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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論 

第一節 研究源起 

政治理論怎麼會從法律家那裡借來

契約觀念( 最貪得無厭的法律範

疇 )，而把它作為國家之基礎呢？….

這個問題只能由收得這段漫長演變

之成果的康德來回答：要把個體的自

然權利置入國家架構之內，契約觀念

是唯一可行的法子。 ( A.P.d’Entreves, 

1984 李日章譯, 2000：55 ) 

本文的主旨在探討康德對社會契約論的詮釋與其批判。在第一節中，將說

明所謂的社會契約論之意涵，並說明為何要針對康德之契約論作本文主題。 

雖然統治/臣服契約有著中世紀的理論源起，也有著神學上的根據1但一般說

來，最開始我們所謂的有關個體之間的協議的「社會契約論」( Social Contract 

Theory )興起於十七世紀。以霍布斯( Thomas Hobbes )的 Leviathan發端，經洛克

( John Locke )、盧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至十八世紀的康德( Immanual 

Kant )，甚至當代羅爾斯( John Rawls )都採契約論的模式論述其政治理論。然而，

何謂社會契約論？ 

                                                 
1 契約論的神學依據所訴諸的，是聖經中的亞伯拉罕獻子，上帝乃與之盟誓，約定將使其子子孫

孫昌旺不絕的故事： 
這些事以後，上帝試探亞伯拉罕說：「帶你心愛的獨生子依撒格往摩黎雅地方去，在我

所要指給你的一座山上，降他獻為全燔祭。」亞伯拉罕次日清早起來，備好驢，帶了兩

個僕人和自己的兒子依撒格，劈好為全燔祭用的木柴，就起身往上帝指給他的地方去

了。⋯他們到了上帝指給他的地方，亞伯拉罕便在那裡築了一座祭壇，擺好木柴，將兒

子依撒格捆好，放在祭壇的木柴上。亞伯拉罕正伸手舉刀要宰獻自己的兒子時，上主的

使者從天上對他喊說：「亞伯拉罕，亞伯拉罕！」他答說：「我在這裡。」使者說：「不

可在這孩子身上下手，不要傷害他！我現在知道你實在敬畏上帝。⋯.」⋯.上主的使者

由天上又呼喚亞伯拉罕說：「我指自己起誓，因為你作了這事，沒有顧惜你的獨生子，

我必多多祝福你，使你的後裔繁多，如天上的星辰，如海邊的沙粒。⋯.地上各民族要

因你的後裔蒙受祝福。」( 聖經，創世紀，第 22章 1-19節 ) 
亞伯拉罕獻子的故事，可謂契約論的神學依據，在「恩寵契約」的概念之下證成「政治權力

之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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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說來，社會契約論可以被視為一種「證成國家、政治社會或政治權威

之正當性」的證明方法。它通常包含著三個理論環節：由無法律的自然狀態( state 

of nature )、藉由一個契約( contract )，進入有法律強制力、有政治權威的政治社

會( civil society )。最開始的時候，社會契約指的是在沒有法律之外在強制力的自

然狀態下，人與人之間彼此協議組成社會的契約，這與後來的統治契約、臣屬契

約並不相同。前者是一種平行關係，是這一個群體中每一個人與每一個人訂約，

但後者是一種垂直關係，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 臣民 )之間的關係。2本章中所探

討的所謂社會契約論之重點，在於探討統治契約裡臣民對統治者的政治義務

( political obligation )形成之過程與其正當性。而這也正是十七世紀的契約論者所

關注的焦點：為何人民要服從國家？3而我們不僅要追尋著同一個問題的線索，

更根本的問題是：在這個服從與強力的問題上，為何應當由契約論來提問？ 

本文要說明的是：從霍布斯、洛克、盧梭以至於康德，這一段歷史雖已離

現在有些久遠，但正是在那個年代裡，近代國家的雛型已經生成，法國大革命與

美國獨立等對於近代民主與憲政觀有重大影響的事件，雖於十八世紀才發生，但

其中種種思潮的種子也蘊釀於十七世紀。即使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現代，政治上

運用契約概念的例子依然比比皆是。如英國工黨( British Labour Party )在 1974 年

所提出的口號：「以社會契約維護國族」( save the nation by means of a ‘Social 

Contract’ )，( Lessnoff，1990：1 )此處的社會契約顯然不是用來說明國家的歷史

起源，而是象徵一種約定。這表示契約論不僅是古老的遺產，它的重要性並不在

於歷史上是否真的經歷過這樣一次締約事件。契約論真正重要之處可能正如二十

                                                 
2 統治契約與社會契約之區分，意義在於突顯每個契約論思想家所強調的重點，雖然本質上可能

都是每一個人與其他人彼此締結約定，但如霍布斯所要強調的其實是透過垂直關係的統治契約

(主權者與臣民)的成立，而使社會得以形成，換句話說，社會的建立必須以統治契約為基礎；洛

克的社會契約便是典型的藉由每一個人與其他人締約而形成社會之約定，所強調的是社會這個水

平結構的形成；而盧梭則是完全排斥統治契約，因為行使統治職責的政府的成立並非是一個契

約，盧梭的垂直統治關係建立在水平的社會契約之上。而康德則是要以每一個人想像中與其他人

締約之假想社會契約來證成統治關係。 
3 如 Riedel所指出的：唯有在十七世紀的契約論裡，統治與支配的正當性成為一個法律問題被提

出來，且以純粹契約概念來解決。(Riedel，1981：5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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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英國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歐克夏特( Michael Oakeshott ) 所形容的，社會契

約論是一個「框架」(crib)。這個框架為理性主義( rationalism ) 與個體主義

( individualism ) 提供一個馳騁的理論平原。而理性與個體價值都是現代自由民

主政治中最根本的價值，以契約這個概念作為政治義務的範疇象徵著在契約論的

政治理論中，這些價值是一個共通的前提。在這裡，理性主義通常指涉一種「認

為人應當由理性支配」的觀點：它假設人皆有理性，理性之光使人與人之間基本

上是平等的。在這一個意義上，理性主義也可視為一種平等主義。契約論濫殤的

時代──十七世紀是一個對理性抱著極度樂觀心態的時代。4在這個時代裡，思想

家們相信理性是用來尋求政治哲學根本原理的最好途徑。也就是說，每個人都能

夠憑藉理性而理解某些自明的道理，而這些道理與法則就是自然法。 

近代以來，在政治領域之中，上帝的權柄漸行漸遠。在契約論的論述中，

理性主義的內涵意味著人是理性的存有，理性能夠指引每個人從他的理性中抽繹

出一套據以評判其周圍環境的準則，因此每個人在相同環境下便能夠做出相同選

擇。 

契約論另一個基本假設是個人主義。社會/統治契約其實就是個人出於自主

的意願，而與其他個人或統治者締結契約之行動。個人主義或許甚至還可以追溯

到古希臘普羅泰哥拉斯( Protagoras ) 的格言：「人為萬物之權衡」。個人主義的意

思是：從霍布斯、洛克、盧梭到康德，無論想證成什麼樣的政治目的，社會契約

論的論述都必須從個人出發，個人主義重視人性中理性與欲望的辯證過程，試圖

探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重視個體價值的特色。在社會契約論裡，所謂契約，代

表的正是「個人相互交換權利5」的一個模式，藉由契約這個法律名詞，我們才

                                                 
4對十七世紀的哲學家而言，思想家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驅散到目前為止仍蒙蔽著理性之光的

雲霧，忘掉一切先入為主的見解和偏見」( Cassirer，黃漢青、陳衛平譯，1983：201 ) 
5 在英文裡，相對於德文，名詞的 right所指涉的意義是相當有限的，德文裡的 Recht有三層意涵： 
(1) 指一種依據權利所提出的要求( claim ) ，這也是英文中作為名詞的 right所主要指涉的意義，
(2) 正義，(3) 作為原則的法，或者是法的體系，這個意義來自於拉丁文的 ius 。英文裡作為名

詞的 right缺乏第二與第三種意涵。( Yang, 2005：107 ) 
在《道德形上學》中最大的問題是對於 Recht的翻譯存在著很大的爭議。Right( Recht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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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證成國家正當性的歷程中代入個人的「權利」。如杜蒙( L. Dumont )所說的：

「契約論用『平等的人』( Homo Aequalis ) 替代了先前的『層級的人』( Homo 

Hierarchicus ) 」。( 沈清松，1995：51 )事實上，前述「理性主義」、「個人主義」、

「自然權利」等概念早就包含在近代自然法概念之中，這些概念並不新鮮，只是

契約論強調的重點轉移了，這也就是說，社會契約論強調的重點雖非首創，但是

當近代政治理論的焦點轉移到個人時，因為要強調個人的意志對社會所產生的影

響，因此社會契約便為論證整個社會體制與國家之起源與正當性提供了最好的方

法或想像。自社會契約論始，個人主義被一貫地引入且應用在政治哲學之上。因

此，社會契約論可被視為自然法傳統中試圖表達個人價值的一個分支，自然權利

由客觀賦予的轉為主觀擁有的，為了充分表達這些內容不同的天賦自然權利，個

人藉由契約來交換社會與國家體制的統治或組織之利益，而這也就是社會契約概

念之源由。 

本文的起點是一個從格老秀斯以下，自然法理論的傳統裡擺脫不了的提問

開始，這個問題是：私人財產權如何可能？康德延續著這條線索尋求解答，但不

像洛克一心要為有限政府背書保證，也不像格老秀斯信誓旦旦人應當且能夠讓渡

所有法權而證成絕對主義，康德念茲在茲的是國家背後的原理，是這整個政治社

會所賴以建立的先驗法則，在某個程度上依循著與霍布斯相同的理路，霍布斯用

幾何精神6建構一個沒有內戰的國家，康德則以法權原則與原初契約打造財產權

                                                                                                                                            
right( recht，gerecht )之意涵並不相同：前者指涉立法之先驗原則的實質成份；後者則指涉「符

合前述原則的」，也就是前者之形容詞。( Gregor，1988：757 )，gerecht更傾向指「合乎正義的」。
Recht也就是拉丁文的 ius，亦即「法」。在康德之前，Recht通常指四種意義：一、指涉行為時，

意思指合乎正義(justice, iustitia)的行為，嚴格說來，便是不剝奪他人之物(suum)。二、ius意指「與
合乎正義的行為有關的法的實體」，與律( lex )不同。三、ius意指人格特質，也就是一種「能力」

( facultas )，這也就是指一個人在行為上是正義的( instum )且符合法律( Ius )。四、ius意指法庭所
裁決之對象。康德的 Recht有兩種意思，一是指涉外在法律體系，二是指涉特定的某種權利( a 
right )。英譯為了區分這兩種意思，有兩種翻法：一是翻成 Law，二是翻成 Justice，但這兩種翻

法都有其缺點。( Kant，1996：xxxiv-xxxvi ) 為了表達這兩種意思，中文世界也有人將 Recht 翻
成「法權」，也就是「權利的法」。本文以下均依此翻譯，Recht翻成「法權」( Right )，即外在的
法律體系，而 recht指某種特定的權利，則翻成「權」( a right )。 
 
6 如霍布斯，把國家社會當成物理世界那樣來研究，國家被分析成若干組成部分，國家的意志被

當作如同眾人意志所組成的那樣來對待。幾何精神指的是把原本是數學的基礎之分析方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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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內容的原料」已經生成，但沒有「形式」作為前提，「內容」就缺臨門

一腳，無法產生意義。這個過程放在政治哲學裡，就是康德要形構的國家的哲學

基礎。因此，對於「私人財產權如何可能？」這個問題，康德的回答應是：一個

政治社會必須與法權原則符合一致，而原初契約作為前提而使法權得以可能。 

在這篇文章裡，我們必須以財產權作為起點來談康德的法權理論，這不僅

是因為《道德形上學》(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 裡有一半以上的篇幅在討論

財產權，且公法 ( public right ) 是從私法 ( private right ) 中演繹出來的，更因為

康德在探討政治社會之原理時，首先要解決、釐清的理論問題是一個根本的財產

權理論問題：「私人財產權如何形成」。康德意識到若要形成真正的法權，前提是：

每一個人的自由必須一致，因此必須依賴客觀的約束，因為僅憑偶然性的契約政

治社會無法獲得必然不被推翻的權威與正當性。康德將它的共和國建立在財產權

上，試圖證成國家的正當性與必然性。而如果對這個正當性進一步分析，可以發

現它其實來自於原初契約為法權所提供的「統一性」( unity )。在契約論傳統裡，

對照著盧梭與霍布斯來看，康德的座標其實很清楚，最大的契約論革命是：以「法

權的前提」取代「對同意( consent )的強調」。7原初契約在康德那裡，不但賦予政

治社會更為根本的重要性，也較之前的契約論者更完整且一致地說明政治社會正

當性的原則。 

                                                                                                                                            
在其他學科之上，如政治、倫理或雄辯術。(Cassirer，1984：14 ) 
7 事實上，在康德的契約論裡仍有「假設的同意」( hypothetical consent )存在的空間，如 Kersting、
Murphy均提出「理性的同意」( rational consent ) ，本文雖認為康德強調的是「權利的前提」這

一面向，但也認為同意的面向並不如許多將詮釋康德為義務取向( obligation-based )之學者，如
Flikschuh，完全否定契約論在康德政治哲學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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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意識與文獻檢閱 

康德作為一個契約論者一直是極富爭議的話題。一方面，由於康德政治哲

學之作品並未如其三大批判集中為一部有系統之著作呈現在世人面前，另一方

面，康德主張：事實上不可能找到任何一項「實際上向共同體提出，為其元首所

接受，且由雙方批准的契約之文件」。社會契約僅僅是「在理性中植根的理念」，

是一個必須的假定( hypothesis )，這樣的觀點因此引起許多質疑：認為康德的原

初契約在其政治理論中似乎徒有契約論之名，但事實上卻無實際上的理論作用。

因此，究竟康德是否為契約論思想家？若是，又是在何種意義上為一重要契約論

思想家？這也就是本文要討論的主題：契約論究竟在「何種意義上」為詮釋康德

政治哲學之重要方式？其實這也就是在問：原初契約的作用為何？如果在一開

始，並不真實存在一個「作為政治社會的起源」的原初契約，或者，如果原初契

約的作用僅限於規範君王，因為改革在康德看來應由上而下而非相反，則原初契

約的必要性似乎頗為薄弱，甚而有多餘之嫌。反過來說，如果原初契約有其他作

用，康德所提出的契約論可能便不會僅流於「目的論之輔助」或「空洞的理念」。 

對於康德的契約論主要存在著兩種解讀：一、非契約論式的自然法傳統

( natural law tradition )：以 Ludwig、Flikshuh、與Mullholand為代表，這一派學

者主要認為康德的契約論之重心在於先驗、普遍的法權原則，依循著自然法傳

統，是一種「基於義務」( obligation-based ) 的論述。原初契約作為一個理念與

某些先驗的道德法則相一致，藉原初契約所建立的國家要受原初契約之拘束。因

此，相較於契約論的論述而言，先驗的法權原則才是政治社會的重心，君主能夠

藉著思考當下所作所為是否與法權原則保持一致，而達到反思與規範的效果。8

                                                 
8 在自然法詮釋與契約論的詮釋中，有時會有衝突，如 Leslie Mullhollad主張康德應為自然法理

論的思想家，而非契約論思想家，因為一、契約無法建立普遍意志的普遍性；二、康德的政治義

務不是來源於契約之「同意」，三、財產權需要一個外在強制力，這個強制力來自於立法者

( lawgiver )，而這個立法者是基於自然法來立法，因此實定法( positive law )要屈從於自然法之下， 
Mullholland因此認為說「康德之普遍意志產生於原初契約」並無意義，而普遍意志甚至只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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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契約論式( contractarian ) ：在《道德形上學》裡，康德論述由自然狀態( 私

法 )過渡到政治社會( 公法 )的進程，康德採取了與霍布斯、洛克、盧梭等人之

所採取之契約論的語彙，因此如Murphy、Kersting、Riley與 Shell都認為康德是

重要的契約論思想家。Murphy、Kersting與 Riley都認為在康德契約論中，「同意」

( consent ) 仍是重要元素，儘管這個同意可能並不是真實發生的。Riley則將康

德置於契約論中承先啟後的地位，認為康德為「意志」提供了普遍性基礎，補充

了之前契約論者在發展「同意」之議題時所產生的缺失。Shell將康德對原初契

約與財產權的論述與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中所發展的知識論平行起來，對康

德原初契約之作用提出「規範與判準」以外的第二種解釋。 

在契約論與非契約論式這兩種主要詮釋方式之中，彼此的關係一直被忽

略，許多學者都選擇其中一種而忽略另外一種。( Flikschuh，1997：52 )9在這裡，

將分別論述這兩種對立的詮釋並加以分析。 

第一項 義務取向：主體際的反思與承認 

Ludwig認為《道德形上學》裡某些模糊不清的段落是來自於編輯工作的疏

失，因此造成了原稿的錯誤。因此，他主張以一種簡單的方式來進行重構的工作，

也就是以語文學研究的方式來判斷原本的順序應當如何方能使整個邏輯成立。這

是一個極具野心與爭議性的主張，但 Ludwig所提出的新順序影響深遠，Brandt

便在其著作的謝辭中感謝 Ludwig對於《道德形上學》中錯誤的段落之發現。10 

                                                                                                                                            
個文字遊戲，是一個符合自然法的想像。( Leslie Mullhollad，1990：270-86 )但本文將要指出：
在政治社會之形成過程中，原初契約自有其功能，且能與康德之自然法理論色彩相容而非互斥。 
9另外，尚有以目的論式詮釋康德之學者，認為唯有從康德所強調的：「人為終極客觀目的」之觀

點出發，方能理解康德政治哲學之真義，前述的 Patrick Riley亦屬此一學派，Riley試圖整合目
的論與契約論之詮釋，認為「道德」( morality )提供了「人為終極客觀目的」之目的論觀點，而

使「政治」能藉著原初契約之理念來規範當前的政治權威，如此一來便能趨近理想中的永久和平，

在此目的論式的詮釋觀點之下，政治上的普遍意志( general will )便應當屈於屬於道德領域的善意

志之下，這也就是說，「政治」應該為「道德」服務，「政治」只是達成「道德」的手段。 
10 事實上，本文所採用的Mary Gregor英譯本之編排便採取了 Bernd Ludwig之意見，而將「實

踐理性設準」( postulate of practical reason )放在第六節「對外在物合法占有之演繹」( Dedu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Merely Rightful Possession of an External Object )之下，而非原本的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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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dwig所指出的主要錯誤在於康德對「實踐理性設準」( postulate of practical 

reason )11的論述。在最初的版本中，康德在《道德形上學》的第二節中突然提出

了「與法關聯之實踐理性設準」( postulate of practical reason with regard to rights )

但從第二節以下之後，從第三節到第五節卻完全沒有提到在第二節中提出的實踐

理性設準。另一個奇怪的地方是：在第六節標題為「對外在物合法占有之演繹」

( De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Merely Rightful Possession of an External Object )之

內容中，卻沒有任何演繹。針對這兩處奇怪的段落，Ludwig主張第六節所指的

演繹其實就是第二節中所提出的實踐理性設準，藉著將順序重新安排，Ludwig

亦重構了《道德形上學》中的邏輯一致性。12Ludwig認為實踐理性設準是許可法

則( lex permissiva )的一種，因為知性占有必定象徵著一種對他人自由的侵犯，因

此必然違背法權原則，因此若是絕對禁止這樣的占有，則也阻絕了實踐理性的作

用，因此，Ludwig認為康德在此給予知性占有一個「例外的許可」。( Ludwig，

1988；轉引自 Flikschuh，1997：61-63 ) 

Flikschuh認為藉由許可法則之作用，便能使人產生一種反思。也就是當我

思考到自己對外在物的占有，導致了對法權原則最初且不可避免的違犯時，我也

就承認自己對其他人的占有有義務不去侵犯，因為我也希望自己的占有不被侵

犯。換言之，沒人可以在「不承認他人對外在物主張的法權」之前提之下主張自

己對外在物的法權。在這樣一種反思與互相承認的過程中，人與人形成普遍意

志，政治社會也就成立了。( Flikschuh，1997：66 ) 

相對於 Ludwig與 Flikschuh對契約論式完全拒斥的態度， Mullholland抱持

                                                 
11 在前文「財產權與原初契約的關係」中，已說明何謂「實踐理性設準」，「實踐理性設準」

就是「把任何一個屬於我的意志選擇的外在對象作為我的( 財產 )是可能的。」( MM, §2  )也就
是「把在我意志的自由行使範圍內的一切對象，看作客觀上可能是『我的或你的』，乃是實踐理

性的一個先驗假設。」( MM, §2  )藉著這個預設，自然狀態之下原本共同擁有資源的狀態能夠

被打破，而允許人去「占有」( possess )一個預設了原初共有資格的外在物。 
12 G.. Buchda與 F. Tenbruck分別在 1929 年與 1949 年均主張第六節有錯誤，Buchda 便主張第六

節中從第四到第八小段應當被刪除，這兩人的意見被廣泛接受，而 Ludwig正是在此一基礎之上，
主張只刪掉第四到第八小段還不足以矯正錯誤，而應當進一步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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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相對的態度：認為康德一直在契約論的同意原則與自然法義務原則之中搖

擺。但Mullholland基本上認為康德法權原則的客觀有效性來自於自然法，因此

康德應被劃分為自然法傳統之下；但康德卻又要強調契約論中的「行為原則」

( deed principle )：即一個人所擔負的義務必須來自他自己的行為。也就是在「我

先對外在之物進行占有動作」的前提之下，我要擔負起「不侵犯他人」的義務。

但康德又認為「單方面的意志不能作為強制性法律之基礎」。Mullholland認為康

德因為未能成功解決這兩個命題的衝突，因此轉向自然法原則尋求一致性，但相

對於自然法傳統，康德的人類中心( anthropocentric )思考仍然要訴諸人類作為主

體反思與認知的力量，而並不完全依賴自然法中既定的結構( determined 

structure )。( Mullholland，1990：267 ) 

Mullholland提出康德與自然法傳統的兩個差異：第一個差異在於康德並不

認為人類對於土地之「原初共同擁有」的資格是一個歷史事實。第二，相較於自

然法傳統，康德所持從人作為主體的「單方面意志之占有」出發，到「原初共同

占有」的形成是一種進步( forward-looking ) 的觀點。(Mullholland，1990：267 ) 

由以上的耙梳，非契約論式的詮釋似可歸納為三點：一、在康德對政治社

會之形成的論述中，人作為一個能夠進行反思與承認的主體而存在。無論採契約

論式或非契約論式的詮釋，作為主體的人必須與同一個社會中其他的主體產生互

動，政治社會所賴以成立的普遍意志方能是一個「反思與承認」的意志之集合。

在這一點上，康德事實上偏離了自然法傳統。( Mullholland，1990：267 )其次，

反思的主體為自己加上了「承認其他主體」的義務，因此財產權可以藉由實踐理

性設準之允許單方面意志的占有而產生，且不需要契約式的協議與同意便能夠形

成一個政治社會。第三、由第二點也可進一步推論：實踐理性設準已證成了知性

占有，因此不需要一個外在的強制力來形成財產權。 

非契約論式的詮釋建立在「互相承認的義務」作為政治社會的基礎這一論

點之上，因此首先必須先回到義務本身的概念上來看，方能理解這一個論點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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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在《道德的形上學基礎》( Groundwork for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 )裡，

義務指涉的是「出於對法則的敬畏的一個行為之責任」( To have a duty is to be 

required to act in a certain way out of respect for law. ) 。( G，18 )義務是客觀必然

的，這意思是說：一個完全理性的意志將會去實踐他的義務，在這裡，所謂的意

志( Wille )13指涉的是依照法則或命令行事的能力。儘管對一般人而言，知道義務

為何並不等於一定會去實行它，但若人是一種只依據理性行事的生物的話，義務

便是必然的。換言之，主觀上未必實現不影響義務的客觀必然性，對「義務」( duty )

這個概念而言，是否真正發生根本不重要，因為義務並非經驗性的概念。康德認

為：即使經驗中從來沒有過一個真正忠誠的朋友，但對於友誼的忠誠義務並不能

因為經驗中沒有範例而不必遵守，因為義務只與理性相關。換言之，「我們應當

做什麼」並不會被「我們實際上做了什麼」所改變。 

事實上，「我們應當做什麼」與「我們實際上做了什麼」經常是不一致的。

康德認為，具有理性的意志雖然跟隨理性的原則，但就意志的本性( nature )而

言，意志不一定會服從理性的原則。( will is following principles of reason to which 

it isn’t by its nature necessarily obedient. ) ( G，33 )這也就是說，在理性的引導之

下，意志「知道」某件事是善行，但這個意志並不會因為想到去做某件事是善行，

就必定去做。當某個道德命令說：你「應當」如何，時，正象徵著實際上人其實

有可能不服從這個道德命令。因此「應當」對於上帝便是不適當的，因為神聖意

志與道德命令不會不一致。因此，道德命令中的「應當」其實代表的正是人類意

志在主觀上的「不圓滿性」。( G，34 )義務並不涉及如何使對象實現，義務的客

觀必然性只表現在是由理性「命令」意志這一方面。因此，放在自然狀態下來看，

每一個理性的主體確實能夠知道「脫離自然狀態」是「應當」履行之義務，如同

知道「互不侵犯屬於別人的東西」是一件義務一樣，但人類作為不圓滿意志的主

體，並不一定會在現實中履行義務。 

                                                 
13 Wille指的是依據法則行事的能力，相對於此，Willkűr指的是作出選擇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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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前文「義務取向」的論點，如果義務不必然被履行，那麼在自然狀態

下的主體，儘管知道自己的占有是對普遍法權原則的一個違犯，是對其他人之外

在自由的一種侵犯，但這個主體是否必然會履行這個由自己的侵犯所形成的義務

以進入政治社會呢？道德義務只與內心相關，而法權原則所討論的卻是「外在的

自由」( external freedom )。因此，從這個相互肯認的義務似乎無法必然地推論出

普遍意志之形成。在 Bernd Ludwig與 Katrin Flikschuh所形塑的義務模式中，由

於想像每一個主體都能透過自我反思進而承認其他主體，事實上，這樣的想像所

建立的是一個「千人一面」的狀態。在這個狀態之中，雖然表面上似乎存在著許

多主體互相進行承認的活動。但其實只是每一個「獨立且分別」的個人在反省與

思考。換句話說，這個義務取向的觀點沒有把人與人之間的協議、衝突等互動過

程考慮進去，而單純地認為藉由義務，每一個人會思考同一件事，而衝突就不會

產生，事實上，若是沒有衝突，成立政治社會之必要性也就失去了。人可以只待

在自然狀態裡就能安居樂業。 

更何況，即使每一個人採取同樣的思考模式，衝突還是可能產生的，因為

即使我因為自己占有了某塊土地而願意負擔起承認其他人也占有土地的義務，萬

一其他人所要占有之物要與我重疊的話，我依然不能履行這個義務，在這種情況

之下，由於每一個人單方面意志的占有發展到最後必然佈滿地球表面，因此我與

他人的占有範圍便會彼此相接、重疊，由此可見，衝突仍會產生。考慮到每一個

主體之間依然存在著衝突的可能性，因此，主體之間的協議與同意便成為不可忽

略的元素。 

在前述的義務取向論點中，最大的問題是：財產權為何能夠僅藉實踐理性

設準便能成立？我占有某個外在之物的條件僅僅是：我的占有提醒我必須也承認

其他人的占有，而當前述的衝突產生時，實踐理性設準便自相矛盾了。正如Baynes

所指出的：實踐理性設準只能是偶然性的。14 

                                                 
14關於康德之「許可法則」的討論，Tierney有深入討論，並指出僅以「許可法則」解釋財產權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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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or認為：「實踐理性設準」使原本處在公共擁有之狀態的自然資源得以

轉化為私人所有物，但這仍然只是一個主觀面的「可能性」，它只是讓個人主觀

上有能力去占有外在之物，但主觀的占有事實上未必一定會得到其他人的肯認。

換句話說，經驗面上還是需要一個外在強制力來約束每一個人，作為所有人共同

的法官。因此，這個強制力才是財產權所以可能成立的前提，康德仍然必須說明

這個強制力的正當性。而原初契約顯然為闡明這個正當性的關鍵。(Gregor，1988 ) 

接下來本文將以Murphy、Kersting、Riley與 Shell為採契約論式詮解康德之代表，

闡明原初契約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項 原初契約：強制力的正當性 

主張應以契約論途徑詮釋康德的學者有Murphy與 Kersting，但前者的論證

主要從《道德形上學之基礎》中得出，而幾乎未提及《道德形上學》裡康德對自

然狀態與政治社會之完整論述。因此，在這裡只論述 Kersting對康德契約論的詮

解，與 Flikschuh的反駁。( Flikschuh，1997 ) 

Kersting認為要理解財產權如何形成，首先要解決康德所提出的「關於法權

                                                                                                                                            
論之不足。( Brian Tierney，2001 ) Kenneth Baynes認為康德透過原初契約確立財產權之目的，是

要彰顯人能夠「自我立法」，即自律( autonomy )，而與自然法傳統中論述財產權來自上帝的權威

加以區別，自然法傳統裡，最開始的時候，所有人是共有自然資源的，因此在自然法財產權理論

中的核心問題便是：私人財產，這裡指的是能夠排斥其他人使用一種獨占的權利，如何證成？雨

果‧格勞秀斯( Hugh Grotius )與賽缪爾‧普芬道夫( Samual Pufendorf )認為要形成一個私人獨占
的財產權，必有一先在之同意為基礎，換言之，即一個「確實發生」的契約，藉此契約取得其他

人同意某物能成為某人的私有財產，其他人若想占有它則是對該物所有者之侵犯與不義，但洛克

反對此「同意先於財產權的形成」命題，他認為財產權可透過勞動而產生，訂立契約之動機是為

了消除財產權在自然狀態中所產生的不便，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說康德回到格老秀斯的自然法

理論中，認為私人財產的有效性已預設了原初契約，不同的是，康德的原初契約僅是一個理念

( Idea )，而非確實發生的歷史事件；另外，Kenneth Baynes認為康德所提出的「實踐理性設準」

( postulate of the practical reason )是證成財產權的關鍵，「實踐理性設準」就是「把任何一個屬於

我的意志選擇的外在對象作為我的( 財產 )是可能的。」( MM, §2  )也就是「把在我意志的自由
行使範圍內的一切對象，看作客觀上可能是『我的或你的』，乃是實踐理性的一個先驗假設。」( MM, 
§2  )，藉著這個預設，自然狀態之下原本共同擁有資源的狀態能夠被打破，而允許人去「占有」

( possess )一個外在物，而這個外在物本身原已為所有人共有了，「實踐理性設準」也就是康德的

「許可法則」( permissive law )，指涉一種對「普遍禁止法則」的禁止，可以說是一種例外狀況，

在《理論與實踐》中，康德亦將對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之容忍視為一種許可法則的應用，Kenneth 
Baynes認為康德雖然致力於使「許可法則」具有普遍性，但無論採何種標準，「許可法則」仍然

擺脫不了偶然性。( Bayne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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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理性的二律背反」( antinomy of reason with regard to Right )也就是： 

正題：有可能使某個外在之物成為我的，即使我沒有占有它。 

反題：不可能使任何外在物成為我的，除非我占有它。( MM, §8  ) 

Kersting認為「實踐理性設準」可以解決這兩個看起來衝突的命題。占有外

在物是外在自由的前提，剝奪占有外在物的可能性就等於剝奪了自由的實踐。反

題的錯誤在於以時間、空間的限制來否定自由的實踐能力，因此，Kersting認為

正題象徵著「實踐理性的純粹概念」( pure concept of practical reason )。Flikschuh

認為 Kersting忽略了康德事實上認為兩個命題都是正確的。且 Kersting偏重正題

表示：透過實踐理性的能力，人就能夠/應該占有外物，這表示這個占有關係只

是一種人與物之間( subject and object ) 的關係，但康德明白反對這一種觀點，在

康德那裡，財產權是人與人之間( subject and subject )的關係。(Flikschuh，1997：

59 ) 

其次， Flikshuh質疑 Kersting的立場含糊不清( ambiguous ) 。因為若

Kersting已藉著「實踐理性設準」肯定了「法權的二律背反」之正題，即「知性

占有」之可能，那麼為何還需要透過原初契約來建構作為外在強制力的政治社會

以建立財產權呢？Kersting主張：「契約的必要性來自於要把「單方面對外在物

的獲得」與立法意志符合一致的要求。」(Kersting，Immanuel Kant：Zum Ewigen 

Frieden：357，轉引自 Flikshuh，1997：60  )意思是說：透過契約，每一個人同

意讓其他人單方面的獲得外在物，也就是設想「每一個人的同意」作為限制外在

自由的基礎，讓人可以去占有外在之物。(Flikshuh，1997：61  )如此一來，原

初契約所提供的「同意」只是同意政治社會成立之前單方的占有，政治社會本身

的正當性不來自原初契約的同意。 

在這裡 Kersting的意思似乎是：康德要我們設想當初有一個原初契約的意

思是，我們想像我們同意了每一個人可以單方面地占有他想占有的東西。但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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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原初契約不會/不必產生一個政治社會，但康德認為原初契約應是人們用來

想像國家之合法性之「行動的理念」( idea of act )。( MM, §47  )因此 Kersting並

未成功說明原初契約與政治社會之理據的作用為何。 

Riley對康德之契約論看法相當特別：一方面認為康德所提出的「意志」概

念之理論一致性不僅遠勝於之前的霍布斯、盧梭，更能矯正契約論者長期以來因

為對意志的界定分歧而產生的種種困難，進而賦予意志這個概念一個具普遍性及

有效的哲學的基礎，因此將康德視為重要的契約論思想家。但另一方面又將康德

之契約論歸於自然法理論傳統之下。Riley認為康德的契約論重要性在於：藉著

原初契約之理念所規約之共和國，較其他任何形式更能提高此一共和國之合法性

( legality ) ，並使其趨近康德道德哲學中所要求的至善。Riley試圖將契約論的詮

釋整合到目的論裡，而主要以目的論來詮解康德的政治哲學。在 Riley看來，康

德的實踐哲學是以個人之善意志( good will ) 為起始點，普遍意志不是善意志，

但藉著往「人是終極目的」之理想趨近的過程，普遍意志便能夠與善意志產生關

聯。換句話說，政治是促進道德的手段與工具，而原初契約作為一個國家權威的

規範與判準，讓君主能夠規約自己，正是帶動政治往康德理想中的共和國前進的

最大助力。( Riley，1983：15-17 ) 因此在原初契約所包含之「同意」之意涵方

面，Riley關注的是原初契約作為政治權威規範性判準的部份，認為這在某種程

度上提供了一種假想的同意。Riley認為康德的政治義務與責任均非基於人民藉

自願的行動( act )所表現之同意，康德之「準契約論式的政治」( quasi-contractarian 

politics ) 是不牽涉霍布斯與盧梭等人念茲在茲的同意、承諾等概念的。因為「真

正的政治若不先尊重道德，就無法有任何進展」，透過道德對政治所擁有的優越

地位，人不需要任何「明示的自願行為表示其同意」便有義務服從政治權威，因

為政治權威在這個意義下是促進道德的手段之一。因此在這個意義上，Riley認

為康德不能算是「字面上」的契約論者，15但康德的意志理論與其論證模式卻足

                                                 
15 在這個意義上，Patrick Riley也非字面上的「主張康德為契約論思想家」的「契約論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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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康德在契約論傳統中占一席之地。( Riley，1982：138 ) 

Kersting或 Riley對康德契約論的「同意」各有不同論述，但均同意原初契

約是一種「使個人意志與普遍立法意志符合一致」的方式，且唯有如此，方能實

踐法權原則。但 Kersting與 Riley都未闡明原初契約在「使個人意志與普遍立法

意志符合一致」這一方面之作用。本文要提出的是：對康德而言，「過渡」到政

治社會是一項義務，但義務並不代表必然履行，過渡義務所證成的是這個政治社

會之所以必須的規範理由，是第一層次的理據，但第一層次的理據需要進一步的

「證立」( justification ) 。這個進一步的證立可能是具規範性的，也可能不具規

範性，但若是具規範性的理由，可能就會需要另外的證立，如此一來就陷入無窮

倒退的困境之中。對此，許漢認為有兩種解決方法：一是基礎論( Foundationalism ) 

的方式：就是把某些原則當作是自明的根本預設，這些原則可以是規範性的，也

可以是不具規範意義的對人性的某些假定；二是融貫論的方式：這是指看這些原

則是否能和其他具規範性或不具規範性的信念互相符合，羅爾斯的「整全性學說」

便採這一個途徑來證成他的基本假設。( 許漢，1999：5 )本文認為此處存在這一

個根本的假設而使「進入政治社會」這個道德義務能被證成。在自然狀態中，人

有義務要過渡到政治社會，但這個義務可能來自於一個根本的理由：原初契約作

為一切法權形成的前提。 

Shell 將契約論當成康德政治理論的重心，且認為康德的正義理論具體而言

便是契約論。Shell認為康德公共法權( public right ) 的目的是要保全( secure )內

在法權，即人唯一的天賦法權：自由( freedom )，如同之前的契約論思想家霍布

斯的理論目的為保全生命( secure life )、洛克之目的為保全財產。綜而言之，可

以說契約論是一種為了保全某個能夠滿足個人目的所必須運用的手段。霍布斯與

洛克的目的都是個人利益作為出發點，要脫離自然狀態的動機都是個人欲望，但

                                                                                                                                            
為他也認為政治義務不來自同意，而似乎應當擺在本節第一項義務取向之下，但本文將之與其他

主張康德為契約論思想家的論述放在一起，是為了比較他們對「同意」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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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憑藉的是理性、普遍且客觀的責任。而在脫離的過程中，Shell 認為：為了

獲得他人的同意，在政治中允許我們將其他人當作手段，同時也成為他人的手

段。但這樣的偶然聚合並不可靠，因為自然狀態之中，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法官，

因此仍需有一個外在的強制力來確保每個人的自由相互一致，然後就不會有人法

權被侵犯。在康德的理論中，這個外在強制力便是法律，而法律來自普遍意志，

即人民的立法意志。藉由主權者代表立法意志而作為一個具統一性的「行動者」

之，原初契約作為一個理念的統一性作用方能完成。( Susan Shell，1980：152-164 ) 

Shell認為在康德的自然狀態之中，這個「脫離自然狀態的需求」不必嚴重

到霍布斯所鋪敘的那種「自然狀態即戰爭狀態」的程度也能夠產生。因為自然狀

態中，每個人是自己的法官，每個人根據自己的理性進行判斷，因此不同的判斷

產生了人與人之間的衝突與紛爭。換句話說，自然狀態裡的不和諧根源於每個人

的目的都不相同，道德雖提供了一個形式( form )：要趨向善與正義，但內容

( matter )卻留白讓大家去填，主觀判斷不會改變「你應當做什麼」，但「你實際

上選擇去做了什麼」卻因人而異。在這一點上，康德顯然依循著一種霍布斯式

( Hobbesian )的思路。綜言之，外在自由的一致性只能依賴外在權威，即法律，

使「自然之聲的沉默」得以確保( make the nature voice silent )。( 1980：155 )在羅

馬法中有所謂「利益迴避原則」，為了將判斷的能力集中在某一個最高的「第三

方」，也就是康德理論中「代表」著人民的立法意志的君主。原初契約在此提供

了一個「統一性」以統一起「原本在自然狀態下不可能具有統一性的雜眾

( multitude )」。在這個意義上，君主象徵著人民的統一性，正如霍布斯所言：統

一性不存在於「被代表者」( the represented ) ，而在於「代表者」( representative ) 

的統一性。( Lev，Ch.16 )在「代表」這個主題的論述中，康德與霍布斯相同，因

此康德與霍布斯的君主都不需要對人民負責，因為君王作為一個代表，其重要性

在於他是作為「確保契約成立的第三者」而不是基於「人民同意他的統治」。因

此，Shell認為：儘管康德的政治義務之基礎確實不能從人民的同意中推導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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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原初契約仍然是證成政治義務的根源所在。( 1980：164 ) 

Shell確實指出了原初契約之作用在於統一性，但原初契約要如何來表現這

個統一性？這也就是問：人為了尋求一個統一的判斷，透過設想一個契約究竟同

意了什麼？Shell正確的指出了這個問題的前半部分，但卻沒有追問後半部分。

而若與本文第二章第二節與霍布斯探討統一性的部分作一對照，可以說這個問題

後半部分的答案便是：人民( 假想地 )同意要有一個共同裁判者，要有一個最高

的法官來為所有人做出判決。16 

                                                 
16 康德認為原初契約不該是一個建構性的概念，而只是規約性的理念。意思是說，人民不應該

去猜疑當初如何給予政治權威同意，或經由什麼樣的方式建構了同意。必須考量的問題其實是：

當下這個政治權威如何能夠被認為是合法？若是人民能夠認同這個政治權威，則假想的原初契約

之統一性便是該政治權威的合法性基礎。而若是人民不能夠認同，假想的原初契約之同意也具有

規範統治者的作用，儘管這個規範性在康德反對革命的態度下顯得相當微弱，但在理論上，若以

本文所提出的統一性作用來詮釋康德對原初契約的論述，則與康德對革命的態度似乎能夠求得一

個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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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章節安排 

雖然在羅爾斯( John Rawls )的《正義論》( A Theory of Justice )之後，康德的

政治哲學重新引起西方學界的注意，但這股「回到康德」( back to Kant ) 的熱潮

主要集中在康德晚期的數篇社論文章，而非《道德形上學》( Bernd Ludwig，1990：

404 ) 。《道德形上學》被視為不完整的作品而被忽略了整整兩個世紀，事實上，

一直到 Christian Ritter宣稱《道德形上學》與康德批判期之作品有關聯時才真正

引起了大眾的興趣，但 Ritter並沒有將注意力放在《道德形上學》裡的論證上，

( Mary Gregor，1988 )而許多人希望藉著康德在《道德形上學》裡對於財產權與

分配正義的論證作為進一步探討羅爾斯《正義論》的憑藉，後者要追問的是：如

何分配才符合正義的？但康德要探討的是更根本的問題即：私人財產權如何能被

證成？因為若無私人擁有財產之可能的話，也就沒有接下來的財產分配，更無所

謂正義不正義的分配了，因此，財產權是理解康德政治理論的關鍵，17它提供了

理解康德對原初契約、自然狀態與政治社會等契約論語彙的著力點，因此要探討

康德對契約論的論證，財產權為一核心概念。18 

本文分成三個部分，在導論裡交代本文問題意識與文獻檢閱的部分，並針

對文獻進行討論。第一章主旨為康德的契約論，主要從《道德形上學》中探討康

德的財產權與統一性兩個主題，因為財產權利是《道德形上學》的主旨，在《道

德形上學》中，文本環繞著財產權利的形成而漸次鋪敘出政治社會的成立，為了

使財產權能夠確立，就必須面對統一性的問題。因此，本章分成四小節，第一節

為康德在《道德形上學》裡的論述，第二節中分別就財產權與統一性兩條線索整

                                                 
17 關於這一點，許多學者採同樣看法，如 Gregor（1988: 780）：「『財產獲得』的可能性提供了康

德的普遍意志理論。」、Shell（1978: 78）：「貫穿康德政治哲學與知識論之核心問題是：人作為

主體，去掌握( appropriate )與轉變( transform )世界為他所有的過程。」、Baynes（1989: 433）：「康
德的原初契約之同意來自於對『在自然狀態中僅是暫時的財產權』之道德義務[亦即，進入政治
社會]。」。 
18但在處理這個課題時，康德亦遇到很大困難，席勒寫給 Eberhard的信上便曾提到，財產權與原

初獲得等問題帶給康德相當大的困難，而《道德形上學》正是康德長期以來面對這些問題所提出

的回應與解決。( Gregor，1993：91 ) 



 19

理康德之文本，第三節探討康德在何種意義上為契約論者，第四節對康德之契約

論初步的描述作一結語。 

第二章的主旨在於延伸第一章對於康德契約論的論述，進一步對照霍布

斯、洛克到盧梭等契約論思想家處理財產權與統一性的方式。本章分為四節，第

一節探討洛克的契約論。第二節探討霍布斯之契約論。第三節與盧梭契約論作對

照，在第四節中對以上比較作一統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