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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胡適儒家仁政與傳統治道思想之要義 

 

第一節  儒家仁政與現代民主 

每一種政治哲學，包括民主思想在內，都必須深入思考：個人在

社會裡的地位；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個人與團體和政府之間的關

係。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本質上是各人自由的問題；個人與個人之

間的關係，在本質上是平等的問題；而自由與平等皆為重要的政治觀

念。最後，個人與團體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則是直接與政治有關，其

所牽涉的政治權力，當表現於是否能經過人民的同意，而為大眾提供

福利，它影響了我們作為公民的地位，授權和接受政府的服務。（力

普生，1973：196）而其最終目的，乃在尋求一個和諧的人類秩序，

建立一人明道的社會。 

作為中國思想主流的儒家仁政思想及作為西方政治主流的民主

思想，是否能為人類提供這樣的理想，及解決上述三個問題，端賴其

本身提供的內在觀念及衍生而建立的政治制度設計，是否能達成上述

的目標。 

作為儒家一切治道與政道的基礎－仁，它至少包含有三層意義：

一是相當於天道生生為仁的內容；二是克己之道的仁，創發自己，為

自己真正負責任，成己的仁；三是天下歸仁的仁。而第二義及第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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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真正負責任，成己的仁；三是天下歸仁的仁。而第二義及第三義 

實乃皆為第一義的衍申。因為儒家在「天道」的作用中發現了「生命

的本質」，於是當「天道」與人的內在作一種道德性的連結時－－如

《詩經》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左傳》

威公十三年：「劉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即謂人對於生命的把握，便要效法天道，成己成物，以便與「天地合

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1 

而在追求第二義及第三義的過程中，有一個做人工夫是吾人極需

把握的，那就是強恕而行，作為脩、齊、治、平層層衍展的「仁」。

它亦涵蓋有兩層意義（或者說表現的形式），從消極的看，其所發動

者為恕，所謂「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2從而亦有了所謂「平

醵下絜矩之道」，那就是「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

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

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3 

由此可見，所謂「絜矩」者，乃純以平等對待的關係而成立，絕

不是片面的取利義務；其次，此所謂「絜矩」者，乃人人共絜此矩，

各絜此矩，是天下人共守，而非只求於一人，而人之所以如此，並不

是因為客觀法治的要求，乃是發自內心，一種同類意識相感召的表

                                                 
1 該文引自《易經乾文言》。 
2 該文引自朱熹注（1986），〈論語‧衛靈公篇〉，《四書集註》，台北:世界書局。 
3 該文引自朱熹注（1986），〈大學〉，《四書集註》，台北:世界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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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梁啟超，1973：81）故能近取譬，而如荀子《非相篇》所說的

「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 

除了「恕」的消極形式外，為了進一步使社會進步和諧，更要發

動「仁」的積極形式，即孟子所說的：「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篇，「仁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

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4由此使人人「頓頓焉日日相親

愛也」這才是儒家追求「仁」的真正理想。 

由對天道，性命與人己之間關係去把握的「仁」，發為政治上的

作用，則統治者在政治上的表現，並不是在享受權力的滋味，或炫耀

自己的地位，而是在克盡其受天地以生之命，完成其本身之德；而其

對被統治者該負起的責任亦是如何使其能「勞之、來之、匡之、直之、

輔之、翼之、使自得之」。5 

由以上之分析，把握「仁」為思想中心的儒家仁政思想，在作為

一種政治哲學，「為人由己」，乃表明了個人在社會裡的地位，是應該

自由及平等的，「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只要你好

好修養自己的「德」與「能」，不怕沒有你自己該得到的地位，所謂

                                                 
4 該文引自朱熹注（1986），〈孟子‧梁惠王篇〉，《四書集註》，台北:世界書局。 
5 該文引自朱熹注（1986），〈孟子‧滕文公篇〉，《四書集註》，台北:世界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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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6 

其次，在處理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上，儒家基於對「仁者，人

也」的認識，而體認了吾儕乃皆係圓顱而方趾，橫目而睿心之人，故

有「同類意識」的發動，在消極的方面有「絜矩之道」的恕；在積極

方面的有「舉斯心加諸彼」，「己立而立人，己達而達人」能近取譬的

行仁，故其地位乃係一應然實質平等的關係，絕無片面的義務；而且

這樣的「絜矩」及「行仁」，乃係出自於對人類社會之自然發展的倫

理觀念，而不是基於權力意識，所建構而成的一種機械式的形式平等

的法治觀念而已。 

再其次，論到個人與團體和政府之間的關係。由於儒家早已體認

了個體是群體的素材，例如宋儒把天視為宇宙本體、視為一太極，故

受之於本體的每一種象物，亦各具一太極，即表明了個體的生命正孕

育群體生命的發展中，而群體之生命賴每一個體生命發展而效之。此

亦可由《白虎通》詮釋謂：「君者，群也，群下之所歸心也」可以相

應知之。 

故個體與團體，為小我與大我絕不是對立的，群體的生命，為個

人的生命所寄託；在群體的發展中，個人能夠得到適當的發展，此亦

可由蔣介石先生曾說過的一段話：「人之為人，主要就由於人由合群

                                                 
6 朱熹注（1986），〈論語‧里仁篇〉，《四書集註》，台北:世界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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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去擴大自己的生活，同時由繼往開來，去延長自己的生命滿實現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

起的生命』」7（蔣中正，1971:929）而得到證明。故吾人亦可知在此

情形下，所建立自由與平等的概念，亦不再是消極的免除干涉，而是

積極的服務人群，發展自我；（蔣中正，1971：941）所謂平等，亦不

在報酬的同一，而是生活條件的實質平等（蔣中正，1971：941）亦

即大家如站在基本生活知識水準上，得到機會均等的平等，孫中山先

生所謂「立足點平的真平等」是也。8 

至於個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亦適用在上述群己關係之說明，因

此，個人與政府之間並不是對立的，政治的成功，正是取決於主體對

外界人、事、天三方面的關係的合理調和（牟宗三，1979：19）而做

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理想境界。9 

這樣的政治哲學對西方的民主政治將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西方的民主政治由於存有內在的矛盾概念，過去某段時期產生了

自由與平等，民主與極權的糾結。要自由、則顧不了平等；要平等，

則又限制了自由，於是乃有共產主義、極權政治的產生。此乃因西方

的民主，自始即偏重於個人主義的基礎上，小我與大我是衝突對立

                                                 
7 該文引自蔣中正，（1971），《蔣總統中興講詞總集》卷 3，台北：編輯委員會，p.929。 
8 孫文，（1973），《國父全集 2》，p.93。 
9 該文引自朱熹注（1986），〈中庸〉，《四書集註》第一章，台北:世界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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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的形式由個人決定。因此，對消極的防止傷害的才可以接受，

積極的為了增進福利的就不能接受；（力普生 Leslie Lipson，1973：

198）而其所強調的平等，又多是平頭的假平等，造成了自由與平等

不易融和的概念，而這衝突跟矛盾並不是藉著一紙法令的存在或徒擁

有一客觀法制即可解決的，它必須藉助一正確的思想指導。 

儒家仁政思想中的仁，在處理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用為仁由己

的概念，表現於對成己的責任心，說明了自由與平等的真諦；又以此

為基礎以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則是消極的恕道與積極的行仁並重，

此亦符合人道的平等觀；至於群己關係，吾人自亦能由社會化的觀念

來理解自由，從其有基本的經濟與教育條件而求得機會均等的意義來

解釋平等，10故自由與平等並不發生衝突，政治的自由與經濟的平等，

實可同時獲得。儒家「仁」的概念，從積極的人生意義來詮釋自由與

平等觀念，並可消除西方消極意義的自由與平頭式假平等的流弊。 

其次，西方近代民主運動之所以產生乃係對君權專制的反動，政

府為罪惡的淵藪的看法，可說深入人心，若不是基於現實需要的考

慮，政府有其不得不存在的理由，西方早已成無政府的狀態。故近代

民主運動一發生，其所建立起中心政制，仍把政府視為一「必要的罪

惡」（necessary evil）政府統治應為「較小罪惡的抉擇」（崔垂言，

                                                 
10 同註 7，p.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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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91）故主張予以權力制衡，而認為「最少管事的政府乃是最好

的政府」。這種對政府不信任，充滿恐佈的心理在西方可說相當普遍。 

然而一個事實問題是：人民在取得政權以前，必須要求自由與平

等，否則民主政治便無由實現，而於取得政權後，也必須重視秩序與

賢能，否則民主政治便失掉效用形成兩股不相稱的力量，（崔垂言，

1967：91）彼此激盪，造成西方民主的不穩定，亦提供了納粹與共產

極權崛起的因素。共產極權把國家視為壓迫人民的工具與西方民主國

家視政府為必要的惡，皆代表了人民與政府之間關係的對立，而其中

的血脈實乃相通，故若要紓解西方民主處理人民與政府之間產生民主

與極權的糾結，需要有一健全合理的群我關係，以消除人民與政府對

立恐懼的情況，此正亦有賴於儒家仁政思想中人民與政府關係的政治

哲學。君者，群也，君道之立，在利出於群－故中心政制的建立並不

在壓迫個人的發展，而是在調和鼎算，以使民生樂利，萬物各得其所。

這也才是儒家建立中心政制的真正目的。 

由於儒家把握天道「生」的作用，而人又與天道有著內在的連結，

於是效法天道，乃有了內在的人本主義，程明道所謂「天地之大德曰

生，天地綑蘊，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云者，

善之長也，斯謂仁也。」故仁政的重要原則乃在法天地「生之原理」，

故施政一定要把握「尊生」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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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把尊生原則，施政才有了建設握性的內容，那就是養民以遂

生，脩教以遂性，換句話說，尊生的第一步在使人民的自然生命先獲

得滿足，所謂「廩食足而知榮辱」，民生困窮，甚至無以為生，再多

的道德教條都是高調。故為政第一步應先設法使人民「仰足以事父

母，俯可以畜妻子」、「養生送死而無憾」。 

又儒家自始即非常重視教育，11孟子所謂「設為庠序學校以教

之」。12在此意欲說明的就是教育的目的，從個人的觀點論，固在使一

個人能藉「脩道以教」，以便能「至誠盡性」；而從社會化的觀點來看，

培養了每一個有德有智的健全人民，正是一個健全社會基礎。此亦可

見儒家「脩教以盡性」對尊生作用的貢獻。 

根據「尊生」的原則，在政治上的建設乃以養民遂生及脩教遂性

為其主要內容，而其方法措施，則在「正德、利用、厚生」。所謂德，

是指道德的真實心、仁義心，（牟宗三，1979：29）故一夫不獲其所，

不遂其生，便不是仁義心所能忍，故正德，毋寧是「利用、厚生」的

基礎。前亦提及，政治的成功，乃取決於主體對外界人、事、天三方

面關係的合理與調和，而要達到合理與和諧，必須從自己的內省修德

作起，即是先要培養德性的主體，故此必說「正德」然後才可說「利

用」與「厚生」。中國的聖人，必由德性的實踐，以達政治理想的實

                                                 
11朱熹注（1986），〈中庸〉第 22章，《四書集註》，台北:世界書局。 
12朱熹注（1986），〈孟子‧滕文公篇〉，《四書集註》，台北:世界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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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正德求諸己，利用厚生歸諸人，此正所以重人尊生也。 

其次，利用厚生，指的既是人民生活的幸福（牟宗三，1979：28）

因此政治的問題，必以國民生計為中心，設法開發資源，創造就業，

以發展國民經濟，重視其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問題的解決，

以使「黎民無飢無寒」13在經濟的發展不但求富，而且要求均，上下

均足。《論語》中所謂「哀公聞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對曰：『盍徹乎？』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14又「有國有家者，不

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15以

上均說明經濟發展應重視民生的普遍樂利，而不是鼓勵上者剝削，或

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壓迫，造成富者可敵國，貧者無立錐之地。另

外對於社會的弱者，如老、幼、婦孺、鰥、寡、孤、獨者，吾人亦行

社會政策以濟之，務使「老有所安，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

廢疾者皆有所養。」16 

筆者認為，儒家在建設人民幸福的政治方針上，務必使得全國人

民個個人能夠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足衣足食，知禮知義。而這些建

設，又必須以正德為前提－－正為政者之德，亦正被治者之德，而其

                                                 
13朱熹注（1986），〈孟子‧梁恵王篇〉，《四書集註》，台北:世界書局。 
14朱熹注（1986），〈論語，顏淵篇〉，《四書集註》，台北:世界書局。 
15朱熹注（1986），〈論語‧季氏篇〉，《四書集註》，台北:世界書局。 
16《禮記》禮運篇大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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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不只在課統治者以政治道德與政治責任，亦在藉由統治者本身的

動見觀瞻，起示範作用，而養人民政治道德、政治能力與政治習慣，

這是正德的另一目的。 

西方的民主政治，從君權專制的枷鎖中解放，原是要追尋其民權

思想標榜的自然權利的，那就是一切人民皆生而平等，皆受上帝所賦

予的若干不可割棄的權利，就中即為生命，自與求樂，故其原亦有「尊

生」之意，奈何其初始之發展，並不是積極的以這樣的理想，從事政

治的建設，而只是消極地防範政府之非法亂紀為主旨，以確保布爾喬

亞(burgher)工商業的自由發展，故主張「政府越少管事越好」，這種

經濟中心論，把財富與民主的結合，遂不能完成其為真正的民主任

務，可說是早在吾人的預料之中。 

幸好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在英國，一連串社會改革法案的推

行，乃逐漸改善了社會貧富不均的現象，重視人民生存的經濟條件，

接著一九三○年代期間，由於世界經濟大恐慌，亦迫使美國政府不得

不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以解民生之困疾，至此，民主國家一改過去經

濟控制政治，經濟支配社會的論調，最好的政府不再是最少管事的政

府，而是能夠積極為人民創設社會經濟福利，提供人民最佳服務，以

建設人生幸福的政府了，這是多麼的需要。 

西方民主政治政府角色功能的改變，由消極的制衡，到權力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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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與職掌的擴大，並不是輿論與國會要它這樣，卻是真正的民主政治

的本身，有其內在的需要，亦即尋求人類全體生存的內在需要與自然

發展所致，這樣的發展，正含蘊著其原來所高舉自然權利的理想，而

符合著儒家仁政的「尊生」之意，蓋人們亦早已厭倦於那種「只給選

票不給麵包」，了無實質意義的民主政治。 

從西方民主政治的成就方面，有關經濟協助及社會福利的說明

中，吾人亦可意識到，西方民主政治在質的發展上，基於群體生命存

在發展的需要，亦走向了所謂「利用厚生」，如對老、幼、婦孺的種

種特別保障、退休金、傷殘救濟金、禁止童工、醫療衛生的規定、義

務教育、人民運動及休閒活動場合與機會的提供⋯⋯等等，都說明了

在重視人民幸福方面實質建設的一面。但吾人前已言之，西方民主政

治走上「利用、厚生」之路，並不是把握生命的內在原理，來從事這

樣積極的建設，而是事實發展所不得不然，而且對這樣的政治建設，

在西方人士紿終只以「權力」的認識為其基礎，而不以掌握「民受天

命以生」的「生的哲理」。 

故一個為政者登上政治舞台，只以憲法予與人民這些法益的保

障，限制了統治者行使的權力，故促其照章行事，而且為了往後的政

治前途，對此事物亦只有全力以赴，其並不以此為一個人內在生命，

為完成自己「天地氣象」的德性性命視之，所以他常是用英雄性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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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馭道德性命，用「權力的平衡」及「妥協的方法」來達成其政治的

目的，於是吾人看到利益團體如何支持候選人以為他們未來的經濟利

益作政治投資，於是每一種特殊利益團體相符的小組委員會，以這種

方法把權力自動化而非民主化，而特殊人們在特殊範圍內使壟斷決

策，沒有組織又欠缺警覺性的大眾因而受害。此關鍵即西方民主政治

缺乏「正德」的觀念，不以政治的成功，乃係要先培養德性的主體，

有德性主體在對外界的人、事、天才能做到真正合理的調和，而「利

用」與「厚生」亦才能在「正德」的前引下，表現出社會公正的一面，

而不致建立平頭的假平等，或者平時為利益團所包圍，而只在大眾輿

論警覺到的問題，才不得不採行有效的行動。 

同時被統治者一方，由於未能重視德性方面的發展，體會受生於

天地之道的人，其原與天地一樣，具有「創生不已」的本質。由於不

重視生命原理的把握，培養「為仁由己」的責任心，待社會福利措施

興起，其原來是要幫助「窮人」的實際上卻蹂躪了「窮人」，「向富人

抽重稅」的經濟政策，原有濟社會性（按：即累進稅率）的效果，卻

產生了破壞性的影響，具有潛能而富有超級生產能力的個人已經在縮

減他們的努力，而寄生的社會卻不斷地增加，造成政府財政的負擔。 

因為把握人受之於天而生的觀念，故「仁者人也」的平等性的概

念，可說早已深入儒家之心，亦已深入中國人之心。故中國人自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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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來，始終未嘗認國家為人類最高團體，（梁啟超，1973：2）其政

治論常以全人類為其對象，目的在平天下，國不過與家族組成「天下」

之一階段，政治之為物，絕不認為專為全人類中某一區域某一部分人

之利益而存在。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17正表明一個統治者以天下為己任，曠達包涵的襟懷，而以「平章百

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致天下平為其鵠的，最後達到「以天

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18的地步。 

而在這樣一個理想的境地，其政治的內容有三：(一)就政治的組

織言，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舉能，講信脩睦」，如此一

來乃以全世界為政治的對象，而不再強調「城郭溝池以為固」；政府

是由人民選舉，而非承認任何階級世襲的政治權力；至於講信脩，睦

實為地域團體相互間關係必須以人類倫理的「絜矩之道」相待之。(二)

就社會的組織言，固須先以家族為基礎，而擴其「超家族」的精神，

而做到「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

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三)就社會組織

中關於經濟條件而言，則是鼓勵生產，但不是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

純粹自顧個人利益，在此不僅鼓勵每個人發揮其潛能，亦得顧及「利

他」的發展；故其所標舉者乃謂「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

                                                 
17 朱熹注（1991），〈小雅北山〉，《詩經集註》，台北:萬卷樓出版社，p.118 。 
18 〈禮記禮運〉，《十三經著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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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正強調個人貢獻所能的責任心，與顧

及社會主義群體發展的「人道」精神並行不悖。這樣的經濟建設條件

才是完美的。 

至於西方民主政治，雖倡言「人類生而自由平等」高呼「自由、

平等、博愛」可是其所行正與其所標舉者不一，蓋有人以國家主義為

出發，乃視極偏狹的愛國心為神聖，至於他國則視為異類，於是講求

向內團結，向外對抗，其極至也遂以仇嫉外人為獎勵，愛國衝動之唯

一手段，（梁啟超，1973：2）甚至於其自己國內都有種族歧視的存在，

而違反了其自身「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但無論如何，在其國

內，畢竟還可藉民主的原則及價值，來規範其國內的問題，至於如何

放眼世界，卻不出民族國家陳舊的政治圈子，而把其民主的文明瓶頸

帶進國際的領域，似仍為西方民主政治當前的一個難題。 

筆者認為，儒家的仁政思想，無論從政治哲學，為政的原則，施

政的措施與方法，或人類所追求終極的政治目標而言都相當正確，但

由於其缺乏民治的原則與制度，故在政治上常使國家淪於一治一亂，

當戰火相輪的結果，便是生靈塗炭：其次，由於缺乏現代民主國家的

法治觀念，故人民在行政措施及司法保障方面，沒有做到「仁政」的

落實；更由於沒有一套規定政權和平轉移及權利義務保障的憲法秩

序，故人臣與皇帝之間，官僚之間，一旦因政見而衝突，便常由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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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好惡作用，反造成忠臣下獄，奸臣當道，以致黨禍相連的悲慘局

面，而所謂「為仁由己」的自由精神，亦在此情形上，失去政治上最

確切的保障。卻只能落在脩身立教上面講，甚至於求脩身立教的道統

而不可得。 

胡適所引進西方式民主，及試圖以民主的原則，促使政權和平轉

移，且使中國政治免於走上一治一亂的連環套；並落實法治與司法獨

立，使人民與政府的權利與義務做一適當的規範，正是對傳統儒家仁

政在清末民初備受質疑之際，注入一劑強心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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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道德觀與傳統治道 

道德是人類獨有的產物。人與人相處的社會，除了法律以外，道

德也是不可缺少的。在傳統中國社會裡，道德是「道」與「德」的合

成語。所謂「道德」是指從道的實踐當中得到的一些德行。 

胡適認為傳統中國尤其道家的「道」觀念，不過是一個無從證實

的傳說，他們(道家)把自己的傳說當作真實的存在，遂以為已尋得宇

宙萬物的最後原理。他指出這種觀念在哲學史上有破除迷信的功用，

但其結果又可能阻礙科學的發達。19根據實驗主義的真理論，認為沒

有絕對的真理，所以沒有不變的道德論。胡適早在一九一三年便有了

這種想法，他說：「古代所謂是者，今有為吾人所不屑道的矣。古人

所謂衛道而攻異端，誅殺異己⋯⋯不特時代變遷，道德亦異也。即同

一時代，歐人所謂是者，亞人或以為非⋯⋯是故道德者，亦循天演公

理而演進者也⋯⋯吾人但求知識之進，而道德觀念亦與之俱進。」20 

胡適歸國第二年發表〈易卜生主義〉一文，借易卜生的看法來批

判當時的道德觀念，他認說：法律、宗教既沒有裁制社會的本領，我

們且看「道德」可有這種本事。據易卜生看來，社會上所謂「道德」，

不過是許多陳腐的舊習慣的，合於社會習慣的，便是道德；不合於社

會習慣的，便是不道德。正如我們中國的老輩人看見少年男女實行自

                                                 
19 該文引自胡適(1986)，《胡適作品集》第 22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11-12。 
20 該文引自胡適(1986)，《胡適作品集》第 34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127-128。 



 75

由結婚，便說是「不道德」。21 

胡適指出道德的這種裁制力量對個人來說，簡直具有「順我者

生，逆我者死；順我者賞，逆我者罰」般的作用。換言之，這種陳腐

的習慣－舊道德－一方面摧殘個人的個性，壓制個人的自由獨立精

神，一方面造出「一種詐偽不自然的偽君子」，結果個人在社會裡「漸

漸地把黑暗世界當作安樂窩」。22胡適最怕就是傳統道德對個人的這種

專制，即抹殺個人自由與阻礙個性發展。因此，他主張「今日急務，

在於一種新道德。」23 

他的新道德論反映著杜威的道德論，它具有兩個特色：其一，不

分內（動機）外（效果）。主內的偏重行為的動機，偏重人的品性；

主外的偏重行為的效果，偏重人的動作。胡適認為這都是一偏之見，

他主張動機也不是完全在內的，因為品性往往都是行為的結果。如前

所述，實驗主義知識論的一個特色就是「知行合一」，胡適用它來解

釋不分內外的道理說：「若把行為的一部分認作『內』，一部分認作

『外』，那就是把一件整個的活動分作兩截，那就是養成知行不一致

的習慣，必致於向活動之外另尋道德的教育。」24因此，他指出這種

活動之外的道德教育──如中國的讀經修身之類──決不能有良好

                                                 
21 該文引自胡適（1986a），《胡適作品集》第 2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87。 
22 同上駐，pp.88-89。 
23 同註 20，p.244。 
24 該文引自胡適（1986c），《胡適作品集》第 4集，p.108。 



 76

的結果。 

其次，不分責任和興趣，胡適反對很多人以為興趣即是自私自利

的表示，若跟著「興趣」做去，必致於偏向自私自利的行為。他說：

「興趣即是把所做的事認做我自己的活動的一部分⋯⋯沒有興趣的

責任⋯⋯決不能真有責任。」25因此，他主張真正的道德教育在於使

人對於正當的生活發生興趣，在於養成對於所做的事發生興趣的習

慣。26 

此外，胡適兼顧私德與公德。他引用杜威的話，指出民主主義的

教育須有兩大條件：一、須養成智能的個性（intellectual 

individual）；二、須養成共同活動(cooperation in activity)的觀

念和習慣。27前者牽涉到私德，後者則涉及到公德。在私德方面，胡

適強調基於個性發展與個人獨立的「自立」，視它為善良社會絕不可

缺少的條件。28在公德方面，胡適主張小我（個人）對大我（社會）

「須負重大的責任」。29胡適所謂「健全的個人主義」就代表私德與公

德的結合。 

在私德與公德間，胡適更提出他的“新三不朽”觀念。他曾自述

我母親于一九一八年逝世。她的逝世，就是引導我把我在這廣大世界

                                                 
25 同註 24，p.109。 
26 同註 24，p.110。 
27 同註 24，p.111。 
28 該文引自胡適（1986c），《胡適作品集》第 6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45。 
29 同註 21，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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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摸索了十四年多些的信條第一次列成條文的時機。這個信條系于一

九一九年發表在以〈不朽〉(Immortality, My Religion)為題的一篇

文章裡面： 

因為我在幼童時期讀書得來的學識，我早就已摒棄了個人死後生

存的觀念。好多年來，我都是以一種“三不朽”的古說為滿意，這種

古說我是在《春秋左氏傳》裡面找出來的。傳記裡記載賢臣叔孫豹于

紀元前五四八年（時孔子還只有三歲。筆者按，即魯襄公二十四年）

謂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三者“雖久不忘矣，此之謂不朽”。

這種學說引動我心有如是之甚，以致我每每向我的外國朋談起，並給

了它一個名字，叫做“三W的不朽主義”（三W即Worth, Work, Words

三字的頭一個字母）。（歐陽哲生，1998:97） 

我母親的逝世使我重新想到這個問題，我就開始覺得三不朽的學

說有修正的必要。第一點，其弱點在太過概括一切，在這個世界上，

有多少人其在德行功績言語上的成就，其哲理上的智慧能久久不忘的

呢？例如哥倫布是可以不朽的，但是他的那些水手怎樣呢？那些替他

造船或供給他用具的人，那許多或由作有勇敢思考，或由在海洋中作

有成無成的探險，替他鋪下道路的前導又怎樣呢？簡括的說，一個人

應有多大的成就，才可以得不朽呢？ 

再說，這個學說對於人類的行為沒有消極的制裁。美德固是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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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但是惡德又怎樣呢？我們還要再去借重審判日或地獄之火嗎？ 

我母親的活動從未超出家庭間瑣屑細事之外，但是她的影響力，

能清清楚楚的從來吊祭她的男男女女的臉上看得出來。我檢閱我已死

的母親的生平，我追憶我父親個人對她畢生影響的力量，及其對我本

身長久的影響，我遂誠信一切事物都是不朽的。我們所做的一切什麼

人，我們所幹的一切什麼事，我們所講的一切什麼話，從在世界上某

個地方自有其效果，而這些又將繼續達到無限的空間與時間。（歐陽

哲生，1998:98） 

正如列勃涅慈（Leibnitz，1646-1716）有一次所說，（人人都感

覺到在宇宙中所經歷的一切，以及那目睹一切的人，可以從經歷其他

各處的事物，甚至曾經并將識別現在的事物中，解識出在時間與空間

上已被移動的事物。我們是看不見一切的，但一切事物都在那裡，達

到無窮境無窮期）。一個人就是他所吃的東西，所以達柯塔的務農者，

加利福尼亞的種果者，以及千百萬別的糧食供給者的工作，都是生活

在他的身上。一個人就是他所想的東西，所以凡曾于他有所左右的人

──自蘇格拉底（Socrates）、柏拉圖（Plato）、孔子以至于他本區

教會的牧師和撫育保姆──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一個人也就是他所

享有的東西，所以無數美術家和以技取悅的人，無論現尚生存或久已

物故，有名無名，崇高粗俗，都是生在他的身上，諸如此類，以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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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窮。 

一千四百年前，有一個人寫了一篇“神滅”的文章，被認為褻瀆

神聖，有如是之甚，以致其君皇敕七十個大儒來相駁難，竟給其駁倒。

但是五百年後，有一位史家把這篇文章在他的偉大的史籍中紀了一個

撮要。過了九百年，然後有一個十一歲的小孩偶然碰到這個三十五個

字的簡單撮要，而這三十五個字，于埋沒了一千四百年之後，突然活

了起來而生活于他的身上，更由他而生活于幾千百個男男女女的身

上。（歐陽哲生，1998:99） 

一九一二年，我的母校來了一位英國講師，發表一篇演說，《論

中國建立共和的不可能》。他的演講當時我覺得很不通，但是我以他

對于母音Ｏ的特異的發音方法為有趣，我就坐在那裡摹擬以自娛。他

的演說早已忘記了，但是他對于母音Ｏ的發音方法，這些年來卻總與

我不離，說不定現在還在我的幾千百個學生的口上，而從沒有覺察是

由于我對于布蘭特（Mr. J. C. P. Bland）的惡作劇的摹仿，而布蘭

特先生也是從不知道的。 

兩千五百年前，希馬拉雅山的一個山峽裏死了一個乞丐。他的尸

體在路傍已經腐化了，來了一個少年王子，看見這個怕人的景象，就

從事思考，他想到人生及其他一切事物的無常，遂決心脫離家庭，前

往曠野中去想出一個自救以救人類的方法。多年後，他從曠野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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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做了釋迦佛，而向世界宣布他所找出拯救的方法，這樣，甚至一

個死丐尸體的腐潰，對于創立世界上一個最大的宗教，也曾不知不覺

的貢獻了其一部份。（歐陽哲生，1998:99） 

這一個推想的線索引導我信了可以稱為社會不朽（Social —

Immortality）的宗教，因為這個推想在大體上全系根據于社會對我

的影響，日積月累而成小我，小我對于其本身是些什麼，對于可以稱

社會，人類或大自在的那些什麼施為，都留有一個抹不去的痕跡這番

意思。小我是會要死的，但是他還是繼續存活在這個大我身上。這個

大我乃是不朽的，他的一切善惡功罪，他的一切言行思想，無論是顯

著的或細微的，對的或不對的，有好處或有壞處──樣樣都是生存在

其對于常我所產生的影響上。這個大我永遠生存，做了無數小我勝利

或失敗的垂久宏大的佐證。 

這個社會不朽的概念之所以比中國古代三不朽學說更為滿意，就

在于包括英雄聖賢，也包括賤者微者，包括美德，也包括惡德，包括

功績，也包括罪孽。就是這項承認善的不朽，也承認惡的不朽，才構

成這種學說道德上的許可。一個死尸的腐爛可以創立一個宗教，但也

可以為患全個大陸。一個站侍女偶發一個議論，可以使一個波斯僧侶

豁然大悟，但是一個錯誤的政治或社會改造議論，卻可以引起幾百年

的殺人流血。發現一個極微的桿菌，可以福利幾千百萬人，但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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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癆的人吐出的一小點痰涎，也可以害死大批的人，害死幾世幾代。 

人所做的惡事，的確是在他們身後還存在的！就是明白承認行為

的結果才構塑我們道德責任的意識。小我對於較大的社會的我負有巨

大的使命，把他幹的什麼事情，作的什麼思想，做的什麼人物，該對

其負起責任，乃是他的職分。人類之為現在的人類，固是我們祖先的

智行愚行所造而成，但是到我們做完了我們分內時，我們又將由人類

將成為怎麼樣而受裁判了。我們要說“我們之後是大災大厄”嗎？抑

或要說“我們之後是幸福無疆”嗎？（歐陽哲生，1998:100） 

胡適的道德觀顯然以實驗主義為基礎，第一個特色就是不分行為

的動機與行為的效果，即知行一致。傳統中國道德比較著重行為的動

機──人的品性，結果忽略行為的效果，義利之辨可以說正反映著這

種道德觀。這一點與胡適的道德觀不同。胡適道德的第二個特色就是

不分責任與興趣。傳統中國道德注重義務不重權利，正名觀念或三綱

五倫等都強調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很難照自己的興趣去做自

己想做的事。胡適的道德觀可以說就是在糾正這一點。胡適道德觀的

第三個特色就是強調個人獨立思想、獨立判斷的能力，同時也不忽略

個人對社會的義務。 

胡適誕生在一個“世代書香”的家庭，他童年時代基本上是接受

傳統的蒙學教育。在家鄉九年的私塾裡，胡適閱讀的古書大致可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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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類：第一類為正統書，諸如《律詩六鈔》、《孝經》、《朱子小學》、《四

書》、《詩經》、《書經》、《易經》、《禮記》、《綱鑒易知錄》、《資治通鑒》

等；第二類為古典小說，彈詞、傳奇，包括《水滸傳》、《三國演義》、

《正德皇帝下江南》、《七劍十三俠》、《雙珠凰》、《琵琶記》、《聊齋志

異》、《夜雨秋燈錄》、《夜趣隨錄》、《蘭苕館外史》、《寄園寄昕寄》、《虞

初新志》、《薛仁貴征東》、《薛仁貴征西》、《五虎平西》、《粉妝樓》、《紅

樓夢》、《儒林外史》、《經國美談》、《肉蒲團》等；第三類為雜學，內

有《學為人詩》、《原學》、《幼學瓊林》、《玉歷鈔傳》、《姚庄王經》、《聯

語類編》等。這些書籍浸潤著胡適幼小的心靈，使他終身受益。他從

《資治通鑒》中得到破除鬼神迷信的知識，從《水滸傳》、《三國演義》

這一大堆古典小說中不知不覺“得了不少白話散文的訓練”。（歐陽

哲生，1998:61） 

胡適後來在思想上標榜為一個“無神論者”，在待人接物、為人

處事、婚姻關係上持行中國的傳統道德，在文學史上力主“白話文學

是中國文學的正宗”，與其閱讀這些書籍有直接的關係。有幸的是，

由于“那時候正是廢八股文的時代”，胡適二哥三哥“在上海受了時

代思潮的影響”，不要他開筆做八股文和策論經義之類的文字，這是

他不同于蔡元培、陳獨秀等新文化人早期經歷的一個地方。胡適在中

國公學編撰《競業旬報》，能寫一手清爽、流暢、純粹的白話文，與



 83

他早先喜愛閱讀白話作品有很大的關係。（歐陽哲生，1998:62） 

在倫理道德方面，母親對胡適要求甚嚴，並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胡適在談這一情況時說，家鄉九年的教育生活，除了讀書之外，「究

竟給了我一點做人的訓練，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就是我的慈母」。 

「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

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母親是他

做人的楷模，父親則告誡他為人的道理。胡適父親胡傳在龍門書院受

過劉熙載先生的教誨，篤信宋儒的“理學”他為胡適最先自編手寫的

第一個課本──《學為人詩》，主要是論述傳統儒家忠孝仁義那一套

倫理觀念，“學為人”的道理，其中也自然包含程朱理學講“性

命”、講“倫常名分”的那一套。胡適讀此書的時候，並不懂得它的

意義，但他父親留下的“程朱理學的遺風”，對他不能不發生作用。

胡適終身推崇朱熹，可說是他父親遺風的承傳。 

在思想觀念方面，胡適追崇的古代思想家是老子和墨子。他晚年

曾無限深情地談及這兩位思想家：「原來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我就已

經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響。這兩位中國古代哲學家，對我的影響實在

很大。墨子主「非攻」。他底「非攻」的理論實在是篇名著，尤其是

三篇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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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對胡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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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要是「不爭」，「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以「天下

莫柔弱于水，而攻堅者，莫之能先！」這一比喻來解釋他的弱能勝強、

柔能克剛的不抵抗哲學。胡適留美時，面對硝煙彌漫的第一次世界大

戰，堅定地站在反戰立場上，成為一個“極端的和平主義者”，老子

的「不爭」和墨子的「非攻」思想是促使他走向反戰的內驅動力。（歐

陽哲生，1998:63） 

在治學方法上，胡適早年于“樸學”鑽研極深，染上了他所謂的

“考據癖”。清代樸學以推崇漢儒樸實學風，反對宋儒空談義理著

稱。這一學術思潮的傾向特徵是「以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一客觀的

考察。」其內容主要是從文字音韻、名物訓詁、校勘輯佚等方面從事

經史古義的考証。清代樸學自明末顧炎武提倡肇始，到乾嘉年間戴

震、惠棟、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漢學大師將其推向高潮，直到

晚清末年，依然在學術界據有重要地位。胡適與同時代許多學子一

樣，亦接受了嚴格的樸學訓練，與周氏兄弟、錢玄同拜業于經學大師

章太炎門下不同，胡適的漢學造詣基本上是自修而成。 

1910年，為了通過留美考試，胡適“閉戶讀了兩個月的書”，

他二哥的好友楊蘇先生指點他讀傳統經籍，從《十三經注疏》用功起，

胡適自認他“讀漢儒的經學，是從這個時候起的。”從此，他與樸學

考據結下了不解之緣。出國留學後，胡適繼續留意考據之學，他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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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清代樸學的著名大師王氏父子、段、孫、章諸人之學，一邊撰寫了

〈詩經 言字解〉、〈爾汝篇〉、〈吾我篇〉、〈論漢宋說詩之家及今日治

詩之法〉、〈論校勘之學〉、〈論訓詁之學〉、〈諸子不出于王官論〉等考

據文字。（歐陽哲生，1998:63） 

胡適的“暴得大名”雖然是出于文學革命，但是他能進北京大學

任教主要是因為蔡元培先生看到他發表的考據文字，對他的樸學功底

十分讚賞。其中〈諸子不出于王官論〉成文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它是

專為駁章太炎而作，也是胡適向漢學界最高權威正面挑戰的第一聲。

海外著名學者余英時甚至認為「就是胡適對上層文化的衝擊而言，〈諸

子不出于王官論〉的重要性決不在使他“暴得大名”的〈文學改良芻

議〉之下。」一九一八年二月，胡適推出《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

此書雖不屬傳統漢學的範疇，但它以西方哲學史、歷史學和校勘學的

方法論為其基本骨架，對清代考證學的各種實際方法作了一次系統的

整理。故蔡元培在書中的序言裡說：「現在治“漢學”的人雖不少，

但總是沒有治過西洋哲學史的，留學西洋的學生治哲學的本沒有幾

人。這幾人中，能兼治“漢學”的更少了。適之先生生于世傳“漢學”

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學校，還能自修

“漢學”，至今不輟；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于西洋哲

學史很有心得的。所以編中國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裡就比較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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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多了。」 

蔡先生這段話，除了說明胡適于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不是事

實外，大體上是相當公平的。尤其是蔡序中特別強調胡適的“漢學”

功底，絕非虛言。此後，梁啟超綜論清末樸學的考據成就又以年紀不

過而立之年的胡適為殿軍，稱，「而績溪諸胡之後有胡適者，亦用清

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歐陽哲生，1998:64） 

綜上所述，傳統文化作為文化養料，積淀在胡適的內心深處，對

其早年的成長產生了重要作用。胡適本人的讀書興趣、心理特徵、道

德涵養和治學嗜好無不深深烙上了傳統文化的印跡。胡適以後被人樹

為“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在新文化運

動中倡導以傳統的下層文化取代傳統的上層文化，把白話文學扶上正

宗的地位；治學傾向偏好于歷史考據，學問構成是“七分傳統、三分

洋貨”；這些都充分說明了胡適曾經歷了傳統文化的洗煉和陶塑。惟

其如此，胡適才可能在新舊文化衝突，中西文化匯融的時代，呼風喚

雨、左右逢源。事實上傳統文化作為胡適文化思想系統不可分割的重

要來源，對他一生的治學路徑和文化取向都具有深遠的影響。（歐陽

哲生，1998:64） 

胡適對中國傳統文化所持態度的初次表述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

他發表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他認為：「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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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以叫做‘評判的態度’」。所謂“重新

估定一切價值，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胡適之所以提出對傳

統文化要“價值重估”，這是他信奉實驗主義哲學思想的必然結果。

實驗主義認為，一切知識、思想都是針對現實環境而發的，所以世界

上沒有永恒不變的、絕對而普遍的真理，被稱之為“真理”的東西，

不過是人造出來的應付現實環境的一種工具。 

“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是胡適對傳統文化和歷史遺產所持的根

本態度，也是他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出的一面理論旗幟，陳獨秀、魯

迅、周作人對此都有過高度評價。具體言之，胡適本人對舊文化、舊

觀念、舊思想的批判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歐陽哲生，1998:65） 

第一，胡適堅決反對一切封建專制主義為鉗制言論所樹立的精神

支柱。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以來，孔

子遂成為歷代封建統治者頂禮膜拜的文化偶像。民國初年，袁世凱在

政治上復辟帝制的同時，在文化上也導演了“尊孔”、“祭孔”的丑

劇。新文化運動初興之時，反對復辟孔教逆流是其重要內容，也是新

文化人的共識。吳虞和陳獨秀是抨擊孔教“最有力的兩位健將”，胡

適是他的熱情贊助者。他在為《吳虞文錄》作序時，稱讚他是“四川

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針對固守傳統文化的尊孔主義者，胡適

尖銳地抨擊，「正因為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挂著孔丘的招牌──



 88

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國民黨在南京

建立政權後，又拉出孔子作牌位。胡適理直氣壯地宣布「新文化運動

的一件大事業就是思想解放。我們當日批判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

教，否認上帝，為的是打倒一尊的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一九

四三年，國民黨政府明令規定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誕辰為“國訂紀念

日”，全國奉命舉行規模盛大的“孔誕紀念會”。胡適十分反感，專

門作〈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一文，斥責國民黨當政者是“做戲無

法，出個菩薩”，并例舉明清兩朝的歷史作證，說明祭孔尊孔，究竟

「何補于當時的慘酷的社會、貪污的政治？」而「這二十年的一點進

步不是孔夫子之賜，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結果，是大家接受了一個新世

界的結果。」（歐陽哲生，1998:66） 

第二，胡適堅決反對一切愚昧落後的傳統迷信和違背科學的人生

玄談。胡適早年編撰《競業旬報》時，就致力于反對封建迷信，他先

後發表了〈說雨〉、〈論毀除神佛〉、〈無鬼叢話〉等文，發出“神佛一

定毀，僧道一定要驅除”的吶喊。“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以“民主”

和“科學”相標榜，對于民主，文化界並無多大爭議，阻力主要來自

沒落的舊社會政治勢力；對于科學，有些知識分子則頗為懷疑。首先

是梁啟超在戰後發表〈歐游心影錄〉中感嘆謂：「歐洲人做了一場科

學萬能的大夢，而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隨後，張君勱推波助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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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科學排除在人生觀之外，說什麼「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

能為力，惟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從而挑起了一場“科學與玄學”

的論戰。為科學辯護的地質學家丁文江激烈抨擊謂「玄學鬼附在張君

勱身上。」與丁關系密切的胡適雖未直接參戰，但在他為《科學人生

觀》一書作序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場而謂：「我們以後的作戰計劃是宣

傳我們的新信仰，是宣傳我們信仰的新人生觀；⋯⋯這種人生觀是建

築在二三百年的科學常識之上的一個大假設，我們也許可以給他加上

‘科學的人生觀’的尊號。」顯然，作為科學人生觀的文化背景是十

八、十九世紀西方近代的科學及其精神和方法，而玄學派的文化依據

仍是“反求諸己”、“修心養性”的“宋學”，故這場論戰的實質仍

是傳統與反傳統在人生價值觀中的運用和進行。胡適站在“科學人生

觀”一邊，這是與他歷來反對傳統的人生玄談的立場相一致的。（歐

陽哲生，1998:67） 

第三，胡適堅決反對那種盲目自大、封閉固守、不思進取的民族

文化惰性心理。他在分析比較東西文明的特徵時說：「東方的文明的

最大的特色是知足，西洋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知足的

東方人自安于簡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質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

安于不識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發見與技藝器械的發明；自安于現成

的環境與命運。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樂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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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順民。」這種文明可以遏抑而不能滿足

人類精神上的要求。為了打破這種自安、知足、封閉、守舊的陳腐觀

念，胡適主張「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

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

胡適這一要求“充分的世界化”的文化觀點，對于推動民族文化走向

世界、走向近代化，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而他那種敢于面對文化界

的惰性氣息之大無畏的批判精神，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歐陽哲

生，1998:67） 

第四，胡適堅決反對一切束縛個性、桎梏人性、殘害人體的舊習

俗和造成這些惡習的傳統文化思想。胡適早年受梁啟超《新民說》的

思想影響，認為「數千年來，舊習中人至深，遂至全國上下，道德日

漓、而進取思想更淪喪久矣。國亡種賤，皆此種惡習更變本加厲也。」

五四時期，胡適提倡個性解放和人格獨立，並把這看成是擺脫封建束

縛，謀求社會進步，走上現代化道路的基石。他傳播“易卜生主義”，

創作反映人們反抗舊的婚姻家庭生活的劇本──〈終身大事〉，希望

人們看到舊的家庭有四大“惡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賴性、

奴隸性；三是假道德，裝腔作戲；四是懦怯沒有膽子。」舊的社會「最

愛專制，往往用強力摧折個性消失了，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都完了，

社會自身也沒有生氣了，也不會進步了。」新文化運動的反對派和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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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勢力抱著傳統的聖賢禮教不放，視之為“國粹”，要求保存。

胡適對這一論調給予了嚴厲的批駁。他指出，那些先知先覺的古代聖

賢把“樂天”、“安命”、“知足”、“安貧”種種催眠藥給人們吃，

“叫他們自己欺騙自己，安慰自己”，“輕蔑人類的基本欲望”。無

視人生的基本欲求，無視在心靈上與精神上進一步發展的必要，其後

果必然是窒息一個民族心靈的生機，“養成懶惰的社會”。（歐陽哲

生，1998:68） 

我們應該知道，胡適在五四時期以及後來雖發表過不少批判傳統

文化的激越之詞，但我們卻沒有絲毫理由認定他是一個民族文化的虛

無主義者。他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始終是同建設新文化結合起來，把它

看做是振作民族精神，“再造文明”的必要手段。這種批判本身就貫

注著理性精神和建設意義，並非非理性的否定和虛無主義的全部扔

棄。而他對清代樸學“無證不信”科學態度的提倡；他對傳統下層的

白話文學的倡導；他對范仲淹、方孝儒傳統士人“寧鳴而死，不默而

生”抗爭精神的頌揚；他在〈說儒〉一文中對孔子思想事業所作客觀

的歷史評價；他對“整理國故”的倡言；他身體力行地清理中國文化

歷史遺產；他把新文化運動納入宋代以來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一部

分；以及他晚年對中國人文傳統內涵的深切關懷者。在傳統文化秩序

崩潰後，胡適一直謀求復興中國文化，將無秩序的舊文化帶向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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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文化，最終實現傳統向現代的創造性轉變。故他對傳統文化的態

度只能用他自己最明白無誤的語言來表述──“價值重估” （歐陽

哲生，1998:69）。 

關於中國歷史上有無自由主義傳統，胡適很肯定地說中國有綿綿

不斷的自由主義傳統。在一九五三年的日記裡，胡適將先秦諸家的思

想分為兩大趨勢：一是以老子、孔子、孟子為代表的「無為思想」，

另一個以墨子、商君子、韓非為代表的「有為政治」；「無為」代表自

由思想，「有為政治」則代表集權主義。他甚至指墨子尚同說為一種

神權政治（theocracy），而指法家為類似今日的極權國家（totali-tarian 

state）思想。 

胡適認為老子是提倡無政府主義的老祖宗，他是「一位對於政治

和社會不滿而要提出抗議的革命黨」，並且說：「自由中國在二千五百

年以前產生了一種放任主義的政治哲學，無為而治的政治哲學，不干

涉主義的政治哲學。在西方恐怕因為直接間接的受了中國這種政治思

想的影響，到了十八世紀才有不干涉政治思想的哲學起來。」胡適指

出這種無為政治思想是「被治理者個人主義的充分表現」，其目的就

在於盡量避免政府的控制。 

其次，胡適主張古代中國有三個理智遺產，即人文主義、合理主

義以及自由精神。他指出人文主義傳統注意人類的生活、人類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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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及人類的社會；其特色即對含有「樂園」意義的「天堂」，看

做「末日裁判」地方的「地獄」，則一無所知，並且對於生死問題，

也從來沒有耽於玄思默想過。30其次，合理主義傳統重視知識、學問

以及思想，結果，中國思想從未訴之於超自然的或神祕的事物，以作

為思想或推理的基礎。31胡適以為人文主義與合理主義的結合就產生

了「自由精神」，而其主要代表者就是孔子與孟子：32孔子從這種「自

由精神」，發展出民主自由的教育哲學，而這一民主自由的教育哲學

產生了以「仁」為中心的「健全的個人主義」；這種精神又使孟子成

為人類史上民主政治的最大的哲學家。33（胡適，1966:117） 

胡適指出東方（中國）自由主義與西方自由主義的不同處。他認

為在信仰與思想方面，有許多為信仰思想自由奮鬥的中國人士這一點

可以與西方齊名比美。但在爭取政治自由方面，中國遠不如西方，他

說：「但東方的自由主義運動始終沒有抓往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

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自由主義的絕大貢獻正

在這一點：他們覺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夠保障人民的基本自

由。」34 

然則，東方自由主義為何不能走上西方民主主義之路呢？胡適在

                                                 
30 胡適（1966b），〈胡適思想史綱要〉，《胡適選集》歷史篇，台北:文星出版社，p.109。 
31 同上註，pp.114-115。 
32 同上註，pp.115-117。 
33 同上註，p.117。 
34 同上註，p.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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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問題〉一文中指出兩種理由：其一是不與人爭與容忍的宗教與

思想造成中國一般人不愛權利的習慣；其二是中國的法治演進史缺乏

一個法律辯護士的職業。35 

以上討論了胡適對中國自由主義傳統的看法。他指出東西自由主

義的不同處雖然很正確，但他對道家與儒家的自由傳統有所忽略。首

先，胡適主張老子是無政府主義，但他絕不是無政府主義者。其次，

胡適雖然讚揚老子的無為政治，但他忽略不干涉政治只是因為統治系

統對人民的一時放鬆，不是由人民通過契約逐步爭來的，所以不干涉

政策在人民純是被動的。這不是自由，是暫時被權力中心所拋棄、遺

忘，專制帝王什麼時候有興趣，什麼時候都可以再來干涉，或剝奪人

民的自由。這一點與基於契約論的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放任主義根本

不同。第三、胡適說孟子是最早主張民主政治者，這是把「民本」與

「民主」混為一談所致。本來，民本是以德治為本，故不用太注重制

度層次；民主是以法治為本，而以制度作為運作原理。最後，儒家雖

然有自由思想，但他們偏重意志自由與道德自由，結果忽略了政治自

由，這是政治和倫理不分或重義務不重權利觀念所致。 

胡適認為傳統中國雖然沒有西方那樣的自然科學，但至少承認傳

統中國有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一九二一年，他在〈清代學者的治學

                                                 
35 該文引自胡適（1932），《獨立評論》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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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文裡，指出宋代「格物致知」可算含有一點歸納的精神。然

則，這種精神為何沒有科學的成績呢？胡適指出三種原因：一、科學

的工具器械不夠用；二、沒有科學應用的需要；三、他們既不講實用，

又不能有純粹的愛真理的態度。此外，依胡適的看法，科學方法兩個

重要部分，即假設與實驗。沒有假設，便用不著實驗。胡適指出宋儒

講格物全不注重假設。 

到了清朝，當時的學者不滿於宋代以來的性理空談，故抬出漢儒

來，想壓倒宋儒的招牌，這種趨向叫做「樸學」。36胡適認為清代的「樸

學」確有科學的精神，因為他們所用的方法注重證據、用歸納、用「假

設」。一九二八年，胡適發表〈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一文。在該文裡，

他作從一六○六年到一六八七年之間中西學術的覽較年表，下結論

說：「中國近世學術和西洋近世學術的劃分都在這幾十年中定局了。」

37其原因何在？胡適指出中國三百年來的樸學，其所用的方法雖然是

對的，但材料卻始終是文字的。紙上的材料只能產生考據的方法，考

據的方法只是被動的。自然科學的材料卻可以產生實驗的方法；實驗

便不受現成材料的拘束，可以隨意創造平常不可得見的情境，逼出新

結果來。38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四日日記裡，胡適提出同樣的看法，他

說：東方古文化實在太不注重自然界實物的研究，雖有自然哲學而沒

                                                 
 
37 該文引自胡適（1986c），《胡適作品集》第 11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p.147-149。 
38 同上註，p.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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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然科學的風氣。故後世雖有「格物窮理」的理想，終不能產生物

理的科學，只能產生比較精密的紙上考證學而已。 

一九五九年，胡適在東西方哲學討論會發表〈中國哲學裡的科學

精神與方法〉(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Method in Chinese 

Philosophy)一文，對傳統中國的科作一個綜合性的檢討。在該文中，

他引用挪斯路夫(Northrop)所謂「東方人用的學說是根據由直覺得來

的概念造成的，西方人用的學說是根據由假設得來的概念造成的」。

胡適反對此一看法，說東西文明之所以不同，是歷史因素所致。他承

認古代中國有「蘇格拉底傳統」，即自由問答、自由討論、獨立思想、

懷疑、熱心而冷靜的求知習慣，這是儒家人本主義的特色。他又以為

道家的自然主義代表「大膽懷疑和積極假設的精神」。新儒家恢復佛

教進來之前的此種傳統──懷疑精神，發展出「格物致知」。明末清

初漢學家都具有懷疑精神與科學方法。然則，何這這種科學精神與方

法沒有產生自然科學呢？胡適指出東西在科學精神與方法上非常相

像，差異即在顧他們的「工作範圍的基本不同」：中國知識階級只有

文學的訓練，所以他們活動的範圍只限於書本和文獻。要言之，胡適

認為傳統中國的確有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但他還是承認傳統中國只

有發展出歷史科學來，並沒有朝著自然科學方面發展。 

由以上的分析來看，我們顯然看出胡適給予老子和孔子很高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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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他認為孔子是一位人本主義者，老子是一位自然主義者，這兩種

思想合起來，便形成了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而且，他認為孔子的自

由問答、自由討論、獨立思想、懷疑、求知、形成了一個「中國的蘇

格拉底傳統」；老子的自然主義哲學，也是形成中國傳統中科學精神

的一項重要因素。胡適還強調說，每逢中國陷入非理性、迷信、出世

思想，總是靠孔子的人本主義，靠老子和道家自然主義，或者靠自然

主義與人本主義兩樣合起來，努力把中國民族從昏睡救醒。39（胡適，

1986:159）然則，胡適承認傳統中國有自由主義傳統與科學傳統，其

用意何在？在五四運動前後，胡適幾乎沒有發表承認中國傳統文化的

言論，但到了晚年，他發表了一些這種文章。而且，他以「再造文明」

為新思潮的最終目的。為了再造文明或建立中國本位的新文化，則必

須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出類似西方近代文化的幾種因素，以助於兩

方文化的整合或自然調和。他認為西方近代文化的主要特色就整自

由、科學、民主等，所他承認傳統中國文化中也具有這些特色。 

 

 

 

 

                                                 
39 該文引自胡適（1986c），《胡適作品集》第 24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p.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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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學革命至思想革新 

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不僅指文體的革命，同時也指內容的革

新，其發生的原因極為複雜，結果形成波瀾壯闊的新文學運動。 

此運動「一方面固然是思想解放運動的直接結果，另一方面，它

反過來又給予思想解放運以偉大的推動力。」可以說五四新文化運動

與文學革命有不可分論的關係。當時的思想改革家，幾乎沒有一個人

不曾對文學革命予以特別的關注。其中有些人是文學革命的開拓者，

而胡適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在文學革命運動中，胡適扮演的角色

比誰都重要，因為它由胡適引起、發展、而整理的。 

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所提出的「八事」，除了「須講求文

法」一點外，其餘七點，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並非空前的見解。所

謂八事即：一、不用典。二、不用陳套語。三、不講對仗。四、不避

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五、須講求文法。----以上為形式

的方面。六、不作無病之呻吟。七、不摹倣古人。八、須言之有物。

----以上為精神（內容）的方面。 

清末民初，中國文學發展已有求變的趨勢。中國原有一千多年的

白話文學，如禪門語錄、理學語錄、白話詩詞曲子、白話小說等，清

末為開通民智，京師及各省辦了許多白話報，白話既有歷史淵源，用

途又愈來愈廣，自然容易應合一般人的心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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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革命實屬於「理有固然」。但如果沒有先覺的少數人率先倡

導，那麼文學革命，絕不會在一九一七年發生，可能要延遲十年、二

十年。即使遲至十年、二十年後，也總要有人一馬當先出來提倡。因

此胡適很坦白地說： 

白話文的局面，若沒有「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至少也得遲 

出二三十年。這是我們可以自信的。(胡適，1974：31) 

胡適在康奈爾大學留學期間，開始討論文學改良一事。當一九一

五年，胡適思索文學革命時不過是二十四歲的年青人，可是他已受到

晚清文學改良人士及其他中西思潮的影響。他在美國的文學爭論，大

概可分為兩期：前期是他不願完全放棄文言的使用，但一邊又主張用

白話來創造「有質」的文學（大約自一九一五年八月至一九一六年六

月）；後期是主張文學全面改用白話（一九一六年七月以後）較前期

思想不同之處，即「文學革命須有先後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體裁的

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後半期的論爭幾

乎集中於「白話是否適用於詩」的一方面。在前期的戰鬥，可以說胡

適成功地說服他的敵人，但在後期，他並沒有成功，那時期爭論到一

九二○年代，還沒完全結束。可是經過這番磨鍊，胡適的文學思想與

見解確有長足的進步。 

胡適雖然是個「實驗主義者」，但是就文學革命的始發，他又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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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是個夾在必然和偶然之間的邊緣人。要了解胡適文學革命思想怎麼

建立起來，可根據《留學日記》作一張年代記： 

一九一五年 

八月  胡適收到鍾文鰲寫「廢除漢字，改用字母」的信。 

八月二十六日  胡適發表〈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於美

東學生年會之「文學與科學研究會」。此文的旨意，是

為了救古文之弊而強調文法之重要性。 

九月十七日  胡適寫〈送梅覲莊哈佛大學詩〉。詩云：「神州文

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

命其時矣。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正式提出「文學

革命」一詞。 

九月十九日  任叔永戲贈〈任生用胡生送梅生往哈佛大學句送

胡生往科崙比亞大學〉詩。其詩中雖有「文學今革命」

一句，內容卻是戲弄胡適的作詩態度。 

九月二十日  胡適轉入哥崙比亞大學，成為杜威的門徒。 

九月二十一日  胡適寫〈依韻和叔永戲贈詩〉。他在此詩說：「詩

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 

一九一六年 

二月三日  胡適在〈與覲莊書〉中，論文學改良之三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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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文法；第三、當用「文之文字」。

同日的日記中又記載：「覲莊嘗以書來，論文之文字與

詩之文字截然為兩途」。 

二月  胡適與陳獨秀開始書信來往。 

二月十日  任叔永答胡適〈論改良文學書〉。 

四月五日  胡適寫〈吾國歷史上的文學革〉一文。 

四月十六日  胡適在〈沁園春〉誓詩中說：「從今後，儻傍人

門戶，不是男兒」的覺悟。 

四月十七日  胡適論中國文學大病有三：一曰無病而呻；二曰

摹倣古人；三曰言之無物。 

六月  胡適往克利佛蘭(Cleveland) 赴「第二次國際關係討論

會」(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往來

時經過綺色佳(Ithaca)，與任叔永、唐擘黃、楊杏佛等

談論改良中國文學的方法。日記裡列舉了九點綱要。 

七月六日  胡適在綺色佳與叔永、杏佛、擘黃三人談文學改良

之法。胡氏主張以白話作文作詩作戲曲小說，其論大略

如下：一、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因不能使

人聽得懂之故。二、今日之白話是一種活的語言。三、

白話並不鄙俗，俗儒乃謂之俗耳。四、白話不鄙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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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甚優美適用。凡言語要以達意為主，其不能達意者，

則為不美。 

七月廿二日  胡適寫〈答梅覲莊〉白話詩。因此詩而引起大風

波。 

七月廿九日  胡適在日記裡寫文學革命之四個目的。其綱要即

是用今日的語言而創造今日的文學。所以他在末尾說：

「與其作一個作‘真詩’，走‘大道’，學這個，學那

個的陳伯嚴、鄭蘇盦，不如作一個‘實地試驗’‘旁逸

斜出’‘舍大道而不由’的胡適。此四條乃適夢想中文

革命之宣言書也。」 

八月八日  梅光迪提出「文學革命四大綱」：一、擯去通陳言

腐語；二、復用古字以增加字數；三、添入新名詞；四、

選擇白話中之有來源有意義有美術之價值者之一部分

以加入文學。 

八月三一日  胡適完成新文學的要點八事。 

一九一七年 

一月  胡適將〈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在《新青年》二卷五號。 

二月  陳獨秀把〈文學革命論〉刊載於《新青年》二卷六號。 

五月  胡適把〈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刊於《新青年》三卷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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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日  胡適回國，抵達上海。 

當初，因為胡適不想廢棄古文，所以他早期的文學觀，不過是想

如何普及文言並阻礙字母運動的浪潮。 

一九一五年夏天，胡適將古文是半死文字的見解，向他幾個朋友

談論，引起了熱烈的反應，態度最保守、反對最力的是梅光迪，絕對

不承認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然而梅、胡並非事事針鋒相對，兩

人都是以文學改良為治，以期言之有物。至於用白話寫「詩」與「文」

的問題，胡適覺得「文」已不成問題，只剩「詩」一關還待突破。於

是到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胡適寫一首白話打油詩為他們重新展

開關於文學革命的書信來往。這次爭辯的理由在於「詩的文字必須用

長期鍛鍊的美文才可」，據此，梅光迪主張「復用古字而增加字數」。

關於這個目題，胡適最為反對，成為兩人有關文學革命最大的歧見之

一。 

胡適主張文學革命應自民間文學入手，以「普及」為目標，所以

他認為，「文學在今日不當為少數文人之私產，而當以能普及最大多

數之國人為一大能事。」（胡適，1974:55）他又說：「我們這批當代

的詩人和作家正應該把這些所謂俗語俗字鍛鍊起來，提高他們的地

位，把他們提到詩歌文學裡來。」（唐德剛，1981:150）可是梅光迪

則說要緊的是「提高」文學水準。他以為，所謂「文學不當為少數文



 104

人之私產」，只能是一種理想，「實際上文學修養並非人人所能擁有，

文學修養絕非販夫走卒所能盡有。」因此他被指為提倡「貴族文學」。 

胡適批評當時的詩壇說： 

「吾國文學大病有三：一曰無病而呻。⋯⋯二曰摹倣古人⋯⋯。

三曰言之無物。⋯⋯晚近惟黃公度可稱健者。餘人如陳之立、鄭

孝胥，皆言之無物者也。文勝之敝，至於此極，文學之衰，此其

總因矣。」 

  大家已認同須要「詩界革命」的情況之下，高聲發出自己的意見，

總是難免的。胡適描述當時怎麼進行第二期白話詩論爭： 

  「覲莊所謂『文』自然指古文辭類纂一類的書裡所謂『文』（近

來人叫做『美文』）在這一點上，我並不懷疑，因為我在幾年前

曾做過許多的白話議論文，我深信白話文是不難成立的。現在我

們的爭點，只在「白話是否可以作詩」的一個問題了。白話文學

的作戰，十仗之中已勝了七八仗。現在共賸一座詩的壁壘，還須

用全力去搶奪，待到白話征服這個詩國時，白話文學的勝利就可

說是十足的了，所以我當時打定主意，要做先鋒去打這座未投降

的壁壘：就是要用全力去試做白話詩。」（胡適，1974:61） 

胡適的發難終於成為中國文學革命運動的一個開端。他回國以

後，事情轉變，得到陳獨秀等人的助力，使文學革命的聲浪溢濫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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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以整個局面來講，如果沒有那種爭辯，胡適是不是會在一九一七

年發表那篇文學革命的發難文章，實在未可預料。因此，他自述搞文

學革命是被梅光迪等朋友「逼上梁山」，頗有道理。他有一段話表示

感謝他們： 

「我回想起來，若沒有那一班朋友和討論，若沒有那一日一郵

片，三日一長函的朋友切磋的樂趣，我自己的文學主張決不會經

過那幾層大變化，決不會漸漸結成一個有系統的方案，決不會慢

慢的尋出一條光明的大路來。」（胡適，1974:66） 

一九一七年六月回國，經過七年的奮鬥，拿到博士候選人的資格

回國。在那時，胡適已將〈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在《新青年》上。陳

獨秀創刊《新青年》時，正是中西文化衝突、思想行為發生變遷之際。

在當時許多傳播媒體刊物中，《新青年》是最具影響力的刊物之一，

它是「五四運動時代之急先鋒」，也是「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劃分

一個時代的刊物」40。這很能說明《新青年》的激進性如時代意義。 

《新青年》自第一卷至第三卷由陳獨秀一人編輯，第四卷到第七

卷則由陳獨秀和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輪流編輯。

陳獨秀雖始終居中心地位，然而《新青年》在創刊之初，銷數並不多，

第三卷以後，發行量才急遽增加，引起廣泛的重視，實與其他諸位編

                                                 
40
 該文引自胡適，（1919），〈新青年再版序言〉，見《新青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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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的參與和討論，使這份刊物更精釆有關。諸編輯除沈尹默未有論

著，僅發表幾篇新詩，不易見其思想外，其餘諸人在此時期都是筆鋒

銳利，各具不同程度的反傳統傾向。 

文學革命與「新青年」雜誌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倡導諸人之主張，

都在這個雜誌上發表。重要的文章計有:一、胡適〈文學改良芻議〉，

二、陳獨秀〈文學革命論〉，三、劉半農我之〈文學改良觀〉，四、胡

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五、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六周作人

〈人的文學〉。這幾篇文章歸納起來，可看出文學革命初期的中心理

論，時間為民國六、七兩年，正當「五四運動」的前夕。《新青年》

自四卷一號（民七年正月十五日發行）起，完全改為白話文，意義尤

為重大。 

一般的了解，胡適只是一溫和的改良主義者，又因他說過：「胡

適自己常說他的歷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事業。文學革命的進行，

最重要的急先鋒是他的朋友陳獨秀。」41〈文學改良芻議〉這篇文章

更加強了人們這種印象。綜觀其文，必然發現胡適只談文學革命的文

體問題，未論及文學改良的內容問題，而且論說內容也是和平的討

論，沒有革命的氣氛。 

雖然如此，胡適是文學革命的大旗手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至於他

                                                 
41 該文引自胡適（1953），〈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文存》2集1卷，台北:遠東圖書公司，p.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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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把「文學革命」改成了「改良芻議」呢？他自己有個解釋：「我

受了在美國的朋友的反對，膽子變小了，態度變謙了，所以此文標題

但稱〈文學改良芻議〉，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學革命’的旗幟。」（胡

適，1974:65）這也只是一個解釋。〈文學改良芻議〉，從內容看來，

是「改良」其名，革命其實。其具體內容詳述如下。 

〈文學改良芻議〉是胡適按陳獨秀的要求，將上述八項主張「衍

為一文」，發表鼓吹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學的文章。他對八條，逐

一作了解釋和發揮，提出了在當時有重大影響的一些新見解。他論八

事中，尤其以第一項「須言之有物」最得要領。他對「物」的解釋也

很具體：一曰情感，二曰思想。古文的大病是「言之無物」，濫用典，

陳腔爛調太多。因此，他反對封建文人的「文以載道」之說，強調文

學必須有情感，有思想，又「鼓吹進化論，用以解釋文學發表變遷的

規律」（耿雲志，1987：156）認為「文學無此二物，便如無靈魂無腦

筋之美人，雖有濃麗富厚之外觀，抑亦末矣」42。周作人對此有段話，

寫得頗生動有味： 

「白話文的難處，是必須有感情或思想作內容，古文中可以沒有

這些東西，而白話文缺少了內容便作不成。白話文有如口袋，裝

                                                 
42 胡適，（1919），原載《新青年》2卷5號，後收入《胡適文存》。此文件1集1卷，〈文學改良

芻議〉，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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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什麼東西去都可以，但不能任何東西不裝。而且無論裝進什

麼，原物的形狀都可以顯現得出來。古文有如一隻箱子只能裝方

的東西，圓的東西則盛不下，而最好還是讓他空著，任何東西都

不裝。大抵在無話可講而又非講不可時，古文是最有用的。」（周

作人，1982：112-113） 

胡適不僅贊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之說，也贊同他的「三大主

義」之說，這是對的。沒有「三大主義」，「八事」限於形式，以致缺

乏內容，使文學革命失掉目的和原則，無由完成。而且「八事」形同

支離破碎，同時也缺乏來源使文學革命無法可能。「三大主義」歸結

於寫實主義，文學革命纔取得了它的意義，即它是文學由古典主義向

寫實主義而趨的進化。這是「八事」所不能辦到的。 

一九一七年五月胡適在《新青年》三卷三號發表了《歷史的文學

觀念論》，高呼「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從歷史的角度來討論文學，

並揭示了文學的時代性，指出當時文學的型態和創作方向。「文學革

命」在胡適眼中直接與「文學進化」有關，他曾經在一九一六年四月

五日的《留學日記》中說： 

「革命潮流即天演進化之跡。自其異者言之，謂之『革命』；自

其循序漸進之跡言之，即謂之『進化』可也。」（胡適，1986:269） 

  照這裡的解釋，「進化」一詞是著眼於演變過程的連續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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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側重過程前後的變異不同，其指涉的對象是同一的。 

胡適在〈逼上梁山〉中引述這篇日記時說：「從此以後，我覺得

我已從中國文學演變的歷史上尋得了中國文學問的解決方案。」（胡

適，1974:52）換句話說，中國文學的發展既可說是進化史，又可說

是革命史； 但「文學革命」一詞在《白話文學史》中卻有不同的意

義： 

「歷史進化有兩種：一種是完全自然的進化；一種是順著自然的

趨勢，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進，後者可叫做革命。演

進是無意識的，很遲緩的，很不經濟的，難保不退化的。有時候，

自然的演進到了一個時期有少數人出來，認清了這個自然的趨

勢，再加上一種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進，使這個價然進化

的趨勢趕決實現；時間可以縮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

倍。因為時間忽然縮短了，因為成效忽然增加了，故表面上看去

很像一個革命。其實革命不過是人力在那自然演進的緩步徐行的

歷程上，有意的加上了一鞭。白話文學的歷史也是如此。」 

依照胡適的說法，歷史上的每個文學革命，其實是自然的演化罷

了。革命和演進只有一個程度上的差異，並不是絕對不相同的兩件

事。變化急進了，便叫做革命； 變化漸進，而歷史上的持續性不呈

露中斷的現狀，便叫做演進。但方法上，革命往往多含一點自覺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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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歷史演進往往多是不知不覺的自然變化。因為這方法上的不

同，在結果上也有兩種不同：第一，無意的自然演變是很遲慢的，是

很不經濟的，而自覺的人力促進往往可以縮短改革的時間。第二，自

然演的結果往往留下許多久已失其功用的舊制度和舊勢力，而自覺的

革命點往往能剷除一些陳腐的東西。在這兩點上，自覺的革命都優於

不自覺的演進。（胡適，1986c:437）43 

到一九一八年四月，胡適寫的長篇論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就開始注重具體的「建設」。他說： 

「我想我們提倡革命文學的，固然不能不從破壞一方面下手。但

是我們仔細看來，現在的舊派文學實在不值得一駁。⋯⋯他們所

以還能存在中國，正因現在還沒有一種真有價值，真有生氣，直

可算作文學的新文學起來代他的位置。有了這種「真文學」和「活

文學」，那些「假文學」和「死文學」，自然會消滅了。所以我希

望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對於那些腐敗文學，個個都該存一個

『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個個都該從建設一方面用力，要在三

五十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胡適，1986:55）

44 

早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裡，胡適便提倡文學要「寫實今日社

                                                 
43 該文引自胡適（1986c），《胡適作品集》第 4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p.437-439。 
44 該文引自胡適（1986c），《胡適作品集》第 1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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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情狀」，認為這樣的文學才能成為「真正文學」。在這篇〈建設的

文學革命論〉裡，他進一步主張文學要描寫「今日的貧民社會，如工

廠男女工人，人力車夫，內地農家，各處大負販及小站鋪，一切痛苦

情形」，都應該「在文學上占一位置」。他又強調作家們要「注重實地

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認為「不能作實地的觀察，便不能做文學家；

全沒有個人的經驗，也不能做文學家」。胡適這種注重描寫下層民眾

的民主主觀點和注重生活實踐的觀點，是封建主義廟堂文學所不可能

想見的，是完全嶄新的現代文學新觀念。 

他又強調「今日之文學當以白話文學為正宗」、應「用白話作各

種文學」，並提出創造「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口號。命的運

動，不論古今中外，大概都是從‘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

先要求語言文字文體等方面的大解放⋯⋯這一次中國文學的革命運

動，也是先要求語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45在〈嘗試集自序〉中又

說：「我們認定文字是文學的基礎，故文學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問

題的解決。」46顯然，胡適這些議論，在相當程度上是考慮到文學革

命運動的客觀情況而發的。另外，從胡適關於形式與內容的關係的見

解中也可看到，他並不以為文學革命只限於文學形式的變革。有些人

認為，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只是文學形式的變革，而文學形式的變革

                                                 
45 該文見胡適，（1953），〈談新詩〉，《胡適文存》1集 1卷，台北：遠東出版社，.p202。 
46 該文見自胡適，（1953），〈嘗試集自序〉《胡適文存》1集 1卷，台北：遠東出版社，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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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不得革命。這重說法是不妥當的。須知世上沒有無內容的形式，也

沒有無形式的內容。 

所謂革命，就是說內容衝擊舊形式，最終打破舊形式，創造一種

適合於新內容的新形式。內容的變化是經常發生的，但新內容只有發

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夠打破舊形式，引起形式的大變革，造成文學革

命。胡適在〈談新詩〉一文中說：「形式和內容有密切的關系。形式

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

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

形式解放了，才能容納進「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

複雜的感情」47可見，他之特別強調文學形式的解放，目的是用這種

解放了的新形式，「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48 

不論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還是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都

是要求文學內容和形式的全面革新。但是，這兩篇文章發表之後，最

引起人們注意和討論的卻是文學形式方面的問題。 

胡適在許多守舊的遺老眼中，無疑是個「過激黨」，可是他在立

言上比錢玄同謹慎，一旦立說，即很少改變，從他早年在《競業旬報》

發表的文字，到他晚年的言論，很容易找出一致的脈絡。在胡適思想

的發展上，少有「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作戰」的矛盾與衝突。可是錢

                                                 
47 同註 45，p.166。 
48 同註 46，p.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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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同是勇於立言，也勇於悔過的人，在思想上沒有胡適的一致性。但

此一差異，卻在他們的交誼和合作上發揮了相輔相成的作用。胡適在

短期之內，即能為新文化運動紮下基礎，打開局面，錢玄同是一個最

有力的助手。 

至於錢氏所寫廢除漢字及提倡世界語的文章，又因為過於偏激，

流於理想，引起的共鳴也就有限了。在時間的淘汰下，錢玄同在《新

青年》上發表的大部分文章，現在看來，都只有史料的價值，而缺乏

實質或學術上的意義。 

如果說胡適是近代新文化運動初創期的「播種者」，錢玄同就是

這一運動的「催生者」。錢玄同對舊社會的攻擊，新文化的介紹，白

話文的推行，古史的考辨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總而言之，新文學的內涵，依以上幾位文人的看法，就文體來說，

是活的，是國語；就內容來說是寫實的，是社會的； 就對象來說，

是人的，是平民的；就效用來說，是社會的和革命的工具，也具有時

代的、國語的和審美的使命。就運動本身的發展來看，第一步是文體

的改革，第二步是內容的蛻變，第三步是基礎的鞏固。(王哲甫，1991：

3-12)在此一過程中，新文學由北京播散到全國，然後再以上海為中

心，繼續成長。 

一個人的思想形式或受民族歷史文化的薰陶，也受到家族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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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一個人能夠在民族中不朽，往往是他的思想能在民族文化上扎

根，如此他才具備一種身為一種廣大人民依趨的歸向。他的思想行

徑、作品內容才能得到民族的共鳴。 

胡適的「文學革命」思想由中國近代歷史的革命時勢所生，當他

不失時機地投入這種思潮以後，「文學革命」的思潮又推動和促進了

「文學革命」時勢的發生。胡適絕非先知先覺者，他在文學革命所表

現的聰明、智能、和膽識是基於對中國近代史的反省與體認。可說是

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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