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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論 

 

當前民主政治，及其所蘊含的自由主義理念，似乎已被全世界承認為最優越

的政體。因其能為人民帶來一個多元包容、權利共享、自由自在而生氣蓬勃的市

民社會；和一個經被治者同意、權力制衡，既能依循多數意見制定決策，又必須

受司法、輿論監督，並向人民負責的政府。人民生活其中，可以致力實現形形色

色、琳瑯滿目的人生計劃，遇有挫折不滿，還可在憲法保護之下示威抗議。只要

不觸犯法律，就可免於恐懼。許多人相信這種以西歐、北美政體為範本的政體，

就是人類追求符合公共利益，並由人民當家作主之政治夢想的具體實現。歷史真

的終結了，如同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說。 

但從歷史出發，我們仍然可以得出不同的結論。民主自古希臘時代，即有反

暴君專制的意義，是以透過人民主權、被治者同意以防範統治者恣意妄為。但當

前民主選舉受金錢、媒體操控扭曲，令人懷疑誰在當家作主？而民主的權力競

逐，自然有勝有敗，但若出現長期的「少數」或「弱勢者」，則是否損傷了人民

平等原則？另一方面，民主體制尊重市場機制，保護私有財產，但政府「照顧」

不幸人民的生活卻也是其天職，符合人民的期待。如何在此一情況下，還能維持

國家對個體人生計劃的徹底中立呢？若說人民僅為維持生活都力有未逮，如何奢

望他能充分「享受」自己的積極參與公共事務的「權利」，或者「計劃」人生？

再者，市民社會若是總有著一些充滿嫉妒、憤怒、冷漠、敵意的公民，那麼積極

「實現自我」的權利，所帶來的民主是否仍然令人期待呢？這些問題，僅僅乞靈

於自由主義民主是否足夠？最重要的是，自由主義民主似乎重視防範政府對個人

權利與私領域自由的侵害，多於如何促進公民彼此之間相互提攜，妥協合作，進

而造就親密共生的市民社會。某種程度而言，自由主義民主似乎認為這種社會可

以「自然」產生，就像古典自由主義相信，當市場機能充分發揮，生產效率最高，

經濟成長強勁時，公平的「分配」會自然達成一樣。真有這麼樂觀嗎？還是我們

有必要在促成社會共識方面再多做些什麼，以避免市民社會潛在或已很嚴重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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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與割裂？ 

這些問題引發我對民主理論的興趣，以及從作為政治制度基礎的思想層面下

手的研究方向。在尋找適當的參考對象時，法國十九世紀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 1859）《美國的民主》、《舊制度與法國大革命》二書又特別

引起我的興趣。托克維爾寫作的某種使命，正就是「教育民主（to educate 

democracy）⋯賦予其（宗教）信仰新生命，純化其民情，控制其行動。」（DA:12）

某種程度來說，民主體制既已是「天意使然」（something fated），則如何使「嶄

新的民主社會」運用「嶄新的政治學」就成了他的終極關懷。這使得他的政治思

想─尤其是民主理論─更貼近我國當前對民主典範之重構的需求，本文乃由此出

發，企望從建構托克維爾民主思想的過程中，吸取教訓與啟示，進而有助於思索

當前的社會共識問題。此外托克維爾對政治自由有系統的論述，使他成為市民社

會理論的奠基者（江宜樺，2001:96）。他強調言論與結社自由的重要性，已成為

這方面公民權的代言人。他認為偉大政黨應該爭的，應該是「理念原則問題而非

政治影響力，普遍性議題而非特殊個案，觀念意識而非人格特質」（DA:175）。 

尤其令人讚賞且值得學習的，是托克維爾既能超越自己貴族的血緣身份，支

持共和反對復辟1，又能有意識地避開黨派標籤。 

當我出生時，貴族制已死而民主制尚未誕生。所以我的興趣不能將我盲目地

導向其中之一。我所屬的國家四十年來嚐試了所有體制，卻未能確立任何一

種。所以我對任何政治幻想都保持警覺。我是我國古老貴族的一員，所以對

貴族制沒有天生的仇恨和嫉妒，但因貴族制已經消逝而人只能強烈認同存在

的事物，所以我對它也沒有自然的情感。對它，我貼近到能徹底理解，而又

疏遠到能不帶情感地判斷。除了出於公共信念外，我並非本於個人動機去愛

和恨貴族制。持平於過去與未來之間，不致本能上被吸引到任何一端，我可

                                                 
1純就政治制度而言，托克維爾並不認為共和政府最適合法國，因為這種政府在習於行政集

權的人民中，很容易引起革命。他支持立憲君主制多於共和制。他在給朋友 Stoffels的一封信中
透露這個主張，並認為那更適合法國的情況。（Lamberti,1989:160）他覺得立憲君主制較能緩和

人民的激情。但因「舊王朝引起本國大多數人的反感」，托克維爾遂只能為此時最佳可能政府─

共和國辯護。（Re:2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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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毫不費力地平等看待兩邊的問題。（SL:115-6） 

此外，托克維爾自認與同時代的人格格不入，「我的批評者堅持要把我歸類

為一個黨派成員，但我不是。」「我只有一個意見─追求自由和人類尊嚴的熱情」。

（Ibid.）他沒有認同的黨派，最適合自己的「自由但非革命的」政黨卻並不存在。

（Craiutu,1999:467）然而在知識探究的過程中，這種孤立無援毋寧更是一種美

德。本文以托克維爾的民主理論為主要課題，正是基於他民主理論的獨特內涵，

與「自覺的超越」之現實關聯性。 

 

第一節 思想背景 

 

為了更清晰掌握托克維爾民主理論的輪廓，有必要在各種意識型態光譜上

先予定位，並在政治思想的歷史脈絡中，設定他的座標，如此方有助於我們理解

他想要回答的問題。 

十九世紀大多數時期，歐洲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兩極對立，並在政治光譜

各占一半。之後左派的社會主義和右派的威權主義訴求導致二者分裂。十九世紀

末到二十世紀，許多自由派向左走到社會主義自由派；而許多保守派則向右走到

整合式民族主義（integral nationalism）、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晚近，則因為

對社會主義和右翼極端主義的覺醒，分別使得自由派和保守派恢復友好關係。

（Lakoff, 1998: 435）也就成了我們今天所認識的中間偏右派各種政黨。回到十

九世紀初期來看，托克維爾政治思想似乎綜合了自由派與保守派的重要主張，因

此而使他呈現多種面貌（Nisbet,1977:59-75）。這種融合其實反映十九世紀法國自

由派的特殊處境─即在古代貴族與現代民主社會的體制變遷中找出轉型之路。 

Kahan就是以 Jacob Burkhardt，彌爾（John Mill）及托克維爾作為 19世紀

（尤其是 1830— 70）「貴族」自由主義之代表人物（所謂貴族並非取其復辟式的

階級意義，而是希臘語源 aristos之菁英意義）。就思想內涵而言，他們共同的特

徵是厭惡群眾和中產階級，恐懼並憂心平庸凡俗，及強調個體性與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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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han﹐1992﹕3--5）此一時期歐洲各派自由主義有三個特徵﹕(1)共同的自由

主義基本綱領（a common liberal minimum program），可以用消極或積極條款

（terms）辨認之。(2)對於政治上目的與手段的策略關係有一典型的自由主義立

場。(3)特別關心來自上層及下層兩種潛在專制的危險，因而有時必須兩面同時

作戰。 

進一步說，在第(1)項基本綱領方面，十九世紀中的歐洲自由主義者反對普

遍選舉權，他們並非民主主義者。他們並不反對未來接受普選制，可是在當時，

這絕非他們能立即接受的。所以民主主義者或主張普選制的人就不是自由主義

者。另一方面，自由主義要結束（end）法國大革命而不是破壞毀滅其成果，這

是與保守主義者不同之處。此外，這些綱領還包括自由支配私有財產、廢除國內

關稅、法律前平等、以才任職不論家世、法治而非人治（因而應立憲）、出版與

集會自由（有若干限制）、個人自由權、由有限選舉權產生並向民意負責的代議

制政府。除了在政府「代表」民意、是否向民意「負責」、何種「民」意等尚有

爭議外，上述基本綱領於 1871 年時大致已在英、法、德三國完成。（Sheehan﹐

1978） 

在第(2)項目的與手段方面，貴族自由主義者企圖以非革命的手段改革社

會。所以要求革命或主張以革命手段完成改革即非貴族自由主義者。惟理論上革

命是自由主義者的最後訴求，因此也難以放棄，但他們都會對反抗權加上許多限

制。 

這些自由主義者反對革命的理由之一，即與第(3)項兩面作戰有關。貴族自

由主義者反對封建制度也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少數和多數專制。所以如果主張防

止社會主義革命或摧毀貴族霸權，卻不主張同時進行者即非自由主義者。法國大

革命同時顯示了來自上層及下層對自由的威脅，了解這樣的威脅即是自由主義論

述的基本要務，只是不同類型的自由主義很難建立共識。而反對自由主義者往往

忽略了自由主義兩面作戰的性格，而以偏概全地批判其中一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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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han,1992﹕139--43）2 

就更具體的法國十九世紀初期政治社會環境而言，空論派（doctri- naires）

對托克維爾民主理論之形成也有極深刻的影響。但空論派其實是名詞的誤用，因

為他們並非只談理想，也實際從政。其領導者之一 Francois Guizot（1787-1874）

在回憶錄中說，空論派是「溫和的改革者」。他們維護法國新社會的利益，對抗

政治上來自左右兩方的敵人。他們未組成政黨，只是一群知識份子，憑藉才能與

知識進入後革命時期法國政壇。他們在著名的國會辯論與行政部門運作中，展現

了傑出的才幹。可以說，他們也是十九世紀典型的自由派，有前瞻的精神，接受

革命中創新的觀念，預見新時代來臨，對其意義雖能理解但同時感到恐懼。他們

要依照新時代精神重建法國制度，治療國家革命的狂熱。空論派認為，結束革命

是政治議程最優先要務，他們艱苦地將 1789 年的公民自由列入憲法，同時強力

譴責 1793 年羅伯斯比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之極權主義逆流。他們的目

的是要消除由反動保守右派與激進左派所造成的激情政治，代之以中間派政治，

希望創建新制度並走在革命與反動的中間道路（middle course）上3

（Craiutu,1999:461-2）。 

早在托克維爾 1831 年美國之旅前，波旁復辟王朝的議會辯論便已深刻影響

了他的政治觀點。即使《美國的民主》上、下兩冊中強調的重點略有不同，但他

的看法已經定形。而影響他最關鍵的，便是 Royer-Collard和 Francois Guizot這

兩位法國空論派思想家。（Craiutu,1999:457-8）托克維爾曾在 1829-30修 Guizot

的課，他當時的課堂筆記顯示他受到深刻影響。（Craiutu, 1999:474-5）尤其是將

民主界定為身分的平等，視為一種社會條件而非政治定義─人民主權、普遍選舉

權、政治參與。Siedentop也指出，托克維爾並非首先將民主界定為社會狀況的

                                                 
2 Boesche則把這種思想稱為奇特的自由主義。他認為，托克維爾既有自由主義也有保守主義的
傾向。（Boesche﹐1987﹕265—6） 
3
少數注意空論派在法國自由主義之地位的著作如Larry Siedentop（1994:20-40）；George Armstrong 

Kelly（1992）說明了Royer-Collard對托克維爾的影響。Lamberti（1989:167-84）則指出Royer-Collard
對托克維爾思想方面的影響，尤其是對《美國的民主》第二冊之寫作。這個影響在 1836-7時達
到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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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實上，這是波旁復辟時期大辯論的主題之一。這些主題包括社會平等的推

進，財產的分配，政教分離，宗教自由及其後果，結社自由的重要性，言論自由

及陪審團審判（1994:34）。 

總之，托克維爾身處一個轉型的時代，帝制與共和仍反覆未定；多數與少

數專制均有可能；資本主義造就的中產階級革命尚未成功，社會主義呼喚的無產

階級鬥爭同志卻已躍躍欲試。可以說無論政治、經濟、社會層面，舊體制已被摧

毀，新典範則尚未穩固。因此使得托克維爾常擺盪在保守與激進之間，難以歸類。

從三件事更可看出時代對他的影響。一是法國大革命，托克維爾曾嚴詞抨擊： 

即使在最暴力的社會鉅變中，人們總能保有過去的某些事物。但法國大革

命時，宗教制度和整個政府都被丟進熔爐。結果人們的心靈陷入徹底困惑

的狀態，他們既不知該相信什麼，也不知將終於何處。秉持完全陌生信念

的革命份子出現了，他們大膽無恥到極盡瘋狂的地步，他們提倡改革創新

卻又突然中止，行動毫無顧忌，也史無前例地殘忍嚴酷。這些奇特的生物

並非僅是蜉蝣－－只在短暫危機中產生，危機結束即隨風而逝。他們反而

是新人種，隨後滋長繁盛，並在文明世界各階層擴散增生。（OR:157） 

托克維爾認為這是一種「反宗教」的激情，這是法國大革命特殊極端性的

印記。就是這種質疑一切的全面性力量在社會中釋放出來，使法國大革命劃下新

時代的篇章。（Gauchet，1994：101） 

但他也藉著批評柏克（Edmund Burke）表示了對大革命的部分肯定。他說這

位〝眼光深遠〞的保守主義前輩並未掌握法國大革命的真正特質與趨向。柏克想

說服法國人可以在法國傳統，和「歐洲古老的普通法」基礎上完成當前的改革。

但大革命要摧毀的，正就是這種古老的普通法，和所有歐洲貴族政治與封建制度

的殘餘。依托克維爾的看法，大革命這方面的工作必然成功，因為平等時代已經

展現曙光，現在的問題是，人如何面對激烈的環境而保持其美德（Frohnen，

1993:225；OR：20-1）。 

另一方面，托克維爾對 1848 年法國革命卻表現出最保守的態度。由於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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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且對社會主義者的聲勢感到震驚與恐懼，他不再支持經濟與社會改

革，並且反對特赦暴動者，贊成軍事解決危機。（Jardin,1988:416）因為顛覆法國

社會基礎的人不值得憐憫，應該明正典刑，以確保國家生存。 

此外，對於 1815 年的君主復辟，托克維爾曾說： 

如果國人表達自由意願，迎回波旁王室；如果復辟能恢復國家正當權利，本

刊（指 L＇Avenir,一份天主教期刊，托克維爾曾參與主編）眾編輯樂觀其

成。他們將視此為對未來社會進步有利的徵兆，但他們只在前述條件下要求

復辟。若違反前述條件並導致相反結果，則他們將肩負起反對復辟的義務。

（Jardin,1988:193） 

他對 1848 年革命的負面評價引起某些學者的批評，甚至視之為托克維爾民

主理論的盲點。4這顯示他的民主觀之內在矛盾，也涉及詮釋者的立場問題。 

 

    第二節  共和主義的詮釋 

 

研究托克維爾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對托克維爾的思想應納入何種主義範疇

也有不同的看法。為了決定如何在他的思想中，擷取最重要的素材，並形成適當

的解釋觀點；參照比較前人見解，採取特定詮釋途徑似乎必要。舉例而言，Schneck

視《美國的民主》乃提供貴族控制民主社會的各種技術的指導手冊。因為托克維

爾要重新塑造公民美德、心靈習慣、意識型態，使公民的情感、價值觀和生活方

式都能符合良好的民主生活方式。這就是所謂「生活世界」政治學。

（Schneck,1992:284-5,290-3）證據是托克維爾筆下的 1830 年代美國，與歷史事

實不符，抹煞了宗教教派、種族、族群的差異；且教育區分群眾與精英（choicer 

spirits），前者受「科學、商業、工業」等教育，而後者則受人文教育（literature）

（DA:476-7）；宗教不但提供教條式信仰，並為政治生活提供一個目的（telos）

（DA:444）；並要求女性在家庭中扮演傳遞價值給子女的道德保護者角色。 

                                                 
4 參見 Gauchet，199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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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是採取 Schneck的詮釋角度，則托克維爾根本無民主理論可言，本文也就

毫無寫作的必要了。幸好，有學者指出 Schneck犯了一些錯誤：第一、誇大了托

克維爾生活世界政治所涉及的「設計與建構」。托克維爾只是要維繫既有制度與

民情中可以民主化的部分（家庭、宗教），及為不能民主化的部分找到代用品（民

主結社取代貴族領主）。實際上維持的意義遠多於建構與設計。（Winthrop, 

1992:307-11）第二、Schneck假定民主應具有政治選擇的完全開放（open horizon 

of political choice），似乎假定沒有任何美德或目的可以是社會最優先議程，這是

否合理？如此是否造成教育和壓制並無不同，個體被孤立放任就是授權（en- 

power）（McWilliams,1992:300）？第三、關於希臘文與拉丁文教育，托克維爾並

不認為公民沒有能力研究人文學科，只是說這種研究引發更多的不滿與渴望，卻

不能提升滿足這些渴望的能力。而且，他也稱許人民對莎士比亞的喜好。

（DA:471）第四、雖然托克維爾會感傷貴族制的消逝，但他仍毫不留情地批判

貴族制。他認為貴族制是眼光狹隘、自私自利的。中世紀史家往往哀嘆一個貴族

之死，卻對恐怖的大屠殺漠不關心。而古希臘、羅馬人對人的尊嚴也視而不見，

因此才會合理化奴役，視「野蠻人」為低等生物（DA:439,462,491,562,565,618-9）。

他們的文化優勢也淪落為奢華的修飾、品味的優雅、機智的樂趣和宗教的藝術。

（DA:14,473）托克維爾並認為貴族時代的人之所以似乎更具美德，是因為他們

更願意談論它。但托克維爾暗示，他們更容易因利益和激情而採取行動。貴族制

之善於言辭，是因為要建立恥辱感與端正合宜的制約。反之，民主社會的人則會

以「適當理解」的自利來解釋自己的行動。民主人一般並不願捨己為人，但有時

卻為利他而行。而且當所費不高時，也頗有同情心。（DA:527,564） 

這個例子足以證明，詮釋者往往很難避免立場而選擇、過濾素材。此一過程

即使並非始於研究之初，也可能在研究開展之後逐步催化。因此，本文寧可一開

始即選擇一種適當的切入點，但隨時保持與其它的詮釋角度對話。一般而言，對

托克維爾的研究均有某種程度的共識─他的思想大約介於自由、保守、共和三種

主義之間。本文將選擇共和主義的立場，以下說明此一選擇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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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保守主義而言，其思想主要內涵（Nisbet,1986:ch.2）包括： 

(1)歷史和傳統：正當性是歷史和傳統的產物，而傳統是許多世代的財產資

源。真正的歷史是從一代又一代人的社會結構、共同體習慣和偏見的持續存在中

表達出來。社會並不是機械，其各個零件既可互換，又可各自分離。社會是制度

結合而功能關連的有機體。保守主義並非贊同所有傳統，反對所有變遷。他們選

擇能與現狀相適應的傳統。他們反對崇拜變遷的「改革精神」，反對僅僅為了無

止境的新鮮感而改變社會政治制度。 

(2)偏見和理性：反對強調原則、理想的理性主義，探究大量抽象的「人」，

而不去探究我們實際上發現之父母、勞工、消費者、選民等具體的個人。其知識

是技術性的，可以透過課本、理解力及演繹技巧獲得。所謂「偏見」則是指一種

實踐性知識，透過經驗、直接接觸生活領域獲得。因為這種知識起源於習慣形成

的過程，將經驗與試誤而得的知識轉成一般化的傾向或本能，因此構成我們個性

的一部分。因為這種知識觀，使保守主義批評啟蒙運動以來的各種理性主義政治

改革，都是夢想要由一個或少數神，直接而全面的統治同質的人民。 

(3)權威和權力：關心人類依其習俗和傳統而生存的自由，但此一自由必須

與秩序和權威共存。主張自然權利者只從個體和國家的權利討論自由，卻忽視了

家庭、教會、地方社群、行會及其它團體的自主性或自由。國家必須尊重、不侵

犯這些機構的權威，這就是權力的限制。民主體制的危險即創造了群眾及其正當

性，消除了公民主體性及社會團體權威，反而造成個人的「非社會化」及對群眾

的日益依賴。 

(4)自由和平等：保守主義認為這兩者是內在且絕對不相容的。因為自由是

意圖保護個人和家庭最廣泛意義的財產。而平等則旨在某種重分配，把共同體中

不平等分享的物質與非物質價值拉平到同一水準。而且，人的精神與身體能力有

自然差異，以法律及政府形式對自然差異進行補償，必將削弱最強最卓越者的自

由。所以，中介團體有必要存在，作為塑造培植個體的環境，及抗拒國家權力的

緩衝物。 



10  論托克維爾的政治思想──一個共和主義的詮釋 

(5)財產和生命：保守主義傾向視財產重於生命，因為生命只是一種原始的

東西，是人類珍視為文明的那些價值的生物基礎。相對地，所有對人類比對野獸

更有意義的事物，都與所有權，即財產有關，從食物到最具想像力的精緻產品。

這種私有財產理論具有一種強烈的「羅馬性格」，亦即財產並非只是外在附屬物，

而是人性的真正條件，人優於自然界之處。對羅馬人來說，直到某個人宣稱對某

一塊土地的擁有權，人對地球及其上萬物主權的確認才有可能，而這也是人類文

明的第一步。 

(6)宗教和道德：保守主義非常強調教會和猶太─基督教道德，認為宗教作

為一種公共制度，是國家和社會的重要支柱。一方面賦予政府基本職務及政治與

社會的關係一種不容置疑的神聖性。另一方面則對國家權力及其可能有的專制行

動產生遏阻作用。保守主義者相信，人類如無宗教信仰束縛，就會陷入某種程度

的混亂與失衡，但宗教不應是一種深奧的教義，或是神秘的總體性體驗。當宗教

不再具有社會權威時，人們會因無限的獨立自主而驚慌失措。對周遭一切事物之

快速變動，使人們無限焦慮而精疲力竭。 

托克維爾的確表現了許多保守的面向。例如，托克維爾強調對傳統與宗教的

尊重，故主張「教條式信仰」（dogmatic belief）是一種「可喜的束縛」（DA: 

434,442）。若非如此，則個體將無所適從，難以作決定，而自由也無從運用。個

體是獨立的，但並非完全獨立，「權威在知識和道德生活中無論如何必然扮演某

種角色」（DA: 442）；反對過度依賴理性主義：「我們的革命者喜愛普遍性理論、

完整的立法體系和迂腐的對稱，藐視確鑿事實，愛好依新奇、精巧、有創意的原

理重塑制度；渴望依邏輯規則和既有理論重新制憲，而不僅修正錯誤部分。此一

結果充滿災難，這些作家的貢獻或許正是政治家的禍患。造就這些偉大作品的特

徵，可能導致毀滅性的革命。」（OR:147）；此外，托克維爾有著對庸俗化

（mediocrity）的恐懼：「不把少數人變得優越卓絕，而是提供人民大眾平庸的幸

福，或許就是上帝的意志。」（轉引自Mayer,1960:30）他的確恐懼民主會因為所

有品味均由最低公分母決定而導致文化墮落。大眾社會造成大量生產，結果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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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文化。就此，他對比貴族制與美國得到的結果是：前者引介卓然與優雅的品

味，而後者則未能產生高度美學化的文明。（DA:460-1）當然，托克維爾支持以

宗教作為社會秩序的基礎。他認為關心幸福生活正當而必要，但也很容易陷溺其

中。宗教的主要目的即在「純化、監控和限制」平等所帶來對幸福生活「過度和

沈迷的」愛好。對此天主教比新教更有效，因為它更有彼世取向，較少關心世俗

的職業。（DA:444-8；Lakoff,1998:449-60） 

然而，我們也應該注意，托克維爾其它重要主張與保守主義相異之處，諸如

前述他反對貴族制，及批判柏克對於法國大革命全盤否定的態度。即使他希望能

建構社會權威或能保存具有美德的民情（mores），他的作法也是要和民主社會的

憲政權利傾向妥協，而非完全訴諸傳統。因為，民主時代的知識權威來自俗世世

界，想超越其上建立新宗教只會自取其辱。最重要的差異，即在於托克維爾對民

主體制採取接受的立場。他相信歷史是「神聖策略」（divine tactic）或上帝無聲

的意志，某種程度相信歷史是向前進步的演化過程。《美國的民主》一書的開始，

他就認定平等的趨勢是上帝意志的展現。他這種快速接受歷史判決的態度，與保

守主義的根本信念不符－－基本原則決不因歷史的迫切需要而妥協。這種根本差

異使得 Lakoff稱托克維爾的思想為自由派保守主義﹝事實上，他把托克維爾和

柏克並列，而柏克也的確是自由黨（Whig）而非保守黨（Tory）議員﹞（Lakoff, 

1998:447-8 ） 

另一位重要的保守主義詮釋者 Frohnen則堅持托克維爾是保守主義者，他較

著重托克維爾乃是追求一種良善生活。此一良善生活乃是以社會基本道德制度─

傳統（特別是宗教）、偏見和習慣為基礎。具有承受之美德的人（man of accepting 

virtue）接受生命（或天啟）的生活條件、家庭和社群，努力過好日子。

（Frohnen,1993:30,33-4,37,96-7,106,114,126）在他的著作中並專章（第五章）分

析托克維爾思想的保守性格。 

為了堅持托克維爾思想乃是純粹的保守主義，Frohnen在前引文中並有意識

地與共和主義詮釋辯論，作出一系列對比：美德的社會、宗教性格 v.政治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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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傳統 v.創建行動；維繫既有秩序 v.追求共和體制；自由從社會互動 v.政治互

動中學習運用。有趣的是，根據這種對照，我們將在後文中看出，托克維爾更接

近共和主義的立場。 

二、就自由主義而言，如前所述，托克維爾的十九世紀自由主義本來就具有

混合的性格。再加上當今自由主義的面貌也與十九世紀大不相同，因而使得他的

思想不易納入自由主義的範疇中，難怪「貴族自由主義」、「奇特自由主義」、「高

蹈派自由主義」（parnassian liberalism； Kelly,1987:475-503）、「共和派自由主義」

（republican liberalism； Dagger,1997）等限定式名稱不脛而走。 

依江宜樺的分類，自由主義有六項原則： 

(1)個人權利—其他個體或集體（如社會、國家）必須對個體價值高度尊重，

因此人人具有若干基本自由權。 

(2)多元寬容—只要不妨礙他人享有同樣的自由，人的思想言行應受尊重，包

括標新立異﹑不同於主流價值的奇特言行﹐社會不得以多數之壓力禁止或譴責之。 

(3)立憲政府—自由主義傳統上視政府為必要之惡﹐若國家成立不以有效保障

個人既有權利則失去正當性。而為防止政府變成難以駕馭的怪獸，故應限制其濫

權，其一以憲法為根本規範，其二為分權制衡的設計。 

(4)國家中立—國家不得成為任何特定族群、宗教、階級、黨派之統治工具，

亦即法律之前人人平等原則。儘管事實上國家中立很難作到，但自由主義者仍主

張儘量以程序正義取代實質正義，以使大部分決策反映社會多數成員的偏好。 

(5)私有財產—早期自由主義認為財產權神聖不可侵犯，「未經人民代表同意﹐

政府不得任意徵稅或將私產充公」，「私人財產可以自由買賣、利用、餽贈，繼承

人擁有完全之繼承權」。本世紀因政府的社會經濟職能大幅擴充而採取國營事

業、福利制度、累進稅率（及遺產稅、贈與稅⋯⋯等）使財產權觀念有了重大變

化，但只要同意人民有權享有私產，而非生產工具收歸國有或採嚴格配給制度，

仍屬自由主義。 

(6)市場經濟—基本上要求以自由開放競爭的方式，決定社會經濟（乃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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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之平衡。商品買賣，甚至人才甄用或教育資源分配均可採自由競爭市場機制

調節。反對過多的干涉、管制，並相信（有時近乎迷信）無形的力量自然會導致

最佳的配置狀況。（江宜樺，1996﹕7--8） 

相應於這些原則，托克維爾很畏懼政治權力的集權，因此為個人權利（尤其

是言論與結社自由）強力辯護。他也主張財產權、提倡有限而立憲的政府。在

1848 年革命期間，托克維爾做為國民議會議員，也完全擁護自由放任，視「商

業法」為「上帝之法」。 

但另一方面，他擔憂傳統甚至父權式社會紐帶（ties）的斷裂，厭惡中產階

級，抗議新興工業社會使人疏離、原子化。鄙視自利的政治而喜歡談論羅馬的美

德與光榮。他認為政治的目的不在追求繁榮，而應效法宏偉壯觀的民族傳統。對

法律的信心遠不如風俗民情。更憂心自由主義強調個人權利的倫理或許會形成一

種新而危險的暴政（Boesche,1987:265-6；Nisbet,1986:57-8） 

而且，保守主義者也可以反擊自由主義詮釋。托克維爾的自由觀並非奠立於

自然權利或經濟自由主義之上，而是奠立於意志自由，及在無壓制性中央權威的

條件下，運用中介性權力提出政治訴求之上。他也承繼了保守主義傳統：社會是

歷史／有機，而非分析／原子式的；社會層級是可欲的；他偏好君主（立憲）制

並為既有宗教辯護；接受財產權不是基於自由放任經濟思考，而是表達分散的財

產擁有，可以抵制消除所有差別的水平化（leveling）力量；恐懼在國民主權中，

無知會取代知識智慧，管理公共事務；他對社會平等所內含的文化墮落深感遺

憾。托克維爾特別為保守主義民主建立基礎：他相信有限度擴大選舉權，會使得

保守的農業經營者對抗革命與社會主義，捍衛秩序。（Lakoff,1998:461）他並認

為中產階級興起，只是特定形式個體主義的展現，而不是理性的躍進。因為「最

理性的政府並非由利益涉及各方均參與，而是由社會最開明最具道德感的階級支

配。」（SL:56）這些質疑恐怕是自由主義詮釋很難妥善回應的。 

三、在共和主義的詮釋途徑方面，其核心價值包括自主性（autonomy）、政

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平等（equality）、公民性格（citizenship）、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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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government）、共善（common good）、政治作為所有成員參與審議（de- 

liberation）的公共過程、愛國心（patriotism）、公民美德（virtue）以及克服腐化

（corruption）等。申言之，自主性是指不受支配的自由狀態，除了政治共同體

對外不受強敵奴役之外，也意味對內全體公民不受少數菁英的專斷支配，而能平

等地在法治架構中自由議決公共事務。共和主義者區分公、私領域，並將政治事

務隸屬公共領域；公民必須依照彼此均能接受的共善觀念來審議政治事務，私人

利益不應涉入公共事務的考量。共和主義並強調政治活動的優越性，主張公民唯

有在參與議決公共事務時，才可能透過溝通論辯而超越個人私利，建立追求共善

的美德。公民自治的政治制度，並非自然而致，而是在人性以及制度易趨腐化的

傾向下，通過個人的德行典範或制度的運作加以克服，才有可能維繫公共生活的

持續繁榮，並彰顯其存在價值。對共和主義者而言，能保障政治共同體全體公民

獨立自主，並實施民主的自我統治之制度，乃是最理想的政治體制。而當公民認

知其福祉和自由與政治體制間的緊密關係時，就會激發其愛國心。所以，共和主

義者也重視愛國心對於凝聚公民意識的重要性。（蕭高彥，2002:88-9） 

本文主張，托克維爾即使在許多政治議題上，同時呈現自由與保守的性格，

但他最終的關切仍是明確的─在民主浪潮中建立共和主義政府。在《美國的民主》

一書的作者導論中，他表示了自己的理想： 

⋯一個社會，所有人視法律為其共同的作品，毫無困難地喜愛並服從它。政

府權威因其必要而非神聖得到尊敬，對國家元首的敬愛並非出於激情，而是

冷靜與理性的情感。每個人擁有一些權利，並得依法享有之。各階級間有坦

率的信任與相互的禮儀，彼此既無傲慢也無奴役。人民了解自身利益所在，

所以為了分享社會的好處，也必須擔負自身的義務。公民的自由結社代替了

貴族的個人權威，國家既能免於專制，也不至淪為放縱。（DA:14） 

至於「民主的共和國」之實現，托克維爾則寄予無比的信心： 

本（19）世紀基本上是民主的。民主有如漲潮，它退縮只為了以更大的力量

反撲。很快地每個人都會看到它雖有漲退，卻持續蠶食灘岸。歐洲社會將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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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成為民主社會，毋庸置疑。（JEI；67） 

而這股力量所代表的是一種水平化的潮流。它掃除貴族的政治權力，教會的

層級制權威，也代表多數權力與公眾意見的興起。因為消除了所有中介團體

（intermediary bodies），使個體必須直接面對社會與國家，卻處境孤立。因為無

權威指導其運用理性找到人生方向，再加上當代資本主義促使個體愛好物質享

樂，所以對於政治生活，一方面覺得應服從多數意見及多數的道德權威，故易形

成多數專制；另一方面，對物質享樂的追求，也使個體從公共領域撤退、隱遁，

結果造成民主的專制，及個體的政治弱化（enervation）。（Oldfield,1990:119-23） 

要強化公民的參與，則有賴於政治自由。托克維爾主張的政治自由來自於基

督教傳統，是一種道德或神學的概念。它要求人們依神的律法自我統治；並藉由

要求人們向最高法（higher law）負責而解脫於卑賤自私的情欲之外，並教導公

民抑個體權利於共善之前。（Kessler,1977:119-46） 

個體權利完全產生於民主時代。鼓勵自私且只有在開明自利的條件下，才提

倡自我限制與尊重權威。其基礎較有利持久，但較不高貴。要調和政治自由與個

體權利，托克維爾訴諸一種道德責任意識─亦即「正確理解的自利原則」。其基

礎是人的驕傲與尊嚴。它屬於一群自由的人民，他們努力改善生活，掌握自己的

命運，發揮勇氣、智慧與紀律來統治自己。（DA:533-4） 

托克維爾對道德自由的信念，源於基督教意志自由的原理。這和其他自由主

義好友諸如空論派的 Guizot, Royer - Collard，功利主義者彌爾之主張自然權利或

功利主義式自由權觀點，均不相同。（Lakoff, 1998:442-3）這種政治自由的運用，

充分顯示托克維爾建構及維繫政治體制的共和主義性格。若從憲政主義的角度來

看，這種性格更為清晰。托克維爾的憲政主義乃是將古典「美德政體」式的憲政

概念，適用在現代民主主權的條件下。其做法基本上必須運用政治智慧（political 

prudence）。美德的培養必須運用民主的語言，出以自由而非美德或道德至上的

形式。他說： 

在美德的一般觀念之後，我不知道還有比權利更高的原則；或者這兩個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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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合而為一的。權利只是被引入政治界的美德。正是權利觀念使人獨立

而不自大，服從卻非奴役⋯無美德則無偉人；不尊重權利就沒有偉大的國家

─或許還應該加上─也就沒有社會。（DA:237-8；Kraynak, 1987: 1176-7） 

但是，托克維爾既然經常被標示為自由主義者，而事實上，他也極重視自由

的價值，則以共和主義詮釋他是否可行？這個問題要看本文所主張的共和主義詮

釋與十九世紀自由主義關係為何？能否共容？ 

儘管時代演進，但自由主義變遷劇烈，甚至於現代保守主義也與柏克時代大

有不同。反倒是共和主義維持了大致相同的特徵。有些思想家認為自由主義與共

和主義大不相同，也無法相容。例如法國自由主義者康士坦（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以區分古代自由與現代自由的方法批判共和主義。他認為，

古代自由重視政治參與，但只適於小國寡民的戰爭團體，且在私人關係中廣受限

制；而現代自由則適於廣土眾民的當代國家，公民在和平穩定的基礎上從事商業

活動，取代分享政治權力。同時在法律規約下，不受他人專斷意志所干擾。每個

人擁有表達意見、選擇職業、運用財產以及自由遷徙的權利。這種二元對立架構，

影響了十九世紀中葉以後自由主義的傳統：質疑共和主義的政治自由及民主參與

等理念，認為與消極自由無法相容。（蕭高彥，2002：101） 

而 Pocock則力持共和主義立場，批判自由主義。他表示共和主義在思想論

爭中很重要，且不能化約為現代自然權利的語言。在共和主義對變遷（腐化）的

恐懼中他繃緊了反現代化的神經，並與自由派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特徵激烈對

抗。他以共和主義的政治論述置公民性格為最高價值，明顯與自由主義的奧古斯

汀式特徵－對權力的恐懼，及專注於限制政治的範圍－相對立。

（Pocock,1975:66-76；Issac,1988:356;Wolin,1961:chs.9-10）  

Pocock在他的經典之作中，質疑自由主義式解讀當代史為基於權利的發展

過程。他的質疑伴隨著強調公民參與和團結的共和主義政治語言，他的論點是，

共和主義一直是自由主義的競爭者，以社群價值對抗個體主義價值。這種歷史觀

滋養了當代的社群主義，提供一種新的歷史和傳統，有助於共同批判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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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 Sandel 說：「如果共同善這一方是對的，那麼我們最迫切的道德與政治計

畫，便是去復甦隱含在我們的傳統，而此時卻已凋萎的公民共和主義之可能性。」

（Sandel,1984:7）又如 Fraser對法學思想家的批判：「一直無視或輕忽美國法律

思想中的共和主義傳統。此一傳統乃由歷史記憶所提供，對現代化的經驗所標誌

的制度崩解之殘酷過程的唯一解毒劑。」（Fraser,1984:18;Hampsher-Monk,1984; 

Isaac,1988:350） 

此外，Charles Taylor在批判 Berlin時也同樣辯稱，包括自由主義在內，任何

自由的理論，都必須以個人對特定的目的和善的觀點為基礎，並對參與自由的意

義做出判斷。若非如此，就是「放棄某些自由主義最具啟發性的地帶－有關個體

的自我實現」。（Taylor,1979:193）。 

Sandel 說，自由主義權利理論缺乏人做為主體的適當概念，自由主義之「不

受阻礙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與任何豐富的社會正義概念均不能相容。

（Sandel，1984） 

但 Isaac認為 Constant, Pocock, Taylor, Sandel等人對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的

理解，低估了共和主義中的個體主義特質，特別是關於私有財產；也低估了自由

主義的社群性特質，特別是國家的核心地位。自由主義內在的資源足以合理化一

種良善生活的概念，同時，這個理論體系也整合了自亞里斯多德以來共和主義的

個體獨立及愛國心等價值。（Issac,1988:375） 

而 Taylor和 Sandel的說法有點矛盾，他們批判某種自由主義理論在哲學上

不妥當，基於這種缺陷提出批判。但他們也暗示地承認了自由主義不僅止於這些

有缺陷的理論。所以 Taylor提到超越 Berlin消極自由觀的「自由主義地帶」；而

Sandel則說「隱含在我們傳統中的公民共和主義可能性」。（Issac,1988:374） 

Galston認為與本務論自由主義者及其社群主義批判者所說的相反，自由主

義的確實現了一種善的理論－「自由派人文主義」。這種理論內含於自由主義的

實踐，也包括一種自由主義的美德理論：個體支持自由體制，並在此體制下追求

善，所必須具備的性格特質。這種性格特質以兩個基本原則為基礎：公領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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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依照公正無私的法治運作，並包含了所有成人「做為完整與平等的公民，而

非政治的臣屬或社會的被支配者」；而私領域提供所有個體「最低限度的正當、

富裕、個人發展空間、大致的正義、追求真理的機會和尊重隱私」。也就是身份

的二元性（dualism of identities），這就是自由主義意識型態的基本原則－政治包

容和公民自由。（Galston，1982：627-9） 

綜言之，以共和主義詮釋托克維爾的民主思想，無損於他對自由的高度重

視，及接近自由主義民主的各種理念。藉由前述觀點的辯駁及無意中的補充，反

倒使我們對共和主義與當代自由主義深厚的淵源有了更進一步的認識。從而有助

於我們在評價托克維民主思想時，避免「時代錯置」的謬誤。 

 

 

 

第三節  研究主題與概念架構 

 

本文把焦點集中在托克維爾的民主思想。因為托克維爾的民主概念，融合了

古典民主制的社會面特質，與現代民主的主權在民特徵。此外，托克維爾民主思

想有濃厚的共和主義氣息，這和自由主義民主較偏重強調權利的保護與政府的制

衡，有著完全不同的視角。對思考民主體制的社會內涵，應有更豐富細緻的貢獻。

也更能回答在民主社會中，作為一個公民，應該如何自處，依循何種美德規範，

才能為維繫得來不易的民主體制，盡個人一分心力。共和主義在回答價值判斷問

題或說良善生活問題時，總是較自由主義更為堅決。 

本論文除了以本章做為導論，先對托克維爾的思想加以定位之外，以下還有

四章。第二章探討民主社會的一般傾向。首先分析托克維爾對民主所下的定義，

何以曖昧不明。當他同時以民主指涉「身份平等」和「國民主權」時，對此概念

會造成何種影響？接著分析身份平等的意義，及其在歷史發展過程中，有何特殊

重要性。由於托克維爾所處的時代，正是西歐資本主義起飛的階段，他的著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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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對物質主義發展趨勢的關心，並且也從民主社會的個體處境，去觀察這個時

代精神影響。事實上，托克維爾對物質主義持批判的態度，因為他深切認知，這

種趨勢有其腐蝕公民參與美德的缺陷。本文也將此列為討論重點。本章最後則思

考社會一致性問題。托克維爾對平等概念最嚴厲的批評，就是它水平化的強烈傾

向，形成了社會意見壓制性的力量。這對於理性辯論的市民社會形成甚為不利。

尤其造成一種完全不尊重權威，卻只服從多數之脆弱而孤立的個體，將有利於專

制暴政假藉國民主權而形成。 

第三章以民主體制的腐化為題，主要研究三個問題：多數專制、民主專制和

民主轉型。托克維爾有關多數專制的形成，與其弔詭地內在於民主體制的論點，

影響了彌爾及許多同時代思想家，可謂膾炙人口。本文將探討此一觀點的內涵，

及其與身份平等概念能否構成有效的推論關係。此外，也必須嚴肅面對多數專制

在民主政治中，既不可避免，卻具有腐化作用的後果。這是托克維爾所提出的共

和主義式質疑。 

至於民主專制，其實這個概念在法國空論派思想家，就已經有熱烈的討論。

托克維爾關於這個現象的意見，不能說是原創者。但他在美國這種「理想型」的

民主中，也發現民主專制的可能性，則顯現出比空論派思想家，對此一問題更深

刻的體認。亦即，他不僅是從法國 1848 年社會主義革命中，看出民主專制的潛

在威脅，更是在民主的國民主權和身份平等基本哲學基礎上，定位民主專制的高

度或然性與危險性。尤其資本主義發展，加劇民主社會物質主義的傾向，使得公

民意識陵夷，而私領域生活的價值受到過多甚至狂熱的重視。如此不平衡的發

展，將使得現代奴役─民主專制─的幽靈徘徊不去。 

最後，有必要將法國由貴族社會轉型為民主的經驗，單獨提出來討論。因為，

這對托克維爾和本文均有意義。儘管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即已討論兩種專

制的問題，但他也清楚地表明，法國的歷史與此不同，沒有必要完全仿效美國經

驗。而台灣也是從威權轉型到民主，深刻地體認政治社會典範轉移與重建的難

題。當前我國的政治紛爭，與此密切相關。所以轉型過程對民主有何影響，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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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必須理解的主題。同時，托克維爾討論美、法民主不同的形成發展，似乎

將政治創建與變遷（腐化）兩大共和主義核心議題，同時處理。對此，本文也將

提出分析與討論。此外，民主轉型過程中，政治權力集中對社會多元化之不利影

響，也是公民美德腐化的重要原因。這個發展趨勢甚至連大革命都未能撼動分

毫，可見其強悍之一斑。本來共和主義者都會關心革命這個議題。托克維爾對革

命的觀點，反而是從中發現現代官僚國家的興起，及其與公民性格之間本質性的

矛盾，也可謂獨具隻眼的創意。 

第四章討論民主體制的鞏固與維繫問題。針對民主社會可能的腐化危機，托

克維爾提出的解決之道主要是共和主義的。他認為，要在民主社會強化公民意

識，對抗各種壓制，運用政治自由是最重要的手段。政治自由兼具權利與美德的

性質，且必須在實踐中獲得，這是托克維爾反覆強調的概念。尤其重要的是，政

治自由與社會權威的建立，不但不衝突，反而是相輔相成的。托克維爾企圖透過

鄉鎮自治、政治與社會結社、陪審團⋯等制度使公民既能運用自由權利，同時又

從參與的實踐中獲取共同協商、討論、合作的美德。此外，他也賦予宗教一定的

角色，扮演維繫社會文化典範權威的角色。而女性在此一社會建構中，也被指定

成為道德傳承者的角色。本章對這種共和主義的社會建構，將在第四節提出分析

反省。 

大體而言，前述概念架構可以下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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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架構圖：托克維爾之共和主義式的民主平衡 

 

 

 

 

 

 

 

 

 

 

第五章是結論，綜合說明前述各章的討論，並就國民主權、身份平等、公私

領域、社會共識等四項課題評論托克維爾的民主思想。此外，並就共和主義詮釋

途徑的選擇，作一回顧與反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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