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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致其一生反思人類政治共同體的

政治失序問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身處奧地利的他，切身體驗納粹政治意

識形態與種族主義影響下的生活。由此感觸而生的《種族與國家》和《種族觀念思

想史》，是對十九世紀以來種族理論的破壞性批判。沃格林早期既有的科學主義批

判精神，以及深受韋伯影響而具備的價值自由觀，將種族理論切割為二，分為科學

理論與政治觀念，以明確界定二者之別。在種族科學理論一方，沃格林從語源學的

意義追溯與哲學傳統中的身心二元問題，分別解構種族科學不言自明的迷思與重構

種族科學的理論根本出發點。他對於達爾文主義的物種進化論提出了質疑，並且大

力批評當時盛行一時的優生學種族科學論述。在種族政治觀念的另一方，沃格林將

種族轉化為人類政治共同體意義之多種來源之一。他從中世紀基督宗教時期的政治

觀念及其對人之原初圖像的構想中，以及人類歷史經驗的變化過程中，推論與證成

現代人的種族觀念究竟何以產生的源頭。 

 

關鍵詞：沃格林；種族；種族主義；科學主義；政治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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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rror! The horror!”1 

-Joseph 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1899)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是德裔美國政治哲學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

1985）對種族科學理論之批判，以及對種族政治觀念的闡述。主要體現其觀點的核

心著作是出版於 1933 年的《種族與國家》（Race and State; Rasse und Staat）和《種

族觀念思想史：從雷到卡魯斯》（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From Ray to Carus; 

Die Rassenidee in der Geistesgeschichte von Ray bis Carus）此二書；此外還有三篇先

後發表於 1934 年和 1935 年的論辯性短文2，以及他流亡美國期間在 1940 年於《政

治評論》（The Review of Politics）期刊上刊登的單篇論文〈種族觀念的成長〉

（The Growth of the Race Idea）。 

沃格林的學術主張所一以貫之，想以超脫任何學派和政治意識形態立場的哲

學視域，更客觀地去反思和批判他所研究的對象。3 在《種族與國家》和《種族觀

                                                           
1 小說人物 Kurtz 臨終前的話語，不僅僅是暗示他最終自覺在殖民地剛果究竟對原住民犯下了多大

的惡行。正如人們對種族滅絕的事後驚訝，當我們直到最後才發現這些惡行時，那已是無法挽回

的、令人震撼的恐怖。Joseph Conrad; P. B. Armstrong (ed.), Heart of Darkness: A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5th ed.) (N. Y.: W. W. Norton & Company, 2017), p. 69. 
2 “The Race Idea and Science: a Clarification” (1934), “One more ‘Race and State’ in Political Science: a 

rebuttal” (1934), “Race and State” (1935). 
3 1979 年 4 月 4 日，David Cole 親身聆聽過沃格林的講課，指出：「我發現，沃格林和他的追隨者

們都拒絕任何扣在他的思想上的標籤；他的思想是一種高踞於所有政黨與意識形態之上的『永恆哲

學』（perennial philosophy）的復活。」儘管在 David Cole 看來，沃格林多少還是染上保守主義的

色彩，然這主要涉及他本人對沃格林的另一類看法。見 David Cole,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Eric 

Voegelin and his Followers: A Criticism of the Voegelinians (N.Y.: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8), p.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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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思想史》這兩部著作中，沃格林也秉持同樣的批判精神，所針對理論對象是在

1930 年代或更早以前盛行於歐美國家知識份子與社會大眾之間的種族理論論述。

沃格林首當其衝所要批評的對象，是種族理論內部核心的科學主義（Scientism）傾

向，其被視為一種僵化的思考方式。此種科學主義傾向的思考方式，自十九世紀以

來就被種族科學理論家不加反省地廣泛應用於他們對種族經驗現象的意義解讀、內

容界定和認知建構的過程之中。藉此契機，他試圖要提出另一種有別於科學概念的、

作為政治觀念的種族學說。 

有關種族觀念的闡述，最初是沃格林欲重新建構當時的國家學說（Staatslehre）

4這一宏大計劃中的一部分5。遺憾的是，該計劃無從實現。他對種族科學理論的批

判，以及對種族觀念鞭辟入裡的討論，僅止於這兩部著作。不過，他首次提出之政

治觀念一說，在其晚年則成為他政治哲學論述核心之一，在未完成的一系列《政治

觀念史稿》（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中有更為詳盡的論述。6 

在如今的二十一世紀初，我們何以要對這一名 1930 年代的哲學家所作出的科

學主義批判，以及種族觀念加以討論呢？為了回應這個問題，首先需對現當代種族

議題的學術境況與歷史脈絡進行回顧，從中合理地建構本文的問題意識和研究視角，

希望能藉此揭示沃格林的理論以及它對當前種族議題的研究價值。 

 

                                                           
4 德文 Staatslehre 被意譯為 Political Science（政治科學）或 Theory of the state（國家學說），然與

英美政治思想傳統不同，德國的 Staatslehre 自 1871 年德意志帝國建國以來一直都被視為國家法理

論的附屬品，更明確而言，是法律學的分支。見 Klaus Vondung,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Eric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in Paul Caringella, Jürgen Gebhardt, Thomas A. Hollweck, Ellis Sandoz & etc.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2)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xi; 沃格林本人則是認為 Staatslehre 中的根本問題是對法律現象（Rechtserscheinung）的正

當化。Ibid, pp. 2-3. 
5 Ibid, p. 1. 
6 1958 年，西德左翼圈子的一些學者從未認真閱讀著作本身，卻因書名《種族與國家》或《種族觀

念思想史》就批評沃格林有法西斯主義的傾向。「需要用上了一代讀者的時間，才能發現沃格林有

關種族之論著的學術重要性。」見 Manfred Henningsen, “Eric Voegelin’s Deconstruction of Race in 

1933” (2014), in M. Beyer, J. Lara & E. Zimmerman, Graduate Faculty Philosophy Journal (Vol. 35, No. 

1-2) (New York: The New School, 2014), pp. 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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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當代種族理論向多元文化主義的演變 

「種族主義」作為一種排外性質和自我中心論的心理狀態，在不同的社會和

文化族群之中，往往對於謀求和諧關係形成主要的障礙。自十五-十六世紀大航海

時代以來，與種族議題有所關聯的學術思想、理論，以及各世代學者對於相關日常

論述、歷史書寫與遊記性記錄的解釋模式，是隨著時代的變化並行，相應於時局的

變化而演變。在十九-二十世紀交接之際，激進種族主義理論思想家的主張，被有

意圖者挪用至政治理論和實踐領域，以服務於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並且與當時的

民族國家（nation states）在本國內對異族政策的推行和排外行動有著重重糾葛的關

係。 

參照英國社會學家 Les Back 和 John Solomos 在《種族和種族主義理論》

（Theories of Race and Racism）一書中有關種族理論思想發展的引述，有助於讓我

們進一步理解以上所述的實質意義。他們在文中尤其強調兩位來自不同世代的權威

學者，他們曾對即將到來的新世紀所可能面臨的重要難題作出了斷言——十九世紀

末的美國社會學家 W.E.B. Du Bois（1868-1963）在 1903 年曾指出：「二十世紀的

難題是色線（colour line）7的議題——在亞洲、非洲、美洲及海洋諸島上，深色人

種與淺色人種之間的關係。」8 而在近百年以後，英國文化理論家 Stuart McPhail 

Hall（1932-2014）則是判定：「二十一世紀所面臨的問題是，與差異共存的能力

（the capacity to live with difference）」9。透過對此二斷言的觀察，我們可察覺種族

理論的核心問題因歷經時代的劇變而轉移了焦點。 

在 Du Bois 世代的社會現實中，「色線」最初針對的是在南北戰爭以後的美國

社會中，仍然持存許久的種族隔離現象，所涉及的問題是白人對其他種族的排斥；

在當時，各種族之間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在於，人們如何去面對在政治體制中擁有主

宰權的種族，如何應對他們通過建制化模式來宰制其他種族？當某一種族以種族優

                                                           
7 「色線」（colour line）所指的是傳承性的膚色，line 在此有 lineage 之意。 
8 Quoted in Les Back & John Solomos, “Theorising Race and Racism” (2000), in Les Back & John 

Solomos (eds.), Theories of Race and Racism: a Reader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4-5. 
9 Quoted in Ibid, p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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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論為其體制正當性的來源時，它即可通過現存的政府行政和法治權力，去設限、

排斥、甚至是排除另一個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種族。這類政治行動尤其在納粹德國統

治期間，對少數族群帶來嚴重的災難。10 然而，在 Stuart McPhail Hall 的世代，所

謂與差異共存的能力所確指的問題是：如果個人要堅持以某一種族作為其族群身份

認同的歸屬；他又該如何與同樣堅持另一種族身份的個人或群體，達成一種相互交

流、容忍和共存的狀態？不同種族身份共存於同一個共同體之中，他們要如何在各

自的文化、經濟活動與宗教信仰等獲得保存的前提之下，相容地實現和諧共存？ 

在 Du Bois 和 Hall 的世代間，種族理論思想的發展基本上可簡要地被分為三

段時期：第一階段：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盛行於歐陸的種族優越主義（race 

supremacism）11和種族主宰論（racial domination）12，以及當代有識之士反對前二

者之主張的論述——他們所預設的理論前提，尚未能突破來自十九世紀初自然科學

的研究成果對種族認知的滲透；第二階段：在兩次大戰以後的二十世紀中葉，種族

滅絕（genocide）的災難性局面引起了不同學界人士的反思，尤其是生物學、人類

學、考古學和文化學的權威，以當時已發現的較為全面的科學資料，重新奠定人們

對種族議題的認知框架；嘗試在種族理論界線的界定和意義詮釋上進行重構與理清；

第三階段：在二十世紀末所普遍盛行的另一種主張，則是承繼前階段思想結晶的

「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思潮。 

                                                           
10 種族主義絕非現代史中的新鮮事，但它卻在納粹德國統治時期，透過對現代工業化與官僚體制的

極佳運用，最高效率地具現化對於異族的敵對行動。近現代史研究權威 Jürgen Osterhammel 根據所

採用之手段，將種族主義的不同變種區分為四種： 

（一） 形成次等人種的壓迫性種族主義； 

（二） 形成限制區的隔離性種族主義； 

（三） 封閉民族國家邊界的排斥性種族主義； 

（四） 消滅「種族敵人」的滅絕式種族主義。 

滅絕式種族主義即是納粹種族主義所達到的極點，遠遠超越前三種種族主義所仍有的人性界限。見

Jürgen Osterhammel 著，強朝暉等譯：《世界的演變：19 世紀史》，第三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2016），頁 1557。 
11 筆者以此作為對一切優越主義之總稱，因在這一術語之下，可根據不同族群文化的背景而分為白

人優越主義、黑人優越主義、阿拉伯人優越主義等。 
12 種族主宰論更強調的是一方對另一方的主宰，譬如某一機制（包括法制、政治機構和文化生活

等）有系統地對另一種族實行其政治權力以將之歸類為「不正常」的群組。見 M. Desmond & M. 

Emirbayer, “What is Racial Domination?” in Du Bois Review, 6:2 (2009), pp. 34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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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戰結束之前夕，美軍第四裝甲師於奥爾德鲁夫（Ohrdruf）首次發現集中

營，揭發了納粹德國在其統治地區內設置集中營與滅絕營以實現其種族滅絕之政治

意識形態的理念。其中以奧斯維辛的慘狀最具衝擊力，深切地引起了人們對種族議

題的進一步關注。在當時較為人所知的是聯合國組織的工作，1945 年正式成立之

後，首要的任務就是擔起其前任者——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國際責任，

肩負起對種族課題之疏忽與缺乏理解的責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13）通

過召集學者戮力從事研究工作，嘗試再次認識和重構有關種族議題的合理認知；旨

在重新奠定具有普遍性的新教育方針，將之提升為普世性的價值觀，以向新生代傳

達正確的種族理論知識。1949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大會通過三項決議，旨在「研

究和收集有關種族問題的科學資料」、「廣泛地傳播所收集的科學資料」以及「準

備基於這些資訊的教育性活動」14。 

來自人類學、社會學和自然科學界的學者15於 1950 至 1960 年代期間聚集在其

旗下，共同探討並重新界定種族概念及其界限，並發表了多篇相關文章。面對種族

偏見所造成的災害，聯合國教科文組的學者們明確指出在當時的種族概念上存在著

極大的混亂，以至於任何去除偏見的活動在謹慎準備好以前都無法有效地進行，因

而澄清這一爭議課題的科學定位成為了這項學術工程的重要基礎。16 自從非確定性

的自然科學、生物學證據作為種族優越理論的基礎，這樣的觀點被拒否以後，對種

族議題的探討開始轉向更為廣闊的視域17，知識份子嘗試從各種不同社會面向去探

                                                           
13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14 UNESCO, The Race Question (Paris: UNESCO, 1950), p.1. 
15 根據筆者統計，UNESCO 最初發表的《種族問題》（The Race Question，1950）是由一位政治家

和七位個別從事心理學、人類學、民族學和社會學研究的學者完成；翌年發表《關於種族的聲明》

（Statement on Race，1951）的十四位學者，其中五人分別從事人類學及民族學研究，九人則是來

自自然科學中的生物學與其分支遺傳學、動物學、解剖學，以及作為應用數學方法之生物統計學的

研究學者。見 UNESCO, The Race Question, p.11; UNESCO, Statement on Race, (SC. 51/WS/111.69) 

(Paris: UNESCO, 1951), p. 5. 
16 UNESCO, The Race Question, p.2. 
17 本文使用「視域」一詞為英文的 Horizon。筆者予以借用史學家 Jean Favier 的用法：培育人類的

正是「視域」（日文譯為「地平」），無論是水平線還是稜線、可見的還是想象的、現實的還是夢

想中的。Jean Favier 是從經濟人的角度，談論個人是如何在受制於時間和空間的前提下，在其自然

的視域中去認識世界，走向世界和與世界聯接。本文藉此想強調的正是這種個體人類存有者的局限

性，個人在其所可觸及的政治現實、日常生活和所見所聞中，終究不能完全脫離已被強加於他身上

的固有框架，無論是沃格林還是十九世紀時期的種族理論家，皆為如此，後者正是因此而認定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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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種族議題在政治社會議題中的核心地位，個別提出種族在當前社會、文化衝突中

所扮演的是怎麼樣的重要角色。 

緊隨帝國勢力之衰微而興起的獨立、反殖民主義的熱潮，以殖民、被殖民經

驗的歷史書寫和文學論著為參照點，學者們開始在後殖民時代思考脈絡下，反思這

段經歷如何促使帶有科學主義傾向的種族理論與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產生關聯。同

時，他們也在思索的問題是，後殖民時代的獨立國家除了要面對國家被殖民的歷史

書寫之外，也要面臨因殖民宗主國的操作而殘留下來的多元種族與文化之間的衝突。

在 1960 年和 1970 年代發生於英美國的民權運動、社會動蕩及文化民族主義

（cultural nationalism）的興起，則又掀起了一股新思潮，促使當時的知識份子對種

族關係（race relation）的討論及種族政治（politics of race）的重塑。在 1980年初，

一批新論著的出爐所密切關注的問題，仍然是至關重要的種族理論界限之界定。如

接受新馬克思主義方法的 Robert Miles 認為種族不過是掩蓋經濟關係之事實的意識

形態功用，此外也有者直接認定，所謂種族之間的衝突不過是白人上層階層對黑人

或其他種族之下層階層的剝削。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種族和政治組

（CCCS18）所出版的《帝國反擊》（The Empire Strikes Back）更為重視的是種族被

建構為社會和政治關係的複雜過程，同時首次深入探討在種族關係中所存在的性別

及性別歧視問題。19 女性主義者，尤其以黑人女性為主，提出要以作為少數的、被

壓迫的黑人女性經驗為中心，從性別的角度來看待種族和種族主義之議題。這股自

1980 年代以來興起的另一股潮流，實際上也開始觸及了有關種族作為個人之身份

認同的問題。 

在種族化過程（racialisation）和性別關係的研究中，Avtar Brah 在〈差別，多

樣性，差異化〉（Difference, Diversity, Differentiation）中首先提出當前的核心問題：

「無論這一概念（種族）多麼空虛，『種族』仍舊很顯然地是社會差別的不可根除

                                                           
主義傾向的種族理論論述是理所當然的。見ジャン・ファヴィェ著、內田日出海訳：《金と香辛

料：中世における実業家の誕生》（東京：株式会社春秋社， 2014），頁 7。 
18 Race and Politics Groups of 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19 Les Back & John Solomos, “Theorising Race and Racism”, in Theories of Race and Racism: a Reader 

(2nd ed.), p. 7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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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記」。20 藉此衍生出的詮釋在於，當種族作為社會差別的標記時，所指的不再

是上一世代種族議題的討論模式，即認為在同一政治共同體之中，會有某一種族是

否對另一種族有絕對優越與主宰權的問題。不過，種族優越感仍在人們的潛意識之

中，所以尚是種族議題及種族理論的重要問題。但是就在 Avtar Brah 所言的此時此

刻，種族這一社會差別的標記不再承繼科學主義的生物學觀點，所涉及的更多是人

與人之間在「A 種族」或「B 種族」的個別身份標記之下，其之間所存在的性別、

階級、文化、經濟或宗教等差異的問題。這正是多元文化主義思潮所固守的立場。 

多元文化主義種族理論觀點所標識的是，種族理論正從生物學層次結構

（biological hierarchy）過渡向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21的論述，強調的是

多元化（pluralism）和多元社會，重視政府在社會政策的政治實踐中對少數群體的

重視。亦即是說，更直接關注有關少數和多數族群之間大小衝突的多種面向，如文

化差異或權利分配問題這類的議題。長年從事多元文化主義之研究的 Will 

Kymlicka 在《少數的權利》（The Rights of Minority Cultures）序中曾指出： 

少數和多數環繞著諸多課題如語言權利、聯邦制和區域自治、政治代

表、宗教自由、教育課程和移民政策等而陷入長時期的針鋒相對，而

化解其中的衝突正是民主制度所面臨的最大挑戰。22 

他在《當代政治哲學導論》中也进一步指出，當國家的民族建構將導致少數團體被

邊緣化的危機時，他們雖然有選擇採納哪一種應對策略，但是卻都離不開國家在一

定程度上的包容。23 多元文化主義強調不同種族、民族之文化皆有其各自的獨特性

這樣的觀點，為此而必須要探討如何通過政府政治決策，以採取更能被多方所接受

的公共政策，以在某一國家內部，尤其是多元種族、民族的公民社會中推動不同文

化之間的相互尊重與寬容。為了減少論述觀點所可能產生的摩擦，多元文化主義者

                                                           
20 Avtar Brah, “Difference, Diversity, Differentiation: Processes of Racialisation and Gender” (1993), in 

Les Back & John Solomos (eds.), Theories of Race and Racism: a Reader (2nd ed.), p. 503.  
21 與此並行的是價值相對論（value relativism）和相互容忍（mutual tolerance）這樣的詞語，成為美

國戰後自由主義者對社會與文化差異的社會政策回應。見 Kenan Malik, The Meaning of Race: Race, 

History and Culture in Western Society (N. 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69. 
22 Will Kymlicka, The Rights of Minority Cultures (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 
23 Will Kymlicka 著，劉莘譯：《當代政治哲學導論》（台北市：聯經，2003），頁 45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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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現出社會差異時，甚至不再單純使用文化或種族，而是「族群」（ethnicity）

這一在戰後才出現的專有詞彙。 

 「族群」更直接地去除了「种族」所涵括的任何生物學意義上的分類模式。

當今的知識份子也更多地是指文化意義上的差異，或區別地使用「族群」這一詞彙，

24 在用詞上分化為「族群身份」（ethnic identity）和「種族身份」（racial identity）

的不同敘事模式。基於對種族科學理論的反省，筆者希望就「種族身份」這一議題

進行說明。因為，無論是在日常用語，還是歐美國家與西方以外之國度的居民們在

身份識別的用途上仍然不乏以生物學意義（膚色、頭顱骨形、鼻子形狀）的使用作

為前提，這種身份識別所造成的衝突至今仍然普遍發生，尤其頻繁發生在被譽為文

化大熔爐的美國。由此可見，人們尚未擺脫以「種族身份」為自我身份辨別的思維

模式。 

 

二 「種族身份」論述及其問題 

所謂「種族身份」，所指的是一種基於個人選擇所要依據的、在一特定種族

之中所享有的歷史遺產而持有的主觀認知，所自認為感受到的群體或集體身份。25

視「種族身份」為自我身份與認同之根基之一，並因該身份建構所依據的種族群組

而引以自豪的優越感，此並非二十世紀嶄新的事態。然在世紀初始，因戰事而湧現

的大量難民，卻催生了直至今日，每當共同體面臨困境時，不去深究事實與否就將

問題的罪責轉嫁給異於自己的種族或族群的難民。 

大量合法/非法移民的流入，或是少數族群與多數族群之間的衝突等當前的熱

門話題，總是蘊含著身份之間的摩擦。二十世紀初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蘇

俄共產革命的紅白軍內戰，首次在現代世界中導致大量難民群的出現。在當時，難

民們和本地居民之間所可能牽涉的身份衝突，多是民族身份或政治身份（譬如民主

                                                           
24 Malik, The Meaning of Race, p. 174. 
25 D. C. Kornegay, Racism and Racial Identity Development: the Aspects of Counselling (Saarbrücken: 

VDM Verlag Dr. Müller, 2007), p. 22. Originally cited from J. E. Helms, Black and White Racial Identit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90),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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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與共產主義）。在美國，現代「種族身份」間的衝突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末。從

那時至 1930 年代經濟大恐慌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大量難民湧入並逐漸融

入美國社會。但其「種族身份」依然與本土人的身份認同產生衝突，間接促使政治

保守派日益增強的反彈。據統計，在 1880 年代移民美洲的人數，竟從先前之每年

二十五萬人翻倍為每年五十萬人。26  

以猶太人為例，他們於 1848 年德意志革命期間，本想透過法蘭克福國民議會

達成猶太人解放的訴求，因議會被鎮壓且革命失敗，掀起了移居美洲尋找新天地的

潮流。27 他們不得不和其他來自東歐和南歐的農民在這片新天地面對來自美國白人

保守主義者的排斥眼光。甚至是著名的 Henry Ford（1863-1947）和 Thomas Edison

（1847-1931）28，都曾對猶太難民的到來和對美國經濟生活的介入深感不快，前者

還撰寫了《國際猶太人》（The International Jew）的反猶太主義著作，也曾和納粹

黨的經濟聯繫有所瓜葛。在 1920 年代活躍於好萊塢影視界的猶太演員，認為對猶

太人的排他性在一般民眾家庭生活中是普遍的且令他們深感無可奈何的事實。29 甚

至在納粹政權以遣送集中營和驅逐出境的手段開始迫害國內的猶太居民時，猶太難

民即使想逃難至國外，如英法美三國、英殖民地巴勒斯坦、瑞士、斯堪的納維亞半

島諸國等，也必須面臨由該國政府所設下的移居限制和條件。30 駭人耳聞的猶太人

大屠殺（Holocaust）被揭示以前，反猶太主義實際上普遍流行於西方諸國。他們

不僅是基於反猶太主義而拒絕猶太難民的引入，甚至相信當時普遍流行的陰謀論。

諸如錫安長老會紀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1903）等的偽造文件和謠

言，指控猶太民族最終會主宰所有國家的經濟命脈。 

如上所列舉，難民的「種族身份」在美國是白人至上主義對持有非白人身份

的排斥和衝突的原因之一。較之於一度在民權運動期間獲得發言權的黑人，難民的

                                                           
26 Jonathan Peter Spiro, Defending the Master Race: Conservation, Eugenics, and the Legacy of Madison 

Grant (Burlington: University of Vermont Press, 2009), p. 11. 
27 大澤武男著：《ユダヤ人とドイツ》（東京：株式会社講談社，1991），頁 87-89。 
28 見日本放送協会（NHK）：新·映像の世紀（第 2 集）：超大国アメリカの出現・グレートファ

ミリー 新たな支配者（2015 年 11 月 29 日）；新·映像の世紀（第 3 集）：第二次世界大戦・時代

は独裁者を求めた（2015 年 12 月 20 日）。 
29 日本放送協会：新·映像の世紀（第 2 集）。 
30 大澤武男著：《ユダヤ人とドイツ》，頁 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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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身份」無論是在美國還是歐洲，仍然是持存的政治、社會議題，也成為當代

民粹勢力崛起和新右翼勢力擴展的政治口實。2013 年，美國社會學家 Russ Long 在

討論種族與民族不平等問題的文章中提及： 

當代美國社會中的經濟問題成為了種族暴力的催生劑，尤其是大量移

民的存在（以西班牙裔為主，如古巴人、墨西哥人等），儘管他們實

際上強化了社會結構，移民們仍然成為社會問題的代罪羔羊。
31 

可見這一身份衝突的因素即使在種族清洗被揭發於世之後，仍然未能根除，依然發

展至今。 

2016 年 10 月，英籍加納哲學家 Kwame Anthony Appiah 在一次談論民族主義議

題的 BBC 瑞思講座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種族和民族（nationality）都同樣是造成致

命性分裂的社會發明物（social inventions）。他直接地批評說：「種族身份不過是

生物學的瞎扯（biological nonsense）。」32 所謂瞎扯，指的是： 

當你想要試著去說，白人的「白」（這一屬性）和黑人的「黑」（這

一屬性）在科學上實際上究竟是意味著什麼，那麼你基本上就無法能

說明到底什麼才是真的，或甚至會連一點合理性都沒有。
33 

他所表達的是當代學界對生物學/科學主義種族論述的指責所擁有的共識。在他看

來，這一指責至今仍然是成立的，但當前的問題是，「在社交上，人們總是會使用

它們（黑、白），在其中，似乎看起來有什麼是實在（solidity）而非空虛的。」34

雖說在教科書中，或在學術界的討論中，人們都自明地不會去接受前述所言那種基

於科學主義的種族論述，但是 Appiah 指出： 

                                                           
31 Russ Long, “Contemporary Trends and Issues in U.S. 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s”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dmc122011.delmar.edu/socsci/rlong/problems/chap-08.htm.  
32 H. Ellis-Petersen, “Racial Identity is a Biological Nonsense, says Reith Lecturer” (October 18th, 2016). 

retrieved from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6/oct/18/racial-identity-is-a-

biological-nonsense-says-reith-lecturer. 
33 Ibid. 
34 Ibid. 

http://dmc122011.delmar.edu/socsci/rlong/problems/chap-08.htm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6/oct/18/racial-identity-is-a-biological-nonsense-says-reith-lecturer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6/oct/18/racial-identity-is-a-biological-nonsense-says-reith-lect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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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談論種族的方式簡直是顛三倒四…種族是一種身份的形式，

被普遍應用於全世界，每個人都被預設要持有一個（種族身份），無

論你是誰或你在哪裡，它都會對你有所意義。從生物學來看，這是胡

說八道。35 

他最後終結說，「我們當下所要面臨的危機，是植根於對身份在道德上和知性上的

混亂。」36 Appiah的論述是值得進一步進行深層討論，但筆者希望藉此予以衍生出

的問題是，在這樣的表述之下，需要理清的是，是什麼原因在支撐著一般民眾對於

「種族身份」的有意識或潛意識中的認可與接受？又是什麼建構起了「種族身份」，

以至於每個人在公共生活和言語中仍然堅信它？ 

Michael Banton 身為社會學研究者，在《種族理論》中對當前從社會建構切入

探討種族議題這一視角的梳理，有助於理解上述的疑問。人類個體在其成長和社會

化的過程中，認識了他所身在其中的社會及其環境，同時也會發現人們是怎麼被分

類或區分開來。37 舉例而言，在社會中普遍可見的分類，有男女之別（性別）、上

中下貧富階層（階級）、國家民族和宗教等。而在多元族群文化的社會中，種族的

分類更因明顯的外觀（膚色、髮色、鼻形等）而顯而易見。為了判定自己究竟是屬

於哪一群組，以在公共生活中尋得自己的歸屬，人自然而然地在社會化過程中就有

不同的分類，而賦予自己一個身份（性別身份、種族身份等）。因此，種族在此是

作為社會建構的一部分——即使如 Appiah 所言，從生物學來看是瞎扯——是人在

日常的社會化過程中，自明而未經深思的日常行徑。38 因為，社會建構的材料「就

                                                           
35 H. Ellis-Petersen, “Racial Identity is a Biological Nonsense, says Reith Lecturer” (October 18th, 2016). 

retrieved from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6/oct/18/racial-identity-is-a-

biological-nonsense-says-reith-lecturer. 
36 Ibid. 
37 Michael Banton, M, Racial Theories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96. 
38 未經深思的日常行徑也可能被引向荒謬的局面。舉例而言，部分白人至上主義者就以牛奶作為其

象征，發文探討牛奶與白人至上主義者之間的關係，認為牛奶和人類智力活動的進步相關，而「對

乳糖消化不良」則是某些人種比他們更不進步的原因。「雅利安人似乎是最會喝牛奶的」這樣的字

句，不是來自納粹德國，而是 1933 年的《紐約州農業史》。即使是現在的新納粹主義者，仍然堅

信如此荒謬的說法。見 Outside 著：〈牛奶：新納粹的象征〉（2017 年 11 月 16 日），檢自：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2961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6/oct/18/racial-identity-is-a-biological-nonsense-says-reith-lecturer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6/oct/18/racial-identity-is-a-biological-nonsense-says-reith-lecturer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2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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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的環境之中」39，是不可避免的。此外，身份也不僅是社會建構的一部分，

它對於個人對自身的自我認識與建構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人的身份，被定義為一個人自我建構的整體，一個人是怎麼在當

下如何自我建構，同時也展現他在過去如何自我建構與他在未來打算

怎麼自我建構之間的連續性。
40 

這是 John Rex 借用 Peter Weinreich 在心理學意義上對「身份」之基本意涵的界定。

Rex 進一步指出，身份是有規範性的概念，甚至和個人的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有關，

而且它不只單純是人對自我的知性理解和認知，也是充滿情感的。儘管個人擁有某

一身份，並不表示他完全認識他自身，但他能夠就他所知的部分持有感性的態度。

41 這是否正是那些堅信其「種族身份」才能作為自我身份之基礎、並為此投入激烈

的情感的白人所面臨的情形呢？ 

在一次採訪中，有人坦言自己確實是白人民族主義者（white nationalist），認

為世界上的每個種族都有權變得更優越——只要這一行徑不會有害於其他種族，而

且主張「基於你的膚色，只要你的膚色不是白的，我就厭惡你」。他甚至表示，在

其（白人民族主義）運動中，有一群不相信多元文化主義和多元族群社會的人自我

標識為「族群國家民族主義者」（ethnic state nationalists），堅信能回到往昔只有

純粹白人的國度。無論是基於膚色而厭惡他人，還是嚮往純粹白人之國度，他都認

為這都不是「種族主義」。42 這是來自英國廣播採訪的例子，此種見解也同樣可通

過更多報導而見於美國白人民族主義或更為激進之白人優越主義者（white 

supremacist）的訪談和主張中。這些人堅信奠基於生物學意義上的「白人」這一種

族身份，作為其自我認同和歸屬的核心部分，但他們同時亦想擺脫種族主義、種族

                                                           
39 Banton, Racial Theories, p. 197. 
40 John Rex, “The Theory of Identity” (1991), in H. Goulbourne, Race and Ethnicity: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Vol. I)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233. Originally cited from P. Weinreich,. Manual for 

Identity Exploration Using Personal Constructs (Birmingham: University of Ast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 Research unit on Ethnic Relations, 1980). 
41 Ibid, p. 234. 
42 Leading Britain’s Conversation, “Self-confessed White nationalist insists He is not Racist” (October 

27th , 2017), retrieved on November 2nd, 2017 from: http://www.lbc.co.uk/radio/white-nationalist-insists-

he-is -not-racist/.  

http://www.lbc.co.uk/radio/white-nationalist-insists-he-is%20-not-racist/
http://www.lbc.co.uk/radio/white-nationalist-insists-he-is%20-not-rac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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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等的負面標籤（這不表示這類行徑在他們之中不存在）。在自由民主派、極左

派和政治正確支持者看來，這樣的作法不過是在掩飾自己的所作所為。筆者認為，

可藉由對這些個別事件中所凸顯出來的現實問題進行反思，以在內文進一步銜接沃

格林所提之作為政治觀念的種族這樣的論點。 

上述例子所顯現的情形是，白人民族主義者所堅信的「種族身份」，似乎並

不是建基於生物學/科學主義的依據之上。這種科學主義的種族觀無論是在沃格林

看來，還是在二戰結束以後，一直都是普遍被批評的主張。白人民族主義者深知這

一點，於是他們的主張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即他們在自己所處之社會環境中，明確

看到外觀有著顯明之差異、膚和髮色之不同的，在純粹的生物學知識上被歸類為其

他種族的人，並基於這些資料而形成了他們自我之「種族身份」的這一認同。我們

必須注意，儘管這些人所作出的論述多少還是殘留有世紀初科學主義種族理論的跡

象，但他們的根本手段是基於種族之事實本身，而不再是去借鑒某些科學理論以作

為自己觀點的基礎。白人民族主義者對其他種族所持有的異見，絕非與生俱來，而

是在與異族長久共存的同一環境中，因其偏見而形成。持有相似偏見的白人民族主

義者聚集在一起，以其集體勢力證成了個人的偏見，然後輕易地將社會問題轉嫁於

異族之上。白人民族主義者的偏見所凸顯的簡單道理在於：每個人都可以在不經科

學理論證成的前提下，藉助於日常生活中可見的種族經驗現象可提供的生物學資料，

有意識或潛意識地建構其自身之「種族身份」及偏見。雖然不是所有人都會只以此

為唯一的身份認同。況且，由於這一身份認同是產生於個人的主觀意識，它可以是

毫無意義的身份認同，也可以在不同的個人心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身處多元族群文化社會中的居民，尤其因外觀差異顯明，他們為了進行身份

識別，而更易於透過「種族身份」的認知來進行辨別。這一過程同時也會逐漸形塑

對其他種族之存有自身的個別看法。對特定種族的存有以「種族身份」的認知方式

來進行識別，或是以帶有價值判斷對他者之「種族身份」進行評價，這是兩回事。

價值判斷的來源，一方面是評價者自身的主觀意識與周遭環境或他人對他所施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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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另一方面也可以是來自於從其所身處的共同體中所承繼的歷史包袱。43 此一

歷史包袱對於價值判斷的形成至關重要。在多元族群並存的歐洲，根據歐盟於

2006 年所進行的調查指出，對人種的歧視是最普遍流行於歐盟國家中的歧視形式

（其他是殘疾人士、性取向、年齡、宗教或信仰和性別）44。歐盟執委會於 2010年

出版了有關法國國內種族主義傾向的報告書，該報告書指出：無論在就業上還是教

育機構都普遍存在對其他族群，尤其是針對有移民背景者的歧視和暴力行為；法國

政府官員甚至公開就移民或族群融合的問題發表鼓勵種族主義或排外主義的言論；

45 在美國，2016 年以川普獲勝的總統大選，隨後爆發了在各地且同時並行的白人

至上主義的勝利表態，尤其是新右派「國家政策協會」在一次集會上的荒謬發言，

引起人們對新納粹崛起的擔憂。46 以種族身份（白人）作為個人和集體對於其他種

族的優越感與排斥，不純粹只是科學主義種族觀所導向的結果。同樣，基於「種族

身份」作為社會建構之一的看法，在筆者看來，還可進一步擴展詮釋。 

 

第二節 研究目標 

一 理論背景 

納粹政權展開種族清洗的前夕，1938 年 3 月德奧合併（Anschluss），沃格林

及時在被秘密國家警察（Gestapo）逮捕以前逃離至美國。他和當時的人們一樣，

多是危機當前才願意離開自己的故土。畢竟，他們都未能預想到極力倡導雅利安人

種族優越論的納粹政權後來竟以此為依據對猶太人實行種族滅絕政策。不過，早在

                                                           
43 以美洲南部州屬為例，在南北戰爭結束以後，在邦聯軍後裔之間不滿於敗北這一結局者，除了曾

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時期大量樹立起紀念邦聯將軍的雕像以外，也試圖在歷史著作和學校的

歷史教科書中留下被篡改的歷史記憶，其中主張奴隸制之下的黑奴所過的「美好人生」和間接傳達

白人優越的感受。 
44 Eurobarometer, Discri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2007), p.36. Retrieved from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s/ebs_263_en.pdf.  
45 European Commission against Racism and Intolerance, ECRI Report on France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2010), p. 7-8.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oe.int/t/dghl/monitoring/ecri/Country-by-

country/France/FRA-CbC-IV-2010-016-ENG.pdf.  
46 D. Lombroso & Y. Appelbaum, “‘Hail Trump!’: White Nationalists salute the President Elect” 

(November 21 2016), retrieved from The Atlantic: 

http://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6/11/richard-spencer-speech-npi/508379/.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s/ebs_263_en.pdf
https://www.coe.int/t/dghl/monitoring/ecri/Country-by-country/France/FRA-CbC-IV-2010-016-ENG.pdf
https://www.coe.int/t/dghl/monitoring/ecri/Country-by-country/France/FRA-CbC-IV-2010-016-ENG.pdf
http://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6/11/richard-spencer-speech-npi/508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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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黨步上政治舞台以前的 1930 年代初，沃格林就決定要開始重新探討和建構當

時的國家學說，也因此對正在崛起的納粹政治意識形態日漸產生學術興趣。他密切

關注由納粹政治意識形態所強烈鼓吹和激化，或在更早以前就普遍流行於魏瑪共和

國和奧地利第一共和國時期社會中的種族主義理論。經這段觀察經驗和學術研究進

程，沃格林於 1933 年至 1938 年間主要完成兩項和種族意識形態與威權政治相關之

政治哲學的反思成果。二者分別是：對流行之種族主義論述中所使用之種族概念的

生物學理論基礎提出質疑（1933）47，以及對納粹威權政治體的觀察所提出之政治

宗教學說（1938）。母庸質疑，其中內容因與納粹當局的意識形態無法兼容，導致

沃格林被列入秘密警察的黑名單上。 

在開始撰寫《種族與國家》和《種族觀念思想史》這兩部本文予以研討之著

作以前，沃格林曾在 1920 年代留美學習（1924 年抵達紐約，1928 年正式出版《論

美國心靈形式》（On the Form of the American Mind）），除了接觸英美哲學之訓練

之外，也趁此機會學習了英美學術界的政治科學、社會科學和經濟學等學識，因美

國政治史和勞動史之緣故，甚至關注當時美國的勞動政治問題。儘管未曾在書中談

及，沃格林多少是留意到上文提及之 1920 年代美國社會中的反猶太氛圍。48 回到

了德國、奧地利，他無疑是更為深刻感受到歐陸社會中強烈的種族主義熱情。 

沃格林完成這兩部著作時，納粹黨尚未獲得實權，但早已通過宣傳戰以及對

普羅大眾的煽情煽動，開始獲取政治上的優勢地位。社會的整體氛圍充滿著強烈的

騷動和不安感。為出版《種族與國家》和《種族觀念思想史》，沃格林多次與出版

商進行協調。Siebeck 出版社拒絕為其出版《種族觀念思想史》，後由柏林的

Junker & Dünnhaupt 出版社接手。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書信中也提及了維也納的不

安氛圍，使猶太人深感緊張焦慮，間接影響沃格林和他的猶太朋友之間的友情。49 

此外，在《自傳回憶錄》（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中，他也指出在那段時期，

                                                           
47 Eric Voegelin,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1989),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34)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6), p.52. 
48 Henningsen, “Eric Voegelin’s Deconstruction of Race in 1933”, p. 216. 
49 “Letter to E. Baumgarten, dated April 1, 1933”, in Eric Voegelin, The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924-

1949,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29)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9), 

pp. 109-110; “Letter to John Van Sickle, dated August 28, 1933”, p.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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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種族的爭論和猶太問題幾乎每時每刻都在進行中。50 與此情勢並行的是，沃格

林詳盡地消化了他剛獲取的生物學理論知識，並採納 Max Scheler 在《人在環宇中

的地位》（Die Stellung des Menschen im Kosmos）中的哲學人類學作為分析種族問

題之目的的充分理由。51 促使沃格林針對這一問題進行探索的主因，最初是他早在

1920 年代時期就產生的構想，即批判和重新奠定「國家學說」。沃格林對種族觀

念 之 提 出 的 最 初 動 機 ， 是 起 因 自 想 要 嘗 試 去 建 構 一 套 涵 括 統 治 理 論

（Herrschaftslehre）、種族問題和法理論在內的「國家學說」，52同時批判在當時

德、奧政治與法學領域中風行的新康德主義，尤其是他在維也納大學法學院就讀政

治科學博士的論文導師 Hans Kelsen（1881-1973）所提出的「純粹法理論」（The 

pure theory of law）。正如沃格林所言： 

一個人可以有或沒有這種（種族）經驗…它可以在共同體之中完全不

存在，或是廣泛地發生的情形——如當前所可以看到的。53 

種族觀念之所以被包含在他的討論內容之內，是因種族在當時是政治共同體的意義

建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 論述動機 

沃格林所不認同的是，Hans Kelsen 在「純粹法理論」中藉由新康德主義為其

方法論，將之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成份而被附加於純粹法理論的核心。本作為「國家

學說」的「純粹法理論」將所有有關法律和政府的主張都歸入邏輯性一致的思想體

系，旨在形成獨立於偶然性政治現象之領域的規範性領域。結果，以規範性領域為

基礎的此一體系將忽略法律規範邏輯以外的事務，「國家學說」本予以處理的國家

                                                           
50 Voegelin,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p.66. 
51 Ibid, pp.66-67. 
52 “Letter to John Van Sickle, J., dated March 18, 1932”, in Voegelin, The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924-

1949, p. 91. 
53 Eric Voegelin, “The Race Idea and Science: A Clarification” (1934), in Published Essays: 1934-1939,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9)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1),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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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般問題及一般政治問題因被視為偶然性政治現象而排除於外，陷入困局。54人們

雖然可以透過邏輯性一致的理論構想去預設某一政治現象在達到前提條件得以被觸

發而顯現，然政治現象在現實中是作為經驗現象顯現在國家和社會中，而促成其發

生的是經驗世界的偶然性因素，它們非人們所能完全控制。 沃格林指出 Kelsen 學

說中的缺陷，即其有關政府形式的學說缺乏了國家觀念的理論（theory of the ideas 

of the state）。55 他認為一個國家的法律和規範的根基就在國家觀念中，因此決心

要全面重構國家學說的體系，而種族觀念則在其中被表現為「觀念體」（body idea）

之一種，觀念體作為各種國家觀念結構的一部分，在後者的總體性、精神上建立了

政治共同體。56 

重構「國家學說」是沃格林的初衷，這一計劃直至最後也因另有所想而未能

完成。不過，決不能因此就否定種族觀念這一未成熟之反思成果的價值及其意義。

當沃格林使用所謂的種族觀念時，它是作為形塑人類政治共同體意義的政治觀念之

一而出現。無論是在歐洲還是美國，種族主義、種族歧視和種族理論是在當時的政

治現實中不可避免的重要議題。種族觀念正是取材自其時代局勢的政治現實經驗，

因而未必要局限為沃格林對 Kelsen 純粹法理論的批判路徑。在其詮釋過程中，沃

格林是認真地針對當時的種族科學理論進行了深層分析。納粹種族主義的激化無疑

是推動他去關注種族議題的主要因素。畢竟，種族議題在當時可是熱切且常見的日

常現象，「國際主義和人間博愛（brotherhood of man）的理念，在實踐上不得不因

膚色之間的差異而陷於停頓」57。沃格林單刀直入地指出，那些科學主義傾向的種

族理論（間接地針對種族主義政治意識形態）實際上並沒意識到自身原則所存在的

問題，而且更要命的是，它們的論述和依據其實都缺乏扎實的基礎。 

當時廣布於世的有關種族理論的著作，從沃格林看來，所依據的是從未先驗

（transcendentally）地經過哲學人類學或生物學及科學人類學考驗的教條體系。58 

                                                           
54 Ellis Sandoz 著，徐志躍譯：《沃格林革命》（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頁 64。 
55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6. 
56 Ibid, p.8. 
57 Eric Voegelin, On the Form of the American Mind,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1)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p. 114-115. 
58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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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教條體系之下，存在著各種有聲有色的種族理論及其個別論述，它們的興起

可追溯至十九世紀的後半期——對沃格林而言不過是數十年前——然即使這些理論

已流傳多年且又廣為接受，沃格林都認為它們不過是「科學迷信」  （scientific 

superstition）的教條體系。59 因此，為了進一步理清自己所提出的種族觀念這樣的

說法，沃格林首先指出人們有必要在研究種族理論時，清晰地一分為二：其一是種

族理論及其科學內容；其二則是作為有效地建構一個共同體的政治觀念。60 

這樣的區分旨在應對的問題是，自然科學的學者都越過了自然科學認識論的

界線，在理論論述過程中，混淆了作為自然科學理論之一部分的種族論述和政治領

域之間的界線，或簡言之，使種族論述介入政治領域。因此沃格林強調，在探討種

族這一議題時，首先要將作為政治觀念的「觀念」（idea）和科學理論的「概念」

（concept）區分開來，原因就在於後者所屬的是自然科學的領域。沃格林也指出，

自己並不是拒絕自然科學所能提供的新發現和資料，他認為自然科學仍然是人類知

識重要的組成部分，諸如生物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至今都是現代人對人

類之認識的淵源。因此，在《種族觀念思想史》的緒論中，沃格林明言他之所以處

理種族政治觀念的歷史，並不只是為了擴展知識的視野；其實踐和科學的目的在於

恢復、挑戰和重新制定本論文接下來亦會探討的，早在當時人們的視域中消失的有

關原初圖像（Primal images; Urbild）的基本問題。61 由此，沃格林有關種族觀念的

理論鋪成，試圖以最根本的問題——何謂「人種」——作為哲學反思的基本出發點，

指出當時的學者對種族議題的討論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最後再探討種族與政治共同

體之間的關係。 

 

 

 

                                                           
59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9. 
60 Ibid, p.8. 
61 Eric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From Ray to Carus (1933),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3)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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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局限與特色 

在針對科學主義種族理論及其論述的批評上，沃格林對問題的指出雖然較早

於戰後學者，但在他長久的哲學工作進程中，種族議題畢竟並非其所關注的核心議

題，所重視的面向與戰後學者亦有所不同。他無疑是早期有意識地留意到種族優越

論之理論中科學主義傾向問題的先驅者，尤其深切地觀察到了種族理論界線的模糊

性問題。62 沃格林採取的是政治哲學思考的進路，作為《種族與國家》論證的前半

部，以反思種族理論和教條化的自然科學之間的瓜葛，以進一步劃清種族作為科學

概念和政治觀念的界限。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其同書中「政治觀念」這一

後半部進行鋪成。 

故此，從篇幅來看，與對科學主義之批評的相關論述，和專研種族議題的學

者相較而言，不過觸及冰山一角，未能如他們就這一議題進行更為長久和深遠的討

論。在他逃亡至美國以後，全心投入對新政治科學和秩序哲學的研究，除了發表過

一篇期刊論文（即〈種族觀念的成長〉）以後，就不再觸及關於種族的議題。 

此外，在談論種族這一議題時，沃格林也有其時代之局限，受限於當時普遍

盛行的社會風氣，其對人種觀點的看法並不具有當前知識份子對種族平等的問題所

投入的關懷。不過，在筆者看來，沃格林在其書中序論有試圖清楚地表明自己所從

事之研究的重要立場，那就是針對當時或更早前所盛行的科學主義典範下的種族理

論論述與政治實踐的批判。在當時，從事這種批判性的思想工作者並不佔多數。在

對於「人種」這一有爭議性的主題進行討論時，沃格林明確表明自己並非否定自然

科學之體質人類學和生物學領域中對人之研究所作出的科學貢獻，而是想要提出當

時人們教條式地接受了科學主義的詮釋體系。早在留美期間，他藉由對 George 

Santayana 的研究就留意到「自然科學的子弟無助地面對科學機械，無法判定他們

自身力量的極限」。63 

                                                           
62 德國哲學人類學家 Arnold Gehlen（1904-1976），當時雖屈從於納粹種族主義論述，但仍盛讚沃

格林的著述是第一個對種族問題之哲學分析採取果斷態度的重要著作。見 Vondung,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xix. 
63 Voegelin, On the Form of the American Mind, p.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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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格林認為，即使是對種族議題的討論，也要設下哲學批判性的基礎，且至

少要能夠先驗地為哲學人類學、生物學或科學人類學所考驗。故此，明確來說，沃

格林所作出的最低程度且不可否認的貢獻是，在這樣一個時局中仍能夠一針見血地

批判主流政治意識形態中的科學崇拜，並指出其要害，即單純地認為自然科學是唯

一能夠解決所有人類問題的方法，還有盲信科學總是進步地發展，而任何以往的問

題都是過時的。 

不過，讀者也可同樣易於判定，沃格林的論點雖然確實是與當時的納粹種族

理論有明顯的衝突，但他或許和同樣身在該時代不得不面臨納粹主義之災禍的眾人

之一，只是有自覺或非自覺地提出並建構對該時代問題的思想和學說。這也就不得

不讓人質疑，當其種族觀念所預設的宗旨是為了應對 1930 年代或更早前的種族議

題和理論時，該學說歷經半世紀以後是否尚有被重提的當代意義？至少在 Manfred 

Henningsen 看來，在沃格林世代以後的讀者，直到現在才有機會發掘這兩部著作的

學術重要性究竟何在。以已逝學者 Ivan Hannaford 的《種族：一個西方觀念的歷史》

（Race：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the West）為例，Henningsen 認為這本有關種族議

題的著作就是倚重沃格林的著作。64 但類似學術著作並不多見。 

筆者認為並不能輕易地去明確界定沃格林的相關論述究竟有什麼意義，因為

這始終有賴於讀者的個人主觀詮釋。沃格林也沒特意去希望，以後的讀者能夠以怎

樣的視角去解讀他的作品。在筆者看來，沃格林對種族理論的研究，如 Henningsen

所言，是對種族的解構，65但其有意義之處並不只在於，他想要以比當時的種族理

論家站在更高的立足點，重新審視同代人對種族理論的見解。在其更為重要且複雜

的後半部分，即種族觀念之提出與論述，他所予以嘗試的是，超脫種族觀念對人的

視域所造成的局限性，探討種族為何是作為政治觀念，且是如何作為政治共同體之

意義建構的一部分。這一想法恰是其未來有關政治觀念之論述的哲學工程所走出的

第一步，也是筆者認為，其對種族政治觀念之提出的思考模式能夠為當代學者提供

的反思資源所在。 

                                                           
64 Henningsen, “Eric Voegelin’s Deconstruction of Race in 1933”, p. 208. 
65 Ibid, p.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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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種族觀念，以及政治觀念與共同體之關聯的探究，實際上有助於從更為普遍

層次而不局限於個別案例的視角，去俯瞰種族議題在人類政治共同體中的整體情況。

Thomas W. Heilke 在其《沃格林論種族觀念》（Voegelin on the Idea of Race）中指

出，沃格林對種族觀念之研究的根本問題在於：「為什麼眾社會（societies）儘管

全都是起源自同一世界，它們卻會以個別的方式而自我建構成不同的模樣？」66 社

會是不論及區域或時代，皆由眾多個人所組織而形成，或更精確來說，社會是由不

同的個體人類之意識，因公共領域（如政治、經濟等）和私人領域（愛情等）之各

個面向，進而形成之各個觀念（包括政治觀念在內）所形塑的肉身-精神共同體。

其觀念的材料正是來自於現實中的遭遇，通過符號和符號性表述而得以形塑成共同

體的意義成份。這也是沃格林所謂「觀念體」形成的來源與共同體之關係。 

正如 Lee Trepanier 所指出，沃格林所接受的原則之一是，認為個體和社會是

通過符號性表述以賦予存在自身以意義，而這些符號形式都是出現自個人於現實之

根本結構（fundamental structure of reality）中的經驗性遭遇。67 這正是筆者所言，

沃格林的種族觀念論述有別於他人的突破性所在。促使他達成這一突破點的是他在

留美期間對英美意識理論的吸收、批判和反思，這一過程可見於其《論美國心靈形

式》中。之所以指出這一點，將有助於理解種族如何作為維持人類政治共同體的政

治觀念，它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在共同體中維持其暫時性的主宰地位。為了解答

這一疑問，我們同時將涉及，人類的政治共同體是如何建構起其自身的意義，而這

將涉及沃格林的意識理論。 

就共同體自身之意義的建構問題而言，可借鑒沃格林於〈《政治觀念史稿》

緒論〉（Voegelin’s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中對政治觀念的

初步討論。《政治觀念史稿》是沃格林醞釀十五年（1939-1954）68之久而留下的未

                                                           
66 Thomas. W. Heilke, Voegelin on The Idea of Race: an Analysis of Modern European Racism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4. 
67 Lee Trepanier & S. F. McGuire (eds.), Eric Voegelin and the Continential Tradition: Explorations in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11), p. 5. 
68 Thomas A. Hollweck & Ellis Sandoz,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Series”, in Eric Voegelin,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Hellenism, Rome, and Early Christianity (Vol. I),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19)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7),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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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出版的打字稿，是繼種族觀念之提出以後，對政治觀念及政治觀念史的議題所

進行的更詳盡的研究。這篇緒論完成於 1940 年，正是於他為其《種族與國家》的

論述進行辯護和澄清而撰寫的〈種族觀念的的成長〉發表的同一年。沃格林說明了

何謂政治觀念，而政治觀念和共同體的意義建構又有什麼聯繫： 

在人類無形且廣大的欲求之中，出現了秩序的小世界（little world of 

order）…引向那承受著來自外在和內在之破壞性勢力的壓力的不安之

生活…秩序的正規功能，是為人類創造一個庇護所，以讓他們賦予自

己的生活以意義的表象（a semblance of meaning）…政治觀念…就是對

秩序的小世界的庇護所功能的合理化的嘗試。69 

藉此將之銜接上種族觀念，我們就可理解沃格林所預見的是一個怎麼樣的局勢。按

沃格林的理解方式，種族在其年代，甚至在當代，是可以被視為其中一種能夠維持

政治共同體之秩序，以及為共同體成員之不安生活提供一個庇護所的政治觀念。這

基本上對應了納粹種族主義的世界觀，以及當前白人至上主義者對不安之生活的反

應。種族觀念會被有意地形塑和建制化為某一政治共同體之意義建構的一部分，甚

至可一度主宰該共同體，並成為維持共同體之秩序的核心觀念。 

 

第三節 研究文獻評述 

 

在中文（中、港、台）學術界內，至今為止研究沃格林之政治哲學者並不多，

亦未曾有任何學者曾觸及和研究沃格林之種族觀念。在歐美學術界，加拿大英屬哥

倫比亞大學 Thomas Heilke在 1990年出版的《沃格林論種族觀念》（Voegelin on the 

Idea of Race）是英語學術界內對相關主題及思想內容進行較為系統性之導論的唯一

著作，也是第一位嘗試向英語世界介紹沃格林種族觀念的學者。該書內文所引述和

                                                           
69 Voegelin, “Voegelin’s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1940)”, included as appendix in 

Voegelin,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Hellenism, Rome, and Early Christianity, p.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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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的是德文原書，而英譯本則是在七年以後才面世。 在書中，Heilke主要沿著沃

格林所進行的哲學論證脈絡的思緒，尤其以《論美國心靈形式》、《種族與國家》

和《種族觀念思想史》為論述參照的文本焦點。Heilke 試圖討論的內容，有以原型

理論為切入點，借鑒孔恩（Thomas Kuhn）的典範說以與沃格林的意識理論進行比

較；亦有對種族觀念之形式與內容的闡述、種族理論及其分類的問題，以及有關種

族觀念的邏輯等。相較於一般性對種族議題進行討論的多數論著，Heilke 此書更重

視的是對沃格林應對種族問題所作之哲學思想本身的闡述，較少與現當代議題相關

的內容。該書出版十年以後， Heilke 在慕尼黑大學（ Ludwig-Maximilians-

Universität München）的埃里克·沃格林檔案館（Eric-Vogelin-Archiv）發表了一篇

長達五十頁的論文，題為〈種族的哲學人類學：沃格林式的遭遇〉（The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of Race: A Voegelinian Encounter）70。與《沃格林論種族

觀念》一樣，此文也是旨在試圖簡潔地討論沃格林種族觀念的核心看法，不過其焦

點則是在於沃格林如何對十九世紀初生理學家 Carl Gustav Carus（1789- 1869）的種

族科學理論進行評價。Heilke 的這兩部著作，確實為有意認識沃格林早期思想的讀

者，提供了優秀且不粗淺的入門之道。很遺憾的是，重提沃格林的主張在當前種族

議題日益頻發的當下，究竟有何特殊之意義？至少在 1990 年代，Heilke 的研究始

終限制於沃格林哲學思想的研究框架之內，與當前種族議題的研究框架沒有連接。 

Manfred Henningsen 是《沃格林全集》眾多編者之一，他曾於 2014 年發表了

〈埃里克·沃格林在 1933 年對種族的解構〉（“Eric Voegelin’s Deconstruction of Race 

in 1933”）一文71，可謂是最近論及沃格林種族觀念的單篇論文。不過，文中討論

的內容，只有沃格林思想中的人類學轉向及其批判對象，以及簡略地論及沃格林在

當時的生活境況——對猶太人之接觸、留美經驗等。 

                                                           
70 Thomas. W. Heilke, “The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of Race: a Voegelinian Encounter”, in hrsg. Von 

Peter J. Opitz und Dietmar Herz, Occasional Papers (München: Eric-Voegelin-Archiv, Geschwister-

Scholl-Institut für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an der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2000). 
71 Henningsen, “Eric Voegelin’s Deconstruction of Race in 1933”. 筆者在此向亨寧森教授致以至高謝

意，是他樂意地答應並寄給我了這篇論文，以饗之於後輩。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THE.NCCU.Phi.006.2018.A02
26 

 

Alana Lentin 主要從事種族理論批判、種族主義與反種族主義的研究，其次是

對當代移民政治議題、移民集體行動的權利及多元文化主義政治的研究。2004 年，

其《歐洲種族主義與反種族主義》（Racism & Anti-racism in Europe）一書中的第一

章，是以沃格林的《種族與國家》書名為章節標題，不過內容主要討論的是歐洲現

代性與種族觀念的問題。除了簡單地闡述沃格林對種族概念和種族觀念的區分之外，

雖然稍微談及了沃格林的論述中有關種族主義和民族與國家之間的問題，但論述卻

就此點到為止，反而轉向探討其他理論家的論述。值得一提的是，她認為沃格林無

法完全地解釋為什麼種族主義只有在與民族國家的合併之後才會興盛。72 在筆者看

來，沃格林的焦點始終不在於種族主義，而是催生種族觀念之世界觀的根源，這一

點將在本論文第四章中獲得進一步闡述。此外，Alana Lentin 在 2006 年再度借用沃

格林的書名，主編《種族與國家》（Race and State）73，不過書中主要收錄的是尤

以社會學領域為專長的十八位學者撰寫的文章，與沃格林相關的論點沒有重大關聯。 

Alessandra Gerolin 於 2013 年刊登在《激進正統主義：神學、哲學、政治學》

（Radical Orthodoxy: Theology, Philosophy, Politics）的單篇論文〈埃里克·沃格林論

種族理論〉（“Eric Voegelin on Race Theories”）74 是針對這一課題的另一篇短篇論

文。Gerolin 在文中的焦點，在於回顧性闡述沃格林是如何對「科學迷信」，以及

對將之應用於種族理論的作法所提出的批判。其文中也談及沃格林對達爾文主義的

批判，以及他如何將人類學反思納入討論之中。有關達爾文主義的這一部分，亦是

本論文第三章將闡述的內容之一，不過相較於 Gerolin 的局部討論，本文將這一環

節置於沃格林對種族概念的整體性哲學反思之中，更能凸顯出沃格林對種族科學主

義之批判性思考的連續性。 

另一介紹性的單篇文章是英國社會學家 David John Levy（1947-2003）所撰寫

的〈信念和國家：沃格林之歐洲種族主義批判導論〉（“Ethos and Ethnos：An 

Introduction to Eric Voegelin’s Critique of European Racism”），該文收錄於 2003 年

                                                           
72 Alana Lentin, Racism and Anti-racism in Europe (London: Pluto Press, 2004), p.39. 
73 Alana Lentin, A. & R. Lentin, (eds.), Race and State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ress, 2006).  
74 Alessandra Gerolin, “Eric Voegelin on Race Theories: a Critique on the ‘Superstition’ of Science”, in 

Radical Orthodoxy: Theology, Philosophy, Politics (Vol. 1, No. 3) (2013), pp. 44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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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歐陸哲學中的種族與種族主義》75。在文中，作者概述地介紹了沃格林對

種族理論之討論，然後進一步點出其對人類學問題的反思與 Max Scheler、Helmuth 

Plessner、Martin Heidegger 等人之哲學人類學的關聯性。此文也許為讀者揭示沃格

林哲學人類學的思想資源，卻沒有詳細討論沃格林之批判內容與過程的細節，恰如

其題名所言，是一部導論。 

有鑒於上述所提及的研究文獻之缺陷，本論文試圖透過將沃格林對種族觀念

的闡述，置於這一漫長之二十世紀的種族理論脈絡之中，以凸顯出其特點何在。相

較於 1945 年以後的自然科學、政治科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等個別領域學者的論述

脈絡，從哲學反思入手的沃格林，比許多人更早就去討論種族理論的問題。即使沃

格林原本所要做的，是建構起有別於 Hans Kelsen 的另一種新的國家學說，但他對

種族科學理論的批判，以及對種族觀念在當時的中歐共同體之中的危險跡象所進行

的診斷，為我們揭示了當時的種族理論的問題根源。因此，本論文的焦點，不在於

只將有關種族觀念的討論，僅僅視為沃格林哲學思想的一部分來進行討論，而更多

是置於 1930 年代的時代整體脈絡，與沃格林的論述相連接。 

在緒論中，本文希望透過敘述承繼自 1960 年以來所發展至今的種族理論及思

維框架，以理清作為當代研究之主流的多元文化主義對種族議題的核心觀點。此一

理論思維的接受度雖然在不同國家因教育方針和程度之不同有所差距，但它基本上

在西方學術界尤其被普遍承認是面對種族議題的主流思維。而且，這種研究視野同

時也奠定了當代知識份子對種族議題的認知傾向和思維前提。筆者希望藉此契機，

對當前研究境況有所認知，以當代學人對種族議題所持的觀點作為思維框架——如

上文所顯示，是以「種族身份」為主要切入點——去回顧沃格林所提出的種族觀念。

沃格林如何批判當時之科學主義理論對象，他究竟有何局限，而其作為政治觀念之

種族的詳盡論述又有何與當代局勢可銜接的特出之處？唯有認知當前的理論的狀況，

才能為上述疑問提供更為明確的回應。 

                                                           
75 D. J. Levy, “Ethos and Ethnos: an Introduction to Eric Voegelin’s Critique of European Racism”, in R. 

Bernasconi & S. Cook (eds), Race & Racism in Continental Philosoph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9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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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理清三大問題：其一是人種概念所陷入的理論困境；其二是對科學主義

態度的批判；其三是實然-應然與價值自由問題，筆者試圖以此作為對沃格林哲學

論述進行詮釋的切入點，或更精確而言，是一種研究方法論。尤其是第二者和第三

者，筆者並不打算要一一陳列各式各樣的相關理論主張，而更希望能勾勒出的是，

沃格林本人的思想前提和上述要點之間的關係。科學主義種族理論的興起與趨勢，

在當時歐美政治共同體中的政治現實經驗之中究竟有著多大的影響。這股思潮的湧

流是與理論家的行動並存，共同塑造當時的社會氛圍，由此才能理解為什麼沃格林

是將種族政治觀念，而非其他意識形態的政治觀念，成為了那個時代的政治共同體

之意義構造不可輕忽的一部分。在這一基礎之上，作為科學方法研究對象的種族理

論，在沃格林對生物學學科之下的種族理論批判之下究竟有何問題所在？他是如何

在哲學反思的基礎上，謹慎地重新建構對種族概念的認識，奠定其對「種族」這一

廣泛的詞彙最為根本性的哲學性認知基礎？這將為我們提供看待種族議題中充滿爭

議的科學理論的哲學性批判方式。 

但是，沃格林的另一特點更在於他個人所提出的作為一種政治觀念的種族觀

念。沃格林將種族觀念視作一種共同體的秩序與意義來源，並且可以從西方歷史中

的「政治觀念」發展脈絡上，可以尋找得到這種觀念的歷史理據。這將會涉及他如

何對觀念之轉化（transformation）的歷史性描述：從基督宗教政治觀念對人之形象

與本質的描述，在自然學發展的影響下，轉化向現代時期的種族觀念。與此同時，

種族觀念亦可從中世紀歐洲社會以來的歷史經驗中發現其之所以被喚出（evocative）

和廣為人知的原因。沃格林對種族觀念的溯源式剖析，為我們提供他獨有的視角，

去重新審視當前種族議題的歷史性根源。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THE.NCCU.Phi.006.2018.A02
29 

 

第二章 科學主義與價值自由問題 

 

本章試圖提供的是本篇論文對沃格林之詮釋的視域基點，為此首先予以描繪

的是被沃格林稱之為「毀壞之圖像（an image of destruction）」76的種族理論圖景。

「毀壞之圖像」，其淵源是衍生自十五-十七世紀時期的科學革命，最初是想藉由

觀察和科學實驗而獲得確證經驗為認知之證成基礎，以擴展對人自身及對自然界更

深層的認識。以自然界之內的一切事物作為考察對象的自然科學——涵括生物學在

內——得以蓬勃發展，尤其在近代科學家 John Theodore Merz（1840-1922）稱之為

「科學世紀」77的十九世紀，工業發展和科學技術與器材的新發明促成了大量科學

成就的實現。 

然在這段科學歷史的發展路程上，卻也顯現出在對新科學精神的過度崇尚和

偏執的單向思維之下，跨學科領域地引用科學發現作為自己對他人之種族偏見的科

學依據，最終後續發展成科學主義種族理論。充滿爭議性的人種概念及其理論，在

此間一度產生轉化，但絕非往良好方向持續獲得更進一步的闡釋，而是仍舊被困守

於單向化的科學主義思維框架之中。沃格林所應對的正是這一思維框架，其作為自

然科學研究之種族概念，以及種族觀念的二分，正是對此的回應，前者是從科學主

義傾向的批判性角度入手，後者則是從實然-應然和價值自由的問題出發，去建構

他對作為政治領域的種族所持之見解。 

 

 

 

                                                           
76 Eric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From Ray to Carus (1933),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3)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3. 
77 John Theodore Merz 著，周昌忠譯：《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6），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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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種族理論的困境 

 

當我們想要思索，甚至進行定義：「人種」（Race）究竟具有什麼意義時，

我們不得不面臨這一詞彙或概念所遭遇的困境。正如 Michael Banton 所說，「人種」

已經被應用為一種「習語」（idiom）78，因為它不再純粹如過往般，僅可被理解

為是專屬於生物科學學科的學術術語。如今，所有人都可以在個別的政治環境與社

會背景的意義脈絡之下，對「人種」或「種族」賦予不同的意義表態。譬如在日常

生活極為常見的一般對話言談之中，在相關學科領域中知識份子之間的學術交流，

甚至有被轉化為政治意識形態之專用用語的情形。尤其在最後者，對於「人種」的

理解要不就是被視為是自明的，要不就是多樣又富有爭議性的理論定義及內涵的界

定問題。早在二十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 Werner Sombart（1863-1941）就在《猶

太人與現代資本主義》（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1911）中提起了界定

「猶太種族」——即對某一種族的定義——時所面臨的困境。他指出：「即使要以

科學去進行界定，無論用了多少種科學方法（如生物學實驗和應用、頭顱測量）都

不能獲得絕對的明確答案。」79 然在當時，像 Sombart 那樣意識到在界定種族時，

發現對科學及其方法之應用實際上是有其局限性的學者並不是主流趨勢。就在二十

年後，沃格林就試圖在《種族與國家》中對人種概念的提出另一種解釋，旨在透過

對即有的種族科學理論和概念的進行解構，實際去理清「人種」意義界定上的問題

及其與人類政治共同體的關係。擺在他眼前的論述和批判對象之大量資源，都是承

繼自十九世紀時期源自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而擴大解釋的種族理論。 

一般而言，以生物學研究為主的現代科學家，對「人種」這一詞的最基本認

知或共識是：「根據體質形態和遺傳特徵顯著的指標，諸如頭顱或鼻子指數，膚色、

頭髮類型等人體的外在特徵及基因，將人類分為不同類型的群體。」80 單是，基於

                                                           
78 Michael Banton, M, Racial Theories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 
79 Werner Sombart; M. Epstein (trans.), 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 (Kitchener: Batoche Books, 

2001), p. 203 
80 參閱 John Rex 著，顧駿譯：《種族與族類》（台北市：桂冠，1991），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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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定義之上，卻又能透過源自不同學科領域的跨界詮釋，衍生出多種見解，如宗

教學者、人類學家或社會科學家，也可以借用此一定義而發展各自的學說。尤其在

十九世紀，當時不僅是作為新興科學的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同時也開始與政治

意義有所瓜葛。該世紀末甚至被譽為「種族主義的黃金時代」81，但這樣的描述實

際上是納粹時代以後的事後誇大。種族議題和種族主義，對於生活在十九世紀時期

的人們而言，尚是不過非常一般的事情。但從現在看來，當時有關種族的學術論述，

確實是具有對於未來影響重大的嚴重瑕疵。一方面，自然科學領域雖然日益受到了

重視，然科學技術水平仍是有其局限的，但種族科學家卻無視其局限的存在，將有

限的科學證據視為唯一正確的事實。種族理論家在建立種族與政治之間的意義關係

上，所利用的姑且還是不充分的科學依據來支撐其主張；另一方面同樣不可忽略的

是，人文學科也在同時豐富地發展，也為他們提供更多資料。種族理論家有選擇地

結合部分自然科學的證據和人文學科的資源，主張遺傳基因和肉體上的特質可直接

決定某一種族的智商和道德等內在特質，並以其偏面的視域從歷史和異族文化的龐

大資料中篩選有利於他們的證據以證實前面的論點，為其種族歧視行為的合法性找

到了看似扎實的基礎。 

十九世紀的自然科學蓬勃發展，是由於生物學家、考古學家、地質學家和博

物學家積極出航海外（非洲大陸、南美洲、澳大利亞等地）考察發現了大量科學證

據，得以鞏固其科學理論及地位的基礎。光是以人種理論的發展而言，就產生了階

段性的變化。種族科學理論得以大量借鑒新發現的科學證據以駁倒自從中世紀以來

就被尊奉的「人種系譜說」（race as lineage），質疑其中的宗教根據。「人種系譜

說」所借助的是基督宗教學者對《聖經》的主觀詮釋，以證實歐洲人種對其他大陸

居民的優越性。對異族持以歧視態度或偏見的視域，其根源更早甚至可追溯至古希

臘時期，古希臘經典中就存有對「野蠻人」或埃塞俄比亞黑人的偏見描述。中世紀

基督宗教世界則是以宗教原典的神聖性來合理化對異族的歧視性行為。譬如黑人的

膚色之所以是黑色，倘若根據《聖經》所言，是因為那是上帝對他們的詛咒。科學

                                                           
81 Alana Lentin, Racism and Anti-racism in Europe (London: Pluto Press, 2004), pp.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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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並不屑於此，反駁其中的宗教詮釋：「不是別的，就是因為他本來就是黑色的。」

82 即使直至二十世紀初為止，竟還有人堅持認為這樣的詮釋才是正確無疑的。於

1900 年出版的《黑人：獸》（The Negro: A Beast）一書辯稱：「聖經和神聖啟示，

以及理性，都教導我們黑人不是人。」83 就在同一年代，不少崇尚科學世界觀的知

識份子就積極出聲反駁這種「過時」的「人種系譜說」論述脈絡。 

法國自然學家 Jean Baptiste Lamarck（1744-1829）和 Georges Cuvier（1769-

1832）就試圖超越超自然之上帝對所有萬物物種的創造論。他們不認同根據《聖經》

以判定所有物種的起源都歸於上帝的創造，上帝是生物最初物種的第一因和目的因

的傳統神學世界觀論點。不過，他們為了回應而提出的理論，在科學驗證上仍然是

有瑕疵的。Lamarck 主張最低等的生物是源自於物質自我組織下的自然發生，有機

體是通過身體微妙體液的持續使用與否，導致體型之轉變。不過，Cuvier 則是根據

比較解剖學，主張有機體各個部分器官之間的相關法則，否定 Lamarck 的體液導致

體型轉變的論點。最重要的是，他發現了地層間的古生物化石，藉由地質的層級結

構和在不同層級中的古生物化石，發現地球史年齡的巨幅拉大突破了《聖經》所預

設的六千年時限，84這是直至今時都仍然有效的論據，駁斥了無實證基礎的對創世

論設下六千年時限的神學詮釋。 

不過，十八-十九世紀期間的科學家之所以提出反駁和科學論證，其最初目的

也不是為了要去袒護黑人或其他種族，而是基於那傳承自啟蒙時代的理性理念，、

在盛行多年的科學-神學論戰中選擇陣線，或是為了確保自我種族之優越性根源的

理論基礎足夠扎實。 

承繼科學精神以對早前的人種概念進行轉化，以符合自己眼中的科學世界觀，

在十九世紀是常見的學術現象。在前達爾文時代，有著名的「種族主義之父」85 

                                                           
82 Banton, Racial Theories (2nd ed.), p. 7. 
83 C. Carroll, The Negro: A Beast (St. Louis: American Book & Bible House, 1900), p. 339. 另見附錄二。 
84 Edward J. Larson 著，陳恒安譯：《演化論：一個科學理論非凡的歷史》（中譯本簡化書名為《了

不起的演化論》）（新北市：左岸文化，2012），頁 26-27。 
85 T. Jackson, “Who was the ‘Father of Racism’?” (2007), retrieved from American Renaissance: 

http://www.amren.com/news/2009/12/who_was_the_fat/. 

http://www.amren.com/news/2009/12/who_was_the_f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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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1816-1882）為科學主義種族理論鋪路，他在《人

種不平等論》（An Essay on the Inequality of the Human Races）86中提出「雅利安優

等種族」（Aryan master race）。儘管其主張並不受達爾文主義或演化論等來自自

然科學對人類研究的最新發現成果之影響87，但他對雅利安種族優越性的強調，後

來為歐美國家，尤其是奧地利種族主義者圈子所接受，成為他們大肆談論種族與血

統的思想基礎。88 當 Jonathan Peter Spiro 寫道，Gobineau 對種族議題的論述實際上

如同馬克思的階級衝突一樣，有所謂人種與人種之間的「種族衝突」（racial 

conflict）89時，所表述的其實也是部分演化論種族理論者的立場，即「生存鬥爭」

的主張。為了彌補種族理論論證中宗教要素所留下的空缺，支持達爾文演化論的種

族理論家就部分採用了演化論中的說法，糾結於「天擇」（natural selection），主

張在人種之間同樣有「生存鬥爭」、「弱肉強食」的看法。 

其中有不少人則是因應十九世紀末的移民潮，絲毫不對流蕩自國境內的其他

種族抱有好感。在當時的英國，目睹「高盧」和「伊比利亞」人就快壓倒了金髮的

「條頓人」，民族學者 John Beddoe（1826-1911）試圖在《不列顛的種族》（The 

Races of Britain, 1885）中應用天擇論，以確保在理論上支持自我種族對其他種族的

永久優勢。90 其動機或許不如其他理論家有強烈的優越論，但在美觀上希望「以後

的子孫能夠繼續保有藍色和棕色的眼瞳」91，就明確表現為對自我種族的自豪，以

及對異族的排斥感。另一位較有影響力的人物則是在美國的優生學運動急先鋒

Madison Grant（1865-1937）。身為一名博物學者（naturalist），他積極提倡保育

主義，倡導人們保護因受大量狩獵而面臨絕種危機的美洲野牛。至於人類種族，則

在其眼中又是另一回事。如下文第三章中將略談到，其《偉大種族的逝去》（The 

                                                           
86 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 A. Collins (trans.), The Inequality of Human Race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15). 
87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Y.: Harcourt, 1994), p. 171. 
88 Jürgen Osterhammel 著，強朝暉等譯：《世界的演變：19 世紀史》，第三冊（北京：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2016），頁 1563。 
89 Jonathan Peter Spiro, Defending the Master Race: Conservation, Eugenics, and the Legacy of Madison 

Grant (Burlington: University of Vermont Press, 2009), p. 105. 
90 Banton, Racial Theories (2nd ed.), p. 89. 
91 John Beddoe, The Anthropological History of Europe (revised ed.) (Paisley: Alexander Gardner, 1912), 

p.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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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中對北歐種族之優越的強調，以及倡導維護優越種族血

統之純潔性的主見，都為 1930 年代的納粹種族理論家所接納。 

值得注意的是，堅持這種主張的人在當時也絕非是一面倒，不過也不能忽略

他們對大眾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事實。有關上述的作者和深受其影響的種族理論家們

個別強調和宣揚盎格魯-薩克森種族、北歐人種等種族的優越性，儘管他們都宣稱

其理論論述是以科學為基礎，但實際上究竟是否能夠真正經得起科學的證實呢？美

國歷史學者 Lynn Thorndike（1882-1965）是其中站在上述人士對立面的知識份子，

以其歷史學、考古學和人類學的淵博知識，早在 1917 年就曾如此寫道： 

將人類區分為不同的種族，並非簡單之事。各種方法已被嘗試；依據

膚色、頭髮的深淺或卷曲、頭骨的測量，以及語言的各種分類都試過

了、這些分類都是相互矛盾的…人類在地球上已經活著如此之久，流

浪至如此廣泛之地，以至於當前能夠發現的所有民族（people）都表示

著種族的混合體（racial mixtures）。92 

他還指出，「…雅利安人之間的共同之處，只在於語言（而不是任何身體的特

徵）。」93 然在當時，有多少優生學者和種族主義者願意相信這種說法呢？94 

人種概念從自然科學興盛以前的宗教經典詮釋論證的「人種系譜說」，過渡

向借鑒科學發現以作為依據的自然科學理論。自然科學為理論家提供了更好的解釋，

以對過去扎根於宗教語境的人種概念重新進行詮釋。值得留意的是，沃格林曾指出， 

「形而上」變成有爭議性的詞彙，宗教則是「人民的鴉片」…對疑慮

重重之未來的「幻象」…「科學世界觀（Weltanschauungen）」、「科

                                                           
92 Lynn Thorndike,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7), p. 9.  
93 Ibid, p. 10.  
94 事已至今，儘管已被證實是荒謬之至，以雅利安人（無論 DNA血統還是內在價值）血統繼承者

而引以自豪的想法仍揮之不去。Zaharah Sulaiman, Wan Hashim Wan Teh & Nik Hassan Shuhaimi Nik 

Abdul Rahman, Asal Usul Melayu Induknya di Benua Sunda, in Sejarah Tamadun Alam Melayu (Jilid 1) 

(Tanjong Malim: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2016),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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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社會主義」（此主要指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種族理論」隨之崛起。

95 

基督宗教對於種族理論的教條式論述，已被認為是不可靠，種族理論由此從宗教語

境轉入科學語境。然在宗教語境中本就對於異於己者敬而遠之的主觀偏見仍舊遺存，

只要該偏見揮之不去，種族理論的階段性發展結果還是停滯於惡性循環之中。這也

是為何沃格林要批判當時盛行的種族理論，那是一種科學主義的種族理論，該理論

無法擺脫以自我種族為中心的排外性偏見。沃格林試圖擺脫上述所描繪的理論困境，

因而將理論區分為科學的和政治的個別領域，並且從政治共同體意義建構的視角，

解讀種族理論的政治力影響。故而，當種族理論家都普遍困守於偏見性論述時，沃

格林率直地寫下「要想去從頭顱指數（cranial index）和四肢的比例測量，而非臉

色、言語和姿態去認識/承認（recognize）我們所追隨或是被允許靠近我們的人，

那是一場噩夢」96這樣的字句。至少在 Klaus Vondung 看來，如此明白無誤的判定

正是他遭受納粹評論家的猛烈攻擊，以及其著作剛出版不久就在納粹德國境內下架

的明確原因。97 David Cole 也指出，這兩部著作出版以後，其寫作水準（即深度）

沒能為大眾讀者留下凸顯的印象，反而使納粹對他生疑。98 

 

第二節 科學主義的批判 

 

上文中曾多次提及「科學主義」（Scientism）這一術語，嘗試去認識這一概

念在沃格林的思想脈絡中所予以表述的思想含義，將有助於認識沃格林針對 1930

                                                           
95 Eric Voegelin, The Political Religions (1938), in Voegelin, Modernity without Restraint,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5)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 p. 60. 
96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25. 
97 Klaus Vondung, “Editor’s Introduction (1998)”, in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xi. 
98 David Cole,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Eric Voegelin and his Followers: A Criticism of the 

Voegelinians (N.Y.: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8),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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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種族理論的討論，其中所涉及的理論論述之前提問題，以及其批判性的突破性

意義何在。 

「科學主義」在有關科學哲學的討論中，一般被用於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批評，

且並不僅限於由哲學學界提出批判性反思。從事政治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亦

不排除其哲學背景之出身）的研究者，有如海耶克、Karl Popper 和 Hilary Putnam

等人都曾專論這一課題。現代學者一度認為，不應過度使用「科學主義」來批評秉

持科學精神的科學家們。因此，對於「科學主義」的解讀分別來自兩種不同的人士：

第一種是科學在現代世界中對人文、自然與信仰世界之破壞的批評者，他們常見於

較為保守的、厭惡科技技術在物質上和精神上之威脅性的集體之間，如激進的宗教

信奉者（基督宗教、伊斯蘭教等）或傳統文化遵從者，或是部分偏激的環境保護論

者；第二種則是願意對科學精神賦予信任的批判者，他們主要批評的是科學萬能論，

該論述無視任何一切科學所無法解釋的現象，任何以抽象性思維為思考基礎的學科

領域和事物都一概被摒棄，而沃格林正是對這種科學萬能論的批判者。 

現代學者間就有專研科學史的 Richard G. Olson 的《十九世紀時期歐洲的科學

與科學主義》，其對「科學主義」的定義是：「任何試圖將自然科學的理念、實驗

和/或態度擴展到社會現象的企圖是可行但非必然的。」99 他所定義的「科學主義」

並沒有負面的意涵，但他其實是深刻認識到「科學主義」在當前，是作為許多知識

份子所批判的一種看待事物的心理態度。Olson 表明，自己想要在更為正面的意義

上去使用「科學主義」，亦即秉持「科學主義」的心理態度去從事科學探索，最終

所獲得的研究成果。故而，Olson 的目的並不在於要去讚頌或批評當時的科學發展，

而是要去更為深入地理解和掌握十九世紀時期的知識份子及他們的思想結晶。畢竟

在當時，科學家們尚未能夠如現代學者一樣能夠明確去界定學科領域之界線，跨學

科研究則更是當時常見之事。秉持客觀的研究態度，先認知科學主義思維框架的可

能性，同時又藉此和它保持距離。這將有助於深入了解當時的思想家們，他們個別

的研究動機和行徑的意義所在，又是如何因此而得出輝煌的科學成就。 

                                                           
99 Richard G. Olson, Science and Scient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8),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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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son 所言姑且沒錯，因為在當時，將自然科學引入社會思想研究領域的思想

家，其初衷是借鑒於新興的科學語境、科學世界觀，以重新反思過去的各項議題。

美國科學史家 Steven Shapin在探討「科學革命」時，指出自然哲學的整體發展，是

一種連續性的進程而不僅是單一事件。身處啟蒙時代的科學家、思想家們，都是從

中世紀末以來直至十七世紀時期，在深刻影響歐洲政治、社會、文化的長期危機之

中，尋獲了滋養他們去進行轉變的土壤。100原有的權威機構，諸如羅馬天主教會權

威之下所推廣的神學世界秩序觀，在與世俗政權的鬥爭和宗教改革中備受挑戰，現

存系統及其之下所建構的知識體系也不再是自明之理。科學研究日益發掘出更為豐

富的自然知識，尤其顯著者是反駁人類中心論宇宙觀——如太陽和其他星球是環繞

地球運轉——的哥白尼、伽利略學說。同時另有發展的是自然科學知識與人文社會

領域之間產生的互動關係。政治身體（body politic）的觀念，就是受人體解剖學和

蓋倫生理學的啟發，以生理學式研究的思考方式去解釋政府功能101；Hugo Grotius、

Spinoza 等人則是想藉由數學推理模式的清晰性和確定性，去創見關於國家或社會

的新科學。102 由此可見，除了要擺脫宗教語境的對思維框架的主宰之外，自然科

學的另一重要性在於：它作為社會思想的模型，為思想家提供了得以逃脫派系和黨

派政治的可能性。故而自從科學革命時期的十七世紀以來，自然科學將被視為是相

對於地位、財富和偏見之霸權的另一面向，被視作是理性權威的原型。103 但是，

承繼這一世界觀和思維框架的後繼者們，是否仍舊秉持同樣的心態呢？此外，「科

學主義」作為一種看待事物的心理態度，是一種科學家理應秉持的態度嗎？或者，

這一心理態度本身是否真的是一種科學的態度？ 

當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互交錯之時，有些思想家將科學應用作為社會科學

及其思想結晶的唯一依據，甚至後來也被牽扯上政治意識形態，這一結果是與早期

思想家們的初衷遠遠相違的。為沃格林所討論的科學主義種族理論，正是基於這種

                                                           
100 Steven Shapin 著，林巧玲、許宏彬譯：《科學革命》（新北市：左岸文化，2016），頁 170。 
101 I. Bernard Cohen 著，張卜天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互動》（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6），頁 vii-viii。 
102 同上，頁 139。 
103 T. M. Porter, “Natural Science and Social Theory”, in R. C. Olby, G. N. Cantor, J. R. R. Christie & M. 

J. S. Hodge (eds.),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London & N. Y.: Routledge, 1990), p.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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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隘的視域所衍生。在此還可舉出另一個同樣有著類似前提問題的議題，就是自稱

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沃格林是抱持著對種族理論之科學主義傾向批判的同一

立場，去反思這種馬克思主義的自我預設問題。他並非基於當時盛行之民主-法西

斯-共產主義三大政治意識形態對立的立場去討論這一問題，他樂於承認自己早年

一度是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論》和俄羅斯革命都有極大興趣。104 沃格林爾後

與馬克思主義保持一段距離的原因，其中涉及了馬克思主義的自我定義問題。當馬

克思主義自我定義為「科學的社會主義」時，這在沃格林看來是根植於一種「中立

性」（neutrality）的觀念之上。所謂「中立性」，並不全然是真正的客觀中立，沃

格林之所以指出這種中立性實際上是反宗教和反形而上的實證主義者的態度，105原

因就在於這種中立性是基於馬克思主義者的主觀論，而絕非真正科學的客觀立場。

況且所謂「科學的」在馬克思主義者的論述中，所指的又是什麼科學呢？這無論是

在當時蘇俄革命前後，甚至是現代社會主義國家中，都是有待重新審視的所謂是

「自明的」的，但卻是有待進行深層反思的課題。 

一方面，沃格林上述的批評顯然是針對政治意識形態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

的侵蝕和未經反思的苟合，借科學以展現所謂的「中立性」；另一方面也同樣涉及

對新科學世界觀之過度崇尚的單向化思維，將科學置於宗教和形而上的對立面，而

這倆者實際上絕非是相互衝突的。或更有甚者，是以自然科學及其法則為基礎去建

構宗教、形而上等價值體系。法國歷史與哲學思想研究的 D. G. Charlton（1925-

1995）指出，科學主義是作為實證主義的畸變，企圖在假定的科學基礎之上建立起

倫理或形而上的體系。106 Lee Trepanier就直接將科學主義理解為一種意識形態：事

實是延伸自科學方法，價值則是主觀偏見或意見的產物——知識被局限在只能符合

科學方法的現象，而形而上的思辨則是被判定為非科學的。107 然不得不重申的是，

                                                           
104 Eric Voegelin,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1989),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34)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6), p. 38. 
105 Eric Voegelin, “Popular Education, Science, and Politics” (1936), in Published Essays: 1934-1939,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9)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1), p. 82. 
106 D. G. Charlton, Positivist Thought in France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 1852-187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 224. 
107 Lee Trepanier, “Science and Scientism in Eric Voegelin’s Thought”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anamnesisjournal.com/2013/10/science-and-scientism-in-eric-voegelins-thought/. 

http://anamnesisjournal.com/2013/10/science-and-scientism-in-eric-voegelins-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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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格林對科學主義教條之批判，首先並不是對科學-神學之爭的再現而去否定自然

科學的偉大成就。固然，沃格林在《種族觀念思想史》或日後的《政治觀念史稿》

中，對於達爾文的演化論主張是持批判性態度的，他雖不否認其科學成就，卻不苟

同演化論的各種概念滲透大眾意識形態的現象。108 

除此之外，沃格林實際上如同當時同樣從事同一領域之研究的知識份子一樣，

都留意到自己所研究的是既複雜又充滿爭議性，且發展至當時已指涉多個領域的燙

手議題。譬如從事北歐種族研究的 Karl Saller（1902-1969），因反對納粹種族理論

論述而不得不棄職。109一方面為求生計，沃格林與其理論對手維持短暫的聯繫，並

且為了不直接得罪他人，在書中故意未提納粹或國家社會主義。110 但另一方面，

他又求達到學者理應保有的客觀角度去看待種族的議題。正如Alessandra Gerolin在

《埃里克·沃格林論種族理論》中所表示，在其論述過程中，沃格林不僅要顧慮及

一種危險，那就是通過抽象理性以詮釋作為經驗客體之研究對象。同時，沃格林也

不能任由其研究對象的多種面向不被解釋或留有令人感到困惑的餘地，或甚至是以

同樣的方法去研究擁有不同本質的對象。111 為了充實自身理論的武裝，以脫離當

前的政治狂熱，位居於某種程度上的客觀高度去看待問題，政治哲學、法哲學出身

的沃格林大量閱覽了 Jean-Baptiste Lamarck、達爾文和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等科學家們的作品，112而在日後談論科學主義的問題時，他也試圖去

接觸了哥白尼、牛頓、愛因斯坦和海耶克等人對科學問題的討論。 

                                                           
108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140; Eric Voegelin,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the New order 

and Last Orientation (Vol. VII),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25)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9), pp. 184-185. 
109 沃格林認為 Karl Saller 的研究論述遠遠比其他同道中人更為清晰。“Letter to E. Baumgarten, 

dated February 14, 1934”, in Eric Voegelin, The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924-1949,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29)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9), pp. 118-119. 
110 為了求職，沃格林曾與納粹黨的學者 E. Krieck 通信，主動為對方提供自己的家世背景。對方顯

然因沃格林剛出版的兩部著作有違納粹政治意識形態，並沒有回信。“Letter to Ernst Krieck, dated 

December 15, 1933”, Ibid, pp. 115-117. 同是納粹信仰者 Norbert Gürke（1904-1941）就評論《種族與

國家》為「非日耳曼和與國家社會主義不相容的」。見“Letter to Eduard Baumgarten, dated April 

13, 1934”, Ibid, p. 123 
111 Alessandra Gerolin, “Eric Voegelin on Race Theories: a Critique on the ‘Superstition’ of Science”, in 

Radical Orthodoxy: Theology, Philosophy, Politics (Vol. 1, No. 3) (2013), p. 456. 
112 “Letter to E. Baumgarten, dated September 6, 1932”, in Voegelin, The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924-

1949,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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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沃格林在 1930 年代對種族理論問題所進行的哲學反思，以及有關實證

主義和科學議題的討論中，尚未明確使用「科學主義」這一詞彙，但在字句之間，

他針對於思想界內普遍存在的科學化約論述所予以批判，貫徹的是由始至終同一的

堅定立場。直至 1940 年代，沃格林在當時尚未出版的《政治觀念史稿》中就引述

海耶克對「科學主義」的界定並總結出自己的基本定義：「科學主義是對數學化科

學的信仰，視之為其他科學理應屈從的科學典範。」113 就在四年以後（1948），

沃格林發表了〈科學主義之起源〉，就同一議題提出自己的看法，不過文中的後半

部分之焦點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學領域內的科學論證問題。在內文的前半部分中，沃

格林給予「科學主義」以基本的定義，並且做出更為詳盡的論述。他首先指出：

「科學主義最初是作為十六世紀中葉以後的學術運動，是伴隨著現代數學和物理學

之興起而出現的。」114從科學革命的精神中卻不幸衍生出諸如十九世紀時期種族理

論的教條式思維，興許是崇尚科學精神的學者對新科學精神的熱衷嚮往，反之卻對

人類精神經歷之來源的過於低估或直接忽略，試圖以新科學精神的世界觀將靈魂的

宗教秩序取而代之。尤其是在十九世紀，任何對於形上學本質之問題所提出的咨詢，

都將被獨斷地為科學主義的教條主義者所阻止。無論是社會理論家、文壇和藝術界

上的名人，在當時確實是嚴重依賴於自然科學以形塑他們對於人類及其社會的基本

理解，這甚至間接形成了當時的公眾文化。115 其結果是，這種獨斷的偏見一直持

存至二十世紀初時，並且發展成沃格林所謂之三大教條式原則： 

（一） 將自然現象的數學化科學作為要被其他科學所屈從的科學典範； 

（二） 科學方法通用於存有者的所有領域； 

（三） 但凡科學方法所無法適用的現實，要不就是無關的，要不就只

不過是幻象。116 

                                                           
113 Voegelin,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the New Order and Last Orientation (Vol. VII), p. 178. 又，見 F, 

A. Hayek, “Scientism and the Study of Society (Part I)”, Economica (Vol. 9, No. 35, Aug., 1942), London: 

Wiley, 1942), pp. 267-291. 海耶克後來將這些篇章稍加整理與擴充，於 1952 年出版為《科學的反革

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114 Eric Voegelin, “The Origins of Scientism” (1948), in Published Essays 1940-1952,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10)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 p. 168. 
115 Olson, Science and Scient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p. 2. 
116 Voegelin, “The Origins of Scientism”, pp. 16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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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格林受惠於海耶克於 1942-1944年間所發表的期刊文章，雖然後者在文中是

以關懷社會科學之發展前景為主，但同時也是對科學主義傾向之氾濫問題的擔憂。

和沃格林一樣，海耶克也同樣表態，自己絕非是拒否自然科學自身的方法論之運用

及其價值，但所要強調的是反對對科學方法和語言的奴性模仿。117 倘若借鑒何信

全在《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中的解釋，當我們從海耶克（沃格林也持同樣看法）

對科學主義之批判的前提去看待科學主義，它實際上是表現為一種思想習慣，不過

是一種對不同研究領域採取機械的、不加批判之運用的思想模式，因而事實上是

「不科學的」（unscientific）。118 沃格林在《種族與國家》中的前半部分，之所以

要重新述說作為科學理論的種族，首先自然無法比得上科學家對種族研究所進行的

系統化科學實驗和推論的深度，但是他所要做的，正是想要理清由科學主義的思想

習慣所形塑的「毀壞之圖像」，其混淆之所在。 

個別學者對科學主義之淵源都有不同的看法。而在沃格林看來，上述問題都

必須要追溯到自 1930 年代就是其批評對象的實證主義——或精確而言，是孔德

（Auguste Comte，1798-1857）的實證主義理論。普遍為人所接納的實證主義，為

科學神話的最後形塑提供了基礎： 

實證化先是從天文學開始，然後是物理學、化學、心理學，在當下，

唯有哲學、道德和政治尚未達到實證的階段，但那不過是時間上的問

題。119 

沃格林繼續寫道：「將自然科學的發展投射在哲學和歷史科學的未來之上是科學主

義信條中的根本教條，且仍普遍獲得社會的認同。」120 縱觀上述的三大原則和對

科學主義產生之淵源的指涉，不難看到沃格林在《種族與國家》中所預設的批判前

                                                           
117 F. A. Hayek,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2), p. 15. 中譯文參見何信全著：《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台北：聯經，1988），頁 35。 
118 何信全著：《海耶克自由理論研究》，頁 35。 
119 Eric Voegelin,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Crisis and the Apocalypse of Man (Vol. VIII),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26)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9), p. 238. 
120 Ibid, p.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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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也是基於同樣的立場。他明確指出，種族理論有待重新奠定的基礎，其問題就在

於過度依賴十九世紀時期崛起的科學迷信： 

只有自然科學被視為是唯一「科學」，只有它能夠解決人類視域中的

所有問題。其他方法，尤其屬人文類型的，不過是人類精神發展階段

中「形而上」時期的殘留之物。121 

基於上述原則之科學主義的狹隘視域，幾乎是否定了自然科學之法則所能證成的學

科之外的其他學科領域，所能對人類之貢獻的價值所在。人類的內在價值之產生，

一方面可借鑒/取材於現實經驗，另一方面又是源自於其精神，後者往往因其所賴

以成立的是人類個體的主觀視域，總是有被譴責為非確定和不可靠的情形。 

沃格林指出，「認為能夠科學地證明世上所有事物的教條，結果是對個人遭

遇的不信任，甚至是逃離精神/心理現實（psychic reality）。」122 對於人類個體而

言，個人的遭遇是建基於其主觀視域，科學固然能從中藉由實證性實驗以排除不確

定之要素，總括出類似普遍法則的客觀性原則。即使如此，那被排除之不確定的要

素，卻不能因其主觀之成份而完全被視而不見。並不是全部學科都能以自然科學來

進行實證性研究，譬如宗教、神學、哲學、文學等人文學科更是如此。不能因該學

科的部分內容和依據無法經受自然科學的考驗，就視為無用，更何況自然科學方法

在進行實證以前所必須設下的假設性前提，是絕對正確無誤的。沃格林認為理論之

所以「被宣稱為是科學的，這表示我們是可以測試其判斷的正確性和基礎的堅固

性。」123 科學主義種族理論的問題，在於它被宣稱為是科學的理論，其判斷與基

礎理應被測試和足以經受測試的考驗，卻一向是未經批判性地為種族理論家所全盤

接受，這亦是為何沃格林要在此重新審視理論的主因所在。 

                                                           
121 Eric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in Paul Caringella, Jürgen Gebhardt, Thomas A. Hollweck, Ellis Sandoz 

& etc.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2)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9. 
122 Eric Voegelin, “The Race Idea and Science: A Clarification” (1934), in Published Essays: 1934-1939,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9)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1), p. 15. 
123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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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經過謹慎的審視，不帶絲毫懷疑精神地接受的科學理論，是一種科學主

義的態度。這樣一來，它將會引申出什麼問題呢？至少在沃格林看來：  

（人類）在共同體和歷史的面前，每個人都必須要對自己的個人遭遇、

信服（conviction）和態度負起責任。將所有一切的信念都全歸諸於科

學主張，不過是對責任的廢除。124 

故而，科學主義態度不考量或甚至是無視任何人的上述個人經驗上的主觀性問題，

實際上是免除了個人所必須肩負的責任。沃格林單是以種族理論的當時境況而言，

認為「責任被轉移到科學主張的系統上，這種種族學說的世界觀將是危險的」125，

但這一點其實也是同樣適用於任何其他秉持著這種偏頗的科學主義立場之其他學科

上。 

1933 年其著作出版之際，沃格林的見解曾遭受接納納粹政治意識形態的學者

的批判，有者認為沃格林實際上是完全否定「種族概念」，只視種族為一種「純粹

的觀念」，並且將種族「從自然存有者移除至政治觀念的領域」。然實則如上文對

沃格林立論的敘述，且他本人也為此撰文進行反駁，強調他基本上是肯認大量的種

族概念，譬如自然科學、生物學、人類學，甚至還有面相學（physiognomic）的種

族。126 此外，沃格林也試圖澄清自己的論述前提，指出：  

（在當時，）種族（政治）觀念和種族的科學相合在一起，是必須要

面對的問題…這種觀念和科學的相合，很明顯是種族問題的傑出探究

者無法充分地區分開科學的本質和無法被科學地證明或反駁的經驗性

事實。127 

這是與他在《種族與國家》中的主張是一貫的。在那裡，他很清楚地表明： 

                                                           
124 Voegelin, “The Race Idea and Science: A Clarification”, p. 15. 
125 Ibid, pp. 15-16. 
126 Eric Voegelin, “One more ‘Race and State’ in Political Science: a Rebuttal” (1934), in Published 

Essays: 1934-1939,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9)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1), pp. 18-19. 
127 Voegelin, “The Race Idea and Science: A Clarification”, p. 1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THE.NCCU.Phi.006.2018.A02
44 

 

在人類的本體（ontic）結構上，他是同時性地屬於存有者的所有領域，

但他又是同一的整體。因此，我們可以依據該特定的存有者領域，以

其合適的方法去從事對人類的研究——人可以是機械、化學或生物學

的實體。128 

當時的種族理論的難題，在他看來就在於，人們是以本應合適於其他特定之存有者

領域的研究方法去研究種族的領域。 

把人當作動物來研究是可行的，而體質人類學（physical anthropology）

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如此。但是，要以此為基礎去做出有關精神領域的

有意義的論述，卻絕對是不可能的。129 

故而，批判沃格林的人究竟曾否細心閱讀到他所寫下的這些段落，我們不得而知。 

 

第三節 實然-應然問題與價值自由 

 

在詳細討論沃格林的批判性主張以前，筆者予以在此引入道德哲學中著名的

核心議題——「實然-應然問題」（The Is-Ought Problem）。之所以要論及這一點，

絕非意在討論種族議題的倫理性問題，而是旨在作為一種指標，去解讀沃格林在

《種族與國家》的研究中對種族所採取的二分法。他在書中的前半部分所從事者，

主要為對作為科學理論之種族的解構、重構與批判的哲學性反思；後半部分則是涉

及作為政治觀念的種族，與人類政治共同體的意義建構有著密切關聯。前後部分的

論述結構及其內容之間絕非涇渭分明，然以「實然-應然」為思考前提，可由此發

現沃格林的論述框架，實際上是以對科學主義之批判的思維為思路的前提之一，在

前半部分中對種族科學理論的反思，回應過去科學主義種族理論的「實然」（is）

                                                           
128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10. 
129 Ibid,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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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而後半部分則是承續前半部分劃清種族的實然-應然之界線以後，作為政治

觀念的種族則是屬於「應然」（ought）的討論範圍。 

「實然」所涉的是作為事實之事物的領域；「應然」所涉則是與價值之間有

所關聯的領域。這一問題一向作為道德哲學的核心問題，頻繁為當代學者所討論。

該問題可追溯至大衛·休謨（David Hume，1711-1776）在《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第三卷中對道德學的討論，即後世所謂之休謨的刀叉理論

（Hume’s fork）。當時，休謨在長篇的論述試圖論證：「道德並不是成立於作為

科學對象的任何關係，也不在於知性所能發現的任何事實。」130 他進一步指出，

在他所遭遇之每一個道德學體系中，所遇到的不是命題中的「是」（is）與「不是」

（is not），而是「應該」（ought）或「不應該」（ought）。131 

以上述論述為前提，無論是休謨本人的理解，或是後世學者對上述之詮釋，

道德都是歸類為應然的領域——諸如道德之思想、自我之律令、甚是普遍及社會層

面的規範等——而非實然之事實，那是作為事實性存有的、可被描述性考察的對象，

諸如自然科學研究中對生物生態、物理規律、化學作用的科學性研究等。「應該」

的這一概念，主要是作為一種倫理性的義務或規範，與倫理性價值有著密切關係，

如一般所言：你應該做善事，不應該做壞事。132 因為善事和壞事在人的行為中，

所涉的是個人主觀中和被提升為集體層級的倫理性價值。 

長時期以來，實然-應然問題一向是道德哲學家長久以來的思辨議題，也是法

理學界有關法律問題中對倫理性議題之哲學性討論的內容之一。即使是沃格林本人，

也是在法哲學的思路下，談及實然-應然問題。雖然僅是略微提及，但沃格林對這

一問題的基本立論，也並不違背他所秉持之對科學主義種族理論對自然科學之事實

（「實然」）與人類主體主觀性價值觀（「應然」）的相互混淆的批判性信念。當

                                                           
130 David Hume 著，關文運譯：《人性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頁 504。 
131 同上，頁 505。原文段落參照 1777 年版的《人性論》第三卷，轉引自 M. D. A. Freeman, Lloyd’s 

Introduction to Jurisprudence (9th ed.)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16), p. 26. 見同頁注釋：「實然」

和「應然」的論述邏輯是截然不同的，如我們是無法從諸事實（facts）之中推斷出諸規範

（norms），或將規範詮釋為事實。 
132 G. Schurz, The Is-Ought Problem: An Investigation in Philosophical Logic (Berlin: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1997),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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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是 1931 年，即《種族與國家》出版前兩年，他撰寫並刊登一篇對 Carl Schmitt

《憲法學說》（Die Verfassungslehre）的書評。在文中，他提及：「『實然』和

『應然』是兩個截然不同，且無法相互關聯在一起的領域。」133 沃格林之所以會

論及這一點，主要是因 Schmitt 對 Kelsen 的「純粹法理論」進行批評，儘管 Kelsen

是沃格林的導師，然他卻認同 Schmitt 對 Kelsen 的新康德主義純粹方法論原則的反

駁。沃格林不認同將這種純粹方法論的原則應用於諸如政治理論等的人文科學

（human science，Geisteswissenschaft）領域。因為人文科學學科應該（粗黑為筆者

所加）作為對自我建構在科學（此處所指即自然科學等所屬之「實然」領域的科學）

所構成之背景外的主題的科學性（scientific）研究。134由此可見，沃格林早在這時

也同樣留意到，作為對事實之事物系統化研究的自然科學學科，是和關涉人類主體

主觀性判斷和思想之價值的人文學科，在方法論和內容上是各有所別。 

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學科，在各自對屬於其領域之內的客體對象的研

究論述過程中，盡然可相互參照另一者的思維脈絡和成就，但不能將本所屬於某一

領域之內的方法或對象，濫用於另一領域之內，這無疑是沃格林所不讚同的，其對

作為科學理論的種族所持的基本立場也正在於此。作為自然科學研究分支之生物學

科學研究對象的人種理論，以科學方法論及實驗對人類肉體的生物學特徵進行細緻

觀察和分析，藉由個人及其種群在外表特徵上的顯明和細微區別，進一步在事實性

的層面上區分開生活在不同區域的不同人種。科學主義種族理論，則是在此引入作

為價值觀層面的人類內在屬性，諸如人之知性承繼於肉體層面的血液之內的說法，

已是擅自將研究物之層面的自然科學理論毫不經過批判地用於研究人類的價值觀層

面。涵括沃格林的反思在內的各界對科學主義之批判的其中重大前提，正是認為人

類的普世平等並不應該是建立在事實性層面上的平等——白人優越主義所予以達到

的這種理想世界，其代價將是剷除其他人種。故此，所謂普世之平等，理應建立在

價值層面，因為作為事實性層面之存有的人類，是各有所差異，諸如白人、黑人、

                                                           
133 Eric Voegelin, “Die Verfassungslehre von Carl Schmitt.” “Review Essay of Verfassungslehre, by Carl 

Schmitt” (1931), in Selected Book Reviews,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13)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1), p. 44. 
134 Ibid, 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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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種人，是不可能全都扁平化為同一人種。有如自由、平等、博愛等精神，所屬的

是價值觀層面的普世平等，不論人種之事實性差異，賦予每個人同樣程度的平等。 

當然，我們不能排除人對事物之事實的掌握，是與其價值判斷的形成有相互

關係。但這並不表示，人就一定要賦予該事實以某種確實的價值。由於人類意識所

能夠意識到的對象，很多時候是其觀察之事物對象本身向人類意識側顯的部分，而

非該對象的整體。如若尚未貫徹觀察和理解其對象的徹底性，人所能掌握的是該對

象事物所側顯部分的事實性，而非事物之整體的事實性。對事實本身的有限認知，

同樣會影響他對該事實本身所能做出的價值判斷。這也就凸顯出人類價值判斷和事

實面之間的差距。 

所謂「價值」（value），儘管是與人類主體意識的主觀性思想有關聯，但這

絕非純粹的主觀性獨斷。人所作出的「價值判斷」（value-judgements），在馬克

斯·韋伯看來，所指的是：「在人類主體的影響之下，對某一對象客體的現象所持

之令人滿意或不滿意的特徵，所進行的實際評估。」135對象客體之現象的滿意或又

不滿意之特徵，同樣也是源自於人的主觀性第一印象和進一步對對象的深入認知。

不過，韋伯所強調的，並不只是人對其觀察對象的深入認知，也不止於做出價值判

斷 。 他 那 著 名 的 ， 在 晚 年 所 發 展 的 方 法 學 原 則 —— 「 價 值 自 由 」

（Werturteilsfreiheit 或 Wertfreiheit；value free/neutrality），按字義所表示的，重視

的正是一種「免於價值判斷的自由」。136 

Julien Freund 認為韋伯的「價值自由」之根基所在，首先在於，當人肯定某一

個價值時，就必然會蘊含了對其他價值加以肯定的可能性。由此可表明的是，人若

要全然霸道地去證明某一價值是高於其他價值，乃是不可能的。除非他的判斷是出

於以信仰作為其基礎，某一價值才會為個人或大多數人所偏好。所以，在價值之間

                                                           
135 Max Weber; E. A. Shils & H. A. Finch (trans. & eds.),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49), p. 1. 
136 Wertfrei 一般中譯為「價值中立」，「價值自由」借鑒自顧忠華之譯文。 顧忠華解釋他何以棄用

「價值中立」：「『中立』一詞的誤導性愈來愈大…令人聯想到『不作判斷』或『價值冷漠』…這

與韋伯的原意相差甚遠...研究者在『學術自由』的保障下，擁有『選擇自己探究問題的權利、不受

任何外在控制自由從事研究的權利，以及基於自己的見解教授自己的課題的權利』」。顧忠華著：

《韋伯學說當代新詮》（台北市：開學文化，2013），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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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從消解的矛盾衝突只能以共存、妥協或容忍來處理。故而，人類以政治、宗教或

經濟等價值為名進行觀點上的鬥爭，在這些觀點之間，科學沒有能力去做裁決。137 

價值的根本重要性主要在於，它滋養了人的所有行動，支配政治、經濟和宗

教世界內不同行動和觀點之間的相互鬥爭。我們將發現，如果某位科學家要去分析

人的某一行動，他就必須要考慮到該行動所表現出來的價值——因為當人想要去做

某件事，即是在賦予此事一個價碼或價值。138 但是，一名科學家所要做的，是去

思考其研究對象所表現的價值，而不是自行對之做出個人判斷——他「不是進行評

價的人」139。然即使是韋伯心目中的理想科學家，也是有血有肉之人，他也會在其

研究進程中，經過思考和感受，對某一對象做出實踐性的評價。這樣一來，科學家

就不得不陷入某種矛盾狀態。他予以藉由科學方法來觀察和研究某一對象，但在其

有限視域之內，卻又不得不謹慎，要避免陷入對某一價值是有優先性的單向性思維。

也許，科學家可以去證明某一客觀存有在事實層面上，藉由實際評估其對象而判定

其對象所持有的價值。畢竟，科學家總是希望其研究能獲得某種「有價值」的成果。

至少在韋伯看來，科學家所期望的「價值」，至少在邏輯上和實質上能被評價為

「正確的」；或是在「科學的興趣」這一意義之下，是「重要的」種種結果。140無

論是「正確的」還是「重要的」，實際上都包含有科學家自身所作出的「價值判

斷」。 

科學家們是如何去應對：在個別個體之間所產生的，由因應某一對象而生之

價值觀差異之矛盾？如若要秉持科學精神，他則必須深知自己是無法在兩種不同的

價值觀之間，做出何者是優先、優越與更科學的抉擇。一旦因非科學精神而做出了

某對象對其他對象更具有上述性質之價值判斷，就會如 Freund 所指出，無疑就變

                                                           
137 Julien Freund 著，簡惠美譯：〈馬克斯·韋伯時代的德國社會學〉（中譯本簡譯為〈韋伯的學

術〉），收錄於馬克斯·韋伯著，錢永祥等譯：《學術與政治》，（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0），頁 95。 
138 同上，頁 95。 
139 張旺山著：〈中譯本導讀〉，收錄於韋伯著，張旺山譯：《韋伯方法論文集》（台北市：聯

經，2013），頁 83。 
140 韋伯著：〈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諸科學之「價值中立」的意義〉，收錄於《韋伯方法論文集》，

頁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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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想要假學術之名來評斷各種相牴牾的價值，或者認為某一個價值比其他價值更

有科學性，而這將都是行不通的。況且，在價值之間所出現的矛盾，本是在科學家

的職權範圍之外的問題，故而他也無法以科學的方法來加以解決。141 此外，另一

種處理這一問題的方式，則是對科學家所作出的「判斷」提出一系列問題：其「判

斷」所意味的是什麼？這種「價值判斷」效力的基礎又是什麼呢？如果無法完全避

免「價值判斷」，那麼進行「價值判斷」的研究者理應怎樣做才能夠真正達到擁有

「真理」和具有「客觀」效力的「科學性」研究？142 由此可見，在其有關這系列

問題的論述上表明，韋伯所謂「免於價值判斷」並不是指對價值的忽略，而更為強

調的是免於對某一價值之獨斷的主觀判斷，或免於在不同價值之間做出獨斷的抉擇。 

就自然科學研究的預設前提而言，韋伯在一次演講中指出，自然科學的預設

理應是在學術研究所能達到之範圍內去把握宇宙現象。由於自然科學能使人類藉由

這一知識獲得技術性成果，該預設被視為是不證自明之理，從事於其中被認為是由

價值的。但韋伯進一步指出，這一預設其實是絕對無法被加以證明——要證明科學

所描繪的世界有存在的價值，即它是有「意義」的，或是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是有

意義，是不可能的，因為自然科學並不是去尋求這類問題的答案。143 他認為，自

然科學所能為人類提供的答案，是 

如果我們希望在技術層面支配生活，我們應該怎麼做。至於我們是否

應該以及是否真的希望在技術層面支配生活和這樣做有無終極意義，

自然科學或是完全略而不提，或是依照它們本身的目標來預設答案。

144 

沃格林是深受韋伯上述立場的影響145，他一度表示自己曾和 Alfred Schütz 一

起在韋伯學說方面進行訓練，從中了解到沾染上各色意識形態的科學是一無是處的。

                                                           
141 Julien Freund 著：〈馬克斯·韋伯時代的德國社會學〉，頁 95。 
142 張旺山著：〈中譯本導讀〉，收錄於韋伯著，張旺山譯：《韋伯方法論文集》（台北市：聯

經，2013），頁 83。 
143 韋伯著：《學術與政治》，頁 177。 
144 同上，頁 178。 
145 相關細節可進一步參見 Voegelin,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pp. 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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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在〈論韋伯〉一文中，沃格林更直接指出，韋伯那「免於價值判斷的自由」

（freedom from valuation）在科學中所意味的，正是放棄（abstention）價值判斷。

因為科學的判斷，不是要宣稱對某一對象的認不認同，而是「忠實地經由其所獲得

的獨立於任何一種有目的性之關懷的經驗，不斷地再生產知識」147。因此，「價值

判斷」自身的單獨存在，在沃格林看來，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因為，其意義必須經

由相對於對事實做出判斷的某種情況才能獲得。148 所謂某種情況，是因兩種看待

事物的立論而出現：其一是「客觀」的，是有關於現象世界的事實；其二則是「主

觀」的，有關於靈魂和社會之秩序的正當判斷。149 沃格林所謂的「正當」判斷，並

不是指：某種人類個體靈魂與社會之秩序理應如何才是「正當」的單一性主觀獨斷

式判斷。他所要強調的是，任何對於上述秩序應該如何的觀點，實際上都會有被個

別主體基於主觀意識而賦予「正當性」的主觀判斷。不同的主觀判斷之間自然會相

互產生矛盾，而這是與被譽為「客觀」的現象世界之事實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沃

格林認為只有前者，即「客觀」看待事物的立論，才可被稱之為是「科學的」，至

於後者則涉及了個別主體的選擇性偏愛與主觀判斷，是無法經受得住批判性驗證，

以及沒有客觀有效性。150 

有趣的是，沃格林曾試圖去思索韋伯的「價值自由」的觀點是否有其局限性。

他以歷史科學為例，指出「免於價值判斷的自由」在該科學中的關係更為明了。對

於歷史科學所能接配（coordinated）的任何歷史材料，該學科是不得不抱有某種獨

特的視角去看待這些材料。當我們在各種「權威性視角」（authoritative viewpoints）

之間做出選擇時，這一選擇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判斷（valuation）的行為，因而在可

應用於所有歷史的方法論預設上，價值自由也將會遭遇其界線。151 簡言之，在歷

                                                           
146 Eric Voegelin, Anamnesis: On the Theory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6)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2), p. 42. 中譯參閱沃格林著，朱成明

譯：《記憶：歷史與政治理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頁 4。 
147 Eric Voegelin, “On Max Weber” (1925), in Published Essays, 1922-1928,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7)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3), p. 112. 
148 Eric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1951), in Modernity without Restraint,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5), p. 96.  
149 Ibid, p. 96. 
150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p. 96. 
151 Voegelin, “On Max Weber”, pp.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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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科學中對歷史材料的權威性視角做出抉擇時，至少在沃格林看來，「價值自由」

將不得不遇上其局限性。首先，歷史材料本身本就不具備有完整之史實資訊的可能

性，展現在歷史學家眼前的，是在其有限物質能力之下，所能發掘出來的當前可見

的任何材料，這就不免忽略了尚未被發現的史料。其次，歷史學者以其獨有的視角，

即為配合其研究之主題而展開的觀史視域，對其個人主體有限視域之下對材料做出

篩選，並以其特有的角度對史料進行詮釋。在歷史科學精神的嚴謹要求下，歷史學

者基於其個別主體之受限的視域，並配合其單一或綜合式歷史主題，以其所篩選之

史料為資源再結合其主觀性歷史詮釋，去重新描述某一現象客觀式的歷史圖景。沃

格林無疑清楚地理解，歷史圖景的再現是無法達到真正的絕對客觀性，因而如若要

全然秉持「價值自由」的精神去從事歷史科學的研究，就必然會遭遇難題。因此，

歷史科學雖然被視為是追溯過去之事實性事件的客觀學科，是貼近實然層面之領域，

然它同時又是以當下主觀價值對人類主體之歷史進行再現的產物，又是屬於應然層

面之領域。因而「價值自由」在事實性事件的客觀展現與主觀性的價值觀歷史詮釋

之間，要如何達到平衡，是致使歷史學家長年以來焦頭爛額的方法論問題。 

在沃格林所批判的種族科學理論，「價值自由」無疑是重要的方法論前提。

種族作為現象事實，是自然科學的客體研究對象，自然科學家所要從事的是不以任

何價值關懷作為其預設前提，經由其所能從人類的生物學特徵中認知的直觀經驗，

從中獲取人作為生物的自然科學知識。而科學主義的問題，正是在此過程中滲入了

其所預設的個人主體價值觀在內，不僅模糊化「實然」和「應然」之間的界線，又

從中對某一價值做出霸道的抉擇，認為某一者對另一者更有其科學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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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對種族科學理論的哲學反思 

 

本章將討論的是沃格林對種族科學理論——即所謂「毀壞之圖像」（an image 

of destruction）——的批判性哲學反思。為此，首先必須知道，沃格林本人究竟對

人種概念提出怎樣的看法，以使他判定當時的種族科學理論，無論是在前提預設還

是內容都有問題。其中一點，正是對人種概念毫無批判的使用。「人種」一詞因多

種用法而在意義界定上的模糊不清，表明作為新進出現的人種科學概念，如若未經

慎思就被濫用，自然也會導致後續研究的基礎問題。第一節有關沃格林對「人種」

一詞的語義探溯，是其對人種之解構的第一步驟。 

「解構」（deconstruction）一詞是筆者借自 Manfred Henningsen，他恰到好處

地以此描述沃格林對種族科學理論的深層剖析。152 在《種族觀念思想史》中對人

種語義的解析，沃格林發現該詞語的多種用法和一詞多義的情形，強調使用該詞者

的思考前提，實際上已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賦予「人種」一詞以價值判斷。 

沃格林所應對的是自然科學理論領域中，尤其是當時的教條式達爾文主義者，

為了個別的主觀目的，對人種概念毫無批判的應用。沃格林試圖指出，這一概念在

長時間以來，總是未經反思而視為自明之理地為科學家所濫用。故此，他必須解構

的明確對象，是他描繪為「毀壞之圖像」的種族科學理論，在此之下所建構起來的

建制性論述。其中最重要的步驟，竟是從「身-心」（body-mind）的古老哲學問題

來談起。沃格林的用意在於，要從人種最為核心的基礎——即「人」自身，因有人

方有種族——開始討論，以理清人類肉身和心理之間的關聯性。 

達爾文的物種理論，是必不可少的探討對象。不過，沃格林並不否定他的理

論和成就——儘管多少有瑕疵可考。他更關注的，反而是達爾文以後，自稱是其繼

承者的達爾文主義者的論述。以「變異」、「天擇」和「遺傳」為三條線，沃格林

                                                           
152 Manfred Henningsen, “Eric Voegelin’s Deconstruction of Race in 1933” (2014), in M. Beyer, J. Lara & 

E. Zimmerman, Graduate Faculty Philosophy Journal (Vol. 35, No. 1-2) (New York: The New Schoo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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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提出了其中可反駁的要素，何以不適於用作為理解和劃分人為種族。同時，沃

格林往上追溯到卡爾·林奈，指出林奈的物種理論和當時的種族理論之間其實有值

得反思的契合之點。 

緊接下來是沃格林對當代種族科學理論的批判性討論。那是由「毀壞之圖像」

的繼承者、支撐起納粹種族主義理論教條的優生學家們所提出的種種論述，如今已

為現代學者所拒斥和否定。「種族經驗」——一種事實面向的經驗性素材——作為

沃格林批判性立論中的根本觀點之一，可用以認知身處 1930 年代的沃格林談論起

優生學者的原因。沃格林為回應那些批評《種族與國家》的學者，在〈種族觀念和

科學〉一文中提出這一概念。種族經驗不僅僅是作為單純的經驗素材，當其是作為

事實性之普遍發生的存在現象，累積起眾多人對該經驗的認知和知識性建構，就足

以對政治共同體的意義建構問題產生影響。因此，「毀壞之圖像」在 1930 年代的

德意志政治共同體中，何以對當時的共同體意義之建構起著重大作用，正是因為種

族經驗的普遍存在，銜接著累積自十九世紀以來不斷發展的種族論述。正如沃格林

一再強調，「種族（政治）觀念的興起，是源自於種族共同體（racial community）

的經驗」。153 這也不是僅限於觀念，即使是種族概念也是同樣道理：「先有種族

經驗，才有科學。」154 亦即，無論是作為科學概念，還是政治觀念的種族，首先

必須以種族經驗作為其存在之前提。故而，以優生學者為主的納粹種族理論家所承

繼的是十九世紀的科學主義思維框架，在種族經驗的豐富和足夠的系統化研究之下，

又藉由政治意識形態的渲染力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們由此為納粹種族衛生政策和

迫害提供了科學上看似完美無瑕的論據。像是 Othmar Spann 和 Ludwig F. Clauss，

在種族理論中預設了所謂人類的「靈魂特徵」，認為在某一種族內部的成員之間有

「傳輸」（transmission）之可能性，這種看待「人」的思考方式和內涵都是沃格

林所質疑的對象。針對優生學家之理念的批評，已有不少學者多所著墨。本章將更

                                                           
153 Eric Voegelin, “One more ‘Race and State’ in Political Science: a Rebuttal” (1934), in Published 

Essays: 1934-1939,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9)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1), p. 19. 
154 Ibid,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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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於沃格林對優生學者的理論進行探討時所設下的思考前提，並基於有限篇幅，

稍微論及他對 Fritz Lenz 和 Walter Scheidt 的理論所提出的批判。 

 

第一節 解構：人種概念的溯源 

 

正如在上文所指出，無論是「人種系譜說」，還是在自然科學世界觀的脈絡

之下，對人種概念進行的定義和詮釋都陷入獨斷論的矛盾困境之中。自然科學的新

發現一方面促使種族理論家得以推翻以往基督宗教神學世界觀對人種的壟斷性詮釋，

以科學論據證實該人種理論是荒誕不已；然另一方面，激進科學主義學者卻過度仰

賴於自然科學的發現，視之為唯一不可被辯駁的絕對標準，結果是形成另一種對人

種理論的壟斷性詮釋。 

 沃格林的哲學反思，試圖超越上述觀點所帶來的局限。他試圖要發掘的是科

學理論中的種族概念（concept）和政治理論中的觀念（idea）的更為根本性的問題。

所謂種族概念，即是作為自然科學領域之研究對象的種族理論，亦是本章所要討論

的問題；種族觀念，即是作為政治觀念的種族，與人類政治共同體之意義建構息息

相關，則是第四章所予以探討的問題。 

首先必須要知道，沃格林本人究竟是怎麼理解「種族」這一充滿爭議的科學

概念？如要使用這一概念，沃格林就不得不面臨 Sombart 在《猶太人與資本主義》

中所遭遇的定義問題。為此，他的處理方式之一，是藉由對「人種」（race；rasse）

的詞彙進行詞源學的語義追溯，想理清這一詞語原初所予以指稱的意義，結果卻是

不得不面對「人種/種族」定義的界定問題。有關 race 一詞的詞源學考究，如今相

較於沃格林的 1930 年代，有更為豐富的資料，允許現在的學者能夠比沃格林發掘

出更多的成果。只要看看沃格林當時所參考的資料來源，就可理解其詞源學考究在

當前的學者看來，早已過時：  1908 年和 1928 年的《法語語源詞典》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französischen Sprache）、1907 年的《拉丁-羅曼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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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典》（ Lateinisch-Romanisches Wörterbuch ）、 1887 年的《羅曼語詞典》

（Wörterbuch der romanischen Sprachen）、1891 年的《西班牙語中的阿拉伯音》

（Die arabischen Laute im Spanischen）和《源自阿拉伯語的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詞

彙》（Glossaire des mots Espagnols et Portugais dérivés de l'Arabe）。155上述的五本

書中，有兩本甚至是在十九世紀末出版，已有上百年之久。不過本節的重點，終究

不在於要認識 race一詞在歐洲語系中的詞源，156而是試圖掌握沃格林對 race一詞的

詞源學考察，所予以傳達的思想進程。沃格林在《種族觀念思想史》的〈論「人種」

一詞的歷史〉（On the history of the word Race）中，藉由考察多種語系中對 race 這

一詞彙的應用，發現因個別不同的用法，賦予 race的原意是與現代自然科學領域的

用法是有著顯明的差異，甚至還有一詞多義的用語境況。 

沃格林借鑒於當時的多名語言學家經由考察所獲得的假設性（hypothetical）

研究成果——請注意「假設性」的字眼，表明這些語言學成果並不是絕對確實的考

察成果——其中可梳理出的 race/rasse 這一詞語的詞源，有拉丁語的 radius、radix、

raptia、raptiare 和 generatio；斯拉夫語的 raz；倫巴第語的 raiza；古高地德語的

reiza；阿拉伯語的 ras；意大利語的 razza 和西班牙語的 raza 等。如 raz 即可指「類」

（type）或「印」（stamp）；raiza 可指「系」（line）157或 stroke158；ras 則又指

「初始」（beginning）、「起源」（origin）、head159。160 首先藉由理解上述來自

不同語系的個別例子，可看到 race詞語無論是在拉丁語系、斯拉夫語系還是阿拉伯

語系的前近代社會中，最初並沒有現當代學者所使用「人種」、「種族」時所包含

的詞義，它尚未被賦予用以辨別源自不同之種族或族群的人的「人種」語義。至少

在沃格林看來，德語中的 rasse 是在十八世紀期間才開始從法語傳入德語世界，甚

                                                           
155 Eric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From Ray to Carus (1933),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3)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80. 
156 譬如 Ivan Hannaford 就曾在《種族：一個西方觀念的歷史》中羅列出 race 的不同語源和意義。他

也同樣參考過沃格林的敘述。Ivan Hannaford, Ra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the West (Washington 

D.C.: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6), p.5. 
157 如 bloodline（世系）、family line（家系）。 
158 應是指「單一、不間斷的運動」（a single unbroken movement）。見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retrieved on January 30th , 2018 from：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stroke 
159 應是指某一名詞之頭、之首的意思。 
160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p.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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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在十九世紀末才開始站得住腳，161而這時的語辭已包含有「人種」、「種族」

之語義。沃格林之所以提及詞源，同時又強調上述成果又是建立在假設之上，在此

表明的是，即使是在語言學家的系統性歷史考據之下，race 詞語的基礎——即其原

意或最初的用法——恐怕本就不是絕對確定和視社會境況而定的。這是基於前近代

時期詞語用法的境況，也許有人可辯駁，指稱 race詞語是緊隨自然科學興起以後被

引入，沒必要回溯過去的用法。畢竟，重點始終還是必須聚焦於自然科學蓬勃時期

的理論家們，究竟是如何使用 race並賦之何種的意義，以作為當代普遍盛行的用法。 

這正是沃格林接下來想要指涉的另一問題。在前近代時期、前科學革命時期

對 race一詞的用法中，儘管有在不同語系的脈絡之下，出現多種詞義和一詞多義的

情形，然這並不表示在近代時期和科學革命之後，科學家將之引入個別的思想脈絡

和論述之中，就有了對 race一詞的共同理解。以自身所在的德語世界為例，沃格林

指出，當 race一詞最初作為非科學言語而被引入德語世界之際，它本身就滲透有法

語用法中所包含的明確價值判斷。162 為解釋這一點，沃格林在此主要參閱的是在

十八世紀啟蒙時期的德語世界思想家在各自論著之中是如何看待這一問題。譬如他

引述了 J. G. von Herder（1744-1803）的見解，後者是完全不讚同將對人類的分類視

為對不同種族之分類的觀點。至少在 Herder 看來，原因在於人類的社會並不同於

動物。他的立論很簡明： race作為一種術語，只適用於人類對於動物世界的研究之

中（亦即生物學中對動物世界的分類法），人為了在學理研究上不同類別的動物進

行分類，故而使用 race這一術語是適宜的。然而，如若要將 race一詞應用於對人類

世界之不同族群的分類法上，那豈不就是將人類等同於動物了嗎？就這一論點而言，

沃格林也謹慎地提醒，Herder 的看法實際上也同樣有其價值判斷在內，163當他認為

要談論人類種族（human race）就如同要將人類存有降級到動物性的層次，這其中

就表明了對 race 一詞某種程度上的貶義。Herder 指出： 

                                                           
161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80. 
162 Ibid, p. 84. 
163 Ibid, 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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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我們就像熊和猿猴一樣用四肢走路嗎？我們不能懷疑，人類種族

（如真要我使用這種如此卑鄙的詞彙）所擁有的就是有限的祖國，而

且永遠不會離開它。164 

Herder 尚且未能目見達爾文等人的新發現，認為人類就是人類，永遠屬於人類所僅

有的歸屬（祖國）。且看他甚至特意強調自己對 race一詞所持的負面觀感。難怪沃

格林認為，在 Herder 的這種用法上，race 是粗俗（coarse）、充滿生氣的（vital）、

身體領域（physical realm），因而是不被認為是恰當。Race 一詞如果被應用於人類

存有，在當時甚至是被認為一點都不像樣。165 為了證明這點，沃格林從多部十九

世紀以前的著作進行考察，並從中發現了許多有效的例證。筆者主要篩選的是他所

引述的十八世紀時期的文學作品，以表明在當時，許多人是如何粗俗和俚語式地使

用這一詞彙。 

其中一個例子體現在歌德〈眾神、英雄和維蘭德〉（Götter, Helden und 

Wieland，1773）中，冥王黑帝斯的船夫 Charon 和 Merkurius 之間的對話： 

多麼美好的國家！他們從哪兒來？又是那兒來的種族（Rasse）。他們

可以永遠活下來。166 

沃格林引述劇中場景時，並沒有多說什麼。然只要參照原典，承接劇中對話的上下

字句，就可以發現 race在對話中雖然說不上傳達出強烈的貶義意義，但它確實有被

賦予某種價值性的表態。「多麼美好的國家！」是對 Charon 對 Merkurius 的反諷，

「正確的種族」也是一樣，指涉有「這種人只可能來自 XX 種族」。「他們可以永

遠活下來」，也同樣是諷刺「這些人、這個種族總是在場，不會消失」。也許，更

為明顯的是席勒的用法，他在戲劇詩《華倫斯坦》三部曲（Wallensteins Lager, 

1799）第六場中如此描述： 

                                                           
164 轉引自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84. 
165 Ibid, p. 84. 
166 轉引自 Ibid, p. 84. 原典見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Götter, Helden und Wieland”, im Sämtliche 

Werke, Bf. 1.1: Der junge Goethe 1757-1775 (München: btb Verlag in der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2006), S.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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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曹：是啊，你們不過是這群人（Masse）的一部分。 

第一獵奇兵：那你就屬於某個特殊的種族（Rasse）嗎？167
 

在上下情節之中，軍曹和獵騎兵相互為了維持自己的身份尊嚴，各自嘲諷對方是來

自哪群人，嘲笑他們是多麼像鄉巴佬。至此，race 一詞一直都保留有表達式的意味，

它並不單純被用於指稱某一對象的族群來源，更多是俚語式地故意貶低對方的身份。

當 race仍舊被視為是動物領域的用詞時，它在日常對話中（至少在文學作品中是如

此）則是被用於嘲諷不配是人的某一對象，究竟是猶如動物一樣，是來自哪一族群

呢。當然，這種用法並不總是如此。沃格林提醒要留意，即使是在那個時期，隨著

時間的流逝，race 的用法和意義也總是不斷地變化。同樣是席勒，就在《華倫斯坦》

完成一年以後，當他嘗試去翻譯莎士比亞的《麥克白》（Macbeth, 1800 版）為德

文時，卻是在另一種意義上使用了 eigne Race，以此來表示來自某一特定群組出身

的人。168這時，race 不再附有貶義的意味，而且從一般看法認為只適用於動物領域

的觀點，轉換為可以適用於人類領域了。 

上述姑且是文學巨著的列舉，讓我們再看看，自然學、人類學家 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1752-1840）在科學論述上的用法。正是 Blumenbach 首先將

人類視為自然史的研究對象，是他將人類區分為流傳至今的五類種族（蒙古人種、

尼格羅人種、高加索人種、馬來人種和印第安人種。沃格林主要引述的是

Blumenbach 的《論人類的自然種類》（On the Natural Variety of Mankind/De generis 

humani varietate nativa），此書以拉丁文撰寫而成。當他使用拉丁語 gens（即 race）

時，是用以指稱在民族誌（ethnography）意義上的人們（people）：「每個時代、

每個種族的人（men of every age and race/omnis aevi omnisque gentis homines），是

屬於或還沒屬於單一和同一，或截然不同的物種嗎？」 169 

                                                           
167 轉引自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84. 中譯參照和略修正自席勒著，張玉書譯：《華

倫斯坦》，收錄於張玉書選編：《席勒文集》III（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 374。 
168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84. 
169 Ibid, 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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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用法，包含有指稱某一對象在「世系」（descent）上是來自於某一群

體的意思意思。在另一段落中，當 Blumenbach 談及了那著名的五類種族時，指出：

「五大主要種族，但是是單一物種」（ five principal human races, but a single 

species/generis humani varietates quinae principes, species vero unica）但是，gens 一

詞在這裡並沒有現代意義上 race 的含義，儘管蒙古人種、尼格羅人種等在

Blumenbach 看來，確實是有外觀上的明顯差異，但他卻仍然強調，這五類種族都

是源自於同一物種。況且，當 Blumenbach 以 gens 來指稱這些起源地雖然不同，但

在物種上是同一的五類種族時，他是積極反對一些人要以人類的面部骨骼作為辨識

人種特徵的作法。170 至少在沃格林看來，gens 在 Blumenbach 的用法中無疑仍然保

留了「民族」（people/nation）的意思。171 以蒙古人種為例，當Blumenbach使用這

一名詞時，他是以在中世紀晚期對歐洲世界帶來極大恐懼的蒙古人來命名，其中蘊

含的是遊牧、強大、野蠻的侵略性種族的概念。172 在此，「蒙古人種」更貼近

「民族」的意味，諸如遊牧、強大、野蠻等則是身為西歐人的 Blumenbach，對他

認知的中世紀晚期蒙古人及其帝國的存有所賦予的描述性屬性。不過，在十八世紀

時期末的學者眼中，「蒙古人種」作為民族的概念而被認知，但同時也正在被歐洲

人的主見形塑為近代東亞是遲緩和落後的刻板印象。「蒙古人」的野蠻被視為是

「『地球的亞洲地帶』上所有民族的特色」，「他們的畸形與掠奪特質不只是由氣

候或文化造成，同時也具遺傳性。」173 至此，「蒙古人種」所要描述的對象，不

僅有某一「民族」的屬性，它同時包含有人種特性的認知，譬如「黃色」膚色或

「畸形」等人種的外觀特徵。 

即使如此，Blumenbach 對五大人種之區分的篩選原則，卻表明了他的種族分

類終究不是以人種特徵作為依據標準。他之所以用上「蒙古人種」，自然有當代歐

洲人對東亞世界之認識的偏見作為其背景，但更多卻是為求方便才形成這一名詞。

                                                           
170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86. 
171 Ibid, pp. 84-85. 
172 Michael Keevak 著，吳緯疆譯：《成為黃種人：一部東亞人由白變黃的歷史》（新北市：八旗文

化），頁 151。 
173 同上，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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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我們不能完全忽略的是，Blumenbach 如同當時許多自然家一樣，都為歐洲人以

外的其他人種的膚色所吸引，不過那卻不是他的研究焦點。況且，他針對不同人種

的膚色，所使用的顏色名詞總是在改變，以至於不得不為自己對膚色描述的模糊不

清而道歉。175值得一提的另一重點是，Blumenbach 也承認，他所列舉的另一人種

——「馬來人」，理應是作為一種語言類別，176亦即與民族或人種沒有關聯。

Blumenbach 的人種考察、其分類和對 race 一詞的用法，影響力可非一般可言。沃

格林指出，人們實際上可以發現到，當康德和 Herder 在他們的著作中使用 race 一

詞時，該詞彙在實際上一直都保留著與 Blumenbach 的用法一致的動物-生物學意義。

177 

綜上所述，藉由詞源學上對 race 語義進行考察，可見 race 最初在不同的語系

脈絡下，就有表達不同意義的情形。對十八世紀時期著作中 race一詞用法的考察，

可發現 race 尚未被自然科學家完全引入為其科學領域的專用術語，至少還沒有將

race 視為他們在進行種族科學理論的論述時，是為其所獨有的用詞，故而 race 一詞

所予以傳達的含義，還沒有為自然科學領域所壟斷。所以我們可以看到，race 在早

前甚至一度被視為只適用於動物世界的粗俗言語，有以此來指稱人類就涉及羞辱或

降等人為動物的情形。不過，藉由席勒的例子同時可看到，即使是那時，以 race來

表示特定出身之意的傳統用法，儘管可能不全然與古時用於指稱家系或血緣關係的

用法相關聯，但畢竟是同時性存在。席勒對 race 的多種用法表明，race 正在逐漸形

成現代意義中對人類進行種族區分的意思，因為在當時，人們其實也正逐漸認可其

中「從動物領域轉化向人類領域的正面意味」。178 當然，沃格林在此以正面意味

來描述，並不是要表示，當十九世紀時期的自然科學家終於將 race納入為他們的科

學體系中獨特的用法時，以 race來指涉其他人都包含有正面的表達意義。沃格林想

指出的是，race 這一單詞在伺候所產生的印象，至少已不再有早前用法中可能會傳

達出粗俗或俚語式負面意義的情形。不過，無論是自然科學家在種族科學理論中的

                                                           
174 Keevak 著：《成為黃種人》，頁 151 。 
175 同上，頁 131。 
176 同上，頁 151。 
177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86. 
178 Ibid, 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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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還是早前的著作中的用詞，沃格林都不排除 race都有被賦予人的主觀價值判

斷於其中的情形。因為人或許不會在論述中直接以 race單詞來傳達負面或貶義的意

味，但他仍然可以在使用 race 時，附以負面含義來指涉某一對象。諸如「在 A 種

族的成員都是劣等人種」這種論述判斷中，種族在字句中可以被理解為單純用以指

稱生活在某一處的某一族群，但「成員都是劣等人種」的判斷，卻是源自於做出這

種宣稱的人，其宣言背後的「科學主義」心理狀態之下，對有限「科學依據」的抉

擇並得出的價值判斷所形成。 

最後，沃格林究竟如何界定出種族的定義？他在《種族與國家》中詳論種族

科學理論以前，指出： 

如果要對當代種族科學理論的系統化內容進行分析，就必須將「人種」

這一科學概念理解為智人（Homo sapiens）這一物種（species）的生物

學次單位（subunit）。 

沃格林對人種概念的這一詮釋，其實也是在戰後普遍為科學家所接受的基本觀點。

按 Stephen Jay Gould 在 1970 年代對人種劃分的看法，如若根據分類學術語規則，

對「種」（species）細分為「亞種」（subspecies），那麼對人類各個種族的劃分

則是從智人細分出去的亞種。儘管 Gould 和一些學者反對將人類細分為不同種族的

作法，但即使在 1960-1970 年代，仍然有不少人仍然延續使用對智人劃分為不同人

種的作法。179 遺傳學家 Theodosius Dobzhansky（1900-1975）在 1962 年曾表明，他

對於有人不願承認人類有種族之分感到驚訝，因為「人類的種族之所以是科學研究

和分析的目標，只因為這正是自然界的事實」，這一事實「就像動物學家會看到各

種不同的動物一樣，人類學家也會碰到各種不同的人類。」 180  沃格林和

Dobzhansky 對人種的基本看法，即人類種族之分，是作為自然界的事實和自然科

學所研究的對象，是一致的。 

                                                           
179 Stephen Jay Gould 著，程樹德譯：《自達爾文以來：對自然歷史的反思》（中譯本簡化書名為

《達爾文大震撼》）（台北市：遠見天下文化，2009），頁 347。 
180 Gould 著：《自達爾文以來》，頁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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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沃格林認為種族如若是作為科學理論，其作為以上述科學事實為基礎

的科學概念，實際上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  

無論是形態學（morphological）還是生理學（physiological）181上的特

性組群，都將被視為是「人種」的典型，而附屬成為人類物種的普遍

特性。182 

對某一人種在形態學和生理學上的科學觀察和研究所得出的特定形態或生理特性，

不再是純粹生物學領域中的形態學或生理學意義的特性，它必須被理解為經由人類

知性探究與分類而歸納為人類世界的內容。亦即，生物科學研究所總結出的科學研

究成果，不再能被純粹局限於同一單一領域中，它還可被歸納為是該人種所獨有的

特性。如若可行，這種形態學或生理學特性甚至可以被進一步提升至人類的普遍性

層次——如若有效，該特性可以被判定是作為物種的人類所擁有的普遍特性。根據

身體特徵來對人類進行分類的企圖，至少在當時的自然學家，以及沃格林看來，姑

且是合理的。183 在自然科學領域之內，科學家可以根據他對人類在形態學上或生

理學上的生物觀察、取材、分析，來判定：某一群人因其膚色或骨骼的同一特徵，

可被歸類為某一種族。當然，一旦在這一判定過程中納入了個人的價值判斷，諸如

Blumenbach 對「蒙古人種」的命名就牽涉及他在主觀認知上對該種族所擁有的價

值判斷，這在沃格林看來都是不可取的。他認為，在事實面上，人總是由於來自不

同種族之間的個體，在反復相互結合和分離的過程中，按孟德爾遺傳定律

（Mendelian laws of heredity）的作用，將各種特性藉由遺傳因子而得以傳承至下一

代人。184 這一遺傳現象在技術水平更為發達的現在，已獲得證實並被普遍認為是

無可否認的科學事實。不過，即使是在沃格林所處的年代，即使有科學家願意對這

                                                           
181 「形態學」是對生物體組織結構和功能結構的研究，其中包含有生物體外觀的形狀、結構、圖

案、顏色，以及骨骼、器官等內部零件的功能結構研究，重視的是生物體及其族群的總體構造，還

有這種構造在生物演化的變異過程中所發生的變化；「生理學」則是研究生物體及其組成部分在活

體系統中所產生的化學或物理功能活動。 
182 Eric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in Paul Caringella, Jürgen Gebhardt, Thomas A. Hollweck, Ellis Sandoz 

& etc.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2)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7. 
183 Ibid, p. 37. 
184 Ibid, 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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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學事實的肯定，但他們卻進一步將自己的價值判斷納入對這一科學事實的延伸

論述之中。這一情形尤其可見於後來的科學家們，在接受達爾文物種演化論的前提

之下，帶有種族偏見地發展出其種族科學理論。 

 

第二節 重構：人之本質的思索 

一 身心問題和種族 

無論是過去還是當代的學者之間，個別學者究竟對人種的概念抱持有多麼異

同的主見，185所有人首先都不能否定，人種的核心前提即是人自身。因為，唯有作

為生物學分類法之中、萬物生命體物種之其中一種的人——即「智人」，方會有根

據不同根源地的地理環境和人的外在特徵，來進一步具體劃分為不同的人種。沃格

林對人種概念的反思，最終要回歸到最原始、基本的哲學咨詢，那就是：首先，人

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呢？為此，他展開了哲學傳統中對人類存有之反思所必須觸及的

核心問題：「身-心-靈」。這一哲學咨詢，或許在生物學家看來顯得是多麼莫名其

妙，但沃格林卻指出，「種族的問題其實就是身-心-靈問題中的其中一環」186。他

後來還指出，其原因在於，對一種有關人類之同一的理論探索，相較於其他概念建

構更合適於作為種族學說的基礎。187 

難道以往的種族科學理論在進行理論闡述以前，從未就人類之本質有過任何

討論？Thomas Heilke 認為沃格林所目睹的是，二十世紀初的種族理論對於本質的

個別主見有著顯明的不確定性，「無法把握對人類存有之本質的意義方式」188，亦

即不曾專論探討人類之本質，以賦予其更為明確的意義。也許，對人類之本質的討

論，可被視為古至今以來的哲學家們所不斷探索的傳統問題。但是，普羅一般民眾

                                                           
185 譬如下文將提及的兩位科學家：美國古生物學家 Stephen Jay Gould 和昆蟲學家 Edward O. 

Wilson，倆者之間就持相對立場。前者強烈反對以人種對不同族群之人進行劃分，後者則至少不否

定「人種」這一科學經驗的事實。 
186 Ibid, p. 8. 
187 Eric Voegelin, “One more ‘Race and State’ in Political Science”, pp. 19-20. 
188 Thomas Heilke,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sistance: On Eric Voegelin’s Practice of Oppositio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56, No. 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utumn, 1994), p.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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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也可擁有其詮釋人之本質的論調，儘管其中的論點和內涵未必高深。沃格林之

所以重視種族觀念，正是在於政治觀念不是政治學家或哲學家的專用術語，而是為

眾多人有意識或潛意識中所形成和肯定的觀念。因此，Heilke 就指出，當對人之本

質的主要看法是種族性質時，政治機構和法治體系同樣將會反映出其中的（種族）

偏見要素。189這種種族性質的人之本質，未被反思地作為種族科學理論中，自明和

潛在的應然性原則——對科學事實的研究，竟是以主觀價值判斷為其前提。故此，

這本應被歸納為政治觀念領域的觀點，在普遍化的情形之下為眾多人所接受，以至

於對政治共同體的建構意義產生了影響。 

有關「靈」的部分，並不被納入本節的討論，這涉及更多有關心靈哲學在論

證上的哲學史論述。沃格林所要討論的身心問題，所涉的是在認識論上對人類本質

的思索。這一思索並不是妄圖將這一哲學傳統的問題混入生物學領域的科學研究。

反之，沃格林更多是想要彌補過去的科學家所沒有做的事情：當科學家相互就人種

的意義、人種的劃分相互爭論時，他們是否曾想過，人種背後最根本的基礎——人

的本質，在他們看來究竟為何呢？當種族理論家依據人類身體外觀特徵的差異，劃

分出「蒙古人種」、「尼格羅人種」，或甚至基於主觀價值觀判定「XX 人種是劣

等」時，不同「人種」其實在人之本質的意義上究竟有多大差別？如果沒有，又有

何必要對同樣身為人的所有這些人，以生物學分類法來劃分為不同人種，或甚至有

優越和劣質之分？ 

Heilke 指出，在沃格林看來，種族理論其實在本質上就是一種有關於人之本

質的思辨性建構。這種思辨性建構想要嘗試去解釋的是人類身心同一的問題，為此

而對某些特殊群體中的個人，思考理應如何去對他們那可見的態度和形態同一做出

一致和連貫的論述。190 這一點確實符合早期自然學家對人種考察的作法。他們主

要通過對在當時可謂是新發現的「異於己族」的其他人種，進行外觀上和行為習慣

上的細微觀察，並且留下對個別人種的觀察記錄和因此而形成（包括刻板印象在內）

                                                           
189 Heilke,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sistance: On Eric Voegelin’s Practice of Opposition”, p. 744. 
190 Thomas. W. Heilke, Voegelin on The Idea of Race: an Analysis of Modern European Racism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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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遲至十九世紀時期，種族理論家正是基於過去的這些記載，附加有更高技

術水平的科學考察，對更多地方的人種進行考察，因而得以建構起較為系統化的種

族理論。自然學家的出發點，不排除有對異族的排斥感，但更多是好奇心促使他們

去觀察其他人種，何以在外觀、習俗，甚至內心想法，為何與自己有多麼大的差距。

十九世紀時期的種族優越論，卻是以對異族考察的成果，來證實歐洲白人人種在外

觀、習俗和心靈上的優越所在。可見，對人種的生物學考察，在當時其實也有跨領

域的情形。 

Heilke 解釋道： 

種族理論雖說最初是有關物種的生物學研究，但它卻從未自我局限在

同一個領域界線之中。種族理論家不再只是觀察肉身層面的，同時也

包括心理層面在內的特徵，來解釋何謂種族。191 

以此來看，沃格林對身心問題的探討，算是已涉純粹的生物學領域之外，但在當時

也未必是異端之說，他本人也不否認，當時對人類種族的研究不得不涉及對人類心

理素質之關聯的探究。192 更何況，當時遺傳學研究的技術水平尚未發達，未能更

確切地證實心理素質與人種延續之間究竟有何關係。科學發展進程也是直至世紀中

葉以後，才證實個人是會因其遺傳因子，而在人格和智能上有所差異。193 不過，

即使已有了遺傳學最新成就的背書，許多學者仍就此而有爭論，認為種族差異仍然

未能完全被證實，故而更不用說在此前的種族優越論者，認為某種族的優劣是自然

科學所能證明的經驗性事實。 

沃格林提出的思考，是質問種族理論家在進行研究時，是否曾去思考：在考

察其研究對象——即種族——，並以多個研究對象為參照點，形成某一種族理論體

系時，他是否曾預設某一具有普遍性的標準，作為其種族的核心基礎，然後才在這

一基礎之下判定這些種族在身體上和心理上的差異？很明顯的是（沃格林本人也如

                                                           
191 Heilke, Voegelin on the Idea of Race, p. 107. 
192 這裡所指稱的心理素質，不純粹只是心理的特徵。按當前的說法，也許更接近的是該「種族」

背後的文化因素，即使是這點，也是頗為爭議和有待深入探究的議題。 
193 Edward O. Wilson 著，薛絢譯：《社會生物學：新綜合理論》第一冊（新北市：左岸文化，

2012），頁 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THE.NCCU.Phi.006.2018.A02
66 

 

此指出），這些人其實都完全忽略了身心問題中有關認識論的問題。尤其以教條化

的達爾文主義為主，種族理論家毫無批判性地接受遺傳學的觀點，又任其獨斷的價

值觀所用，以指稱人類的優劣心靈素質是可以藉由諸如純種的血液而傳承給後代。

如 Heilke所言，這種破綻百出的看法，「一旦指稱不只是人的肉身特徵，就連心理

特徵也可傳承時，就會出現問題。」因為，「心理特徵是如何被父母傳給子女？」

194這一疑問，至少在較為先進卻仍存爭議的遺傳學新成果出現以前，一方面無法為

科學所能證實的；另一方面，自然科學方法真能處理這一問題嗎？按沃格林的哲學

思路來看，人類的心理特徵絕不是自然科學學科的概念和方法所能夠去研究的對象，

因為人類的心理內容，是「現象研究所不能接近的」195，亦即心理內容並不是人類

所可見可觸的現象。對身心問題的討論，雖然觸及人類心理層面的認識論問題，但

這一討論本身並不是以自然科學方法來進行的。 

科學主義的種族理論家，一方面當他欲以自然科學方法來處理人類心理層面

的問題時，這一處理方式本身就已經是以錯誤的方法來研究錯誤的對象；另一方面，

面對同樣身為人的不同人種，按沃格林的思路來看，他們因在認識論上的理論空缺，

並沒有辦法為自己的人種優越之分提供有效的口實，儘管普遍大眾很自然地相信了

這一論點。在毫無批判的前提之下，實際上是以人為研究對象的種族理論，缺少了

人之本質這一普遍層次上的核心基礎。種族優越論者不得不面對，卻同時又逃避這

一問題：同樣是人的「劣等人種」，難道在「人」這一普遍層次上的本質，有什麼

差別嗎？沃格林有關身心問題的討論，實際上就將問題的層次提升為人類普遍層次

的高度，這就免去了即使是科學主義者也不可能認為，某人種是不具有身心之其中

一部分的謬論。在認識論上，每個人——不論他是來自哪一種族，所有人在這一點

上都是同一的。種族理論家最多只能主觀地判定，某種族的身心的其中一部分，也

許在某種程度上是劣等於「我族」。但如何證明這一點，其實是存疑和無法為自然

科學所能證實。自然科學要如何去解決心-靈層面的部分，本就值得懷疑。即使解

                                                           
194 Heilke, Voegelin on the Idea of Race, p. 108. 
195 Ibid, p.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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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學能夠處理有關肉體的部分，但除了外觀上的差異之外，所有人的肉身都五臟俱

全。況且，身體上的差異，又如何能過影響心-靈層面上有著不同的運作呢？ 

讓我們只談人種劃分之下所形成的優劣等級制。難道就只能單獨基於身體外

觀的差異和習慣、行為（文化）的不同，才能形成優劣之分嗎？譬如納粹德國於

1935 年所頒布的紐倫堡法案中，就有這種人種優劣等級制。這是透過法對人類主

觀價值之實在化的最佳例子，藉由法條來規定：生活在德意志之內的人，必須按其

血統之「日耳曼」純度來判定，他可否享有最高的公民地位。196 這一人種優劣等

級制完全是依據人類肉身——即血統的純度之差異而定，其背後是種族主義科學理

論家為這種法令所提供的所謂科學實驗之證明。但是，種族理論家能否真正回答得

了，何以能證明某人的血統，究竟有多少成份是「日耳曼」，多少成份才是「猶太

人」的呢？ 

也許，對他們來說，轉換其思考方式來看待問題，反而更能為他們的荒謬行

徑提供更實在的理論基礎。如果真有某一種族的成員，並沒有具有普遍層次上的人

之本質，那他或許才真能被視為是人種等級制中，因其不具完善的人之本質而位居

於等級制之最底層，或更甚：該人種實際上都「不是人」。這樣一來，種族主義理

論家說不定就能在哲學層面的反思上，獲得支撐其種族優越論論述的理論支柱。不

過，沃格林對身心問題的咨詢，在他對人類本質的思索過程，所向我們揭示的恰恰

是相反的面貌。 

 

 

 

                                                           
196 細節可參考相關法條內容，以及附錄一。Reichsbürgergesetz und Gesetz zum Schutze des deutschen 

Blutes und der deutschen Ehre ["Nürnberger Gesetze"], 15. September 1935, und die beiden ersten 

Ausführungsbestimmungen, 14. November 1935, archived in 100(0) Schlüsseldokumente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retrieved from: 

http://www.1000dokumente.de/index.html?c=dokument_de&dokument=0007_nue&object=translation&st

=&l=de.   

http://www.1000dokumente.de/index.html?c=dokument_de&dokument=0007_nue&object=translation&st=&l=de
http://www.1000dokumente.de/index.html?c=dokument_de&dokument=0007_nue&object=translation&st=&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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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身心問題與人之本質 

首先，人之本質（man’s nature）是什麼？沃格林並沒有直接給出明確的定義。

反之，在其長篇有關「人」自身的描述和哲學論證過程，實際上就是對人之何以為

人的描述，向讀者展現出人之本質正是其所描繪的一幅圖景。所以在接下來的論述

中，我們將不免發現，沃格林對「人」的討論實際上很貼近意識哲學的思考邏輯，

這是他在 1920 年代留美期間的學習成果，尤其可參見他在《論美國心靈形式》以

及日後著作的一系列討論。遲至 1966 年，沃格林在《記憶》（Anamnesis）中仍然

肯定他早期有關意識理論的批判性討論，儘管他也承認自己在此時仍然缺乏哲學和

歷史方面的知識。197有關意識理論的細節，不在本論文的討論範圍中。不過必須謹

記，下文有關人及其本質的描述，在沃格林的論述脈絡之下，是以人類意識作為出

發點。他日後也表示，「社會與歷史中的人類生存，其具體秩序是從意識這個顯亮

的中心放射出來。」198 這一論點與當前的立論並不相違的。 

沃格林首先指出： 

人之本質是哲學思辨的永恆主題。之所以永恆，是因為總是同樣的人

類根本經驗（fundamental experiences），催動我們去如此思辨：總是

同一種典型的境況（ typical situation），自我展現為對人之圖像

（image）而言，是至關緊要的。199 

上文表明了身心這一哲學傳統問題的淵源。它源自於自古以來的人類，為了面對每

個人類個體——不論任何人種——所必然會遭遇的經驗性生活境況，而產生的思辨

性思考活動。這些經驗性生活情境，是藉由人在日常世界之中所累積的根本經驗而

形成，是每個人都可能遭遇的情境，因其經常性之故，被沃格林稱之為「典型的境

況」。這些境況對於人類而言是如此之重要，以至於成為人為了理解人自身所必須

參照的經驗素材。人為了在思想上描繪出人的圖像，就必須參照這些已自我展現為

                                                           
197 Eric Voegelin, Anamnesis: On the Theory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6)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2), p. 33. 
198 Ibid, p. 34. 
199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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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而言，是理解人所必須觸及的核心要素。那麼，所謂的「根本經驗」，又是什

麼，以至於足以形成人類必然遭遇的「典型境況」？沃格林指出： 

所謂的根本經驗，是在人類存有的領域之內，諸如死亡、睡眠、做夢、

生病、恐懼、能力（skill）、有目的的對行為的控制、去人格化的酒

神狂喜（depersonalizing/entselbstend Dionysian ecstasy）、對上帝的神

秘性沉浸（mystical submersion/Gottversenkung），以及精神上對冥想

的自我參與（spiritual self-involvement of meditation），這些全都可被

視為對人的本質和內在組織之反省的出發點。200 

值得留意的是，對根本經驗的經歷和感受，並不只獨屬於人類世界所有。因

為根本經驗本身，其實並不限於人對人所可經驗之經歷的感受。沃格林提醒：其中

有部分的經驗，其前提條件是無機體、植物和動物的本質。201以上述所舉出的例子

為例，死亡和生病都是普遍通用於人類、動物和植物的經驗，儘管唯有人類意識，

才可以將其所直觀的上述現象都納入他對人之圖像的描繪當中。不過，即使是知性

之人，也無法解決這些根本經驗所形成的「典型境況」對他們帶來的思想性困惑。 

無論是藉此所衍生的對人何以為人的反思，還是對上述現象本身的具體思考

皆為如此。以「死亡」為例，就可獨立成為宗教和哲學思想中充滿爭議的議題。所

以，沃格林認為，在根本經驗和人之本質之間的關係這一意義上，身心問題之所以

具有永恆性，也在於：因為人對這些基本經驗的經歷和詮釋，尤其需要獲得思辨形

式的協助，但也自然地導向難以解決的心智狀況（mental situations）。202人尤其需

要借助於思辨而非一般性思考（如下文將提及，此一般性思考也是動物所可為的），

才能更為深層地反思他們對根本經驗的經歷、認知和詮釋。然根本經驗雖然能夠形

塑各種普遍可發生於每個人類個體身上的「典型境況」，然每個個體對「典型境

況」，甚至對根本經驗本身的經歷，卻是各有所別。個別之人都可持截然不同的態

度去面對每種「典型境況」。此外，「典型境況」的典型所在，絕非獨一無二。

                                                           
200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19. 
201 Ibid, p. 19. 
202 Ibid,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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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境況」的具體發生，在細節上都必然有差異，每一細節上的差異也可對個體

人產生有著不同程度之差異的印象。每個人對於同一的經驗對象都可以個別形成自

己的理解方式，更何況經驗對象本身具有差異性。 

在此可進一步參考沃格林是如何描述他所引入之有關人類意識的基本論點：

「我們經歷的是我們的思考和行為的自發性（the spontaneity of our thinking and 

acting）」203這裡並無主客體之間，何者為主動和被動之分，而是人類意識對意識

對象自然而然的反應。在哲學思辨上，我們可以對意識過程具體分化為意識本身和

意識對象，並試圖說明和爭論有關意識與意識對象之間的互動關係中，何者主動或

被動的論題。但在這裡，沃格林更強調的是在日常現實中，尚未被納入哲學思辨範

疇之內的現象。人的意識在意識到其意識對象，並在思想上去思考和在行動上接觸

該意識對象時，在前反思的階段上，他首先不會去意識：我意識到了該對象。在身

體和心理上，人對其意識對象所採取的自發性反應，先於人對意識過程的意識。204 

沃格林強調，人類在當下時刻所持有的思想和抉擇，當這兩者面臨困境，或

不得不需要被反思的時候，人「並不是回溯到過去的想法和抉擇」，因為「過去的

想法和抉擇對我們而言，已經成為促成我們因之能去思考和行動的實質。」205 因

此，人在過去所曾歷經思考和形塑的某種想法，或是過去曾作出的抉擇及其背後的

原因，這一切自那時起就已經烙印在自我之中。我們在當下的思考、行動，以及二

者最終將我們導向的某種方向和結果，都是以過去的想法和抉擇為前提。在自我意

識中，我們可以對過去的想法和抉擇進行回溯，並可對其中的想法和抉擇，在有意

識或無意識之間，做出有選擇性的取材，以致忽略了二者的整體性。但是就整體性

而言，我們並不能完全否定過去所形成的想法或做出的抉擇，正是當下時刻之自我

的實質。所以，沃格林指出：  

                                                           
203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21. 
204 沃格林日後有關意識及其過程的討論，和當前的論述未必同一。參見 Voegelin, Anamnesis, p. 84.  
205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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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某一事件、對啟動某種嶄新的，甚至能夠影響世界進程的事物，

都是以自我為經歷的出發點，而不純粹只是過渡點（ transitional 

points）。 206 

所以，身為人，我們會經歷任務的失敗、身體的虛弱、生病、甚至在死亡中，整體

人生伴隨著有意志的作為和計劃而最終失敗。207這一切都是以當下的自我意識作為

上述事件和成敗的原點。在這一過程當中，人同時不得不發現，人即使身為人，有

著與其他生物大有所不同的思辨性反思功能，但「我們都自我經歷為強而有力的起

源和過渡之點，同時又是無力的存有，面對自然過程（natural processes）的有規律

進程，只能純粹作為消失的粒子。」208 這就是人之為人的無力之處，無論面對任

何境況，他可以克服，也可能失敗，但最終在大自然之前卻不過是渺小之物。也許

有人反對這一點，認為人生之價值並不局限於此，但在「實然」面上，沃格林所描

述的卻是人之為人的一種事實。 

所以，沃格林總結性地如此描述： 

對自發性活動和無助地屈服於超越力量的經歷，是將人類的本質詮釋

為有力量和積極的原因。因為人類藉由智慧和精神的高等能力，同時

其肉身在參與一系列事件中又那麼無力。這些事件看似各行其路於個

別人類意志的精神體驗中。209 

人以其自發性活動而引以為豪，自發性活動是以涵括過去式的思想和抉擇在內所形

塑人類主體意識，在當下的思考和行為之下所形成的思想或做出的行動。這一切是

以人類具有智慧和精神上的高等能力作為前提條件，故而人相較於其他生物而言，

具有其獨特之點。然而，在超越力量的面前——亦即大自然規律當前，亦即其肉身

所不得不面對的各種事件當中，人卻無能為力。因為，每個單一事件，在不同個別

人類意志的精神體驗當中都不是同一回事。 

                                                           
206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21. 
207 Ibid, p. 21. 
208 Ibid, p. 21. 
209 Ibid, pp.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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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無法在心理層面上，對任何事件達成真正的普遍同一之意識點。在某種程

度上，這已是超越性程度的力量，籠罩人類意識的有限性。面對人自身所無法解釋

的事件，以天命或上帝等超越性之存有的運作來解釋事件以滿足該事件性質的合理

性，也是對事件的一種詮釋進路。所以沃格林所指稱的「難以解決的心智狀況」，

其實正是基於每個人對於根本經驗的不同經歷和多種詮釋，且在個人彼此之間都可

就此交流和討論的前提之下，所無法達到的統一意見在精神上所陷入的困惑狀態。

這一思辨上的精神性困惑狀態，是唯人所獨有的，也是人所永遠無法解決的狀況。 

如上所述，根本經驗並不全然是只有人類所可經歷的經驗過程。所以，根本

經驗作為思辨的對象，其實可「通過與其他存有——無機體、植物和動物——的比

較而擴大至人類存有之外的領域」。210 故而，長久以來各種理論有關人類本質究

竟為何而進行的爭論，一直都無法達到同一共識，主要是因為每個理論「所應對的

是人類存有自身的不同條件，以及同步於存有整體之一部分的任何差異。」  211 在

這種情形之下，人類的存有已經被詮釋為一種「組成部分」（composed of parts），

每個部分都可以特殊的存有形式出現，以此變成可以被識別的獨立部分（separate 

parts）212。但是這些獨立部分的存有形式，卻不是顯現為人類的模式（human 

modes），而是一種自我封閉的、與人類存在沒有明顯本質關係的形式。213  

上述的敘述，尤其可用於理解已被專業和細分化的自然科學學科對人類所從

事的科學分析，譬如遺傳學對人類遺傳基因的研究，所研究的不過是人類存有之肉

身的細小部分，但就人類存有的整體性而言，無疑是與人類存在有重要關聯。種族

主義理論家將這一科學研究的細微部分放大為人類存有之整體的核心基礎，而在實

際上，它卻只不過是人類存有之整體的組成部分之一。人類存有之整體及其本質，

不僅可從身體、心理、靈魂的思考進路來探索，也可從物理、化學、生物學和其他

進路來進行研究。這表明了對人類存有及其本質的詮釋，是基於以人的自我意識作

                                                           
210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22. 
211 Ibid, p. 22. 
212 Ibid, p. 22. 
213 Ibid,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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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出發點的經歷，故而必然出現多元詮釋的情形，因此不能單獨放大任何獨立部分

來概括人類存有的整體性。 

沃格林借鑒於卡爾·林奈對自然體系的分類，他指出了植物、動物和人類這三

大王國之間的差異。在植物王國中，只有「簡單的物理動作」，「沒有任何精神形

式的直覺、記憶和有目的的行事智能（acting intelligence）」。214 在動物王國中，

我們就能發現「有精神形式的直覺，也許還有簡單的行事智能」，卻「沒有任何心

理層面之物」。215只有在人類存有之中，只有人才擁有心靈，能夠「參與其他心理

功能作為一種形式原則」 216。沃格林以三大王國的生物分類法，將自然世界的生

物劃分為三類等級，並描述其中可觀察和被思考的個別存有之等級的特性。然而，

這種分類法並非是為了強調存有等級制中存在著某種高低或優劣之分的差異。他指

出，實際上是「沒有任何存有等級，會作為必然發展過程中的一環以指向另一更高

級的存有。」 217 此外，「沒有任何一者能夠為提供任何未來存有形式的預言。」

218 沒有任何一種存有，比另一種存有更高級；沒有任何一種存有，可以被視為是

存有往更高級的存有的發展而必然經過的環節，更遑論某種存有能夠預示未來將可

能有另一種更為優越或劣質的存有出現。無論是動物還是人類王國，王國之內的存

有，也許可以有另一王國之存有的特性，譬如動物和人類在心靈上，都有著對外事

物的直覺，儘管其複雜之程度會有所不同。然動物終歸於動物世界，人類終歸於人

類世界。所以，沃格林進一步指出： 

每種存有的形式都是在其自身中完成，且是因在它們所含有的，包括

屬於其他存有之元件在內的元件（elements）當中，有著獨屬於它的元

件，才得以辨識它們。219 

                                                           
214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22. 
215 Ibid, p. 22. 
216 Ibid, p. 22. 
217 Ibid, p. 22. 
218 Ibid, p. 22. 
219 Ibid,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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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是在某一存有所擁有的許多特性當中，藉由辨識出何者才是獨屬它，何者理

應屬於其他存有之特性，來界定該存有自身。 

故此，當人試圖去建構人類存有的圖像時，他也許不得不面對的難題是：我

們要如何從不同的獨立成份之中，最終建構起一個「人類存有之同一整體（unified 

whole）」220 呢？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沃格林重返著名的笛卡爾身心二元論，接著

談起了馬克斯·舍勒、康德、費希特等人的相關論述。不過，正如沃格林本人就表

示，「這裡並不是要去論證和闡明一種心靈哲學」221，本文也省略其中論證的細節，

直接指向沃格林藉由重重論證所要表達的重點。他指出，個人心靈的本質要素，分

別是下述五點： 

（一） 心靈是一個自覺的中心； 

（二） 心靈擁有抽象能力和話語思維（這也是與動物有所不同之處）； 

（三） 心靈有能力去感知原初現象（primal phenomena）； 

（四） 心靈可以創造心靈世界（諸如藝術作品、哲學體系等），包括

其心靈生活在內； 

（五） 心靈是意志的中心。222 

因 此 ， 「 個 人 心 靈 給 予 人 類 個 體 自 身 的 行 為 之 間 的 知 性 連 接

（Aktzusammenhänge）以單一的創意來源」。並且，「透過個體人的這種單一性，

他得以被提升至動物的純粹物種個體化 特徵（ mere species individuation 

characteristic of animals）之上」。藉由對人類個體心靈——有別於動植物世界——

之特性的明確描述，沃格林賦予人類以其獨有的知性特徵，人類個體所作出的行為，

並不純粹是來自於其本能性的對外在事物之反應，而是與人類個體心靈所賦予他自

身的創造性思維有關。之所以是「單一的創意來源」，是因為每個人類個體都是其

自身，而無法籠統地概括為「人類」這一物種。因為，人與人之間永遠都存在著在

思想、抉擇，以及這兩者背後的意識動機上的差異。因此，單是這種創意來源的單

                                                           
220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23. 
221 Ibid, p. 33. 
222 Ibid,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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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就賦予人以其獨特於一般動植物之處，我們不能單純依據物種的分類法來對

人進行劃分。在自然科學上，也許我們可以按來自不同族群之人的外觀特徵，為辨

識之方便，而命名之為「XX 人種」；然我們卻不能以心靈或心理特徵作為人種劃

分的標準。人類世界與動植物世界之間在心靈上的顯明差異，不應被用於證明人類

對其他存有的優越，反之卻可以表明，人類因這一差異，而不能單純地將自然科學

對動植物的科學研究法應用於人類世界。 

沃格林在此將討論與其核心——即種族議題——關聯起來。他指出：「每個

社會和國家的形式，都個別產生其存有之物質基礎的典型觀念。」他認為，藉由上

述的討論，我們將發現「這一複雜的觀念實際上是屬於一個國家的學術世界

（intellectual world）。」223 請注意，沃格林在此使用了觀念一詞。這裡更為確切

地談到了種族概念過渡向種族觀念的問題。沃格林從普遍層次上指出人類社會世界

的典型做法，即自古至今，各個社會和國家都會為其自身及其成員提供某種有物質

性基礎的政治觀念，一方面可以理解為是為了解釋該社會和國家及其成員的存有自

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另一方面，為了確保社會與國家的秩序，就必須建構起某

種為其成員所能接受的政治觀念，政治觀念一方面可藉由人類心理的思辨而形塑，

但一方面也必須從現實的經驗世界中獲取素材。 

有關政治觀念，本論文第四章還會繼續談及。但筆者予以在此先指出，沃格

林的上述表態，實際上暗含了對意識形態化的種族理論的批判。種族主義理論家試

圖藉由其人種等級的分類和優越論，作為社會，甚至是國家的普遍可被接納的觀念

之物質性基礎。然觀念的物質性基礎，亦即藉由對人種的自然科學研究，而界定出

來的優越人種及其依據，真能成立嗎？沃格林指出，「在人類身體上所建構起可見

的知性存在，是不可被用作為將心靈的部分從人的軀體類型分離出來的科學嘗試的

基礎。」224 當然，沃格林並不否認，企圖將知性存在納入對人類身體的研究中，

說不定能夠為我們對身心問題的討論提供一些靈感。但這也只是假設性的疑問：

「也許，這種做法能夠向我們確保，身心是連接在一起，心靈可以被證明能夠思辨

                                                           
223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33. 
224 Ibid,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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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貫穿其物質性的存在。」225 無論上述疑問能否成立，有一點沃格林是絕對不

讚同的，那就是：「它並未能為一種身體的自然科學提供能夠為我們揭示心靈現象

的基礎。」
226 對人類肉體的自然科學研究，時至今日的科學技術水平為止——除非

作為科幻電影情節的一環——在現實中仍然不可能揭開人類的心靈現象。 

沃格林最後也有澄清，自己並不否定在自然科學和人類學研究的意義上，按

人類的生物特徵來劃分種族。這一論點如若相較於當前學術界的看法，也許可以一

家之言來反駁，但在當時或甚至現在，這一論點是普遍被接納的： 

依據一組組特徵，還有肉身特徵的傳承以及遺傳傾向，來將人類分類

為種族類型，完全是合理的科學努力，因為人類存在之總體的一部分，

無疑是動物本質，且可被單獨獨立出來。
227 

沃格林所要反對的是：「我們必須要嚴詞否認，人類學的發現可以以某種方式科學

地將心靈事實關聯起來的宣稱。」228 原因其實很簡單，人類心靈事實之間的關聯，

「其實不是科學問題，而是形而上的思辨。」229 將形而上思辨的問題置於科學範

疇來討論，無疑等同於搞混了問題性質：人類身體是作為實然界的事實；心靈則是

另一回事，它已是應然界的議題。 

最後還可談論的一點是，沃格林的討論直至最終還是沒有明確賦予人之本質

一個確切的、字句上的意義界定。透過上文的討論，包括沃格林對人類意識的知識

認知之描述，筆者認為可從兩方面來理解：其一是，人類意識的認知過程本身就是

人之本質，是人對外和向內的意識活動，形塑了「人」；不過更有意思的是其二，

人類意識之認知過程的變化性，表明了對人之本質的探索有多元的可能性。人之本

質可以基於不同個人所採取的思索進路，在不同的思想脈絡下可以是不同的本質。

神學、哲學、歷史、經濟等都是如此。因此，人之本質自身，其實是變動式而非固

定式的。這一點就與種族主義理論家的主張相反。他們試圖將人類的本質固定在自

                                                           
225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34. 
226 Ibid, p. 34. 
227 Ibid, p. 34. 
228 Ibid, p. 34. 
229 Ibid,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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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學生物學的實然範疇之內，然這一嘗試本身其實就是應然的作為，他們將自己

的價值判斷置於其種族科學理論之中。對人之本質的探索本身，作為思辨性心理運

作的意識過程，也可以被理解為應然的探究。實然層面的探索，也許能在生物學、

解剖學的意義上對人體進行解構，卻無法被用於對人類心靈解構的研究。鑒於

Thomas Heilke 的評論，他認為沃格林在實際上，其實有提醒我們：某些特殊的人

類存有的肉身維度，是能夠影響人的政治自我詮釋；230 切斷或誤解人類存有的心

理和肉身面向之間的關聯性，是多麼地危險。231基於當時時局，政治自我詮釋的部

分，沃格林無疑在德國、奧地利都不難目測到普遍盛行的種族優越情緒。不過，在

集中營被美軍揭發以前，他恐怕尚未能預料到危險究竟達到了多嚴重的程度。 

 

第三節 物種進化理論的批判 

一 達爾文與達爾文主義的物種進化理論 

本節將探討沃格林對達爾文主義的批判，相關討論，也許在當前的達爾文主

義學者看來是無法成立的。畢竟，究竟「達爾文主義」（Darwinism）所要指稱的

又是哪一個理論對象呢？在沃格林看來，達爾文主義無疑是指教條式和未經批判，

或斷章取義地接受達爾文的物種理論，以為一己之用的科學主義者。然在當前的達

爾文主義者看來，沃格林眼中的科學主義者，反而並不是達爾文主義者。他們會認

為，那些人不過是誤解和濫用達爾文物種理論的科學家，稱不上是真正的達爾文理

論之精髓的繼承之人。無論如何，有關達爾文主義這一議題，唯有留給對達爾文理

論及達爾文主義的源流脈絡有確切掌握的學者，來判定沃格林的批判可否成立。 

本節根據沃格林的論述，探討他對達爾文理論的批判。畢竟，按他所言： 

                                                           
230 Thomas. W. Heilke, “The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of Race: a Voegelinian Encounter”, in hrsg. Von 

Peter J. Opitz und Dietmar Herz, Occasional Papers (München: Eric-Voegelin-Archiv, Geschwister-

Scholl-Institut für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an der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2000), p. 5. 
231 Heilke, “The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of Race”,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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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直入物種和種族問題的核心，就必須要談起當時主宰主流論述

的種族科學理論，即當前生物學理論中對物種和種族問題的論述。232 

這無疑正是指達爾文對物種起源的討論，以及在達爾文科學論述的思想脈絡之下，

所形成的達爾文主義「教條」。沃格林以「教條」來形容達爾文的理論，無疑明指

在學界內已形成的不容異論的僵化思維，毫無批判地應用達爾文的物種學說。 

在詳談沃格林的相關論述以前，首先必須理清達爾文所運用的核心概念之定

義：「生存鬥爭」和「天擇」，這兩個概念將在沃格林的討論中反復出現。「生存

鬥爭」乍看之下是很容易被誤解的詞彙，後來的種族主義理論家，就好於以此為根

據，認為在自然世界中生活的生物，為了生活而相互鬥爭，最終只有最優越者方能

生存下來。然如若按達爾文的原意，其實當他使用生存鬥爭的概念時，就曾擔憂被

他人誤解的情形。他強調，所謂「生存鬥爭」其實是包含有「生物的相互依賴性，

且不僅有生物個體生存，還有『繁殖其類』的意義在內」。233 當然，這一設定的

前提，首先不得不否認的是，「一切生物都有高速率增加的傾向，所以生存鬥爭是

必然的結果。」234 因為同一物種的生物在生活和繁殖過程中，隨著「產生的個體

超過其可能生存的數目」235，從而導致該生物所寓居的生活環境可供其生存的資源

越來越少。其結果就是「或者是一個體與同種的其他個體鬥爭，或者與異種的個體

鬥爭，或者與生存的物理條件鬥爭。」236 達爾文所描述的是自然界的規律，無論

是植物、動物還是人類，都是有效的事實。只是相較於前二者，人類藉由其知性，

得以通過交流和交換的社會性活動來減少個體之間或社會之間的矛盾。 

達爾文長期的海外考察（尤其是擔任 HMS 小獵犬號的博物學家期間），依據

他對動植物的觀察和記載，發現了物種之間的變異。他指出： 

                                                           
232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p. 37-38. 
233 Charles R. Darwin 著，謝蘊貞、曹驥原譯，李紹明校訂：《物種起源；人類和動物的表情》（長

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頁 76。 
234 同上，頁 76。 
235 同上，頁 77。 
236 同上，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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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生存鬥爭的緣故，某物種因其複雜的相互關係或是生活物理條件

上的有利因素，從而導致物種的變異以便生存，並得以遺傳給其後代。

237 

達爾文使用「天擇」（或曰適者生存）這一說法，以描述生存鬥爭這一長時間的自

然過程中，生存下來的物種發生了某種變異，那就是： 

對有利的個體差異、變異的保持和有害變異的消除，至於那些無利也

無害的變異，將不受天擇作用的影響。238 

所謂「自然」，所指的正是人所無法去施加影響的萬物自然之規律的這塊領

域——「許多自然定律的綜合作用及其產物。」不過，人仍然能夠以這些定律為科

學方法的研究對象，因為那是「是人所可以去證實的各種事物的因果關係。」239達

爾文甚至比喻之為「上帝」，儘管他個人也強調其重點是有如上帝對萬物之命令的

那種自然規律的運作。因此，物種的變異是按自然規律所促進，而非人為的： 

個體所具有的任何優越性質，無論怎樣細微，都將有較好的機會生存

繁殖；至於任何有害的變異，則必然消滅。
240
 

簡而言之，「天擇」的作用，主要在於「保存那已經發生的、對生物在其生存條件

中有利的變異而已」241。 

毫無批判地盲信種族優越論中，通過強調「適者生存」來表現其種族之優越

所在。然「適者生存」在達爾文的論述中，卻是基於自然定律之下的因果關係。即

使是人類種族與種族之間為了生存而相互競爭，某一方也許因此而滅亡，但這實際

上也是自然定律運作之下的結果。因為人和大自然體系中的其他生物一樣，必須找

尋生活資材以保存自己的生命。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迦太基為羅馬人所征服；羅

馬人為匈奴、日耳曼，以及最終是奧斯曼人所征服。在歷史上，大多數的種族、民

                                                           
237 Darwin 著：《物種起源》，頁 75。 
238 同上，頁 89。 
239 同上，頁 90。 
240 同上，頁 89。 
241 同上，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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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和國家之所以滅亡，都不是因某一人種比另一人種優越之故，其中包含有政治、

經濟、外交等各種人為要素在內，故而不能過度簡化詮釋。 

故此，達爾文強調所謂「自然」（natural）的選擇和「人為」的選擇之間的

差別： 

人類僅就外部的和可見的特性加以選擇；自然並不計較於外貌，除非

這些外貌對於生物是有用的。自然的作用遍及內部各器官，遍及微細

的體質差異，遍及整個的生活機構。人類只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選擇；

自然只為了被它保護的生物本身的利益而選擇，每一被選擇的性狀，

都是充分地受著自然的鍛煉。
242 

因此，自稱為達爾文物種起源說之繼承者的種族主義理論家，他們對人種之優越和

劣質的描述，實際上就摻雜了個人主觀價值和利益——對人種之優越的宣稱，以及

日後想要通過「人為」選擇來達到種族血統的至高純潔，不過是為了他們個別的當

前利益而已，絕非自然定律之下所導向的因果關係。 

實際上，沃格林日後在《政治觀念史稿：新秩序與最後的定向》一書中談到

「生物學現象論」（Biological Phenomenalism）時，表示對達爾文成就的認可。他

肯定達爾文確實是一名「偉大的經驗生物學家」，因為他「有說服力地蒐集了足以

支持其理論的材料」 243。但在沃格林看來，更為重要的是，藉由達爾文所獲取的

龐大數量的經驗素材，他其實為後來的科學家，甚至是普羅大眾，「打開了通往一

種嶄新的有序知識之領域的視野」244。沃格林指出了在當時，看待世界和生命的方

式所產生的根本性變化： 

                                                           
242 Darwin 著：《物種起源》，頁 91。 
243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140; Eric Voegelin,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the New order 

and Last Orientation (Vol. VII),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25)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9), p. 185. 
244 Voegelin,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the New order and Last Orientation, p.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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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形式的演化，在十八世紀時期開始獲得生物學理論的徹底性處理，

物種創造論則被遺棄。達爾文的演化論所提供的適者生存、天擇等各

種概念不僅獲得了普遍成功，同時也成為了半受教育的大眾信條。245 

無論達爾文本人是否希求這一結果，沃格林認為他的理論「由於在經驗上是成立的，

因此可以在洞悉演化論機制的同時，又不觸及其實質」，結果這一看法最終竟「被

視為對生命之本質的啟示」，甚至還「使我們信服地改變了對人類之本質及其在環

宇（cosmos）之中的地位的看法」 246。 

問題就在此：無論達爾文的理論被後人如何推崇和廣為推廣；無論它對後世

看待世界的視域帶來了多大的影響，在沃格林看來，我們同樣不能忽略的是，與此

同時， 

無論是達爾文還是其追隨者，也絕非是最優秀的理論家，他們對於現

象的和實體的知識（phenomenal and substantial knowledge）所有的問題，

相對來說仍然是模糊不清的。247 

身為自然學家的達爾文，為後世提供的是大量數據和觀察結論，然而究竟應如何看

待和詮釋眼前的理論和資訊，以便形成我們在現象的和實體的層面上，有關生命形

式的觀點？沃格林以達爾文所處之十九世紀為看待問題的切入點，指出當時所存在

的問題是「科學的日益專業化」248。科學技術、方法和理論在當時確實蓬勃發展，

尤其是自然科學方面，對外在世界的研究趨向專業化和普遍被知識份子所接納的情

勢。 

然而，這就導向另一個問題，那即是： 

                                                           
245 Voegelin,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the New order and Last Orientation, pp. 184-185. 
246 Ibid, p. 185. 
247 Ibid, p. 185. 
248 Ibid, p.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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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其個別領域中身為無可挑剔的大師的科學家，也未能洞見個

別科學的理論問題與本體論（ontology）和形上學問題之間的正確關係。

249 

以經驗現象為參照點的科學家，很少就其尤其涉及人類和生命的科學理論預設某種

本體論上和形上學上的核心前提作為研究的基礎。更不用說在大科學家以後的人們，

自詡為他們的理論和理念繼承者，卻錯誤或斷章取義地詮釋前者的學說，以達到自

己的目的。這就是演化論運動中所具有的最大特點，在達爾文之後所形成的演化論

運動， 

甚至還有明顯的反基督教、世俗的氣息，試圖藉由去預設，將人詮釋

為演化論連鎖之中的最後一環，以表明對作為精神存有的人類所擁有

的理解上的方向。250 

雖說在此處所涉的十九世紀時期科學-神學論戰中，並非所有科學家都想要籠統地

以演化論為解釋人類存有之本質的唯一方向，有者仍然能接受宗教或神學作為理解

人類存有之精神層面的進路。 

然像是自認是達爾文主義的正統繼承者的德國自然學家 Ernst Haeckel（1834-

1919），他就強烈認為種族、群體以及民族性會因對環境的直接反應而演化，並且

人性也經由人類之間的生存奮鬥而獲得進步，251甚至將達爾文的演化論視為極具潛

力的社會改造武器。252一旦談及社會改造，就更牽涉及人類精神存有的層面。

Edward J. Larson 對他的批評就表示「科學觀念可以具有社會意義，不過卻是人們

自己詮釋的結果。」253 Haeckel 卻沒看到這一點，他的種族是以物質和精神具有基

本同一性作為出發點，其最終目的旨在擁護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作為人類能

                                                           
249 Voegelin,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the New order and Last Orientation, p. 185. 
250 Ibid, p. 185. 
251 Edward J. Larson 著，陳恒安譯：《演化論：一個科學理論非凡的歷史》（中譯本簡化書名為

《了不起的演化論》）（新北市：左岸文化，2012），頁 145。 
252 Gould 著：《自達爾文以來》，頁 325。 
253 Larson 著：《演化論》，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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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種族競爭、群體犧牲以及國際戰爭等等事件而發展的驅動力。254 Haeckel 的主

張即可被視為明顯錯誤詮釋和應用達爾文理論的「達爾文主義者」。但他卻絕非唯

一這麼做的人，如要一一列舉，在此實在無法說盡究竟有多少人秉持近似的主見。

這也是為何，沃格林認為達爾文的理論對人類看待生命形式的方式帶來了根本性的

轉向。 

沃格林指出： 

（這種）將人類理解為在被現象的科學（a science of phenomena）所揭

示的世界內在秩序（world-immanent order）中有其一席之地的意願，

取代了本有的信仰認識（ cognitio fidei ）所揭示的超驗秩序

（transcendental order）。255 

簡言之，即是物種起源對人類生命的理解方式，取代了上帝創造論的神學生命世界

觀。結果是： 

（達爾文的）生存鬥爭、適者生存等的生物學概念，被吸收成為對社

會和政治的詮釋。在競爭激烈的社會秩序中，天擇的理念得以鞏固成

功之人才是優秀之人的信仰，成功被視為是自然秩序中所註定的，為

成功所塑造的秩序才是正確的秩序，因為它是為自然所意願的。256 

問題不止於此，更嚴重的情形在於： 

不論是否涉及道德和精神層面的問題，這些生物學概念再進一步和種

族差異的理論結合起來，最後導致了另一種對歷史和政治的再詮釋，

形成了優秀和劣等種族、註定主宰和被主宰的。257 

                                                           
254 Larson 著：《演化論》，頁 145。 
255 Voegelin,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The New Order and Last Orientation, pp. 185-186. 
256 Ibid, p. 186. 
257 Ibid, p.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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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主見最後所達到的極點，正是納粹種族主義藉由這種詮釋，通過政治制度和手

段的操作企圖在現實社會的實踐中中將這種優劣、主宰和被主宰的人種關係實在化

為不可被違逆的自然法則。 

單憑對達爾文物種理論中所應用的概念加以理清，至少在沃格林的思路中，

並不足以說明整體問題。他採取的探究方式，是不局限於達爾文理論之中，還嘗試

追溯達爾文的思想來源，找尋其中是否有任何前提預設，是被達爾文及其追隨者所

未經批判地接受並用以形塑個別的科學理論。這一預設不一定是自然科學上的預設，

其中還涉及了看待世界的方式這一形而上的層面。 

在沃格林看來，達爾文問題（Darwinian problem）（亦即達爾文及其繼承者

的物種理論問題）中，其預設首先是毫無根據地以卡爾·林奈的物種觀點作為理論

的假設；其次則是被達爾文稱之為「生命之樹」的系統發生樹（phylogenetic tree，

又稱演化樹，evolutionary tree），認為有機體世界在歷史進程中從簡單到更具差異

化的形態（differentiated forms）。258所謂「生命之樹」，是以樹木的發芽和枯萎作

為對物種繁衍和變異歷程的描述。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談到： 

綠色的和出芽的枝，可以代表生存的物種；過去年代所生的枝椏，可

以代表那長期的、先後繼承的滅絕物種。在每個生長期內，一切在生

長中的枝條，都要向各方發出新枝，遮蓋了四周的枝條，使他們枯萎，

正如許多物種和物種類群，在任何時期內，在生存的大搏鬥中要征服

其他物種的情形一樣。259 

所有物種都被比喻為大自然的「生命之樹」所生長出的芽枝，「芽枝在生長後再發

新芽，強壯的新芽向四周發出新枝，籠罩在許多弱枝之上。」260在生長過程中，虛

弱的芽枝唯有讓位於新生而有力的芽枝，這也是物種之間的生存競爭中不得不面臨

的情形。 

                                                           
258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38. 
259 Darwin 著：《物種起源》，頁 130。 
260 同上，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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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格林指出，在達爾文問題之下，基本上發展出三種論點：其一是以輕微的

個體變異，將所有有機個體從其父母個體區分開來；其二是主張外在環境——包括

氣候條件在內——的壓力對物種成員所帶來的影響，導致適者方能存活下來，以便

生存與繁殖；其三則是認為存活的個體所擁有的特徵，被證明在存活的掙扎中是有

用的，從而可以傳承給後代。這三者分別就是（i）變異、（ii）天擇，和（iii）遺

傳的問題。261上述論點基本上一直延續至沃格林的時代，在科學界內仍廣泛被接

受。但是，沃格林認為這些理論之所以會如此成功，並不是因為達爾文身為自然學

家對自然的研究和觀察的優秀品質——儘管沃格林並不否定達爾文的經驗科學成就

——而是因為附和了十九世紀自由主義時代的情緒氛圍，所形成的一種不充分的、

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教條。262這才是沃格林所反對的教條式達爾文主義，是以科學

主義心態接受達爾文的物種理論，卻以此作為他們的價值判斷之唯一依據，以達成

個人的利益和目的。 

沃格林針對上述三個論點，分別提出了自己的批判：（i）首先有關於變異的

問題，他認為純粹基於對一個生物型（type）的個體化而判定生物之間的差異，是

與物種問題截然無關的。生物型本身的差異，在沃格林看來，本就是變動式的

（fluctuating variation）。263按達爾文對同一生物型之下的不同個體的觀察，通過

對多個個體的考察和總結出其中所產生的共同變化，來判定那是這些個體所屬的生

物型的變異。可是，每一生物個體在繁衍歷程中所產生的變化，本是變動而非固定

式的，是按其所在之生活環境和需求，可能存在不同的變異。那麼，我們要如何判

定個體之變異是普遍通用的生物型變異呢？此外，在個體上所發生的變異，何以一

定是與物種繁衍下的變異有關？沃格林還指出，按對物種的經驗性觀察，其實我們

還會發現：在屬於同一物種的個別個體身上，並不普遍發生某一變異。而且，我們

還會發現，有些變異雖然發生在這同一世代的部分個體身上，有些卻是歷經數代以

                                                           
261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38. 
262 Ibid, p. 38. 
263 Ibid,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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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們才得以在後代的個體身上發現類似的變異。264這實際上不就表明了變異的

變動性質？ 

（ii）有關天擇這一看法，沃格林認為生物必須完全適應環境方能生存的預設

本就是錯誤的。他指出，生物當然需要有效地適應環境，才能生存和繁殖。但是，

即使是在最低限度的環境適應，也是與物種之間有著巨大鴻溝。沃格林認為，實際

上有大部分物種的特徵，是與物種為適應環境和適者生存沒有關聯的。即使是有危

害性的特徵的出現，也不一定會威脅該物種的生存。265 

最後，（iii）有關於遺傳的問題，沃格林認為個體所擁有的特徵——包括適

應環境而得之特徵在內——不一定傳承給後代。他認為，所有可被繼承的變異，多

數是與基因結構的變化有關。266 有關基因的問題，主要來自於孟德爾的遺傳基因

理論，這是在二十世紀初才為人所知，也是達爾文當時所無法預料的一點。總結而

言，沃格林認為演化理論理應在於解釋物種何以從其他物種演化而來的起源。他認

為，即使我們接受了天擇的論點，它卻沒有為我們解釋為何變異會發生，以及哪種

變異將會出現。267 

上述皆為沃格林針對變異、天擇和遺傳這三大達爾文（以及達爾文主義）理

論論點所提出的疑點。也許，當代科學家能根據當前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發現，能

在細節上更為精確地回答沃格林的疑問。不過在筆者看來，沃格林的目的本就不在

於在自然科學領域就物種理論有什麼嶄新的發現，而是旨在重新審視當時的理論家

毫無批判地接受的論點。最重要的是，沃格林想要提供一種思考問題的方式。譬如，

他在下文中就提出自己看待物種的想法，認為： 

與其關注外在的選擇性因素，倒不如看生物的內在因素，因為正是其

內在，才是特徵得以恆常地傳承給後代，也是變異發生的條件。268 

                                                           
264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44. 
265 Ibid, p. 39. 
266 Ibid, p. 39. 
267 Ibid, p. 40. 
268 Ibid,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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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沃格林又引入了他在上述有關身心問題之討論的論點，認為「所謂生命，

就是以其自己為中心的存在，基本上是以全世界作為外在來面對。」 269 而且，這

並不只限於人類自身，姑且是「普遍適用於包括人類和其他高度演化（highly 

evolved）的動物在內的生命體上。」 270 

不過，沃格林也指出，如若真要按他現在所提供的思考邏輯去慎思的話，其

實到最後也不免會陷入困境。他指出： 

畢竟我們也不能忽略，對於生命體而言，外在和內在的相互作用本身

正是生命體自其胚胎期以來的成長過程。在這一過程當中，外在總是

被同化為內在，而內在又總是從生命中排出為外在。
271 

在自然科學家看來，上述的想法或許無法成立，因為他們正是基於生物的外觀特徵

來判定變異的發生或進行生物學上的分類。不過，如若將相關討論局限於人類王國，

像是古生物學、演化生物學家 Stephen Jay Gould 就反對以外觀來劃分人種的傳統觀

點。沃格林的自我反駁，其實就指出了涵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物本身的複雜性，單

純從生物外在特徵或內在特徵來判定生物之間的差異或優劣，不過是偏面的主見，

無法真正完全解釋該生物的整體性。這一點實際上也可用於反駁生物學家遺傳理論

的內在決定論，認為人類個體的內在決定因素全都在於人的單細胞中。不過，正如

沃格林指出： 

當「遺傳」的意義，被認為是將社會世界的「一定量」（amount）人

類性格、特性、能力等都能夠從個體「傳輸」（transmitting）給另一

個體時，在上述的意義談論中就變得毫無意義了。272
 

無論是自然科學證據，還是沃格林式的哲學性批判，都已經表明內在決定論不過是

毫無根據的說法。 

                                                           
269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40. 
270 Ibid, p. 40. 
271 Ibid, p. 40. 
272 Ibid, 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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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卡爾·林奈物種理論的本體論預設 

上述的討論，回應了達爾文問題中的「生命之樹」系統發生樹有關自然世界

之生物差異的論述。那麼，達爾文問題中所採納的卡爾·林奈的物種觀點之預設，

又有何問題呢？對林奈的討論，在沃格林的論述中是至關緊要的。在《種族觀念思

想史》中，沃格林一開始指出林奈有關物種之固定性的生物學理論說法，對於他的

討論是為至關緊要。273 

瑞典植物學家、動物學家林奈於《自然系統》（Systema Naturae）首次提出

了將自然世界區分為動物、植物和礦物界的分類法。他創造了「智人」這一學名，

將「智人」視為唯一「了解自己」，卻又和其他動物密不可分的生物。這一觀點修

正了以往的神學世界觀中所謂的「存在巨鏈」（great chain of being），在本有的自

然世界結構中，人類位居於其他動物之上，又在上帝與天使的諸神神界之下。林奈

則是將「人」（Homo）歸納為動物界的一部分，被列為四腳類（Quadrupedia）一

欄的最頂層，在其之下則是「猿猴」（Simia）。274在此，對自然世界的分類學不

再保留神界的神學要素，「人」也被視為動物界的一份子，而絕不是獨特於動物的

存有。這一分類法固然認同「智人」因其「智慧」，自然是與其他動物有所分別，

不過卻不再將「人」與動物截然分離。 

卡爾·林奈的生物學分類法，時至今日已普遍被推廣和接受，基本上為科學界

所認可。然沃格林卻認為，當時的種族理論，有某些跡象實際上可以追溯到林奈的

理論前提——那就是作為本體（ontic）的同一體的物種。沃格林指出，基本上可總

結出林奈對物種的考證中，所作出的三個基本定論。首先，林奈斷定並不存在「新

的物種」，因為所有新生的生命體都是藉由其父母體而生；其次，是同類生同類

（like produces only like）；其三，於是物種可被認為其實是一種同一體（a unity）；

其四，由此之故，所有這些創造性的同一體的起源，都必須追溯至上帝。275簡而言

                                                           
273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29. 
274 參照 Keevak 著：《成為黃種人》，頁 103、105；頁 104 取自卡爾·林奈之 Systema Naturae

（1735 年版）的局部圖。 
275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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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由於對當前存在之生物的考察，可發現所有生物都是從其母體誕生，而非無中

生有；況且，從單一母體中誕生者，儘管會有某些差異，但基本上可被歸類為同一

種類；於是，按此邏輯往上追溯，其實在本體的層面上，所有的物種在起源上可以

被理解為某種同一體。生物盡然有其創造性能量，但究竟是誰賦予它們以這股能量

呢？一切最終都得回歸於上帝的創世。 

儘管林奈藉由他對生物的考察——尤其是植物——而累積了大量的經驗素材，

並且與傳統神學自然世界觀截然不同，對這些經驗素材進行了細微分明的分類，構

成了沿用至今的自然體系結構。然這一切的前提，在林奈看來，都無法脫離上帝創

造論的預設——自然體系的結構與體系的創造者，不能混為一談。沃格林認為，在

林奈論述之下，物種其實已經是「作為本體的同一體」，而且和達爾文對變異的關

注不同，他認為物種實際上「並無變化」，「凡生殖亦不過是作為藉由後代來保存

同一體的方法而已」。276 因此，按與沃格林同代的科學學者 Erik Nordenskiöld的評

論，如若貫徹林奈之一生，可見： 

他對自然的世界秉持著同一堅定的原則：大自然是上帝為了祂的榮耀

和為了人類的福澤而創造的，任何發生之事，皆為祂的命令和指導所

致。除此之外，就沒有其他對自然現象的解釋。277 

沃格林的總結是，林奈（有關物種）的體系實際上正是一種和現代種族理論同樣是

「令人信服的簡單」（convincing simplicity）的例子。因為林奈對物種之間的區分

所採用的標準，是純粹形態學的。其簡單的預設是，上帝於太初創造了萬物，我們

能夠基於物種在形態上的基本差異來辨別出不同的物種。278 因此沃格林甚至進一

步評論：「林奈太過於確信上帝創造論，以至於對生命體的認識論問題和對這些生

命體的描述方法，都不再是重要的問題」。279 

                                                           
276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30. 
277 Erik Nordenskiöld; Leonard Bucknall Eyre (trans.), The History of Biology: A Survey (N. Y.: Tudor 

Publishing Co., 1936), pp. 206-207. Thomas Heilke 建議可比較 Nordenskiöld 和沃格林有關卡爾·林奈

和 John Ray等自然學家的論述。見 Heilke, Voegelin on the Idea of Race, p. 87. 
278 Heilke, Voegelin on the Idea of Race, p. 86. 
279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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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評價並沒有否定林奈的分類，其重點主要在於林奈的預設和物種區分之

標準的深度。基於形態之差異而進行分類，也不能全怪罪於林奈。相較於達爾文環

遊世界各地所獲取的龐大資訊，尤其關注於植物的林奈不免處於劣勢。況且，即使

發現生物擁有形態上的差異，林奈基於他尚未能擺脫上帝創造論的論述傳統，更重

視的是物種的起源與上帝之間的聯繫。自然學者對上帝創造論的追隨，在當時是普

遍現象，即使是達爾文要發表《物種起源》，也不得不面臨來自宗教界的壓力。 

達爾文物種理論中有關天擇和變異的看法，基本上與林奈的主張不同，不再

強調物種的恆常不變。沃格林指出，儘管達爾文理論中也認為，「物種只不過是一

群體質上相近，且能一起繁殖的個體，」但重要的是，物種「不是完美不變的生命

形式。」280 這是林奈和達爾文之間的重大差別。不過，沃格林進一步談及了另一

種情形，那就是教條式達爾文主義（而非達爾文自身）的理論，實際上是繼續沿用

「作為本體的同一體之物種」這種觀點。其中最為明顯者，莫屬遺傳學。達爾文主

義將遺傳基因視為某種恆常不變的同一體——亦即沃格林所謂之「遺傳同一體之不

變性」。這一論點認為，遺傳同一體化作為「人種分類之恆常性的原則而被保留下

來」，「它甚至成為了宣稱人類精神和知性生活是他在肉體上從某一特定種族所繼

承的必不可少的基礎。」281 也即是說，在種族主義理論家看來，作為人類精神和

心理特徵之傳承媒介的遺傳基因，被提升至本體論的高度，認為遺傳基因已具備有

同一體之地位的至高元素，故而保有一種恆常性的屬性。以此為前提，遺傳基因再

進一步被應用為人種分類的原則，以使人種分類本身就具有某種固定不變的恆常性

質。白人人種因其所傳承的基因，就永遠是白人，永遠具有其祖傳下來的優越精神

和心理特徵；黑人、黃種人的傳承亦為同理，而永遠都是劣等的人種。 

面對這種遺傳基因之恆常性的奇異觀點，沃格林在《種族與國家》中對身心

問題的討論已處理這一問題。在《種族觀念思想史》中，他只能感慨地指出，歷史

的進程究竟有多奇妙。這是因為： 

                                                           
280 Larson 著：《演化論》，頁 104。 
281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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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經了達爾文主義的自然學，以及對遺傳基因的最新研究以後，大

眾有關於物種和亞種的看法，最終竟回到了林奈時期的模樣。282 

某種意義上，無論是種族理論家，還是普羅大眾，即使在當時具備了孟德爾遺傳學

理論的知識，卻仍然出現倒退現象。與其說是自然科學的倒退，倒不如說是主觀價

值下的感性情緒，致使人們在知性上的倒退。沃格林不得不承認，在當時試圖對恆

常性和變異之現象的詮釋，其實一直都沒有任何進展。因為，無論是理論家還是大

眾，人們都沒有洞見大自然的創造性能量，即使在後林奈時期也還是沒有獲得它應

有的地位。283確切認知大自然之下的創造性，就不難發現，無論是物種、生物、人

類，還是小至遺傳基因，但凡這一切都是自然體系的一部分，是無法被視為本體意

義上擁有恆常性質的存有。在自然科學的意義上，這種主見也違背了自然科學的實

證精神，忽略了經驗現象向我們揭示的自然之變動性。 

 

第四節 種族經驗與優生學問題 

 

綜合上述三節，本文已闡述沃格林對種族科學理論之反思的基本立場，以及

其論證的細節，以證成其批判性的成立。以上述為思考的基本前提，本節將轉而進

入 1930 年代時局的現實情境。種族經驗作為沃格林的當即現實，促使他認定種族

——儘管充斥謬誤——甚至是共同體意義建構的核心組成成份之一。優生學作為當

時的主流思潮，甚稱是沃格林所描述之「毀壞之圖像」的典型代表，其中有許多人

物的論述都被沃格林納入其《種族與國家》中的討論範圍。 

                                                           
282 Ibid, p. 30. 值得一提的是，沃格林在《種族觀念思想史》中，其實還詳盡談論了 John Ray、

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Herder、康德、歌德、萊布尼茲和 Carl Gustav Carus 等人許

多十八世紀-十九世紀時期的學者對物種、種族、生物和人等各個方面的論述。討論內容多少還涉

及科學理論，但更多是想思索人看待人類、肉體、個體、生命等的各種方式，問題不再局限於科學

理論層面，而是哲學思辨上的議題——人看待自然和人類自身的多種思路。因篇幅有限，相關內容

沒有被納入本文的闡述中。 
283 Ibid, pp.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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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種族經驗：共同體意義建構的重心轉移 

在 1930 年代對種族理論的研究，基本上是承繼自十九世紀時期的自然科學成

就，涵括對達爾文演化論的教條化達爾文主義理論論述的借鑒在內，由此而形成了

一種科學主義思考框架。當時，這種思想承續的發展趨勢是如此自然，以至於在種

族大清洗的引發作為災難性巔峰以前，很少人會特地去留意在科學主義的思考脈絡

之下所發展出來的種族理論，究竟會否對人類社會造成極大的危險。綜合上述的討

論，我們不難發現，沃格林的批判論述並無明顯的對其批判對象的強烈態度。在

1945 年以後有關種族理論的反思，基於災難性的惡果，一般上都有著很強烈的批

判態度。如若根據沃格林所論述，他清楚地表示，自己是基於對國家學說的研究中，

發現種族是作為當時不可避免的核心議題，因此想以哲學反思的角度去重新審視種

族理論的發展境況及其根基。一部分也是由於秉持韋伯對待學術學科的態度，他在

研究過程中，自然地揭示出當時的種族理論論述，無論是在理論論述還是預設上都

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因此，在科學主義種族理論為納粹黨人納入為其種族衛生政策

之思想基礎，以至於導致毀壞性結果以前，沃格林就判定以「毀壞之圖像」這樣的

詞彙來描述該理論的圖景是恰當的。 

所謂「毀壞之圖像」，是對種族科學理論圖景的描述。顧名思義即是指當前

種族理論所預設之前提，其基礎長久以來未曾受過謹慎的審視與反思，甚至後續基

於此所發展下來的各種論述也被視為自明的。不過，沃格林並沒有表示，這樣的指

稱是特意要針對納粹政治意識形態產下的種族理論。在書信中，沃格林很自然地強

調自己並非是基於敵對的政治意識形態立場而去批判種族理論，這固然包含有為求

生計的考量在內，以防樹敵。但是，自十九世紀時期發展至當時的「毀壞之圖像」，

卻早在學界內留下深刻影響。我們在《種族與國家》中會發現，沃格林所批評的理

論對象無疑是站在納粹主義思想的同一陣線上。然決不能輕易地將這些人都標籤為

共享國家社會主義之種族政治理想的納粹主義者，因為他們早在納粹黨尚未崛起的

魏瑪共和時期，就秉持同一堅定的立場。沃格林雖然不是抱有敵意的態度，但他卻

是基於當前的政治現實，以及其所可參照的經驗現象，以下述字句為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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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將種族（政治）觀念塑造為日耳曼民族（volk）構造

的原則性觀念…要求我們去理清廣泛領域的種種問題。284 

這無疑是隱含著對納粹主義的觀念原則提出質疑。沃格林認為，在其中有著三個根

本問題： 

種族經驗和從中產生的種族（政治）觀念；種族的科學；對種族（政

治）觀念的技術性法實在化（legal realization）的問題。285 

所謂「種族經驗」，是作為事實性的經驗素材，是種族科學概念和種族政治

觀念之產生的由來。在沃格林看來，它是扎根於人類是肉體-精神的同一體。286無

論是作為在語言的用法上、某學科學術研究中——不論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

作為被指涉對象的「A 族人」或「B 族人」；還是作為多元種族的共同體成員在日

常中所無法避免去經歷的、那作為被觀察、反思和去經驗的經驗性實在的「A 族人」

或「B 族人」對象，他們首先都是肉體-精神之同一體的人。 

沃格林所要強調的是，個體所經歷的當即經驗是綜合性樣式的，是透過人類

的語言和行動，包括其自我特徵的表現，風度和身體語言。肉體-精神之同一體，

所表示的並非是肉體-精神之相互影響或滲透的可能性問題，譬如膚色之黑白是否

會影響精神、心靈層面之優劣等，而是人自身，不論源自哪一種族，他就是肉體和

精神共存的實在自身。沃格林認為每一人類個體，在其本質上是和其他人沒有差別

的。種族是作為一種更大的群組，它在每個人的本質中是同一的，並不損害每個人

的獨特性。287這就和納粹主義的種族理論有所衝突，後者反而要推崇雅利安人對其

他族群之本質的優越性及其獨特性。 

那麼，何以沃格林在其國家學說建構之工程中，試圖就共同體的意義建構進

行討論時，要涉及種族理論的問題呢？如其種族經驗之提出可向我們暗示的是，對

                                                           
284 Eric Voegelin, “The Race Idea and Science: A Clarification” (1934), in Published Essays: 1934-1939,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9)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1), p. 13. 
285 Ibid, p. 13. 
286 Ibid, pp. 13-14. 
287 Ibid,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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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經驗的真實經歷和化之為可被觀察和研究的經驗對象，在單一種族的政治共同

體中是難以存在的。當然，這無論是古代社會，還是當前的全球化時代，單一種族

的政治共同體是難以被證實的。但重點或許正是在於：與之相對的是在多元種族共

存，或種族作為頻繁的經驗事實，以及作為政治、社會議題而頻繁地為人所接觸的

政治共同體中，種族經驗在反復被討論和系統化研究的過程中，足以被提升為政治

共同體之意義建構的主宰要素。 

與之並存的還可以是其他類型或領域的觀念，作為共同體意義建構的主宰要

素，以沃格林的政治觀念研究為例，中世紀時期（一般分期為西羅馬帝國毀滅的五

世紀至大航海時代、文藝復興開始時的十五世紀）的歐洲政治、社會共同體，是以

基督的精神王國（the spiritual kingdom of Christ）這一觀念作為其秩序建構和維持

的背景和導向。288 如若回到 1930 年代《種族與國家》的成書背景，魏瑪共和時期

和尤其是在納粹政權統治時期之下的德意志國家（自然也不可忽略當時同樣普遍存

在於其他歐美國度中的相似情形），其共同體之意義建構和政治秩序的維持在上層

結構的有意識控制和改革之下，越來越仰賴於對種族經驗的放大和為其政治意識形

態服務的系統化學術研究，而在意義建構的過程當中，同時還滲透了強烈的種族主

義情緒。 

無論是在德國、蘇聯，還是貴為民主國家典範的美國和英法國，自我種族的

優越和排外情緒普遍流行於共同體的所有成員之間，是日常現實之中由來已久的普

遍現象。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淪為凡爾賽體系的主要戰敗國，甚至不得不賠

償大量賠款的德國，民族情緒和反猶太情緒的日漸激化和相互結合，足以致使德意

志成為豐沃的種族主義土壤。一方面，無法接受戰敗事實的民眾——尤其是退役士

兵——不得不為其激烈的悲憤情緒找尋發洩口；另一方面，長期屬於德意志帝國的

波蘭走廊（Polish corridor）、普法戰爭時期獲得的阿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

等日耳曼人居多的領土被迫割讓，也激化了不認同此舉的大部分德國人重新探索德

意志民族（volk）精神嶄新的共同體之意義及民族之復興的可能性。對日耳曼共同

                                                           
288 見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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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民族（volk）精神的重塑、復興的追求，不只是為納粹政權的上台打開大門，

也為優生學家們的雅利安人優越論打開了方便之門。 

 

二 優生學的興起  

筆者在此所談論的優生學者，所指的是身居 1930 年代或更早前的社會背景中

活躍的群體與人物，故而不涉及二戰以後部分科學家想要為「優生學」學科名譽平

反的問題對象。所謂「優生學」（eugenics），源自希臘文中的 eugenes，意指「品

種優良，天生稟有高貴品質」，於 1883 年由達爾文的表弟 Francis Galton（1822-

1911）所炮製。289 「優生學者」所從事的是研究如何通過非自然的、人為的手段

去改進某一國民或種族的遺傳基因，旨在藉此操縱和控制該國民或種族之人口的演

化進度和方向。Galton 的信念是基於其個人經驗、階級與種族偏見，再結合於他從

達爾文的演化理論所獲得的靈感，認為有些人天生聰明，有些人天生愚蠢，而這些

內在屬性都被他視為是世代傳遞的特徵，其根源甚至可以追溯至其所屬的種族世系

中，時代悠遠的祖先。290 這種主張在當前一般已被看作是荒謬和充滿爭議的，畢

竟對遺傳基因的改良，首先涉及的是去除不良基因，至於何謂不良基因則又牽涉個

人主觀性的問題，易於陷入違反人權與歧視異族的境況。 

然優生學者絕非等同於種族主義者，雖說前者可以是後者，後者同樣可借鑒

前者的學說去建構自己的種族主義理論基礎。291 優生學所嚮往的是培育更為優秀

的新世代公民，而種族主義主要指涉的是對自我種族之優越的強調和對其他種族的

劣等化。可見，作為在十九世紀時期至二十世紀初時期，普遍可見的一門科學研究

分支，姑且不論其主觀性的問題是否也有牽扯上科學主義傾向的疑慮，優生學的基

本立場無疑是有利於作為種族主義者之理論背書的最佳手段。以日耳曼、雅利安、

北歐人種，或與之相對的猶太人、黃種人等的標籤去標識哪一方為優秀基因和不良

                                                           
289 James D. Watson 著：〈《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導讀〉（2005），收錄於 Charles R. Darwin

著，潘光旦、胡壽文譯：《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頁 3。 
290 Larson 著：《演化論》，頁 183。 
291 Jonathan Marks, Human Biodiversity: Genes, Race, and History (N. Y.: Aldine de Gruyter, 1995), 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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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其抉擇不只是有基於個人主觀性的問題，更有自我標籤該抉擇所依據的是即

使在當時也仍有待被證實的科學證成，為其主張立下不穩固的可疑基礎。這一可疑

性就在政治意識形態的渲染下被莫名消除而被視為絕對正當。這也是為何它最終被

視為偽科學的要因，292這顯明也是科學主義態度之下的衍生之物。 

正是有如 Günther、Spann 和 Clauss 等沃格林在《種族與國家》中具名討論的

優生學者們，早在納粹黨上台以前就活躍於魏瑪共和時期的德國科學界內。這些優

生學者的理論思想在當時的德語世界中，至少就日耳曼社會共同體的上層結構而言，

為塑造種族優越的氛圍提供很大的思想資源。種族主義的思想很早就嚴重滲入了魏

瑪共和時期學術界內的系譜學（genealogical）研究之中，激進學者尤其會強調日

耳曼民族的「親族關係」（kinship），旨在以學術之客觀權威去排除日耳曼民族的

親族血緣之中任何的「其他血統」。Günther 和 Clauss 恰是這項研究的熱心學者，

在 1926 年時所出版的十餘本相關論著中，Günther 就負責撰寫了四本。293 Günther

等人藉由系譜學研究，以及更露骨地以人類外觀特徵之異同，來證實北歐人種、雅

利安人種的優越性與其他種族的劣等性。有如 Madison Grant 的主見，他們都主觀

地深感到，優越人種如今正面臨極大危機——優越人種的血統正在為其他劣等種族

所沾污，正在自我劣化為劣等種族。為了應對這些問題，對血統純潔的保證自然是

優先解決方案。納粹政權後來所推出的移民法、絕育法（sterilization law）等，以

及「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都是以上述種族優越之理念為思想基礎，

藉由政治機構和司法機構的技術性操作去實現種族優越理念的法實在化。 

  身為科學家的 Günther 等人都在納粹政權的理論體系背書。何以如此？一方

面可主觀性地判定這些科學家之所以會如此缺乏批判性，是因他們所承繼的思想遺

產——那「毀壞之圖像」——是對種族思想有所親和的。294 如 1919 年榮獲諾貝爾

物理學獎、積極支持納粹主義的物理學家 Philipp Lenard（1862-1947）就認定「科

                                                           
292 Edwin Black, War Against the Weak (N. Y.: Thunder’s Mouth Press, 2004), p. 370. 
293 Eric Ehrenreich, The Nazi Ancestral Proof: Genealogy, Racial Science, and the Final Solution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2. 
294 Ibid, p.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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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是由種族決定的，是由血統決定的。」295 但另一方面，雖不能就此以偏概

全，但對於許多一流的科學家——尤其是生物學家——而言，那些顯明並非科學的、

卻被他們支持為科學的事物（即種族衛生政策），可以使他們成為是必不可少的人

物，且又可佔據有強大權威的地位，以獲得名聲和資源。296 科學家為納粹種族衛

生政策背書，或納粹政權反過來為他們的理論背書，都是種族衛生政策獲得廣泛接

納的關鍵所在。種族衛生政策在實踐上首先是 1933 年所頒布的《防止具有遺傳性

疾病後代法》297針對在國內被特殊遺傳健康法庭（Special Hereditary Health Courts）

認定「不符合要求」（如患有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鬱症與遺傳性癲癇等疾病）的男

女性，授權禁止身心被認定有缺陷的人擁有子女以外，還必須強制施行絕育手術。

298  

不過，諸如種族血統純化、外來種族移民群的控制等的想法，絕非這些人所

首創的新鮮之事。移民法、絕育法早在 1924 年就首見於貴為民主國家的美國。

Günther 就熱心地支持 Madison Grant 對移民群所強烈推動的方案，認為像「美國這

種看來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都有絕對大多數人支持美國的移民法」，甚至還推

崇 Grant 為德國應該學習的移民法之典範與實踐的「精神之父」。299 以 Grant 為首

的美國優生學家們都與德國優生學家之間有著密切關聯。身為美國優生學運動先鋒

的 Grant 堅定地認為「種族是現代社會中所有現象的基礎，正如同它在未被記錄的

過去所曾做那樣。」300 良好種族的人在智力和道德上的優勢是隨他一起被帶來到

這個世上的。301 美國古生物學家 Henry Fairfield Osborn（1857-1935）是 Grant 的同

道中人，為《偉大種族的逝去》（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寫序時，截鐵斬

                                                           
295 I. Bernard Cohen 著，魯旭東、趙培杰譯：《科學中的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頁

32。 
296 Ehrenreich, The Nazi Ancestral Proof, pp. 130-131. 
297 Law for the Prevention of Genetically Diseased Offspring (Gesetz zur Verhütung erbkranken 

Nachwuchses). 
298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The Biological State: Nazi Racial Hygiene, 1933-1939” 

(n.d.),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shmm.org/wlc/en/article.php?ModuleId=10007057.  
299 Stefan Kühl, The Nazi Connection: Eugenics, American Racism, and German National Soc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8-39. 
300 Madison Grant, 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or the Racial Basis of European History (London: G. 

Bell and Sons, 1917), p. xvii. 
301 Ibid, p. 6. 

https://www.ushmm.org/wlc/en/article.php?ModuleId=10007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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釘地表示：種族比起語言和民族對人類命運的造型起著更大的作用。即使他寫道，

對種族的保全是與種族自豪感和種族歧視無關，而是為了美國主義真正的精神。但

他卻認為： 

對當前（十九世紀）美國共和國最迫近的危機，正是在我們之間遺傳

特徵的凋零，而我們是通過它去制定宗教、政治、社會基礎的原則，

它們陰險地被那些更不高尚之品格的（遺傳）特徵取而代之。302 

與 Grant 有著共鳴的還有經濟學者 William Z. Ripley（1867-1941），透過《歐洲諸

種族》（The Races of Europe）表示：「是種族決定人是什麼；其他社會生活中的

細節不過表示人做了什麼。」303 只要略微對美國的 Grant、Osborn 等和德國的

Günther 等人的主張進行比較，無疑可以發現其中有著極大的相似之處。 

Grant 的論著《偉大種族的逝去》之出版，對 1920-1930 年代的德國種族衛生

（racial hygiene）運動有著不小影響，納粹黨的思想領袖和種族理論奠定者 Alfred 

Rosenberg（1893-1946）就非常讚賞 Grant，然後以「雅利安-北歐」或「北歐-亞特

蘭特」人取代了 Grant 的「北歐」人。當《偉大種族的逝去》首次被譯為德文，其

譯者是來自奧地利的 Rudolf Polland（1876-1952），他之所以將之引入德語世界，

其動機正如其序中所表明，是對優越種族的退化有所擔憂：「種族退化正在以許多

形式威脅我們的民族（volk）…最終導向沒文化的種族混沌…將高貴種族的血統稀

釋成無能的。」304希特勒甚至曾寫信給 Grant，寫道「這本書是我的聖經」305。當

然，這種互動並非是單向的，因為 Grant也在私底下曾寄送 1933年出版的《征服一

個大陸》（The Conquest of a Continent）（《紐約時報》評論說：「…無疑是支持

最近在德國所作出的宣言」）給優生學家、納粹黨員 Eugen Fischer（1874-1967），

Fritz A. Lenz 和 Rosenberg。306 帝國健康衛生主任委員 Karl Brandt（1904-1948）於

戰後在紐倫堡美國軍事法庭受審時，清楚地表達自己以毒氣進行大規模屠殺的行徑，

                                                           
302 H. F. Osborn, “Preface” (1916), in Madison Grant, 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p. vii, ix.  
303 Jonathan Peter Spiro, Defending the Master Race: Conservation, Eugenics, and the Legacy of Madison 

Grant (Burlington: University of Vermont Press, 2009), p. 94. 
304 Ehrenreich, The Nazi Ancestral Proof, p. 133. 
305 Spiro, Defending the Master Race, p. 357. 
306 Kühl, The Nazi Connection, p.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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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深受 Grant《偉大種族的逝去》之影響，307 實際上也在影射納粹黨人的行徑是不

能和美國早期的優生學運動切割開來。 

無論是 Grant、Günther 還是 Spann 等優生學家們，為何要藉由確保某一人種

之血統的純潔性來保證其對其他種族的優越性呢？在此所謂之優越，基本上可指的

是肉體（譬如體格、體力等）上或精神（譬如智力、德行等）上，或二者並存的情

形。308或許會有如 Lynn Thorndike 的知識份子對優生學者的上述想法有所疑慮，然

在當時，優生學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德國學界內，都是廣泛為人認可是「科學上有效」

（scientifically valid）的。309 未經慎思就無條件接受所謂「科學上有效」的判定，

爾後對納粹種族衛生政策的思想基礎提供支持。政策制定者以科學之名宣稱，是科

學證實了生物種族的區分，證實了肉體和精神能力與遺傳基因的關聯，更是證實了

與「無能」種族的交配是「不健康」的——猶太人更是其中最大的威脅。310 

故此，維持血統之純潔的主張在其中就被視為扮演種族淨化的重大角色，它

所提示的是人在精神上的各種要素，是能夠藉由血緣的繼承而傳承給下一代人。在

這種情況下，肉體和精神雖是相互交叉，即肉體的優劣（譬如體格大小、血統的純

潔度）是與精神（譬如聰明和愚蠢、高貴和低賤的德行等）並存，相互影響。但在

其中，肉體被視為是起著重大作用的中介者，因為精神要素不得不依賴於肉體，只

有藉由肉體，精神要素才能傳承給下一代人，而肉體的好壞（如血統的純潔度）被

認為是足以影響精神的優劣。正如沃格林所批評，自然科學方法要如何測量肉體在

多大程度上的好壞，能夠影響精神上多大的優劣，這是不可能被證實的，除非是基

於測量者的主觀判斷。更何況，如此判斷在名義上宣稱是由科學基礎所支持，然證

實該未經慎思的基礎需要重新被審視。 

 

                                                           
307 Spiro, Defending the Master Race, pp. xi-xii. 
308 以二戰時期美國戰時卡通宣傳片中對日本人的描繪為例，日本人常被刻畫為矮小的侏儒。一方

面，因戰爭這一外在因素，渲染敵對方為陰險狡猾之人固然有政治考量。大和民族——無論是繩文

人種還是彌生人種——在體格上比美國的高加索人種（即白人）較為矮小也是事實。不過這種在肉

體上的差異在宣傳片中被渲染為不同人種的內在有優劣之分。 
309 Ehrenreich, The Nazi Ancestral Proof, p. 27. 
310 Ibid,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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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優生學種族理論的前提問題 

以優生學運動的旗下科學家為主流學者，在 1930 年代所提出的種族科學理論

究竟有什麼問題？沃格林談論的理論對象頗多。除了上述提到的 Günther、Clauss、

Scheidt 和 Lenz 等人之外，其他者還有 Rudolf Martin （1864-1925）的體質人類學、

Kurt Hildebrandt（1881-1966）的「國家與種族」、Wilhelm Ludvig Johannsen

（1857-1927）的「純系說」（pure line theory）、Eugen Fischer（1874-1967）的種

族理論等，無法在此一一細談。故此，筆者打算闡述的是沃格林針對這些論述所作

出的總結性論述，同時結合他在〈種族的靈性特徵〉（The Soul-Characteristics of 

Races）中對 Lenz 和 Scheidt 的種族科學理論的反思，證成其批判。 

沃格林再度強調，「人」作為整體之本質的複雜性，是無法單純以「人是心

靈」或「人是肉身」這種回應來下定論。因為，人是心靈，同時也是能動的肉體和

不可動的物質（inanimate matter），其中關係因我們長時期以來對於人之本質所提

出的種種詮釋，而更是顯得極其複雜。人的物質、靈魂和精神，都可以被經歷為我

們整體存有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在人類整體存有之中，它們分別是作為「有靈的

物質」和「為精神所滲透的物質與肉體」而被認知。311 因此，儘管我們在進行對

人類整體存有之本質的哲學思辨中，或多或少會偏好於其中一部分，亦即肉體、精

神或靈魂，以作為論述基礎，但我們始終並不能獨斷地宣稱任何一部分是作為人類

整體存有的唯一本質。 

沃格林以這種立論為前提，展開一系列反思，首先是：人們何以會認為心理

和精神的特徵是可以遺傳的？沃格林認為，這樣的論點是產生自根本經驗：首先是

精神的經驗；其次是人類存有經由性繁殖而存在；其三是人類存有儘管或多或少有

差別，卻在形式上有著相同結構，不過在這一共同點之下，又有著心理和精神上的

差異。312所以，我們總是以此為理由，去指稱人類作為整體，有世代傳承的過程，

而且其所有特徵（包括精神的在內）都是與「所謂的遺傳傳輸」  （so-called 

                                                           
311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64. 
312 Ibid, p. 6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THE.NCCU.Phi.006.2018.A02
101 

 

hereditary transmission）313有關。「所謂的遺傳傳輸」是沃格林本人的用詞，他在

這裡並沒有解釋為何要這麼說，不過按上下文的論述脈絡，可以理解為他要凸顯出

自己對這種普遍流行的觀點是持保留態度。上述是針對一般人對人類特徵遺傳現象

之基本認知的描繪。在前反思階段中，人以自我為對外認知的出發點，其認知前提

固然是意識到，自己是在精神上去面對根本經驗對他個人所帶來的經歷和感受。在

應對戀愛、性行為和育兒的過程當中，人在其子女身上留意到外在特徵和內在性格

（先不論教育或文化層面的影響）的形塑，是與父或母有著或多或少的相似性。在

人之為人的層面上，所有人都有著「人」這一共同形式和肉體結構，但無論是外觀

或內在，人與人之間都會差異。不夠，人也可以從這些眾多差異之中，概括出一些

普遍共同的特徵。這些特徵何以能由父母傳承給兒女？遺傳學正是其中一種解釋這

一現象的方式。 

不過，沃格林藉由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有關身心問題的討論，指出現代種

族理論中所缺乏的基本看法。首先，我們可以有對心靈的直接知識，這一知識並不

以人類的身體狀況為介導。我們可以經歷我們的思考、洞見、靈感、自覺、藝術，

甚至還有在科學著作中對知識世界（intellectual worlds）的形塑、上帝，以及國家

的經歷，這一切並不需要我們以當前的身體狀況作為必要的中介。而且，上述個別

經驗都可獨立存在，也不需要我們對於肉體的任何知識。314 然在沃格林看來，大

部分的種族科學理論所犯下的問題在於，它們對某種人類心靈類型都制定一種基本

框架，這一框架的前提是與人類的某些特定特徵和性格的可遺傳性連接在一起。315 

特徵可以是肉身和心靈的，而性格絕對是後者。當理論家將這倆者都和遺傳連接在

一起時，就對人造成一種 「幻象」（illusion），以至於種族理論看起來，一方面

能夠處理人在血液傳承（Bluterbe）上不可避免的經歷；另一方面也能處理人類心

靈創造性能量的經歷。316 

                                                           
313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65. 
314 Ibid, p. 67. 
315 Ibid, p. 67. 
316 Ibid, 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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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種族理論家以所謂自明的簡化論混淆了一般認知，使人認為自然科

學在內容和方法論上，可以身心層面相互綜合與並行作為前提，去探討人類存有的

自然學問題，是顯明合理的事實；另一方面，在未經反思的階段，人對血液傳承的

主見是來自於根本經驗中對人類遺傳方式的一種認知，然在當代種族理論的論述之

下，卻與人類心靈層面的創造性能量連接在一起。在前反思階段，對於上述的種族

科學理論，一般人很容易因其日常經驗的可見現象，不經慎思就毫無條件地接受了

它。沃格林指出，如若我們單從一般經驗觀察來看，我們可看到的是反復出現的一

些顯明特徵（不論肉身或心理），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是不變的。由於人類性繁殖的

機制，我們還可以很容易就相信，每一人類個體的所有特徵完全都是先行決定——

似乎有一股看不見的力量，在背後作祟。317從表面上來看，這些疑問或許都能夠由

種族科學理論去解決。可是，如果我們認真地去反思，就不難發現，這一切實際上

都是與自然科學無關。 

然在當時普遍盛行的觀點卻不是如此。優生學者、同時也是納粹黨員的 Fritz 

Lenz，從人類心理差異出發，認為文化世界是由人類心靈所創造，因而對文化的保

存和持存之追求，也會因人之「知性天分」（intellectual talent）的層級和「從天才

到白癡」之間而異。他甚至認為「個人心理特徵和身體特徵一樣都可以在遺傳傾向

（hereditary predisposition）中找到根源」，像是教養等的外在因素，對他而言都

「影響不大」。318Lenz 不僅將文化和作為其「塑造者」的人類心靈都視為經驗事

實，319也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心靈（和文化形塑）差異比起身體上的差異是「無與倫

比地更有意義」320這種世界觀（沃格林語），儘管在沃格林看來，賦予人類心靈和

文化創造以極大的意義，甚至決定了人類現實和人類存在的意義，然而卻沒有談及

任何人類心理上的結構和法則。就這點而言，沃格林認為 Lenz 對遺傳學的看法其

實是與他對人類心靈及其相對於肉體而擁有的重要性是不相適的。321至少在沃格林

                                                           
317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70. 
318 Ibid, p. 71. 原典見 Fritz Lenz, “Die Erblichkeit der geistigen Begabung”, in Erwin Baur, Erich Fischer 

& Fritz Lenz, Menschliche Erblichkeitslehre und Rassenhygiene (3rd ed.) (1927). 
319 Ibid, p. 71.  
320 Ibid, p. 72. 
321 Ibid, p.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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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這種人類心靈比身體有更高價值的觀點，是「合理理由和事實所無法支持的」

322。不過，儘管 Lenz 並沒有在理論上完善地解決其中的缺陷，但這一點並不阻止

他繼續崇高地抬高遺傳基因之「精神性」的意義。 

在此還可談及另一人，那就是被認為對納粹種族理論和希特勒有莫大影響的

Günther。Günther和 Lenz共事多年，他們曾依據所整理的數據，發明了所謂的「種

族的心理類型」（psychical type of race），以此作為劃分人種之內在特質的一種標

準。他們所依據的是「多少是來自普通教育，且沒有真正被完全理解清楚的眾多國

家的思想史」所提供的數據，以及「所謂的社會人類學研究」，這些是對特定的身

體（而非心理）種族類型的「天才人士」所進行的統計研究，以及來自學校的報告

和智力測驗。323以上述數據為資料來源，他們建構起所謂的「北歐人種」，認為是

「北歐人種」創造了「印度日耳曼/雅利安」的語言和文化。所謂的證據，是「印

度、波斯、瑣羅亞斯德的教誨、古希臘文化、羅馬帝國、中世德意志帝國、 倫巴

第人的文藝復興、西哥特人所創造的西班牙黃金世紀和查理五世時期的帝國、荷蘭

人的海上優勢、Gustav Adolf 和 Charles XII 的瑞典、不列顛帝國和北美的殖民。」

324姑且不論其中歷史事實上的謬誤，他們以上述在歷史上一度輝煌的眾多國度，來

凸顯出「北歐人種」所做出的貢獻。因為「拜占庭帝國不是被北歐部落，而是蒙古

土耳其人所征服，才沒有文藝復興。」325反觀羅馬帝國、中世時期的神聖羅馬帝國、

西班牙帝國等眾多王國，卻正是多虧了「北歐人種」，才得以在文化上出現過輝煌

時期。這無疑也將上述國度的民眾和君王也歸類為「北歐人種」之下。 

先不論所謂「北歐人種」究竟所指的是哪一類人或族群，Lenz 和 Günther 如

此稱譽「北歐人種」，是因為在他們看來， 

                                                           
322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73. 
323 Ibid, p. 84. 
324 Ibid, p. 85. 
325 Ibid, p.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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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人種具備有創造性的智力、高智商、優越的性格特徵、穩定的意

志、充滿關愛的遠見、自制力、對長遠客觀目標的追尋、技術上的天

賦、大自然的掌控、熱愛海洋、藝術天分、「北方的魄力」。326 

等等。他們的結論是，「北歐人種那天賜的精神（天分），讓他遠在人類的最前方」

327，簡言之就是在精神上遠遠優越於其他人種。然上述的天賦從何而來？單從歷史

上某些國度的輝煌成就，就能判定「北歐人種」就是最優越者？更何況，他們所羅

列出的各個國度，是以他們的淺見為大前提，亦即這些國度一定是由「北歐人種」

所領導，或被「北歐人種」所影響的，事實是否如此又是另一回事。因此，他們實

際上是毫無根據地將各種內在特性，甚至是價值觀，都視為是先天地給予「北歐人

種」。這在事實上，根本是不能成立的；其動機更接近於他們的個人主觀價值判斷：

突顯「北歐人種」的優越之處，只有如此優越的種族才能引領所有種族。 

另一位同樣備受爭議的優生學者 Walter Scheidt 328 ，則是認為特性

（characteristic）、繼承下來的特性，（遺傳）傾向和繼承下來的（遺傳）傾向，

這些都可被用來等同於基因。329 但凡是「從父母傳輸到兒女的某樣東西」，亦即

外在特徵和內在特徵，「都是基因或遺傳因素。」330沃格林總結性地指出，Scheidt

基本上認為，遺傳因素或基因都是超個體生命現象的「載體」（carriers）：一方面

是僅屬於個體的、不可重複的，亦即因外在影響而獨屬於該個體的獨特性；另一方

面，是超個體的，且是可不斷重複的，那就是遺傳物質（genetic substances）。331

因此，遺傳基因被認為不只是帶有個體生命現象所能展現的任何特性——無論外在

或內在，它還可以包含有該個體之外，卻也是該個體所屬的淵源，即其祖先的生命

現象之特性。遺傳物質「不會死亡」，它是產生自細胞和細胞之間的結合，因此就

                                                           
326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85. 
327 Ibid, p. 86. 
328 有關 Scheidt 在納粹統治時期的作為，可參見 Horst Seidler, “Anthropologen im Widerstand”, in 

Maria Zenner (ed.), Der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interdisziplinäre didaktische 

Konzeption zu seiner Erschliessung (Bochum: Brockmeyer, 1989), S. 67-122. 
329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76. 
330 Ibid, p. 76. 原典見 Walter Scheidt, Allgemeine Rassenkunde (Munich, 1925). 
331 Ibid, 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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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共享來自雙方面的所有遺傳特徵，332那樣一來，遺傳特徵的起源就可不斷往上無

限追溯。 

如果按當前對基因傳承的理解，單從純基因學的結構去看待上述的敘述，也

許並不矛盾。但問題主要在於，個體是完全從「裡面」的基因特徵和結合而決定，

333 這種內在決定論完全將人類個體的所有特性都歸諸於基因的傳承。文化、教養

等對個體的思維作用呢？也被視為是基因所導出的結果。「人性」（humanity）結

果變成不過是「不死之基因的變化組合」334罷了。 

 

 

 

 

 

 

 

 

 

 

 

 

 

 

                                                           
332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77. 
333 Ibid, p. 77. 
334 Ibid, 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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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種族政治觀念的意涵與理據 

 

本章予以探究的是沃格林在《種族與國家》的後半部分中所提出的種族政治

觀念，這是他在其學術生涯中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嘗試深入闡述種族政治觀念的意義。

此後，沃格林至多只在書信和單篇論文中，略提及自己的這項往年研究，而不再詳

細談論這一主題。儘管如此，對政治觀念及其與政治共同體秩序之關係的探究與論

證，是沃格林直至晚年為止都一直在從事、關注和研究的術語和主題。故而在《種

族與國家》中對種族觀念的提出，其實可被理解為沃格林一生中正式開始對政治觀

念進行哲學論述的首次嘗試。 

筆者首先會理清沃格林對觀念一詞的基本解釋，討論其與共同體之間的關係。

只有在闡述清楚這兩點以後，才能更為細緻地討論沃格林對種族政治觀念的特徵所

進行的描述。尤其是有關基督宗教政治觀念的論述，沃格林討論了其特徵與種族政

治觀念的特徵之間的歷史延續性。唯有明確認識觀念的意涵，才能知道沃格林的用

意絕不在於對基督宗教的批評，或是任意地將種族與宗教關聯起來。 

相較於後來在《政治觀念史稿》中更有系統性地分析和研究西方歷史中的

「政治觀念」，《種族與國家》中有關「政治觀念」的討論，顯得不明確和系統化。

不過，只要相互參照就會發現，沃格林由始至終對於觀念基本立論，並不具有太大

的矛盾。他後來雖修正了其早期論點，但這並沒有對其早期立論產生極大的影響。

因此，筆者在談論沃格林賦予政治觀念的意涵時，會參考其《政治觀念史稿》的論

述，以更明晰地理清種族政治觀念的意義，以及其與政治共同體的意義建構之間的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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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政治觀念的基本定義與內涵 

一 觀念的基本定義 

當沃格林使用觀念（Idea; Idee）一詞時，他已經賦予該詞彙以其個人詮釋的

意涵，與對觀念的一般性和哲學理解稍有不同。一般意義上的觀念，多指人在思考

上是「制定化（formulated）的思想或觀點」或「在記憶中所喚回的圖像」等。335

哲學論述中的觀念也有類似的意涵，通常是指對於某事物在心理上所重塑的再現圖

像，也可以是指抽象概念。336 

沃格林最早是在《論美國心靈形式》一書中，首次談到 觀念的意思。不過，

他當時討論的是美國哲學家 C. S. S. Peirce（1839-1914）的觀點。Peirce 認為觀念所

指的是，在非常一般意義上的「在個體意識之中的事件」337。觀念並不只是作為個

體人類意識的產物，它還是發生於意識過程的事件，這一點並不會與對觀念的一般

性理解有所違和。不過，在《種族與國家》中，沃格林提供了更為明確的意涵：觀

念應被理解為是在時間和空間變化之中被闡說（articulated）出來的植物、動物和

人類個體與集體之整體的真實同一（real unity）。338 

乍看之下頗為複雜，然如若按《種族與國家》中的思考脈絡，觀念在沃格林

獨樹一幟的用法中，是被用作為與科學「概念/理論」（concept/theory）相對的用

詞。如上文所述，沃格林強調不可混淆「概念」和觀念，必須將二者區分開來。至

少就其所批判的種族科學理論而言，沃格林認為「（科學）理論」所要處理的是科

                                                           
335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retrieved on April 10th, 2018 from: https://www.merriam-

webster.com/dictionary/idea.  
336 Robert Audi (ed.),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55. 
337 Eric Voegelin, On the Form of the American Mind,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1)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 41. 筆者認為，沃格林在留美期間認識了 George 

Santayana 和 John R. Commons 的學說，有助於他建構起自身對「觀念」的解讀。譬如 Commons 在

1934 年出版的《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中，「觀念」是與「意義」、「評價」和

「行動」一起，被應用於理解人類行為的物質的和經濟的表現。見 John R. Commons 著，于樹生

譯：《制度經濟學》（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頁 24。 
338 Eric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in Paul Caringella, Jürgen Gebhardt, Thomas A. Hollweck, Ellis Sandoz 

& etc.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2)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17.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idea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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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內容；觀念所涉的則是它對共同體之建構的效能339。兩者之所以要區分開，是因

為前者可「被宣稱為是科學的，這表示我們是可以測試其判斷的正確性和基礎的堅

固性」340，後者則是「屬於政治的…它可被詮釋為一個人類現象，並且作為人類的

創造物，可被納入我們對於國家現實的經驗的脈絡之中。」341 在此，觀念基本上

所指的是「政治觀念」。簡言之，概念可被應用於自然科學方法的研究對象，亦即

實然領域中的事實性議題；觀念的思索對象則是應然領域中的價值性課題。尤其當 

觀念一詞又附上了「政治」，則是更為精確地用以指稱與國家、政府、政體，還有

政治機構、活動、實踐、思想等人類主觀價值之產物相關的課題。因此，沃格林強

調： 

觀念體（ body idea）協助於建構共同體之知性現實（ intellectual 

reality），它永遠都不是生物學領域中用於測試正確性（correctness）

的科學判斷（scientific judgement）。342 

按 Thomas Heilke 的解釋，「觀念體」之「體」所指的是人類肉身，因為人類

存有所獲得的所有經驗，都必得其肉身而取得，故而肉身可以被視為是政治觀念的

強大來源。343 按沃格林最初對 Peirce 之論述的解讀，對照他在《種族與國家》中

對觀念的解釋，不難發現是符合觀念在《種族與國家》中所被賦予的時間性和空間

性的變化性質。因為觀念作為人類意識通過肉身所得經驗之產物，以及作為意識之

中發生的抽象性事件，並不需要僵化固態形式的時間性和空間性作為其前提必要條

件。觀念是因個體對當即發生的經驗事件的反應和反思而在其意識、心靈之中產生

——如沃格林所言，「除非有即時經驗（immediate experience），不然就不會有觀

念」 344；個體也可以從其記憶中對過去之經驗事件的回溯和反思，在當下產生某

                                                           
339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8. 
340 Ibid, p. 13. 
341 Ibid, p. 13. 
342 Ibid, p. 13. 
343 Thomas. W. Heilke, “The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of Race: a Voegelinian Encounter”, in hrsg. Von 

Peter J. Opitz und Dietmar Herz, Occasional Papers (München: Eric-Voegelin-Archiv, Geschwister-

Scholl-Institut für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an der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2000), p.8. 
344 Eric Voegelin,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1989),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34)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6), 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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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觀念，儘管該觀念所反映的不一定是對過去之現實的完美再現或詮釋。沃格林是

在晚年因 「政治現實」（political reality）345和「政治觀念」之間的矛盾，修正了

其論點。 

此外，觀念——不論是政治的還是其他性質的——若須為人所知和認可，就

必須被闡說，方能被揭示。正如沃格林後來在《政治觀念史稿》中所指出，「政治

觀念」是某一時期內，那些在眾所可見之處（walk in the light）的人的觀念，或至

少是那些有機會抬頭的人的觀念，他們有效率地讓他人聆聽到自己的見解。346種族

政治觀念在 1930 年代對於政治共同體的意義建構所產生的影響，正是累計自十九

世紀時期以來，人們——無論是知識份子還是一般民眾——對於種族議題的關注。

只有在相關議題被反復闡說、詮釋，甚至是誇大的情形之下，逐漸成為人人所矚目

的主題。故此，種族政治觀念不是在沃格林所處的時代才出現或被揭示，它自古以

來早已存在，可見於政治共同體之中仍然保存著的文字文獻，或是世代相傳的口頭

論述。長時期以來，種族政治觀念處於不為人們所重視的狀態，潛藏於人類個體意

識之中。它未被闡說，而處於有待揭示的狀態；即使它曾被闡說和討論，也尚未被

視為是對於政治共同體的意義建構是至關緊要的。 

 

二 觀念的內涵 

觀念在沃格林的解釋之下，何以是「植物、動物和人類個體與集體之整體的

真實同一？」筆者認為可參考沃格林接下來所舉出的例子： 

                                                           
345 沃格林使用「政治現實」以指由個別個體的意識所生成的現實，他們的經驗和象征性表達產生

一種有著歷史領域特性的社會領域。社會和歷史中的秩序問題，是從意識的秩序中出現。Kenneth 

Keulman, The Balance of Consciousness: Eric Voegelin’s Political Theory (Pennysylvani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xv.  
346 Eric Voegelin,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Hellenism, Rome, and Early Christianity (Vol. I),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19)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7), 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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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與個人人生進程相關的觀念；人性是與人類變化相關的觀念；

動植物物種是與單一動植物相關的觀念。故此，觀念並不是概念，而

是展現為多中之一（the one in the many）的實體。347 

觀念是作為「實體」，諸如知覺、知識、因果關係、心靈等都是「實體」的最佳例

子。因此，觀念可被理解為是相對於可見可觸的經驗性存有對象。前者是個體的思

想自身和反思的產物，是非經驗的；而後者雖然可作為個體思想的經驗來源，但因

作為可見可觸的經驗對象，是可以用科學方法來進行觀察和實驗，以獲得解釋

（explain）而非詮釋（interpret）的事實對象。 

回看沃格林的例子，我們對於「人」在觀念上的認知，是從我們對個人人生

進程的觀察而來。這一例子尚說不上是符合科學的研究對象領域，因為每個個人人

生進程都是絕無僅有的，而且進程的路徑又是與個人的主觀判斷有密切關聯。不過，

沃格林在此強調的是「人」的這一觀念。譬如，他認為我們可以將「人」這一觀念

理解為心靈（mind），但同時，我們也可以將「人」這一觀念理解為是動物的。

348對於「人」之觀念的詮釋，是基於我們對人類的存在模式、生活方式等的經驗性

事實觀察得來的結果。人性和人類變化的例子，也可藉由上述的思考方式來進行詮

釋。有關動植物物種與單一動植物，值得一談。因為按理來說，動植物物種的分類

是作為科學方法考察和實驗所得出的事實性結果。雖說這可被理解為是以科學方法

對經驗對象的研究所得出的結果，不過賦予動植物以物種區分的作法本身，卻可以

被視為是人類觀念的產物。因為，我們可以對單一動植物的觀察進行事實的解釋，

但為何要將有著高度相似性的動植物都歸類為某一物種呢？這一做法可以是為了日

後科學上研究的方便，而且對物種的區分也是基於經驗上的觀察——亦即高度相似

性——而非植入個人主觀判斷。不過，筆者要強調沃格林對種族科學理論和種族政

                                                           
347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117. 
348 Ibid, p.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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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觀念，都是持同等高度的關注。他始終認為種族的科學問題和觀念問題，都具有

同等的重要性。349 

當我們試圖要理解「植物、動物和人類個體與集體之整體的真實同一」時，

必須謹記這是在對種族科學理論的反思脈絡下的討論。因此，觀念作為意識和思想

的產物，其內容是整體性的，因而並不局限於單一植物、動物或人類，也不局限於

對某一植物、動物或人類的個體或集體。對於單一植物、動物或人類的個體或集體

（如對象 A 和對象 B 之間的高度相似性）的研究，應被歸屬為科學理論的研究範

圍。觀念的內容不是單一對象，而是一種整體性的同一——觀念的內容是一種整體

性的思想，這種單一性的分類是科學對這些對象的研究。有關「整體性」，可回溯

本文第三章的相關討論。筆者在該章中曾談到，人類存有可被詮釋為一種「組成部

分」。各個組成部分——譬如生物學的、化學的、物理學的，心理學的等等——結

合起來，才形成人類存有的整體性。而且，正是因為觀念是在實體的層面上，儘管

是抽象的卻可所以才能不分單一對象而以整體性為考量，而且只有觀念才能達到對

整體性的關懷，並且在思想上能夠達到同一。因為，科學研究對經驗的對象，基本

上就只局限於其單一對象的觀察和實驗，是無法形成動植物或人類的個體或集體的

同一。不過，觀念是否真能達到真實同一，則又引申出另一個問題，亦即「真實」

的依據是什麼？這姑且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 

上述的討論，也許還未能完全說明觀念內容的來源。儘管我們曾略談到觀念

的內容與經驗對象之間的關係，不過參照 Thomas Heilke 的詮釋，或許能更清晰地

理清這一點。Heilke 非常重視沃格林的觀念所具有的現實經驗性。他指出，當沃格

林在使用觀念時——譬如種族政治觀念或後來指稱個別思想家所提出的各種觀念—

—都是產生於人類物質現實經驗的物質現象，是因與其他存有之形式的連接而被

「給予」我們的。350 此處對於物質現實經驗的強調，所要表述的是人類所創建之

                                                           
349 Eric Voegelin, “One more ‘Race and State’ in Political Science: a Rebuttal” (1934), in Published 

Essays: 1934-1939,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9)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1), p. 19. 
350 Thomas. W. Heilke, Voegelin on The Idea of Race: an Analysis of Modern European Racism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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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的經驗性材料來源。儘管 Heilke沒有進一步表示在此使用「給予」一詞所要表

達的意思，但他接下來繼續解釋說，觀念的存在是不能被預設為不是與物質現象綁

定（bound）在一起。因此，他認為沃格林之所以不是「觀念論者」（idealist），

是因為在他看來，觀念是無法建立現實，或構成任何是真之物，它是人類心靈中的

抽象基礎（abstracting faculty of the mind）。351 簡而言之，觀念自身是不能與人類

意識與經驗性的素材世界切割開來。 

從上述這一角度來看，我們姑且再談科學主義種族理論問題究竟何在。相較

於觀念，這種科學理論易於吸引眾多偏見份子的崇信，更多時候是自我標籤為忠實

地對單一人類的個體或集體的事實性解釋。無論該科學研究向大眾所展現的事實性

成果是什麼，其背後實際上卻有著觀念的滲透。如同在上文我們曾指出，對物種的

分類雖然是依據經驗性對象的高度相似度或其他經驗性的標準而進行，但物種分類

的背後不能忽略可能存在的觀念對科學研究的滲透。林奈物種理論的背後，就有上

帝創造論。科學主義種族理論的背後，就有其主觀判斷，是在整體性之上對人類存

有進行一種詮釋性的思考，滲透科學研究的純然動機，以至於這種科學理論其實不

純粹只是要對單一對象進行事實性解釋而已。 

 觀念不單純被局限在政治領域和視域之內，而在沃格林所關注的眾多哲學議

題中，「政治」性質的觀念更具重要地位。因為這主要涉及的是人類歷史中，各個

政治共同體意義建構的來源，以及政治、社會現實與人類觀念之間的關係。無論是

1930 年代的種族觀念，還是中古時期的基督宗教政治觀念，都是出自人類意識的

反思，同時又深刻影響了共同體成員的政治生活和自我詮釋。 

 

三 「見的原初方式」與「原初圖像」  

沃格林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在《種族觀念思想史》中正式地使用了「見的

原初方式」（Primal way of seeing; Urweise des Sehens）和「原初圖像」（Primal 

                                                           
351 Heilke, Voegelin on The Idea of Race,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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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Urbild）這兩個術語。當時，他試圖處理的問題是：「觀念的起源和如何形

成世界觀和社會現實」352。很遺憾的是，他在內文中並沒有針對這兩個術語進行較

為詳細的論述。不過，筆者所能確定的是，「見的原初方式」是作為「原初圖像」

之產生的方式。不過，任何圖像都絕不會是單一的，它必然是依據人類的不同的

「見」的方式而各有所別。Klaus Vondung 指出，「原初圖像」和「見的原初方式」

之間，前者是後者的產物。353 沃格林本人則強調： 

沒有一種「見的原初方式」，也沒有一種對人的「原初圖像」，得以

作為完美存在的永恆規範，並且通過歷史而獲得保存。
354
 

不過，上述解釋仍未告訴我們，「原初圖像」究竟指的是什麼呢？也許我們

可以從 Ellis Sandoz 的看法中看出端倪。在其極可能是教學筆記的單篇文章中，

Sandoz 就沃格林對種族觀念的反思而表示： 

太古性（immemorially）地被保留於人類意識和經驗中的「原初圖像」，

如今因自命不凡和有缺陷的生物學肢解和墮落，被傲慢無知地用於提

升神話雅利安超級種族。355 

在此，Sandoz 主要談到了兩點：其一，「原初圖像」是保留在人類的意識和

經驗中。他在此所指的不是經驗對象，而是人對經驗對象的經歷本身。筆者認為，

圖像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見的框架」和「思維框架」，圖像作為一種固有「見的框

架」，被固定化於人的意識之中，影響著人在原初之對經驗對象的直接體驗方式，

影響其對外之第一印象的認知。與此同時，圖像也作為一種固有的「思維框架」，

是人對其經驗對象和體驗之經歷的思維方式——請注意，這尚且是前反思階段。人

只有在反思過程中，才能試圖跳脫出固有的「見的框架」和「思維框架」。正如

                                                           
352 Klaus Vondung,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Eric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From Ray to 

Carus (1933),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3)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xiii. 
353 Ibid, p. xiv. 
354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3. 
355 Ellis Sandoz, “Mysticism and Politics in Voegelin’s Philosophy” (2009), retrieved on April 7th , 2018 

from: http://sites01.lsu.edu/faculty/voegelin/wp-content/uploads/sites/80/2015/09/Ellis-Sandoz1.pdf 

http://sites01.lsu.edu/faculty/voegelin/wp-content/uploads/sites/80/2015/09/Ellis-Sandoz1.pdf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THE.NCCU.Phi.006.2018.A02
114 

 

Heilke 所指出，「見的原初方式」必須仰賴於人的「目光的能力」（faculty of 

vision）356，問題不在於人所能見之物，而是人所能思的、超越見之物的事物。 

其二，Sandoz 談到了「原初圖像」的「太古性」。筆者認為，Sandoz 賦予

「原初圖像」的「太古性」性質，可在時間維度上來詮釋「原初」的意義。這一詮

釋可符合「原初圖像」中「原初」的意涵，那就是將「原初圖像」理解為：人類意

識對外事物的認知過程，所仰賴的「見的框架」和「思維框架」，是有可追溯的原

型。因此，「原初圖像」是有代代相承的繼承性，甚至可在時代上無限追溯至人類

遠古的過去。這一詮釋也符合沃格林對種族政治觀念之理據的探索。因為他表示： 

種族（政治）觀念的興起，並不是某種對人之原初圖像的突然展現。

從基督教時期過渡向後基督教時期，其中的變化並非是急劇突破的、

沒有明確的結束，也沒有全新的開始。
357 

此外，Sandoz 認為「原初圖像」因自命不凡和有缺陷的生物學而墮落，被扭

曲為神話雅利安超級種族，這一點也符合沃格林的敘述：種族政治觀念的崛起是作

為一種對人的「原初圖像」之變化的廣泛歷史過程的附帶現象。358 神話雅利安超

級種族作為對人之「原初圖像」的論點之一——即使是荒謬的——可被視為是支撐

起種族政治觀念的「原初圖像」，也是種族政治觀念的產物，因此，「原初圖像」

和觀念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在漫長歷史的變化中，基督宗教對人之「原初圖像」發

生了漸進式變化。其歷史因素，正是上文中所曾討論的部分：自然學的發展和科學

主義種族論述的出現，以及對人之形象和本質的理解方式從上帝創造論進入物種理

論。 

不過，筆者必須強調，對人之「原初圖像」在自然學物種理論論述中，涉及

了自然科學方法對人體的描述性事實，然這是作為對人之形象和本質的理解方式，

                                                           
356 Thomas. W. Heilke, “The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of Race: a Voegelinian Encounter”, in hrsg. Von 

Peter J. Opitz und Dietmar Herz, Occasional Papers (München: Eric-Voegelin-Archiv, Geschwister-

Scholl-Institut für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an der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2000), p. 14. 
357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p. 3-4. 請注意，無論是 Sandoz 還是沃格林，他們所談的都

是對人之「原初圖像」。 
358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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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人之形象和本質自身。因此，對人之「原初圖像」始終是觀念的內容，而不

純粹是科學事實的論述。 

 

四 無形狀態 

沃格林認為，圖像實際上有著和觀念同樣的那種未被揭示之可能的性質：雖

然圖像可以是已經體現在某一人身上，但只要時機未到，就會仍然處於無形狀態。

359 所謂「無形」，按英譯者所用之 unseen，可直譯為「未被見」，因此更接近筆

者所用的「未被揭示」的意涵。也即是說，處於無形狀態的觀念或對人之「原初圖

像」，實際上是早已潛在地存在。這就足以揭開筆者在討論種族觀念時所不得不面

臨的疑惑：如若在近代以前，種族政治觀念總是處於無形狀態之中，那麼為什麼種

族政治觀念會在 1930 年代突然成為政治共同體之意義建構的重要成份之一？沃格

林的回應將是：種族觀念絕非當代之產物，他有關種族經驗的看法為我們證實這一

點。 

早在中古時期，甚至是古典希臘聯邦時期，多元種族的政治共同體及其中所

發生的種族經驗早已存在。360 當人在日常現實中，藉由對不同族群之人外在特徵

的觀察，以其中的差異作為你我之別的標準，種族觀念就隱約地在人的種族經驗之

累積過程中日漸形成。然只要種族經驗在特定政治共同體中，不被視為具有重大意

義的經歷，就不足以被揭示以從無形中走出，甚至也不會與政治共同體的意義有任

何關聯。 

人們已習以為常地將美國的多元社會——撇開日益嚴重的種族歧視現象不談

——比喻為「民族大熔爐」。實際上，如若將歐洲大陸——以沿俄羅斯和芬蘭交界

南下、經波羅的海三國、波蘭、捷克，直至羅馬尼亞黑海沿岸為東界；北至斯堪的

納維亞半島；西至不列顛群島；南至伊比利亞半島、意大利半島和巴爾幹半島——

                                                           
359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3. 
360 關於這一點，Ivan Hannaford 所留下的著作，為我們提供了看清西方社會共同體如何應對種族經

驗的透視鏡。Ivan Hannaford, Ra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the West (Washington D.C.: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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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單一的整體，抹去當前各個民族國家的地理界線，我們將看到自古以來的各個

民族、種族，要不融匯在一起，要不相鄰而居。光是地理界線，都不足以解釋何以

你我他的外觀有著顯明差異？即使在表面上看似同屬於某一人種，一旦遵從去氧核

糖核酸（即 DNA）血液鑒定的成果，就不難發現每個人都可能來自於不同的族群、

人種。361 歷史上已發生的無數次移民現象，也可證實這一點。即使是 DNA 血液鑒

定也不過是新近科學進步的產物，是過去的人們所無法親自目睹的現代科學擺在眼

前的事實。362 因此，在自然學蓬勃發展期間的有缺陷的生物學理論，不僅無法完

善地解釋種族科學理論，也不能用於解釋種族政治觀念的來源。 

光是從種族科學理論的發生史，來探溯種族政治觀念的來源，並不能解釋為

何種族觀念在當下之際（1930 年代），足以成為 「國家的基礎性（foundational）

和形成性（formative）觀念」，而「種族甚至還成為了決定政治事件的具體因素。」

363 我們不得不認可種族政治觀念確實是有來自科學理論的影響，畢竟它是「逐漸

成長自十八世紀末時期的種族理論」364。然沃格林強調，種族觀念是「在十九世紀

時期經由 Gustav Friedrich Klemm（1802-1867）或 Gobineau 等人各種解析而形成一

種政治觀念的形式」365。這一政治觀念形式的來源，不僅有自然學研究發展的印象，

還有基督宗教政治觀念和中世紀以來的西方政治共同體發展的悠久歷史——後者即

是種族政治觀念的歷史經驗基礎。 

 

 

                                                           
361 近年來的科學實驗證實了這一點。Momondo, “The DNA Journey: How it was made” (June 10th , 

2016), retrieved on April 2nd , 2018 from: https://www.momondo.com/inspiration/momondo-the-dna-

journey-how-it-was-made/  
362 譬如 9 世紀-11 世紀期間的中歐：荷蘭人移居至今柏林所在的勃蘭登堡；日耳曼人移居至匈牙利

和今羅馬尼亞境內的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意大利人越過阿爾卑斯山以定居日耳曼；日

耳曼、意大利、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和韃靼人都曾共居於波蘭城鎮。見 Peter H. Wilson, The Holy 

Roman Empire (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UK, 2016), p. 95. 
363 Eric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1935), in Published Essays: 1934-1939,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9)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1), pp. 40. 
364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14. 
365 Ibid, p. 14. 

https://www.momondo.com/inspiration/momondo-the-dna-journey-how-it-was-made/
https://www.momondo.com/inspiration/momondo-the-dna-journey-how-it-was-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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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治觀念與共同體之關係 

一 政治觀念在共同體之中的結構 

觀念作為個人意識活動的思想產物，是如何由個體擴展向共同體的廣度。作

為政治觀念，它是如何進而對該個體或眾多個體所歸屬之共同體的意義和合法性帶

來影響？這兩個疑問都是本節需要處理的問題。 

在《種族與國家》中，沃格林指出了觀念與觀念之間的的位階關係。不過，

首先必須強調的重大前提是，並不存在唯一的觀念，既然觀念產生自個體，就必然

存在多種不同的觀念，觀念與觀念之間不乏會有矛盾。這樣一來就不難理解，「足

以將有限數目的各樣人士結合為某一共同體的觀念，其特徵就在於至高觀念、人性

（humanity）和個人之觀念這三者之間的位置。」366 沃格林在此並沒有進一步解

釋至高觀念所指何意。不過，讓我們先再往下看，沃格林是如何描繪一種人性、共

同體和個人之間所構成的等級制。 

首先，「人性的觀念是作為有限共同體的觀念所得以闡述的框架」，其次是

「有限共同體的觀念又可作為個人觀念得以闡述的框架」367。共同體的有限性，是

基於共同體成員對某一觀念的接受和對另一種觀念的拒絕或排斥。擁有將不同個人

結合在一起之說服力的觀念，未必能夠說服全人類個體以信服它。因此「在其（結

合為共同體的）過程中，同時會將他們孤立於其他的個人和共同體之外」368。如果

從另一種角度來看待這種將個體都孤立於某一共同體之內的行為，這實際上也是排

除異己的一種方式，對於不認可其觀念的個人，即使生活在同一地理環境，也會不

被承認是真正的共同體成員。人類共同體必然會面對這種情勢。不過，對於異己者

之否定或排斥的劇烈度，無論是日常生活，還是政治、宗教、經濟等性質的觀念差

異，都是依觀念之間衝突的程度而異。民族主義、政治意識形態和種族主義都時典

型的例子。它們都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一方面傾向於在政治、社會政策和行動上採

                                                           
366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118. 
367 Ibid, p. 118. 
368 Ibid, 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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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強硬的手段；另一方面是較為軟性的措施，壟斷共同體之一般輿論和學術活動中

的話語權369。倆者的目的都旨在排除其他不認可共同體觀念的個人，或甚至是對相

信其他觀念的共同體直接進行攻擊。 

至高觀念、人性和個人觀念的等級制也絕非固定不變，因為在細節上，我們

還可在這三者之間彌補上更多資訊。譬如在人性和個人之間，除了有共同體以外，

還可以有更多觀念框架，如宗教、學術等。這些不同的觀念框架都可介於更高和更

低觀念框架之間存在，直至縮小到個人觀念這一單位為止。沃格林的舉例是將人性

分割為各種文化群組，370這些文化族群都有著共同的核心，卻因歷史因素而分化為

不同的國家。美利堅共和國和英國之間的文化淵源也許可以作為最好的例子，儘管

因時間流變和歷史因素，當年流亡至新大陸和對抗殖民政府的前英國臣民，已經發

展出其獨特的文化脈絡。在某一文化核心之下，可形成不同文化族群；文化族群依

情勢和環境允許，又可形成國家；在國家之下，又可以有不同的運動、派系等存在，

以此類推。371 

文化不過是眾多可被列舉的例子之一。通過對某個被眾多人所闡說和認可之

觀念的性質和內涵進行判定，人們可以去探討：該觀念究竟在某一共同體之中起著

什麼作用，以及它對於共同體的成員們究竟具有多大的影響力？ Benedict Anderson

在其著名的《想象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一書中，其實有相似於沃格

林對政治共同體的觀點。Anderson認為，國家的定義正是一種被想象的政治共同體。

372 政治共同體之所以是想象的，是因為「即使是最小國家的成員，也永遠無法認

識大部分的其他成員，」但是，「共同性的圖像，卻仍然是在每個人的心靈之中活

出來。」373 在沃格林的論述脈絡之下，「共同性的圖像」就近似於在共同體之中

                                                           
369 十九世紀時期中後期的德意志歷史學者，因新興日耳曼民族主義情緒，將中世紀時期神聖羅馬

帝國教會向東部邊境的傳教活動改造詮釋為合理的開闢新天地的運動，故意忽視在實質上對斯拉夫

人土故土之掠奪行為的事實。這種歷史詮釋影響重大，納粹德國入侵蘇聯的動機也是源自於這一

「東進論」（Drang nach Osten）的論述。Wilson, The Holy Roman, pp. 94-95. 
370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118. 
371 Ibid, p. 118. 
372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 (London: Verso, 2006), p. 6. 
373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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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普遍認可的政治觀念。對政治觀念的普遍認可，也未必需要經由共同體的所有成

員在相互對話中達到共識。一方面，政治觀念可以藉由共同體上層結構的權力運作

中，在權力者的操作之下被建制化，並且可以通過不同的管道向共同體各成員普及

化。另一方面，政治觀念也可從共同體的下層結構向上層結構固有的政治觀念進行

挑戰，在有魅力之領導者的帶領之下，使其政治觀念在眾多成員之間獲得普遍認可。

不過，Thomas Heilke 認為，沃格林在 1936 年出版的《威權國家》（Der autoritäre 

Staat）中，針對作為個案的奧地利所進行的研究，發現：意義同時也可通過對經

共同體而獲得表達的觀念，與共同體成員在現實中的觀念之間進行比較而產生。374

此處就更深一步地涉及了獲得表達的政治觀念，究竟與共同體成員對政治現實的直

接感受和因此產生之觀念，有多大差異的問題。尤其在其晚年時期，沃格林撰寫

《政治觀念史稿》期間不得不面對的巨大難題在於，他所闡述的政治觀念是否真是

符合過去的歷史經驗現實？這是值得深思、卻不在本文論述範圍之內的問題。 

 

二 共同體秩序 

政治共同體是如何以政治觀念作為其自身意義建構的來源？在沃格林看來，

人類在意義建構過程中所構思的政治觀念，也是與其對共同體之秩序的探索和追尋

有關。他在《政治觀念史稿》中闡明： 

人類有一種要聳立小小秩序之世界的充滿衝突的欲求，以通往那承受

著內在與外在之破壞性力量的壓力的不安之生活。為了維持這一秩序

的存在，人甚至以終極性的威脅和對暴力的應用來對待對其法律的內

在破壞者和外來侵入者。375 

這即是沃格林日後所談論的秩序哲學（philosophy of order），因篇幅有限，姑且不

詳論。不過，至少就種族政治觀念的問題而言，沃格林其實是根本性地提出了一個

問題意識。這一問題也是眾多哲人所曾思考的，是起源自對人類社會的經驗觀察所

                                                           
374 Heilke, Voegelin on The Idea of Race, p. 55. 
375 Voegelin,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Hellenism, Rome, and Early Christianity, p.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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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的疑惑：「為什麼社會（societies）儘管全都是起源自同一世界，它們卻會以

個別的方式而自我構成不同的樣子？」376 在單一社會的內部或不同的社會與社會

之間所存在的差異和發生的摩擦，是人類秩序常態性之不穩定的根源。 

在種族議題和種族主義盛行的 1930 年代，這些議題是西方政治共同體內部紛

亂的原因之一。不過，它們既可以是共同體秩序的破壞者，也可以被用作為達到重

建共同體秩序這一目的的手段，但在納粹政權治下，秩序的確保是清算被視為威脅

的其他種族，結果導致了種族滅絕的罪行。共同體不論是在哪一區域或時代，都是

由複數的個人在他們所普遍認可的某一觀念之下結合而形成。我們也可按上述的等

級制，指出在共同體之中統領不同人群的種種觀念。因此，社會是複數個體人類意

識在公共領域（如政治、經濟等）和私人領域（愛情等）之中，因應各個向度的主

題而分別在普遍認可的各個觀念的統領之下，由下（個人）至上（共同體）所建構

而成的物質—精神共同體，是人類心靈和非心靈（non-psychic）的現實之間377的相

互關係。 

也許有人會質疑，觀念作為人類心靈的產物，是怎麼對非心靈的現實產生影

響？在《種族與國家》中，觀念的真實性是來自它的取材對象，亦即現實經驗。不

過，他在日後卻強調觀念和現實之間的極大差距，政治、社會現實雖然可以基於人

類觀念而實現，但觀念自身的真實性卻不等同於政治、社會現實。因為，人可以基

於其主觀判斷和選擇，在心靈中對觀念進行修正。我們不妨參考 Eugene Webb 對沃

格林日後觀念所提供一種詮釋。 

 

三 觀念的符號化 

Eugene Webb 認為，至少在 1945 年以後，沃格林在其對謝林之神話學與啟示

論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結論是： 

                                                           
376 Heilke, Voegelin on the idea of race, p. 34. 
377 Ibid,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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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並非是思想中最為根本的東西，其自身也沒有獨立的生命，而只

不過是各種不同體驗與存在狀態的符號化表達。或者說，至少這才是

其根源所在。378 

觀念和現實經驗之間存在符號化的過程，這是沃格林在《種族與國家》的論證中還

沒處理的部分。直至 1940 年，沃格林流亡美國期間發表了單篇論文〈種族觀念的

成長〉（The Growth of the Race Idea），首次將種族政治觀念作為政治觀念之一，

所擁有的符號化功能。在這裡，他再次重申種族政治觀念的意涵：它不是一種以系

統化形式組織而成的知識體系，而是政治觀念。379 政治觀念是相對於知識體系：

知識是可以經由科學方法對經驗對象的研究和實驗，在有系統地累積之下，可以形

塑成一種體系。不過，政治觀念所做的「並不是去按其所是地描述社會現實」，而

是： 

設置符號——它們可以是單一語言的單位，或是詳盡的教條——這些

符號擁有能夠創造出作為單一單位的群組之圖像的功能。380  

政治觀念何以能夠對政治、社會現實產生影響，就必須仰賴於個人意識對符號本身

的設置及其意義的建構，是人賦予了符號於意義。 

Heilke 將意識理解為一種存有的過程，這種過程是可以被符號化與分化的，

不過卻不能絕對地被概念化和「把握」（grasped）於理性範疇和體系之中。381 在

此脈絡之下，經由符號化而形成的某一對象符號，必然有其現實經驗的意義來源，

而不能純粹被懸隔在理性範疇或體系之中。個體意識藉由對現實經驗的即時知覺，

在意識的反思過程中可以對經驗素材進行反復認知和深層剖析。但是，經歷多次認

知和剖析而得出的結論，卻不完全等同於個人最初對經驗素材的即時知覺及其即時

感受。不過，在 Heilke 看來，這或許正是所謂「原型」（archetype）的由來。因為，

任何一個在哲學或科學論述中獲得闡明的特定觀念或圖像，只要它們能夠展現出形

                                                           
378 Eugene Webb 著，成慶譯，《沃格林：歷史哲學家》（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1），頁 5。 
379 Eric Voegelin, “The Growth of the Race Idea”, in Eric Voegelin, Published Essays 1940-1952,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10)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pp. 27-28. 
380 Ibid, p. 28. 
381 Heilke, Voegelin on the idea of race,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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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的某些特定特徵，它就可被追溯至擁有同樣特徵的特定原型。不過，當個人透

過當下的觀念或圖像，甚至是透過原型的視域，來對現實進行理解時，這不再是即

時的經歷，而且也不是真正的現實，而是一種主觀的「現-實」（real-ity）382。即

使如此，人都是經由觀念作為中介，這些觀念都有其所可追溯的原型，它得以決定

人類政治共同體的制度、法律、傳統與倫理的形式。383 於是，當我們藉此而認識

到觀念、意識和現實之間的連結性時，沃格林讓我們意識到的是，對個別現象的詮

釋是不能通過先入為主的即有思維框架，材料自身才是我們所要工作的對象，而且

必須要找出材料的意義和能夠讓材料自身顯現出來的方法。 

符號是如何在觀念和共同體之間相互關係所起的中介作用。無論是政治、宗

教還是經濟等符號，它都是作為人類個體意識和集體普遍認可的意義產物。在沃格

林看來，符號甚至可以形成一種信仰，甚至足以「將擴散的大眾個體生命焊接在一

起。」384 符號絕不純粹是指基督教十字、納粹萬字旗、日本旭日旗，或是國旗、

公眾標誌燈。除了這些之外，文字、手勢、行為等從廣義上而言也是符號。沃格林

更多時候所要強調的是符號背後之意義的現實性，因為意義儘管是個人意識中不可

見的抽象產物，然意義的表態必須借助於現實中介才能獲得表達，而該現實中介正

是符號。不過，即使是被符號化的意義，也絕不會因其在現實中獲得闡述，而得以

被視為事實，畢竟該符號及其意義的來源，終究還是來自個人心靈對意義的主觀表

態。 385  因此，種族政治觀念和其他觀念一樣，它也是一個「符號性觀念」

（symbolic idea），亦即種族政治觀念也是從個人意識對現實經驗的知覺與詮釋，

藉由符號化而獲得其意義的來源。不過，由於「毀壞之圖像」所造成的混淆，沃格

林總是再強調，種族政治觀念「不是理論，也不能在經驗上可被證成的」386。 

                                                           
382 Heilke, Voegelin on the idea of race, p. 32. 
383 Ibid, p. 33. 
384 Voegelin, “The Growth of the Race Idea”, p. 28. 
385 關於沃格林對符號理論的看法，筆者就點到為止。因篇幅之局限，且又不得不探究他對 Ernst 

Cassirer（1874-1945）符號學論述的看法，故而不再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本文之所以會提及符

號，旨在彌補《種族與國家》中對「觀念」和共同體之間起中介作用的論證空缺。 
386 Voegelin, “The Growth of the Race Idea”,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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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觀念對於人來說，儘管其起源與個人主觀價值判斷相連，卻始終

是人類主體通過對經驗世界的知覺，在意識過程中的產物。尤其在被普遍認知和接

納的程度上，對集體而不僅是個人來說，是有其真實性的。譬如沃格林所談到的國

族心靈類型（national types of mind），在他看來，無論是對於共同體的學術界還是

個人而言都不是幻覺，而是經驗的客體對象，387而種族政治觀念也是同理。除此之

外，觀念的真實性也不止於共同體中的成員而已，它同樣「對局外人（outside 

observer）來說是真實的」，更何況是那些「首先生活在其中和創造它的人們」 388。 

 

四 政治觀念與共同體意義 

概括而言，被普遍接受的政治觀念，可被視為共同體及其成員的意義來源，

有助於維持共同體之秩序。共同體及其成員之間的關係，不僅在於共同體將它的成

員涵蓋於其中。觀念——尤其是政治觀念——在不同的單一個體之間，可通過對話、

交流、交換，然後是彼此之間的相互承認，多數個體可結合為集體，最終形成為較

之於集體更為龐大的共同體。每個個人都仍然擁有其對不同事項的個別觀念。不過，

即使是個別的觀念或少數人之集體所持之觀念，如果在共同體中得以表態，並且獲

得普遍認可，也可反過來成為共同體之多數成員所接受的意義。「有關風俗的知識

和法律、神話意識、還有他們（成員）對日常生活規章和禁忌的精巧（亦即共同體

日常生活規律的形塑）等等」389皆為典型的例子。因此，多元族群社會中的文化融

合與衝突的許多案例，實際上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參照對象——融合與衝突會否是

基於個別或少數人之集體的某些觀念，是否獲得了共同體之其他成員的多數認可？

認可度的高低也起著重要作用，因此在其中就不乏試圖透過使用激進的手段，以達

到觀念被認可這一目的的人。 

因此，觀念雖然起於個人意識，但它卻足以對共同體意義的建構產生極大影

響。所以，沃格林認為「共同體如同觀念的實現化一樣是（粗體為沃格林所加）

                                                           
387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120. 
388 Ibid, p. 120. 
389 Ibid, 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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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390，其真實性的源頭是建構起共同體的人們。沃格林描述這種真實性為

「一種不變的形成中（a constant becoming）」391，因為共同體的成員們是不可能

會終止其觀念的生產。 

不過，筆者終究要提醒，沃格林上述有關觀念和共同體的真實性問題，是他

晚年期間認為有所不足的論述。觀念是否真能被理解為是一種對現實的現世論述？

這是必須被質疑的。因為，我們可能會忽略：人在意識中對其所知覺的經驗做出選

擇，才會形成某種觀念。這樣一來，觀念就會有對現實之扭曲的詮釋問題。

Hollweck 和 Sandoz 甚至認為，沃格林後來直接認定「觀念——無論是否是政治的

——已經過時了，因為它們所代表的是對於現實的非現世的理論研究法」392。不過，

認識到這一點，也許反過來為我們提供另一種反思路徑：「觀念的現實性在政治共

同體的形成之中究竟起著什麼作用？」393 對某一特定歷史脈絡下所產生的政治觀

念，究竟在多大程度是與其歷史現實是符合的？此外，我們也可咨詢：「政治共同

體是否有表現出某一真理，以合理化該共同體自身的存在？還是政治不過是一種想

象中的構造？」394 這與政治觀念在理想情境中對政治共同體理應如何的想象有關，

或是觀念產生者對其政治現實的另類感受，而產生的與政治現實不符的政治觀念。

因此，觀念之現實性的問題也有助於我們接下來對種族政治觀念的討論。諸如「所

有偉大的歷史文化都是建立在種族之間的共生關係」395這種觀念，雖然在當前看來

是謬誤的歷史知識。如若換另一種角度來理解這一命題，有時不難發現這或許正是

提出該政治觀念的人的視域所致，單是在視域上微小的差距，就足以導致個人對現

實之認識和理解上極為不同的詮釋。 

無論如何，沃格林對觀念——尤其是政治觀念的討論，旨在去認識在不同歷

史脈絡之下的政治、社會共同體，其背後的意義、對成員之凝聚力的依據，以及合

                                                           
390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120. 
391 Ibid, p. 120. 
392 Hollweck & Sandoz,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Series”, in Voegelin,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Hellenism, Rome, and Early Christianity, p. 17. 
393 Ibid, p. 18. 
394 Ibid, p. 18. 
395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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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的由來。觀念雖然產生自個體意識，然不是每一個體意識所產生的觀念都能夠

獲得完整的表述，甚至在被揭示的狀態中為他人所普遍接受。因此，在某一社會中，

因其知識、經濟或政治地位而得以在主導與統治該社會的「建制」（institution）

中佔有一席之地的人，才得以使其觀念在同儕的共同認可與接納之下，成為主宰其

共同體的觀念。但是，應對共同體之經驗性變化，主宰中的觀念是處於不斷地被挑

戰、反思和批判之處境當中，正如沃格林所言，「『觀念』…是被創造和再重新創

造」396 。當「建制」無法自我改革並且滿足非「建制」之群眾時，它就必須需面

臨「反建制」之群眾的革命性挑戰及推翻。397 

綜合上述所言，正如 W. C. Havard 所表示，觀念在沃格林看來並不是歷史的

實體，真正的實體是社會，只有社會才會在歷史之中通過一套異常複雜的符號來表

述其存在。398社會自身也本就是錯綜複雜的存有，它涵括了人類所能認知與賦予意

義的各個面向，各個面向的觀念因而得以在歷史的流程中因人類意識認知對象之廣

度的擴大而逐一顯露，個別形成各自之領域。在個別之領域中，又會有由不同個人

所提出的個別觀念，相互補充與批判。 

 

第三節 種族政治觀念的理據 

一 概述 

在沃格林看來，種族政治觀念的形成有兩大理據。第一個理據是基督宗教對

人之「原初圖像」的核心要素。這一點所凸顯的是種族政治觀念和「原初圖像」之

間相輔相成的關係。一方面，是過去的基督宗教對人之「原初圖像」的要素，被保

留為種族政治觀念中的核心要素；另一方面是種族政治觀念對人之「原初圖像」提

供了符合當前局勢的理論資源。另一個理據，則是中世紀末期封建社會崩壞以來，

                                                           
396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121. 
397 有關「觀念」和建制與反建制之關係的論點就點到為止。如要詳述，將不得不涉及沃格林在

《政治觀念史稿》和《秩序與歷史》中的相關論述。 
398 William C. Havard, “Voegelin’s Changing Conception of History and Consciousness”, in Stephen A. 

McKnight (ed.), Eric Voegelin’s Search for Order in Hist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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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發展至二十世紀初的歷史事實和西方政體的發展，形成種族政治觀念的歷史經

驗基礎。 

上述兩種理據，沒必要理解為種族政治觀念的唯一理據。沃格林本人就強調

「我們無法為某一特定圖像的出現捉摸出任何終極的理由。」399 來自不同知識領

域的更多專才，其實都足以為我們提供更多的對種族政治觀念之理據的不同詮釋。

不過，我們無法捉摸出終極理由的原因，也不止於詮釋進路的不同。對人之「原初

圖像」的探索，也是止於我們當前可發現的已被揭示的有形狀態之圖像。以基督宗

教的理據為例，一方面固然是其知名度和可見度，另一方面也是因其對共同體所產

生的極大影響力。正如 Klaus Vondung 所言： 

無論是基督宗教時期還是後基督宗教時期，這些（對人之）圖像對於

社會現實是有直接影響的，甚至可以藉由共同體或國家成員的自我詮

釋，不用借鑒任何一種理論反思就能建構起他們的共同體或國家。
400 

將基督宗教對人之「原初圖像」視為種族政治觀念的來源，這一命題單是字

面上就容易引起誤會。譬如研究沃格林的權威學者 Ellis Sandoz 在其教學筆記中所

留下的看法，就是筆者所難以認同的。他認為沃格林是以「極為接近驅魔師的精

神」，「調用《效法基督》的人類學」以對抗「人類存有變成頭顱指數和偽科學種

族非凡特質的獸性退化」401。筆者自然不敢判定，沃格林在 1930 年代究竟對基督

宗教秉持的是怎樣的感觸。不過，無論是《種族與國家》、《種族觀念思想史》，

還是較早前出版的《論美國心靈形式》，無論是核心議題還是論述脈絡，都是與基

督宗教思想沒有明顯的關聯性。在筆者看來，沃格林所注重的不是基督宗教的宗教

原素，而是基督宗教對人之「原初圖像」的認識，在撇除了基督宗教世界觀以後，

仍然殘留下來的要素，而不是 Sandoz 所言，是想以「驅魔師的精神」去對抗種族

科學主義論述。 

                                                           
399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3. 
400 Klaus Vondung,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xiv. 
401 Ellis Sandoz, “Mysticism and Politics in Voegelin’s Philosophy” (2009), retrieved on April 7th , 2018 

from: http://sites01.lsu.edu/faculty/voegelin/wp-content/uploads/sites/80/2015/09/Ellis-Sandoz1.pdf.  

http://sites01.lsu.edu/faculty/voegelin/wp-content/uploads/sites/80/2015/09/Ellis-Sandoz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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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古典部落國家和基督宗教的政治觀念 

在《種族與國家》中，沃格林試圖討論了兩個政治觀念，它們一度主宰著古

代西方政治共同體的秩序與意義建構。通過持續地維持政治共同體的秩序，它們在

意義尚未被質疑、修正和顛覆以前，為共同體成員們提供了集體凝聚力。第一個政

治觀念是古典時期以氏族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古典部落國家（Classical Tribal State）

政治觀念，該政治觀念極為重視氏族政治組織單位對親近血親（close blood kinship）

關係的仰賴，以此作為維持政治共同體秩序和意義建構的核心機制。402 現存的古

希臘城邦遺存下來的律法條款，讓我們看到了部落國家政治觀念的跡象，阿提卡律

法將這種血緣關係之結盟稱之為 anchisteia（ἀγχιστεία）。沃格林引述西方古典史家

Georg Busolt（1850-1920）在《希臘文明》（Griechische Staatskunde）中的觀點，

強調這種親近血親關係「形成了合法的家庭（familienrechtlich）和更接近繼承權的

神聖共同體（sacral community）…」403  

不過，沃格林也深知光是以親近血緣關係為基礎的部落國家政治觀念，是無

法解釋古希臘各城邦和希臘化時代的整體政治結構和環宇城邦（cosmopolitan）的

世界秩序觀。他始終強調政治觀念在共同體中絕不會是唯一的觀念，因為它在那眾

多複雜觀念之間，只能是一種「共同建構性」（co-constitutive）的觀念。404政治觀

念和另類政治觀念或其他類型觀念的共存，共同為共同體提供其意義之建構的來源，

並且會因應時局之需求，或多或少地施加其影響。尤其在古希臘民主制盛行期間，

氏族和家族沒有被納入現有的政治機制之內。如沃格林所指出，在雅典立法者

Cleisthenes 進行民主改制以後，神聖共同體所依據的是那些在按地域而劃分的「德

莫」（deme）中，開創了當地社區的始祖。405 

不過，民主制下的城邦對地域劃分的新安排，未必是排斥血親關係在古希臘

政治共同體中的重要性。歷史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成果，向我們證實：部落時期的血

                                                           
402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p. 128-129. 
403 Ibid, p. 130. Quoted from Georg Busolt, Griechische Staatskunde (3rd ed.) (Griechischen Staats- und 

Rechtsalterümer, 1920), I, S. 248. 
404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128. 
405 Ibid, p.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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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關係在古希臘人的政治生活中留下顯明的痕跡。英國歷史學者 Perry Anderson

（1938）曾指出，古希臘城鎮在急速都市化以後，其社會組織所反映的仍然是部落

時期的過去，其內部結構是「由血親命名法所代表的遺傳單位所銜接。」406 同樣

來自英國的社會學者 Michael Mann，則是在《社會權力的來源》中，談及了古希臘

早期的政治制度中，「地方社會的成年男性成員所組成的公民大會，是從屬於由尊

貴家庭首腦組成的長老會議。」407 他也強調，在後來的晚期雅典歷史中，血統和

親族結構仍然舉足輕重，408而且「血親的重要性，以及它作為非血親關係之象徵模

式的用法，實際上是無處不在的。」409 

部落國家政治觀念絕不是古希臘政治共同體之意義的唯一來源。不過，沃格

林以部落國家政治觀念為例，在筆者看來，首先可以體現政治觀念在時間上的漫長

性進程，其次是其普遍性。部落國家政治觀念中重視親近血緣關係的特徵，在羅馬

政治共同體的建制權力結構中起著很大的作用。它直至中世紀時期，仍然可見於基

督宗教政治觀念籠罩之下的貴族體制中。這一點可見於歷史記載為我們所提供的經

驗性事實。在羅馬共和時期，各大家族派系之間的鬥爭史很好地體現了部落國家政

治觀念所具有的缺陷。一面倒地仰賴於親近血緣關係的政治觀念，導致羅馬共和體

制下所分裂出來的多派系。在羅馬共和末年，凱撒在前三頭同盟（First Triumvirate）

的派系鬥爭中雖然勝利了，卻落得被刺殺身亡的下場，然其甥孫、養子屋大維正是

善用了凱撒繼承者及其家族的血緣關係，最後終結共和，走向帝制。基督宗教世界

觀在羅馬帝國時期新興，直至公元 380 年被宣佈為正統的帝國國教時，標誌的是部

落國家政治觀念的日漸衰微。基督宗教取代其本有的地位，對羅馬帝國後期和中世

紀時期的西方政治共同體產生了莫大影響。 

在沃格林看來，基督宗教政治觀念的核心，最初在使徒保羅和保羅派那裡獲

得闡述，那就是耶穌基督的軀體和王國的政治觀念410——亦即神聖教會和世俗王國，

                                                           
406 Perry Anderson,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pp. 29-30. 
407 Michael Mann 著，李少軍、劉北成譯：《社會權力的來源: 從源起到西元 1760 年的權力史》

（第一卷）（上冊）（新店市: 桂冠，1994），頁 269。 
408 同上，頁 271。 
409 同上，頁 271。 
410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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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神聖羅馬帝國 411。沃格林指出，保羅的「奧秘之體」

（Corpus Mysticum）絕非其獨創之產物，其基礎是古希臘所傳承下來的天上人

（heavenly person）和在環宇中具現化（embodiment in the cosmos）的觀念。412 天

上人的觀念所催生的是天國和世俗的二分法，肯定了死後世界的精神存有。環宇雖

然不再純粹是指古希臘城邦世界的意涵，卻發展成基督教歷史中著名的天國王朝

（kingdom of heaven）的觀念，那就是在世俗世界中創造「精神-世界性的帝國」

（spiritual-worldly empire）413。基督宗教為其共同體之中的所有成員在理想上所提

供的，是一種「普遍性的，平等的，分權的和文明開化的信徒世界 (ecumene)」414。 

自從法蘭克的查理曼大帝於 8 世紀被加冕為「羅馬皇帝」以來，將這一理念、

政治觀念具體地在歐洲世界中實現，一直都被視為教宗和神聖羅馬帝國的神聖使命。

然教宗和皇帝之間的權力鬥爭，以及天主教會的多次大分裂（the Great Schism），

反而體現出世俗利益對於政治共同體而言，終究還是比「天國王朝」的理念更有誘

惑力。415 這也展現政治觀念的某種程度上的局限性：政治觀念能為共同體提供意

義建構的來源，可以一直都是作為意義建構的來源而存在，然在共同體現實中的實

際情況，未必能完全符合觀念及其意義——這也是沃格林後來對政治現實和政治觀

念之差距的關注所在。天主教會直至最後，都未能在世俗世界中實現其理念。它不

只是無法將所有基督宗教的信徒凝聚在一起，異教紛起、伊斯蘭教的威脅、教會自

身的腐敗和世俗君王的政教分離，反而進一步分化了基督宗教世界這一政治共同體。

不過，基督宗教政治觀念雖然已不再具有中世紀時期的強大影響力，但它是深深地

植入西方人生活中的各個層面，直至今時今日。也許在宗教改革和世俗民族國家崛

起期間，基督教徒不再如過往那樣在政治生活層面上自詡為「天堂的公民」416，但

                                                           
411 王權的設立——包括其合法性之承認在內——是與基督教密切相連。Wilson, The Holy Roman 

Empire, p. 182. 
412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132. 
413 Ibid, p. 132. 
414 Michael Mann 著：《社會權力的來源》（第一卷）（下冊），頁 423。 
415 可參見 Barbara W. Tuchman 在《遠方之鏡》中細膩地描繪教會和僧侶團體是如何為錢財和權力

而墮落。Barbara W. Tuchman 著，卲文實譯：《遠方之鏡：動蕩不安的十四世紀》（新北市：廣場

出版，2018），頁 51-55。 
416 Epistle to Diognetas, in Henry Bettenson (ed.), The Early Christian Father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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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活是可與私人信仰截然二分且不因此產生太大矛盾。基督宗教已然是西方人

之文化生活的一環，因而正如美國歷史學家Barbara W. Tuchman（1912-1989）對基

督宗教的描述，它是「一個在文化方面控制力如此強大、在社會結構中如此根深蒂

固的機制，是不會輕而易舉地分崩離析的」。417 

不過沃格林還進一步認為，天主教會本想在世俗世界中所實現的「天國王朝」

這一理念，很諷刺地，竟然在民族國家的世俗脈絡——而非精神-世界性脈絡——

之下得以實現。418 如今，政治共同體轉而以民族單位而非基督宗教為其身份主體，

雖然其所可涵蓋的共同體成員範圍，相較於基督宗教共同體而言小許多了，卻反而

更具有將共同體成員凝聚在一起的力量。由於本有的基督宗教政治共同體分化為較

小規模的共同體單位，多個民族國家的出現也表示，因多個民族政治共同體的出現，

導致多個不同的政治觀念發展路徑。對種族差異的認知，正是在這段時期走向檯面。

種族差異究竟對歷史帶來多大的衝擊？究竟與民族觀念產生了怎樣的聯繫？這在沃

格林看來，都決定種族政治觀念在某一共同體之中所具有的重要性。419 有趣的是，

政治觀念和共同體之間的關係，在沃格林的論述中，其實是具有極大的發展彈性。

這也是為什麼沃格林表示，種族政治觀念未必只可能是取代政治共同體本有的意義

建構之來源的選擇之一，它也可能被置於對立面，亦即與共同體意義是毫無關係，

甚至是被視為有害的那一面。420 不存在多元種族的單一種族共同體，因缺乏種族

經驗，就難以發展出任何與種族相關聯的政治觀念。 

沃格林試圖具體地討論費希特、謝林、洪堡等人，在觀念上是如何認知種族。

譬如費希特提出，人類種族必須建造上帝之國。421種族議題未必是他們的主要討論

對象，很多時候，種族只是在他們的論著內文中略帶提起而已。基於有限篇幅，筆

者想將焦點放在《種族觀念思想史》中對種族政治觀念之理據的歷史探溯。這將有

助於去解釋，何以到了十九世紀時期，種族相較於中世紀時期的論著，甚至是費希

                                                           
417 Barbara W. Tuchman 著：《遠方之鏡：動蕩不安的十四世紀》，頁 56。 
418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141. 
419 Ibid, p. 141. 
420 參見 Ibid, p. 141. 
421 Ibid, p.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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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謝林等人的論述中，反而會成為不可略過的重要主題呢？譬如人類學家

Klemm 的論著，將種族視為歷史發展中的關鍵因素422；Gobineau 則是將種族科學

理論的發展路徑「政治化和歷史化」423，最終發展出為納粹主義崇信的雅利安優等

種族理論。自然學的發展、在美洲新大陸、非洲大陸和遠東的殖民活動和貿易活動

等，都可以是其中的因素。不過，在與異族的接觸過程中，光是種族差異未必能造

就種族政治觀念。如上所述，政治觀念和「原初圖像」都擁有代代相承的不間斷性

質，譬如基督宗教政治觀念中的古希臘根源，且它在羅馬帝國治下新興時，是與部

落國家政治觀念相疊共存。因此，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沃格林會認為，對種族政治

觀念之興起的探溯，不得不追溯至基督宗教時期。 

 

三 基督宗教政治觀念的核心特徵——以《效法基督》為理據 

種族政治觀念在沃格林看來，是與基督宗教對人之原初圖像的認知有著相承

的關聯。基督宗教世界觀中對「人」之原初圖像的描繪，首先是「將人從自然之中

提出來（raises man out of nature），儘管這一圖像仍然將人展現為眾生物間的一種

生物，也是眾有限存有之其中一種。然人卻是介於上帝和非人世界之間。」424 在

古希臘哲學論述中，雖然有凸顯人類之特殊的嘗試，認為人與動物之間的最大差異

就在於其理性之能力 。不過，諸如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那句將人描述為

「政治的動物」（公民積極參政於城邦世界中的理念）的著名命題，其實也同樣是

將人展現為眾生物之一種。不過，這其中並沒有基督宗教式一神主宰論，不存在唯

一身為萬物之創始者而籠罩整體世俗世界的上帝。古希臘神話和傳奇中，除了奧林

帕斯山的十二主神，也不乏半人半神的英雄人物，如 Heracles（Ἡρακλῆς）；或半

獸半人之生物，如半人馬（Centaur）。人縱然是與其他動植物在本質上是有差異

的，不過人與自然界之間的關係卻是密切的。像是女獵手 Atalanta（Αταλάντη）雖

然出身為公主，卻受母熊哺育、狩獵野豬，在荒野長大，同時又有被描述為女神的

                                                           
422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158. 
423 Ibid, p. 160. 
424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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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各式類似之傳奇的產生背景，是與當時時代的世界觀和生活方式是有密切關

係，後者為前者提供了故事材料。 

沃格林所言之「將人從自然之中提出來」，指的正是對人與自然界之密切關

係的分離。羅馬帝國和中世紀初期的基督宗教傳教士，在不列顛群島、高盧和日耳

曼的宣教過程中就反對凱爾特多神教和日耳曼異教中對聖樹的自然崇拜。Saint 

Boniface 砍倒 Thor（Þórr）神橡樹的故事就是其中的著名例子，他想藉此證明異教

的聖樹是多麼不堪一擊。凱爾特教和日耳曼異教信仰中，是肯定神靈附屬於自然界

之間的存有物，而這被基督宗教視為是拜物教。此外，基督宗教將自然界歸為上帝

的創造物，因而形成一種以上帝為最高位階、萬物位居下層的神學世界觀。不過，

古希臘世界觀中對人類存有的關懷保留下來，被賦予極大的重要意義。基督身為神

之子而顯靈、還有上帝救濟眾生的對象，皆是人類而非人之外。人不僅是理性，也

是上帝的子民，這一切使人具有了位居天地之間的重要意涵，那就是沃格林所言的

「介於上帝和非人世界之間」。 

人類死後的歸屬是在上帝所在的天堂界，與古希臘神話中的地下冥界有異曲

同工之妙。不過，古希臘人的生死觀中沒有對於獲得救贖的嚮往，基督宗教信徒則

必須在現世中接受磨練。「憑藉其肉身（sarx），人必須面對無常（partakes of 

transitoriness）。」425 因此，人類在世的最大考驗，是他所不可抵擋的無常性。人

的靈魂被局限於其有限的肉身之中，「人的存在狀態是迷失，他必須從中獲得釋放，

以便往其真實存在的境界上升。」 426 那麼，人該怎麼做才能獲得解脫和升華？基

督宗教的指導是，你要以基督耶穌為榜樣而生活，必須要跟隨他：「除了愛和事奉

上帝之外，一切皆為虛空；卓越的智慧，是藉由蔑視此世之萬物以追尋天國。」

（Omnia vanitas, praetor amare Deum, et illi soli servire. Ita est summa sapientia, per 

contemptun mundi tendere ad regna coelestia）427  

                                                           
425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4. 
426 Ibid, p. 4. 
427 Ibid,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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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片斷是沃格林引述自十五世紀時期的一部靈修書，那就是 Thomas à 

Kempis 所著、流傳至今並廣為人知的《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明朝

末年曾譯為《轉世金書》）沃格林指出，基督宗教的觀念是將死亡視為人生最重大

之事。由於靈魂的解放和升華才是獲得救贖之道，人不能自我囚禁於其肉身和世俗

的慾望。因此，欲求救贖的基督徒，必須要對死亡做好心理準備。為了遠離世俗的

誘惑，他也必須追求孤獨，遠離來自他人的目光和言語，並且要拒絕任何來自於外

在的事物。因為，他所要實踐的，是「轉向內在和屬靈之事物」（ intendere ad 

interior et spiritualia）428唯有如此，靈魂才能獲得「完美平靜」，而且這只能「在

對上帝的永恆凝視才能得到」，因而「不是身處必朽狀態的我所可能達到的。」

（sed non est hoc possible, durante me in hac mortalitate）429 也許，人在現世的生活

中可以「藉由共融的行為（act of communion）與上帝連接」，因而虔心的信徒必

須誠信地仰賴於聖彼得遺留下的教會組織的指導，聆聽他們的教誨。不過，人一旦

步入死亡，其靈魂脫離肉身以後，身處彼岸的人「…已能無限享受上帝的存在，面

對面地觀望上帝之榮光，嘗到道成肉身的上帝之言，就如他由始至終都將是永恆

的。」（…gaudent enim sine fine in praesentia Dei, facie ad faciem gloriam ejus 

speculantes; et gustant Verbum Dei caro factum, sicut fuit ab initio et manet in aeternum）

430  

這一切是基督宗教政治觀念中對「人」之原初圖像的刻畫。這一觀念不僅僅

是作為古人傳承下來的智慧和經典文獻的殘留思緒。基督宗教在羅馬帝國治下建制

化，得以向其共同體成員宣揚為人類靈魂救贖的使命，以此來引導人在世俗世界中

的生活、死亡與共存的方式。因此，上述對「人」之原初圖像的描繪，不止於生活

和生死觀，它在建制化以後更是基督宗教政治共同體的意義建構之來源。這一點尤

其可見於中世紀早期的西方社會，對私人生活的關注——靈魂救贖亦是私人生活的

一部分——高於國家和社會，這與接納基督宗教以前的古羅馬帝國時期所重視的投

                                                           
428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4. 
429 Ibid, pp. 4-5. 
430 Ibid, p. 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THE.NCCU.Phi.006.2018.A02
134 

 

身公民社會，是截然相反的。因為，「對塵世的摒棄是個人觸摸上帝的一種手段」

431。 

對「人」之原初圖像的刻畫，是否能被視為基督宗教政治觀念的核心成份嗎？

基督宗教的政治歷史異常複雜。在其長達百年的歷史中，教會與世俗君王之間的權

力鬥爭、征伐異端、東西教會之間的派系鬥爭，以及新教的興起，這些事件為基督

宗教政治共同體所帶來的衝擊，是否與上述對「人」之原初圖像的刻畫符合呢？也

許，單是以《效法基督》中對基督徒生活和靈修觀的描述為唯一的參考標準，可能

過於膚淺。不過，如若翻閱沃格林日後在《政治觀念史稿》中的研究，就會發現基

督教政治共同體在他看來，並不只是以《效法基督》的觀點作為共同體意義的唯一

來源。他花了長達三卷的篇幅，就只為分別專論中世紀以前的早期基督教共同體、

中世紀時期和中世紀晚期的基督教共同體的政治觀念。432 

此外，筆者發現沃格林在《政治觀念史稿》中從未提及《效法基督》。之所

以此，是因為沃格林想要在《種族觀念思想史》中強調，他所重視的是政治觀念的

轉化期間，基督教的政治觀念究竟有什麼特徵在漸進的轉化過程中被保留了下來，

然後進一步形塑為種族政治觀念的成份。因此，筆者認為沃格林引述《效法基督》

的論述，主要在於取其兩大普遍性：其一是不分宗教派系，普遍被基督宗教政治共

同體的所有成員所能接納的論述；其二是普遍適用於各事件的背後理念。《效法基

督》自 1430 年代出版以來433就為眾多天主教徒所接受，其普遍性甚至在宗教改革

時期，也有不少新教徒承認書中的觀點。434《效法基督》所要傳達的人類生活觀，

亦即沃格林想要表述的，正是「以耶穌之名，對外在世界悲觀和對內在世界樂觀、

對世界和可見事物的拒絕和對內在德性和純潔的結合」，而這不僅是傳統基督宗教

                                                           
431 Philippe Ariès、Georges Duby主編，李群等譯：《古代人的私生活（從古羅馬到拜占庭）》，收

錄於《私人生活史》第一卷（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5），頁 404。 
432 參見沃格林的《政治觀念史稿》大綱。Voegelin, “Outline of Cumulative Contents”, in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Hellenism, Rome, and Early Christianity, p. 239. 
433 1500 年以前，《效法基督》就出現有多達 195 的版本次數。 Joachim Whalley,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 1: Maximillian I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17. 
434 Jason Hood, “The Imitation of Christ for Protestants” (August 30th , 2017), in The Gospel Coalition, 

retrieved on April 4th , 2018 from: https://www.thegospelcoalition.org/reviews/reflect-becoming-yourself-

by-mirroring-greatest-person-history/  

https://www.thegospelcoalition.org/reviews/reflect-becoming-yourself-by-mirroring-greatest-person-history/
https://www.thegospelcoalition.org/reviews/reflect-becoming-yourself-by-mirroring-greatest-person-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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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核心性質，也是《效法基督》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廣為接納的主因。435沃

格林在《政治觀念史稿》第一卷中也指出，基督宗教共同體的構成，最初就是始於

耶穌的個性、生活和著作。436 因此，正如《效法基督》書名所要表達的，「耶穌

被視為人類德性和受難的模範」437，是基督宗教的各大派系所普遍接受的重要前提。 

沃格林將這種對「人」之原初圖像的論點理解為一種政治觀念，不是因為那是政治

性質的論點，而是因為它具有廣義上的政治意涵——對公共領域的影響力。基督宗

教的政治共同體在過渡向啟蒙時期的近現代共同體以前，認為是以這一觀念作為其

共同體意義的核心來源並不為過。十世紀-十一世紀期間和十六世紀初的宗教改革

所反映的是對教會過度世俗化的不滿，改革派宣揚要恢復真誠的基督宗教生活方式。

修道會的設立提倡遠離都市社會，就是想在實踐上達到解脫世俗界的目的，並藉由

靈修生活修養自我的內在靈性，以便達到升華的境界。 

 

四 從基督宗教政治觀念到種族政治觀念 

基督宗教的政治觀念，在其盛行時期為身處於西方世界政治共同體中的人們

提供了觀望世界、生活、存在與死亡的意義。然歷經宗教改革、啟蒙時代、科學理

念興起所帶來的衝擊，本有的政治觀念在十八-十九世紀時期正過渡向種族政治觀

念，對「人」之原初圖像在這一轉化過程中並沒有當即被挑戰和完全被新的圖像取

而代之，而是以漸進的方式，接納新的思想觀點，同時又保留本有觀念中的部分成

份。正如沃格林所指出，種族政治觀念保留了基督宗教政治觀念中的兩大核心特徵，

「雖然種族（政治）觀念的興起，致使舊有的基督宗教政治觀念不再有以往令人信

服的強度和說服力」 438。那兩大核心特徵，即是上文中所談到的「對非人世界的

貶值化」和「人類存在自身及其不得不面對的無常」 439。沃格林還認為，在種族

                                                           
435 參見 Giles Constable, Three Studies in Medieval Religious and Soci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41-242. 
436 Voegelin,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Hellenism, Rome, and Early Christianity, p. 151. 
437 Constable, Three Studies in Medieval Religious and Social Thought, p. 241. 
438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5. 
439 Ibid,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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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觀念中，「靈魂的實質被賦予了極高的價值，因為它將釋放所有此世的關聯，

引導向沒有死亡的彼岸」。440 

乍看之下，沃格林將上述的三個特徵歸類為種族政治觀念的特色，似乎是站

不住腳。諸如非人世界之貶值化或靈魂實質，都是與自然學的種族研究沒有絲毫關

聯。不過，上述特徵與其被視為是種族政治觀念的特色，倒不如說，是種族政治觀

念中具有潛在性質的形成背景。在基督宗教政治觀念向種族政治觀念的轉化過程中，

上述特徵並未被動搖，以至於成為了後者不理自明的，未被反思的前提要件。這是

因為基督宗教政治觀念並未完全消失，它雖然不再具有中世紀時期的政治影響力，

也不再視為合理的政治共同體意義之合法性來源。但是，它仍然是西方世界的宗教

與日常生活中不可動搖的根基。是故，沃格林一方面指出，基督宗教政治觀念過渡

向種族政治觀念的轉化過程，是源自於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時期自然學知識的興起，

它擴展了人對生命體之存在樣式和各樣式之結構提供了精確的知識441；另一方面，

他又不忘提醒，自然學者因應新科學方法，重新看待人和自然之間的關係，以及人

和動物之間的關係時，仍舊不得不面臨的精神困境。他們不僅沒有推翻基督宗教政

治觀念，反而試圖要化解自然學知識與基督宗教的觀念之間所存在的矛盾。442 

最初出現的論述，甚至還將科學事實的研究附屬於基督宗教觀，像是本文所

曾討論的林奈之物種理論，其中的核心前提仍然是基督宗教世界觀中的上帝創造論。

不過，基督宗教觀中的自然觀瓦解了，這種觀點認為動植物（以及人）都是以上帝

為其造物主。443依據對《聖經》之詮釋而設置的時間幅度，認為上帝是於公元前

4000 年或更早以前創造了萬物。這種觀點受到了考古學發現的衝擊，受到了質疑。

此外，達爾文演化論論述及其後的體質人類學研究，對基督宗教自然觀形成了另一

大挑戰。對生命現象的「長達千年之久的見的方式必須被破壞」444。新生命之圖像，

已經不能再否定任何由自然科學發現所揭示的生命存有之現象，它必須為人類存有

                                                           
440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5. 
441 Ibid, p. 7. 
442 Ibid, p. 7. 
443 Ibid, p. 8. 
444 Ibid,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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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學自然觀中尋求其存在的位階和意義。這導致了所謂的「人的內化」（ th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person）445。人類的肉身和靈魂已不再分離，人的圖像是肉身

和靈魂之統一的圖像，他必須「在現世存在中活出其意義」446。可是，如若彼岸世

界不再是人類靈魂之自我救贖的去向；人類生死之意義不再仰賴於上帝創造之下的

世界框架；在世俗世界中塑造的天國王朝也不再是真實的和有意義的目的；人要如

何在現世存在中，尋獲其存在之意義呢？這就是為何「對非人世界的貶值化」、

「人類存在自身及其不得不面對的無常」和「靈魂的實質被賦予了極高的價值」這

三大核心特徵被保留下來的原因。 

首先，「對非人世界的貶值化」，允許人在失去宗教意義和上帝創造論的自

然界中佔有一席之地。在基督宗教政治觀念中，人因其與上帝之聯繫而具有動植物

所沒有的特殊地位。在嶄新的觀念正在形成的過程中，宗教背景被祛除了。啟蒙主

義者重新提醒人們，不要忘記人類還具有其他生物所缺乏的理性能力。這是向古希

臘哲學重視人類理性的回歸。正是因人是身為理性的存有，使人在自然界中仍然獨

樹一幟。很遺憾的是，這種自然體系內的等級制結構，不再有上帝從最高的位階，

對人類的存有起著制衡作用，人類已取代上帝站在自然體系等級制內的最高點。 

一般來說，這種自然體系的等級制結構所帶來的惡劣影響，正是當前環境關

懷者們所擔憂的議題，即工業社會中的工具理性使自然界服務於人類的私利。在沃

格林的討論中，這一點更體現在種族政治觀念中。因為，這種自然體系的等級制結

構不僅是人對外在世界之分類的結果，也是作為「見的方式」被植入於人類意識之

中，形成了對人和自然的圖像。在十九世紀時期的科學主義種族理論中，最具爭議

的並不是將人也納入物種理論的分類法。問題在於，理論提出者建構起了種族優劣

的等級制結構，並且是按其個人主觀判斷，所謂「優越」的人種被安置於等級制中

的最高點，而「劣質」人種則是被置於底層。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會有將

「劣質」人種視為非人的作為。白人主義者曾將黑人視為野獸的偏見，也是為了將

黑人貶低為非人，以凸顯出身為人者的白人之價值。 

                                                           
445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9. 
446 Ibid,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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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非人世界的貶值化」實際上也應對了「人類存在自身及其不得不面對的

無常」的命題，因為後者所涉及的，是人類存在之意義的追尋。在基督宗教政治

觀念中，人類在世存在不得不被肉身所限制，因此不能避免現世中的無常。因此，

人生在世的終極意義並不是在此世，而是肉身死後的彼岸、靈魂歸屬所在的天堂。

基督宗教政治觀念沒落以後，無常仍在，但人類存在的意義卻必須要回到此世。因

為人類存有自身已經變為自然學所揭示的生命現象，而不再是肉身與靈魂二分狀態。 

但是，為何在種族政治觀念中，「靈魂的實質被賦予了極高的價值」呢？沃

格林提到了肉身與靈魂的統一和人的內化，前者正是後者的結果。人的內化是因應

基督宗教政治觀念的意義喪失和自然學的崛起，人無法抵擋住生命存有及其多種變

化的可能性所帶來的知識洪流。447此外，彼岸世界的許諾已不再是可靠的人類存在

之意義源頭。因此，人必須轉向其內在。既然肉身和靈魂是作為一種統一體，人就

可以從其內在之中尋得其存在的意義。啟蒙時期重提人類理性的特殊性，就符合了

這一觀念轉化的潮流。 

沃格林認為，這正是為何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時期，出現了無數偉大的人

物——腓特烈大帝、拿破崙、歌德等人。448這些人物之所以被視為是獨特的，並不

是因為腓特烈大帝的和拿破崙的軍事成就，或是歌德的文學作品，而是因為他們被

認為能夠實現人之內化的理想。沃格林以康德為例指出，康德雖然沒有完全理解腓

特烈大帝是何等人物，但他仍然視之為確保人類理性發展的偉人。拿破崙也一度被

黑格爾等人視為是人類自由精神的代表人物，直至他為德意志和意大利半島帶來的

災難和稱帝為止才幻想破滅。至於歌德，在沃格林看來，則是精確地捕捉住了人類

在此世的特色，那就是「惡魔的」（demonic）。449基督宗教的觀念強調的是靈魂

在此世的受難和磨煉，以及最終的救贖；「惡魔的」特色所要描繪的是一種「異教

的細微差別」450，是相對於基督宗教政治觀念。「惡魔的」特色並不是要教人行惡，

而是想要解放自基督宗教政治觀念對人之內化的束縛。「神聖與道德將衰退」，取

                                                           
447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9. 
448 Ibid, p. 9. 
449 Ibid, p. 10. 
450 Ibid,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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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代之的是「豐富和生成的要素將從中脫穎而出」451。基督宗教政治觀念中的靈魂，

雖然是人類救贖的重要中介，但在種族政治觀念新興時，它所具有的特點在於與肉

身之間融合為統一體。因此，它重新被賦予重要的價值，是因為靈魂正是人之內化

的目的和意義的源頭。靈魂將被理解為是人類理性的源頭，也是其「惡魔的」特色

的來源。從基督宗教政治觀念的束縛解脫出來的靈魂，所獲得的是源源不絕的動力，

它不用自我局限在基督宗教政治觀念對靈魂之必然要素的構想，在全新的肉身-靈

魂統一體中獲得自然的發揮。 

然正如本文在第三章中對身心問題的討論所指出，沃格林對身心問題的哲學

反思，一方面是予以從種族概念的核心本位——「人」——著手，以重新奠定理論

的基礎。科學主義種族理論沒有理清身心之間的明確界線，將自然科學研究方法應

用於思想範疇以內的心靈世界。對身心問題的討論，強調身心之間的不可分離性，

這是符合種族政治觀念的論述前提，因為種族政治觀念中的「人」，是身為肉身和

靈魂之統一而存在。可是，沃格林始終強調，肉身所屬的是自然科學的研究範疇，

而心靈則是屬於哲學思想的思考範疇。科學主義種族理論作為種族政治觀念下的產

物，一方面認可人之身心統一的前提，也賦予了靈魂以高貴的價值；可另一方面，

該理論卻是以自然科學及其個人主觀價值為其對靈魂之高貴的判斷標準。死後世界

中的靈魂不朽轉化為現世人類血統對人格特徵的基因傳承——後者實際上是一種摻

雜了生物學要素的靈魂不死論。 

 

五 種族政治觀念的歷史經驗基礎 

在 1935 年所發表的〈種族與國家〉一文中，沃格林試圖討論了種族政治觀念

與現代民族國家政體發展之間的關聯。種族政治觀念雖然是作為意識的產物，但意

識過程的要件是個體在現實中對外在事物的認知與詮釋。因此，種族政治觀念和其

他政治觀念一樣，在現實世界中有其優渥的歷史經驗基礎。在上文中曾談及的部落

國家政治觀念，視親近血緣為共同體成員之關係的凝聚基礎。在中世紀時期的貴族

                                                           
451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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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中，血統高貴更是貴族合法統治的權力基礎來源。雖然血統在部落國家中仍然

可被理解為家族成員凝聚力的緣由，不過在中世紀漫長的勢力權力鬥爭中，我們看

到的卻是血統被利用為爭取私人的利益和合法統治之權力基礎的工具。查理曼大帝

的法蘭克王國之所以一分為三，固然是由可分之繼承法（Partible inheritance）的習

俗所導致。不過，這同時也表示王位繼承者之間並不會因血統的緣故而團結在一起，

形成統一國家。 

不過，沃格林指出，這種源自民族大遷移以來的家族關係，最終因幾個因素

而逐漸分解。譬如貴族在武裝衝突中被殲滅，或是新興統治階層的家族對他們的威

脅。452 無論如何，家族血統的關係不得不在國家政體強力的重新配置中，由於新

現代政體與中世紀封建政體的切割，逐漸失去了其本有的價值。貴族的權力最終在

法國大革命中以最為刺激的方式被破壞和移除。453 

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年代是自然學日漸興盛的十八世紀末。基督宗教政治觀念

正被種族政治觀念所取而代之，而貴族勢力的沒落很巧合地接洽了觀念的轉化期。

因此我們將發現，第一批理論性地提出科學主義種族論述的思想家，正是沒落的貴

族，其中的典型人物是 Gobineau。Gobineau「被貴族的衰落給嚇壞了」454，他視法

國大革命所帶來的階級均等化為偉大天才的種族的沒落進程。455 讓我們再參看他

在《種族之道德與知性的異樣》（The Moral and Intellectual Diversity of Races）中

的主張。Gobineau將種族與民族國家的興盛連接在一起，指出某一種族之所以被視

為是墮落的、退化的，是因為「它已失去先祖的德性特徵」456。先祖所指的正是貴

族傳承的血統。不過，貴族高貴的血統之所以會沒落，並不是貴族自身在政治決策

中的失勢。雖然貴族是早在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時代的絕對君主制中，屈服於國王的

絕對權力而放棄了他們的政治干涉權。然而，Gobineau 卻認為： 

                                                           
452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1935), p. 41. 
453 Ibid, p. 41. 
454 Ibid, p. 41. 
455 Ibid, p. 41. 
456 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 H. Hotz (ed.), The Moral and Intellectual Diversity of Race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ir Respective Influence in the Civi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Mankind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Co., 1856), pp. 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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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民族墮落了，因為它的血管不再流有先祖的血液，而是被異族的

混合物逐漸惡化。該民族，儘管仍留其名，卻不再留其實。457  

Gobineau所強調的是，高貴的血統是一個民族國家繁榮的必要條件，也是首位推崇

雅利安人種族優越論的思想家。 

筆者認為，Gobineau 雖然沒有以自然學方法作為其理論支柱，也尚未認識達

爾文演化論，但他的種族優越論的基礎，顯然是種族政治觀念轉化期間的代表人物。

他的論述具有上述談到的種族政治觀念轉化時從基督宗教政治觀念所繼承下來的核

心特徵，尤其是靈魂的高貴價值這一特徵。繼承自貴族家世的高貴血統，被認為是

對靈魂獨有之優越人格和優秀能力的傳承。因此，偉大民族之所以會沒落的主要緣

故，在 Gobineau 眼中不過是種族血統混雜的結果而已。 

上文曾提及 Gustav Friedrich Klemm 的主張，認為種族是歷史發展中的關鍵因

素。Klemm 的出身與 Gobineau 不一樣，他來自於資產階級（bourgeois），所以不

會對貴族有所遐想。他堅信的是，「人性其實不過是個人的大寫（writ large）」 458，

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成份通過相互結合而得以互補。因此，種族與種族之間勢必因民

族間的婚姻關係而交融，以便整合為全人類，催生出最高貴的文化。459 因此，

Klemm 與 Gobineau 的悲觀論不同的是， 他相信人類是可以通過種族之間的交融，

創造出更為美好的嶄新世界。Klemm 雖然沒有強調血統中的高貴性質，不過他的

信念仍然是將靈魂的特性附屬於人種的血統之中，因是和 Gobineau 一樣，賦予人

類血統以主觀價值的要素。 

無論是 Gobineau或是 Klemm的主張，都體現為作為新興觀念之種族政治觀念

的論述先驅者。沃格林將 1850 年代描述為「種族（政治）觀念一度輝煌的過去」

460，而且是持續性地在西方政治共同體中發揮影響力。因此，種族政治觀念在十九

世紀末時，很巧妙地符合時勢的發展，因為它結合了當時普遍盛行的「西方存在情

                                                           
457 Gobineau, The Moral and Intellectual Diversity of Races, pp. 149-151 
458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1935), p. 42. 
459 Ibid, p. 42. 
460 Ibid,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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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existential mood）」 461，亦即對存在意義的追尋。基督宗教政治觀念日漸推出

檯面固然是這一情緒產生的緣由，另一方面則又涉及了複雜的西方歷史和政治局勢。 

為此，沃格林在此提起了其他學者也同樣談過的問題，那就是西方歷史進程

中與種族主義之產生的關聯性。不過，他所進行的討論方式，主要更貼近其個人在

《種族與國家》和《種族觀念思想史》中的論述脈絡，因而會有與筆者在上文的探

究中發生重疊的情況。沃格林所談到的中世紀世界觀的碎裂，所指的正是基督宗教

政治觀念之影響力的沒落。其中涵括了以基督宗教世界觀為前提，中世紀視域中普

遍流行的空間觀、時間維度上的深度、有關「人」的普遍看法，以及基督宗教理念

中對全人類統合在同一共同體之中的理想。462 

空間觀所涉的是十五世紀時期的地理大發現，尤其是美洲新大陸的發現，擴

充了原有的地理知識，開闊歐洲人對世界本有的有限認知。與此並行的是新地方、

新人種、新習俗、新道德規範、新教條、新宗教和新社會機構等的資訊大量湧入，

463也為歐洲中心論和種族政治觀念提供了論述歷史經驗基礎的資料來源。至於時間

維度上的深度——亦即依據《聖經》對世界時間的詮釋——，有關「人」的普遍看

法——亦即人之「原初圖像」的構想，以及基督宗教的理想，上文皆已涉及。這一

切舊有的價值論述，自從地理大發現和自然學興起以後，不再具有對西方政治共同

體成員的絕對信服力。 

民族國家體制作為現代政體，取代了基督宗教政治觀念中統合全基督信徒的

大同理念，聚焦於有限領土界線以內，視指定民族為其共同體的核心成員。沃格林

還指出，尤其是作為強力組織而獨立的現代國家，更是會高度地與舊有的血統關係

分離開，464這固然也是因為強力的民族國家政體對舊有組織的高度破壞性所致。無

論是美利堅共和國的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還是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民族國家統一

進程，前兩者為建構新民族共和體制，將貴族制排除於政權之外；後兩者的貴族勢

                                                           
461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1935), p. 42. 
462 Ibid, p. 42. 
463 Ibid, p. 42. 
464 Ibid, 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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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雖然並未被祛除，他們仍然被保留為社會階層之一，然貴族血統不再具有抑制君

主立憲之現代民族國家政體的影響力。 

但是在沃格林看來，問題在於：為什麼在後基督宗教以後的局勢，會有利於

一種對新的血統關係之意識的興起？種族政治觀念為何會對新民族國家的開國發揮

影響？465 筆者認為，尤其是沃格林所提出的後一個問題，可以明確地適用於納粹

統治時期的政治局勢，因為他們正是強調，日耳曼民族（volk）是以雅利安人種為

其優雅的人種根源，並且創造了偉大的德意志民族國家。高貴的血統不再是貴族的

專利，而是整體民族的專利。 

不過，沃格林提醒我們，只要關注在當時頗為引人注目的許多例子，其實不

難發現種族政治觀念未必是現代國家政體必然會採納的原素：蘇聯和意大利獨裁政

治、東歐（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等）和東南歐的獨裁政治（阿爾巴尼亞、南斯

拉夫和希臘），甚至是西歐國家的法西斯運動。466種族政治觀念不一定在其中起著

重大作用，只有納粹德國的政治局勢是較為顯明的獨特案例。因此，沃格林認為我

們終究要考量到兩點：民族意識和人口-政治的情形，467尤其在後者，多元種族的

社會讓人們更易於發現人種之間的比較性。南斯拉夫的聯邦共和政體在共產主義退

潮以後，無法符合其多元種族人口的民族自決要求，最終分裂並陷入多年的民族戰

爭和種族之間的相互清洗；奧匈帝國也同樣面臨類似的政治困境；納粹德國雖然不

如奧匈帝國擁有大量的異族人口，希特勒一方面有其在奧匈帝國時期的維也納對多

元種族社會的經歷；另一方面是《凡爾賽和約》的苛刻條件致使日耳曼民族意識和

情緒的沸騰。希特勒上台以後，將德國的屈辱歸咎於想毀滅日耳曼民族的英、法資

本主義民主國家這些外敵；也歸罪於想要分裂日耳曼人的共產勢力和猶太人這些內

敵。 

上述的歷史進程，一方面可作為種族政治觀念滋生的歷史經驗基礎，但另一

方面也是種族政治觀念的產物。種族政治觀念的歷史經驗基礎更具有悠久的理據，

                                                           
465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1935), p. 44. 
466 Ibid, p. 44. 
467 Ibid, 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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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初以種族優越為論述主流和政治合法性的民族國家，可謂是符合了種族政

治觀念對當時政治共同體之成員的政治論述需求和存在意義的來源。 

概括而言，種族政治觀念及其歷史經驗基礎之間的關係，可溯源至十五-十六

世紀的宗教紛爭和分裂，以及十七世紀的自然學對本有的基督宗教政治觀念的摧毀

性影響力。自然學理論對人類物種的分類，不止於純科學研究的動機，它也回應了

基督宗教政治觀念中對人之「原初圖像」和人之存在意義原由的論述被拒否以後所

留下的空缺。承接這一世界觀的學者，像是 Gobineau 和 Klemm 等人則是以此提出

了種族與國家之關係的構想，成為最早將種族政治觀念具體闡述為政治共同體之意

義的先驅者。科學主義種族理論的興起加強了種族政治觀念論述的強度和信服力，

儘管如沃格林所言，是一種「毀壞之圖像」。新興民族國家作為共同體的政治體制，

因應局勢而響應了種族政治觀念，以納粹德國為具體實現以種族政治觀念為政治共

同體之意義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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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筆者欲在本論文第一章的緒論中，嘗試梳理出自從二十世紀初以來至今，有

關種族理論之討論的學術思想演進脈絡。其中尤其提及了當前學術主流中的多元文

化主義論述，正從「文化」、「種族」邁向「族群」的轉化。「族群身份」和「種

族身份」的二分化，前者不再包含有生物學對人體外在差異之辨識的任何成份，指

涉的是諸如文化與價值之差異。然筆者也提醒，當今社會仍然脫離不了對「種族身

份」的應用所摻雜的主觀價值成份，身份作為自我認同的來源之一，必然涉及主觀

價值判斷的問題。單純地以科學客觀事實來理解「種族身份」，仍然存在著一條難

以跨越的鴻溝。如果「種族身份」仍舊被某一共同體的成員們視為其認同之意義的

來源，那麼導致如此的原因何在呢？也許，沃格林對「種族政治觀念」的闡述，實

際上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解讀「種族身份」的視角。 

沃格林的「種族政治觀念」有一大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劃清自然科學方法所

可研究的事實領域之「概念」和人類個體主觀價值判斷的領域之觀念之間的明確界

線。在他所處的 1930 年代，沃格林所面對的種族優越論述，其實就是因為種族主

義理論家——有意或無意——未經慎思地從事研究，結果混淆了事實領域和價值判

斷領域之間的界線。即使是在七年以後的 1940 年，沃格林在〈種族觀念的成長〉

的結論中仍然堅定地表示，人們應該更為謹慎地將對於種族材料的科學咨詢——生

物學和歷史的，以及符號性的應用區分開來。468 本論文第二章對於人種概念之困

境的討論，正是要指出對人種之界定所陷入的困境。從基督宗教的經典詮釋論證，

到十九世紀的自然科學世紀，這一困境即使有了自然科學方法的應用輔助，也無法

獲得解除和由此獲得任何的明確答案。如要面對這一困境，就不得不回到論述前提

上的審視，這就是為何沃格林在 1930 年代時是潛在地、在 1940 年代時則是公開對

科學主義態度提出了批判。與此同時，筆者還借鑒於深刻影響了沃格林的馬克斯·

                                                           
468 Eric Voegelin, The Growth of the Race Idea, in Eric Voegelin, Published Essays 1940-1952,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10)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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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本人有關「價值自由」的討論，這也是基於對科學主義態度的批判，以對應科

學事實之領域和人類主觀價值判斷之領域的分離。無論是對科學主義的批判，還是

對「價值自由」的闡說，都是作為解讀沃格林對「種族科學概念」和「種族政治觀

念」之二分的反思，故而是一種詮釋沃格林之論說的切入點。 

由此，對科學主義態度的批判和「價值自由」論，分別對應了本論文第三章

和第四章的討論方式與具體內容。以科學主義批判為前提，我們將在第三章看到沃

格林是如何逐一解構被他稱之為「毀壞之圖像」的當代種族科學理論。首先是從最

基本的詞源學考究入手，確定 「人種」這一詞彙的意義及其作為科學術語的應用，

至少是自從啟蒙時期以來，就處於模糊不清的界定狀態。即使是早期的自然學領域

研究中，科學家也未曾有對於「人種」的統一解釋。在「重構」的意義上，沃格林

試圖從「人種」之最根本基礎著手，那就是從人之本質的思辨性闡述開始談起。對

傳統哲學問題「身心問題」之討論，是為了確定「人」究竟是怎樣的在世存有。唯

有奠定這一普遍性基準，才能在此基礎上暢談以「人」為單位的各種理論——種族

科學理論正是其一。除此之外，沃格林有關人之本質的討論，從意識理論切入，最

終卻沒有提供明確的答案。至少在筆者的詮釋之下，這恰是其意圖所在。因為，人

類對其自身之本質的討論，由於個體心理層面上的個別性，是不可能達到真正的普

遍同一，這正是人類自身在精神上的局限性。這正是人類何以在悠久歷史中，無論

是從神學、歷史學、經濟學等切入，試圖思索人之本質，卻無法達成共識的因素。

因此，有關「身心問題」的討論並不止於分離開肉身和精神的領域，也足以反駁種

族主義科學理論試圖將自身視為唯一對所有人之本質的界定的偏見。 

沃格林對達爾文和卡爾·林奈物種理論的批判，也許會由於最新的自然科學發

現，是新達爾文主義者可能無法苟同的。但是，除了在論證細節上對於達爾文演化

論提出質疑之外，筆者認為，沃格林對林奈物種理論之上帝創造論的預設，以及將

當時達爾文主義者的思潮描述為一種倒退到林奈物種理論時期的退步，為我們指出

了一大重點：為科學理論預設形而上的實體。林奈為其科學理論預設的是經驗世界

和科學方法所無法觀察的上帝。十九世紀的科學主義種族理論，甚至是普羅大眾對

種族優越的信任，其實是以科學證成為遮掩，掩蓋了人們的主觀價值判斷之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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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附屬於純潔血統或遺傳基因之中的優越心靈特質的崇信。類似的主見，尤其可見

於 1930 年代的優生學論述中。種族經驗在二十世紀初的西方政治共同體中的累積，

為種族主義科學家提供豐富的資源，以應用於他們對共同體意義的來源構想之中，

而納粹黨的崛起就為這種荒謬的主見提供了政治實踐的可能性。事已至此，這種主

見已不再是科學理論，而是以科學為名的種族政治觀念。 

政治觀念是沃格林在其哲學路程上所畢生關注的問題，而種族政治觀念可以

被視為他所正式邁出的第一步。筆者除了談論沃格林在《種族與國家》和《種族觀

念思想史》中有關觀念和「政治觀念」的基本見解之外，同時也參照他後來在《政

治觀念史稿》中的相關闡述，以彌補在對於種族政治觀念的理解上所遭遇的不足之

處。觀念作為人類主觀意識的思想產物，是相對於科學方法上的「概念/理論」，

這就將科學內容排除於觀念的內容之外。每個人都可以擁有其個別的觀念，但不是

每個觀念都得以從無形狀態中脫穎而出。被闡說的觀念，如若足以信服力，它可以

被提高至某一集體的多數成員普遍認可的層次。在本論文的論述框架中，種族政治

觀念在獲得多數人潛在或公開的普遍認可這一前提之下，經過政治建制化的過程，

被政治共同體吸收為其存在意義的源頭。政治共同體在 Benedict Anderson的敘述中

等同於「國家」。不過，沃格林的政治共同體雖然也有「國家」的意思，卻未必有

一般對「國家」的界定所涉及的明確國界。在沃格林的論述模式中，政治共同體更

趨向於強調共同體之存有的政治意義，以及其共同體成員的政治生活意義。因此，

當沃格林談及了基督宗教政治共同體時，該共同體的意義來源並不是基督宗教的宗

教生活，毋寧說是從基督宗教的教義、宗教生活，甚至是世界觀中所形成的政治生

活之意義。 

故此，至少就西方世界而言，無論是古典部落國家政治觀念，還是基督宗教

政治觀念，甚至是近代的種族政治觀念，它們都是千年以來的西方政治共同體歷史

發展中，獲得闡說和建制化，並且足以施加廣泛性和深入性的影響力的政治觀念。

除此之外，本文對於沃格林之部落國家和基督宗教政治觀念的列舉所作出的詮釋，

也表明這些政治觀念並不是以被取而代之的形式走下檯面，它們是可在同一時間段

內的同一共同體中相疊在一起。因此，當沃格林指出，種族政治觀念是從基督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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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觀念中承繼了其中的核心特徵時，他並不是對基督宗教本身進行批判。即使是

在自然學研究蓬勃發展的時代，思想家和科學家們都是生活在複雜的多種觀念相互

交織的現世之中。因此，他們所闡說的任何新的觀念，都可能承繼以往之觀念的特

徵。 

沃格林所談到的「對非人世界的貶值化」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基督宗教政治

觀念中並不帶有對非人之存有的強烈敵對性，因為非人世界也使「上帝—人—非人」

這一神學結構之中的上帝創造物。對異教徒所進行的聖戰和敵對關係，其中原因之

一就在於他們並不信仰上述的神學結構。林奈的物種理論仍然保有這種神學結構，

但是在爾後的種族理論，尤其是 1930 年代的優生學論述中，上述結構中的宗教元

素——上帝——不再是必要前提。「人—非人」結構所形成的是另一種主宰的關係，

尤其是在十九世紀時期的美洲大陸，對其他種族貶值化為非人的行徑有利於對種族

主宰關係的合理化。 

筆者在最後試圖闡述，沃格林是如何在西方歷史之中尋找種族觀念的經驗基

礎，相關論述主要來自於他在 1935 年所發表的辯護文〈種族與國家〉之中。這一

環節凸顯出沃格林對於政治觀念和現實經驗之間互補關係的重視。一方面，他由此

指出，諸如 Gobineau 等種族主義思想家的種族論述，在中世紀貴族權力血緣基礎

中的根源；另一方面，是中世紀世界觀的碎裂化、空間觀、時間維度之深度，以及

對「人」之普遍看法的轉化，這一切固有的價值論述被現代民族國家的新價值觀所

取代。民族國家更聚焦於其有限疆土之內，以某指定民族為其核心成員，舊有的貴

族體制不再是新政體不得不依賴的社會階層。不過，一種嶄新的種族血統關係的意

識，未必是所有現代國家政體必然會接受的共同體意義來源。雖然我們不能排除的

是，即使是在十九世紀末葉的英國、美國和法國這三大在當時可謂是自由社會之前

衛的現代國家，種族政治觀念相較於新興的德國和意大利卻是更為普遍流行，像是

Gobineau 和 Houston Steward Chamberlain（1855-1927）這些雅利安優越論者，就分

別來自於法國和英國。沃格林提醒我們要去關注的，不只是種族觀念的特徵或內容，

也要留意那些引人注目的現實例子，那就是民族意識和人口-政治的情形。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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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德國和奧地利的反猶太氛圍，就分別對應了日耳曼民族意識的

狂熱和奧匈帝國多元民族困境的政治現實。 

筆者想提醒，在沃格林的論述脈絡中，他並沒有涉及當前多元文化主義思潮

的主流論述中所關懷的種族平等這一議題。正如他所持的對科學主義態度之批判的

立場一樣，沃格林並沒有明文表態其對種族平等的見解。但是，經由筆者對其內文

論證的詮釋和研究，就不難發現他對種族科學理論的批判論證中，在確定「人」這

一普遍的基準之上就包含了種族平等的潛在意涵。在其有關「身心問題」的討論過

程中，沃格林就奠定了人人平等這一基點，因而以此為出發點去討論種族議題時，

種族必然沒有所謂天生優劣的不平等狀態。 

除此之外，為防誤解，筆者想重申一點：種族主義是不等同於種族政治觀念。

因為，種族政治觀念是生活在多元種族社會中的人們，在應對其種族經驗時必然的

意識產物。在十八世紀-二十世紀時期，種族政治觀念在沃格林看來，之所以會變

成西方政治共同體意義建構，是伴隨基督宗教政治觀念的沒落而產生，因為基督宗

教政治觀念失去了對共同體成員所需要的存在意義之源頭的主宰。此外，自然科學

理論的發展為種族政治觀念提供了所謂的科學根據，使之處於一種被揭示的合理狀

態。況且，不是所有人都會將自己的生存意義仰賴於某一政治觀念，諸如農民和工

人等下層階級為生活而工作，以及他們在共產主義理念中的階級鬥爭，就與種族政

治觀念毫無關聯。 

沃格林的政治觀念，固然是需要普遍認可才能被具體化，但是認可它的對象

未必是共同體的全體成員，更多時候是共同體建制的遙控者。這也是為何沃格林將

政治觀念的替換描述為一種建制與反建制的過程。除此之外，政治觀念在被建制化

以後，是可以通過傳授和教育而形成共同體成員潛在性質的意義來源。這也是為什

麼在中世紀時期的多次十字軍東征不僅獲得了來自封建君主、騎士和僧侶的資助與

軍事支援，就連被束縛於莊園體制的窮苦老百姓也不乏宗教熱情——儘管是有解脫

窮困的意圖——甚至還發生了最終被拐賣或沉溺海中的兒童十字軍這一災難。這一

切實際上都體現了基督宗教政治觀念是如何借助於書本宗教（religions of the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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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以及通過教士和牧師由上而下的模式，對普羅大眾進行宗教教義指導，施加

了廣泛性的普遍影響力。 

讀者不難發現，筆者在第四章中有關種族政治觀念和基督宗教政治觀念之關

聯的討論，是聚焦於其中所相繼的特徵而非內容。實際上，筆者決定不就種族政治

觀念在具體上的內容進行更深一步的討論。一方面固然是因篇幅有限，無法針對沃

格林所討論的眾多種族政治觀念內容進行討論。另一方面，則是在於種族政治觀念

你的核心特徵，是在普遍層次上作為種族政治觀念內容的前提。沃格林對基督宗教

政治觀念的核心內容所進行的討論也體現出一種普遍層次的特點。基督宗教長時期

以來雖然曾多次分裂為多個派系，然所有信徒都秉持著同樣的理念，而他對《效法

基督》的討論主要體現了這一要素：無論是肉身和靈魂的二分法、死後世界的永恆，

還是對非人世界的貶值化等，都是基督宗教的派系所共有的前提。不過，種族政治

觀念相對於基督宗教政治觀念更具有複雜的多元性質。種族政治觀念是以其歷史經

驗基礎和基督宗教政治觀念之特徵的承繼為起點，根據不同國家、民族和社會等的

地方背景，發展成不同的種族政治觀念內容。況且，種族政治觀念並不具有所有種

族都能認同的大同世界這一特點。這正是為何筆者將焦點集中在對於種族政治觀念

的理據探究。沃格林具體談論的對象，有 Gobineau、Klemm、奧地利社會學家

Ludwig Gumplowicz（1838-1909）、德國地理學兼民族誌學家 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奧地利社會學家 Gustav Ratzenhofer（1842-1904）、涉及對雅利安

主義（Aryanism）469和反猶太主義議題的猶太種族在 1930 年代時期日耳曼種族優

越論述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 1930 年代盛行的主流種族政治觀念「北歐觀念」

（the Nordic Idea）。這一切基於筆者篇幅與手頭原始資料有限，不在本論文討論

範圍之中。 

長篇討論至此，沃格林對種族議題的哲學討論，究竟如何有助於我們去應對

當前仍舊飽受爭議的種族議題呢？自從 1930 年代時至今日，種族問題仍然廣泛存

在，尤其在美國，種族主義更是日益嚴重的議題。在《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469 見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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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y）第 197 號刊中，以〈打破膚色迷思〉為大標題，總編輯李永適引述

《第六次大滅絕》的作者 Elizabeth Kolbert，強調「從遺傳學層次看待人類，整套

種族分類理論都是誤解」 。470 他提醒讀者，近代遺傳學研究已證實膚色只是人類

為了適應環境的性狀之一。471 然諸如李永適所談到的十九世紀時期科學種族主義

之父 Samuel George Morton472這號人物，或是在本論文論述中所涉的種族主義科學

家們，甚至是一貫堅信種族優越論的一般民眾，即使有最新科學研究的證據擺在眼

前，恐怕仍會堅持己見，或直接扭曲科學論據以為自己的主觀見解服務。問題在於，

如若已有大量科學論據反駁種族主義的荒謬主見，種族偏見是否還有其他原素，促

成其得以普遍被接受？ 

在緒論中，筆者曾談論了多元文化主義有關「族群身份」和「種族身份」的

切割。許多堅信種族優越論的人，仍然以被賦予了主觀價值判斷的「種族身份」，

作為他們的自我認同的意義來源。也許，另一則刊登於《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第427期的報導，為我們透露出了這種身份認同所面對的困境。該報導

指出，當前在歐洲所出現的反猶太主義，是與左派和右派的「憤怒的身份政治」

（angry identity politics）連接起來。這固然是因為，自從 2015 年以來，多達 1200

萬人的穆斯林移民抵達德國，激起了對反猶太主義的恐懼：一方面是穆斯林信徒之

間所流傳的「新反猶太主義」，這是源自於以色列猶太民族國家和無家可歸的巴勒

斯坦民族之間日益惡化的宗教、族群關係。另一方面，則是所謂的「典型的陰謀論

迷思」，這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猶太民族主宰世界的陰謀論。如今，這種猶太人陰

謀論的論調因網絡社會媒體的假新聞和全球化的背景，再度重生。473  

移民問題、宗教和文化的價值觀衝突，還有經濟生活的困境和政府政策無力

解決問題，固然是激化種族主義氛圍的原因。按沃格林的敘述模式，多元種族的共

同體生活所累積的種族經驗，使人們不得不直面異己的存有。可是，由於生活困境

                                                           
470 李永適著，〈膚色之外〉，收錄於國家地理學會：《國家地理雜誌》第 197 號（2018 年 4 月，

台北市：大石文化）。 
471 同上。 
472 Gobineau 也榮獲此稱譽，可見種族主義的歷史淵源是多麼複雜。 
473 整理自 Anti-Semitism in Europe: Haters gonna hate, in The Economist, Vol. 427, No. 9090 (5th-11th 

May, 2018), 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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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價值觀的衝突，促使他們將洩憤的對象轉移向這些他者，這是自從中世紀以來就

反復發燒的現象。無論是當前的歐洲反猶太主義者，還是英美國家的白人至上主義

者，他們未必是以科學論據作為他們的主義之前提。沃格林為我們提供的啟發之一，

是以俯瞰的視角重新審視這一議題。在筆者看來，西方民主法治社會的動搖，使其

固有的維持共同體秩序的信念出現瑕疵。因此，種族主義者對種族優越的崇尚，可

以在不借鑒科學論據為前提之下，重新將種族視作為生活意義的主觀價值觀念，而

這是極其危險的初步現象。 

「身份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本強調人群依據其某一身份而為其自身

展開政治活動，但上述問題凸顯出了「身份」本身的不確定性。人類對自我身份的

認同，可以有多種的意義來源，因而「身份」不再是單一性的，而是可能出現「身

份」與「身份」之間的重疊狀態。人對自我身份之意義來源的決定，則是基於其所

處之政治現實。以筆者所居住的故鄉馬來西亞為例，在馬來民族統一機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佔獨大局面的國民陣線（Barisan National）政治聯盟

所領導下的前政權，曾撥款資助國立大學的部分馬來精英知識份子，企圖在科學研

究上證實馬來人是雅利安人的後裔，看似重返納粹主義雅利安種族優越論的路線。

474 在此一現象的背後，卻是對馬來民族政治共同體的意義建構。馬來精英知識份

子所要從事的，是反駁英殖民政府的學者在過去就馬來民族這一主題所留下的負面

論述。因此，相較於「族群身份」，他們更寧可選擇的是「種族身份」。為了尋找

馬來民族的民族自信基礎，他們試圖在科學上證實馬來人種的內在優越，以在多元

種族社會的馬來西亞政治共同體之中建立起馬來民族的政治生活意義。但是，問題

絕非僅此，因為在黨國意識形態框架下，馬來民族將馬來人種、伊斯蘭宗教、馬來

民族、馬來文化等統合在一起。重點在於，與其單純地基於單一視角而簡化地批評

這些精英知識份子為種族主義者，倒不如從政治觀念的視域來看待問題，從中思考

單一整體中如何有不同的意義來源，這將更有助於剖析真正問題所在。 

                                                           
474 Zaharah Sulaiman, Wan Hashim Wan Teh & Nik Hassan Shuhaimi Nik Abdul Rahman, Asal Usul 

Melayu Induknya di Benua Sunda, in Sejarah Tamadun Alam Melayu (Jilid 1) (Tanjong Malim: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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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世界已不存在純粹的單一民族、種族的社會。在不可挽回的全球化趨勢

之下，無論是歐美國家，或是亞洲區域的國度，人們無法迴避與其他族群的成員共

存於一種多元族群共生的共同體。這樣一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能夠累計的種族

經驗，實際上相較於過去更甚，故而族群之間的摩擦也是必然發生的狀態。族群之

間的矛盾，固然可以通過政治政策、社會福利，以及公民教育的教導而得到緩解。

然即使是政治權力也有其無法完全滲透所有共同體成員的生活與心智，況且政治活

動本身就具有工具理性所無法控制的變動性。人們可以基於經濟生活的困難，也可

能基於對政治正確的反感，在不滿情緒的日益深化和廣泛化之下，現存的建制化政

治觀念的根底就會被動搖。一旦固有的政治觀念不再能擔保共同體秩序的延續，包

含種族政治觀念在內的其他政治觀念都可以取代它成為共同體成員的意義來源。因

此，沃格林為我們提供了觀察政治社會問題的側視角度，藉由探討和比較在共同體

之中佔主流地位的政治觀念與其他政治觀念，我們唯有在理清種族政治觀念在共同

體成員的上下結構中所佔有的重要性，追溯問題的根源所在，才能在理論和實踐上

構思真正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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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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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1900 年出版的《黑人：獸》中，有一幅插圖詢問道：「在伊甸

園的亞當與夏娃。黑人是亞當和夏娃的後裔嗎？玫瑰能長出蓟

嗎？」476 

 

 

 

 

                                                           
476 C. Carroll, The Negro: A Beast (St. Louis: American Book & Bible House, 1900), p.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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