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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同書》的民主思想 
 

第一節  《大同書》中的議會民主 
 

前言 

 

 筆者選擇《大同書》探討康有為的民主思想，希望瞭解在康有為的眼中，

要如何去完成中國的民主化，以及康有為在《大同書》中乙部的〈去國界合大

地〉當中的第三章〈初設公議政府為大同之始〉所提及公議政府的觀念是否為

康氏真正民主思想的表現。假如是，其中的民主階段論發展所根據的原理、思

想為何？假如不是，是否這樣的想法只是他接觸到外國議會政治後，發現其為

富強之道所移植過來的政治體制而已呢？這兩點中所討論的內容是筆者想要

去瞭解的。他在《大同書》中提到初步的議會政府體制： 

一公議政府執政議事者，使必從各國選派，或每國一人，或每國數

人，或視國之大小，為選派人之多少，如德制。恐大國益強，此制或未

能行也，此為第二三等國言也。 

一各國主權甚大，公政府不能設總統，並不能設總理。但設議長，

於派遣各員中，公舉之以舉者多數充選，如聯軍之有統帥也。然議長並

無權，不過處眾人之中。凡兩議人相等者，多一人之數議決所從耳。自

爾之後，公政府體裁堅定，孔子曰：群龍無首，吉乾元用久，天下治也。

1
 

 究竟所謂的議會政治，由人民公選出的議員參政，是否就是康有為所謂

的民主？康有為在此段話也表示，他贊同孔子所認為的群龍無首就是天下為治

的極至景象，但為何他在 1912 年所發表的〈中華救國論〉中認為當時中國所

謂的革命民主是一種暴民政治，是遠不如封建中國的惡劣政治結構。
2
且認為：

「新世界中國只爭國為公有，而種族君民主皆為舊義不足計說。」
3
這兩者之

                                                 
1 康有為，《大同書》(臺北：世界書局出版，1958)，114。 
2 湯志鈞編，《康有為政論集》(下)(北京：中華書局，1981)，707。 
3 康有為，〈救亡論〉，1911 年 11 月發表。湯志鈞編，《康有為政論集》(下)(北京：中

華書局，198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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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矛盾是康有為對於民主思想的混淆，還是他對於民主另有一套解釋，本文

的重點欲釐清此一問題。  

 為何會選擇討論康有為民主思想的真意呢？筆者以為，康有為係近代中

國改革重要份子，他早年接受西方思想以及在政變之後逃到海外；在他實際地

見識到歐美各國的議會憲政後，為何他的思想會有如此大的變化。而筆者認為

這個問題的釐清,可以幫助我們明白近代中國為何無法實行西方式民主，而真

正適合的中國式民主又是什麼。 

康有為對於民主一詞的解釋 

 

 「民主」這兩個字的解釋相當多面，當然不只是選舉或是舉辦議會如此

簡單的解釋；其中還牽涉到康有為所認為的「民主」所含的內在意義，由此出

發才能瞭解他對於民主的解釋與態度為何。 

 何謂民主？康有為首先從人性著手，他在《大同書》的甲部〈入世界觀

眾苦〉中提到： 

山絕氣則崩，身絕脈則死，地絕氣則散，人絕其不忍之愛質乎，人

道將滅絕矣。滅絕者斷其文明，而還於野蠻，斷其野蠻而還於禽獸之本

質也夫。
4
 

首先他認為不忍與愛質之心是人類固有的天性，因為不忍之心，人學會

取捨而不專以自我利益為最大的考量。既然有不忍之心，就不忍看到他人的痛

苦，而希望以大眾的快樂為樂。他說：「吾既生亂世，目擊苦道，而思有以救

之。昧昧我思，其為行大同太平之道哉。……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

仁也，治之至也。」
5
訴求平、公及以仁為基礎，便是康有為在前文所體及的

民主真意。要怎麼才能達到多數之樂呢？康有為認為人因為有愛人之心，才會

學著去尊重別人而不是如野獸般地以蠻力相爭。人聚群而生是天性使然，一旦

有群就會有紛爭。為了彼此間的自保，也防止他人對自己侵害，政治組織自然

產生。當有了政治組織之後，必然會出現統治階級，為避免少數人的野心、專

制以及以自利為出發點來壓迫其他階級，集合眾議造成雙贏就是康有為認為多

數人意見就可避免獨斷的情形。因此民主、議會就是他認為進步的政治體制應

然的結果。由「同理心」出發的與人相處之道，就是康氏救民思想的根源。他

                                                 
4 康有為，《大同書》，3。 
5 康有為，《大同書》，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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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惟君子責己而不責人，先自盡其子臣弟友之道焉。」
6
由不忍他人之心，

進化為尊重他人意見與人相處，是康氏主張民主的一個理由。 

第二，「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理，政治就是管理眾人之事。

康有為對於民主、人權的觀念相當提倡，既然要管理眾人之事，就必須要接受

他人的意見和想法，眾議達成共識。康氏在 1860 年代由西方傳教士與洋務運

動兩個管道得到西方翻譯書籍及觀念，如傳教士的廣學會與《萬國公報》等，

康有為自稱幾乎都涉及過，且從中吸取相當多的觀念。他說：「購萬國公報，

大公西學書，聲、光、化、電、重學及各國史志。」
7
且早在甲午戰爭前，西

方翻譯書籍與傳教士就已經對自由、民權做了不同程度的解釋和介紹，使得康

有為能夠初步明白民權的意義。
8
康有為開始思考西方能超越中國的原因，他

開始明白西方就是因為順天、順民的因素，才會從落後之地成為強國。他閱讀

到盧梭的天賦人權的觀念，也感受到基督教全民為上帝之子等平等的觀念。康

有為思想中存在著中國傳統對於順天而行的觀念，他認為世界的運作有一套公

理，而這套公理就是順人欲。西方社會就是懂得採納民意，順天而行，天助人

助，國勢自然強盛。 

第三，西方對於公領域和私領域的分界相當清楚，他們相當重視法制和

個我的觀念，這與中國所注重的情、理、法相當不同。在甲午戰爭前康有為儘

管接受了西方對於自由平等的人格思想，強調天賦人權觀，從《人類公理》和

《實理公法》可知他對於人類平等自立的主張。康有為這樣的主張是已經突破

了傳統家族本位觀，但從他在甲午戰爭前的著作來看，他似乎仍侷限在傳統「民

本」思想中。他要求皇帝能「通下情，慎左右」，
9
在政治上的改革也只強調國

防、經濟、教育層面上，似乎只是體制內的改革，對於民主的觀念仍只是配合

中國體民、恤民的思想。康有為此時的變政核心是結合中國的民本思想與西方

的人權觀念，強調國家非皇帝一人私產，但仍以君為主、民為客。 

《大同書》近代中國民主思想的根源 

                                                 
6 引自：康有為，《論語注》轉引自：蕭公權著，汪榮祖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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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7 寶成關，〈論“西學＂在康有為思想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  轉引自：馮自由，《革

命逸史》，126。 
8 如《萬國公報》第 340 卷所發表的〈譯民主國與各國章程及公議堂解〉，即對西方主

權在民的理論和人生平等的觀點做了豐富又清晰的介紹。參考自：寶成關，〈論“西

學＂在康有為思想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 
9 吳乃華，〈甲午戰爭與康有為近代化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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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為身為一位儒學的傳承者，除了對於傳統有一份熱愛之外，更承繼

了儒家關懷眾生的情懷。他在《大同書》的甲部〈入世界觀眾苦〉就指出了他

對於世界的關懷： 

諸先群哲，惄然焦然。思有以拯救之，普渡之。各竭其心思出其方

術施濟之。而橫覽 溺之滔滔，終無能起沈痼也，略能小瘳，無有痊癒者。

10
 

 而且他也認為人生求樂是自然的天性，因此一切對於人的關懷就是由「求

樂」這個出發點開始，他也以此為基礎來建構他的理想世界。康有為在《大同

書》中不斷地描寫他所看到在封建中國下，各階層人民的痛苦，以及他所目睹

中國在帝國主義的侵略下所受到的痛苦，因此一方面他想要解決中國人民受到

壓制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希望藉由學習西方民主政治來富強中國本身，因此在

康有為的民主概念中，是有這兩個層面的意義。 

 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所談論的民主思想部分主要表現在〈乙部去國界

合大地〉中，他將此部的第三章命各為：「初設公議政府為大同之始」，說明他

認為議會政治是進入大同世界的必要條件。為什麼他會認為議會是治天下的先

決條件呢？主要是因為他以為單一君主與數位大臣所管理的國家是不會全面

的，因為人少則意見、能力自然會有限制，因此他主張千百萬人勝於數人者。

11
而其思想根源則出自於古典民主觀念：「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民

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故皇帝清問下民，則有合宮。」
12
他認為西方

列強之所以民智頓開，就是有合議的體制，民意能上達天聽，因此以民為主就

是中國賢君盛世的標準。民主思想早就存在於中國歷史上有很長一段時間，周

公就說過：「天惟時求民主」，又說「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開始體現重民思想。

孟子更進一步發展了重民思想，他看到人民的力量，認為人民的要求不可忽

略，所以提出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基本態度。康有為以

為：「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
13
此為傳統中國對於民主的基本態度，也

就成為康氏主張議會政治的中國傳統根源。 

                                                 
10 康有為，《大同書》，7。 
11 參考自：康有為，〈請定立憲開國會折〉，為 1898 年 8 月發表，收入在《戊戌奏稿》

中。現參考自：湯志鈞編，《康有為政論集》(下)(北京：中華書局，1981)，338。 
12 湯志鈞編，《康有為政論集》(下)，338。 
13 臧世俊，《康有為大同思想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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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為對於民主的概念並非獨樹一格，早在明清時期，就有學者注意到

中國專制壓迫和不均的問題。黃宗羲就在《明夷待訪錄》中指出：「為天下之

大害者，君而已矣。」
14
而顧炎武和黃宗羲一樣反對君主獨裁，主張眾治，他

說：「人君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形繁矣，眾治之而刑措矣。」
15
但

是他所謂的眾治是讓地主來分享皇權，並不是康有為所強調的議會之治。此外

王夫之則目睹明末的農民大起義，認識到社會動亂的根源在於「不均」，使他

對於腐敗的封建統治和嚴重的社會不均產生怨恨。他在《黃書‧大正》就對封

建剝削做了深刻的描述。
16
由於王夫之較為接近下層，他重視人欲需求的重要

性，因此他反對宋明理學壓抑人性的說法。清朝是初期資本萌芽的階段，如戴

震生於盛世清朝，也重視到人性最根本的三個層面─欲、情、知，強調求欲的

合理性，反對程、朱理學的說法。
17
由此可見，明清時代的知識份子早有自我

批判和質疑專制的能力，也打開了中國民主的新思想。 

 隨著帝國主義入侵中國，鴉片戰爭後，中國門戶洞開，傳教士與外國商

業進入中國後，中國開始產生了一群自西方留學回來與接觸西方思想的新知識

份子，他們開始傳入西方的新民主觀念，與人權為本的思想。早在 1844 年，

梁廷枏就刊行了《合省圖說》來介紹美國國法、總統和議會政治，他認為這樣

的制衡政治才能達到「黨非我樹，私非我濟」的目標。
18
郭嵩濤、嚴復等人則

是明白表示西方議會制度的公正性和合理性，同樣主張天賦人權、利民的觀

念，更將自由競爭和自利提高為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
19
 

 康有為對於民主的瞭解和理念的思想背景主要可分為三個面向。一是中

國古典文集中對於民本的描寫和主張，康有為其實是一個傳統知識下的產物，

就如梁啟超對他的描述，他其實背負了很強的傳統包袱，希望盡可能在穩定中

求進步。此外康有為對於儒家依然抱有高度的信仰，認為其為救世之道，而儒

學經典對於民本思想的主張，更讓身為儒學傳承者的他，相信民主之道是可行

                                                 
14 轉引自：臧世俊，《康有為大同思想研究》，34。 
15 轉引自：臧世俊，《康有為大同思想研究》，35。 
16 他說：“今夫農夫濘耕，紅女寒織，漁淩曾波，獵犯  獸，行旅履霜，酸悲鄉士，

淘金、采珠、羅翠羽、探珊象，生死出入，童年皓髮以獲贏餘者，豈不顧父母，……，

而刷玄鬢，長指爪，宴安諧笑於其上者，密布華網，巧為射弋，甚或鞭楚  殺以繼其

後……，此為寒心而栗體矣。＂ 
17 臧世俊，《康有為大同思想研究》，32-36。 
18 粱廷枏，〈自序〉，《合省國說》。轉引自：臧世俊，《康有為大同思想研究》，39。 
19 臧世俊，《康有為大同思想研究》，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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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必行。明清之際，除了社會的動盪之外，商品經濟的發展也使得家庭封建勢

力的消退，一般社會中的商人都有權利和能力受到教育甚至透過捐官等進入官

場，人民對於自我權利開始有較普遍的認知。再加上西力入侵，西方對於民權

觀念的傳入、西方書籍的翻印和新知識份子對於民主觀念的傳遞，讓對於民主

原本還相當陌生的中國，開始思考民主對於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以及改革的必要

性。康有為就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始思考他救世、富強之道，而《大同書》正是

表現他救世情懷的代表。 

 

《大同書》中的階段性民主 

 

筆者將此章的焦點放在康有為對於議會表現的探討，由此切入來看他對

於民主思想的演變。康有為認為中國自古就有議會的模式，他說：「春秋改制，

即立憲法，後王奉之，以至於今。蓋吾國君民，久皆在法制之中，惜無國會以

維持之耳。今各國所行，實得無先聖之經義，故以致強；吾有經義，存空文而

不行，故以致弱。」
20
康有為是一個對中國傳統具有極高信心的人，他以為中

國早有議會政治的古典模式，只是後世缺少具體而行的君王，導致外國先明白

此道理而富強。康氏之所以會認為議會為大同之道，就是他在當時所看到的西

方列強，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都行議會政治。日本給予他的震撼最大，明治維

新後的富強更讓康有為認識到議會政治的重要性。他便開始尋求中國古典根源

的支援，在他發現孔子早有「眾議」與「節制君權」的想法時，更確立了他認

為議會制度為救世之道的想法。 

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所主張的議會民主是階段論的民主，筆者將列出

部分《大同書》中所提倡的民主階段性來說明大同世界的主要準則。 

 

 

 

大同合國三世表 

一、 大同始基之據亂世→大同漸行之升平世→大同成就之太平世。 

二、 各國政府握全權開萬國公會各國各派議使公議→始立公政府有議員有行

                                                 
20 引自：康有為，〈請定立憲開國會折〉(1898 年 8 月)，收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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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官以統各國→各地皆為公政府有議員有議政無有國界。 

三、 有公議會而無公政府→割其國地或海上島為公政府→世界全地盡為公國。 

四、 各國政府隨時附入公會集議→各國可隨時附入公國不得以兩國合成一國

惟許以一國分作數國→各國皆歸併公政府裁去國字。 

五、 民服於舊國→人民漸脫舊國之權歸於統一公政府→無舊國人民皆為世界

公民以公議為權。 

六、 公議會有議長無統領→公政府有議長無統領更無帝王亦不得以各國帝王

充議長→公政府只有議員無行政官無議長無統領更無帝王大事從。 

七、 公議會不及各國內治故各國內法全權無限→公政府雖不及各國內治而兵

稅郵電法律大政皆有權限→無國而各地小政府與公政府各有權限隨時議

定。 

八、 公議會條例為公法駕各國法律之上→公政府法律在各國法律之上各國法

律不得背反之→全世界皆同屬公法律。 

九、 各國立法權各在本國不歸公議會，公議會但議國際法→各國立法權雖歸各

國而全地公法權歸公政府上下議院→各地亦有立法自治權而全地法律歸

公政府之上下議院公議立法。 

十、 議員派於政府必由政府官吏→上議院由政府下議院由公舉官吏人民各半

→議員皆由人民公舉悉為人民。 

十二、公議會可立議長→公議會不立議長以多數取決→議院不立議長以多數決

從違。 

十三、公議會有各國公議員無行政官→公政府行政官皆由各國議員公舉每人至

少有三國人合舉，偌大地尚有多國，則需五國並舉。其有強大之國或德國聯邦

例，許有議員多人這或許用一人→公政府、行政官即由上下議員公舉。
21
 

在前文已提及，康有為對於世界的進展分為三階段論：據亂世、升平世、

太平世。康有為認為任何世界或是改變都有一個階段性，不能逾矩。議會的發

展儘管是進入大同之世必要的過程，但康有為仍認為依然有階段性。他也明白

的指出，不是有議會就會進入大同之世，當中必然還有一些成長的過程，他將

這個過程簡略成三階段論來描繪。 

    從前文筆者所列之「大同合國三世表」來看，康有為以為要進入太平世首

                                                 
21 摘錄於：康有為，《大同書》，13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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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先經歷據亂世。據亂世要進化則必須先有設議會的條件，因此要進化成大

同之世，首先就是要在各國境內先重視民意，有民意的機構才能以多數之民意

來決定政策，進而參與萬國公會中的公議制度。在據亂世時期，萬國公會是有

如現今聯合國一般的國際政府，但是萬國公會仍沒有實權可制法進入各國國政

中，只有依靠各國自願性地服從。萬國公會的公議會雖然不能介入各國的內

政，但卻可以因各國的參與而制定各國的國際法，該法淩駕於各國私法之上，

就如康有為所說的「聯邦政權及於各國不及於民」
22
康有為之所以會提倡萬國

公會的公議制度為進入大同首要的條件，其原因有兩個： 

一、康有為見到當時帝國主義的盛行，瞭解帝國主義下受侵略國家的悲

哀和人民的痛苦。所謂大同之世就是要創造一個人民安樂、順從民欲的

社會；要順從民意首要就是解決目前帝國主義下，被侵略國家的悲哀。

他注意到這點，也認為這是解決目前人民痛苦的首要，其實康氏的想法

也透露出他對於當時帝國主義下的不滿，以國際公議會來避免國與國之

間的相互侵略。而萬國公會下的公議制度就是康氏想要解決帝國主義的

主要方策，其根據的理論就是人民有去苦求樂的權利以及天賦人權所引

出的人人平等的概念。 

二、康有為突破中國傳統大同觀念的限制，他以救世的宗教情懷出發，

認為天下之民為天之所生，他以不忍之心希望來解決生民之苦。要達到

全民皆樂與世界大同的境界就必須要讓世界之民都可表達意見，使得世

界各國有溝通的管道，為進入大同之世作準備。 

由上述可知，康有為承認各國是有差異，且各有治國之權。只是康有為首

要解決的就是帝國主義的問題，依照康有為這樣的想法，當時的中國實際上仍

屬據亂世。中國開制議會是對內進入大同的初步，對外則是各國參與萬國公會

來制定公法以維持和平。因為康有為認為只有先去除眼前的苦難，有了和平之

世才能提供教育、工商業進步，進而產生進入大同的條件。我們可以從他在戊

戌變法前後給光緒的奏書一探究竟，他不斷地強調要富強只有從教育下手，從

教育下培養農、工、商、兵專科人員，廢除八股取士。由此可見教育是他認為

富強首要的變革項目，而教育的發展與人才的培養首要條件就是要有穩定的環

境；這也難怪康有為認為進入大同之世首要開萬國公會，因為他希望以此為國

                                                 
22 摘錄於：康有為，《大同書》，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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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和平的基準，進而達到富強的目的。 

康有為認為，人都有驅苦求樂的天性，本著這個天性再加上多數的眾議為

手段，一定可以達到最好的結果。有了據亂世的萬國公會以及各國議會為基礎

之後，人們開始重視到以民意為基礎的政治，且明白世界一統的好處進而開始

重視國際政府這樣的組織。由此為基礎的人類社會始進入升平世的階段，此階

段開始設立公政府。此時的公政府已經不同於萬國公會，它是個有行政權力的

組織，它設有行政官，可將法律強行實施於各國，雖有議長但不是各國統領可

以兼任的，以避免權力獨斷。此時世界各國的基礎在於有一個完整的國際調節

機構作為統一聯合的橋樑，此時的公政府就是進入大同之世與國家聯合的過渡

期，公政府中的議院分為上下兩院，上議院為政府公舉下議院為人民公舉，其

構想應是來自於英國的議院制度。為何要將議院分為上下兩院，筆者以為，康

有為在此點論述透露出他對於人民知識水準的不信任，因此對於人民的意見仍

有階級性。這可以說是對於現狀人民教育程度不高的擔憂，康有為不贊成激進

的民主，這和他看到法國激進民主下的結果有關。有很多學者認為康有為這樣

的民主不是真的民主，他代表著資產階級的退卻。然則，康有為是以「教育」

作為人類進步的考量。他在《大同書》中就提到，「太平是以開人智為主，最

重學校。」
23
。分析他的思想時，必須從這個角度出發，因為康有為考慮的是

民智是否成熟。在進入太平世之前，在民智尚未成熟的環境下，民主是必須有

分層級的；就像是過去英國以納稅標準來判斷是否有投票權一樣，只是康氏的

標準是以知識為出發點。 

在《大同書》中，康有為的三世發展說，是結合了議會、國際組織和各國

君王的地位發展作解釋。由康有為所列出的「大同合國三世表」可知，他明顯

地將當時中國定位在劇亂世。由「三世表」的設計來看，社會的進展是根據以

下幾點： 

私到公：此時的世界仍有國界，並未到達天下為公的境界。據亂世中有萬

國公會，但此一機構並不是具有強制的效力，而是維持各國之間和平的一個自

願型機構。各國之間的權力仍是私屬，並不受公會的權力干涉。進入升平世之

後，便是私到公的過渡時期。此時的萬國公會已經有權力可以牽制各國的發展

和行政，以作為進入公政府的預備。大同之世，也就是全世界趨於公與平的狀

                                                 
23 摘錄於：康有為，《大同書》，418。 



 
 
 
 
 
- 93 –                                       第四章：《大同書》的民主思想 

 93

態，此時已無國界和「私」的概念。議會制度的發展也是康有為評斷世界進展

程度的考量標準，康有為在此處所指的議會制度是公議會，三世說評斷的標準

則以公議會是否有獨立實權。康有為以為當公權力大於私權力、公法大於私

法、公政府逐漸有能力制衡甚至納入私政府，將世界趨向於公時，便是太平世

的到來。另外民眾素質也是康有為評斷三世進化說的標準；他認為當全民素質

都提高，達到全民參政的狀態，才是世界民主發展的極至，才是太平世的政治

模式。 

隔到通：由據亂世到太平世，社會狀態和法律規範趨向於公。另一個值得

我們注意的是世界的交流由隔離到通暢。在前文有提到，康有為除了認為教育

是促進人類走向大同的基礎之外，包括交通、通訊……等，都是他認為進入太

平世不可缺少的條件。世界的交流通暢之後，民意才能沒有障礙地上傳或下

達；當民意暢通之後，進入公與平的社會規範內，加上全民政治，便是康有為

所以為的大同世界。 

太平世就是康有為理想中的烏托邦世界，太平世的基礎就是每個人求樂去

苦的目標一致性，且有高度智慧發展，因而去私以達到公。康有為的理想中，

他肯定人民高度的智，認為人民的智學是可以通過學進而實踐的，至最後天下

之民則可達到求樂的均一性。
24
這樣均一性的世界中，就沒有國界、種界、階

級、貧富…等外在的分別，這樣的均一性就是大同世界的表現。大同思想中含

有很強的「公與平」的條件在其中，所謂的「公與平」並不是什麼都一樣的意

思；公就是沒有歧視，提供每人各異的需求，提供同樣的福利條件、受教育權

利，沒有階級、種性的分別。在大同世界中仍有升遷與階級之分，但這不同於

在據亂世時候那種階級分別。在康有為的大同世界中，人民基本的生活條件是

一樣的，只有在鼓勵「智」、「仁」和促進社會發展下會有獎勵的不同。
25
康有

為是一個實際的行動家，他的《大同書》中描繪的雖然是他想像的理想世界，

但他仍考慮社會發展的必要性，考慮到人性希望受到尊敬的一面來鼓勵仁、

                                                 
24 康有為認為：“然則人與禽獸何異乎？曰：異于其智而已，其智愈推而愈廣，擇期

愛惡愈大而愈有節，於是政教禮義文章生焉，其智之推也。故人之性情，唯有智而已，

無智則無愛惡矣，故謂智與愛惡為一物也。存於內者，智也；發為外者，愛惡也。＂

引於：康有為，《康子內外篇》，11。 
25 康有為為了鼓勵社會發展，對於社會有貢獻者給予徽章，以徽章多寡可分為；智人、

多智人、大智人、上智人，；獎勵仁人亦是如此。這樣階級性的不同，他們所能享受

的資源也較一般人多，因此並不是完全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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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因此大同世界中是否就如偏激的社會主義一般主張完全平等，其實不然，

它依然有階級性，只是這種階級性是由國家以統一的標準來控制，達到一種

「平」的境界。因此大同世界中最重要的「公與平」簡單來說就是以平等的機

會來提供發展的空間，其發展的結果為世界人所共用進而達到一個互助、互樂

的社會。。 

由前文可知康有為認為社會發展是階段性，其根據就是他認為社會發展是

以「人智」為基礎。只有在人智全開達到認知大同的境界後，才有可能真正進

入他理想中的大同治世。這樣的高度智慧則需要教育與社會環境的發展才可能

培養的，基於這樣的理由，康有為的改革就不斷強調階段性。很多學者沒有洞

察到康有為所思考的本源，因此對於他在戊戌變法後的行為相當不諒解。但是

我們看到辛亥革命後的社會發展，便可知道他其實是個先知，洞察到中國民主

缺乏的條件，因而不敢積極提倡革命。 

 以革命來推動民主，在中國是過於冒險。康有為認為，當時中國並沒有

任何條件可以完全從封建政體中割裂。康有為的改革是以求樂、和平、進化和

反戰爭為訴求。在他看來，中國一但遽行民主，必然會走入地方割據之途。當

時的改革槍口應該是要針對外患，先安定內政則成為改革富強的基礎。考慮以

上的理由，康有為認為改革必須在體制內的革新，中國需要有虛君來避免群雄

割據的局面。這些考量也是康有為不斷地反對民國後的政體，而保守地認為封

建政治優於民主政府。儘管如此，康有為主張民主的意願仍沒有改變，只是手

段有緩進之分，與革命者對於時局有不同的考量。 

 
 
 

第二節  現實與理想中的衝突 

 

破與立的訴求 

 

康有為因為天性的「不忍」讓他有想要救國濟世，想要有改革的機會。

因此他博覽群書，希望找出一套救世濟民的方法。他在中西方書籍中，以及列

強富強的經驗，發現了「人民」在國家的定位。他開始了解何謂「民主」、「天

賦人權」的意義，至此，他開始尋求這樣一個脈絡著手，開始思索「破舊制度，

立新格局」之間的方法、過程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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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立「破與立」的原則和關係時，康有為必須了解什麼該「破」，什麼

又該「立」。該破的是不合「天理」──也就是天賦人權、平等之意。反觀之，

自小接受儒家文化，生長於封建中國。他最知道封建制度的弊端在哪？他是代

表中國少數知識分子的一群，他看到廣大而無知的中國人，他知道他有責任要

將他們帶出痛苦而落後的中國，走向富強而民主的中國。康有為質疑封建制度

的錯誤主要有以下幾點：家庭倫理、男女平等、種族平等以及議會政治等。 

對於家庭倫理和男女平等這部分，康有為是以「天賦人權」的觀念著手

處理。他認為，中國封建制度下，太過於強調倫理、道德，以至於使我們不知

道有民權。在父權體制下的中國，同樣地藉著強調道德倫理的手段，強壓婦女

的意志、接受知識、表達聲音以及表現能力的機會。就以「平等」和「天賦人

權」的觀念來看，這是明顯地不合理。也就是說，康有為認為中國的封建制度

以及朱子以來嚴格的三綱五常，是錯誤的人為文化，因此形成錯誤的人為制

度，同時也妨礙了女性自立的權利。康有為同時也將眼光放諸四海，他檢討了

階級制度和男女關係更不平等的印度。他雖然讚賞歐美國家中的婦女相較之下

享有許多自由和平等的待遇，但是他對於「平等」的訴求，不只是外在的制度

層面，更涉及內在自主和自我認知的平等。他也認為西方國家的一些職業，並

沒有婦女成員，這是不公平的，例如：「商務、醫電各職」。自主、自立應該是

全面的，以及對於自我的認知。康有為批評中外婦女，為了討好男性所做的外

在裝飾和自我形體破壞。如：中國的纏足、印度的蒙面、歐美的緊帶細腰…等。

這種形體的解放，對康有為來說，也是心理的相對解放條件之一。由此可見，

康有為所希望的是符合最原始的「平等」之意，而不光只是外在的機會平等。 

康有為回歸到現實面，他觀察出就「男女平等」這個問題來看，中國束

縛女子自由的最終制度就在於──家庭。要改革，除了要從制度上做到，使其

機會平等外，最根本的解決方式，就是去除家庭制度。去除家庭制度後，受到

解放的不只是婦女，就連一般人民也可以得到他應有的自由、自主之權。對封

建中國而言，家庭是綁住封建制度的重要條件之一。在現代思想家中，福科

(Michel Foucault)對權力和思想之間的關係描述最為真切。他說：在一個像我們

這樣的社會裡(不管怎樣，在任何一個社會裡都一樣)，複雜的權力關係穿過和

建立這社會實體，並規定其特徵；它們相互不可分離，也不能在沒有真理話語

的產生、累積、流通和運轉的情況下建立和運轉。如果沒有真理話語的某種經

濟學在權力中，從權力出發，並通過權力運行，也就不能行使權力。我們屈服

於權力來進行真理的生產，而且也只能通過真理的生產來使用權力。在所有的

社會中都是如此，但我相信在我們的社會中，權力、法律和真理之間關係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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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方式非常特別。
26
這種互相證明的最通常的做法，是價值體系和思想觀念的

制度化。所謂思想觀念的制度化，救世在權力的支持下，將一種思想體系轉化

為一種具有強制性的法律、習俗、實踐系統。 

中國的儒家思想就是被綁在封建專制的體系下運作的。儒家文化強調三

綱五常，君臣倫理，家庭孝道…等，都是使得封建專制成為合理，也都是限制

民意和民權的思想工具。儒家文化下最顯著的倫理道德觀念，就是以「家」為

單位作衍生，且如同心圓般向外擴張。天賦予民主的權力，就如福科(Michel 

Foucault)所言，已經是權力與真理的糾結交雜之後的結果。儒家的觀念使得，

「家天下」成為合理，使得人民成為君王的私屬，因為君王在中國社會裡，代

表的就是家父長的角色。中國文化中，個我主體一直隱而未現，主要原因就是

受到文化制度和政治系統的壓制。 

康有為為了求真正的「民主」，首要之途就是廢除壓抑人心的家庭制度。

康有為用敏銳的觀察力發現，家庭制度是禁錮人心的一種人為組織，它不單使

得人們失去「自由意志」和享樂的權利，更是各種不平等關係的源頭。他提出

了中國社會中的幾個大問題：家人強合之苦、中國人孝為空義罕有力行、立家

之益即因立家而有害、有家則有私以害性害種、有家之害大礙於太平。他說：

「欲至太平大同必在去家」，又解釋「欲至太平獨立性善之美，惟有去國而已，

去家而已。」
27
去家以解放人心，以基本的「破」錯誤人為制度，才能「立」

天理人道之制，以進大同之世。只有解放人民，才能使人民的心理回到最原始

的狀態。只有破除不平等的人為制度，才能喚起人民最終一致的「求樂免苦」

的欲求，有同樣的目的和需求，便可以此建立合理的制度；這些制度必須是符

合人性需求、民主、平等和求樂免苦的概念組織而成。此時「破」與「立」的

原則已經在康有為的思想架構中成立。 

 

理想與現實的延續和衝突 

 

延續前文所言，康有為將「破」與「立」的原則都已經明確地表現在《大

同書》的內容中。一個人有了理想之後，我們要進一步了解的是，他如何去實

現他的理想，以及他如何去折衷理想與現實的衝突。先就男女平等和家庭廢除

的主題來比較。康有為提出使女子脫離家庭、脫離既有的道德束縛、脫離男子

強權等的訴求。但是，康有為也說：「從上所論，專為將來進化計，若今女學

未成，人格未具，而妄引婦女獨立之例，以縱其背夫淫欲之情，是大亂之道也。

                                                 
26 轉引自：干春松，《制度化儒家及其解體》，8。 
27 康有為，《大同書》，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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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葛冬裘，各有時宜，未至其時，不得謬援比例，作者不願敗亂風俗，不欲自

任其咎也。」
28
從康有為現實改革活動看起，確實他在實際行動上做出了對於

理想的退讓。康有為在《大同書》中花了很大的篇幅說明了婦女如何在既有的

制度中受到壓迫，他要如何幫助婦女脫離不合「天理人道」的制度中。但，康

有為在此篇後，卻「以時機未到，不願敗亂風俗以及縱其背夫淫欲之情」來結

束此章的論述。他在家庭廢除與否的部分，也產生了現實與理想中的矛盾和衝

突。他在《大同書》中，直接的說到「家庭」制度的存在，是阻礙我們進入大

同世界的最重要環節。他也說，各種不平等的制度和人性缺失的表現，都是因

為家庭制度的「自私」所產生。 

「家庭」更以另一種心理層面影響了人民的性格和生活型態。康有為在

描寫中國家庭制度時，指出了儒家文化下的「家庭」有哪些扭曲人性的行為。

其中，他以極度講求「孝道」和父子倫理，造成的人性壓抑和扭曲自我；家人

強合之苦，此部份也是康有為長期觀察中國家庭中的主要問題。很多不適合居

住在一起的人，因為家庭的關係強合他們，使得家庭內的紛爭不斷，彼此猜疑，

彰顯人性中的自私自利，破壞天性的「不忍」和「仁愛」的部分。這樣扭曲人

性的人為制度，康有為明確地指出了家庭制度的問題癥結點。雖然他沒有更明

白指出這樣的制度所衍生的社會問題，但筆者希望能替康有為解釋出，他對於

中國的「家庭制度」和「社會關係」兩者的影響。康有為在《大同書》中隱諱

地指出家庭制度的不合理，「去家」才能成就「大同世界」的訊息。其實康有

為的論點連結出來，我們可以發現另一個觀點：家庭制度的強合，使得人們不

快樂，抑鬱人性需求的制度，勢必會產生人性的曲解。中國封建時代，家庭中

常發生人倫悲劇，或是妯娌、妻妾、父子…彼此仇視的事件。中國人也因為過

分受到家庭的束縛，導致身心都不夠寬廣，產生心理狹隘的負面人性。人性中

的自私自利以及社會中的階級問題、貧富差異。就如康有為所言，家庭就是產

生這些反人性的地方，因此，康有為主張：「去家以進大同」。 

康有為的思想儘管在怎麼先進，他依然是封建中國的文化產物之一。它

能夠批判，在理智上也知道也知道儒家文化下所導致的畸形社會結構；但是，

懂得批判的人，是否能有足夠的勇氣大力推翻亦或是宣傳他的觀念？顯然，康

有為在論述家庭制度和男女平等的部分，並沒有做到這一點。康有為雖然在《自

編年譜》中提到，他在 1883 年就已經創不裹足會草例，他兩個女兒也都沒有

裹足。但，康有為在現實生活中，仍是一個嚴遵儒家規範的士人，包括他對母

親至孝，他嚴守守孝三年的規定。可見，康有為雖有理想；但，在現實生活中

                                                 
28 康有為，《大同書》，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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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然是一個符合社會規範的人。雖然如此，他卻不忘記他的理想，他在盡可

能的程度中，提倡解放婦女和家庭制度的理念。如：女子受教育、不纏足等。 

「民主」這一抽象的名詞，康有為已經解釋且應用於多方面；但，最重

要也最精采的部份，在於他在政治上對於「民主思想」如何去運用，又如何解

釋「民主制度」。首先，我們就理想面來看。《大同書》在〈乙部  去國界合大

地〉中談到民主制度要如何落行，文中講述了幾個重點：有國之害、弭兵、設

公議政府、設公政府。康有為生於西方帝國主義向外擴張的時代中，他深知侵

略、戰爭和國際間弱肉強食的可怕和悲慘。「有國之別」就代表人類間的隔閡、

敵視和私我觀念的存在。「則亦惟就吾所生之大地，而思少弭其爭戰之禍而已。

然國既立，國義遂生，人人自私其國，而攻奪人之國，不至盡奪人之國而不止

也，或以強國削弱，或連諸大國而已。然因相持之，故累千百年，其戰爭之或

以毒害生民者。合大地述千年計之，遂不可數，不可議。」
29
康有為此段話說

明了國家這個政治結構的形成，就如家庭制度一樣，形成了人為的私我；因此，

為求私我的利益，並有國際間的互相猜疑、戰爭、侵略等。康有為反對國家的

組織，認為國家是阻礙世界大同的組織，它是一種強大的人為政治組織，也是

不平等的組織之一。大同之世是一個人類平等、和平，以天下為公的進化之世；

有國便會因自私而產生人類互相爭鬥，戰爭使人流血、擔心、受怕、邪惡…等。

這些都是與天性的「不忍」有所衝突，因此，康有為認為「國家」制度其實是

不合自然天道的，去之才能進大同。 

去國界之別後，將有助於弭兵和社會和平。康有為當然不贊成無政府狀

態，他認為，大同世界是需要一個公政府和公議會的存在，需要合理的制度和

規範的約束。「去國界進化，自分而合，乃勢之自然。」
30
順自然之勢，要如何

建立民權、民主的制度呢？「民權進化，自下而上，理之自然也。故美國既立，

法之大革命既起，而各國隨之。於是立憲偏行，共和大盛。」
31
康有為主張，

改革應該是由下至上，也就是需要依靠人民認識到大同和民主的意義，才有可

能以「民意」作全面性的改革。 「故民權之起，憲法之興，合群均產之說，

皆為大同之先聲也。」
32
但是當民智未開時，如當時的清末中國，則需借皇權

以上至下改革。康有為的考量一方面是因為中國還沒有厚植民主改革的土壤，

另一方面則實際的考量到改革派人士在朝野中並沒有掌權；因此他認為要改革

就必須先依靠皇權。要如何進入大同呢？「今欲至大同，先自弭兵會倡之，次

                                                 
29 康有為，《大同書》，82。 
30 康有為，《大同書》，104。 
31 康有為，《大同書》，105。 
32 康有為，《大同書》，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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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聯盟國緯之，繼以公議會導之。」康有為參考美國聯邦制度之後，對於世界

政府結構的構想如下：「夫聯合邦國之體有三，有各國平等聯盟之體，有各聯

邦自行內治，而大政統一於大政府之體。有削除邦國之號域，各建自立州郡而

統一於公政府之體。凡此三體，皆因時勢之自然以為推遷，而不能一時強合者

也。」
33
康有為主張以自然趨勢將世界變成聯邦制度的一統國家，至此，世界

上沒有國別，只有康有為心目中的大同國。「各聯邦自理內治，而大政統一於

大政府之體。」
34
；這一國家是依據全民意願，以「平等」、「自由意志」的基

礎，組織而成的。 

康有為也在文中提到，聯邦合一有六難：國情不同；無君主不能聯合為

大邦；國勢私情；大小州爭論；議員、法令不一定萬國從之；國間因為利害而

再度分裂。要如何解決呢？康有為仍然依循著用民心所依的原則來解決，相信

趨勢的影響力，也相信天予人的共同人性需求。世界聯邦制度的成立，是一種

人性進化和自覺的自然趨勢。世界聯邦制度是一種人性進化和民意，要達到這

樣的境界，就康有為的看法，他認為不能激進，而是需要備有一些基礎條件的。

哪些條件呢？基於民意必須順暢地被傳達，因此，語言文字的共通、聯絡交通

的發達、度量衡等衡量單位的劃一…等，都是康有為認為的必備條件，其中以

語言文字和交通最為重要。 

 

 

 

議會民主的理想與現實 

 

康有為不管是是在理想規劃中的《大同書》或是在實際的改革活動中，

都大力提倡議會、議員的結構。康有為最重要的政治改革──議會民主，他的

理想與實際的衝突在哪？又有何妥協？在《大同書》中，康有為提到議員產生

的三階段論是：議員派於政府必由政府官員、上議院由政府下議院由公舉官吏

人民各半、議員皆由人民共舉悉為人民。
35
從康有為對於議員產生過程的三階

段論可知，他對於影響政府運作的議員的產生，仍然相當謹慎。雖然康有為並

沒有明說；但，我們可以從他的階段論中推出，他對於民意的發展，仍建立在

精英主義上。康有為在教育未普及、人民程度未提昇以及對於民主的概念未完

全時，他是保守的，他是希望以漸進的方式來代替激進。他依然依循著文化精

                                                 
33 康有為，《大同書》，105。 
34 康有為，《大同書》，106。 
35 康有為，《大同書》，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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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的思考模式去架構他的大同世界，他還是不敢讓人民直接、快速的完全參予

政治。 

我們可以接著分析康有為是如何定位議員的地位。雖然他這裡所寫的是

進入公政府狀態，但是我們可以從康有為對於議員權利的進程，來討論他對於

議會組織的看法。他對於議員權利有以下的解釋：「公議會有各國公議員無行

政官、公政府行政官皆由各國議員公選每人至少有三國人合舉，若大地尚有多

國則需五國並舉，其有強大之國或如德國聯邦例許多議員多人者或許用一人、

公 政府行政官及由上下議員公舉。」
36
康有為對於議員的權利，其實是有限制

性的。他認為議員的角色，一開始應該是諮詢方面的，因此對於公政府的行政

官員，並沒有選舉的權利。康有為這樣的思想，相信應該與他保守的個性有關；

他其實對於民主的快速進展仍有疑慮，我們可以參照他實際的政治改革，的確

是依據這樣的方向進行著。康有為對於議員一開始的角色，是賦予諮詢以及制

衡的地位。至於實際的行政權，康有為則是保守地用漸進開放的手段。深入討

論之，我們可以發現康有為對於議會民主的架構仍然在一個較為初步的階段。

議會的功用主要是制衡的功用以及集結眾議以行國是的地方，康有為的議員政

權，是建立在他所謂的全民政治上。我們可以從他對於大同世界的地方自治的

看法來分析，他的地方自治是建立在各地的全民參政、選舉上。所要的條件，

就是民意絕對的通暢、交通絕對的發達、世界統一且以度為界…的基礎上。從

此分析，康有為認為真正的議會民主，必須建立在高度的地方自治上。 

回到現實面來看，戊戌變法中的核心內容就是──開議院。康有為認為，

封建制度給中國最大的危害就是──「上下隔塞，民情不清」。正是基於如上

對時政的認識，同時更是為了抵禦外侮、挽救危亡的需要，康氏等人特別強調

了議院在「通下情」方面所需有的諸多優越性。康有為的議會政治有其理想性；

但，他的意願設想隨著其對現實體系的加深，經歷了一個由理想化到務實的發

展變化過程。他認為中國的議員(康有為稱議郎)，必須要有「博古今，通中外，

明政體，方正直言之士」。設立品行和學問的限制，目的是要使這些議郎以及

維新人士有合理的參政權，此外，讓議郎能夠發揮督促國政、集結民意。在公

車上書時，康有為已經將議會設計成一個能夠駁回皇帝詔書的機構。但是，此

時康有為所設計的議會制度，並不是強制性的主權，而是一種輔助議政的機

構；只是，此時的議會已經是有系統的意見諮詢機構，與以往的議郎制不同的

是，他是帶有民意的成分在裡面，也就是康有為所謂的地方人士和博古今、通

中外等人組成的。雖然，康有為在改革中所架構的議會中，君權的成分顯然存

                                                 
36 康有為，《大同書》，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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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但，值得強調的是，康有為卻是已經將民意技巧性地帶入君權結構中，以

「尊君」之名，行「民主」之實。在現實改革過程中，康有為對於議郎的定位，

與《大同書》中一開始是以諮詢為主，並無行政權。 

我們可以從上段的分析得知，康有為雖然體現到民主的意義，他也知道

民主的發展是進步的象徵，也是順應時勢的必然過程。但是，康有為將民主視

為是促進社會和平、富強、進步的方法和制度。所以，他也受限於他原本追求

民主的目的，使他在民主改革的過程中，顯得有些退縮；而且極為講求步驟和

人民素質。康有為對於民主的「安全性」不管是在《大同書》或是實際改革之

中，都表現無疑。我們不應該單向批評他保守或是退化，我們應該考慮到康有

為所處的時空環境。當時的中國，已經是殘破之地，是無法再度經起內亂外患

的摧殘的，因此，他不斷地強調「漸進」而不是「激進」，相信也與他看到法

國大革命的例子有關。 

 

 

第三節 《大同書》與極權主義民主的關係
37

 

 

 

J.F 塔爾蒙(J.F.Talman)在《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
38
(The Origins Totalitarian 

Democracy)一書之中，將民主主義劃分為兩種類型：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和極

權主義的民主主義。民主制度兩種流派的區別，在於它們是否已經逐步形成並

正在演進，就像它們經常被人們稱作的那樣，一方面在主張自由價值的同時，

反對並否認另一種民主制度。自由主義趨向於從事政治事務採取反覆嘗試方法

的經驗主義，並且把政治行政系統看做實際實施人們自發的賢明行為的機構。

自由主義還承認不同水準和標準的個人或集體的努力，包括政治圈外非主流派

別的各種政治活動。極權主義的民主派別，它的理論主要建立在採取承認唯一

的和排他性的真理上。它在意識型態上是採取救世主義，且肯定其必然降臨。

這種信念要求事物有一種預先設定的、和諧的並且具有十全十美的計劃模式。

這種模式使得人們無法抵抗此種統治和控制，並且讓他們永遠只能奔向理想的

                                                 
37 此節為政治大學劉季倫老師所提供的意見指導，感謝老師給予筆者寶貴的意見，使

得本論文更具完整性。 
38 【以】J.F 塔爾蒙著，孫傳釗譯，《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長春：吉林人民出版社，

2004)；英文名稱為“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 102 –                                       第四章：《大同書》的民主思想 

 102 

終點。它認為事務的終極只存在一個層面──政治層面。它擴大從事政治事務

的機會和領域，力圖以此總括整個人類社會。 

兩個學派都斷言自由是最重要的價值。然而，一派認為自由的本質是具

有自發性質的，並且是在沒有高壓政策下自發產生的。另一學派，也就是極權

主義的民主觀，卻持相反的意見。它認為信奉自由主義，如果不是為了追求集

團的絕對目標，而是為了達到其他成就的目的的話，那麼自由便不會實現。即

使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也有最終的目的的話，他對於最終目的的態度，是採取

消極的手段，他們並不主張採取強力行使權力。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者認為在

沒有強制的同時，人們及其社會是通過苦難、挫折而逐漸實現理想和諧的狀

態。極權主義的民主主義者的主張則與此相反。他們認為對這種理想和諧的狀

態進行嚴格、詳細的規定，下精密的定義。並且，認為這是眼前迫切的問題，

是等待由直接行動來實現的問題，是緊迫且需要人為操作的。
39
 

 康有為看到西方在民主制度下快速發展的社會，他深深被這樣的政治制

度所吸引，他也在《大同書》中明白表示，實行民主是進入大同之途。康有為

表示，他因為對於現實之世感到不忍，便產生救世思想。康有為將救世的理想

構畫成一套他認為最合理的到達大同之世的藍圖，並且強烈相信此為世界潮流

進化必然之勢。康有為在《大同書》中表示，人類均有去苦求樂之本性，且人

天生有不忍和仁愛之心。與塔爾蒙所解釋的極權主義民主的概念一樣，康有為

將人性視為是統一化且極為理性。因此康有為將以仁為本視為人性共同的理

性，也就是進入大同的共識態度。在一定程度上，康有為的《大同書》主張，

與雅各賓黨出身的議長埃洛‧德‧賽舌爾所表示的「人民的強制和理性的力量

是同一事物」
40
相似。康有為認為為了進入大同之世，任何阻礙社會進步的絆

腳石都應該避免；他相信人性追求大同、安樂的最終目的是相同的，因此，他

認為去除人性中必要之惡，成就社會之善是正當且必須要的。但是值得我們注

意的是，《大同書》中所主張的四禁
41
，皆是在大同之世中所實行，其目的是為

了避免這些行為破壞既有的大同世界。康有為並不排斥多元性的民意，他所反

對的是那些在大同之世中，足以破壞既有狀態的人性之惡。 

看到前段的分析，我們或許會認為康有為就如雅各賓黨的極權主義民主

一般，為了追求最後的理想，必須要以強制的手段，以追求人類保證、滿足人

類的平等的社會利益；實質上他們所反對的卻是人民的自由權利。極權主義民

                                                 
39 參考自：【以】J.F.塔爾蒙著、孫傳釗譯，《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長春：吉林人民

出版社，2004)，2-3。 
40 【以】J.F.塔爾蒙著、孫傳釗譯，《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113。 
41 禁懶惰、禁獨尊、禁競爭、禁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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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是一種排他性的民主主義，因此他們是主張單一意志的，並且排斥其他黨派

的主義。極權主義以自己為自由之名，他們是一種建構式的極權民主，以恐怖

鎮壓反對他人意志。反觀康有為在《大同書》中強調尊重人性多元化的重要性；

他認為人生有平等之權，因此主張以議會方式來表達民意，以民意之趨進入大

同之世。康有為在《大同書》中以孔子的話來表示他的立場：「孔子曰，見群

龍無首，吉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42
他並不主張一個建構式的偶像或是組織

作為統治機構。康有為認為，大同之世的重要指標就是，人皆有平等之權，且

有充分表達意見的權利和機會，以多數之善趨進大同。他反對如雅各賓黨的激

進式改革，他主張以「漸進」來趨緩社會動盪以完善改革之途。改革之士總是

懷有救世情懷，他們所堅信的最終目標是一致的，但是他們所採取的改革方式

卻各不相同。康有為同樣也是具有此等救世的浪漫情懷，才得以成就《大同

書》。前文提及，《大同書》是一本康有為的改革藍圖，內容包含了他所目見的

社會問題，以及他要如何幫助中國以至於全世界走向大同之世。他提到了阻礙

中國人以及全世界的社會發展的幾個重大因素：男女、種族、階級…的不平等，

國界的隔閡、家庭制度的不合理……等等。康有為接受了全民政治的觀念，認

為只要全民都能表達自我意見，便可集個人之善合成集體之利，因此康有為主

張全面的地方自治以及議會政治。 

 康有為相信民意最終所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是追求社會的進步和集體

的利益；康有為的假設是基於人共有仁心、去苦求樂的理性同一性。議會政治

由地方、國家甚至推展到萬國公會，權力由君王私屬漸推到公眾所有。以皇權

來分析，康有為將權力的晉升階段分為三段落：有皇族極貴而執權→皇族雖未

廢而而僅有空名不執權→無皇族。
43
康有為對於皇權的分析顯然是以中國作為

標準，雖不適用於全世界，但仍可看出他對於追求自由、平等的態度，是採取

溫和且穩健的手段。以中國為例，他便是希望能夠以君主立憲的議會政治作為

改革、進化的橋樑。既然《大同書》所要追求的是一個屬於人類極樂世界的社

會，他要改革的層面也包羅萬象，包括一切違反人類平等、正義的制度和現象。

康有為認為一切不平等的根源在於人們不懂得天賦人權的平等觀念，因此他主

張以教育著手。配合全民教育，《大同書》中對於人民的教育深度更是深入到

幼兒教育，配合時間和議會政治的進行，康有為認為總有一天會以民意的主張

趨向於大同。康有為並沒有明確表明改革的時間表，或許是連他自己也無法掌

握他的改革到底需要多少時間，亦或是在改革的過程中是否能如他所預期的順

利。他在《大同書》中採取的方式，就是點出問題並且以自己的見解去闡明該

                                                 
42 康有為，《大同書》，114。 
43 康有為，《大同書》，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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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決問題，至於要在何時解決，他幾乎未談到，只有籠統的階段論來粗分。 

 康有為在《大同書》中的改革是全面性的，也就是深及各個層面包括教

育、文化、國界、農工商……等。他認為只有這樣全面性的避免私人壟斷和不

平等的侵略才能確保進入大同之世。康有為這樣的想法，與前文所提及的極權

主義民主亦有共通之處。兩者皆強調全民意志，皆反對任何階級存在；不同的

是，極權主義民主的主張是將全民民意的合法性，合理化革命的必然性以及恐

怖統治的目的。兩者也皆談及產業公有和財產制度，也都企圖利用教育和宣傳

的方式來改變人類思想，以達到改革的最終目的。但一經比較，我們仍可發現

兩者的內在精神仍有不同。以訴求獨裁主義民主的雅各賓黨為例，他們的革命

政府意味著捍衛公共的自由，具有革命的性質，所以幾乎不受限制的執行權

力，進而採取一種恐怖主義的全面極權統治。此種的民主思想是一種建構式的

民主極權，是以把自我救世的理念無限擴張，他們所做的改革都是一種建構式

的思想改造，並不是依據自然狀態下進行，是一種以達成最終統一一致的國家

而作的努力。因此他們不容許其他聲音的存在，主張鬥爭以及任何人類私慾的

存在，包括財產制度以及到最後表達民意的權利。極權主義民主是恐怖而嚴酷

的，但這對於他們來說確實是必然性的。他們把想像中的人類社會、人類生命

永遠不能達到的穩定狀態作為真理的追求，把立足於這個真理來營造基地作為

自己的任務。這促使他們不斷地往自己堅信的絕對真理中，使用各種手段去排

斥其他的意見。 

 與極權主義民主擁護者不同是，康有為在《大同書》所描述的改革的過

程中，並不是一個突然建構的民主改革。康有為相當反對流血革命和極權統

治，因為康有為的改革是以「仁」為出發，他認為改革應該是使人趨進於求樂，

而不是造成流血衝突和痛苦，這也就是他為什麼害怕中國走向法國大革命的

路。康有為在《大同書》的改革層面，雖然涉及了各個民生層面，康有為主張

以天理仁道的精神作為教育的根本目標，三世進展時間點便以是否能全面開民

智，以進行全民政治為考量。在進入大同之世前，地方自治便是康有為訓練民

主的基礎；與極權主義民主主張所不同的是，康有為不主張信任任何主義或是

政治偶像，更沒有排斥少數意見的傾向。《大同書》中對於人性的描述或許是

過度樂觀，但與極權主義民主者不同的是，康有為並不用強力和壓迫的方式來

達到自己的改革目標。康有為的改革是屬於漸進式，可預期的；極權主義民主

者則是採取建構式，立即實現者，兩者的手段和理念並不相同。 

 《大同書》中的改革與極權主義民主一樣，也涉及到許多人類既有的制

度上。以教育、財產私有和家庭廢除為例，康有為對於教育改革人性是採取正

面的態度，因此《大同書》中的教育深及幼兒集中教育，對於父母的態度也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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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再教育。或許很多人會認為康有為所採用的方法，不免讓人聯想到極權主義

所採取的單一意志的做法。但是筆者以為，康有為會以此種手段希望進入大同

之世，是因為他看到當時中國人在封閉的家庭制度下，所產生扭曲人性以及錯

誤的教育。為了避免錯誤的教育貽害下一代，康有為便主張國有教育，希望以

正確的教育方式來教導幼兒，為進入大同之世作準備。康有為先是以教育為改

革的初步途徑，在《大同書》中雖然有公產業、去家界、去國界、一切以公生

養等觀念。但是，筆者必須強調的是，康有為一切的改革都是漸進且有社會基

礎的。他的教育改革是基於找尋人類具有的天性，在全民皆有一定的認知之

後，康有為才會進入地方自治、議會政治。各國的議會政治以及民意表達皆已

成熟之時，國際間的萬國公會權力已能打破國界深入各地時，才是進入康有為

所主張的公產業、去家界、公養、公恤的時機。《大同書》本持著進化的觀點，

認為人類社會是不斷地往前邁進，因此在康有為的認知中，達到全民皆智是可

預期的事情。 

 《大同書》的觀點因為過於先進，常受到誤解，這也是康有為為何在書

寫完之後，遲遲不肯示眾的原因。康有為的改革思想都是階段性，且以自然、

溫和的態度進行；他的目標雖然極為理想化，也過分單純化人性的發展，但是

他卻是構畫了一套具有可行性步驟的藍圖。康有為與日後的毛澤東和極權主義

民主主張者不同的是，他並不是將自己建構成一個絕對的真理代表者；如他所

主張的，他認為真正的真理就是從人欲、天賦人權以及機會平等。他所主張的

教育和改革，也都是邁向這個方向。理想的大同世界，應該是配合時勢而行，

是自然且和平的達到社會共識，並非以無止盡的鬥爭、革命神聖化自己地位和

權力。 

 《大同書》的內容確實容易讓人聯想到共產主義以及極權主義，主要原

因是《大同書》和其他兩者都是建立在救世主義上，他們的理念都是對於現實

狀況強烈不滿以及高度理想化。《大同書》與極權主義和共產主義不同的是，

它指出了阻礙社會發展的根本問題，也明確地發表了解決的方法，但是必須有

時間以及步驟性的改革條件。當然三者最後都希望達到可見的理想世界，但是

康有為並不排斥異質的意見，他希望以教育改革和地方自治的訓練。他們的最

終理想都是要去除人性之私所造成社會問題，康有為與之不同的是，他構畫一

個改革藍圖，是配合時間和社會自然發展之勢，逐步改革、進化的。在康有為

內在思想中，他認為人類歷史是不斷進步的，因此只要遵循一個正確的文化價

值觀以及對於自我權利的認知，要達到天下為公的社會不是不可能的。康有為

在《大同書》中許多部分說的是結果，並不是強制的手段，這與極權主義甚至

日後的共產主義者是不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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