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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筆者始修正正文之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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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篇文章主要針對 Carl Schmitt 的政治性概念進行討論，希望藉由著

Leo Strauss 與 Heinrich Meier 釐清幾個基本問題。第一、政治性概念的反

自由主義傾向，與觀念發展與變遷。第二、探討政治性判準－敵友之分

的特色以及功能。本文分別整理出三個特性：獨立性、具體情境與生存

意義、群體性。就獨立性而言，我們必須注意 1927 與 1932 年的政治性

概念已有所差異，Schmitt 要主張的可能是作為根本的政治性；就具體情

境與生存意義而言，本文認為這是政治性的重要基礎，而 Schmitt 提出這

個特性顯明出當代政治所具有的根本破裂與不穩定；最後，在群體性方

面，本文運用 Leo Strauss 的研究說明 Schmitt 的政治性有別於 Hobbes 所提

出的自然狀態，這可從兩方面討論：Schmitt 的政治性狀態是具有群體性

特徵，其次這種政治性狀態可在人類歷史中一再被找尋。 

關鍵字：史密特、施特勞斯、政治性、敵友之分、自然狀態、獨立性、

具體情境與生存意義、群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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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意識與文章結構 

「政治」在台灣是個具有多元脈絡以及複雜的概念，例如在諸多的

實踐與論述中可以見到立場相異的雙方皆使用「政治」、「泛政治」或「政

治化」等語彙在批判對方的主張，並且嘗試「證立」（justify）自己主張，

似乎被貼上政治標籤的這一方就具有偏頗、不理性與價值不中立等特

色。而值得思考的是何謂政治呢？這一直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政治」

似乎就像時間一樣，一旦浮上檯面接受討論與檢驗，似乎就變得無法界

定。除了對於「政治」討論的匱乏外，在台灣，「政治」一詞也有一種雙

元脈絡：首先，在內國事務上指責對方「泛政治」往往指責對方價值不

中立、不合理（甚至是非理性）或是不專業；而在外交事務上指責對方

「泛政治」，不僅僅意味著價值不中立、不合理或不專業，更具有主權爭

議的面向討論
1
。可以知道，在台灣「政治」一詞的使用擁有錯綜複雜的

脈絡，因此釐清與討論「政治」這個概念便有其必要性，對於政治概念

的釐清不僅具有學術意義的清晰性，更能對於台灣諸多論述以及實踐行

動賦予更清晰的理論視角。 

本文主要以 Carl Schmitt 所提出的政治性概念為研究對象，整理

Schmitt 的理論概念並試圖釐清關鍵的基本爭議，如政治性的定位、敵人

與朋友之區分、具體情境與生存意義的功能等等。以 Schmitt 的關鍵概念
                                                               
1  例如以目前政府所欲與中國簽訂的「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來看，執政黨明確

表示政治與經濟的差異，宣稱 ECFA 是個純經濟議題與政治無涉；而在野黨卻表示 ECFA

涉及到台灣的主權議題，主張政府不可在未經人民之同意前任意簽署經濟協議。ECFA 是

個「極佳的例子」在於，它可以「表現」出台灣在一項議題上，對於使用「政治」一詞的

分歧現象。審稿意見指出，若能從對於 Schmitt 的討論中析論 ECFA 的爭議則更具有研究

創見。筆者感謝審稿人之建議，然而鑒於筆者能力以及文章篇幅，本文僅能先就 Schmitt

的理論概念進行釐清，至於其理論對於台灣當前問題之透析層次，將另為他文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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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討論對象本身即是一種危險，原因除了是 Schmitt 本人的政治實踐極

具爭議外（參加納粹黨與反尤思想等），再者，他的思想與他的具體政治

主張往往給人一種相牽連的關係，這使得研究 Schmitt 往往籠罩在一股以

價值批判為導向的氛圍之中，因此有必要對其關鍵概念給予深入的討

論，以避免誤解其意義或是產生過度詮釋的狀況。本文的研究旨趣是，

正因為 Schmitt 思想的深遂以及清晰的判斷，使得我們必須正面思考他所

提出的諸多概念爭議，正因為他的思想與政治行動具有如此大的爭議，

迫使我們必須從他的理論研究中梳理出一條清晰的思路。 

Schmitt對於政治性概念的闡述有其獨特見解，將政治性的界定為具

有特定判準的範疇，而特定判準即是敵人與朋友的區分（Unterscheidung; 

distinction）。本文所關注的焦點在於說明Carl Schmitt在其《政治的概念》

一書中對於「政治的」概念之說明。Schmitt作為一位著作豐富的法學家
2
，

其所涉獵的議題非常廣泛，涉及到法學、政治學、神學甚至美學領域，

再者Schmitt更因為其具體的政治實踐（於第三帝國時期參與納粹並具有

反尤思想）而具有著諸多的爭議
3
，然而不可否認的Schmitt具有一種銳利

透析問題的視角，不論斯人善惡，在理論的分析與爭議的討論上Schmitt

                                                               
2  Schmitt 做為一個多產之作家，其著作高達七八百份的創作。蔡宗珍老師指出「史密特的

吸引力，則來自於其長達九十餘年的生命中，至少有長達七十年的著述歲月，而這段筆輟

不斷的漫長歲月中，史密特留下了多達七八百份創作，而這些創作中，內容涵蓋文學、藝

術、神學、哲學、法學、政治時論這種人文領域……」，請參考，蔡宗珍，德國國家學與

國家法學者－卡爾．史密特，月旦法學，73 期，2001 年，162 頁。 
3  關於 Schmitt 與 Nazi 的關係一直是爭論不休的議題，其反尤思想也反覆被思想史家提出討

論。而值得注意的是 Schmitt 之所以高度關聯到納粹議題不僅僅是行動參與納粹黨而已，

而是更具有理論思想的關聯性，例如其對於具體秩序思維的闡述與大空間理論等等，皆與

納粹之侵略行動有種實踐上親近的契合性。請參考，Schmitt，論法學思維的三種模式，蘇

慧婕譯，台北：左岸出版，2007 年，38-41 頁。而關於 Schmitt 於二次戰後為自己的大空間

理論辯護，請參考 Schmitt, Interrogation of Carl Schmitt by Robert Kempner (III), trans. by Joseph 

W. Bendersky, Telos 72, pp.105-116(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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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佔有一席之地
4
。Schmitt在對於「政治的」（或政治性）概念之分析上

揭露了一種政治性特有的性質：敵友之分（die Unterscheidung von Freund 

und Feind）（Schmitt，1963：26），然而如何理解敵友之分所具有的特殊

意義仍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議題。本文所企求的目標並非對Schmitt思想的

全面性研究，無疑地這不僅是難以達到也幾近不可能，本文目的在於說

明Schmitt對於政治性的界定方式、政治性的定位、對於敵人與朋友概念

之釐清與其間可能蘊含的基本爭議。對於上述問題的討論與分析，有助

於我們更深入地了解Schmitt式的政治觀在反自由主義立場上所扮演的角

色，並且更能認識到敵友之分在政治行動領域的深層意義，在筆者看來

Schmitt把敵人與朋友之區分界定為政治性的核心，不僅僅揭露了政治行

動特有的性質，更揭露了即便在現代性已高度發展的今日，政治行動皆

有一個無法被抹去的面向－敵意，這有助於我們深入反省自由主義基本

原則所面對的挑戰以及建立哲學性反思的基礎
5
。 

                                                               
4  Schmitt 其人與理論最特殊的現象在筆者看來是，不論左右兩派對他皆無法忽視。當然，

我們可以問：「何謂一個被標示為保守派的法學者，對於左派有所貢獻呢？」就筆者所處

的閱讀脈絡來看，美國左派大概是到 1980 年代開始思考 Schmitt 在 1930 年代左右所提出的

法政問題。但有趣的是，最初對於 Schmitt 理論進行討論的左派雜誌 Telos 並不是從 Schmitt

眾所皆知的著作－《政治性的概念》－開始的，而是從 Schmitt 與 Frankfurt School 的關係

討論起，從這個角度來看，美國左派所關心的問題視野與目前台灣學界一般討論的視野有

別，他們注重在兩大強權之間意識型態、討論美國帝國主義式的外交政策等等的。這個思

考層次更可以從 Telos 之後一連串以 Schmitt 在後其所發表之國際法文章、著作進行討論看

出端倪，請參考，Schmitt, The Legal World Revolution, trans. by G. L. Ulmen, Telos 72, 

pp.73-90(1987).  
5 所謂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或許可以歸結以下六項：1.個人權利、2.多元寬容、3.立憲政府、

4.國家中立、5.私有財產與 6.市場經濟，請參考，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

同，台北：揚智出版，2000 年，99-106 頁。Schmitt 身為反自由主義的大將，對於其理論概

念之討論當然有助於我們對於自由主義的反省。 

而審稿意見指出，「反省自由主義之適當與否」並未在本文中處理。在此，筆者感謝審稿

意見所指出的缺漏。筆者將「反省自由主義之適當與否」修改為「對於自由主義的基本原

則提供反省的基礎」。但是，這個更改不表示，但這不意味著自由主義已毫無問題，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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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構上，本文將先考察「政治性」（the political; die Politischen）這個

概念的意義與定位，這包含了對於「政治性」一詞的脈絡與討論背景的

考察，釐清「政治」與「政治性」到底有何差異（貳），並且本文整理

Leo Strauss 對於 Schmitt 使用政治性概念的考察，指出使用「政治性」更

具有其哲學立場－反自由主義的基本立場。在說明完對於政治性的考察

之後，本文將討論敵友之分作為政治性判準的意義（參），並透過 George 

Schwab 的研究進一步討論兩種敵人的概念－公敵（enemy）與私敵（foe），

與其對於國際法秩序之重要性。之後，本文進一步檢討敵友之分的三個

基本特性（肆）：獨立性（independence; selbständig）、具體情境與生存意義

（concrete and existential sense; konkreten und existenzillen Sinn）、群體性

（collectivity; Gesamtheit）。這三個基本特性各自對於政治性的概念提供了

諸多反省面向，政治獨立性的詮釋必須面對 Schmitt 著作中潛在的立場的

基進化（從反自由主義的傾向到政治作為根本性的發展）；而具體情境與

生存意義，一方面揭開了政治性所蘊含的對抗意義，但也為政治性提供

了不穩定的基礎；最後在群體性上，本文將進一步整理「朋友」可能蘊

含的意義以及指出正是「朋友的群聚現象」讓 Schmitt 的政治性概念可以

不受到規範性理念的攻擊。 

貳、「政治性」概念的定位考察 

一、「政治性」的脈絡考察及其詮釋 

Schmitt 在《政治性的概念》一書中，開宗明義便點出了國家與政治

                                                                                                                                                          

地如此之更正意味著對自由主義的理解與批判更為精確，例如對於個人權利的思考，

Schmitt 的政治理論是否支持天賦人權的觀念以及 Schmitt 的政治性是否支持個體主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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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間的關係，他說：「國家的概念預設了政治性概念。（Schmitt，1963：

20）」，在概念上，Schmitt 並不使用政治（politic）、在優先順序上不是國

家（state），而是政治性（the political; die Politischen），因此首先第一個問

題是為何 Schmitt 要使用一個名詞化的形容詞，而不直接使用政治呢？

Schmitt 指出：「按照今日的語詞使用，國家，是由組織化的人民在封閉

的領域中，所形成的政治性狀態。（Schmitt，1963：20）」。然而，他認為

這只是一個迂迴的說法（Umschreibung），而非對於國家的概念規定

（Begriffsbestimmung），在上述說明中內並未指出國家所特有的內涵，僅

是將國家（Staat）與政治性狀態（der politische Status）等同起來，至多點

出了國家是一個政治性狀態，然而這已是我們所知的了。 

Schmitt 曾表示：「19 世紀各部德國憲法所處的是這樣一個時代，當

時的重要國家學說將此時代的基本結構，以一個清楚而可操作的基本公

式表達了出來：關於國家與社會的區分。（Schmitt，2005a：155）」十八

世紀的專制國家壟斷了政治的概念；而在十九世紀的中立國家，國家與

社會是可以清晰且相互區分開來的。因為在中立國家內，一方面因為國

家具有自身的強度而得以界定其自身的群聚現象，社會的各個領域並不

會阻礙到國家之聚合，另外一方面國家在宗教與經濟採取「中立」與「不

干預」的手段，而未使「不具國家性」的事物成為無意義的，因為非屬

於國家的事物便是屬於社會的事物。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國家社會二元

結構是具有穩定的功能與清晰的界線。因此十九世紀的國家法預設條件

是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且由於國家具有充分強度而足以界定自身的群

聚現象。「中立」在此的意義在於「不干涉」（nonintervention），國家對於

社會各個領域採取「中立的」態度，而使得各個不同的價值觀得以共存

在一個政治性的團體之中（Schmitt，2005a：21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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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國家得以清晰地與社會諸領域相互區分，但在國家與社會界

限的混淆後，國家社會二元結構之狀況不再被維持，任何國家的事務可

能亦屬於社會的事務，也讓社會沾染政治的性質。Schmitt 說：「在國家

與社會相互滲透之時，國家性與政治性的等式便變得不正確以及自欺欺

人，所有國家的事物變成了社會的事物，而社會性的事物也變成了國家

性的。這是在民主化的組織共同本質上必然出現的情況。（Schmitt，1963：

24）」。 

然而，國家與社會彼此之滲透所產生的結果不僅僅涉及到政治性的

「擴散」而已，更涉及到一種新的國家類型之出現－全面國家（totale Staat）

（Schmitt，1963：24）
6
。全面國家的出現，意味著任何事物皆可能具有

政治性，全面國家反對在重要領域的去政治化與中立化，在國家之內，

任何事物都潛在地具有政治性。Schmitt說：「而國家與社會的同一，就出

現了對任何事務領域都不會冷漠、潛在上會介入每個領域的全面國

家……（Schmitt，1963：24）」由此可以知道，國家與社會界線的混淆，

除了讓政治的無法以一種對立於宗教、文化、經濟、法律的方式被界定

                                                               
6  本文將 total state 譯為「全面國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文的兩個譯本翻譯的方式不一樣。

就較早的中國簡體字譯本，譯為「全權國家」。而姚朝森教授則將 total state 譯為「總體國

家」，中文學界最早詳細介紹 Schmitt 的思想的吳庚教授，則也使用「總體國家」一詞。關

於如何翻譯 the total state 一詞，本文目前尚未具有較堅持之意見，因為中文學界目前針對

這個詞彙也是意見紛歧，例如林佳和教授將 Ernst Forsthoff 的 Der totale Staat（極權國家）

一書譯為《極權國家》也是一種翻譯方式。關於對於 totale Staat 的翻譯，林佳和亦有考察

到吳庚的「總體國家」譯法，但是因為國內對於 Hannah Arendt 的著作譯為《極權主議之

起源》，以及政治哲學界之使用，因此他才使用「極權國家」一詞，請參考，林佳和，國

家、行政法與意識型態－Ernst Forthoff 的《極權國家論》與國家社會主義，輔仁法學，26

期，2003 年，4-6 頁。本文試圖將 total state 譯為「全面國家」，並沒有特別深刻之理由。

因為由於 Schmitt 這裡在討論的國家觀念並未如「極權」一詞所展現的對於私領域之控制

傾向，以及為了與軍事用語上的總體戰（total war）有所區隔，因此本文皆使用「全面國

家」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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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更表示了一種新的國家類型出現。 

因此在全面國家之內，沒有非政治性的事物存在。Schmitt 用以下這

句話，做為《政治性的概念》第一章的總結： 

「事實上，全面國家已不再認識到絕對非政治性的事務，這樣的國

家必定是排除十九世紀的去政治化，而且特別是終結了不干涉經濟的國

家與不涉及國家的經濟等原則。（Schmitt，1963：26）」 

從上文的整理中，可以發現Schmitt將「政治性」作為核心討論概念

主要從國家與社會二元結構已有所改變這個脈絡出發，並且觀察到新型

態國家的產生－全面國家。有看法認為Schmitt使用「政治性」一詞的原

因在於他將政治性界定為一種氛圍，而非一個實體或是一個固定領域。

因此當他使用「形容詞化的名詞」著重在將政治性視為一種敵人與朋友

聚合強度的表現。的確當我們看到《政治性概念》第二版（1932）內Schmitt

也如此界定政治性的性質，他並不將政治性的判準之獨立性界定為一個

「新的事物領域」（neuen Sachgebietes）（Schmitt，1963：27），而是將政治

性判準界定強度的特徵：敵友之分表現在團結或分離的最大強度之上

（Schmitt，1963：27）。上述詮釋確有文本上的依據，然而如果將Schmitt

於 1927 年出版的《政治性概念》一文
7
納入考量，可能會發現在 1927

年這一版本中，Schmitt已使用「政治性」一詞，但並未提及將政治性視

為一種氛圍或是具有強度特徵。如此一來對於Schmitt使用「政治性」一

詞的詮釋似乎尚未蓋棺論定。 

                                                               
7  該文章最早發表在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 58 卷 1 期，請參考，Schmitt,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Positionen und Begriffe:im Kampf mit Weimar-Genf-Versailles 
1923-1939, pp. 75-83 (Berlin: Duncker& Humblot). 

3-82 



論政治性的敵友之分 

－一個對於 Schmitt 理論的初步考察 

83 二○○九年十二月

身為Schmitt的學生，George Schwab表示Schmitt有意識地區分政治與政

治性的原因在於，Schmitt觀察到在傳統討論歐洲國家脈絡中，「國家」與

「政治」（politics）是相聯繫在一起的，然而現今卻需要一種新的理論分

析視野，因為新的主角佔據了問題的核心，這就是為何使用「政治性」

而非「政治」的原因（Schmitt，1996：13）。因為在政治的現實中（the political 

reality）、在國家與非國家的政治中有許多新的政治性主體（the new subjects 

of the political），這些新的主體所帶來的是新的敵友群聚之種類（Schmitt，

1996：13）
8
。而當觀察到《政治性概念》寫作背景時，或許可以更深

刻地理解到為何有許多新的政治性主體。威瑪憲法是在風雨動盪之中出

生的，在威瑪憲法出生之前，社會民主黨與激進左翼對於未來新國家體

制之走向便有著截然不同的理想，進入制憲國民會議的政黨一開始即處

於兩種極端對立的基本立場，一派是支持新國家秩序之建立以及議會民

主制之運作，另一派則是反對威瑪共和與議會民主制，威瑪憲法便是此

高度妥協與折衝下的產物（蔡宗珍，1999：76）。威瑪憲法自身對於價

值之不設防，讓許多對立之意識型態進入到憲法場域之中，而甚至是以

消滅威瑪憲法為職志的政黨只要憑藉著「具合法性之程序」便可以推翻

整個憲法之基礎。如此一來當「憲法」是國家作為自我組織的形式表現

時，意味著國家也可以任意地被變更其的形式與構造。或者更為精確地

說，政黨可以透過合法的程序取得消滅以憲法做為自我組織的國家的機

會，可以這麼說，「政治性」一詞表現出不僅是國家可能握有政治性的特

                                                               
8  Schwab 並未針對「新的政治性主體」進行說明，而是以 Schmitt 的一本書 Le Categorie 做 說          

明。Le Categorie 這本書，筆者目前尚未找到其資料。但是根據筆者之閱讀其他文獻，Le 

Categorie 此書應該是 1972 由義大利學者 Gianfranco Miglio 與 Pierangelo Schiera 所編的 Schmitt

著作選集，書名全文為 Le Categorie del Politico。請參考，Nicoletti, Carl Schmitt nella Stampa 

Periodica Italiana, trans. by Camilla R. Nielsen, Telos 72, p.218(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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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就連政黨也可能擁有政治性的特色
9
。 

二、「政治性」的反自由主義立場 

對於「政治性」定位爭議的更深刻的問題是：「政治」與「政治性」

間的取捨是否標示著某種基本哲學態度？針對這個問題Leo Straus
10

指

出，Schmitt之所以不提供一個針對政治性的詳盡定義，在於根本地質疑

當時對於「什麼是政治」的回答方式（Strauss，1996：86）。Leo Strauss

指出，「文化」（culture）便是當前自由主義的回答，因為自由主義將「文

                                                               
9  這個詮釋奠基在 Schmitt 對於政治性決斷的不同層次之區分上，關於首要（primär）與次要

（sekundär）政治性決斷以及政黨政治的地位，請參考 Schmitt,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p.30

（Berlin: Duncker und Humblot）。 
10 審稿意見在本文討論 Strauss 對於 Schmitt 政治性之詮釋時提出兩點批判：第一、應該要提

出 Strauss 的詮釋觀點。第二、藉由著 Strauss 的詮釋觀點之提出更充足論證 Strauss 對於「政

治之根本性」的主張。就此而言，筆者贊成審稿意見提出的「哲學詮釋觀點之反省」的方

法主張。但由於本文仍是對於 Schmitt 理論的考察，而非對於 Strauss 理論的考察，因而筆

者的簡要回應如下： 

第一、Leo Strauss 的哲學立場？在這個部分若要筆者挑選最為關鍵的語言的話，便對自由

主義批判；更精確地說，要「超越自由主義的視野」，不論是 Strauss 對於 Schmitt 的政治性

詮釋，或是對「寬容」的討論以及對於比較 Schmitt 與 Hobbes 的自然狀態，都可以從 Strauss

對於自由主義之批判的這個基本主張而貫穿，當然由於 Strauss 對 Schmitt 政治性概念的寫

作是在其年輕時期，因此是否在當時 Strauss 便已清楚地意識到此對於自由主義批判的基

本立場仍不得而知，但至少從他後來到美國後的一些發展看來，超越自由主義而對其進行

批判，應是屬於其基本哲學立場，請參考，Leo Strauss，自然權利與歷史，彭剛譯，台北：

左岸，2005 年，32-45 頁。 

第二、Strauss 的哲學立場當然更必須放在對於現代性的考察與反省之下，關鍵的問題點在

於，相對於「權利本位的自由主義」，Strauss 更可能主張善優先於權利，而非權利優先於

善。筆者僅能暫時先標示出這個思考脈絡，因為這個脈絡涉及到了古典政治哲學與現代政

治哲學之分野、對於人性(nature of man)的界定、德性與自由等觀念發展與辯論。關於 Strauss

對現代性的討論，請參考，Leo Strauss，自然權利與歷史，彭剛譯，台北：左岸，2005 年，

366-399 頁。 

第三、筆者感謝審稿意見的建議，然而對於 Strauss 的哲學詮釋觀點之反省，不僅脫離本

文問題意識，也超出筆者可負荷之能力，因為這必須區辯 Strauss 的哲學與其政治哲學之

差異，並且反省到 Strauss 對於政治哲學特有的界定方式與問題意識，關於此部分僅能留

待日後有機會，筆者再為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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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視為人類生活與行動之總和，社會將文化區分為不同的領域。然而

Schmitt明顯地拒絕了將「政治性」與其他領域等同視之，因此Schmitt對

於政治性的討論至少蘊含了對於自由主義的文化理論的根本批判
11
。如

此一來對於「政治性」概念之使用標示出Schmitt根本的政治立場：反對

自由主義對於「政治」的界定方式！「文化」將人類生活區分為各個獨

立的領域，經濟領域、宗教領域、道德領域與美學領域等等，這幾個領

域卻彼此互相不隸屬。 

Strauss 認為自由主義的文化概念，不僅將個別的文化領域（the 

individual “provinces of culture＂）視為自主的，就連文化做為一個整體也

是自主的（Strauss，1996：88）。由此而來之結果是文化就是人類精神之

純粹產物。但是 Strauss 提醒我們以下這件事：文化並非純粹是人類精神

之產物，而是基於對於自然之克服。「文化總是自然之文化（Strauss，

1996：89）」，文化總是被陶冶（cultivated）的自然。從這個角度思考，

自由主義將人類事物區分為許多不同之領域且認為各個領域具有自主性

的看法忽略了文化的自主性其實預設了對於自然的陶冶、對於自然之克

服。 

那麼何時文化會被視為純粹的人類精神之產物呢？唯有「遺忘」並

且將自然與文化「相互對立」起時，文化才具有自主性（Strauss，1996：

                                                               
11 當然，在用字遣詞上 Leo Strauss 謙虛地指出，Schmitt 並未處處表現出這樣對於自由主義的

批判。因為他甚是有時使用人類生活各式各樣的領域等詞彙，以致於膚淺的讀者會認為既

然自由主義所要建立的是經濟、道德、科學等自主領域，所以 Schmitt 要做的也是建立起

「政治的自主性」而已。但是 Leo Strauss 卻不如此認為，相反地他透過細心研讀 Schmitt

的字句得出，Schmitt 根本不是延續自由主義的自主性，而是針對當前流行文化之批判。關

於此部分，請參考 Strauss, Note on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rans. by J. Harvey Lomax,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rans. by George Schwab,pp.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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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那麼將文化視為人類純粹精神之產物的結果是什麼呢？Strauss引用

Schmitt的以下這句話做為關鍵性之回答：「從形上學和道德通往經濟的道

路穿越了美學，而穿越美學之消費與愉快之道路－如果極為崇高的話－

將是通往 普遍精神生活之經濟化之最確定與最舒適之道路…… 。

（Strauss，1996：87，底線為筆者所加）」在此，美學做為人類精神發展

之極致獲得了其自主性，並達到一個普遍精神之結果。由Strauss討論，可

以發現「文化」與「自然」並非處於對立面，唯有「遺忘」且將自然與

文化「相互對立」起時，文化才是人類精神之至高表現的產物，而自由

主義「忘記了」文化的根源是自然，也因此就誤認了文化是具有自主與

獨立的。 

在此 Strauss 除了幫 Schmitt 更清晰地將文化與自然之關係對立表達出

來之外。更重要的是，Strauss「澄清」（或是詮釋！）了 Schmitt 對於政治

性 概 念 之 定 位 ， Strauss 表 明 ， 對 Schmitt 而 言 政 治 性 是 根 本 的

（fundamental），而非「具有相對於其他領域之獨立性」。因為「正是在

這個意義之上，我們才有辦法理解政治性並不是等同與類比於道德、美

學與經濟等等。（Strauss，1996：88）」本文將在下面對於政治性判準之

討論再進一步討論 Schmitt 是否有立場上的轉變，此處所要關切的是，透

過 Leo Strauss 的研究可以理解到 Schmitt 選擇了「政治性」一詞不是一個

隨意挑選的結果，使用政治性代表了一個基本的哲學立場：反自由主義

的立場。 

參、敵友之分做為政治性判準之意義 

一、政治性的判準－敵友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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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說明Schmitt對於「政治性」概念的定位後，接下來最關鍵的概念

在於他如何說明政治性概念的內容呢？Schmitt指出，「政治性的概念規定

僅能藉由揭露與確定特定的政治性範疇而獲得（Schmitt，1963：26）」，

而這種政治性的概念規定必須依賴於一組最終的區分，使其所有具有政

治性意義的行動得以被追溯而出（Schmitt，1963：26）。那什麼是政治性

特有的概念規定呢？他說，「政治性」擁有自身的判準（Kriterien），這個

判準即是「朋友與敵人的區分」（Schmitt，1963：26）
12
。Schmitt說：「特

定的政治性區分是敵人與朋友的區分，這使得政治性的行為與動機可從

其所追溯而出。（Schmitt，1963：26）」 

Schmitt 指 出 ， 政 治 性 的 判 準 是 具 有 獨 立 性 的 （ independent: 

selbständig）。什麼是獨立性呢？簡單來說，獨立性即是政治性的判準並不

從其他領域之判準推導出來。Schmitt 說：「無論如何，它是獨立的

(independent: selbständig)而這並非在於一個新領域的意義之上。而是指它無

法建立在其他的對立或對立的不同組合之上，也無法訴諸於其他對立

面。（Schmitt，1963：27）」。Schmitt 再進一步指出：「敵人與朋友之區分

可以在理論上與實踐上存在，而無須藉住任何的道德、美學、經濟或其

他的區分。政治上的敵人不一定是道德上邪惡，不必然是美學上醜陋，

                                                               
12 緊接著提出敵人與朋友做為政治性判準之意義之後，Schmitt 並未馬上解釋何謂敵人與朋

友。而是指出，「這提供了在判準意義上的概念規定，而非是一個窮盡的定義或是實質內

容之說明。（Schmitt，1963：26-27）。」我們可以注意到 Schmitt 雖然認為敵人與朋友之區

分是對於政治性概念一個概念規定，而非一個詳盡地定義（Definition）或是內容提要

（Inhaltsangabe），但是在 1927 年的文章中，Schmitt 卻沒有作如此之界定，他反而使用內

容（Inhalt）、定義（Definition）表達對於政治性的界定，例如當他在批判 Laski 的理論時，

他是認為 Laski 並未針對政治性提出定義（Definition des Politischen），Schmitt 也指出將國家

與其他社會組織等同視之是沒有辦法探求政治性所特有的內容問題（spezifischen Inhalt des 

Politischen），請參考，Schmitt,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Positionen und Begriffe:im Kampf mit 
Weimar-Genf-Versailles 1923-1939, p.77(Berlin: Duncker& Humb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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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必然是經濟上的競爭者，甚至是有時與之進行交易是有利的。

（Schmitt，1963：27）」。雖然敵人往往可能被視為道德上邪惡，但是 Schmitt

指出敵友之分的判斷標準卻不繫諸於道德、經濟、美學之考量。而如果

敵人與朋友之區分不繫諸上述領域之考量，那麼如何區分出敵人與朋友

呢？這個提問將我們帶入 Schmitt 的理論核心概念，Schmitt 指出： 

「敵人與朋友的概念必須要在他們的具體與生存意義上理解，不是

做為隱喻、象徵，也不能將其與經濟、道德與其他認識相混淆或被削弱，

特別是不能在做為私人情感或意向的心理表現的私人個體意義下理解。

（Schmitt，1963：28，底線為筆者所加）」 

Schmitt 認為，敵人與朋友之區分標準並非基於抽象之規範，亦非基

於第三者之判斷，唯有實際之參與者（Beteiligten）才能正確地認識與判

斷具體情境並且解決極端的衝突（Schmitt，1963：27）。做為真實存在之

可能性的敵人與朋友，藉由著「具體情境」、「殺戮之真實可能性」被提

升至一個無法被進一步質疑的地位。「唯有實際參與者始能正確地進行敵

友之分的判斷」，這個主張表達了對於具體情境與生存意義之補充。因為

Schmitt 將具體情境之判斷繫諸於「參與者」、脫離具體脈絡之規範與無

涉生死之第三者是無法「正確地」進行敵友之分的判斷的。 

Schmitt進一步把「敵友之分」放在現實世界的運作之中，他說：「……

無法被否認的，人民持續地依據敵人與朋友之對立聚合其自身，這樣的

區分在今日依舊是真正的（wirklich; actual），而且對於存在於政治性領域

之人民來說，它是具有真實可能性的（reale Möglichkeit; ever present 

possibility）。（Schmitt，1963：29）」依據敵人與朋友而持續進行之劃分似

乎是一個無法被抹滅的真實處境。因為事實上國家就是依據著這個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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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自我聚合的。我們可以質疑國家自我聚合之標準，但是敵人與朋友

之區分是無法再進一步被質疑的；我們可以質疑這樣的聚合是否具有某

種好戰特性，但是敵友之分始終是真實存在；我們可以拋棄這組區分、

譴責這組區分，但是別的國家依舊使用這組區分持續聚合自身，而「喪

失做敵友之分之能力或意願的人民將失去 政治性意義上的存在 。

（Schmitt，1963：50，底線為筆者所加）」因此，Schmitt將敵友之分置於

一個當今政治世界中的真實情境之中，敵友之分不是一個憑空想像的對

立，而是在現今的政治行動中可以找到驗證的區分，一個與生俱來的真

實情境！因此，這樣的政治性概念得以避免受到道德指控！為何避免被

道德指控呢？因為這裡所表述的是真實世界中的現象而已，這種敵友聚

合的現象當然可以被批評，但這不是因為敵人與朋友之區分是政治性之

判準。相反地，不論是贊成或是反對敵人與朋友之區分做為政治性的判

準之人皆需要承認敵友聚合的現象。 

二、「敵人」的意義－對於公敵與私敵之考察 

具體情境與生存意義的主張讓敵友之分奠基在一個不需再被進一步

質疑的位置，在Schmitt指出具體與生存意義之後，便指出敵友之分的真

實運用藉以建構出無法被推翻的基礎
13
。既然敵友之分有朋友與敵人兩

側，那麼我們問：「哪一個側面對於政治性而言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呢？」

Leo Strauss指出，基於以下兩個理由，我們可以看出「敵人」概念在Schmitt

理論中的重要性。第一、「戰鬥之真實可能性是存在於敵人之這一邊的

（Schmitt，1963：33、Strauss，1996：88）。」。第二、「人類生活從這個

                                                               
13 仔細閱讀，便可以發現 Schmitt 在第三章第一段的後半部，其實有意識地透過了敵友之分

的真實運用的狀況為具體與生存意義作背書。你可以否定，但是現實是這組區分持續地被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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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極端之可能性獲得其特殊的政治張力（Schmitt，1963：35、Strauss，

1996：88）。」 

Schmitt 必然知悉到「敵人」與「朋友」在理論份量上的不對稱。他

在 1963 年《政治性的概念》二版的再版序中指出：「所謂賦予敵人概念

以特殊地位的這種譴責，已經廣泛散佈開來，而且成了刻板印象。這種

譴責，忽略了每個帶有辯證必然性的法概念，其運作都是起源於它的否

定面。在法律生活裡，就如同在法學理論裡一般，將否定面引攝進來，

與賦予被否定者的「特殊地位」根本是全然不同的（Schmitt，2005b：7）。」 

至於要如何理解敵人的概念呢？Schmitt說：「敵人與朋友的概念必須

要在他們的具體與生存意義上理解，不是做為隱喻、象徵，也不能將其

與經濟、道德與其他認識相混淆或被削弱，特別是不能在做為私人情感

或意向的心理表現的私人個體意義下理解。（Schmitt，1963：28，底線為

筆者所加）」Schmitt亦指出，敵人不應被理解為競爭者或是對手而已。如

此一來，問題便產生了：「何謂敵人呢？」如果敵人不再被理解為經濟上

之競爭對手，那麼敵人是什麼？ 

這個提問將我們拉回到上面引文所強調底線的文句。敵人無法以私

人與個體意義上被理解，即便是潛在地存在，敵人也只存在於戰鬥的人

民群體所遇到另一個相似的群體之中。群體性（collectivity; Gesamtheit）是

敵人的特性：「敵人只能是公敵（Schmitt，1963：29）」！之所以為公敵，

乃因為當事物與人之群體性（Gesamtheit von Menschen）有所關連時，特

別是與「整個民族有所關連時」（ein ganzes Volk Bezug），事物便具有了公

共性質（Schmitt，1963：29）。Schmitt進一步指出德文的詞彙使用上並不

區分出公敵（public enemy）與私敵（private enemy）的概念，這使得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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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解開始產生。例如在馬太福音與路加福音所指出的愛你的敵人，其實

是意味著愛你的私敵
14
。在此，令我們關注的是以下這句話：「政治性意

義上之敵人不一定要在私人意義上被憎恨，而且唯有在私人領域中愛敵

人才有其意義（Schmitt：1963，30）。」在此，我們清晰地看到了Schmitt

把「愛」踢出去政治性的領域。或許有著一種印象表明：Schmitt將公敵

與私敵之區分是為了將公敵脫離個人憎恨的範疇，使其個人恨意侷限在

對於私敵之恨意上。然而我們卻必須謹慎小心地指出，「不一定要在私人

意義上被憎恨！」與「唯有在私人領域中愛敵人才有其意義！」這二句

話中，存在著將「愛」帶離政治性領域的線索。面對一個公敵，「愛他」

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個敵人之所以成為「公共的敵人」（the enemy as the 

public enemy）根本不是因為你個人之憎恨而成，而是因為這個敵人所否

定的乃是涉及到整個民族之集體性。 

Schwab指出，公敵與私敵之差異就是enemy與foe的差異（Schwab，

1987：194）
15
。而且釐清公敵與私敵之之差異並不僅僅涉及到敵人之性

質而已，更是對於歐洲國際法成立之重要背景的認識
16
。英文的enemy與

                                                               
14  聖經的馬太福音，《論愛仇敵》中指出；「你們聽見有話說：「當愛你們的鄰舍，恨你們的

仇敵。」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馬太福音，5:43-44）」、

路加福音：「只是我告訴你們這聽道的人，你們的仇敵，要愛他！（路加福音，6:27）」。 
15 Schwab 這一篇文章的對話對象是 Schmitt 的《政治性的概念》，在 Schmitt 眼中這一篇文章

澄清了一些對於敵友之分、公敵與私敵等概念的不清晰之處。Schwab 的文章原以德文於

1968 年發表。關於 enemy 與 foe 之間的差異，在 1932 年的《政治性的概念》中尚未被討

論，然而 Schmitt 在 1963 年的再版前言中指出「也難怪古老的英文字 foe（敵人）從四百

年的沈睡中醒來了，並且自 20 年以來再度和 enemy（敵人）同被使用。」，請參考，Schmitt,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p.18-19（Berlin: Duncker und Humblot）. 
16 在筆者來看，如何將 Schmitt 的政治性概念放在國內與國際層次進行思考，對於敵人概念

之深入考察是不可或缺的一步。因為在 Schmitt 眼中，近代歐洲國際法之重要進步之一在

於將正義之戰，從正當的理由(just cause)逐步走向正當之敵人(just enemy)的發展，而正當之

敵人其實意味著透過法權秩序平等地對待敵人。如此一來，對於敵人概念之討論不僅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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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e在拉丁文、希臘文與希伯來文中各有其對應之概念，而且這種對應有

其政治意涵（Schwab，1987：194）。enemy/foe對應著希伯來文的soneh/ojeb、

希臘文則是echtros/polemios之對應，而羅馬對應於inimicus/hostis。然而在目

前英文的使用中，enemy通常與foe同義使用。在此，便有必要說明做為相

對立之概念之差異到底在何處呢？如此一來我們才有辦法知悉誤將

enemy等同於foe的危險何在。Schwab認為，在戰爭之時我們可以明顯區分

出我們是將他者（the other）視為enemy或是視為foe，端看是戰爭規則是

否被戰鬥者所遵循（Schwab，1987：195）。簡單來說，soneh是自己的同

類，雖然有所爭執，但是在希伯來文中soneh並不會阻礙「上帝的子民前

往聖地」（Schwab，1987：195），但是ojeb卻是以色列之敵人。因為在ojeb

之中，沒有戰鬥者與非戰鬥者之區分，僅有因阻礙色列接近上帝所形成

的敵人，「因為相信是為了正義理由（just cause）而戰，以色列不認為有

必要區分出戰鬥者與非戰鬥者，或是區分出戰鬥區域與非戰鬥區域

（Schwab，1987：195）。」 

然而，Schwab 指出了一個轉變，在希臘與羅馬時代之中宗教因素的

考量逐漸在戰爭關係中減弱。而敵意（enmity）在此是可以透過一定程序

而被確認的。這是個重要的一個轉變，在進行戰爭之前，希臘通常會公

開宣戰（Schwab，1987：196）。而對於羅馬而言，在戰爭進行之前也會

有公開宣戰之行為。因此，對於希臘與羅馬而言，戰爭與和平是有個清

楚之界線的。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希臘對於 polemios、羅馬對待 hostis 也

是沒有啥太大改變，即便有公開宣戰做為其要件，公敵依舊是需要被消

滅的。平等地對待公敵，是相當晚近之事。一方面需要宗教因素逐漸從

敵人概念之中褪去，另外一方面也要國家之間遵守著一定的戰爭規則。

                                                                                                                                                          

以釐清國內政治成立之條件，更可以發現歐洲國際法之基礎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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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來透過 Schwab 的說明可以知悉，Schmitt 在《政治性的概念》中所

討論的公敵，雖然一方面以群體性為其特色，但是卻尚未著重在這個敵

人是 enemy 或是 foe。而 Schwab 將德文的 Feind 譯為英文的 enemy 是有其

用心的，因為 Schmitt 並未將宗教因素放在敵人之界定之中，也就是在

Schwab 的詮釋之下，Schmitt 的敵人概念是指需要被平等對待之他者！ 

Schwab上述對於Schmitt公敵性質的說明，一方面獲得Schmitt主觀上的

首肯：Schmitt認為古老的英文字foe從四百年的沉睡中醒來，並且再度與

enemy同樣被使用。另一方面，將敵人界定在公敵對政治的獨立性塑立了

一個獨立與客觀領域：因為敵友之分與其他價值領域，例如美學、經濟

與道德領域之判準有別，這將規範性批判拒之門外，避免將敵友之分染

上價值判斷
17
。 

肆、對於政治性判準之反省 

本節中，本文將先反省政治性判準－敵友之分的基本特性，從上文

                                                               
17 審稿意見指出，如何避免讓政治性染上價值判斷是必須加以論證的。在此，筆者的回應如

下： 

  第一、筆者自身尚未「接受」Schwab 的詮釋觀點，以及筆者認為 Schwab 並非是對 Schmitt

理論之最好的詮釋，因為 Schwab 並未說明 Schmitt 對於人性的看法，相當程度上這無法推

進我們對於敵友之分的哲學性反思 

第二、「避免讓敵友之分染上價值判斷」意味著對於敵友之分無法具有好壞善惡的評價判

斷，其論證方式是認為，敵友之分作為現實的一種描述，本身不具有價值判斷之內涵，因

而這組區分是真實存在的，換言之主張 Schmitt 的理論並非具有好戰色彩，這個說明請參

考本文對於群體性的說明，筆者認為 Schwab 的主張偏向這個層面。 

第三、較困難的是，敵友之分自身的不可評價性問題涉及到了政治性的自我反思的層次。

簡單地說，我們是否能對於敵友之分提出正當性質疑？這種正當性質疑是否可能借助著人

的理性而加以回答？這個問題，筆者確實未在本文內提出討論，因為這個問題涉及到了政

治哲學與政治神學的選擇，究竟是正當性問題或是信仰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筆者將另為

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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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理中可以了解，政治性判準有三個基本特性：獨立性（independence）、

具體情境與生存意義（concrete situation and existential sense）、群體性

（collectivity）。在獨立性中，主要是指敵友之分判準之獨立性，這涉及到

了政治性本身是否做為一個獨立性的領域的討論。而具體情境與生存意

義之特性，則是為敵友之分奠定基礎，使敵友之分可以從規範性理念中

脫離出來。至於敵友之分的群體性所表現的則是透過敵人與朋友之區分

所形成之聚合（grouping）現象。 

就獨立性而言，本文已在上文中說明 Schmitt 使用政治性一詞顯示出

他的反自由主義的立場，而在 Leo Strauss 的詮釋下 Schmitt 不能僅將政治

性界定為具有自主領域的一種人類行動而已，更必須將政治界定為具有

根本重要性，始能貫徹反自由主義的立場。在本節中，本文透過 Meier

的研究說明 Schmitt 本身對於政治性的定位亦經過了一個轉變－從領域

模式到強度模式，這個轉變使得政治性不僅可以形容國與國之間的對

抗，亦可形容內戰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來看，政治性不是擁有自身的

獨立領域，更是人類生活之根本！ 

在對於具體情境與生存意義的討論上，本文將整理 Schmitt 對於具體

情境與生存意義之說明，並試圖指出在具體情境與生存意義的特色上所

可能蘊含的基本問題：根本地破裂以及決斷之不穩定性，這些會導致國

家－作為一個政治性統一體－具有不穩定的特徵。 

最後在群體性上，筆者將主張 Schmitt 根本未提及政治意義上的朋友

概念！他的說明至多表明私人意義的朋友概念。然而，群體性對於朋友

的意義遠大於敵人，因為敵人可以是一個、一群、很多群，但是朋友卻

只能是一群。由於 Schmitt 不針對朋友概念進行說明，因此我們僅能從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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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之特色得出政治性意義上朋友的特色。最後會發現，政治性意義上

的友群具有不對稱性存在，這樣的不對稱性與真實殺戮之可能具有一種

潛在的緊張關係。 

一、敵友之分之基本特性（1）－獨立性 

政治性判準的第一個特色是獨立性，Schmitt 認為敵人與朋友的區分

與其他領域不相同，因為這個判準並非奠基於其他的對立概念，此外即

便是敵人並不必然是經濟上的對手或是具有美學上醜陋的性質，政治性

判準之獨立性同時也意味著政治性的獨立性，只要政治性判準保有自身

獨立判斷的地位這也確保了政治有別於其他領域。隨著政治性判準的獨

立性而來便是政治自主性，因為政治性判準不同於其他領域判準的特

色，因此政治亦具有自主性，不受其他領域判斷的干擾。 

針對上述的觀點，Meier認為Strauss其實是強化了Schmitt反自由主義的

立場，他說：「更精確而言，引起Strauss對於《政治性的概念》之關注乃

是為了完成對於自由主義的批判（Meier，1995：11）。」，「這樣的實質

興趣使得Strauss不僅吸收了Schmitt的長處，更使得Schmitt在關鍵處之主張

比他（按：指Schmitt本人）原本的主張還要強（Meier，1995：11，底線

為筆者所加）。」 

Meier 認為 Schmitt 對於政治性之定位在第一版與第二版的《政治性

的概念》中是有所差異的。「政治性」，在第一版中呈現出防禦性的（the 

defensive）觀念（Meier，1995：18）；然而在 1932 年之後，政治性的概

念卻不再是防禦性的，雖然 Schmitt 依舊在文字中表現出這種立場，但

1932 年之後「政治性」所呈現的是進攻的（the offensive）（Meier，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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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這種對於政治性概念定位之轉變最為明顯的特徵在於做為領域之

政治性與做為強度之政治性之對比。 

Meier 指出，在《政治性的概念》一版中，Schmitt 的確將政治性界定

為「領域」（Meier，1995：17），這將政治性概念侷限在一定範圍之中，

因此敵友之分是防禦性的、承認政治性也是防禦性的。相反地，「敵人」

是攻擊性的，因而擊退敵人（fending off）是必要的。做為領域之政治性、

防禦之政治性、敵人的攻擊性等等看法，將 Schmitt 的基本理論奠基在自

我防禦的純粹政治（pure politics）之上，而這也讓 Schmitt 可以「攻擊」

所有規範性之主張（Meier，1995：19），因為一旦在敵人之界定上置入

規範性的判準之後，敵人便是非人之怪物（inhuman monster），便不僅僅

要被擊退而且是要被消滅的（annihilate），如此一來敵人便無法客觀地被

對待（Meier，1995：20）。 

因此即使 Schmitt 一開始便使用政治性（the political）之詞彙以代政

治（politics），但是在 1927 年的《政治性的概念》之中，Schmitt 的理論

仍然是將「政治帶入自主性的承認之中」，並且透過「領域」之特性將政

治性界定在一定之範圍之中。更為精確地說，這個政治性的領域就是國

家的疆界。在這個詮釋之下，自由主義雖然仍是 Schmitt 的主要的理論敵

人，但是 Schmitt 對於政治性的界定尚未表現出對於自由主義的超越以及

對於自由主義界定人類文化方式的不滿。 

做為防禦之政治性到了 1932 年之版本之後卻有了改變。這個改變

首先表現在對於自由主義之說明之上。Schmitt在 1932 的《政治性的概念》

中指出了自由主義的挫折連連卻「尚未被替代」之事實（Schmitt，1963：

70、Meier，1995：21），甚至Schmitt認為他已經可以回顧這「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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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世紀」（look back at the “liberal age＂）（Meier，1995：21）。為何會有

這個立場之轉變呢？關鍵之一在於對於「去政治化」與「中立化」之強

而有力的對立面已經出現，而這個對立面就是全面國家的產生
18
。 

在全面國家之中沒有非政治性的事物，這不僅意味著政治之去領域

化，更重要的在於政治性不再是爭取自主承認的概念而已，而是意味著

做為全面之政治性（the political as the whole）之誕生。如此一來，做為領

域之政治性概念被做為強度之政治性概念所取代。一旦政治性去領域化

之後，政治性做為尺度之意義更為明顯，以及在對於現實政治之描述上

政治性不再化約內政為外交，相反地對於一國之內戰而言，政治性概念

也可以適切地說明此一現象（Meier，1995：23）。將政治性界定為領域

時，付出的代價是將政治性簡化為外交政治，因此 Meier 說：「若 Schmitt

要成功的支持「政治性的適當客觀性與獨立性」的話，他必須以將政治

性化約為外交政策才行。（Meier，1995：20-21）」我們可以從 Schmitt 在

1927 年之《政治性的概念》中看到這樣的結果，「國家是政治的主體。

（Meier，1995：21）」、「在 1927 年中，內國政治幾乎是以與外交政策之

關連被提及的。（Meier，1995：21）」、「在 33 段落中，Schmitt 提到 77

次的戰爭。而內戰卻隻字未提。（Meier，1995：21）」。 

然而當 1932 年的《政治性的概念》出版之後，隨著政治性被明確

地界定為作為強度且蘊含著攻擊之意義時，內戰議題開始獨立地議題被

討論
19
。在 1932 年的《政治性的概念》中，除了內戰廣泛地被提及之外，

                                                               
18 在歷史軸線上「去政治化」與「全面國家」的關係仍需要釐清，在此我們並未特別著重於

歷史軸線之思考。而是要表明的全面國家是做為反對「去政治化」與「中立化」而產生的，

是在概念上的對立關係。 
19 在此，將「攻擊」、「防禦」之區分意義與「內政」、「外交」等議題相搭配，我們可以見到

當內戰議題可以被政治性概念所涵納時，隱含著做為政治性統一體的國家若要維持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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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mitt更是明確地區分出了外交政治與內國政治之差異，因為當有人是

在內國政治的首要性上討論政治，那就意味著內戰之可能性，而此衝突

便是內戰（Schmitt，1963：32）。將政治簡化為外交政治，在 1927 年的

版本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因為Schmitt根本沒有提及內戰之可能，在討論

戰爭之可能性時他皆是使用國家（Staat）一詞。我們僅需看到在一版的

《政治性的概念》中出現戰爭最多次的段落即可以知道Schmitt最初在思

考政治性的概念時根本沒有將內戰之可能性給納入考慮（Schmitt，1994：

79、81、82、83）。 

將領域與強度之政治性的概念，分別對應到政治性的基本性格：防

禦性或是進攻性，可以更深刻地看到Schmitt理論的轉變：在 1927 年時，

Schmitt雖然以自由主義為其理論對手，但是對他而言，政治性的首要任

務還是維持自身的客觀性與獨立性。而這僅能將內政化約為外交的方式

進行，亦即忽視內國的衝突可能性並且著重在國與國之間的敵對狀態。

在此由於內政化約為外交，因此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敵對狀態成為首要重

心，只要一國能夠掌握住政治性決斷，將政治性限定在一定領域之中，

政治的獨立性便還有機會成立。但是在 1932 年的說明中，Schmitt卻進一

步將政治性去領域化，轉而成為強度模式。首要原因在於他觀察到了全

面國家的產生，其次則是內國普遍衝突的現象（Meier，1995：21-23）。

因此作為領域的政治性不再可以解釋現今所遇到的局勢。雖然Schmitt並

未明確指出他的改變，但是可以說作為領域的政治性已經改為強度模式

的政治性了。而強度模式的觀點，讓Schmitt的政治性不再是防禦性質，

                                                                                                                                                          

存在意義，則必須做出政治性決斷一方面對外宣告公敵，但是另外一方面此公敵宣告對內

也表現出國家的與政黨政治的差異，因為國家具有自身的政治性態度。如果這個軸線是成

立的話，那麼攻擊其實不必然意味著「侵犯外國」，相反地「攻擊」可能最首要的意義在

於弭平國內的對於國家的敵對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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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進攻性質。因為強度模式雖然可以說明內戰狀態，但是同時也意味

著政治性所特有敵意與敵友之分等概念不再是被國家所壟斷，相反地以

往被認定為社會的各個領域皆可能具有政治性所蘊含的敵意。因此，強

度模式的政治性概念與自主領域的政治性概念彼此互不相容，當我們將

政治性界定為敵友之分的特殊氛圍時，必須了解到這樣的特殊氛圍蘊含

著一種徹底的反自由主義傾向，甚至是全面政治的發展
20
。 

二、敵友之分之基本特性（2）－具體情境與生存意義 

上述對於政治性定位的轉變標示出強度模式的政治性的特有意義，

接下來本文將處理敵友之分之具體情境的意義（the meaning of the concrete 

situation）。本文認為，具體情境不僅為Schmitt的寫作風格，更是Schmitt

理論思考的一個重要特徵。在此本文將更進一步地指出，具體情境對於

Schmitt之理論構成本身即具有重要意義
21
，本文將分為三個部分處理「具

體情境」的議題： 

第一、筆者將先針對「具體情境」做出定位，以及其所代表之意義

何在。本文將指出，具體性一方面成為知識內容之基礎，任何概念要具

                                                               
20 國內的諸多文獻研究往往並未特別的突顯出自主性與強度模式間所蘊含的彼此不相容之   

處，例如有認為 Schmitt 將政治性之判準界定為獨立性、具有客觀之存有意義等等，或是

未處理到 Schmitt 基本立場與自由主義立場有所抵觸的主張，或是將自主性置於「政治的

存有意義之上」，藉以表示政治有自身的實踐內涵與解釋的原則。請比較，蔡英文，政治

的概念：卡爾．史密特與漢娜．鄂蘭，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7 期，1997 年，144 頁；李俊

增，從 Schmitt  之政治性概念論 Rawls 之政治自由主義，公法學與政治理論－吳庚大法官

榮退論文集，台北：元照，2004 年，140、148 頁；陳俊宏，史密特論政治性與國家性，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27 頁。 
21 根據筆者對於英語世界之 Schmitt 研究文獻之追蹤，遲至 2005 才有特別針對「具體生活之

哲學」（philosophies of “concrete＂ life）進行討論，請參考，Ojakangas, Philosophies of 

“Concrete ＂ Life: From Carl Schmitt to Jean-Luc Nancy, Telos 132, p.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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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清晰性便必須在具體脈絡中知悉他所否定的對象。另一方面，具體性

為了不被超越而成為某種抽象概念所蘊含的內容，具體性也意味著殺戮

的真實可能性，換言之要求概念在具體情境下被認識，其實就是要求認

知在具體情境下殺戮之真實可能性。 

第二、本文將試圖說明具體情境所蘊含的當下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resent）將使得在具體情境下所做的決斷具有不穩定性。本文之主張是，

雖然具體情境一方面讓敵友之分立於一個相對穩定之基礎，但同時也創

造出敵友之分的不穩定性。 

最後，本文將指出若要更深入地思考政治性統一體之持存性意義以

及其權威性之基礎，必須思考政治性的第三個特色－群體性之意義何在。 

（一）、具體情境在敵友之分中的基本定位與意義 

Ojakangas 說過，在 Schmitt 的眾多研究中，鮮少有關於他「具體的概

念」之討論（Ojakangas，2005：25）。雖然在《政治神學》（Political theology）

一書中，Schmitt 已經界定他的進路是具體生活之哲學了，但是卻沒有太

多文獻針對這個概念進行討論。在整本的《政治性的概念》中，Schmitt

多次提及「具體的」（concrete）。然而，他並未針對具體情境（concrete 

situation）給予特別之說明，並且「具體」並未被侷限在情境概念的使用

上，尚有如「每個具體的對立」（konkrete Gegensätzlichkeit）（Schmitt，1963：

30）等。由此觀之，「具體」這個概念似乎很難不被使用，但卻沒有一

個系統性的說法。因此適當地做法是先試圖釐清具體概念在《政治性的

概念》一書中所出現的脈絡並且說明其基本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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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從一個提問出發：如果具體性
22
做為政治性概念之特徵，那

麼具體性的對立面是什麼呢？或更為基本的提問是：「具體性是做為

Schmitt之整體思維之基礎呢？或者僅附著政治性概念而生呢？」，要先根

本地問具體性是否為一個Schmitt哲學的基礎概念呢？ 

在此，本文的基本立場是肯定的。理由在於，Schmitt 並未僅將具體

性侷限在政治性的脈絡中使用，前已論及在《政治神學》一書中，Schmitt

將自身的研究進路標示為「具體生活之哲學」（a philosophy of concrete 

life）。而在《憲法的守護者》中，他將第二章標示為〈當代的具體憲政

狀態〉，並且指出「我們至少必須用簡短的篇幅闡釋之，以勾勒其梗概，

如此才能清楚認識到現行帝國憲法的具體情況，以及關於憲法守護者的

具體問題。（Schmitt，2005a：154）」。在 Schmitt 的各式各樣的文章中早

已透露出，「具體性」已是其研究所使用的方式之一。最後，也是最重要

的一點是，隨著政治作為根本的想法，Schmitt 並未將具體性侷限在政治

性概念之中，而是幾乎所有的概念皆假設了具體的政治性意義。在《政

治性的概念》中，最後談到具體性的段落以如下方式呈現： 

「正如已經指出的，在政治存在的具體情況裡，既然沒有抽象的秩

序和規範在操作，而是只有具體的人群和團體一直在支配著其他具體的

人群和團體，所以從政治方面來看，道德的、法律的、經濟的以及「規

範」的「支配」，在這裡也都有其具體的政治意義（knokreten politischen 

                                                               
22 在此，中文使用上本文將視文脈所需交替使用「具體」、「具體性」或是「具體的概念」。

之所以使用具體性僅是在於中文語言使用上之方便，因為 Schmitt 並未直接將 concrete 變成

名詞化使用，相反地 concrete 都是做為形容詞藉以修飾另外的名詞。但是這裡所討論的是

具體這個概念所具有的特色，因此在中文使用上本文以「具體性」代表 concrete 這個形容

詞。 

3-101 



102  世新法學                                              第三卷第一號 

Sinn）。（Schmitt，1963：72，底線為筆者所加）
23
」 

如果政治性是做為根本這個立場成立，那麼道德、法律與經濟也必

須具有其具體的政治意義，而從「政治方面」的觀察不是一種方式，而

是一種根本的方式。 

將Schmitt的具體性放在其哲學脈絡中，迫使我們面對一個問題－一

個Schmitt哲學思路的方法論問題。這個問題以如下方式呈現：二元對立

之思維方式是否也呈現在Schmitt的哲學之中呢？這個提問之所以重要在

於是，如果二元對立之思考方式是做為Schmitt哲學的一部份，那麼處於

哲學層次之具體性似乎本身必須擁有一個對立概念藉以標示自身。而如

果二元對立之思考並不存在於哲學層次，而是政治性的脈絡中的話，那

麼「具體性」便具有一個可以脫離二元對立之可能性，而將自身視為輔

助理解「政治性等諸多概念」的意義
24
。 

本文認為Schmitt的整個哲學思維建立在二元對立的概念區分之上
25
，並且將具體性視為其哲學思維之重要概念之一。由於具體性處於二

元對立思維之中，因此自身的理解之可能性以及其意義必須藉由著對於

                                                               
23 本譯文採取姚朝森之翻譯，請見 Schmitt，2005b：75。 
24 這個提問也讓我們可以反省 Ojakangas 對於討論「具體概念」（the concept of the concrete）的

出發點之不明，因為他將 Schmitt 使用「具體概念」之基本意義置於對現代性所具有的形

上學對象之對立。具體的概念不僅是對立於抽象（abstraction），更是對立於形上學，請參

考，Ojakangas, Philosophies of “Concrete ＂ Life: From Carl Schmitt to Jean-Luc Nancy, Telos 132, 

p.27.Ojakangas 所忽視的一點是他沒有處理為何具體的概念自身也需要藉由對立概念而加

以理解呢？這個問題便涉及到了具體概念是否屬於政治的諸多概念之一。 
25 國內研究 Schmitt 的先驅吳庚教授也針對 Schmitt 透過二元區分的方式「裂解」事物提出批

評，其認為這種二元對立是否有其方法論之依據，吳庚認為二元對立之方式是欠缺方法論

之依據。如果要為其找尋其二元論之定位的話，只好歸類為浪漫主義的主觀機緣論，請參

考，Carl Schmitt，政治性的概念，姚朝森譯，台北：聯經，2005 年，viii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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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立概念之否定而被認識。由於本文之主要目的並非梳理出Schmitt之具

體性的一般哲學意義，因此已下所進行的是一個有限度之工作，耙梳說

明Schmitt在《政治性概念》中使用具體概念之脈絡。 

「具體性」的第一個特色是為政治性概念提供了理解之基礎。Schmitt

說「藉由著這種否定－通常是針對性的對抗，有可能依賴於脈絡與具體

情境之下而使某事物呈現出其清晰性。（Schmitt，1963：21。底線為筆者

所加）」這句話明白地點出了對於概念之清晰性依賴於對於概念所處之具

體情境的理解。清晰性或許不一定需要被放在知性意義上被理解。然而，

Schmitt指出唯有參與者始能在具體情境與生存意義上正確地區分敵人與

朋友時，政治性判準之知性意義便顯示出來。更精確來說，或許是政治

性的具體情境賦予了概念認知上的知性意義。然而這種具體性所擁有知

性之力量，不僅是因為具體性本身，而是因為處於具體情境中所展現的

否定性。「敵人與朋友必須在其具體與生存意義上被理解……（Schmitt，

1963：28）」，做為否定自身存在方式之敵人必須放在具體脈絡中，而不

能僅是以抽象之方式被界定，所以敵人是不能以「隱喻或是象徵而被理

解」，也無法以抽象的規範預先規定的。 

而具體性除了擁有一種知性上之力量，具體性同時也加強了政治的

頂點之展現：「輝煌的政治，其最高點是在 具體清晰性 （konkreter 

Deutlichkeit）中發現敵人之所以為敵的那一刻。（Schmitt，1963：67，底

線為筆者所加）」具體性所展現的是一個知性上的力量，這個力量讓人有

辦法藉由著對於具體情境之考察以及生存要求獲得其對於敵人之認識。

雖然具體情境為概念鋪了一條知性之路，但是具體性不會滿足於這個而

已，否則便可能陷入無止盡的思辯以及將自身納入概念之中而被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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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具體情境必須扣合住另外一個基本特色，這個特色得以讓具有無窮

思辯可能性終止於一個不被質疑的基礎，也讓敵友之分而言也擁有一個

不被質疑的基礎。 

具體性藉由著生存意義（existential sense）的主張將自身置於一個基

礎位置，這個基礎位置是殺戮之真實可能性（die reale Möglichkeit der 

physischen Tötung）。關鍵之處不在於殺戮隨時發生，而是體認到殺戮之真

實可能性的存在。Schmitt 指出「戰爭僅是敵意（Feindschaft）的最終實現

（a　sserste Realisierung）（Schmitt，1963：33）」、「戰爭、戰鬥者準備赴死、

消滅敵方之支持者，所有這些都不具有規範上之意義（normativen），而僅

有生存意義而已（existenziellen Sinn）……（Schmitt，1963：49）」扣合住

生存意義與具體情境其實便是要求參與者體認到上述的想法。具體情境

所賦予敵友之分這組區分的關鍵在於，具體情境讓敵友之分紮實地奠基

在生存意義之上，透過具體情境要求決斷必須從針對現實之考察開始，

並且停留在現實之中。Schmitt 說，「敵人與朋友的概念必須在具體且生

存之意義上被理解」，由於敵友之分奠基在具體情境之中的殺戮的真實可

能性，因此對於政治上的敵人「只能地，肉體上地擊退或是捍衛！

（Schmitt，1963：50）」本文認為，在此具體情境最重要的意義，在於要

求認識到現實世界中的敵人與朋友之聚合（grouping）以及面對殺戮之真

實可能性，而這樣的殺戮之真實可能性無法透過「概念」而被囊括，因

為概念總是意味著脫離具體情境。 

（二）、對於具體情境之檢討－根本的破裂以及當下性 

如果上述對於具體性的說明是可以接受的，那麼可以說具體情境本

身即蘊含了最根本的破裂（founding rupture）。因為具體情境擾亂了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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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之運作，它將每個要藉由思維所提升而出的概念拉回到概念之原

初：概念之否定對象的存在。由此可知，具體性總是意味著破裂或者不

和的可能，或者更根本地是生與死的可能。除了根本地破裂之外，由於

生與死早已是人所必須面對的情況，因此具體性必然要蘊含著另外一個

根本特性才能將殺戮的真實可能推向一個穩固的基礎，而置於所有概念

之上。 

在此，具體情境所蘊含的另一個根本特色在於當下性（the present）
26
。Schmitt曾說：「所有的歷史知識都是當下的歷史知識，要由當下才獲

得其光芒與強度，且就最深的含意而言，僅服務於當下，因為所有的精

神皆為當下的精神……（Schmitt，1993：130）。」而精神自身也必須透

過「具體之政治存在（the concrete political existence）」始能被理解（Schmitt，

1993：134）。然而不僅僅是精神應該是當下的、具體的精神。筆者更認

為，具體情境中所蘊含的生與死更是需要被放置於當下的特色之中，政

治性概念才具有某種意義的穩固基礎。因為光是生存或死亡之可能性還

不足以將敵意推向頂點。「戰爭僅是敵意（Feindschaft）的最終實現（aüsserste 

Realisierung）（Schmitt，1963：33）」，欠缺一個當下或即刻之危險，是無

法將敵意推向頂點的。在此，當下所意味的絕非是現代物理時間之流中

的一點，而是對於生與死的鬥爭爆發的即刻，「當下」讓生死殺戮之可能

性更為「貼近」在參與者之周遭。也就是當下（the present）不僅僅意味

                                                               
26 在此我們必須先處理一個概念的轉譯問題。1932 年之德文版使用「die reale Möglichkeit」，

而英文版是使用「present possibility」等概念，基本上對於「real」的翻譯，Schwab 將之譯

為「present」。這樣的轉譯容易讓英譯本直接讓人誤認為 Schmitt 對於當下的概念早已提出

主張，但實際並非如此。本文在此的主張乃是一種對於 Schmitt 主張的詮釋，而且本文認

為敵友之分的具體情境必然蘊含著一種當下性。即便是可能性而已，也需要具有當下的特

性才能夠讓敵友之分的判斷具有嚴肅性，Schwab 的翻譯剛好指出了「敵友之分」的重要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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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殺害可能性之存在，更意味著這種可能性直接或間接地存在於你我周

遭。由於人類早就位處於生命受到威脅之世界，死亡雖並非一直被認知

為正常，但是卻是伴隨著人類存在而存在，然而如果若非是對於殺戮之

真實可能性有所認知並且體認到在殺戮的當下特性的話，政治性不會具

有根本性、無法決定人類行為之尺度、政治性之聚合根本無法超越人類

其他的結社。 

當下性以及根本的破裂讓內在性具有隨時爆發衝突之可能，而這可

能性是無法透過概念之討論、理性之架構加以排除的，因為在現代性的

晚期之中，這是理性的根本極限。敵意（enmity）無法被排除，因為政治

性所具有的具體脈絡將殺戮之真實可能性置於一個隨時顯現的位置，也

就是置於一個當下與即刻（present and presence）之展現的位置。換句話說，

讓真實可能性變成當下的現實性。當然，政治性不存在戰鬥之中，政治

性是存在於被「真實可能性所決定之行為之中（Schmitt，1963：37）」，

它給予「行為」（Verhalten）政治性特殊的意義。這些若沒有透過一個當

下的意義，給予參與者認真且嚴肅地對待殺戮之真實可能性的話，政治

性是不會成為超越其他結社而具有權威性的。 

如果上文之詮釋是可以被接受的話，我們將會發現一個根本問題，

當下性蘊含在具體情境之中，意味著殺戮之真實可能性具有隨時展現之

可能，然而透過敵友之分決斷而形成之政治性統一體，如何從這種當下

的具體情境維持自身的存在呢？以及政治性統一體是依賴於殺戮之真實

可能性而產生的，將這樣的殺戮之真實可能性依繫於具體情境之中似乎

為政治統一體找到基礎，但是仔細思考將會發現做為權威性之政治性統

一體如何在具體情境中獲得其權威性呢？透過具體情境而形成的友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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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可能在面對生死殺戮之可能性時形成一個相互幫助的群體，甚至形成

個體與統一體之間的階級關係（hierarchy），這樣的階級關係最具體之表

現就是宣戰權對於個體生命之控制，但是當具體情境之殺戮的真實可能

性減弱時，甚至是具體情境之當下性消失時，這樣的政治統一體如何繼

續地維持自身的存在呢？如何繼續地透過敵友之分持續地組織起友群

呢？ 

由此可以發現，我們必須重新思考與反省政治性的群體性意義。因

為具體性對於政治性統一體所形成之內在威脅，在此是兩方面：第一、

對於政治性統一體之自我持存性（self－persistence）產生威脅，因為具體

情境讓政治性統一體處於內在的瓦解可能性，根本地破裂並非是從外部

而來的，而是內存在政治性統一體之中。第二、由於具體情境具有知性

上之認識作用，因此政治性統一體也必須克服在具體情境下所產生的「雜

多」，否則停留於具體之中，結果便是判斷對象之不斷轉移，不斷威脅著

政治性統一體的政治性決斷之內容，更進一步來看政治性統一體之權威

性也受到威脅。我們可以發現上述之威脅指向了一個關鍵的方向：政治

性統一體之群體性如何產生並賦予自身一個權威性意義呢？只要統一體

可以產生，換言之只要敵友群聚現象產生，具體情境便不再是致命的威

脅。因此為了能夠更深入地看到，在第一階之政治性決斷本身所具有之

缺陷，我們必須將目光放在政治性的第三個特徵－群體性－之上
27
。 

                                                               
27 「群體性」的特色之所以重要在於，這個概念除透過政治性決斷而形成之統一體的理解有

著重要意義，另外在 Strauss 看來群體性是 Schmitt 與 Hobbes 最大的差異。因為做為戰爭狀

態（status belli）的自然狀態（status naturalis），在 Hobbes 那邊是萬人對萬人之間的戰爭，

而在 Schmitt 這邊則是群體對群體之戰爭。當然在 Hobbes 那邊絕非一定可以導出對於「政

治性的完全否定」，因為 Hobbes 認為自然狀態至少存在於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之中。但是我

們可以注意到 Strauss 如何點出 Hobbes 的個體性之差異對於理解政治性統一體－在此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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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敵友之分之基本特性（3）－群體性 

相對於敵友之分的前兩個特色，「群體性」更是一個棘手的論題，然

而群體性卻是對於 Schmitt 的理論有著極為重要之處，Strauss 曾指出： 

「各個差異（按：個體與群體之差異）有其基礎，其在於針對Hobbes

對於自然狀態之界定。因為將自然狀態界定為每個人對每個人之戰爭狀

態，刺激了對於自然狀態之放棄。如此對於自然狀態或是政治狀態之否

定是Schmitt所反對的。（Strauss，1996：90）
28
」 

以下本文將分為幾個部分處理敵友之分的群體性。首先、本文將說

明群體性在敵人這一側面，形成了敵人的公敵（hostis）性質，而在朋友

這一側面則是成為奠基政治性統一體權威性之基礎。其次，本文也將指

出群體性不僅僅是一種諸多個人的結合而已，換言之並非眾多個人的集

合體而已，敵友之分的群體性具有超越個人之特性，換言之透過敵友之

                                                                                                                                                          

家－之特色所產生之影響。因為 Hobbes 將個體之生存置於最重要的位置，因此國家僅能

有條件地（conditional）要求其成員犧牲生命。但是 Schmitt 卻未如此視之，相反地宣戰權

做為政治性統一體之權威性表現，所表徵的正是在緊急狀態下對於其成員之生命的控制。

正因為 Hobbes 將個體之生命保存置於最高位置，Hobbes 成為了自由主義的始祖，請參考，

Strauss, Note on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rans. by J. Harvey Lomax, in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rans. by George Schwab, pp.89-93. 

28 “This difference has its basis in the polemical intention of Hobbes＇s definition of the state of 

nature: for the fact that the state of nature is the state of war of all against all is supposed to motivate 

the abandonment of the state of nature. To this negation of the state of nature or of the political, 

Schmitt opposes the position of the political.(Strauss,1996:90)＂本文上段之譯文尚不精確，因此

尚無法做為一個適當地說明，然而對於引出群體與個體之界定差異在理論定位之重要性的

主張而言，已經可以了。在此，本文必須點出幾個重點。第一、Strauss 在這段文字中明確

地將 Schmitt 與 Hobbes 之理論給對立起來。針對性（polemical）的使用以及加強語氣，讓

Strauss 精確地抓到 Schmitt 與 Hobbes 之間的差異。第二、對於 Schmitt 而言，自然狀態除了

是戰爭狀態、群體與群體之間的戰爭狀態，自然狀態更是政治性狀態。然而個體與群體之

間的差異讓 Hobbes 的理論走向了自由主義的道路且開創出個體主義，而 Schmitt 則是徹底

地要否定自由主義。由這二點看來，我們可以知道群體性意義對於 Schmitt 理論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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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來的政治性統一體具有超越個人之集合體、以及超越其他由個人所

組成的社團、組織或是聯合。最後，本文將說明群體性對於 Schmitt 政治

性概念的重要意義，這是區分 Schmitt 與 Hobbes 對於自然狀態界定之關

鍵分水嶺。 

（一）、群體性對於敵友之分的意義 

群體性（collectivity）
29
這個概念並非是Schmitt特別標示出的重點。然

而如果細心地觀察《政治性的概念》與Strauss的評論一文，可以發現一個

有趣的地方：Schmitt並未在群體性一詞上加上斜體或是雙引號（Schmitt，

1963：29、Schmitt：1996，28），而Strauss在評論中卻為群體性加上了斜

體（Strauss，1996：87）。在《政治性的概念》中，我們至多僅能找到以

下的說明：「敵人只是公眾的敵人（öffenliche Feind），因為只要是與人的

這種群體性的結合、尤其是與民族（ein ganzes Volk Bezug）全體相關的，

就成為是公眾的（öffenlich）。（Schmitt，1963：29。粗體字原本即有，底

線為筆者所加）
30
」 

上段引文乍看之下是將政治性意義下的敵人與群體性結合在一起。

                                                               
29 在此，我們先處理用語以及文字的翻譯問題。英譯本使用 collectivity 來翻譯德文的

Gesamtheit 一詞。Gesamtheit 就是全部、全體或總體之意思。在英文使用上至少有兩個詞

彙可以使用，第一個就是 collectivity。第二個則是 totality。目前這二個翻譯其實都出現在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英文本中，Schwab 使用 collectivity 翻譯 Gesamtheit，而 J. Harvey 

Lomax 則是使用 totality 翻譯 Leo Strauss 用語之使用，因為 Strauss 也提及敵友之分的群體

性意義（Strauss，1996：87）。本文在此採用 collectivity 一詞，並非認為 totality 不好，而是

因為之前關於全面國家之討論已經使用 total state 一詞，因此在此為了方面區隔不採用

totality 一文。上述是對於英文之翻譯採用。而在中文上，本文將視文脈有時使用群體性，

而有時會使用集體性。此二中文概念在筆者之用法是同義並且是交替使用的。 
30 “The enemy is solely the public enemy, because everything that has a relationship to such a 

collectivity of men, particularly to a whole nation, becomes public by virtue of such 

relationship.(Schmitt,1996:28)＂ 需注意的是，英譯本並未將 the public 之斜體給表現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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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之所以為「我的」敵人，是因為他所否定的事物是「我們的」事物。

然而這裡便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釐清。所謂的群體性是什麼意義呢？

什麼是與人的群體性相關之事物呢？為何敵人否定「我們的」的事物便

是一個公敵呢？更有甚者，敵友之分這種群體性特色是否僅賦予敵人公

敵之身分，而不對敵人的對立面－朋友－給予任何特性呢？換言之，賦

予敵人為公敵之意義是否便預設了我們的事物是以某種關係聯繫在一起

的呢？如果是的話，群體性應該不僅讓敵人身為公敵，群體性更應該是

朋友的特色之一。 

我們可以更為精確地指出，在敵友之分的判準之中，「群體性」一方

面賦予敵人公共性的身份，另一方面也讓具有共同敵人的人們成為朋

友。在此，敵人本身不一定是複數，敵人可以是一個群體（one group），

也可以是一大堆（groups）。在此敵人之所以成為「公敵」是因為「他」

所涉及的是「人的群體性事物」。我們必須重新提醒以下這句話：「唯有

在一個戰鬥中的人民的群體與另一群相似之群體相遇時，敵人才存在。

（Schmitt，1963：29。底線為筆者所加）」在這裡，「敵人」是以單數形

式出現
31
。 

                                                               
31 我們可以說一群敵人（a group of enemy）與一大群敵人（groups of enemies）是在一個共同

的敵人的形象之下而產生。因為敵人本身的單複數不是取決在具體上的一個或是多個，而

是在於是否具有共同的敵人這個觀念之上。我們可以以兩岸關係作個簡單的說明。首先、

在一種敵人的觀念之下，台灣的自由民主憲政體制與中國的極權體制是彼此不同的存在方

式。因此中國企圖否定台灣的存在方式，中國便是台灣的敵人，這樣的敵人是一群敵人。

而假若今天否定台灣存在方式的國家、人民或是政治統一體不僅是中國，而是包含與中國

友好的法國、北韓等等，那麼這個時候敵人不是一群而已，而是很多群。但是即便在這種

情況之下，一大群敵人與複數敵人之形象是不同的，因為一大群敵人所依據的判斷標準依

舊是單一的，例如是以「自由民主憲政體制」存在方式。 

  如果今日的台灣對於敵人之形象並非是一個而是多個的話，那麼跟上述的複數敵人觀念便

不一樣，因為此時的敵人形象本身是多數的，如此一來意味著判斷敵人之標準也是多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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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群體性如何賦予朋友這一側重要的意義呢？這涉及到政

治性統一體之權威性來源之基礎何在。政治性統一體之權威性必然預設

形成此一政治性統一體之基礎（matrix）能有某種強大的結合力量，而讓

超越個人之政治性統一體得以要求個人犧牲生命，因此我們可以問：朋

友之群體性如何成為政治性統一體之基礎呢？乃至於政治性統一體具有

得以控制人的生命的權力呢？ 

在《政治性的概念》一書中，我們可以發現到一個極大的不對稱性。

這個不對稱性表現在服從與保護義務之上。服從國家權威的是個人，而

獲得保護的是人民－一個被提升存在的個體。更弔詭的是，犧牲性命的

是個體，做出敵友之分之決斷主體卻是國家或人民。由此而來的疑問是，

個體在何種條件之下會為了整個群體（for the collectivity as a whole）之保

存，而犧牲自身之生命嗎？敵友之分判斷之主體從參與者（participator）、

人民（people）、政治性統一體（political unity）直到國家（state），是否隱

含著從個體對於生命保存之主張到超越個體之群體呢？而且唯有在這個

群體性之中，個體之生命才有其意義呢？ 

本文之前已經提及，Schmitt 對於「朋友」概念討論並不多，但可以

發現對於政治性統一體的維持來看，「朋友」的確是個重要概念。在朋友

這一側面，群體性最重要的在於為政治性統一體之權威性奠下基礎。若

政治性統一體之友群僅是一群人之集合而已，那麼這個政治性統一體便

僅是跟其他社會團體處於相同層次的組織而已。即便更進步認為，透過

身體殺戮之真實可能性形成政治性統一體，但是本文認為仍無法適當說

明政治性統一體的權威－要求成員赴死的權力。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確是
                                                                                                                                                          

的，自我形象之建立也是多數的，換言之就是自我形象的分裂。如果一個統一體之自我形

象分裂的話，依照 Schmitt 的觀點便是內戰爆發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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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依賴著殺戮之真實可能性而形成聚合狀態，將具有共同生存利益的

一群人給聚集起來，甚至是加以組織化。然而即便如此，殺戮之真實可

能性仍需要訴諸更實質的內容，使得由個人所形成的組織得以命令、要

求他的成員犧牲生命。如果本文之基本立場是正確的，那麼我們便有必

要重新思考 Schmitt 朋友的概念為何。 

（二）、政治性意義下的朋友概念 

如果將政治性界定為根本，且先「放棄」以政治神學的角度思考政

治性
32
，那麼或許對於Schmitt《政治性的概念》一書本身最重要或許也是

最困難的問題是：「何謂友誼？何謂朋友？
33
」。就連Leo Strauss也指出，

對於Schmitt而言敵人概念毋寧是優先於朋友的（Strauss，1996：88），因

此我們不僅僅面對文本引用資源之稀少，在理論定位上也遇到了相當程

度之困難。 

                                                               
32 在此「放棄」不是意味著筆者放棄了對於 Schmitt 之政治神學與政治哲學理論關連之主張，

而是為了可以更清晰地見到「朋友的概念」，我們必須先放棄這樣的詮釋路徑。因此，本

文不是不主張 Schmitt 理論中的政治神學與政治哲學之關連，而是在目前的研究取徑上先

存而不論。另外必須指明一點的是，本文的這個主張是一個針對 Schmitt 理論上之主張，

不是針對 Schmitt 個人之神學意圖的主張。因為 Schmitt 將政治神學做為政治哲學之基礎，

不意味著天主教做為政治哲學之基礎。 
33 針對 Schmitt 理論之批判有許多人選擇從對於朋友概念之忽視做為討論核心，請參考，

Sartori, The Essence of the Political in Carl Schmitt, i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1), pp.63-75.

中文學界研究 Schmitt 先驅之吳庚教授也早在 1981 年出版《政治的新浪漫主義－卡爾．史

密特政治哲學之研究》指出「史密特『政治的概念』卻強調『敵』的觀念，其所謂友與敵

之區別，其實是以敵為中心，也就是敵之概念的優先（Primat des Feindbegriff），友之概念

並不居於重要的地位。從本章第一節所引述『政治的概念』原文，以及全書將政治縮減為

戰爭（Die Reduktion der Politik auf den Krieg）的論點而言，這項結論顯然是正確的。」，請

參考，吳庚，政治的新浪漫主義－卡爾．史密特政治哲學之研究，台北：五南，1981 年，

75 頁。姑且不論吳庚教授對於 Schmitt 之定位是否可被爭議，我們可以看到對於朋友概念

之忽略卻早已是對於 Schmitt 批判之重要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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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必要先從文本耙梳出 Schmitt 的看法。在《政治性的概念》一

書中 Schmitt 並未特別針對朋友之概念加以討論，而在 1963《政治性的

概念》再版前言中則指出： 

「所謂賦予敵人概念以特殊地位的這種譴責，已經廣泛散佈開來，

而且成了刻板印象。這種譴責，忽略了每個帶有辯證必然性的法概念，

其運作都是起源於它的否定面。在法律生活裡，就如同在法學理論裡一

般，將否定面引攝進來，與賦予被否定者的『特殊地位』根本是全然不

同的。（Schmitt，2005b：7）
34
」 

Schmitt 這段話可以視為對於其批評者的回應。更精確地為這句話加

以定位，可以發現這是 Schmitt 對於敵人概念討論之「必要性」的辯護。

而他並未排除對於朋友概念之必要性，他所要表達的是對於敵人概念討

論之優先性。在此我們依舊可以看出，他對於「敵人」所具有的否定性

之堅持。 

在 1938 出版的〈戰爭與敵人之概念間的關係〉一文中，Schmitt 對

於朋友的概念有著較詳盡之說明。在〈戰爭與敵人之概念間的關係〉一

                                                               
34 筆者認為或許這段話值得重新反省 Schmitt 究竟是為神學家、哲學家或是法學家的基本定

位。因為值得注意的是，Schmitt 似乎是透過一種反諷方式說明這種「敵之概念優先性」的

批判。Schmitt 接下來指出不受到其影響的是歷史學家，因為歷史學家不僅關注於過去，而

且關注於當前之詮釋。有問題的是即便歷史學家關於著過去與當前歷史事件、概念之意

義，政治性的概念依然不可能被簡化為歷史學之概念加以討論。Schmitt 在最後一次接受訪

談中曾經表示自己是個法學家。當別人詢問他是否覺得自己像個法學家（jurist）而不是政

治學者（political scientist）時，他回答：「我就是百分之百的法學家，其他啥也不是。我也

不想變成別的。我是個法學家、一直是個法學家，直到死還是個法學家。而法學家的所有

不幸皆與之有關，請參考，Odysseos & Petito, Introducing the International Theory of Carl Schmitt: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Present Global Predicament(s),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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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他指出，朋友與敵人在不同語言中是具有邏輯上的不同結構的，

在德語中朋友原指著宗族伙伴，而之後可能是因為虔信教派（Pietismus）

的緣故，使得朋友逐漸發展成私有化與心理化的概念，而友誼（friendship）

也在朋友概念之私有化與心理化之後，逐漸成為私人間的事務。Schmitt

曾在《政治性的概念》一書中指出，敵人與朋友之概念必須在生存與具

體意義下被理解，不是隱喻、不是象徵、也不是在私人及個體意義上被

理解（Schmitt，1963：29）。在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戰爭與敵人之概念

間的關係〉之中，Schmitt 再次反對將朋友放在私人－個體之意義下被理

解。然而這便帶出一個基本問題：如果朋友不是在私人－個體意義下被

理解，朋友以及友誼等概念是什麼呢？ 

或許對於 Schmitt 而言，政治上之朋友就是意味著非敵人。換言之即

是與我存在方式相同之人。Schmitt 曾指出，他認為德語中的敵人（Feind）

字的本源尚不確定，但是在許多語系中敵人意味著「非朋友」，例如在羅

馬語系中 amicus－inimicus（朋友－非朋友）、ami－ennemi（友愛－仇恨）、

amico－nemico（交往－不來往）等等的。但是我們卻必須注意到第一組的

對立：amicus－inimicus。我們可以回想起 Schmitt 在區分公敵與私敵之概念

的使用上，他指出政治性上的敵人是 hostis，而非 inimicus（Schmitt，1963：

29）。然而有趣的是，inimicus 卻是個體化意義下的朋友之對立，inimicus

是私敵（private enemy），而非公敵。或許可以這麼說，Schmitt 對於朋友

之討論基本上根本沒有論及政治性意義下的朋友。因此，若真要對於其

朋友概念加以界定的話，朋友大概就是存在方式與我一樣並且不會否定

我存在方式的人（Schmitt，1963：28）。但是這樣僅是將對於朋友之界定

推到一個沒有具體內容之範疇中，因為「存在方式」的概念本身太過於

廣泛，甚至內容為何也不知道。或許有種解釋是：不管具體之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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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只要他者（the other）否定了我的存在方式並且要否定我的存在方

式，朋友自然便產生了。姑且不論這種詮釋之正確性，最重要的是奠基

在此共同存在方式之朋友概念與具有權威性友群的產生是不能直接劃上

等號。 

即便Schmitt並未明確討論到政治性意義下的朋友，我們仍可以從

Schmitt對於政治性統一體等說明歸納出幾個政治性意義上友群的特性：

首先、友群本身即是做為一個主體而存在。這與一般在使用友群的方式

有所差別。當我們觀察Schmitt如何從「參與者」概念的使用到人民（Volk）

做為敵友之分的承擔者，乃至於國家本身是擁有敵友之分決斷之主體，

便可以發現友群本身（the friend grouping）是擁有一個超越個人之主體位

置的。但是在私人意義下的友群，卻不具有這個超越個人意義之存在。

一般意義下的友群僅是多數個人之集合。一般使用友群之意義甚至不是

指一個組織化的群體。例如當A說B、C、D、E是他的朋友時，他並不是

指包含自身在內的這個友群必然形成了一個組織化的團體，並且在言說

上，可以「獨立」於我、你、他而存在。第二、政治性意義上友群具有

超越個人的主體地位，我們可以發現政治性意義上之友群與私人意義上

之友群的最大差異在於，私人意義上之友群是對稱性的（symmetry），而

政治性意義上之友群是不對稱的（asymmetry）。而政治性意義上之友群的

不對稱性表現在個人與超越個人之友群的關係之中
35
。從國家對於個體

之生命控制我們最可以見到此種不對稱性。第三、友群的形成若是奠基

                                                               
35 以對稱不對稱性討論敵友之分，請參考，Sartori, The Essence of the Political in Carl Schmitt, i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1), p.64. 而 Sartori 的對稱與不對稱是指朋友與敵人之間的不

對稱性。嚴格來說，本文認為 Sartori 是指「敵人」與「朋友」的不對稱性，更精確而言這

個不對稱性讓 Sartori 對於 Schmitt 之詮釋結果是好戰的政治理論。本文對這個詮釋結果抱

持著疑問，然而 Sartori 的確點出了朋友概念之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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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於殺戮之真實可能性的預防與捍衛之上的話，這個友群便是個體基

於工具意義下所形成的主體。如此一來政治性意義下的友群本身不是目

的，而是手段。透過組成友群的手段，進而捍衛自身的存在方式。然而

友群這種工具性質卻也恰恰暴露出友群之權威性基礎的不穩固性。因為

恰恰是工具性質，因此當目的消失或無法達成時，團結性質必然出現裂

縫。雖然，私人意義下的朋友也可能具有工具性質，例如我可以對一個

對我有利的人宣稱他是我的朋友，但是第三點所表達的不是私人意義與

公共意義的友群概念之對比，而是以工具性質與道德價值之間的對比。

欠缺了道德意義或是價值允諾，個體與友群的關係是呈現出個體「運用」

友群的形成而保障自身的生存方式。雖然私人意義下的友群亦可能透過

工具性質的方式而結合。但恰恰是私人意義的友群往往具有實質價值的

允諾，各個友群會具有某種程度之不對稱性存在，而這個不對稱性是被

允許的，而一般人不會認為這個不對稱性有何不妥。 

在一般私人的朋友關係中，道德允諾、共同行動實踐等等是朋友間

不對稱性的重要來源。然而Schmitt的政治性卻要脫離宗教、道德、倫理

等「人類思想與行動的諸多領域」之考量，建立起所謂的政治的獨立性

與自主性與純粹的政治。因此，我們有必要思考Schmitt將政治性帶離道

德之領域，建立起政治性的不可受到質疑的地位是否可能。而Leo Strauss

對於Schmitt的考察在這一方面提供了不可忽視的貢獻，因為Strauss透過對

於Schmitt與Hobbes之比較，細心地指出Schmitt成為一位純粹政治理論家之

原因所在。本文曾指出Schmitt在建立敵友之分的基礎時，一方面將這組

區分放在無法被否認的地位。透過以下Strauss對於Schmitt之說明，我們更

可以見到敵友之分的群體化是如何深切地可以透過對於國際政治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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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獲得理論上之基礎
36
。因此，回溯地思考Leo Strauss對於Schmitt在關於

敵友之分的真實性，乃是對於群體性在Schmitt理論定位之基本關鍵。 

（三）、友群作為政治性的關鍵意義 

Strauss做為研究Hobbes的權威學者在Notes on 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

 

e Political一文中
37
，詳細地比較了Schmitt與Hobbes的差異之處。對於

Hobbes與Schmitt來說，自然狀態（status naturalis）皆是意味著戰爭狀態（status 

belli）。而Schmitt與Hobbes差異之處在於：首先、Hobbes的自然狀態是個人

與個人之間的戰爭，即是每個人對抗每個人；而Schmitt的自然狀態則是

群體之間的戰爭，更精確來說是國家之間的戰爭（Strauss，1996：90）。

其次、在筆者來看也是最重要的是，在Hobbes意義下的自然狀態是每個

人對抗每個人，因此每個人都是其他人的敵人，在這種自然狀態下唯有

敵人之存在。然而在Schmitt理論下，不僅有敵人更有朋友之存在：「對於

Schmitt而言，所有政治行為皆定位於朋友與敵人之劃分。（Strauss，1996：

90）」Schmitt與Hobbes這個差異有其理論傾向，因為這表現出Schmitt對於

Hobbes對於自然狀態界定之根本針對性意圖（polemical intention）
38
。這個

                                                              
36 在此，我們必須針對 Leo Strauss 之討論做出脈絡之釐清。對於 Strauss 而言，重要的不是敵

友之分群體化在國際政治上找到許多真實例證，而是這個群體性是 Schmitt 與 Hobbes 對於

自然狀態界定之根本差異。或更深入來看，這個群體性是讓政治性獲得其道德性基礎之關

37 

 
pt of the Political 英譯本中的收錄。Strauss 該篇文章的英譯本是由 J. Harvey Lomax 所

38 

s 的針對性意圖，但是在理論上 Schmitt 卻不一定可以針對政治性做出針對性之描

鍵。 

就筆者之資料收集上，本篇文章目前除了中國簡體字之翻譯之外，尚無任何的繁體字譯本

出現。而且目前筆者無法拿到德文的版本，因此本文在此使用的版本是 1996 年的 The
Conce
譯，英譯本的較不恰當之處在於英譯本中的 Strauss 文中的對於《政治性的概念》之引用

是以 1932 年之德文版之頁碼為主，因此該英譯本中的引注頁碼需對照於德文本之頁碼始

正確。 

polemical 與 unpolemical 的中文翻譯其實有點困難，目前本文只能暫譯為針對性。在此，筆

者要指出這個詞彙 Strauss 之所以斜體起來之原因在於他希望讀者可以注意到 Schmitt 是針

對 Ho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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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性意圖在於，當Hobbes將自然狀態界定為每個人對抗每個人之戰爭

時，所導致之結果即是對於自然狀態的放棄，相對於這種對於政治性之

否定，Schmitt則是站在肯定政治性之立場之中
39
。 

如果僅是透過對於政治性之肯定與否定做為 Schmitt 與 Hobbes 之間

的差

綜合上面的討論，可以了解到：第一、在 Hobbes 的自然狀態中，是

沒有

二、Schmitt 將自然狀態設定為敵人與朋友之聚合，因此在自然狀態之中

的

   

異的話，那尚不足夠。因為對於 Hobbes 的詮釋不必然可以將之詮釋

為去除完全之自然狀態，因此 Hobbes 不必然主張對於自然狀態之全盤否

定。但是在自然狀態中的個體與群體化之差異，深刻地表示出國家對於

個人赴死要求的差異。在 Hobbes 由於個體之生命保存是至要的關鍵，因

此國家僅能有條件地要求他人赴死。然而在 Schmitt 觀點之下，由於自然

狀態是群體與群體之戰爭，因此群體有無條件要求個體服從的權力。 

朋友概念的存在；而在 Schmitt 之自然狀態－政治性狀態（the state of 

the political）－之中，不僅擁有敵人概念，也擁有朋友概念。因此這使得

Schmitt 對於自然狀態中的主體設定擁有一個超越個體之位置－友群。第

個人不再具有重要地位。相對於 Hobbes 將自然權利視為個人之主張且

                                                                                                                                                       

述，相反地 Strauss 明確地指出 Schmitt 對於政治性之立場所導致之結果是對於政治性的非

針對性的描述（the unpolemical description of the political），請參考，Strauss, Note on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rans. by J. Harvey Lomax, in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rans. by George 

Schwab, p.93. 
39 在審稿意見中，對於 Hobbes 的自然狀態的論證仍有討論空間，例如如何證立「Hobbes 對

自然狀態之放棄即是對於政治性的放棄」這個命題。筆者感謝審稿者細心指出這一個論證

跳躍。的確這是理解 Hobbes 與 Schmitt 兩人比較之立基點的一個關鍵。Strauss 曾指出，Hobbes

的自然狀態與政治性的關係在於，Hobbes 認為戰爭狀態並非由真正的戰鬥（actual fighting）

所構成，而由其傾向（disposition）所構成，以 Schmitt 的觀點來看這意味著「自然狀態是

真正的政治性狀態」，請參考，Strauss，1996：90。Strauss 的這一個詮釋為比較 Hobbes 與

Schmitt 奠立了比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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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於國家之存在，Schmitt 的政治性並非保障個人權利為優先，而是保

障群體為優先。由此可知，政治性的反個體主義在 Schmitt 一開始設定敵

友之分的基本主體定位便已經確定了。 

因為 Hobbes 意義下的自然狀態沒有真切地發生在這個世界之中，至

少歷史上我們找不到 Hobbes 意義下的自然狀態。反觀 Schmitt 將自然狀

態與政治性狀態等同起來之主張，可以發現 Schmitt 意義下的自然狀態真

實地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到 Schmitt 被稱之為現實政治家。Schmitt 對於國際

與國內政治之考察方式，並且主張將規範性主張帶離政治性的領域等

等，這使得他的理論不受到規範性理念或是抽象概念之干擾，並且得以

將敵

存在於現今世界之中。Strauss 說：「如此理解下的自然狀態本身是可

能的。而，它的真實性也被人類迄今之整個歷史所證明。（Strauss，1996：

94）」。觀諸過去之歷史事件，戰爭依舊存在尚未消失；而敵友之群聚化

依舊在國家與國家之間持續形成。甚至藉由著敵友之群聚化塑造著內部

之團結性也不斷地在發生，反對 Schmitt 的主張似乎都抵不住國際現實的

這個關卡。Schmitt 的敵友之分將國際政治的形貌以「某種適切」的方式

給表達了出來，因此他的政治性不是奠基在一個形而上的主張之上。相

反地，他的政治性－或更精確而言，他的政治性狀態－是可以透過歷史

事件之回顧而找到佐證的。 

友群聚現象之理論說明放置在一個對於現實世界之考察之中。由

此，Schmitt 對於政治性狀態之說明似乎奠基在一個價值中立的立場，因

為任何人不管是否討厭敵人、不管是否願意擁有朋友，他皆必須面對到

敵友區分的真實處境，他沒有辦法否認這個區分迄今還在發揮效用，也

就是反對者沒有辦法針對肯定政治性的立場加以評價、加以否認與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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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我們必須承認基於敵人與朋友之劃分的政治性依舊存在這個世界上。 

伍、代結論－尚未完結的思想發展史 

翻開人類的歷史彷彿就像是一場場戰爭電影的連續播映，一場接著

一場毫無間斷 了甚至「摧

毀了」現代性所宣揚理性觀念。「政治」或「政治性」在這些衝突中佔了

一席

在這篇文章中，筆者從 Schmitt 的文本出發，討論政治性的定位與敵

友之分的特性，並且試圖說明其間的許多爭議。在政治性的基本定位上，

Leo Strauss 指出 Schmitt 對於政治性一詞的使用蘊含了反自由主義的基本

立場

。而在二十世紀之初爆發的兩場戰事，再次撼動

之地，不論我們喜歡或是討厭所謂的政治事務，不可否認的政治一

直困擾著我們，不論是在知識層面或是實踐層面。我們的確無法否認政

治帶有敵意（enmity）或是對抗性（antagonistic）面向，但是如何在現代

性已遭受廣泛質疑的今日重新思考這蘊含著人類特定行動中的敵對性是

我們不得不面對的議題。法學，不論是廣義的法理學（Jurisprudence），包

含了法哲學與法理論，或是較為狹義的以法釋義學（legal dogmatic）為核

心的法學（legal science），皆必須反省到：若帶有對抗性面向的政治行動

無可避免地存在於人類的行動領域之中，那麼法與政治、法學與政治的

關係為何？或許我們無法僅僅以一種將法與政治相對立起來並自我宣稱

法的純粹性這樣的方式處理，相反地我們可能必須發展出一套觀察法與

政治的後設理論，協助我們理解、詮釋與分析法律與政治、法學與政治

間的關係與糾葛。 

，而在 Meier 認為在 1927 年與 1932 年政治性概念二個版本對於政

治性定位之有所差異，這差異表現在「領域模式的政治性」與「強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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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政治性」，而後者也蘊含著對於自由主義的超越與克服，將政治視為

人類諸多文化與行動的根本。 

其次，進一步考察敵友之分的意義以及特色，除了探究「敵人」的

概念外，亦整理出敵友之分的基本特色：獨立性、具體情境與生存意義、

群體性。這三個基本特性對於政治性概念個有其特殊意義：就獨立性而

言，

從 Strauss 與 Meier 的閱讀 Carl Schmitt 這件事本身即處在一種特定的

哲學論辯的脈絡中，筆者目前無法也無力處理這個背景的脈絡問題，僅

能在最後以一種經歷相似性來說明這樣討論 Carl Schmitt 理論的意義。

Schm

本文指出將政治性判準不是具有獨立性，相反地是人類行動生活的

基礎與根本；就具體情境與生存意義而言，本文認為具體情境與生存意

義一方面將敵友之分立基在一個不受規範預先規制可能的地位，但另外

一方面，具體情境與生存意義所具有的殺戮之真實可能性以及當下特性

使得敵友之分的決斷也產生不穩定的結果，這種不穩定是當代政治所無

法排除的基本特徵，即便透過具有形式理性的法規範也無法加以排除；

最後，在群體性的分析上，本文一方面整理了朋友在政治性概念中所具

有的特色，另一方面本文依賴 Leo Strauss 對於 Schmitt 與 Hobbes 的比較，

說明群體性的特色讓 Schmitt 的政治性狀態（或自然狀態）得以在歷史上

被檢驗，而避免被貼上好戰份子的標籤且受到規範性批判。 

itt 將自身投入在許多具體爭議之中，他的論辯絕非僅是概念分析而

已，而是具有一種現實考察的眼光，往返流連在理論與具體處境之間。

台灣目前所遭遇到的許多爭議，不論是自身的主權地位、內國的基本權

保障甚或與中國的交往關係的法權規範爭議，其實也都處在一種奇特歷

史脈絡中，如何汲取外國針對具體處境而發的理論概念反思到台灣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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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之中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課題，而正因為這個具體處境將本文的目光

放在 Schmitt 的理論觀念中，企圖尋找新的理論資源反省當前台灣的具體

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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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riend and 

Enemy in the Political-The Investigation 

on Carl Schmitt's Idea 
CHEN, Hung-Ju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offered by Carl 
Schmitt. There are two main purposes in this article. The first one is to 
explain the tendency of anti-liberalism in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by 
using the studies developed by Heinrich Meier and Leo Strauss. The 
second one is to explain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here are three characters we are interested in, which are the independence, 
the concrete situation and the existential meaning, and the collectivity. 
Each of the character gives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some specific 
problems, including the problem of autonomy, of the stability, and of the 
difference from the state of nature compared to Hobbes’s theory. This 
article hopes to elucidate those problems. 

Keywords: Carl Schmitt, Leo Strauss, the polit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friends and enemies, state of nature, 
independence, concrete situation and the existential 
meaning, collectiv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