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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部西天的政治真經–《西遊記與中

國古代政治》讀後感 

 

壹、前言 

    《西遊記》是中國古代章回小說四大奇書之一，這部由仙佛妖魔

交織的奇幻冒險故事是中國在全世界最著名的 IP(Intellectual 

Property)；日本漫畫經典《七龍珠》中便夾雜不少西遊記元素，《哆

啦 A夢》電影版也有《大雄的平行西遊記》故事，韓國也有取材自西

遊記的實境綜藝《新西遊記》系列與電視劇《花遊記》，在歐美神通

廣大的「Monkey King」同樣也是大名鼎鼎。但你可曾想過，這樣一

部奇幻章回小說，竟然也能成為政治學課堂上的教科書？ 

    本書作者薩孟武教授是近代著名法政學者，對中國古代政治與西

洋政治均學有專精，尤其被認為是中華民國憲法的專家，對往後台灣

政治學發展影響很大。薩氏以其政治與法律專業，從另一種角度切入

《西遊記》的神怪世界，帶領讀者一窺神魔法術之下潛藏的政治法則，

要以民主法治的火眼金睛，針砭中國古代政治的弊端。 

貳、內容導讀 

    薩氏本書一共分為 18個短篇，以西遊記書中的 18個事件或現象，

解析其所揭示的中國古代政治現象。由於各短篇彼此獨立而不相連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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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難免片段且破碎；若將這些短篇以其論述之主軸重加整理，大致

可分為「基本政治邏輯」、「帝王的統治術」、「中國古代政治缺失」、「臣

下的苦惱」與「論造反」五個主題(如下表)，揀選其中較重要者細述

如後： 

 

表一：本書各篇章主題歸類表(筆者自行整理) 

一、基本政治邏輯 

(一)成王敗寇本一家：菩薩與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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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地位由「力」的大小所決定，力大戰勝者為官府、為菩薩，

力小戰敗者只能淪為江湖盜匪，淪為世人口中「妖精」之流。但是

菩薩與妖精，在本質上原本是並無二致的。將盜匪豪強整編為政府

組織下的官員，其目的也只是希望藉由官員享有的福利特權，讓這

些「妖精」不再出來為禍百姓而已。 

(二)帝王的絕對權力：比丘國王要取小兒心肝為藥引子 

    政府的統治者–皇帝對於轄下的土地和人民均握有生殺大權，

這就需要有種辦法來節制皇帝的權力。法家主張以法律限制政府，

但「法」本身卻又是由皇帝自己制定；儒家主張以賢人仁人約束皇

帝，但對賢人、仁人的判斷又沒有可信服的標準，結果就是皇權始

終得不到有效的制衡。就算主張要以人民福利為施政的依歸，但帝

王所定義之人民福利，又是否真為人民之福利？ 

(三)天命的制衡：鳳仙郡三年亢旱 

    要說中國古代唯一可以限制皇帝的，大概只有所謂的「天命」

了。古代中國有神權政治的影子，古人相信各種天災與反常自然現

象均是上天在對當朝皇帝表達憤怒，每當有人要爭取皇位，也常往

往要假託神意、預兆來彰顯自己的正當性。但是天意對皇帝終究沒

有絕對拘束力，當皇帝執意要無視災禍預兆，皇權也就再無人可以

制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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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帝王的負擔：孫行者不願作烏雞國王 

    但另一方面，天下既完全為皇帝所有，也代表天下受到的任何

損害，最終都會完全歸由皇帝本人來承擔。皇帝為了維護自身產業，

自然得終日兢兢業業，以避免災荒兵禍傷害他的天下；其對人民福

祉之關心，可能還比民主制度下人人都毋需負最終責任的民選官員

更多。 

二、帝王的統治術 

無為而治：玉帝永保至尊的地位 

    上位者想要權力穩固，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自己出謀劃策，要將權

柄下放，讓下屬提出他們的解決方案和執行規劃。要保有權力就要讓

下屬猜不透自己的真本事，如果由上位者自己來謀事，他自己的實力

馬上會被下屬摸透，下屬就不會再敬畏上位者了。但要將權柄下放，

也就要求上位者要具備能衡量下屬方案優劣與可行性的判斷力，而這

種判斷力卻不是每個統治者都擁有。 

三、中國古代政治缺失 

(一)不公正的審判：烏雞國王不敢在冥府控告全真怪 

    司法審判最重要的就是公平，但古代中國行使行政權的官府同

時也是掌司法權的衙門，這就使草民在對官員興訟時，難以獲得公

平的審判。同時中國古代吏治黑暗，犯法者若能勾搭到上級官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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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從、屬官來向審案的官員施壓，往往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何

況有時候，這些判官自己也和犯法者勾結在一塊呢！ 

(二)無法治精神：唐太宗還魂延壽二十年 

    就算沒有外力干涉，古代的官員也不見得會完全依法律判案，

反而會出於個人的利害考量而玩弄法律、操縱判決。更可嘆的是就

連蒙冤的無辜者，為了贏得訴訟也甘於操作非法手段，寧可私下運

作官吏以謀奪有利判決，也不願意於衙門堂上正正當當的循正式途

徑為己抗辯，法治精神的缺乏由此可見。 

(三)私權無人維護：如意真仙不許孫行者白手來取落胎泉的水 

    中國古代一向缺乏維護私有產權的概念，不但政府不注重保障

私產的法律，連個人也缺乏為了捍衛私人財產而不惜拼命的決心；

長此以往中國的產業終無法得到發達。尤其是官府豪強往往利用權

勢掠奪民眾財產，以官職為聚斂之工具，對國家之禍害更甚。 

(四)無人守衛的守護者：孫行者與緊箍兒 

    當官員侵害人民時，人民還可以盼望皇帝來懲治至這些作惡的

官員；但當皇帝本身作惡時，誰又能來監督皇帝？皇帝對於官員的

控制權沒有一個適當的行使標準，皇帝老是亂唸「緊箍咒」，官員又

怎能好好操持政務。中國古代的權力制衡機制，其實是較歐美三權

分立來得落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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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臣下的苦惱 

基層官員的困境：蓮花洞二魔念起呪語就可使喚山神土地 

    中國古代的統治者不希望臣屬具有獨立的人格，中國的官僚被要

求服從上級本身，而不是服從給予上級指揮命令之權的法律，經年累

月下來，官員遂養成盲從權威命令的習慣，而不在乎發令的權威者究

竟具不具有發令的資格了。這種情況在地位最低、不易升遷又飽遭上

級欺凌的基層地方官身上最為明顯。 

五、論造反 

叛亂的起源：孫行者大亂天宮 

    孫悟空大鬧天宮，背後真正的問題其實是人才選拔機制的不通暢。

傑出的人才無法求得相稱的待遇，一怒之下自會起兵造反。特別要當

心有了政府任官經驗的造反者，他們熟悉政府的虛實，造起反來勢頭

更難遏止。尤其是當叛軍對政府軍取得了戰果，對政府與皇帝在精神

上已不再畏懼，這時的造反者將不會只以求官割據為滿足，而是會更

進一步要求「玉帝輪流做」了。 

參、內容分析 

一、薩氏觀點之缺失與偏誤 

(一)薩孟武誤解了西遊記 

    「人類的一切觀念，甚至一切幻想都不能離開現實社會，從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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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來」1，「社會現象映入人類的腦髓之中，由幻想作用，反射

出來，便成為仙佛魔怪」2。以上二句是薩氏對為何可以《西遊記》

解析中國古代政治的立論根據，薩氏此說固不可謂錯，但以之套用

在《西遊記》一書，能否適用卻不無疑問。 

    薩氏論點最大的問題，是其以《西遊記》為純粹的神怪小說，將

書中呈現的一切政治現象，皆視作是作者在無意識中，將從小耳濡

目染的中國官場文化「反射」在自己作品中的結果。但是，近代許

多評論家皆認為《西遊記》並非單純的神怪創作，而是一部隱含諷

刺社會時政寓意的諷刺小說；如魯迅評西遊記「諷刺揶揄則取當時

世態」3之語便是。《西遊記》中的政治寓意並非小說家吳承恩無意

識的反射，而是政治家吳承恩的刻意為之。 

    而既是以諷喻時政為目的，吳承恩加進《西遊記》中的政治調料

自然不會是什麼正面事跡，而是專挑骯髒污穢之事予以改寫。吳承

恩一生經歷明朝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四位皇帝，恰恰又是明朝

政治的一個黑暗時期，因此《西遊記》書中呈現的政治樣貌，自然

會是中國政治史上負面特質的集大成。薩氏以此刻意揀選的反面教

材集來解讀中國古代政治，其結論將是不全面且不客觀的。 

(二)時代風氣的限制 

                                                      
1 專書 1頁 
2 專書 1頁 
3 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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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氏生於西元 1897年，在清末民初與軍閥割據的混亂年代中成

長、求學，薩氏似乎與那時代追求全盤西化的知識份子相同，將一

切中國傳統的政治模式視為落後之物，認為唯有「德先生」、「賽先

生」才能拯救積弱的中國。薩氏在本書中常藉歐美的民主、法學概

念來斥責中國古代政治之非，多少也是薩氏所處的時代在其思想上

留下的刻印。 

二、薩氏對中國古代政治解讀之偏誤 

    此外，薩氏在本書中對中國古代政治現象的解讀，似乎也有若干

啟人疑竇之處。例如，薩氏曾以詩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4來證明中國古代皇帝對土地與人民皆有所有權，但若薩

氏之論為真，那緣何中國古代仍然允許私人間的土地交易？既然允許

私人可以買賣土地，自然也就代表人民對土地仍保有一定程度的所有

權。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或許應該解釋

為皇帝對所有土地與人民都享有主權(Sovereignty)會更為適當。 

    又如薩氏常言中國古代無人可以抑制皇帝，顯然薩氏是忽視了令

古中國所有變法家恨之入骨的「祖宗之法不可違」這句話了。皇帝在

所有活著的人當中至高無上，但是皇帝的祖宗卻又比皇帝還要崇高。

歷朝歷代的「祖宗之法」幾可謂為各朝代的不成文憲法，就連當朝天

                                                      
4 專書 1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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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亦要受其拘束。若皇帝違反祖宗家法，便將遭到群臣的聯合抵制和

太后等尊長的責難，嚴重甚至可能動搖皇帝統治的根基。 

    在中國古代抗衡皇帝最強的力量莫過於「道統」，但薩氏在本書

中對「道統」卻幾無著墨，這就使得薩氏過分高估了皇權在古代中國

政治場上的影響力。道統對於仁政的要求便是儒家對於防止皇權為惡

最大的抗暴手段，然薩氏卻論儒家只知反對暴君而不知預防暴君5，

這似乎就有待商榷了。 

    薩氏畢竟是法學專業出身，也許對薩氏而言，沒有白紙黑字寫成

法律條文的制衡都不能算是有效的制衡。畢竟在薩氏求學的年代政治

學仍然以偏重法規範的傳統主義學派為主，行為主義尚未興起；薩氏

會輕忽抽象道統對皇帝的約束力並非偶然。 

肆、心得感想 

一、中國古代政治與歐洲古代政治 

    薩氏以現代民主法治的觀點對古代中國的政治提出了諸多批判，

但政治制度原本就是不斷演進發展的，古代政治不如現代政治本屬自

然；難道歐洲的古代政治，就能夠完全符合現代民主法治的標準嗎？

薩氏只因中國過去的政治模式與民主法治不合便予以否定，未免過於

武斷且有失公允。要評論中國古代政治是否進步，不如同樣以歐洲古

                                                      
5 專書 1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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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政治為基準來做比較。 

    薩氏以《西遊記》評論中國古代政治，在此同樣以美國著名奇幻

小說《冰與火之歌》來討論古代歐洲的政治。細究《冰與火之歌》的

故事情節，我們可以發現若干與薩氏所列的中國古代政治缺失，在古

代歐洲一樣沒有缺席。 

    例如薩氏評古代中國行政權與司法權不分，但在《冰與火之歌》

中亦是由國王、領主來聽取訴訟、斷案審判，與古代中國並無二致；

又如薩氏指責古代中國人沒有依法抗辯的精神而習於暗地舞弊以謀

求勝訴，在《冰與火之歌》則是另有一種「比武審判」，讓訴訟兩造

以決鬥斷定公道誰屬。這種比武審判並非小說家虛構，而是源自確曾

在古代英國實行的「決鬥審判」。古代歐陸尚且有更多令現代人匪夷

所思的「神意審判」，則古代歐洲哪裡又有依法抗辯、依法審判的精

神。 

    薩氏又言古代中國政府以人民為天子個人之私產，並論古中國不

重視私人之財產權，政府屢屢侵害人民之私產；但在《冰與火之歌》

書中，各方諸侯領主於行軍時也是一路擄掠、「徵用」民人之房宅田

產與糧食，可見政府侵犯人民個人財產在古代絕非中國獨有。 

二、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的進步特徵 

    現代歐美國家在政治上或許比中國更為進步，但這並不代表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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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政治運作就一定一無是處。就算是在這本《西遊記》之中，我

們也可以發現二項僅見於中國，而不存在於古代歐洲政治的「進步」

之處。 

(一)群策群力的君人之術 

    薩氏在本書「玉帝永保至尊地位」一篇中，詳細論述了為何統治

者不應彰顯自身的智略才能，而應放權下屬出謀劃策，自己只負擔

最後裁奪之權–薩氏只將放權視為統治術的一種，但在古代歐洲，

君王連想放權亦不可能。 

    在羅馬共和時代，羅馬執政官是軍隊的當然領袖，遭逢戰事時執

政官必須帶頭領軍抗敵，往後羅馬帝國亦繼承此一傳承，羅馬的皇

帝均負有領軍出征的當然義務。羅馬皇帝固可派遣司令官代行領軍，

但皇帝御駕親征始終是羅馬的正規傳統；相較之下中國的皇帝就沒

有領軍的義務，可以自由的將軍事重任委交手下名將處置。歐洲的

政治傳統中要求統治者要有足夠的個人能力，否則就無法穩坐王

位。 

    統治者應該是最有能力的人，抑或是具有識才、用才能力，能充

分駕馭人才的人？現代管理學多半認為好的領導者要是善於溝通協

調，能帶領團隊群策群力的「將將」之才，似乎中國古代對皇帝責

任的認識反而還要更貼近現代的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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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 

    要說《西遊記》裡最痛快的一句話，絕對該屬孫悟空大鬧天宮

時留下的這句「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6現代一些評論認為這

彰顯了中國古代人民的抗暴精神，但也有人認為就是這種槍桿子出

政權的思維造就了中國古代無數慘烈的爭霸戰爭。周朝克商讓古代

中國產生「天命靡常」的思想，再也沒有一個皇朝可以安穩的永世

綿延。但在中古歐洲，「天命」卻是恆常不變，永不改易的。 

    自從泛基督教系統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查理曼又受教皇加冕

而成為皇帝之後，歐洲的國王與領主都成了上帝揀選的統治者。國

王既然是依上帝旨意登位，其他未獲上帝授權的人自然沒有覬覦王

位的資格，王位只能由具有王室血統，或是與王室有親緣關係的人

來繼承，要像劉邦、朱元璋這樣純粹憑藉軍事力由平民階級推翻前

王朝登上王位在中古歐洲是不可想像的。由此觀之，中國古代不獨

由一家一姓掌握的天命觀似乎還較古代歐洲更加開明呢。 

伍、結語 

    綜合來說，薩氏此書針對中國古代政治現象的描述大體上是準確

而精闢的，尤其是在關於基本原則、帝王統治權術與對歷代造反者的

評述這部分。但隨著時代氛圍與人文學術的不斷演進變化，薩氏的另

                                                      
6 見吳承恩《西遊記》原著第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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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某些論述在現代的研究者眼裡可能就有進一步思辨的空間了。 

    所有的歷史皆是當代史，薩氏對於《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觀

念的解讀其實也是薩氏所生存時代政治觀念的一場展演；今日吾人批

判薩氏，也許正如他日後人批判吾人。時代更迭，人們對《西遊記》

裡各種政治隱喻的研究永遠也不會停止，政治的無字真經，還待有緣

人來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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