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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的一個面向是人民權利的伸張，另一個面向是國家權

力的節制。即便是合法權力，國家都必須戒慎恐懼、節制權力

的不當行使，遑論超越法律的擴權作為。

戰後台灣的高等教育，權力邏輯的｢政治化｣和市場邏輯的｢資

本化｣，在不同時期、或輕或重的影響並傷害大學的獨立精神

與自由思想。大學作為社會的公共資產，國家、社會、大學三

者關係應以大學自身為主體，有著明確合理的分際。具備一定

程度公共性的大學，不能走向資本的私產化，也不能走向國家

的私有化。國家的過度干預是台灣高教的危機，法人化則存在

產學主從關係的另一種風險。

如何在大學自主與公共性的前提下，同時設防國家私有化與資

本私產化的偽公共性，是思考台灣高教未來的關鍵結構性議題，

台灣社會、特別是知識界應該開始形成長期的公共論壇，嚴肅

討論，找出最好也最適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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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的這島嶼，激情與迷惘交織成了一個奇幻的世界。但是，

在1990年初秋到1991年季春，我寫作這本書的初稿時，心中了無迷

惑，我希望能藉著這本書的論述，揭發「國家」的不義本質；也藉

著重建帝制中國初期對「國家」正當性的建構，說明「國家」的正

當性不是不證自明、天經地義的信仰，來了結年少時對「國家」與

「領袖」無可置疑的崇敬，為那純潔的心志立碑紀念。

現代民主國家的理論基礎本於啟蒙時代的社會契約論，但是契約論

只是個理想的建構，而非現實中國家建立的真正前提。現代民主國

家通過對憲章的追認，來補足契約同意的程序。但是在龐大繁複的

國家社會當中，集體意志與個體意志之間永遠存在著不可跨越的鴻

溝。更有甚者，往往在一套政治社會機制的操作之下，某些個體或

集團的意志，篡奪了國家整體的名位，進而對其他的個體或集團進

行「合法」或「正當」的支配與剝削。

王健文，〈無所逃於天地〉
《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1995



在我剛開始研究中國歷史上的「國家」問題時，我對「國家」之為物，

有著無以名狀的嫌惡，對政治也帶著輕鄙的潔癖。於是我希望重建帝

制中國初期「國家」正當性建構的理論與實踐，呈現給讀者，所謂

「國家正當性」只是一種權力建構的形式，讓持鞭的牧者，頭繞光環，

手握聖經，以致於被支配的人民眾臣，甘心樂意地接受牧養驅策。這

樣的心情，伴隨著解嚴以來的政治社會激盪，威權體制瓦解，臺灣逐

漸走向民主，卻不曾稍減。因為在民主之名下，實踐的是部分的群體

對其他群體，假借著整體之名所行的支配與壓迫；或者，更根本的問

題是：任何集體的形式，總是讓個體的自由意志無法舒展。

今天，已不再是「雞犬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純真年代了，眾

多個體意志與利益的矛盾，必須仰賴著公共領域的運作來調和。因此，

現實世界中的問題，不是「國家」能否取消，而是怎樣去追求一個為

害最小的國家。至於理想的福利國家，在我看來，只是個不可能實現

的高貴夢想。

王健文，〈無所逃於天地〉

《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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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同更早的環節及形式法都是抽象東西，只有倫理才是它

們的真理。所以，倫理是在它概念中的意志與單個人的意志

及主觀意志的統一。倫理的最初定在又是某種自然的東西，

它採取愛和感覺的形式；這就是家庭。在這裡個人把他冷酷

無情的人格揚棄了，他連同他的意識是處於一個整體之中。

但在下一階段，我們看到原來的倫理以及實體性的統一消失

了，家庭崩潰了，它的成員都作為獨立自主的人互相對待，

因為相需相求成為聯繫他們的唯一紐帶了。人們往往把這一

階段及市民社會看做國家，其實國家是第三階段、即個體獨

立性和普遍實體性在其中完成巨大統一的那種倫理和精神。

因此，國家的法比其他各個階段都高，它是在最具體的形態

中的自由，再在它上面的那只有世界精神的那至高無上的絕

對真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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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活動的包羅萬象的總和，即生命，不是同人格相對

的外在的東西，因為人格就是這一人格自身，它是直接

的。放棄或犧牲生命不是這個人格的定在，而正相反。

所以一般說來，我沒有任何權利可以放棄生命，享有這

種權利的只有倫理理念，因為這種理念自在地吞沒這個

直接的單一人格，而且是對人格的現實權利。正像生命

本身是直接的，死是生的直接否定；因此，死必須來自

外界：或出於自然原因，或為理念服務，即死於他人之

手。

補充(自殺)：不言而喻，單個人是次要的，他必須獻身

於倫理整體。所以當國家要求個人獻出生命的時候，他

就得獻出生命。

70



近人很喜歡把國家看做一切人與一切人的契約。

他們說，一切人與君主訂立契約，而君主又與

臣民訂立契約。這種見解乃是由於人們僅僅膚

淺地想到不同意志的統一這一點而來。……就

國家而論，情形卻完全不同，因為人生來就已

是國家的公民，任何人不得任意脫離國家。生

活於國家中，乃為人的理性所規定，縱使國家

尚未存在，然而建立國家的理性要求卻已存

在。……國家絕非建立在契約之上，因為契約

是以任性為前提的。如果說國家本於一切人的

任性而建立起來的，那是錯誤的。

75



家庭的倫理上解體在於，子女經教養而成為自由的人格，被承認為成年人，

即具有法律人格，並有能力擁有自己的自由財產和組成自己的家庭。

177

市民社會是處在家庭和國家之間的差別的階段，雖然它的形成比國家晚。

其實，作為差別的階段，它必須以國家為前提，而為了鞏固地存在，它也

必須有一個國家作為獨立的東西在它面前。……

在市民社會中，每個人都以自身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來都是虛無。但

是，如果他不同別人發生關係他就不能達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

便成為特殊的人達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過同他人的關係就取得

了普遍性的形式，並且在滿足他人福利的同時，滿足自己。由於特殊性必

然以普遍性為其條件，所以整個市民社會是中介的基地；在這一基地上，

一切癖性、一切稟賦、一切有關出生和幸運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躍著；又

在這一基地上一切激情的巨浪，洶湧澎湃，它們僅僅受到向它們放射光芒

的理性的節制。受到普遍性限制的特殊性是衡量一切特殊性是否促進它的

福利的唯一尺度。

182



個別的人，作為這種國家的市民來說、就是私人，他

們都把本身利益作為自己的目的。由於這個目的是以

普遍物為中介的，從而在他們看來普遍物是一種手段。

所以，如果他們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只能按照普遍方

式來規定他們的知識、意志和活動，並使自己成為社

會聯繫的鎖鏈中的一個環節。在這種情況下，理念的

利益——這是市民社會的這些成員本身所意識不到

的——就存在於把他們的單一性和自然性通過自然必

然性和需要的任性提高到知識和意志的形式的自由和

形式的普遍性的這一過程中，存在於把特殊性教養成

為主觀性的這一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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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會是個人私利的戰場，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

的戰場，同樣，市民社會也是私人利益與特殊公共

事務衝突的舞台，並且是它們二者共同跟國家的最

高觀點和制度衝突的舞台。因特殊領域的合法性而

產生的公會精神，本身潛在地轉變為國家精神，因

為國家是它用來維護特殊目的的工具。這就是市民

愛國心的秘密之所在：他們知道國家是他們自己的

實體，因為國家維護他們的特殊領域——他們的合

法性、威信和福利。國家在政治情緒方面深入人心

和強而有力根源就在公會精神中，因為在這裡特殊

物是直接包含在普遍物之內的。

289



國家是絕對自在自為的理性東西，因為它是實體性意志的

現實，它是被提升到普遍性的特殊自我意識中具有這種現

實性。這個實體性的統一是絕對的不受推動的自身目的，

在這個自身目的中自由達到它的最高權利，正如這個最終

目的對單個人具有最高權利一樣，成為國家成員是單個人

的最高義務。

附釋：如果把國家同市民社會混淆起來，而把它的使命規

定為保證和保護所有權和個人自由，那麼單個人本身的利

益就成為這些人結合的最後目的。由此產生的結果是，成

為國家成員是任意的事。但是國家對個人的關係，完全不

是這樣。由於國家是客觀精神，所以個人本身只有成為國

家成員才具有客觀性、真理性和倫理性。

258



政治國家就這樣把自己分為三種實體性的差別：

一、立法權，即規定和確立普遍物的權力；

二、行政權，即使各個特殊領域個別事件從屬於普遍物

的權力；

三、王權，即作為意志最後決斷的主觀性的權力，它把

被區分出來的各種權力集中於統一的個人，因而它就是

整體即君主立憲制的頂峰和起點。

273

如果人民的主權是指共和制的形式，或者說得更確定些，

是指民主制的形式……那麼我們上面(273節附釋中)已經作

了必要的說明；此外，這一種觀念也就沒有談論的必要，

因為我們說的是已經發展了的理念。

279



個體性作為排他性的自為的存在，表現為它對別國的關係，

其中每個國家對別國來說都是獨立自主的。現實精神的自為

的存在在這種獨立性中達到了它的定在，所以獨立自主是一

個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的榮譽。

322

國家在它們的相互關係中都是特殊物，因此，在這種關係中

激情、利益、目的、才德、暴力、不法和罪惡等內在特殊性

和外在偶然性就以最大規模和極度動盪的嬉戲而出現。……

各民族在其相互關係中的命運和事蹟是這些民族的精神有限

性的辯證發展現象。從這種辯證法產生出普遍精神，即世界

精神。它既不受限制，同時又創造著自己；正是這種精神，

在作為世界法庭的世界歷史中，對這些有限精神行使著它的

權利，它的高於一切的權利。

340



這種環節作為自然原則所歸屬的那個民族，在世界精神的自我

意識的自我發展過程中，有執行這種環節的使命。這個民族在

世界歷史的這個時期就是統治的民族；它在世界歷史中創立了

新紀元，但只能是一次的(346)。它具有絕對權利成為世界歷史

目前發展階段的擔當者，對它的這種權利來說，其他各民族的

精神都是無權的，這些民族連同過了他們的時代的那些民族，

在世界歷史中都已不再算數了。

347

精神本身和它的世界一起喪失而陷於無窮苦難，以色列民族就

是準備受這種痛苦的民族。由於這種狀況，被逼退回自身中的

精神，就在它的絕對否定性的極端上，即在自在自為地存在的

轉捩點上，把握住它的這種內部性質的無限肯定性，就是說，

把握住神的本性與人的本性統一的原則，客觀真理與自由——
的調和。負有使命完成這種調和的就是北歐日耳曼民族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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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爾把家庭和市民社會看作國家的概念領域，即把

它們看作國家的有限性的領域，看作國家的有限性。

這一國家把自己分為這些領域，並以它們為前提，它

這樣做｢目的是要超出這兩個領域的理性而成為自為

的無限的現實精神。｣262……

邏輯的泛神論的神祕主義在這裡已經暴露無遺。……

理念變成了獨立的主體，而家庭和市民社會對國家的

現實關係變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像的內部活動。實際

上，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前提，它們才是真正的

活動者；而思辨的思維卻把這一切頭足倒置。



家庭和市民社會本身把自己變成國家，它們才是原

動力。可是在黑格爾看來卻剛好相反，它們是由現

實的理念產生的。它們結合成國家，不是它們自己

生存過程的結果；相反地是理念在自己生存過程中

從自身中把它們分離出來。……它們的存在據說並

不依賴它們自己的精神，而是依賴另外的精神。它

們不是自我規定，而是以某個第三者為本原的那種

規定。……在黑格爾那裏條件便成了被制約的東西，

規定其他東西的東西變成了被規定的東西，產生其

他東西的東西變成了它的產品的產品。



｢只要國家依據概念的本性在本身中區分

和規定自己的活動，國家制度就是合乎理

性的。｣

272

國家的理性是抽象的邏輯，而不是國家的

概念。我們得到的不是國家制度的概念，

而是概念的制度。不是思想適應於國家的

本性，而是國家適應於現成的思想。



｢國家的特殊職能和活動是國家的主要環節，因而是國家所持有的；

這些職能和活動同負責運用和實現它們的個人發生聯繫，但是和它

們發生聯繫的並不是這些人的個人人格，而只是這些人的普遍的和

客觀的特質；因此它們是以外在的和偶然的方式同這種特殊的人格

本身相聯繫。所以國家的職能和權利不可能是私有財產。｣

277

國家的職能和活動是和個人有聯繫的(國家只有通過個人才能發生作

用)，但不是和肉體的個人發生聯繫，它們是和個人的國家特質發生

聯繫的。……

黑格爾之所以發這些謬論，是因為他抽象地、單獨地來考察國家的

職能和活動，而把特殊的個體性看作它們的對立物；但是他忘記了｢

特殊的人格｣的本質不是人的鬍子、血液、抽象的肉體的本性，而是

人的社會特質。而國家的職能等等只不過是人的社會特質的存在和

活動的方式。因此很明顯的，個人既然是國家職能和權力的承擔者，

那就應該按照他們的社會特質，而不應該按照他們的私人特質來考

察他們。



｢主權……只是……做為意志所具有的一種抽象的、

也就是沒有根據的、能左右最後決斷的自我規定

而存在這就是國家中的個人因素本身，而國家本

身也只有通過這種個人因素才能成為一個單一的

東西。……政體的這一絕對決定性的環節就不是

一般的個體性，而是一個個人，即君主。｣

279

黑格爾把近代歐洲立憲君主的一切屬性都變成了

意志的絕對的自我規定。他不說君主的意志就是

最後決斷，卻說意志的最後決斷就是君主。第一

個命題是經驗的，第二個命題卻歪曲了經驗的事

實，把它變成了形而上學的公理。



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而君主制卻不是民主制的真

理。君主制必然是本身不徹底的民主制而君主環節卻

不是做為民主制的不徹底性而存在著。……在民主制

中任何一個環節都不具有本身意義以外的意義，每一

個環節都是全體民眾的現實的環節。在君主制中則是

部分決定整體的性質。……民主制是內容和形式，君

主制似乎只是形式，而實際上它在偽造內容。……
黑格爾從國家出發，把人變成主體化的國家；民主制

從人出發，把國家變成客體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

創造人而是人創造宗教一樣，不是國家制度創造人民，

而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



我的闡述方法和黑格爾不同，因為我是唯物論者黑格爾

是唯心論者。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一切辯證法的基本形式，

但是，只有在剝去它的神秘形式之後才是這樣，而這恰

好是我的方法的特點。

〈馬克思致路・庫格曼〉1868/3/6

辯證法，在其合理型態上，引起資產階級及其誇誇其談

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

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

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

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

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就其本質而言，它是批

判的、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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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企圖代替舊統治階級的地位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

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

同利益，抽象地講，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

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

《德意志意識形態》

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的這種矛盾，公共利益

才以國家的姿態而採取一種和實際利益(不問是單個的還

是共同的)脫離的獨立形式，也就是說採取一種虛幻的共

同體的形式。……這些特殊利益始終在真正地反對共同利

益和虛幻的共同利益，這些特殊利益的實際鬥爭使得以國

家姿態出現的虛幻的｢普遍｣利益對特殊利益行實際的干涉

和約束成了必要。

《德意志意識形態》



這次革命的對象不是哪一種國家形式……而是國家

本身這個社會的超自然怪胎。這次革命是人民為了

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社會生活的行動。它

不是為了把國家政權從統治階級這一集團轉給另一

集團而進行的革命，它是為了粉碎這個階級統治的

兇惡機器本身而進行的革命。

《法蘭西內戰》(初稿)



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

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

程。……德國哲學從天上降到地上；和它

完全相反，這裡我們是從地上升到天

上。……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

定意識。前一種觀察方法從意識出發，把

意識看作是有生命的個人。符合實際生活

的第二種觀察方法則是從現實的、有生命

的個人本身出發，把意識僅僅看作是他們

的意識。

《德意志意識形態》



宗教裡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

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受壓迫生靈的歎息，

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如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

精神。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人。……宗教是

人的本質在幻想中的實現，因為人的本質不具又

真正的現實性。因此，反宗教的鬥爭間接地就是

以反對以宗教為精神撫慰的那個世界的鬥爭。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的確，路徳戰勝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為他用信

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對權威的信仰，卻

恢復了信仰的權威。他把僧侶變成了俗人，但又把

俗人變成了僧侶。他把人從外在宗教解放出來，但

又把宗教變成了人的內在世界。他把肉體從鎖鏈中

解放出來，但又給人的心靈套上了鎖鍊。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只有當實際生活的關係，在人的面前表現為人與人、

人與自然之間極為明白合理的關係的時候，現實世

界的宗教反映才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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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後，歷史的任務就

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異化的

神聖形象被揭穿以後，揭露非神聖形象中

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

迫切任務。於是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

批判，對宗教的批判就變成對法的批判，

對神學的批判就變成對政治的批判。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它〔無產階級〕是一個若不從其他一切社會領域解放

出來並同時解放其他一切社會領域，就不能解放自己

的領域。總之是這樣一個領域，它本身表現了人的完

全喪失，並因而只有通過人的完全恢復才能恢復自己。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

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閃電一旦

真正射入這塊沒有觸動過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

放成為人。……

哲學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為現實；無產階級不

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己。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
量只能靠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
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
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

改變世界。

〈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國家作為虛構的主體，卻倒過來宰制了

創造國家的人民，馬克思揭示了政治領

域中的自我異化，事實上也批判了馬克

思身後的一切國家主義，當然包括高舉

馬克思旗幟的共產體制國家，以及一切

要求人民為國家獻身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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