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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應否立憲？如果立憲，以何種憲法形式出現？西式憲政及其連動而發的

治式與治道，與既定的中國人心與人生有無扞格？如何調和？憲政究屬器耶道

耶、抑或亦道亦器等等，甲午以後，一直是中國學術思想界的揪心話題。抗戰前

後，憲政運動潮湧潮起，與數場政治演出聯袂出台的是數場關於憲政的筆墨官

司。錢端升、梁漱溟等先生認為，以當時的中國論，憲政乃不急之務，所謂「中

國尚不到有憲政成功的時候」；張佛泉、胡適之與蕭公權等先生則主張憲政隨時

可以起步，而不妨於實行憲政中求憲政之進步。本文就此兩種不同的憲政觀，述

其大端，論其偏全，反省中國接引異域憲政文化的心路歷程。

憲法為不急之務

作為憲法學家，錢端升對於甲午以後的中國憲政運動，不論臧否，均縈懷

在心。亦嘗著〈比較憲法〉，專篇載述清末以還的歷次立憲，平章人物，檢討得

失，探究因果。與同時捲涉憲政討論的梁漱溟或張君勱等兼具社會活動家型人

士不同，錢先生的思慮與論述濡有濃郁的學院專家味。如同對於一切社會性設

置的考察必問其目的何在，錢先生是從辨析立憲或憲政的目的來鋪陳的。在他

看來，立憲不外旨在實行民主政治、奉行民權主義及樹立法治局面三端。但問

題在於，民主政治的本質良不良很有問題，徑直說，民主政治本身不見得適宜

於現代的國家，如為實現民主政治而立憲，則大可不必，而且當時的中國人民

也沒有運用民治制度的能力或習慣。舉世滔滔，稱「德先生」乃是解決「中國問題」

的救世主，錢先生卻說民主政治的本質究竟良否還有待再認識再檢驗，難怪時

論直指其為「法西斯主義學者」。但在錢先生並不是故弄玄虛作驚人語，而是有

其思慮與悲情所在。也就是說，錢先生不僅知道「高調的」民主，即以民主為實

現道德理想的制度，而且更看到了美洲大陸和晚近歐西發展出的民主的另一

義，即民主乃是針對人的有限性而設置的一種「較不壞」的繩範與程序，本身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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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百年中國 無甚麼崇高的目的。在他眼j，通常所謂的民治，即民主，其要害處在於下列

五端：第一，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問事實如何；第二，國家權力有限

制，個人保留|一部分自由權；第三，有一代議機關，由人民依平等的原則選

出；第四，議會中有兩個以上的政黨存在，互相監督，輪流執政；第五，政府

採分權制。而這一切，均要求人民具有實際的參政權利與參政能力，如要奉行

民權，先得訓練人民如何行使政權，就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民權論來看，選

舉、罷免、創制和複決為四種主要政權，人民要行使這四權，必須經過假以時

日的充分訓練，絕不能有所僥幸，也「決不是一紙憲法所可奏功」；而從立憲國

家的成功經驗來看，「成功的民主憲法皆先有民治而後有憲法，先於民治的憲法

皆為失敗的憲法」1。換言之，民治的事實為先，肯認與記載這一事實的法律在

後，憲政不過是此一事實與法律兩相結合的成果。職是之故，中國如為奉行民權

主義而立憲，則猶如置車於馬前而欲車行。由此，他質問：《中華民國憲法草案》

規定的「國民大會的權力俱不能謂小」，但是「誰能保障國民大會能行使憲法所賦予

它的權力？誰能保障政府各部分的官吏能遵守憲法及法律？又誰能保障違法者會

受適當的制裁？」2憲法字面的堂皇掩不了實際的困境，而字面與現實間之所以上

氣不接下氣，實道出了現實的困境非字紙所能即刻解除，卻又不得不借助字紙以

向社會的「上層結構」有所交代，並就社會重組本身有所鋪陳這一尷尬。西方一位

政治學家說，某些特定國家的憲法只表明該國存在具有良好憲法學識的人士——

可能接受過並滿腹西方的憲法學知識，這就是為甚麼「落後」國家卻可能有一部堂

皇的憲法3。話雖說得刻薄，但個中過來人於此卻未嘗沒有心領神會的苦笑。

如立憲旨在建立法治，而要建立法治，人民先得有制裁違法的當局者的實

力，也就是梁漱溟所說的構成憲政所以成立的「勢」4。要是人民不能行使政權，

也沒有制裁的力量，則縱有憲法的名目，民權及民治仍無存身之地，法治亦無

落實之徑。法治作為一種現代政治狀態，即對於國家的非人身性、非人格化的

民主的法律治理，牽纏即繁，費日亦久，其間技術要素甚眾，非一紙憲法所能

畢其功，即非一大而化之的制度性設置就能解決問題。所以，從理論上來講，

錢先生認為當時中國如有一部憲法，將政府各組織、職權及彼此間的關係做一

扼要的規定，則「公法方面的法治」必較有把握——錢先生將「法治」劃為「公法方

面」與「私法方面」兩部分，後者較難實現。但即使如此，也不要寄望過高。法治

乃是奔向「新中國」這一奮鬥過程的結果與事實，而此事實非法律規定所能立刻

呼喚而來。「令法律遷就事實易，而令事實遵隨法律難。」因此，「如為樹立法治而

立憲，⋯⋯第一須切合現時的國情，第二須簡要，庶幾遵守實行俱無問題」5。

「法律貴在實行，不實行的法律愈少，則法律的尊嚴愈少損失。」6「如果有法而

不能實行，不被人遵守，則離法治更遠，不如無法。」7與其空言法治，而使人

民對法治失信用，毋寧在可能的範圍內，一點一滴逐步推行法治。基於此，錢

先生贈言：「腳踏實地，步步前進，為實行法治的第一要|。」8

與當時知識界的「憲法迷」相反，與玩弄憲法於股掌而別有打算的權力中人

更是大相逕庭，錢端升作為修業美國的憲法學家卻直認在當時的中國，無論在

國民或在執政者，「憲法均是不急之務」。那麼，當務之急是甚麼？在錢端升看

來，此可從治與被治兩方面來說。從執政的國民黨而言，其最大最急的任務在

錢端升不僅知道民主

為實現道德理想的制

度，而且更看到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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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國內治安，增進行政效率，發展國民經濟，從而完成國民革命——「三民主

義的革命」。「三民主義的革命」成功了，則民治民權諸項盡在其中，憲政自然是

順水之舟，不求自來。因此，當政者不要急於「字面憲法」的完成，而應努力於

政治經濟的改進。政治經濟的改進，當然包括政治的民主化在內，這一切即為

創造事實，立憲云云，不過為此事實的法律形式。在國民一邊，則此時也沒有

要求憲法的必要。如果執政者確有「法律的修養」，而人民確有行使民權的能

力，則據當時現行約法和其他法律，民權與法治已經有滿意的起點；否則，縱

有一紙叫做「憲法」的空文，人民仍是缺乏有效的保護，仍然不能參加政權。如

此，則有憲法等於沒憲法，立憲既非輕易實現，則要求憲法也無意義可言。基

於此，他得出的結論是，能暫不頒憲最好，如果定要立憲，則也要明白，它只

是借用憲法的名義，「簡要，能切合國情，不涉理想，也不誇大」9，而成為國家

的組織大綱，如同法國1875年的三個憲法性法律文件。錢先生說：「我總望今之

當國者，不急於憲法的完成，而努力於政治及經濟的改進。」bk讀者由此可以看

出，在錢端升心中，字面憲法——不管它多麼美妙——的頒行並不就是「政治的

改進」，當然更不等於「經濟的改進」，欲以憲法的頒行而示國人以政治的進步，

僅取憲法對於政權尊嚴的宣示功能這「一瓢飲」，從而賦予制憲者以合法性，在

錢端升這j就通不過，也講不通。

於實行憲政中求憲政之進步

與錢端升具有大致相同的教育背景，並且亦以政治學和憲政理論為治學領

域的蕭公權先生，在中國應否立即實行憲政問題上，卻有|截然不同的態度。

話得從1937年說起。是年，張佛泉與胡適之相繼在《獨立評論》發表文章，主張

即行憲政。張氏在文中舉列了自梁任公至梁漱溟的若干關乎憲政的「錯誤觀

點」，並逐一匡謬。梁任公的錯誤在於他先立下一個全民「躬親政治」的理想，認

為必先實行開明專制，「牖進國民程度」，才可以談憲政的實行。孫中山先生是

第二例，因為他立下了一個人民運用「四權」的理想，所以主張在施行憲政之

前，必須先有一個訓政階段，藉此逐步過渡到憲政階段，而使一完整的憲政過

程人為地裂為兩截。梁漱溟是第三例，因為梁主張憲政須有政治、經濟和人民

的心理習慣等確實的事實為基礎，而凡此事實均為中國所無，因此，「中國此刻

尚不到有憲法成功的時候」。張氏認為，這幾種見解的錯誤就在於把憲政看得太

死板，把憲政的理想看得太高遠，非用多年的工夫去準備，沒有實行的可能。

而實際上，憲政「應是個生活的過程，決不是個死的概念」，「憲政隨時隨地都可

以起始」，既用不|訓政，也不是甚麼「此刻尚不到有憲法成功的時候」的問題。

適之先生與此相呼應，認為人民的政治能力固有高低，但這並不意味|低程度

的人民就不能行憲政，從而也就無須經過甚麼訓政的形式，「我們不妨從幼稚園

做起，逐漸升學上去」，達致完善、真正的憲政。張佛泉更具體提出了從具有一

定教育程度、從而也就具備一定「政治能力」的少數都市成員起始，經由「選舉」

等等技術性措置，「逐漸推廣政權」的「行憲」辦法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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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迷」相反，與玩弄

憲法於股掌而別有打

算的權力中人更是大

相逕庭，錢端升作為

修業美國的憲法學家

卻直認在當時的中

國，無論在國民或在

執政者，「憲法均是

不急之務」。在錢端

升看來，當政者不要

急於「字面憲法」的完

成，而應努力於政治

經濟的改進。只要民

治民權得以落實，憲

政自然是順水之舟，

不求自來。



68 百年中國 蕭公權先生自道「對於張胡兩先生隨時可以開始憲政的意見是同情的」，進

而認為梁漱溟的錯誤只在於「不知道於實行憲政中求憲政之進步」，而對中國來

說，「除實行憲政外，別無其他訓練憲政能力的方法」bm。好比孩子學走路，當然

只能走起來才學得會，儘管不免磕磕碰碰。在蕭先生看來，憲政是一種以憲法

為核心的政治的生活方式，並不是甚麼「高遠玄虛」的理想；另一方面，憲政

又確乎是一種理想，在現代憲政國家的憲法中，不乏包含政治理想的諸多

實例。因為，「憲，法也；政，治也」；所以，「憲政者法治也」bn，即是「民主的

法治」bo，而法治的完成便也就是憲政的完成bp。既然憲政是一種多數同意的政

治（Government by consent），也是多方議論的政治（Government by discussion）bq，

那麼，在憲政實施之初，與其勵行全民政治，何如照顧國情，實事求是，先側

重於法治思想及習慣的養成br。總之，憲政「是一種政治制度，也是一種政治習

慣。前者成於法律的創造，後者成於心理的修養。沒有民主的修養，憲政的制

度便成為無效的空文」。如願憲政早日成功，「我們應當努力於民主習慣的培養

而不可僅僅注意於憲法的公布」bs。理想也罷，政治的生活方式也罷，就當時的

中國來說，蕭氏主張：第一，憲政可以隨時開始，但比較完美的憲政需要經過

相當時日的推廣與進步；第二，由低度憲政到高度憲政的實行過程，在實質上

包含一個學習的或教育的過程，而且學習的過程應與實行的過程融為一體，不

容分割為先後的段落，不能將「預備憲政」與「實行憲政」打成兩橛，從而也就不

應有甚麼「訓政」與「憲政」的階段劃分；第三，憲政既是過程，又是目標，而目

標即是過程的一部分。借用胡適之先生的譬喻，他主張由「幼稚園」的憲政「逐漸

升學上去」是過程，「大學」的或更高階段的憲政是目標；「從少數有政治能力的

人做起」是過程，養成多數人的「民主氣質」以達到「全民」「普選」是目標，而要實

現較圓滿的憲政，只有從較幼稚的憲政做起，一步一步走到目標。公權先生並

常常引用《大學》中「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為譬喻，反覆申說自己的主張bt。

幾 點 評 論

在超逾一個世紀舉國強力整合向「現代化」的長程歷史中，革命也罷，改良

也罷，即時行憲政也好，認為憲政乃不急之務也好，實際均是針對中國的憲政

之一時不能「真正」實行這一尷尬而發。不管是認為中國彼時的「憲政」是「憲政初

步」、「不急之務」，對於憲政名義的「借用」，抑或真正理想的憲政的實現「尚不

到成功的時候」，但他們都認同中國最後將以實現真正的憲政為歸宿。蕭公權謂

憲政的實現必伴有一個「學習」或「教育」的過程，實是基於對當時中國社會狀況

與包括知識階層在內的民眾政治能力的擔憂，因而「學習」或「教育」的內容便主

要為民主與法治精神及其行為方式與習慣的養成，此於梁、錢、胡諸位，並無

不同。但是，問題在於，此一進路與所有制度性設計一樣，最終還得落實到

「事」上，而「事」的選擇與操作，才真正是要害處。就如蕭公權之問胡適之只要

「絕大多數的阿斗」，「逢時逢節，來畫個諾，投張票，做個臨時諸葛亮，就行

了」，但如果這些阿斗根本不肯到場，或到場後不畫諾、不投票而打人罵人，則

在蕭公權看來，憲政

是一種以憲法為核心

的政治的生活方式，

並不是甚麼「高遠玄

虛」的理想，他同意

張佛泉與胡適主張隨

時可以開始憲政的意

見，並指出梁漱溟的

錯誤只在於「不知道

於實行憲政中求憲政

之進步」。而他自己

則認為，對中國來

說，「除實行憲政

外，別無其他訓練憲

政能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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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云乎哉？！蕭公權所要中國人「學習」或「教育」的民主與法治精神及其行為方

式與習慣的養成，究竟要從何「事」下手？一如錢端升之如何使「當國者」「努力於

政治及經濟的改進」，亦終是語焉不詳，而使他們所標舉的憲政不免成為梁漱溟

所譏嘲的「請願式的憲政」。而當時的中國「社會構造」中既無「選區」（constituency）

這一黃仁宇先生一再申說的所謂「下層結構」的存在，便也就無其利益代言人出

現的可能，投票與芸芸眾生有何關係，而被選之人究竟替誰說話，他自身也是

做不了主的。在此情形下，欲經由選舉等等而行憲政，實為將中國組織成一個

國家的措置，社會與國家兩分的嘗試，代議制度的一環節一方面，在當時的中

國雖不得不做，實際上卻確乎無從下手ck。而且，就如梁漱溟所言，即使民主實

現「還政於民」，末了出頭來過問政治的，仍不外幾個政黨，在此情形下，則政

黨只能為黨自身說話，縱然阿斗們肯點卯畫諾，他們究竟是在為誰點畫呢？這

與他們的生計究竟又有何重大關聯而令其「行使」這一「神聖權利」呢？公權先生

說：「清潔的選舉不能一蹴而及。『譬如為山，初覆一簣』，能夠實行選舉就是憲

政的具體開端。」cl但倘若一開始這「選舉」就是場太過骯髒的政治把戲，而投票

人因厭惡不堪而拒絕投票，則究竟是憲政的——借用一句名人名言——「開始的

結束」呢？還是「結束的開始」呢？公權先生基於憲政既是一種理想，卻又不是甚

麼「高遠玄虛」的、理想的、以憲法為核心的政治生活方式這一看出事物兩面的道

理的理念，轉而求「於實行憲政中求憲政之進步」，實在是精辟的話。但是，另一

方面，蕭先生等人的線性文化進化模式，無視東西方人生態度的重大差別，欲強

擰中國人的人生態度以適應新的治式，將既是「類型」又是「程度」的問題，倉卒間

徑直簡化為一元的從「幼稚園」一路升學上到「大學」的程度高低問題，因而，其

「於實行憲政中求憲政之進步」，實際乃是「於實行新的治式中求改變中國人的治

道」，首先是改變作為基礎的人生態度、行為習慣，這便不免本末倒置了。

清末以後，中國知識界均希望以立憲為起點，通過憲法所構建的制度性設

計，自上而下層層落實、強力全面推行，而達成憲政與民主的結果，進而實現

救亡圖存、富國強兵、建設「新中國」的「最終目的」，「半部《論語》治天下」遂無

形被換喻為「一部憲法治天下」。在抱持此一美好願望並進而付諸實際操作時，

他們卻全然忽略了憲政是一個長程奮鬥的終點與結果，而非起點與前提。民國

後的十餘年，國人苦惱於「在約法憲政題目下所演紛爭變亂」，「急思調換一條路

走」，此既為革命成為時代最強音而取代憲政訴求的民眾心理原因cm，也是經由

制度性設計而解決「事實」問題之必敗的表徵。與錢端升一樣，梁漱溟悟然於中

國的人生與人心這一「事實」較憲法憲政這一「制度」更為強大有力，憲法之於前

者，乃一不折不扣的「外來物」，強加在中國社會這一機體上以為起點來改造這

一機體，結果不僅可能失卻憲法的真義，還必然會導致社會本身的巨大的內在

衝突與高度緊張。梁漱溟之所以一再申說中國需要憲政與法治，但這一切都需

從自家生活中演來，與中國固有文化接上頭，而最切要處乃須顧及眼前現實，

從中國社會本身在現有條件及其建設與改善的過程中點滴落實、慢慢生成，蓋

有悟於此，而不得不說。而正是在這一點上，當時的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不明

白，近世西方的民主、法治等等，實是其「理性」、「歷史」與「人」等等關鍵性理

念的知識化產物，而這些理念又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其中主要是中產階級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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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百年中國 活方式的自然結果。微觀言之，在立法機制本身並不足具收集和表達並技術性地

處理（如妥協的達成、故意的模棱兩可的措辭）民意而使其表現為較為成熟的法意

時，在社會本身尚未成熟到具備足將一個個具體民意整合成為集團民意而形成

利益——民意集團時，希望藉一紙立法而自上而下一時間改變包括億萬人的生活

方式在內、作為既定事實存在的社會本身，此種法律要麼是「必犯之法」，徒然造

成社會的巨大緊張，而最終被社會生活所否定；要麼是「必死之法」，變成與所寄

身的社會無關痛癢的「外來物」，起不到連接社會上層結構與底層結構而成「法制」

的效用，而從頒行之日起就已經自己將自己放逐。從純粹法律社會學的立場來

看，一個近乎嚴酷的公律是：立法者希望經由立法來創制事實，而不只是表述事

實，也不承認自己本身亦為事實，而事實證明，事實——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

民眾的生活方式，這個族群的人生與人心——總是較立法更深厚、更具生命力，

最終使立法無效。蕭公權先生晚年慨言：「民主不能隨叫隨到，即使最有決心的改

革派與革命派也難立致。如歷史可提供線索，建立民主的捷徑，除了良好的環

境與領袖外，要有許多像1775年在美國殖民地爭取自治的、普利斯頓隊長（Captain

Preston）一樣的農民，雖然他們從未聽到哈林頓、薛地尼、洛克等人所倡導的『自

由的真諦』。」cn只要將這話中的「民主」換為「憲政」，同樣適用於此刻的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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