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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胡適政治思想淵源、背景與演進 

第一節  清末民初的時代背景 

中國自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遭逢「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後，

林則徐幕僚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代表了初期對西方的態

度。但真正認識到西方的船堅砲利，則是在英法聯軍及太平天國洪楊

之役時。當時掌軍政大權的人，如恭親王奕訢、曾國藩、李鴻章等人，

在見識過洋槍洋艦之後，都有發展洋務以圖自強的決心，但基本上不

超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看法，只是更深刻地體認到「大砲之精純，

子彈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1而已。 

同光年間，又有馮桂芬、王韜、鄭觀應、何啟等士大夫鼓吹維新

變法，學習西洋法政，開議院、採西學，但當時大抵不言民權，只是

要求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鄭觀應雖不主張以官吏組成上下議院，

但其目的仍只限於通下情、固民心，以達君民一體，上下同心。他們

所做的不過只是：「復古之機，維新之治」。用馮桂芬的話來說就是「以

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馮桂芬，1965：79），日

本學者小野川秀美很深刻地一語道破指出：「他們的目的並不在改變

                                                 
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pp.46-.47，此處引自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委會(1965)，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七冊，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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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組織，而其制度的組織依然沿襲舊的東西，只是重新套上議院

來講求富強之策而已。」（小川秀美、林民德、黃福慶，1982：51） 

然而自甲午戰敗，割地賠款，外患愈亟，士大夫中有識之士已痛

感國將不國；且自進化論興，更使他們認識如不速求富強，恐將難逃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天演公例而亡國滅種。當時列強裡國勢最

勝的屬英國，英國是立憲政體，新敗中國的日本，也是立憲政體。故

當時憂國之士都認為英、日之所以強，是因為立憲法、講民權，中國

要想富強也必須立憲法、講民權。 

當時維新運動的先驅人物嚴復介紹西洋的自由主義，翻譯了約

翰‧穆勒（John Mill）的《自由論》（On Liberty），他在譯凡例中

說：「須知言論自由，只是平實地說實話、求真理。一不為古人所欺，

二不為權勢所屈而已。使真理事實，雖出之敵，不可廢也。使理謬事

誣，雖以君父不可從也，此之謂自由。亞里斯多德嘗言：吾愛吾師柏

拉圖，勝於餘物；然吾愛真理，勝於吾師。即此義耳。蓋世間一切法，

惟志誠大公，可以建天地不悖，俟百世不惑，未有不重此而得為聖賢，

亦未有倍此而終不敗者也。使中國民治民徳而有進令之一時，則必自

寶愛真理始，仁勇智術，忠孝禮節，亦皆根此而生，然後為有物也。」

2 這段話闡述言論自由極為透闢，也是首先把西方言論自由思想介紹

                                                 
2
 該文引自嚴復（1966），《群己權界論》，台北：商務印書館，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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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國，爾後新文化運動的基本精神實奠於此。 

至於革命派方更是積極宣傳美國獨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取盧

梭、孟德斯鳩、約翰穆勒等人學說大肆鼓吹自由、民主、平等。如鄒

容的《革命軍》曾述：「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聞文明之政體、文明之革

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盧騷《民約論》、孟德斯鳩《萬法精理》、彌

勒約翰《自由之理》、《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檄文》等書譯而讀也。

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夫盧騷諸大哲之微言大義，為起死回生之靈

藥，反魂還魄之寶方。金丹換骨，法美文明胚胎皆基於是，我祖國今

日病矣，死矣，豈不欲食靈藥投寶方而生平？茍其欲之，則吾請執盧

騷諸大哲之寶旛，以招展於我神州上」。（張玉法，1981：110） 

一九○五，光緒卅一年，孫中山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發刊

詞說：「予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

（國父全集，1950：236）這段話正式揭櫫命的宗旨是民族、民權、

民生三大主義，民主共和成了革命的目標。同時這更進一步鞏固了民

權思想的地位，許多革命黨人認為民主、自由、平等是至高的價值標

準，而且拿這個標準去衡量一切學術、思想、制度，自然產生了「尊

今叛古，尊民叛君」的觀念，於是對傳統的學說、思想，特別是儒家

的思想、制度，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反儒思想於焉滋生。也就是說，

早在清末，信仰民權學說的讀書人就已有強烈的反儒言論，及至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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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只是更深刻，更激烈，更徹底的反傳統而已。 

       總之，晚清政治思想最顯著的特徵，就是立憲與革命兩派，

對被當時思想界奉為正統的儒家思想所造成的衝擊。前者是康有為以

公羊學說為核心來重新改造儒家所引起的震撼，後者是一些更激進的

思想家對儒家思想本身的攻擊所造成的激盪。 

    孔子曾自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於我老彭」，傳統主義

是儒家的特色之一。(宇野精一、洪順隆，1977：3-5 )在儒家思想的

影響下，中國社會一向趨於保守，做為社會基石的知識階級尤其不喜

變革，這是歷來變法運動遭遇挫的重要原因之一。康有為深知這種情

況，為了推動變革,他必須先改造士大夫的守舊觀念。否則變法將無

從著手。士大夫的思想信念來自儒家，改造儒家思想是重塑大夫觀念

的最佳途徑。康有為知此，他很聰明地「抓住孔子做他思想的傀儡」, 

(蔣廷黻，1959：122) 對「六經先做了一番維新革命的工作」， (李

劍農，1989：177) 欲從其中尋找維新的理論跟據，來證明儒家也是

主張變革的。 

    康有為首先作《新學偽經考》來否定「古文經學」的正當性。他

指出，所謂「古文經」諸經，如《周禮》，《左傳》、《毛詩》等，凡是

西漢末年劉歆所爭立為博士者，都是劉歆個人的偽作，並不是孔門的

真傳。(梁啟超，1974：56) 他認為這些偽經後來經過鄭玄的宣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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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使後世之人深信不疑，奉為聖典，其影響於政治學術者非常深遠。

在政治上，「統二十朝亡王者禮樂制度之崇嚴,咸奉偽經聖法」， 在學

術上，「凡後世所指目為漢學者,皆賈馬許鄭之學,乃新學,非漢學;即

未人所遵述之經,乃多偽經,非孔子之經也」。(康有為，1978：2-3)

康有為在此藉著否定劉歆的「古文經學」，而否定了東漢以來的學術

傳統與政治價值系統。他否定東漢以來的學術傳統與政治價值系統有

深一層的涵意，其目的就在破壞舊的價值體系，掃除舊思想的障礙，

以方便他從事下一階段的儒學革命工作。 

其次，康有為第二階段的儒學革命，是要從儒家本身建立一套新

儒學系統，以作為他變法維新運動的理論根據。在此，他在流行於西

漢的「今文經學」裡尋找資料，他看中了「今文經學」中的春秋公羊

學。康有為認為公羊春秋才是孔學的真傳，他指出:孔子之道何在?

在六經。六經將何統乎?統一於春秋。春秋三傳何從乎?從公羊氏。蓋

惟公羊詳春秋之義，惟公羊詳素王改制之義，故春秋之傳在公羊也。

3公羊思想中的「孔子創教改制論」4是康有為儒學思想的核心，他作

「孔子改制考」，來推闡這個理論。他指出：六經以前缺乏歷史記載，

故上古的歷史是無可稽考的。到了周代末年，人的智慧漸開，先秦諸

                                                 
3 康有為，〈春秋董氏學〉。收入蔣貴麟編(1976)《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第四冊，台北：宏業
書局。 
4 康有為，〈孔子改制考〉，收入蔣貴麟編(1976)《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第二冊及第三冊，台
北：宏業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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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紛紛起來創立教派，託古改制。孔子只是諸子中最傑出的人，他在

諸子創教改制潮流中也創立了儒教。並假託三代的治世為理想而有志

於改制。做為儒家聖典的六經。實際上是孔子為寄託其改制理想而創

作的典籍。 

    整個來說，康有為等人所重建的儒學系統，主要是為了因應當時

的歷史情勢，為其變法運動尋找理論基礎。他們希望把原先趨向保守

的儒家重新改頭換面，使之成為容易接受並推動維新變法的進步主義

的儒家。 

從戊戌到五四(一八九八~一九一九)的二十餘年間，乃是近代中

國變遷最為劇烈的時期，政治、社會與教育制度的變化，也將中國的

知識份子自然畫分為兩個不同的世代。5在守就舊的第一代知識份子

生活的時代中，以普遍王權為樞紐的政治社會結構，尚能維繫傳統儒

家文化倫理秩序於不折墜，如嚴復等人在知識層面上，雖能對西方採

取開放的態度，而傳統文化的習性與風格，畢竟在他們身上留下不可

磨滅的痕跡。他們極力倡導政治、文化的變革，卻從本位以整體的思

考方式，來處理中國與西方的文化。更不曾將傳統文化視為應予全面

否定的整體。6因此，即使在嚴復思想最為激烈的時期，也從未全盤

                                                 
5 張朋園〈清末民初的知識份子，1898-1921〉，收錄於李思涵、張朋源等著《近代中國—知識份
子與自強運動》，台北：食貨出版社，P.117。 

6
 參見B.L.Schwartz, Reflection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symposium,” B.L Schwartz,1964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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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棄中國的傳統文化。 

他這種對傳統的執著，並非完全出自感情的依戀，更與其思想取

向也有想當密切的關係。嚴復在清末提倡西學，鼓吹變法,甚至喊出

「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王森然，1973：111)的口號。但是他始終

堅守緩進的觀點，認為任何改革必須以「鼓民力」，「開民智」，「新民

德」為前提。他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

新民德，夫為一弱於群強之間,政之所施`。  

     一九一二年，嚴復受命代理北大校長時，即已計畫將北大經文

兩科合併為一，作為完全講治舊學之區，「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聖

聖相傳之綱紀彝倫， 道德文章於不墜」。 (王蘧常，1970：70)及第

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嚴復眼見戰況禍酷烈，對西方文明的信心更是

徹底破滅。他認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

恥八個字」7，惟有回歸傳統倫理文化。方能挽救中國之危機。8 

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嚴復對於高唱打倒傳統的啟蒙運動很表反

對。他秉持其一貫見解，認為在民德、民智低落時，絕不可輕言更張。

新文化運動者罔顧時勢，一味求新求變，其流毒且將更甚於「舊法之

弊」不過，嚴復並未積極從事反對新文化的努力，如對於「文學革命」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7嚴復(1923)〈與熊純如書扎節鈔，第五九〉，《學衡》十八期，P.2461。 
8嚴復(1923)〈與熊純如書扎節鈔，第四九〉，《學衡》十六期，P.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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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說，他也只是根據進化論的觀點，指出:古文遠較白話富麗典雅，

更適於傳情狀物。新文化運動者高唱白話，力斥文言，乃是「遺棄周

鼎,寶此康觚」的退化之舉，在優勝劣敗的天演原則之下，不久便將

消聲匿跡，縱有「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亦難挽回此種頹勢。      

當一九二○年代啟蒙運動興起之初，中國的政治，社會與學術界

仍充斥著封閉與守舊的勢力，傳統的文化倫理秩序，依然殘存著箝制

人心的無上權威。因此，當運動蓬展開,對傳統文化進行全面批判時，

守舊的知識分子為了維本身的文化信念，乃逐漸搏聚，起而抗爭。醞

釀所積，終於在五四前夕爆發了「新舊思潮之激戰」。(李大釗，1962：

155-157)  

五四前期反對新文化的保守陣營，大抵以出身士紳階層的傳統知

識分子為主力。他們深受傳統文化的濡染，以維護古文及儒家倫理為

職志，對啟蒙運動痛加抨擊，非常反對。但是，他們的議論往往缺乏

堅實的理論基礎，不足以說服人心，等到五四事件發生之後，這股保

守力量便隨著時勢的轉移而告消滅，而胡適正是新思潮中重要的關鍵

人物。哲學出身的胡先生，除了具有極深漢學根柢外，更熟悉西洋哲

學之方法論。用在經世濟民的清代漢學，在胡適吸收了西方養分後，

更增添其多樣性，因此在政治、社會與教育文化上，胡先生均發揮了

深遠影響，本文即以此為基礎，析論其政治思想及具體落實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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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生平與政治思想淵源 

崔述9曾在自序上說：「人之登顯位享厚奉也，有崛起於寒微者，

有蒙先世之業而得之者，其於學問也亦然，漢王充、鄭康成崛起者也；

而司馬遷、班固、晉王隱、唐姚思廉、李延壽則皆蒙業者也。」（胡

適，1966：5）由此可知我們研究胡適的家世，可知其學問成就決非

偶然之事，可從先天資質及早年教育、後天環境等三大方向加以解

釋。茲將胡適一生區分為四個階段以便有助於了解其政治思想演進。 

一、家學與在滬時期 (1891~1910) 思想之奠定 

    胡適，原名洪騂，安徽績溪人，筆名有：天風、鐵兒等。一八九

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誕生於上海大東門外，兩個月後，由於其父胡傳

（字鐵花）調往台灣任職，便與其母遷往川沙，一年後才和家人前往

台灣。兩年後，胡適以三歲遂然失怙，開始他在寡母督促下的九年私

塾教育，三餘之暇，白話小說的閱覽，把他帶入一個新的知識領域；

同時，從胡父藏書與對宗教的態度，也把他引進一個重要思想上的過

渡－－從拜神到無神。個人認為「胡適日後雖然以儒家傳統批判人的

姿態出現，然而受其父胡傳深濡於程朱學派的影響，它後日所持的存

疑與人道主義的批判態度，始終不脫新儒學思想的影子。」（Jerome B. 

                                                 
9 崔述(1740-1816)是一位科學的古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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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eder,1970：19）由於父親早逝，胡適在性格與待人處世方面，深

受其母的影響；這一套他幼年奉行的行為指標，在他接受新式教育

後，一度造成了進退兩難的感情危機，婚約處理即為一佳例。導致後

來不得不將家事與國事、政治分開，以不同標準對待。美國學者賈祖

麟推斷，「胡適這種調和的原則，可以用來解釋他日後對中國傳統的

批判態度，亦即：知識上絕不妥協，且感情上也少痛苦。」（Jerome B. 

Grieder,1970：12） 

一九○四年胡適到了上海，赴滬之前，胡適已經接觸了不少方言

小說，略登白話文學堂奧；至滬之後，他開始接觸西方知識文明，其

中大部分是來自嚴復譯文與梁啟超有關政論。吸收新知之外，他也嘗

試著寫文章和編輯，以刊佈意見和評論社會。「他這時的辯論基礎，

主要是根據儒家存疑的傳統，不過也雜有機械的因果觀與演化論，因

此已經有由理性哲學的教條中走出，而步入一個比較自然與實證的哲

學趨向。」（Jerome B. Grieder,1970：32）一九一○年，他通過了

庚款留學考試，結束了國內教育，為他人生的一大轉捩點。 

二、赴美留學時期 (一九一○至一九一七) 美式民主之初嚐 

    胡適在美國留學的七年（一九一○至一九一七）是他一生思想和

志業定型時期。我們試讀他的《留學日記》，便不難看出「它在這幾

年中所最關懷的正是中西文化異同的問題，特別是中國傳統在面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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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近代文明的挑戰時究竟應該怎樣轉化的問題。」（余英時，1987：

530）他學的雖然是哲學，但非常重視眼前的問題，他所想和要解決

的問題，都是一件一件的具體問題。「這種心態所產生的注意力，囿

限了他吸取知識的性質和範圍。」（韋政通，1985：14）他對代表西

洋哲學精華的形上學和知識論，沒有太多興趣，只想學習一些能解決

具體問題的知識論和方法論。一九一二年十一月，美國進行總統大

選，胡適表現的更為關切：大選之前，他選修了政治系教授山姆˙奧

修的「美國政府和政黨」專題課程，又旁聽了美國教授們代表民主黨

和進步黨的辯論會，鄰近大選日的十月三十日，胡適在世界學生會發

起了「游戰投票」的活動，試著「選舉」美國總統。 

十一月五日，大選舉行之日，胡適佩戴一枚象徵支持羅斯福的大

角野牛像的徽章，早早地進入紐約市內觀看市民投票，興奮地注視著

自己所支持總統候選人選票的結果。這種情況，在一九一六年的又一

次美國總統大選時，胡適幾乎又重演了一次。 

    既然有了濃厚的政治興趣，胡適也就以更大的熱情參加了許多社

會政治團體或參予了一些社會政治活動。主要的有：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七日，胡適在留美中國學生中發起成立了「政

治研究會」；同年年底，它代表康奈爾大學學生會去費城參加了世界

聯合學生會，會間被推選為文法部幹事，並在會上作了題為「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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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演講。 

    一九一三年五月，胡適被推為康奈爾大學世界學生會會長，旋即

加入聯誼會這一全美優秀大學生的榮譽組織，不久又參加了「國際政

策會」（又譯作國際政治學會或國際睦誼會），稍後也被選為該會會

長。 

    一九一四年九月二日，胡適又去波士頓參加世界學生會和歐洲學

生國際聯合會聯合召開的世界學生會議，會上也被推為明年的《學生

英文週報》主筆之一。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胡適還代表康奈爾大學

世界學生會去哥倫布城，參加了世界學生會第八次總會（及世界大同

年會），會議期間任會議議案股主任。 

    一九一五年初，胡適又緊接著參加了世界學生會十週年的慶典，

任幹事長，會上還以「At the Parting of the way」（在十字路口）

為題作了演講。同年二月，胡適又代表康奈爾大學世界學生會去紐約

參加「各大國非兵主義大同盟」，並出席「美國限制兵備會議」，討論

各校聯合抵制增兵問題。同年六月十五日，胡適還在綺色迦加參加了

卡匿奇氏世界和平基金會與波士頓世界和平基金會協同召開的「國際

政策討論會」，並在會上作了「倫理與國際政策之關係」的演講。 

    除了上述活動之外，胡適的自我政治訓練也加強了。在此期間，

他共作了七十餘場演說，演說地點東至波士頓，西至俄亥俄州，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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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演說還被當地報紙發表出來。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一三年十月八

日，胡適在參加世界學生會議時，生平首次作會議主席，在此前後，

它學習運用了「羅氏議事規程」，終於熟練的掌握了歐美民主會議的

議事程序。胡適當時也寫文章。一九一三年初，波士頓的「卜朗吟學

會」向全美徵文，胡適即以「論英詩人卜朗吟之樂觀主觀」（In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ism ）一文應徵，五月獲「卜朗吟文學獎」，由

此一度成為當地的新聞人物。 

三、教學著述時期(1917~1948)熱衷書生問政 

    一九一七年八月，胡適應北大校長蔡元培之邀，回國就任北京大

學教授，同年十二月，回績溪與江冬秀結婚。他初到北大即擔任「中

國哲學史」課程，一年後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一冊，後來改

稱為《中國古代哲學史》。蔡元培為此書作序，對於胡適備極稱讚；

指出胡適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的研究都是此

書的特長。他後來又教授「中古哲學史」中「漢代哲學」，可惜只討

論到王充《論衡》為止。 

    胡適倡導的文學革命運動，為他一生中成績最著影響最大事業，

早在一九一七年《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初試鶯啼。白話文

本早在清末即有人提出，但經他倡導之後，才成為正式的國文。一九

一八年十二月同陳獨秀等辦《每週評論》雜誌。胡適剛由美回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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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朋友相約二十年不談政治，想要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

革新基礎。所以爭得了白話文的勝利之後，繼續寫了關於小說的幾篇

考證，然而出版《嘗試集》了之後，他似已江郎才盡，以至於半部《白

話文學史》從來不曾續寫完成；同時，在其他學識領域，也幾乎都半

途而止，走上了「政治文人」的道路。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年，他擔任中國公學校長，同時他繼續研

究與著作，並且也作文章批評執政的中國國民黨與國民政府。胡適把

他在這個時期的幾篇政論文章收錄在《人權論集》10。1929年七月，

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結論

說：「無憲法訓政只是專制，我們深信只有實行憲法的政府才配訓政。」

他又批評孫文的「知難行易」說，他以為「知難行亦不易」。一九三

一年他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翌年五月，他和八、九個朋

友在北京創辦《獨立評論》11週刊，也是暢談政治的報刊。 

    一九三七年中日談和希望破滅，結束了胡適在中年期所作引人注

目的社會與知識改革的奮鬥。一九三八年，他代王正廷為駐美大使，

這是他第一次為國民政府效命。一九四二年離職，此後，他繼續留在

美國，然而仍與國民政府保持聯繫，並在一九四五年出任北大校長。

當時他抱著多種善本的《水經注》，出入國大會場，以為《水經注》

                                                 
10 該文引自胡適(1930)，《人權論集》，上海:新月書店，P.24。 
11 該文引自胡適(1932)，《獨立評論》一號，北平：獨立評論社，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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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禪宗史」的考證是他一生意義最大的事業。嗣後的胡適，創進的

活力消退，晚年的許多演講，內容除少數例外，大都是舊話重提，自

一九四六年後國內政局急轉而下，他逐漸地與國民黨政府認同，又參

加一九四六年的立憲會議即為一例。此後，國內政治局勢的不樂觀，

又使胡適恢復其超然與冷靜的批評者的角色。不過，他對整個局勢的

觀點，反映了一種尊重法律的心理傾向。在這段混亂的日子中，他仍

試圖保去有那份根據史實而來的透視感。一九四八年飛離北平到南

京。 

四、淡出政壇時期 (1949~1962) 與台灣政界互動 

    一九四九年以後九年，由於中國大陸情勢驟變，以反共自由派人

士著稱的胡適，無法見容於海峽兩岸，只好過著半放逐似的學者生

涯，遠赴美國。當時他在紐約當寓公，真是「遊手好閒」，主要原因

可能是那幾年少了一份能與他身分及才能相配的工作。畢竟，他在普

林斯頓大學任格斯德中文藏書部任之（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館長」（curator）一職，只能算是一份閒差。另外，他在美國著名

學府作過短期講學，零星的演講機會也多，但這些都算不上是正式長

期性的工作。五十年代胡適在紐約的那段日子，可說是由絢爛而歸於

平靜。在這段平凡而安定的日子裡，胡適卻依舊保持了他的平實與樂

觀，不降格、不辱志、不喪氣。一九五八年蔣介石打出民主牌，欲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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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進一步美援，便邀請胡適返回台灣，請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胡

適應允後便回台任該職，這時他的聲望已大不如前，位雖尊，卻只落

了個邊緣人物，不復被重視。 

    簡而言之，胡適的一生，除作了四年的駐美大使外，全都從事教

育學術文化方面的工作。思想獨立與坦白直爽是胡適一生的特色，他

曾獲庚子賠款獎金，先後肄業於美國康乃爾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受

教於實驗主義哲學家杜威，為杜威優秀門人之一。胡適曾經說：哲學

是他的職業，文學是他的娛樂，政治是他的義務。當胡適最初執政二

十年間他曾與執政黨不睦，但當他必須在國共兩黨間作一抉擇時，這

位哲學家便與蔣介石和好。當胡適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擔任中華民國

駐美大使時，曾接到國民政府六萬美金作為宣傳費用，胡適將這筆錢

退還給政府並附信說：「我的演說就是足夠的宣傳，不需花你們任何

錢。」爾後胡適在聯合國辯論中以及任何的講台上，都勇敢有力地斥

責赤色專制。一九六二年，七十二歲的胡適博士在中央研究院內主持

歡迎新院士的酒會中，突然因心臟病病發猝逝。他的一生使我們深深

覺得他的思想遺產對中國近代政治思想發生深遠的影響，並且持續著

歷史生命，正如程天放所言：「胡適創文學革命，迎世界新潮，吾道

大行，先生不朽；敲民主紅鐘，擎自由火炬，神州待復，後死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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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治思想演進與發展 

一、孔子的人本主義 

儒家思想以孔子為本，而其思想的核心即「仁」。包括許多社會

德性，如恭敬、寬恕、忠、信、惠等。要言之，仁可說是這些德性的

綜合，這些德性都是仁的不同表現，但仁不僅是德性量的總和，更是

質的提高，是人類道德實踐的極致。（張端穗，1987：129） 

這種以「仁」為中心的儒家道德哲學，我們稱之為「人道主義」

或「人本主義」。胡適基於這種人道主義，展開其世界觀。在一九一

四年七月十二日日記裡，胡適指出威爾遜(W. Willson)的外交政策，

其基本精神即在於「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同年十月二十

六日日記裡，他解釋「恕」的意義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胡適，

1986：47）所不欲勿施諸吾同國同種之人者，亦勿施諸異國異種之人

也。此孔子所謂『恕』也。」12 

一九一四年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胡適乃以人道主義反駁強

權。同年十二月十六日，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

演講，題目是 the Parting of the Way，他說:（胡適，1986：246）

今日世界文明之基礎所以不堅牢者，以其礎石非人道也，乃獸道也。

                                                 
12 該文引自胡適（1986），《胡適作品集》第 2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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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世界如道行之人至歧路之口，不知向左向右，而不能不抉擇:將

循舊徑而行獸道乎?將改途易轍而行人道也?  胡適的抉擇當然是人

道，所以他說:「救世之道無他，以人道易獸道而已矣，以公理易強

權而已矣。」（胡適，1986c：233） 

胡適以「人的人格」、「人的人性」、「人的尊嚴」解釋「仁」，13所

以反對天演公理，主張「天擇」以外尚有「人擇」，這就是「仁」的

體現，他說: 「天地不仁，故弱為強食。而人擇則不然。人也者，可

以勝天也。吾人養老而濟弱，扶創而治疾，不以質為老弱殘疾而淘汰

之也，此人之仁也。」（胡適，1986c：233）胡適認為「優勝劣敗」、

「物競天擇」的天演公理造成「弱肉強食」的強權主義:這是「獸道」，

絕對違背人道主義。他指出「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胡適，1986c：

183）所以提出一個「人擇」觀念，相信「人定勝天」的道理，主張

排斥強權主義的非人道來增進世界各國的人道主義。（胡適，1986c：

232）這種基於人道主義的世界主義可以說是古今東西自由的一大特

徵，胡適自由主義亦然。 

世界主義以外，胡適又受到儒家另一個影響，即從人道主義衍生

出來的「健全的個人主義」。他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看法》

一文中，指出孔子的教育哲學為「民主自由的教育哲學」。孔子教育

                                                 
13 該文引自胡適，（1954），《自由中國》卷十，七期，台北:自由中國出版社，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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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以「有教無類」為原則。然則，他的教育教什麼呢?其主要內容

就是「仁」。胡適以「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解釋之，他說「修己」是做教育自己的工作;但是還有一個社會目標，

就是「安人」。「安人」是給人類以和平、快樂⋯⋯所以後來儒家的書

大學裡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是修身的工作;而後面

的「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社會的目標。這種兼顧個人與社會

貫連起來的教育哲學便產生了「健全的個人主義」。胡適指出這種個

人主義將自己看作一個有擔子的人，即以為自己「有使命，有責任」。

這一「健全的個人主義」便形成胡適自由思想的主要內容，更是其自

由思想的一項重要特徵。 

二、老子的不爭主義 

唐德剛在《胡適口述自傳》裡說:「原來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我

就已經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響。」（唐德剛，1981:57）一九○九年，

他作了一首詩，其要旨即:「秋日適野，見萬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

質，際茲高秋，獨能迎風而舞，意態自如。豈老氏所謂能以弱者存耶?

感而賦之。」14由此可見，老子對胡適幼年影響很深。胡適指出「不

爭」是老子在耶穌誕生五百年之前所形成的自然宇宙哲學之一環。自

從一九一三年胡適被舉為世界學生會會長，他一直提倡「世界主義」，

                                                 
14
 該文引自胡適（1986），《胡適作品集》第 1 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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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不爭主義」也跟孔子的「人道主義」一樣，成為他主張和平

主義的一個理論根據。胡適在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日記裡就表示

這種態度，他說:「余告女士(韋蓮司)以近年已決心主張不爭主義

(non-resistence)，決心投身世界和平諸團體。」15（胡適，1986c:259） 

至於不爭主義的定義，胡適在”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裡說:「所謂不爭主義者，正如杜威

所指示，是『在一定情況下，消極的抵抗較公然的抵抗為有效。』」

（胡適，1986:53）16然則，這種「消極的抵抗主義」—「不爭主義」，

其目的何在? 胡適說:「（胡適，1986c：186） 此二聖人(老子與耶穌)

之言也?今之人則不然。其言曰弱肉強食，曰強權即公理，曰競爭者，

天演之公理也，曰世界者，強有力者之世界也。」由此可見，胡適的

「不爭主義」，其目的就在排斥強權主義，這與他的「人道主義」，實

有殊途同歸之功。 

三、墨子的非攻主義 

胡適曾自謂在十幾歲時深受墨子的影響，而他又說: （胡適，

1986c：57）  墨子主「非攻」; 他的「非攻」的理論實在是篇名著，

尤其是二篇裡的「非攻上」實在是最合乎邏輯的反戰名著; 反對那些

人類理智上最矛盾、最無理性、最違反邏輯的好戰的人性。  「不爭」

                                                 
15 該文引自胡適，（1986），《胡適作品集》第 35 集，台北：遠流出版社。 
16
 該文引自胡適，（1986），《胡適作品集》第 37 集，台北：遠流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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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非攻」，名詞雖然不同，但其內容幾乎一樣，只是後者較前者涵

義上更明確更積極而已。對於武力問題，胡適說：（胡適，1986c：173）

「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用之而有名，用之而得其道，則當嘉

許之。用之而不得其道，好戰以逞，以陵弱欺寡，以攻城略地，則罪

戾也。」這簡直是老子的口吻。 

胡適雖然不主張完全廢除武力，但還是反對「凌弱欺寡」、「攻城

掠地」的侵略戰爭。他指出戰爭的危險都是來自人類之間的相互相「疑

懼」，結果，「人皆知其(弭兵之說)美而不敢行，知軍備之為患而不敢

廢之」。胡適在＜敬告日本國民＞一文中，更詳細指出這種傾向說：17

「武力造成的國際新局勢，只能用更大的武力去維持，所以軍備必須

無限制的擴充; 而無限制的軍備擴充，這是以增加國際上的疑忌，因

而引起全世界的軍備競賽，也許終久還要引起國際的大戰禍。」(胡

適，1935：13) 

四、梁啟超新民學說 

胡適說自己受到梁先生「無窮的恩惠」，其中最明顯的兩點即:

第一是他的＜新民說＞，第二是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這是胡適在1905年至1909 年之間所讀的。首先，「新民」的意義是

要改造中國的民族，胡適引用＜新民說＞說：  未有四肢已斷、五臟

                                                 
17
 該文引自胡適（1935），〈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性〉，《獨立評論》130 號，北平：獨立評論

社，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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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

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

新國家。 

胡適回憶說：在那個時代讀這樣的文字，沒有一個不受他的震盪

感動的。（胡適，1986：56）梁氏在＜新民說＞裡指出中國所最缺乏

而須採補是公德，是國家思想，是進取冒險，是權利思想，是自由，

是自治，是進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義務

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胡適認為＜新民說＞的最大貢

獻就在指出中國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許多美德，所以說:「＜新民說

＞諸篇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徹底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

民族，很高等的文化。」（胡適，1986c：57）由此可見，「梁氏的＜

新民說＞使胡適認識了民族主義的意義。辛亥革命之後，梁啟超結束

亡命生涯歸國。」 

胡適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日日記裡記載此事說:18「梁任公為吾

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

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

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

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

                                                 
18
 該文引自胡適，（1986），《胡適作品集》第 2 集，台北：遠流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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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胡適，1986c：111)胡適特別強調梁啟超對

中國革命的最大貢獻就在於他革新中國的思想界，此一點遠超過直接

參加辛亥革命的那些人的功勞。胡適後來提倡新文化運動，以改革思

想為改革社會政治的前提。 

五、達爾文進化天演論 

胡適在《四十自述》裡詳細記載當時達爾文主義所引起的熱烈反

應和深遠影響，他說:《天演論》出版之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

國⋯⋯他們能了解的只是「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

在中國那次戰敗之後，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敗，適

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刺激的幾年

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和  「天演」、「物

競」、「淘汰」、「天擇」等等術語都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

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19(胡適，1986c：54)這段話可以說是胡

適代表當時受到達爾文主義影響的中國人所發的隨感錄。不但如此，

胡適連自己的名字都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適」字取下來的。

可見，當時達爾文主義對他的影響多深。 

胡適真正接觸達爾文的著作是留美以後才開始的，當時他已醉心

「世界主義」，所以他從達爾文的著作受到影響的並不是天演公理，

                                                 
19
 該文引自胡適（1986），《胡適作品集》第 1 集，台北：遠流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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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與實驗主義有關的幾個觀念。自從達爾文主張進化論以來，各種

學問都受到他的影響，實驗主義也不例外。他們將達爾文的進化觀念

應用到哲學上來，結果產生了一種「歷史的態度」(the genetic 

method)  

胡適說:「達爾文的生物演化學說給了我們一個大教訓:就是教我

們明瞭生物進化，無論是自然的演變，或是人為的選擇，都由於一點

一滴的變異，所以是一種很複雜的現象，絕沒有一個簡單 的地可以

一步跳到，更不會有一步跳到之後可以一成不變。」20(胡適，1986:3)

這段話便強調實驗主義的方法論，即漸進主義。胡適指出實驗主義由

達爾文主義出發，所以只能承認一點一滴的不斷的改進是真實可靠的

進化。實驗主義的這種觀念與辯證法的唯物史觀，斥之為「截斷思

想」。21總之，達爾文的進化論給胡適自由思想兩個方面的影響，即知

識論與方法論。基於進化論的知識，胡適反對「好古」 「返古」，否

定絕對的真理，進而批評束縛個人自由、個性發展的適切傳統觀念。

還有，從進化論來的漸進主義在胡適自由思想裡佔著很重要的位置。

「基於這種方法論，胡適始終反對革命」，深信唯有民主制度才可以

保障和平的改革主義，這就是胡適主張當時中國早日實行民主憲政的

一個原因。   

                                                 
20
 該文引自胡適（1986），《胡適作品集》第 2 集，台北：遠流出版社。 

2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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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易卜生個人主義哲學 

胡適受到易卜生的影響，其主要內容就是個人主義人生觀。早在

一九一四年，他在康乃爾大學哲學會宣讀《易卜生主義》的英文稿，

並於一左一八年將其中文稿發表在《新青年》(四卷六號)。易卜生可

以說是代表十九世紀歐洲個人主義的精華。胡適下了「易卜生主義」

的定義說:「娜拉拋棄了家庭丈夫兒女，飄然而去，只因為她覺悟了

她自己也是一個人，只因為她感覺到她『無論如何，務必努力做一個

人』，這便是易卜生主義。」22(胡適，1986：7)這種個人主義認為個

人應該把自己的潛力發揮到極點，因而反對社會或家庭對個人的許多

約束。換言之，胡適主張個人應從這些約束解放來—救出自己，進而

「做一個人」。 

胡適介紹易卜生的文學，其另一個原因是易卜生的人生觀代表

「寫實主義」，他說：人生的大病根在於沒有睜開眼睛來看世盼的真

實現狀⋯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 

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

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

仔細看。這種「寫實主義」的主要功用即揭破社會與家庭的黑暗腐敗

現象。」23(胡適，1986c：82) 

                                                 
22
 該文引自胡適（1986），《胡適作品集》第 2 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7 。 

23
 同上註，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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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介紹易卜生主義的目的，除了鼓吹個人主義以外，就是要革

新中國社會與家庭制度。而這兩者是互相連關的。譬如，胡適引用易

卜生的話，指出家庭的四種惡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賴性、奴隸

性；三是假道德，裝腔做勢；四是懦怯沒有膽子。（同上註）胡適認為

家庭既然有了這些惡德，則不得不維新革命。他還指出這種革命看起

來像是破壞的，其實完全是建設的。捐適所謂「建設的」是指「個人

須要充分發達自己的天才性，須要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24要言之，

胡適主張易卜生主義，其主要目的就是個人自由與個性解放。 

七、穆勒的自由論 

胡適受到穆勒影響，主要是自由內容方面的。穆勒主張「個人自

由必須有一個限制，就是任何人都不可以使自己妨害別人」。這一主

張就成為胡適自由思想的主要內容。在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日記

裡，胡適強調公道之律說:「人人皆得恣所欲為，惟必不可侵犯他人

同等之自由。即「我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為界」是也。則猶有所限

制也。」25(胡適，1986c：183-184)在同日的日記裡，胡適又記載「一

致」之義說:「穆勤所謂『自由以勿侵他人之自由為界』。」26這就是

胡適受到穆勤影響的第一點。 

還有第二點，即言論自由。穆勤主張在四種顯然的立場上，必須

                                                 
24 同上註，p.94。 
25 該文引自胡適（1986），《胡適作品集》第 35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p.183-184。 
26 同上註，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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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言論自由與發表言論的自由:第一、經壓制而消滅的任何言論，

仍有可能是真實的; 否定這一點就是以不會錯誤自居。第二、雖然被

壓制的言論是錯誤的，它仍可而且常包含一部分真理; 而由於在任何

主題上一般或流行的言論極少或從不是全部的真理，只有讓各種相反

的言論相激相盪，才能使所餘的真理有獲得補充的任何機會。第三，

縱然公認的言論是真理，而且全部都是真理，除非它能禁得起，並在

事實上受到有力和認真地辯駁，否則它就會被接受它的多數人作為一

種成見去看待。第四，教義(doctrine)的意義本身也會有減弱或喪失

其對品格與行為重大影響的危險，因為必條(dogma)變成一種形式上

的東西，阻礙任何得自理性與個人經驗的真實和深刻信念的成長。  

胡適在＜容忍與自由＞—文中說他受到穆勤《自由論》的影響很

大，並且說：「穆勤在該書中指出，言論自由為一切自由的根本。同

時穆勤又以為，我們大家都得承認我們認為「真理」的，我們認為「是」

的，我認為「最好」的，不一定就是那樣的。這是穆勤在那本書的第

二章中最精采的意思⋯⋯同時我受到穆勤大著《自由論》的影響很

大。」27(胡適，1959：7) 

八、赫胥黎的求證精神  

胡適真正受到他影響的是與實驗主義、科學精神相近的「存疑主

                                                 
27 該文引自胡適，（1959），《自由中國》21卷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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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胡適說：「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

是杜威。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

西。」28「存疑主義」(Agnosticism)這個名詞，是赫胥黎造出來的，

直譯為「不知主義」。而「存疑主義」的定義即:只有那證據充分的知

識，方才可以信用; 凡沒有充分證據的，只可存疑，不當信仰。29其

實，存疑主義代表一種科學的精神—懷疑精神，科學的精神強調科學

的唯一武器是證據。 

自從赫胥黎提倡存疑主之後，許多衛道的宗教家作論攻擊這種破

壞宗教的邪說，所以赫胥黎又作了四篇關於存疑主義的文章，如＜論

存疑主義＞、＜再論存疑主義＞、＜存疑主義與基督教＞、＜關於靈

異事蹟的證據的價值＞。此外，他還有許多批評基督教的文字，後來

編成兩冊，一冊名為《科學與希伯來傳說》，一冊名為《科學與基督

教傳說》。30 

這種科學的精神終於為打倒二千年尊崇的宗教權威打下思想上

的一項基礎，結果引起一種思想革命。胡適說:「自從這個『拿證據

來』的喊聲出以後，世界的哲學思想就不能不起一個根本的革命—哲

學方法上的革命。」（同上註）後來，「拿證據來」這一句話便成為胡適

的口頭禪。總之，「胡適以改革思想為改革社會政治的先決條件」，所

                                                 
28 該文引自胡適（1986），《胡適作品集》第 2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2。 
29 同上註，p.5。 
30 同上註，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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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非常注重存疑主義—懷疑精神，因為在消極方面，它使人們不為

迷信與威權的奴隸，即思想解放;在積極方面，它則有助於建立「新

生活」，即「科學的人生觀」。這些都是胡適自由思想的主要內容。 

九、杜威的實驗主義（或稱工具主義）  

一、實驗主義哲學發源於1871–1874年間哈佛大學的「玄學

會」，會員中有皮耳士（C.S.Peirce,1839-1914）以及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6），這兩人即是實驗主義開山大師。（胡明，1998:334） 

但胡適所接受的主要是杜威的學說，他曾自云:「杜威對威廉、詹姆

士的批評甚為嚴厲，老實說，我也不喜歡詹代的名著《信仰的意志》

（The Will ,to believe）。我本人就是缺乏這種信仰的意志的眾生

之一，所以我對杜威的多談科學少談宗教的更接近機具主義

（Instrumentalism）的思想方式比較有興趣。」（唐德剛，1981:91） 

    胡適曾引述杜威對舊派哲學對於「經驗」的見解有五種誤謬: 

一、疑難的境地，就是說，一切有用的思想，一切有用的思想，

都起於一個疑問符號。一切科學的發明，都起於實際上或思想上 

的疑惑困難。 

二、指定疑問之點究竟在何處，這如同中一「脈案」、西醫「診

斷」一樣的重要，但又需防止武斷。 

    三、提出種種假定的解決方法，這是思想最要緊的一部分，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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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假定的解決方法的提出，依賴於平生的經驗學問。 

    四、決定哪一種假設是適用的解決，即採用比較起來最能解決困

難的解決方法的假設。 

    五、證明。即用實地的的證明、實驗的方法的作證實，如不能證

實，便不能使人信用，如果得到證實，才可使人信仰。 

    胡適又說，「杜威受了進世生物進化論的影響最大，所以他

的哲學完帶著生物進化論學說的意義，他說『經驗就是生活，生活不

是在虛空裡面的，乃是在一個環境裡面的，乃是由於這個環境的。』

我們人手裡的大問題，是:怎樣對付外面的變遷，才可使這些變遷朝

能於我們將來的活動有益的一個方向走。外境的勢力雖然也有幫助我

們的地方，但是人的生活決不是籠著手太太平平的坐享環境的供養。

人不能不奮鬥，不能不用環境直接供給我們的助力，把來間接造成別

種變遷。生活的進行全在於能管理環境，生活的活動必須把周圍的變

遷一一變換過；必須使有害的勢力變成無害的勢力，必須使無害的勢

力變成幫助我們的勢力，這就是杜威所說『經驗』」。（胡明，1998:301–

302）31 

    杜威工具主義對胡適的影響是極為明顯的，胡適也一直承認他從

杜威那兒學得了知識的方法。杜威不只教他「想」，還教他「如何想」，

                                                 

31
胡明（1998），《胡適精品集》第一集，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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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是人生中最神聖的責任。對他的中國聽眾講演這一生主題時，總

是不斷的強調實驗主義的方法論，事實上別的都因此而不談。 

    杜威始終認為實驗主義是一種方法論，一九二一年夏，杜威離華

時，胡適就其老師之言論做了以下的摘要：杜威先生不曾給予我們一

些關於特別的問題的特別主義，一如共產主義，自由戀愛之類–他只

給了我們一個哲學方法，使我們用這個方法解決我們自己的特別問

題。32（胡適，1986d:271） 

 

 

 

 

 

 

 

 

 

 

 

                                                 
32 該文引自胡適（1986），《嘗試集》，台北:遠流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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