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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講義：名詞彙編

國家(State)

國家是個政治的機制,它確立了主權,並在特定的領土範圍內,享有管轄權,透過一些常設的

機構施展其權威。這些機構具有「公共性」的特性,為社會生活負起責任,它們在公共經費

的資助下推動其業務。於是,國家的周圍有著各式各樣的政府機構,而且國家的影響力尚擴

及法院、國營企業、社會安全制度等;國家可視為完整的「政治單元體」。德國社會學家

韋伯(Max Weber)曾將國家定為:「享有『正當強制力』專用權的機制」。

權威(Authority)

權威最為簡單的定義是:「正當性的權力」。至於權力意指影響他人行為的能力(ability),
而權威正是發揮此影響力的權利(right)。因此,權威是建立在被公認必須遵守的義務上,而
不是動輒採取某種形式的強制力或支配力。從這個角度來看,權威是根基於正當性或正確

性的權力。韋伯區分三種類型的權威,它們分別立基於不同的標準,進而建立起他人的順

從:(1)傳統型權威是以歷史為基礎;(2)領袖魅力型權威是源自於對某種類型性格的崇拜;(3)
合法-理性型權威則是奠基在一系列非個人取向的法規。

權力(Power)

從廣泛的意涵來看,權力意指有能力達成某些預期的結果。權力有時指涉去做某事的「力

量」。這包括了使其生存下去的能力,以及政府促進經濟成長的能力。然而,在政治學上,
權力通常被視為一種關係,亦即影響他人以非其所選擇的方式行事之能力。果真如此,我們

可以指稱此人比他人「擁有權力」。從較為狹義的角度來看,權力與懲罰或酬賞的能力有

關,因此使它更接近於強制力和支配力的意涵,相對於「影響力」的是,權力也可以指涉理

性的說服。

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

義大利的政客兼作家,他是一位律師的兒子,馬基維利對公共生活的體認,取材自處於政治

極端不穩定的佛羅倫斯(Florence)。他曾任職政府要員,且奉命出使法國、德國和義大利其

他地區。在經歷一小段牢獄之災以及麥迪西(Medici)家族統治重新掌權之後,馬基維利就

致力於寫作生涯,他的重要著作:《君王論》(The Prince),出版於一五三一年,該書深刻地描

寫波吉亞(Cesare Borigia)的統治行為,以及在其統治期間的權力鬥爭。該書的寫作旨在提

供統一後義大利君主的行為指導。於是,「馬基維利主義的」(Machiavellian)此一形容詞,
後來被用來意指「狡詐的和表裡不一的」。

共識(Consensus)

共識一字義指達成一種協議,但它通常指涉某種特定形式的協議。首先,它意味著一種廣泛

的協議,而此一協議被很多個人或團體所接受。其次,它意指同意某些原則或基本原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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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建成精確或確切的協議。換言之,共識是允許針對某些強調的事項或細節存有的差

異。「共識型政治」(consensus politics)在使用上有兩種意涵。一是程序的共識(procedural
consensus),它表達了透過協商和談判判以做出決定的意願,其方式不是經由各政黨之間的

諮商,就是藉由政府與各利益團體之間的協議。另一是實質的共識(substantive consensus),
它指涉兩個或兩個以上政黨在意識型態立場上的交集,反映了就基本政策目標達成協

議。其範例有英國戰後社會-民主的共識(social-democratic consensus)以及德國社會-市場

的共識(social-market consensus)。

權力的「面向」

權力的操作型定義可以界定如下:A 有能力驅使 B 去作 B 所不太樂意做的事時,則
稱 A 比 B 有權力。儘管如此,A 對 B 施以影響力有許多方式,我們區分以下幾個不

同層次的權力「面向」:
◆權力就是政策的制定(Power is decision-making):
權力的面向乃涉及有意識的行動,它是透過某些方式來影響決策的內容,對權力這種形

式的傳統解釋,可見於達爾(Dahl,1961)的《誰來統治?美國城市的民主與權力》(Who's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merican City),該書透過分析行為者在現有選項所做

出的決策 ,藉以判斷誰擁有權力。然而 ,有很多途徑可以影響此類的決策。鮑汀

(Boulding,1989)在其《權力的三個面向》一書中,他區分三種權力運作的分式:(1)使用強

制力或脅迫力(即技術);(2)使用互蒙其利的交換關係(即交易);(3)訴諸義務、忠誠的途徑

(即情感)。
◆權力就是議題的設定(Power is agenda-setting):
權力的第二個面向,誠如巴克拉和巴拉茲(Bachrach and Baratz,1962)所提出的,是
指 防 止 做 出 決 策 的 能 力 , 事 實 上 , 該 權 力 面 向 又 稱 為 「 非 決 策 」

(non-decision-making),它指涉有能力設定或控制政治議題,因而得以阻止不利於

決策者的議題或提案之發生。例如,私人企業可能同時運用以下兩種權力:透過

活動以重挫有關消費者保護的立法案(第一個面向);遊說政黨和政客以防範有

關消費者權利的議題付諸於公眾討論(第二個面向)。
◆權力就是思想的控制(Power is thought control):
權力的第三個面向,就是有能力透過塑造一個人的思想、需求或慾望,來影響這個人。這

種權力的運作乃透過意識型態的信仰或心理上的控制來達成。企業界說服消費者相信

他們的利益已受企業團體的妥善照顧(例如,以「形象包裝」的形式出現),因而排除了來

自消費者保護團體立法活動的壓力,具備此一宣傳和洗腦的能力者,就是屬於這種面向

的權力範例。在政治的生活中,這種形式權力的運作,可見於宣傳工具的靈活採用,更為

常見的方式,是發揮意識型態的影響力。

囚犯的困境(The prisoners' dilemma)

兩個囚犯被關在不同的牢房裡,兩人皆面臨到相互「出賣對方」與「不出賣對方」

的選擇。如果只有其中一方承認,但他能提供證據使另一方被認為有罪,則他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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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開釋,此時他的同夥將承擔所有罪刑,並被判服監十年。如果兩名囚犯都承認,則
他們將各自被判六年徒刑。如果雙方均拒絕承認,則他們僅獲判較輕的處罰,他們

各自受到一年刑期的宣告。各種可能的選項如下圖所示:
從他們所面臨的困境來看,兩名囚犯可能選擇都承認一途,因為他們害怕如果他們

不承認,則另一方將「出賣對方」,而使其獲判最高的徒刑。嚴格地說,該賽局顯示

出理性行為導出最不利的結果(兩名囚犯徒刑合計有十二年)。事實上,他們之所以

受罰,是因為未能合作或彼此信任對方。但是,如果該賽局反覆地實施多次,則囚犯

可能學習到透過合作可以增進自我的合作,而促使雙方皆拒絕承認案情。_

囚犯 B
承認 不承認

A: B:
6, 6

A: B:
0, 10

承認
圖
囚犯困境的選擇 囚犯 A

不承認

A: B:
10,0

A: B:
1, 1

典範(Paradigm)

一般而言,典範是一種模式或模型,它闡述某特定現象的相關特徵,有時以「理想型」

的姿態出現。然而,孔恩(Kuhn,1962)所採用的典範,它指涉一種知識的架構,是由彼

此相關的價值、理論和假設所組成,在此架構之下,從事探索知識的活動。於是,「常

態的」(normal)科學是在現有的知識架構之下進行;至於「革命性的」(revolutionary)
科學則意指嘗試以新典範來取代舊典範。這種理論有其激進的意涵,它指出「真實」

與「虛假」終究還是無法永保不變。它們只是在既有的典範架構之下所做的暫時

性判斷,舊典範最後還是將被取代。

政府(Government)

就最廣義的意涵來說,所謂的「統治」(govern)意指治理或控制其他人。因此,政府

被視為包括任何維繫既有規則運作的機構,其主要的特徵是有權制定集體的決策,
並有能力貫徹之。於是,類似政府形式的單位幾乎見於所有社會的機構:家庭、學

校、企業、工會等。然而,「政府」更常被用來指涉正式的和制度化的過程,它在

全國的層次下運作,以維繫公共秩序以及激發集體的行動。因此,政府的主要功能

兼具制定法律(立法)、執行法律(行政)以及解釋法律(司法)等項目。在某些情況下,
狹義的「政府」僅涉及政治的行政部門,相當於總統制的「行政當局」。

烏托邦主義(Utopianism)

烏托邦(源自希臘文的”outopia”,意指虛無縹緲之地 ,或”eutopia”,意指「完善之

地」)。雖然思想家建構出各種烏托邦的型態,但是大部分皆以消除欲求、化解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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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以及避免暴力和壓迫為其特色。烏托邦主義進行政治理論化的工作,它透過建構

一種理想的或完美的選項,藉以批評現行的秩序。其最佳的範例就是共產主義和無

政府主義。烏托邦通常是建立在人類自我發展具有無限潛力的假設上。烏托邦主

義經常被當成一種帶有輕蔑意涵的字眼,意味著不符合現實或空想的思想,並且被

視為是一種不切實際且不法達成的目標。

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極權主義的政治支配是無所不包的,基本上,它是建立在持久性的意識型態操控以

及公開的恐佈統治和壓制上。極權主義不同於專制政治或威權主義,因為極權主義

透過將社會和個人生活的每個面向予以政治化,而達到掌握「全部權力」(total
power)的境界。至於專制和威權主義政權的政治權力壟斷之目標較為和緩,通常透

過將群眾排除在政治之外以遂行其目的。於是,極權主義意味著與市民社會完全絕

緣:亦即廢除「私領域」的面向。極權主義政權有時可透過以下六項「徵兆」來

進一步加以辨別(Friedrichand Brzezinski,1963):
1. 官定的意識型態。

2. 一黨主政的國家,且通常由一位全能的政治領袖來主導。

3. 恐佈主義的警察國家。

4. 大眾傳播工具的壟斷。

5. 武力鎮壓工具的壟斷。

6. 國家對所有經濟生活面向的控制。

自由主義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

自由主義式民主是一種民主統治的形式,它以有限政府的原則,來平衡人民同意的

觀念。就其「自由的」特徵而言,它反映在對政府內部和外部的制衡網絡,被設計

來保障自由,並且使公民免於政府的壓迫。就其「民主的」特徵而言,它是以定期

且競爭性選舉的制度為基礎,透過普選和政治平等的原則來達成目標。雖然自由主

義式民主被用來描述一種政治的原則,但「自由主義式民主」一詞更常被用來描寫

一種特定型態的政體。該類型的政體的重要特徵如下:
1. 立憲的政府,它是以正式的(通常透過法律的形式)規定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

2. 確保公民自由與個人權利。

3. 制度化分立與相互制衡的政府部門。

4. 以「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為原則而舉行的定期選舉。

5. 政黨的競爭與政治的多元主義。

6. 免於政府干涉的組織化利益團體。

7. 私有化企業的經濟,它是依循自由市場的路線而形成的。

多元政體(Polyarchy)

多元政體(字面的意義為「多數人的統治」)一般是指涉現代代議民主的制度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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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過程。就政體的類型而言,多元政體可以用來區別所有非民主的體制,而且也不

同於直接參與式古典模型或雅典模型的小型民主國家政體,亦可當成一種約略或

粗略接近於民主政治的型態來理解,在多元政體之下,它透過制度的運做,迫使統治

者必須考量選民的利益和意向。其主要的特徵如下:
1. 政府掌握在人民手中。

2. 選舉是自由且公平的。

3. 在實踐上,所有成年人享有投票權。

4. 競爭公職的權利是不受限制的。

5. 享有批評和抗議等自由表達的權利。

6. 公民有接近不同訊息的管道。

7. 團體或社團至少享有免於政府支配的自主性。

共產主義(Communism)

從最簡單的意義來說,共產主義是以集體財產所有權為基礎,建立起一種公有制社

會實體的組織。就其理論上的典範而言,共產主義最常與馬克思的著作聯想在一起,
他認為共產主義是要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財產是為大家所共有,生產是依人類

的需求,而國家最終將「萎縮」,促使自然和諧與自我實現境界的來臨。共產主義

一詞也用來形容依據馬克思主義原理所建構的社會,隨後主要又被修正為列寧主

義(Leninism)和史達林主義(Stalinism)。採行「教條式」共產主義的政體,其主要的

特徵如下:
1. 以馬列主義為「官定的」意識型態。

2. 共產黨是以「民主集中制」(democratic centralism)的原則而組織起來的,共產

黨享有對政治權力的壟斷。

3. 共產黨「統治」整個社會,它宰制國家的機器,並且創造出黨國一體的機制。

4. 共產黨扮演著社會上「領導和指導的角色」,控制所有機構,包括經濟、教育、

文化和娛樂等面向的生活。

5. 經濟生活是建立在國家集體制,並且是透過中央的計劃經濟來達成。

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

威權主義是一種理念或政府「由上至下」的運作方式,權威的運作是忽視人民的同

意。於是,威權主義不同權威,後者強調正當性,從這個角度來看,權威是「由下至上」

的運作。因此,威權主義強調權威應凌駕在個人自由之上。然而,威權主義通常不

同於極權主義。政府「由上至下」的運作,與君主專制主義、傳統的獨裁政治以及

大部分的軍事政權有關,威權主義強調壓制反對勢力和個人自由,威權主義不採廢

棄國家與市民之間區別的更為激進的作法,於是,威權主義可以容忍經濟、宗教和

其他自由等重大領域的發展。

意識型態(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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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科學的觀點來看,意識型態是一組或多或少相互連貫的觀念,不論意識型

態意圖到底是在維繫、修正或推翻既有的權力關係體系,意識型態確實提供了組織

化政治行動的基礎。因此,所有意識型態(1)提供對既有秩序的一種解釋,通常以「世

界觀」(world view)的形式出現。(2)提供一種對追求未來的模型,且對理想的社會

提出它的看法。(3)闡述政治變遷可能或應該如何發生。然而,意識行態並不是一

成不變的思想體系,反而是由一組浮動的觀念所組成,而這些觀念在某些面向有相

互重疊的見解。就「基本的」層面而言,意識型態有點類似於政治哲學。就「運作

的」層面而言,它採取某種形式的大型政治運動。

洛克(John Locke,1632-1704)

英國哲學家兼政治人物。洛克出生在英國的索美塞得郡(Somerset),在他擔任柯博

(Anthony Ashley Cooper)的秘書之前,在牛津大學專攻醫學。其政治觀點是因反對

英國革命背景而發展出來的 ,這些觀點經常被視為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

(Glorious Revolution)合理化的說詞,它結束了威廉王(William of Orange)以來的英

國專制統治,開啟了君主立憲體制。在早期自由主義的發展中,洛克是個關鍵性的

思想家,他特別強調「自然的」或上帝所賦予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與財產等權

利。洛克是代議政治和容忍精神的代言人,因此其觀點對美國革命發揮相當大的影

響力。洛克最重要政治著作有《關於容忍的信札》 (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1989)與《政府二論》(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1690〕1965)等書。

彌爾(John Stuart Mill,1806-1773)

英國哲學家、經濟家和政治人物。父親詹姆士.彌爾(James Mill,1773-1836,功利主

義者 )給予他嚴格教育薰陶 ,導致彌爾在二十歲精神崩潰 ,隨後受到柯立芝

(Coleridge)與德國觀念論者(Idealist)的影響,而發展出更為人性的哲學。主要著作

包括《論自由》(On Liberty,1859)、《論代議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1861)以及《婦女的從屬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1869),這些對

自由主義思想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彌爾的廣博著作,使他跨越古典與現代自

由主義兩大分野。他對國家干預的存疑,乃根基於十九世紀的哲學,但是又強調個

人生活的平等性(反映對個別性的重視),主張婦女選舉權和工人合作,這些都明預

示了二十世紀自由主義哲學的發展。

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

都柏林出生的英國政治人物和政治理論家。一般公認為他是英美保守主義傳統之

父。柏克一直備受尊崇乃是建立其一系列的著作中,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國大革命

的反省》(Reflections on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1968),該書主要是在批評法國大

革命。雖然柏克同情美國革命,但是他強烈地抨擊引用一些諸如自由、平等和博愛

等抽象概念而想重新塑造法國政治的嘗試,他認為智識大部分蘊藏在經驗、傳統和

歷史之中。然而,柏克卻主張法國君主將為其自身的命運負起部分責任,因為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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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頑固地拒絕「變革是為了改革」的信念。柏克對政府則抱持悲觀的看法,認為

它造成邪惡之事多於善良之事。另外,他認為市場動力是「自然的法則」。

奶媽國家(Nanny state)

指執行無所不包社會職責的國家;該詞意味著福利政策是漫無邊際的,而且將損及

到個人的利益。

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

德國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思想家,馬克思通常被尊稱為二十世紀共產主義之

父。在短暫的大學教師生涯之後,擔任記者的工作,並涉入社會主義的運動。一八

四三年,來到巴黎,馬克思遭到普魯士放逐之後,最後定居倫敦,在他的好友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的資助下,在往後的歲月成為一位活躍的革命家和作家。一八六

四年,馬克思成立第一國際(the First International),由於馬克思的支持者與由巴枯

寧(Bakunin)領導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嫌隙日深,使第一國際於一八七一年瓦解。

很多馬克思的手稿直至馬克思壽終正寢之時仍未出版,馬克思的經典之作是三大

卷的《資本論》(Capital),另外最膾炙人口當屬其《共產主義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馬庫色(Herbert Marcuse,1898-1979)

德國政治哲學家和社會理論家,也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共同創始者。馬庫克逃離希特

勒統治下的德國,於一九三四年移居美國。他發展新馬克思主義的形式,乃擷取黑

格爾和弗洛伊德的理論。馬庫色在一九六０年代成為新左派的思想大師,也是學生

運動的「導師」。馬庫色將先進工業化社會形容為無所不包的壓抑體系,它抑制了

論證與爭辯,並收編了反對勢力。他並不將希望寄託在無產階級的身上,而是放在

學生、種族的少數團體、婦女和第三世界國家等邊陲的團體。他最重要的著作有

《理性與革命》 (Reason and Revolution,1941)、《欲望與文明》 (Eros and
Civilisation,1958)和《單面向人:先進工業社會的意識型態研究》(One-Dimensional
Man: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1964)。

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

德國社會主義政治人物和理論家。他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早期的黨員,並成為日後修

正主義主要的倡導者之一。伯恩斯坦受到英國費邊社(Fabianism)以及康德哲學的

影響,而嘗試將教條式馬克思主義予以修正和溫和化。他發展大量的經驗批判,強
調並階級鬥爭的虛幻,並認對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是有可能的。這個論點可見於

他的《革命的社會主義》(Revolutionary Socialism,[1989]1962)一書中。由於他反

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所以曾離開過社會民主黨,但隨後又返回黨內。伯恩斯坦經常

被視為是現代社會民主主義的開山祖師之一。

羅斯(John Rawls, 生於一九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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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何政治哲學家。羅斯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被公認為自第二

次世界大戰以來英文版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巨著。它同時影響現代自由主義與社會

民主主義,他提出「公平性正義」(justice as fairness)的理論,其立論根基是在:社會

不平等是可以合理化的,如果此現象能使最弱勢團體蒙受其利(提供他們工作的誘

因)。支持這類平等的假設乃基於以下信念:大部分人被剝奪掌握他們自己才智和

能力的知識,如果有此機會,它們會選擇生活在平等而非不平等的社會。對大多數

人來說,對貧窮的畏懼遠勝於富裕的渴望,再分配和福利乃以公平性為基礎來捍衛

社會。對他早期普遍性假設的某種程度修正,見於他的《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1993)一書。

基本教義派(Fundamentalism)

基本教義派(源自“fundamentum”此一拉文,意指「基礎」)是一種思想的型式,不
論老百姓同意與否,其某些原理被視為絕對的「真理」,且擁有一個無可挑戰和擊

垮的權威。因此,就其實質內容而言,基本教義派除了他們的支持者傾向於明示一

種真誠或對其信仰的真理表示熱情之外,很少或甚至沒有共通之處。雖然基本教義

派通常與宗教和代表真理的聖典有所關聯,但是基本教義派也可以在政治的原理

中發現。甚至自由主義式懷疑主義(liberal sceptictism)也可以說成一種基本教義派

的信念,因為它相信所有理論都應該被懷疑的(除了其本身以外)。儘管基本教義派

一詞經常帶有貶謫之意,意味著無彈性、專斷主義和威權主義,但是基本教義派亦

可以表示一種無私性以及對芋項原的理奉獻。

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與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

後現代主義是個具爭議性且易引起混淆的名詞，它首次被用來描寫西方藝術、建

築和文化發展上的實驗運動。就社會和政治分析的工具而言,後現代主義指出了從

工業化和階級團結所塑造的社會,轉變到日益分歧且多元化資訊的社會﹝亦即邁

向後現代性﹞,個人從生產者變成消費者,個別性取代了階級、宗教和族群忠誠。

從這個觀點來看,因現代化而發展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傾向被棄之如敝

屣。後現代主義者認為並不存在著屹立不搖的事物:絕對和普遍真理的觀念必須

被摒棄,因為這是自大的虛偽表現。於是,後現代主義強調表述、辯論和民主的重

要性。

政治平等(Political equality)

從廣義的角度來看,政治平等意指政治權力和影響力的平等分配。因此,政治平等

被認為是民主政治原理的精髓,在政治平等的原則下,不論「人」的出身為何,它確

保每一別的成員皆具有相同的份量:所有人的聲音之分貝都是相同的。這可以依

以下兩種方式來理解。從自由民主理論的觀點來看,政治平等意味著享有平等的政

治權利:投票的權利、參與選舉的權利等。這經常被總結為「一人一票,票票等值」

的原則。相對地,從社會主義者的觀點而言,他們認為政治平等原則與下列因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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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例如控制經濟資源和接近大眾傳播媒體工具的影響力。從這個角度來看,政治

平等不僅意味著平等的投票權利,而且也指涉社會平等層面上的重要性。

公民複決式民主(Plebiscitary democracy)

公民複決式民主是一種民主統治形式,其運作方式是無須藉由中介者的角色,而是

透過公民複決定性(或公民投票)來建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直接連繫的關係。

這些管道允許公民針對芋些政治議題直接表達他們的意見。於是,這是一種直接或

參與式民主的類型。然而,這種類型的民主經常遭玫批評,因為它提供了群眾煽動

家(透過言語以及激發群眾偏見和熱情的政治領袖)崛起的空間。這種類型民主政

治將流於群眾喝彩的制度,獨裁者利用民粹主義而得以生根茁壯。儘管如此,公民

複決式民主運用公民投票充當補充代議民主之不足的制度,是有所區別的。

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

英國哲學家、法律改革家,並且是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創建者。邊沁所發展出

的倫理與哲學體系,建立在以下的觀念:人類是理性的自利動物,或是追求效益極

大化的人,他相信上述的假定是提供法律和政治改革的基礎。他的追隨者在當時是

哲學界的激進派,他們運用「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原則,玫力於十九世紀

英國許多社會行政、法律、政府和經濟改革的運動。邊沁是「放任」經濟政策的

支持者,在邊沁的晚年中,他也成為政治民主的堅定鼓吹者。他的功利主義原則成

形於其《政府片論》(Fragments on Government,[1776]1948)著作中,並且在《道德

與立法的原理》(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1789)有更充分的討論。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

日內瓦出生的法國道德和攻治哲學家,他或許在智識上對法國大革命發揮重大的

啟迪。盧梭可說完全地自學。在一七四二年,他移居巴黎,而與法國啟蒙運動的重

要思想家成為摯友,特別是與狄德羅(Diderot)交往甚密。盧梭深刻地相信自然人

(natural man)是良善的,而「社會人」(social man)則是墮落的。盧梭對政治教導的

理念,總結在《愛彌兒》(Emile,1762)一書中,至於其政治思想則見於他的《社會契

約論》(Social Contract,[1762] 1913)著作, 盧梭主張一種激進的民主形式,啟迪了自

由派人士、社會主義者以及無政府主義者,甚至有人認為盧梭亦對法四斯主義者產

生了影響。在他的自傳: 《懺悔錄》(Confessions)中,盧梭以相當坦白的方式審視

他的生活,並且顯示出他有意暴露他的缺失和弱點。

議會式民主(Parliamentary democracy)

議會式民主是一種民主統治的形式,它透過民選且思慮週密的議會部門來運作,因
此建立了政府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間接連繫。從這個角度來看,它特別意指負責任且

代議的政府。議會式民主乃相對於人民直接參與式的民主,它是透過菁英來統治:
政府並非直接向選民負責,而是向民選的代議士負責。這項制度吸引人之處,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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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議士的本質而言,他們是有教養的人,他們較有機會去慎思與辯論,因此比公民本

人更能界定公民的最佳利益之所在。議會式民主的古典模式,與彌爾和柏克有緊密

關聯,他們認為國會議員應就其選區的事務獨立進行判斷。至於現代的政黨政治則

融合了議會式民主與委任式民主兩者的菁華。

列寧(Vladimir llyich Lenin,1870-1924)

俄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並且是個積極的革命家。身為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列
寧領導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人革命。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在於他的

革命理論或先鋒隊理論 , 它可見於《要達成哪些目標》 (What is to be
done?[1902]1968),他分析殖民主義是一種經濟現象,此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

最高階段》(Imper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1916] 1970),以及在他的

《國家與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 1917)一書中,他強烈地訴諸於「邁向革命的

暴力手段」。列寧的名聲必然與蘇聯的歷史有緊密的關係,他也被某些人視為史達

林主義高壓統治的始祖,但是其他人也認為他是官僚組織的批評者,並且是他的觀

點和論點的辯護者。

多元主義(Pluralism)

多元主義一詞有兩種用法:一是廣義的,另一是狹義的。就廣義的角度而言,多元主

義乃是一種信念或一種情感,它反映了差異性和多樣性(指存在著很多事物)。在描

述面上,多元主義可用來形容政黨競爭(政治的多元主義)、倫理價值的多樣性(道德

的多元主義)或各式各樣的文化規範(文化的多元主義)。在規範面上,多元主義可用

來形容差異性是健康的且可欲求的,通常是因為它捍衛個人自由,並促進彼此間的

辯論、爭辯和瞭解。從較狹義的角度來看,多元主義意指一種攻治權力分配的理

論。它認為權力應該在社會上進行廣泛且公平的分配,而不是集中在菁英或統治階

級的手中。從這個角度來看,多元主義通常被視為一種「團體政治」的理論,個人

大部分透過加入組織化團體來反映其利益,而此類團體皆有接近決策過程的管道。

兩院制(Bicameralism)

將議會的權力一分為二,其方式是透過建立兩個(地位平等的)議會;它是一種有限

政府的設計。

多元主義式民主(Pluralist democracy)

多元主義式民主一詞有時與自由主義式民主相互混用,它意指一種建立在多黨選

舉競爭基礎之上的民主制度。更特別的是,它指涉一種民主的形式, 透過組織化的

利益團體來連結人民的需求,並確保政府的回應性。因此,它可視為議會民主或任

何形式多數決的一種選項。健全的多元主義式民主包含以下幾個條件:
1. 在各對立團體中廣泛地分散政治權力,特別是菁英團體的權力應該有所節制。

2. 相當高程度的內部回應性, 團體領袖在其間必須向其成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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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個中立的政府機制,由於它已相當程度地分散其權力, 因此提供了團體很

多接近決策的機會。

菁英(Elite)與菁英主義(Elitism)

菁英一詞最原始且迄今仍沿用的意義,是指涉教育水準高、能力強且優秀的人。然

而,從中立或經驗論的角度來看, 菁英乃指人口中擁有權力、財富或特權的少數人,
至於菁英主義則是一種由菁英或少數人統治的信念或實踐。就規範的菁英主義而

言,它主張菁英統治是可欲的;因此政治權力應該集中在睿智或有知識的少數人身

上。就古典的菁英主義而言(它是由莫斯卡、帕雷圖和密歇爾所發展出來的)則從

經驗論的角度來探討菁英(雖然規範性的信念經常與之發生混淆),它認為菁英統

治是無可避免的,而且是社會存在無法改變的事實。現代的菁英主義也發展出一種

經驗分析途徑,但是對菁英統治的原因則較具批判性且不全然肯定。像是密爾斯之

類的現代菁英論者,曾以想解釋它又想挑戰它的心情,來探討菁英的統治。

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是現代觀念論的奠基者,他發展出意識與物質對象事實上是統

一的。在《精神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Spirit, 1807)一書, 黑格爾嘗試尋找出

理性的體系,以取代傳統的坴督教神學,並藉以解釋人類歷史的整個過程,甚至宇宙

自身的問題,乃根據絕對精神(absolute Mind)朝向自我實現的過程來理解。從這個

觀點來看, 歷史在本質上就是人類精神邁向決定性終點(determinant endpoint)的
歷程。主要著作有《法哲學》(Philosophy of Right),該書指出國家是個倫埋學上的

觀念,是人類自由的最高表現。黑格爾的著作對馬克思及其他所謂「青年黑格爾學

派」(young Hegelians)造成相當大的影響,而且也有助於自由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思

潮的創造。

立憲政府(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一種政府體系,在一系列法律和制度的限制之下運作,同時限制了權力,也保障了個

人自由。

社會契約理論(Social-contract theory)

社會契約是一種個人之間所做出的自願性協議,透過它使有組織的社會或國家因

而產生。它是一種理論上的構思,被霍布斯、洛克和盧梭等思想家所引用,現代政

治理論家羅斯(John Rawls)曾修正了社會契約論。社會契約很少被視為一種歷史

上的行動,反而被用來當作陳述政府價值以及政治義務的基礎; 社會契約理論家

希望個人能依他們本人所訂定的契約內容來行事。從最古典的形式來看, 社會契

約論有以下三個要點:
1. 假設無國家的情境(即「自然狀態」)一旦成立,則毫無限制的自由意味著生活

將是「孤獨的、困苦的。險惡的、野蠻的和匱乏的」(霍布斯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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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此,個人為了擺脫自然狀態的恐佈情境,就相互訂定契約,承認一個主權者的

存在,以確保秩序和穩定。

3. 社會契約強迫公民敬重和服從國家,最後的目的是在換取只有政治統治體系

可以執行的穩定和安全。

新多元主義(Neopluralism)

新多元主義是一種將社會加以理論化的型態,依然堅信多元主義的價值,只是承認

有必要按照菁英論、馬克思主義和新右派等觀點來對古典多元主義進行重新檢討

或修正。雖然新多元主義包含著廣泛的觀點與立場,仍舊可以界定出某些核心的論

點。首先,嘗試擷取較具當前趨勢的看法,諸如後工業社會及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啒

起。其次,即使資本主義必然優於社會主義,然而自由市場經濟的義理已被視為過

眼雲煙。再者,認為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一種有缺憾的多元政體,主要企業體在其間

馳逞其不成比例的影響力。

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m)

新馬克思主義(有時稱為當馬克思主義)是指嘗試重新檢討或修正馬克思古典理念,
但仍相信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原則,或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上的面向。新馬克思主義

者一般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所自誇的唯一真理,轉而借助於黑格爾哲學、無政府主

義、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以及理性選擇理論的觀點。即使如此,依然可以界定出兩

項核心的論點。第一,新馬克思主義者試圖在教條式馬克思主義的機械式與決定論

式理念之外尋求出路,拒絕去接受經濟優先或無產階級優越角色的觀點。第二,他
們關注於解析馬克思預言之所以失敗的理由,尤其對意識型態與國家權力的分析。

家父長制(Patriarchy)

家父長制通稱為「家父統治」,由家庭中的丈夫(即父親)來支配,妻子與兒女均附屬

其中。不過,該詞通常用在更普遍的「男性統治」,針對女性之所以附屬的整體式

壓迫與剝削而言。家父長制一詞因此用來指社會的男性權力體系,乃是大部分從家

庭的父親支配狀態所反泱與滋長出來的。在激進式女性主義者的分析中,家父長制

是一個關鍵概念,強調性別不平等乃是體系化的、制度化的且無所不在的實情。相

對地,社會主義式女性主義者特別指出性別不平等與私有財產的關係,認為家父長

制與資本主義乃是兩個並行不悖的宰制體系。

國家機制主義(Statism)

國家機制主義是一種信念,認為國家干預乃是解決攻治難題或是促進經濟與社會

發展的最適切手段。這項觀點是由一種層且無庸置疑的信念所支撐,即國家有如一

部機制,藉此將集體行動予以組織起來,如此就可以獲致公益。國家因而被視為一

種倫理觀念(黑格爾的看法),或是為全意志、公益而服務。國家機制主義最明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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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在對經濟生活加以調節與控制的政府決策上。其程度可從選擇性的國有化與經

濟管制(或稱指導)以迄統合主義(自由式或法西斯式),甚至蘇聯式國家集體化。

民族(Nation)

民族(nations,源自拉丁字“nasci”,意指「出生地」)是複雜的現象,它由文化、政

治和心理等因素匯集而成。在文化的層次上,一個民族意指基於共同語言、宗教、

歷史和傳統而合在一起的團體,然而,民族呈現各式各樣文化上的異質性。在政治

的層次上,一個民族指的是定自己乃基於自然而結合的政治團體。雖然此一觀念傳

統上是以想要建立或維繫一個國家的方式表露出來,但是,它亦可透過公民自覺的

方式表現出來。在心理的層次上,一個民族是一群人分享著不同於異族的忠誠或情

感,並以愛國主義的方式流露出來。然而,此類的取向並非成為某個民族成員的必

要條件;甚至某人就算缺乏某種民族的尊嚴,我們依然可以將之「歸類」在某個民

族之下。

族群團體(Ethnic Group)

指一群具有共同文化和歷史認同的人,基本上它會突顯出與其他團體有著不同的

信念。

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

文化民族主義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形式,它主要強調民族的新生,使其成為一個特定

的文化體,而不是個別的政治共同體。一般說來,民族主義者視國家為若非是外國

的就是邊陲的實體。政治民族主義是「理性的」而且通常是有原則的,文化民族主

義則是「神秘的」,它是建立在浪漫的信念之上,相信民族是一個特定的、歷史的

和有機的整體,且會受到其自身「精神」的鼓舞。基本上,它是一種「由下而上」

的民族主義形式,更加重視「人民的」儀式、傳統和傳說, 而不是仰賴菁英或「上

流的」文化。雖然它經常帶有反現代的特性, 文化民族主義也可以透過促使人民

自我「再造」,而充當現代化的機制。

世界主義(Cosmospolitanism)

在字義上, 世界主義抱持四海皆兄弟或「世界國家」的理念。於是,它意味著將民

族認同予以剔除,而建立一個團結所有人類的普遍性政治忠誠。然而,該詞通常被

用來指稱更為溫和的目標,例如建立民族之間的和平與和諧,以增進彼此的瞭解、

容忍,更為重要的是互賴。於是,十九世紀「曼徹斯特自由派人士」(Manchester
liberals)柯柏登(Richard Cobden, 1804-1865)和布萊特(John Bright)就曾標榜世界主

義的觀念,主張各團體之間進行自由貿易,此將有助於國際的瞭解以及經濟的互賴,
最終將消弭戰爭。另外, 世界主義的理念也曾被超國組織所提倡,其目標是促進各

民族之間的合作,以消除民族國家的藩籬。

愛國主義(Patriotism)



政治學14

愛國主義(該字源自於拉丁字“patria”,意指「祖國」)是一種對自身民族的情感、

心理依附(「愛自己的家園」)。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經常被混淆。民族主義具有一

種義理性質,並堅信在芋些方面而言,民族乃是政治組織的核心原則。愛國主義則是

為這種信念提供某種情緒基礎。因此,愛國主義支撐了所有類型的民族主義;就政治

的自主性而言,一旦缺少最低程度的國家忠誠或民族意識時,民族團體的需求就難

以獲致。然而,並非所有的民族認同與熱愛皆被視為達政治需求的表達工具。

種族主義(Racialism, racism)

種族主義(“racialism”經常與 racism”交使用,儘管後者常見於現代用法)乃是指

從生物學觀點,將人類區分出明確種族,依此一觀念提出政治或社會結論,並據此形

成信念或義理。種族主義理論因而建立在以下兩個假定。第一,遺傳差異明白指出

人類是以種屬的集合來看待(種屬明確地意指著類屬)。第二,人類中的文化、知識

與道德差異源自於更基本的遺傳差異。就政治的用語而,種族主義被用來宣示種族

隔離的訴求,乃至「血統」良莠的義理(例如亞利安主義與反猶太主義)。種族主義

可以被狹義地用來指稱基於種屬起源所形成的偏見或敵視,且不論是否與成形的

種族理論有關。

民族國家(Nation-state)

民族國家是一種政治組織的形式,並且是一種政治理念,就前者而,言乃是一個由公

民權與民族性所交織而成的自主性政治社群。因此,不同於多民族的帝國與城邦

國。就後者而言,民族國家是一項原則或理想形態,反映在馬志尼的目標:「一個民

族一個國家,一國一族」。此乃認為現代國家並未且無法在文化具備同質性。有兩

種相對立的民族國家觀點。對自由主義者以及大部分的社會主義者而言,民族國家

多半是以公民忠誠與順從來裝飾。對保守主義者以及訴求團結的民族主義者而言,
民族國家則是建立在族群或有機體的基礎之上。

蒲魯東(Pirre-Joseph Proundhon, 1809-1965)

法國無政府主義者。他大部分是自修而成。蒲魯東於一八四七年移居巴黎之前,
在萊昂斯(Lyons)加入激進的政治團體。身為一八四八年制憲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代表,他投下這部憲法相當有名的反對票,「因為它是一部憲法」。後來

入獄三年,其後自積極的政治活動中覺醒,而致力撰書與理論的工作。最有名的著

作是《何謂財產?》(What is Property?),該書發展出有體系的無政府主義論點,建立

在「互助主義」(mutualist)的原則上;有一句名言:「財產猶如竊賊」(property is
theft)。在《聯邦原則》(The Federal Priciple, 1863)中, 蒲魯東修正其無政府主義論

點,承認仍有必要存在最小程度的國家,「使各種事物能各得其所」(雖然他所謂「聯

邦」實際上是指各自治體之間的政治協議,即邦聯主義)。

聯邦主義(Fed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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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主義(源自於拉丁文“foedus”,意指「協定」或「暨約」)通常指稱法律和政

治的結構,在一國內以地域為基礎來分配權力。然而,根據其原始的意義,它意指「互

惠性」(reciprocity)或「互助性」(mutuality)(以蒲魯東的觀點來看),或是在漢彌爾

頓和麥迪遜的著作中,意指多元主義廣泛意識型態的一部分。然而,就政治的形式

而言, 聯邦主義須要兩個特定層級政府的存在,彼此之間在法律和政治上,並沒有

上下隸屬的關係。因此,其主要的特徵是權威的分享。在此一定義的基礎上,具聯

邦主義「典型」特徵的國家在數量上並不多見:美國、瑞士、比利時、加拿大和

澳大利亞皆屬之。不過,更多國家具有聯邦類型的某些特徵。

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1755-1805)

美國政治人物 ,他與麥迪遜和傑伊等人合寫《聯邦論》 (Hamilton, Jay and
Madison,[1787-1789] 1961)。漢彌爾頓出生於西印度群鳥,曾在美國大革命中參加

戰鬥,而成為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陣營的重要助手(1771-1781)。在研讀法律

之後,他於一七八二年回到大陸會議,並擔任美國財政部首任部長(1789-1795)。漢

彌爾頓生前一直領導聯邦黨人,其重要的政敵是伯爾(Aaron Burr)。漢彌爾頓的聯

邦主義乃以對民主政治的不信任為基礎,他支持一個積極的中央政府,並且透過全

國性財政和經濟政策來推動工業的繁榮。於是,「漢彌爾頓主義」(Hamiltonianism)
代表著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期望強勢的行政權威來推動新興中的全國性經濟。

授權(Devolution)

授權是中央政府將權力轉移至地區組織(「授與」乃是較高權威將權力或責任交

付下屬)。因此,被授權的地位與聯邦的差異在於被授權單位並未享有主權,即使對

地區的管轄權是相同的。它們的職責與權力是來自中央,並與中央相配合。就其最

薄弱的意義而言,即行政授權,僅是指已決定的政策交付給地區去執行。就立法授

權而言(有時稱為「自理」),授權包括了建立一個被賦予政策制定職責的民選地區

議會,以及一定限度的財政自主性。

核心一邊陲模型(The core-periphery model)

核心一邊陲模式是一項解釋的架構,意圖去描述經濟發展過程的區域不均衡如何

產生以及為何產生會產生。可以用來說明一國之內的地區不均衡(當作一項內部

殖民主義的理論),乃至全球經濟的不均衡(當作一項世界秩序的理論)。不過,經常

可以見及這兩者具有重疊性。例如,「核心」地帶是較容易被整合至全球經濟地帶

的核心一邊陲模式所強調的是不均等的交換體系,乃是核心區域明顥地透過對邊

陲地帶的剝削,並使其陷入低度發展的狀態。因此,核心是以相對高工資、先進原

料以及多樣化的產品為特徵;至於邊陲則是以低工資、粗糙技術以及單調的產品

為特色。

社群(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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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日常語言,社群是人們在既定場所的集合體,諸如村、鄉鎮、城市以及國家。不

過,若當社會或政治原則,則社群一詞即指立基於情誼、忠誠與責任之約束,而擁有

強烈集體認同的一個社會團體,涂尼斯區分社群與會社之間的差異:社群是傳統社

會的典型,依自然而成的情感與相互尊重而構成,至於會社則是鬆散的、刻意的且

約定的關係,最常見於城市及工業化社會。涂爾幹著重於社群所立基的社會與道德

規範之維繫程度。如果維繫程度甚微,則導致「失序」,亦即感到孤立、寂寞和無

依。

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

社群主義是自我或個人經由社群而構成的信念,在個人經由所屬社群而塑造的意

義之下,具有了期許與尊重;因此,並無「任我行」存在。儘管社群主義明確地與自

由主義式個人主義格格火入,但仍呈現多種不同的政治形式。左翼社群主義堅持社

群必須具備無限的自由與社會平等(無政府主義的觀點)。中間派社群主義認為社

群是建立在對互惠權利與責任的認識基礎上(托利派父權主義和社會民主的觀

點)。右翼社群主義則強調社群有賴於對權威及既有價值的尊重(新右派的觀點)。

全球化(Globalisation)

全球化是因應相互交織的複雜網絡而生,它意指我們的生活日益受到周遭所發生

的事件之影響,但其所做出的決策仍與我們保持一段距離。因此, 全球化的主要特

徵是:地理的距離已逐漸喪失其重要性,至於領土上的界線(民族國家之間的邊界),
也變得較無意義了。然而, 全球化絕非意味著「地方」(the local) 和「國家」(the
national)就屬於「全球」(the global)之下。全球化趨勢反而說明政治過程的力深

(deepening)和擴展(broadening)。從這個角度來看,地方的、國家的和全球的事件(或
是說地方的、地域的、國家的、國際的和全球的事件)經常是相互糾結在一起。

於是,其間系統化的互賴關係。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

德國哲學家。康德長年居住在柯尼斯堡(Konigsberg,當時是位在東普魯士),他在一

七七 0 年膺任柯尼斯堡大學邏輯和形上學的教授。其「批判的」(critical)哲學主

張:知識並非僅是感覺上表現的匯集;它仰賴於人類理解的概念機制。康德的政治

思想是以道德命題為其核心。他相信理智的法則支配各種行為,其中最為重要的法

則是負有將其他人視為「目的」(ends)之義務,而不能僅將之視為「手段」(means)。
康德最重要的著作包括有:《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 1781)、《實

踐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Reason,1788)以及《判斷力的批判》(Critique of
Judgement,1790)。

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

國際主義是建立在跨國或全球合作基礎上的政治理論和運作。它立基於普遍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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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alist)的假設,該假設認為人類本質與政治民族主義有所扞格,後者強調政

治認同在某些程度上是由民族性所塑造。國際主義的傳統大抵擷取於自由主義和

社會主義的精髓。「自由主義式國際主義」是以個人主義為根基。例如,它反映以

下信念:普遍人權的價值,其地位終究「高過於」民族主權的權威之上。至於「社

會主義式國際主義」則是奠基於下述的理念:國際階級團結(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的基石,是建立在共同人性的假設上。女性主義和環境主義也宣揚特定國際主義的

立場。

主權(Sovereignty)

從最簡單的意義來看,主權的原則是指絕對且最後的權力。然而,法律主權和政治

主權卻有所差異的,再者,內在主權和外在主權的觀念彼此間亦有所區隔。法律主

權(legal sovereignty)指涉最高的法律權威,亦即它是不容挑戰的權威,它有權根據

法律要求他人順從。相對地,政治主權(political sovereignty)指涉一種毫無限制的政

治權力,亦即要求他人服從的能力,基本上,它是透過壟斷強制力的使用來確保其權

力的地位。另外,就內在主權(internal sovereignty)而言,它意指一國之內最高權力

(權威),其所做出的決策皆對該國領土範圍內所有公民、團體和機關構成約束力。

就外在主權(external sovereignty)而言,它意指國家在國際秩序體系中的地位以及

其扮演獨立且自主實體的能力。

帝國主義(Imperialism)

從廣義的角度來說,帝國主義是擴張其權力或某國超越其領土疆界對他國進行宰

制的政策。在其最早期的用法,帝國主義是一種支持軍事擴張和強國占領的意識型

態,通常是以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原則為護身符。現在, 帝國主義一詞則用來形容

政治支配或經濟剝削的制度,以有助於追求某些目標的確立。在馬克思主義者的看

法中, 帝國主義被視為一種經濟的現象,基本上是導因於資本輸出的壓力。至於新

馬克思主義者則關注於帝國主義較為複雜的形式 ,稱為「新殖民主義」

(neocolonialism),意指工業強國透過經濟的支配,雖然某國的領土在形式上仍保持

獨立地位,但實際上強國已控制該國的領土。然而,就現實主義者的理論而言,他們

傾向將帝國主義視為一種政治的現象,認為帝國主義爭奪權力的大餅,並透過擴張

與征服而贏得戰略上的優勢。

冷戰(Cold War)

「冷」戰[“cold”war,該詞是李普曼(Walter Lippman)在一九四四年採用的辭彙],它
意指國與國之間以及對立聯盟之間的散對狀態和緊張關係,而僅差沒有爆發全面

的戰爭。該詞最常用來形容「資本主義」西方陣營與「共產主義」東方陣營之間

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對立時期,也就是美國與蘇聯兩個強權之間的緊張關係。

雖然有人將冷戰起始點回溯至一九四五年波茨坦會議,或甚至追溯至一九一八年

至一九二一年俄國內戰期間,西方陣營介入布爾什維克黨人的革命運動,但是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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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通常被認為開始於一九四七年所謂的「杜魯門原則」。儘管感覺上「戰爭」

是「冷的」,敵對雙方避免直接的衝突,然而抬面下的運作或代理人的戰爭,則是這

段期間的特徵。強權國家緊張關係再度升高,一般認為與前美國總統重新擴張軍備

有關,而經常被指為是第二次的冷戰(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 0 年)。

南北差異(The North-South divide)

「南北差異」的觀念,經由「布雷特報告」(Brandt Reports)的研究著作: 《南方=
北方:生存的計劃》(North-South: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1980)以及《普遍的危

機:世界重建的南方=北方合作》(Common Crisis: North-South Cooperation for
World Recovery,1983)的傳播,而得到進一步發揚。雖然將世界劃分成「北方」和

「南方」,乃建立在以下的趨勢之上:工業發展集中在北半球,而貧窮與落後則集中

在南半球(澳大利亞除外),但是這些辭彙主要是概念性而非地埋性的。南北差異的

概念主要著重在援助、第三世界外債以及多國藉企業的運作,造成高工資、高投資

和工業化的北半球與低工資、低投資和以農立國的南半球,兩者之間長期存在著結

構的不平等。另外,「布雷特報告」也闡述北方和南方的相互依賴關係,強調北半

球的長期繁榮,必須端視南半球的發展而定。

超國主義(Supranationalism)

跨府主義是指國家之間的任何形式的互動,它是以主權獨立為基礎所發生的關

係。這包括條約、聯合以及聯盟和邦聯,例如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和歐洲

經濟共同體(EEC)。透過要求達成一致決策的程序之下,給予每個國家針對重要的

國內事務,擁有最終的否決權。超國主義則是指存在著一種「高過於」民族國家的

權威,它有能力對民族國家施以某項意志。因此,我們可以在國際的聯邦中找到跨

國主義的蹤跡,此時, 權威是由核心與邊陲單元體所共同分享。由此可知,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兼具跨府主義與超國主義兩項要素。

歐洲聯盟(the European Union)運作的方式:

1.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歐洲聯盟官僚機構,它是由十九位委(員由大國二名、小國一名委員組織之)以及

一位主席[現任者史坦特(Jacques Stater)於一九九五年就任該職]。該機構擬定立

法草案,並貫徹歐洲聯盟條約的執行,它廣泛負起政策執行之責。

2.部長會議(Council of Ministers):
歐洲聯盟的立法機構,它由來自十五個會員國的部長所組成,這些部長各自向其

所屬的議會和政府負責。至於部長會議主席由各會員國每六個月輪替之。重要

決策必須得到全體一致同意方能通過,至於其他事項則僅須特定的絕對多數或

簡單多數的表決即可通過。

3.歐洲行政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各會員國政府首長帶領外交部長和兩位隨從,共同參與的會議,該機構討論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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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運作上的重大方向,乃每一年舉行兩次會談。

4.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
歐洲議會包含各會員國五百六十七位代表情其中有八十一位來自英國),這些代

表每五年由各會員國家直接選舉產生。歐洲議會是個監督的議事機關,而不是立

法單位,其主要的權力(例如撤回歐洲聯盟的預算案以及解散歐洲委員會)由於

太過於廣泛,以致於難以貫徹。

5.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歐洲法院解釋和仲裁歐洲聯盟的法律。它由十五位法官組織之,每個會員國各推

選一位法官,以及六位給予建言的顧問秘書。由於歐洲聯盟的法律優於各國法律,
因此法律可以「拒絕適用」某些國內法。「第一審法院」(Court of First Instance)
受理由個人或公司所發生糾紛的案件。

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

簡單地說, 集體安全的觀念,就是透過幾個國家的聯合行動,就可以抵抗外來的侵

略。集體安全理論是建立在以下的假設:戰爭與國際衝突根源於不安全性與權力

政治運作的不確定性。該理論指出國家只要彼此結盟以自保,就有制敵於先的能力,
以及當國際秩序遭到破壞時,亦能對入侵者迎頭痛擊。成功的集體安全端賴以下三

個條件:首先,國家實力必須約略相等,或者至少沒有壓倒性權力的存在。其次,所有

國家必須有意願承擔彼此防衛時所帶來的成本與責任。最後,必須有一個國際的團

體,它在道德的權威以及軍事的實力上,皆能有效地採取行動。

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

國際法是可以約束各國的法規,於是,它界定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法規是指一系

列有執行力的規定)。在缺乏世界議會的情況下,國際法的來源包括:條約、習慣、

一般原理(例如對領土完整的尊重)以及由國際法庭所累積的法律見解。傳統上,
理想主義非常重視國際法,將之視為透過對道德原理的尊重來建立秩序的手段,因
而使國際衝突得以和平落幕。另一方面,現實主義則質疑國際法的地位,認為它並

沒有強制力,尚不足以構成「法律」,而僅是一些道德規範罷了。

放任(Laissez-faire)

放任(laissez-faire,其在法文字義上,意指「無所作為」)是政府在經濟事務上採取非

干涉的原則。該原則的核心思想就是經濟最好在政府無所作為的情況下運作。以

下片語是由十八世紀法國重農主義者(Physiocrats)所創造:“Laissez faireest laissez
passer”(法文),意指讓個人不要受到干預,並讓貨品自由地(流通)。古典經濟學家

李嘉圖、馬爾薩斯(1842-1924)等人都擷取史密斯的命題。放任原則最主要的假設

是無干預的市場經濟傾向於自然地朝向均衡。這通常可透過「完全競爭」理論來

加以說明。從這個觀點來看,政府的干預被視為具有毀滅性,除非將之限定在促進

市場競爭的行動,例如防止壟斷以維持穩定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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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民主與代議民主

直接民主(有時有稱為「參與式民主」),它是建立在公民直接且持續參與政府事務

的基礎之上。於是,直接民主拉近了政府與被統治者以及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差

異;它是一種自治政府的體制。它萃取自古雅典的統治型態,透過公民大會來決定

政務的一種政府形式;現今直接民主最常被採用的方式是公民投票。關於直接民

主的優點敘述如下:
1. 直接民主使公民得以操控自身的命運,因而強化公民對政治的控制力,它是民

主政治唯一的純粹形式。

2. 直接民主教化出較具政治訊息以及對政治涉入較深的公民,因此直接民主得

以發揮教育上的效益。

3. 直接民主有助於公民表達自身的看法和利益,而無須假借自我取向的政客之

手。

4. 直接民主強化統治的正當性,因為人民更可能接受由他們自己所決定的政策。

代議民主是一種有限且間接的民主形式。公民參與政府的範圍是侷限的,而且是不

經常出現且短暫的,通常僅限於每隔幾年的投票來行之。由於它是間接的,因此公

眾並不是親自行使權力;他們僅選出代表他們意志的人來進行統治。這種形式的

民主雖然是代議政治的型態,但是它促進了政府與被統治者之間得以進行可靠且

有效率的連繫。代議民主有時反映了選民的委託。關於代議民主的優點敘述如下:
1. 間接民主提供一種在運作上較有效率的民主形式(直接的公民參與僅能在小

國寡民的國度中實現)。
2. 間接民主是由為數不多的公民負起決策之責,因此較有可能達到政治的分工。

3. 間接民主使政府得以交由一群教育水準較高、具有專業知識且較富經驗的人

來管理。

4. 間接民主透過拉大一般公民與政治之間的距離,而得以保持政治的穩定,因此

間接民主鼓勵公民接受妥協的結果。

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集體主義(Collectivism)

個人主義是一種認定個人凌駕在任何社會團體或集體之上的信念,認為個人是任

何政治理論或社會解釋的核心。這種看法與古典的自由主義有緊密的關聯,現代則

以新右派為個人主義的代表。從這個觀點來看,所有對社會所做的陳述都應該以構

成社會的個人為基礎;嚴格地說,「社會並不存在般」(柴契爾所言)。這種觀點通常

基於以下信念:人類天生皆是自利的,且大部分都自我信賴,由於他們擁有才華和

技能,所以對社會無所求。至於集體主義則強調人類集體行動的能力,認為人們有

意願和能力透過共同勞動而非個人單打獨鬥,來達成目標。它乃基於以下的信念:
人性本質具有社會的傾向,這隱含著社會團體(包括「社會」本身)是個有意義的政

治實體。例如,這個觀點可見於社會主義者對階級分析的強調,以及女性主義採用

性別的範疇,乃至於所有的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的原理皆擷取集體主義的概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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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集體主義與國家主義有所關聯,雖然這種關係並非是必然的。

社會階級(Social class):

廣泛地說,階級是指具有類似社會和經濟地位的人所組成的團體。就馬克思主義者

而言,階級與經濟權力有關,階級是由個人與生產方式的關係來加以界定。從這個

觀點來看,階級的差異就是「資方」與「勞工」之間的區別,亦即就是生產工具擁

有者(即資產階級)與以出賣勞力為生者(即無產階級)之間的差別。至於非馬克思

主義者對階級的定義,通常以各職業團體的所得與地位的差異為基礎。例如,它區

分了「中產」階級、白領(或非技藝者)勞工、「勞動」階級、藍領(或技藝者)勞工。

另外,更精細的分法是以市場為基礎的,其分法有:專家(階級)A、經理(階級 B)、辦

事員(階級 C1)、技術工人(階級 C2)、半技術和無技術工人(階級 D)以及失業者(階
級 E)。

地位(Status):

地位是指一個人在階層體系排列中所在的位置。它是以一個人在此一體系與其他

人互動所具有角色、權利與義務為特徵。由於地位是由諸如榮譽、聲望、重要性

和權力等因素所組成,因此它比按照經濟意義所界定的階級概念,更難以掌握。再

者,由於它是以社會層面來加以測量（如在某種社會標準下,某人是否「較優」或

「較劣」）,因此更為主觀。傳統社會基本上有較清晰且固定的地位階層,至於現代

工業社會則較具浮動性,簡略地說,地位經常與財富和職業有所關聯。儘管如此,地
位階層仍與家庭背景、教育、性別、種族和族群屬性等此類因素有關。

種族(Race)

種族指涉人類之間在生理和遺傳學上的差異,它主要是用來區分一個團體與另一

個團體在生理基礎上的不同,例如皮膚和頭髮的顏色、體格和臉部特徵等。於是,
種族乃是指具有共同祖先和「同一血源」的人。然而,該詞不論在科學上和政治上

都有爭議。科學的證據顯示:從人類之間「類屬型態」(species-type)差異來看,並沒

有所謂「種族」之類事物的存在。在政治上,種族的分類通常是以文化的型態為基

礎,從好的一面來看,它是簡單的工具,從壞的一面來看,它是惡毒的工具。「族群特

性」(ethnicity)一詞較為人所偏愛,因為它專指文化和社會上的差異,而不必然根基

於生物學上的因素。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

從廣泛的角度來看,文化是人們的生活方式。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傾向辨別「文化」(culture)
與「自然」(nature)兩者之間的差益,前者強調透過學習將其內涵從上一代傳遞給下一代,
而不是藉由意識型態的傳承,政治學者以較狹義的角度,來看待政治文化一詞,它指涉某人

心理上的取向,政治文化指對政黨、政府、憲法這類為政治對象的「取向模式」(pattern of
orientations),它以信念、符號和價值表現出來。政治文化不同於民意,因為它是一種長期



政治學22

所累積下來的價值,而非僅是某人對特定政策和問題的反應而已。

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sation)

個人獲取政治信念和價值的過程,此過程乃是將上一代的價值和態度傳遞給下一代。

霸權(Hegemony)

就是最簡單的意義而言,霸權(源自希臘字 hegemonia,意指「領導者」)是一個體系中,某一

要素居於優勢或支配其它要素(例如聯盟或同盟之內的支配狀態)。在馬克思理論中,該名

詞被用來指涉更為技術性與特定的意義。在葛蘭西的作品中,霸權指涉支配階級透過贏得

從屬階級同意的能力,來行使其權力,而有別於另一種強制手段。做為一種非強制形態的階

級統治,一般人將霸權理解為一種文化或意識型態的過程,透過資產階級價值與信念普遍

傳播於整個社會來加以運作。然而,霸權也具有政治上與經濟上的面向:透過政府給付增

加,或透過政治或社會改革,可以使同意受到操控。

正當性(Legitimacy)

正當性(來自拉丁文 legitimare,意義是「宣稱合法」)一詞大略意指合理性(rightfulness)。
因此正當性授與一種命令,而具有權威性或約束性的特質,因而將權力轉變為權威。它和合

法性(legality)的不同之處,在於後者並不必然保證政府受到尊重,或公民認為他們有服從

的義務。政治哲學家將正當性視為一種道德或理性的原則,政府可能以此為根基而要求公

民的服從。因此宣稱具備正當性比服從的事實更重要。然而政治學者通常從社會學的角

度來看正當性,亦即服從體系或統治的意願,而不論如何達成之。依循韋伯而言,這個觀點

視正當性的意義是一種正當性的信念,亦即「有權統治」的信念。

韋伯(Max Weber,1864-1920)

德國政治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由於一八九八年精神崩潰,使他退出學術教學工作,但他持

續寫作與研究直到生命結束。他是現代社會學的奠基者之一,而且他秉持科學與價值中立

的途徑來研究學術。他也強調意義與意識的社會行動重要性。韋伯的興趣範圍涵蓋社會

階層化理論、法律、權力與宗教組織。他最具影響力的作品包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

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1902)《宗教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1920),以及《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1922)。

領袖魅力(Charisma)

領袖魅力原本是神學上的名詞,意義是「天生魅力」(gift of grace)。這是耶穌對其門徒所

行使的權力來源,而權力歸屬於天主教神學的聖徒。然而,做為一種社會政治上的現象,領
袖魅力意指魅力或個人權力:也就是透過心理學上的控制以建立領導權的能力。因此,領
袖魅力型權威具有接近神秘的特質,並且包含了激發忠誠感,情感依賴,甚至奉獻生命的能

力。雖然它常被視為一種「天生」能力,但所有的政治領袖莫不透過宣傳、演說術的練習、

表演技巧等手段,來培養他們的領袖魅力特質。韋伯尚區別個人領袖魅力(和個人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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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職位的領袖魅力(和職位有關)之間的不同。

哈伯瑪斯(Jrgen Habermas, 生於 1929 年)

德國哲學家與社會理論家。經過納粹時代的成長期之後,由於紐倫堡大審(Nuremburg
trials),以及戰爭時集中營之後的意識成長,使哈伯瑪斯開始關心政治。和阿多諾(Adomo,
1903-69)與霍克海默 (Horkheimer,1895-1973)的共同研究 ,使他變成法蘭克福學派

(Frankfurt School)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伯瑪斯的作品

範圍包括認識論、先進資本主義的動態學、理性主本質,以及社會學與哲學間的關係。在

一九七０年代 ,他離開教條馬克思主義的行列 ,將批判理論發展一種「溝通行動」

(communicative action)理論。其主要作品包括《理論與實踐》(Theory and Practice,1974)、
《邁向理性社會》(Towards a Rational Society,1970)以及《溝通行動理論》(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1988)。

革命(Revolution)

就最早期的用法而言,革命一詞意指循環性(cyclical)變遷(來自「旋轉」[revolve]這個動詞),
就像英國「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1688)所要重建的「適當」政治秩序。然而,
法國大革命(1789 年)建立了現代的革命概念,做為一種激烈且影響深遠的變遷過程,其牽

涉到舊秩序的摧毀與替換。革命是一種人民的暴動,而牽涉到超越法律之外的大眾行動;
雖非必要,但革命往往以暴力為特質。這可區別革命和政變的不同,後者是由一小群團體進

行奪權的行為。革命與背叛之不同,在於革命帶來根本性的變遷(一種政治體系本身的改

變),而和政策變遷或統治菁英的替換相對。

階級意識(Class Consciousness)

階級意識是一種對階級的客觀情勢與利益的主觀意識。因此它強調馬克思主義者所區分

的「在己階級」(class in-itself)與「為己階級」(class for-itself)之不同。後者是透過階級團

結,而積極致力於追求共同的(與真正的)利益。因此階級意識相對於「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後者是一種誤解,其中隱藏了從屬階級被剝削的事實,因而造成政治上的被

動性。馬克思相信階級意識做為階級衝突激烈化的結果,將無可避免地發展出來;列寧主

張無產階級需要透過領導,以及「先鋒」或革命政黨的引導,以建立其階級意識。

托克維利(Alexis de Tocquevelle,1805-59)

法國政治人物、政治理論家與歷史學家。隨著法國在一八三０年七月爆發革命之後, 托

克維利造訪美國,表面上是為了研究其刑事制度。後來他寫成一本長篇作品《民主在美國》

(Democracy in America,1835-40)。他的政治職務因一八四九年路易拿破崙政變而告終,因
此他可以自由地運用時間來完成其使學作品,例如《舊政權與法國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1856]1947)。身為彌爾(J.S. Mill)的朋友兼客戶, 托克維

利的作品反映出對政治民主的高度曖昧態度。他的理念同時影響了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

的理論家,也影響了學院派的社會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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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權(Representation)

在日常的用語中,「反映」(portray)或「推派代表」(make present)等字眼,乃是意指反映一

種景象或某個人。就充當一種政治的原則而言,代表權指涉某一個人或團體透過反映或代

表某一較大群體而行事的關係。代表不同於民主之處,在於前者承認政府與被統治者之間

的區別,而後者至少就古典形態而言,則希望摒棄這種區別,而建立屬於人民的自治政府

(self-government)。儘管代議民主可能構成有限而間接的民主統治形式,但它可使代議制度

提供政府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連結,如此人民的觀點將可被表達出來,而其利益也可以獲得

確保。

託付(Mandate)

託付是一種來自更高實體所下達的指示或命令,並可要求接受託付者服從之。人民託付觀

念來自選舉中獲勝的政黨,其所宣示的承諾已獲得選民背書,因此政黨被賦予權威可將這

些承諾轉化為政府的施政計畫。因此,託付的信念可確保負責任的政府,其中執政黨只能在

獲得託付的範圍內行動。以上是一種「政策託付」(policy mandate)。較為彈性的觀念是

「治理託付」(governing mandate),或者針對個別領導者的「個人託付」(personal mandate),
有時候也被提出來,但這些政治人物一旦獲得權力,吾人將難以明瞭可以何種方式對他們

進行約束。

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

出生於摩拉維亞(Moravia,捷克中部地區)的美籍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熊彼得早年曾任教

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奧地利共和國聯合政府中,擔任幾個月的財政部長,並於一九三二

年成為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他的經濟思想表現於《經濟發展理論》 (Economic
Development,1912),以及《商業循環》(Business Cycles,1939)兩本書中,主要著墨於資本主

義體系的長期動態性,特別是企業家的「風險偏好」角色上。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

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42)一書中, 熊彼得擷取經濟、社會、政治

理論的觀點,進而提出他著名的論點,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由於本身的成功性,因而將朝向社

會主義的形式演變。

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比例代表制的原則,便是政黨在議會或國會的代表性,應該和該黨總選舉實力成比例關係,
亦即政黨的席次比例等同於選票比例。該名詞一般被用來指涉的對象,並非單一的選舉方

式,而是各種選舉機制,這些機制可以確保比例性的結果產生,至少具有高度可信賴的比例

代表水準。最著名的比例代表制包括政黨名單制、單計可轉讓投票制和額外名額制,儘管

有時候比例代表制與多數選舉制之間的界線並不明確。比例代表制通用於歐美大陸,其所

關心的是政黨的代表性,而非個人候選人的代表性,而且該制度特別適用於分歧性或多元

性的社會。

政黨(Political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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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是一群為了掌握執政權力的人,而組織的團體,它乃是透過選舉或其他手段達成此一

目的。政黨經常與利益團體或政治運作等概念相混淆。以下四項特徵,可用來區分政黨與

其他團體的不同:
1. 政黨目標在於藉由贏得政治職位來控制執政大權(但是小黨可運用選舉來宣揚理念

甚過於贏得權力)。
2. 政黨是組織化的團體,黨員有正式的「黨證」。這可以區隔較廣泛且更為多樣化的政

治運動。

3. 政黨基本上有著廣泛的議題焦點,乃針對政府政策的主要領域而發(但是小黨可能只

有單一議題的焦點,因此類似於利益團體)。
4. 在不同的程度上,政黨乃是基於共同政治偏好以及相同意識型態認同而團結起來。

派系(Faction; Factionalism)

最初,派系與政黨等辭彙是可以交互使用的。派系現在更常用來指某個較大組織(通常是

政黨)中的一個群體或團體,雖然派系可能穩定且持續地存在,並且也可能有正式的組織及

其成員,但派系的目標及組織地位,是在謀求與敵對黨派共存。如果派系不是在追求上述目

標,則該團體可被視為「’黨內之黨」(party within a party)。有時必須區分派系與小圈圈

(tendencies)的不同,後者更是個緊密且非正式的團體,其敵我辨別標準在於所持的政策或

意識型態立場。派系主義(factionalism)意指各派系的滋生,或是派系競爭的激烈性。派系

一詞通常被負面地使用,因此派系主義一詞總是帶有輕蔑的意味,它隱含著各種明爭暗鬥

的動作。

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

一種研究政治的途徑,乃建立在個人是理性且自利的行為者之假設上;它是以「經濟學」

理論的角度來研究政治。

初選(Primary election)

初選是黨內的選舉活動,初選乃是在挑選黨內候選人,以角逐隨後「正式的」選舉。在二十

世紀,初選成為美國政黨提名候選人的主要方法,它同樣被用來選拔參加全國代表大會的

人選以及政黨領袖。大部分美國各州選辦「封閉式」(closed)初選,此時前往初選投票者,
限定在登記為該政黨的支持者(不完全是黨員);而「開放式」(open)初選則允許所有選民

出席該黨的初選,而不考量其政黨認同取向。初選的重要性在於其給予基層選民更能參與

政黨事務,而邁向更為候選人取向而較不是政黨取向的政治型態。在初選獲勝的候選人,
得以控制政黨機器,而不是將燙手山芋交還給政黨本身。

政黨民主(Party democracy)

政黨民主是一種由人民統治的形式,其運作方式是以某機構或政黨充當民主的機制。。關

於此目標如何達成,有以下兩種觀點。首先,就黨內民主而言,做為民主機制的政黨,能廣泛

且平均地分配其內部權力。例如,這意味應該開放管道讓人民普遍地參與領導人與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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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選,並且加重政黨會議和全國代表大會在黨內決策上的角色。就第二種模式而言,民主

意指決策權力應該掌握在民選黨代表的手中,因而能要求他們公開地負責。從這個觀點來

看,黨內廣泛且平均的權力分配,將導致無民意基礎的選區活躍者控制政黨,而造成另一種

形式的專制。

民主集中制(Democratic centralism)

政黨組織的列寧主義原則,它是建立在討論自由與嚴密行動團結之間保持平衡的基礎上。

政黨主導的政府(Party government)

「政黨主導的政府」係指政黨有能力自行組織政府以及貫徹政策主張。在競爭性的體制

中,「政黨主導的政府」到處以真實的形式存在;因此,我們可以說某體制較傾向或較偏離

「政黨主導的政府」,而不是質疑它到底有無存在。「政黨主導的政府」的主要特徵如下:
1. 主要政黨有清晰的政策主張,因此得以提供選民在許多潛在的政府之間,一些有意義

的選擇。

2. 「政黨主導的政府」能宣稱獲得人民的委任,而享有足夠的意識型態向心力和組織

團結度,以實現其政綱的訴求。

3. 透過政府向選民負責的方式(因為政府係受選民的委任),而得以維持政府的責任性,
另外,具強有力反對黨的存在,可充當平衡權力的功能。

聯合(Coalition)

聯合是指原先敵對的政治行為者結合在一起,其誘因是基於體認到共同的威脅,或認為如

果各自為政將無法達成其目標。「選舉聯合」指某些政黨同意不彼此攻許,並尋求攜手合

作,以期增加其代表席次。「立法聯合」則兩個或兩個以上政黨同意支持某特定法案或政

策。「聯合政府」是兩個或兩個以上政黨之間的正式協議,它涉及跨黨派地分配內閣部長

的職位。聯合政府組成的誘因通常是為了確保掌握議會過半數席位。至於所謂的「大聯

合政府」(grand coalition)或「全國性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則將所有主要政黨皆納

入內閣行列,但是通常只有面臨全國性危機或經濟緊急狀態,才有可能出現大聯合政府。

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

美國政治哲學家兼政治家。他是一位富裕的維吉尼亞州(Virginia)拓荒者,曾於一七七九年

至一九八一年擔任維吉尼亞州州長,他在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被選為首任美國國務

卿(Secretary of State)。傑弗遜在一八０一年至一八０九年期間出任第三屆美國總統。他

是美國《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主要起草者,並撰寫許多論文和信件。

他發展出一種農民主義(agrarianism)的民主形式,乃尋求綜合自然貴族的統治以及訴諸有

限政府和自由放任的信念。另外,他也對社會改革抱持同情的態度,贊成擴大公共教育、廢

除奴隸以及更大程度的經濟平等。

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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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團體(或壓力團體)為一有組織的社團,目的在於影響政府的政策或行動。利益團體與

政黨相異處在於前者尋求由外來發揮影響,而不是在贏得或實行政府權力。申言之, 利益

團體典型地具有一狹隘的議題焦點,他們總是關心某特定團體的特殊活動或利益,而較少

有廣泛的計劃性或意識型態之特徵(這和政黨相連在一起)。利益團體有別於社會運動,在
於較有形式上的組織。不過,並非所有利益團體皆具有形式上的成員。因此,一些評論家喜

歡使用較鬆散的「組織性利益」(organised interests)一詞。

達爾(Robert Dahl, 生於 1915 年)

美籍政治學者,一九四六年成為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隨後成為美國最傑出的政治分析家

之一。一九五三年(與林布隆)提出「多元政體」(polyarchy)(意指多數人統治)以將現代社

會從古典民主政治中區分出來。達爾早期的著作受到實證主義與行為主義的影響,並且在

一九五０年代和一九六０年代初期闡揚廣為人知的多元論立場。但是,在一九六０年代末

期,他和林布隆、加爾布雷斯共同提出自由主義的激進形式-「新多元主義」(neopluralism),
顯示出對大資本企業權力的日漸關切。達爾主要的著作有《民主理論芻議》(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1956)、《誰統治？》(Who Govern？)1961 及《多元民主的困境》

(Dilemmas of Pluralist Democracy,1982)。

統合主義(Corporatism)

廣義而言, 統合主義是將組織性利益吸納入政府過程的手段。統合主義有個二面貌:一、

威權統合主義與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緊密關連的意識型態或經濟型態。其特徵為產業界的

政治恫嚇與獨立工會的解體。二、自由統合主義(社會統合主義或新統合主義)意指發生

於成熟自由民主國家中,組織性利益被授予特權及接近政策制定的制度化管道。藉由此種

機制達到相當程度的團體整合。相對於威權式變體而言,自由主義式統合主義強化了團體

相對於政府的關係,而非相反之政府對團體的關係。

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

「公共選擇理論」乃為「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的分支,係以新古典經濟

學假設為基礎。其中心論點認為將個人的行為當做是理性自利的行為者來考察,是個不錯

的方法。。公共選擇理論的公共特徵,是對所謂公共財供給的關心。此種財貨係由政府而

非市場所提供,因為(例如乾淨的空氣)對公共財供給沒有貢獻的人,尚可以享受到公共財

所帶來的好處。公共選擇理論家一般而言已凸顯出政府在這方面的錯誤與失敗,而將關心

焦點置於官僚組織對政策過程的影響,以及遊說和利團體政治不良的後果。

遊說(Lobby)

「遊說」本指議場外的大廳,係民眾向議員請願或政治人物會商政治事務的場合,在現代的

用法中,該詞是動詞也是名詞。動詞之義為利用論點或說服,向政策決定者直接表達意見。

廣義而言,名詞意義的”lobby”等同於利益團體。他們的目的都在影響公共政策,如農業遊

說、環境遊說與開路遊說(roads lobby)。狹義而言,根據美國的實際經驗, 遊說者是「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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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服人員」(professional persuader),亦即受雇來代表利益團體論點的人。專業的遊說遭

受到如下的批判:此無異於花錢來「買」政治影響力。

新左派(New Left)

新左派(New Left)由期望藉著對先前工業化社會提出激進批判,以尋求復興社會主義思想

的思想家和(一九六０年代和一九七０年代蔚為風潮的)知識運動所組成。新左派拒絕兩

種「舊的」左派思想:蘇維埃式國家社會主義(Soviet-style state socialism)和去激進化的

(deradicalised)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由於分別受到青年馬克思充滿人道關懷相關著作、無

政府主義、激進主義現象學(radical forms of phenomenology)以及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
的影響, 新左派的理論通常呈現出百家爭鳴的面貌。不過,一般而言,重要的論點則包括有:
徹底拒絕壓迫式的傳統社會(體系),對個人自主性和「解放式」(liberation)的自我實現

(self-fulfilment),破除工人階級是革命代理人角色的迷思,以及對分權和參與式民主的偏

好。

憲法(Constitution)

廣義而言,憲法係指一系列的規則,不論是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憲法尋求建立不同政府機關

的義務、權力與功能,憲法管理各機關的關係,並界定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成文(法律)
與不成文(慣例或傳統)規則之關係,隨著體系之不同而相異。狹義而言,憲法這個名詞也可

用來指涉單一具有權威性的文書(「成文」憲法),其目標在使主要的憲政條款法典化;其構

成國內的最高法律。由於單一文書無法涵蓋所有主要條款,因此在這個意義下,憲法和憲法

法(constitutional law)並不具同等範圍。

慣例(Convention)

以日常用語來說,慣例是指正式的政治會議,或透過辯論與協商所獲致的協定。憲政慣例則

是一套非基於法律,而是根據習慣與前例所形成的行為規則。這些非屬法律的規則因合於

憲政觀念(「正確」之事),或實際環境(「可運作」之事)的意義而獲得支持。這類慣例存

在於所有憲政體系中,而且在正式規則不明確或不完整時提供指引。在「不成文」憲法中,
慣例顯得特別重要,因為它們界定了主要機關的程序、權力和義務,因此彌補了欠缺法典化

文書之不足。一般而言,慣例可緩和嚴格法律所規 定的影響力。

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

狹義而言, 憲政主義是指有限政府的行為,受到憲法的存在而獲得確認。因此在這個

意義下,當政府機關與政治過程受憲法規則的有效約束時,就存在憲政主義。更廣義而言,
憲政主義是一套政治價值與願望,反映出人民希望透過內在與外在的牽制來規範政府權

力,以保護對自由的欲求。在此意義下, 憲政主義是一種政治自由主義。其典型形式,表現

於支持可達此目標的憲法條款,例如法典化憲法、權利條款、權力分立、兩院制,以及聯邦

主義或地方分權。

自由(Freedom or Li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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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最廣義而言,是指一個人所欲而能夠思考或行動的能力。常見的區分是「消極」與「積

極」自由 ,前者指免於 (free from)某事的自由 ,而後者則指可為 (free to)某事的自由

(Berlin,1958)。消極自由意指不干涉:對個人不存有外在限制。因此個人「有自由」可依

其願望而行。積極自由牽涉到達成某些可確認的目標或利益,通常是個人發展、自我實現

或自我作主。然而, 「消極」與「積極」的區別其實是一種誤解,因為每一種自由皆可用

兩面方式加以描述。例如免於無知的自由,就是指受教育的自由。

議會主權(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議會主權意指議會或立法機關絕對與最終的權限,反映出來的是其擁有能力依其願望制

定、修改或廢除法律。議會主權通常被視為英國憲政的核心原則,其原因是缺乏法典化憲

法、制定法優於其他形式的法律、缺乏可相抗衡的立法機關,以及沒有議會可約束後繼者

的慣例。支持者推崇此原則賦予憲法的優越地位給代議機關,而非人為製造出來的規則或

非民選的法官。批評者指出一旦議會由行政部門主導,將隱含著威權特質,並導致「民選獨

裁」。

人權(Human rights)

人權是從人民做為一個人的觀點,而被賦予之權利;人權乃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的現代

世俗版本。人權具有「普遍性」,屬於全人類而非特定國家、種族、宗教、性別或其他團

體。人權也具有「根本性」,是不可剝奪的;它不像公民權必須依賴公民在特定社會中的

自由和地位。支持人權信念者將其描寫為可普遍適用的道德原則,其地位優於傳統意識型

態的派別。另一方面,反對者則認為個人擁有與其所屬傳統、文化和社會相分離的人權,
將是無意義之事。

法治(Rule of law)

法治的原則在於法律應該「治理」,在此意義下,法律建立一套架構,其中所有舉止行為均

應服從之,並平等適用至所有社會成員,無論公民或政府官員皆然。因此法治是自由民主的

核心原則,具體實現了諸如憲政主義和有限政府的理念。在歐洲大陸,常表現在法治國

(Rechtsstaat)此一德文概念中,也就是以法律為基礎的國家。在美國,法治和憲法做為「較

高」法律的地位,以及「正當程序」(due process)具有密切相關。在英國,被視為根深蒂固

於普通法之中,並提供法典化憲法的另一替代品(Dicey,[1985] 1939)。

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

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是一位教士之子,父親後來背棄家庭而去。霍布斯擔任流亡法國

的威爾斯王子史都華(Charles Stewart)之家庭教師,並受加文狄(Cavendish)家族的資助。在

不確定且相互鬥爭的時代中寫作,並陷入英國的革命狀態中, 霍布斯發展吃自亞里斯多德

以來,第一個有關自然與人類行為的全面性理論。他的經典著作《巨靈》(Leviathan, 1651),
討論政治義務的基礎,毋庸置疑地反映出內戰的影響。該書訴諸於社會契約論形式的理性

論證,為專制主義政府提出辯護,但也使君權神授(divine right)的擁護者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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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Neutrality)

中立是指沒有任何黨派或政治涉入;它拒絕「選擇立場」(take sides)。在國際關係中,中立

是一種法律狀態,是指一個國家宣佈不涉入衝突或戰爭,並避免支持或援助任何一方。做為

一種個人行為原則,中立可應用到法官、公務員、軍事和其他公職官員中。嚴格來講,它隱

含著不具有政治上的同情與意識型態上的偏好。因此中立的行為者就是政治上的閹者。

實務上,通常並不要求精確的公正無私。因此只要不至於介入,或與專業和公共責任相衝突,
則政治上的同情是可被允許的。

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

司法審查的權力就是司法進行「審查」,並可能宣告法律、命令和其他政府部門(特別是

立法與行政)行為無效的權力。就其古典意義而言, 司法審查的原則來自法典化憲法的存

在,允許法院對於何憲法相衝突的「違憲」行為加以撤銷。司法審查較適度的形式可見於

非法典化體系中,從一般法律的觀點而限於對行政行為進行審查,運用「超越權限」(ultra
vires, beyond the powers)原則,據以決定行政部門是否踰越其應有權限之外。就司法審查

所確保「法治政府」的實現而言,該制度被許多人視為自由憲政主義的根本理念所在。無

論或好或壞, 司法審查亦建立了司法優越性,從而超越了權力分立的體制。

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 1689-1775)

法國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來自貴族家庭,並在出版《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 1721)
後建立文壇上的名氣。一七二六年於巴黎定居後,他遊遍歐洲學習政治與社會制度。孟德

斯鳩的傑作:《論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1748] 1949),是一部長篇且漫無章法的

比較性政治與法律議題之考察著作。他擁護洛克所倡導的「議會自由主義」(parliamentary
liberalism),然而,在某種程度上, 孟德斯鳩其時誤解了英國的政治經驗。他強調透過劃分

政府權力以對抗專制的必要性,尤其是透過權力分立。

內閣制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內閣制政府是一種政府在國會內或透過國會進行統治的政府,因此「融合」了立法與行政

部門。雖然在形式上國會和行政部門有所區別(後者通常被視為政府),但兩部門的連結被

認為違背了權力分立的信條,使內閣制明顯地和總統制有所分別。內閣制的主要特徵如

下:
1. 政府組成決定於國會大選的結果,根據政黨代表席次的多寡而定;並無另外選舉產生

的行政部門。

2. 政府人事來自國會,通常由擁有多數控制權的政黨或政黨聯盟領袖擔任。

3. 政府對國會負則,因此政府有賴於國會的信任,假如失去信任則可令政府垮台(一般由

下議院為之)。
4. 大部分例子中,政府能「解散」國會,此意味著選舉時間在最大規定期限內具有彈性。

5. 由於政府首長(通常是總理)屬於議會官員,因此另外還有不同的國家元首:憲法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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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或非屬行政部門的總統。

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

權力分立的信條主張政府的三大功能(立法、行政和司法),皆應各自交託給不同的政府部

門(分別是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其目的是劃分政府權力以維護自由並抑制專制。就

形式意義而言,其要求獨立性(independence),使每一部門的人事不相重疊。然而,其也隱含

著互賴性(interdependence),以權力分享的形式確保其制衡關係。權力分立在美國受到嚴格

遵行,並成為美國憲政根基所在。此原則也受到某些自由民主國家所尊重,尤其是司法獨立

原則。

麥迪遜(James Madison, 1751-1836)

美國政治家與政治哲學家。他代表維吉尼亞州參與一七八七年制憲會議,強烈支持美國民

族主義,並熱烈擁護憲法的批准。隨後擔任傑弗遜政府的國務卿(1801-89),並膺任美國第四

任總統(1809-17)。一般人咸視麥迪遜為多元主義與昐裂政府(divided government)的主要

支持者,因為他力倡採用聯邦主義、兩院制以及權力分立。然而,噹他擔任公職時,有意強

化中央政府的力量。麥迪遜最著名的政治性著作,就是與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及
傑伊(John Jay)所合著的聯邦黨人論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 Hamilton, Jay and Madison,
[1787-89] 1961)。

總統制政府(Presidential government)

總統制政府的特徵在於政府內的立法與行政部門,在憲法上與政治上都屬權力分立。因此

獨立而民選的組總統被賦予行政權,不僅不用對國會直接負責,國會亦不能任意令其去

職。總統制的主要特徵如下:
1. 行政與立法部門固自民選產生,每一部門皆具有憲法上的獨立權力。

2. 國家元首與政府首長(行政首長)的角色結合於總統一職。

3. 行政職權集中在總統手中,內閣與各部會首長僅負責擔任總統的諮詢者。

4. 立法與行政部門之間具有正式的人事分離制度(半總統制例外)。
5. 選舉時間固定。總統既不得解散「立法機關」,亦不會被立法部門免職(除非經由彈

劾)。

民粹主義(Populism)

民粹主義來自拉丁文 populus,意義是「人民」)用來描述獨特的政治運動,也用以描述一種

特定的政治思想傳統。被形容為民粹主義的運動或政黨,其特徵是面對「腐化的」經濟或

政治菁英時,他們宣稱將支援普通人民。做為一種政治傳統而言, 民粹主義反映了一種信

念,其中人民的本能與願望提供了政治行動的主要正當性指引。因此,支持民粹主義的政治

人物直接訴諸於人民,並聲稱將表達人民最深層的願望與恐懼,而所有中間機構都不應被

信任。雖然民粹主義可以何任何目的或意識型態產生關連,但它常被認為是隱性威權,因此

民粹主義或民主就成為「多元主義式」民主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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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組織(Bureaucracy)

官僚組織(字面上的意義是為官員所統治)在日常的語言上是個帶有貶義的名詞,意指沒有

重點的行政例行公事,或繁文縟節。在社會科學上,官僚統治概念的使用則為特定與中性地

意指和由非民選官員統治、政府的行政機制及理性的組織模型不一樣的現象。儘管對其

地位與特徵仍有爭論,抽象的組織與法規統制的專業化行政乃是官僚統治的特徵,則已為

人所接受。在比較政府方面, 官僚統治一詞的使用即較沒有困擾,係指國家的行政機制,
官僚是非民選的國家官員或文官。

腐化(corruption)

就一般意義而言,「腐化」是道德墮落或道德污點的狀況。權力在二個狀況下可說是腐化

的:一、滋養支配慾望,二、對傷害他人毫不感到愧疚。更特定地說, 腐化是個準法律用語,
意指因為遂行私人利益而無法適當地執行公共責任。在許多例子中, 腐化皆帶有物質或

狹隘的財務徵象。最普遍的政治表現是賄賂或行為不檢。某制度或體系的腐化程度是由

多種因素所限制,包括外在制衡的有效性,行政紀律之良窳,內部信條與規範的強度以及經

濟發展的一般水準。

本位主義(departmentalism)

本位主義意為在官僚結構中強化個別部門與單位認同的離心壓力,單位因而能夠遂

行其個別利益,並抗拒政治控制與廣義的行政紀律。它是一種政府單位特殊的文化,受到一

些因素所形塑,如其政策職責,官員團體的集體利益。以調整官員服務單位,或嚴格政治控

制,冒專業水準下降危險等的企圖來對抗部門主義。此種企圖可能也為政務官員與資深官

僚日益同化 (go native)的趨勢所削弱,亦即政務官員為部門文化所吸納。

監察使(ombudsman)

監察使是斯堪地那維亞字,在英語上沒有相對應的用語。監察使是被任命來保障公民在特

定部門上的權利,以及調查對管理不善的指控(從權力的濫用到不當適用程序和無能皆有)
之國家官員。監察使的角色是補充,而不是取代如行政、法院或代議士等的正常申訴管

道。不過, 監察使關心的是廣泛的行政道德,他們的調查結或發現鮮少具有法律強制力。

當監察使制度可能強化謹慎行事和反覆審視時,其卻被批評為只是象徵性的(監察使沒有

行政權),以及對任職者個人品德與能力(其通常是圈內人)的倚賴。

獨裁(Dictatorship)

嚴格來講, 獨裁是一種統治形式,其中絕對權力被賦予單一個人;在此意義下, 獨裁和獨

裁政治(autocracy)的意義相同。當初,這個名詞和早期共和羅馬的行政長官,被賦予不受限

制的緊急權力有關,因此產生憲政上的獨裁權。然而,此名詞在現代用法中, 獨裁者被認為

高於法律之上,其行為並超越憲法上的羈束。獨裁者的早期例子有羅馬的蘇拉(Sulla)、凱

撒 (Julius Caesar)與奧古斯都 (Augustus Caesar),更晚近的例子有希特勒、墨索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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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solini)和海珊。廣義而言, 獨裁的特徵是獨斷而不受抑制的行使權力,如「階級獨

裁」、「政黨獨裁」、「軍事獨裁」、「個人獨裁」。

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

公民自由意指專屬公民而非國家的私有領域。因此公民自由包含廣泛的「消極」權利,
通常以人權的信念為其根基,而要求政府不得橫加干預。典型的公民自由通常被認為包括

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與良心自由、遷徙自由,以及結社自由等權利。這些關鍵的自

由通常被認為對自由民主社會的運作至關重要,在於提供個人免於專制政府侵犯的保護

膜。在很多例子中, 公民自由的原則透過權利法案等文書,而表現在憲法中。

政策(Policy)

從廣義的角度來看, 政策係指為個人、團體或政府所接受的計劃。將某事物名之為政策,
暗指已正式作成決定,同時亦對某特定行動施加公共的監督。公共政策因此可視為是政府

單位正式且確定的決定。但是,我們最好將決策理解成是意圖、行動和結果間的連結, 政

策是政府立場的反映(政府宣稱將為之事)。在行動層次上, 政策是政府行為的反映(政府

實際上的所做所為)。在結果層次上, 政策是政府行動的結果(政府對廣大社會的影響)。

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

功利主義是由邊沁和彌爾(James Mill, 1776-1836)所發展的道德哲學。他們宣稱將「良善」

(good)等同於愉悅或幸福,「邪惡」等同於痛苦或不幸福能夠得出一種可靠,甚至是科學的

倫理學理論。個人因而被假定是會依效用或使用價值的計算,通常被視為源於物質消費的

滿足而趨樂避苦地行動。普遍或社會效用的法則因而能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

形式,來評估法律,制度與政治體系。在政治上,功利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和自由市場經濟

學有關,提供自我個人主義(egoistical individualism)理論和道德的基礎。

種族中心主義(enthocentrism)

種族中心主義有兩種相關的意義。一、意指一種認為他或她所屬的團體或同胞,優於一切

之頑固而帶有威權特質的人格傾向。在此意義上, 種族中心主義何種族主義有重疊之

處。二、意指一種理解的模式,在其中透過源於觀察者自身文化價值和理論的運用,來瞭解

其他的團體或人群。在此意義上, 種族中心主義是種(通常是無意識的)由於誤解文化差異

所造成的偏差。種族中心主義特別困擾比較研究,也使得完全理解或瞭解其他文化,或發展

普遍理性理論成為不可能之事。

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

政策網絡[或稱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y)]是政治行為者間系統化的關係。他們並且在

特定領域上有著共同利益或普遍的傾向。這些關係典型地跨越了正式的制度安排以及政

府和非政府單位間的區隔。政策網絡可能因而包括了政府官員,重要議員,同情的學界人士,
優秀記者等等。對政策網絡存在的瞭解凸顯出在政策決定,和特別是政策規劃時非正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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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與關係的重要性。對政策網絡的批評是其相對地對外在影響力的無動於衷,以及減低大

眾透過代議機構在政策過程上的影響力。

公民權(Citizenship)

公民權是個人和國家相互權利與義務所形成的關係。公民不同於屬民(subjects)與外國人

之處在於, 其有某些基本權利而成為政治社群或國家完全的成員。對公民權的看法,則視

是否受到個人主義或社群主義之影響而有所不同。與自由主義有關的前提「權利的公民

權」原則,特別著重個人作為自主行為者的私權賦予其地位。在社群主義方面則有社會主

義式和保守主義式的不同,不過,他們都提出「義務的公民權」原則;此亦凸顯出國家作為

道德代理人的角色和社群或社會存在的重要性。

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

媒體是由社會上許多機制所組成,這些涉及所有形式知識、訊息及娛樂的產生和分

配。大眾傳播的「大眾」(mass)特性,取自以下的事實:媒體乃針對一大群尚未定型

的訊息接收者,運用相當先進的技術以充當溝通的管道。在方式上和政治運作上,
大眾傳播媒體變得日益多元化。不同的訊息可以透過「播放」媒體(如電視和收

音機)以及「印刷」媒體(如報紙和雜誌)來傳遞訊息。同樣地,小型畫報、宣傳刊物

也呈現不同的效果。大眾傳播媒體的政治影響力,其模式包含以下幾種:
1. 多元主義模式:該模式認為媒體是提供所有政治見解相互辯論和討論的場所,
因此有助於民主政治的進展,以及制衡政府的權力。

2. 市長模式: 該模式認為媒體並非強行宣揚其觀點,而僅是反映其觀眾的想法,
或許這將激發大眾的欲求與偏見。

3. 菁英--價值模式: 該模式認為媒體連結了各團體的價值,但卻不成比例地反映

資深專技人員的想法,他們包括了自由派的知識份子、保守派的中產階級或男

性。

4. 主流意識型態模式: 該模式認為媒體乃是在傳播資產階級的觀點以及維繫

資本主義的霸權地位,並且與主要企業團體和媒體大亨的利益相結合。

公民投票:贊成和反對的意見

公民投票(referendum)係選民針對公共政策的議題,表達其意見所進行的投票。它

不同於稍後我們所介紹的選舉(election)因為一般的選舉主要是選拔公職人員的

方法, 公民投票則是提供選民直接影響政策內容的管道。公民投票可視為直接民

主的一種設計。它不能取代代議制度,但可彌補代議制度之不足。公民投票可以是

見議性的或強制性的;亦能提出可供討論的議題(即創制),或用來決定政策的問題

(即公民複決)。

◆ 公民投票的優點如下:

1. 公民投票檢視民選政府的運作,確保其施政能貼近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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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民投票增進政治的參與,於是有助於產生較有教養及較多訊息的選民。

3. 公民投票提供公民表達對某項議題看法的機會,因而得以增強政權的正當性。

4. 公民投票提供解決重大憲法爭議問題的途徑,並且將幾個主要政黨所關切的議

題,但由於未逢選舉期間,透過公民投票可將此議題訴諸公民來投票表決。

◆ 公民投票的缺點如下:

1. 公民投票可能會將某些政治決策,交給教育水準不高和政治經驗不豐富的人來

定奪,而這些人極易受到媒體和其他影響力的感染。

2. 公民投票充其量僅是提供在短促的時間內針對某項議題,做出倉促的民意表達。

3. 公民投票製造政治人物駕馭政治議題的機會,這些政治人物又可使自己無須做

出棘手的政治決策。

4. 公民投票傾向於簡單化和扭曲政治的議題,而將這些議題簡化成贊成和反對的

答案。

選舉制度:相對多數制(simple plurality system) (「第一名過關制」[“first past the post” 

system])
◆採用的國家:例如英國、美國、加拿大、印度等。

◆型態:多數決。

◆特徵:
1.通常以約略相等的人口數,將全國劃分成數百個單一席位的選區。

2.選民只能圈選一位候選人,通常以戳記在候選人的名字上面圈選之。

3.候選人僅須獲得相對多數的選票即可宣告當選。

◆優點:
1.在代議士與選區有著明顯的連繫,而得以確保當選者確實履行其所隸屬選區的職

責。

2.提供選民得以清楚地選擇未來的執政黨。

3.儘管經常以選民相對多數的支持為基礎,但是該制使政府的組成明顯得自選民的委

任。

4.阻止極端主義的滋生,使激進的小黨較難獲得席位和取得選民的支持。

5.容易造成強勢且有效率的政府,某一政黨通常較有機會贏得議會過半數的席位。

6.促成單一政黨政府的產生,而造成穩定的政府,鮮有因倒戈或內部派系的紛爭而垮

臺。

◆缺點:
1.「浪費」太多(或許大多數)選票,有時甚至敗選的多位候選人,在相對多數的規則之

下,其總累積票數反而多於勝選者。

1.由於小型政黨的「低度敗表」,以及地理上平等分配各支持對象(第三黨效應),造成

選舉偏好被扭曲。

2.由於雙頭政治(兩個主要政黨)的傾向,因此只能提供有限度的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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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於政府經常只擁有少數支持,造成多元統治的體系,而削弱了政府的正當性。

4.由於政府變動可能導致政策與方向的劇烈轉變,因此產生不穩定性。

5.由於國會多數派的成員均是執政黨的支持者,以致於立法機關通常從屬於行政機關,
並導致不具負則性的政府。

6.由於支持那些可吸引一大群選民支持的候選人,因此該制度不鼓勵挑選出社會觸角

廣泛的候選人。

選舉制度:兩輪投票制(second ballot system)

◆採用的國家:傳統上,為法國所採用(雖然法國選舉制度經常改變)。
◆型態:絕對多數決。

◆特徵:
1.如同「第一名過關制」一樣,當選名額為一名,且選民僅能圈選一位候選人。

2.為了在第一輪獲勝,候選人需要獲得半數以上選票。

3.假如第一輪投票沒有候選人獲過半數選票,則就其中前二名候選人進行第二輪決勝

性的選舉。

◆優點:
1.該制度擴大了選舉的選擇性:選民可以在第一輪時,根據心中偏好進行投票,而在第

二輪時,圈選最不差的候選人。

2.由於候選人必須贏得過半數選票方能獲勝,因此鼓勵他們盡量使其訴求愈廣愈好。

3.和「第一名過關制」一樣,可以組成強而穩定的政府。

◆缺點:
1.由於該制度比「第一名過關制」的比例代表性略高而已,因此會扭曲選民偏好,並對

「第三」黨不公平。

2.參與最後決勝的候選人被鼓勵放棄他們的原則,以尋求短期的名望,或產生與落敗

候選人訂定協議的結果。

3.舉行第二輪投票可能有損候選人的耐性,並傷害他們對政治的興趣。

選舉制度:選擇性投票制(alternative vote system, AVS)

◆採用的國家:澳大利亞。

◆型態:絕對多數決。

◆特徵:
1.應選名額為單一席位的選區。

2.它是一種偏好投票(preferential voting)。選民根據偏好排列候選人的順序:1 表第一

偏好,2 表第二偏好,依此類推。

3.在所有選票中,贏得百分之五十以上選票者宣告當選。

4.來選票的計算是根據第一偏好的數目。假如無一候選人獲得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選

票,則剔除最後一名候選人,並將該名候選人的選票根據其第二偏好(或依序的偏好)
來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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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1.比起「第一名過關制」而言,該制「浪費」較少選票。

2.不像第二輪投票制,本制度不可能出現選舉結果受候選人之間協定的影響。

3.雖然獲勝候選人必須確保至少百分之五十的支持,但不會排除單一政黨多數政府的

可能性。

◆缺點:
1.本制度並未比「第一名過關制」具更大的比例代表性,因此仍會產生有利於大黨的

偏差。

2.選舉結果可能決定在那些支持較小,且可能是極端主義政黨的選民身上。

3.獲勝候選人可能只擁有低度的第一偏好的選民支持,而且該候選人的唯一優點,可
能在於他或她是所有候選人之中最非不孚眾望的人。

選舉制度:有限投票制(limited vote system)

◆採用的國家:日本(眾議院,日本眾議院選舉制已改為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與比例代

表制兩者之混合,其中有三百席由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產生,另外二百席

由比例代表制選出)。
◆型態:比例性。

◆特徵:
1.應選名額為多席位的選區。每個選區通常有三至五席當選名額。

2.選民只能投一張不得轉讓的選票。

3.三至五名獲勝的候選人,是根據相對多數的基礎加以選出。

◆優點:
1.該制度對小型政黨較公平,透過只推出一名候選人以集中支持選票,將可以改善他

們贏得勝利的機會。

2.來自同一政黨的候選人之間競爭,擴大了選民的選擇性,並提供候選人發展個人訴

求的強烈誘因。

3.當選民有任何冤屈而欲獲得補償時,將有數個代議士可提供申訴管道。

◆缺點:
1.雖然本制度比絕對多數制較具比例性,但仍只屬於一種準比例代表制,因此無法滿

足眾多比例代表制的支持者。

2.黨內競爭造成派系分裂與衝突。

3.議員可能更容易逃避對選民的責任,因為總是有其他議員可加利用。

選舉制度:附帶席位制(additional member system, AMS,即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與比例

代表制的混合設計)

◆採用的國家:德國,並獲得紐西蘭皇家調查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的支持(德國眾

議院總席位六百五十六席,各有一半名額分別自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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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代表制選出。紐西蘭模仿德國的選舉制度設計,於一九九三年完成國

會選舉制度改革,由原先的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改為六十五席選自單一

選區相對多數制,另五十五席由比例代表制產生)。
◆型態:比例性。

◆特徵:
1.有一定比例的席位(在德國是百分之五十),利用單一選區的「第一名過關制」選舉

產生。

2.剩下的席位利用政黨名單(party list)充任之。

3.選民可投兩票:一票投給一名選區中的候選人,另一票投給政黨。

◆優點:
1.具有綜合性的本質,可兼顧選區代表和選舉公平性的需要。政黨名單程序可確保整

個國會具有比例代表性。

2.從選舉結果的觀點來看,雖然本制度具有廣泛的比例性,但它可維持單一政黨政府

存活的可能性。

3.允許選民從一個政黨中選擇某一選區的代表,但可支持另一政黨組成政府。

4.考慮到選民代表和擔任內閣質務是兩種非常不同的工作,兩者需要非常不同的才能

與經驗。

◆缺點:
1.維持單一選區制阻止了高度比例代表的達成。

2.本制度產生兩類的代議士,一類背負不安定性與選區義務,另一類擁有較高地位,以
及擔任部會首長職務的機會。

3.由於選區規模之故（一般是「第一名過關制」選區的兩倍大）,有損選區的代表性。

4.在該制度下,政黨變得更加集權,也更有權力。政黨不僅可以決定誰能進入安全名單

中,以及誰必須在選區裡面奮戰,而且可決定候選人被放在名單中的哪一位置上。

選舉制度:單記可轉讓投票制(single-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STVS)

◆採用的國家:愛爾蘭共和國、英國自由民主黨提議改採此制。

◆型態:比例性。

◆特徵:
1.多席位選區的規劃,每個選區應選名額至多五席。

2.各政黨可提名該選區應選名額同數量的候選人。

3.選民可依偏好投票,如同選擇性投票制一樣。

4.候選人若達到某一商數便可當選。候選人需要獲得所規定的最低票數以上,其計算

方式根據社杜普(Droop)公式為:

商數= 總投票數 +1
(各選區應選席位+1)

例如 , 假設某選區共有十萬張選票 , 並有四席應選名額 , 則當選商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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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4+1)]+1=20001。
5.根據第一偏好來計算選票。若應選席位未全部選出,則最後一名候選人將遭剔除。

其選票根據第二偏好被重新分配給其他候選人,並依此類推直到選出該席位為止。

◆優點:
1.該制度可產生高度比例性的結果。

2.來自同一黨候選人之間的競爭,意味著選民可以根據候選人過去的記錄,以及相關

議題所採取立場來加以評價,進而打破政黨藩籬。

3.同一選區有數名議員可提供服務,意味著選民可選擇其中某一位議員做為他們申訴

的管道。

◆缺點:
1.達成比例性的程度各不相同,大部分根據政黨制的基礎而定。

2.強而穩定的單一政黨政府似不可能。

3.黨內競爭可能引起分裂,並且可能使得議員逃避他們對於選區的責任。

選舉制度:政黨名單比例制(party list system)

◆採用的國家:以色列以及包括比利時、盧森堡和瑞士在內的歐洲所有國家(英國、法

國例外)。
◆型態:比例性。

◆特徵:
1.席位分配可以將全國視為一個選區,也可以建立在地區性政黨名單的基礎上,而將

全國分成一些較大規模多席位選區。

2.政黨提出一份名單給選民,但選民基本上不能改變名單上的排列順序。

3.選民係投票給政黨而不是候選人。

4.政黨按其選舉中的投票率,直接地分配到席位。各政黨以其名單上的候選人順序分

配,依次分配該黨當選名額。

5.可能設有「門檻」(threshold)的規定(如德國的百分之五),以排除以極端主義為訴求

的小黨有當選的可能性。

◆優點:
1.在純粹比例代表制之下,對所有政黨而言,都較為公平。

2.透過鼓勵選民認同其國家或地域而非僅止於某一選區,促使此制有助於團結。

3.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婦女與少數團體更有當選的機會,當然這必須仰賴政黨名單配

合。

4.該制增進許多小黨擁有代表席位,因而必須強調協調、談判和共識。

◆缺點:
1.小黨林立將導致弱勢和不穩定的政府。

2.代議士與選區之間的連繫形同瓦解。

3.列於政黨名單且獲當選的不受歡迎候選人,無法罷免使之去職。

4.政黨變得幾乎大權在握,由於政黨領袖決定了政黨名單,黨員為能被列於政黨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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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對政黨百般地順從。

政治的光譜(The political spectrum)

在描述政治觀念與信念時,左派-右派的政治光譜是易於理解的方法,它假定政治

人物、政黨和社運團體在意識型態上的立場。意識型態起源於年代可追溯自法國

大革命之時,一七八九年法國各階層召開首屆會議,它用來形容各團體的立場。然

而,當時左派和右派並沒有精確的意涵。就狹義的角度來看,在直線型意識型態的

光譜中,各派總結出對經濟和國家角色的看法:左派支持國家的干涉,並主張集體

主義;至於右派則贊成市場經濟,並強調個人主義。以下描繪出左派和右派在意識

型態或價值上的深度差異:
左派 右派

自由 權威

平等 階層

博愛 秩序

權利 義務

進步 傳統

改革 復古

國際主義 民族主義

另外,就馬蹄型的光譜而言,它取自戰後時期的情況,用以闡明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

義的專制且一元化(即反多元主義)之趨勢,而與寬容和開放的主流信條形成對比。

再者,艾森克(Eysenck, 1964)也發展出「雙面向的」(two-dimensional)政治光譜,他額

外提出縱剖面的「威權主義-自由主義」面向,以試圖彌補傳統左派-右派光譜的粗

糙和不一致性。這有助於指出對經濟組織的立場,而不侷限於與公民自由權有關的

事項而已。

寡頭鐵律(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

所謂寡頭政治意指政府或統治權受到少數人的支配, 寡頭鐵律是由密歇爾斯

(Michels [1911] 1962),他指出政治組織有無可避免的趨勢,即意指所有組織皆是寡

頭的。參與的或民主的結構亦無法組止寡頭的傾向,它們僅能對寡頭的現象加以掩

飾而已。密歇爾斯提出一系列論點,來支持其「寡頭鐵律」:
1. 菁英團體的產生是基於專業化的要求。相較於一般黨員,菁英具有較多的專業

知識和更佳的組織技能。

2. 領導者來自凝聚力強的團體,因為他們承認這有助於其維持權力的機會

3. 組織中基層的黨員傾向於冷漠,因此一般被迫接受從屬的地位,以及聽從領導

者的指示。

利益團體:贊成與反對

贊成利益團體的論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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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藉由利益的表達和提出被政黨所忽略的觀點,以及提供在大選和大選之間,影響

政府的方法而強化了代議功能。

2. 他們促成辯論和討論,因而產生資訊充足和教育良好的選民,同時亦增進公共政

策的品質。

3. 他們藉有別於傳統政黨政治之另一種選擇的提供和草根行動主義(grassroots
activism)機會的提供,擴展了政治參與的範圍。

4. 他們制衡政府的權力,以及在過程上,因確保國家受到充滿活力之市民社會的制

衡而保衛了自由。

5. 他們藉政府和人民間溝通管道的提供,使輸出項和輸入項一致而有助於維持政

治的穩定。

反對利益團體的論點如下:
1. 因增強有前有勢者(在財務上、教育上及組織上或其他資源均良好)的聲音,而造

成根深蒂固的政治不平等。

2. 他們在社會上和政治上是分裂的,他們關心特定而非普遍的議題,主張有別於社

會整體利益的少數人利益。

3. 他們實行不具法定效力的權力,其領導者(不像政治人物)是沒有公共責任感的,
而他們的影響力也略過了代議的過程。

4. 他們的影響力因係透過不受公共監督之談判和交易的方式,而傾向使政策過程

封閉化及神秘化。

5. 他們使社會變得無法治理(ungovernable),他們造成阻礙政府活動及使政策無法

推行的既得利益體。

兩院制:優點與缺點

兩院制的主要優點如下:
1. 第二院可牽制第一院的權力,並預防多數決統治(majoritarian rule)。
2. 兩院制國會可更有效地牽制行政部門權力,因為有兩個國會可揭發政府的缺

失。

3. 兩院制國會擴大了代表性基礎,使每一院可表達不同範圍的利益,並反應不同

團體選民的需求。

4. 第二院的存在可確保法案受到更充分的審議,減輕第一院的負擔,並修正其錯

誤與疏失。

5. 第二院可擔任憲法的護衛者,拖延爭議性法案的通過,以爭取時間進行討論與

公共辯論。

兩院制的缺點有如下數端:
1. 單院制國會較有效率,因為第二院的存在可能造成立法過程中無必要的複雜

性與困難性。

2. 第二院往往妨礙著民主統治,特別當其成員非由民選產生,或由間接選舉產生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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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兩院制國會可能造成立法機關間的衝突,也會造成政府的僵局。

4. 兩院制國會可能有於最終立法決定權落於聯席委員會手中,窄化政策制定的

管道。

5. 第二院由於堅守現存憲政安排,有時候則維護社會菁英的利益,而造成保守的

政治性偏袒。

君主立憲制的優點如下:

1.提供一個解決方式,使不具黨派色彩的國家元首能「超然於」政黨政治之上。

2.王座可表現傳統權威,並因此能成為愛國忠誠感與國家統一的象徵。

3.民選政府可從王室中獲得此智慧與經驗的寶庫,尤其關係到憲政事項時尤然。

君主立憲制的缺點包括如下數端:

1.違背了民主原則,其政治權威並非來自大眾同意,且沒有管道可向大眾負責。

2.王室象徵(且可能擁護)保守的價值,例如階層制度,服從並尊敬繼承而來的財富與社

會地位。

3.王室限制國家在過時的狀態,並象徵著過去,因此將阻礙進步。

內閣制政府:優點與缺點

內閣制政府具備兩項核心特質。首先,內閣構成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的主要連帶:
閣員來自國會並對國會負責,但在各個政府部門中,亦擔任政務首長的角色。第二,
內閣屬於高級行政機關,內閣須分擔政策制定的責任,總理在名義上則位居首位。

該制度通常受到集體責任的破壞,所有閣員皆被要求「口徑一致」,並支持官方政

策。

內閣制政府的優點有如下數端:
1. 在內閣會議的民主性之下,鼓勵全面而坦誠的政策辯論,並對政策提案進行詳

細研討。

2. 可保證政府的團結與一致性,因為內閣集體制定決策,並集體為其辯護。

然而,基於下述原因,亦使內閣制政府遭受批評:
1. 內閣成為總理權力的掩護工具,在於迫使持有具議的閣員亦須公開支持政府

政策。

2. 意味著政府政策變得不協調與不一致,在於決策乃是根據互相競爭的閣員與

部會利益而做成。

有關福利的辯論

福利(welfare)一詞最普遍的意義是幸福(happiness, well-being)和繁榮;福利不僅暗

示生理上的生存,亦包含某種程度的健康和滿足。但是,做為一項政治原則,福利變

成是有關達成普遍幸福的特定手段:透過所謂福利國家的機制,由政府所帶來之集

體地提供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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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的支持者主張其利益包括:
1. 藉健康、教育良好勞動力的創造,促進國家的效率。

2. 藉保護個人免於社會剝奪,促進個人的發展。

3. 藉社會休戚與共的保證,強化社會的凝聚。

反對福利的批判則有:
1. 因降低對貧困的恐懼和工作的誘因,而滋生了依賴性。

2. 因增加稅賦負擔而削弱經濟成長。

3. 雖然改善艱困和貧乏,卻沒有處理結構上的不利和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