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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張灝先生曾指出，中國近代思想在發展過程中具有一個

轉型期，在這轉型期中，中國傳統概念資源與世界觀，在以

歐西為模範的新時代語境下受到挑戰，促使中國近代知識分

子，必須在一個萬國平等之新世界秩序下，重新擘畫中國的

位置，因此中國就在回應內在取向危機與外在他國的挑戰

下，啟動了思想轉型的巨輪，而「平等」觀念作為中國近代

知識分子戮力追求的新價值，自然也經歷了這段思想轉型的

過程。1
 在上述思想觀念轉型過程中，伴隨著中國近代所特

有之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雙層建構之現象，2
 平等觀念也開

                                                       
1 張灝先生對於轉型時代的起迄年代之說有其發展與變化，最終則是在

〈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一文中，明確標定為 1895 年到 1920 年

初前後。參見〔美〕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

紀》總 52 期（1999 年 4 月），頁 29；關於張氏「轉型時代」觀念的形

成與發展研究，可參見丘為君：〈轉型時代：理念的形成、意義，與時

間定限〉，收入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

經出版公司，2007），頁 507-530；張先生之「取向危機」概念，則可參

見〔美〕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頁 208-211。 
2 張灝先生曾指出在中國近代思想轉型時代中，表現出一種前瞻意識，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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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普遍性平等觀與特殊性平等觀這兩重類型。 

綜上，本書主要研究目的，即是觀察平等觀念在轉型時

代中，如何由傳統轉進到現代？如何在普遍主義層次上，成

為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於理想上的永恆追求？又如何在特殊

主義層次上，滿足不同行動者於現實中的生命─政治目的？

追尋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在轉型時代中的形成、發展以及普遍

性與特殊性樣態，即為本書主要之論述重點核心。在本書

中，讀者可從康有為、嚴復、章太炎等人對平等觀念的相關

論述上，看見他們營造出一個特殊的話語系統，並藉此解決

晚清思想家所面臨到的三大困局，即：傳統國學／近代西學

之抉擇、理想／現實的矛盾、政界／家界的衝突等問題。本

書的原創性即在於透過康、嚴、章等中國近代重要思想家之

平等論述，進一步地歸納描摩出晚清特有的混生／漸進式話

語系統，並觀察當時知識分子是如何依恃此話語系統，重新

安頓中國在新世界文明中的位置，並為中國傳統進行現代定

位的過程。 

本書以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為題，乃是因為「平等」

此一觀念於中國近代觀念轉型過程中至關重要，近代中國歷

                                                       
現為一種雙層建構，即在希望建構一個富強的民族國家之際，也同時希

望是個烏托邦理想社會。潘光哲先生則指出這樣的雙層建構，呈現出當

時人們在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間對於理想世界建構的徘徊。本書認為中

國近代平等觀念也在這轉型時代中，徘徊於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之間，

並於其中呈現出其歷史的張力。關於中國近代思想轉型時代的前瞻意識

與雙層建構論述，可參見〔美〕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

頁 38；潘光哲：〈中國近代「轉型時代」的「地理想像」（1895-1925）〉，

收於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頁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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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發展，或可說是一段追求平等價值的歷程。自甲午戰爭

伊始，知識分子開始自覺地意識到三十年自強運動的失敗，

而在民族與心理的雙重危機感下，中國走向了學習西方政教

制度的道路，著手吸收日本或西方現代觀念以作為富強之

道，這即與甲午戰前的器物學習階段有了區別。3 當時知識

分子皆普遍認為，明治維新成功或西方富強的關鍵，乃是因

為實踐了平等價值，正是在此語境的推動下，開啟了中國學

習與吸收西方近代平等觀念的道路，如 1897 年〈大隈伯論

變更國政〉一文指出： 

至維新之後，上地歸人民管轄，始得有其利權矣。又

如商業，亦有種種限制，至維新之後，則不復有縛束

其民之心，一視平等，百弊俱廢。昔日之士人，今日

則習商務，或商為農工，為農亦無不可也，國家變法，

如此之亟，而學校之政，由是大舉。往日學業最富，

首推士人，而今也四民一律，同勉學業，故士人子弟，

不獨以學見長，農工商子弟，亦實有學問智識。其他

海陸軍制，保甲之法，皆變更故態，四民平等，文明

之風，博洽朝野，下民齊稱明治之聖運焉。夫惟能行

                                                       
3 如日人實藤惠秀先生提到，中國自 1872 年開始派遣留學生至歐美留學，

至 1894 年這二十二年間皆未派遣至日本，直到甲午戰爭日本大敗中國，

中國承認日本明治維新有成，具有學習價值後，才於 1896 年派出十三

名留學生至日本留學；甚至從此之後，中國留學生皆以日本為主要留學

國家，據統計 1905、1906 兩年，留學日本人數高達每年 8000 人；由此

可見，在甲午戰後，中國確實開始向日本學習。參見〔日〕實藤惠秀，

譚汝謙等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北京：三聯書店，1983），頁 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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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之平等，乃足與外邦互爭其優長之勢。4  

從上可見，平等政策被追憶形塑為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關

鍵，因此平等觀念即在甲午戰爭後，伴隨著模仿學習日本的

風潮，逐漸為中國知識分子所注意，成為當時中國視為富國

強兵的法寶。正是在上述語境下，平等觀念成為中國近代思

想轉型時代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觀念。5 

                                                       
4 參見〔日〕古城貞吉：〈大隈伯論變更國政〉，《時務報》（上海：時務報

館；臺北：京華書局，1967 年影印本），1897 年 6 月 30 日，第 31 冊，

頁 2118。關於日本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問題，張崑將先生在〈安藤昌益

的儒教批判及其對《四書》的評論〉一文中已有初步觀察，昌義

（1703-1762）在 18 世紀左右已經反對儒教五倫關係並主張萬民直耕平等

社會，可視為一個無國家、種族意識的平等主義者。由此可見，日本近

代平等觀念的興起極早，關於日本近代平等觀念之形成軌跡，又與中國

近代平等觀念的交涉及互動現象是一有趣議題，有待日後發展。關於日

本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可參見張崑將：〈安藤昌益的儒教批判及其對《四

書》的評論〉，收於黃俊傑編：《東亞儒者的四書詮釋》（臺北：臺灣大

學出版中心，2005），頁 212-213。 
5  張灝先生指出 1895 年甲午戰爭，為中國思想觀念轉型時代的開始。對

於轉型時代的特徵，其定義道：「所謂轉型時代，是指 1895-1920 年初前

後大約二十五年的時間，這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承先啟

後的關鍵時代。在這個時代，無論是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

內容均有突破性的巨變。」黃克武先生對此轉型時代的內涵也進一步描

述：「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

的關鍵時代，意指 1895 至 1925 前後的三十餘年間，中國受到傳統與西

力的雙重衝擊，產生了『民族救亡的危機意識』與思想解紐後『基本價

值取向的動搖』。」前輩學者已經多所指出，中國近代思想轉型關鍵即

在於甲午戰後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貧弱問題的反思，基於所歸結出的結

果是思想制度不如人之上，才開啟向西方與日本學習的歷程。因此甲午

戰後對中國思想的反省，正是促成思想轉型的關鍵。至於「平等」觀念

在轉型期中能夠興起，乃是立基於金觀濤與劉青峰先生指出，晚清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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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說明中，我們可以掌握到平等觀念在中國近代歷

史發展中的重要性，雖然諸多前輩學者也關注到平等觀的重

要，但綜觀目前的研究成果，大都是扁平化地將 1915 年後

的三綱平等，或是西方近代的個人平等觀念，視為中國近代

平等觀念的全貌。一般所認知到的中國近代三綱平等論述，

可以陳獨秀（1879-1942）〈憲法與孔教〉一文為代表： 

尊卑貴賤之所由分，即三綱之說之所由起也。三綱之

義，乃起於禮別尊卑，始於夫婦，終於君臣，共貫同

條，不可偏廢者也。今人欲偏廢君臣，根本已摧，其

餘二綱，焉能存在。而瀏陽李女士，主張夫妻平等，

以為無傷於君父二綱，（見本年第五號婦女雜誌社說）

                                                       
分子在面對與反省三十年自強運動的失敗中，形成一種價值逆反的現

象，即欲有別於傳統儒學，尋求一種新道德，這時被普遍視為促使西方

與日本能夠強盛的「平等」政教觀念，自然為知識分子所接受成為新道

德，這正是平等觀念在中國近代思想轉型期中的緣起與位置。而「價值

逆反」現象正如《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一書指出：「在以道德本身為

終極關懷的文化系統中，鑒於道德價值非好即壞的兩極性，當某種道德

被證明不可能實現或是壞的，那麼，相反的價值系統就被認為是可欲的

或好的，我們稱這個過程為價值逆反。甲午戰敗宣布儒家道德理想的不

可欲，普遍出現價值逆反，造就了洶湧澎湃的維新思潮，它是中國文化

第二次融合的開始。由於甲午之後價值逆反創造的新觀念比五四時相對

地更少受西方影響，因此分析此一時期的價值逆反就更具典型性了。」

以上參見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頁 29；黃克武：《惟適

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0），頁

3；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和中國政治文

化的演變（第一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 27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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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皆不明三綱一貫之根本精神之出於禮教也。6 

若是我們將上述三綱平等視為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全貌，顯

然會過於化約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多元、立體、動態之發展

歷程。就本書觀察，晚清時期的平等觀念，因語境脈絡的差

異，實與五四時期有著不同的話語系統、論述框架與形成軌

跡。王德威先生曾言「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若我們能夠

更細緻且立體地勾勒出晚清平等觀念的樣貌，才能幫助我們

更完整地理解五四時代的平等論述，7
 惟有釐清晚清階段與

五四時期平等觀念內涵的差異與轉變，才能清楚掌握中國近

代平等觀念史的形成與發展歷程。 

綰合上述，本書主要問題意識與研究焦點有三：其一，

考察晚清階段的平等觀念論述，藉以勾勒近代中國平等觀念

的歷時性發展軌跡；其二，觀察晚清思想家們如何透過引用

本土資源，對西方平等觀念進行會通與理解，8
 且進一步地

擘畫出思想家們建構晚清文化混生敘事的過程與意圖，以及

                                                       
6 參見陳獨秀：〈憲法與孔教〉，《新青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年影

印本），第 2 卷第 3 期，1916 年 11 月 1 日。 
7 參見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公司，

2003），「導論：沒有晚清，何來五四」，頁 15-34。 
8 本書受潘光哲先生從中國本位出發，觀察西方民主傳統是如何被近代中

國所吸收此一研究取徑的啟發，理解到唯有先掌握中國自身既有之知識

倉庫，方能確切掌握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理解西方民主傳統時的特殊詮

釋，以及西方民主傳統旅行至中國時，所展現出的中國化民主特色。而

這樣的思維路徑，即為本書在研究近代平等觀時所主要依循的研究路

向。以上可參見潘光哲：〈晚清中國的民主想像〉，《二十一世紀》總第

67 期（2001 年 10 月），頁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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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他們如何解決傳統國學／近代西學之抉擇、理想／現實

的矛盾、政界／家界的衝突等兩歧性問題；9
 其三，觀察晚

清思想家如何在各自生命──政治視域下，對具有普遍性的

平等觀念產生不同的特殊性理解與詮釋的現象。10
 本書希望

透過以上三個問題意識的提出與解答，能推進中國近代平等

觀念之研究。而以下為了能使讀者更能掌握本書之選題預

                                                       
9 張灝先生曾指出五四以來思想界有所謂「兩歧性」現象，如理性主義／

浪漫主義、懷疑精神／新宗教、個人主義／集體意識、民族主義／世界

主義等等，而黃克武先生進一步指出兩歧性現象早在嚴復身上即可看

見，如其中學／西學的會通與採借。本書則認為張先生所提到的兩歧性

現象，還可包含他自己所指出之中國轉型時代前瞻意識中的「普遍主義

／特殊主義」的雙層建構模式。筆者以為張灝先生指出五四時期中呈現

出的兩歧性思想，應是由晚清時期理想／現實之兩歧世界中所衍生，如

理性主義、民族主義即屬「現實」，而浪漫主義、世界主義則屬「理想」，

故五四時期的兩歧性思想此一觀點應可擴大解釋，包含中國近代所有呈

現為普遍主義（理想）與特殊主義（現實）思想關係者，都可視為「兩

歧性」之論題。正因如此，本書接下來所使用的「兩歧性」觀點，便主

要是指稱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理想／現實之間的徘徊現象，而與張先生

所提出的五四時期兩歧性思想內涵有些微不同與延展，先在此說明。關

於張灝先生的普遍主義／現實主義的雙層建構論述，可參見張灝：〈中

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頁 29-39；兩歧性觀點可參見張灝：〈重訪

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收於氏著：《時代的探索》（臺北：聯經

出版公司，2004），頁 105-140；黃克武先生之觀點，可參見氏著：《惟

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頁 2-3。 
10 關於個人生活背景對於觀念理解與詮釋的影響，前輩學者已敏銳地加以

指出論者生命在觀念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如潘光哲先生在研究中國近代

民主思想時，即指出要特別注意回到原來時空背景脈絡，回歸論者的思

想世界，才能勾勒出中國民主思想發展軌跡的起點，因此本書也將會著

意於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形成軌跡上各個論者的生命及思想世界來進行

考察。以上參見潘光哲：〈晚清中國的民主想像〉，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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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接著將對本書題目：「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

（1895-1915）」中幾個論題上的重要關鍵性概念進行說明。 

其一，何謂平等？關於這一個問題，前輩學者已進行過

不少定義，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

在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關鍵詞：

文化與社會的詞彙》）中指出，「平等」（Equality）一詞時至

十五世紀初期後，才開始被英文世界裡普遍使用。而從字源

學角度考查，則可推至拉丁文，在拉丁文中這個詞源即具有

水準、平均與公正的概念。11 而在實際用法上，Williams

指出 Equality 在西方主要屬於物理觀念，後來到十六世紀才

成為社會觀念，具備階級平等之意。如 Williams 指出： 

Equality 的最早用法與物理的量有關，但是 equality 的

社會意涵，尤其是「階級平等」（equivalence of rank）

這個意涵，出現在 15 世紀──雖然從 16 世紀以來變

得更普遍。Equality 指涉「一種較普遍的狀態」是從「階

級平等」這個概念開始延伸而來。這種意涵代表著詞

義演變的一個重大轉變：指的不是一種階級的對比，

而是一種對於「更普遍的、正常的、標準的狀態」的

                                                       
11  Williams 指出：「Equality 自從 15 世紀初期以來，在英文裡經常被使用著，

最接近的詞源為古法文 équalité、拉丁文 aequalitatem。可追溯的最早詞

源為拉丁文 aequalis；aequalis 這個詞源自 aequus ──意指水平的、平

均的、公正的。」參見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18；漢譯

參見〔英〕雷蒙．威廉斯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

（北京：三聯書店，2005），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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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12 

由此可知，平等觀念在西方，是從具體兩個物體之質量平

等，轉化為人人、人物間之普遍化平等之義，故可以說西方

平等觀念隨著人類思維深度的增加，有一從物理平等轉到形

上平等，最後才到社會平等的過程，如《觀念史大辭典》中

指出： 

人類平等性的概念，根本上似乎需要將世界作為一個

整體來看待……在希伯萊人眼中，可能有一種意義，

即所有的人都是全能的上帝的創造物，平等性也源自

於數學的概念，在將宇宙理解為性質上不同的事

物……希臘人認為人類的平等性符合於歐幾里得

（Euclid）幾何公理這似乎不是偶然。但是一般而言，

直到十七世紀，具有 Aristotle 和 Ptolemy 傳統的量化宇

宙觀，依然伴隨著人與社會的層序理念殘存著，對

Galileo 而言，物質的最後屬性，運動和力都視為定量

而可以測量的，同時，從英國革命（1648-60）中，我

們發現人類平等性的清楚聲明，也開始聽到人數比例

在政治代表上的主張。13 

綜上我們可以理解，西方平等觀念具有公正、普遍、平均之

                                                       
12  〔英〕雷蒙．威廉斯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頁

152。 
13  以上參見〔美〕懷納（P. P. Wiener）編纂，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編譯部主

編，李亦園總審訂，古偉瀛等審訂：《觀念史大辭典．政治與法律卷》（臺

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7），頁 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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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並且是由數學、哲學上的觀念轉進到社會觀念範疇中

的，且其中具有由部份組成全體之意涵，這是西方平等觀念

的大致內涵。14 

其二，中西平等觀念有何差異？如前所述，西方平等

（Equality）觀念具有從物理轉移到社會層次的發展過程，故

西方近代平等觀念的內涵核心，仍帶有原來物理質量平等之

內涵，本書認為這是西方平等觀念呈現為原子式個體平等觀

的一個內在觀念框架；相較之下，中國平等觀念由於不具西

方物理質量平等意涵，主要是以佛教的無差別平等觀為主，
15故中國傳統平等觀呈現為一種在人我或梵我合一境界中

的一體平等特徵，而個體／一體之別正是中西平等觀在本質

上的主要差異。 

                                                       
14  關於西方平等觀念的發展梗概，另可參考毛漢光：〈平等概念與平等實

際：中國人權史平等權研究之一〉，《佛光人文社會學刊》第 3 期（2002

年 12 月），頁 137-179；錢永祥：〈道德平等與待遇平等：試探平等概念

的二元結構〉，《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6 期（2003 年 9 月），頁 195-229；

鄭慧：〈中西平等思想的歷史演進與差異〉，《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第 57 卷第 5 期（2004 年 9 月），頁 618-628，餘例不詳舉。 
15 秦暉先生（1953- ）對於中國傳統佛教經典中「平等」一詞的梵文源頭

sam, sama, saman, sanmaya 有過深入考察。sanmaya 漢譯為平等，意義為

普、遍、一切平等，sanmaya 的漢譯詞為「三昧耶」，是指密教中的一種

境界，一種平等不二的境界，而 sanmaya 與 sama 都源自 sam，但 sanmaya

更為平靜，且如密教所言是一種佛我合一的入我我入境界。從這裡我們

可以看見 sanmaya 所代表的平等，是一種非現世、境界式、一體合一式

的無差別平等，這使平等觀念具有一種神性和諧的特徵。以上參見秦

暉：〈從 sama 到 equality：漢語「平等」一詞的所指演變〉，收於氏著：

《傳統十論：本土社會的制度、文化與其變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4），頁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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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中國古今平等觀念有何不同？在中國傳統之中，

主要是由佛教提出「平等」一詞，指稱的是一種無差別的境

界平等，始終並未有現代的待遇或權利平等觀產生。雖然先

秦之際在「編戶齊民」16
 的概念中，看似有法律身分平等的

意涵，但此種在法律上的身分平等性思想，乃是由上而下的

                                                       
16 中國傳統的平等性思想，可見之於古代的法律制度上，如杜正勝先生指

出戰國時代的「編戶齊民」觀念，即是一種法律身分上的平等。但杜先

生也在研究中最後指出：「不過以上只就理論來說，事實上編戶齊民一

開始便含藏『不齊』的種子」，其雖指出從戰國封建到秦代郡縣制度發

展過程中，原戰國時期各國的臣民重新編為秦國官員或編戶齊民，形成

了「國家」、「家（族）」、「臣（官員）」、「民」的關係，因此在此編戶齊

民的行動上呈現出類似平等的思想；但杜先生也指出：「國都以外的鄉

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義的『國』被縣取代，而封

建時代具有獨立意味的『邑』，也紛紛改作『里』，全國散置的聚落於是

產生普遍的階層隸屬關係。」從上可見，中國雖有「編戶齊民」之法律

身分平等的平等性思想出現，但實際的狀態卻仍是不平等的；而且編戶

齊民觀念產生的主要原因，是上位者要打破封建城邦身分制，消除國人

／野人，公民／私屬之分，因為一律視為平等國民較易於治理，故編戶

齊民中的平等性終究是上位者以社會控制為目的下的主張，與近代中國

個人觀念自覺後人人平等的訴求截然不同。換言之，中國傳統的「編戶

齊民」與西方近代平等觀念，及中國近代以個人自主權利為主軸的平等

訴求具有本質上的不同，即：中國傳統看似有「編戶齊民」這種法律身

分平等性追求的現象，但卻是由上而下，與西方法國大革命由下而上式

的追求平等精神之形態，實是南轅北轍。雖然詹今慧先生曾在博士論文

中，以《包山楚簡．疋獄簡》與〈受期簡〉考證，推論戰國時楚國「司

法」體系的「平等意識」已深植人心，但本書認為那僅可說明中國傳統

中有「平等性」追求，卻不能說已經具備有西方近代的平等意識。相關

討論參見杜正勝：〈「編戶齊民」的出現及其歷史意義──編戶齊民的研

究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4 本 3 分（1983 年 9 月），

頁 77-111；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臺北：聯

經出版公司，1990），頁 119；詹今慧：〈周秦漢出土法律文獻研究〉（臺

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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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性政策，並非由下而上的平等革命，故編戶齊民中的平

等性思想，仍與中國近代追求的西方個人自主權利平等觀有

本質上的差異。由此可見，中國近代平等觀與古代平等性思

想之不同，即在於近代平等觀念更著重於論述政界／家界中

個人自主之政治、經濟、權利平等問題；而中國古代平等性

思想多是性善、佛性方面的道德無差別之義，這正是中國古

今平等論述上最大的差異。 

其四，何謂「形成」？什麼東西「形成」？本書所謂的

形成階段，是以五四時期於家界的父子、夫婦平等，於社會

的男女、教育、權利平等訴求為終點，往前勾勒五四時期三

綱平等與社會平等論述完熟前的平等觀念生成語境及過

程。本書標舉出「形成」一詞，是想突顯出五四時期所呈現

的西方個人權利平等論述，是如何從晚清知識分子手中，藉

由採借與調節中西文化資源，進而逐漸混生演繹而成的軌

跡，此即本書使用「形成」一詞的預設。 

其五，在研究年代的起迄界定上，首先誠如前文指出，

1895 年甲午戰爭失敗，使中國陷入了民族與心理的雙重危

機，而在因應危機所產生的救亡意識下，逐漸邁向追求西方

平等價值的道路，故視 1895 年為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

開端最為合適，因為中國知識分子於甲午戰敗後，總結日人

由弱轉強的原因，正是因為接受了西方近代平等觀念，正是

在此認知語境下，形成了追求西方平等觀念的風潮，因此晚

清知識分子便在 1895 年甲午戰後的儒學價值逆反思潮下，

逐步將平等觀念視為一個新價值並大加提倡。 

其次，本書以 1915 年作為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形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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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是基於晚清階段與五四階段的平等觀念型態，實呈現

為兩種不同的論述結構。一個最明顯的區別就是，晚清階段

知識分子僅具有追求政界平等與家界平等的論述，但五四時

期則因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引入西方社會、經濟革命主張

後，產生了經濟平等與社會平等的論述，這即是晚清與五四

階段平等觀念型態與論述結構上的差異。而晚清階段與五四

階段的平等論述會產生不同觀念內涵的關鍵，在於 1915 年

後，陳獨秀等新青年開始反省共和政府建立後，為何政治仍

呈現出不平等的亂象此一問題？最後歸結出一個結論，即：

晚清思想家們只進行政治平等革命是不夠的，必須也在家庭

與社會中進行平等革命。因此 1915 年後，家庭、社會平等

革命論述便蓬勃發展，而 1919 年五四運動後則進一步開啟

階級平等革命。17  

如上所述，陳獨秀等青年知識分子於 1916 年開始展開

對中國近代國學的懷疑與逆反行動，揭開新文化運動序幕，

也因此使得晚清與民初兩階段的思想具有兩種面貌。18
 從

                                                       
17 如佐藤慎一先生在研究中國近代對於「法國革命」的詮釋史時指出，在

1915 年前中國處於政治革命思潮中，故重視同樣為政治革命性質的法國

革命；而 1915 年後新青年們認知到政治革命不夠，必須要同時進行社

會革命，而此時「俄國革命」即有超越「法國革命」，成為之後革命運

動精神指標的趨勢。由此可見在 1915 年前後，中國確實有重大思潮轉

折的現象。參見〔日〕佐藤慎一，劉岳兵譯：第二章〈法國革命與中國〉，

收入氏著：《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文明》（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頁 223-225。 
18 誠如張灝先生指出，五四青年所看見的儒學已經都是附會皇權政治或是

談家族社會禮俗規範的學問，而不再是生命體驗與超越意識的學問，故

當辛亥革命瓦解帝制後，五四青年認為儒學也應隨之瓦解。本書認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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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 年開始，陳獨秀等知識分子便有別晚清思想家只要求

政界平等權利，走上了要求倫理、經濟、社會上一切平等之

道路。如 1916 年陳獨秀指出的「最後覺悟」，即是追求個人

在公私領域中的一切平等權利，19
 正是在上述脈絡下，新文

化運動中的平等論述，就轉向到家界平等、經濟平等、無產

／資產階級平等、弱勢國家／強大帝國平等之上，這即顯示

出 1916 年乃是平等觀念，由近代中西混生平等觀轉入現代

西方平等觀的分水嶺，也是新文化運動至五四後期中國現代

平等觀念的開端。因此以 1915 年作為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形

成期的尾聲，符合歷史的發展。正是基於本書欲凸顯晚清階

段平等觀念的特殊性，以及與五四階段平等觀念的差異性，

因此將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研究下限斷至 1915 年，以上即為

本書在研究斷限上的預設。 

其六，本書為何研究平等「觀念」，而非平等「思想」？

                                                       
個觀察極為敏銳，因為如康有為、嚴復、章太炎等國學大家，都是用採

借中西觀念後的近代化儒、釋、道思想去作為政治論述的理論基礎；故

在晚清國族論述框架下，國學是被視作為政治論述正當性的理據，正是

因此才被污名化，成為為政治服務的政治國學，喪失了國學原有的純粹

性與學術高度。本書認為正因近代國學具有明顯的國族政治論述傾向，

故五四青年才會以晚清思想家的政治國學作為革命對象，主張國學必須

為辛亥革命後的共和亂象負責，五四青年也更進一步地在此脈絡下，走

向反傳統國學的新文化運動道路。上述關於張氏的意見，可參見〔美〕

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頁 185。 
19 參見陳獨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第 1 卷第 5 期，1916 年 1 月 15

日；陳獨秀：〈吾人最後之覺悟〉，《新青年》第 1 卷第 6 期，1916 年 2

月 15 日；陳獨秀：〈憲法與孔教〉，《新青年》第 2 卷第 3 期，1916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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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採用觀念史而非思想史的研究路徑？關鍵在於自甲午

戰後開始，中國近代思想觀念即有朝向意識形態化發展的趨

勢。20
 在當時語境中，各種學說都逐漸意識形態化，與各種

政治敘事連結，因此中國近代思想發展，不同於過去可純為

學術討論而與政界無涉，而是密切地與意識形態緊密連結在

一起。故在近代中國帶有強烈地意識形態化特徵語境下，處

理中國近代思想／觀念問題，採用具政治論述分析優勢的觀

念史研究法，會較思想史研究法更為適切，若仍採取以往思

想史方法，僅討論哲學層次上思想內在理路的部份，便會有

扁平化與忽略當時思想觀念論述背後之外在動機與意圖的

                                                       
20 中國近代思想觀念轉型時代在總體上呈現出一種意識形態化趨勢，此趨

勢發展過程正如林毓生先生指出，五四時期由於政治、社會、文化三重

危機，故需要意識形態指導人們行動方向與解決危機，因而促成五四後

知識分子擁抱系統性、封閉性、道德情操訴求之意識形態。本書認為此

種意識形態化趨勢，亦可從四個方面來加以指稱，如許紀霖先生指出五

四運動時呈現出的政治化、羅志田先生指出追求西學時的激進化、王汎

森先生指出大我與小我觀念的主義化、金觀濤與劉青峰先生指出國民革

命後的黨國化，本書認為這些都可看作是意識形態化趨勢下的不同展

演。相關討論可參見林毓生：〈五四思想意識形態化的發展過程〉，收於

氏著：《熱烈與冷靜》（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頁 116-117；許

紀霖：〈五四︰一場世界主義情懷的公民運動〉，收於許紀霖主編：《啟

蒙的遺產與反思》（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頁 283；羅志田：〈新

的崇拜：西潮衝擊下近代中國思想權勢的轉移〉，收於氏著：《權勢轉移

──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頁 19；王汎森：〈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

收入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頁 195-200；金觀濤、

劉青峰：〈試論儒學式公共空間──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思想史研究〉，

收於氏著：《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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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難以較好地掌握近代中國思想／觀念的內涵、系統結

構與發展歷程。因此唯有採用觀念史研究視野，才能較為清

楚地勾勒出中國近代思想／觀念，在政治、經濟、社會層次

上的動態展演。以故，研究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形成此一問

題，從觀念史視域出發，實有其方法的獨特性與必要性。 

其七，康有為、嚴復、章太炎等三人在中國近代平等觀

念形成軌跡上的代表性，以及本書以這三人作為中國近代平

等觀念代表的選材預設。在歷時性層面，三人的連結性為

何？在共時性層面，三人平等觀念的共通性與差異性何在？

以下將自「時間軸」與「系統軸」兩個敘事軸線，說明三人

可作為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形成代表的選題預設。 

本書以康有為、嚴復、章太炎等三人作為主要觀察對

象，是因為這三人具有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形成軌跡上的時間

相關性，以及平等觀念系統類型上的代表性，最重要的是三

人的平等論述，皆為本書所欲突出之晚清混生漸進式平等

觀。首先，在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形成的時間軸上，三人依序

呈現出時間相關性。康有為是中國近代極早力倡平等觀念

者，其在 1886 年《康子內外篇》之際，就已經意圖以平等

觀念去啟迪中國人的思想，故可將康有為視為中國近代平等

觀念形成時間序上第一人；嚴復接續於康有為之後，在

1895-1898 年間諸多政論文中，主張以學習西方政界平等觀

來令中國轉弱為強，並且引入西方各種平等觀念，如民主平

等、職業平等、宗教平等，故可將嚴復視為中國近代平等觀

念形成時間序上第二人；章太炎雖然在 1895 年之際，曾在

《訄書》中〈平等難〉一文，提出平等觀念不符當時中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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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因此反對追求平等的主張；但在 1900 年章氏轉向革命

陣營後，身處民族革命與滿漢有別意識之下，便轉而開始提

倡不同於康有為與嚴復的滿漢民族革命平等觀，因此章氏代

表的正是 1900 年後革命平等觀之發展。21 

其次，在平等觀念類型系統軸上，康有為、嚴復、章太

炎等三人，雖都在「能指」的詞面上共同提倡平等，但落在

現實層面考量上，這三人的平等觀「所指」，卻顯示出他們

個人的獨特理解。康有為在思想家們紛紛引用本土資源理解

會通西方平等觀念時，其從今文經學出發，建構其儒學平等

論述；而嚴復則不同於康有為採用儒學，其在會通西方政界

平等觀念的過程中，是採取本土資源中的道家思想，建構其

                                                       
21 本書雖指出康有為早在1886年即已主張啟蒙平等觀，而嚴復繼後於1895

年甲午戰後主張救亡平等，但並非將救亡與啟蒙視為取代關係，因為救

亡之中也具有啟蒙意義，啟蒙之中也具有救亡意圖。本書將康有為的平

等價值追求置於啟蒙敘事中，是因為在甲午戰前，時人救亡意識尚未興

發，但康有為在甲午戰前即已著其先鞭追求平等，因此呈現出一種啟蒙

先於救亡的傾向；但本書也不否認在這啟蒙意識下的平等價值追求，也

同時某個程度顯示了康有為救亡意識比別人來的早，因此啟蒙論述中也

具有部分救亡意識於其中。關於救亡與啟蒙並非取代關係，而是相即關

係，前輩學者亦曾提及，如沈松僑先生反對李澤厚先生主張在中國近代

有著救亡壓倒啟蒙的現象，沈先生認為救亡即是透過啟蒙完成的，本書

同意救亡與啟蒙共生的看法，但仍主張啟蒙與救亡兩種關懷在甲午前

後，有著重要程度上的差異。以上可參見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

變奏〉，收於氏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臺北：三民書局，1996），頁

3-46，原載於《走向未來》1986 年創刊號；沈松僑：〈國權與民權：晚

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收入許紀霖、宋宏編：《現代中國思想

的核心觀念》，頁 330，原載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

本 4 分（200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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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自然平等觀；而章太炎不同於康有為採取儒學、嚴復採

取道家思想，其在會通平等觀念時，主要是採取本土資源中

的佛家思想，建構了其佛家無我平等觀。三人分別採借中國

傳統本土資源中的儒、道、釋思想，會通了由西方採借而來

的政界公德平等觀，並進一步形塑成了各具中國化與近代化

特色的中國近代平等論述。三人所建構的儒、道、佛平等觀

念型態，即可視為中國近代平等觀念類型系統中的三個重要

代表。22 

選取康有為、嚴復、章太炎等三人，作為中國近代平等

觀念形成的主要觀察對象，最後一個重要原因是，本書認為

康、嚴、章三人平等論述中，具有僅談政界平等而不論家界

平等與否的共通性，這共通性正呈現出晚清平等觀念的特殊

性，即在面對晚清無政府主義者提出三綱平等時，康、嚴、

章三人試圖以漸進平等論述加以緩解，而這即是本書認為晚

清平等論述與五四時期平等論述不同及特出所在。正因本書

主要是想勾勒不同於五四階段三綱平等觀之晚清特殊平等

觀念型態，即一種僅追求政界平等而不論家界秩序的平等

觀，故同時代的劉師培，雖有大量在無政府主義思想下的平

                                                       
22

 本書是從類型學角度以及康、嚴、章三人平等論述中的儒、道、釋思想

比重來加以分類，雖然三人都通曉儒、道、佛思想，但在引用國學會通

西方平等觀念上仍有比重上的差異，故筆者依據三人引用國學會通西方

平等觀念的程度，定康有為是以儒家思想、嚴復是以道家思想、章太炎

是以佛家思想為主要國學資源，分別進行他們會通西方近代平等觀念的

工作，此為本書在平等觀念類型學上的區分預設。而在本書類型區分

下，仍不排除三人有以其他思想去詮釋西方平等觀念的面向，這是要先

行說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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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論述，但由於是以打破三綱作為論述主軸，這樣的三綱平

等觀念可視為新文化運動時期激進平等觀念的前身，卻與本

書欲凸顯的晚清特殊平等論述型態有本質上的不同，因此本

書未選取劉師培作為主要觀察對象，此即本書在研究對象選

擇上的主要預設。23 

此外，本書在康有為、嚴復、章太炎等三人的章節序列

安排上，依照本書主要採用的觀念史研究法，論述主軸更著

重於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在時間序列上的形成軌跡，因此決定

以康、嚴、章三人平等觀念的發展順序為先後，著重於「發

展差異性」的凸顯上，依照力倡平等觀念的先後，康有為最

先、嚴復次之、章太炎復次的順序來進行排列，這是本書在

章節安排上的思考歷程與安排邏輯。以上即是本書章節順序

的安排預設。 

綜上所述，康有為、嚴復、章太炎等三人，作為中國近

代平等觀念形成階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共同架構出中國近代

平等觀念形成上的兩個主軸：第一個是時間軸上，呈現出啟

                                                       
23 中國近代還有諸多思想家具有平等論述，如譚嗣同《仁學》一書中的平

等論述即非常知名，但對於當時之影響所及較不如康有為、嚴復、章太

炎等人來的巨大，故本書主要以康、嚴、章三人平等觀為主要觀察對象，

譚嗣同的平等觀念將在未來另文進行研究。另外本書採用本傑明．史華

慈（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主張少數論者精深思想能對統治階

級和普羅文化有所影響的立場，因此僅以數位重要思想家作為研究對

象。關於史華慈之說，可參見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 Preliminary Reflections,” in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ed., John K. Fairbank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p.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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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平等、救亡平等、革命平等的發展；第二個是在觀念系統

軸上，代表著儒學式平等、道學式平等、佛學式平等這三種

類型。三人的平等論述在普遍主義上，具有共同追求平等理

想之共性，而在特殊主義上，具有考量現實而懸置平等的殊

性發展，這正印證了張灝先生所指出，在轉型時代中具有理

想的普遍主義與現實的特殊主義雙層建構的框架。而三人不

管是在平等觀念的歷時時間發展，或在共時觀念類型系統

上，皆足以作為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形成軌跡中的代表人物，

以上即是本書選取三人作為研究焦點的相關選題預設。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書以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為題，主要關注西方近

代平等觀念在中國的容受與會通狀況。由於平等觀念涉及人

類對於天群關係、群我關係、天我關係之認知，自古即被人

們所重視，不論是在哲學範疇中思考人是否平等？是否應該

平等？或者是在歷史範疇中，考察某時期人們如何追求平等

的形式等等，這些都揭示著平等觀念是自我與他者互動過程

中，必然會觸及的重要觀念。正因如此，「平等」觀念的相

關研究眾多。24
 本書主要關注於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

                                                       
24 近代對於西方平等觀念研究之重要著作眾多，此處僅舉幾部重要參考文

獻，如 Mortimer J. Adler, Six great ideas: truth, goodness, beauty, liberty, 

equality, justice: ideas we judge by, ideas we act on (New York: Collier 

Books ;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1984, c1981)；Michael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c1983)；Turner Bryan, Equality (Chichester: Ellis Horwood; London; New 

York: Tavistock Publcations, 1986)；Alex Callinicos, Equality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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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獻探討部分，也就將焦點放在中國傳統乃至近代平等觀

念的研究成果上，只從具高度相關性的前人研究出發，竭澤

而漁的全面探討並非本書所能負荷。 

一、平等觀念的概念家族與概念內涵研究成果 

在平等觀念的相關研究中，首先可以看見的是哲學平等

觀的研究。前輩學人透過反思平等觀念，勾勒出平等觀念的

各種不同型態。25
 如錢永祥先生將平等觀念分為普遍性的道

德平等以及實踐上的待遇平等，區隔了平等觀念的理論與實

踐兩個層次內涵，這兩個層次的分別，很好的勾勒了平等觀

念的兩個面相，即道德形上平等價值與現世社會的平等實

踐。26
 除了直接討論平等觀念的內涵外，也有從不平等觀念

出發來反推平等觀念內涵者，即透過何謂不平等來加以理解

與掌握平等觀念，點出了觀念能從反面定義的特徵。27 

                                                       
U.K.: Polity Press ;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馮亞東：

《平等、自由與中西文明：兼談自然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美〕

德沃金（Ronald Dworkin）著，馮克利譯：《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論與

實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Robert A. Dahl, On political equalit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6)，餘例不詳舉。 
25 關於觀念、思想與概念之間的差異，林啟屏先生曾指出「概念」乃是一

切論證的起點，先有一「概念」之後，經過思考與發展會漸次成為命題

與系統，最後才發展為「觀念」與「思想」，而這就是「概念」與「觀

念」之間的差別。如上所言「觀念」與「思想」都是已發展成為系統者，

因此觀念史或思想史研究就是要勾勒出從「概念」發展成「思想」與「觀

念」的過程。 
26 錢永祥：〈道德平等與待遇平等：試探平等概念的二元結構〉，頁 195-229。 
27 陸品妃：〈「不平等」的平等〉，《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19 期（2006

年 12 月），頁 8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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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於「觀念」並非孤立產生，必然具有其他相似

或相關的觀念共生，因此在描述某一觀念時，則可同時觀察

其他相類似的觀念，這些與主要觀念具有共通特徵的觀念

叢，即可稱為「概念家族」。28
 而在討論「平等」觀念時，若

能同時觀察其概念家族，則可從概念家族中更加清楚地刻畫

出「平等」觀念的內涵，有學者正是圍繞著平等觀念的概念

家族進行相關討論，如討論正義、公正、公平與平等之間的

關係，透過這些概念家族的討論，可以幫助讀者更具體的掌

握平等觀念。29
 以上即是平等觀念研究的第一層研究成果。 

                                                       
28 維根斯坦（Wittgenstein, 1889-1951）曾有所謂的「家族相似性」（德文：

Familienähnli- chkeit；英文：family resemblance）觀點。維氏從「遊戲」

觀念出發，指出棋盤遊戲、紙牌遊戲、球類遊戲、競賽遊戲雖然各自不

同，但必然有其類似、相近而共通的特徵，才會都歸屬於「遊戲」，而

這些不同遊戲之間即因為具有共通特徵，而具備了家族相似性。這樣的

家族相似性後來啟發了某些學者提出「概念家族」的主張，吳豐維先生

在研究「主體性」此一概念之際，即受維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觀點啟發，

主張要把主體性當作一個包含諸多子概念，如同一性、獨立性、自律性、

主觀性等的概念家族（family of concepts）進行研究，而非僅研究單一概

念。參見 Wittgenstein,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 G. E. M. Anscombe, P. M. S. Hacker and Joachim 

Schulte (Chichester, West Sussex, U.K.; Malden, Mass.: Wiley-Blackwell, 

2009)；吳豐維：〈何謂主體性？一個實踐哲學的考察〉，《思想》第 4 期

（2007 年 1 月），頁 63-78。 
29 可參考王海明：《公正．平等．人道：社會治理的道德原則體系》（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錢永祥，瞿海源，顧忠華編著：《平等、正義

與社會福利：殷海光基金會自由、平等、社會正義研討會論文集．3》（臺

北縣新店市：桂冠圖書公司，2002），餘例不詳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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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傳統平等思想研究成果 

第二層研究成果是在中國傳統平等思想研究上，歸結之

後可看出幾個方向：其一是儒家平等思想研究，如徐復觀先

生曾主張孔子發揚了周代平等思想，並指出周代憂患意識中

的「人的自覺」潛藏了平等精神；30
 其二是道家平等思想研

究，如徐復觀先生指出道家老子具有善與不善，互師互資而

歸於平等之思想，莊子則是在物化觀點之下，具有忘我虛己

而萬物平等的思想；31
 其三是墨家平等思想研究，如皮嘉祐

指出平等思想導源於墨子，闡義於佛氏，立法於泰西，而將

墨家兼愛尚同、佛法平等、泰西自主權利視為具有共性的相

關主張，認為名不同而旨則一也；32
 其四是法家平等思想研

究，此說多從韓非出發，以法貴不阿去論證刑過不避大臣，

                                                       
30 參見黃俊傑：《東亞儒學視域中的徐復觀及其思想》（臺北：臺大出版中

心，2009），頁 192-193。針對儒學平等性思想之研究，可參見高瑞泉：

《平等觀念史論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二章第一節「在

『滿街人都是聖人』與『維齊非齊』之間──『平等』在儒家系統的詮

釋向度」，餘例不詳舉。 
31

 可參考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收入李維武編：《徐復觀文

集．第三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第 11 章，頁 318；第 12

章，頁 355-358；高瑞泉：〈論《莊子》「物無貴賤」說之雙重意蘊〉，《社

會科學》2010 年第 10 期，頁 97，餘例不詳舉。 
32 關於墨家「兼」的觀念中具有平等性思想的主張，近代學者也多所同意，

如王冬珍、吳進安先生都指出墨家的「兼」具有平等性思想。以上參見

皮嘉祐：〈平等說〉，《湘報類纂甲集》，上頁七，原文未見，轉引自王爾

敏：〈晚清士大夫對於近代民主政治的認識〉，收於氏著：《晚清政治思

想史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 227；王冬珍：《墨學新探》

（臺北：世界書局，1989）；吳進安：《墨家哲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

公司，2003），餘例不詳舉。 



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1895-1915） 

-24- 

賞善不遺匹夫的法家法律平等思想；33
 其五是佛家平等思想

研究，此說主要是認為平等觀念乃是在佛陀面對種性不平等

制度的困境下，逐步回應並架構出來的觀念。34
 除了單一諸

子平等思想研究外，其中也有學人試圖比較中國傳統平等思

想者，如墨家與佛家平等思想之比較。35
 但上述此種平等思

想，正如林毓生先生在〈民主自由與中國的創造轉化〉一文

中所言，都是一種「接枝」36
 行動，因為除了佛學本身有非

現世無差別平等思想，因此曾使用過「平等」一詞外，其他

儒、墨、道、法都並未自覺地使用「平等」一詞，若就觀念

史研究法而言，尚未「詞化」37
 前都不可稱某觀念已經產生，

                                                       
33 可參見姚蒸民：《法家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6）；王讚源：《中

國法家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餘例不詳舉。 
34 參見秦暉：〈從 sama 到 equality：漢語「平等」一詞的所指演變〉，收於

氏著：《傳統十論：本土社會的制度、文化與其變革》，頁 392-393。其

他佛學平等性思想的研究，可參見洪德仁：〈佛教的平等觀〉，《貝葉》

第 7 期，頁 43-46；高瑞泉：〈「平等」在現代嬗變中的佛教詮釋〉，《杭

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 期（2011 年 5 月），頁 1-8，餘例

不詳舉。 
35 如常建軍：〈佛教與墨家平等思想的比較〉，《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

第 27 卷第 6 期（2010 年 6 月），頁 101-102、104。 
36 林毓生先生〈民主自由與中國的創造轉化〉一文中曾指出：「雖然我們

傳統中沒有民主的觀念與制度，但卻有許多資源可以與民主的觀念與法

制『接枝』，例如儒家性善的觀念可以與平等觀念『接枝』。」從這可見，

林先生有意識到中國傳統平等性思想與西方近代平等觀念有所不同，因

此才會以「接枝」去描述，「接枝」即意指將兩種本質不同的觀念加以

會通之狀態。以上參見林毓生：〈民主自由與中國的創造轉化〉，收於氏

著：《思想與人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頁 282。 
37 在觀念史研究中，要指稱某觀念已經形成，必得以該觀念已完成詞化過

程後所形成的關鍵詞作為語料證據才行。關於「詞化」概念，可參見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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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多只可稱為是一種前觀念時期的「平等性」追求。38
 本書

肯定林毓生先生之主張，即傳統中國除了佛家平等思想外，

其餘對平等性的追求都是一種接枝行動，而中國傳統中諸多

的平等性思想，或可視為潘光哲先生所言之中國近代觀念發

展時的知識倉庫（stock of knowledge）39。本書認為康有為、

嚴復、章太炎等人，正是從上述思想的知識倉庫中，汲取本

土思想資源中的平等性思想，作為與西方政界平等觀念對話

與「接枝」的基礎，這是中國傳統的平等性思想在近代平等

觀念形塑上的意義。 

從上述前輩學者研究中可見，中國諸子百家都具有平等

性思想。上述諸子百家的平等性思想到了宋明時期，則匯歸

                                                       
國威：《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北京：

中華書局，2010），頁 6-7。 
38 如陳弘學先生在研究先秦諸子法思想之際即指出，在先秦諸子法律思想

中，所呈現出的乃是一種平等性思維。參見陳弘學：〈先秦諸子法思想

探析──當代視域的解讀與重構，以儒墨道法四家為主要考察對象〉（臺

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39 潘光哲先生曾指出，晚清士人的閱讀廣泛且融貫中西，可視為一座知識

倉庫（stock of knowledge），思想家能依照自己關懷而從知識倉庫中提取

所需的思想資源（intellectual resources），開展自身獨特的知識與詮釋。

本書認為中國平等性思想即是晚清士人可從知識倉庫中提取出來，會通

西方近代政治平等論述的重要思想資源概念。關於晚清士人的知識倉庫

之說，可參見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

「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新史學》第 16 卷第 3 期（2005 年 9 月），

頁 145-146；而知識倉庫一詞，潘先生指出乃起自舒茲之語，可另參見

Alfred Schutz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tructures of the Life-World, 

trans., R. M. Zaner and H. T. Engelhardt, J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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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理學的合內外平等，如徐復觀先生指出宋明理學中合內外

之道與主客合一之思想，蘊生出天理道德有機體之人文世

界，呈現出人人平等與人物平等的思想面貌。40  

雖然以上種種都可視為中國本體論中的平等性思想，但

本書認為並不能與西方近代平等觀想當然爾的加以對應，因

為兩者實具有本質上的差異，終究不能說西方近代平等觀已

於先秦展現。雖然本書認為中國傳統並無平等觀念，但卻同

意有對平等性的追求，如《觀念史大辭典》中曾指出，平等

觀念的發源即是人類對於平等性的追求，41
 而中國傳統中的

平等性思想，也當是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形成的重要語境基

礎。 

三、近代中國平等觀念研究成果 

中國近代之前的平等觀念內涵，主要有佛教無差別之義

與一般等第之義，42
 但用例極少，要等到 1895 年甲午戰後

才具有諸多不同的平等觀念內涵湧現。目前對於近代中國平

等觀念的研究成果，綜述如下。 

                                                       
40 本書認為道家道通為一的思維，亦為構成中國特有之一體平等觀念型態

的重要思想資源。關於理學中的平等性思想研究，可參見徐復觀：《儒

家思想與人文世界．程朱異同》，收入李維武編：《徐復觀文集．第二卷》，

頁 300-301。 
41 參見〔美〕懷納（P. P. Wiener）編纂：《觀念史大辭典．政治與法律卷》，

頁 86-87。 
42 關於中國「平等」一詞於近代之前的使用狀況，可參見本書附錄一〈傳

統中國的「平」、「等」觀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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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95 年前的平等觀念研究成果 

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過程，雖然是從甲午戰後感受

到心理與民族的雙重危機下，才在救亡意識中開啟，但在甲

午戰前卻早已有西方平等觀念的身影出現在中國，只是當時

並未引起時人注意；而要直到中國從「天朝體系」轉進「國

際體系」後，中國人才開始逐漸知道操作與利用「平等」觀

念去捍衛中國外交權益。前人對於甲午戰前的平等觀念研究

大致可分為四個面向：傳教士的平等觀、洋務運動中開明思

想家的平等觀、國際外交事務中的平等／不平等現象、太平

天國的平均思想。這四個面向的平等觀發展，都可收攝於近

代中國從「天朝體系的中心」到「國際體系的一員」之中國

自我認同轉移軸線中來加以串連。43 

首先，近代中國開始接觸西方平等觀念，重要媒介當首

推來華傳教士。但近代早期傳教工作由於受到雍正下令禁教

的阻礙，直到道光 24 年（1844）「中美五口貿易章程」中，

規定西人可建立教堂後，才一步步在各種條約中逐漸取得進

入中國傳教的權利。如沈國威先生指出，耶穌會士自 18 世

紀中葉後不被注意的原因，是由於嚴厲的禁教政策，使傳教

                                                       
43 關於中國從「天朝體系」轉進到「國際體系」的發展，以及「天朝主義」

的內涵，可參考茅海建：〈「天朝」觀念下的外交失矩〉，收於氏著：《近

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上海：三聯書店，1998），頁

97-128；〔日〕川島真著，沈中琦譯：〈從「天朝」到「國家」──清末

外交文書中「天朝」和「中國」的使用〉，收於復旦大學歷史系編：《近

代中國的國家形象與國家認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265-281；陳冠中：《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2），餘例不詳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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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受到極大限制；但鴉片戰爭失敗，中國門戶大開後，耶穌

會士的諸多翻譯書籍躍升成為當時知識分子理解外國的重

要管道，故傳教士又再次成為近代西方觀念重要的引入者。
44

 當時傳教士的傳教工作是透過漢譯行動來完成，而翻譯文

書之目的，正是希望透過譯入西方新知能破除中國人的迷信

與糾正中國蔑視外人的習慣。45 

高瑞泉先生在研究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發展時，即觀察到

19 世紀自由派傳教士將西方觀念引入時，也介紹了自由、

平等、現代性價值等等觀念，因此我們可以在當時漢譯籍上

看到西方近代平等觀。然而由於當時中國仍處自居於天朝上

國的「天下觀」框架中，故尚未迫切需要以平等觀念去捍衛

中國於國際外交上的權益，因此當時並未具備接受與理解西

方政界平等觀的語境條件。正因如此，甲午戰前由傳教士譯

入的西方民主平等觀念，並未引起當時士大夫或思想家的廣

泛注意與使用。高瑞泉先生曾指出西方平等觀念有一從西教

到西學的傳播過程，且近代傳教士傳播平等觀念是與民主、

                                                       
44 參見沈國威：〈「熱帶」：從耶穌會士到新教傳教士〉，收於氏著：《近代

中日詞匯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頁 459；關於禁教

令與解除禁教的過程，可參見楊大春：《基督教研究──晚清政府基督

教政策初探》（北京：金城出版社，2004），第一章「兩次鴉片戰爭徹底

改變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部分，會有比較清楚的歷史脈絡說明。 
45 沈國威先生曾指出，研究近代需要注意新觀念與新詞彙引入時的一些關

鍵點，首先是動機；其指出如中國近代之際，傳教士是以破除迷信作為

傳教動機，因而才引介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如博物學或植物學等，絕非

是單純引介自然科學領域知識而已。參見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彙交流

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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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等現代性價值一起傳播的；但根據本書觀察，近代傳教

士對於平等觀念的論述，多為宗教上的人人平等，或是《萬

國公法》上的民族國家平等觀，並未牽涉太多個人自由、平

等權利上的討論，高先生的論述易於令人有一錯誤理解，即

自由、平等觀念在近代傳教士的漢譯行動中即已強勢進入中

國並被廣泛接受。46
 從本書研究中可知，清中葉時期傳教士

並未力倡西方平等觀念，故著實不應過於強調來華傳教士的

零星平等論述，避免讀者產生概括性解讀的錯誤，這是要與

前人商榷之處。 

雖然當時因應國際外交場合上的需要，在傳教士翻譯著

作中都曾譯入國際外交領域中的國家平等觀，但仍屬少數用

例。47
 本書認為關鍵在於當時傳教士的傳教目的，是在破除

                                                       
46 參見高瑞泉：《平等觀念史論略》，頁 131-137；高瑞泉：〈自西徂東：

平等觀念史的西來脈絡〉，《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9 卷

第 6 期（2009 年），頁 127-136。 
47 如英人羅柏村在《公法總論》之〈論自主國相待為平等〉指出，所謂自

主之國，即是能在公法內獲得作為平等之國的保障，因此在公法框架

下，內國與國之間是不具有臣服關係的。然則羅柏村也沒有忽略，雖然

同為平等之國，但仍有強弱之分，故其指出雖然在公法框架中，國與國

之間不具臣服關係，也一律平等，但卻仍有大國與小國之分，不過即使

國有強弱，但在公法之內是不能以大凌小的。從這裡我們了解到在公法

觀念系統中，取消了以大凌小的思維慣例，是在自主國格上來審視各國

的地位，非以領土、人口大小為斷；同時公法也取消了政體差異，故言

民主之國、君主之國、全權皇帝之國皆相等。羅柏村的自主國平等觀，

於當時被傅蘭雅與汪振聲譯入，中國人藉此理解到公法可以保障中國與

列強皆同樣享有國際外交上的平等權利，與以往因國力強弱而具有宰制

臣服之關係不同。這裡也顯示了公法的出現，使得當時具有從「原始國

際關係」轉變為「法治國際關係」的改變。中國人正是在近代外交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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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迷信，因此在西方平等觀念對於傳教目的並無直接

幫助，甚至可能因為攻擊到儒家倫常而導致中國人反感，進

而阻礙傳教工作的考量下，傳教士更傾向於以科學、地理等

知識啟蒙性質的新觀念譯介為主，並未以平等觀念作為啟蒙

的主軸。即使當時有傳教士傳入西方民齊平等的觀念，如

1837 年愛漢者（郭實臘，Charles Gutzlaff）所編之《東西洋

考每月統記傳》中「侄外奉叔書」一文指出： 

愚侄遠離家國，生涯異域違別  尊顏光陰荏苒，幾易

春秋矣，恨不能趨侍左右，時承教訓，日增悵念也。

侄至北亞墨理駕……此居民不服王君，而每省良民立

公會，自選人才忠烈縉紳，代庶民政治修舉，然統理

國會與列邦首領之主，而治國綱紀。首領主在位四年

遂退，倘民仰望之，歡聲載道，復任四年。百姓之所

悅，思能辨眾，便超舉為官。該國無爵，民齊平等，

惟賦性慧達，財帛繁多之主，大有體面焉。48 

                                                       
上，被加諸許多不平等條約中，才逐漸領悟到唯有透過公法，才能保障

中國的利益不被侵犯。而從中國對於「公法」逐漸倚重的發展過程中，

也透顯出一個潛台詞，即：唯有中國的世界觀已從天下觀轉為萬國觀，

中國國勢由強轉弱後，公法才會成為中國力求與他國平等，進而保障中

國在國際外交場合上權益的根本之法。由此可見，中國由強轉弱之後對

於公法的記憶與理解，也必將漸次地改變，而中國在外交場域上的萬國

平等觀念，也伴隨著中國對於公法的依賴而漸次加深與普遍。以上參見

〔英〕羅柏村著，〔英〕傅蘭雅、（清）汪振聲譯：〈論自主國相待為平等〉，

收於氏著：《公法總論》（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2）。 
48 參見〈道光丁酉年六月．侄外奉叔書〉，收入愛漢者（郭實臘）等編：《東

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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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見《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已於 1837 年之際，就將

北亞墨理駕（美國）民齊平等的情況譯入中國，但這樣民齊

平等的論述僅是孤例，並未引起清中葉開明思想家的注意。 

至於清中葉之際平等觀念無法如甲午戰後蓬勃發展，本

書認為關鍵應在於甲午戰前有兩個限制西方政界平等觀念

發展的語境：其一，受到儒家倫常的語境限制，使得西方近

代平等觀念無法在清中葉即蓬勃發展；其二，當時中國仍處

於「天朝體系中心」的自我認同中，並未意識到中國已經被

西方視為「國際體系一員」，故清中葉思想家在當時仍未能

在國際外交交涉過程中，逐步意識到萬國平等觀。 

正因如上兩個語境限制，即便嫻熟西方政教狀況的開明

思想家魏源（ 1794-1856）、王韜（ 1828-1897）、薛福成

（1838-1894）、馬建忠（1845-1900）等人，對於平等觀念的

理解仍是非常貧乏，即使使用「平等」一詞，仍停留在傳統

的禮法層次意義。49
 究其關鍵，在於清中葉思想家仍未意識

                                                       
49 如 1842 年魏源〈國朝撫綏西藏記下〉言道：「五十六年，復深入，福康

安、海蘭察大舉討平之，語具別記。留土番兵三千，漢蒙古兵千戍藏。

自是駐藏二大臣行事儀注始與達賴、班禪平等。」又如 1852 年在《海

國圖志》中〈暹羅東南屬國今為英吉利新嘉坡沿革三〉一文指出：「民

見王及官長俯而進，至前蹲踞，〔不敢立。見父兄則蹂踞〕合掌於額，

立而言。平等相見，唯合掌於額。餘與暹羅略同。」而這裡平等一詞亦

為傳統禮階平等內涵。上述「平等」一詞指的是駐藏大臣與達賴班禪，

在行事儀注上禮階同等，而非西方人人平等之意。魏源、王韜這世代中，

雖已可見傳教士譯介的西方平等觀，但由於尚未脫離「天朝上國」的心

態，以及仍處於儒家家父長制傳統，因此都未能立即展開追求西方近代

平等觀念的道路。以上參見魏源：〈國朝撫綏西藏記下〉（1842），《聖武

記》，卷 5，收於《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魏源全集》（長沙：岳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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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國所面臨的巨大危機，故尚未能走入學習西方政教觀念

的階段，因此自然不會將焦點放在西方政界平等觀念。 

正如金觀濤、劉青峰二先生指出，1839 年第一次鴉片

戰爭的失敗，並未令士大夫們感到失利或丟臉，因為在這時

期士大夫們僅止於認為器物不如人，而未進入到承認思想不

如人的經世階段。50
 因此即使如魏源居於清代學術思想三變

的最後一階段，51
 仍是無法意識到西方政教平等觀的重要

性，而僅認為中國之危機在於器械層面，對於儒家文化政教

觀念仍深具信心，正因如此，魏源等開明思想家的論述中僅

得見貧乏的平等用例。52
 而如前述指出，一同被視為早期維

                                                       
書社，2005），第三冊，頁 213；〈暹羅東南屬國沿革三〉（1852），《海國

圖志》，卷 9，收於《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魏源全集》，第四冊，

頁 427。 
50 參見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頁 235-242。 
51 清代三百年，以顧炎武為首的反明末空談，一變為實學；乾嘉之際清廷

勢力穩固，士人無法言本朝事，故以戴東原為首，二變為考據之學；道

咸變亂疊起，士人厭棄考證，故以魏源為首，三變為經世富強之學。由

此可見魏源乃為回應時代命題，擔負起學術思想轉變之責任。本書認為

魏源由於尚未經歷甲午戰爭，故也未有救亡意識，因此仍是在選擇性吸

收思維下，僅吸收能夠會通中國民本思想的民主思想，而未注意到傳教

士同時譯入的民齊平等觀念，這是魏源等一代學人的思維框架限制所

在。關於清學三變可參見齊思和：〈魏源與晚清學風〉，收入項維新，劉

福增主編：《中國哲學思想論集．清代篇》（臺北：水牛出版社，1988），

第 5 冊，頁 241-242。 
52 高瑞泉先生曾指出，清中葉引領知識之先的早期改良知識分子王韜，對

於西方的君臣平等關係曾感到大謬並指出：「西國政之大謬者，曰男女

並嗣也；君民同治也；政教一體也。」高瑞泉先生認為清中葉之際，即

使開明士大夫或追求變革的知識分子，如馮桂芬、張之洞等人，由於仍

處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框架下，因此尚未對平等觀念進行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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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想家的代表人物如馮桂芬、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

觀應等人，目前僅見王韜、薛福成、馬建忠曾談及平等，馮

桂芬與鄭觀應並未見有平等論述；而王韜、薛福成、馬建忠

也都是在國際外交上追求國際間政治、商業上的平等價值，
53

 並未有如甲午戰後嚴復等人所追求的西方政界平等主

張。由此可知，在清中葉時期，正是由於士大夫尚未懷疑儒

學價值，因此西方政界公德平等觀不會引起時人注意並被視

為新價值，這是清中葉之際西方近代平等觀念發展時的限制

                                                       
思考，而關鍵即在於當時的中學為體思維，阻礙了以權利平等作為價值

核心之西方近代政治民主觀念進入中國。本書認為高瑞泉先生上述主張

忽略了像王韜等人，其實於當時實已宣揚民主，他們是有意忽略平等觀

念的，正如陳志讓先生指出民主和科學觀念，從 1860 年清中葉左右就

被改良主義者所讚揚，換言之，平等與民主觀念並非同步在中國開展，

本書認為這是因為西方近代民主觀念一開始在知識分子的選擇性吸收

立場下，便以剔除了權利平等內涵的修辭結構／論述系統進入中國，因

此在清中葉時期平等觀才未與民主觀一同被引入。以上討論參見高瑞

泉：《平等觀念史論略》，頁 142-143；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

（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2，頁 112-113；陳志讓：第七章〈思想的

轉變：從改良運動到五四運動（1895-1920）〉，收入〔美〕費正清等編，

劉敬坤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 1912-1949 年（上）》（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93），頁 378-386；潘光哲：〈晚清中國的民主想像〉，頁 66-70。 
53 如王韜在〈西人漸忌華商〉一文中指出，中國與泰西諸國通商已有三十

年，而早期洋商由於財富雄厚，故若非大利則不足以入目動心；但後來

洋商不再趾高氣昂而轉為爭利面貌，並在趨利之下造成西來貨物品質漸

趨薄劣。王韜認為英人從驕傲商人變成爭利商人的關鍵，在於利權不能

獨擅，利源有所潛奪之故，因為在道光中葉時，洋商專利於粵東，然「逮

乎五口通商，餘皆平等，而上海獨為巨擘，粵東洋務自此而衰」。這裡

可見清中葉之際，平等觀念僅運用於國際關係與通商貿易之上。參見

（清）王韜：〈西人漸忌華商〉（1883），收入楚流等選注：《弢園文錄外

編》（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卷 4，頁 13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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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境。 

雖然前文指出「平等」觀念在清中葉之際未被大量使

用，但近代以來在幾次中外戰爭中所產生的民族矛盾，卻逐

漸醞釀出引起中國平等意識覺醒的溫床。本書據史料觀察，

1860 年之後由於中國逐漸的認知到自身在國際局勢中的弱

勢，在當時外交場合上，中國連基本的萬國平等權利都無法

享有，在此語境下，中國就逐漸從天下觀轉移到萬國觀，接

受《萬國公法》並以之自我保護，在此脈絡下逐漸接受公法

中的萬國平等觀。上述接受《萬國公法》與萬國平等觀之語

境，就歷史事件上而言，包含著中國近代所面臨的覲見禮之

爭、外交文書上的捍衛國格行動、藩屬朝鮮轉為自主之國的

認同危機等幾個觸及國家間平等關係問題的事件。54 中國內

部產生平等意識與對不平等條約的反抗，正是從中國國際地

位由「天朝體系中心」降為「國際體系一員」的轉移過程中

發展出來的。因此近代中國在甲午戰爭前，是在追求中國與

萬國平等的目標上逐漸展開平等觀念，而國際平等關係的追

                                                       
54 如 1867-1873 年的覲見禮爭論，1875 年總署譴責英人在行文中國的文書

中未用挪抬敬詞事件，以及 1881 年朝鮮面臨外交問題時，中國以宗主

國身分處理朝鮮外交問題，卻顯示出一種力不從心的現象。以上有關近

代中國如何受到諸多國際外交問題影響，因而接受萬國公法並進入國際

體系的過程，可參見總署：〈總署覆英使中外體制不能無異照會〉

（1875），收入北平外交史料編纂處：《清季外交史料》（臺北：文海出版

社，1963 年影印本）；李鴻章：〈直督李鴻章奏朝鮮委員來津請示斟酌答

覆摺〉（1881），收入北平外交史料編纂處：《清季外交史料》；後人研究

可參見田濤：《國際法輸入與晚清中國》（濟南：濟南出版社，2001）；

林學忠：《從萬國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國際法的傳入．詮釋與應用》（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餘例不詳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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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也在某個程度上成為當時西方近代平等觀能進入中國觀

念市場的重要語境。 

有趣的是，魏源、王韜等人很大程度接受並推廣民主觀

念，但仍對西方政教中的平等觀念未有自覺。關鍵在於如魏

源、王韜等人為傳統儒生，故主張以夷制夷或中體西用，當

時尚未產生儒學價值逆反思潮，故西方政教平等觀念，是不

會以一種取代儒學的新價值姿態被知識分子關注到的。即使

傳教士當時已傳入公法平等觀念，但仍僅作為中國面臨外交

困境時引之自保的工具，清人並非心甘情願的接受萬國平等

觀，如大清皇帝仍然在上諭中指責西國為賊匪，可知在甲午

戰前中國仍未自覺自身的孱弱，而仍感覺自為天下大國；一

直要到甲午戰敗摧毀中國人的信心後，才會真正完成從天下

觀到萬國觀的世界觀轉移。而在萬國觀語境下，才能促使知

識分子進一步反省歸結出中國戰敗而日本戰勝之因，關鍵即

在於日人學習西方政教觀念，隨之才會興起以西方自由、平

等觀念改造中國政教觀念的主張。 

而在甲午戰前，除了傳教士與開明思想家及國際外交事

務的平等觀念討論外，前輩學者還曾指出中國近代平等觀念

的萌芽乃從太平天國開始。目前有研究指出，太平天國主張

男女性別平等，55
 且太平天國主要是以基督宗教教義為主，

主張天下一家。有學者認為洪秀全（1814-1864）應已具備

平等觀念，如高瑞泉先生指出洪秀全之思想結構，乃建基於

                                                       
55 參見〔德〕鮑吾剛著，嚴蓓雯等譯：《中國人的幸福觀》（南京：江蘇人

民出版社，2004），頁 30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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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解的基督教宗教邏輯，即：天父上帝下，天下總一家，

凡間皆兄弟的邏輯。56
 但也有學者對上述意見提出商榷，認

為太平天國只有均貧富的傳統而並無平等觀念，至多是平均

主義；並指出太平天國的平等不是西方個人權利意義下的人

人平等，而是中國傳統平均觀念下的均貧富，這種思想發展

到極致即成天國幻想。57 

綜合上述學者討論，本書也認為太平天國並無西方基督

教的平等觀念，而是一種平均觀念。正如 1853 年《天朝田

畝制度》中顯示出的即是一種平均而並非平等觀： 

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

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

勻，人人飽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

救世旨意也。58 

本書認為太平天國不用平等而用平均觀，關鍵應在於不想碰

觸到貴賤或倫常是否平等的問題，而只想取得經濟物質上的

平均，這表示洪秀全將原來基督教帶有形上與形下層次豐富

                                                       
56 高先生認為近代中國耶穌會傳教士對於平等觀念的傳播，接引出洪秀全

的平等觀念，可參見《平等觀念史論略》第三章「自西徂東的觀念脈絡」

中「耶穌會傳教士傳播的觀念」與「太平天國的烏托邦」兩節。參見高

瑞泉：《平等觀念史論略》，頁 121-141。 
57 鄭慧：〈中西平等思想的歷史演進與差異〉，頁 5。本書同意這樣的看法，

在中國傳統中至多只有經濟平等或是刑壹平等，並未對平等觀念進行如

西方式的系統理論建構，因為這會危及傳統倫常秩序。 
58 參見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 1 冊，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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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的平等觀念，限縮於經濟物質上的平等，而另用平均一

詞，避免與太平天國中尊卑等級有別的體制產生扞格，這即

是用平均取代平等一詞的關鍵。59 

且本書還觀察到太平天國雖然在表面上，具有反宗族血

緣倫理的現象，但本質上仍是繼承儒家家國同構的血緣倫理

觀念系統。60
 本書認為太平天國不僅不可能以平等觀念去對

抗傳統儒家倫理中的三綱五常思想；甚至還為保護儒家倫理

綱常，而將基督教的平等觀念轉置為經濟或物質上的公平或

均平傳統思想。因此太平天國的思想主軸，主要仍是儒家倫

理綱常的觀念系統結構，只是將宗族之家改成宗教之家，而

天父、天兄之長幼有序、尊卑貴賤的觀念仍與傳統儒家如出

一轍。從這分析中即可了解，洪秀全並未真正反儒，也並未

反對儒家綱常，甚至也未因具有基督教色彩，而有反對儒家

倫常的平等觀念出現，至多僅是經濟平均主義。因此高瑞泉

先生認為洪秀全與太平天國乃是近代中國最早試圖用平等

作為價值，進而改變現存秩序者的說法即有待商榷。61  

                                                       
59 楊國強先生指出最為平等的《天朝田畝制度》實行僅半年，就由楊秀清、

韋昌輝、石達開等人提出廢置主張，而洪秀全也同意施行。這表示太平

天國從原來理想的均平回到了實務層面因而取消了平均的普遍經濟政

策。參見楊國強：《百年嬗蛻：近代中國的士與社會》（上海：三聯書店，

1997），頁 37。 
60 本書認為太平天國雖然從基督教處取得天下一家的觀念，但卻是一種建

基於儒家倫理綱常基礎之上的皇上帝之家。關於太平天國之平等思想內

涵，日後將另文討論。 
61 高瑞泉先生從幾處說明太平天國的平等意識：其一是平均分配田地；其

二是基督教天下總一家的觀念。以上參見高瑞泉：《平等觀念史論略》，

頁 128-131。然而本書認為太平天國乃是主張平均而非平等觀，因為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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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895 年後的平等觀念研究成果 

從甲午戰後的晚清思想家論著中，可以很快看見平等觀

念於 1895 年後成為一重要討論議題，包括性別平等、62
 教

育平等、63
 國際外交地位平等64及法律平等之討論。65

 而前

輩學者對於甲午戰後平等觀念的研究成果，大致可歸類出如

                                                       
平天國始終仍是在儒家等差尊親秩序框架之中，並未鬆動或質疑三綱五

倫關係，太平天國並不如前人所言是直接接受西方近代平等觀念，反而

是製造了一個宗教血緣倫理論述，更加鞏固強化了倫理綱常，消滅了基

督教中原本具有的上帝之前人人平等觀念，此為本書主要與前人商議所

在。 
62 如李又寧：〈中國新女界雜誌的創刊及內涵──中國新女界雜誌重刊

序〉，收入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第一輯）》（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頁 179-241；夏曉虹：〈從男女平等到女權意

識──晚清的婦女思潮〉，《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 年

4 期，頁 97-104；張蓮波：《中國近代婦女解放思想歷程．1840-1921》（開

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餘例不詳舉。 
63 如豐向日：〈傳入與吸收：西方教育平等觀念在中國〉，《教育學報》2008

年 1 期，頁 19-24；豐向日：〈「教育平等」觀念在中國（1840-2007）〉（上

海：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史博士論文，2008）；高資晴：〈清末民初男女平

等教育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64 如王開璽：〈鴉片戰爭與中外「平等」往來的交涉〉，《北京師範大學學

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 年 5 期，頁 5-12；李云泉：〈平等與不平等

之間──中西外交禮儀之爭與中國外交近代化的艱難起步〉，《暨南史

學》第六輯，2009 年，頁 436-453；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

蔽的北洋修約史 1912-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65 如夏海英：〈試論民初平政院的設立與章士釗的司法平等思想〉，《思茅

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5 年 1 期，頁 33-35；姚遠光，唐文樂：〈近

代刑法觀念的裂變：從身份等級到公民平等〉，《理論界》2008 年 2 期，

頁 86-87；陳同：〈從民法的制訂看清末民國時期男女平等地位的法律建

構〉，《史林》2010 年 5 期，頁 108-12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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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幾項重要的觀念轉型軌跡。 

1. 從抽象虛幻到不證自明的平等觀 

首先前人指出，晚清思想家有別於清中葉魏源、王韜等

思想家們僅在器物層次上向西方選擇性吸收，他們更專主於

進行西方新觀念的學習。前輩學者曾大致歸結晚清平等觀念

的特徵，即：晚清階段的平等觀念具有道德性、抽象性、系

統性特徵。如魏義霞先生指出，中國近代早期對平等觀念在

合理性與正當性的論證中，強化了其系統性，並進一步指出

當時的平等觀念有四個特點：其一，平等為宇宙法則，如康

有為與譚嗣同，以仁為世界本源，再以仁作為平等的內涵；

其二，人之平等與生俱來，如康有為的自然人性論，接近天

賦人權；其三，平等是人類公理，如康有為、譚嗣同都認為

平等為諸教公理；其四，平等決定國權，如嚴復認為西方強

盛是因為有平等、自由等觀念。66
 魏先生也進一步指出晚清

階段平等觀到了五四時期，隨著啟蒙的深入，具有了不證自

明的正當性與合理性，並克服晚清階段平等觀的絕對、抽

象、虛幻性。67
 從以上前人研究中，我們正可掌握到晚清與

五四兩階段平等觀念的時代差異性，以及橫跨兩階段的平等

觀念理論化過程。68
 本書認為魏先生確實勾勒出晚清平等觀

                                                       
66 參見魏義霞：《平等與啟蒙：從明清之際到五四運動》（北京：中華書局，

2011），頁 1、38-52。 
67 參見魏義霞：《平等與啟蒙：從明清之際到五四運動》，頁 1。 
68 魏義霞先生指出五四時期的平等論述被歸結為民主運動，而平等觀念的

理論化過程，則是在晚清階段完成，這是晚清平等觀念的顯著特徵與積

極意義。參見魏義霞：《平等與啟蒙：從明清之際到五四運動》，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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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統化發展趨勢，但對於其中為何要以平等作為宇宙法

則？以及為何要將平等觀念系統化等問題卻未作進一步說

明，此為本書會加以開展之處。 

2. 從解放傳統到消滅傳統的平等觀 

前輩學者曾指出近代中國有個特殊的現象，即辛亥革命

前的維新分子，到了辛亥革命後都成了保守主義者。汪榮祖

先生曾有深刻的觀察，其指出民國後，康、章等人由批判傳

統轉到維護傳統，汪先生認為此種表現不能描述為早年激

烈、晚年保守，因為早年康有為等人批判傳統並非為了消滅

傳統，而是希望解放傳統後能重建傳統，但新文化運動時期

的知識分子們則是要消滅傳統。因此當康有為、章太炎面對

民國後新文化運動的激烈反傳統主義時，便需加以維護傳

統，否則傳統被消滅後即無法重建，關鍵即在於此。69
 而若

從解放傳統與消滅傳統兩時期語境出發來觀察平等觀念的

轉變，本書認為近代具有一個從晚清主張解放中國政界君臣

綱常傳統的西方政界平等觀，轉變成新文化運動時期主張消

滅傳統的三綱平等觀之發展過程。至於平等觀念如何在晚清

階段擔負起「解放傳統」的任務，則是前輩學者未詳論之處，

本書第五章將以文化混生敘事進一步論述並說明。 

3. 從貴賤命題到貧富命題的平等觀 

前輩學者在研究中國近代平等觀時，指出了晚清階段的

                                                       
69 汪榮祖：〈康有為章炳麟合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5

期（1986 年 6 月），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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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觀念是從內部君臣70、夫婦71貴賤不平等的關係中產

生；而新文化運動時期則是在外部經濟貧富不平等、兩性權

利不平等關係中產生。魏義霞先生主張中國近代平等觀念是

伴隨著君臣、夫婦不平等關係之抗議主張而出現的，不同於

西方語境中平等觀念是與天賦人權或社會契約論一起出

                                                       
70 魏義霞先生在君為臣綱這一問題之上指出，明清與近代思想家有二點不

同：其一，明清之際不滿君臣綱的目的，在於維護與改善，而近代思想

家則是透過以平等觀念改變社會制度的方式，去扭轉君為臣綱的原則；

其二，明清之際是從三代想像來指責君為臣綱，而近代思想家則是從西

方君臣關係來加以參照與指責。以上參見魏義霞：《平等與啟蒙：從明

清之際到五四運動》，頁 173-181。本書同意魏先生的明清與近代平等觀

念在君臣綱議題上的比較，但想進一步指出明清與近代之所以對於君臣

綱有不同的對待方式，實與兩個時代語境差異有關，關鍵在於近代甲午

戰後產生儒學價值逆反思潮，故能以與儒學綱常具衝突性的平等價值去

指責儒學君臣綱傳統，但明清之際仍在儒學語境下，故僅能維護與改善

君臣關係，不能指責與挑戰，這是魏先生尚未指出明清與近代語境對於

平等觀念發展的影響與限制所在。關於儒學價值逆反此一概念，可參見

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頁 271。 
71 魏義霞先生指出在夫為妻綱這個議題上，五四新文化運動者的特點有

三：其一，將夫權、君權、父權一起整合加以批判；其二，將夫妻關係

從大家庭解放至新式小家庭，瓦解家庭制度；其三，從夫婦關係轉至兩

性關係。參見魏義霞：《平等與啟蒙：從明清之際到五四運動》，頁

181-185。筆者認為魏先生確實點出關鍵，晚清思想家們通常只批判君

權，而盡量不涉入夫權與父權，若有也僅止於譚嗣同《仁學》或康有為

密不示人的《大同書》中，大體上晚清思想家是將家國同構結構，以公

私二分方式加以區隔開來，避免平等觀念傷害到家庭倫理。而上述狀況

必須等到五四時期，平等價值才能真正攻入家庭之中，而且五四之後也

才產生有別於晚清思想家皆以「母性」為理據論男女平等，轉以「女性」

觀點出發談兩性平等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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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本書認為這個觀察大致正確，72
 然魏先生提出三綱平等

在晚清是一起發生的主張則必須修正，因為據本書觀察，中

國近代對於平等價值的追求有其程度與先後上的差異，應有

一從晚清力求「國界平等」到「政界平等」，新文化運動時

期力求「家界平等」，最後五四運動時期力求「社會平等」

之逐步革命與形成過程。因此如魏義霞先生扁平且化約的指

稱從晚清到五四的平等論述，具有一從批判三綱到全民解放

運動的發展，73
 本書認為這樣的主張必須商榷。因為魏先生

在以建構晚清平等觀念類型為主要研究目的與架構下，受限

於研究視域，僅從共時性角度看見晚清無政府主義者如劉師

培、李石曾等人的三綱平等言論，就想當然爾的以「批判三

綱」來作為晚清平等觀念總體特徵描述，這是片面化約且錯

誤的認識，因為魏先生受到研究方法上盲點的遮蔽，故造成

他忽略了僅要求政界平等而反對父子、夫婦平等的康有為、

嚴復、章太炎這群知識分子特殊的混生漸進式平等觀，正因

魏先生未從歷史脈絡發展的角度去考察平等論述的形成與

發展軌跡，因此窄化了晚清思想發展的豐富多元性。故本書

將在二、三、四、五章，分別將魏先生所忽略的空白，即當

時僅追求政界平等而避談家界平等的時代語境加以勾勒出

來，整全地描繪出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形成軌跡的詳細發展樣

態，這是對前人研究的補充之處，也是本書研究價值與成果

所在。 

                                                       
72 參見魏義霞：《平等與啟蒙：從明清之際到五四運動》，頁 1。 
73 參見魏義霞：《平等與啟蒙：從明清之際到五四運動》，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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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我們可以掌握到前輩學者對於晚清與五四兩個不

同階段平等觀的特徵區分，從中可看見兩個問題點：其一，

晚清與五四時期實具有本質差異，故兩期平等論述應當分別

考察；其二，雖然兩個時期有本質差異，但兩個時期中亦有

繼承與轉化關係，不宜化約的視為全盤西化。而前輩學者的

研究成果中雖然勾勒了中國近現代平等觀念的大致發展，以

及晚清與五四兩階段平等觀的特色，但缺點亦即在此，即這

樣的研究缺乏思想家個人接受平等觀，操演平等論述的目

的、意圖、與動機之考察，因而無法理解平等觀念在不同思

想家各自生命─政治脈絡中的意義，以及各自平等論述形塑

與建構的過程。 

雖然魏先生忽略了個別思想家各自平等論述之動機與

意圖之討論，但幸有部分前輩學者是從思想家個人的平等論

述出發進行研究，得以補足這一區塊。如在近代思想家平等

觀念研究部分，目前已有研究成果如譚嗣同（1865-1898）《仁

學》平等觀念研究；74
 康有為平等觀念研究；75

 嚴復平等觀

                                                       
74 專論譚嗣同平等觀念者，如向世陵：〈仁愛差等與仁通平等──從孔子

到譚嗣同〉，收入田伏隆等主編：《譚嗣同與戊戌維新──紀念譚嗣同殉

難一百週年論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99），頁 15-23；林景蘇：〈譚

嗣同兩性平等觀之研究〉，《文藻學報》第 16 期（2002 年 5 月），頁

263-280；魏義霞：〈莊子與譚嗣同的平等思想──論譚嗣同及近代哲學

中的莊學淵源〉，《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4 期，

頁 96-102，餘例不詳舉。 
75 專論康有為平等觀念者，如薛治國、劉立豐：〈自然人性與人人平等─

─《實理公法全書》評述〉，《萍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1 年第 2 期，

頁 18-20、62；李強華：〈中國近代價值觀的嬗變──以康有為「平等」

觀念為視角的考察〉，《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4 卷第 6 期（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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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研究；76
 梁啟超（1873-1929）平等觀念研究；77

 劉師培

（1884-1919）平等觀念研究。78
 除了分別論述之外，也有合

論並加以比較者，如康有為與譚嗣同的比較，79
 譚嗣同和嚴

復的比較。80
 上述這些研究從思想家出發，較能掌握思想家

的平等觀念論述主軸，但都有其缺點，如多以某一著作當成

思想家們平等觀念的代表，像是研究康有為平等思想者，便

都以《大同書》為例；而若是研究思想家所有著作中的平等

觀念者，又多未能配合思想家生命─政治脈絡，觀察思想家

的平等觀念如何受其生命─政治影響而有所改變的歷程。因

此前輩學者雖有以思想家為考察中心來研究平等觀念者，但

仍有其不足之處，故本書才試圖採取綜合式的觀念史研究法

                                                       
年 11 月），頁 47-49，餘例不詳舉。 

76 專論嚴復平等觀念者，如許至、張曉東：〈從「依附坐食」到「自由平

等」──嚴復女性解放倫理思想初探〉，《中共南京市委黨校學報》2012

年第 4 期，頁 16-20，餘例不詳舉。 
77 專論梁啟超平等觀念者，如李文俊：〈試析梁啟超的人格平等思想〉，《湖

北社會科學》2004 年第 9 期，頁 99-101，餘例不詳舉。 
78 專論劉師培平等觀念者，如楊貞德：〈從「完全之人」到「完全之平等」

──劉師培的革命思想及其意涵〉，《臺大歷史學報》第 44 期（2009 年

12 月），頁 93-152，餘例不詳舉。 
79 如魏義霞：〈康有為、譚嗣同平等思想的相同性及其本質〉，《福建論壇．

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7 期，頁 63-69；魏義霞：〈平等是一種權利

還是一種狀態？──論康有為、譚嗣同平等思想的差異〉，《燕山大學學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1 卷第 1 期（2010 年 3 月），頁 13-22；魏義

霞：〈平等與自然科學──以康有為、譚嗣同的思想為中心〉，《哲學研

究》2010 年第 7 期，頁 55-60。 
80 如高志文、魏義霞：〈平等與自由──譚嗣同、嚴復民主啟蒙思想比較〉，

《學術界》總 165 期（2012 年 2 月），頁 193-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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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補足前人研究之不足。 

而除了以思想家為觀察焦點外，前人還有從思想群體展

開平等觀念研究者，目前已有成果如基督教或傳教士群體的

平等觀念研究；81
 太平天國群體的平等觀念研究；82

 五四《新

青年》群體的平等觀念研究；83
 近代佛學群體的平等觀念研

究；84
 近代自由主義群體的平等觀念研究；85

 無政府主義者

的平等觀念研究。86
 這些研究都很好的開展了某一群體的平

等論述，但也概括性地化約了群體之中不同立場者的主張，

                                                       
81 如李志軍：〈試論明清之際基督教平等觀念在中國的影響〉，《唐都學刊》

第 12 卷第 2 期（1996），頁 73-78；王海鷗：〈近代來華傳教士的男女平

等思想及其影響〉，《蘭州學刊》2006 年第 3 期，頁 57-59；張曉林：〈基

督教平等觀念與中國近現代啟蒙〉，《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第 41 卷第 3 期（2009 年 5 月），頁 28-31+35。 
82 如高瑞泉：《平等觀念史論略》，第三章「自西徂東的觀念脈絡」，第二

節「太平天國的烏托邦」。 
83 如高瑞泉：〈五四時期知識人の「平等」観念を論ず─『新青年』派を

中心として─〉，收入高瑞泉、山口久和共編：《中国における都市型知

識人の諸相─近世．近代知識階層の観念と生活空間─》（大阪：大阪

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都市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05 年 2 月），頁

9-42。 
84 如許穎：〈論佛學對康有為、章太炎和太虛平等思想的影響〉，《中州學

刊》第 5 期（2007 年 9 月），頁 139-141。 
85 如高瑞泉：〈《觀察》：自由主義視域中的平等觀念〉，收入李金銓主編：

《文人論政：民國知識份子與報刊》（臺北：政大出版社，2009），頁

231-249。 
86 關於中國近代無政府主義的平等觀念研究，可參見安井伸介：〈中國無

政府主義的思想基礎〉（臺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2011），第

三章 「私心」與平等──中國無政府主義追求平等的理論起點，頁4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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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從集體行動者來進行分析與考察，雖可掌握集體行動者平

等觀念之大致主張，但卻有化約與概括性解讀的問題產生，

這即是本書採用個別而不採群體思想家來立論的關鍵之處。 

其他還有如試圖締結晚明清初與近代平等思想關係

者，87
 比較中西平等思想差異者，88

 反省近代思想家們對於

西方平等觀念的錯誤理解者，89
 以及綜述中國平等觀念發展

史者等等，90
 這些都很好的從古今中外不同方向勾勒出平等

觀念的豐富發展樣態。 

至於目前學界對中國平等觀念之研究用力最深者，可推

高瑞泉與魏義霞二先生，兩位先生以數年之積累，完成了對

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史之研究，不過如前所述，兩人之研究都

仍存在著可以商榷與補強之處。高先生的《平等觀念史論略》

一書，雖勾勒了平等觀念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但由於高先生

                                                       
87 如陳寶良：〈論晚明的平等觀念〉，《社會科學輯刊》1992 年第 2 期，頁

74-79；滕新才：〈明朝中後期男女平等觀念的萌動〉，《婦女研究論叢》

1995 年第 3 期，35-37；金德均：〈儒家的人權思想──以唐甄的男女平

等論為中心〉，《東岳論叢》第 21 卷第 6 期（2000 年 11 月），頁 107-109；

杜明才：〈唐甄平等思想評析〉，《前沿》2002 年第 11 期，頁 162-165；

張曉芬：〈公與私的詮衡──論俞正燮人權平等思想〉，《人文與社會學

報》第 2 卷第 3 期（2008 年 12 月），頁 151-181。 
88 如鄭慧：〈中西平等思想的歷史演進與差異〉，頁 618-628；王春鳳：〈中

西平等思想發展比較分析〉，《廣西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 27 卷第 4

期（2012 年 7 月），頁 29-33。 
89 如魏義霞：〈近代思想家的平等誤區〉，《社會科學戰線》2008 年第 4 期，

頁 40-43；王建龍：〈論自由、民主與平等理念的張力及其在近代中國的

被誤讀〉，《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2 期，頁 116-120。 
90 如秦暉：〈從 sama 到 equality：漢語「平等」一詞的所指演變〉，收於氏

著：《傳統十論：本土社會的制度、文化與其變革》，頁 37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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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平等觀作為一種哲學觀念去論述，因此導致歷史語境脈

絡消失，未能凸顯平等觀念於近代歷史與政治上的實踐意

義，以及對思想家產生的生命─政治價值，此為有待補足之

處。而魏先生的《平等與啟蒙──從明清之際到五四運動》

一書，雖較貼近歷史脈絡地勾勒出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發展

樣態，但卻僅以思想家某一本書或某篇文章中的平等論述，

概括性地視為該思想家平等觀的主要論點，因此而有概括性

誤讀以及分析深度不足等問題產生。 

綰合上述，目前在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研究光譜上，我們

雖已可掌握平等觀念在中國近代的幾個重要發展型態，但卻

因為研究對象或方法的限制，無法勾勒出這些型態之間的互

動關係或思想家主張平等的策略與意圖，以及平等觀念如何

受到語境影響而產生內涵轉置的過程。對於以上研究空白之

處，本書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更進一步，細緻討論中國近代

平等觀念的動態發展歷程，除豐厚中國近代思想觀念轉型之

研究案例外，也冀能勾勒出晚清思想家如何以平等觀念進行

政治角力的軌跡，耙梳出當時知識分子引入西方政界公德平

等觀的時代關懷，並回答中國近代平等觀在歷史上的意義等

問題。以上即是本書能有別並補充前人研究空白的貢獻所在

處。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張灝先生曾指出 1895 年甲午戰爭為中國近代思想觀念

轉型時代的開始。而在中國近代思想觀念轉型時代中，最大

特色即與以往傳統儒學一言堂不同，而是有著諸多不同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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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源頭。如黃克武先生指出，在轉型時代中相關新論域雖打

著「新」的旗幟，卻是在一個傳統思想與「西學」交互影響

的脈絡中迂迴反覆，逐步地推陳而出新。91
 本書認為若要勾

勒甲午戰後之思想發展，不以觀念為主軸，則很難具體且深

入地分析任一觀念是如何在各種中、西觀念的吸收與容受互

動中，產生本質內涵的變化，完成新的文化有機體，並呼應

當時時代命題與歷史語境的過程。因此研究中國近代思想觀

念發展，從觀念史研究法切入是一個較好地研究取徑。以

故，本書將採用觀念史研究法進行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研

究，配合思想家生命─政治發展，勾勒思想家個人平等觀以

及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軌跡。以下即針對本書使用之綜

合式觀念史研究法進行說明與討論。 

一、研究方法 

從目前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前人研究基礎上，我們可勾

勒出近代平等觀念的大致發展過程，即：甲午戰後出現了君

臣、父子、夫婦之三綱平等觀，到了五四時期則成了消滅傳

統之一切平等觀。但上述研究成果由於研究法的限制，產生

了下列三個有待商榷之處：其一，以五四時期為中心，認為

西方近代平等觀念一進入中國，就立即強力衝擊三綱，忽略

了晚清思想家在當時具有反對家界平等的調和聲浪；其二，

僅描述晚清思想家對於平等觀念主張的表面層次，忽略思想

家追求平等觀念的意圖與策略；其三，僅專主於思想家某一

                                                       
91 以上參見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頁 29-39；黃克武：《惟

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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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的平等主張，卻忽略了思想家一生對平等觀念立場與態

度的改變。 

上述三個研究空白產生原因，關鍵在於前輩學者忽略了

觀念乃是極為主觀的，不同行動者會在不同政治立場或生命

經驗變化下，對觀念有不同的理解。目前雖有前輩學者進行

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史的研究，但主要仍採用的是諾夫喬伊

（Arthur O. Lovejoy, 1873-1962）式的觀念史研究法，僅從觀

念主體本身進行觀察。此法雖可描繪觀念的歷時性發展，但

卻會忽略論者語境，而不能深描觀念在行動者互動層次上的

動態關係。例如革命派與立憲派都追求平等，但卻立場相

反，因為革命派站在民主共和政體的立場，認為在君主政體

下的立憲平等，仍存在著滿人宰制漢人的不平等關係，故主

張只有推翻滿清後的共和平等才是真平等；而立憲派卻認為

革命派要求的滿漢平等，早已在諸多制度上予以落實，故並

未認為有不平等現象。 

從這裡即可看見平等觀念在論者主體認知的不同上，會

產生相互衝突的現象。如果可以認識到觀念的主觀特性進而

從行動者出發去勾勒觀念發展，方可清楚辨別出觀念的深

度。正因為觀念必然經過行動者的主觀理解方可形諸於話語

論述，故英國劍橋學派政治思想史研究學者對 Lovejoy 以觀

念主體為研究對象的研究法提出修正，但本書認為 Lovejoy

的觀念主體研究法仍有其可取之處，不可偏廢。雖然目前學

界認為英美兩派觀念史研究法視野不同而有極大差異，但本

書認為兩種觀念史方法各有專長，因此將兼採 Lovejoy 觀念

史研究法，與斯金納（Quentin Skinner, 1940-）、波考克（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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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A. Pocock, 1924-）對 Lovejoy 方法論修正後的觀念史研

究法，從觀念主體與論者個體平等觀念等兩個面向，進行中

國近代平等觀念的考察。  

為令讀者能掌握觀念史研究法的不同取徑以及優缺

點，以下即對觀念史方法緣起與演變略作說明。觀念史研究

方法起自於美國觀念史家 Arthur O. Lovejoy。Lovejoy 在

1923 年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創立「觀念史研究俱樂部」，

1936 年出版代表作《存在巨鏈》（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1940 年創辦《觀念史研究學報》（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48 年更進一步出版《觀念史論文集》，討論浪漫

主義、進化主義、尚古主義等，其專主於「觀念史研究」上，

可以說是此門新研究領域的開創者，使觀念史研究在美國形

成完整學科。 

Lovejoy 觀念史研究法的貢獻，在於對人類思想史中的

重要觀念進行「反思研究」，可視為從哲學反思出發到生活

反思的過程，也標舉出沒有觀念即無法思考，觀念是構成思

維的基本要素等重要內涵，故相關研究均聚焦於三個問題意

識，即：觀念如何形成、在思想發展史上如何演變、在思想

史上有何作用。Lovejoy 在其 1936 年出版的代表作《存在巨

鏈》一書中，以「存在之鏈」作為研究主軸。「存在之鏈」

的觀念即：將「存在」（being）看作是連續的巨大鏈環。Lovejoy

觀察了「存在之鏈」這一觀念從起源的希臘時期至 18 世紀

之際的歷時性發展，其中討論了「存在之鏈」在中世紀時的

內在衝突、與樂觀主義、浪漫主義和生物學之間的關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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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92 

綜上可見 Lovejoy 的觀念史研究法，是透過獨特分析視

野，勾勒新的信仰和理智風格是如何被引進與傳播的過程，

並可進一步說明觀念的流行與影響是如何得以產生之心理

學特徵。然而每一種方法必有不足之處，故 Lovejoy 的研究

法也面對著同時代人的批評與修正。在該書出現後，有人對

Lovejoy 觀念史研究方法批評道： 

這種方法使歷史幾乎喪失了明顯的主體，在其中，我

們所看到的只有理性本身戰勝習俗，進步與存在巨鏈

相抗衡等等。不過對這一方法的主要懷疑在於，由於

它將主要精力集中在觀念而非這些觀念在論證中的運

用，因此它似乎無視某一特定概念有可能被不同歷史

時期的著作家以截然相反的方式使用。93 

批評者認為 Lovejoy 的觀念史研究法會與「言說主體」失聯，

因為在以「觀念」為研究主體下，言說主體的名字只有在提

                                                       
92 以上參見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關於

Lovejoy 觀念史內涵與方法學的相關討論，可參見黃俊傑：〈思想史方法

論的兩個側面〉，《臺大歷史學報》第 4 期（1977 年 5 月），頁 360-363；

後收入於氏著：《史學方法論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頁

243-301。 
93 以上參見〔英〕斯蒂芬．柯林尼（Stefan Collini）、〔英〕J. G. A.波考克

（Pocock）、〔英〕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等撰，任軍鋒譯：〈什

麼是思想史〉，收入丁耕主編：《什麼是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6），頁 14；原文刊於 History Today, 35:10 (Oct, 1985), pp.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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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觀念時會出現，Lovejoy 之觀念史方法的缺點，即是無法

理解某特定觀念曾在某思想家的思想中發揮著哪些作用？

也無法理解特定觀念在各時期的思想環境中，是處於中心或

邊緣？雖然能夠知道某一觀念表述在不同時期是為了回應

不同的問題，但卻不知道該觀念表述是要回應什麼問題？以

及什麼原因讓人們繼續或停止使用該觀念表述。 

對於 Lovejoy 觀念史方法的批評，最具代表性者即是劍

橋學派的政治思想史家 Quentin Skinner 和 J. G. A. Pocock。

兩人各自從不同角度批評與修正 Lovejoy 的觀念史方法。 

Q. Skinner 對 Lovejoy 的批評主要有四：其一，觀念與

言說主體分離，忽略了觀念在時空、論者變化下的不同使用

情況；其二，將觀念視為不變之基本內涵，忽略了語境中觀

念表述時的模糊特性，如高貴觀念在語言表述時，並不區分

德性高貴或地位高貴而模糊帶過；其三，缺乏語境而忽略了

言說當時，聽者反應及說者意圖性的討論；其四，將觀念視

為連續性，忽略觀念連續性上的非連續性。94 

J. G. A. Pocock 則提出五點修正主張：其一，提出語言

轉向，希望讓系統化思想的歷史轉向語言使用的歷史；其

二，主張言語在政治上不僅是表情達意，還有政治角力與鬥

爭的作用；其三，提出言語的考察方式，從內部語言、範式

                                                       
94 〔英〕昆廷．斯金納撰，任軍鋒譯：〈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收入丁

耕主編：《什麼是思想史》，頁 129-131；本文譯自 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I,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5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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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政治修辭出發；其四，主張從語境考察語言，要理解

觀念語境背後的言語暗示；其五，主張避免歷史化約主義，

即 Skinner 所謂的連貫性神話，應以語境去撐開與破除單線

因果史觀的化約危機。95 

若我們嘗試歸納前人對於Lovejoy觀念史研究法最大的

質疑，應是其方法存在著「連貫性神話」的問題。所謂「連

貫性神話」，是指研究者想當然爾的賦予文本連貫性，其中

包含個人思想的連貫性與經典文本的連貫性。而「連貫性神

話」的迷思，將使研究者難以掌握文本中的重點與語氣強化

之關鍵處，研究者僅僅尋找能被抽出且容易表達的信息，正

如 Skinner 指出「個人思想的連貫性」誤區： 

為了發掘出最大限度的連貫性，可以忽略作者本人有

關自己行為意圖的陳述，甚至可以將所有那些不利於

他們思想體系連貫性的著述忽略不計。96 

Skinner 以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為例，指出後人將

                                                       
95 〔英〕J. G. A.波考克撰，任軍鋒譯：〈語言及其含義──政治思想研究的

轉向〉，收入丁耕主編：《什麼是思想史》，頁 69-82；本文譯自 J. G. A. 

Pocock, “Languages and Their Implic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ud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Politics, Language, and Times: Essay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p.3-41.

楊貞德先生曾對 Pocock 的政治論述分析方法進行過研究，歸納了其方法

學上的優點與缺失之處，可參見楊貞德：《轉向自我──近代中國政治

思想上的個人》（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頁 49-82。 
96 〔英〕昆廷．斯金納撰，任軍鋒譯：〈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收入丁

耕主編：《什麼是思想史》，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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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扁平化為一位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家，卻忽略自由主義政治

理論是洛克 50 歲後才堅持的主張，若在 30 歲時，洛克將會

對自由主義政治理論採取反對立場，這是在思想家學說主張

上連貫性誤區的說明；而在「經典文本的連貫性」誤區上，

Skinner 則指出： 

既然經典文本可望存在某種「內在的連貫性」，而注釋

家的任務就在於揭示這種連貫性，那麼任何由於表面

的自相矛盾而明顯不利於這種努力的障礙便不成其為

障礙，因為那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並不構成真正的矛

盾。也就是說，注釋家們認定，在這種疑竇重重的情

況下，正確的提問方式並非某一著作家是否前後一

致，而是要問「如何解釋他的那些矛盾（或表面的矛

盾）之處？」97 

Skinner 認為經典文本中看似自相矛盾之處，其實才是有待

研究與昇華的關鍵所在，但學者往往因為連貫性的迷思，而

將這些矛盾之處自動忽略。Skinner 認為這是錯誤的，因為

研究對象的思想矛盾與不一致，實乃受其生命─政治語境的

變化影響所致，故 Skinner 認為觀察思想家／經典文本中不

連貫的思想，才是研究者需要在分析文本時注意的關鍵之

                                                       
97 〔英〕昆廷．斯金納撰，任軍鋒譯：〈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收入丁

耕主編：《什麼是思想史》，頁 112。Skinner 由 Francis Campbell Hood 對

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的研究中獲得啟發，參見 Francis 

Campbell Hood, The Divine politics of Thomas Hobb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pp.64, 116-117, 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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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98 

從上可見 Q. Skinner和 J. G. A. Pocock兩人對於 Lovejoy

觀念史研究法的修正。兩人的理論修正促使了觀念史研究法

的觀察對象，有從以觀念本身為主體轉向以思想家個體為主

體的發展，並開始專注於從個別思想家的觀念出發去勾勒觀

念形成過程，也避免化約了觀念發展中行動者生命─政治脈

絡對觀念內涵所造成影響之歷史意義。除此之外 Q. Skinner

也提醒研究者不應將思想家一生思想視為連貫性發展，忽略

了思想家觀念的階段性轉變。99 

劍橋學派修正了 Lovejoy 觀念史方法的連貫性缺點後，

使得觀念史研究法具有了情境式的思維，研究焦點從宏大觀

念的變化轉移到觀念所形諸成的語言論述考察之上，這也使

得觀念的研究更為聚焦在修辭和語言之上。而這樣的轉向，

使得觀念史研究法開始與關鍵詞研究法，或者是以關鍵詞為

研究材料的德國概念史學派有了相似性。或許正是因為有了

相似性，兩種方法論為了避免喪失自身方法獨特性，故英國

劍橋學派與德國概念史學派曾經有過論戰，但基本方法上是

有其共性的，只是兩派學者都從殊性上進行自我畫界與相互

                                                       
98 以上可參見〔英〕斯蒂芬．柯林尼、〔英〕J. G. A.波考克、〔英〕昆廷．

斯金納等撰，任軍鋒譯：〈什麼是思想史〉，收入丁耕主編：《什麼是思

想史》，頁 1-2、15；彭剛：〈歷史地理解思想：對斯金納有關思想史研

究的理論反思的考察〉，收入丁耕主編：《什麼是思想史》，頁 169-203。 
99 參見〔英〕昆廷．斯金納撰，任軍鋒譯：〈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收

入丁耕主編：《什麼是思想史》，頁 111-112。 



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1895-1915） 

-56- 

批判。100 

德 國 概 念 史 學 家 科 塞 雷 克 （ 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為概念史研究法的創始人。「概念史」真正成為

學派，奠基於由史學家 Koselleck 於 1955 年創辦的跨學科刊

物《概念史文庫》101（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以及

哲學家里特爾（Joachim Ritter, 1903-1974）在《概念史文庫》

基礎上主編之十三卷《哲學歷史詞典》（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1971-2007），上述兩套經典奠定

了德國概念史研究的基礎。102
 而 Koselleck 概念史方法的主

張可歸納為三點：其一，提出概念史研究具有兩個理論前

提，分別是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與概念有歷史發展；103
 其

二，指出概念史研究的三點關注，即概念的形成、運用與變

                                                       
100 關於科塞雷克與斯金納、波考克之間的相互批評，以及彼此方法上的異

同，可詳參陳建守：〈語言轉向與社會史：科塞雷克及其概念史研究〉，

《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4 期（2013 年 6 月），頁 171-221。 
101 《概念史文庫》五十多年來刊載了跨時間、跨文化、跨學科（文學、史

學、哲學、神話、宗教）、跨國界（不限於歐洲西方科學史）的語言含

義與嬗變研究，此刊物乃是「概念史」研究能在德國不斷有良好研究成

績出現的優良研究平臺。相關介紹可參見方維規：〈概念史研究方法要

旨──兼談中國相關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載入黃興濤主編：《新史學（第

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6-7。 
102 關於德國概念史發展，可參見方維規：〈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二十

一世紀》總 111 期（2009 年 2 月），頁 124-131。 
103 可參見科塞雷克：《歷史基本概念──德國政治社會用語歷史辭典．導

論》，第 XIII-XXVIII 頁，轉引自方維規：〈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

談中國相關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載入黃興濤主編：《新史學（第三卷）：

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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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104
 其三，提出概念史研究的合作對象，應與社會史與

語言研究相互配合。105
 由此可見，德國概念史方法與美國、

英國觀念史研究法有相互呼應之處。 

                                                       
104 關於Koselleck提的概念運用，可參見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liche 

Probleme der Verfassungsgeschichtsschreibung,” Gegenstand und Begriffe 

der Verfassungsgeschichtsschreibung (Der Staat, Beiheft 6),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83, pp.7-21，轉引自方維規：〈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

談中國相關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載入黃興濤主編：《新史學（第三卷）：

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頁 8。 
105 以上可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e and social history,” 

Economy and Society, Vol.11, No. 4 (1982), pp.409-427; Reinhart Koselleck, 

“Social History and Conceptual Hist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2, No. 3 (Spring, 1989), pp. 308-325; Reinhart 

Koselleck,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History of Events,”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1, No. 4 (Dec., 1989), pp. 649-666; Reinhart 

Kosellec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trans., Todd Samuel Presner and othe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xiv, 363; Reinhart Koselleck, “Social History and 

Conceptual History,” in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p.37.另外，目前學界對於科塞雷克概念史方法論之討論

與研究最為傑出者為方維規先生，其對 Koselleck 的相關研究可參見方維

規：〈歷史語義學與概念史──關於定義和方法以及相關問題的若干思

考〉，收入馮天瑜編：《語義的文化變遷》（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頁 12-19；方維規：〈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談中國相關研究中存在

的問題〉，載入黃興濤主編：《新史學（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

頁 3-21；方維規：〈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頁 124-131；方維規：〈概念

史八論──一門顯學的理論與實踐及其爭議與影響〉，《東亞觀念史集

刊》第 4 期（2013 年 6 月），頁 101-170。另外還有社會學家湯志傑：〈本

土觀念史研究芻議：從歷史語意與社會結構摸索、建構本土理論的提

議〉，收入鄒川雄、蘇峰山主編：《社會科學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慶祝

葉啟政教授榮退論文集》（高雄：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9），頁31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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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觀念史、政治思想史、概念史研究法，本書認

為一個理想的觀念史研究，應當著重於四個觀念視角：其

一，關切「觀念」與「詞彙」間的關係，重視文本修辭背後

的觀念內涵；106
 其二，關切「觀念」與「言語」間的關係，

關注觀念關鍵詞被行動者作為溝通的語言工具時，具有哪些

「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 force）與「以言取效」（perlocutionary 

force）作用；107
 其三，關切「觀念」與「行動」間的關係，

從觀念出發觀察同一行動外延下的觀念差異，避免行動的概

                                                       
106 即除了分析詞彙的表面陳述外，也要注意修辭背後透露出的觀念，相關

方法學討論可參見〔英〕昆廷．斯金納撰，任軍鋒譯：〈言語行動的詮

釋與理解〉，收入丁耕主編：《什麼是思想史》，頁 138；本文譯自 Quentin 

Skinner, “Interpreta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Speech Acts,” in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I,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03-127. 
107 「以言行事」與「以言取效」是觀念史研究法中的一組重要概念，英國

劍橋學派觀念史家 Quentin skinner 引用 J. L. Austin 的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 一書中「以言行事效應」（illocutionary force）和「以言取效效

應」（perlocutionary force）之研究取徑，進入觀念史研究中。Skinner 指

出進行觀念史研究時，不應僅將文本修辭當作陳述的「以言說事」而已，

應從一種「爭辯與拖動改變的工具與武器」角度去觀察文本修辭，掘發

語言文字中「以言行事」與「以言取效」的功用。相關方法學討論可參

見 J.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Quentin Skinner, “Interpreta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Speech Acts,” in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I,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03-105；湯志傑：〈本土觀念史研

究芻議：從歷史語意與社會結構摸索、建構本土理論的提議〉，收入鄒

川雄、蘇峰山主編：《社會科學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慶祝葉啟政教授

榮退論文集》，頁 32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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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性解讀；108
 其四，關切「觀念」與「語境」間的關係，

從語境角度觀察，為何觀念在某個時期，產生某類型觀念，

而在某個時期，又無法產生某些特定的觀念。109 

從以上綜合式觀念史研究法的四項特定視域來看，也可

以回答觀念史與思想史有何處不同這一個問題。以往思想史

方法著重於探鑿文本內思想的普遍意義，即所謂的觀念之共

性內涵；但觀念史方法，除了觀察觀念主體發展之外，更從

論者所處的特定生命—政治脈絡中，觀察觀念變化的「已然」

與「所以然」，著重於觀念的殊性意義，因此與思想史方法

聚焦於處理論者的觀念哲學型態，歸納出論者的學術結論之

研究取徑有所不同。觀念史方法著重於觀察論者生命—政治

語境的動態發展，如何影響其對於觀念理解上的不斷變化與

發展過程，相較於思想史取徑僅聚焦於學說結論的呈現，觀

念史取徑更重視勾勒論者學說結論形成階段的軌跡，與伴隨

其中的社會史、政治史意義，這即是兩種方法的主要差異之

                                                       
108 如近代中國革命行動上，就有主張革命後建立共和政府之共和革命者，

以及主張只進行革命破壞而不建設的無政府主義革命者，若我們只從行

動上來看，他們的「革命」行動是一致的，皆為推翻滿清政府，但從觀

念上來看則有不同，他們兩派分屬不同的革命觀念型態。因此從「觀念」

角度切入，方可區別出同一行動中的不同行動指導原則差異所在，避免

產生「行動的概括性解讀」問題。 
109 如本書從近代中國晚清階段中，觀察出當時在國家主義下，平等觀念雖

然被引入，但終究不會是個體小我的人人平等觀，而是在國家大我之下

的一體平等觀；這狀況只有等到歐戰之後，在時人背棄了國家主義的語

境下，個體小我平等觀念才能產生，這正是語境對於觀念發展的助益與

限制性所在。相關方法學討論可參見〔英〕昆廷．斯金納撰，任軍鋒譯：

〈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收入丁耕主編：《什麼是思想史》，頁 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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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110 

而觀察目前前輩學者多從 Lovejoy 觀念史方法角度出

發，著重於建構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理論模型及其發展，此

種方法的好處是能令讀者很快掌握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幾

種類型與演變，但缺點即易於使平等觀念研究僅成為一個架

空的類型框架，而缺少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追求平等價值時

的內在關懷之討論。本書為解決上述論者個人內在關懷於目

前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史研究上的缺席問題，因此將採用劍橋

學派的觀念史（一說政治思想史）方法，重新探掘分析中國

近代知識分子平等主張背後的動機與目的，解決前輩學者尚

未清楚地勾勒，為何晚清思想家需要西方近代平等觀念的內

外原因此一問題。透過劍橋學派觀念史（思想史）研究法的

政治論述分析取徑，當可掌握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引用西方近

代平等觀念背後的深層文本意涵，此即本書在處理中國近代

平等觀念研究此一議題於方法學上的蛻新之處。 

不過要注意的是，雖然本書強調劍橋學派的論者個體論

述分析研究法，但並非否定 Lovejoy 的觀念史方法，因為不

論是 Lovejoy 或劍橋學派的觀念史研究法，都各有所偏、各

有所執、各有所得，因此若能兼採而截長補短，才是較好地

                                                       
110 有關於思想史與觀念史研究法的詳細分析與討論，可參見黃俊傑：〈思

想史方法論的兩個側面〉，收於黃俊傑編譯：《史學方法論叢》，頁

243-301；〔英〕斯蒂芬．柯林尼、〔英〕J. G. A.波考克、〔英〕昆廷．

斯金納等撰，任軍鋒譯：〈什麼是思想史〉，收入丁耕主編：《什麼是

思想史》，頁 3-23；Maurice Mandelaum, “History of Ideas,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 History and Theory, Beiheft 5, 

(1965), pp.33-66；方維規：〈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頁 12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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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研究方法，而能最大程度地釐清並勾勒出中國近代平等

觀念的形成軌跡。故本書在方法論中，兼採 Lovejoy 著重觀

念主體的觀念史研究法，與著重論者個體語境的劍橋學派論

者個體觀念史研究法。融合兩種方法學的目的，在於希望建

立一套既能避免兩種方法學之偏、執，又能吸收兩種方法學

之長處的綜合方法，以下即表列說明兩種觀念史方法的偏、

執、得內涵： 

表一  觀念史研究方法視域比較表 

      分析項 

人物 

方法之源與主

要解決的問題 
方法之執 方法之得 方法之偏 

Arthur O. 

Lovejoy 

主要目的是想

藉此方法解決

嚴重的學科分

化問題 

以觀念主體

之發展史為

觀察對象 

1.消除學科偏

執性，完成跨

領域的穿透學

科研究 

2.勾勒出某觀

念基本意涵的

不變性與必然

存在性 

3.可掌握重要

觀念的發展趨

勢與主要類型 

把論述語境與

行動者消融到

觀念主體中，

缺乏觀念的微

觀論述 

Q. Skinner、 

J. G. A. Pocock 

解決Lovejoy觀

念史方法忽略

語境與慣例的

問題 

以論者個體

觀念發展為

觀察對象 

1.深入到論者

論述語境，勾

勒論者以言行

事與以言取效

的工具性與武

器性 

著重論述語境

與行動者，缺

乏觀念變遷的

宏觀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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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勾勒觀念運

用以及運用這

些觀念背後之

意圖的歷史
111 

111 

從以上比較中可以看出兩種類型的觀念史研究各有偏、執、

得，而本書兼採兩種方法正是想截長補短，透過整合兩種方

法以達到觀念史研究法的「研究循環」，如下圖所示： 

 

圖一  觀念史研究法的研究循環圖 

                                                       
111 如 Q. Skinner 等人指出，為了能夠在「描述概念的命題」外，還能進一

步深入「發掘概念的武器性或工具性」以及「誰在使用這概念」和「用

這概念要達到什麼論證目標」等「二階觀察」，故「觀念史研究」則有

必要獨立於「思想史」而存在，其言道：「我們不應當將目光侷限在文

本或觀念單元上，而應當集中於特定歷史時期總體的社會和政治語彙。

由此出發，我們最終能夠將那些重要的文本放在其恰當的思想語境之

中，將目光轉向這些文本得以產生的意義領域，並進而為這種意義領域

作出貢獻。」從 Skinner 等人所言可知，以「觀念」為研究軸心可對「思

想中的觀念」進行「二階觀察」，當能呈現出與思想史不同層次的問題

意識。以上參見〔英〕斯蒂芬．柯林尼、〔英〕J. G. A.波考克、〔英〕昆

廷．斯金納等撰，任軍鋒譯：〈什麼是思想史〉，收入丁耕主編：《什

麼是思想史》，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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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循環」是指研究者可先掌握觀念主體的大致發展

歷史語境；再從行動者的個體觀念研究出發，配合行動者的

具體生命─政治語境，觀察論者觀念與時代語境彼此間的關

係，以及論者的觀念論述意圖；最後再回到觀念主體發展史

的宏觀視野，配合論者個體觀念史研究，兼具微觀與宏觀兩

種視野，進一步勾勒觀念主體的形成過程。由於先前已對個

別行動者觀念進行觀察，故在最後論述觀念主體發展之際當

可避免見林不見樹之弊。 

然上述的「研究循環」，於過去傳統人文研究方法時代

中礙於人力限制，在學者進行個別思想家的觀念研究時，即

已耗費極多時間，因此往往無法在完成某一時段重要思想家

的觀念論述分析後，回過頭再對整個時代的觀念發展進行研

究與觀察，故上述的「研究循環」若處在以往研究環境中是

無法執行的。但如今在二十一世紀的數位化時代下，此種研

究限制已可借助目前諸多資料庫（數據庫）的協助來克服，

藉由數據庫可簡省資料蒐集的時間，讓研究者可直接進入資

料分析階段。正如本書透過「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

數據庫（1830-1930）」的協助，112
 得以快速蒐集康有為、

                                                       
112 本書在近代史料蒐集工作上，要感謝「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

據庫（1830-1930）」的協助，因為數據庫中搜羅了 1830-1930 年間數百

種重要政治思想文獻，總字數共有一億兩千萬字。透過數據庫的檢索功

能，能協助研究者快速掌握百年來數以千計有關「平等」論述的出處，

數據庫方法使研究者得以快速掌握重要的吉光片羽，並使研究者可快速

知道文獻出處進而回查閱讀史料後立即進行分析；相較於以往研究者必

須由一篇篇文獻開始，地毯式閱讀後摘要、筆記，最後才予以歸納、分

析並進行論文撰述，數據庫方法協助研究者有效率地完成初步的資料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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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章太炎等人有關平等的相關論述，直接進入康有為、

嚴復、章太炎等三人平等觀念之研究，並在完成上述研究之

後；又能透過數據庫再快速的蒐集並閱讀分析其他晚清知識

分子的平等論述，配合康、嚴、章等三位晚清思想家的平等

主張，重新對晚清階段的平等觀念整體發展進行兼具微觀與

宏觀的考察，此乃得力於數位技術對人文研究的輔助。此

外，數位人文學113與相關研究法的出現，114
 可促成「觀念

                                                       
集工作當是莫大貢獻。當然研究者仍需針對篩選出的文獻去蕪存菁，但

綜合而言，數據庫方法為人文學者帶來的貢獻極大。關於「中國近現代

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所搜羅的重要政治思想文獻列

表，可參見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

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附錄一「中國近現代思想

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文獻目錄」，頁 463-477；而此數據庫的相關

建置說明，以及數據庫研究法之討論，可參見金觀濤、劉青峰：〈歷史

的真實性──試論數據庫新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應用〉，收於氏著：《觀

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頁 425-462。 
113 關於「數位人文學」的發展，可參見項潔、涂豐恩：〈導論──什麼是

數位人文〉，收入項潔主編：《從保存到創造：開啟數位人文研究》（臺

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頁 9-28，餘例不詳舉。 
114 關於數位人文學研究方法，目前已有初步成果，筆者從 2010 年即開始

投入「政治大學數位人文學研究團隊」參與數位人文學研究，近三年亦

發表多篇論文，嘗試數位技術與人文研究合作的可能性，如邱偉雲：〈關

鍵詞叢與文本意義挖掘的嘗試：以《清季外交史料》為例〉，收入項潔

等主編：《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1），頁 159-188；邱偉雲、金觀濤、劉青峰：〈中國主權觀念的形成：

從「前概念」到「概念」〉，近代東亞的觀念變遷與認同形塑國際學術研

討會，國立政治大學社資中心「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

（1830-1930）」計畫辦公室，2011 年 11 月 18-20 日；金觀濤、邱偉雲、

劉昭麟：〈「共現」詞頻分析及其運用──以「華人」觀念起源為例〉，

收入項潔等主編：《數位人文要義：尋找類型與軌跡》（臺北：臺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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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數位化」，完成二十一世紀觀念史研究法的「數位轉

向」，對於傳統人文研究法具有革命性的意義，也是將來觀

念史研究法拓進一層的主要發展方向。 

綜上，本書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採用 Lovejoy 的觀念史

研究法，以平等觀念為觀察的主要對象，專主於掌握平等觀

念在中國近代由傳統到近代的發展歷程，歸納出中國近代平

等觀念發展有一從啟蒙、救亡到革命的發展，這即是受益於

Lovejoy 觀念史方法具有能有效掌握觀念的長程發展歷程優

勢之成果。但有鑑於 Lovejoy 的觀念史研究法缺乏時間向

度，且具有忽略論者個體生命歷程對觀念理解與詮釋上實有

影響的缺點，故本書綜合以 Q. Skinner 和 J. G. A. Pocock 注

重論者生命與思維慣例的觀念史（思想史）方法，以康有為、

嚴復、章太炎等三人的生命時間為章節軸心，勾勒出康有

為、嚴復、章太炎等三人平等論述對於三人自我生命—政治

上自我實踐的意義，以及三人在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發展史上

的貢獻及在國學近代化上的努力，這個角度的考察即是受益

於劍橋學派觀念史（思想史）方法的成果。 

本書採用綜合方法，聚合 Lovejoy 的觀念史研究法，以

                                                       
出版中心，2012），頁 141-170，餘例不詳舉。筆者於 2012 年也曾以數

位人文方法對中國近代平等觀念進行研究，可與本書從傳統人文學點讀

分析後的研究成果相互驗證，經過兩相對照證實了以數位人文方法進行

研究，確實可與使用傳統人文研究方法得出相符地學術結論，相關論述

可參見邱偉雲、金觀濤、劉青峰、劉昭麟：〈近代中國觀念轉型過程之

數位考察：以戊戌思潮、學習階段與重構階段平等觀念為考察對象〉，

第四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

展中心、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12 年 11 月 29-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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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Skinner 和 Pocock 的思想史研究法（另說修正後的觀念史

研究法），乃是希望兼具宏觀與微觀研究的優點，既看出普

遍性下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整體發展，也看出特殊性中不同

論者的平等觀念變化，這是本書使用綜合式方法的關懷之

處。 

而在本書使用綜合式觀念史研究方法下，能清楚掌握到

晚清知識分子面對轉型時代兩歧性問題時的回應，以及他們

建構近代特有之調和敘事的動機與目的，這是透過綜合式觀

念史研究法才能清晰開鑿出的「以言行事」與「以言取效」

之深層文本意涵。在綜合式觀念史方法的觀照下，康有為、

嚴復、章太炎等人的平等論述，不再只是表層的追求君民平

等、職業平等、民族平等……，還煥發出了他們以平等改造

中國國體與國民性的終極關懷，這是以綜合式觀念史方法切

入才能掌握到的深層內涵，若是沒有使用觀念史方法，則難

以讀出文本脈絡背後的時代命題、思維慣例與論者的目的、

動機，故由此可見使用觀念史方法來進行中國近代平等觀念

轉型研究上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而本書在研究方法上除兼採 Lovejoy 與 Q. Skinner、

J. G. A Pocock 的觀念史研究法外，並據金觀濤與劉青峰二

先生、115
 黃俊傑先生116以及林啟屏先生117與林端先生118在

                                                       
115 金觀濤、劉青峰二先生主張在進行觀念史研究時，要注意重大事件在成

為集體記憶後，如何回過頭來對時人原先價值系統進行重塑的現象，以

及進而又如何影響接下來的社會行動。這提醒我們進行觀念史發展研究

時，當特別注意社會事件對觀念發展所造成的影響。以上參見金觀濤、

劉青峰：〈歷史研究的客觀性──論觀念史圖像中的真實〉，《新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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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卷第 1 期（2007 年 3 月），頁 92。 

116 黃俊傑先生指出知識分子在進行異地文化翻譯時，本土知識分子會先去

除外來文本中的原生脈絡，即「去脈絡化」行動；而伴隨去脈絡化後，

知識分子會以本土脈絡對去脈絡化後的外來文本進行重新詮釋，以符合

本土語境，此動作即「再脈絡化」行動。而本書從黃先生的去脈絡化概

念中進一步延伸指出：不僅異地間知識分子在會通觀念之際會進行去脈

絡化，在同文化中但不同學術政治立場下的行動者，也會對敵方陣營的

重要觀念進行去脈絡化後再脈絡化的行動，藉以鬆動敵方陣營的重要觀

念與論述。關於黃俊傑先生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論述，可詳參黃俊

傑：〈東亞文化交流史中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現象及其研究

方法論問題〉，《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2 期（2012 年 6 月），頁 61、67。 
117 本書在研究過程中，受林啟屏先生兩點主張啟發：其一，中國人具有具

體性思維模式；其二，關鍵事件可作為觀念分期判准。在此兩點啟發下，

本書於研究中國人對平等觀念的接受過程時，即更為著重於引起平等觀

念斷裂與轉型之關鍵事件的分析與研討。以上參見林啟屏：《儒家思想

中的具體性思維》（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4）；林啟屏：〈古代文獻

中的「德」及其分化──以先秦儒學為討論中心〉，《清華學報》新 35

卷第 1 期（2005 年 6 月），頁 103-129；林啟屏：〈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的

關鍵事件及其意義──以「秦火焚書」為討論的核心〉，《清華學報》新

36 卷第 1 期（2006 年 6 月），頁 109-133。 
118 林端先生主張研究中國問題時需注意特有的儒家脈絡化普遍主義思

維，以及與西方「非此即彼」具有本質差異的中國「既此且彼」思維、

中國特有一多相融的理解模式。另外林先生也從其長期在中國近代法律

問題的研究過程中指出，在研究中國近代思想轉型之際，要回到中華文

化脈絡與鴉片戰爭以來的政經狀況進行考慮，觀察中國接受西人法律觀

念後，在中國本土所展現的生根或衝突的狀態，而這需從完整、廣泛脈

絡進行思考，並期盼華人在研究近代中西交流之際，應建立中國文化主

體性，進而走出中國的道路。本書在研究方法上受林端先生啟發，在研

究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形成軌跡的問題上，也特別專注西方政教平等觀念

進入中國後的適應現象，以及如何與中國語境互動的過程。以上參見林

端、趙吶：〈社會學家視野中的法與社會〉，《江蘇警官學院學報》第 21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96-99；林端：〈儒家學說的「角色理論」〉，

《清華法治論衡》第七輯（2006），頁 125-148；林端：〈儒家倫理的「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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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視野上的諸多觀點，著重於觀察西方近代平等觀念於中

國語境發展之際的脈絡性意義，以及中國語境在近代容受西

方平等觀時造成何種影響與限制，希望能對中國近代平等觀

念的形成，進行兼顧理論層次與社會史層次的內外考察。 

本書希望經由上述綜合式觀念史研究法之運用，能勾勒

出更貼近歷史脈動的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史，除了得以掘發觀

念興起與流行的大時代意義外，還能掌握論者平等論述在其

個人生命─政治語境上的意義與價值。正因觀念極為主觀，

故不能忽略論者；但也唯有掌握觀念主體的宏觀發展過程，

才可使論者平等觀念的價值與意義得以凸顯。故本書即嘗試

以三階段的觀念史研究法循環作為本書的研究方法，冀能揚

觀念史研究之長而避其短，以上即是本書在研究方法上的預

設與說明。 

二、研究限制 

平等觀念作為人類的普世價值，必與其他諸多觀念相

涉，而其中關連最為密切者應屬「自由」觀念。自由觀念與

平等觀念在西方語境下有兩種互動關係：其一為共生關係，

即人人皆平等的具有自由，或是人人都自由故而平等；其二

為逆生關係，即人人自由而弱肉強食，凸顯出天生不平等的

問題，這即呈現出平等與自由觀念的逆生現象。但要注意的

是，上述立場看似相對，但其實我們只要掌握並能清楚辨別

自由、平等的觀念內涵，就可以理解自由與平等在不同行動

                                                       
絡化的普遍主義」〉，《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8 卷第 4 期

（2009 年 8 月），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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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主張上，既可以是共生，也可以是逆生的。如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1689-1755）說君主專制下也有平等，他的意

思是君王以下全都是奴隸，而奴隸們皆地位平等。119
 這樣

的平等也自成其說，但若站在反君主政體的行動者看來，這

是一種絕對的君民不平等，何來平等之說。120 

從這簡短例子中可知，同樣在君主專制政體下，出現了

「奴隸平等」與「君民不平等」的兩歧現象。因此自由與平

等觀念是不能脫離行動者來進行分析的，必然得從行動者出

發，才能明白其觀看、理解自由、平等諸觀念的立場與語境，

如此方能避免迷失於自由與平等論述的五里迷霧中。雖然明

白觀念兼具有共生與逆生特性，但在本書內外環境限制下，

僅能先處理有關於平等觀念的議題，雖然自由與平等密切相

關並交互影響，但本書是以平等觀念研究為主，因此自由或

                                                       
119 如孟德斯鳩指出：「專制之朝，且無所謂榮寵者也，故不得以之為精神。

人主而外，人人皆其奴隸而已。皆奴隸，皆平等，其勢不足以相尊也，

故曰無榮寵也。」參見〔法〕孟德斯鳩著，嚴復譯：《孟德斯鳩法意》（北

京：商務印書館，1981），上冊，頁 37。 
120 這種同一觀念或主張具有「共生／逆生」的兩歧現象，在近代之際時常

可見，如孫隆基先生在考察中國近代「國民心理」觀念時即指出，革命

黨人引此觀念作為革命正當性的理據；如汪精衛認為革命行動是解放被

專制君主壓抑的公共意志與國民心理，故將革命行動視為國民共同感情

之母；但立憲陣營的梁啟超也從國民心理出發，指出急驟的革命是符合

外國心理而非本國心理，應當以符合國民心理的方法救國。由此我們可

知，同一個「國民心理」之觀念或主張，在不同行動者之下即有不同的

政治敘事展演，故研究中國近代觀念必然從行動者出發，才能較好地勾

勒出某一觀念或主張的不同面相，以及其中的政治敘事目的與意圖所

在。關於孫隆基的論述，可參見孫隆基：〈兩個革命的對話：1789&1911〉，

《歷史學家的經線》（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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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平等觀念相關的概念家族，在本書中暫不處理，是為本書

第一個研究限制。121 

其次，本書以康有為、嚴復、章太炎的平等觀念，作為

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形成軌跡的代表，即：康有為的啟蒙平等

與儒學平等、嚴復的救亡平等與道學平等、章太炎的革命平

等與佛學平等。上述這三種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軌跡標

籤並非完美，並且可以從其他人的主張中尋找到不同的平等

價值追求。然而，上述這三種中國近代接納平等價值的道

路，本書認為可作為當時實際參與政治活動的思想家們主要

平等論述的三種類型。康有為、嚴復、章太炎三人雖然年歲

有別，但他們都出生在 1860 年第二次英法聯軍前後幾年，

活躍時間點都在 1895 年之後，故三人是有所重疊的，且都

經歷了甲午戰敗的恥辱與身處造成儒學價值逆反的民族與

心理危機中；另在教育上，也都是自小受傳統儒學教育而後

才習西學，彼此間也具有對話關係，故可以視為同一代人。

雖然三人在本論題上有充足代表性，但透過少數重要論者來

說明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軌跡，肯定無法全面地掌握中

國近代平等觀念全貌，有待日後繼續深廣此一議題，此為本

書第二個時空限制。 

其三，由於本書想藉由康有為、嚴復、章太炎等三人，

觀察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軌跡，並且同時關注行動者生

                                                       
121 有關中國近現代自由觀念研究，可參見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

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8），

黃克武：〈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的發展：從嚴復到殷海光〉，收於氏著：

《近代中國的思潮與人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餘例不詳舉。 



第一章  緒論 

-71- 

命─政治立場變化對於平等觀念的理解、追求是否具有影

響？因此在本書研究過程中第三個研究限制，即僅關注與平

等觀念相涉的相關論述，而對思想家的其他觀念主張僅能部

分開展，且因專注於三人在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發展上的特殊

論述，對於同時代其他人的平等論述則進行了選擇性的剪

裁，此為本書第三個研究限制。 

其四，本書在全書架構上與張灝先生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一書有相

似性，皆是以幾位重要思想家為主，先以思想家的一生著作

為觀察線索出發，最後才提煉出重要思想家群體所代表的大

時代論述；但本書與張先生仍有不同之處，張灝先生更為寬

廣的以「內在關懷」作為觀察主軸去探討知識分子的世界

觀，而提出了 Beyond Wealth and Power 之說，論證了中國

近代知識分子在追求富強之外還有其內在關懷；而本書則是

聚焦在「平等」觀念上進行討論，雖然聚焦於某一觀念上的

討論，無法達到如張先生思想史研究法的宏觀全面向度，但

卻有助於觀察論者細微的「以言行事」與「以言取效」之生

命─政治動機與工具性目的，因此因研究方法的差異，而形

成了本書與張灝先生研究角度的不同，而這不同即取決於本

書的觀念史研究視野更在乎的是論者的政治策略之歷史向

度，雖最後也從論者論述中回扣並勾勒出他們在整個時代普

世關懷下的位置，但因為較為著重於論者平等論述的動機目

的，故有時會遮掩本書由三位思想家平等論述中所欲結織出

的主要論述脈絡，這是由於劍橋學派觀念史研究法聚焦於微

觀論述分析之研究視野所導致的某種方法學障蔽，此亦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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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在研究法上之限制。 

其五，本書參照 Lovejoy 的主體觀念史研究法，與 Q. 

Skinner 著重論者言語慣例以及 J. G. A. Pocock 著重歷史語

境的論者觀念史研究法，勾勒出康有為、嚴復及章太炎等三

人的平等觀念，重點聚焦在發掘晚清思想家在論述平等觀念

時的武器性與工具性。由於中國近代思想觀念的轉型具有主

義化的特色，即一切思想觀念都與政治密切相關，故以觀念

史研究法來觀察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形成中的政治性是較為

適切的方法。不過本書也注意到在綜合觀念史與思想史研究

法時，不同方法與概念之間在整合時可能會產生一些問題，

其中有關整合的可能，當需進行更深層的方法論思考，有待

日後討論。 

其六，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形成此一議題甚巨，雖本書已

限縮研究範圍，專以康有為、嚴復、章太炎三人為主要考察

對象，但由於康、嚴、章三人博通中學、西學，因此他們在

論述平等觀念時，援引了諸多古、今、中、外之思想資源加

以詮釋與論證，故致使本書在分析與閱讀三人的平等論述之

際，除了要閱讀三人龐大精深的著作外，也在理解他們的中

學與西學相關論述時略感學力不足，因此對於三人在中學、

西學的理解與詮釋上可能有些部分未能精準分析，這是本書

在分析詮釋上的研究限制，有待將來繼續圓熟對中西學的各

種認識。以上即為本書六個主要研究限制所在。 

第四節  研究步驟 

本書在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發展研究上，配合 Lovejoy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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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Skinner 觀念史方法的不同問題意識，而有兩種時間軸的

觀察，一是觀念主體時間軸，一是論者個體觀念時間軸。在

觀念主體時間軸上，是聚焦於「平等」觀念作為研究主體上

的發展；在論者個體觀念時間軸上，則是聚焦在論者的平等

觀念詮釋史發展。而如前一節觀念史方法研究循環圖所示，

本書將先從康有為、嚴復、章太炎等人的平等觀念詮釋史出

發，觀察三人的平等觀念從晚清到五四時期的發展過程；最

後再回到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主體發展上進行考察與描

繪。除此之外，本書為避免觀念史研究中極易產生的連貫性

神話問題，也在分析康有為、嚴復、章太炎等人的平等觀念

論述時，扣緊思想家們的生命─政治歷程與當時重大歷史事

件，理解晚清思想家在引入西方政治平等觀念之際，如何面

對平等觀念對中國傳統家庭倫常的衝擊現象？而晚清思想

家又是如何進行調和？除此之外，也觀察在這學習與調和過

程中，平等觀念如何脫去部分外來思想資源的原貌？而又在

晚清思想家引本土思想資源予以會通下，形成了何種新樣

態？以上皆為本書考察重點。122 

                                                       
122 西方新觀念在近代傳入中國之際，於思想家們的會通學習之中，會產生

遠離原生觀念內涵以及匯入本土資源這兩種現象。而上述的雙重變化過

程，乃是研究觀念之際一個重要的觀察視域。如潘光哲先生在研究中國

近代民主觀念時指出，王韜以三代影像作為理解西方君民民主時的知識

倉庫，而三代影像正是中國可拓展民主想像的本土思想資源；但仔細思

考，此民主想像既非外來思想資源原貌，本土思想資源也被賦予新樣

態，而這新樣態又成為同／下一代知識／思想泉源，民主想像在此成為

一種被發明的傳統。潘先生對於民主想像的觀察，正也某個程度可說明

西方平等傳統在中國所面臨到的現象，因此我們可依循潘先生的觀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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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上述考察目的，本書綜合了 Lovejoy 與 Q. Skinner

等觀念史研究法與文獻細讀分析研究法，並使用「中國近代

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全面掌握中國近

代重要政治文獻中的平等論述，最後鎖定以時間軸（觀念主

體／論者個體）與系統軸為本書兩大觀察軸線。於時間軸向

度上：將在觀念主體時間軸部分，依照康有為、嚴復及章太

炎等三人力求平等的時間差順序，描繪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

發展進程與意義；而在論者個體時間軸部分，將勾勒三人各

自平等觀念的發展歷程。另於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系統軸上，

則透過康有為、嚴復、章太炎等三人的平等論述，展示出晚

清思想家引儒、道、佛學等本土資源，會通西方近代平等觀

念後所產生的三種混生漸進式平等觀念型態。123
 以下即從

                                                       
徑，去審視西方平等傳統在中國的發展過程。相關論述可參見潘光哲：

〈晚清中國的民主想像〉，頁 69-70。 
123 系統論述的要點是在掌握整體趨勢，而在掌握大系統架構時，必然會隱

蔽一些訊息，此乃是系統論視野框架本身在方法論上的特性。因為系統

論述的產生，即是為了能較好地掌握森羅萬象的資訊，透過系統論述能

讓讀者有組織的認識世界，像是自古以來的各種分類原則都是系統論述

的一種變現。因此不論是古代的分類原則或者是近代西方的系統論，此

種視野框架的長處正是能將眾多資料進行結構化呈現，在呈現之際必有

部分現象不吻合分類原則或系統論述架構。若就這些不能分類的部分現

象觀之，則分類原則或系統論述即有問題；但若就另外大部分現象觀

之，則分類原則與系統論述則能涵蓋。因此使用系統論的一個較好的立

場應當是，認知到分類原則或系統論述下必然會有溢出不合的現象，但

這些現象不應忽略，反而可以往後個別的再進行討論，而在掌握森羅萬

象的世界時，我們仍可以用分類原則與系統理論切入，掌握整體架構與

變遷軌跡趨勢，不該因為系統論述的方法學視野有其偏向，就忽略其所

執與所得之處。承上，系統論述中的框架雖然只能解釋大部分現象，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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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軸的觀念主體、論者個體，以及系統軸等三個層面，說

明康有為、嚴復、章太炎的平等觀念在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形

成軌跡上的意義與價值。 

康有為在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脈絡中，具有兩個本

書敘事主軸的重要性。其一，在時間軸上，康有為最早於中

國主張平等觀念，其在 1886 年《康子內外篇》之際，就已

經主張平等價值，故可將康有為視為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形成

時間序上第一人，其在甲午戰前救亡意識尚未興發時即主張

平等，呈現出一種帶有啟蒙性質的平等價值追求；其二，在

系統軸上，康有為於晚清階段思想家們紛紛引用本土資源，

藉以會通西方近代平等觀念時，其從今文經學出發會通西

學，建構了其儒學平等觀，以上內容將在第二章詳細討論。 

嚴復在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脈絡中，亦具有兩個本

書敘事主軸上的重要性。其一，在時間軸上，接續於康有為

之後追求平等價值，其在 1895-1898 年間諸多政論文中，由

於受到甲午戰敗後救亡意識的刺激，主張學習西方新觀念，

使中國轉弱為強，並引入了西方各種平等觀，如民主平等、

民族平等、職業平等，故可將嚴復視為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形

成時間序上的第二人；其二，在系統軸上，嚴復於晚清階段

中，不同於康有為主要是採用儒學來會通西方近代平等觀，

嚴復主要是採取本土資源中的道家思想去進行會通工作，完

                                                       
必然無法解釋所有現象，不過仍然有其正當性，因此本書只能盡可能的

在系統論述之後再進行說明，指出仍然會有部分現象是溢出於系統論述

架構中而被隱蔽的訊息，以此避免過於武斷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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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近代化道家平等觀之建構，以上內容將在第三章詳細討

論。 

章太炎在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脈絡中，同樣具有本

書兩個敘事主軸上的重要性：其一，在時間軸上，章太炎雖

在 1895 年之際就於《訄書》中有〈平等難〉一文，主張平

等觀念不符合當時中國語境，故認為不需追求平等；但在

1900 年其因「國會」事件而轉向革命陣營後，便興起了不

同於康有為與嚴復的滿漢民族革命平等主張，而革命平等觀

之主張即讓章氏成為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形成時間序上的第

三位代表；其二，在系統軸上，章太炎於晚清階段所引用的

本土資源，不同於康有為主要採取儒學、嚴復主要採取道

學，其在會通西方近代平等觀念的過程中，主要是採取本土

資源中的佛教唯識學思想去會通西學，建構了其佛家無我平

等觀，其無我平等觀念往後也進一步成為其滿漢民族革命與

世界民族革命的核心觀念，以上內容將在第四章詳細討論。 

此外，本書在第五章部分，將在三人平等觀念的微觀研

究基礎上，進一步配合同時代其他人的平等論述，共同演繹

出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形成軌跡之整體發展，描繪出平等觀念

在晚清之際的意義與價值，宏觀地呈現出晚清階段的多元平

等觀面貌；並且凝縮歸結出晚清階段特有的文化混生敘事特

徵，以及公私觀念的容受與折衝現象，此即為本書第五章重

點所在。最後將在綜合第二章到第五章後，於第六章進行結

論，以上即是本書的研究架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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