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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座敎授金耀基先生是一位
多才多藝的學者，著作等身，寫作範圍極廣’包括
有系統的專門研究著作，如（從傳統到現代>、<
中國民本思想之史底發展〉；也有抒情感懷的學術
散文，如《劍橋語絲〉，更有綜論敎育思想的作品
，如〈大學之理念〉。其他散見海外學術性期刊、
港台雜誌的訪問、演講及專論更不計其數。金耀基
敎授無疑是一位多產的學者，以他位居新亞書院院
長之要職（最近才辭職)，院務繁忙，還能著述不
斷，實令人佩服。
<中國民主之困局與發展> (以後簡稱〈民主
> )是金敎授最新的著作，並已列入時報書系°光
看此書的標題，就知;1內容主旨的槪要了 b除了前
言以及代序外，此書共收入九篇文章，環繞着中國
的民主之發展而討論，九篇文章計爲：「政治現代
化之突破與新境界J、「法治、共識與政治發展」
、「中國政治發展之歷史常道J、「中國民主政治
之建構」、「中國文化意識之變與反省J、「科學
、民主、現代化、「民力動員與經濟建設諸問題.
J 、「中共社會主義之困、「中國人與世界社
會J等。
、
在九篇文章中，論述台灣民主發展的主要是「
政治現代化之突破與新境界」及「法治、共識與政
治發展J兩篇。探索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是「民力
動員與經濟建設諸問題J及「中共社會主義之困境
J兩篇，「中國民主政治之建構」一文似乎意圖建
立一個民主制度發展的理論架構，因此理論意味較
濃。「中國文化意識之變與反省」及「科學、民主
、現代I兩文差不多入思想史的範圍。至於「中
國人與世界社會J屬於應景式的雜文，就文筆論，
這篇文章最爲光彩燦然，金敎授的文學才華發至極
峯。
事實上，金敎授的所有文章，不論學術性或非
學術性都帶有極高的文學性，文筆更是後學晚辈模
倣的措模。卓然成家的筆鋒，配合一往感時憂國的
知識份子情懷，遂令 <民主〉一書特别令人感動。
這是此書的特色，其實也是金敎授所有著作的特色
。其次是金敎授的徵引文獻的淵博知識，除了前言
外，只有三篇文章是沒有注解的，其中兩篇是訪問
，在這些注釋中，金敎授大量引用了左中右的中外
學者的著作，同時也引用了毛澤東、候外廬等人的
-文章，我相信，此書可能在台灣出版，否則金敎授
引用大陸的報刊文章會更豐富。（讓者如果讀一讚
金敎授十多年前所寫的論文（中共『反科層的組織
模型J ：歷史的與比較分析〉，就知道我所言不虚

。)
此書另一個特黙，是金敎授身處香港，對海峽
兩岸之政治發展皆有觀察，資料齊全，可自由地研
究。這自然給予金敎授無可論比的優越機會，來作
出較爲客觀的評論。從事這樣比較研究，金敎授是
少數學者之一 ’而收集成書的更少之又少，此所以
<民主〉一書成爲關心中國民主制度發展必讀書。

雙重標準
在前言中，金敎授說：「基本上，這些文字都
是環繞着一個範圍’即中國政治的現代化，而著墨
最多的則在分析中國民主遭遇的難境和發展的契機
。」（頁2 )。不過我發覺金敎授所理解的似乎僅
是「中華民國」的政治現代化，在討論台灣發展時
，他的確討論民主制度的難境和發展的契機，而對
中國大陸的發展，金敎授是全盤否定的。難境與契
機是連在一起，難境假設着發展的可能性；契機是
正面意義的字棄，而全面否定則表示要推翻中共整
個政治制度才有希望建立民主制度。
事實上，金敎授對海峽兩岸的政治發展是雙重
標準的。金敎授對台灣民主制度的發展抱「謹愼樂
Wj的態度的（頁73 )，更說「台灣現已開始進入
高層次的現代化環境，在中華民國七十年代這十年
中，台灣有希望在持續的發展上，成爲、-『發展的
現 代 似 社 會 J (頁56 )，而所謂「發展現代化社
會J，據金敎授的界定是包括政治民主化的（頁3
)。至於對中國大陸政制的看法，則以極權專制兩
名辭來槪括之。金敎授說：「中共開始的確給人一
個新的形象與希望，但這個形象與希望却在三十年
的試驗中不斷受到破損與幻失，事實上，中共三十
年來，是在不斷的自我否定中。J (頁160)，在談
及中共將文革災難歸咎於「四人幫J時，金文說：
「老實說，將這災難就是歸之加上毛澤東的『五
人幫J也是不能交代的，這個災難顯然與共產主義
下的「政治體制」有本質上的關連。j (頁174)，
對台灣抱「謹愼樂I，對中國大陸則說有「本質
J的問題’態度大相逕庭。
當然’討論政治制度發展，不能不有價値觀念
作爲指導，我在大學一年級時，金敎授已經敎導我
們「可能的」與「可欲的J必須嚴格分開°在（民
主〉一書，金敎授的價値放在那一邊，是顯然易見
的，我之所以說金敎授犯了雙重標準的問題，並非
指這黙，而是指更爲根本的方法論問題。簡單來說
，金敎授對台灣的政治發展是採用一個「動態J的
觀黙來論述，這種觀黙採用的是「發展J的角度’
是採用「主itj的角度’對國民黨基本上是肯定的
，雖然些微批評，但却頗爲婉轉，最激烈的字眼不
過是「一黨獨大J (頁57 )，翻閱整本書，也找不
到「獨裁J的字眼0

大’似乎是事實J (頁11至12)「而在台灣的選舉
中’屢屢有政治人物’利用羣衆的弱黙，好作激烈
之言論’不訴諸理性’而訴諸情緒’有意地把自己
型塑爲制度之••受害者J或敢向權威鬥爭的「挑戰
者J的形象，這種作法，根本對r秩序的民主規範
J無所承諾？毋寧是說••走暴力邊緣J ,對民主之
成長，可說南轅北撤° J (頁28至29 ) , 而 解 决 「
大衆政治J的關鍵在於「建立安定的民主政治J頁
13)

在「一黨獨大」的政局下，强調安定正是執政
黨的護身符’而强調民主’似乎又爲黨外人士所歡
迎，但歸根Pi底仍是有利於「建建制」的°第二段
文字說：r一黨政治基本上與民主的性格相背的°
但發展中社會的一黨政治是否絕對封閉了走向民主
之路？在這黙上’許多社會科學的研究例並不如此
悲觀……李普赛就相信有些第三世界社會的f.一黨
民主J的形式是有望的，他指出這些黨的結搆不像
共產黨，它們的組織是鬆寬的，它們不是根據嚴密
的意理或特殊利益而組織的黨’而是包含不同的
利益和階層的……因此’在實質意義上，這類一黨
政制是黨外無黨、黨內有派，亦即黨內的結構是多
.元性的’黨內多元性也正發揮了制衡的功能。J (
頁71)

而對中國大陸政制的發展，則是採取一個「靜
態」觀黙，一個絕對標準來不作評斷，不論近年中
共的政策如何翻天覆地，也不論責任制實施之後農
民收入增加多少，一貫以「本質J否定。在政治上
的結論則要中共倒台，以下的一段話，金敎授是不
會應用在台灣的，「中共的幹部制度已形成了一個
特有的自保自利的官僚集團，成爲現代化的巨大障
礙，J (頁175 )。一個社會學家談「本質」的問題
，已是奇怪’如果以「本質J問題來論述中共政制
，則在台灣也可大談特談，在香港似乎浪費了來源
豐富的資料。
方法論上的「靜態」與「動態」的問題，根本
已屬於知識社會學的範圍了，變成意識型態的問題
，而意識型態問題牽入了個人興趣、切身利益、敎
育背景等因素。每一個人都知道金敎授與台灣的關
係密切，元老王雲五是其業師，三十歲已當上東雲
雜誌的主編，這種關係與其學術論述有否關係，我
不敢肯定，不過就〈民主〉一書來看，他顯然是台
灣「建制派」的。
在比較中國大陸及台灣政制時，他對中共的批
評是嚴厲、多層面與及十分具體，而對台灣當局的
批評是輕微和十分理論化。而且，在批評之前，都
會讚揚三民主義一番。在 <民主〉一書，在不下六
處的地方，極度稱讚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例如頁9
、頁19、頁51、頁54、頁62 •、頁200等’這無疑是
十分保險的寫法。

此段頗學術性的文字，有極强的政治含示性，
換言之，除了共產黨外，任何國家的專政一黨制，
都會有可能轉爲民主制度。台灣自然是其中一個可
能，多黨不一定民主，民主可以是一黨。這樣就否
定了台灣黨外力量發展的基本假設’看來台灣當局
一定十分惑激金敎授的理論維護。其實談起黨內有
派，黨外無黨，中共不是一樣’不過金敎授已將共
產黨剔除出外，因此也不必討論了。

缺乏大陸民主發展之分祈
關於中國民主制度發展的契機，金敎授在對中
國大陸體制全面批判之後，所提出的解藥，不過是
「揚棄迷信J馬列主義（頁125 )，從馬列主義中「
突破J (頁196 )，至於如何揚棄？如何突破？金敎
授並沒有答案。作爲一個統治集團，中共絕對不會
否定自己的執政地位，就像國民黨一樣。不過，中
國大陸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各種政治社會力量也是
交互影响，特别是七九年後的經濟改革以來，新社
會力量严斷形成中，對政治制度始終會有影响的，
可惜金敎授並沒有具體分析0
對台灣，金敎授的分析較爲詳盡，他說：「要
從革命政黨轉化爲普通政黨，這需要國民黨從權威
的『源泉J的身份退到權威的r執行人J的身份…

忽親台灣黨外力量的發展
令人失望的是，在一本有關台灣民主發展的書
中，金敎授對台灣的黨外力量的發展，竟然沒有一
字提及，竟然不提及台灣社會多種社會力量之興起
、影响以及後果，不但止此，在〈民主> 一書中’
金敎授有兩段文字極爲暧昧不淸，但是後果對黨外
力量極爲不利，第一段文字是有關「大衆政治J的
討論，內文說：「研究安定的民主的條件極有心得
的艾克斯坦指出，快速的工業化對民主秩序的建立
具有危險性，如果快速工業化再加上快速的大衆的
民主化’則對眞正的民主尤有危險……我們從最近
幾次選擧的情形觀察，台灣似有大衆政治的色彩，
我們不能單就大衆傳播報導而認定台灣已走上大衆
政治的不幸之路’但台灣的大衆政治的陰影日在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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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政治下，權威的r源泉•！在於人民；或更
有實質意義的說，在於憲法°…從總的方向來說，
國民黨當政後，即已有轉爲•"黨的常規之傾向
。以國民黨爲主導的政府’近年來認眞地擧辦公正
公)平的選擧，自覺地居於一 •"競赛者J的立塲’這
立塲顯示她已有意識地開始接受••普通政黨J的身
份。J (頁75) ’這種說法無疑仍將台灣民主發展
的契機擺在國民黨自覺的改變上，這又多麼地不社
會學。金敎授認爲「台灣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民主
政治基本上構成了積極性的影响’甚至民主的多元
性備說重要的條件，」（頁76 ) ’但是對道種經濟
發展所製造出來產品——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却不作
任何肯定，而以有義的「所謂黨外人士」稱之（
頁76 ) ’則金敎授的政治歸趨一定轉向國民黨的自
覺善意上。但是’旣然國民黨可有自覺，爲何中共
不能有？五年前’有人會想到中國大陸有這麼大的
變遷嗎？

。在台灣，「一黨獨大J短期內不會有變化’而中
共的執政，亦不能代替。那麼香港的政制變化就饒
有趣味了。

香港民主之歷史契機
談現階段的中國（包括大陸、台灣及香港）民
主政制的發展’不能不談及香港iff制的發展’金敎
授以前曾有文章論及此，並發展出「行政吸納J的
學說，近三年，香港的九七問題解决，進入了過渡
期，政制變化將會更大。以目前來說，香港政制民
主化（亦即是還政於民）是客觀之趨勢，九月之後
，立法局將會有民選之議員，到時會有一番新景象

香港人面對這歷史此契機，要敢於承擔。港人
治港如果成功，而民主化的進程又不損害經濟發展
的話，香港政治發展也許會變成兩岸學習的型模了
。中國是要發展出民主制度的，如金敎授所言，「
民主之建構可能是中國現代化中最艱巨的工程，它
也將是對中國人政治智慧最嚴峻的考驗J (前言頁
1 )

百貨總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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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這塲「最嚴峻的考驗J中’香港人也許會^
穎而出°努力及博學如金敎授者，以後當然會對這
個發展加以論述。最後’對〈民主> 一書還有二熙
意見，第一，就是金敎授一些引述其他學者的言論
只有書名，而沒有引頁數，譬如頁10 ’提到亞爾杜
塞爾（Louis Althusser)對史太林的批評。引了
他的 <自我批評論文集> (Essays in Self-Criticism)，而沒有寫那一頁，又如頁78提到日本管
理模式的獨特性.，金敎授引了兩本書：<Z理論〉
及〈日本管理的藝術〉，也是沒有頁數的；另外’
在代序頁25，直接引述享丁頓（Samuel Hungtinton)的一段有政治經濟關係的話’但在頁36的注⑩
裏，只有書名（變遷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沒有頁
數°
第二黙，在 <民主〉一書裏’金敎授引了大量
左派理論家的著述，來批評社會主義’其中包括了
Lukas、Trotsky、Poulantzas、Althusser、B
aran、Sweezy、Bettlehei.n等。站在余敎.授的立
塲，引用他們批判馬克斯主義的言論自然是正確的
。但是，不可忘記的是’這些人全部却是馬克斯主
義者’他們的立塲是企圖撇除馬克斯主義的糟柏，
發展其精粹’而的確’他們每個人對馬克斯主義理
論都有重要貢獻，（這黙以後有機會再談）。金敎
授的徵引給人一種錯覺，以爲這些人是「起義者」
，已背叛馬克斯主義了 °對這些篤信的社會主義者
是極爲不公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