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政府、政治體系與政體 

 

 

 

 

         「無所作為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 

                           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公民不服從論》(Civic Disobedience, 1849) 

 

 

長久以來，各種不同政體的分類，一直是政治分析的主要焦點之一。此途徑可追溯

至西元前四世紀，當時亞里斯多德首次嘗試以文字描述既有的政體，他使用「民主政治」、

「寡頭政治」和「暴君政治」等辭彙，這些字眼至今依舊經常為人所用。十八世紀以降，

政府型態逐漸被分類為君主政體或共和政體，以及專制政體或憲政政體。到了二十世紀，

政體之間的分類日益清晰。冷戰期間，「三個世界」的政治系統分類法特別受到歡迎，

且營造出國際政治是由民主政治與極權政治之間的鬥爭結果所支配的印象。然而，考量

到現代政治的發展時(如共產主義政權的崩潰、東亞的崛起及伊斯蘭教國家政治問題的浮

現)，上述所有分類似乎已經過時。儘管如此，這些轉變的意涵迄今尚未完全明朗化。有

些人解釋這些轉變代表西方自由主義式民主國家的勝利；不過，另外有人視之為現代世

界在政治上變得更加擴散且分裂的一種證據。 

本章所要探討的重要議題如下： 

 

重要的議題 
政府、政治系統與政體三者之間的差異為何？ 

為何要對政府體制進行分類？ 

政體的分類建立在何種基礎之上，並且應該如何進行分類？ 

現代世界的主要政體有哪些？ 

西方自由主義式民主政治是否席捲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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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政體的傳統分類 

 

 

    在審視政體的傳統分類法之前，我們有必要瞭解什麼

是分類的對象？以及為何要進行這種分類？首先，何謂「政

府」(government)？政府如何有別於「政治系統」(political 

systems)或「政體」(regimes)？政府乃指制定集體性決策的

制度化過程，在此過程中，制訂集體以及具有拘束力的決

策；政府各部門的運作構成本書第四部分所要探討的主

題。另一方面，政治系統(political system)或政體則是個較為

廣義的概念，不僅涵蓋政府和國家制度，而且還包括與更

大社會互動的結構與過程。 

    事實上，政治系統僅是社會體系的次體系。在整個複

雜的「體系」中，各單元體彼此之間是相互關聯的，而「政

治」在這些相互關聯的單元體中，涉及了權力、財富和資

源的社會分配。政體的特徵是能夠有效運作其統治過程，

如同經濟生活的組織一般。因此，政體意指一種「統治的

系統」(system of rule)，即使政府更迭不斷，但政體依舊運

行不墜。至於政府，則可能會隨著選舉的勝敗、王位的繼承

以及政變(coup d’états)而改朝換代。然而，政體則僅可以透過
外部的軍事干涉或某種內部的革命性動亂才會發生變化。 

 

一、政治系統為何要分類？ 

 

    引發對政治系統進行分類的興趣，其來源有二。其一

是分類有助於瞭解政治和政府的運作。和大多數社會科學

一樣，大部分須透過比較的研究途徑來瞭解政治，因為實

驗法通常不適用於政治研究。例如，我們不可能設計一種

實驗法，以測試美國一旦放棄權力分立的原則，在制度上

是否不致於造成政府僵化(government gridlock)的局面；或是

概念的澄清 
 
政府(Government) 

 
就最廣義的意涵來說，所

謂的「統治」(govern)意指

管轄或控制其他人。因

此，政府被視為包括任何

維繫既有規則運作的機

構，其主要的特徵是有權

制定集體的決策，並有能

力貫徹。於是，類似政府

形式的單位幾乎見於所

有社會的機制：家庭、學

校、企業、工會等。然而，

「政府」(government)不同

於「治理」(governance)，

政府常被用來指稱在全國

層次上的正式和制度化

過程，藉以維繫公共秩序

及促進集體的行動。因

此，政府的主要功能兼具

制定法律(立法)、執行法

律(行政)及解釋法律(司

法)等項目。在某些情況

下，狹義的行政部門被指

稱為「政府」，使其相當

於總統制的「行政當局」。 

政治系統(Political system) 
一種政治關係網絡，在此脈

絡之下，政府形成「輸出項」

(outputs, 即政策)以回應一

般大眾的「輸入項」(inputs, 

即要求與支持)。 

政府僵化(Government grid- 
lock) 
由於政府內部各部門的制度

競爭，或嘗試回應來自民間

的各種相互衝突之需求所導

致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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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如果蘇聯早在一個世代以前就已改革成功，共產主義

政權是否會殘存下來。於是，我們尋求比較的途徑，來解

開我們研究事項的疑竇。比較研究法透過闡述一些事項之

間的差異性與相似性，協助我們找出何者是重要且有意義

的資料，否則這些資料可能是一堆事實的雜亂蒐集。在此

過程中，我們同時得以發展出一些理論、假設和概念；並且

在某種程度上，檢視它們的真實性。誠如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指出的：「如果缺乏比較研究法，我們就無法掌

握如何進行下一步」。因此，嘗試將統治的體制進行分類，

無疑是使比較研究的過程，變得較具方法學的根基且更有系

統。 

分類的第二項目的，在於促進評估(evaluation)而非分

析。自亞里斯多德以來，凡是嘗試瞭解政體的學者，經常

想揭開政府的面紗，並進而「改良」政府。換言之，描述

性命題與規範性的判斷有緊密關聯：「是什麼」(what is)的

問題與「應該怎樣」(what should be)的問題相互聯繫。就其

極端的形式而言，這項程序是在尋求「理想的」統治體制，

或甚至追求烏托邦的境界；烏托邦的觀念見諸於柏拉圖的

《理想國》(Republic)、摩爾(More, [1516] 1965)的《烏托邦》

(Utopia，譯者按：中華書局有中譯本)以及克魯泡特金(Kropotkin, 

1912)的《農場、工廠與工作場所》(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就現代政體的分類形式而言，它促成我們就政

治結構與政府形式的內涵，進行質性的判斷。例如，只有

比較研究法才得以使我們去思考以下問題：「蘇聯以及其

他前共產國家的自由民主轉型，是否受到歡迎和鼓舞？」、

「印度是否能放棄聯邦制而改採單一制或允許地方的獨

立？」、「英國是否應該改採『成文』憲法？」。 

然而，所有政治系統的分類皆有其缺點。首先，所有分

析上的設計都有簡單化(simplification)的危險。政體分類皆以

相同的特徵為分類基礎，因此過於重視它們所具備的相似

性，將造成兩者之間的差異性被忽視或扭曲。而且在不同

概念的澄清
 
烏托邦(Utopia)； 
烏托邦主義
(Utopianism) 
 
烏托邦(源自希臘文的

“outopia”, 意指虛無縹緲

之地，或“eutopia”,意指「完

善之地」)是一個真正理

想完美的社會。雖然思想

家建構出各種烏托邦的

型態，但是大部分皆以消

除欲求、化解衝突以及避

免暴力和壓迫為其特

色。烏托邦主義進行政治

理論化的工作，透過建構

一種理想的或完美的選

項，藉以批評現行的秩

序。最佳的範例就是共產

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烏托

邦通常是建立在人類自

我發展具有無限潛力的

假定上。烏托邦主義經常

被當成一種帶有輕蔑意

涵的字眼，意味著不符合

現實或空想的思想，並且

被視為是一種不切實際

且無法達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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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下，我們也無法清楚窺知某一現象的不同涵義。例如，

在西方一般的脈絡下，日本及整個東亞，其「國家」的類

型與重要性，可能迥異於西方所理解的「國家」。因此，

比較分析法經常出現「族群中心論」(ethnocentrism)的危險。

其次，價值的偏袒容易扭曲分類的過程。這種偏袒可見於

我們傾向將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政權歸類為「極權的」，

此隱含著西方自由主義式民主國家在冷戰時期所對抗的敵

人，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所對抗的敵人是一樣的。最

後，政治系統的所有分類皆有淪為以國家為單位的缺點：

這些分類法皆依其所好，將個別的國家視為團結或獨立的

實體。儘管如此，這種研究途徑並非毫無可取之處，但是

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趨勢之下，一般咸認為政體分類的

研究，目前仍有未盡完善之處。 

 

二、傳統的分類 

 

毫無疑問地，影響最深遠的政治系統分類，是西元前第

四世紀由亞里斯多德所提出的分類，該分類以分析當時存

在的一百五十八個希臘城邦為基礎。該政治系統的分類支

配這方面主題的思維，長達二千五百年之久。亞里斯多德

認為政府可根據下列兩項疑問來做分類：「誰來統治？」

(who rules?)及「誰從統治中受益？」(who benefits from 

rule?)。他相信政府可以掌握在單一個人、少部分人或多數

人的手中。然而，政府也可以依據統治者的自我利益或社

群利益行事。於是，亞里斯多德構想出如圖 2.1 所示六種

政體的分類。 

亞里斯多德之目的是想以規範性的角度，來評估不同

形式的政府，藉以分辨出「理想的」憲法。在他的看法中，

暴君政體(tyranny)、寡頭政體(oligarchy)以及暴民政體

(democracy，譯者按：此處翻譯為「暴民政體」較接近亞里斯多德的

原意，且不會與當今民主政治的意涵發生混淆)都是墮落的或是邪 

族群中心論 
(Ethnocentrism) 
從自己所屬文化的立場，將

價值和理論強加諸於其他

團體和個人；因此，族群中

心論帶有偏差或扭曲的意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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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來統治？ 

 一個人 少數人 多數人 

統治者 暴君政體 寡頭政體 暴民政體 

 

 

 
所有人 君主政體 貴族政體 民主政體 

圖 2.1：亞里斯多德六種政體的分類 

 

惡的統治形式，它們分別受到一個人、少數人和多數人的

支配，且依其自身利益行事而罔顧公共利益。相對地，君

主政體(monarchy)、貴族政體(aristocracy)以及民主政體(polity)

則較為人所偏好，因為這些形式的政府雖然分別由一個

人、一小群人和多數人所統治，但是它們卻是在追求所有

人的利益。亞里斯多德認為暴君政體是所有憲政選項中最

為惡劣的形式，因為該政體將公民降為奴隸的身分。在較

佳的三種政體中，君主政體與貴族政體較為不切實

際，因為這兩種政體是在基於神意(God-like willingness)

時，才將對社群良善的追求，置於統治者本身利益之

上。民主政體(由所有人來統治且追求全體人的利益)則被視

為最實際的憲政體制。但是，根據延續至二十世紀的傳統

所顯示的，誠如亞里斯多德曾經指出的批評，他認為建立

在群眾基礎之上的平民政治，由於怨恨昔日統治他們的少數

富有階級，於是非常容易陷入被群眾煽動家(demagogue)支配

的局面。因此，他主張一種「混合的」憲政體制(‘mixed’ 
constitution)，該政體揉合了暴民政治與貴族政治的特質，而

將政府交給「中產階級」(middle class)來治理，中產階級既不

是富人亦非窮人，因此比較能節制。 

亞里斯多德學派的政體分類，後來被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布丹(Jean Bodin, 1530-1596)等思想家進一步發揚

光大。此二學者特別關注主權(sovereignty)原理的探討，他

們將之視為所有政治系統的穩定基石。主權意指「最高且

最終的」權力，這是一種能確保統治行為運行無礙的權力。

概念的澄清
 
專制主義(Absolutism) 

 
專制主義是專制政府的

理論與運作，最常與絕對

君主制相互聯繫。在此意

義之下，政府是「專制

的」，亦即它擁有相當多

的權力；因此，政府的權

力不受外界團體的限

制。然而，專制主義的原

則宣稱享有無限的統治

權利(如神授的權利)，而

不是涉及不可挑戰的權

力運作。專制權力的理性

主義理論，一般激發了以

下的信念：只有在專制的

政府之下，秩序和社會穩

定方能得到保障。不過，

專制主義應該有別於寡

頭政治和獨裁政治。因為

不論是宗教的或理性主

義的專制主義，皆如同其

所揭示的原則：專制主義

沒有賦予政府獨斷且毫

無限制的權力。 

群眾煽動家(Demagogue) 
指能控制群眾情緒的政治領

袖，具有喚起群眾歇斯底里

熱情的能力。 

誰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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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丹(Bodin, [1530] 1962)的《共和國六卷》(The 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一書中，他提出較廣泛的角度，包括了當

代的和古典的學說，來探討政權中有關主權的核心觀念。

布丹指出專制主義(absolutism)是政體中最有力的屏障，因為

它確立了主權的地位，並擁有制定法律的權力，卻不受這

些法律的束縛。將主權集中由單一個人來行使的最大優點

在於主權是不可分割的：主權應該以單一的聲音表示出

來，並且宣稱享有最終的權威。然而，布丹卻認為：由於

有較高律法(以上帝或自然法的形式出現)的存在，因此專制

君主制亦受到某種程度的制約。另一方面，霍布斯(Hobbes, 

[1651] 1968)在《利維坦》(Leviathan，譯者按：商務有中譯本)

一書中，將主權形容為一種強制力的壟斷，這意味著主權

完全不會受到限制。 

這些觀念後來再度被早期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加以修

正，例如洛克(John Locke)和孟德斯鳩(C. L. Montesquieu)皆致

力於探討立憲政府的起因。洛克(Locke, [1690] 1965)在《政

府二論》(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一書中，認為主權歸

屬於人民，而不是在君主身上，洛克主張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的制度，以保障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特別是

生命、自由和財產等三大自然權利的保護。孟德斯鳩

(Montesquie, [1734] 1949)在《論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譯者按：商務有中譯本)一書中，嘗試以「科學」的角度

來研究人類的社會，建設出最能確保個人自由的憲政環

境。孟德斯鳩是專制主義的嚴厲批評者，且是英國議會制

度傳統的仰慕者，他提出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的制度，

亦即透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部門之間的「權力分立」

(separation of powers)，來防止政府的濫權。這項原則曾被一

七八七年美國憲法正式地引用，稍後更成為界定自由主義

式民主政府的一項特徵。 

「古典的」政體分類，濫觴於亞里斯多德的著作中，然

而，隨著十八世紀末期以降的現代憲政體制之發展，此傳

概念的澄清 
 
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極權主義是種無所不包

的政治支配，基本上，這

建立在持久性的意識型

態操控以及公開的恐怖

統治和壓制上。極權主義

不同於專制政治或威權

主義，因為極權主義透過

將社會和個人生活的每

個面向予以政治化，而達

到掌握「全部權力」的境

界。至於專制和威權主義

政權在行使專斷的政治權

力上通常較為節制，多半

透過將群眾排除在政治之

外以遂行其目的。於是，

極權主義意味著與市民社

會完全絕緣：亦即廢除「私

領域」的面向。極權主義

政權有時可透過以下六項

「徵兆」來辨別(Friedrich 

and Brzezinski, 1963)： 
 
1. 官定的意識型態。 

2. 一黨主政的國家，且通

常由一位全能的政治領

袖來主導。 

3. 恐怖、暴力統治的警察

體系。 

4. 大眾傳播工具的壟斷。 

5. 武力鎮壓工具的壟斷。 

6.國家對所有經濟生活面

向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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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分類已不敷使用。有些學者開始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

政治體制，例如在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三年美國獨立戰爭

之後，有人提出憲政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的概念；一七

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則點燃了民主激進主義(democratic radi-

calism)的火苗；再者，內閣制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亦逐漸在英國成形，諸如此類的政治現況發展，比起早期

思想家所設想的制度複雜許多。因此，傳統的政體分類法

被新崛起的分類法所取代，政體的新分類強調政治規則的

憲政和制度特徵。在很多面向上，這種分類是以孟德斯鳩

的著作為藍本，特別關注於政府各部門之間的關係。例如，

君主制不同於共和制、內閣制與總統制有所不同而單一制

也異於聯邦制。 

 

三、三個世界的類型 

 

    二十世紀的歷史發展，再度改變政治分類的基礎。二

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現了嶄新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

形式，特別是俄國的史達林主義(Stalinism)、義大利的法西

斯主義(Fascism)以及德國的納粹主義(Nazism)，激發了人們

將世界劃分成兩個世界的看法：民主國家與極權國家。雖

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政權已經垮

臺，但是民主與極權尖銳對比的政體分類法，仍在一九五

○年代與一九六○年代頗為流行。即便如此，越來越多人

意識到「兩個世界」的分類研究途徑是受到冷戰(Cold War)

的敵對主義(antagonism)所形塑，也意識到這種分類研究途

徑是冷戰時期意識型態的產物；這促使學者去尋求更為價

值中立或在意識型態上不偏不倚的政體分類法，導致所謂

「三個世界」的分類法日益受到歡迎。三個世界的分類法

將世界的政治系統劃分成三個不同的集團： 

 

    資本主義的「第一世界」(first world)。 

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 
意指政治權威最終源自於

人民同意的信條；摒棄君主

制或王朝統治的原則。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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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主義的「第二世界」(second world)。 

    開發中國家的「第三世界」(third world)。 

 

三個世界的分類法有其經濟、意識型態、政治和策略層

面上的意涵。從經濟層面上來看，西方工業化政體屬於「第

一世界」，國民享有相當高程度的富裕。在一九八三年，

「第一世界」國家約佔全世界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百分之六十三，但是人口僅佔全世界的百分

之十五(World Bank, 1985)。而共產政體國家因為大部分皆已

工業化，且大抵能滿足國民的基本物質需求，所以被歸類

為「第二世界」，其約佔全世界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十

九，且佔全球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三。至於非洲、亞洲和拉

丁美洲這些較低度發展的國家則是「第三世界」，他們在

經濟上是依賴的，且經常遭受貧窮之苦。「第三世界」國

家約佔全世界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十八，但其人口卻高

達全球的百分之五十二。 

第一世界與第二世界因意識型態迥異，而使兩者之間呈

現嚴重對立。第一世界抱持著「資本主義」的原則，例如對

私人企業、物質誘因和自由市場的期望。第二世界則主張「共

產主義」的價值，例如社會平等性、集體勞動以及中央管制

的計畫式經濟。上述意識型態的差異，明顯具有政治上的意

涵。第一世界政權採行自由主義式民主的政治制度，並建立

在多黨的選舉競爭基礎上。第二世界政權是一黨控制的國

家，且被「執政的」共產主義政黨所控制。第三世界政權基

本上是威權政體，受制於傳統的君主、獨裁者或軍事強人。

「三個世界」的分類法乃支撐在兩極的世界秩序(bipolar 

world order)之上，其態勢是美國為主的西方陣營以及蘇聯為

主的東方陣營相互對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與華沙

公約組織(Warsaw Pact)兩個敵對軍事團體的成立，使此一世

界秩序得以運作多年。至於「不結盟的」(nonaligned)第三世

界，則經常淪為上述兩大陣營的殺戮戰場，並因此造成第三 

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 
指自主性團體與組織的領 

域；一種屬於私人且獨立於

公共權威之外的範疇。 

 

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
mestic product) 
指某經濟體系在一年內所生

產勞務與財貨的最終總值。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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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國家在政治和經濟上一直維持著從屬的地位。 

然而，自一九七○年以降，上述政權分類法日益面臨難

以適用的窘境。經濟發展的新模式，促使部分第三世界國

家享有物質上的富裕，特別是蘊藏豐富石油的中東國家以

及東亞、東南亞和某些拉丁美洲新興的工業化國家。相對

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則更加為貧窮所苦，也因此構

成了一種「第四世界」(fourth world)類型。另外，特別是在

一九八○年代，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的進展使第三世界政權不再全然處於威權統治的型態。事

實上，「第三世界」一詞因為隱含根深蒂固的弱勢之貶謫，

而廣泛遭人鄙棄，因此通常使用「開發中國家」(developing 

world)一詞較為人所接受。 

    然而，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間的東歐民主革命，

毫無疑問地對三個世界分類法構成致命的一擊。這導致蘇

聯和其他正統共產主義國家的崩潰，因而引發了政治自由

概念的澄清
 
自由主義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  
自由主義式民主是一種民主統治的形式，用以平衡有限政府與人

民同意理念的矛盾之處。就其「自由的」特徵而言，反映在對政

府內部和外部的制衡網絡，被設計來保障自由，並且使公民免於

受到政府的壓迫。就其「民主的」特徵而言，以定期且具競爭性

的選舉制度為基礎，透過普選和政治平等的原則來達成目標。雖

然自由主義式民主被用來描述一種政治原則，但「自由主義式民

主」一詞更常被用來描寫一種特定型態的政體。該類型政體的重

要特徵如下：   
立憲的政府，透過正式的(通常透過法律的形式)規定為基礎而

建立。 

確保公民自由與個人權利。 

制度化分立與相互制衡的政府部門。 

以「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為原則而舉行的定期選舉。 

政黨的競爭與政治的多元主義。 

免於政府干涉的利益與組織化團體。 

依循自由市場路線而形成的私有化企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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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political liberalization)和市場經濟改革(market reform)的風

潮。福山(Fukuyama, 1989)甚至將此發展宣告為「歷史的終

結」(end of history，譯者按：福山此一論點，時報出版社有中譯本，

書名為《歷史終結與最後之一人》)。他指出，由於西方自由主義

式民主的價值在全球普遍贏得勝利，意識型態的爭辯已正

式宣告結束。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政權明顯地瓦解，它們

承認唯有第一世界的資本主義才有能力提供經濟的繁榮和

政治的穩定。 

 

 

    貳、現代世界的政體 

 

 

自一九八○年代末期以來，政體分類法的發展陷入停

滯的局面。傳統的分類範疇，特別是「三個世界」的分類，

似乎顯得多餘，然而新世界的政治輪廓依然曖昧不明。再

者，「歷史終結」的論點，僅短暫地吸引人們的注目，但

是在一九八○年代末和二○○○年代初民主化的推波助瀾

之下，特別是自共產主義政權瓦解之後，這方面的論點再

度燃起了生命力。就某種意義而言，自由民主終將勝利的

想法，反映了「西方中心論」的觀點，而它也可能是冷戰

遺留至今的產物。「自由主義式民主國家世界」的觀念認

為，西方發展的模式特別具有優越性，或許尤以美國為榜

樣，它暗示著其所揭櫫的價值包括個人主義和選擇權利，

已普遍為人所接受。這種觀點的錯誤之一在於未能認識到

如伊斯蘭與儒家政治型態的重要性，經常視其為偏離正

統、或是對自由主義式民主無與倫比的進步性之抗拒。 

然而，建立一個新的分類體系，所面臨的困境之一是

缺乏對於分類標準的共識。任何分類都不可能只基於一個

重要因素，而優良的分類法傾向於選擇不同系列的標準。

在各種分類途徑中，最常用的是下列各項標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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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Francis Fukuyama, 生於 1952 年) 
 
美國的社會分析家和政治評論

家。福山生於美國芝加哥，是

一位基督教牧師的兒子。在福

山成為蘭德公司(Rand Corpora-

tion)的顧問之前，他曾是「美國

國務院政策規劃小組」的成

員。福山是個忠貞的共和黨黨

員，由於出版《歷史的終結》

一書，使他成為國際知名的學

者，稍後他又發表《歷史終結

與最後之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

這些著作皆在宣揚觀念的發展

史，終將因自由主義式民主被

普遍認為是「人類政府的最後

形式」而結束。在《誠信》(Trust, 

1996，譯者按：立緒文化公司有中

譯本)與《跨越斷層》(The Great 

Disruption, 1999，譯者按：時報文

化有中譯本)中，福山討論經濟

發展與社會凝聚力的關聯性。

在《新保守主義之後》(After the 

Neocons, 2006)中，他對美國在

後九一一時期的外交政策提出

批判。 

 

1. 誰來統治？政治參與是否僅限於菁英團體或享有特

權的團體，抑或是擴及所有人民？ 

2. 如何使人順從？政府是透過運用強制力，或是藉由談

判與協調的方式，使人民順從？ 

3. 政府權力是集中或是分散？何種類型的制衡運作於

政府體系中？ 

4. 政府權力如何獲得和轉移？政體到底是開放且競爭

的，或是獨斷的？ 

5. 國家與個人之間的平衡是如何？政府與公民之間的

權利和責任，其分配的情況如何？ 

6. 物質發展的程度是如何？社會物質的富裕程度如

何？財富如何達成公平地分配？ 

7. 如何組織經濟的生活？經濟型態是採市場導向或計 

畫導向？政府扮演何種經濟角色？ 

8. 政權穩定性如何？政權是否已存在相當時間？政府

是否有能力回應新的要求和挑戰？ 

 

受「古典」(classical)分類法所影響的憲政–制度途徑

(constitutional-institutional approach)，應用於十九世紀和二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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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政治、經濟與文化因素的關係 

 

世紀初。這種研究途徑強調了諸如成文與不成文憲法、內

閣制與總統制、以及聯邦制與單一制間的差異。然而脫胎

自政治系統理論的結構−功能途徑(structural-functional ap-

proach)，其重要性在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日益增

加。這種研究途徑較忽略制度的安排，而側重於政治系統

如何實際地運作，特別是關注於政治系統如何將「輸入項」

(inputs)轉換成「輸出項」(outputs)。至於「三個世界」的研

究途徑則重視經濟 −意識型態的(economic-ideological)面

向，因為它特別留意某個體系物質發展的程度，以及較為

明顯的意識型態取向。但是，此處所採用的研究途徑，在

某些面向上，有別於上述三種途徑。它嘗試解釋一政體所

具備的三種關鍵性特徵：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面向。

這種研究途徑是基於以下假定：政體並非全然以某個特定

的政治、經濟或文化因素為特徵，在運作上，這些因素反

而相互纏繞在一起(參見圖 2.2)。 

    此研究途徑的重要性在於它強調政治和經濟上的制度

安排，可能有著非常不同的表現，這端視其文化脈絡而定。

例如，多黨競爭與市場經濟在西方自由社會與非西方社

會，可能有非常不同的意涵。然而，鑑於二十世紀末所發

概念的澄清 
 
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民主化意味著從威權主

義轉變為自由式民主。此

過程最重要的特徵乃是

基本自由和政治權利的

賦予、建立普遍且競爭性

之選舉、以及引入市場改

革(特別是在後共產主義

政體中)。民主化包含三個

過程，此三者有時候相互

交疊：第一，舊政體的崩

解，這通常涉及經濟失敗

以及軍警忠誠度降低，因

而造成統治正當性之喪

失；第二，民主化過程

(democratic Transition)見證

新自由民主結構以及過

程的建構：第三，民主的

深化(democratic consolida-

tion)使得這些新結構與過

程深深烙印在菁英與普

羅大眾的思維中，並無法

想像失去它。因此，民主

成為一套唯一的遊戲規

則(the only game in town) 

(Przeworski,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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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重大政治變動，任何人提出任何政體的分類，都將因

其短暫性而顯得愚不可及。事實上，政體本身是不固定的，

政體的分類有必要隨著日益變動的政治現實而經常修正。

儘管如此，在現代的世界中，有五種政體類型依然可以被

加以區分出來： 

 

    西方多元政體。 

    新興民主政體。 

    東亞政體。 

    伊斯蘭政體。 

    軍事政體。 

 

一、西方多元政體 

 

    西方多元政體(polyarcies)相當程度等同於「自由主義式

民主國家」(liberal democracies)的政體類型，或甚至被簡稱

為「民主政體」。因此，其主要的分佈地區集中在北美、

西歐以及紐澳地區。杭廷頓(Huntington)認為西方多元政體

是前兩次民主化「浪潮」的產物：第一次民主化浪潮發生

在一八二八年到一九二六年之間，所波及的國家包括美

國、法國、英國等；第二次浪潮則發生在一九四三年到一

九六二年之間，所波及的國家包括西德、義大利、日本、

印度等。雖然多元政體的國家大部分隨著民主化和自由化

(liberalization)的腳步而逐漸發展，但是「多元政體」一詞基

於以下兩項理由，仍優於「自由民主政體」：首先，自由

主義式民主有時被視為一種政治理想，因此有較為明顯的

規範性意涵；其次，使用「多元政體」一詞的人承認，西

方多元政體在許多重要面向上，尚未達到民主政治的目標。 

「多元政體」一詞首次出現在達爾和林布隆(Dahl and Lind-

blom, 1953)所撰的《政治、經濟與福利》(Politics, Economic, 

and Welfare)一書中，其被用來描寫統治的機制，此概念在

概念的澄清
 
多元政體(Polyarchy) 

 
多元政體(字面的意義為

「多數人的統治」)一般是

指現代代議民主的制度與

政治過程。就政體的類型而

言，多元政體可以與其他所

有非民主體制，以及直接參

與的古典模式或雅典模式

的小型民主國家政體做出

區分。多元政體亦可當成一

種約略或粗略接近於民主

政治的型態來理解，因為它

是透過制度的運作以迫使

統治者必須考量選民的利

益和意向的。其主要的特徵

如下(Dahl,1989)： 
 
1.政府掌握在民選官員手中。

2.自由且公平的選舉。 

3.在實踐上，所有成年人均

享有投票權。 

4.競爭公職的權利不受限制。

5.表意自由，並享有批評和

抗議的權利。 

6.公民有接近不同訊息的管

道。 

7.團體或社團至少享有免於

受到政府支配的自主性。

自由化(Liberalization) 
引進對政府內在和外在的

制衡力量，並將經濟體制轉

變成私人企業和市場經濟。

33



48                      第一部分  政治的理論

後來達爾(Dahl, 1971)所著的《多元政體：參與和反對》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譯者按：唐山書局有中譯

本)有更深入的探討。根據這些學者的看法，多元政體綜合

了兩項一般性的特徵。首先，高度容忍反對黨的存在，而

此處的反對黨至少要有足以防止政府專斷的實力。這可透

過競爭性政黨制度的運作、受制度保障的公民自由權、以

及活潑且健康的市民社會結構來加以落實。多元政體的第

二項特徵是提供參與政治的機會，這種政治參與應該足以

廣泛地確保高度的公民回應性。此處最為關鍵的要素是舉

行定期且競爭性的選舉，在此種制度設計的運作之下，人

民得以控制政府，甚至可以在必要情況下更換他們的統治

者。從這個角度來看，多元政體與熊彼得(Schumpeter, 1942)

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書中所描述的民主式菁英主義(democratic elit-

ism)的形式，有異曲同工之處。然而，林布隆(Lindblom, 1977)

和達爾(Dahl, 1985)承認，重要企業團體在社會上享有不成比

例的權力，對多元政體發揮顯著的影響力。基於此一理由，

他們有時偏愛「節制的多元政體」(deformed polyarchy)之概念。 

    於是，根據對「多元政體」所做的定義，它可用來描

述全世界數量頗多且日益增多的政體型態。所有舉行多黨

選舉的國家，皆具有多元政體的特徵。儘管如此，西方多

元政體有其較為獨特且特殊的性質。它們不僅以代議民主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以及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為特徵，

而且文化和意識型態的取向大部分是擷取自西方自由主義

的精髓。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各國普遍接受了自由個人主

義(liberal individualism)內涵。個人主義經常被視為最特殊的

西方價值，強調每一個人皆具有其獨特性，並且主張社會

應該盡其所能地滿足個人的需求和利益，因為個人是社會

組成的基本單位。自由主義式個人主義以各種不同的方

式，影響著西方多元政體的政治文化。例如，相當重視個

人權利的保障(甚至將權利置於義務之上)、體認到選擇與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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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在政治和經濟生活上)的重要性、以及有一股懼怕政府擴

權的情緒，並且認為國家可能對自由構成潛在的威脅。 

    但是，西方多元政體並非都是一樣的。有些政體偏向

於中央集權和多數決原則，而有些政體則傾向於地方分權

和多元主義。李帕特(Lijphart, 1990; 1999)區分所謂的「多數

決」(majority)民主以及「共識決」(consensus)民主〔譯者按：

李帕特研究二十一個民主國家，將這些國家分成兩個民主模式：以英國和

紐西蘭為典範並強調多數決原則的「西敏寺模型」，以及以瑞士和比利時

為典範且側重包容少數派團體利益的「共識模型」。桂冠有中譯本，書名

為《當代民主類型與政治》。到了一九九九年李帕特重新補綴此二模型，

並將研究國家擴展至三十六個國家，請參閱Arend Lijphart, Patterns of De-

mocracy.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中譯本：《民主類型》；另外，

在二○○○年時，曾受業於李帕特而現為政治學界的教授們，匯編一本

名為“Democracy and Institution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的

書籍，探討李帕特對民主模型的見解以及政治制度設計的構思〕。「多

數決民主」的國家，隨著議會政治的路線而建立，亦即依

循所謂「西敏寺模型」(Westminster model，譯者按：由於此模

式以英國為典範，而西敏寺正是英國國會的議場，因此多數決模型又稱

為西敏寺模型)。最為典型的國家是英國，但是該模型在某些

面向上，亦為紐西蘭、澳大利亞、加拿大、以色列和印度

等國家所採用。「多數決民主模式」的特徵可歸納為以下

幾點〔譯者按：李帕特在一九九九年前述的新書中，將這些特徵修正並

擴充為：(1)行政權力集中在單一政黨且勉勉強強過半數內閣；(2)內閣的優

勢；(3)兩黨制；(4)單一選區多數決制及選舉制度的不成比例性；(5)多元主

義的利益團體；(6)單一制與中央集權的政府；(7)立法集中在某單一議會；

(8)柔性憲法；(9)司法審查的匱乏；(10)中央銀行被行政部門控制〕： 

 

1. 由單一政黨所組成的政府。 

2. 行政與議會部門之間欠缺權力的分立。 

3. 一院制或弱勢兩院制的議會結構。 

4. 兩黨制。 

西敏寺模型 (Westminster 
model) 
一種政府體制，意指行政部

門權力源自於立法部門，而

且(在理論上)須向議會或國

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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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選舉制或第一名過關制(first-past- 

the-post)。 

6. 單一制以及中央集權的政府。 

7. 不成文憲法以及國會至上。 

 

    相對地，其他西方多元政體則是以強調政府與政黨制

度的權力分散為特徵。美國是個多元主義式民主的國家，

大部分建立在制度上的分權，並且將此一原則明定在憲法

條文中。至於歐洲其他各國，其政黨制度是以凝聚共識為

特色，並有一股運用妥協和權力分享的方式來解決紛爭的

趨勢。像是荷蘭、比利時、奧地利和瑞士等四小國的政治

系統，就是屬於協合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譯者

按：或譯為協商式民主，該民主模型強調保障少數團體的利益，透過大

聯合、比例性、地方單元體自治權以及少數者否決權等四大原則，將少

數團體納入決策體制來分享權力，以防止其從事體制外的暴力抗爭)的

範例。這些國家所發展出來的制度設計，特別適用於呈現

在宗教、意識型態、地域、文化或其他面向上深度分歧之

社會結構。「共識型」多元主義式民主的傾向，經常具有

下列幾項特徵〔譯者按：李帕特在一九九九年前述的新書中，將這

些特徵修正並擴充為：(1)以廣泛的聯合內閣來分享行政權力；(2)行政–

立法部門權力的平衡；(3)多黨制；(4)比例代表制；(5)統合主義的利益

團體；(6)聯邦制與地方分權的政府；(7)強勢的兩院制；(8)剛性憲法；

(9)司法審查的制度；(10)中央銀行的獨立性〕： 

 

1. 由多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 

2. 行政部門與議會部門之間權力的分享。 

3. 有效的兩院制。 

4. 多黨制。 

5. 比例代表制。 

6. 聯邦制或地方分權。 

7. 成文憲法以及人權條款。 

協合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一種民主形式，其運作方式

是透過權力分享以及若干政

黨或政治聯合陣線之間的緊

密合作。 

概念的澄清 
 
西方(The West) 

 
西方一詞有兩種重疊的

意義。廣義而言，該字指

涉歐洲在文化和哲學上

的傳統，其經常透過貿易

出口或殖民主義向外輸

出。這項傳統的根基在於

基督教教義以及對古希

臘和古羅馬的學習。自由

主義的觀念和價值塑造

了它的當代根基。東方一

詞通常意指亞洲，尤其是

地中海以東的國家。就狹

義而言，在冷戰時期，「西

方」一字經常被引用來形

容以美國為主的資本主

義陣營，相對於蘇聯支配

的東方陣營。雖然從狹義

的角度來看，東歐已不再

隸屬於東方陣營，但是從

廣義的角度來看，今日俄

羅斯是否屬於西方世界仍

是混沌不明、莫衷一是。 



                     51 第二章  政府、政治體系與政體

 

 

 

 

 

 

 

 

 

 

 

 

 

 

 

 

 

當然，從另外一個層次來看，每一個多元政體都是特殊

的，事實上，任何類型的政體都是獨一無二的。例如，經

常有人認為美國的獨特性(exceptionalism)與美國缺乏封建的

歷史傳統，以及與開墾者和先驅者的拓荒經驗有關。這可

能解釋了為何美國具有明顯個人主義式的政治文化，而在

西方的多元政體中獨樹一格，以及為何社會主義政黨或重

大社會運動較無生存的空間。再者，美國也是西方政體中

具有相當濃厚宗教信仰的國家，這正是基督教基本教義派

(Christian fundamentalism)得以在美國發展成為重要政治勢

力的原因。 

  印度是另一個棘手的案例。就文化、哲學和宗教的範疇

來看，印度當然不是西方的一部分。相較於歐洲和北美洲

「已開發國家的」多元政體而言，印度人口大部分集中在

鄉村，而且識字率低於百分之五十。然而，印度自一九四

獨特性(Exceptionalism) 
指某個政治系統的特徵具特

殊性或特定性，因而無法用

廣泛的政體分類加以涵蓋。

概念的澄清
 
共產主義(Communism)  
從最簡單的意義來說，共產主義是指社會存在之公有制組織，建

立在集體財產所有權的基礎之上。就其理論上而言，共產主義與

馬克思的著作最為相關，他認為共產主義意味著一個無階級的社

會，財產為大家所共有，依照人類的需求生產，而國家最終將「萎

縮」，促使自然和諧與自我實現境界的來臨。共產主義一詞也用

來形容依據馬克思主義原理所建構的社會，隨後主要又被修正為

列寧主義(Leninism)和史達林主義(Stalinism)。採行「教條式」共

產主義的政體，其主要的特徵如下： 
 
以馬列主義為「官定的」意識型態。 

共產黨是以「民主集中制」(democratic centralism)為原則組織起

來的，共產黨享有對政治權力的壟斷。 

共產黨「統治」整個社會，宰制著國家的機器，並且創造出黨

國一體的機制。 

共產黨扮演著社會上「領導和指導的角色」，控制所有機構，

包括經濟、教育、文化和娛樂等面向的生活。 

經濟生活建立在國家集體制上，並且透過中央的計畫經濟來達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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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獨立以來，其政治運作被視為實際上的多元政體，甚

至處於一九七○年代末期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執政的

「緊急狀態」(state of emergency)時，亦能轉危為安。毫無疑

問地，印度的政治穩定奠基於國大黨(the Congress Party)的跨

種姓(cross-caste)訴求以及尼赫魯−甘地(Nehru-Gandhi)時代

所立下的典範。然而，國大黨的衰微，以及尼赫魯−甘地時

代之不復存在，或許以經將現代的印度轉為朝向「協合式

民主」的路途邁進。 

 

二、新興民主政體 

 

杭廷頓(Huntington, 1991)認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開始於

一九七四年，此次浪潮最重要的事件是見證到共產主義的

垮台與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的右翼獨裁者逐一被人民所

推翻，以及拉丁美洲軍事將領的逐漸自制。至二○○三年

為止，百分之六十三的國家(佔全世界約百分之七十的人口)

呈現出一些自由式民主治理的重要特徵。此民主化歷程

中，最顯著的是具有採行多黨競爭之選舉、及推行市場導

向之經濟改革的特徵。然而，許多此類國家是所謂的轉型

中國家(countries in transition)，最適當的歸類是新興民主國

家(new democracies)或半民主國家(semi-democracies)。民主轉

型的過程既複雜且困難，亦強調民主不應該簡單地被視為

人類社會的預設狀態(default position)。新興民主國家不僅缺

乏完備的民主政治文化，亦需要回應內部的快速變遷以及

全球化力量所施加的外在束縛。最能夠證明此類國家之脆

弱性當屬軍人干政(例如一九七九年巴基斯坦及二○○六年

泰國發生的軍事政變)。除此之外，後共產主義政權在實行

民主化上也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問題。 

後共產主義政權的一項特徵，在於必須處理共產主義統

治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政治與文化後果，特別是史達林極權

主義的殘餘後果。嚴厲的新聞檢查以及對反對勢力的壓

新興民主國家 (New de-
mocracies) 
尚未完成民主深化過程的政

體；民主在此尚未成為「一套

唯一的遊戲規則」(Przeworski, 

1991)。 

 

半民主國家(Semi-democracy) 
指同時具有民主與威權的

特徵，且穩固地運作的政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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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鞏固了共產黨對權力的壟斷，因而使公民文化所強調

的參與、妥協和共識無從發展。進而造成俄羅斯脆弱與分

裂的多黨制度，明顯地無法將俄羅斯社會中的重要利益予

以連結和匯集。於是，共產黨或共產黨的前身經常以追求

穩定為其訴求。例如，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等國家，這些

國家昔日共產主義的某些制度依舊在後共產主義時代存續

下來；至於諸如匈牙利、波蘭和俄羅斯等國家的共產黨採

納社會民主主義原則(儘管其信念有程度上的差異)，而在選

舉中又捲土重來。 

第二項問題發生自經濟轉型的過程。從中央計畫經濟

「劇烈」轉型至由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所主張的放任式資本主義制度，過程中因為失業率和通貨

膨脹的攀升，相當程度地擴大了社會的不平等，並因而引

發了深度的不安全感。由於一九九○年代初期的改革過於

輕率，因此經濟自由化的速度有時嚴重受挫於對市場改革

的反動力量，這些反動經常反映在對共產主義或民族主義

政黨逐漸提升的支持。最後一項問題起因於國家權力的積

弱不振，特別是當國家面對共產黨執政時代就已存在的分

離勢力時。此種現象最明顯表現在族群對立的興起與民族

主義的緊張情勢上。共產主義在蘇聯的瓦解，伴隨著舊蘇

聯帝國的崩潰與十五個新興獨立國家的產生，其中有些共

和國(包括俄羅斯在內)依然為境內族群衝突而感到焦頭爛

額。一九九二年，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捷克共和國(Czech 

Republic)以及斯洛伐克共和國(Slovakia Republic)。族群衝突

迄今依舊是南斯拉夫最嚴重的內政問題，不但促成塞爾維

亞(Serbia)與克羅埃西亞(Croatia)在一九九一年爆發的全面

戰爭，也導致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六年的波士尼亞(Bosnia)

內戰。 

後共產主義國家之間的重大差異，亦可加以辨別。其中

最為重大的差異存在於工業化且西化較深的「中歐」國家(例

如捷克、匈牙利和波蘭)以及較落後的「東歐」國家(例如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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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尼亞、保加利亞和俄羅斯某些地區)。在前者中，市場改

革進展快速且較無阻力；但是在後者中，經濟改革不是陷

入勉為其難、未竟全功的局面，就是引起尖銳的政治緊張。

此一差異反映在捷克、匈牙利、波蘭、斯洛伐克、斯洛維

尼亞及波羅的海三小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以及立陶宛)，

它們在二○○四年獲准加入歐盟，然而，保加利亞與羅馬

尼亞一直到二○○七年才獲准加入；其他如克羅埃西亞、

阿爾巴尼亞、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Bosnia-Herzegovina)以

及塞爾維亞等巴爾幹半島上的後共產主義國家，則仍在爭

取加入。另一個差異則存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受蘇聯軍

威脅而奉行共產主義的國家與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之間。除

了波羅的海三小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於蘇聯瓦

解後宣佈獨立)之外，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經歷長期的前蘇聯

共產黨統治，並且在沙皇時代和蘇聯時期皆隸屬於俄羅斯

帝國。當然，俄羅斯同樣具有其獨特性。這可能立基於俄

羅斯的帝國傳統以及俄羅斯民族主義具有威權和擴張特性

的傾向，或是基於以下的事實：自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時代以來，俄羅斯就受到西方以及斯拉夫此兩種相互競逐

的認同所分裂，因此對於俄羅斯文化的傳承及其政治命運

皆有混沌不明的理解。 

 

三、東亞政體 

 

二十世紀末東亞勢力的崛起，在世界歷史上的重要性最

終可能甚於共產主義的崩潰。當然，在這段期間，世界經

濟的均衡已相當程度地從西方轉移至東方。二十世紀最後

的二十年，西太平洋國家的經濟成長率，是歐洲和北美洲

「已開發」國家的二至四倍。然而東亞政治形式所具有的

特殊面，則較少為人所熟知。現代化就是西化，是廣為流

傳的假設。以政治的用語來說，這意指工業資本主義總是

與自由主義式民主如影隨形。主張這項命題的人經常援引

概念的澄清 
 
  儒家主義(Confucianism) 
 
儒家主義是由孔子(西元

前 551-479)所創立的倫

理體系，其學說主要見於

《論語》一書。儒家思想

本身關注的層面有二：包

括人際關係與自我修

鍊。儒家強調「仁」(人

性或仁愛)通常被解釋為

隱含著對傳統觀念和價

值的支持，特別是孝道、

謙虛、忠誠和仁慈。儒家

強調的「君子」(有德行

的人)是指有能力完成人

類發展的目標，並且有潛

力實現完美境界的人(特

別是透過教育的過程)。

儘管許多人認為儒家的

觀念已和中國文化並

存，但是儒家仍被視為與

道家、佛教並列為中國三

大 想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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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日本憲法以及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的

泰國、南韓和台灣為例。日本於當時移植部分的美國經驗，

而後三者皆引進多黨選舉制度。但是，這類解釋無法說明

多元政體制在亞洲與西方的脈絡下運作的差異程度。最重

要的是，它忽略了受儒家觀念影響的文化與受自由個人主

義影響所形成的價值兩者之間的差異。這也導致了有一套

獨特且異於西方的亞洲價值(Asian values)的想法。 

東亞政體具有類似的特徵傾向。首先，相較於政治目標

而言，經濟目標較受青睞。東亞國家的首要目標是促進經

濟成長、刺激繁榮，而不是以西方公民自由的角度，來擴

大個人的自由。上述主要的實踐者包括了東亞和東南亞經

濟小虎(指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譯者按：

即「亞洲經濟四小龍」加上馬來西亞，因為西方世界較無「龍」的概念，

所以作者將「經濟小龍」改稱為「經濟小虎」)，儘管中國仍然維

持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但自一九七○年代末期以來也引進

了市場經濟的規模。其次，東亞國家廣泛支持「強勢」政

府，人民通常容許強而有力的「執政黨」存在，而且人民

普遍對國家抱持敬畏的態度。這些國家不但稅率低，公共

支出也偏低(通常佔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三十以下)，因此

西方的福利國家模式並無生存的空間；儘管如此，東亞人

民一般會接受國家扮演「父親」的角色，認為國家應該同

時指導私人團體與公共團體的決策方向，並為國家發展規

劃出藍圖。再者，因為儒家強調忠誠、紀律和義務，源此

而生的特徵是東亞普遍具有服從領袖的傾向。從西方的觀

點來看，這造成東亞政權產生含蓄的威權主義，有時甚至

出現徹底的威權主義。最後，東亞相當強調群體和社會團

結的重要性，具體表現在以家庭為中心的結構上。傾向於

排除外界的見解，產生如日本所稱的「團體盲思」(group 

think)，例如對個人主義和人權等觀念，就無法如西方般普

遍地予以理解。 

東亞各政權之間亦存有差異。最顯著的差異是：雖然中國

亞洲價值(Asian values) 
意指反映亞洲社會歷史、文

化與宗教背景的價值觀；例

如社會的和諧性、對權威的

尊重以及對家庭的信賴。 

37



56                      第一部分  政治的理論

接受資本主義，使中國與其他東亞國家之間的差異變得模

糊，但是深刻的政治對比依然存在。中國(就政治而言)與北

韓(就其政治與經濟而言)均是未曾重新建構的共產政權，其

一黨獨大的共產黨依然支配著國家機器。中國境內所採行

的「市場史達林主義」(market Stalinism)，相較於成功地脫

胎成為多黨選舉競爭的民主國家如日本而言，兩者之間仍

然有著強烈對比。再者，鑑於其他東亞國家變得更加工業

化和都市化，中國仍以農業為主。在某種程度上，這也說

明了經濟發展模式的差異。日本以及台灣、新加坡等亞洲

之「虎」的經濟成長，大部分奠基在技術創新並且強調教

育和訓練，至於中國在某些方面依然持續地仰賴龐大的鄉

村人口所提供的廉價勞力。最後一項差異則來自以華人為

主體的台灣或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或是諸如新加坡、

馬來西亞等多族群混合國家間的文化對比。例如，新加坡

學校因為害怕觸怒馬來人和印度人而放棄教導儒家學說；

同樣地，馬來西亞之發展亦奠基於減少華人影響力與強調

馬來文化中獨特之伊斯蘭特色的企圖上。 

 

四、伊斯蘭政體 

 

伊斯蘭在政治勢力上的崛起，對於北非、中東以及亞洲

部分地區的政治運作，產生深遠的影響。在某些案例中，

好戰的伊斯蘭教團體曾挑戰既存的政權，自一九七○年代

起，這些團體經常以馬列主義為號召，匯集都市中窮人的

利益。然而，在其他案例中，政權曾反覆地依據伊斯蘭教

路線建立和重建。早在一九三二年開始，沙烏地阿拉伯就

已成為一個伊斯蘭國家。伊朗在一九七九年的革命建立起

由柯梅尼(Ayatollah Khomeini, 1900-1989)所領導的伊斯蘭共

和國，隨後蘇丹和巴基斯坦亦然。在格達費(Gaddafi)支配下

的利比亞，其對伊斯蘭的詮釋變得更為分歧和具爭議性，

並影響了政治的運作。 

概念的澄清 
 
  神權統治(Theocracy) 
 
神權(字義上是「由上帝

統治」之意)是指宗教權

威凌駕在政治權威之

上。因此，神權統治意味

著政府職位是依據某人

在宗教階層所佔位置為

基礎來分配之。神權統治

與世俗國家形成對比，後

者強調政教分離的原

則。神權統治的統制在兩

個方面非常偏執：首先，

它違反了私領域與公領

域之間的區別，運用宗教

規則充當個人生活和政

治行為的指導原則。其

次，因為在這類政體之

下，世俗權力源自於神聖

權力，因此其所具有的政

治權威是一種毫無限制

的權力。因此神權統治無

法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

礎上，也不受憲法架構的

適當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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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伊斯蘭並非僅是個宗教而已，更進一步而言，它

是一種生活方式，界定出個人和國家正確的道德、政治和

經濟行為。「伊斯蘭生活方式」是以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uhammad, 570-632)的可蘭經(the Koran)為基礎來加以指導

的，該部經典被所有伊斯蘭教徒視為阿拉真主的政治聖

言，或「行事的準繩」，虔誠伊斯蘭教徒所遵守的傳統習

俗，正是以先知穆罕默德自身的生活為依歸。於是，政治

的伊斯蘭主義旨在建立神權統治(Theocracy)，政治和其他事

務都是根據「較高的」宗教原理來建構。然而，政治的伊

斯蘭主義明顯具有相對的形式，從基本教義派到多元主義

兩種極端都有。 

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最常見於伊朗。在一九八九年柯梅尼

逝世之前，他建立一個制度化的教士統治，透過「伊斯蘭

革命委員會」(Islamic Revolutionary Council)來運作，該委員

會由十五個資深教士所組成。雖然有一個民選的國會，以

「伊斯蘭諮議會」(Islamic Consultative Assembly)的形式出

現，但是為了保護憲法，所有立法案皆必須經由「革命委

員會」(the Council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nstitution)的批

准，以確定法案與伊斯蘭教義吻合。伊斯蘭教法(Shari’a)依
然在伊朗全境嚴格地推行，持續扮演著法律和道德規章的

角色。革命性的基本教義派勢力，在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

(1997-2001)上可以看到其重要性，此政權特徵在於嚴格的神

權教條以及排除女性參與教育、經濟、公共生活。在沙烏

地阿拉伯，基本教義派的影響力同樣顯著，該國流露著類

似的專制主義，儘管本質上較為保守的沙烏地阿拉伯遜尼

派(Sunni)，截然有別於伊朗伊斯蘭教什葉派(Shi’ite)的革命
民粹主義。 

然而，伊斯蘭教徒本身經常反對將任何伊斯蘭政權歸類

為「基本教義派」，因為基本教義派的立論植基於西方長

期以來對「外國的」或「壓制的」東方所存有的偏見。再

者，證據顯示伊斯蘭教亦可相容於某種形式的政治多元主

概念的澄清
 
  威權主義 
 (Authoritarianism) 
 
威權主義是一種信念或

「由上而下」的政府運作

方式，威權的運作不需顧

及人民是否同意。威權主

義不同於權威，後者的基

礎在於正當性，而其正當

性來自於「由下而上」的

運作方式。 威權政體強

調權威應凌駕於個人之

上。然而，威權主義通常

不同於極權主義。政府

「由上而下」的運作與君

主專制主義、傳統獨裁政

治以及大部分的軍事政權

有所關聯，著眼於對反對

勢力以及政治自由的鎮

壓，而非採取激進手段消

弭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

界。因此，威權主義政體

能容忍經濟、宗教等其他

重要的自由領域存在。 

伊斯蘭教法(Shari’a) 
指伊斯蘭所遵循的律法，以

天啟為基礎，法源來自可蘭

經、聖訓(the Hadith，即穆罕

默德的指示)以及其他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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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此種情況見於馬來西亞的範例中。雖然馬來西亞以伊

斯蘭教為國教，有著既是宗教領袖又是國家元首的「最高

的統治者」(Paramount Ruler)，但是其採行「指導式」(guided)

民主，透過「全國巫人統一聯盟」(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譯者按：簡稱巫統)及主要聯盟國民陣線

(Barisan Nasional)在多黨競爭的架構之下運作，支配著馬來

西亞的政局。自一九八一年以來，巫統開始追求嚴格的伊

斯蘭教生活與採行支持馬來人的策略，並明顯模仿日本經

濟的發展模式。然而，一九八八年後由於司法的獨立性瓦

解與隨之而來的政治逮捕行動與新聞檢查，使得威權主義

的傾向再度崛起。土耳其也是檢視伊斯蘭教與民主關係的

有趣案例。儘管在一九二三年由凱末爾(Mustafa Kamal 

Ataturk, 1881-19)所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國立基於世俗主義

(secularism)，但伊斯蘭政黨在一九九○年代就開始擴張勢

力。其「福利黨」(The Welfare Party)在一九九六年領導了一

個為期短暫的聯合政府(此政府之後被軍隊解散)，而脫胎自

「福利黨」的「正義與發展黨」(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KP)在二○○二年的普選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值得注意

的是，「正義與發展黨」不僅堅守政治多元主義，更熱衷支

持取得歐盟的會員資格。 

 

四、軍事政體 

 

    大多數的政權結合了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意識型態

等要素而形成，但有些政權則是運用軍事力量和有系統的

鎮壓來保持其統治的權力。從這個角度來看，軍事政權可

廣義地歸類在威權主義的範疇中。軍事威權主義最常見於

拉丁美洲、中東、非洲和東南亞，但是，亦曾出現在戰後

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軍事政權的主要特徵在於政府

重要職位的分配，是以軍事領導階層的地位為基礎。常態

的政治和憲政安排通常被壓抑下來，至於表達反對聲音的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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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例如民選的議會機關以及新聞自由，若非削弱，便

是廢置不用。 

雖然所有形式的軍事政權皆是高壓統治的，但是這種

分類亦存在著許多型態。在一些軍事政權中，軍隊力量直

接控制政府。這種類型的傳統統治方式是軍事執政團

(Junta)，其經常出現於拉丁美洲國家。執政團運作的形式是

透過集體性的軍事政府，權力集中在軍事委員會的重要官

員手中，他們代表著三個軍種：陸軍、海軍和空軍。軍事

執政團的特徵是三軍和主要政治人物之間存在著敵對的關

係，造成正式的權力地位發生人事改組頻繁的情況。 

軍事政體的第二種形式，是由軍隊所支持的個人化專

制統治。在這類的例子中，單一個人的權力在執政團或政

體中一枝獨秀，經常透過對個人的英雄式崇拜(cult of per-

sonality)，形成所謂「領袖魅力型的權威」(charismatic au-

thority)。這類例子有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年希臘的帕達多

波拉斯上校(Colonel Papadopoulos)、智利一九七三年軍事團

體的皮諾契將軍(General Pinochet)、奈及利亞自一九九三年

至一九九八年的阿巴契將軍(General Abacha)。就最後一種軍

事政權的形式而言，軍隊的支持是政權得以維繫的關鍵因

素，但是軍事領袖慣於躲藏在背後進行「幕後操控」。例

如戰後的巴西，當軍隊承認軍職與文職人員之間界線涇渭

分明時，政權的正當性將得到增強。然而，此類區分點燃

了要求憲政或代議政治的呼聲，而縮小軍隊直接干預的範

圍，因此長期下來，將有助於多元主義傾向的形成。關於

軍事政權此一主題將在第十八章再予以深入探討。 

 

 

結論 

政府是維繫其所制定規則的機制，政府的主要特徵在於有能力制

定集體的決策並執行之。然而，政治系統和政體不僅涵蓋政府機制

與國家機構，而且也意指透過這些機構與社會互動的結構和過程。 

執政團(Junta) 
在字義上，是指一種委員會

(通常是軍事的)；或一種透過

革命或政變而取得權力的派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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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體的分類有兩項目的。第一項目的是促進瞭解，其方式是透過

比較的途徑，來闡明一堆捉摸不定的事實資料間的相似性和差異

性。其次，協助我們評估不同政治系統的效益和成功之處。 

政體可以根據各種基礎來加以分類。「古典的」分類法，源自於

亞里斯多德，他側重於憲政的安排和制度的結構，而「三個世界」

的分類法，則闡明「第一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第二世界」共

產主義國家以及「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之間物質發展和意識型

態的差異。 

共產主義的崩潰，以及民主化的進展，因而使現代世界的政治面

貌變得難以辨識，也使傳統的政體分類法變得頗為勉強。然而，

我們依然有可能以政治、經濟和文化特徵，此三者如何交織運作

為基礎，來區分政體之間的差異，即便所有政治系統的分類都只

是暫時的。 

「意識型態終結」理論者認為歷史已經終結了，或注定要終結，

因為西方的自由主義式民主已經在世界各地贏得勝利。目前世界

上最常見的政體形式確實屬於某種民主的形式，然而證據顯示，

政體類型已趨向更為複雜且分歧。現代世界中主要的政體類型包

括西方多元政體、新興民主政體、東亞政體、伊斯蘭教政體和軍

事政體。 
 

問題與討論 

亞里斯多德的政體分類與現代世界的分法有無任何關聯？ 

是否有任何像是「第三世界」之類事物的存在？ 

後共產主義政體有別於其昔日共產政權的程度為何？ 

為何自由主義式民主體制被證實是如此有效且成功呢？ 

民主國家如何達到西方多元政體的境界？ 

就現代政權的基礎而言，儒家和伊斯蘭教文化是否可以形成西方

自由主義以外的另一種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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