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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作為法律人的朱執信∗

 

孫 康** 

朱執信先生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先驅，同時亦是一位常被忽視的「法

律人」，疇昔之研究普遍對他在法政方面的論述缺乏應有關注。他集舊

學根柢和世界眼光於一身，兼具豐富的革命經歷與理論素養，尤值得注

意的乃是他曾向近代中國社會引介不少法政學說，在人生不同階段對於

法治、立憲等議題均有精彩論述。本文重點關注朱執信1905至1920年間

之著述及言論，以期深入研究其法律觀念與立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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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學與師承：朱執信之法政志業 

朱先生諱大符，字執信，本貫浙江蕭山，1885年生於廣東番禺。其

父朱啟連（1853-1899）崇慕清初學者趙執信（字伸符，號秋谷），故為

大符取字「執信」。啟連職為刑名幕友，專治刑名之學，曾入擔任過兩廣

總督的劉坤一、裕寬、張樹聲、曾國荃諸氏之幕。他師承桐城派，被稱

「嶺南近代古文家」，1同鄉人陶邵學譽之「其性行似元結，文學似陳師

道，藝術似姜夔」，陳寶箴評其「文曰峻潔幽峭，抑復宕放自喜，朱霞天

半，文如其人，並世得此蓋寡矣」。2可見其父蓋非等閒之輩。家教之熏

習使得執信愛國且多藝，幼年讀書穎悟，終生孜孜矻矻；人格堅貞弘毅，

思想精微邃遠，文字鞭辟入裡。1902年，執信入廣州教忠學堂，組織群

智社，期間通讀赫胥黎《天演論》、亞丹斯密《原富》、盧騷《民約論》、

孟得斯鳩《萬法精理》等法政名著漢譯本，敦勵他樹立起追求救亡圖存、

自由民主的理想，奠定法政理論的基礎素養。 

1904 年冬執信以高第入選京師大學堂而捨棄，3旋以粵省第一名錄

取官費留日，赴法政大學特設法政速成科修習經濟科，時任校長正是

1898年日本民法典的主要執筆人梅謙次郎（1860-1910）。學校延請之政

治學家、法律學家，有富井政章（1858-1935）、岩野新平（1855-1929）、

筧克彥（1872-1961）、有賀長雄（1860-1921）、加藤正治（1871-1952）

等人。4法學課程主要包括法學通論、國法學、民法、刑法、經濟法、國

際公法、財政學、監獄學等，還有實地參觀教授，5這些課程及實踐為執

信打下優良的法律基礎。據胡漢民回憶，執信還運用數學特長兼習經濟

                                                        
1 呂芳上，《朱執信與中國革命》（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8），頁

8。 

2 清．梁鼎芬等修，清．丁仁長等纂，《民國番禺縣志》（收於廣東省地方史志辦

公室輯，《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廣州府部》21，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

影印民國 20年〔1931〕刻本），頁 364。 

3 賈逸君編，《中華民國名人傳（上）》（收於《民國叢書》第 1編 86，上海，上

海書店，1989，影印北平文化學社 1937年版），頁 93。 

4 呂芳上，《朱執信與中國革命》，頁 31。 

5 林家有，《朱執信》（北京，團結出版社，2011），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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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凡居日一年半，所領學費，不過六百元。所居之客舍，僅三張席；

每日所食，惟白飯醃菜而已，6苦寒若此。1906 年 6 月，他以甲等前五

名優等生身分卒業。 

1905年，執信結識孫文並加入中國同盟會，擔綱東京總部執行部書

記科書記、評議部評議員，以蟄伸、縣解、去非、前進等筆名在中外報

刊上刊文多篇，以闡揚三民主義、鼓蕩革命風氣，尤青睞民生主義。次

年歸國於廣東高等學堂、法政學堂及兩廣方言學堂任教。此後，從廣州

巡防營之役（1907）、廣州新軍之役、黃花崗之役，到廣東光復、民國定

鼎、討袁護法，直至粵軍還鄉驅桂（1920），無役不與，戰鬥到最後一刻，

因有「中國之明星」「革命之聖人」等令譽。 

執信不僅勳業可稱，文章亦可傳世。孫文曾讚其「革命實行家，又

為文學家」。其作品國學根柢深厚，文學鏃鏃；又遍涉社會科學各分支，

學殖深廣，融會貫通；還輔以世界新知素養，兼採中外典故；更講求邏

輯，論證有力，洞見甚富。這一切，全緣於他能在繁忙冗雜的時間裡頭

尋出冷靜鑽研的機會去深求學問。他的智識道德，所以能日新不已。7同

時他又是一個極為率直的人，全然不知道什麼叫關係、情面、假借、原

諒等等，8「隘與不恭」，9嫉惡如仇。作為畢業於法政速成科的傑出代表

之一，他擁有較為扎實的法學理論基本功，這一點在其言行之中頗有體

現。 

                                                        
6 《中華民國名人傳（上）》，頁 94。 

7 《中華民國名人傳（上）》，頁 98。 

8 《中華民國名人傳（上）》，頁 100。 

9 語出《孟子．公孫丑上》：「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汪精衛在〈執信的人格〉

一文中如此描述朱氏父子的性格特質：「他（朱啟連）的性情，我不敢隨便描寫，

我只記得他曾刻有一個圖章，是隘與不恭，這隘與不恭四字，真可以形容出他自

己來了。至於要知道他的深切，是要看《棣坨集》，不是今日所能詳敘的。執信

生在這種家庭，自然會受了多少影響，我以為執信一生的學問和志節，有多少是

從這裏培養出來的。」（見《中華民國名人傳（上）》，頁 96）雖在《孟子》原

書中，「隘與不恭」可能並非褒義，但朱啟連敢以本詞自況，從這段旁觀者的描

述中可以窺見朱啟連的狷介性情，其情懷與傲骨對少年執信有著深刻的影響，兒

子無疑傳承了父親這一性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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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與民生：一九○五至一九一三年 

朱執信少年時即大量閱讀史籍進而萌生排滿主義的民族主義思想，

並自刻「南都淪後第四乙酉生」之印章，寄寓反清大志。1905年 10月，

執信於《民報》創刊號發表〈論滿洲雖欲立憲而不能〉，堅持論定清廷不

可能真正實行民主和立憲，駁斥「立憲易，革命難」的妥協論調，指出

立憲須在革命之後，並再三強調漢人對立憲事業的絕對主導權。 

首先，他指出，「今之滿洲，不能立憲者也」10，原因在於漢滿民族

有著來自歷史的深刻矛盾，視若仇讎，「有相屠之史，無相友之跡」。「民

協同而能自治，然後憲法生。故能憲治者，惟民族之同」。11故此徹底否

定了滿洲的立憲資格。 

其次，滿清內部糜爛，外部暴政，亦滿洲不能立憲之一大原因。「滿

洲之以虐政苦我者，猶其餘事」12，漢人「大辱未雪，大欲未償」，不可

能與滿洲合作，僅有條文也不可能實行。 

第三，他認為，從政治能力角度，漢族要優於滿洲百十，唯有排滿，

才能充分發揮漢族的政治能力。他提出：「革命者，以去滿人為第一目的，

以去暴政為第二目的。」13他將滿洲和暴政等同起來，認為種族未消滅，

而欲以立憲消滅之，是不可能的事。14民族只有先合，而後才有憲治，

不能缺少這一條件，民族界限是憲治的最大障礙。民族主義的論調根植

於民族感情，而不是學理和理性。中國立憲權只能被漢人且只能在革命

之後才能行使，不可前置。 

執信指出：「令是立憲制者，誠為基於國民精神，則是憲法固非滿族

                                                        
10 朱執信，〈論滿洲雖欲立憲而不能〉（1905.10），收於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

所歷史研究室編，《朱執信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1。按：以下所

引朱執信之文，若未標明，皆出自《朱執信集》，概不贅述。 

11 同前註。按：朱執信於此文中採用「憲治」一詞而非今日常見的「憲政」稱謂，

為尊重原意且保持一貫，凡轉述或說明他本人想法，皆用「憲治」稱謂，而提及

美國以及引用原文時，仍維持「憲政」稱謂。 

12 朱執信，〈論滿洲雖欲立憲而不能〉，頁 2。 

13 朱執信，〈論滿洲雖欲立憲而不能〉，頁 6。 

14 朱執信，〈論滿洲雖欲立憲而不能〉，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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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得而制定也。」15清政府聲言立憲，並不是砥礪自強，而是為保其

大位。中國人民久受清廷惡劣統治之困苦，已喪失對清廷的信賴。一紙

具文決不是憲法，立憲的特質，就是必須要有完備的機關組織，有獨立

且有實力的監督機構。執信堅信，「我國之民智日蒸，則革命之思想亦逾

溥」，16不應「辨理心薄弱」，受虛假立憲的干擾，而忽視真憲治的具體

內容。執信運用法理學方法駁斥《新民叢報》「論革命之謬」的論調，啟

迪人們從法律概念上對「國家主義」進行分辨。他發現：「通常之言國家，

恒有二義，一為法理上者，一為心理上者。」17從法律上講，人必有所

屬的國家，但只能說明國家有對其國民支配的事實而已，法理上的國家

歸屬，並無是非可言，也就是並不涉及原因。若涉及原因，那麼歷史的

民族之思想，就是其所指歸，故曰國籍不能抹殺「種族概念」。在這裡，

似乎可以發現執信受過歷史法學派的影響，而歷史法學派的學說在當時

日本法學界頗為盛行，對當時日本民法典的制定影響較大。18執信認為：

「所謂國家主義者，當以心理的國家為基礎以立說，不當以法理的國家

為基礎而立說。」19國籍好比一個籠子，但國民不是「鬻市之鳥」，「國

籍萬能主義」是滑稽可笑的。執信提出了頗具解放性的觀點：「第為國家，

則愛之耳，不問其國家於己何如也」，20這是服從主義，也是奴隸主義。

例如，日本在臺灣的施政完全異於其本土，這說明世界政治家們所提倡

的國家主義，都是根據心理的。國家主義，應是從主觀而言的，「惟倡民

族主義，而後可倡國家主義」。21國家能建立起來，要看民族和歷史，二

者不可剝離。只有先討伐滿洲，才能制止列強欺淩，捍衛中國主權和領

土，所以絕不能主張法理上的國家主義。 

執信進一步指出，立憲需要社會革命配合，而社會革命不是動亂，

                                                        
15 朱執信，〈駁法律新聞之論清廷立憲〉（1906.4），頁 29。 

16 朱執信，〈駁法律新聞之論清廷立憲〉，頁 31。 

17 朱執信，〈心理的國家主義〉（1908.6），頁 110。 

18 孫康，〈歷史法學與進化論思潮之協奏──以穗積陳重的民法典制定為視點〉，

收於何勤華主編，《外國法制史研究（第 19 卷．2016 年）：民法典編纂的域外

資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頁 258-276。 

19 朱執信，〈心理的國家主義〉，頁 111。 

20 朱執信，〈心理的國家主義〉，頁 114。 

21 朱執信，〈心理的國家主義〉，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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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是「劫富濟貧」。改變不平等的制度，「以法馴使復於平」，才是「革

命」。他指出革命的目的性，且點出了革命的方式，是通過「法」來達致

平等。此外，社會革命也可指經濟制度的變更，不一定是因為貧富懸隔，

故而他一方面承認人民在革命鬥爭中的基本作用，人民才是革命運動發

生的根源；22另一方面，又極力解釋社會革命的劇烈程度不若人們所想

那麼深。可以看出，彼時年方廿一的執信，已經萌生了利用階級鬥爭推

進社會革命的想法，所以他認為「社會的運動，以階級鬥爭為本據」。23

因為貧民人口占比大多數，他提出革命後中國要建立一個「貧民專政」

的國家。24因此對於民生問題，執信也投以頗多關注。 

執信善於將土地、鐵路等經濟問題與法律問題結合起來，以論證民

生主義的合理性。在他看來，社會主義就是民生主義。1907年他於旨在

駁斥《新民叢報》之非難土地國有政策的〈土地國有與財政〉一文中更

加明白地指出：「吾人所以主張以土地為國有者，其主要之目的全在宅

地。」這種「平均地權」的思想，指對農村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政

策，對城市宅地和城郊耕地則實行「國有化」政策。實行城市土地國有

化，可以解決城市住宅問題，進而有力保障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執信

設想實現土地國有可分兩個階段：先法定而歸國有，「以法律形式規定土

地所有權在國家，人民特於其地上有他物之權」。然後通過發國債券、劃

定地價等方式使土地所有權盡歸國有。25在此期間，執信還關注到美國

羅斯福總統演說提到的遺產稅，認為「課之以稅，實源於社會政策者

也」。26執信對此做法表示了支持：「凡社會主義之運動，其手段誠為階

級戰爭，而其目的則社會全體之幸福也。……不忍一時之苦痛，而捨永

久之康樂，安於慘酷之組織，聊自為娛，惟恐失之，是皆鼠目寸光之類

也。」27由是觀之，執信對於中國民生問題的思考，已站在彼時世界法

政思想的最前沿。 

                                                        
22 肖萬源，《朱執信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 123。 

23 朱執信，〈英國新總選舉勞動黨之進步〉（1906.4），頁 33。 

24 肖萬源，《朱執信思想研究》，頁 43。 

25 肖萬源，《朱執信思想研究》，頁 44。 

26 朱執信，〈北美合眾國之相續稅〉（1906.5），頁 36。 

27 朱執信，〈北美合眾國之相續稅〉，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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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憲與反思：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 

1914年 5月 1日，袁世凱公布《中華民國約法》，廢《臨時約法》，

改責任內閣制為總統制。袁氏竊國，革命低潮，封建殘餘和帝國主義勢

力勾結在一起，民主制度幾殆摧毀，「中華民國」僅存空名。對此，朱執

信不無憤怒地表示：「依恃外力，犧牲人民、土地，以圖一逞者，其惟石

敬瑭。」28他批判北洋政府「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固滿政府所不為者

也」29，對於袁世凱披著偽共和外衣的真專制，進行了猛烈抨擊。新聞

界時興的所謂「暴民政治」的說辭，不過是對共和政治的污蔑。執信對

「暴民政治」這一名詞推原厥始：柏拉圖把國體分為六種，分別是法律

下的王政、貴族政治、立憲政治，以及法律外的僭主政治、寡頭政治、「地

莫克拉底」（democratic，即民主，不妨謂之「暴民」）。亞里士多德認為，

無論民主適宜還是極端，都賢於寡頭政治。故在執信看來，暴民政治本

身不能算作貶義，而袁政府蹂躪參議院，才是真正「為暴」。美國一百四

十年的政治經驗，憲法完備，法律周密，習慣善良，委員會制度的國會

勢力最強，一切行政都受國會指揮，聯邦制下的各州有充分自治權。30執

信對美國的憲政制度連連稱賞，但對於「袁記約法」，則認為還比不上日

本、普魯士。中國缺乏美國那樣的憲法法律習慣，革命黨人所處地位也

不可能比肩美國政治家，所以根本沒有產生「暴民政治」的基礎。若說

中國是「暴民政治」，實為無稽謬談。 

根據柏拉圖的說法，暴民政治僅次立憲政治一等，已遠勝寡頭與僭

主。「不守既定之法，則真暴民也」31，袁政府以一撮少數人，違背廣大

人民意志，出言成憲，恣睢無忌，是「共和之名，僭主之實」，這才是真

正的暴行。不能行使職權的議會，卻被視作「暴民專制」，實屬咄咄怪事。

袁世凱以「約法會議」取代國會，其選舉人實為袁世凱內定或由人保薦

經自己同意而已。征伐「暴民」的結果，就是「少數閥閱富豪戴一獨裁

                                                        
28 朱執信，〈未來之價值與前進之人〉（1914.5），頁 122。 

29 朱執信，〈未來之價值與前進之人〉，頁 123。 

30 朱執信，〈暴民政治者何〉（1914.6），頁 142。 

31 朱執信，〈暴民政治者何〉，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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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以為國」，32來奴役「暴民」。 

執信辛辣地指出所謂「開明專制」大謬不然，「其志固在專制不在開

明」。33「此名詞蓋出於狄德羅（Denis Diderot, 1713-1784），而為十八、

十九（世紀）帝王所利用。」34專制就是專制，無論它的效果如何，抑

或說有什麼政績，都與其他專制無異，無法改變其本質所在。所謂開明

專制就是以專制政體來行開明政治，而真正的專制往往都自命開明專

制，這無異於「白馬非馬」的詭辯。開明專制的說辭，就是聲言人民不

能像立憲國民一樣行使職權，而不得已施以專制。這種披著開明外衣的

專制，沒有定期，飄忽不定，具有很大隨意性，當統治者不再標榜開明

之時，便流於專制，人民亦荼毒已久，無力反抗，「手段則既已加於物，

不可改矣」。35國家的安危，是容不得進行此種試驗的。 

執信進一步指出，開明的成功在於立憲，而非一時的繁榮。不立憲，

一切都是空頭支票，都是假話，因為「專制之事，固與開明相反者也」。36

並且，當人民以實際行動踐行立憲國民的要求，才是開明目的之真正實

現，可見他對於憲治之實踐性特別矚目。 

對於「立憲國民之程度未足」的說辭，執信借力打力，巧妙地予以

駁斥：既然專制可以「致人民程度進步」，那麼中國專制已綿延四千載，

中國國民的程度應屬最高。他犀利地指出，立憲國民程度，關涉兩大要

素：教育和經驗。中國自古以來就重視教育，若以立憲主旨教育人民，

則不愁國民素質不高。而經驗在中國頗受輕視，不過在歐美國家（尤其

英國），可謂以經驗立國。執信博採眾長，兼貫中西，創造性地提出了使

憲治觀念真正深入人心的有效方法乃是強調憲治的實踐性，大聲疾呼「人

民既得與政治，乃有經驗可言」37，「國民之能力，以干涉而愈萎縮，以

應用而愈舒暢」38。國民程度不足，唯有先行立憲才可以養成。袁氏帶

                                                        
32 朱執信，〈暴民政治者何〉，頁 149。 

33 朱執信，〈開明專制〉（1914.8），頁 184。 

34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注釋，《吳宓日記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店，2006）冊 3（1957-1958），1958.6.3，頁 320。 

35 朱執信，〈開明專制〉，頁 186-187。 

36 朱執信，〈開明專制〉，頁 188。 

37 朱執信，〈開明專制〉，頁 189。 

38 朱執信，〈開明專制〉，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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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災禍是致使國民能力的沉萎，屆時即使革除專制，此種能力也很難

進步。所以說，專制和立憲勢不兩立，只能擇其一，「可宣之於詔教，而

著之於法典」，不管專制表現形式是否「開明」，也要後世才能評說。39立

憲後又推翻行專制，這是政治的退轉。即使呈現出「開明」狀態，也不

是過渡到立憲的好辦法。執信做出了斬釘截鐵的論斷：「專制之結果，雖

至良好，而以其促進人民程度論，尚不及立憲之最劣者！」40 

民國在形式上推翻了滿清政府，實際上卻落入了以袁世凱為首的北

洋軍閥的統治。這些慘痛的事實，促使執信展開深刻反思。篤信進化論

思想的他認為正是因為國民「成熟，而不前進」，「於此成熟之國民之下，

而為共和政體，固不得良」。41無論是君主制、立憲制，還是開明專制、

閉塞專制，都不會有好的結果。此時應該探求國民適於（共和）政體的

方法，而不是讓政體來適應國民。這種方法論的創見，體現了他深邃的

憲治思維。他還認為，憲政之所以得在美國實現，在於全國國民共同知

曉「共和」的內在涵義。42正是由於人民不了解共和涵義，才對共和制

度本無戀眷，「一旦有言其非者，不暇絜長度短，已有捐棄之勢」。43可

見，他本人對辛亥革命推廣共和的實際效果進行了一定反思與檢討。 

執信還就民眾與政黨的關係進行了反思。他認為理想狀態下，應是

「政黨媚國民，國民不媚政黨也」，中國恰好相反，所以才「政黨之盛也，

未嘗以民意與之之故；其衰也，亦不係於民心之去」。44政黨與民眾聯繫

不緊密、甚至脫節，才是政黨衰落的根源。不過，人民確實也未形成並

堅守固定的見解，多數人是從屬者。45執信認為，人民對袁世凱並非真

心袒護，袁氏沒有國民「心理的扶助」。從中國歷史上看，「漢魏以來，

一姓之興亡，其人民誠為之效死者，亦百不一二也」46，這是人民失去

了革命和參政的熱情，採取了「坐待成敗之主義」。然而，政治原本是「人

                                                        
39 朱執信，〈開明專制〉，頁 194。 

40 朱執信，〈開明專制〉，頁 195。 

41 朱執信，〈未來之價值與前進之人〉，頁 124。 

42 朱執信，〈革命與心理〉（1914.8），頁 175。 

43 朱執信，〈革命與心理〉，頁 177。 

44 朱執信，〈革命與心理〉，頁 180。 

45 朱執信，〈革命與心理〉，頁 174。 

46 朱執信，〈革命與心理〉，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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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自己之事之一部」47，執信曾在文中多次強調。不過亦有研究者認為，

二次革命將刑事案件政治化，開啟了武力解決政爭的先河，形成了對憲

政的實質傷害。48在混亂當中，人們朝不保夕，參與政治的熱情自然就

更加消退了。 

執信認為：「國家所以存立者，根於人民之不反對。」49對於如何建

設與時俱進的國家，他以「國家任務」為切入，抱以嶄新看法：「近世國

家之任務，比較增加，此各個人所同認者也。而其新增之任務皆接近於

增進人民幸福之方面，故各個人所感國家之必要逾切，而愛國心乃借之

以維持。」50決定生命價值的元素，包括現在幸福、將來希望、自由、

名譽及家族關係五者。51這些元素的減少，罪惡根源在於不良政府，故

必須改良政府。倒惡政府、立良政府，每個人都應發揮能動力。 

對於國會，執信認為其不能從根本上牽制袁政府：「國會本無固有之

勢力，皆假之於人民。而人民方委命於袁，斯固無責於國會」52，這就

是強人政治下國會形同虛設的根本原因。此外，《國會組織法》未及時發

表也是一由。人民認為政治事非關己，則是國會腐敗的根源。至於地方

自治，在袁世凱廢除之前，就已經虛有其表，在這種「偽自治」狀態下，

是鄉紳而不是人民在參與。為此，他大聲疾呼：「今之所急者，固在人民

自覺醒其力與其責任！」53意在引導兩可之人心傾向共和。 

四、和平與建設：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 

從 1914 至 1918 年，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交戰期。值

此丕變，朱執信的思想經歷了巨大的衝擊與洗禮，加深了對帝國主義的

                                                        
47 朱執信，〈革命與心理〉，頁 170。 

48 參見袁偉時，〈民初憲政挫敗與啟蒙〉，收於氏著，《昨天的中國》（杭州，浙

江大學出版社，2012），頁 82-107。 

49 朱執信，〈革命與心理〉，頁 168。 

50 朱執信，〈生存之價值〉（1914.6、7），頁 162。 

51 朱執信，〈生存之價值〉，頁 166。 

52 朱執信，〈革命與心理〉，頁 179。 

53 朱執信，〈革命與心理〉，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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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意識到「和平」「互助」才是在中國確立憲治的必要條件，憲治觀

念也日益趨向和平主義與世界主義，堅決反對帝國主義。1919年 6月左

右，其在《覺悟》上發表〈睡的人醒了〉一文，以「為什麼醒了不去做

人，卻去做獅子」54質疑「睡獅醒了」之說，認為這是「黃禍論」者的

說辭，這種形象建構居然在中華文化論述中大行其道，是社會價值嚴重

扭曲的後果。55民族獨立與國家建立之目的不在於使別人畏葸，「人生目

的，不是許我有便不許你有的」56，只有和平才能使大多數人都達致自

身目的，而講民族自決，就是不願人家做自己的獅子，反之亦然。 

在和平理論的基礎上，執信論證了互助的重要性：「論智不論力，所

以貴互助不貴爭鬥」57，人能夠互助，就能夠組織社會，故要愛人如愛

己，國家、民族之間，也可以通過相愛互助的手段避免互相軋轢。「愛國

同時愛一切人類，始能有益於人類，且有益於國家」，58中國正處在思想

混亂時期，至於軍國主義、侵略政策，都是學說「廢料」。政府過於強勢，

是中國禍亂的根源，也是世界禍亂的根源。同時，他對於帝國主義的侵

略企圖抱以警惕，於山東問題，堅持「委任統治與民族自決，根本上不

能相容者也」。59於外蒙古問題，認為可以尊重外蒙古的自決，但實現五

族共和需要一個過程，決不可被侵略家利用，60要堅決捍衛中國的核心

利益。 

1919年 8月，吳天放在《新中國》雜誌第 1卷第 4號發表〈新國民

的新覺悟〉，針對巴黎和會中列強勾結這一事實，提出「強力維護公理」

之結論。61執信對此結論進行補充：「第一層，是公理與權利是不同的。」

                                                        
54 朱執信，〈睡的人醒了〉（1919.6、7），頁 275。 

55 楊瑞松，〈睡獅將醒？：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論述中的「睡」與「獅」意象〉，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0（臺北，2008），頁 107。 

56 朱執信，〈睡的人醒了〉，頁 275。 

57 朱執信，〈睡的人醒了〉，頁 277。 

58 朱執信，〈覆古應芬函〉（1919.8），頁 287。 

59 朱執信，〈侵害主權與人道主義〉（1919），頁 337。 

60 朱執信，〈取銷外蒙自治的功罪和對付方法〉（約 1919），頁 534。 

61 朱執信，〈不可分的公理〉（1919.9），頁 398-402。原文見吳天放，〈新國民的

新覺悟〉，《新中國》1：4（北京，1919），頁 41-44。作者吳天放（？-1941？），

原籍浙江奉化，時為北大學生，曾任外交部長王正廷秘書，長期供職於外交部情

報司，後官至財政部湖北宜昌關監督，著有《芸窗筆記》、《王正廷近言錄》等



398 《法制史研究》第三十七期 

因為權利需強力而保存，不一定合於公理，我們應以公理為重。「第二層，

是公理沒有國界的。」若為發揚「國光」（國家主義）而擁護公理，這種

眼光就狹窄很多。「第三層，擁護了合於公理的一件事實，不一定是擁護

公理。」法國主張收復阿爾薩斯和洛林，中國欲收回山東而不能，正說

明這一點。「第四層，是我們的強力可以用去擁護公理，決不可以說這

個公理是我的，我去擁護他。」這層含義，體現了公理的普世性，並非

爲了國族甚至個人私利，才去擁護。「第五層，我們對於公理同主權衝突

的地方，要早一點自己醒覺。」執信敏感地認識到，中華民國對滿蒙疆

藏在內的每一寸國土的主張，需要重視公理（法理）上的依據，不能遺

外人以口實，故而執信倡議既要主張民族自決（自治），也要加強開發，

鞏固對土地的實地占有。 

從維護公理的理念出發，執信提倡「超國家主義」的理念，認為國

家主義只是人類社會存在的一種手段，「國家非最後之生活形式，則國家

主義亦不能為永久之生活標準」。62國家主義、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雖不

同，卻固有很深的聯繫，國家主義完全可能演化成帝國主義。國民自覺

而非外來壓迫，才是國家主義的根本來源。要達致國民自覺，必須要有

進步的知識和文化上的貢獻，63產生國家主義需要如下條件：共用相同

歷史的民族、對歷史的追慕之情、認識到國家的目的所在、政治經濟或

文化上建有偉業、侵略與脅迫的刺激。中國缺失的是知識與功業。然而

國家主義是一把「雙刃劍」，所以中國目前可以為的，是「絜矩的相容的

國家主義」，64超國家的社會主義則更應是奮鬥的目標。「絜矩的國家主

義」代表國家主義要在法度範圍之內，即一國內達成憲治；「相容的國家

主義」則代表國家主義促進世界各國兼相愛、交相利，這是在各國憲治

前提下，構建整個世界的和諧秩序。 

執信認為中國憲治之實現，離不開「直接民權」，即具有強制力的、

                                                                                                                                 
書。中華書局版《朱執信集》的編者在關於此文的編註中，將作者「吳天放」誤

作「程天放」，本文特根據原刊予以更正。以上關於「吳天放」之生平梗概，係

筆者依據上世紀四十年代的《申報》等報刊訊息整理並推斷。 

62 朱執信，〈國家主義之發生及其變態〉（1919.9），頁 297。 

63 朱執信，〈國家主義之發生及其變態〉，頁 299-301。 

64 朱執信，〈國家主義之發生及其變態〉，頁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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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真正民意的「請願」，可防止不良政府政治、取消不正當法律、避免

惡法荼毒、排除一切不合民意的官吏。政府歸於人民支配之下，國民行

使直接民權進行投票，一切成年之人都有選舉權、立法權和任免權，「投

票之結果，是者即是，非者即非，絲毫無可假借」。65他指出議會立法的

弊端：66「立法院所立之法，固不必為人民所欲立；人民所欲立之法，

亦不必為立法院所能立」67，立法院與人民意志相左的例子不可謂少。

所以，只要是人民想立的法，僅需自行起草，政府以付選民投票，不用

其他機關裁可而成為法律，法律的創制權就掌握在人民手中。但人民應

同樣有權取消不正當的法律，一切法律既經議定以後若干時間內，選民

可以達到一定比例署名再將全案交國民重新投票，決定可否，68這就是

「複決權」。執信提出「國會主權之原則，代表之制度，實為今代民治基

礎，更恐於近之將來不免繼續。故於國會專制之事實，如何救濟，實為

今日當面之問題」69，為此他結合自己的見聞列舉了三種救濟權：一是

行政首長的拒否權，這是一種有力但不安全的制度。二是法官的廢棄權，

或稱「違憲審查」。他認為，這種救濟只能在法官不參加黨爭前提下才有

效，70其弊害未來難料：「以其決定言，則涉於專斷，以其結果言，又對

於人民不負責任。」71三是行政首長的解散權，此種方式的成本無疑巨

大。因此他提出：「使人民直接對其法案表示贊否之意，由之以定從違，

豈不更較拒否權為徹底且安全，又較解散為明確且合理乎？……最良救

濟方法也，即所謂直接民權者也。」72創制權、複決權、罷官權這三種

制度，可以救濟國會的專橫，而複決權是其中最有效者。若議會享有立法

全權、政府享有行政全權，不能相互制衡定會發生衝突。如果二者互相

                                                        
65 朱執信，〈請願與民權〉（約 1919），頁 434。 

66 其實，在當時，「直接民權」並非朱執信一人之想法。劉申叔（1884-1919）就曾

提出「吾人運動惟取直接行動策，於議會政策，則定為萬惡之源」。參見劉師培，

〈議會之弊〉（1908），收於李帆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劉師培卷》（北

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頁 399-400。 

67 朱執信，〈請願與民權〉，頁 434。 

68 朱執信，〈請願與民權〉，頁 435。 

69 朱執信，〈國會之非代表性及其救濟方法〉（1919.11），頁 505。 

70 朱執信，〈國會之非代表性及其救濟方法〉，頁 511。 

71 朱執信，〈國會之非代表性及其救濟方法〉，頁 516。 

72 朱執信，〈國會之非代表性及其救濟方法〉，頁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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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命，則導致專制。憲法以人民為最高機關，表現人民威力，實現直接

民權，衝突、專制和動亂就會自然消弭。執信希望中國能產生包含「直

接民權」規定的有效憲法，為今後奮鬥鵠的之所在。這種創想無疑是理

想化的，其具体實現路徑卻疏於論證。 

在此階段，頗值一提的還有執信對軍人問題的看法。在動亂的年代，

是成為憲治與法治的捍守者，還是淪為其掘墓人，軍隊的干係甚大。執

信雖早年多親身參與暴力革命，但在其人生後期，對武力的反感溢於言

表：「武力自身，即為武力之敵。武力愈強，則自身受窘愈多。」73他反

思革命生涯，明確了革命的要素是「破壞同時建設，不是殺人」。74對於

革兵革警帶來的社會治安問題，他認為「勞動軍」思想可以解決之，這

是受中國古代「寓兵於農」的啟發，進而提出「寓兵於工」，「平常習於

勞動，而依法律可以保護他們」。75執信在對待軍隊及軍人問題上，仍秉

持著法律上公民自治之觀點，提出「這個產業自治之外，當然還有普通

公民的自治權」76，這並不會影響軍人服從軍紀。他還注意個人自治與

地方自治相結合：「先是要有一營以上的兵隊，並且可以要求一個地方的

自治全權。」77強調法律上的自治之目的，一是為了人盡其材，有特長

的，可以做「專門家」；二則是為促進人地相宜。揆諸執信於這一時期重

視群眾運動、注意軍隊改造等問題之諸多表現，可見當時的俄國革命對

他造成不小的影響。 

五、事功與鏡鑒：代結語 

追憶朱執信的事功，並思索其帶來的鏡鑒，筆者認為可從兩個層面

來體會。 

一是從個人經歷看，執信出身於傳統的刑名幕友家庭，具備深厚的

                                                        
73 朱執信，〈民意戰勝金錢武力〉（1919.8），頁 323。 

74 朱執信，〈殺人不是革命的要素〉（1920.4），頁 660。 

75 朱執信，〈兵底改造與其心理〉（1920.6），頁 718-719。 

76 朱執信，〈兵底改造與其心理〉，頁 726。 

77 朱執信，〈兵底改造與其心理〉，頁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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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學學殖和文化底蘊，因之深受傳統中國文化熏習，可是他「生於傳統

而自發地反傳統」，青少時投身於求索民主自由的革命事業中去，他選擇

接受較為系統的西方模式的法政教育，廣泛求習和傳播西方法政理論，

並以之為武器，宣傳救亡圖存之道，為中國人提供了一個審視現況、思

索未來的別致視角。在其人生後期，又對於社會主義產生了濃重興趣，

對蘇俄政治、軍事、社會領域的制度和思想，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探研。

在其生命中，有如此多元流派的思想相互碰撞、交織、雜糅、裂變與揚

棄，蔚為奇觀。難能可貴的是，他沒有隨著外來思潮的撞擊而將中國傳

統文化的因子棄如敝屣，而是植根於國家和民族的固有文化傳統之中，

從國族面臨的實際問題出發，結合西方法律和政治的先進理論，思考切

實的解決之道。從他將中西典故與法政理論信手拈來、巧妙融合的著述

中，可以看出其在中華傳統人文方面，根柢之深厚，學力之宏贍，是彼

時乃至當代留洋翹楚中所稀見的。戴季陶這樣評價他：「近代的中國人

當中、革命黨當中，有知識有學問的人雖然不多，卻也不是絕無。但是

象執信這樣知識感情陶融為一片的人，真是鳳毛麟角。……他那知情渾

化的風格，真是我所極其羡望而絕學不到的。」78結合執信的人格與學

識來看，此誠非過譽。 

二是執信對「法律人」身份之堅守，常憑法律思維求索中國問題，

不改「法律人」的底色，頗具獨立思考的理性精神，曾自謂「自待應學

尼采的超人哲學，待人應用馬克斯的唯物史觀」。79作為一名法政留學

生，職業化的訓練使其對法律及法治有著很大認同。但是長期的革命環

境使其不得不採取暴力手段進行活動，法治理想的踐行無從談起。民國

定鼎以後，表面上國家和社會是依靠法律維繫與運作，而實際上憲法、

法律、議會等只是軍閥統治的遮羞布，人民權利仍得不到落實和保障，

國家仍處於溷亂無序的叢林狀態，所以執信推許「直接民權」乃是最理

想的權力運行制度。在國家治理模式的矛盾抉擇中，他最終選擇了「和

平與建設」這條路，並意識到「法治」才是謀求國家富強與人民幸福的

                                                        
78 戴季陶，〈懷朱執信先生〉（1920.12.1），收於唐文權、桑兵編，《戴季陶集

（1909-1920）》（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頁 1291。 

79 戴季陶，〈懷朱執信先生〉，頁 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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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要素。當暴力革命已不再是從根本上消弭矛盾、解決問題的靈丹妙

藥，抑或說暴力革命早已完成了其「歷史任務」，人們便理應把注意力轉

向優良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構築與建設，以鞏固「革命果實」，切不可任

其付諸東流，以致貽誤國族。執信曾清醒地指出： 

實在革命的目的，就是建立一個秩序。……凡有一個革命，都是

破壞一種不合用的制度。如果不是破壞制度，另行築設，就不是

革命，也不是改造。……（英國）國會制定了一個法律，算是革

命。無論那一個聽了，都覺得很奇怪。其實這種革命，是頂平常

的，他沒有動兵，沒有殺人，沒有換官吏、倒政府，就只把一個

制限打破了，用一個別種方法來替代他，做得很急激，改在很要

緊的地方，所以就算革命的了。80 

照依他的擘畫，欲建立新的秩序，離不開本國的憲治與法治建設，並且

還要營造一個講求公理、崇尚和平的正義與和諧的世界。只可惜「志士

惜日短，愁人知夜長」，81這位膽量與卓識兼具的「法律人」於一百年前

星隕於群氓槍下，此後數年也很少有人認真思考這類問題，這不能不說

是一件歷史的憾事！ 

最後，筆者藉此論文抱有的期待是──身為中國「法律人」，理應觀

照傳統，關懷現實，體察國家與世界，以寬廣胸懷兼採中西之優長，恪

守法治觀念並運用法律人思維處理巨細事務，面對人生問題。 

  

                                                        
80 朱執信，〈恢復秩序與創造秩序〉（約 1919-1920），頁 741-743。 

81 語出晉初詩人傅玄〈雜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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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u Chih-hsin as a Lawyer 

SUN Kang∗ 

Chu Chih-hsin was a famous pioneer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who 

was also a “lawyer,” an aspect of his career which has been ignored. 

Previous studies have generally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his legal discourse. He 

combined into one not only a foundation in old Chinese learning and a 

broader vision of the world, but also rich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knowledge. It i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that he introduced many 

leg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o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nd at different points 

throughout his life, he brilliantly discussed issues such as the rule of law and 

constitutionalism. This paper focuses on Chu Chih-hsin’s writings and 

speeches from 1905 to 1920, with a view to digging deeply into his legal 

ideas and constitutional thinking. 

 

Keywords: Chu Chih-hsin, lawyer,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constitutionalism, 

pure democracy 

                                                        
∗ Doctoral Candidate, Zhejiang University Guanghua Law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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