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新保守主義的興起及發展新保守主義的興起及發展新保守主義的興起及發展新保守主義的興起及發展 

 

本章主要目的在探討新保守主義的起源及發展歷程。首先我們探討新

保守主義的一般定義為何，以及形成新保守主義風潮下之當代美國自由主

義和保守主義的發展歷史。其次，我們由美國一九六○年代的社會變動的

背景討論起，以了解新保守主義形成的歷史背景及因素，及其如何回應不

同年代的變動。最後，我們藉由探討不同領域學說如何影響新保守主義的

內涵，以了解新保守主義在經濟、社會以及哲學層面的基本主張。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什麼是新保守主義什麼是新保守主義什麼是新保守主義什麼是新保守主義 

 

談到新保守主義，我們自然也需要討論美國自立國以來所信仰的自由

主義以及後來在時代變動下所產生的保守主義。美國意義下的自由主義和

保守主義不同於歐洲大陸對兩者最初的定義，而新保守主義的內涵則是自

這兩者的變革演進而來，為了給予新保守主義的內涵清晰的架構，我們將

美國意義下的自由主義及保守主義列為本章討論的重點。 

 

壹壹壹壹、、、、新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 

新保守主義是一股政治思潮及運動，1960 年代在美國開始興起，主要

是一群資深自由主義者在 1960 年代的社會運動中與同為自由主義陣營其

他知識分子產生路線分歧，憤而對原本的自由主義路線走極端化提出批

評，因而與激進的自由主義（新左派）決裂。而新保守主義這個名稱，則

是從前的戰友、現在的論敵－新左派（New Left）爲這群的批評者所起的



名稱。起初，新保守主義因起源社會運動的變遷，故將中心多放在社會運

動及政府制度方面；而後在雷根政府上台後，則開始轉向外交政策方面。

在美國已故總統雷根以及現任小布希政府執政期間，分別為新保守主義受

到重用的兩個時期，新保守主義的理念由於符合若干政府的對外政策，因

此對於許多重大的外交政策產生影響。 

 

新保守主義並非一個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其形成的初始目的並非要

創造一種反應時代變遷的學說理論，而為一群特定的學者人士爲有別於不

同立場的同派學者而對於信仰路線的修正。新保守主義代表人士有不少著

名學者及文化人士，更有不少當代著名的社會學家。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新保守主義的鼻祖（The roots of neoconservatism）為一

群曾在 30 中期及 40 年代早期在紐約城市學院求學的傑出知識份子，其中

多數為猶太人。這群知識分子主要包括老克利斯托（Irving Kristol）1、貝

爾（Daniel Bell）、豪爾（Irving Howe）、葛萊哲（Nathan Glazer）以及稍

晚加入的莫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2 除此之外，尚有許多知名 

的人士如波德霍雷茲（Norman Podhoretz）3、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科克帕翠克（Jeane Kirkpatrick）、布魯姆（Allan Bloom）。4 以及

對小布希政府對外政策產生中大影響的第二代新保守主義者如珀爾

（Richard Perle）5、伍弗維茲（Paul D.Wolfowitz）6、小克利斯托（William 

                                                
1
 伊爾文•克利斯托（1920 年生於紐約）被視為是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教父，在美國新保守主義

的發展歷程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所創刊的兩份雜誌「公眾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以

及「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成為新保守主義的喉舌，成為新保守主義重要的論壇。他

也是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新美國世紀計畫）主席、「標準週刊」The Weekly Standard

主編威廉•克利斯托（William Kristol）的父親。 
2 Francis Fukuyama, ‘‘After Neoconservatism,”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t ＜

http://www.nytimes.com/2006/02/19/magazine/neo.html＞ , February 19 , 2006. 
3 諾曼•波德霍雷茲為另一新保守主義重要刊物「評論」（Commentary）的前任總編輯（1960- 

1995）。波德霍雷茲主張反恐戰爭就是針對伊斯蘭法西斯義”Islamofascism”，並且主張對恐怖主

義的支持國家如伊朗進行先制性的炸彈攻擊，以摧毀其擁有的核子武器。 
4
 1930-1992，受教於史特勞斯，任教於康乃爾大學、多倫多大學、以及芝加哥大學。Paul Wolfowitz

在芝加哥大學修博士學位時曾受教於他。 
5
 曾在雷根政府時期擔任助理國防部長，小布希政府時期擔任美國國防部諮詢委員會委員，並於



Kristol）7、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等。因為他們多數居住在紐約，

所以有時也被稱為紐約知識分子（New York Intellectuals）。值得一提的是，

他們多數皆有猶太背景的成長過程。 

 

新保守主義的興起起初是針對一九六○年代美國社會的變遷，提出各

樣的看法及評論，焦點多放在社會的文化、人權、女性運動及政府的社會

政策的議題，整體來說，較偏重於國內政策，而多數的論點是在回應「新

左派」對美國自由主義文化所造成的極大衝擊；而在進入一九七○年代

後，新保守主義者則是將焦點轉向美國外交政策，主要在反對政府在「低

盪」（Détente）政策中對蘇聯展現出軟弱的外交政策，主張維持強大的國

防和軍力來對抗蘇聯的擴張。在雷根政府時期，新保守主義初次嶄露頭

角，而在老布希政府及柯林頓政府期間，新保守主義則因主張與政府主要

施政方向不同而一度歸於沉寂，但小布希政府上台後，原本的新保守主義

人士又因為理念與機緣重新獲得政府的任用，也就是當代新保守主義再度

復興的開始。 

 

簡單來說，新保守主義指的就是這些著名的知識分子在面對美國自一

九六○年代後國內及國外衝擊以及當代美國對外政策的這些時期中，其選

擇如何回應社會政治思潮以及如何近一步影響政府決策的一種非意識形

態的實際做法。 

 

貳貳貳貳、、、、美國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美國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美國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美國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 

新保守主義並非一個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也不是一種創新的學說理

                                                                                                                                       
2001-2003 年擔任此委員會主席。 
6 2001-2005 年擔任小布希政府的國防部副部長。 
7
 《標準週刊》（The Weekly Standard ）發行人與編輯以及「新美國世紀計畫」（PNAC）主席。 



論，純粹是一部分的知識分子為了因應時代變動所展現的一種社會政治思

潮及反省。而這群原本的資深自由主義分子，究竟為何與自由主義決裂，

而被其對手稱為新保守主義分子？而保守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各自的理念

又是什麼呢？談到新保守主義，有必要花一些篇幅對美國當代的社會主流

意識形態進行探討，以進一步了解新保守主義的源流與產生背景。 

 

一一一一、、、、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美國的立國根基美國的立國根基美國的立國根基美國的立國根基 

美國是一個以自由主義為立國之本的國家，而這個自由主義的意思，

即是指以英國古典自由主義 8 為原則而建立起的立國基礎。由於美國獨特

的建國歷史背景，美國從建國起即從以前的殖民母國－英國那裡傳承了一

整套完整的民主以及自由主義的理念；例如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

的天賦人權理論。洛克的天賦人權提到在自然狀態下人都是平等而獨立

的，沒有人有權利侵犯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洛克在自由及社會

理論方面的主張，深刻的影響了美國的開國元勳例如亞歷山大·漢密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詹姆士·麥迪遜（James Madison）以及湯瑪斯·傑佛

遜（Thomas Jefferson）等。其中傑佛遜更是在〈美國獨立宣言〉中幾乎原

封不動的引用洛克的話，宣稱人生而擁有三種不可讓渡的權力，即生存

權、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樣的歷史背景，使得美國從建國開始，就

是個徹頭徹尾信仰自由主義的國家，人民自然而然也信仰自由主義，自由

主義的精神內化在整個文化傳統中。 

 

而在自由主義這個大框架之下，經過了 300 多年的發展，其實質內涵

                                                
8
 所謂英國式的古典自由主義即為「一種支持個人先於國家存在的政治哲學，強調個人的權利、

私有財產，並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認為政府存在的目的僅在於保護每個個體的自由。古典

自由主義發源於十七世界和十八世紀，反對當時絕大多數較早期的政治學說，例如君權神授說、

世襲制度和國教制度，強調個人的自由、理性、正義和寬容。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都受到其影

響」。 



又可分為以下幾個面向：9
 

（一）、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 

主要為反對絕對主義、極權政治，爭取個人的政治權利以及提倡憲政 

政府等。 

（二）、經濟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 

這種經濟自由自由主義的核心內涵是對財產－尤其是個人財產的強

調。 

（三）、社會自由主義（social liberalism）。 

社會自由主義在 20 世紀很長的時間裡一直是西方歐洲國家自由主義

政治派別的主要訴求之一，在美國則是從羅斯福總統的新政（New Deal）

開始崛起。 

（四）、哲學自由主義（philosophical liberalism）。 

從霍布斯、洛克以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直堅持個人主義的立 

場，堅持個人至上的觀點。強調個人應得到最高的尊重，應享有某些基本

的權利。 

 

如上所述，雖然自由主義在各個領域形成不同的派別，甚至存在些許

觀點上的對立，但其對於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則是各個派別皆共同具有。

「首先，自由主義強調個人安全，雖然國家享有壟斷合法暴力的權力，但

是其行為必須受到法律的監督與制約；其次，強調公正性、普遍性、平等

性，及同一法律制度適用所有的人；再者，崇尚個人自由，即個人在廣泛

領域內享有不受集體或國家制約的自由權；最後，各個自由主義派別都具

有民主觀念。」10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整個西方國家都受到自由主義的影

                                                
9
 張家棟，〈淺論新保守主義及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收錄於任曉、沈丁立主編，《保守主義

理念與美國的外交政策》（上海：三聯書店，2003 年），頁 346-347。 
10 張家棟，前引書，頁 137。 



響，自由主義是西方的政治社會傳統，11 而後不論因為對自由主義的修正

而發展出的新自由主義 12 概念，或是主張保有自由主義基本價值的保守主

義，以及後來爲回應自由主義激進派（新左派）而形成的新保守主義，皆

在信念上承襲主要的自由主義概念，而目前所說的自由主義都是指英國式

的古典自由主義，也就是傳統的自由主義概念。 

 

由於美國人篤信這種重視個人價值的自由主義，反對擁有強大的政府

機構及主張限制政府的權力，因此比起同時期的歐洲，二十世紀美國政治

的一大特點就是「美國從來沒有實力強大的社會主義政黨，也沒有聲勢浩

大的勞工運動…因為社會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擴大國家的權力…， 

而這與美國反對擴張國家權力的自由主義傳統是不相容的。」13 在美國，

這樣傳統的自由主義一直到一九三 0 年代羅斯福總統推行「新政」（New 

Deal）後引入福利國家的政策修正後，古典自由主義才轉變成目前我們所

謂的自由主義概念，也就是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也被稱為現代

自由主義。 

 

二二二二、、、、保守主義保守主義保守主義保守主義－－－－對自由主義的反思對自由主義的反思對自由主義的反思對自由主義的反思 

接下來談論「保守主義」。在拉丁文裡，保守（Conservare）一字的意

思為保護、保存或挽救的意思（to protect, preserve, save）。14 不同年代保 

守的看法有些微的差異，但一般認為保守一辭引申到現實環境中即指對現

                                                
11

 F. M. Watkins, The Political Traditional of the West: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dera 

liberali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34. 
12

 「新自由主義之新在於放棄了古典自由主義對於經濟事務所採取的放任態度。由於他們意識

到一個人能否享有公民權利（如集會、結社、言論表達、政治參與等）確實與其社經地位息息相

關，而社經地位不平等主要又系私有財產累積之先天差異造成，因此除非以國家公權力對貧富不

均現況進行調整，否則自由主義的理想永遠是空中樓閣。」 

請參閱:江宜樺，〈自由主義哲學傳統之回顧〉，《當代》，第 127 期，頁 25。 
13

 李連江，《新保守主義》，（台北：揚智出版社，1994 年），頁 49-50。 
14「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ls」： 

http://etext.lib.virginia.edu/cgi-local/DHI/dhi.cgi?id=dv1-60 



存的社會制度或文化持重視及保護的態度。一般認為，近代的保守主義有

系統的出現是始於十八世紀末英國哲學及政治家柏克（Edmund Burke）15

有系統的論述。在柏克的年代裡，適逢社會結構正在劇烈改變，一般的中

產階級為了要求更多在經濟上及政治上的權利，而對原有的秩序採取激進

顛覆的立場和做法，例如法國大革命就是一個例子。柏克反對這樣的暴力

改變，認為每個時期社會的發展有其一定的規則和秩序，而這樣已被歷史

證明其價值的社會皆是眾人智慧的結晶，沒有所謂最優良的社會或政治體

系。在社會的演進中或許會歷經演變或調整，但在沒有人可以全然了解社

會或文化的演進時，沒有任何人有理由可以加以推翻。嘗試對社會加以改

變只會導致日積月累眾人智慧的成果－社會的根基被破壞。保守主義所強

調的是對既有價值或傳統的肯定，審慎的對待變化。 

 

當代英國保守主義哲學家羅傑•斯古魯頓（Roger Scruton）給保守主

義下過這樣的定義：保守主義是一種「政治觀點，它起源於保守現存事物

的願望，這些事物要不是被認為本質上是最好的，就是被認為優於可能獲

得的替代物，要不然至少是人們覺得安全、熟悉、可靠及可愛的」。
16

他並

認為，保守主義依據三個主要的的概念：「權威、忠誠和傳統」。17 他認為

有兩項原則可以構成保守主義思想的公理：「第一項原則是：保守主義沒

有什麼一般性的政治主張。保守主義的形式隨著社會秩序的變化而變化。

第二項原則是：保守主義與事物的外觀保持一致，與社會從中汲取的活力

的動機、理性、傳統和價值觀念相吻合。」18 這樣的說法充分表示了保守

                                                
15 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愛爾蘭的政治家、作家、演說家、政治理論家、和

哲學家，他曾在英國下議院擔任了數年輝格黨的議員。他最為後人所知的事蹟包括了他反對英王

喬治三世和英國政府、支持美國殖民地以及後來的美國革命的立場，以及他後來對於法國大革命

的批判。他經常被視為是英美保守主義的奠基者。 
16 Roger Scruton, A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Thought(London﹕Macmillan, 1982), p. 43. 
17

 羅傑•史庫頓（Roger Scruton）著；王 強譯，《保守主義》（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sm）（台

北縣：立緒文化，2006 年），頁 34。 
18

 羅傑•史庫頓（Roger Scruton），前引書，頁 65。 



主義並非一種精心設計出的意識形態，而是一種自發性的處事態度和風

格，好比一個人認為道德應該是怎樣的作為時，在生活中就會自然而然的

維護及實行道德起來，並不需要格外的教條指導。 

 

而保守主義在美國，儘管如古典自由主義一樣，皆是源自於歐洲大

陸，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在新大陸卻逐漸失去原本的涵義，最終走向對立

的兩邊。如前所述，美國自立國以來就自然的呼吸著自由主義的空氣，這

種信念並非刻意提倡，而是一種源於歷史背景下的自然結果，這種自由自 

美國建國以來習慣被美國人稱為「美國信念」（American Creed），或「美國

共識」（American Consensus），或「洛克方案」（Lockean Settlement）。
19

多數

美國人知道「美國信念」源於洛克式的自由主義，亦即主張自由、平等、

民主的古典自由主義，人人都是自由主義的信徒，自由主義是生活的常

規，久而久之，古典自由主義精神已成了美國的傳統，另一個意思表示自

由的意涵對於一般美國人而言已非新意，逐漸的也失去了特點。 

 

而歷經了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使得一向信奉古典

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自由放任經濟及限制政府權力的美國突然間陷入社

會及經濟的空前危機中，這樣的危機一方面讓人重新思考以古典自由主義

放任經濟下市場機制為導向的經濟面缺陷，另一方面使得當時美國總統羅

斯福決定採用「新政」的經濟政策來挽救美國國家危機。而羅斯福總統的

新政目的在挽救古典自由主義在經濟層面的缺點，其和古典自由主義不同

處在導入政府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主張擴大政府權責，利用國家權力來

解除社會經濟勢力對個人自由的威脅與束縛，因此可以說是「經由政府實

現自由」（freedom through Government），
20

於是形成新自由主義或現代自由

                                                
19 Herbert McClosky , The American Ethos(Cambridge, Mass﹕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 
20

 張明貴，《意識形態與當代政治》（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 年），頁 55。 



主義。新政的實行有其特殊歷史背景，也收到相當成功的效果，就如學者

所說：「羅斯福總統認為跨過洛克是必要的但又不能走的像馬克斯那麼

遠」。21 

 

自此，美國的自由主義變得「左傾」，儘管羅斯福總統在向社會主義

靠攏的情況下仍堅稱他是美國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但是這樣帶有社會主 

義理念的自由主義卻將美國立國以來的古典自由主義「偷走」，從這時起，

「自由主義」一辭在美國的意涵全然改變了；自由主義反而被用來指稱那 

種主張擴大政府權力，由政府提供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意識形態，而原

本堅持古典自由主義基本思想的自由主義者（美國立國以來原本的自由主

義）卻受到排擠漠視。而當原本的自由主義者起身爲古典自由主義奮戰

時，卻反而被貼上「保守主義者」這樣帶有貶抑的標籤。這使得自由主義

在美國與歐洲的觀點全然不同，在歐洲談到自由主義時，聯想到的是個人

主義、自由放任以及限制政府權力等等；而在美國這些卻成了所謂保守主

義者維護的觀點。 

 

保守主義不在於其本身保守與否，而是在於其究竟保守些什麼？自 

從一九三 0 年代大蕭條起，對原本的古典自由主義進行修正而擁抱社會主

義部分理念的進步自由主義者，及堅持古典自由主義路線的保守自由主義

者就不停進行論戰。海耶克
22

在《爲什麼我不是保守主義者？》把孟德斯

鳩（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亞當斯密（Adam Smith）、

柏克及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所代表的傳統當成是輝格黨（Whig）

的傳統，即自由主義的傳統。他提到：「自由主義之所以在美國被如此珍

                                                
21

 Louis Hartz , The Liberal Traditional In America(New York﹕Harcourt Brace, 1995), p. 262. 
22 海耶克（1899-1992）是奧地利出生的英國知名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以堅持自由市場資本

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凱因斯主義和集體主義著稱。海耶克在 1974 年和他理論的對手繆達爾

（Gunnar Myrdal）一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1991 年海耶克獲頒美國總統自由勳章，以表揚

他「終身的高瞻遠囑」。 



惜並不是因為它源源流長或因為是美式的，而是因為它切近許多人珍惜的

信念。」
23

這些信奉古典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和偏離

自由主義正統道路的修正分子劃清界線，因此他們所代表的保守主義，要

保守的是自由主義的傳統，要確保自由主義所取得的成就不會消失，這樣

的成就和傳統就是源於美國人開國以來篤信的古典自由主義下的信念。 

 

綜而言之，保守主義其實是屬於大的自由主義的體系中，保守主義是

要「保住和守住」自由主義所取得的成就，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並不是針

鋒相對的，保守主義要反對的是自由傳統中變質的激進主義。在美國講保

守主義，就是講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及美國的法治，也就是美國一整套

的自由民主的傳統制度，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都守著自由這樣的共同根

基。所以當海耶克強調他是一位嚴格意義上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外，其實他

也是位美國意義下的保守主義者。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新保守主義的歷史淵源新保守主義的歷史淵源新保守主義的歷史淵源新保守主義的歷史淵源 

一九六○年代的美國社會不斷，這個階段也是美國當代最為動盪的一

段時間，而新保守主義則是在這段時期乘時而起，在社會文化上藉由反對

新左派對混亂的煽動，逐漸發展出他們的基本立場和主張；而在一九七○

年代未至一九八○年代初，則是在社會氣氛逐漸緩和下逐步由關注文化和

社會問題轉向外交層面的提倡。 

 

壹壹壹壹、、、、崛起於社會變動的一九六崛起於社會變動的一九六崛起於社會變動的一九六崛起於社會變動的一九六○○○○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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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rich von Hayek , “ Why I Am Not a Conservative ？ ”
http://www.fahayek.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6 



接著要討論的是新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興起在 1960 年代，比較起

保守主義在 1940 年代對自由主義修正的抨擊，新保守主義者面臨更劇烈

的政治社會變動。如老克利斯托形容新保守主義者最有名的一句話：「新

保守主義者是被現實所打擊的自由主義者。」24（a liberal who was mugged 

by reality），大概可以窺知新保守主義的崛起是因應社會政治變動的處境。 

 

新保守主義的興起，可以說是對長期保守主義在美國積弱不振下的一

種復興。美國的自由主義在新政的實行後，很長的時期新政自由主義在美

國取得優勢的地位，自由主義成為大眾哲學，特別是在經濟面的自由主

義，導入了社會主義裡政府干預和提供福利和保障的凱因斯主義，使得保

守主義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如海耶克等人也只能默默的孤軍奮戰，保守主義

無論在社會及政治上都不受重視，美國著名的文學評判家崔靈（Lionel 

Trilling）在其 1950 年出版的《自由主義的想像》（The Liberal Imagination）

中寫到：「如今自由主義不僅佔統治地位，它成了唯一的思想傳統。現在

沒有普遍流行的保守思想，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25 保守主義在整

個 1940 到 1950 年代只是一小群知識分子的主張，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社

會和政治上它都不是自由主義的對手，情況一直到了進入 1960 年代後開

始有了變化。 

 

如果說早期的保守主義代表著一群知識分子在象牙塔裡對時政的批

判，但僅能激起小片的迴響，那 1960 年代興起的新保守主義則是代表著

另一群接受傳統美國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走入社會中，藉由利用雜誌的創

辦及組織基金會的建立，在社會、政治及經濟各種層面中擴大保守主義思

想的影響。例如新保守主義崛起前期老克利斯托所辦的兩份雜誌「公眾利

                                                
24

 Max Boot, “What the Heck is a Neocon,”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30, 2002, 

http://www.opinionjournal.com/editorial/feature.html?id=110002840 
25

 李連江 , 前引書 , 頁 66。 



益」（The Public Interest）、「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以及小克利

斯托創辦的「標準週刊」（The Weekly Standard），接著後期在小布希總統上

台時被視為新保主義智庫的機構如「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26、「新美國世紀計畫」27 等機構的建立，可以知道新保守主義為

何可以產生比保守主義更深且廣的影響了。 

 

新保守主義和保守主義崛起的原因皆是在回應社會及政治的變動。保

守主義回應的是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所導致的自由主義左傾；而新保守主義

崛起的原因主要在回應兩件事件：一是詹森（Lyndon Johnson）總統「大社

會」（The Great Society）計畫的失敗，第二則是美國在越南戰場上陷入泥沼

無法脫身。「大社會」起於甘迺迪總統（John Kennedy）的擘畫而實行於詹

昇總統任內，此計畫象徵著美國自由主義的全面勝利，其主要兩項目標為

消除貧窮及種族間的不平等。計畫涵蓋範圍遍及教育、醫療照顧、都市問

題及交通問題。這項取意自羅斯福「新政」的社會改革計畫原本立意良好，

且獲得的自由主義分子普遍的支持，但是由於投資範圍過大，許多細部的

計畫未能詳盡妥善，執行過程中的監督不周及官僚勾結等也大大影響了成

果；加上當時美國對外正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沼中，許多原本應該運用在國

內建設的經費，要不是轉移到支援戰爭預算就是被刪減。這使得許多計畫

根本無法徹底實行，導致了大社會計畫的失敗，正如老克利斯托所言：「某

種角度而言，經費似乎沒有送到需要的人手中，即使有的話，也沒有達到

預期的效果。」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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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企業研究所」創立於 1943 年，為美國保守派的智庫。其創立的宗旨如下：「為捍衛及

促進如下的美國的自由原則及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有限政府、私人企業、個人自由及堅決的捍

衛對外政策。」而且機構在小布希政府上台後，成為對小布希政府對外政策具有重大影響力的計

畫機構。 
27

 「新美國世紀計畫」在 1997 年由小克利斯托及凱根（Robert Kagan）所共同創立，目的在促

進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核心觀點認美國的領導地位不僅對美國有利，對全世界也有利。此機構

直接影響了小布希政府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伊拉克戰爭的計畫。 
28 John Ehrman, 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 Intellectuals and Foreign Affaires ,1945－1994(New 

Haven ,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6. 



 

國內改革計畫的失敗讓詹森政府焦頭爛額，也成為了自由主義陣營分

裂的導火線。由於整個計畫是根據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來實行，計畫失敗

針對自由主義的批評聲浪自由如排山倒海而來，而不少的批評則是來自於

自由主義陣營裡。原本這群自由主義分子熱切的期待大社會計畫的成功，

卻因計畫的失敗而嚴重的失落，他們過多的期望卻未帶來有效的改革促使

他們走上極端與批判，大社會計畫失敗成了「對暴力行為的邀請函」29（A 

recipe for violence）。這群自由主義分子批評政府對計畫的投入不夠及執行

不力，而開始對自由主義下的美國制度產生懷疑，這一派學者也就是後來

成為「新左派」的同一群人；而另一派自由主義分子則是以持平的立場來

看待計畫的失敗，他們承認自由主義在理論上的確有不足的地方，計畫失

敗未讓他們跟著走極端，而是以更審慎的態度來面對政府往後的變革，這

一派知識分子也就是以老克利斯托為首的後來的新保守主義者。 

而自由主義陣營全面分裂則是因越南戰爭曠日費時所引發的反戰運

動及伴隨而來的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在民權運動中，年輕的

黑人站出來要求長期在美國社會中未被重視的種族自尊，但他們示威抗議

的行動卻常遭受警察的不合理鎮壓，導致一種全面性的黑人暴力示威，尤

其在 1968 年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被暗殺後，這股黑潮更趨激烈。

結合這股黑潮，激烈的自由主義分子（新左派）除了大肆批評政府的政策

失當外，更直接將戰火延燒到大學校園裡頭。這一群以知識分子及學生為

首的新左派分子表現出來的是反對一切現存的權威、機構，主流文化和道

德價值觀的反文化（Counter Culture）運動。 

 

反（越）戰運動的進行，則是大力動搖了美國自由主義長久以來所建

                                                
29 Aaron Wildavsky, “The Empty-Head Blues: Black Rebellion and White Reaction,”Public Interest, 

(Spring 1968), p. 3.  



立的共識－反共。美國自由主義歷史學家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在 1949 年冷戰之初主張：「我們必須要保衛且強化自由社會，使它免

於共產社會的攻擊」，且「極權世界和民主社會可以共存的說法是一種幻

想。」
30

反共的堅持在後來逐漸變成了自由主義的共識。一九五○年代時

越南政策普遍獲得支持的原因正是因為美國人民相信越戰之所以必要是

因為可以促進世界民主、自由和正義的運作，透過對抗共產極權政府，而

將美國的自由民主理念推廣出去。但是到一九六○年代越南戰爭過於曠日

持久且消耗了許多人力及物力，而詹森政府爲了擴大越南戰爭而不惜欺騙

美國群眾，凡此種種皆加據了反戰運動的進行，而新左派則是趁勢大力鼓

動學生全面反戰、反傳統、反文化，尤其是反戰，這意味著反共的自由主

義共識被打破了。因此導致了自由主義陣營不同路線的全面分裂。 

 

面對著新左派激進分子的反文化反傳統的行動，保守的自由主義者

（新保守主義者）紛紛跳出來回擊。面對學生反動政府的行動，他們認為

大學為自由學術的殿堂，應該以理性和辯論為引導方針，而非以馬克思主

義及種種虛無理論為行動準則，這樣有違大學的理性精神，信奉自由主義

的學者應該站出來維護傳統的辦學觀念，反對過激主義。而對煽動學生造

反的新左派則毫不留情的批判，莫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如此說

道：「自由主義者必需更加清楚地明白，他們的根本利益是維護社會秩序

的穩定。」
31

爲了要維護這樣的穩定，「他們必須與立場相同的政治保守派

結成有力的聯盟。」32 葛萊哲（Nathan Glazer）更是憤怒的說：「激進主義

已經被錯誤和混亂包圍，如果我們還想成功解決地我們的問題的話，我們

的主要任務就是與它論戰，徹底的揭發它自以為了解我們的問題根源並知

                                                
30 John Ehrman , 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 , p. 2. 
31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The Politics of Stability,”New Leader(October 9, 1967), p. 7. 
32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The Politics of Stability,”p. 9. 



道如何矯正的無稽之談。」33 除此批判新左派的激進行為，保守的自由主

義者也對多數自由主義分子對「新左派」及激進學生的妥協和包容感到不

以為然，這些因素都使得發生在自由主義陣營內部的論戰最終導致它的分

裂及新保守主義的誕生。 

 

新保守主義者對新左派的批評在一九六○年代初期就開始，但彼時這

群自認為並未背離美國自由主義傳統的知識分子未因此而創立了其他的

學說主義，而是謹守著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對其他偏離的自由主義分子進

行批判。後來當論戰進入火熱的時期，激進的自由主義分子（新左派）逐

漸受不了來自於同樣陣營的自由主義分子猛烈攻擊，他們其中的領袖人物

哈 靈 頓 （ Michael Harrington ） 在 一 篇 名 為 “The Welfare State and Its 

Neoconservative Critics.”的文章中首度提及新保守主義者（neoconservatives）

這個名稱，意指那些前自由主義者或是右派分子，其立場已經右傾。34 哈

靈頓的做法原本只是為了報復其從前的戰友、現在的論敵而想出這樣一個

名稱，如同政治上不同陣營間用來互貼標籤的做法，藉以貶低對方。從此

之後，新保守主義的名稱開始被廣泛使用，但並非每個被視為新保守主義

者都願意接受這樣的稱號，被視為新保守主義代表人物的著名政治學家李

普塞就憤慨表示：「作為一個意識形態術語和一個政治團體的名稱，新保

守主義是被誤解最多的概念之一。我這樣說的理由很簡單。這個詞從來不

曾指謂擁有一群倡導者的一套學說。相反的，它是一個爲毀謗政治敵手而

製造出來的標籤，而那些人的絕大多數是不喜歡人們這樣稱呼他們的。」

35 而老克利斯托則對新保守主義這個名詞表示出不置可否的態度。 

 

雖然前面提過，新保守主義不是一個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而其起源

                                                
33

 Nathan Glazer ,“On Being Deradicalized,”Commentary (October 1970), p. 80. 
34 Benjamin Ross, “Who named the Neocons？”Dissent , Vol. 54(Summer 2007), p. 77. 
35

 李連江，前引書，頁 76。  



（針對六○年代的美國社會）是對當代政治的反應，根據老克利斯托的說

法，新保守主義有以下五條「模糊的共識」：36
 

第一、新保守主義堅持西方的價值觀念，擁護資本主義，敵視共產主

義。他們認為只有實行市場經濟才能發展生產，並宣稱美國的傳統自由主

義價值觀適用於全人類，比其他價值觀都優越。 

第二、絕大多數的新保守主義者支持羅斯福新政的基本原則，認同福利政

策意圖達到的社會效果。但由於美國自身在實行社會福利政策時帶來人們對政府

及福利制度的依賴，因此他們對社會福利政策持小心謹慎的態度。 

第三、新保守主義者強烈主張維護傳統的宗教和道德觀念，力主維護

傳統的家庭觀念，反對性解放運動的反文化思潮。提出這一主張是反對新

左派蔑視權威和傳統，詆毀美國文化傳統，並給一九六○及一九七○年代

的美國社會及大學生造成猛烈的衝擊。 

第四、針對新左派要求在美國社會實現結果平等的激進主張，新保守

主義者重申古典自由主義關於機會平等的思想。也就是反對社會上齊頭式

的平等，而主張機會平等的重要性。所以他們反對優待少數民族（主要是

黑人）或其他社會階層（如退伍軍人和婦女）的僱佣配額政策，認為這樣

違背任賢尚能原則。 

第五、新保守主義者認為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是無法共存的。由於越

戰過後，美國國內普遍瀰漫著失敗主義和孤立主義，也有主張和蘇聯進行

和解的聲浪。新保守主義者則是反對越戰後盛行於美國政府內的孤立主義

和低盪（Détente）政策，主張美國的民主價值觀推廣到全世界。 

 

貳貳貳貳、、、、冷戰後期及後冷時期之發展冷戰後期及後冷時期之發展冷戰後期及後冷時期之發展冷戰後期及後冷時期之發展 

進入了一九七○年代，普遍發生在一九六○年代的美國社會問題已經

                                                
36

 李連江，前引書，頁 82。 



獲得平息。國際事務方面，尼克森總統及其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主導的外

交政策強調權力平衡的現實主義，而卡特總統時期，更因為自由派當政，

對蘇聯政策採取緩和的態度，這對新保守主義者來說是一種軟弱的表示，

科克帕翠克（Jeane Kirkpatrick）37，這位長期的民主黨員，拉高分貝批評

卡特政府對共產國家過於軟弱，她本人則力主強硬對抗共產政權。由於認

為民主黨的外交政策已經無法代表新保守主義者的主張，在 1980 年雷根

總統競選期間，大批新保守主義者離開民主黨，轉而投向共和黨陣營，他

們和雷根陣營的聯合也使得日後新保守主義的理念得以在雷根政府的對

外政策中實行，例如雷根主張對蘇聯強硬，「以實力求取和平」，提出「星

戰」計畫，稱蘇聯為「邪惡帝國」等，甚至為了大幅增加軍費，與蘇聯進

行全面對抗而不惜出現巨額財政赤字。雷根主政的八年期間，新保守主義

的理念大行其道，獲得很大的發展。 

 

進入了老布希主政時期，共和黨由溫和派執政，不再執著與和蘇聯強 

硬的對抗，老布希政府裡的史考克羅（Brent Scowcroft）、貝克（James 

Baker ）、錢尼（Dick Cheney）等，可謂是季辛吉主義（kissingerism）的

擁護者，他們努力打造一個穩定平衡、繁榮共存的世界秩序。38 而在柯林

頓主政時期，國際局勢的正好是 1990 年後蘇聯瓦解的後冷戰時期，東西

敵對的意識形態終止，國家間轉以經貿發展為優先。外交政策上走的是多

邊主義，主張與相關大國如中國進行積極的「交往與擴大」（Engagement and 

                                                
37 科克帕翠克最有名的理論為「科克帕翠克主義」，內容為美國為了對抗蘇聯的擴張，應該極力

去拉攏第三世界的親西方的威權國家，即使該國家內部有涉及侵犯人權的事件也無所謂。她認為

威權國家如菲律賓、瓜地馬拉這些由軍事獨裁或寡頭獨裁的國家頂多只是會針對人民的行為做出

處罰，並不會去控制人民其他層面的事務，且對周遭國家不會有侵略的野心；而極權國家如蘇聯

則是及利在控制人民的生活層面，利用意識形態、媒體、口號等，且極權國家對其周遭的國家懷

有侵略的野心，德國納粹就是最好的例子。此外，支持威權國家不但可以增加對抗蘇聯集團的實

力，且威權國家較極權國家容易接受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念，如此可以廣泛的推展美國的價值觀。 
38 黃奎博, ＜論新保守主義及其對美國東南亞外交與安全政策之影響＞, 《全球政治評論》, 第

十六期(2006)，頁 55。 



Enlargement ）政策，39 新保守主義在這兩任總統執政時期皆無發揮空間。

而進入九○年代，因為蘇聯集團的瓦解，新保守主義在長期對抗蘇聯極權

政府的主張也獲得了勝利，隨著敵人的倒下，其所堅持的冷戰意識形態也

喪失了獨特性，甚至新保守主義圈裡有聲音認為新保守主義已經壽終正

寢。40 而新保守主義之所以會在雷根執政內大行其道，導因於蘇聯威脅下

美國內部的整合作用，41 在蘇聯跨台後，則需要去尋找下一個對抗的對象。 

 

一直到小布希總統上台後，新保守主義又找到另一個發揮的舞台。由

於小布希的執政班底裡有不少新保守主義者，而這些所謂第二代的新保守

主義者如伍弗維茲、珀爾、李比等皆任職於政府內部，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而在「九一一」恐怖攻擊後，新保守主義的理念趁著這個絕佳的機會，重

新站回美國當代的主流意識形態，而開始其另一階段的歷史進程。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影響新保守主義內涵的各領域保守主義影響新保守主義內涵的各領域保守主義影響新保守主義內涵的各領域保守主義影響新保守主義內涵的各領域保守主義 

   

老克利斯托在自傳裡提到，新保守主義在經濟、社會以及哲學層面的

看法都受到其它的保守主義內涵的影響，而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

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以及史特勞斯（Leo Strauss）等人則是保守主義

在不同領域中主要的代表人物。
42

尤其是史特勞斯的學說理論，更被視為

                                                
39

 施閔豪，〈美國對中共戰略之轉變（雷根－柯林頓時期）－從國家戰略觀點分析〉，淡江大學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40

 分別是波德霍雷茲在 1996 年在美國企業研究所的演講指出：「讓我來解釋爲什麼我相信新保

守主義已死…….新保守主義已經不再作為一種獨特的現象存在了，不再需要自己的名稱。」 

Norman Podhoretz , “Neoconservatism：A Eulogy”, 

http://www.aei.org/publications/pubID.18103/pub_detail.asp 

以及老克利斯托在 1995 年同樣宣布新保守主義的死亡，他說：「現在新保守主義這個詞已經只能

引起歷史學家的興趣了，因為新保守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的區別已經很模糊了。」 

Irving Kristol ,“American Conservatism 1945－1995,”Public Interest( Fall 1995), p. 6. 
41Samuel P. Huntington,“Robust Nationalism,”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1999/2000), p. 34.  
42

 Irving Kristol, Reflections of a Neoconservative(New York﹕Basic Books, c1993), p. 1. 



小布希政府對外政策的理論起源。另外，新保守主義尚受到尼斯貝等人在

社會學方面的影響，
43

以下茲分開說明。 

 

壹壹壹壹、、、、來自經濟保守主義的影響來自經濟保守主義的影響來自經濟保守主義的影響來自經濟保守主義的影響    

新保守主義在經濟層面的內涵，受到以傅利曼及海耶克為代表的新古

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在此我們茲利用篇幅討論海耶克等人的經濟面

主張。這套經濟學的主要論點是相信市場機制與自由放任，反對任何形式

的干預，認為政府應該儘量少干預經濟事務和社會事務，強調個人自由與

個人財產的所有權被視為個人自由中最重要的部分。除此之外，新古典自

由主義者由於目睹了德國納粹的集權統治及蘇聯的計畫經濟制度，他們相

當反對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及源於社會主義架構下的凱因斯主義。在海耶克

的著名著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44 中，他主張社會主

義必須要有一個中央的經濟計畫，而這種經濟計畫終將會導致集權主義，

因為被賦予強大經濟控制權力的政府也必然會擁有控制個人社會生活的

權力，如此一來，經濟自由一旦被剝奪，政治上的自由也會隨著喪失，最

後個人自由也不可得了。 

 

海耶克等人的經濟理論不僅僅是單純的經濟理論及實踐方式，其深刻

的內涵也包含了對政治和社會現象的醒思。如前面所提，美國自立國以

                                                
43 李連江，前引書，頁 86。 
44

 Friedrich von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London﹕ARK paperbacks, 1986), pp.1-178. 

海耶克在書中說道，所有的集體社會，從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到史達林的共產主義，都無可避

免地會邁向專制極權。哈耶克主哈耶克主張，實行中央計畫的經濟體制必須有一個小團體（統治

階級）決定資源和產品的分配和發放，由於沒有市場機制和自由價格機制，這個小團體無從得知

正確的情報，也因此根本無法做出正確的決策來分配資源和產品。對於經濟計畫在實踐上的不同

意見、加上中央計畫者在分配物資上的不斷失敗，最後將導致計畫者開始運用高壓的強迫力量以

維持計畫的實行。哈耶克進一步主張，社會大眾會感覺計畫的失敗是因為國家權力不夠、無法有

效推行目標所造成的，這樣的感覺會使大眾開始投票支持中央集權，並會支持那些看似「可以讓

計畫付諸實現」的「強人」攫取政治權力，在經過這一連串的惡化後，一個國家將會無可避免地

轉變為極權主義。對哈耶克而言，「通往奴役之路」代表了國家進行中央計畫的開端，隨著自由

市場制度的瓦解，所有個人的經濟自由和人身自由都將化為烏有。 



來，奉行的就是源自於古典自由主義的理念，即支持個人自由、個人對其

經濟上的利益合理的追求等，並且視政府的干預為對個人自由的最大威

脅。但是進入了一九二○世紀初，工業化和自本主義的發展已經大大的改

變了美國的社會和經濟面貌，在大者恆大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個人反而可

能成為社會擴大發展下的犧牲品，於是開始有呼聲要求對一直以來的自由

放任主義進行修正，由於古典自由主義的理念在美國根深蒂固，以致於市

場機制下的資本主義雖然問題層出不窮，也沒有引起改革修正的龐大浪

潮。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民生刁敝，促成了歐洲極端社會主義與發

西斯政權的興起，而在同時美國也因陷入經濟恐慌而造成社會動盪，由羅

斯福總統推行「新政」來挽救瀕臨崩潰的社會經濟。 

 

新政是一系列務實且溫和的社會改革項目，目的在挽救經濟蕭條下的

美國社會，而非如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般建立一個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不過新政也因此造成了美國政治社會上的三個大的改變。
45

而凱因

斯在其「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一書所主張的論點，更提供政府在解決大蕭條問題有力

的依據，但也開始了以海耶克為首的經濟學家長年與凱因斯學派的論戰。

海耶克之所以強調個人自由及經濟自由並且反對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及源

於社會主義架構下的凱因斯主義，原因在於所有經濟活動都是以「人」為

基本單位發生的，而所有社會組織是人的行為結果而不是人的設計結果，

而經濟行為則是人與人之間行為的互動，人唯有在自由的狀態下，才能全

然的發揮自己的潛能，創造最大的經濟效益，社會才能不停的發展前進，

而海耶克所使用的「自由」一詞，是指人所處的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

                                                
45 第一為自美國南北戰爭以來美國最大的政治重新結盟，第二為擴大了聯邦政府的規模和權力，

使得新政自由主義成為後來我們所俗稱的自由主義，第三為促成美國政治舞台上第一次較為明確

的保守與自由主義分裂。 

引自：呂磊，《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15。 



他的行為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或打算，而不受他人任意的強制（arbitrary 

coercion）。
46

而法治則可以用來保障個人自由免於被剝奪，因為法治規範了

人可為及不可為的範圍以外，也限定了政府對人的自由的干涉限度，海耶

克的觀點為「個人自由乃是法律的產物，」
47

如此一來，不但個人自由得

以維護，也使得個人知道自己的責任範圍，在追求經濟效益的過程中，對

於目標的成敗，亦該負起責任。 

 

至於經濟自由則是一切自由的基礎，只有在經濟自由運行良好的社會

中，私有財產制、個人創造力、私有企業制度以及個人自由等才能確實的

保障，社會自然會進步。「具體反映在自由市場的經濟自由，乃是一個自

由社會最基本的建制…自由市場經濟不但提供了最大可能的經濟自由而

且保證了最大可能的生產效果。」
48

傅利曼更在其「資本主義與自由」

（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書中指出：「從歷史上來看，經濟自由與政治

自由常有密切關係。一般地說，凡是享受政治自由的國家，其經濟活動大

多是按照市場原則加以調節，使每個人都享有相當的經濟自由。例如，當

前許多民主自由的國家大都如此。」
49

從海耶克等人的許多相關的經濟著

作上我們可以發現，這些維護古典自由主義的學者所主張的經濟秩序（市

場經濟）有以下三點共同的特徵：「第一、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第二、各

種商品和勞務的生產與分配，是透過價格機能決定；第三、政府這個具有

強制力的機構，其經濟功能只能限於提供必要的法治架構，使市場能自由

順暢地運作而不被干擾。」50 而以上三個架構所發展出來的經濟秩序也就

是我們所熟知的資本主義。 

                                                
46

 夏道平，《自由經濟的思路》(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89 年)，頁 77。 
47 Friedrich von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 61. 
48 George H‧Nash ,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New York﹕Basic 

Book Inc., 1979), p. 27. 
49 Milton Friedman ,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p. 9. 
50

 劉以理，〈海耶克自由經濟思想之初探〉，(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以上這些論點為海耶克等擁護市場經濟的新古典自由主義奉行不悖

的基本價值，而對任何會破壞以上基本價值的政府政策皆提出批判。當二

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許多國家普遍都往社會福利國家主義靠攏時，海耶克等

經濟學家則表示了自己的憂心。相較於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到史達林的

共產主義這種狂熱的社會主義模式，其弊端已經為人所知，而冷的社會主

義－也就是所謂的福利國家主義，海耶克認為其結果也同樣是逐漸終結個

人的自由，只是程度較慢而已。51 而海耶克的恩師米塞斯（Ludwing von 

Mises）更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當世人仍對社會主義懷有不實際的夢幻

時，就對極權國家的計畫經濟提出批評。他說：「當今主要的問題是人類

是否必須放棄自由、私有財產、個人創造及個人責任感，而投降於社會主

義國家龐大的強制與強迫監護制度。」52 對於海耶克而言，自由經濟需要

一個法制架構，而在這個架構之下，個人憑藉著自己的能力從事各種不同

的競爭活動，也自己負擔起所有的責任；而這個架構的用意在於讓個人有

規則可循，並使得市場機制可以運行順利。而政府並非不能管制，管制必

須限制在一個範圍裡，管制的必要在於補資本主義的不足，而非藉機擴大

權力，壓迫人民的自由。但反觀中央計畫經濟下所許諾的社會正義，將生

產、分配及交換等經濟活動皆交由國家代勞，卻並未帶來其所宣稱的經濟

平等，而是多數淪為極權統治政權，53 這也是為何海耶克在《通往奴役之

路》中所大聲疾呼的現象，時至今日，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已經所剩無幾，

更家證實了海耶克的實証經驗有其價值之處。 

                                                
51 夏道平，前引書，頁 82。 
52

 陳毓鈞，〈迎接保守主義時代的來臨〉，《保守主義與美國政治》（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民國 78 年），頁 82。 
53

 海耶克從三個實際經驗來檢驗社會主義所謂的社會正義不可行基於以下： 

第一、社會主義下的生產不僅不比私營企業的生產更多，反而是大大地減少；第二、社會主義並

沒有達到它所允諾的更大的社會正義，反而建立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比以前更為嚴峻的社會階

層；第三、社會主義並沒有實現更大的自由，反而助長新的暴政之出現。 

夏道平，前引書，頁 75。 



 

貳貳貳貳、、、、來自社會保守主義的影響來自社會保守主義的影響來自社會保守主義的影響來自社會保守主義的影響 

社會或文化層面的保守主義同時也影響了新保守主義的內涵。這一派

的學者崛起於經濟大蕭條後的年代。由於這時世界普遍都處於經濟大蕭條

的陰影之下，而歐洲則是普遍瀰漫著集權主義與世俗及無根的群眾文化。

這股風潮隨著新移民進入了美國本土，使得美國社會在大蕭條的經濟壓力

下知識分子普遍對共產主義懷有不切實際的嚮往，同時也懷有對社會進行

激進改革的想法，這也是許多早期和老克利斯托有相同左派背景的知識分

子共同的成長歷程。而緣起於美國本土的保守勢力，在憂心美國陷入同樣

的危機之下，挺身而出主張回到傳統宗教和道德的規範裡，講求倫理的絕

對價值並拒絕道德的相對主義。54 這派學者主要以柯克（Russell Kirk）、威

佛（Richard Weaver）、尼斯比（Robert Nisbet）、威里克（Peter Viereak）、

藍德（Ayn Rand）等人為主。其中又以被稱為美國保守主義之父的柯克影

響最深遠，其所著的「保守的心靈」（The Conservative Mind）是美國在保

守 主 義 運 動 中 的 重 要 經 典 著 作 ， 而 尼 斯 比 在 社 會 學 領 域 主 張 社 群

（community）的重要性，也在後來動盪的一九六○年代的對新保主義者

提供立論的基礎。 

 

柯克在其「保守的心靈」中所揭示的六項規範，涵蓋了他對社會倫理、

道德、宗教以及秩序和傳統的看法，此亦為這派保守主義者對社會文化的

基本主張：55
 

第一、深信有一超越物質世界而存在的秩序，而這樣的秩序植基於傳

統、神聖的天啟（divine revelation）以及自然法。 

                                                
54 George H. 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 p. 16. 
55 Russell Kirk, 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Santayana(Chicago﹕Henry Regnery Company, 

1935), pp.7-8. 



第二、對於人類存在的變化性及神秘性存在強烈的情感。 

第三、深信文明的社會需要秩序與階級，唯一的平等是道德上的平等。 

第四、相信財產與自由間具有無法分割的關聯。 

第五、信仰慣例（custom）以及習俗。 

第六、認知到創新必須要結合現存的傳統及慣例，需以漸進謹慎的方

式來進行。 

 

柯克特別表達對權威（authority）的重視，這裡的權威是泛指一些相

沿成習的規範、習俗、宗教秩序以及傳統的美德，這些則組成所有權威的

內涵。「如果沒有傳統和規範可以依靠，我們僅剩下空虛及短暫的生命經

驗。」56 如果人捨棄了傳統的權威、宗教的權威及戒律以及教育的規範，「那

他們就要被迫去服從一個新的但卻冷漠無情的權威…也許他們得向希特

勒或史達林致上敬意。」57 也只有透過規範和傳統等權威的指引，「人才能

獲得有助人提升人性的基準和知識。」58 柯克在書中不斷提醒大眾注意權

威的重要性。尼斯貝在「保守主義：夢想與實際」（Conservatism：Dream and 

Reality）一書中所提到關於的相關論點，也呼應了柯克等社會文化層面保

守主義者的觀點。59 此外，尼斯貝強調社群在穩定社會秩序中扮演中要的

角色，因為社群中的組成例如家庭、宗教、種族等為組成社會最基本的單

位，不同的社群發揮其對社會責任的重視，那社會就可以穩固的持續下去。 

 

美國社會的動盪在一九六○年代中期到一九七○年代初期這段時間

                                                
56

 Russell Kirk,“Prescription, Authority, and Ordered Freedom,”in What is Conservatism, ed. Frank 

S. Meyer(New York﹕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1964), p. 27. 
57

 Russell Kirk,“Prescription , Authority, and Ordered Freedom,”, pp. 23-24.  
58 Russell Kirk , p.29. 
59 柯克及尼斯貝等學者對保守主義理論的看法，主要是承襲於柏克對人類社會秩序的看法。柏

克繼承的是自亞里斯多德、西賽羅（Cicero）、阿奎那（Aquinas）等人對自然法則（natural law）

的看法，也就是追求人類德性（virtue）的發揚，這也和史特勞斯的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論

不謀而合。 



最為劇烈，引發動盪的原因除了如前述所提及的詹森政府的「大社會」政

策的失敗及越戰的陷入泥沼外，貝爾（Daniel Bell）也說明了這樣動亂的

根源乃是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問題及社會結構的變化所造成的，60 新左派的

學生團體將不滿政府與體制的怒火徹底的燒向傳統的校園，他們也結合黑

人民權運動的力量，組成一股爆炸性的力量，反對一切現存權威、機構、

主流文化和道德價值觀念。新左派青年的抗爭行動，發展成各式各樣的抗

議團體，1968 年隨著越南戰事開始頹敗，社會動盪達到一個高點，美國社

會看起來似乎四分五裂，也成了當代美國學者口中所說的「美國現在已經

成為地球上使人感到恐怖的國家。」61 大眾原來認為美國出兵越南是爲了

將自由的價值觀帶向那塊土地，讓越南免於遭受共產政權的威脅，但隨著

了解到美軍在當地的種種殘酷行徑，所謂的冷戰反共意識開始動搖，伴隨

著越多的真相發現，最終反對政府、權威以及體制導致了自由主義陣營破

裂。 

 

而社會及文化的保守派在這時發揮了許多穩定社會的力量，他們關心

關心道德、信仰及價值觀的問題。他們除了透過許多論壇抨擊自由主義激

進分子和世俗的意識形態讓美國的道德關敗壞外，也主張國家應該加強宗

教的力量，從學校中做起，以解決社會的部分問題。此外，一些新右派的

團體也紛紛於七○年代成立，例如「道德多數」（The More Majority）以及

「全國保守政治行動委員會」（The National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結合了後來如老克利斯托等新保守主義分子的崛起，走過了

七○年代後，保守主義的理念逐漸獲得大眾的認同，重視傳統、重視家庭

價值的觀念又回到了美國社會裡，在保守勢力的努力合作下，雷根政府的

上台可謂保守勢力長年奮鬥下最終的勝利。 

                                                
60

 詳見 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上海：三聯書局，1988

年），頁 231-253。 
61

 呂磊，前引書，頁 50。 



 

參參參參、、、、來自哲學保守主義的影響來自哲學保守主義的影響來自哲學保守主義的影響來自哲學保守主義的影響 

保守主義在哲學層面影響新保守主義的根源則是來自於史特勞斯的

學說理論。史特勞斯的理論不但影響了第一代新保守主義者如老克利斯托

對政治哲學及道德層面的看法，也深刻的影響了年輕(第二代)新保守主義

者對政治哲學的看法，甚至進一步以史特勞斯的哲學理論為基礎，形塑了

美國當代的外交政策。然而史特勞斯在世時，其生活的重心僅在於致力教

學及著作，從未涉入政治層面的紛爭，其在學術圈的名氣也僅限於教學所

及的校園及少部分來往的學者間，直到其過世時在美國學術圈都算是默默

無名。 

 

這樣一位低調隱晦的學者，突然在進入一九九○年代後開始在美國政

壇被討論，首先是 1994 年美國的《紐約時報》在當年共和黨取得參、眾

兩院多數黨的勝利後，指出已經去世二十多年的史特勞斯是共和黨「與美

國締約」（The Contract with America）的教父，62 而在 2003 年美國對伊拉

克戰爭期間，美國的眾多媒體再度大幅報導史特勞斯和小布希政府外交政

策的關聯性，他們認為小布希的外交政策之所以和史特勞斯的學說有特別

的淵源，乃是在影響小布希外交決策的高層中或是聯繫緊密的外圍智庫群

中，存在著這麼一群被稱為「史特勞斯學派」（Straussians）63 的新保守主

                                                
62 Richard Bernstein ,“A Very Unlikely Villain（or Hero）,”New York Times(January 29, 1995), P. 

E4。《與美國締約》是在 1993-1994 年，共和黨爲 94 年 11 月的眾議員期中選舉，所做的政黨政

策訴求，其中包括平衡預算、防止犯罪、改革福利政策、加強家庭角色、增加國防、刪除政府干

涉、推動法令改革、減稅等主張。參考自胡全威，《史特勞斯》（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1 年），頁 213-234。 
63

 所謂的「史特勞斯學派」（Straussians）根據學者的說法，史特勞斯門人是指那些受教於史特

勞斯並且自稱自己為史特勞斯門人的學者們。史特勞斯學派分為分部於美國東岸及西岸，美國東

岸的大本營在芝加哥，著名的門人有分布在芝加哥大學及哈佛大學，主要代表人物為在芝加哥大

學任教的 Joseph Cropsey 教授以及在哈佛大學任教的 Harvey Mansfield 教授；前者曾教過伍弗維

茲（Paul Wolfowitz）及休斯基（Abram Shulsky），而後者則教過福山（Francis Fukuyama）及小

克利斯托。這一些門徒都對美國的外交決策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Anne Norton, Leo Strauss And 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Empire(New Haven, Conn.﹕Yale University 



義成員，無論他們其中的成員曾經直接受教於史特勞斯本人，或是間接受

到史特勞斯學說的影響，這些人在美國外交政策上的推波助瀾使得史特勞

斯的學說對美國政策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學者指出：「史特勞斯的名聲

非僅來自於他優秀的作品，倒不如說是他身旁那群熱烈的追隨者使其聲名

大噪。」64 以下我們將藉由探討史特勞斯生平背景及學說理論，來說明其

與新保守主義間的緊密關聯性。 

 

一一一一、、、、史特勞斯之生平背景史特勞斯之生平背景史特勞斯之生平背景史特勞斯之生平背景 

史特勞斯 1899 年生於德國 Hessen 的 Kirchhain 小鎮，為一德裔猶太

人。他在 1921 年於漢堡大學取得其哲學博士學位。由於他 17 歲時成為錫

安主義（Zionism）65 信徒，對猶太問題特別重視，在畢業後，於 1925 年

至 1932 年間任職於柏林的猶太研究機構，期間他研究了中古時期的猶太

哲學家邁蒙尼德（M.Maimonides）及伊斯蘭哲學家法拉比的思想，透過對

這些哲學家的作品的鑽研，史特勞斯逐漸建立了畢生努力不懈的課題中

心：古代人與現代人，雅典與耶路撒冷。真正的激進主義絕非來自於激情

的承諾，而是來自平靜而嚴肅的反思。66
1932 年納粹德國開始對猶太人進

行迫害，史特勞斯遂開始其流亡的生涯，除了 20 多年後曾回德國短短停

留幾日，就再也沒有回來過。他由法國輾轉流亡到英國，期間並曾短暫的

在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擔任教職，後來在 1938 年時

史特勞斯來到了美國。在美國的最初十年（1938－1949），他任教於紐約

市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接著從 1949 年到

                                                                                                                                       
Press, 2004), pp. 6-8. 
64 Shadia B. Drury, The political Ideals of Leo Strauss(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1988), p. 1. 
65

 錫安主義為一國際的政治性運動，為 19 世紀奧匈帝國時期的猶太人記者 Theodor Herzl 所發起

的運動，目的在支持猶太人民族自決，並在聖經所應許的土地上建國。這個運動最終在以色列於

1948 年建國後達到成功。 
66 布魯姆，＜紀念史特勞斯＞，收錄於劉小楓主編，《施特勞斯與古典政治哲學》（上海：三聯

書局，2002 年 7 月），頁 14。 



1969 年這 20 年間，他任教於芝加哥大學，這段時期乃是他在學術生涯著

述及桃李滿天下的黃金時期，布魯姆等後來著名的新保守主義者也是在這

段時期受教於史特勞斯。從芝加哥大學退休後，史特勞斯短暫的任教於加

州克萊蒙特男子學院（Claremont Men's College），最後到馬里蘭州的聖約

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任教。史特勞斯辭世於 1973 年。 

 

根據布魯姆的看法，他將史特勞斯的作品及思想區分為三個階段，並

強調在這些階段中，史特勞斯的思想是不斷連續及深化的進行，以下為三

階段之略述：67
 

第一階段可稱為前史特勞斯的思想期，主要代表作為《史賓諾莎的宗

教批判》（Spinoza’s Critique of Religion）、《霍布斯的政治哲學》（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以及《哲學與法律》（Philosophy and Law）。這個階

段的特色是史特勞斯遵循了現代學術的規範及對歷史讀假設為前提，史特

勞斯在那些書籍中尋找解決自己問題的答案，他還沒學會用古人的觀點來

看待那些書籍裡的問題，史特勞斯尚未學會古人理解問題的方式，僅用現

實的標準去衡量古人的問題。也就是說，「他對古代一無所知」。所以他所

寫關於《霍布斯的政治哲學》反而成為他在學術圈中最被認可和最少爭議

的書，但也最不得他的喜愛。 

第二階段的相關著作有《迫害與寫作藝術》（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論暴君》（On Tyranny）以及《自然權利與歷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這階段的重點在於史特勞斯發現了秘傳式寫作（esoteric 

writing），他開使用一種新的眼光來看世界，寫作方式雖然和一般的學者相

去不遠，但對典籍的理解所得出的結論則大相逕庭。《自然權利與歷史》

無疑的是史特勞斯思想集大成的代表作，本書的思想在於論述 17 世紀以

來所興起的「自然權利」和「天賦人權」說所帶來的「歷史觀念」，導致

                                                
67 布魯姆，前引書，頁 17-20。 



西方古典的「自然權利」的沒落。而現代性及其「歷史觀念」的發展最終

會導致「徹底的虛無主義」，也就造成了史特勞斯所說的危機的發生（西

方文明的危機、現代性的危機、當代美國的危機）。因此為了要挽救此危

機的擴大，必須要回歸到古典自然權利的探究，重新尋回一種永恆不變的

價值觀。因此「古今之爭」是這本書裡的重要論點。 

第三階段史特勞斯已經完全拋棄了現代學術的形式與內涵，不再認為

需要做出妥協，或通過當代學術方法和範疇的限定來解讀古代文本，就如

布魯姆所言史特勞斯解放了自己，讓自己能夠像古代作者理解自己般理解

他們，史特勞斯與古代作者展開了對話，如同我們與一位智慧、敏銳的同

時代人探討事物的本質那樣自然。這階段的主要著作有《論馬基維里的思

想》（Thoughts on Machiavelli）、《城邦與人》（The City and Man）以及《柏

拉圖法律篇的談辯與活動》（On Plato’s Symposium）。 

 

二二二二、、、、史特勞斯之哲學觀點史特勞斯之哲學觀點史特勞斯之哲學觀點史特勞斯之哲學觀點 

史特勞斯在少年時就歷經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其成年後所遭遇的

威瑪共和體系的垮台導致納粹極權的統治，這些因素形成其對「西方危機」

意識的啟蒙；後來史特勞斯流亡至美國，在目睹美蘇冷戰的氣氛下，美國

民主社會對自由主義想法的不確定及退縮，引發其對代表當代西方自由民

主典範的美國陷入逐漸陷入危機的疑慮。史特勞斯在《城邦與人》（The City 

and Man）的導論指出：「目前的西方文化已經達至全然的自覺意識…如果

西方世界衰落，則等同於文明社會的所有發展性因而枯竭。」68 而「西方

的危機則在於對自身的目標產生不確定」69 所謂的目標，即威爾遜總統所

提倡的「正義的社會」，70 意即「由自由和平等的國家組成世界聯盟，而每

                                                
68

 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 2. 
69 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p. 3. 
70 Steven B. Smith 著，胡全威、張東揚譯、詹康校訂，「評里奧‧史特勞斯影響美國外交政策之

說」，《政治科學論叢》，第 21 期（民國 93 年 9 月），頁 4。 



個國家的人民，無論男女，也都是自由和平等的」。71 因此在其政治哲學中，

「好壞」、「對錯」、「是非」、「善惡」以及「正義與否」的觀念經常性的出

現在他的論述中，而《自然權利與歷史》則是其思想最為融會貫通及完整

表達自己的代表著作，在本書的導論中，史特勞斯以自然權利的觀念遭受

漠視，進一步導致虛無主義的興起，終將導致自由民主的危機作為討論的

起點。72 在此，概略將史特勞斯的政治哲學進行探討，以檢視其學說如何

與新保守主義產生關聯性。 

 

除了部份著作僅為單純的討論其他哲學家的思想外，史特勞斯多數的

著作總是圍繞著其「西方的危機」、「古典自然權利與現代自然權利」、「虛

無主義」以及「歷史主義」等論述。威瑪共和的失敗導致德國納粹的興起

形塑了史特勞斯對政治哲學的看法，73 以致於往後在深入研究古典政治哲

學時，他以威瑪共和失敗的原因來當成整套政治哲學建構的起點。他認為

西方之所以陷入危機，乃是因為「現代政治哲學」拒絕了「古典政治哲學」

的觀點，也就是在現代政治哲學的觀點下，判斷事情的標準不再是根據「好

與壞」、「是與非」、「對與錯」等標準，而是根據「新與舊」這樣的觀點。

所謂「現代政治哲學」是指馬基維里以降的思想哲學家 74 所建立的「現代

性三波」（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政治哲學，雖然每一個次一波的產

生都開始於對其前一波的批判，但是對於史特勞斯而言這些屬於現代政治

哲學的本質都是相同的，亦即他們都推翻了古典政治哲學的中心主旨－存

在一種永恆堅定不變的價值標準，而僅是根據不同歷史背景下來調整對

「善惡」及「好壞」的辨別，在這樣的「歷史觀念」發展下，「我們越努

力發展理性，虛無主義也跟著更強烈紮根，我們也越無法成為社會忠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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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前註。 
72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p. 1-8. 
73 Anne Norton, Leo Strauss And 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Empire, p.36. 
74 第一波以馬基維里、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等人為代表；第二波以盧梭、康德、黑格爾等

人為代表；第三波以尼采、海德格等人為代表。 



成員」，75「不再能分辨何者為好何者為壞，也不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76 在這樣虛無主義的日益嚴重下，「層出不窮的小危機開始發生」76 這些問

題可以看成各種失序的社會問題以及國家對外政策的失當的最終根源。 

 

爲了避免西方在現代性的危機中民主自由走上威瑪共和失敗的末

路，史特勞斯開啟了「古今之爭」的道路，提出了向古典哲學尋求答案的

研究方式，而他認為「古典自然權利」的內涵就是此爭辯的最終答案。古

典自然權利追尋的是一種符合正義的生活，也是一種符合公共利益的生

活，也是一種出於人性自然符合善的生活，「善的生活就是與人存在的自

然秩序相一致的生活」。77 而「古典自然權利的理論若依其原本的型式發

展，就會等同於最佳政體的理論，…因為什麼是正當的、正義的只有透過

對最佳政體的構想和談論，才會找到答案」。78 最佳政體「乃是所有善良之

人或高尚之士所願望和企盼的目標」，79 最佳政體應該由這些高尚之士來進

行統治。對於回歸古典政治哲學的探討乃是史特勞斯整個哲學思想的主要

課題，也是他認為可以化解現代性危機（西方的危機）的唯一方式。 

 

史特勞斯的學說理論對新保守主義產生極大的影響，一九六○年代以

後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爭辯中保守主義逐漸佔上風，而這股風

潮中有新保守主義教父之稱的老克利斯托等人貢獻良多，而史特勞斯的學

說又影響了許多老克利斯托的主張，學者指出：「老克利斯托的主張被視

為是史特勞斯學說的繼承與具體化」。80 而史特勞斯對「善惡」、「是非」等

                                                
75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6. 
76 Leo Strauss, 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Detroit﹕Wayn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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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o Strauss, 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 p.82. 
77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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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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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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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dia B. Drury, Leo Strauss and America Right(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1997), p.137-138. 

  特別是老克利斯托對於宗教、資產階級、國家主義以及家庭價值等方面的重視，裡頭都有史特

勞斯的看法主張。 



價值的堅持，推崇「精英治理」，肯定美式的民主價值等理念則程度上反

映在目前美國的對外政策中，在所謂第二代的新保守主義者的推波助瀾

下，展現在當前美國外交政策的相關理念中。 

 

本章闡述了新保守主義思潮的歷史淵源，同時亦對美國的自由主義及

保守主義進行說明，原因在於新保守主義並特定時空下獨特的思想，而是

源自美國立國以來源源流長的精神所澆灌下的產物，談及新保守主義，自

然不可免俗的需要探討美國的立國精神，對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擁護亦是

美國人對政治立場上鮮明的劃分。此外，新保守主義的內涵主張分別在社

會文化、經濟以及哲學面的受到其他保守主義的影響，這裡本論文針對保

守主義特定領域代表性的人物及其主張進行討論，期望對新保守主義有更

深且廣的認識。 

 

 

 

 

 

 

 

 

 

                                                                                                                                       
  參考自：胡全威，前引書，頁 217-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