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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民族主義式共同體 

 

 

 

 

本章主要從描繪民族主義政治理論的輪廓著手，並指出民族主義的理論前提為何？民

族國家的侷限何在？雖然民族主義對我們而言並不陌生，但當學界要給它一個明確的定

義時，卻又讓人十足地傷透腦筋。它不僅對於一般大眾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就算對學界

也是如此。但是，即使目前對民族主義的定義眾說紛紜、沒有明確的共識，但這並不表

示它完全沒有脈絡可循。民族主義的目的在促進民族的利益：民族自治、民族統一與民

族認同。對民族主義者而言，民族的生存離不開三者的充分發展。（Smith, 2006: 10）為

了達到目的，民族主義者主張建立民族的情感、建立民族成員對於彼此以及整體（民族）

的認同，並產生共同的行動。而這都以「建立民族」作為先決條件。正因為如此，民族

主義在理論上賦予「民族」高於一切的關注。 

 
民族主義與民族在人類歷史出現的先後關係為何？有人認為在民族主義出現之前，根

本沒有所謂的民族國家。就算某個國家符合民族國家的條件，但是在前民族主義時代，

它也不會被稱做民族或民族國家。有人卻認為只要符合民族國家的標準，就算前民族主

義時代（以分析的角度觀察）的國家，也可以被稱為民族國家。因此，可以用「民族」

是「民族主義」的存有的前提，而「民族主義」是「民族」的認識的前提來理解兩者的

先後關係。1  

 
Anderson 認為民族是「想像的共同體」2 的現代形式。雖然共同體是想像的，但是絕

對不是沒有依憑的、沒有內容的。文化論述就是民族這個「想像的」共同體所想像的內

容。共同體是人們的集合體，每一個共同體成員認為某個特定屬性是自己的，且相信其

他成員都擁有相同的屬性。由此，至少有兩種切入角度來詮釋民族主義的意義：作為一

種文化論述，它提供某一群人能夠成為一個群體的理由，讓我們相信「我們應該是我們」

而不應該是任何一個他們；作為一種政治理論架構，它提供一種解釋現狀——現代（民

族）國家——的方式，並提供特定政治組織的統治正當性。 

 
一、文化論述 

 
                                                
1 這兩種先後關係，可以「認識的前提」與「存有的前提」來區分。詳參閱孫善豪，〈「認識的前

提」與「存有的前提」〉一文，2004，政大哲學學報。 
2 「想像的共同體」並不是現代才有的特殊現象。當一個共同體的成員沒有辦法在日常生活裡接

觸所有其他成員，這種共同體都具有「想像的」特質。Anderson 以回教共同體為例：瑪昆達納

人（Maguindanao）和貝伯族人（Berbers）在麥加相遇，他們雖然彼此都不懂對方的語言，無法

以口頭溝通，卻可以理解彼此的文字，因為他們所共有的神聖經典全都是以古典阿拉伯文書寫

的。就這個意義而言，阿拉伯文創造了一個符號的共同體。（Anderson, 199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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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述是縱向的民族與其成員，以及橫向的民族成員間的連結物，它提出一個事

實，以之作為一群人應該是一個整體的理由。以 A. Smith 對共同體的詮釋為例，當我們

想要組成一個社會或共同體的時候，則成員必須有某種「共性」來作為「同一條鎖鍊」，

否則就不成一個社會了。文化論述就是扮演民族共同體的鎖鍊的角色。 

 
二、現代國家的架構 

 
現代國家作為政治共同體，象徵一種普遍性，這種普遍性代表著成員們的共同性質，

以便成員們在國家裡具有平等的公民身份。一如前一章的說明，這個共同性質，在自由

主義裡是理性，而在民族主義裡，則是各種文化論述。如 Gellner 所說：民族主義基本

上是一項政治原則，主張政治與民族的組成單元必須等同一致。（Gellner, 2001: 1）兩者

等同一致的先決條件是：兩者的結構必須是一致的。但是，由於政治共同體的結構是明

確的，因此，要瞭解這種一致性，與其從民族單元入手，不如從政治單元著手。 

 
現代國家是從所有人的特殊性質裡抽離開來、因而擁有普遍地位的，所以它不會、也

不能代表某一種特殊性質。馬克思（K. Marx）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就以基督教國家

為例，說：「所謂的基督教國家」，是以基督教的方式來否定國家，而絕非以國家的方式

來實現基督教。」（Marx, 1975: 218）若是國家將某個宗教訂為國教，則國家就失去國家

的普遍地位了。宗教毋寧應該被排除在國家之外，而以它（宗教）自己的方式存在於市

民社會裡。這是所有「人的特殊性質」所皆同的歸宿：當然也包括宗教。國家就是普遍

性本身。但是政治國家卻是以市民社會為前提的，因為，如果沒有市民社會納涵所有成

員的特殊性，則又怎麼會有一個作為普遍性的國家呢？因此可以說，現代國家與市民社

會的對立關係是以「普遍／特殊」的對立形式出現的。 

 
如果民族單元必須與政治單元有結構的一致性，而政治結構又確實只能以這種「普遍

／特殊」的對立形式出現，那麼，民族單元也顯然必須以這種對立形式出現，否則「民

族單元與政治單元的一致性」就成了空談。但是民族主義論述容許了這個容納特殊性的

場域嗎？如果是，那麼它是什麼？如果不是，那麼這些特殊性應該如何安排？抑或，在

民族主義理論裡，民族成員們的所有性質都是普遍的，因而根本不存在如何安排特殊性

的問題？這都是民族主義要回答的問題。 

 
在「政治單元與民族單元一致」的理論主張下，政治國家與民族都屬於普遍的一邊，

兩者的重合就是民族國家。民族的共性是某種文化論述，而因為政治單元與民族單元一

致了，所以現在政治單元的普遍性有了實際的內容。可是如此一來，民族國家就不是政

治國家了。因為它的抽象性已經被某種特殊性填補了。如果借用馬克思的話，將基督教

代換為民族，則：「所謂的民族國家是以民族的方式來否定國家，而絕非以國家的方式

來實現民族。」民族國家必定要將文化論述普遍化，才能以現代國家的形式出現，但是

如此一來卻又否定了國家的普遍抽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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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國家是政治國家與民族重合之後的結果，政治單元提供了「普遍／特殊」的對立

形式，而民族單元則提供某種文化論述作為普遍性的內容。政治單元與民族單元論述能

夠一拍即合，除了民族單元必須要透過與政治單元重合後才能自我實踐之外，政治單元

是否有某種內在驅動力促使兩者走向重合？在純粹概念層次裡，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是

「普遍／特殊」的對立形式；而在國家實際的建立過程中，國家有「將某個特殊性質提

高到普遍位置」的需求。因為，國家的實際建立過程的主要工作，除了須對內建立對所

有成員而言的普遍性之外，還須對外建立能與其他國家相區分的特殊性。而民族主義的

文化論述正好可以滿足個別國家的這種要求，使個別國家在建立對內的普遍性與對外的

特殊性時，能有一個現實的內容。3 「民族國家」就是以民族主義式文化論述為國家普

遍性的個別國家。 

 
如同 Smith 的整理，族群與民族的定義裡都有「土地」的概念。土地承載著人民，自

古皆然，Smith 認為族群只是象徵性地與土地相連的，而民族卻是佔有祖地（homeland）

的。（Smith, 2006: 14）兩者的差別必須從封建時代與現代對土地的觀念的差異理解起，

即「疆界」觀念從無到有的轉變。在封建時代，疆界是模糊的勢力範圍的概念，到了現

代，疆界必須是明確的界線。4 傳統的族群觀念到了現代，也不可免地會與明確邊界的

領土概念發生衝突。Smith 指出：族群不必擁有公共文化，而可以只擁有某些共同的文

化因素——可以是語言、宗教、習慣或共用的制度——；然而，共同的公共文化則是民

族的關鍵特徵。（Smith, 2006: 14）對族群而言，「成員都有某些公共的文化因素」是研

究的結果，換句話說，成員們並不一定知道：「有哪些人跟我分享著相同的文化因素」

或「這群人分佈在哪裡」。而只是各自地過著相同的文化生活。若公共文化是民族重要

特徵，則民族的所有成員不僅僅知道自己過著某種特別的文化生活，同時，還知道有一

群人過著與自己相同的生活。當我們知道我們因為共同文化而結合在一起時，這群人與

土地的關係，就成了集體的佔有關係，而不同於族群式各自地與土地相連。 

 
首先要處理的問題是：對「民族主義」來說，「民族」作為一個整體在概念上的理據

為何？其次、若如 Smith 所說：共同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徵，則「共同文化」的文化因

素有哪些可能的內容？然後，文化因素成為「公共的」需要哪些條件？最後討論，民族

                                                
3 Karl Mannheim 指出：啟蒙時期的國家，作為意志統一性的載體，被看作是完全抽象的、超現

世的和超社會的實體—「意識自身」。而民族精神開始代表歷史上被區分的意識的成分，黑格爾

將這成分結合進了世界精神之中。在某個時期，歷史上被區分的「民族精神」取代了「意識本體」。

（Mannhein, 2000: 67-9）這個意識本體可以被理解為政治國家的純粹形式，民族精神作為被區分

的意識取代意識本體，可以被解釋為民族國家的特殊形式。 
4 在前現代社會裡，一群人在一個「地區」上自給自足地共同生活，而且可以自成一個幾乎封閉

的體系。他們對於土地的概念就是我們生活所需的範圍，不需要、也不會想到與別人的界線在何

處。布羅代爾（Feruand Braudel）研究法國領土上這四五百個「地區」的幅員在歷史上有過變動，

它們的疆界不太分明，多少取決於土讓和氣候條件以及政治和經濟聯繫。（Braudel, 2002: 315-7）

具備現代意涵的國家概念，遲至十六、十七世紀出現中央集權式國家後才逐漸成形。一六四八年

西伐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的簽訂，實踐了此一過程。而現代意義的國家對於領土的

概念，就有清楚明確的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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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之內發生種族清算是「從理論上的政治國家到實體化的個別國家」的必然過程，或

是民族主義的文化論述的原罪？在民族的文化論述與政治國家兩者結合的目標下，有沒

有避免種族清算的可能性？ 

 

 
第一節：民族的理論基礎 

 
 
Tamir 說：民族主義者把社會當作不能分化為相互獨立的生存部分的自然機體，社會

整體因此被看作「優先於它的所有部分，比部分更加重要、更加偉大」。個體被還原為

整體的部分，是保衛整體的生存與良好狀態的工具。依據這樣的觀點，民族的目的優先

於個體的目的，個人的自由只有在認同於並從屬於「民族意志」的情況下才可能獲得。

（Tamir, 1993:5）Tamir 的觀點是兩個命題的結合：命題一、因為人是依附社會的存在，

所以社會具有主體性；命題二、民族等同於社會也就是主體。如果「人是民族性的存在」

命題要成立，則命題一與命題二必須同時成立。因此我們先處理第一個命題，再接著處

理：民族作為社會（整體）的一種特殊形式，為何在政治理論界中能有如此重要的位置？ 

  
一、社會主體性 
 

（一）理性主義的理解 

 
理性與共同體之間有什麼關係？並非所有的理性主義者都關懷共同體的相關議題，但

是他們都主張「理性」是人類的共性，而且「理性」是普遍的。 

 
從形而上學的角度看「理性主義」，會認為人就是理性，而理性與自由是同義詞。人

有別於禽獸的最重要特徵是其行動的自由，亦即能自由地在兩條行動途徑之中抉擇其

一。所謂「人是自由的」，意即人的行為由理性決定（determine），而人就是理性，就是

理性之自我決定。所以自由人就是自我決定的人。人的內部有兩個部分，一邊是受理性

決定的人；而另一邊則是受到非理性的因素所影響或引導的非人。因為人企求成為真正

的自由人，所以要求自己的行為、決定是理性的、是人的。但在現實世界裡，並不是所

有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或並非每一個人的所有行為都是理性的。例如嬰兒、智慧障礙

者以及受到藥物影響或催眠之下進入非常狀態的人，或者人在某些外在或心裡壓力下做

出歇斯底里、喪失理智的行為。就算上述這些狀態不存在，人受到私慾與經驗的東西左

右而做出來的行為，都被排除在理性行為之外。康德（Immanuel Kant）是這樣詮釋的：

純粹理性是實踐的，也就是說，它能夠不依賴於任何經驗的東西自為地（for itself）決

定意志(determine will)（Kant, 2003: 44）。對康德而言，人的（實踐）理性運作是不依

賴任何經驗的東西，所以要讓理性順利運作的前提就是要排除經驗世界對意志的作用。

康德將理性與非理性的對立，化約為先驗的（獨立於經驗之事之外的）與經驗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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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主義者眼中，一個做出非理性的行為時的我與理性自我決定的我，雖然在物理上

或生理上是同一個人，但是在本質上卻是兩個不同的我；那個依（先驗的）理性自我決

定意志的我，因（先驗的）理性的普遍性，而取得普遍的地位；另一個則否。簡而言之，

每個人的行為都有（先驗的）理性決定的可能性，但是不保證一定會發生作用。個人只

有在受到（先驗的）理性支配的時候才是自由的。（石元康, 1995: 15） 

 
當一個人受到非理性因素左右或是（以康德的定義）受到經驗知識決定，而無法依理

性自我決定該如何行動時，也就成為不自由的人了。這樣的人是否可能在別人的幫助下

而獲得自由？對於康德而言，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主宰，每個人都應該要自律，而不能是

他律的。如 Berlin 的詮釋：在康德的脈絡下，選擇者（主體）是個人，他賦予個人的道

德意志一個超越時空的先驗地位——超越盲目的因果必然性領域。（Berlin, 2004: 319）

因此對於康德而言，人透過別人的幫助而得到自由是不可能的。而依照 Berlin 的詮釋： 

 

Fichte 在十九世紀初年宣布：真正的自我根本不是個人，而是群體，即民族。不久，他開

始說，真正的自我是政治上的國家。（Berlin, 2004: 320） 

 

對於 Fichte 來說，個人不過是國家的一個成分，人如果離開國家，就是無軀之肢、一

個沒有意義的碎片，每個人唯有與其所屬的系統、有機體、整體拉上關連，在其中有一

位置，方得其意義。（Berlin, 2004: 320） 

 
理性除了是人類的共性之外，理性也是普遍的。因為理性是普遍的，所以每個人透過

理性的連結而成為普遍的存在。既然理性是普遍的，所以理性並不是某個人私有的，也

就是說「我的理性」與「某個人的理性」是一樣的。「真正的自我不是個人、而是群體，

即民族」的理性主義詮釋是：理性的承載者是集體（民族）而不是個人。在這樣的理解

下，人接受集體的決定就等於受理性的決定，並不是受外於我的他者決定，所以受集體

決定的人才是自由的。既然理性已經被集體（即民族）所承載著，那麼私人意志就是非

理性的部分，就是不自由的部分。群體（民族）因為承載著理性而具有主體性。 

 

（二）社群主義的理解 

 
「人是社會式的存有」並不是民族主義所獨有的觀點，社群主義也立於相同的基礎。

社群主義的觀點是：「唯有在社會脈絡之中的存在才是真實的人」，而異於自由主義者（如

羅爾斯）的觀點：「唯有在社會脈絡之外的存在才是真實的人」。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以

無知之幕之後的原初狀態為基礎，在這個狀態下，每個人都能夠也應該拋棄其在社會脈

絡中特殊的利益、狀況與價值。自由主義者（如康德和羅爾斯）認為在拋棄所有現實的

特殊性之後的人才是真實的存在，即康德傳統下的本務論式的自我。在原初狀態的人，

因為已經拋去所有現實的限制，所以可以自由地選擇與決定。而羅爾斯提出原初狀態的

目的，是為「什麼是合理的社會約束？」建立理論基礎，他認為：合理的社會約束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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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拋棄特殊性為前提。既然在原初狀態中就只剩下所有成員的共同性或普遍性了，那麼

「合理的社會約束」就以一種形式上的普遍性為基礎，至於「普遍性的內容為何」，就成

了社群主義者的批評的重心所在。Sandel 認為人根本無法脫離「既存的」社會規範，但

是他並不是消極地主張人應該接受「既存的」社會規範（這是保守主義的觀點），而是

主張人要以認識「既存的」社會規範的內容作為思考的基礎。Sandel 以宗教為例，說： 
 

（自由主義）這種捍衛宗教自由的方式將權利置於善之前；它試圖在不對人們的信仰做出

判斷的情況下，或者在不對宗教本身的道德性重要性做出判斷的情況下，來確保宗教自由

的權利。但是，最好還是不要把宗教自由的權利理解為更一般的個體自律權利的特殊情

形。如果把宗教自由的權利與選擇自己價值的一般權利同化起來，就誤解了宗教信仰的本

性，使受特殊憲法保護的宗教活動得不到清楚的解釋。若將所有宗教信仰都解釋為人民選

擇的產物，就無法理解宗教在這些人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對於他們來說，遵守宗教義務

乃是一種構成性目的，對於他們的善來說，這一點具有根本意義，也為他們的認同所不可

或缺。一些人可能會把他們的宗教信仰看做是選擇問題，而另一些人卻不這樣看，使宗教

信仰值得尊重的不是其獲取方式－他的選擇、啟示、說服或習慣－而是它在一種善生活中

的地位，或者是它所促進的品質；或者（從一種政治的觀點來看）是其培養那些造就好公

民之習慣性氣質的傾向。（Sandel, 2001: 5-6） 

 

依照 Sandel 的觀點，某個宗教之所有有價值，並不在於可以與其他宗教一樣，同等地

作為人的選項之一；它的價值在於宗教引領著人們走向善的生活，並且能夠培養出好公

民。宗教並不是因為它在形式上是個選項而有意義，而是因為它的內容是善的而有意義。 

 
若某人聲稱他可以不受宗教影響且自由地選擇，則其前提是：他必須先理解宗教，而

且是在宗教的脈絡裡的理解。因此，Sandel 強調人的認知能力，即認知自己所處的社會

現狀與社會規範的能力；若是人可以跳脫所有社會性場域，人將變成空洞的（沒有實際

內容的）。而 Sandel 與羅爾斯的決裂點就在此。 

 
Sandel 認為羅爾斯在把去除差異5 的過程推到極端之後，原初狀態的普遍性將會是個

沒有內容的空集合（可以數學符號∮表示）或是零，也就是一個沒有任何實質內容的理

性。假使真的如此， 則羅爾斯正義理論的阿基米德支點就不存在了，自然地推不出有

關正義的論述。但是，羅爾斯認為：在原初狀態中人是理性的，而「正義二原則」是理

性的人選擇的結果。（Rawls, 2003: 128-9）那麼正義二原則究竟從何而來？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是經過去除差異性的過程之後的結果。第二種可能是羅爾斯直接對正義二原

則下定義。不管是那一種可能，正義二原則都是有內容的，6 而這些內容都必須以（Sandel

                                                
5 如果原初立場是要產生正義的協定，各方就必須處境公平，並且被當作道德人而得到同等的對

待。世界之任意性必須通過調整最初契約狀態的環境來糾正。（Rawls, 2003:128-9）想像原初狀

態的目的是每個人都能同等地對待彼此，所以必須去異存同。 
6 Kymlicka 指出：羅爾斯承認自己是為了引出差異原則才去刻意描繪這樣一種原初狀態。羅爾斯

承認，「對應於每一種傳統的正義觀，都存在一種對初始狀況的解釋，而該正義觀所包含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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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的）人對內容的認知為基礎。以 Kymlicka 對羅爾斯的詮釋為例，可看出端倪，他

說：不同文化的人們對「那一個原則是正義的」會有不同的解釋，當不同傳統的正義觀

的兩群人共處時，依照無知之幕「去異存同」的原則來運作，這兩群人要變成一群的前

提是各自拋棄各自的傳統正義觀，即再次退回無知之幕之後，以便運用理性選擇出更普

遍的正義原則。至於能否尋找到更具普遍性的正義內容，這只有理論上的可能性，而沒

有實際上的必然性。因此，在無知之幕之後的人選擇就是正義的，至於該選擇什麼作為

原則才是正義的，（Sandel 認為）則會因為文化不同而有不同的詮釋，而文化就是 Sandel
主張要先認知的對象，即所處社會的價值觀。對 Sandel 來說，羅爾斯所說的「正義二原

則」是他（羅爾斯）自行認定的，或說在他所處的脈絡下才會有的選擇。這個「正義二

原則」，並不是非是羅爾斯所主張的「正義二原則」不可。因此，某個脈絡的內容決定

了在這個脈絡下的人們會選擇什麼樣的原則。Sandel 認為身處於同一個脈絡下的人就是

同一個社群。 

 
Sandel 提出社群的三種類型：一、工具式的社群（the instrumental view of community）；

二、感情性的社群（the sentimental view of community）；三、構成式的社群（the constitutive 
view of community）。從 Sandel 對社群的分類的理由，可以看出他對真正的社群的概念。

在工具式的社群中，人人都是私利至上的個人主義者，人人以他人及社會建制為實現欲

求的工具，因此成員們對社群本身並無感情。在感情性的社群中，成員們彼此有一定的

善意，也會建立起穩定的合作關係，因為他們都想互惠互利，也願意肯定集體生活的價

值。在構成式的社群中，社群本身已成為一種善，「不僅可以規定公民同胞可以擁有什

麼，而且規定了他們是誰；不只提供了他們像自由結社那樣可以選擇建立的關係，也提

供了可以讓他們慢慢去發現的相互依存；不只成為個體的一種特徵，也成了他們認同中

的構成部分」。（Sandel, 2001: 178-86）前兩種與第三種類型最大的差別是：前者的成員

們仍保有進出社群的自由，而後者則否。Sandel 認為工具式社群建立在成員們的個人主

義性格上；而情感性社群的成員雖然想到互惠互利，但是總是想到個人的惠與利，所以

兩種類型都是在個人的層次思考。只有第三種類型才是真正的社群。（江宜樺，1998：

79）在構成式社群裡，成員們追求社群的善作為達成自身生命完整的唯一途徑，社群就

是善本身，代表著它取得了主體的地位，而個體的主體地位則不復存在，它必須服從（作

為主體的）社群。社群的善，就是成員們的共性，或許共性還沒有完全展現在每個成員

身上，但是它已經被假設為每個成員的本質。 

 
透過 Sandel 對羅爾斯的正義理論的批判，可以看出：在形式上，Sandel 並沒有反對人

要進行理性的選擇；但是，在內容上，在原初狀態中的理性的人必須選擇某個具體內容

來作為「正義的原則」，而人們能夠做出選擇，除了自身的理性能力之外，也以他們對

正義原則內容的認知為基礎。人的認知的場域不在原初狀態裡，而在實際社會文化的脈

絡裡。因此，人與社會的關係就不如自由主義所主張的「人決定了社會的樣貌」；反而

                                                                                                                                       
原則總是在這種狀況下寧願選擇的解決方案」，並且某些解釋會引向功利主義。（Kymlicka, 
20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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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社群主義者所描述的「社會（現實）限制了人認知的內容」。個人與社會的主、客

關係也就產生了倒轉。至此，集體的主體性可以在社群主義找到依據，至於「民族理所

當然作為集體的表現形式」則是另外一個命題而有待解釋。 

 

二、民族主體性 
 
民族主義將民族視為一個整體，並且在社會（集體）主體的論述基礎之上，將民族等

同於社會。「民族等同於社會」的觀點並不是理所當然如此的。目前對於民族主義的研

究結果，都指向同一個方向，即「民族等同於社會」是現代社會特有的現象。民族主義

在理論上對於「民族等同於社會」的命題本身有那些內容？是接下來要先處理的問題，

至於「民族等同於社會如何可能？」的命題，將留待下一節繼續討論。 

 
從前文可知：社會或集體（作為一個主體）是有內容的。因此，我們可以衍生出兩個

命題：一、既然社會是主體，則人作為客體就不能主動地改變它，只能被動地理解它；

二、主體是具有實際內容的，而這個內容就是人要認知的對象。民族主義者事實上就在

這個基礎上，給予社會主體一個「民族主義式」的內容。 

 
在眾多民族主義研究者當中，A. Smith 特別重視民族與族群的關係。7 他曾明確表示

過民族不應該說是「被發明的」（invented）或「被想像的」（imagined），而是被「重新

建構的」（reconstructed）。（江宜樺，1998: 33）民族是從「族群」發展而來的。從 Smith
對族群與民族的定義可見一斑，他給族群下的定義是：「與領土有關，擁有名稱的人類

共同體，擁有共同的神話和祖先，共用記憶並有某種或更多的共用文化，且至少在菁英

中有某種程度的團結。」而給民族的定義是：「具有名稱，佔有領土的人類共同體，擁

有共同的神話，共用的歷史和普遍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員生活在單一經濟之中並且有著

同樣的權利和義務。」（Smith, 2006:14）儘管族群與民族的特徵之間有極高的相似度，

但是，他認為把民族視為族群的全面的進化關係是一種曲解，理由是：當前還有許多族

群是與民族並存或存在於民族之中的，並且「現存的民族都可以在前現代時期的族群中

找到根源」是有爭論的。雖然 Smith 後來對於族群與民族的線性發展關係的說法轉趨保

留，但是可以確定，從「族群」的途徑確實給了民族的共性一個重要方向。更重要的是

這個說法對於民族主義者產生了影響。（台灣民族主義者）史明就認為具有現代意義的

民族是從「族群」（community）8 發展而來的。自古以來人類為了維持自我的生存而結

群聚集，是謂族群。在封建時代，族群則以部族（tribe, Stamm）、種族（tribe, Passe）、

血族（Kith und Kin）為名存在著。到了十六、七世紀（近代社會開始），「近代民族」（modern 
nation）以「政治命運共同體與經濟利益共同體」之姿逐漸取代封建時代的族群的各種

型態，而這個新發展一直要到十八世紀，民族主義的理念才完全確定。（史明, 2001：2-4）

                                                
7 Smith 並不否認民族國家、民族與民族主義都是現代特有的現象，但是他對於「族群」因素在

民族主義研究中被輕忽的情形頗不以為然。（江宜樺，1998:33） 
8 關於 community 的中文翻譯，在這裡是直接引用史明的翻譯，在本文的其他地方會有不同的中

譯詞，如「共同體」、「社群」以指涉不同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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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現代民族概念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社會，雖然民族主義的概念到十八世紀才出

現，但是民族這個概念是之前同一類概念的延伸。因此，只要證明我們是一個族群，我

們就有資格也應該在現代成為一個民族。對於現代人而言，「我們之所以是我們」的直

覺原因是：血緣、共同歷史、宗教、生活方式或文化。對於每個民族而言，它們或許不

具備所有的元素，但是每個民族主義者總是會從中選擇最適合自己民族的元素作為論述

內容。 

 
（一）血緣或共同祖先 

 
以血緣作為民族的共性是一個極為常見的途徑。英國的民族主義以盎格魯．薩克遜血

統為基礎。日本建立民族是以大和民族為基礎。他們皆訴求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血緣傳

承。以日本為例，根據林明德的研究：日本民族的構成有漢人血統說、蝦夷（Ainu）構

成日本基本人種說、南洋民族說，以及通古斯族說等幾種說法。（林明德，2004:3-4）雖

然日本民族有著不同起源的說法，但是，日本民族主義者與一般日本民眾都想像彼此有

共同的祖先。也就是說日本民族的成員們將此視為民族的共性，至於真實狀況就被拋諸

腦後了。而所謂的中華民族成員們，就算他可能是蚩尤的子孫，也都以炎黃子孫自居。

視炎帝、黃帝作為中華民族共同祖先不是事實與否的問題，而是相信與否的問題。如林

明德所說：各種說法都缺乏嚴密的科學證據。（ibid.: 4）就算人類學或基因科學無法證

明現代日本人有共同祖先，但是他們作為同一個民族的成員仍然會相信有一個共同的祖

先與共同的血緣，彷彿他們天生就應該是同一個血緣一樣。這種相信不僅僅在日本是如

此，在其他以血緣作為共性的民族的情況也是相同的。 

 
（二）歷史記憶與共同文化 

 
吳叡人〈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一文中說：當清國政府在中日馬關條約將台灣

割讓給日本帝國之後，台灣人就開始了追求民主、自由，以及屬於台灣的「想像的共同

體」之夢。這一百多年來，台灣人努力追求的此一夢想的斑斑血淚史，就是台灣人共同

的歷史記憶。（吳叡人，2001：102）他認為這樣的歷史記憶就是台灣人的共性，台灣人

正因為有這個共性而成為一個共同體。對於從日據時期就生活在台灣的人民及其後裔

（所謂的舊台灣人）來說，擁有這個歷史記憶的難度不高，但是作為共性的同時，對於

新移民來說，其困難度可想而知。他們有何選擇？（1）選擇接受這個記憶，而成為擁

有相同記憶的台灣人；（2）離開台灣。這兩種方式在現實中各有例子：（1）在台灣所謂

的外省第二代為了追尋自由、民主的夢想，而接受這個歷史記憶。如陳師孟先生。（2）

陳水扁總統說出「太平洋又沒加蓋，覺得大陸好的人就可以遊過去」，9 或許陳總統沒

有要外省族群跳海自殺，但就是要他們離開台灣；另外，要將外省族群趕回（對台灣民

族主義者來說是外國的）中國原鄉的呼聲，也在歷次選舉中不絕於耳。本文無意挑動台

灣內部的族群衝突，只是要說明在這種說法是台灣族群衝突的根本原因。暫且不論這是

                                                
9 參閱 2007 年 11 月 11 日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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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會衍生出其他問題，但是，這種歷史記憶被理所當然地視為當代所有台灣人應該共同

追求的夢想，卻會使擁有不同歷史記憶的台灣人倍感壓力，至少有一部份人懷抱著中國

五千年的歷史記憶。雖然在事實上，目前生活在台灣的人民對「何者是台灣真正的歷史

記憶」的看法是歧異的，但是台灣民族主義者仍然相信台灣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歷史記

憶，彷彿台灣人天生就該繼承這樣一個歷史記憶與歷史責任一樣。 

 
（三）共同的宗教 

 
在自由主義盛行的年代，宗教從國家中分離出來似乎是時代趨勢，但是這是否代表信

仰同一個宗教的一群人不能組成一個國家？以色列在二次大戰之後在巴勒斯坦復國是

一個典型的例子。與其說以色列是以種族與血緣為共性的共同體，毋寧說他們是以猶太

教作為共性的共同體。被稱為猶太民族的他們，其血緣早已經在這一千三百年來與其他

民族混血的過程後有了差異。從他們的身形、外貌可能都無法肯定地說他們具有血緣關

係。以色列人民因為宗教信仰而表現出極為強烈的民族向心力，在二次戰後幾次的「以、

阿戰爭」中譜出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對於以色列人民來說，彷彿他們與生俱來就必須

是猶太教徒一般。 

 
綜合以上，就個別民族的文化論述本身而言，可以歸納出三個共同點：首先、它們都

是有歷史縱深的，也就是說它們都有久遠的歷史根源；縱使論述的歷史根源不是悠久

的，但也不會是論述產生的這一代的實際經驗。其次、這些文化論述與族群成員的本質

鑲嵌起來，因此，這些文化論述的內容是這一代人所不能質疑的，同時也是不可選擇的。

最後、若有成員挑戰或質疑這些內容與本身的相關性，就會失去社會認同上的歸屬，成

為失根的、無脈絡的存在。而個別民族的主體性以上述的文化論述得到理論上的基礎，

而每個民族成員因其客體地位，就只能理解與認識民族的內容，即文化論述。而這些內

容就本質地存在每個成員之中，因而每個人認知自己民族的文化論述，就是認知自己。 

 
本節從論證「人的社會性」出發，透過理性主義式詮釋與社群主義式詮釋，得到社會

整體與人是「主體與客體」的架構關係。在此架構下，民族主義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理論

獨特性，透過建立共同的血緣論述、共同的歷史記憶以及共同的宗教論述的方式，為主

體填入一個民族式的內容。正因為文化論述的內容是每一個民族成員的本質，所以，每

個民族成員都應該對它有所認知。 

 
在理論架構完備了之後，民族主義者下一步要處理的問題就是：民族是如何自我實踐

的？如吳叡人所說： 
 

民族主義研究者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去解釋民族這個政治的虛構（political fiction）如

何被實體化（reified）的社會過程。然而，將民族轉化成實體的實踐類型，並非僅限於

Brubaker 所感興趣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而已。有時將民族變成實體的，不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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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由上而下對社會的介入與規範，而是來自社會由下而上的對國家的挑戰。（吳叡人, 

2001:44） 

 

民族主義者的目的在建立一個以文化論述為共性的民族共同體。也就是將上述的應然

命題轉變為實然命題：從「每個民族成員都應該對它有所認知」到「每個民族成員都事

實地對它有所認知」。當某個民族的成員們都認知某個文化論述等同於自己時，這個文

化論述才會事實地成為民族的共性，否則這個論述的內容再精彩、論述再嚴謹，也不過

是少數人的一偏之見罷了。這個也就是吳叡人所說：「實體化的社會過程」。 

 
其次，當民族主義者給予「共性」一個實際內容的同時，他們不知是有意地或是無意

地忽略了個別成員實際上都有特殊性這一個事實。而在民族主義理論裡的確沒有一個場

域，來當作個別成員之特殊性的容身之處；然而，特殊性在事實上是存在的，文化論述

（共性）必須依附在特殊性才能存在。因此，給（成員的）特殊性一個理論上的位置就

是必要的。在現代國家的理論架構裡，成員的特殊性被放置至市民社會中，民族共同體

取得了政治共同體的身份的時候，個別成員的特殊性——被排除在某個文化論述之外

的——就可以有市民社會這樣的去處了。這就是民族必須與政治共同體結合的理由，否

則民族——文化論述的內容——就不成為「共性」了。 

 
基於「民族實體化的社會過程的實際需要」與「確立共性與特殊性在理論上的共生關

係」這兩個理由，民族共同體與政治共同體的結合是必須發生的。若是沒有後者的介入，

前者也無從確立。 

 
 

第二節：民族的實踐基礎 
 
 
在民族主義政治理論拼圖裡，第一塊拼圖是「整體具有優先於成員的地位」，這是由

理性主義與社群主義所提供的；第二塊拼圖是「文化論述給『民族式整體』一個具體內

容」，這是由各個民族主義者所提供的。最後一塊拼圖，就是「民族共同體在政治上如

何可能？」，這在本節將進行說明。這三塊拼圖共同構成了完整的民族國家圖像。 

 
民族共同體與政治共同的結合，有下面兩個方向：一、以民族為主體來尋找或建立專

屬的政治權力，二、以政治單位為主體來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文化論述。這兩者都是族

群與政治的聯姻（marriage）10 方式，只是主、客位置不同而已。然而，前一種方式中

的民族主體其實只在那一些民族主義者的想像中，並不是客觀實存的文化的共同體。主

要的原因是：在此種方式中的「文化共同體」，其成員們並未普遍地認知了自己與文化

論述之間的關係。根據布勞代爾（Braudel）的研究，法國的民族（國家）市場其實是

                                                
10 聯姻一詞是借用 Gellner 在〈國家與文化的聯姻〉一文中的概念。（Gellner, 2000: 5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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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許多小單位組成的，是人口學家所說的「隔離群」，即鄉村居民的最小單位。任何一

個人群如果不足四、五百人，確實不能（獨自）維持生存，尤其不能孳育繁衍。這種小

單位的成員們是族群的最基本樣態，而所有對族群的描述其實就是對這種小單位的描

述。這種小單位裡的成員間，必定都有血緣關係、分享共同的文化、彼此認識而能有一

體感、有相互扶持的情感表現都是在自然不過的特徵。問題是這些小單位與其他小單位

組成的高級單位，它們的成員們還能「自然而然地」擁有如小單位一樣的特徵嗎？答案

是否定的。（Braudel, 2002: 315-7）因為，在小單位之間存在差異性是可以想像的，所以，

當他們組成高級單位之後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具有同質性，其同質性必定是「人為的」

產物。Anderson 認為只要不是最小單位，他們的成員們就不可能認識其他的所有人，根

本不可能自然地形成共同體。但是事實上，在民族主義的風潮下，確實有民族國家作為

共同體建立成員們對民族產生共同感與向心力。（Anderson, 1999: 10）Anderson 以伊斯

蘭教作為例，來說明想像的共同體並不是現代才有的狀態，他說：來自不同地區的伊斯

蘭教徒之間或許在口語上無法溝通，但是因為共同的神聖經典都是以古典阿拉伯文書寫

的，使得不同語言的伊斯蘭教徒產生共同感。就此意義而言，伊斯蘭教世界是個（想像

的）文字共同體。（Anderson, 1999: 19）而民族作為「共同體」的特殊形式，究竟是屬

於可以自然產生的一類，還是另一類？他認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民族的成員也沒有辦

法認識其他所有人，因此，民族是想像的共同體，即不是自然地產生的那一類，而被歸

為「想像的共同體」的一種型態。 

 
Smith 以公共文化的有無區分了族群與民族，他說：族群不必擁有公共文化，只擁有

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可以是語言、宗教、習慣或共用的制度——然而，共同的公共

文化則是民族的關鍵特徵。（Smith, 2006: 14）因為在民族的概念裡，文化因素的公共性

是主要特徵，然而，「民族」本身並不具備促使某個文化因素（本文採用文化論述一詞）

公共化的力量（power），因此，它必須藉助某種外在的力量來完成此一過程。而這個過

程在 Anderson 的理路中，就是「想像的共同體」建立的過程。上述這個外在力量，都

指向政府或國家，這個壟斷正當暴力的機構。（Gellner, 2001: 4-6） 

 
一、國家使文化論述取得了普遍性的地位 

 
Gellner 與 Anderson 的研究都特別注重共同語言與民族建立的關係，也都承認共同語

言是民族的條件。因為它是條件而非內容，所以「語言」是放在這裡討論而不置於在前

一節共性的內容。Gellner 研究歐洲民族國家的建立過程，特別提出「高級文化」11 作

                                                
11 Gellner 認為民族主義原則 是一個有效的原則，因為這個原則與近代西方社會的變遷環環相

扣。他以西方世界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商業社會」為思考的主軸，在這個過程中，西方社會為

了工業生產的需要，人民的識字率普遍提高，以便供給市場足夠的技術工人與管理人才。同時，

商業活動的擴展與資本主義體系的逐步建立，也要求市場規則及經濟理性的原則必須為人們接

受，工商業發展的結果例如都市化、科層化、標準化與同質化，整個西方社會逐漸擺脫傳統地域

成員的緊密聯繫，文化認同分殊的格局，同時又醞釀了一種相對客觀而理性的「高級文化」。對

於生活在工商業社會的人而言，學習使用「高級文化」是很重要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獲得肯

定，更是生活中極為重要的事。每個「高級文化」涵蓋區域內的人們產生了一個共同的認同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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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族建立的重要關鍵。他將「高級文化」的生成歸因於人類社會從封建的農業社會轉

型為工業社會的自然需要。（Gellner, 2001: 8-38）在已經工業化的社會裡，共同的語言

及文字已經因應經濟生活所需而產生了。Anderson 更進一步提出進步印刷技術與資本主

義的結合促成了民族這個「想像的共同體」的主張。他認為閱讀某一種方言印刷出版物

的人群，就會對「彼此是一體的」有具體的圖像。12 可是，依照資本主義規模經濟的邏

輯，若某個民族要能產生共同體的想像，還必須要存在某些客觀的條件。如果使用同一

語言（包括文字）的人口數不夠多到讓資本家有利可圖，Anderson 的推論能成立嗎？另

一個狀況是：使用同一種方言的人口數量夠多，但是大多數人都是文盲（會聽、說，不

會讀、寫），他的推論能成立嗎？最後：資本家（出版商）要能夠在某一個方言區域順

利地進行商業行為，其前提是統一的市場。在這三個條件都成立的前提下，資本家才「有

利可圖」，Anderson 的推論才能成立。問題是：誰能夠促成這三個條件成立？在現代社

會除了國家之外，沒有誰有這種能耐了。 

 
（一）統一語言 

 
工業化使社會產生了對「高級文化」的需求，亦即：社會成員有學習「高級文化」的

必要。但是有能力決定「高級文化」是哪一套抽象符碼系統，甚至創造一套新的「高級

文化」的，除了政府之外別無他者了。在我國就由教育部統一頒訂「標準國語」，而且

隨時更新。除了我國之外，現代法國所使用的法語並不是天生就是一個統一的語言，從

1793 年起，經過格高利神父和巴雷爾——羅伯斯比爾控制下的公共安全雅各賓委員會成

員——的努力，法語才在全法國範圍內得到推廣。（Smith, 2006: 47）在這之前，法國的

巴黎地區、香檳地區、諾曼地地區人民使用的語言都是不同的。依照語言學的分類方式，

                                                                                                                                       
就是「高級文化」本身。他進一步指出，人們產生對「高級文化」的認同的原因，就在人必須進

入工商業社會才能活下去，學習「高級文化」是進入這個社會的先決條件。當人們認同「高級文

化」的同時，也希望被其他「高級文化」的認同者所認同，「民族」（文化層次的）就在這樣的相

互認同中產生了。詳請參閱 Gellner, 2001。 
12 Anderson 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從近代社會經濟變遷來解釋民族國家的起源，他以人類

學的精神，試著將民族界定成「想像的政治共同體」（an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ies）。 至於

「這個」共同體的歷史根源，他認為研究近代民族意識的興起，必須從中世紀基督教－拉丁文化

的淡出開始瞭解。中古世紀唯一的神聖語言是拉丁文，到了宗教改革之前，拉丁文「古典化」的

情形愈來愈嚴重，語言與語言使用者之間的距離漸漸加大，聖經以方言版本出版成為一種新的趨

勢；宗教改革開始之後，這個趨勢越來愈明顯。 在此同時，經濟上也由中古時期的莊園經濟制

度慢慢進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商人看到印製方言聖經是很大的商機，而大量印刷方言出版品，

之後商人把市場從聖經往其他出版品（小說、報紙及其他書籍方言版本）擴展，這就是 Anderson
所講的「印刷資本主義」與「新教」的結盟，透過廉價的普及版書籍，迅速地創造出為數眾多的

新的閱讀群眾－並且同時對他們進行政治與宗教目的的動員。 
對於現代民族的產生，小說與報紙是最有影響力的兩種出版品；舉個法國的例子：因為報紙與小

說的傳播，一位居住在馬賽的居民能夠快速且清楚地瞭解巴黎居民當天所發生的事，馬賽與巴黎

之間的距離感無形中縮小了，這也奠定了形成「法蘭西民族意識」的良好基礎。簡單的說，原本

互不認識，互不往來的人群，由於閱讀了同一份書籍或報紙，開始關注這些媒介所提供的資訊。

因此在這些印刷媒介（透過資本主義式流通）所及的範圍內，醞釀出一種休戚相關的「同族」

（co-nationals）的想像。這種想像的共同文化與掌握語言權力的政治組織互為表裡、交相作用，

刺激了近代西方民族的誕生。（江宜樺, 1998:30）詳參閱 Anderso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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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或許是同一個語系的近親，但是在實際上是無法溝通的。現代中國將普通話視為共

同語言，而普通話的前身是明、清時期的官話，一般老百姓都則是說各自的方言。不同

省籍的兩個人除非是識字的讀書人，否則都有溝通的困難。只有政府才有能力統一語

言、文字。在秦朝統一中國之前的戰國時代，各諸侯國都有各自的文字，是秦始皇運用

政治力量暴烈地統一了文字（隸書）；在法國，如果沒有巴雷爾的雅各濱委員會成員的

身份，而單靠格高利神父的宣導，法語是不會在那個時候統一的。唯有政治上的力量——

不論是權力（power）或暴力（violence）——才能將語言統一，也只有她有能力統一，

即確立某個「高級文化」的普遍性。因此，只有政府可以建立一個統一的民族語言。 

 
那麼現代國家是如何普遍地傳播「高級文化」或「國家語言」？ 

 
（二）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除了給予國民學習「高級語言」的場域之外，還讓他們在養成過程中能夠得

到統一的教育內容，即上一節所說的文化論述。在中國，傳統的教育機構由私塾擔綱，

就算宋、明兩代的書院，充其量也不過是規模較大的私塾。從唐代開始的科舉制度，雖

然由朝廷規定了固定的考科，也就是統一了教育內容，但是其結果也只統一了官僚人員

的養成內容，而沒有統一所有人民的養成過程。也就是說，在中國全面開辦國民教育之

前，只有統治階級有相同的教育內容，而被統治階級並沒有實施相同的教育。一般百姓

與朝廷是互不干涉的，朝廷也無力干涉百姓日常生活，因而才有擊壤歌「帝力與我何有

哉？」13 之文句流傳。一般的百姓不僅僅沒有學習使用共同的文字，各地區的方言口音

都不相同。中國歷史上的國民教育，是從清朝慈禧太后主導的庚子新政中的建立西式學

堂開始的；台灣則是日領時代才開始推行新式教育。日本帝國在 1895 年初定台灣之後，

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與其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共同規劃台灣的教育系統。初期以推廣日語

與培養足夠的師資為目標，成立國語（日語）學校與師範學校。隨著台灣人就學意願的

提高，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一月是確立教育的根本方針的階段。之後，台灣的教

育制度是以公學校實施初等教育，高等普通學校、女子高等普通學校施行高等普通教

育，各種職業學校施行職業教育等。（山崎繁樹．野上矯介，2001：275-86）由於公學

校主要招收的對像是台灣人，並不收日本學童，所以使得台灣學童在就學過程中，得以

忽視原本不同族群、宗教的差異而統以起來了，而這也成為往後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的一

個重要基礎。（Roy, 2004: 55）當然，當時的台灣人的識字率也大幅提昇。後來國民政府

來台之後，就延續同一個系統，只是在語言教育上改日語為中國的官話（也叫國語）。

生活在台灣的人們彼此間原本的差異性，在接受相同的基礎教育之後被包容與承認了，

而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台灣人」。 

 
清領時期的台灣社會，還處在私塾教育的時期。在台灣的人雖然都使用共同的文字，

                                                
13《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其辭曰：「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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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使用的口語不同，以原籍為名的械鬥層出不窮，如「泉、漳械鬥」、「閩、客械鬥」

或「漢民族與原住民的戰爭」等不計其數，在那時候我們存在「我們都是台灣人的」觀

念是不可能的。在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的建立國民教育制度之前，原屬不同省籍的台灣

人，除非是讀書人可以透過文字或官話溝通，否則有溝通上的困難。因此，有人認為是

日本的殖民統治讓台灣人忽略彼此的差異，是台灣成為一個共同體觀念的重要推手。

（Roy, 2004: 55）雖然，吳叡人主張：中日馬關條約之後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帝國，台灣就

與清帝國（中國）切斷關係了，台灣民族主義就是從此事件開始。（吳叡人，2001：43）

但是，台灣被割讓並不表示台灣島上的所有人能夠意識自己是成為我們。唯有透過普遍

的國民教育制度之後，我們成為我們才是有可能的。而事實是：在台灣的國民教育體制

是由日領時代的台灣總督府開始推動的，而普遍的教育體制是我們意識到我們是台灣人

的基礎。只有政府才有權力普遍地讓每個學童都要進入國民教育體制。基礎教育是國民

的養成教育，其最主要目的是讓國民學習「高級文化」，卻也（意外的）成為建立共同

體的基礎。除此之外，（如前段所述）學童在共同學習的過程中，產生了共同經驗，而

成為共同體的重要基礎。 

 
（三）單一市場 

 
單一市場的概念對於生活在現在的我們來說，好像是想當然爾之事。然而，單一市場

其 實 是 政 府 權力 運 作 的結 果 。 美利 堅 合 眾國建 國 之 後 的 邦聯 條 例 （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不符合當時的需求，於是在 1787 年重新訂立了全新的美國聯邦憲法

（Constitution of federation）當中有許多的改變，而其中的一個重點是取消國內州際貿易

的關稅。當州關稅取消之後，美國才成為單一市場。運用政治力量建立單一市場的例子

不只發生在美國，而是所有前現代國家要進入現代的必經之路。差別只是有一些國家建

立民族的單一市場的過程比較平和，有些則需要經過戰爭的洗禮。日本就是經過戰爭才

建立單一市場的例子。雖然德川幕府平和地將政權奉還給日本天皇，但是蓋慶喜及佐幕

派等各藩仍企圖抵抗，不願放棄其領邑，及至戊辰戰爭，佐幕勢力被鎮壓之後，日本國

內才真正撤除了貨物流通的關卡，完成了政治上與經濟上的統一。（林明德，2004：40）

在英國的情形也是相同的，Braudel 提到英國是最早將關稅統一設立在國境上，只是英

國王室的作法不是透過暴烈革命手段，他們從 1290 年的「迫使通行稅徵收者負責維修

他們控制的道路」、「限定徵稅特權年限」等政治的措施，開始統一關稅的漫長旅程。到

了 1749 年一位法國傳教士古阿耶給友人的信中提到：「我在介紹旅途經過時，忘記告訴

你一路上不見關卡和稅吏，你如到這個島國來，在多佛爾（英國的一個港口城市）必定

受到仔細檢查，過了這一關你就可以在大不列顛自由通行，誰也不會盤問你，海關僅設

在國境，一經檢查便萬事大吉。」（Braudel, 2002: 326）而建立單一市場的重責大任，是

各國政府責無旁貸的任務。 

 
國家除了對內的，去除次級政治單元之間的貿易障礙之外，還有對外的統一關稅。也

就是說，貨物在不同次級單元間流動沒有障礙，而國外貨物從每一個次級單位進入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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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稅也是一樣的，前者就是自由貿易區，後者就是關稅同盟。這兩種措施的目的都在

建立單一市場。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項措施是貨幣統一。當某一個市場內部使用共同

貨幣、貨物內部流通沒有阻礙，對外則統一關稅，單一市場就於焉完成了。 

 
歸納上述的內容，如同 Anderson 所說：資本主義、印刷科技與人類語言的多樣性，

三者的重合，使得一個新的想像共同體世界體系（即後來的民族國家的世界體系）成為

可能。從其基本型態觀之，這種新的共同體實已為現代民族之登場預先搭好了舞臺。

（Anderson, 1999: 55）「高級文化」是健全工業社會的必要條件，形塑「高級文化」就非

要有政府的普遍性與公權力介入不可，因此「建立高級文化」與政府的關係就昭然若揭

了。從上述得知，單一市場的建立過程同樣需要政府的政治力強力介入才能完成。在單

一市場之下，印刷品作為貨物的一種同樣也可以自由地在市場內流動。民族的文化論述

以印刷品為媒介，普遍地傳遞到市場的每個角落。因此，國家政府決定了（普遍的）「高

級文化」；透過國民教育培養了廣大的閱、聽大眾；建立統一市場，使得載有民族語言

內容的文化論述得以在國內順利且普遍地傳播，讓每個人既是國家的普遍成員，又是接

受相同文化論述的民族成員。因此，要達成建立「想像的共同體」的目標得靠國家的強

制力與普遍性發揮作用才有可能。 

 
二、族群與國家的聯姻 

 
Gellne 把歐洲的民族國家發展模式，是依這個民族國家所在的區域，分成四種類型。

14 當民族主義對第一類國家發生影響時，其國家組織與文化的普遍化都已經成形，建立

符合民族主義原則的民族國家是水到渠成之事。第二類國家則是文化普遍化與現代國家

組織略有雛形，雖然沒有第一類這麼的順理成章，但是也沒有遇到太大的困難。第三類

國家是族群的文化尚未普遍化，而政治組織的現代化也還未完成。第四類是東歐的共產

國際的成員國家，它們摒棄民族主義的政治原則，而共同服膺共產主義教條與最高蘇維

埃的指導。（Gellner, 2000: 55-63） 

 
Gellner 認為工業社會是發展「高級文化」的基礎，在第一類的地區的國家是最早發展

工業化的，Gellner 說： 
 

在民族主義理論興盛之前，就已經是或多或少基於文化–語言的原則來建國的。當然，國

家與文化之間的相關性絕非完美無瑕，而且在每一個國家領土之上，都存在相當程度的方

音差異。無論如何，這些差異其實並不嚴重，重要的文化差異實際是表現在社會階級上，

而不是在於地理區域的不同。（Gellner, 2000: 56） 

 

                                                
14 Gellner 在《國族主義》中將民族主義國家在歐洲的發展狀況分成四大區塊。第一區塊指西歐

國家。第二區塊是指中歐國家約略等於昔日的神聖羅馬帝國的領域。第三區塊主要指東歐國家。

而在第三區塊裡，還可以分出第四區塊是經歷布爾什維克階段的國家。（Gellner, 2000: 5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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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主義理論興盛之前，這類國家之內的文化統一過程早已隨著工業化的腳步悄悄

展開。因為，理論當然不是憑空出現的，所以民族主義者對民族的想像，其實就是反映

第一類國家當時的狀況。被稱做民族主義之父的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之所以要提倡

民族主義，（可以想見的）就是以建立屬於德意志的，而類似英國或法國式的民族國家

為目的。而德國就被 Gellner 歸類為第二類的民族國家。因為，當時的德國地區15 已經

有了工業化的苗，所以，從經濟社會的角度來說，德國地區（當時還未統一）會對統一

文化—語言產生更大的期盼與需求。加上普魯士王國接連發動了對丹麥、奧地利與法國

的戰爭，當國家遂行戰爭時，必定產生大量的物資需求，為了滿足需求國家必須加速提

升生產能力，工業化就成了滿足大量物資需求的重要條件，因此，戰爭促進了德國的工

業化；除此之外，它也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生產與戰場。在準備戰爭的期間，在普魯士

王國的主導下，普魯士於 1834 年與（現今德國北方）的十八個邦國組成關稅同盟，各

邦國同意以普魯士為代表與其他國家簽約，同時取消聯盟內部的關稅。單一市場除了統

一的貨幣之外，其他的條件都已具備了。1871 年第二次普、法戰爭結束之後，在普魯士

主導下德國完成政治上的統一了，普魯士國王在法國凡爾賽宮的鏡廳登基為德國皇帝，

完成了民族國家建立的偉業。（Mann, 2007: 328-47）這樣大規模的動員過程加速了統一

文化–語言的腳步。經濟上的單一市場與政治上的單一國家，加上共同的敵人——法

國，促使一個新的民族國家誕生。 
 

至於第三類地區，在民族主義理論興盛之時，用 Gellner 的話：既無民族的國家，也

沒有民族的文化。這個地區遍佈著複雜的語言與文化差異，像碎花布一樣。（Gellner, 2000: 
59）他們的工業化仍然遙遙無期，換言之，就是仍然處於封建式農業時期。統一的文化–

語言族群當然不可得。他說： 

 

遍佈巴爾幹半島、高加索地區、窩瓦河流域、中亞的大部分地區或世界其他地區如果想要

依民族主義理論建設正統而標準的文化同質的國家，只有藉由種族清算的慘忍手段。在這

些地區的人民（或政府），若不願意放棄追求民族國家的建立，就必須動用種族清算。沒

有第三條路。（Gellner, 2000: 61） 

 

他們看著第一類與第二類國家的成功案例，心羨不已而不可得。於是，沒有工業化作

為經濟基礎的文化–語言統一過程，就成了 Gellner 所描述的災難。 

 

Gellner 所說的第四類，指的是東歐共產世界的國家在冷戰結束之後所面臨的問題。這

些國家經歷了布爾什維克主義階段，對他們而言，民族主義並不流行。就認同對象而言，

這類國家的人民是階級認同而不是族群的、文化的認同。二十世紀末這個大帝國不是因

為民族主義而垮臺了，而是敗在冷戰的經濟效益，但是帝國在承認經濟失敗後，民族主

義乘勢而起，加速政權的瓦解。（Gellner, 2000: 62）雖然這些國家有都是從大帝國裂解

出來的，但純粹就民族國家建立的理論來說，應該回歸前三種模式來討論。因為，之前

                                                
15 十九世紀末，普魯士王國還未完成統一之前，當地還處於拿破崙所建立鬆散的萊茵邦聯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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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種模式都以「該地區接觸民族主義理論」作為分水嶺；研究前共產主義國家也應該

依此標準，也就是在所謂的「共產帝國」瓦解之時，「國家內部的政治組織與文化是否

是統一的」，在每個前共產國家的狀況是不同的。以 Gellner 的標準，南斯拉夫共和國就

應該被歸為第三類，因為不是他地處東歐，而是因為國內（用 Gellner 的話）遍佈著複

雜的語言與文化差異，像碎花布一樣，所以在建國之後，國內少數民族獨立與種族清算

至今仍然層出不窮。而波羅的海的三小國16 與波蘭，在冷戰結束之時，文化—語言早已

是統一的狀態，與政治單元也相符，如同英、法一樣，這些國家成員的文化早已統一。

不是他們本來如此，而是他們較早面對殘酷的一致化過程，因此，他們就應該被歸為第

一類國家。 
 

文化共同體若呈現出統一的樣貌之時，有可能是自然而然產生統一性，也可能是人為

促成的。如果這個共同體是民族，是 Anderson 所說的「想像的共同體」，則共同體成員

們的統一性就必然是人為造成的，其促成者非是政府不可。政府權力透過國民教育、促

成統一語言，並且建立統一的民族市場，使得民族作為想像的共同體成為可能的。而在

重新整理 Gellner 的論述之後，文化–語言（文化論述）統一與國家工業化的密切關係

清晰可見。若是國家的工業化程度深，建立單一語言與單一市場變得如此自然，民族建

立似乎就是水到渠成之事。若是工業化程度不深，或者根本還未工業化的地區，民族建

立的過程就會是 Gellner 所不樂見的災難。工業化為何會有如此關鍵的地位？在 Gellner
所說的第三類國家內部有許多不同的次文化與語言團體，國家建立文化–語言的統一性

的方式就必須從中擇一，並以暴烈的方式將這個「一元」強加在每個國家成員身上。暴

烈的方式指的是種族屠殺或種族清算。國家文化–語言一元化的本身與多元消失是同義

的。只是，英國政府透過四百多年的時間完成了這個工作，英國工業化的過程中的「圈

地運動」17 ，就是將原本與土地相連的人民赤裸裸地趕到都市工廠裡。雖然不是以種族

清算的形式表現，但是某一些生活方式卻被硬生生地消滅了。生活方式也是文化的一種

形式，原來生活方式的消失，代表一種文化的消失，同樣充滿血腥與暴力。如前文已經

提過法國雅各賓委員會在「語言統一」一事功不可沒，而這個委員會為了達到統一，其

手段之殘酷也是罄竹難書的。將時間點訂在民族主義理論興起時，Gellner 所謂第一類的

國家的幸運是文化–語言已經趨於統一，且與政府單元大致相同，他們的民族建構過程

相對於第二類、第三類國家來說是文明的。但是事實是，所謂第一類國家只是在民族主

                                                
16 波羅的海三小國包括：拉脫維亞、愛沙尼亞與立陶宛 
17 從 12 到 18 世紀西歐出現的圈地運動簡單的說就是土地私有化的過程。在前資本主義時期，

對於土地沒有所有權的概念，資本家與貴族在取得土地所有權之後，就要求原本在土地上耕種的

（封建領主的）農奴離開土地，造成許多人流離失所，而將人與土地的聯繫剪斷的過程其實是充

滿著暴力與血腥的。在當時農產品價格高漲，資本家與貴族將圈地所得的土地用來養羊，這個狀

況在摩爾的《烏托邦》（1516）中，辛辣的指責是「羊吃人」。而此時政府的角色卻是站在資本家

（地主）與貴族的立場，透過國家建立法令的「合法手段」將人從土地上趕出來。而這些從土地

上鬆綁釋放出來的人力，就成為都市中的雇傭勞動力及勞動後備軍。1845 年以後，圈地運動已

近尾聲。1876 年公佈的禁止非法圈地的法案雖只應用於公有地，但圈地作為一種運動業已結束。

參閱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88%E5%9C%B0%E8%BF%90%E5%8A%A8
&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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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理論興起之前，就已經把暴烈地將文化–語言統一、種族清算都已經處理完畢了。 

 

第三類國家與第一與第二類國家的真正的差別不在於兩者的統一文化–語言的手段

溫和或殘忍、時間長或短，而在於「工業化」。當一個國家進入工業社會的階段，社會

生產能量相較於農業社會一定大幅提昇。暫且不管分配的問題，至少可供分配的社會總

物資增加了，國家基本上沒有什麼理由反對社會生產工業化。若以 Gellner 所論述的，

為了讓工業社會能夠良好運作，所以國家有必要建立普遍的「高級文化」，所有人民為

了在工業社會生存，非加入此一集體生產關係不可，就非得接受這個普遍的「高級文化」

不可。但是在尚未工業化的國家裡，人民的文化生活改變並不以物質生活改變為前提，

那麼國家或政府統一文化——語言的過程，只剩粗暴的行為而無工業化之後帶來大量生

產的好處。所以，兩者差別是第一類與第二類國家是以生產方式進化為基礎的改變，而

第三類國家則是無此基礎的改變。但是，將前兩類國家的經濟發展抽掉，國家暴烈地進

行文化一元化的本質是沒有差異的。 

 

政府與族群文化的關係相當密切。如吳叡人所說：民族主義者的任務是將「想像的共

同體」落實為真正的共同體。而有能力落實此一理想就是政府。因為政府可以提供統一

的國民教育、語言、與市場，使得第一節所說種種的文化論述，得以普遍地被所所有成

員認識到。如果沒有政府這些實際作為，縱使文化論述的內容再入情入理，也無法發揮

建立共同體的功能。而政府與族群論述結合的社會基礎是來自進入「工業社會」的需要。  

 

最後，國家選擇那一種「高級文化」或「文化論述」當然都有其理論上或實際運作上

的理由。但是對於被排除在共同文化之外的那些文化，國家該用什麼方式面對它？這也

是現在大部分國家正在面對的問題：「主流文化」與「次級文化」、「少數文化」該如何

共處？18 次級文化要避免消融在主流文化之中的辦法是「隔離」，讓本身與主流文化保

持距離，自治區、文化保留區都是常見的作法；然而，釜底抽薪的方式就是建立屬於自

己的民族國家，將「次級文化」、「少數文化」提升為「民族文化」，即獨立運動。 

 

 

結論：民族主義式共同鎖鍊 

 

                                                
18 當一個國家建立主流文化或「高級文化」的過程一定伴隨著「主流文化」與「次級文化」或

「少數文化」的緊張關係。以台灣為例，「原住民文化」的問題在最近被討論的頻率越來越頻繁，

行政院甚至設立部會層級的「原住民委員會」，其目的在保障原住民成員與文化。保障原住民與

保障原住民文化本身就是兩件事，如果要保障原住民文化，最徹底的方式是隔離保護，使原住民

文化不受其他文化的幹擾。可是文化本來就是要順應著時代而變動，傳統的原住民文化也是變化

而來，不是一開始就是我們所見的樣貌。讓原住民文化與主流文化交流之後，它改變到什麼程度

才不算被文化沙文主義侵犯，都有很多難解甚至無解的問題。而保障原住民則有另外的思考，是

否應該先考量原住民本身想要選擇那一種生活，最粗略的區分方式是：一、留在原鄉過傳統生活；

二、到都市或平地討生活。兩種意願的政府保護政策內容也有不同，甚至在每個人都有對政策公

平性有不同的解讀。這種矛盾很難一筆帶過，不過卻也凸顯一元與多元的對立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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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以族群共同體為政治共同體的基礎。在這個命題之下，族群共同體（或稱文

化共同體）必須先於政治共同體而被確立。可是在事實上，族群共同體並不會早於政治

共同體而存在，反而，它都得依賴政府的力量才得以實踐成民族共同體。透過 Anderson
提出「想像的共同體」的概念來檢視所有的族群共同體，可以發現它們都是想像的共同

體。既然是「想像的共同體」，它們都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反而必須透過某些過程讓

這些想像實體化，這個過程非得有政府不可。在內容上，民族主義者確實提供了共同體

之所以是共同體的文化論述，不管是文化的、歷史的、生活經驗的…等，如本章第一節

所鋪陳的內容。但是如何讓共同體成員們普遍地認識各自的文化論述，並且相信它就是

我們的共同命運，就是吳叡人所說：（現在台灣的）民族主義者的任務。這個任務必須

與政府結合才能完成，因為，只有現代政府組織有能力建立普遍的教育體系，即國民教

育，讓語言的統一性得以在國民養成教育中深植人心；透過建立統一市場讓工業化生產

方式有利可圖，並使社會成員們為了生存對統一的語言19 產生需求；統一的語言讓成員

們相互溝通沒有障礙。當統一的語言產生之後，個別民族主義者提出的文化論述才有用

武之地，才有可能讓成員們相信「我們非是我們不可」。我們可以得到這個結論：「政府

組織與民族主義文化論述的完美結合才使得國家得以建立」。政府組織提供了現實條件

與架構，而文化論述提供了內容，兩者結合造就了現代國家。 

 
從相反的方向觀察，政治組織為了在管轄範圍裡取得統治正當性，也非要借用民族主

義的文化論述不可。當政治組織要轉變成現代國家時，就必須借用民族主義文化論述給

政治國家的普遍性一個具體的內容。而許多民族主義式悲劇，都是在國家運用權利將某

種文化論述普遍地加在每個成員身上時發生的。政治組織只運用權力將文化論述普遍地

且快速地推及所有成員們，而忽略了國家本身還沒有架構上的條件，包括普遍的國民教

育、統一的市場與工業化生產方式、統一的語言。如 Gellner 讚揚民族國家順利建立的

美好經驗的英國、法國等西歐國家，都是在文化論述推行之前，就已具備架構上的條件

的資優生。不管是哪一類的民族國家，文化統一的過程必定有政府暴力的存在，只是表

現形式不同而已。也就是說，衝突一定會發生在國家建立普遍性的過程中，原因是普遍

的內容與原先早已存在的價值、認知勢必產生衝突。這或許是民族主義的原罪吧！ 

 
民族主義理論在建立現代國家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是，為普遍的政治國家尋找一個經

驗的內容。在這方面，它與自由主義理論的功能不同。縱使它在建立普遍化國家的過程

中會產生令人無法接受的狀況，如文化暴力、種族鬥爭，但是毋寧它的目的是明確的。 

 

                                                
19 Gellner 認為的「高級文化」，除了語言之外，還有更豐富的內容：它以抽象、普遍、形式化、

規格化的方式行塑人際溝通的符碼，使廣大群眾可以共用確定的規則，運用它以表達並詮釋各種

資訊。（Gellner, 1983: 27-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