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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政治權力分立之正義性

呂宗麟＊

輯部沖吭，
前

摘要

探究在古希臘哲人柏拉團與亞里斯多德的患有範疇中，正義以及以

： 此同中心的理想政治制度， E直貫技為其等重要的Y：、考核心﹔即以富代美

;1 

J ﹔幸不諸其等穹、想淵 i原與背景之重大差異，究其等思考之重點，實頭有相

似之建：由比可見，對於有頭正義概念與原則自句話j青，幾已成為若干思

想家思考的重心。

對於有問政治權力的理論建構，以及對其運作方式的考量， 在中西

2立志官學家的思考範疇與研究中，一直扮演著相 t~重要的份量，再加上

﹔ 懼力運作會蓬生腐化概念的思考，因此，權力不能集中於一個及少數

$λ ﹒錢已成兵頭多學者的共同認知，然而，吾人又不能不面對統治者寡
rι 

巨頭滋律的任存事實﹔因之，對於政治權力的分立以及對其正義性的思
f帶﹒叢者以為憊有其必要︱笠，在本文中嘗試解析之，冀希為當代對於政
個惜的立的研究領域，提供一新的思考方向。
l悔
：.！~；~ ： 間懿詞：權力分立，正義，社會與均，立憲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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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通話教育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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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秦始皇欲「後也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代表若干掌權者的心態，雖陳後主會謂：「長星勸汝一杯酒，安有萬年

天子耶？」，但此實乃亡國之君，聊以自慰之詞而已﹔英國爵士艾克頓

( Lord Acton ）即會言：「凡權力會腐化，絕對的權力即會絕對的腐

化 J ( all power tends to corrupt • and absolute power tends to corrutp 

absolutely ) 1 ﹔因之，在討論政治正義理論中，有關「權力分立」概念

之釐清，似乎成為一項必然必須被思考的課題。

「權力分立」一詞，十七、十八世紀英儒洛克、法儒孟德斯鳩．．．．．．

等人相梅倡導之後，並經西方國家採為政治制度之重要依據以來，迄二

百年餘年之間，始終成為政治學及憲法學上的重要論題之一。

政治權力分立之論點何？其與正義性之關聯又為風何？在本文中，擬

以權力分立理論之形成與內涵，以及權力分立理論之正義論點兩項，分

析之。

貳、權力分立論的形成與內涵

「權力分立」之定義為何？英國當代政治哲家懷爾（ M. J. C. Vile ) 

以孟德斯鳴之學說再礎石，認為「純粹之權力分立之原理」（ pure 

doctrine of the seper ＇呵。f porwes ）包括下列六項要素：一、以政治自

由之維護與保障為目的 二、政時統治之組織包括行政、立法、司法三

個部門﹔三、各部門分7J lj ;---: f斐行 if?. 、立法、司法權﹔四、各部份行使其

本身職，不得侵犯其他部門，五、亡生部門之間禁止兼職﹔六、各部門相
互抑制，禁止單一之個人或集團控制國家機構 2 ﹔假若以上述之內容，

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具有權力分立制度，勢將引起諸多爭議，加以現代出

現所謂政黨之權力分立論，多元之權力分立論等，更非該定義所能洒

蓋，因此 ，毋寧採取較廣義之定義為宜，大體指以保障個人之自由為目

的，將國家作用分為數種，由不同機關行使，藉相互間之制衡（ che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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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合政治權力分立之正義性 3

and balances ）閥係’而防止偉力之溫哥者而言 3 。
至於西方權力分立論之起草或形成，眾說紛伍，或主張始於法國之

三德斯嗨，或gf2 為英國人洛克在稱真正的創始者，或論證清教徒革命前

已有權力分立豆豆念存在 4 ，不 1且，筆者站從西方中世紀之前權力分立概

有的形式說論起。

、 中世紀之前的權力分立概念

分權論實可溯源至柏拉團↓：：~年主張之混合政體制，在該體制中設計

護法者、公民大會、行政會議 夜間會這之統治組織，亞里斯多德則主

？旻政府井且織應有討論（ deliber.1tion ) 、執行（ administration ）與司法

( judical ）三權機闕， .［，，） 謀人之之幸福音定﹔西塞羅（ Cicero ）則認為

自民之自由及國家之穩定須囡七三組織之－f；式，符合平衡及制衡之特︱主：

馬基治手iJ 雖重視權術之運用， f旦 Jr; 認羔團京之重大門乏，實有賴？？君

主、貴技及國民會議之交互監｝ 5 ﹔因比，若以分權之說的形哎， h& 1各

而論，創自亞里軒多德﹔但權﹔＼串！J i育之言：念，貝lJ E艾端於抱里貝士（ Polv

biu • 204 - 122 B.C ）之思想，是古文後立之言函家機關權力 JJ＇ 立典禮力

制衡之說，每每 i~；＇朔於亞、鮑二人之思話。，此或謂係權力分立原理之志

峙。

二、洛克的權力分立詩

洛克或受霍布斯的影響，﹔＇~此，在有〈民主政府論兩篇〉中，亦從

自然狀態說起，主張在自然狀穹的人們，享有局等的自然權干ij ( nature 

rights ），人人完全自由、平菩、獨立，也受自然法的拘束 i ，換言之，

在自然狀態中自古人們，對自然肯干J （包右生命、自由及財產權）享有實

質權利，為了維護實質權利，令I違反自想法者，有裁判、處罰之「自然

權力」（ natural power ），而？形成政治權力之素材即來自扣自然權力

8 ，人們以社會契約的方式，組哎共同社會（ community ）時， 所放棄的
是自然權力 ，其目的﹒在確保汙然狀態下人們的自然權利﹔原因在於，

自然狀態接受自由的支配，（旦，：1存在著若于問題，使自然權利之享有極

~ 69 ~ 



4 與大人文社會學報（第七期）

不確定，且會受他人侵害 9 ”主要在於對客觀存在之自然法，但人主認

識不逞，缺乏確定之法、公正之法官，以及缺乏正當之執行權力凹，因

此，由上述原因，促使每個人讓出其自然權力，合或政治權力，組織共

同社會，建立國家 i l ，而所謂政治權力，洛克認為係：「制定法律，規

定死刊以下之所有刑罰， tl ｛！？： 全所有權（包括生命、自由及財產權）之

權力，以及行使共間社會之打量，以執行上述法律，禦敵保國之權力，

並且，這一切僅能年於追求i共福利」 12 ，由此可旬，政治權力既是自

然權行之合成物， 4＇性質莒咚依自然權力而定﹔自然權力包含兩種權

力，﹔有一是「在白 ？法允許之範圍內，為自己及他人之保金，認為適當

者，背得為之」，手二是「封是反自然法之犯罪者，加以處罰之權力」

二者 i~艾受自 然法拘予，政治t；＇~ 力自不例外 13 。

占克的政治？霍夫論，除i＇.＂苦 受自然法 ﹔念的影響，而致力於政治權力體

系之論證外，對政 i· ; j 權力之~~滑，更特別重視，尤其在政治權力分立結

構上的思考，一位~＇..t 法，洛克將政府權力區分為，立法權（ legislative 

power ） ，執行權（ executive power ）與外事權（ federative power ) 

三撞，立法權是制定，法律，去：定死刑以下之所有刑罰，以保全生命、自

由及 ~！ t產權，或者H： 示國家工﹔量之運用，以保全共同社會及成員之權力

14 ﹔試行權是執行J:L行有效去律之權力 1 5 ﹔外事權則指包括戰爭、構

和、峙（同）盟，↓、 及與國于任何人及間社交涉之一切權力 1 6 ﹔至於立

志懼 t：~執行權何以 1 尸 分，﹔J一克認為其主要理由在穴，第一：法律之制

定需時短暫，故立示吉﹔﹔可在嘻嘻7設之必要，而法律之攻力永績不斷，需不

斷執行，故要常設執行伊嗯 ，L執行之，因此立法權與執行權必須分立

li ﹔第二：權力慾主 人性之 ~＇］ 點﹒一人同時擁有立法與執行權立法者可

能不遠守自訂之法律 ，且在立法與執行之際，會使得法律偏袒私人，而

不利甘共同社會之芋他人，違反社會及政府之目的 1 8 ﹔至於執行權與外

事懼之閥係，二者之佳質是有不同，因為執行權受實定法拘束﹒外事權

則不適合受事前↑室主：實定法之約束，而須委諸執政者之思禮與叡智決

定，但因兩者行隨時均需要仰賴社會力量，故無法分立 19 . 換言之，洛

克的分權論，理論上雖有三權，實質上為立法權與執行權（ 廣譯）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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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

通說認為3克之權力分Ir＿論有一特 1笠，即立法權與執行權雖然分

立，但非立於封等並手lj 閱係卡互制衡 換言之，立法機關為國家之「

道」，立法權侵於執行權，是萄京之最高權力：執行權與外事權都立法

t皇之情助性、 f~~ 屬性權力，然 l而，若考穹君主在國家中之地（了，則上泣

說法未免失諸一偏，因為，君主捏有最高執行權，下級官吏之從屬︱主權

力，全部或大在分來自君主，是會只是主督法之執行，本身主不執行：

而且藉者君主參與立法，將串lj 車i原理導入立法機關，任何法律之制定，

非得君主同意不可，不能視君主為從屬于台立法機關之其他部分：某種意

姜上，可以說執行樓，或君主之權力是美高的﹔甚至因握有大悍，高到

足與共同社會之最高權力抗衡﹔從英國屯榮革命時期之階級國家觀念，

或者立法權自右主、貴族及人乏代表也丈之主張觀之，洛克 ~if 末言呀，

亦可挂失口默認傳統之混合政體翁， i各克司然排 .Ff 神秘主義之絕對政右，

叩不走徹底之ft：主共和政治：且對君主持民主勢力相互妥協，在民主之

基礎上，承認君主有相當大之政治權土‘支持當時英國之立憲君主政

治。〈民主政府兩篇〉通篇極 7遐兒便有「主權」一話，恐怕其意在於

迫避「國民主榷」理論﹔或許i ﹔各克之巨論中，人民雋「自然志上之主

( sovereignty on natural law ） ‘ 君主為「賈定這上之主權」
官問

~」

( sovereignty on positive law ，鑑於 .s主獨占執行權，享有不受立法

拘束之大權，並且參與立法，噎限極大，這種見解（以非無道理 2日 c 

三、布羅克與孟德斯鳩之分權學說

布羅克（ Bolingbroke • lη78 -1751 ）乃權力平衡之憲法警說：晶者

之原劃者，（旦真只發表政治爭治文章及治文，而缺乏對南lj 街理合作有系

統之論述，對於英國憲法具有待殊意義者，乃是其對三權均衡及權力平

衡的論述，由此國玉、上院及之院，國王與議會問、立法與行政間，國

主之特權與國民間均須均衡，而自由政丹於焉產主。而依學者之考證，

拉馬孟德斯鳴所著法意，第十 4篇第六章論英團憲法，實取材白布氏之
著作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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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權力分立理論影響最主i 者，應屬孟德訢峙，其立法、行政、王

三三權分立之說，至令仍為各E﹔憲法的楷模，孟德斯鳴之分槽學說與﹔在

毛的權力分立論均以保璋自由黑主要課題，惟 t口此才能保障自由，簡言

之，就是必須「法治」，政府及全國的人民皆乏法律的統治，使執政院

情人不得任意行事，不得選用聽嘻。用什麼方﹔去才可以作到呢？這就是

武德斯鳩最著名的三權？于立說，去制衡原則（ the principle of check and 

talance l 。其謂：長久的經驗室訴我們，無論建掌握了大權都會濫用時

紹，都會把他的成權來志到極點，．．．．．．若制止職權的濫用，必須以權力

牽制權力，各種權能干配給把主對抗之權威（ rival authorities ），令

立相互制衡，乃孟德斯有理論Z 椅髓 22 。孟德斯鳴將政府權力分為三

Vi ：立法（ legislative ﹔行政 executive ) 、司法（ judical ）。立法

恰是制定法禮、修改﹔去三及在止； ＿：~律的權 23 ﹔ f于政權是宣戰持和、授受

假日、締結條約、保障﹔宮內治安、防禦外圍侵目；·~之權 24 ﹔司法權是審判

人民爭訟，處罰犯人之慢 25 ﹔此三權必須分開，而不集中於一個機關，

而後人民的自由才最有保障。主德斯鳩並將有法權由行政權中獨立出

來，出稱「執行公義的還力」需于政權，而與處罰 §~罪或裁判個人爭訟

之裁判權予以區別，此司在克未予離執行及司法，每然不同﹔其次，其與

克還有一個很大的差逞，即﹔各在雖主張權力自7分立，﹛旦強哥哥立法權的

1歪扭：相反地，孟氏﹛系J l 各種權 7位於對等並子lj 閥係而互相牽制，強調

｛~ 持均衡：亦即﹒其苦，三權力的也 lj 銜，特別是強調立法與行政權並列的

分立。他認為自由的保悶不光是〉權就夠了，此種直分了權力發動後，

還須互相監視、阻止、主制。除，機關的分離外，人員亦應分離，禁止

兼識，此即人事分權：三月認為僅三有機關之分離，但是仍由同一批人組

去，實與單一權力無異 而將行，尤權賦予一些生立法產生之人選，行政

W－立法合一﹒將不再有日益3之言 可見孟氏主張嚴格的人事分懂，即使

是議會內閣制，亦不容了？其之分哼理論。此外，關於立法機關之祖織，

孟德斯鳴主張兩院制， ·11~ ~t不僅 f這是基於制衡自可考憊，尚含有維護階段

利益之目 的在內 26 0 

（堇﹔學 兩院訓， j齒不足以保障：：﹔去權和行政權之均衡，必須 1吏行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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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抑制立法權之權能﹔如果行政偉無制止玉，法機關越權行為之權力，立

法懷閉會把所能想像之一切權力和入自己于中，變成專制 27 。行政權只

能詰泣止權在參與立法，不能多1立法事頁之討論﹔甚至不需要提案

ZS ﹔此外，主法f違背無權自行召慧，會議，去無惜自行閉會﹒全憑行政f~

訣定。孟德斯鳴﹛系因擔心「長期﹔金會」侵 3：行政權，不惜治與行民惜這

種煙草地位﹔結果，立法梅蘭之mi 作受青ij/f 行政權，反與當力分立原 ~J

不符﹔但若：2個角 f主思考，觀察了f 法權對T 政權之抑制，不難看出立法

繼有權吝室主律之執行況，但無在：止行政ff~ 之佳能。因為：于政權在︱主貢

土有界肢， 5克無限之必要，並且幸﹔1 政者神生不可侵犯，立去者無權審判

機問專品而言，執政者伸聖不可f妻兒執政者本身立其行為，對防止立

．自由三喪失﹔孟德斯有之混合政體

諂中，基了台「自主不能定非 J

主張政治責 f王白大臣負﹔霄，依彈吉l 幸lj i支迫于

t車站上述權力之串IJi封論：「立法 f;0 閑自兩吾分沮仗，藉著寸互阻止之權

og彼此牽制 3 二者都受執行權限酌，執行信 A：至立法倍﹔民主：J J 29 ﹔而且

這三權應該午三位靜止或不動狀態，然而，旱情必然之運動之前，所以仗

30 等不能不說：有前逞。

’ j 
白
片

：品後，藉孟吾斯鳴之言，

an do no wron,;_;- ）之( ·1 he knig 

當屬必要﹔執政者一旦被控或審

筆者義是強詞叮是，這克與孟德斯罵均認為悟力您是人性之法點，凡人配

有濫用權力之傾向，思考以權力拍串lj 權力，換言之，古典哩力分立論的

目的是消極地防止權力慾之恣意行使或權大之濫用，而非嘖極地增加政

府的效率﹔國家權力分配給各部戶行（室，芋目的防止權力革中而形成對

λ反自然權利的剝奪，因此，究司豆史意志而言，實際二與其說是馬

r分立」本身，毋寧說是為了防止權力的集中況，不過，幸者認為政治

能否運作，涂來自其本身政治制度之設計夕，政治權力之咀互關係及主

向敢者之素質，應亦頻荒要﹔以民主政治為仔，民主政治並 F盡無為強詞
r I:( J 的政治型態，理性支配的原則，說~t.~更為重要。 32

西方權力分立原理自洛克、孟德斯鳩及其佬緝者相程 i~ 導後，為然

風從主不＃呂立口邊，十八世紀末之美國及法國革命，思潮之信誓下，都以

大體而言，﹔呂立、孟德斯鳴建借了自立？古典權力分立沛的內涵，口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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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分立作為指導理念，革命技功之淺，美國各川憲法及聯邦憲法先後

予以制空化﹔在法國更於一t八九年三人權宣言第斗六條揭嚷：「權力

之保障末臻確實，權力分立旦河l雲未予這定之社會，不能謂烏有憲法之社

會。」也比權力分立自政治論蛻變成立乎絕對自明之國家原理，確立在

憲法上之地位﹔不論在美圍 ﹔去司或：3圓，權力分了原理普通被視為接

受之對象﹔然而，權力分立學竟是一間憲法或政治房理，無法擺脫一切

憲法互攻：台原理之被論、批判之措果 在西方社會牛，對古典權力分立

論者， 3日宣俊即以人民主權交人類平等性為出發點，抨擊古典權力論

詣，德國志學家耶林涅克（ Ceorg JeLinek ’ 1851 -- 1911 ）批評孟德斯

鳩之學說，權力劃分為三，和互平等 均衡，雖有按喝點，他本質k彼

此獨立，對于？團京之前一性，以及權j ’與國家統一性關係等問題，全然

末將討論，故認為這種權力去立論的卡果，導致一個團眾在理論上有三

個人格泣。

另冰封於一九二0年奧村干lj 共和鼠憲法產生重大影響的奧裔美譜法

律哲學女克爾生（ Hans Kelst'n • 188 - 1973 ）認罵權力分立論重弋誤

謬之一﹒是相信必先主張立法與執行毛論理上相互獨立，才能使立法機

關與執行機關在法技街上之獨立具備基礎呵，其實立去與執行之間﹒只

有相對垃差異，立法是﹔去之會造，向正是 J去之適用﹔ .＇支之，執行是這之

適用，同時也是法之創造，二者在法芝唱段構造下可建立於不同位置，

但事理上決不可有別﹔的確，基於法£荒之考慮，立志與執行在技附上

分立， l可以防止權力集中之危設﹒ 1笠 2：去與執行，或首說不同規範階段

之這iJ 設，可以委諸機關，卻不吝獨立，否則形成二元之法秩序，法理論

上是不能成立的 36 。

誠然，在法理論上，古典權力分立論或有可議之點﹔但是，拙意以

為，若因為這些缺陷而將其理論之優點一筆勾消，亦非允當，權力分立

論研欲解決之題，不是光憑主嘩論即可桿消，主權只能在法上將，非合

理！生之政治要素一一權力一一全理化﹔主權者也只是指團蒙社會中，可

以合法授權行使政治權力，軍終極自﹔二行使政治權 j］ 之人 ，至於現實

上，政治權力由誰行f吏，是否王富行f吏，主權理論不能提供措保，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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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權力？立論將抽象之國家權力還原 t¥1 現實之政治權行，正足以濟

主權遑論之窮，只要權力與自由之對立或緊張關係存在，權力分立之存

在理住即不言消失，時權力分立原理所以1F然是統治機構論之焦點﹔而

且儘管程度不同，權力分立制仍市為大多故國家採行，三至由事非在此

參、權力分立論中的正義論點

就近代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組型態而言，大體上均依洛克、孟德斯

鳩等人權力分立論的觀點而建立，持別如友、美等圈，國家的權力不集

中於一人（已括少數人）之手，口f受其蓬

力的運作，不能妨害人民的自然！這利，所l﹔就權力分立論的本質目的而

言，其目的並不在 J~＇增加政府效率的提抖，而主要在於防止權力的濫

基本世的制約，以使政府權

用。

、權力分立與社會契均

西方［l 進入近代之後，就團支及其統台權的來源， t＞、及統治者與被

統治者之間的相互閱（系而言，契~ 'J 說逐步 l主著重要地位﹔契約說基本論

點的董生 ﹒ 不能不說是權力分立寸的一項重要思考，因為造過契約形式

的產主，在有幸lj 於權力的分立~衣集中獨境者之手。

在古希臘時期詭辯學﹔后 ＜ Sophists l ＂重要創始者普羅塔哥拉斯

( Protagor缸， 500-420 s.c ) er＇以神話自夫形式，提出了契約說的思想，
認為最旱的人類在體力下比不上君子獸，按有也不足以獲得生活資料，又

不具備政治的技藝，出於自而享這雪在域f'G 拘原則，將不正義的人還死，

38 直為這種人是城邦的禍害 ，其主伊璧鳴雪（ Epicurus ' 352 月271 B.C ) 

認為「自然正義是一種便利的契約，用 l-)3方止侵害人家或自己被他人侵

害﹔人類詞果不能相訂約或不顧互相訂紋，結果也是一樣」呵，至於斯

多噶學﹔民 （ Stoicism ），實質上是在自丹、法的理論上，還立其契約說，

從而影響了羅馬以及近代西方主約說思暫的發展﹔總而言之 ，古希臘時

RJV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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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 思想家以正義的概念，詮釋長約說，儘管還建於萌芽狀態，但確已

將人 ＆ti人之間的契約，視作為構母一 富家權力運作的正義原則及法律的淵

"-北京 、

古羅馬的契約思想，吐不同於主希臘，基本上係侷限於私法、民法

的 s:~ 3男﹒特挖一種（責拷問悍，這種想約觀念投角羅馬：去的校心，如以正

義 ，于 亨、堅考，也僅止於法1，聿正義的建展﹔西方近代社會契約說的闡發，

應 fr 首先來 自於霍布斯政主哲學中、對國家的有關思考，他認為，囡家

是一. f主人工物體，主權罵靈魂，官吏為骨髓，財富為體力，賞罰為神

聖，設和馬娃喂，民怨扁舟病，內品L為死亡：為此，自然﹔去只具有道德

上~~－： ~可支力﹒ 2日果沒有強 ？？力的公： ~權力，它就不能貫徹執行，為了使

自封、 法得到乏實的遵守， ／、（門（更訂 ＿：：契約，把他們的自然權利轉讓，交

付給一個人去一些人泡的談會，這草，﹔是國家﹔國京憑藉被賦予的最高權

力，支持自然法，制定國本法律， 5~﹔迫人們遵守，以保證園內和平，抵

禦外紋，這就是一大群人們互訂立 1'1 t約，每人都對它的行為懼，以便使

它能持其認為有利于三大家自’ 和平， 4fJ共同防禦方式，運用全體的力量和

手段叮一個人格，承擔這一人格的人就稱為主權者.＋0 ﹔霍布斯的社會契
約說，嚴格而論，係在於罵專制主義的合理佳作論道，但由於其i有棄君

權神說，這在當時的英團是具有存祖上的意義，（旦泣不具有對正義概念

！記述的價值 2

在克為支回光榮革命詩詞是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尤其是真以契約說

來保話公民的自然權利，論：量民主政制的合理性，以及反對君權仲說﹔

他與宣布斯一樣認為一種人斗人互楣司的約定，但巧克更強調，一個社

會的建立，必須注過全體個久的同意，並且建立後要遵循少數服從多數

的原則，尤其「富每個人與毛他人間苦建立一個由一個政府統轄的國家

之時」 ，他使自己對這個社會中的每－個技員，負有服從大多數的決定

和取決於犬多數的義務，否叫他與其古人為結合成一個社會而訂立的原

始契＊~］ ！更毫無意義叭，而且「社會或告他們也成立法機關的權力，絕不

允許擴張引起出公眾利的需妻之外，而且必須保障每一個人的財產」

4＇.： ，自以上觀之，吾人很難論定美國當代政治哲舉家羅爾斯（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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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vls ’ 192卜）的正義第二原缸，係受？在克的影響，也不可諱言地，

在克的保偉人的自然權利（生命 7蓮、自由堂、私有財產！這）不泣不謂巳

在j蓋自然j 萃的基本原則。

就在主政治哲學中的說話而言，強調 1契約的形式，將君權神﹔是、

君權至上的原則，予以解構，及這信政治權力可分為共同捏成員，全體

人民持有信力之外，對有關以契刁方式而 i步成的人民政的權力，洛克提

出人民主憶和信託的問f系。

「（言：三」 ( trust ）原為英固樹平法上一種私﹔去上的 ；~t: 律問（系，即信

記者（ trustor ）將財產權移轉竹受託干！ Trustee ’（史為受益人

( beneficiarv ）的利益而告涅吋三訂法律司係﹔信託非王託人與信託人

或受這人 Ft;j 0＇，：契約行為，乃挖去，亡人同意 3受益人而非 f'.S 受託人之利益

它涅：lt瓷、並得~~抗其他人主張1干ij ~＇.﹞＿，是單向行為﹔末、法上的信託概

﹔台電室等用 3' 'J 政治三三公﹔去領域，

芙 31 叮各位政﹔有著迪之中、 ］？ J七

政府污受E人： i足市政治權力為

主明三支 i白宮力的基礎，~：；＿行於十七世紀

人民罵：託人，同時又是受這人，而

千三倍託憶力，白人民 f~：託政佇罵人民

的手lj ﹔主而管理行使政治權力，白 it政治上 信託概念，且非枉法上所寓

的最﹔互信E閱（系﹔（旦這克及同時代訂乏文論 所欲表達的 是才是重要，

妥改造1歪打的作用，即在創設占n制裁的 u」範，及克執f T佳待遇京秩序

或J'g ：要外面之必須動用全體人民的 －］ 量，而 類巨大的坦誠化的權力，既

非仗、台者天主目有的﹔貝lj 其起 、臣的ι 及範直如何？這正是在克在

〈政府論〉所要解苔的中心問題 寸 在克和j q 同時代入普通使用的信託慨

﹔金來說明政治權力的基遊﹒其所只 a專遠的計息不外下子iJ 點：政佇統治

權受目被統治人民的信託，古文況而當的行 i '2：自應受串lj 於信託目的：保護

人民的生命、自由及財產權：換7：之，信~·：權力負荷責任與義菇，亦即

絕有的權力必負至大的責任與義楞，而 J.H 馬政治上信託概念的積極意

義：↑全統治者違背信託目前哼 記者人JJ所能選擇的途徑如何？由於

此時﹒合法途徑己經斷絕，依﹔各了：主張， f;＇｝必導致人民缸尪抗或革命﹔

此種「人民抗抗或革命」的論點 是否符1－正義的基本原則， 准克芷未

說明，不過與荳梭的支持人民通社革命， r~﹔翻暴君的想法，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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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實質內涵而言，仍應是具有正義的深層思考。

法國的盧梭在其名著〈社會契約說〉的首頁即揭槳「人是生而自由

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J 43 ，其契約說即在致力於解決這種矛盾，

他認為人類在組成社會，建立國家之前，係生活在自然狀態中，人人自

由、平等，亦沒有社會和精神的不平等，但隨著人類各種機能的發展，

生產力的進步，特別是由於私有制的出現，人頭通過社會契約建力了國

家和法﹔人類訂立社會契約的目的，在為了維護人們的自由、平等和財

產，但其後在人類的社會發展過程中，與訂立社會契約的原意，發生相

反走向的結果，先是社會契約的訂立，確立貧富的差別，繼而設置權力

機構，確立了強者和者的分別，乃至暴君專制確立主人和奴隸的區別，

在這種結果之下，人民唯有通過革命推翻暴君，重新訂立新的社會契

約，形成新的平等、正義社會 44 。

康德（ Immanuel Kant • 1724-1804 ）向樣地也堅持社會契約說，認

鷹在社會和國家產生之前，人類生活在沒有法律的野蠻自然狀態之中，

但他不贊同把這種自然狀態單純地歸結為戰爭狀態，他相信，在自然狀

態中，人們享有天賦的權利，但由於人的本性，使他們相互侵犯，而社

會又沒有法律約束他們，這樣人們的自然權利就得不到保障，於是訂立

契約建立國家，以保障其完全的自由，誠如其所強調的：「通過契約，

每一個人都放棄他們外在的自由，而成為共和國的成員，共和國是人民

聯合而組成的國家，這並不是說人為了一個特別的目的，而犧牲一部份

他所具有天賦的外在自由，他只是完全放棄了野蠻無法的自由，同時，

由於這種放棄而取得他的完全無損的正當自由，那就是由於國家秩序而

受到法律和權利上的保護」坊，而且「無法律狀態是指一種沒有分配正

義的社會狀態 J 46 ﹔康德的契約說的基本特點有二，一為其特點不是建

立在出於維護個體利益的考量，而是將其納入其先驗論中，從而建立在

每個人的立法意志上，換言之，契約是人們立法意志的產物，而此種立

法意志係來自於先驗理性﹔第二項特點是基本上頗重視在契約形式下公

共正義與文明狀態之間的關係﹔從這點觀點思考，康德雖宋明示「契約

正義」名詞的建構，但對桐後法治政治的建立，拙意認為哼起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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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

以洛克、盧梭、康德為代表的西方古典契約說的內酒，幾乎體現在

美國的「獨立宣言」、「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以及法國的「人權與公

民權宣言」，但在十八、十九世紀英國的休誤（ David Hwne • 1711-

1776 ）、邊沁與彌勒氏等人轉向於功利主義發展之後，古典契約說的發

展，受到若干影響，直到二十世紀六0年代，隨著國家生產力的發達，

以及福利圓家的推行，古典契約說重新又得到重視，尤其是在當代美國

哈佛大學著名教授羅爾斯對古典契約說理論進行整理之後，羅爾斯認

為，契約說的論點，對正義提供了一種可供選擇的系統闡述，比傳統功

利主義更為優越，所以是一種有生命力的理論 47 ﹔羅爾斯承認他自己的

理論，從性質上說，帶有鮮明的康德學說色彩，其目的在於通過簡化的

方式，從而更清楚看出隱含在契約傳統中正義概念的主要結構，特別對

於強調權力分立概念之民主政治的運作，誠如羅爾斯所言：「在各種傳

統的觀念中，契約說的概念，最接近於我們所考慮對正義的判斷，因為

它構成一個民主社會所需要最合適的道德基噁」 48 ：羅爾斯〈正義論〉

( A th的ry of Justice ）的提出，確實為古典契約說的發展與民主政治中

權力分立運作之間的關係，提供一系統性正義概念的思考，此項貢獻，

對於省思民主政治的未來發展途徑，個人認為是相當重要的。

二、權力分立與立憲主義

亞里斯多德的主要政治理論概略而言，有三：付每一個國家即是一

種臨會，協會的最終目的是為「善」，所以國家的目的，即是在運用權

力做好事：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擅有權力，但必需具備以下三種傳統

的資格： 1. 忠於他所統治的政體： 2. 統治的才能、正義的情操﹔ 3. 給予

公民以道德和法治教育，公民如無教育訓練，良法亦無法實行﹔因此，

亞里斯多德的政治權力觀，是以至善、道德、正義、教育及法治為基

聽，亦代表西方傳統政治權力實際主義的中心思想﹔但是至馬基維利時

代﹒他認為國家不過是一個理論上的實體及抽象的原則，他所最關切的

是義大利國家民族的統一，所以在其〈君主論｝ ( The Prince ）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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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將政治與道德分間，為了達到國家統一生存的最高目的，統治者權

力的行f吏，不是園於道德或正義，而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在歐州許多

政雄，如：瑞典的克瑞士廷拉（ C. Christina ）、普魯士的佛蘭德克

( W. Frederick ）、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k ）、法國的克雷蒙梭

( G. Clemenceau ）應是馬基維利主義的信奉者﹔然而，以當代立憲國家

而論，立憲國家憲法之重要內涵，不外乎基本人權之保障，與分配政治

權力之國家政府等規定﹔換言之，權力分立原則實已成為近代圍家政府

組織之重要基本原則與原理﹔權力分立之機能在於避免國家統治權力之

過直集中，藉分權制衡之設計，防止權力濫用，以維護政治權力運用的

正義原則。

既然現代國家之權力分立是國民（人民）主權下之統治組織原理，

其權力淵源具備統一性、歸於一元，則任何權力的分立，都只有相對之

意義，如果漠視這個現實面，很容易將權力分立的概念，流於內容空洞

之形式構造論的，換言之，權力分立能否發揮作用，除來自於統治機關

之內部結構外，而且與人民（或社會）駕御，影響統治機構之力量攸關

切，因之，當代在憲法學理建構的思考中，誠然不能忽略立憲主義的具

體涵義中，有關有很政府（ limited government ）的考量，大體而言，

凡是受到新憲法限制的政府，稱為有眼政府，限制的方式有二，權力的

禁止規定及程序的規定（ power is proscribed and procedures proscribed ) 

日，對於禁止政府行使侵犯人民權利的權力，保障人們的基本人權，以
及人民的自由權利非依憲法或法律，不得加以限制，等有關權力分立論

的闡發，亦已成為為近代民主國家在憲政運作的基本原則﹔誠然如法國

於一七八九年之人權宣言第十六條所揭棄之「權力之保障未臻確實，權

力分立制廈未予釐定之社會，不能謂為有憲法之社會」 52 。

肆、結語

以孟德斯鳴提出古典權力分立概念的背景而言，其政治意圖在於維

護君主（ 貴族）的政治地位，乃至十九世紀德意志型立憲民主制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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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權力分立都曾被用在違背立憲主義的作用上，惟真正之權力分立，

其目的不在於擁護世贊君主或貴族地位，而應該防止權力的過度集中，

說防止現實政治中，少數統治者濫用權力，而保障多數人民之自由日，
確立正義原則的運行﹔因此，當議會（立法機關）或行政機關之有關立

法或政策，違反此原則之時，在憲政運作體系之下，立法機關則扮演

「憲法維護者」（ Hiiter der Verfassung ）之角色，因此，克爾生認為

違憲審查制度的存在是防止多數者獨裁之適當制度，史密特（ Carl 

Schmitt ）買lj認為憲法維護者之機能，可以使拒絕服從權BX抵抗權歸於無

用 54 。

就權力分立與立憲主義之間促進政府效率的問題，而是消極地防者

權力的濫用，至於，如何防止政府權力的濫用，以致侵害到人民的基本

人權乃至自然權力的行（吏，則需要仰賴依立憲主義原則而制定的憲法規

範，從有限政府的層面思考，其目的並不是要完全免除政府與人民之間

權力運作的相對性，而是意欲將人民自傳統專制中解救出來，從美、法

兩國大革命後，民權思想激盪，各民族紛紛起而推翻專制，改？采民主共

和，即使帝制仍然有若干存在，（旦亦只留其形式，而名存實亡，換言

之，近代權力分立與立憲主義已達其功能 55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一﹔

以民主政治而論，泊者治於人者，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同一世（ identity ’ 
Identitat ），或許存在於理念或理想類型中，因為現實之政治形態，總是

游移於純粹民主與純粹獨裁兩極之間，依民主與獨裁所占比重之大小，

界定其為民主形態或獨裁形態，換言之，權力分立制廈之目的，是將獨

裁因素減至最小限度，故柯奇（ Werner Kagi ）曰：「民主法治國家只

有基於權力分立之基本原理，才有可能」 56 ，賣不5萬過，現代憲民主國

家無不採行某種程度之權力分立，事非同然其理 57 ？二：政府為人民謀

求福祉之效能，乃至正義社會之建立，卻未見成正比例之成長，因之，

~分權防腐，而又不大妨礙政府效能之體制，與亟思建立具正義性質之

理想社會 ， 反而成為孫中山先生憲政制廈設計中的重要思考之所在。

另就政治權力的本質而言，應是既非絕對的善，亦非絕對的惡﹔政

治權力的善惡，端視其運作的程直與思考方式而定﹔更由於有權力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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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產生腐化結果的因素存在，乃至於專制與獨裁．．．．．．等現象的產生，因

之在政治權力分立的理論建構下思考其正義性，實有其必要，有興趣者

盡興來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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