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ၡāāࢋ
本文以西方共和主義創建理論的脈絡來比較分析卡爾‧施密特以及
漢娜‧鄂蘭的憲政思想，探究兩位思想家如何基於現代民族國家以及共
和主義的不同思想史資源，建構各自的憲政論述。施密特以深厚的公法
學與政治思想史素養，將馬基維利以降迄於法國大革命的「超越常態之
政治決斷論」為基礎，建構出一個完整的民族制憲權與同質民主的憲政
理論。鄂蘭則將公民權放在古典意義的社會層次，拒斥主權原則的優先
性，認為只要有人們集體地以公共自由作為行動導向，便可形成體現共
同權力的政治體。本文除了探討兩者對革命制憲的不同觀點，並進一步
分析，鄂蘭如何運用羅馬共和思想來批判施密特的政治神學，特別是她
將「權威」與「權力」加以分離的概念架構不但是對施密特一元式權力
觀念（不論是民族制憲權或主權決斷）的挑戰，更構成兩位思想家之間
饒富理論意義的「隱蔽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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ಥă݈ā֏
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以及漢娜‧鄂蘭（Hannah Arendt）為二十
世紀德國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前者活躍於威瑪德國，倡導以民族主義為基
礎的政治決斷論，因為二次大戰時支持納粹主義，戰後被聯軍整肅，禁止
於大學任教。相對地，鄂蘭乃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學生，由於
其猶太裔身份，二次大戰時被迫流亡法國，最後定居美國，並以研究極權
主義，發揚共和理想而聞名於世。雖然兩位思想家有著共同的德國思想背
景，而且核心關懷均為如何於現代社會以及群眾民主中，振興「政治」的
自主性；但由於鄂蘭所享有的令譽，使得兩者的比較研究，至少以英文世
界而言，數量相當有限。在文本方面，不像另一位猶太裔政治哲學家李奧‧
史特勞斯（Leo Strauss）有專文評論施密特《政治的概念》一書，可以直接
比較二者的思想異同；鄂蘭在刊行的著作中，只有在《極權主義探源》中
三次提到施密特。 1 然而，筆者認為，鄂蘭在《論革命》一書中對於美國
與法國大革命之制憲活動成敗所提出的理論分析，幾乎可以被視為是一個
與施密特著名的制憲權理論所進行之「隱蔽對話」（hidden dialogue）。2 本
文的主旨，便在於以政治理論的角度切入，重構這個隱蔽對話，並探討其
各自觀念對當代憲政的意義。
1

2

ᔵдĮໂᝋཌྷଣį३ϫ̚ᘲЕ˞αώ߉পүĞArendt, 1973: 506ğĂҭ၁ᅫ˯
ͽޢ۰ 1934 ѐ۞ Staat, Bewegung, Volk ࠎࢋᇈ͔͛ώĞibid., 251, 266ğĄͧྵࣃڦ
ຍ۞ߏญᜋд˘࣎ොᛖ̚၆߉প̝ෞኢĈĶಱᎸڱߏ۞קጯछΙႬ‧߉পĂᙯ
ٺϔඕͽ̈́۞ع߆ޠڱჟநኢĂӈֹֽ̫̪͟ᎸקĄ̂ࡗдˬ{ѐ
̚ཧܮజৼოҋ̎۞߆ڱጯ۰Ăт Hans Frank ̝߹ٙפķĞibid., 339ğĄญᜋдѩ
ٙኢ۞ߏдໂᝋ߆ڼវր̚ৌϒѣࣧ౹ޥຐ۰Ğт߉পğ֍̙ــटٺ༊Ă҃
ࠎπ̝ዅٙפĄ
Ķᔳት၆ྖķ˜ߏᇇ઼ޥຐΫछ Meier (1995) ϡֽೡΫপ౻߉প̝ม۞ޥຐΫ
ᙯܼĄඊ۰ᄮࠎ˵Ξͽϡֽೡญᜋᄃ߉প۞ޥຐΫᙯܼĄтТ Beiner (1990:
238-239) ٙĂญᜋдԲෞߦٛဦ۞߆ࣰڼጯ၁ߏ၆ϲٺ၁ᅫ߆ޥ۞ࠧ͵ڼ҂ॡĂ
ޝᙱ̙΄ˠᓑຐߏ၆ٺΫপ౻ٙૺ۞Οࣰڼ߆ጯ̝ԲҿćТᇹгĂญᜋдĮኢ
ࢭį˘३̚၆ٺҘࡠ۞ԲҿĞArendt, 1990: 161-164ğĂ˵ޝᙱ̙΄ˠᓑຐߏ˘࣎ᄃ
߉প۞ᔳት၆ྖĂЯࠎ߉পߏ˟Ȉ͵ࡔ̶טژጳᝋࢦࢋ۞நኢछ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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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相關英文文獻，John Ely (1996) 以施密特後期著作 Nomos der Erde
為基礎，分析其基於現代領土主權國家之政治觀，和鄂蘭以公共空間的公
民協同政治論述形成了強烈的對比。William Scheuerman (1998) 則主張兩
位思想家所分析的法國大革命均有所偏頗，甚至認定鄂蘭批判法國革命，
謳歌美國革命的論述策略是為了矯正施密特過度頌揚法國革命之民族主義
成分。
在中文著作方面，對於兩位思想家個別的研究已經累積了豐碩的成
果。鄂蘭的研究在台灣比較有持續而完整的學術成果，包括了蔡英文
（2002）的專書以及江宜樺（2001、2005）的論文與專書篇章，二者均有
相當影響力。關於施密特的研究，則呈現比較非延續性的發展：早期吳庚
教授（1981）以「新浪漫主義」主軸對施密特政治哲學所做的全面分析之
後，一直到最近才有張旺山（2003、2005）以及蔡宗珍（2003）對於施密
特的新作。張旺山以哲學觀點進行分析，對於施密特決斷論的內涵以及時
代精神提出了深入的分析；蔡宗珍則以德國公法學說史的背景切入施密特
的憲法理論，對於提升施密特研究的法學背景具有相當參考價值。然而，
對施密特與鄂蘭思想從事比較研究則較少。蔡英文（1997）綜合了其長期
以來對鄂蘭思想之關注，以政治概念為基礎對二者作出詳盡的比較分析，
著重於施密特國家主權論與鄂蘭共和論述之鮮明對比。另外一位對鄂蘭長
期研究之學者江宜樺（2005）則以西方思想中「政治」之概念史為主軸，
將施密特的「決斷論」與鄂蘭的「多元論」作為當代政治理論中，能與自
由主義「公共理性論」和後現代的「基進民主論」並列的思想典範。
本文的目標將不如這些宏觀性文章嘗試闡釋二位思想家的典範意涵，
而將焦點放在西方共和主義創建理論的脈絡，對二者加以比較分析，並探
究兩位思想家如何基於現代民族國家以及共和主義的不同思想史資源，建
構各自的憲政論述。施密特以深厚的公法學與政治思想史素養，將馬基維
利以降迄於法國大革命的「超越常態之政治決斷論」為基礎，建構出一個
完整的民族制憲權與同質民主的憲政理論。鄂蘭則將公民權放在古典意義
的社會（societas）層次，拒斥主權原則的優先性，認為只要有人們集體地
以公共自由作為行動導向，便可形成體現共同權力的政治體。除了探討兩
者對革命制憲的不同觀點，本文將進一步分析，鄂蘭運用羅馬共和思想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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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施密特的政治神學，而鄂蘭將「權威」與「權力」加以分離的概念架
構更是對施密特一元式權力觀念（不論是民族的制憲或主權決斷）的挑戰。

෮ăયᗟ۞൴ᕇĈૄჯӀ۞߆ڼ౹ޙኢ
馬基維利（Nicolò Machiavelli）不僅是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開端，而且
以本文所探討的議題而言，其政治創建論也深刻影響了施密特以及鄂蘭的
理論建構。馬基維利生於十六世紀義大利四分五裂的動盪時代，卻又嚮往
著民族統一以及國家建立，從而恢復古羅馬的榮光。是以，其政治思想的
核心關懷在於：如何在腐化失序的狀態中，創造全新的政治秩序。他強調
「必須記住，再沒有比引介新的秩序更為困難的課題，沒有任何事情比此
事之成敗更加不確定，執行起來更加危險」（《君主論》第六章）。貫穿
馬基維利所撰《君主論》以及《李維羅馬史疏義》兩本巨著的核心議題，
正是「引介新的秩序」（introducing new orders）：無論是君主的個人統治，
或者是公民自治的共和政體，均需預設一個政治秩序的創建活動。
馬基維利共和主義論述中， 3 與本文最具關連性的厥為下列主張：

ᑕྍߏࠎໄ߁ّ۞ఢĈੵܧѣߙ˘࣎ˠĦಏħఢထĂЇң
˘࣎В઼ٕӖ઼̙അٕ͌ޝ൴Ϡଂ˘ฟؕಶఢထԁචٕБ
ࢬԼࢭΟטᇹ۞ְĄቁ၁ѣυࢋϤಏ˘࣎ˠኬ̟ሀё֭ͷ
ឰ˘͕ဳؠЇң˘ᙷ۞ఢቑĄČѩγĂт࣎˘ߙڍវѣᖐ
Ħ৩Ԕħ۞ਕ˧Ă˳ڼܜщ̙ݒਕЈᏥߙ˘࣎វ۞ᗕ۷Ă҃ᅮЈ
Ꮵధкˠ۞ר᜕Ăჯᘭ˵ѣᏥٺధкˠĄᔵкᇴˠ՟ѣᖐ
۞ਕ˧ĂЯࠎࣇϤٺຍ֍ంਾ˘ߏ̙҃ፍިᆃᇹ̖ߏѣৈĂ
ҭߏࣇдሢଉĦтңྻү˭ħͽޢĂࣇ̙ົТຍᄲٸୢಶٸ
ୢĄĞૄჯӀĂ2003Ĉ30-31ğ
在這引文中，馬基維利除了指陳「創建」（founding）作為現代共和主義的
核心論旨外，更剖析了一個重大的理論困難：共和國以政治自由為核心價
3

ᙯૄٺჯӀ߆ڼ౹ޙኢ̝ྎኢĂኛણ҂ᏂޜĞ1998ğ۞̶ژ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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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並以公民參政作為最重要的政治理想，但由於公民集體在意見方面的
分歧，無法從事創建共和秩序的艱難課題，而必須通過一個德行超卓的個
體獨立地締造政治秩序；等到共和體制穩定之後，公民在其中培養自我管
理的政治經驗，才會珍惜此種自由生活的基本價值並且願意以死護衛之。
馬基維利所指陳的理論悖論，簡而言之，即在於「創建」以及「維護」所
需的不同力量：共和秩序的創建需要單一個人（uno solo），但共和秩序的
維護卻需要多數公民集體的志業。這個觀點之所以構成一個悖論，其根本
原因在於將一人統治的權力集中與共和主義的公民自治辯證地結合起來。
以後來康德道德哲學的範疇而言，則無異於宣稱公民自治作為一種自律性
（autonomous）的政治理想，卻需要靠著一種他律性（heteronomous）、甚
至父權式的個人力量加以開創（Barnard, 1988）。
馬基維利的分析觀點，並不能單純地歸因於其時代之限制，也就是說
在文藝復興時期，現代民主政治以及憲政理論尚未開展，而輕易地加以棄
之不顧。事實上，在法國思想家盧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體系中，
雖然經歷了兩個世紀的間隔，自由主義以及憲政主義都已經發展成熟，但
相同的悖論仍然存在於其社會契約論述之中：具有正當性的政治共同體，
必須通過全體公民所形構的普遍意志（general will）來制訂法律來落實公民
自治；但要讓公民可以共同參與民主審議活動，卻又預設著一個偉大立法
家（Legislator）形塑國民同一性的創建活動。 4
筆者認為，馬基維利的政治創建論述，非但不是歷史限制之下的特殊
思考方式，且為影響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典範之一。本文將此種思考方式
名之為Ķ૱ၗ۞߆ڼՙᕝኢķ，其根本精神存在於下列的辯證關係：任
何一個常態性的政治秩序（包括共和式的公民自治），都必須在創建時刻
依賴於一種超越常態之外，並且與常態活動完全對立的力量，通過權力的
集中與決斷來形構程序。而此種思考模式，除了盧梭普遍意志與偉大立法
家的辯證關係之外，還包括了影響法國大革命甚深的西耶斯（Abbé Sieyès）
所提出的「憲法所設置之權力」（pouvoir constituè）以及在其上的「制憲
權」（pouvoir constituant）的辯證關係，以及法國革命領袖羅伯斯庇爾所
4

ᙯٺᎊୣޥຐ࣎̚ᙋĂኛણ҂ᏂޜĞ2001aă2001bğ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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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憲政政府」與「革命政府」的二元對立等。
本文以下便以這個理論脈絡為出發點，檢視施密特以及鄂蘭的憲政思
想。我們的基本論點為：施密特繼承並發揚了馬基維利以降「超越常態的
政治決斷論」思考模式；相對地，鄂蘭則嘗試以美國革命與立憲的歷史經
驗，來建構一個可以克服此種決斷論，但又有別於自由憲政主義的公民共
和論述。

ણă߉প۞ጳ߆நኢĈ
āāϔ̝߆ڼՙᕝᄃטጳᝋ
施密特以「敵友區分」的政治觀以及「決斷例外狀態」的主權概念而
為人所熟知。他對於馬基維利的政治創建理論並未特別加以著墨，但筆者
認為其政治決斷論繼承並發揚了馬基維利主義之精髓。特別是施密特在被
聯軍整肅禁止講學之後，由柏林自我放逐到 Plettenberg，並將其書齋命名
為「San Casciano」，以被麥迪西家族所放逐的晚年馬基維利自況，可見其
與馬基維利精神相近之處（Kennedy, 2004: 35）。
在《政治的概念》一書中，施密特除了頌揚馬基維利悲觀的哲學人性
學基設外，特別著重馬基維利作為現代民族概念的前身，以及馬基維利主
義在民族存亡之秋時所發揮的巨大影響力：

̙ض൴ϠдૄჯӀ֗˯Ăт˘ߏڍҜࠎ˞ϫ۞̙ፄ߱͘
۞ˠĂᏵѝົᆷ֤ͧώᓏָ̙۞ĮӖኢįՀಱୁ൴ّ
۞үĄְ၁˯ĂૄჯӀည༊ॡ۞য়઼˘ᇹϒ֨ٺчၗ
๕ĂдȈ̱͵ࡔĂཌྷ̂Ӏዎ҅͟˞צતˠă઼ڱˠăҘͰˠ
˿҅ˠ۞ˢܬĄȈ˝͵ࡔܐཧ——дࢭॡഇो૬઼ڱˢ
ܬॡഇ——ჟৠ֨᎔۞ېၗдᇇ઼ࢦႊĄ༊ͅԩͽˠཌྷ
ຍᙊݭၗڠ྅ֽ۞ૻ̂ᇲˠјࠎ҅͟તϔĞVolkğ۞ࢦࢋЇ
ચॡĂૄჯӀజԓপโॾႬޭೇ˞ЩĄĞSchmitt, 1976:
66ć߉পĂ2003Ĉ193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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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文之內容而言，施密特所分析的現代憲政主義的內在矛盾最具重要
性。就其《憲法學說》的目次加以觀察，他在第一部份討論憲法的諸種概
念之後，第二部分「近代憲法的 法治國要素 」以及第三部分「近代憲法的 政
治要素 」明確地標舉出其憲政思維所強調的對立性。現代憲政主義的主要

內容，包括公民的基本權利、政府的權力分立、代議政治以及政治參與等
國民法治國的政治理想，一般均視之為近代自由主義式憲政主義的基本內
涵；施密特卻獨排眾議地指出：

઼ϔٺ˧઼ڼڱᑅڼ߆טĂϡ˘րЕఢቑֽࢨ઼טछϠ߿۞˘
̷ܑனĂБొ઼छ߿જᖼតјᝋࢨĞKompetenzenğĂ̈́ᚑॾࢨ
۞ؠăࣧ˯受限制的 ᝋ˧ĄϤѩΞͽт˭ඕኢĈ઼ϔڼڱ
઼ࣧΪਕၹјፋ઼࣎छጳొ˘۞ڱЊĂΩ˘ొЊΒӣ၆߆
ڼхд۞ԛё۞၁дՙᕝĄٙͽĂ༊̫̳ϔ઼छ۞ጳڱᓁߏΒӣ
ࢋ࣎৵Ĉ˘ߏ᜕̳ܲϔ不受 ઼छܬच۞઼ࣧڼڱĂ˟ߏ߆ڼ
ࢋ৵Ăଂ̚Ξͽଯᕝ၁ᅫ政體ĞӖטăဿᐝטăϔٕטĶ
Ъ߆វķğĄĞSchmitt, 1983: 41ć߉পĂ2004Ĉ55-56Ăโវૻ
አࠎࣧ͛ٙѣğ
施密特認定，國民法治國的各項原則不具備積極能動的政治性，而僅有「被
動性格」，因為它著重通過對於國家權力的各種限制來保障個人自由。他
總結法治國各項政治主張成為兩個基本原則：其一為「分配原則」，也就
是「個人自由領域被預設為一種先於國家存在的東西，而且個人自由原則
上不受限制；相反地，國家干預這個領域的權力原則上要受到限制」，另
一則為「組織原則」：也就是「國家權力有幾個機構共同分享，並被納入
一個受限定的權限體系中」（Schmitt, 1983: 126；施密特，2004：173）。
分配原則體現在公民的基本權利之中，而組織原則乃是通過政府的權力分
立讓國家的權力運作具有可測度性（Schmitt, 1983: 131；施密特，2004：
179）。
對施密特而言，自由主義者過份強調這些憲政主義法治國的規範性理
想，其結果導致了自由主義者忽視（或有意漠視）前述近代憲法的「政治
要素」；而施密特憲政理論的主要目的，便在於通過決斷論的重新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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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復「政治要素」在憲政理論中之優越性。 5 此處的政治要素，包括了國
民制憲權以及主權。對施密特而言，國民制憲權之行使是一種積極的、意
志性的行動，如此方有可能創造憲政規範，主權則是在規範出現例外狀態
時作出決斷重建規範的力量。相對地，法治國要素則僅限於一些規範理想，
自身無法討論合理憲政秩序開創之可能。
在施密特的《政治神學》中，主權被界定為「在例外狀態中做出決斷
者」（Schmitt, 1985: 5），從而具有創造秩序的力量。他並指出主權之決斷
同時包含了是否發生了例外性的緊急狀態，以及用何種手段加以去除。施
密特並指出，主權者雖然「外於」規範性有效的法秩序系統，但仍然「屬
於」這個系統，因為唯有它才能決定憲法是否需要被終止施行（ibid., 7）。
換言之，主權者所維護的乃是國家根本存在以及自保權，這樣的權力自然
具有絕對性格而優位於法規範的有效性（ibid., 12）。主權者之權力，一言
以蔽之，乃在於「例外狀態最為清楚地決定了國家權威的本質。決斷在這
裡與法律規範分道揚鑣，若用一個悖論來表示就是，權威證明了無需在法
律基礎上制定法律」（ibid., 13）。
Cristi (1998: 184-185) 認為，施密特這個著名的主權理論，亦即通過例
外狀態中所做之決斷而創造秩序或法規範的主權定義，在《憲法學說》中
有所修正。的確，在《政治神學》中，盧梭的普遍意志與西耶斯的民族尚
被指陳為缺乏位格（personality）的有機式集體（Schmitt, 1985: 48-49）。
這個相當接近馬基維利認定人民無力創造政治秩序的觀點，到了《憲法學
說》中，由於施密特重構了國民制憲權與同質性民主的理論，產生了根本
的變化。在施密特較後期思想中，「人民」（Volk）具有兩種可能意義：
一為憲法之前與憲法之上的人民，另一則為在憲法框架之內行使憲法所規
定的政治權利的人民（Schmitt, 1983: 238-239；施密特，2004：319）。其
中「在憲法之前與憲法之上」的性質顯然等同於前述主權者高於有效法規
範的特質，而在這個意義之下的人民所具有的權力即為「制憲權」
（vergfassunssgsgebende Gewalt），施密特將之界定如下：
制憲權是一種政治意志，憑藉其權力或權威，制憲權主體能夠對自身
5

၆˘ᛉᗟΞણ҂ችࠡ؟Ğ2003Ĉ104-115ğ̝ྎኢ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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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存在的類型和形式做出具體的總決斷Ă˵ಶߏᄲĂਕૉՙᕝፋ

࣎߆ڼ˘វ۞хдĄ˘̷۞ጳڱڱఢ۞ड़˧Ӯֽٺ
߆ڼຍԠ۞ՙᕝĄĞSchmitt , 1983: 75-76ć߉পĂ2004Ĉ103-104Ă
โវૻአࠎࣧ͛ٙѣğ
雖然在前現代的西方政治思想中，上帝或君主可以作為制憲權之主體，但
是在一七八九年法國革命前後的思想轉變中，確立了現代政治的根本原
則：唯有人民能夠作為制憲權之主體。然而，在憲法之前以及之上的人民，
顯然其同一性並非通過憲法而產生，反而構成了創造憲法的行動主體。此
種前於憲政的政治主體，即為民族（Nation）。民族被定義為：具有種族或
文化意義上相關聯合的「人民」，當他們意識到自身的政治存在，並具有
共同的政治意志時，便形成了「民族」（Schmitt, 1983: 79；施密特，2004：
108-109）。施密特在制憲權行使的議題上，幾乎完全繼受了法國革命思想
家西耶斯的論述：6「民族」既為制憲權之主體，它在政治存在上便先於憲
法，也凌駕於一切法規程序之上，所以不可能有一種程序規範來限制制憲
權的行使（Schmitt, 1983: 82-83；施密特，2004：112-114）。以西耶斯的觀
念而言，則作為制憲權主體的民族永遠處於「自然狀態」，它可以通過不
受限制的意志來行使制憲權並創造憲法；而在既存憲法體制所設置的政府
權力之間產生無法解決的矛盾衝突時，便需回歸民族的制憲權，重新締造
憲政秩序。 7
對於在施密特思想中作為實然存在與應然規範中介的「決斷」，張旺
山（2003：203-210）進一步區分為「主權決斷」與「政治決斷」兩個不同
層次，對於理解施密特決斷論相當具有啟發性。依據此區分，民族制憲權
顯然應當屬於政治決斷之範疇。然而，存在意義上的敵友區分的政治決斷
如何和形塑憲政規範的制憲權之行使加以關聯？這顯然是一個關鍵性的問
題。施密特的解決途徑乃是通過《憲法學說》第一章所提出的「絕對的憲
法概念」來加以解決。他指出憲法乃是「政治統一體和秩序的整體狀態
6

7

࣎ĶᚶצķΪࢨטٺጳᝋ̝行使ࢬШć၆ٺҘࡠטጳᝋ̚۞ҋϤཌྷჟৠĞᏂޜĂ
2004Ĉ94-100ğĂ߉পԆБΐͽ႐ෛĄ
ᙯٺҘࡠטጳᝋநኢĂኛણ҂ᏂޜĞ2004ğ۞̶ژ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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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amtzustand）」（Schmitt, 1983: 3；施密特，2004：3），也就是說，
任何做出敵友區分的政治共同體均會具有「被自動給定的具體生存方式
（Daseinweise）」（Schmitt, 1983: 4；施密特，2004：4）。在這個意義上，
憲法乃是具有政治意識的民族自我決定其存在的整體樣態。施密特並進一
步區分此種絕對意義上的憲法之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乃是「憲法＝一個
特定國家的政治統一性和社會秩序的具體的整體狀態」（ibid.）；第二層
含義則是「憲法＝一種特殊類型的政治和社會秩序」（Schmitt, 1983: 5；施
密特，2004：6），這其實是指涉作為統治形式的政體；第三層含義則指涉
「憲法＝政治統一體的動態生成原則」（Schmitt, 1983: 5；施密特，2004：
8）。 8
這個「絕對意義的憲法」是任何一個擁有統一意志的民族必定具備的，
在這個先決條件之下，才有可能產生規範意義的憲法系統（Schmitt, 1983:
10；施密特，2004：15）。換言之，民族通過敵友區分的政治決斷而成為
一個可以行動（行使制憲權）的主體，從而可以制定該主體所認為恰當的
任何 憲政規範， 9 因為這是民族自我決定其存在之整體樣態， 10 沒有超越

性的規範或程序可以約束這個決定，其他民族更不得干涉。施密特援引西
耶斯的名言：「民族行使意志，足矣。」（Schmitt, 1983: 79；施密特，2004:
108-109）。
除了民族的制憲權，人民在憲法體制 之內 也應盡量擴大其政治參與
權，此乃其理論之民主面向。施密特將「民主」界定為「統治者與被統治
者、治理者與被治理者、施令者與服從者的同一性」的政治體制，也就是
基於人民的實質平等所實施人民自己統治自己的制度（Schmitt, 1983: 2348

9

10

ᙯ߉ٺপ၆ͽ̈́࠹၆ጳڱໄ۞هડ̶Ăኛણችࠡ؟Ğ2003Ĉ86-89ğͽ̈́ૺ̋ٻ
Ğ2005Ĉ128-135ğ̝ኢĄ
дĮӖኢįௐ̱ౢ̚ĂૄჯӀĂ၆ᇝҘඈઈ̂౹ޙ۰҃֏ĂĶ፟ົගࣇ೩ֻ
Մफ़Ăឰࣇԯιౄјࣇٙ୬۞任何ԛёķć҃˘ޢౢ፬ᐽ౪࢚Ҙछјࣶଂְ
˘̂ຽॡĂᏜĶཌྷ̂Ӏனд̙ͻΞͽଳפ任何ԛёܑன۞Մफ़ķĄϤ࣎ᙯᔣ۞
͔͛ĂΞͽځቁг࠻߉পё߆ڼՙᕝኢٙჍĂдхдຍཌྷ˯טጳᝋវΞͽࢎטЇ
ңጳ߆ఢቑ۞ޥຐΫஅĄѩĮӖኢį۞͔͛Ăඊ۰ֶ Mansfield ̝ᛌ͛ĞMachiavelli,
1985: 23, 104ğ࣒Լ˞ም႔۞ᛌ͛ĞૄჯӀĂ1994Ĉ25ă122ğĄ
ϒߏҘࡠ၆טጳᝋϒёؠཌྷĞᏂޜĂ2004Ĉ103-104ğ۞ຍཌྷ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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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施密特，2004：312-313）。在這樣的同質性民主體制中，人民除了選
舉代表之外，還可以對實質性的問題做出決斷，也就是通過公民投票的方
式直接決定政治事務。施密特甚至描繪了一個永遠並立於憲法之旁的人
民，構成了公共領域以及民意，能夠對於各種政治議題做出「喝采」
（acclamation），一種簡單的贊同或不贊同的政治表達（Schmitt, 1983:
242-243；施密特，2004：324-326）。
施密特這套政治優先的憲政理論之主旨在於批判十九到二十世紀德國
的自由主義思潮。他認為這些自由主義者在與君主的政治鬥爭中，忽略了
政治決斷的重要性，而在立憲君主制度中尋求妥協，通過「法治國」原則
的強調，以議會主義來與君主抗衡。其結果導致了德國長期的「非政治化」
以及關於制憲權主體決斷之延遲。而在施密特心目之中，法國大革命不但
在理論層次提出民族制憲權這個核心概念，而且在政治鬥爭的策略上也正
確地堅持政治優位性，成為現代「民族式民主」（national democracy）的
典範。他如此描述法國大革命的時代意義：

д˘˛ˣ˝ѐ۞̚ࢭ઼ڱĂኚϠ˞ҋϤϔ̙Тࢋ৵
Ъ҃ј۞ܕጳڱĄጳޥ۞ڱຐૄనߏטጳᝋጯᄲĄČט
ጳᝋѣ˘࣎Аՙ୧ІĈˠϔߏͽ߆͞ڼёхд۞၁វĄĶϔķ
ĞNationğ˘ෟჟቁгೡ˞߆ڼຍᙊ̏གྷᛇᏹă֭ጾѣҖજਕ
˧۞ˠϔĄČҭߏĂдጳڱநኢ۞ᆸࢬ˯Ăυื̙࣎Т۞࿅
ޥຐវր̢࠹̶ฟĄࢵАĂ઼ڱˠϔҋ̎ޙၹࠎטጳᝋ
វćࣇຍᙊזҋ̎۞߆ڼҖજਕ˧ĂϤѩ҃ځቁତ˞צனѣ߆
ڼ˘វҖજਕ˧۞Аՙ୧ІĂ֭дѩ˘Аՙ୧І˭ҋ̎ࠎҋ
̎ొ˘˞ࢎטጳڱĄ࣎࿅ٙͽтѩѣड़ڍՙĂߏЯࠎॲώ
߆ڼՙᕝ۞ᙯᔣдٺĂˠϔ意識到 ҋ̎үࠎጾѣ߆ڼҖજਕ˧۞
វ۞֗ЊĂυ୬ҋ̎ՙؠҋ̎۞߆ྻڼĄଂߙຍཌྷ˯ᄲĂ
઼ڱˠϔҋ̎ޙၹ˞ҋ̎…۞ࢭ઼ڱௐ˟ࢦຍཌྷдٺĂιயϠ
˞˘ొ઼ϔ઼ڼڱጳڱĂ̈́˘ొ၆઼छᝋ˧۞ҖֹΐͽࢨטႾ
༛۞ጳڱĄᇹ˘ֽĂιಶኬ̟˞ڱᜋҘ઼छ˘າ۞ăវ۞
߆ڼϠх͞ёĄтڍϔүࠎטጳវᄃՙᕝӖ֭ۋ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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၆ͳᝋཌྷĂࣇົͽТᇹ၆۞͞ёפ၆ӖĄд
྆Ă၆ّؼᜈ˞˭ֽĂ֭ޘϏԼតĂࠤҌᔘѣٙ೩ĂЯ
ࠎˠϔдҋ̎۞઼छ̚྿۞˯ڼ߆˞זҋԧТ˘ّĄ࣎࿅۞
政治 ˧ณጱ˞઼छᝋ˧۞ᆧૻĂጱ˞ໂᚑ۞統一性 ̙

Ξ̶౷ّĄĞSchmitt, 1983: 49-51ć߉পĂ2004Ĉ68-70ćโវ
ૻአࠎࣧ͛ٙѣğ11
以上這段引文，精要而深入地闡述了施密特分析法國大革命的政治意義，
此意義存在於「雖然有自由和法治國原則，法國人民關於政治統一體的思
想無時無刻不是決定性的基準點」（Schmitt, 1983: 51；施密特，2004：70）。
於此，我們清晰地觀察到施密特的決斷論邏輯：具有制憲權的民族優
位於憲法規範，並且通過不受限制的意志運作，創造憲法秩序。從馬基維
利以降深刻影響盧梭乃至西耶斯的「創建理論」，遂在施密特的理論中得
到一個符合現代憲法學理的表述。其中的重大關鍵在於，馬基維利和盧梭
用神話方式所表述創建之超越常態活動，施密特能夠以現代公法學說的詞
彙加以重述。人民在形成「民族」之後，便成為創建制憲活動之主體，從
而馬基維利所指陳的人民無法締造共和秩序之主張得以克服。然而，施密
特用「主權獨裁」（sovereign dictatorship）來理解創造憲政規範的制憲國
民會議之行動的法學意義（Schmitt, 1983: 59；施密特，2004：79），則在
創建活動的 樣態 上，仍延續了馬基維利的創建者需要將權力集中到自身的
觀點。

དྷăĶᝋ˧ᛳٺˠϔĂᝋރхдጳڱķĈ
āāଂ߆ڼৠጯזᘲВཌྷ
鄂蘭在《論革命》一書中，對於施密特的制憲權理論沒有任何直接的
討論；然而，她對於法國革命傳統以及西耶斯的制憲權理論所提出的分析，
足以構成一個挑戰施密特制憲權理論的另一種思想典範。前節所述施密特
11

̚ᛌώ absolutist ᖙᛌјĶטķĂඊ۰̝ԼࠎĶ၆ّķͽЪ̝ࣧ͛ჟৠ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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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頌揚法國大革命的時代意義，鄂蘭卻對其根本原則提出了尖銳的批判：
法國大革命代表了一種現代政治的基本格局，群眾民主和菁英操控以「民
族」或「人民」之名來實施大規模的暴力變革。鄂蘭所珍視的古典共和主
義之平等精神以及政治自由，也在這個過程中蕩然無存。限於篇幅，筆者
無法深入剖析鄂蘭對於法國大革命代表性思想家的批判。以下以兩節的篇
幅討論鄂蘭所標舉的現代共和主義根本原則，以及這些原則如何在美國革
命得到落實，構成足以與法國大革命相抗衡的理論典範。 12
對鄂蘭而言，馬基維利所代表的現代共和主義過份強調政治秩序創建
活動所蘊含的 不連續性 。由於「開端」（beginning）被構思成為歷史或時
間中之斷裂點，欲在其間從事開創新局的活動便不可免地落入缺乏判準的
任意性（arbitrariness）之中（Arendt, 1990: 205）。無論是馬基維利的創建
者、盧梭的立法家、以及西耶斯的民族制憲權，其目的均在於設想一個歷
史斷裂時刻，有權力創造新秩序的根源。鄂蘭認為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思
考方式，因為這將憲政制度之創建視為一舉而成的「製造」（making）活
動，我們只要找到具有能力的「製造者」，將權力集中到其手中，便可以
創造出一個具有正當性的憲政制度。這樣的思考有什麼問題？鄂蘭認為這
混淆了「權力」（power）以及「權威」（authority）兩個完全不同的觀念，
遑論從馬基維利到法國大革命對於「權力」以及「暴力」（violence）亦有
所混淆。
鄂蘭指出，從盧梭以降，法國思想界企圖將國王的絕對權力轉化為人
民的主權（Arendt, 1990: 183）。這個理論進程，如同施密特所一再強調的，
民族作為制憲主體與君主鬥爭並廢除了絕對主義時，他們會以同樣絕對的
方式取代絕對君主。換言之，「絕對性」延續了下來，其程度不僅並未改
變，甚至還有所提高，因為人民在自我統治的國家中達到了政治上的同一
性：「這個過程的政治力量導致了國家權力的增強，導致了極其嚴密的統
一性和不可分割性。」（Schmitt, 1983: 51；施密特，2004：70）。然而，
鄂蘭反對施密特通過「政治神學」的途徑肯定此種絕對主義的思考方式，

12

߉পдኢטጳᝋ៍̝ه።Ϋॲॡӎ઼࡚ؠϲጳ۞ࢦࢋّĞSchmitt, 1983: 78-79ć
߉পĂ2004Ĉ108ğ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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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針對此種民主的「絕對性」提出旨趣完全不同的分析（Arendt, 1990:
158-165）。
鄂蘭指出法國思想傳統最重要的基設乃是政治神學，特別是權力與法
律同一性的觀點：

Ğ઼ͳğ۞ຍԠĂЯࠎజޓ˯˞ܑؠдг˯۞ຍԠĂ྾ј
ࠎ̈́ͽޠڱᝋ˧ВТ۞ॲĂ҃ϒߏѩТ˘۞ॲĞ identical
originğឰޠڱѣᝋ˧҃ᝋ˧ѣϒ༊ّĄĞArendt, 1990: 156ğ
此種絕對君主時代所建構的政治神學範疇轉化為人民主權理論時，便成為
人民的普遍意志是一切政治權力以及正當性的根源（Arendt, 1990: 181）。
鄂蘭指出，此種集中起來的單一性的權力，容或可以成為掃除舊制度的暴
力，卻無法成為建構新秩序的真實權力。因為單一性的權力，必須被假定
屬於一個實際上未必存在的集體意志（如盧梭的普遍意志），而且意志本
身是變動不拘的，由此種意志所產生的法律，雖然被視為具有正當性，但
由於持續地變化，無力構成政治共同體公眾生活所需要的穩定制度（若用
鄂蘭的話來說則是無法形成持久的世界性）。
鄂蘭認為在法國傳統忽略了共和主義對於政治共同體的永續性
（perpetuity）之深切關懷。永續的共同體（perpetual union）必須具有穩定
的法律秩序，而為了確保法律秩序的穩定性，鄂蘭特別強調法律的來源
（source of law）和政治權力的根源（origin of power）必須加以區分，如此
一來，法律秩序（包括憲政根本大法）才不會隨著集體意志的變動，落入
不穩定的「不斷革命」進程（Arendt, 1990: 182-183）。鄂蘭對盧梭以及西
耶斯將「法律的來源」化約到「權力的根源」所提出的批判，筆者認為也
適用於前述施密特有關於國民制憲權不受限制的理論。
政治共同體需要具備某種持續存在的性格，就像人的生命以及自保，
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值得注意的是，「永續性」事實上也是布丹在描
述主權時所列舉的最重要特性之一，而在霍布斯的主權論中也有相同的看
法。但鄂蘭基於共和主義傳統，強調以布丹和霍布斯為代表的現代國家主
權論述，將主權設想為不受法律限制（legibus solutus）的最高權力，並無
法確保政治共同體的永續存在。鄂蘭對法國大革命所提出的理論批判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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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便在於此：從盧梭開始，通過「普遍意志」所形構的民主革命論，並未
真正超越絕對王權時代的主權觀，只不過將超越法律之上的主權者替換為
人民或人民所形成的普遍意志而已。然而，具有主權的人民意志同時成為
權力以及法律之根源後，由於意志可以不斷的變動，所以法律（甚至憲法）
都可以隨時更迭，其結果導致了政治與法律的極度不穩定，甚至暴力化的
傾向（Arendt, 1990: 181）：

༊ࢭ઼ڱ۰ᄲٙѣ۞ᝋ˧ӮхдٺˠϔॡĂࣇᝋ˧˞ྋࠎ
˘Ķҋķ˧ณĂॲ˜ߏγڼ߆ٺᅳા֭ၹј˘˧ณͷ
дࢭ̚ᖼតࠎᇷ˧ĂтТᔻࢲ˘ਠବੵ˞ᖞ߆ᝋ۞ٙѣޘטĄ
ѩ˧ณజវᄮࠎ˘ˠّ̝γ۞Ă҃ͷ˵జෛࠎ˜ߏγٺ
ٙѣ߆ڼᖐ۞ᗔிĞmultitudeğٙ᎕̝ᇷ˧ĄĞArendt, 1990:
181ğ
鄂蘭明白地指陳，法律所需要的正當性權威必須獨立於人民的多數意志之
外，方有可能施行可大可久的政治治理，美國革命的偉大之處，便是通過
實際的歷史經驗以及所發展出的憲政理論，提供了此種權力與權威分離之
典範。其憲政體制，在過去兩個多世紀以來遭遇到無數新思潮之批判，總
能與時俱進，管理著日趨繁榮強大的國家。從馬基維利到盧梭所嚮往卻又
無法企及的「永續性」，不需通過對於古羅馬的思古幽情，在現實世界中
便有此種事實之例證：只有美國革命擺脫了歐洲民族國家的發展進程，也
就是擴張以及「不斷革命」的惡性循環。
鄂蘭指出，古典共和主義之真正關懷的焦點其實是 法律來源 的議題，
而法律的來源在於 權威 而非政治權力，因為只有權威才能賦予 持久性 的正
當統治，所以她的關注焦點，除了政治權力的恰當概念之外，更著重於分
析政治權威的不同作用。 13 鄂蘭的主要理論目標便在於嘗試將權力與權威
13

ᚑॾᄲֽĂᎊୣͽࢫ۞ޥࢭ઼ڱຐछ၆࣎યᗟ၁ߏѣٙຍᙊ۞Ă˵ϒߏᎊୣࢋ
дĶ࿆ຍԠķ̝γΩϲ˘࣎ѣୁᄋүϡ۞ϲڱछֽି̼Ϗυѣϒቁᙊ֍۞̳ϔĄ
ͽญᜋ۞៍ֽهᄲĂĶ࿆ຍԠķֳѣ߆ڼᝋ˧Ă҃ĶϲڱछķѣᏙྙăିّ̼
۞ᝋރĄҭᎊୣᇹ۞̶פژШĂጱצᇆᜩ۞็઼ڱ߆ڼᝋ۞ރٚྶ۰ར˘ٺ
γ۞ڼ߆݈ٕڼ߆ٺّ၁វĂ၆̳ٺВᅳા̝̚߆ڼҖજ۰۞ቑݫଂ҃ߏ˘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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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成為內在於政治領域運作的元素，在人際的行動之間開展落實，所以他
由羅馬典範到美國革命，建構了另一種 建立憲政權威以落實人民權力 的共和
理論。由意識型態批判的角度而言，則鄂蘭遵循羅馬權威概念，可以說是
訴諸一個比基督教神學更久遠，政治性更強的傳統。如此一來，施密特所
宣稱「現代國家理論中的所有重要概念都是世俗化了的神學概念」
（Schmitt,
1985: 36）之奧義說法，經過鄂蘭的「共和主義系譜學」的解構，其神秘色
彩便自然地消解於無形。 14 當然，鄂蘭在此議題上乃遵循馬基維利通過羅
馬共和來批判天主教的典範。
「何謂權威？」一文之中（Arendt, 1977: 91-141），鄂蘭對於馬基維利
政治創建論以及現代革命背後所蘊含的行動理論提出了基於思想史的深入
剖析。她認為，在歐洲核心的政治詞彙中，「權威」乃是特別困難而值得
探究的觀念。表面上看來，權威似乎只是表示被統治者服從統治者正當支
配的簡單事實；然而，究竟用何種概念架構加以理解，則其複雜困難度遠
遠超過常人所能想像。鄂蘭認為，其中之關鍵在於，唯有羅馬的政治傳統
真正地實現了政治權威的完整面向，她稱之為「權威∕傳統∕宗教的三位
一體」（Arendt, 1990: 117）。羅馬政治觀念的出發點在於基業的神聖性
（sacredness of foundation）（Arendt, 1977: 120），因為羅馬政治家將其城
邦之創建與祖宗之基業等同起來，並賦予了神聖的宗教性格。在此基礎之
上，傳統以及宗教所致力的，均在於將當前這一代的行動回溯地關連到祖
先所奠定的基業。是以，「權威」究其根源意義而言意味著「擴而廣之」
（augment，拉丁文字根為 augere）。在羅馬政治體制中，元老院體現了這
個向祖宗基業回溯的權威，因為元老院的成員均是具有顯赫政治功業的貴
族世家，他們所提供的，乃是具有智慧的政治諮商，從而賦予政治決策以
正當性。相對地，「權力」並不屬於元老院，而為人民所有（ibid., 121-122）。
羅馬的政治觀念架構，解決了政治正當性的根本問題：權威之主要作
用，如鄂蘭所言，乃是「賦予世界以恆長性與延續性」，而由於羅馬的權
威向前回溯到祖宗基業，乃得以解決權威運作所需要的「外於並高於政治

14

γ̰҃۞ҖֹĂޝटٽјࠎᇷ˧۞ྻϡĄ
ญᜋ֭ซ˘Վ̶ژૄ༛ି۞ᝋه៍ރٚ˞ᘲĞArendt, 1977: 125-135ğĂ֭Ӏϡ
˞ߦٛဦ۞ֽ̝͵كᆧૻࡗ̝ޠڱՁ˧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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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力之力量，並足以作為政治權威之正當性根源」（Arendt, 1977: 97），其
實可以 內於 政治領域之中，不需要如希臘柏拉圖的哲王概念、基督教的末
世論或中古自然法的 超越性 標準，將政治置於外在標準之下。
鄂蘭進一步指出，馬基維利的政治創建論，雖然是對於羅馬政治觀念
的重新發現（rediscovery），但是在這個重新發現的過程中，他也做出了完
全不符合羅馬真實精神的重新詮釋（reinterpretation），並且影響了羅伯斯
庇爾以降的現代革命觀念：

тТᘲˠĂૄჯӀᄃᘲұԕႬ౹ޙෛࠎ८͕۞߆ڼҖ
જĂ఼࿅˘࣎ઈ̂۞Җજ҃ޙϲ˞̳В߆ڼᅳાଂֹ҃߆ڼј
ࠎΞਕćҭ̙ည၆ٺᘲˠ҃֏Ă࣎Җજ˜ߏ࿅Νְ̝ІĂ
ૄჯӀᄃᘲұԕႬᄮؠĂࠎ˞࣎۞Ķϫ۞ķĂٙѣ۞
Ķ߱͘ķপҾߏᇷ˧۞߱͘ĂౌΞͽЯѩ҃ᙋјĄĞArendt, 1977:
139ğ
換言之，對鄂蘭而言，馬基維利主義所犯的根本錯誤在於，將羅馬存在於
歷史延續性根源的「基業」抽離出來，成為一個獨立自存，必須要去實現
的「終極目的」。這個終極目的或為義大利之統一（對馬基維利而言），
或為法國共和體制（對羅伯斯庇爾而言），而創建與革命行動便是運用暴
力手段來實現這些終極目的。如此一來，「現在」遂由歷史延續性當中斷
裂而去，無所依傍，而個人或集體遂只能依其意志來從事政治活動。羅馬
原始權威概念的有機統一性便完全解體，並形塑了決斷論之政治觀。
對於鄂蘭「權力」與「權威」必須加以區隔的主張，可能係與施密特
進行「隱蔽對話」的脈絡，筆者認為應當從後者在《憲法學說》論述制憲
權時一個重要的註解作為出發點。在本文第三節所引「制憲權是一種政治
意志，憑藉其 權力或權威 ，制憲權主體能夠對自身政治存在的類型和形式
做出具體的總決斷」（Schmitt , 1983: 75-76；施密特，2004：103-104）這
個定義中，施密特對於其中「權力或權威」做出了如下的長註：

၆ώጳڱጯ۞ซ˘ՎኢֽᄲĂ՟ѣυࢋડ̶ᝋ˧ĞMachtğᝋ
ރĞAutoritätğ࣎ෟĄ̙࿅Ăᝥ࣎ٺડ̶၆઼छጯٙ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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ࢦࢋຍཌྷĂԧࣇ̙Ӹൾൾ೩˘˭Ĉᄃᝋ˧Ğυߏؠ၁၁дд۞ğ
࠹၆ᑕ۞ߏᝋރᚑ̝ᙷ۞ໄهć࠹ͅгĂᝋ˘ߏ۞ރώ
ኳ˯ͽాᜈّЯ৵ࠎૄᖂ۞ᓏ୕Ăঘ̈́็זّ˳ĄдՏ࣎
઼छ྆Ăᝋ˧ᝋރ۰ౌߏТॡүϡ۞ĄĞSchmitt, 1983: 70ć
߉পĂ2004Ĉ103ğ
假如我們比較施密特的這個長註以及鄂蘭在「何謂權威？」一文當中
關於羅馬權威的討論（Arendt, 1977: 122-125），將會發現驚人的相似性：
首先，兩位思想家均將權威觀念追溯到羅馬的政治思想，並認為權威依賴
於 傳 統 的 延 續 性 ， 特 別 是 兩 位 均 援 引 德 國 十 九 世 紀 羅 馬 史 家 Theodor
Mommsen 在《羅馬公法學》同一個頁碼之討論；其次，二者均提及中古時
代羅馬教宗與皇帝間之關係也成為權威與權力相對立的政治結構，而且二
者均引用了《拉丁教父全集》五十九冊西元第五世紀教宗 Gelasius 一世關
於「此世之治理端賴二物：教宗神聖之權威以及帝王的權力」的說法（施
密特前引文；Arendt, 1977: 293 註 40）；最後，施密特討論一次戰後日內瓦
的「萬國聯盟」所具有的權力或權威時指出，他可以接受國際法庭擁有權
威，但法院的權威因為要受到現行法律的拘束，從而並不具有真正政治性。
而施密特特別引用孟德斯鳩關於司法權概念的著名說法：
「在上述三權中，
司法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說是不存在的」（孟德斯鳩，1998：158）。15 無
獨有偶的是，鄂蘭在《論革命》一書當中所標榜的知識英雄即為孟德斯鳩，
而且要將美國最高法院作為權威所在的共和精神，也恰與施密特此處之觀
點有所對立。
這些驚人的雷同性，相當程度上構成一個隱蔽對話的文本證據：鄂蘭
「權威」與「權力」分離的憲政體系很有可能的確是針對施密特制憲權理
論而建構的。撇開思想史進一步之分析，我們所關心的是理論性議題：對
施密特而言，「在每個國家裡，權力和權威兩者都是同時起作用的」，他
並將這個觀念連結到《憲法學說》後來關於「同一性」與「代表性」的政
治形式兩個原則之論述（Schmitt, 1983: 204-216；施密特，2004：273-289）。
15

дĮጳڱጯᄲį̚ĂήྖజᖙᛌࠎĶଂߙ࣎͞ࢬֽ࠻ߏड़۞ķĂ࿅˞۞ؕࣧ͛ڱ
ຍཌྷ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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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筆者認為在《政治神學》中，關於法律與權威的討論更為相關

（Schmitt, 1985: 32-35；施密特，2003：27-29）。他反對洛克所提出通過法
律提供權威來克服君主個人命令的傳統主張。施密特指出：

ࠃҹ՟ѣᄮᙊזĂ̙֭ޠڱਕځҋ̎ኬ̟ኡᝋރĄČޠڱఢؠ
ͽ̈́ՙᕝఢቑٙ۞ځΪߏтңઇՙᕝĂ̙҃ߏᑕ༊Ϥኡઇ
ՙᕝĄд८͕ᝋރय۞ଐ˭ڶĂЇңˠౌਕ෦ኜ̰ट۞ϒቁ
ّĄҭߏĂ८͕ᝋߏ̙֭ރଂՙᕝఢቑֽ̚۞ĂٙͽĂ࣎યᗟ
ಶјࠎ˘࣎ᝋࢨĞcompetenceğ۞યᗟĂଂߙ̳࣎ந۞ّޠڱኳ
۞̰ट൴Ăߊ̙ਕ೩࣎યᗟĂՀڱаඍ࣎યᗟČٕధ
ԧࣇΞͽॲፂߏӎຍᙊޠڱזՙᕝ۞ఢቑّኳĂԯڱநጯޥຐ̶
ࠎᙷĄՙᕝኢĞኛ̯ధԧ౹ౄᇹ˘࣎ෟğᙷ۞ݭགྷܑˠ
ߏۏᐒοĄ˘ᙷڱநޥຐ۞পّᄲ̦ࠎ˞ځᆃޫޫߏιĂ҃
̙ߏݭᙷĂ೬ϯགྷݭၗ۞၆ϲࢬĈAuctoritas, non veritas
facit legemĞᝋܧ҃ރৌநޠڱࢎטğĄĞSchmitt, 1985: 27-28ć߉

পĂ2003Ĉ32-33ğ
換言之，施密特將權威與權力「同時產生作用」的觀點，乃是源於霍
布斯在《利維坦》第二十六章中，將權威與真理相對立的著名說法。其結
果是，「權威」銷融於具有決斷「權力」的政治行動者之中。如同施密特
在《托瑪斯‧霍布斯國家理論中的利維坦》一書中所言，「這個陳述，（按
指 Auctoritas, non veritas facit legem）顯著之處在於霍布斯的結論：權威與
權力之區分不再有效，使得最高權力（summa potestas）銷融於最高權威
（summa auctoritas）之中」（Schmitt, 1996: 45）。17 從羅馬到中古時期的
16

17

Ϥٺቔ಼۞ᙯܼĂώ͛ڱந߉পᙯڼ߆ٺԛё۞ࣧ࣎நኢĄ၆ѩᛉᗟĂΞણ
҂ችࠡ؟Ğ2003Ĉ106-109ğ̝ኢĄ
߉প၆ᐒο Auctoritas ۞೯͔Ăరࡍ˞Į߆ڼৠጯįĞ1922ğ֞ٺĮћႳ‧ᐒο
઼छநኢ̚۞ӀჯįĞ1938ğĄ˘۞পּߏĮጳ۞ڱч᜕۰įĞ1931ğĄдώ
३̚Ă߉পӎؠΦڱᝋүࠎጳڱч᜕۰۞֎ҒĂૺރႳВ۞ᓁ̖ߏ༊ॡৌϒ۞
ጳڱч᜕۰Ąд࣎ᛉᗟ˯Ă೯͔Ȉ˝͵ࡔ઼ڱҋϤཌྷ۰̀ĞBenjamin
ConstantğᙯٺᓁΞүࠎĶ̚ϲّᝋ˧ķĞpouvoir neutralğ۞ЩநኢĄҭ߉পᚑ
ᖰ۞ڱጯޥຐֹгຍᙊזĂᓁѩአྋڼ߆ᝋ˧۞ᝋࢨĂ֭ܧጳڱٙ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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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與權力分立之二元結構，由於主權國家的興起而產生了根本的轉變。
國家的「權威」並不依賴先於國家的權威秩序；其「尊崇與榮典乃源於它
組織了一個合理運作的命令系統」（Schmitt, 1996: 47），而「任何能建立
和平、安全秩序者，即為主權者並擁有所有權威」（Schmitt, 2004: 61）。是
以，
「法律為主權者命令」這個重要命題預設了國家結合了 summa auctoritas
以及 summa potestas。
施密特此種基於霍布斯式決斷主義的權威與權力一元體系，套用哈靈
頓的說法，乃一種「現代經綸之道」（modern prudence），相對於此，鄂
蘭嘗試重構羅馬傳統中二者分離的「古代經綸之道」（ancient prudence），
並通過孟德斯鳩的影響，而在美國立憲的過程中得到現代憲政主義的表達
方式。對鄂蘭而言，權力和權威卻必須加以分離：「權力的根源」雖然必
須來自人民，但並不能等同於「法律的來源」（Arendt, 1990: 182）。後者
乃基於某些更高的權威，而在美國立憲時權威便被安置於憲法之中，所以
權力和權威具有完全不同政治意義，兩者非但不能如施密特所言必須「同
時起作用」，而且必須嚴格的加以分離，在現代公共領域發揚羅馬共和「權
力屬於人民，權威存於憲法」的精神，才可能造就一個可大可久的政治共
同體。

۞Ķᝋ˧ķĂ҃ߏጳ߆̝ĶᝋރķĄĮጳ۞ڱч᜕۰į̝ޢඕኢࠎĈĶጳڱপҾྏ
ឰ઼ޓĞރႳВğᓁ̝權威ѣ፟ົਕᄃᇇ઼ˠϔ̝߆ڼᓁຍඕЪĂ֭ᖣѩͽጳ
ڱ˘វ̝ч᜕۰ăग़۰̈́Бវᇇ઼ˠ۞֗Њ҃ҖજĄ҃༊݈ᇇ઼۞хд̈́хᜈӈߏ
ͽѩဘྏ̝јΑࠎૄᖂĄķĞ߉পĂ2005Ĉ284Ăโវૻአࠎඊ۰ٙΐğĄඊ۰ϫ
݈۞࠻ߏڱĂᐒοͽࢫன઼छநኢᝋރዚᏉдᝋ˧̝̚јࠎ˘̮វր˜ߏ߉প
۞நኢૺĄдĮጳ۞ڱч᜕۰į̝̚˟۰˫ΐͽ̶ᗓ֭ኬ̟ᓁͽᝋ۞ރૺĂߏૄ
ٺপؠጳ߆ېၗٙயϠ۞វૺĂϏυਕଯᖙ˳ܜٙ۞˘̮ཌྷ៍هĄңڶĂд
Հޢഇ۞ᐒο३̚Ă߉প˫аᕩ˞ᝋރᄃᝋ˧˘̮វր۞៍ᕇĞSchmitt, 1996:
44-45, 47ğĄ၆߉ٺপޥຐ̚ᝋރᄃᝋ˧ໄ۞هᙋᙯܼĂᅮࢋѣϲ۞ࡁտΐͽ̶
ژĂপҾߏ Agamben (2005) ̝າүćඊ۰ຏᔁችࡻ͛ିώ३̝࠹ᙯّĄ

政治科學論叢∕第二十七期∕民國 95 年 3 月

133

Ёăՙᕝёטጳ̝γĈ
āā઼࡚ϲጳ۞ؼᜈّϲጳ
鄂蘭在「何謂權威？」一文的結尾，提出了可以總結《論革命》一書
的基本詮釋觀點：

ٕధՀࠎࢦࢋ۞˜ߏಧૄҖજĞ˵ಶߏ࡚߷̂ౙ۞തϔ̼ğĂА
ҖٺĮϲ֏ކįćߏͽĂдԛၹጳڱॡĂΞͽϲૄߊٺх۞ם
ࡗͽ̈́םᛉĂቁᄮ֭̏གྷхд۞߆ڼវЪ̼ڱĂ҃ܧ౹ౄ˘࣎
Бາ۞߆ڼវĄĞArendt, 1977: 140ğ
美國特殊的殖民地歷史背景，反而使得其開國先賢得以回歸羅馬的原始精
神，並避免了馬基維利「引進新秩序」所導致的政治困境。
鄂蘭特別強調歷史的延續性，也就是美國在獨立戰爭以及立憲之前殖
民時期的自治經驗的重要性。因為，從「五月花號協議」以降，美洲居民
已經形成了繁複的自我管理之協議以及制度。當然，她並非主張殖民構成
了公民自治或立憲的歷史要件，而是強調在實際從事革命或創建行動之
前，公民必須要 已經 具備了基本的政治能力；而美洲人民在殖民時期所逐
步建立的自我管理之傳統，正鋪下了美國立憲的所不可或缺的基礎
（foundation）。
美洲殖民時期的自治經驗的重要性有兩點。首先，雖然還沒有形式上
的「創建」活動，以及國家主權由上而下之支配管理，但人民已經可以自
發地自我組織從事政治活動；並沒有像霍布斯的社會契約論或西耶斯、施
密特制憲權理論所認定，在創建之前乃是缺乏任何秩序的自然狀態。鄂蘭
強調「政治」 不需 預設國家主權或敵友區分之決斷；相反地，只要具有理
性能力並瞭解共同生活與集體行動重要性的人們群聚以後，願意平等地允
諾守信，公共領域與政治行動便自然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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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ᐝฟؕĂതϔг۞اϔܮҋԧၹјЧĶ߆ڼវķĞcivil bodies
politicğĄซ˘Վ҃֏ĂֱВТវ̙֭జෛࠎᚑॾຍཌྷ̝߆عć

ιࣇ̙֭ᛃӣ̈́ͽڼˠϔડ̶ࠎڼ۰ᄃజڼ۰ĄČֱ
າ۞߆ڼវ˜ৌϒ۞Ķ߆ົۤڼķĞpolitical societiesğĂ҃ࣇ
၆ٺϏֽ۞ໂბࢦࢋّ˜дٺԛј˞˘࣎߆ڼᅳાĂ֭在不具有
也不宣稱主權的情況下，得以享有權力，並有資格主張應有之權利 Ą

ĞArendt, 1990: 168ćโវૻአࠎඊ۰ٙΐğ
值得注意的是，鄂蘭在此處所發揮的思想史資源，顯然是古典政治哲學傳
統將人視為政治動物的主張，從而克服了前述馬基維利以降「決斷論」強
調斷裂所帶來的問題。鄂蘭指出羅馬的「社會」（societas），其真義在於
「結盟」（alliance）原則，也就是說能夠將散居各處的人們，通過平等的
互動以及允諾與履約的溝通精神，來構成集體生活（Arendt, 1990: 170）。
鄂蘭此處對於結盟的論述，幾乎可以被視為是施密特「敵友原則」的對立
面，闡釋社會權力形構時所允諾與履約之平等精神（Arendt, 1990: 170-71,
175），18 所以，美國革命的精義在於將創建活動導向人類的「建築世界的
能力」（world-building capacity），如此建構出來的憲政體制，便如同人類
建築自身之居所，不僅為了自己的存在，也是為了後代子孫。美國開國先
賢從而掌握到如下的行動意義：

Җજ۞ૄώఢĞgrammar of actionğĈѣҖજઇࠎˠᙷ۞͇ኬ
ਕ˧Ăᅮࢋѣк̮۞ˠхдćͽ̈́ᝋ˧۞ၹౄĞsyntax of powerğĈ
ѣᝋ˧࣎ˠᙷ۞ᛳّਕૉዋϡזˠࣇϹ̢ాତֽ۞͵ࠧ
ّˠᅫ̝۩มĞworldly in-between spaceğĂଂ҃д̯Ꮪᄃᆹࡗ۞
ಧૄّ߿જ̚ඕЪֽĂ֭ၹј߆ڼᅳાٕ̚ధߏˠᙷඈ۞
ਕ˧ĄĞArendt, 1990: 175ğ
美洲殖民自治經驗的另外一個重點在於，「創建」不再是一個絕對的

18

ݣұႳֽޢ٩෪̼јࠎĶ఼ّ۞ᝋ˧ķໄهĞHabermas, 1977ğĂᔵ Canovan (1983)
ݣұႳญᜋҖજநኢᖼ̼ࠎͽᄬ֏ࠎૄᖂՐ఼Вᙊ۞ྚᛖѣયᗟ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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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端。也就是說，美國革命立憲的基本特質不是一般理解中的「革命」：
用暴力的手段推倒舊體制，在一個全新的起點開創未來的政治體制。鄂蘭
提別強調美國革命立憲的進程：從尋求被剝奪的個人權利出發（這還是屬
於在舊體制「有限政府」架構中尋求權利的回復，也就是嚴格意義的
“restoration”），但自《獨立宣言》開始就脫離了這個「消極自由」的時刻，
進入了追求政治自由、人民公共幸福的參與性「開端啟新」的集體活動。
這乃是鄂蘭所定義的「革命」，以政治參與的積極自由作為集體行動之動
因。這個革命過程，最終在立憲的時刻，將革命的動能化為垂之久遠的自
由憲政，整個的進程才算完成。 19 美國革命結合了殖民時代已經發展出的
社會權力，並通過公民的集體參與、慎思明辨的審議活動之後，藉由自由
政制的創建，能夠將社會權力制度化，擴大並且垂之久遠（Arendt, 1990:
154）。當然，在這個分析角度之下，革命的「開端啟新」便不再是徹底打
倒舊制度以便創造新體制，而是一種「重新奠基」（re-founding）的工作，
從而消解了馬基維利到施密特追尋絕對開端的危險後果。
除了殖民地的自治經驗已經鋪下了立憲活動所需要的社會權力基礎
外，《獨立宣言》構成另一個美國立憲的正當性根源。由殖民時期的自我
管理過渡到革命時期的立憲，乃是在人民權力的基礎上進一步建立權威性
憲政制度。在這個過程中，《獨立宣言》扮演了關鍵性的中介角色。因為
立憲時期的美國公民，無論其政治立場為何，但對於獨立宣言所聲言的政
治價值，都加以接受。由《聯邦論》第四十號麥迪遜的論述可以清楚看出
訴諸《獨立宣言》的政治作用。《獨立宣言》做為一個文本，連結了殖民
時期的政治實踐以及未來的成文憲法。不僅如此，通過此種具有中介的正
當性基礎，美國憲法的基礎便不單純是國民意志或直接民主的多數決，而
可以獨立發展證成。所以，《獨立宣言》在美國憲政主義所扮演的角色和
法國大革命的《公民與人權宣言》是完全不同的。前者成為政治正當性的
基礎之一，從而導向憲政權威的建構；後者則在宣示法國國民的終極權力
之後，憲法只不過是加以落實的工具而已。

19

ญᜋֽޢд 1965 ѐ˘ቔኘ઼࡚ฟ઼Аኰ۞ႊᓾ̚Ă၆ ࣎ٺrestoration-revolutionfounding ۞ᄲځĂͧĮኢࢭįௐ˘ౢ۞ᛚᛖՀࠎᖎሒĄኛણዦ Arendt (1963)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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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蘭並進一步提出了對於《獨立宣言》的重新詮釋。在傳統的理解中，
一般均將《獨立宣言》所宣示的：「我們將下列視為不證自明之真理：人
民有追求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之不可讓渡的天賦權利…」視為洛克天
賦人權理論的落實；但鄂蘭卻強調這個聲言中的「 我們 」，也就是說這些
不證自明的真理乃是在特殊歷史情境下成為美洲人民所構成的「我們」共
同持有的信念。從而，美國革命的基礎並非「自然的上帝」或「不證自明
的真理」這些超越性的判準，而是「我們」在「奠基行動」中所協同建立
的（Arendt, 1990: 192, 196）。換言之，《獨立宣言》構成了立憲活動主要
的權威基礎，使得美國立憲活動不再是由真空當中國族自我構成政府的行
動，而是確立一個有效的根本大法（law of the land）（ibid., 193）。
對於立憲（狹義的制憲活動），鄂蘭同時強調在立憲時期所進行的民
主審議活動， 以及 隨即產生的對於憲法的崇敬之情的集體記憶。鄂蘭在此
處刻意地將「立憲活動」和「對立憲之記憶」的重要性同時並舉。立憲活
動乃是一群人民集體地、審議式地創造了一個新的憲政體制；而在美國的
經驗中，這個創造活動的成果乃是憲法文本。鄂蘭如此說明美國式的立憲
活動：

ֱ֤ѣࢎטᝋ˧Ğpower to constituteğĂ˵ಶߏϲጳ۞ˠࣇĂ̏
གྷߏޫ༊г఼࿅జၹј۞፟ၹᏴᓝ۞ܑćࣇଂૄᆸ˞ז
ᝋރĂ҃༊ࣇિчᘲĶᝋ˧дٺˠϔķ۞ࣧॡĂࣇ̙֭
ߏϡ˘ၹͽ̈́၆۞͞ёଂְޥ҂˘࣎ٺЇңᝋ̙֭ރ
צЇң۞טࢨޠڱϔĂ҃ߏ఼࿅˘࣎̏གྷдྻү۞ன၁ࠎ൴
ᕇĂ˵ಶߏ˘࣎̏གྷᖐֽ۞ᗔிĂᝋ˧̝Җֹ˜ֶޠڱ
֭טࢨ̝ޠڱצĄ઼࡚ࢭԠ̀િВ̈́ͽϔĞٕкᇴ
ڼğ۞ડҾĂᛈ̈́˞ޠڱᄃᝋ˧۞ၔ̶غᗓĂ˟۰ѣΞͽజ
Ᏸᙊ۞̙Тॲă̙Тϒ༊ّͽ̙̈́Т۞ዋϡᅳાĄĞArendt,
1990: 166ğ
更重要的是，當立憲完成之後，美國憲法馬上被視為一個值得尊崇的
文獻，從而提昇到「一種虔敬尊崇的氛圍之中」（Arendt, 1990: 204）。鄂
蘭此處所強調的不僅是立憲行動自身，更在於對行動的集體回憶以及敬虔

政治科學論叢∕第二十七期∕民國 95 年 3 月

137

地轉化。雖然她並未用「公民宗教」來詮釋美國這種崇敬憲法的開國精神，
但放在她將宗教與傳統並列的羅馬政治傳統來看，這種精神充分體現了前
節所述羅馬的 religio 精神，從而構成了一個足以傳之久遠的憲政傳統與宗
教精神結合的典範。
最後，在制度安排層次，美國成文憲法確立了三權分立的政府體制；
鄂蘭主張這個全新的政府形式乃是能夠將「權力」擴而廣之的結構，而非
一般所認知的限制政府權力的有限政府。 20 以本文之主旨而言，最重要的
關鍵乃是對於司法權的討論；因為，美國立憲還通過對於司法部門（特別
是最高法院）的設置，完成了兩個重要的憲政成果：權威的安頓 以及 制憲活
動的馴化 。以權威的安頓而言，如前所述，鄂蘭本來已經論述了「權威存

於憲法」的觀念，但在討論司法權時，進一步指出，美國憲法權威真正的
所在乃是最高法院。關於司法權力，從孟德斯鳩開始引入現代政府組織的
討論時，被他稱為「司法權在某種程度上可以說是不存在的」（孟德斯鳩，
1998：158）。但到了美國《聯邦論》七十八號的論述中，就已經脫離了用
「權力」的角度看待司法權：它既無力量（force）也無意志（will），它所
有的只是判斷（judgment）」。鄂蘭除了徵引《聯邦論》七十八號這個著名
的說法外，還強調十六號所稱「民族權威（national authority）必須通過法
庭來表現」（漢彌爾頓等，1966：89）。透過對憲法的崇敬，使得「權威」
能夠立基於憲法，在制度層次則由最高法院的判斷或判決活動重現了羅馬
式的權威決定，並足以取代了施密特的主權決斷。她除了闡釋美國最高法
院體現了獨立於人民權力或意志之外的權威，更將其判決稱為一種持續的
制憲活動。鄂蘭指出：

ͽޘטᆸѨ҃֏ͻᝋ˧Ăΐ˯Їഇ۞ϖᜈّĂܑ˞઼࡚В
̝̚ᝋ۞ރৌϒٙд˜ߏੰڱĄ҃ͷ࣎ᝋ఼ߏ˜ރ࿅˘
持續的制憲 Ğcontinuous constitution-makingğ҃Җֹ۞ĂЯࠎĂ
ͽ Woodrow Wilson ۞ନᙜֽᄲĂ۞ੰڱቁߏĶ˘ᜈົഇ
20

ญᜋ۞̶ܼ࣎ޘ֎ژ࿅၆ᇇ۞ࢦາྚᛖٙ྿۞זĞArendt, 1990: 148-151ğĄ
ࢨٺቔ಼Ăώ͛ڱநญᜋ၆ٺᇇநኢͽ̈́ˬᝋ̶ϲ߆۞عኢĂᙯٺѩᛉᗟ
۞ᖎሒኢΞͽણ҂ችࡻ͛Ğ2002Ĉ206-208ğ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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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טጳົᛉķĄĞArendt, 1990: 200Ăโវૻአࠎඊ۰ٙΐğ
這個關鍵性的文本，讓鄂蘭與施密特的「隱蔽對話」劃下了休止符，因為
從西耶斯迄於施密特處於自然狀態的制憲權因此而被馴化了。
我們可以觀察到鄂蘭憲政理論的獨特取向：在真正 革命制憲的時刻，要
將人民的權力馴化，雖然鼓勵人民的政治參與以落實政治自由，但仍然需
要通過可大可久自由憲政體制的建立，來完成革命「開端啟新」的艱鉅任
務；但是在 憲政體制之內 ，反而將最高法院的裁決稱為是制憲的活動。
若基於制憲權理論傳統加以觀察，鄂蘭此處似乎犯了西耶斯所說的邏
輯謬誤：最高法院作為政府體制的一環，乃是一種被憲法所制訂的權力，
不可能倒過來決定憲法秩序本身。 21 鄂蘭當然理解此處的理論問題，但她
拒絕用制憲權理論傳統作為考察的出發點，因為這正是她所欲批判的對
象。不僅如此，美國革命以及「持續制憲」所體現的羅馬典範才能真正解
決纏繞在制憲權理論的政治神學脈絡（堅持開端的絕對性），真誠地面對
並解決「永續的共同體」之課題。鄂蘭認為美國革命特殊的歷史環境，以
及其開國先賢所採用的政治行動取向，真正落實了羅馬「權力在於人民，
權威則在於元老院」（potestas in populo, auctoritas in senatu）的政治觀念
（Arendt, 1990: 178），成為「權力屬於人民，權威存於憲法」的現代結構
（ibid., 200），而也正基於此種歷史進程，美國革命能夠建立一個 具有權威
的自由憲政 ，不致落入不斷革命或失敗革命的困境。在這個脈絡中，她稱

許美國開國先賢真正的落實了羅馬的政治精神（Arendt, 1990: 201-203）。

ౙăඕᄬĈВཌྷᄃϔཌྷ̝ጳ߆ࣧ
總結本文論述，施密特以其深厚的公法學與政治思想史素養，將馬基
維利以降迄於法國大革命的「超越常態的政治決斷論」，建構出一個完整
的國民制憲權與同質民主的理論。鄂蘭則將公民權放在古典意義的社會層
次，拒斥主權原則的優先性，認為只要有人們集體地以公共自由作為行動
導向，便可形成體現共同權力的政治共同體。民族國家與主權原則對於公
21

ᙯٺҘࡠ࣎Ķೋّೈᒖķ۞நኢĂኛણ҂ᏂޜĞ2004Ĉ82-83ğ۞ኢ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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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所做的二元區分（憲法之上的人民與憲法之內的人民）以及制憲權面
對歷史斷裂而需通過形塑民族集體意志的理論進程，對於真正的、公民自
發行使其權力的共和主義公民觀，不但無益而且有害。
鄂蘭所分析的美國殖民自治與立憲的歷史延續性提供了一個公民協同
一致創造更大的權力基礎的典範，而她所提出的「權威」與「權力」分離
的憲政體系，乃是在制度層次克服制憲權思考的決斷主義色彩，而構成鄂
蘭思想的原創性。對於決斷主義式的政治創建論述，鄂蘭提出四個相對立
的理論觀點：第一、她強調歷史的延續性來克服創建活動的任意性；第二、
她主張政治體制的確立，必須基於既存社會權力之賦權（empowerment）；
第三、她提出了一個全新的「權力」與「權威」的分離理論，以對抗制憲
權理論所強調的「同一性」。第四、立憲不必然是一個單一性的政治決斷，
而可以是持續之過程。
在憲政 原則 的層次，鄂蘭的理論的確有發人深省之處。對施密特而言，
「決斷」乃是終極的價值根源，所作之說明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

ᝋՙᕝ˜ߏ၆ฟბĂ҃ฟბĞ˵ಶߏ arche ̝ຍཌྷğĂ˵ಶ
ߏᝋՙᕝĄĞSchmitt, 2004: 62ğ
而鄂蘭與施密特通過「隱蔽對話」所提出的批判，亦可概括於她對「開端
啟新∕原則」（principium/principle）的說明，總結了她的共和主義期望在
憲政制度實現的基本價值：

၆ฟბୁາ۞ӧဩ҃֏Ăхд˘̙ᅮࢋ఼࿅၆ֽّχೋ
ّೈᒖ࣎Ҭͼٙѣௐ˘ְચӮӧ۞̚ٺྋՙ͞ёĄឰฟბୁ
າ̝Җજͽਫ਼ᔖҋ֗Їຍّ˜дٺιдҋ֗ܮѣࣧćٕ
ՀჟቁгᄲĂฟბୁາĞprincipiumğͽ̈́ࣧĞprincipleğ˟۰Ă
่̙࠹̢ᙯాĂ҃ͷ˜ߏТॡ҃ĞcoevalğĄฟბୁາᅮࢋϤ
̝פѣड़ّ۞၆ّĂͽ̈́ਕૉឰฟბୁາਫ਼ᔖ̰дЇຍّ
۞˜ߏѩࣧĂ఼࿅ι҃д͵ࠧ̚ΞͽזၓពĄĞArendt, 1990:
212ğ
這個「開端啟新∕原則」，終極而言乃是開端啟新的創新者能夠在公共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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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開始行動，但此行動的非任意專斷性，必須展現在其有感召追隨者的
能力。也正在於此種行動的世界性中，鄂蘭提出了對立於施密特「具體決
斷論」以及自由主義者追尋超越性原則作為憲法規範的外部標準兩種思考
型態。我們可以說這是一種 存在主義化的共和主義論述。而鄂蘭之所以需要
採用這樣抽象的哲學語彙，除了受到海德格的影響之外，筆者認為此議題
乃是與施密特具有政治存在主義色彩的決斷論在進行「隱蔽對話」，或許
是更為重要的原因。同樣在存在主義的脈絡中，鄂蘭透過他者、世界性、
協同一致的開端啟新等，嘗試克服決斷論所帶來的任意專斷色彩。
然而，鄂蘭這些批判觀點是否構成一套符合現代憲政原則的理論？筆
者認為，她畢竟是哲學訓練出身的政治理論家，而不像施密特是公法學者
的底子。所以，鄂蘭和施密特的隱蔽對話，終極地看來，乃是嘗試以共和
式的多元主義來對抗民族主義以及主權國家單一性的政治權力觀。在這個
對話中，鄂蘭通過對於美國革命背後價值重新考察來證成自己的立場，這
是一種行動典範的重構，而非真正批判意義的歷史。 22 筆者並不認為鄂蘭
的共和主義真的能成為一個完整的憲政理論。因為一方面其目的既為一種
史詩式的重構，而非如施密特系統式的理論建構； 23 另一方面，共和主義
的政治經驗本來就是歷史的例外狀態：即使美國革命以及立憲展現了鄂蘭
心目中開端啟新的精神，但終極而言，仍然有所不足，也就是沒有把真正
的政治自由所需之場域納入到憲政結構之中，才有她在《論革命》最後一
章分析革命傳統作為一種「失去的寶藏」並以傑佛遜晚年的論述為基礎，
嘗試建構一種「協議制度」（council system）加以補足。 24 雖然這種具有
22

23

24

д࣎ຍཌྷ˯Ăඊ۰ᄮࠎ Scheuerman (1998) ٙᄲĂญᜋ߉זצপᇆᜩ҃၆ࢭ઼ڱ
ѣᄱ۞ᄮ઼ٕ࡚ۢࢭѣ̙ޫ༊۞நྋĂᇹ۞៍ᕇԆБᄱᄮ˞ญᜋ۞நኢϫ۞Ą࠹
၆г Shklar (1977) ϡκܚё۞Ķ༫ᅛё።ΫķĞmonumental historyğΐͽநྋĂ໖ˠ
ᙷ።Ϋ༊֖̚ͽ็͵۞̙Ѥ߿જ̝ࡔᐂĂ̖ͧྵᔌܕญᜋ۞ᇤўĄ
ϒЯࠎтѩĂᙯٺญᜋ߆ࣰڼጯ၆ٺጳ߆நኢ۞ᙯా̝ኢ͌ޝĂ҃ͷѣॡͪણम̙
ᆅĄᓝּ҃֏ĂWaldron (2000) ᔵࠎ༊߆ڼநኢЩछĂҭ၆ٺญᜋጳ߆ጯᄲ۞̶ژĂ
ԆБ՟ѣೠ೪ჟཌྷĄ࠹ͅгĂBurns (1987) ͧྵѝഇ۞үݡĂ҃ͅਕдፋநญᜋኢᙋ
̝ዶ೩ૄڱٺጯநኢ۞ͅޥĄ
ᙯٺญᜋ۞םᛉޘטĂኛણ҂ѯآፔĞ2001Ĉ220-226ğ̝ኢĄ˘Ҝᆶߤˠ͕г
Ăญᜋ۞ਨॲϔ៍هᄃטጳᝋᑕѣٙᙯాĂҭώ͛Ϗ̟ግĄ၆ѩᛉᗟĂඊ۰۞࠻
ߏڱĂญᜋᙯٺਨॲϔ۞ኢĂ˜ߏૄٺĮኢࢭįௐ̱ౢĂ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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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托邦色彩的理論不易在常態政治中落實，但鄂蘭並不因此而灰心喪志。
畢竟，只要有新的人類進入集體生活，便有新的可能。協同一志的開端啟
新蘊涵在人性之中，等待適當的歷史條件以及人們的行為動機加以實現。

߆ᛨ߆ڼᄃᛉ̝̚ޘטĂಉε˞઼࡚ϲ઼۞ВჟৠĂٙͽс෦ኜҢᅊ۞நهĂᇾ
ᓝĶםᛉޘטķͽར၁ਨॲϔĞArendt, 1990: 248-255ğĄ҃ĂдĮኢࢭį˘३̚
ኢϲጳ۞ฟბୁາ̝८͕ቔౢĞௐαặౢğᛚᛖ઼࡚ϲጳ࿅ॡĂᔵѣᄲځᆶᛉ
۞ј̶Ă֭ݒϏт˘ਠٙనຐгૻአϔĄ࣎நኢפШ˜੫၆טጳᝋநኢ۞ͅᑝĈญ
ᜋ۞ࢋЋဦдૻٺአĂĶࢭķ۞ৌ၁ຍཌྷĂ̙֭ߏтТ઼ϔᝋኢ۰ٙనຐĂдቁ
ϲטጳᝋ۞វޢĂၨ໑ᖞѣ۞ϒ༊ّࣧĂ֭ޙၹາ۞߆ڼ৩ԔĄ၆ญᜋ҃֏Ăᇹ
۞ޥ҂ሀёన˘ّ̮۞ᝋ˧៍هĄญᜋϒߏ੫၆Ҙࡠ֞߉ٺপͽࢫטጳᝋநኢ
۞րԲҿᄃநኢࢦၹĂ఼࿅ᝋ˧ᄃᝋ̶ރᗓ̝ૄనĂͽޙၹϖᜈ̝ҋϤጳ߆វטă።
Ϋ̝ؼᜈّăᝋ̝ރщĂͽ̈́טጳ߿જ۞̼ඈࠎคĂޙϲВཌྷጳ߆ኢ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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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anism, Nationalism and
Constitutional Theory:
The Hidden Dialogue between
Arendt and Schmitt
Carl K. Y. Shaw*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thoughts of Carl Schmitt and
Hannah Arendt to the issue of constitutional theory. Based on my previous
research on republicanism, my argument is that Schmitt transforms the
Machiavellian idea of founding into the constituent power of the nation. The
identity of a state is thus located in an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transcendent nation.
In On Revolution, Arendt conducts a hidden dialogue with Schmitt, rejecting the
idea of creating a political order via dictatorship. Relied on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Arendt’s argument asserts that the “principium” (principle) exemplified
in citizens’ collective actions is the immanent source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this way, the locus of political identity for Arendt is societas, not nation.
Key words: constitutionalism, republicanism, nationalism, Hannah Arendt, Carl
Schm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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