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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胡適自由主義與民主思想之要義 

 

第一節  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 

在那個新舊交替的時代，胡適基於本身西方自由民主的造詣，提

出了他自己的自由民主觀念：胡適對自由的定義，具有「消極」與「積

極」兩種含意。他在〈中國文化裡的自由傳統〉一文中指出「自由」

這個意義、這個理想，「自由」這個名詞並不是外來的，不是洋貨，

是中國古代就有的，而他對自由下的定義說：「自由」可說是一個倒

轉語法，可把它倒轉回來為「由自」，就是「由於自己」，就是「由自

己作主」，不受外來壓迫的意思。」1 

胡適在〈自由主義是什麼？〉一文中又說： 

「自由」在中國古文裡的意思是「由於自己」，就是「不由於外

力」。在歐洲文字裡，「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從外力裁制之下

解放出來⋯⋯自由在歷史上意義是「解縛」。解除了束縛，方才可以

自由自在。2 

胡適在上兩文中指出自由的兩種含意：所謂「由於自己」、「由自

己作主」、「不由於外力」代表積極自由之意，這是中國自由傳統的特

                                                 
1 引自胡頌平編，（1984a），《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六冊，台北：聯經，漢文「自」與「由」
原可互釋。 

2 胡適，（1966a），《胡適選集》雜文篇，〈自由主義是什麼？〉；另見《文星叢刊》112，台北：
文星，pp.20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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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所謂「解放」、「解縛」則代表消極自由之意，這是西方自由傳統

的特色。歷史上，西方政治傳統強調法律之下的自由(Freedom under 

law) ，而法治的目的即限制權力以保護人民的權利，所以比較注重

消極自由或環境制約的自由，就是以法律造成對行使自由的有利的環

境；中國政治傳統則強調道德倫理，而相對地有所忽略法治之下的自

由，所以偏重意志自由與道德自由。胡適對自由的定義正指出東西歷

史當中自由的兩種不同發展趨勢。 

胡適在新文化運動時主張「重新平估一切價值」，其主要評論對

象是舊家庭與舊社會裡面強迫、限制與束縛個人自由的傳統文化。至

於國家，環境制約的自由的另一種形式即政治的自由。被賦予以及被

剝奪公民權，乃構成有利與不利的環境，有利的環境給予個人的政治

自由，不利的環境剝奪了個人的政治自由。 

一九二九年胡適又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主張當時國民黨政

府「快快制定約法以確定法治基礎」，「快快制定約法以確定保障人

權」。3這種主張就是要給予人民有利的環境（如法治）以免除束縛的

自由，這就是消極自由所含有的意義。胡適在這種方面的努力後來成

為民主憲政運動的主要內容。 

在積極自由方面，杜威指出自由的可能性深深植根於我們的稟

                                                 
3 見胡適（1929.5），〈人權與約法〉，《新月》第二卷第二號，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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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他說：「只是阻礙的排除對獲得權利以及得到自由是不夠的。人

的自由不是一個事實，它是一個可能性，但像其他所有的可能性一

樣，這個可能性有待實現。」（曾紀元，1987:260） 

胡適在〈中學生的修養與擇業〉一文中指出在擇業時，「個人的

標準」比「社會的標準」更重要，他說：4 

爸爸要你學賺錢的職業，媽媽要你學時髦的職業，愛人要你學社

會上有地位的職業，你都不要管他，只問你自已的性情是什麼？自己

的天才力量能做什麼？配作什麼？要根據這些來決定。 

胡適注重積極自由，但絕不忽略消極自由，就是「法治之下的自

由」。在他來講，自由與法治兩者密不可分。所謂法治是指法律統治，

它有廣狹兩種意義：就廣義來講，法治乃意謂人們應該服從法律，受

法律統治；就狹義來講，法治則是指政府受法律規範，而隸屬於法律

之下。 

胡適的法治觀有三個特色：第一，他從效率(efficiency)層次去

解釋法律。胡適說：「法律便是把那些無組織狀態下，可以招致衝突

和浪費的能源(energy) 組織起來的各種條件的一種說明書

(statement)。」他又說：「法律是一種能使力量(force)作更經濟有

效利用的方法(method)。」這就是政治工具主義的法治觀。政治工具

                                                 
4 胡適（1986c），見〈胡適演講集 2〉，收錄於《胡適作品集》第 25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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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將政治權力當作一種為實行政策（就是目的）而需要的能源或力

量，而作為限制權力運用形式的法律是唯一能管理這種能源或力量來

達到目的的必要條件。因此，他們重視效率，而這是胡適法治觀的一

個特色。第二，胡適強調法律的「超越性」與「支配性」：政府與人

民皆必須遵守法律。換言之，所謂「法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

就是代表法律的超越性與支配性，胡適說：「法治只要認得法律，不

認得人。」法律的這種超越性與支配性即代表「法律之下人人平等」，

胡適又說： 

法律是政治的根本，違法的惡例是開不得的⋯⋯上自總統，下至

極小的官吏，總覺的法律之不方便，命令方便：國家又怎樣能有法治，

人權又怎樣能有保障。 

命令是基於一時的特定目的，由權威當局有意地加以決定。當局

者若光發出命令而不遵守法律，則這種命令已違背法律的超越性與支

配性。因此，胡適主張行政部門的一切行動必須依據法律，而不能動

輒權宜行事。 

第三，胡適強調法治以「自發的精神」(spirit of willingness)

為本。若人人沒有出發於自發或意願的遵守法律的精神，則法律就成

為具文而已。胡適說：「法律的特色並不在於規則(codes)，而在於連

最有權力的人也肯自發地遵守或擁護法律的那種精神。⋯⋯西方有了



 119

這種精神，結果產生了自由與民主；東方則沒有這種精神，結果產生

了專制與奴隸制度。」胡適指出中國人向來缺乏這種精神，結果，官

吏、軍人、黨部自身不願守法，這又使人民不信任法律，使人民失去

對法律的信仰。於是，胡適主張「以身作則」，就是政府應該養成守

法的習慣，間接的養成人民信任法律的心理，所以他說：「制憲不如

守法。」 

胡適的自由主義大致具有上述兩種含意。一九四八年，他在《獨

立時論》發表〈自由主義是什麼？〉一文，下自由主義的定義說： 

自由主義的最淺顯的意思是尊重自由⋯⋯自由主義就是人類歷

史上那個提倡自由，崇拜自由，充實並推廣自由的大運動⋯⋯在這個

大運動裡，凡是愛自由的，凡是承認自由是個人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基

本條件的，凡是承認自由難得而易失，故必須隨時隨地勤謹護視培養

的，都是自由主義者。5（胡適，1966:206） 

胡適所下自由主義的這一定義其範圍未免太廣，這種定義可以包

括如蔡元培、吳敬恒等傾向於無政府主義的自由論在內。因此，他進

而指出自由主義的三個政治的意義。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政治的意義乃

是「擁護民主」：一個國家的統治權必須操在多數人民的手裡。胡適

認為近代民主政治制度、代議制度、憲法、無記名投票，這都是政治

                                                 
5 見胡適，（1966d），〈自由主義是什麼？〉，《胡適選集》，台北：文星書店，pp.20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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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主義應被包含的意義。（胡適，1966d:207）6自由主義的第二

個政治的意義就是「容忍」，他說：「自由主義在這兩百年的演進史上，

還有一個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義，就是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自

由權利。」胡適認為在民主社會當中，多數人的政權政權能夠尊重少

數人的基本權利，才是真正自由主義的精髓。自由主義的第三個政治

意義是從第一第二意義來的，就是以「和平方式來轉移政權」，胡適

叫做「和平改革主義」，他說：（胡適，1966:208）「但自由主義的運

動在最近百年中最大成績⋯⋯都是不流血和平革命。所以在許多人的

心目中，「自由主義」竟成了「和平改革主義」的別名。」 

胡適基於這種意義，反對保守主義與急進主義，而主張漸進主義。 

又他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說：7 

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

我對你們說：「爭你們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便是為國家爭人

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由此可見，胡適並不反對國家自由，只不過個人自由為國家自由

的先決條件。當國民黨以國家主義壓倒個人自由，這在胡適來講，不

但抹殺個性發展的機會，同時也無法造成有利的環境以助於個性發

展。基於這種理由，他反對一黨專政，主張民主憲政，這就是胡適自

                                                 
6 同上註。 
7 該文引自胡適（1986c），該文引自《胡適作品集》第 2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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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義在中國近代史上所代表的意義。 

在自由與容忍兩個天秤砝碼上，胡適一直游走於中間。早年意氣

風發，強調自由與人性抒發，中年漸趨於保守，不免向現實妥協。晚

年（其至台灣以後）則更有氣無力，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三日，韋蓮司女士向胡適問容忍遷就問題時，

胡適分東西兩方面回答之。他認為東方式的容忍是「為人的容忍」 

(altruistic toleration)，它是出於愛；西方式的容忍是以責任為

主，以追求真理為目的。8更詳細地講，東方式的容忍即以對於別人，

對於一個人所愛的也是愛他的人們的，關切和尊重為前提的容忍，胡

適說：「這種容忍本著我們的自由意志，容忍他們的種種信仰和觀念，

而以不至於對我們自己的個性與性格的發展有重大妨害為限。這不是

懦弱，也不是虛偽，而是利也，是愛。」（徐高阮，1970:32）至於西

方式的容忍，他說：「我們有對自己的的責任，我們必須對自己忠

實⋯⋯必須堅持我們所見到真理。我們絕不可妥協⋯⋯這種見解絕不

是利己主義的(egoistic)。這種見解也正是利他主義的，因為個人應

該發展到極限的充分自由，對於社會的利益也最有好處。」 

由此可見，東方式的容忍與西方式的容忍兩者都是利他主義的，

而且以個性發展為目的，只不過前者出於情感，後者則出於理性。對

                                                 
8 該文引自胡適（1986c），《胡適作品集》第 35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p.19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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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兩種容忍的態度，胡適說：「吾於家庭之事，則從東方人；於社

會國家政治之見解，則從西方人。」9這句話就顯示他對東西兩種文

化的不同態度。 

一九五九年，胡適在《自由中國》發表＜容忍與自由〉一文。 

〈容忍與自由〉一文的內容可以說是胡適容忍精神的結晶，他說：「年

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

忍，就沒有自由⋯人類的習慣總是喜同惡異的⋯⋯這就是不容忍的態

度。」10胡適進而指出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

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自由的被壓迫，都由於這一點深

信自己是不會錯的心理，所以他說：「這一點『我不會錯』的心理，

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 

胡適容忍精神的一個引伸意義即反對多數暴力。早在一八三一年

托克維爾（Tocqueville）去美國觀察其民主制度，便主張美國民主

制度的最大弊端是「多數暴力」(tyranny of the majority)。他指

出多數暴力有兩個基礎：一認為若干人聯合起來，要比一個單獨的人

有知識和智慧；二認為多數人的利益優先於少數人的利益。 

政治的多數暴力，胡適認為自由主義的政治意義有二，即民主與

容忍。容忍的政治意義就是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自由權利，胡

                                                 
9 該文引自胡適(1986c)，《胡適作品集》第 35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170。 
10 見胡適（1959），〈容忍與自由〉，引自《自由中國》第二○卷，第六期，台北：自由中國雜誌
社，p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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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說：「向來的政治鬥爭，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

被壓倒的人是沒有好日子過的。但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卻漸漸養塑了一

種容忍異己的度量與風氣。因為政權是多數人民授與的。在朝執政權

的黨一但失去了多數人民的支持，就成了在野黨了⋯⋯而個個少數黨

都有逐漸變成多數黨的可能。」11(胡適，1966：207) 

胡適以為容忍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產物，並且指出在民政治的選舉

制度下，少數黨隨時都可以變成執政黨，這就是容忍之所以存在的實

際理由。要言之，胡適指出反對黨或少數黨的兩個存在理由：其一是

為政府樹立最嚴格的批評監督機關；其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選擇的機

會，使國家可以用法定和平方式來轉移政權，這兩個條件──嚴格的

批評監督與和平的轉移政權是現代民主國家做到和平的革新的大

路。12 

胡適一直堅信合法的反對是培養民主自由不可缺少的條件。一九

五二年，他在〈自由中國雜誌三週年紀念會上致詞〉一文中，要求政

府應該本著容忍精神開放言論自由，他說：「我們的希望是在民主這

一方面。我們當政的人，應該極力培養合法的反對，合法的批評⋯⋯

在朝的應該培養鼓勵合法的反對；在野的應該努力自己負起這個責

                                                 
11 該文引自胡適(1966c)，〈自由主義是什麼？〉，《胡適選集》雜文篇，，台北：文星書店，pp.205-210。 
1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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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為國家做諍臣，為政府做諍友。」13(胡適，1986c：68) 胡適認

為有了這種精神，就可以養成民主自由的風氣和習慣。 

在胡適去世的一週後，《聯合報》以“胡適與言論自由”一文作

為他蓋棺論定的一生主張： 

「胡先生關於自由言論的見解之所以少被人提及，在我們看來，

也許是由於他的這些見解，並不能如他所倡科學、民主、與理性那樣

的被一般人所普遍的接受。在不同的場合，胡先生曾經就言論自由這

個題目說了些在表面上看去好像不甚相同，甚至顯得有點前後矛盾的

話，以致一部分人感覺到他與權威挑戰而不安，另一部一分人則感覺

到他與權威妥協而不喜。事實上，胡先生仍然是一貫的，他祇是對這

個尖銳而容易引起爭辯的題目採取一種較為中和的立場。他明知這種

立場是兩不討好的，他卻始終堅持。 

胡先生的動機是單純的：他反對言論自由之被抑制，同時也時時

提防著言論自由之被濫用。當輿論界顯得消沉之時，他鼓勵大家「寧

鳴而死、勿默而生」，他提倡「扒糞運動」，他認為「為人辯冤白謗是

第一天理」，他告訴我們說，言論自由不是任何方面的恩賜，而必須

努力去爭取得來。他曾經批評新出版法之擬訂，在政府與執政黨是「不

聰明之至」，並且希望立法院勿予通過。但是，當輿論界趨於偏激之

                                                 
13 該文引自胡適(1986c)，〈自由中國三週年紀念會上致詞〉，《胡適作品集》第 26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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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卻回過頭來強調「負責任的言論」，告訴我們容忍比自由更加

重要，他甚至主張說話要講求方法，要說得「順耳」，讓人家能聽得

進去，才能叫人家心悅誠服。他常常說起，他自己作據文章，通常每

小時可寫千餘字，但是作政論則祇能寫二、三百字，他的用意就是勸

告人們立言必須極端的審慎。祇有能深切瞭解胡先生者，才知道他祇

是在不同的情形下對不同的對象略改變其重點而已，但在不瞭解者聽

來，竟可以生出「前後判若兩人」的印象。 

我們應知，胡先生關於言論自由的觀念，是與他整個思想相調和

的。他之所以深感立言不易，是由於他體認到「善未易明、理未易察」。

此種體認，正就是理性主義的基本精神之所在。言論所涉及的，大都

是一些可以見仁見智的問題，就特別須要擯除成見與武斷。梁任公式

的倚馬萬言的才華，與筆鋒常帶感情的文體，都不是胡先生所十分欣

賞的，因為逞一時意興所至的放言高論，常常會達到「以今日之我與

昨日之我戰」的結果。胡先生則認為必須審慎持重才能做到觀點之穩

定。 

復次，我們更應知胡先生是漸進的改良主義者而不是一位革命

家。這種基本態度，也是植根於他實驗主義的哲學。他不願聽到言論

界充滿一片歌功頌德之聲，這將使整個政治社會喪失了進步的動力，

但同時他也不願看見言論成為破壞的工具，致令帶來了動亂。他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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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必須保持既要反對言論自由之被壓制又要防範其被濫用的立場，就

是為了要使輿論成為進步的而非革命的，建設的而非破壞的，要使言

論祇是促成改革而不是製造不安。 

胡先生所說的負責任的言論，要恰到好處的把握其分際，大非易

事。我們如果把此所謂責任僅僅解釋為法律上的責任，那實在是一種

至為膚淺的看法。所以胡先生從不主張以法律來規範言論。胡先生所

說的言論責任，其主要意義還是在立言者必須對自己的知識、信仰、

與良心負責。責任，多少含有節制的意義，但言論的節制應該是內發

而非外來的。胡先生要求審慎，是由於「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但

對於我們自己所認為確知而堅信者，胡先生仍鼓勵我們要有爭取發表

自由的膽力與魄力，而且必須這樣才算得克盡言論的責任。有些人自

以為把握到了胡先生的中和立場，結果是對一切都不敢發表意見，甚

至於根本沒有意見，無所謂善惡是非，祇知道附和逢迎，甘心做一頭

討吉利的「喜鵲」；如果像這樣的去實踐胡先生所說的審慎，其結果

將不僅使言論成為真空，其人自己也將成為一個十足的鄉愿。 

要確切體認胡先生對言論自由的見解，必須把他兩方面的話合併

在一起來看。這兩方面的話，不僅是相輔相成，而且是互為條件。他

所強調的容忍，一方面是對言論界而發，另一方面也是對政府及社會

上有力量的人們而發。容忍是雙方面的。特別是民主政治尚未有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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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的國家，雙方面的容忍更是一個極不容易引起另一方壓抑的動

機。在民主政治才起步的國家，雙方都容易趨於極端，其結果將是至

為可怕的。胡先生苦口婆心，時時反覆闡釋言論自由的真諦，就是為

了要避免這一個可怕的結果。 

現在，胡先生已經過去了，但所懸的這個高尚的理想仍然在考驗

著我們。如果這個理想能夠實現，我們這個社會就可充滿祥和之氣，

大家為著進步的目標而團結合作；如果這個理想能夠實現，我們這個

社會就可充滿詳和之氣，大家著進步的目標而團結合作；如果這個理

想竟然不能實現，那就是猜疑、分化、支離破碎的局面了。這是一件

關係國家安危的大事，究應何去何從，我們希望大家能在悼念胡先生

之同時，作一個明智的抉擇。」 

胡適認為民主制度是西洋近代文化的一個特色，他從三個層次來

解釋民主主義的意義。 

第一，民主是一種政府形式。一九五四年，胡適在台北縣聯合國

中國同志會演講〈美國的民主制度〉時，指出民主的第一要件是人民

有控制政府的權力：政權的轉移不靠武力，不靠武力的革命，而靠多

數人民投票的表決，他說：14(胡適，1988：175) 

民主最基本的觀念，就是政權要掌握在大多數人民的手裡，政權

                                                 
14 該文引自胡適(1988)，〈美國的民主制度〉，《胡適演講集》（二），台北：遠流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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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移要靠大多數人民自由意志投票的表決。 

至二十世紀以後，地球上的許多國家多半都是標榜民主，連共產

國家也包括在內。若我們用胡適上面所謂「自由意志」去衡量，則容

易分辨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與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或其他民主之間的不同。 

第二，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a way of life)。這一界定更不同

於共產主義所標榜的民主之意。15杜威指出所謂民主具有較特定政府

形式更廣泛的意義，即一種生活方式：各人共同參與政治生活，互相

交換經驗意見以創造共同價值，其目的即個性發展與社會福利。同

樣，胡適亦認為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他說：16(胡適，1970：545) 

民主的真意義只是一種生活方式：民主的生活方式⋯⋯就是承認

人人各有其價值，人人都應該可以自由發展的生活方式。一切保障人

權，保障自由的制度，根本上都只是承認個人的價值，根本上都只是

要使得那種承認個人價值的生活方式有實現的可能。換句話說，民主

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一種個人主義的生活方式。 

胡適上文說作為生活方式的民主，其主要內容是個人主義的生活

方式，而其目的即在個性發展。他指出民主的生活方式，其最具體的

表現就是尊重少數人的自由，尊重每一個個人的自由；其在政治制度

                                                 
15 唐德剛譯注（1986），《胡適口述自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pp.192-193。 
16 該文引自胡適（1970），〈四十年來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胡適手稿》第
九集，卷三，台北：胡適紀念館，pp.54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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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表現，就是多數不敢抹殺少數，不敢不尊重少數，更不敢壓迫少

數，毀滅少數。(胡適，1970：547)由此可見，胡適對民主的第二種

解釋，其主要內容即「容忍」。 

第三，胡適說民主是一種信仰，信仰什麼呢？胡適認為：17(胡適，

1986c：63) 

（一）信仰國民至多可以受欺於一時，而不能受欺於永久。（二）

信仰制度法律的改變可以範圍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訓練，更可以

維持法治。（三）民治的本身就是一種公民教育。 

其實，這一解釋就顯示胡適的一個願望，就是中國應該早點實行

民主主義。早在上海求學時（十六歲），胡適已稍微受過民主訓練。

留學時期對美國民主政治的親身體驗和學習，使他對西方式的民主發

生極大的興趣和好感。 

一九二二年，吳佩孚反對實行民主制度說：「政治甫入規範之日，

民選之利尚在無何有之鄉，而其害已不可勝紀。」18胡適反駁說：19 

若因為「組織未備，鍛鍊未成」，就不敢實行民治，那就等於因為怕

小孩子跌倒就不叫他學走了。學走是免跌的唯一法子，民治是「鍛鍊」

民治的唯一法子。 

這一段話可算是「民主是一種信仰」的最好註腳，同時代表胡適

                                                 
17 該文引自胡適(1986c)，《胡適作品集》第 9集，台北：遠流出版社。 
18 同上註，p.155。 
19 同上註，p..256。 



 130

的一個心願，即盡快實行民主主義。不但如此，他甚至以實行民主主

義為打倒帝國主義的前提。一九二二年十月，胡適發表《國際的中國》

一文，主張若民主主義的改革成功之後，政治上了軌道，則中國可以

自然解除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所以他說：「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國

侵略主義的先決問題。」 

然則，胡適為何如此重視民主制度呢？這就涉及到自由與民主的

相關關係。一九四一年，胡適曾寫“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

一文，後來以〈民主與極權的衝突〉為題，發表在《自由中國》，他

說： 

⋯⋯民主文明，也就是一般愛好自由的個人主義者所手創的⋯⋯

「民主」的政治制度，也不過是這般具有「不從國教」的自由精神的

人們，為了保衛自由，所建立的一種政治的防禦而已。20(胡適，1949：

7) 

胡適說民主文明是愛好自由的個人主義者所創造出來的，這是自

由精神的反映，而其目的保衛自由。當時中國面臨帝國主義的侵略，

因此一些知識份子提倡獨裁政治論，主張唯有新的開明的獨裁政府可

以救中國。不過胡適堅持民主自由，主張「只有自由可以解決中國民

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團結全民的力量來解決全民族的困難，

                                                 
20 該文引自胡適(1949，〈民主與極權的衝突〉，《自由中國》，台北：自由中國雜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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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給我們培養一個有人味的文明社會」。而且，他深

信這個民主自由的大運動來「一定勝利」。(胡適，1987：85) 

     我國古代也曾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為邦本，民

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主思想，但是信在自由的保障全靠互相

容忍的精神，凡是不承任異己者的自由人，就不配爭自由更不配談自

由，如果我們放任那種不容忍的風氣發展下去，有朝一日，這個社會

將會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而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

力足容身之地了。 

 因此筆者認為自由主義有四個意義： 

一、自由 

二、容忍 

三、民主 

四、和平的漸進改革 

  在近代民主國家裡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權利已成為當今

的政治作風，面對台灣的首次政黨輪替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更是別具

意義，我們是否更該朝著政治共存，經濟共融的方向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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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民主憲政的實施途徑 

全球各國在政治上最大的分別在於政府統治程度不同是否具有

安定性、合理性、組織、效率，更重要的是要有民族共識感。辛亥革

命後的中國面臨制度化的政治問題。制度（institution）的意義是

指穩定的，被重視的、經常重現的行為模式。 

所謂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是指組織與程序獲得價值

和穩定性的過程。（S.P.Huntington，1968：12）政治能否走上軌道

便取決定制度化。有鑑於此，胡適在民主憲政途徑其主張分為：一、

漸進主義；二、知行合一；三、政治計劃；四、反對獨裁；五、國會

中心；六、政黨政治。 

一、漸進主義 

胡適原則上雖不反對革命，但從效率（effiviency）的標準來反

對過早的革命，一九二二年他在〈這一週〉一文中說：21(胡適，1986c：

119) 

我們是不承認政治上有什麼根本解決的⋯⋯我們因為不信根本

改造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只談問題，

不存大希望，也不致於大失望⋯⋯只有一個「得尺進尺，得寸進寸」

的希望。 

                                                 
21 同註 17，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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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通常企圖一下子或根本解決社會或政治問題，這種革命不但

造成社會混亂，而且也產生出許多後遺症。因此，胡適反對這種革命，

主張一點一滴的改造，就是漸進主義。一九三○年，他發表〈我們走

那條路〉一文，比較說明革命與演進的不同時說：22 

「革命和演進本是相對的，比較的，而不是絕對相反的。順著自

然變化的程序⋯⋯這是演進。在演進的某一階段上，如上人功的促

進，產生急驟的變化；因為變化來的急驟，表面上好像打斷了歷史上

的連續性，故叫做革命。其實革命也都有歷史演進的背景，都有歷史

的基礎。」 

從此可見，就胡適看來，演進與革命的最大不同處就是：前者以

自然化為主，後者則以人功的促進為主。 

他要的是和平的、自覺的、一點一滴的改革，他說：23 

充分採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作自覺的改革，在自

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這個根本態度和

方法，不是懶惰的自然演進，他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

口號標語式的革命，只是用自覺的努力作不斷的改革。 

上文正代表漸進主義的核心內容，就是：第一，它以科學的方法

與科學的知識為基礎；第二，它基於這懂方法與知識，研究具體問題；

                                                 
22 該文引自胡適(1986c)，《胡適作品集》第 18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98。 
23 同上註，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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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因此它注重一點一滴的、自覺的改革，所以反對那懶惰的自然

演進，盲目的暴力革命以及基於主義的革命。 

二、知行合一 

胡適承襲杜威的知識論，指出「每次的生活經驗能夠把舊的經驗

改組一遍，作為後來活動的準備，使後來的活動比前次更滿意」，這

就是「步步思想，步步是知，步步是行」的過程。24他說：「知是從行

裡得來，知就在行的裡面；行也是從知裡得來，行就是知的本身。知

分不開行，行也分不開知。」25這就是胡適所謂「知行合一」。他根據

這一理論，說明墨子與王陽明的不同處，他說：26 

墨子說單知道幾個好聽的名詞，或幾句虛空的說，算不得真「知

識」。真「知識」在於能把這些觀念來應用⋯⋯陽明偏向「良知」一

方面⋯⋯墨子卻不然，他的是非的「準則」，不是心內的良知，乃是

心外的「實用」。 

胡適說王陽明與墨子的最大不同處即：前者注重心內的良知，後

者則重視心外的實用，更詳細來講，他指出兩者的不同就在於墨子是

主張「義外」說的，陽明是主張「義內」的：陽明的「知行合一」說，

只是要人實行良知所命令；墨子的「知行合一」說，只是要以所知的

能否實行，來定所知的真假，以所知的能否應用，來定所知的價值。

                                                 
24 該文引自胡適(1986c)，《胡適作品集》第 25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25。 
25 同上註。 
26 該文引自胡適(1986c)，《胡適作品集》第 31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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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按照胡適的分析來判斷的話，則墨子的知識論較接近實驗主義的知

識論。 

三、政治計劃 

胡適的政治計劃主義，有兩個特色，就是功效主義與專家主義。

首先「功效主義」是政治計劃主義的一個特色，它的權力論亦完全以

功效主義為本。胡適在〈政治要有計劃〉一文中說：「今日西方人常

提『功效主義』（efficiency）。其實功效主義之第一著手處便是『籌

劃打算』。」28回國之後，親眼目睹了當時的政治情況，所以一九二二

年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中，胡適正式公開提出「有計劃的政治」

論說：「因為我們深信中國的大病在於無計劃的飄泊，因為我們深信

計劃是效率的源頭，因為我們深信平庸的計劃勝於無計劃的瞎摸索。」

29胡適一方面批評當時中國毫無計劃的政治作風，一方面強調有計劃

的政治才可以得到效果。一個月之後，他在〈這一週〉一文裡強調同

樣的道理說：30(胡適，1986：128) 

計劃的功效，全分期剋日，步驟分明⋯⋯我們對於無論誰來組織

的政府，第一個要求就是「有計劃」。國家是一件重器，政治是一件

絕世大事，沒有計劃是不行的，沒有計劃的人是不配幹政治的。 

                                                 
27 同上註，p.141。 
28 該文引自胡適(1986c)，《胡適作品集》第 37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61。 
29 同註 17，p.22。 
30 同註 17：pp.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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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中，胡適明白指出他主張計劃主義的實際理由，那是因為

「國家是一件重器，政治是一件絕大的事」。因此，他主張只有「分

期剋日，步驟分明」的政治才可以得到功效。 

政治計劃主義的第二個特色就是「專家主義」。胡適第一次討論

專家主義的文章即一九二九年五月所發表的〈知難，行亦不易〉，這

已在前面提到。兩個月之後，他對宋子文說了一些改革的意見，主張

「充分實行專家政治」。31一九三○年，他在〈我們走那條路〉一文中，

引用淮南子所謂「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

君子則得其平易，遇小人則陷於溝壑」（卷十三，《氾論訓》），指出當

時中國的狀況正如「盲者行於道」，並且說：32 

如果我們領導者真正睜開眼睛看過世界的人，如果他們確是睜著

眼睛領導我們，那麼，我們也許可以跟著他們走上平陽大路上去。但

是，萬一我們的領導者也都是瞎子，也在那兒被別人牽著鼻子走，那

麼，我們真有「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大危險了。 

胡適雖然如此說，但他認為或判斷當時領導者沒有遠大的政治眼

光與計劃。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正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所以他在〈今日可做的建設事業〉一文中，為了中國的建設事業提出

三個意見： 

                                                 
31 該文引自胡適(1929），《胡適的日記》手稿本，香港：中華書局。 
32 同註 22，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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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有了專家計劃，又有了實行的技術人才，這樣的建設可以

舉辦。 

第二、凡沒有專門學術人才可以計劃執行的事業，都應該先努力

培養人才。 

第三、在創辦新事業之先，應該充分利用專用技術人才，改革已

有的建設事業，使他們技術化，使他們增加效率。33 

由此可見，只有專家才可以建設國家，才可以增加效率。簡言之，

他主張「有計劃的政治經濟都需要許多能計劃與能執行的專家」。34 

四、反對獨裁 

在〈建國與專制〉（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獨立評論》八一號），

提出兩個意見：第一、建國固然要統一政權，但統一政權不一定要靠

獨裁專制；第二、今日中國要談的「建國」（胡適認為中國自兩漢以

來已經算是一個民族國家），只是要使這個中國民族國家在現代世界

裡站得住腳。關於建國是否應行新式專制，他又發表〈再論建國與專

制〉（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獨立評論》八二號）提出其反對專制的理

由：第一、他不信當時中國有能專制的人，或能專制的黨，或能專制

的階級；第二、他不信當時中國有什麼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

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的領導之下，造成

                                                 
33 該文引自胡適(1933)，《獨立評論》第 95號，北平：獨立評論社，p.2。 
34 該文引自胡適(1986c)，《胡適作品集》第 23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166。 



 138

一個新式專制的局面。最後他說：「民主政治是常識的政治，而開明

專制是特別英傑的政治。特別英傑不可必得，而常識比較容易訓練。

在我們這種缺乏人才的國家，最好的政治訓練是一種可以逐漸推廣政

權的民主憲政。」這就是胡適反對新式專制的理由。 

錢瑞升在一九三四年一月發表〈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 

（《東方雜誌》三十卷一號），支持獨裁論。指出民主政治衰頹的幾個

現象：第一、在民主國家裡，因國家權有限制，故生產及消費不能維

持其應有的均衡，而生產力的的增加亦至極遲緩；第二、黨爭的劇烈

足以減少法律的尊嚴；第三、行政權的增加及立法機關的退讓足以破

壞兩權的平衡。 

胡適在一九三四年一月發表〈一年來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討論〉

（《東方雜誌》三二卷一號），說錢瑞升的文章是那年一中討論民主、

獨裁問題的一篇最有條理又最懇摯動人的文章。不過，他還是反對錢

先生的意見：第一、錢先生認為歐戰的結局實為民主政治的最後一次

的凱旋。但胡適認為歐戰的結局實在是民主政治進入一個偉大的新發

展的開始：在量方面，民主政治差不多征服了全歐洲；在質方面，無

產階級的政治權力驟增，同時民主政治也跟著社會化（一九三○年代

胡適較注重集體自由）。詳言之，十八世紀的民主革命和十九世紀中

葉以後的社會主義運動並不是兩個相反的潮流，乃是一個大運動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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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相連貫又相補充的階段。第二錢先生主張統治經濟的要求是獨裁無

可避免的主要原因。但胡適指出英美民治國家當時已走上計劃經濟的

路，35他稱這種傾向為「新自由主義」或「自由的社會主義」。最後，

錢先生基於上述的理由，主張當時中國需要獨裁制度。但胡適認為中

國的工業化，不單靠政府權力無限的增加。換言之，因為當時中國沒

有足夠的資本與專門人才，所以假如有獨有獨裁政權，也無法建立中

國的工業化。36 

在〈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獨立評論》一三○號）與＜汪

蔣通電裡提起的自由＞（《獨立評論》一三一號）二文中：在前篇裡，

胡適從當時中國有沒有獨裁的「必要」與「可能」兩方面來檢討民主

與獨裁論戰第一階段裡曾討論過的內容，他下結論說：「民主政治是

幼稚園的政治，而現代式的獨裁可以說是研究院的政治⋯⋯我們這樣

一個知識太低，經驗又太幼稚的民族，在這最近的將來，怕沒有試行

新式獨裁政治的資格。」(胡適，1934：160)而後篇是有關保障人民

權利的文章。由此可知，胡適是自由與民主的絕對擁護者。 

另外胡適又發表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裡〈求得一個共同的政治信

仰〉一文中，他主張獨裁的政制如果實現，則會導致「求統一而反致

分裂，求救國而反增加國家的危機」，所以說：「古人說的『欲速則不

                                                 
35  該文引自胡適(1935b)，〈一年來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討論〉，《東方雜誌》，上海：商務印書館，

p.19。 
36  同上註：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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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的名言是不可不使我們三思熟慮的。」37最後，胡適要求無論黨

內黨外的人，都應該平心靜氣，以汪蔣電文中所謂「國家問題取決於

政治而不取決於武力」為坦坦大路，求「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他

說：「黨內的應該尊重孫中山先生的遺教，尊重黨內重要領袖的公開

宣言，大家努力促進憲政的成功：黨外的人也應該明白中山先生手創

的政黨是以民主憲政為最高理想的，大家都應該承認眼前一切『帶民

主色彩的制度』（如新憲法草案之類），都是實現民主政治的歷史步

驟，都是一種進步的努力，都值得我們的誠意的贊助使它早日實現

的。」38胡適深信只有這樣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才可以號

召全國人民的感情與理智，使中國民族聯合起來做一致向上的努力。

所以，胡適認為民主可以凝聚民族向心力，這與日本明治時代許多有

識者觀點雷同。 

五、國會中心 

胡適的政治思想趨向「菁英主義」，他主張以國會群集各界社會

賢達；又在基於和平主義的信念下，他更強調中央與也方若無適當管

道，即使以武力統一全國，最後終必分崩離析，無法長治久安，他在

〈論政治統一的意義〉一文中說道： 

「我們幾個朋友在《獨立評論》上討論到“建國”的問題。當時

                                                 
37 該文引自胡適(1935a)，〈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裡求得一個共同的政治信仰〉，《獨立評論》，北

平：獨立評論社，p.292。 
3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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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提出的一個結論是： 

凡夢想武力統一的人，大概都是對於別的統一方法全抱悲觀

了。⋯⋯中國統一的破壞，由於各省缺乏向心力，就成了一個割據的

局面。⋯⋯我所設想的統一方法，簡單說來，只是用政治制度來逐漸

養成全國的向心力。⋯⋯今日必須建立一個中央與各省互相聯貫的中

央政府制度，方才可以有一個統一國家的起點。」 

那時我舉了一個例子，就是國會制度。後來頗有人笑我迂腐。其

實我當時明說：「我要請大家注意的只要一個連貫中央與各省的機

關，要建立一個象徵全國民族的機關。」國會的根本觀念只是「讓各

省的人到中央來參加全國的政治，所以是養成各地方向心力的最有效

的一步」。 

我所說的「政治統一」，只是那些維繫全國，把中央與地方連貫

成一個分解不開的全體的制度和關係。關係有多種，如經濟的利害相

關，如國防的安危相關，如交通的往來相關等等。但這種種的相互關

係，若沒有統一的政治制度的表現與統制，明明相互的關係也可以鬆

懈到不相關，甚至於相衝突的地位。政治統一全靠政治家能充分了解

各部分的相互關係，用政治的制度去培植他們，鞏固他們。一個國家

的統一，決不能單靠武力一項把持各部分使他們不分崩。國家的統一

其實就是那區數維繫各部分的相互關係的制度的總和。武力統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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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若沒有那種種維繫，統一還是不能保持長久的。 

胡適多談國會是一九三○年代開始，這時正值國民黨完成北伐以

後，就實行一黨專制，暫不選舉國會。一九三二年五月，他在《獨立

評論》發表〈憲政問題〉，指出「議會政治只是人民舉代表來辦政治

的制度而已」。39當時胡適認為日本維新運動成功，中國維新運動失

敗，其原因之一即中國沒有「社會中心」，他說：40 

社會組織是平民化了，同時也因為沒有中堅的主力，所以缺乏領

袖，又不容易組織，弄成一個一盤散沙的國家。 

胡適認為當時中國最要緊的，就是建立一個新的「社會中心」以

團結全國力量。因此，他提出社會中心所具備的幾個條件。41 

第一、必不是任何人，而是一個大的團結。 

第二、必不是一個階級，而是擁有各種社會階級的同情的團體。 

第三、必須能吸收容納全國的優秀的人才。 

第四、必須有一能號召全國多數人民的感情與意志的大目標：他

的目標必須是全國的福利。 

第五、必須有事功上的成績使人民信任。 

第六、必須有制度化的組織使他可以有持續性。 

其實，胡適所主張的「新的社會中心」，指的就是「國會」。一九

                                                 
39 該文引自胡適（1932），〈憲政問題〉，《獨立評論》第 1號，北平：獨立評論社，p.7。 
40 同註 22，p.67。 
41 該文引自胡適，（1932），《獨立評論》第 18號，北平：獨立評論社，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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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年一月，他在《獨立評論》發表〈政治統一的途徑〉，主張「今

日必須建立一個中大與各省互相聯貫的中大政治制度」，因為要統一

政治或統一國家，須「把中央和地方連貫成一個分解不開的全體」。

胡適說國會的功能是要建立一個中央與各省交通聯貫的中樞；它是統

一國家的一個最顯的象徵，是全國向心力的起點。(丘為君，1984：

68) 

除此以外，胡適指出國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合法地批

評、合法地反對、合法地制裁政府的功能。一九五二年，胡適在立法

院歡迎會上演講時說：「⋯⋯民主政治最要緊的基礎，就是建立合法

的批評政府，合法的反對政府，合法的制裁政府機關⋯⋯我們立法院

當然也就是全國人民所矚望的國會⋯⋯替人民樹立合法的批評、合法

的反對、合法的制裁的一種傳統。(胡頌平，1984：36)因為有了國會

的功能，人民才能保障自己的自由。 

一九二○年代初，中國掀起了聯省自治運動。所謂「聯省自治」

運動是指約在一九二○年至一九二四年間主張用省憲達到自治，然後

由立憲的各省聯合起來統一中國。這是除了武力統一與和平統一以

外，另一個講求統一的辦法。這種聯省自治運動含有兩方面的意義：

（一）是容許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一種省憲：依照省憲自組省

政府，統治本省；在省憲範圍以內，非但可以免去中央的干涉，便是



 144

省與省之間也可免去以略的糾紛。（二）是由各省選派代表，組織聯

省會議，制定一種聯省憲法，以完成國家的統一，就是確定中國全部

的組織為聯邦制的組織，如此既可以解決南北護法的爭議，又可以將

國家事權劃清界限，藉此把軍事權收歸中央，免去軍閥割據之弊。不

過，有些握有實權的人，大致同意第一種意義，因為它便於割據。 

胡適認為42國家把權力分給地方是一種趨勢，因而他從反對武力

統一，主張和平解決時局的立場出發，贊成當時的「聯省自治」運動。

當時學者當中，李大釗亦表贊成。他認為南北的衝突，省與中央的衝

突不能用武力來消滅，只能用聯省自治來解決。不但如此，地大人眾

的國家多半由聯省而形成聯邦制的國家。不過就，其目標來講，李氏

與胡適不同：李氏追求社會主義，胡適則追求民主主義。胡適在一九

二二年發表〈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一文，指出二千多年的中國歷史

確然呈現一種「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勢。這二千年歷史的教訓

是：中國太大，不適於單一制的政治組織。而以前實行單一制的流弊

即：中央的統治力一衰，全國立刻「分」了，直到大家打得筋疲力盡，

都厭亂了，然後又「合」起來。胡適又觀察了當時的情況，提出幾個

意見，就是：43 

1.中國不適宜於單一的國家組織；軍閥的割據是武力統一的迷夢

                                                 
42 同註 17，pp.75-76。 
43 同註 17：pp.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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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惡果。 

2.今日只是督軍總司的權大，而地方的權極小。這兩件事決不可

混作一件事。 

3.軍閥的權限所以大到這個地步，是因為地方沒有權，又因為中

央雖有權而無力制裁軍閥。 

4.今日決不能希望中央來制裁軍閥；制裁軍閥與倒閥的一個重要

武器在於增加地方權限，在於根據於省自治的聯邦制。 

上文指出強求統一是軍閥割據的一大原因，所以胡適認為唯有實

行聯邦制來增加地方政府的權力，才可以打倒軍閥，他說：「增加地

方的實權；使地方能充分發展他的潛力，來和軍閥作戰，來推翻軍閥。 

六、政黨政治 

政黨是一群人結合政治性團體，是尋求政治權力，合法控制政府

人事及政策的結合或組織。 

胡適對政黨的態度有點曖眛。從國民黨實行一黨專制以後，他一

直反對，向他們要求公開政權。雖然，胡適自己不太重視政黨在民主

政治裡面的角色，甚至主張無黨政治。 

一九二二年，胡適等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引起了許多討

論。當時，梅祖芬指出政黨在過渡時和平時的結合有根本不同之點，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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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的結合宜於「分」，過渡時的結合宜於「合」。胡適給他答覆

時承認「平時的政黨不妨分，而過渡時的政黨應該合」。而他認為當

時是過渡期，所以政黨應該「合」，44他說：「⋯⋯認清我們的公敵是

惡勢力的惡政府，我們的責任是向這惡政府作戰。這就是我們的大黨

了。」接著說：「至於國會恢復之後，向來的政黨政治自然回來⋯⋯

至於將來政治上軌道之後，具體主張上的不同或者使我們不能不造政

黨。」45從上文來看，胡適似乎不反對政黨政治，而且主張自由組黨。

不過，一九三一年八月六日日記上記載一段話說：46 

全祖望說你應該為這個學說（無黨政治論）立一個好名字。我說

名字八年前就有了，叫做「好政府主義」。 

由此可見，胡適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時，已經有「無黨政治」

論，即「好政府主義」。 

由此可見，他的「無黨政治」論富有理想色彩，而且帶著類似無

政府主義的極端自由思想──胡適也許認為政黨制度不但阻礙自由

組合，也妨害自由發表意見。一九三五年八月，胡適發表〈政治改革

的大路〉，公開承認他自己是不贊成政黨政治的，也不相信民主政治

必然經過政黨政治的一個階段。 

                                                 
44 同註 17，p.32。 
45 同註 17：p.46。 
46 該文引自胡適(1990)，《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 10 冊，台北：遠流出版社，pp.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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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在多個政黨並立的基礎之上，而行憲四五年來

未能樹立這基礎，是由於國民黨未能拋棄“黨內無派，黨外無黨”的

心理習慣。 

到了這個時候，胡適完全放棄一九三○年代所主張的「無黨政治」

論，承認政黨政治乃為民主政治運作的基本原理。同時，他依然向國

民黨要求開放政權。 

誠如拉斯基(Laski)在“A Grammer of Politics”中所說：「在

近代國家裡，個人如果不跟自己利益相同的人協調行動，則他的主張

只不過如同在原野當中的呼叫而已（voice crying in the 

wilderness）。」一般個人須透過某種團體或組織來提出要求，才可

以得到某些結果。政黨就是因應這種要求而產生的，所以挪慢

（Neumann）也說：「政黨是近代政治的生命線（lifeline）。」一九

二○年至一九三○年代，胡適忽略或根本不承認黨政治為民政治的基

礎，因此主張無黨政治，其目的在國民精神的團結。「合」以克服國

難。到了晚年，胡適才認為主張政黨政治是民主政治必備條件，並建

議知識份子應該組一新黨可以找出一個新方向47就是政治多元化。無

論如何，胡適對近代中國政黨史貢獻在於他從頭到底一直反對國民黨

的一黨專制，並且向黨要求開放政權。 

                                                 
47 參閱胡適，（1958.5）〈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自由中國》第 18卷，第 11期，台北：
自由中國雜誌社，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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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政界與教育變革 

北京大學自蔡先生入校後，積極從事校務與學風的改革，尤其是 

他起用鼓吹新思想的開明學者，在校內，學生多受其影響，而傾向於

新思潮。在校外，師生多能藉發行書報，以宣傳其主張。全國的教育

界和思想界頓呈活潑氣象。其後北大又增設研究所以提高學術程度，

又招收女生以提倡男女同學的制度。北京大學因此成為全國最高的學

府和新文化的領袖。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發生的學生愛國運動，是傾向於情緒性的自

發性運動，對於同時的新文化運動，僅有間接地刺激。因為新文化運

動中，民主與科學為其中要素，而這兩者都需要以理性的態度去處

理；五四運動的貢獻在於刺激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以及影響了新文

學運動的興起。這種效果，不僅在北京一地表現，全國各地均有響應。

是故其消極方面的成就多於積極方面。（傳斯年，1971：107） 

五四運動的發生，其目的不僅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主要

目的，還是在除去國內的禍根──軍閥。是時北京政府由安福系執

政，然軍閥自身並無遠大理想，只以保有政權為唯一目的，對國家利

益並不優先考慮。受過新思想，新教育的青年對其自是不齒。而北京

政府竟與日本軍閥財閥合作，成立西原借款和中日軍事協定，相互勾

結以保其政權，一般青年對此均表憤懣，意欲犧牲自己以剷除惡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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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陳端志，1973：231） 

一九一八年五月廿一日，北大及各專門學校學生二千餘人往總統

府請願廢止中日軍事協定，並要求宣布條文，蔡元培先生曾力加勸

阻，但未獲採納，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他一向認為學生在學

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但他又允許凡

是二十歲以上的學生，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

府團體，不必牽涉學校。48同時他也強調「世界之休戚，國家之休戚

隨之。國家之休戚，學校之休戚隨之。學校之休戚，學生之休戚隨之。」

49由此看出，思想成熟的學生，自應有判斷能力，若是感於國家民族

利益受到侵害，當可有所表示。 

胡適以為：「從這一天起，北京大學就執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

蔡先生帶著我們都不能脫離政治的努力了。」50 

然而戰後巴黎和會召開時，我國雖為參戰國，並在會中提案，欲

直接從德國手中收回山東的利益；而日本代表反對，認為中國應與日

本交涉收回山東利權問題，無需在和會中提出。英、法兩國亦支持日

本。消息傳來，國人甚為激動。又因為一九一八年九月之山東鐵路合

同，中國無款以從日本之建議、償還借款，取消此鐵路合同，以杜其

                                                 
48 蔡元培（1967），〈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蔡元培自述》，台北：傳記文學，pp.26-.31。 
49 蔡元培(1973)，《新潮社本言行錄》，〈對於北京大學學生全體參與慶祝協商戰勝提燈會之說

明〉，台北：文海出版社，pp.309-321。 
50
 收入胡適(1966)，〈紀念『五四』〉，《胡適選集》歷史篇，台北：文星書店，pp.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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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51(蘇新城，1989：130) 學生乃認為中國在巴黎和會中不能爭回

山東的利權，實因政府中的親日派等人早對日本在山東的利權有所默

契。而遷怒這些官員，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為號召的學生愛國

運動遂一觸即發。 

五月三日晚七時，蔡先生鑒於北大學生情不可遏，乃約集學生於

法科大禮堂開會，共議進行辦法四條：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二、

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簽字；三、通電各省於五月七日國恥紀念舉行遊

街示威運動；四、於四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當即推定段錫

朋、傅斯年、羅家倫、狄福鼎（即狄膺）、康白情等二十人為代表辦

理一切進行事宜。 

五月四日，學生因示威遊行，並闖入曹汝霖住宅，與軍警發生衝

突，學生三十二人被捕。是晚七時，北大學生齊集法科常禮堂，會商

營救被捕學生之法，並請蔡校長設法。蔡先生謂「今當所發生的事，

乃屬愛國運動，此種運動在各國是最平常的事，大家不必驚慌，我當

負責營救。」六日晚，蔡先生等再至警所要保釋，警察總監吳炳湘恐

學生次日國恥紀念會鬧事，向先生提出二條件：其一，明日不許學生

赴全國大會，其二，明日各校須全體上課，然後學生可獲釋放。先生

等以身家作保，次日學生經蔡先生等勸說上課，被捕學生於七日上午

                                                 
51 蘇新城編(1989)，〈五四運動始末〉，《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三冊，上海：上海書店，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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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釋。 

五四愛國運動，學生在社會中頓成眾人矚目的焦點；此乃為學生

率先倡導愛國運動所致。但是蔡先生卻認為運動的熱潮應該迅速平

息，勿再表現出擾嚷不安的局面。他希望人們開始腳踏實地的工作，

平民教育即是一項最有價值的工作。(蔡元培，1973：480) 

蔡先生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仍然不忘教育普及的工作。他告訴

學校的教員說：「大學教員的責任，並不是專教幾個學生，更要設法

給人人都受一點大學教育，在外國叫做平民大學。」(蔡元培，1932:84)

北京大學原有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就是推廣平民教育的組織。此

一講演團是個永久的講演團體，平日分為四組，按週於星期日借北京

四城的通俗講演所。輪流講演，灌輸常識給普通市民；若逢「廟會」

或其它集會，便隨時在人多的地方搭台講演。參加講演的人，包括了

北大的老師和學生。 

五四運動的發生，蔡先生認為學生已有了兩種覺悟：一是自己覺

得學問不足，所以自動的用功；二是覺得教育不普及的痛苦，所以盡

力於平民教育。（蔡元培，1922：195）因此他希望學生利用其在五四

之後高居群眾領導地位的特點，去面對政治問題後面的社會問題。也

就是要努力實行社會服務，如平民教育、平民講演，這些實在是救濟

中國最重要的事業。況且從事這種工作時，一則因做人表率，必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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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更勉力求學；二則和平民社會直接接觸，更是增進閱歷的一個好機

會。52這個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過後，蔡先生表示他並不鼓勵學生再

參加類似的活動。他認為「因愛國運動而犧牲學業，則損失的重大，

幾乎與喪失國土相等。」53不過他卻鼓勵學生走出校園，教育民眾。

在假期或課餘為不識字的人演講時局，或快電發表意見，都能給予民

眾相當的啟發。 

在北大校園中，另有為校役舉辦的「北京大學校役夜班」，其目

的在引起校役之道德觀念，並增進其生活常識。（國立北京大學廿週

年紀念冊，1971，137）蔡先生稱此為「北京大學的第一步改變」，使

得在北京大從事校役工作的人，於晚上不當差的時候，也可以求點學

問，54其教授的標準以與高等小學同程度為限。而擔任校役班講授的，

大多是大學的學生，也有兩三個是教職員。（康白情，920：前揭文） 

由是得知，蔡先生所主持的北京大學並非緊閉門，侈談學術自由

的機構。而是要它變成全民教育的大本營，使得人人都能夠有機會受

高等教育，然後才能消除社會上的階級，消除社會上不平等的現象，

達到真正的平等。「平民教育團」後來發展為「平民夜校」，招收民眾

                                                 
52 蔡元培(1933)，〈去年五月四日以來的回顧與今後的希望〉，《新潮社本言行錄》，台北：文海出

版社， p.285。 

53
 蔡元培(1968)，〈犧牲學業損失與失土相等〉，《全集》，台南：王家出版社，p.867。 

54
  蔡元培(1973)，〈在平民夜校開學日的演說〉，《新潮社本言行錄》，台北：文海出版社，p.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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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北大學習新知，此乃對外教育民眾的組織。「校役夜班」則是對內

的教育低階層百姓的組織。 

自一九一六年以來，蔡先生領導北方學術界與軍閥惡勢的相頡頑

頏。新文學運動，促使一般人打破升官發財的心理，提高研究學問的

興趣；糾正自私自利的心理，培養獻身社會的意志；革除迷信盲從的

心理，發揮懷疑批判的精神。中國在此種新風氣之下，逐漸往理性的

路上前進。即若仇敵日本，亦有開明思想家思索其官僚軍閥對中國政

策是否恰當。他們承認北京大學倡導而即刻遍佈全中國的風潮，才真

正代表中國多數國民之意向。（東方雜誌，1919：191-194）當時國民

革命運動的勢的雖暫時局促南方一隅，而其長遠目的，則是為了大多

數人民的意願而奮鬥，南北兩個運動實有相輔相成之效。 

胡適曾在〈紀念五四〉一文中追憶說道：什麼叫做「五四」呢？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幾千人，因山東問題失敗，在政府高

壓的底下，居然列隊示威，作正當民意的表示。這是中國學生的創舉，

是中國教育界的創舉，也是中國國民的創舉。大家不可忘了⋯⋯這次

運動裡有三種真精神，可以關係中國民族的存亡。 

一、這次運動是學生犧牲的精神。一班青年學生奮空拳，揚白手，

和黑暗勢力相鬥，⋯⋯這樣的犧牲精神不磨滅，真是造中國的元素。

  二、是社會裁制的精神。⋯⋯這次學生雖然沒有把牠們(賣國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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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一個的打死，但是把他們在社會上的偶像打破了！以後的社會裁

制更要多哩！⋯⋯   

三、是民族自決的精神。⋯⋯這次學生不問政府，直接向公使團

表示，是中國民族對外自決的第一聲。不求卸府，直接懲辦賣國賊，

是對內自決的第一聲。⋯⋯  這篇文章在五四運動收到實際政治的

效果之前，這裡的三個評判是很公道的估計。 

現在這個壯烈的運動已成了十六年前的史跡了。我們現在追敘這

個運動的起源，當然不能不回想到那個在蔡元培先生領導之下的北京

大學。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那兩年之中，北大吸收了一

班青年的教授，造成了一點研究學術和自由思想的風氣。在現在看

來，那種風氣原算不得什麼可驚異的東西。但在北大竟成了守舊勢力

和黑暗勢力最仇視的中心。那個時代是安福俱樂部最得意的時代，那

一班短見的政客和日本軍閥財閥合作，成立了西原借款和中日軍事協

定，在那強鄰的勢力和金錢的庇護之下，黑暗的政治勢力好像是安如

泰山的了。當時在北方的新勢力中心只有一個北京大學。 

蔡先生初到北大，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學術」的宗旨，這是不致

引起政府疑忌的。稍稍引起社會注意的是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

誌，最初反對禮教，後來提倡白話文學，公然主張文學革命，漸漸向

舊禮教文化挑戰了。當時安撫政權的護法大師是段祺瑞，而段祺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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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筋是徐樹錚。徐樹錚是林紓著的門生，頗自居於「衛道君子」之流。

新青年的同人攻擊舊文學與舊禮教，引起了林紓的反攻；林紓著了幾

篇短篇小說，登在上海新申報上，其中「荊生」一篇，很明顯的攻擊

陳獨秀、胡適、錢玄同三人，並且希望有個偉丈夫荊生出來，用重十

八斤的銅鐵，來降伏書癡。那篇小說的末尾有一唱三歎的論贊，中有

云：如此混濁世界，亦有田生(陳)狄生(胡)足以自豪耳！安有荊生！

這是反激荊生的話，大家都明白荊生暗射小徐將軍，──荊徐都是州

名。所以在八年的春初，北京早已鬧起「新舊思潮之爭」，北京早已

被認為新思想的大本營了。 

但單有文學禮教的爭論，也許還不致於和政治勢力作直接衝突。

七年的《新青年》雜誌是有意不談政治的。不談政治而專注意文藝思

想的革新，那是我的主張居多。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諸人都很注

意政治的問題。蔡先生也是關心政治的改善的。這種政治興趣的爆發

是在歐戰終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消息來的時候。停戰的電

報傳出之夜，全世界都發狂了，中國也傳著了一點狂熱。北京各學校，

十一月十四日到十六日，放了三天假，慶祝協約國的戰勝。那幾天，

「旌旗滿街，電彩照耀，鼓樂喧闐，好不熱鬧！東交民巷以及天安門

附近，遊人擁擠不堪。」(用陳獨秀的「克林德碑」文中的話。)這時

候，蔡先生(他本是主張參戰的)的興致最高，他在那三天慶祝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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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門的露天講臺，約一班教授做了一天的對民眾的

「演說大會」(演說辭散見新青年五卷五號及六號)。他老人家也演說

了好幾次。 

這樣熱烈的慶祝協約國的勝利，難道蔡先生和我們真相信「公理

戰勝強權」了嗎？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在當時都不免有點「借他人之

酒杯，澆自己之塊磊」。我們大家都不滿意於國內的政治和國際的現

狀，都渴望起一種變化，都渴望有一個推動現況的機會。那年十一月

的世界狂熱，我們認作一個世界大變局的起點，也想抓作為推動中國

社會政治的起點，同時我們也不免都受了威爾遜大總統的『十四點原

則』的麻醉，也都期望這個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過平安日子。蔡先

生最熱心，也最樂觀，他在那演說大會上說『黑暗與光明的消長』(蔡

先生言行錄，頁八四－九十)，他說：我們為什麼開這個演說大會？

因為大學教員的責任並不是專教幾個學生，更要設法給人人都受一點

大學教育。在外國叫做平民大學。這一回的演說大會就是我國平民大

學的起點。這幾句話可以顯出蔡老先生的偉大精神。 

這是他第一次借機會把北京大學的使命擴大到研究學的範圍以

外。他老人家忍了兩年，此時他真忍不住了！他說：但我們的演說大

會何以開在這個時候呢？現在正是協約國戰勝德國的消息傳來，北京

的人都高興的了不得。請教為什要這樣高興？諸君不記得波斯拜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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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他用黑暗來比一切有害於人類的事，用光明來比一切有益於人類

的事。所以說世界上有黑暗的神與光明的神相鬥，光明必佔勝利。這

真是世界進化的狀態。⋯⋯距今一百三十年前的法國大革命，把國內

政治上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義都消滅了。現在世界大戰的結束，協約

國佔了勝利，定要把國際間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義都消滅了，另用光

明主義來代他。 

1.黑暗的強權論消滅，光明的互助論發展。 

2.陰謀派消滅，正義派發展。 

3.武斷(獨裁)主義消滅，平民主義發展。 

4.種族偏見消滅，大同主義發展。 

我們在十六七年後回頭重讀這篇偉大的演說，我們不承認蔡先生

的樂觀完全失敗了。但我們不要忘記：第一、蔡先生當日的樂觀是根

據於他的哲學信仰上的樂觀，他是誠意的信仰互助論必能戰勝強權

的，所以他的樂觀是有熱力的，能感動人的。第二、他的樂觀是當日

(七年十一月)全世界渴望光明的人們同心一致的樂觀，那『普天同慶』

的樂觀是有感動人的熱力與傳染性的。這種樂觀是民國八年以後中國

忽然呈現生氣的一個根苗，而蔡先生就是那散佈根苗的偉大領袖。若

沒有那種樂觀，青年不會有信心，也決不會有「五四」「六三」的壯

烈運動起來。「五四」的事件固然是因為四月底巴黎和會的惡消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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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威爾遜總統的理想主義完全被現實政治的妥協主義打消了，大家

都深刻的感覺那六個月的樂觀的幻滅。然而正因為有了那六個月的樂

觀與奢望，所以那四五月間的大失望纔能引起有熱力的反動。況且我

們看那幾千學生五月四日在美國使館門口高喊著『大美國萬歲！威爾

遜大總統萬歲！大中華民國萬歲！世界永久和平萬歲！』我們不能不

承認那引起全世界人類樂觀的威爾遜主義在當日確是「五四」運動的

一種原動力。蔡先生和當日的幾個開明的政治家(如汪大燮)都是宣傳

威爾遜主義最出力的人。 

蔡先生這篇演說的結語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他說：世界的大勢已

到這個程度，我們不能逃出這個世界以外，自然隨大勢而趨了。我希

望國內持強權論的，崇拜武斷(獨裁)主義的，好弄陰謀的，執著偏見

想用一派勢力統治全國的，都快快拋棄了這種黑暗主義，向光明方面

去呵！這是很明顯的向當日的黑暗政治勢力公開宣戰了！從這一天

起，北京大學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帶著我們都不能脫離

政治的努力了。 

當蔡元培與胡適兩位先生在北方大力倡新文學，新文化運動，並

介入五四愛國運動時領導國民革命的孫中山先生也趁此時把握潮流

趨勢，命戴季陶集合同志在上海創辦「星期評論」（一九一九年六月

六日創刊），以新文化運動為主要目標，而兼及政治問題。完全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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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文刊行，以與北大的「新潮」，「每週評論」等重要刊物相呼應。又

命胡漢民、朱執信、廖仲愷等在上海創辦「建設」雜誌（一九一九年

八月一日創刊），從精神上，物質上研討建設國家之具體問題，並提

方案，他們和北大幾個刊物的主持人常常通信。又命廖仲愷等將英文

原著「實業計劃」譯成中文，在「建設雜誌」中分期發表，以期喚民

眾。（羅家倫，1951：52-54）因此，國民革命運動雖在南方進展，卻

與北方新思想的蓬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中山先生對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極為關心，他曾在上海接見北

京學生代表，交談甚歡；並致電「北京胡菊人先生」，營救學生。（羅

家倫先生文存，1976：147）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他在「致海

外同志書」中提到：「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

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抒言

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

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

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

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

遂至輿論界大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

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

收革命之成功，必須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命，皆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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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

這段評語，同時也表示了國民革命運動亦將朝向北方民眾所爭取的目

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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