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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儒家傳統與三民主義儒家化 
    

      

第一節  

民初啟蒙思想對儒家的批判      

     

自西漢以降，儒家意識型態一直是專制皇權的文化意識基礎，

無論朝代如何更迭，都無損於儒家意識型態的文化霸權。然而清朝

中葉後中國所面臨的危機，已不僅是皇朝      統治能力下降而生

的改朝換代壓力，更是政治社會文化必須徹底轉型的壓力。在一次

次的對外屈辱與小改革均歸無效後，許多憂國的知識份子開始思考

中國積弱的文化成因，因而展開對儒家意識型態的反省與批判。其

中，又以康有為、嚴復、梁啟超、章太炎及新文化運動諸健將為者。   

 

    康有為是清末知識份子政治運動中的領袖，甲午戰爭乙未割台

時，他領導赴京應考士子公車上書請願變法，組織強學會，終於獲

皇帝愛新覺羅‧載湉的賞識，而成為戊戌變法的主要領導人。1898
年戊戌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海外，與學生梁啟超共組保皇會，成為

孫中山革命路線的最大競爭者。康有為出身自傳統儒家教育體系，

這使他與正統儒家意識型態間的對話，較之孫中山來得深刻。有趣

的是，孫中山被正統國民黨尊奉為儒家道統的傳人，而一心發揚孔

教的康有為，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卻是傳統的瓦解者與斷

裂者。（林安梧，1991：34） 
 

    康有為生於嶺南，在他出生之前，專以《春秋》、《公羊》

今文經為宗的常州學派經世思想，已經傳到廣東。（汪榮祖，1998：
42-43）《公羊傳》云：「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
諸《春秋》」，又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充滿撥亂反正

的情懷，又專講微言大義，正合乎康有為透過哲學詮釋鼓吹變法的

實際需要。康有為認為東漢何休所傳的《公羊傳》中，乃正確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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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孔子制作《春秋》的重要中心思想，即「蓋括《春秋》全經」的

三世之大義。《春秋》將魯國史分為三個部分，一為遠古的所傳聞世，

一為近古的所聞世，以及當時所見的所見世，何休則進一步發揮將

所傳聞世到所聞世到所見世的歷史過程，發展為由撥亂世到昇平世

以至於太平世的歷史進化論。《公羊》的三世進化論，與 19世紀末
風行世界的進化論有異曲同工之妙，康有為在早年的《實理公法全

書》一書中，主張以幾何公理為人文立法，已透露出他深信科學公

理的存在，可以進一步證明西方歷史發展的經驗是歷史發展規律的

表現。在此一思想基礎上，康有為在政治上亦深信中國的政治制度

應當要走向西方的道路，他因而發揚了《公羊》的三世進化論，在

1901年出版的《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一書中，公開主張由「以天
統君，以君統民」的君主專政進化到「立君民共主之治體」的君主

立憲，進化的終極目標則在進入「人人皆可稱天子」的民主時代。（汪

榮祖，1998：48） 
    

康有為主張變法改制以救中國，要變法改制，就需創造改制的

正當性。康有為在 1891年的《新學偽經考》中，論證古文經為西漢
劉歆偽作，其目的在為託古改制的王莽新朝奠定政權正當性的理論

依據。（汪榮祖，1998：48-49）如此，則動搖、打擊了二千年來儒
家經學權威，也間接撼動了以儒家意識型態為支柱的專制皇權之正

當性。1898 年他再出版《孔子改制考》，認為在孔子傳寫六經前中
國無信史，孔子立意結束春秋前的歷史循環，故筆削《春秋》，託古

（夏商周）改制，欲撥亂反正，以新制度為萬世立法。康有為從《公

羊》的素王之說，而把孔子塑造成歷史的創造者，又指責劉歆偽作

《周禮》，抬出周公以貶抑孔子作為儒教教主的地位，破壞了孔子所

創立的與君統並立的師統，卒令君權獨大，帝制宰制中國兩千年。 

 

康有為批評劉歆，重詁孔子，欲以孔子為變法改制的正當性來

源。因此他在戊戌變法時，奏請以孔教為國教。但他的理論卻造成

傳統儒家意識型態及與其共構的君權政治正當性的雙重危機。 

 

    康有為尊孔而貶抑秦漢以降的儒學傳統，和他持類似立場的，

是另一啟蒙思想家嚴復。嚴復於 1898 年出版所譯赫胥黎
（T.H.Huxley,1825-1895）著《天演論》，引介進化論，闡述「物競
天擇、適者生存」之理，對中國與世界競爭的艱難處境起了震聾啟

聵的警世效果。他在 1895年著手翻譯該書，同時在天津《直報》撰
文立說，鼓吹變法。他又在1904年開始譯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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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1755）的《法意》，而於 1909年譯畢出齊全書，對民主法治觀
念的宣揚直柢人心。而 1906年出版的《政治講義》一書，則是中國
近代第一本政治學的專門著作。 

 

    嚴復對於儒學的態度，是認同原始儒家孔子和六經學說的，因

而有民國後倡導尊孔獨經之舉，然嚴復卻對於秦漢以後的君主專制

深惡痛絕，他在《直報》發表〈闢韓〉一文，嚴厲批判韓（非）子

思想，而後他則受孟德斯鳩思想影響，力倡民主的德治。嚴復認為

民主的德治就是強調公德，這是和儒家的德治完全不同的，因儒家

的德治是將家族的倫理關係投射到君民關係上，儘管儒家相信人有

先天的善良本性，而通過道德的訓練可以培養出仁君出來，但儒家

卻對於如何在制度上防止君主暴政一籌莫展，因此嚴復批評道： 

 

「雖有至仁之國，必不能為所勝亡國之民立仁制也。夫制

之所以仁者，必其民自為之。使其民而不自為，徒坐待他

人之仁我，不心蘄之而不可得也。就令得之，顧其君則誠

仁以，而制猶未仁也。使暴者得而用之，嚮之所以為吾慈

母者，乃今為豺狼可也。嗚呼！國之所以常處於安，民之

所以常免於暴者，亦恃制而已，非恃其人之仁也。恃其欲

為不仁而不可得也，權在我者也。使彼而能吾仁，即亦可

以吾不仁，權在彼者也。在我者，自由之民也；在彼者，

所勝之民也。必在我，無在彼，此之謂民權。彼所勝者，

尚安得有權也哉！」（間引自：王中江，1997：202-203） 
 

    嚴復基本上乃認為，儒家的道德政治是君主專制的意識型態，

和作為現代國家政治制度的民主政治所需之公德精神是相悖的。嚴

復雖然立場是尊孔的，但卻能以現代思想有意識地對其進行反省與

批判。（王中江，1997：64）    
 

康有為與嚴復雖對儒家意識型態多所批判，卻希望以孔教為中

國的國教，但康有為的學生梁啟超不但批判儒家意識型態，亦反對

把儒教做為國教。梁啟超本來是康有為孔教思想的追隨者，但後來

受到嚴復和黃遵憲思想的影響，就逐漸脫離康有為，1901年，他作
〈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一文，公開與康有為的孔教主張衝突。（郭湛

波，1973：121-124）在該文中，他自稱：「今是昨非，不敢自默」，
而站在信教自由的角度，痛批將孔子權威化、偶像化的作法。他認

為秦漢以後統一孔教，強將一國人的思想出於一途，不准有其他主



 74 

張，由是乃妨礙了中國的進步，使孔教成為君主專制的工具，（梁啟

超，1980：三 14-18）他說：「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深惡痛絕夫
緣飾孔教，利用孔教，誣罔孔教者之自賊而賊國民也。」（梁啟超，

1980：三 46）他更痛批「古已有之」的論調，（韋政通，1990：4）
說這種「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緣附孔教的

言論，雖然是一片苦心，卻是：「重誣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

也」，故而他說：「吾最惡乎舞文賤儒，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

為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梁啟超，1980：
三 18-19）這是一種自卑心理作祟，其之接受新學新理，不在於新
學新理自身有可取而接受（梁啟超，1980：三 18-19），而是因為它
有暗合於孔子和四書六經才接受，所以所尊者仍在孔子四書六經，

而不在真理。梁啟超乃提倡一種「自作主宰」的態度，不做古今中

外任何人的奴隸，他說：「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燦爛之

世界，羅列中外古今之學術，坐於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與之，

否者棄之，斯寧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梁啟超，1980：三 19）
所以他說：「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

故人，吾尤愛自由」，「為兩千年來翻案，吾所不惜；與四萬萬人挑

戰，吾所不懼。」（梁啟超，1980：三 21） 
 

    梁啟超反對孔教，是反對做為統治意識型態的儒家教條，他同

樣肯定作為道德政治哲學的儒家思想有其積極正面的一面。他在〈儒

家哲學〉中讚揚儒家開創大師孔子、孟子、荀子的反抗精神，說儒

家哲學也可以說是一種伸張民權的學問、反抗壓迫的學問，而不是

擁護專制與奴辱人民的學問；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梁啟超指

出，儒家在講求聖賢人治主義之餘，其精神實則在於其民本主義，

這是因為聖賢不可得求，這種以民眾為政治骨幹，欲將政治植基於

全民之上的主張，正是近世所謂德謨克拉西（民主）的精神；梁啟

超更指出，「儒家確信非養成全國人之合理的習慣，則無政治可言」，

這是儒家禮治主義的根本精神。（宋文明，1997：14-15）換言之，
儒家早就認識到政治文化對於政治的影響，因此欲透過禮治的教化

養成合乎古代社會生活的習慣，唯其缺點在於「偏重私人道德，有

點近於非社會性」，（間引自：宋文明，1997：20）梁啟超認為中國
要成為現代國家，則應該建立國民的國家意識，使每一個份子都變

成國民，「國民」是一種新的身份，為合乎現代民主政治生活的需要，

國民的道德也應該要有新的內容。梁啟超提倡新民說，即主張向西

方學習新的道德，他所用以矯治傳統舊道德的方法，就是從公德的

強化做起，而公德的標準即是：「有益於群者為善，無益於群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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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這完全是從公共事務的效用上去決定道德的價值的。梁啟超界

分公德與私德，認其各有目標，私德在個體的修養，公德的目的在

於成就國家社會，缺乏一個知識的程序，私德無法及於國家社會，

此因國家社會的成就是屬於客觀性的問題，國家社會的成就不能依

賴於私德，因而需要民主制度和制器利用的知識。（韋政通，1990：
226） 
 

    梁啟超認為導致中國君主專制遺毒兩千年的，是培養中國人奴

性的傳統道德，這種道德觀只重個人的修養，對人的要求，總只是

束身寡過，以反求諸己為善，向外有所求，有所爭者則為不善，結

果這種修養工夫普遍化了以後，則變成人人羔羊，對政治上一切不

合理的現象，全歸於容忍一途，對個人來說，是明哲保身，對君上

來說，則是神聖不可侵犯。要打破這種奴性道德，梁啟超認為，在

消極方面，就是先要糾正「先哲之教」，對儒家思想中的消極面加以

批判，在積極方面，則是建立法治，使人人權利得以確保，亦即實

施民主制度。     
 

梁啟超基於思想自由的立場，極力反對把孔教做為國教，但他

對孔子學說基本上仍持正面評價，然清末民初另一名士章太炎，卻

對孔子做嚴厲的批判。章太炎出身傳統仕紳之家，又從學於古文經

大師俞樾，因甲午戰爭激發救國之志，而不顧俞樾的反對，加入梁

啟超在上海主持之強學會與《時務報》，但因理念與康梁不合而離

去，戊戌政變後因曾經參與維新派之活動，乃遭到通緝而流亡日本，

經梁啟超介紹，認識孫中山。庚子八國聯軍之役，章太炎撰《訄書》，

力倡革命排滿，又作〈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反對君主立憲說，主張

民主共和，並創立革命團體光復會。自日本潛返上海英國租界後，

再因主持《蘇報》發表革命言論賈禍下獄三年，出獄後再度東渡日

本，加入中國同盟會，並出任機關報《民報》主筆，與保皇黨有過

激烈筆戰，是革命派中的理論家。（張永俊，1991：4-6） 
 

    在主持《民報》時期，章太炎即對於康有為尊孔保皇的主張不

以為然而痛批孔教，大力鼓吹革命道德。（王樹槐，1979：31-32）
在他二度出亡抵達東京後公開舉行的第一次演說〈東京留學生歡迎

會演說辭〉中，他批評孔教最大的污點是「使人不脫富貴利祿的思

想」，在《論諸子學》一書中，更申論認為戊戌變法之所以失敗，是

「庚子黨人不道德致之也」，所謂「不道德」，是因為「儒家之病，

在以富貴利祿為心」，因此「用儒家之道德，故艱苦卓厲者絕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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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沒奔競者皆是」。為什麼儒家思想以富貴利祿為心，章太炎的理由

是，孔子這個人最慕榮利，老是想做官，不講原則。他說道：「孔子

之教，惟在趨時，其行義從時而變，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因為想做官、往上爬，便要趨時、投機，當然可以「言不必信，行

不必果」，為此，章太炎認為孔子的權術十分利害，他對此非常反感，

乃罵孔子為「國愿」，比孔子所罵的鄉愿還糟糕。章太炎的詆孔，主

要是基於提倡革命道德的需要，革命的道德不需要什麼高深的理

論，能夠堅持原則，言必信，行必果就可以了。（馮契主編，1989：
474-478） 
 

    針對康有為的孔教運動，章太炎於 1913 年著有〈駁建立孔教
議〉，他主要認為「中國素無國教」，不以鬼神為真宰，不語神怪，

是一大優點，何必去學耶穌、路德之法，他又認為儒教不具有純粹

宗教之性格，讀書人崇拜孔子，正如木匠崇拜魯班，裁縫崇拜軒轅，

胥吏崇拜蕭何，都是「各尊其師」，絕不是以「神祇靈鬼事之」，孔

子的偉大之處，「在制歷史、布文籍、振學術、平階級而已」，把一

個帶著平民化理想的孔子神化為教主，根本就是貶低了孔子的地

位。（汪榮祖，1998：114-115）章太炎在與康有為的對立中，強調
了孔子學說所本有的古代國民人類的特質，亦呵斥了董仲舒一流的

公羊派孔子學說神學化偏向的歪曲，（侯外廬，1986：938）他們雖
然都批判漢代以降的儒家意識型態，但對於董仲舒以前的孔子原始

面貌，章太炎卻寧願給予平民化的刻畫。 

 

    很諷刺的，康有為孔教運動在政治上的最大支持者，竟然是背

叛戊戌變法的袁世凱。1912年 10月康有為的學生陳煥章成立孔教
會，向袁世凱提出〈孔教會上大總統書〉，請求「宣布聖道」。翌年

袁世凱即發出〈學校祀孔令〉，並定孔子生日陰曆 8月 27日為聖節。
1913年 9月，曲阜舉行全國孔教大會，康有為為會長，孔教運動如
火如荼，地方官僚軍閥紛紛響應，於各地設立孔教分會。（汪榮祖，

1998：112；邵德門，1983：341）而是年 7月，國會憲法起草委員
會開始起草憲法，8 月即傳出變更國體為君主制的傳聞。（李守孔
編，1977：270）10 月袁世凱就任正式總統，在孔教運動以及帝制
運動的復古氛圍影響下，國會中對於應否將孔教訂為國教並列入憲

法即聚訟盈庭，親政府的進步黨對此支持最力，國民黨則強力反對，

但最終因國會忌憚袁世凱的勢力，仍列入〈天壇憲法草案〉第 19
條第 2 項，明訂：「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之大本」。（吳宗慈，
197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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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袁世凱的暗中鼓勵與支援，孔教會公開擁護帝制，成為帝制

的同路人與復古守舊的象徵。1916年元旦，袁世凱稱帝，即策封孔
子後裔孔靈義為衍聖公，並大舉舉行祭孔，孔教運動到 1916年春天
的洪憲帝制運動時期而達於高峰，遂成為反帝制的民主運動人士攻

擊的目標，1916年 2月 15日，由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刊出
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教授易白沙的〈孔子平議〉一文，新文化運中的

反孔運動乃正式揭開序幕。（周策縱，1984：442-443）     

 

    袁世凱在全國反對下取消帝制，於 1916年 6月 6日抑鬱而終，
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總統，是年 8月重開國會，續議〈天壇憲法草
案〉，教爭復起，（周策縱，1984：506）國會內部主張刪除〈天壇憲
草〉第 19條第 2項，（王寵惠，1978：278-279）內務部亦取消跪拜
禮節，全國輿論一致贊同。然康有為仍致書黎元洪與總理段祺瑞，

表明支持孔教，（陳獨秀，1990：409）並手著〈擬中華民國憲法草
案發凡〉加以主張。（周策縱，1984：434, 453）陳獨秀自 10月起於
由《青年》更名的《新青年》發表系列文章加以反駁，他對儒家的

批判，則主要是從「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的觀念出發。(胡適，

1990:458)陳獨秀的論點為：一、儒家提倡浪費的禮儀，鼓吹謙卑服
從的德行，責難鬥爭與競爭，使中國人變得軟弱和被動，無法適存

於現代社會；二、現代社會是由個人行動的獨立個體所組成，法律

及倫理傾向於保護個人的自由及權利，而儒家思想籠罩下的封建社

會則由家庭和民族所組成，個人只被當做家庭的一份子，並非社會

與國家當中的獨立個體。儒家倫理要個人對家庭盡孝，對統治者盡

忠，卻不保護個人權利，這些封建時代的倫理規範不能適用於現代

的個人主義社會；三、儒家思想擁護階級制度，以及個人在國家中

的不公平地位，這種思想不能再留存；四、儒家倫理不具有西洋個

人獨立主義的精神，而後者又以經濟學上之個人財產獨立主義為其

根本，儒家倫理乃牴觸現代經濟觀念；五、儒家倫理講求教孝教從，

為人子女和婦女缺乏獨立人格，與現代民主政治個人平等自由之觀

念衝突；六、陳獨秀引《曲禮》：「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指出，

儒家倫理為封建時代之道德，所心營目注者，「其範圍不越少數君主

貴族之權利與名譽，於多數國民之幸福無與焉」，他復又駁斥康有為

風俗人心大壞之說，指其不懂得道德必以社會組織、生活狀態為變

遷，而非所謂一成而萬事不易者也；(陳獨秀，1990a:424-427)七、
儒家思想不是宗教，孔子「不論生死，不語鬼禮」，強欲定其為宗教

進而列為國教，乃荒謬絕倫之事；八、規定國教則與〈約法〉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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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自由基本權利之保障相牴觸。(陳獨秀，1990b:431-435)陳獨秀在
〈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則道：「吾人果欲於政治上采用共和立憲

制，復欲於倫理上保守綱常階級制，以收新舊調和之效，自家衝撞，

此絕對不可能之事」，「繼今以往，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

後覺悟。」（吳相湘，1984:1380） 
 

    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中左翼的旗手，其影響在於思想的啟迪與

領導，但更深層地從嚴謹的學術理論研究中進行反孔的，則是被胡

適譽為「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吳虞。（胡適，1990：460）
吳虞的反儒著作《宋元學案粹語例言》曾在清朝時遭到查禁，他的

研究重點主要放在制度、習俗以及法律哲學的批判。他接踵陳獨秀

之後，而自 1917年起於《新青年》發表了反孔非儒的文章，在〈家
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一文中，他攻擊儒家的孝道觀念，力

斥家族制度與家長主義，認為其助長了對於統治者的盲目效忠，他

指出，「孝」為孔子立教的起點，與忠有連帶關係。在家以事親為孝，

在朝以事君為忠，「孝之義不立，則忠之說無所附；家庭之專制既解，

君主之壓迫亦散。儒教不革命，中國即無新思想、新學術、新國民。」

而在〈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一文中，他則認為孔子講求君臣之

倫，是乃倡導尊卑貴賤的階級制度和助長社會不平等。（周策縱，

1984：446-447；郭廷以，1994：507） 
    

由前述清末民初知識界重要領袖對孔子與儒家學說的態度，可

看出反西漢以降的儒家意識型態是追求改革的知識份子一致的共

識，只是康有為、嚴復主張以先秦孔子原始的學說為國教，梁啟超、

章太炎及陳獨秀、吳虞等則極力反對孔教為國教之議。而梁、章尚

對儒家學說尚有部份的肯定，陳、吳則已對儒家作全面的批判。新

文化運動之所以嚴厲批孔非儒，與民初以來軍閥的尊孔有關。職是，

在五四時期全國高漲的反帝反軍閥風潮中，既被認為是中國落後主

因又被視為軍閥幫凶的儒家學說，也受到嚴厲的批判。在這情形下，

孫中山以中國固有道德文化為中國民族精神的素材，及戴季陶對三

民主義做儒家化的詮釋，使激進的革命主義向儒家意識型態回歸，

便成為一非比尋常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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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孫中山對儒家意識型態的看法與 

儒家化三民主義的誕生 

 

    由反帝制與反孔教中發展出來的新文化運動所醞釀的文化革命

力量，終於在 1919年 5月 4日爆發。五四運動發生之時，孫中山在
南方護法軍政府中失勢，辭去政務總裁職務已經一年，潛居上海專

心著述，研究革命理論。孫中山於革命事業暫挫之際，深受學生運

動之鼓舞，亟思爭取青年學生加入革命陣營，他於 6月 8日在其黨
人所經營的上海《民國日報》中開闢〈覺悟〉專欄並創辦附刊《星

期評論》，宣傳新文化及社會主義，又於是年 8月創辦《建設》雜誌，
自任社長。然對新文化運動中的批孔非儒風潮，他卻是冷靜自持，

並未被捲入。 

   

    孫中山最早在 1917年 7月 21日於廣東全省學界歡迎會上，即
將他知難行易學說作初步的公開，並徵引了孔子、孟子、商鞅的言

論，說明「行之非艱，知之惟艱」，「實中國上古聖賢遺傳之學說」，

（孫中山，1989b：187）1918年 12月完成的《孫文學說》中雖然
亦再次援引《孟子》〈盡心章〉：「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

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一段話來比附知難行易說，而說道：「『知

易行難』，實為宇宙間之真理，失之於事功，施之於心性，莫不皆

然也」，（孫中山，1989b：382）但他並未對此針對儒家的道德與政
治學說多做道德認識與實踐上的闡述。 

  

    出版完《孫文學說》，孫中山即投入中國國民黨的改組工作，爭

取青年知識份子的加入。1920年 9月 29日，陳炯明率援閩粵軍反
攻廣州，擁護孫中山重返護法軍政府，1921年 5月，孫中山就任非
常大總統。這是孫中山在南方所建立的第二個政權，他對這一次於

五四運動後的復出，顯得格外重視。他有關革命道德的論述，主要

出於這一時期，這是孫中山道德思想的發展過程中，首度系統地涉

及儒家倫理思想義理的部份。     

 

    1921年 12月 10日，孫中山在演講〈軍人精神教育〉，以孔子
的三達德勉勵革命軍人。三達德，即三個做人的標準，孔子說：「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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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孫中山乃以智、

仁、勇作為軍人之精神。孫中山進以解釋，智者，為別是非、明利

害、識時勢與知彼己，而軍人之智則須以合於道義為準，對於人民

以仁義為重；仁者，孫中山引韓愈語作為解釋：「博愛之謂仁」，博

愛為公愛而非私愛，軍人之仁，為救國之仁，行仁的方法為實行三

民主義；軍人之勇，第一必要者為長技能，其次為明生死，前者指

戰技，後者則指應具備成仁取義的決心。（孫中山，1989b：287-302）
後來孫中山於 1924年 6月在廣州對陸軍軍官學校的開學訓詞中，又
勉勵革命軍人立志，從自己的方寸之地展開革命事業，「要把自己從

前不好的思想、習慣和性質，像獸性、最惡性和一切不仁不義的性

質，都一概革除」。（孫中山，1989b：474）是月 23日，共產國際代
表馬林在張太雷陪同下，前來桂林大本營拜見孫中山，孫中山對馬

林說：「馬克思主義並沒有什麼新東西，兩千餘年以前，中國經書（《禮

運》〈大同篇〉）就早說過。」孫中山也對張太雷說：「我是與自孔子

到現在的中國革命家完全志同道合的。假如我有生之年，中國沒有

重大改變的話，就要再等六百餘年，中國才會有進一步的發展」。（吳

相湘，1984b：1508-1509）孫中山的話，除表達自身獻身革命事業
的抱負，自詡國民革命的成敗，將影響中國未來的發展至鉅，更透

露出他將其革命正當性上承自孔子的訊息。而孫中山自 1924 年 1
月 27日起至 3月間，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演講三民主義，更對於儒
家倫理思想作了最為全面而徹底的檢視，而從民族主義的立場重新

加以轉化。 

 

    在〈民族主義第五講〉中，孫中山認為中國要恢復民族地位，

成為現代國家，擺脫帝國主義的宰制，就是要組成一個國族團體，

也就是民族國家，他認為維繫中華民族國家的力量，要從家族團體

和宗族團體的既有條件強化做起。（孫中山，1989a：42-44）中國家
族本位的儒家倫理，是維持中國封建制度兩千年不墜的堅強力量，

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中，孫中山認為宜就此加以改造，「如果是好

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而使之成為使中國人「合

群」的精神動力：有了民族精神，則中國人便能在此一基礎上建立

國族，所以他把恢復固有道德作為建立國族的第一個步驟，因而說：

「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孫中山，1989a：46）他
主張在實行中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八德的德目大多出於《周

禮》〈地官〉，係經孫中山選擇補充組合者。（趙叔鍵，1983：104）
其中，他只對「忠」的內涵做了調整。他認為從「始終不渝，做到

成功」這個意義去重新詮釋「忠」，亦可以指忠於事，至於政治上的



 81 

效忠，古代講對皇帝效忠，現代則應要求忠於國、忠於民、「要為四

萬萬人去效忠」。（孫中山，1989a：46-47） 
 

    除了固有的道德外，孫中山還主張恢復固有的智識，他所謂的

固有智識，指的是人生對於國家的觀念，其實也正是儒家的道德政

治哲學，此即《大學》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將它從道德的範圍拿到智識，推測其意，

當是認為人民對於這套政治哲學的認識與發揚，是必須重新透過教

育教化的過程的，孫中山認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內治的

學問的工夫（功夫），其餘者則屬於外修的工夫。他批評中國人近幾

百年外修的工夫做不到，因此無法自治，何為外修的工夫，孫中山

認為其核心與起點為「修身」，他所舉中國人修身不檢點的例子，有

兩類，一類屬於公共道德，如在酒店或公共車船上吐痰、放屁的行

止，一類屬於私德，但亦屬於現代公共禮儀者，如不刷牙不剪指甲

之類的，他希望由修身做起，使中國人在道德的表現上，能達於現

代國家之列，再以中國固有道德中的和平為指導原則，去治國、平

天下，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此即王道。（孫中山，1989a：
45-54）1924 年 2 月，孫中山於廣州大元帥府接受日本人某君的訪
談時，也提到「民族主義，我輩於孟子得一暗示，復鑑於近世之世

界情勢而提倡之也。 … …三民主義非列寧之糟粕，不過演繹中華三
千年來漢民族所保有之治國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孫中山，

1989b：601）這裡的孟子之暗示，也就是《孟子》〈梁惠王〉中的王
道主張，後來後來他在日本神戶高等女校演講〈大亞洲主義〉，也以

「行王道」向日本喊話，認為大國應以仁義道德感化人，使人懷德，

以求一切被壓迫民眾的平等與解放。（孫中山，1989c：535-542） 
 

    儘管孫中山在〈民族主義〉裡讚揚固有道德，但在〈民權主義〉

裡，他也對儒家的道德政治進行批評。在〈民權主義第一講〉裡，

他先稱許儒家的民本思想，認為孔子和孟子都是主張民權的，又說，

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

孔子之所以「言必稱堯舜」，原因在於堯舜非家天下，實際上是行民

權。孫中山又引孟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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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主張，

說明中國自古已有民權的思想見解。（孫中山，1989a：60-61）但他
話鋒一轉，說中國自古道德很好、能夠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

皇帝，卻只有堯、舜、禹、湯、文、武等上古時代多數屬於傳說中

的君主，其餘的都沒有本領，沒有道德，孫中山藉此對比出專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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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害，是使無德無能的人當皇帝，人民做皇帝的奴隸，由此而申

論出權能區分的好處，是使四萬萬人做皇帝，人民有權，政府有能，

使堯、舜般有德有能者經由人民的自主選擇成為專門的政治工作

者。（孫中山，1989a：106-113） 
 

    固有道德除了有其凝聚民族精神的力量外，孫中山還認為在新

社會裡應當提倡社會道德，（孫中山，1989b：64）此即《三民主義》
演講中所說的「服務的道德心」。他認為人有聰明才力的不平等，而

平等的精義即在以服務造福來消除掉不平等，他認為這是道德的最

高目的。孫中山把爭取民權作為革命爭取社會平等的起點，主張從

政治平等著手解決階級和經濟問題，因此他批評當時漢口工人運動

「只求麵包，不問政治」的立場，又說是「因為民生不遂，所以社

會的文明不能發達，經濟組織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發生種

種不平的事情」，（孫中山，1989a：16-52） 
 

但他不認為民權和民生的問題解決就夠了，政治或經濟的外部

問題解決了，還必須靠內在的道德力量去鞏固其成果，換言之，在

現代社會，不僅在規章制度的建立規劃上要符合平等自由的要求，

運作這些規章制度的公民，也必須擁有現代公民意識和公共道德，

孫中山則以服務的道德心加以概括，並就其方法作如下的說明：「聰

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

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 … …至
於全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

福」，（孫中山，1989a：86-87）而在 1924年 5月 2日的〈世界道德
之新潮流〉演講中，他亦重申新道德「就是有聰明能力的人，應該

要替眾人來服務」。（孫中山，1989c：469） 
     

清末民初批評儒家意識型態的啟蒙思想家，多為飽讀群經、望

重士林的學者，他們對儒家的批判中充滿愛恨交織的激烈情感，也

因而對構成傳統中國社會文化及心理意識基礎的儒家意識型態，造

成強大的破壞。然當政治權力正當性的文化與心理意識基礎，在現

代化過程中受到根本毀損時，就會發生權威危機，終導致國家權威

中心的崩潰；由於缺乏一統一與果決的權威體系，來有效地解決中

央權威與地方權威間、公共權威與私人權威間、家庭氏族權威與學

校政府權威間的衝突，使中國人處於挫折與憂慮中。（白魯恂，1980：
257，260）但孫中山對儒家思想的看法，卻和啟蒙思想家們不同。
孫中山不是出身於傳統經學的知識份子，他所受的教育主要是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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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代科學，他對於儒家思想的看法，因而不像啟蒙思想家們那樣

愛恨交織。孫中山反君主專制，卻很少如同陳獨秀一般，在君主專

制與儒家意識型態間的關係上多加著墨。他不是從反省或批判的角

度去看儒家思想，而是從革命宣傳的實際需要出發，旨在利用與發

揚儒家思想中與現代化相容的進步成分，用以喚醒民眾，說服民眾。

比如他以民權比附民本，又強調修身，重點卻放在公共道德和公共

禮儀，讚揚八德，卻獨對「忠」作了適應於民主共和國的新詮釋，

又在國家對外關係經略上，力揭仁義道德、和平或王道的精神。而

關於新道德的建立，孫中山和民初啟蒙知識份子都同時看到了社會

本位的公德觀念必須向西方學習。孫中山是一個富於現代思想的

人，他主張的新道德：服務的道德心，所反映的正是現代社會公共

生活中所需的社會與政治觀念。 

 

    而作為一個革命行動者，孫中山和章太炎則皆就革命者的倫理

要求提出革命道德的主張。孫中山則將其革命道德觀加諸於革命軍

人身上，而他所謂的軍人革命精神，智、仁、勇三達德，則直接出

自孔子的三達德主張。 

 

     

孫中山基於革命的需要，必須創造出一正當性論述，此論述必

須和五四運動後反帝國主義的風潮相結合，而又能提供一新的道德

文化概念，以代替已崩毀的儒家倫理觀念，以做為新國家權威的社

會文化與心理意識的基礎。孫中山認為要恢復中國的國家地位及建

立一能有效運作的國家權威，必先使中國為一國族；要使中國為一

民族國家，必先使中國有自己的、符合現代世界潮流的民族精神，

故要從中國傳統中發掘符合現代世界潮流的道德元素。然而，由先

秦儒家經典中發掘出符合現代中國需要的道德元素，並不等同於全

盤接受儒家思想。孫中山與馬林以及日本某君的談話，特別強調三

民主義與中國儒家孔孟思想的關係，這種將三民主義直接與中國道

統聯繫並自許為繼承者的說法，均罕見於他對中國人所發表的言論

當中，可說是他在外國人面前的民族文化優越感和民族自尊心的表

現，（苑書義，1990：85）這與他採取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新路線後，
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強調有關。 

 

    三民主義由中國民族主義的強調到全面倒向儒家倫理，中間的

重要理論建構者，為 1912 年孫中山即擔任孫中山機要秘書的戴季
陶。孫中山在上海著述期間，戴季陶亦追隨左右，主持《星期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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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建設》雜誌，向青年知識份子宣揚社會主義與革命主義，在新

文化運動時期乃活躍於輿論及思想界。 

     

    1925年 3月 12日孫中山逝世後，中國國民黨於該年 5月舉行
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戴季陶提議「建立純粹三

民主義的中心思想」，「以中山先生全部思想與主張，為全黨不易之

信仰」，最後中國國民黨通過由戴季陶起草之〈中國國民黨接受總理

遺囑宣言〉，其中聲明：「全黨一致奉行總理遺教，不得有所特創」，

而三中全會另又通過〈關於確定最高原則的訓令〉，規定： 

 

「總理所創行之主義，為本黨始終不渝的主義；而三民主

義之理論與實施方針，更必須以總理自著之三民主義為標

準。總理在時，黨員之行動，一決於總理；總理既沒，黨

員之行動，惟有決於總理之遺教。如黨員之行動及言論，

有不遵奉總理之遺教者，本黨皆一律以紀律制裁之。且以

後無論何時，決不因黨員之成分不同，而搖動本黨之最高

原則，此則全體黨員所應確實信守者也」。（秦孝儀，1999：
351-365） 
 

在戴季陶以及胡漢民等人的策動下，孫中山的遺教成為國民黨

員行動與言論的最高原則，並且以黨紀的制裁為後盾強制推行。問

題是，以孫中山的思想作為黨紀的準則，則如何詮釋孫中山思想，

將決定著黨紀的標準，而有權解釋者，也將進而取得黨內的大權，

此一權力，在黨內左右派鬥爭劇烈的時刻，將起著打擊對手、排擠

對手的關鍵勝負作用。 

 

    戴季陶為了爭取孫中山思想的詮釋主導權，在三中全會閉幕

後，即寫出了《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

黨》兩本小書，戴季陶將孫中山徹底地儒家化，並且以此一形象向

主張階級鬥爭的共產黨宣戰。 

 

    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書中，戴季陶記述了孫中山的

一段話，戴季陶說，在 1921年的時候， 
 

「有一個俄國的革命家去廣東問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

礎是什麼？』先生答覆他說：『中國有一個正統的道德思

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絕，我



 85 

的思想，就是繼承這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來發揚光大

的』，那人不明白，再又問先生，先生仍舊把這一段話來答

覆」。（戴季陶，1976：415）    

 

     

雖然根據馬林的記錄，孫中山在與馬林的談話中，只宣稱馬克

思主義裡面沒什麼新東西，早在兩千年前中國的經典就已說過了，

而未提到道統說。（吳相湘，1984b：1509；向青，1988：31）戴季
陶三民主義道統說的提出，卻將三民主義與儒家倫理思想相連繫，

使前者成為後者的直接繼承者。此一詮釋經蔣中正在 1939年 5月 7
日的〈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演講中引用，（蔣中正，1984a：
1279），日後再經台灣《高級中學三民主義課本》的引用，（國立編
譯館主編，1991：14），奠定孫中山是中國道統的傳人之形象。 
 

    戴季陶檢視孫中山的重要著作，認為最能表現孫中山倫理思想

的，為〈軍人精神教育〉、《三民主義》和〈大亞細亞主義〉（〈大亞

洲主義〉）。〈軍人精神教育〉被譽為孫中山倫理思想的最高理論，戴

季陶把革命軍人秉持三達德實行三民主義的精神，歸結為以下的命

題：「天下之達道三，民族也，民權也，民生也。所以行之者三，

智也，仁也，勇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何？誠也。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他接著又說，在這一

個理論系統上，可以分成「能作」和「所作」的兩個部分，能作的

部分，是孫中山關於道德的主張，所做的部分，則是有關政治的主

張。在道德主張方面，戴季陶頌揚孫中山的革命精神主張乃繼承了

古代的倫理思想，從而認定孫中山「的確是中國民族文化的結晶，

是中國繼往開來的聖哲」，他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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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美中國固有道德的

文化的價值」的特點，戴季陶認為肯定固有道德才能復興民族自信

心，有了民族自信心」，才能團結全中國的人，組織起來，努力於革

命的事業。（戴季陶，1976：388-390） 
 

    戴季陶認為《三民主義》是孫中山思想創作的本體，民生主義

則是三民主義的本體。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目的都是為了解決民

生問題，但兩者的哲學基礎完全不同，共產主義以馬克思的唯物史

觀為理論的基礎，民生主義則以中國固有之倫理哲學的和政治哲學

的思想為基礎。（戴季陶，1976：396）孫中山著有〈實業計畫〉，戴
季陶以此舉證共產主義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徒重批評和攻擊，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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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則置重在建設的主張和方法。（戴季陶，1976：401-402） 
 

    戴季陶對孫中山晚年的〈大亞細亞主義〉演講給予高度評價，

認為是孫中山中心思想的明白表現。在這篇演講裡，孫中山注意到

全亞洲被壓迫民族聯合的問題，這顯示孫中山是真正的博愛主義、

大同主義，而由於戴季陶認為孫中山熱烈主張中國文化的復興，因

此，戴季陶認為，全人類的真正解放，必須要以中國固有的仁愛思

想為道德基礎，中國固有道德中最發達進步的是「國家的道德」，孔

子所謂「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厚往而薄來」，是平天下的實

際政策，孟子「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則為平天下的真義，這種民

族道德、國家道德，是中國所獨有的，因此世界的和平，必須要靠

中國恢復起固有的民族精神，具備偉大的實力之後，才可以真正實

現。（戴季陶，1976：406-410） 
 

    戴季陶分析中國革命的特點並比較共產主義的觀點，他認為中

國的階級對立問題並不清楚，中國的革命者大多數出於支配階級，

而不是被支配階級，因此中國革命與反革命勢力的對立，是覺悟者

與不覺悟者的對立，而不是階級的對立。大多數自支配階級出身的

革命者之所以投身革命的動機，則顯然不是利己的，而是利他的，

所以，這裡就顯示出，「仁愛是革命道德的基礎」，革命家是因為覺

悟到資本主義世界到來的弊害，出於仁愛的生性，而起身革命行仁，

戴季陶乃認為階級問題的解決，端賴革命家處處要「以愛最受痛苦

的農夫工人和沒有工作的失業者為目的」，「要能夠愛他們才是仁

愛，不能夠愛最大多數受痛苦的平民，就是不仁，不仁就是反革

命」，「各階級的人，要拋棄了他的階級性恢復他的國民性，拋棄了

他的獸性恢復他的人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能夠說明階級鬥爭的社

會革命，卻不能說明各階級為革命而聯合的國民革命。戴季陶乃主

張：「國民革命下面的鬥士，決定非信奉民生哲學不可」。（戴季陶，

1976：413-416, 430） 
 

    戴季陶最後針對新文化運動以來思想界的反儒非孔現象提出批

判，他指責這是中國國民文化的墮落，也是民族自信心消失的表現，

但孫中山不一樣，他反而明白地尊崇孔子，對馬林稱自己的思想是

直接繼承自孔子的，承認中國人的文化創造力和中國文化的價值。

戴季陶認為孫中山思想的內容是把「中國以發展民生為目的的正統

思想完全繼承起來，發揚光大」，另一方面，又對破壞中國社會和國

家道德的個人主義的思想，「攻擊不遺餘力」。（戴季陶，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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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419） 
 

    戴季陶認為孔子的思想就是民生哲學，孔子的理論主要見於兩

部書，《中庸》是原理論，《大學》是方法論。《大學》講的「格物致

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孫中山所稱讚的道德政治哲

學，戴季陶稱之為社會連帶責任主義，這是因為他認為，單就修、

齊、治、平的關係所涉及的，是個人、家、國家、世界彼此間的三

重連帶責任，這裡乃顯現出民生的意義，在於人類共存，所以孔子

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孔子的主義既是如此，何以自漢朝

以後統一在孔子思想下的中國會衰頹腐敗至於如此呢，不同於康有

為的歸罪於劉歆，戴季陶則歸罪於老子。 

 

    戴季陶認為老子專講人君南面之術，他思想的特徵是把個人和

世界對立起來，不承認兩者之間存在有第二個組織，從而完全否認

一切維持社會國家關係的道德責任，因而是一種極端的個人主義。

他認為，老子主張忍耐退守、清淨無為的道德，實際上是一種權術，

「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而

老子的節欲主義，實際也是君主為永久保持其地位利益萬不得已的

作法。戴季陶說，漢代帝王的尊孔，內容正是老子將取必與的方法，

是最巧妙的愚民政策手段，即以絕對的尊孔，粉碎孔子以智仁勇為

基礎的社會連帶責任主義。戴季陶的意思是，尊孔導致君主宰制一

切，個人和世界之間的各種有機的聯繫和連帶責任關係便不再有其

需要，結果便致生四種趨向，離世獨立的虛無主義、權謀術數的縱

橫主義、迷信運命神鬼的宿命主義、以及燒煉採補的縱欲主義。缺

乏社會連帶責任主義精神的老子個人主義，再加上後來自印度東傳

的佛教，乃導致中國人的活動能力和向上精神消滅淨盡，科學沒有

進步，以發明和工作為中心的文化無法發達，隨之沒有科學的文化

擴張物質的效用，與農業制度相生的宗法社會也就無法產生改變，

中國乃逐漸衰弱，社會進化遂完全停止。 

 

    戴季陶認為孫中山認識到：「離卻發明和工作，沒有文化的發

生，離卻食衣住行育樂的民生享受，沒有文化的本體，離卻社會的

連帶責任，沒有文化的組織，離卻智仁勇的德性和貫澈智仁勇德性

的至誠，沒有創造文化的能力」，孫中山以民生為歷史重心，強調革

命家仁愛的革命道德，同時欲以具備社會連帶責任主義的固有道德

和固有智識重整中國文化與中國民族自信心，正是起自堯舜至孔孟

以後而絕的中國正統思想的繼承者，新國民新文化的創造者，是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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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以後第一個繼往開來的大聖。（戴季陶，1976：416-428） 
 

    戴季陶對三民主義做儒家化的詮釋，在以國民革命對照階級革

命、以仁義道德對照階級鬥爭，以中國文化對照共產主義，以孔子

的社會連帶責任主義對照老子的極端個人主義，主要目的在於反對

容共，當國共鬥爭趨於激烈，戴季陶主義便成為反共的理論武器。 

 

    戴季陶雖然對孔子推崇備至，但他把孔子思想說成民生哲學，

則顯有牽強之處，他把《大學》的系統說成社會連帶責任主義，又

認為在此之上顯出一切民生的意義，是一個強解或是衍伸，目的是

要把孫中山的民生史觀和中國儒家思想連上關係，並且變成前者對

於後者繼承的關係，孫中山的確在復興固有道德的主張方面有繼承

自儒家倫理的部份，但要說三民主義是孔子的繼承，並且說孫中山

把天下的達道五（即五倫）改成達道三（三民主義），未免也言之輕

率，(羅剛，1966:104-105)更者，戴季陶攻擊老子與道家為極端個人
主義，把中國的道統歸於儒家一家，和章太炎說儒家富貴利祿為心

一樣，也有失之武斷的地方，(張益弘，1992:336-338)況且孫中山也
有許多推崇道家和墨家的地方，如他在〈民族主義第四講〉說：「黃、

老的政治學說，就是無政府主義， … …在歐洲是最新的，在中國就
有了幾千年了」，(孫中山，1989a：36)又在〈民族主義第六講〉說：
「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於墨子」，(孫中山，1989a：47)戴季
陶把中國的道統定於儒家一尊，至孔孟而絕，和他要在當代政治思

想上要定於孫中山一尊的用意是分不開的。而三民主義儒家化的影

響，是使三民主義由激進的革命思潮，轉變成維持既有社會秩序的

教條，孫中山的卡理斯瑪革命家形象，轉化成傳統型權威中不得挑

戰的正當性來源。這個轉變，預示了 1920年代中國國民黨「由革命
到保守」的現象。（王克文，1992：284-285） 
 

 

第三節 

孫後三民主義詮釋權鬥爭 

與蔣中正的崛起 

     
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所埋下的中國國民黨內鬥種子，在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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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 12日孫中山病逝後就迅速成長，戴季陶的三民主義儒家化詮
釋為孫後三民主義詮釋權鬥爭拉開序幕，而成為鄒魯、林森等中國

國民黨右派對抗黨內左派及共產黨的理論武器。（張玉法，1998b：
167）但政治舞台上第一場正式的內鬥，是 1925年 7月國民政府的
成立，在鮑羅廷操控下，汪精衛當選國民政府主席，在孫中山北上

期間代理大元帥職的胡漢民受到排擠，傾左勢力控制了中國國民黨

黨組織機器。（王正華，1986：45-50）是年 8月 20日，孫中山聯俄
容共政策主要促成者廖仲愷被刺殺，鮑羅廷、汪精衛趁機整肅政敵，

將胡漢民送往俄國，派鄒魯、林森北上宣傳。孰知鄒、林北上後連

絡右派黨人，在該年 11月 23日於北平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召開
中國國民黨第一屆四中全會，通過取消聯俄容共政策、開除共產黨

人的中國民黨黨籍、停止汪精衛黨籍等決議，並在上海另立黨中央，

史家稱之為「西山會議派」。（張玉法，1998b：162；魏萼、謝幼田，
1996：101）中國國民黨因而分裂成兩個黨中央。 

 
西山會議派以戴季陶的論述為理論武器，用在孫中山靈前開會

的儀式，創造繼承孫中山思想的形象，以證立其正當性。為對抗西

山會議派，廣州的中國國民黨中央於 1926年 1月召開第二屆全國代
表大會，進行孫中山死後的首次權力改組，對西山會議派予以黨紀

處分，並由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出面，指責西山會議派違背孫中山

「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朱漢國，1986：70）
上海、廣州兩個黨中央競稱繼承孫中山的正統思想，在各執一詞的

情形下，其他黨內有權力者的認同支持就成為關鍵。完成第二次東

征，聲譽日隆的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蔣中正，遂

應運而起，因其軍事實力而被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選為中央執行委

員，接著又當選國民革命軍總監，成為廣州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

領導人。但汪、蔣之間也開始發生權力的摩擦，各種「反蔣」的動

作開始出現，（黃仁宇，1994：38-40）終有 1926年 3月 20日中山
艦事件的發生。 

 
中山艦事件發生後，蔣中正在廣州實施戒嚴鎮壓共產黨，躍升

為軍事委員會主席，是年 5月，復於中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發動
〈整理黨務案〉，迫使共產黨員離開中國國民黨中央部長職位，出掌

組織部，並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1926年 6月 4日，中國國
民黨中執會臨時全體會議趁勢通過〈剋期北伐案〉，是月 5日，國民
政府任命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7月 1日，蔣中正頒佈北伐
動員令，7月 5日蔣中正獲任為軍人部長，7月 6日中國國民黨推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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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7月 9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
伐。 

 

隨著蔣中正北伐的節節勝利，其與黨內左派的衝突也愈來愈熾

烈。1927年 3月，中國國民黨左派在武漢召開二屆三中全會，撤除
蔣中正中國國民黨中常會主席、軍委會主席、組織部長等職務，4
月免除蔣中正一切公職，左右派衝突表面化。蔣中正遂於 1927年 4
月 12日在上海聯合西山會議派發動清黨，剷除共產黨勢力，是月
15日，在南京另行召開中國國民黨執、監委會議，另立黨中央，是
月 18日成立國民政府，形成武漢南京兩個國民政府對抗的局面，史
稱「寧漢分裂」。（田澤沛主編，1991：124-126, 140-148） 
 

寧漢分裂，是中國國民黨左派與中共聯合的武漢國民政府，與

反共的南京國民政府間的鬥爭。但 1927年 4月 27日，中共召開第
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立即進行全面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的展

開，使許多兩湖官兵家族受害，軍方遂紛起要求汪精衛清共；而北

方的閻錫山、張作霖等立場較親中國國民黨的軍閥，認為武漢政府

縱容中共進行土地革命，違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因而支持南京政

府；復因中共鼓動激烈排外運動，引起國際不滿，各國棄武漢國民

政府而支持南京國民政府。在內外壓力下，汪精衛於是年 7月 15
日下令取締共黨，進行分共。8月 1日，中共發動南昌暴動，武漢
國民政府下令討伐，國共至是分途。（郭廷以，1994：552-559）從
此中國國民黨內親共勢力式微，共產黨走出國民政府，轉而向國民

政府展開武裝鬥爭。 
 
國共分途後，武漢國民政府於 1927年 8月 19日宣佈遷設南京，

寧漢復合。（劉紹唐，1989：372）在反共的大前提下，武漢、南京、
上海三地的黨中央開始協商權力改組，也展開新的權力鬥爭。是年

11月 17日，擁汪精衛的張發奎於廣州發動政變，驅逐主持廣州軍
政的桂系黃紹竑；11月 22日，擁汪精衛、蔣中正的群眾會集南京，
抗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及西山會議派把持黨政，逼蔣中正下野（蔣

已於是年 8月 10日被迫辭職），李宗仁下令鎮壓，死傷多人，是謂
「一一二二復成橋慘案」。（劉紹唐，1989：380）在此情形下，蔣中
正以其軍事威望再脫穎而出，1928年 1月，蔣在各方敦請下復職，
是年 2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二屆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選蔣中正
為中央常務委員、軍事委員會主席。（劉紹唐，1989：388）1928年
6月，國民革命軍攻克北京，北伐告成。是年 8月，中國國民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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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屆五中全會決議開始訓政，是年 10月 8日，蔣中正出任國民政府
主席。（劉紹唐，1989：405，410） 

 
1928年 10月後，蔣中正以其軍事成就成為中國國民黨的領導

人，但其做為孫中山繼承人的地位仍頻受政敵質疑。由於蔣中正仍

未建立起支持其權力正當性的論述，反蔣勢力遂以此為切點展開突

圍。其中又以汪精衛、陳公博及顧孟餘的「改組派」、鄧演達及宋慶

齡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與胡漢民為著。 

     

 

    1927年 7月 25日，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發表〈夾攻中之
奮鬥〉一文，聲稱：「我們不共產化，更不腐化」，可說是為其於分

共後處於共產黨和國民黨新右派夾攻情勢下的政治出路，揭示了方

向。1928年 5月，陳公博在《貢獻》發表〈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
的錯誤〉一文，倡議改組國民黨，時北伐戰爭將接近尾聲，陳公博

的建議在黨內引起諸多的反響與重視，陳公博隨後與顧孟餘等人分

別創辦《革命評論》與《前進》等雜誌，鼓吹改組，在蔣中正出任

國民政府主席不久後，陳公博、顧孟餘等人乃在上海集會，而於 1928
年 12月宣佈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賀淵，1995：175）他們
以汪精衛為其精神領袖，以「恢復十三年改組精神」號召，主張改

組由蔣主政的國民黨，而被稱為改組派。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於

1929年 2月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中通過的〈中國國民黨改
組同志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是改組派的官方文件，全面揭

櫫改組派對於三民主義革命的立場，他們攻擊國民黨「已被軍閥、

官僚、政客、買辦、劣紳、土豪所侵蝕盤據、盜竊、把持」，南京「對

帝國主義是投降，對一切封建主義勢力是屈服」，因此，改組派將遵

奉孫中山的全部遺教和國民黨一大、二大的綱領，「代表農工小市民

的利益而奮鬥」，「繼續反對帝國主義，並擴大反帝國主義的行動」，

「努力於封建勢力之掃除，及資本主義抑制，務以達到民生主義實

現經濟平等」，改組派亦抨擊第三國際「利用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

「妨害中國國民革命」。（石源華，1999：217）改組派雖然在反共立
場上與蔣中正一致，但是在反封建勢力及其傳統方面，則與中國國

民黨的復古作風大相逕庭。 

 
    當時，蔣中正正準備於 3月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
會，其中一半黨代表由各省市選舉，一半由黨中央指派，改組派對

此大為不滿，由汪精衛、陳公博領銜發表〈關於最近黨務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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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責蔣中正「以個人之私意，蹂躪黨員與民眾之公意」，（張玉法，

1998b：300-301）汪精衛並以國民黨第二屆中執監委員會議名義發
起反蔣運動，（彭明、程肅主編，1999：566）但蔣中正仍召開三大，
三大並決議警告汪精衛，開除顧孟餘黨籍三年，更永久開除了陳公

博黨籍。1930年 3月，改組派上海總部實際負責人王樂平遭暗殺，
改組派轉而利用編遣會議中非蔣軍系將領對於被削軍權的不滿情緒

策動反蔣，1930年 5月，汪精衛聯合馮玉祥、閻錫山起兵，爆發中
原大戰，八月，汪精衛在北平主持召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擴大會議，

成立國民政府，並推舉閻錫山為主席，是年 10月，張學良東北軍入
關助中央軍平亂，結束中原大戰，汪精衛流亡香港，1931年 1月，
汪精衛宣布改組派解散。1931年 5月 27日，蔣中正與立法院長胡
漢民以制訂〈約法〉歧見為導火線爆發政爭，原改組派與胡漢民粵

桂實力派人士在廣州另行成立國民政府，是為寧粵分裂，九一八事

變後，在國內輿情對於寧粵共同抗日的高度期待下，寧粵經由談判

復歸統一，汪精衛出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國民政府行政院

長兼外交部長、顧孟餘任鐵道部長、陳公博任實業部長，改組派成

為當權派。 

 

    改組派活動不到兩年即遭到解散的命運，隨後又從廣州復出終

而遭到收編，使之由反蔣出發三民主義詮釋觀點亦隨之灰飛煙滅、

銷聲匿跡，不再對蔣中正的意識型態霸權產生任何威脅。 

 

    另一對三民主義做詮釋的是宋慶齡及原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

任、武漢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鄧演達，他們自始即主張孫中山的「聯

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已使三民主義有了一新的時代意義，

而成為「新三民主義」，此亦是中國共產黨對三民主義一貫的態度。

【註1】1926年底，不滿蔣中正作風的鄧演達，即代表共產黨赴莫
斯科參加共產國際會議，主張共產國際應捨棄中國國民黨，另組第

三黨，1927年蔣中正發動清黨，鄧演達乃在國內公開提出組織第三
黨的問題。（張玉法，1998b：301）蔣中正的清黨對武漢國民政府形
成分共的壓力，是年 7月 14日，汪精衛召集武漢中國國民黨高層議
決分共事宜，宋慶齡力諫不成，憤而連日發表〈為抗議違反孫中山

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譴責汪精衛使革命黨成為維護舊社會制

度的機關，宣布退出武漢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7月 15日汪精衛
發動分共，大肆鎮壓共產黨與國民黨親共左派，宋慶齡乃與鄧演達

一同流亡蘇聯。是年 11月，鄧演達與宋慶齡及陳友仁等三人聯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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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提出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

員會的主張，欲以革命行動翻推南京與武漢兩個中國國民黨政權，

此議受到左派國民黨人譚平山等人的響應，乃推舉鄧演達為上海新

成立之中華革命黨的總負責人，而由譚平山代理黨務。1930年春
天，鄧演達回國，著手改組中華革命黨，是年 8月 9日在上海召開
第一次幹部會議，以中華革命黨為基礎組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

員會，會議通過鄧演達起草的黨綱〈我們的政治主張〉，並選舉鄧演

達為中央幹事會總幹事，是年 9月，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正
式成立，此為國共之外的第三勢力，為時人稱為第三黨。 

 

    〈我們的政治主張〉是鄧演達平民三民主義的綱領，是以唯物

主義闡釋三民主義的經典之作，鄧演達考察中國社會發展的情況後

指出，中國的內地還是一個封建社會，儘管沿海地區的經濟結構已

經進入了近代資本主義，農村經濟已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逐漸取

代，但後者又存在著商業資本與高利貸的不等價交換，貢賦和徭役

與封建社會並無二致。中國資本主義受到帝國主義的排擠，又由於

農業的破產，市場宰小，發展困難，以致於中國社會的自然經濟既

受帝國主義的剝削，又對過渡到資本主義一籌莫展。鄧演達指出，

在此之上的中國政治，實際上還是「變形的封建統治」，「以首長官

僚為中心，而以血緣及過去的主屬關係去團結和布置爪牙僚屬，構

成一座很高的而專以壓迫剝削人民，包辦軍民財政為務的金字塔，

塔底是農民及其他平民群眾，塔尖為皇帝總統或主席總司令」，這些

官僚來自於地主或其他經濟地位特殊的家庭，或者當官後成為地主

的一員。他們的統治思想就是「禮教」和「名分」，蔣中正的南京政

權，就是集這一切於一身的「變形的封建統治」的統治者。鄧演達

認為，中國革命的對象有三，一為帝國主義，一為封建軍閥地主，

一則為依附前兩者的反動資本階級，因此中國革命必須是民族、民

權、民生三種革命。鄧演達又認為國民革命一詞的內容和實際的表

現都已經非常模糊不清，乃有平民革命一詞用以代之。所謂平民，

指自食其力而不剝削他人並被現存封建勢力及資本勢力壓迫著的人

們，其中以工人和農人所受壓迫最為厲害，更因為人數較多而爭鬥

較易，而必然成為平民革命的重心。鄧演達主張，中國平民革命是

「具有民族、民權、民生三種革命性而以社會主義為歸宿的革命」，

其中，民族革命是要「徹底地肅清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取消一切不

平等條約，聯合以平等待我的革命勢力及民族」；民權革命，是要組

織平民革命軍，推翻蔣中正政權，而由平民群眾組成的各種職業團

體推派代表參加國民會議，建立以工農為重心的平民政權；民生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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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則是要實現「耕者有其田、土地國有」，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然後

用政權去發展生產、統制生產，進一步向社會主義社會前進。（田澤

沛主編，1991：181-182；賀淵，1995：164-166；張玉法，1998b：
303） 
 

    鄧演達對於蔣中正政權所存立的社會基礎給予了深刻的批判，

指出其為變形的封建統治，意識型態仍為「禮教」和「名分」。從意

識型態比較的觀點，對照蔣中正以戴季陶主義為本開始推行儒家化

三民主義的舉措，不得不令人佩服鄧演達的觀察。 

 

    為了實現平民革命，鄧演達利用他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影響力，

於 1930年 11月在上海成立黃埔革命同學會，並且在 1931年 7月進
一步成立了以他為首的軍事委員會，策劃以江西為中心，同時在武

漢、西北、華北進行的武裝起義，但事跡洩漏，導致鄧演達於 1931
年 8月 17日在上海被捕，宋慶齡營救無效，而於是年 11月 29日在
南京遭到處決。（賀淵，1995：183；彭明、程肅主編，1999：575-576） 

 

    另一個孫後三民主義的重要人物為胡漢民。胡漢民為前清舉

人，遊學日本時，加入同盟會並主持《民報》編務，是革命黨中的

重要理論家，孫中山在《孫文學說》一書中以孟子的知行學說比附

知難行易學說，乃係徵詢胡漢民後所得的定見，（吳相湘，

1984b:1339-1340）胡漢民說： 
 

「總理以前少看中國書，到了日本以後他卻很愛看中國

書，上自五經論語孟子周秦間諸子，下至曾國藩胡林翼所

著述的書，都是愛看的。總理曾問我：『在科學上有行為在

先，知識在後的說法，不曉得在中國書中可有這種說法

嗎？』我就說：『在中國書中也有講到這種道理的，例如中

庸說：「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孟子說的「行之而不

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這種說法也可以說是不謀而合。』先生也覺得這幾句話是

很對的。」（胡漢民，1978：450-453） 
 

由此可見胡漢民與孫中山在思想上的親密關係。而在政治上，

胡漢民也一直是孫中山最重要的左右手，孫中山北上議和期間，其

大元帥職務即是由胡漢民代理。1927年 4月 18日，南京國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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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胡漢民與蔣中正合作，出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及中國

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武漢國民政府分共並遷都南京後，胡漢

民下野，直到 1928年 10月 10日始復出出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長。 
 

    胡漢民對於戴季陶將三民主義儒家化，以孫中山的主張比附孔

子學說、將三民主義的基礎定位在仁義道德之上、又以孫中山為道

統的直接繼承人，深深不以為然，他認為孫中山的思想有其獨特的

立場，有其本身的地位，是革命而不是因襲的，是實際而不是虛玄

的，胡漢民說，如果孫中山只是在繼承堯舜，使中絕的中國道德文

化復活，那孫中山便夠不上是一個革命家或政治家，而只是一個普

通的倫理道德家或學問家而已。他批評中國人在學說上「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在政治上「託古改制」的舊根性，是因襲與，崇拜偶像

的，不革命的心理。三民主義完全儒家化的詮釋在胡漢民的眼裡，

是一種不革命的心理。儘管如此，胡漢民仍然未脫傳統中國的影響，

在 1928年 2月出版的《三民主義的連環性》一書中，胡漢民即批判
帝國主義是個人主義支配欲的擴大，個人主義支配欲裹挾國家或民

族的力量結晶起來，便是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官僚主義，要打破

這種歷史沈積物，只有仰賴東方文化，胡漢民指出，東方文化的特

點，是以宗族主義、家族主義為基點，其形式借助於天然和王道，

擴大即可為民族主義、國族主義。胡漢民從中國傳統尋找建構民族

主義的要素的觀點明顯繼承自孫中山，但他對於個人主義的誤解和

對於中國民族復興的強烈期待，則使他的三民主義思想與實踐手

段，反而因過度強調黨的專政的必要性，而蒙上了專制主義的色彩。

胡漢民對於戴季陶把民生哲學視為三民主義的本體不表贊同，而將

三民主義視為以民族為本位的不可分割的整體。何以如此，是因為

他認為三民主義的作用和目的為求生存，而由於「個人的生存已不

成問題」，「成問題的是民族的生存」。胡漢民在此顯然忽略了個人的

生存問題在中國仍是大問題，但正好也對照他對於民族問題的重

視。胡漢民主張，「以民族為單位才講民族主義，才講世界各民族平

等，才講民族自求解放，才講各民族一律平等；以民族為單位才講

民權主義，只有全民族的人都有了權，社會才不致陷於部分人有權，

絕大多數人無權的境地；以民族為單位才講民生主義，只有整個民

族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才不致於有貧富之分，才不致於生階級

鬥爭這個痛苦來」。胡漢民提出民族本位之餘，又對民族、民權、民

生之間互為條件、不可分割的關係進行了論證。他說：「民族主義需

要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來充實它的力量，成為一種對世界擔負責任

的民族；民權主義需要民族主義來牽繫它的責任心，同時需要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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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來推進它的實在性；民生主義需要民族主義來保障它的政治的

實施」，這也就是所謂三民主義的連環性。（賀淵，1995：194-196；
羅剛，1966：117-123） 
 

    戴季陶之所以以民生為本體，提出民生哲學，就是要與共產主

義的唯物史觀相頏頡，而以「仁愛道德」對比「階級鬥爭」，以達到

反共清黨的目的，胡漢民提出連環三民主義的時候，中國國民黨已

經清共完畢，並且已經統一全國，因此維護民族利益、建設中華民

國是中國國民黨最重要的時代任務。（彭明、程肅主編，1999：
575-576）關於建國程序，胡漢民則為孫中山軍政、訓政、憲政建國
三程序的堅定擁護者，在北伐成功後，胡漢民堅持實施訓政與黨治，

1928年 6月，他在巴黎致電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向國民黨二屆五
中全會提交了〈訓政大綱草案〉，八月再自柏林寄回〈訓政大綱提案

說明書〉，在其中，胡漢民認為訓政時期的黨治方案有四大工作： 
 

一、當實施以黨治國：中國國民黨擁有治國的資格，其因在於

中國國民黨非實施無產階級一階級專政的「蘇俄黨」，也有別於代表

壟斷資產利益的西方政黨，而是由多數人組成，以適應人群的需要

為主義的黨。中國國民黨既是一個能夠代表全民利益的黨，則在中

國國民黨之外便不應該存在其他的黨，此即「黨外無黨」； 

 

    二、黨代表民眾治國：何以必須由黨代表民眾治國，原因在於

中國人民受數千年專制之統治，於民主政治之意識及經驗兩皆缺

乏，如果隨便賦以政權，勢必為強暴所劫取。胡漢民主張以中國國

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來實現黨對國民政府的指導； 

                                

    三、加強黨的建設：黨的建設的重要性是由黨在訓政時期的地

位與任務所決定的。胡漢民認為黨的建設有四化目標：一、革命同

志的家庭；二、三民主義的軍隊、三、革命同志的學校、四、我們

先天的國家。作為一個家庭，意味著成員間的「親愛精誠」，也意味

著在中心中央配置下的協調行動；作為一支軍隊，嚴格的組織紀律

為其最大的特徵。黨員有表決、選舉等權利，但又有絕對服從與執

行的義務；作為一所學校，黨則承擔著「訓導」人民的職責，要訓

導人民，則首先自己應該明瞭黨的主義和政策；四、作為先天的國

家，黨應是國家政策的先行試驗場，黨應先看國內的需要如何，然

後根據這些需要制訂具體的行動方案，而這些方案則首先應當在黨

內進行，只有在黨內試行取得了成功，才應逐步推行到全國，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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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全國人民面前樹立可資信賴的形象。 

 

    四、以黨治國，是指以黨義治國。他在〈黨權與軍權之消長及

今後之補救〉一文中痛詆蔣中正北伐只是以暴易暴，軍權凌越黨權，

進而僭奪黨權與國權，他堅決主張以黨義抑制個人獨裁，而「藉黨

治的掩護，完成法治，再由法治過渡到民治」，因此，他堅決主張依

照孫中山遺教之建國三程序完成〈訓政時期約法〉之治，反對在蔣

中正擅專黨權的時刻強行過渡到憲法之治。（賀淵，1995：197-199；
彭明、程肅主編，1999：577-579） 
 

    1930年中原大戰結束後，中國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於 11月 12
日在南京召開，為了應否召開國民會議、制訂約法、選舉總統一事，

胡漢民與蔣中正的衝突浮出檯面，但蔣中正推動的〈關於召開國民

會議案〉和〈國民政府組織法修正案〉仍然通過，蔣中正本人並在

該次會議中被推舉為行政院院長。然蔣中正與胡漢民的相互猜忌日

深，1931年 1月 20日中國國民黨成立國民會議選舉總事務所 
，辦理國民會議代表選舉事宜，胡漢民則猛烈抨擊蔣中正意欲藉操

縱國民會議圖謀總統職位，兩人終於爆發嚴重政治衝突，蔣中正遂

於 1931年 2月 28日囚禁胡漢民於湯山，迫其辭去本兼所有公職。
蔣中正的強硬作風，引起擁胡派的激烈反彈，是年 4月 30日，新任
立法院長林森等人提出〈彈劾蔣中正提案〉，5月 3日，廣東省主席
陳濟棠通電反蔣，5月 26日，改組派和擁胡派等反蔣人士在廣州召
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宣佈成立廣州國民政府，寧

粵分裂，內戰復起，但南京方面因反蔣勢力已經離開南下，故 6月
15日，中國國民黨三屆五中全會乃推選蔣中正為國民政府主席兼行
政院院長，胡漢民則被監禁至該年 10月寧粵和談前夕始被釋放回廣
東，但廣州國民政府主政者汪精衛為其政敵，胡漢民乃不得不退出

政治舞台。 

 

    孫中山在中國的現代過程中，扮演的是一個思想啟蒙者與革命

先行者的角色，中國近代思想啟蒙家面對中國傳統儒家意識型態，

在反對帝制的民主革命年代裡，無不採取批判儒家倫理的策略以顛

覆君主專制的正當性基礎，民初洪憲帝制與溥儀復辟，更激發啟蒙

領袖如陳獨秀《新青年》致力於儒家意識型態的批判，反對康有為

的孔教運動，而帶出後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風潮。孫中

山在五四時期改組中國國民黨，與新文化世代的知識份子合作，帶

來國民革命的新契機，卻也在另一方面，以持平的立場重新審視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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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倫理的價值，賦予新意，並將之與中國民族國家建構的工程接合，

引以為民族精神的重要內涵，可說是在政治上對於儒家意識型態的

一項有意義的改造。但是當孫後國共內爭加劇，三民主義的詮釋權

之爭，便成為中國國民黨政治鬥爭的另一種形式，戴季陶將三民主

義儒家化的嘗試，乃給予了反共的西山會議派以正當性的基礎，隨

後蔣中正在左右派鬥爭中竄起，藉由北伐軍功和清黨，逐漸建立起

自己的領袖地位，而在此一過程中，我們則可看到中國國民黨的其

他領袖，不斷嘗試在意識型態上去證明自身繼承孫中山的正統地

位，包括汪精衛、宋慶齡（鄧演達）、胡漢民在內，無不致力於此，

相形之下，蔣中正政治領導權的正當性論述便稍嫌薄弱，戴季陶主

義則適時復起，填補蔣中正意識型態領導上的空缺，在民國初年一

度遭到冷落的儒家意識型態，便在蔣中正統治的需要上，藉著戴季

陶主義重新復活，而成為蔣中正的三民主義詮釋典範的重要成分。 

 

 

本章註釋 

【註 1】毛澤東曾謂：「這種新時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
或真三民主義，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

義。」中共學者姜義華、吳根樑稱：「三大政策的制定與實行，

是孫中山革命思想與革命實踐的一大飛躍；也是孫中山在我

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能夠繼續前進，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

新三民主義的必要前提。」陳錫祺則稱：「由於孫中山、廖仲

愷等人與共產黨的共同努力，國共兩黨已開始了頗有成效的

合作。在國民黨一大的會議上，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

國代表大會宣言，確定了以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

為中心內容的共同綱領。」中國共產黨及親共勢力一直認為

聯俄、容共是三民主義的一部份，而視之為「新三民主義」。

（蔣永敬，1996：396-3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