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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自由的民族主義」如何可能 

 
 
 
 
針對「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能夠結合」這個命題，抱持否定立場者認為兩者向來是水

火不相容的。自由主義以尊重個體自主性為第一原則，強調政治社會不能任意地侵犯個

人所享有的所有權利；民族主義則主張為了追求民族的自主尊嚴，個別成員應該約束自

己的私人意志以完成大我。自由主義認為價值分化是事理之必然，社會必須培養寬容美

德並鼓勵多元發展；民族主義則假定全體人民享有共同的歷史文化傳統及價值規範，成

員間應有手足一體之情感。自由主義相信立憲民主、法律主治不只是西方歷史的產物，

對全人類也會有適用上的普遍性；民族主義則堅持各個民族自由發展之規律，其他民族

的智慧結晶沒有理由取代自己民族的傳統制度與價值。基於這些對比以及種種明顯的差

異，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顯然是無法相容的。（江宜樺，1998: 54；Ruggiero, 1927:415-16） 

 
第一節、Tamir 的嘗試 

 
但是，還是有學者認為兩者是可以相容的，Tamir 就是其中的代表。她認為當民族主

義調整了對民族文化的觀點之後，就可以排除與自由主義之間的矛盾。她主張「個人實

踐文化生活是一種權利」，而文化生活只有在個體化的實踐時，才是有意義的。（Tamir, 
1993: 45）自由的民族主義的人性論的基礎是「脈絡下的自我」（contextual self），即個

體不僅是「反思的自我」，同時也是「著根於特定社會脈絡的自我」。就自主性而言，個

人擁有選擇、反省、評估自己生活目標的能力；而人之所以有這些能力是因為他著落的

環境提供了他評估好壞的標準。「脈絡下的自我」結合了「個體性」與「社會性」，使自

由主義傳統與民族主義信念的融合有了一個正當穩固的開始。（Tamir, 1993: 33）她定義

文化是：行為模式、語言、規範、神話以及各種其他足以增進成員們相互承認的象徵符

號。這些集體表徵是人群互動下的產物，也為民族與民族間做出區隔。（ibid.: 68）而文

化生活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也可以是由一個人獨自完成的。她舉例：參加宗教聚會或

共同研讀神聖經典，展現了宗教文化生活；但是在另一方面，個人穿著宗教服飾或個人

的宗教禮拜同樣可以展現文化生活。反過來說，一般自由民主國家的公民權（civil 
right）——如言論自由或集會遊行自由——被視為「個人自由」，其實這些權利有很大

部分也必須透過集體行動來實踐，至少不會比齋戒禱告、迎神賽會等來得更「個人」。

因此，如果傳統的公民權是個人權利，那麼將文化生活當然可以視為個人權利（ibid.:  
53-6）因為，文化生活一定得表現在個體的實際生活中，所以，文化應被視為個人權利

而受到保障，又因為，民族性與文化生活是緊密相關的，所以，民族與個人可以透過文

化生活的兩面性而連結起來。江宜樺說：Tamir 試著將我們一般所謂「人是文化性的動

物」加以再詮釋，使人對文化生活需求與個體的自由權利聯結起來。她主張「文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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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ght to practice a culture）應該被視為一種「個人權利」（individual right），儘管一般

我們都認為文化是集體創造的結果。（江宜樺，1998：57）在架構上 Tamir 將人的「民

族的」文化生活——「脈絡下的自我」——置於眾多個人權利的項目之一，而文化作為

權利的一種特殊的內容，就表示她將民族主義放在自由主義的脈絡下。 

 
Tamir 的「自由的民族主義」主張為何會導致這樣的結果？要從研究她的人性論著手。

她以「在境的個人」作為理論的基礎，而它是「原子式個人」與「在境的人」的結合。

在「原子式個人」的假設下，個體被想像成可以跳脫任何社會既有束縛與價值的存在

（being），所有表現在個體上的性質與價值都是個體自由選擇的結果。而在「在境的人」

的假設下，人無法脫離社會既有的束縛與價值，這是從祖輩那裡繼承來的。Tamir 承認

兩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協調性，但是，她也認為兩者不是沒有結合的可能，因為，後

者（在境的人）為前者（原子式個人）設定了討論的限度，而前者則有助於形成對後者

的批判性評價。（Tamir, 1993: 9）「在境性」給人的思考設定了一個現實的框架，即內容；

而思考主體給予客觀狀態一個批判性評價的可能性，卻是以主體而與現實的客觀狀態的

對立關係為前提。「原子式個人」與「在境性的人」的決裂點在「個人可否脫離脈絡而

存在」；自由主義主張可以脫離，而民族主義的主張是不可以的。 

 
Tamir 的主張——「在境的個人」——其實是向「原子式個人」的方式傾斜的。因為，

兩者都認為個人可以「自由地」選擇某一個「境域」；而差別是對選項設限：「原子式個

人」的選項完全不設限，而「在境的個人」的選項則受到還境的限制。不論是「在境的

個人」或「原子式個人」皆主張主體可以做出選擇，但是，也都忽略了主體可以做出選

擇其實是「有條件的」，1 就是某個意識與其物質基礎脫勾。顯然地，Tamir 並釐清「在

境性」中物質的與意識的之間的關係，物質基礎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意識是人對物質世

界整理之後的結果。若是人未覺察到兩者的不一致，則人不會對意識內容進行反省。因

此，反省一定以覺察到兩種（物質的與意識的）環境不一致為前提。自由主義主張「人

可以從所有既有束縛中掙脫出來」，其意思是人可以掙脫意識世界的宰制，而不是人可

以掙脫物質世界的先天限制。而民族主義則主張人無法、也不可能從「所處的環境」中

掙脫出來，而所處的環境包括「物質的」與「意識的」。因為，人無法從物質的環境中

離開是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共同點，所以，「人能否自意識的在境性中掙脫？」才是

雙方的決裂點。「在境的個人」主張人可以跳脫文化生活，即意識世界的束縛，這與自

由主義主張人可以掙脫「意識世界」的限制是相同的，而與民族主義的主張背離了。 

 
Tamir 主張將文化生活視為個人權利的內容，並以文化生活作為連結自由主義與民族

                                                
1「人的在境性」必須分成兩層意義，一是物質的，另一是意識的，以馬克思下層建築（物質基

礎）與上層建築（意識）的區分來理解，馬克思認為兩者的關係是「下層建築規定了上層建築」。

當意識（上層建築）有了自己的歷史時，則它就與下層建築在關係上脫勾了。當某個人宣稱可以

從「在境性」中抽離時，只表示他／她可以從意識中抽離開來，而無法從物質世界中抽離，因為

人類從未自物質世界中抽離過，也不可能抽離。「下層建築決定了上層建築」表示意識世界是應

變項，而物質世界是主變項，那麼人認知了自己與某種意識脫離，其實就表示這個意識已經脫離

了物質基礎而獨立。詳參閱孫善豪，1998〈馬克思論意識型態〉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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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的橋樑；與自由主義的一支「多元主義」（pluralism）——主張尊重文化多元並存

的現實與保障多元文化存續的權利——沒有根本上的差異；卻與民族主義的核心，即在

民族國家內確立一個普遍的文化價值，是背離的。與其說 Tamir 的主張是「自由的民族

主義」，毋寧說她的主張是「文化的自由主義」。 

 
第二節、現代國家 

 
本文採取另外一個路徑討論「自由的民族主義如何可能？」的命題。從「形式／內容」

的關係著手。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理論要解釋現代國家的實然。馬克思

（Karl Marx）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清楚地說明現代國家在形式上的區分為兩個部分，

即普遍的「政治國家」與特殊的「市民社會」，他並藉由宗教與政治國家結合後產生的

種種問題，指出政治國家為了保持普遍性必須摒棄所有經驗性的內容，否則國家就不成

為國家了。（Marx, 1975: 211-40）馬克思認為所有的經驗性的內容，都只能放在海納各

種特殊性的「市民社會」裡，就算是宗教也應該被放在「市民社會」裡。在現代國家的

最抽象的型態上，「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在形式上是「普遍／特殊」的對立關係。

因為，沒有任何一種經驗世界的性質具有絕對普遍性，所以，「政治國家」的普遍性不

能有任何經驗內容。 

 
一、「普遍／特殊」的形式上的共通點 

 
人本身的性質必須透過他與其他人的互動，即人必須在社會關係裡，才會被察覺到。

例如：若無某個人以學生的身份出現，則我不會知道我有老師的身份；若兒子無，則無

父親；若無下屬，則無上司……等。學生／老師、兒子／父親、下屬／上司都是人的某

種社會關係，而這些人的性質都是在某個特定的社會關係下才有意義。而每個人都是他

的社會關係的總和，在這個意義上，人可以視為一個整體。自由主義者想像的人是可以

從這些社會關係中抽離的，那麼人究竟還剩些什麼？對集體主義者來說，原子式個人是

一種空洞的、不真實的人。（Sandel, 1982:56-65；MacIntyre, 1984: 250；Walzer, 1984: 324）

或許「一群彼此沒有關係的人們」是可以想像的，但是那個圖像一定與現實社會不同。

因為，我們現存的社會無處不是關係，所以，每個人的性質也就不會是沒有內容的。在

社會中的人的性質是豐富的，表示社會中的關係網絡是豐富的，反過來也是。因此，社

會關係與人的性質是一體兩面的事。 

 
如果在眾多不同的社會關係之中有某一特定的關係是這一群人都有的，那麼這一種關

係就成了他們共同的社會關係。而這個特定的關係表現在人的性質上，就成了這群人的

共同的性質（簡稱共性）。這種共同的（人際間的）社會關係與（人的內部的）性質即

是「共同體」。若國家是一種共同體，則所有成員的共同的社會關係所指為何？就成為

建立共同體時，首先要處理的問題了。因為實際上的社會關係是複雜且多樣的，所以當

這個社會關係能夠被指出而作為共同的時，它必須先是眾多社會關係之一。當一個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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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確立之時，就表示有一個社會關係被指出是共同的，而其他的則被視為特殊的。在人

的性質這方面，某個人具有某個性質——對應上述的共同的社會關係——就成為這個人

能夠成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的原因；而這個人的其他性質也就成為特殊的。在現代國家

的理論脈絡下，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就是「共同的／特殊的」的關係。這個「共

同的」社會關係或人的性質，在國家之內就具有普遍性。 

 
政治國家作為一個普遍性的存在，表示有某個性質是所有國家的成員所共有的。從個

別成員著眼，普遍性內在地表現為所有人共有的性質，外在地表現為共同的社會關係，

即政治共同體，即政治國家。每一個看似特殊的人，因為分享著相同的性質，而擁有相

同的地位，也就是說他們都在政治國家內享有平等的公民的身份。一個人擁有某個國家

的公民身份，就表示這個人與其他國家成員同等地擁有同樣的資格，並且得到政治國家

的認可。可是，人在社會中並非只有一種關係，還有其他許多不同的關係，這些關係都

在不同的其他人之間，而這些關係也會內化為人的性質。在現代國家裡，這些各自不同

的社會關係被放到「市民社會」裡，而這些內化了的人的性質——即社會關係——就被

歸為特殊的一類。因此，現代國家中「政治國家／市民社會」與人的性質的「共性／特

殊性」，透過「普遍／特殊」的對立關係而對應起來了。 

 
民族主義主張政治國家可以有經驗內容，並務實地將某一種或某幾種社會關係從市民

社會提升到政治國家的高度，而成為普遍的社會關係，以符合政治國家的普遍性要求。

這樣的普遍性對應到人的內在層次，自然地，就有某些特殊的性質必須轉變為共性。而

相對於此的特殊性，（在民族主義理論裡）不管是在整體的層次或是在個體的層次都好

像銷聲匿跡了。因為，普遍性的存在一定以特殊性的存在為前提，而特殊性一定以普遍

性為認識的前提，所以，人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在民族主義理論裡都應該要有個位置。 

 
民族主義對「特殊性」的立場是模糊的，其原因是：民族主義的各種支派對於「特殊

性」的立場都是不同的。為了包含各種不同，所以民族主義就必須要採去模糊的立場。

民族主義對「特殊性」的模糊立場，使得極權主義得以披上民族主義的外衣來發展。極

權政府將所有它認為正當的性質，全部提升到普遍的層次，造成市民社會消失、人的特

殊性不存在的情形，呈現出政治國家無所不在的狀態。宗教、文化、生活習慣…等一切

都是統一了的，每個人的所有性質都是相同的。以德國納粹政權與義大利法西斯政權為

例，他們利用民族主義理論上的模糊地帶，得以打著民族主義的大旗行極權統治之實。

但是，可以說，極權主義只是將民族主義在理論上的特徵誇張地表現出來罷了。「將某

種特殊性質提升成為普遍性」的作法，是所有國家必須要做的事，例如，所謂的基督教

國家，就是將基督教從市民社會提升成為政治國家的層次；以某個歷史記憶為共性為國

家的普遍性內容，即將不具有這種歷史記憶的其他性質排除在政治國家之外。若將極權

主義視為民族主義的一種極端發展，則民族主義與它的差異在於，民族主義對人的特殊

性（或「市民社會」層次）保留了存在的可能性，而極權主義迫使人的特殊性消失了，

也就表示「市民社會」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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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自由主義國家可以逃避「普遍／特殊」這個基礎問題嗎？如果可以，那麼自由

主義就真正的在本質上與民族主義不同、如果不可以，那麼，只表示自由主義理論也無

法避免地要討論它。自由主義的論述重心是「如何安排市民社會裡的特殊性」，即「權

利理論」。他們認為：個人在自己區域之內擁有完全的自由，就是個人的權利，而這個

區域屬於「市民社會」的範圍。個人之所以能夠在市民社會裡平等地擁有權利的原因是

個人在國家這個共同體裡擁有平等的資格。權利（如第一章所述）必須以國家成員的平

等資格為基礎，而因為國家是共同體，所以，「如何建立共性（共同體）？」就成了自

由主義理論的基礎問題。從發展歷史看來，自由主義對「人的共性是什麼？」是有答案

的，它所認為的「共性」是：從早期的上帝與自然法發展到近期的理性。因此，對自由

主義者而言，共同體成員們的共性就是「理性」。 

 
在建立現代國家的普遍性上，無疑地，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都分享了「普遍／特殊」

的對立形式。更進一步說，自由主義將上帝或理性視為共性；而民族主義將各種不同的

文化論述，包括宗教的、語言的、血緣的、歷史記憶的…等視為共性。同時，「特殊性」

確實是自由主義所特別注重的，而民族主義雖然並沒有完全地扼殺「特殊性」在其理論

中的空間，但也並沒有對「特殊性」應該有什麼關係表達某種明確的立場。對「特殊性」

也就是市民社會這個部分而言，民族主義保留給個別民族自由發揮，而不加以限制。個

別民族主義可以按照各自的傳統或其個別的文化論述的實際內容，為自己架構一個專屬

本民族的「市民社會」。總而言之，民族主義注意的問題焦點是「如何建立共同體？」，

至於「共同體之前的形容詞是什麼？」則不是民族主義所關心的問題。雖然，自由主義

認為唯有「理性」共同體才是合理的，但是，這並不與民族主義起衝突，而是與民族主

義的各個分支起衝突，如同民族主義的各個分支之間的衝突一樣。若是如此，那麼自由

主義式的——即以「理性」作為共性的——共同體，就有了以「理性民族主義」的樣貌

出現的可能性了，並成為民族主義家族的一員。若是如此，「自由的民族主義」就在形

式上是可能的。 

 
二、共性內容上的相同點 
 
因為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在形式上——「普遍／特殊」的對立關係——是相同的，使得

「自由的民族主義」是可能的；如果兩者在共性的內容上也有相同點，那麼「兩者是相

容的」就更為清晰可見了。 

 
（一）共性是給定的（given） 

 
民族主義式文化共同體的主要特色是：人無法選擇自己的文化屬性。因為它是給定

的。人對自己的血統、宗教、歷史記憶…等，都沒有自主權。在民族主義者眼中，如果

某個人拒絕接受這個作為共性它，那麼他（或她）的下場就是被整個民族所唾棄或被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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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叛徒以及道德上的邪惡份子。而所謂民族主義式悲劇就是在文化屬性與國家結合之後

開始的。當民族主義者握有實際權力之後，民族主義者將本身認為的給定的共性徹底

地、普遍地實踐在統治區域內，即實踐吳叡人所說：「民族主義者的任務。」（2001: 44）

而悲劇所指為何？它所指的是 Gellner 所說：種族的清算。（Gellner, 2000: 61）這個問題

是民族主義特有的嗎？或是有其他的原因使得民族主義建立共同體非進行種族清算不

可？問題的癥結其實是在「給定的共性」上。共性是給定的為何會產生問題，則在下文

中再做說明，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民族主義的共同體的共性都是給定的。那麼自由主義

的共性內容就不是給定的嗎？ 

 
自由主義式共性的內容並不在權利理論裡，而是作為權利理論的基礎的人性論。不管

是早期的基督神學時代或是晚近的理性主義時代，在自由主義的理論裡，共性（上帝、

自然法和理性）始終都是給定的。上帝是否存在是不可以，也不可能被問的；同樣的理

性也是不可以被問的。然而，自由主義者不問，並不代表「理性」作為共性是理所當然

的。若「理性是人的共性」作為已給定的前提，則人都是不自由地成為「個人」的。在

這種不自由之下，人才能夠得到自由主義式自由。 

 
（二）共性內容並不理所當然是普遍的 

 
民族主義式共性就是在本文第二章中的「文化論述」，而某個文化論述只在那個民族

國家之內才是普遍的。與其從這個角度觀察，毋寧說：唯有在已確立了的民族國家中，

這個國家承認的文化論述才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說，在民族國家尚未建立之前，文化論

述的普遍性仍然是有疑義的。因此，對民族主義式共性內容的另外一個觀察是：民族的

共性不是普遍的，是侷限在一時一地的特殊狀況。Smith 認為「民族主義」是現代國家

政府的組織型態出現之後才出現的。這些新興的政治勢力就以其境內的「核心族群」

（ethnic cores）為基礎，建立所謂的民族國家。它們繼續以國家的武力、教育、稅收等

手段馴服境內及鄰近之弱小族群，以迄完成「國族建立」的大業為止。（Smith, 1991: 2-39）

而「族群」是一群意識到自己擁有與其他群體不同的歷史記憶、發源神話、生活文化與

居息家園的人群。（ibid.: 20-1）族群是指一群意識到自己與他人不同的人們，民族是從

核心族群為基礎發展而來的，同時民族國家又是以民族為建立基礎的。因為某個民族的

共性是由特殊的族群特性發展而來的，所以民族的共性是侷限在一時一地的、是特殊的。 

 
在本文第一章第二節已經闡述過：自由主義的共性內容是「理性」，其實是在現代社

會中的特殊狀態。於此，又可以分成三個部分來說明：首先、在人性論的層次上，「以

理性作為人類的共性」的說法是現代社會才有的，而不是亙古以來就是如此的；其次、

國家層次上，「以理性作為國家成員們的共性」也是不符合現實的，因為現今還是有許

多國家並不是以「理性」作為國家的共性。第三、就個別國家內部看來，雖然目前許多

歐美民主先進國家的確是以「理性」作為國家的共性，但是這個狀況也是歷史發展的結

果，在本文第二章第三節曾以英國的發展過程為例來說明：如果不存在某些發展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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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英國也不是非發展成以「理性」為共性的國家不可。因此，「理性作為共性」其實

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 

 
若我們站在自由主義之外，持平地觀察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對於共性的觀點，則會發

現，儘管，自由主義者認為「理性」與各種民族主義式「共性」都是不同的，但是民族

主義包括許多不同的型態，而它們之間也是不同的。正因為是它們都是給定的與非普遍

的，所以就被自由主義者視為是不自由的。「理性」也同樣是給定的與非普遍的，那麼

自由主義的起點也是不自由的了。因此，自由主義可以以「理性共同體」的身份被納進

民族主義的大系統裡，與「血緣共同體」、「歷史記憶共同體」、「語言共同體」或「宗教

共同體」一樣，成為眾多民族主義的一支。並不是因為民族主義比自由主義優越，反而

是因為民族主義對於共性的內容沒有特定立場的模糊態度，所以可以收納自由主義對共

性的觀點。對民族主義來說，只要能達到建立共同體的目的即可，至於個別共同體採取

何種共性的實際內容，反而不是民族主義理論關心的重點。在這個情況下，與其說自由

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相容是可能的，不如說「理性的民族主義」是可能的。 

 
 

第三節：「自由的民族主義」 
 
自由主義理論的焦點其實是擺在權利理論上，若以「政治國家／市民社會」的結構區

分來看，則它關注的是市民社會中的每個人，其分歧的、特殊的意志應該如何安排的問

題上。個人在其權利範圍之內，被允許任意地發展、選擇，權利是專屬於個人的範圍，

在理論上是完全地排他的，就連政府的公權力都不能任意地入侵，此即消極自由的主要

精神所在。回到現代國家架構裡討論「權利如何可能？」。在理論上，某個存在者必須

先被認同是有理性的人，之後才成為國家成員的「個人」而擁有平等的「權利」。 

 
在理論上的先後關係是：「理性＝人」→「個人」→「權利」。 

 
第一個箭頭的意義是：因為人是理性的，在理性這個共性上，所有的人成為同一個共

同體內的我們。第二個箭頭的意義是：因為我們是同一個共同體，所以，每個人都該擁

有同樣的資格，這個平等資格具體表現為政府保障的「權利」。 

 
實際上的先後關係是：「權利」→「個人」→「理性＝人」。 

 
人是被國家賦予「權利」的，即在政治上取得了平等的地位之後，才會被認為是平等

的人。理論的順序與實際的順序的倒置，是自由主義者常常忽略的。孫善豪說： 
 

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這位奴隸主也提供了另一個有趣的例子：當他提筆寫下〈美國

獨立宣言〉中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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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的名句的時候，他的身邊卻有一百八十七位奴隸在為他準備筆

墨紙張、為他張羅晚餐、為他種植玉米、畜養牛馬等等。這並不是人身攻擊或指責傑佛遜

言行不一、而是：當他說「所有人生而平等」的時候，他心中浮現的「所有人」的影像裡，

顯然不包括奴隸在內：他遺忘了奴隸。（孫善豪，2007：180） 

 

同樣的，這裡提出此一觀點並不是要做人身攻擊，或貶抑自由主義，而是要指出，自

由主義者所指的「所有人」，顯然並未包括某一些人，如傑佛遜對「所有人」的認識就

已經排除奴隸了。因為國家並沒有給予奴隸完整的權利，所以他們就自然地不被視為是

人了。實際上，某個國家保障了成員的權利，同時也限制了成員的資格，也就是說，「我

們」的權利受到國家的保障。而「我們」一定以「他們」為前提，自由主義者將只是一

部分人的「我們」，誤以為是「所有人」。某個國家內依照什麼標準認定某一些人是「我

們」而另一些人不是？關於這一點，民族主義者會誠實地回答：「民族文化」，不論它是

族裔的、宗教的、共同歷史的或其他的，他們總會明確地說出某一種文化論述作為標準

來區分「我們」與「他們」。而自由主義總是輕描淡寫地帶過「我們為何是我們」的問

題，然後討論在「我們已經是我們」之後「我們應該如何相互對待」的問題。 

 
然而，自由主義無法逃遁「個人主義的前提是什麼？」的問題。部份（接受社群批判

觀點的）自由主義者，如 Charles Taylor、Joseph Raz、David Miller，承認了自由民主預

設了民族的存在，而民族又預設一種共享的公共（或政治）文化。缺乏這種共同的民族

性及其文化，自由民主就喪失了社會整合的重要條件。（蔡英文：2002b：39）若是如此，

當一個自由主義者說「人是自由平等的」時，其中的「人」就不是指「所有的人」，而

只是指「共享某一種公共文化的民族成員」。 

 
自由主義者在「文化族群是特殊性」的遺忘，事實上反映了他們堅定地接受某種文化

論述的立場，作為我們的共同點。朱高正在〈康德批判哲學的啟蒙意義〉一文中，特別

強調了重建文化主體意識對自由的重要性，他認為：  
 

一個民族自覺到其所擁有的歷史傳統為其所獨有的，並對此歷史傳統不斷做有意識的省

察，優越之處則發揚光大，不足之處則奮力加強，缺失之處則力求改進。也就是對自己的

民族文化重新予以認識，從而接受傳統、承認傳統為我們所自有、固有的，進而批判傳統、

超越傳統，從而創新傳統。惟有確立文化主體意識，立大根大本於傳統，才有真正的文化

自由創造可言。（朱高正，2001:2-3） 

 

對朱高正來說，反省、創新、超越之所以有意義，都在於接受、承認傳統為我們所自

有、固有的。反省、創新、超越是自由主義所標榜的價值，而接受、承認傳統卻又是民

族主義所標榜的美德。他接著說： 
 



 49

近百年來，特別是「五四」以來，我們的文化主體意識淡薄了，因為輕視傳統，甚至否定

傳統，對傳統失去了回顧與反省的能力，以致面臨問題時無所適從，遑遑如喪家之犬。（朱

高正，2001:4） 

 

對他來說，「我們的」文化主體意識是個人主義的基礎，我們的共性不是反省、創新

及超越等能力，因為那些是尚未確定的。而文化作為過去生活經驗的累積成果，是已發

生的，所以它可以被確定。對於（如果同意朱高正是）自由主義者來說，自由必須要站

在一個已確定的共同文化基礎上，即民族主義的文化論述內容，才是有可能的。 

 
Tamir 為了消解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差異，所採取的方式是：從文化的個人實

踐的部分出發，並將之視為個人權利而成為自由主義應該保障的部分。這也出現了兩個

問題：第一、文化的公共性消失或不被她所重視，而這種沒有共性的文化是否還可以被

視為是一個文化社群；第二、文化已經被視為權利的內容而受到保障，那麼人們擁有平

等的權利的基礎為何？即 Tamir 忽視了「人是平等的」的先決條件，如同自由主義忽略

了的是一樣的。不可否認的，文化生活的確有如她所說的「私人的那一面」，但是，這

並不是文化生活的全部。若依照她的方式論證，則使人有種為了結合自由主義與民族主

義的目的，而取文化的私人性而不取公共性的批評；但是「取其一不取其二的理據為

何？」卻是 Tamir 沒說清楚的部分。從本文的第二章的論述可知，民族主義所要建立的，

或要強調的部分卻是文化的同質性，或說「文化論述」作為共同體成員的共性。在 Tamir
的論述裡，推不出這種強調「共同性」的民族主義。即 Tamir 對民族主義的圖像與一般

認為的民族主義的圖像是不同的。同時，Tamir 也沒有解釋權利理論的基礎從何而來的

問題，因此，就必須與自由主義站在同一立場。而權利理論基礎的薄弱性卻成為他們最

大的罩門。 

 
民族主義對自由主義的另一層意義就在於解決權利理論的基礎過於薄弱的問題，而這

個問題會在個別政治共同體建立正當性的過程中更被突顯出來。當個別國家處於「建立

專屬於自己國家的共性(建立國家認同)的階段」時，自由主義顯得力有未逮，江宜樺說： 
 

自由民主體制的國家認同不可能只靠制度因素的力量，族群或文化往往在制度因素解釋不

下去的地方，證明了它們在公民國家意識中的份量。自由民主社會有時候甚至還要靠這兩

種因素來拉攏不同制度認同的人，使他們願意繼續留在一個共同體中進行爭辯與對話。另

外一些問題則點出了國家認同的本質並非如自由主義所設想的那麼自由開明，當一個人不

願意在制度層面認同國家，而又不願意離開國家領地時，他（她）事實上會被強加以一種

不曾允諾的義務——國家的壟斷性暴力會強迫他（她）低頭，使他（她）好像先前已經認

同這套制度的遊戲規則一樣。（江宜樺，1998：134） 

 

民族主義提出的說法是藉由族群或文化的力量來解決（江宜樺所指的）人民的「國家認

同」問題的方式。自由主義在「建立國家共性」這個部分的弱勢，使得民族主義的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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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發揮，並與自由主義理論起了互補的作用。雖然，自由主義對民族主義主張在建立

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國家強迫人民接受某種特定的文化的作法頗有微詞，可是，（如江

宜樺所說）而當自由主義「國家」在維護制度的時候，也沒有放棄暴力強迫作為一種手

段。因此可知「強迫」其實不是民族主義所獨有的，或說，它在自由主義國家裡其實是

可以接受的。 
綜合以上，對於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可以歸納出以下三點： 

 
一、 自由主義理論本身對共同體的共性內容為何是有主張的，因為權利理論的基礎是共

同體，共性可能是上帝、自然法或理性。而在現實世界裡，保障權利的責任落在國

家身上，只有國家保護本國成員的權利，因此，確定國家的成員的共性為何就變得

十分重要。這個任務是自由主義的弱項，卻是民族主義的強項。自由主義理論的重

心擺在共同體建立之後，也就是在「我們已經是我們」之後。而民族主義則為「我

們為什麼是我們」的理由取得正當性或合理性，也就是在處理共同體建立之前的問

題。 

 
二、 民族主義的理論目的在建立政治共同體，建立政治共同體就必須在實際上建立或尋

找到成員的共性，而這個過程本身就是血淋淋的。所謂自由（主義）國家的平和狀

況，其實是共性已經建立之後的狀態；他們建立共性的過程與民族主義的過程比較

起來並沒有本質上的差異，或是說民族的單一性建立之後的民族國家也會呈現出有

如自由主義的理想一般的平和狀態。 

 
三、 若是自由主義不在一個已經建立了的共同體之內談權利，而是要建立一個適合自由

主義的共同體，則這個共同體的共性就是「理性」。那麼在這個過程中，是否也會

排斥非理性的人，以及逼使所有人都要有理性？如果答案是會，那麼「排斥」與「逼

迫」是理性的嗎？如果答案是不會，那麼共同體從何而來？雖然，一個以「理性」

作為共性的共同體與其他諸如「文化」、「血緣」、「歷史記憶」等作為共性的共同體

之間或許有適合與不適合的差別，但是這些元素成為共性的暴力過程卻是一樣的。

因此，自由主義可以以「理性共同體」而成為眾多不同的民族主義之一。 

 
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分享著同樣的國家架構「普遍／特殊」，民族主義把焦點擺在如

何建立共同體上，而建立共同體就必須要找到共性，並將之普遍地傳遞給每一個成員，

讓每個人認知到自己的本質；而自由主義則專注於給予「市民社會」中的特殊性一個秩

序，即「權利理論」。然而，「權利理論」以成員的平等資格為前提，而這個平等資格又

是以一個「給定了的」我們為基礎。在建立「我們」這一點上，民族主義確實給予它很

大助益。而民族主義對於「市民社會」秩序的模糊立場與共性內容的開放態度，使得民

族主義得以包容自由主義。而在另外一方面，民族主義對於「市民社會」的關注確實不

夠，也就是對於每個人的特殊性並沒有理論地安排，於此，的確是自由主義的強項。因

此，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並非水火不容，而是處於一種「互補關係」之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