情成敗有影響的條件是不可能的。」11 這顯示了

歷史的侷限性，也就表示任何對歷史的運用都是選擇性的，因此也就凸出了歷史

的製造性，如此一來，意識形態絕對不能建立在歷史的基礎上，因為歷史的知識

只依賴於有限的記憶和經驗的總結，從這種總結中得不出普遍性的政治哲學和意

識形態。就此而言，霍布斯的政治哲學可謂是非常本土的，但卻不能在他的本土

之上建立一種超越本土具普遍意義的意識形態，這也就否定了本土政權利用選擇

性歷史經驗及記憶建立專屬本土政權意識形態的可能。 

 

三、強調個人權利 限制統治者權力 

 

霍布斯政治哲學的歷史工具性格，同時否定了台灣外來與本土政權的歷史目

的性格，使其呈現的本土性也迥然不同於後兩者。由此進一步，霍布斯政治哲學

所表現的本土性另一值得重視的面向，是從「權利」的角度，將對本土的理解直

接連結於個人，而非歷史、文化、族群及國家等集體性的概念，亦即，所謂的「本

土化」，即是「個人權利化」，當一個政權宣稱為本土政權時，外界據以評判的指

標即是個人權利的擴大或減縮，若是前者，這個政權即可謂為本土政權，若係後

者，這個政權即非本土政權，當我們如此理解「本土政權」時，我們就可以說，

一個能夠擴大個人權利的外來政權，其實已經是本土政權。與這個消融外來與本

土對立同時產生的情形是，這也使得本土的操作空間無形中受到擠壓，「本土」

                                                 
10 同上註，119 頁。 
11 Thomas Hobbes,Leviathan,Ⅰ.ch.2,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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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直接聯繫到個人權益，政客們就無法以虛幻的集體口號召喚革命式的情懷。

此一將「權利」載體由集體拉至個人，是霍布斯政治哲學的最大貢獻，也是對台

灣外來政權現象的最大啟發。因為一直到中世紀末葉為止，辨識一個人的方法是

看他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一個人的「權利」表現在他是否按職分工、各盡其能，

這種對個人的權利觀，最明顯的表現在柏拉圖《理想國》中的正義原則城邦，個

人的真正利益體現在他在社會中的善盡職守，也就是在這種集體主義思維下，個

人權利被服從於集體的呼聲淹沒了，直到霍布斯「權利」概念才取得革命性的反

轉，他說：「著作家一般稱之為自然權利的，就是每一個人按照自己所願意的方

式運用自己的力量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因此，

這種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斷和理性認為最適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

由。……談論這一問題的人雖然往往把權(ius)與律(lex)混為一談，但卻應加以區

別。因為權(right)在於做或者不做的自由，而律(law)則決定並約束人們採取其中

之一。所以律與權的區別就像義務與自由的區別一樣，兩者在同一事物中是不相

一致的。」12

霍布斯在此將「權利」與「法則」分開，他的思想反映的正是「權利」由客

觀行為標準轉變為個人擁有的自由，西方政治思想從霍布斯開始也從良善生活或

德行為中心的論述，朝向個人權利理論發展。13 從這個觀點來看，可以充分的

展現霍布斯與柏拉圖之間政治思想的對立，因為霍布斯政治思想的獨特性，正是

表現在從個人權利的角度出發，並將國家存在視為保障個人發展的條件，而柏拉

圖時代的希臘思想，則是從國家的權利出發，以國家的立場要求個人。霍布斯無

異是要集體概念退出政治場域舞台中央，由個人取而代之，這將進一步改變統治

者政治權威的建立方式，統治者的政治權威來源將不再是外來意識形態(外來政

權)或奠基在反抗意識的未來虛擬國家(本土政權)，而是所有個人基於維護權利做

出的權利授與，如此形成的權威是一種委任權威(delegated authority)，統治者取

得委任權威的方式是被統治者的授權(authorization)，授權這個概念直接與權威

(authority)產生聯繫，霍布斯對此一闗係的說法是：「被造人(of persons artificial)

的言行若得到它所代表(represent)者的承認，它就是一個行為者(actor)，而它所代

表的人即為主動者(author)；行動者是依其所擁有的權威(authority)行事，……故

所謂的權威，即是有做事及行動的權利，而依權威行事，即是依有此權利者的委

                                                 
12 同上註，Ⅰ.ch.14. 
13 對於「權利」意義變化的理解，張佛泉及達格(Richard Dagger)皆認為與「正直」、「應當」之

意有關，將個人與權利連結時，它的古典意義表示為「我應當做這件事，因為這是正確的」，這

種古典意義的「人直」轉變為現代意義的「人權」權利觀，江宜樺認為約略是在 15 世紀到 16
世紀，文獻上比較顯著的記載是 17 世紀的霍布斯《利維坦》一書。參閱江宜樺，《自由民主的理

路》(台北：聯經，2001)，354-3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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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與特許而行事。」14 霍布斯引進授權觀念的原意，原是要證明政治社群成員

在訂定契約後，主權者即取得行動的完全權力，但上面這一段話值得注意的是，

霍布斯在此運用了代表(representation)和授權(authorization)兩個概念，這與近代

的議會制精神相符，若將其置於議會制脈絡，此無異是說那些行為者是被選舉人

團體(electoral body)賦與權力的人，它被授權擔當的角色，不是委託者全權委託、

權力毫無限制的代表(representative)，而是接受委託者委託行事、權力受限的代

表(delegate of those he is acting for)。15  

此一授權與代表的觀念為民主憲政奠立了堅實的基礎。首先，統治者雖然有

絕對的(absolute)權力，但這個權力並非在所有領域均毫無限制，霍布斯說：「……

在任何事情上，他們(主權者)的職責均在於盡己力之可能遵從正確理性，也就是

遵從自然、道德與神的法；既然國家(dominions)乃是為了和平而設立的，而追求

和平又是為了獲得安全，被賦與權威的那個人若是用他的權力謀求人民安全之外

的事，便是違反了和平的道理(reasons of peace)，也是違反了自然法；人民的安

全既然指示了一項法，藉此讓國君認識他們的職責，它便也教導給他們一項術，

讓他們為自己取得利益。」16 易言之，不管霍布斯賦與主權者的地位何等絕對，

主權者仍然背負著義務，這些義務係由自然法所規定，可以由設立主權者的原初

目的逐步導出。在霍布斯的三本政治著作中，他分別提出了三套內容相當歧異的

「主權者義務」，17 他的意思非常明白而且確定：主權者的作為既有客觀目標(人

民的幸福─salus populi)，又有客觀的規範與判準(自然、道德與神的法)。因此，

霍布斯雖然稱主權者的權力為「絕對」並且是不受限制的，但他在如此形容主權

者的權力時，正如許多學者指出的，在英國斯圖亞特(Stuart)時代的絕對王權論

者，所用的概念架構其實普遍接受了所謂絕對權力與平常權力(absolute/ordinary 

powers)的區分，從而他們在強調國王權力的絕對而不受限制時，通常是就侷限

在絕對權力領域之中的事體而論。18 也就是說，統治者的權力雖然是絕對的，

但這絕對性乃是相對於某個領域而言，進入另外一個領域，就要受到法律規範。

而就主權者對於被統治者所負的義務言，主權者權力的絕對與不受限制只是表現

                                                 
14 Thomas Hobbes,Leviathan,Ⅰ.ch.16.權威概念起源於羅馬，鄂蘭表示，羅馬在世者的權威是衍生

的，係建立在已去世的創建者權威(the auctores imperii Romani conditoresque)之上，auctores表示

作者(author)，係與建築者(builders)與製作者(makers)的拉丁字源artifices相對。參閱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7), p.122. 
15 April Carter, Authority and Democracy (London, Boston :Routledge & K. Paul, 1983), p.31. 
16  Thomas Hobbes, De Cive,Ⅱ .9. website: http://www.constitution.org/th/decive.htm再參見The 
Elements of Law, Natural and Politic, Ⅱ.9. website: http://www.thomas-hobbes.com/works/elements/
及Leviathan, Ⅱ.14。 
17 參閱Thomas Hobbes, The Elements of Law, Natural and Politic,Ⅱ.9.，The Elements of Law, Natural 
and Politic,Ⅱ.9.及Leviathan, Ⅱ.14。 
18 Margaret A. Judson, The Crisis of the Constitution: An Essay in Co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England 1603-1645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49), pp.ff. 再參見霍布斯DC.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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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為了確保被統治者的安全與政治社群的和平，它必須是解決人與人之間紛爭的

終極裁決者(final decider)，主權或最高權力只是侷限在「政治範疇的最高地位」

(the supremacy of the political)，並非在所有領域它的權力都是無限的。19

藍德森(R. Ladenson)將主權者這種統治權力稱之為證成的權利(justification- 

right)，主權者證成的權利立基於在形同羅爾斯的無知之幕 (veil of ignorance)

下，所有人會在避免相互毀滅的情形下，建立一個統治權威，並以此為名行使維

護所有人權利的制裁力量。統治者的權威因係建立在權力行使的正當性上，它可

能違背道德和法律的規範，但這種權利卻是能夠被證成的，有很多例子可以說明

這種權利的行使，如人的行使自衛權和父母對女子的懲戒權力等，但藍德森認為

這種權利的行使有兩大特色，一是證成的權利是有界限的，如同自衛權及父母懲

戒權的行使都有其界限；二是證成的權利與被統治者的效忠與服從並無絕對的必

然關係。 

對於第二點有進一步申論的必要。藍德森在指明證成的權利與被統治者的效

忠與服從並無絕對的必然關係時，係將政府的有權統治區分為兩種行使的權利，

一為上述證成的權利，另一個則是要求的權利(claim-right)。後者最大的特色及

與前者不同處，在於它有一套解決紛爭的機制，任何人在紛爭發生時可以向這套

機制訴求仲裁，但值得注意的是，當他的請求獲得救濟時，因為整個過程必須符

合這套機制設定的規範，因此這個提出要求的權利者在享受權利時，同時也負擔

了義務。相對於這種要求的權利，證成的權利是沒有這套機制證明行為正當的，

證成的權利之正當性，完全立基於行為本身的正當，在這種情形下，藍德森認為

被統治者便沒有相應效忠與服從統治者的必然義務。結合上述證成權利的第一個

特點，由此進一步，藍德森提出了一個結論：主權者的有權統治，並不能保證和

避免有濫權的情形，當濫權發生時，雖然不意謂主權者失去了統治權力的正當

性，但在此同時，因為被統治者沒有效忠與服從統治者的必然義務，故當統治者

濫權時，統治者即有反叛的權利。藍德森並以納粹德國為例，他說1933年至1944

年的納粹政權無疑是享有統治權利的，但當它們逾越了界限時，對納粹政權的反

叛也同時被賦與了正當性。20

從這一點出發，我們不僅可從正面攻擊外來政權統治者藉意識形態及法統神

話的理由，剝奪個人權利的行為，也可以駁斥本土政權在台灣主體大帽子下，要

                                                 
19 關於霍布斯主權者權力的「絕對性」詮釋，參閱錢永祥，〈偉大的界定者：霍布斯絕對主權論

的一個新解釋〉，收錄於《現代政治與自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思想與社會第三

輯，128-165 頁。 
20 藍德森認為霍布斯的「主權者」概念，不僅表示主權者有較他人更大的權力，同時也是政府

權威的擁有者。但政府權威與政府權力不同，前者包含了後者，同時也表示它擁有統治的權力

(right to rule)，而統治權力則包含了要求的權利與證成的權利。參閱R. Ladenson, “In Defense of a 
Hobbesian Conception of Law,” edited by J. Raz, Authority(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pp.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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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個人主體臣服於國家主體的言行，因為人民權利才是任何規範與秩序的最終判

準，同時，擁有反叛統治者的最終權力，也就保障了個人的主體性。從柏拉圖到

馬基維里，從外來政權到本土政權，當觸及統治的問題時，首先想到的都是統治

者，但渥爾夫(Robert Paul Wolff)明確的指出，統治的問題所在不在統治權力本

身，而在隨統治權力而來的服從的義務，因為這種服從代表對於個人自治的完全

放棄，和根據理性指引為自己行動負責的放棄。21 對於主張無政府主義的渥爾

夫而言，權威都是可疑的，本文雖不認同他的無政府主義，但卻應嚴肅面對個人

服從權威導致的主體性喪失。個人自我權利的放棄乃是造成統治者集權的根由，

就此而言，要確保個人主體性，首先應確保的即是個人權利，而這個向度也是從

霍布斯政治哲學發展出來的。 

對霍布斯而言，一個人的自我意識乃是由對暴力造成的死亡恐懼而來，之

後，黑格爾在霍布斯的基礎上建立了他對自我意識的見解，自我意識實際上是在

與他人的生死搏鬥中產生的，只有得到他人的承認，方才產生自我意識，而伴隨

自我意識產生的是一種主奴關係，根據黑格爾和霍布斯的理論，僕人的意識在本

質上都是死亡恐懼所決定的，僕人由於感受到死亡的恐懼，它面對生殺予奪的主

人，置身於致命的恐懼之中。22 而對所有包括關注台灣外來政權現象的後殖民

主義者而言，所要做的，除了發掘這種主奴關係的歷史真相外，還要進一步將這

種主奴關係打破。對於這個問題，藍德森關於證成權利的說明給了我們有利的指

引，即使統治者是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秩序必要的巨靈，也不表示它的權力可無

限上綱，被統治者的服從也不是絕對性的，而是相對性的，當個人權利因統治者

的踰越而受損時，被統治者即有反抗的權利，這個結論不僅可以證成本土政權對

外來政權的反叛，也可以作為反對本土政權以集體意識侵犯個人權利的理據。 

由此進一步，既然每個人的生存權利都應受到保障，霍布斯由自然權利出發

的論點，也就強調了人的平等性。他認為每一個人都有權支配所有的事物和所有

的行動，因為在特定情勢下，任何人都可能認為任何事物或任何行動，是保衛他

生命的必要手段，而這個論點的特殊前提，就是所有人之間的平等。施特勞斯因

此指出，既然人人平等，也就表示不存在普遍的自然秩序，因而不存在符合自然

的人類品第階級制度，那麼，少數智者與芸芸眾生的區別，就失去了它本來對傳

統政治哲學所具有的根本重要性，而霍布斯之所以轉向研究歷史的目的之一，也

就是要從研究少數人轉向研究多數人。同時，因為立約建立政治社群之後，戰爭

已非保障人類福祉的可靠手段，因此戰爭的性質只是用來防禦，為此目的，政治

社群必須維持一支雇用軍。施特勞斯因此認為，利維坦與臣民之間的關係，已發

                                                 
21 Joseph Raz, “ Introduction,” Author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edited by J. Raz, p.2. 
22 施特勞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學》(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Its Basis and Its Cenesis) 
(南京：譯林，2001)，申彤譯，69-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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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了反向的轉變，君主權力變成雇傭權力，主權者向人民徵收的稅只不過是公家

給與保衛平民安身立命的帶甲者的薪餉，霍布斯甚至不允許公民為帝王美德所

惑，離開他自己本分的德行步入迷途。23 這種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的變化，

形成他對國家形式足堪探究的論點，雖然霍布斯是君主政體堅定的支持者，並對

民主政體表現出反對的態度，但他對君主政體的意涵卻有變化，他並不認為君主

政體和民主政體是絕對對立的，在他的三部系統的政治哲學著述中，他都承認民

選的君主政體可能性。24 在《論公民》一書中，在特別談到君主政體時，他對

「權威的權利」和「權威的行使」加以區分，25 君主政體已經不復在任何高於民

主政體的意義上是個人統治了。而《利維坦》在以〈論國家致弱或解體的因素〉

和〈論主權代表者的職責〉為題的兩章裡，霍布斯試圖按照體制上的君主政體理

想，對君主政體的傳統觀念作出修改，當他的代議觀念發展的越完善，對君主政

體本質的闡述就越清楚，君主在父權專制中與在君主政體中的角色最後變成截然

對立，前者的君主是作為子嗣之父、家僕之主；後者的君主則是治理國民，亦即，

君主的角色變為政治人。他區分兩種不同的國家，一種是以力取得的自然國家，

一種是按約建立的人為國家，前者當然是君主政體，後者則除君主政體之外，尚

包括貴族與民主政體，三者之中民主政體則是人為國家的首要形式。26

施特勞斯指出，有一個看法認為霍布斯最初較為偏愛君主政體，但這種看法

是錯誤的，他的觀點最早的系統闡述，恰恰是最傾向於民主政體，在《法律、自

然和政治的原理》一書中，霍布斯表示：「那些自行建立國家的人，其棣屬服從

之絕對，並不亞於奴僕之被統治。在這方面，兩者相差無幾，然而前者所懷希望

大於後者。因為不受脅迫的棣屬於人的人，感覺他有理由，比被人脅迫而棣屬於

人的人享有更好的境遇；儘管為人所治，他以自由之身自稱自由人；以此看來，

自由就是……一種狀態，比迫於武力和征服而被人統治的狀態，更具希望。」27 

這無異暗示，導致自然國家的動機是恐懼；另一方面，導致人為國家的動機是希

望或信任，這種對立就意謂著，民主政體比世襲君主政體更為可取。施特勞斯因

此表示，霍布斯政治哲學中有一個矛盾的現象，既最贊成世襲君主政體，同時又

最為贊成民主政體，世襲君主和民主政體都是他的傳統觀念，而他的《利維坦》

則是將這兩種政體結合的意圖表現。君主世襲政體是自然國家的唯一合法國家形

式，對照之下，民主政體合法性的根源則是人民的授權，霍布斯先通過自然國家

與人為國家的區分，把君主政體與民主政體結合起來，在自然國家，他堅持君主

                                                 
23 同上註，121、144 頁。 
24 Thomas Hobbes, The Elements of Law, Natural and Politic, Ⅱ.2 . De Cive,Ⅱ.3 ; Leviathan,Ⅱ.3. 
25 Thomas Hobbes, De Cive, Ⅱ.9. 
26 施特勞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學》(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Its Basis and Its Cenesis) 
(南京：譯林，2001)，申彤譯，75-76 頁。 
27 Thomas Hobbes, The Elements of Law, Natural and Politic,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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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體，至於人為的國家，他則傾向於民主政體傳統，並從一開始就不遺餘力論證，

民主政體的積極作用，莫過於它能夠在事實上，甚至也在名義上，把自己轉化為

一個絕對的君主政體。28  

由這裡也可顯示，當我們說主權者的主權絕對時，他之所以有絕對的權力，

原因不是別的，而是人民授與他的。這裡再度顯示主權者權力的受限，而除了前

述上帝命令及自然法則的強制性約束之外，在早期霍布斯《伯羅奔尼撒戰爭史》

的譯本引文中，他曾經用肯定的口吻不加批評的提到修息底德斯的一個見解：民

主政體與貴族政體的混合憲政，一方面應該優先於民主政體，一方面應該優先於

貴族政體；在《法律、自然和政治的原理》中，他雖然不承認主權劃分的可能性，

但卻仍然承認，把主權的行政劃分為君主的最高控制跟一個貴族政體的或民主政

體的樞密院，是可能的。因此，至少在霍布斯的早期看法中，混合君主、貴族與

民主三種政體的混合政體想法是存在的，29 這個看法體現了馬基維里在一人統

治下的權力制衡共和體制精神，也為民主憲政的權力制衡關係開闢了理論基礎，

雖然霍布斯並未主張甚至明言反對對統治者的權力設限，但從他的理論邏輯中，

其實已經可以推出這個結論。 

 

四、法律主治的中立國家 

 

從這一點出發，我們還可以從霍布斯政治思想中引伸出民主憲政以法律主治

否定以法統治的精神，前者是站在個人權利角度的論證，後者則是站在維護統治

者權力角度的論證。希臘時代的思想是從國家權利出發，當時的國家權利就是法

律，蘇格拉底之死，代表的是個人自由臣服於國家法律，蘇格拉底自己也承認是

法律的奴隸，所有的雅典人也都抱持同樣的觀念，當他們在雅典雅克斯會堂集會

時，看上去他們是高高在上的主權人，但他們同時也都承認法律至高無上的地

位，法律當時是雅典城邦統治者意志的反映，而雅典的統治者是公民集體。由霍

布斯開啟的近代哲學與古典政治哲學的根別區別，便在於近代哲學將「權利」視

為它的出發點，而古典哲學則尊祟「法」，霍布斯不但將兩者加以區分，而且準

確的將後者從屬於前者，也就是「國家首先奠基於權利之上，而法則是衍生的結

果。」30 亦即，法律最終是建築在假言律令之上，即：如果我能實現自我保全

的目的，如果有一個主權者能夠保證他人也同樣在信守約定，那麼，我將遵守法

律，否則我將有理由置身法律之外。按照此一對法律的詮釋，法律只是用以達到

                                                 
28 施特勞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學》(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Its Basis and Its Cenesis) 
(南京：譯林，2001)，申彤譯，76-79 頁。 
29 同上註，81-82 頁。 
30 同上註，187-1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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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工具，人們只是在彼此發生衝突時才想起它，法律本身沒有值得人們信仰

和尊崇的價值。它之得到奉行乃是由於主權者的命令和制裁力量。然而，人們並

不是因為命令、因為制裁才遵守法律，有形的力量也並非制裁的唯一形態，有許

多法律並不講制裁，而這些法律即使是實證論者也不會否認其為法律，比如國際

法和憲法之基本條款。霍布斯在否定自然正義的古代法則後，他對自然權利的強

調也同時否定了法律的統治者意志色彩。現代法律發展的一個基本趨勢是，首要

的拒絕了來自任何超越人類的價值規範，同時也越來越淡化霍布斯所賦與法律的

意志和命令成分，否定意志有其固有的、原始的力量，並轉而訴求法律的基本規

範、法律的邏輯性格。31 如此，法律具有超越包括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在內所有

人意志之上的權威，進一步也就否定統治者將其視為統治工具的以法統治思維。

法律一方面保障了個人權利，另一方面成為統治者政治權威的來源，民主憲政的

開展也正是建立在法律這種立基於個人權利的超越性上。 

法則從屬於權利的觀念也影響到後世主權的觀念演變，主權這個近代問題在

古典時代的類似問題是：「何人或何物應該統治」，也就是牽涉到「誰該統治」

的問題，古代的答案是「法」，那些對於法的神學起源無法苟同的哲學家，用如

下的方式為這個答案尋求論證根據：理性應該制約非理性，由此可見，法應該統

治人。在這個答案之下，只有在理性和富於理性的人統治權受到質疑的情形下，

主權的問題才會產生。由於霍布斯否認人與人之間存在理性的差別，在所有實際

事務中，任何人原則上都同樣明智，一心追求他心目中的利益，而且也有同樣的

能力去感知他們所追求的利益何在，從而誰應該統治的問題便產生疑問了，正是

基於對於理性的不信任，霍布斯才訴求以君主權力取代理性的統治，基於同一個

原因，理性的自然法也失去了它的尊嚴，取而代之的是自然權利。自然權利與理

性相一致，但支配它的卻並非理性，而是非理性的對死亡恐懼，這個與理性的決

裂，即是「主權」這個概念產生的決定性前提。然而，值得注意的發展是，霍布

斯與理性的決裂最深刻的描述，表述為將君主的最高權力非視為理性而視為意

志，這個意志或是一個人或是一些人，到了盧梭將權力意志進一步表述為「普遍

意志」，也就更加完善了霍布斯的論點，32 但隨之出現的卻是一種迥異於霍布

斯意志哲學的發展，在盧梭的「普遍意志」之上，進一步發展出「民族精神」或

者「階級意識」等集體性概念，並在此概念下成為壓迫個人權利的來源，施特勞

斯將其稱之為「僵化」的教條。33  

                                                 
31 林國榮，〈霍布斯：自然法理論中的約伯〉，法律思想網， 
網址：http://law-thinker.com/show.asp?id=839。 
32 施特勞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學》(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Its Basis and Its Cenesis) (南
京：譯林，2001)，申彤譯，191-193 頁。 
33 同上註，1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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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深思的是，為何從霍布斯反對自然正義、強調個人權利出發的意志論，

發展到後來出現一個新的自然正義，並侵害個人權利的意志論？關鍵出現在「主

權」這個概念，霍布斯強調個人權利的意志論與後來出現新自然正義的意志論內

容或有不同，但置重「誰該統治」的想法是相同的，這與強調法律主治的民主憲

政思想呈現了一種緊張關係，而只要「誰該統治」佔據主導思維，對個人權利的

侵害便是可以預見的結果，這也是我們對台灣外來政權現象發展的關切所在，因

為在外來政權與本土政權的對立衝突中，即使統治權力已經移轉，但一個未曾變

化的現象是對「主權」的強調，即使對主權歸屬有不同詮釋，但藉由主權凸顯主

體的思維，外來政權與本土政權並無二致，但若強調主權，接下來的即是強調「誰

該統治」，國民黨外來政權過去在中華民國主權神話下，自認它應該統治；接收

國民黨政權的民進黨，則疾呼為確保台灣主權，必須由本土政權永續執政。在此

情形下，從主權出發的政治思想預示了台灣場域外來與本土的對立將一直持續下

去，因此之故，為消弭這種對立因子，應抽離霍布斯思想中「誰該統治」的部分，

而保留霍布斯思想中的民主憲政部分，歸結而言，也就是重新回到以保障個人的

自然權利為基點，同時建構出統治者政治權威來自被統治者授權的憲政制度，這

種意義下的主權概念，係如欣斯利(F.H.Hinsley)所言，是「在主張權力歸屬統治

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妥協，政府絕對權威的合法性必須建立在最終權力屬於全體

政治社會上，由人民組成的政治社會及其政府是相互依存的。」34

建於此一主權概念之上的霍布斯巨靈國家，將是不受意識形態、族群與黨派

影響的中立國家，它的目的旨在維護政治社群的和平秩序與社群成員的共同利

益，古典理論視政治共同體為促成公民德行之場所的想法，為中立基礎(neutral 

ground)所取代；共同遵守的規則(rules)重要性凌駕於目的論之上，主權者對政治

規則及符號的界定僅限於與公共事務有關的領域中，也就是實證的法律，信仰或

信念，只要不違反法律以及主權者的命令，個人便享有充分的自由。霍布斯在這

裡體現的，即是自由主義中的消極自由思想，在此思想下，國家之作為一種共同

體，其所共者為法律與政治規則，而非如古典理論所主張的統治活動。35  

霍布斯的中立國家形象，也就是台灣應追求的國家形象，政治權威的終極根

源，係建立在以法律和政治規則建構的民主憲政之上，唯有這時候，公民權利才

不會為集體的意識形態和虛擬國家所綁架，人民才能成為真正的「頭家」，外來

與本土的詮釋權也才能由統治者之手轉移至被統治者，而詮釋的標準則為自身的

權利與利益。此時，外來與本土不再具有絕對的善惡價值，亦即，外來政權並非

絕對之惡，本土政權也非絕對之善，即使從另一個角度解讀，將本土政權視作良

                                                 
34  F.H.Hinsley,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1, No. 2, pp.243-244. 
35 蕭高彥，〈共同體的理念：一個思想史之考察〉，《台灣政治學刊》，第一期，1996，268-2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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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政權，則從自然權利的標準評判，能夠維護社會秩序與個人權利的，就是本

土政權，即使這個政權是外來的；反之，破壞社會秩序及殘害個人權利的政權，

就是外來政權，即使這個政權是由本土產生的。在這個脈絡下，我們才能解脫台

灣政治場域中的外來與本土對立糾葛，重新賦與統治政權一個合乎全民期待的新

的定位，也就是統治政權的統治正當性係建立在被統治者同意基礎上的定位，就

此而言，這裡所謂的「新」乃是相對於目前以統治者(政權)為中心的思考，而我

們訴求的，乃是回復到三百多年前的霍布斯社會契約論中，那個從被統治者出

發，建立在個人權利基礎之上所建立的國家。 

 

第二節 誰該統治？如何統治？ 
 

霍布斯的意志論即使從個人權利的角度出發，但仍舊無法避免淪入「誰該統

治」的思維，也就表示霍布斯的中立國家，仍可能演變為柏拉圖式的集體主義。

柏拉圖的政治方案凸顯的最大特點就是以統治者為中心的政治運作，意識形態的

實踐端視能否找到一個合適的統治者，所以，柏拉圖的整個政治思想其實是一部

如何培養統治者的教育思想。就此而言，意識形態與統治階級構成了命運共同

體，而外來意識形態統治的問題，也就成為「誰該統治」的問題。弔詭的是，這

種意識形態與統治者角色的關係，也出現在反對外來意識形態統治的本土政權身

上。 

 

一、強調統治者角色衍生濫權傾向 

 

歷史上一個迄今為止幾乎成為鐵律的現象，即是越是強調意識形態的國家，

對統治者的角色及功能就越加強調，證之於國民黨外來政權的對台統治是如此，

近代以來的法西斯及共產主義統治亦復如此，事實上，從柏拉圖以來的政治思想

已為此一現象的出現提出了理論的證明。柏拉圖的政治哲學是從主智主義(moral 

intellectualism)出發的，主智主義要求最好的統治者是擁有知識的統治者，從字

面上看，如此詮釋並沒有什麼好苛責的，因為即使時至今日，統治者也須依賴政

治知識進行統治，而擁有這些政治知識的人即為政治職業家。問題在於，在自由

與民主的多元社會，我們不會將統治知識視為唯一的真理，而只會將其視為所有

知識中的其中之一，所有的領域都有這個領域的專家，但柏拉圖卻將治國的知識

視為唯一且最高的真理，擁有這個知識的人就是最有智慧的人，這個人就是哲學

家。 

問題的關鍵不在「哲學家」，而在「擁有」，因為蘇格拉底也強調哲學家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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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但蘇格拉底的哲學家卻是「追求」真理與智慧者，而不是「擁有」真理與智

慧者。柏拉圖則巧妙的將此作了轉換，他口中的哲學家成了蘇格拉底從未聲稱的

智慧與真理「擁有」者，他能看到真理，並與永恆的最高權威Idea溝通，即因哲

學家擁有了這個能力，因此他成為高高在上者，即使「不是神，至少也很像了」，
36 這個全知又全能的半神哲學家，便成為統治的當然人選，真理加上權力成就

了柏拉圖口中的哲君。這不僅是一套為統治者量身打造的外來意識形態統治論

述，也是一套排除反抗統治者的論述，其歸結的結論即是哲學家必須統治。柏拉

圖曾舉叛變船隻的例子說明誰該統治的問題，他說真正有領航知識的人，是那些

能注意一年季節、天空、星辰與風勢風向的人，但在處於叛變狀態的船上，這種

人往往會被罵成是夢想家、窩囊廢，而這艘船之所以會陷入叛亂狀態，便在於有

領航知識的人被排拒，沒有這種知識的人則爭相搶當船長，柏拉圖對此表示：「要

把這百無一用的情形，歸罪那些不肯用他們(哲學家)的人，而不是他們自己。領

航總不應該謙恭的求水手們聽他的指揮，這可不是順乎自然的程序，……真相在

於，一個人生了病，則不論貧富，總非上醫生的門不可，要接受治理的，也非上

有能執政者的門不可。稍有能耐的執政，都不當求他的子民許他執政。」37 柏

拉圖在此明確表明統治者的政治權威不是人民賦與的，而來自他對知識的擁有，

那些「叛變的水手」是那些不服從真理擁有者統治的人，這些水手是「道地的惡

徒」，38 柏拉圖據此得出的結論是，對統治者進行的反叛罪不在統治者，而在那

些反叛者身上。 

弗萊德曼(R. B. Friedman)將權威區分為享有權威(in authority)和身為權威(an 

authority)，前者係為了解決在須採取共同行動但卻未獲採取何種行動共識的困境

下，決定出一個可作最後決定的人，這個做決定的角色即「享有權威」，其功能

在協調出一致的行動。後者權威的證成，在權威者擁有特殊的知識、智慧或遠見，

而這些知識、智慧或遠見則是由一些常人無法接近的天啟或管道取得，權威者即

因擁有這些特殊的知識、智慧或遠見，才獲得人們的服從，即使權威對象並不明

白他們服從的對象具體內涵為何。39 柏拉圖的哲學家及哲君顯然即是弗萊德曼

所謂的「身為權威」，近代以來，「身為權威」最明顯的實例即為基督教的神職人

                                                 
36 Plato,Republic, 540c. 
37 同上註，488a-489c。 
38 同上註，489c-d。 
39 R. B. Friedman, “On the Concept of Authority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by J. Raz, Author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pp.77-85. 弗萊德曼認為「享有權威」有兩個前提，一是為了取得

行動的協調，個人判斷的放棄必須優先於其所信仰的價值；二是在「實質層面」(substantive level)
很難獲得一致共識情形下，但共識的達成不意謂個人必須犧牲其判斷。「身為權威」具有兩個預

設，一是「身為權威」預設了人的不平等，不同於「享有權威」某一程度預設個人間平等的關係；

二是雖然權威對象無法接近權威者的知識、智慧或遠見來源，但這些知識、智慧或遠見應是權威

對象可分受的「認識架構」(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如同基督教世界一定有一個共同的「認

識架構」，方能證成神職人員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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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權威。值得注意的是，「享有權威」若失去權威，即失去權威對象服從的理由，

但「身為權威」，因為權威性乃在於知識、智慧和遠見，因此，即使人們不承認

他的權威，也絲毫不影響他的權威性，因為他仍舊擁有知識、智慧和遠見。這兩

種權威的對比，凸顯了「身為權威」不同於「享有權威」最重要的兩點，一是後

者的權威來自於所做出的決定為人遵守，但前者則是為人所「信仰」(belief)；二

是後者的權威高於個人，而前者則是人高於權威，這也是韋伯的克里斯瑪權威

(charismatic authority)與合法──理性權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不同之處。40

柏拉圖心目中的哲君統治者，是在意識形態所形塑的信仰氛圍中產出的，他

之所以具有統治的資格(entitlement)，在其擁有治國的知識，相對之下，被統治

者則缺乏這種知識，這形成柏拉圖主義的「主智主義」政治權威觀，誰該統治的

問題實際上是知識有無的對比問題。這種資格的對比，同樣出現在馬基維里身

上，柏拉圖對被統治者的無知輕視，同樣表現在馬基維里對於人民易於腐敗的評

價，因此，要建立新國家的重責大任自然落在新君主的身上，新君主之所以擁有

治國的資格，不在於擁有意識形態的知識，而在擁有建立新國家所需的德行，這

種德行是在建國需要下，能夠結合人性與獸性的德行。從國家集體主義的角度

看，君主的德行是國家理性的彰顯，它訴求以國家利益為最高的價值，為了達到

建國目的必須採取一切「必要」作為，這些德行是無法在被統治者身上找到的。

與柏拉圖的政治思想相較，馬基維里的政治思想做了徹底的反轉，他實際上是站

在傅拉西麻查斯、葛樂康與阿第圖曼這一邊，而與柏拉圖站在對立面，41 若柏

拉圖的統治者資格是來自其對正義觀念的掌握，則馬基維里心目中的新君主之所

以具有統治的資格，非但不在正義，反而是在非正義。 

柏拉圖與馬基維里對於誰該統治──統治者統治資格看法的差異性，凸顯台

灣外來政權現象的一個盲點。因為無論是外來政權或本土政權，從這兩種政權統

治者政治權威的建立過程來看，它們皆屬於弗萊德曼所說的「身為權威」，也就

是人的重要性凌駕在權威之上。就外來政權而言，明顯可見的情形是，統治者已

成為意識形態唯一的代言與詮釋者，這導致意識形態的更為不彰，因此，理論上

意識形態雖然是統治者的權威來源，但卻被統治者綁架了；另一方面，這也造成

                                                 
40  R.B.Friedman, “On the Concept of Authority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by J. Raz, 
Authority(Oxford: Basil Blackwell,1990),p.81. 
41 《理想國》中，傅拉西麻查斯在與蘇格拉底論辯「正義」時，將非正義和智慧、道德並列，

認為正義是強者的權益，而非正義是個人的利益與權益。葛樂康在敘述正義的本質與來源時，認

為人心都認為利益是善的，因此實行非正義是善的，遭受非正義是惡的，而其惡大於善，正義來

自於人無實行非正義的能力，故乃制定法律和公約，因此，正義為勢所逼，由法律而來，當一個

人被揭穿，一定要以言語掩飾，需要用勢力的時候，可以憑藉自己的勇氣和毅力達到目的，他認

為應顯得正義而不當行正義。阿第曼圖亦認為實行正義不是為了正義本身，而是希望藉由品格和

名譽獲得利益，此可能導致外貌凌越真理的結果。參閱Plato,Republic, 336c-38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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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來政權內部鬥爭的導火線，因為反對者隨時可以意識形態(路線)的理由，發動

內部鬥爭。就本土政權而言，統治者的資格既然在非正義，就沒有受意識形態約

束的問題，因此本土政權統治者凌駕在權威之上，表面上賦與了統治者貫徹國家

理性的無限空間，但既然「身為權威」者的權威係來自其擁有的知識、智慧與遠

見，也就表示統治者的權威來源也是他身後的一套意識形態論述。就此而言，本

土政權與外來政權的差別，只是沒有公開將意識形態置於最高權威來源的位置，

但既然沒有這一套意識形態論述就沒有本土政權統治者的政治權威，那麼，出現

在外來政權的統治困境，便也可能複製在本土政權身上。 

馬基維里與柏拉圖對誰該統治問題的差異，除了表現在正義與不正義的相對

性外，也表現在統治者的人數上。對於柏拉圖而言，統治階級必定是一人或少數

人的統治，因為具備領略外來意識形態能力的人並不多，這就預示了統治權力永

遠歸屬於一人或者少數人。但對於馬基維里而言，誰該統治問題的答案，是隨情

勢而移轉的，在《君王論》中，他致力探討新君主的建國之術，因為這個階段，

必須將權力集中於一人，方能達成建國的使命，所以建國階段的統治係屬於一人

統治的形態；但在《李維羅馬史疏義》中，馬基維里論述的重點已置於治國，對

誰該統治的問題便有不同的思考。 

在第一篇第五章至第六章，馬基維里比較了斯巴達、羅馬與威尼斯的統治模

式，他先從國祚的長短作出暫時性的結論，認為斯巴達和威尼斯少數的貴族統治

優於羅馬，因為這兩個城邦國祚都長於羅馬。但是馬基維里旋即從三個面向深入

探討此一問題，第一個面向是權力與支配的面向。貴族的權力和支配慾大於平

民，支持羅馬平民統治模式的立論基礎在於認定，平民因為有更強烈的生活自由

意志，同時不會將權力佔為己有，因此適合作為統治者；支持斯巴達和威尼斯的

貴族統治模式者則從相反的角度提出論點，貴族之所以適合統治係出於兩點原

因，第一個原因是可使他們的野心得到滿足；第二個原因是平民的權力慾是共和

國紛爭和誹謗產生的源頭，因此，由貴族取得統治權力，可以消弭這個亂源。 

第二個面向是危害性的面向。馬基維里在此從負面角度出發，不是比較誰統

治較有貢獻，而是比較誰統治危害較小，他沒有作出明確的結論指明貴族統治或

是平民統治危害性大，但卻清楚指出一個比較的判準：「動亂大多數是擁有的人

引發的，他們因為擔心喪失(自己所擁有的東西)而產生和欲求獲取所無的人相同

的願望；因為在一般人看來，人們對自己所擁有的不會有安全感，除非他另外獲

取新的東西。還有一點：既然他們擁有許多，他們自能憑大權力與大動作從事改

變。更還有一點：他們沒有節制又野心勃勃的行為在一無所有的人的胸中引燃也

想擁有的意願，為的無非是想對他們巧取豪奪以便出一口怨氣，不然就是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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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夠分享他們所看到被別人濫用了的財富和榮譽。」42 從馬基維里指明的判

準看，雖然他未指出誰統治的危害性大，但目標已明顯指向貴族。 

第三個面向是守成和擴張的選擇面向。斯巴達和威尼斯的統治體制有許多共

同點，其一是它們都是小國寡民；其二是它們都採取禁絕外來者的鎖國政策，斯

巴達是一開始即以法律禁止，威尼斯則是在自覺公民數足夠時，取消後來者的參

政權，但並未完全禁止其居住；其三它們都是少數的貴族(威尼斯稱為紳士)統

治。這三個共同點促使斯巴達和威尼斯的治理朝向守成的偏靜態模式，相較之

下，羅馬統治則是採取擴張的動態模式，它的擴張雖然導致內部政治情勢不穩

定，但卻成就了羅馬帝國的偉業。 

值得注意的是，馬基維里在比較完所有的面向之後作出結論，共和國的統治

應該採取羅馬模式，也就是由平民統治的模式，馬基維里所舉理由除了貴族的野

心與權力慾太大，少數統治對國家治理的危害性較平民為大之外，還有一個他特

別強調的原因，那就是無法為人所控制的「形勢」。他說：「……由於涉及人的事

情一向變動不定，不可能一成不變，他們必定是有起有落；而理智無法促成的許

多事情，形勢會促成。……在另一方面，就算老天仁慈竟然沒有帶來戰爭，也會

有懶散因之而起，使它(共和國)要不是女性化就是分崩離析；這兩件事合在一

起，或是各自本身，將會是共和國滅亡的緣由。」43 在這裡，馬基維里關於誰

該統治的觀點再度呈現與柏拉圖迥異的主張。柏拉圖因欲確保外來意識形態的純

淨性，因此訴求國家治理的靜止性，此一觀點類似斯巴達與威尼斯訴求靜態的統

治，而三者對於誰該統治的對象，不約而同指向少數統治。相較而言，馬基維里

採取了動態的觀點，且動態統治並非是要不要與想不想的問題，而是能不能的問

題，因為，即使統治者想要採取靜態統治，「形勢」亦會迫使這種靜態統治局面

招致破壞，就此而言，馬基維里從根本上否定了柏拉圖外來意識形態統治的可

能，且為了符合動態統治的必要性，他以羅馬模式為師，而將統治權力交給了多

數的平民。 

然而，分析至此，這並非馬基維里的唯一結論。對馬基維里來說，群眾是容

易腐化的，而要解決這種腐化狀態，就必須要靠「當時在世的某個人的德行，而

不是由於支持好制度的集體的德行。」「在腐敗的城市維繫或新創共和體制有其

困難，甚至是不可能的。如果真要在那兒維繫或創造一個共和體制，那麼將它轉

向君主政體比轉向平民政體更有必要。」44 這就意謂腐敗的人們只有在一人統

治下才能得到約束和制衡，一人統治的方式當然可能是殘暴的，當然也可能侵害

                                                 
42 Niccolo Machiavelli, Discourses on Liv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translated by 
Harvey C. Mansfield and Nathan Tarcov,Ⅰ.ch.5. 
43 同上註，Ⅰ.ch.6。 
44 同上註，Ⅰ.ch.1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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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民的利益，但如同凱撒的統治羅馬，只要這個統治者成功締造了一個君主

國，只要君主國的國祚可以維持長久，那麼後代仍然會對君主感恩戴德、銘記在

心。馬基維里在這裡運用的是形式與質料的辯證邏輯，當一個共和國的質料已經

處於腐化時，此時就必須有非常的手段，而從腐化的人民中是不可能有大破大立

行動的，這時候就必須訴諸一人的統治德行，將失序的共和國撥亂反正返回根

源，重新形塑為統治者所希望的形式。於是，對於共和國誰該統治的問題，馬基

維里提出了兩種不同的解答，一種是在未腐化狀態下的平民統治，一種是腐化狀

態下的君主一人統治。但問題是「腐化」狀態由誰定義？歷史上不就常常上演野

心家以救世主之尊出面拯救國家於危亡的戲碼嗎？台灣外來政權現象的英雄崇

拜心理不就是緣於此一心態嗎？就此而言，問題的關鍵不在誰在何時何地適合統

治的問題，而是「誰該統治」本身的問題。 

就台灣外來政權現象而言，其實爭論的只有一個焦點，就是台灣場域該由誰

來統治，這是爭論的焦點也是紛爭的源頭。表面上看來，這個問題已經解決了，

因為包括被指涉為外來政權的政黨與個人，都認為台灣應由本土政權統治，從這

個角度來看，台灣應由外來政權或本土政權統治的問題，已轉為誰才是「真正的」

本土政權問題，外來政權已被判出局了。但奇怪的是，一個看似終局裁判的結果，

仍未使得紛爭塵埃落定，這就顯示問題並非如此單純，台灣外來政權現象迄今解

決的只是「誰該統治」中的「誰」的問題，目前這個「誰」是由本土政權所佔據，

但尚未解決全部的「誰該統治」問題，而這個猶未解決的問題，才是外來政權紛

爭盤據不散的根由。從政治權威的觀點看，問題之所以未解決，係因外來政權現

象表面的終結，只是從統治者面向所得出的結論，但卻忽略了其餘的場域與統治

者面向。 

巴柏正確指出，當某些人認為政治的根本問題是「誰該統治」時，就會跳過

所有的問題，而未解決任何根本的問題。 

 

那些相信「誰該統治」的問題是政治的根本問題的人，默認政治

權力「本質上」是不受抑制的。他們認為有些人本該有權力，例如某一

個人或諸如階級式的集體性組織。同時他們又認定具有權力的人，幾乎

可以為所欲為，特別是能強化自己的權力，使其近乎無限或不受制衡的

地步。他們認為政治權力本質上就是至高無上的主權。如果我們接受這

些假定，則「誰該是君主」的確是唯一重要的問題了。45  

 

                                                 
45 巴柏，《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台北：桂冠，1998)，莊文瑞、

李英明譯，2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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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柏 將 這 種 假 定 稱 之 為 「 不 受 限 制 的 主 權 論 」 (theory of unchecked 

sovereignty)，46 在這種主權論下，政治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將權力交給最佳者，

在柏拉圖那裡是哲學家；在馬基維里那裡治世是平民、亂世是君主；在馬克斯那

裡是工人階級；在台灣則是本土政權。但如巴柏所指出的，此一思維不僅是統治

權力交給誰的問題，更大的問題是權力賦與之後的問題，因為被視為最該統治的

統治者取得權力之後，接下來的合理邏輯便是賦與他絕對的權力，巴柏提出的民

主的詭論(paradox of democracy)就是這樣產生的，因為民眾可能認為本身不適合

統治，而將統治權交給一位專制君主，結果是民主導致了不民主。就此而言，「誰

該統治」的根本問題在於，它無條件的將權力賦與了一個被視為應該統治者，結

果一方面形成了權力的排他性，那些被視為不該統治者，全部被排除於權力金字

塔之外，如同台灣外來政權現象中，被貼上「外來政權」標籤者都應被排除於權

力之外一樣；另一方面它可能造成阿克頓爵士(Lord Acton)所說：「一切權力都會

腐化，絕對的權力造成絕對的腐化。」本土政權既然是唯一的權力繼承人，那麼

須爭的便只有誰才是「本土政權」下的「台灣之子」，而一旦某一個人或某一個

政黨被授與「本土政權」的品牌，也就表示它理應是千秋萬世的執政者，既沒有

也不應該有制衡它的對象，在沒有制衡的情形下，走向腐敗便可預期了。而按照

馬基維里的思維，要遏制腐敗，便須將權力交給一個集大權於一身的君主，於是，

我們眼前彷彿浮現了一個在本土政權統治之下的集權與腐敗循環，這才是從「誰

該統治」單一面向思考台灣外來政權現象時，應該警惕的後果。 

因此，巴柏認為，我們應該要面對掩飾在主權論背後的一個最根本問題，那

就是：我們是否要致力尋求一種制度來控制統治者，使其權力制衡於其他權力，

也就是建構一種制衡理論(theory of checks and balance)。47 從這裡開始，焦點於

是從「誰該統治」的問題，轉移到「如何統治」的問題。 

 

二、民主政治的危機 

 

柏拉圖從《理想國》向《法律篇》的轉向，使他的思想出現由人治到法治的

轉機，柏拉圖確實也提出混合式國家(mixed state)的意向，他批評波斯的極端君

主制和雅典沒有約束的民主政治，如果兩者可以保持節制，以智慧調節權力，以

秩序調節自由，本來可以繼續繁榮昌盛，但因各自走向極端，結果導致毀滅。因

此，對柏拉圖來說，如果不是一個君主制國家，至少必須包含君主制原則，如果

不是一個民主制國家，也必須包含民主政治的原則。但這個混合式國家的想法，

                                                 
46 同上註。 
47 同上註，2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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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不是柏拉圖政治思想的主軸，在意識形態掛帥下，他的最好國家構想仍是以

外來意識形態為政治行動判準的人治國家。同樣的，馬基維里也在君主國與共和

國之間搖擺，但與柏拉圖相較，他的權力制衡觀念更為凸顯，在論述羅馬的統治

模式時，馬基維里強調了權力制衡在國家治理中的功能性，鄂蘭在探討政治權威

時，也將羅馬模式視為政治權威的最完美體現，但馬基維里和柏拉圖相同，並未

能強調法治高於人治的最終優越性，因此，在國家陷於腐敗時，他祈求的仍然是

英雄豪傑的拯救國家，但既然制度不是國家最高的權威，也就顯示國家之陷於腐

敗是人治而非法治的問題，則馬基維里訴求一人集權統治解決腐敗問題的作法，

無異是飲酖止渴、治絲益棼。 

之所以應以制度性的「如何統治」思維取代人治的「誰該統治」思維，巴柏

有最好的說明。因為後者訴求由最好的人統治，但前者訴求的正好相反，「用制

度來控制統治者」的問題，出發點即是「認定政府並不永遠是善或聰明的，……

統治者不論在道德或認知上，很少能超出一般人之上，有時甚至低於一般人。……

我們當然要致力追求好的政治，但也要為最差的政治做準備。」48 因此，以制

度制衡權力的目的，就是要避免專制出現。馬基維里其實也有相同的見解，在比

較共和國應由貴族或平民統治較合適時，他比較的面向之一即是「哪種人危害較

大」，這顯示馬基維里對統治者創造公共利益並無太高的期待，因此，僅從負面

角度尋求一個對公共利益危害最小的政權。可惜的是，馬基維里無法跳脫統治者

為中心的政治思考，故即使已對制衡權力的制度性建構有較其他人更深入的分

析，但馬基維里並未賦與制度最高的政治權威性。 

這使我們重新回到弗萊德曼對於「享有權威」與「身為權威」的區分，馬基

維與柏拉圖均屬於「身為權威」的思維，但這種權威因為訴求知識、智慧與遠見，

所以實際上人的地位超越權威，權威對象因對知識、智慧與遠見產生信仰，形成

對這些知識、智慧與遠見的服從，但因權威者擁有這些知識、智慧與遠見，故最

後權威對象服從的是擁有這些他們信仰東西的人，從統治的角度看，「身為權威」

也就是取得被統治者服從的統治者政治權威。與此相對，「享有權威」是一種制

度性的程序權威，享有權威角色的人，其權威不是來自知識、智慧或遠見，或是

具有天縱英明的天賦，而完全是一種協調政治社群個人意見的需要，因此，他(它)

的權威是制度及程序所賦與的，弗萊德曼稱「享有權威」有一種「執行的成分」

(performative element)，49 即表示權威者所做的決定非一己之決定，而是執行眾

人的決定。在此情形下，這種訴諸制度與程序的「享有權威」，與「身為權威」

展現了一個最大差異，後者因為權威對象的信仰，因此權威者取得完全的服從，

                                                 
48 同上註，288-289 頁。 
49  R.B.Friedman, “On the Concept of Authority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by J. Raz,      
Author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90),pp.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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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被統治者反叛，也就表示先前服從的那一套知識、智慧與遠見構成的意識形態

瓦解了，政治社群失去了中心信仰，便容易陷入權威瓦解的失序狀態。而「享有

權威」則不是訴諸意識形態與個人魅力，因此，其所取得權威對象的服從不是來

自於信仰(to be belived)而是遵從(to be followed)，且此一遵從並不妨礙權威對象

對權威者決定的質疑。亦即，權威對象雖然為了整合行動的必要服從權威者的決

定，但仍保留對於此一決定不同意的空間，在此情形下，權威與服從不必然構成

絕對的關係，從政治的層面來看，也就同時解決了國家主體與個人主體矛盾的問

題，同時，因為「享有權威」並非以一套整全式的理論壓制不同理念者，便保留

了存異求同的空間，也就更能促進在重疊共識下政治整合的可能。 

以制度制約統治者即是欲建構一套「享有權威」，這一點之所以重要，係因

為「享有權威」置重的是權威超越人，從這一點出發，我們便可以重新檢視「如

何統治」的問題。因為先前論述，多在否定一人統治與少數統治的正當性，但是

多數統治是否可以避免專制的產生呢？探討此一問題之所以重要，係因許多人將

多數統治與制度連結，其產物即是訴求多數決的民主制度，但民主與制度並無必

然性的關係，因為民主仍舊屬於「誰該統治」的範疇，不同於其他論點之處只在

於它主張由多數人取代一人或少數人成為統治者，表現此一主張的最極端論證為

盧梭的人民主權論，但人民成為統治者，仍舊無法擺脫「誰該統治」思維下權力

集中的邏輯，在這種思維下的民主統治，只不過是以「民主專制」取代一人統治

的獨裁專制與少數統治的寡頭專制。 

對於台灣外來政權現象而言，這種發展之所以值得關注，在於本土政權在否

定外來政權一人及一黨專制之後，將其統治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建立在民主政

治之上，並期待以民主做為與外來政權進行不斷革命的動力來源，但只要民主政

治仍舊停留在「誰該統治」的層面，而非「如何統治」思維下為避免專制產生而

建構的預防機制，即使台灣未來持續深化民主政治，也無法解決外來政權與本土

政權彼此對立、欲求宰制及排他性的問題，甚至將使這種延續的衝突更加惡化。 

在民主政治表象下，將浮現人民主權下的三種危機。第一種危機是此一主權

的行使將使特定政治意志在多數決的人民主權偽裝下，成為壓制社會異議及殘害

少數族群自由的工具。蘇格拉底之死，是多數聲音壓制少數異議的最明顯例子，

值得思考的是何以致之？在巴柏看來，蘇格拉底代表他那個時代的自由主義，他

勇於質疑，雖然追求真理但卻不認為自己擁有真理，但這樣一個人卻在由民主方

式產生的陪審法院中被判處死刑，之所以如此，在於雅典的民主與其說是一種權

利，不如說是一種義務，如梭倫立法(Solon’s legislation)所規定的那樣，任何公民

在嚴重的政治爭論中不能保持中立，否則公民資格即被取消。這種民主是曼斯布

里奇(Jane Mansbridge)所說的「一致性的民主」(unitary democracy)，它要求公民

 342



參與政治生活有一個一致的目的，摒棄個人或者團體的利益，因此，這種民主帶

有極為強烈的不寬容性。與這種民主相對的，是「對抗性的民主」(adversary 

democracy)，這種民主承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權利與不同的利益和追求，民主不

是要求人們服從同樣的普遍模式，而是提供人們解決利益上衝突的協商、對話和

妥協的程序性機制。50  

當我們表示民主政治可能導致特定政治意志在多數決的人民主權偽裝下，成

為壓制社會異議及殘害少數族群自由的工具時，我們所指的就是「一致性的民

主」，這種類型的民主可將「台灣主體性」、「本土化」或「建立台灣(共和)國」

等宏偉敘事，利用省籍、族群的操作，在多數民意之下偽裝為普遍意志，再以這

個一致性目的，壓迫那些反對宏偉敘事的異議者。值得我們重視的是，「一致性

的民主」與其說是民主的問題，不如說是民主的欠缺，與「對抗性的民主」相較，

它欠缺了一個重要元素，這個元素就是自由，或者更正確的說，是缺乏不受權力

干涉的消極自由，因此，「一致性的民主」實踐結果，是在集體價值的要求下，

個人沒有對集體價值說不的自由，而統治者則可以在多數決的表象民主之下，對

異議者「強迫自由」，蘇格拉底成為此一民主下付出生命為代價的犧牲者，而台

灣場域的犧牲者又會是誰？ 

「誰該統治」思維下民主的第二個危機，是民主政治的偏離可能形成失控的

民粹主義(populism)。之所以可能導致此一結果，在於民主與現實內含的緊張關

係，因為民主概念本身包括了「現實」與「理想」兩個相衝突的面向，現實世界

中，民主沒有道德義務，只是一套決定權力運作的遊戲規則，加諾芬(Margaret 

Canovan)將此稱為民主的兩個面向，一是務實的面向(pragmatic)，一是救贖的面

向(redemptive)。51 前者重視集體決策的過程，也就是「法治」，但因「法治」往

往被視為只是手段，不是公平、正義，因此在訴求法治價值的同時，常會與公平、

正義價值發生衝突，而公平、正義則是伴隨民主的救贖面向訴求的標的。用這兩

個衝突面向檢視台灣外來政權現象，可以發現國民黨外來政權晚期統治進行民主

化工程時，小心翼翼的避免碰觸救贖面向的正義問題，而將注意力集中在法制建

構，但本土政權對外來政權的攻擊，除了法治面向外，同時也發動「轉型正義」

的戰爭，直接挑戰外來政權的統治正當性，甚且以「正義」為主要訴求，衝決外

來政權統治下的法制體系，這種由本土政權精英發動「訴諸人民以反抗既有權力

結構和主流觀念、社會價值的運動」，就形成了民粹運動。52

                                                 
50 強世功，〈民主制度下的自由實踐〉，《廿一世紀》網路版，2003 年 1 月號，總第十期。網址：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005007.htm 
51 Margaret Canovan,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XLVII, 1999, pp.9-10. 
52 同上註，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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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民粹」不是絕對的負面概念，53 但失控的民粹運動卻可能造成民主

政治的內爆，因為如同一致的民主，民粹主義也可能在政治精英的操作下，淪為

特定族群的多數暴力，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殘害，就是最明顯的例子。本土政權

在以民粹推翻外來政權之後，並未放棄民粹手段，如今目標轉移到本土政權的鞏

固，因為務實的民主無法喚起熱情，只有救贖的呼喚，才能持續動員群眾的動力，

但這種統治方式，除了以民主專制剝奪了少數族群的自由外，對民主政治最大的

傷害，來自於民粹主義與體制的衝突性，因為民粹主義本來就是反體制的，因此，

統治政權持續操作民粹的結果，就表示台灣的民主體制將永遠處於建構的過程，

而無完工之日，這再度形成另一種惡性循環，在無體制規範下，政客更易操弄民

粹，而操弄民粹的結果，是民主體制更進一步的弱化。 

在一致的民主與民粹主義蔓延下，導致了民主政治中的第三個危機，也就是

聖雄的崛起。柏拉圖在批評民主政治時，即曾指出這種制度最適合為反叛體制者

利用，他說：「任何想要建立國家的人，……都應該到民主政治那裡去，就好像

上出賣政制的市場去一樣，挑選最合適的一種。」他進一步對民主政治的實踐結

果作出結論：「專制政治起自民主政治」、「專制政治的禍源，便是民主政治的禍

源。」因為這些專制政治者是以人民的保護者姿態出現，他在奪權之初，滿足人

民的一切欲望，「他滿臉堆笑，見人就打招呼。……公開私下，許下許多諾言，

解除債務人的債，把土地分給人民和他的黨徒，要對人人都慈藹和善。」54 人

民在這些聖雄的利益迷惑下，逐漸將所有的權力轉移給他，聖雄終於成為擁有完

全權力的專制者，這就是巴柏指出的「民主的詭論」。柏拉圖將這些民主政治中

的偽善者稱之為「狼」，他在取得權力之後，開始殘害反對者和任何反抗他的人，

因此也將逐漸失去民心，終至「民眾勃然大怒，聲言長大了的兒子(統治者)，不

能要父親(人民)來養，而是應該兒子養父親，……就像任何父親，(人民決定)把

胡做非為的兒子和他那些狐群狗黨的朋友趕出家門。」55 但專制者為了維護自

己的權力，必定會使用暴力對付「父親」，而最後出現的結果是，專制者成為柏

拉圖口中「弒父的人」。 

但這個結果是誰造成的呢？民主政治中的自利傾向，讓被統治者將一切權力

交給政府，統治者在蠶食人民的權力時，也採取了「使人消沉，而不直接折磨人」

的統治技巧，它使人「不太運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使每個公民逐漸失去自我活動

                                                 
53 19 世紀末美國中西部農民串聯抗衡兩大政黨、大財團的民粹運動，後來發展為進步主義，草

根農民聯盟並籌組「人民黨」(People’s Party)，一度聲勢浩大， 但最後在大選中仍敗給了民主黨，

然而，人民黨的許多主張陸續為政府採納，顯示民粹運動發揮了積極與正面的功能。同樣的模式

也出現在 20 世紀初美國的進步主義運動，這個由知識份子領導的政治改革運動，提出的許多改

革主張，後來也陸續被採用。 
54 Plato,Republic, 557d, 562b, 563e, 567e. 
55 同上註，569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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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力。……它不實行暴政，但限制和壓迫人，使人精神頹靡、意志消沉和麻木

不仁，最後使全體人民變成一群膽小只會幹活的牲畜，而政府則是牧人。」56 就

此而言，民主政治中專制者的產生，首先應歸咎被統治者自願的權力放棄，給與

統治者綁架人民的權力。其次，知識分子與政治精英也須為此一結果負起責任。

馬基維里在創建新國家的論述中，為達成義大利國族統一的目標，必須借重人民

的力量，因此表現出對人民力量的敬畏，施特勞斯也因此認為馬基維里是開創民

主思想傳統的先行者，但實際上，馬基維里對群眾抱持輕蔑態度，不認為人民有

自我統治的能力，故無論出自創建新國家的歷史目的，或者為建立國家治理的體

制，馬基維里皆將最後的權力交給了統治者，也就表示統治者扼住了共和國的存

續咽喉。同樣的，台灣外來政權現象中，無論是外來政權或本土政權，部分政治

及學術精英也在各為其主的推動下，鼓吹、塑造英雄崇拜的神話，即使外來政權

被推翻了，本土政權人治色彩依然濃厚，無形中也為統治者攫取權力鋪設了台階。 

對民主政治危機的闡述，顯示台灣本土政權的統治，表面上呈現以民主取代

威權的進步象徵，但實際上潛伏了危機，然而，危機的存在不表示要否定民主，

因為，任何民主回溯(reverse wave)的動機都是一種退步，因此，為了要深化、鞏

固民主，就必須建立能夠預防危機產生的機制，而這一套機制就是民主憲政的建

構。 

 

三、建構民主憲政的新根源 

 

建構民主憲政的出發點，消極方面在於做到巴柏強調的避免專制產生，積極

方面則是將民主憲政塑造為台灣場域的「新根源」，這個根源不是向後回溯的柏

拉圖外來意識，也不是馬基維里向前瞻望的新國家建立，而是就在當下以人及被

統治者為本的制度建構，只要是以人及被統治者為本，就可以確立政府的權力是

經由人民的同意(consent)而授權(authorization)，因此，人民才是主體，一切對主

體性的追求，也只有回歸到民主憲政才是常軌，任何以民族主義等的意識形態及

集體概念，對人民權力的剝奪，即是對主體的戕害，反之，一切依循民主憲政而

取得的權力和產生的政權，本身也即是政治社群主體性的展現。此外，只要是民

主憲政成為政治社群的「根源」，依照鄂蘭對政治權威的詮釋，這一套制度也就

取得了政治權威，這種制度性的權威是古羅馬權力分立與制衡觀念在現代的落

實。鄂蘭認為古羅馬的權威在元老院，而現代足以與之媲美的是美國的最高法

院，這兩者有一共同點，即它們本身並沒有執行的權力，但卻擁有能夠指導權力

                                                 
56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著，董果良譯，《論美國的民主》(北京：商務，1991)，868-871
頁。引自江宜樺，《自由民主的理路》(台北：聯經，2001)，121-1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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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威，民主憲政之作為制度言，本身也沒有執行的權力，但若能取得政治權威，

就具有指導權力的能力，這才是一個真正的法治社會，亦即，法治的政治社群是

法律主治(rule of law)而非以法統治(rule by law)。 

民主憲政之所以可作為台灣政治場域的新根源，係因憲政主義立足於雙重人

性預設：對執政者，持性惡的假定，即休謨(David Hume)所謂的「無賴假定」，

這樣才能防止統治者作惡，這一點與巴柏訴求的制衡理論出發點相同；對民眾，

則持性善的假定，所以要去尊重被統治者作為人應有的尊嚴，保障他們的自由、

財產與權利，同時，由此也可避免如馬基維里因鄙視人民，而將最終權力賦與一

人的情形出現。這當然不意謂統治者中沒有好人，被統治者中沒有壞人，憲政主

義之所以不主張純粹的直接民主，與防範一人或少數人統治相同，出發點都是對

人性的預設：人性是不完善的，有自私和濫用權力的傾向，憲政便是用來彌補人

性缺陷的。對憲政的追求本身就反映了人的超越性，它旨在保護個體的尊嚴與價

值，憲政秩序的持久力正在於它實現了現實中的人性，不對人們提出人性所不能

承受的苛求，這一點便可排除外來與本土政權以意識形態及集體主義約制個人的

傾向，這也是憲政優於共和主義之處，因為對純粹的共和主義者來說，維持共和

國最重要的不是政治制度，而是公民的道德面貌，特別是公民必須有以愛國為核

心的德行，結果把「共」的理想抬得太高。這意謂著要求公民必須將國家的利益

放在公民個人的利益之上，並且隨時準備為國家的利益犧牲個人的利益。而憲政

主義非但不主張，甚且抗拒因公益的理由而對個人自由的侵犯。57

因此，民主憲政之所以優於以「誰該統治」為思考的民主政治，在於後者涉

及的是權力的歸屬，因此為本土政權應該統治的論述背書，但卻無法約制本土政

權可能的濫權傾向，而憲政主義涉及的是權力的限制，由這一角度詮釋，憲政其

實也就是「限政」，因此，民主憲政在乎的不是由哪一個政權統治，而是能否對

統治政權施以必要的權力限制。其次，民主憲政訴求法治取代人治，它的根本特

點在於能為衝突各造提供一個共同認可的化解爭議遊戲規則，因此它是以法律看

政治，而非以政治看法律，雅典因為以政治看法律，故認為國家高於法律，推演

出的邏輯自然是集體自由高於個人自由；民主憲政則認為法律創造國家，因此是

所有以國家為名遂行權力集中專制者的天敵。最後，民主憲政支持主權在民但又

同時避免民主專制的產生，因此民主憲政下的民主運作是一種代議民主的形式，

最高權力歸屬於人民，但必須透過成文憲法表彰，憲法為政府及不同部門劃分權

力的界限，同時明訂個人不容侵犯的權利，主要官員為人民直接與間接選出，並

須接受民意機關的監督。綜合上述，民主憲政必須包括下述三個部分： 

                                                 
57 對民主、共和與憲政概念的探討，參閱劉軍寧，《共和‧民主‧憲政》，未來中國論壇，網址：

http://bbs.futurechinaforum.org/viewtopic.php?p=3665&sid=6f01d550c647a255d0ea81eead200a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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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政府權力的範圍與權力行使的方式應有明確

規範，任何權力都不能是絕對的、無限的。權力的範圍指政府可以管的範

圍，有些事情政府可以立法規範，有些事情則不能，例如，人民的政治信

仰或道德自由，政府不能以法律、教育等方式，剝奪人民的自由空間，也

不能塑造一「政治正確」，禁止人民的意見表達；另一方面，權力行使的方

式必須合於一定的程序，不能便宜行事，更不能因為目的的正當，就違反

程序的要求，此即程序正義的要求。 

二、 法律主治(rule of law)：即以法治取代人治，其中有兩個最主要的精神，一

是法律之上或之外不能存在可以左右法律的意志，法律若成了某種意志的

工具，就會成為人治，潘恩(Thomas Paine)在常識《Common Sense》一書中

說：「在專制政府中國王就是法律，在自由國家中法律便是國王」。」(For as 

in absolute governments the king is law, so in free countries the law ought to be 

king)， 即為此一涵義；二是民主國家中法律既為人民所制定，因此法治

的意義即是以人民為主體，而非以統治者為主體，而為確保此一原則，法

治國家具體落實到三項原則，即憲法至上、人人平等以及罪刑法定。  

三、 代議政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康士坦(Benjamin Constant)觀察到人民

主權可能衍生的弊害後，因此主張代議政治，他認為「只有議會能替政治

體注入新生命」，58 雖然代議政治有很多缺失，議會體質也不見得完善，

但他認為藉由定期改選，即可改變議會中出現的派系鬥爭等亂象，也可讓

變遷的社會利益可以不斷在議會中反映。代議民主乃與直接民主相對，代

議民主中人民所擁有的權力(利)乃是透過憲法取得，因此能與憲政精神符

合一致，反之，直接民主因為可能導致民主專制，因此可能形成憲政的威

脅，就此而言，若欲維持憲政精神，直接民主的實施只能補代議政治之不

足，但絕不能取代代議民主。 

在民主憲政之下，權力為人民集體行使，憲政制度則為政治最高權威，統治

者無論是少數統治或多數統治，無論是外來或本土政權，權力都是受限的，不能

再以歷史、國家、意識形態等集體概念，作為剝奪任何族群和個人自由與權利的

藉口。法律是爭議的仲裁者及權力競爭的遊戲規則，故任何訴諸民粹，破壞法律

與體制權威的手段，都應受到制裁。更重要的是，法律是從保障個人權利出發，

而非統治者的工具，由此建構的法治體系兼顧了場域與權威對象，進一步鞏固了

本身的政治權威。同時因憲政主義彰顯了人的平等與自由精神，它不否定統治者

權力的必要性，但卻否定英雄崇拜下導致的權力掠奪，因此它主張權力的授權，

其予奪則以民意為依歸，這種權力分配的制度化，表現為一種代議與權力制衡的

                                                 
58 Benjamin Constant, 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edited by 
Biancamaria Fontana, 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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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這種權力制度的安排，體現權力運作機制是一種建構的性質，而非以血緣、

族群或特定歷史為天然的基座，實際上也就解構了權力背後的神話體系及政治巫

師的自我授權。台灣外來政權現象中的「誰該統治」因素，實際上即為所有問題

的製造根源，欲解決問題就必須從產生問題的病因著手，既然權力的攫取及擴張

是「誰該統治」思維下必然的邏輯，則從限制權力著手，便可遏制外來政權現象

的畸形發展，亦即對統治問題的探討，必須由「誰該統治」轉向「如何統治」，

這也是釐清台灣外來政權現象的可行出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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