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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康有為如何帶領中國走向烏托邦 
 

第一節 體認只有「民主」才能富強 
 

何謂民主的真意 

 

 康有為是如何解釋「民主」一詞呢？康有為曾說：「比例  民主。按，此

猶是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但不如上法之精。」
1
所謂的上法為何？就是

社會不變的天理公法，《實理公法》一書可說是康有為對於天理、正義的認知

描寫。就康有為對「實理」的解釋，主要是從「人本」為出發點。他認為：「人

各合天地原質以為人；人各具一魂，故有知識，所謂智也。然靈魂之性，各各

不同。」
2
從此話分析，康有為認為人的本質都是相同的，都是天地相合的結

果。但是人在同質性的構成中，在思想靈魂層面裡，卻帶有相當大的異質性。

康有為也肯定人性本能基本的異質條件，他所在乎的是，社會所賦予的機會平

等條件。因此「實理」一詞，就康有為的定義而言，是從不變的天理去解釋「人」

這個個體的存在意義和本身的價值平等。對於「公法」一詞的解釋，康有為在

《總論人類門‧實理公法》則是用以下幾點作說明： 

人有自主之權；按，此為幾何公理所出之法，與人各分原質以為人，

及各具一魂之實理全合，最有益於人道。 

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 

比例  人不盡有自主之權。按，此不合幾何公理。 

比例  以差等之意，用人立之法。按，此於幾何公理之本源既失，

則其所用諸凡人立之法，亦必解精者。
3
 

由此可知，康有為對於公法的解釋是以「實理」為出發點的人立之法。

以天理所彰的平等之義定制最符合人道的社會法律、規範。自立之意在康有為

看來是社會運作的基本條件，因為在「平等」的先備條件上，康有為相當重視

個人的異質特性和發展，因此，康有為便開始要求個人的「自主」性。 

                                                 
1 董士偉編，〈實理公法全書(選)〉，《康有為學術文化隨筆》(北京：中國青年出版社出

版，1999)，139。 
2 董士偉編，〈實理公法全書(選)〉，《康有為學術文化隨筆》，130。 
3 董士偉編，〈實理公法全書(選)〉，《康有為學術文化隨筆》，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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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重視個人「自主」性的態度上推演而出，會發現康有為所要求的「民

主」就是建立在這個觀念的基礎上。康有為認為實行民主制度就是進入大同世

界的途徑，進入大同世界就是帶領人民走入最完美的理想國中，在那裡是人各

得其所，每個人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也就是公理、親愛與富樂的世界。康有

為為什麼認為民主會是進入大同世界的必要條件呢？對康有為而言「民主」一

詞不只代表著西方世界走入富強的象徵；更重要的是，康有為基於重視「人有

自主之權」與「思想、靈魂」的異質性，尊重個別需求和意見，尊重獨特的個

體，重視每個人的意見才智。基於「求樂免苦」的人性，他認為民主是人類共

同求樂的最佳途徑，而「民主」便是他歸納出來的「實理公法」的實體制度。 

 

以民主為基礎進入大同之世 

 

難道康有為不害怕民主制度帶來的意見分歧，導致社會退步或是秩序大

亂嗎？康有為言：「且今為中國言變法，有必宜更新者，有必宜沿舊者，驟遙

躐等，非惟顛蹶，亦不能成。美成在漸轉，進化在次級，…。」
4
康有為在制

度改革上主張漸進，他的確害怕中國的改革會過分跳躍而導致亂象。由專制到

民主也是如此，雖然在康有為眼中，只有建構出民主制度的國家才有富強的希

望，但他還是強調漸進以及如教育、地方自治…等特定的社會條件存在的必要

性。對康有為而言，「民主」是表達天理的最快途徑之一；遵從天理的制度才

是最符合人道的制度。為什麼要定立符合人道的制度呢？他以孟子的話來說來

解釋這個概念，他認為孟子謂：「人者，仁也。」此解最能直接解釋「人道」

這個概念。因為人的天性必有仁心，這是不變的天理，因此實行人道對康有為

來說是順天而行的基本認知。康有為認為「依於仁」就像是穿衣服一樣自然，

是終身不能捨棄的，實行人道也是基於天生仁心的自然行為。康有為認為，民

主制度的真義，就是將天理人欲適時且適當地表達出來，為統治者提供最合適

的方向，一個社會只有在全民都為國盡心、將國家利益視為自我利益的時候，

才有可能達到「大同」的境界。 

 何謂大同世界，什麼才是康有為的烏托邦理想呢？筆者以為，最符合天

                                                 
4 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編，〈中國改制議〉，《戊戌變法前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198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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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人欲的社會才是符合康有為理想的大同世界，因為只有遵循最自然的世界法

則，人類才能達到最大的快樂和滿足。為什麼康有為會將民主視為進入大同世

界的途徑呢？康有為認為，民主制度是基於人類共同去苦求樂的目的以及天生

的「仁性」。多數民意所呈現出來的意義是最符合民眾利益的政策，這也是康

有為為什麼從戊戌變法前，就不斷地提倡通民意、開議院的原因。民主制度除

了大方向地以人性的角度著手設計外，到底要如何具體地實行才能達到國強民

富的境界呢？康有為以為：「今吾中國地方之大病在於官代民治，而不聽民自

治也。救之之道聽地方自治而已。」
5
歐美之所以勝於中國，是因為「人民之

日智，地利之日出，學校之日盛…。」因此要救中國就是有從開民智、興學校、

掘地利做起。 

「且夫自治之制天理也，自然之勢。」、「故國之無地方自治者，其國挪

腫頹敗不生活，雖龐然大物，亦號之曰廢國。」
6
對康有為而言，實行民主是

國家強盛的條件之一；地方自治則是一個國家是否能夠維持富強之勢的基本判

斷條件，因為地方自治是順天理的人治之制。因為民主制度的根本就是從地方

做起，要成就成熟、現代化的國民，使國民瞭解自己的權利和義務，也必須從

地方自治中著手訓練，因此康有為才會明白地指出，地方自治是國家強盛的判

斷條件。就現在的觀念來看，國與家的原子結構是相同的，都是個人所組成的。

對中國人而言，血緣是凝聚家庭結構的重要因素，而中國人對於國的概念也是

「擬血緣」制度，將整個國家看作一個大家族。因此不管是對於家或是國的概

念，康有為都希望打破原本中國無個人概念的觀念，將個人當作是組成國家原

子，使「國當其沖，而鄉行其密，人人有言事執政之權，人人有愛國愛家之意，

誘其同心，…。」
7
因此使國民有表達意見的權利和義務，便會使人人有愛國

之心以及思考的能力，官僚也會受到國民監督而行使更多有利於國家的政策，

民眾也能透過民意表達的彼此衝擊而成就出更具現代化的成熟國民。 

康有為對於地方自治的看法為何？他認為：「為治者，官之為民治，不如

民之自為治之周也。故先使民自治，而後增官以治之。故人之變法言治民吾之

變法先言民自治；人之變法官裁冗員，吾之變法先言增多官，必如此而後變法

                                                 
5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編，〈中國改制議〉，《戊戌變法前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

版，1986)，282。 
6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編，〈中國改制議〉，《戊戌變法前後》，285。 
7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中國改制議〉，《戊戌變法前後》，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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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礎，而君國收其成效也。」
8
康有為認為，變法首要改變是加強地方自治。

所謂的地方自治就是要聯繫政府與地方的意見溝通，因此，增加地方的言官代

表，就成為改革的第一步。康有為在此所訴求的地方自治，是以有虛君在位為

基礎，以增加地方言官、議郎以便民意的表徵。康有為在此所主張的地方自治，

是體制內的改革，是建立在一個一統國家中，以補強民意的方式，進行階段性

的民主改革。康有為在民國成立之後，曾著文反對地方自治；他反對的理由，

主要是因為當時的地方並非民主自治，而是受到軍閥割據之苦，使得中國四分

五裂。康有為的改革一直是強調和平、理性、統一和民意基礎的，因此任何分

裂、流血，或是阻礙中國發展的變動，都是他所反對的。 

 

以民主制度改善中國封建性格 

 

康有為認為，實行民主制度是幫助中國快速從傳統社會進化到現代社會

的唯一道路。他閱讀西方出版品或是相關制度論述的作品，影響到他的「大同

思想」。他所受到的影響層面可分為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兩個層面。就民主主

義的概念上，最有名的如：《萬國公報》、由林則徐組織翻譯的《四洲志》是最

早介紹西方議會政治制度的書、魏源的《海國圖志》介紹英國議會制度、梁廷

枏在 1844 年刊行的《合省圖說》亦介紹過美國國法、總統和議會政治，並提

及制衡的政體。在《萬國公報》中，也曾陸續報導西方民主思想巨頭的概念，

如盧梭、洛克等人的思想。因此除了早期中國幾位留洋者對於西方的民主制度

和觀念概述之外，中國早期對西方部分的翻譯文集也對康有為的「民主觀」產

生很深刻的影響。尤其是嚴復指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以「利民」進行國家

富強的道路，他說：「質而言之，不外利民雲爾。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

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聽其皆得自由，由必自其各能自治

始。」
9
嚴復明白地說明了人民自利、自由、自治與國家富強的關連性，若將

他的思想與日後的康有為作比較，我們即會發現他著實對康有為的改革理念造

成了莫大的影響。 

西方社會主義對於康有為的影響，也是造成他後來設計他理想中的「大

                                                 
8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中國改制議〉，《戊戌變法前後》，274。 
9 轉引自：臧世俊，《康有為大同思想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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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世界」以及「民主制度」的重要考量。「民主制度」這一個今人熟知且習以

為常的政治制度，其本質就有很濃厚的社會主義和烏托邦思想。當中對於人性

的假設是良善的，制度的基礎同樣是採取人性是求樂免苦的假設；假設民眾皆

有能力去判斷政策的優劣，進而以投票的方式來表示自己的意見。總之，民主

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都是要增進人民福利，促進社會幸福富強。社會主

義在對於人性理想上比民主主義更進一步，且蘊含了盧梭的集權概念。希望共

同創造人類理想的極樂世界。康有為在設計他理想中的民主制度時，除了仿效

西方民主制度外，同時也希望能改善西方民主制度帶來的弊端，如暴民政治和

資本主義剝削等。他在《大同書》裡對於民主制度也隱含著憂慮，強調必須要

經過教育和地方自治的訓練為前提。這反映了他在戊戌變法時極力希望能改善

教育制度以開民智，獎勵民意上達天聽，進而設置議會，使全民能有愛國強國

之心，也訓練民主的技巧。 

「謂明主自視如天，臣下隔絕，是以致敗。我國上下相親，是以能強」
10

康有為這句話字面上的意思是要求光緒要廣開天聽，以接納民意。但如果與他

對於推廣全民基礎教育政策配合來看，他想要解決的不只是下情能上達而已，

他想要更進一步去除阻礙中國發展的絆腳石。對於中國民族性有深刻的描寫和

體悟的莫過於小說家魯迅了，在他著名的諷刺小說《阿 Q 正傳》中，主角阿 Q

就是他對於中國人民族性的寫照。在阿 Q 的身上，我們看到了他表現出中國

人「特有的」民族性，使他們能夠在各種艱鉅和不平等的環境中，都能卑微的

生存。當中有一段深刻地刻畫了中國人的性格： 

阿 Q想在心裡的，後來每每說出口來，所以凡有和阿 Q 玩笑的人們，

幾乎全知道他有這一種精神上的勝利法，此後每逢揪住他的黃辮子的時

候，人就先一著對他說：「阿 Q，這不是兒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

說：人打畜生！」阿 Q兩隻手都捏住自己的辮根，歪著頭，說道：「打蟲

豸？好不好？我是蟲豸---還不放麼？」但雖然是蟲豸，閒人也並不放，

仍舊在就近什麼地方給他碰了五六個響頭，這纔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

了，他以為阿 Q 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鐘，阿 Q 也心滿意足的得

勝的走了，他覺得他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除了「自輕自賤」不

                                                 
10 湯志鈞編，〈上清帝第四書〉，《康有為政論集》(上)，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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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外，餘下的就是「第一個」。
11
 

中國人就是靠著這樣的精神性的勝利，得以在一個全然無紀律和公平的

社會中生存幾千年。中國雖然沒有西歐中古時代的封建農奴制度，沒有那樣明

顯的階級劃分，但是社會中強權者對於弱勢小農階級的壓迫，卻是有過之而無

不及。社會中沒有明確的法律存在，只有習慣法和官僚自由心証的法律，實質

的法律條文並無存在，更沒有所謂個人主權。中國人沒有個人的觀念，國家組

成的最小原子是以「家」為主，這和中國文化強調血緣和倫理觀念有關。中國

透過科舉考試結合國家權力，產生了中國特有的官僚階級，這群通過國家設定

的文化價值觀測驗的人，就成為社會上具有特權的一群。以韋伯的話來說，他

們是一群藉由考試制度來證明自己擁有巫術性的卡理斯瑪的人。
12
儒家文化下

所賦予的權威性卡理斯瑪不只有這群取得功名的人(實際上能夠進入官僚體系

者，不超過 5%)，另外還有血緣上的卡理斯瑪，這牽涉到中國幅員過大，中央

官僚人數與其管理的地方幅員遠不成比例。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中央利用了

儒家文化中的倫理特色，血緣關係便成為另一個穩定社會的條件。由血緣所聯

繫的宗族，成為地方上管理者和家族執法者的角色，權力之大甚至連縣老爺的

公權力都無法干涉。因此血緣關係下的領導者，包括家父長也成為另一種變相

的「卡理斯瑪」。因此韋伯才會稱中國的官僚是「家產制的法官」，是家父長制

度的再延伸，具有絕對的決定性和神聖性，並不會依據制式的法令而行。 

在這樣的社會文化下，中國人逐漸被訓練成與國家脫節，對於政治的冷

漠，對於自我的輕視，在生存線上苟活著。這句話或許是筆者過分情緒化的用

語，但是也點出了長期以來，中國人在艱鉅的生活環境中產生的特殊民族性

格。康有為這一位以儒家傳承者自居的知識份子，也深刻體認到中國人的性格

弊病以及社會不公平。要瞭解康有為當時想要改革的社會環境，閱讀老舍的小

說也是途徑之一。老舍(1899-1966)是出生於北京的一位貧窮滿族，他便用幽默

和寫實的筆法呈現清末以來中國的變動和社會環境；因此要瞭解清末民初的中

國社會，從他的小說著手是最可能直接接觸到當時社會的方法。 

老舍小說集中，幾乎都是從小人物著手，利用中國社會最底層的這群人，

                                                 
11 馬森主編，魯迅著，〈阿 Q 正傳〉，《狂人日記》(臺北：駱駝出版社，1998)，89。 
12 “卡理斯瑪＂(Charisma)是指某種人格特質，某些人因為具有這種特質而被認為是

超凡的，稟賦著超自然的、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力量或品質。它們具有神聖或至

少是表率的特性。某些人則因為具有這些特質而被視為是“領袖＂。所謂的“卡理斯

瑪支配＂，就是支配者具有此種特質，使受支配的人產生忠心且完全獻身的情感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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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出中國悲哀且必然的墮落命運。在《老張的哲學》中，有幾段話是可以深刻

描述中國人的「自私、自我」且相互矛盾的性格。「老張(這個在老舍眼中擁有

中國人特性的書中人物)的哲學是「錢本位而三位一體」的。他的宗教是三種：

回，耶，佛；職業是三種：兵，學，商。言語是三種：官話，奉天話，山東話。……

13
」「老張和其他的哲學家一樣，本著他獨立不倚的哲學，無論如何設想，是會

不矛盾的。」
14
中國人的民族性格複雜的，就是老張所表現出來的是一種集合

式的複合體。就像老舍所暗喻的，「中華民族是古勁而勇敢的。」
15
中國人堅靭

和勇敢的性格是建立在無知和自我中心的基礎上，因為無知所以無畏，因為自

我、自大所以能鎮日沈溺在大中華思想中而千百年不思改變。此外，老張所表

現出來的中華民族性格，還有一大特色，就是「法自在我」的不成文定律，多

數的法則就在於官員或是一般人心中。 

中國人的民族性絕非天生如此，而是文化環境使然，一方面造成中國一

個「超穩定」結構的社會，另一方面也讓多數中國人變得無知、無情。秦以降

的朝代中，並不能說不重視教育、文化，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個使用官員科考

的制度。科舉考試的應用，一方面使得中國人不至於產生貴族階級，任何家族

都可能在幾代內就爬升或是沒落，造成了所謂的皇權之下的相對階級平等制。

16
儘管在中國社會中，沒有所謂的貴族階級，但卻有其他型式的階級壓迫存在：

例如地主階級與農民的關係、官僚階級與平民的關係、宗族長與親員的關係…

等。中國人的社會壓迫，的確不是如西歐莊園式的封建壓迫；而是在缺乏法治

觀念和強大的倫理剛常下，結合「萬般皆下品，唯有讀書高」的重士觀念後，

知識份子便擁有「卡理斯瑪」式的地位。儒家文化下的綱常倫理對於中國人的

壓迫，是一種無形且全面化的思想控制。魯迅在《狂人日記》中著名的一段話，

就是描寫著中國禮教千年來對於中國人的壓迫。他說：「我翻開歷史一查，這

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

                                                 
13 舒濟、舒乙編，《老舍小說全集》(第一卷)(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1996)，3。 
14 舒濟、舒乙編，《老舍小說全集》(第一卷)，19。 
15 舒濟、舒乙編，《老舍小說全集》(第一卷)，48。 
16 所謂的相對階級平等制度，是以中國統治階級之下的平民與西方中古世紀的階級制

度作比較，中國因為科舉和多子分產制度，使得貴族階級不易長存於社會上。家族或

是個人可能因為一次的科舉而晉升上流社會，相反地，也因為官位無法世襲，導致家

族沒落的結果。這樣的社會發展，的確使得中國社會相較於西歐社會，較沒有明顯的

社會階級。中國社會的皇帝，代表著是一種倫常關係中的至高點，他是家父長制度下

的精神領袖，因此最明顯的社會階級，可說是皇帝與他人的階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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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喫人！」」
17
這句

話的確點出中國千百年來的社會病態發展。 

中國的社會問題，康有為都看到了。康有為在 19 歲那年應鄉試不第，讓

一向自負且自信的他開始對於學習的目的有了轉折性的思考。因為「憤學業之

無成」使得他請從朱次琦。自從康有為從師朱次琦後，便深受其師講求的力求

經世致用之學的影響，康有為便將學習的重心轉向經世之學，以達救國救民的

使命。他以為朱先生是「以末世俗汙，特重氣節，而主濟人經世，不為無用之

空談高論。」
18
康有為在 22 歲那年，對於自己學問的方向便以確立，他說：「吾

自師九江先生，而得聞聖賢大道之緒，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獻之傳。

嘗有詩懷之曰：南望九江北京國，拊心知幾總酸辛，」實錄也。於時，舍棄攷

據帖括之學，專意養心。紀念民生艱難，天與我聰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

以經營天下為志，…」
19
康有為自小就對自己的聰明才智感到自信，而國家的

衰敗和人民的苦痛更讓他將對學問單純的自負轉為拯救國家、同胞的大愛，支

援布衣改革的勇氣，就是他對於自己才智的抱負和信心。他在 1888 年第一次

上書給光緒帝後，曾向摯友沈曾植傾訴此舉的動機：「僕生於窮鄉，坐睹族人、

鄉人困苦，年豐而無米麥，暖歲而無襦衿，心焉哀之。且受質近厚，仁心太盛，

自弱少以好任俠之舉，雖失己為之不卹。加十年講求經世救民之學，而日日睹

小民之難，無以濟之，則不得不假有國者之力。」
20
 

康有為從社會基本面看到了中國大社會的問題，看到了中國人民在生存

線上不斷地痛苦掙扎的情況，讓他立志要解決中國社會的大問題，盡一己之力

幫助中國。他融合閱讀中西方書籍的經驗和獨到的見解，發現要改革中國不只

是如洋務派所主張的：「師夷長以治夷」。相反地，中國的大問題並不只是外在

科技、技術而已，最大的問題根源是中國社會的文化、制度、風俗、教育問題，

牽涉的層面遠大於洋務派所主張的器物之學。康有為深信自己對於中國社會問

題的瞭解，並且希望藉由皇權，以最快速的方式來推廣救國富民之道。因此才

會勞舌焚脣地不斷上書給光緒，提倡他對於時勢的憂慮和解決之道。何為康有

                                                 
17 馬森主編，魯迅著，〈狂人日記〉，《狂人日記》，5。 
18 樓宇烈整理，康有為著，《康南海自編年譜》(外二種)(北京：中華書局出版，1992)，
6。 
19 樓宇烈整理，康有為著，《康南海自編年譜》(外二種)，9。 
20 康有為：〈與沈刑部子培書〉，《康有為全集》(第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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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認為的強國救民之道呢？康有為以為，中國腐敗、落後最大的原因就在於，

民智不開，「下情不上達，天恩無法下傳」。中國社會因為地理、文化風俗的關

係，地方性、家族式的封閉成為阻礙中國現代化的最大障礙；而康有為認為西

方列強與日本之所以可以快速強大的最大原因，則在於他們的制度改革，議會

民主成為「近代化」的象徵指標。 

因為提倡議會民主制度，除了表面上的通上下之情外，內在意義則代表

著社會制度、文化思想的大翻修。
21
康有為在改革的過程中，也強調重視實業、

科技的重要性，希望以西方的發展模式，建立富強的條件。經濟也必須從以農

本走向以農扶植工商業的現代化社會。民主制度的完善，更必須建立在明確的

法制條件上，以民意的基礎制定「憲法」，將「憲法」立為國本，對中國來說，

是走出專制踏進現代化的門檻中。就如康有為所言，給人民自治和表達意見的

機會，民智才會開；講求以工商資本主義為基礎的民主，國家才有富強的可能。

因此，康有為在當時，確實體驗到只有訴求民主制度才能使中國起死回生，不

再受人宰割。 

 

 

 
 

第二節 建立君主立憲制度成為追求民主的基礎 

 

近代化與「變」的關係 

 

「天地生於無極之中，至渺小也；人生於天地之中，又渺小之至也。……

極其大者言之，我所以為千萬年者，不有以為頃刻者乎？自其小者言之，我所

以為頃刻者，不有以為千萬年者乎？極其功業之大，不過數千里；極其名聲之

遠，不過三千年，置於無極之中何如乎？……誠如是，則吾何所學也，曰盡予

心之不忍，率吾性之不捨者為之，非有所慕於外也，亦非有所變於中也。」
22
康

有為此段話寫出了他做學問最深刻的目的，他透徹了人生的道理，認為個人就

                                                 
21 儒家文化下的「天人合一」的絕對觀念和「封建」性將受到挑戰。 
22 湯志鈞編，〈不忍篇〉，《康有為政論集》(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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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滄海之一粟，如果一輩子只為短暫的功名和成就而終生疲於奔命，對這個環

境和社會來說是毫無意義的。因此想要不枉此生，首要之道就是企求自己能夠

為當下社會盡點力。康有為終身學習、努力改革的目標，就他的話來說，是本

於「不忍」的初衷，希望能夠替大眾做些事情，救大眾於痛苦的泥沼中。他看

到了：「僻鄉之中，老翁無衣，孺子無裳，牛宮馬磨，蓬首垢面，服勤至死，

而曾不飽糠覆也，彼豈非與我為天生之人哉，而觀其生平，曾牛馬之不若。」

23
康有為對於這群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人民感到多麼不忍，他們終勞一生卻不得

飽食一日，這是對於人生多麼大的悲哀。這難道是廣大中國人注定的宿命嗎？

人一出生就是有著階級差異，有人過著牛馬不如的生活，三餐必須要餐風露

宿；有人一出生便含著金湯匙，過著「何不食肉縻」的日子，真可謂「朱門酒

肉臭，路有凍死骨」。康有為對中國社會極度的不平等的現象提出了不公吶喊，

他秉持著儒者經世濟民的思想，從「‘依於仁’，聖人下‘依’字，有如衣服

一般，終身不可捨。」
24
從人性最底層所發出的仁愛之心出發，企望為貧弱的

中國社會找出一條解決之道。 

 造成中國社會貧弱不振的大問題，主要原因在於「得無政事有未修，地

利有未辟，教化有未至而使然耶？」
25
康有為從鴉片戰爭後，逐漸接觸到西方

社會的文集、見識到西方強大的兵力和進步的社會制度，造就了西方列強從原

本的蠻夷之國，在短時間內成功地發展出工業革命和脫離傳統封建制度。因此

康有為認為中國社會之所以會從自許為天府之國的天下霸主，淪落至現今的列

強割據的慘狀，最大的三個因素是：政事未修、地利未辟、教化未至，從康有

為開始上書給光緒，我們就可以發現他的內容就是根據這三點不斷要求光緒改

革。 

 《大同書》是康有為改革的理想藍圖，內容描寫了康有為對於理想世界

的規劃和進程，因此此書內容可說是康有為內心深處對於這個社會的最深期

許。康有為改革的最終目的，就是希望將中國從封建時代的泥濘中拉出來，順

利走向近代化。何謂近代化？有許多學者肯定了康有為所領導的戊戌維新是改

變中國國體的最大功臣，因為在中國追求近代化的歷史過程中，戊戌維新具有

特定歷史意義的階段性。他突破了物質與精神分割的「中體西用」思維定勢，

                                                 
23 湯志鈞編，〈不忍篇〉，《康有為政論集》(上)，15。 
24 董士偉編，〈論仁字〉，《康有為學術文化隨筆》，101。 
25 湯志鈞編，〈不忍篇〉，《康有為政論集》(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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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了全面學習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閘門。這是中國第一次提出不獨要學習西

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且特別強調學習西方的文物制度，並且主張把傳統的手工

生產模式推向機器生產的軌道上。最重要的是，康有為等人主張改變封建專制

的政治制度為「君民共主」的立憲制度，實行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近代化，政

治體制的民主化和法律的制度化。從歷史發展階段的角度看來，康有為所帶領

的戊戌維新標誌著中國人第一次全面提出了近代化的綱領和措施，有力地改變

著中國傳統的價值觀念和理論結構。因此，康有為不管是在戊戌變法或是在《大

同書》中，所要追求的都是中國社會的近代化。康有為認為的「近代化」意義

就是以西方社會從封建社會脫離，發展到資本主義的工商業民主社會為主。其

實質的內涵則適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型態來取代封建主義的社會經濟型態；用

資本主義的開放民主制度取代封建主義的專制制度；用資本主義的大機器生

產，取代封建主義的手工業和自然經濟。 

 康有為改革的層面包含了政治制度、經濟、以及教育文化等，為什麼筆

者會特別提出民主制度與君主立憲的關係呢？從前段的敘述可知，康有為的改

革藍圖中，最終的目標就是要帶領中國走向西方資本主義型態的現代化，而歐

美列強的現代化模式則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和改革事業的呈現。近代化的發

展與西方的中產階級發展便有了必然的關連性；而中國則因為沒有西歐國家的

歷史發展條件，許多有識之士也無法再等屬於中國的中產階級慢慢發展，之後

再如歐洲模式般以中產階級為力量向封建主義提出挑戰。康有為認為中國現在

的問題在於「積習不變」，因此他認為中國「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

26
當下之要就是全方位改革，才能救中國人民於水火之中。既然要全變、大變，

那該從哪變起呢？該怎麼變？為何要這麼變？ 

 

 

如何將中國帶入近代化社會 

 

前文提及，康有為認為中國的弱敗源自於制度的不良以及對於儒家文化

的誤解。要使中國走向現代化，必須徹底將中國人從傳統的儒家封建概念抽離

出來，取而代之的是康有為為儒家思想重新解釋的文化模式。先從兩千多年來

                                                 
26 湯志鈞編，〈上清帝第六書〉，《康有為政論集》(上)，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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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究竟是怎麼定位社會秩序和個人角色談起。內聖外王是儒家人文傳統

的一個核心觀念，就意義來看，「內聖外王」這個儒家特有的思想傳統，確有

與儒家其他觀念相通之處，如經世修身、新民明德等觀念相通。「內聖外王」

這個觀念蘊涵著一種「人格主義」，這種人格主義一方面強調人的社會性，認

為人的社會性與人之所以為人有其不可分的關係。因此，參與社會政治，為人

類服務才是儒家思想中的理想人格。這些「外向」的義務是理想人格的一部分，

也就是說，在儒家思想中，知識份子應該秉持著這樣的理念，才算是有存在的

價值。 

中國文化的特殊條件，使得中國人的思考與近代西方的個人主義以個人

為本位去考慮政治和社會問題在精神上有顯著的不同。儒家的內聖外王觀念是

一種人文精神的表現，儒家的人文思想可以透過內聖的觀念，已超越意識為前

提，並且反應於儒家「天人合一」的觀念。孔子在論語中便表現他個人與天有

特別相契的關係。同時，他思想中的「德性倫理」也蘊含著以天為主的超越意

識。孟子則將孔子這種超越體驗加以推廣，認為人性本善，均可與超越的天形

成內在的契合。這一思想結穴於中庸與大學的中心觀念：以個人的道德轉化去

承受天賦內在的使命，這是一種天命內化的觀念。先秦儒家除了表現出內化的

「天人合一」觀念外，也呈現另一種外顯的「天人相應」的行為模式。這種天

人相應的觀念不但是戰國晚期的儒家思想出現，而且在原始儒家的主流思想裡

也潛存著。因為在《論語》、《孟子》、《荀子》諸典籍裡，傳統的「禮」仍佔有

極重要的地位，而「禮」的核心是祭天地與祭祖先的觀念。因此儒家這個以「禮」

為中心，利用「天人合一」的內在概念與「天人相應」的外顯行為將人與禮的

關係緊密結合，並且認為是不可分離的。儒家文化中，將人與天理秩序緊密結

合，認為是不可分離的，而「綱常倫理」則是天理的運作模式。儒家文化經過

封建統治階級的科舉強化以及官方提倡之後，便逐漸成為代表中國的國家文

化。
27
中國人就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觀念下，無法成就近代化的社會條件，因為

中國傳統的民族觀念是封建的，是一種拘泥於過去的退化思想。中國人過分崇

古，同樣也是無法造就出現代化的社會條件。 

康有為看出中國腐敗落後的大問題並不是單出在科技和武器不良的表體

上，而甲午戰爭確實也證實了洋務派所提倡的「中體西用」之說是無法將中國

                                                 
27 張灝，《幽暗意識與民主傳統》，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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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離次殖民地的窘境，順利走向近代化的過程。在變法的思想上，以康有為為

首的維新派大力宣揚必變論和全變論。他認為中國封建社會一直延續到清朝都

是「弱、昧、亂、衰」等景象，而今更面臨著被列強瓜分的噩運。不變法就會

四分五裂，蹈印度、波蘭之覆轍，變法才是解救中國唯一出路。中國必須變法，

這個思想的主軸是貫穿在維新派呈遞給光緒的所有上書、奏摺和書集中的主

旨，也是康有為等為派通過撰述、演講等方式一直大力宣揚者的主張。要如何

變？康有為明確地說要全變、大變，也就是說不能「單補蒩罅漏，彌縫缺失」，

更必須「盡棄舊習，再立堂構」
28
；就是不只是要「變器」，更要「變事」、「變

政」，最後達到立憲民主之途。另外，變封建「一統」之治為西方「競長」之

治，即所謂「宜全用諸國競長之法，而不能毫釐用一統閉關之法」
29
儘管維新

派對「根本」變法的認識有很大的侷限，但值得肯定的是，康有為所領導的維

新派已經開始將改革層面往下延伸到中國文化、制度層面，而不單是枝微末節

的變法。 

與全變、必變的思想完全一致，康有為更設計出全面改造封建主義中國

的方案，以及提出了實施其方案的激進的政治綱領，這是一套發展完善的改革

過程。他主要改革的內容和進程我們可以從他的變法上書中窺得大略。在上清

帝一至四書中，也就是從 1888 年到 1895 年，康有為所設計的是一個以富強為

宗旨的中國社會近代化方案。方案的主要內容有「富國」六法，「養民」四法，

「教民」四法，「變通國政」二法和「整修兵備」六法。這個方案要求在社會

各領域中實行全面性的改革，但是深度較淺，也比較沒有觸動封建專制主義。

從上清帝第五書中開始到「百日維新」，康有為所設計的變法方案就有了重要

的發展，演變成為以「變政」為中心的日本明治維新式的藍圖。這個藍圖大體

包括了上清帝書一至四書所提出的新法方案，但又有重要的突破。從《日本變

政考》及戊戌年所上其奏摺和書籍來看，變政藍圖有著宏大的規模和非常豐富

的內容。決定變政藍圖的面貌的主要有三大基本要項：一是定三權以變政體，

這是變政的首要目標。通過「三權分立」，以達到用西方資產階級所創立的分

權政治體制取代封建專制型態的一統政體制度，並且提高維新派人士的政治地

                                                 
28 湯志鈞編，《康有為政論集》，(上)152。 
29 引自：《傑士上書匯錄‧請禦門誓眾開制度局以統籌大局折》。宋德華，〈戊戌變法

若干問題再評價〉，收入餘：李時岳、方志欽主編，《戊戌維新運動研究論文集》(廣東：

廣東康梁研究會，？)，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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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二是立憲法以改國憲，這是變政的根本任務。康有為所說的「憲法」，雖

然仍殘留就是封建制度的遺跡，但卻已經有近代民主制度的主要雛型，這與舊

式封建制度有很大的不同。從他在《日本變政考》中摘錄和評介的日本樞密院

議長伊藤博文關於日本憲法的演說詞可知，康有為追求的「憲法」已經是個比

較正式的君主立憲的憲法。他主張的憲法，是從「國法」的角度否定了君主的

專制，鮮明地表述維新派從根本上改革政治制度的設想。三是設議院以行民

權，這是變政的最終目的。康有為早在 1888 年就曾提到「議院」。但一直到了

1895 年上帝四書時，他還只是將議院視為是一個通達民意的諮詢機構。此後，

他對議院的認識逐漸改變。通過編撰《日本變政考》，他對議院制度有了比較

全面性且深入的瞭解。從議院與民、君、政府的相互關係上，我們看到了議院

作為立法機構和「民權」政治代表的性質和意義，從而將設立議院作為變政的

最高理想。雖然在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出於民智未開、守舊勢力過大、變法

必須循序漸進的原則等，反對立刻開設議院，但仍主張開設議院的必然性。 

開設議院始終是維新派孜孜以求的政治目標。康有為曾經在描寫其變政

藍圖時曾說，通過變政要「於大東中開一新國，於二千年成一新世。」
30
從以

上三個基本要項可看出，康有為所要建立的「新國」、「新世」，已經不再是封

建王朝的繼續，而是君主立憲的創立。就國家政權的形式來說，已經不再是封

建王朝的繼續，而是君主立憲國家的創立。就國家政權的形式來說，他已經不

屬於專制的類型，而屬於民主的類型；不論他實際上的階級屬性為何，立憲之

說已經變成一種風潮，且有助於舊階級的分化和新階級的成長。值得注意的

是，康有為並不是首位提倡君主立憲以及開設議院者，早在他之前洋務派官僚

就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洋務派並不都是「議院」的反對者，而且有的還是「議

院」的提倡者。1874-1875 年間，清政府就如何加強海防問題展開了一場討論。

當時，「船尖砲利主義」已經進行了將近十年，但面臨著經費短拙、人才缺乏、

管理腐敗等問題，成效卻不大。外國的侵略和壓迫有增無減，情況並不像洋務

派官僚當初設想的那樣，因此洋務派開始有人思考中國問題的根源在哪？討論

中，頑固守舊份子于淩辰、王家璧等反對「師事洋人」，主張立刻停辦新式軍

事工業；李鴻章、丁日昌、周盛傳等洋務派則認為，新式軍事工業必須繼續進

                                                 
30 康有為，《傑士上書匯錄‧請禦門誓眾開制度局以統籌大局折》。引自：宋德華，〈戊

戌變法若干問題再評價〉，收入於：李時岳、方志欽主編，《戊戌維新運動研究論文集》，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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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但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必須並重，要將科技的注意力從軍事擴大到農業、

開礦、鐵路電線等項目，且要培養洋務人才；另一部分洋務派官僚則主張仿行

西方的政教制度，特別是「議院」，認為這才是西方富強的根本。強汝洵指出，

除了學習西方的船砲科技外，「其官民甚和，其心志甚齊，其法制簡而肅，其

取人必課實用」。
31
朱采則提出了「開言路」、「布公道」等主張，要求學習「泰

西各國，各有興舉，必君臣倉議而後行。」
32
的制度。對洋務運動具有卓識廣

東巡撫郭嵩燾則表示：「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

造船制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
33
隨後在郭嵩燾出使英、法時，

曾一再表示對於西方立國本末的看法，他認為西方之本在於立「議政院」，可

見他對於議會制度的肯定。 

由前文論述中可知，洋務運動開始後不久，已經有一部分洋務派官僚提

出不單要引進西方船砲器物，且要學習西方的政教主張。但是，這種主張在當

時是冒天下之大不韙的。船砲制槍就已經被指為是「逐彼奇技淫巧」；如果再

學習西方政教，那就更難逃「以夷變夏」的惡名了。郭嵩燾因為指出除了要學

習西方的強兵富國之術外，更要學習西方的政教文化，使通民意，就遭詆毀。

出使英國後，又因讚譽西方「政教修明，具有本末」，又批評中國士大夫不明

時勢，驕傲自大，更被指為「漢奸」。文祥在 1876 年逝世後，開設「議院」就

無下文。在此前後，有不少出使人員在日記、筆記中紀錄了西方的「議院」，

有的還明顯地表示贊賞，但不再有人敢向朝廷建議仿行。直到 80 年代初期，

由於邊疆危機日甚，「議院」的問題才又為人提起。 

翰林崔國因以「國體不立，後患方深」，提出包括「設議院」在內的十項

自強之道，奏請「速籌佈置」。奏摺中，崔國因著重指出「議院」在溝通上下

之情、動員人民為國分憂出力的功效。他更強調「設議院」是「自強的關鍵」。

34
崔國因後來出使美國，仍一再奏陳「泰西富強之政，…，其樞紐全恃議院」

35
1884

年，兩廣總督張樹聲臨終時口授遺折，向朝廷陳述開設「議院」的重要性和緊

                                                 
31 強汝洵，《海防議》，收入於《李文忠公全集》，朋僚函稿(三)。引自：李時嶽，〈維

新思想史上的症結〉收入於：李時嶽，《戊戌維新運動研究論文集》，76。 
32 朱采，《海防議》，收入於《李文忠公全集》，朋僚函稿(三)。引自：李時嶽，〈維新

思想史上的症結〉收入於：李時嶽，《戊戌維新運動研究論文集》，76。 
33 郭嵩燾〈條議海防事宜〉，《郭嵩燾奏稿》，345。 
34 崔國因，《出使美日密日記》(合肥市，黃山書社出版，1988)，134。 
35 崔國因，《出使美日密日記》，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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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性。他在遺折中寫到： 

夫西人立國，自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馴致富強，具

有體用。育材於學校，議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

謀定而後勁，此其體也。輪船、大砲、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

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

鐵路四達，果足恃歟？
36
 

由前段論述可知，康有為並不是第一個注意到西方議會制度的重要性的人，早

在他之前，洋務派人士就已經發現議會制度與西方各國富強的關係。且洋務派

官僚的議院觀事實上也具有明確的內容和完整的雛型，遺憾的是他們並未真正

帶動中國大規模的文化、制度改革，而這股聲音也備受壓抑。 

 

中間階級的建立 

 

進步的兩難 

 

康有為的變法思想，甚至到日後的「大同思想」，最為人所爭議的就是他

所代表的立場是什麼？是資產階級呢？或是一般普羅大眾？提出的改革方

案，是為特定的資產階級服務，或是以全民福利為宗旨？近年來的很多學者對

於康有為的評價不一，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有人認為康有為的改革，並沒有涉及

到中國中下階層的人民，包括農工階層，而只是為特定的資產階級服務。此外，

也因為康有為在其變法政策以及大同思想中，基本上都是涉及到以中間階級

(也就是知識份子和商人團體)等為首的階級領導；反對激進革命和直接民主

化，也是康有為受人弊病的一面。反對他的學者認為康有為的思想是保守、封

建的，因為他所代表的改革是資產階級的階級利益，並不是普羅大眾。 

李澤厚在《中國現代思想史論》37
指出，康有為的大同世界建立在歷史的

進步觀點上。但不管就土地公有或是民主制度……等都是必須去除現有的封建

制度以強力的改革才可以達成的。這樣先進的主張連康有為都認為實行必定會

                                                 
36 張樹聲，〈遺折〉收入於：《敦懷堂洋務叢鈔》第一冊(台北：文海出版社，1969)，
58。 
37 李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論》，台北：風雲時代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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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社會大亂，此外民主制度就必須去除皇帝，這些改革都不符合當時改良派

的需求；無怪乎康有為說：「《大同書》書成，既而思大同之治，恐非今日所能

驟行，驟行之恐適足釀亂，故秘其稿不肯以示人。」38因而是典型表現了自由

派思想家的尖銳與矛盾的兩面性，要求民主卻又害怕民眾。 
湯志鈞則將康有為的思想分為兩階段論；他認為，康有為在戊戌政變以

前君主立憲的立場仍然不變，當時他認為只要君主立憲就可以進入大同世界，

因此是屬於積極進取的。而戊戌政變以後則認為當時中國是據亂世，要進入大

同必須過渡升平世〈君主立憲〉並且絕不能逾越，並且認為跳渡君主立憲貿然 
革命會導致大亂。此時的康有為是處於保守的階段並且有意以此模糊視聽反對

革命。康有為思想的轉變和他在旅居歐美以及閱讀和耳聞到當時資產主義中的

矛盾有關，他發現資本主義的社會依然不能找尋到一條路到達大同世界。此時

他為了緩和當時革命的形式，因此他將大同世的三世說又推至玄遠，企圖以假

想藍圖來抵制革命。同時康有為又在大同書中多處提及封建宗法和孝道的觀

念，並以此反對革命，如此一來他的思想也就越趨落後。39而林克光同樣也採

取康有為思想兩面性的說法，有它的積極性和消極性的矛盾所在。以積極面來

說，《大同書》在當時保守的封建社會中能夠看到未來的趨勢以及同情封建階

級的下層者，對於剝削者產生的批判並且鼓勵人民勇於追求未來的美好世界，

這是相當了不起的。在他的社會空想主義下仍然有其可行性的部分，這也是大

同書相當重要的啟示。至於它的消極性，《大同書》在資產階級革命和馬克思

主義盛行於中國時，《大同書》就已日趨落後了，並且在書中對於帝國主義間

的軍事同盟也採取容忍性，這也反應了大同書的落後性格。40 
由以上的幾個研究「康有為思想」著名的學者言論可知，康有為的思想

一直以來便受到不同的質疑和看法。有人認為康有為的改革立場是站在資產階

級上的，是以反革命為目的；也有人認為康有為的改革是激進、漸進式且有目

標地帶領大眾進入理想中的社會主義。到底康有為對於所謂的「資產階級」的

看法和態度為何？在他改革的藍圖中，資產階級(中產階級)扮演著怎樣的角

色，且有何種重要性？這是筆者在這一節想要探討的。 
康有為的改革思想，是希望由上推行，做到上行下效的目的。因此，他

希望光緒能夠帶領群臣「立國是」進而「開民意」、「制憲法」。康有為在上光

緒皇帝書中也指出，他認為現今民智未開，貿然行民主之制是相當危險的，因

此他主張民主之制必須先由地方自治為基礎而發展。在民智未完全開化之時，

                                                 
38 康有為，《康有為自編年譜》(外二種)，98。 
39 湯志鈞，《康有為與戊戌變法》，北京：中華書局，1984。 
40 林克光，《革新派巨人康有為》，北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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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上的知識份子就是代表地方民意的主要階級。康有為在考慮到實行「民主」

之時，他另一個更重要的考量則為政治的穩定性，他害怕中國走入像法國大革

命時的「暴民政治」。康有為對於沒受過教育的民眾是相當害怕的，因此他在

進呈他的改革藍圖時，他不斷地提到要去冗官和改官制、學制。他指出應該「大

校天下官吏賢否，其疲老不才者，皆令冠帶退休；分遣親王大臣即俊才出洋，

其為遊歷外國者，不得當官任政」41；另外他在開設制度局中提到：「設置度

局於內廷，選天下通才十數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儀皆平等」42從他所主

張的這兩個政見可知，康有為在上清帝書時，就已經有消除階級的論點。他提

高了知識份子在封建體制中的地位，並且希望能夠將特權階級往下拉。這也是

為什麼日後學者會批評康有為為資產階級服務，因為他的主張就是希望提高中

間階級43的地位，包含自己的改革正當性。另外，康有為所主張的富強之策，

主要重點則放在：科技進步、促進過內外商業貿易、交通運輸、開採能源礦產、

立學校以開民智…。如果從康有為所主張的改革政策來看，的確可能會被解釋

成康有為是站在自己所屬的資產階級請命，而忽視了佔全國大多數的農民階

級。對於一位歷史人物或是歷史事件的評價，應該做到多面向和公平性。因此

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度來解釋康有為的政治理念，或許可以給予一

個更為公允的歷史解釋。 
康有為在改革藍圖中，不斷地強調要開民智以為國用、求賢才、弭階級

差異…。康有為的立意首要當然是要先合法化自己的改革立場，另一方面他也

是參考了西方以及日俄等國的現代化經驗，確定改革藍圖中，不只是要皇帝模

仿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更重要的是要將改革的任務交給富使命感和創新

的中間階級。他為了打破近乎停滯的封建階級，以及合理化自身階級改革的動

機，他提出了《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二書。在當時，他認為，要進

行變法維新，首要之策就是要破除「祖宗之法不可變」的迷信，打擊「恪守祖

訓」的封建頑固派；批判封建傳統思想，公開辯明維新變法的合理性，企圖解

放人們的思想。康有為並沒有迴避這一嚴峻的鬥爭。但是，他在這一場文化型

                                                 
41 湯志鈞編，〈上清帝第五書〉，《康有為政論集》，207。 
42 湯志鈞編，〈上清帝第五書〉，《康有為政論集》，214。 
43 筆者以為，中國並沒有發展出健全的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發展應該建立在國家的

資本主義上，也就是說，國家利益是與資產街級的利益互相配合的，這兩者的利益應

該是以商業利益作為國家發展的重心；此外，資產階級也需要有一定的力量，足以影

響國家的政策決定力，使其利益相存或是有共同的目標。因此筆者不認為當時中國已

經發展出資產階級，許多大陸學者會稱之為“資產階級＂主要是相對於廣大無產階級

而言。主要因為他們具有資產、土地以及他們是知識份子，所以被定位為資產階級。

筆者將康有為改革的重點階級，包括商業家、知識份子以及地方地主等稱之為中間階

級，以區辨西方所指的資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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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保衛戰中，所採取的手法為「以經論政」、「托古改制」的手法，即利用儒家

的「今文經」的舊形式來發揮資產階級變法維新的新內容。44康有為企圖改造

孔子的形象，來神聖化自己改革的理由。這雖然是他認定的「體制內」改革，

但卻也點出了中國近代化改革的困難性，因為傳統勢力的盤根錯節，致使中國

的改革一直無法利用和平順利的方式促成現代化的過程。 

 
利用與削弱封建君主的卡理斯瑪性格 

 
1891 年，康有為發表了《新學偽經考》一書。在這本書中，他站在今文

經學派的立場，公開宣佈《毛詩》、《古文尚書》、《逸禮》、《左氏春秋》等古文

經都是西漢末年的學者劉歆為了「佐莽篡漢」的政治需要而偽造出來的。它根

本不是孔子的真經，而是為王莽的新朝(王莽政權的國號叫「新」)服務的「新

學偽經」。它湮滅了孔子的「微言大義」，貽害無窮。基於這一論斷，康有為宣

稱：「凡後世所指目為「漢學」者，皆賈、馬、許、鄭之學，乃新學，非漢學

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經，乃多偽經，非孔子之經也。」45如果按照康有為的說

法，自西漢末年以來，中國歷代封建統治者所崇奉的古文經完全是一堆廢紙，

當時的兩大官方學派(漢學和宋學)都是「偽學」。這樣說法的結果，意旨二千

年來中國封建統治者「咸奉偽經為聖法」，以假作真，陷入歧途，而且當時頑

固派的「恪守祖訓」，也同樣是「奉偽經為聖法」，十分愚昧可笑。這就沈重地

打擊了封建官方正統思想的權威，打擊了「恪守祖訓」的頑固派，促使人們對

封建傳統思想產生懷疑。康有為所做的考辨固然有武斷之處，但他所得出的結

論在學術上尚有待於進一步深入研究。《新學偽經考》一書確實在當時的政治、

思想方面產生一定的影響。 
接著，1898 年初，康有為繼《新學偽經考》後又出版了相呼應的《孔子

改制考》。如果說《新學偽經考》的主要作用在於「破」，那麼《孔子改制考》

的立意就是在於「立」，因為它明確地點出了「改制」的主題。在《新學偽經

考》中，康有為認為，中國之古史是「六經以前，無復書記，夏殷無徵，周籍

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識，秦漢以後，乃得詳記。」46因此，中國上古的歷

                                                 
44 康有為年輕時亦宗古文經，1890 年春，他在廣州晤今文經學大師廖平(西元

1852-1932)，讀其《知聖篇》、《辟劉篇》，遂改宗今文經。對此，康有為本人深諱之。

但，康有為的弟子梁啟超曾說：「有為早年，酷好《周禮》，……後見廖平所著書，乃

盡棄其舊說。……有為之思想受其影響，不可誣也。」收入於：梁啟超，《清代學術

概論》，54。 
45 康有為，《偽經考》(台北：台灣商務，1975)，13。 
46 康有為，《孔子改制考》卷一(台北：台灣商務，19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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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是茫昧無稽的，且無從考察。他認為，六經中所記載的堯、舜、文王等人的

事蹟，可能是出於孔子的編造，或是孔子渲染誇示。他指出，孔子這樣做，是

為了幫助三代的文化思想昌盛的。他指出，「三代文教之盛，實由孔子推託之

故」
47
孔子就是要「托之以明其改制之義」48，即為了「托古改制」而作。具

體而言，孔子的目的是「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托堯舜以民主之太平」49。

因此，六經實際上是孔子為了「改制」而假託古人的事蹟言論，表述自己政治

理想的作品，其中充滿了「改制」的「微言大意」。康有為利用破壞對於儒學

既有的認識，依造自己的形象來重述孔子的形象。在他的筆下，孔子不再是一

位「述而不作，信而好古」的保守聖人，而是一位立志改革的「改制教主」。

康有為企圖將孔子塑造成中國改革的祖師，從而正當化自己改革的動機，反倒

是將保守派打入背叛儒學真義的罪人。康有為巧妙地把孔聖人從封建頑固派的

手裡，移轉到維新派立場中，並且把「非聖無法」的大帽子，巧妙的扣到了頑

固派的頭上。 
康有為將整個儒家文化的解釋大大地翻轉了一遍，一方面可以將改革的

目的正當化，另一方面則可以減弱封建制度下，上層統治階級的特權地位，減

緩改革過程中保守的阻力；其附加功能，也順帶將他所屬的中間階級地位提

高。因為國家社會需要富強，且他所屬的中間階級是發揚聖人之道的先知。不

管就社會需求的實際層面而言，或是就思想文化層面，維新派是屬於「力行改

革」的角色；其地位也可提高到「素王」的地位，除了受天命的皇帝之外的行

動領導者。康有為的改革藍圖中，不只是將封建官僚階級的地位向下拉；更重

要的是，他把儒家對於天子的「受天命」的絕對神聖性給去魅了，天子的地位

不再如傳統社會那麼崇高。康有為要將皇帝的地位從天上拉到地面上，首先要

作的就是建言光緒「下罪己詔」。康有為在「公車上書」時，指出： 
伏念世祖章皇帝手定天下，開創之聖人也，而順治十八年中，則躬

之詔屢下。穆宗皇帝手定艱難，中興之聖功也，而同治元、二年間罪己

之詔至切。天下臣民，伏讀感泣，踴躍奮發，然後知列聖創定之功所由

來也。
50
 

他一方面先引用清朝的開國聖王的例子，合理化「罪己」的行為。他更

引用古代聖人的罪己行為，正當化將皇帝地位向下拉至凡人境界的過程。中國

的皇帝，其統治權具有一種儒家文化所賦予的神聖性，這種神聖性韋伯用很貼

                                                 
47 康有為，《孔子改制考》卷一(台北：商務出版社，1968)，2。 
48 康有為，《孔子改制考》卷十一，86。 
49 康有為，《孔子改制考》卷十二，90。 
50 湯志鈞編，〈上清帝第二書〉，《康有為政論集》(上)，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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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的名詞來代表：卡理斯瑪。「卡理斯瑪」的意義在前文注釋中已提及，指的

是一種神話式的或是超自然的統治權力和魅力。中國的皇帝因為儒家文化所賦

予的「天命觀」以及君臣父子(臣子)的擬血緣倫理關係，使得皇帝的地位，就

變成是處於天命之下、萬民之上的無比神聖；就連中國歷朝統治者繼位之前所

作的「祭天儀式」，也是進一步合法化自己的神聖地位和不可取代性。 

 君主以及貴族、官僚間的「卡理斯瑪」對於康有為的改革之路來說，都

是一種無形且巨大的阻礙。因此康有為認為要使中國現代化，一方面要借重中

國皇帝所擁有的「卡理斯瑪」的神聖性，希望以「天命不可違」的態度，由上

而下進行改革；另一方面，康有為在列強入侵的同時，也接觸且閱讀到許多西

方文集，其中內容包括：民主觀念、議會政治、男女地位以及工商科技等。這

讓康有為看到了西方富強、近代化的過程，而中西主要的國情差異會如此巨

大，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國未如列強一般，走入民主的殿堂。康有為為什麼認為

中國腐敗落後的最大原因是因為沒有發展出民主政治，反而侷限在一成不變的

綱常倫理中。為什麼康有為會認為中國改革之路，必須朝向民主的殿堂，才能

夠使中國現代化以免於受列強瓜分？康有為在接受到了西方的「天賦人權」之

說後，也省視了中國古籍中對於人民的看法，他從中國的古籍中找到了民主思

想的根源。雖然就中國的文化傳統的解釋，事實上，中國一直沒有所謂的民主

思想，其主張最多是「民本」思想，統治者依然有絕對的決策力。因為天命賦

予他意見的神聖性，也就是說，天子的意見有兩層意義：即代表天意與民意，

意含著絕對性。雖然儒家會用天災或是異端解釋企圖限制皇帝的行為，但是在

天威不可犯的情況下，就算在統治期間發生了天災人禍之亂事，承擔責任者，

往往是所屬的宰相或是群臣，皇帝的政治責任是不強的，他所處的地位是神聖

不可犯之。 

 康有為首要改革的目標就是消除神話性、不可動搖性的領導階級，使他

們如同西方議會制度一般，能夠依據民意以及為行政負責。康有為削弱封建君

權的絕對神聖性，卻又不直接推翻君主專制，主要目的有以下兩點。一、康有

為藉著中國的專制封建，使得以他為代表的維新派，能夠合理化其參政權和民

意代表權；二、康有為明白代表改革的中間階級，在中國並未成熟、茁壯。康

有為只有靠著皇權的庇護，才有可能進行改革，現代化中國才有可能完成。 

康有為在整個改革計畫中以及他最終的大同思想，都體現了西方資產階

級自由主義的民主精神；他公開宣傳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學說，堅決反對封建

君主制度。康有為整個民主思想的來源，大致上分為二者： 

一、 傳統民本思想 

中國古代思想史上一直不乏民主主義的思想內容，民主思想在中國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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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的歷史。早在殷商之際，周公就說過：「天惟時求民主」
51
，又說，「民之

所欲，天必從之」
52
開始體現重民的思想。孟子更進一步發展了重民思想，他

看到人民的力量，一再強調對人民的要求，不能忽視，因為「樂民之樂者，民

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53
他還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

為輕」
54
康有為認為這是「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

55
康有為這樣的言論，

雖然將孔孟的地位過分提高，但可看出，他意將民主之制託古人之口以實踐的

目的。雖然康有為有點言過其實，但是我們可以發現，民本思想早在先秦時代

就已經萌芽，只是這種思想在封建專制時代備受壓抑，並沒有獲得普遍的認識。 

明代中葉，商業已經相當發達，市民力量也逐步壯大，科學文化也較前

期發展，已經有少數知識份子提出了個性自由的要求。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王

陽明。王陽明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在體系上是維新的，但那種「我的靈明便是

天地鬼神的主宰」的獨尊精神，表現出對封建社會晚期專制統治和文化禁錮的

強烈不滿，他更反應出知識份子渴求擺脫被壓抑的強烈要求。王學發展至李

贄，愈益表現出鮮明的市民色彩和個人意識。他讚美「市井小人，身屢是事，

口便說是事。作生意者，便說生意；力田作者，便說力田；鑿鑿有味，真有德

之言。」
56
他發展了王陽明的思想，熱烈嚮往個性自由，宣稱自己「一念真實，

受不得世界管束」，提出了「君子以人治人，更不敢以己治人，以人本自治」，

「條款禁約，皆不必用。」
57
 

康有為對宋明理學持有尖銳的批評意見，但他「獨好陸王，以為直捷明

誠，活潑有用。固期所以自修及教育後進者，皆以此為鵠焉。」
58
他可說是得

了王學的真諦，王學正是封建社會晚期的士大夫企求自我解放的最早蘗萌。從

這點看來，它具有非常積極的理論意義。 

二、 西方接收過來的議會民主 

議會政治一開始是作為一種直覺感應性的形式，較早地介紹到中國，它

便成為近代中國先進知識分子(包括地主階級改良派和中間資產階級)認識西

方民主的重要內容。直到嚴復留學回國後，才真正提出民主思想深層內涵的「自

                                                 
51 《尚書‧多方》，《十三經註疏》(北京：中華書局出版，1980)，228。 
52 《尚書‧秦誓》，《十三經註疏》，181。 
53 《孟王‧梁惠王》(下)，《四書章句集法》(北京：中華書局，1983，)216。 
54 《孟子‧盡心》(下)，367。 
55 康有為，《孟子微》(北京：中華書局，1987)，20。 
56 王陽明，《王陽明全書》第一冊(台北：正中書局，1953)，45。 
57 李贄，《焚書》卷四(北京：中華書局，1975)，188。 
58 梁啟超，《康有為傳》收入於《戊戌變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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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概念。嚴復認為，西方政治是「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59在他看來，

「民主」還不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根本，「民主」不過是「自由」在政治上的一

種表現。「自由」是資本主義的實質，這剛好是當然中國封建統治階級最害怕

和反對的。他說：「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歷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

者也。彼西人之言曰：惟天生民，各具賦畀，得自由者，乃為全受。故人人各

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第務令毋相侵損而已。侵入自由者，斯為逆天理，贓

人道。其殺人傷人及盜蝕人賊物，皆侵入自由之極致也。故侵人自由，雖君不

能。而其刑禁章條，要皆為此設耳。」60他還介紹說：「自其自由平等以觀之，

則其捐忌諱，專煩苛，決壅蔽，人人其得意，申其言，上下之勢不相懸隔，君

不慎尊，民不甚賤，而聯若一體者，是無法之勝也。」61這裡，說明人們應該

享有思想自由、言論自由和民主權利。 
嚴復還指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富強靠利民。他說：「質而言之，不外利

民雲爾。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

欲聽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62這就說明瞭人民真正的自利、自

由、自治，國家就能富強。他並不反對功利主義，把「背苦向樂」看作是人道

的根本原則。他認為：「夫背苦而向樂者，人情之大常也，好善而惡惡者，人

性所同具也。」63嚴復將『背苦趨善，並以樂為善』視為是普遍的道德原則；

關於民主、自由以及背苦趨樂的認知，就影響了日後康有為的改革思想，也為

近代中國的民主概念，注入較為完整的解釋。 
 嚴復對於『背苦趨樂』最深切的解釋，就是他將人性與社會發展的相互

結合。他認為『背苦趨樂』是會隨著社會的進化，道德原則及其內涵也會有所

變化。他說：「然宜知一群之中，必須苦而後樂，抑己苦而後人樂者，皆非極

盛之世。極盛之世，人量各足，無取挹注，於斯之時，樂即為善，苦極為惡，

故曰善惡視苦樂也。」64當社會進化到高度發達狀態，人的各種需求都能得到

滿足，則上述差別便行消失，而變為單純的樂即是善，惡即是苦。嚴復將人性

與社會進化的關係明確地指出來，除了合法化自然人性，反駁了千年來儒教的

以理制人的扭曲文化，使得人性的需求有了正當性，如此一來對於民主的要求

和解釋，才有立足的可能。嚴復關於人性與社會進化的論述，一再地影響了康

有為日後的言論和主張；由此可見，關於日後中國民主制度的發展，確實有很

                                                 
59 《原強》，《戊戌變法》(三)，49。 
60 《論世變之亟》，《戊戌變法》(三)，73。 
61 《原強》，《戊戌變法》，48。 
62《原強》，《戊戌變法》(三)，53。 
63 嚴復，《政治講義》自序，《嚴復集》第五冊(北京：中華書局，1986)，1241-1242。 
64 嚴復，《天演論》導言十八案語，《嚴復集》第五冊，1241-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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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觀念是從西方而來的，而嚴復更是將其帶入中國的最大功臣。康有為對於西

方議會民主的認識和解釋，也有相當大的部分是受嚴復的影響。正如他在大同

思想中所描述的民主議會制度，就是參照嚴復的理論架構建置而成；對於自

由、民主的解釋與對於人性需求和社會發展的關係性，都與嚴復有異曲同工之

妙。由此看來，嚴復所帶來的西方民主思想，著實為康有為的民主架構打下了

根基。 
 康有為就是要本著對於人性、人欲的關懷和定義合法性，接受了嚴復所

指出了西方的富強進步是源於對於人性需求的滿足以及利民而成。康有為更以

他所處的中間階級作為改革動力的大體，基於對於平等、自由與民主的需求，

他大膽地提出了改革的藍圖，並且以康黨作為改革的中堅。所謂的「康黨」並

不單只是指當時參與戊戌變法的人；康有為對於改革民主之路，他是希望能夠

號召知識分子以及改革開放的統治階層。至於保守派，他則認為他們是阻礙中

國進步以及扭曲孔聖人的罪人。康有為的改革藍圖當然是以全民為對象，但值

得一提的是，康有為並不相信當時中國普羅大眾，也是就沒有受知識的農工階

層。他在給光緒的上書中，就提到改革是為了避免如法國大革命般的民眾暴

動。因此，康有為所謂的改革階層，所指的就是中間階級。就是具有改革動力、

工商業的財富創造力以及知識能力的階級。很多學者認為康有為是為了所處的

資產階級在說話，或許事實是如此，但如果嚴格來分析，他會如此主張，也是

當時中國環境使然。因為當時有超過九成是文盲，這樣的落後社會，這樣的民

眾素質，怎麼能指望他們懂得改革和民主的真意。至此，康有為便提出了，以

發展教育、交通和科學知識來提昇國民素質，才能達到最後的民主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