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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章 國家學概要 

第一節 國家的理想圖像 
國家學乃探究國家與社會，應採取何種關係，以適當處理國家權力

與人民的社會間的關係的一種學理。在歐陸的發展上，憲法學係從國家

學開展出來的。國家賠償責任又是憲法學的一部分。故探究國家賠償責

任問題，須從國家學切入。 

第一項 西方文化下國家學的發展 

首先，「國家與社會分離原則」是否存在的問題
1
，在國家學的理論

上，也有不同的見解
2
。但在國家學中，有幾個問題，是傳統以來以及後

來的各式各樣的國家學理論，都必須主張及應處理的問題：（一）國家

統治權力的目標設定、成立、分配及行使。（二）國家組織權力與權力

行使間的界限，如何劃定。（三）國民財富分配的主張。 
歐美國家許多的政治學及社會學的理論，對這些問題都有深入的探

討。就這些國家學的問題，西方文化的發展，政治學家薩孟武有非常精

闢的整理，薩氏認為，西方國家型態大致分為三個時期
3
： 

（一）警察國時代； 
（二）法治國時代； 
（三）文化國及經濟國時代。 
本書僅處理與國家責任有關的國家學的問題，因此擬跳過有如汪洋

大海的政治哲學發展的歷程
4
，理由是大部分的政治哲學主張涉及國家學

                                                      
 1 「國家與社會分離原則」係自 Jellinek 的國家學發展之後，普遍佔有重要地位

的理論。參 F. Ermacora 原著，林信和譯，一般國家理論要義，國民大會憲政研

討委員會出版，1986/8，頁 3；李建良，自由、人權與市民社會─國架與社會

二元論的歷史淵源與現代意義，收於氏著，憲法理論與實踐（二），初版，新學

林出版公司，2000/12，頁 1-57。另請參詹鎮榮，論民營化類型中之「公私協

力」，收於氏著，民營化法與管制革新，初版，元照出版公司，2005/9，頁 31。 
 2 參 F. Ermacora 原著，林信和譯，同上註，頁 25，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即準備

放棄「國家與社會分離原則」。社會主義國家學，亦復如此，同書，頁 29-30。 
 3 參薩孟武，政治學，增訂 5 版，三民書局，1992/3，頁 34-42。 
 4 有關西洋政治思想與法制關係的脈絡，簡明的論述，參薩孟武，西洋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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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者，都有因應當時政局的需求，故許多國家學的「主張」具有特定

時空性。本書直接以「現代憲政主義」下的國家圖像，作為論述的基

礎。即國家權力在民主法治國家體制中，其行使方法及如何擔負責任的

問題。 
進入憲政主義的國家時代，也就是特別強調國民主權下，國家應為

人民而存在的概念，人民固然有依法應盡之義務，但國家不是單純統治

權行使的主體，縱使有應限制人民之權利或利益，也必然是為調和更多

人的利益。是以國家縱使具有法律人格，但其有更重要的保護人民「安

全」、「經濟」的目的，也有促進「文化」的任務。 

第二項 中華文化下的國家學發展 

中華文化下的國家學，在先秦時代的春秋、戰國時代，有相當出色

的論述；但在大秦帝國統一六國之後，加上西漢帝國漢武帝（劉徹，

156 – 87 B.C.）獨尊儒術以後，國家學的發展，遂行沒落。 

壹、 先秦時代的國家學 

先秦時代的許多文獻
5
，對於國家圖像有一些著墨： 

例如《洪範》一書，其中第五疇為（五）「建用皇極」。 
「皇極」，「極」者，意為至高之準則也，最終之指標。皇極者，

                                                                                                                                 
史，再版，1986/8。詳盡者，如張正修，西洋政治思想與法思想史，第一篇

（ 2006/10 ）；第二篇（ 2006/10 ）、第三篇【上】（ 2016/3 ）、第三篇【中】

（2016/6），初版，新學林出版公司；J. S. McClelland 原著，彭淮棟譯，西洋政

治思想史，初版，商周出版公司，2003/12；Jean Touchard 原著，胡祖慶譯，西

洋政治思想史，初版，五南圖書公司，1996/11；Ernst Cassirer 原著，范進、楊

鈞游、柯錦華譯，國家的神話，初版，桂冠圖書公司，1992/11。「國家的神

話」一書，亦有黃漢青、陳衞平譯，成均出版社，1983/5；Lorenz von Stein 原

著，張道義譯，國家學體系：社會理論，初版，聯經出版公司，2008/11。 
5 理論上，中文世界中，最早的國家學的著作或許可以推《洪範》一書（成書確

切年代，爭議甚大；通說認為約春秋戰國時代）。據稱，洪範一書（洪者，大

也；範者，法也；洪範亦即「治國大法」也。），乃殷商箕子口述其先王治國之

寶典。殷失天下後，箕子被俘，周武王親自諮詢。於是箕子歷述殷商建國六百

四十餘年之施政方針。洪範一書共有「九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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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立政府最祟高之威信，必須使人民能享受「壽」、「富」、「康

寧」、「攸好德」、「考終命」的幸福，也就是人民最高最大之福利。

為了達到此些目標，必須建立皇極（崇高的目標），實行「王道」。而

王道的落實： 
（一）建立君王之道，王道應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寬大舒

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二）官吏行事必須：「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

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亦即，官員們必須不偏頗而公正，以遵守

君王之義理；不可以個人偏好行事，以遵循君王之道德；不可以假借權

力做惡，以遵循君王的路徑。 
（三）在對待人民部分，君王及官吏必須勤於政事：「斂時五福，

用敷錫厥庶民。」（造福人民）。 
（四）君王在用人方面，必須啟用有能有為之人才：「人之有能有

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用人惟才）。 
此種論述，完全符合現代政治學的理念。 
又例如《大學•章句》：「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再如，《孟子•離婁篇》： 

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上無道揆也，下

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

也。 

同一篇中，又有如下記載：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

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此些論述在在都訴諸於作為國家的統治者，應該如何有道德及禮節

情操。例如《呂氏春秋•貴公篇》
6
論及「天下」應以如何樣態歸「誰」

管理，則主張： 
                                                      
6 《呂氏春秋》，又稱《呂覽》，約略完成於秦王政六年（公元前 241 年），乃中土

先秦戰國末期的一部政治理論散文的彙編，共 26 卷，160 篇，為秦國相國呂不

韋及其門人集體編纂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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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

於上志，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

生於公。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

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

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

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

也。 

此一主張，在政治哲學上「極為優美」，賦與國家是個「道德整合

體」的地位，國家不可以缺乏道德，因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

之天下也」，這樣理想的狀態，在正史記載中，似未曾見之。這樣的理

想，雖然也見諸於大明帝國末年黃宗羲（1610~1695）《明夷待訪錄‧

學校》一文所主張的： 

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

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蓋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

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

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 

天真的黃宗羲居然主張：「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

非」，這等於公然挑戰「皇權」。其之所以有此主張，也是因為他富有

「民本」及「自由主義」的思想
7
。但黃氏的理論，從未被落實。 

                                                      
7 此可從黃宗羲（1610~1695）《明夷待訪錄‧原君》之文見之：「有生之初，人各

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

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

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

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

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

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劉邦）所謂『某業

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

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君為主，天下為客，

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

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

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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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國家比較好的狀態，是統治者「曾經有」考慮到民心向背，所

以願意採取對人民較負責的態度。故《呂氏春秋•順民篇》則論及： 

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

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萬乘之國，百戶

之邑，民無有不說。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眾哉？此取民之

要也。 

但這些都是先秦時代的「政治主張」，在當時並未被落實。《春秋

繁露•王道》亦有載述： 

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

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

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發銜

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 

此些情形，與希臘三賢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所主張的理

想國，相去不遠，統治者是有德的哲人，人民都過著「快樂的日子」。 

貳、 漢武帝獨尊儒術後之發展 

隨著時代的推移，秦滅六國，但仍有抵禦外侮的需要；進入西漢帝

國，更須有強大的內聚力抵禦當時北方匈奴的侵擾。故這些政治上的優

美主張，落實在政治現實層面，有相當高度的落差。因為專制時代，君

王的統治權欠缺民主合法性，故君王關心的是，如何鞏固其統治權力，

為了達成穩定統治目的，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地適用各式違反道德律的方

法，最明顯有力的例子即為三國時代的曹操所頒「舉賢勿拘品行令」
8
： 

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

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

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

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

                                                                                                                                 
「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

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鳴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8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第一》，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舉賢勿拘品行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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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污辱之

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本書強調）：其各舉所知，

勿有所遺。 

曹操所需要的政治人才是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至於是否「仁

孝」並不重要。也就是，他很誠實地在政治上表達因為領導統御之需

要。這是漢武帝之後，最誠實的政治主張。 
因為事實上，中華民族在西漢帝國的漢武帝時期（建元元年，公元

前 140 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令後學者有所統一」，亦

即政治上所呈現出來多是的一種弔詭現象：看似以儒家的德禮治國，但

多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治，其目的無非在鞏固統治階級利益。當然，儒

學也因此在中華民族的各個國家中，取得了「特殊地位」，亦使到儒學

成為了中國社會的基礎思想。然則，儒家思想是一種「泛道德思想」的

主張，漢武帝後的各個國家的統治狀態，沒有一個國家或朝代，是合乎

「先秦儒家」的主張。是以，學者有認為，歷代國家都是利用儒學敦化

民風，但同時採用法術及刑名鞏固政府的權威，即是所謂「儒表法裏」

（表面是以儒家思想統治人民，但實質上係以法家的威嚇主義治國）的

根本矛盾，此一體制對東鄰的朝鮮王朝有重大影響。 
法家的思維，非常清楚地，以法律作為「工具」，主要在統治的需

要，秩序的維持，也是統治的需求。韓非子基本上採「法律工具論」，

認為：「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五蠹》，故君王最好能夠操

「二柄」，明主之所導制（領導及控制）其臣者，二柄（兩種權柄）而

已矣。《韓非子》〈二柄〉、〈飾邪〉分別主張： 

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

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貪圖獎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國君自己掌握

刑賞的權力），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嚮往；追求）其利矣（群臣害怕刑

罰，而追求獎賞）。 

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家法，雖危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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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認為，中華民族在漢武帝以降的各個國家的「政治文化」，一

言以蔽之，「偽」也：表面上主張一套，但實質採取的手段，又是另一

套
9
。先秦的政治哲學上理想的主張完全沒有落實到實際政治的作為中。

是以漢帝國以後的政治哲學，無不以鞏固統治手段為目標，其與國家權

力之學，相距甚遠。 
相較於西方的國家權力之學，最後轉為「民主政治」與「法治政

治」，中華文化的政治哲學雖有「文獻上」的價值，但缺乏落實的機

制。我國現行的國家賠償制度的建構，係受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影響，與

中土的國家學無關。 

第二節 國家權力的法源 

第一項 專制時代的國家權力來源 

專制時代的國家權力來源，被假設來自於「天」或「上帝」。故代

表國家的皇帝，西方國家用「君權神授」來包裝。中土的各個國家的統

治政權，自秦、漢帝國皆稱皇帝為「天子」，也如出一轍。 
此一時期，國家的主權與統治權合一，皇帝的統治權的正當性，來

自於事實行為的以武力奪取的政權。取得統治權，即取得國家主權，可

以為所欲為地制頒法令，限制或剝奪被統治者人民的權利及財產，予取

予奪，概不必有法令依據；縱使需有法令依據，只要皇帝允諾，沒有制

定不出來的法令。法令是統治權行使的工具。至於法令之禁止或要求，

其內容如何，在專制時代皆假設具有「絕對的正當性」，不曾被懷疑

過。故《管子》〈明法解〉篇曰：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

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群臣立

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

也。」 
                                                      
9 蔣介石曾書寫：「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的對聯，應屬此類；

張載的《橫渠語錄》中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

開太平。」之語，類此。 



 
 
 

10 第一篇 法本質論 

但事實上，具有統治權的君王所頒的法令，不盡然具有實質正當

性，但在當時，統治權的最高權威，已經完全取代正當性的論辯了。但

專制時代的「法令」作為一種「客觀的秩序」，只是一種工具而已，也

就是利於統治權鞏固的工具。是以《商君書》〈定分〉篇云： 

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為治而去法令，猶

欲無饑而去食也，欲無寒而去衣也，欲東西行也，其不幾亦明矣。一兔

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賣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

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如騖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貪盜不取。今法

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其議人異而無定。人主為法於

上，下民議之於下，是法令不定，以下為上也。 

亦即，商鞅主張法令具有「定分止爭」的功能，但鎖定的「分」，

指的是人民間的「分」，所要防止的「爭」，是避免波及統治權的

「爭」。 

第二項 民主法治國家時代 

但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建構，植基於「國民主權理論」。國民主權

論認為國家的統治權的「合法性」來自於人民的付託。而人民的付託乃

是一種政治意志的決定，制度上乃透過選舉制度，經由定期投票的制

度，不斷地更新統治權的合法性。此為民主國家在組織法上的本質。由

此產生，民主國家下國民與國家間的法律關係究屬何種關係的定性問題。 
早期人民處於游牧部族，國家組織尚未成形之際，「國家」這個具

有「嚴謹組織」及「強大權力」的組織體，被認為是一種「巨靈」
10
，

人民對之無可如何，只能以「天地」視之。古語云：「天、地、君、

親、師」，代表著人民與「君」的關係，類似與天地的關係。而與天地

的關係，就是一種與自然的關係。自然界所發生的各種災難，瞬間可以

                                                      
10 巨靈，即利維坦（Leviathan），乃英國政治哲學家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於 1651 年所出版的《利維坦》一書之書名，本書為後世西

方政治哲學發展奠定根基。參 Carl Schmitt 原著，應星、朱雁冰譯，霍布斯國家

學說中的利維坦，初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