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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變法思想中的漢學與佛學（下）

⊙ 楊際開

 

四 從變法到革命

梁啟超說，夏曾佑是清末思想界革命的先驅，清末唯識學價值的發現者1。夏父是譚獻的學

友，當時杭州思想界的佛學關心不會不對青年曾佑有所影響。唯識思想獨立於專制意理，因

此成了清末變法運動的一個泉源。變法思想的另一個泉源是儒家的「復古」思想。孔子的

「復古」思想包含著打破既存權力枷鎖，從人的自然權力出發重建社會契約的革命思想。清

代樸學孕育出了工具文化，而工具文化在自身目的化的過程中使作為統制工具的八股文喪失

了價值依據，這又帶來了政治合法性危機。清末思想界的佛學關心旨在回答清代樸學所提出

的反理學課題，甲午戰後，在變法志士的心目中，日本有位無權的天皇形象取代了有權有位

的清帝形象，一個符合儒家政治理念的政治革命胚胎於近代東亞政局的權力政治之中。文明

變遷是在文明衝擊中進行的。在西方國家體系與中華世界體系的碰撞中，變法志士重鑄起了

一個具有實踐道德意義上的全球國家藍圖2。

宋恕是在1889年參加已醜恩科浙江鄉試被黜以後開始學佛的。他滯居杭州七寶寺讀《華嚴

經》、《寶積經》等佛典3。夏曾佑在這年冬天去七寶寺拜訪宋恕4，這是兩人的初識。第二

年，夏進士及第入翰林院，供職禮部，受到家鄉前輩的矚望5，遂被時人目為龔自珍的傳

人。1895年上半年，汪康年邀曾佑在上海議開報館，宋也參與其事並於5月初寫信給曾佑論

學，夏也作了答覆。兩人第二次見面是1895年8月23日在上海俞明震家中6。同年10月19日，

宋從夏的談話中得知吳鐵橋通佛，章炳麟通《左傳》7。宋恕1896年2月24日（舊曆）在上海

格致書院與譚嗣同相識8，譚於同年上半年北遊訪學時，在京結識吳雁舟、夏曾佑、吳小村父

子後開始傾心佛學的9。譚回到南方後於9月25日到上海拜訪宋恕。在這個圈子中，夏曾佑與

吳雁舟是當時公認的佛學家，但他們並沒有給後人留下與魔決一死戰的戰鬥者形象。倒是宋

恕與譚嗣同發揮了佛教戰鬥的本色。

宋恕在杭州學佛，曾佑主動去看他，這說明宋恕在夏心目中的地位。宋恕對這次見面的印象

是「仁和夏穗卿，見解頗近恕，恨未深談！」10兩人相識於學子求友論道的時期，都潛心佛

學又有相近的感悟。第二年，夏進士及第，躋身中央官界，而宋則去武昌投奔張之洞，開始

遊說變法。兩人境遇不同，對現實政治的態度也不同。1892年宋去天津遊說李鴻章變法，甲

午戰後，李鴻章失勢，宋失去了可以推動他變法計畫的支持者。於是宋只得又回到上海，開

始尋找自下而上推動變法的主體。1895年初宋與各路變法志士相會於上海，已是公認的變法

專家。宋1895年5月在給夏的信中披露了自己對中國文明病根的看法。這一看法就是他日後展

開的「陽儒陰法」論。



宋在上海時已對夏的「改教」主張有所風聞，所以宋是針對夏這一主張立論的。宋站在夏立

論的平台感歎到「神州教不勝世，泰西教勝世，其天乎！」夏是從西方宗教與政治二元的層

面思考變法的。在這一平台上回望中國，宋認為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師徒授受，源潔

流清，世法自世法，教宗自教宗，固截然也。」11這是一種在回應西方文明衝擊時，重新發

現傳統文化中對應要素的方法。但在發現對應要素的過程中文化要素的功能卻發生了轉變。

與西方文明中的基督教教統相對應的是諸子百家的學統。要求學統獨立於政治就意味要求回

到儒教的王道政治。宋恕要求學術自立的立場開始抽去專制王權的合法性資源。這一要求出

自清代樸學的學術倫理，而一種倫理的合法性訴求宣告了專制王權的死刑。夏的改教說較之

宋恕的復教說尤為激烈，但宋的復教說落在佛教上造就了譚嗣同的烈士精神，落在政治上造

就了章炳麟的反滿革命，落在學術上造就了儒學的近代復興。

宋恕的復教說是以西方宗教革命為參照並把日本儒家古學派作為奧援的。宋將日本視為東亞

王道的中心從而翻新了東亞的國際道德。這樣，通過重建傳統中國的國際道德，宋獲得了推

動變法的雙重主體。夏在給宋的回信中認為「孔子之教，雖同一不說他方世界，而不禁奢

華，即以當世為報境，而又有榮名之可貴，子孫之可懷，故不數年其教大行」12，並提出了

「經世之教通於出世之教」13的命題。儒教是入世的政治社會倫理，佛教是出世的宗教倫

理，政治之知立足於這兩頭而有自己的領域。甲午戰爭促使變法志士在文明存在論的起點上

去重獲政治之知。在夏看來，中國本土的「各教盡亡」14，只有改教基督才有希望。宋認為

「夏子之學，可謂廣大矣，精微則未也」15。「精微則未也」是說夏並未抓到問題的要害。

在宋看來，一部中國政治史還原到思想史，就是一部「陽儒陰法」的演變史。

順著「陽儒陰法」的思路向歷史的原點回溯，就會遭遇到孟子的王霸論。入世的儒家政治倫

理透過孟子的王霸論又回到了孔子虛擬王權的思想原點。這一政治智慧中的虛焦點與日本天

皇形象重合時，傳統中國的君主制就變成了一個維持巨獸動物體的大魔。宋由此發現了秦漢

以後形成的禮法觀念是回護君主制的盾牌。他把這樣的禮法觀念比喻為古代埃及尊奉為神的

貓犬：「中國三代以降，邪黨與正黨戰，恒以秦漢禮法為貓犬，使正黨軍見之不敢施矢，遂

以破滅正黨。」16視權源為法源的觀念回護著君主制，君主制又利用禮法觀念獲得了施暴的

合法性：「即就朱明一代觀之，如方正學[孝孺]、周吏部[順昌]輩，其勇豈不無上，惜其以

十分之勇為魔幹城，不為聖禦侮也。此則諸君子認魔作父之誤也」17。這樣的禮法觀念實是

一種對來自內外雙重暴力的心理障礙，因為儒家心目中的虛擬權威在現實政治中無法找到與

之對應的政治實體。錯不在於君主制，而在於權力與法源的倒錯。因為當禮法與權力發生了

倒錯異化以後，禮法實已名存實亡。

譚嗣同從佛教倫理的立場向以三綱為中心的禮法觀念發出了炮火。他認為中國的危機由於國

家的暴力內化壓垮了人權。這一思路得自於宋恕。譚1896年9月25日（八月初九）拜訪宋恕以

後，又與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日連續與宋暢談、會飲，十九日約七人合影18。清末活躍

在上海的變法人士中，宋與譚「最為相契」19。10月18日譚又託梁啟超轉送來答詩兩首。宋

的贈詩中有「微言孔去何曾絕，大義劉興漸不支」20一句。譚的答詩中「以三五教聖長死，

此二千年閏小餘」21就是回答這句的。譚自作注：「倫而不言天人，已足殺盡忠臣孝子弟

弟，於吞聲飲泣莫可名言之中。」22這是說，只講儒家的社會倫理而不以像基督教那樣的宗

教倫理為綱就會產生出一個強權社會。這是在回應夏曾佑提出的改教課題，但此時譚的批判



已經從君權上升到「性天之大原」23的層面。在《仁學》中，譚寫道「三綱之懾人，足以破

其膽，而殺其靈魂，有如此矣。」24這就是對宋恕所說的「秦漢禮法」的現實寫照。可以

說，《仁學》中的名教批判是在回應宋恕「陽儒陰法」的命題。譚已看到「秦漢禮法」是以

專制皇權為前提的秩序預設，皇權僭越了中國人政治倫理中虛擬焦點的天子地位。

合影七人為：吳雁舟、譚嗣同、宋恕、梁啟超、汪康年、胡惟志、孫寶瑄。孫寶瑄稱這些人

「多喜圓教統，志遊覺海」25，對他們來說，變法是認識自性的佛教復興運動。甲午戰後，

清帝權威失墜，中國社會需要重建置根於人心的社會契約，於是佛教的宗教倫理開始成為變

法志士關心的焦點。「秦漢禮法」是在佛教倫理與基督教倫理的對話過程中暴露出其背後的

專制性原理的。清帝權威與「秦漢禮法」的解鈕帶來了儒教與佛教復興的雙向進程。宋恕認

為：「余謂學者案頭不可一日無《論》、《孟》、《五經》，然不可一日有洛、閩經說；不

可一日無《圓覺》、《楞嚴》，然不可一日有和尚語錄。」26這說明，清末知識界出現了探

討原始儒學與原始佛學教義的動向。這實是一重建社會契約的過程。而世出世間的對話開出

了再建儒學政治倫理的路向。

宋恕在1897年出版的《卑議》「廣白」中寫道：「無量劫，無量世界，莫不有物，斯莫不有

人；莫不有人，斯莫不有國；莫不有國，斯莫不有政。」27晚清以來的佛學關心最終落到了

變法實踐上。宋暗示在中國，個人獲得佛性的過程與社會脫離專制的過程是一致的。這一暗

示引導了譚嗣同、章太炎。佛教的無量世界與人世間是二元共存的，而政治自由正在於這兩

個世界的二元對立。

譚的「心學」是要沖決內在於道德層面的專制意理。他主張「人之機為我忘，亦必能自忘；

無招之者，自不來也」28。專制意理使人陷入內外雙重的敵性預設，而這樣的敵性預設又以

專制王權為解藥。要改變敵性預設，就必須借助「但自內觀，求伏其心」29的佛教中觀倫

理，改換敵性預設。是植根於國人文化觀念中的雙重敵性預設使專制王權合法化了。對這一

現實政治中暴力信仰的反思是晚清變法家佛學關心的出發點。因此，譚對宋恕說「君修苦行

甘阿鼻，我亦多生困辟支」30，表示願步宋的後塵去地獄受苦。這樣，宋恕風俗革命的主張

經譚的轉換變成了追求人內在尊嚴的價值革命。禁錮國人心靈的皇權權威失墜以後，西方自

主平權思想伴隨著佛教眾生平等的觀念在變法志士心中蘇醒。宋恕看到了時代的特徵在於知

識與人權的雙向進程：「文明之極，人人皆智，人人自主，上帝猶不得主之也，況同類

乎！」31晚清的變法運動持續了近百年，最終提出了要改變「秦漢禮法」──左右了二千年

中國社會走向的強權政治原理。

變法志士發現了正是這個強權政治原理阻礙了社會溝通。如何重建社會溝通，實現人在社會

中的價值就成了要求變法的出發點。所以，宋恕說：「『通明為聖』，古訓也。周以前所稱

之『聖人』與周以後所稱之『通人』，一也」32。宋是以他自己定義的「通人」自居的。他

認為「惡者恒懼風俗之趨於通，必曲為『通不如陋』之說，託之義理以阻通力。而善者多為

其所愚，亦群附和之，以為通不如陋，至死不悟。於是阻力盛而通力微，萬古長夜，哀莫大

於是矣！」33要打通社會與政治之間的溝通障礙正是清末變法家的共識。譚嗣同的《仁學》

反映的就是這一主題。他認為「仁以通為第一義」，而通又有四層含義：中外通；上下通；

男女內外通；人我通34。他已認識到正是中國社會內部的溝通障礙堵塞了中國與世界的溝通

管道，因此，主張要建立一個「通學」、「通政」、「通教」、「通商」的世界35。這個



「通」意味著文明對話與文明功能互補指向文明融合的全球秩序。

島田虔次認為，《仁學》是「明明白白的革命思想」。36有論者說，《仁學》是十九世紀末

中國的人權宣言。37譚已認識到了民權觀念是當時的國際道德與君主制不能相容。他說「纏

足之酷毒，尤殺機之暴著者也。」38專制大一統的集權政治把外壓轉化成了內壓，而女性又

成了暴力內化的祭品。以內化暴力來吸收國際衝突，這種解決衝突的傳統方式使中國喪失了

國際溝通的能力。譚認為在專制政治下人民只是國家安全的被動主體：「民與國已分為二，

吾不知除民之外，國果何有？」39他看到民沒有享受國民待遇而要民愛國實是要民服以保國

為名的君主權威。在這一「民」與「國」二元對立的圖式下，他把矛頭指向了君權：「今也

不中者誰歟？君主之禍，所以烈矣。」40龔自珍「中不立境」的天台思想與君主制正面交鋒

了。在此，譚留下了民權要在政治參與中才得以實現的課題。

與強勢文明的遭遇使在來文明的存在理由遭到了質疑。從「秦漢禮法」的專制意理中重新提

煉出作為儒家社會倫理的「仁」意味在中國的傳統文明中特化出了西方人權觀念的對應物。

「仁」作為儒家的社會倫理是以儒家虛擬王權的政治倫理為前提的。強權政治固然是結症之

所在，但「秦漢禮法」已成為一種思維方式與生活方式，蛻變為約定成俗的秩序預設。專制

性原理正是建立在這樣的秩序預設上的。清末的變法家是從大一統的政治建構與國人政治權

威取向的內在因果關係來反思強權政治的。他們雖然多少都有一種潛在的民族主義意識，但

把對衝擊源日本的敵性預設轉換成了儒家王道理念發信地的東亞文明共同體意識。這種新生

的政治倫理催生了辛亥革命。

譚嗣同在《仁學》中說「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

泄萬民之恨。』」41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利用了東亞文明中道德共同體的觀念為西方近代

國家提供了人權革命的意理依據。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國內也發生了民權觀念的革命，而這

一新型的民權觀念通過甲午戰爭的炮火呈現在變法家的意識過程中。譚的革命思想背後處處

是在回應衝擊源的日本。他說甲午一戰日本是「與君為仇，非與民為敵」42，通過兩國交戰

中敵性預設由國家向政體的轉變，接受了發自法國的人權革命的資訊。在儒家教理中「仁」

是社會倫理，而「禮」則是政治倫理。作為虛擬權威的「天子」是這兩種倫理的紐帶，

「仁」的價值覺醒是在「禮」的投向焦點由外在的皇權向內在的天子的轉換中進行的，這是

一個隨著社會倫理的覺醒重新定位政治倫理虛焦點的內在革命過程。從《紅樓夢》的反禮教

課題向譚嗣同的反名教課題的轉換說明中國文明自身的政治革命課題已轉變成了東亞文明整

體進程中的互動革命。他晚年的生命遂成了實踐他自己東亞雙向國際倫理的獻禮。

宋恕1897年1月19日在上海時務報館與章炳麟相識，3月4日始見《黃書》、《惡夢》，4月3日

譚嗣同、章炳麟來訪。張灝認為王夫之作用於譚嗣同的是儒家經世致用的思想與種族思

想43。可以說，宋恕從《黃書》中得到的啟發則是對秦漢政體合法性的顛覆與儒家王道秩序

的重建。宋同年七月二十六日在給籌辦《經世報》的胡道南、童學琦的信中寫道「船山之識

稍遜梨洲，就此書[《黃書》]論，其文章雅練則勝梨洲。要之，均非陋儒所能窺其底蘊，吾

輩固不可不力任表彰之責」44。王在《黃書》中認為「人不能自畛以絕物，則天維裂矣。華

夏不自畛以決夷，則地維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決其黨，則人維裂矣。是固三

維者，三極之大司也」45。儒家思維中天地人三極在人事上對應著宗教倫理、政治倫理、社

會倫理。這「三維」在清末遭遇到來自西方的總體挑戰帶來了中國文明在倫理層面的存在論

危機。



《黃書》作於1656年，此時滿清已征服了中國，但王仍然認為清王朝不具有宰製中國的合法

性。王是從專制性原理本身與華夏之辨的雙重視角來論證這一命題的。他說「迄於孤秦，家

法淪墜，膠膠然固天下於攬握，顧盼驚猜，恐強有力者旦夕崛起，效己而劫其藏」46。王已

認識到秦滅諸國建立中央集權意味著中國進入了對內對外雙重暴力與雙重敵性預設的時代。

權力本身成了競逐的目的，儒家家法中人與虛擬王權的內在契約被法家家法中人與權力的外

在強制所取代。在明末清初的政局大變動中所產生的反君主制思想在清末又重新復活說明這

一課題仍具有現實意義。譚嗣同從倫理上對傳統中國的總體性攻擊源自於王夫之的思維路

向。宋恕對王夫之、黃宗羲政治思想的推崇引發了對君主制合法性信念的動搖。

章太炎回憶說1897年春，「會平陽宋恕平子來，與語，甚相得。平子以瀏陽譚嗣同所著《仁

學》見示，餘怪其雜糅，不甚許也」47。章在同宋恕、陳黻宸的談論中，「常持《黃書》相

角，以為不去滿洲，則改政變法為虛語，宗旨漸分」48。章認識到了變法思潮的焦點是專制

王權的合法性，而要顛覆專制王權的合法性就要倒滿。倒滿是推進變法運動的恰好手段。

「變法」與「革命」的分野只是從目的向手段的過渡。《黃書》中的種族思想是為了說明儒

家家法的，要恢復儒家家法就要從反滿革命開始。這是宋恕的變法思想經譚嗣同到章太炎的

邏輯歸結。章的心路歷程經歷了佛教革命與政治革命的雙重歷程。宋恕勸章讀佛典中論，章

不甚好，「偶得《大乘起信論》，一見心悟，常諷誦之」49。此時，章的思想還停留在變法

階段。從譚嗣同到上海與宋恕重會，到1897年4月3 日章、譚出現在上海宋家，正是《仁學》

的成書過程。《仁學》是太炎反滿思想的出發點，也是雙重敵性預設為民權觀念取代的過

程。

牟宗三認為《起信論》的「一心開二門」是要把阿賴耶識統攝到如來藏中來，屬於康得哲學

「實踐的形上學」範疇50。《起信論》認為阿賴耶識是「真妄和合識」，而唯識宗則認為是

「妄識」。太炎1904年在上海租界獄中讀《因明入正理論》、《瑜伽師地論》、《成唯識

論》，「乃悟大乘法意」51。章出獄以後被同志迎到東京，1906年6月在留學生歡迎會上發表

演講，主張「要用華嚴、法相二宗，改良舊法」52。這基本上是譚嗣同的思路，此時，章已

明確提出了要以佛教的平等觀念去廢黜專制政治。顯然，唯識宗是太炎從變法轉向革命的內

在依據。他認為宋恕推薦的《三論》尚是「持空論言快捷方式者」53，「非質言，無以應今

之勢，此則唯識法相為易入」54。可見，太炎的革命思想是從中觀經《起信論》再向唯識的

轉變中產生出來的。太炎自救要靠「自心」的主張則與宋、譚一脈相承。

唯識宗與中觀派的二諦不同，認為三性（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圓成實性）才是根本真

實。唯識宗的核心是識與三性。而識繼承了中觀派中假的思想。從佛教倫理看，假是實體，

而從儒家社會倫理看，這個在佛教倫理看來是假的實體則是人的本體。遍計所執性是假構出

來的，虛妄的存在，依他起性是相互間認可的依存於他者的存在，圓成實性是從有的世界隔

絕開來的唯一的實在。佛家用蛇繩麻的比喻來說明識的轉換──轉依。蛇覺的遍計所執性滅

卻，繩覺的依他起性包含圓成實性才會可能。繩覺滅蛇覺，麻覺滅繩覺是悟入遍計非有的同

一轉依過程。可見，龔自珍「立中無境」的思想實已是唯識無境的邏輯。晚清變法思想憑藉

唯識思想識破了專制意理，並通過轉換依他的遍計的一分來獲得圓成的一分，試圖以此把世

法納入佛教世間法的軌道55。世法立足於破壞內在的政治倫理，而要恢復人內在的政治倫

理，就要以佛教倫理為入路清除專制意理。在主張無第一因的佛教倫理面前，以第一因自詡

的政治強權失去了立足之地。



五 回顧與展望

陽明學的問題意識是針對秦漢禮法的，而秦漢禮法的本質是安全需要與政治權力的倒錯。儒

家提出了內中華外夷狄的安全觀，而實現安全的方法是實行名教政治。本來，名教政治是在

虛擬王權下的禮法政治，王者的功能在於虛擬權威本身。朱子學把視野的焦點放在王者──

文明的主權者上，而陽明學認為個人的權利才是文明的前提。在西方文明中，要到霍布斯才

提出了類似的主張：主權者是自然狀態向社會狀態轉變的前提。但在中國，王者獲得了王者

的地位以後不能滿足於維持儒家秩序預設中的王者虛擬權威的功能。於是，作為秩序預設的

名教轉變成了服務於權力的工具，在權力下得到了安全的眾生又在名教中發現了權力的護

符。權力通過名教治理人民，人民通過名教服從權力，權力本身成了目的，安全反而成了手

段。名教的一頭是權力，另一頭是意理，意理依仗權力侵襲個體的生命空間。

外壓──大一統──內壓這樣一個由國際政治向國內政治的暴力轉換遂成了中國現實政治的

治理原則。來自於內外的雙重暴力又是基於對外對內的雙重敵性預設的。從外來的直接暴力

向對內的間接暴力的轉化過程中，男性原理占了上風，女性成了整個暴力體制內化後的承受

主體。這是國際政治囚徒困境的內化。這樣的治理原則可以稱作是纏足體制。纏足盛行於清

代，要到晚清才有人對這一陋俗從政治原理上進行反思。宋恕說「自洛閩遺黨獻媚元、明，

假君權以行私說，於是士族婦女始禁再適，而亂倫獸行之風日之熾，逼死報烈之慘日

聞」56，熊月之據此認為，宋恕已注意到了父權的加強與君權的強化有內在的聯繫57。這就道

出了從外壓向內壓轉化時暴力的轉換原理──通過男性中心主義的確立，暴力以國家的名義

由公共領域向私人領域浸透。晚清以來的反禮教思潮到了清末已轉向對君主專制性原理的反

思。

這一理路的君主制批判起源於陽明心學。陽明學者看到了世教不行所導致的社會倫理的淪喪

是因為宗教倫理與政治倫理失去了合理的內在緊張。王陽明的「致良知」以佛教的世間法為

內在媒介旨在重建儒家的政治倫理。王在「答顧東橋書」中認為「蓋『知天』之『知』，如

『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己事也，是與天為

一者也；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父，猶與天為二也」58。在與弟子徐愛的對話裏也有相同

的話語59。與天同定人是自己行為的主體，與君同定人是君權意志的客體。在這裏，陽明已

意識到了政治的公共領域與父子之間的私人領域是不能混同，三綱是強權對人倫的異化。政

治家與治所的法理關係本於公共性原理，而非專制性原理。黃宗羲「天下為主，君為

客」60的思想就起源於此。這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權原觀念的一次革命。

這一批判針對由程朱理學所建立起來的三綱名教意理。王陽明說「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

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

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61。在此，陽明是在做「名」與「教」的分離手術──顛覆了

「理」與「權」結合的理學典範。陽明還批判了把權力關係用父子關係向君臣關係外在類推

的思維方式：「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卻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卻

本原，著在支節上求了。」62帝王利用名教把公共政治空間納入了帝王家法的私人空間。

陽明已看到了這個政治生活的公共空間是獨立於帝王家法的：「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

天下之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63可以說，陽明心學是對政治之知



的近代發現。是君臣父子背後的強權邏輯扭曲了社會倫理，造成了一個內在的封閉社會。如

抽去這個強權邏輯，人生就可以獲得其原有的地位。這就是王陽明提出的「萬物一體」的東

亞文明精神史觀64。彭紹升「還我一體」65的訴求融合了佛教宗教倫理與儒家政治倫理，揭開

了晚清變法思潮的序幕。

呂坤在陽明心學的理路上指出：「三代以來，上下不聯屬久矣。是人各一身，家各一情也，

死生欣戚不相感，其罪不在下也。」66晚明士人已認識到了秦漢以來的君主制本身是問題的

所在。這與近代西方國家的國民意識十分接近。劉宗周說「是心也，未嘗不空，而政不必空

其空，懼其病吾理也；未嘗不覺，而政不必覺其覺，懼其蝕吾性也，未嘗不知生死，而政不

必並無生死，懼其衡吾命也。」67周已看到自上而下政治意志是對理──社會倫理，覺──

佛教倫理，命──政治倫理的內在破壞。王夫之認為這種政治意志「愛以我私，而制盡人

族，與仁義背馳，而求治天下，亦難矣。」68晚明中國已遭遇到來自西方與周邊的雙重衝

擊，而來自周邊如滿清、日本的衝擊則又是對西方衝擊的間接回應。明王朝難於承受著雙重

壓力走向了崩潰。這是晚明遺老深有體驗的地方。

在中國，問題的解決要從個人的精神領域裏剔除名教意理著手，也就是人生問題。這要等到

晚清江南反禮教思潮的興起。晚清居士佛教以及反理學思潮的興起是對基督教文明衝擊的內

在回應，這規定了清季革命具有天台革命與政治革命的雙重性格，而這一雙重革命的源頭又

可以追溯到陽明心學。天台革命的物件是名教意理，政治革命的物件是專制君權。

陽明心學孕育出了東亞文明的代替模式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在全球政治結構中獲得了

一個位置，回應日本衝擊的辛亥革命也就具有了全球革命的性格。梁啟超說譚嗣同的《仁

學》旨在「會通世界聖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眾生也」69。這一看法自有其根據，但未必

如梁所說，是為了「光大南海之宗旨」70，而是在回應宋恕重建王道世界的秩序預設。譚嗣

同看到因甲午戰爭而「地球全勢忽變」71，宋恕認為儒家立憲建制的思想在明治日本「皇權

復古」72的過程中得到了體現，日本的君主立憲制是中國的普世王權政制在東亞文明中演進

的終局，放出了全球文明的曙光。

日本學者柴田篤認為陽明心學的「良知」指向超越言語的本我73。這說明陽明心學的問題意

識是要滌除文化中的專制意裏，這一對文化心態本身的反思意識孕育了清代漢學的學術典

範。樸學本來是通過研究古音探明三代之治的工具之學，然而，文字考證與古音辨析的結合

發生了工具意識與目的意識合二為一的現象。段玉裁把辨析古音視同聞道74，龔自珍留下家

訓：「儉腹高談我用憂，肯肩朴學勝封侯。」75阮元在給江藩寫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序中

寫道「我朝儒學篤實，務為其難，務求其實，是以通儒碩學有束發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者，

豈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76學術研究本身成了目的。這種學術倫理從方法與目的上

都與八股制藝背道而馳。

當意識到了樸學本身就是學者值得終生追逐的目的的時候，八股制藝就暴露成為利祿的工

具。清末學者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文化生命只是專制政體通過八股制藝操縱的工具77，於是取

代現實中專制政體的三代政治藍圖在古音中的復活成了一股批判八股，顛覆專制政體的實踐

力量。甲午戰後，中國的變法志士能夠超越戰爭的衝擊進而展開東亞整體的文明對話是以

「良知」為媒介的。



譚嗣同的反名教思想自是來源於甲午戰爭的衝擊，然而他感知與體認到了戰爭背後的法源。

譚完全贊成宋恕變法「必自易西服始」78的主張，並進一步把「易西服」與反君主制結合起

來了。譚認為君主制是落實在繁重的禮俗上的79。易西服意味要變禮俗，而變禮俗則意味向

君主制宣戰。從八股到禮俗，從禮俗到名教，包裹在君主制身上的外衣從外到裏一件一件剝

去，在只剩一個裸體的帝王面前，包裝好的暴力不再成為法源，那末，法源就又回到了壓在

權力底層的人的良知良能。譚認為「今夫空山修證，潔治心源，此世俗所謂度己者也。然心

源非己之原也，一切眾生之源也。無邊海印，萬象森羅。心源一潔，眾生皆潔。」80法源之

所以成為法源要從個人的良知良能向集體的良知良轉換，這是靠佛教倫理達成的。程朱理學

的「理」於專制王權互為依託，蛻變成把外來暴力轉化為內在合法化暴力的政治意理以後，

轉為觀念上的私法從而完成了內化外來暴力的過程。而宋恕日本「皇權復古」的思想又把佛

教倫落實到了現實人生的政治倫理上，使「理」走向了雙重解構。

日本明治時期自由民權運動的初衷是爭取參政權而非奪取國家權力。黃遵憲看到了日本國民

這樣的民權意識正是中國讀書人所缺少的。黃讚揚被幕府處死的維新志士吉田松陰：「丈夫

四方志，胡乃死檻車。倘遂七生願，祝君生支那。」81吉田受的是陽明學的教育，在鴉片戰

爭、太平天國的衝擊下，主張變法維新，有重建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秩序的構想。黃希望他

的精神能在中國轉生。這是一種陽明學在東亞文明中不同政治主體間的雙向對話。甲午戰爭

日本作為西方近代國家的一員，遵守當時國際法的戰爭準則，改變了中國人對國際戰爭的觀

念。譚嗣同感歎道：「仁義之師，所以無敵於天下者，夫何持？持我之不殺而已矣。」82西

方主權國家的國際法秩序預設已經開始塑造東亞的國際秩序83。東亞文明內部的國際戰爭不

再是成王敗寇，而是文明中心的轉移。可以把《仁學》看作是黃遵憲與日本維新志士對話的

繼續旨在確立東亞在民權基礎上的新型國際道德。

張灝指出，在近代中國思潮中出現的「觀念創造文明」的信念與譚嗣同的「心學」有關84。

王汎森則提出了在近代中國「為何有許多思想家以打破中國舊有的倫理結構為愛國救國之手

段？」85其實，要打破舊有的倫理結構是源自於陽明心學的人權訴求，這本身就是目的，而

非愛國救國的手段。中國人沒有西方近代國家的觀念，反專制禮法是為了自救86。從清末自

救的課題向民初愛國救國的課題轉換說明中國已背離了自己文明演進的內在理路。清末變法

家認識到了中國政治是靠一種「軟暴力」來運作的。這就是禮法、名教。宋恕認為，禮從人

生的需要向強權崇拜的轉換──「以法亂儒」是漢儒叔孫通完成的87。宋在《卑議》印本中

主張「自叔孫通采秦儀，媚漢主，而三代以前君臣相接之禮遂不得複見，趙宋後更盛；而白

種諸國君臣相接，猶存古禮，首宜則效」88。西方衝擊首先發生在禮法層面，其次才是武

力，甲午戰爭給與中國的衝擊包含了這兩個層面。

對中國秦漢禮法層面的衝擊是日本無為而治的天皇文化帶來的。這一東亞文明古典模式的替

代文化促成了法源由君權向民權轉換過程中出現的禮法由「縱的集中」向「橫的集中」的轉

換89。禮是建立在個人內在的中心與集體公共的、外在的中心──虛擬權威的感應上的90。當

這個外在的中心由中國的專制皇權向日本的虛擬皇權轉換時，個人意識到了自己是禮法的主

體而非客體。「復古」與「反傳統」的複合實是禮制虛焦點的轉換91。譚嗣同目擊甲午戰

敗，先是「割心沈痛，如何可言」92，繼而認為「所當自反，豈得怨人哉！」93譚看到民主是

西方戰鬥力的泉源：「有所謂民主者，尤為大公致正，彬彬唐、虞揖讓之風，視中國秦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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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君卑臣，以隔絕不通氣為握固之愚計，相去豈止天壤。」 他認為，民主是一種政治倫

理，只有在顛覆秦制的過程中才能實現。日本已成了型塑中國的泉源。

確實，晚清以來，在絕對的專制性原理下的生命吶喊、人權訴求亦帶有沖決網羅的仁勇了，

這本是從被西方文明衝擊所啟動的儒學老根中生長出來的新芽。像宋恕、譚嗣同這種類型的

變法家既非保守的傳統主義者，又非激進的反傳統主義者，而是沿著孔子的理路，在汲取傳

統資源的過程中解構專制意理，釀造變法空氣，可以說是保守的自由主義者。他們的生命取

向是在歷史之中超越歷史，在超越之中吸納價值，從而推動傳統中國向近代轉變。

譚把陽明的良知觀念提升為具有全球倫理高度的東亞國際道德，這對他來說，是內在倫理生

命「複生」的過程。他比誰都更多地感受到了來自內外的雙重暴力，因而走上了皈依佛教倫

理，剔除專制意理，實現自我更新的道路。雖然他看到法國革命將「血流滿地球」，而在中

國，他卻選擇了流自己血的道路。這決定了中國革命的出發點並非完全是像法國革命那樣的

意理革命，而是陳亮式的民族主義情緒被冷徹的佛教學理與內在的暴力體驗轉化成了內觀的

感情95，他的世界意識正是這種感情與外壓遭遇後的產物。而在梁啟超的思想裏可以看到的

卻完全是另一種感情：與外壓源中的暴力精神同化，把外壓源的文化作為手段來壯大自己。

蔡元培也有類似的傾向。

史華茲(Benjamin I. Schwartz)指出，獻身於作為民族而被認知的社會體的保持與發展超過

了獻身於其他一切價值與信條的時候，也就是其他一切價值與信條從民族的保持與發展的角

度進行衡量，而非相反的時候，正確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就出現了96。史氏認為青年嚴復正是

這樣的民族主義者。筆者認為，甲午戰後，張之洞、梁啟超也走上了與嚴復相同的民族主義

道路，而宋恕、譚嗣同恰是一個反命題。他們把外壓源中暴力背後的民主民權視作政治生活

的新型價值源，也就是把外壓源的文化作為目的來更新自己。章太炎通過反滿實現了合命

題。五四以後的思想課題是在近代國家的框架內展開的，清末變法志士的世界意識成了他們

追求國家權力的手段，中國成了內在於近代國家的兩種意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

思想戰場。

在辛亥革命後成長起來的一代又一代新型中國知識份子的自我形象中萌發出來的大國意識使

他們不滿於甲午戰敗的歷史，遠離了晚清以來變法志士以佛教為立國之本的精神與實踐，以

魯迅的名義背叛魯迅的反專制精神，倒是梁漱溟在思想理路上繼承了清末變法志士的問題關

心97，可以看作是對胡適戴震研究的社會學回應。

宋恕、譚嗣同是基於儒家傳統的秩序預設，尋找中國在列強環顧的現實世界中的方向，進入

二十世紀，梁啟超、蔡元培則開始用西方近代國家觀念來重新塑造中國。問題倒不是中國不

能變身為近代主權國家，而是中國的世界法秩序與西方的國際法秩序如何才可以相容？戊戌

變法失敗以後，梁啟超東渡日本開始吸收經日本學者選擇了的近代國家思想，並把在甲午戰

爭後日本所興起的帝國主義思潮用其生華的妙筆向中國轉播98。在甲午戰後的十年間，中日

關係有敵對轉向了友好，但中國已悄然間向昨天的敵國學習制敵的秘密武器──近代國家的

法理。梁以伯倫知理（Bluntschli Johann Caspar）的國家至上主義觀念向國人宣告：知有

天下而不知有國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99。以這樣的觀念，作為在專制王權下的被動主

體的人民不得不放棄「民」與「國」之間微弱的二元關係而投入到與近代國家的一元化關係

中來。

梁啟超的本來意圖是想讓中國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國加入到由近代國家組成的國際法體



系中去，因此他強調說「國家主義也者，內之則與地方主義不相容，外之則與世界主義不相

容者也。」100他所說的世界主義是儒家的秩序預設，也就是李文森所說的文化主義101。梁面

對儒家文化主義與西方國家主義的兩難困境實際上為中國的未來開出了一個操作可能的極權

主義藥方。這一藥方要求個人把自己的精神空間從專制王權的桎梏轉讓給近代國家的桎梏，

而在把外壓轉化為內壓這點上則完全是秦漢以來傳統政治的手法，「理」轉生成了「國家理

性」。蔡元培甚至說：「國之有主權，猶人之有心性」102。這雖是國家有機體觀的比喻，但

也說明瞭在傳統中國尚可與專制王權對峙的心性道德，到了近代，則內化成了國家倫理而無

法向超越國家利益的全球倫理提升。

鄭匡民認為，明治時代的日本政府用伯倫知理的國家有機體理論「建立了一個國權優於民權

的國家」103。確實，在明治政治史上，民權運動與「國權運動」合而為一，民權沒有上升為

一種國際道德，而國權淪為帝國主義。但從日本國內的角度看，這兩者是達到了平衡的。正

如戴季陶所說，日本在國內已經實現了王道104。這也是孫中山、章太炎提倡革命的原點。革

命黨人是把日本的王道政治視為目的，而梁啟超則把日本的國家主義視為人類的共同目的，

認為中國也不能置於這一世界大潮之外。所以到了日本，梁很快成了伯倫知理國家至上主義

的信徒，因此批評中國「有部民資格而無國民資格」105。這是針對宋恕所提出的變法構想

的。在宋的政制改革構想中，要把中國的行省給為「部」，他自己最後也是從浙江的近代改

革來推動變法運動的。

利用省民對鄉土的歸屬感來重建一個近代社會，鄉土社會本身是目的。這樣，民權經過譚嗣

同的轉化內化成了具有地球倫理性格的佛教倫理，而君權則在以天皇形象為虛擬權威的儒家

政治倫理轉生中消與無形。這是一把刺向東亞君主制幽靈向國家至上主義轉生的雙刃劍。梁

啟超在日本鼓吹國家主義的實際背景是宋恕1903年在日本遊歷時所說的「彼國前數年欲扶我

國者甚多，今皆灰心，固有白種之帝國主義確不可拔，亦由看破我堂堂中國之種性萬不能與

共圖新也。」106梁啟超鼓吹「國家倫理」107與章太炎提倡佛教倫理都是針對中國人的「種

性」，然而，對前者來說，「國家倫理」是實現國家權力的手段，對後者來說，佛教倫理則

是人生目的的終極實現。從天下國家向近代民族國家的變身過程中，人生的課題讓位給了近

代國家，而近代國家建設的課題又讓位給了政治權力。

梁啟超在東京辦《清議報》，宋恕曾去信說「《清議報》期期讀，字字讀，撰譯皆勝《時務

報》，恨不能銷於內地」108。這說明，戊戌變法失敗後，變法運動的主體已轉向日本，宋恕

對轉經日本的變法思潮還抱有希望。然而，宋恕1903年在日本遊歷時，發現「日本現象與我

國直一一無可比較，此數千年歷史使然，非二三十年之事也。」109針對梁啟超在日本發現的

「國家倫理」，宋指出「此由歷史上有特別之勝利，非易深解，決非今之粗心暴氣之心党所

能解矣！非但我國人多不解，即日本平常人士亦大抵不解此理。」110這一日本觀出於宋恕的

東亞文明互動史觀，而這正是宋、譚推動變法運動的指導思想。

宋恕1901年在「留別杭州求是書院諸生詩」中寫道：「儒佛同聲苦勸仁，眾生受惠數千春。

區中久黜實權教，海外猶尊鳴、樹倫。求譯藏編有西族，列科京校是東鄰。文明果出慈悲

種，太息時流誤認新。」111他認為內在於東亞文明中的文化環境在日本透過儒佛二元倫理的

長期對話得以保存。日本人對國家的感情源自於其獨特的文化環境，而這也只是東亞文明的

特化現象，梁啟超把這種感情與其背後的人生落腳的文化環境切為兩斷，作為「國家倫理」

介紹給中國，新一代讀書人開始把國家權力當作人生目的，體驗到了以國家名義追求個人權



利的興奮從而揭開了把人生讓位於「國家」的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序幕。

在梁啟超的民族國家思想哺育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已失去了晚清以來儒釋二元的精神餘裕，

陳獨秀在創設中國共產黨前一個月感歎道：「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112，五四

以後在對日本的愛憎症候情結中確立起來的自我開始指向一元化的極權政治，歷史的指標以

主權的名義又回到了皇權再造的向度。然而，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的混淆與倒錯又使現實人

生面臨了新的困頓與挫折。孫中山後來向日本國民提出「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

東方王道的幹城」113的責問也要從目的與手段倒錯的層面來理解。日本把東亞的王道文化作

為西方霸道的手段，而中國又把日本的王道文化作為東亞霸道的手段，東亞的王道政治遂失

去了安身之所。梁啟超在以國家權力為目的上發展了孫的政治意向。

二十世紀的中國內戰是世界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間國際戰爭的內化，人人自危的囚

徒困境成了中國人的生活原理。中國內化了世界政治的安全困境，因此，中國內部的倫理進

程與全球的倫理進程也是同步的。譚嗣同「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無國也」114的預言暗示

了中國回應西方列強的政治衝擊是以世界法取代國際法的過程。宋、譚所構想的是一個全球

文明下的世界國家藍圖。這一藍圖正是變法的指導原理。在一個沒有人權保障的國度，獲得

權力是一種自我保障。皇權政治是安全保障與社會契約的結合。儒教思想中的政治倫理是把

虛擬權威的天子視作實體的。而名教是以專制王權為法源的秩序預設，其結果，造就出了一

個摧毀人權的纏足社會。如果沒有佛法對人性中權力欲的內在消解，社會就會流於把權力誤

為實體的法西斯主義。這說明，同樣是「名教」，若以權力為其核心，就會製造出一個人間

地獄，而以生命價值為核心也可以製造出一個人權社會。人權意識的覺醒是人類對自己生命

中「主觀規律」的發現，這一發現是推動近代國際意識形態戰爭的內在動力，形成了一個以

世界共同體為目標的文明間互動。

晚清居士佛教自楊仁山開始與日本近代佛教學術建立了回應關係，這給中國古老的唯識宗帶

來了生機從而助長了晚清的天台革命向以人間淨土為指歸的辛亥革命的轉變。宋恕1903年訪

問日本時在給南條文雄的信中寫道：「佛教雖高，而易入於空而不實，泛而不切之境，故必

須融為一冶，而後此世界能放大異彩，人類之幸福能進。且非但儒、基、佛也，凡東西洋古

今哲學家之說皆宜融而合之。」 115宋的這一佛教學術理想經歐陽竟無完成了「將瑜伽中觀融

於一境」116。在政治行為的層面，章太炎認為判斷政治合法性的尺度是「心之合法」117，

「心之合法」的依據是佛教倫理。太炎在辛亥革命前提出的建立宗教的主張經魯迅的演繹形

成了近代中國的批判文學，經太虛的人間佛教運動發展成了從東亞文明發信的全球倫理。

孫中山領導的民主政治革命如不植根於這樣的人間佛教革命上是無以落實的。晚清的居士革

命經孫中山──梁啟超──陳獨秀的轉換發展成了西方啟蒙思想本位的社會主義運動118，而

陳的功利主義人生觀作為一種新型的社會倫理與中國社會的集體原欲相結合又演變出了毛澤

東的極權軍事倫理。晚清居士領導的大乘革命旨在通過向裏用力來回應東亞周邊佛教國家的

近代化進程，而五四以後的 啟蒙運動則是向外用力的近代民族國家的建設運動。一個以自救

為目的的晚清大乘革命運動經辛亥革命以後，發展成了在救亡的名義下追逐世界權力的建國

運動。在目的與手段的倒置過程中，內在神的佛陀被外在的軍事權威與集權意理所取代。

「反日」成了型塑近代中國的主導力量。對外壓源的整體敵視預設是中國政治世界竟逐權力

的古老故事。由打倒了君主制而釋放出來的集體原欲壓倒了通過人格救濟實現個人權利的民

主進程。



感謝島田虔次與艾爾曼為我提供了理解近代中國的平台，然而，講學術與革命的關聯而不講

東亞在近代互動的整體進程，講常州今文學而不講晚明以來江南反理學思潮中的佛學復興運

動都內藏了視野上的盲點。我的努力是要把這兩位學人的視野盲點結合為一個透視近代東亞

文明雙向對話的立體視座。辛亥革命的雙重性格可以用麻天祥對佛學「雙相二重否定」的把

握來表現。這是一種精神與世俗雙重目的與互為手段的邏輯結構。包括魯迅、周作人在內的

「五四」知識界的正面文化遺產是對晚清以來佛教革命運動的發展而非否定119。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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