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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與否定性之間：嚴復與章太炎的國家論述 

 

摘要 

 

    嚴復和章太炎同為晚清時期著名思想家，在變革劇烈的中國轉型期，他們對

中國未來有著不同的想像。本文則以二人的國家論述為個案，說明其思想意義。

在思想定位上，則分別以「普遍性」與「否定性」界定嚴復與章太炎，在面對全

球背景與新的秩序架構，他們是如何因應此變化，而這與他們的思想傾向又有何

關聯。 

    論文迴繞著三個問題，在「何謂國家」中，探討嚴復、章太炎是如何理解國

家此一政治組織，而國家和人民間的關係為何；在「如何塑造國家認同」，則說

明嚴復和章太炎二人對政治共同體的認同為何，而與他們選擇國家建立的方式間

的關聯；在「國家論述的知識基礎」，則分析前兩個問題所勾畫出的政治藍圖，

說明他們各將他們國家論述，奠基於何樣的知識基礎上。最後，則藉由這三個問

題，說明嚴復與章太炎國家論述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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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Univerality and Negativity﹕ 

Yan Fu’s and Zhang Taiyan’s Discourse of Nation-State 

 

 

Abstract 

 

 

Yan Fu and Zhang Taiyan are famous intellectual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During that dramatic transition, they imagine China's future differently. In this thesis, 

I will discuss their discourse of nation-state and explain its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 I 

will also try to discuss their political thoughts separately in terms of universality and 

negativity and how they respond to the new global condition and reshape their ideas.         

My discussions surround three questions. In the section "What is Nation-State?" 

I will explore how Yan Fu and Zhang Taiyan understand nation-state as a political 

regim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state and people. The section "Towards 

the Shap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explains how Yan Fu and Zhang Taiyan perceive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how such a perception affects their op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state. In "Epistemology of Nation-state Discourse," I will 

illustrate the knowledge base of their discourse on nation-state, with the view of the 

political blueprints drawn from the above two questions. Finally, through a combined 

analysis of these question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Yan Fu and Zhang 

Taiyan will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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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嚴復（1854—1921）與章太炎（1869－1936）皆為晚清著名思想家，雖屬同

時代的知名學人，但人生的起點與後來選擇的道路，迥然有別。嚴復少時入福州

船政學堂，後赴倫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軍學院求學，他參與政事的方式，以譯介

書籍與擔任幕僚為主。章太炎所受的是傳統教育，因時局驟變，擔任過《亞東時

報》、《時務報》等主筆。其後，嚴復與章太炎所選擇的政治道路、對國家的想像、

知識基礎皆大不相同，曾因為嚴復所譯介的《天演論》，開始有了書信和作品的

來往，但是，在詭譎的晚清的政治局勢下，嚴、章二人也因為走向立憲與革命兩

條不同的政治道路，因而慢慢地漸行漸遠。   

    嚴復與章太炎所面對的問題與處境，即如汪暉所說﹕「人民的形成需要以法

的形式將個人從族群的、地域的和宗法的關係中抽象或分離出來，並建構成為形

式平等的國家公民，後者以個人的或集體的形式參與到國家主權的活動之中。」

1汪暉清楚地說明，在走向現代國家的過程中，人民須從各原生的關係，而進入

到一個以法所構成的組織，面對這樣的情境，嚴復與章太炎分別提出不同的建設

道路，此即是本文的問題意識﹕「嚴復與章太炎二人，是如何展開他們對國家的

分析與論述﹖」 

嚴復與章太炎思想的複雜性在於，除了承繼與揀擇的中國傳統有別外，他們

的思想來源亦有別，嚴復因曾留學英國，思想來源以西學為主，章太炎則以日本

為仲介，接受了社會學、西方哲學等新知。因而在討論時，不能只關照他們和所

接受知識的差別與落差，而更要研究，他們是透過什麼方式，整合這些知識，進

而建立他們各自的知識基礎。 

                                                      
1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頁1398-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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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這時期的學人時，研究者常用「激進」、「保守」、「傳統」、「西化」等

詞彙描述研究對象的政治立場與知識傾向，例如，章太炎與嚴復都曾被以「前期

激進、後期保守」的論斷，用以分析他們二人的思想，「傳統」、「西化」等評價

性的詞語亦同。不過，所謂的激進與保守，其實是相對於時代氛圍與潮流而言，

在五四時期，談論國粹、講求中國文化傳承，被視作是保守，但是，擁抱啟蒙價

值，即是激進嗎﹖汪榮祖便指出，章太炎早期批判傳統，原無意要消滅傳統；從

傳統解放出來之後，仍須在傳統的基礎上創新；如果傳統被消滅了，則創新的基

礎也沒有了。2黃克武的嚴復研究，亦有此傾向，他認為嚴復的思想傾向，始終

是會通中西，並不同意史華慈的兩面人(Janus-like attitude)觀點。3本文即站在汪

榮祖與黃克武的立場上，以結構性的方式，描述二人的思想傾向，著重於研究對

象思想發展的一致性，若針對同一問題，因時間發展卻有不同觀點，則會另做說

明。在研究上，考察嚴復、章太炎如何整合來源不一的知識體系，特別是此時期

翻譯書籍與思想漸多，研究者多關心研究對象因為某一原因，而扭曲了原生思想，

卻忽略了研究對象是如何整合與重釋這些思想，從這個角度，說明嚴復與章太炎

二人的國家論述的異與同，研究的時限範圍，以二人較密集的著述，自 1894 年

甲午戰後至 1917 年為限。 

劉禾在談到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時，強調她的研究不是翻譯

的歷史與技術層面，而是要思考新的詞語、意義、話語以及表述模式，如何從主

方語言與客方語言的接觸／衝突而在主方語言中興起、流通並獲得合法性的過程，

而當客方語言走向主方語言時，與其說意義轉變，不如說是在主方語言的本土環

境中發明創造出來的。4劉禾以主、客方的進路，拓展了我們對於翻譯的看法，

不再只是誤讀、錯譯，而要能看到主客方的彼此的互動關係，而筆者認為，劉禾

的跨語際實踐對重視主方語言如何再製、接觸的觀點，亦可借用至整合了多樣知

                                                      
2
 汪榮祖，《康章合論》(台北﹕聯經，1988)，頁117。 

3
 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序》(台北﹕聯經，2010)，頁2。 

4
 劉禾，《跨語際實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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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體系的研究對象，除了觀察研究對象如何理解原生思想外，也思考在他的知識

體系中，原生思想處於什麼樣的位置。類似的看法亦見於黃俊傑的思考，在〈東

亞近世思想交流中概念的類型和移動〉一文中，他反省歷來討論思想交流的文章，

常變成「忠誠度研究」，即後人闡述內容和原生概念的差別為何，原生概念被視

作一最高標準，然而，這樣的研究常忽略接受者的主體性，因此，他認為「自我」

的主體性必須先建立，才能在文化交流中真正認識「他者」，並與「他者」互動。

5黃俊傑在此更近一步地說明，思想交流的困境之一，即是人們過分強調兩者差

異，忽略了真正的交流，需先建立起「自我」的主體性。順此思路，我們亦可說

「自我」與「他者」，在相互理解的過程中，既進一步的了解彼此，也重構了自

我對自身的理解。 

針對思想交流本身，王汎森則思考，「自我」是如何形塑的﹖王汎森認為，

因思想與社會劇烈動盪，產生了所謂的「複合性思維」，即思想家把出入或矛盾

的思想疊合、鑲嵌、焊接，甚至並置（compartmentalized）在一個結構中，但從

思想家本人的角度來看卻是一個邏輯一貫的有機體。它有時是一個多面體，有些

面比較與時代相關聯，比較易感，容易受「風寒」。而易感的面便會不斷地嘗試

調整，甚至吸收異質。6其中的出入或矛盾，指的可以是古今、中西間概念的雜

揉，後人會因知識分類，或後見之明的緣故，而深覺矛盾。例如，在章太炎的〈菌

說〉中，以生物學低等到高等生物的進化歷程，說明人的意志與團結對於國家社

會的意義。但是，這樣的論證方式，在當代會因知識分類的方式，略顯得牽強。 

重視思想家的主體性，及其所賦予的新思想意義，以探求思想家透過何樣的

方式，整合古今中外思想概念，便是現下研究者要努力的目標。本文即在這個基

礎上，考察嚴復與章太炎的國家論述，說明二人各自的主張為何，同時並比較其

                                                      
5
 黃俊傑，〈東亞近世思想交流中概念的類型和移動〉，《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0期(2016)，

頁8-13。 
6
 王汎森，〈如果把概念想像成一個結構：晚清以來的「複合性思維」〉，《思想史》，第六期(2016

年 3 月)，頁 24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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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同，並通過「何謂國家」、「如何塑造國家認同」、「國家論述的知識基礎」這三

個問題，說明他們的思想意義。 

 

第二節、文獻回顧 

     

    在文獻回顧部分，先各自說明目前嚴復研究、章太炎研究的重要文獻與特色，

再說明先行研究關於比較嚴復與章太炎思想的重點為何，是否還有可拓展的部

分。 

 

(一) 嚴復研究 

 

    關於嚴復的研究，所關懷面向環繞著這三個主題﹕嚴復譯本、按語與原著間

的關係、嚴復的政治活動與政治傾向、嚴復與自由主義的關聯，這三個問題，通

常以嚴復為個案，而藉他的觀察與遭遇到的挫折，來探討現代中國思想與政治問

題。 

    在先行研究中，往往針對嚴復譯著的特性，探討嚴復和他所處時代間的關聯。

如韓承樺的《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以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社會學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與嚴復翻譯的

《羣學肄言》相對照，考察其異同，同時，說明《羣學肄言》一書的內容與影響，

也藉嚴復與章太炎的論辯，說明社會學在近代中國生根的過程。7戚學民的《嚴

復《政治講義》之研究》則以約翰‧西萊（John Seely﹐1934-1895）的《政治學

科導論》（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與嚴復的《政治講義》相對照，說明

嚴復所理解的自由與政治為何，並說明他跟清廷立憲間的關聯。8王憲明的《語

言、翻譯與政治》分析甄克斯（Edward Jenks﹐1861-1939）的《政治簡史》（A Short 

                                                      
7
 韓承樺，《審重咨學-嚴復翻譯群學肄言之研究》(台北﹕五南，2013)。 

8
 戚學民，《嚴復《政治講義》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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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Politics）與嚴譯的《社會通詮》說明嚴復如何理解社會、國家、小己

等概念，並說明環繞此書形成的政治紛爭與社會影響。9
 

    除了嚴復與其時代的關聯外，研究者亦重視嚴復與當代中國思想間的關聯。

例如，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將嚴復的譯作的中西方思想區分成兩類：

一類是以強調人的活力與能力的浮士德-普羅米修斯氣質（“Faustian-Promethean 

natur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dynamism”），著重在自然界的征服與人類社會

內部的充分表現，及其必然帶來的韋伯（Maximilian Emil Weber﹐1864-1920）意

義上的社會－經濟機器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另一類，則是廣義的社會

－政治理想主義，如自由、平等、民主與社會主義。10
 

    史華慈從嚴復身上所提取這兩組分析範疇，不光是為了處理嚴復的思想與譯

作間的關係。林同奇認為，這是史華慈有意組織的一場對話：「史氏將此書定名

為《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也許可以證明這點：主標題標示了共同關切，副

標題則指向一種對話。......貫穿全書的，實質上是一場在史氏主持下進行的中西

思想對話。這場對話背後的主題是一個巨大的問題意識。其實它不僅涉及尋求國

家富強與維護個人自由之間的張力，即『無限追求富強和實現諸多社會／政治價

值－－乃至於更根本的人生價值之間的關係問題』11
 

    史華慈所主持的這一場對話，可分作兩個面向看待，其一，是史華慈個人的

現實關懷：思索當時的極權國家如何藉由壓抑公民權、思想自由等社會價值，以

實現富強，也因此，史華慈才會本質化地將個人主義視作是一種終極價值與目的，

任何將其視作手段的，都是一種歪曲。黃克武則針對此點，認為嚴復未如史華慈

所詮釋那樣，未理解個人價值在本質上的意義，同時，個人也非作為達成目的的

手段，無論是「己輕群重」或「己重群輕」，都為嚴復所反對，嚴復真正強調的

是植根於中國傳統的「群己平衡」，而這與毛澤東思想所代表的集體主義截然異

                                                      
9
 王憲明，《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10
 葉鳳美譯，史華慈著，《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頁223-224。 

11
 許紀霖、宋宏編，《史華慈論中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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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12嚴復未理解的，其實是彌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黃克武譯為彌

爾，本文則通稱穆勒）的自由的所以然，即悲觀主義認識論（epistemological 

pessism）的面向。13
 

    藉由史華慈與黃克武的研究，可明顯的看出，二人以嚴復為個案，來探討更

大的問題。史華慈的關切，主要觀察嚴復如何思考韋伯意義下近代化力量與社會

－政治理想主義這兩組分析範疇，並將其譯介到中國，研究者能否在這些誤讀、

改寫、創造的過程中，重組一個不同於西方思想史脈絡的現代史。黃克武的提問

則是﹕「嚴復的政治活動與政治傾向（黃克武稱之為調適），為何在近代中國受

到忽略﹖」他藉由分析《群己權介論》譯本與原文的差異，認為儒家傳統的「樂

觀主義認識論」與當時流行的進步史觀，使得他無法將「自由的所以然」譯介到

中國，而此點始終不被後來的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所意識到。如果自由是嚴復乃

至於嚴復研究者所關懷的重心，那麼，當近代化力量，與社會－政治理想主義這

兩組分析範疇，被放置在一起討論時，無論是黃克武所思考的：「自由主義該當

如何在中國落實﹖其相關阻礙為何？」或是，史華慈所強調的個人至上的自由，

背後所隱含的問題：「自由會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被漠視﹖現下的我們完成了這樣

的理想了嗎﹖」這些疑問，都是我們目前仍應思考的問題。 

 

2.章太炎 

 

    相較於嚴復研究多將研究重點放在嚴復的譯本和原著間的關聯，關於章太炎

研究則將討論主軸放在﹕政治活動與論爭、日本因素影響、中國學術（樸學、史

學、佛學）的傳承這三個面向，隨著研究主題不同，對其思想內容的側重亦有區

別。14
 

                                                      
12

 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台北﹕允晨出版社，1998)，

頁3-4。 
13

 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頁4。 
14

 關於章太炎研究的綜述，詳細可參考陳學然，〈章太炎研究現況與書目索引(一)〉，《中國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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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汎森在《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15、姜義華的《章太

炎評傳》16二書，都全面性地探究章太炎的政治、學術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同時，

亦探討他對後來的五四運動、文化保守主義興起的影響，也因為章太炎是傳統讀

書人出身，因而這兩本研究著作，皆以章太炎為個案，說明他思想與傳統的連續

性與非連續性，藉此探究章氏與反傳統思潮間的關係。 

     除了思考章太炎思想時序上的影響層面外，章太炎一生所參與的論爭不在

少數，探究他與論敵間的思想意義為何，亦是學者們所關切的問題。如汪榮祖《康

章合論》、彭春凌《儒學轉型與文化新命－以康有為、章太炎為中心》皆以章太

炎的論敵康有為作為參照對象，說明康、章論爭背後的思想史意義。在汪榮祖的

研究中，康有為與章太炎之爭，並不是今文學派與古文學派之爭，而是文化觀的

差異，康有為認為文化是一元的，而章太炎則反對此觀點，認為文化是多元的，

文化觀的差別，才是他們爭論的核心問題，以文化觀來探究二人的思想，無疑具

有現代意義，試圖在全球意義上，探索章太炎的思想位置。17彭春凌的研究，側

重日本因素的影響，所以重視明治時期的思想背景，如日本報人論爭、日本近代

國體論述等等，以日本背景為參照對象，說明章太炎的取捨，強調章太炎多從中

國自身的政治傳統需求出發擬定改革方案。另外，康有為的尊孔與章太炎的批孔，

彭春凌認為，這不光是政治路線之爭，而是儒教正信與異端之爭，章太炎代表的

是「敬天」，康有為所代表的是「祀天」，這兩條路線都存在於傳統中，但由於轉

型緣故，此部分的矛盾被激化了。18
 

 

                                                                                                                                                        

研究通訊》，第 23卷第 1期(2013年 3月)，頁 195-231。陳學然，〈章太炎研究現況與書目索引(二)〉，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3卷第 2期(2013年 6月)，頁 233-261。陳學然，〈章太炎研究現況與

書目索引(三)〉，《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3卷第 3期(2013年 9月)，頁 227-258。陳學然，〈章

太炎研究現況與書目索引(四)〉，《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3卷第 4期(2013年 12月)，頁 251-281。 
15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16

 姜義華，《章太炎評傳》(江西﹕百花文藝出版社，1995)。 
17

 汪榮祖，《康章合論》(台北﹕聯經，1988)。 
18

 彭春凌，《儒學轉型與文化新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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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與日本的關聯，如小林武《章炳麟と明治思潮》19、石井剛的《齊物

的哲學－章太炎與中國現代思想的東亞經驗》20都強調明治時期的知識氛圍，影

響了章太炎的寫作。小林武的研究指出，如章太炎的《訄書‧原教》上篇部分幾

乎譯自姉崎正治（1873-1949）的《宗教學概論》，而將「阿賴耶識」的「種子」

解釋為「原型概念」，亦出自他的《上世印度宗教史》。石井剛亦強調日本因素對

章太炎的影響，但更重視同樣身處於現代化進程的章太炎與日本學人，對於此問

題的回應與思考，如以明治後期的高山樗牛（1871-1902）與章太炎的國家想像

相比較，或以日本戰後著名知識分子丸山真男（1914-1996）與章太炎的世界觀

相比較。強調日本對章太炎的影響層面的相關研究，除了歷史脈絡的補充外，是

藉由與同時期的學人比較，說明章太炎思想形成的層次，及其取捨間的意義。 

    上述研究多以思考章太炎與他所處時代思潮的關聯，不過，近來研究則多重

視章太炎思想對當代的意義。章太炎在當代重新被呼喚之因，一開始便是為了對

治全球化後變本加劇的諸多問題，例如文化衝突、資本主義問題、國家暴力，因

而諸多學者的章太炎研究，除了就章太炎論章太炎之外，文章背後的理論脈絡，

都有一參照對象，以讓我們定位章太炎在當代的位置。例如，汪榮祖以「文化多

元論」視角談論章太炎，參照對象即是以賽亞‧柏林（Sir Isaiah Berlin﹐1909－

1997）21；慕唯仁（Viren Murthy）以環球資本主義說明章太炎當時所處的歷史

位置，參照對象即是盧卡奇（Lukács György，1885-1971）22；劉紀蕙以國家與

支配分析章太炎的國家思想，參照對象是阿岡本（Giorgio Agamben）23；汪暉從

個體與平等思索章太炎的當代意義，參照對象是查爾斯‧泰勒（Charles Margrave 

                                                      
19

 小林武，《章太炎》(東京:研文出版，2006)。 
20

 石井剛，《齊物的哲學：章太炎與中國現代思想的東亞經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6) 
21

 汪榮祖，〈章太炎對現代性的迎拒與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四十一期(2003)，頁160-163。 
22

 Viren Murthy﹐The Politcal Philosophy of Zhang Taiyan﹕ The Resistance of Consciousness 

(Leiden﹕Brill﹐2011),pp.4-5. 
23

 劉紀蕙，〈法與生命的悖論：論章太炎的政治性與批判史觀〉，《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第2

期 (2015年3月)，頁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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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24
 

    從章太炎思想與當代間的互動的相關研究，皆可看到，研究者們多從章太炎

與現代性間的問題著手，其中一個重要觀念即是：「否定」。「否定」是什麼？是

反對嗎？章太炎的後人章念馳在談及他的祖父時，說道：「他總是一直在反對。」

河田悌一也從章太炎一生中的「反滿」、「反帝國主義」、「反代議制」等，稱他為

「否定性的思想家」25但是，章太炎的否定，似乎有更複雜的涵義，若說他否定

現代性，他又對諸多當時的西方社會學理論有所涉略，並運用至他的研究中。換

言之，如何理解現代性與章太炎之間的關係，便成為了章太炎思想的當代意義之

所在，學者在此便有不同觀點。 

    慕唯仁藉由盧卡奇（Lukács György）與普殊同（Moishe Postone）的理論，

構造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說明章太炎、尼采、叔本華等學者，他們的作品都可

視作是對該體系的回應，儘管他們未必能理解自己所身處的歷史條件，同時，慕

唯仁認為，所謂的現代性即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其中一個面向。26但是，汪榮

祖則對此提出了他的質疑。其一，章太炎在過往的文章中，都批評過黑格爾的線

性歷史觀、馬克思的唯物論，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理論框架，是否合宜﹖其二，如

果思想家要將未意識到的問題，歸因於歷史條件，是否需要更細緻地描繪這兩者

的關係，亦即反思比較的方法論問題。27
 

    慕唯仁與汪榮祖間的爭論，說明了他們對現代性的理解並不相同，汪榮祖的

立場是多元的現代性，即可以有「中國的」、「印度的」現代性，只是表現形式有

所差異，慕唯仁則強調，現代性的核心即是資本主義邏輯，即便有多樣的現代性，

然萬變不離其宗，其中資本主義的內核依然不變。而章太炎究竟屬於哪個路向，

就現有資料來看，汪榮祖的解釋較接近章太炎所意識到的問題，不過，慕唯仁的

                                                      
24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頁1015-1026。 
25

 河田悌一，〈否定の思想家‧章炳麟〉，收錄在小野川秀美、島田虔次編，《辛亥革命の研

究》(東京：筑摩書房，1978 )，頁 107-133。 
26

 Viren Murthy﹐The Politcal Philosophy of Zhang Taiyan﹕ The Resistance of Consciousness 

(Leiden﹕Brill﹐2011).pp4-5. 
27

 汪榮祖，〈Viren Murthy,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Zhang Taiyan﹕ The Resistance of 

Consciousness書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7期（2012），頁14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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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讓我們須重新思考，章太炎當年所未意識到的問題，在經過近百年後，研究

者是否能有新的後見之明。 

 

3.比較嚴復與章太炎思想的相關著作 

 

    關於嚴復與章太炎間思想的比較，可分為四個部分：嚴復譯介的進化論對章

太炎的影響、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與斯賓塞《群學肄言》的比較、環繞《社

會通詮》的論辯、全球資本主義背景下重估嚴復與章太炎思想。由這四個的面向

的研究，可約略看出，除了第一點外，先行研究多針對嚴復與章太炎二人的政治

立場及各自的論辯思想資源進行考察，進而針對嚴、章二人的差異，說明其思想

史意義。 

    在嚴復譯介的進化論對章太炎的影響中，王汎森在《章太炎的思想》中，將

章太炎的思想背景分成「乾嘉學統」、「晚清諸子學興起」、「嚴復的影響」、「佛學

的洗禮」四個面向，而「嚴復的影響」一節，則著重在兩人書信交誼與嚴復譯介

的「進化論」影響。例如，《訄書》中的〈族制〉、〈原變〉等文，都明顯有進化

論的色彩，不過，王汎森認為佛學很快地取代「進化論」，成為章太炎解釋問題

的新理論架構。28在這部分，王汎森強調嚴復對章太炎的影響，著重在進化論與

章太炎著作的關聯。 

    環繞《社會通詮》的論爭，先行研究在討論嚴復《社會通詮》與按語與章太

炎的〈《社會通詮》商兌〉論爭問題及意義時，多針對民族主義的合法性，以及

如何解釋中國這兩個問題進行討論，但是，對這場論爭的意義各自有其側重。例

如，王憲明在描述這場論爭時，從兩人針對民族主義、宗法社會觀點的差異進行

分析，但認為章太炎提倡的反滿革命，雖能建立現代國家，但其負面影響便是損

及領土完整，該節則結穴在《社會通詮》理論雖未必受到革命黨人歡迎，但歷史

                                                      
28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頁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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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卻未超出它所預測的結局。29姜義華亦從兩人針對民族主義、宗法社會觀點

的差異進行分析，但最後強調的是，章太炎的觀點，只有堅持從中國事狀本身出

發，只有對於中國的風俗形勢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從中歸納出符合中國的條例。

30干春松亦針對這場論爭中兩人的問題交鋒處著手，但延伸至兩人後期對國家與

社會秩序建構的歧見，嚴復的定位是，以西方為模板的現代化路徑，而所依循的

是立憲政治為主要的政治體制，而章太炎則是堅持中國的特殊性，反對議會和自

治等主張。31關於這部分的研究，多強調二人政見上的差別，及代表的思想史意

義，對於兩人論述方式與研究方法，較少著墨。 

    關於嚴復翻譯的斯賓塞的《群學肄言》與章太炎翻譯的岸本能武太的《社會

學》著作的思想史意義，韓承樺將嚴復與章太炎分別作為「西學」與「東學」的

代表，而《羣學肄言》與《社會學》則被歸類為生物有機學派與心理社會學派，

研究所強調的是這兩本書與二人思想間的關係。32黃克武則深化這兩條路線，說

明二人的政治主張與知識論的關係，嚴復傾向生物有機體論，故強調社會亦如同

生物個體般發展，在個人和社會的關係，則強調兩者間的相互影響，因而作為社

會基礎的個人，須得到良好的培養，因強調發展與適應，所以採取漸進的政治改

革，雖意識到路途雖可能有困阨，但終究有美好的前景。章太炎傾向心理社會學

派，強調「同類意識」是社會形成的起點，故採取激烈的種族革命主張，相較於

嚴復的樂觀，章太炎否定進化的通則，顯露出較悲觀的思想傾向。33不過，關於

嚴復與章太炎這兩本社會學思想的比較，多強調各自社會學學派特色，與嚴、章

二人的政治背景因素，然而，被歸類在心理社會學派的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

其中有對社會有機體理論反省，卻少被談論。 

                                                      
29

 王憲明，《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頁 204-208。 
30

 姜義華，《章太炎評傳》，頁98-102。 
31

 干春松，〈民族主義與現代中國的政治秩序——章太炎與嚴復圍繞《社會通詮》的爭論〉，

《開放時代》，第6期(2014)，頁84-98。 
32

 韓承樺，《審重咨學-嚴復翻譯群學肄言之研究》(台北﹕五南，2013)，頁180-216。 
33

 黃克武、韓承樺，〈晚清社會學的翻譯及其影響：以嚴復與章炳麟的譯作為例〉收錄在沙培

德、張哲嘉編，《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頁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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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上述著作，單就中國的背景談論中國，汪暉則是在全球資本主義現代

性下的背景，考察嚴復與章太炎是如何作出應對與取捨的，他認為嚴復屬於「名

的世界」，而章太炎則是「齊物的世界」。「名的世界」是一個企圖通過知識的合

理化而抵達的合理化的世界體制，「名」的關係的界定，主要建立在事物的功能

關係之中；而「齊物的世界」是對名的徹底摒棄，因而它實際上完全否定了事物

之間的功能關係。通過功能性關係的界定，「名的世界」實施了對世界各種關係

的控制，並把他們置於一種等級結構之中；而放棄對世界功能關係的界定，則意

味對一切等級結構的否定，從而也是對一切制度性的實踐的否定。34這兩種世界

觀的差異，反映了他們如何整合自身的思想資源。前面所提的慕唯仁研究，便是

承襲汪暉的看法。 

    有趣的是，在慕唯仁的研究中，以盧卡奇作為章太炎的參照對象，盧卡奇《歷

史與階級意識》的〈論物化〉一文中，他所要反省的，是韋伯所描述的社會-經

濟機器的「合理化」這樣的歷史背景與問題，與史華慈的切入視角相同，不過，

在史華慈的著作中，韋伯的理論作為嚴復各著作的背景，但是，在慕唯仁處，則

是敘述的主軸。 

    在〈論物化〉中，盧卡奇先引用了韋伯（Max Webber﹐1864-1920）的分析：

「現代資本主義企業在內部首先建立在計算的基礎上。為了它的生存，它需要一

種法律機構和管理系統，它們的職能至少在原則土能夠根據固定的一般規則被合

理地計算出來，像人們計算某一架機器大概可能的功率一樣。」35盧卡奇理解現

下的問題，其實是站在韋伯的合理化理論上進一步分析，他稱之為「物化」： 

物化現象同它們存在的經濟基礎、同它們的真札可理解性的基礎的這種分

離，由於下面這種情況而變得較為容易：要使資本主義生產完全產生效果

的前提成為現實，這種變化過程尌必頇遍及社會生活的所有表現形式。這

                                                      
34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頁843。 
35

 杜章智、任立、燕宏遠譯，盧卡奇著，《歷史與階級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頁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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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資本主義的發展尌創造了一種同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在結構上適合於

它的結構的法律、一種相應的國家等等。 

 

這種結構上的相似性確實如此之大，以致于現代資本主義的所有真札心明

眼亮的歷史學家都一定會察覺它。36
 

    在這樣的論述中，創建國家本身，不僅只是國內問題，還要思考中國在全球

體系位置與情況，嚴復和章太炎選擇的救國方式不同，一為立憲，一為革命，但

是，他們都認為中國勢必要轉型為現代國家，只是兩人所採取的方式不一，在慕

唯仁的思考中，這樣的作為，都是不自覺的參與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在這套新

的遊戲規則面前，需要調整原有的社會架構，方不至於亡國滅種，因此，考察二

人如何面對這一套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亦是觀察重點之一。 

    嚴復曾經在《原富》的〈譯氏例言〉中提到：「以斯密氏此書為純於功利之

說者，以謂如計學家言，則人道計贏慮虧，將無往而不出於喻利。馴至其效，天

理將亡，此其為言厲矣。獨不知科學之事，主於所明之誠妄而已，其合於仁義與

否，非所容心也。……此何異讀兵謀之書，而訾其伐國，睹針砭之論，而怪其傷

人乎？」37
 

    文中所提到的計學可看成是嚴復思想中現代性的隱喻，它猶如兵謀之書一般

能保家衛國，亦能再造中國，然而，章太炎則對引進這樣的新事物，如國家此一

新的組織形式，提出了他的疑慮和反省，這條路，是否是一條合理且能為人帶來

幸福之路，抑或是只存於人們的想像之中而已。 

    慕唯仁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重構晚清的思想背景，這樣的論述看似近於「西

方衝擊－中國回應」模式，其實大不相同，如列文孫（Joseph Levenson）曾經以

                                                      
36

 杜章智、任立、燕宏遠譯，盧卡奇著，《歷史與階級意識》，頁159。 
37

  王栻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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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認同」（culture identity）此觀念，說明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西方強勢文化

的衝擊下，產生了一種挫折與自卑的心理。但是，這樣的論述下，有許多問題被

忽略了。其一，晚清士人「文化認同」問題其實非常複雜，例如康有為尊孔、嚴

復談自由、章太炎批孔等，這幾個人所堅持的目標和方向各自不同，同時，他們

各自的論據也都不一，換言之，他們各自的「文化認同」亦有差別，在「西方衝

擊－中國回應」的模式下，他們被簡易地歸於一類，但是，他們所接觸的「西方」，

來源不同，整合方式亦有差異，如何一概而論﹖ 

    其二，猶如章太炎在〈俱分進化論〉對線性歷史觀的反省：現在我們所看到

的政治與變法模式，真的是最好的，難道它沒有任何問題，而這會不會只是我們

的臆想﹖這些學人對現代性相關的反省，並不光是為了護衛傳統，而是意識到，

倘若這麼實行，會不會產生更多的問題。換言之，這些學人並不只是被動的回應，

如對著牆壁擊球一般，只能追尋著球的來處而疲於奔命，更像是兩個人的對打，

彼此互有來往，有接受、有回應，亦有反省，如汪榮祖所說，是有迎有拒的。38
 

    綜上所述，在處理嚴復與章太炎的國家論述時，不僅僅要觀察基於立憲與革

命背後而展開的國家論述外，更要思考他們如何在全球背景與新的秩序架構，他

們是如何因應此變化，而這與他們的思想傾向又有何關聯。 

 

 

 

 

 

 

                                                      
38

 汪榮祖，〈章太炎對現代性的迎拒與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四十一期(2003)，頁14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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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進路與章節大綱 

 

    黃克武在分析梁啟超思想時提到﹕「如果我們將一個社會中的思想視為一場

辯論的話，這個辯論可能有三個方面，一是共有的預設（premises），一是共有的

議題（agenda），一是思想家針對這些議題所提出的不同主張（claims or doctrines）。」

39本文在考察嚴復與章太炎國家論述時，也將以此為標準，說明二人共同關注的

議題與對此提出的主張﹕如何塑造國家認同、國家的意義以及國家論述背後的知

識基礎，說明二人的同與異。     

    在思想定位上，則分別以「普遍性」與「否定性」界定嚴復與章太炎，在面

對全球背景與新的秩序架構，他們是如何因應此變化，而這與他們的思想傾向又

有何關聯。「普遍」一詞，借自李強在〈嚴復與中國近代思想的轉型〉一文對嚴

復的觀察，他認為在嚴復的思想中，貫串了一條「普遍主義」的線索，即關注的

是某種普遍價值而不是某種群體利益的的教義，在傳統中國文化中，對普遍價值

的關懷實際上表現為對道德的關懷。40以史華慈與黃克武二人所思考的問題為例，

即自由主義乃至於啟蒙價值能否被好好落實，但是，自由主義為何值得被肯定，

不就是研究者認為，啟蒙價值對人類而言，應是普遍的，是所有人類應追求的目

標。嚴復當年之所以遠走英國取經，翻譯了如此多著作，並試圖將其理想在中國

推行，不也是認為，這樣的價值不應限縮在特定人群之中，而應該是全人類共有

的。相較於章太炎的否定，嚴復思想的特點，就在其「普遍性」上，普遍性本身

的內涵並不只有「自由」而已，而是將思考重點側重以全人類為關懷核心，這也

反映在他所譯介的作品上。 

    章太炎的「否定性」則借自河田悌一的〈否定性的思想家〉一文，河田悌一

列舉章太炎所反對的清朝、君主立憲、帝國主義等事物，說明章太炎在動盪不斷

的晚清民國時期，是一個否定一切桎梏的思想家。在河田悌一的論述中，否定等

                                                      
39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頁38。 
40

  許紀霖、宋宏編，《史華慈論中國》，頁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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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反對，然而，貫串這些否定事物的背後又是什麼？為什麼要否定﹖此部分可再

深入探討。本文將以嚴復作為參照對象，說明章太炎的「否定」是什麼，同時，

並分析嚴復所強調的「普遍性」，與章太炎側重的「否定性」間的關係。並探討

二人關懷的三個論題：「如何塑造國家認同」、「何謂國家」、「國家論述的知識基

礎」並梳理其異同，並針對這三個問題提出若干解釋。 

    在第二章「何謂國家」中，將考察嚴復、章太炎是如何理解國家此一政治組

織，和人民間的關係為何，嚴復藉著自由的概念，思考政府與人民間的關係，章

太炎則從國家及其背後的意識形態，從不同層面進行批判，最後，以支持與反對

代議制的立場，分別說明他們如何理解保障民權，及制度移植的相關問題。 

    在第三章「如何塑造國家認同」中，將分別考察嚴復和章太炎二人對政治共

同體的認同為何？以及選擇國家建立的方式，關於國家認同，嚴復主張黃種、章

太炎主張漢種，而政治選擇，嚴復支持立憲，而章太炎選擇革命，從他們選擇的

路線不同，亦說明他們理解當下中國的政治問題與未來有別，因此，透過二人路

線的對照，方能看清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以及二人如何回應此問題。 

    在第四章「國家論述的知識基礎」中，將從前兩章所勾畫出的嚴復與章太炎

二人的政治藍圖，說明他們各將他們國家論述，奠基於何樣的知識基礎上，同時，

也觀察二人對文化交流的態度。一開始，先以嚴復與章太炎對翻譯的態度進行分

梳，翻譯，即是他們如何理解與建構知識觀的媒介，觀察嚴復與章太炎二人，如

何翻譯世界，如何翻譯中國。嚴復較強調可譯性，而章太炎較強調不可譯性。這

兩種翻譯取向，亦反映了他們對知識的看法，嚴復認為能夠藉由名學，以普遍的

框架整合各式各樣的知識，在這樣的框架下，能夠實現「道通為一」的理想，而

將國家論述建立在普遍性上。章太炎則認為，知識其實是由「遍計所執性」推導

而建立，並沒有實在性，我們應質疑任何以普遍性為名的事物，而章太炎則將他

的國家論述，建立在「真／俗」的框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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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五章中，總結上述各章內容及結論，並說明嚴復與章太炎二人的國家論

論述，由思考中國之興亡，拓展至超國家的想像，並說明其思想史意義。 

 

 

 

 

 

 

 

 

 

 

 

 

 

 

 

 

 

 

 

 

 

 

 

 

 



18 
 

第二章、何謂國家 

 

第一節、對中國傳統政治的反省 

 

    儒學傳統的政治理想，即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當人人能事父

母以孝，待子以慈，由己身推演至政治領域，同時，上位者君王能以德治國，藉

此影響治下的臣子與百姓，如孔子所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套理想

的政治藍圖，雖未必完美地在中國實行，卻也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 

    在處理中國的政治轉型時，章太炎與嚴復皆反省了中國的傳統政治問題，並

提出了他們自身的方案，本節將以章太炎的〈釋戴〉與嚴復的〈僻韓〉二文為例，

說明他們各自對中國政治的問題，提出何種解方，而他們的反省，亦與他們對國

家理念與政治形式密切相關。 

 

    （一）嚴復：以「自由」反省君臣關係 

 

    對嚴復而言，目前中國最大的問題則在君權過大，民無自由。在〈僻韓〉中，

嚴復的論點主要有二，其一反省國君的超然性的觀點。韓愈〈原道〉提到：「古

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

41，古代的國君除了是領導者之外，有其位，亦是聖人，教之以百工之術，有其

智，既是如此，其他人該做的，自然是聽命國君指揮，因而「行君之令」成為了

君臣關係的核心。但嚴復認為不然，君臣關係，應如孟子所言：「民為貴，社稷

次之，君為輕。」倘若以執行君令為國政的核心，不過是如老子所言「竊鉤者誅，

竊國者侯」罷了，其後，嚴復對君權的批判，則近似於黃宗羲的〈原君〉，提出

三代以上與三代以下之分別，與對君無上的宰制性所進行的批判。其二，則是認

                                                      
41

 ﹝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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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君要明其職分，使民得以自由。政府所當作的，主要是明刑、治兵與衛民財產，

同時，以強化民之才、德、力為核心，以求民之自由。同時，民之自由並不是建

立在廢君的的基礎上，而是君、臣、民三者處於平等的地位，各自發揮自己的能

力，國家方有富強的可能。42
 

 

     （二）章太炎：以「長民」作為國家的札當性 

 

    章太炎中國政治的反省，迴繞著「德治」的思考。因而在〈釋戴〉一文中，

他所思索的是，國家的正當性應建立於何處？ 

    文中環繞著「行己與飭身」、「長民與隸政」兩組論述，前者所對應的是道德

領域，亦即程朱學所談的個人的道德修養，後者所對應的是政治領域，便是一國

的執政重點，是解決人民的困難，使其需要得到滿足，但是，在中國政治中，這

兩者往往相混，政治、道德雜然不分，政治領域未能取得其獨立性的地位。 

    當混淆了這政治、道德兩個領域，人主和大臣，彼此都不依循客觀可見的「法」

相對待，而是以程朱之言相互攻訐，因而人主與大臣各自猜忌，政令難行，另一

方面，這樣的風氣亦影響至民間，戴震所見，是「謫人不以法律，顧摭取洛、閩

之言以叢棘。」43同時，當人民陷於艱苦生活之中，執政者常視若無睹。換言之，

政府的職責，在於長民，使人得職，這方是富強之道，行己與飭身，是道德領域

之事，這兩者應區分開來。但是，這並不是說，人民不應成為聖賢，而是強調政

治制度和措施，不應以此作為立基點。 

 

 

 

                                                      
42

 此部分強調分工的論述，和第三章所所言的社會有機體論相呼應。 
43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收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頁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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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復與章太炎二人的國家理念，便是環繞在對中國傳統政治的反省，嚴復看

重自由，故強調國家與人民間的關係應如何相處；章太炎對現代國家的概念，則

觀其是否重蹈中國傳統政治的覆轍，故批判性較強。嚴、章二人反省面向的差異，

影響了他們對國家此一組織的看法，亦反映在他們對代議制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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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嚴復：國家與自由 

 

(一) 國家何義？ 

 

    在《政治講義》中，嚴復提到：「凡是國家，必有治權。而治權以政府為之

器，故天下無無政府之國家。政治之論治權、政府，猶計學之言財富，名學之談

思理……內因言其內成之形質、結構、演進、變化及一切政府所以用事之機關；

外緣言其外交，與所受外交之影響。」44從嚴復的描述中，能夠很清楚地看到，

他定位國家，是以治權和政府為思考中心，進而談論相待的對象，前者所談是國

內人民，故須談政府機關的架設與功能，後者所言，指的是國家和國家間的相處，

因而論國家，嚴復認為須先澄清國家與相待對象間，彼此的權限在何處。 

    此外，在論述國家的性質時，還要和不同的「群」相比，在《社會通詮》中，

嚴復是如此說明國家與社會的差別： 

   夫國家之為社會也，常成於天演，實異於人為，一也；民之入也，非

其所自擇，不能以意為去留，其得自擇去留，特至近世而後爾，然而非常

道；二也；為人道所不可離，必各有所專屬，三也；其關於吾生最切，養

生送死之寧順，身心品第之高卑，皆從其物而影響，四也；為古今人類群

力群策所扶持，莫不力求其強立而美善，五也。此五者，皆他社會之所無。

45
 

    甄克斯的原作意在指出社會有多種，國家是一種特殊的社會，非為少數人而

設，而是為全體而設，人們無法選擇，一旦生於斯，便無法改變。王憲明提到，

第三到第五大特點，完全是由譯者所增加的，由於這三大特點的增加，國家成了

「人道不可離」的組織，既要養生送死、又要培養人民道德，還是人類共同努力

                                                      
44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 1247。 
45

 甄克斯原著，嚴復譯述，《社會通詮》，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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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通過嚴復增加的這些特點，我們看到的已不是西方那種充滿暴力的國家

觀念，所看到的更多是中國傳統「天下」的理想，強調愛護人民之「仁」，與提

升人民之「德」的觀念，國家更多承擔了一份「人道」的使命。46綜上所述，嚴

復所理解的國家，可由三個面向說明，其一，嚴復理解的現代國家，主要是從政

體與組織架構著手；其二，嚴復將國家定位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其三，傳統

的「天下」、「大同」思想，亦整合進嚴復對國家的理解，使得照顧人民成為了國

家的使命之一。須整合這三個部分，方能勾勒出嚴復對國家的看法。 

從宗法社會到軍國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國家，一方面重構與人民間關係，另

一方面，亦培養人們的參政意識，以強化民德、民智、民力。在〈論教育與國家

之關係〉一文中，嚴復批評時人只重民智，對民德毫不看重，甚至無意中破壞人

與人間的關係，在民德、民智、民力，他認為以「德育」為要，並闡明民德與社

會的重要性： 

今夫社會之所以為社會者，札恃有天理耳！札恃有人倫耳！天理亡，人倫

墮，則社會將散。47 

      東西歷史，凡國之亡，必其人心先壞。48
 

嚴復認為當時中國正處於價值觀轉型階段，人人往往不辨良莠，他批評道：

「乃自西學乍興，今之少年，覺古人之智，尚有所未知，又以號為守先者，往往

有末流之弊，乃群然懷鄙薄先祖之思，.....然而，廢其舊矣，新者又未立。急不

                                                      
46

 根據王憲銘的研究，對「天下」概念的描述，此處須深入說明。王憲明引用《禮記‧禮運》﹕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謂大同。」、

《孟子‧離婁》﹕「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荀子‧正論》﹕「湯武非取

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來說明，在中文的語境，與西方“state”大體相當的是「天下」，描述

天下概念時，都不是暴力或強力的象徵，而是「仁」、「德」的化身。參氏著王憲明，《語言、翻

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93。 
47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167。 

48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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暇擇，則取剿襲皮毛快意一時之議論，而奉之為無以易。」49嚴復認為，當時的

中國青年，對古人的學問理解不深，且守舊者眾多，難免會鄙薄傳統學問，但是，

對於所謂的「新」，只有皮相的理解，卻奉為珍寶，在《嚴復集》所收錄的演講

文章中，常能看到嚴復須一一說明當時的「新論」、「怪論」，是如何地不可靠。

嚴復關注的另個關鍵問題是，當時中國的教育應該如何推行，他認為，目前先求

普及大眾，因而教育內容當以簡易為主，之後再論完整的學科建置，同時，還須

設置一個考核機關，使教育普及能藉由國家的權力推行。 

    嚴復的民德、民力、民智論述，其實和近代以來對教育的理解相似，「教育

的目的，在引導個體潛能發揮與增進德智體群美五育健全發展，並促使社會整體

和諧與進步。」50個體需發展自身潛能，且須和社會相互配合，此種觀點，其實

是源自於啟蒙時代的教育觀，如嚴復不同意其諸多意見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也曾提到：「在君主委任的政府和行政長官規定的規則

之下，公共教育只是民眾或合法政府的基本準則之一。如果兒童公平地接受啟蒙，

如果他們接受國家的法律和共意志準則之灌輸，如果他們首先受到的教誨是自重，

如果他們接受典範和楷模的影響，……毫無疑問，他們的報答是，像兄弟那樣互

愛，要社會之所要，以善良公民的行為取代詭辯者貧瘠和空洞的胡言亂語，有朝

一日，成為祖國的保衛者和長者，他們永遠是祖國之子。」51在盧梭的論述中，

能看到他強調人民的品質為：自重、為社會奉獻、成為良善的公民，最終的目的，

是為了成為祖國的保衛者。啟蒙時期的教育觀認為，國家的兒童，應該由國家成

員撫育其成長，同時，國家有責任培育他們成為良善的公民。嚴復關於公共教育

為國家責任的思想來源，應出自於穆勒的《群己權界論》：「夫今日之童幼，固

後此之國民，而有共治此國之義務者，則國家天職，自宜使其身有承此義務之才

能。顧今昌言此義，而施之有政者誰乎？」52綜上所述，在談論當時的教育問題

                                                      
49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168。 
50

 〈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http﹕//ce.naer.edu.tw/policy.php (2017年5月29日檢索) 
51

 杜麗燕譯，卡諾伊(Carnoy﹐Martin)著《國家與政治理論》(台北﹕桂冠，2002)，頁26。 
52

 穆勒著，嚴復譯述，《群己權界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9)，頁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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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嚴復認為，須以民德為重，而授課內容與對象，以簡易普及為主，同時，國

家應擔任培養國民政治意識的責任與護衛他們的自由。 

    從〈論世變之亟〉、〈僻韓〉到《政治講義》，嚴復多方面地闡述何謂「自由」，

皮後鋒認為，嚴復的自由觀是一有機整體。53如前文《社會學》所述，以有機為

喻，重視次第漸進，個體與群體、制度間的相互影響，皮後鋒則根據嚴復在不同

語境與適用對象之不同，將自由分為六種54：  

 

1.族類自由（racial freedom），其內涵的對立面是人與自然，近於馬克思經典

作家所談的人適應與改造自然的能力。 

2.國群自由（state freedom），其內涵的對立面是國與國，即國家的獨立，將

集體視作置於自由的概念中，亦是自由主義原則適用於國際關係的結果。 

3.政治自由（political freedom），其內涵的對立面是民眾與政府，但根據政體

不同，定位亦有所差異。在《政治講義》中，政治自由包含兩條原則，其一

是「禁專制而防怙權之獨治」，在近代民主立憲國家中，強調基於人民主權

（popular sovereignty）原則，透過議院以制衡政府權力，以防止專制獨裁。

其二，「黜無謂之治權」，即根據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使人民享有

宗教、貿易、言論等自由。 

4.地方自由（local liberty），其內涵的對立面是地方與中央政府，即地方自治

（local government） 

5.小己自由（individual freedom），其內涵的對立面是憲政國家中的小己與國

群或社群，即對政府的權限進行合理有效地限制，個人自由才有保障。 

6.心志自由（mental freedom），其內涵的對立面是個人的精神意志與各種內

在束縛。 

 

                                                      
53

 皮後鋒，《嚴復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527。 
54

 皮後鋒，《嚴復評傳》，頁5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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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後鋒的分析讓我們看到了嚴復對自由的理解，是與他所關心的中國的自主

的諸多問題相連結，既重視國家富強，也重視群己關係間的平衡，如在〈原強〉

中提到﹕「夫所謂富強云者，質而言之，不外利民云爾，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

能利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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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是且亂。顧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尤誠優者也。」

55
 

    尋求富強一詞，對嚴復來說，並不只是國家單方面的富強，黃克武認為，嚴

復試圖在社會管制與個人自由間找到平衡。56然而，林同奇認為，嚴復本來就沒

有這種二元對立的預設，他的中心課題始終是如何發揮「作為力量之單位的個人」

的潛力，從而導致國家的富強。57這兩種說法雖明顯衝突，但是，各自說明了嚴

復對群己關係之一面。嚴復心中有群與己之分界，也曉得這會產生衝突。不過，

他解決的方式，是認為群與己之間的衝突，最後必然會達到一種平衡，因而，嚴

復的表述讓人覺得，他並不認為，群與己是二元對立的，如在《政治講義》中，

對「自治」(self-government)的分析﹕ 

非由己欲，亦非從人，但以事系公益，彼此允諾，既諾以後，即與發起由

吾無異。然則自治名詞，顧自可立，而以實事明之，譬如一國之民，本系

各不相為，各恤己私，乃今四郊多壘，有相率為虜之憂，於是奮然共起，

執戈偕行，以赴國難。此時雖有將帥號令，生殺威嚴，然不得為國人受驅

逼脅。何則？一切皆彼之自發心也。如此即為自治之一端。使此法可行，

將政界之中，無禁制抑勒之事，雖令發中央樞紐，無異群下之所自趨，從

此君民衝突之事，可以免矣。58
 

                                                      
55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27。 
56

 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頁228。 
57

 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頁336。 
58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 1300。《政治講義》中對自治(self-government)的描述，原文出自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1896)的 153-154 頁，原意更動不大，但在末尾對結尾的描述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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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欲」與「從人」分別對應人的行事原則﹕「人之行事，不出兩端，發於

己志，一也，從人之志，二也。前曰自由，後曰受管。顧一言治，便非自力，果

由自力，即不為治。」59在這裡，並沒有提到意見與價值的衝突，該如何調解，

而只是強調，人們能夠尋求到某一目標，且彼此共同遵守，進而達到自治的境界。

這樣一種藉由共同價值與目標的追尋，而進到一美善的境界的論述，除了在政治

領域外，也見於亞當斯密對國家財富（Adam Smith﹐1723-1790）的思考與論述。 

    《原富》中提到﹕「功分而生財之能事益宏，其事非俟聖人起而後為之施設

也，非前知其能生財而後分之若此也，蓋起於不得已焉。夫人生而有群，天與之

以有欲，其所以養此欲者，求之一仁之身不能備也，則其勢必取於相資。……顧

其事起於適然，各逐其欲而偶有合，非相為約而各任其一事也。」60、「人，自

營之蟲也，與自營之蟲謀其所奉我者，是非有已成乎其私，固不可也。市於屠、

酤於肆，燦乎高廩之家，以資吾一飱，非曰屠肆高廩者之仁有足恃也，恃是三者

之各恤其私而已。」61在亞當斯密的論述中，市場並不是人們所構想出來的，嚴

復特別強調，即便是聖人也不行。市場的形成，仰賴著人們意識到，自己是自營

的動物，要藉由發揮自己的能力，透過以物易物的方式，才能形成良好的循環。

在這裡，我們同樣沒有看到群與己的衝突，而只見人們因為遵守共同的價值與目

標，因而能物暢其流，市場的交易，因仰賴著雙方的你情我願，所以衝突在市場

運作的邏輯中，並非處於重要的位置，然而，從現代的眼光來看，自治是處理意

見與價值衝突的場域，《政治講義》選擇了戰爭此一最極端的情況，強調人們會

自發地去護衛自己的財產，「己欲」與「從人」在此形成一種完美的結合，而繼

續推演，當個人與群能夠達成平衡，那麼，地方與中央政府亦能消弭彼此的衝突，

                                                                                                                                                        

差異，《政治講義》以陳述事實的方式，認為自治能免除君民衝突，不過，原文對此美好的境界，

認為是“might come to be regarded as possible.”語氣較不那麼強烈，且《政治講義》中，將原文的

government 改為君，應是如戚學民所說，為了鼓動清廷立憲，而更動相關字句。 
59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1300。 
60

 亞當斯密著，嚴復譯述，《原富》(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頁10-11。 
61

 亞當斯密著，嚴復譯述，《原富》，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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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此制度的推行，必然而使衝突不再發生。 

    這樣一種對自治美化的論述，亦見於梁啟超，他認為自治的最高境界，即是

人們便可如機械與軍隊一般﹕「齊則齊進，止則齊止」同樣的，梁啟超亦強調自

發心，認為這是一種出自眾人良心所結成的法律。62孔飛力（Philip A. Kuhn﹐

1933-2016）認為，梁啟超對自治的觀點與描述，簡直是一種比「無形之手」更

為強大的力量。63孔飛力以無形之手比喻梁啟超對自治的想像，未必和亞當斯密

對經濟市場的理解有關，應是藉此比喻梁啟超對自治美善境界的理解。不過，嚴

復對自治與自由的看法，的確類似於亞當斯密對市場的想像，自由市場制度與政

治上的自由，在此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他們都認為藉由人們的自發，便可形塑成

一個完美的秩序。黃克武認為嚴復理想中經濟體制是資本主義式的自由市場，而

這與他肯定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是相配合的。64這樣的一種配合，其實是建立在

兩者的結構相似，共享同一種理，即自生自長的發揮自己才能，同時，彼此為了

同一目標與價值努力，最後，必能形成完美的秩序。在這裡，群與己並沒有衝突，

而是尋求到了美善的平衡，如同市場交易一般，買方與賣方彼此允諾，完成購物

手續，同時，每個人都能在社會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原富》「論分工之效」

一節的按語時，嚴復提到﹕「斯密之所言，通功易事也，異事而相資也，然其勢

必自通力合作始。通力合作者，同事而相助也。」65「通功易事」一語，原是嚴

復用以描述社會與有機體的相似處，在經濟學論分工時，他特意引入此概念，或

許也說明，嚴復在理解亞當斯密的市場時，亦認為市場如有機體一般，能夠各司

                                                      
62

 梁啟超，〈論自治〉《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41)，頁52。 
63

 陳兼、陳之宏譯，孔飛力著，《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

頁189。 
64

 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頁237。黃克武特意強

調嚴復經濟與政治間的相配，應是奠基於墨子刻的「三個市場」的觀念上。墨子刻在分析認識論

與政治發展間的關係，說明人性論、知識論的悲觀主義，強調在法律規範內，盡可能地擴大政治、

經濟、與思想「三個市場」之範圍，提升個人自由、降低政府干涉，因而實施自由的關鍵，即是

藉由法律相互制衡，以增加個人在政治、經濟與思想市場中自主性的選擇。而墨子刻認為，嚴復

將社會比喻成學校的傾向，應是與人性論、知識論的樂觀主義有關，強調社會應以學校為行為典

範，「先知先覺」者(教師)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依賴個人良心與一個完整的知識體系，管理被統

治者，並能高瞻遠矚地「因民之所利」。(見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形上思維與歷史性的

思想規矩〉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6卷第1期(2001)，頁59。) 
65

 亞當斯密著，嚴復譯述，《原富》，頁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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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職，藉著一筆又一筆的交易，使市場完美的運行著。然而，嚴復理想中的自治

真的可能嗎？即便是面對戰爭此一極端的情況，降與戰都未必能達成共識，遑論

價值衝突問題，自治，這樣一種美好的秩序，真的可能實現嗎？ 

    在這一節中，分析了嚴復對現代國家的理解，尤其著重在國家能作什麼，應

該對人民擔起何樣的責任。嚴復指出，國家之強盛，端視於人民的素質與參政程

度，因此，國家應擔任培養國民政治意識的責任，與護衛他們的自由，其中關鍵

就在於教育的普及，嚴復認為，還應增設一機關，監督普及政策的執行情況。最

後，針對嚴復心目中群己關係具體為何，在論述中，嚴復淡化群己衝突的面向，

而強調其理想性，這樣的論述方式其實近於亞當斯密對市場的描述與理解，然而，

同時留下了一個疑問，自治，真的能實現如「無形之手」一般美好的秩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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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章太炎：國家與平等 

 

     學界目前直接以章太炎國家觀、從政實踐、政制創設的相關研究，多半環

繞著〈國家論〉、〈明獨〉、〈代議否然論〉一系列討論國家與人民間關係的文章，

同時，也涉及章太炎對現代人格的要求和考慮。而之所以討論政治與倫理的改變，

實是因為，在面對政治體制的改革時，也必須重建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在姜義華和劉紀蕙的文章則都分別出現：「在致力於社會改革特別是政治體

制本身的改革時，人們早在思索，傳統的皇權政治要害在哪裡？改革如何方能切

中要害？」66、「章太炎同樣參與了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同時代人的情感結構，不

過，有別於當時大多數人的國家觀念與倫理政治經濟學，章太炎的思想深入地檢

討以及作為組織概念的國家。」67 

     無論是「傳統的皇權政治要害」，或是「倫理政治經濟學」，其實都涉及新

關係的建立，一方面是當皇權不復存在，也不以過往的親親尊尊為原則，該如何

做，才能建設所謂的新中國？因此，晚清民初一系列討論什麼「人」的文章，實

是和近代政治與社會變動息息相關。68另一方面，現代國家成立之背後，如《社

會通詮》所言：「以一民之小己為么匿者，民皆平等，以與其國之治權直接。」69

現代國家將個體剝除了家庭、宗族等關係，這時的自由，實是相較於血緣、氏族

等關係，但是，個體亦要擔任建設國家的責任，因此，國家既讓個體得到了自由，

但是，個體是否也因此被國家所支配。相較於嚴復來說，章太炎針對這前所未見

的國家力量，有大量的批評與反省。 

 

 

                                                      
66

 姜義華，〈論章太炎的國家學說及從政實踐〉，《天津社會科學》第 5 期（1994 年 10 月），

頁91。 
67

 劉紀蕙，〈法與生命的悖論：論章太炎的政治性與批判史觀〉，頁 45。 
68

 王汎森，〈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收入王汎森主編，《中國近代思想史

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台北，聯經，2007)，頁171-172。 
69

 甄克斯原著，嚴復譯《社會通詮》，頁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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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與支配 

 

    章太炎精於諸子學，尤其是對法家的研究，結合他的現實關懷，提出了許多

創造性的詮釋，甚至有學者以「新法家」論章太炎的法家研究。70姜義華、劉紀

蕙對此亦有精要說明﹕「對章太炎來說，他力圖樹立法為最高權威，建立法治的

秩序，改變原先的集權狀態，使立法、司法、行政、教育監督諸權明確分立，既

互相制約又相互平衡。」71、「章太炎以生命本身的「諸法平等」而「不齊為齊」

的前提，檢討「時」與「位」交會處之權勢結構，釐清「法」的成文以及文質的

張力，這種批判史觀正可以鬆動被執著為實的名相以及僵化的組織與觀念。」72
 

    姜義華與劉紀蕙皆注意到了，章太炎的思想中，是期待建立一個以法為核心

的政治體系，在〈釋戴〉一文中，他便批評君臣因不循法，而以道德的名目相互

攻訐，在此，姜義華則強調，「分權」即是法創立的目標，也是立法、行政、教

育所依循的軌則。不僅如此，姜義華認為章太炎這麼做，實是考慮當下中國的情

況，他提到：「章太炎所擬定的這一操作程式，有利於將現代化所造就的社會菁

英集合起來，透過政治權力引導整個中國從小農文明走向現代文明。」73
 

    劉紀蕙則注意到章太炎思索「法」的另一面向，假如透過語言能讓人彼此了

解，但是，因語言而形成的誤解，又何曾少了？法的功用與可能出現的問題亦同，

劉紀蕙的研究則著重於思考，章太炎是如何思考思索法之弊，同時也納入了《齊

物論釋》中的種種觀點，強調鬆動、批判等概念，而她認為章氏之所以這麼做，

實是因為「如果不以解構的方式重新思考『國家』，或是思考一種『公共的社群』，

那麼這個共同體的各方面便都會更為輕易地被權力占據者縱向與橫向地壟斷，而

被壓抑的人們更無法尋得出現的空間。」74換言之，章太炎「不齊而齊」的理想，

實是要面對權力的挑戰的，而章太炎對於國家的批判與反省，見於〈國家論〉： 

                                                      
70
 王汎森，《章太炎思想研究》，頁153-160。 

71
 姜義華，〈論章太炎的國家學說及從政實踐〉，頁110。 

72
 劉紀蕙，〈法與生命的悖論：論章太炎的政治性與批判史觀〉，頁45。 

73
 姜義華，〈論章太炎的國家學說及從政實踐〉，頁91。 

74
 劉紀蕙，〈法與生命的悖論：論章太炎的政治性與批判史觀〉，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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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實有者；二、國家之作用，是勢不得已而

設之者，非理所當然而設之者；三、國家之事業，是最鄙賤者，非最

神聖者。75 

    在這三個面向的描述中，可看到國家對章太炎而言，首先是如因緣和合般成

立，存在的目的與外在條件分不開，就當時的情況而言，是為了抵禦外國勢力侵

略而存在，換言之，一旦沒有了相應的條件，國家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針對上述觀點，學者們各自有不同的見解，如汪暉認為章太炎把「個體／國

家」二者放在截然對立的關係中。76反對國為主，民為客的觀點，這樣的看法會

壓迫個體，類似的處理方式，也見於他討論公理、進化、唯物、自然、國家、社

會等概念，汪暉說道:「這種分離決定了個體沒有自己的深度或內在性，不能成

為價值認同的基礎，也決定了章氏思想的內在邏輯：對個體的強調最後卻導致對

個體本身的否定，對宗教、信仰和普遍的宇宙模式的追究。這就是他的〈建立宗

教論〉和《齊物論釋》的宇宙模式得以產生的思想動力。」77
 

    然而，這樣的說法，其實是大有問題的，姑且不論章氏本人一生為革命奔走，

創建新國家。汪暉對章太炎〈國家論〉的理解，對佛學用語的理解，其實有根本

上的錯誤。稱國家為「假有」，並不等於反對國家建立，而是認為國家此物，是

因緣和合而生，只存在於特定的時空，同時，它還不斷變化著。此點可藉由岸本

能武太針對「社會有機體論」的評論作一對照，對嚴復而言，國家為一種特殊的

社會，換言之，國家亦是一種有機體，岸本能武太認為，國家與有機體，有相似

處，亦有相異處﹕ 

 

 

                                                      
75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收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頁484。 
76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公理與反公理》，頁1078。 
77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公理與反公理》，頁 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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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夫組織軀體者，則為肌骨血脈，而其物常以新陳代謝……今日軀中之物，

必與十年之前悉異，然全體形性，猶自保存，今日吾身，猶昔之吾身也。……

社會亦然，組織社會之箇人，至百歲而止矣。箇人與箇人，前後迭代，而

社會猶自永存。78 

    此段強調國家與軀體的相似處，雖然人如細胞一樣代謝，春去秋來，但是，

國家卻不會因此而消失，這樣的論述，容易讓人以為國家是實有的，而人民不過

是可替換物，岸本能武太認為，社會與有機體的差異，在於軀體的細胞是無意識

的，不過，作為社會部分的個人確是有意識的。岸本能武太此部分對於群己關係

的描述，或許某程度上亦影響了章太炎。 

    章太炎認為，認為國家的概念是非實有的，個人才是有自性的，在此無疑打

破了原先對「國家／人民」主客二分的描述，所以，國家並非是不可質疑的概念，

對人民而言，它並沒有優先性，所謂「勢不得已而設之者，非理所當然。」亦是

如此，因為在理上，國家只是一假有，只是暫存於此，劉紀蕙稱此為「政治性的

解放」79
 

    在汪暉的論述中，章太炎對群和個人的理解，是二元對立的，雖高揚個人至

上，但個人實是無所逃離於群的掌控的，而這顯然是和章太炎的思考有別。而關

於理解〈國家論〉這段文字，慕唯仁認為「國家之作用，是勢不得已而設之者，

非理所當然而設之者。」其中的「勢」字是相當關鍵的部分，是章太炎為了回應

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人對「天理」的闡釋。80改革派將「天理」與國家和社

會相連結，要求個體走向集體的犧牲，同時，求助於「天理」以對通過進化來消

除差異進行合法化。81但是，強調「勢」，則是要說明這個概念背後的非目的論

                                                      
78

 章太炎，《譯文集》，收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頁140。 
79

 劉紀蕙，〈莊子、畢來德與章太炎的「無」：去政治化的退隱或是政治性的解放〉，《中國

文哲研究通訊》，第二十二卷第三期(2012年9月)。 
80

  Viren Murthy,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Zhang Taiyan(Brill，2011) , pp.194-195. 
81

  Viren Murthy,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Zhang Taiyan(Brill，2011) , pp.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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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將真實性歸於「個人」，而非歸於「群」。82為了避免這樣的問題產生，

章太炎更具批判性地剖析個人與「公理」之間的關係，也為了前所未有的國家力

量與群的話語面前，替個人留下自由之處，但是，這樣一種對國家的提防，究竟

來自何處？ 

    在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中曾提到： 

夫然則社會生存，其任皆負於督制者，若夫督制系統之發達，斯以何術致

之？曰亦在生存競爭爾。無戰爭，則人羣不必受督制於一人，有戰爭而非

久且大，則督制系統亦無以強盛，何者？久戰亟戰，則人習於受制，而服

從之性自成。大戰則所統者眾，而主者之勢力自廣。然則督制系統之發達，

其不在戰爭耶？83
 

    群體的成長與擴張，是與抵禦外敵息息相關，換言之，武力的防衛，是國家

存在的目的之一，那麼，國家概念的特殊性，便是建立武力的使用上。在排滿的

論述中，章太炎曾以復仇作為反滿的正當性﹕「法律者，則以公羣代私人復仇爾。

既其相代，則私人之復仇者自可禁遮；然至於法律所窮，則復仇即無得而非議。

兩國交兵本復仇之事，即有過當而他國莫能問者，以國家之上更無法律以宰制之

也。」84章太炎將戰爭定位為復仇，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執行武力才有其必要性，

而當戰爭平息，將會以法律作為弭平爭端的方法，但是，復仇的口號與對象，往

往繫之於少數者的抉擇，戰爭結束後，我們往往誤將眾人努力的功業，歸功於一

人，戰爭本需集結眾人之力，然而我們卻讓少數人代替人們抉擇，在此，個人的

選擇即消失了，對章太炎來說，戰爭是功利的行為，如「功利者，必非一人所能

為，實集合眾人為之。」85人們往往忽略了許多事情往往需集合眾人之力，也忽

                                                      
82

  Viren Murthy,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Zhang Taiyan(Brill，2011) , pp.195. 
83

  章太炎，《譯文集》，頁120。 
84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頁277。 
85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頁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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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了武力本身的使用，其實是倫理問題，因武力的使用就會涉及到生命的犧牲，

那麼，誰應該去犧牲呢？這只有上位者站在共同體的基礎上才能抉擇。 

    相較於嚴復以人們在面對戰爭時，必然會形成一致的團結感，藉以說明自治

的可能；章太炎將戰爭視作一倫理問題，進而思考國家的性質，因而章太炎對國

家的定位中，將其視為鄙賤之業，那是因為國家收攝了一切軍事力量，人們只能

依循國家之法而行，同樣的，國家在獲得此權力之後，也得到了支配個體的權力，

若忽略此面向來談國家，相關理論與舉措，必然是不完善的，若不談論此一面向，

事實上會忽略國家和人民間力量的差異，甚至人民亦會不自覺的認為，這似乎才

是真實的情形，法與支配，實是章太炎論國家與平等的重要命題。 

 

    （二）群與公理 

 

    章太炎對個體的肯定，立基於國家的「支配性」面向，此面向則需在「群」

的話語中考察，在岸本能武太《社會學》提到： 

社會非有全體在，特有無數個箇人在耳。而箇人亦各獨立，無所依賴，本

無相助，亦無求於相助，故獨存為自然。團結為偶然，部分為實事，團體

為妄言，無數個人，比於海濱之沙粒，沙粒皆自存，而其同在海濱者，亦

出於偶然耳。且以實際言之，人類以社會而被鉗束，致毀損自然之權利多

矣。故箇人宜脫社會之裁判，以復歸其自由。86
 

    在這段文字中可看到，以沙粒與海濱來比喻人和群體、社會之間的關係，強

調其出於偶然，反而獨存才是真正的自然狀態，團結則否，這樣的論述，都是為

了揭示群的話語的歷史時空性，而非訴諸其超時空性，亦讓人聯想到〈五無論〉

中，個人對於群體本無責任的論述，有學者認為這是章太炎最後走向虛無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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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譯文集》，頁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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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好相反，章太炎所做，正好要指出我們身處觀念的虛無性，亦即他所說的無

自性。        

    章太炎對一切以美好理想為名的概念，都相當的警醒，例如在《齊物論釋》

中對墨家、外國勢力的口號，他都一一予以解構，他的〈五無論〉中的無政府，

〈四惑論〉的「反公理」，其中的「無」跟「反」，都不應當輕易的解做反對，而

是藉著描述該概念的組成，例如國家、政府，說明他們的形成原因，以及可能帶

來的危害。例如，他對公理的描述，即是「所謂自然者，非彼自然，由五識感觸

而覺其然，由意識取象而命其然，是始終不離知識，即不得言本在物中也。」87

公理也只是由感官和知識推導而成，非是最終的道理。 

    然而，章氏為何如此畏懼公理的產生呢？他提到:「其所謂公，非以眾所認

同為公，而以己之學說為公，然則天理之束縛人，甚於法律；而公理之束縛人，

又幾甚於天理矣。」88對他而言，現下所提的公理，讓他聯想到在〈釋戴〉中提

到的「以理殺人」，那比有形的法律更可怕，人就在不知不覺中，認為天理即吾

之天性。他以勞動舉例﹕ 

構造一說則誣人曰：『勞動者人之天性。』若是者，則可以明進化教耳。

本與人性相戾，而強為訓令以籠愚者曰:『爾之天性然』若是而主持強權

者，亦可以訓令以籠人曰:『服從強權者，爾之天性然。』此與神教之說，

相去幾何？89 

    在物競天擇的世界中，人要相互競爭方能獲得自身的地位，在文明社會中，

人亦是靠著勞動換取報酬，不過機制有別，但是，勞動是人之天性嗎？當它一旦

被賦予天理的崇高性，人們便會因此顛倒因果，認為勞動即是我的天性，人也就

在此泯除了差異性，一切為了勞動的目的服務。類似的邏輯，同樣可見於政治口

                                                      
87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頁482。 
88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頁469。 
89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頁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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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當主權者、話語權、公理三者一旦結合，定位公理的權力一旦為有心人所用，

那麼，即使受到壓迫，不也會認為，那不過就是我的天性嗎？面對那些被斥於現

有秩序外的「他者」，也不會同情他們的遭遇，自己反而會成為鞏固現下秩序的

加害者。同樣的觀點也見於韓炳哲描述當代社會的特質，他認為現在的社會，可

稱為「倦怠社會」，之所以形成此因，可透過傅柯的規訓社會與現下強調的功績

相對照： 

規訓社會是一個否定性的社會，是由禁令的「否定性」所規範。主導否定

的情態動詞是「不可以-不允許」，（Nicht-Dürfen），「應該」（Sollen）也帶

有強迫意味的否定性。功績社會擺脫越來越多的否定性，並持續解除管控，

漸漸將「否定性」給揚棄，無遠弗屆的「能夠」（Können）是功績社會肯

定的情態動詞。90
 

    規訓社會與功績社會的差異在於，前者透過否定性來約束你的作為，後者則

規範你所能做之事，並以「能夠」的話語，鼓勵你去做，規範背後其實便是已刪

去你所你不被允許作的事了。 

    從「不應」到「能夠」，其實和太炎所觀察到的相似，起初設下禁令，後來

成為了以理殺人，內化到了人們的內心，人們從秩序的被支配者，進而成為秩序

的擁戴者，現下所言的公理，未來為有心人所用，也容易變成了「以理殺人」的

現代版，受壓迫者未意識到概念的來處及語境，以及為何要這麼做，只剩下對公

理無條件的服從。 

    相較於嚴復描述國家與人民的關係時，側重其理想性，即自治能達成的目標

與美好想像，能如市場機制一般形成一美好的秩序，章太炎在思考國家與人民的

關係，則強調其衝突與壓迫的面向，因人們常忽略不平等的面向，在描述關係時，

常不自覺的以若如何做，會形成一完美的秩序，但是，所謂完美的秩序云云，其

                                                      
90

 莊雅慈、管中琪譯，韓炳哲著，《倦怠社會》(臺北：大塊，2016)，頁32。 

 



37 
 

實是建立在群與己一致的情況下，然而，這樣的一致，未必皆是出自人民的自發，

反而是在現有的秩序下與話語結構下，沒有異己的存在，唯有和群一致的步調，

己，方被視作是群的一分子，在這樣公理論述的背後，因為雙方的力量並非屬於

同一層次，而無所謂平衡，只有單面向的服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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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政治制度的選擇：代議與反代議 

 

    穆勒和孟德斯鳩皆曾思考一個問題：「即使是專制，若有好的君主領導，未

必不是一個好政體。」然而，這兩人最後依然認為民主有其優於專制之處，穆勒

認為，好的君主，要能統領全國，既要有一批能幹的行政官僚、卓越的監督者與

管理者願意跟隨他，還要能處理大量的資訊，方能符合人民的需求，然而這樣的

人，未必會願意擔任這樣的任務。91這樣的描述，和黃宗羲談為天下之先的君主

相似。不過，不同於黃批評君主之私而造成的惡行，穆勒認為，即便真有這樣的

人能夠為大家興利除弊，但這樣的假設卻忽略了，良好的政治觀念中，應追求的

是人民自身的改進，只有人民真正意識到自由與才能的重要，進而能參與政治，

這樣的治理才是一種良好的政治。92
 

    孟德斯鳩之所以贊成民主而反對專制，主要是從制度著眼，他說： 

夫制之所以仁者，必其民自為之，使其民而不自為，徒坐待他人之仁我，

不必蘄之而不可得也。尌令得之，固其君誠仁矣，而制則猶未仁也。......

國之所以常處於安，民之所以常免於暴者，亦待制而已，非恃其人之仁也。

恃其欲為不仁而不可得也，權在我者也。使彼而能吾仁即亦可以吾不仁，

權在彼者也。在我者自由之民也，在彼者所勝之民也。必在我，無在彼，

此謂之民權。93 

    相較於易變與不可測的君主，建立良善的制度，才是解決此問題的良方，若

要保障自由與民權，最好的辦法，是建立制度，而非是仰賴君主之仁。換言之，

要落實真正的自由，便須落實在法律上。     

 

                                                      
91

 郭志嵩譯，約翰‧密勒(John Stuart Mill)著，《論自由及論代議政治》(台北﹕協志工業叢書出

版，2000)，頁132。 
92

 郭志嵩譯，約翰‧密勒(John Stuart Mill)著，《論自由及論代議政治》，頁132。 
93

 孟德斯鳩原著，嚴復譯述，《法意》，頁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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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透過法律以限制政府權力外，根據前文引述皮後鋒的研究，關於政治自

由（political freedom）時，其中一條規則即是基於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

原則，透過議院以制衡政府權力，以防止專制獨裁，藉由議會以制衡政府權力亦

是相當重要的。而嚴復在評論議會與民權間的關係提到﹕ 

其拓土開國之人，暴戾橫恣，著自古昔，然莫不知賦稅財物者，本民之所

有，至吾欲取用之，……必待民之既諾，而後乃可取也。故雖召集通國之

民，其事至為煩費，且有時或動民嵒，故其勞不可已，不如此者，賦不可

加，財不可得也。乃今詴執此義，而求之於神洲震旦間，而考之於古以來

聖經賢傳之繁富，其有曰君欲賦民，必代民諾乎﹖至於韓愈之〈原道〉篇，

則曰民不出租則誅而已。94
 

    嚴復在此說明了議會的歷史起源，其中一個原因，便是人們因應政府不合理

的加稅舉措，若要加稅，則須得到人民的同意，然而，未必人人皆有空參與其制

度，故推舉代表以爭取權益，而最後反觀中國情況，強調此制度的重要性。因此，

嚴復在《政治講義》第七講中，深入的討論議會、選舉等政治制度，便是站在「申

民權」的角度思考的。嚴復提到，各國以選舉權的普及程度，來衡定各國的自由

程度，既有程度可言，那麼，自由是比較出來的，如英國、法國的代表比例，相

較於政權大小，亦極微小。此外，他認為，代議制是實踐民權的關鍵手段。儘管

代議制有其資格上、比例上、多數決的限制，也只能「以術之窮，捨此別無他法

之故。」95接受這制度的限制，相關的解決之道，應能夠藉由普及選舉權，解決

可能出現的問題。相較於嚴復對代議制充滿了期待，即便意識到其限制，也認為

未來會有改善的可能，章太炎在〈代議然否論〉中，則從多個面向闡述代議不可

行之因。就當時中國的情況而言，選出來的人，勢必是地方上有勢力的人，他提

到： 

                                                      
94

 甄克斯原著，嚴復譯述《社會通詮》，頁160。 
95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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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陋恆民之所屬白，本不在學術方略，而在權力過人，以三千人選一人，

猶不能得良士。數愈闊疏，則眾所周知者，愈在土豪。96 

    前文提到，嚴復認為普及教育是中國當時最重要的事務之一。章太炎認為如

果貿然行代議制，具有基本知識水平的人們，必然是少數，因此，具有卓識政見

者會必會被賞識。那麼，如果限定選舉資格呢？限定一定的知識水平，容易使權

力被特定人群掌握，若以財產為標準，中國各地的經濟水平不同，那麼，標準該

怎麼定呢？這都使得代議制的執行被打上重重問號。章太炎認為代議制帶來的問

題，未必比專制少。97同時，代議制的構想，也和它所聲稱的理想相悖： 

夫代議本以伸民權也，而民權顧因之日蹙，自令二百六十六人中必有一人

居其維首，其權力與眾絕殊，名為損上益下，於下反增之層累，此則名實

相戾。98 

    選擇議會，勢必要再選一個議長維持秩序，議長本身的權力，是否又在選舉

人之上，那麼，他究竟要代表誰呢？因而章太炎認為，代議看似是伸民權，其實

反倒使民權不彰。 

    雖然不贊成行代議制，但章太炎認為，總統勢必要以選舉的方式選出，他說

道：「總統之選，非能自庸妄陵獵得之，必其嘗任方面與為國務官者，功伐既明，

才略既著，然後得有被選資格。故雖以全國人民臚言推舉，不至怐暓而失其倫也。」

99相較於地方行代議制，參選資格不易訂定標準，但總統參選人的選舉資格，須

先擔任中央官員，此一規定，便讓總統選舉保證能選出一定程度的領導人，倘若

選擇代議制的原因，是為了制衡元首，章太炎認為不必多此一舉，只要在現下的

                                                      
96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頁313。汪暉認為，章太炎批評代議制之因，應放在滿清政府以

代議制加強了國家對基層社會政治和經濟控制的歷史脈絡下分析。參氏著《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

頁1064-1067。 
97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頁316。 
98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頁314。 
99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頁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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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明定分權標準即可。 

    章太炎說道：「夫欲恢廓民權，限制元首，亦多術矣。......總統惟主行政國防，

於外交則為代表，他無得與，所以明分局也。司法不為元首陪屬，其長官與總統

敵體，官府之處分，吏民之獄訟，皆主之。雖總統有罪，得遠治罷黜，所以防比

周也。」100各個職權之間彼此能相互牽制，且司法能有處分不當元首之權，那麼，

法律又該如何訂定呢？章太炎則說：「凡制法律不自政府定之，不自豪右定之，

令明習法律者與通達歷史周知民間利病之士，參伍定之，所以塞附上附下之漸也。

法律既定，總統無得改，百官有司毋得違越。有不守者，人人得訴于法吏，法吏

遠而治之。」101
 原先屬代議制的訂定法律之權，由專業人士所組成，政府與豪

右不得干預，這是為了使法律能夠維持它的超然性，而不被特定權力階層所染

指。 

    另外，在章太炎的設想中，學校也應獨立於政府之外，他提到：「學校者，

使人知識精明，道行堅厲，不當隸政府，惟小學校與海陸軍學校屬之，其他學校

皆獨立，長官與總統敵體，所以使民智發越，毋枉孰事也。」102、「知學校為使

人求是非，為使人致用，則學官與政官分，然猶建長理之，分帑賦之，不純任民

間自為者。」103上述這些構想，基本上都是為了取代代議制的功能，並使學術獲

得其獨立的地位，而章太炎上述以分權為中心所形成的政治體制，也是借鏡明代

法制，他說道：「責有專負，事有專任，非眾建之例。借觀明代法制，行省有布

政、按察二使，政刑分權，無他官以臨其上。」104相較於嚴復把代議制，當作是

實行自由、伸民權的關鍵手段，章太炎則以「名者，實之賓也。」105回應嚴復的

觀點，既然有更好的方法以衛民自由，那麼，也就可放棄代議制的設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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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頁318。 
101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頁318。 
102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頁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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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頁319。 
104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頁320。 
105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頁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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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復與章太炎二人，對代議制的態度展現迥然不同的思考，嚴復認為，只要

立憲能搭配代議制，引導各式各樣的聲音進入政府機關，同時，擴大人數的參與，

代議制勢必能完成「申民權」的功能，亦能一併解決革命問題，但對章太炎來說，

議院與立憲一樣，若不考慮它的實踐過程的困難與中國的歷史脈絡，民權會被簡

化為制度的設計，似乎只要有了這個形式，民權也就實現了，那麼，人民真正參

與了嗎﹖法律與制度固然能保障人們能行使此權力，但卻不能保證此價值的確能

落實在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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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結論 

 

    本章一開始先從嚴復與章太炎二人中國傳統政治的反省進行說明，嚴復看重

自由，故強調國家與人民間的關係應如何相處，章太炎對現代國家的概念，則觀

其是否重蹈中國傳統政治之覆轍，故批判性較多，這兩者的差異，形塑了他們對

於國家此一組織形式與代議制的態度。 

     嚴復對國家的描述，較強調國家能為人民作什麼﹖這部分的思想來源，應

源自國家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的有機體想像，由個體、部分，再到整體的強化，

另一來源則是傳統的「天下」、「大同」中對國家與人民間關係的想像，強調照護

人民與民胞物與的精神，同時，國家亦應藉由教育，提升人民的民德民智民力，

培養其政治意識，並護衛其自由。嚴復在思索國家與自由時，淡化群己衝突的面

向，強調其理想性，這樣的論述方式，和亞當斯密對市場的理解與想像相近，認

為自治能達成的目標與美好想像，能如市場機制一樣形成一美好的秩序。 

    章太炎先從國家的性質談起，強調它的暴力面向與支配性，再藉由佛學無自

性的觀念，聲明個人的重要性，因而，在思考思考國家與人民的關係時，相較於

嚴復談論國家能為人民作什麼，如何形成完美的秩序；章太炎則側重國家與人民

間，衝突和壓迫的面向，同時，以平等此一概念，對這一新的政治組織，思考它

可能帶來的危害，並認為在所謂完美的秩序背後，其實是更大的壓迫，只有單面

向的服從。 

    嚴復與章太炎二人，對代議制的態度展現迥然不同的思考，其關鍵在於，代

議制是否真如他所說，能夠真正的「申民權」但是，對章太炎來說，議院與立憲

一樣，若不考慮它的實踐過程的困難與中國的歷史脈絡，民權會被簡化為制度的

設計，似乎只要有了這個形式，民權也就實現了，那麼，人民真正參與了嗎﹖章

太炎則透過多個面向的質疑，懷疑它實行的可能性，而提出自己的另一套方案，

而此方案與代議制所宣稱的意義相同，皆是為了要制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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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如何塑造國家認同 

 

第一節、新共同體的建立 

 

    晚清士人在甲午戰後，持續尋找救國之方，他們各自整合自身內部的東西學

資源，思考如何組成一個新的政治共同體（political community），此問題涉及三

個問題：其一，思考共同體內的成員為何？其二，成員與成員間的關係，其三，

正當性建立在何處？ 

    沈松僑在處理晚清以來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 時，分作幾個派別，以

孫中山為代表的強調種族、血統的「種族的國族主義」（racial nationalism）；以

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滿、漢、蒙、回、藏諸族群，同為一國之人的「文化的

國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以晚清立憲派透過「國民」論述，以憲法、國

會作為認同符號的「國民社群」（community of citizens） 此即「公民的國族主義」

（civic nationalism）。106這三種國族主義，在當時，彼此各有論爭，在建國後亦

有合流或重疊，如支持「驅逐韃虜」，強調「種族的國族主義」的孫中山，後期

便走向五族共和，近於「文化的國族主義」。而以康、梁為代表的「文化的國族

主義」，後來亦涵蓋了以立憲為框架的「公民的國族主義」107許紀霖則簡化了上

述分類方式，畢竟這三者標準不一，而改以「政治共同體」與「歷史文化共同體」

兩個分析範疇，後者，則涵蓋了「種族的國族主義」與「文化的國族主義」，而

政治與歷史文化兩者的認同差異在於，前者是政治法律制度，或公共的政治文化，

後者則強調歷史傳統遺留下來的文化、語言或道德宗教。108這兩個分析範疇，近

於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所提的「公民－領土」、「族群－文化模

                                                      
106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

期 ( 1997)，1-77。 
107

 汪暉，《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北京﹕生活‧新知‧三聯書店，2011)，頁72-76。 
108

 許紀霖，〈在現代性與民族性之間——現代中國的自由民族主義思想〉，《臺灣東亞文明研

究學刊》，第4期(2005)，頁20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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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他認為這兩個分析範疇並不是互斥的，只是在政治光譜上，人們的論述會

較偏向某一側。109
 

    章太炎與嚴復二人，在創建國家的過程中，有著兩種不同的國家想像與認同

基礎。章太炎對清廷失望後，走向革命，強調排滿與鞏固漢種認同，因而他的政

治認同體與歷史文化共同體是相同的。嚴復在政治選擇上，支持清廷立憲，因而

在「歷史文化共同體」上，選擇「黃種」，認為滿人漢化許久，目前已未有滿漢

之別，但是，嚴復真正的理想是打造一「政治共同體」，能藉由政治法律制度，

給予治下人民平等地位，藉由強化民智民力民德，塑造公共的政治文化。 

 

 

 

 

 

 

 

 

 

 

 

 

 

 

 

 

                                                      
109

 Anthony D. Smith﹐National Identity. (Nevada﹕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92) , pp. 5-10. 

 



46 
 

第二節、嚴復﹕黃種與立憲 

 

(一) 民德、民智、民力 

 

    在〈原強〉中，嚴復描寫中國現下的狀況是：「其積弱不振之勢，不待智者

而後明矣。深恥大辱，有無可諱焉。日本以寥寥數艦之舟師，區區數萬人之眾，

一戰而翦我最親之藩屬，再戰而陪京戒嚴。」110嚴復認為，對日戰敗對中國而言，

將諸多問題，都在這幾場戰事中凸顯出來，因此，改革在此已勢在必行。 

    這場改革，所要面對的問題，不僅僅是自身問題的檢討，還需理解目前國際

局勢下的情勢，嚴復所構築的理論模式是：「所謂爭自存也……，其始也，種與

種爭，及其成群成國，則群與群爭，國與國爭，而弱者當為強肉，愚者當為智縊

焉。」111在嚴復的敘述中，能看到「種－群－國」這三類逐漸藉由競爭，進而形

成更大共同體的模式。 

    這樣的描述，近於當時的「社會有機說」。如嚴復提到：「一群一國之成之

立，其間體用功能，實無異於生物之一體，大小雖殊，而官治相准。」112、「一

房一部之所餘，得以與他房他部之所餘為易，此生理之中，通功易事之局也。通

功易事之局成，則一體之中，部有專司，而不可以偏廢，此之謂官品。至於官品，

其生理之演深矣。」113官品，是嚴復所挑選 organism的對應詞，強調組織應如

身體中的每個部位，藉由通功易事，而能各司其職，且官與官之間相養共生，相

互依賴。114在這兩段敘述中，可知嚴復將群、國等組織比擬為生物體，這部分應

是受了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影響，斯氏認為個人與社會一樣，

都是種「有機體」，它會分化、分工，組織會相互整合然後再分工。從單獨個人

                                                      
110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7。 
111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16。 
112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7。 
113

 斯賓塞原著，嚴復譯述，《羣學肄言》，(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頁295-296。 
114

 韓承樺，《審重咨學-嚴復翻譯群學肄言之研究》，頁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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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個社會的形成，就像有機體內部不斷重複分工，整合的過程。115
 

除了社會有機說外，強調群與分工的關係，在中國傳統思想中，莫詳於荀

子： 

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而彼不能群也。曰：

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

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疆，疆則能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

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故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

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

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故人生不得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

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116
 

    韓承樺藉由《荀子‧王制》此段文獻，來說明荀子與嚴復在闡釋「分」，側

重點有別。荀子所考慮的是，人、禽之別在能「群」，「群」而能勝物，因此，強

調須有合宜的「義」，若不由此，必然會導致混亂，而嚴復更強調「分」的實際

層面，即「通功易事」的面向，並非全然由道德面向來解釋。117章太炎對此段的

評語則是：「是故合群民分，則足以御他族之侮；渙志離德，則帥天下而路。」118

相較於荀子強調弱則不能勝物，章太炎則把此段的語境放置在當時的中國，不合

群、不同心，則勢必會受到他人欺侮。嚴、章兩人在此對荀子「合群明分」理解

的不同，似乎與他們後期走向不同的社會學的道路有關。 

    在「社會有機體」的政治論述中，提升人民的素質是當務之急。換言之，國

家所應做的，便是依循著社會有機的規律，因此嚴復提到： 

 

 

                                                      
115

 韓承樺，《審重咨學-嚴復翻譯群學肄言之研究》，頁122。 
116

 北大哲學系，《荀子新注》(台北:里仁，1983)，頁153。 
117

 韓承樺，《審重咨學-嚴復翻譯群學肄言之研究》，頁104-105。 
118

 章太炎，《章太炎政論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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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民之大要三，而強弱存亡莫不由此。一曰氣血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慮

之強，三曰德行仁義之強。是以西洋觀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

三者，斷民種之高下。119
 

    為了贏得這場仗，也為了救亡圖存，必須以提升整體民智、民力、民德為方

向，若不由此，黃種前途將會黯淡無光。而嚴復所翻譯的作品，其實亦可視作是

以強化民德、民智、民力為中心，如《群己群界論》，可代表民德，《名學淺說》

可代表民智，《原富》可代表民力。換言之，嚴譯著作固然有學理上的探討，亦

有學者強調的啟蒙的現實關懷。然而，嚴復認為，現下的中國之所以積弱不振，

便是制度與思想上的落後，在嚴復所挑選的譯作中，往往能看到，該書針對某一

社會型態，考察其歷史上的發展及其形成條件，他藉此以相互參酌，探討中國的

建制問題。最關鍵的問題便是﹕中國，如何成為一個真正的國家。 

    嚴復提到：「吾國之人，所以於政治之學、國家之義，自西人觀之，皆若不

甚分小者，止緣大一統之故。吾所居者，只有天下，並無國家，而所謂天下者，

十八省至大正中，雖有旁國，皆在要荒諸服之列，以其無由立別，故無國家可言。」

120現代國家和過往中國人所談的大一統，其實是不同的，因而他強調，中國本身

並不具有國家的形式，同時，亦不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國家，在《社會通詮》中的

按語提到： 

天演極深、程度極高之社會，以一民之小己為么匿（按﹕unit）譯言本位

者也。宗法社會，以一族一家為么匿者也。以一民之小己為么匿者，民皆

平等，以與其國之治權直接，雖國主之下，亦有官司，然皆奉至尊之名，

為之分任其事，官司之一己，於義本無權責也。至宗法之社會不然，一民

之身，皆有所屬，其身統於其家，其家統於其族，其族統於其宗，尋條附

                                                      
119

 王栻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18。 
120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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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皎然不紊。121（按語係筆者所加） 

    在考察中國的政治形態時，嚴復以甄克思（Edward Jenks﹐1861-1939）理論

中的宗法社會和軍國社會的對照，描述中國的型態，兩者的差異在於﹕「小己」

能不能從繁複的家、族、宗關係中解脫而出，直接向國家效命。在早期的〈論世

變之亟〉一文，嚴復藉比較中西文化間的差異，且為了使中國人擺脫奴性，故必

須提高個人自主意識，但由於嚴復仍主張在大清君主政體下進行改良救亡行動，

故其所提高的，僅是公領域的個人自主意識，所解放的也僅是政界的個人自由平

等權利，將中國人從朝廷大我的「臣民」，解放至國家大我底下的「國民」，而

中國人即可因從臣民轉化到國民身分，擁有政界自由與平等權利。122到了《社會

通詮》的按語，則是以個人為單位，因此，個人的民德、民智、民力的重要性，

也就愈發清楚，同時，對國民與國家間的關係，有了更明確的論述。潘光哲將中

國的國民論述分為，民族自我的批判與民族自我的改造。123在嚴復對國民的論述

中，亦能看到這兩個面向，如嚴復提到：「強立之先，以其有種種惡根性與不宜

存之性習在，故須受層層洗伐，而後能至」經由層層洗伐後的中國人，因刪去其

劣根性，故能擁有真正的民德。 

    但是，訴求個人自主與民德，並不只是為了尋求中國的富強，而是為了追求

普遍的、人類共同的價值，同時，評估民德，需由公理來判定。如嚴復提道﹕ 

夫公理者，人類之所同也。至於其時，所謂學者，但有邪札真妄之分耳，

中西新舊之名，將皆無有。124 

 

                                                      
121

 甄克斯原著，嚴復譯述，《社會通詮》(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9)，頁27-28。 
122

 邱偉雲，〈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1895‐1915)—以康有為、嚴復、章太炎為中心〉（臺北：

新文豐，2015），頁188。 
123

 潘光哲，〈近現代中國「改造國民論」的討論〉，《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9期(1995)，

頁75。 
124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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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道之士，以其所得於被者，反以證諸吾古人之所傳，乃澄湛精贏，如寐

初覺。125 

    嚴復所理解的公理，是人類共同的道理，既是共同的，也是由不同種族、時

間、區域的人們所共同相互闡發。如學者所言：「嚴復並不是在一種狹隘的意義

上關注中國的存亡，而是在全球進步的意義上，關注中國的存亡，他所期盼的是

一個進步的、文明的、充滿的德性的世界，而中國能藉由發覺此公理，成為此一

新世界的一分子。」126所以，挖掘公理，使其普及到中國人的人生的諸面向中，

即是嚴復的自身努力的方向，也因為如此，嚴復在〈有強權無公理之說此理信歟﹖〉

一文中，從學理、中西歷史、現實制度上，大加批判「強權即公理」這樣的觀點，

嚴復對此問題之所以如此關注，源於他的公理的信心，若公理本身可輕易被強權

竊據，換言之，那便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那又何敢自稱所依據的理論是公

理呢？ 

(二) 黃種與立憲的國家想像 

    現下的中國，勢必是無法躋身於嚴復所描繪的歷史圖景中的，因而在按語或

文章中，常能見到黃人積弱、黃種將滅等語。黃人與黃種，是嚴復文章常出現的

詞語，是用以區別白種、黑種、赭種人，如「北併乎錫伯利亞，南襟乎中國海，

東距乎太平洋，西苞乎崑崙墟，黃種之所居也。其為人也，高寬而淺鼻，長目而

強髮。」127在這裡，種的概念不僅僅是血統上、外貌上的，還有地域上的分佈。 

 

 

 

                                                      
125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157。 
126

 許紀霖、宋宏編，《史華慈論中國》，頁411-412。 
127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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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證滿、漢本是一家時，嚴復說道： 

    善夫蘇子瞻之言曰:『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然其無法也，

始以自治則有餘，迨既入中國而為之君矣，必不能棄中國之法，而以無法

之治治也，遂亦入於法而同受其弊也……則謂異族常受制於中國也可，不

可謂異族制中國也。」128 

今之滿、蒙、漢人，皆黃種也。由是言之，則中國也，邃古以還，固一種

之所君，而未嘗淪於異類，區以別之，札坐所見隘耳。
129
 

    嚴復在這兩段文字中，先說明歷代以降，異族入主中國的變化，他們往往要

接受中國之「法」方能統治這片土地，此處的「法」，或許不單解釋為政治制度，

還能擴大解釋為文化認同，換言之，異族之異，早已在他們接受中國文化時，就

毋有區別，倘若一味強調兩者差異，不過是彰顯自身的見識淺陋。嚴復用以證明

滿、漢、蒙一體的思路，是「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的天下觀，「黃種」便是

此一概念的現代表述。 

在中國建國的路程上，其中關鍵的問題便是與革命派的針鋒相對，嚴復始終

認為，訴求種族革命，不僅會有排外的問題，也易引起中國內部的動盪，如他提

到：「專制之革命，必誅殺萬人，流血萬里，大亂數十年而後定。」因而，他將

國家的認同奠基於黃種，一方面回應革命派；在政治形式上，選擇立憲，另一方

面，向清廷喊話。嚴復藉由《社會通詮》說明他的國家想像：「自其最著者而言，

則一切治權，義由地起，所種者邦域，而種性為輕，雖其中王者猶循宗法之舊稱，

如英王曰英吉利王，不曰英倫王，英倫者其國也，故以事實言之，則王者之治權，

常與其國域封疆為起訖也。」130、「軍國社會之民，最重義務，莫若執兵，出則

                                                      
128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7。 
129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7。 
130

 甄克斯原著，嚴復譯《社會通詮》，頁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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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戰，入則為守。惟此其國乃有以立於天地之間，足以制人，而不被人所制，此

國權至尊無上之義也。」131中國若想轉型為現代國家，種族問題絕非是目前該處

理的當務之急，真正的國家所應注重的，是領土的劃界、國民的義務，以及國家

與人民之間的關係。 

此外，根據戚學民的研究，嚴復對反對革命的理論與策略，主要有二。其一，

承認革命有其合法性，在《政治講義》中提到： 

無論何等國家，其中皆有維持、破壞政府之權力。……此權力必有所寄，

在民、在兵、在外國、在本國；為公、為思、為善，無不可者。但此種權

力，有得其機關，其力有以達者；亦有不得機關，其力散漫隱伏，無以達

者。132 

在此，說明了革命的原因與其政治正當性所在，人民固可有任何原因能顛覆

政府，或民族革命、或復仇排滿，但是，今日會演變成這樣的局面，是人民的意

見未能傳達至政治機關，因而開議院、行立憲，也就是消弭革命的最好方法，若

不由此，又會有另一場以 xx 為名的革命。其二，在《政治講義》中，嚴復改寫

了西萊的《政治科學導論》對立憲之利的描述，原本對立憲的論述，多強調防止

權力濫用與民主進步等觀念上，嚴復增加了「此國家景命，所以靈長，而有萬世

不傾之皇室也。」一段，增強清廷對立憲的信心。133嚴復之所以選擇立憲，一方

面是寄望於清廷能完成政治轉型，另一方面，黃種與立憲二者，能在不更動現下

政治格局，漸進地完成政治改革。此即是黃克武所言，相較於以激烈的革命來達

成「拔本塞源」式的徹底改變，嚴復所走的，是一條「調適性」的政治路線。134

這條政治路線，其實又與「社會有機體」論述息息相關，它重視個人和社會的相

互影響，強調發展，故不是一蹴可幾，勢必要漸進地改變。 

                                                      
131

 甄克斯原著，嚴復譯《社會通詮》，頁53。 
132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1314。 
133

 戚學民，《嚴復《政治講義》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頁146-151。 
134

 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頁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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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嚴復的國家方案中，我們可看到以下幾點： 

    其一，嚴復藉由描述當下中國所處的「種－群－國」相爭的進化歷史情境，

使時人意識到中國現下所處的局面，而這樣一種強調發展、適應的社會有機體論，

便是中國要走的道路。因此，嚴復希望透過轉型成為現代國家，完成從宗法社會

以來的轉型，使國民和國家之間沒有障礙，同時，個人亦能獲得更大的自由。     

    其二，因組成國家的單位變成個人，國家的任務，便是以強化民德、民智、

民力為中心，藉以完成中國富強的目標。 

    其三，對嚴復而言，選擇立憲，不僅是引進制度及其背後的思想，其背後所

代表的「普遍性」，亦是嚴復心所嚮往的。此外，在中國現有的政治格局下，選

擇黃種，能避免政治上的衝突，維持中國現有的疆域；將國民與國家的關係，界

定為服從義務，而非是種族認同，亦能培養國民的政治與參政意識。 

    其四，在國家認同上，嚴復所追求的是普遍性，此普遍性一方面是由「天下」

所界定，另一方面，則由公理所界定，兩者所囊括的面向，皆是以全人類為思考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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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章太炎：漢種與革命 

 

(一) 重建批判現實的思想資源 

 

    1897 年，時值章太炎任職於《實學報》，在〈實學報序〉中，他提到：「夫

報章者，誠史官之支與餘裔也。」135、「聞格致者，以希臘巴比倫之教炫之；聞

古教矣，以佛說炫之……綜其所論以施之西學，則正負亂，以施以中學，則名實

亂。」136、「……圜則九重則曰天，黃壚息壤曰地，五種孳乳則曰人，牽牛紀始

則曰物，其稱謂不辨，而自大圈以內，重黎之所絕，蒼牙之所別，化益之所錄，

盡此矣。是其名也，亦可以言實矣。」137在摘錄的首則文字中，可知道章太炎對

該報刊的期許，以今日的記者，比擬古代的史官。順此脈絡，章太炎以此身分定

位，來反省兩個問題，其一，是近代以來思想概念胡亂比附，名實不副，其二，

是為了處理歷代以來政法程度不逮先民之弊，因而提倡實學。 

    史官、名實關係、實學三個概念，反映了章太炎當時接受了部分的章實齋的

「治教合一」觀點，藉以反省近代政治。章實齋認為，六經為先王治世的典章制

度，所以，當時是治統和教權合一的美好年代，學術與現實結合。然而，九流十

家的出現，打破了這樣的傳承關係，使得世亂而不復乎治。138這點從章太炎以「重

黎」、「蒼牙」、「化益」等官制名稱言實，便可見一斑，但是，太炎不像章實

齋那樣重視官師合一與官師分立的兩段式史觀，他既重視墨家面對禮崩樂壞時代

的反省與回應，也不忽略墨家和周官間的關係，強調的是實學的精神失落，不講

典章，而只是空談。因此，實學之實，有名實關係的學術之真，不像近代以胡亂

比附新思想成風，也強調學術不當只是空言，而應與現實結合，也為報業本身尋

找到了歷史傳承。因而，此時期的諸多篇章，探討的多以九流間學術與政治的關

                                                      
135

 湯志鈞編，章太炎著《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50。 
136

 湯志鈞編，章太炎著《章太炎年譜長編》，頁50。 
137

 湯志鈞編，章太炎著《章太炎年譜長編》，頁50。 
138

 龔鵬程，《文化符號學》(台北﹕學生，2001)，頁21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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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為主，如〈儒道〉、〈儒兵〉、〈儒法〉等文，試圖重新詮釋歷史，使其成為

批判與改造現實的思想資源。 

（二）儒俠：由文化人格至無政府主義 

    儒俠一文，版本眾多，依時序被收錄至《實學報》、《訄書》初刻本、《訄

書》重訂本、《檢論》中，因寫作時間跨度大，記載了章太炎思想變動的軌跡。 

    《實學報》版儒俠大抵依循著《史記‧遊俠列傳》的觀點：「今遊俠，其行

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

139俠客雖行事未必合乎社會規範，然而，他赴人危難，行事往往置自身生死於度

外，這亦是儒俠一文所頌揚的精神。但是，關於俠與儒的關係，司馬遷在《史記‧

遊俠列傳》中未說明清楚，只隱約與儒者相提並論，章太炎則直接指明： 

儒者之義，有過於殺身成仁乎，儒者之用，有過於除國之大害，捍國之大

患者乎。140 

世有大儒，舉俠士而並包之，而特其感慨奮厲，矜一節以自雄者，其稱名

有異於儒。141
 

    在此，儒和俠兩者的精神是共通的，同樣具有戰鬥與犧牲精神，只不過表現

形式有別，因而人們給他們的名字也有差異。在《實學報》版儒俠，只是以精神

上的共通，來討論俠、儒間的關係；在《訄書》初刻本與重訂本中，則補上了歷

史淵源： 

     

                                                      
139〔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三家

注》(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頁447。 
140

 章太炎，〈儒俠〉，《實學報》(1897)，頁222。 
14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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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雕氏之儒廢，而閭里有游俠。《韓非‧顯學》：『不色撓，不目逃，行

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是漆雕氏最與遊俠相近也。142 

凡言儒者，多近仁柔。獨儒行記十五儒，皆剛毅特立者。143
 

    在《實學報》版，強調儒和俠兩者精神共通面向，但在初刻本與重訂本，則

說明俠出於儒，在論述上也愈來愈強調行動的面向。但是，「漆雕氏之儒廢，而

閭里有游俠。」的描述，也僅能說明是時序上相通，未必是因果關係，引〈儒行〉

為證，亦是精神上的相似。這樣的論述，出於重考據的章太炎筆下無疑是怪異的，

因而，亦有學者認為儒俠，僅僅是文化觀點的闡述，學術上未必站的住腳。144然

而，儒俠這一文化人格，後來的確影響深遠，如梁啟超的《中國武士道》中，該

書收錄了儒俠所提的人物，章、梁二人，的確都希望為中國建立一新的文化人格

意象，行事果決、為國奉獻，還能與強權相抗衡，同時，也讓儒者的意象不僅僅

只侷限於修身的君子一面，在變動的時局下，更強調儒者的俠客精神。 

    《檢論》版的儒俠，增加篇幅最多，除了承襲先前所提觀點外，即是為盜跖

正名為無政府主義者。文中發揮《莊子‧盜跖》一段： 

黃帝不能至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立群臣，湯放

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

之徒也。145 

    所謂至德者，究竟是什麼？是一連串的以仁義為名，透過戰爭聲討他人，當

戰事結束後，天下一統，又是另一場新的戰事的開始，得利者，始終是發起戰爭

的人，人民永遠是其中的犧牲者，因而章太炎認為，盜跖因有感於君臣兵革之禍，

                                                      
142

 章太炎，《訄書》，收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頁10 
143

 章太炎，《訄書》，頁138。 
144

 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俠與中國文化》(台北﹕學生書局，1993)，頁270-271。  
145

 朱文熊，《莊子新義》(上海﹕華東大學出版社，2011)，頁27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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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聚眾為亂，成為世人眼中的大盜，為此，他要破去那種種的人為規範，章太炎

認為，在今日來說，他的作為與無政府主義者的巴枯寧相同。有學者將章太炎讚

美盜跖與他的〈五無論〉所提到的無政府、無聚落、無人類、無眾生、無世界相

互闡釋，並說明這是一種虛無的政治思想。146
 

    這樣的解釋，其實忽略了〈儒俠〉改版前後的差異。從一開始，為俠尋找到

一個歷史定位，申述他與儒者間的關係，再來是闡發儒者思想中的俠客精神，最

後，則以無政府主義相類。俠所關注的面向，不再只是侷限於兩個人之間的承諾、

一國人民的生存條件，而擴及至人的普遍生存樣態，對章太炎來說，所謂虛無的

其實是那人為規範，而人們受其壓迫而不自知，他以盜跖為喻，便是為了要陳述，

在普遍為名的種種名義背後，如仁義、正義等詞，背後遮掩了不堪的事物，而那

正是俠所要去揭露的。 

（三）奠基於差異的認同—國性與漢種 

    「種族主義」、「漢族中心主義」、「文化民族主義」、「文化多元論」等，

上述用以描述章太炎的民族主義的思想定位多矣，這些論述彼此互有關聯，有的

相互衝突，不僅僅是章太炎本人在建國前後，對於「排滿」的態度有所差異，也

和研究者本身選擇民族主義派別有異，因而有不同的看法。例如，「種族主義」

與「漢族中心主義」往往被放在一起討論，如「章太炎民族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

是他一改以文化辨別民族的舊說，而以血統作為區分民族的依據。他的這一思想

與當時康有為等人有很大不同，而與王夫之、顧炎武等有著承繼關係。」147、「要

求向日本學習，對不同民族嚴格區分，劃分等級。這充分反映了章太炎思想中的

大漢族傾向，不能不說是其思想的糟粕所在。」148而有學者認為，章太炎過分強

調獨特性，而變得封閉，宣稱中國的民族認同乃是最高的價值所在，此一認同奠

                                                      
146

 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俠與中國文化》，頁274。 
147

 梁濤著，《訄書評註》 (西安﹕陝西人民，2003)，頁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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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濤著，《訄書評註》，頁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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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在維護由其特殊的歷史與種族所界定的文化與民族上，並認為章氏為一我族中

心論的民族主義者。149
 

    上述的討論，其實是立基於〈序種性〉一文，藉此說明章太炎的民族理論，

強調血統、漢族與歷史等面向，並與排滿革命相連結，這樣的論述，其實忽略了

這些概念，是奠基於章太炎對民族國家的想像，同時，特意以「糟粕」、「封閉」

來說明，也有近代以來對民族主義的憂慮，如以賽亞‧柏林（Isaish Berlin﹐

1909-1997）評論極端的民族主義時提到：「在極端的情況下，是暴力的、非理

性的、挑釁的；而且，尤其在我們這個世紀裡，傾向於導致殘忍和毀滅性的壓迫，

最終是駭人聽聞的大屠殺。」150當代以來對民族主義的警惕，使得談及相關主題

總用落後、保守、激進等形容詞，對這些學者而言，將國家認同奠基於差異是危

險的，排外，更是他們憂心忡忡之處。但是，對章太炎來說，將民族認同建立在

特殊的歷史（國性），方能使中國之所以為中國。汪榮祖則認為章太炎所表述的，

應該是「文化多元論」，他對章太炎與文化多元論間的關係，散見於各篇章。較

集中論述則為〈章太炎對現代性的迎拒與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文章指出，章

太炎、日本、俄國在面對文化一元論的挑戰時，這些人不約而同地提出了類似「國

性」的看法，亦即一個國家獨有的文化，不容外力強加外合，以尋求文化自主，

因此，文化交流時，能夠各自尊重，無所慕往。同時，汪榮祖亦強調章太炎以「國

性」建構民族的獨特性，近於於十八世紀的德國哲學家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他提倡「獨特」（das Eigentümliche），以及各文化都有特殊的重心

（Schwerpunkt,or center of gravity），不僅如此，兩人之所以會有類似的觀點，也

是面臨同樣的文化危機。同時，汪榮祖認為，章氏的〈五無論〉、〈四惑論〉，也

都能以文化多元的方式作解，那些對現代性的批判，都是為了是解構單一現代性

                                                      
149

 傅樂詩﹕〈獨見孤行的哲人-章炳麟的內在世界〉，《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保守主義》 

(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2)，頁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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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榮榮、林茂譯，柏林著，《現實感：觀念及其歷史研究》(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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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識形態，進而為中國文化的未來尋找新方向。換言之，雖是奠基於民族與民

族間的「差異」，卻不會有排外的問題，更不是一種唯我獨尊式的民族主義。151王

玉華的思路與汪榮祖相似，在理論上更為細緻，他藉由汪暉「現代性的現代化理

論」、「完美現代性的現代化理論」、「民族性的現代化理論」，認為章太炎所強調

的，是在多元視野中以追求「傳統的合理化」，而章太炎所追求的「傳統的合理

化」，也正是包含著「民族性」這一「空間」之維在「時間」的軸線上不斷得到

伸展的無限過程，當然，這一與「傳統」互動的本土文化的「時代性」之產生，

同時也包含著「他者」。章太炎此一進行社會文化秩序重構的大思路，實是建立

「多元現代性」的理論宣導。152
 

    此外，在章太炎關於反滿的討論中，能明顯的看出，他透過語言、文字、歷

史等面向，陳述滿、漢之間的差異，藉此獲得革命的合法性。其中，「種」在此

作為一種重要修辭，勢必要深入探討。章太炎在〈原人〉、〈序種性〉等文章中，

也像嚴復一樣使用黃人，但多用以描述世界人種的組成，他用以指涉自身身分認

同的，是漢種。 

    章太炎在民報第六期上的〈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之演講〉，宣揚他的革命

思想，其中特別強調兩件事，其一是宗教，其二是國粹，他認為前者可使眾人團

結一心，他舉佛教為例，其中的平等、民權思想，正與革命相合，佛教中果敢的

精神，也值得學習，只要有那共同的理想、無畏的精神，何愁大事不成，而關於

國粹，章太炎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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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榮祖，〈章太炎對現代性的迎拒與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頁160-162。 
152

 王玉華，《多元視野與傳統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年），頁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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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這個

歷史，尌是廣義說的，其中可以分為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

三是人物事蹟。153 

    國粹、漢種的歷史、國性等語，在定義上或許略有差別，但都不脫上述所說

的語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蹟三類，在此處漢種、歷史與民族思想相連結，

除了是為了呼籲排滿革命，以歷史來凝結大眾，以形成一體感，更重要的是，知

道自己所從何來，了解自身文化的特色，方能在新時代的變局中，尋找到自己的

位置，對於歷史的關懷與理解，也成為他改革政制的資源之一，而這樣一種尋求

國家認同的方式，雖是奠基在各國之間的差異上，卻未必排斥他國的特殊性。 

    章、嚴二人以漢種、黃種描述自身認同用詞的差異，也表現在他們對於滿、

漢間的差別上。以同化異族的過程為例，章太炎不採取嚴復的文化民族觀，他在

〈序種性〉中提到:「固今世種同者，古或異，今世種異者，古或同，要以有史

為限斷，則謂之歷史民族。」張志強則藉此申論道:「章太炎對種族血統色彩的

強調，不是在一種『天然民族』意義上的強調，而是著重指出了歷史記憶對於形

成一個種族血統性認同的強調。」154、「『歷史民族』在歷史中同化異族的過程，

是以『多數統一之血統者』為主體的，顯然，歷史的同化過程，是一個具有主體

性的政治過程，而並不只是一個『文化化』的過程。同時，歷史同化過程，也沒

有預先設立一個普遍主義的文化概念。」155藉由張志強的分析，能更清楚的看出

黃種、漢種的差別，不只是滿、漢同一與否，而涉及普遍主義的文化概念之辨和

歷史主義的文化概念之辨。文化交流的預設，未必要認為各國之間有高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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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念馳編，《章太炎演講集‧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之演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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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志強，〈一種倫理民族主義是否可能——論章太炎的民族主義〉，《哲學動態》，第三期

(2015)，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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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志強，〈一種倫理民族主義是否可能——論章太炎的民族主義〉，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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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所有的文化，必定能融為一爐，反倒是能體認到彼此之間的差異，這或許才

是真正的文化交流。 

    透過分析章太炎對於國家認同的理解，我們能看到以下特點： 

    其一，重建九流十家的歷史語境，藉此作為批判現實的思想資源。 

    其二，從〈儒俠〉一文的增刪，見證了章太炎由文化人格的構想到無政府主

義的轉向，思索的面向從一人、一家、一國，而到人類的普遍生存樣態。 

    其三，對章太炎而言，選擇革命，是為了要建立一個以漢民族為中心的民族

國家，此國家認同奠基於漢種，即共有的歷史文化；而國家創制，需先從理解自

身的歷史條件開始。 

    其四，章太炎的「否定」，在國家認同中，亦即「排」、「反」、「攘」，目的是

為了重建自身話語與批判資源，強調共有的歷史，是為了使人們意識到自身的獨

特性，而不僅藉由他人的理論來描述自身，此外，「排」、「反」、「攘」等否定話

語並不僅限於自身，未能獲得同樣權利的他民族，漢族亦有一定責任以使他們重

獲主權，此後，民族與民族間，能夠意識到彼此的獨特性，進而相互平等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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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嚴復、章太炎的政治論述比較－－以立憲為中心探討 

 

   〈《社會通詮》商兌〉一文，是章太炎批評嚴復以《社會通詮》為理論的政治

改革。156兩人爭論中兩大焦點在於，其一，甄克思的社會模型，對於中國究竟有

沒有解釋力？其二，革命與立憲，究竟何者較適合中國？過往的討論，多集中於

章太炎與嚴復二人學思背景的陳述，關於中國建國方式的思考，以及二人思想的

其後發展，但是，較少有人從章、嚴二人的論述視角進行辨析，本章將其分為全

球視野的政治論述與在地經驗的政治論述，來定位他們的論述視角，並說明二者

差異。 

     

(一) 嚴復：全球視野的政治論述 

 

    在嚴復的所譯介的《法意》、《原富》、《社會通詮》等書中，能夠看到非常多

的個案以一種特定思想體系、理論被置於不同的框架，以《社會通詮》為例，他

將歷史階段分成圖騰、宗法與軍國社會，人們能夠藉由甄克思對特定階段的描述

與定義，進而找到自己國家所處的位置，如嚴復便認為當時的中國屬於三分軍國、

七分宗法性質的國家。 

    在這樣的論述下，書寫的重點是放在人類總體的歷史，並將研究對象置於普

遍的框架下，但這樣的框架，是通過藉由比較不同的社會發展而建構而成，而研

究者通過自己的思考與分析，推演而出的條例，但這些條例，有時會囿於研究者

的侷限，因而嚴復嘆道： 

治他學易，治群學難。政治者，群學之一門也。何以難？以治者一己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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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而不能無動心故，心動，故見理難真。157 

類別有生之物，所以難者，以其物大同而又有無窮之別異。158 

    政治學科與人的特殊性，使得研究者本身容易因個人偏見而有錯誤的推論，

因而在《法意》中，常能看到嚴復質疑孟德斯鳩的描述與論斷，如「其所以致然

之原因多矣，孟氏徒以其地南北寒熱當之，其例必易破矣。今夫義大利，美術之

國也，而英吉利，實業之民也，以二者而同為選舞征歌之事，不待問而知其賞會

之不同矣。又況宗教知通介不齊，風俗之和峻異等，凡此皆使相差，不必盡由風

土。不然，吾國燕、吳分處，其地氣寒燠較然不同，而不睹云云之效者，獨何歟？」

159、「其為說也，每有先成乎心之說，而犯名學內籀術妄概之嚴禁。……往往乍

聞其說，驚人可喜，而於歷史事實，不盡相合」。160由這些評論可看出，嚴復固

然是藉由譯介這些著作，來勾勒他自身的政治藍圖，探詢公例、公理的內容，卻

也不受限於書中所談，而能有自身見解，書中所言，對嚴復來說，主要是了解古

今社會大勢之所趨也。161而在這樣的書寫過程中，能夠很清楚的看到，嚴復的思

考，一開始便不僅限於中國的發展，而是站在人類的整體視角上觀察，這固然是

因為他所譯介的學者，多為啟蒙時期的學者，這些學人總是有意識地超越國家框

架來展開他們的論述。 

     嚴復個人雖意識到，藉由普遍框架而展開的討論，易有個人偏見參雜其中，

但更大的問題是，中國在此容易成為被凝視的對象，而失去其主體性。因理論框

架的成立，是藉由比較而得來的普遍性，但個案本身的特殊性往往被略去不計，

因而章太炎曾批評「嚴復又譯《社會通詮》，雖明通詮，實乃遠西一往之論，於

此土歷史貫習固有隔閡，而多以裁斷事情。」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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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孟德斯鳩原著，嚴復譯述，《法意》(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頁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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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穆勒名學》的一段按語，能夠清楚的說明嚴復這樣的思考傾向： 

今如知一友之臉龐，雖猝遇於百人之中，獨至捉筆含豪，欲寫其貌，則廢

然而止，此無他，德之以渾，而未為其晰故也，使工傳神者見之，則一晤

之餘，可以背寫。蓋知之晰者，始於能析，能析則知其分，知其分，則全

無類者，曲有所類，此猶化學之分物質而列之原行也。曲而得類，而後有

行其會通，獲取大同，而遺其小異，常寓之德既判，而公例立矣，此亦觀

物而審者，所必由之塗術也。163
 

    這段文字，主要是為了說明﹕名學的妙用，如歸納演繹二法，如畫家與化學

家一般，能夠有條理且系統地整理經驗材料，並表達而出。畫家能夠藉由析分，

勾勒對象的樣貌；化學家藉由元素表，進而解釋化學變化。這兩者，都能藉由掌

握某些工具，進而說明現象，在此，工具本身似乎是超乎地域、社會的存在，即

便出現了某些無法解釋的個案，嚴復認為要獲取大同，而遺其小異。但是，嚴復

似乎未思及，即便拿著相同的工具，化學家固然在各處作實驗皆有其普遍性，但

是，中國的畫家與歐洲畫家風格畢竟有別，遑論同一國家內的人與人間的差別

了。 

    針對上述看法，章太炎曾以論語中，「道」與「忠恕」間的關係，批評那些

倡議名學的學者： 

問曰：為道則貫以忠恕，是矣。彼為學者，何與忠恕事邪？荅曰：舉一隅

不以三隅反，此之謂恕。《荀子‧非相》云：「聖人何以不欺？」曰：聖

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

觀盡，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凡事不可盡以理推，專用恕

術，不知親證，於事理多失矣。尌此失者，其為忠。忠者，周至之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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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譣觀察必微以密，觀其殊相，以得環中，斯為忠矣。今世學者亦有以演

繹歸納二涂，前者據理以量事，後者譣事亦成理。其術至今用之，而不悟

孔子所言，何哉？164
 

    章太炎雖未指明批評的對象為嚴復，但可作為參照標準，在這段文字中，則

認為言名學者，如據理以量事、譣事亦成理二法，都缺乏親證，在理論與制度的

使用上，未必適合中國，由此我們能看出，章太炎之所以反對嚴復，不僅僅是他

強調中國的特殊性，同時，亦質疑嚴復論述背後的知識基礎。 

 

（二）章太炎：在地經驗的政治論述 

 

    汪榮祖談到章太炎和現代史學間的關係時，說道：「章太炎於 1910 年在東京

講〈教育今語〉時，就指出研究歷史須注意，『一是制度的變遷，二是形勢的變

遷，三是生計的變遷，四是禮俗的變遷，五是學術的變遷，六是文辭的變遷。』

不僅把固有的政治史傳統，拓展為制度史、疆域沿革史、經濟史、文化史、學術

思想史與文學史，而且重視各門專史的變遷，強調其動態。」165章太炎個人固然

皆重視這六個面向，但在個人寫作實踐，仍然是以制度的變遷為中心，而旁及其

他五個面向，他個人也提到：「余所持論不出通典、通考、資治通鑑諸書。」166對

章太炎來說，他自身亦有意識接續傳統史學的工作，且這樣的寫作不純然是為考

據而考據，而是期待能藉由對制度沿革的反省，別其良莠，總結出可為今世借鑒

效仿者，以期學以致用。167例如，在〈箴新黨論〉中，他便以新黨此政治勢力為

中心，說明古今黨人的差異，批評慕名求利的政治文化，並說明黨背後的政治制

度，這固然有以古諷今之效，但是，同時也藉由歷史拉開了距離，對其結黨營私

                                                      
164

 章太炎，《菿漢微言》，頁31。 
165

 汪榮祖，《史學九章》(台北﹕麥田，2002)，頁186。 
166

 湯志鈞編，章太炎著《章太炎年譜長編》，頁50。 
167

 王銳，〈章太炎的典章制度之學〉，《輔仁歷史學報》，第36期(2016)，頁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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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文化展開批判。 

    章太炎對立憲的批評，應也放在這樣的脈絡下思考，如他對立憲的描述是：

「憲政者，特封建世卿之變相耳。其用在於纖悉備知民隱上達，然非封建之習慣，

弗能為歐洲諸國之立憲也。」168封建指的是政治體制，亦即封土建國，這一套政

治體制背後所相應的政治勢力，如《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言：「諸侯王，高帝

初置，金璽盭綬，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

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漢朝。」169諸侯王在封地內，擁有政權、軍事權、財政權與

自成一體系的官僚系統，且中央和諸侯國同時存在，此外，政治體制與政治勢力

之間，會形成一套特殊的政治文化，因賦稅之權掌於地方，對人口、兵亦皆掌握

清楚，未必是考核制度良善的緣故。因此，若要考慮制度移植，便須從這政治體

制、政治勢力、政治文化三個面向著手，章太炎認為，中國最接近封建制度的時

候，是在漢代，然而，中國早已不存在這樣的政治制度了，因而要實行立憲困難

重重。因此，在看待立憲制度時，他提到： 

世人徒見歐洲日本皆以立憲，稍致清平，以為四海同流，中國必不能自是，

但知時間之相同，而不悟時間之相異。170
 

    強調「時」指的是相應的一套政治體制、政治勢力與政治文化，但人們往往

著重其中一點，且當時的時風是：「見西法之效，以為馳騁上下，無曲折可以逕

行也。」171但對章太炎而言，未考慮時間空間之別，而貿然實施，這其實是一種

暴力。一味地制度移植認為能夠解決現下的諸多問題，這是過分強調政治體制的

重要性，卻忽略了其他面向；欽慕某些政治文化的，如願意為國犧牲的精神，他

則笑道：「然觀印度嫠婦，赴塚自焚，亦篤於伉儷，而慕節烈之名耳，若問其心

                                                      
168

 章太炎，〈時評﹕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民報》，第17期(1907)，頁2。 
169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741。 
170

 章太炎，〈時評﹕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民報》，第17期(1907)，頁6。 
171

 章太炎，《章太炎政論選集》，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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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否，否也。」172人在做出某些選擇時，未必即是個人品德的緣故，亦要看其後

制度的緣由。 

    據周作人回憶，章太炎在東京講學時，已頗嘆世人不了解他，常對人們只請

他講學不滿。他曾一再十分認真地對弟子說：你們不知道，我所長的是在談政治。

173章門子弟之所以不了解老師的感慨，除了學生的機遇未若章太炎一般，曾經是

第一線革命的參與者，且民國後，當學術逐漸專業化，學者逐漸轉向論政而非參

政，章太炎論史的方式，始終和他的現實關懷纏繞在一起，或藉古諷今、或因革

損益，如前文所提的〈箴新黨論〉等文，以新黨此政治勢力為中心，說明古今黨

人的差異，藉著歷史以了解時局的變化，也能夠更超然地看待全局，在他的政治

論述中，論政與論學是分不開的。 

    在這一節中，通過「全球視野的政治論述」與「在地經驗的政治論述」兩個

面向，說明嚴復與章太炎政治論述之差異，嚴復所譯介的書籍如《社會通詮》、《法

意》等書，多透過一個宏大的視野與普遍理論，而能將全世界的個案涵蓋其中，

依定義而能找到他們的位置，然而，章太炎懷疑這樣的普遍性是否能成立。 

    章太炎重視史學的傾向，使得他的政治論述往往重視在地經驗，然而，這並

不妨礙他吸收其他理論，他所重視的是，任何新制度的引進與實行，在中國是否

有一套相似的政治體制、政治勢力與政治文化，若無，恐怕需要再三斟酌。 

 

 

 

 

 

 

 

                                                      
172

 章太炎，〈時評﹕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頁7。 
173

 錢理群，《周作人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頁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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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結論 

 

    在這一章中，說明了嚴復與章太炎國家想像與認同基礎，並進一步的說明二

人政治論述的差異。    

    章太炎對清廷失望後，走向革命，強調排滿與鞏固漢種認同，希望打造一個

政治認同體與歷史文化共同體相同的國家。嚴復支持清廷立憲，在「歷史文化共

同體」上，選擇「黃種」希望打造一「政治共同體」以政治法律制度，給予治下

人民平等地位，同時，藉由強化民智民力民德，塑造一公共的政治文化。 

    在選擇批判現實的資源時，嚴復與章太炎二人各有側重，嚴復選擇社會有機

體理論，勾畫「種－群－國」相爭的進化歷史情境，使時人意識到中國現下所處

的局面，進而轉型成為現代國家，且個人亦能獲得更大的自由。章太炎則重建九

流十家的歷史語境，作為批判現實的思想資源，思索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究竟

是出了什麼問題，進而提出自己的反省與觀察。 

    在探討如何使中國走向富強之路，嚴復認為因組成國家的單位變成個人，國

家的任務，便是以強化民德、民智、民力為中心。章太炎思考此問題，一開始藉

「儒俠」以創造一新的文化人格，既有俠一般的行動力，亦有儒一般以天下為己

任的精神，但後期受其他思潮影響，如無政府主義，思索的面向從一人、一家、

一國，而到人類的普遍生存樣態。 

    在政治路線的差異上，嚴復選擇黃種與立憲，能避免政治上的衝突，維持中

國現有的疆域，亦能培養國民的政治與參政意識。章太炎選擇革命與漢種，一方

面是為了要建立一個以漢民族為中心的民族國家，因有共同的歷史，而能成為一

政治主體，且國家創制亦能奠基在共有的歷史條件上。 

    在國家的認同背後，嚴復所追求的是普遍性與公理，以全人類的共同價值為

思考範疇，章太炎則以「否定」為核心，強調「排」、「反」、「攘」，目的在重建

自身話語與歷史批判資源，然而，章太炎的民族主義並不是排他的，他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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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其他被壓迫的民族，也應有和相同的權利重建自己的國家。 

    在政治論述上，嚴復側重「全球視野」而章太炎側重「在地經驗」，這兩個

面向，其實受他們各自的思想資源影響，嚴復譯介的書籍，多與啟蒙時期相關，

故重普遍與宏觀理論；章太炎重史學，故強調與在地經驗的親和性，在此，他的

否定性表現為，拒絕以一宏大理論與敘事描述中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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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家論述的知識基礎 

     

    在本章中，將從前兩章「何謂國家」、「如何塑造國家認同」所勾畫出的政

治藍圖，說明背後的所代表的知識觀和對文化交流的態度。面對新知識、新體系，

嚴復與章太炎是如何思考與討論的，在前兩章中曾說明他們各自的學術傾向與使

用的思想資源，然而，並未對他們知識觀和對文化交流的態度進行說明，而這些

問題，都必須要從各自國家論述背後的知識基礎談起。 

    本節先分梳嚴、章二人對「翻譯」的態度，翻譯，即是他們如何理解與建構

知識觀的媒介或具體體現，觀察嚴復與章太炎二人，如何翻譯世界，如何翻譯中

國。之後，進一步的說明嚴、章二人政治藍圖背後的知識基礎，以及他們如何理

解語言的名實問題。嚴復認為能夠藉由名學，以普遍的框架整合各式各樣的知識，

在這樣的框架下，能夠實現「道通為一」的理想。章太炎則認為，知識其實是由

「遍計所執性」推導而建立，並沒有實在性，我們應質疑任何以普遍性為名的事

物，而章太炎的政治理念的知識基礎，則須從他從「真／俗」間框架下理解。 

 

第一節、翻譯的可譯性與不可譯性 

    

    嚴復與章太炎俱是當時傳播新知的學者，此處的「新」，在空間上來說，是

中國之外的知識體系，如西學、東洋學，亦是時間上的新，所討論的皆是時人關

切的議題。在身分上，嚴復與章太炎雖一為譯者，一為報人，首當其衝須面對的

問題是：「如何理解翻譯？」 

    嚴復在〈譯天演論自序〉中，陳述他對翻譯的理解及其功能： 

自後人讀古人之書，而未嘗為古人之學，則於古人所得以理者，已有切膚

精憮之異矣，又況歷時久遠，簡牘沿訛，聲音代變，則通假難明，風俗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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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則事意參差。夫如是，則雖有故訓疏義之勤，而於古人詔示來學之旨，

愈亦晦矣。故曰讀古書難。雖然，彼所以托焉而傳之理，固自若也。使其

理誠精，其事誠信，則年代國俗無以隔之，是故不傳於茲，或見於彼，事

不相謀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以得於彼者，反以證吾古人之所傳，

乃澄湛精瑩，如寐初覺，其親切有味，較之觀華為學者，萬萬有加焉。174
 

    如果只是用尋求富強的視角理解嚴復的《天演論》，那麼，翻譯不過只是一

種工具，只是用以傳遞西方的新知識，但是，嚴復在闡述翻譯的意義時，是先從

不明古人之書開始的。由於時空差異、語言的變革與人們所處的環境有別，學者

們試圖藉著文字、聲韻、訓詁來還原古代的面貌，但是，對嚴復而言，這樣的研

究或許會使得意義更加的不明確。而克服這樣困境的方式，便是藉由翻譯，「道」

既然一種跨越時空的事物，換言之，它便是普遍的，非是僅限於中國人之道，如

果禮失能求諸野，而中國現下的問題則明顯是失其道，那麼，藉由翻譯，便能重

得古人之傳。這樣的論述近似於宋儒體道的思維，相較於訓詁而言，學者個人的

體悟更加重要，只不過嚴復是藉由翻譯而求道，因而有學者認為，嚴復的《天演

論》的寫作緣由，背後其實是一求「道」精神。175求道精神，尋找彼此皆共有的

普遍性，形塑了嚴復國家論述中知識基礎。 

    對於翻譯的理解，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和嚴復略有差異，

可稍微作一對照：「如果說一部譯作讀起來就好像原作是用這種語言寫成的，這

並不是對該譯作的最高讚譽，在譯作問世的時代尤其如此。相反，由直譯所保證

的忠實性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樣的譯作反映對語言互補性的偉大嚮往。一部真

正的譯作是透明的，它不會遮蔽原著的光芒，而是通過自身的媒介加強了原著，

使純粹語言更充分地在原作中體現出來。」176在本雅明的論述中，翻譯是一種回

                                                      
174

 斯賓塞原著，嚴復譯述，《天演論》(上海：世界圖書，2013)，頁10。 
175

 吳展良，〈嚴復早期的求道之旅﹕兼論傳統學術性格與思維方式的繼承與轉化〉，《台大歷

史學報》，第23期(1999)，239-276。 
176

 張旭東、王斑譯，《啟迪﹕本雅明文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頁113。 

 



72 
 

到純粹語言之法，這自然和上帝語言與形上學傳統有關，嚴復與本雅明都希望能

藉由翻譯，來跨越語言隔閡，指向道與上帝語言。 

    相較於嚴復強調可藉由翻譯以獲取道，章太炎則就翻譯所難以跨越的面向進

行論述： 

若夫引伸之義，各循其本，顯目則譯語同，密詮則根語異，如梵語稱字曰

奢婆達，其本謂聲，此土曰字，本謂孳乳。梵語稱德曰求那，本謂增倍，

此土曰德，其本謂得。要以名譯奢婆達，（名即書名札名之名，名本自命，

亦言鳴也，有聲義。）以多譯求那，（戰功日多，與增倍義近。或譯功德，

猶近之。）則隱顯皆容相應。言字言德，顯目雖同，密詮自異，然諸隱顯

無礙者，無過十之一二。是故諸譯語者，惟是隨順語依語，果不可得其語

相語，因不喻此旨，轉相執箸，則互相障隔者多，而實不可轉譯。（假令

梵人言漢字非奢婆達，語本不謬，以本非并音成文也。若轉譯云漢字非字，

此即大謬。何者？本以孳乳而成，何得言非字邪？近人或舉遠西人言漢字

非字，惟是符號。此皆不可轉譯之語，譯之遂成誣罔。）177 

    在章太炎的觀察中，藉由翻譯，我們固然可理解某些事物，但也因為語言與

文化的侷限，某些事物是無法藉由翻譯表達而出的，因此會造成人們的誤解，若

考慮不周，甚至會開始貶抑起自身的文化，章太炎在此舉的例子，即是在梵語的

脈絡下，中國並不具有奢婆達的特質，因為中文是象形文字，在拼音系統的脈絡

下，自然無法被當作「奢婆達」來看待，但是，若說中文非字，這即是荒謬的看

法了。 

    劉禾則以分析章太炎在萬國新語論戰、拜倫中譯本的觀點，說道：「他（章

太炎）清楚地意識到文化差異是無法在權力與宰制的框架下恰當的把握的。他認

為如果一種語言無法跟另一種語言通約，這與優越性或野蠻性是全無干涉的；毋

                                                      
177

 章太炎，《齊物論釋》，收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頁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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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說，不可化約的差異性是無法調和的。」178對章太炎來說，文化雖有其差異，

但人們可以「各暢其性，各安其所安」，這並不代表章太炎是排外的，各文化間

固然可以彼此交流，但是，這樣的交流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的？背後的權力結構

又是什麼？這是章太炎所要追問的。汪榮祖強調，章太炎所面對的危機是文化一

元論，因此他將《莊子‧齊物論》駁斥名家「白馬非馬」的語境放置在當代，若

文化是一元的，那麼中國文化不就成了「非文化」嗎﹖179中國存在於當下的意識

形態之外，只可能是否定性的，中國並不存在，即無法正面定義中國是什麼，而

只能從中國不是什麼來進行定義。 

    在這一節中，嚴復與章太炎，對於翻譯的態度，其實也反應了他們對於文化

交流的看法，嚴復較注重翻譯的「可譯性」，因而著重會通，認為會通之理，即

是中國未來應走的道路，如在第二章中，曾說明嚴復所譯介的作品，皆試圖以一

普遍框架以整合所有個案，普遍框架本身，即一會通之理；章太炎較注重翻譯的

「不可譯性」，認為各文化間有其不可通約之處，在談文化交流之前，則需意識

到背後標準與權力架構，如在第三章中，章太炎在思考群與公理話語時，認為當

未意識到譬喻與描述，如何形塑人們的思考，受壓迫者常陷於其中而不自知，甚

至所作所為亦強化此規範，因此，章太炎對規範及其背後的標準始終是保持警醒

的。換言之，兩人雖談論的是翻譯是否可譯，事實上，所思考的問題是，文化，

在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所扮演的是什麼樣的地位，文化交流如果可能，究竟在什

麼意義上是可行的﹖處於轉型時期的中國，究竟該如何面對過往的歷史文化。 

    對嚴復而言，他心目中的翻譯，即是一趟求取湛然之理的旅程，藉由他國文

化，進而重新認識自身，換言之，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勢必會不斷地發現各個

文化間共同處，但是，對章太炎來說，那些處於這樣普遍性之外的事物，是否失

去了它的價值，例如，各國的歷史文化各有其進程，是否仍要尋求其普遍性﹖ 

上述的這些問題，與二人的國家論述的知識基礎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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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禾，《跨語際實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頁342。 
179

 汪榮祖，〈章太炎對現代性的迎拒與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頁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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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嚴復：道通為一 

 

(一) 民智與名學 

 

    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介紹《原富》時，除了對描述該書內容大要，與盛

讚嚴復為中、西學第一流人物外，亦對嚴復的寫作提出了他的質疑：「其文筆太

務淵雅，刻意模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繙殆難索解。夫文界革命久矣，

歐洲諸國文體之變化，常與文明程度成比例，況此等學理邃賾之書，非以流暢銳

達之筆行之，安能使學童受其益乎？」180梁啟超的評論，反映了他自身對寫作的

思考，是與寫作對象相結合的，既要新民，除了新知識外，文體與表達方式的選

擇，更要有新氣象。而對於梁啟超的評論，嚴復是不以為然的，關於寫作文體與

文辭的要求，他回答：「非勿淵雅也，務其是耳」181，此句話化用於韓愈的〈答

劉正夫書〉，是韓愈回答古文寫作的要領在於：「師其意，不師其辭」、「無難

易，惟其是爾」。「是」在這裡的是可解為，合理、清楚，梁啟超強調的流暢銳

達，未必就有助於讀者的理解，嚴復認為，文辭就彷如律令一般，是人們共同的

軌則，若任意更改，未必就能促進讀者的理解，且《原富》的譯介對象，本就是

讀書人，普及程度自然不高。梁、嚴二人的爭論可看出，寫作文體的變易，其實

與不同的社會想像有關，梁啟超認為普及知識可以先從簡化文字的表達開始，當

人們可以快速的接受新知後，自然可使中國快速地富強，但對嚴復而言，梁啟超

的作法無疑是不可行的，當時的中國人識字比率並不高，假如以梁啟超的作法，

能影響的範圍亦是有限，但是，若能讓當時的讀書人意識到另一片天空，那無疑

是事半功倍的。嚴復與梁啟超間的討論，看似是文體之爭，背後其實是國家政策

的方向，應由菁英發起，或重視普及教育，在論述中，梁啟超顯然是以普及教育

為先，但對嚴復來說，這其實不相衝突，在前文提到，嚴復認為應設立一機關，

                                                      
180

 梁啟超，〈紹介新著《原富》〉，《新民叢報》第一期，1902年2月，頁115。 
181

 嚴復，〈與《新民叢報》論所譯《原富》書〉，《新民叢報》第七期，1902年5月，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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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監督普及教育的推行情況，但在《原富》的譯文，他則強調精確性，在書寫上，

章太炎亦有此傾向。 

    嚴復之所以選擇先秦文體來翻譯，不僅僅是因為該時期為中國的鼎盛朝代，

亦有翻譯上的考量。他提到：「蓋翻艱大名義，常須沿流討源，取西自最古太初

之義而思之，又當廣搜一切引申之義，而後回觀中文，則往往有得，且一合不易

離。」，嚴復的翻譯一向探賾索隱，尋求中西譯詞的對照，也尋找該字詞的文獻

學脈絡，以「自繇」一詞為例： 

或謂：「舊翻自繇之西文 liberty 里勃而特，當翻公道，猶謂事事公道而已。」

此其說誤也，謹案：里勃而特原古文作 libertas 里勃而達，乃自繇之神號，

其字與常用之 freedom 伏利當同義。伏利當者，無掛礙也，又與 slavery

奴隸、subjection 臣服、bandage 約束、necessity 必頇等自為對義。人被囚

居，英文曰 to lose his liberty 失其自繇，不云失其公道也。……公道西文

自有專字，曰 justice 本思直斯。二者義雖相涉，然必不可混而一之也。

西名東譯，失者固多，獨此天成，殆無以易。182
 

    嚴復為了釐清自由的意義，其一是透過拉丁文的字根，說明其演變。其二是

與易混用字作一比較，說明其差異，其三是藉由句子的使用，以讓大家理解此字

涵義。這種種的努力，都是為了追求「是」，寧願不易理解，亦要字字有來處，

一旦名義混淆了，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可說是難以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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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勒原著，嚴復譯述，《群己權界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9)，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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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名學淺說》古今觀念有別一節中，耶方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便提到字詞使用的問題： 

代表政制，議員為鄉邑所舉選，而舉者之意，遂謂此人，既我所舉，又以

代表之名，所以其人一入政界，斷議出占，必如舉者之意……將不知選舉

議員，所必要求通達政體之人，政為彼得自伸其義，用所知識，於吾人庶

幾有利，若必如舉者之意，則遣一走卒，示以吾所欲為，或與以限制可耳，

又何必選舉為耶。183
 

    耶方斯認為，人們在理解制度的時候，往往因不明制度的涵義，因而望文生

義，誤解本有的意思，取其一偏，語言看似是工具，卻往往形塑了人們對制度的

理解，因而名學的重要性，便不只是純粹求意思的精確，而是人們能否理解該事

務的關鍵。嚴復則在其後寫下自己的按語：「今新學中最足以芒背者，莫若利權

人權女權等名詞，以所譯與西文本義，全行乖張，而起諸不靖思想之故。」184在

前兩章提到，嚴復認為，中國要富強的根本，即是在於強化民德、民智、民力。

因此，政府應推動公共教育以啟迪民智，啟迪民智的關鍵，即是在名學，耶方斯

與嚴復皆認同欲啟迪民智，必須使用明確的定義，其關鍵則在藉名學以明之。 

    不過，相較於耶方斯而言，嚴復尚有另個挑戰，即是中國文字的模糊性，他

舉氣為例：「問人何以病？曰邪氣內侵。問國家何以衰？曰元氣不復。於賢人之

生，則曰間氣……今試問先生所云氣者究竟是何名物？可界說乎？吾知彼必茫然

不知所對也。然則凡先生所一無所知者，皆謂之氣而已，指物說理如是，與夢囈

又何以異乎！……欲使治精深嚴卻之科學哲學，庸有當乎？」185在《天演論》自

序中，嚴復描述藉西學以理解過去中國學術未解之謎，以「如寐初覺」喻之，那

如果說理含糊不清，自然就和說夢話一樣了。 

                                                      
183

 穆勒原著，嚴復譯述，《穆勒名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9)，頁229。 
184

 耶方斯譯，嚴復譯述，《名學淺說》(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9)，頁151。 
185

  耶方斯譯，嚴復譯述，《名學淺說》，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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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中西學術對照，嚴復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古人談治之書，以科學正眼

法藏觀之，大抵可稱為術，不是稱學。諸公應知學術二者之異。學者，即物而窮

理，即前所謂知物者也。術者，設事而知方，即前所謂宜如何也。然不知術之不

良，皆由學之不明之故；而學之既明之後，將術之良者自呈。此一切科學所以大

裨人事也，今吾所講者，乃政治之學，非政治之術。」186
 

    嚴復認為，過去的中國只有術，沒有學，他將學定義為「即物而窮理」，即

說明該事物的緣由與系統，首先，即是通過正名與界說，說明該字詞的涵義，再

來是通過邏輯學的理路，陳述其內因、外緣及其對象。 

    在引文中，嚴復刻意以「科學」來說明他所分析的視角，此處的科學，與今

日所認知的自然科學有別，而近於邏輯的分析方法，在《穆勒名學》中，常可看

到外籒科學、內籒科學等用法。那麼科學為什麼如此重要呢？穆勒在該書中，是

如此盛讚科學的意義： 

大抵一科學之新例出，其所解舊有之閱歷常無窮，如常人行誼。古人修己

接物之際，所著以為建言者，不勝枚舉，建言則閱歷也。（此如孔子謂巧

言令色鮮仁，有子謂孝弟之人不好犯上，子游謂學道愛人等語，皆此例也） 

然必待心靈之科，立大例而為之解析，治化方進之秋，其所據以為藝術者

（藝術所包，自治平修齊，以至醫藥農桑治匠之微皆是。），大抵皆前人

閱歷所會通，而科學之所以寶貴，在立至精至確之大例，以簡易言其繁難，

信者證之使確，誤者辨札而糾繩之，或理得而未圓，乃為補齊所闕者，故

科學有裨補於閱歷以此，而所益藝術人生亦以此也。187
 

    科學的重要性，即是能夠整理出相關公例，以簡馭繁，而不至雜亂無章，並

能以學理的方式，說明過往經驗的意義，括號處是嚴復針對中國讀者的說明，未

出現在原書 A System of Logic 中，應是為了方便中國讀者了解其意義。嚴復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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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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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勒原著，嚴復譯述，《穆勒名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9)，頁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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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論述，其實接近於後來「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思潮，試圖以某一公例，

解釋中國的情況。不過，在第二章中曾提到，嚴復以科學與畫家為喻，說明邏輯

方法的重要性，但是，中國就如同是手術台上的病人，任由手術刀在其上解剖，

而未有自己的聲音。 

 

（二）道通為一 

 

    在民智與名學一節中，說明了嚴復的理想，是藉由名學以啟迪民智，進而重

建中國學術的基礎與表達方式，他自己對名學的期許是相當高的：「吾黨之治此

學，乃用西學最新最善之塗術。何則？其塗術乃天演之塗術也。吾將取古今歷史

所有之邦國，為之類別而區分；吾將觀政府之機關，而各著其功用；吾將觀演進

之階級，而考其治亂盛衰之所由；最後，吾乃觀其會通，而籀為政治之公例。」

188嚴復期待能整合古今中外的個案，相互比較，進行會通，最後，分析出他們的

公例，此公例自然是為了思索中國的未來而用。在這裡，其中一個關鍵詞是「會

通」，所對應的是 generalize／generalization，「會通」在《名學淺說》、《穆勒名學》、

《群學肄言》皆曾出現過，在原文中的意思，近於今日歸納之義，但是，「會通」

對嚴復而言，似乎有不同的意義。「會通」一語典出《易經．繫辭上傳》：「聖人

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王弼注中，將「典禮」釋為「適

時之所用」。前一則引文，其實可視作是《易經．繫辭上傳》一語的擴寫，要收

羅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藉由歸納與分析而尋找到公例，而用以規劃中國的未來。

那麼，名學在此的重要性便顯現出來了，不僅僅有現實考量的開民智，重建中國

學術基礎外，它更有修齊治平的大用。但是，會通要至何時、何樣程度，及最終

的境界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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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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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暉認為，嚴復的「求真」過程，類似於朱子學那種以「天理世界觀」為前

提的「格物窮理」的次第工程，雖然自然（名、數、質、力之理）、心理（天地

人之理）、社會（群之理）均有客觀的理，卻不是各自獨立而是相互聯繫的，它

們之間僅有層次之別而無性質之分，層次之別，則視與「修齊治平」的關係遠近

來界定的。此處運用理一分殊的理論，相信自然與人文之理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求真」也即「窮理」，窮理的目的雖在人事，但最根本普遍的「理」，又依存於

各種自然事物的理，換言之，「修齊治平」之路，必然要以「窮」事物之理為前

提。189
 

    在汪暉的論述中，嚴復的「道通為一」，應釋為：「術雖有別，但彼此間仍有

關連，端視人們求知的目的（此處為修齊治平），而以「求真」與「窮理」的方

式，會通彼此之異，最後，能獲得「一」的存在」。 

黃克武則引用《天演論‧佛法》一節針對不可思議的按語，說明嚴復的「道

通為一」，他說：「嚴復拒絕將西方（狹義的實證式）科學所發現的真理，視為唯

一解決內在、外在生活之關鍵。對他而言，內在生活與其不可思議之連結，是超

越了實證科學，而需要依賴超越的智慧。他說：將科學所無法解釋的現象視為「迷

信」是錯誤的，哲學大師赫胥黎與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將此領域

稱為”unknowable”，他則叫做”agnostic”…….嚴復受到道家所謂「道可道，非常

道」與佛教「不可思議」之觀念的影響，傾向在邏輯性的命題之外找尋默然的智

慧。而且他以「盡智見德」、「會通為一」的精神，將形下與形上境界融合為一完

整的知識體系。」190
 

在汪暉的解釋中，嚴復的「道通為一」是一種形而下知識的統合，那麼，黃

克武則擴充了道的涵義，道是包含形上與形下的，而這是受了道家與佛教的影響，

在《天演論‧佛法》一節的按語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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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頁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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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台北﹕聯經，2010)，頁19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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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天下事理，如木之分條，水之分派，求解則追溯本源。故理之可解者，

在通眾異為一同，更進則此所謂同，又成為異，而與他異通於大同。當其

可通，皆為可解，如是漸進，至於諸理會歸最上之一理，孤立無時，既無

不冒，自無與通，無與通則不可解，不可解者，不可思議也。191
 

    嚴復在此以樹木的枝椏、水的支流為喻，說明知識是如何理解與貫通，按語

同樣預設了一種性質相同，但層次有別的知識分類觀，當支流匯集成水域，此是

同，但各水域間的關係，則是異，但是，尋找不到可通處時，人們無法理解，而

稱其為「不可思議」。換言之，嚴復意識到會通之法－「名學」有其極限。吳展

良則更進一步說明，此種性質相同，但層次有別的知識分類觀，和嚴復早期較主

張自然公例（natural law）息息相關，自然公例具有普遍性，既為萬事萬物的共

同原理，亦為人類社會所應共遵的普遍理則。但是，嚴復的「道通為一」，終究

碰到了不可通之處，強調「無所住」與「遊心至大」的儒釋道思維方式，與立基

於語言、符號與邏輯運作的西方學術，在實踐上終究難以並行。192
 

    綜合上述研究，在嚴復的知識觀有兩條主線，一條是以儒釋道為代表的知識

論上的樂觀主義，另一條則是以名學為主軸的實證路線，但是，這兩條路線卻被

以奇妙的方式雜揉在一起了。嚴復認為，名學能作為一切方法的方法，他是如此

描述「自然公例」﹕「自然公例，即道家所謂道，儒先所謂理，《易》之太極，

釋子所謂不二法門；必居於最易最簡之數，乃足當之。」193如何理解這段按語呢﹖

這邊的最易最簡之數，是能透過某一原理，進而推知世界的諸多現象，道家之道

等語，應視為「道」，是道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任何關於道家的知識與觀點，都

能藉由此推演而出，換言之，「道通為一」之「一」，應是各門派的核心概念的推

演，都能藉由名學掌握，而非認為嚴復要將各學派知識統合為一。但是，有趣之

                                                      
191

 斯賓塞原著，嚴復譯述，《天演論》，頁187。 
192

 吳展良，〈中西最高學理的綰合與衝突：嚴復「道通為一」說析論〉，《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54期 （2001 年 5 月），頁 329。 
193

 穆勒原著，嚴復譯述，《穆勒名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9)，頁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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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亦就在此，道家之道，是能藉由名學而掌握的嗎﹖史華慈亦有類似看法﹕「嚴

復不完全反對在現象的不斷變化背後有一個客觀的合理秩序概念，而且他沒有察

覺出哲學的困境在於，力圖透過歸納法得到這樣一個秩序。」194道明顯是超越的

智慧，不屬於實證科學的範圍，不過，嚴復依然習慣用老子來表述歸納演繹與公

理的關係，如在評點老子的「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時，他提到：「日益者，內

籀之事也；日損者，外籀之事也；其日益也，所以為其日損也。」195嚴復的意見，

並非是認為，過多的知識會妨礙對道的追求，而對歸納演繹邏輯有所質疑。196他

認為公理的形成，要藉由歸納與演繹兩條路徑，嚴復以日益比喻歸納法，是建立

在不斷地收集個案，而日損者，即是說明有些公理，能夠以更簡潔的方式成立，

方能得到最易最簡之數。在「道生一，一生二，三生萬物。」的評語中，更展現

了他的堅持： 

道，太極也，降而生一。言一，則二形焉。二者，形而對待之理出，故曰

生三。夫公例者，無往而不信者也。使人之所教而我可以不教，或我教而

異夫人之所教，凡此皆非公例可知。非公例則非不易之是非，順之必吉，

違之必凶者矣。是故居今之言事理也，視中西二俗所不期然而合者。不期

然而合，必其不可叛者矣。下此，中然而西否，或西然而中否，皆風俗之

偶成，非其至矣。197
 

    嚴復所追求的，是普遍的不易之是非，是公例，因而沒有中西之別，正如章

太炎先前批評的，見共相，而不見殊相，但嚴復並非認為，一切的殊相皆沒有價

值，在〈主客平議〉一文中，對人們或墨守成規，或過於偏重新學情況，他評論

道﹕「非新無以為進，非舊無以為守，且進且守，此其國之所以駿發而又治安也。」

                                                      
194

 葉鳳美譯，史華慈著，《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頁181。 
195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1095。 
196

 葉鳳美譯，史華慈著，《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頁187。 
197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1093-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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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在這裡他勾畫了一個中西新舊並進的道路與圖像，在求新的過程中，必然會有

碰撞，碰撞並非是衝突，而可能是新的契機，能夠尋找到彼此的共通處，來闡發

我國固有之道理，而在這樣的過程中，公理便產生了。而嚴復也就在這個基礎上，

展開他的國家論述，在建構「公民」與「公理」的圖像時，他提到﹕「夫公理者，

人類之所同也。至於其時，所謂學者，但有邪正真妄之分耳，中西新舊之名，將

皆無有。」199公理既為公理，必然是跨時空的，因而中國人得之，亦能成為代表

進步的公民，同時，透過比較與試驗，他信賴民主制度、認同自由價值，也認為

諸多道理，只要能經由驗證，無不能成為公理。在嚴復的構想中，分殊可藉由名

學的統合，以達到最後湛然明覺的「一」。然而，正如陽明對朱熹的質疑，格物

到什麼層次，才會豁然貫通，要有多少條例子的驗證，才能說明它是公理﹖同時，

這些代表普遍性的制度與價值，是如何界定它的內涵的﹖又是誰能界定它的內涵

的﹖道通為一，其實便是欲以名學的實證方法，完成知識論上的樂觀主義的目的，

理論上，這樣的普遍性，背後蘊含了實證性方法對它的質疑，但這或許是身為轉

型時期知識分子的嚴復，在中西交流中，讓中國學人皆能無心理負擔地接受新知

的方法。 

    在這一節中，說明嚴復為何對名學如此看重。其一，為了知識傳播的精確性。

其二，在穆勒的觀察中，對政治制度的命名，往往會形塑人們對該制度的理解與

想像。其三，嚴復欲藉名學以重整中國學術中定義不清的問題，如「氣」之一字

的歧義性，唯有能真正的格物窮理，才有可能有真正的學術。此外，名學不只是

實際之用，還是嚴復思想的根柢。 

    嚴復說明自己的理想為「道通為一」，然而，道為何道﹖如何通﹖且一字何

義﹖藉由汪暉、黃克武、吳展良、史華慈對嚴復「道通為一」的理解，可得知在

嚴復的思想中，有兩種不同對知識的看法，一者是以儒釋道三家與不可知論所代

表的樂觀主義知識論，另一者則以名學、邏輯為代表的實證路線，對嚴復而言，

                                                      
198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119。 
199

 王栻主編，《嚴復集》，頁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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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學為一切學之學，能夠藉由它來整合與掌握一切學科的知識，然而，在他的比

喻中，往往認為能夠藉由名學獲取形上知識的道，雖在理論上有所隔閡，然而，

嚴復在此基礎上勾畫了他對公理與公民的想像，並認為中西學術終有一日能藉由

尋求到足夠多的共通處，而形成一種完美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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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章太炎：回真向俗 

 

（一）寧勿徑便 

 

    嚴復的文章被評「淵雅太過」，章太炎的文字則被評為奇掘、怪異、好用古

字，甚至連當時的讀書人都未必能懂他的文章，例如，魯迅回憶起青年時期讀章

太炎的文章：「我愛看這民報，但並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或說佛

法，談『俱分進化』，是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鬥爭，和『xx』和『xx』鬥

爭」200，從魯迅的評論，應可側面反應時人閱讀章太炎文章的感想，在文字的使

用上，風格古奧，論述風格不容易理解，不過，儘管如此，青年時期的魯迅應也

深受章太炎筆下的熱情感召。 

    太炎本人對魯迅的讚譽，卻未必完全認可。在〈與鄧實書〉說道：「僕之文

辭為雅俗所知者，蓋論事數首而已。斯皆淺露，其辭取是便俗，無當於文苑。向

作《訄書》，文實閎雅。篋中所藏，視此者亦數十首。蓋博而有約，文不掩質，

以是為文章職墨，流俗未之好也。」對章太炎來說，他理想的文章，未必是那些

文辭簡易的論戰文字，辯論，本就是為了獲取讀者認同，因而寫作標準必須以淺

白為主，但他對文章寫作的理想是：「既有符號，斯淆雜異語，非通古今字知先

代絕言者，無能往來，況夫審別流變耶？世有精練小學而拙於文辭者矣，未有不

知小學而可言文者也。」201、「有通俗之言，有學術之言，此學說與常語不得不

分之由……非好為詰屈也，苟取徑便而淆真意，寧勿徑便也。」202
 

    在文字的使用上需追求準確，因而必須深通小學，熟知文字聲韻訓詁等工具，

方能知道文字的原義與引申義，若文字使用不清楚，因而誤用，思維也勢必混亂，

此外，針對寫作對象的不同，他分為學術之言與通俗之言，兩者的表達方式不同，

                                                      
200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收入《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2005)，頁545。 
201

 章太炎，《訄書》，頁232。 
202

 章太炎，《訄書》，頁21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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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寫作立場上，章太炎與嚴復皆同，無法接受梁啟超為了普及寫作對象，而忽略

閱讀者的知識背景差異。203
 

 

(二) 真與俗 

 

    在第三章中，曾以國家為例，說明章太炎如何藉佛學解構上述概念，然而，

解構之後呢？在現實世界應如何面對國家，此處須從章太炎描述自身成學的階段

方能得到解答。 

    自揣生平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204
 

    轉俗成真與回真向俗，是章太炎描述自己成學的兩個階段。轉「俗」成真之

「俗」，指的是藉由歷史、樸學等思想方法與資源，反省中國歷代政治發展與當

下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在第二章中，筆者以「重建批判資源」與「以制度為中心

思考」，說明章太炎此時的思想傾向，「俗」是以歷史與觀念方式，回溯中國文

化的問題，說明其問題所在，以章太炎的話來說，「俗」即代表現實事務的世俗

法。 

囚繫上海，三歲不覿，專修慈氏、世親之書。此一術也，以分析名相始，

以排遣名相終，從入之途，與平生樸學相似，易於契機，解此以還，乃達

大乘旨趣。205
  

    由俗走向真的契機，是因為囚居於上海時，章太炎閱讀先前曾排斥的佛學著

作，轉俗成「真」之「真」，指的是以佛學為中心，反省人類整體的生存樣態，

                                                      
203

 為與嚴復做比較，論文並未處理章太炎思想中，文與國家間的關係，相關論述請參考﹕陝慶，

〈以「文」立「國性」：論章太炎的「文學」、「國學」觀及其時代性思想意義（1900～1910）〉，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博士論文，2013) 
204

 章太炎，《菿漢微言》，收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頁70-71。 
205

 章太炎，《菿漢微言》，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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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第三章中，章太炎對國家的反省，分析的理路與批評的方式，如「無自性」

佛學用語，以章太炎的話來說，「真」代表的是出世法。 

    直到將〈齊物論〉與佛學相結合，完成《齊物論釋》後，章太炎進入到成學

的第二階段－－「回真向俗」。那麼，為何由「轉俗成真」走向「回真向俗」呢﹖

因為在真和出世法中，一切的善惡是非都相對化了，固然能使人擺脫束縛，求其

真我，卻有更多人是得其形而未明其實，如〈思鄉原〉中對狂狷的反省： 

狂狷者，有進取一概之操，雖闕略杪小哉，然不舍人倫之際，百姓當家之

務，父子耘瓜，華冠組袍，以自肆志。不求其名，故不崇偽﹔不歆其得，

故不燿世。今即反是矣。不得中行，寧置狂狷，思鄉原。古之狂狷者，自

才性感慨至；自唐以降之狂狷者，自辭章夸挺至。辭章于人也，教之矜伐，

予之嚴飾，授之抵誤，致之朋黨，野人持此以游市朝，朝士又以是延進野

人也。206
 

    狂狷，是章太炎所認同的重要品行之一，但是，它往往被當成求取名聲的工

具，這樣的人，往往只懂破壞，不懂建設，類似的問題亦出現以佛學批判世俗事

物的組織與架構中。在唯識學的理論中，世俗事物是由意識的變現所形成，而且

「我」亦是虛構的，無自性的，那麼，章太炎所強調汲取歷史以為今用，不也沒

有正當性嗎﹖因而，章太炎說：「佛法雖善，無益於人事」並非是貶斥佛法，而

是思考這樣「我法二亡」的進路，並非是讓人們以為一切是虛構的，都要打破。 

 

 

 

 

 

                                                      
206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收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頁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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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菿漢微言》中，以世法與出世法間的關係說明他的思考﹕ 

世法可不壞出世法耶？不能也。出世法中哀愍眾生，如護一子，捨頭目腦

隨以施人者，稱菩薩行，而未嘗責人必捨。責以必捨，便非哀愍。在世法

中，有時不死節者，不齒於人，是乃責人以必捨也。然彼出世法者，可以

不壞世法，此義云何？此身為札報，此土為依報，即白衣所謂命也。207
 

    出世法與世法各自代表佛學理論與世俗世界的知識，在此處，章太炎以「犧

牲與奉獻」為例，在出世法中，犧牲與奉獻必須是自願的，方能稱作菩薩行，但

是，在世俗世界中，卻有一定的軌則須遵守。江湄藉「出世法」可不壞「世法」

一段申論道：「人從來是具體社會的人、文化的人，必須遵守特定文化、社會環

境中的道德規範，尤其是對於社會群體來說，更是需要有『世法』的規範和教育。

對於此土來說，『世法』就是歷代相傳的儒家人倫禮教。」208江湄的觀察，是放

在章太炎思想後期，重新去思考儒學之義與用，這其實說明了，思索真與俗、出

世法與世法的關係該如何調整，已成為了「回真向俗」的關懷所在，而這個問題

到《齊物論釋》後才獲得真正的討論。 

    《齊物論釋》是章太炎以佛學重新疏解《莊子‧齊物論》的著作，以佛證莊

或莊佛互釋是這本書的研究方法，在闡釋篇題時，章太炎將以具體實例說明莊子、

佛學二者在理論與名相的相應處，如﹕「《大乘人楞伽經》云：『我經中說，我與

諸佛菩薩不說一字，不答一字。所以者何？一切諸法離文字故，非不隨義而分別

說。』是與〈寓言〉所說，亦如符契。夫能上悟唯識，廣利有情，域中故籍，莫

善於〈齊物論〉。」不過，章太炎更重視的，顯然是「堯伐三子」一節，甚至認

為這應該被放在〈齊物論〉之末，以彰顯其重要性，詮釋經典時，改變訓釋意義

                                                      
207

 章太炎，《菿漢微言》，頁15。 
208

 江湄，《創造「傳統」－晚清民初中國學術思想史典範的確立》(台北：人間出版社，2014)，

頁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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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更動文章順序，都能表現出思想家的關懷所在，學者們傾向於將「堯伐三子」

放在章太炎當下的時空環境分析。 

    汪榮祖將章太炎對「堯伐三子」放置在西化派的論爭與對反省現代性的語境

下，在面對文化一元論的衝擊下，章太炎強調，不同的文化都有其存在價值，這

明顯表述了文化多元論的思維。209章太炎對「堯伐三子」一節的評論：「原夫齊

物之用，將以內存寂照，外利有情，世情不齊，文野異尚，亦各安其貫利。」於

此說明了，各文化間不必也不當成為另一種文化，應當彼此相互尊重。210慕唯仁

則側重從〈五無論〉中歐洲國家利用平等和文明話語來使侵略合法化的視角，說

明「堯伐三子」的寓意，認為在這一套話語背後，其實是統治者與侵略者用以愚

民的意識形態機器。 

    無論是汪榮祖所強調的文化一元論的衝擊或慕唯仁所說的平等話語，其背後

皆預設了標準。那麼，是誰去建立這些標準，這些標準又如何被人們理解，而人

們為何會陷於這些標準而不自知，這些問題，或許便是《齊物論釋》所要回答的。 

齊物者，一往平等之談，詳其實義，非獨等視有情，無所優劣，蓋離言說

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乃合《齊物》之義。次即《般若》

所云字平等性，語平等性也。其文皆破名家之執，而亦兼空見相，如是乃

得蕩然無閡。211
 

    章太炎認為，欲達到齊物的境界，首先要破言說、文字、心緣等虛幻不實的

境相，在〈建立宗教論〉中，他以八識的性質，說明唯識三性。如第六識的意識，

有普遍計度的功能，所以形成各種遍及一切的相對概念，但在唯識而言，這些都

是妄相，徒有其名而無實義。第八識為阿賴耶識，為各種種子所藏，但是，本身

                                                      
209

 汪榮祖，〈章太炎對現代性的迎拒與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頁166。 
210

 汪榮祖，〈章太炎對現代性的迎拒與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頁167。 
211

 章太炎，《齊物論釋》，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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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分別、思量的功用。第七識末那識，以阿賴耶識為它的對象，因而有自他的

分別產生。第七是為末那識，執著阿賴耶識以為自我。212
 

    人們或執著法、或執著我，常陷於其中而不自知，然後在此基礎上建立了理

論以相互攻訐，如〈齊物論〉所言﹕「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

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

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對章太炎來說，這並不是否定語言的必

要性，他提到﹕「人心所起無過相、名、分別三事，名映一切，執取轉深，是故

以名遣名，斯為至妙。」213只有去勘破人心對語言符號的執著，意識到它的有限

性，而非受其制約而不自知，這才是真正的破執，同時，章太炎也從莊子與佛學

所共同關注的，對執著語言的問題，藉以完成回真向俗的階段，其中的關鍵即是

阿賴耶識，它成為了章太炎「真」與「俗」、「世間法」與「出世法」的接榫。 

    阿賴耶識，章太炎稱其為藏識，說明它為各種種子之所藏，如世、處、相、

數、因、我等識，石井剛認為：「這是一種主體間的認識範疇，也由於『藏』的

的體向（aspect）－『能藏』、『所藏』、和『執藏』，必然帶有時間上下的記

憶傳承關係。」214由於章太炎這樣規定阿賴耶識，人被界定為歷史－語言的存在

物，換言之，阿賴耶識既由個人所遭遇的事件所不斷變現，但並非是個人的，而

亦有外在的薰習，人不僅僅要自度，而必須要反觀與改造自己所身處的世界，人

無法擺脫歷史－語言的時空性和主觀性，換言之，任何的改造與反省，都必須從

存在的現時、現地開始做起。 

    從這個角度來看，蔡志棟以《齊物論釋》中﹕「時為人人之私器，非眾人之

公器。」說明章太炎對時間的理解，強調時間是每個人私有的功能，個體之間沒

有共通性的解釋，而進一步將章太炎判定為「唯我論」(solipsism)
215者的觀點，

                                                      
212

 蘇美文，《章太炎《齊物論釋》之研究》(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頁10-11。 
213

 章太炎，《齊物論釋》，頁73-74。 
214

 石井剛，《齊物的哲學：章太炎與中國現代思想的東亞經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16)，

頁23。 
215

 蔡志棟對唯我論者的解釋，引用《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7)﹕「認為世界的一切事物及他人均為『我』的表象或『我』的創造物的哲學觀點。……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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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是站不住腳的。216蔡志棟只注意到章太炎運用阿賴耶識以說明人的特殊性，

卻忽略了阿賴耶識普遍性的向度，此外，唯識學並不認為自我是一種絕對性的主

體，反倒是認為世界之變現，源自於心識的無明，而循其虛妄建構而成，人，不

能僅從自身得到價值依據，也不能從超越的主體獲得更高的判準，人的行為準則

乃至於思考，都必須是條件性的，這即是〈國家論〉所強調的﹕「國家之作用，

是勢不得已而設之者，非理所當然而設之者。」 

    除了藉由佛學以思考人的特殊性，佛學也被章太炎用以重構儒學，過往的政

治傳統，是士大夫先天下之憂而憂，承擔起救世的責任，進而化民成俗，喚醒人

們的四端之心，章太炎以佛學框架，重釋儒學「四端之心」： 

儒者昔人言性者，皆非探本之談。不知世所謂善惡，俱由末那識之四種煩

惱。仁為惻隱我愛所推，義為羞惡我慢所變，及夫我見我癡，則不可以善

惡言矣。廣說亦得言有善惡相應，然以仁義禮智四名並舉，即非。實說仁

義，自是相稱。智為是非之心，即屬我見。禮者隨順世俗，加以有為之事，

其業用與法律同科，與三德不相類也。若言辭讓之心，此即慢心負數，而

亦攝在羞惡心中，不得並列為四。217
 

    原先四端之心的功能與意義，章太炎以阿賴耶識來取代它，因眾生皆有阿賴

耶識，其中種子隨時都在生滅變化，在《齊物論釋》中，章太炎是如此界定各種

子的現行： 

                                                                                                                                                        
據這種觀點，他們必然認為只有自我及其意識才是唯一真實的、本源性的存在，每個人都可宣稱

是世界的創造者，是世界唯一的實體。」 
216

 蔡志棟，《章太炎後期哲學思想研究》(台北：龍視界，2015)，頁51-56。 
217

 章太炎，《菿漢微言》，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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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眾吹竽，同度一調，和合似一，其實各各自有竽聲。所以者何？時由心

變，甲乙二心界有別故。由此可知，時為人人之私器，非眾人之公器。且

又時分總相，有情似同，時分別相，彼我各異。218
 

    個人與個人間，即使面對的環境相同，由於個人的差異性的緣故，體知與感

受亦有別，但是，阿賴耶識在現世的熏習性，使人們意識上的認知對象，建構於

共同所處的世俗世界，化民成俗的工作，不再是由上而下，而是每個人自覺地承

認自己是歷史－語言的存在，進而轉識成智。在這裡，章太炎以史學批判世俗世

界，才真正有了正當性，人固然有其獨特性，但這並非與外在世界隔閡，成為了

一座座孤島，個人的經驗雖有別，熏習程度雖異，但處於一個相同的世界，也在

具體世界形塑自己的樣貌，換言之，若要轉識成智，自然不會是自了漢，而必須

要改造外在的熏習環境，方能真正解脫，因而史學在此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

提供了我們觀看世界的視角與批判的方法，「回真向俗」後的章太炎，才真正的

找到融通佛學、史學，不再過分注重超越性，而只有破壞，也不再陷於歷史情境

中，卻沒有革新的動力。 

    「回真向俗」是描述章太炎由「出世法」壞「世法」，到「出世法」不壞「世

法」，但是，不壞本身並非不作為，而是「真」即就在「俗」之中，人在世俗世

界中熏習，必然要了解自己所處的世界，從此土此時出發，方有改造的可能。也

因此，看似強調地方特殊性的章太炎，在此思索普遍性的基礎： 

陸子靜曰：「東海西海聖人，此心同，此理同，然乎？」荅曰：然。以直

心札趨真如，以深心樂集善行，以大悲心拔眾生苦，此千聖之所同也。若

其別願，則有異也。夫拔一切眾生苦者，謂令入無餘涅槃，此乃終局目的

耳，中塗苦痛固亦多端。於是西方諸聖，有發願令地平如掌矣，有發願以

方藥療病者矣，此期別願，固不必同。而此土聖哲，悉以經國寧民為其別

                                                      
218

 章太炎，《齊物論釋》，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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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欲經國寧民者，不得不同於世俗世界，有弊以術矯之，其迹又或近偏，

非徒與佛家儀則不同，乃與自內證知亦異。儒者或訶佛為異端，以迹觀之，

誠亦未誣也。雖然前者識其總相，未計其別相也；後者見其別相，未知其

總相也。219
 

    聖人之心雖同，但是，所處的世俗世界有別，因而處理的方式亦有差異，人

雖都要克服自己的無明，方能解脫，但是，因所熏習的外在條件，無明的內容各

自不同，而對治的法則亦有差異，唯有意識到這點，人方不至於陷於迷妄中而不

自知。太炎此語雖未必真對嚴復而發，但可做一對照，《天演論》中提到： 

自夫人心之靈，其不有知，而妙道之行，雖近之不眺其首，隨之弗符其蹤，

而死生榮悴，日夜相代夫禱，昭昭乎若揭日月，所以先覺之禱，妙契向符，

不期而會，分途其唱，殊旨同歸。所謂東海一聖人，此心此理同；西海一

聖人，此心此理同也。220
 

    對嚴復而言，「理」固無地域上的區隔，因而是普遍的，先前曾提到﹕「中

然而西否，或西然而中否，皆風俗之偶成，非其至矣。」對嚴復而言，既是偶成，

那便不是公例，而可再加以轉化。但是，對章太炎來說，理，是透過人與環境的

互動所變現，只能是當下、此土之理，各地之聖人，發心雖同，然而，其別願與

所創發之理，不必相同，所以，即便是在地、獨特的，它依然有存在的價值。 

    在這一節中，首先分析了章太炎對書寫的態度，同於嚴復，兩人都認為，文

字表達的簡易程度，未必會影響人們的理解，端看閱讀者與寫作內容，但相較於

嚴復重視名學的精確性，章太炎則強調小學的重要性。在國家論述的知識基礎，

考察了章太炎所描述自己的學思歷程﹕「自揣生平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

乃『回真向俗』。」在第二章中，曾特別提到，以制度為中心為思考的背後，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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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菿漢微言》，頁41 
220《天演論〉味經本，《嚴復合集》(台北:辜公亮文基金會、聯經出版公司，1998)第七冊，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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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史學意識，這是章太炎所定義的俗，亦即由世法反省世法，而當他接觸到佛學

後，便出現了〈國家論〉、〈五無論〉這樣的文章，這是轉俗成真，亦即由出世法

反省世間法，然而，章太炎意識到只有破壞沒有建設的問題，因而在《齊物論釋》

的寫作中，思考人與諸多背後標準的關聯，而以阿賴耶識為出世法與世法間的接

榫，真必須要俗中方能呈顯，所以，即便是此土、特殊的，他都有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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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結論 

 

    在這一節中，考察嚴復與章太炎二人國家論述的知識基礎，通過翻譯、書寫

與最終欲達到目標的方法，說明其異同。 

    對於翻譯的態度，嚴復較注重翻譯的「可譯性」，因而著重會通，認為會通

之理，即是中國未來應走的道路，章太炎較注重翻譯的「不可譯性」，認為各文

化間有其不可通約之處，在談文化交流之前，則需意識到背後標準與權力架構。

這兩條路線，一者重會通，一者懷疑會通的可能性，而重視不可通約處，這樣的

差異，使得二人走上不同的道路。 

    嚴復思想中的名學之用，是為了要啟迪民智、重現中國學術的根柢與研究方

式，另外一個面向，則以名學為一切學之學，以會通一切，完成他道通為一的理

想，在他的思想中，有兩種不同對知識的看法，一者是以儒釋道三家與不可知論

所代表的樂觀主義知識論，另一者則以名學、邏輯為代表的實證路線，嚴復認為

能夠藉由名學獲取形上知識的道，同時，在此基礎上勾畫了他對公理與公民的想

像，並認為中西學術終有一日能藉由尋求到足夠多的共通處，而形成一種完美的

秩序，嚴復的國家論述中，即建立在此種重普遍性的知識基礎上。 

    嚴復所尊崇的名學，在唯識學的框架中，處於具有普遍計度功能的意識中，

這些遍及一切的相對概念，不過都是妄相，並不能作為國家論述的知識基礎，而

章太炎要作的，即是去描述這些妄相的背後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響人們。但

是，章太炎並不滿足於以出世法壞世法，他以阿賴耶識為出世法與世法間的接榫，

真必須要在俗中方能呈顯，批判現實，並不是為了展現自己的狂狷，以獲得美名，

而是人若要轉識成智，不僅僅是個人的修養，外在的熏習依然會影響個人，換言

之，並沒有自了漢的解脫，因而人必須要意識到自己現處的環境，了解到其不可

通約性，即便是此土、特殊的，他都有存在的價值，未必一定要在普遍的框架下

才有意義，在章太炎的國家論述中，則以一種否定普遍框架的普遍性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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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書寫，較為留意思想與思想外之客觀結構，

如政治經濟間的互動，其重點尤在透過通史來把握思想流變之歷史意義。221所謂

的客觀結構與通史，其實隨著人們的詮釋與理解，亦不斷地改變，如過去和現在，

有其連續性，有其非連續性，隨著視角改易，過往不被時人所重視的某個時間段

或思想家，忽然在身後得到先前未有的重視，亦所在多有。此外，歷史意義本身，

有相當大一部份來自於研究者的現實關懷與研究方法，他所界定的研究框架，一

定程度也影響人們的思考。換言之，思想史的研究，和研究者本身的現實關懷與

對現下情勢的理解息息相關。 

    例如，嚴復研究者黃克武，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對嚴復思想的個案研究，

其背後的根本關懷。主要就是希望經由對西方民主思想的更精確掌握，以有助於

國內民主政治更完善地成立。」222研究者常就著思想家當年所探究的問題，接著

講、反著講，或者更深入地探討研究對象當年所遭遇的困難及其侷限。那麼，嚴

復與章太炎當年所面對的問題有那些，又有多少東西，是他們沒意識到的﹖ 

    1903 年時期的嚴復，發表了〈有如三保〉一文，以保國、保教、保種說明

當時所流行的政治論述，與中國現下所面對的問題，藉著這三保所談論內容而言，

強調「捨保國之外，安有所謂保教保種之術哉﹖」的張之洞，提倡孔教的康有為，

認同黃種的嚴復，鼓吹漢種的章太炎，這四個人雖在當時地位不一，立場不同，

但都為如何重建「中國」，換言之，晚清時期的中國，即是複數的存在，這亦是

本文以嚴復與章太炎對於國家的意義、國家的認同，以及二人知識基礎為題之

因。 

 

                                                      
221

 黃俊傑編，《歷史知識與歷史思考》(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3)，頁136。 
222

 黃克武，〈發明與想像的延伸﹕嚴復與西方的再思考〉，《思與言》，36卷第一期(1996)，

頁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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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研究的迷人之因，就在於它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樣貌，它所描述的事

物與概念，對近人而言，既熟悉又陌生，如嚴復譯文中的「么匿」，今日多稱為

單位，章太炎所愛護的漢種的歷史，對不明脈絡的學人而言，恐有漢族沙文主義

之嫌，因此，勢必要回到當時的時代情境，方能看出當時嚴復與章太炎所關懷的

主題與各自的立場。對研究者而言，現下的中國與嚴復、章太炎所處的歷史情境，

其相似處恰好為本文二、三、四章各自處理的問題，即政治路線的抉擇、國家認

同、中國研究如何建立自身的知識系統。 

    在第二章「何謂國家」中，嚴復對國家的想像，側重國家能為人民作什麼，

因而重制度面的創立與保障，這部分整合了「社會」的有機體想像、亞當斯密對

市場的理解、人民自治與代議制，都強調人們可藉由努力，以完成一美好的秩序。

然而，這樣一種美好的秩序，人民所應付出的代價是什麼，章太炎認為，在完美

秩序的背後，因個體被消納至群體之中，沒有自己的聲音，而這其實是更大的壓

迫，人只有單面向的服從公理與群，此外，相關制度的創設，如代議制也未必真

如他所言能申民權，在考察代議制的實踐過程的困難與中國的歷史脈絡後，章太

炎不認為人民真的參與其中，反有可能是這個制度使得人民更不自由。 

    嚴復與章太炎二人在此處的差異，看似是對國家的性質與定義的不同，實質

上是在新的時代，如何釐清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係，此新的組織形式確如嚴復所

說的美好嗎﹖又或是在自由的背後，帶來更大的不自由，在第二章中，嚴復思想

中的普遍性表現在制度的創設與美好秩序的想像，認為中國不能自外於其中，但

是，章太炎則思考，這些制度與秩序的維持，背後所需擔負的代價，因而勾畫其

背後預設與群己話語，否定這些制度與秩序對自身的陳述。 

    在第三章「如何塑造國家認同」中，討論了嚴復與章太炎二人在選擇創建現

代國家方式，章太炎選擇排滿與革命，嚴復支持清廷與立憲，表面上看來是排清

與擁清的差異，然而，更深層的因素可能是對「歷史文化共同體」與「政治認同

體」的側重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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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章太炎來說，史學的意義不僅在於了解過去，而是能藉由共有的歷史認同

與資源，為國家創制提供新觀點與反省方向，對嚴復來說，社會有機體論述和他

選擇黃種與立憲息息相關，既能避免政治上滿、漢的衝突，維持中國現有的疆域，

亦能培養國民的政治意識，在平穩的環境下，使人民能漸進的發展其能力才是最

重要的。這兩條政治路線，表面上看來是政治實務的差別，但其背後是對國家想

像的差異，而這部分特別表現在二人的政治論述，嚴復重「全球視野」章太炎「在

地經驗」，兩人的差異應是思想資源有別，嚴復譯介的書籍，多與啟蒙時期相關，

故重普遍性與宏觀理論，章太炎重史學，故強調與在地經驗的親和性，在此，他

的否定性表現為拒絕以一宏大理論與敘事描述自身樣貌。國家認同固然是一大問

題，然而其背後政治思想的差異，也不得不辨﹕中國文化要重新煥發生命力，參

照的座標究竟該放在何處﹖ 

    第四章「國家論述的知識基礎」，藉由前兩章的討論，得知嚴復與章太炎各

以「普遍性」與「否定性」建立自己的國家論述，前者重公理、比較與秩序的建

構，後者反公理、重視歷史脈絡與說明其後的權力架構。 

    「普遍性」與「否定性」的背後，其實是思考在中國未來該走的道路上，究

竟該以重視世界的普遍性為主，或是強調地方的特殊性。嚴復欲以名學作為一切

學之學，以會通一切，以形上知識的道，完成道通為一，並在此基礎上勾畫了他

對公理與公民的想像，並認為中西學術終有一日能藉由尋求到足夠多的共通處，

而形成一種完美的秩序。然而，在章太炎以唯識學的建立的框架中，名學，處於

具有普遍計度功能的意識中，這些遍及一切的相對概念，不過都是妄相，並不能

作為國家論述的知識基礎，因而以佛學為進路，描述這些妄相的背後是如何形成，

以及如何影響人們。但是，章太炎並不滿足於以出世法壞世法，他以阿賴耶識為

出世法與世法間的接榫，真必須要俗中方能呈顯，批判現實，並不是為了展現自

己的狂狷，以獲得美名，而是人若要轉識成智，不僅僅是個人的修養，外在的熏

習依然會影響個人，換言之，並沒有自了漢的解脫，因而人必須要意識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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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處的環境，了解到其不可通約性，即便是此土、特殊的，他都有存在的價值，

未必一定要在普遍的框架下才有意義。 

    在嚴復與章太炎的國家論述背後，所關注的是，制度的創建與設計，應建立

在什麼基礎上。對此，嚴復與章太炎二人所強調的普遍性有別，嚴復認為必須要

建立在彼此的共相上，強調共通處，但對章太炎而言，共相背後的標準，使得殊

相不能彰顯，而那些不可通約的事物，或許是重要的，但卻在共相中被弭平了，

因而他強調重地方特殊性，必非排外與保守，而是認為，人們往往未意識到標準

背後的預設，而不自覺的地接受了，而普遍的框架亦同，重點或許不在他是否是

由共相出發，而在於眾人能不能意識到彼此的殊相，進而想像不一樣的世界。 

    這兩條路線，具體的差異則表現對翻譯的態度上，嚴復較注重翻譯的「可譯

性」，因而重會通，認為會通之理，即是中國未來應走的道路；章太炎較注重翻

譯的「不可譯性」，認為各文化間有其不可通約之處，在談文化交流之前，則需

意識到背後標準與權力架構。這兩條路線，一者重會通，一者懷疑會通的可能性。 

    翻譯的問題，其實可大可小，小至字詞字源的比較，也可上升至文化與文化

間的相互理解，甚至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對嚴復而言，可譯性本身，並不是不

證自明的，它是需要藉由研究者乃至於文化和文化間的交流，彼此切磋琢磨，方

能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有更深刻的理解；對章太炎來說，不可譯性並不意味，人們

彼此間無法交流，章太炎的知識基礎中，人們各有其阿賴耶識，他所重視的是後

天的養成，如歷史、語言、文化等等，他的不可譯，是條件式的可譯與理解，並

不承認所謂真正或完全的理解，只有承認其有限性，理解到彼此的差異，文化交

流才有可能。 

    論文以嚴復、章太炎的國家論述為主軸，但是，從論文所處理的三個問題﹕

政治路線的抉擇、國家認同、中國研究如何建立自身的知識系統，嚴、章二人所

關懷的重心，早已超越中國的存亡，逐漸拓展至超國家的面向。嚴復側重以普遍

性來探討中國文化的傳承與再生，也期許中國未來的方向，能以他所挖掘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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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會通之理，各國之間的人民，能沿著此路線，思考未來人們應如何共處；

章太炎的否定性，雖質疑普遍性的自身陳述，反而提出了另一套，不同於以正面

方式談論普遍性，而是以否定性為核心的普遍性，即是認為，沒有一個超乎一切

秩序、理則之上的規則，人們必須認知到所處環境的有限性，及其背後所蘊含的

條件，只有從理解自身的條件開始，方能談普遍性。 

    嚴復、章太炎二人的「普遍性」、「否定性」間的對話，在今日仍有其重要意

義，理解中國的位置與中國文化本身，必須跨越中國本身，尋求更大的框架，以

理解自身所處的位置，在此同時，普遍性與否定性間對話，並非是不證自明的，

而是一種動態的相互涵攝，有賴著研究者持續向前拓展其方向。 

  

 



100 
 

參考文獻 

 

一、史料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 

      記三家注》，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 

北大哲學系，《荀子新注》，台北:里仁，1983。 

﹝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6。 

《民報》第十七期(1907) 

《新民叢報》第一、七期(1902) 

王栻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冊一至五。 

約翰‧密勒著，郭志嵩譯，《論自由及論代議政治》，台北﹕協志工業叢書出版， 

      2000。 

章太炎，《章太炎政論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 

 

章太炎，《訄書》，收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收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章太炎，《齊物論釋》，收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章太炎，《菿漢微言》，收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章太炎，《譯文集》，收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章念馳編，《章太炎演講集‧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之演講》，(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1) 

 

 



101 
 

嚴復譯，斯賓塞著，《天演論》，上海：世界圖書，2013。 

嚴復譯，穆勒著，《群己權界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9。 

嚴復譯，穆勒著，《穆勒名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9。 

嚴復譯，耶方斯著，《名學淺說》，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9。 

嚴復譯，斯賓塞著，《羣學肄言》，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 

嚴復譯，甄克斯著，《社會通詮》，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9。 

嚴復譯，孟德斯鳩著，《法意》，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本雅明著（Walter Benjamin）著，張旭東、王斑譯，《啟迪﹕本雅明文選》，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上海：中華書局，1941，冊一。 

湯志鈞編，章太炎著《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 

梁濤著，《訄書評註》，西安﹕陝西人民，2003。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收入《魯迅全集》，北京:人民 

      文學出版社，2005。 

 

二、專書 

 

（一）中文 

王憲明，《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5。 

王玉華，《多元視野與傳統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2004。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陳兼、陳之宏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香港﹕ 

 



102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 

卡諾伊（Carnoy﹐Martin）著，杜麗燕譯，《國家與政治理論》，台北﹕桂冠，2002。 

石井剛，《齊物的哲學：章太炎與中國現代思想的東亞經驗》，上海﹕華東師範大 

      學出版社，2016。 

皮後鋒，《嚴復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汪暉，《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北京﹕生活‧新知‧三聯書店，2011。 

江湄，《創造「傳統」－晚清民初中國學術思想史典範的確立》，台北：人間出版 

      社，2014。 

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著，葉鳳美譯，《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汪榮祖，《康章合論》，台北﹕聯經，1988。 

汪榮祖，《史學九章》，台北﹕麥田，2002。 

許紀霖、宋宏編，《史華慈論中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邱偉雲，〈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1895‐1915）—以康有為、嚴復、章太炎為 

      中心〉，臺北：新文豐，2015。 

柏林（Sir Isaiah Berlin）著，潘榮榮、林茂譯，《現實感：觀念及其歷史研究》， 

      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彭春凌，《儒學轉型與文化新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錢理群，《周作人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 

姜義華，《章太炎評傳》，江西﹕百花文藝出版社，1995。 

韓炳哲著，莊雅慈、管中琪譯，《倦怠社會》，臺北：大塊，2016。 

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台北﹕允晨 

      出版社，1998。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03 
 

      年。 

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台北﹕聯經，2010。 

戚學民，《嚴復《政治講義》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韓承樺，《審重咨學-嚴復翻譯群學肄言之研究》，台北﹕五南，2013。 

蘇美文，《章太炎《齊物論釋》之研究》，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 

劉禾，《跨語際實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盧卡奇（Lukács György）著，杜章智、任立、燕宏遠譯，《歷史與階級意識》，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龔鵬程，《文化符號學》，台北﹕學生，2001。 

 

（二）西文  

 

Liu﹐Lydia H. 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lu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 Standford﹐Californi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Smith﹐ Anthony D. National Identity.Nevada: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92. 

Schwartz﹐Benjamin I.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64. 

Murthy﹐Viren. The Politcal Philosophy of Zhang Taiyan﹕ The Resistance of    

      Consciousness.Leiden:Brill,2011. 

 

 

 

 

 

 

 



104 
 

三、論文 

 

干春松，〈民族主義與現代中國的政治秩序——章太炎與嚴復圍繞《社會通詮》 

      的爭論〉，《開放時代》，第 6 期，2014，頁 84-98。 

王汎森，〈如果把概念想像成一個結構：晚清以來的「複合性思維」〉，《思想史》， 

      第六期，2016 年 3 月，頁 239-249。 

王銳，〈章太炎的典章制度之學〉，《輔仁歷史學報》，第 36 期，2016 年 3 月，頁 

      73-135。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 28 期，1997 年 5 月，頁 1-77。 

汪榮祖，〈章太炎對現代性的迎拒與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一期，2003 年 9 月，頁 145-180。 

吳展良，〈嚴復早期的求道之旅﹕兼論傳統學術性格與思維方式的繼承與轉化〉， 

      《台大歷史學報》，第 23 期，1999 年 6 月，頁 239-276。 

吳展良，〈中西最高學理的綰合與衝突：嚴復「道通為一」說析論〉，《臺大文史 

      哲學報》，第 54 期，2001 年 5 月，頁 305-332。 

許紀霖，〈在現代性與民族性之間——現代中國的自由民族主義思想〉，《臺灣東 

      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4 期，2005 年 12 月，頁 208-249。 

張志強，〈一種倫理民族主義是否可能——論章太炎的民族主義〉，《哲學動態》， 

      第三期，2015 年 3 月，頁 15-32。 

黃克武，〈發明與想像的延伸﹕嚴復與西方的再思考〉，《思與言》，第 36 卷第 1 

      期，1996 年 3 月，頁 71-97。 

黃俊傑，〈東亞近世思想交流中概念的類型和移動〉，《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10 期，2016 年 6 月，頁 3-25。 

劉紀蕙，〈莊子、畢來德與章太炎的「無」：去政治化的退隱或是政治性的解放〉， 

 



105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2 卷第期，2012 年 9 月，頁 103-135。 

姜義華，〈論章太炎的國家學說及從政實踐〉，《天津社會科學》第 5 期，1994 年 

      10 月，頁 90-96、110。 

劉紀蕙，〈法與生命的悖論：論章太炎的政治性與批判史觀〉，《杭州師範大學學 

      報》，第 2 期，2015 年 3 月，頁 32-55。 

潘光哲，〈近現代中國「改造國民論」的討論〉，《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19 

      期，1995 年 5 月，頁 68-79。 

河田悌一，〈否定の思想家‧章炳麟〉，收錄在小野川秀美、島田虔次編，《辛亥 

      革命の研究》，東京：筑摩書房，1978 ，頁 107-133。 

黃克武、韓承樺，〈晚清社會學的翻譯及其影響：以嚴復與章炳麟的譯作為例〉 

      收錄在沙培德、張哲嘉編，《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台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2013。 

黃俊傑編，《歷史知識與歷史思考》，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3。 

王樾，〈章太炎的儒俠觀〉收入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俠與中國文化》，台北﹕ 

      學生書局，1993，頁 269-285。 

傅樂詩﹕〈獨見孤行的哲人-章炳麟的內在世界〉，收入《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 

      保守主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2，頁116-153。 

王汎森，〈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收入王汎森主編，《中國近 

      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台北，聯經，2007， 

      頁 171-200。四、網路資源 

〈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http﹕／／ce.naer.edu.tw／policy.php （2017 年 5

月 29 日檢索） 

 

http://ce.naer.edu.tw/policy.php%20(2017年5月29
http://ce.naer.edu.tw/policy.php%20(2017年5月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