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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運動的另類觀點──從背景因素與思想淵源研析孟德斯鳩與魁奈關於傳統

中國專制政體的不同觀點
1

 

 

賴奇祿2 

 

摘要 

在當前深受西方民主思潮影響的我們，可能很難想像傳統中國政府曾經是十

八世紀西方知識份子討論與艷羨的對象。在當時的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中不乏對

於當時中國政治、社會、經濟、宗教與文化相關問題的討論，其中對於當時中國

政府的討論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其一為當前主流的看法，以孟德斯鳩為代

表，其認為中國政府適足以為其政府分類理論中，專制政體的代表；另一較少引

人注意的觀點，以重農學派魁奈為代表，其以為中國政府剛好可以引為當時法國

政府改革的重要參考。正是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之下，本文擬從背景因素與思

想淵源探討孟德斯鳩與魁奈關於傳統中國政府的觀點之差異性為何？說明二者

對於政府的角色、功能與意義觀點的不同，是否源於其所面對的環境的不同，以

及所要達成的政治目的的不同？並藉此反思是否在不同的環境之下，政府的功能

與目的亦隨之不同？ 

 

關鍵字：專制政體、傳統中國政府、開明專制、背景因素、思想淵源、孟德斯鳩、

魁奈

                                                 
1 本文感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資助，計畫編號：NSC 101－2410－H
－471－001－。 
2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E-mail: chilu@ms.szm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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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ther view of the Enlightenment—from the background and thoughts analyze the 

different points of traditional China Despotism between Montesquieu and Quesnay 

Lai, Chi-Lu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Shu-Zen Junior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Management. 

Abstrac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China government was a popular object of 

observation in the eyes of the enlightenment philosophers. One extreme view, 

represented by Montesquieu, depreciated it as despotism. The other one point of view, 

represented by Quesnay, marked it as a reform model of French government. This 

thesis aims to trace the origin of the background and the roots of thoughts to contras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ontesquieu’s and Quesnay’s thoughts of China government 

theory, and to analyze the value and theories used by the two schools of thoughts to 

observe traditional China government. Further, it introspects the role, meaning, 

function, policy, and purpos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a government from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the roots of thoughts, and also reflects the reasons for som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hinese scholars to succeed the Montesquieu’s theory, 

instead of the Quesnay’s, to judge the traditional China government. 

Keywords: Enlightened Despotism, Despotism, China Despotism, Background, Roots 

of Thoughts, Montesquieu, Quesn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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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運動的另類觀點──從背景因素與思想淵源研析孟德斯鳩與魁奈關於傳統

中國專制政體的不同觀點 

一、前言 

在當前深受西方民主思潮影響的我們，可能很難想像傳統中國政府曾經是十

八世紀西方知識份子討論與艷羨的對象。在當時的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中不乏對

於當時中國政治、社會、經濟、宗教與文化相關問題的討論，其中對於當時中國

政府的討論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其一為當前主流的看法，以孟德斯鳩為代

表，其認為中國政府適足以為其政府分類理論中，專制政體的代表；另一較少引

人注意的觀點，以重農學派魁奈為代表，其以為中國政府剛好可以引為當時法國

政府改革的重要參考。正是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之下，本文擬從背景因素與思

想淵源探討孟德斯鳩與魁奈關於傳統中國政府的觀點之差異性為何？說明二者

對於政府的角色、功能與意義觀點的不同，是否源於其所面對的環境的不同，以

及所要達成的政治目的的不同？並藉此反思是否在不同的環境之下，政府的功能

與目的亦隨之不同？ 

二、背景因素 

儘管孟德斯鳩與魁奈個人的背景因素未必全然與其政治思想的內涵有絕對

的關係，然身處不同的角色與地位，對於事務觀察的角度亦可能隨之不同，故認

識孟德斯鳩與魁奈的生長背景、社會地位以及當時他們所處的社會政治的環境，

對於瞭解他們的觀察政府的角度應該有相當參考之價值。 

(一)、個人社經地位 

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西

元 1689年 1月 18日出生於法國波爾多Bordeaux附近的拉柏烈德莊園(Château de 

la Brède)，當時他的名字是查理‧路易‧德‧色貢達(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他的家族是貴族世家，而且歷史悠久。他的祖父擔任波爾多議會議長──這是一

個可以買賣世襲的職位。1696年，他的母親去世，他取得母親的遺產及 la Brède

的男爵稱號。1715年，他與 Jeanne de Lartigue女士結婚，她的父親是一軍人，

也是一新貴族，在宗教上屬於喀爾文教派，她同時帶來十萬 liver 的嫁妝。1716

年他繼承伯父3所遺領地，爵位與官職，擔任波爾多議會議長，並曾任律師、波

爾多法院院長等職務，並承襲伯父「孟德斯鳩男爵」的稱號，所以他的名字成為

「查理‧路易‧德‧色貢達，拉柏烈德和孟德斯鳩男爵」(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這個稱號標記著他貴族世家的出

身。1719年他被選為法國波爾多科學院 Bordeaux Académie全稱為「科學、文學、

藝術皇家 Académie」會長，發表「Académie開會詞」，主張 Académie的研究對

                                                 
3 根據 Desgraves考據：「孟德斯鳩的伯父，讓─巴普蒂斯特‧德‧孟德斯鳩在擔任波爾多法院的
庭長時，因當時高等法院達隆院長包庇尚博納伯爵違法腰配利劍闖入高等法院所在地翁布裏埃勒

宮，並仍將其吉耶納總督的任命案登錄在案，讓─巴普蒂斯特‧德‧孟德斯鳩起而抗議，並指責

院長的包庇行為，『傷害並背棄全體法官』，其提出三點看法：維護王權，保證法律的完整性，優

先保護法官的利益。此在孟德斯鳩後來的法官生涯與著作中不斷的一再被重申。」(Desgraves, 
1997 :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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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應為最抽象的科學，即指自然科學。1748年，《論法的精神》出版刊行。1752

年，羅馬教廷宣布《論法的精神》為禁書。巴黎大學神學院，對《論法的精神》

列舉十七點疑問，再加査禁。1755年，去世。4 

從上孟德斯鳩的著作中所展現自由的精神，我們很難說他是一位對於「貴族

權論」有特定偏執的啟蒙運動思想家，但是由於他的出身與交往，以及在《論法

的精神》當中對於「貴族權論」論證的偏愛，卻是對「貴族權論」做了最有力的

辯護。(Gay, 1977: 466-471)換言之，孟德斯鳩對於政府制度觀察的角度可能是有

其先天的限制，鑒於孟德斯鳩身處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的年代，加上其本身「穿

袍貴族」的背景，讓我們很難不懷疑，其對於「專制政體」負面的看法可能是其

來有自，特別是法王路易十四所建立一個權力集中的絕對統治的政府，一種類似

其政府分類理論中專制政體樣態，這種種對於當時貴族的權利與地位無疑是一大

打擊。這也是讓我們懷疑為何孟德斯鳩念茲在茲的「君主政體」之理想，必須要

有一代表中間權力(intermediate power)之貴族階級的存在。如其言：「君主政體的

性質是「中間的」、「附屬的」和「依賴的」這些權力所構成的。…最自然的中間

的、附屬的權力，就是貴族的權力。」(SL, BookI, Chapter2) 

魁奈(François Quesnay)，西元 1694年 6 月 4 日出生於巴黎附近的 Méréy，

他的父親是一農民(又一說是律師)，較早關於魁奈傳記的作者都表示他出生於一

個小資產階級家庭。1711年，他去巴黎，最初在一雕刻匠家充當學徒；不久，

開始自修醫學，並至醫學院旁聽，後成為正式生，並研究藥學、解剖、化學及植

物學。1723年，他取得外科醫生的正式證書。1748年，他任國王的主席外科醫

師。1755年，他升任法王 Louis 十五的御醫長。1758年，他的名著「經濟表」

發表，從此奠定重農學派的基礎。1763年，國家改革運動抬頭，他已成為「新

科學」的權威。1767年，發表《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1774年去世。魁奈生前

對於中國深具好感，讚揚備至，他尤其崇拜孔子，被自己的學生尊稱為「歐洲的

孔子」。5 

由於魁奈並不屬於當前主流民主政治思想的思想家，相對關於魁奈的研究，

就遠不如大約是同一時期的孟德斯鳩。然從當前的資料我們可以約略得知魁奈在

當時的法國大概是屬於第三階級。儘管魁奈不是貴族，但身為新興資產階級，面

對個性遠不如其祖父太陽王強悍與剛毅路易十五，在當時教士與貴族相對腐化的

法國政壇，其無疑傾向支持王權以對抗之。這也是讓我們可以合理懷疑，為何魁

奈主張權力集中在君主一人身上，「開明專制」成為其合理必然的選擇。 

(二)、社會政治環境 

孟德斯鳩所處的社會與政治環境，主要面對的是路易十四統治時期「專制政

體」的高峰，(Cobban, 1999a:129-130)當時法國國王作為上帝任命的君主，承擔

統一象徵的泉源，面對連續不斷的戰爭，路易十四引導貴族為政府與軍隊效力，

同時間軍隊更加效忠國王，貴族的勢力相對降低，以及必要時採取高壓的手段，

                                                 
4 關於孟德斯鳩的生平，請參閱周憲文，1977a：33-38；侯鴻勳，1983；Desgraves, 1997。 
5 關於魁奈的生平，請參閱周憲文，1977b：55-59；Maverick, 1946；談敏，1992; Schumpet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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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路易十四緊抓住精英階層的忠誠，無疑已建構出其太陽王統治的形象。路易

十四充分利用此一絕對統治的政治制度，削減議會中冥頑的權貴，扶持支持他的

新官僚貴族，而當時的有錢仕紳與一般農民皆不希望再次出現無政府狀態，因此

國王作為政府機關的領導者，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同時期舊有貴族們受到壓抑

乃勢所必然。(Price, 2002:81-83)誠如法國學者 Miquel 所言：「法國國王既是上帝

的第一僕人，也是王國的第一宗主，因此，貴族應該服從他。小貴族的反叛被各

省建立的特別法庭輕而易舉地平定。大貴族退出地方軍隊，而在凡爾賽宮得到了

美差和大有油水的職務。(2010:149)「國王在一切意義上就是國家。君主制是絕

對的、神授的，也是家長式的。國王是他們百姓的父親，永遠生活在他可愛的臣

民眼前。法國的社會生活及中體現在國王個人身上和他的宮廷之中。路易十四有

意把這種生活組織提供給公眾觀賞。」(Cobban, 1999b:281)在路易十四《關於教

育王儲的備忘錄》中有這幾段話：「將國王賜與世人的神要求人們就像敬畏神的

代理人一樣敬畏國王，審查國王作為的權力只屬於神。」王權是絕對不容分割，

國王的巨大權威意味著沉重的對等責任：為公共利益操勞，不得因個人情緒犧牲

國家的責任感與辛勤的工作。(Duby, 2011:697-698) 

魁奈所處的社會與政治環境與孟德斯鳩或稍有不同，儘管他們兩個人年紀相

差不遠，然魁奈對於政治問題的思考主要是面對路易十五當政時期，歷史學家對

於這一個時期普遍的看法認為，路易十五與路易十六並未繼承路易十四的統治方

式，嚴格說來他們兩個並未積極投入國政，這樣的做法使得凡爾賽宮內，政治陰

謀不斷的上演，法國國王大權旁落的結果，是大臣親狹，絕對王權專制的形式不

復存在，並且無力改變路易十四晚年過度消耗法國國力所留下的爛攤子。同時高

等法院對於王權的反抗，削弱專制王權的實質，遂導致絕對君權理論的逐漸崩

解。(Hampson, 1998:25-27)Price直接點明：「事實證明路易十五太軟弱，紅衣主

教德‧弗勒里太老(七十高齡)，無法抵制來自朝臣的壓力，他們要求加入奧地利

王位繼承戰爭，站在普魯士這一邊反對敵人哈布斯堡王朝的繼承人。軍事上的失

敗之後，不可避免的對於君主威望有沉重的打擊。…一連串的失敗和迅速增長的

國家債務，反映了缺乏有效的政治領導。…政府欲以通過增加賦稅來改善國家的

財政狀況的努力，都遭到特權階級的抵制。這類的反對聲浪也同樣來自最高法

院。(2002: 94-95) Miquel則稱：「人們漸漸把國家長期財政困難歸咎於路易十

五。…弗勒里去世和對奧戰爭結束以後，法國又增加了一大筆債務，虧空驚人。

儘管貨幣穩定，法蘭西越來越富足，但政府卻日益窮困。要想改革財政，就必須

向特權階級徵稅，必須損害上流社會，取消既得利益，而貴族們卻正在施加壓力，

以拱共自身利益。」(2010:162)資產階級「地位上升仍在持續，而且更為完強，

這與他們在艱難的道路上行進時考慮的更遠有關。勤勞、節儉和樸實，並以『詹

森教派』道德為特點的資產階級，自發指責貴族似意揮霍、追求享受和腐化的生

活方式。」(Duby, 2011:755) 

三、思想淵源 

(一)、孟德斯鳩「專制政體」理論的思想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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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第一卷第二章即表示其政府分類的定義：「政體

有三種：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專制政體。」(SL, BookII, Chapter1)。其認為關

於政府形式的分類幾乎是不證自明的，即便連最沒有學識的人都有辦法分清楚，

但是後世學者對此卻是有相當爭議的。孟德斯鳩關於政府制度的分類概念，不少

學者都表示它不是經驗的，並非觀察歸納而得來的；它是根據過去自然分類的原

則，根本上是形而上或是亞里斯多德式的(Aron, 1968: 21-22, 26-27)。 

是以在此我們先將亞里斯多德與孟德斯鳩關於「專制政體」的定義二者相互

比較。亞里斯多德以為： 

僅僅著眼于統治者的利益的政體全部都是錯誤的或是正確政體的蛻變，因為

它們奉行獨裁專制，…。(The Politics, 1279a 10-20) 

僭主制(tyranny)是君主制的變體，…因為僭主制也是一種君主政體，為單一

的統治者謀求利益，…這些蛻變了的政體無一願為全體公民謀取共同的利

益。(The Politics, 1279b 1-10) 

僭主制是一種君主政體，以主人的專制處理公共的政治事物；(The Politics, 

1279b 15-16) 

第五種形式的王制，其君王獨攬(disposal)一切權力，正如每一個民族或城邦

由一人掌管公眾的共同事物，這種體制同家長制(household)一致。家長就像

一位管理家政的君王，而君王就像一位管理一個或多個民族和城邦的家長。

(The Politics, 1285b 30-35) 

這些政體的變體中何者最劣、何者次之是一眼可見的；因為第一種即最神聖

的一種政體的蛻變必定是最惡劣的政體。(The Politics, 1289a 25-40)君王制要

麼是有名無實，要麼是憑藉其君主的諸多卓越之處；因而僭主制或暴君制必

定是最惡劣的政體，在另一極端上走得最遠。 

講到王制時，我們也就涉及到了兩種形式的僭主制，這是由於它們二者都根

據法律來統治，從而很有可能轉化為君王制。某些野蠻部族會推舉一些獨斷

專行的君主，古代的希臘也有過這種形式的君主，即所謂的民選邦主。這些

君主彼此之間有一些差別，就其依據法律並受到臣民擁戴而言他們屬於君

王，就其聽憑私意獨裁專制而言又屬於僭主或暴君一類。還有第三種形式的

僭主制，它顯得最像是僭主制，並與全權君王制相對應。這種僭主制的形成，

在於某一個人在不受任何審查的情況下，獨自統治了所有與其同等或比他更

優秀的人，而且僅僅從自己的私利出發，毫不顧及被統治者的利益；這種獨

裁統治因而得不到人們的擁護，因為任何一位自由人都不可能心甘情願地忍

受這種暴虐統治。(The Politics, 1295a 1-25) 

正如王位若是更加接近僭主之位便會導致君王制的覆滅，僭主之位若是更具

君王性質自然便能保全僭主體制。當然有一樣東西要死死抓住，那就是權

力；臣民願意也罷，不願意也罷，一定要依仗權力對其進行統治。放棄權力

就無異於放棄了僭主體制。不過，儘管權力必須奉為一項基本原則，但僭主

還是應當像君王那樣行事，至少要讓人們覺得自己大有君王風範。(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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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 1313a 15-40) 

從上我們可以歸納亞里斯多德關於「專制」的定義：僭主主要謀求統治者個

人的利益，以專制的方式管理公共事物，獨攬一切的權力，並且不受法律的管制

與約束。我們可以發現亞里斯多德關於「專制政體」的定義，其實比孟德斯鳩來

的更為細膩，6但是以「專制政體」的主要概念而言，二者實相差無幾，在此吾

人想要懷疑的是，孟德斯鳩關於「專制政體」的概念是承襲自亞里斯多德而來，

還是如其言是對於東方專制國家的觀察歸納而來，因為孟德斯鳩本人對此並無太

多的說明，僅表示這是不證自明的道理，卻也因此留給後世的學者滿肚子的疑

問？如果孟德斯鳩關於「專制政體」的觀念是承襲自亞里斯多德而來，則其關於

「專制政體」的看法可能比較接近啟蒙運動思想家對於人類「理性」信任的論證，

是一種先天形上的觀念，一種理想的典型以及一種抽象演繹的結果，與其所謂借

用自然科學觀察歸納的研究方法是背道而馳的。如果孟德斯鳩關於「專制政體」

的觀念是對於其所謂東方專制國家的觀察歸納而來，但是就其實情，東方的國家

政府的實際情形是否如其言是所謂的「專制」？可能有待商榷。抑或是在一個「專

制政體」的框架之下，將東方國家可能若干若合符節之處相比擬，套用在東方國

家之上，果真如此，則是否又違背自然科學的中立客觀性原則？ 

(二)、魁奈「開明專制」理論的思想淵源： 

關於魁奈「專制政體」觀點的思想淵源，我們或許可以與十八世紀中業以後，

在歐洲曾經流行過關於開明專制制度(enlightened despotism)的說法做一相互對

照。7但是對於這個說法的探討，後世學者則是莫衷一是，因為它所指的是一個

                                                 
6 亞里斯多德關於政府類型的區分其實是非常細膩的，在談到君主統治的類型時，亞氏即有五種
分類：「以上一共論述了四種形式的王制。第一種是史詩(英雄)時代的王制，其君王受到臣民的
擁戴，但權力有一定的限制，君王就像是一名統帥和法官，並主管宗教祭祀事宜， 第二種是野
蠻民族的王制，其君王的職位在王族中世代相傳，依據法律實行獨裁專制，第三種王制是民選邦

主制，其君王類同于民選產生的僭主；第四種是斯巴達式的王制，簡而言之，其君王是在王族中

世襲、終身任職的統帥。這四種形式的王制之間的差異正如以上所跡。還有第五種形式的王制，

其君王獨攬(disposal)一切權力，正如每一個民族或城邦由一人掌管公眾的共同事物，這種體制同
家長制(household)一致。家長就像一位管理家政的君王，而君王就像一位管理一個或多個民族和
城邦的家長。」(The Politics, 1285b 20-30)在討論到君主統治當中的僭主類型時，亞氏又有三種
分類 (The Politics, 1295a 10-25)」 
7 與開明專制制度(enlightened despotism)相似的說法另有開明絕對主義(enlightened absolutism)。
學者們傾向認為開明專制制度指的是十八世紀後半葉實際發生在歐洲國家的由當時各國的統治

者所領導的改革運動。如 H. M. Scott研究：「「開明專制君主」(enlightened despot)與「開明專制
制度」(enlightened despotism)的說法在十八世紀的後半葉不時地被使用。令人訝異的是，剛開始
這樣的說法是專制(tyranny)的一個暗示，甚至專政(dictatorship)。專制(despotism)這個字在十八世
紀的意義是同於威權(authority)並且並不臣服於任何法律的限制，並且它的使用是非常有爭議
的。最早的記錄─顯然是分離的概念─是在 1758年 Baron Grimm的著作 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中當作「專制…啟蒙」(despote…éclairé)的意義使用，但是開明只是他的許多特質之一。Grimm
之理想的統治者亦必須是正義，自我惕勵與良好意圖的。九年以後 Grimm使用精確的名詞，以
回應兩位著名重農學派人士魁奈(François Quesnay)與 Paul-Pierre Le Mercier de la Rivière著作中
所描述的情況，而此乃「開明專制君主」(enlightened depot)真實原始的意義。在 1767年，Le Mercier 
de la Rivière在他著名的著作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a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該著作被廣泛地認
為是一個啟蒙統治者的參考書，並且宣稱最好的政府是一個(despote patrimonial et légal)即它的統
治是藉著公開與適用已建立的基本的法律。」(1990: 4-5; Beales, 2005: 49-50)開明絕對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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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一個概念、一個理論或是一個史料編纂的分類，學者們仍是爭論不休。 

肯定這樣說法的學者認為：開明專制制度表現出統治者在受到啟蒙運動的影

響下，所採取的一連串的國內各層面的改革。這些改革包括：行政、司法與財政

體系的現代化；商業經濟發展的鼓勵；改善農業與廢棄奴隸制度的努力；國家的

控制力的擴大在天主教會之上，增加與改進牧師的活動；大學的教育被提進討論

日程；第二級與初等教育體系大量的建立。(Scott, 1990: 1)對於啟蒙運動思想家

而言其關於政治的理想與陳義均甚高，他們的政治理想是現代自由民主政治，這

樣的政治需要人民有相當的程度對於政治議題能有分析與討論的能力，需要人民

對於公共事物皆有普遍關心的風氣，需要人民的意見可以被轉化為實際政府政策

的管道，需要人民意見的表達不受到任何政治力量的干涉。以上這些在當時許多

地方是無法想像的，特別是歐洲大陸的國家，因此現實的環境──當時多數國家

人民教育程度普遍低落，人民並無議論政治的風氣，政治組織效能不彰，政府對

於人民表達意見的自由普遍的打壓──在在都讓他們不得不思考如何能實踐其

主張，根本的變革眼看短期間是不可能，因此他們只能滿足於在現有的政治基礎

上尋求變革，因此開明專制制度是他們不得不的一個選擇，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

做法。(Gay, 1977: 448-452) 

因此，「開明專制」政府理論與啟蒙運動思想家淵源最深者，應該就屬「重

農主義」學派，如魁奈(François Quesnay)在《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Despotisme 

de la Chine. 1767)與里維埃爾(Paul-Pierre Le Mercier de la Rivière, 1719-1792)的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al des socétés politiques(The natural and necessary order of 

political societies)對於開明專制制度多有正向的討論，(Beales, 2005: 48-49; Scott, 

1990: 4-5)重農學派認為個人追求幸福的權力應該被保障，他們反對政府任何任

意妄為的措施，但是他們認為權威的集中對於一個政府的存在是有其必要的，因

為這有助於個人權力的維護。權力是好是壞，端視它如何被使用，但是卻不能沒

有它。對於重農學派而言，法律的推行與普及最好是信任一位君主更勝於一個立

法機關；假如所有的立法者想法都是相似的，則一個頭腦會跟多數的頭腦一起運

作一樣的好；假如立法者們的想法是不同的，那將證明他們並沒有同樣的被啟蒙

(enlightened)。因此，多數重農學派學者都同意最好的政府的形式是「開明專制

制度」(Scot, 1990: 4-5; Beales, 2005: 54)。此非意味著重農學派支持專制制度，而

                                                                                                                                            
(enlightened absolutism)則是十九世紀中期以後的歷史學者所創造的一個歷史時期的分類概念或
理論，意指受到啟蒙運動直接影響下各國統治者的改革運動。如 H. M. Scott稱「開明專制絕對
主義」一詞使用「最顯著的即是 Wilhelm Roscher，他最有可能是這個現代歷史概念之父與第一
位發明這個名詞。在 1847年時一項對政府及其理論來源在前現代時期的廣泛調查，Roscher區分
發展的三個階段，每一個階段代表一種強烈君主政治的形式並且是藉著社會演化的自然法而產生

的。第一個階段是「封閉的絕對主義」(confessional absolutism)，其目標是鑲嵌在著名的公式 cuius 
region, eius religio，它從宗教改革(Reformation)持續到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結束西班牙菲
力浦二世(Philip II)是最顯著的例子。緊接著在 1648年之後的時期是「典雅的絕對主義」(courtly 
absolutism)由法國的路易十四的旗幟下 l’état c’est moi所主導。最後它讓路給十八世紀中葉數十
年的開明絕對主義(enlightened absolutism)時期，此概念的主要擁護者根據 Roscher指的是
Fr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以及 Joseph II in the Habsburg君主。」(1990: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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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照重農學派發現的自然法則進行管理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8 

另外，對於當時的歐洲統治者而言，儘管哪些人屬於「開明專制君主」之列，

後世史家迭有爭議。(Scott, 1990: 1-2; Gay, 1977:491)但是這些歐洲的君主所採取

的一連串的政策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或與啟蒙運動人士過從甚密9，卻是不爭

的事實。(Beales, 2005: 34-42; Scott, 1990: 15-17)因此「開明專制制度」與十八世

紀後半葉政府之間的連結日漸為學界所討論。(Outram, 2005: 28-33) 

否定這樣說法的學者認為開明專制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一個自我矛盾的語

詞，如果一個統治者本身已經不受到任何的約束，包括法律與習慣等，其基本上

是與啟蒙運動的意義是相背道而馳的，更遑論開明與否。最早在 1760年代盧梭

即抨擊重農學派從「開明專制」所引申出來「法律專制」(legal despotism)的概念。

「別再跟我提你們的法律專制了，」他坦白對米拉波說：「那只是兩個互相矛盾

的字被擺在一起，我根本不知所云。」(quoted in Gay, 1977: 494-495) Alfred Cobban

認為：「啟蒙運動時期的政治思想往往被假定是專制主義的一種修正。是最普遍

的一種偏見。」他並論證「開明專制」一詞對於啟蒙思想家毫無意義。(1960: 

161-179)著名的歷史學者 Peter Gay亦稱：「『開明專制』一詞在三個方面是誤導

                                                 
8 據說，當時統治俄羅斯的凱薩琳女王 the Russian Empress, Catherine the Great(1762-96)曾經詢

問：「你可以告訴我統治一個國家最好的方法嗎？」魁奈的弟子回答：「只有一種方法，女王陛下，

就是維持秩序與執行法律。」「但是在什麼樣基礎上的法律是一個君主所能依賴的？」「只有一種，

女王陛下，就是事物與人的本質。」「確實如此，但是當一個人希望將法律實施在人民身上，什

麼樣的規則可以顯示這樣的法律是最合適的？」「上帝並未賦予任何人給予或制定法律，女王陛

下，什麼樣的人認為他有能力制定連他自己都不清楚的或了解不夠的法律在他人的身上？而且連

上帝都未交付給他，憑藉著什麼樣的權力他可以把法律強加在他人身上？」「然而，什麼是你可

以轉化為治理的科學？」「去良好的學習，去認識與證明上帝已經清楚的銘刻在祂令其存在之人

的組織的法律。尋求超越於此者將會是一個很大的不幸與毀滅的做法。」(quoted in Bruun, 1967:35)
關於這個故事有另外一個版本。據說，有一次法國皇太子(後來的路易十六之父)向還是御醫的重
農學派開山師祖魁奈抱怨君主難為。「殿下，」御醫魁奈回答說，「我不這樣認為。」「真的!如果
給你當國王你會做些什麼？」「什麼 都不做殿下。」「那誰來治理國家？」「法律。」(Higgs, 1972: 
32; Gay, 1977: 496)儘管這只是一種傳聞，但卻表明重農學派仍是有超越單純專制制度的企圖，希
望專制君主依照自然法而統治。 
9 例如德普魯士的斐特列二世(Frederick II, 1712-1786)與啟蒙運動思想家伏爾泰等過從甚密，曾
經啟蒙運動思想家認為他是哲學家與統治者二者結合最佳的典範。俄國的凱薩琳二世(Catherine 
II, 1729-1796)在啟蒙時代的君主中也是一個突出的人物。當它變成女王之後，她要求達朗貝爾
(D’Alembert)成為她的兒子與嗣子的家庭教師(然而他太謹慎而未接受)，她開始呼應伏爾泰
(Voltaire)，並且當百科全書派(Encyclopédie)正為法國的查禁所苦時，如果其事業願意移到俄羅
斯，她願意提供以出版百科全書的大量厚本書冊。這個提議儘管未被接受，但是當 1765年她購
買狄德羅(Diderot)的圖書館時是遠超過所要求的金額，同時允許他繼續使用它並且在交易時給予
他一個很好的津貼。當她的政策被關切時，她馬上減低東正教(Orthodox Church)的權力並且擴大
宗教寬容。然後在 1767年她出版冗長的命令(Nakaz)，其中她召集一個立法委員會去審視俄羅斯
的司法體系。這份特別的文件，也許不是該立法委員會心目中所想的，卻是大部分由她自己從啟

蒙運動哲人(philosophes)的著作中所選取的。在 655條的條款中，據統計有 294條「全部或者實
質的部分」是來自於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De l’espirt des lois. 1748)，108條來自 Beccaria
的 Crimes and Punishments(1764)，35條來自 Biefeld男爵的 Institutions politiques(1760)，24條來
自 J. H. G. von Justi的經濟教科書 Die Grundfeste zu der Macht und Glückseeligkeit der Staaten(The 
Basis of the Power and Happiness of States. 1760-61)，20條來自《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1765
年已完成的部分)，以及少數非直接來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 Glasgow的演講，遠早於《國
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的出版。(Beals, 2005: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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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它把一堆頗異其趣的統治者放在同一個籃子；二、它讓他們全都要背負

『專制』君主的『罪名』；三、它讓這些統治者與啟蒙運動的關係顯得比實際密

切。」(1977: 682-683) 

然而晚近的研究卻顯示，在十八世紀後半葉可以發現許多歐洲統治者一連串

顯著的改革，在一個顯著的程度上是被當時的觀念所引發的。當時政府行政管

理、司法制度、宗教改革、教育制度、農業制度以及經濟改革的形成與落實與釐

清啟蒙運動的重要性之相關聯，廣泛的被認為是這些許多改革的開端。過去學者

往往假定觀念與行動之間有一個線性的連結並且尋找特定原則對於特定政策的

影響。現在對於開明專制制度的問題研究傾向於一個更精緻的方法並且認識其研

究途徑的複雜性。啟蒙運動被認為是對於改革提供一個更廣泛的環境更甚對於特

定政策的直接來源。從此觀點，開明絕對主義變成是一個心理態度的事物，而非

是試著實踐重農學派的教條。(Scott, 1990: 12-17)對於否定開明專制制度的看法來

說，固然就如同「法律專制」一般，是兩個自相矛盾的字放在一起，毫無邏輯可

言。但是誠如 Nicholas Henshall對此的評論：「儘管如此，但是人類從來就不是

依照邏輯而活，甚至是在理性的時代(the Age of Reason)。」(1992: 193)正是如此，

我們對待「開明專制制度」的說法，應該細膩的去分析它的內涵，了解在當時時

空背景下，其所呈現的特殊意義。亦如 Dorinda Outram稱：「描述啟蒙運動為現

代自由主義的原型，如 Peter Gay等，對於十八世紀君主們的行動有些不真實的

想像，並對其行為加以修正假如他們沒有辦法滿足十九二十世紀『自由』的標

準，…當前的研究在於探求一種關於啟蒙運動與君主們之間更多動態性的關聯，

少點時代錯誤，以及更多來自區域與國家模式與情況更細膩的壓力。」(2005: 33) 

四、孟德斯鳩關於傳統中國專制政體的觀點 

孟德斯鳩關於中國政府的認識可略述如下： 

(一)、個人意志的統治 

第一、「專制政體中，是由單獨一個人統治，既無法律又無規章，全憑個人

的意志與反覆無常領導一切。」(SL, BookII, Chapter1)這是孟德斯鳩給予專制政

體性質的最初定義，孟德斯鳩甚至說明這是一個不證自明的事實。他對於中國政

府的描述中即表示；「在中國的政府那裏，不斷地行使單一的個人意志。只是由

於特殊的情況，或者是絕無僅有的情況，中國的政府可能沒有達到它所應有的腐

敗程度。」(SL, BookVIII, Chapter21)  

第二、既然專制政體是由一個君主根據其個人反覆無常的意志進行統治，孟

德斯鳩進一步的推論，那麼在這樣的一個國家當中什麼樣的事情都不能確定，也

因此就沒有任何基本的法律(SL, BookII, Chapter4; Young, 1978:396)。儘管有人反

駁在中國有許多的典章制度，但是孟德斯鳩認為，在專制政體的影響之下，這些

基本的法律是沒有任何用處的，只是讓專制政體的禍害更加嚴重而已，因為專制

君主只是把國家當成個人一己之私。如其稱：「這個政府與其說是管理民政，毋

寧說是管理家政。這就是人們時常談論的中國的那些規章制度之所由來。人們曾

經想使法律和專制主義並行，但是任何東西和專制主義聯繫起來，便失掉了自己



 11 

的力量。中國的專制主義，在禍患無窮的壓力之下，雖然曾經願意給自己帶上鎖

鏈，但都徒勞無益：它用自己的鎖鏈武裝了自己，而變得更為凶暴。」(SL, BookVIII, 

Chapter21; Plamenatz, 1992: 19-20) 

第三、因為在專制的國家中沒有任何基本的法律，也就沒有法律的保衛者。

因此，在這些國家裏，宗教通常是很有力量的；它形成一種永久性的保衛力量。

要是沒有宗教的話，專制國中被尊重的便是習慣(customs)，以取代法律(SL, 

BookII, Chapter4)。孟德斯鳩認為：中國人是受禮儀(manière)10的支配(SL, 

BookXIX, Chapter4)。 

第四、由於專制權力的性質的關係，施行專制統治的單獨的個人也同樣地用

一個單獨的個人去替他行使他的權力。原因在於孟德斯鳩認為專制君主容易懶

惰、愚昧、耽於逸樂。因此，他把一切事物都放棄不管了。最簡單的辦法是把行

政委託給一個宰相 (vizir) 。宰相要有和他同樣的權勢。在這種政府的國家裏，

設置一個宰相，就是一條基本法律。孟德斯鳩在註釋中泛稱：東方的君主們是經

常有宰相的(SL, BookII, Chapter5; Young, 1978: 397-398)。此外，由於專制君主往

往蟄居於深宮並且縱情於聲色之中，而陪他玩樂的人往往是宮裏的太監，這容易

使專制君主的心思與精神日益頹廢，並且容易造成太監干政。孟德斯鳩甚至誤會

在中國所有的文武官吏都是太監。「在中國的歷史上，我們看到許多剝奪太監一

切文武官職的法律；但是太監們卻老是又再回到這些職位上去。東方的太監，似

乎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禍患。」(SL, BookXV, Chapter19) 

(二)、恐怖統治的服從原則 

第一、所謂：「政府的性質是構成政府的東西；而政府的原則是使政府行動

的東西。一個是政府本身的構造；一個是使政府行為之人民的情感。」(SL, BookIII, 

Chapter1)孟德斯鳩認為因為專制政體的性質是：一個單獨的個人依據他的意志和

反覆無常的愛好在那裡治國。而且在專制政體之下，君主把大權全部交給他所委

任的人們。那些有強烈自尊心的人們，就有可能在那裡進行革命，所以就要用恐

                                                 
10 禮儀(manières)與風俗(moeurs)這兩個字在《論法的精神》當中的使用是頗容易為人所混亂的。
根據孟德斯鳩表示：風俗(moeurs)是出於人的感悟(inspired)，是依賴人民的一般精神(general 
spirit)，推翻「一般的精神」和變更「特定的制度」是同樣危險的，甚至是更為危險的。(SL, BookXIX, 
Chapter12)在 1750年的倫敦譯本的《論法的精神》中將(moeurs)翻譯成(manners)，將(manières)
翻譯成(customs)(1750: 457)。同樣在 1800年倫敦譯本的《孟德斯鳩作品全集‧卷 1》The works of 
M.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Vol. I.中，也是將(moeurs)翻譯成(manners)，將(manières)翻
譯成(customs)。見(1800: 375)但是 Ann M. Cohler, Basia C. Miller, and Harold Stone.則把(moeurs)
翻譯成(mores)，將(manières)翻譯成(manners)。見(SL, BookXIX, Chapter16)另外，根據 Melvin 
Richter的研究：在十八世紀時，(moeurs)常常被翻譯成(manners)或者是(morals)；(manières)常常
被翻譯成(customs)或者是(behaviors)。(1977:107)其表示：「關於法律、風俗(moeurs)與禮儀(manières)
的區分是分析性的。實踐上，它們在中國或斯巴達是混合的，甚至在那裡只有單一的力量主導。

在斯巴達是風俗，在中國則是習慣。那些建立中國法律的人希望建立內在的平靜更超過其他。藉

著合併法律、宗教、風俗與習慣，他們使得行為的所有層面都臣服於慣例，儀禮(ritual)。當儀禮
被確實的遵守，中國就會被很好的治理。但是當某些統治者尋求使用身體處罰作為約束力量時，

國家將陷入無政府，終將導致革命。當這個主導中國政府和社會的原則被忽略，國家和社會的衝

突將是致命的。這個部分在孟德斯鳩的理論是特別顯著，因為它強調社會決定論的行為更甚於法

律的制裁。而且這是組成他起源理論(causation)的多元觀點，他沒有企圖建立一個層級節制的起
因，並且優先設置非政府行為對抗政府的行為。」(1977: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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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去壓制人們一切的勇氣，去窒息一切的野心。因此，專制政體需要恐怖(SL, 

BookIII, Chapter9; Cohler, 1988: 75,94; Boesche, 1990:758-759; Robin, 2000: 

348)。而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第八卷第廿一章直接稱：「中國是一個專制

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沒有這麼遼闊，政府的專制

的精神也許稍為差些；但是今天的情況卻正相反。」(SL, BookVIII, Chapter21)  

第二、孟德斯鳩認為在專制國家裏，政府的性質要求絕對的服從；君主的意

志一旦發出，便應確實發生效力，如同撞球遊戲中一顆球撞向另一顆球般的正確

無誤。在專制的國家裏，絕無所謂調節、限制、和解、條件、等值、商談、諫諍

這些東西；完全沒有相等的或更好的東西可以向君主建議；人就是一個生物服從

另一個發出意志的生物罷了。因此，在那裹，人們無法將壞的遭遇歸咎於命運之

無常，甚至也無法表現對將來厄運的畏懼。在那裹，人的命運和牲畜一樣，就是

本能、服從與懲罰。利用自然的感情，如對父親的尊敬，對兒女和妻子的愛憐以

及榮譽的規則或健康的情況等對抗君主的命令，是沒有用處的，人民只要接受命

令就夠了(SL, BookIII, Chapter10)。 

第三、孟德斯鳩認為在專制政體之中，除了專制君主之外，人與人之間都是

平等的，因為所有的人都是專制君主的奴隸，既然都是奴隸就沒有什麼貴賤高低

之分，所以人人是平等的。(Cohler, 1988:38-39)如其稱：「專制國家的原則絕不是

榮譽。在那裹，人人都是平等的，沒有人能夠認為自己比別人優越；在那裹，人

人都是奴隸，已經沒有誰可以和自己比較一下優越了。」(SL, BookIII, Chapter8)

「在共和政府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在專制政體之下，人人也都是平等的。在

共和國，人人平等是因為每一個人『什麼都是』，在專制國家，人人平等是因為

每一個人『什麼都不是』。」(SL, BookVI, Chapter2) 

第四、在專制政體中，孟德斯鳩認為相對而言一般人民受到專制君主的壓迫

是遠小於政府官員。原因在於雖然政府官員與專制君主的關係相較於人民而言是

較為接近的，但相對的對於專制君主的威脅也較一般人民巨大，因此專制君主對

待政府官員相較於一般人民來說是更為嚴苛的。如其言：「老百姓應受法律的裁

判，而權貴則受君主一時的意欲的裁判；最卑微的國民的頭顱得以保全，而總督

們的頭顱則有隨時被砍掉的危險。人們談到這些可怕的政府，不能不顫慄。在我

們這個時代被米利維斯廢掉的波斯王所以看到了他的政府在被征服以前就已覆

亡，就是因為他不曾使人們流過足夠的血。」(SL, BookIII, Chapter9: Plamenatz, 

1992:26) 

五、魁奈關於傳統中國專制政體的觀點 

魁奈關於中國專制政體的理解可以略述如下： 

(一)、開明專制的統治 

第一、魁奈對於專制政體先下一個清楚的定義，魁奈認為專制君主有兩種。

一種是執行法定權力的統治者，另外一種是篡奪專制權力的統治者；前者受到政

府制定的各種法律的限制或制約，後者則是不受政府各種基本法律的限制或制

約，因此就有所謂合法的專制君主與任意妄為或不合法的專制君主之分。對於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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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而言，那些儘管獨攬大權、但是權力必須受到政府各種基本法律限制的君主皆

可使用這一個稱號，或可稱之為君主、國王與皇帝等。但是在獨裁專制中，專制

君主似乎被看作是一個殘暴的統治者，因此該名詞貶義成分居多。對於魁奈而

言，他以為儘管歐洲人常常對於傳統中國專制政體有不好的印象，但是根據實際

觀察的結果，中國的專制君主必須確實執行政府建立的各項法律，他本人也必須

遵守這些法律，因此傳統中國專制君主應當屬於合法專制君主的範疇。如其言：

「中國皇帝制專制君主，但這個名詞適用於哪種涵義呢?在我看來，好像我們歐

洲人常對中國政府懷有一種不好的印像；但是我從有關中國的報告中得出結論，

中國的制度係建立於明智和確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執行這些法律，而他自己

也審慎地遵守這些法律。人們可以從下面根據這些報告本身而作的簡單匯編中來

判斷這個問題，提出這個匯編也正式為了這個目的。」(Quesnay, 1767: 141)  

魁奈認為中國專制君主的權力是受到自然法的限制。從合法專制君主的角度

評議，中國的皇帝儘管權力是絕對的，但是他必須確實遵守政府的各項法律，而

中國政府的基本法是建立在無可異議的自然法的基礎之上；自然法的存在使君王

不敢違法作惡，能夠保證他合法地行使職權，保證最高權力人物積德行善。結果

這個權力對於統治者來說是一個福音，對於臣民來說也是一個受到崇拜的力量。

(Quesnay, 1767: 225)其中，魁奈觀察到傳統中國專制君主及其臣民之間有某種倫

理情感的關係存在，如同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的關

係。人民應該像孝順父母一般侍奉君主，同樣的君主也應當像父母照顧子女一般

照顧人民。「中國的皇帝們從不濫用這種遵從而對自己的臣民施行暴政。那裡在

人民中間普遍樹立起這樣一種信念〈實質上是根據政府的基本法而樹立起來

的〉，正如人民應當孝順地服從於他們的君王一樣，君王反轉來也應當像父親那

樣熱愛他的人民。而且，這些統治者在實行管理時非常溫柔，他們一直在研究以

各種方式來使其猶如父親般的慈愛更加燦爛輝煌。」(Quesnay, 1767: 226) 

另外，除了自然法則對於中國的專制君主有拘束力之外，魁奈認為中國人對

於歷史紀錄相當的重視，這樣的歷史記載同樣對於君主有某種程度的約束力。因

為歷朝政府對於歷史記載與保存皆非常的重視，不僅詳細記錄歷代重要人物的言

行舉止，特殊事件，而且對於歷史的記載與保存的工作是由政府官方執行，因此

是相當的慎重。這些記載歷史的史官關於君主的一言一行莫不詳細記載，且不因

君主的權威而扭曲事實，因此對於君主的言行亦有相當程度的拘束作用。11 

因此，魁奈表示孟德斯鳩對於傳統中國專制政體的考察不僅誇大並且是帶有

情緒性的。魁奈基於對事實的觀察，卻得到與孟德斯鳩相反的結論。其以為孟德

斯鳩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詭辩。如果不加以澄清，那麼我們過去一直

                                                 
11 魁奈表示對於君主歷史的記載，中國人有一套嚴謹的方法。「中國人採取的預防措施是，任命
若干人們所公認的誠實正直的進士來撰寫這個地過的通史。指派一些學者紀錄皇帝的所有言論和

行動，而且是每個人分別將這些言行逐日記錄下來，禁止他們相互核對這些紀錄。這些史官必須

將美事和惡行一並記錄在案；當君主在世時，決不能打開收藏著它的言行實錄的盒匣，甚至只要

它的家族仍在位，他死後也不能打開這個盒匣。但是，當王權轉移到另一家族手中時，這些長年

累積的言行實錄便被匯集在一起，仔細加以比較以確認事實真相。每個王朝的編年史就是由此形

成的。」(1767: 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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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法避免的被這些似是而非的推論所蒙蔽的情況，可能又會出現。(Quesnay, 

1767: 239)魁奈反駁孟德斯鳩聲稱傳教士對於中國君主的讚譽是出於其對於教皇

的單一意志統治之類似的服從。魁奈以為對於一個人來說，肯定是極其缺乏證

據，才會訴諸那種懷疑論調。孟德斯鳩稱：「傳教士們最初可能是被秩序的外表

所迷惑了。他們可能做的更多。他們也可能對於所提供的許多事實的細節，在文

字上進行了篡改。」魁奈認為難道日後陸續來華的其他傳教士的報告同最初來華

的傳教士的報告相互牴觸嗎？或者是最初的傳教士自己後來反悔了嗎？而且來

華傳教士們並沒有因為中國專制君主的幫助，而取得在華傳教工作的重大的進

展？因此，魁奈懷疑來華傳教士對於中國諸多事實觀察的報告，會因為傳教士個

人對於絕對統治的偏好或得到專制君主的支持(實際上並沒有任何支持宣傳基督

教教義的官方宣言)，而如孟德斯鳩所言，扭曲對於傳統中國專制政體事實的描

述。(Quesnay, 1767: 243-244) 

第二、魁奈認為傳統中國專制君主並非如孟德斯鳩所言是根據個人意志，反

覆無常的統治。在中國君主同樣也必須遵守國家的基本法律，皇帝本身並無法任

意廢除這些基本法律。(Quesnay, 1767: 200)而且國家法律的公佈有一定的程序。

政府頒布的法律必須由皇帝批准，而這些經由皇帝批准的法律尚須經過最高審議

機構核查註冊之後，才能生效。(Quesnay, 1767: 214)魁奈認為中國法律的基礎來

自於中國的倫理原則，中國的法律完全建立在倫理原則的基礎上，在中國，道德

和政治合為一門科學，所有的實在法都是以維持其政體形式作為它們的唯一目

的。沒有凌駕於這些法律之上的權力，這些法律都受到自然法則的絕對支配，在

君主的統治中，一切都如同普遍和基本的法則一樣，是永遠穩定和開明的。

(Quesnay, 1767: 212)因此，魁奈反駁孟德斯鳩宣稱中國這樣一個專制主義的國家

並無法律存在。魁奈認為良好的法律造就良好的統治，如不遵守法律，統治也將

不復存在。嚴厲的專制君主通過法律而得到加強，如果他能嚴格執行法律，他統

治的國家將會呈現良好的秩序。其並不贊同孟德斯鳩謂：「任何東西和專制主義

聯繫起來，便失掉了自己的力量」。他認為這是一個混亂的觀念！或許在一個任

意妄為的專制君主統治中法律可能無甚意義，因為全憑君主個人的好惡統治；但

是在一個合法的專制君主統治當中，正是因為依照法律的統治，而使得國家的政

治更為良好，不僅不會因為法律跟專制統治結合在一起，使法律失掉了自己的力

與效力，相反的更能保證法律的確切執行。魁奈以為面對中國政府這個世界上迄

今所存在的最古老、最廣袤、最仁慈和最繁榮的國家時，中國的專制統治會引起

孟德斯鳩如此的困擾，是因為他將中國的專制主義與專橫和殘暴的獨裁統治聯繫

在一起。(Quesnay, 1767: 247-248)因此，重農學派「建議治療君主，將他們變成

立法者，重農主義者是帶著強烈的慾望看待法國國王將自然秩序的原則轉變成實

際。然這些是實際的運用，並非構成其學說的核心。他們真正的貢獻，在於他們

堅持社會與國家是藉著法則統治(ruled by laws)，當給予一個前提 α，則結果 a將

會產生，給予一個一定的前提 β，其他的 b將會產生。因此無論誰想要 a，一定

要藉著 α而不是 β 統治；無論誰想要 b，一定要 β而不是 α 統治。」(Eianudi,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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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第三，魁奈應當同意孟德斯鳩關於中國是依靠人們內心善良與公正的規範統

治的，具體的表現在外在的行為即是「禮」和「儀」。魁奈盛讚指導中國政治的

儒家經典，並對於儒家經典有一基本的認識。其中，魁奈清楚的認識《論語》是

孔子與其弟子之間關於德行、政府的良好統治以及統治的藝術所做的相關討論；

其中充滿了格言和道德原理，甚至勝過於古希臘哲學家們的純粹思辯。《孟子》

亦是以對話的形式，討論政府的良好管理以及建立起這種良好管理的辦法。如

Fox-Genovese評論：「魁帶稱讚孔子，不像希臘思想家，他不做無意義的思考。

孔子致力於現在存在的人們，強調在一個重要的原則下認識自身的真實性。他把

自己的工作限定在透過那些值得尊敬、應所畏懼與應予表彰的人，來激發人們，

其中這些人擁有引導的力量以說服大眾，這樣的力量存在所有人的心中，甚至在

人心最隱蔽之處，它從未對德行不鼓勵與獎賞，或對於罪惡不給予懲罰。如同魁

奈所堅持的，這些基本訓令是孔子企圖改造人類的道德(morals)內涵。」

(Fox-Genovese, 1976: 74)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魁奈認為中國人對於道德和政治，並

未加以區分；就中國人而言，美好生活的藝術也就是良好統治的藝術，兩門科學

合二為一，彼此相同。(Fox-Genovese, 1976: 75)魁奈同時表示，中國人這種人與

人之間的道德關係，是可以拓展到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其認為在《孝經》

中即談到：子女的對於父母的孝道是所有義務中最重要的一項，並且居於善德的

第一位；一旦認為如果子女不孝順他們的父母，則官吏們也就不會服從他們的統

治者，從而有害於政府統治的公正原則和禮儀。(Quesnay, 1767: 188-189) 

第四、魁奈認為在中國君主與臣民之間的關係非絕對的上下關係，而是一種

角色的分工與道德的聯繫，這樣關係建立的前提歸因於中國良好的教育制度，

(Quesnay, 1767: 157)以及嚴格的官吏選拔制度。這些官吏的選拔都是經過層層的

考試與選拔。(Quesnay, 1767: 200)因此政府的統治權實際上都是交付這些博學多

聞的官吏。(Quesnay, 1767: 235)並且，魁奈認為中國政府存在著高度的分工合

作。除了最高的六個行政機構：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與工部各有其職

掌之外。在這六個最高朝廷機構之下，還有許多較低層次的行政機構；而在這些

朝廷機構之上，則只有皇帝和主要的顧問大臣所組成的「閣老」(Kolaos)的機構(即

所謂的「內閣」)。(Quesnay, 1767: 218-219)比較特別的是，魁奈非常稱讚中國的

監察制度，他認為因為傳統中國專制政體所有機關的活動都受到監察官員的嚴密

監督，但是並不會干擾政府的運作，除非皇帝交辦他們的事項。魁奈稱這些監察

政府的官員為「考吏肅」，即所謂的「御史大夫」；而且這些監察官員監督的對象

不只是一般政府官員，包括皇親國戚與皇帝本人在內，皆是其監察的對象。魁奈

認為中國專制政體的組織是經過審慎設計。一方面維護中央政府的權力隸屬於元

首一人，以及防範這些政府機構有損於皇帝的權力或者密謀反對國家。另一方面

政府的各種權力機構被劃分隔離，因而所有機構都得相互依賴、分層負責與節

制。(Quesnay, 1767: 226-227) 

魁奈反駁孟德斯鳩宣稱傳統中國專制政體只有君主一人關心公眾利益。 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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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指出：中國的皇帝親自處理一切事物，他比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君王，都更為關

心政府事物。例如在人事任免權上，皇帝擁有絕對的權威。而地方官吏被看作是

一個龐大家族的家長，即地方百姓的父母官。他要對哪怕是最小的騷亂負責，如

果他未能及時平息叛亂，至少是要丟掉他的官職。他必須禁止下屬官吏壓迫百

姓，對於他的下屬官吏來說，就像他自己一樣，其唯一的職責就是維護公眾的福

利。(Quesnay, 1767: 249-250)與此同時，魁奈表示傳統中國的專制政體其行政官

員的行為是受到嚴厲的考核的。每隔三年對於所有官吏治理政事的情況進行的普

遍考核，並且由主官親自審閱與加註考評意見。透過這種方式，中央行政機構便

確切掌握了帝國內所有行政機構中的官吏情況，並且能根據此實行獎善罰惡。此

外，皇帝時常派遣一些監察官員到各省，監督官員施政的情況，甚至皇帝也會利

用機會微服出巡。(Quesnay, 1767: 251-252)正是因為中國傳統專制政體是以知識

份子領導政府，魁奈對於傳統中國專制政體讚譽有佳，並且認為傳統中國的專制

政體有方法防止一切弊端。12特別是監察制度，因為「一個可以自由檢舉的制度

是建立可靠而穩固的統治的基本條件之一。」如Mario Einaudi所言：「在中國，

一個幸福的國家是由自然法絕對普遍統治，其憲法鑲嵌在自然法的基本原則，藉

著它完全獨立於君王而保護它，誰也沒有權力改變它。當君王試圖去侵犯憲法與

法律的執行時是和它的精神相違背的，整個國家的司法系統採取行動阻止國王的

企圖。『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更自由，因為它們都在勸戒君主』這些抗議在法庭

之外，偉大的國家公務員如同清廷官員總是成功的，總結魁奈所言，因為野蠻和

頑抗的君主在中國很少。」(1938: 30-31) 

(二)、倫理道德的統治原則 

第一、魁奈引用孟德斯鳩對於中國的觀察，說明中國政治的根本精神並非恐

怖而是倫理情感。魁奈認為帝國的太平是中國立法者主要的目的，維持政治太平

最好的方法在於人民的服從，而人民對於統治者的服從並非如孟德斯鳩所言，是

建立在恐怖的基礎上。魁奈認為人民服從的基礎是在於人與人之間的倫理情感擴

大應用範疇所致。而且這種倫理情感是相對的，就像子女對父母親孝順，父母親

回報子女以慈愛；同樣的，人民對於統治者尊敬與服從，統治者一樣要以其愛還

治其統治的人民。「尊敬父母就必然和尊敬一切可以視同父母的人物，如老人、

師傅、官吏、皇帝、至高無上的存在(the supreme being)等連繫著。對父母的這種

尊敬，就要父母以愛還報其子女。由此推論，老人也要以愛還報青年人；官吏們

要以愛還報其治下的老百姓；皇帝要以愛還報其子民以及造物主對待人類的寬厚

仁慈(and the clemency of the creator toward mankind)。所有這些構成了禮教，而禮

教構成了國家的一般精神。」(Quesnay, 1767: 213) 
                                                 
12 魁奈稱：「人們應當由此得出以下推斷，無知一直是最嚴重的統治失誤、人民破產和國家衰亡
的主要原因。鑒於此，中國一直是受到學者內閣如此牢靠的保護，這些學者在國內處於第一階層，

他們關心通過理性之光來引導人民，就像關心使政府明確地服從於那些自然和顛撲不破的法則一

樣，而這些法則確立了社會的基本秩序。在這個疆域遼闊的帝國內，長官的一切錯誤和一切營私

舞弊的現象，經常在政府的通報中公佈出來，以便確保這個巨大帝國的所有省份都能遵守法律，

反對濫用職權，並且確保通過自由的檢舉來明察秋毫，而自由檢舉是建立一個可靠而穩固的統治

的基本條件之ㄧ。」(Quesnay, 1767: 302-303) 



 17 

O. H. Taylor更賦予魁奈對於中國君主與人民之間的倫理關係一種事實研究

的基礎。13同時魁奈表示：按照中國政府的古老原則，君主被看作是一個大家庭

的家長，皇帝為自己的官吏和人民提供他們所需要的一切東西。諸如官員的薪

給、窮人、老人和傷殘者的供養費；軍費支出，公共工程費用；受災省份的救濟

品；以及那些曾對國家有顯著貢獻或那些以優異品行而著稱的人之獎勵(Quesnay, 

1767: 221)因此，魁奈反駁孟德斯鳩對於傳統中國專制政體君主的批評，魁奈認

為中國皇帝並非是以恐怖作為國家統治的手段。「中國皇帝是以卓絕的禮儀來表

示他們的虔誠；有大量的事實可以說明，這個國家的各種需求迫使他們不得不向

神聖的天道進行祈禱。」(Quesnay, 1767: 244-245) 

第二、魁奈亦否認傳統中國專制政體如孟德斯鳩所言：在專制政體中官員與

人民對於君主是絕對的服從；君主的意志是絕對的，沒有任何調節、限制與諫諍

的空間。相反的，魁奈認為在中國政府對於皇帝的直言進諫一直是備受鼓勵的，

這對於匡正統治者的缺失有很大的幫助。這樣的勸諫不單是對於皇帝底下的大臣

們，包括皇帝本身亦是勸諫的對像。魁奈稱：「勸諫皇帝的風氣，一直受到中國

法律的鼓勵，監察機構和高級官吏們總是直率和勇敢地進行勸諫。他們真誠而大

膽地告誡皇帝：使用權力要有所節制，這是加強而不是削弱地它的權力；」

(Quesnay, 1767: 214)而且魁奈進一步證明為何傳統中國專制政體非孟德斯鳩專

制政體的同義詞，他表示在勸諫的過程中，萬一發生皇帝不聽勸，甚至對那些敢

於維護公眾利益的官吏發洩不滿，那麼，皇帝將遭到人們的蔑視，而那些仗義直

言的官吏卻會受到人民高度贊揚，他們將名垂青史。即使有部分的皇帝採取窮凶

極惡的殘暴措施，也不能阻止那些敢於直諫的官吏們；他們前仆後繼，置死亡的

威脅於不顧，直至暴君為他們的勇氣所懾服，被迫接受他們的勸告。不過，魁奈

表示在中國，凶惡殘暴和固執已見的皇帝是非常少見的；多數皇帝並不是野蠻殘

酷的統治。在中國，暴行是受到人們的憎惡，而且一般說來，害怕遭受眾人的指

責，亦是對君主的權力有相當程度的節制與限制作用。(Quesnay, 1767: 214-215)

魁奈在其《中華帝國的專制政治》一書中，不只一次的稱讚「考吏肅」(即御史

大夫)的重要功能，更舉實例說明這樣的制度對於良好政府的統治是必要的。

(Quesnay, 1767: 215-217)Mario Einaudi即評論：「當魁奈企圖轉化他從中國人的憲

法(政治架構)(constitution)所學到的概念成為所有國家的模範，他認為應該回到中

國的地方官員，他們所擔負的責任支撐了中國的憲法(政治架構)(constitution)，他

們所認可的文字成為皇帝的法律有效性之必要條件。魁奈呼籲保民官的司法權限

不應只被限於解釋實證法，應該包括尊重主要的自然法的原則，後者的概念被認

為是鑲嵌在憲法(政治架構)之中。」(1938: 31) 
                                                 
13 Taylor謂：「自然秩序的制度將結合自然法的原則。在其討論自然法的文章中，魁奈一開始即
表示以前的作者在此主題所達到的只有模糊和混亂的概念，因為他們的觀察不是建立在關於人類

自身，他們的物理和心理特質，以及他們之間在特定社會情況下的複雜關係之確切事實上。這些

事實的研究將展現自然希望人類認識他們各自的權利和責任，以便他們可以在最有效的方式上彼

此合作。因此自然顯然賦予父母相當責任去對他們的子女做相當的事情，並給予子女回應其父母

服務的權力。事實的情況是父母與子女被安置在足以展現此情況。所有人類的權利和責任都同樣

的被決定──藉著事實和情境的要求他們彼此之間都有關係聯繫著。」(1930: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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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魁奈反駁孟德斯鳩認為在專制政體之中，除了專制君主之外，人與人

之間都是平等的，因為所有的人都是專制君主的奴隸，所以人人是平等的。相反

的，魁奈認為傳統中國社會相較於西方階級固定的社會，反而是更加平等的。魁

奈觀察到傳統中國人民的階級是有其上下流動的，非像西方國家是固定不變，個

人可以依照其努力令其階級上升，也可能因其怠惰而使其階級下降。魁奈表示：

「在中國沒有世襲貴族，一個人的功績與才能是他可能獲取顯貴地位的惟一標

準。帝國丞相的子女縱使擁有財富，卻不得享有特殊的照顧。如果他們喜歡游手

好閒，或者缺乏才智，便淪落到一般平民的地位，常常是不得不從事卑賤的職業。

總而言之，兒子可以繼承父親的財產；但要接替他父親的高位顯職和享有他父親

的聲望，就必須沿著他父親走過的同樣道路，逐步使他自己得到提升；因此，兒

子的全部希望都寄託在求學上，以此作為獲取功名的唯一途徑。」(Quesnay, 1767: 

172)魁奈在書中曾經巨細靡遺的說明中國社會的階層情況。(Quesnay, 1767: 

173-175)並表示階級晉升之路在中國社會是開放的，想要擠入受人尊敬的學者階

層與謀取官職，就只有走上謀取各種學習功名的道路，即科舉考試一途。未獲得

這些學位的人將無法享有任何的榮譽，也無法擔任一切的政府職務。(Quesnay, 

1767: 200) 

六、政府的功能與目的與環境的關係 

(一)統治者與被治者的關係 

從孟德斯鳩的個人社經地位與面對的社會政治環境角度探討，我們可以發現

孟德斯鳩對於專制政體的貶抑是其來有自的，就捍衛其個人利益或階級利益而

言，其反對當時專制王權的主張，認為政府不應依照統治者個人意志的隨意統

治，因為結果將是淪為暴君統治，其政治之壞，莫此為甚，這樣的觀點從古希臘

以來即有之，如前述亞里斯多德關於專制政體的論述。因此孟德斯鳩剩下的選擇

只有共和政體與君主政體，唯孟德斯鳩關於共和政體的探討仍是援引古希臘時期

的城邦政治，一種小國寡民的政體並不符合當時法國政治的需要，最後的選擇只

有君主政體。對於孟德斯鳩而言，君主政體的原則是榮譽，亦是君主政體的政治

品德；而且它跟法律的力量相結合，是政體得以運行的動力，亦即君主政體與專

制政體儘管都是由一人統治，但是最大的差別在於君主政體的統治者必須依照法

律，而專制政體的統治者是但憑個人的意志。如其言：「榮譽就是每個人和每個

階層的成見。它代替我所說的政治品德，並且處處做品德的代表。在君主國裏，

它鼓舞最優美的行動；它和法律的力量相結合，能夠和品德一樣，達成政府的目

的。」(SL, BookIII, Chapter6)「我們已經說過，有君主政體就要有優越地位、品

級，甚至高貴的出身。榮譽的性質要求優遇和高名顯爵。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榮

譽便在這類政體中獲得地位。」(SL, BookIII, Chapter7)「君主政體的性質是：君

主在那裡握有最高的權力，但是他依據繼承的法律行使這一權力；專制政體的性

質是：一個單獨的個人依據他的意志和反覆無常的愛好在那裡治國。」(SL, BookIII, 

Chapter2)既然君主政體的原則是榮譽，而榮譽的追求在於優厚的待遇與高官爵

祿。特別是孟德斯鳩稱君主政體在君主與人民之間需要有執行「法律」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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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需要一個中間的力量，如果沒有這個中間的力量，只能依照君主個人意志統

治，那將淪為專制政體。而最自然的中間力量，莫過於貴族階級，是以貴族式君

主政體最重要的要素，沒有貴族就沒有君主，沒有君主也就沒有貴族，因此貴族

階級在君主政體當中就扮演一個重要的地位，強調貴族階級利益對於君主政體的

維護是有其助益的。如其言：「君主政體的性質是『中間的』、『附屬的』和『依

賴的』這些權力所構成的。我說君主政體的性質，指的是由單獨一個人依照基本

法律治理國家的那種政體的性質。我說『中間的』、『附屬的』和『依賴的』這些

權力，因為實際上，君主政體裏，君主就是一切政治的與民事的權力的泉源。有

基本法律，就必定需要『中間的』途徑去施行權力，因為如果一個國家只憑一個

人一時的反覆無常的意志行事的話，那麼這個國家便什麼也不能固定，結果也就

沒有任何基本的法律了。最自然的中間的、附屬的權力，就是貴族的權力。貴族

在一定方式上是君主政體的要素。君主政體的基本準則是：沒有君主就沒有貴

族，沒有貴族就沒有君主。但是沒有貴族的君主國，君主將成為暴君。」(SL, BookI, 

Chapter2)  

只是我們想要懷疑的是，只有貴族能夠擔任中間的力量嗎？新興的資階級能

否取代貴族階級？換言之，從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中如果我們把國家社會分類成

三個階層：最高的統治者、中間的統治階層與下層的被統治階層，則中間的統治

階層是否一定要是當時的貴族階級？抑或是一種具有前述追求榮譽的特質皆可

成為中間的統治階層？一種具有中間性質之特質的統治階層皆可以達到如孟德

斯鳩所謂貴族階級的功能與意義，則為什麼一定要是貴族始能夠成為中間的節制

君主的力量？對此孟德斯鳩似乎並未清楚的說明其理論中的貴族是否就是指當

時法國社會的貴族，就政治思想而言，我們可以同意孟德斯鳩的推論，君主政體

必須依照法律統治，必須有一節制君主的力量，及日後權力與權力之間制衡的概

念。唯這樣一個制衡君主的力量是否必須是具體如當時法國之貴族階級？還是這

樣一種中間制衡的力量就稱為貴族式的思考？而且這樣一種中間制衡的力量追

求的是權力的制衡？亦或是榮耀的追求？二者有無必然關係？恐怕有待商榷，從

孟德斯鳩關於貴族的論述，很難讓人不聯想其所指的是某個具體的貴族階級，但

是二者的內涵與意義可能是有所不同的。 

對於魁奈而言，從個人社經地位以及當時的社會與政治環境，其關於「開明

專制」的主張亦不難理解。面對紛擾不斷的政局、日益敗壞的時局與日漸驕奢的

貴族與教士階級，一個強而有力的君主集權統治乃勢所必然，非常時期必須使用

非常方法，這樣的觀點在中西政治思想的發展上都有異曲同工之意。特別是對於

被統治階層，政治的安定、社會的安全與經濟的發展乃是其所企盼，作為新興資

產階級尤其如此，上述環境的塑造無一不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統治者，其間最大

的阻撓當然是來自中間的統治階層，一群既有利益的既得者，被統治階層無力對

抗，最終只有仰賴最高的統治者能對這群既得利益者有所壓抑，因此開明專制乃

是其唯一選擇。唯這樣的開明專制統治者，仍然必須依循法律統治，而非可以任

意妄為，對於魁奈而言，他們同樣不能接受一種不依照法律的專制君王與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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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言：「專制君主主義指主管者或當權者，因此這個稱呼可以用於執行法定絕

對權力的統治者，也可以用於篡奪專制權力的統治者，而後者執政不論好壞，其

政府都不受基本法則的保護。這樣就有合法的專制君主與為所欲為的或不合法的

專制君主之分。在前一種情況下，專制君主這個稱號似乎與帝王的稱號沒有什麼

區別，這是給予所有國王的稱號，也就是說，對於那些獨攬大權，其權力受到以

他們為首的政府制定的各種法律所限制或制約國王，均可使用這個稱號。這一解

釋同樣適用於皇帝，因此，君主、皇帝、國王以及其他等等，都是專制君主。而

在獨裁專制中，專制君主一詞幾乎總被看作是一個貶義稱號，意指殘暴專橫的統

治者。」(Quesnay, 1767: 141) 

這也是為什麼魁奈認為當時中國的政府制度足以為法國政府改革重要參考

的原因之一，因為對於魁奈而言，當時的中國政府是符合其所謂合法專制的定

義。如其稱：「中國皇帝制專制君主，但這個名詞適用於哪種涵義呢?在我看來，

好像我們歐洲人常對中國政府懷有一種不好的印象；但是我從有關中國的報告中

得出結論，中國的制度係建立於明智和確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執行這些法

律，而他自己也審慎地遵守這些法律。」(Quesnay, 1767: 141)就此而言，孟德斯

鳩關於君主政體的主張與魁奈關於合法專制的主張實相差無機，因為二者都必須

依照法律統治，法律的內容與意涵二者的理解亦是相差無幾，皆強調一種自然法

的傳統、過去的習慣、以及實在法的觀點。(SL, BookI ; Quesnay, 1767: 212)不同

的地方在於，孟德斯鳩強調君主政體中權力與權力關係的制衡，魁奈則強調君主

政體中政府的安定與效率，一種具體公共事務的解決能力，只是我們想要進一步

探討的是，就統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關係而言，前者似乎強調的是中間統治階層

的利益；而後者對於下層的被治者而言似乎才是真正利益之所在。就此一意義而

言，傳統中國政府的論點比較接近魁奈的論述，而與孟德斯鳩君主政體的理想是

有差距的。為這是價值取捨的問題，一種權力與權力制衡關係的政府體制是否優

於一種政府安定與效率的價值可能很難單純的做比較，但是如果從統治與被治關

係中，不同階層的利益考量，結果可能很不一樣，相較而言，一種權力與權力關

係制衡的政治體制對於中間的統治階層是較有利的；相對的一種政府安定與效率

的政治體制對於下層的被統治階層式較為有利的，其中的利弊得失端視從哪一個

角度去思考。 

(二)、政府的功能與目的 

就孟德斯鳩而言，其關於傳統中國專制政府的論述可以推論出中國政府的形

象對其而言可能是充滿矛盾的，因為就事實描述，傳統中國政府似乎符合其關於

專制政體的評論，一種個人意志的統治、要求被治者絕對的服從、利用人民畏懼

的恐怖統治手段，一種被治者之間奴隸式的平等以及對中間統治階層的殘酷對

待。但是依稀之間，孟德斯鳩亦承認傳統中國政府是有基本的法律存在、一種可

以取代法律功能的禮儀，這樣的禮儀似乎可以防止政體的腐化，以及減低其專制

的殘暴。(SL, BookXIX, Chapter16)而且孟德斯鳩也承認，在中國儘管是一種個人

意志的統治，但是好像也尚未達到專制政體應有的腐敗程度。而且孟德斯鳩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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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在傳統中國，腐敗的政治往往容易被改革，使得中國未達到專制政體腐敗的結

果。「在中國，腐敗的統治很快便受到懲罰。這是事物的性質自然的結果。人口

這樣眾多，如果生計困乏便會突然發生紛亂。在別的國家，改革弊政所以那麼困

難，是因為弊政的影響不那麼明顯，不像在中國那樣，君主受到急劇的顯著的警

告。」(SL, BookVIII, Chapter21)因此傳統中國政府體制在相當程度上是否稱得上

是孟德斯鳩所謂的專制政體，應該是有待討論的。關於傳統中國政府的理論與孟

德斯鳩對於中國專制政府的評論礙於篇幅，須另闢專文討論。在此我們想要懷疑

的是，就統治者與被治者的關係而言，儘管統治者與被治者的動機不同，但是目

的是否完全相反，可能有待討論，相關問題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於《理想國》中

已經充分討論，即牧羊人與羊群的關係。簡言之、牧羊人照顧羊群，固然是出於

牧羊人的私心，其動機主要並不是純粹為了照顧羊群，但是因為牧羊人的私心反

而羊群受到照顧，免於遭受來自大自然所帶來的威脅，如有一棲身的羊舍，或免

於狼群的攻擊等。同樣的，在一個國家社會當中，統治者可能出於私人動機領導

國家，然被治者接受統治者的統治是否也有可能因此受到照顧，這是我們應該要

深入探討的。我們固然無法接受統治者但憑一己之私心，完全不顧被治者的利

害，這即是柏拉圖所謂的專制政體，亦是最壞的政治制度。但相對的，如果統治

者出於某種哲學的知識，設計出一種更為高尚的政治制度，另被治者在道德與智

慧上富裕，無疑是柏拉圖最幸福的政治體制，亦即一種哲王思想的君主政體。這

其間的差別在於統治者的動機，如果統治者的動機是純正的，對於柏拉圖而言無

疑是最好的政體，如果統治者的動機是不良的，那就是最壞的政體。而實際的傳

統中國政府無疑是介於這兩者之間，唯理論上絕對不可能主張接受不良動機的統

治者。是以說歷代傳統中國政府皆屬於專制政體，似乎未免太過，這是孟德斯鳩

關於傳統中國政府的論述為什麼感到自相矛盾的原因。然我們想要進一步反思的

是，為何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大多數接受孟德斯鳩關於傳統中國專制政體負面的看

法？ 

就魁奈而言，其關於開明專制的主張應該可以從環境與政府體制的關係這一

角度去理解，特別時期應該採用特別的方法，這是中西政治思想發展之理所當

然。韓非子即論：「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當承平時

期，統治者當然應該採用溫和的手段處理政治與公共事務，因為並無任何迫切的

需要。但是身當亂世，正常的方法與手段無法解決問題時，可能必須採取某些必

要的方法，此即「治亂世，用重典。」在面對環境劇烈變化，內外交攻的時局，

權力集中於統治者以採行一切必要的措施，但又不能違背整體多數的利益，開明

專制無疑是魁奈最佳的選擇。換句話說，如果情況緊急，暫時將權力集中君主一

人，令其可以有效的解決問題，維持政治與社會的安定，應該是理所當然。在中

國法家思想即時最顯明的例子；即便在西方這樣的觀點亦同樣不乏其人，最為昭

著的莫過於馬基維利與霍布斯，前者強調君主必須有如獅子般的勇敢與狐狸般的

狡猾，儘管後是批評其完全沒有政治道德可言，但這是忽略馬基維利論點中環境

因素的考量，馬基維利並未否認政治的目的與意義在承平時期應該追求人民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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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與採用一般的統治方法，但是在亂世，特別是國家面臨嚴峻的情勢，君王自當

採用特別的方法。同樣的霍布斯亦主張，由於自然狀態的恐怖，將促使有理性的

個體，放棄自然權利，而將全力托付或交與主權者，建立「利維坦」或稱「巨靈」

以脫離「自然狀態」，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這在現代民主國家同樣主張必要

時的「憲政獨裁」是同樣的道理。因此魁奈在法國當此之時主張開明專制或合法

專制應該可以從這個角度理解。只是我們想要討論的是，「治亂世，用重典」這

個亂世的時間是多久？這樣的亂世和整體自然與社會資源有無相關？簡言之，如

果因為整個大環境資源缺乏、人口眾多，維持安定秩序是政府體制首要的目標，

甚至是長期所必要的目標，亦即「亂世」對於這樣的一個社會是常態的時候，那

是否意味著「用重典」也將是這樣一個社會的常態？換言之，當我們思考傳統中

國政府為何沒有出現類似向西方如此豐富不同的政府體制的原因？反而幾千年

來都是一種類似君主集權的政體，甚至在傳統中國政府理論當中，從未主張君主

政體以外的政府體制？環境因素是否是我們首先必須要思考的嚴肅課題？因此

從魁奈對於傳統中國專制政府的討論，環境因素對於政府體制的建立，以及對於

政府角色、功能、意義與目的的思考，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教訓。(teaching) 

七、代結論 

從前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從思想家個人社會經濟地位以及所面對的社會

環境背景思考其政治思想或理論的發展可能稍嫌偏狹，但卻不失為一種理解其政

治思想的參考。特別是孟德斯鳩關於君主政體的強調一種「中間權力」之貴族階

級的主張；以及魁奈在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作為新興資產階級對於集權君主的

迫切需要。 

進一步，當我們思考政治思想的內在發展，從不同的角度可能得到不同的意

義，就統治者與被治者關係而言，最上層的統治者、中間的統治階層以及下層的

被治階層，三者的動機、方法、策略與目的全不相同，是以追求的政治價值亦可

能完全不同。一種權力與權力之間制衡的關係是否跟政府的安定與效率可以放在

同一個天平做價值比較，可能是我們必須深入思考的。 

最後、環境因素對於政府的角色、功能、意義與目的之影響，是否隨著環境

的不同亦必須做相對應的改變？魁奈關於傳統中國政府的探討，是否可以讓我們

反思傳統中國政府角色、功能、意義與目的是一種不同於當前西方民主政治的主

流價值？而這樣的價值選擇是其來有自？特別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整個社會的

大環境已經隨之改變？如果不是，則傳統中國政府理論在當前是否仍有其重要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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