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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序

2008年10月25日台灣教授協會與本土社

團，在立法院前門開始強烈抗議馬統幫公然

傾中後而成立「公投護台灣聯盟」(以下簡

稱「公投盟」)。彼時，國內外台灣人民因

本土陣營大選失敗而士氣低落。2009年夏天

在美東夏令營主辦單位的邀請下，我向大會

報告「公投盟」奮鬥的情形，以「自己的國

家自己救」作專題演講，並先後到美國與加

拿大之城市拜會，鼓勵海外台灣鄉親繼續為

「後頭厝」的困境提供關心與協助，得到海

外鄉親的正面回應與支持，得以延續「台灣

人民自救運動」。

其間，利用到美國波士頓演講之便，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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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台灣沒有獨立建國就不剃鬍鬚的林哲夫教

授，一起拜會哈佛大學愛因斯坦研究院
1
的

吉恩•夏普博士(Dr. Gene Sharp)。午餐見面

時，林教授提到邀請夏普博士再度到台灣指

導台灣人的獨立建國運動。夏普博士是非暴

力抗爭的國際級大師，曾經實地指導波羅的

海三國及巴爾幹半島塞爾維亞的獨立運動，

獲得令全球追求解放人民的敬佩。夏普博士

表示這不是客套，一方面他說年事已高，已

經不適合長途旅行；另一方面，他說明最主

要的理由是，一個受壓迫的民族要尋求解

放，只能透過人民自己的力量，才能實現這

個目標。我提早離開午餐出席演講時，確

實有點失望，無法掩蓋他同意授權由我來翻

譯他一本新書《啟動非暴力抗爭》(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的喜悅。

1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P. O. Box455, East Boston, MA 
02128. Website: www.aeinste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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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等到我演講完畢，午餐時留下來

與夏普博士繼續深談的林教授，帶回來夏普

博士贈送的，一份散裝剛完成的「自我解

放(Self Liberation)戰略規劃手冊」一書。當

晚經過研讀，發覺這個手冊整理了受壓迫民

族，尋找自我解放的所有知識與進行實踐的

做法，如獲至寶。深覺台灣人民追求獨立建

國的運動就是台灣人民的自我解放運動，

而這個運動必須從自我提升及提升人民之權

能(Self Empowerment)開始。演講結束返抵

台北之後，為了按照手冊中提到的另一個重

點：這種知識不要淪為菁英分子所壟斷，即

刻著手翻譯，並由林哲夫教授邀請數位具經

驗且有前瞻眼光的有志之士一起研讀，漢文

翻譯草稿經過林哲夫教授的審閱，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決定將這本手冊印製出版，讓更多

關心台灣前途的民眾與青年學生，可以了解

自我解放的戰略思考與做法。



006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延伸閱讀④

值此馬統幫不顧台灣社會民意的反對，汲

汲欲與中國簽訂ECFA，企圖以經濟手段達

成國共兩黨併吞台灣的政治目的。台灣人民

一方面要阻止馬統幫背叛選前對台灣人民所

做「自由民主」的承諾，另一方面必須阻擋

中國共產黨勢力的入侵。譯者期盼這本書的

翻譯與出版，能夠為台灣社會普遍感到的無

力感注入一支強心劑。「自我解放」就是以

「人民的力量(People’s power)」來解除自己

民族被滅亡的危機，進而建立自己的國家。

台灣人民必須培養能力，朝這個戰略目標邁

進。

譯者要在此誠摯感謝吉恩夏普教授，慨允

授權我們翻譯及出版這本他一生長期之心血

與智慧結晶的成果，以協助有志以戰略性思

考、規劃及非暴力之行動而尋求自我解放的

人們。

蔡丁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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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訂者序

首先，我要衷心感謝吉恩夏普教授自1990

年以來，對我在研究以非暴力戰略與抗爭來

追求民主、自由、公義及建立台灣主權獨立

國家的努力上，提供持續不斷的教導、慷慨

的協助及友誼。

任何大眾化的運動，雖然起初可能是極少

數的人，基於某一遠大理想而發動，在其成

長過程中，必經大眾的參與，導致動量、機

動性、運動的方向、品質和理想的具體化及

昇華，而將其運動策略化，企畫能符合藉此

大策略完成最終理想，環環相扣主動性的系

列活動。

回顧及探討數十年來，從事台灣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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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建國運動，痛切地體會到身處國外，難有

連續性的參與，更難有機會擠進決策核心，

影響大策略的催化、探索及擬定。能在加、

美兩國接觸到數套社會運動所需的工具，

謹由衷向所信仰的上帝感謝開導、指引所

獲得的培能(empowerment through organizing 

people)的URM(城鄉宣道工作，1982年始於

Toronto)；衝突處理(1994年始於Toronto)，

幸在2002年再由陳校賢教授引進中性第三者

(TPN Ottawa)；開放空間技巧(OST，2002年

始於台灣)，非暴力的公民防衛(CBD，1994

年始於Boston)前後引進台灣，而或多或少

地助長了咱的運動，影響其品質，卻仍與最

終的理想目標，及建立新而主權獨立、充滿

真善美、和平、公義、民主、人權、自由、

法治，富有活力之多元公民社會的台灣國的

情景仍遠。此時正是有意願、魄力，繼續參

與運動的幹部雲集一堂，冷靜、坦誠地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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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運動，如何被KMT誤導，屢屢喪失

其運動性及方向性，僅侷限於舉辦反應式的

活動，而一再喪失良機，此難關由誰如何重

啟另類思考之大門？

2009年蔡丁貴教授異類地放下台灣大學教

授的身段，以實際非暴力行動投入民主建

國運動，在國內外招兵買馬，籌募「老人

革命軍」，甚至遠飛到北美較多台灣鄉親

僑居的城市演講，也趕到紐約市參加「UN 

for Taiwan」的遊行。並計畫之後到Boston、

Montreal、Ottawa及Toronto演講。我深受感

動，就與內人決定先從Toronto驅車到紐約市

參加此遊行，然後接蔡教授，當他的司機，

提供從紐約至Boston、Montreal、Ottawa到

Toronto所需的交通。結果，反而是蔡教授全

程當了我們五天的司機。我的另一用意是想

藉此遠程的驅車旅行，找機會向蔡教授介紹

上述四套社會改造工具的相關機構及負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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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的人士。

與第一站的Gene Sharp教授的認識，則需

要追溯到1990年2月初，在Boston參加他在

哈佛大學執教時所主辦的「非暴力制裁」

國際會議，而接觸到非暴力行動訓練的貴

格會與加入他啟蒙創設的公民防衛國際協會

(CBDA)，也當了五年理事，在多倫多主辦

了該會1995年的年會。而Sharp教授經四年

多的拜託及邀請，終於在1994年12月答應咱

的邀請，來台灣做為期兩個禮拜的CBD的學

術性演講及研討，共有：在戰爭學院非公開

的一場演講、在立法院的兩場公聽會與南北

十場的公開演講及研討會。

在他離台前，特別叮嚀挑戰一個長久被列

入黑名單的人，想辦法正式由官方邀請，曾

實際運用過CBD之理論的立陶宛前國防部

部長Dr. Audrius Butkevicius，來分享其如何

以非暴力策略及行動，擊退蘇聯五個加強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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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戰，成功地脫離蘇聯，重獲立陶宛的獨

立，並貢獻於USSR之瓦解的經過。

依我所信，果然神不負有心人。雖1995年

5月須赴約在多倫多主辦國際公民防衛協會

的年會，而不能親自參與同一時間在台北

舉行的民進黨不分區僑選立委的初選，卻

讓我擠進而當選第三屆僑選立委。1996年11

月初，隨立法院經貿訪問團去立陶宛，成

功地見到這位年輕的精神科醫生的前國防

部部長Dr. A. Butkevicius，索取其抗蘇的記

錄：「立陶宛的非暴力抗爭─和平解放運

動」，取得翻譯出版權(前衛出版社，1997

年2月)，且成功地在1997年2月邀請此位年

輕的精神科醫師來台訪問一個禮拜。在立法

院的公聽會外，南北五場演講中，詳細闡述

了其最後關鍵性奮鬥及智取的經過(書名：

立陶宛的非暴力抗爭─和平解放的故事，

前衛)，和在此之前所策劃，200萬人跨波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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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首都600多公里所組織成的人鏈(human-

chain)，手牽手以展示其團結的決心，再獨

立的盛舉。

Sharp教授和Butkevicius醫師不辭辛勞前後

訪問台灣，他們在台灣的演講及分享，與在

CBDA五年的理事經驗，間接地鼓勵了「台

灣國家和平安全研究協會(TRANPS)」在

1999年5月的成立。主要是企畫利用民間團

體來鼓吹、推廣CBD的觀念，教育及組訓計

畫。

在我任第三屆立法院委員時未能完成的

一些初步工作，非常幸運的獲得第四、五屆

數位立委如蔡明憲、戴振耀、鄭國忠及簡錫

堦等的有力支持。在蔡立委與黃爾璇立委的

主導下，2000年1月15日通過了新的國防二

法，採納軍隊國家化、全民國防、全民防衛

與政府應推廣全民國防教育的條文。在戴立

委與范巽祿教育部政務次長的合作下，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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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13-14日，由TRANPS主辦「全民國防

與國家安全」的學術研討會，改善了軍民雙

方對公民防衛，在加強軍事國防與非武裝國

防間互補性功能的瞭解，進而促成鄭國忠與

曹啟鴻兩立委的協助，與教育部軍訓處合作

下的軍訓課程的改編工程，也幸得施正鋒等

數位教授的參與，和蔡國防部副部長與范政

務次長幕後的支持。公民防衛雖非為「萬能

丹」，但在有預先籌畫CBD的教育及組訓

下，卻具備對防犯、嚇阻及擊敗任何外敵的

入侵，與國內政變、篡權等盲舉的潛能。

今後台灣國的國家安全與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有賴預先透澈且整全公民防衛的

務實教育及組訓策劃及推動，也是咱自我解

放建國運動中，藉著具體的行動及企畫，以

充實心防、深化民主、鞏固台灣國之安全、

和平及持續成長的一要素。

2009年9月13日，Sharp教授破例在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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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接見訪客，在餐館見面寒暄及午餐後，

蔡教授因需先離開趕路去市郊演講，我們

就到Sharp教授所創辦的愛因斯坦研究所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繼續商討能否再

度請他來台灣支援，並指導咱所需的CBD

工作計畫。他率直地回答說：第一、健康上

不再允許他長途旅行；第二、你們只需認

真研究策劃，則自力就可以做到，不需要

他人的幫忙。便起身走到他的電腦，列印

了兩份尚未出版的小冊—A Guide to Self-

Liberation(《自我解放之指南》)的原稿給我

們。他不計較版權，但要我們做有品質、忠

實的翻譯，以供更多有台灣心的人精細地研

讀，使我們能更有效益地推動建國運動。

我非常敬佩蔡丁貴教授的精神、用心及所

付出的犧牲，催促了不少人參加研讀此一指

南小冊及所指定近一千頁的必讀文獻，此漢

文翻譯本的出版及有心人士廣泛的研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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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會貢獻並導致Sharp教授寫此書之主旨所

期待達到的效應，及促使更多有心加入台灣

民主獨立建國運動之陣營的人士，經常慎重

探討，致力培育思考能力，從戰略觀點反省

所推動、從事的活動與運動的相關性，並催

促一群領導者集思廣智，致力擬定一套整全

完成建國大業所需的大策略，並策劃相關系

列的主動性活動及策略、戰術與方法。確信

此書所有的讀者及台灣人將因其出版而獲益

良多，促成獨立建國的早日完成。

能受蔡教授之託，為此書的漢文版為序，

是我極大的榮幸，並藉此機會向蔡丁貴教授

致敬，並由衷致謝！容我套一句英文格言：

「The last, but not least.」在台灣及寫此序文

時，直覺的感觸應指最後才提到，貢獻最大

的卻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簡稱PCT)！回顧數十年

來，台灣的社會改造及民主運動始終一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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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其信仰與基督的愛、公義及和平的三大

社會改造要素，參與關鍵危機時發表聲明及

宣言，經常參與非暴力的行動行列，在人

力、智力及物力上，付出極高昂的代價而不

求回報，全無私心，默默耕耘，扮演先知、

祭司及其他多種的重要角色。PCT總會提供

重要的領導者角色，其中較年輕的牧師如林

芳仲、鄭國忠及鄭英兒等積極的參與URM, 

TPN, OST與CBD等的重要教育、組訓工作

計畫。我確信PCT直接及間接地影響、貢獻

於台灣的社會政治運動的品質、潛能及今後

的成就，而造福於台灣的國民。亦藉此文，

謹向這一大群的牧長致最大的敬意及謝意，

讓我這個第一代的基督徒有機會和他們共

事。

林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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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序 

邁向新而獨立的國家
—台灣

我代表全體編輯委員向吉恩夏普教授致上

十二萬分的感謝。他將他一生累積的智慧與

成果透過許多連續的出版，以及愛因斯坦研

究院的網站貼文，讓所有努力超越不公不義

與壓迫，而能以戰略性的非暴力行動來追求

民主與人權。我們特別感謝夏普教授於1994 

年12月前來台灣進行兩個星期的參訪與演

講，向台灣的聽眾介紹公民防衛主要的觀念

與理論，也特別感謝他於2009年9月授權同

意翻譯及出版這本《自我解放指南》，及

2010年10月即將出版的相關大約900多頁的

推薦延伸閱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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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7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

言，揭示台灣的未來應該經由台灣人民的決

定(自決)，促使台灣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

國際社會略可知道台灣人民的願望，在強國

討論與台灣有關的議題時，至少仍會提到必

須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而且必須在和平的

狀態下決定。

在追尋新而獨立的國家的過程中，許多

前輩已經為這個將要誕生的國家立下地基，

無論是著名的領袖人物或是默默耕耘的基層

運動者，都是令人敬佩的。但是我們也遇到

過台灣人之間因為運動路線的不同而起的衝

突，也曾受到因為利益或認同的問題所造成

的阻礙。

1982年，經由加拿大的黑名單林哲夫教

授(Dr. Albert Lin)，引介Rev. Dr. Ed File愛台

灣牧師傳授城鄉宣教(Urban Rural Mission, 

URM)給追求民主、自由、獨立的台灣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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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志之士，這套組織人民爭取權益的愛與

非暴力的訓練，曾在戒嚴、白色恐怖時期，

幫助台灣人民抵抗暴政。

後來，林哲夫教授陸續將中性第三者經陳

校賢教授(Third Party Neutral, TPN)、開放空

間技巧經Rev. Dr. Larry Peterson(Open Space 

Technology, OST)及全民國防(Civilian-Based 

Defense, CBD)直接或間接地引入台灣，為的

是深化台灣的民主、鞏固國家安全。

2009年夏，林哲夫教授與蔡丁貴教授訪問

夏普教授(Dr. Gene Sharp)時，得到他慨允贈

送A Guide to Self-Liberation(《自我解放》)的

手稿。在2009年我們召集了十二人小組定期

研讀此手稿。

2010年春，經蔡丁貴教授翻譯、林哲夫教

授審訂，林芳仲牧師指引編輯委員會，決定

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出版漢文版與英漢對照

版，希望台灣有志於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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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以善用這本書，在各地組成讀書會，

一起討論內容，並用OST的方式制定建國的

大戰略等方案。

為了讀者使用方便，本書編輯的考慮是將

「自我解放指南」，及文中提到之延伸閱讀

資料翻譯共分別編成小冊，以延伸閱讀資料

之書籍集中在一本小冊為原則，而且以每一

小冊之頁數大致相當為考慮。但譯文中仍然

保留原書之頁碼(黑反白和平鴿標示者)，方

便讀者查閱引用。「自我解放指南」自成一

冊，可以當作本系列的總論；延伸閱讀系列

之第一冊包括「非暴力行動的政治」、「確

實有實際可行的替代方案」及「反政變」；

系列之二為「啟動非暴力抗爭」；系列之三

為「戰略性的非暴力衝突」；系列之四為

「社會權力與政治自由」；系列之五為「從

獨裁走向民主」。閱讀的順序仍然按照「自

我解放指南」一冊中所建議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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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出版，再一次感謝夏普教授、林哲

夫教授及蔡丁貴教授的貢獻。感謝李夙儒完

成精美的封面設計，並感謝編輯委員會的討

論與建議，讓「非暴力抗爭」之知識與技術

的傳播，可以進一步讓台灣朝向公民社會邁

進。

林芳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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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1

尋求對政府的控制

當今政治上最緊迫的整體性問題之一，就

是如何控制現代政府的行動。它們不受控制

的權力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威脅著我們 — 最

明顯地以現代暴政與戰爭的形式。傳統上對

統治者的控制手段─憲法的限制、選舉、統

治者自己的自我約束、以及暴力革命等，不

論它們的其他貢獻，已經被證明有很大的局

限性與缺點。在最需要有所控制的極端情況

下，我們不能再依賴這些傳統的手段做為我

們唯一的選擇。如果我們不想變成無助的政

治機器人或者被消滅，我們必須找到並且實

施對統治者權力有效的控制手段。

社會權力與政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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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2

如果我們要找到、開發與實施這類控制

的手段，我們必須「思考」這個問題。要做

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比平常這些日子討論戰

爭、暴政與壓迫之問題回到一個討論政治權

力的更基本層次。我們必須找到而且考慮失

控之政治權力問題的各種不同因素，以及研

究它們的相互關係。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

須謹慎小心，不要不自覺地接受對政治權力

之一般常有的觀點。這些觀點會限制我們的

思維，因而可能會阻止我們成功地發展有效

的控制手段。相反的，當我們想要理解與研

究與政治權力相關之社會與政治現實的時

候，我們必須自覺地嘗試超越自動接受傳統

假設所產生的概念界限。除了依靠過去的控

制手段之外，我們必須探討是否可能存在著

或者可以發展其他控制統治者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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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甚至可以開始思考在極端情況下

可以控制政治權力的方式之前，我們必須檢

視政治權力本身。它是什麼、它的本質是什

麼？這些問題對考慮這些手段的根本的問

題，當政治權力的使用者不希望受到控制

時，這些手段可以用來控制政治權力。對政

治權力及其本質的不同看法，將會導致這些

替代方案之相對應的觀點，而這些代方案可

能就是那些希望可以使用這些控制手段的人

們要找的。

人們時常假設「統治者」(當然包括不僅

行政首長，而且也包括統治集團與所有指揮

國家機器的機構)的權力有點像是一座花崗

岩的高山：堅固的、整體的、長期持久的、

或者幾乎是永久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種

權力是極端的，只會受到某些可能之手段的

控制。人們可能會以改變國家結構之「所有

權」或「管理階層」的方式行使一些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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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可以合法地(如透過選舉)或非法地(如透

過軍事政變)來完成。這兩種方法通常會造

成國家機器與可用權力之「所有者」或「管

理者」幾乎沒有改變。

　P.23

或者，人們可以威脅或執行一個大規模之

直接爆炸性的攻擊(如一場武裝革命或者一

場國際戰爭)，目的就是要摧毀至少這個強

大結構的一部分。人們曾經普遍地假設，對

抗一個不願意接受限制或自願放棄權力的統

治者，只有這種破壞性的手段才能夠削弱或

者撤除這個政權的權力。

統治者權力的來源可以被切斷

兩種對統治者權力本質的觀點幾乎是相

反的。其中之一認為統治者的政治權力被認

為幾乎就像一座花崗岩的高山，須要有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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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能力去控制它。根據另外一個理論，統

治者(或統治集團)是一個人(或一組人)。統

治者個人在自己本身並不比任何其他人有更

多的權力。這種深度看法是如此的基本，以

致於它常常沒有受到注意。不過，了解到這

一點會導致新的深度見解與替選方案。如果

統治者在自己的身體與心靈上並沒有比其他

任何個人有更多的權力，那麼他統治的權力

必須來自於他自己本身的外部。因此，這個

權力必須在社會上有它的來源，而且可以被

找到。這些來源包括接受統治者統治的權

利(「合法性」)、經濟資源、人力、軍事能

力、知識、技能、行政管理、警察、監獄、

法院等等。這些來源的每一個反過來又是緊

密地關係於、或是直接依賴於統治者可以從

他的被統治者得到之合作、屈服、服從、與

協助的程度。這些包括一般民眾與統治者付

費的「幫手」與代理人。這種依賴使得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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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情況下被統治者有可能可以透過減少或取

消他們必要的合作與服從、來減少提供這些

權力的來源，或者完全撤銷它們。

如果這些付費的「幫手」與代理人以及一

般民眾之接受、屈服、與協助受到部分或全

部撤回，權力的來源就會因此而受到限制，

而且因此統治者的有效權力就會受到削弱。

這個弱化大致上會與這些必要權力來源之可

用性受到限制的程度成一個比例關係。如果

在面對統治者對不服從之懲罰(「制裁」)的

時候可以維持接受、屈服、與協助的撤出，

那麼這個政權的終結就已經出現在眼前了。

因此，所有統治者為了他們的地位與政治權

力都會依靠被統治者的服從、屈服、與合

作。這就是對一個更長(而且有一點更簡單)

之分析
1
過度濃縮的摘要。不過，這應該足

1 參閱吉恩夏普，「非暴力行動的政治」，(波士頓：波特
薩金特出版社，1973年)，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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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明，統治者的權力不僅不是鐵板一塊或

永久的，反而永遠總是建立在一個複雜而脆

弱之人類與制度性關係的架構上。儘管以實

施撤出支持作為控制的手段有巨大的實際問

題仍然需要嚴肅地關注，這個深度見解隱含

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P.24

這個撤銷統治者之權力來源的原則，在實

際應用時，可以提供抗爭所必須要的有效手

段，以施加對那些不希望受到控制之統治者

的控制。對抗這種類型之統治者的這些抗爭

手段顯然是一個社會控制統治者之整體能力

中最關鍵的組成部分。

社會結構會影響控制的可能性

這種能力之另一個高度重要的組成部分是

社會制度上與結構上的條件。這是指各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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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機構之存在或不存在、它們的數量、它們

集中或分散的程度、它們內部的決策過程、

以及它們內部力量與活力的程度。一個極端

的條件是一個社會的每一個機構如果不是一

個中央集中式國家的一部分，或者就是有效

地服從於它及被它控制。另一個極端是一個

社會中所有的需求都可以從種類繁多的獨立

機構中得到滿足，而且在其中有政府的形

式但不是中央集中式的國家。(這裡的「國

家」是指一個政府的特定形式，連同其他的

因素，它擁有一個永久的官僚機構、一個

永久的軍事體系、以及一個使用暴力控制手

段的永久警察部隊、監獄系統的支持。)不

過，這些高度集權或分權的極端體制條件很

少或從來沒有存在。幾乎所有的政治性社會

是介於這些極端條件之間的某處。社會上有

效權力之能量的集中或分散程度、這種能量

在國家集中的程度或在社會獨立機構之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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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的程度，就是這個重要的問題。

　P.25

社會的結構條件會以兩種方式影響社會控

制統治者的能量。如果權力是高度分散於強

大而且重要的獨立機構之間時，這個條件將

會對在緊急情況下有必要控制一個統治者的

抗爭產生很大的幫助。這將大大地強化被統

治者與他們之機構的能量，可以撤銷統治者

的權力來源，以便實施對他的控制。同時，

結構上的條件將會設定統治者之潛在權力的

廣泛範圍，缺乏結構性的改變或沒有故意地

從被統治者及他們之機構增加對統治者的積

極協助，統治者可能沒有辦法超越這些邊

界。

佔有國家結構指揮地位之任何特別的統

治者不一定都會延伸行使他的權力、支配與

在結構性條件允許之下對社會可深可遠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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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缺乏動機、尊重憲法規定的限度、道

德或宗教的信仰，或者是遵守某些政治學的

理論或哲學之下，可能會導致統治者刻意避

免使用這個社會結構條件提供給他的全部權

力潛能。不過，如果統治者的看法改變，如

果條件讓他看起來需要更極端的行動，如果

個性的需要使他變得更有權力飢渴、或者如

果一個新的個人或團體以奪權的方式掌握了

統治者的地位，那麼統治者就有可能將權力

潛能的行使充分推展到社會結構條件已經決

定的上限。統治者甚至可能設法想要破壞或

攻擊這些有實力設定這些限制的機構。

因此，這一切都說明在跨過或超越憲政體

制的安排與統治者自己的自我設限下，必須

要有一個可以控制那些不希望受到控制之統

治者的抗爭技術，以及也要有一個可以設定

統治者權力潛能之有效邊界的社會結構性條

件，以便建立對現代統治者之權力進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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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

　P.26

存在著一個基於上述對權力本質之觀點的

抗爭技術(就是它的來源可能會受到撤銷合

作與服從的限制)。這就是所謂的「非暴力

的行動」。它包括非暴力的象徵性抗議，經

濟、社會與政治的不合作，以及以心理、生

理、社會、經濟與政治形式
2
的非暴力介入

干預。經過在許多特定情況中的改善、發展

與執行，這種技術可能構成這個抗爭技術的

核心答案，它可以滿足對那些不願意自動限

制他們權力之統治者要施加控制的需要。這

就有必要對這個控制技術的本質與潛能做很

多的研究、分析、政策研究與發展。

不過，本章主要的焦點會集中於決定統治

2 參閱同上，第2至14章，非暴力抗爭本質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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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權力潛能邊界之基層社會結構的角色。這

個討論的中心是考慮國家中社會權力潛能之

相對集中性的長期效應，相對於社會整體之

非國家機構中權力之相對分散的長期效應。

有時候，雖然不是經常，有一些個人透

過他們個人勸說的力量、透過他們與結構中

關鍵人物的連繫、以及他們使用特殊類型之

非暴力行動的能力，可以顯著地影響這個社

會與政治事件的過程。聖雄甘地的一些個人

行動說明了後者的能力。不過，這些情況是

罕見的，尤其是對抗那些下定決心要統治得

就像他們所希望而不會受到任何限制的統治

者。在這些情況下，他們的權力只能透過限

制他們的權力來源來加以嚴重地削減或消

散。不過，這種限制不可能是由孤立的個人

來產生。當協助、合作、與服從受到許多被

統治者，也就是社會之團體與機構，在同一

時間加以中止的時候，統治者權力的來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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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才一定會明顯地受到威脅。這些有能力可

以終止它們提供權力來源的機構就具有關鍵

性。這個能力會受許多不同因素的影響，包

括被統治者應用抗爭技術的技能，以及統治

者對被統治者他們可以提供之權力來源的相

對需求。同時，重要的是這些團體擁有獨立

行動之能力以對抗統治者的程度。

　P.27

在這個觀點上存在著兩個廣泛的可能性，

權力可能如此集中在國家上，以及被統治者

如此被個體分化，以致沒有顯著而能夠撤銷

統治者權力來源之社會團體或機構的存在，

因此就無法控制統治者的行動。另一方面，

如果這些團體能夠獨立行動，並因此社會確

實會存在著一個很大程度的控制，他們的存

在與實力將大大增加一個控制統治者權力之

抗爭的成功機會。這些能夠獨立行動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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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機構就稱之為「權力駐集點(或地點)」。

「權力」在這裡顯然是指政治權力，是

社會權力的一個次類型。政治權力在這裡被

定義為手段、影響與壓力的整體—包括合法

性、獎勵與制裁—可用於實現權力擁有者的

這些目標，特別是政府的機構、國家及反

對其中任何一個的團體。政治權力可以用

「控制」局勢、人員或機構、或為了一些活

動「動員」人民與機構的能力來衡量。權力

可以用來使一個團體有能力實現一個目標，

實施或改變政策，誘使他人如同權力之行使

者所希望的那樣來行動，從事反對運動，維

護現有的體制、政策與關係，或者改變、摧

毀、或取代之前的權力關係。制裁—它可能

是暴力或非暴力的—通常是權力的一個關鍵

因素。它並不總是需要應用行使制裁的能力

以便使它成為有效的。僅僅有應用制裁的能

力，以及利用其他權力的組成部分可能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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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到目的了。在這種情況下，權力的出現

就不會比直接施加制裁的應用來得低
3
。

　P.28

政治權力之控制中分散型 
權力駐集點的角色

權力駐集點(或權力駐紮、收斂集中、或

表現出來)的精確形式與本質會隨著社會與

情勢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不過，它們很可能

會包括這些社會團體與機構如家庭、社會階

層、宗教團體、文化與民族團體、職業團

體、經濟團體、鄉鎮、村莊、市鎮、省與地

3 對於權力一些相關的定義，參閱羅伯特麥弗(Robert 
M. MacIver)，「網絡政府」，(紐約麥克米倫公司，
1947年 )，第82及87頁；馬丁希倫布蘭德 (Martin J . 
Hillenbrand)，「權力與道德」，(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出版社，1949年 )，第4-5頁；雅克馬里丹，「人類與國
家」，(倫敦：霍利斯與卡特，1954年)，第114頁；以及
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D. Lasswell)，「權力與個性」，
(紐約：WW諾頓公司，1948年)，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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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規模較小的政府機構、志願性的組織、

與政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是傳統的、既有

的、正式的社會團體與機構。不過有時候，

權力的駐集點不太可能是正式的組織，而且

甚至可能是在實現一些目標或反對統治者的

過程中新近才創建或振興的(如1956年匈牙

利革命的工人委員會)。它們作為駐集點的

地位將取決於它們獨立行動的能力、行使有

效權力的能力、規範其他人，如統治者或

其他一個或數個權力駐集點之有效權力的能

力。

那麼，這些駐集點控制統治者行動的能力

將受到(1)這些駐集點存在的範圍，(2)行動

獨立性的程度，(3)他們可以控制的權力來

源，(4)他們可以獨立行使或控制之社會權

力的大小，(5)有時候的其他因素。如果所

有這些因素都廣泛地出現，這些駐集點可以

毫無限制地提供統治者所需的權力來源，或



社會權力與政治自由　041

相反地，他們可以選擇限制或切斷這些統治

者所需要的來源。

權力駐集點設定統治者 
之權力能量的上限

社會整體的權力結構同時包括這些權力

駐集點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些駐集點與統治者

之間的關係。社會的權力結構，亦即就是這

些關係，從長遠來看，會決定統治者的最大

有效權力的範圍與力道
4
。當權力有效地分

散在整個社會當中之駐集點的時候，統治者

的權力就會最有可能受到控制與限制。這種

條件與政治的「自由」有關。另一方面，當

這些駐集點已經受到嚴重地削弱、有效地摧

4 麥克伊弗(MacIver)寫道：「政府握有什麼權力、朝向什
麼目的，取決於這些其他的力量(權力駐集點)、這些力
量於抗爭中碰到擁有權力之利益的對抗與衝突、收斂與

發散時，實施中互相調整的方式。」(麥克伊弗，「網絡
政府」，第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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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或者其獨立存在與行動的自主性被某些

強加的控制破壞時，統治者的權力最可能會

變成無法控制。這個條件與「暴政」有關。

貝特朗德喬弗內爾(Bertrand de Jouvenel)寫

道：「當一個人只看到與只感覺到一個人

的權威時，這正就是被剝奪自由到最遠的情

況」
5
。

　P.29

當這些權力之駐集點的數量太多而且太強

大以致於讓統治者無法行使無限制對它們的

控制或者摧毀時，統治者還是有可能從它們

那裡得到他所需要的權力來源。不過，為了

做到這一點，統治者必須讓這些社會團體與

機構對他、他的政策與措施、及他的整個政

5 貝特朗喬弗內爾，「主權：從公共利益的角度來探
討」，(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59年，及劍橋，
大學出版社。1957年)，第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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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保持充分的同情，而使得他們願意屈服、

合作、並且提供可用的權力來源。要做到這

一點，統治者必須調整他的行為與政策，以

保持對組成這些團體及社會機構之人們的善

意與合作。這就是這些權力駐集點對統治者

行使間接控制的一種類型。如果這種調整未

曾嘗試過或者沒有成功，而且統治者冒犯了

他應該統治的民眾，那麼社會的強大權力駐

集點可能在公開衝突、中止那些他們控制而

統治者所需要的權力來源。以這種方式民眾

透過他們的團體與機構，可以對一個野心勃

勃而反民主的統治者施加控制，或甚至瓦解

這個政權而且化解統治者的權力。

反過來也是正確的。當這些社會團體與機

構失去它們獨立決策與自主行動的能力、失

去它們對權力來源的控制、或它們本身大幅

度受到削弱或破壞的時候，這種損失將大大

有助於使統治者的權力變得沒有限制與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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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在這些情況下，這樣的權力駐集點不

會顯著地存在，而且被統治者只是一群被分

化而沒有能力採取有效行動的個人，統治者

的權力將會是被統治者最沒有力量控制的情

況。

蓄意攻擊與無法意料的效應 
會削弱權力的駐集點

可能有相當不同的原因會削弱或摧毀社會

的權力駐集點。統治者蓄意的政策只有一種

可能性，它會攻擊它們的獨立性，削弱它們

的實力，甚至摧毀它們。其他社會、經濟或

政治性之政策或力量的運作所造成之次要而

意外的效應可能會產生類似的效果。

如果是蓄意的攻擊，可能是因為統治者把

這些團體與機構視為競爭的對手、以及瞭解

到它們對他萬能的權力與野心施加限制而發

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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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0

這個時候統治者可能故意設法破壞它們的

獨立性，甚至解散這個機構本身。德國社會

學家格喬治齊美爾(Georg Simmel)認為，統

治者盼望「平等化」被統治者不是因為道德

上偏愛平等，反而是因為希望削弱這些能夠

限制統治者之權力的團體
6
。這個特殊的機

構可能會從社會中之社會團體與機構的隊伍

中消失，特別是如果它不能有效抵抗統治者

的作為。不過，更可能的是，這些團體與機

構將正式地繼續存在，但將被剝奪它之自主

6 喬治齊美爾寫道：「統治者想要均衡階級層次之差異的
主要動機來自於這個事實，就是被統治者之強大上階

層與下階層在實際上與心理上與自己的上階層競爭的關

係。此外，其他階級對某些階級過大的壓迫，就像專制

體制之壓迫階級有過大之權力一樣的危險。」，(喬治
齊美爾，「喬治齊美爾的社會學 」(庫爾特瓦爾夫翻譯
編輯與簡介；伊利諾斯州，格倫科：自由出版社，1950
年)，第1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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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有能力控制權力來源的優點。比較不是

那麼極端的，這個團體可能會繼續存在，有

其自主性而權力大幅減少，但並未被消滅。

尋求毫無限制與不受挑戰之權力的統治者可

能試圖以一個受到他體制牢牢控制的機構來

取代一個獨立的駐集點。

當這種對社會之權力駐集點的攻擊被認

為是統治者企圖達到利己的權力擴張、實施

獨裁政權、或者延長一個已經是壓迫政權之

控制的時候，那麼這些攻擊可能被人廣泛認

為是需要提高警覺的。不過，這並不總是如

此。當某一特定受到攻擊的團體或機構它自

己本身普遍被認為是壓迫的、剝削的、或反

社會的、或是不再受到喜愛的時候，可以行

使更有力國家資源之統治者對它的攻擊，時

常會受到廣泛的認可而且被當作是進步的，

甚至是解放的。這並不是在任何方式上要駁

斥上述的觀點，一個權力駐集點的弱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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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被摧毀將會強化統治者指揮國家權力的潛

能。

受到攻擊的駐集點可能是為了整體社會

的損失或福祉而已經在運作了；在任何之一

的情況下，他們同時也限制了統治者權力的

能量。這絕不意味著團體與機構的運作損害

到一般民眾或它之一部分的時候，應該要加

以被動地接受，而且允許繼續它們過去的做

法。雖然它們本身創造了這個問題，但這不

是對這些機構的控制，甚至是要廢除它們。

它就是這個特定的「方法」實現了控制或撤

消，它會提高統治者變得獨裁與壓迫之能

量。這個問題會出現在控制或撤消是由國家

機器來執行而且沒有創造新的權力駐集點、

或者沒有強化其他現有駐集點之權力，而它

與受到攻擊之駐集點至少同樣地是超出統治

者之控制的情況。在這一個特殊的論點上，

這個舊有的駐集點是否已經透過自由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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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獨裁者的命令、或者是革命領導階層

的決策而變成受到管轄，都是無關緊要的。

在各種不同的體制之下，這個效應大致上是

相同的。這個效應是既要增加國家機器的規

模與能力，也要削弱或消除一個能夠抵抗與

限制指揮國家架構之統治者權力能量的團體

或機構。

　P.31

只要權力駐集點已經大大地受到削弱或

摧毀而「沒有增加現有團體與機構的權力平

衡、或者也沒有建立新而不受國家控制的機

構」，這個結果就其意義來說基本上還是相

同的：統治者的權力增加而且被統治者限制

或控制他這個權力的能力降低。這並不只

適用於當今正在控制國家的統治者。這樣的

統治者事實上可能有人道主義之目的而且不

希望成為獨裁。這個結論也適用於那些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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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擴大之權力潛能的未來統治者，他可能

遠比他們的先行者較少有人道主義，也可能

在實際上是以篡權如軍事政變的方式奪取國

家機器的控制。這個同樣的整體過程曾經在

非常不同的情況下運作，在革命的法國破壞

了貴族與封建領主；在列寧與史達林領導下

的共產俄國、希特勒統治下的納粹德國都摧

毀了獨立工會與政黨。這種情況下的結果就

是社會權力集中的增加、國家權力能量的擴

大、以及對統治者有效權力能量事實上之限

制與社會大眾對它控制的減少。

其他可能會影響統治者 
但無法控制他們的因素

這並不意味著，在權力分散於這些駐集

點或是集中於國家的程度、與統治者權力是

受到控制或是專制的程度兩者之間，存在著

一個嚴謹的數學關係。正如之前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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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因素也可能影響到一個已知統治者的實

際行為，包括自我施加對他行使權力可以接

受的任何限制，以及透過既有制度上之程序

設定的任何限制，例如選舉、憲法條文、司

法判決，「假設統治者願意遵守它們的情

況」。

　P.32

不過，這個分析確實在說明，這些駐集

點的相對力量與內部條件將會設定一些大概

的邊界，在這個範圍之內統治者可以行使他

的權力。他可能無法將被統治者之意見表示

漠不關心而跨越這些邊界。在這些情況之下

的這些限制，只有在社會中之社會團體與機

構的同意與協助、而且不牴觸他們表現出來

的反對之下，才有可能加以超越。社會之權

力駐集點的條件在很大程度上將會決定社會

控制統治者之權力的長期能力。一個社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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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著具有重要之社會力量而且有獨立

行動之能力的團體與機構，這個社會就會比

一個所有被統治者都同樣無能為力的社會更

有能力控制統治者的權力，從而更有能力抵

抗暴政。

制度形式比權力的實際分配次要

在這個深度見解的範圍內，政府的正式制

度性架構與程序仍然是重要的，但其基礎之

結構性條件具有超越正式政治性安排的長期

主宰性。那就是整體社會結構的權力分配決

定了統治者事實上的權力，而與公開宣稱之

對體制或制度形式的原則無關。

儘管政府正式的政治結構可能是高度獨

裁的，如果重要之有效權力可以分散在不同

的社會團體與機構，這個社會很可能是內部

強大到足以維持一個相對「自由」的政治體

制，而且可以限制與控制統治者的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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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即使是一個正式的「專制」政權可能因

此會受到嚴格的限制與控制。相反的，如果

權力的駐集點是薄弱的，這個社會可能無法

阻止一個專制政權的宰制，無論它是來自內

部或外部的政權。當一個憲政的「民主」政

權可能有近乎毫無限制與不受控制之權力的

時候，一個擁有一部民主憲法但缺乏堅強之

權力駐集點的社會，因此特別容易產生一個

未來的獨裁者。容許一些時間上的落差，權

力在整體社會中實際分散或集中的程度很可

能會反映在社會上某些正式之政治性的安排

上面。

　P.33

強大的權力駐集點可以控制暴君

當權力分散在整個社會中各種不同的駐集

點的時候，法國與俄羅斯封建君主的例子將

會說明統治者理論上不受限制的權力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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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控制。

19世紀初法國重要的政治分析家亞歷克西

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認為，在

這些「之前阻止暴政侵略的屏障
7
」就是這

三個：(1)宗教，曾經幫助統治者與被統治

者以「定義專制體制的自然限制
8
」，(2)對

統治者的尊重，如果一旦被革命所破壞而沒

有這些，就會使統治者倒退到不會對「任意

權力的誘惑
9
」感到羞恥，以及一個我們在

這裡要關注的，(3)整體社會中有效權力駐

集點的存在，如省份、城鎮、貴族、與家

族
10
。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的舊體制之下，就是當

7 阿力克斯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亨利里夫翻譯，
倫敦：朗曼斯，格林公司，1889年)，第一卷，第332
頁。

8 同上。
9 同上，第333頁。
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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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人民的同意在王子身上賦予了幾乎

無限的權威
11
」的非常時候，「他的被統治

者之一部分成員的權力對王子的暴政變成了

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
12
」在這個受到限制

之權力來源當中，托克維爾繼續指出，就是

「貴族的特權、…司法最高法院的權威、…

省的特權，這些將有助於打破打擊主權的權

威，以及保持國家內部的抵抗精神
13
。在那

個人人都與自己的同胞息息相關的年代，如

果有人受到不公正的攻擊，他的親朋好友將

會提供協助
14
。各省與城鎮相對上是自主獨

立的，而且「各自都有它自己的意志，它就

是反對被統治的普遍意志…
15
。」貴族擁有

相當大的權力，甚至在失去權力之後，他們

11 同上，第332頁。
12 同上，第6頁。
13 同上，第332頁。 
14 同上，第二卷，第296頁。
15 同上，第一卷，第333頁。



社會權力與政治自由　055

可以繼續行使相當的影響力。他們「敢單槍

匹馬面對社會大眾權威的努力
16
。」當家族

的情感是強大的時候，「壓迫的無辜受害者

絕對不會是孤單的」，而可以在親屬、世代

繼承的朋友與顧客之中找到支持
17
。即使這

些都是薄弱的，每個人可以從自己的祖先獲

得信心，而且寄望於自己的後代
18
。這些與

其他社會中獨立之權力駐集點的影響可以做

為限制理論上全能之統治者事實上的政治權

力。

　P.34

當代法國政治哲學家伯特蘭德喬弗內爾

(Bertrand de Jouvenel)以類似的內涵描述了這

個條件。在17世紀的法國，當時理論上的君

16 同上。
17 同上，第334頁。
1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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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都是強大的，他的政治權力事實上是非常

有限的。這種限制受到影響的方式，不能簡

單地歸咎於當時與我們這個時代之間技術的

變化。

它⋯到處受到否認，君主意志所到之處

投其所好之統治也隨著就到；人們也不相

信，君主的期望，無論它們碰巧是甚麼，

都有權力加以約束。大家都知道短暫之權

力的規範不是在它形式上的道德約束，如

果它的堅持不符合某些條件。

總之，君主、或者他的發言人，在舊制

度下並不比他們現在那麼自由的，而且更

不能任意命令
19
。

同樣的，20世紀的意大利政治社會學家加

19 喬弗內爾，「主權」，第2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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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塔諾莫斯卡(Gaetano Mosca)論述說：

一個封建國家的首領能夠對他的任何一

個貴族做壞事，但他永遠不會是他們全部

的絕對主人。他們掌握一定數量的公共力

量⋯而且將永遠可以行使事實上抵抗的權

利⋯。個別的貴族們遲早親自會發現，他

們對被統治之群眾所實施的暴政還是有一

個限制。他們這一邊的不合理可能會引起

絕望的不安，這可能很容易造成叛亂。因

此，最後的結局是所有真正的封建國家，

主人的統治可能是暴力而任意的，卻為時

斷時續，但總體上是相當受到習慣性的限

制
20
。

20 戈克譚諾莫斯卡，「統治階級(政治科學的原理)」，(漢
娜卡恩翻譯；轉速，與阿瑟利文斯通編輯修訂與簡介，

紐約與倫敦：麥格勞-希爾書局，1939年)，第1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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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封建之下憲法本身就是專制的，

社會全體之社會團體與機構的權力組合，以

及對統治者權力較少之有形限制的影響，都

曾經有效地運作以抑制這些國王的權力。

「王子有權利，但他們既沒有手段也沒有

意願做任何他們高興的事」，托克維爾

(Tocqueville)21
這樣寫道。其中一些團體，諸

如貴族，可能已經是反對個人的自由。他認

為即使如此，他們普遍還是具有獨立性與權

力以保持對自由的喜愛與條件
22
。確實存在

著多重的威權與被統治者忠誠的要求者—而

不是單獨一個—允許被統治者有一定程度的

選擇與操縱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齊美爾

認為，一個人「相對於他們其中的每一個

人，就他親密的感覺來說，甚至也許相對於

他們的全部，會獲得一定的獨立性
23
。」

21 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第一卷，第332頁。
2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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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5

23

在19世紀沙皇體制的俄羅斯帝國存在著一

個相近的情況。那個社會與革命運動中受尊

敬的歷史學者佛朗哥文丘里(Franco Venturi)

寫道：「……當代歐洲最專制的君主尼古拉

一世具有的非凡權力，當要竄改俄羅斯社

會結構之基礎的時候，實際上是非常有限

的
24
。例如，在農奴受到解放之前，當沙皇

尋求辦法以改善農民的農地時，他就面對了

各種不同團體與階層的反對，而他們的支持

或默許正是他所需要的，以完成他期盼的改

變
25
。這個國家其實是無法干預農民與貴族

之間的關係。這「只是尼古拉一世專制之弱

23 齊美爾，「喬治齊美爾的社會學」，第232頁。
24 佛朗哥文丘里，「革命的根源」，(紐約：阿佛列德克諾
普夫出版社，1960年；倫敦：韋登菲爾德與尼科爾森書
局，1960年)，第66頁。

25 參閱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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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另一個證明，只有當它仍然靜態不動的

時候才會是強大的，而在它一旦試圖採取行

動的時候馬上就變成薄弱了
26
。」

對沙皇計謀的「潛在」積極反對是來自農

民與貴族兩者。私人土地上的農民幾乎一致

普遍認為，雖然「他們」屬於貴族與地主，

「土地」卻是屬於農奴自己。因此，他們反

對在將土地讓給貴族之下、而讓他們個人

「自由」的任何嘗試。這種嘗試可能會導致

農奴嘗試擁有他們土地、而且同時宣布從徵

稅制度中完全得到解放的革命
27
。這種前景

是嚴重的，因為農民擁有了他們自己的自我

管理組織，就是歐布希親納(obshchina)及米

爾(mir)，這就是有效的權力駐集點。他們經

歷了開會、討論、決議與共同行動等一些具

有是有悠久歷史的能力，文丘里報導說：

26 同上，第67頁。
27 同上，第68-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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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大帝的改革從來沒有成功地將國

家帶到在全國各地紮根。與之並行的，留

下了可以追溯到中世紀時代有組織之農民

與商人團體的地方自治行政管理體制
28
。

「正是透過這些組織，這個唯一它可以指

揮處置的組織，農民社會用來捍衛它們本

身
29
。」因此，沙皇政府試圖想要控制這

個歐布希親納
30
。

　P.36

雖然貴族對改革的反對在西方受到過

度宣染，它仍然具有重要意義。文丘里寫

道，他們的反對讓沙皇處於一個「弱勢的地

位」
31
。貴族們也擔心一場農民革命，而且

28 同上，第198頁。
29 同上，第70頁。
30 同上，第71頁。
31 參閱同上，第72-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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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反對會因為認為沙皇比實際情形更渴

望土地的改革而受到強化。「貴族們的反抗

與專制體制的弱點是相稱的……
32
」。這些

貴族個人以及成為一個團體，顯然對沙皇來

說、是太過於強大而無法加以忽略或粉碎。

農民擔心被剝奪他們的土地，而貴族擔

心他們的農奴被剝奪。這兩個團體都擁有為

共同合作之行動而組織成顯著無法受到忽視

之權力駐集點的能力。這些權力駐集點因此

而有效地限制與控制理論上萬能之沙皇的權

力。

這些法國與俄羅斯的例子只是在說明任

何類型之權力駐集點的一般能力，如果足夠

強大而且獨立、它可以制約無論在理論上應

該是多麼萬能之統治者的權力。這些例子決

不應被解釋為對封建主義的辯解。雖然托克

32 同上，第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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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爾一直受到是一個封建主義之辯護者的指

控，他自己內心相當清楚地認為，在法國舊

制度下權力駐集點行使的控制並不是貴族體

制本身的結果。相反的，控制的能力是經由

有效權力在整個社會的分散，而在這種特定

情況下這個社會就是貴族體制的一個特質。

這個在社會團體與機構之間權力的分散也可

以根據不同的體制來運作，並且導致對統治

者類似的控制。這個控制的能力就經由權力

的分散而成為可能。

托克維爾認為，這種分散式權力對統治者

權力之衝擊的擴展超出了國內的政治。這個

衝擊潛在地也可能包括統治者缺乏被統治者

之支持而發動對外戰爭的能力，甚至衝擊到

一個侵略的統治者要征服一個權力分散結構

之國家的能力。

一個偉大貴族體制的人民要去征服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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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國，也或是被鄰國征服，都會有高度的

困難。它不能征服他們，因為所有的力量

沒有辦法凝聚、而且維持在一起到相當長

的時間；它不能被征服，因為敵人在每一

步驟都會碰到小型抵抗運動的中心而讓侵

略受到遏止。對抗貴族體制的戰爭可能可

以與一個高山的國家作戰一樣，戰敗的一

方總是有不斷重整旗鼓的機會，在新的地

點站穩腳步
33
。

　P.37

雖然有效的權力駐集點可能會對統治者的

權力施加限制與控制，如果它們是薄弱的、

不存在的、或被摧毀了，統治者的權力意志

就到了無法控制的程度。

權力駐集點的摧毀可以幫助暴政

在缺少重要之可以行使權力的社會團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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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時，要透過管制統治者所需要的權力來

源以行使對他實施有效的控制，將會更加困

難。這個觀點適用於任何體制，不論它所宣

稱的本質或教條是甚麼。如果這個統治者─

不論是國王、經濟寡頭體制的代表、或一群

自稱的革命家─故意削弱或破壞權力駐集點

而沒有創立至少像舊有那樣強大的駐集點，

結果將是削弱了對統治者權力的限制。這個

適用於信奉的任何政治哲學或可能的憲制安

排。
33

托克維爾論述說，這就是在摧毀法國舊

體制期間所發生的一切。在此之前，各省與

城鎮能夠抵抗統治者。不過，革命摧毀了他

們的免疫能力、習俗、傳統、甚至名號，而

且他們都受到同樣法律的約束。因此，「要

集體壓迫他們不會比以前單獨壓迫他們更困

33 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第二卷，第2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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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34
。」以前家族情感是支持這個反對統治

者的個人，而激烈之家族情感受到削弱或

摧毀拋棄了在不斷變化之社會中孤單的個

人
35
。以前的貴族可能挑戰與制約國王。隨

著這一個階級的破壞，他們的權力都被集中

在統治者地位的新佔有者
36
。」

我認為，我們已經摧毀了那些有能力單

獨應付暴政之獨立人種，但是政府繼承了

這個特權，這是家庭、公司與個人都受到

剝奪的特權；而整體社群之弱點因此繼承

了一小撮公民的影響，如果整體社群有時

候是壓迫的，則往往是保守的。
37

　P.38

34 同上，第一卷，第333頁。
35 同上，第334頁。
36 同上，第9頁。
3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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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托克維爾說，法國大革命推翻了「專

制的權力與對它弊端的制衡監督……，權力

的趨勢是在一次中完成推翻與集中」
38
。貴

族與上層中產階級的破壞讓權力有可能集中

於拿破崙之下
39
。喬弗內爾同樣指出，革命

後的集權及重要權力駐集點的破壞成了奠定

單一獨大國家之基礎的行為
40
。具體而言，

他指出，中產階級的摧毀成了「現代專制主

義的近因
41
，並論述了一些細節，他說過去

的革命整體上助長了中央政府可以處置之權

力的提升
42
。

應該要強調的是，不是簡單地消除了壓

38 同上，第93頁。
39 同上，第二卷，第271頁。
40 貝特朗喬弗內爾，「權力：其本質與成長的歷史」，(亨
廷頓翻譯，波士頓：比康書局，平裝本，1962年；倫
敦：巴奇沃思出版社，1952 [1945]年)，第244-246頁。

41 同上，第295頁。
42 參閱同上，第185-2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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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階級或導致集權之幾近平等的中央極權體

制，托克維爾寫道，而是「過去建立這個

平等的方式
43
。」(當然，這裡的「平等」就

是用一個高度相對性的意義來說的。)這種

「平等」的實現通常是透過破壞現有之權力

駐集點(如法國的貴族)、而沒有創造具有充

分獨立性與具有抵抗中央統治者之權力的新

社會團體與機構。進一步說，正如我們將會

看到，依賴抗爭的暴力手段與暴力的國家制

裁以產生這種「平等」常常導致在這個國家

之中權力的日益集中。正是這些特殊變革的

類型以一個追求平等運動的名義而構成現代

暴政型式重要的助長。

當社會權力分散的駐集點受到破壞而沒有

創造新而且至少具有同等重要性與力量的駐

集點時，其結果往往是一個有相對平等、但

43 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第二卷，第2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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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個別分化而無助之個人所組成的社會。

這些個人此時將沒有可以諮詢他們成員的

團體與機構，從他們那裏可以得到支持，並

且與他們可以聯合起來採取行動。個別而被

分化之個人，無法共同採取行動，不能團結

起來作出重大的抗議，以及透過他們之不合

作中止統治者所需要的權力來源，而且在某

些情況下進行干預以破壞現狀。這些人民因

此而無法限制或控制所行使的政治權力，不

論權力行使者是現在的統治者或者任何一個

可以奪取控制國家機器而把他自己放在指揮

頂峰的人。

　P.39

托克維爾在其發展理論的早期階段就很清

楚地了解，這個削弱與破壞這些有能力抵抗

國家之團體與機構的過程，以及由此帶來社

會薄弱與無力之個人公民的結果。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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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民主國家的公民可能會為了與任何一個

其他同胞的平等而感到自豪，但這不是完整

的圖像。當一個人把他自己與龐大的公民數

量比較時，「他立即會被他自己的渺小與脆

弱而感到不知所措
44
。」個人會傾向於「消

失在人群中，而且很容易地迷失在常見的無

關緊要的事情當中……
45
」。不再是一個有

能力真正獨立行動以及反對統治者之團體

的一份子，這個人就個別地被統治者變成了

許多同樣薄弱而且同樣依賴性之公民的其中

一個。每個人都僅剩下「他個人反對政府有

組織之力量的無力感
46
。」在這種情況下，

「每個人自然是孤立無援的 …，而且他會

不受懲罰地被踐踏。
47
」因此在民主國家，

44 同上，第9頁，另參閱第47頁。
45 同上，第一卷，第333-334頁。
46 同上，第334頁。
47 同上，第二卷，第2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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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權力比其他地方會是「自然更強大

的」。
48

不論憲政如何安排，一旦國家機器不論是

經由選舉、行政奪權、軍事政變或是可能之

暴君入侵而被擄獲後、這個社會維持真正自

由的能力就變得薄弱了。「在每個私自之個

人是無能的、與公民並沒有共同的連結而團

結在一起的國家中，抵抗運動能夠可以給予

暴政甚麼呢？
49
」這種情況實際上可以存在

多久當然與這個過程擴大程度的不同而會有

所改變。如果有一些團體與機構可以保留一

些自主性、重新煥發生機、或是新創建，這

個情況就不會那麼嚴重。同時，人民可能在

他們生命某些更有限的方面留住一個影響事

件的能力，而可以關心影響整體社會的較大

議題以及政府的政策，他們可能會認為自己

48 同上，第258頁。
49 同上，第一卷，第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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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能力可以施加任何有效的控制。一般人

民對影響政治事件之實際過程的無力感，甚

至在憲政民主國家，今天也許會比它在托克

維爾的時代感覺得更廣泛而更深刻
50
。

　P.40

凱倫霍妮(Karen Horney)與艾力克弗洛姆

(Erich Fromm)與其他人等一直提醒我們注意

這種狀況。霍妮寫道，有一個基本的衝突存

在於「所謂的個人自由與他所有事實上的限

制之間……對個人的結果是感覺自己具有

未受限制之權力而可以決定自己命運與感

覺完全無助之間搖擺不定
51
。」弗洛姆同樣

50 參閱，例如，凱倫霍妮，「我們這個時代的神經症人
格」，(紐約：諾頓出版社，1937年)，第289頁；艾力克
弗洛姆，「逃離自由」，(紐約：萊因哈特公司，1941
年)，第240及253-254頁；英國版：「自由的恐懼」，
(倫敦：羅特雷基與基根保羅出版社，1960年)，第207及
220頁。

51 荷尼，「我們這個時代的神經症人格」，第2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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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說：「……在我們自己的社會裡，我們

都面臨著同樣的現象，就是到處有肥沃的土

壤讓法西斯主義興起：個人的渺小與無能為

力
52
。」儘管有樂觀與主動性的外觀，現代

人被深厚之無能為力的感覺壓迫著，使他

在凝視災難接近的時候，彷彿他是被癱瘓

的
53
。」

各種不同之分析提供各種解釋這種情況之

理由會有所不同。不過，在政治的內涵上，

當面臨一個不論何種類型之強大統治者的時

候，這都與被孤立之個人的薄弱權力地位有

關。這個個人不會覺得自己是具有充分權力

與行動自主性以有效地抵抗及共同地控制統

治者權力之社會團體與機構的一份子，因為

52 弗洛姆，「逃離自由」，第2 4 0頁，及「自由的恐
懼」，第207頁。

53 弗洛姆，「逃離自由」，第255-256頁，及「自由的恐
懼」，第2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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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獨立社會團體與機構是薄弱的、已經

受到控制、或者並不存在。在現代的政治性

社會，已經發生了被統治者相對被個別分化

的現象。這個現象已經發生的程度，以及發

展的階段，隨著國家、政治體制、與產生及

阻止這個過程的運作力量而有不同。

這些變化是重要的，往往還是很重要的。

另外，有時候被個別分化的進程可能會被扭

轉，可能是社會結構改變所造成之意想不到

的後果、或者是建立或加強獨立機構所產生

特意的改變。在西方憲政民主國家，不受國

家控制之社會團體與機構的相對獨立性與權

力，會顯著的大於歷史上被分化達到頂峰之

時刻的極權體制。例如，在史達林大清黨的

時候，里歐納德夏皮羅(Leonard Schapiro)寫

道，「沒有人可以信任他的同胞或受到任何

機構或他一貫依賴之個人的保護而感到安

全」。「社會的個人被分化，這些已經被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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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極權統治最具特色的細節，在多年的恐

怖之下就完成了
54
。」

　P.41

這種蓄意分化是透過統治者削弱或摧毀

這些結構上介於個人與統治者之間重要權力

駐集點的手段造成的。一個希望它的政權擁

有所有權力的統治者可能故意發起強有力的

措施來實現這個目標。這在納粹德國
55
與蘇

聯
56
都是真實的。「專制 …從來不會對持續

54 里歐納德夏皮羅，「蘇聯的共產黨」，(倫敦：愛爾與斯
波蒂斯伍德書局，1960年)，第431頁。

55 有關納粹德國之齊一的管制(Gleichschaltung)的討論，佛
蘭茲紐曼，「巨獸：1933至1944年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結
構與實踐」，(紐約：八角圖書公司，1963年)；及亞瑟
施魏策爾，「第三帝國的大企業」，(倫敦：愛爾與斯波
蒂斯伍德書局，1964年)。

56 參閱里歐納德夏皮羅，「共產黨專制的起源：蘇聯國
家的政治反對運動：第一階段 1917年至1922年」，(倫
敦：貝爾父子有限公司，1956年)；及夏皮羅，「蘇聯的
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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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感到更安全」，托克維爾寫道：「比當

它可以將人們維持四分五裂、而且通常所有

施加的影響力都針對這個目標的時候
57
。」

或者，統治者可能試圖保持主宰地位，不僅

是經由破壞權力的駐集點，而且是經由調整

他們的力量，以保持自己在頂端的地位。

齊美爾建議說，統治者可能會鼓勵「作一

些努力將低下階層導引到與中間的權力維持

法律上的平等
58
。」這將產生一個新的權力

駐集點，它強大到足以平衡「中間權力」

對統治者的影響，從而創造一個相對的均

衡，以及從而協助統治者維護他對整體的

統治
59
。

被統治者的相對被分化也可能是其他政

策或社會改變造成之意外結果，雖然這些政

57 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第二卷，第93頁。
58 齊美爾，「喬治齊美爾的社會學」，第199頁。
59 參閱同上，第1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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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或社會的改變並不是設計要分化民眾也

不是要助長統治者的無限權力。這尤其可

能會發生在改革者與革命者使用國家機器

來控制某些社會與經濟團體的時候，如貴

族、地主或資本家，以及國家被利用來作

為控制國家經濟與政治發展之主要手段的

時候。國家內權力的集中可以成功地以設

定的措施來控制某一特定的團體。不過，

在這個為了控制或發展的權力集中之後就

會產生其他長期的後續效應。

要依賴國家以實現這些目標，不僅要利

用國家內現有權力的集中，而且要有助於它

的發展，無論是絕對的與相對於社會的其他

機構。再者，這個對國家的依賴不但沒有強

化民眾與他們的獨立機構，反而有可能同時

絕對地與相對地削弱他們。例如，控制經濟

之國家既有體制可能會提供現在或未來之統

治者一些可以「與他們統治之民眾維持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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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的手段，正如托克維爾所說的
60
。例

如，對經濟的國家所有權提供共產黨政權有

能力運用大規模的黑名單對付政治上的異議

者。這種能力遠遠超過以前資本家的能力，

這些資本家更沒有效率地使用這些名單讓工

會組織者無從獲得就業機會。

　P.42

國家內部有效權力的集中不僅提供統治

者直接控制民眾的手段。這個集中也將會傾

向產生對民眾發揮各種不同的心理壓力與影

響，這不但會減少他們的控制統治者的能

力，而且甚至他們連要這樣做的願望都會減

少。個人會受到群眾的極端影響，並且會在

沒有機會邏輯思考的情形下受到要接受意見

的壓力
61
，特別是受到道德、意識形態、愛

60 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第二卷，第284頁。
61 同上，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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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主義與專業知識之訴求形式的壓力。那

些企圖共同行動以改變社會，或挑戰全能之

統治者的人都會被認為是危險的與反社會

的
62
。越來越多的民眾接受這是統治者的權

利，而且甚至是責任，「來指導與管理每個

個別的公民
63
。」為了自由以及為了維護與

發展對統治者之政治權力的控制來說，這樣

的教條是危險的。

無論明顯的短期利益是甚麼，依賴集中之

國家權力以處理社會問題的長期結果，對社

會的政治前途來說，可能是災難性的。

權力的實際分配可能會 
影響政府的體制形式

從長遠來看，社會的實際權力結構有可

能可以幫助決定政府正式的機構形式。社會

62 同上，第93頁。
63 同上，第2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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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中具有多個有效權力駐集點之分散式

的權力結構會傾向於產生更民主的形式。

另一方面，一個個人受到分化與國家手中

擁有集中權力的社會將促成政府的專制形

式。「我們所說的憲法只是社會結構最上層

的故事，而且如果下層階段是完全不同的，

那麼最上層的階段也必然不同」，蒙塔古

(F.C. Montague)這樣寫道64
。同樣地，莫斯卡

(Mosca)認為，對統治者之權力事實上的限

制，或沒有這些限制，可能會導致日後正式

對這個憲法及其法律的承認
65
。分散式權力

的駐集點可能會如此強烈，以至於統治者必

須經由制度上的改變以正式承認他對它們的

依賴。喬弗內爾說「那麼從這個本質特徵開

64 蒙塔古簡介，傑洛米賓漢著，「政府的斷片」，(蒙塔古
編輯。倫敦：漢弗萊米爾福德書局。1931 [1891]年)，第
48頁。

65 莫斯卡，「統治階級」，第1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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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國會的會議有，」「一些機關的召集，

大的或小的，國王對它們不能發號施令，並

不得不與它們談判。」
66
相反的，如果這樣

的社會團體與機構是相對性地缺乏或薄弱、

無法抗拒中央的統治者，而且無法控制他權

力來源的時候，正式的政治結構可能會從名

義上的民主而有所改變，成為公開而高度集

權與專制。

　P.43

反映權力之實際分配與社會整體之結構

狀況在政府正式架構上的改變，通常需要經

過一段的時間落差才會發生。在適當的條件

下這還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個本來

幫助產生這些政府形式的社會已經大大地

改變了，而政治體制的外在形式可能在社

66 喬弗內爾，「權力」，第2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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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權力分配後還會持續很久。在有效地

分散於社會中之團體與機構的權力被統治

者手中有效集中的權力所取代之後一段時

間，憲政民主的正式機構可能會持續一段

時間。如果是這樣，統治者的權力潛能可

能實際上是不可控制的，就好像憲法講白

了是專制的。

雖然舊的憲法在產生它的條件已經改變

之後還會持續很久，這種情況可能非常不穩

定。在一個社會中，如果它的社會團體與非

國家機構是薄弱的、已經受到統治者的控

制、或者不然就是不能獨立行動與抵抗統治

者、而且民眾不是不希望對抗奪權或者就是

覺得無能為力這樣做的時候，一個政府的公

然專制形式可能很容易受到接受。這可能會

被說成是一個「臨時」的安排，以滿足特定

的需要或緊急的情況，或作為一個永久性的

變化。在後者的情況下，這個改變可能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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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逐步修改的憲法、在實踐中轉變、司法的

裁決、立法等等。另外一種選擇，這種改變

可能發生於行政篡奪權力、軍事政變、或者

外國的入侵之後。有時候，這個改變可能是

進行一場有效之國外或國內戰爭之後的「必

要條件」直接產生的。

相反的情況也可能發生。在這個體制下已

經存在之社會團體與非國家機構的力量與獨

立行動的能力有所成長，或者也許在新而具

有這些特質的團體與機構已經誕生之後，起

源更早之正式獨裁型式的政府可能會繼續存

在一段時間。在這種情況下，當正式的憲法

仍然是獨裁的，實際上這些權力的駐集點應

該會發揮對統治者重大程度的控制。也就是

說，實際上的社會已經變得比殘存中正式之

政府形式所呈現的更加民主。同時在這種情

況下，受到改變之權力關係與新的結構條件

會在適當時候逐漸在憲法的修改上受到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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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認。

　P.44

在這兩種情況下，社會的結構性條件與有

效權力的實際分配可能在實際上會修正統治

者行使權力之操作而不按照正式的憲法條文

與政府結構。

有時候，當統治者—特別是一個以意識型

態為主之政黨形式的統治者—奪取了國家的

控制以實行旨在改造社會的基本結構之獨裁

統治的時候，社會的結構狀況與正式的政府

結構之間可能存在著不協調。這個努力的成

功或失敗便會大大地受到社會結構條件的影

響：社會團體與機構是否強大到足以抵抗這

個獨裁政權的努力、是否太薄弱而無法成功

或甚至嘗試，或者他們是否有意願幫助他們

自己的滅亡而讓統治者如願以償達到他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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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權力的控制是內部力量的結果

而此時，被統治者可以控制統治者之權力

的程度主要取決於社會秩序與被統治者本身

的內部力量。這種觀點是與目前受到歡迎之

控制權力方法的解釋相反的。當今很常見地

可以幾乎完全地將依賴放在正式的憲法、立

法與司法的裁決，以建立與維護政治自由。

人們也是通常會假設，只有獨裁者或壓迫者

(無論是個人或團體)的意圖、行動、與政策

要為獨裁政權或壓迫的存在而負責。除此之

外，大家也一般認為，要驅逐一個獨裁者或

壓迫者這件事本身就會帶來自由的條件。不

過，從這個分析的角度來看，這些觀點都是

錯誤的。更糟的是，他們可能會導致無法產

生預期效果的政策。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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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認為統治者的權力是社會本身條件之

終極結果的觀點，既不是原創的，也不是全

新的。這個觀點已經受到幾個世紀以來許多

不同的政治理論家與觀察員的爭論。

例如，威廉戈德溫(William Godwin)，一

位18世紀末期的英國政治思想家，就持這樣

的看法，認為政治機構的本質在很大程度上

取決於人民對社會與政治理解的狀態。如果

這個理解是有限的，那麼這個機構在這個程

度上是不完美的。如果他們的理解是深入

的，那麼被接受的機構將會得到改善，而那

些受到拒絕的機構將會因為缺乏支持而持續

失去效用
67
。因此，如果這個改變是要持續

的，社會大眾意見的改變必然會先於社會與

政治的改變。
68
民眾不成熟或成熟的程度將

67 參閱威廉戈德溫編輯，「探索政治正義及其對道德與幸
福之影響」，(倫敦：G.G.及J.羅賓遜書局，1796年)，第
一卷，第275-2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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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反映在政治體制上，戈德溫寫道，而產生

一個獨裁政權或自由條件的體制。具有內部

弱點的民族容易成為征服者的獵物，而想要

凝聚人民來為自由奮鬥可能就成了短命的努

力
6869
。

16世紀的意大利「現實主義」的思想家

與王子的導師，尼克拉馬基雅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指出，人民對自治的不習慣使他

們沒有能力維持自由
70
。他寫道說，這種情

況大致相當於一隻被飼養長大的動物在被釋

放的時候是無法保護自己的。它會成為第一

個想要恢復到以前狀態之人的獵物
71
，「因

68 參閱同上，第一卷，第257-261及304頁，及第二卷，第
221-222及244頁。

69 參閱同上，第一卷，第108及254-255頁，及第二卷，第
153頁。

70 尼可拉馬基雅維利，「馬基雅維利的講義(「提圖斯李維
第一個十冊書的話語」)，(倫敦：羅特雷基與基根保羅
出版社，1950年)，第一卷，第252頁。

71 同上，第232-2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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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既不是統治者的名義，也不是他的階

級，讓羅馬變成奴役的，而是公民在長期的

統治之下被剝奪之權力的喪失
72
。」馬基雅

維利論述說，習慣於被動地服從於前王子的

程度，或者相反的，被統治者之活力與參與

共和國的程度，對一個新統治者在企圖建立

自己地位中所遭遇到之相對容易度或困難度

的決定是很重要的
73
。

　P.46

孟德斯鳩男爵(Baron de Montesquieu)是法

國 18世紀的政治哲學家，他以政府權力之

分離的重要性聞名於世，也對社會內部力量

與政府類型之間關係的理解作出貢獻。孟

德斯鳩強調指出，「德行」(定義為對國家

72 同上，第289頁。
73 馬基雅維利，「王子」，(倫敦：JM登特父子[人人書
庫]，1948年)，第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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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平等的熱愛)在維護自由與大眾政府的重

要性
74
。他更指出：「被奴役人民的習慣是

他們被奴役狀態的一部份，這些自由人的習

慣是他們自由的一部分
75
。」莫斯卡引述指

出，有可能可以抵抗與控制統治者的必要因

素之一，就是存在著不受統治者控制之「有

組織的社會力量」
76
。托克維爾認為，「熱

情與自由的習慣」有助於自由的維護。另一

方面，他寫道：「在萬一失敗的時候，我不

能會比一個民主的民族卻沒有自由的機構想

出為被統治做更好的準備
77
。」喬弗內爾將

自由的條件連結到公民的積極警惕的相關

性
78
，而且他斷言，當自由之品質存在程度

74 孟德斯鳩男爵，「法律的精神」，(紐約：哈夫納出版有
限公司，1959年)，第一卷，第20-23與34頁。

75 同上，第307頁。
76 莫斯卡，「統治階級」，第134頁。
77 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第二卷，第260頁。
78 喬弗內爾，「權力」，第2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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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的時候，它來自「一個人自己對自己權

利的主張……
79
」。

很重要的是聖雄甘地的觀點，印度民族

主義運動中的非暴力戰略規劃者與領導者，

它們完全符合這些理論家對這種社會權力與

政治自由之間關係的觀點。甘地一再論述，

真正的自治(swaraj，斯瓦拉吉)不是一個關

於政府之權責安排與統治者之身份的單純問

題。相反的，民主是建立於社會的內在力

量
80
。他將印度之所以受英國的統治歸咎於

印度自己的薄弱條件
81
。因為「畢竟，有甚

79 同上，第293頁。
80 參閱M.K.甘地，「和平與戰爭中的非暴力」，(阿默達
巴德納瓦傑宛出版社，1949年)，第二卷，第187-188
頁。在這裡他建議，在國內如此薄弱的印度，將因動亂

而分裂，更容易成為一個新外國統治者的獵物。另參閱 
N.K.波希，「甘地的研究」，(加爾各答：印度聯合出版
公司，1947年)，第62-63頁。

81 參閱甘地，「欣德斯瓦拉傑(Hind Swaraj)或印度地方
自治」，(小冊子，阿默達巴德納瓦傑宛出版社，1958
年)，第38 - 41頁；及吉恩夏普，「甘地之自願奴役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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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樣的人民，就有甚麼樣的政府，」自我管

理「只能通過自己的努力才會出現
82
。」在

自我統治可以建立以前，人們必須擺脫自己

「無助的感覺」。缺乏自信，他們無法採取

行動以改變政治結構
83
。「把一部完美的憲

法施加於一個腐爛的內部條件將會像是粉飾

的墳墓
84
。」因此，非暴力的革命不是一個

奪取政權的計畫，而是一個「以和平轉移權

力之終結方式的轉型關係
85
。」一個內部已

經強化、自立自強、自力更生的印度將是安

論」，在「政治戰略家的甘地」，(波士頓：波特薩金特
出版社，1979年)。

82 甘地，「和平與戰爭的非暴力」，(阿默達巴德納瓦傑宛
出版社，1948年)，第一卷，第36頁。

83 同上，第12頁。
84 波希，「甘地選集」，(阿默達巴德納瓦傑宛出版社，

1948年)，第118頁；參閱同上，第121和123頁；甘地，
「和平與戰爭的非暴力」，第一卷，第351頁；及甘
地，「撒提阿格拉哈(Satyagraha)」，(阿默達巴德納瓦
傑宛出版社，1951年)，第283頁。

85 甘地，「和平與戰爭的非暴力」，第二卷，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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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甚至不需要武裝也不會受到外國列強

的侵略，甘地如此認為
86
。

　P.47

本分析對政治權力之 
控制的隱含意義

從本文有關可以控制政治權力之手段的討

論，至少可以得出三點結論：

1. 缺乏強有力之權力駐集點、而且被統

治者是相對受到分化的社會，儘管有

正式的憲法，很容易受到暴君與其他

無法控制之政治權力形式的攻擊。

2. 在這些情況下，單純地替換佔據統治

者地位之個人或團體是不足以對這個

位置的佔有者建立有效的控制。

86 參閱同上，第一卷，第103-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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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了讓有效控制統治者之權力從長遠

來看成為可能，權力必須有效地下放

而且分散在整個社會中各種不同的社

會團體與機構。

現在讓我們更詳細地考慮其中的每一點。

憲法不足以控制統治者的權力

我們已經理解到，在控制統治者之權力的

努力中，政府體制之形式比較於整體社會之

實際權力分配的重要性是次要的。同時，權

力駐集點的受到削弱或破壞很可能會大幅增

加被統治者控制他們之統治者的困難。

民主的憲法雖然它規定政府合法權力的

限制，它建立政府指揮與選擇統治者的正常

程序，以及它保證被統治者一定的自由與權

利，但它甚至不足以扭轉這個趨勢。如果社

會是薄弱的及民主之統治者是強大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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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書面的憲政上對政府權力的限制與對統

治者特權的障礙，將無法防止反民主之政權

以軍事政變或者外國入侵來奪取政府的權

位。在同等條件下，其中之社會是結構性上

薄弱的時候，被統治者甚至也沒有能力可以

防止以憲法方式選擇出來之統治者逐步擴大

超出其合法的限制，或防止發生行政權的篡

奪。當一個強大的集團有意願違反民主國家

的「規則」，這些憲法的條文與法律並不能

自己防止受到這樣的奪權。

　P.48

不過，結構上強大而有效權力之能量是分

散於社會團體與機構的社會具有管制統治者

之權力來源以及有效抗爭的潛能，以維持或

恢復民主政府的體制。

對憲政民主體制結構性之必要條件的這種

深度見解到今天並沒有充分地受到甚至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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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獨裁反對者與自由之倡議者的了解。相反

的，許多不同派系的民主人士把一部憲法當

作綱要地描述政府的結構與適當的範圍，以

運作這個國家成為建立與維護民主政治社會

的關鍵。不過，儘管有這樣的憲法，大量的

憲法民主國家已經被源之國內或國外的專制

或獨裁政權所取代了。這應該顯示了，當一

個強大的團體不願意遵守這樣一部憲法及其

規定與限制的時候，單靠它們本身不足以控

制統治者的權力。社會同時需要有可以控制

這些不情願自願性地遵守憲法所建立之限制

與程序之統治者的這個能力。

在一個內部薄弱而權力集中於國家的社

會，憲法的障礙無法阻止一個反民主的篡奪

權力。在這些條件下，被統治者也將無法防

止一個憲法選出的統治者從事非法逐步擴展

他的權力，或者防止憲法本身的暫停—也許

經由申訴國家的危機。例如，如果他們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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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總統受到軍隊的咆哮，宣布緊急狀態以

處理一個被假想的危機，解散議會，取消選

舉，逮捕反對派領導人，並且應用對報紙、

廣播、與電視的控制時，被統治者可以做甚

麼？

為了面對這種情況，被統治者必須能夠

以他們的權力對付篡權者的權力。為了這樣

做，他們必須能夠有效地進行抗爭。這在整

個社會結構中需要擁有有效的權力駐集點。

　P.49

不過，必要的條件可能不存在。社會的非

國家機構可能是薄弱的、而且已經受到政府

的控制。可能沒有任何一個與打擊篡權相關

的團體會保有或發展出獨立行動與抵抗統治

者的能力。整個社會的正常運作有可能與國

家機器息息相關。大部份民眾他們的經濟生

活可能直接或間接地依賴於相同的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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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能已經習慣於讓「政府」來處理他們的

問題，而不是他們自己來處理這些問題。如

果這種情況是存在的，那麼抵抗篡奪權力的

機會—更不會是成功的抵抗—就會是非常的

微小。在正常情況下，社會的結構與有效權

力能量的分配，以及它如何處理它的社會與

經濟問題，將會非常強烈地影響、甚至決定

它抵抗企圖施加獨裁政權的能力。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政策與行動已經削

弱了社會之權力駐集點、與強化國家機器的

權力，那些人的動機是無關緊要的。篡奪者

不會單純因為這些改變是由一個真誠地想要

解決不公不義、促進福祉、或是提供有效之

軍事與行政管理能力以嚇止及擊敗國際軍事

威脅、或國內恐怖或游擊戰之攻擊的政府所

執行的，而感到他們的任務是更加艱鉅的。

在憲政的民主國家，不同的團體不斷地趨

向於把整體社會的更大責任、以及在社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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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更大的權力交給國家。幾乎所有的團體都

依靠國家的軍事能力，以應付外國的危險。

不同類型之社會改革者與革命家依靠國家以

影響他們想要的變革，以處理他們認為要為

社會醜惡現象負責任或是反對期望中之改變

的團體。對國家的這個依賴已經以民主的名

義加以合理化，聲稱立法機關或其他政策機

構會為了整體社會的福祉而行使民主的控

制。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社會團體與機構，

如家族、工會、宗教團體、以及產業公司繼

續存在於國家機器之外。不過，它們的「相

對」獨立自主性與權力跟以前時代這些駐集

點控制統治者的權力相比、幾乎已經顯著的

減少了。有時候，這些團體與機構的獨立性

與力量已經為了不是那麼高尚的動機而被破

壞了。不管為了任何不同動機之這種破壞與

受到統治的後果會隨著個案的情況而有所不

同，但在這個面向上它們總是相同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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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權力潛能的增加是由社會付出代價的。

　P.50

當駐集點受到削弱而統治者之權力潛能得

到擴張的時候，就產生了朝向獨裁政權之憲

法上與政府形式上之改變的可能性。並不一

定會發生一個立即的改變，這往往是不可能

的。至少會有一種形象—而且往往實際上有

一些—社會大眾對政府的控制通常已經維持

一段時間。當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這個控

制通常取決於統治者自己的意願，符合一定

的標準或者憲法、法律、傳統或道德準則等

規定的限制。不過，即使是民選的統治者可

能不願意遵守這些限制。或者，統治者的權

力可能已經以一系列小或顯然不起眼的方式

逐步擴展，因而似乎沒有人注意到或感覺受

到它的干擾。

或者，政府的權位可能會突然地被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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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望更充分利用這個職位之權力潛能的團體

從一個行為用心而自我約束之統治者的手中

加以奪取。在像這些個案的情況下，一旦控

制了國家機器的這個統治者，將會任意行使

全部政府機器與體制對被統治者與他們之機

構的控制，它已經被偽裝成「正常」的時

期、儘管是為了非常不同的動機
87
。此時，

民眾與統治者相比較之下將會是薄弱的，而

且比他們本來在社會機構沒有被削弱而國家

權力沒有增加的時候，更沒有能力有效地抵

抗
88
。

以他分析民主社會中削弱獨立之權力駐集

點的政治影響為基礎，托克維爾預言，如果

在這樣的社會中絕對的權力重新被建立，這

將「假設一個新的形式與外表，其功能是我

87 參閱喬弗內爾，「權力」，第22-23頁。
88 參閱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第一卷，第93頁；與
第二卷，第2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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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祖先所未知的
89
。」他在極權體制出現

在史達林之蘇聯與納粹德國之前的一個世紀

作出這個預測。

我們對憲法限制統治者權力所展示之不

足、以及現代暴政威脅之嚴重性的經驗，都

足以嚴重督促我們要能夠超越憲法與法律規

定、以尋求其他額外的手段來控制這些不願

意接受限制的統治者。

在民主的理論中，公民訴諸暴力革命反

抗暴君的權利已經得到承認。要反抗外國威

脅，憲政民主國家都依靠軍事力量。現在的

理由存在於我們不滿意處理緊急情況之手段

的充足性。反對暴君之暴力群眾革命與對侵

略者之軍事抵抗兩者可能都面臨著要成功的

實際障礙。當手無寸鐵的被統治者嘗試暴力

革命以對抗一個裝備精良之統治者的時候，

89 同上，第一卷，第332頁。另參閱第334頁，及第二卷，
第288-290與2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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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幾乎總是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而最有

可能導致其可預見的失敗。對抗一個攻擊憲

政政府的政變，他們更沒有匹配的力量，因

為通常是軍隊發動或者支持這個政變。在外

國入侵的情況，入侵的外國統治者通常已經

下定決心，他的政權已經有明顯的軍事優勢

超越這個要受到攻擊的國家，因此防禦之軍

事抵抗只有嚴厲的機率可以達到打擊對手的

成功。

　P.51

有時候游擊戰爭被當作是這些手段的一

個替代性手段。不過，它受有一些嚴重的限

制，因為巨大傷亡的傾向、對成功未定的前

景、很長抗爭時間的頻率、以及結構性的後

果。受到攻擊的這個政權立即就會變得更加

獨裁，而且由於擴張軍事勢力的集中影響，

以及因為在抗爭期間社會的權力駐集點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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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與破壞，即使在一個成功的抗爭之後這

個政權也會變得更加獨裁
90
。

因此，有必要把目光跨越正式的憲制安排

與這種暴力的制裁手段，使民眾能夠在危機

中行使對統治者的有效控制，不論是國內的

或國外的。

在這種危機的時刻，如果社會並不具備強

大的社會團體與機構能夠獨立行動、能夠有

效地運用權力、有能力控制中央的統治者，

那麼單獨依靠正式的憲制安排，以設定統治

者的限制可能會證實是災難性的。托克維爾

警告，在這種情況下的困境：

　P.52

⋯⋯民主國家⋯⋯很容易將他們全部可

90 有關對這些暴力革命、軍事政變與游擊戰爭之問題更全
面的討論，參閱第十二章，「大眾權能的提升」之章

節：制裁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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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的力量帶入這個領域，而且當這個國

家是富裕而且人口眾多的時候，它很快就

會是成為勝利的；但是如果它被征服了，

它的領土受到入侵，它幾乎沒有資源可以

指揮，而且如果敵人佔領了首都，這個國

家就丟掉了。這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釋，因

為社區的每一個成員都被單獨地孤立隔

離，而且十分地無力感，整個群體沒有一

個人可以捍衛他自己或向大家提出一個凝

聚點。在一個民主國家沒有什麼比國家更

強大了；當國家之軍事實力受到摧毀是因

為軍隊受到破壞、以及它的公民力量受到

癱瘓是因為主要的城市被佔領了，剩下的

只是沒有力量或沒有政府的眾多民眾、無

法抗拒這個來攻擊的有組織力量⋯。經過

這樣一場災難，不僅是民眾無法持續承擔

敵對的行動，而且大家可能會認為，他們

將不會想要嘗試它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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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改變統治者 
也不足以建立持久的控制

91

到現在為止大家應該明白，建立真正而

持久之對統治者權力的控制不能只是透過將

一個統治者換成另一個可以佔領命令頂峰的

人。更基本的改變是有必要的。然而，在憲

政民主國家大部分政治辯論的焦點，都放在

誰應該控制正式的政治結構。如果我們關注

民主原則的實施，更根本的問題反而應該這

樣：什麼型式的社會與政治秩序是大家長期

的期盼，而且有能力可以解決政治權力之控

制的問題？

主要的焦點會放在人員或派系而不是放

在結構，部分是因為缺乏清晰的思考而造成

的。我們通常無法在特定的暴君與暴君的體

91 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第二卷，第2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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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間加以區別
92
。從這裡大家可以得到結

論，當已經做了重大的努力以驅逐這個暴君

時，很少或沒有注意到讓暴政變得有可能之

情勢的改變。在這些時候，人們尋找積極的

抗爭手段，以打擊國內或入侵的外國暴君，

很少或沒有注意到抗爭手段自覺性的選擇，

這些抗爭的手段不僅將會有機會產生立即的

效果，而且從長期來說將有助於建立對統治

者權力之控制的堅固能量。相反的，在某些

情況下，使用的抗爭手段事實上使長期的控

制變得更加困難。

　P.53

我們也沒有將以普通選舉選出人員或政

黨以填滿統治者的職位、與人民有機會可以

主動參與政治社會的條件之間加以區別
93
。

92 見孟德斯鳩，「法律的精神」，第一卷，第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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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結果，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定期的選

舉。不過，很少或沒有注意到在各種不同的

社會團體與機構分散權力的必要性，也沒有

注意到要強化人民的能力、讓他們自己做

重要的決定以及對統治者權力維持有效的控

制。
93

佔據統治者職位之人士與政黨的改變可

能會或可能不會造成任何差別。有時候，這

個差別會很大，可能是好也可能是壞。這個

改變是否會有差別，而且如果是有差別、那

它是什麼，似乎會隨著以下這些因素而有所

不同：(1)統治者自我控制的程度，(2)他的

社會與政治目的，(3)獲得統治者職位、維

持這個職位、與落實政策的手段。如果在前

任與新統治者之間有差別的話，這就是三個

有影響力的因素，不僅僅是一個單純之佔據

93 喬弗內爾，「權力」，第220頁，及漢娜阿倫特「論革
命」(紐約：維京出版社，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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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者職位的人事變化，甚至也不是單純是

被統治者影響選出新人事的能力。既不是這

種改變也不是這種影響力就可以必要地展示

民眾「控制」他們之統治者的能力，如果他

「不願意」受到控制的話。統治者不想屈服

於侷限與行使他們權力之限制的這個政治情

況，就是最關鍵與最危險的情況，而且迫切

地需要解決方案。

通常被統治者幫助選擇統治者、以及影響

一位願意接受影響之統治者政治政策與措施

的能力，將會與實際控制一位下定決心不接

受限制之統治者的能力產生混淆。這種混淆

可能比它實際情況對民主式控制造成更大的

錯覺。這種錯覺可能使統治者更容易擴張他

的控制與權力，而被統治者自己變得更加自

滿，對施加控制更沒有興趣，而且不太願意

抵抗
94
。這種混淆可能也有助於創造一個印

象，就是統治者這個職位的競爭者之間有一



社會權力與政治自由　109

個比它實際情況還要大的差別。托克維爾的

深度見解仍然有效：「我們現代人因此更沒

有比通常假設的情況受到分化；他們不斷地

爭執，要將至高的權力歸屬於誰的手中，但

是他們隨時會同意這個至高權力者的職責與

權利
9495
。」 

　P.54

由於統治者行使權力之能力實際上運用的

程度將隨著上述的因素而有所變化，統治者

的更換可能會導致統治者應用權力之範圍與

方式上的短期變化。不過，很重要的是，改

變佔據統治者職位之人事本身並不會減少不

論誰是統治者而行使不受被統治者控制之權

力的「能力」。如果整個社會之權力駐集點

同時與被統治者抵抗統治者的能力，在人事

94 孟德斯鳩，「法律的精神」，第21-22頁。
95 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第一卷，第266頁。



110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延伸閱讀④

改變之前、或在努力實現這種變化之前都受

到強化的話，這樣的改變將只會跟隨著統治

者的更迭而發生。否則，發生暴政之潛能將

不會有任何改變。因此，如果要終結暴政本

身以及一個特定暴君的政權，社會追求自由

之能力的成長是有必要的。

一場由自由主義者形成的革命變成了對

自由的確認[孟德斯鳩這樣寫]。一個自由

的國家可能有一個催生者：一個被奴役的

國家只能有另外一個壓迫者。不論是誰有

能力廢黜一個絕對的王子，那個人就有足

夠的權力把自己變得是絕對的
96
。

即使在政治體制之外在形式與憲法似乎

有一些改變的時候，如果基層的權力結構本

96 孟德斯鳩，「法律的精神」，第一卷，第309頁。



社會權力與政治自由　111

身仍然沒有改變，實際的變化可能似乎比它

外表看起來的還會有限。喬弗內爾說，從君

主體制到共和體制的這種改變，保持了整個

君主制國家的完整，而國王的職位是由「國

家的代表
97
」所取代，「……一旦承認一個

人的意志有不必制衡與毫無界限之主權的原

則，由此產生的政權實質上都是相同的，對

任何人、不論是真實的或是虛構的，這要歸

功於君主意志
98
。」也因為因此，看來最受

到反對的這些體制，但它們在授予佔有統治

者職位之個人或團體不受控制的權力上，有

許多共同之處
99
。

　P.55

在一個結構穩定的體制，其中一個群體

97 喬弗內爾，「權力」，第101頁。
98 喬弗內爾，「主權」，第199頁。
9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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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級者而另一個群體是下屬者，齊美爾寫

道，除非出現了「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的形

態」，甚至是「下屬者得到解放也往往不僅

不會帶來普遍的自由……而且只會將一些下

屬者提升進入統治階層
100
。」除非之前已經

有或者透過擊碎集中之有效權力以及將它擴

散到整個社會，而且除非有比統治者權力更

強大之社會機構權力隨之而來的「下屬者的

解放」，單純之統治者職位的人事變更將

不會增加被統治者控制統治者權力能量的能

力。不論是統治者的職位是由同一個人佔據

一段長期的時間、或是在社會權力之結構根

本上維持不變而該職位的人事有定期的改

變，這個結論都是正確的
101
。如果要讓統治

100 齊美爾，「喬格齊美爾的社會學」，第274頁。
101 正如帕累托(Pareto)之精英的輪動理論。參閱威爾佛列
多帕累托，「思想與社會」，(紐約：哈爾括特布雷斯
公司，1935年)，第四卷。第1787-17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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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政治權力會受到控制，顯然是必須有更根

本的變化。

權力下放是持久控制的必要

要建立一個有效地行使對政治權力之控制

的持久能力—尤其是在危機的時候—須要

強化全社會而犧牲統治者。這就是說，建

立這種控制需要將大量有效的權力能量下

放到各種不同之社會團體與機構。此時，

這些權力的駐集點就可以在正常運作的社

會中發揮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可以有效地

行使權力，而且可以控制統治者權力來源的

供應。

這些團體與機構獲准向統治者提出建議、

以及幫助管理他的政策，這是不夠的。他們

必須能夠作出自主的決定而且能夠自己執行

它們。托克維爾問，「一群不習慣在細節上

擁有自由的民眾要如何學會在偉大的事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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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地使用它？
102
」因此，要建立行使對統

治者之權力行使有效控制的能力，就需要違

反現代政治之重要趨勢的社會改變。

當社會中存在著具有這種能力之駐集點

的時候，通常非常重要的是要保護與改進它

們。或者，如果它們是因為某些原因而不適

合，那重要的就是必須要建立替代性的團體

與機構。如果認為有必要削弱或消除某些本

身從事不良活動之現有的團體與機構—比

如說，壓迫其他地區的民眾—透過不會進

一步集中統治者之權力以及不會相對削弱一

般民眾之權力的手段來這樣做，這將是重要

的。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以新而自願且具

有有效自主權力能量之團體、協會與機構來

取代舊的駐集點。然後這些新的駐集點就可

以幫助確保被統治者個人的自由而不會減少

102 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第一卷，第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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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平等
103
。如果要維護自由，每個公民

必須「為了捍衛它而與他的同胞團結起來

……」
104
。

　P.56

許多—可能是大部分—統治者有可能不鼓

勵或積極反對這項權力的下放與社會之志願

團體與機構的強化。這個想法本身可能被認

為是顛覆性的。不過，有時候一個統治者可

以真正地相信民主原則，因此可能甚至鼓勵

及促進這一個權力下放的進程。不過，這個

政權無法獨自進行這個過程，它需要這些社

會之團體、協會與機構的積極主動參與及接

受責任。在大多數的其他情況下，這些駐集

點的發展與強化可以相當自主性地以自願的

努力獨自來完成，如同甘地所設想而透過他

103 同上，第二卷，第295-296頁。
104 同上，第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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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性方案所發展之權力分散的社會
105
。同

時，現有的組織可能透過他們的抗爭促進這

種下放轉移，以實現一個相對較大的自由，

包括行動、自決、或對鄰里、城鎮、與地區

的局部控制、以及在外來統治之下各族群的

完全自治。

在這種情況下使用之抗爭的手段、與危機

中之社會及駐集點所依靠之最終制裁的類型

也將會重要地影響這個政治社會中權力的下

放或集中，我們將更詳細地研究這個。

要達到權力下放，可以開發其他手段及改

善舊的手段。但是，無論是哪一個有助於達

到這個目標之各種不同的手段，將有效之權

力下放到整體社會結構中，是防止暴政與其

他不受控制政治權力形式之持久能力的必要

條件之一
106
。

105 參閱吉恩夏普，「甘地的建設性方案理論」，在「政
治戰略家的甘地」，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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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7

為了要建立對統治者的有效控制，社會組

織與行動技術(包括最終的制裁)這兩個問題

是彼此相關的。要尋求解決政治權力之控制

的問題，以及要努力尋找發展這種有利於社

會控制的手段，我們必須找到以下這些問題

的解答：
106

1.  人民如何使用維護與提升他們保持自

由之能力的方式組織一個自由的社

會？

2. 人民如何使用同時處理這個特殊問

題、而且也可以促進而不是阻礙對政

治權力之長期控制的兩個方式，而能

106 有關體制性之權力下放會在第12章「提升民眾的權
能」之章節：發展提升權能的策略，有更加充分的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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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產生社會與政治的改變？

3.  一個社會如何透過有助於解決當前的

問題，也同時也在長期有助於控制與

分散—不是集中—政治權力的手段，

而可以處理不接受控制之政治權力(如

壓迫、暴政與戰爭)的特殊情況呢？

這些以及其他類似的問題都與可以造成改

變及維持社會體制所依賴之制裁的類型所使

用的行動技術有密切的關係。這是因為應用

於衝突中之制裁的本質及其執行與社會中權

力集中或分散的程度有著密切的因果聯繫。

我們必須增加對制裁與結構之間的關聯性的

深度見解。

政治性制裁與有效權力之分配

制裁之兩個替代性的大類型可以稱之為政

治性的暴力與非暴力行動。
107
這兩種類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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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對未來社會的權力有相當不同的影響。暫

時撇開政治上有關暴力與非暴力行動的其他

問題，讓我們簡要地考慮一下如何從這些類

型之制裁中選擇其中之一，因為這個控制統

治者或一個機構之技術可能會大大影響被統

治者控制政治權力的長期能力。
107

助長權力集中之政治暴力

大家已經廣泛地承認，暴力革命與戰爭

之中或者之後都會發生統治者權力集中的增

加。這個認識絕對不限於政治暴力與集權的

反對者。不過，即使當這個既有之社會與

政治體制的批評者— 例如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有這種見解的時候，他們很少問到

107 這裡的政治暴力是指為了進一步之政治目標常用的肢
體暴力或威脅，不論是由國家，非國家團體或個人，

包括對付反對派團體的監禁、處死、暴亂、游擊戰

爭、傳統戰爭、暗殺、軍事政變、內戰、爆炸、恐怖

主義、以及警察與軍事的行動。



120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延伸閱讀④

為什麼中央集權會與政治暴力有關。甚至，

他們很少問到政治暴力是否可以與建立對統

治者權力之持久有效的控制相容。相反的，

經常發生的事是，這些人很清楚地了解既有

走向權力集中的趨勢、已經要求一些似乎可

以確保統治者權力集中以及增加控制這個權

力之困難度的政策與措施。卡爾馬克思與佛

拉迪密爾列寧(Vladimir Lenin)兩人就是這麼

做。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抗爭中所依賴之行動

技術與有效權力分散於社會之團體與機構、

或集中於統治者職位程度之間的這個可能連

結關係。

　P.58

馬克思提到了法國這個國家是「一個巨

大的官僚與軍事組織」，而且是一個「可怕

的寄生體……。」在法國的「所有政治性動

亂」從法國第一次大革命到路易拿破崙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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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改善了這台機器，而不是粉碎它。這

些追求盟主的各方反過來把擁有巨大國家大

廈當作為勝利者的主要戰利品
108
。」列寧—

打算在俄羅斯利用這種集中的國家機器來達

到他自己的目的—在1917年認為馬克思的這

一段是馬克思主義「巨大的一步」：「……

到目前所有已經發生之革命都有助於改善

國家機器，而它卻是必須被打破而粉碎成

片。」列寧宣稱：「這個結論就是馬克思主

義之國家理論中主要與基本的理論
109
。」不

過，他基本的雅各賓派(Jacobin)革命理論與

他的做法與這個觀點非常的不同，雖然他說

明它們是兼容相當的。

108 卡爾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第十八霧日」，第238-
239頁，在大衛費恩巴赫編輯，「卡爾馬克思：政治著
作」，第二卷，「流亡時的調查」，(紐約：凡塔吉出
版社，蘭登書屋，1974年)。

109 列寧，「國家與解決方案」(紐約：國際出版社，1974
年)，第25頁。



122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延伸閱讀④

在暴力革命之後，其中一個新的團體會

奪取國家的控制，這個新的統治者有時候會

被認為在這個時候是更人道主義的而且比之

前的政權更不會壓迫的。不過，這並沒有保

證，他們會保持這樣。列寧沒有。也沒有在

他的體制建立障礙，以防止在列寧之後任何

獲得統治者職位之其他人表現得更為獨裁，

正如史達林所作所為。

　P.59

這些社會團體、協會與機構的弱化，以及

統治者權位手中之有效權力能量的集中因此

並沒有—不能—帶給被統治者增加控制任何

不希望受到控制之任何未來統治者的權力。

喬弗內爾論述說，這個過程奠定了「鐵板一

塊之國家」的基礎
110
。

雖然戰爭之集中權力的效應在20世紀特別

明顯，這個傾向的確在之前就已經展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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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10111
。技術的變化及在平民與軍事部隊之間的

區別幾近完全崩潰，擴大了這個趨勢。有效

地動員人力與其他資源成為一個高效率的戰

爭機器、集中規劃與指揮的必要性、不同意

見與不完整之控制的破壞性影響、以及提供

給統治者軍事力量的增加，這些都有助於現

代戰爭的強烈傾向、以集中越來越多之有效

的權力於統治者的手中。

其他類型的政治暴力也可能有助於這個權

力集中的過程。技術與政治組織的現代化發

展似乎突顯了政治暴力朝向有效權力能量集

中的傾向
112
。在這些因素之中有如下列：

110 參閱喬弗內爾，「權力」，第18-22及244-246頁。
111 參閱昆西賴特(Quincy Wright)，「戰爭的研究」，(芝
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42年)，第一卷，第232-
242，302頁及特別是第311頁；布羅尼斯勞馬林諾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以人類學分析戰爭」，美
國社會學期刊，第四十六卷，第4號，第545頁；及馬
林諾夫斯基，「自由與文明」，(紐約：羅伊出版社，
1944年)，第265與305頁。

112 下面列出的因素以類似的形式出現在吉恩夏普，「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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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要有效地運用暴力，為了準備與

發動政治暴力，集中式的指揮與控制

在整體上是必要的。

2.  這需要對武器(與其他物質資源)、現

役的戰鬥者、以及這些所依靠之團體

與機構的集中式控制。

3.  這種控制(如因素1及2)意味著在抗爭

中那些行使這個控制者之權力的增

加，包括運用肢體暴力來維護它。

4.  在一場透過政治暴力的成功抗爭之

後，控制這個抗爭進行之團體有可能

保留抗爭中累積下來的權力能量。或

者，如果發生軍事政變的時候，其他

人或者原始團體之一部分將會獲得制

度化之權力能量的控制
113
。

暴力行動的政治」，第800-802頁。
113 有關制度化政治暴力之一些後果的進一步分析，參閱第

11章：「社會的要件」與第12章「民眾權能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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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0

5.  舊國家的佔領、受到新累積更多之權

力能量的強化，與舊的統治者比較、

這意味著未來之統治者的有效權力能

量會有一個整體的增加。

6.  這個權力能量的增加也可能是因為抗

爭期間有效之權力駐集點受到破壞與

削弱，其結果是被統治者相對於統治

者更加弱化。

7.  暴力產生的新政權需要依靠暴力，因

此集中權力以保衛自己不受到內部與

外部敵人的攻擊。

8.  在一個被統治者與統治者都一樣認為

暴力是有效權力的唯一類型及抗爭是

唯一之真實手段的社會，其中統治者

有一個行使政治暴力的巨大能量，而

被統治者很可能會感到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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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因素與其他因素會有助於降低被統治

者控制社會中之統治者的權力，而這個社會

是依賴政治暴力作為其最高制裁與抗爭的手

段。

非暴力制裁有助於權力之擴散

非暴力行動看起來似乎對社會之權力分配

有一個相當不同的長期效應。這項技術不僅

沒有政治暴力的集中效應，而且它似乎大大

有助於整個社會中之有效權力的擴散。這個

反過來使被統治者可能更容易長期控制他們

之統治者的權力行使。廣泛應用非暴力行動

以代替政治暴力似乎可以在被統治者之中擴

散權力能量的原因如下
114
：

114 這份因素的清單也以類似的形式出現於同上之書籍，
第802-806頁。參閱第三部分，「非暴力行動的動力
學」，有關支持這個深入見解的分析與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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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雖然強有力的領導可以在啟動非暴力

運動時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隨著衝

突的發展與原來的領導受到對手加以

監禁或以其他方式消除，一個持續的

中央領導小組常常不再是必要的，而

事實上也往往是不可能維持的。在其

他的情況，如果領導小組繼續運作，

參與者還是需要更大的自力更生。這

個運動整體將因此而傾向變成為自力

更生，而在極端的情況下有效地不須

要領導人物。特別是在嚴重的鎮壓

下，非暴力行動的效率就會要求參與

者能夠採取行動而不必依賴中央領導

小組。

　P.61

2.  這個運動不能透過管制對戰鬥員之武

器與彈藥之分發而集中控制，因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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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的行動之中並沒有實體上的武

器。相反的，這些行動依賴於這些素

質、如他們的勇敢、維持非暴力之紀

律的能力、以及運用這個技術的技

巧。這些素質與技能更可能在使用中

得到發展。因此，這種做法比部隊依

靠指揮官員對裝備、彈藥與命令的補

充更有助於產生更大的自力更生。

3.  政治暴力之運作中的力量集中不會出

現在非暴力的行動當中。依賴非暴力

領導者的程度在運動進行當中會受到

減少。如果他們要繼續作為領導者，

那只是因為他們自願接受的道德權威

與人民把他們當作是熟練的領導者與

戰略規劃者，而不是因為透過對參與

者加以威脅或施加暴力以強制執行他

們意志的任何能力。

4.  當領導者無法在抗爭過程中累積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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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暴力的能力時，就沒有這樣的制

度化的鎮壓手段會準備好，以應用在

抗爭後來對付他們的追隨者與其他的

人。

5. 當有非暴力抗爭的一些領導者接受國

家的職位時，包括統治者的職位，諸

如發生於民族獨立抗爭之後，此時這

是真實的，他們將有可以支配這個國

家之警察與軍隊的能力，但是這些不

會因為他們自己所積累之發動政治暴

力的軍事武力與能力而有所增加。

6. 在全社會中的社會團體與機構將不會

受到政治暴力的削弱或破壞，或屈服

於它的要求。相反的，在非暴力抗爭

中這些權力駐集點有可能得到加強。

這個在抗爭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工作

的經驗，表現出更大的自力更生，並

且獲得維護自己有能力繼續抵抗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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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壓與統制之手段的經驗，有可能在

一個成功的非暴力抗爭中，已經可觀

地強化了這些駐集點。甘地時常描述

非暴力行動的運動就是透過人民產生

力量、使他們邁向實現他們之政治目

標的一種手段
115
。

　P.62

7.  為了一個特定政治目的之非暴力運

動，不能期待在所有情況下隨後發生

政治社會將立即完全拒絕暴力。不

過，這是朝向這個方向的一個步驟，

可能或者不可能，之後會發生以非暴

力的制裁來替代暴力的制裁。

以政治暴力贏得的改變可能需要

115 見甘地，撒提阿格拉哈，第356頁，與吉恩夏普，「甘
地揮舞道德力量的武器」，(阿美達巴德：納瓦維萬，
1960年)，第72與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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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地以政治暴力來守護它們。這些

毫不費力地「得到」的改變可能很容

易被拿走。不過，在這個以非暴力抗

爭來達到改革的過程中，民眾也產生

了以非暴力方式來捍衛這些變革的能

力
116
。透過非暴力行動完成的改變，因

此可能會更持久。這些改變也有助於

使社會「必須」從依靠政治暴力以維

護社會結構的特定領域中獲得解放
117
。

8.  在一個政治暴力的抗爭之後，如果被

統治者以他們之權力能量與統治者比

較時有可能會感到無助，一個相當不

同的局面有可能在一場成功的非暴力

116 參閱夏普，「甘地揮舞道德力量的武器」，第125頁，
及甘地，「非暴力的和平與戰爭」，第二卷，第340
頁。

117 參閱理查德格雷格，「非暴力的力量」，(第二修訂
版：紐約：朔肯，1966年，倫敦：詹姆斯克拉克，
1960年)，第1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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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中得到發展。首先，他們很可能

已經經歷到一個透過成功之非暴力行

動可以將他們之潛在權力轉化為有效

或實際的權力。這個經驗將給予他們

信心、資源與技能，這些可以提高未

來他們改變他們之社會的能力、以及

控制他們之統治者有效權力的能力。

這種從「戰鬥」中學習到的訓練有助

於提高被統治者在今後之危機中應用

這個技術的能力、有助於社會中有效

權力與權力能量的下放
118
、以及提高整

體社會的能力，以控制源自國內或外

國企圖對抗公民意志而強加他們之意

118 百色(Bose)寫道，非暴力行動的經驗把人民：「使人們
自立。當革命帶來了權力，就會在群眾當中均勻地散

佈，因為，根據非暴力，任何手無寸鐵的男人、女人

或兒童只要有堅定的心就都是有效的。在暴力之下，

就不能做到這樣；那些可以最有效地利用暴力的人

就會佔盡上風。」，(百色，「甘地的研究」，第1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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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統治者。

如果正確，本節的討論就會有各種

不同之重要的務實的後續效應。即使

我們假設兩種類型的制裁有相同之短

期效益，選擇這一個或另外一個將會

對社會產生相當不同的長期後果
119
。

　P.63

思考的必要性

這一章試圖對統治者的權力能量與其下之

整體社會結構的權力能量分配之間的關係，

提供一些思考的大綱。也探討了替代性之制

裁與抗爭之手段對權力能量分配的影響。

失控的政治權力是如此嚴重的危險，以

119 有關暴力與非暴力制裁之長期效應的進一步討論，以
及蓄意以非暴力制裁取代暴力之方式的討論，參閱第

12章，「民眾權能的培育」之章節「制裁與社會」及
另一章節「發展培育權能的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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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解決這個問題是勢在必行的。不過，並

不是每個處理問題的提議在付諸行動的時候

都可能會有同樣的結果。過去對控制政治權

力的提議獲得非常有限的成功，已經被證明

是無能為力的，或者甚至會起反效果的。即

使是「成功」的時候，這個過去之努力似乎

有助於減少長期控制權力之能力的頻率，應

該會刺激我們尋求更理想的解決方案。這個

搜尋會要求，除其他事項之外，我們去「思

考」這個問題的本質與一個令人滿意之解決

辦法的必要條件。

這些企圖對長期存在之問題的重新思考

有時候會令人不安。我們經常留下一種不滿

意的感覺。傳統之「解決方案」的充足性陷

入許多的質疑，而這個問題之本質的另類分

析，以及另類提議的「解決方案」都沒有受

到充分的發展。不過，如果它可以激發我們

思考，而且激發我們自己作出努力以解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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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這種不安可能是有

益的。



136　

　P.91

獨裁政權問題的嚴重性、它們所帶來的

危險、及以有效的方法來對付他們的需求，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都有增無減。常見的

獨裁政權－雖然數千年以來都是野蠻的－已

經被希特勒及史達林政權所取代。由於這樣

的發展，極權主義變成一個更可怕的對手。

這些極權主義的統治者試圖吞嗤並且控制每

一個被統治者的整個生活及社會的每一個層

面。對個人、運輸、通訊、武器及整個社

會、經濟及政治體制的控制程度，都比傳統

的獨裁政權有大幅度的增加。權力變得更集

中。阿道夫希特勒及約瑟夫史達林現在已經

死了，納粹體制只是歷史學家手中的一件遺

以信心面對獨裁政權



以信心面對獨裁政權　137

物，而蘇聯體制正逐步轉型。雖然如此，對

相信人類尊嚴與自由的人們來說，獨裁政權

所造成的問題持續成長。

　P.92

政府與政治團體設定目標為掌握國家的意

願，以殘酷的方式對待反對者及無辜的民眾

並沒有減少，實際上它可能是增加的。太多

的時候，人們假設種族大屠殺已經在1945年

被安全地埋在柏林的瓦礫堆之下。各種不同

的教條與意識形態、與對其他人的懼怕，已

經為政治團體及政權的政策與作為提供一個

理由與「合理化」的藉口，否則這些政策與

作為將被視為赤裸裸的暴行。新近在通訊、

運輸、數據存儲與讀取、政治組織、電子監

視、潛意識的人口控制、及殺人能力的技術

發展，讓現代之政府建立並且保持有效獨裁

政權的能力有增無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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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獨裁政權的危險

現在的自由憲政民主國家都是不完美的，

但是很清楚的，偏好獨裁政權的還是越來越

多。然而在這樣的民主國家之內，這些民主

體制內的嚴厲問題讓人們對他們的持久性產

生懷疑。內部的不完善、高度的中央控制及

少數菁英的決策經常引起人民對民主程序的

活力與效力的懷疑。甚至在一些以他們的民

主傳統與運作而自豪的國家，這些同樣都是

真實的。許多人有無力感，而且感到無法控

制他們自己的生活及無法影響主要的政治決

策。各種不同形式對民主結構的直接攻擊持

續上演。 

美國並不例外；「水門事件」是一件顛

覆美國憲政上自由選舉的企圖。在許多不同

的國家，透過政治及軍事團體的內部政變、

警察與外國買辦的活動、政治恐怖主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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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民族的游擊戰爭都持續對民主體制發動

攻擊，以實現用獨裁政權來取代他們的民主

體制。使用這些方法的團體擁護各自不同的

教條及揮舞不同的政治旗幟。在許多不同的

國家與體制中，強有力的情報組織、外國買

辦機構、及中央政府警察機構的成長，造就

了那些機構的潛能，或者這些機構其中一部

分的潛能，變得不服從權威並且攻擊合法政

府，而不是為了政府的目的而服務。軍隊已

經以發動軍事政變的方式在成打以上的國家

重複這樣做。

　P.93

民主架構之下的基礎社會條件也已經發生

了變化。即使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國家在憲

政民主出現之後，所有類型之社會、經濟、

與政治體制已經有非常大的改變。社會的

「草根」機構，以及甚至當地與州級或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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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政府，越來越依附於中央集權的管理。強

有力的跨國公司正逐步從國家之外來控制國

家的經濟，而且使用這種控制來操控政府，

以達到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所有這些條件

對自由都是不友善的。

在未來，暴君將能夠使用更細微，但決

不會比魔鬼手段輕鬆的控制方法，像是這些

現代科學可能提供的管控、心理操作、及藥

物，來讓被統治者順從及「快樂」。奧爾德

斯赫克斯利(Aldous Huxley)在他書中說描述

的「勇敢新世界」可能就不會很遠了；使用

這樣的心理方法的獨裁政權可能會取代極權

主義國家。 

其他有關未來之危險的跡象也可以看得

到。在那些從歐洲殖民主義地方出現的世界

裡，傳統社會及本土文化持續的崩盤及甚至

積極的受到破壞，更是造成衍生、心理、倫

理、及個人混亂與社會解體的狀況。這個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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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特別是與深入而真實的不滿混合的時

候，孕藏著各種不同的群眾運動－社會、宗

教、及政治的運動。它們可能預示一個新的

政治救世主或者拯救奴役的教條，它會直接

導致政治性的奴役。

如果還沒有辦法很快找到可以摧毀獨裁政

權的有效方法，以及可以改變使它們能夠存

在的那些條件，要防止及抵抗獨裁政權的工

作將變得更加困難。因此，這樣的未來將是

「自由」變成毫無意義的一個世界，或者它

只是一個夢境的殘留印象。

　P.94

有很多文化及國家有他們愛好自由，及反

對所有暴政的傳統，即使實踐的結果並不總

是能夠達到理想。在採用憲法之前，反對政

治獨裁統治已經是美國的一個基本原則。在

這個大陸上創造新政治體制，反對他們所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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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暴政的殖民地抗爭，並且起草新政府的

基本架構，都由人們對自由的信仰所促進，

不論其他任何存在可能的動機。殖民時期的

父輩們對道德及政治不可避免之任務的信

仰，反對既有的獨裁政權並且防止建立新的

暴政。(當然，他們同時對他們對待被掠奪

土地的原住印地安人、被奴役之非洲人以及

被壓迫之自己女人的專制狀態卻時常是盲目

的。) 

自從歐洲移民獲得獨立的時候開始，美國

政府的政策及與外國的結盟並不是都遵循對

自由及反對暴政的承諾。不過，很多美國人

都保持著這個基本的信仰。在面臨一種更大

的獨裁威脅時，妥協經常會出現在有需要的

實際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據說就

是「為了使世界可以安全地發展民主」。 

大多數人確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啟動就

是為了打倒三個擴張的獨裁政權、解放被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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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的人，並且特別是戰勝納粹體制－這個到

目前為止所知最極端的獨裁統治之一。冷戰

的官方目的是阻止共產主義獨裁統治形式的

擴大。即使在新近幾十年的最會干涉他國內

政的美國活動都被他們的倡導者諒解，這樣

的干涉是與更多嚴厲的獨裁威脅進行戰鬥所

必要的。雖然可能有時候，批評家會以合理

化指出其他動機，我們仍然必須面對各種獨

裁政權所帶來對自由造成的真正危險。

傳統解答的不適當

獨裁統治的問題不容易找到簡單的答案。

在獨裁政權之下，人們找不到能夠不需要努

力而安全的方法可以解放自己，或者其他的

人能夠保護他們自己而將來不會受到傷害。

我們也不會有一種簡單的方法可以讓我們能

夠防止新暴政的發展。面對這種威脅，可以

清楚知道被動性不是安全的保證。實際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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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是相反的。無論如何，消極被動對這項

挑戰既不是有效而且也不是民主的因應。

支援解放及保衛自由的一切可能行動步驟

將涉及危險、可能的傷害、並且需要花時間

運作。也沒有任何一種方法的行動可以在每

種情勢下保證成功。

　P.95

那麼，我們要如何處理獨裁政權的問題

呢？大多數相信自由的人們自然立即給的答

案是，你必須戰鬥並且摧毀他們。如果你的

國家是一個獨裁政權的受害者，不論是本地

的或是外來的，你要戰鬥反對它。如果你的

國家受到一個獨裁國家的攻擊，你就抵抗那

樣的攻擊。如果暴君之被統治者正在起義，

你就提供幫助。如果你的國家可能有機會受

到獨裁政權的攻擊，你就提前準備擊退它，

希望你如果可以變得足夠強壯有力，你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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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阻止受到攻擊。

這些都是大部份全世界相信自由而且反對

暴政之人們的普通答案。這些廣泛的答案原

則上仍然像以前一樣的有效，但是如今之軍

用技術與政治組織的改變－即使以前的還是

正確的－造成有必要使用與之前常用方法的

不同方法來運作。

為了使我們能夠面對獨裁政權的危險，

我們已經建立了至今不可想像而具破壞力的

龐大軍事系統。我們為了反對獨裁勢力，我

們曾經把自己組織來進行許多相同違反民主

的活動，就像獨裁政權的所作所為一樣。我

們曾經為了反對另一個獨裁政權而支持一個

獨裁政權。同時，我們曾經在其他國家及我

們自己國家之自由與民主進程受到腐蝕的時

候，哀嘆袖手不管。

儘管有這些措施，還是看不到這個世紀中

反民主趨勢正在減緩的一些跡象，更不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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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圍堵或者反向改轉。實際上，我們的政

策甚至可能促使老舊的獨裁政權更加鞏固及

出現新的獨裁政權。問題不是出在如何取得

與極端的獨裁政權和平共存。問題是如何再

確認大眾對他們的控制，即使受到極權體制

的控制，如何戰勝並且瓦解他們。

　P.96

諷刺的是，歷史上在最需要有效方法以

反對暴政而抗爭的當時，在國際衝突最後的

解決方案、傳統的方法—戰爭—，因為現代

技術的發展，已經變成一種非常危險的選擇

方案。然而，如果在這樣的衝突過程中沒有

找到有效的替代方案以取代戰爭，儘管它的

危險，人們將會堅持威脅使用戰爭
1
。同樣

的，非常嚴重的內部危險也會存在於推翻國

1 參閱第 1 0章，「尋找一個解決戰爭之問題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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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獨裁政權的嘗試過程中。

這些都與下列有關：軍事武器的集中化

及摧毀能力、通常極端高昂的內戰代價、及

特別是游擊戰爭帶來的傷亡與社會破壞，以

及這種暴力造成結構上改變的結果
2
。即使

當他們要破壞一個特定獨裁政權的時候，過

去的方法經常是不適當的，因為他們允許其

他人繼續支持獨裁政權的發展，或者有助於

產生新的獨裁政權。目前對付獨裁政權的方

法，因為不適當而嚴重到讓我們必須考慮如

何發展其他的方法。

為了面對現代獨裁政權的危險而且要對付

他們，我們需要解放與防衛的新政策、行動

步驟與概念。那個必須在大量而破壞性之戰

爭與被動屈從於暴政兩者之間作一個選擇的

看法是錯誤的。

2 參閱第 1 2章，「提升民眾的權能」，其中章節︰
「制裁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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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過去對現代獨裁政權、極權主義的運

動、種族大屠殺及政治奪權之問題本質的理

解並不充分。同樣的，我們對反抗他們而抗

爭、以及預防他們發展之可能方法的理解也

不完全。由於我們政策的基礎是建立在不適

當的理解上，難怪它們會被證明是無效的。

當然，其他方案選項必須受到公正的評

價。例如，在評量其他政策的時候，重要的

是要比較每一個方案可能最好的及可能最

壞的結果，而不要(像發生的那樣)  僅僅考

慮一個方案之最好的、而另一個方案之最壞

的。同時，我們不僅必須考慮支持或是反對

正在實施之替代政策的某些結果所帶來的機

會；也必須要注意那些結果的本質，包括因

應他們的可能改正及補救措施。目前政策之

不適當性及提議之新政策中的缺失需要全面

受到檢查，以檢驗每一個政策所宣稱的優點

與效用。透過使用這種比較的方法，才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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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公正的評估。

　P.97

不是那麼萬能

如果我們能夠指認出來這個體制已經構

成獨裁者問題的特性、阻止他們努力把他們

的體制結合在一起、或者妨礙他們執行的意

願，我們要找到並且發展可以事前防止獨裁

政權之新方法、以及一旦他們已經存在而可

以摧毀他們的能力，可能就會增加。特別值

得一提的，許多焦點都放在警察鎮壓的方法

及獨裁政權的武裝能力，幾乎沒有人注意他

們的弱點。的確，我們已經經常過度稱贊獨

裁政權實際上的效率、效用、強而有力、及

持久性。

所有的獨裁政權，包括極權主義者，都有

他們先天上的缺陷，經過一段時間，即使沒

有故意努力去激化他們，自然會讓這個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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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不是那麼有效而且不是那麼獨裁。有時

候這些缺陷會造成獨裁政權統治的瓦解。

獨裁政權，即使是極權主義的體制，不會

是完全鐵鈑一整塊的，而且當然不會是全能

或者永恆的。說獨裁政權不會都可以實現他

們的目標，這真的不是什麼完全新的講法。

大衛里斯曼(David Riesman)與凱爾德伊齊

(Karl W. Deutsch)都在20世紀50年代曾經指

出這個事實。

在1952年大衛里斯曼這樣寫到，我們經常

高估極權主義者可以「重新建造人類性格」

的能力
3
。人們受到壓力的時候，可能配合

扮演某種角色而且時常在外表上表現順從，

他們也可能對意識形態的訴求及教條的灌輸

3 大衛里斯曼 (D a v i d  R i e s m a n )，「對極權主義權
力之極限的一些觀察」，在大衛里斯曼，「富足為了什

麼？」一書中及其他散文，(花園市，紐約︰道布爾迪，
1964年)，第81及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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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冷漠的，甚至是無動於衷。他們可能拒絕

獨裁者所有認為應該被接受的倫理觀。人們

可能放棄政治－私人化的過程，而不被體制

的教條與計畫牽著鼻子走，人們行為的動機

可能是他們的貪婪。腐敗甚至犯罪可能變得

廣泛。為了中止它，人們可能過度有意熱情

地表現出支持體制的法令，就像在政黨裡指

責每個人是偏離主義一樣。權力衝突就可能

在政權或政黨內部出現
4
。

里斯曼寫到，這種反應包含，「對極權

主義全然不英勇而謾罵的抵抗」以重建人類

新形像的努力
5
。甚至暴力恐怖也不能完全

「把它的受害者彼此之間所有的組織網絡關

係加以破壞」
6
。他寫到，這些控制在有效

性上的極限對這些體制有決定性的影響。不

4 同上，第81-82頁。
5 同上，第92頁。
6 同上，第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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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我們自己對那些極限缺乏實際的理解也

影響到我們自己，因為它會使我們「不是過

於膽小就是過於挑釁」
7
。相反的，我們應

該「尋找不必經過戰爭就可以推翻那些政權

的方法……
8
」。

　P.98

我們過去都假設，獨裁政權，特別是它們

最極端的形式，與其他政府體制與它們實際

上的有所不同。與這個常見的意見相反的，

一個極權主義的統治者與所有的統治者一

樣，都倚賴於他們的被統治者。所有的統治

者都倚賴被統治者的合作、屈服與服從來維

持他們的權位。他們的權力源自社會資源的

來源，例如經濟資源、軍事能力、知識、技

能、管理與權威。

7 同上，第92頁。
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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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社會來源都各自密切相關，或者直接

決定於，即將就任的統治者可以從他的被統

治者那裡獲得之合作、屈服、服從及協助的

程度 — 從整體全職工作人員的團隊與從全

部人民兩者。屈服可能需要透過使用暴力恐

怖來誘導，但是這樣，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

基礎依賴仍然存在。如果被統治者之協助與

屈服兩者或者其中之一受到撤回，統治者的

權力就會嚴重地被削弱了。

如果這種權力之撤回可以維持以各種不

同的制裁方式出現，政權的結束就可以預見

了
9
。這個原則甚至可以應用到極權主義的

統治者。這個依賴性對最終解決我們問題的

辦法可能有相當大的重要性。

大多數的人認為這個觀點是毫無意義的。

9 有關這個權力理論更完整的闡述，參閱吉恩夏
普，「非暴力行動的政治」，(波士頓︰波特薩金特出版
社，1973年)，第一章，「政治權力的本質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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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相信利用足夠的威脅、恐嚇、處罰、殘

暴、屠殺、及暴力恐怖，獨裁者會在任何人

們身上實施他們的意志，而不會有任何選擇

或者機會來改變這種情勢。利用鎮壓的措施

希望造成服從與合作之強化的看法是非常不

完整的。它暗示著這永遠只是一種單向的關

係。有時候表面上看起來是這個樣子，但實

際上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

在特別的情況下，實際上政權變成跛腳，

沒有能力執行它的意志。因為當太多人同

時違抗它、因為它的行政管理者拒絕幫它的

忙、或者因為它鎮壓的執行者不服從命令對

人民予以處罰，這是有可能發生的。有時

候，這些可能全部會同時發生。

　P.99

在1953卡爾德伊齊將強制與服從之間互助

依存的觀點應用到極權主義體制的分析。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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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見解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決策之所以能夠強制執行(由極

權主義政府)在相當程度上是倚賴人民的服

從習慣。服從與強制執行之間是互相依存

的；它們彼此互相強化，而且在它們以不同

的比例如此做的時候，形式上多到好像它是

一個連續的光譜。在這個光譜的一端，我們

能想像一種情況，就是每人在那裡都習慣性

地服從極權主義政權的全部命令或者決策，

並不需要實施強制執行；而在光譜的另一個

端，我們能夠想像另一種情況，在那裡沒有

人自願服從極權主義體制的任何決策，並且

每人都只會必須在槍口對準你的情況下，或

者在絕無僅有的威脅監督之下，才被強迫服

從。

在這兩種情況中的前者，強制執行將是

極其便宜的，而且事實上也沒有必要；在後

者，它將是貴得使人望而卻步的，並且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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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沒有政府可能在這種基礎上維持下去…。

大概在普遍的服從與無所不在的強制執行兩

個極端之間就是有效政府的範圍。那種情況

是，大多數的個人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都會或

多或少習慣性地服從政府的決策，並不需要

任何緊迫的監督
10
。

這些考慮適用於極權主義政權就如同它們

適用於所有的政府形態，但是把它應用到極

權主義政權時，它們會再次出現一個矛盾。

只要極權主義的權力不是太經常被使用，極

權主義的權力才會是強大的。如果極權主義

的權力必須從頭到尾都用來與人民作對，它

是不可能長久保持強而有力的。因為與其他

類型的政府相比，極權主義政權處理他們的

10 卡爾德伊齊(Karl W. Deutsch)，「整塊巨石的裂縫」，
卡凱J弗里德里克(Carl J. Friedrich)編，「極權主義」，
(劍橋，馬薩諸塞州︰哈佛大學出版社，l954年)，第313-
3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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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統治者需要更多的權力，這樣政權需要在

它們的人民中更廣泛與更可靠的服從習慣；

比它們在必要的時候可以依賴所需要最少之

重要部份人民積極的支持還要更多
11
。 

要逐漸將這個常見的深度觀點轉化進入特

意的具體抵抗行動，以逐漸破壞及摧毀破壞

極權主義體制，存在著嚴肅的困難問題。例

如，要從仍然忠貞的警察與軍隊所呈現的嚴

厲鎮壓面前，保持對政權支持的撤回是不容

易的。就像目前對付獨裁政權的政策也有它

們自己的問題一樣，在可能之替代方案中所

存在的困難、並不是作為停止探索對付現代

獨裁政權之方案潛力的理由。

　P.100

極端獨裁政權的弱點

11 同上，第314-3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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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們對納粹與共產主義的體制、及某

些小一點的獨裁政權的認識，要指出他們之

中各種不同之具體缺陷是可能的。這些因素

終將及時，即使在沒有故意努力激化他們之

下，不同程度上會造成對獨裁統治之能力與

特性的改變。例如，這些缺陷將可能造成下

列的結果︰

 �限制政權施政的自由度；

 �讓政權對人民的需求與願望更加體

諒；

 �降低殘暴與鎮壓；

 �讓獨裁政權在自己的行動裡變得不那

麼教條；

 �降低政權對社會有效控制的程度；

 �破解政權無所不在的神話；

 �在最極端時，造成體制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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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是一些極端的獨裁政權的缺陷，包括

極權主義的體制︰

1.  體制經營所需要之眾多不同的人們與

團體的合作，可能受到限制或者被撤

回。

2.  政權施政的自由度可能受限於過去的

政策、及體制仍然要持續之要件與影

響。

3.  體制的運作可能變成日常化，因此會

更溫和而且更沒有能力在教條的命令

下進行激烈的改變、而造成政策的突

然變化。

4.  為現有任務分配的人力與資源將使他

們無法被再分發到新的任務。

5.  指揮中心決策時，可能從下屬單位接

受到不準確或者不完整的資訊，因為

下級部屬可能害怕引起高階長官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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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興。

6.  思想意識可能腐蝕，而且體制的神話

與象徵變得不穩定。

7.  對意識形態的堅持可能導致對體制有

害的決策，源由於對實際情勢與需要

之注意力的不足。

8.  由於官僚政治之能力與效力之惡化、或

者因為過度的控制與管制的繁文縟節，

體制可能變得沒有效率；從而，體制的

政策與正常的操作可能變得無效率。

　P.101

9.  體制內部各種不同的衝突可能關鍵性

地影響而且甚至使它的運作中斷。

10.  知識分子與學生由於對情勢、限

制、教條主義與鎮壓的反應，可能

變得煩燥不安。

11. 一般民眾可能經過一段時間後，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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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冷漠或者懷疑。

12.  地區性的、階級的、文化的、或者

族群之間的差別可能變得尖銳。

13.  權力階級結構將在某種程度上總是

不穩定的，有時候更是如此。

14.  政治警察或者軍隊的部分單位可能

擁有足夠權力行使壓力以達到他們

自己的目的，或者甚至採取違反既

有的在位者。

15.  對一個新的獨裁政權而言，需要一

段時間讓它的基礎變得穩定，這就

是一個特別脆弱的時期。

16.  決策與命令的極端集中顯示有太多

決策必須由太少的人作決定，以致

無法避免錯誤。

17.  為了避免發生這些問題，如果政權

決定分散決策與管理，這將導致集

中控制更進一步的消蝕，並且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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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成擴散新權力中心的出現，它

們可能想辦法以犧牲權力中心為代

價而擴大他們的權力。

當然，這些極端獨裁政權的缺點，即使在

這種情勢下有其他的因素參與其中，不意味

著政權會迅速瓦解，或者會發生瓦解。獨裁

的體制經常至少都知道它們的一些缺陷，而

且會採取措施加以因應。同時，在適當的情

形下，甚至是非常沒有效率及無能的政權經

常都會苟延殘喘一段可觀的時期，並且正如

里斯曼所言，「人們可能錯把體制粗魯的強

制或者甚至是體制的意外事件當作密謀的天

才
12
。」

　P.102

12 里斯曼，「對極權主義權力之極限的一些觀
察」，第 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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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要學習比我們當下對獨裁政權更

多的了解、以及反對與抵抗這些政權的替代

形式，應該是可能的。利用這樣的知識，在

獨裁政權之下生活的人們就可以有意識地擴

大這種先天固有的弱點，以便大幅度地改變

這個體制或者瓦解它。在這樣的努力裡，強

制與服從模式之間互相依存的關係就特別重

要。抗爭的非暴力形式就存在於民眾可以保

留給與政權服從與合作之能力的前提上。這

種服從與合作的保留將使獨裁統治得以持續

的權力來源受到限制或者切斷。

缺乏準備的抗暴運動

在這種對獨裁政權之不服從及不合作的

抗爭中，將會涉及嚴厲的問題。我們必須謹

記，我們不可能在沒有碰到困難與危險之

下，就會有一個可行的替代方案。這類抗爭

的問題必需從目前不同類型抵抗及摧毀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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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之政治暴力所受到限制的觀點來看。為

了認真探討對擴大獨裁政權缺陷之不服從

與不合作之未來潛能、以便控制並且摧毀它

們，必需基本上從對獨裁政權、非暴力抗爭

的本質、以及對以前反獨裁之非暴力抗爭之

歷史的理解開始。

雖然還是不充足的，所有這些理解對於要

開始進行抗爭的運動是必要的。因此，抵抗

較小壓迫體制的非暴力行動的實例是重要的

︰在沒有先研究反對較小障礙的應用前，沒

有人可以瞭解要如何進行一場大型反抗極權

主義體制的非暴力抗爭，或者抗爭運動中可

能的所有問題、弱點、與優勢。

因此，這種技術的整體歷史是重要的。

對特殊方法、戰略性原則、有效度的基本要

求、及非暴力行動之動力學與機制，具有足

夠多的理解是這種探索的必要背景
13
。缺乏

這些瞭解，要能夠充分體會這種技術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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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與能力是不可能的。這些包括︰
13

　P.103

  非暴力行動如何行使權力及對付對手

的權力；

  如何運用這種技術以突破服從性與恐

懼的符咒；

 象徵性與心理性抵抗的角色；

  可以運用並且影響權力之經濟上及政

治上的許多不合作方法；

  為了使用政治上以柔克剛的柔道術、

以因應粗暴的鎮壓及幫助抵抗運動人

士，有維護非暴力紀律的必要性；

13 一些這幾個面向的簡介討論，參閱第9章「效力等同戰
爭的政治—全民防衛」之章節：「政治權力的控制與

開放性抗爭的行為」，以及第10章「尋找一個戰爭問題
的解答」。不過，更徹底的理解是必要的。這些請參閱

吉恩夏普著「非暴力行動的政治」(波士頓︰波特薩金特
出版商，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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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非暴力抗爭期間，參與陣營之

力量的持續變化；

  在任何大家認可的領導者被抓之後，

可以持續抗爭的方法；

  在衝突期間，可以從一般民眾、對手

那邊之陣營、以及第三者喚醒得到額

外支援的過程；及

  可以帶來成功勝利而造成改變的機制

(操作的機制很少是說服轉換，經常是

配合調解，有時非暴力的強制脅迫，

甚至是敵對政權的分支瓦解)。

在許多重要的個案中，非暴力的抗爭已經

被應用在反對極權主義的體制，有些是單獨

應用，有些是與政治暴力相結合。因為實際

上並沒有極權主義的體制已經被非暴力抗爭

永久性地推翻，這種抗爭的發生要比一般所

知道的還要更多。這些個案確立了以非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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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反對包括極權主義體制的極端獨裁統治

是一件可能的事。

這些個案成功與失敗的程度各有不同，端

視要用哪個標準而決定。在數個實例中，這

類的抗爭給政權帶來難以輕視的問題。有時

候，它迫使對方讓步並且至少贏得部分的勝

利。

下列是比較重要案件中的個案︰

  在納粹1940-45年佔領期間，挪威抵抗

運動的公民不服從、政治不合作及營

救猶太人；

  1940-45年，丹麥抵抗運動之政治不

合作、勞動罷工、心理抵抗、猶太人

的營救、以及1944年哥本哈根的總罷

工；

　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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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45年荷蘭抵抗運動之政治不合

作、大量發行地下報紙、大量使用

新身分、宗教抵制及1941、1943、與

1944年的大規模罷工；

  1953年6月東德反抗期間，在坦克車

之前抗議遊行、罷工、以及靜坐；

  1953年，在蘇聯政治囚犯監獄裡(特別

是在沃爾庫塔Vorkuta)的罷工；

   1956-57年的匈牙利革命期間，街頭遊

行示威、總罷工、反抗政治威權、成

立工人委員會、及建立一個取代國家

政府的聯邦委員會
14
；

  1956及1970-71年波蘭的政治自由化及

對經濟的不滿舉行的民眾壓力與街頭

示威；

  在20世紀60與70年代蘇聯公民權利活

14 上述個案之許多參考資料，參閱夏普「非暴力行
動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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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分子的散發傳單、公開遊行示威及

靜坐罷工，及蘇聯猶太人爭取移民離

開蘇聯的許可；

  以拒絕合作、街道遊行示威、廣播電

台與電視台播報反對運動、對政府及

政黨之權威的挑戰、學生抗議、及破

壞蘇聯軍隊士氣等等的努力，在1968-

6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蘇聯的入

侵，並且破壞重新建立一個強大共產

主義獨裁統治的手段
15
。

所有這些個案都在沒有事先準備情形下發

生，都是由對非暴力技術、它的動力學與必

要的條件等不瞭解或幾乎沒有真正理解的人

所發動，也許除了有一些是透過極度有限的

15 從捷克與斯洛伐克反對運動之參考文獻的簡短
調查，參閱第9 章，「等同戰爭效力的政治－全民防
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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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或者是道聽途說。因此，以對極端獨裁

政權及它們弱點的深度認識為基礎，透過事

前(可能的話)的訓練與其他準備，合理地探

討如何使用這種技術增長的知識，我們應該

可以強烈地擴大他們那些弱點，並且增加反

極權主義體制之非暴力抗爭的效力。

　P.105

極權主義下抵抗運動的問題

一旦開始認真地設想要在推翻極權主義體

制的解放運動中啟動一個非暴力的抗爭，許

多困難的問題就會即刻出現在眼前。因為情

勢的變化會對反對體制之非暴力抗爭的過程

產生大幅度的影響，我們需要知道特別的及

可能的情勢，以便處理那些問題。由下列這

些問題的答案可以看出這些變化︰

極權主義體制是新近形成還是長時間已

經建立？被統治者過去是否曾經有任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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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有過練習可以當作非暴力抗爭事前的訓

練、或是準備？關於非暴力抗爭之資訊性

的、分析性的、及教育性的文件是否被流傳

及被閱讀，就像蘇聯地下刊物「zamizdat」

一樣發行嗎
16
？在體制下不受國家或者政黨

控制的之任何獨立組織及機構(權力駐集點)

有多少比例得到倖存或者是新近被成立？ 

這個極權主義體制是國內的或者來自外

國的，還是兩者如何結合？政權最初是由外

國幫助之下建立的嗎？或者外國現在還在支

持它嗎？體制最初如何發展︰它是由軍事政

變、游擊戰爭、外國侵略、逐漸演化開始的

嗎？還是以另一種方式？目前的行政管理

者、官僚、國家公務員、警察、及軍隊有多

少比例效忠體制或對他們現在的處境感到滿

意？

16 俄羅斯對非法複印及流傳的手稿與出版物的使用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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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存在重要的團體或機構，例如勞工、宗

教、文化及類似的團體等等，目前或未來有

可能反對這個體制嗎？普羅大眾對待整個體

制的態度是什麼？有哪些具體的不滿或者正

面支持的看法，及他們怎樣對未來的看法？

　P.106

需要研究抗爭所衍生的問題

除了透過上述問題可以看出對特別情勢之

背景的理解之外，我們也需要更多有關推翻

極端獨裁政權的非暴力抗爭問題之知識，以

及反對運動可以取得的替代選擇。此處，事

前的研究、分析、及戰略規劃能夠為稍後的

尖銳抗爭提供有用的深入看法。這一些就是

我們能夠研究來幫助事前規劃的問題︰

1.  面對體制對通訊及文學出版與傳播的

控制，如何擴散非暴力抗爭的訊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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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它的理解？地下刊物、基地在外國

的無線電廣播、透過小型計畫的行動

或者突發行動的教學實例，可能扮演

何種角色？

2.  面對有效的政治警察，如何解決非暴

力抗爭的領導問題？地下運動、具有

典範的個人及團體、突發而沒有領導

者的行動、或者匿名或廣播電台的指

示，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3.  面對政治警察、新聞審查及其他控

制，如何規劃行動及反抗運動，並且

在期待完成實現計劃的人們當中傳播

這樣的計畫與教導？地下通訊、突發

的行動、及要加以抵抗之議題類型的

共識，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4.  要如何解決與極端獨裁政權下進行非

暴力行動之動態有關的特別問題？

例如，這些問題可能與缺乏公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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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權、及使用大眾通訊設備的管道有

關。其他問題可能與體制的強烈意識

形態有關係︰這顯示嘗試想要轉變那

些領導人與信仰者不是重點，而以動

員增加對反抗運動的支持、或者限制

或切斷統治者權力來源的行動，是一

個更重要的角色。

5.  如何摧毀領導者與政黨的信心，並且

造成廣泛與深度的不滿？如何在適當

的階段把這樣的不滿轉變成對體制撤

銷合作及反抗？

6.  如何以最好的方式處理極權主義意識

形態的問題？對它表示質疑、重新詮

釋它、批評它、或者否認它，是最有

效的嗎？官方的意識形態對個人生活

之意義與方向的影響到什麼程度？用

不同的人生觀提供一個清楚的競爭意

識會更好嗎？還是拒絕那樣做，而鼓



以信心面對獨裁政權　175

勵人們按照他們最喜歡的方式發展多

種觀點與哲學思想？

　P.107

7.  在那些政治情勢之下，反對陣營與抵

抗運動如何進行最有效地組織及運作

︰有相當的開放性，如同1960及1970

年俄羅斯猶太人及公民權利的個案一

樣；還是保留祕密，如同納粹時期許

多抵抗運動的個案一樣？兩個立場真

正的意涵與結果是什麼？這些都可能

比它首度出現的時候更複雜。

8.  在危機的期間及之前，如何為抵抗運

動做出最佳的策略？對時間點與情

況所做不好的決策而讓抵抗運動變

成毫無具體地受到指揮，會有哪些好

處呢？完全不合作的策略要在什麼條

件下加以實踐？應該在什麼特殊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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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點與議題才使用選擇性的不合作策

略？

9.  在極端獨裁政權轉變成為極權主義的

初期，如何防止民眾被孤立分化及防

止社會權力駐集點受到損壞
17
？在已

鞏固了的極權主義體制下，當獨立機

構早就受到損壞的時候，如何在體制

控制之外組織並且強化新的團體與機

構？

10.  在極權主義社會的恐怖氣氛之下，

如何解決抵抗運動所面對的問題？

基於過去經驗與分析結果，在那種

條件下被統治者會擺脫這樣恐懼或

者儘管心存恐懼仍然會以行動挑

戰？在極端恐懼的政治氣氛裡，進

行堅定而外表毫不懼怕的反抗行動

17 參閱「社會力量與政治自由」一書第二章，有對
權力駐集點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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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什麼影響？如何做，為什麼會

這樣？

11.  抵抗者如何承擔嚴厲的鎮壓而能繼

續他們的反抗？鎮壓可能包括監

禁、在集中營勞改、行刑、對未參

與者拷問、用藥物伺候對待、當作

為精神病監禁、控制食物、水以及

燃料的供應、臥底人員挑釁唆使、

及選擇性與大規模的驅逐出境。體

制對非暴力挑戰的其他回應可能讓

抵抗者產生到什麼不同的問題？這

些可能包括︰ (1 )使用更溫和的控

制措施，以避免製造烈士或者避免

造成反對黨的優勢過於誇大，或者

(2)被他們認為對其權威造成嚴重的

威脅者，使用極其嚴厲的鎮壓與恐

怖，以強制重新取得合作、服從及

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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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如何來解決？是否能夠

在需要行動以贏得立即的目標、與

被統治者挑戰與承擔其造成之制裁

的能力之間，達成某種平衡？

　P.108

12.  外部對抗爭運動的幫助－例如，無

線電廣播、走私文件刊物、為流亡

領導人設置總部、以及國際社會對

獨裁政權的經濟與政治不合作－應

該要接受嗎？  它對抗爭運動有利

嗎？還是，外部的幫助將使抵抗者

被貼標籤為外國代理人而傷害到運

動的形象？這樣的幫助可能造成對

外國政治集團或政權的依賴或者是

受到控制嗎？

一個反抗極端獨裁統治的抵抗

運動，在內部鬥爭時如何能夠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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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所有外國的援助，而接受外

部、例如禁運與外交制裁的幫助？

這個立場將會產生什麼問題，並且

它們要如何加以解決？

13.  在一個極權主義體制內，極端的一

致性與互助依存度不成比例地增加

挑戰與抵抗行動的衝擊，讓非常小

型而有限的行動變得重要？還是反

而，這個極端的一致性會把抵抗者

斥之為精神病、反社會人士、或是

外國代理人、以及輕易地將他們自

己從行動中隔離起來？

14.  從非暴力挑戰體制對各種不同之民

眾及不同類型之人員與官員可能會

產生不同回應的事實來看，反對陣

營之戰略與戰術、及運動的整體路

線的內涵是什麼？

例如，對完全投入的執政黨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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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柔性黨員、對政黨沒有真正瞭

解而只是理念的追隨者、不同的社

會階級、人們中各式各樣之宗教、

族群、或者文化社群、軍隊中不同

部門與不同階級的成員、政治警

察的成員、以及權力結構的最高階

層，可能產生的反應都會有所不

同。

15.  面對國家以限制生活必需品作為鎮

壓抵抗者的壓迫工具，如何維持生

活的必需品，例如食品、水、燃

料、以及就業與金錢？

16.  抵抗的策略如何故意地以擴大體制

內已經被確認的固有弱點為目標，

因此如何可以使用體制不容易反擊

的方法，從根本上破壞體制？

　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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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可以將抵抗運動設計造成體制之統

治階層內部衝突、或者擴大既有的

矛盾嗎？這樣的內部衝突對抵抗運

動有幫助嗎？即使抵抗者在當時很

少甚至不會知道這些人，除非它們

造成在人事、政策或是結構上的主

要改變？

18.  如何鼓勵故意的低效率、在執行

勤務時鬆弛職責、及或許最後造

成體制內的官員、官僚、行政管理

者、警察與士兵的叛變？這些可能

性有什麼不同的效應會受到消極的

態度、粗暴的行動及非暴力行動的

影響？要如何讓提供訊息到指揮中

心、傳達命令給下級人員、執行政

策與指示、甚至進行鎮壓的措施遭

到失敗與拒絕，而且發展到足夠的

規模俾對獨裁統治造成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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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希望學習如何摧毀極端獨裁政

權，包括極權主義體制，這18個問題說明了

許多我們必須探討的實際問題。要找到解決

極端獨裁政權的方法、並且探討反對它們之

非暴力抗爭潛能的努力，必須建立在對涉及

之廣泛且嚴肅之問題有充分瞭解的基礎上。

不過，如果必要的研究與分析可以進行到一

個充分的規模及必要的品質，我們就能夠獲

得可以讓人們籌劃有效的非暴力抗爭策略，

以抵抗並且摧毀極端獨裁政權之知識。

運用知識追求自由

維續與活化政治民主必須經由我們花費仔

細考慮的措施來充實它，並且對限縮及危害

的發展與勢力做出抵抗因應。這些措施包括

必要之社會與政治情勢基礎的特意耕耘，以

及對民主機構、憲政程序與法律的改進等兩

項。可以改正社會與經濟不公不義的民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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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需要更迫切地加以研究。

　P.110

這是因為公義必須與自由民主緊密地聯結

相扣，而且因為大多數對民主政權的攻擊都

是以公義的名義來啟動。對正在實行民主的

國家，抵抗其內部及外部的獨裁威脅，有必

要發展緊急行動的新措施。

這些方法的發展需要對獨裁政權的本質進

行主要的研究。這項研究應該包括對它們的

控制方法及它們的弱點，以便反對陣營可以

專注在它們易受攻擊的弱點上。這項研究也

應該關注政治暴力以它各種不同之形式及它

對政治體制所產生的衝擊，而且在嚴肅之國

內與國際反對獨裁政權的抗爭及種族大屠殺

裡，要關注於暴力的可能替代方案。

我們必須更了解可能發生種族大屠殺的

條件，及過去破壞它並且戰勝它的努力。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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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自由的生存能力、活化的民主結構與程

序的可行選擇方式，及實踐政治民主之必要

條件的基礎情勢，我們需要更多的知識。經

由對攻擊模式及對不同形式之奪權的更多瞭

解，可以強化對獨裁政權攻擊的抵抗能力。

我們也必須注意組織結構的方法，並且為

我們的社會做準備，在未來我們將更能夠避

免獨裁政權的發展、及當我們遇到它們的時

候更有能力應付它們。這些是我們應該檢視

的一些重要而長期政策問題︰

1.  我們應該如何建構我們的社會、經

濟、及政治機構，以促進一個自由與

民主的體制，並且讓任何內部或者外

部的獨裁政權變成非常困難或者不可

能。

2.  我們應該如何組織人們抵抗的能力，

使他們有能力可以戰勝可能發生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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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篡奪與外國統治。

3.  我們應該如何－在沒有危險的內部政

治暴力或者國際戰爭－幫助世界其他

部分的人民，使他們有能力捍衛他們

的獨立及維護或完成民主政治體制與

社會正義、而不需要我們替他們去

做、不需要我們支配或者操縱他們。

4.  人們應該如何採取內部行動以有效地

破壞既有的獨裁政權－就像反對運動

集中在獨裁政權先天固有的弱點、擴

大它內部的問題、或者製造體制內的

不滿，而不是使用讓政權更加團結並

且喚醒讓人民更支持它的方法。

　P.111

5.  我們如何發展現代軍事抗爭的替代方

案，以提供有效而可以自力更生的防

衛，甚至是為了更小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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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們如何發展改進社會、提升公義、

及不用獨裁方式而更能公平地授予權

力給人民的方法。

這樣的探討與政策研究可能揭露出來一些

死巷，在將來就可以避免重踏覆轍。但是，

這個工作很可能會在基本上提供重要的新政

治選擇方案，它能夠有助於政治民主的活

化、發展預防獨裁統治的計畫、及為憲政與

國家的防衛制訂新而更有效的政策。

我們不僅必須要為自由與公義的基本政治

原則重新付出；面對現代獨裁政權的危險，

我們也必須要去發現並且發展行動的政策與

方法，可以讓這些原則存續下去、可以加以

實現，及在理論上與實務上重新獲得活化。

這將讓我們更有信心面對不論內部或者外來

的獨裁政權威脅，我們能夠挺得住它們的攻

擊，並且戰勝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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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61

南非抵抗運動的戰略性問題

如何以最小的傷亡與造成得到解放之人民

的最大長期利益，而能有效地根除壓迫，這

個問題仍然沒有一個適當的解決辦法。南非

的人民已經對這個解決方案期待很久了。雖

然這一章是發表於1963年之4篇文章經過編

輯的大綱，只有增加了少數的修改與補充，

其重點是在1980年—這些文章在撰寫之後17

年仍然還是相關的，儘管可以看到政府靈活

性有某些非常有限的新跡象。 

無論南非的衝突可能是以何種方式最終獲

得解決，許多世界各地的人民將繼續會在許

多年中面對這個如何根除壓迫的普遍問題。

需要什麼來根除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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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會希望這一章可以提出問題，而且向那

些對終結壓迫之必要問題仍在尋找更充分之

解答的人民建議一些可以思考的可能方向。

　P.162

南非的這種情況現在還是一個艱難的困

境。受到「反對派」聯合黨
1
支持的政府，

多年來一直對大多數之非歐裔民眾增加其獨

裁統治。每個變革的手段都已經受到阻塞

了。洪水正在迅速上升。對南非來說，是沒

有出路的，它並不涉及嚴重的苦難與流血。

如果不採取任何措施，這個情況將進一步惡

化，而且人民受到不斷的痛苦與政府的暴力

1 聯合黨由於內部紛爭的結果於  1 9 7 7年跨台。出
現了兩個新的政黨：新共和黨(New Republic Party)與南
非黨(South African Party)。其他一些有限的黨員加入進
步改革黨(Progressive Reform Party)，它之後改名為進步
聯邦黨(Progressive Federal Party)，現在是該國的第二大
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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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增加，最終導致一個可怕的爆炸。無論

是使用非暴力或暴力的抵抗手段，將對非歐

裔人民產生巨大的痛苦。任何人以會造成苦

難的理由採取反對行動，對這個情況就是深

刻的無知。這個問題是如何採取有效行動來

改變這個情況，而且這個苦難是否能夠有助

於實現一個自由的、有人性的社會。

本章希望對瞭解這個問題有所幫助，從

而可以找到其解決方案的一些先機。我的目

標，因此不是去「判斷」或是「譴責」或

「指示」，而是對一般謀求解決辦法的努力

貢獻一些想法，南非的問題是一個全人類的

問題。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從南非的經驗學到

很多的經驗。

在尋求行動的一種做法時，我們必須接受

一個事實，無論做了什麼，總會有一個核心

的非洲人(Afrikaners)絕對不會同意自願性地

廢除種族隔離制度。我們也必須接受，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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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裔南非人是如此投入他們的權力與財富地

位，以至於他們將繼續會對每一個挑戰以任

何方式作出反應，而且越來越沒有彈性。因

此，我們必須預期他們會採取嚴厲的鎮壓來

回應，而且要廢除種族隔離與歐洲的統治只

有在一場漫長的抗爭之後才會實現。

　P.163

單純地對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加以道德化是

不夠的。有必要有一個行動的過程。除了在

特定情況下之行動的具體方法，我們必須重

視抗爭特殊階段中運作的戰術，而且要重視

指導抗爭過程的整體戰略。

思考整體戰略的一些問題應該包括三個方

面：

1.  如何達到最大的力量及抗爭中非歐裔

之主要非洲人的參與度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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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將一些歐洲人從支持南非白人國

民黨與歐洲人的統治中分割出來，並

將他們以行動支持非歐裔南非人？
2

3.  如何將最大的國際壓力施加給南非政

府，使它朝向與整體南非人民自決及

其未來的發展可以相容的改變？

有兩種主要的抗爭技術，非歐裔的南非人

可以應用：某種形式的革命暴力，或沒有暴

力之大規模的不合作與反抗—這是非暴力的

2 雖然這是時間已久的慣例，指有歐洲血統的人稱為「白
人」及非洲後裔為「黑人」，但是我是反對的。這些用

語本身就是一個種族主義社會的產品，讓它成為無可避

免，我們看不到實際的顏色變化是無窮層次－這使得一

分為二的種族主義非常困難－而是兩個明顯區隔的群

體。這使得種族主義及其做法，在偏見、歧視、奴役、

隔離與種族隔離是可以想像的，因此而成為有可能的。

在我們文字後面之真實世界的觀點在的錯誤的偏見、歪

曲的事實時，往往造成嚴重的後果，而且是災難性做法

的前兆。

 所謂「非歐裔」是統一運動所採用來指非洲人、開普有

色人(Cape Colored people)、印度人與其他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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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暴力的方式可能會遵循阿爾及利亞抗

爭的一般模式，它是恐怖游擊戰爭的一個類

型。但並不存在著一個非暴力替代方案的精

確模式，雖然在南非之內與之外可以獲得一

些經驗與思維。

暴力之功效的再思考

鐘擺已經擺盪到對暴力的激烈喜好。「現

在從各方面都有一個暴力是無可避免之奇幻

式的接受度」，科恩利格姆(Cohn Legum)在

「觀察員報」(The Observer)中這樣寫道。

「對 [非洲國家]會議之非暴力抗爭方法(如

拉瑟利酋長Chief Luthuli所體現的)的長期支

持已經過去了。現在所有的談話都是暴力的

戰術，不再關心它的相關性
3
。」痛苦、挫

折與無助感已經累積到一個猛烈之爆炸幾乎

3 觀察家報(倫敦)，1963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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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避免的程度。要取得重大勝利之非暴

力行動的過去失敗，導致它受到拒絕。政府

企圖為防止所有形式之抗議，而祭出必須反

擊的措施，以使人民有所了解。

　P.164

儘管廣泛普遍的傳言，世界對非歐裔呼籲

向南非白人政府實施經濟抵制及政治、外交

與文化上加以排斥的反應一直少得可憐，以

至於非歐裔非洲人自然會對這個手段的潛力

感到幻滅。儘管擺出一些姿勢，世界上的非

暴力運動一直無法提供任何主要援助，無論

它的形式是帶領國際抵制或者提供抵抗運動

之問題有用的資訊與分析，或(在有需要的

地方)促進思考有效非暴力抗爭中嚴重之戰

略與戰術問題的諮詢。

雖然它們顯然是不充足的，非歐裔的非洲

人已經在應用非暴力抗爭上做出重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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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犧牲。沒有人會否認，如果大家相信有一

個和平的方式可以擺脫困境，他們一定會選

擇它。

雖然如此，暴力方式之拯救方法的理論已

經獲得了這樣一個結論，除非是基於戰略性

的理由挑戰暴力的充分性，以及除非非暴力

行動的某些素質已經做過研究，恐怕無法對

取代暴力行動過程之替代方案進行一個公平

的思考。這個對暴力與非暴力行動之優點與

缺點的思考往往是很困難的，因為對革命問

題的理智分析感到不耐煩，而且因為對非暴

力手段之延伸說法所傾洩之通盤化及道德化

的論述找到合理的厭惡。

抵抗運動「不」接受必須依靠以暴力來獲

得勝利之必然性是有重要原因的。在暴力行

動中發洩仇恨的情緒是不夠的，任何超過它

多一些都是以非暴力行動反抗政府之人民

自我尊重的成長。還必須考慮到所建議之



需要什麼來根除壓迫？　195

行動過程的方式，這將有助於這個運動的

成功。

　P.165

承認在未來之抗爭中以非暴力抵抗有困難

與危險，以及承認過去非暴力運動的不足，

本身並不是贊成採用暴力的一個論點。這也

必須要考慮在未來抗爭中以游擊戰爭與恐怖

主義方式所帶來的困難與危險，而且也必須

考慮可能出現新類型之非暴力抗爭的困難與

危險。如果要對替代方案進行一個負責任的

思考，它必須包括每一個抗爭技術之優勢與

缺點的比較，並且考慮每一個缺點是否可以

加以克服，或者以其他的因素加以制衡。很

少有證據顯示這個正在發生。科林利格姆

(Colin Legum)寫道：「對老辦法的療效喪失

信心並不總是隨著帶來一個務實的評估機

會，證明暴力可能同樣是不會成功的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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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非，選擇以暴力的方式進行抗爭涉及

這麼多的困難與風險，現在思考它的有效性

是值得的，還可以同時探討是否可以發展比

過去方法更有效之非暴力的抗爭手段。既然

軍事優勢並不能保證勝利 — 特別是游擊戰

爭 — 還是很重要地要指出，南非政府擁有

巨大的軍事優勢，超越所有非歐裔南非人想

要集結的，除非廣泛而且高度危險的國際介

入干預。
4

事實上，非歐裔非洲人的訴諸暴力在許

多方面都對南非政府都是「有利的」。這提

供了極為苛刻之鎮壓的藉口，它可能造成非

洲人、開普有色人、印度人與其他亞洲人之

間進一步士氣的敗壞。有人建議，至少有一

個實例，在1952年年底公民不服從的反抗運

動中政府可能已經使用「奸細」蓄意挑起暴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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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1952年10月18日與11月9日期間的暴動

－在運動的高峰期－導致 6名歐洲人與33名

非洲人的喪生。這極大地幫助了歐洲人對非

暴力運動與在肯亞的暴力非洲毛毛(African 

Mau Mau)運動視為同一－從而打擊了一些

歐洲人對非暴力運動的同情。

　P.166

這次暴動還幫助擊碎了非歐裔非洲人之間

的反抗精神。例如，在1952年10月有 2354

名志願者反抗藐視種族隔離的法律，而在11

月和12月兩個月合併只有280人這樣做。這

個暴力不是造成運動崩潰的唯一因素。(對

判決嚴重程度之增加的恐懼是重要的，有一

些人提議運動的內部有共產黨員在活動。)

然而，里歐庫珀(Leo Kuper)在他對這個運動

的研究中說，「這些暴動顯然發生了決定性

的作用。」它們還「提供機會讓政府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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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性、並且採取一些合理化措施的廣泛權

力
5
。」

1960年3月21日在沙佩維爾(Sharpeville)打

死了非洲人之示威者通常被引用來做為放棄

非暴力行動的合理化理由。不過，這種觀點

是基於對非暴力行動之動力學的缺乏了解。

(大家普遍不再記得，在沙佩維爾開槍是在

一些非洲人違反了非暴力之紀律、對警察投

擲石塊之後才發生，而且這個事件前不久發

生了在凱托山莊Cato Manor的暴動，這可能

使警察更加暴躁不安，而且可能會增加他們

在沙佩維爾的殘暴性)。不過，就正是因為

對和平而手無寸鐵的示威者開槍殺人被認為

是故意的犯行，引起在南非與整個世界這種

深切的感覺與強烈的抗議。如果在一個紀律

5 利奧庫珀 (L e o  K u p e r )，「南非被動式的抵抗」，
(康州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1957年，及倫敦：喬納
森海角，1956年)，第1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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渙散之暴民入侵一個歐洲人住宅區而犯下縱

火與謀殺的情況下，有相同數量的非洲人死

於警察的槍擊，就不會有這種反應。例如，

可以比較一下，在沙佩維爾不到100非洲人

之喪亡引起的關注與抗議，與在阿爾及利亞

之阿爾及利亞人之抗爭中不只幾百名非洲人

的死亡所受到的冷漠不關心。

在沙佩維爾的謀殺向那些尚未意識到的人

們揭露出，南非政府及其政策之真正本質。

緊接著在這之後，就有相當大之國際支持的

抵制方案。在挪威，沙佩維爾事件之後全國

各地的旗幟都以降半旗的方式懸掛。這是

它衝擊的一個象徵 —如果南非政府可以展

示，那些被射殺的人士是恐怖分子，而不是

勇敢的非暴力示威者，這個衝擊將會大大地

減少。例如對波科(Poqo)恐怖分子的處決就

只得到相對比較小的反應成為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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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67

非暴力抗爭的成本與效應

在非暴力抵抗運動之倡導者與反對者之

中，對它的本質中普遍存在著有一些非常幼

稚天真的概念。如果一個政權的對手進行非

暴力的抗爭、這個壓迫的政權也會是非暴力

的，而且會悄悄地默許，這是不正確的。只

因為是非暴力，就可以免受苦難與犧牲，它

是不正確的。如果對手以殘暴而暴力鎮壓做

出反應時，抗爭就已經輸了，而這個運動就

被打敗了，它是不正確的。非暴力的方法是

一個輕易的方法，這是不正確的。

恰恰相反的。我們必須預期，如果非歐裔

非洲人不是以激烈的手段而是以非暴力的方

式進行抵抗，還是會有苦難與死亡。這部分

是正在受到攻擊之社會與政治體制之暴力性

的後果。而暴力鎮壓是對非暴力行動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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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敬畏，以及承認它是對這個體制繼續存在

所構成之威脅的一部分。

在對手加強他壓迫的時候，抵抗者必須

表現出極大的勇氣，不僅要繼續而且要增加

他們的抵抗。在南非這種情況並不總是會發

生。儘管在鎮壓之下，堅持的意願就會產生

政治柔道的力量。也就是說，政府原本應該

更大的權力會變成是沒有效力的，並且反過

來而對它自己不利。當這個體制被認為是依

靠、並且願意對非暴力之人類使用赤裸的、

野蠻的暴力，對非暴力人民的鎮壓往往會疏

遠對政府的同情與支持 — 在那些可能加入

抵抗運動者、政府的一貫支持者、與全世界

之間。這可能會導致增加更多的人堅決地抵

抗這種體制。這也可能導致政府內部陣營的

分歧。如果給定一個足夠的人數成長，勇敢

反抗的抵抗者的群聚性可能到了一個進階的

階段，就會變得如此龐大甚至足以使鎮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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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都無法動員。

因此，這個改變的成本可能是可怕的，

但不會比發生暴力事件更糟糕。這就指出，

雖然在非暴力抵抗運動中有嚴重的苦難，但

這是遠遠低於暴力的抵抗運動。在涉及的人

數比例中、在印度的非暴力抗爭中比肯亞的

毛毛運動有更少的人死亡—兩者都是發動反

對英國統治的抗爭。我們手中有俄羅斯監獄

裡主要發生在1953年之一系列罷工的一些訊

息顯示，當罷工主要是以非暴力方式來進行

的時候，傷亡人數遠遠低於在大量的暴力事

件所發生的。同樣的，在印度自己的運動之

中，哪些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暴力的事件中

會比有重大暴力之事件中有更少的傷害與死

亡。在印度爭取整體之獨立的抗爭中，大概

不會超過 8000人的死亡是直接地或間接地

在這麼長時間之抗爭過程受到槍擊與其他傷

害造成的。在阿爾及利亞的巨大傷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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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高達一百萬人— 對人口不超過印度一

小部分之一千萬的國家來說，是相當驚人。

這不是指控法國人比英國人更野蠻所可以解

釋的。

　P.168

暴力反抗的成本可能要大大高於非暴力的

反抗。對非暴力行動(只根據南非的經驗)之

改革「預期的」緩慢性感到不耐煩、不應該

讓人對暴力抗爭的長時間視而不見。當使用

暴力手段的時候也會發生失敗與僵局，而且

有時候非暴力的手段運作得更快速。暴力與

非暴力抗爭的技術兩者都需要犧牲與時間來

運作。在某些情況下，這個技術可能會比另

外一個技術有點更快。但是即使如此，必須

考慮其他重要的因素，諸如可能涉及的傷亡

人數以及抗爭後將產生之社會的形式。

南非的抗爭是一場要擺脫暴政、實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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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動。因此非常重要的，採用的這個抗爭

技術是否有可能做到這一點，或者充其量，

它可能會驅逐了一個少數的統治卻只換成了

另外一個。暴力抗爭之後會有朝那些控制暴

力之有效手段的手中權力集中的趨向—通常

是軍隊與警察。此時的民眾是解除武裝的、

而且知道沒有其他抗爭的手段，當面臨統治

者暴力鎮壓等手段的時候是相對無助的。

　P.169

單純地破壞暴政的一種形式本身並不會

帶來自由。這需要進一步的權力分散而不是

權力的集中。單純地破壞歐洲人在南非的統

治而沒有將權力分散給人民與他們組織與機

構，將意味著至少有同樣大的權力將集中於

政府的手中，就像現在的情況。它可能更會

是這樣，因為在新解放的國家總是對權力的

集中有不斷的壓力。這是嚴重的，因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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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驗中知道一個抵抗運動的領導者往往不

會在勝利後留任當統治者，而且往往是一個

黨、甚至是一個人會佔有主導地位。即使這

個情況並不立即發展成為極端的形式，這個

對最克制、仁慈之統治者手中的權力集中使

暴政形式成為可能，如果發生軍事政變篡奪

了一個暴君更是強加一個特別徹底而完整的

暴政形式。

相對之下，非暴力抗爭趨向於將權力分散

於整體民眾之中。抗爭的過程本身取決於自

願性之民眾的廣泛支持與參與。在抗爭圓滿

結束之後，軍事指揮官手中的權力集中(它

可以用來支持新的獨裁政權)不會發生，而

且民眾在有效的抗爭手段中受到訓練，可以

維持與擴大它的自由以對抗新的篡奪者。這

些考慮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個人是真正關

心實現自由，而不是單純地只是用一個暴政

取代另外一個。為了達到政治目的之暴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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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性後果，應該會督促我們尋求其他非暴

力的解答，即使是最困難的問題。

不適當的非暴力抗爭

這些對暴力的批評決不暗示著，在南非的

非暴力運動已經是適當的。首先，它從來不

會是適當的。這就是，無作為、不抵抗、以

及沒有暴力絕對不等同於非暴力的行動。

南非的印度少數民族在聖雄甘地的領導之

下於1906年與1914年之間，使用非暴力行動

取得了對他們處境很大的改善。不過，一直

到1946年以前非暴力的行動沒有在南非再次

以相同的規模受到使用來對抗隔離與歧視，

再次讓印度人從「貧民窟法案」獲得救濟。

自此之後，有許多非洲人的巴士抵制(有一

些是成功的)、1932年的抗命運動(其中有超

過 8,500名非歐裔非洲人因公民不服從種族

隔離法而被監禁)、泛非洲主義者反抗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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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通行證的法律而累積在沙佩維爾，並且

試圖組織廣泛的罷工(這顯然比政府當時承

認的更為成功─例如，1961年為期3天的總

罷工)。還有其他類似的行動。但是很顯然

的，非暴力的行動是零星的，並且有長時間

無所作為。這通常被認為有一些非常可以理

解與必要的理由。但是，當這段不採取行動

的期間是必要的情況，這種必要性是因為抵

抗運動與非歐裔非洲人民的薄弱所產生的。

(想像一支軍隊，在戰爭中在幾個星期或幾

個月的期間只有零星而小規模的戰鬥，或隔

幾個月或幾年才有重大的戰役！)

　P.170

不過，即使在南非的這種情況下，不採取

行動有時候往往不是趨向於加強而是更嚴厲

地削弱下屬。「相信只要單純地拋棄暴力就

可以有所進展的信念是錯誤的」。如果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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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在南非的情況下只是零星地採取非暴力

的行動，它不會取得重大成果，除非下屬得

到相當的強化，而且他們的組織在「沉默」

的時期有所成長。

如果參與者與民眾不願意付出抵抗的代

價，一場非暴力的抗爭也不會獲得成功。這

一點與暴力抗爭的情況是非常類似的。如果

在舊型的戰爭中，步兵在敵人的猛烈炮火下

已經崩潰，這個陣線不能取勝。在這種情況

下的缺陷並不是與戰爭本身相關，而是部隊

發動戰爭的能力。同樣地在非暴力抗爭中，

當對手採用鎮壓而且增強鎮壓的時候，要有

機會可以獲得勝利、非暴力的行動者必須有

力量堅持而且為了他們的反抗而承受更大的

懲罰。如果他們缺乏足夠的力量來這樣做，

這個過錯不在於技術，而在於行動者他們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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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71

因此在1952年，當政府對公民不服從而實

行嚴厲之懲罰的時候，不增加反抗是一個嚴

重的戰術錯誤。也不應該讓泛非洲主義者在

1960年政府要因應他們的反抗而宣布進入緊

急狀態的時候感到驚訝。在這樣一個時刻的

撤退讓政府重新獲得主動權，而且使恐懼與

順從的氣氛在非歐裔非洲人之中再次變成很

明顯。然而，在過去的非暴力運動存在著另

一個弱點。這些聰明的手段之一，政府經常

採用它們來處理非暴力行動，以從政治抗爭

中驅逐非歐裔的領導者而不會讓他們成為烈

士、以及不會受到監禁而成為靈感的來源。

例如，一個人在「抑制共產主義法案」

之下可能會被「點名」與「凍結」，從而禁

止維持或刪除特定政治組織的成員，禁止他

們行使領導，或禁止參加政治集會。全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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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導者有時候受到該項法案的審判，裁定

有罪，判處幾年的徒刑，「假如他們不會再

犯這個法案的罪行」則受到暫時緩刑。根據

暴動的集會與刑法修正條例，一個人可以被

流放到遠離他或她的住家、工作與活動的地

區。對非歐裔非洲人來說，替代的方案就是

多年的監禁。這個替代方案對個人來說是嚴

厲的，但是與接受退出政治活動、甚至流放

的政治後果也是一樣嚴厲。

這些領導人選擇接受這些限制的客觀結

果之一，而不是拒絕遵守而去監獄被關，就

是設立了傷害未來運動的例子。種族隔離

的普通對手是不太可能比領導者被看作是

受苦而冒著更大懲罰的風險。然而，願意

接受監禁與其他痛苦是要求改變的一個主

要必要條件。值得注意的是，羅伯特索布奎

(Robert Sobukwe)，他創立了泛非主義者議

會，選擇了成為第一個為公民不服從而到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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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被關
6
。另一方面，艾伯特拉瑟利(Albert 

Luthuli)在他的自傳中暗示，他有意遵守這

個禁令直到它到1964年5月過期為止(雖然它

在這個情況下是值得懷疑的，他將被允許恢

復政治活動)7。政府從而取得了來自囚禁非

6 羅伯特索布奎(Robert  Sobukwe， l924 -  1978)在黑
爾堡大學(Fort Hare University)就學期間擔任非洲國民議
會青年部的秘書長。他於1958年離開非洲國民議會而且
成立了泛非主義者議會(Pan-Africanist Congress)，目的
是進行更激進之非暴力反對種族隔離的抗爭、而避免受

到他認為在非洲國民議會內部之共產黨的影響。在他的

領導下，PAC於1959年與1960年組織大規模的非暴力示
威與公民不服從以對抗通行證的法律。他深信，暴力抵

抗是自殺式的、而戰鬥式的非暴力抗爭才是有效的替代

方案。

 索布奎於1960年3月21日以煽動的理由遭到逮捕。他被
判處 3年監禁，進一步拘留了6年，然後在1969年中受到
釋放，被送往金伯利(Kimberly)。他在長期臥病之後死
於1978年2月27日。

 他被認為是一個溫和、謙遜、智足多謀力的人，一個偉

大的非洲民族主義者。索布奎被錯誤地指控是一個種族

主義者。他催促非洲人要雙腳站起來，並且往前期待著

一個不同顏色之人們可以平等生活在一起的南非。

7 艾伯特拉瑟利 (A l b e r t  L u t h u l i，1 8 9 8？ - 1 9 6 7 )於
1936年當選為首席翁沃題特別保留區(Unvoti Mission 
Reserve)的酋長，之後擔任非洲教師協會的秘書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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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裔的領導者，而不會產生任何缺點的優

點。

所有這些與其他的影響往往傾向於減少非

暴力抵抗運動的戰鬥力與活動。然而在這種

情況下，如果沒有有力的非暴力抵抗與反抗

蔑視，就沒有足夠強大的運動可以做為真正

希望的源泉(如果不是主要的即時勝利)，那

會長。於1952年在反對種族隔離之反抗運動(Defiance 
Campaign)的期間，他是非洲國民議會的主席。當他拒
絕在那一年辭去ANC的職位時，政府剝奪他的酋長職
權。

 拉瑟利是在1956年為反對種族隔離而被拘捕之155人之
中的一個，但是經過長期叛國罪的審判之後被釋放。根

據抑制共產主義法案(Suppression of Communism Act)他
被限制在斯坦傑(Stanger)附近他家周圍的地區，大約杜
爾班(Durban)北邊 30英里的地方。在1960年3月，在泛
非洲主義者已經啟動針對通行證法律的反抗之後，拉瑟

利燒掉他在培拉耶托利亞(Praetoria)的通行證，並敦促
所有非洲人也這樣做。南非政府在1961年允許他前往挪
威奧斯陸領取諾貝爾和平獎，但是之後拉瑟利被禁止離

開他的國家。在已經被放逐之下，他被禁止發表演講與

出席公開會議。他的言論被禁止在南非出版。他的自傳

「讓我的人民得到解脫」在該國受到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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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就幾乎可以肯定，在絕望之中就會發生暴

力的轉向。

　P.172

主要的任務：強化受壓迫者

南非政府就像每一個政府、無論多麼民

主或如何殘暴—都是將它的繼續存在取決於

它之被統治者繼續與它合作並且屈服於它的

意願。這種合作與屈服可能會有各種不同的

形式，例如幫助運作經濟體系、擔任政府僱

員、以及單純地對這個政權之法律與命令的

服從。

這種同意有時候可能是「自由」的，基

於對政權的支持或被動地對它的屈服。在其

他的時候，它可能是「被迫」的 －這就是

說，默許可能會產生，因為如果他們拒絕合

作，人們害怕會受到強加給他們的監禁或其

他制裁。但即使是「被迫同意」反映了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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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選擇屈服以避免刑罰是比選擇反抗而

承受苦難來得好。在這兩種情況下，任何政

權的繼續存在就是它的結果，而不是那些直

接控制國家機器之這些個人與團體的單純願

望與決心，但卻是整體人民的屈服與合作。

反抗蔑視的成本可能會有所不同。在某些情

況下，如南非，它可能是令人可怕的高。人

民可以撤回其同意的能力也會有所不同，它

取決於他們的決心、力量、以及為改變而支

付代價的意願。

因此，改變現有政府或實現革命的問題絕

不是單純地對現有統治者與他們接近之代理

人的攻擊。

因此，同時為了維續現行的體制以及為了

產生改變的主要責任，就會落在大部分的民

眾身上，如果沒有他們的屈服與合作，這個

政權—在強行找回合作的流血企圖之後—將

會崩潰。在南非造成的改變因此取決於非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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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主要是非洲人之力量的增加。

　P.173

因此，改變還是可以實現的，即使目前的

統治者從來不相信它是可以期待的。主要的

工作就是強化人民。他們要粉碎這個體制的

決心必須增加。他們組織的力量與團結的及

自發的行動能力，必須加以改進。儘管有壓

迫，他們堅持反抗的意願必須得到加強。

因此在任何政治社會中，真正的自由或專

制的條件主要是反映整體人民過去與現在的

優點與缺點。如果人民現在是虛弱而且恐懼

的、不能夠或不願意為撤回它們的同意而付

出苦難的代價，那麼就不會實現真正的與持

久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別人給與的，而

是爭取獲得的，因此即使面臨新的攻擊，它

是可以加以捍衛與擴展的。

因此，這些 — 包括重要的非歐裔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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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期待「單獨」要依靠外部之介入干

預而解放南非的人是企圖閃繞過最重要的一

個革命性問題，而且企圖找到一條不存在的

捷徑來實現自由。即使目前在外部的介入干

預之下，南非白人國民黨政府已經被廢除

了，從而終結了歐洲人的統治，但這並不一

定會帶來南非壓迫的結束。如果在這一個過

程中全體人民沒有得到強化、而他們爭取與

捍衛自己自由的能力沒有增加，如果在他們

之中沒有出現權力的有效分散，如果他們控

制自己之統治者的能力沒有增加，那麼隨後

的政府 — 無論是什麼顏色 — 將至少與它所

取代的政府一樣是暴虐的。如果依靠外部援

助來終結一個體制，人民屆時仍然還是沒有

能力來實現真正的自由。

恐怖主義與游擊戰運動時常可以在相當

程度上瞭解撤銷對政府的合作與同意的重要

性。這可以幫忙解釋為什麼時常恐怖行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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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針對我們可能預期的「敵人」，而主要地

針對我們自己的民眾，以強迫他們加入抵抗

運動。(已經有跡象顯示南非已經這樣在進

行。)因此，它是強迫人民要自由的企圖、

是要實現不可能的企圖。即使在政治上摧毀

了現有的政府，從而產生這樣之社會與這樣

之解放的價值是高度令人懷疑的。

　P.174

有證據顯示，非暴力的行動可以大大地幫

助提高受壓迫人民的力量。聖雄甘地始終認

為，他在印度領導之非暴力抗爭的主要目的

不是要攻擊英國人，在這個情況下英國人是

一個重要的因素，但是次要的因素，而是要

加強印度人的決心、自主性、以及抵抗的能

力。它們是最重要的因素。

這種現象也展示於1952年在南非的反抗

運動(Defiance Campaign)，在此期間，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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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成員

從 7000名竄升到10萬名。成員的人數不是

力量增加的唯一標準，但是它是非暴力行

動有助於抵抗能力與組織性力量之提升的跡

象。同樣地，在印度的印度國民議會(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在甘地的計劃之下從一小

撮人每年通過決議，轉型成為大規模的戰鬥

組織有能力足以撼動強大的大英帝國。

有助於增強人民抵抗能力的因素之中，可

以：

 �增加自我的尊重；

 �強化他們之機構與團結行動的能力；

 �傳播使用非暴力抗爭的知識，以及如

何組織集體行動；

 �察覺在困難的情況下其他人在其他地

方已經完成的事；

 �人民當中反抗暴政之一些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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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以鼓舞別人，而且可以傳染；

 �一個富有想像力而被大家接受的領導

者以激發這個情況；

 �一個新的觀念(或是對舊觀念的新見

解)，可以突然間帶給人民新的信心，

尤其是當它與他們能做些什麼來幫助

解決這個問題有關的時候；

 �未規劃的行動，打破遵從的符咒，同

時動員別人加入行動；

 �以及參與小規模的非暴力行動：這本

身可以有助於提高一個人有能力改變

這種情況的信心，特別是如果能夠贏

得小型有限的目標。

通常 — 雖然並不經常是 — 當人們開始行

動的時候，這些品質包括勇敢、願意為他人

服務、以及關注它們身邊之社會與政治的弊

端，就會在他們當中成長。另外，他們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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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常常可以幫助別人學習取得這些品質。這

個與其他非暴力行動的結果，將有助於改善

整個社會追求自由的能力。

　P.175

它曾經被論述過，例如帕特里克鄧肯

(Patrick Duncan)，由於南非政府已經讓非歐

裔非洲人要產生改變之所有一切傳統政治的

努力都成為不合法的，並且禁止使用非暴力

行動來改變種族隔離，因此暴力現在就有了

正當的理由。不過，這是非常膚淺地推理而

做出結論說，因為非暴力的行動已被列為不

合法，現在應該要使用暴力。暴力抵抗同樣

是非法的，而且這個論點並沒有提到有效性

之必要的實際內容。

政府增加的鎮壓現在使組織非暴力的抵

抗—尤其是公開的—比它在1952年的時候更

加困難。但是組織暴力的抵抗也不會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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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這是正確的，非暴力的抵抗運動通常是

公開而最有效地組織運動。不過，在一場暴

力的運動中，特勤人員與線民的存在讓秘密

無法完全發揮效果。同時，雖然我們應該牢

記所涉入的危險，但是非暴力抵抗運動是秘

密而有效地進行組織、而公開地實行 — 正

如同許多在納粹佔領下挪威的抵抗運動。除

此之外，並不是所有的非暴力抵抗都必須提

前組織才會有效。有時候，高度有效的抵抗

運動是相當自然突發的。在其他時候，由極

少數人計劃與啟動的行動可能會打擊到一條

有反應的心弦，而他們的例子隨後可能就會

有大批民眾跟進。

達成改變之戰略的因素

現在要為南非的抗爭做出睿智的戰略與

戰術是一件高度艱鉅的工作，然而很重要的

是，要認真地努力來做這件事。只有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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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取代恐怖主義與游擊戰爭以及軍事入侵

之嚴肅的替代方案，才能獲得一個鄭重的重

視。不幸的是，我們並不擁有發展睿智戰略

所應該要有的知識，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在於

缺乏興趣、以及沒有資源來進行可以擴充我

們知識的那種研究與分析。

在制定這個戰略時，至少必須詳細考慮五

個主要的任務：

　P.176

1.  研究南非的現狀、剛性與彈性的跡

象、長處與短處、以及特別是各種不

同可能妨礙或援助抵抗之團體的條件

與潛力，特別是：

(a)政府；

(b) 歐洲對這個政府的反對與潛在的反

對；

(c)非歐裔活躍份子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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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潛在之非歐裔非洲人的抵抗；

(e)其餘的民眾。

2.  研究非暴力行動的技術、它的權力理

論、方法、動力學、成功的必要條件、

以及可能在其他地方的相關經驗。

3.  降低目前非歐裔非洲人的弱點，這將

增加他們擺脫壓迫的能力。這些特別

包括如下的問題：

(a)如何提高自尊；

(b) 儘管有鎮壓，如何擺脫恐懼與增加

堅持抵抗的意願；

(c) 如何增加知識與能力，做最有效的

抵抗；

(d) 如何獲得對他們有能力改變這種情

況的信心(由小地方贏得勝利，如同

之前已經完成的巴士抵制)；

(e) 以及如何選擇特定的議題(特別是小

型有限的經濟議題)以達到立即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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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4.  將歐裔南非民眾的部門從支持政府中

區隔出來，包括特別是自由主義者、

宗教團體、英語系的少數民族、與工

業家。值得注意的是，1952年的反抗

運動在這個方向上是有效的，導致建

立了自由黨(Liberal Party)與民主議會

(Congress of Democrats)兩個，而且導

致小型有限之宗教性的反對。

5.  激發最大的國際援助，而且可能最有

效地使用它。有幾個具體的方法可以

使國際援助提供到國內的非暴力抵抗

運動。這些建議只是例證性的：

(a) 向南非人民傳達新聞、鼓勵、抵抗

計劃等，例如，以南非境外的廣播

電台、南非境外印製的報紙與其他

書刊以在該國境內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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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77

(b) 針對世界其他地區、提高有關南非

及其抵抗運動情況之宣傳與教育活

動的有效性；

(c) 提供選擇有關非暴力抗爭之特點、

必要條件與替代方案、以及使用這

項技術必須訓練人民之額外方法的

書刊；

(d) 對南非實施更有效的經濟壓力，例

如比沿用至今(由聯合國大會早在

1962年11月建議)更為嚴厲的抵制與

禁運運動；

(e) 施加更有效之外交與文化的壓力，

如打破外交關係(也是由聯合國大會

建議)與拒絕文化合作，除非這涉及

到打破種族隔離的做法；

(f) 切斷提供給南非所有供應的軍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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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更換零件、彈藥(也是由聯合國

大會建議)以及可用於在南非境內製

造它們的補給品；

(g) 撤出所有外國的投資，除非這些產

業願意支付給非歐裔非洲人合理的

工資，而且放棄種族隔離的做法；

以及

(h) 在世界各地應用各種不同類型的非

暴力行動，以及傳統的手段，以實

現這些目標。

自然地，南非境外之人民的主要角色必須

在於倡導與參與這類的國際行動。不過，國

際與國內的行動是相互依賴的，而且在南非

之某些類型的行動比其他類型的行動或不採

取行動、更有可能激發更多的國際援助。

這些措施應該會有很大的幫助(1)增強非

歐裔非洲人抵抗的士氣、決心與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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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削弱政府繼續維持目前之作法的士氣、

決心與能力；以及(3)削弱普遍支持現在政

府與種族隔離之歐裔民眾的意願。

　P.178

這個行動之整體過程的替代方案，無疑地

是某種形式的戰爭，可能涉及長期的恐怖活

動與游擊隊的抗爭、如阿爾及利亞的模式，

或者是重大的國際軍事介入干預，由聯合國

軍隊、全非洲的軍事同盟、或更直接的俄羅

斯或中國的軍事援助。所有這些都是非常危

險的，尤其是在東西方的權力鬥爭可能會涉

入、而且衝突可能演變成核子戰爭。

在此最近的階段，在具有強大之外部援助

的情形下，這個抗爭要轉變成一場國內非暴

力抗爭之有效使用的機率不是很大。不過，

如果這個沒有發生，它會因為是沒有足夠的

膽量、理解、力量、與主動性－而不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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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的行動不可能是有效的，如果是睿智

地與勇敢地加以應用。如果做不到這一點，

南非未來的悲劇可能使南非過去與現在的悲

劇顯得微不足道。不過，還是有希望，並且

有機會。如果能夠把握這些，這個世界可能

會得到一個教訓，如何處理暴政，而且同時

可以建立真正的與持久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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