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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康德在契約論的定位：霍布斯、洛克、盧梭 

第一節 洛克的契約論 

第一項 勞動財產權 

眾所周知，洛克在《政府論》( Treatise of Government )中所要批判的主要是

採專制和絕對主義的政府。因此，洛克對當時為這種政府做辯護的意見中最廣為

流傳的意見，即羅伯特‧菲爾默( Robert Filmer，1588-1652 )所寫的小冊子，進

行猛烈攻擊。洛克主張的是一種激進的憲政主義理念，也有人稱為人民主權理

論，或一種抵制專制政府的個人主義理論。 

儘管歷來對洛克的財產權理論有著許多不同的詮釋，1但詹姆斯‧塔利

( James Tully )明智的指出：這些詮釋可能都犯了某一個根本的錯誤，即把洛克當

時的政治理論與制度視為一個連續性過程中的某一個環節，因此導致的問題是：

將一個格格不入的解釋框架強加於洛克的文本上，進而產生誤解。因此，詹姆斯‧

塔利認為，在閱讀的過程中，必須以文本本身「那些術語去理解它。」( 2001：

87 ) 換言之，若要真正理解洛克，便需以洛克所要反駁與修正的格老秀斯之自然

法理論作為理解的出發點，唯有放在這個脈絡之下，才能對洛克所達到的結論有

正確理解。 

詹姆斯‧塔利認為：洛克提出其財產權理論背後有其不得不然之因素─即理

論脈絡的限制：洛克要反駁菲爾默對格勞秀斯以自然法詞彙所建構的所有權，2指

                                                 
1 第一種觀點出現於十九世紀早期，洛克被某些社會主義者解釋為英國現代社會主義之父；第二

種主要的解釋是自由主義式的，這也是目前主要的一種觀點：認為洛克的分析混亂且膚淺；後來

Leo Strauss與Macpherson的批評引發了第三種非自由主義式的詮釋，即認為洛克的財產權是一

種「占有性個人主義」；第四種解釋認為洛克讓政府按照它們認為適當的方式來界定財產。( 詹
姆斯‧塔利，2001：85 ) 
2 格老秀斯認為財產權是一種排他性的權利，換言之，這種權利排除了其他人使用的可能，「財

產權，或者那種唯一的，專有的所有權，指的是一個人以完全排除宇宙中任何其他個體之權利的

方式，對世界上的外部事物主張並行使的權利。」( 詹姆斯‧塔利，2001：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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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一種支配某人之所有物的排他性法權，例如某人對自己的自由、孩子和奴隸所

擁有的權利，但又要拒絕格勞秀斯所欲證成之絕對主義的結論，換句話說，洛克

一方面必須在自然法詞彙中保全被菲爾默否定的自然法系統，另一方面又須證成

與格勞秀斯迥異的結論，即以人民之同意為基礎的政治權威。( 詹姆斯‧塔利，

2001：90 ) 必須指出這一點才能理解洛克與康德其實是在同一個脈絡下進行他們

的論述，這裡指的是在財產權這方面，洛克與康德都試著要把「公共財產特殊

化」。因此在「人所應當擁有的自然權利」與「原初共同擁有世界資源」這兩方

面，洛克與康德相似之處便可獲得解釋。洛克認為人一出生就有權享有能夠維持

生存的資源之權利：「就自然理性來說，人類一出生即享有生存權利，因而可以

享用肉食和飲料以及自然所供應的以維持他們的生存的其他物品。」( T2，Ch.5，

25 )且「上帝把地給了世人，給人類共有…土地上所有自然生產的果實和它所養

活的獸類，既是自然自發地生產的，就都歸人類所共有，而沒有人對於這種處在

自然狀態中的東西原來就具有排斥其餘人類的私人所有權。」( T2，Ch.5，26 )

綜言之，對於原初時刻下的「自然世界」，洛克與康德都意識到必須有一「共同

占有」的資格存在，而這個存在先於私人權利之形成。3 

從這一同樣前提出發，康德對於財產權的觀點卻與洛克針鋒相對。因為康

德認為財產權是綜合命題( synthetic proposition )，4所謂的綜合命題是指主詞自身

並不包含謂詞，亦即，主詞與謂詞之間需要一個第三者 X方能使命題成立。因

此若這個綜合命題要成立，則必然需要另外的中介者。以財產權舉例的話，可以

這樣說，財產權的核心問題在於：如何證明人對於一個外在於他自身的物具有權

利？康德的確認為人是天生自由的，但這個自由指涉的是「內在自由」的權利，

內在自由並不等同於人可以「自由地」去獲得外在之物。換言之，「內在自由」

與「外在行動自由與其他人一致」這個聯結並非不證自明的，人的內在自由權利

                                                 
3 這個「原初共同擁有資格的前提」所蘊含的意義是：沒有無主物，每個人在占有外物時必然侵
犯其他人的自由，因為該物本是共同擁有的。 
4 以康德的用語而言，洛克式的財產權利是一個「分析命題」，也就是主詞自身包含謂詞，主詞

與謂詞之間的關聯是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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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外在物的權利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聯。因此，尋找這個關聯是財產權所以能被

證成的重要關鍵，而相反的，洛克卻認為外在財產權能直接地與人自身聯結起來。 

這裡需要對洛克的勞動財產權理論作較詳細的探討，方能進一步理解康德

與洛克相對之處。洛克不認為需要其他人的同意來證成自己的財產權：「誰把橡

樹下拾得的橡實或樹林的樹上摘下的蘋果果腹時，誰就確已把它們撥歸己用….

勞動使它們同公共的東西有所區別，勞動在萬物之母的自然所已完成的作業上面

加上一些東西，這樣它們就成為他的私有的權利了。誰會說，因為他不曾得到全

人類的同意使橡實或蘋果成為他的所有物，他就對於這種撥歸私用的東西不享有

權利呢？」( T2，Ch.5，28 ) 因為人施加了勞動使某些物品脫離了它們原來被所

有人共有的狀態，因此只要賦予了勞動，洛克認為取得一物的財產權不需要其他

人的同意。例如土地的取得：「誰服從了上帝的命令對土地的任何部分加以開拓、

耕耘和播種，他就在上面增加了原來屬於他所有的某種東西，這種所有物是旁人

無權要求的，如果加以奪取，就不能不造成損害。」( T2，Ch.5，32 )。但明顯

的後果會是，人貪婪的占用所能占有的東西，而與其他也想占用同樣東西的人發

生衝突，這時洛克的財產權應當屬於誰呢？對於這個問題，洛克的回答是：「上

帝是以什麼限度給我們財產的呢？以供我們享用為度。誰能在一件東西敗壞之前

盡量用它來供生活所需，誰就可以在那個限度內以他的勞動在這件東西上確定他

的財產權；超過這限度就不是他的應得之份，就歸他人所有。」( T2，Ch.5，31 ) 

洛克認為財產權是人類與生俱來的，因為人擁有自己的人格。因此當我將

勞動力施加在一個外在之物之上時，此物便被塑造為我自身人格的延伸，因此我

對該物具有財產權，而這個權利直接從我內在人格延伸至外在之物之上。這也就

是說，對洛克而言，延伸到外在之物上的財產權是被直接地包含在內在人格之

中，因此財產權不需要第三者介入來加以確立或保證即可成立，因為它是直接來

自於我自身所擁有的人格。而因為財產權需要一個限制來防止人與人之間權利歸

屬的不確定，洛克認為在占有範圍內只要不致產生多餘的敗壞浪費掉的物資，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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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得的財產權便是正當的。而在這樣的前提之下，洛克進一步發展他對於貨幣

的運用之論述，貨幣是不會像食物或自然資源那樣容易腐爛毀壞的東西，因此隨

便人愛積聚多少貨幣都不構成資源的浪費，「超過他的正當財產的範圍與否，不

在於他占有多少，而在於是否有什麼東西在他手裡一無是處地毀壞掉。」( T2，

Ch.5，46 )因此，貨幣會造成財產的擴大，因為人不用擔心會有多餘的財產不正

當地被浪費掉。如此一來，有的人便能夠任意地想擴大多少財產就擴大多少，且

洛克認為貨幣的使用本身便蘊涵著他人的同意：「［很明顯地］人們已經同意對於

土地可以有不平均和不相等的占有。他們透過默許和自願的同意找到一種方法，

使一個人完全可以占有其產量超過他個人消費量的更多的土地，那個方法就是把

剩餘產品去交換可以窖藏而不致損害任何人的金銀；這些金屬在占有人手中不會

損毀或敗壞…而這樣地把物品分成不平等的私有財產，只是由於他們賦予金銀以

一種價值並默認貨幣的使用。」( T2，Ch.5，50 ) 

洛克的論證可以簡述如下：( 1 ) 每個人有權擁有自己的人格( person ) 。( 2 ) 

每個人有權利擁有其人格所產生的勞動( labour )。( 3 ) 每個人有權利擁有混合了

其人格所產生的勞動之物。驟看之下，「每個人擁有自己產生的勞動」這個命題

似乎天經地義、不證自明，但在洛克的論述中，由於其「勞動」( labour )在不同

地方所指涉的意義並不一致，例如說：在命題( 2 )裡，勞動指的應是勞動的「活

動」( activity )而非命題( 3 )裡所指涉的勞動成果。這樣的意義不一致使洛克的財

產權論證在實際應用上會產生「代表」與「合作」的問題。代表性問題經常發生

在當某甲為某乙做了一件事，此時這個工作是乙的，但付出勞動的是甲，因此「每

個人擁有自己產生的勞動」這個命題便難以成立，因為此時某甲的勞動應屬於

乙；而在合作性問題中，經常可見的狀況是勞動的分配問題，即某丙與某丁一同

做同一件事，雖說是同一件事，例如說摘蘋果，但兩個人的勞動仍然是個別的、

在質與量上都不同的活動，例如說摘同一棵樹上的不同邊的蘋果。因此隨之而來

的問題便是：勞動成果如何公平分配？若要依丙、丁兩人勞動的質與量來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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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將此分配問題變得非常複雜，尤其在近代分工的社會裡，一個物品要經過許多

人之手，例如麵包要經過磨坊工人、麵包店師傅，因此若要計算其中的勞動量更

加困難。( Day，1966，209-10  ) 

總結以上論述，前述之洛克論述之前後不一致可以歸結為一個內在問題：

即人儘管擁有其自身人格所產生之勞動，但此處的勞動指的是一種活動，當混合

了勞動的外在物要產生權利之時，這裡的勞動指涉的是勞動的成果，在前一部分

裡，「每個人擁有自己產生的勞動」這個命題較具說服力，而若牽涉到勞動成果

時，他人的同意顯然是一個劃分勞動成果的重要關鍵，忽略了這個「同意」，就

得面對計算勞動量這樣的複雜問題。換言之，前述之洛克所產生的問題可以說根

源於其未闡明在財產權中「同意」的問題。綜言之，既然勞動量不可知，則若要

獲得某物的獨占權利必然需要其他人的同意，否則便是對他人的一種侵犯。但洛

克的反駁似乎仍有其道理：「假若這樣的同意是必要的話，那麼，儘管上帝給予

人類很豐富的東西，人類早已餓死了。」( T2，Ch.5，28 )在洛克的困境之上，

康德的財產權試著要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權利的概念正是要尋求人與人之間外在

自由的一致。5 

第二項 統一性 

列奧‧施特勞斯( Leo Strauss )曾說：「明智的洛克，他明智地盡可能抑制住

自己不要提到霍布斯那『理該受到譴責的名字』。」( 施特勞斯，2005：275 )在

施特勞斯看來，明智的意思代表著一種對霍布斯所造成的自然權利思想的斷裂與

巨變的譴責。但避而不提並不等於就能夠不受影響，洛克依然在霍布斯這個被施

特勞斯稱為「魯莽頑劣、破壞偶像的極端派」的平民哲學家的影響之下，至少，

                                                 
5但必須說明一點：洛克並非單純地忘記了其他人的存在，若說康德對洛克的反駁僅是因為洛克

忽略了人與人之間的自由應保持一致，則是對洛克的一種誤解，洛克之所以要提出其財產權，是

意有所指地要建構一有限制，即建立在人民同意之上的政治權威，以反駁如格勞秀斯與普芬道夫

等人所欲建構的絕對主義，如本章第一節開頭所敘述的，洛克之理論必須被放在該脈絡之下才能

確切理解其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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洛克的確看到了霍布斯對統一性問題的關切與處理，但在洛克的理論中，卻似乎

完全的加以忽視，就好像洛克並不重視統一性的問題，並且認為它不值一提一

樣。事實上，對於洛克所欲證成的「有限的政治權威」而言，強調統一性是與洛

克的目的背道而馳的。我們可以發現：強調統一性者，對政治權威/人民這樣一

個上對下的關係通常具有強化作用，因為統一性問題追問的是：如何使無政治行

動能力的雜眾成為具政治行動能力的人民？換言之，統一性問題強調人民並非本

身為政治的動物，如亞里斯多德所說的天生具有政治性，因此政治權威相較於尚

未具有政治意志的人民而言，不但主動性高，且在力量上較為優越，因為人民的

形成還需借助政治權威的力量。在康德與霍布斯那裡，這種主權者的優越性在於

「代表性」。在洛克的理論中，藉由多數同意原則便可使群體作出一致的決定。

洛克的個人，事實上原本便是相當政治性的，我們看到在自然狀態下，洛克的個

人與個人之間便已經能夠締結契約、產生財產權，顯然地，相較於康德筆下尚無

公共權威的社會狀態，洛克的個人在權利方面更具有能動性。也因此，統一性問

題就可能不是洛克所需要關切的議題。因此，本節將跳過洛克，說明霍布斯與盧

梭如何處理/面對統一性問題。而康德的契約論語言與盧梭有許多相近之處，字

句相近雖表示「可能相關」，但不一定等於「意義相同」，仍需由理論脈絡與目的

來觀察，這也將於下文一併討論。 



 53

第二節 霍布斯的契約論 

第一項 財產權：主權者作為前提 

對霍布斯而言，權利( jus，Right )是一種「做或不做的自由」( liberty to do or 

to forbeare )，相對於法律( lex，Law )是一種約束，「兩者在同一事物中是不相一

致的。」( Lev，XVI：91 )。這意思是說，當某人宣稱他有自由去做某個行為時，

這是他對這個行為所主張的「權利」。因此所謂的「自然權利」便是指：在自然

狀態之下對一切事物都有權利的狀態。這也就是說，在自然狀態中，對一切事物

都有「自由」去奪取、占有或使用。但在自然狀態下，由於人的激情中帶有鬥爭、

追求榮譽與互相猜疑的天性，因此人與人之間無法避免衝突，這個衝突指的是每

一個人與其他人彼此的自由發生衝突。易言之，在霍布斯的自然狀態下，我可以

對某物主張我占有它的自由，你也可以對同樣的東西主張你的自由，這便是自由

發生衝突的時刻。衝突需要一個裁決者，自然狀態中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法官，

這便是霍布斯的戰爭狀態之肇始。戰爭狀態並不一定指涉兩方正式開戰的狀態，

「這種戰爭是每一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因為正如同惡劣氣候的性質不在於一

兩陣暴風雨，而在於一連許多天中下雨的傾向一樣，戰爭的性質也不在於實際的

戰鬥，而在於整個沒有和平保障的時期中人所共知的戰鬥意圖。」( Lev，XIII：

88 ) 在和平沒有被主權者確保的時候，自然狀態就是戰爭狀態，而自然狀態下「沒

有財產、沒有統治權、沒有『你的』、『我的』之分，每一個人能得到手的東西，

在他能保住的時期內便是他的。」( Lev，XIII：89 )因此，對霍布斯來說，財產

權無法在沒有一個外在強制力確保時形成。6 

這也就是說，主權者的出現是自然權利的消滅，「把大家所有的權力和力量

                                                 
6 與康德相同，霍布斯也必須面對「自然狀態中究竟有無財產權( property )？」的問題，因為在
the Elements of Law中，霍布斯承認在自然狀態下有某種程度的財產權關係( limited 
property-relation )，這個財產權關係來自於人與人彼此訂立的契約，但到了 Leviathan中，霍布斯
又改口說：主權者之前沒有財產權，而 Lopata認為霍布斯並沒有試圖去調解這個矛盾。( Benjamn 
B. Lopata，1973：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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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托給某一個人或一個能通過多數的意見把大家的意志化為一個意志的多人組

成的集體。這就等於是說，指定一個人或一個由多人組成的集體來代表他們的人

格。」( Lev，XVII：120 )。這是主權者成立的過程，每一個人都把原先在自然

狀態中所擁有的無限自由，即自然權利，完全讓渡給主權者。這是一個「授權」

( authorize ) 的過程，而授權象徵的是「代表者的行為等同於被代表者的行為」，

因此，主權者的行為等同於每一個人的行為。這隱含的自然是一種不容反抗，不

可質疑的權威。但此處的重點是：自然權利相對於政治權利，這裡說的政治權利

指的是進入政治社會以後才形成的權利，如財產權。可以說，自然權利的終點是

政治權利的起點，若是自然權利不全盤讓渡出去，則主權者無由建立，而沒有主

權者作為前提，所謂的政治權利也無從確定與形成。也就是說，因為沒有政治權

威就沒有財產權，沒有財產權又意味著每一個人對其「應得之份」的茫然無知與

困惑，所以「政治權威」是「應得之份」的前提，前者是後者之所以可能的條件。 

當主權者是一切政治權利的前提時，這是個威權的社會，意思並不是說主

權者必定暴虐，而是指這個政治權力的不容置疑。換言之，霍布斯理論的結果壓

縮、否定了革命與反抗權利的空間，而財產權正是論證革命與反抗權利的核心。

7如馬克弗森所指出的：霍布斯認為內戰的根源其實來自於一種「對於『無條件

財產權』( unconditional property right ) 的信念」。( 1962：65 ) 因此，霍布斯在這

一點上與洛克相對，在「按約建立的主權者的權利」裡，他要證成「主權者為財

產權之前提」的結論，而將主權者的權威性與正當性推至巔峰： 

主權還包括以下的全部權力，即訂立規章，使每一個人都知道哪些財物

是他所能享有的，哪些行為是他所能做的，其他臣民任何人不得妨害。

這種規章就是人們所謂的法度。因為正像前面已經說明的一樣，在建立

主權者以前，所有的人對所有的東西都具有法權，這樣就必然會引起戰

爭。由此看來，法度既為和平所必需，而又取決於主權，所以它便是主

權為了保持公共和平應做的事情。這些有關我的、你的) 以及臣民行為

                                                 
7 霍布斯在理論中否定了反抗能夠具有權利，但並不代表霍布斯必然是一個完全保守反動的思想

家，霍布斯的理論可能必須被放在當時為了鞏固相對於教權之君權的脈絡之下來看，方能有完整

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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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善、惡，合法與非法的規章就是市民法( civil law )，也就是每一個
國家各自具有的法律。( Lev，XVIII：125 ) 

在這一段文本中霍布斯清楚指出主權者為著和平的最高目的。可以針對所

謂「我的和你的」制定市民法，所謂「我的和你的」就是私有財產制，而市民法

代表主權者的意志。因此，主權者的意志是私有財產的前提。Lopata指出：古

典自由主義者視國家為私有財產權的保護者，而霍布斯卻更進一步，視國家為私

有財產權的創造者。因為主權者有權決定所有的財產權關係，因此，主權者和私

有財產權可以說是「共存的」( concomitant ) 8 (  Benjamin B. Lopata，1973：207 ) 

同樣的觀點也出現在 De Cive與霍布斯其他著作之中，在《哲學家與一個英

國基本法的學生之對話錄》( A Dialogue between a Philosopher and a Student of the 

Common Laws of England ) 中，霍布斯指出自然狀態與政治社會的差別在於：在

政治社會中，主權者是一切財產權的前提。 

立法者( lawmaker )早於任何所謂的「擁有」( own )或財貨( property of 
goods )和土地…因為沒有法規( statute-law ) 的話，所有的人對所有事物
都有法權，…因此除了君主( king ) 或擁有主權權力( sovereign power )
的人，的給予，沒有任何私人能夠宣稱他擁有土地或者財物的資格

( title )。( 轉引自 Lopata，1973：207 ) 

從自然狀態中「對所有事物都具有權利」過渡到「主權者為一切權利之前

提」的狀態裡，霍布斯要證成的是主權權威的絕對性。由於前提是必然的，臣民

對主權者的反抗空間就被壓縮到最小。因為在政治社會裡，主權者任一所作所為

都並非不義，即使是取走臣民的性命，這也是來自於當初建立主權者的時候，臣

民本身的授權，在「授權者」( author )即「作者」的邏輯之下，臣民沒有訴諸正

義以反抗主權者的「權利」： 

我們不能認為生殺與奪的主權由於這種自由而被取消或受到限制。我們

已經說明，主權代表人不論在什麼口實之下對臣民所做的事情沒有一件

                                                 
8 Lopata認為霍布斯在 Leviathan中確實將主權者形塑為一切財產關係的前提，在主權者之前，

沒有任何財產關係，換言之，在 Leviathan中，主權者是所有財產關係的前提，但在 The Elements 
of Law中，自然狀態下似乎又存在著某種財產關係。( Lopata，19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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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確切地被稱為不義或侵害的，因為每一個臣民都是主權者每一行為

的授權人，所以他除開自己是上帝的臣民，因而必須服從自然律以外，

對其他任何事物都決不缺乏法權，於是，在一個國家中，臣民可以，而

且往往根據主權者的命令被處死，然而雙方都沒有做對不起對方的事。

當耶弗他( Jephata ) 在祭禮中把自己的女兒當作犧牲時情形就是這

樣。…這樣死去的人有自由作出他的行為，但這樣把他處死卻沒有對他

造成侵害。當一個主權君主處死一個無辜的臣民時，同樣的道理也可以

成立。這種行為雖然由於違反公道而違反自然法，像大衛( David )殺死
烏利亞( Uriah ) 就是這樣，9但對烏利亞說來卻並不構成侵害，而只對

上帝構成侵害，原因是任意做他所願做的事情的法權已經由烏利亞本人

交付給大衛了。( Lev，XXI：148 ) 

由於「任意做他所願做的事情的權利」是自然狀態下的天賦權利，進入政

治社會的臣民已將此權利全盤讓渡。因此在政治社會之中，權利關係與自然狀態

中所謂的權利已是全然不同的兩件事，後者的存在不表示前者不是前提。也就是

說，自然狀態中的確有占有、交易，或甚至是戰爭所產生的權利義務關係，但就

像自然權利所包括的：對一切都有權利一樣，在主權者建立之後，這些已產生的

權利義務就消滅了。主權者的意志決定了新的權利與義務關係，主權者的命令才

是新的權利義務關係的前提。釐清了這一點，我們便可以回應 Lopata對在霍布

斯理論中「主權者為財產權之前提」的命題所提出的質疑。 

Lopata認為儘管霍布斯明確表示主權者為一切權利之前提，但在自然狀態

中，仍存在著兩種財產權關係：一種是征服者對被征服者的征服權，另一種是在

家庭中，父親對子女的管轄權。而這兩種權利確實能夠在自然狀態中形成某種財

產關係，換言之，在不存在主權者的情況下，依然能夠有某種形式的財產權存在。

Lopata認為霍布斯並沒有試著去調解這種明顯的矛盾，而將霍布斯的矛盾歸因為

歷史背景的因素。( Lopata，1973：209 ) 

但這樣的觀點顯然無法具有說服力。如前文所述，所謂「主權者為財產權

之前提」的意思不應當解讀為：在主權者之前沒有任何形式的權利義務關係存

                                                 
9 據《聖經撒母耳記下》記載，大衛王見勇士烏利亞的妻貌美，與之私通，並將烏利亞派在戰陣

最危險處借敵人之手殺死烏利亞，後將烏利亞妻接至宮中，生出一個兒子，上帝甚不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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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便是最極端的戰爭狀態之中，只要人與人之間有互動，某種權利與義務的

關係便會產生，如最根本的父權，甚至在戰爭中也產生征服權。但主權者的出現

象徵著一個全新的前提，無論在政治社會中的權利與義務是否與自然狀態下一

致，前者的根源都來自於主權者的意志，而非自然狀態。 

但 Lopata也正確的指出了霍布斯理論中可能的問題在於：為臣民留下了自

我保存的自由。在政治社會中，對於自保，臣民仍有相當的自我決定空間。這並

不是說主權者不能剝奪臣民的生命，而只是說，主權者不能要求臣民自己放棄生

存。在論臣民的自由時，霍布斯很明確的指出其中的差別： 

因為，允許[主權者]他殺我，並不等於說在他命令我的時候我就有義務

要殺死自己。「你可以任意殺我或我的朋友」這句話所指的是一回事，「我

將殺死自己或我的朋友」所指的又是另一回事。因此，我們就可以得出

一個結論說：任何人都不因語詞本身的原因而有義務要殺死自己或任何

其他人。…因此，當我們拒絕服從就會使建立主權的目的無法達到時，

我們便沒有自由拒絕，否則就有自由拒絕。( Lev，XXI：149 ) 

差異在於臣民擁有「保全生命的自由」，而沒有「保全生命的權利」，因為

後者早已讓渡給主權者了。因此，主權者處死臣民並沒有不義，因為正義與否是

藉由主權者來決定的，但臣民畢竟還是擁有逃走的可能性。 

由此看來，儘管霍布斯希望證成的是一個絕對的權力，但主權者的權威還

是被「最初建立主權者的目的」所侷限，因此主權者權威與霍布斯一再強調的「絕

對與無限」( absolute and unlimited ) 事實上是有差距的。臣民確實沒有積極的叛

變與反抗主權者的法權，但主權者至高無上的權威也無法要求臣民在「保存自己

生命」這個目的上無條件的服從。這樣的漏洞讓霍布斯筆下的臣民具有的自由事

實上遠遠超過了字面上的「臣民的自由」。霍布斯原本宣稱臣民的自由只存在於

法律的沉默之處，對此霍布斯用了一個生動的譬喻： 

他們也製造了稱為國法的若干人為的鎖鏈，並通過相互訂立的信約將鎖

鏈的一端繫在他們賦予主權的個人或議會的嘴唇上，另一端繫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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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上。( Lev，XXI：147 ) 

霍布斯將國法視為一種「人為的鎖鏈」( artificial chains ) ，而臣民的自由是

相對於這個「鎖鏈」的自由。因為法律不可能詳細到規定了每一個小細節，因此，

法律所沒有規定的地方，像是買賣與契約自由、選擇自己的住所、飲食與教養子

女之方式的自由都是臣民所正當擁有的自由。如果臣民的自由僅有這樣，就沒有

革命與叛變的問題，因為革命是相對於國法約束的力量，是要去打破與毀滅後者

的力量。若臣民的自由僅限於法律未規定處，則不可能包括一個與法律抵觸的權

利，而既然會抵觸法律，表示此處已有法律的規定先行存在了。但由前文可知，

臣民的自由被不明顯地擴大到能夠使得主權者的權威被「最初建立主權者的目

的」所侷限。在這一點上，霍布斯可以說與洛克合流。洛克因為其天賦法權作為

國家建立的目的，而證成了反抗權，霍布斯雖以主權者為前提，要以「沒有作為

前提的主權者也不會有政治社會中任何法權」來證成主權者的絕對權威。但因為

「保全生命」的目的終究可能導致臣民消極的反抗，因此這個漏網的部份便成了

人民反抗主權者的革命法權之基礎，儘管這個「反抗的可能」在理論上是消極的。 

( Lopata，1973：207 ) 

第二項 統一性：肉身上帝 

雖然就自然狀態過渡到政治社會的過程而言，康德與霍布斯確實持不同立

場，康德的過渡因為本身是一種義務，因此可被視為必然，在這一點上與亞里斯

多德式的政治社會相近。10而霍布斯則是企圖在建構政治社會的時刻，袪除這些

所謂「必然」與「先驗」，要完全藉著人為的締約與同意，「無中生有地」建構一

個政治社會。但康德卻又不採取亞里斯多德式的政治社會概念模式，即通過一種

自然的演化過程從較小的組織( association )，如家庭，到達到較大的組織，反而
                                                 
10 義大利政治哲學史家諾伯特‧巴比奧( N.Bobbio )在西方政治概念史上區分了兩種有關政治的

「概念模式」( conceptual model )，即「亞里斯多德式」( Aristotelian type )與「自然法式」( conceptual 
model of natural law )，而他所說的這種「自然法概念模式」即為體現於社會契約論傳統中的古典

自然法，亦即自然權利學說，中古自然法則應被劃分至「亞里斯多德式」中。( 林國基，2005：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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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自然狀態為一種霍布斯式的、缺乏終極裁斷者的狀態。在同樣的前提下，康

德與霍布斯所追問的其實是同一個理論問題：無序的「雜眾」如何能夠形成一個

作為具「共性」而存在的整體的「人民」？ 

對霍布斯來說，這個問題對於是否能達成「建立一個沒有內戰的政治秩序」

之目的至關重要。原因是：權力( power )並不能保障永遠的服從( obedience )，人

也許會因為畏懼而訂約，卻未必會因為畏懼而永遠遵守約定，一旦出現另一個比

當前的主權者更加有力量的人，建立在力量與服從上的脆弱平衡便會馬上粉碎。

在這一點上，霍布斯與康德注視著同樣的問題：也就是武力( force )不足以提供

永久和平的保證。但這並不意味著霍布斯要追求普遍性，而僅是在同樣認為和平

隨時可能破滅的危機意識下，霍布斯與康德在契約論裡都試著將「主權者」，也

就是政治權威，作為一個「代表者」，然後藉著這個代表作為必然前提證成主權

者的權威，使人民作為一個共同體方能成立。11 

一開始，在 the Elements of Law與 De Cive中，霍布斯試著以「人民授權給

主權者」的授權關係來建立人民服從主權者的政治義務。但在授權關係裡，履約

問題無法獲得圓滿解決。人民若僅是授權者，則隨時能夠將權力收回，如果某甲

收回了他的同意，換言之，某甲不願再履行契約，而某乙卻仍然履約，在這樣不

一致的情況下，某乙便成了霍布斯口中的「愚昧之徒」。而因為沒有人想做別人

眼中的愚昧之徒，因此，人之常情便是導致所有人紛紛先發制人地毀約，則政治

秩序再度毀滅，回復到人人互相為戰的自然狀態之中。 

因此，最終霍布斯所尋求的是一個「不會出現兩個以上的意志」的狀態，

因為一旦出現兩個以上的意志，則衝突與不一致便不可避免。就如同在自然狀態

                                                 
11 「代表」這個議題在霍布斯政治哲學中是很獨特的一個主題，所謂獨特指的是雖然霍布斯僅
在 Leviathan第十六章「論人、授權人和由人代表的事物」( Of Persons, Authors, and things 
Personated ) 中論述其代表之概念，看起來似乎無關緊要，但在霍布斯三部以內容而言幾乎平行

的政治哲學著作，the Elements of Laws，De Cive，中，唯有其集大成之 Leviathan中提及了代表

之概念，換句話說，代表的概念不僅對詮解霍布斯之政治哲學有其不可忽視的重要性，也可能是

一個很好的切入點，藉此切入點，霍布斯得以在 Leviathan成功解決了前面兩部著作中尚未釐清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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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每一個人都只是分殊的個別意志，因此即便是某些人結成了團體，以武力來

威嚇其餘的人，光憑人數也不一定能在爭戰中獲勝，因為「群體縱使再大，如果

大家的行動都根據各人的判斷和各人的欲望來指導，那就不能期待這種裙體能對

外抵禦共同的敵人和對內制止人們之間的侵害。因為關於力量怎樣運用最好的意

見發生分歧時，彼此就無法互相協助，反而會互相妨礙，並且會由於互相反對而

使力量化為烏有，這樣一來，他們就不但會易被同心協力的極少數人征服，而且

在沒有共同敵人的時候，也易於為了各人自己的利益而相互為戰。」( Lev，Ch.17：

118 )所以重點不在於是否結成一個群體，或該群體人數多少，重點在於要有一致

的意見與判斷，換言之，一個「單一的意志」)。 

從權力轉向意志的解決之道在《論公民》( De Cive )裡已現端倪，但「元素

雖已俱備，但仍欠清晰組合」。( Pitkin，1964：905 )因此，要等到 Leviathan霍布

斯才明確表達一個作為「政治共同體之前提」的代表概念： 

把大家所有的權力和力量付托給某一個人或一個能通過多數的意見把

大家的意志化為一個意志的多人組成的集體。這就等於是說，指定一個

人或一個由多人組成的集體來代表他們的人格。」( Lev，Ch.17：120 ) 

每一個人都承認授權於如此承當本身人格的人在有關公共和平或安全

方面所採取的任何行為、或命令他人所作出的行為，在這種行為中，大

家都把自己的意志服從於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斷服從於他的判斷。這

就不僅是同意或協調，而是全體真正統一於唯一人格之中。( Lev，
Ch.17：120 ) 

霍布斯清楚知道烏合之眾不能成為一個有行動力的整體。因此霍布斯希望

塑造一個單一的「位格」( Person )來行使國家的權力，統一性只能出現在「代表

者」，而「被代表者」則永遠是雜多而無法產生統一性： 

一群烏合之眾，只有當他們被一個人，或一個位格所代表時，他們才被

造成一個位格，而這就要由這烏合之眾裡的每一個，都個別予以同意。

因為，使得位格成為「一」的，是代表者的統一性，而非被代表者的統

一性。正是代表者造就了位格，而且是一個位格；除此之外，烏合之眾

的統一性是無法理解的。( Lev, XVI,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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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者」便有「被代表者」，霍布斯要追問的是：存在於「代表者」與

「被代表者」之間的究竟是什麼樣的關係？霍布斯界定「代表者」為「扮演或代

表他自己或其他人。」( Lev：112 ) 而「代表某人」意指「承當他的人格或以他

的名義行事。」( Lev：112 ) 如同演員在舞臺上化身為他所扮演的角色，代表在

獲得「被代表者」授權而進行代表時，他所言所行，都不是他自己本身的言行，

而應當算是「被代表者」的言行。此時，「被代表者」是「授權者」( author )，

字義上看，即代表者言行的「作者」。當這樣的授權關係被建立起來以後，順理

成章地，授權者必須為「代表」所作所為負起責任。因為在這樣的授權關係之中，

「代表者」所做的事其實等同於「被代表者」所做的事。霍布斯的重點在於建立

這樣一種權利/義務關係，進一步運用到政治領域之中。在自然狀態下，透過每

個人個別地同意授權給一個單一的位格，即主權者所承載、代表的位格，來作為

人民的統一位格，然後由主權者代表之。此時，主權者為「代表者」，人民為「被

代表者」，主權者所為即人民所為。回到前文所述，霍布斯所希望徹底解決的問

題在於：這個政治共同體如何能夠長治久安？那麼，這樣的授權與代表關係是否

解決了問題？ 

統一起每個人的意志與判斷之後，透過主權者，「雜眾」成為具共同性的「人

民」。理論上，人民不會也不能革命，兩個原因：一、此時的主權者，亦即承載

由每個人統一起來而生的單一位格的自然人，主權者作為「代表者」代表的是人

民自身，人民反抗他便等同於反抗自己。二、在「非霍布斯式」( non-Hobbesian )

的理論中，如 Althusius之傳統自然法學派，便主張人民與統治者為契約之兩造，

是兩個主體，人民在讓渡權力、訂立統治契約（Contract of rulership）給統治者

以前就已經是一個有共同行動能力的政治共同體了。在這種情形下，主權者成立

以後，「人民」這個共同體仍然具有行動的能力，人民不需要統治者作為前提才

能行動，因此隨時可剝奪所賦予主權者的權力。然而在霍布斯的代表與授權關係

建立以後，單一的位格已由主權者承當。因此透過此位格代表其統一性的人民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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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到雜亂無序的「雜眾」狀態。如此一來，在主權者出現之後，缺乏共同行動

能力的「雜眾」便不可能造反作亂，而在主權者的權威之下，理論上政治秩序中

不可能產生衝突，因為此時只剩下一個單一的意志與位格──主權者。( Pitkin，

1964：907 ) 

在這樣的理論進程中，霍布斯的政治義務實質上並不建立在契約的交換

上，因為僅靠契約的締訂無法確保契約的履行，因此，霍布斯的政治義務必須建

立在代表者的「統一性」之上。在霍布斯理論裡，若沒有一個代表者來聚焦、投

射在某一點：被代表者的統一性，則無從想像雜多如何作為一個單一的政治權威

來行動。但如果必定要置入這樣一個承載了統一性的位格的話，霍布斯的困難又

出現在：雜多如何能在尚未形成一具有行動能力之整體之前便「全體一致地」授

予某個代表者來代表他們？這個「授予」的動作如何能夠是一個集體性的、而非

雜亂無章的過程？雖然這在理論上有解決之道，12但重點在於康德對統一性的看

法似乎能夠避免這樣的困境。 

康德架空了原初契約作為一個歷史事實的可能性，而將原初契約視為一切

權利的前提。作為理論的前提，原初契約不需要獲得確實曾經發生過的同意，每

一個認同自己所擁有的財產權的人，都必須承認原初契約的客觀實在性與效力，

反過來說，不願提供此一原初契約假想同意的人，不但不可能成為這個政治社會

裡的一員，也不可能擁有任何財產權。因此，在康德的政治社會之中，每一個成

員理論上都已提供其假設的同意，藉由每一個人一致的同意，康德的原初契約之

統一性問題不必藉由經驗性的時間向度來解決也能成立。 

                                                 
12 也就是引進時間向度，讓民主國成立於已存在一個國家之後。( 孫善豪，2002：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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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盧梭的契約論 

第一項 財產權：主權者作為權利的保管者 

相較於霍布斯筆下的人類總是憂心忡忡計算著「未來」，盧梭認為自然狀

態中的人類只在乎「當下」。盧梭對之前契約論的批判在於：自然法學派( 包括

霍布斯的理論 )在討論社會契約時，都預設了行為者精微的理性能力，這是在自

然狀態中的個體所不可能具備的。( 蕭高彥，2001：5 ) 確實，在洛克、霍布斯

甚至康德的契約論中，自然狀態下的人們都擁有著某種程度上對「未來」的理性

計算。對洛克而言，自然狀態是一個自由、平等但並非放任的狀態，處在此狀態

下的人們，受自然法的約束，自然法是由上帝賜予人類共有的理性，因此，在理

性的指導之下，每一個人都擁有執行自然法的權利。換言之，洛克認為人們有權

充當自己案件的裁判官，在自然狀態中，甚至也可以訂立協議與合約，洛克認為：

「人類可以相互訂立其他協議和合約，而仍然處在自然狀態中。兩個人在荒蕪不

毛的島上，如同加西拉梭在他的秘魯歷史中所提到的，或一個瑞士人和一個印第

安人在美洲森林中所訂立的交換協議和契約，對於他們是有約束力的，儘管他們

彼此之間完全處在自然狀態中，因為誠實和守信是屬於作為人而不是作為社會成

員的人們的品質。」( T2，Ch.2：14 ) 洛克更認為不需要政治社會成立，自然狀

態下也有財產權，這在本章第二節中將進一步說明。因此，洛克筆下的自然人已

具有某種程度的理性能力是無庸置疑的；而在霍布斯的自然狀態裡，事實上也就

是戰爭狀態中，人類的理性計算能力更加突出。如同前文所述，霍布斯認為自然

狀態中的人被理性( reason )與激情( passion )所支配，而激情又具壓倒性力量，象

徵理性的自然法只能約束內心，而非人的外在行為，因此由榮譽、猜疑與恐懼等

激情所導致的爭戰便使每一個人陷入卑鄙、短壽與殘忍不安的戰爭狀態之中。霍

布斯所謂的戰爭狀態並不一定指特定的、確實發生在眼前的戰役。對霍布斯而

言，和平一天不能藉由主權者的權威獲得確保，一天就是處在戰爭狀態之中。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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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說，戰爭狀態指的是「發生戰爭的可能性」，霍布斯以國與國之間的情況

作為例證：「就具體的個人說來，人人相互為戰的狀態雖然在任何時代都從沒有

存在過；然而在所有的時代中，國王和最高主權者由於具有獨立地位，始終是互

相猜忌的，並保持著鬥劍的狀態和姿勢，他們的武器指著對方、他們的目光互相

注視，也就是說，他們在國土邊境上築碉堡，派邊防部隊並架設槍炮….而這就

是戰爭的姿態。」( Lev，Ch.13：90 ) 。對康德而言，人類自然的起源與政治社

會的起源─原初契約，儘管是一種想像與臆測，但康德仍然預設了那時的人在理

性的支配與引導下，具有一種「期待未來」( anticipation of the future )的能力： 

不單是享受眼前的生活片刻，而是想到未來( 往往是極遙遠的未來 )的
這種能力，是人類優越性之最具關鍵性的標誌，為的是按照其分命

( destiny )為遙遠的目的作準備：但這也是不確定的未來所引起的憂慮和

苦惱之無窮盡的根源，而所有的動物均免於這些憂慮和苦惱(第 16-20
節13 )。男人得供養自身和一個妻子，連同未來的孩子；他預見其工作

越來越辛勞，女人預見自然使女性承受的麻煩，此外還預見更有力的男

人加諸她的麻煩，雙方均在辛勞一生之後，…懷著恐懼預見所有動物固

然不可避免地會遭遇、但卻不會令他們憂慮的東西，即死亡。( CBH，
225 ) 

由此可見，康德不但認為人的理性使其對未來有所期待與預見，這種「期

待的預見」甚至是人類所有煩惱與憂慮的根源。就這一點而言，康德與霍布斯似

有類同之處，霍布斯筆下的自然人由於預見理性計算之結果，因此對其他人產生

猜疑恐懼或爭勝之心，康德的自然人也因為預見未來之煩惱，甚至設想自己的財

產權將與其他人發生衝突，而願意實踐脫離自然狀態的義務：「進入這樣一個狀

態吧！在那裡，每人對他的東西能夠得到保證不受他人行為的侵犯」( MM, §A ) 

                                                 
13 〈創世紀〉第三章第 13-20節：「主上帝問那女人『你為什麼這樣做呢？』她回答：『那蛇誘騙

我，所以我吃了。』於是，主上帝對那蛇說：『你要為這件事受懲罰。在所有動物中，只有你受

這咒詛：從現在起，你要用肚子爬行，終生吃塵土。你跟那女人要彼此仇視；她的後代跟你的後

代要互相敵對。他們要打碎你的頭，你要咬傷他們的腳跟。』主上帝對那女人說：『我要增加你

懷孕的痛苦，生產的陣痛，雖然這樣，你對丈夫仍然有強烈的欲望，他要管轄你。』主上帝對那

男人說：『你既然聽從妻子的話，吃了我禁止你吃的果子，土地要因你違背命令而受咒詛，你要

終生辛勞才能生產足夠的糧食，土地要長出荊棘雜草，而你要吃田間的野菜，你得汗流滿面才吃

得飽，你要工作，直到你死了，歸於塵土，因為你是用塵土造的，你要還原歸於塵土。』亞當給

他妻子取名夏娃，因為她是人類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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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霍布斯、洛克與康德，盧梭所謂的自然狀態並不緊接著社會契約與

政治社會。在《論人類不平等的起源與基礎》(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 )

中，盧梭論述了人類自最原始，也是盧梭認為真正的自然狀態中如何產生了自然

的不平等，然後形成了最初的私有制，使人類進入了每況愈下的社會狀態，終於

導致盧梭的「新自然狀態」，這是一個如同霍布斯的戰爭狀態的階段，也就是盧

梭《社會契約論》之起點。14事實上，或許可以這麼說，霍布斯的自然狀態其實

已是盧梭的社會狀態，也就是一個語言已經發展起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已經夠

緊密到能夠形成相當程度上的權利義務的一個狀態。霍布斯與康德都是要證成當

下的政治社會的某種正當性來自於他們所設想的自然狀態之不利，因此否定自然

狀態以肯定社會狀態。而盧梭卻是以批判當下的政治社會為目的，因此要肯定自

然狀態，否定社會狀態，讓真正的戰爭狀態( 新自然狀態 )發生在社會狀態之

中。這也就是盧梭反對霍布斯式之自然狀態的緣故，藉由將真正的自然狀態推至

極端的「僅能意識到當下的原始」，方能突顯霍布斯，甚至是洛克所承認的「自

然人」其實已是累積了不平等的「社會人」。 

在這樣的思路下，盧梭不會認為當前的政治權威是財產權的前提，相反的，

如同《人類不平等起源》中所訂定的「偽社會契約」( pseudo social contract )僅是

承認現狀並將之確定下來，盧梭所要批判的政治權威所提供的僅是對不平等的財

產權的肯認與保障。 

我們必須探討的是：盧梭究竟如何論述財產權在「真正的自然狀態」與「社

會狀態」15這兩階段中的發展呢？ 

這些初期的進步，終於使人能夠取得更快的進步。智慧越發達，技巧便

越趨於完善。不久，人們就不再睡在隨便哪一棵樹下，或躲在洞穴裡了。

                                                 
14 「《社約論》與《不平等起源論》之關連，盧梭僅以一段簡短的文字加以帶過：『我假定，人

類曾達到過此一時點，其中自然狀態不利於人類自我保存的種種障礙( obstacles )，在阻力上已超

過了每個個人在那種狀態中為了自存所能運用的力量( force )。於是，那種原始狀態便不能繼續

維持，而人類如果不改變其生存方式，就會滅亡』( SC，I：6 )。這個社會契約的起點，相應於

《不平等起源論》中的戰爭狀態。」( 蕭高彥，2001：5 ) 
15 也就是霍布斯、洛克與康德所認為的自然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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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發明了幾種堅硬而鋒利的石斧，用來截斷樹木，挖掘土地，用樹枝

架成小棚，隨後又想到把這小棚敷上一層泥土。這就是第一次變革的時

代，這一變革促進了家庭的形成和家庭的區分，從此便出現了一種財產

( a sort of property )。( DI，II：11 ) 

顯然的，在私有制出現以後，人類仍然處在一種和平的自然狀態之中，透

過簡單的發明，改善了原始的生活，生活不再是「孤獨地在曠野中流浪」，人與

人之間的關係變得較為緊密。但同時，家庭與私有制的形成也是人與人之間衝突

的根源，但在這一初始時期中，人類基本上仍是被盧梭所稱道的「溫柔的原始

人」。一直到農業出現以後，人類就永遠離開「最適合於人類的狀態」了。原始

人可能因為不具有預見未來的能力與需要，因此不知道去種植穀物，但農業是無

法立即收成的事業，「要從事農業這種技術，必須先肯於犧牲一些東西。」( DI，

II：173 ) 這也就是人類開始對未來有所預見與期待的開端，也是勞動財產權的

起源：「而土地的耕種必然會導致土地的分配，而私有一旦被承認，也必然會產

生最初的公正規則。」( DI，II：24 )在這一階段中，財產權由勞動產生，盧梭認

為： 

只有勞動才能給予耕種者對於他所耕種的出產物的法權，因而也給予他

對於土地本身法權，至少是到收穫時為止。這樣年復一年地下去，連續

占有就很容易轉化為私有。格老秀斯說過，古代人曾給賽來斯女神

( Ceres )以立法者( Legislatrix )的稱號並把紀念她的節日命名為「黛絲摩

福里」( Thesmophoria )，他們的意思是：由於土地的分配而產生了一種

新的權利，即所有權，這種權利和從自然法中所產生的權利是不相同

的。( DI，II：24 ) 

私有財產造成了人與人之間的競爭與傾軋，使人與人的關係裡充滿了利害

衝突。而此時所謂的「私有財產」的內容只包括了土地和家畜，換句話說，只包

括人們所能夠占有的現實中的有形財產。而當每一個人的土地與其他人的土地互

相毗連的時候，要擴大財產的唯一方法就是去侵犯其他人的土地，此時，人類便

墮入了最悲慘的戰爭狀態。 

我們可以看到在《論人類不平等的起源與基礎》中，盧梭描述土地與家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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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私有財產的權利如何從勞動與連續占有之中產生的過程，與洛克的勞動財產權

非常相似。儘管這樣的先占權會造成戰爭狀態，但對盧梭與洛克來說，不可否認

的事實是：在自然狀態的階段中，權利已經形成了，第二階段中由富人提出的社

會契約只是將已在自然狀態中形成的法權加以固定下來而已。而這便是盧梭所要

批判的標的：給弱者以新的桎梏，給富者以新的力量，且消滅了天賦的自由，使

自由再也不能恢復的「社會與法律的起源」。 

相較於霍布斯，盧梭更尊重所謂的「先占權」，也就是「最初占有者的權利」

( the right of the first occupant )。認為在缺少法理根據時，最初占有者的權利至少

比最強者的權利( the right of the strongest )真實一些。儘管這兩種權利在社會契約

成立之前是不斷地在彼此爭鬥，但先占權中最初占有者對所占有的土地施加的勞

動，仍是能夠令其他人尊重的標誌。16因為在取得他所占有的那一塊土地的同

時，也就排除了他對其他財富的所有權，這也就是「先占」作為權利的依據在自

然狀態中似乎很薄弱，但依然受人尊重的原因。 

而在一個真正的政治體、道德的共和國成立以後，主權者如何面對形成於

社會契約締結之前的財產權？盧梭說：把一切獻給集體。 

集體的每個成員，在集體形成的那一瞬間，便把當時實際情況下所存在

的自己──他本身和他的全部力量，而他所享有的財富也構成其中的一

部分──獻給了集體。( SC，Ch.9：1 ) 

因為國家的力量必然大過於個人的力量，因此必須藉由國家的力量使財產

權「更為強而有力和更為不可變更」。( SC，Ch.9：1 )「最初占有者的權利必需

在財產權確立( establishment of the right of property )以後，方能成為一種真正的

權利。」( SC，Ch.9：1 )這裡所指的「確立」是指割讓給國家來管理，而使每一

個人成為「公共財富的保管者」( trustee of the public goods ) 。這樣一來，對內，

                                                 
16盧梭試圖以真正的具道德性的社會契約來終止「最強者的權利」與「最先占有者的權利」之間

的爭鬥是無庸置疑的，正是因為這兩種不確定的財產權，富人才得以壓迫窮人，最後引起霍布斯

式的新自然狀態。本文所要指出的僅是：相較於康德徹底否定洛克式的勞動所有權，康德所提出

的「對人權」之有效性仍舊低於盧梭之「先占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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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法權將會受到國家全體成員的尊重，對外，他們的財產將受到國家的全力

保護。我們可以看出，在這樣一種保護與服從的關係之中，每一個人所「保管」

的法權並非由主權者來決定或分配，主權者並非這些已形成於自然狀態中的財產

權的前提，盧梭要求的只是藉由每一個人財產權受到保護，而使得整個政治社會

的關係變得鞏固，進而使主權者權威更具力量： 

無論用什麼方式進行這種佔領，各個人對於他自己那塊地產所具有的權

利，都永遠要從屬於集體對於所有的人所具有的權利；沒有這一點，社

會的聯繫就不能鞏固，而主權的行使也就沒有實際的力量。( SC，Ch.9：
7 ) 

這也就是說，私有財產的關係隨著個人進入政治社會之中，全盤讓渡後從

屬於整個社會。主權者藉由每一個個人原本占有的財產權鞏固了臣民對主權者的

服從，因為：「主權權利從臣民本身擴大到臣民所占有的土地時，…這就使得土

地占有者們陷於更大的依附地位，並且把他們力量的本身轉化為使他們效忠的保

證。」( SC，Ch.9：7 ) 由此看來，盧梭的目的在於：讓主權者藉由政治社會中

每一成員已占有的土地獲得其領土，並反過來藉著這個已成立的法權關係來強化

臣民對政治社會的向心力。 

將盧梭與霍布斯對財產權的論述作一個簡單的對比的話，我們可以發現，

就「財產權」與「主權者的政治權威」兩者的關係而言，霍布斯之主權者為財產

權的前提，而盧梭之主權者則為財產權的保障者。17 

前文中已對霍布斯如何試著解決統一性問題的過程加以說明。接下來論述

的是，盧梭的統一性依然來自於個別的訂約者，但較霍布斯更直接地出現在人民

眼前，處理這一主題時，首先要探討的是：盧梭如何面對統一性問題？其次，在

同樣的契約論語彙下，盧梭與康德之間的關聯為何？因此，本項首先處理盧梭如

                                                 
17 盧梭並非沒看到財產權的不確定，相反的，盧梭正是為了要清楚已形成之財產權之不公不義，

因此要求每一個人在訂立社會契約時全盤讓渡其所擁有的一切，作為臣民的人民全體讓渡給作為

主權者的人民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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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普遍意志達成統一性，其次，論述盧梭這樣的處理事實上與康德有根本的不

同。 

第二項 統一性：普遍意志與立法家 

盧梭自己對格勞秀斯所提出的讓渡與臣服契約大加抨擊，認為讓渡自由是

一個無效的約定。因為自由是一個人的根本，放棄自由等於放棄人類的權利，這

種不合人性的契約，不僅取消了人格，也取消了這個人所訂的約定之道德性。（SC: 

I :IV：6）盧梭要「找出一種結合形式以無保留的轉讓每一個人的權利」，盧梭如

何克服前述的「轉讓」困難？這個困難其實也就是：如何使每一個人轉讓權利之

後，仍然維持自由。盧梭的解決方式是： 

每個結合者及其自身的一切權利全部都轉讓給整個的集體。…最後，每
個人既然是向全體奉獻出自己，他就並沒有向任何人奉獻出自己；而且

既然從任何一個結合者那裡，人們都可以獲得自己本身所讓渡給他的同

樣的權利，所以人們就得到了自己所喪失的一切東西的等價物以及更大

的力量來保全自己的所有。（SC: VI :10） 

因此，透過讓渡權利給全體，每一個人轉讓權利給每一個人這個過程並不

是一個由上到下的統治/臣服契約的締結，而是一個平等的社會契約。藉著社會

契約，一方面「雜眾」得以形成一個「袪除了特殊性，只具有公共性」的「人民」，

另一方面，由人民來統治自身，統治關係亦同時被建立在社會契約之中。然而，

盧梭仍然要面對一個問題：何以見得每一個人都會同意轉讓權利？這也就是從霍

布斯到康德都面對的「統一性」問題。盧梭如何解釋這個政治體所由產生之「結

合的瞬間」？盧梭事實上也看到這個根本的困難。盧梭反對格勞秀斯認為「人民

可以把自己奉送給一位國王」的觀點。盧梭認為在人民能夠把自己奉送給國王之

前，人民必須已經是人民了，這代表著人民已經透過一個「最初的約定」形成了

一個政治共同體，而這個約定正是盧梭所要探討的「社會的真正基礎」( true basis 

of society )。盧梭很清楚群體有兩種樣態：雜眾與人民，後者具有統一性，因此

具有政治行動的意志與能力，藉著社會契約這個最根本的行為，盧梭的共和國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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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了： 

只是一瞬間，這一結合行為就產生了一個道德的與集體的共同體，以代

替每個訂約者的個人；組成共同體的成員數目就等於大會中所有的票

數，而共同體就以這同一行為獲得了它的統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

的生命和它的意志。這一由全體個人的結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稱

為城邦，現在則稱為共和國或政治體。（SC: VI :10） 

對此，必須回到盧梭所描述的前政治的圖象中來理解統一性如何形成，在

社會契約發生的前一刻，盧梭描述那是一個不利於人類生存的狀態： 

我設想，人類曾達到過這樣一種境地，當時自然狀態中不利於人類生存

的種種障礙，在阻力上已超過了每個個人在那種狀態中為了自存所能運

用的力量。於是，那種原始狀態便不能繼續維持，而且人類如果不改變

其生存方式，就會消滅。（SC，II：VI :10） 

這個造成人類生存種種障礙的狀態指向盧梭在《論人類不平等之起源與基

礎》中所描述的「新自然狀態」。也就是我們在第一章財產權中曾經討論過的，

盧梭如何從美好的最原始的自然狀態中，發展出自然的不平等。在後面這個不平

等的階段裡，雖然窮人被富人誘騙而締結了契約，但無論如何，在自然的不平等

狀態裡，社會與法律已經形成了。或許盧梭描述的正是我們所面對的現實，是一

種貧富差距大、少數野心家驅使著整個人類的社會狀態，在這個社會裡，自然的

不平等更加嚴重。法律與社會消滅了天賦的自由，使自由與平等再也無法恢復，

盧梭的社會契約是在這樣一種文明社會的狀態裡提出的。( 蕭高彥，2001：31 ) 

盧梭的統一性藉由一個已經發展成形的社會狀態來解決，就這一點而言，

與康德似乎若合符節。康德筆下的自然狀態也並非社會狀態的相反，而是已存在

著婚姻形式與家庭的社會狀態。但從康德對財產權的論述可以清楚看出：人與人

之間有一定程度的聚合僅是偶然性的，這樣的聚合所提供的同意或許確實較盧梭

的自然狀態中，原始人四處遊蕩，無法有任何固定關係的狀態來得有說服力，但

聚合依舊只是聚合，「聚合」不能等同於「每一個人」，正如「偶然」不能等同

於「普遍」，盧梭不會不知道這一點。因此，一如霍布斯，盧梭亦無法從這個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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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形成的過程中找解答，因此盧梭不得不從契約之外引進立法家的概念，以為「看

得見幸福卻又不要它的個人」與「願望著幸福卻又看不見它的公眾」指一條明路。

而康德的統一性不來自這樣一個「似乎空無一物又遠遠超乎人力之外」的權威，

為了避免這個契約論裡永恆的惡性循環18。康德取消了原初契約的「實在性」

( reality )，而賦予它「有效性」( validity )。 

Civitas vs. Societas 

康德與盧梭在契約論論述上有許多相似之處，盧梭對普遍意志的論述是：

「要尋找出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力量來衛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

的人身和財富，並且由於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與全體相聯合的個人又只不過是在

服從自己本人，並且仍然像以往一樣自由。」（SC: VI : 4）。邏輯為：因為自己

不會傷害自己，因此藉由所有人締結契約形成一普遍意志來行使政治權力，這個

原本是外在強制力的政治權威才會是自律而非他律的，也因此公民在其中才可能

「像以往一樣自由」。不只如此，康德所提出的在文明社會中公民所擁有的三種

不可分離的法律的屬性也像是分別對應盧梭之理論：首先是「憲法規定的自由」

( lawful freedom )，康德指的是每一個公民除了自己所同意的法律外，不服從任

何其他法律。這就是前述之自律義，也正是盧梭所要替換的，要將無法律狀態下

粗野的自由取代為更高的道德自由。因為「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類真正成為自

己的主人。」（SC: VIII :3）。其次是「公民的平等」( civil equality )，康德認為

任一個公民有權利不承認在公民當中還有在他之上的另一個人。而盧梭認為根據

社會契約，人類可以從不平等的自然狀態重獲道德的平等：「基本公約並沒有摧

毀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與法律的平等來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

身體上的不平等；從而，人們儘可以在力量上和才智上不平等，但是由於約定並

                                                 
18 這便是盧梭所指出的「立法家創建活動所蘊含的理論弔詭」：為了使一個新生的民族能夠愛好

健全的政治準則，並遵循國家理性的根本規律，結果必須成為原因( effect would have to become 
cause ) ，使本來應該是制度之產物的社會精神，在創建時便成為主導者，並且使人們在法律出

現之前，便已經成為本來應該由於法律才能形成的那種樣子。( SC，II，7：9 )也是整個統一性
問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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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根據權利，他們卻是人人平等的。」（SC: VIII :3）。平等並不來自於自然所給

予的稟賦相同，而來自於權利的相等，是一種人為的平等。最後是「政治上的獨

立自主」( civil independence )，康德認為公民在政治上必須有自給自足的獨立

性，這指涉一種獨立自主的政治參與能力，如投票，因此在法律事務上，不能由

其他人來代表他的「公民人格」( civil personality )。( MM, §46 )而雖然盧梭沒有

像康德那樣以財產權來區分積極( active )與消極( passive )公民，但盧梭反對代

表，因為「在一個自由的國家裡，一切都是公民親手來做，沒有任何事情是要用

錢的。他們遠不是花錢來免除自己的義務，反而是花錢來親身履行自己的義務。」

（SC: XV :2）但這些類似處並不代表說康德的社會契約完全採取盧梭的思路，

相反地，可以視為因應盧梭具爭議性的「強迫自由」( forced to be free )之論述，

進而尋求不同解答。區分康德與盧梭的兩個根本不同點在於：一、政治與道德的

一致性；二、契約的形式。 

第一個不同點：Kenneth Baynes認為兩者的差異在於「權利與利益」( right vs. 

good )。盧梭在進入國家以後，將私利替換成公共利益( common good )，且為了

解決個人私利對公益造成的破壞，而提出「強迫自由」之說。相對而言，康德並

非如盧梭般試圖進行一個極端的轉換，盧梭認為透過社會契約進入社會後，人能

夠重獲道德性：「由自然狀態進入社會狀態，人類便產生了一場最堪注目的變化；

在他們的行為中正義就代替了本能，而他們的行動也就被賦予了前此所未有的道

德性。」( SC，I：VIII )而康德關心的是：在進入政治社會以後，個人得以獲得

應有的權利：「法律狀態是指人們彼此關係具有這樣的條件：每個人只有在這種

狀態下方能獲及他所應得的權利。」( MM, §41 )康德與盧梭之理論在這一點上有

本質上的差異。這種差異亦反映在兩個人對實際政治體制的不同態度上，盧梭強

調的重點在於所有人的參與，但康德強調的是一個分權的政府。因此可以說盧梭

將社會契約視為一個立法意志的組織原則，而康德的社會契約除了是政治體形構

的前提，更是一個對當前政治的判準。( Kenneth Baynes，1989:4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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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權利」與「利益」的差別還在於：在康德的政治社會中，進

入一個政治社會代表的是有一個外在強制力能保障每個人的財產權，使權利之狀

態從自然狀態中的不確定變成確定，且使每個人的自由與其他人的自由相一致。

私人利益雖然被法權原則限制為達成「每個人不得侵犯其他人的自由」之目的，

但在自然狀態與政治社會之中，如第一章中所述，權利與義務內容並無不同。差

異僅在一個賦予了雜眾「整體性」的「形式」，即原初契約。相較之下，盧梭試

圖建立的「普遍意志」( General will，volonte generale )，與康德之「普遍意志」

之差異似乎接近盧梭自己所提出的「普遍意志」( general will )與「眾意」( will of 

all )之比較： 

眾意與普遍意志之間經常總有很大的差別；普遍意志只著眼於公共的利

益，而眾意則著眼於私人的利益，眾意只是個別意志的總和。但是，除

掉這些個別意志間正負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則剩下的總和仍然是公意。

( SC，II：III ) 

但這並不是說康德要每個人只追求私利，事實上，康德也曾提到所謂的「共

同利益」( common interest )，但康德指的是：藉著某種形式，每個人可以透過他

們的共同利益，即處於一個「權利狀態」( rightful condition )之下，而聯合起來。

( MM, §43 )康德的共同利益指涉的是每個人都要尋求被賦予一個整體性的形

式，一個有秩序的狀態。在康德這裡，共同利益不是盧梭具道德意義下的「共善」

( common good ) 。就「利益」這個名詞本身而言，康德提出的「共同利益」其

實指涉一種先驗的法則，這個法則形構了進入政治社會的義務，它並不指向任何

經驗性的事物，並非某一個「讓每一個人都幸福的行為」，如盧梭所尋求的。因

為每一個人追求的好處，即利益都不相同，經驗中沒有普遍性，康德批判這樣的

「幸福原則」。根本上這也就是一種「普遍與特殊」的差異，Riley 認為盧梭將

政治社會的基礎建立在不具普遍性的同情或憐憫之情感上，是康德所反對的病理

學式的( psychological )理論建構。康德認為政治義務應該具有普遍性，而普遍性

不能夠從這種偶然的原因裡產生，因此康德要為政治義務建立具有普遍性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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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以自由意志( free will )取代了感覺( feeling )，Riley認為這正是康德對傳統社

會契約論之貢獻所在。( Riley, 1973: 459 )19康德的法權原則講的是人與人間外在

自由的一致，但盧梭強調的「共善」是更具道德意義的字眼，盧梭的公共利益指

向的是更高層次的道德之善。20前者的意義是：在康德的政治共同體裡，每個人

雖然已經具有政治上的公民身分，但因為是「外在」的身分，與內心道德無涉； 

在一個已經存在的政治共同體中，儘管所有的政治公民都是政治共同體

的公民，但他們卻還要處於倫理的自然狀態中，並且權利繼續停留在這

種狀態中。要政治共同體迫使它的公民進入一種倫理的共同體，將會是

一種自相矛盾，因為倫理的共同體在自己的概念中本來就包含著無強制

性。( RR，154 ) 

Shell 指出：康德事實上拒絕了盧梭要把「道德的自我立法」和「政治的立

法」等同一致的企圖。康德對政治與倫理區分得很清楚，一個處理外在的自由，

一個處理內心的自由，康德的法治社會( juridical community )裡，雖有外在強制

力，法律，的管束，但每一個人遵守法律的內心動機並不一致，這個政治社會並

不是「目的王國」。( Shell，1980：153 ) 21 

第二個不同：盧梭的社會契約是「結社之約」，也就是形成社會時所訂的

契約( societas civilis )，盧梭自己稱之為一種「結社行動」( act of association )，

                                                 
19 Riley認為這也正是康德對霍布斯的修正與補充，因為霍布斯的意志之基礎只是經驗性的，只
是欲望( appetite )，而欲望不具有普遍性。 

20 由於此一緣故，有不少研究者都指出盧梭使用與道德良心相同的特性來描述公共意志的特

性。辜維曲( G. Gurvitch )甚至表示：「公共意志因而只是每一個人抽象且超越時間的本質的具現…
內在於個人良心中的本質，…它是內在於每個人良心的理想法理的理性。」( 沈清松，1995：64 ) 
21 康德對於法律之「外在性」與「強制性」的認定，在自然法傳統裡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將道

德劃分為內在，表示法律所能強制的只有外在自由的部分，換句話說，法律只能要求你做「合乎

道德」之事，比如說服兵役或上教堂，但法律的權威無法要求你打從內心地是個效忠國家的士兵，

或虔誠的教徒，因此，藉著將法律定義為「外在的強制」，康德顯然提出了某種對政治社會的本

質與行動界限的觀點。( A.P.d’Entreves, 1984 李日章譯, 2000：86-88 )或許也可以說，儘管康德認

為國家應當依循著自然法的先驗法則，在政治社會中每一成員擁有「不可分離的法律屬性」，目

的在使國家的權力無法超過外在自由的界限，防止法律侵犯道德，但另一方面也可以說，沒有任

何一個道德信念可以藉由國家的權威來打擊其他的道德信念，道德法則對於人的約束力僅止於個

人的內心世界，在政治世界裡，主權者仍舊擁有最高的強制力，在這一點上，霍布斯與康德相同，

不同的是，康德的原初契約還另有規範作用，主權者可以依據權利原則來評斷自身，但原初契約

的規範作用與作為前提的作用似乎在這一點上有些扞格，如同前文所討論的，若主權者違反權利

原則又該如何？革命權利的部分超出本文論述範圍，因此不多贅述，只是指出康德在革命權利上

確有爭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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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從許多個別的私人中創造出一個道德的共同體，是人與人之間平行訂約。因

此盧梭要闡明的是政治體系中最根本的活動，也就是自由的政治共同體之構成。

( 蕭高彥，2001：6 ) 

社會契約論裡區分兩種契約：一種是統治契約( contract of rulership )，是統

治者與人民之間的契約，用來證成政治權力的正當性。另一種是社會契約

( contract of society )，是個人與個人彼此訂約形成一個社會的約定。在邏輯上，

後者先於前者，先有一個社會形成，然後再與統治者訂立契約，由在上的政治權

力來約束整個社會的成員。但由歷史的發展來看，社會契約其實後於統治契約。

統治契約從中世紀開始便一再被討論，但直到十七世紀霍布斯才開始以個體之間

的協議來取代統治契約。一般說來，統治契約由於契約兩造是統治者與人民，因

此追根究底是「人民授予統治者權力」。因此，人民的權力便對政治權威形成一

個不容忽視的挑戰，即使是主張絕對主權理論的布丹( Bodin )也承認權力原本是

在人民手中，否則無法在邏輯上說明為何人民能夠將權力授予統治者。因此試圖

證成統治者權威的思想家會傾向減低統治契約的地位，如霍布斯以社會契約取代

統治契約。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人民將權力授予給統治者這個「讓渡」是絕

對且不可逆的。因此對盧梭而言，要證成人民的絕對主權的方式便是完全排除統

治契約之作用，而強調平等的社會契約。( Gierke，1966：92-95 ) 

根本地來說，盧梭的社會契約所要反駁的是格老秀斯欲以奴隸制來證成臣

屬之約的說法，因為「說一個人無償的奉送自己，這是荒謬的和不可思議的。這

樣一種行為是不合法的、無效的，就只因為這樣做的人已經喪失了自己健全的理

智，說全國人民也都這樣做，那就是假設舉國皆狂了；而瘋狂是不能形成權利的。」

( SC，I：IV )盧梭主張契約應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相互肯認，而這個相互肯認的

關係象徵在契約關係中的每一個被界定為自由、平等的主體之價值、權利被肯

定。因此對盧梭而言，臣屬之約或統治之約，只會導致一群人被統治者奴役，而

非一個自由的「政治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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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那裡，原初契約之目的卻是要建立一個垂直關係的統治契約。康德

甚至不認為依據原初契約所建立的政治社會適合被稱為「社會」，因為這個政治

社會裡強調的關係是在上的統治者與在下的臣民之間的關係，並非平等的臣民之

間的關係：「這個文明的聯合體不宜被稱為社會。因為在文明的社會組織中，統

治者和臣民之間通常是沒有社交來往的，他們並不是聯合伙伴，在一個社會中彼

此平等地聯合起來，而是一方聽命於另一方」( MM, §41 )。雖然在政治社會中，

公民是自由、平等且獨立的，不像霍布斯的「肉身上帝」要人民讓渡的所有權利

而屈從於至高無上的主權者。但不能忽略康德要進入市民狀態的主要目的在於建

立外在的強制力以使財產權成立，而這個外在強制力是權利之所以可能的條件與

前提，強制力是形式、權利是內容，因此原初契約不可毀壞。而盧梭之公意志卻

可以在任何時候重新指定政府官員，重新訂約。 

盧梭在論述主權者之意志不能約束未來時，認為主權者一旦不是向公益的

方向前進，則主權者便不再是主權者：「只要一旦出現一個主人( master )，就立

刻不再有主權者( sovereign ) 了，而且政治體也從此就告毀滅。」( SC，II：I )。

且引用普林尼( Pliny )對圖拉真( Trajan ) 所說的話來表達他對於「上對下統治關

係」的批判：「我們所以擁戴一個國王，為的是他能保證我們不作任何主人的奴

隸。」( DI，181 )。而康德卻說： 

人是個動物，當他生活在其他同類當中時，需要一個主人( needs a 
master )。因為他一定會其他的同類濫用他的自由。…但是他從何處求得
這個主人呢？只有求之於人類。但是這個主人同樣是個動物，它需要一

個主人。因此，無論他怎麼開始去做，我們都無法看出，他如何能得到

一個公共正義( public justice )的至高權威( supreme authority )──無論是

求諸一個人，還是求諸由許多為此而選出的人所組成之團體。因為這其

中的每個人，如果沒有任何人居於其上，依據法律對他行使權力，他總

是會濫用其自由。( IUH，46 ) 

盧梭的人民是自己的主人。但在康德那裡，通過統治契約之後，藉著代表

關係，「人民」才等同於「主權者」。而一旦產生了代表者，被代表者就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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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人民」仍然是自我統治的，但沒有代表者時，存在的只是「雜眾」。 

在原初契約之性質方面，統一性的問題由霍布斯開端，我們看到康德循著

霍布斯的解決之路徑加以「先驗化」。康德確實承繼了霍布斯與盧梭共同的理論

難題：霍布斯的難題出在其統一性之載體似乎先於雜多而出現，盧梭之難題出在

其統一性之形成「彷彿無須任何機制、無須任何過程，它就毫無由來地從石頭裡

迸出來了。」( 孫善豪，2002：77 ) 。但在兩種進路中，康德選擇了霍布斯。只

是反其道而行，相對於霍布斯與盧梭之契約都是一種「結果的契約」，霍布斯的

契約是自然狀態中的雜眾授權所產生的結果，而盧梭的社會契約則是由全體人民

的意志產生的結果。在康德那裡，取消了原初契約，也就是統一性所對應之物的

實際存在，僅給予原初契約一個「規約性」的作用，而拒絕具體地去建構一個確

實存在的契約。因此，我們可以說：康德的原初契約與其他人最大的區隔在於它

是一個「作為前提的契約」而非「作為結果的契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