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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 

 

我們對於康有為的印象多半是停留在他在戊戌變法時的激進、勇敢和悲

劇性的收場；以及他在戊戌變法後的擁皇、退縮、反革命的固執保守。對於這

樣一個矛盾性人物，歷史學家總是能從不同的面向給予他正面或是負面的評

價。但是筆者此篇論文，並不打算討論康有為政治行為的激進或退縮，而單就

他的思想獨特性以及對後世的重要性，著手研究。康有為一生中最著名的功業

之一，就是他在戊戌變法中提倡民主議會，他在許多的政論和文集中，也不斷

強調民主中國才能得以富強、現代化。民主概念是康有為政治思想中極重要的

一環，而民主發展問題也一直是近代中國的大問題。中國的民主發展相當獨

特，近代中國既沒有走向英美式的民主；且日後之中國雖然走向共產極權之社

會，但亦與蘇聯的共產主義有所不同。中國獨特的民主發展，是受何內在的社

會背景所影響？透過康有為之研究，更能幫助我們進一步了解此問題。 
筆者選擇康有為作為了解中國民主發展的人物，是因為筆者認為康有為

確實看出了中國在發展民主的過程中，所缺乏的條件；他走出了儒家文化的限

制，看到了社會發展的問題，使他認為中國無法遽行民主，進而在民國後走向

推動復辟之路。為什麼選擇《大同書》著手研究康有為的民主觀？筆者認為《大

同書》是康有為著作中，最具獨創性、代表性的一書。《大同書》的預言式藍

圖，確實與後來中國發展有幾許雷同之處。蕭公權在《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

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中提到，康有為的改革活動確實有助於儒學的式

微。他攻擊古文經與理學可說是“文化上的搗亂＂，因此導致民國時代“文化

的流失＂，他也許確為共產思想與組織的來臨，鋪了道路。蕭公權也指出，康

有為的思想和作為，尤其是《大同書》裡的家庭與財產的思想主張，確實可以

被二十世紀共產黨所利用。但是康有為在《大同書》的立意與馬克思的階級鬥

爭論有很大的差異，因此並沒有大力且廣泛地被提出。毛澤東至少在一處承認

康有為戊戌變法的歷史意義。他在〈新民主主義〉(1940 年 1 月)一文中，認為

戊戌變法為中國反封建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前驅。約在 10 年後，毛澤東在〈論

人民民主專政〉(1949 年 6 月)說，洪秀全、康有為、嚴復、孫中山都是在中國

共產黨誕生前向西方學習的代表。但是，毛澤東認為他們都不幸地找錯方向。

帝國主義掠破了以西方為師者的好夢：這些中國人向西方學到了很多，但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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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實現他們的理想。毛又說，康有為寫了《大同書》，但他不曾也不能找到

實行大同之路。
1
 

《大同書》在書中的改革和社會發展考量，確實相當獨特，筆者認為，《大

同書》的確指出了中國社會發展中的問題；此書也是他跳脫儒家文化的限制，

真切地指出了他所體認的中國社會。 

辜鴻銘在〈中國人的精神〉中指出，中國人是馴良的，習慣用心而不用

腦去記事情，因此中國人做事缺乏精確性，毛筆文化便是最著名的代表；2中

國人服從於道德、忠孝，所謂的得君子之道，便是要做一個孝順的兒子和善良

的公民。中國的皇帝被賦予絕對性，是超自然的、全能的皇權信仰；使得人民

對於國家是絕對牢固且永恆的認識。這樣的國家集體信仰，使得中國人民感受

到族類的不朽。族類不朽的意識起源於全能皇權的信仰；信仰來世的宗教給予

大眾以永恆感，而在中國，這種永恆感來自忠誠之道。這種被馴化的民族，不

知個人權利只知服從的性格，加上不精確的生活態度，再再都阻礙了中國往近

代化發展。3康有為也看出了中國社會的大問題，他指出當時中國人的民族性

並不適合立行革命民主。康有為也在他的政論文集以及本篇論文將討論的《大

同書》中提到同樣的憂慮；身為行動派的他，著手計劃著要如何帶領中國走向

現代化民主社會，卻又不使中國付出改革的龐大代價。他用《詩經》的一段話

表明他改革的心意：「其何能淑，載胥及溺。」4 

「民主」一詞已在中國出現多時，早在殷周之際，周公就說過：「天為時

求民主」5，又說：「民之所欲，天必從之」。6但這些古籍所談到的民主並不是

現代所熟知的民主概念，中國在西力入侵前所談的民主指的是中國的重民思

想，是希望以天之力來制衡專制政權，並不是如今日所說的民權、民主觀念。

近代民主思想的興起是起源於帝國主義入侵之後，傳教士、商人以及改革派人

                                                 
1 參考：蕭公權，《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南京：江蘇人

民出版社，1997)，113─114。 
2 用毛筆書寫繪畫都相當困難，也難以精確，但是一但掌握了它，你就能夠得心應手，

創造出美妙有雅的書畫來，這是西方堅硬的鋼筆所無法獲得的效果。參考自：辜鴻銘，

〈中國人的精神〉收入於：單純、張合適編，《中國精神──百年回聲》(深圳：海天

出版社，1998)，23。 
3 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收於：單純、張合適編，《中國精神──百年回聲》，17
─23。 
4 康有為，〈與曾侯書〉，《康有為政論集》，80。 
5 《尚書‧多方》，《十三經注疏》(台北：中華書局，1980)，228。 
6 《尚書‧秦誓》，《十三經注疏》(台北：中華書局，19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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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將西方的民權、民主思想引入中國。改革派希望藉由提倡民主、民權來富強

中國，脫離傳統的保守社會。康有為就是這一派的代表，康有為在《大同書》

中就有一段話來說明他認為民主的重要性，他說： 

夫國有君權，自各私而難合，若但為民權，則聯合亦易，蓋民但自

求利益，則仁人倡大同之樂利，自能合乎人心，大勢既倡，人望趨

之，如流水之就下。故民權之起，憲法之興，合群均產之說，皆為

大同之先聲也。若立憲君主，既已無權，亦與民主等耳。他日君銜

亦必徐徐盡廢，而歸於大同耳。
7
 

由此段話可知，康有為認為民主是促進大同之世的基礎，更堅信大同世界的到

來是自然之勢，不純粹只是空想。這就引發筆者對於康有為的民主觀的好奇，

為什麼在康有為眼中只有實現「民主」才能使中國富強且更進一步走向大同；

他又為什麼堅持所謂的「漸進式民主」，而不主張法國式的民主革命，直接由

封建跳躍到民主制度，當中的考量為何？他是否看到中國社會內在的問題？根

據他所看到的問題，他又如何去解決？為了解答以上的問題，筆者選擇了《大

同書》來討論，因為《大同書》已經跳脫康有為為政治服務的目的；此書也是

康有為著作中對於民主制度的主張、規劃最為完整的一部書籍，雖然他密不示

人，但這更表示《大同書》代表了康有為真實的內在思想。《大同書》已經不

同於康有為日前所寫的幾本書籍，只是政論文集或是為了變法而鋪路的改革文

章，《大同書》是康有為理想世界的全方位描寫。他在書中對於烏托邦世界的

描述，不只是一份想像的熱情，更具體地提到了要如何去建構一個理想世界，

由中國向世界推行。他打破了國界的藩籬，將關懷推廣到全人類，其中的社會

主義思想更為日後毛澤東等的共產黨人提供了基本的思想範疇。
8
 

學界相關於康有為的研究文集已不在少數，但多半還是集中在他的戊戌

變法和改革思想的研究，對於康有為的政治行動或是思想評價也往往流於後見

之明或是英雄史觀的評論。康有為的思想是進步或是保守，這樣的研究評價固

然可以幫助我們了解這樣一個歷史上重要的人物。但筆者以為，研究康有為思

想的真正價值，在於我們如何從他這樣一個改革先知的身上，看清楚當時中國

社會以及發現當中的社會問題。動盪的中國如何激盪出他的改革思想，又如何

                                                 
7 康有為，《大同書》(台北：世界書店，1958)，105。 
8 金觀濤、劉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香
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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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中國經典的「烏托邦」文集：《大同書》。他是近代中國一個相當重要的民

權提倡者，也是政治改革家，選擇在那樣一個危機中以生命為代價，希望將中

國救出保守、積弱不振的窘境。9筆者相信其眼光和思想必然有所獨到之處，

更讓筆者感到興趣的是，為何在當時保守的中國社會，能大鳴大放的暢談改革

的必要性的人，怎麼會反對日後的革命運動？他看到了什麼以及他的言論是否

也預言到往後中國走向民主會遇到的困難，其言論價值以及思想糾葛之處，這

些都是筆者想要探討之處。 

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最令人疑難的就是中國為什麼沒有發展出像西方

式的議會民主；反而在推翻專制之後隨之而來的是軍閥割據、共產黨的執政

等，這正是康有為一開始對於中國革命預言的結果。康有為當時沒有足夠的機

會和權力得以帶領中國走向現代化；在現實政改中無法完成的理想，他將他的

思想精華和改革方針完全呈現在《大同書》中。正如前文所言，筆者認為《大

同書》是康有為將他自己的理想描寫的最為完整的一部書，其中包含了他對於

民主的認知和他的理想世界的表現等。雖說此書是他密不示人的一本著作，有

很多學者也質疑《大同書》對於當時社會的影響性。筆者以為，一本書籍的重

要性與否並不只限於當時社會對此書的反應，而是此書的內容對於後世的影響

或是此書提供給後人的啟示，以及書中所表出該作者的思想獨到性、突破性，

這才是筆者想要討論的重點。 

筆者在此篇論文中，經常用「烏托邦」一詞，來表示康有為的《大同書》

思想。筆者在此要解釋的是，筆者在論文中的「烏托邦」意義，並不是一般的

「理想國」的概念。筆者以為「烏托邦」的代表意義有許多種。一種是指對於

無法實現的理想境界的描述；另一層意義也是對於完美的、理想境界的追求。

筆者對於康有為的民主思想，將其用「烏托邦」來形容，就是希望藉此描述康

有為對於追求中國理想民主過程，他希望達到一種「最適合」、「最完美」的理

想境界。這種精神，筆者認為就是一種「烏托邦」精神。筆者認為，康有為突

破傳統對於「烏托邦」思想之處，就是他是建立在「可達到」的境界和過程中，

是建立在「現實」的層面上。筆者在此篇論文中，就是要探討康有為理想卻又

                                                 
9 康有為的獨特性在於，他為了改革救國採取了許多與前人或同時代的志士不同的手

段。例如：公車上書開了近代民間政治集會上書的第一次；康有為也以越級身分參與

戊戌變法；為了打破中國的「祖宗之法不可變」，他更以驚人之舉，公開以《新學偽

經考》希望破傳統，以《孔子改制考》要有立新制的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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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的民主思想和改革過程。此篇論文的研究重點，除了希望解釋康有為的民

主思想；同時也希望能夠透過康有為的民主改革，看到當時中國社會的問題。

筆者在閱讀康有為的相關資料後發現，就康有為而言，他似乎看到中國缺少了

西方的中產階級作為民主的後盾，中國社會在發展民主制度上有何先天限制？

而這些限制在康有為眼中表現在《大同書》中為何？康有為又要如何解決？《大

同書》中的民主思想是否表現在他的政治理念上？筆者希望替康有為的民主思

想從《大同書》作一連結，藉此釐清康有為的民主思想，幫助我們更深一層地

了解中國社會。 

  

 

第二節 研究回顧 
 

康有為是近代中國改革的先鋒。他近代中國第一個組織知識份子運動的

人，領導「公車上書」一事，也使得康有為很快的為世人所知。這樣的一個改

革急切者的言論和抱負，剛好配合了甲午戰後，國人對於時政不滿之心，也切

合了光緒皇帝想要改革、脫離慈禧太后的政治掌控，更為他個人很快的贏得了

改革家的名號。 

康有為最為人所稱道的就是由他所帶起的「戊戌變法」。「戊戌變法」促

使中國跳脫天朝思想，能夠深切地檢討中國政治制度、經濟社會以及教育文化

的內在問題。康有為等人看出中國內在根本文化才是落後的問題癥結點，因而

提出學習西方的科學精神、民權觀念、立憲議會制度以促進中國現代化。但在

「戊戌政變」之後，開始有越來越多的人不相信清朝有改革的誠意，因此革命

言論就日顯重要，之前為立憲派的人開始轉而主張革命。康有為雖然是近代中

國改革的先鋒，但他自始自終都反對中國以革命的手段來促進現代化，他認為

當時的中國只能以君主立憲的方式，穩固地促進現代化。在民國之後，康有為

依然不能接受中國用跳躍性的方式，由專制直接走向民主，在 1917 年時更是

參與了「宣統復辟」一事。這樣的一個舉動，使得康有為在時人亦或是日後許

多學者的眼中，成為一位保守的頑固份子。尤其在革命史觀10的影響下，康有

                                                 
10 在當時共產黨所強調的就是階級鬥爭論和革命論，反是反鬥爭、反革命者，皆被認

為是保守的封建分子。延續到民國之後，學界對於辛亥革命仍採取高度的肯定，因此

瀰漫著一股革命史觀，將革命的正當性提到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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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更是被打落得不可翻身，似乎他為近代中國的貢獻，都因為「復辟事件」的

發生而蕩然無存。 

康有為是一個多變化且極富重要性的人，不管是關於他的思想、生平或

是政治活動，都有相當多的學者對他做研究。筆者此篇論文主要討論的是康有

為在《大同書》中的民主思想。研究康有為思想方面的學者不在少數，但在專

論其「大同思想」的專著並不多，所出版的研究書籍仍是以他的政治思想或是

戊戌變法的研究佔大多數。蕭公權是研究康有為「大同思想」最著名的是政治

思想史專家。他對於康有為思想的相關著作有《中國政治思想史》11、《康有

為思想研究》12、《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13。《近

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是蕭公權先生在晚年的最後一本長

篇著作，也是他對於康有為思想研究最深刻的一本書。此書始於蕭公權先生跳

出革命史觀，不同於他之前所著作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多半是依循革命史觀

對康有為後期的政治活動進行批評，《近代中國與新世界》此書比較能夠站在

客觀的角度去評論康有為的政治思想。在此書中，蕭公權以相當大的篇幅去研

究康有為的政治活動(包括戊戌變法與保皇和君主立憲等)以及經濟改革，另一

個相當重要的論述就是關於康有為「大同思想」的研究。在這一部分，蕭公權

相當仔細的分析《大同書》的內容以及康有為「大同世界」中的內容所根據的

理論內涵14；此書關於康有為的大同思想之詮釋並不只限於內容分析，蕭公權

更將康有為的烏托邦思想擴展出去與西方烏托邦主義來做比較。蕭公權在此書

中另一個重要的貢獻，就是他將康有為所主張的民主、科學等觀念與日後新文

化運動的提倡者：胡適、陳獨秀、魯迅、吳虞等人的關係，論述的相當清楚，

也將彼此做了系統性的比較；他也用了相當大的篇幅來陳述陳序經、胡適與馮

友蘭的見解，說明了康有為思想立場與當時一些著名作者的關係，同時也分析

了保守派的辜鴻銘對於康有為的批評，來突顯康有為思想的獨特性。此外，蕭

公權更進一步討論康有為的政治思想日後的演變，以及他對於孫中山和民國政

府的看法，這一論述更突顯了康有為思想的獨到，也帶出了康有為思想的重要

                                                 
11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台北：聯經出版社，1982。 
12 蕭公權，《康有為思想研究》，台北：聯經出版社，1988。 
13 蕭公權，《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7。 
14 包括他認為康有為的《大同書》是康有為思想延續的精華，其思想根源來自於最早

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而至日後的《康子內外篇》、《實理公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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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基本上《近代中國與新世界》一書已經對於康有為的政治活動與思想分析

的相當深入，實為研究康有為思想的鉅作，也為日後學者以及筆者研究康有為

思想提供了很大的幫助。 

不過，蕭公權對於陳述康有為的民主觀時，主要是以他在戊戌變法以及

其他的政論集中著手，對於《大同書》的民主思想探討並無著墨。這可能是蕭

公權將《大同書》獨立於康有為的政治思想之外，因此將《大同書》獨立解釋。

他在書中也分章提到了，康有為在〈中華救國論〉中反對各省自治而組成聯邦，

以及他主張私人產業以帶動商業活動，但蕭公權並沒有深入去將康有為的政治

理念帶入他的《大同書》中所主張的以聯邦制度進入大同之世，以公產業取代

私產業以進大同作討論。難道《大同書》就真的只是康有為的空想世界嗎？在

蕭公權書中他也明確的指出，《大同書》絕對不是康有為的空想世界，而是一

本為世界指出一條通往烏托邦的明確道路。15這之間的矛盾蕭公權並沒有著

墨，因此也引起筆者對於康有為思想的好奇，究竟康有為是如何來看待他理想

中的社會，以及他認定的民主標準為何？  

專論康有為的大同思想的專書不多：在專著方面除了蕭公權先生的著述

之外，另外是臧世峻的《康有為大同思想研究》16、陳慧道的《康有為大同書

研究》17，這些書多半是解釋康有為大同思想的形成、矛盾以及將康有為的烏

托邦思想做了中西的比較，基本上仍是限於《大同書》一書的內容來做討論，

並沒有將康有為在改革過程中的主張與《大同書》中的理想，相互比較並分析。

陳慧道對於《大同書》的解釋較其他學者不同之處，在於他詳細地解釋康有為

《大同書》思想的思想根源，以《大同書》成就的年代 1902 作為康有為的學

習狀況作一個分界。另外就是詳細地考證孔子與列子、公羊三世說以及進化論

對於《大同書》中觀念的影響，可說將康有為的思想脈絡掌握地相當明確。其

他論及於康有為的大同思想研究，較為重要的著作分別有汪榮祖的《康有為》、

林克光的《革新派巨人康有為》、熊月之的《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湯志鈞的

《康有為與戊戌變法》，以及金觀濤、劉青峰的《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18等。

                                                 
15 蕭公權，《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424─425。 
16 臧世俊，《康有為大同思想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17 陳慧道，《康有為大同書研究》，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18 汪榮祖，《康有為》，台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林克光，《革新派巨人

康有為》，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湯志鈞，《康有為與戊戌變法》，北京：中華書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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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本上學者們仍是將康有為的「大同思想」作系統性的解釋，並且對其作進

步、保守的評價，並沒有太多論及民主思想的部分。金觀濤、劉青峰的《中國

現代思想的起源》開始注意到《大同書》中所談及的自由、平等在日後的近代

中國裡開始被魔化，並且影響到早期的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提倡者。19這

樣的言論也引起筆者對於《大同書》中之民主思想的興趣。筆者認為《大同書》

中的觀點是相當激進且富有革命性質，但為什麼康有為卻如此反對革命在中國

發生，因此筆者希望分析康有為認為民主發展的基礎是什麼？在這方面的有關

論述相當少，因此筆者希望對此作一深入的討論，以辨明中國的民主窒礙難行

之處以及康有為真正的民主思想。 

在學術論文方面的相關著作計有：有林瑞成的《康有為的大同思想》、王

文賢的《康有為之大同思想》、安雲煥的《康有為的大同思想》等20。總計關

於康有為大同思想部分的學位論文並不多，且多半偏重於解釋《大同書》，且

多以哲學的角度切入，並沒有從中國社會發展的現況作深入的討論。筆者認

為，思想史的討論除了可以幫助我們了解作者的思想外，更大的貢獻應該是使

我們更能夠深入探究作者思想背後的環境因素以及動機。 

研究康有為大同思想的期刊論文，分別有：廖慧貞的〈康有為《大同書》

初探〉、孫紅兵的〈康有為「大同」思想之軌跡與實質探析〉、鄧莉的〈康有為

《大同書》思想實質論析〉、陳秀湄〈康有為的國外遊歷與《大同書》〉、何金

彝的〈傅立葉《新世界》與康有為《大同書》之比較〉、趙會可的〈康有為《大

同書》中教育思想的階級屬性辨〉、李永倫的〈簡論康有為的「大同世界」〉。21

                                                                                                                            
金觀濤、劉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19 金觀濤、劉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309。 
20 林瑞成，《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台北：私立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1973；王文賢，《康有為之大同思想》，台北：私立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75；

安雲煥，《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台北：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1。 
21 廖慧貞，〈康有為《大同書》初探〉，《上海海運學會學報》，1996.03 期；鄧莉，〈康

有為《大同書》思想實質論析〉，《郴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05 期；陳秀湄，

〈康有為的國外游歷与《大同書》〉，《史學月刊》，1996.01 期；孫紅兵，〈康有為「大

同」思想之軌跡與實質探析〉，《綏化師專學報》，2002.03 期；何金彝，〈傅立葉《新

世界》與康有為《大同書》之比較〉，《東方論壇》，1997，01 期；趙會可，〈康有為《大

同書》中教育思想的階級屬性辨〉，《東方論壇》，1997.01 期；李永倫，〈簡論康有為

的「大同世界」〉，《雲南教育學院學報》，1994.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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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幾篇多半是屬於短篇論文，論述的範疇仍不脫蕭公權或是臧世俊等人的言

論，並沒有太大的突破。內容也多是解釋《大同書》的內容架構，其參考價值

應僅限於基礎知識的認識，並沒有太深入研究其中的民主精神或是當時社會條

件對於《大同書》寫作的影響。而這一點也是筆者希望在論文中努力的地方。 

回顧研究成果而言，研究康有為的學者雖然很多，但是能夠把《大同書》

的民主思想放在當時中國社會的背景中來進行分析者，仍不多見；多半還是侷

限於文本分析，以及討論康有為思想進步或是退步這樣的論點，或是單純利用

哲學思想史的角度去分析《大同書》的思想脈絡。筆者將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

更深入去討論《大同書》中的真正的民主思想，並了解當時中國社會的大環境

為何，是否真如康有為所說的無法實現跳躍式的民主呢？ 

 

第三節  研究方法及步驟 
 
 

(一) 研究方法 

本論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康有為的角度，去了解他如何看待當時的中國

社會。要全面了解康有為對於中國的看法，閱讀的資料就不能只限於《大同

書》，還要擴及到他的其他著作，甚至是他與友人的來信、在期刊雜誌上發表

的文章，以及遊記的內容等。對康有為的想法與理念作一整體的了解，以便進

一步分析他在《大同書》中的民主思想。另外，筆者將藉由一些當時的小說或

是時人文集，作為了解當時中國社會的先備知識；再以此為背景基礎來分析康

有為在論述中所主張的各種政論，及其對於民主發展的考量，從而了解康有為

的民主思想要表現的是什麼。筆者也希望藉由一些關於中國社會結構以及社會

問題的相關研究，如金觀濤、黃仁宇、韋伯…等對於中國社會結構的分析，藉

此突顯出中國社會的獨特性；驗證康有為在《大同書》中的主張，以及他所選

擇的解決方式。筆者希望將中國的社會條件與《大同書》中所表現的民主思想

作連結，以期更完整的分析複雜的中國式民主。 

筆者此篇論文的著重點不只是解釋《大同書》的內容與純粹陳述康有為思

想的脈絡，並進一步將重點放置在分析康有為民主思想看似矛盾之處，希望能

夠為康有為的民主思想作更深入的解釋，以及他處於怎樣的環境中，才孕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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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書》中的民主思想。 

(二)資料 

 在資料處理方面，筆者將會以康有為的著作作主要的資料當作背景運

用，如《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實理公法》、《孟子微》、《擬

中國民國憲法草案》、《康有為政論集》等等。但筆者討論的重點仍是放在《大

同書》中，康有為的其他文集是作為輔助筆者了解《大同書》。筆者希望從中

了解康有為對於民主的思想觀念為何，以及他希望如何來解決中國民主問題，

其思想來源為何？康有為的民主思想形成的過程和原因也是筆者所關注的。涉

獵清末的報刊、雜誌、西方翻譯文集，或是新式知識分子所帶入的民主思想，

將幫助筆者更能了解康有為在撰寫《大同書》時，所考量的社會條件。筆者將

藉由其他關於中國民權、民主思想解釋的研究論集，如金觀濤所論述關於中國

超穩定結構的問題、熊月之的《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和《向專制主義告別》、

小野川秀美的《晚清政治思想研究》、劉青峰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

以及論及西方民主起源的部分書籍，如 M.I.Finley 的《古典民主原論》以及洛

克、盧梭、孟德斯鳩等人的主張。來突顯出當時中國社會為何不適用西方的革

命民主，以及為何導致康有為認為當時中國並沒有發展「跳躍性民主」22的條

件。他這樣的認知是否正確，對於後世中國有何影響性，這些都是筆者在論文

中將會論述的重點。 

另外，筆者將透過當時相關的改革人士對於中國社會的看法、近代中國

的小說等，著名的改革者梁啟超、譚嗣同以及反對康有為最為激烈的章太炎的

主張等。藉此突顯出當時的改革者都看到了哪些問題，他們是以怎樣的方式來

解決，以及《大同書》中的民主思想的獨到性。參考描寫近代中國社會的相關

小說也是筆者的重點之一；筆者希望透過小說更深刻了解當時的中國大環境社

會。因此作家對象會選擇以清末民初小說家為主，如蕭紅的《呼蘭河傳》以及

《老殘遊記》、《二十年目睹之怪現狀》等。希望藉由清末民初的社會寫實小說，

幫助筆者了解當時的民情生活。 

(三)進行步驟 

筆者將先以康有為如何看待中國社會為整篇論文的基礎，深入去了解康有

                                                 
22 康有為主張漸進式的民主，即先由君主立憲→議會政治→民主選舉制度。他反對中

國直接跳躍過當中的君主立憲、議會政治而直接採用民主選舉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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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想法，才能真正的看出康有為對於民主的認識以及他思想獨到之處。第二

個步驟，筆者解釋康有為認為要如何改革中國社會、要以什麼基礎進入民主大

同之世。第三個步驟著重分析康有為的思想背景如何表現在《大同書》中，以

及《大同書》中的民主特色是什麼，配合當時中國社會，康有為如何設計進入

大同之世的方法和進程？最後，筆者將延伸討論《大同書》的重要性以及對後

世的影響，由這一個討論面向，可以更了解康有為思想的獨到之處以及貢獻。 

(四)預期成果 
筆者希望達成的研究成果是藉著從康有為對於中國社會的看法為出發

點，透過這樣一個改革先知者，更了解為什麼中國無法實行西方式的民主。中

國社會少了些什麼，或是中國社會有何特色產生這樣一個早熟卻不成熟的大社

會。再由社會層面的分析下去進行，藉著這樣的角度去研究《大同書》的民主

思想。除了可以更深刻了解在康有為眼中，什麼是最完美的民主制度；對康有

為而言，他認為要如何解決大中國的現代化問題，如此我們才有能力去評論康

有為的思想對於後世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