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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近年來，我國加入「第三波民主化」【註1】的行列，展開波

瀾壯闊的威權政體民主轉型。受民主化浪潮影響，我國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各領域皆日趨多元化，學術研究也不例外。學術研究

多元化的結果，使許多學者對往昔居於獨尊地位的三民主義，提

出反省、檢討、挑戰與批判。本來，學術見解的不同與互相辯駁，

乃民主多元社會之常態。然由於中國國民黨長期以三民主義為國

家政策與學術研究的指導思想，因而使得關於三民主義的批評與

辯護，遂不免糾葛著對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反對與擁護的情結，或

視之為敝屣，全盤否定；或堅持其有無上的優越性，仍應以三民

主義作為國家發展與學術研究的最高指導思想。對三民主義態度

的兩極化，或有政治實態上的不得不然之處，但就學術研究的立

場言，卻不能令人無疑。蓋中國國民黨曾掌控中華民國政權逾八

十年，其既以三民主義為國家運行的指導思想，則三民主義對現

今中華民國國家形貌與政治文化的形成，實有深刻的影響。在民

主社會中，以三民主義為國家惟一奉行的至高價值，固有違民主

多元之潮流，但全盤將之否定，卻也無異於否定既往國家賴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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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意識型態基礎。 

     

民主化的過程，可謂是舊的、非民主的統治型態崩解而建立

新的、民主的統治型態之過程。此過程所涉及的，不只是政治遊

戲規則的改變，更涉及心理與文化意識的變遷。誠所謂「徒法不

足以自行」，支持體制使其穩定的，並非體制本身及其附屬的強制

力，而是人們信從、支持體制的意識。然而，意識並非產生於真

空之中，而是受到人們所處環境的制約。是故所有的社會與政治

思想皆是生於特定時空環境中，其所反映的，是其時的社會需求，

其所要解決的，也是其時的社會問題。因而對三民主義之臧否若

棄其所生之時空而不顧，則只是作紙筆的爭論，卻無益於釐清歷

史的真相，更無法去論斷其歷史功過。 

 

    歷史有其連續性，要探究三民主義在當前民主社會中可能的

發展及其角色、意義，就需對其在既往歷史中扮演的角色，做一

客觀的分析。事實上，自孫中山逝世後，中國國民黨內部即因權

力的爭逐而分裂成數個陣營，發生多次慘烈的內鬥，復因中國國

民黨在北伐成功後實施以黨治國，使國民黨內的內鬥擴大為全國

性的內鬥甚至內戰。而不同陣營間所爭奪的，不僅是軍事上的勝

利，更是繼承孫中山的政治正當性，亦即要證明自己才是孫中山

革命思想的正統繼承人。因此，不同政治立場者競相對三民主義

作出詮釋，以證明自己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的正統繼承者。這種三

民主義詮釋權之爭，是孫中山死後至對日抗戰開始的這一段時間

內，中國國民黨內不同派系間的重要分歧，是形塑這段時期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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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貌的重要因素。而以戴季陶《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為基底，

所發展出對三民主義的儒家化詮釋，成為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黨

內派系的道德與文化論述基礎，更隨著蔣中正之掌控中國國民黨

黨權及中華民國政權，而成為現今三民主義的正統，對過去半世

紀以來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諸領域的發展，有深遠的

影響。 

 

基於前述認識，本論文以為：要正確理解三民主義在現今所

遭遇的挑戰與困難、在未來可能的變遷與發展，就須先瞭解三民

主義在既往國家發展中扮演的角色；要瞭解三民主義在過去國家

發展中扮演的角色，則須先探究「儒家化的三民主義」何以成為

中國國民黨尊奉的最高價值。因此，本論文的目的，即在究明「三

民主義何以能成為 1924年後中國的主流政治思想？」「儒家化的

三民主義何以能成為各種對三民主義不同的詮釋中之正統？」

「儒家化的三民主義在中國國民黨政權統治正當性的創造與維繫

中發生何種作用？」這三個問題。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在進行學術研究工作之前，必須先對研究所採用的研究途徑

(Approach)與研究方法(Method)作一清楚的釐清。所謂的研究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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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指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研究，到底是從哪一層次為出發點、

著眼點、入手處，去進行觀察、歸納、分類與分析。由於著眼點

的不同，就各有一組與之相配合的概念作為分析的架構。（朱浤

源，1999：182）而所謂的研究方法，則是指蒐集與資料的方法。

（朱浤源，1999：186）本論文以為，研究的主題、研究途徑及研

究方法等是三個邏輯上相關的層次。此三者的關係，可用登山為

例比喻說明之：在登山前，登山者須先決定攀登的目標，同樣地，

在進行研究之前，研究者也須先決定研究的對象(研究的主題)；登

山者決定要攀爬的山峰後，須進一步依該山峰的地理特性，決定

由那一條路徑上山，同樣地，研究者在決定研究的主題後，也須

依該主題的性質決定採何種研究途徑；最後，登山者在決定由何

路徑上山後，須選擇上山的方式，同樣地，研究者在決定所採的

研究途徑後，亦須再決定採何種研究方法。 

 

    誠如本章第一節所述之研究目的，本論文研究的主題是儒家

化三民主義產生的背景、其如何能成為對三民主義的正統詮釋與

其對中國國民黨政權的鞏固發揮何種作用。易言之，本論文所要

研究的，係依思想史的主題。 

 

在學術研究上，對思想史的研究可有兩種不同的途徑：第一

種是內在分析的路徑，其主要在理解、考證及評價思想的內容；

第二種是外在分析的路徑，其焦點是思想產生、發展和萎退的社

會背景，及思想對社會的影響和衝擊。（Stark，1958：213）易言

之，外在分析所研究，是思想與存在之間的關係。在社會學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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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途徑被稱為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Knowledge）。（黃瑞祺，

1990：112）雖然研究途徑有內外之別，但在實際的操作上，這兩

種研究途徑是可以兼顧的，只是其比重、主從關係有所不同。 

 

    雖然內外兩種分析途徑是可以共取的，但中國傳統學術研究

者再研究思想史主題時，極端偏重內在的分析，如史學家余英時

即稱： 

 

    「現在西方研究 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s，有很多種

看法。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觀念，就是把思想史本身看做有生

命的，有傳統的。這個生命，這個傳統的成長並不是完全仰

賴於外在刺激的，因此單純地用外緣來解釋思想史是行不通

的。同樣的外在條件、同樣的政治壓迫、同樣的經濟背景，

在不同的思想史傳統中可以產生不同的後果，得到不同的反

應。所以在外緣以外，我們還特別要講到思想史的內在發展。

我稱之為內在的理路（inner logic），也就是每一個特定的思想

傳統本身都有一套問題，需要不斷地解決，這些問題，有的

暫時解決了，有的沒有解決，有的當時重要，後來不重要，

而且舊問題又衍生新問題，如此流轉不已。這中間是有線索

條理可尋的。」（余英時，1977：124-125） 

 

著重內在理路的流風所及，國內學者對三民主義的研究，亦常

以其內在理路為檢視標準。如憲法學者李鴻禧即習於以權力分立

與制衡學理，解析孫中山的國民大會及五權憲法制度，批評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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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邏輯有誤。（李鴻禧，1992：1-29）然而，以思想的內在理路為

研究焦點，固有助於理解該思想的理論結構嚴謹度、思想發展的

脈絡，但也會發生下列弊端： 

 

 首先，學者每以某種思想為標準來檢析它種思想，忽視了其

實做為檢視標準的思想，亦有其獨特的生成背景及思想內在結

構，難以做為古今中外皆然、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例如現今

人人稱頌的民主思想，在二百年前卻是人人畏如蛇蠍，縱是今日

的民主大國美國亦不例外。【註 2】因此，以今日的民主理論為檢

試標準，而稱中國傳統思想裡有民主的元素，或責中國傳統思想

裡沒有民主的元素，皆是牽強附會，實無學術研究上的價值。更

何況，學者以某種思想為檢視它種思想的標準，但在面對不同的

被檢證對象時，其對據以做為檢證標準的思想之內在理路，未必

連貫一致。 

 

 再者，思想固然有其內在理路，但此理路非內在於思想本身，

而是從事思想的人所賦予的。（張德勝，1998：25）「思想不能孕

育思想」，（Nisbert，1972：9）所謂思想是有獨立的生命，只能說

是個比擬，卻不能當真。思想無法產生於真空之中，而是由人賦

予其「生命」。理解思想，不能離開活生生的人。 

 

    思想離不開人，而人又是社會的動物。因此，對思想的研究，

就不能不論人所處的社會環境，此即知識社會學的基本觀念。本

論文的目的，在探討儒家化三民主義係在何種社會背景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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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這種對三民主義的特定詮釋，對中國國民黨政權正當性的創造

與維繫發揮何種效果。因此，在決定研究途徑時，著重於知識社

會學的研究途徑，應是較好的選擇。 

 

知識社會學是二十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曼海姆（ karl 

Mannheim，1887-1947）所開創的社會學分支，曼海姆接受馬克思

（karl Marx，1818-1883）的論點，認為現代各種思想的形成，都

有其明顯的政治立意原則。但和馬克思不同的，他認為社會衝突

不是源自於經濟差距與階級意識，而是肇因於每個人思考方式與

真理認定標準的差異。（張明貴，1998：6-7）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

所要探討的問題，即是在特定情形下對知識的理解與解釋，及一

般形式的知識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包括知識的效果與制約知

識形式或內容的社會力量。（戴維與朱莉雅，1998：647）對此，

曼海姆以「社會過程制約，並創造理論」（曼海姆，1998：23）一

語，簡要地說明了知識社會學的核心旨趣。 

 

曼海姆既強調社會與歷史過程對理論的制約，則易言之，其著

重的，是非理論過程影響知識的出現與發展方向。思想與觀念，

絕非由偉大的天才所單獨創造的；在我們以為的天才的睿智見解

的背後，其實是一個集團的歷史經驗。只是面對同樣的世界與「共

同的」經驗，相互衝突的團體為了爭取權力，會兢相做出不同的

詮釋。換句話說，衝突的關鍵不在「客體」本身（同樣的世界與

「共同的」經驗），而在於由經驗所產生的迥異的期望、目的與衝

動。職是，曼海指出，就社會學的分析來看，表面上「純理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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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多可化約為更基本的哲學差異；哲學的差異在無形之中，

又是受到具體而相衝突的團體間對抗與競爭所導引。（曼海姆，

1998：23-24） 

 

就知識的研究而言，歷史社會過程有其實質的重要性。我們不

但可從人類許多的具體主張中，看出這些主張被提出與形成的時

空地理因素；同時經由歷史社會過程的分析，我們也可理解同樣

的字詞或概念在由身處不同情境的人所使用時，所具有的不同意

義。例如對「自由」的理解，十九世紀的保守人士認為，「自由」

是指各階級都有權利依其特權（自由）過生活。但對同時期的自

由主義者而言，「自由」所指的是「平等的自由」，是去除那些保

守人士認為是所有自由之基礎的特權。（曼海姆，1998：26-29） 

 

知識社會學既認為不同情境的人依其利益的不同，會對同樣的

字詞或概念，做出不同的詮釋，則知識社會學研究途徑所要做的，

就不是探究「真理」，與辨識相互競爭各種詮釋中，何者較接近「真

理」。換言之，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途徑，不針對爭辯者爭辯的主題

本身，而是討論爭論背後爭辯者的思想基礎，揭示這其實只是同

時競存的許多思想基礎之一，與此只是爭辯者基於自身利益的一

偏之見。至於此種詮釋是否妥適，就非知識社會學研究途徑的旨

趣。（曼海姆，1998：36-37）  

 

 不過，雖然曼海姆強調，思想的發展，是在許多關鍵處受多

樣的、思想以外的因素影響，（Mannheim ，1972：240）但究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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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個因素決定思想，與其如何決定思想，曼海姆卻未明言，形

成知識社會學研究路徑上的空白。 

 

 針對上述理論上的困難，社會學者張德勝建議，可以湯恩比

（Arnold Toynbee，1889-1975）的危機理論來解決。（張德勝，1998：

21-22）申言之，湯恩比認為，人的行動和思想，都是對環境的挑

戰所做之回應。環境愈惡劣，挑戰愈大時，回應也愈活躍。因此

中國文化的搖籃，是環境惡劣的黃河流域，而非自然環境較好的

長江流域。當然，若環境過度惡劣，以致人類無法做出適當的回

應時，文明也需從產生。（Toynbee，1962，318-321）因此，「每個

時代的思想，是對危機及社會秩序的巨大變遷所造成的挑戰之回

應。」（Nisbet，1972：9） 

 

 危機會令思想活躍，更會引導思想的方向。然而危機本身並

不會直接決定思想和行動的內容。蓋環境既由無數的刺激所組

成，人不可能對所有的刺激都做出反應，人們必須先界定某些環

境的刺激已構成危機，再據危機的性質提出各種解決方案。而決

定人們會提出何種解決方案的主要因素，是人的知識水準和信

仰。（張德勝，1998：34）例如清朝在經歷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

後，當時的憂國之士多以為中國之不如列強者在於軍事，若能強

兵，即能固本。然甲午戰爭的失利，證明三十年的自強運動完全

失敗。對此危機，當時人們的解決方案，就因認識的不同而出現

大事興革與鎖國兩種迴異的看法。前者主張仿西方政制，並學習

列強在經濟、文化上的長處，可以康有為推動的維新為代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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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以為只要暴力排洋，即可回復以中國為天下之狀態，義和團

可說是其極致。我們現在看當時的方案，當會有深覺當時人們對

危機的本質認識不清之感。然這也是因為我們多了百餘年的歷史

縱深，才能清楚認識當時危機的本質。當時的人限於其知識與信

仰，是不可能有像我們一般的見解。因此，要真正理解人們何以

會對外在刺激做出反應或不作反應，以及何以會做出特定的反

應，就唯有從當時的環境中求之。 

 

在決定以知識社會學為研究途徑後，本論文將以韋伯（Max 

Weber,1864-1920）開創的正當性理論與葛拉姆西（Artonio 

Gramsci,1891-1937）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概念為

概念工具，對研究主題進行分析，探討。正當性理論的基本概念，

是認為一個政權要能鞏固，就須得到人民普遍的信服，當人民普

遍信服時，即可謂此政權具正當性。而韋伯的正當性理論則以類

型化（Typification）的方式，對正當性的來源加以分類研究，不

論那一類的正當性來源，皆與其社會歷史背景息息相關。正當性

來源既與政權所處社會歷史背景有關，則不能以其是否合於民主

標準等當代政治價值來評論之。例如在專制皇權時期，皇帝是所

有政治行為的正當性來源，皇帝又「受命於天」，其人身即具正當

性。以今日民主政治觀點視之，皇權政治有諸多的缺點，但以當

時環境視之，皇權政治卻深受人民信服而有正當性。中國傳統俗

諺說「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其實已表達出人民對皇帝正當性的

信服。本論文所處理的歷史時空，正值辛亥革命結束皇權統治，

繼之以軍閥割據後，孫中山及其追隨者創建中國國民黨並逐步統

一全國的時期。在這段時期，傳統皇權的正當性崩解，新的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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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卻猶未出現，要統一全國，並使這統一的政權能夠鞏固，就須

創造出新的正當性。孫中山的提出三民主義，實正有創造此新正

當性的意涵。當然，此時期的其他主義思想，如新文化運動的科

學民主，亦皆具有創造新正當性的意圖。職是，這段時期的中國，

可說是處於正當性典範轉移的過程，政治上的競爭，實是各種創

造新正當性的努力彼此間的競爭。 

 

    若以葛拉姆西文化霸權的觀點視之，一個政權要確保其正當

性，不能消極地坐待人民接受其正當性，而是要積極地去形塑其

正當性，要達到這一點，政權就需提出一套道德與文化論述，並

以各種能運用的制度及宣傳機制，誘使人民信服政權的統治正當

性。 

 

    因此，正當性與文化霸權係密切相關的概念，其目的不在對

政權所提的道德與文化論述做主觀的贓否，而在於探討、理解政

權何以選擇此道德與文化論述、政權如何推行此道德與文化論述

及此道德與文化論述對政權的鞏固發揮何種作用？此不僅與本論

文研究目的相符，亦與前揭知識社會學的旨趣相同，故本論文選

擇以正當性理論及文化霸權概念為分析工具。至於這兩者的理論

意涵，則在本章第四節中進一步探討。 

 

    在確定研究主題、研究途徑及據以為分析工具的理論架構

後，本論文進一步做研究方法上的確定。本論文主要採的是文獻

分析方法(Document Analysis Method)，即蒐集過去的相關研究語

文獻並加以分析。（朱浤源，1999：54）在此須加以說明的，是本

論文不另立章節作文獻探討的原因，係因本論文所涉及的文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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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歷史文獻與理論文獻兩類，後者可再概分為與三民主義有關

的文獻及據以作分析工具的正當性理論、文化霸權概念之相關文

獻。據以作分析工具的正當性理論、文化霸權概念之相關文獻雖

多，卻非本論文研究的對象，因此本論文只在本章第四節「引借

的理論」中作簡要的陳述。至於分析對象的歷史文獻與和三民主

義有關的文獻，將在本論文內分別述及，並無另立章節加以探討

的必要。 

 
 

 

第三節 

研究範圍、限制與名詞界定 
 

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基於本章第一節所述研究目的，本論文對研究範圍做如下的

限定： 

 

    首先，在歷史時空範圍，本論文既集中焦點於「三民主義何

以能成為中國的主流政治思想」、「儒家化三民主義何以能成為三

民主義的正統詮釋」及「儒家化三民主義對中國國民黨政權的鞏

固發揮何種作用」，則其中涉及的主要幾個歷史事件，是：(1)1924

年 1月 27日孫中山開始有系統地講述三民主義；(2)1925年 3月

12日孫中山逝世；(3)1925年 5月 16日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

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國國民黨接受總理遺囑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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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確定最高原則的訓令＞，以三民主義為中國國民黨唯

一奉行的政治指導原則；(4)1925年 5月至 8月，戴季陶先後發表

＜民生哲學系統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

國國民黨》，提出儒家化的三民主義詮釋；(5)北伐完成後，1928

年 10月 3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中國國民黨訓政大

綱＞，規定在訓政期間，由中國國民黨領導人民行使政權；(6)1929

年 3月 21日，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以孫中山所著

《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地方自

治開始實行法》為訓政時期國家最高根本法案；(7)1931年 1月 12

日，蔣中正發表＜為政與求學＞演講，肯定戴季陶對三民主義的

詮釋；(8)1934年 2月 19日，蔣中正發起新生活運動，推行道德

政治。因此，本論文所涉及的歷史時空，主要是 1924 年至 1934

年。但在研究進行時，無可避免地必然要觸及這段時空之前及之

後的若干歷史發展，然此非本論文主要的討論範圍，而僅是加深

歷史縱深，以求更清楚地釐清本論文主題。 

 
    再者，本論文研究的標的是儒家化三民主義，儒家化三民

主義係指戴季陶對三民主義所做儒家化詮釋，而由蔣中正繼踵發

揚的詮釋典範。限於研究目的及篇幅，對同時代宋慶齡、胡漢民

及汪精衛等人對三民主義所做之不同詮釋，僅做概略性的介紹及

比較，而不對各種詮釋的內在理路邏輯、其和孫中山的原意有何

差別等做深入探討。同樣地，本論文亦不探討戴季陶和蔣中正所

詮釋的三民主義，是否和孫中山的原意有所差別，也不探討戴季

陶對於孔子道統哲學和中國兩千年正統哲學發展的詮釋，是否合

乎學說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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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身為三民主義長期的研究者，筆者對三民主義有高度的

正面評價。但本論文的內容，卻不涉及對三民主義的主觀評價，

而只是客觀地探討戴季陶與蔣中正詮釋的三民主義典範產生的背

景、其在政治上的功能。同樣地，雖然本論文觸及許多政黨、組

織與政治人物互動的歷史過程，但本論文的目的，亦不在評價相

關政黨、組織與政治人物的得失。本論文相信，人性並不完美，

加上人會受到其所處環境的制約，因此真實世界中，並無道德意

義上完美無瑕之人。更何況政治是權力與利益的衝突、妥協，實

難以一絕對的道德價值標準評論之。人不是神，必然有其慾望，

也無法完全不受其所處環境的影響與洞察其行為的所有結果。就

此而言，政治家之偉大，就在於能於現實人性的重重限制中，盡

力去超越人性的負面影響，努力實踐對最多數人有益的政治決

定。因此，學術研究者不能但以己身的好惡與所處時代的標準，

來臧否前人，蓋這只是做紙上的攻伐，是政治與歷史評論家的工

作，卻非嚴謹的學術研究者所當為。然學術研究者也不能無視於

人性不完美的事實，一昧地為前人隱惡揚善，蓋如此則失去學術

研究之意義矣。 

 

復次，本論文內容雖涉及許多政治人物，但基本上本論文的討

論，係以孫中山、戴季陶、蔣中正三人為核心展開。蓋本論文的

研究對象，是三民主義及對三民主義的儒家化詮釋，前者由孫中

山提出，後者則是指戴季陶、蔣中正對三民主義的詮釋。而本論

文研究目的之一的「儒家化三民主義在中國國民黨政權統治正當

性的創造與維繫中發生何種作用」，其中所稱的「中國國民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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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係指以蔣中正為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國民黨政權。孫中山逝世

後，廣州中國國民黨政府於 1925年 7月進行改制，將大元帥制改

為集體領導的委員制，但 1926年 3 月 20日中山艦事件後，蔣中

正已逐漸掌控中國國民黨的實權。惟蔣中正的權力時時受到來自

中國國民黨內外的各種挑戰與質疑，為求鞏固權力，蔣中正必須

塑造其為孫中山正統繼承人的正當性。其賴以塑造此正當性的，

即是儒家化的三民主義。職是本段前述的研究目的，事實上即是

在討論蔣中正如何以儒家化三民主義來塑造其統治正當性。 

 

二、 名詞界定 

 

本論文討論的核心「儒家化三民主義」，指戴季陶對三民主

義所做的儒家化詮釋，而由蔣中正繼踵發揚的詮釋典範。孫中山

在 1924 年初開始有系統地演講三民主義時，已多次提到、引用

儒家學說。如他在〈民族主義第五講〉 (1989a : 42-44)中，即把

恢復中國國有道德作為建立國族的第一步驟，主張實行忠孝仁愛

信義和平八德；但把「忠」的內涵做調整，反對忠於皇帝，主張

「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而這八德的德目多出自《周禮》〈地

官〉，經他選擇補充組合而成。(趙叔鍵，1993:104 )再如在〈民族

主義第六講〉(1989a: 45-54)中，強調《大學》裡所說的「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又如他在〈民

權主義第一講〉(1989a : 60-61)裡，引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為

公」與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說明中國自古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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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民權思想，但中國自古以來能為民謀幸福的皇帝，卻只有堯、

舜、禹、湯、文、武。在〈民權主義第五講〉(1989a : 106-113)

中，他指出專制政治之害，是讓沒能力、沒道德的人當皇帝，人

民做皇帝的奴隸，因而引申出權能區分的好處。由三民主義各講

中對孔孟言論的引用與對中國傳統皇權政治的批評，可見孫中山

是以革命家的身分，用實用的角度來看待儒家學說。他的根本目

的在建立一獨立自主、實行民主政治的中國，他只接受儒家學說

中有助於實現此目的的部分，對無助於實現此目的甚至會妨礙此

目的的部分，他都主張將之拋棄。 

 

孫中山以革命、實用的角度來取捨儒家學說，但在戴季陶看

來，孫中山的革命精神主張係繼承了中國古代的倫理思想，孫中

山一生的思想行為，表現出「隨時隨地都盡力鼓吹中國固有道德

文化的真義，讚美中國固有道德文化的價值」的特點。(戴季陶，

1976: 388-390 )易言之，在戴季陶的詮釋中，孫中山對儒家學說

的態度，由以革命、實用的角度加以取捨、改造，變成對傳統儒

家倫理的繼承、發揚。這一種詮釋方式，把三民主義給「儒家化」

了，此亦即本論文稱此詮釋典範為「儒家化的三民主義」的原因 

 
 

 

 

第四節 
  研究的架構與引借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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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的架構 

 
    本論文所要研究的是下述三個問題：「三民主義何以能成為

1924 年後中國的主流政治思想？」「儒家化的三民主義何以能成

為各種對三民主義不同的詮釋中之正統？」「儒家化的三民主義

在中國國民黨政權統治正當性的創造與維繫中發生何種作用？」

本論文對此三問題的思考，係依下列思路展開： 

 

    首先，在第貳章中，本論文將先探討「三民主義何以能成為

1924 年後中國的主流政治思想？」此一問題。本論文認為，傳統

中國社會依賴「尊卑、男女、長幼」之秩序來維繫，靠昊天皓命

的皇權支持，又以科舉取士，以深受儒家學說薰陶的學究作廟堂

與農村間之聯繫。易言之，中國傳統皇權的正當性，來自儒家倫

理意識的支持。「天地君親師」、「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的意識深入

人心，國家即是社會，社會即是一大家庭，皇帝不僅是政權的領

袖，其「天子」的身份亦有宗教領袖的意義，他更是所有人民的

大家長。（黃仁宇，1995︰71-72）職是，皇帝自身即是政權正當性

的來源，政治的運作則以儒家倫理為基準，形成「道德政治」。 

 

然而，科舉已在 1905年停止，皇權又被辛亥革命推翻，新文

化運動與五四運動則對傳統中國社會賴以維繫的儒家倫理加以全

面的否定與打擊，傳統中國社會的正當性基礎已全面崩解。辛亥

革命後創立的民國雖有〈臨時約法〉作為國家組織原則，但其正

當性卻顯然不足，無法鞏固支持民國的政權，造成國家分裂。（黃

仁宇，1993︰309-312）要統一中國，並使這個統一的新政權能得

到穩固，就須創造一新的正當性，而此新的正當性又必須植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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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中國的社會需求中。當時的中國所面臨的，是內有軍閥割據

外有列強進逼的危機，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即是此危機下的產物。

中國國民黨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完成北伐的重要原因，就在於將

三民主義和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相連結，創造出遠高於其政治敵

手的正當性。北伐的成功與之後的以黨治國，更使三民主義成為

中國主流的政治思想。 

 

    在第參章中，本論文將處理「儒家化的三民主義何以能成為

各種對三民主義不同的詮釋中之正統？」的問題。孫中山的三民

主義有反帝、反軍閥的時代意義，符合當時的時代主題，而使孫

中山成為當時中國最具領袖魅力的政治領袖。但孫中山死後，中

國國民黨也立即陷入領袖繼承權爭奪的內鬥中。由於此時的中國

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最高指導原則，因此相爭的各派系，所爭的

是對三民主義的詮釋權，也惟有在對三民主義的詮釋權之爭上獲

勝，才能真正擁有統治正當性。戴季陶對三民主義的儒家化詮釋，

即是此背景下的產物。以軍功起家的蔣中正，初期並未涉入三民

主詮釋權之爭，也因此其統治正當性一直遭到強烈挑戰。1931 年

後他開始領揚儒家化三民主義，並進一步發展其自己的儒家化三

民主義論述，使儒家化三民主義成為三民主義的正統詮釋，也強

化了他的統治正當性。 

 

    在第肆章中，本論文要探究的，是「儒家化的三民主義在中

國國民黨政權統治正當性的創造與維繫中發生何種作用？」本論

文以為，蔣中正之接受儒家化三民主義，與其個人思想及外在危

機環境有關。就其個人理念而言，他篤信王陽明哲學，其政治與

社會觀本已具濃厚的儒家色彩；就外在環境而言，循環不息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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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與日本的節節進逼，迫使他必須提出一強調傳統倫理與社會秩

序的道德與文化論述，來創造與鞏固其統治正當性，以求因應內

外危機。為了讓人民普遍信服，他不僅逐漸地建構出其「力行哲

學」的儒家化三民主義論述，更藉由推行新生活運動，使人民信

服其統治正當性。 

 

二、 引借的理論 

 
本論文以正當性理論與文化霸權概念為分析工具。為方便後

續討論的展開，茲分別將之簡要論述於下。 

 

 〈一〉統治正當性的概念 

 

在政治上，不同的政治團體之所以競相對「共同的」經驗提出

詮釋，目的即在證明其政治權力的「正當性」（Legitimacy）。 

 

所謂的權力（Power），可定義為「透過真實的或帶威脅性的對

於報酬與懲處的使用，而能夠影響個人操行的能力。」（Dye，2000：

1）而政治，可界定義「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Easton，1960：

129）因此，政治權力和其它權力的差異，在於：(1)政治權力可合

法地使用對身體的強制力；與(2)政治權力涵蓋整個社會，而非社

會中的一部份。（Dye，2000：189）職是之故，幫派、武裝盜匪集

團等「反社會集團」，雖有武力可強制人民作為或不作為，但其武

力卻缺乏「合法性」（Legality），【註3】而不能謂之為政治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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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僅以合法性為政治權力的正統特徵，顯然是不夠的。

蓋合法性只能做政治權力的靜態特徵，卻無法完全解釋政治權力

的動態過程。以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為例，革命前係由波旁王室

進行合法統治。該年七月十四日市民階級發動革命，攻破巴士底

監獄。就合法性而言，市民階級的行為，是破壞波旁王室合法的

實定法體系，是一非法的武裝暴動。但市民階級在「自由」、「平

等」、「博愛」的理念號召下，最終不但推翻了波旁王室建立共和

政體，也擊退了其他君主國家的武力干預。革命前，波旁王室有

合法性，市民階級的武力革命是非法的；共和政體建立後，1789

年的革命不再被視為非法的暴動，波旁王室反成為非法的。換言

之，新興的政治勢力（革命勢力）興起與合法的政治權力（波旁

王室）競爭抗衡，進而打破既存的政治秩序結構，自行成長為一

新的政治權力。因此，在此動態的政治過程中，單憑「合法性」

並無法完全說明政治權力的特質，而有必要加上「正當性」的概

念，來辯識政治權力的特質。 

 

    所謂的正當性，可界定為系統產生和維繫一種信念（Belief）

的能力，而此信念是相信既存制度是最適合於社會的一種制度。

（Lipset，1981：64）因此，正當性可視為一個政權能否鞏固的心

理意識條件。以前述法國大革命的例子來看，波旁王室的統治有

其合法性，對支持波旁王朝的人而言，波旁王室的統治亦有其正

當性。但對市民階級來說，波旁王室的統治卻缺乏正當性。既然

波旁王室的正當性無法廣受人民的支持，則以超實定法的「自

由」、「平等」、「博愛」等概念為正當性來源的革命勢力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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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足為奇。 

 

    在相互競爭的政治勢力都各有其正當性的信念下，得勝者雖

能掌控政權，進行其合法性的統治，但如其正當性不能得到普遍

的信服，政權仍有更迭的可能。法國自 1789年革命後，歷經有限

君主制（1791年憲法）、第一共和（1793年至 1804年）、拿破崙

稱帝（1804年至 1814年）、波旁王室復辟（1814年至 1848年）、

第二共和（1848年至 1852年）、拿破崙三世稱帝（1852年至 1871

年）、第三共和（1875年建立），共和體制才趨穩定。（井克，1988：

308-313）這其間共和主義者與帝制主義派系各有其正當性的基

礎，相爭不已，政權更替頻仍。只有當進入第三共和，共和體制

的正當性漸為多數人民所接受後，政權才能穩固。就此而言，一

個政權的統治正當性能否得到人民普遍的信服，乃該政權能否鞏

固的關鍵性因素。 

 

（二）統治正當性的來源 

 

 擁有能普遍令人信服的正當性，是政權得以維繫的關鍵。但

政權的正當性從何而來？對此，韋伯依正當性基礎的不同，將正

當性權威（Legitimate Authority）區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型：傳統性

權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卡理斯瑪型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及法律─理性權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     

 

在傳統性權威裡，統治者的正當性來自於其所宣稱的、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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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眾人所信服的「歷代相傳」之規則與權力的神聖性。（韋伯，

1997：29）易言之，在奉行傳統性權威的社群裡，傳統是正當性

的來源，社群領袖做為傳統的象徵，而受到社群成員習慣性的服

從：服從社群領袖，即是服從傳統。 

 

傳統是社群領袖權力正當性的來源，也是其權力的惟一限制。

一旦社群領袖的行為違反傳統，其權力就失去正當性，其領袖地

位將受質疑。（吳庚，1993：62）而法律或行政法規也不可能經由

立法程序來制定，縱然實際上是新創的法規，也只能在宣稱其是

「古即有之」，如今只是經由社群領袖的「睿智」而再被發現的情

況下，才能取得正當性。（韋伯，1997：31）     

 

    所謂的卡理斯瑪（Charisma）係指某種被視為是超凡的、神聖

的人格特質。當某些人因具這種人格特質而被視為領袖時，其統

治型態即是卡理斯瑪型權威。（韋伯，1997：61） 

 

    卡理斯瑪型權威是否存在，端視被統治者是否承認統治者的

卡理斯瑪；而這個承認是建立在具體事實的保證上。卡理斯瑪產

生的環境，是狂熱、絕望或希望，在此特定環境下，具超凡人格

特質者因其能創造奇蹟和希望，而使群眾對其效忠和獻身。因此，

卡理斯瑪型權威的存續，建立在領袖是否能持續創造奇蹟和成

功，更重要的，是能否繼續使追隨者受益。（韋伯，1997：62-64） 

因此，卡理斯瑪型權威在本質上是不穩定的。（韋伯，199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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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理斯瑪具粉碎一切規則與傳統的革命性格，（韋伯，1993：

298-300）卡理斯瑪權威下的團體會揚起一股超越日常生活循環的

運動潮流。但卡理斯瑪型權威的歸依者會希望將卡理斯瑪領袖與

歸依者因此得到的好處，轉變為持續性的擁有，這就導致卡理斯

瑪性格的轉變。卡理斯瑪的宣示遂無可避免地轉化為教義、教條、

理論，或轉化為行政規則、法條，或轉化為僵化的傳統。在此轉

化過程中，原本相互敵對的卡理斯瑪與傳統這兩股力量，會產生

相互滲透的現象。事實上，這兩種統治結構都是奠基於對具體的

個人權威之神聖性信仰上，其權威對被統治者而言，都有不容置

疑的正當性，其外在形式也頗神似。要判定一共同體究為「傳統」

性格的，或為「卡理斯瑪」性格的，只有依據喚起共同體活力的

「精神」，即依據統治者的地位是奠基於被傳統所神聖化的權威

上，或奠基於對英雄個人的信仰崇拜上。但這兩種權威間的管道

是流通的，卡理斯瑪權威一旦喪失其個人性的基礎，喪失其足以

與日常的傳統約束性區分開來的急遽感情性信仰之性格，則其就

極可能和傳統結合。當此種結合發生時，卡理斯瑪的革命性格便

被割捨，轉變為經濟與社會權力所有者護衛其特權的工具，用以

正當化其特權。職是，卡理斯瑪不再是反對傳統，反變成「既得

利益」的統治者統治與繼承權力的正當性之來源。（韋伯，1993：

305-308） 

 

卡理斯瑪權威的日常化所必須面對的最大問題，是繼承問題。

卡理斯瑪權威的繼承，可能有下列幾種方法：（韋伯，1997：72-78） 

（1）尋找一個新的卡理斯瑪領袖，而這個新領袖的人格特質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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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該統治地位的要求，如西藏的活佛轉世。當採此種方式時，

新卡理斯瑪領袖的正當性將受到某種標幟的限制，這種標幟將變

成「規則」而形成傳統，新領袖產生的過程變成傳統化的過程。

在其間領導者的純個人性格將被削弱，傳統的約束力則會加強。 

（2）以神諭、抽籤等方式，由神意來決定新領導者。在此情形下，

新領袖的正當性來自選擇技巧的正當性。（3）由原來的卡理斯瑪

領袖指定繼承人，並由其追隨者加以承諾。古羅馬早期的政務官

（Magistracy）與獨裁官（Dictator）即是依此方式產生。（4）由具

有卡理斯瑪特質的管理幹部推舉繼承者，並由共同體加以承認。

此過程的目標在決定正確的人選，選出真正具卡理斯瑪的新領導

者。因此雖然最終的決定常須全體一致的同意，但在選擇過程中，

少數人的意見極可能比多數人的意見更具影響力。在此種形式

中，正當性容易具「獲得的權利」之特性，此種權利可依獲得該

地位的過程之正確性及其是否合乎某種形式，而得以正當化。如

中古歐洲的國王須在共同體同意下，由教皇或高階貴族為其加

冕，才能取得權力的正當性。（5）在某些共同體裡，有卡理斯瑪

可透過血緣而繼承的觀念，即卡理斯瑪可由擁有卡理斯瑪者的族

人（通常是其最親密的親人）共同擁有，形成「世襲性卡理斯瑪」。

繼承的順序，不一定是依卡理斯瑪者家族內的長幼老少次序來決

定，因此常會發生族人相互鬥爭以爭奪繼承權的情況。（6）卡理

斯瑪可以透過某種儀式，由持有者傳給另外一個人，或用某種儀

式在一個人身上創造出來。此意謂卡理斯瑪可和個人分離，成為

一客觀、可傳遞的實體。在此情形下，對正當性的信念不再以個

人為對象，而是以某些儀式行為的妥當性、及個人透過這些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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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獲得的卡理斯瑪稟賦為對象。 

 

在傳統性權威裡，被統治者所服從的，是對傳統的神聖信仰。

在卡理斯瑪權威裡，促使被統治者服從的，是領導者個人超凡的

魅力。而在法律──理性權威裡，被統治者之所以服從，是因其

服膺於依法制定的一套客觀的、非個人性的秩序，亦因此而服從

於依正式法律而佔有統治者一職的人。（韋伯，1997：8） 

 

在法律─—理性的統治型態中，縱然是統治者，也得服從於此

法律秩序。統治者權力的正當性，來自於其決定和所下命令符合

此法律秩序。而被統治者的服從，也非針對統治者個人，而是針

對法律秩序。只有在此法律秩序所給予的、為理性所界定的管轄

範圍內，被統治者才有服從的義務。（韋伯，1997：11-12） 

 

 由於法律─—理性權威的運作具非個人特性，因此其是穩定

的。就此而言，其和傳統性權威相似。而相對於法律─—理性權

威和傳統性權威，卡理斯瑪權威因具個人特質，故是不穩定的。

不過，一個政治社群的正當性來源為何，與其所處環境有關，因

而不能說那一種型態一定較佳，而只能說是否適合該社群所處環

境的需求。當環境改變而社群無法因應時，會形成統治型態變遷

的壓力，造成正當性來源的移轉。 

 

（三）文化霸權與統治正當性的創造與維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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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者的權力是否具正當性，是其地位能否鞏固的重要因素。

因此，葛拉姆西指出，一個社會集團在獲得政府權力之前，就須

先能夠、且實際上也真的行使「智識的與道德的領導權」

（Intellectual and Moral Leadership）；即使其已掌控統治權，仍須

持續地行使此種領導權。（Gramsci，1971：57）這種「文化霸權」

使得人們接受有利於統治階級的觀念和信念，使統治者的統治具

正當性，而不致受到質疑。因此，當統治者面臨政權危機時，常

會以加強文化霸權以穩定政權。 

 

葛拉姆西的文化霸權概念，建立在其對國家本質的理解上：國

家係統治階級用已合理化並維持其統治，且「設法贏取被統治者

的積極同意的，實踐的與理論的活動之整個複合體」。（Gramsci，

1971：244）易言之，國家的統治，除依賴警察與軍隊這些「合法

的暴力」外，也依賴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自發性同意。在此，國

家合法暴力所負責的，係「合法地」懲戒那些未積極同意者。

（Gramsci，1971：12）國家合法的暴力雖無法創造政權的正當性，

卻可以消滅那些對政權正當性提出挑戰的力量。 

 

統治者文化霸權的行使，不只透過形式上的國家機器，也透過

許多形式上是私人的組織或私人發動的活動。（Gramsci，1971：

80）職是，對統治集團文化霸權機器的辨識，不是視其形式上是

否屬公部門，而是視其發揮的作用。 

 

文化霸權的行使，顯示出知識與權力間的關係。以權力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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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有利於統治者的知識論述得以在各種不同的知識論述中脫穎

而出，成為主流的知識論述；這種主流的知識論述則教化被統治

者，使他們相信統治者的支配具正當性。因此，各種知識論述影

響力的大小，由其支持者權力的大小來決定。統治者往往會藉著

社會化過程，擴散其相信的文化元素，使社會全體接受。職是，

社會在此被視為「真理」的知識論述之制約下，接受了統治者所

持的價值觀。 

 

政權的鞏固，必須要依賴其統治正當性，政權統治正當性基

礎的選擇，則是一種價值判斷，但這種價值判斷則脫離不了政權

所依存的社會關係及其價值體系。孫中山為國民革命創造了三民

主義的意識型態，這是對於傳統中國價值體系的全面檢討。傳統

中國皇權以儒家倫理思想為其價值體系，孫中山要推翻傳統中國

的君主專制政體，乃必須以新的價值體系取代之，以為新的民主

共和政體奠定文化霸權的意識型態基礎；而新的民主共和政體則

必須透過國家機器的教化，使人民願意去接受進而擁護新的價值

體系。標榜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政權如何在與傳統中國專制思

想的對抗中去建立本身的統治正當性，又做了哪些的調和，以適

應於發展滯後社會的狀況，正是我們以下所要進一步討論的主題。 

 

 

本章註釋 
【註1】美國名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1927-）在

《The Third Wave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st Twentieth 
Century》一書中，指出就世界政治史而言，近代曾發生三
次大規模的民主化浪潮，分別是 1828年到 1928年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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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民主化浪潮」、1943年到 1962年的「第二波民主化浪
潮」及 1974年迄今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而中華民國
正是第三波民主化的一員。（Huntington,1991：13-26） 

【註2】當代民主政治的本質是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即
制定政府政策的最終權力歸屬於全體人民，而非人民中的

某一部份人或一個人。（Ranney ,1996：94）但美國建國時，
其開國先賢卻對人民有深刻的疑懼。亞當斯（John Adams，
1735-1826）聲言，人民是不負責任的，如果把所有權力交
給人民，多數人將侵害少數者的自由。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更明言，必須讓有財產者在政府中
享有一直接與永久的地位，以抑制多數人民。

（Commager, 1958：10-12）.而英國名政治學者布萊斯（James 
Bryce，1838-1922）也指出，直至 19世紀中期，在世界上
的多數地方，「民主政治」仍是令人感到厭惡與恐怖的。（布

萊斯，2001：3-4） 
【註 3】在中文用法裡，「合法性」或指 Legitimacy，或指 Legality。

本文則以 Legality為合法性，其指涉一制度的創立，是依據
憲法或法律所規定的程序。（謝秉憲，2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