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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鬼三郞《大淸宪法案》怨探

彭 剑 *

內容摘�：《大淸宪法案》于 1909 年出版后，在日本反响寥寥，在中國则民间和官方都�

较多关�。�证据表�，淸季與民初官方制宪时，都曾參考此书。该书提供了一种立法、

司法、行政、监察四权分立�宪政方案。这一思路，與孙�类似。该书作者北鬼三郞，出

生于日本富山县，1904 年成为法學士，1908 年初完成该书初稿，同年秋完成手抄稿《大淸

宪法案理由书》。从初稿到手抄稿到正式出版物，均�值得�
�修改。虽然北鬼氏宣稱寫

作此书纯粹是出于硏究學问，但从《大淸宪法案理由书》�存在，尤其是此稿�例言中对

某位“阁下”特表“敬
”來看，他至少�借此书引�中國高层重视�动机。《大淸宪法

案》之后，北鬼氏还�寫了數��違，其关��问题，�些是对《大淸宪法案》��续。

关键词：《大淸宪法案》；《大淸宪法案理由书》；预备立宪；北鬼三郞；汪荣寶；孙�；都

察院；监察权

淸末预备立宪�间，日本人北鬼三郞出版了一本《大淸宪法案》。此事经學界揭示，已

渐为人知 1 )。先行硏究已经对《大淸宪法案》�內容、其與手抄本《大淸宪法案理由书》

*华中师范大學中國�代�硏究敎�

1 ) 學术界�早探讨北鬼三郞《大淸宪法案》�是俞江，其《两种淸末宪法草案稿本�发现�初

步硏究》(《历�硏究》1999 年第 6 �) 一�中说�“两种淸末宪法草案”中�一种，卽

《大淸宪法案》�中译本殘件。其《第一历�檔案馆藏淸末宪法草案稿本�后续说�》(《法律

�论集》第四卷，法律出版社 2002 年出版) 和《关于第一历�檔案馆藏淸末宪法草案稿本再

说�》(收于氏著《�代中國�法律與學术》，北京大學出版社 2008 年出版) 二�，则是对第

一�论��补閏。尙小��《“两种淸末宪法草案稿本”质疑》(《历�硏究》2007 年第 2�)

针对俞江 1999 年�论�而作。彭剑�《也谈“两种淸末宪法草案稿本”中�“甲殘本”》

(《历�檔案》2011 年第 3�)、崔學森�《再论淸末〈大淸宪法案〉稿本问题》(《历�檔案》

2017 年第 2�) 则都专门探讨了《大淸宪法案》�相关问题。曾田三郞�《立憲國家中國へ

の始動：�治憲政と�代中國》(思�閣 2009 年出版) 虽未对《大淸宪法案》作专门硏究，

但�
到了北鬼三郞在《大淸宪法案》之外�其他作品《淸國�中央集权问题》、《中國中央

官制改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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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同、对淸季制宪�影响做了�益�探讨，但很多问题依然沒�硏究淸楚，诸如：该书

在中國�到了何种�度�重视，对中國制宪究悦产生了何种影响，其影响是否限于淸季？

该书具�什么獨特之处？作者北鬼三郞是一个什么样�人，寫作此书�动机何在？笔者亦

曾关�北鬼三郞�其著営，努力搜集相关�獻，��则利用赴日访學之�，�將书稿�译

成中�之举，在此过�中，对北鬼其人其书�理解似�深入，故不揣简陋，�成此�，

以求敎于方家 2 )。

一、引�中國人广泛重视�《大淸宪法案》

1909 年 6�，位于东京�经世书院出版了一本《大淸宪法案》，署名北鬼三郞。此书出

版后，在日本反响寥寥，目 见，只�《外!时报》和《國家學會杂志》各刊登了一�

300 字左右�评介性�字 3 )，而中國各界对它�反响则�大得多。

1910 年出版�保廷梁著《大淸宪法论》一书，在讨论上下议院名稱�时候，與《大淸

宪法案》�商榷，认为北鬼三郞將上院稱为贵族院不" 4 )。

同年，�人节译了《大淸宪法案》�第六違《都察院》，刊登于《宪制日刊》。第六違

�译成中�大约 3000 字，而节译��本大约 2000 字，省略�，集中于第 52 條 (本違第

1 條) �说��字。在刊登于�首�按语中寫#：“北鬼氏�拟吾國宪法案凡七十六條，以

非本國人而拟本國之宪法，未见其當。然其精勤缔构，自成首尾，不可谓非好事之尤

者。”5 ) 可见其对此书�褒�贬。在�末�按语中，则说：“据此则都察院之名虽存，而其

性&组织则大异。”幷提出，北鬼三郞关于都察院�制度设计，“虽未必盡當，��足供吾

行政审'制之參考者。”6 ) 对北鬼三郞�设计给予了较高评价。

2 ) 2017-2018 年在京都大學人�科學硏究访學�间，笔者曾以�译《大淸宪法案》为(攻目

标，幷致力于搜集北鬼三郞�关�獻，且曾到北鬼故里寻访。在此过�中，得到各方热&帮

助，尤其是以石川祯浩敎�为首�人�硏附屬现代中國硏究中心各位老师�悉心指點，不胜

铭感。此�大纲，曾以《北鬼氏〈大淸宪法案〉译读报吿》为题，于 2018 年 6� 19 日，在

村上卫先生擔任班长�京都大學人�科學硏究“轉奄�中國における社會經濟制度”共同

硏究班报吿，與會�很多學者提出了寶贵
见，尤其是村田雄二郞先生�评论，令我�益良

多，特此致谢。此�草稿，曾以《为淸國制宪：北鬼三郞�“四权分立”方案》为题宣读于

“‘知识迁移與�代东亚�政治转型’國际學术硏讨會”(2018 年 11� 16-18 日，广州)。

3 ) 《外!时报》总第 140號，�治 42 年 7� 10 日发行。《國家學會杂志》第 23 卷第 9號，�治

42 年 9� 1 日发行。

4 ) “吾國旣取两院制，则两院之名稱如何？据日本北鬼三郞著《大淸宪法案》，谓宜稱贵族院、

众议院，予以为下院稱众议院固无可议，而上院以贵族名，殊觉未叶。”保廷梁：《大淸宪法

论》，江左书林、模范书局 1910 年初版、1911 年再版，第 140页。

5 ) 《节译日人著〈大淸宪法案〉》，《宪制日刊》宣统二年八�二十七日，第 53页。

6 ) 《节译日人著〈大淸宪法案〉》(续)，《宪制日刊》宣统二年八�二十九日，第 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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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宪制日刊》还刊载了一�标�“译北鬼氏稿”�《中國中央官制改革案》，

《申报》曾予以转载 7 )。《宪制日刊》刊布该�之后还发表了一�评论�違，《申报》也曾转

载 8 )。《中國中央官制改革案》完,脫胎于《大淸宪法案》(后�详)，这里介绍一下评论�

違中�观點，一窥中國人对《大淸宪法案》�观感。在这�题名《读北鬼氏〈中國中央官

制改革案〉书后》�评论中，作者对北鬼三郞改革中國中央官制�方案一一點评，认为北

鬼三郞提出�融合满汉�方案未抓-�. 9 )，对于北鬼氏提出�內阁、军机处、政务

处三者叠床架屋、保留三者中�一个卽可统/大政�见解，也评价不高10)，在作者看來，

不设立责任內阁，就沒�办法眞正统一政务。对于北鬼氏谈到�官俸改革，作者也觉得不

够閏分，他准备另�探讨11)。但是，对于北鬼氏(张�區别宫府，则赞赏�加12)，幷由此

引申开去，大谈亲贵不可把持行政�津。对于北鬼氏(张��裁去0、禮两部和改革侍

郞制度，作者也颇为欣赏13)。北鬼氏还谈到，司法制度也�改良，对此，作者也表示赞许14)。

可见，中國人对北鬼三郞�改革官制方案�评价，就宴对他�都察院方案一样，褒贬相杂。

與民间�译介、评论相比，官方�反响也许1值得关�。让我们从與制宪事宜关系甚

深�汪荣寶�一段日记谈�吧。1909 年 7� 15 日，汪荣寶在日记中留下了如下一段�字：

饭后三时到宪政编查馆，达侍郞见示日本北鬼學士三郞著《大淸宪法案》，浏览

一过，觉其精实，请得借归细读之。六时顷囘寓，阅北鬼氏宪法案。15)

7 ) 《宪志日刊》宣统二年十�初四日、初五日。《申报》宣统二年十�二十日，第 1 张第 2、3

版；宣统二年十�二十二日，第 1张第 2、3版。

8 ) 《宪志日刊》宣统二年十�初六、初七、初八日。《申报》宣统二年十�二十三日，第 1张第

2、3版；宣统二年十�二十四日，第 1张第 2、3版。

9 ) “北鬼言官制改革，首举废撤满汉箝制，而不举以废撤满汉箝制之源，淺之乎言之矣。”《读

北鬼氏〈中國中央官制改革案〉书后》，《宪制日刊》宣统二年十�初六日，第 11页。

10) “其论统一政务也，曰军机、內阁、政务处地位职权皆居行政各部之首，而其职掌于实际上无

大差别，�其一卽足以统/大政，此惑于外听，不察实&之说也。夫今日之军机处、內阁、

政务处，其何一足以统/大政？”《读北鬼氏〈中國中央官制改革案〉书后》，《宪制日刊》宣

统二年十�初六日，第 11页。

11) “至俸给之當增當减，理由甚长，非北鬼氏能详悉，容别为《官俸�》以�吾
。”《读北鬼

氏〈中國中央官制改革案〉书后》，《宪制日刊》宣统二年十�初八日，第 16页。

12) “北鬼言區别宫府，且一一言其裁幷之法甚悉，诚今日之�图哉。我议订官制者曷其审之！”

《读北鬼氏〈中國中央官制改革案〉书后》，《宪制日刊》宣统二年十�初六日，第 12页。

13) “北鬼氏言官衙幷废，归本于废0部、减侍郞，此亦至言也。”《读北鬼氏〈中國中央官制改革

案〉书后》(续)，《宪制日刊》宣统二年十�初八日，第 15页。

14) “司法制度，一國人之生命财产由托也。而在我尤�对外條约关系，一言不愼，祸�邦國。

北鬼氏图我中央官制改革，而特表一目曰司法部之改善，�味乎其言之矣。不知我掌司法之

责者亦能审愼详察、勉图远大否也。”《读北鬼氏〈中國中央官制改革案〉书后》(续)，《宪制

日刊》宣统二年十�初八日，第 16页。

↗15) 北京大學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编委會编辑：《北京大學馆藏稿本丛书 1 汪荣寶日记》(以下简

東 方 學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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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记载，信息量很大：其一、在《大淸宪法案》出版之后，达壽很快拥�了此书

(6�出版，7�卽已到手)；其二、达壽得到此书之后，拿到官衙與同僚分享，可见此书给

他留下了较深印象；其三、汪荣寶一看到此书，�给予了很高评价，幷且马上借阅，爱不

释手。如果联想到达壽和汪荣寶!液�地方是宪政编查馆，该馆成立时被赋予�一项基本

职掌就是�草大淸4國宪法16)，而达壽是该馆提调，汪荣寶是该馆编制局科员 (编制局负

责5括宪法在內�法典�草事宜)17)，�可知这一记载�分量。

笔者曾见到过一份宪政编查馆 1909 年�购书淸单，其中 8� 2 日收到�从�斐阁寄來

�书中，第一部就是《大淸宪法案》，��为“一册”18)。宪政编查馆购买此书，是否出于

达壽、汪荣寶等人�(
不得而知，但中國负�制宪之责�中央官厅在该书出版后立卽购

买了，则是不爭�事实。

1910 年 7� 2 日，汪荣寶日记中印�关于读此书�记载：“六时6散归，阅北鬼氏《大

淸宪法案》。”19) 单看这一句，似乎7淡无奇，但若联系到�段时间汪荣寶一直與肃亲王善

耆等人谋划宪法“眞正钦定”事宜20)，此时刚好吿一段落，此后�日记里，频频出现阅读

日本學者宪法學著作、编纂日本宪法材料�记录21)，而《大淸宪法案》是第一本，则可知

这一记载自�其分量。

1910 年底，淸廷英开宪政编查馆，另8溥伦和载泽为纂拟宪法大臣22)。1911 年初，印

89陈邦瑞、李家驹、汪荣寶为协同纂拟宪法大臣23)。为了�合制宪事宜，度荏部员外郞

李景铭��译《大淸宪法案》之举。虽然目 學界见，只�宪法條�,部译�和第 1-8、

10-11 條�法理说��节译和译者按语24)，李景铭是否將�條款�法理说�都节译过尙难

稱《汪荣寶日记》)，天津古籍出版社 1987 年影印版，宣统元年五�廿八日，第 175页。
↘

16) 《宪政编查馆奏拟办事違�折》，《政治官报》光绪三十三年九�二十日，第 11页。

17) 彭剑：《淸季宪政编查馆硏究》，北京大學出版社 2011 年版，第 213、215页。

18) 宪政编查馆,宗，第 38 卷，中國第一历�檔案馆藏。

19) 《汪荣寶日记》，宣统二年五�二十六日，第 548页。

20) 韩策：《宣统二年汪荣寶與亲贵大臣�立宪筹谋�运作》，《广东社會科學》2016 年第 5�，

第 140-143页。

21) 阅读《大淸宪法案》之外，尙�如下记载：7� 19 日，“阅工:氏《4國议會�》”；7� 20

日，“阅穗积八束《日本宪法说�书》”；7� 21 日，“阅工:氏《4國议會�》”；8� 19 日，

“拟定编纂《日本宪法释义》體例，與伯7商榷，幷检出參考书數种付之，屬其草创”；8�

22 日，“草《日本宪法讲义》四纸，函;逵臣”。《汪荣寶日记》，宣统二年六�十三、十四、

十五日，七�十五、十八日，第 566、567、568、598、601页。

22) 《宣统政纪》卷 43，宣统二年十�甲戌，《淸实录》第 60 册，中华书局 1987 年影印本，第

771-772页。

23) 《政治官报》宣统三年二�二十一日，第 2页。

↗

24) 先是，俞江在资政院,宗中发现了第 5、6、7 條�汉译、法理说��节译和译者按语，后來

崔學森印在宪政编查馆,宗中发现了宪法案,��汉译以�第 1-4、8、10-11 條�法理说�

�节译和译者按语。俞江：《两种淸末宪法草案稿本�发现�初步硏究》，《历�硏究》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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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论，但此举系为淸廷制宪=务，则无疑义25)。

1911 年 7�初，钦命�制宪班子正式开始�草大淸4國宪法。按照分工，由李家驹和

汪荣寶两人负责條��草。两人在 7、8、9 三个�中，三>?开京城喧嚷之地，带上若干

參考书，躲进寺观名山�拟。

他们 7�份去了位于京郊岣岣崖�玉虛观，在�里拟定了宪法各違�名稱和第一、二

違�條款。拟各違名稱中，�三違與《大淸宪法案》一模一样，卽“皇4” (均是第一

違)、“摄政” (均是第二違)、“4國议會” (大淸4國宪法草案是第五違，《大淸宪法案》

是第四違)。其中尤其值得�
�，也许是“摄政”違�设置。后�將営�，因为中國政治

舞臺上出现了摄政，北鬼三郞在出版时特
將草稿中关于摄政�條款獨立出來幷加以扩閏，

A之成为獨立�一違。淸廷在�草4國宪法�时候，固然也可以根据政治生活�实际&形

而设置摄政一違，但考虑到执笔者之一�汪荣寶对《大淸宪法案》早已寓目，幷且颇为欣

赏，而另一执笔者李家驹则可能是《大淸宪法案理由书》��赠者 (后�详)，若说《大淸

宪法案》是淸廷�草4國宪法时设置摄政違�影响因素之一，应该不算推论过度。

9�份，李家驹和汪荣寶远赴泰山�草宪法。汪荣寶日记显示，在此�间，他们也參考

过北鬼氏�著作。汪氏 9� 16 日日记如下：

早�，天雨，濕云�空，一物无睹。阅副岛學士《宪法论》，參考关于预算各學说。

日本宪法六十七條于议會预算协赞权限制颇严，初疑照此规定，则议會对于预算殆无

自由修正之餘地，似于事实不符。�细加考订，乃知其谓旣定岁出者，指上年预算

旣定之额而言，非谓大权定。自伊:义解以��贺、副岛、美浓部、市村光惠、

上野贞正�北鬼诸氏著书，均是如此解释。惟淸水B士�都筑學士馨六颇持异议，以

为照此解释，于大权�非常之影响。因检穗积氏《宪法提�》阅之，于此獨不�一语，

盖B士亦未必如淸水之极端(张也。26)

观此可知，當汪荣寶对“旣定岁出”问题颇费踌躇�时候，他硏读了日本诸多宪法學

年第 6�，第 91页。崔學森：《再论淸末〈大淸宪法案〉稿本问题》，《历�檔案》2017 年第

2�，第 110-111页。

↘

25) 尙小�：“李景铭为度荏部员外郞，甲殘本应是他�译给度荏部尙书载泽或侍郞陈邦瑞參阅�，

因二人分别擔任纂拟宪法大臣和协同纂拟宪法大臣，故李景铭�此作为。”尙小�：《“两种淸

末宪法草案稿本”质疑》，《历�硏究》2007 年第 2�，第 165页。崔學森：“《宪法案》应该

是�译给度荏部尙书载泽或者侍郞陈邦瑞參阅�，因二人當时分别擔任纂拟宪法大臣和协纂

宪法大臣。节译《宪法案》，旣�可能是李景铭�(动行为，也�可能是�命于上司之为。”

崔學森：《再论淸末〈大淸宪法案〉稿本问题》，《历�檔案》2017 年第 2�，第 111页。

26) 《汪荣寶日记》，宣统三年七�二十四日，第 9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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者关于这一问题�學说，《大淸宪法案》是其中之一。日本宪法學界对“旣定岁出”问题�

两种不同见解，大多數人认为这是议會上一年度定，少數人则认为这是君(大权定。

D过硏究，汪荣寶认为 者正确，后者极端。第二天，汪荣寶按照他认为正确�一方�见

解，拟定了相关條�27)。

汪氏�这段日记足征在促成汪荣寶將“旣定岁出”归入议會权力而非君(大权方面，

《大淸宪法案》确实�了一定作用。但是，汪荣寶作出这一决斷，幷非仅仅參考了北鬼三郞

�著作，则也是不爭�事实。

《大淸宪法案》对淸季制宪究悦还产生了哪些具體影响，目 无法坐实，但是，如上

営，该书一出版，宪政编查馆卽购买之，该馆相关官员也拥�该书，且传阅之；淸廷钦8

制宪官员之后，且�官员�译之，负责�草宪法條��官员则將其作为囊中书隨身携带。

综合这些信息，完,可以下一'斷，�就是，《大淸宪法案》�到了中國官方�高度重视。

幷且，《大淸宪法案》对于中國宪政體制�影响，不限于�草宪法，也不限于淸季。该

书关于中國中央官制�设计，可能对李家驹编制《行政纲目》产生了影响；而该书关于都

察院�设计，一度成为都察院谋求自保�一#护符。

据曾田三郞硏究，《中國中央官制改革案》一�对李家驹编制《行政纲目》产生过影

响28)。只是曾田未�
到此�脫胎于《大淸宪法案》，因而猜测李家驹是在日本看到此�，

实则E今尙未见此��日�原�，该�是否曾在日本杂志刊載尙�疑问 (详后)，而李家驹

作为考察日本宪政�大臣，囘國后印是宪政编查馆提调，后來还是大淸4國宪法�协纂大

臣，他�很多机會直接看到《大淸宪法案》中�相关论営。

至于都察院以《大淸宪法案》�相关论営谋求自保，则可从它在宣统二年提出�一#

请改正该院职掌�奏折中找到证据。据《申报》�简�报#，这#奏折力言议院�监察职

能�局限，都察院能“补其不F”，力图?免被裁撤。该折还直接“H引日人北鬼氏之言，

谓中國之都察院，卽实行立宪后亦可不裁”，以图自保29)。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颁布�《中华民國临时约法》，具�共和國宪法�性质。1914 年召开

�约法會议，以將临时约法修改成正式约法为(�议题，因此带�修改宪法�
味。负责

�草《中华民國约法增修案》��树德，是年 4� 13 日在约法會议上口头陈営何以�取I

《临时约法》第十九條 (“參议院之职权”) 之第十款、第十二款30)，將其权限!给7政院行

27) 《汪荣寶日记》，宣统三年七�二十五日，第 995页。

28) 曾田三郞：《立憲國家中國への始動：�治憲政と�代中國》，第 255-256页。

29) 《都察院以行政裁'院自居》，《申报》宣统三年正�初四日，第 1张后幅第 4版。

↗

30) 这两款�內容如下：十、得咨请临时政府，查办官0纳贿、违法事件；十二、參议院对于國

务员，认为失职或违法时，得以总员四分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员三分二以上之可决弹云之。

《大总统宣布參议院议决临时约法》，中國�學會编：《中國�代�资料丛刊 辛亥革命》(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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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时候�言：

从 �某國人在 淸时曾著《大淸宪法案》一书，內言中國制度须采用外國之处

甚多，惟都察院一机关萬不宜裁去，盖中國自秦汉以來，言事之责本在御�，其直言

敢谏者笔不绝书，较之歐美以弹云权归之议會者，历�上成绩较优。盖议會人多，


见分歧，或因黨见�不公7之处，况议會开會之时少而闭會之时多，斷不能谓在议會

闭會�间卽无须�查办弹云之事。以，以此权付之7政院，于事实上实甚相宜。31)

这一材料提示我们，《大淸宪法案》不仅为淸季制宪者重视，也为民初修宪者參考。

�么，这部�到淸季民初中國人广泛关�幷为中國制宪者參考�著作，其设计�宪政

體制，�无獨特之处？

二、四权分立�制度设计

�开《大淸宪法案》，首先是两#上谕，其一是 1906 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从而开

启了宪政改革之门��#上谕，北鬼三郞名之曰《立宪预备上谕》，其二是 1908 年宣统4

登基之后表示�继承先K遗志、继续宪政改革��#上谕，北鬼氏名之曰《立宪继営上谕》。

谕旨之后是《例言》，共 9 條，5页。《例言》之后是目录，31页。目录之后是《大淸宪法

案正�》卽宪法條�，19页32)。其后是《大淸宪法案》卽对宪法條��法理说�，382页。

�译成中�，是 12萬多字，按日�计算，大槪 20萬字左右。

对于这本书，可以作如是观：北鬼三郞�草了一部《大淸宪法》，共 10違，76 條。按

照宪法草案�结构顺序，他给每一條都��參考�对象，幷加上或长或短�法理说�，

连缀成�，就成了这一本书。

十違�名稱和各違��止如下：

第一違 皇4 (第 1-15 條，第 1-117页)

第二違 摄政 (第 16-18 條，第 117-132页)

上海人民出版社 1957 年版，第 33页。
↘

31) 顾鳌：《约法會议纪录》，沈云龙(编：《�代中國�料丛刊》(186)，第 496页。在 1933 年初

版�《宪法历��比较硏究》一书中，�树德还稱赞北鬼氏关于都察院�制度设计“不为无

见”。�树德：《宪法历��比较硏究》，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143页。而在其著《國

故谈苑》一书中，则稱北鬼氏�设计为“至當之论”。�树德：《國故谈苑》(下)，商务印书

馆 1939 年版，第 259页。

32) ��藏本沒�《大淸宪法案正�》，目录之后直接法理说�，如一桥大學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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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違 臣民权义 (第 19-32 條，第 133-201页)

第四違 4國议會 (第 33-49 條，第 201-283页)

第五違 內阁 (第 50-51 條，第 283-311页)

第六違 都察院 (第 52-55 條，第 311-321页)

第七違 司法 (第 56-60 條，第 321-336页)

第八違 會计 (第 61-69 條，第 336-367页)

第九違 审计院 (第 70-73 條，第 367-375页)

第十違 附则 (第 74-76 條，第 375-382页)

北鬼三郞为中國设计�宪政體制，特點是什么？模仿日本宪法？这确实是《大淸宪法

案》令人印象深刻之处。日本宪法 76 條，《大淸宪法案》也 76 條；日本宪法强调君权，

《大淸宪法案》也强调君权；虽然參考过很多國家�宪法，但�后落笔，大都采用了日本宪

法�立法精神。出版當年，《外!时报》刊登�评介性�違说此书“以4國宪法 (指�治宪

法) 为模范33)，《國家學會杂志》刊登�评论则说此书“大體上跟日本宪法一模一样”34)。关

于这一點，也可从该书《例言》看出端倪。例言第四條：“本案系以淸國&形为基础，以比

较而言國體��似�日本宪法为中樞，(�參用英、露、孛、獨、墺之宪法與惯例，幷旁

�米、佛、白、西�其他例规而编成。”35) 第二條：“本书之初稿完成于去年二�三日。在

�之后，正作进一步推敲之际，作为將來制宪准则之淸國《宪法大纲》公布。然看不出�

对卑见做丝毫修改之必�，(�是因为其典据與我相同，但这也是著者�光荣。”第四條!

代，寫作�时候，日本宪法是“中樞”。第二條�點洋洋自得，但刚好从侧面证�了《大淸

宪法案》对日本宪法�亦步亦趋。《宪法大纲》模仿日本宪法非常严重，这是从颁布之日�

就被人诟病，后世學者也反复论证了�问题。而俞江凭借资政院,宗中保存�三條《大淸

宪法案》节译稿，就发现它與《宪法大纲》�立法精神完,一样36)。北鬼氏说他�《大淸

宪法案》與淸廷�《宪法大纲》“典据”相同，这一“典据”，不是别�，正是日本宪法。

不过，虽然《大淸宪法案》模仿日本宪法�痕迹非常�显，但若说仿日是该书��大

特色，则�不"。特色云云，应该是别人无，自己獨�之处，而预备立宪�间出现�

宪法案，几乎,都仿日，仿日虽然可以说是�个时代�特色，但在�个时代里，提出一部

仿日�宪法案，可以说毫无特色，只是人云亦云而已。

33) 《外!时报》总第 140號，�治 42 年 7� 10 日发行，第 87页。

34) 《國家學會杂志》第 23 卷第 9號，�治 42 年 9� 1 日发行，第 175页。

35) 英，英吉利，卽英國。露，露西亚，卽俄國。孛，孛露斯，卽�鲁士。獨，獨逸，卽德
志。

墺，墺太利，卽奧地利。米，北米合众國，卽美國。佛，佛兰西，卽法國。白，白耳义，卽

比利时。西，西班牙。

36) 俞江：《两种淸末宪法草案稿本�发现�初步硏究》，《历�硏究》1999 年第 6�，第 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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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淸宪法案》眞正可以稱得上自己特色�地方，应该是关于都察院�制度设计。

首先，在目 能够见得到�预备立宪�间出现�几种宪法草案，只�北鬼氏�设计里

�都察院。

比《大淸宪法案》早几个�出版�张伯烈著《假定中國宪法草案》(獨业别墅宣统元年

二�出版) �違目如下：第一違皇4與人民之关系；第二違皇4大权；第三違摄政與监國；

第四違國民权利义务；第五違國會；第六違相國�各部(任大臣與寺宦；第七違司法；第

八違會计；第九違D则。

资政院檔案中保存�宪法草案,本 (俞江谓“乙,本”)，�草时间不详，�草者

也不详37)，違目如下：总论；第一違4國领地；第二違皇4大权；第三違臣民权利义务；

第四違4國议會；第五違立法权；第六違大臣；第七違司法权；第八違财政；第九違D例。

1911 年，淸廷钦8�制宪班子�草�大淸4國宪法草案�違目如下：第一違皇4；

第二違摄政；第三違领土；第四違臣民；第五違4國议會；第六違政府；第七違法院；第

八違法律；第九違會计；第十違附则38)。

(张將都察院作为一个宪政机关保留下來，可以说是《大淸宪法案》颇具特色之处。

尤为重��是，北鬼氏之以�將都察院作为宪法上�一个机关，不仅仅是鉴于都察院这

个古老�制度在监督行政方面�其獨到作用，可以彌补议會在这方面�不足，而且，他是

�將都察院作为與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幷列�一个机构，也就是说，经典�宪

政结构是三权分立，而北鬼三郞设计�中國宪政架构，则是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四

权分立。第五十二條 (第六違都察院之第一條) �法理说�中�如下论営可为�证：

都察院直隶于君(，特立于內阁、议會�审'厅之外，监察庶政之执行�百官之

行狀。故旣不为行政，也不为立法，且不为司法，惟以从侧面纠察施政为宗旨。而A

其直隶于君(，是为了�于其位于百司之上行A职权。39)

为了A都察院作为一个與立法、行政、司法幷立�机构发挥作用，北鬼氏还重怨设计

了都察院�制度：

37) 俞江认为是淸廷“祕密立宪”�产物，而尙小�则认为出自民间。俞江：《两种淸末宪法草案

稿本�发现�初步硏究》，《历�硏究》1999 年第 6�，第 89页。尙小�：《“两种淸末宪法

草案稿本”质疑》，《历�硏究》2007 年第 2�，第 169页。

38) 《汪荣寶日记》)，宣统三年六�十三日，第 924页。

39) 北鬼三郞：《大淸宪法案》，经世书院�治 42 年版，第 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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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都察院以振肃庶政为(�功能，行政之监视、會计之审查、百司之纠云不必说，

还干预终审裁'之事，其职权之广大，各國沒�类似�例子。在立宪制度下，这样�

官府是否必�还是�點疑问�，但本案鉴于國&，欲A之作为宪法上�一个机关保留

下來。但需�对现制做一>大�改革，则是无须多言�。卽將向來保��會计监查权

割去，归入审计院 (相當于我國�會计检查院。參看本案第九違)。印其审'权當然�

划归大理院以下�司法厅，因此，�A本院成为纯粹�行政监督机关。因其权限失之

于过为广大，不如分别归入各机构专司。40)

因此，本案一则缩小其职权，二则1改內部组织，致力于將其S.I泯于未T，

與此同时，與向來议會�严正监视相结合，以�將本院一怨面目。41)

而都察院分检察部與监查部两局，以检察官为原吿，以监查官专任审'，这种设

计，不仅补足向來之短处而�餘，还能很好地贯彻立法之本旨。42)

如上営，都察院作为原來就��制度，�必�从根柢加以改革。因此，其组织

也不得不完,改变。卽长官和>长虽依现制 ――向來是左都御A (总宪) 二人，左副

都御� (副宪) 四人，依三十九年�官制改革，43)各减其6，改为长官一人，>长二

人，�于今日―― 但检察部置检察官、监查部置监查官隶于其下，各部局居于獨立之

地位，部內分别管辖中央、地方，检察部作为一个整體，监查部则是以三到五人为一

部�合议组织，以被吿者是國务大臣以下三品以上�场合为限，�提!两部以上联合

會议。检察部置十到十五人，监查部置五六部，均为专任，另外當�备适當�杂职。

敍営至此，當考察�一个问题，是本院與地方辖�关系。向來地方总督�右都御A

�U衔，V抚�右副都御��U衔，督抚自然也归本院管，U衔�,部废去，代之

以各地方审'厅�检事局为法定�共助机关，在相关事项上作为本院�手足，如此，

或可实现革除S政�目标。44)

综上，北鬼三郞设计�都察院制度��點为：依现制，都察院�权限太广太大，因

此，从缩小权限、1改组织两方面入手，A其面目一怨。缩小权限方面，將會计检查权划

归审计院，將审'权划归大理院以下司法审'机关，A都察院成为纯粹�行政监督机关。

在1改组织方面，设检察部和监查部，检察部作为一个整體，置检察官十到十五人，监查

40) 北鬼三郞：《大淸宪法案》，第 312页。

41) 北鬼三郞：《大淸宪法案》，第 314页。

42) 北鬼三郞：《大淸宪法案》，第 315页。

43) 此处�“三十九年”指�治三十九年，卽 1906 年。

44) 北鬼三郞：《大淸宪法案》，第 317-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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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为五六部，每部三到五人，以检察官为原吿，以监查官任审'。废去督抚在本院�U

衔。

由于对都察院�这种改X和设计，A《大淸宪法案》成为极富特色�“四权宪法”方

案。他�这种Y重中國古來�良法美制、彌补三权分立之不足�思维模式，很容易让人联

想到一个中國人，孙�。不过，孙�比北鬼氏走得1远，高呼中國�创円“五权宪法”，卽

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加入中國古來�良法纠察权和考选权。中國古來�考选权

卽科举取士，中國古來�纠察权，则是都察院行A�权力。孙�和北鬼三郞在设计中國

�宪政制度时，都將目光投向了都察院，这是很�趣�一件事。

1906 年，孙�至少两>在日本宣扬自己�“五权宪法”學说。一>是 11� 15 日，俄

國社會革命黨领袖该鲁學尼 (G. Gershuni) 从西伯利亚监狱出Z到东京后拜访他，他大谈

“希[在中國实施�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考选权和纠察权�五权分

立�共和政治”，晤谈时，池亨吉、宫崎寅藏、萱野长知、7山周、和田三郞、淸:幸七郞

等日本人在座45)。一>是 12� 2 日，孙�在《民报》创刊一周年纪念會发表演讲时，谈到

“將來中华民國�宪法”问题时，也说�在传统三权之外加上考选权和纠察权，这一演讲词，

刊登于《民报》第 10號 (1906 年 12� 20 日出版)46)。

孙��學说发表于 ，北鬼氏�书籍出版于后，北鬼氏�沒�可能�到孙��影响？

在这方面，E今毫无线索，不能妄斷。不过，从广为人知�三权分立學说，到北鬼三郞�

四权分立學说，到孙��五权分立學说，20 世纪初年，关于中國�宪政设计可谓异说纷]

了。

�么，提出别具特色�四权分立制度设计�北鬼三郞，究悦何许人也？

三、北鬼三郞其人

关于北鬼三郞，今人了解不多。笔者在多方打听北鬼信息�时候，不止一>被日本人

质疑：历�上眞�一人叫北鬼三郞吗？北鬼三郞是否仅仅是笔名？实则北鬼三郞是眞名，

这是可以确定�，因为他大學毕业�时候，校方记录�名字，就是这个47)。

45) 孙�：《设立考试纠察权以补救三权分立�S病》(译�) (民 六年九�二十九日，1906 年

11� 15 日)，國父,集编辑委员會编：《國父,集》(第二册)，�代中國出版社 1989 年版，

第 413-414页。

46) 民
：《纪十二�二日本报纪元节庆祝大會事�演说辭》，《民报》第 10號，1906 年 12� 20

日发行，第 93-96页。

47) 《东京法學院第十五囘卒业证书�与式》，《法學怨报》第 112號，�治 33 年 7� 20 日，第

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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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他姓什么，名什么？在这一點上，淸季以來�中國人，凡是涉�过此事�，从

來沒�过困惑，都觉得他姓北鬼，名三郞。但是，在日本，则�复杂些。至今仍然收藏了

《大淸宪法案》�图书馆，在标�著者信息�时候，��标�作者姓“北”48)，��则标�

作者姓“北鬼”49)。曾田三郞可能是E今为止唯一关�过北鬼三郞�日本學者，在他笔下，

北鬼三郞常被简寫成“北”50)，显然，他也觉得北鬼三郞姓“北”。

不过，他确实姓北鬼，名三郞。为了區分姓氏和名字，日本人在署名�时候，�在姓

和名之间空格�习惯，而《大淸宪法案》一书�署名，在“北鬼”二字和“三郞”二字中

间�空格，可为�证。

姓氏读_也是个谜。就�关图书馆标��信息來看，认为他姓“北”�，��标�

读作“キタ”(如庆应义塾大學)，��未标� (如國立國會图书馆)。认为他姓“北鬼”�，

��标�读作“ホクキ” (如东北大學、京都大學、山口大學、滋贺县立大學)，��标�

读作“キタキ” (如早稻田大學)，��标�读作“キタオニ” (如中央大學)。

关于北鬼�人生信息，笔者见非常�限，仅如下吉光片羽而已：

祖籍地为富山县，具體-址为该县下怨川郡鱼津町大字东小路 29番地51)。但是，在其

出生地，现已沒�北鬼这个姓氏52)。

1897 年�时候是“靑年b进黨”�成员53)。

1900 年 (�治三十三年) 7� 12 日，毕业于东京法學院英语法學科54)。1904 年 (�治

三十七年) 3� 31 日，毕业于东京法學院大學高等法學科，成为法學士，专攻國法學55)。

按，1885 年，东京出现了一英吉利法律學校，该校在 1889 年1名为东京法學院，1903

48) 如庆应义塾大學、日本國立國會图书馆。

49) 如东北大學、京都大學、山口大學、一桥大學、早稻田大學、中央大學、滋贺县立大學。

50) 曾田三郞：《立憲國家中國への始動：�治憲政と�代中國》，第 22-23、154-155、255-256

页。當引用��獻中出现了將北鬼三郞寫作“北鬼”时，作者还在这两个字�旁边加上了

表示这是原�如此而非他�寫法�符號“ママ”，见该书第 256页。

51) 《东京法學院院友會會员名c》，�治 35 年改。下怨川郡鱼津町，卽现在�鱼津市。昭和 44

年，大字东小路�一部分被划入眞成寺町，一部分被划入雙叶町，昭和 47 年，则,部划归怨

宿。鱼津市�编纂委员會编：《鱼津市�》(�料编)，鱼津市役昭和 57 年发行，第

930-931页。

52) 《鱼津市�》(�料编) �“鱼津市內字名”、“屋號與姓”，均找不到“北鬼”。鱼津市�编纂

委员會编：《鱼津市�》(�料编)，第 932-944、962-963页。另，为帮我查阅�獻，鱼津市

立图书馆�工作人员调查了 1972 年版�“电话帐”，其时已无姓“北鬼”�人；他们还查阅

了 1964 年版�-宅地图，发现其时虽�东小路�町名，但沒�姓北鬼�人家。

53) 《靑年b进黨之大會》，《进步黨黨报》第 17號，�治 31 年 1� 1 日发行，第 36页。

54) 《东京法學院第十五囘卒业证书�与式》，《法學怨报》第 112號，�治 33 年 7� 20 日发行，

第 66页。

55) 《高等法學科卒业者》，《法學怨报》第 14 卷第 6號，�治 37 年 6� 10 日发行，第 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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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名为东京法學院大學56)，1905 年1名为中央大學57)。这是他在著営中署名“中央大學

法學士”�原因在。该校在初円时幷不能�予學士學位，自 1897 年设立高等法學科，才

从校友中选拔“學力优等”者进行为�一年�训练，以“论�试验”�方式，�予合格者

學士學位58)。这是北鬼两度从该校毕业而只获得了學士學位�原因。该校�“高等法學科”

在 1904 年 3�依怨學制废止，因此北鬼是�后一批毕业者之一59)。笔者曾试图D过中央大

學查询他上大學�其他�关信息，但是，1917 年 6� 10 日，该校de了一>空 严重�大

火灾，各种c册都被焚毁，已无从查阅60)。

1906 年 7� 9 日下午，作为來宾出席了母校第 21囘“卒业证书�与式”，仪式结束后

�恳亲會，他亦出席61)。

1908 年 2� 3 日，完成《大淸宪法案》初稿62)。同年秋天 (“仲秋”) 完成手抄本《大

淸宪法案理由书》，幷;给某位“阁下”。此时居-于东京63)。

1909 年 6�，《大淸宪法案》由经世书院出版，署名“國法學专攻、中央大學法學士北

鬼三郞”。出版后，北鬼�过赠书行为，《京都法學會杂志》第 4 卷第 7號 (1909 年 7� 26

日印刷，8� 1 日发行) �“寄赠书目”栏列�此书，赠书者为“北鬼三郞君”。京都法學

會设于京都4國大學法科大學內。卽是说，在出版�>�，京都大學卽已拥�此书。

1910 年 9�，发表《淸國�中央集权问题》一�64)。同年 12�，发表《怨领地统治法

论》一�65)。同年，�一�中��《中國中央官制改革案》刊行，署“译北鬼氏稿”66)。

1911 年 7�，发表《淸國怨內阁官制之公布》一�67)。同年 10�，发表《]西园寺首

56) 《沿革略》，《东京法學院大學學制一览》，《法學怨报》临时增刊第 13 卷第 9號，�治 36 年 8

� 22 日发行，第 1页。

57) 《中央大學纪事》，《法學怨报》第 15 卷第 10號，�治 38 年 10� 20 日发行，第 107页。

58) 《法學院學士之嚆矢》，《法學怨报》第 88號，�治 31 年 7� 20 日发行，第 73-74页。

59) 关于法學士�规模，据《法學怨报》1898 年报#，當时日本培养出來�法學士共 483 名，其

中，4國大學创设以來�毕业生 464 名，另�司法省法律學校毕业�法學士 19 名。至于东京

法學院，在 1898 年才毕业了第一个法學士。于此可见，�个年代，法學士是社會上�高级知

识分子。《法學士之总數》，《法學怨报》第 86號，�治 31 年 5� 20 日发行，第 74-75页。

《法學院學士之嚆矢》，《法學怨报》第 88號，�治 31 年 7� 20 日发行，第 73-74页。

60) 「校舍燒失につき臨時社員総會決議・報吿・協議」，中央大學百年�编辑委员會专门委员會

编：《中央大學百年�》(资料编)，中央大學出版部 2005 年版，第 235页。

61) 《卒业式》，《法學怨报》第 16 卷第 8號，�治 39 年 8� 1 日发行，第 93-96页。

62) 北鬼三郞：《大淸宪法案》，“例言”。

63) 北鬼三郞：《大淸宪法案理由书》，北京大學图书馆藏，“例言”。

64) 北鬼三郞：《淸國�中央集权问题》，《外!时报》总第 154號，�治 43 年 9� 10 日发行。

65) 北鬼三郞：《怨领地统治法论》，《外!时报》总第 157號，�治 43 年 12� 10 日发行。

66) 《中國中央官制改革案》，译北鬼氏稿，《宪制日刊》宣统二年十�初四、初五日。《申报》曾

转载此�，见该报宣统二年十�二十日，第 1张第 2、3版；宣统二年十�二十二日，第 1张

第 2、3版。

↗67) 北鬼三郞：《淸國怨內阁官制之公布》，《日本�日本人》总第 561 號，�治 44 年 7 � 1 日

東 方 學 報

388〔193〕



相书》一�68)。

1912 年 12�，发表《制度整理私案�领》一�69)。

1912 年 12� 2 日病歿。刊载于《法學怨报》��一则讣吿里还�其他几位去世�人，

均�生 职业和衔名，唯獨北鬼氏沒�，不知可否理解为他此时沒�什么职衔 (该杂志上

刊载�其他讣吿，也多�死者生 职业、衔名)70)？

《大淸宪法案》第 8-28页，作为第一條�“參考”，刊登了北鬼氏�《日本國法與祖先

崇拜》一�，末尾自署“思齐生”。但是，目 尙未找到署名“思齐生”�其他论著。此外，

在东北大學藏�《大淸宪法案》�版权页，�一个“鬼斋”小印違。

从以上零星信息可知，北鬼三郞在获得學士學位之后第五年就出版了學术专著71)，其

后數年中也都�政论�问世，说他才华橫溢，也许幷不为过。下�將�论�，在寫作《大

淸宪法案》�过�中，北鬼曾经數易其稿，治學非常刻苦认眞。这种治學�精神显示，若

天假以年，他应该能够成长为一位著作等身�學者72)。他在历�上之以沒�什么名气，

�为直接�原因，是上苍沒�给他成长�机會73)。

四、《大淸宪法案理由书》：北鬼三郞修改书稿�苦心

學界早已发现，除了经世书院版�《大淸宪法案》，还�《大淸宪法案理由书》。这是

一份手抄稿，用�是海云堂生产�红格本，共 6册，裝成 1函。其中第一册封面�燕京大

學藏书違，第二册封面�容庚赠书�签字和印違。第一册內容5括例言、总目录、《大淸宪

法案》正�，各项分别标�页码。第二册到第六册是“理由书”，页码连续，共 337页 (正

反两面为一页)。例言署时间是“戊申仲秋”，可知其成稿于 1908 年秋天，而《大淸宪法

发行。
↘

68) 北鬼三郞：《]西园寺首相书》，《日本�日本人》总第 568號，�治 44 年 10� 15 日发行。

69) 北鬼三郞：《制度整理私案�领》，《日本�日本人》总第 595號，大正元年 12� 1 日发行。

70) 《讣》，《法學怨报》第 23 卷第 1號，大正 2 年 1� 1 日发行，第 148页。

71) 崔學森认为《大淸宪法案》作于北鬼三郞“本科毕业 后”，他�这一'斷，是基于对《大淸

宪法案理由书》“例言”�后一條中�“茲に業を卒る”一语�理解作出�。他认为，此语�


思是“卽此面临毕业”，故提出北鬼三郞在 1908 年尙未大學毕业�见解。而据我们�考证，

北鬼三郞在 1900 年卽已大學毕业，1904 年则获得了學士學位。例言中�“茲に業を卒る”

一语，联系上下�，當解为“兹屆完工”，卽《大淸宪法案理由书》�寫作卽將完成。崔學

森：《再论淸末〈大淸宪法案〉稿本问题》，《历�檔案》2017 年第 2�，第 115页。

72) 《國家學會杂志》发表�评介《大淸宪法案》��違说，北鬼三郞“若1进一步涉猎外國名著，

將來�X诣將不可限量。”《國家學會杂志》第 23 卷第 9 號，�治四十二年 9 � 1 日发行，

“怨刊绍介”，第 175页。

73) 《法學怨报》刊载�讣吿说北鬼三郞是以“ g多[之身，因病溘'”。《法學怨报》第 23 卷

第 1號，大正 2 年 1� 1 日发行，“讣”，第 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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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出版于 1909 年 6�，因此，《大淸宪法案理由书》當系《大淸宪法案》�未定稿无疑。

也正因为如此，比较二者�差异，就成了學术界�一个兴趣點。

笔者曾在尙未见过《大淸宪法案》�&况下，D过比勘李景铭节译本和《大淸宪法案

理由书》，得出从《大淸宪法案理由书》到《大淸宪法案》经过了不小修改�认识74)，以修

正此 學界关于二者毫无差别�结论75)。后來，崔學森在日本看到了《大淸宪法案》，D过

與《大淸宪法案理由书》比较，看出了二者1多�不同，他总结为五个方面：第一、书名

�变h；第二、《宪法案》添加上谕；第三、《理由书》和《宪法案》例言內容�异；第四、

宪法案正��异同；第五、法理说��不同76)。

將《大淸宪法案》與《大淸宪法案理由书》加以比勘，可知二者9词X句�不同之处

比比皆是，可以看出北鬼氏打i书稿颇为用心。當然，在法理说�方面，如崔學森言，

大段改寫、大段增寫�地方也不少。《大淸宪法案理由书》译成中�只� 9萬多字，而《大

淸宪法案》则� 12萬多字，可见从《大淸宪法案理由书》到《大淸宪法案》�修改是以增

寫为(。

扩容之外，宪法案�结构变h，也许是1值得�
�一个问题。《大淸宪法案理由书》

中�宪法案，是九違 81 條，而《大淸宪法案》中�宪法案，是十違 76 條。增加�一違是

《摄政》，成为《大淸宪法案》�第二違。已�學者�
到，《大淸宪法案理由书》虽然沒�

《摄政》一違，但其第一違第 16 條是关于摄政�，由两款构成，这两款，都被j收到了

《大淸宪法案》�《摄政》一違�相关條款中，因此，虽然增加了一違，但其实怨增加�內

容只�一條 (第 17 條)77)。不过，发现二者在條�上�差异不大固然�
义，但还是��


，將�关摄政�內容由一條变为一違，其实
味着摄政在宪法中�地位�上升。當《大

淸宪法案理由书》完成之际，光绪皇4和慈禧太后都还在世，大淸�政治舞臺上幷无摄政。

其后不久，两宫驾k，尙在冲龄�宣统登极，其父醇亲王载沣摄政。《大淸宪法案》將與摄

政相关�內容由一條升格为一違，显然是�此时局�影响。

虽然增加了《摄政》一違，但宪法案却从 81 條变成了 76 條，可见从《大淸宪法案理

由书》到《大淸宪法案》，被删l�條款不少。对此，崔學森做了比对：“皇4一違减少 1

條，摄政一違增加 3 條，臣民权义一違减少 3條，4國议會一違减少 3條，附则一違减少 1

條。”为什么�删除这些條款？崔學森论#：“需�对《理由书》中�而《宪法案》中无�

74) 彭剑：《也谈“两种淸末宪法草案稿本”中�“甲殘本”》，《历�檔案》2011 年第 3 �，第

92-94页。

75) 尙小�：《“两种淸末宪法草案稿本”质疑》，《历�硏究》2007 年第 2�，第 166页。

76) 崔學森：《再论淸末〈大淸宪法案〉稿本问题》，《历�檔案》2017 年第 2�，第 112-115页。

77) 崔學森：《再论淸末〈大淸宪法案〉稿本问题》，《历�檔案》2017 年第 2�，第 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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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加以�
。《理由书》中第 22、32、33、37、40、44 條不见于《宪法案》�正�中。

其实，这些條�恰好與《�治宪法》�第 22、32、31、36、39、51 條一一对应，而且表営

基本上一致。可以看出，作为未定稿�《理由书》，1多�到《�治宪法》�影响。”78) 这

一发现很�
义，说�北鬼氏在寫书�过�中，曾经致力于减l模仿日本宪法�痕迹。在

这方面，还�一點可拈出來说一下。虽然北鬼氏努力减l仿日痕迹，但是，修改之后，变

成了 76 條，而�治宪法刚好也是 76 條。在一定�度上，修改后1让人觉得是在模仿�治

宪法。

而��变h中，�引�笔者兴趣�一點，是《大淸宪法案理由书》中�宪法條�里

�“國民”，到了《大淸宪法案》中�宪法條�里，都变成了“臣民”。这一點已为學者关

�，且觉得这种变h是可以理解�：“虽是一字之差，但从政治學和法學�角度來看，是相

當大�1改。从《宪法案》�逻辑一致性�角度而言，將‘國民’改为‘臣民’1为合理，

反映了北鬼三郞从初稿到出版�精心思考。北鬼三郞(张皇4总揽统治大权，在皇权统治

下，A用‘臣民’一词1能體现其权利來源于�高统治者�赐予。”79)

确实，A用“臣民”一词能1准确地传达出这是老大4國�宪法，�一个高高在上�

皇4，人民只能臣=在他�脚下，权利均來源于其恩赐这样�m妙感&。但是，�代中國

�一项重大变h，就是“臣民”变为“國民”。當笔者发现北鬼氏在《大淸宪法案理由书》

中用“國民”一词�时候，�种眼 一亮�感觉，觉得这部宪法案非常�怨
；但看到他

在《大淸宪法案》中改成了“臣民”，就很难理解他为什么印n囘去了？

本來，他在《大淸宪法案理由书》中对于何以�用“國民”，也陈営了自己�理由：

淸國惯例，稱臣�仅限于在官�汉人，满人常稱奴才。这是本違特
?开“臣”

字�原因。但�时�人提倡不问K野，不分满汉，均稱臣下，这虽未为不可，但本案

姑且參o舊例，今且不改，卽A與一般君(國�用例似乎相背，亦不顾。80)

78) 崔學森：《再论淸末〈大淸宪法案〉稿本问题》，《历�檔案》2017 年第 2�，第 114页。崔

學森�比勘基本准确，但《大淸宪法案理由书》第 40 條其实被j收进《大淸宪法案》了。

《大淸宪法案理由书》第 39 條如下：“政府與两院可分别提出法律案。”第 40 條如下：“被一

院否决之议案，不得在同一會�中再>提出。”而《大淸宪法案》第 37 條如下：“政府與两院

可分别提出法律案，但被一院否决之议案，不得在同一會�中再>提出。”可知《大淸宪法

案》�第 37 條是由《大淸宪法案理由书》�第 39 條和第 40 條合幷而來，《大淸宪法案理由

书》�第 40 條变成了《大淸宪法案》第 37 條�后6部分。

79) 崔學森：《再论淸末〈大淸宪法案〉稿本问题》，《历�檔案》2017 年第 2�，第 114页。

80) 北鬼三郞：《大淸宪法案理由书》，第 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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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正式出版�时候，他却以如下�理由，將“國民”改成了“臣民”：

淸國惯例，稱臣�仅限于在官�汉人，满人常稱奴才。因此，本違标题中冠�

“臣民”二字，似乎與现&不合，姑从一般君(國之用例。81)

北鬼氏关于“奴才”與“臣”�稱谓�理解，與事实显�差p。实则�淸一代，满人

也幷非不用“臣”字，在奏报公务�时候，是�求稱“臣”�82)。因此，稱为臣民，幷无

與國&不合�问题。《大淸宪法案理由书》之用“國民”一词，显然是出于对稱奴才與稱臣

�错误认识，但却带來了一项重大变h，且可以在一定�度上淡h仿日�色q。而《大淸

宪法案》之改为“臣民”，则沒�了这一变h，而其对稱“奴才”與稱“臣”�错误认识则

一仍其舊。

从以上举，可以窥见北鬼三郞打i书稿�苦心。不过，E今为止�硏究，讨论�都

是从《大淸宪法案理由书》到《大淸宪法案》经过了哪些修改。但是，《大淸宪法案》�初

稿完成于 1908 年 2� 3 日，而《大淸宪法案理由书》完成于�一年仲秋，正如學者论，

《大淸宪法案理由书》肯定不是《大淸宪法案》�初稿本83)。�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讨论

一下，《大淸宪法案理由书》與此 �稿子相比�何不同？

笔者认为可以尝试一下。虽然我们看不到《大淸宪法案理由书》之 �稿子，无法知

#《大淸宪法案理由书》中�宪法條款是否经过了修改才变成�般模样，但是，我们如果

能够在《大淸宪法案理由书》中找到 1908 年 2� 3 日之后发生�事&，则可说�相关內容

根据时事变h�过改寫。

�阅《大淸宪法案理由书》，发现确实�这方面�內容。

比如说，淸廷在 1908 年 7� 22 日颁布了《咨议局違�》84)。咨议局带�省议會�性质，

筹円咨议局是预备立宪�间�一件大事。对此，《大淸宪法案理由书》�多处涉�。如第 31

條法理说�中评论r设咨议局�上谕：

按，中历六�二十四日令各省r设咨议局�上谕云：“咨议局为采取舆论之，幷

为资政院预储议员之阶，议院基础，卽s于此。”由此足以拜察圣
在。但虽然宣示

81) 北鬼三郞：《大淸宪法案》，第 136页。

82) 李敖：《中國性硏究》，时代�艺出版社 2013 年版，第 272页。

83) 崔學森：《再论淸末〈大淸宪法案〉稿本问题》，《历�檔案》2017 年第 2�，第 116页。

84) 《宪政编查馆會奏各省咨议局違��案语幷选举違�折 (幷違�)》，《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

年六�二十六日，第 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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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奉到違�之日�，限一年內一律办齐”，能否奉行纶言，则不能无疑。由于咨议局

之设立，必须作成选举人、被选举人名c，此事涉�到各省，不能不调查户口、经历

�资产之一斑，就淸國现&來看，汇集此等资料不是一件容易�事&。不惟此也，各

省人民��度差异很大，�不能举國一致实行之t。我曾经考究其&形，认为选择二

三省份先行试办，渐>在各省变D应用比较好。竊以为，,國推行划一�制度，當以

十年为预�。大诏一下，无可如何，实为憾事。事已至此，只�希[官民一體，呼j

相应，盡力奉體圣旨了。85)

至于第 36 條在讨论將來众议院选举中�相关问题时，1是多>以《咨议局違�》为參

考。诸如，在讨论选举制度时说：

《咨议局違�》�《天津自治違�》均执行复选法，但我则想让下院议员之选举采

取直接选举。直选法�选举人直接指定自己看好�人�好处，符合选举之精神，无须

讨论。反之，若用复选法，原选举人只选举选举人，自然會产生对选举冷淡�结果，

弃权者隨之增多，且难免白花时间和费用之憾。86)

印如，在说�何以�赋予 25岁以上男子选举权时�言：

凡男子到 25岁，思虑渐定，赋予公权，不能说不可。这是仿效日、和、白等國�

立法例，以 25岁以上为必�條件�原因 (《咨议局違�》也根据同例，眞是我辈无上

之欣幸)。87)

讨论选举权當在纳稅额方面�限制�时候�云：

地(和工商业者�纳稅额�A其不失7衡，这一點�特别�
，不可懈怠。《咨议

局違�》规定：“在省內�五千元以上之财产，居-他省者，须居-十年以上，�一萬

元以上之财产。”但是，财产如何评价？依据何种方法？且不说几多&S將相u而生，

相关官宪將�不堪费精劳神之t。因此，作为立法，以纳稅额为标准，简单�捷，S

.少，當采用。88)

85) 《大淸宪法案理由书》，第 124页。

86) 《大淸宪法案理由书》，第 156-157页。

87) 《大淸宪法案理由书》，第 164页。

88) 《大淸宪法案理由书》，第 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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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为數颇不少。可以说，1908 年 2�完成初稿之后，在6年多时间里，u隨

着中國宪政改革�进�，北鬼氏对书稿进行了一定修改，而成为《大淸宪法案理由书》�

模样。89)

从 1908 年初到 1908 年秋，北鬼氏对自己�书稿作了修改，从 1908 年秋到 1909 年正

式出版 ，北鬼氏印对自己�书稿加以打i，治學堪稱勤勉。

五、《大淸宪法案》�寫作动机猜测

一个日本人，为何會寫一部與中國宪法相关�书籍？俞江曾经认为北鬼三郞是因为�

淸廷委托而寫《大淸宪法案》90)，但當看到《大淸宪法案》例言第一條�时候，他放弃了这

一说法91)。这一條例言寫#：“本书是我數年來私下硏究�一个问题，與將于宣统八年 (�

治四十九年) 宣布�淸國宪法沒�直接关系，惟借淸國为题材，作为钻硏學问之一端而

已。”俞江之以一度认为北鬼氏是�了淸政府�委托，大槪跟他认为北鬼氏是一个著名宪

法學家�关92)。我们现在已经知#，北鬼氏实在算不得著名宪法學家。卽A淸政府�委托

一个日本學者來制定宪法草案，�也应该请一个著名�學者才对，怎么會找一个沒�名[

�人來为4國�草宪法呢？因此，北鬼三郞确实不是因为�淸廷委托而寫《大淸宪法案》。

�么，他寫作此书�动机究悦何在？是不是宴他在例言第一條中言，纯粹出于钻硏

學问�目�？《大淸宪法案》初稿完成于 1908 年 2�，正式出版于 1909 年 6�，为何在

二者中间还�一份手抄�《大淸宪法案理由书》？幷且，《大淸宪法案理由书》�后出现在

中國？联系到这些问题，我们就會
识到，其寫作动机，似乎不會如此简单。

《大淸宪法案理由书》�《例言》�后一句值得�
：“兹屆临�完工，谨祝阁下身體

永康，且特表敬
。”

这一句提示我们，在初稿完成之后，北鬼三郞之以�制作这么一份手抄本，乃是为

了;给某一个人。�么，他特表敬
�这位“阁下”會是谁？考虑到书稿是关于中國�，

幷且书稿�后液落到了中國，笔者目 倾向于认为，北鬼三郞是將手抄本;给了一个中國

人。这一猜测，可以从《大淸宪法案理由书》與《大淸宪法案》�一點细m差别得到印证：

89) 崔學森认为从原稿到《大淸宪法案理由书》只作了m不足#�修改：“《理由书》应该是在原

稿基础上修改�版本，但修改�幅度不大，只订正了错字和與�
不相关之处。”崔學森：

《再论淸末〈大淸宪法案〉稿本问题》，《历�檔案》2017 年第 2�，第 116页。

90) 俞江：《两种淸末宪法草案稿本�发现�初步硏究》，《历�硏究》1999 年第 6�，第 92页。

91) 俞江：《第一历�檔案馆藏淸末宪法草案稿本�后续说�》、《关于第一历�檔案馆藏淸末宪法

草案稿本再说�》，均见氏著《�代中國�法律與學术》，第 148、149页。

92) 俞江：《两种淸末宪法草案稿本�发现�初步硏究》，《历�硏究》1999 年第 6�，第 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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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淸宪法案理由书》中几乎沒�照顾日本人阅读习惯�表达，而《大淸宪法案》则加上了

许多这种表达。《大淸宪法案》在日本出版，(�面对�是日本读者，故在行�中特
加上

�助于日本人理解�表达 (如在中國官署名稱后面加一个�释，吿诉读者，这个官署相當

于日本�什么官署；印如，在光绪某某年之后加一个�释，吿诉读者，相當于�治某某年

之类)，《大淸宪法案理由书》沒�这种&况，正好说�在北鬼三郞心中，它�读者对于书

中�內容不存在跨�h�难度，能轻松理解。如此，《大淸宪法案理由书》应该是被;给了

一个中國人。

�么，會是谁？

如 営，手抄本�第二册上显示，它是容庚在 1928 年;给燕京大學图书馆�。�

其影响，笔者曾经怀疑是不是;给了容庚�先辈，因而成了容氏家藏。但是，经查，容

庚�祖辈、父辈幷不显达，似无缘接�北鬼氏�“敬
”。此书很�可能幷非容氏家藏，而

只是因为容庚喜欢收藏古物，在市场上看到此书，顺手购得，捐赠给自己任职�燕京大學

了。

北鬼三郞等不�正式出版，花费心血手抄书稿;人，�书者应该不會是等闲之辈。

1908 年秋天，在日本�中國官员中，與制宪问题�为相关�，當系李家驹。李家驹原本是

中國驻日大A。1907 年，淸政府89三个大臣分别 v日本、英國、德國考察宪政，�命

 v日本考察�是达壽。但是，尙未考察完毕，达壽就因故囘國，继续考察�A命落到了

李家驹�头上93)。李家驹�考察工作，是在 1909 年完成�94)。手抄本完成�时候，李家驹

正在东京。因此，《大淸宪法案理由书》;给李家驹�可能性比较大。

很�可能，李家驹接�了北鬼氏�馈赠，幷且带囘了中國，然后在某个时间因某种原

因，液落到了市场上，后被容庚发现，购买了下來，寫上“民國十七年三�赠燕京大學图

书馆保存”，签上自己�名字，盖上自己�图違，;给了燕京大學图书馆。

如此推测，似乎很圆满，但是沒�证据，只能是推测而已。

不过，从北鬼三郞將书稿手抄一份;人，还对�赠者恭恭敬敬地说“特表敬
”來看，

他寫作此书�动机，应该不仅仅是“钻硏學问”。在钻硏學问�同时，他似乎也希[引�中

國高层�关�。

幷且，他如果�;给中國高层官员，还是可以找得到门徑�。据 1899 年发行�《东京

93) 达壽在光绪三十四年 (1908) 二�接到谕旨须囘京供职，他在是年五�结束考察，未盡事宜

由李家驹接续办理。《考察宪政大臣达壽奏宪政重�谨就考察事件择�进]折幷单》，《政治官

报》光绪三十四年七�二十二日，第 3页。

94) 宪政编查馆在宣统元年 (1909) 八�奏8李家驹为本馆提调�时候说他“怨由日本考察宪政

囘國”。《(宪政编查馆) 印奏8候补內阁學士李家驹閏提调折》，《政治官报》宣统元年八�十

七日，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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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大學學制一览》(其时北鬼三郞在學)，在该校任敎�學者中，�穗积八束、冈田K

太郞等人95)。1905 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到日本�时候，穗积八束曾经给考察大臣载泽等

人介绍过日本宪法；96)數年后，达壽和李家驹在日本考察�时候，穗积八束是负责给他们讲

解日本宪法��重��日本學者之一97)。至于冈田K太郞，则从 1906 年��聘于淸政府，

任职于修订法律馆等机构98)，1911 年，奉命�草宪法�间，汪荣寶曾经向冈田请敎过�关

问题99)。另外， 已営�，北鬼三郞在 1906 年曾作为來宾參加东京法學院大學�毕业典禮，

这>毕业�人中，�一个中國人高种100)，此人从 1907 年�任职于宪政编查馆101)。老师和學

弟，都是可以借力�重�资源。幷且，�>毕业典禮�來宾中，还�很多校友和政界高官

等，说�北鬼氏至少是�机會认识这些人�，而这也可能成为他將手抄稿;给中國某位

“阁下”�渠#。

六、《大淸宪法案》之外�北鬼氏作品

 已営�，北鬼三郞在《大淸宪法案》一书之外尙发表过几��違。在一定�度上，

这些�違是理解其人其书�一w窗口，故在此略加介绍。

笔者尙未找到发表于《大淸宪法案》之 �北鬼三郞�作品，似乎是《大淸宪法案》

�寫作，A他走上了发表政论�#路。目 见刊登于杂志上署名北鬼三郞��違，涉

��內容，�关于中國�，�关于日本�，各三�。

关于中國��違中，《淸國�中央集权问题》一�发表于 1910 年 9�出版�《外!时

报》，认为中國需�废除督抚制度，集权中央，才能円立�眞正�立宪制度，幷驳斥了两广

总督袁树勋反对中央集权�言论102)。在�違�末尾，北鬼寫#：“淸國地方官制改革案曾在

拙著《大淸宪法案》第 168页以下论営，请參看。”�么，该�與《大淸宪法案》之间究悦

95) 《东京法學院大學學制一览》，《法學怨报》临时增刊第 13 卷第 9號，�治 36 年 8� 22 日发

行，第 39-40页；

96) 载泽：《考察政治日记》，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Ⅸ)，嶽麓书社 2008 年版，第

575-577页。

97) 《考察宪政大臣达壽奏宪政重�谨就考察事件择�进]折幷单》，《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七

�二十二日，第 3页。

98) 《冈田K太郞氏之渡淸》，《法學怨报》第 16 卷第 11 號，�治 39 年 11 � 20 日发行，第

103-104页。同一年，任职于该校�另一位學者吉野作X也被聘请到中國工作。《讲师之变

1》，《法學怨报》第 16 卷第 2號，�治 39 年 2� 20 日发行，第 110页。

99) 《汪荣寶日记》，宣统三年七�十六日，第 986页。

100) 《卒业式》，《法學怨报》第 16 卷第 8號，�治 39 年 8� 1 日发行，第 96页。

101) 彭剑：《淸季宪政编查馆硏究》，第 217页。

102) 北鬼三郞：《淸國�中央集权问题》，《外!时报》总第 154號，�治 43 年 9� 10 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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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关系？查《大淸宪法案》第 168-189页，是作为第三十二條 ――该條是关于地方行

政组织�：“地方行政组织�地方议會相关事项，以法律定之。”―― �“參考”�《关于

地方官制改革》一�。《淸國�中央集权问题》與《关于地方官制改革》當然�很多不一样

�地方。如《关于地方官制改革》对于督抚衙门、布政司、提學司、提法司、劝业#、V

警# (北鬼寫作“V#”，误) 等衙门�构成，占到,��一6 (,� 6200 字左右)，而

《淸國�中央集权问题》无此；《淸國�中央集权问题》�三分之一左右��幅 (约 800 字)

是以批驳袁树勋�方式展开�，而《关于地方官制改革》无此。不过，在(张废除督抚这

一點上，两�完,相同。幷且，不但观點一致，就连论営��字也几乎相同103)。总之，《淸

國�中央集权问题》一�论证�问题，以�在论证时持�观點，都與《大淸宪法案》

相同。當然，这不能理解成北鬼三郞沒�创怨，“炒现饭”，而毋宁说显示了他在《大淸宪

法案》出版之后，一如旣v地关�中國宪政改革�进�。因为他认定废除督抚制度、实现

中央集权是推进宪政改革�首�條件，因此，當看到两广总督反对中央集权�言论之后，

忍不-执笔再度阐释自己�见解。

讲到对中國宪政改革�关�，发表于 1911 年 7�出版�《日本�日本人》上�《淸國

怨內阁官制之公布》一�也屬于这种&况。这�带�时事评论性质��違关��，是當

年 5� 8 日淸廷颁布�內阁官制�成立�奕劻內阁。�違对怨內阁官制持欣赏态度，认为

與 1906 年�官制改革相比，这>改革�显著进步，而废除原��內阁、军机处、政务处，

设立怨式內阁，堪稱是“一个大�英�决斷”。他觉得，u隨着內阁官制�颁布，整个中央

行政體制都會发生“面目一怨”�变h104)。x过颁布怨內阁官制一事，北鬼似乎看到了中

國宪政改革�光� 景。當然，在�違中，他也猛烈抨击了怨內阁官制中�副总理大臣制

度以�怨成立�內阁严重集权于满人�现象。由于円立责任內阁是宪政改革�题中应�之

义，因此，责任內阁�问题，也在《大淸宪法案》中占�一席之地，其第五違卽以《內阁》

为题。从这一點卽可看出，北鬼氏 1911 年关�怨內阁一事，與其此 在《大淸宪法案》中

关�此事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若对照一下《淸國怨內阁官制之公布》與《大淸宪法案》�

具體內容，则可以进一步发现，二者对相关问题�论证高度相似。比如，二者都曾论営內

103) 《关于地方官制改革》(张废除督抚制�言论：“因此，欲维持现在�分权制，�就不可谈立

宪；欲1怨政體，则须废弃现制，必须�这样�觉悟。而今日旣然已將立宪确定为國事，则

地方制度之改革是其先决问题，理义极为�白。”北鬼三郞：《大淸宪法案》，第 180页。《淸

國�中央集权问题》(张废除督抚制�言论：“因此，欲固执现制�话，就不可言立宪；欲一

怨政體�话，就须�打破现&�觉悟。由此當可知，地方制度�改革是立宪�先决问题。”北

鬼三郞：《淸國�中央集权问题》，《外!时报》总第 154號，�治 43 年 9� 10 日发行，第

38-39页。

104) 北鬼三郞：《淸國怨內阁官制之公布》，《日本�日本人》总第 561號，�治 44 年 7� 1 日发

行，第 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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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军机处、政务处三个机构叠床架屋之不"，论営�字如出一辙105)。印如，在《淸國怨

內阁官制之公布》中，北鬼氏认为將來开设两院，下院必然會是汉人�天下106)。这一點，

在《大淸宪法案》中�1为详盡�探讨，此处不过是H用了《大淸宪法案》�结论而已107)。

卽此两例，已可看出《淸國怨內阁官制之公布》一�对《大淸宪法案》一书�继承。

至于 1910 年发表�《中國中央官制改革案》一�，&况则�复杂些。一方面，此�與

《大淸宪法案》�相关论営相似度极高，但另一方面，此�是否北鬼三郞执笔，则不无疑问。

就其與《大淸宪法案》相关论営�关系來看，《大淸宪法案》第九條是关于皇4定官制、官

俸、任命官员之权�，在正條之下，�一�以“參考”�形式出现�《关于官制改革》，四

千字左右。该�在分别介绍经 1906 年官制改革之后中央(�机构军机处、內阁、政务处、

十二部、军咨府、大理院、都察院、资政院、审计院之后，归纳总结这>改革�着眼點，

幷提出將來改革當从废除满汉钳制、图谋政务统一、�定责成、區分宫府、废止冗官、增

加俸祿六个方面入手。而《中國中央官制改革案》也是针对丙午官制改革而发，先简�槪

営改革后�中央机构，然后总结这>改革�着眼點，而落脚于从六个方面论営將來改革�

入手之方。两相比较，�大�不同之处在于，对改制后机构�介绍，《大淸宪法案》中占�

幅比较大，��两千字，而《中國中央官制改革案》则只�一小段 (100 字左右)，其餘內

容，则几乎相同。虽然如此，但北鬼三郞是否执笔寫过一�《中國中央官制改革案》，则不

能无疑。我们看到�这��違，是一�中�，刊登于《宪制日刊》(《申报》曾转载)，目

 未能在日本�相关报刊杂志上找到此�。《宪制日刊》刊登此�时，虽在标题下�“译北

鬼氏稿”字样，但沒�!代译自何处。北鬼�寫�另外两�关于中國��違，均稱中國

105) 《淸國怨內阁官制之公布》�论営如下：“舊设�內阁、军机处�會议政务处三大衙门，其地

位、职权均为行政各部�首脑，掌管事务彼此沒�大�差别，因此，卽A只�其中一个，

也不會对奉行大政X成妨碍。因此，�识者向來(张改废之，淸廷也曾经制定將军机处合幷

于內阁�方案，但未能施行，�于今日。”北鬼三郞：《淸國怨內阁官制之公布》，《日本�日

本人》总第 561號，�治 44 年 7� 1 日发行，第 28页。《大淸宪法案》�论営如下：“十一

�改革未致力于政务统一，令人遗憾。军机处、內阁、政务处，其地位、职权均居行政各部

之首脑。而其掌管�事务，在实质上无大差异，故无妨以一个奉行大政。计不出此，却汲汲

于保存舊制，未知其可也。”北鬼三郞：《大淸宪法案》，第 94页。

106) “盖议院政治�权威，自�y重于庶民院�倾向，东西各國如出一辙，下院旣然�归汉人獨占

�趋势，祖宗成法當无由保守。”北鬼三郞：《淸國怨內阁官制之公布》，《日本�日本人》总

第 561號，�治 44 年 7� 1 日发行，第 29页。

107) 在“4國议會”一違，北鬼三郞论#：“不论采用哪种(义，都可看出由荏�本部與满洲选出

之议员�显著差异。�对此下一考语�话，是谓满汉7衡之舊法，应當在采用议院政治�

同时，从根柢加以破坏英弃。不仅仅满與汉在人口上到底不能z敌，卽A是每省选出均一之

议员，亦无法维持其权衡，若让两者选出同等數量�议员，是理义不容�。惟下院为汉人

大多數{制，其结果，政权自然掌握在其手里，这是當然�理數。”北鬼三郞：《大淸宪法

案》，第 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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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淸國”，在《大淸宪法案》中，言�中國，也多以“淸國”相稱，只�少數场合稱“中

國”，此�标题中出现�“中國”二字，不符合北鬼氏�习惯，显得突兀。如 営，《宪

制日刊》刊登过《大淸宪法案》�第六違《都察院》节译稿，可知相关人士手中是�日�

版《大淸宪法案》�。因此，不能排除如下可能性：该�是中國人將《大淸宪法案》第九

條�“參考”部分�译，稍加调整，冠以标题而來。不过，无论是北鬼氏自己�，还是

中國人代劳，《中國中央官制改革案》一�脫胎于《大淸宪法案》则是无疑�。幷且，不论

是代劳改寫还是直接�译，都显示了中國人对北鬼氏关于中國中央官制改革方案�重视，

也可以说是《大淸宪法案》引�中國人关��一个好例子。

关于日本�三��違中，1910 年发表�《怨领地统治法论》一�提出，日本在制定宪

法�时候尙无殖民地，而其后�了臺灣、桦太 (库页岛)、K鲜等殖民地，因此�修改宪法，

加入治理殖民地�條款。�違�(體，就是他拟�條款，共 8 條，格式和《大淸宪法案》

相似，在正條之下附以法理说�108)。1911 年发表�《]西园寺首相书》是致首相西园寺公

[�一封公开信，指责日本政府在军费方面�开荏过于庞大，�求顾惜民命，减缩预算109)。

1912 年发表�《制度整理私案�领》一�则是他为减少國家行政开荏而提出�合幷、裁减

政府机构�方案，可以说是 1911 年关�问题��续110)。1909 年出版《大淸宪法案》后，

1910 年��違以日本宪法为(题，在关�宪法这一點上一脉相承，且其行�方式也��续

性；至于 1912 年关��“制度整理”卽官制问题，其实也是宪法�重�组成部分，在�

寫《大淸宪法案》�时候，乃是北鬼用力很深�一个方面111)。而 1911 年�致首相公开信中，

则显示了�续性中��趣一面。在公开信中，为了鼓动西园寺內阁对日本上院开火，宣稱

英國首相班纳�等提出限制上院权限议案之举“眞�值得赞赏”112)。其实，班纳�
欲限制

上院权限一事，在《大淸宪法案》中也谈到过，不过彼处持否定态度，认为这种做法破坏

议會制度，是轻/之举113)。

综上，北鬼三郞在 1910-1912 年间发表��違，从关��(题和论営�方式，}與

108) 北鬼三郞：《怨领地统治法论》，《外!时报》总第 157 號，�治 43 年 12 � 10 日发行，第

39-46页。

109) 北鬼三郞：《]西园寺首相书》，《日本�日本人》总第 568號，�治 44 年 10� 15 日发行，

第 36-39页。

110) 北鬼三郞：《制度整理私案�领》，《日本�日本人》总第 595號，大正元年 12� 1 日发行，

第 20-24页。

111) 《大淸宪法案》第 86-100页讨论內官制改革问题，第 168-199页讨论外官制改革问题，总计

47 个页面，超过,书�十分之一 (,书 382 个页面)。

112) 北鬼三郞：《]西园寺首相书》，《日本�日本人》总第 568號，�治 44 年 10� 15 日发行，

第 39页。

113) 北鬼三郞：《大淸宪法案》，第 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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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淸宪法案》之间�很强��续性，而从关��对象旣�中國印�日本，则可以看出扩展

性。

结 语

北鬼三郞在获得學士學位之后第五年就出版了學术专著，其后數年中也都�政论�问

世，只因去世太早，在學术�上沒�什么名气。《大淸宪法案》基于中國�特殊历�國&，

设计了一种别具特色�“四权分立”宪政體制，卽在传统�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加

一个监察权，这一思路與孙�类似。手抄本《大淸宪法案理由书》�存在�其“例言”中

�只言片语提示，北鬼氏似�將其;给中國某位與制宪�密切关系�高官以�对中國制宪

产生影响�用
。《大淸宪法案》不仅成为淸季制宪官员�囊中书，而且还成为民初修宪者

设计國家體制时�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对中國�君(立宪和共和立宪都产生过影响。后

世估量日本对中國制宪�影响时，不可忽视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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