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外來政權與本土政權權威的證成 
 

 

 

 

 

台灣外來政權與本土政權的辯證發展，乃是循兩條軸線進行。一是「外來者」

進入台灣政治社群，尋求建立統治政權政治權威的「外來政權」主軸，另一則是

本土力量「消滅」外來政權，進而建立本身統治政權政治權威的主軸。這兩條軸

線雖然各自獨立，但在詮釋上卻必須以後者為基準，原因為：本土政權已取得詮

釋上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以黑格爾(G．W．F．Hegel)在《精神現象

學》論述的主奴辯證角度看，本土政權論述顯然已擺脫過去奴隸地位，而成為當

下台灣政治場域的主人，故唯有從本土政權建立政治權威的角度出發，才能呈現

台灣外來政權現象的面貌，進而由其證成政治權威過程中所凸顯的矛盾，逐步推

陳出本論文的推論要旨。 

從時間的演進區分，本土政權證成其政治權威的理據，乃是建立在兩種論述

上，早期憑藉的是民族主義論述，晚期則以民主化論述為主要倚托。前者與台灣

獨立運動的發展有很密切的關係，後者則與台灣政治場域由威權走向民主有關，

特別是在李登輝執政後。1 但這兩種論述並非涇渭分明，反之，在論述上常常相

互強化。因此，從本土政權的角度看，其隱含的論點是：外來政權與本土政權的

對立，從民族主義的立場言是外來殖民者與尋求自決的被壓迫民族間的對立；從

民主政治的立場言則是威權統治與民主政治間的對立。於是外來政權與本土政權

兩條軸線的對立，被明顯刻畫成兩種極端不同的價值對立，即：外來政權=壓迫

政權=威權政治，本土政權=民族自決=政治民主。本土政權即是一方面藉由與外

來政權這個他者(the other)的對立，另一方面將本身塑造為等同於民族自決與政

治民主，而取得其政治權威，但此一途徑卻存有無法自圓其說的矛盾。 

舉一個歷史上的事證，有助於點出問題所在。1688年，英國發生「光榮革命」

（The Glorious Revolution）。當時英國的「本土政權」斯圖亞特王朝(Stuart)國王詹

姆士二世(James Ⅱ)逃往法國，他的女婿――荷蘭執政威廉(William Prince of 

                                                 
1 史明在《台灣人四百年史》的日文版序中強調，該書目的是要從「備受外來統治的台灣人立場，

來探索『台灣民族』的歷史發展，以及台灣人意識的形成過程。」可視為早期台灣獨立運動以民

族主義論述作為推翻外來政權，建立本土政權政治權威的代表；以民主化論述作為本土政權政治

權威論據者，可以李登輝為代表，李登輝表示：「政府領導階層由在地台灣民意產生的，就是本

地政權，……真正的本土政權，是民國八十五年由人民直接選舉總統開始。」因此他總結說：「民

主 化 就 是 本 土 化 。 進 一 步 講 ： 民 主 政 權 就 是 本 土 政 權 」。 參 閱 台 灣 團 結 聯 盟 網 頁

http://www.tsu.org.tw/04_32.php，「阿輝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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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nge)與妻子瑪麗(Mary II)率軍入主英國。1689年2月13日，就在英國國會宣佈

威廉和他的妻子瑪麗為英國的國王和女王之日，為了防止新國王復辟專制制度和

重奉天主教為國教，更為了確立君主立憲的「有君共和制度」，英國國會同時呈

送「權利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一部「限制王權和保障民權」的憲法，

即《權利法案》（the bill of rights），要求王室接受並保證實行。稍候，國會又通

過了「信仰自由法」和「王位繼承法」，從新國家的立法上，開啟了從「有君共

和」走向「虛君共和」的歷史進程。 

從地理界域及政權變遷的角度看英國「光榮革命」歷史，可將之描述為「外

來政權」進入英國的歷史；由荷蘭渡海踏上英倫土地的威廉三世(William Ⅲ)，

在英國國會的協助下，成為英國的統治者。若再深入一層看，我們還會發現一個

有趣的事實，即威廉雖是英王，但他卻出身荷蘭海牙的橘邑王室（House of 

Organge），而且橘邑家族也不是荷蘭人，而是德國後裔。後來的英王喬治一世，

更是道道地地的德國人。但這個「外來」身分在當時的歷史脈絡並不重要，因為

在前民族主義時代，歐洲各國王位繼承是依血源而定，民族的因素並不突出，許

多貴族是各國混血，彼此有親戚關係。然而就現代民族國家的觀點來看，這種由

「外來政權」驅逐「本土政權」的情形，顯然是大逆不道，其本身即不具統治正

當性，可見以民族主義作為統治政權是否具有政治權威的判準，並非歷史的必

然，而係一歷史的偶然。 

不僅從民族主義的角度無法否定「外來政權」的政治權威，從民主政治的觀

點率爾認為「外來政權」必定是壓迫政權，也無必然的理據。從英國「光榮革命」

的歷史來看，英國的君主立憲及對民權的保障，正是在威廉三世統治英國之後，

才由英國國會進一步確立的，此時英國的政治形態呈現的是一種「外來」行政權

與「本土」立法權的辯證關係，從英國「議會主權」(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的歷史演變分析，這個最初的形態，可將其描述為行政權屬於「外來者」，主權

則存在於「本土」的英國國會，因此造就了「外來」與「本土」共存的歷史現象。

雖然這只是一個短暫的歷史過渡，但卻對民主政治理論的發展產生了深遠的影

響，英國內戰激盪了英國知識分子的思想，從而產生連串早期現代民主理論，包

括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社會契約論」，雖然霍布斯意圖為君主專制尋求立

論的基礎，但卻間接否定了專制王權；洛克(John Locke)的「分權學說」，提倡平

等、自由和保護私有財產；及密爾頓(John Milton)的「人民主權學說」，倡言人民

處死暴君的正當性，並否定了權力世襲的正當性，為「有君共和」走向「無君共

和」的歷史進程，奠定了關鍵性的理論基礎。 

無論從民族主義或是民主政治的觀點，都無法證成台灣外來政權與本土政權

對立的理據，也無法由此證成唯有本土政權才具備統治的政治權威，但是，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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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英國「光榮革命」的論證，從另一個分析角度，將會產生不同的歷史景觀，

主要原因係緣於「光榮革命」發生的宗教背景。詹姆士二世意圖恢復羅馬天主教，

並於1687年通過寬宥令(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表面准許宗教自由，但實際上

卻是為了取消限制天主教的禁令，此舉令信奉英國國教的英國人民極為恐慌，為

了防止天主教會勢力復辟，英國議會遂罷黜詹姆士二世。 

這段英國「光榮革命」發生的歷史，對分析外來政權現象很有啟發性。因為

台灣本土政權與外來政權的對立，除了呈現從民族主義與民主政治解讀的面貌

外，隨著台灣政治場域的轉變，焦點已漸漸轉移至理念的對立上。此時本土政權

證成政治權威的基礎，在於強調它的理念之善(good)，相對於外來政權所持理念

之惡(evil)，此種理念的善惡之辨，若放在英國「光榮革命」發生的歷史脈絡，

將顛覆上述外來政權與本土政權的區分。此時，入主英國的威廉三世將不再是外

來政權，因其捍衛的乃是英國人民視為善的(國教)理念，而詹姆士二世則成為外

來政權，因其持有的乃是英國人民視為惡的(天主教)理念。在此一邏輯下，威廉

三世成了本土政權，而其政治權威的證成基礎，正在於他與英國人民相同的「本

土」理念；相對的，詹姆土二世之所以被剝奪了政治權威，亦在於他所持的「外

來」理念，這個顛倒的邏輯看似弔詭，但從強調本土政權政治權威的角度，卻可

以用作合理化英國「光榮革命」的「本土性」，及台灣本土政權必須與外來政權

「不斷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的論據。2 而在以下的章節中，我們也會從宗

教的角度，探討外來與本土的對立現象。 

當然，用外來政權與本土政權的二分方式分析英國「光榮革命」的歷史似嫌

武斷，因為那個時代沒有人會這麼區分，以台灣外來政權現象與英國「光榮革命」

的歷史類比，也存在文化、時間與空間的差異問題，但如此作法並非毫無價值，

因為它凸出了若干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包括：「外來者」是否即不具統治權威？

將「本土」作為政治權威必要條件的思維是否合理？台灣外來政權現象中凸出的

民族主義、民主政治與理念差異等，在統治者建立政治權威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究竟為何？這些問題單靠分析英國「光榮革命」或是台灣外來政權與本土政權鬥

爭的歷史，並不能提供我們解答。因此，本文擬另闢蹊徑，既然外來政權與本土

                                                 
2 Permanent Revolution是俄國布爾什維克領袖托洛斯基（Lev Davidovich Trotsky）對馬克斯主義

的主要貢獻。托洛斯基在 1906 年發表的「回顧與前瞻」(Result and Prospect)論文中，提出此一

構想。馬克斯(Karl Max)認為在革命進行中，階級勢力關係不斷變更，權力應轉移於更革命之階

級行使，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無產階級必須領導城市小資產階級及農民，進行反封建勢力

革命，革命勝利以後，無產階級仍須不斷進行革命，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

托洛斯基的永久革命論則是針對俄國的情形而言，他認為無產階級與布爾喬亞攜手，推翻沙皇和

大地主之後，接著應推翻布爾喬亞，建立無產階級的獨裁，把一切生產工具歸社會共有。他同時

認為俄國的革命不只是一個國家的問題，也是一個歐洲和世界革命的序幕，就如革命不能止於布

爾喬亞階級，革命也不能局限於俄國一國的國境。無論國內國外，革命都應該是永久的。托洛斯

基的「不斷革命論」很適合解釋台灣本土政權持續與外來政權鬥爭的現象，因為在最後設定的「建

立台灣主體性」目的未達到前，與外來政權的鬥爭就必須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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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已成對立的概念，我們便無法從正面著手處理這個問題，因為無論從外來政

權或是本土政權的角度出發，都會招致另一個論述發動的抵抗，故而我們選擇的

路徑，是從這兩個論述都欲達到的相同目的著手，即從政治權威的角度出發，再

以這個相同目的作為評判外來政權與本土政權的判準。我們將採取考古的途徑，

從政治權威的演進歷史，當作我們分析之旅的起點，這一方面，漢娜．鄂蘭(Hannah 

Arendt)在《過去與未來之間》(Between Past and Future)一書中對於權威的探討

(What is authority?) 提供我們極大的助益。後文將會呈現，希臘時代柏拉圖思想

導引出的權威觀念，是多麼具有濃厚的外來政權影子！而馬基維里顛覆古典權威

觀念，進而掀起的革命浪潮，又多麼具有本土政權的濃烈味道！ 

 

第一節 柏拉圖由外而內的途徑 
 

鄂蘭認為雖然對於權威(authority)的概念和實際經驗，最早出現於羅馬時

期，但在希臘時期柏拉圖(Plato)和亞里斯多德(Aristotle)的著述中，便已企圖將權

威引進希臘城邦生活的運作之中。而在分析柏拉圖如何引進權威之前，對於權威

結構的認識，有助於我們理解柏拉圖為何將權威的觀念引進政治社群之中，及統

治者取得政治權威的進路，並進一步顯示「外來」與「本土」在其中的關係。 

鄂蘭指出，一個具有政治權威的政府(authoritarian government)係呈現一種金

字塔的形態，此時，政府的權威來源位於政府結構之外，但其權力基座(seat of 

power)則是位在金字塔結構的頂端，權威和權力由上而下滲透於結構的每一層

級，因此，每一個層級都同時擁有權威與權力，但較下階層的權威與權力又少於

較上階層。這個形式有如向外放射的許多光束，但其焦點(focal point)卻集中在金

字塔的頂點和其上的超越性權威來源(transcending source of authority)。因此，鄂

蘭結論說： 

 

具有政治權威的政府，其權威來源通常是外來且優於其本身權力

的一種力量(a force external and superior to its own power)，這種外來的

力量超越政治場域，權威者(authorities)也由此獲取他們的權威，也就

是他們的(統治)正當性，其權力也因此受到制約。3

 

鄂蘭認為，中世紀以來的基督教權威統治是這種形態的典型，因為其焦點係

位於世俗的統治金字塔之外。鄂蘭對政府權威結構的描述有若干面向值得注意。

首先，鄂蘭表示：「具有政治權威的政府，其權威來源通常是外來且優於其本身

                                                 
3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7), pp.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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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力的一種力量。」也就表示統治者的政治權威必須「外求」，亦即統治者的政

治權威必須是「外來的」(external)。這個外來的權威來源，鄂蘭曾指明許多不同

的形式，它可以是自然法(law of nature)，或上帝的律令(God’s Commandments)，

或者是柏拉圖的Idea，在政治權威概念起源的古羅馬，則是存在於過去(past)的歷

史、羅馬的根源(foundation)以及祖先偉大的事績(greatness of ancestors)。而羅馬

時期一個值得注意的發展是，上述抽象的權威來源，已經有了一個具體的載體，

這個載體即是羅馬的元老院。鄂蘭引用西塞羅(Cicero)的話形容：「權力在於人

民，權威在於元老院」(while power resides in the people, authority rests with the 

Senate)。她認為孟德斯鳩(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對於政府司法部門的理解，

其角色類似羅馬元老院，因為二者雖然毫無權力，但卻同樣發揮擴張(augment)

根源的功能，而當今各國政治體系最類似於羅馬元老院的組織即是美國的最高法

院，因為最高法院係依美國的開國精神解釋憲法，同時其解釋也具有約束力。4  

將政府司法部門或是美國最高法院作為外來權威的載體，現今時代很難體

會，因為現代國家的司法部門已被視為政府的一部分，是權力體系的一環，因此

很難將之視為「外來者」，但歷史上此一形態並非絕對。馬基維里(Niccolo 

Machiavelli)在《佛羅倫薩史》(History of Florence)一書中曾描述佛羅倫薩城中圭

爾夫派和吉貝林派兩個派系的對立，為了避免因分裂導致全城毀滅，佛羅倫薩城

中一些威望高的公民積極促成兩派團結，其中採取的一項措施，是為了消除過去

司法審判不但未能消弭不和，反而成為城中不和根源的情形，因此，他們從別的

城市請來兩位審判官，一位稱為人民首長，一位稱總監，他們的職責就是決斷民

間發生的各種民事和刑事案件。5 在這個事例當中，從事司法審判的審判官即是

名副其實的「外來者」。 

這種權威與權力的對比，以及權威「外來」的說明，對台灣的外來政權現象

有很深的啟示，因為無論是外來或本土政權，向來皆以攻佔「政權」這塊統治高

地為最後目的，但「政權」的屬性卻屬於權力範疇，也就是權力的金字塔，在此

一思維下，台灣外來政權與本土政權的鬥爭，本質上即屬於權力的鬥爭，而此一

鬥爭衍生出兩種現象，一種現象係因權威是無(權)力的，因此遭到忽視，因為被

忽視，進而形成台灣政治場域權威的缺席，導致了台灣政治權威的虛無主義；由

此進一步產生另外一種現象，因為權威的虛無，加之「權力在人民」，因此無論

是「外來者」或是「本土派」，皆以權力等同於、或者取代權威，爭取「民意」

便成為此一邏輯下的必然行動，因為無權威的制約，台灣的民主政治很容易成為

                                                 
4  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by Ronald Bein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122. April Carter, Authority and Democracy(London, 
Boston :Routledge & K. Paul, 1979), p.18.  
5 馬基維里，《佛羅倫薩史》(Istorie Florentine) (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李活譯，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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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工具價值，「民粹主義」(populism)也就成為此一鬥爭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

為了在鬥爭中取得優勢，本土政權採用了施密特(Carl Schmitt)「敵友之別」的政

治邏輯，將外來政權塑造為一「惡的」和「危險的存在」，6 並以「外來性」之

不義強化本土政權的統治正當性，在此一策略下，「消滅」外來政權便自然成為

本土政權建立政治權威採取的手段，但若如鄂蘭所言政治權威原是「外來的」，

則本土政權在積極消滅本土之中的「外來性」時，實際上即在消滅建立政治權威

的可能。 

鄂蘭的權威結構描述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是她強調權威的「階層性」。7

此一面向的重要性在於其排除一些非階層性的政治體系擁有權威的可能，這些體

系包括暴君政體(tyranny)、極權統治政體(totalitarian rule)及一切強調均等型式的

政體(egalitarian forms of government)。暴君政體之所以不具有權威，係因它是屬

於均等型式政體中的一個政體，它的特色在於一人統治所有人，被統治的「所有

人」處於平等的地位，亦即毫無權力的平等(equally powerless)，因此，它的統治

結構是一個中間層級被抽空、上層的統治層級則處於漂浮狀態的非階層結構。古

典政治理論完全排除暴君政體是人類社會的統治型式，柏拉圖稱暴君為「披著人

皮的狼」(wolf in human shape)，並將它與君主統治作了明顯的區分。 

極權統治之所以不具有權威，亦因為它不是階層性的統治結構，鄂蘭將它譬

喻為一種洋蔥形狀的統治結構，其最核心部分是領導者，因為他是從結構的「內

部」(within)而非「外在」(without or above)進行統治，所以不符合權威的要件。

此外，此一統治結構能夠發揮一種特殊的統治作用，即雖然其核心部分非常激進

及極權，但其外層部分不具激進性格且與外在世界接觸，因此可充作一個欺世的

門面，所以，極權的統治結構呈現兩種統治性格，核心部分非常狂熱和極端，外

在部分卻與被統治者的想法無異。8 此一統治結構非常符合國民黨早期來台的黨

國統治型態，以蔣家為統治核心的領導階層，雖然懷抱「外來政權」的意識型態，

但仍然可以藉由黨政組織對台灣社會深入佈建。到了後期更進一步採取本土化政

                                                 
6 施密特在所著《政治的概念》(Begriff des Politischen)一書中指出：「政治行為和政治動機所賴

以溯源的那種特殊的政治區別，是敵友之別」、「政治的敵人不需要是道德上的惡，也不需要是美

學上的醜；他不必是經濟上的競爭對手，甚至很可能在乍看之下，他還可以共事」、「所有真正的

政治理論，都預設人是『惡的』，是……『危險的存在』。」轉引自艾普勒(Erhard Eppler)著，《重

返政治》(Die Wiederkehr der Politik) (台北：聯經，2000)，孫善豪譯，6-9 頁。 
7 對於權威的「階層性」，並非所有人都認可，如卡特(April Carter)便認為鄂蘭對權威「階層性」

的描述有問題，他舉鄂蘭對於羅馬元老院的說明表示，雖然元老院的政治權威有一部分原因來自

於它的貴族地位，但這種階層性卻不能適用在元老院與平民的關係上，因此，他認為元老院和平

民的關係不是階層性的，而是一種「雙元不平等關係」(dual inequality)，其中，元老院擁有極大

的聲望(prestige)，而平民則擁有最大的權力(superior power)。(Carter,1979:20)但卡特顯然誤解了

鄂蘭對羅馬元老院權威的描述，因為元老院的權威並非來自於他的貴族地位，而是來自於他對羅

馬傳統的傳承。 
8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7),pp.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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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吸收本土菁英進入國民黨體制，充當其對台統治的「門面」，此或許可以解釋

為何國民黨在台統治會維持如此之久的原因。 

階層性的政治權威結構因為無法與均等型式的政體相容，因此凸顯了另一個

值得重視的面向，即權威無法經由以平等(equality)和爭辯(argumentation)為前提

的 勸 服 (persuasion) 而 獲 得 ， 最 主 要 原 因 在 於 權 威 要 求 被 統 治 者 的 服 從

(obedience)。鄂蘭因此說：「哪裡有爭辯，哪裡就沒有權威」(Where arguments are 

used, authority is left in abeyance)。政治權威的這個面向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古希

臘的民主政治乃是建立在公民平等和理性言說(logos, rational speech)的精神上，9

因此，如何調合權威與公民平等的精神，便成為柏拉圖和亞里斯多德(Aristotle)

思想中必須解決的課題。惟在此必須強調者，權威雖然因為要求被統治者服從，

而與強調均等的統治型態不符，但此一服從係建立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雙方對於

權威所具備的公正與正當性(rightness and legitimacy)之認可上。因此，統治者不

可以使用武力(force, violence, coercion)迫使被統治者服從，這也是鄂蘭強調「使

用武力，權威失敗」(where force is used , authority itself has failed)的原因。10

鄂蘭對於政治權威「階層性」的描述，也是法國保守主義理論家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與柏克(Edmund Burke)的關注所在，托克維爾強調貴族在維護傳統規

範以及制衡君主權力上的角色，因此，一個階層性的政治結構也是捍衛政治多元

主義的保證；柏克之重視政治權威的階層性，不僅因為它可以抵抗專制政府，亦

因它是維持政治穩定的根基。當他們唉嘆政治權威日漸消逝之際，一個鄂蘭所憂

慮的現象也逐漸浮現，即以武力維繫權威的情形逐漸為現代人所認可，這不僅出

現在否定權威階層性者的身上，也出現意圖恢復權威階層性者的身上，如法國大

革命之後的保守主義者麥斯特(Joseph de Maistre)，即聲稱劊子手和施虐者是維護

社會秩序的基柱，並主張在傳統和社會價值無法維持社會穩定時，就必須使用武

力。11 權威被武力沾染，對於鄂蘭而言乃是一種對於權威觀念的誤解和扭曲，

                                                 
9 亞里斯多德(Aristotle)在《政治學》一書中指出：「在萬物之中，獨有人類具備理性言說的能力」，

(Politics. 1253a)，因為具有此一能力，才使城邦政治生活成為可能。但他真正處理理性言說的地

方是在《修辭學》，他認為修辭術與詭辯術(sophistry)不同，前者尊重言說之中的內在理性，堅信

「真理越辯越明」，後者則以語言為顛倒黑白、操縱是非的工具。而亞里斯多德對城邦政治生活

的理解，則認為政治統治是城邦自由公民施行於彼此間的平等之治，政治統治的主體與客體都是

具備自由人身分的平等公民，他們為了讓人人有機會參與政治、砥礪德性，於是協議出「輪流統

治」(rule in turn)，政治是一種「利益平均分享」的統治方式，也是亞里斯多德建議理想城邦應

該採行的統治方式。參閱江宜樺，〈政治是什麼？—試析亞里斯多德的觀點〉，《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第十九期，175-178, 180 頁。 
10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7),p.93.鄂蘭關於權威與

武力關係的說明，明顯不同於霍布斯(Thomas Hobbes)與韋伯(Max Weber)，霍布斯在《利維坦》

(Leviathan)一書中，界定權威為「做任何事的權利」(the right of doing any action)，這個權利包括

維護政治社群所有人的人身安全而使用武力的權力(power)；韋伯則界定權威為「合法使用武力」

(legitimate use of physical force)，或「合法的暴力」(legitimate violence)。 
11 De Maistre, The Works of Joseph de Maister (New York: Macmillan, 1965), edited by Jack L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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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從政治權威的觀念史來看，權威與武力是涇渭分明，沒有私毫重疊空間的，

因此任何政權，無論是「外來政權」或者「本土政權」，無論出於什麼目的，只

要使用任何型態的暴力，就無法建立政治權威。 

鄂蘭對於政治權威結構的敘述，導引出了政治權威的兩大特色：外來性與階

層性，這兩個特性使鄂蘭得出政治權威的起源來自於柏拉圖的論點。同時，政治

權威無法與勸服及武力並存的性質，使得柏拉圖在思考如何將政治權威引入城邦

公共事務的處理時，必須同時解決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希臘人對於內政與外國

事務的處理模式，並不符合政治權威的要求，對於內政的處理，希臘人主要依靠

勸服，而對外國事務的處理，希臘人則通常使用武力。柏拉圖欲引入政治權威，

所代表的另一層意義是，他必須在希臘人慣常的思考模式之外，尋求另外的替代

方案。 

 

一、「洞穴論」引申的外來統治思想 

 

欲了解柏拉圖如何證成政治權威，須從他對哲學與政治的關係談起，由此亦

可衍生出我們對外來政權現象的哲學性思考。柏拉圖在《理想國》中敘述了一個

「洞穴」的故事(the parable of the cave)，一些囚犯被困在洞穴中，他們的頸子和

腿被鐵鍊綁住以致無法動彈，他們只能直看，因為鐵鍊限制了他們的自由，故不

能隨心所欲，他們的頭無法左右轉動，在他們的背後及上面燃燒著一堆火，在火

與囚犯之前有一道矮牆，矮牆外不斷有人走動，因為囚犯只能看見火焰反應到牆

上的影子，他們一直認為那些影子就是物的真象。突然間囚犯的鐵鍊打開了，囚

犯之一獲釋，一位教導他的人要他說出走過的物體，但他無法認得他面前之物，

他滿心不情願的被拖上陡峭、崎嶇的斜坡，受迫站在太陽底下，他感覺痛苦且不

舒服，但他會試著走出洞穴，並慢慢適應洞外世界，此時，他看到的不再是物的

影子，而是物的真相，他繼續推敲後，發現太陽是產生季節的原因並統治一切，

也是囚犯在洞穴中所看到物的根源，他發現了存在(Being)的真實本質，當他重新

返回洞穴，再度受困於洞中的黑暗，他無法與仍在洞穴裡的囚犯們一樣清楚看見

影子，洞裡的人會告訴他，他之所以不能發現影子，應歸咎於他走出洞外而損害

了自己的視力，若他嘗試將他們釋放，幫助他們脫離洞穴走向外面世界，他們會

將他殺死(柏拉圖似乎喑喻蘇格拉底的不幸遭遇，並間接譴責那些殺死蘇格拉底

的人)。面臨同伴的敵意，這個走出洞外的哲學家開始思考，如何將其所見的真

理(truth)轉化為規範人們行為的準繩(measures)。 

柏拉圖這個隱喻的主要訴求正是那個具有真實本質存在(the true essence of 

                                                                                                                                            
pp.192, 25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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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的Idea，對此一Idea深入的了解，可理解柏拉圖的整體政治權威觀，進而

對外來政權現象有深一層的認識。因為Idea在柏拉圖思想中的角色形同一治國藍

圖，且具有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的性質，本質主義表現於社會或國家的看法，

係認為社會和國家有其內在本質，依國家本質而治國，其延伸的結果即是一種目

的論的國家觀(teleological view of the state)。12 將它應用於台灣的外來政權現象

上，此一情形極其類似國民黨(外來)政權將其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理念，作為

統治台灣的治國藍圖，這些外來(於台灣)的理念，同樣有其內含的本質與目的。

後文做進一步的申論時，我們將發現柏拉圖的Idea與台灣外來政權所持理念(這是

外來政權與本土政權間的最主要差異之一)，兩者間所具有的高度相似性。 

柏拉圖在《理想國》中將Idea比喻為太陽，是一切事物的存在、價值、用途

及美的根源，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個太陽的位置乃是位於洞穴之外，正因為

Idea存在人類社群之外，它才具有超越人際事物的性質，在洞穴寓言中，這幅景

象所呈現的即是橫亙於洞穴之外的理型穹蒼(the sky of Idea)，這個道理類以於一

把尺之所以能夠衡量物體的長度，係因為它是位於物體之外的一個量度。但是當

那個囚犯走出洞外時，他並非一開始即欲尋求制定人群準繩的技藝(art of 

measurement)，而是沉思(contemplate)存在的真實本質，由此可見，Idea對社群的

權威並非是必然的，只有當哲學家離開了理型穹蒼、重返回洞穴並將Idea轉化為

人群的準繩之後，Idea方才具有政治權威性，至此，柏拉圖思想中的Idea符合了

鄂蘭對於政治權威結構的描述，Idea之所能夠成為衡量人們行為的權威，係因為

Idea是「外來的」，同時藉由哲君的中介由外而內進入政治社群中。 

Idea雖然是「外來的」，但其「外來性」不足以成為其轉化為人群準繩的充

分條件，因此，值得我們進一步追索的是，它何以成為「權威」？亦即，它何以

能夠轉化為統治人群的準繩？用鄂蘭的話問，Idea這種「外來的力量」具備何種

特質，使其能夠「超越政治場域，權威者(authorities)也由此獲取他們的權威，也

就是他們的(統治)正當性，其權力也因此受到制約？」我們發現，除了「外來性」

之外，在柏拉圖的理論中，Idea尚具備其他特性，賦與它進入政治社群進行統治

的權威性。 

Idea的特性之一，是它係所有事物的型式(Form)或原型(Pattern)，在《理想

國》中，柏拉圖將其比喻為「原床」(essential bed)，它是不變的，所以存在於感

覺世界的流變場域之外，不過卻與感覺世界發生聯繫，因為它是生滅事物的模型

                                                 
12 依巴柏(Karl R.Popper)之見，柏拉圖和亞里斯多德為本質主義的奠基者，而黑格爾(G.W.F.Hegel)
則由亞里斯多德獲得其本質主義的哲學根源。因此，當黑格爾認為國家為「絕對理念」(absolute 
idea)本身一種朝向最終目的(本質)自我創造的辯證發展時，黑格爾與柏拉圖在哲學思想上的關聯

便被凸顯出來，而本質主義朝向目的論的國家觀發展，也可以看出其軌跡。參閱何信全，〈社群

抑或工具性的組合？──波柏開放社會的一個探析〉，陳秀容、江宜樺主編，《政治社群》(台北：

中央研究院，1997)，222-2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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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祖先，所有的可感知事物(sensible things)都是由這個原型複製出來。正如亞里

斯多德(Aristotles)所言：「可感知事物都依其型式或理型來命名，具有某一理型的

相同名稱的許多事物，都是因分受(participate)這一型式或理型而存在。」13 柏

拉圖在《梯墨烏斯篇》(Timaeus)中，將可感知事物和Idea，用家庭關係作了一個

比喻，他將可感知事物所在的抽象空間描寫成一種「容器」(receptacle)，將它稱

為「萬物之母」，在時間開始時，Idea將自己「印在」純粹空間上，而創造了一

切可感知的事物，從而給這些可感知事物的後代提供了它們的形狀。柏拉圖說：

「我們必須設想三種事物：一、不斷生滅的事物；二、生滅發生於其中的事務；

三、生滅事物所模仿的模型。同時我們可將容受原理比作母親，將模型比作父親，

將他們的產物比作兒子」，父親角色的Idea是「不朽的，…不能由任何感官看到

與知覺到」；「第二類事物，雖也具有理型的名稱，並與理型相似，但感官能知覺

到這些事物，它們是被創造的、永遠在流變中，產生於一個地方，旋即在那個地

方消逝，且可由以知覺為基礎的『意見』來把握」；而比作母親角色的那個空間，

其主要功能是「給一切被產生的事物提供一個家」。14

在此有必要稍事停留，深入探討柏拉圖家庭關係的類比，因為對台灣的外來

政權現象言，此一類比有超出柏拉圖設想外的弦外之音。台灣的外來政權現象

中，也常以家庭角色類比外來與本土的區別，最常見的是將台灣此一空間場域比

喻為「母親」，她孕育了許多「台灣之子」，就本土政權的角度解讀，柏拉圖的類

比中，外來政權正是欲強迫台灣母親接受外來者理念(柏拉圖的父親角色，但顯

然本土政權者不會承認為父親)的施暴者，但自堅持台灣性無法與大陸(外來)性二

分者的角度來看，他們或許會解讀，台灣文化血液中本就含有中國文化(理念)的

成分，中國父親(外來理念)與台灣母親(場域，柏拉圖的「家」)的結合，方才造

就了「台灣之子」(台灣場域的人群事物與活動)，因此，他們或許會認為本土政

權的排「外」性及對本土性的堅持，只是完全拒絕父親角色介入的「單性生殖」。 

Idea這個「外來者」之所以可以成為感覺世界(洞穴、本土)的準繩，正因它

是所有可感知事物(人群事物)的原型和標準，從另一角度言，所有人群事物乃是

Idea的分受，此一轉化在許多技藝(arts and crafts)的例子中最為明顯。工匠

(craftsman)在製作器具時，內心都會浮現器具的形狀(shapes)，他之所以有形狀的

概念，正因他也是受到Idea的指導，這些事例促使柏拉圖認識到Idea所具有的超

越性質，如同所有相同事物都有一個共同的模型(model)一般，若「原床」是判

斷所有床的製造及是否舒適的標準，則Idea也是所有政治與道德行為的絕對標

準。柏拉圖這個理論後來被亞里斯多德(Aristotle)所接受，後者將柏拉圖的Idea

                                                 
13 Aristotle, Metaphysics,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c), Jonathan Barens (ed.), 987 b7. 
14 Plato, Timaeus, 50c-d, 51e-5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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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最完美的法律」(the most perfect law)，並將之比喻為「秤錘(plummet)、規

則(rule)、羅盤(compass)…等所有器具中最好的」。15

柏拉圖關於Idea的詮釋對西方傳統有極為深遠的影響，也對政治權威的源起

構成了直接的影響，無論是君權神授論（theories of divine right of king）中統治

者將上帝律令作為其政治權威來源，或是反抗君權論者將上帝律令作為反對君主

統治是唯一統治正當性的理據，或是受社會契約論(theory of social contract)影響

的近代國家，將自然法視為政治社群的最終權威來源，皆是以上帝律令或是自然

法所代表的權威，作為規約或賦與統治權力的最後來源，此即鄂蘭所言權威在權

力之外的意義，但對於柏拉圖理論而言，此尚有另外的意函，即不論是上帝律令

或是自然法，它們都不是人為的(not be man-made)，如同Idea不是人為的一般，

因為如此，它們才表現出有別於權力的權威性，對應於洞穴的寓言，這「非人為」

的性質，指得也就是有別於洞穴本土的「外來性」。 

Idea之作為「原型」，再「將自己『印在』純粹空間上」，界定了柏拉圖理論

中Idea這個「外來者」的政治權威性格，Idea這種帶有壓制性的性格，也正是台

灣本土政權對於外來政權的主要批判所在。1963年10月25日，蔣介石在「台灣光

復節」發表《告台灣省同胞書》，16 提出「建設臺灣三民主義模範省，以作重建

大陸之藍圖」的宣示，以柏拉圖理型論的角度闡釋，這個宣示等於是國民黨公開

宣稱將其三民主義的(外來)理念，「印在」台灣這個「容器」上，17 但不同於柏

拉圖將Idea帶入洞穴所具有之目的性(哲學家必須返回洞穴)，國民黨「建設台灣」

卻帶有濃厚的工具性與過渡性格，其目的只是要將台灣的建設經驗作為「重建大

陸的藍圖」。本土政權對於國民黨外來政權的批判，除了Idea的「外來性」之外，

國民黨政權的「過渡性」與對台的「工具性」，亦是其批判的對象，但對「過渡

性」與「工具性」的批判，很明顯是附著於對「外來性」的批判上。 

 

 
                                                 
15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7), p.110. 
16 國民黨政權將 1945 年 10 月 25 日定為「台灣光復節」，但此一節日本身即是本土政權與外來

政權鬥爭的焦點，對於本土政權而言，光復節的意涵應該是殖民地從殖民主手中獲得解放、成為

自主國家的日子，但台灣當時實際上並未「光復」，因為台灣正被另一個殖民主──國民黨政權

所統治，因此所謂的「台灣光復節」只是從外來政權統治者的權力觀點所定的節日，不是以台灣

人民為主體的光復節，這個節日本身也是殖民統治者刻意進行的歷史扭曲。就此而言，蔣介石在

這個日子發表《告台灣省同胞書》，這個動作本身即凸顯外來政權對於台灣本土的壓制。  
17 按照國民黨說法，蔣介石做此宣示後，國民黨政權即進行了系列建設，包括政治方面，開始

實行地方自治，立即進行縣市議員與縣市長之民選；在經濟方面，立即由「三七五減租」，進一

步實行「公地放領」，同時策劃實現「耕者有其田」之方案；在社會方面，勞工保險、漁民保險

以及鹽工生活之輔導改善，優先付諸實行；在文化教育方面，則自普及國民教育及充實中上學校

設施致力，循序開展。可見「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省」，不僅是理念的宣示，也是具體的行

動。參見中國國民黨全球資訊網：「總裁蔣中正先生」。 
網址：http://www.kmt.org.tw/AboutUs/Aboutus-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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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來Idea的靜止性 

 

Idea另外一個特性是靜止性。在「洞穴」寓言中，那個太陽或是「真實的存

在」是被接近和領受的客觀存在，並不因人的動作而轉移，相對於洞穴中的人群

流變，它是一靜止的存在，哲學家也只有經由沉思才能體現到它，柏拉圖此一思

想乃是受到赫拉克里圖斯(Heraclitus)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在此一提。 

赫拉克里圖斯生在一個社會變革的時代，當時民主政治的新興勢力正逐漸取

代希臘的貴族政治，貴族政治的特性是穩定性和森嚴性，社會和宗教的各種禁忌

決定了社會生活，個人在整個社會結構內有其固定地位。雖然赫拉克里圖斯拒絕

參加城邦政治的生活，但他卻支持貴族，對民主政治抱持極端敵視的態度，18 他

的思想深受當時新興民主革命勢力造成的變動所影響，目睹政治與社會的變化，

他提出了一種變動理論，他說：「一切事物都是變動的，你不能兩次踏進同一河

水中」、「一切事物，甚至國王都會變動」。19 柏拉圖接受了赫拉克里圖斯的變動

理論，但更重要的是，柏拉圖之接受此說乃基於同樣的社會經驗感受，柏拉圖青

年時期以前是在戰爭中度過，目睹戰爭、饑饉、內戰、恐怖統治，和摯愛的老師

蘇格拉底(Socrates)的被處死，柏拉圖同樣感受到人世萬物的變化無常，如何求得

社會的穩定成為柏拉圖思想中最主要的元素。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政治社會變動的驅動力為何？按照赫拉克里圖斯的說

法，戰爭和鬥爭才是產生這種變動的原動力，他說：「戰爭是一切事物之父與王。

戰爭證明了某些人是神而某些人只是人，使後者變成了奴隸，前者成為主人。…

我們必須知道，戰爭是普遍的，正義即是鬥爭，一切事物都是透過鬥爭而必然地

發展下去」、「一切事物藉鬥爭而發展，向上之道和向下之道是同一的」。20 對於

柏拉圖來說，變動的原動力則來自於統治階級的分裂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鬥

爭，在《理想國》中，柏拉圖列出了國家退化的四步曲，第一階段是從「最好的

國家」退化為榮譽政治(timarchy or timocracy)，這一階段柏拉圖並未指明其變動

的原因，但可確信為一退化的過程，第二階段是由榮譽政治退化為寡頭政治

(oligarchy)，其退化的原因是因野心導致貴族統治階級的分裂；21 第三階段是由

                                                 
18 赫拉克里圖斯表示：「群眾像野獸一樣填飽他們的肚皮…他們將遊唱詩人和大眾信仰當作指

南，殊不知只有少數是好的，大多數都是壞的。」「群眾不關心事物，甚至不在乎偶然發現的事

物，他們也不能了解別人的教訓，雖然他們自以為能夠」。參閱卡爾．巴柏，《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24 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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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5 頁。 
20 同上註，28-29 頁。 
21 柏拉圖說當榮譽政治家「聽到母親抱怨自己的丈夫不是一位統治者」時，(549c-d)便始變得有

野心並可望出人頭地，接著，他們「開始為炫耀和花錢製造機會，為達此目的，他們扭曲法律，

自己和妻子都不再遵守法律…，彼此之間更是爭奇鬥艷」。(550d-e)當有人訂定法則規定「凡不能

達到規定的財產數量者，一律取消公職資格。威逼和勒索若不能成功，就以武力強加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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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頭政治退化為民主政治(democracy)，退化的原因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內

戰；22 最後第四階段則由民主政治退化為專制暴政(tyranny)，退化的原因是由於

群眾領袖利用民主國家貧富階級間的對立，以保護者的姿態籠絡人心，「在打倒

許多人之後，(他)趾高氣昂地站在國家之輩上，手執疆繩，不再是保護者，而是

絕對的專制者」，23 專制統治就成為最不幸的國家。在《政治家》(Statesman)中，

柏拉圖亦列有六種不完美的政府形式，這六種政府形式也都是處於逐步的墮落過

程，24 雖然與《理想國》中有部分不同，但此種差異並不重要，重要的是他認

為歷史是一退化的變動過程看法並未改變，同時，此一退化過程顯示的是國家離

真正模型或Idea的完美國家益形遙遠。柏拉圖相信自己的時代極為墮落，甚至已

到了不能再墮落的時代，是諸神遺棄了的時代，聽其自身自滅，從此世界不斷的

向下沉淪，但柏拉圖並未因而死心，他在《政治家》提到，當世界達到完全腐化

的最低點時，神將會再度掌起宇宙船之舵，於是萬物又開始進化。25

但柏拉圖並非消極的等待神來拯救世界，由於柏拉圖相信政治的墮落緣於道

德的墮落，因此他認為藉由道德與理性的能力，可以結束政治衰敗的不歸路，回

到克魯倫(Cronos)統治的黃金時代，此一設想構成了他的另外一套歷史法則，即

以「不變」應萬變的歷史法則。他所設想的方式是建立一個沒有罪惡、同時也不

會變動的「完美國家」(perfect state)，他深信人的理性可以打破歷史衰敗的命運

法則，相對於一般或會衰敗的事物而言，尚有一種是不會衰敗的完美事物，這種

對完美和不變事物的信念，構成了柏拉圖理型論的核心，它包括了三個重要面

向：一、避免因社會革命與歷史衰敗顯現的變動；二、建立一個擺脫歷史發展的

普遍趨向的完美國家，即可避免變動；三、在遙遠的過去，或是歷史黎明的黃金

時代中，能發現完美國家的模型或原本。26

在靜止與變動之間，彰顯了Idea的權威性。由於柏拉圖認為絕對與永恆的不

變性，只歸於一切事物之最神聖者，在《理想國》中，他將這種「永存的事物」

                                                                                                                                            
(551a-b)到了這個階段，榮譽政治即退化到寡頭政治。 
22 「當一方或另一方設法從外界獲得幫助，一方從寡頭政治的城邦，另一方從民主政治的城邦

獲得幫助，這時國家就『生病』了，而些微的藉口就會產生內戰。即使沒有任何外界的幫助，這

種不良的國家難道不會在時機來到時爆發內戰嗎？」(556e)這種內戰產生了民主，「當窮人勝利，

屠殺了一些人…，放逐另一些人，依平等的名義與其他人分享民權和公職時，民主便產生了。」

(557a) 
23 Plato, Republic, 566d.  
24 Plato, Statesman, 393d, 297c, 303b.這六種國家形式，最先是區分為三種政府形式，即一人統治、

少數人統治、多數人統治。其中每種統治又分為兩種形態，一種是較好的，另一種是較壞的，這

樣就形成了一人統治的君主政治和暴君政治，少數人統治的貴族政治和寡頭政治，多數人統治的

溫和型民主政治和極端型民主政治。以下註釋以Statesman標示。 
25 Plato, Statesman, 268e-274e.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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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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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善」(good)，相對的，他將「毀壞或腐敗的事物」稱為「惡」(evil)，27 因

此，對於柏拉圖而言，人世間一切的變動都是惡的，而阻止變動，讓世界維持善

的本質的唯一方法，即是以Idea的靜止性規範人群事物的變動性，因為Idea是一

種客觀和真實的存在」(objective real reality)，在變與不變的世界對比中，它是不

變、絕對及唯一的，它的權威性即來自它的不變、絕對及唯一。值得注意的是，

不論是赫拉克里圖斯或是柏拉圖，都是在政治的場域中，發現了歷史的變動性，

但柏拉圖超越赫拉克里圖斯之處在於，他在政治的變動中，尋求並得出防止變動

的方法，也就是藉由哲君之手將Idea帶入洞穴之中，柏拉圖這種靜止與變動的歷

史辯證發展，出現在許多後來的思想家身上，特別是在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身上，黑格爾將柏拉圖的Idea以「世界精神」」（World Spirit）

代替，而「世界精神」同樣位在人類的歷史發展之外，因此對於人類政治社群而

言，它也是一個「外來者」，黑格爾將世界歷史的總體發展，理解為與上帝的知

識發展密切相關，在這一歷史發展的邏輯內，個人自身的道德困境實內在於上帝

自身的人格(personality)，因此，雖然黑格爾與柏拉圖同樣深切感受人世界間的

變動與衝突，但他卻是將世俗的災難、困厄、痛苦和激情，當作一種反思的場所

和契機，個人和社群的磨難都附屬於一更高的目的，即「世界精神」獲得自覺、

認識並回歸到自身，在「世界精神」的視野內，所有歷史偉人都是它的代理人(如

同哲君是Idea的代理人，惟相較於黑格爾的「歷史偉人」，哲君具有自覺性)，他

們存在的價值是在歷史的「理性狡獪」(cunning of reason)中，為「世界精神」的

具體化(materialization)奉獻自身。28

黑格爾對於「歷史必然性」的觀點，體現了人類歷史的流變性與「世界精神」

的靜止性，人世間的變乃是「世界精神」的逐步實現，如同柏拉圖所言所有感覺

世界中可感事物都是理型世界Idea的分受，因此，黑格爾的「世界精神」也就是

Idea的「絕對真理」，無論是「世界精神」或是Idea都是歷史的目的，因為兩人對

歷史的動態發展，及由靜止界定動態的觀點如此一致，無怪乎黑格爾極為讚賞柏

拉圖對話錄中表現的真知灼見，並且用柏拉圖的辯證法(dialectics)一詞稱呼這個

由變動到真理的歷史動態過程。29 黑格爾的歷史辯證發展觀影響了馬克斯對歷

                                                 
27 Plato, Republic, 608e. 
28 黑格爾認為，文明史是世界精神在時間中的開展或逐步的實現與具體化，歷史「驅使熱情去

為它工作，由於這種推動裡發展了它的存在，而熱情卻受了損失，遭到禍殃──這可以叫做『理

性的狡獪』。……分殊(particular)比起普遍(general)，大多顯得微乎其微，沒有多大價值，個別的

個人是供犧牲的、被拋棄的。」其中包括只能與「原則」保持一致的偉人在內。參閱G.W.F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New York : Dover Publications, 1956), translated by J.Sibree.p.31 賽班

(George H. Sabine)，《西方政治思想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台北：桂冠，1991)，637-638
頁。 
29 黑格爾思想與柏拉圖思想的相似性，也可從《法哲學》(the philosophy of Right)中關於知性

(understanding)與理性(reason)的辯證關係看出。該書前兩部分論述抽象法(abstract right)和主觀的

道德，表明權利或法的理論將走向對立。第一部分探討所有權、人權，以及契約權，如同自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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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看法，馬克斯雖然反對黑格爾的唯心觀點，但馬克斯如同黑格爾，相信有效

的政治行動取決於對歷史發展總方向的把握，他將此稱為「進化的自然階段」，

同時也取決於接受人的地位所賦與的歷史使命，無論是歷史方向或是歷史使命，

皆代表一種等待實現的目的，它是靜止的，也是等著行動來完成的人類最後歸

宿，對於黑格爾來說，「世界精神」即是歷史目的，對於馬克斯來說，共產社會

即是最後的目的，30 馬克斯用他發現的由生產力和生產關係辯證發展的歷史規

律，將人類社會發展區分為亞細亞的、原始的、封建的、資產階級到共產社會五

個歷史階段，到了共產主義階段，馬克斯在《一八四四年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表

示：「共產主義……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

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体和類之間鬥争的真正解决。它是歷

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31 恩格斯則在《反杜林論》中

論述共產主義社會時，以一句「生存鬥爭停止了」， 表達人類社會幾乎所有的矛

盾運動，包括人與自然、人與人、存在與本質、異化與自我肯定、自由與必然、

個體與群体，全部獲得解决，「矛盾的真正解決」、「歷史之謎的解答」、「生存鬥

爭停止了」，32 彷彿如同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言「歷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馬克斯雖然說過共產主義是一種企圖將現狀揚棄的「實實在在的運

動」，33 但他最終還是以靜態的定位將共產主義視為解決所有矛盾、解答所有歷

史之謎的人類歷史的終點，這是因為馬克斯必須在一個歷史的絕對完美發展中，

才能完成自己的體系。但這也等於是說，如同柏拉圖、黑格爾，馬克斯也是以一

個歷史終點和目的靜止性，界定人類社群和歷史的變動性。 

無論是黑格爾唯心論的歷史哲學，或是馬克斯唯物論的歷史哲學，都有將

世俗世界工具化的傾向，亦即將世俗世界理解為絕對精神或是共產主義自我實現

的工具。這種靜止與變動的歷史辯證發展傾向，看似站在自由主義的對立面，但

即使是自由主義者也有此一傾向。如將人視為理性存有(rational beings)的康德

(Immanuel Kant)，認為人類受普遍規律的約束而組成「目的王國」(moral Kingdom 

                                                                                                                                            
理論所作的處理，然而由於知性的弄巧成拙，這一部分必然陷入知性無法克服的矛盾，必然辯證

地達至第三部分，即自由或客觀意志，在這一部分中，理性解決了原來的矛盾。因此，無論是柏

拉圖或黑格爾，都認為理性(理念世界)應該統治知性(感覺世界)。參閱賽班，1991：635-636 頁。 
30 馬克斯與黑格爾的哲學同樣是歷史哲學，他們都相信歷史的「不可避免性」，但兩人仍有很大

的不同，對於黑格爾來說，歐洲歷史以日耳曼民族為興起的頂峰，馬克斯則認為人類社會史以無

產階級的出現為巔峰，他期待無產階級在當代社會上升為統治階級；黑格爾以自我發展的精神原

則為歷史發展的主要驅動力，它不斷體現在歷史文化中，而馬克斯則認為生產力的自我發展體系

才是驅動力，它體現在經濟分配的基本模式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社會階級中；黑格爾認為進步的機

制是文化之間的競爭，而馬克斯則認為進步的機制是階級之間的對抗。 
31 參閱馬克斯著，劉丕坤譯，《1844 年經濟學哲學手稿》(北京：人民出版社，1985)，73 頁。 
32 參閱恩格斯著，《反杜林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北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 3 卷，321—323
頁；第 42 卷，120 頁。 
33 轉引自洪鎌德，《新馬克思主義和現代社會科學》(台北：森大，1988)，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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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nds)，在「目的王國」之中，每一個有理性者在任何時候都會把自己和他人

自身當作目的而不是手段，但康德卻也持有相同的歷史觀。在《從世界公民的觀

點撰寫世界通史的想法》一書中，康德闡述了他的人類歷史觀，他認為雖然社會

中的個人和各個民族的活動，都是由私人的、偶然的相互之間不協調的甚至是對

立的意向所決定，然而，並不能由此作出人類歷史發展是由任意和偶然性所統

治，事實上，在人類歷史中，甚至在最偶然的、以個人境況和動機為轉移的人們

活動中，都可以發現有規律性的存在，在個別行為和事件的雜亂無章展現出的偶

然性和似是而非的無目的性中，表現出一種為運動的全體和全部過程所共有的合

乎理性的目的，不過，這種目的不會在每一個個別場合和每一個個人的生活中完

全展現出來，它只有在整個人類中才可以達到。在這樣的歷史觀中，康德將人類

歷史發展的最後目的，當作他的認識論中的「自在之物」(thing-in-itself) (或物自

體(thing itself))，結果，康德的歷史哲學無異承認現實社會的變動，同時也將改

造世界任務的實現，完全轉移到那個等待實現的外來世界。34

柏拉圖、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斯的歷史哲學，都同時含有靜止與變動的部

分，同時也都是以靜止的部分統治和界定流動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柏拉圖和

赫拉克里圖斯發現人類鬥爭是推動歷史變動的動力觀點，也出現在康德、黑格爾

和馬克斯的思想中。康德認為歷史過程中的矛盾和衝突乃是人類完善的必然條

件，衝突的本質在於：人既有參加社會生活的意向，但卻又與社會格格不入，衝

突之所以必要，是因為若無衝突及隨之而來的種種苦難和不幸，那麼人類社會就

不會有任何進步、發展和完善，他認為，人類從愚昧無知的野蠻狀態走向文明的

第一步，就是相互的衝突所推動，在經歷一系列的毀滅和破壞後，才會喚醒人類

在社會範圍內確立法律秩序，而包含全體人在內的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目的

也才會達到。35 黑格爾心目中的民族國家是「世界精神」逐步實現的主角，他

將之稱為「神的意志，在某種意義上它是地上的心靈，展現為世界的現實形體和

組織」，36 但促成國家向「世界精神」推進的途徑卻是戰爭，雖然黑格爾認為戰

爭是一種惡，但它卻是「世界精神」的工具，體現「世界精神」的民族國家之崛

起，以及內含於「世界精神」的自由精神的傳播，都是通過戰爭實現，因此，所

有的戰爭都是合法的、不可避免的和不可缺少的，因為它是否正義和合法，乃是

由「世界精神」所界定。馬克斯則將階級鬥爭作為推動歷史的動力，他說「一切

迄今存在的社會的歷史，都是一部階級鬥爭史。」37 他對人類社會階級鬥爭的

                                                 
34 侯鴻勛，《康德》(香港：中華書局，2000)，151-155 頁。 
35 參閱康德著，〈邁向永久和平──一個哲學提綱〉，收錄於《永久和平的提倡者：康德》(台北：

誠品，1999)，125-177 頁。 
36 G.W.F Hegel, Philosophy of Righ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trans with notes by T.M. Knox, 
p.270. 
3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250—2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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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與柏拉圖認為物質和經濟利益引發的階級鬥爭描述，可謂若合符節，但馬

克斯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才是人類歷史發展的最後階段，為了完成歷史使命，馬克

斯甚至策劃了社會革命的策略，1850年，他認為資產階級革命即將在德國爆發前

夕，起草了一份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告誡社會主義少數者在革命中採取的策

略，他強調必須聯合一切可能的力量完成革命，他對此一構想提出了「不斷革命」

(permanent revolution)的口號，這一口號後來為托洛斯基(Lev Davidovich Trotsky)

採納並加以發揮，並且成為列寧(Lenin)作為對付俄國資產階級的策略。38

 

三、Idea與歷史的回溯性 

 

柏拉圖靜止與流動對立的歷史觀，影響後來的思想家甚鉅，但在敘述後來

思想家的歷史主義觀點淵源於柏拉圖後若就此打住，便無法凸顯為何不嫌累贅介

紹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斯歷史主義的理由，因為，藉由對這些近代歷史哲學的概

略描述，再反過頭審視柏拉圖的歷史主義，我們發現柏拉圖的歷史主義在兩點

上，呈現出與康德等三人的極大不同，由此也可凸顯其將Idea作為權威來源的論

述，對台灣外來政權現象究竟具有什麼意義。39

柏拉圖的歷史主義，與其他三者一樣，隱含了一個歷史目的，這個目的性

質表現在其最後的靜止性上，也就是目的本身即是人類社會演進的終點，因此，

在歷史過程中，會體現出一種歷史法則，只要按照這個法則，便可預言人類的未

來，但柏拉圖對於歷史目的靜止性與歷史過程變動性的論述，在一點上與其他三

者完全相反，即對於柏拉圖(與赫拉克里圖斯)而言，人類歷史的變動過程是一趨

向腐敗的過程，柏拉圖在《法律篇》中對此一過程有所描述，他說：「一切具有

靈魂之物都會變動……而當他們變動時，他們都是依命運的法則與秩序變動，其

特性是變動的愈小，其等級的開始也就愈不明顯。但當變動增加而邪惡也隨之增

加時，他們就墮入地獄的深淵中了。」40 在《梯墨烏斯篇》中也提到物種起源

的故事，故事中述及人是由神所產生的最高級動物，而其它物種則是由人腐化和

墮化的歷程所產生。41 易言之，柏拉圖發現了世界日趨腐敗的歷史法則，而Idea

之為用，即在以其永垂不朽的靜止性和神聖性阻止這種歷史的腐敗趨向。因此，

可以這麼說，柏拉圖對歷史的自發性變動是悲觀的，但卻對改變這種趨向的社會

                                                 
38 賽班，《西方政治思想史》(台北：桂冠，1991)，李少軍、尚新建譯，770 頁。 
39 巴柏(「歷史主義」(historicism)的界定，認為歷史主義的觀念是將個人看成是無足輕重的東西，

及人類偉大發展中微不足道的工具，同時認為在歷史舞台上，真正重要的演員是偉大的國家、偉

大的領袖，或是偉大的階級、偉大的理念(巴柏，1998：15)。從本文所舉四位思想家的歷史主義

觀點，其中康德的歷史主義顯然不符巴柏的界定，因為康德重視個人價值，因此，歷史主義顯然

並不一定須從宏觀的角度觀察。 
40 Plato, Laws, 904c-d.  
41 Plato, Timaeus, 91b-9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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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持樂觀的態度。相較於柏拉圖，無論是康德、黑格爾或馬

克斯，他們都對歷史持進步主義(progressism)的觀點。康德認為歷史將由對抗和

人性惡上升到包含公民自由、法律秩序與永久和平的理想社會；黑格爾以透過正

反合的有益對立(fruit opposition)，將世界歷史比作從一個人的自由，發展到少數

人的自由，最後則到達全人類的自由過程；馬克斯認為人類歷史由生產力和生產

關係的衝突，從亞細亞社會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三人都採取了進步的觀點，歷

史過程中的一切矛盾、衝突與對立，看似邪惡，但卻是歷史朝向完美發展所必須

的，且在此過程中，人力無法改變什麼。因此，從三人的歷史主義來看，他們必

然得出與柏拉圖相反的結論，即他們對歷史的自發性發展必定持樂觀的態度，也

因為這個原因，一切的社會工程不僅沒有效果，也沒有任何必要。 

柏拉圖歷史主義另一個與黑格爾等三人歷史主義的不同處，出現在靜止之

歷史目的相對於歷史變動的方向上，對於柏拉圖而言，那個歷史目的是一個建國

與治國的藍圖，亦即在國家建立所進行的社會工程伊始，那個藍圖就已經存在

了，因此，如同建築師與工人在建築過程中，必須不斷回頭審視所有建築是否符

合建築設計，國家建築師也必須在建國與治國過程中，不斷回頭審視建國與治國

的Idea。這個過程所透露的訊息是，在柏拉圖思想中，靜止的歷史目的係存在於

過去，因此，人類歷史的黃金時代是在過去，而不在於未來，社會工程所要做的

是要盡量使得所有的制度設計模仿那個完美的原型，而偏離此一原型者即是一種

腐敗。這種將眼光朝向過去的思想痕跡，出現在柏拉圖的許多文字中，在《政治

家》，柏拉圖描述一個克魯倫(Cronos)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克魯倫統治著世界，

人也從地球誕生，世界上沒有戰爭或鬥爭，是一個克魯倫的黃金時代(a golden age 

of Cronos)；之後是宙斯的時代，諸神遺棄了這個時代，聽其自生自滅，從此世

界慢慢腐化，最後神又會掌起宇宙船之舵，世界又會開始進化。42 在《理想國》

和《政治家》中對於政體墮落過程的敘述中，柏拉圖也是以他心中「完美國家」

作為評判的標準，而現實社會雖然不可能存在如柏拉圖所設想的完美國家，但這

個障礙並未阻止他去尋求一個趨近於完美國家的典型。他曾以克里特(Crete)與斯

巴達(Sparta)等古代部落貴族政體的理想化社會，作為世俗完美國家的圖像，並

藉由這些國家如何避免階級戰爭、如何將經濟利益的影響降至最低程度，並保持

良好控制的例子，當作重建一個好的國家的歷史材料。43 相對於柏拉圖，康德、

黑格爾與馬克斯的眼光都是朝向未來的，亦即那個最後到達靜止狀態的歷史最終

目的是在將來呈現，而非進行社會工程之前的藍圖。康德的未來歷史目的是那個

                                                 
42 Plato, Statesman, 568e -274e. 
43 在《法律篇》中，柏拉圖明白的說，他的克里特和斯巴達的對話者，都知道他們的社會制度

之「靜止」的特性，克里特人對話者克侖尼亞斯(Clenias)強調，他急切聽到有關替一個國家之原

始特性辨護的話。稍後在 799a相同的內容中，就直接談到埃及防止制度發展的方法。顯然柏拉

圖了解克里特和斯巴達與埃及有一個相似之處，那就是要防止社會的一切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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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如「自在之物」的人類永久和平狀態；黑格爾的未來歷史目的是隨歷史辯證過

程逐漸展現的「世界精神」；馬克斯則是隨生產力不斷提升，最後階級與國家觀

念消滅後出現的共產主義。即是因為此一差異，三人對歷史變動的評價才迥異於

柏拉圖，這種歷史目的方向認知的差異對政治發展觀的形塑非常重要，稍後在分

析馬基維里建立政治權威的進路時，我們將發現黑格爾等三人眼光朝向未來的歷

史主義觀，絕非是政治哲學中首見，然而重要的不是這種觀念何時出現，而是這

種觀念出現後，將對政治社會和既存的政治秩序出現一種革命性的衝擊，這兩種

不同的政治秩序理解，將是分析台灣外來政權現象一個非常有用的工具。 

雖然對歷史的變動評價與歷史目的方向認知不同，但對於人類鬥爭是推動

歷史變動的動力觀點，卻是柏拉圖與其他三人的共同點。柏拉圖既然認為變動是

腐敗的，因此從他的觀點，便很自然的認定腐敗是由政治與社會的衝突所造成，

而要遏制衝突，就必須依賴Idea的靜止性，以靜止遏制變動遂成為一種統治的信

條，而Idea的權威性即在於它能夠發揮遏制變動的靜止性。這個邏輯在當代社會

仍為許多統治者接受，一切極權社會可以說都是此一邏輯下的產物，前述鄂蘭將

極權統治的結構比喻為洋蔥，這種結構的最大作用，即在於能夠使處於最核心的

統治階層免於外在環境的衝擊而維持靜止性，44 而統治嚴密性不若極權主義的

威權主義政體(authoritarian regime)，則因其允許社會有限的衝突與變動，45 從柏

拉圖的眼光來看，此種政權統治下的社會也必然趨於腐敗，而欲挽救其免於腐

敗，唯一的途徑即是維持統治理念的靜止性。 

這種由外來Idea靜止性與變動性衍生出對歷史目的方向的認知，對分析台灣

的外來政權現象提供了有用的工具。國民黨政權來台之後，建立了政治的威權主

義體制，它的出發點是維持政治與社會的穩定，但這種穩定性帶有濃厚的柏拉圖

式靜止性。為了維持政治和社會穩定，國民黨政權於來台一年前的1948年5月，

制訂了「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將才施行不到半年的「中華民國憲法」給凍

結了(靜止)；1949年5月又宣布了戒嚴令，使國民黨來台後台灣隨即進入戒嚴體

制。憲法的靜止導致政治權利和社會活動的靜止，因為憲法第二章規定的人身自

由、居住遷徒自由、意見自由、秘密通訊自由以及集會結社等，都受到嚴格的限

                                                 
44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1977),p.100. 
45 根據林茲(Juan J.Linz)所著〈極權和威權政體〉(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一文的界

定，威權政體指的是一種非民主又非極權的一種政治體制，這種政體必須具備有限且非責任式的

政治多元主義(limited, not responsible, political pluralism)，沒有明確的意識形態指導，但卻有相當

清楚的特殊心態(distinctive mentalities)，除了特殊情況外，也沒有廣泛而強烈的政治動員(political 
mobilization)情況，威權統治者在支配權力使用時，總有一個界限，這個界限不十分明確，但卻

有相當的可測性，並非無遠弗屆。見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K.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p.264. 然而，如同林茲等人將authoritarianism界定為

「威權主義」並非所有人皆能認同，鄂蘭便認為將authoritarianism界定為自由的對立面，是對

authoritarianism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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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同時在中國大陸選出的國民大會也被凍結為「萬年國會」，不但不用改選，

同時還以其業已靜止的民意代表性取代台灣民意的能動性。在靜止化政治及社會

場域後，國民黨更以包含歷史文化的意識形態回溯配套，將三民主義、五權憲法、

中華民國法統及塑造法統正朔的中國歷史，作為一不斷回溯的政治價值評判標

準。這套意識形態如同柏拉圖的Idea，係台灣政治社群應當遵守的政治藍圖，當

國民黨的意識形態在受控制的政治場域中取得了政治權威，即代表了人民思想的

馴化，同時國民黨外來政權在台灣建立的統治金字塔，也因此取得了穩固的根基。 

按照柏拉圖完美國家的界定，國家之完美依賴國家之靜止，靜止又表現在

阻止國家的變動。但如同前述，威權體制因其允許社會場域的有限變動，因此自

身即存在腐敗的因子，要阻止此一腐敗，就必須將此變動因素徹底根除，但國民

黨政權為了區別於中國共產黨的極權統治，本身不可能進行極權統治，同時為了

鞏固本身政權，又不能實施民主政治，於是威權體制便成為唯一的抉擇，其體制

中腐敗的因素既不能根除，也就留下了日趨腐敗的不確定性。於是，國民黨外來

政權的在台統治，遂成為擺盪在靜止與變動中的不穩定統治，此一情形也預示了

國民黨外來政權屬性轉變的可能。亦即，從柏拉圖思想的角度看，當那個外在於

洞穴的Idea仍保持權威性而無變動的可能時，方能維持哲君統治的外來政權政治

權威性，如前所述，台灣的外來政權現象正是以外來的理念為主要特徵，當這套

理念不再是靜止的，而與社會場域的變動產生連動時，國民黨的外來政權屬性即

會產生變化，它的眼光會從向外(外來者)轉為向內(本土化)、從向過去回溯轉為

向未來眺望。當蔣經國晚年思考解除台灣戒嚴時，說出牽動台灣政治發展的那句

話：「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流也在變」，即已揭示國民黨從靜止的外來屬性向

本土能動性及未來歷史觀所做的改變，當李登輝接續此一「運動」時，一個與外

來傳統斷裂、眼光朝向本土與未來的新國民黨，也就以新的面貌躍上了台灣的歷

史舞台。 

 

四、外來Idea的統一性 

 

Idea靜止與變動的對立性，進一步衍生出Idea統一性，而統一性亦是賦與Idea

權威的特性之一。人群事物的變動既趨於腐敗，則若能以一種統一的原則約束此

一變動，則便可以防止國家向下沉淪，然而，要獲得統一如何可能？這種可能性

緣於柏拉圖認為一切可感事物乃是Idea的摹本，因此都分受了一個共同的本源

(origin)，以個人而言，人的靈魂即分受了Idea，因為所有人有相同的本源，所以

他們構成了同一的種族(race)，46 但因為人際衝突導致人類日益腐敗，所以離那

                                                 
46 柏拉圖將種族(race)視為人所具有的相同本性，因此，當他說到「哲學家之種族」時，即意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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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本源也愈來愈遠，但人群的腐敗不能否定他們感受到共同本源的能力，此一共

同本源(Idea)即構成了統一。在此一情形下，一個優越的統治者，即是依靠Idea

的統一性建立其政治權威，同時將此一統一性作為維繫政治場域秩序最高及最後

規範的人。這個統一性的構成，呈現了一種對比，即Idea單一性(oneness)與人群

多樣性(manyness)的對比，或說是Idea的絕對真理與洞穴中人群意見的對比，然

而，在此卻出現了一個問題，究竟柏拉圖欲建構的統一性，是由上而下以Idea單

一性約制人群多樣性？抑或是由下而上從人群多樣性中產生統一性，進而以此統

一性作為政治社群的規範？ 

巴柏顯然傾向於前者，巴柏是以自然(nature)與約定(convention)的對比來說

明此一問題，他認為柏拉圖使用「自然」一詞，實際與「本質」(essence)、「型

式」(Form)和「理型」(Idea)的意義相同，這些都指向單一(one)，柏拉圖的自然

理論為了解其歷史主義方法之另一途徑，因為一個事物的本質就在於它的起源，

因此，研究人類社會與國家的本質即是研究它的起源，而柏拉圖在《理想國》和

《法律篇》中對此問題的看法是社會和國家的起源是來自約定，一種社會契約

(social contract)，但它是一種自然的約定，亦即是建立在人的自然性(本質)、特

別是指人的自然的社會性上。亦即，人的社會性起源在「個人的不完滿性」上，

只有國家才能成就完滿，因此國家較個人就取得了優位性，國家是一個完美的整

體，個人則是理想國家不完全的摹本，這種觀點引進了國家有機體論，使國家變

成了一個超級的巨靈(Leviathan)。在《理想國》中，柏拉圖強調：「法律在實現

整體國家的福祉，藉說服和強制，把人民納入一個單元，使大家都能共享任何分

子對國家的貢獻，實際上是法律為國家適當的安置了人民，創造了適當的心靈結

構，其目的不在使大家鬆散，各行其是，而在把大家結合在城邦中」，因此「部

分是為整體而生，不是整體為部分而生」。47 巴柏將柏拉圖的這種思想稱為全體

論(holism)的思想，因為個人有腐敗的可能，因此在有機體的國家中，如何維持

國家的統一，與防止個人的偏私，便成為國家存在的最主要目的。巴柏認為柏拉

圖對強調全體排斥個人的情緒極為強烈，以至於「任何屬於個人和私有的事物都

要排除，即使因自然成為私有的以及個人的，也都應成為公共財產，我們看的眼、

聽的耳、動作的手，好像不屬於個人而是屬於社會，對人的稱讚和斥責都是一樣，

甚至在同一時間，對同一事物的喜怒哀樂也都一樣，所有完美的法律都在盡力統

一城邦。」 48 因此，就巴柏的角度解讀柏拉圖的統一，個人在國家中的角色與

功能是國家賦與的，而國家的統一性，也是由上而下建構而來。 

                                                                                                                                            
具有哲學家的共同本性，參閱Republic, 501e。 
47 Plato, Laws,  903c.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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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179、2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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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柏雖然認為柏拉圖對於統一性的見解係採取全體論的立場，但亦認為柏

拉圖的自然主義採取的是一種心理學的或精神的自然主義(psychological or 

spiritual naturalism)，49 亦即從人的心理和精神本質中可以引出人的真正自然目

的，再由此進一步引出人生的自然規範。若暫且不論其全體論的結論，此一過程

顯然與由上而下建構統一性的方向相悖，事實上，也確實有人從這個角度建構

Idea的統一性，施特勞斯(Leo Strauss)在探討自然權利(natural right)觀念的起源

時，認為蘇格拉底(Socrates)的理型論乃是一種回到前哲學常識世界的論點，

eidos(理型)一詞原本指的是無須特殊的努力就可以看見的事物之表象，而非其本

身為最初或就其本性為第一位的東西，事物之存在，不是在我們看到它們的情形

中，而是在人們對他們的言說或有關它們的意見之中。因此，蘇格拉底是從人們

關於事物本性的意見來了解它們的本性的，而每項意見都是基於人們對某一事物

的某種意見或某種心靈的知覺，無視人們關於事物的本性的意見，就等於是拋棄

了我們所擁有的通向實在的最為重要的渠道，或者是拋棄了我們力所能及的最為

重要的真理的足跡。如此，意見就被看作是真理的片斷，是純粹真理被污穢了片

斷，易言之，意見乃是自存的(self-subsistent)真理所要向之尋求的，而且到達真

理的升華是由所有人都一直領悟著的那種自存的真理所指引的。施特勞斯因此認

為，依蘇格拉底的看法，哲學就在於由意見升華到知識或真理，就在於可謂是由

意見所指引著的一場升華，當蘇格拉底將哲學稱作「辯證法」時，他心目中主要

想到的就是這一升華，而整體與部分的關係便呈現了一種新的理解：整體乃是部

分之總合，要發現整體不是去發現完整的整體，而是在部分的結合中去發現其顯

露的統一性。50

由意見到達真理，或是由部分到達統一的順序，施特勞斯顯然不同於巴柏，

其對理型論的解讀，係強調由下而上的過程，因此，洞穴中人群的意見有別於巴

柏詮釋的被動性，而呈現出主動的特色。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施特勞斯並未因

強調「意見」而形成相對主義或虛無主義的見解，他說：「無論激勵著不同社會

的這種完備的洞見如何差異巨大，它們全都是同一種洞見——關於整體的洞見。

因此，它們之間不僅是相互不同，而且是彼此衝突，正是這個事實，迫使人們認

識到，那些洞見中的每一個人，就其本身來看都不過是一種對於整體的見解，或

者說是對於整體的根本意識的一種不恰當的表達，因此它就超出自身之外而通向

                                                 
49 巴柏認為柏拉圖的心理學的或精神的自然主義是由另兩個居間步驟結合而成，一個是生物學

的自然主義 (biological naturalism)，另一個是倫理學或法律的實證主義 (ethical or juridical 
positivism)。前者主張道德法則及國家的法則儘管是任意的，但在自然中仍有一些永恆不變的法

則，我們可自其中引出種種規範；後者認為除了已經實際上建立的法則，且其存在經過實證的證

明外，別無其他規範。參閱巴柏，1998:158-165。 
50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12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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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恰當的表達。」因此，「對於有關整體的恰當表達之追求永無止境，但這並

不就使得人們有權將哲學侷限於對於某個部分的理解之內，無論這一部分如何重

要，因為部分的意義取決於整體的意義。」51 施特勞斯「部分的意義取決於整

體的意義」的敘述，再度使我們將焦點置於統一性的問題上，他非但不是在批判

統一性，反而在為統一性辯護，事實上，施特勞斯認為所有的政治社會一定是一

個封閉社會(a closed society)，即柏拉圖意義上的「自然洞穴」(natural cave)，而

西方現代性及歷史觀念的發展，卻導致了徹底的歷史主義(radical historicism)，即

徹底的虛無主義，亦即根本否定世界上還有可能存在任何好壞、對錯、善惡、是

非的標準，他稱此為西方文明的「現代性危機」(the crisis of Modernity)，因此，

他批評巴柏本身就是「開放社會的敵人」，他自以為走出了「自然洞穴 ，實際

上卻墮入「第二層洞穴」(the second cave)或「人為洞穴」(artificial cave)而不自

知。52

巴柏和施特勞斯對於柏拉圖Idea的分析方向雖不同，但都導出了「統一性」

的共同見解，前者因為柏拉圖理型論具有的統一性，而將之視為「開放社會的敵

人」，後者則批評巴柏無視統一性的必要，而指之才是「開放社會的敵人」。有趣

的是，他們同樣以自然與約定的對比得出統一性的結論，對於巴柏而言，統一性

是自然界定的，對於施特勞斯而言，統一性則是由約定所產生，然而，本文目的

並不在分析二人的差異，而是由二者的差異凸出一個反思外來政權現象的切入

點，這個切入點係由二人對於柏拉圖「統一性」共同結論背後，所反射出的一體

兩面，一體是「統一性」，兩面則是由自然與約定形成之彼此對立的兩個場域，

一個場域是以自然為對象屬於哲學的場域，另一個場域則是以人群約定為對象屬

於政治的場域，柏拉圖的外來權威轉化思想，也就是將屬於哲學場域的Idea權

威，轉化入政治場域成為規範人群事務的政治權威。 

 

 

五、外來意識形態的轉化 

                                                 
51 同上註，125-126 頁. 
52 施特勞斯指出「現代性的三次浪潮」。認為西方現代性的第一次浪潮是馬基維里、霍布斯和洛

克等掀起的全面拒斥西方古典思想傳統的浪潮；現代性的第二次浪潮也是現代性的第一次大危機

則是由盧梭掀起的對現代性的全面批判的浪潮，但實際則進一步推進了現代性；現代性的第三次

浪潮也是第二次更大的危機則是由尼采、海德格掀起的更大規模的現代性批判浪潮，這一批判深

刻暴露現代性的本質就是「虛無主義」。參閱Leo Strauss, “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 in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Ten Essays by Leo Strauss, edited by Hilall Gildin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81-98. 施特勞斯對巴柏的批評及「自然洞穴」等說明參閱《自由主義

的傳統和現代》(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p.x.、《哲學和法律》

(Philosophy and Law)(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pp.135-136.、及Michael Zank編著之

施特勞斯 1921-1932 年的早期著作The Early Writing(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 
pp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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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原是對萬物「原則」之追尋，也就是對萬物「起始」或「最初事物」的

追尋，亞里斯多德將最早的哲學家稱作「談論自然的人」，無論是「原則」、「起

始」、「最初事物」或者「自然」，皆可歸結為柏拉圖的Idea。哲學之原初功能，

並非進行統治，或是決定人群事務，而是知識性的散發光亮(shining brightness)

或照亮黑暗(illuminate darkness)，因此完全與政治經驗無關，它是一種關於沉思

(contemplation)和追問事物存在(true being of things)的經驗，因此，政治場域中的

統治(ruling)、行為裁判(measuring)、征服(subsuming)與規制(regulating)，完全不

是哲學領域中的Idea所能掌握。但哲學的出現對政治事物產生極大影響，在前哲

學時期，原本最具有權威的事物，是屬於最為傳統的事物，也就是人群約定的事

物，但哲學對於自然的發現卻使得原本經由約定產生的權威被連根拔起，自然不

僅為所有的人為事物提供了材料，而且也提供了模型，「最偉大美妙之物」乃是

區別於人工的自然的產物，在根除了來自傳統的權威後，哲學認識到自然就是權

威。53 施特勞斯認為當自然成為最高權威，人類理性(reason)、理智(understanding)

與權威之間的區分就會模糊不清，哲學、尤其是政治哲學一旦屈從於權威，就會

失去它的本色，就會蛻變成為意識形態，亦即為某一特定的或將要出現的社會秩

序所作的辯護詞，或者，就會變為神學或法學。54 施特勞斯這一段描寫哲學蛻

變為意識形態的過程，雖然係間接批判西方近代政治哲學的走火入魔(Philosophy 

gone mad)，55 但卻很能夠解釋「意識形態治國」的政治現象，尤其是柏拉圖的

洞穴論，哲學家的目的就是要將Idea帶回洞穴之中成為人群行為的準繩，當外來

的Idea藉由哲學家之手成為統治洞穴中人類社群的「意識形態」，實際上就已為

外來政權的統治奠定了理論基礎。 

 

值得我們注意的現象即是Idea從哲學場域轉化入政治場域的問題，也就是哲

學權威轉化為意識形態權威的問題，若如前文所言，外來政權現象的最顯著

特色，即是將外來的意識形態帶入本土政治場域，則柏拉圖對此一轉化的描

述，即可作為探討外來政權現象的一個對照。 
                                                 
53 此為施特勞斯的見解，而施特勞斯則是引用西塞羅(Marcis Tullius Cicero)《法律篇》》和《論

目的》的句子，參閱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p.92. 
54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 91-93. 
55 施特勞斯認為西方文明的危機來自於西方古典政治哲學的危機，現代哲學和現代政治哲學拒

絕了古典政治哲學認為哲學只是自我認識和解釋世界的觀念，而狂妄的以為整個世界可以而且必

須按照哲學來改造，其結果是哲學不斷批判不符合真理的政治，導致政治不斷走火入魔和不斷革

命，他認為蘇格拉底進行的工作就是要將古典哲學引向古典政治哲學，將哲人轉變為政治哲人，

就是意識到哲學就其本身而言有顛狂性，因此要使人從從神志顛狂轉向神志正常。參閱施特勞斯

著，Studies in 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29 頁；The City and 
Ma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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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蘭指出，權威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即在服從的同時，每一個人都能保有

自由，這一點也是權威與權力的最大不同，因為權威不需要使用強制力，柏

拉圖一直在尋求如何取得被統治者這樣的服從，而Idea正好提供了統治者取

得被統治者自願性服從的權威，但這裡有一個很重要的轉折，此時Idea的權

威是立基於哲學場域的權威，在尚未與被統治者與統治關係發生聯繫前，他

的權威性僅體現在領受其存在的哲學家身上，直到進入感覺世界(母親的角

色)後，它的權威性才體現在所有事物上(兒子的角色)。所以，鄂蘭指出，那

個最高的理型(the highest idea)表現出兩種型式，一是「藉由沉思體現的真實

存在」(the Idea as true essences to be contemplated)，另一則是「將理型應用

於(人們)的準繩」(the Idea as measures to be applied)。56 值得注意的是，前

者屬於哲學的場域，後者則屬於政治的場域，前者的Idea是哲學的權威來

源，後者的Idea則是政治的權威來源，而柏拉圖亟欲完成的目標，即是如何

將哲學的權威來源轉化(transform)入政治的場域。 

 

Idea從哲學場域轉化入政治場域首先面對的一個問題，是政治社群的抗拒，

這可從兩個事例得到驗證，一個事例是蘇格拉底之死。蘇格拉底被雅典的五百人

陪審團以不信仰國家所信奉的神、引介新的神祇及腐化雅典青年三項罪名判處死

刑，凸顯哲學場域與政治場域的衝突，正因蘇格拉底之死，使柏拉圖對政治社群

中的人們喪失了信心，為了維護哲學家的人身安全，他因此構思了哲學家統治的

理論，哲學家既然無法運用說服的方式取得政治權威，在希臘社會重視公民平等

自由的環境中，又不能以武力建立其政治權威，唯一可憑藉的途徑，即是將哲學

家所掌握的那個自明的真理(哲學)權威，轉化成可以強迫個人意志服從的(政治)

權威。另一個足以展現哲學權威轉化所面臨的困境及柏拉圖構思解套途徑的事

例，是柏拉圖的洞穴寓言。 在這個寓言中，柏拉圖描述哲學家重返洞穴後所遭

遇的情況，他對人際事物失去了方向，黑暗擾亂了他的眼晴，另因洞穴人群的無

知和瘋狂，他也無法將其在洞穴外所見的景象有效傳達給洞穴中的人，這些情況

甚至威脅到他的生命，處在這個困境中，哲學家開始構思如何跳脫他所處的險

境，他所採取的途徑即是將Idea轉化為人際行為的準繩及統治的工具。 

為了順利進行此一巨大的哲學換軌和政治工程，柏拉圖運用了許多方式，包

括利用神話(myth)與教育等，這一部分我們將在下一章中深入探討，在此須注意

到的一個現象是，柏拉圖除了意圖將外來的Idea轉化政治社群思考及行為的準繩

外，為了強化Idea的政治權威性，柏拉圖同時也在進行一種或可稱之為「本土化」

的工程，其所運用的策略之一，係將Idea的原初意函進行了修改，亦即將理型穹

                                                 
56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1977),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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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的「外來性」，轉化為適應洞穴人群的「本土性」，其方式是以洞穴人群聽得懂

的語言，陳述Idea的內涵，也就是將Idea的哲學語言轉換為政治語言。在《饗宴

篇》(Symposion)中，柏拉圖將哲學家所欲尋求之存在真正本質稱為「美」(the 

beautiful)，美是通達真理階梯中的最高階，57 在《費德魯斯篇》(Phaedrus)中，

柏拉圖將其稱為「智慧或美的愛好者」(lover of wisdom or of beauty)，而其意與

「美」相同，皆表示「最閃亮的光輝」(shines forth most)，能夠照亮其他的事物，
58 但在《理想國》中，他則將其轉化為希臘語彙的為「善」(the good)。59  值

得注意的是，就柏拉圖對Idea的描述內容來看，以「美」指涉的意義顯然勝於以

「善」指稱，甚至在《理想國》第一卷中，哲學家仍被界定是「美」的愛好者，

而非是「善」，一直到第六卷，「善」才被作為最高的Idea而被引入，60 因為「美」

是哲學性的語彙，代表的是哲學家的獨自沉思，而「善」對於希臘人而言則是一

種政治性的語言，它代表的是「有益」(good for)或合適(fit)。按照柏拉圖的邏輯，

若Idea是有益和合適於政治社群的最高價值，且為所有人群事物所分受，則自然

成為規範政治社群行為的準繩，在《理想國》中，「善」尚且是具有直接人治色

彩的規範，到了《法律篇》(Laws)，「善」則更進一步轉化成掩飾人治色彩的非

人格性(impersonal)法律，當Idea以法律的形體出現時，亦即這套外來的意識形態

已相當程度內化為政治社群的集體意志，易言之，外來者轉化為本土政權的工程

也取得了了階段性的成功。 

上述外來的Idea由哲學場域轉入政治場域的敘述，尚遺漏了一個很重要的關

鍵。在「洞穴」寓言中， Idea在未進入洞穴成為人們行為的準繩之前，尚不能

成為政治權威的來源，因為它未與人們的行為發生聯繫，只有當走出洞外的哲學

家將其帶入洞穴後，Idea方能成為政治權威的來源，那個被動走出洞外的囚犯成

為Idea轉化為政治權威來源的關鍵性中介，在他尚未走出洞穴時，哲學場域和政

治場域並未產生聯繫，但當他將Idea轉化為政治社群的準繩時，他便完成了此一

轉 化 ， 他 也 從 哲 學 家 的 身 分 轉 化 成 為 政 治 社 群 的 政 治 權 威 者 —— 哲 君

(philosopher-king)。61 哲君在場域轉化過程中扮演的關鍵性角色凸顯出兩個重要

                                                 
57 Plato, Symposion, 211-212.  
58 Plato, Phaedrus, 248,250. 
59 Plato, Republic, 518. 
60 在《理想國》518a-d中，「善」仍被指為最光輝的部分(the most shining one)，可見得在柏拉圖

思想中，這個原指涉「美」的性質仍存在於「善」之中，由此可見，從哲學的角度詮釋Idea，「美」

是優於「善」的。 
61 走出洞穴的囚犯在領受Idea的真理後成為哲學家，柏拉圖強調他們決不能留在洞穴之外，而須

返回洞穴中，因為這些哲學家們養成暗中視物的習慣後，他們的視覺要比洞穴中的原住民好上萬

倍，並且知道那些不同的影象是什麼，同時，因為他們業已見過美、正義和善的真面目，這樣一

來，他們治理的國家便可以是「真實的」，而非僅是「夢境」，而其治理的精神，也必然與其他國

家有異。因此，柏拉圖要求這些哲學家以「立法者」的身分採取「說服和強迫的方法，來團結全

體公民，使他們都有益於國家，從而互相有益。」(Republic,519e,520a-d) 馬克斯曾說，直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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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一個面向與政治權威的結構有關。按鄂蘭，一個完整的政治權威結構，包

含了「外來的」權威與權力金字塔兩個部分，Idea必須與權力金字塔相結合，方

能成為統治者政治權威的來源，而柏拉圖思想中，這個權力金字塔的代表即是哲

君。62 哲君具有雙重身分，一方面他是哲學家(philosopher)，另一方面，他又是

政治社群的國王(king)，前者身分，使哲君成為執行柏拉圖理想中治國藍圖的唯

一人物，就此一政治藍圖來自政治社群(洞穴)之外而言，以台灣本土政權的觀點

看，哲君實際上就是「外來」的統治者；後者身分，使哲君及其他衛士階級結合

成為政治社群中的統治「政權」，加上Idea的「外來性」，我們可以描繪出柏拉圖

心目中政治權威的圖象，即：「外來」的Idea加上金字塔權力結構的「政權」，兩

者構成了統治洞穴內政治社群的「外來政權」，這個「外來政權」也就是柏拉圖

思想中理想的的政治權威圖騰。 

另外一個重要面向牽涉Idea這個「外來者」進行權威場域轉化時，必須謹守

的兩個基本盤，這兩個基本盤可否守住也可視為「外來政權」權威轉化成敗的兩

大指標。前文提及Idea的靜止性時曾指出，在赫拉克里圖斯和柏拉圖眼中，一切

流變的事物都是趨向於毀壞和腐敗，柏拉圖將此稱為「惡」(evil)，而這些「惡」

的根源又都與統治及社會階級遭到破壞與民主社會的出現有直接關係，但柏拉圖

超越赫拉克里圖斯之處在於，他除了接受變遷理論之外，受到埃利亞派

(Eleaticism)「一元不變的宇宙觀」(static monism)影響，他發現了一個可以逆轉

毀壞和腐敗趨向的永存事物，即是Idea，Idea即是善，柏拉圖將此善惡對比應用

至政治場域，哲君的政治角色與功能即是要將善帶入洞穴。與Idea相對，洞穴中

人群事物則是腐敗的象徵，因此，柏拉圖在描述善的光明時，同時也在譴責惡的

黑暗，柏拉圖因而和赫拉克里圖斯一樣極端仇視民主，他大肆譴責民主，並將自

由與無法無天、自由與放縱、法律之前的平等與無秩序，都等同視之，把民主描

寫成放蕩與吝嗇、蠻橫、不法、無恥，像野獸的可怕與兇猛，滿足於各種幻念，

只為享樂，以及為不必要的和不淨的慾望而生活。他指控民主人士把「該尊敬的

人說成蠢才…有節制的人說成懦夫…溫和合法的花費當作卑踐和拙陋」，在民主

社會「校長怕學生，並向他們諂媚…，老年人遷就青年人…以避免被冷落和挾

制」。63 當民主社會被視為惡的外顯時，即展現政治場域必須被轉化的必要性，

因此，哲學家必須為政治社群的統治者，除了表示政治社群必須是等待「外來者」

                                                                                                                                            
為止，「哲學家只詮釋了世界，可是，重點在於他們應該去改變這個世界。」看來不能應用在柏

拉圖身上，因為柏拉圖心中的哲學家正是那個要去「改變世界」的人。 
62 《理想國》中，蘇格拉底和葛樂康(Glaucon)討論「完美的國家時」，柏拉圖藉蘇格拉底之口強

調：「除非哲學家成為國王，或是世界上的國王、王子都具有哲學精神和力量，以使政治的偉大

性和智慧集於一身，而那些較為平庸的，只追求兩者之一，不顧其它的天性，都被迫退向一邊，

則城邦永遠不能免於邪惡的事物，不僅如此，我相信全人類都免不了，只有到這個時候，我們的

國家才有活起來，得見天日的可能性。」(Republic, 473d.) 
63 Plato, Republic, 560d, 56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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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的一群外，同時也表示政治社群的統治階層必須被維護與鞏固，任何改變或

推翻以哲君為領導的統治階層意圖，本身就是一種墮落，這個觀點又再到回復到

上述權威階層性的特徵，同時也構成了支撐權威場域轉化的第一個重要層面。第

二個層面涉及到統治階級自身，既然統治階級負有轉化權威場域的重要使命，同

時其本身的分裂又是造成變動及趨向腐敗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鞏固統治階級

內部，消弭分裂的因子，便構成了權威轉化的重要一環，又因為權威轉化的主動

性是在統治階級的身上，故可以將統治階級的內部鞏固視為權威轉化的先決條

件，反過來看，統治階級若出現分裂，政治社會也必然向下沉淪，因此，柏拉圖

所設想的權威轉化工程能否順利完成，必須視政治社會統治階層的完整性與統治

階級的團結性是否可以確保。 

柏拉圖思想中的政治權威轉化工程，帶有濃厚的「外來」色彩，惟其轉化總

工程可否成功，端視它的次級工程可否終底於成：一是作為「外來者」的Idea是

否能為政治社群所接受？亦即其作為政治權威來源的正當性是否得以確立？二

是外來的Idea是否如柏拉圖所言為政治社群的成員所分受？抑或終究是格格不

入的外來者而遭到排斥？三是Idea以靜制動的特性是否得以持續？抑或終將墜

入政治場域的變動洪流中？四是Idea統一規範政治社群言行的性格，是否能夠內

化為自我規範的意識形態？抑或遭到洞穴人群的頑強抵制？這些條件能否實

現，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即是否可以找到柏拉圖理想中的「哲君」？哲君又

如何推動政治權威轉化的工程？這些都是後文我們將要探討的主題。 

 

第二節 馬基維里的革命性理據 
 

政治權威及其來源的外來性、靜止性、回溯性、統一性等，構成了柏拉圖證

成政治權威的論據，但柏拉圖依此所建立的政治權威觀念並未完整傳遞下去，而

是隨時間演進不斷被後來者修正，從辯證法的角度看，即是一由正、反至合的不

斷反復過程。但基本上而言，一直到中世紀基督教神學統治時期，柏拉圖的政治

權 威 觀 只 有 量 的 改 變 ， 還 不 到 質 變 的 程 度 ， 一 直 到 馬 基 維 里 (Niccolo 

Machiavelli)，柏拉圖的政治權威觀才遭到徹底的反轉，即產生一種傳統政治權

威觀念的革命性變化，這些變化內容構成了馬基維里不同於以往的政治權威觀，

但馬基維里的革命性理據又不僅表現在與傳統觀念的割裂，同時也表現在其對後

世革命(revolution)精神及革命事件的啟發，因此，之所以稱馬基維里的政治權威

理據具有「革命性」(revolutionary)，乃是因為他的思想同時對過去與未來都產生

了革命性影響，這些重要的革命性影響在分析外來政權現象時，將可提供有用的

分析工具。然而，要清楚了解馬基維里的政治權威觀念與其所具有的革命性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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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唯有從柏拉圖以來的政治權威觀念演變出發，才可以看出全貌。  

柏拉圖的洞穴寓言以哲學家對Idea的發現與轉化，建立了Idea與哲君的政治

權威性，但這個論點到了亞里斯多德(Aristotle)即受到了挑戰。亞里斯多德拒斥

了柏拉圖的Idea和理想國(ideal state)想像，對於政治社群的評價，亞里斯多德也

明顯與柏拉圖背道而馳，他說：「我們觀察到每個城邦都是某種社群組合，而每

個社群的建立都是為了某種善(因為人們總是為了某種他們認為是善的結果而有

所作為)。因此顯然所有社群都在追求某種善，而其中地位最高、包含最廣的社

群當然就會追求最高最廣的善，這個社群即所謂城邦，也可稱為政治社群。」64 ，

亞里斯多德也同樣強調了人的理性言說(rational speech)能力，易言之，希臘城邦

兼具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身分的公民已取得了能動性，藉由政治參與，本身即可建

構政治社群的政治規範，因此，柏拉圖政治社群必須經由外來於社群之外的Idea

為人群建立準繩的想法，已被亞里斯多德拒絕。 

但若因此認為亞里斯多德完全與柏拉圖相反背，可能得出錯誤的結論，即使

亞里斯多德不再依恃外來權威作為統治者的統治基礎，但柏拉圖的權威轉化觀念

及權威來源位於權力結構之外的觀點仍被亞里斯多德所接收，因為他同樣區分了

「理論的生活」(theoretical way of life)和「奉獻人群事物的生活」(a life devoted to 

human affairs)兩種生活方式，65 而前者即是一種哲學的生活。此一區分隱含了柏

拉圖「思想(thought)領導行動(action)」的觀點，並由此再次展現了權威的階層性

結構，雖然亞里斯多德的權威觀念中不再有Idea和哲君的角色，但少數人才可以

看到事物真正本質，及這些人才有資格統治的菁英色彩並未改變。但相較於柏拉

圖，亞里斯多德有一個根本困難必須解決，這個困難是他強調城邦乃是由平等的

人所構成的社群，66 故不能如同柏拉圖一般公開訴諸階級及血緣的不同以建立

統治理論，他因此另闢蹊徑，從自然(nature)的角度著手，而將統治與被統治的

區分條件置於年齡這個因素上，強調老年人應該統治年輕人，67 此一強調對於

政治權威理論產生了深遠的影響，因為亞里斯多德原欲以老年人對年輕人的「教

育」關係取代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統治」關係，但無形中卻形鑄了統治者也

是教育者的觀念，其結果是亞里斯多德思想中間接負有統治責任的老人教育者，

實際上與柏拉圖思想中的哲君已相差無幾。 

政治權威觀念經由柏拉圖與亞里斯多德，到了古羅馬時期方才具體成形，但

卻呈現出不同於柏拉圖與亞里斯多德的面貌，而古羅馬人對於政治權威的概念，

也深深影響後來的馬基維里。按鄂蘭的解釋，古羅馬人所謂的權威(auctoritas)乃
                                                 
64 Plato, Politics, 1252a1-6. 
65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 New York: Penguin Books,1977),p.115. 
66 Plato, Politics, 1328b35. 
67 參閱《政治學》1332b12 及 1332b36，以老人與年輕人作為統治的區分標準可以推溯至柏拉圖，

但訴諸「自然」則完全是亞里斯多德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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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集合宗教、傳統與權威的三合一概念，從字源上來看，auctoritas來自於拉丁字

的augere，augere代表擴張(augment)，權威或者居權威地位者欲擴張的是羅馬的

根源(foundation)，「根源」的概念非常重要，因為馬基維里也是從這個概念出發

探討權威，對於古羅馬人而言，「根源」表示一旦某一事物被建立起來，它就對

後來的世世代代產生約束，從事政治的第一要務就是要確保羅馬建立起的根源，

而古羅馬政治中擁有權威的是元老院的元老，他們的權威來源則是源自於對祖先

功業所建立之根源的繼承，因此對所有活著的人而言，其擁有的權威都是派生的

(derivative)，是建立在創建者(founder)的權威上，其與權力的最大不同，在於權

威是指向過去(past)，而權力則是面對當下。68 權威重要面向之一的宗教也同樣

具有這種指向過去的性質，從字根上解析，religion即是拉丁字的re-ligare，亦即

與過去連繫(tied to the past)，羅馬宗教中的重要神祇，都體現了這種指向過去的

意涵，如羅馬守護神傑納斯(Janus)，即是起源之神(the god of beginning)，智慧女

神米奈娃(Minerva)是記憶之神(the goddess of remembrance)，古羅馬宗教對人的

權威則表現在對人所做決策是否應允的啟示上(auspices)，由此可見，古羅馬時

期的宗教和政治活動幾乎可視為同一，都是對於過去的傳承。69

先例和祖先事蹟因為擁有權威而具有約束性，所以古羅馬政治中有一個與希

臘完全不同的現象，即他們表現出對於故土情懷的絕對堅持，不像希臘人可以隨

時建立新的城邦，羅馬共和及帝政時期雖然不斷向外擴張，但羅馬並未在其佔領

的殖民地上建立新的國家，反而是藉由軍事佔領將羅馬的根源不斷擴張，彷彿這

些地區都是羅馬的後院(hinterland)，所以不像希臘人無故土觀念，羅馬人係將其

根源牢牢建立在羅馬的土地上，祖國(patria)這個字也是從羅馬歷史才取得其充

分的內涵，古羅馬時期雖然尚無現代民族國家觀念，但實際上已孕育了此一觀

念，這個觀念後來到了馬基維里被大幅擴張，成了馬基維里主義最主要的特色之

一。這種對傳統權威的忠誠被進一步轉化為道德性的政治準繩，此所以古羅馬政

治老人對於年輕人有權威性，因為在羅馬人看來，老人接近祖先和過去，也就較

年輕人接近權威的來源，這種關係類似於亞里斯多德，但其權威來源則超越了哲

學場域，而涵蓋所有祖先的基業，由此也顯示了具羅馬特色的階層性權威結構，

其權威來源不是如柏拉圖所想的在洞穴之外的理型天空，也不是如基督教時期滾

                                                 
68 權威因係藉由傳統而逐漸積累，因此與透過活生生的人所行使的權力相較，亦少出現在人的

實際生活中，權威的此一性質亦可透過字源的對比說明，創建者(founder)的拉丁字源是帶有奠基

者意涵的auctor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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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物為例，auctores是那些啟發建物設計的人，較之建築者，他們更能表現建物

的精神，也是建物真正的奠基者，因此才是「擴張」整個城市的靈魂人物。 
69 鄂蘭認為宗教的字源起源於西塞羅(Cicero)，西塞羅在《論國家》（de re publica）中曾描述羅

馬政治與宗教的緊密關係，他說：「人類沒有任何其他地方可以如建立新事物和維持已經建立起

的社群一般，彰顯其如此靠近神的道路」，(de re publica,1,7)這句話亦表明根源的權威性，其實也

是一種宗教的力量。參閱Arendt, 1977:1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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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紅塵之外的上帝，而是在國家遙遠的過去。 

國家遙遠的過去藉由傳統一代一代的傳遞下去，此一傳承過程同時也完成了

權威場域轉化的工程，因為祖先的傳統同樣包含了思想與精神的層面，因此，羅

馬人對於希臘偉大哲人的思想同樣也傳承了下來，但羅馬的權威轉化工程較之柏

拉圖思想的權威轉化工程，體現了兩個不同的特色，一是這個轉化是由政治場域

主動傳承，沒有任何的反抗與阻力。就政治場域的能動性而言，古羅馬的政治權

威觀與亞里斯多德政治權威的觀念，在這個面向取得了一致，因此，在柏拉圖思

想中，哲學家將Idea引入洞穴時所遭遇的困難並未出現在古羅馬，此一情形顯

示，傳統在權威轉化過程所具有的關鍵性與功能性，易言之，只要建立了傳統的

連繫，兩種不同場域的權威轉化便能夠順利進行。70 另一個特色是，柏拉圖必

須透過哲君藉由權力的掌控方能完成權威的轉化，但羅馬時期的權威概念則與權

力概念完全背反，西塞羅在《法律篇》(De Legibus)中的名言：「權力在於人民，

權威在於元老院」，最足以顯示此一精神，因此，柏拉圖的權威轉化工程帶有強

迫性，古羅馬的權威轉化則是自然而然進行。這兩個特色對於解釋台灣的外來政

權現象很有啟發性，因為外來政權與本土政權的衝突，核心問題之一即是外來(中

國)場域與本土(台灣)場域無法建立起傳統的連繫，亦即對於傳統的認定，外來者

與台灣本土人士產生了斷裂，因此外來者無法取得傳統之助，便更加依恃統治權

力，按鄂蘭對於西方世界政治權威觀念演進的觀察，發現西方國家對於權威觀念

日益模糊，最後甚至將權力與權威視為一物，遂導致以強制力取代及維持權威的

情形，這種情形也出現在台灣的外來政權現象。 

古羅馬對根源的重視以及宗教、傳統與權威所構成的三合一權威概念，被基

督教所接收，但卻被賦與了新的詮釋，如同柏拉圖將哲學政治化，因而改變了哲

學性質，基督教也將神學政治化，也改變了神學的性質。其作法是，基督教會更

改了古羅馬「根源」的內涵，不再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起源，而是耶穌基督的死

及復活，耶穌的生、死與復活也成為權威的來源，而親眼見證到這個事件的使徒

便成為教會的奠基者(founding father)，藉由傳統他們將其見證一代一代的傳遞下

去，因此，一個以「根源」為中心，結合宗教、傳統與權威的新權威模式，遂重

新出現在基督教會，雖然權威結構未變，權威與權力聯結兩端的主體卻發生了改

變。當康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要求教會擔負拯救帝國的責任時，原

來具有反政治與反俗世機制的教會，也必須涉足政治與世俗，因此而來的重要轉

                                                 
70 羅馬人由於重視傳統，因此柏拉圖與亞里斯多德等希臘哲學思想，在古羅馬社會都具有權威

的地位，此一重視傳統的精神是羅馬人的獨特風格之一，因為在古希臘社會，敬重傳統的精神似

乎並不強烈，這從柏拉圖以及許多哲學家對待「希臘人的導師」(the educator of all Hellas)荷馬的

態度即可看得出來，柏拉圖在《辯士篇》(Sophistes) 中甚至公開反對他的精神領袖巴曼尼德斯

(Parmen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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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是，羅馬時期元老院擁有的政治權威角色，也逐漸移轉到教會身上。這種情勢

的變化，有兩個重要意義，一個重要意義是，雖然形式上權威與權力二分不變，

但權威則轉移到教會，權力也從羅馬人民轉移到世俗統治者手中，教皇吉拉休斯

一世(Gelasius I)寫給羅馬皇帝阿納斯塔修斯一世的(Anastasius I)信中，表明世界

主要是由兩種事物統治，一個是教皇的神聖權威，另一個則是王權，最能表達基

督教權威與權力的二分概念，在此情形下，不僅統治結構中扮演制衡角色的元老

院功能消失了，被認為權力最終來源的人民也被剝奪了權力，而完全集中在王室

的手中，後者隨時間的演變，終於成為政治場域的主宰者，並成為馬基維里革命

中的主角。但當時這種權威在教會與權力在王室的二分形態，再度顯示了一種權

威場域的轉化，然而在此轉化過程中，政治場域再度失去了能動性，這也是古羅

馬權威觀念轉變的第二個重要意義。71

值得注意的是，羅馬權威觀念轉化為基督教色彩的過程，帶有濃厚的柏拉圖

遺緒，可以這麼說，柏拉圖思想中那個成為洞穴人群行為準繩的Idea到了基督教

被具體化了，而柏拉圖思想則扮演了重要的轉化中介角色，其原因是，雖然基督

教神學與柏拉圖哲學都具有「外來」權威的特質，但前者較後者的外來性更加強

烈，不像柏拉圖思想中的Idea是散布在人群洞穴外的天際，基督教由上帝啟示的

戒律(commandments)根本是在塵世之外，因此離人群更加遙遠。因此，神學場域

轉化入政治場域，必須借用柏拉圖思想，亦即，基督教會必須引用柏拉圖哲學權

威轉化為政治權威的經驗，以便將神學轉化為規範人群事物的政治準繩，由此顯

示，無論是哲學或神學這兩個外來權威的轉化，都源於相同的模式，然而，雖然

這兩種權威思想中被統治的權威對象不變，權威者的角色卻被替換了，柏拉圖思

想中權威來源的Idea，在基督教中被上帝的角色所取代；將哲學權威轉化入政治

場域的重要中介哲君，在基督教中則被教會的角色所取代。但深人來看，無論是

                                                 
71 促成基督教神學轉化的關鍵人物非奧古斯丁(Augustine)莫屬，他的神學將俗世劃分為兩個截然

不同的領域，一個是崇奉上帝的「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一個是貪戀塵世，罪人聚集的「塵

世之國」(the earthly kingdom)，奧古斯丁認為一個真正的共和國必須體現正義，而所謂正義必須

體現在對上帝的尊敬與上帝的恩賜，因此所有的正義國家都必須是基督教共合國，這種國度有兩

種不同的權威系統，一個是屬世的(secular)的統治者，一個是屬靈的(spiritual)教會，前者是對人

類墮落的一種懲罰和矯正機制，後者則有雙重功能，一是在信仰問題上開啟一扇通向救贖之門，

另一個功能則是憑藉精神秩序(spiritual order)建立起一個真正的世俗秩序(earthly order)，雖然奧

古斯丁認為這兩個權威系統同樣重要，但按其邏輯推演，教會的權威性角色勢必凌駕在世俗統治

者之上，後來教會國家的發展正是此一傾向發展的結果，即使在奧古斯丁神學中，此一傾向也非

常強烈，奧古斯丁主張為減輕「塵世之國」的缺失，可以進行「政治的基督教化」，亦即基督徒

中如有人有治國才能，便應參與政治服務社會，他必須運用國家權力消滅異端，必要時還要參與

和發動戰爭。由此可見，奧古斯丁的神學已脫離原屬反政治的神學領域，而與政治相結合，但此

一結合乃是以外來的屬靈權威作為世俗統治的最後權威指導。參閱陳思賢，〈理(Logos)與法

(Nomos)的對立：柏拉圖與奧古斯丁政體建構理論的一個透視方式〉，《政治科學論叢》，第二期。

1991，168-176 頁。另關於吉拉休斯的統治二元論，參閱A. J. Carlyle, A History of Mediaeval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West(Edinburgh, London: W. Blackwood & Sons Ltd., 1928-1936), pp.Ⅰ.187, 
19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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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拉圖思想中的哲君，或是基督教的教會，都是將外來權威帶進本土的代理人(從

台灣本土政權的角度看，這些代理人也都是外來者)，也都帶有強烈的教化性質，

同時也必須以權力為手段才能達到教化的目的。因此，所有的外來者最終都將成

為「外來政權」，他們的「本土化」目的並非融入本土，而是要將本土塑造為其

理想中的形體，而在推動教化的過程中，這些外來政權也都扮演了主動以及核心

的角色。 

  

一、以本土觀點向傳統的反叛 

 

由上述可知，基督教的權威觀念結合了羅馬以及柏拉圖的權威觀，亦即結合

了前者的根源、三合一權威與後者的超越性準繩與治理，但從權威來源的角度

看，歸結到最後，基督教的權威觀念如同柏拉圖的權威觀念，都屬於彼岸而非本

土的權威觀念，只有羅馬的權威觀才是本土的權威觀。因此，我們很容易得出一

個目前為止粗淺的結論：若欲打破以外來權威為中心，而代之以本土權威為政治

權威者的統治模式，古羅馬經驗是一個可以援引的對象。但進一步看，如前所述，

古羅馬權威觀念包含對傳統的尊重，因此，對於那些亟欲切斷與傳統連繫的本土

派(如台灣的本土政權派)，古羅馬經驗便不是一個值得參酌的對象，對於這一派

人而言，他們追求的是一種革命式的憧景，即塗掉所有外來權威的色彩，而完全

以本土權威的政治藍圖取代，而這正就是馬基維里推動的政治革命工程最主要精

神。 

馬基維里的革命主張表現在許多方面，因其思想呈現的與傳統巨大斷裂，後

代很難將他做一個適當的歸類，有人認為他是現實主義(realism)的開山祖師，但

他卻有濃烈的理想主義色彩；有人認為他開創了政治科學的典範，但至少鄂蘭不

這麼認為。72 然而確切的是，馬基維里所處的時代經驗，使他發展出對古希臘

政治哲學和基督教傳統的強烈輕視，也因為其不同於傳統的風格，使他位於歷史

發展分水嶺的獨特位置，他雖然從未使用過「革命」字眼，但卻是最早擁有「革

命」觀念的人，他的革命性主張，也使他的政治權威觀念形同對傳統宣戰，若傳

統是自古羅馬以來權威的重要組成部分，則馬基維里無異宣告，他要重新塑造一

個新的權威模式。 

馬基維里的革命精神首先表現在對西方古典道德傳統的反叛上，無論是柏拉

圖或是亞里斯多德，都認為具有德行的活動，對於個人和社會而言，都構成幸福

                                                 
72 鄂蘭認為從政治理論的角度來看，真正的政治科學開創者是柏拉圖，若從政治科學強調的科

學性質觀察，則政治科學的出現不可能早於現代科學的興起，也就是不可能早於十六、七世紀，

因此鄂蘭認為將馬基維里說成是政治科學之父(the father of political science)，是一種誇大的說

辭。參閱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1977),pp.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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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德行或者人類天性的完美化，有維繫社會的功用，而政治社會的存在目

的，則是為了追求善的(good)生活，為了以最佳方式履行政治社會的功能，一個

政治共同體必須具有某種秩序和某種特定的政體，這種秩序和政體具有固定的模

式，或者是柏拉圖的哲君統治，或者是亞里斯多德的混合體制，但一個顯明的事

實是，柏拉圖與亞里斯多德所構想的最佳政體，都不存在當時的社會。從馬基維

里的觀點看，他們構想的那一種最佳政體，根本就是一個想像中的君主國或共和

國，它們的前提是：統治者對於道德德行必須身體力行，這種德行也必須表現在

統治活動中。這個前提背後其實有一個深層的支撐，即它隱涵了所有的被統治者

或者大部分的被統治者都是好人的論點，否則一個好的統治者便不可能對他們進

行統治，正是上述這些論點導致馬基維里與古典學說的決裂。 

對於柏拉圖和亞里斯多德而言，無論對政治社群與個人，宇宙間皆存有一個

可以作為典範的好的本質，馬基維里並不否認「本質」的存在，在《君王論》(The 

Prince)的獻辭中，馬基維里指出存在一個「君主的本質」和一個「人民的本質」，

這些本質長存不變，所以君主才能知曉「人民的本質」，而人民也才能知曉「君

主的本質」。事實上，在《君王論》及《李維羅馬史疏義》(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Titus Livy)中，馬基維里指出各個民族，都具有本質特徵、本質傾向

和本質必然性，人類事物的研究者，必須對此有深入的了解，就超自然奇跡的政

治涵義而言，他特別期待政治家或是政治家的導師成為通曉自然事物(understand 

natural things)的人，也就是通曉那些與人的特殊本質不一定有關的自然事物，73 

可見馬基維里對於守恆世界的事也賦與關注，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對這些事的「本

身」並無興趣，在《李維羅馬史疏義》第二篇第五章，馬基維里一開始即表示：

「對於寧可相信世界是永恆的那些哲學家，我相信可以這麼答覆：如果古史可信，

可以合理推知(歷史)有超過五千年的記憶，奈何時代的記錄備受摧殘，原因不一

而足，部分出於人事，部分出自天意。」他用了幾行即打發了這個問題，他對這

個問題的確實態度也非常曖昩，可以推測，馬基維里是以沉默表達他對這些問題

的不關心，甚或是不贊同，那麼，馬基維里關心什麼呢？答案是他只關心「世界

上的事」(wordly things)，在《君王論》第十五章，馬基維里說： 

 

我的目的是寫一些東西，即對於那些通曉他的人是有用的東西，我覺

得最好論述一下事物在實際上的真實情況，而不是論述事物的想像方

面。許多人曾經幻想那些從來沒有人見過或者知道在實際上存在過的共

                                                 
73 馬基維里雖然多次談到人的「本質」問題，但在《君王論》與《李維羅馬史疏義》這兩本書

中，只有在《李維羅馬史疏義》第三篇第四十三章的標題使用過「本質」(nature)這個概念，這

一章的標題是「在同一個地區出生的人幾乎永遠展現相同的本質」，內文則探討了法國人、日耳

曼人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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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和君主國，可是人們實際上怎樣生活同人們應當怎樣生活，其距離

是如此之大，以至一個人要是為了應該怎麼樣辦而把實際上是怎麼回事

置諸腦後，那麼他不但不能保存自己，反而會導至自我滅亡。因為一個

人如果在一切事情上都想發誓以善良自持，那麼，他側身於許多不善良

的人當中定會遭到毀滅。 

 

若柏拉圖的政治權威觀係建立在以外來的思想作為政治權威來源，以Idea主

導「實際事物」，以外來哲學場域的主動性，克服政治場域的被動性，則馬基維

里不僅顛到了這種次序，而且幾乎取消了傳統哲學德行的重要性，他將它們視為

「想像的事物」，並將目光焦點轉移到「世界上的事」，這種強烈的此岸性格，使

培根(Francis Bacon)成為第一位反轉對馬基維里印象的哲學家，他說：「我們非常

感謝馬基維里和與他同屬一個階層的其他作家，他們開誠布公地宣布或描述人們

在做什麼，以及人們不應做什麼」。74 從權威場域的角度看，外來場域的權威在

人間蒸發了，馬基維里成了道道地地的本土權威場域捍衛者，他要從本土的立場

看問題，以柏拉圖的洞穴(政治場域)人觀點作為衡量事物的準繩。因此，他的思

想中，古典哲學傳統的道德觀是被評判的，被評判的標準則在其是否「有用的東

西」，而因為人所具有的本質是壞的，因此，若抱持傳統的道德觀，統治者就會

自陷絕境，馬基維里故而強調：「所以，一個君主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須知

道怎樣做不好的事情，並且必須知道視必要性的需要，決定是否使用不好的手

段」。75 從建立政治權威的方式來看，馬基維里的思維是非常革命性的。 

從這樣的思維出發，馬基維里因此反對與傳統的善(good)相關的觀念，無論

是希臘時期的「有益」(good for)或合適(fitness)，還是基督教的絕對善(absolute 

goodness)，這些觀念即使有用，也是在私領域，在政治的公共領域，它們絕對比

不上它們的反面，亦即不合適(unfitness)或邪惡(evil)，馬基維里因此發展出他獨

特的德行(virtue)觀念。德行是一種獨有的政治人格特質，它不同於羅馬時期含有

濃厚道德色彩的德行(virtus)，也和希臘的道德觀念不同，馬基維里的德行一方面

是人面對飄忽不定的命運(fortune)時所展現之克服環境必要性(necessity)的氣

質，包括上述所指的為惡能力，另一方面是基於對人類邪惡本性的獨到觀察。古

典政治哲學使政治服從於道德德行，更服從理論德行(作為人的目或人的靈魂之

完善)，而馬基維里開創的現代政治哲學，則是將道德德行服從於政治(看成只是

政治上有用的東西)。施特勞斯之所以認為馬基維里開創了現代性的第一次浪

                                                 
74 Francis Bacon,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London:Dent & Sons, 1915), ed.by GWKitchin, 
VII.ch.2.10. 
75 Nicc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translated by Harvey 
C. Mansfield ,ch.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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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原因即在於他全面拒斥西方傳統思想，76 而他對現代性本質的界定則是「青

年造反運動」，亦即是「現代反對古代」，因此，他稱呼馬基維里是近代以來一切

「青年運動」的鼻祖。77 馬基維里「造反」的重要意義及影響，不僅表現在其思

想的反叛上，稍後我們將會發現，此一思潮也促動了對於既有政治體制的造反(革

命)運動。 

馬基維里因為強調人們實際上如何生活，而不是以人們應該如何生活為原

則，這種思維下的本土性格充分顯露在他的著作之中。馬基維里對於柏拉圖、亞

里斯多德及西塞羅等政治哲學家幾乎絕口不提，78 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卻多次

提到色諾芬(Xenophon)，他提到色諾芬著述的次數比他提到柏拉圖、亞里斯多德

與西塞羅的次數總和還要多，同時也比除李維以外的任何作者的提及更為頻繁，

色諾芬的《居魯士之教育》(Cyropaedia─Education of Cyrus)，是對於想像中的理

想君主的經典表述，該書描述一個貴族集團如何能夠通過降低道德標準，被改造

成為一個統治巨大帝國的絕對君主政體，在馬基維里心目中，色諾芬已為他鋪奠

了質疑想像中君主的道路；色諾芬的《阿格西勞傳》(Agesilaus)，則是一個智者

為僭主暴政所提供的經典辯護；此外，色諾芬的《家政論》(Oeconomicus)提出

一個貴族紳士的生財之道，在於對土地家產實行穩當經營，而不在於擴充發展；

色諾芬對於馬基維里所謂「自然的和尋常的攫取欲望」，也遠較其他古典哲學家

更能容忍，這些觀點也幾乎被馬基維里接收，這些都是色諾芬在馬基維里著作中

一枝獨秀的主要原因。由此亦可見，馬基維里並非全盤拒斥古典哲學，而是在這

些舊傳統中，爬梳那些可為其所用者，這也可從色諾芬雖同時討論居魯士(Cyrus)

與蘇格拉底兩個主題，但馬基維里卻對前者予以極大關注，但對後者卻刻意漠視

看出。 

至此，我們可以歸納出馬基維里與柏拉圖政治權威觀的一個初步對比，柏拉

圖以外來哲學為政治權威的來源，對於本土洞穴而言，它的價值表現在洞穴社群

對於哲學外來權威的虛位以待及崇敬恭候，洞穴中的被統治者，因為不具備分辨

善惡的能力，所以必須接受政治權威者(哲君)的教化，而統治者的政治權威即建

                                                 
76 馬基維里是否全面拒斥西方傳統古典思想，在西方政治思想仍有疑義，以波卡(J.G.A.Pocock)
和史金納(Quentin Skinner)為首的劍橋學派或共和主義史學派，因為著重文藝復興到美國革命這

一段「共和主義傳統的復興」歷史，因此傾向將馬基維里看作是古典共和主義的現代復興者，但

施特勞斯卻凸出強調馬基維里是西方現代性的奠基者，亦即是對西方古典傳統的全面反叛。雙方

論點的比較，請參閱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Skinner, Machiavelli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81)，以及Strauss, Thoughts on Machiavelli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77 Leo Strauss, Thoughts on Machiavell i(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pp.126-127. 
78 馬基維里在《李維羅馬史疏義》卷首的地方，幾乎逐字逐句抄錄了歷史學家波利比烏斯(Polybius)
關於斯巴達混合憲法的觀點，但是他在此及其他地方都未提及波利比烏斯的名字，此外，他實際

上對波利比烏斯的這些論點作出了巨大的改變，但此一改變卻直到全書卷尾在他的猛烈抨擊中釋

放出來，由此可見馬基維里雖然對古典哲學抱持敵意，但卻不願將此一立場張揚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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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在被統治者對其所持外來Idea的接受上。相對於此，馬基維里則是向外來的哲

學權威關閉了洞穴的大門，在他看來，政治權威者(君王)的權威性係建立在本土

洞穴的現實生活上，從本土場域出發，馬基維里勾勒了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的輪廓

及圖象，人性是壞的和自私的，但這不帶有任何道德意涵，而是自然和現實的存

在，因此，要凝結被統治者，不能訴諸一個想像的烏托邦，而必須是現實的利益，

包括社群中每個成員舒適安逸的自我保存，而統治者面對一個人性本惡的政治場

域，他必須具備半人半獸的特質，必要時更必須毫不遲疑的使用武力，以便將腐

化的民眾和質料，改造成一個好的人。馬基維里幾乎顛覆了柏拉圖的政治權威觀

念，此一顛覆同時導致了一個訴諸本土權威帶來的後果，柏拉圖設計的道德政

治，不自覺預設了被統治者是好人的前提，但他卻極端仇視民主政治，而馬基維

里雖然指陳人性的黑暗面，但由於其論述係從本土政治場域出發，反而間接使得

被統治者在權力天秤上取得了前所未有的分量。施特勞斯認為，馬基維里揭下古

典學說貴族特徵的面紗，暴露出它的寡頭統治面貌，必將導致對於普通民眾作出

更為有利的判斷，因此，揭下擁有道德身份人們的統治面紗，也構成了對於道德

的價值所作的毀滅性分析的一個組成部分，施特勞斯因而得出結論：「馬基維里

對於所有作者們(古典政治哲學家)的最為著重強調的抨擊，其矛頭所向，並非是

針對傳統學說對於僭主暴政的譴責，而是針對傳統學說對於大眾的蔑視，這一點

可以使我們傾向於相信，他就是開創了民主思想傳統的那個始作俑者和哲學家，

於是，古典政治哲學無可否認的不民主特徵，就似乎在某種程度上，可能為馬基

維里的反叛提供了辯解的依據，而他的這個反叛，通過盧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和史賓諾沙(Baruch Spinoza)，導致了民主理論本身的最終形成。」79 從

這個角度來看，我們可以理解為何許多學者將馬基維里視為堅定的共和主義支持

者，雖然其與柏拉圖都有從被統治者出發的統治論點，但後者顯然不像前者具有

如此的民享與民治色彩，這一點也是馬基維里思想中的革命特色之一，在往後的

分析中，我們也會將其視為探討本土政權論述的重要指標之一。 

 

二、以此岸性格向基督教外來神學的反叛 

 

馬基維里對傳統的反叛，也直接投射在基督教身上，除了因為基督是直接導

致義大利遭到外來政權蹂躪的主因外，從思想的角度看，基督教較之古典政治哲

學更應予以排除，這個道理很容易理解，基督教發源於處於奴役狀態的東方世

界，更具體的說，它發源於一個本身帶有重大缺陷的猶太民族，這個民族從一個

強大的國家埃及出走，但他們的力量卻不足以征服巴勒斯坦，以建立自己的國

                                                 
79 Leo Strauss, Thoughts on Machiavelli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pp.29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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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迫於情勢，猶太人只好與那些他們無力驅逐的巴勒斯坦人共處。馬基維里雖

然指稱摩西通過將猶太人帶出埃及「贖救了他的家園故土」、「使他的祖國獲得了

尊嚴」，但「祖國」實際上並未存在當時的時空，事實上，猶太人一直在流亡，

在長期的流落異鄉及悲情背後，猶太人一直企盼的是得到曾經屬於他們父兄並被

允諾給他們的那片土地，但他們並沒有真正擁有過那片土地，這個渴望預示了基

督教徒們對於彼岸世界的祖國所懷有的渴望，或者預示了基督教關於彼岸世界與

此岸塵世的祖國所主張的二元論。對於一個真正的基督教徒來說，真正實際聽

到、看到、感受到的凡塵世界，只不過是他出走流亡的異鄉而已，他生活在信仰

與希望之中，並且在他人心中喚發出這些激情。因此，基督教的「外來」特質更

超出了古典政治哲學，它不僅表現在思想的外來上，也表現在對本土政治社群的

輕視上，這種對彼岸世界的強調，對於抱持濃厚本土情懷的馬基維里是可忍孰不

可忍。這種對本土的輕視與對虛幻故土的響往，正是台灣社會對外來政權的觀

感，而對「外來」承諾國度心之所往的憎恨心態，也充分顯露在本土政權者的言

行之中，外來政權將台灣視為「跳板」，是一個不得不暫時駐足的「基地」，並且

將台灣未來希望寄托在那個被應允的三民主義統一的中國上，凡此種種，對於堅

持本土政權才具統治正當性者而言，外來政權不就如同基督教思想，是一種自絕

於本土社會的彼岸世界心態？ 

馬基維里對於基督教憑藉外來教義遂行統治的後果，同樣抱持高度警戒，按

照他的看法，基督教之所以攫取到權力，是仰仗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一方面，

羅馬本身業已腐化，羅馬公民不再擁有政治權力，因此基督教的簡單信念能夠輕

而易舉獲得羅馬人民的接受，它通過要求人們謙卑順從，向社會的卑微階層發出

訴求，並賦與他們力量，於是，基督教就得以將整個羅馬帝國繼承接收過來。從

基督教的起源本身出發，馬基維里敏銳的觀察到，基督教之所以可以站穩腳跟，

與羅馬社會的混亂與羅馬人民失去政治權力有極為密切的關係。因此，基督教的

興起可以為外來政權建立統治權威提供前提與要件，即當一個社群愈是陷入混

亂，人民愈失去權力，外來政權愈能取得其生存的土壤，但這個權威的維持，仍

需要其他條件的配合。按馬基維里的看法，基督教尊崇彼岸世界，並塑造此一意

識的合理性，導致人們對於此岸事物的冷漠與鄙視，人們態度的冷漠與基督教建

立的體制，導致了高級教士的道德敗壞，但這種道德敗壞卻未造成基督教的毀

滅，關鍵即在於基督教「使民眾懂得，對邪惡者加以惡語謗議，本身就是邪惡的

行為，而恰當的作法，則是忍受他們，遷就他們，順從他們，讓上帝去懲罰他們

的過錯，這樣一來，他們就壞事做絕，肆意為虐，因為他們對於自己所看不到的

懲罰，對於他們所不相信的懲罰，並無顧忌懼怕。」80 於是，基督教成功地塑

                                                 
80 Niccolo Machiavelli, Discourses on Liv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 translated by 

 59



造民眾的無權抵抗意識，這種對於邪惡的不抵抗政策，使得基督教對於世俗的統

治得以持續，更重要的是此一外來政權的統治帶有殘暴與專斷的性質。施特勞斯

清楚闡釋： 

 

馬基維里之所以反對由教士直接或間接統治，首要原因是這種統治

在本質上屬於僭主暴君的統治，而在原則上則甚至比任何其他政權都更

為暴戾。據稱是來自神諭權威的指令，或者以神諭權威的名義所發出的

指令，無論多麼睿智，多麼賢德，都絕無可能去接受城邦公民以整體之

名所作的核准，由教士組成的政權，無論多麼優異，都不可能對城邦公

民的整體負責，因此基督教教會君主國，甚於其他政權形式，更能夠在

不具備德行才能的情形，得以締造，得以維繫。如果一個政權是建立在

神諭權威的基礎上，那麼原則上對祂的抵抗將是不可能的，不存在任何

制約能夠使祂的統治者有所敬畏，有所懼怕。81

 

此外，基督教義也使世俗統治變為一種孱弱的狀態，馬基維里談到現代世界

的孱弱狀態時，他心目中想到的是當時共和國的孱弱，而在古典的上古時代，只

要是處在尚未經過腐蝕的狀態，西方世界乃是共和政體處於壓倒性的優勢，但他

所處時代的西方世界，即基督教共和國的體制，則主要實行君主政體，馬基維里

所想到的，是雅典與斯巴達，是羅馬以及哺育漢尼拔(Hannibal)的那個共和國，

他甚至是想到古代腓尼基的推羅城邦，但他想到的絕不是耶路撒冷。這種強弱的

對比，主要關鍵在於是否擁有武力，古代共和國擁有武力，他所處時代的共和國

則不具備武力，82 馬基維里因此說：「在人們不是枕戈寢甲以衛社稷的那些地

方，我們就要歸咎於君主的過錯，這比任何其他真理都更為真實。」83 馬基維

里在此所謂之「其他真理」，當然也包括了基督教教義，基督教既然降低了此岸

世界的價值，自然對於古代以武力攫取尊嚴榮耀的事蹟不屑一顧，同時，基督教

既然憑藉其教義取得權威，因此對於擁有武力似乎並不感迫切，84 但對於馬基

                                                                                                                                            
Harvey C. Mansfield and Nathan Tarcov,Ⅲ.ch.1. 
81 Leo Strauss, Thoughts on Machiavelli(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p.185. 
82 《李維羅馬史疏義》第二篇以超過其他兩篇的規模和深度，分析存在於擁有武力的古代國家

與不擁有武力的現代國家之間的區別，存在於現代的「孱弱世界」與古代的強健世界之間的區別，

存在於「不具備武力的天國」與具備武力的天國之間的區別，在第十八章探討「義大利君主們的

罪孽」時，馬基維里將那些君主們稱為「不具備武力的」。 
83 Niccolo Machiavelli, Discourses on Liv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 translated by 
Harvey C. Mansfield and Nathan Tarcov,Ⅰ.ch.21. 
84 馬基維里在《君王論》第十一章「論教會的君主國」中表示，教會的君主國「自己擁有國家

而不加以防衛，他們擁有臣民而不加以治理；但是，其國家雖然沒有防衛卻沒有被奪取，其臣民

雖然沒有受到治理卻毫不介意，並且既沒有意思也沒有能力背棄君主。」馬基維里稱這種國家由

於是「依靠人類智力所不能達到的更高的力量支持的」，所以他「不再談論它了」，但馬基維里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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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里而言，這卻是造成當時世俗統治積弱不振的主因，進一步言，基督教之不重

視武力，也係因其對於世俗統治的權威並不依恃武力，這種取向符合了前述鄂蘭

對於權威的界定，但對於視擁有武力較其他真理更具優位性的馬基維里，斷然無

法接受基督教的此一主張，由此亦展現了馬基維里權威觀念革命性主張的另一

面，但在此引申出來的另一個問題是，若神權統治接受了武力，亦即將吉拉休斯

一世(GelasiusⅠ)以來上帝和君王各自擁有的那把劍二合一於神權政治的統治者

身上，馬基維里又如何看待？ 

事實上，馬基維里是第一個看到世界上可以存在尚武好戰、具備武力的神權

政體統治者，在《李維羅馬史疏義》第一篇第二十六章中，馬基維里唯一引用一

次聖經的話評論耶穌的祖先大衛王：「他使飢餓的人飽餐美食，叫富足的人空手

而回」，他的意思係謂包括基督教君主國在內的所有政權的新君主在佔領一個城

市時一定要全面「除舊佈新」，他形容此一模式「很殘忍，是在跟每一種生活方

式為敵」，此外，他亦認為基督教廷得以擁有武裝，是憑藉教皇亞歷山大六世

(Alexander Ⅵ)的努力，但第一個具備武力的教皇卻無賢無德，乏善可陳。按施

特勞斯對馬基維里關於基督教統治的詮釋，對於《聖經》指令的接受不是以理性

為基礎，而是以權威為基礎，如果權威不能夠動用強制手段使人接受其指令，那

麼權威就不可能長期被人所接受，因為《聖經》指令要求人類必須相信那些未經

論證的指令，這種要求意謂勸誘人們在口頭上承認他們內心深處並不相信的信

念，因此這一指令非常難以付諸實施，「而最為千真萬確的法則莫過於，當難以

付諸實施的事被指令要求付諸實施的時候，為了使人們順從馴服，所需要的就是

嚴厲苛刻，而不是溫柔愜意。」85 因此，從馬基維里的觀點看基督教的世俗統

治，其宣揚的是一種對統治者的完全服從，即使有懲罰統治者的需要，也必須交

給上帝執行，被統治者是斷然無此權利的，而為了統治的需要，基督教運用了兩

種手段，一種是灌輸不抵抗的理念，另一種則是運用強制力，後者特別值得注意，

因為此一以武力為後盾的強制力運用，並非直接得自基督教教義，而是一種事實

的發展，與柏拉圖的理型論比較，基督教的世俗統治除了對精神的強制外，更進

一步增加了身體的強制，易言之，雖然同樣屬於外來政權的性質，但一個擁有武

力的外來政權，將更能貫徹精神上的強制。 

對於一心要在此岸世界建立政治權威統治理論的馬基維里，其所面臨的第一

個挑戰即是如何掃除外來權威的阻礙，上述的古典政治哲學與基督教思想，即是

他欲掃除的兩個目標。易言之，馬基維里所設想的政治權威建立路徑包含了兩個

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推翻外來權威(政權)，第二個階段才是建立政治權威，前者

                                                                                                                                            
然口說不談論它，事實上卻對此一情形甚為重視。 
85 Leo Strauss, Thoughts on Machiavelli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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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破，後者是立，前者也是達到後者目的的前提及必要條件。第二個階段關於政

治權威建立的途徑，將於第三章探討，在本節中我們關注的是馬基維里推翻外來

權威(政權)的方式。 

 

三、建設性破壞 開創面向未來的「新」歷史觀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馬基維里並未根本否定外來權威的價值。事實上，其對

外來權威的態度是選擇性地接收部分觀點，同時選擇性地排除部分觀點，前文提

及馬基維里處理古典政治哲學的問題時，選擇性地詮釋色諾芬思想，即是例證之

一，同樣的模式亦出現在馬基維里對基督教思想的處理上，這一部分主要表現在

馬基維里對於基督教史觀的接收上。在基督教之前，古希臘與古羅馬的史觀是一

種「循環史觀」，宇宙萬物無論是自然物還是人為物都在循環往復，萬物有生長

和死亡，城邦有興起和毀朽，一切進步都伴隨著衰敗，86 基督教史觀的興起徹

底摧毀了古人對於歷史的理解，與古代的循環史觀不同，基督教的歷史觀是一種

「救贖史觀」(Redemption of history)，它有絕對的起點和終點，起點是上帝的創

世(Creation)，終點則是上帝的末日審判。馬基維里對於這兩種史觀的差別非常

清楚，在《佛羅倫薩史》(History of Florence)第五卷開頭，馬基維里表示：「可以

看得出來，在興衰變化規律支配下，各個地區常常由治到亂，然後再由亂到治。

因為人世間事情的性質不允許各地在一條平坦的道路上一直走下去；當他們到達

極盡完美的境況時，很快就會衰落；同樣，到它們已經變得混亂不堪、陷於極度

沮喪之中，不可能再往下降時，就又必然開始回升，就是這樣，由好逐漸變壞，

然後又由壞變好。究其原因，不外是英雄的行為創造和平，和平使人得到安寧，

安寧又生混亂，混亂導致覆亡。」87

乍看之下，馬基維里似乎是重復古代循環史觀的論點，但若歷史就是永遠的

輪迴，政治永遠是「由治到亂，然後再由亂到治」的過程，則馬基維里鼓吹君主

從事「偉大的事業和做出卓越的範例」將缺乏足夠的說服力。馬基維里不可能採

取循環史觀的原因，在於此一史觀是以模倣自然的不朽性克服人的有朽性，但馬

基維里始終認為人本身即可創造不朽，歷史的動因(agent)不在自然，而在人本

身，在這樣的思考下，基督教將希臘自然的創造(creation)轉變成無中生有的創世

                                                 
86 關於古代循環史觀的描述，可參閱Alfred Stern,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the Problem of 
values(the Hague: Mounton & Co. Publishers, 1962), p.39-70; Rolf grunter,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Critical Essay(Gower House, Gower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85), p.5-18; Micrea Eliade, The 
Myth of Eternal Return, or Cosmos and Hist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trans.by Willard R. 
Tarsk; Paul Avis, Foundation of Modern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Vico(Croom Helm, 
Ltd.Provident House, Brurrell Row, 1986);Arendt, Hannah, Between Past and Future(Penguin Books, 
1977), p.41-90. 
87 馬基維里，《佛羅倫薩史》(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李活譯，2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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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on)神學，正好可以為馬基維里所用。基督教的歷史觀產生了兩個革命性

的變化，一個革命性的變化是它帶來了一個面向未來的向度，也就是基督重臨或

末日審判。古代的循環史觀認為未來不過是過去的循環，任何「新」都是「舊」

的重複，基督教史觀的未來向度則表明，歷史總是蘊含著「新」啟示、「新」創

造的可能，「新」不再是重復著「舊」，而是中斷了「舊」的循環。儘管馬基維里

認為基督教敗壞了古代的政治德性，但他同時也看到正是在對古代循環史觀的摧

毀上，基督教取得了史無前例的成功，在《君王論》第六章，馬基維里說：「所

有武裝的先知都獲得了成功，所有非武裝的先知都失敗了」，但有一個非武裝的

先知獲得了成功，那就是耶穌，耶穌成功地把人們的目光從過去轉向未來，並且

在死後統治了整個世界。從此，歷史不再是服從於永恆的輪迴，而是擁有一個明

確的未來，而且任何未來都不是過去的重複和輪迴，因此根本上是全新的

(novel)，要想成就一個締造「新秩序」的新君主，馬基維里也就必須將歷史的目

光由過去移向未來。88

馬基維里在此做了一個一百八十度的轉折，並且再一次體現其政治權威觀念

的革命性。上節論及柏拉圖歷史主義時曾提到，柏拉圖的歷史目的是一個不斷回

溯的過程，靜止的歷史目的及人類的黃金時代是存在於過去，柏拉圖社會工程所

要做的是要盡量使得所有的制度設計模仿那個存在於過去的完美原型，柏拉圖的

政治權威觀正是建立在存在於過去的歷史目的不斷回溯上。此一思維到了古羅馬

時代依舊未變，鄂蘭指出古羅馬時代的權威概念是權威、宗教與傳統的三合一概

念，而這三個彼此緊密相連的要素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即它們都指向過去

(past)。因此，無論是柏拉圖或是古羅馬的歷史主義，其眼光全都聚焦於歷史之

鏈的開端，而且此一開端是一個存在的客體，就此一角度言，歷史循環的過程可

謂是一不斷連接過去的過程，而過去乃是屬於「舊」的範疇。馬基維里既欲打破

傳統，當然不願為傳統所束縛，因此，他必須「破舊」，此時，基督教歷史觀正

好給了他「破舊」的理論工具，使他可以追求一個新的時代和新的可能，由此也

衍生出馬基維里的政治權威觀點，君主的政治權威不是建立在過去或傳統的基礎

上，而是要塑造一個全新的歷史目的，因此一國君主應是一個「新君主」，一國

尋求建立的政治秩序應是一個「新秩序」，一國的體制應是「新體制」，內容更新

的國家則為「新國家」。易言之，馬基維里發起的消滅外來權威(政權)思想運動，

就是要消滅存在於這些外來權威中的舊因子，「破舊立新」則是這場思想運動的

最終目的和歸宿。 

                                                 
88 關於馬基維里的歷史觀，參閱Harvey C. Mansfield, Harvey C. Mansfield, “Machiavelli and the 
Idea of Progress” ,in History and the Idea of Progress(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 edited by Arthur M.Melzer, Jerry Weinberger and M. Richard Zinman, pp.69-81; Paul 
Avis,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Vico(.Croom      Helm, Ltd. 
Provident House, Brurrell Row ,1986), pp.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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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歷史觀導致的第二個革命性變化，是基督教賦與個體的人和個別歷史

事件以超越歷史的意義，如耶穌的誕生、被釘十字架死亡和最後的復活等，這種

看法的直接影響是使古代不朽的自然和有朽的歷史區分失去了意義，因為無論是

自然和歷史都變成有朽的，它們都是被創造出來的受造物(creature)，都屬於有限

的此岸世界和塵世。馬基維里接收了基督教提高個體和自然有朽的結論，但卻捨

棄其提高個體地位的論據，按基督教的個人乃是一「非政治化」的個人，古希臘

與古羅馬時代認為人唯有獻身城邦才能模仿自然的不朽，但在基督教看來，此岸

世界包括城邦生活皆毫無意義，只有個體的靈魂、信仰、自由意志和上帝之城才

具有不朽的意義，因此，人不再是城邦的動物。馬基維里則把個體追求不朽重新

倒轉了回去，但不是所有人皆可創造不朽，而是將追求不朽的權利賦與了「新君

主」，為了完成此一扭轉，馬基維里甚至對基督教做了重新的詮釋，《君王論》第

六章論述「依靠自己的武力和能力獲得的新君主國」中，摩西(Moses)與居魯士

(Cyrus)、羅慕勒斯(Romulus)、提修斯(Theseus)等並列，都是屬於「依靠本人的

能力而不是依靠幸運崛起成為君主」，馬基維里接著說，如果考慮居魯士和其他

獲得或者創建王國的人們，就會發現他們的特殊行為與情況(particular actions and 

orders)與摩西並無二致。而依照《聖經》，摩西與居魯士等人當然是有差異的，

此一差異存在於摩西只是「上帝托付給他的事務的執行者」，上帝才是摩西世俗

成就的背後擘劃者，但在馬基維里看來，摩西和其他君主一樣都是以純粹人為特

質而成為一個新國家的創建者(founder)，因此，按照馬基維里的說法，《聖經》

基督教與他鍾情的異教之間實際上存在著一個共同點，亦即它們的起源都是人類

的此岸行為，它們之間的差異在於前者不重視武力，而後者則重視武力；前者對

於此岸世界懷抱著鄙視的態度，而後者則尋求此岸世界的尊嚴與榮耀。 

馬基維里對於基督教另一論點的接收是關於自然有朽論，按照古希臘與古羅

馬的歷史觀，自然是不朽的，人要追求歷史的地位，唯一途徑便是模仿自然，西

方從歷史學之父希羅多德(Herodotus)開始，都是如此詮釋人類歷史。人類使自己

不朽的方法是追求偉大的功業，而偉大功業只有投身城邦和政治共同體才可以創

造，因此古代歷史和政治哲學，幾乎都圍繞著城邦和政治共同體論述，希羅多德

想要記錄的是城邦間戰爭中的偉大事蹟，修息底德斯(Thucydides)亦出於同樣的

原因描述伯羅奔尼撒戰爭(The Peloponnesian War)，柏拉圖與亞里斯多德的政治

哲學也以城邦為對象，前者追求知識與權力結合的城邦，後者則強調唯有在城邦

中才可以獲得最高的善，一直到羅馬時期的西塞羅，仍強調只有建立和保護政治

共同體，人的德行才能接近不朽。在這種對比中，一個是不朽的自然，一個是有

朽的歷史，前者是模仿或膜拜的對象，後者則是儘可能的朝不朽自然的目標邁

進，柏拉圖的理型論正是此一對比的典型。但基督教的創世思想一舉搗毀了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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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因為兩者都是受造物，因此都是有朽的，馬基維里接收了此一革命性的破

壞，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以基督教思想作為破壞古代思想的工具時，同時也在進

行對基督教思想的破壞。 

馬基維里所採用的方法是一方面用基督教歷史觀破壞古代的永恆自然觀，另

一方面他同時也借用了古代思想破壞了基督教的彼岸思想，易言之，馬基維里巧

妙的以一個外來權威破壞另一個外來權威，在建立其政治權威論據之前，馬基維

里排除路障的方式即是「以夷制夷」式的相互破壞，曼斯菲爾德(Harvey C, 

Mansfield)將此描述為「馬基維里讓古代和基督教相互廝打」，89 我們可將此稱

之為「建設性的破壞」。破壞古代自然觀與相應的歷史觀之目的，在於此一觀點

將人的眼光聚焦在過去，阻礙了人的創新，而建設的目的則在發現政治哲學的

「新」大陸，藉「新」君主之手塑造「新」的秩序和政治制度，締造「新」的共

和國。通過基督教的創世觀，馬基維里將自然貶低為機運或命運(fortune)，君主

要實現不朽的政體意謂必須征服自然、改造命運，從而克服政體或政治的興衰輪

迴，「因為命運之神是一個女子，你想要壓倒她，就必須打她、衝擊她。」90 馬

基維里由此扭轉了古典政治哲學的方向，為一個新的政治哲學開創了一片天空，

有朽的人不應是模仿或追尋永恆的不朽，而是要在有朽的世界中實現不朽，不朽

不再意味自然和德性的圓滿實現，而是單純的政治榮耀(glory)，不朽的城邦不再

是古人言說的城邦(city in speech)，而是變成了「長治久安的共和國」(perpetual 

republic)，亦即從「符合自然的城邦」降低為「人的城邦」(The City of Man)。91

另一方面，馬基維里在去掉古典哲學永恆不朽的成分同時，卻保留了古代思

想中人獻身城邦的意義，並以這一部分的古代思想作為反擊基督教的利器，易言

之，馬基維里所返回的古代是一個「單向度」的古代，以羅森(Stanley Rosen)的

話形容：「馬基維里開創現代政治哲學的途徑是區分古代的理論與實踐，前者錯

誤百出，後者則值得稱道。」92 此同於馬基維里選擇性排除色諾芬觀點的作法，

馬基維里保留的正是其所需要的政治德行，而他所要打擊的則是基督教的彼岸性

和非政治性，因此，他通過古代來打擊基督教，是帶有濃厚的政治意圖，他要打

掉基督教的彼岸世界信仰，使人們關心祖國的拯救而非靈魂的拯救，由此恢復政

                                                 
89 Harvey C. Mansfield, “Machiavelli and the Idea of Progress”, in History and the Idea of 
Progres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edited by Arthur M. Melzer, Jerry 
Weinberger and M. Richard Zinman,p. 69. 
90 Nicc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translated by Harvey 
C. Mansfield ,ch.25. 
91 「人的城邦」(The City of Man)出自施特勞斯的《自然權利與歷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一書，為施特勞斯對於霍布斯政治哲學的論述，法國天主教哲學家馬南(Pierre Manent)後來以此

為名，發表了一部政治思想著作《人的城邦》，參見Strauss, Leo,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175.及Manent,Pierre, The City of Ma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Trans.by Marc A. LePain. 
92 Stanley Rosen, Nihilism: A philosophical Essa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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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和此岸世界的正當性。馬基維里說：「世上沒有任何事情比得上偉大的事業和

做出卓越的範例，能夠使君主贏得人們更大的尊敬。」93 通過獻身於城邦和政

治事業獲得偉大和不朽，正是自希羅多德至西塞羅以來的整個古代政治傳統，但

是基督教的非政治化卻使人們遺忘了這一古老的傳統，所以，馬基維里必須通過

返回古代恢復人們的記憶，而在恢復此一古代傳統的同時，實際也隱含了馬基維

里在「舊瓶」中裝「新酒」的意圖。 

相較於馬基維里以古代破壞基督教的方式，馬基維里以基督教破壞古代的方

式較不為人所察覺，此係因馬基維里予人的崇古感覺。從表面上看，馬基維里的

崇古言論是與他的求新求變訴求反悖的，在許多今古對比的文字中，馬基維里通

常以現代稱呼他那個時代的基督教，他多次援引古羅馬的例子，目的是在以古代

事例解放那時的基督教束縛，乍看之下，馬基維里只是保守陣營的一員，但深入

觀察可發現，馬基維里對於傳統的反叛乃是以對更為古老的羅馬權威的暫時臣服

跨出第一步，這一點也是他以古代權威對抗基督權威最聰明的策略，因為要擺脫

幾世紀以來宗教的束縛，最佳的策略莫過於提出一個具說服力的普遍觀點，按照

馬基維里的時代，這個普遍觀點莫過於存在於一般人心中將好的事物與古老事物

相提並論的想法，於是，只要能喚起人心對古老權威的記憶，就可以解除糾纏在

當時的基督教神學魔咒。因此，我們可以在馬基維里言論中，到處看到古羅馬的

影子，但在《李維羅馬史疏義》中，我們發現他從盛讚羅馬的語調中逐漸轉為對

羅馬的批評，94 按施特勞斯的觀察，馬基維里在此使用了一種策略，即他採取

了兩類說法，在第一類說法中，馬基維里將普遍接受的觀點再現出來，而第二類

說法中有一種隱秘的背景，他所表達的觀點也因此與第一類說法不同，施特勞斯

因此從馬基維里的轉變得出結論：「按照馬基維里的看法，我們有必要超越古代

的體制和秩序，或者說，我們必須探尋的，不僅是相對而言的新的體制和秩序，

而且是絕對意義上全新的體制和秩序。」他因此認為《君王論》是關於社會奠基

的全新學說，而《李維羅馬史疏義》則是關於社會結構的全新學說。95 而按施

特勞斯對於「革命者」的定義：「一位革命者，顧名思義是這樣一個人，他觸犯

法律，觸犯作為整體的法律，以改用一個新的法律，一個他確信比舊的法律更好

的新法律，來取而代之。」96 從這個標準來看，馬基維里已是道道地地的「革

                                                 
93 Nicc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translated by Harvey 
C. Mansfield , ch.21. 
94 第一篇第卅一章，馬基維里提到兩位羅馬將領寧願讓自己的祖國蒙受恥辱，也不肯在自己的

虛榮自尊方面作出稍許讓步；第卅七章馬基維里談到羅馬土地法的缺失；在第二篇卷首，馬基維

里更進一步指責人們自然而然且非理性的推崇古老的時代，並指「這樣的看法在絕大多數情況下

是不對的」。 
95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 pp. 
116-117, 231. 
96 同上註，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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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者」，即使他採取的是一種隱秘的自保途徑來推銷他的革命思想。 

馬基維里意在言外的革命式看法，使得他可以利用兩種傳統權威的廝殺，取

得他所想要的理論高地，他破壞了基督教權威，從中顛倒了基督教自奧古斯丁以

來的等級秩序，亦即將好基督徒高於好公民轉變成為好公民高於好基督徒，施特

勞斯因此認為馬基維里是現代自由主義的先驅；另一方面，自柏拉圖以來以迄羅

馬教會的權威結構也受到改造，他建立了一個新的君主專制統治典型，他坦率地

承認，如果必須找到一個新的國家，他將永遠仿效鮑吉亞(Cesare Borgia)，但是

從鮑吉亞的背景來看，會得到一個頗堪玩味的結論，鮑吉亞具有主教身份，他比

任何人都傾向擴大教會的世俗統治權，而鮑吉亞的勝利將意味馬基維里的祖國佛

羅倫薩的毀滅。但儘管如此，馬基維里在談論這個祖國的敵人時，仍然懷抱著強

烈的敬畏之情，從表面上看，這個馬基維里所欲效法的典範根本違反了馬基維里

打擊教會權威的目的，但若從馬基維里敬畏鮑吉亞的真正根源探討，將發現馬基

維里真正敬畏的不是鮑吉亞這個人，而在於鮑吉亞所創立的新興國家結構，馬基

維里是完全意識到這種新興政治結構的第一位思想家，這種政治結構不再需要外

來權威的加持，新君主統治的政治結構本身即是政治權威的最後來源，這種以權

力基座取代超越性權威來源的變化，無異是對鄂蘭以古羅馬為典範描述之權威結

構的革命性改變，雖然由上而下的順序並未更改，但權力與權威的界限卻因而變

得模糊。 

 

四、創建新國家 製造新根源 

 

這種以傳統權威對抗傳統權威的策略，結果是馬基維里依其理論需要對於傳

統的重新詮釋，為了奠定新政治結構的權威性，馬基維里除了改變政治權威結

構，排除外來權威的角色外，同時也對權威內涵作了重大更改。按鄂蘭，賦與政

治權威具體概念內容及實際政治經驗的是古羅馬人對於「根源」的重視，但此一

意義在羅馬時期之後逐漸為人遺忘而瀕於散失，致使在提到權威一詞時，因為沒

有實際的政治經驗及一致同意的定義參照，因此常變得空泛與抽象，政治權威的

歷史意義彷彿已從政治運作中蒸發，然而，鄂蘭指出，兩件事態的發展使得上述

說法未必完全正確，一件事態是後古羅馬時期出現了一位強調「根源」(foundation)

概念的思想家，即馬基維里；另一件事態則是後古羅馬時期的政治史，出現了一

種強調創建(founding)的事件，即現代的革命事件，而馬基維里雖然從未使用過

「革命」一詞，卻是最早提出革命觀念的思想家。97  

鄂蘭認為馬基維里重新發現古羅馬政治經驗的最偉大之處，在於他闡述出連

                                                 
97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1977),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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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馬人本身都未形成概念但卻在闡釋希臘哲學時所表達的思想，馬基維里認為整

個羅馬史和羅馬人精神都集中在對於「根源」的重視，而他希望做的即是將羅馬

的此一經驗移植到他那個時代去。值得注意的是，馬基維里雖然使用了羅馬的「根

源」概念，但對此一概念的訴求卻採取一個相反的方向，前文曾提及，對於古羅

馬人而言，「根源」表示一旦某一事物被建立起來，它就對後來的世世代代產生

約束，從事政治的第一要務就是要確保羅馬建立起的根源，因此，羅馬的「根源」

概念是指向過去的，其所表達的是一種對於傳統權威的尊敬與維護，而傳統也就

成為政治權威的最主要來源。但對於馬基維里而言，其對「根源」概念的使用，

並非回復古羅馬的傳統意義，而係意指義大利的統一，此一目標在當時是一個未

來完成式，因此，馬基維里心目中的「根源」係指向未來，但如同古羅馬將羅馬

城這個永恆城市(Eternal City)的建立視為羅馬的神聖根基一般，義大利的統一也

被馬基維里視為建立義大利民族國家的神聖根基，這個事實顯示馬基維里已經看

到現代民族國家誕生的曙光，也因為這個原因，他才會積極鼓吹一個全新的共同

體政治(body politic)，他使用了一個很難予以解釋的名詞lo stato描述這種新的歷

史發展，馬基維里也因此被後世廣泛視作「現代民族國家之父」(the father of the 

modern nation-state)及「國家理性」(reason of state)這個概念的代言人。98

若謂馬基維里將政治場域從哲學與神學的場域中抽離，而賦與這個場域主體

性，是馬基維里本土傾向的第一個指標，則其追求民族國家統一，賦與民族國家

歷史目的性則是其本土性的第二個指標。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馬基維里探究國家的

方法及對後世的影響，從柏拉圖時代起，一切偉大的政治思想家都強調必定存在

一個指導我們政治行動的確定規則和理論，柏拉圖在《高爾吉亞篇》(Gorgias)

的對話中，將他自己的國家理論與普羅泰戈拉斯 (Protagoras)、普羅底庫斯

(Prodikos)與高爾吉亞(Gorgias) 等智者派的觀點相對立，他認為這些智者雖然已

經對我們的政治行為提供了許多規則，但是所有的這些規則都沒有任何的哲學目

的與價值，因為他們沒有能看到基本點，它們缺少「理論」的特質與特徵，即普

遍性的特徵，柏拉圖及其追隨者欲以這種普遍性的特徵作為賦與國家政治權威的

理論。但馬基維里卻是第一個試圖以另外一個理論消除柏拉圖訴求普遍性原則的

人，他開創了一種「國家的藝術」，這種藝術對合法國家和不合法國家都等同適

用，政治智慧的太陽照著合法的君主，也照耀著篡位者和專制者；照耀著公正的

統治者，也照耀著不公正的統治者，「國家的藝術」實際上就是使國家和統治者

得以持盈保泰的政治技術，政治家的藝術如同醫生的技術，「在患病初期，是治

療容易而診斷困難，但是日月荏苒，在初期沒有檢查出來也沒有治療，這樣就變

成診斷容易而治療困難了。國家事務也是這樣，如果對於潛伏中的禍患能夠察於

                                                 
98 同上註，138-1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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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微(這只有審慎的人才做得到)，就能夠迅速加以挽回，但是如果不曾察覺，讓

禍患得以發展直至任何人都能夠看到的時候，那就無法挽救了。」99  

馬基維里將國家從傳統的價值中解放出來，使國家自身成為最後的價值，國

家雖然贏得完全自治，但卻是以高額代價獲得這個結果，國家是完全獨立了，但

同時卻也是完全孤立的，馬基維里像快刀斬亂麻，割斷了前人將國家拴繫在人類

存在的有機整體之上的麻繩，國家不僅擺脫了與宗教、形而上學的聯繫，而且也

擺脫了與人的道德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一切其他形式的聯繫。我們不知道馬基維里

有無預見其後果，但以其思想為依據而產生的馬基維里主義(Machiavellism)卻成

為影響後世歷史發展的巨大浪潮。就馬基維里的時代來看，他的講話和判斷乃是

作為一個佛羅倫薩書記官的個人經驗，他的與趣所在也只不過是處於分崩離析、

疆土有限的義大利君主國和共和國，因此，他言論中的破壞與革命性影響的範圍

並不大。但當馬基維里的原則後來被用於更大的場景和全新的政治條件時，它的

巨大破壞性便顯現出來了。十七、八世紀時，他的學說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已經

發揮了重要的作用，但是從理論上說，還有很大的理智力量和道德力量抗衡它的

影響。這個時期的政治思想家除了霍布斯外，都是國家的自然權利理論的堅決擁

護者，格老秀斯(Hugo Grotius)、普芬道夫(Samuel A.Pufendorf)、盧梭、洛克(John 

Locke)都把國家看作是一種手段，而不是看作自在的目的。這些思想家還不知道

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國家的概念。國家和主權一般來說是「合法的事情」，這

意味著它們是出自法律強制的自由。但到了十九世紀以後，所有這一切開始發生

了變化，浪漫主義(Romanticism)對自然權利理論發起了猛烈的攻擊，到了十九世

紀，唯心主義(idealism)的思想家黑格爾和費希特(J. G. Fichte)成為馬基維里的鼓

吹者和捍衛者，在自然權利論失勢後，馬基維里主義似乎也掃除了邁向勝利的最

後一道障礙。 

黑格爾在一篇寫於1801年未發表的論文《論德國制度》中，發現十九世紀德

國的政治生活與馬基維里時期的義大利國家生活甚為類似，一種新的興趣和抱負

在他的心頭油然而生，他夢想成為馬基維里第二，他說：「在一個不幸的年代，

當義大利匆匆走向它的毀滅和成為由外邦君主所挑起戰禍的戰場時，當她為這些

戰爭提供手段同時成為它們的戰利品時，當德國人、西班牙人、法國人和瑞士人

蹂躪她，以及外來政府主宰這個民族的命運時，在一片悲慘、仇恨、混亂、迷茫

的普遍而深沉的情感中，一個義大利政治家以一種冷峻的審慎，設想著一種必然

的觀念：義大利的拯救只能通過它的統一。……一個人在閱讀《君王論》時，必

須既要考慮馬基維里以前的若干世紀的歷史，也要考慮他所處時代的義大利歷

史，這樣，這部著作就不僅僅被看作是合理的，而且還表明它是一部極為壯觀而

                                                 
99 Nicc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translated by Harvey 
C. Mansfield , 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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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思想傑作，它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天才所作的最偉大高貴的精神創造。」費

希特的政治哲學也展現了同樣的趨向，在1807年發表的《論馬基維里》文章中，

費希特贊揚馬基維里的政治現實主義，並試圖為他開脫所有的道德罪責，他承認

馬基維里是個堅決的異教徒，但是所有這些並不能改變他的評判，也不能削弱他

對作為一個政治思想家的馬基維里的崇敬。100

這種對馬基維里的理解自十九世紀起即盛行於西方世界，但國家的崇拜加上

對武力的崇拜，使得馬基維里取自於古羅馬時期「根源」概念的政治權威內涵產

生了質變，對於馬基維里而言，要將義大利從蠻族外來政權手中解放出來，意味

著要統一義大利全境，而統一義大利全境，則意味著要征服義大利全國，因此，

他必須推行一個殘酷暴戾、陰險毒辣、刀光劍影、背信忘義的鐵血政策，對義大

利各個王室家族趕盡殺絕，將義大利各個城邦夷為平地，在任何時候，只要這種

行動有助於達到目的，他就絕對不能心慈手軟，畏縮不前，解放義大利因此即意

味著全面革命，這種革命的觀念在近代並不陌生，法國大革命的要角羅伯斯比爾

(Maximillien Robespierre)也講過相同的語言，當他以「自由對抗暴政的專制主義」

(the despotism of liberty against tyranny)合法化暴力革命時，聽起來就像馬基維里

所說為了建立政治共同體和革除腐敗，必要時可以使用暴力。 

但無論是馬基維里或是受馬基維里主義影響的羅伯斯比爾，他們心中所想明

顯不同於古羅馬人心中對於「根源」的想法，雖然古羅馬時期獨裁與根源確實有

所連繫，例如西塞羅便曾引證西皮歐(Scipio)的例子，認為必要時獨裁也可以拯

救共和國，雖然馬基維里和羅伯斯比爾如同古羅馬人，都將「創建」視為政治行

動的關鍵，其所代表的意義都是藉偉大言行以建立政治權威，但不同的是，羅馬

人將根源視為面向過去，馬基維里與羅伯斯比爾則將根源視為一個最高目的

(supreme end)，為了達到這個目的，所有的方法(means)都可以使用，其中包絬暴

力在內。鄂蘭對此評論說，馬基維里和羅伯斯比爾完全是以「製造」(making)的

形像來了解創建的行動，對於他們而言，問題是如何「製造」一個統一的義大利

或是一個法蘭西共和國，他們對於暴力的合法化是受一種內在的邏輯所驅動，這

個邏輯是：要做一張桌子不得不砍樹；要做蛋捲不得不打蛋；要建立一個共和國

也不得不殺人。101 這幾乎就是革命的自然發展，就此而言，馬基維里和羅伯斯

比爾與羅馬人迥異，他們所訴求的權威權念也不是羅馬的權威觀念，反而較適用

柏拉圖的權威觀點，因為柏拉圖曾經建議以暴君統治達到快速改變的目的。102

                                                 
100 轉引自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國家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Staee)(北京：華夏出版

社，2003)，范進等譯，151-152 頁 
101 鄂蘭採用維科(Vico)對歷史的看法，維科認為歷史是人製造出來的，如同自然是上帝製造出來

的，人之所以自認為能夠知道歷史，正因他製造了歷史；如同上帝之所以可以知道自然，是因為

上帝製造了自然。參閱Arendt,1977:51. 
102 馬基維里、羅伯斯比爾與古羅馬政治權威觀點的比較，參閱Arendt, 1977:139。柏拉圖對於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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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發現古羅馬根源的意義，並將它重新詮釋以合法化達到最高目的的暴力

手段，這兩個面向使馬基維里成為現代革命的最早奠基者。馬克斯對法國大革命

曾有一個很貼切的形容，他說法國大革命是披著古羅馬的外衣站到歷史的舞台

上，這個形容貼切地將這兩個面向表達了出來。鄂蘭表示，除非我們承認古羅馬

根源的概念激發了現代革命，否則現代西方國家革命的雄偉和悲劇便沒有辦法獲

得理解，她認為現代世界的危機主要是政治危機，而所謂「西方的沒落」(decline 

of the West)主要指得是古羅馬宗教、傳統和權威三合一觀念的沒落，與古羅馬政

治領域根源思想的削弱。在此情形下，現代革命彷彿是一個亟欲修補消失的根源

觀念的重大嘗試，和一種重新拉起傳統斷裂的線，並且透過政治共同體的肇建，

以重新恢復人群事物應有之尊嚴與偉大的嘗試。而在這些嘗試之中，鄂蘭認為只

有美國獨立革命是成功的，因為美國的創建者(the founding fathers)藉由憲法而非

武力創建了一個新的政治共同體，且這個共同體雖然經歷多次社會動亂，依然維

持了相當的穩定，鄂蘭認為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個原因是美國獨

立革命相對而言較不具暴力的特質，武力手段僅侷限在戰爭中使用；第二個原因

是美國的建國者因為並未經歷歐洲民族國家發展的過程，因此較接近於古羅馬的

精神；第三個原因是美國這個國家的「根源」，亦即美洲大陸的殖民，是在美國

獨立宣言之前，所以美國憲法乃可以依據既有的憲章和協議制定，因此進一步鞏

固和合法化了既存的政治共同體，而非重新建立一個新的共同體。上述這些原因

使美國獨立革命得以避免「創建新秩序」(initiating a new order of things)的過程，
103 亦即得以避免馬基維里所說的「再沒有比著手率先採取新的制度更加困難的

事，再沒有比此事的成敗更加不確定，執行起來更加危險的事。」104 可見馬基

維里對追求「新秩序」可能導致的結果心知肚明，但僅管如此，無論是馬基維里，

或者被他啟發的羅伯斯比爾、列寧(Vladimir Lenin)等革命家，積極尋求的仍舊是

「創建新秩序」的夢想。 

革命，這個鄂蘭形容為一方面與傳統斷裂，另一方面又自傳統取得靈感和激

勵的手段，本身因此具有曖昩不明的性質。對於古羅馬以迄西方傳統而言，革命

行動似乎是唯一在危機時可以拯救傳統的手段，如對於柏克(Edmund Burke)這個

保守主義的巨擘而言，英國一六八八年的光榮革命及美國獨立革命，都是旨在維

護傳統的革命，他對這兩個革命的支持，即是出自這個原因，相對的，他對法國

大革命的反對，即是因為他認為法國大革命乃是訴求與傳統的完全斷裂。但事實

上，自法國大革命以來現代革命的發展卻是，它可以回復傳統，但更多的是以暴

                                                                                                                                            
君統治達到快速改變目的的說法，見《法律篇》(Laws), 711a，以下《法律篇》的注釋以Laws標

示。 
103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1977),pp.139-141. 
104 Nicc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translated by Harvey 
C. Mansfield , c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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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告終，如希特勒的納粹德國，以承繼鄂圖大帝的「神聖羅馬帝國」與普魯士威

廉一世的「德意志帝國」理想自居，故自稱為「第三帝國」，但納粹進行的所謂

「國民革命」，乃是通過「授權法」要求獨裁權、禁止另結新黨、確立一黨獨裁的

極權革命，其結果並非是回復帝國傳統，而是以此為號召再建一個新的帝國，由

此可見。「革命」這個可以作為拯救傳統亦可作為破舊立新的手段，並無具備一

種固定不變的性質。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權威的建立上，藉由革命取得的權力最後仍須依靠政治

權威維繫，同時也須依靠權威進行革命所宣示的社會變革，發人深省的是，許多

革命雖然打著向傳統宣戰的旗號，但革命成功後卻仍舊依靠傳統的方式維繫權

威，如俄羅斯的布爾什維克(Bolsheviks)革命取得政權後，依然復製了沙皇時代

專制獨裁的統治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觀察現代所有的革命政權，可以發現其政

治權威的最主要來源乃是革命本身，無論這個政權從傳統繼承了多少遺緒，它們

一無例外都會設計一套象徵符號、儀式及神話，以紀念及喚起革命肇建的行動及

記憶，革命事件本身已經成為新政權的「根源」，因此，革命行動後常見到的一

些情形是：國號、國旗、國歌被改變；政府機關及建築的名稱被改變；城市以及

街道的名稱被改變；新的國定假日被訂定以賦與特定的政治意涵。所有這些都指

向一個目的：清算舊的記憶，並賦與新國家及其創建者崇隆的地位，同時為了使

革命的目的及本身形塑的根源可以永續傳承，所有革命政權也一無例外會透過教

育機制將其理念一代傳一代。這全部的手段構成了一套政治神話 (political 

myth)，從抒發大眾情感及擴展革命精神的角度看，政治神話可視為一自然的過

程，但問題是許多革命政權以政治神話取代或扭由了歷史事實，並藉以賦與統治

者絕對的政治權威與不可挑戰的權力，結果是，政治神話成了柏拉圖所謂的高貴

謊言(noble lie)，並成為正當化統治者濫權的政治工具。由此也可以看出，無論

是亟欲以外來Idea取代本土價值的外來政權，或是尋求以革命手段根除外來理念

的本土政權，其奪取政權的方式或有別，但形塑一套足以鞏固政治權力的政治神

話，卻是殊無二致。 

由繼承傳統的權威觀念發展到孕育革命種籽的權威觀念，不能不說是政治思

想史上的重大變化，此一變化的結果是利是弊殊難預料，對於鄂蘭而言，源自於

希臘政治哲學及羅馬根源觀念的政治權威，無論是經由革命手段或恢復傳統的方

式，已經注定沒有辦法重建，雖然保守主義者試圖力挽狂瀾，但也改變不了這個

結果。其所衍生的後果是，當政治場域失去了政治權威，同時政治社群成員也喪

失對權威係超越權力及統治者的正確體認，即表示政治場域退化成了政治叢林，

其中再也不存在對神聖創建根源的崇敬，也不存在傳統的保障和自明的行為規

範，所有這些構成了一個嚴重問題，即失去了政治權威，人們就必須重新面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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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起生活的問題。105 雖然對於政治權威是否已從現代社會消逝的問題，我們

不必一定要接受鄂蘭的悲觀觀點，106 但鄂蘭所說「沒有政治權威，人們就必須

重新面對如何一起生活的問題」，卻值得我們重視，從這個結論推導出的問題是：

若馬基維里眼光向前的根源概念，導出的是革命的結論，則要解決的問題已經不

再是重拾傳統，恢復舊有的政治權威，而是如何妥善處理革命的問題，進一步看，

這個問題就是如何平衡政治權威與革命的問題，就此而言，我們雖然不必對革命

抱持消極的抵制態度，但必須審慎面對革命的可能後果。事實上，鄂蘭對此已提

出了解答，她認為美國獨立革命是一個成功的革命，原因之一即係其採取了最少

的武力，因此，或許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革命是否可以不須採取武力？若這個

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則便同時解決了革命與政治權威的問題，易言之，便不用

擔心革命剝奪政治權威，致使人們沒有辦法再生活在一起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其

實已由現代社會的民主憲政機制部分解決了，因為透過民主憲政進行的政權更替

與社會改造並不需要流血，而民主憲政透過民主機制進行的政經與社會結構改變

幅度並不遜於一場革命，就此而言，我們似乎並不需要妖魔化馬基維里主義可能

導致的革命後果，畢竟馬基維里的《李維羅馬史疏義》同樣鼓吹共和思想與制度

化，亦即預設了將革命目標置於和平情境中實踐的可能，雖然問題並不這麼單

純，民主與共和不見得能夠消滅武裝革命的火種，馬基維里必要時返回「初始狀

態」的說法，即隱涵了君主運用武力的空間，同時，馬基維里的政治權威觀也絕

非在為民主立言，但即因這中間留下了大片空白及灰色地帶，才使我們有進一步

討論的空間。 

柏拉圖思想經羅馬政治經驗以迄基督教思想展現的傳統政治權威觀，與馬基

維里發展出的新政治權威觀，兩者差異可以簡化為「一個根源，各自表述」，一

個眼光向後，復歸理念與傳統；一個眼光向前，開創革命思維。台灣外來政權與

本土政權的鬥爭，就理念言，無異是這兩種政治權威典範的鬥爭，兩種典範各有

其立論基礎與理論矛盾，二者也對後世產生了巨大影響，雖然台灣的外來政權現

象與二者並無直接的聯繫，外來政權與本土政權的辯證也從未引用這兩種典範，

但在歷史的實踐經驗上，卻是這兩種政治權威典範的體現，從這個角度看，對這

兩種不同權威論述的分析，可以引伸出這兩種典範產生的前因與後果，將其與台

                                                 
105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1977),p.141. 
106 對於政治權威是否消逝，政治學者有不同的看法，對於鄂蘭和德邁斯特(De Maistre)而言，他

們重視的是武力與政治權威的區別，在他們的眼中，權威與武力乃是不相容的兩極，有武力即無

權威，反之亦是，鄂蘭慨嘆權威消逝，主要原因即在於現代國家的統治愈來愈依靠武力，但萊德

森(Robert Ladenson)與威爾登(T.D.Weldon)等人則認為權威與武力是可以相容的，此派觀點的代

表人物是韋伯(Max Weber)，韋伯界定權威為「合法使用武力」(legitimate use of physical force)及
合法暴力(legitimate violence)，對於此派學者而言，武力並非決定政治權威的必要條件，武力的

行使是否具有合法性才是最主要關鍵。由此可知，權威與武力的關係並無定論，同樣的，政治權

威是否消逝，也有很大的討論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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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外來政權現象加以對照，必定可以給與陷於外來政權與本土政權鬥爭泥淖的台

灣社會，一個值得思考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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