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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義務」與抵抗權行使 
——原始佛教觀點的討論 

 
曾 志 隆

∗ 
 

摘要： 

近幾年來，幾個以佛教為主要宗教信仰的國家或地區，如緬甸、泰

國及圖博（Tibet）等接連出現大規模反政府的示威活動。這些事例，涉

及政治學上的「政治義務」與抵抗權行使的問題。只是，在佛教的經典

或教義中，是否有證成「政治義務」與抵抗權行使之理據？ 

本文嘗試以政治學的角度，從佛教的經典與教義中，討論以下的問題：

首先，在佛教的經典或教義中，對於「政治義務」及抵抗權之行使採取

何種立場？何種政權是人民行使抵抗權的對象？另外，如果行使抵抗權

的過程會造成過多的殺戮，又該如何？有何種方式或手段可資參酌？ 

關鍵詞：佛教、政治義務、抵抗權、社會契約論

                                                 
∗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理教授 
本文初稿以〈抗暴有理？革命無罪？──佛教觀點的討論〉為題，發表於台灣

宗教學會年會暨「傳統宗教與新興宗教」學術研討會（2010 年 6 月 26、27 日），

謝謝與談人成功大學中文系林朝成教授對本文初稿大膽嘗試的寬容及指正，

與佛教弘誓學院傳法法師對本文副標題的建議，皆為本文修改的基礎。另外，

也感謝兩位匿名審查人對本文的寬大與諸多建議及指正。其中一位審查人指

出未能討論太虛大師及印順法師的看法等問題，因限於修改時間，無法全然

修正，只能力求敘述更為明確，一切文責概由作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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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Obligation” and the Right to Resist : 
Discussion of Early Buddhist Views 

 
Tseng, Chih-long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ivil uprisings broke out subsequently in the Buddhist 
countries of Myanmar, Thailand and Tibet. These events can usually be 
analyzed in terms of western political concepts such as political obligation 
and civil disobedience. However, are these concepts to be found in the 
Buddhist sutras or doctrines? If yes, how are they to be verified or justified? 

This paper intends to find equivalent expressions or idioms of these 
two concepts in Early Buddhist teachings and texts by ask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First, what could be the Buddha's attitude toward "political 
obligation" and the right to resist? Second, what kinds of political authorities 
should be resisted by the citizens? And, finally, what should be done if 
exercising the right to resist shall lead to slaughters and bloodshed? Are 
there any ways or methods to be consulted for such cases?  
 

 
 
 

Keywords : Buddhism, Political Obligation, the Right to Resist, the Social 
Contrac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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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幾年來，幾個以佛教（Buddhism）為主要宗教信仰的國家或地區，

接連出現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動，例如在 2007 年 8 月中旬，一場抗

議緬甸軍政府提高燃料價格的活動，最後持續演變為緬甸自 1988 年以

來最大的反政府示威活動。期間，緬甸的僧侶甚至組成「緬甸僧侶聯盟」

（ All Burma Monks Alliance ） 走 上 街 頭 ， 向 軍 政 府 要 求 「 民 主 」

（democracy）與政治改革。雖然外界以僧侶的服飾顏色，將這次的示威

抗議運動，稱之為「番紅花革命」（Saffron Revolution）。可是在緬甸軍

政府於 9 月 26 日強力鎮壓之下，終究沒能促使緬甸走向民主。1 

又如 2006 年 9 月 19 日，泰國軍方於總理戴克辛 （Thaksin Shinawatra）

飛往美國紐約出席聯合國大會之際，發動十五年來最大規模的軍事政

變，導致這幾年來，泰國政治陷入不穩定的狀態，甚至引發保皇的黃衫

軍與支持戴克辛的紅衫軍兩股勢力之爭。2010 年 3 月 12 日，泰國紅衫

軍再起，支持前總理戴克辛的民眾，在賈圖朋（Jatuporn Prompan）、納

塔兀（Nattawut Saikua）等人的領導下，以「反獨裁民主聯盟」的名義，

要求總理艾比希（Abhisit Vejjajiva）立即解散國會。2經過兩個多月的街

                                                 
1 根據博台爾‧林特納（Bertil Lintner）與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
在 2009 年所撰寫的《僧侶的抵抗：緬甸的佛教和抗議》（The Resistance of the 
Monks: Buddhism and Activism in Burman）報告顯示，2007 年 9 月的和平示威

失敗之後，約有 240 名僧侶被捕入獄，其中僧侶聯盟的領導人甘比拉（U 
Gambira），更被判決 63 年徒刑。請參見：魏世昌編譯，〈革命 2 年後 緬甸僧

侶仍坐針氈〉，《台灣立報》2009 年 10 月 1 日（http://www.coolloud.org.tw/node/ 
47696，2010. 3.16）。 

2  〈泰紅衫軍要求解散國會，揚言 4 天達到目標〉，《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liveNews/news.php?no=341310&type=%E5%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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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抗爭，在泰國軍方的強制驅離下，紅衫軍領袖已向泰國政府投降，並

呼籲紅衫軍停止抗爭。 

再如 2008 年 3 月 10 日，適逢圖博（Tibet）31959 年的抗暴事件屆

滿 49 週年之際，拉薩街頭再次出現示威活動，並於 3 月 14 日爆發大規

模的抗暴流血事件，最後仍然在中國的武力鎮壓之下，成為未竟之業。 

從以上的事例，本文嘗試從政治學的角度，提出以下的問題：首先，

在佛教的經典或教義中，對於世俗的政治事務採取何種立場？換句話

說，依據佛教的經典或者教義來看，什麼樣的政治是俗世比較理想或完

善的政治體制（制度）或政治秩序？4是如何形成的？其次，在這些相關

                                                                                                                   
%B3%E6%99%82%E6%96%B0%E8%81%9E，2010.3.12）；〈促即解散國會，

泰紅衫軍嗆進逼總理指揮中心〉，《自由時報電子報》（http://iservice.libertytimes. 
com.tw/liveNews/news.php?no=341550&type=%E5%8D%B3%E6%99%82%E6%
96%B0%E8%81%9E，2010.3.14） 

3 「圖博」即今之「西藏」，與「吐蕃」的義音合譯有關，為不在中國統治下的

藏人所主張之中文名稱。「西藏」的稱呼始於清世宗雍正五年（1727 年）設立

駐藏大臣，在唐宋時稱「吐蕃」，元時先稱「吐蕃」，後稱「烏斯藏納里速古

魯遜」、「朵甘」、「朵甘思」，明代則有「烏斯藏」、「西番」、「唐古忒」、「朵甘

思」等稱謂，清初則有「圖伯特」、「唐古忒」、「西藏」、「衛藏」等名稱。至

於「吐蕃」之稱呼與松贊干布於西元 633 年建立「大蕃」國有關。「大蕃」在

藏語有「崇高」之意，只是在唐代，唐帝國既然自稱「大唐」，在不能容忍周

邊民族稱「大」，又兼顧不具貶抑的情況下，以古漢語「大」與「吐」可通讀，

遂易「大」為「吐」。而「蕃」源自藏族自稱「博」（Bod）或「博巴」，在古

代是對政權及民族與人民的稱謂，而中文則通用「蕃」字，在明清兩代以前，

此字有「博」及「翻」兩個讀音，唐代即採「博」音。請參閱安應民，《吐蕃

史》（銀川：寧夏人民出版社，1989 年），頁 1-2、63-70。 
4 在此必須說明的是，這個俗世比較理想或完善的政治體制（制度）或政治秩

序未必是佛教完美的政治典範，但是它有助於人性趨善的提升，而不是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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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佛教經典或教義中，能否進一步推演如果背離這種理想或完善的政

治，特別是來自於執政者的背離作為，人民能否據此採取反抗或反對，

甚至是激烈的革命行動？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又如何避免在過程中

所可能造成的過多殺戮？畢竟不殺生是佛教徒必須嚴守的戒律，在抵抗

與殺戮之間如何權衡，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綜合言之，本文藉由上述三個事例，5嘗試藉由佛教的經典或教義，

探討涉及政治學上的政治義務（political obligation）問題，亦即人民能

否拒絕服從暴政，行使抵抗權（the right to resist），6甚至因而推翻不行

正法的政權？7 

本文基本上以教證為主，以佛教經典中的記述為論證的依據。但有

鑒於佛教的經典非常豐富，而《阿含經》因為被認為是原始的佛教聖典。

因此，本文在經典的取材上，暫且以漢譯的四部《阿含經》為範圍，對

上述問題提出嘗試性的回答。 

至於在內容的安排上，因為抵抗權行使的可否問題，涉及政治權力

（political power）的來源，而政治權力的來源又與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的起源有關。8因此，本文首先將從佛教經典中討論佛陀對

                                                                                                                   
藉由此種制度安排，一切事務都能獲得完善的解決。關於這個問題的討論，

須另文處理。 
5 這三個事例只是提供本文論述上的思考，本文不在評斷其政治體制或政治制

度上的問題。 
6 本文在此對於「抵抗權」的界定，泛指「對政權的不服從，甚至反抗或推翻政

權」。至於「抵抗權」的行使手段可以包括最溫和的公民不服從（civil 
disobedience）、暴動（uprising）與最激烈的暴力或武力革命（revolution）等等。 

7 不行正法的政權並不以專制獨裁國家為限，即使是民主國家也會產生。因此，

本文在此使用比較中性的敘述。至於何謂「正法」？本文以下會做說明。 
8 本文以下將「政治社群」、「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國家」（stat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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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類政治社群形成的看法。其次，從佛陀的看法中，能否進一步演繹

為抵抗權行使的理據？接下來則是討論抵抗權行使的手段問題，亦即如

果抵抗權的行使與可能造成的過多殺戮之間如何權衡的問題？最後則

是本文的結語。 

二、佛教原始經典中政治社群的形成 

在佛教的原始典籍當中，有關政治社群起源的論述，可見諸於《長

阿含經》第 6 卷裡的〈小緣經〉9及第 22 卷的〈世記經〉、10《中阿含經》

第 39 卷〈婆羅婆堂經〉（第 154 經）、11《增一阿含經》第 34 卷第 1 經12

及中國宋朝由施護等人所譯的〈白衣金幢二婆羅門緣起經〉13等諸經典。14 

在這些經典中，雖然佛陀說法的對象與說法的因緣不一，例如在《長

                                                                                                                   
視為同義，都是指人類群體的形成。 

9 佛陀耶舍、竺佛念譯，〈小緣經〉，《佛說長阿含經》卷 6，《大正藏》冊 1，頁

36 中-39 上。本文有關佛教經典之引用，乃援引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版

本，依次標明冊數、頁數與欄數。以下亦同。 
10 佛陀耶舍、竺佛念譯，〈世記經〉，《佛說長阿含經》卷 22，《大正藏》冊 1，

頁 145 上-149 下。 
11 提婆譯，〈婆羅婆堂經〉，《中阿含經》卷 39，《大正藏》冊 1，頁 673 中-677 上。 
12 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卷 34，《大正藏》冊 2，頁 735 中-738 上。 
13 施護等譯，《佛說白衣金幢二婆羅門緣起經》，《大正藏》冊 1，頁 216 中-222

上。 
14 其中《長阿含經》卷 6 的〈小緣經〉及《中阿含經》卷 39〈婆羅婆堂經〉（第

154 經）及〈白衣金幢二婆羅門緣起經〉，這三部經典所記述的內容，相當於

南傳《長部》〈波梨品第三〉裡的〈起世因本經〉（Aggañña Sutta）。請參閱《漢

譯南傳大藏經》〈長部經典三〉冊 8（高雄：元亨寺妙林出版社，1995 年），

頁 7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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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經》的〈小緣經〉、《中阿含經》的〈婆羅婆堂經〉及施護等人所譯

的〈白衣金幢二婆羅門緣起經〉裡，記述婆悉吒與婆羅墮二比丘本為婆

羅門種，15後隨佛陀出家學道而受諸婆羅門訶責。這兩位比丘在一次隨

佛陀經行時，佛陀為二比丘說法。另外，在《長阿含經》的〈世記經〉

與《增一阿含經》第 34 卷第 1 經裡，說法的對象則是針對諸比丘。至

於說法的因緣，在〈世記經〉中記述的是佛陀為諸比丘說「火災過已，

此世天地還欲成時」事，而在《增一阿含經》第 34 卷第 1 經中，則是

眾比丘集於講堂，議論並讚歎「須彌山極為廣大，非眾山之所及」，佛

陀以天耳聞後，往講堂為諸比丘說須彌山極為高廣之事。 

雖然佛陀在這幾部經典中的說法對象與因緣，以及切入的主題有些

不同。但是，佛陀在這些經典中，都提到剎帝利種（巴 khattiya，梵

ksatriya）、婆羅門種（brāhman a）、居士（吠舍、毘舍）種（巴 vessa，

梵 vaiśya）與首陀羅種（巴 sudda，梵 śūdra）16的「四姓本緣」，並藉

此提示四姓平等，17例如在〈小緣經〉中佛陀告訴婆悉吒，四姓之所以

平等的原因之一，來自於四姓同受果報。佛陀說到： 

                                                 
15 這兩部經典的內容雖然略微相同，不過在翻譯上有些差異，例如在《中阿含

經》的〈婆羅婆堂經〉裡，將〈小緣經〉中的兩位婆羅門比丘「婆悉吒」譯

為「婆私吒」，「婆羅墮」譯為「婆羅婆」。另外，在〈婆羅婆堂經〉則將〈小

緣經〉的「婆羅門」譯為「梵志」，「光音天」譯為「晃昱天」。 
16 梵文 śūdra，西洋學者常譯為 slave，但日本佛教學者中村元指出，śūdra 並未

如西洋的奴隸般，受到殘酷的對待，所以翻譯為「隸民」較為恰當。請參閱

中村元，《インド史 I》，《中村元選集（決定版）》卷 5（東京：春秋社，1997/2006
年），頁 128。 

17 漢譯阿含經典關於四姓平等的記述，尚可參閱《中阿含經》卷 34〈阿攝和經〉 
（《大正藏》冊 1，第 151 經，頁 663 中-666 下）、《雜阿含經》卷 20（《大正

藏》冊 2，第 548 經，頁 142 上-143 上）等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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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悉吒。汝聽剎利種中有殺生者。有盜竊者。有婬亂者。有欺妄

者。有兩舌者。有惡口者。有綺語者。有慳貪者。有嫉妒者。有

邪見者。婆羅門種．居士種．首陀羅種亦皆如是。雜十惡行。婆

悉吒。夫不善行有不善報。為黑冥行則有黑冥報。若使此報獨在

剎利．居士．首陀羅種。不在婆羅門種者。則婆羅門種應得自言。

我婆羅門種最為第一。餘者卑劣。我種清白。餘者黑冥。我婆羅

門種出自梵天。從梵口生。現得清淨。後亦清淨。若使行不善行

有不善報。為黑冥行有黑冥報。必在婆羅門種．剎利．居士．首

陀羅種者。則婆羅門不得獨稱。我種清淨。最為第一。 

婆悉吒。若剎利種中有不殺者。有不盜．不婬．不妄語．不兩舌．

不惡口．不綺語．不慳貪．不嫉妒．不邪見。婆羅門種．居士．

首陀羅種亦皆如是。同修十善。夫行善法必有善報。行清白行必

有白報。若使此報獨在婆羅門。不在剎利．居士．首陀羅者。則

婆羅門種應得自言。我種清淨。最為第一。若使四姓同有此報者。

則婆羅門不得獨稱。我種清淨。最為第一。18 

因此，既然四姓無論為善或作惡都必須獲得應有的果報，婆羅門種

自以為在四姓中最為清淨與第一，其實是憍慢心作祟。 

另外，四姓平等除了同受果報之外，最終還與四姓的本緣有關。這

就涉及到佛教的世界觀與人類社會緣起的看法。 

在上述的相關經典中，19佛陀提到我們所住的地球劫盡壞時，眾生

                                                 
18 佛陀耶舍、竺佛念譯，〈小緣經〉，《佛說長阿含經》卷 6，《大正藏》冊 1，頁

37 上。 
19 本文以下關於四姓本緣的敘述，是以〈小緣經〉為主（《大正藏》冊 1，頁

37 中以下）。請讀者另可參閱《長阿含經》卷 22 的〈世記經〉（《大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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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終之後，20自然化生於光音天（巴 ābhassara，梵 ābhāsvara），在光音

天中以意念為食，光明自照，並且具有神足飛空的能力。就在眾生化生

於光音天的同時，我們現在所居住的地球當時還是汪洋一片，不但沒有

日月星辰，更無甲子歲數之別。其後，地球再由一片汪洋而有陸地生成。

此時，在光音天之眾生因享盡天福，復來生於地球。乍來之時，一如在

光音天，還是以意念為食，同時身光自照，而且仍然擁有神足飛空的能

力。 

之後，大地有甘泉湧出，形狀好比可口的蜜汁。於是那些比較沒有

定力的，就以手指沾泉試嚐，發現味道甜美，因而喜愛這種味道，其他

的眾生看到之後，也紛紛仿效試嚐，被甜美的味道吸引之後，遂不可自

拔。不斷食用的結果，於是身體開始轉粗，肌肉也逐漸厚實，不但失去

原來的容貌形色，也不再擁有神足飛空的能力，只能在地上行走。 

此時大地原本是一片漆黑，之後空中開始出現日月星辰，也有了甲

子歲月之分。而眾生此時仍然以甘泉為食，只是多食的，其容貌形色較

為粗醜，少食的則是形色端正。於是，彼此之間開始有了分別心，形色

端正的輕鄙形色粗醜的，形色粗醜的，則忌妒形色端正的。因為眾生起

了分別心，大地遂不再湧出甘泉，而是直接以大地為食。可是，一如以

甘泉為食時，多食地肥的，容貌形色較為粗醜，少食者，則是形色端正。

於是又在分別心的作祟下，形色端正的仍然輕鄙形色粗醜的，而形色粗

醜的還是忌妒形色端正的。這時，大地雖然還是有粗厚的香美地肥可

                                                                                                                   
冊 1，頁 145 上-中；147 下以下）、《中阿含經》卷 39 的〈婆羅婆堂經〉（《大

正藏》冊 1，第 154 經，頁 674 中以下）及《增一阿含經》卷 34 第 1 經（《大

正藏》冊 2，頁 737 上以下）等經典之相關內容。 
20 依據經典，「眾生」一詞乃光音天人福報享盡而下生之後的自稱（《大正藏》

冊 1，頁 37 下），乃「眾共生世」之意（《大正藏》冊 1，頁 14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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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但已經不如從前。況且，在分別心的再次作祟之下，開始有了是非

諍訟。這時候，大地不再生出地肥，而是生出自然粳米，眾生取食之後，

便有了男女之別，更逐漸有了情慾，為了掩飾情慾，於是開始建造房舍，

也開始了人類的懷胎繁衍。 

本來此時眾生所食的自然粳米是隨取隨生，無可窮盡的。但是，因

為眾生中有懈惰者，認為「朝食朝取，暮食暮取」太麻煩，何不將一日

所需一次取足？於是一開始有人先是積一日之食，經眾人競相仿效之

後，逐漸演變為積三日之食與五日之食。眾生競相積糧的結果，卻是粳

米荒穢，刈已不生。眾生後悔懊惱不已，於是想到劃界分地，各自於劃分

的疆界內謀生。但是，雖然各分土地生活，卻有人起了偷盜心，偷竊他

人的禾稼並據為己有。因為這種不善心念，於是世間開始有了生老病死。 

為了平息因為田地所引起的諍訟，於是眾人共同議立一人為平等

主，公平斷理諍訟，這即是剎利種姓的由來。然而，眾生當中，也有人

體會到家是所有患的根源，寧可捨家學道，靜默思維，這即是婆羅門種

姓的來源。另外，眾生裡也有人善於經營百業，積集財寶者，這就是居

士種姓的由來。最後，還有有些人擅於製作各種工藝，於是就有首陀羅

種姓的出現。21 

                                                 
21 有關四姓的順序，中村元指出，在婆羅門教經典的記述裡，是依婆羅門、王

族（剎利）、庶民（居士）、隸民（首陀羅）的順序排列，後來在原始佛教的

經典中，才將王族（剎利）置於婆羅門之前（請參閱：中村元，《インド史 I》，

《中村元選集（決定版）》卷 5［東京：春秋社，1997/2006 年］，頁 301）。但

是，中村元隨後在注釋中指出，漢譯阿含經典不同於巴利聖典，經常依婆羅

門、王族、庶民與隸民的順序排列（請參閱：頁 304 之注釋 6）。然而，中村

元的說法有商榷的必要，因為除了本文所引用的漢譯阿含經典中，都是先提

到剎（帝）利，次提婆羅門，然後是居士及首陀羅外，在其他經典中，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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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於佛陀而言，四姓的本緣同一，都是在光音天享盡福報之

後，復來生於此。至於四姓的分別，乃是源自於功能上的區別，而非依

據出生時血統的高貴與否。22所以，從這裡也可以突顯婆羅門種實在沒

有憍慢的理由。 

值得注意的是，佛陀對於四姓本緣的這段講述，除了提示人類的起

源、人類惡行的根源與社會的分工之外，還涉及到人類政治社群的建

構，例如在〈小緣經〉裡，佛陀提到剎利種姓的這段敘述： 

眾生轉惡。世間乃有此不善。生穢惡不淨。此是生．老．病．死

之原。煩惱苦報墮三惡道。由有田地致此諍訟。今者寧可立一人

為主以治理之。可護者護。可責者責。眾共減米。以供給之。使

理諍訟。 

時。彼眾中自選一人。形體長大。顏貌端正。有威德者。而語之

言。汝今為我等作平等主。應護者護。應責者責。應遣者遣。當

共集米。以相供給。時。彼一人聞眾人言。即與為主。斷理諍訟。

眾人即共集米供給。時。彼一人復以善言慰勞眾人。眾人聞已。

                                                                                                                   
依此次序，例如在《增一阿含經》卷 34 第 1 經佛陀所頌之偈：「初有剎利種，

次有婆羅門，第三名毘舍，次復首陀姓，有此四種姓，漸漸而相生，皆是天

身來，而同為一色。」（《大正藏》冊 2，頁 737 下）另外，在《長阿含經》

卷 22 的〈世記經〉及《增一阿含經》卷 34 第 1 經中，均賦予剎帝利種姓特

別的地位，如《長阿含經》卷 22 的〈世記經〉佛陀贊同梵天所頌之偈：「剎

利生為最，能集諸種姓，明行成具足，天人中為最。」（《大正藏》冊 1，頁

149 下）《增一阿含經》卷 34 第 1 經，佛陀所頌之偈「始有剎利種，姓中之

上者，聰明高才人，天人所敬待。」（《大正藏》冊 2， 頁 737 下） 
22 Mahadevan, T. M. P. 著，林煌洲譯，《印度教導論》（Outlines of Hinduism）（台

北：東大，2002 年），頁 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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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大歡喜。皆共稱言。善哉。大王。善哉。大王。於是。世間便

有王名。以正法治民。故名剎利。於是世間始有剎利名生。23 

這段經文可以說是佛教經典中，佛陀對於政治社群的建立因緣最清

楚、最直接的一段敘述，除了指出統治者或統治階級（剎利種姓）乃源

自於人民的相互約定，而且也提到統治者或統治階級的主要任務，在平

等且公正的處理眾人的事務，亦即必須以正法來治理。因此，佛陀對於

人類政治社群建構最核心的論述，可以說就是立基於社會契約論。 

日本學者木村泰賢（1881－1930）認為，從佛教的經典來看，有關

國家的起源類似於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

的想法，亦即國家源自於人民對於私產的保護，以契約來設定統治權。

只是就歷史而言，這種看法未必是佛陀特有的主張，而是與婆羅門的法

典較有關聯。24然而，木村泰賢也認為，不管如何，以自然狀態（state of 

nature）來論述國家的起源並非佛陀的主要目的，從自然狀態進入道德

                                                 
23 同註 9，頁 38 中-下。粗體為筆者所加，以示強調。另外，依據南傳《長部》

〈波梨品第三〉〈起世因本經〉第 21 節中，剎（帝）利另有「摩訶三摩多」

（Mahāsammata）、「農場主」（Khettānam pati, Lord of the Fields）、「王」（Rājā, 
King）三個慣用語。其中「摩訶三摩多」乃「依全民選出者」之意；「王」則

是「依法令他人喜悅」之意。請參閱〈長部經典三〉，《漢譯南傳大藏經》冊

8（高雄：元亨寺妙林出版社，1995 年），頁 86。 
24 佛使比丘（Buddhadasa Bhikkhu）則認為，這或許與佛陀在世時的政治制度有

關，因為佛陀在世時，離車族的統治階級是由 120 位剎帝利所組成的議會，

主席如同國王，任期七個月。而佛陀的釋迦族也採行類似的政治制度。請參

閱：佛使比丘（Buddhadasa Bhikkhu）╱佛使尊者（Ajahn Buddhadasa）著，

香光書鄉編譯組譯，《法的社會主義》（Dhammic Socialism）（嘉義：香光書鄉，

1996 年），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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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態，發揮內在理想，才是佛陀闡述政道的主要宗旨。25換句話說，國

家的起源是否依據社會契約（social contract）倒還是其次，統治者是否

行正法之治的實質統治方式才是佛陀的主要關懷。 

然而，從社會契約論的思想在歐洲的發展來看，社會契約論固然有

不同的形式，26可是社會契約論的思想在歐洲的發展可謂源遠流長，早

在古希臘時期柏拉圖（Plato, 428/427－348/347 BC）《理想國》（Republic）

的第 2 卷中，記述葛若康（Glaucon）主張對所有的人有利的事是「互相

約定既不犯不正義之事，也不蒙受不正義之事。這即是人與人之間法律

與契約的開始。」之後的發展，則與「同意」（consent）及「自然法」（natural 

law）兩個基本概念有關。27 

「同意」及「自然法」的概念雖然迭經演變，28但這兩個主要概念

                                                 
25 木村泰賢著，演培法師譯，《大乘佛教思想論》（台北：天華，1978 年），頁

504-505。另外，龍慧法師亦有相同的觀點，請參閱龍慧，〈原始佛教的政治

思想〉，收錄於張曼濤主編，《佛教與政治》，《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61（台

北：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 年），頁 29。 
26 有學者指出，社會契約論至少有道德契約論（moral contractarianism）、公民

契約論（civil contractarianism）與憲政契約論（constitutional contractarianism）

三種。請參閱 Boucher, David & Paul Kelly,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Its Critics: 
An Overview,” in David Boucher & Paul Kelly (eds.), The Social Contract From 
Hobbes To Rawl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 2-13. 

27 Medina, Vicente, Social Contract Theories: Political Obligation or Anarchy?.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0, p. 2. 

28 「同意」涉及選擇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這個概念在西方的道德思想

中具有重要意涵，它來自於聖奧古斯汀（St. Augustine, 354－430）在《論意

志的自由選擇》（De Libero Arbitrio, On Free Choice of the Will）一書當中的論

證：自由意志如何在道德上成為可責的必然先決條件？隨後阿奎納斯（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將其應用在道德自願主義（voluntarism），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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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構成的社會契約論，最終指涉的是政治社群成員彼此之間的「同意」，

                                                                                                                   
在中世紀晚期，道德自願主義則被用來證成政治義務，也就是在共同體當中，

人民之所以負有政治義務，在於他們預先同意遵守已被共同體中的大多數人

或所有人所接受的法律。將這種看法加以發展的是西班牙士林哲學家

（scholastic philosopher）兼神學學者蘇亞雷（Francisco Suárez, 1548－1617）。
儘管蘇亞雷並沒有詳加細述「共同同意」（common consent）一詞的意義，但

是他卻是第一位，甚至比霍布斯、洛克等人更早指出「共同同意」乃一個合

法團體（a legitimate body）或國家（commonwealth）形成的必然條件。 
至於「自然法」的概念同樣可溯自古希臘時期，例如在亞里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的《尼各馬科倫理學》（Nichomachean Ethics）第五卷當中，

區別「自然正義」（natural justice）與「法律正義」（legal justice），前者乃不

因時地、而具有普遍效力的，後者則是依某些形式而被接受的。之後的斯多

葛學派（Stoics）接受並進一步發展自然法的概念，對於斯多葛學派而言，理

性的法則（the Law of Reason）就是自然法。羅馬法學者則延續斯多葛學派的

看法，將法區分為三種類別：一是市民法或實證法（jus civile, positive law），

僅適用於羅馬公民；二是萬民法（jus gentium），同時適用於羅馬公民與其他

民族；三是自然法（jus naturale, natural law），它包含了道德原則，可以運用

於難以決斷的案例，而且同樣適用於羅馬公民與其他民族。到了中世紀的基

督教哲學家，受到斯多葛學派與羅馬法學者的影響，如阿奎納斯又將法區分

為四種：一是永久法（eternal law），此乃上帝創世的法則；二是神聖法（divine 
law），為聖經中上帝意志的顯現；三是自然法，為人的理性對上帝意志的察

覺；人世法（human law）則是對自然法的列舉，依時依地而改變。後面這三

種法則，都是永久法的一種。到了 17、18 世紀，自然法在格勞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朴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 1632－1694）、霍布斯、

洛克（John Locke, 1632－1704）、盧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 
1814）等人的學說裡，自然法的概念才逐漸由強調上帝轉變為人的理性。請

參閱Medina, Vicente, Social Contract Theories: Political Obligation or Anarchy?.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0, p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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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一個合法團體（a legitimate body）或國家（commonwealth）形成的

必然條件。正因為歐洲近代的社會契約論蘊含「同意」及以人的理性為

基礎的「自然法」概念。因此，社會契約論的共同特徵是：29首先，國

家或政治社會的組成是以所有各個組成成員彼此之間的協定（pact）或

同意為基礎；其次，是由「自然狀態」邁入政治社群的一種規則（rule）

的協定；第三，所有的人乃平等與自由；第四，所有公正與正當的法律，

為人民所同意制定；第五，同意是同時性的（simultaneous），且是一種

特別的契約，非一般日常生活的買賣契約。30 

然而，如果國家的起源是否依據契約論真的是一個次要的問題，統

治者是否行正法之治才是佛陀的主要關懷。那麼必須回答一個質疑：佛

陀直接陳述他所關懷的問題即可，為何還要藉由具有人民平等行使「同

意」的社會契約論來推演？所以，就這個角度來看，社會契約論應該還

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本文接下來將從社會契約論的立場出發，

進一步討論社會契約論能否作為佛教主張抗暴或革命的理據？ 

三、社會契約論能否作為佛教主張抵抗權的理據？ 
相較於儒家而言，佛教對於政治的態度或看法或許是較不明確的，

如果將佛教與儒家做一比較，儘管反抗暴政未必是所有儒家的共同主

                                                 
29 社會契約論者彼此之間有其共同特徵，自然也有其差異之處，例如理論的出

發點、訂定社會契約的目的看法上的不同等等。請參閱 Forsyth, Murray, 
“Hobbes’s Contractarianis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David Boucher and 
Paul Kelly(eds.), The Social Contract From Hobbes To Rawl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 37-43。本文稍後將特別論及霍布斯與洛克在政治共

同體的形成以及有關抗暴或革命主張等看法上的差異。 
30 同上註，pp. 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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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但是在某些儒家的代表性人物當中，仍然可以看到主張反抗暴政的

理據，例如孟子高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31只要一國之君

輕忽人民的要求，甚至倒行逆施，導致整個國家陷入不安與混亂，人民

即可推翻這個不義之君。所以，當齊宣王請教孟子：「臣弒其君，可乎？」

的問題時，孟子毫不掩飾的回答：「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

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32 

然而，相對於孟子的立場，佛陀一再告誡弟子要與政治保持距離，

不要過於親近國家（國王），例如在《增一阿含經》第 42 卷的第 6 經裡，

記述佛陀告誡弟子親近國家有十非法：一是與國王太過親近，一旦有謀

害國王之事發生，會被人民誤認為是謀害國君的主謀；二是與國王過於

親近，如果有大臣謀反，為國王所擒並加以殺害，會被人民誤認為是向

國王獻策之人；三是國家如果亡失財寶，會容易被當成是竊取財寶之

人；四是已達適婚年齡但尚未出嫁的公主懷孕，則容易被誤認為是使公

主懷孕之人；五是如果國王身患重病，被人下藥加害，容易被誤認為是

下藥毒害國王之人；六是國王與大臣原本和合融洽，後來卻諍訟不已，

容易被人民誤認為是從中搬弄是非之人；七是兩國互相爭鬥，容易被人

民誤認為是從中挑撥者；八是國王原本喜好佈施，後來卻慳悋不肯惠

施，容易被人民誤認為是從中阻撓之人；九是國王原來依法徵稅，後來

則濫加稅收，容易被人民誤認為是向國王進言之人；十是瘟疫發生，容

易被人民誤認為是施加咒術之人。33 
                                                 

31 王雲五主編，史次耘註譯，〈盡心〉下，《孟子今註今譯》（台北：台灣商務，

1973 年）。 
32 王雲五主編，史次耘註譯，〈梁惠王〉下，《孟子今註今譯》（台北：台灣商務，

1973 年）。 
33 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卷 42，《大正藏》冊 2，頁 777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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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佛陀不但告誡弟子不要過於親近國家（國王），還告誡弟子

不要議論國事，例如在《增一阿含經》第 43 卷中的第 6 經與第 7 經即

為其中的事例。在第 6 經裡記述諸比丘集於講堂，有比丘主張既然舍衛

國（巴 Sāvatthī, 梵 Śrāvasti）托缽不易，應該改到豐饒的摩竭國（Magadha）

去 。 眾 中 即 有 比 丘 認 為 不 宜 到 摩 竭 國 去 ， 因 為 摩 竭 國 王 阿 闍 世

（Ajātaśatru）所行非法，又與提婆達兜（Devadatta）為友。於是有比丘

提議應該到拘留沙國（巴 Kosala, 梵 Kauśala），可是也有比丘認為拘留

沙國王殘暴，不應前往該國。然後又有比丘建議應該到篤信佛法的優填

王（梵 Udayana）所治理的拘深34婆羅奈城（Bārān asī）托缽。佛陀聽到

諸比丘的議論之後，即告誡諸比丘「汝等莫稱譏王治國家界，亦莫論王

有勝劣」，因為「夫人作善惡，行本有所因，彼彼獲其報，終不有毀敗。

夫人作善惡，行本有所因，為善受善報，惡受惡果報」。換句話說，一

切自有業報；況且，談論國事無助於達到涅槃境地。因此，佛陀鼓勵諸

比丘當學「十事」：少欲、知足、有勇猛心、多聞能與人說法、無畏無

恐、戒律具足、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見慧成就。這十

事才是比丘出家學道，獲致涅槃的要事。35另外，在第 7 經中，則是諸

比丘議論波斯匿王（梵 Prasenajit）不行正法，又不事佛、法、僧。佛陀

聽到之後，同樣告誡諸比丘勿議論國事，並要諸比丘精進上述十事。36 

佛陀不僅告誡弟子不要過於親近國家（國王）、不要議論國事，即

使面對不行正法的君主，佛陀也只是耐心的規勸，而沒有如孟子般發出

「弒君」的議論，例如在《增一阿含經》第 39 卷的第 7 經裡，記述佛

                                                 
34 即迦尸國（巴 Kāsi, 梵 Kāśi）。 
35 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卷 43，《大正藏》冊 2，頁 782 上-下。 
36 同上註，頁 782 下-78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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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即使對於非法即位而又弒父的阿闍世王，也只是極力的勸請行正法，

告以「夫以法治化者，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彼以命終，名譽遠布，

周聞四方，後人共傳。」37 

雖然從以上的經典中看到佛陀告誡弟子要與政治保持距離，不要過

於親近國家（國王），不要議論國事，面對不行正法的君主也只是選擇

勸說以對。但是，這是否即表示佛教就此必須與政治完全隔離？對政治

的良窳視而不見？即使政治上的作為已經危及佛教的延續時，如中國佛

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教難，38也是抱持此種態度呢？ 

對於這些經典的理解，至少必須注意兩點： 

首先，從經典中顯示佛陀告誡的對象是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們。

這可以理解為佛陀期許比丘（比丘尼）們既然選擇出家學道，則應專心

致一，勿為俗事所染雜。如果告誡的對象是在家居士，或許佛陀也會期

許在家居士精進勤修，可是應不會嚴格要求在家弟子與世俗事務隔絕，

這之間自然包括國事在內。因為在家居士於紅塵俗世之間營生，無法完

全擺脫社會事務的糾纏，也就無法如出家比丘及比丘尼般，選擇遠離俗

世，追求寧靜的求道生活。 

其次，佛陀對不行正法的君主進行勸說，顯示佛陀對政治仍有一定

的關心，而且也顯現佛陀的慈悲與勇氣，因為君威難測，勸說不成，反

會惹來殺身之禍。所以，對不行正法的君主進行勸說，既有準備犧牲自

己，也有給君主一個自我反省的機會。例如從《增一阿含經》第 39 卷

的第 7 經裡可以得知，阿闍世王雖然以非法即位，但是終究具有反省能

力，因而接受佛陀開示之後，告訴佛陀：「唯願世尊受為弟子，自歸於

                                                 
37 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卷 40，《大正藏》冊 2，頁 764 上。 
38 「三武」即北魏太武帝、北周武帝、唐武宗。「一宗」即後周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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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比丘僧。今復懺悔，如愚、如惑，父王無過而取害之。今以身

命自歸，唯願世尊除其罪愆，演其妙法，長夜無為。如我自知所作罪報，

無有善本。」39再者，如果換個角度來看，假使阿闍世王終究是一位沒

有反省能力的暴君，是否只能要求眾生默然承受呢？ 

因此，不能將佛陀對於比丘的告誡、對於一國之君所展現出來的慈

心與悲心，即認為佛教主張必須完全與政治事務隔絕、必須默認及承受

無道之君或政府的作為。所以，有關佛教是否有抵抗暴政的主張？這個

問題的核心，應該回到：對於佛教而言，政治秩序的建立目的何在？什

麼是佛教所期待的政治秩序？如何可能？將這幾個問題串聯起來的，正

是社會契約論。 

本文上一節曾引述日本學者木村泰賢的看法，認為從佛教的經典來

看，佛教有關國家的起源類似於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的想法，亦即國

家源自於人民對於私產的保護，以契約來設定統治權。然而，就一般的

認定，近代歐洲社會契約論的主要代表者當中，主張國家源自於人民對

於私產之保護者，乃是繼霍布斯之後的洛克。至於結束自然狀態下的征

戰，從而進入文明社會，才是霍布斯的論點。 

霍布斯在《利維坦》（Leviathan）一書當中指出：「當國家之未成立，

既無一公認之權力以壓服一切，於是人與人之間，有永久戰爭之狀態。」

然而，霍布斯所稱的「戰爭」：「非必相搏相擊而後有之，蓋有相爭之意，

即入於戰爭之時期。」40換句話說，對於霍布斯而言，戰場上的干戈以

對、殘忍的殺戮，固然是一種戰爭狀態，即便是口語上的爭論，也是戰

                                                 
39 同註 37，頁 764 上。 
40 Hobbes, Thomas 著，朱敏章譯，《利維坦》（Leviathan）（台北：商務，2002

年），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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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一種型態。 

至於洛克則在《政府論次講》（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中提

到： 

人類天生都是自由、平等和獨立的，如不得本人的同意，不能把

任何人置於這種狀態之外，使受制於另一個人的政治權力。任何

人放棄其自然自由並受制於公民社會的種種限制的唯一方法，是

同其他人協議聯合組成為一個共同體，以謀他們彼此間的舒適、

安全和和平的生活，以便安穩地享受他們的財產並且有更大的保

障來防止共同體以外任何人的侵犯。……。當某些人這樣地同意

建立一個共同體或政府時，他們因此就立刻結合起來並組成一個

國家……。41 

因此，對於洛克而言，「人們參加社會的理由在保護他們的財產。」42 

從佛教經典來看，佛教的社會契約論主張則是兼具霍布斯與洛克的

觀點及主張，例如前文引述的〈小緣經〉裡，「由有田地致此諍訟」即

表示是因財產而導致紛爭。因此，結束紛爭，恢復公正、和平、安寧的

生活，讓眾生各安其份，就是佛教對俗世政治秩序最基本的籲求。43 
                                                 

41 Locke, John 著，葉啟芳、瞿菊農譯，《政府論次講》（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台北：唐山，1986 年），頁 59。 

42 同上註，頁 137。 
43 如果從經典中敘述地球上的人類是因為在光音天享盡福報化生而來。並且，

初來乍到還是持有神足飛空的能力，自由自在。只因貪食大地甘泉，因而逐

漸失去神足飛空能力，更導致往後因田產而致諍訟來看。那麼要求執政者恢

復政治秩序，只能說是針對人類當下處境的基本需求，回到光音天時期可以

自由自在，各安其份，不需要執政者治理的狀態（無政府），可能才是佛教理

想的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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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論，由自然狀態進入道德狀態，發揮內在理想，建構一個公

正、和平、安寧的政治秩序，固然是佛陀所闡述的政道之主要宗旨，但

同時也要執政者能夠履行執政的承諾、義務與本份，因為這是人民對於

執政者的期待，也是人民最初議立一平等主，期望這位平等主必須做到

「應護者護，應責者責，應遣者遣」，並以公正的「斷理諍訟」來治理

社會的最大理由，這也是執政者與人民之間的一種約定，也正是一種社

會契約論的形式展現。 

問題是：執政者所須履行的承諾為何？該盡何種義務及本份？換句

話說，佛陀所闡述的政道或正法為何？在《增一阿含經》第 42 卷的第 7

經中，佛陀提到： 

若國王成就十法。便得久住於世。云何為十。國王不著財物。不

興瞋恚。亦復不以小事起怒害心。是謂第一之法。便得久存。復

次。國王受群臣諫。不逆其辭。是謂成就第二之法。便得久存。

復次。國王常好惠施。與民同歡。是謂第三。以法取物。不以非

法。是謂第四之法。便得久存。復次。彼王不著他色。恒自守護

其妻。是謂成就第五之法。便得久存。復次。國王亦不飲酒。心

不荒亂。是謂成就第六之法。便得久存。復次。國王亦不戲笑。

降伏外敵。是謂成就第七之法。便得久存。復次。國王案法治化。

終無阿曲。是謂成就第八之法。便得久存。復次。國王與群臣和

睦。無有竟爭。是謂成就第九之法。便得久存。復次。國王無有

病患。氣力強盛。是謂第十之法。便得久存。若國王成就此十法

者。便得久存。44 

                                                 
44 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卷 42，《大正藏》冊 2，頁 77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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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引文可以了解，「十王法」涉及主政者的個人修為與治理

方法，其中個人的修為部分包括不著財物、不興瞋恚、不著他色、不飲

酒、不戲笑、無有病患；治理方法則是包含受群臣諫，不逆其詞、常好

惠施，與民同樂、以法取物、按法治化，終無阿曲、與群臣和睦，無有

競爭。 

以當代的觀點來理解，主政者的個人修為必須廉潔而不貪污、保持

冷靜，不會時常發怒、喜怒無常，不好色、不喜歡喝酒，45要有威儀、

身體強健。至於治理的方法，則是不能剛愎自用，要能夠接受部屬的建

議，察納雅言、要體恤人民，施政要考量人民的需求、依法徵稅或徵收

人民的財物、依法行政，並且公正行事、與部屬相處融洽等等。 

如果執政者可以成就這十法，即是實踐所謂的「正法之治」，社會

必能長治久安。相反的，如果執政之人不能成就上述的十種正法者，執

政的目的只為滿足一己之私、橫徵暴虐、倒行逆施，那麼結果又是如何

呢？佛陀認為，這種執政者必不得久存，而且會招致諸多盜賊並起，46而

更為嚴重的社會失序，則會如《長阿含經》第 6 卷的〈轉輪聖王修行經〉

裡，記述人壽減至十歲時的相互殺戮狀態。47造成此種狀態的原因，就

是執政之人不行正法之治的結果。這裡的論述不但突顯執政者的責任與

義務，也說明了執政者如果違反了與人民的約定，人民即會揭竿而起，

推翻執政者的暴政。這個觀點與近代歐洲社會契約論者洛克之主張，沒

                                                 
45 包括一切足以讓心智喪失的物品，如毒品。 
46 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卷 42，《大正藏》冊 2，頁 777 中。另外，在《本生

經》（Jātaka）中，也有關於人民抗爭的記載。請參閱中村元前引書，頁 318-321。 
47 佛陀耶舍、竺佛念譯，〈轉輪聖王修行經〉，《佛說長阿含經》卷 6，《大正藏》

冊 1，頁 41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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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大的差異。48洛克同樣認為，統治者不依法而治，不以保護人民的

財產為出發點，只是在滿足統治者的個人私慾及野心的話，這就是一種

暴政。在這種情況之下，洛克主張可以強力來反對不義及非法的暴力。49 
                                                 

48 其他的社會契約論者對於能否依據社會契約來論證抗暴或革命的正當性，在

立場上看似明確，卻又有些想像空間，例如霍布斯強調國王與人民之間的同

意，在以國王能夠維護和平為前提。因此，霍布斯看似輕描淡寫或貶抑了革

命的意涵（請參閱 Huxley, Andrew, “The Buddha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Vol. 24, 1996: 408）。可是，從霍布斯認為君主或

主權者如果無法藉助國家來達成使人民「全生」的有效統治，那麼君主或主

權者則不配獲得臣民對其絕對的服從（請參閱陳思賢，〈「一樣自然權利，兩

種政治」？──霍布斯與平等黨人〉，《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29 期［2009
年 6 月］，頁 15）來看，這不啻隱含革命的手段？至於康德則是認為，社會

契約本身乃理性的一種要求（a requirement of reason），不在說明政治社會的

起源，而是公正政體的合理標準（a rational criterion of the just polity）。因此，

同意不是政治義務的基礎。所以，即使違反契約，也不能由此證成叛亂

（rebellion）（請參閱：Boucher, David & Paul Kelly, op. cit., p. 8）。但是，康德

既然認為社會契約是公正政體的標準，卻又不贊同這個公正的政體一旦違反

契約時，人民可以採取反抗的措施，這種看法似乎有點矛盾。 
49 Locke, John 著，葉啟芳、瞿菊農譯，《政府論次講》（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台北：唐山，1986 年），頁 125-127。為什麼洛克認為反對暴

政是合理的？原因在於：「如果這種非法行為已使人民的大多數受到損害，或

者，只是少數人受到危害和壓迫，但是在這樣的一些情況中，先例和後果似

乎使一切人都感到威脅，他們衷心相信他們的法律，從而他們的產業、權利

和生命，甚至宗教信仰都岌岌可危，那我就不知道該怎樣來阻止他們去反抗

那個使他們受害的非法強力了。我認為，當統治者把政府弄到普遍為他們的

人民所疑懼的地步時，無論什麼政府都會遭到這種麻煩。這是他們所能陷入

的最危險的狀態，他們處在這一狀態是不足憐惜的，因為這是很容易避免的。

如果一個統治者真正想為他的人民謀福利，想要保護他們和他們的法律，而

竟不使他們看到和感覺到這一點，那是不可能的事，正如一個家庭的父親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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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這裡可以看到社會契約論在佛教的政治哲學當中，並非只

是處於一個次要的位置。相反的，它具有關鍵地位，除了說明政治社會

緣起的因由、指出執政者與人民所約定的責任與義務之外，更重要的

是，從社會契約論的立場出發，可以衍伸出如果執政者不履行契約，不

行正法，無法履行維持政治秩序的責任，人民得起而反抗之。因此，雖

然佛教的經典沒有公開宣示人民有反抗暴君的權利，可是從經典中的社

會契約論思想，以及對執政者不信守約定、不行正法，將導致社會失序

與盜賊並起的敘述來看，還是可以得出社會契約論即是佛教得以主張抵

抗暴政的主要理據。 

四、抵抗權之行使 
於論證佛教的經典蘊含社會契約論的思想，並據此得以反抗不公、

不義的執政者之後，接下來必須說明一個可能的質疑：亦即因為抵抗權

的行使，特別是抗暴或革命的手段往往予人一種激烈的流血殺戮之印

象，或許預見了這個問題，所以即使是主張人民得以抗暴或革命的洛

克，也對抗暴或革命設定一個前提：必須是「無法訴諸法律時」，才可

以說是「合法的」50抗暴或革命。51如果本文論證佛教得以反抗不公、不

                                                                                                                   
可能不讓他的兒女們看到他對他們的慈愛和照顧一樣。」（前揭書，頁 130） 

50 洛克舉例說明：假如一個人手持利刃想要搶奪我的錢包，雖然我的錢包裏的

錢還不到 12 便士，但這時我將他殺死是合法的，因為此時我的生命受到立即

的威脅，無法訴諸法律的保障。但是，如果我有 100 鎊，在下車的時候，請

一個人幫忙拿著，可是等我再上車時，他卻拒絕交還，並拔出劍來捍衛他所

侵奪的款項。然而，這時我卻不能殺害，甚至傷害這個人，原因是我的生命

沒有受到威脅，還可以訴諸法律的救濟。（同上註，頁 129-130）洛克的這個

判定標準，簡單的說，就是以是否遭遇到「明顯而立即的危險」（clear and 



 

                    「政治義務」與抵抗權行使——原始佛教觀點的討論 

 
 

 89 

義的執政者，那麼對於佛教徒而言，行使抵抗權的過程又如何面對可能

的流血殺戮？因為「不殺生」是所有的佛教僧俗都必須遵守的戒律之

一。52如此一來，抵抗權的行使與殺戮之間，似乎更是一個難以抉擇的

問題，例如在《增一阿含經》第 26 卷的第 2 經中，記述流離王因懷恨

自己為釋迦族婢女所生，並遭釋迦族輕蔑，遂於即位後興兵攻伐釋迦

族，釋迦族雖然發箭抵抗，但也只是遙射，不傷流離王毫髮，隨後退入

城內，緊閉城門。當時有一年方 15 歲的釋迦族少年奢摩獨自與流離王

兵士作戰，殺害兵士多人。此時，諸釋迦族即告訴奢摩：「……何故辱

我等門戶？豈不知諸釋修行善法乎？我等尚不能害蟲，況復人命乎？我

等能壞此軍眾，一人敵萬人。然我等復作是念：『然殺害眾生不可稱計。』

世尊亦作是說：『夫人殺人命，死入地獄。若生人中，壽命極短。』」於

是將奢摩逐出。53甚至行使抵抗權時，也要有捨身為大眾的準備，所以

當流離王攻入城內時，流離王的外祖父摩呵（訶）男往見流離王，請求

                                                                                                                   
present danger）為依據。 

51 Locke, John 著，葉啟芳、瞿菊農譯，《政府論次講》（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台北：唐山，1986 年），頁 129。 

52 即使佛陀本人也嚴格遵守，例如昭慧法師提到「階級平等」雖然是佛陀的堅

決主張，可是在佛陀的時代，只能將這種「階級平等」的理想推展於僧團，

因為這必然抵觸統治階層與宗教特權的既得利益，其所付出之代價，亦必然

是人民的流血革命，這已違反了佛法中「不殺生」（亦即「非暴力」）的原則。

此外，為了避免在專制政權時代，推行「階級平等」的做法讓統治者對佛教

產生極大敵意，以猜忌心或報復心阻撓其正常之弘法工作，甚至藉故整肅教

團。所以，在當時的因緣條件下，佛陀所能做到的極限，也就是僧團內部的

「階級平等」了。請參閱釋昭慧，《律學今詮》（台北：法界，1999 年），頁

171。 
53 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卷 26，《大正藏》冊 2，頁 691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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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離王答應他，在他沉入水中，還沒有浮出水面的這段時間，讓釋迦族

能夠逃離迦毘羅越城，待他浮出水面之後，任憑流離王如何殺戮。結果，

摩呵男將自己的頭髮綁在樹根，待流離王發覺摩呵男遲遲沒有浮出水

面，下令將摩呵男打撈起來時，發現摩呵男早已殉身水中，而後悔攻打

釋迦族。54這就是既要抵抗又要避免殺戮之間的一種權衡。因此，本文

在此有必要略為說明抵抗權的行使與可能造成的過多殺戮之間，如何權

衡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泰國的佛使比丘（1906－1993）雖然肯定獨裁制度

下的暴君必須被推翻。55然而，或許考慮到佛教的戒律。因此，佛使比

丘如同洛克，對於佛教行使抵抗權提出前提要件，亦即人民雖然可以推

翻不具「十王法」的主政者，但所謂的「推翻」，在手段上並非使用暴

力及流血的政治革命。56那麼什麼又是「非暴力及流血的政治革命」呢？

抵抗權最溫和的方式，19 世紀由美國的梭羅（Henry David Thoreau, 1817

－1862）所引領的「公民不服從」的概念，57以及當代經由人民的力量

                                                 
54 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卷 26，《大正藏》冊 2，頁 692 上。 
55 佛使比丘（Buddhadasa Bhikkhu）╱佛使尊者（Ajahn Buddhadasa）著，香光

書鄉編譯組譯，《法的社會主義》（Dhammic Socialism）（嘉義：香光書鄉，1996
年），頁 97。 

56 同上註，頁 105。 
57 也有學者認為「公民不服從」的概念可以上溯自克理多（Crito）勸請蘇格拉

底（Socrates, 469－399 BC）越獄，以免除死刑的對話。其後在 1840 年代，

因為梭羅反對美國與墨西哥的戰爭，以及反對奴隸制與對印第安人權的侵

犯，拒繳人頭稅（poll tax），才逐漸成為一種概念與主張。請參閱 Bedau, Hugo 
Adam, “Introduction,” in Hugo Adam Bedau (ed.), Civil Disobedience in Focu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p. 1-2。至於「公民不服從」討論的對

象與範圍或有不同，例如羅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將「公民不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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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展現出來的「和平革命」方式，或許是與佛教抗暴或革命最為相應且

可資參考的行動準則。 

雖然「公民不服從」以及「和平革命」都堅持和平與非暴力的原則，

所展現出來的柔性力量也不容忽視，從上個世紀至今，不乏運用「公民

不服從」或「和平革命」的理念以反抗政府的政策或法律，甚至爭取民

族獨立或推翻獨裁政權而獲致成果的實例，例如印度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69－1948），提出「非暴力的抵抗」（nonviolent 

resistance），58最終領導印度走向獨立；1955 年抗議美國阿拉巴馬州的種

族隔離政策，所發起的「蒙哥馬利巴士抵制」（the Montgomery Bus 

Boycott）；以及 1960 年代馬丁路德‧金恩（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

－1968）所領導的黑人民權運動、英國非暴力行動委員會（Committee for 

                                                                                                                   
概念的討論設定在民主國家。因為羅爾斯認為，ㄧ個近似公平的國家通常會

要求一種民主的體制，而「公民不服從」的角色與適用，就是和已經建立起

來的合法之民主權威有關的理論。但一般指涉的是「以一種公共的（public）、
非暴力的（nonviolent）、良心的（conscientious）政治行動，反對政府所提出

的法律或政策」（請參閱 Rawls, John,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319-320）。據此，「公民不服從」乃是對執政者所強欲推

動之不如法的法律或政策，表示異議的一種政治行動，但在過程中，必須堅

持和平與非暴力的原則。另外，必須指出的是，「公民不服從」的實踐，在心

態上不能為一己之私，亦即「公民不服從」的領導人物不能為了提升自己的

社會或政治地位，為了累積自己的政治資產，或是為了打擊異己而發動抗爭

活動。相反的，必須以無私、無懼的態度面對不行正法的政權。 
58 甘地的「非暴力抵抗」融合了印度自古以來的宗教傳統精神，這是因為印度

傳統的三大宗教印度教（Hinduism）、耆那教（Jainism）及佛教，都將「非暴

力」視為重要的美德。請參閱：同註 22，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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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violent Action）所發起的「核能和平主義」（nuclear pacifism）等等，59

都讓世人正視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另外，1986 年菲律賓人民推翻前總統

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1917－1989）、1989 年捷克的「天鵝絨革命」

（捷克語 Sametová revoluce），更是以「和平革命」的理念與方式，達成

推翻獨裁政權的事例。因此，如果肯定不行正法的主政者是可以被推翻

的，那麼「公民不服從」與「和平革命」的行動理念，應該就是佛教在

進行抗暴或革命與避免流血殺戮之間的一種最佳的平衡選擇。 

只是這樣的論點可能又會遭受質疑，例如本文前言所提到的緬甸

「番紅花革命」，不正是一種和平抵抗理念的實踐。然而，緬甸軍政府

最後終究採取武力鎮壓，還是不免出現流血與殺戮。那麼以「公民不服

從」或「和平革命」的理念，是否仍是佛教抗暴或革命的一種相應行動

準則？ 

流血與殺戮固然不願樂見，可是「公民不服從」或「和平革命」意

在以和平的方式，表達人民的看法，並提醒執政者在施政上的一些缺

失。因此，對手無寸鐵、堅持以和平及非暴力的方式來抗議政府作為的

群眾進行武力鎮壓，這更加突顯執政之人的殘暴，不但不行正法，還背

離了執政者對人民的承諾，必須由殘暴的執政者承擔所有的殺戮業果。

同時，這也引伸出一個問題：如果以和平的方式仍然得不到執政者的回

應，反而以更為殘暴的手段對付人民，人民是否應即默然接受，放棄其

它的方法，特別是武力的方式呢？60 
                                                 

59 請參閱 Bedau Hugo Adam, “Introduction,” in Hugo Adam Bedau(ed.), Civil 
Disobedience in Focu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p. 2-3. 

60 在大乘經典裡，得以使用武力的立場或許是比較明確的，例如在《大薩遮尼

乾子授記經》卷 5〈王論品第五之三〉中，當嚴熾王請問佛陀：「若其國內有

逆賊主，具四種兵，與法行王鬥諍國土，及外國王來相侵奪，欲與大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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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述的社會契約論的立場，如果從社會契約論得以演繹出佛教

行使抵抗權的理據。亦即，既然佛教對於政治共同體的形成是一種社會

契約論，是基於人民與執政者之間的一種約定，人民寄望執政者以公正

的態度「斷理諍訟」，期使「應護者護。應責者責。應遣者遣」，並且期

許執政者必須力行正法，而執政者也予以承諾，一旦執政者背離承諾，

不但不行正法，反而倒行逆施，以獨裁、專制的統治方式壓迫人民，人

民自然有行使抵抗權的權利，而行使抵抗權的手段，除了最溫和的公民

不服從之外，也不應該排除暴動，甚至激烈的革命手段。因為執政者是

以一己之私，遂行個人的權力慾望，已不符合人民與執政者之間的約

定，顯已違背社會契約論的根本精神。 

然而，在以暴動或革命手段行使抵抗權時，其先決條件必須是在窮

盡一切和平的可能方式之後，最後不得不然的選擇，而且領導暴動或革

命之人必須懷慈悲心，以大眾為念，以建立正法之治為目的，甚至有自

我犧牲的準備，而不是如被推翻的執政者一般，只是為了滿足個人的權

力，或只是為了打擊異己，否則只是淪為以暴制暴，背離抵抗權行使的

本意，造成抵抗權行使與避免殺戮之間的失衡，更有違佛教的教義與基

本主張。 

五、結語 

                                                                                                                   
四部兵一切現前，行法行王云何與彼而共鬥戰？」佛陀所答覆的其中一種方

式即是不排除武力的使用，但是必須「思惟此返逆王無慈悲心，自殺眾生，

餘人殺者亦不遮護，我今不令如此相殺，此是初心護諸眾生。」本段完整內

容請參閱：菩提留支譯，〈王論品第五之三〉，《大薩遮尼乾子授記經》卷 5，
《大正藏》冊 9，頁 33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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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問題意識乃源自於過去幾年間，幾個以佛教為主要信仰的國

家或地區，接連出現抗暴或示威活動，因而觸發從政治學的角度，嘗試

探索在佛教的經典或教義中，對於抵抗權的行使採取何種立場？又如果

認可抵抗權的行使，那麼何種政權是人民可以行使抵抗權的對象？以及

如果抵抗權的行使過程會造成過多的殺戮，又該如何？ 

從原始的佛教經典《阿含經》當中，可以看到佛陀對於政治社群的

形成，帶有後來由歐洲政治哲學家予以理論化的社會契約論色彩，亦即

政治社會的形成，乃源自於對秩序與公平正義的要求，正因為此種需

求，人民遂相互約定共立一人以實現這項需求，政治社會於焉宣告成

立。從這裡可以進一步推演出政治權力乃來自人民的同意，執政者必須

遵守約定，致力於社會秩序的維持與公平正義的實現。 

然而，設若執政者未能履行約定，無法維持社會秩序，或者實現公

平正義，則人民該如何因應？雖然佛陀對此沒有明示，可是從佛陀告誡

執政之人必須行正法治，否則將導致社會失序、盜賊紛起來看，佛陀的

觀點與往後的歐洲社會契約論者──特別是洛克無異，亦即人民對不行

正法的執政者，即有不予服從的義務，甚至得起而反抗之，從這裡即可

演繹出佛教得以主張抵抗權的理據。 

只是抵抗權的行使，特別是抗暴或革命，容易被認為是一種以暴制

暴，與激進、殺戮及流血畫上等號，這又與佛教「不殺生」的戒律相違。

因此，佛教徒非不得已必須起而行使抵抗權時，最溫和的抵抗權方式如

「公民不服從」或「和平革命」的理念，亦即遵循非暴力的原則，固然

是最佳的可行方式。從現代史來看，的確不乏人民展現和平的柔性力

量，實現獨立或推翻政權的實例。然而，也有人民展現柔性力量，卻遭

到執政者壓制、甚至殺戮的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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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如果窮盡一切和平的方式之後，最終仍然無法得到執政

者的善意回應，那麼武力的手段不應被排除於選項之外，但前提必須

是：領導暴動或革命之人必須心懷慈悲，為大眾顧，以建立正法之治為

最終目的，甚至願意犧牲自我，而不是為了滿足個人的權力，或只是為

了打擊異己，才符合佛教抵抗權行使的本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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