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與自治
——梁啟超政治思想中的┌個人┘

● 楊貞德

個人的自由與自治不僅是梁啟超政治思想中兩項基本而不可分離的理念，

並且具有省思中西思想別異與釐清中國近代政治思想特徵的雙重意義。第一重

意義，梁啟超在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期間1，試圖從西方政治思想

（包含社會契約論，梁氏譯為「民約論」）中擷取資源以期改造中國。如果說西方

近代社會契約論是由肯定個人利益與意志（will）出發，思索如何在政治的性質與

結構上闡明或體現個人自由與自治的意義2，梁啟超則是在追求富國強兵的考慮

下，反過來就所擬建置國家政治的性質與結構，考慮如何正當化（legitimize）和

說明個人自由與自治的內涵和重要性。西方社會契約論在以保障個人為主旨的脈

絡中，所發展出來強調個人自由與自治的立場，可能異化為戕害個人的根源3。

梁啟超從群體的利益出發，並終至提出以個人自治限定自由真義的作法，在理

論上不能反對犧牲個人的要求，但也並非絕對無益於個人自由的保障。凡此種

種思想之立意（或立論基礎）與其後果之間可能出現的落差與變化，一方面顯示

出思想確實有其影響力，但是實際產生的影響未必盡如所期，另方面也透露出

有必要更清楚解釋個別思想（或論述）的內在結構及其意涵，從而能夠有效評估

或預防它們可能帶來（或異化出）的後果。

另一重意義，梁啟超論述自由與自治的方式及其結果，具體展現出中國近

代政治思想的部分特徵及其問題性。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自十九世紀末期開始引

進西方自由主義時，即面臨了'述與哲學兩方面的困難。首先，他們在中國歷

史中難以找到切實相符的經驗，是而無法藉由重新（或再三）'述過去，有力地

以實例或者正當化自由民主的值得追求，或者顯示實踐自由民主的具體方向。

例如：梁啟超一度將西方議院與中國古制相連繫，但是未幾即在回應嚴復時坦

承「生平最惡人引中國古事以證西政」4。二者，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未能發展出相

應的政治哲學，往往難以從維護個人的立場，省思與批判為何必須要追求自由

民主和將如何實踐自由民主5。如同下文所述，梁啟超在主張個人自由與自治的

過程中，曾經嘗試以個人追求自保和自利為基礎，說明自由的意義與價值。但

是，由於他對全然不受限制的個人自由深懷疑慮，再加以賦予群體利益至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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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個人」

地位，最後不僅將政治上的個人自由與自治轉化成倫理上個人自治的問題，並

且明確地將個人的生存意義附w在群體之上。他倡導法治的重要，但是把法律

自治詮解為個人品格修養的延伸，而未能就法律的實質內容來說明法律自治的

意義和實踐方法。他肯定個人自由與自治的價值，但是無法、也無意解說或證

成個人具有不可讓渡（inalienable）的權利。

一　自由與權力

梁啟超早在流亡日本之前，即曾肯定政治自由的意義6，不過當時並未就

其性質與意義多所思索與討論。他在1899年8月於《清議報》上開始刊載《自由書》

之後7，才就西方民權思想的脈絡，從理論上直接對於自由及其相關問題有所梳

理。梁氏這時的說明有兩項特色：一，以強國必先強民為前提。梁氏先前即已主

張國家強弱在於全體國民之強弱，並且舉普及教育為變法改制的目標。《自由書》

中再次明白揭示了「言自強於今日，以開民智為第一義」的立場，並另加入重視

民力、民德和民氣的考慮。二，從提倡變法轉往敦促個人的自我精進與改造8。

梁氏這一可以名為「轉向自我」（turning to the self）的方式，尤其清楚見於他責求

個人在爭取自由上首先反求諸己的呼籲。

梁啟超的《自由書》中有「民權自由」是天下公理的說法，並且長篇摘錄了日

人深山虎太郎「切中中國時病」的民權、共治和君權釋義。這篇見於1899年9月

15日《清議報》的摘錄，強調天賦人權與制度改革。根據其中的說法，民權乃天

所賦與，使人「博碩豐大，以遂厥生」的能力，而非源自於憲法律令的規定；政

府的出現是因為「人心之不同，利害交錯，莫能畫一，且各有生產作業，不能親

政。⋯⋯於是立賢者，以為之王，以為之輔相，假之以柄，以整齊天下」；為今

之計，「欲舉秦漢以來積弊，摧陷而廓清之，以舉自強維新之政，則必自恢復民

權始」（頁12-13）9。然而，就在同期《清議報》中，梁啟超不但指出變法與興民權

只是治近因，更關鍵的是治遠因（亦即進民智、民力、民德），並且另載〈養心語

錄〉，表示「至誠所感，金石為開。何阻力之有焉」（頁15）。他在隨後一期《清議

報》中，復以相當篇幅摘錄了日人中村正直翻譯《西國立志編》所加的各編序言，

其中指出：「國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於人民有自主之權。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權

者，由於其有自主之志行。」（頁16）

在緊接w的一個月內，《清議報》上出現了《自由書》中少數幾篇直接討論

自由的文字。在這些文字中，梁啟超對上述提及的自由乃自然而有、自由在於

個人自主之志行兩項說法有所發揮bk。他這時用以描述自由的脈絡類似西方社會

契約論者霍布士（Thomas Hobbes）筆下的自然狀態；其中，「無所謂權利，只有

權力而已。權力即權利也」（頁29）bl，強權與自由權其本體並非二物，「所主者

在排除他力之妨礙，以得己之所欲」（頁30）。不過，梁氏直接訴諸的不是霍布

士，而是天演論述bm。他說：「夫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此天演學之公例也。人人

各務求自存則務求勝，務求勝則務為優者。」（頁23）不僅如此，梁氏更從實然競

爭的角度說明「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為界」（頁23）的意義。根據他的解說，

在這「人各相競專謀己利」的世界中，「務為優者則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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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百年中國與世界 （頁23），強者伸張之線，必侵入於弱者之界，「此必至之勢」（頁24）；自由的界

限因此將出現在兩力相峙而難分上下之時。然則，如何從這一實然現象中看出

應然的取向？相較於霍布士之經由描述人各相競的世界，解釋主權者如何在此

條件下出現並被賦予政治權力，以及政治權力因此而有之目的和界限為何的作

法，梁啟超顯然另有考慮。他這時並未堅持人之相競本是自然現象（因此有其必

然性），也並未從個人追求自我保障的角度，說明政治之所以興起bn，而是轉往

強調：在人各相競的世界中，缺乏自由的責任在於自己；若不是自己放棄，別

人如何得以侵犯bo。換言之，梁氏主張：爭取自由須先反求諸己；「欲得自由權

者，無他道焉，惟當先自求為強者而已」（頁31）。他說：

民之無權，國之無權，其罪皆在國民之放棄耳。於民賊乎何尤？於虎狼乎

何尤？今之怨民賊而怒虎狼者，盍亦一旦自悟自悔而自擴張其固有之權，

不授人以可侵之隙乎！（頁24-25）

更進一步地，梁氏且根據「人各相競專謀己利」的原則，依照強權之發達與否，

提出一套社會發展階段論：第一界（據亂世）中，人人皆無強權；第二界（升平世）

中，有人有強權，有人無強權；第三界（太平世）中，則人人有強權，而使猛大

之強權變為溫和之強權（頁32）。

梁啟超這時的強調反求諸己，固然可以說是他在相信人大抵皆平等的前提

下推出的接論（亦即：同為平等之人以力相峙，則能求得平衡）。但是，這並不

意味他同時即以為必須將自強完全等同為追求個人權力的最大化。對於把自強

意在權力之盡量擴張一說推演至極所帶有的無視社會是否因此失序、或將弱肉

強食正當化的種種意涵，梁氏其實難以認同。《自由書》中的自強之道，包含諸

多關於個人自立、自助、自重、自信、至誠、立志、養心、慧觀等等作法，這

些作法本是中國傳統中道德修養論述的一部分，帶有修己的正面意義。儘管如

此，這些主張仍然無法化解時人（乃至於梁氏自己）的疑慮。梁氏在深切意識到

只是強調自由、或者以權力詮釋個人自由可能有的嚴重後果之後，開始改以其

他方式說明自由的意義。

1900年春，梁啟超在一封給康有為的信中，辯解自由的意義與重要性。他

一方面聲明追求自由是針對被奴隸者而非施壓者所說，另一方面則重新將自由

解釋為解決中國問題和個人自我實現的條件，從而明白地在他的自由觀中加進

了道德和政治上的意義與要求。首先，梁氏強調自由是開民智的基礎，於中國

之生存和個人的人格上有其重要意義。他說bp：

中國數千年之腐敗，其禍極於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隸性來。不除此

性，中國萬不能立於世界萬國之間。而自由云者，正使人知其本性，而不

受箝制於他人⋯⋯。要之，言自由者無他，不過使之得全其為人之資格而

已。質而論之，即不受三綱之壓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縛而已。

第二，梁氏論述的自由不再只是個人權力的擴張，而有其內蘊和外在的限制。

回應康有為的質疑，梁氏承認追求自由可能要付出代價，也可能帶來不良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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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個人」

果。他因此為自由正名與劃界，用以區分出真正的自由。他這時有兩點不同於

過去的主張。其一，他提出以「自治」代替自由之名（他以為「自主」另有其義，不

能以之為代替）。自治包含二義：「一者不受治於他人之義，二者真能治自己之

義。」其二，梁氏重新詮釋「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為界」一說，使它從實然

力力相峙的結果，變成個人為求人人自由，應該尊重與謹守的規則；亦即bq：

蓋若有一人侵人之自由者，則必有一人之自由被侵者，是則不可謂之人人

自由；以此言自由，乃真自由，毫無流弊。

梁氏並未解釋個人如何得從各自爭利的現實達到以人人自由為目的的境地。他

此刻的重點在於區隔自由與任意恣行，並進一步指出自由不僅要求自治，也要

求受治於法律。他說br：

　　蓋法律者，所以保護各人之自由，而不使互侵也。此自由之極則，即

法律之精意也。

　　⋯⋯自由與服從二者相反而相成，凡真自由未有不服從者。英人所謂

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於人，是也。但使有絲毫不服從法律，則必侵人自

由。蓋法律者，除保護人自由權之外，無他掌也。而侵人自由者，自由界

中所大戒也。故真自由者，必服從。

顯然，梁氏這時不再那般激烈地要求個人積極爭取權力。他不僅主張反求諸

己、爭取自由，而且強調反躬自省、服從法律、尊重他人的自由。他開始有意

識地討論自然而有的自由和人為限制之間的關係，並將逐步遠離以自由為「實行

我之所願欲」bs的立場。

二　自治與法律

梁啟超於1902年2月開始在《新民叢報》連載《新民說》，其中更明確地闡釋了

前述他思想中的三項基本取向：一，以解決中國問題為宗旨，取個人之自我改

造為方法。二，以天演論述說明個人和國家權利（與自由）的由來，並在其中另

加入應然性意義。三，區分不同的自由，以個人自治與法律下的自由作為中國

當下努力的目標。除此之外，《新民說》也清楚顯現出：梁氏主張個人爭取自

由，但更強調個人公德與私德的培養；他倡導個人的權利和自由，但更強調群

體的重要性。

一言以蔽之，梁啟超的「新民」主張可以說是在中國傳統思維模式下求新的

努力。個人之追求德行和精神上的自我改造，在形式上類同於中國傳統讀書人

的自我修養，只不過這一從前對於少數社會與文化菁英的要求，現在祈能推之

於大眾bt。《新民說》開宗明義即表示：國者「積民而成」，求其「安富尊榮」不可不

講新民之道；新民是為「今日中國之第一急務」，因為中國外有帝國主義挾其民

族之力來侵，必須合民族全體之力相抗ck，內則苟有新民則「何患無新制度，無

從1900年春梁啟超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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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百年中國與世界 新政府，無新國家」（頁2）。不僅如此，《新民說》中還特意說明何以今日即有賢

君相亦「愛我而莫能助」（頁3；亦見頁96）。例如，文中表示：

責望於賢君相者深，則自責望者必淺，而此責人不責己，望人不望己之惡

習，即中國所以不能維新之大原。我責人人亦責我，我望人人亦望

我⋯⋯。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則在吾民之各自新而

已。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自新之謂也，新民之謂也。（頁3）

簡而言之，「新民」旨在呼籲全體國民經由自我改造參與救國的事業。它的具體

方法在於「博考各國民族所以自立之道，彙擇其長者而取之，以補我之所未及」

（頁6），在於學習盎格魯撒遜人（the Anglo-Saxons），尤其是他們有關於國民品格

的理念與實踐。

（一）權利思想和良知良能

梁啟超認為盎格魯撒遜人具有多項民族特徵，其中包括「權利之思想最強，

視權利為第二之生命」（頁11）。他相信「權利思想之豐富」和「權利感情之敏銳」正

是英國所以立國之大原（頁33），並在《新民說》中列入「論權利思想」一節，細說

權利與權利思想的來源與性質。經由以下的分梳可以看出，梁氏的說明中夾雜

w「天演」與「良知」兩種不同且具有緊張關係的政治論述。

一者，梁啟超如同過去般以天演論述說明權利的來源與性質。他堅持權利「生

於強」（頁31）、生於進取（頁36），並接w強調：權利所以遭到侵害的責任在於自

己，是以必須「人人務自強以保吾權」（頁32），任何寄望於從仁政中獲得「一支半節

之權利」者，「實含有亡國民之根性明也」（頁38）。二者，梁氏討論權利之性質的主

要目的在於說明「權利思想」的內容與意涵。相較於他先前無形間在自由（或權利）

生於強力的說法上加進道德的色彩，梁氏現在直接且有意地宣布權利思想是人格

的問題，是道德的問題。他將「保權利」和「保生命」區分為兩件事，雖然同屬人之

所以為人而必須爭取，卻是一為「形而下」生存、一為「形而上」生存的最重要條件

（頁31）。形而上的權利思想（亦即保權利之本原）並且正是人之所以有別於禽獸之

處cl；它不為生理上的感覺所發動或控制，也不以物質利益為目標。梁氏說：

權利思想之強弱，實為其人品格之所關。⋯⋯彼誤解權利之真相者，以為

是不過於形骸上物質上之利益，齗齗計較焉。嘻，鄙哉。其為淺丈夫之言

也。譬諸我有是物而橫奪於人，被奪者奮然抗爭於法庭。彼其所爭之目

的，非在此物也，在此物之主權也。⋯⋯故此等之訴訟，可謂之道德上問

題，而不可謂算學上之問題。⋯⋯〔爭權利〕目的非在得物之利益也，故權

利與利益，其性質正相反對。（頁33）

權利思想既然不以物質利益為標的，也就無法直接以自保和自利（保生命之本

原）等物質性追求來說明它的根源。那麼，權利思想從何而來？如果權利思想的

要義在於堅持主權，則堅持主權的思想又從何源起？梁啟超雖然不主張天賦人

權cm，在回答這些問題上卻明白而肯定地以權利思想為「天賦之良知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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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不清楚梁啟超是在甚麼樣的具體脈絡下，開始認為權利思想是為良

知良能。可以確知的是，這樣的主張不僅說明權利思想來源的究竟，而且具有

若干積極的功能。例如：以權利思想為良知良能，意涵它雖然未見於中國的過

去，但可能出現於現在與未來，其中關鍵就在指出之所以不見於過去的原因。

的確，梁氏在文中即有「孟子牛山之喻，先我言之矣」一說，並就權利思想先前

之所以未見發展，提出其「或強或弱，或隱伏或澌亡，至不齊者何也？則常緣其

國家之歷史政治之浸潤以為差」（頁38）。梁氏過去即已批評中國歷代政治以愚民

和弱民為政策，這時更在數說導致權利思想不彰的「政府之罪」時，不僅隱然以

中國政治為對象（頁38-39；58），而且明白批評傳統寬柔以教和以德報怨的主

張，以為如此將使弱者愈弱，強者愈強（頁35）。除此之外，如同後述，梁氏之

以權利思想為不同於追求私利的良知良能，另亦使得在權利論述下發展出來的

法律自治理念具有正面的意義，並且很容易轉化為個人自治的要求。

梁啟超使用天演和良知兩種論述說明權利思想的作法，同樣見於他在說明法

律之性質與意義上，並且因此留下難解的問題。梁氏在撰寫《新民說》時，顯得

特別強調法律的限制意義。例如：他指出「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為界」一說

「既不許侵人自由，則其不自由亦甚矣」（頁44）；「文明自由者，自由於法律之

下」，服從「即為自由母」，「法律者，我所制定之，以保護我自由，而亦以箝束我

自由者也」（頁45）。更進一步地，梁氏在闡釋法律的性質時，一方面運用強調「自

利」與天演公例的論述，主張法律是不同勢力的展現與相互抗衡的結果，所以「有

權利思想者，必以爭立法權為第一義」（頁37）。另一方面，他似乎相信在多數人

有了權利思想之後，法律能夠由自利而「日進於善」。用他的話說，亦即：

凡一群之有法律，無論為良為惡，而皆由操立法權之人制定之以自護其權

利者也。強於權利思想之國民，其法律必屢屢變更，而日進於善。蓋其始

由少數之人，出其強權以自利，其後由多數之人，復出其強權相抵制，而

亦以自利。權利思想愈發達，則人人務為強者。強與強相遇，權與權相

衡，於是平和善美之新法律乃成。（頁37）

可是，梁氏這時也深知新舊法律之爭，「全視乎抗戰者之力強弱以為斷，而道理

之優劣不與焉」（頁37）cn。他如何能同時也肯定多數人有了權利思想後，權與權

平衡所產生即是「平和善美」之新法律？他是否在當代各種進化與民主思潮的影

響下，在英國的示範影響下，以為事情本當如此？還是說，他認為如果國民有

了恰當的理念與精神，則他們的要求自然會「平和善美」？梁氏並未直接探究或

回答這一問題。他對於法律的理解，另w重於從形式上肯定個人良知與自治的

作用，以及在具體內容上主張以「利群」為原則。或也因此，他無意間迴避了法

律如何而得日進於善的問題？

（二）自我治理與自我克制

梁啟超將權利思想與良知良能相連繫，不僅有助於他化解「權利、自由生於

強」一說中，落入主張個人但求一己擴張和法律只是私利工具的危險，並且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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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而是出自於良知。他說：

蓋發於人人心中良知所同然，以為必如是乃適於人道，乃足保我自由而亦

不侵人自由。故不待勸勉，不待逼迫，而能自置於規矩繩墨之間。若是

者，謂之自治。（頁51-52）

在梁氏看來，出自人人所同有之良知的法律，「制則制矣，而不可謂之專，以

其法律者出自眾人，非出自一人」（頁52）。不過，梁氏並未更具體說明，出於

良知的法律將意涵哪些內容或原則；和所謂「出自眾人，非出自一人」的意義為

何？

在此尤須特別注意的是，梁啟超這時已經將自治的意義從自我治理、自我

統治（self-rule, self-government）正式轉變為自治之為自我限制、自我克制（self-

mastery，self-control）。這項轉變的重要意義，首先反映於梁氏緊接w即將法律

從政治意義上的個人自治，轉成為倫理意義上的個人自治（自制）。他指出國人當

務之急在求一身之自治與求一群之自治（後者將以前者為基礎）co，並表示國人將

來是否能享民權自由之福，能行立憲議會分治之制，將取決於個人自治力之大

小強弱。他說：

勿徒以之責望諸團體，而先以之責望諸個人。吾試先舉吾身而自治焉，試

合身與身為一小群而自治焉，更合群與群為一大群而自治焉，更合大群與

大群為一更大之群而自治焉，則一完全高尚之自由國、平等國、獨立國、

自主國出焉矣。（頁54）

對梁氏而言，求個人自治即在求自勝；自勝、自由與自強實為相互連繫。他堅

信：「凡古來能成大事者，必其自勝之力甚強者也」（頁53）；「以己克己，謂之自

勝，自勝之謂強，自勝焉，強焉，其自由何如也」（頁50）。換言之，相對於早先

之w重於以自由為與他人爭勝，梁氏這時強調自由的意義在於勝過自己；要求

自由，則求自強；要求自強，則求自勝；求自勝即為自治，即為自我克制；自

我克制是為自由之要件。在這個前提下，《新民說》中充滿了各種敦促個人自我

要求的字詞，如：自尊、自立、自愛、自任、自牧、自省、自戒、生計上之自

勞、學問上之自修自進，以及其他諸多類似的用法，不一而足。

梁啟超將自治的意義轉化為自制，將法律自治理解為個人的自制，這兩項

轉折的另一重要意涵在於：他因此忽略了從自我治理的觀點解釋法律自治理念

的意義與重要性。在梁氏的思考脈絡中，個人自我節制將如何轉變成法律上的

自治？《新民說》並未針對這方面多作討論。不過，從梁氏關於康德（Immanuel

Kant）的討論看來，他重視這一問題cp，但是卻以一種類比關係消解了它。比較

具體地說，梁氏指出自治是個人自立法自守之；「自由也，立法人也，法律也，

主也，賓也，皆合為一體，無差別相」cq。他並進而根據這一理念，在個人與自

我良心和個人與國家主權之間的關係相類對應。他說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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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康氏良心說與國家論者之主權說絕相類。主權者，絕對者也，無上者

也，命令的，而非受命的者也。凡人民之自由皆以是為原泉。人民皆自由

於國家主權所賦與之自由範圍內，而不可不服從主權。良心亦然，為絕對

的，為無上的，為命令的。吾人自由之權理所以能成立者，恃良心故，恃

真我故，故不可不服從良心，服從真我。服從主權，則個人對於國家之責

任所從出也。服從良心，則軀殼之我對於真我之責任所從出也。

然則，若是個人自治意即服從真我，則服從國家主權時，所服從者誰？誰能代

表政治上的真我？梁氏在文中提及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謂「人人皆立

法者皆守法者，人人皆君主皆臣從也」，和康德所言民主立憲制度「最合於最初

民約之旨，且可以鞏固全國人自由平等之權理也」。只是，在如何達成這般的政

治理想上，梁氏強調「惟民德與民智兩者日進於光明，可以得之」cs。他因此把法

律自治的問題又帶回改造個人的問題上，彷彿只要有了能夠自治的個人，就能

達成法律自治的結果。他並未注意到不僅法律自治在形式上以民主立憲為其實

踐，民主立憲同時也必須在實質上體現法律自治的原則ct。

對梁啟超來說，個人自治與法律自治實是二而為一的問題；同時，眼前中

國面臨的威脅，也遠比政治理論上個人自由與法律自治之間關係的真諦要來得

真實與迫切。如果說康德在解釋自治的意義時，以「人自為目的」作為「人自立法」

的至高律令，則梁氏在理解自治之為自制時，顯得是以利群作為他「人自立法」

的根本基礎。他的法律自治主張因此很容易地從原先之以法律旨在保障個人自

由，轉變為以法律作為追求群利（遂而可能箝制個人自由）的工具。他說：

夫人之性質，萬有不齊，駁雜而無紀。苟順是焉，則將橫溢亂動，相觿相

鬩而不可以相群，於是不可不以人為之力，設法律而制裁之。（頁51）

換言之，梁氏在看待法律的性質上，這時已經又從限制個人以求他人自由之保

障，轉成限制個人以求群體之利益。他不但重申〈變法通議〉時期的說法，主張

「以法律自部勒之，斯其群乃強有力」（頁73），並進而表示「不正不善之法律，猶

勝於無法律」（頁78）。

（三）利群原則及其優先性

梁啟超的利群主張清楚見於他在《新民說》中對於個人自由的重新詮釋。這

一重新詮釋可以說是1900年梁氏答康有為信中兩項基本立場——自由不是任意

恣行，以及自由與服從乃相反相成——的延續及其轉折。如下所述，延續之處

在於文中既強調自由有真、偽、全、偏、文明與野蠻之分，並且用天演論述解

釋孰為國人所要追求的「完全文明真自由」（頁40）。轉折之意則指梁氏另提出以

利群為原則的社會階段論。

根據梁啟超這時的說法，世界進化的階段見之於個別群體中所具有不同性

質的自由；泰西之所謂自由者，在諸多重大問題上「無一役非為團體公益計，而

決非一私人之放恣桀驁者，所託以藏身也」（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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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自由亡。文明時代團體之自由強，而個人之自由滅。（頁45）

至於，何以「文明時代團體之自由強」？在梁氏看來，若非如此，則中國何至於

落到今日的局面。他說：

使其以個人之自由為自由也，則天下享自由之福者，宜莫今日之中國人若

也。紳士武斷於鄉曲，受魚肉者莫能抗也。駔商逋債而不償，受欺騙者莫

能責也。（頁46）

更重要的，梁氏相信社會進化和個人的生命與人格都有賴群體始得保障與發

展，是而，文明世界中的個人對於群體有其應盡的義務，並應以群體之利益為

優先。

梁啟超早在〈變法通議〉之前就有重視群的趨向，這時更針對群己關係有

所釐清。《新民說》中可以看出他主張利群是為自保自利和利群是為義務的兩

種說法dk。在自保自利的一面，梁氏表示：「非利群則不能利己，天下之公例

也。」根據他的說明，個人的能力有限，之所以貴於他物就在於能群；之所以

成群則因於太平之時能夠分工相助，急難之際能夠群策群力。易言之，群或

國家之立「由於不得已也，即人人自知僅恃一身之不可，而別求彼我相團結相

補助相捍救相利益之道也」dl。此外，梁氏也指出當前面臨「全球交通，列強比

鄰，閉關一統之勢破」的形勢，人「不可以不奴隸於群，不奴隸於本群，勢必

至奴隸於他群」（頁78；亦見頁45-46）。如果情況誠如前述，則個人是否可以

為求一己之利，而放棄所從出之群，轉為他群的一份子？對於這樣的問題，

梁氏明顯持否定的態度。他相信個人「安享其本群之權利，即有當盡於其本群

之義務」（頁13）。事實上，他很可能就是意識到上述問題（或疑惑）的存在，遂

而表示：

雖有外國之神聖大哲，而必不願從於其主權之下，寧使全國之人流血粉身

靡有孑遺，而必不肯以絲毫之權利讓於他族。（頁17）

問題是，如果個人之所以利群在求利己，則何以會在以利己為目標的追求中，

推出必須犧牲一己乃至於犧牲全國之人的結論？其中道理何在？

前曾言及，梁啟超原先就以為個人生存有形而下與形而上之區分，屬於形

而上生存之要件的權利思想所爭取的目標並非物質的利益。他這時則以類同於

形而下與形而上生存之區別，在自利之外另提出利群是為個人義務的主張dm。他

的論述一方面引用中國既有之社會與倫理關係為譬喻，闡述利群的應然性和其

中所意涵積極作為的必要（而非只是消極不作為），另一方面則是反過來以利群

為原則，界說道德的基礎和文明的意義。

更具體地說，梁啟超在說明利群之必要時，以私人債務關係比擬群己關

係。他因此得以既藉由社會上已有共識之私德來說明擬推動之公德的正當性，

且明白指出利群意涵積極的行動。他說：

梁啟超指出當前面臨

「全球交通，列強比

鄰，閉關一統之勢破」

的形勢下，人「不可

以不奴隸於群，不奴

隸於本群，勢必至奴

隸於他群」。梁氏相

信社會進化和個人的

生命與人格都有賴群

體始得保障與發展，

是而，文明世界中的

個人對於群體有其應

盡的義務，並應以群

體之利益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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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束身寡過主義者，以為吾雖無益於群，亦無害於群。庸詎知無益之即為

害乎。何則？群有以益我，而我無以益群，是我逋群之負而不償也。夫一

私人與他私人交涉，而逋其所應償之負，於私德必為罪矣。謂其害之將及

於他人也。而逋群負者，乃反得冒善人之名。（頁13）

在這個情況下，梁氏甚且以為「群中之有業者，雖取彼無業者飲食之權利而並奪

之，亦不得謂之非理」，因為這是債主對於負債者所能做的事（頁106）。債務關

係之外，更能表現梁氏看法的是他以中國傳統倫理之要者——孝——比擬群己

關係。梁氏相信生養於茲有所回饋乃是天經地義，並表示「人非父母無自生，非

國家無自存」（頁19），稱國家之於個人「其恩與父母同」。他說：

無群無國則吾性命財產無所託，智慧能力無所附，而此身將不可以一日立

於天地。故報群報國之義務，有血氣者所同具也。苟放棄此責任者，無論

其私德上為善人為惡人，而皆為群與國之蝥賊。譬諸家有十子，或披剃出

家，或博弈飲酒⋯⋯其善惡之性質迥殊，要之不顧父母之養，為名教罪人

則一也。明乎此義，則凡獨善其身以自足者，實與不孝同科。（頁14）

梁氏稍後並且明確地指出以孝比擬群己關係的另一意涵：不能說「不求父母之養

我，但求父母之勿勞我」（頁107）。

在此同時，梁啟超另亦轉以利群界定道德與文明的意義，強調「道德之立，

所以利群也」（頁14）。這一轉向有兩項立即的意涵：一者，他藉此除了闡述利群

的正當性之外，並且回答當時中國思想界的一大難題，亦即：在相信中國傳統

道德有所不足而必須改變的情況下，找出一個說明道德所以變化、所以必須變

化，以及凡此變化之中有其不變原則的解釋。梁氏說：

故因其群文野之差等，而其所適宜之道德，亦往往不同，而要之以能固其

群善其群進其群者為歸。⋯⋯群之文野不同，則其所以為利益者不同，而

其所以為道德者亦自不同。（頁14-15；底線為筆者另加）

次者，梁氏從先前之主張因為享受權利所以必須盡義務，轉為表示盡義務是所

以得享權利的基礎。他說：

權利何自起？起於勝而被擇。勝何自起？起於競而獲優。優者何？亦其所

盡義務之分量，有以軼於常人耳。⋯⋯凡天下無論正不正之權利，當其初

得之之始，必其曾盡特別之義務，而乃以相償者。（頁104）

他在後來對留日學生的發言中，更明白表示「天下惟盡義務者，為能享權利」dn。

最後，群己關係之間的一大難題是群己利益衝突時將何所適。對於這一問

題，梁啟超捨己就群的答案再次顯示出利群在他心中的優先性。在他看來，

身與群較，群大身小，詘身伸群，人治之大經也。當其二者不兼之際，往往

不愛己不利己不樂己，以達其愛群利群樂群之實者。（頁46；另亦見頁77）

梁啟超以利群界定道

德與文明的意義，強

調「道德之立，所以

利群也」。這一轉向

有兩項立即的意涵：

一者，他藉此回答當

時中國思想界的一大

難題，找出一個說明

道德所以變化、所以

必須變化及凡變化中

有其不變原則的解

釋：「而要之以能固其

群善其群進其群者為

歸。」次者，梁氏從先

前之主張因為享受權

利所以必須盡義務，

轉為表示盡義務是所

以得享權利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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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頁79），未來與長遠的利益也優先於當下立即的利益dp。然則，誰能判斷如

何而為利群、如何而為合於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如何而為未來而長遠的利

益？梁啟超並未針對這些問題提出明確的看法。不過，他顯然以為要求個人為

群體利益犧牲是合理而正當的。

三　結 語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梁啟超在發表《自由書》和《新民說》期間，經歷

了由積極強調自由的重要性到試圖兼顧自由之利弊的變化。用他的話來說，也

就是他從極力推崇盧梭之說的藥性，轉往強調「藥能已病，亦能生病，且使藥症

相反，則舊病未得豁，而新病且滋生，故用藥不可不慎也」dq。及至1903年秋，

梁氏已經明白宣示：「我中國今日所最缺點而最需者，在有機之統一與有力之秩

序，而自由平等其次耳。」dr梁氏在這段闡釋自由的變化過程中，首先採取的是

援引天演論述，從人各相競以求實行我所願欲的角度解說自由的意義，繼而則

因深切體認這般解說可能帶來嚴重的後果，改以自治界定真自由，並且將原先

之以自由的意義在於實行我所願欲，轉換成以自由在於自我節制。就形式而

言，梁氏以個人自我之中的良知（或「真我」），作為決定如何自我克制的根源；

在具體原則方面，他主張群體利益高於個人；法律的主要功能在於追求群利，

而非保障個人。

梁啟超自由論述中的個人，將以兼備私德（包含能夠行倫理上的自治）與公

德（包含將個人利益臣屬於群體利益之下），作為政治參與的基礎。這個「個人」

沒有天賦而不可剝奪或讓渡的權利。他需要的是自強自勝，而不是一己的保

障；他的生命意義不在自保與自利，而在實踐真我和貢獻自身於大我。他追求

自勝的目標和不計個人利害的努力值得佩服。但是，從歷史後見之知看來，他

在政治上顯得相當的無力。首先，以良知作為判準並追求個人的自治（特別是自

我克制），確實賦予自由比較正面的形象，並可能成為「雖千萬人吾往矣」之大無

畏精神的來源。然而，這一以自我節制為基本精神的要求，在個人身上既不容

易實現，更難求之於現實世界中的當權者ds。它必須在具有相應的政治、社會制

度，以及在對於良知所示之內容和對於倫理所具有的政治意涵皆有共識的文化

氛圍下，才可能發揮作用。更成問題的是，梁氏的這般主張即使得以奏效，它

所發揮的實際作用很可能滑落到他難以認同的局面。例如：強調自治之為自

制、以真我為價值決定的根源、以群利為終極價值之所在，這些主張在在可使

既有政治勢力舉個人真我或群體利益為名，行箝制個人之實dt，而被箝制的個人

卻難以起而質疑造成自己痛苦之權力的正當性。綜而言之，梁啟超雖然主張個

人自由與自治，卻並未強調必須建立以維護個人及其利益為主旨的政治原則與

秩序。在他的自由論述中，「個人」在面對以實現真我和求取群利為名的威脅或

迫害時，尋不w理據作為保護自己的最後堡壘；他只能期望日後歷史還他公

道，證明他所遭受所謂體現真知與群利的壓迫，其實出自欺騙的手法、錯誤的

判斷、或者理性的虛妄。

梁啟超自由論述中的

個人，將以兼備私德

與公德，作為政治參

與的基礎。這個「個

人」沒有天賦而不可

剝奪或讓渡的權利。

他需要的是自強自

勝，而不是一己的保

障；生命意義在於實

踐真我和貢獻自身於

大我。從歷史後見之

知看來，他在政治上

顯得相當的無力。這

一以自我節制為基本

精神的要求，在個人

身上既不容易實現，

更難求之於現實世界

中的當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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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梁啟超以個人自治限定自由的主張是否僅具有歷史的價值，而再無

現實的意義？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在面對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政治現

況及其問題時，曾經提出「民主之為生活方式」一說，強調民主並不只是政治結

構的問題，而是個人生活方式的問題；強調為了確保民主作為應付現實變化與

相關問題的利器，必須在建構政治制度之外，思索個人要如何培植和運用特定

的態度，俾以保障社會上自由探究與溝通的可能ek。此外，二十世紀下半葉，美

國社會學家席爾斯（Edward Shils）也另從公民社會如何運作的角度，討論公民德

行的內容及其重要性el。在今日面臨杜威和席爾斯所見自由民主社會中新興問題

的情勢下，梁啟超之藉由個人倫理自治得取自由之利並免除其弊的看法，是否

有其相關性？他的主張是否得在爭取群利之外，以其他方式與自由民主論述相

結合？易言之，在距離《自由書》和《新民說》的寫作已有百年之久的不同時空條

件下，應如何重新思考自由民主和個人倫理要求之間的關係？在國家主義和認

同政治高漲的時代，要如何在政治秩序中賦予個人自由恰當的位置和保障？在

回應這些難題上，梁啟超的看法是否有其正面的意義，是否提供有力的線索？

對於關心「個人」今日之命運與處境的人們，這些問題實仍有待審慎地思考。

註釋
1 本文所述梁啟超思想，係以他在戊戌變法之後及至積極參與立憲運動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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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離《自由書》和

《新民說》的寫作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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