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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書評：Democracy’s Good Name: The Rise and Risks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Form of Government〔民主的好名聲：今世最風行政府之興起

與風險〕by Michael Mandelbaum〔邁可．曼德鮑〕（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 316 pp., ISBN 13978158648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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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曼德鮑（Michael Mandelbaum）教授為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

曾經在美國海軍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等校任教。他至今出版了至少

10本書，包括2002年《征服世界的概念：二十一世紀的和平、民主與自由市

場》（The Idea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Peace,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s 

in the 21st Century）、2006年《巨人的盒子：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政府如何受

到歡迎》（The Case for Goliath: How Popular Acts as the World’s Government in 

the 21st Century）等。曼德鮑教授目前是美國首府華盛頓市約翰霍普金斯大

學（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等國際關係研究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講座教授，他同時擔任該學院美國外交政策研究部主

任。這本《民主的好名聲：今世最風行政府之興起與風險》則是他在2007年最

新的一本力作。

現代史見證了上世紀的最後四分之一，是民主國家增加最快速的時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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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民主政府的增加，成為最引人矚目、最具影響力的發展。在1900年時，全球

僅有10個民主國家，到了1975年時也不過30國。二十世紀結束之際，民主國家

的數目增加到了120國，佔全世界190餘國的泰半。由此看來，民主政治似乎已

成為全球最受歡迎、最風靡的政治形式。

民主政治並非一開始即受此待遇，民主國家的數目是逐步增加的，它的普

及不過是上世紀後半的事。在上個世紀最後的25年裡，民主獲得讚賞、景從、

與支持，民主價值得以伸張，使它得到好名聲。但隨之而來的，則是許多對民

主的猜忌和抵制，在民主價值擴張的年代，出現了全球性的困難與危機。為什

麼一些重要國家始終拒斥民主政治？曼德鮑說，民主價值既然已經風行，為什

麼「不民主國家」（undemocratic countries）從西方民主國家引進自由選舉，仍

衍生政治壓迫與大規模血腥屠殺？為什麼美國輸出民主常以失敗收場，甚至引

來悲劇性的反效果？在這本書裡，曼德鮑都有詳盡的解說。他想法新穎，不落

俗套；他講授美國外交政策，從美國革命、民主價值的勃興、冷戰的過程、直

至美國出兵伊拉克，都有獨到的見解。這本書讀來流暢、全面，因頗多驚人之

語，更能發人深省。

根據曼德鮑教授的說法，自由（個人不受拘束）與人民主權（人民治理）

是民主最基本的元素。進入十九世紀時，民主這個詞彙僅指涉後者，人民的自

由原本不受注視，政府甚至常因標榜人民主權，而傷害個人自由。私有財產、

宗教自由和個人權利的保障，也一直要到美國憲法前十條修正案通過之後，才

得到完全尊重。自由與人民主權是不可分的，倘若僅有人民主權，卻不給個人

自由保障，是相當危險的，稍不注意，便容易出現假借民主之名的多數暴力，

甚至獨裁，民主亦將蕩然無存。在過去，多數票選的獨裁者常以不同的方式，

諸如壓迫、驅逐或暗殺，鼓動多數族群或宗教團體壓迫少數族群，造成重大危

害，甚至大規模的暴力衝突。幾十年來，從執政者來說，人民主權比自由容易

達成，但單有人民主權，只能算部分民主（partial democracy）—部分民主是不

穩固的，只有人民主權與自由兼備，民主政治才能發揮優點。民主浪潮席捲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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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即標舉著兼顧自由與人民主權，才使民主在今日「贏得了好名聲」。

民主制度在英國濫觴，事實上英國的民主發展是流過血的，其過程是英國

的皇室逐步讓出了自己的權利，先是給國會更大的權力以制衡皇室，國會再找

人民的力量予以支持其維繫。民眾私有財產的保障，使人民不必仰政府鼻息，

產生了自尊與力量，能向政府表示自己的意見，甚至結合市民團體合力反對。

英國之後，美國進而提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日後其民主制度與英國相

較，毫無遜色。

在私有財產獲得保障之後，普遍選舉權的爭取接續地成為優先議題。普選

鼓舞民眾積極參與，是構成人民主權的主要內容。土地常是財富的象徵，土地

的所有權過於集中，則社會貧富差距拉大，貧窮者比比皆是的國度，孕育不了

民主。有些國家早已注意到土地在經濟上的意義，因此力行土地改革，為日後

的民主政治創造穩固的條件。作者舉出日本、南韓和台灣做為例子，說明成功

的土地改革與健全民主政治緊密關連。

作者也提到，美國與英國之間，有歷史淵源，他們在國際事務上合作，兩

者彼此學習，有時更是一種競賽，民主政治的內容粲然大備。蘇聯、中共與東

歐共產國家，雖然也自稱為「人民民主國家」，但他們都是「名義上的民主」

（nominal democracy），人民並無實際權利參與政策制訂，更無權制衡政府施

政。他們的領導人的合法性或許建基於「人民主權」，卻吝於釋出自由，對內

壓制、對外用武，甚至藉衝突與戰爭危害世界政治。

作者闡釋，民主價值獲更多國家認同並非朝夕所致，且並非只需憲法作為

展示，更重要的是需要機構以施行這些理念。民主政治需要立法機構、政府官

員、成熟的法制，優秀的法官、律師、檢察官與警察，以及負責的政黨來推薦

公職候選人，在國會中俾闔得當，倘缺乏其中任一個，都無法確保成熟的民主

政治。民主鞏固也需要時間，施行民主政治，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教育與實踐。

幸好自由與人民主權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加以交通便利、媒體效力無遠弗屆、

網際網路傳輸進一步推波助瀾，民主價值廣播，已沛然莫之能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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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用「藉助於外力的民主」（Democracy from Without）跟「內力牽引的

民主」（Democracy from Within）來說明民主的發展過程，兩相對應，方知兩

者相輔相成。民主價值廣為擴散，相當部分是受到現代科技的改良，使各國

距離拉近，各國民眾相互認識，使民主價值受到歡迎，更使不民主國家普受壓

力，獨裁者施政難以為繼。不同國家的互動因示範效果（demonstration effect）

而出現扈從（bandwagon），在有利的因素交互作用下，民主政治得以風行。

至於「內力牽引的民主」，說的則是自由經濟的作用。採自由經濟的國家

相信人民的判斷與能力，整個社會由於尊重私有財產生意盎然；反之，專制國

家拒斥自由經濟，某些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亦復如此。以中共和蘇聯而言，不

相信人民，政府權力被無限擴大，壓縮了民權。私有財產制被取消，連帶地自

由選舉同被剝奪。共產政府侈言市場經濟造成自私與不均，卻常規避政權的專

斷與壓制，導致了萬馬齊瘖。自由經濟使人民致富，民主政治因此常跟富足是

孿生兄弟。為了保障私有財產與個人自由，政府力量出現了節制，形成了「法

制」（rule of law）的觀念，這是民主的基礎。富足的經濟又使民眾願意參與政

治活動，市民社會鞏固，代議式民主於焉形成。

作者花了相當篇幅談論民主與和平的關係。他認為以民主方式治理的國

家，在外交事務上比較和平，較少攻伐惡鬥，認為這是「國際關係上一項可驗

證的定理」。作者說明在二十世紀前期仍有許多戰爭，到了最後幾十年、特別

是最後十年，戰爭次數極少，世界相對和平，這跟民主價值的廣泛發揚有密切

關係。他又說，上世紀後半，殖民主義退潮，減少了民族衝突，各國轉而重視

經濟發展與國際貿易。國際和平必須是先決條件，因此對國際貿易的熱望，也

進而推動世界的和平。弗里曼（Thomas L. Freeman）亦認為在全球化的時代

裡，國際貿易即是「避免衝突的供給鍊理論」（supply-chain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Friedman, 2005:419-29）。作者用印度與中共關係，說明這兩國過

去曾有軍事衝突，但在共創經濟繁榮的前提下，力圖和諧共處增進合作，就不

容易發生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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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戰爭果真發生，對民主絕不是好事。因為一旦與他國衝突，將減損國

人對幸福福祉的注意。在戰時，為了作戰，許多人民自由權利將被凍結。戰爭

有時更使獨裁者便於掌控權力。因此，戰爭只對不民主國家的執政者有好處，

對愛好和平與安穩生活的人民，反而一無是處。作者也闡釋，民主國家比較能

採納不同的聲音，少有民眾使用暴烈手段表達政治訴求，也少有恐怖主義份子

藉故滋事。

作者在最後一章預測民主的未來。他認為美國雖以提昇民主為職志，但美

國的作法包括推翻伊拉克及駐軍，都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原因是美國在中東得

不到支持，所以會事倍功半，理由是民主並非一蹴可幾。人民主權可以短時間

樹立，但是自由（liberty）卻難求近功。如要推廣民主，不如讓當地國家先富

裕起來，等到經濟壯大之後，當地人民自然會嚮往先進國家的例子，建構民主

政府了。這樣的道路雖然迂迴，卻最有成效。作者觀察俄國，認為俄國現在是

假民主，中共則根本離民主還有大段距離。雖然如此，作者仍認為俄國與西歐

為鄰，中共與台灣為鄰，有民主國家作為範例與借鏡，他們轉變的步調雖然緩

慢，卻是有希望的。至於阿拉伯國家拒絕政治改革，阿拉伯世界的皇室則相濡

以沫彼此聲援，因此他們並無相同文化背景的民主國家作為借鏡，民主前景相

對黯淡。

處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美國、西歐和日本等先進民主國家，有更多的責

任做出良好示範，但對待他國往民主過渡，則不應操之太急。先進國家的民主

制度有防疫性，千錘百鍊不輕易隳壞，但必須加深其精緻性。不給人壓迫，才

會讓人心悅誠服。立足於此，方能如作者所說，民主仍會維持著好名聲，被世

界歡迎、羨慕與仿效。



Vol. 6, No. 1 / March 2009

212  《臺灣民主季刊》第六卷，第一期 (2009年3月)

參考書目

Friedman, Thomas L. (2005).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