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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胡適政治思想對政界之影響 

 

第一節  評議共黨極權言論缺失 

胡適的自由主義是以言論自由為中心主軸，言論自由為民主憲政

的基礎，當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情勢逆轉，共軍於四月渡江而下，國

民黨政府已岌岌可危。胡適由北平南下上海轉搭輪船赴美，草擬《自

由中國》的宗旨，他說：「我們在今天，眼看見共產黨的武力踏到的

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層十分嚴密的鐵幕。在那鐵幕底下，報紙完全

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基本自由更無法存在。這是古

代專制帝王敢行的最徹底的愚民政治，這正是國際共產主義有計畫的

鐵幕恐怖。我們實在不能坐視這種可怕的鐵幕普遍到全中國。1因此，

胡適發起這個結合，作為「自由中國」運動的一個起點，宗旨如下： 

第一，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

促政府（各級的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

會。第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鐵幕之下剝

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不讓他擴張他的勢力範圍。第三，我們要盡

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域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第四，

我們的最後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2 

                                                 
1 該文引自胡適(1986c)，《胡適選集》雜文篇，台北：文星書店，P.211。 
2 同註 1：p.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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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年，他在質疑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中，重申在共

黨統治下的中國絕無自由可言，他說：「在民國卅八年五月裡，香港

的共產黨報紙上，登出一封所謂《北平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給胡適的公

開信》。在六月裡，這封信的英文譯本也從香港傳到各地。這幾個月

以來，這封『公開信』時常被共產黨人或他們的同路人引用。引用最

多的是其中的這段話：『你說“決無自由”嗎？我現在親眼看到人民

在自由的生活著，青年們自由的學習著，討論著，教授們自由的研究。

要肯定的說，只有在這解放區裡才有真正的自由。』3 

胡適在海外看見報紙轉載的這封「公開信」，我忍不住歎口氣說：

「可憐的老朋友陳垣先生，現在已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 

有許多朋友來問我：這封「公開信」真是陳垣先生寫的嗎？我的

答覆是：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話文；陳垣先生從來不寫白話文，

也決寫不出這樣的白話文：所以在文字方面，這對信完全不是陳垣先

生自己寫的；百分之一百是別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 

試看我引在前面那一段裡，有這些句子： 

『人民在自由的生活著，』 

『青年們自由的學習著，討論著，』 

『教授們自由的研究著，』 

                                                 
3 同註 1，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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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信裡，還有同類的句子：『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

他們在等待著光明，他們在迎接著新的社會。』又有：『新生的力量

已經長成，正在摧毀著舊的制度。』陳垣先生絕不會用這種『在生活

著』，『在等待著』，『在迎接著』，『在摧毀著』的新語法。他更不會說

『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一類外國化的語法。4 

胡適認為：陳垣先生的著作，我完全讀過。我身邊還有他前年去

年寫給我的幾封信。我認識他的文字，所以我敢斷定他決不會說「用

行動告訴了我」，「記憶清楚地告訴我」一類的新語法。他也決不會說

這樣的句子：    

「你並且肯定了我們舊治學的方法。」 

「要肯定的說，只有在這解放區裡才有真正的自由。」 

陳垣先生若能這樣運用「肯定」一類的新字與結構，那麼我就真

不能不佩服他老人家「學習」的神速了！ 

所以我說，從文字的方面來，這封信的白話文是我的老友陳垣先

生從來不會寫的，完全是別人假冒他的姓名寫的。 

但是，從內容方面看來，我不能承認這封信裡的材料有百分之十

左右很像是根據陳垣先生的一封信。最明白的是這信的第一段：5 

「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夜，得到你臨行前的一封信，討論楊惺吾「鄰

                                                 
4 同註 1，p.214。 
5 同註 1，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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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老人年譜」中的問題，信末說，『今夜寫此短信，中間被電話打斷

六次之多。將來不知何時才有從容治學的福氣了。』當我接到這信時，

圍城已很緊張，看報說你已經乘飛機南下了，真使我覺得無限悵惘！」  

這一段裡面有這些真實材料：（一）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夜，我有

一封論學的長信，提到楊惺吾（守敬）自撰的鄰蘇老人年譜。（二）

此信末的三十三個字，我沒有留稿，但文字大致不錯。 

因此我猜想陳垣先生大概曾受命令，寫一封信給我，其中有一

段。這封信是用古文寫的，因為陳先生不會寫白話文。這封信到了北

平共產黨的手裡，共產黨的文人就把這封信完全改成了白話，又把這

信放大了許多可做宣傳的材料，就成了這封「公開信」了。 

就拿這開篇第一段來看，這裡面就露出改寫的痕跡，就露出偽造

的證據。我寫信給陳垣先生是在十二月十三日夜，寫完已在半夜後

了。信是十四日寄出的；我是十五日下午四點以後才飛離北平的。十

六日的報紙才登出我南飛的消息。然而這封「公開信」開篇就說「去

年十二月十三日夜得到你臨行前的一封信」，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我寫信總在信尾標明年月日；這封信也標明「三十 八、十二、十三

半夜。」陳垣先生當然知道十二月十三夜他決不會「得到」我十三夜

的信。但改寫這信的共產文人當然不注意這些小問題，所以他隨筆改

寫白話時，先說「十三夜得到你臨行前的一封信」，下文又說，「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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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這信時，看報說你已乘飛機南下了」。作偽的人不知道，從十三

夜到看報紙說我南行，中間已隔了三夜共二天半。所以我說，這封信

開篇第一句話就露出作偽的痕跡。 

改寫這封信的人當然是一位聰明的文人，熟悉共產黨的思想路

線。可惜他太聰明了，太熟悉中共思想路線了，所以他把這封信寫的

太過火了，就不像陳垣校長了！這信上說：6 

「我最近就看了很多新書，這些書都是我從前一直沒法看到的。

可惜都是新五號字，看來太費力，不過我也得到一些新的知識。」 

這一段有兩句話，很可能是這一位七十老人的口氣。但改造這信

的文人借這機會宣傳那「很多很多新書」，越說越過火了。例如他說

史諾的「西行漫記」，有這妙語： 

『我愛這本書，愛不釋手，不但內容真實，豐富，而且筆調動人。

以文章價值來說，比水滸傳高得多。』 

我想援菴老人不會替史諾的書對我作這樣過火的宣傳罷？更有

趣的是他特別提到「蕭軍批評」： 

「讀了『蕭軍批評』，我認清了我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容易犯

的毛病，而且在不斷的研究，不斷的改正。」7 

蕭軍是東北人，他回到了東北，眼看見蘇聯軍隊的橫行，眼看見

                                                 
6 同註 1，p.216。 
7 同註 1：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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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三省人民遭受的痛苦，他忍不住寫了一些婉轉的公道話。因此，他

觸怒了中共，於是黨中的文人群起攻擊他，中共中央逼他公開的承認

自己的錯誤。《蕭軍批評》是共產黨實行殺雞警猴的一本書。陳垣先

生何必要對胡適宣傳這本小冊子？他何必要對胡適訴說他的懺悔，他

的「不斷的改正」？ 

七十多歲的有名史學者陳垣公開的說，「讀了蕭軍批評，我認清

了我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斷的研究，不斷

的改正。」這正是共產黨自己供認在他們的統治之下，決沒有自由，

決沒有言論的自由，也決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所以我說，假造陳垣公開信的那位作家太聰明了，不免說得太過

火了，無意之中把這位輔仁大學校長寫作一個跪在思想審判庭長前懺

悔乞憐的愚想罪犯──這未免太可怕了！ 

再看下去，這信上說：8 

「我也初步研究了辯證法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使我對歷史有了

新的見解，確定了今後又說： 

說到治學方法，我們的治學方法本來很相近，⋯⋯你並且肯定了

我們的舊治學方向和方法。⋯⋯這些舊的『科學的』治學方法是有著

基本錯誤的。所以我們的方法只是『實驗主義的』。⋯⋯」 

                                                 
8 同註 1，p.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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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更可怕了！在共產黨的軍隊進入北平之後三個月，七十歲的史

學者陳垣就得向天下人公告，他的舊治學方法雖然是「科學的」，究

竟「是有著基本錯誤的」！他得向天下人公告，他已「初步研究了辯

證法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確定了今後的治學方法！」9 

所以我說，這封「陳垣給胡適公開信」最可證明共產黨統之下，

絕沒有學術思想的自由。」10同時他又引古代范仲淹「寧鳴而死，不

默而生」爭自由的名言，來說明知識份子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他說：

「我記得是在王應麟的困學紀聞裡見過有這樣一句話，但這幾年我總

沒有機會去翻查紀聞。今年偶然買得一部影印元本的困學紀聞，昨天

檢卷十七有這一條： 

范文正靈烏賦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寧

鳴而死，不默而生」當時往往專指諫諍的自由，我們現在叫做言論自

由。11 

范仲淹生在西曆九八九年，死在一○五二年，他死了九百零三年

了。他作靈烏賦答梅聖俞的靈烏賦，大概是在景祐三年（一○三六年）

他同歐陽修、余靖、尹洙諸人因言事被貶謫的時期。這比亨利柏得烈

的「不自由，毋寧死」的話要早七百四十年。這也可以特別說出，作

                                                 
9  同註 1，p.226。 
10 選自《自由中國》第 2卷第 3期(1950)，台北自由中國社出版。 
11 胡適（1966a），《胡適選集》雜文篇，台北：文星書店，p.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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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爭自由史上一段佳話。」12又說：「范公在十年後（一○四六年），

在他最後被貶謫之後一年，作岳陽樓記，充分發揮成他最有名的一段

文字：「嗟夫，予嘗求古人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

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

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

微斯人，吾誰與歸？」13 

當前此三年（一○四三）他同韓琦、富弼同在政府的時期，宋仁

宗有手詔，要他們「盡心為國家諸建明，不得顧忌」范仲淹有「答手

詔條陳十事」，引論裡說：14 

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

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  

這是他在那所謂「慶曆盛世」的警告。那十事之中，有『精貢舉士』

一事，他說： 

「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

道。雖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乏人如此，

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

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

其亂哉？」 

                                                 
12 同註 1，p.220。 
13 同註 1，p.225。 
14 同註 1，P.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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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中原淪陷之前八十三年提出的警告，這就是范仲淹說的「憂

於未形，恐於未熾」；這就是他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從中國向來

智識份子的最開明的傳統看，言論的自由，諫諍的自由，是一種「自

天」的責任，所以說，「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從國家與政府的立場

看，言論的自由可以鼓勵人人肯說「憂於未形，恐於未熾」的正論危

言，來替代小人們天天歌功頌德，鼓吹昇平的濫調。」15 

另一方面，胡適認為自由主義之所以可貴，並不在於它是一種完

美的形上學架構，而在於它是一種普通的、人人可以享受到的生活習

慣。莫足於自由主義的民主憲政，也不是「懸在人民生活以外的一個

空鵠的，只是個活的生活過程。」所以他才會認為，自由主義不需要

在種種已有的「人人都可以說他的說法是真的」的說法上，再添加一

種「說法」，要提倡自由主義，首先必須「愛」自由，不會為其他目

的犧牲自由本身，如他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所說的：「自由主義裡沒

有自由，那就好像長坡裡沒有趙子龍，空城計裡沒有諸葛亮。」自由

本身要受到崇拜，要去爭取、充實、推廣，要有實際的行動，在行動

中再根據實際問題取得共同的社會智慧，形成共同的民主生活經驗。

凡是與自由本身有衝突的、會導致集體主義後果的「自由主義」理念，

如開明專制或新式獨裁等，雖然在理論層次上都以追求「全體的自由」

                                                 
15 同註 1，p.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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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號召，好像是一種更高級的自由，放到行動層面時，卻都是沒有趙

子龍的長坡，沒有諸葛亮的空城計，是唱不出名堂來的。因此，胡適

沒有像嚴復那樣翻譯穆勒的《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也沒有像

梁啟超那樣寫《飲冰室自由書》和《盧梭學案》，他在闡揚自由主義

理念上唯一的長篇理論性著作，是介紹本身並無理論可言卻有強烈藝

術感染力的〈易卜生主義〉，他重行動而不重純粹理論的類似顏李學

派的學術特色，於此表露無遺。 

胡適是「實驗主義的信徒」，重視實際效果自是符合其學術理念

的事。這種實踐性格，使其學術缺乏眩目的玄思色彩，卻也防止他走

入混淆自由與極權的烏托邦。1930年代自由主義內部嚴重分化，蔣

廷黻、錢端升、羅隆基，甚至連胡適的長期戰友丁文江都轉向擁護新

式獨裁以求更有效實現「全體自由」時，胡適仍堅持主張「幼稚園政

治」的憲政，呼籲：「我們此時應該從一種易知易行的代議制下手，

不必高談一些不易實行的直接民治的理想。」（周昌龍，2001：33）

正是這種平實無華的作風，使胡適能在狂飆的三十年代堅執自由民主

大纛，如西方的胡適研究者賈祖麟教授所說，「取得了一位自由主義

思想代言人的最高成就」。（周昌龍，2001：33） 

不高談理論並不代表對自由主義沒有中心理念。從留美時期開

始，胡適對自由這個概念就有了自己的思考方式與獨立看法。隨替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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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腳步的轉移，胡適在某些看法上有一定的轉變，但在其自由主義最

核心處，則始終有一種不變的信仰──追求人格自由。他說：「自治

的社會，共和的國家，只是要個人有自由選擇之權，還要個人對於自

己所行所為都負責任。若不如此，決不能造出自己獨立的人格。」獨

立人格是中心目的，自治與共和等社會政治制度，「只是要」讓每個

個人都有自由選擇之權，也就是能夠自我負責。要達成此目標，首先

須促成個人能力解放與獨立思想，其他政治、經濟制度等方面的設

計，主要都是為了配合人格自由之要求而來的。胡適晚年依然是從人

格自由的角度瞭解自由主義，他將儒家的孔孟和道家的莊子、楊朱都

看成是人格自由的主張者，稱之為「自由主義的教育哲學」，由這種

教育哲學「產生了健全的個人主義」：「要有一種人格的尊嚴，要自己

感覺到自己有一種使命，不能隨便忽略他自己。」16 

實驗主義告訴胡適，「經驗全是一種『應付的行為』，思想知識就

是應付未來的重要工具」，17因此，對胡適來說，人格的核心價值不在

形上學的真空、逍遙、至善。他反對從莊子到章炳麟一路「由自己內

心去尋求最高的自由意義」，說：「我們現在講的自由，不是那種內心

境界；我們現在說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壓迫的權利。」最大的外

在壓迫來自宗教、思想與言論統制，所以自由是「一大串解放的努

                                                 
16 該文引自胡適(1986c).，《胡適作品集》第 24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138。 
17 該文引自胡適(1986c)，《胡適作品集》第 8集，台北：遠流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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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18最大關鍵便在思想自由與獨立思想，除了保持個人道德原則，

即「自由意志」（不是康德所說的先驗意志）之外，智識與能力的養

成，當是自由人人格上的首要品質，所以他引用易卜生所說的：「須

使各人自己充分發展，這是人類功業頂高的一層，這是我們大家都應

該做的事。」19又在別處說：「自立的意義，只是要發展個人的才性，

可以不倚賴別人，自己能獨立生活，自己能替社會作事。」20 

他心目中理想的人格典範，是「有風骨，有肩膀，挑得起天下國

家重擔的人物」，胡適主張選作「中華民族榜樣人物」的，還包括光

武帝、諸葛亮、唐太宗、魏徵等，都是兼具風骨與事功、能夠為國家

留下積極規模的人物。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他不提二程、朱熹

而取范仲淹、王安石；明代有王陽明卻又有張居正；清代只選了顧炎

武、顏元、曾國藩三人。很明顯地，他的標準不專在內在超越的人格，

亦不專在外在事功，而是要求兩者和諧相輔地呈現，為政治、社會科

學精神、行為道德等促進人類現實幸福的建設作出貢獻，他一再引用

易卜生所說「將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所成的也就是這樣一種

器。 

儘管鼓吹人世事功與積極建設，胡適卻並不是一位功利主義者。

在各種從事現世建設以求「成器」的能力中，胡適最重視、最用力宣

                                                 
18 該文引自胡適(1948)，〈自由主義〉，北平《世界日報》。 
19 該文引自胡適(1986c)，《胡適作品集》第 6集，p.25。 
20 同上註，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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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的是思想能力，認為那是知識分子最神聖的責任。他在一篇英文長

文中說： 

「我從杜威教授處學到了，人生最神聖的責任是要努力思想得好

(to think well)。對一種思想的前因後果只作粗略的思考，或不嚴

謹的思者；接受現成的、未經分析的概念當作自己的思考前提；讓種

種個人因素非意識地影響自己的思考；或者未能將自己的理念通過實

際成效加以測試；都是知識上的不負責任。歷史上最大的真理發現與

最大的災難出現，都肇因於此。」21 

胡適固然也曾經注意到，中國自由傳統中缺少了政治自由的保

障，22認為這完全是「西方的自由主義絕大貢獻」，而中國必須努力學

習的，但終胡氏一生，除了早年「好政府」主張與中年「無為」政治

這兩種充滿主觀想像卻完全沒有實踐邏輯的論說外，對政治自由可以

說是只有悲情式的諫諍而沒有知性的理論建樹。胡適曾說自己原來是

注意政治的人，當我在大學時，政治經濟的功課佔了我三分之一的時

間，一個曾經接觸過政治學基本理論的人，在實際表現中為什麼會顯

得如此地疏離理論，顯得更像一個未受過現代理論洗禮但堅持抗爭傳

統的士大夫？這裡面的關鍵，便在於胡適自由觀中一直以人格為主要

考慮，早年「易卜生主義」提倡人心的大革命，要人養成獨立人格，

                                                 
21 該文引自周質平編，（1995），《胡適英文文存》第 1冊，台北：遠流出版社，p.403。 
22 同註 19，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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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再解釋所謂「好政府」的條件時還是說：「第一是要有操守，有

道德」。23人格主義，顯然一直是胡適自由主義裡的核心價值。而人 格

獨立，就需要以論自由來保障它，否則連不說話的自由都沒有了，還

談什麼人格主義、人格自由？ 

 

 

 

 

 

 

 

 

 

 

 

 

 

 

                                                 
23 該文引自胡適(1986c)，〈我的歧路〉，《胡適作品集》第 9集，台北：遠流出版社，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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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開台灣民主化運動先驅 

胡適一生主張自由民主，在冷戰初期時，國共內戰宛如東西方兩

大強權的代理戰爭，一九四七年在〈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一文

中，他已明白指出：「幾百年來世界交通便利的結果，文化漸漸趨向

混同一致。在那個自然趨勢裡，我們可以看出三個共同的大目標：第

一是用科學的成果來增進人生的幸福，第二是用社會化的經濟制度來

提高人類的生活程度，第三是用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來造成自由獨立

的人格。」24 

這本是很平常的看法，可是也引起了一些批評與抗議。多數的抗

議都是針對我說的第三點。胡適在廣播裡曾說：25 

「從歷史上來看世界文化的趨向，那民主自由的趨向是三四百年

來的一個最大目標，一個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來反自由，反民

主集體專制的潮流，在我個人看來，不過是一個小小波折，一個小小

的逆流。我們可以不必因為中間起了這一個三十年的逆流，就懷疑或

抹煞那三四百的民主自由的大潮流，大方向。」 

這幾句話引了幾位聽者的抗議。有一位聽者來信說： 

「歷史的潮流並不是固定在走的那個方向，若說歷史只有一個潮

流，而且這個潮流一定獲勝，那就未免太過於簡單，過於樂觀了。」  

                                                 
24 該文引自胡適（1966c），《胡適選集》政論篇，台北：文星書店，p.179。 
2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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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人說： 

「世界分成兩個壁壘，倒未嘗不是可以樂觀的。假如世界成了清

一色的文化，無論怎麼說也是不好的。若說這一個是大潮流，那一個

是小波折，那是看得過於單純，也有點偏袒了。」26 

胡適說：「我很喜歡這些批評，因為他們給我一個解釋說明的機

會。我並不否認我『偏袒』那個自由民主的潮流，這是我的基本立場，

我從來不諱飾，更不否認，這個基本立場，也許值得申說一遍。 

第一，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與言論出版的自由是社會改革與文

化進步的基本條件。自從四百多年前馬丁路得發動宗教革新以來，爭

取各種自由的運動漸漸成功，打開了一個學術革新，思想多元發展，

社會革新，政治改造的新鮮世界，如果沒有思想信仰言論出版的自

由，天文物理化學生物進化的新理論當然都不會見天日，洛克、伏爾

泰、盧騷、傑佛遜以至馬克斯，恩格斯的政治社會新思想也當然都不

會流行傳播，這是世界近代史的明顯事實，用不著我多說。 

第二，我深信這幾百年中逐漸發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

性，可以推行到社會的一切階層，最可以代表全民利益的。民主政治

的意義，千言萬語，只是政府統治須得人民的同意。這個同意權，起

初只限於貴族紳士與教會領袖，後來推廣到納稅的商人，後來經過了

                                                 
26^同註 25，p.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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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期的推廣，一切成年的男女公民都有選舉權了。這樣包括全體人

民的政治制度，不須採用慘酷的鬥爭屠殺，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做到

代表最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政治。因為這種民主政治可以代表全民利

益，所以從歷史上看來，社會主義的運動只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只

是民主運動的一個當然而且必然的趨勢。在這六七十年之中，社會化

的經濟立法逐漸加多，勞工也往往可以用和平方法執掌重要國家的政

權，積極推行社會的經濟政策。這也都是明顯的史實，使我們明瞭民

主政治確是可以擴充到包括全民利益，包括社會化的經濟政策的。 

第三，我深信這幾百年（特別是這一百年）演變出來的民主政治，

雖然還不能說是完美無缺陷，確曾養成一種愛自由，容忍異己的文明

社會。法國哲人伏爾泰說的最好：『你說的話，我一個字也不贊成，

但是我要拚命力爭你有說話的權利。』這是多麼有人味的容忍態度！

自己要爭自由，同時還得承認別人也應該享受同等的自由，這便是容

忍。自己不信神，要爭取自己不信神的自由，同時也得承認別人真心

信神，當然有他信神的自由。如果一個無神論者一旦當權就要禁止一

切人信神，那就同中古宗教殘殺『異端』一樣的不容忍了。宗教信仰

如此，其他政治主張，經濟理論，社會思想，也都應該如此，民主政

治作用全靠容忍反對黨，尊重反對黨的雅量。我們看報紙上已記載英

國保守黨領袖邱吉爾上個月病癒後回到議會時全體一致熱烈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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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問他，我們讀那天工黨議員同他說笑的情形，我們不能不感覺這種

人味的文明社會是可愛可羨的。27」 

以上說的三點，是胡適「偏袒」這個民主自由大潮流的主要理由。 

「我承認這個潮流是三四百年來的一個最明白的文化趨勢。學歷

史的人，當然都知這個爭自由，爭民主的潮流曾經遭遇到無數次的壓

迫，無數次的摧殘。當他在幼弱的時期，這個自由民主的運動往往禁

不起武力與戰禍的毀壞。最近幾年中的例子，如丹麥，如挪威，如荷

蘭，如比利時，如法蘭西，都是文化很高的民治國家，都禁不起希特

勒閃電式的武力侵略。這種近在眼前的歷史事實都應該使我們覺悟這

個民主自由的運動，正因為這是一個有人味的愛好和平的文明運動，

時時刻刻有被暴力摧毀的危險。所以在這三四百年之中，第一個民主

自由運動的中心是在英國，第二個是在北美洲，第三個是在南太平洋

的澳洲與紐西蘭，這都是海洋保障，不容易受外來武力摧毀的，等到

這三四個大中心的民主自由運動的力量培養的雄厚了，他們的力量才

成為這個運動的保衛力量。在最近三十多年之中，人類經過兩次世界

大戰，結果都是這民主聯合力量的大勝利，於是世界的人才承認愛自

由，愛有人味的文明的人民也會變成最有力量的戰士。所以我們在這

個時候很可以放膽推測，這個民主自由的大運動是站得住了，將來『一

                                                 
27 同註 25，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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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勝利』的了。」28 

「至於那個反自由，反民主，不容忍的專制集團，他自己至今還

不敢自信他站得住。關於這一點，證據似乎不少。第一，這個專制集

團至今還敢相信他自家的人民，還得用很冷酷的暴力壓制大多數的人

民。第二，這個集團至今還不敢和世界上別的國家自由交通，還不敢

容許外國人到他國去自由視察遊歷，也還不敢容許他自己的人民自由

或和外國人往來。第三，這個集團擁有全世界最廣大的整片疆域和最

豐富的原料礦藏，然而他至今還在他的四週圍擴充他的「屏藩」，樹

立他的「衛星」，同時他至今還不放棄世界革命的傳統政策，還迷信

只有在世界紛亂裡才可以得著自己安全的保障。這些都不自信的表

現，都是害怕與氣餒的表示。」29 

「所以我們很可以宣告這個反自由不容忍的專制運動只是這三

十年歷史上的一個小小的逆流，一個小小的反動。因為他是一個反

動，一個逆流，所以他在最近十年之中，越走越倒回去了。馬克斯不

夠用了，列寧也不夠取法了，於是彼得大帝被抬出作民族英雄了，甚

至於「可怕的伊凡」也被御用的史家與電影作家歌頌作民族英雄了！

這不是開倒車嗎？這不是反動的逆流嗎？」30 

「這個專制集團，在他三十年前革命理想最高潮的時期，也曾宣

                                                 
28 同註 25，p.182。 
29 同註 25，p.183。 
30 同註 25，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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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放棄帝俄時代用暴力取得的一切外國權益。現在呢！他在中國東北

的行為，他在大連旅順的行為，處處是回到帝俄時代的侵略政策，這

是崇拜彼得，崇拜伊凡的反動心理的當然結果。所以我們說這是一個

小小的逆流，應該是不錯的。開歷史的倒車，所以說是逆流。不自信，

害怕而氣餒，所以說是小的反動。」又說 

「我們中國人在今日必須認清世界文化的大趨勢，我們必須選定

我們自己應該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們民族的精神，只有民

主政治可以團結全民的力量來解決全國民族的困難，只有自由民主可

以給我們培養成一個有人味的文明社會。」 

及至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厲行法西斯式極權統治這個小海島，胡

適仍一本初衷，發揮他對國民黨與蔣介石「諍友」的角色，只是「力

道」已遠不如昔，強調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在《自由中國》十週年紀念會上，他追述當初成立原由：「記得

民國三十八年三四月間，我們幾個人在上海；那時我們感覺到這個形

勢演變下去，會把中國分成「自由的」和「被奴役的」兩部分，所以

我們不能不注意這一個「自由」與「奴役」的分野，同時更不能不注

意「自由中國」這個名字。31我想，可能那時我們幾個人是最早用「自

由中國」這個名字的。後來幾個朋友想到成立一個「自由中國出版

                                                 
31 該文引自胡適（1966c），《胡適選集》演說篇，台北：文星書店，p.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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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當初並沒有想要辦雜誌，只想出一點小冊子。所以「自由中國

出版社」剛成立時，只出了一些小冊子性質的刊物。我於四月六日離

開上海，搭威爾遜總統輪到美國。在將要離開上海時，他們要我寫一

篇「自由中國社的宣言」。後來我就在到檀香山途中，憑我想到的寫

了四條宗旨，寄回來請大家修改。但雷先生他們都很客氣，就用當初

我在船上所擬的稿子，沒有修改一字；「自由中國」半月刊出版以後，

每期都登載這四條宗旨。「自由中國」半月刊創刊到現在已十年了。32 

  「回想這十年來，我們所希望做到的事情沒有能夠完全做到；所

以在這十週年紀念會中，我們不免有點失望。不過我們居然能夠有這

十年的生命，居然能在這樣困難中生存到今天，這不能不歸功於雷先

生同他的一班朋友的努力；同時我們也很感謝海內外所有愛護《自由

中國》的作者和讀者。」「同時也回應了毛子水先生〈容忍與自由書

後〉與殷海光先生〈容忍與自由讀後〉」，「我在〈容忍與自由〉一文

中提出一點：「我總以為容忍的態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

我們也可說，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會上沒有容忍，就不會有自由。

無論古今中外都是這樣：沒有容忍，就不會有自由。」33 

人們自己往往都相信他們的想法是不錯的，他們的思想是不錯

的，他們的信仰也是不錯的，這是一切不容忍的本源。如果社會上有

                                                 
32 同註 32，p.244。 
33 同註 32，p.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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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有勢的人都感覺到他們的信仰不會錯，他們的思想不會錯，他們就

不許人家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所以我在那個

時候提出這個問題來，一方面實在是為了對我們自己說話，一方面也

是為了對政府、對社會上有力量的人說話，總希望人家懂得容忍是雙

方面的事。一方面也是我們運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權利時，應該

有一種容忍的態度；同時政府或社會上有勢力的人，也應該有一種容

忍的態度。大家都應該覺得我們的想法不一定是對的，是難免有錯

的。因為難免有錯，便應該容忍逆耳之言；這些聽不進去的話，也許

有道理在裡面。這是我寫〈容忍與自由〉那篇文章主要的意思。 

毛子水先生寫了一篇〈書後〉。他在那篇文章中指出胡適之先生

這篇文章的背後有一個哲學的基礎。他引述了胡氏於一九四六年在北

京常學校長任內作開學典禮演講時所說的話。在那次演說裡，引用了

宋朝的大學問家呂伯恭先生的兩句話，就是「善未易明，理未易察。」

宋朝的理學家，都是講「明善、察理」的。所謂「善未易明，理未易

察」，就是說善與理是不容易明白的。胡氏引用這兩句話，第二天在

報上發表出來，被共產黨注意到了。共產黨就馬上把它曲解，說：「胡

適之說這兩句話是有作用的；胡適之想拿這兩句話來欺騙民眾，替蔣

介石辯護，替國民黨辯護。」過了十二、三年，毛先生又引用了這兩

句話。所謂「理未易明」，就是說真理是不容易弄明白的。這不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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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寫〈容忍與自由〉這篇文章的哲學背景，所有一切保障自由的法

律和制度，都可以說建立在「理未易明」這句話上面。34 

《自由中國》創刊十週年紀念的特刊中，毛子水先生寫了一篇〈自

由中國十週年感言〉。他在那篇文章中又提到一部世界上最有名的

書，就是出版了一百年的穆勒的「自由論」(On Liberty)；從前嚴又

陵先生翻譯為「群己權界論」。35毛先生說：這本書，到現在還沒有一

本白話文的中譯本。嚴又陵先生翻譯的「群己權界論」，到現在已有

五六十年；可惜當時國人很少喜歡「真學問」的，所以並沒有什麼大

影響。毛先生認為主持政治的人和主持言論的人，都不可以不讀這部

書。穆勒在該書中指出，言論自由為一切自由的根本。同時穆勒又以

為，我們大家都得承認我們認為「真理」的，我們認為「是」的，我

們認為「最好」的，不一定就是那樣的。這是穆勒在那本書的第二章

中最精采的意思。36 

凡宗教所提倡的教條，社會上所崇尚的道德，政府所謂對的東

西，可能是錯的，是沒有價值的。你要去壓迫和毀滅的東西，可能是

真理。假如是真理，你把它毀滅掉，不許它發表，不許它出現，豈不

可惜！萬一你要打倒的東西，不是真理，而是錯誤：但在錯誤當中，

也許有百分之幾的真理，你把它完全毀滅掉，不許它發表，那幾分真

                                                 
34^ 同註 32，p.246。 
35  同註 32，P.246。 
36  同註 32，p.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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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也一同被毀滅掉了。這不也是可惜的嗎？再有一點：主持政府的

人，主持宗教的人總以為他們的信仰，他們的主張完全是對的；批評

他們或反對他們的人是錯的。 

儘管他們所想的是對的，他們也不應該不允許人家自由發表言

論。為什麼呢？因為如果教會或政府所相信的是真理，但不讓人家來

討論或批論它，結果這個真理就變成了一種成見，一種教條。久而久

之，因為大家都不知道當初立法或倡教的精神和用意所在，這種教

條，這種成見，便慢慢趨於腐爛。總而言之，言論所以必須有自由，

最基本的理由是：可能我們自己的信仰是錯誤的；我們所認為真理

的，可能不完全是真理，可能是錯的。這就是剛才我說的，在七八百

年以前，我們的一位大學者呂伯恭先生所提出來的觀念；就是「理未

易明」。「理」不是這樣容易弄得明白的！毛子水先生說，這是胡適之

所講「容忍」的哲學背景。現在胡適公開的說，毛先生的解釋是很對

的。同時胡適受到穆勒大著「自由論」的影響很大。胡適頗希望在座

有研究興趣的朋友，把這部大書譯成白話的、加註解的中文本，以餉

我們主持政治和主持言論的人士。37 

在殷海光先生對我的〈容忍與自由〉一文所寫的一篇《讀後》裡，

殷海光也贊成胡適的意見。他說如果沒有「容忍」，如果說我的主張

                                                 
37 同註 32，p.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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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對的，不會錯的，結果就不會允許別人有言論自由。我曾在〈容

忍與自由〉一文中舉一個例子；殷先生也舉了一個例子。我的例子，

講到歐洲的宗教革命，歐洲的宗教革命完全是為了爭取宗教信仰自

由。但胡氏在那篇文章中指出，等到主持宗教革命的那些志士獲得勝

利以後，他們就慢慢的走到不容忍的路上去。從前他們爭取自由；現

在他們自由爭取到了，就不允許別人爭取自由。胡氏舉例說，當時領

導宗教革命的約翰高爾文(John Calvin)掌握了宗教大權，就壓迫新

的批評宗教的言論。後來甚至於把一個提倡新的宗教思想的學者塞維

圖斯(Servetus)用鐵鍊鎖在木椿上，堆起柴來慢慢燒死。 

這是一個很慘的故事，因為約翰高爾文他相信自己思想不會錯，

他的思想是代表上帝；他把反對他的人拿來活活的燒死是替天行道。

殷海光先生所舉的例也很慘，在法國革命之初，大家都主張自由；凡

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宗教自由，言論出版自由，都明定在人權宣言

中。但革命還沒有完全成功，那時就起來了一位羅伯斯比爾

(Robespierre)，他在爭到政權以後，就完全用不容忍的態度對付反

對他的人，尤其是對許多舊日的皇族，他把他們送到斷頭臺的即有二

千五百人之多，形成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恐怖統治。這一班當年主張自

由的人，一朝當權，就反過來摧殘自由，把主張自由的人燒死了，殺

死了，推究其根源，還是因為沒有「容忍」。他認為我不會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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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和我的不一樣，當然是你錯了，我才是代表真理的，你反對我，

便是反對真理；當然該死，這就是不容忍。38 

不過殷先生在那篇文章中又講了一段話。他說：「同是容忍，無

權無勢的人容忍容易，有權有勢的人容忍很難。所以他好像說，胡適

之先生應該多向有權有勢的人說說容忍的意思，不要來向我們這班拿

筆桿的窮書生來說容忍。我們已是容忍慣了。」殷先生這番話，我也

仔細想過。我今天想提出一個問題來，就是：究竟誰是有權有勢的人？

還是有兵力、有政權的人才可以算有權有勢呢？或者我們這班窮書

生、拿筆桿的人也有一點權，也有一點勢呢？這個問題也值得我們想

一想。我想有許多有權有勢的人，所以要反對言論自由，反對思想自

由，反對出版自由，他們心裡恐怕覺得他們有一點危險。他們心裡也

許覺得那一班窮書生拿了筆桿在白紙上寫黑字而印出來的話，可以得

到社會上一部分人的好感，得到一部分人的同情，得到一部分人的支

持。這個就是力量。這個力量就是使有權有勢的人感到危險的原因。

所以他們要想種種法子，大部分是習慣上的，來反對別人的自由。 

胡適說：「誠如殷海光先生說的，用權力用慣了，頤指氣使慣了。

不過他們背後這個觀念倒是準確的：這一班窮書生在白紙上寫黑字而

印出來的，是一種力量，而且是一種可怕的力量，是一種危險的力量。

                                                 
38 同註 32，p.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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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今天我要請殷先生和在座的各位先生想一想，究竟誰是有權有

勢？今天在座的大概都是拿筆桿寫文章的朋友。我認為我們這種拿筆

桿發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輕自己。我們要承認，我們也是有權有勢

的人。因為我們有權有勢，所以才受到種種我們認為不合理的壓迫，

甚至於像『圍剿』？還不是對我們力量的一種承認嗎？所以我們這一

班主持言論的人，不要太自卑，我們不是弱者，我們也是有權有勢的

人。不過我們的勢力，不是那種幼稚的勢力，也不是暴力。」39 

胡適說：「我們的力量，是憑人類的良知而存在的。所以我要奉

告今天在座的一百多位朋友，不要把我們自己看得太弱小，我們也是

強者，但我們雖然也是強者，我們必須有容忍的態度。所以毛子水先

生指出我在〈容忍與自由〉那篇文章裡說的話，不僅是對壓迫言論自

由的人說的，也是對我們主持言論的人自己說的，這就是說，我們自

己要存有一種容忍的態度。我在那篇文章中又特別指出我的一位死去

的朋友陳獨秀先生的主張：他說中國文學一定要拿白話文做正宗，我

們的主張絕對的是，不許任何人有討論的餘地。我對於「我們的主張

絕對的是」這個態度，認為要不得。我也是那時主張提倡白話文的一

個人；但我覺得他這種不能容忍的態度，容易引起反感。」40 

自由中國創辦者雷震又引述胡適先生說：「第一，不要把我們自

                                                 
39 同註 32，p.250。 
40 同註 32，P0251。 



 218

己看成是弱者。有權有勢的人當中，也包括我們這一班拿筆桿的窮書

生；我們也是強者。第二，因為我們也是強者，我們也是有權有勢的

人，我們絕對不可以濫用我們的權力。我們的權力要善用之，要用得

恰當：這就是毛先生主張的，我們說話要說得巧。毛先生在〈自由中

國十週年感言〉中最後一段說：要使說話有力量，當使說話順耳，當

使說出的話讓人家聽得進去。不但要使第三者覺得我們的話正直公

平，並且要使受批評的人聽到亦覺得心服。毛先生引用了《禮記》上

的兩句話，就是：「情欲信；辭欲巧」內心固然要忠實，但是說話亦

要巧。從前有人因為孔子看不起「巧言令色」，所以要把這個「巧」

字改成了「考」（誠實的意思）字。毛先生認為可以不必改；這個巧

字的意思很好，我覺得毛先生的解釋很對，所謂「辭欲巧」，就是說

的話令人聽得進去，怎麼樣叫做巧呢？我想在許多在座的學者面前背

一段書做例子。 

有一次我為「中國古代文學史選例」選幾篇文章，就在論語中選

了幾篇文章作代表。其中有一段，就文字而論，我覺得在論語中可以

說是最美的。拿今天所說的說話態度講，可以說是最巧的。現在我把

這段書背出來：──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言：「一言而喪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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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

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樂善乎！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論語中這一段對話，

不但文字美妙，而且說話的人態度非常堅定，而說話又非常客氣，非

常婉轉，夠得上毛子水先生所引用的『情欲信，辭欲巧』中的『巧』

字。所以我選了這一段作為論語中第一等的文字。」 

至於雷震本人，胡適他更強調「克己」，以免「開罪」當局，雷

先生他是最努力的一個人；他是《自由中國》半月刊的主持人。最近

他寫了一篇文章，也講到說話的態度，他用了十個字，就是：「對人

無成見，對事有是非。」底下他說：「對任何人沒有成見。⋯⋯就事

論事。由分析事實去討論問題；由討論問題去發掘真理。」41 

我現在說話，並不是要駁雷先生；不過我要借這個機會問問雷先

生：你是否對人沒有成見呢？譬如你這一次特刊上請了二十幾個人做

文章：你為什麼不請代表官方言論的陶希聖先生和胡健中先生做文

章？可見雷先生對人並不是沒有一點成見的。 

尤其是今天請客，為什麼不請平常想反對我們言論的人，想壓迫

我們言論的人呢？所以，要做到一點沒有成見，的確不是容易的事

情。至於『對事有是非』，也是這樣。這個是與非，真理與非真理，

                                                 
41 同註 32，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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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難講的。我們總認為我們所說的是對的；真理在我們這一邊。所

以我覺得要想做到毛先生所說『克己』的態度，做鬼的殷海光所說『自

我訓練』的態度，做到雷先生所說『對人無成見，對事有是非』十個

字，是很不容易的。如要想達到這個自由，恐怕要時時刻刻記取穆勒

「自由論」第二章的說話。我頗希望殷海光先生能把它翻譯出來載在

《自由中國》這個雜誌上，使大家能明白言論自由的真諦，使大家知

道從前哲人為什麼抱著『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態度。42 

雷先生在那篇文章中又說：「我們要用負責的態度，來說有分際

的話。」這就是說，我們說話要負責，如果說錯了，我願意坐牢，罰

款，甚至於封閉報館。講到說有分際的話，這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不

過我們總希望雷先生同我們的朋友一起來做。怎麼樣叫做「說有分際

的話」呢？就是說話要有分量。我常對青年學生說，我們有一分的證

據，只能說一分的話；我有七分的證據，不能說八分的話；有九分證

據，不能說十分的話，也只能說九分的話。43我們常聽人說到『討論

事實』，什麼叫『事實』，很難認清，公公有公公的事實；婆婆有婆婆

的事實；兒媳有兒媳的事實；公公有公公的理；婆婆有婆婆的理；兒

媳有兒媳的理。我們只應該用負責任的態度，說有分際的話，所謂「有

分際」，就是「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如果我們大家都能自己勉勵

                                                 
42 同註 32：p.252。 
43 同註 32，p.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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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做到我們幾個朋友在困難中想出來的話，如『容忍』、『克己』

『自我訓練』等；我們自己來管束自己，再加上朋友的誡勉；我相信

我們可以做到『說話有分際』的地步。同時我相信，今後十年的《自

由中國》，一定比前十年的《自由中國》更可以做到這個地步。」 

然而雷震終究還是下獄，胡適只能在言論聲援，並未能充份發揮

實際效果。不過在那恐怖肅殺的年代，胡適仍不失為一股清流，首開

台灣民主化的先趨。比起北洋時代，國民黨訓政時代，胡適應是愈趨

沈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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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治建設與政治統一 

一、以無為做政治建設之哲學基礎 

「我是最贊成建設的，我曾歌頌科學，歌頌工業，歌頌有為的政

治，歌頌工業的文明。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現在我忽然提出無為政治

之論，並非自己向自己挑戰，也不是像某君說的『沒有把事實詳研究，

而為「立異」的心理所影響』。」44這是適之先生在一九三四年所講的

話，概可代表那時主張「無為政治」的一種思想。 

胡適認為老子的無為政治的理論純是建築在「天道」與「自然」

兩個基本觀念上，因為「他把天道看作『無為而無不為』，以為天地

萬物，都有一個獨立而不變，周行而不殆的道理，用不著有什麼神道

作主宰，更用不著人力去造作安排。」45所以在政治哲學方面，便走

上極端的放任主義；主張自然而無為，反對一切干涉的政治。他又引

老子的話說：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民之難治，以其

上之有為。」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

而民自樸。」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44 該書引自楊承彬(1967)，《胡適的政治思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45 該書引自胡適(1958)，《中國古代哲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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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以上都是老子那「無為」政治哲學的主要理論。46 

老子的無為政治思想之所以產生，依胡先生所說，完全是那時代

的反動，他說： 

「凡是主張無為的政治，都是干涉政策的反動。⋯⋯老子的無為

主義，依我看來，也是因為當時的政府不配有為，偏要有為；不配干

涉，偏要干涉，所以弄得『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法令滋彰，盜

賊多有。』47 

所以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極端的放任無為，讓百姓的心理只覺

得有個政府存在罷了。西方歐洲十八世紀的政治經濟學者，多主張放

任主義的原因，概亦出於同樣的情形。他在〈再論無為政治〉一文裡

指出： 

「有為的建設必須有個有為的時勢；無其時勢，無錢無勢，無錢

無人而倡建設，正如叫化子沒飯吃時夢想建造瓊樓玉宇。⋯⋯所以：

此時中國所需要的是一種提倡無為的政治哲學。」 

他進一步解釋說：「古代哲人提倡無為，並非教人一事不做，只

是要人睜開眼看看時勢，看看客觀的物質條件是不是可以有為。所以

他們說：『無為者，不先物為也。』」又說：「不為物先，不為物後；

                                                 
46 該書引自陳安仁(1962)，《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台灣商務印刷館，p.19，及 

胡適(1958)，《中國古代哲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刷館.P.61 
47 該書引自胡適(1958)，《中國古代哲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刷館，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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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推移，應物變化。」所謂「時」即是時勢；所謂「物」即是客觀

的物質條件。 

關於這個「客觀的物質條件」；否則便不能有為。所以他主張先

要建立一種無為的政治來作為有為政治的準備。 

在〈建設與無為〉一文，因為「某君」說他「沒有把事實詳細研

究。而為『立異』的心理所影響。」所以胡先生再於該文中提出反駁

並且重申前者他所持的立場。他說：（同註45） 

「我的無為論是研究實事的結果，我至今還是有為的歌頌者；但

我要指出一個極平常的原則，有為的建設必須有個有為的時勢，必須

先看看客觀的物質條件是否許我們有為。在這種條件未完備之先，盲

目的建設是有害而無利的，至少是害多而利少的，是應該及早停止

的。我不反對有為，但我反對盲目的有為；我贊成建設，但我反對害

民的建設。盲目害民的建設，不如無為的休息。」 

主要者他還是強調建設須有「時勢」和「客觀的物質」的先決條

件，做為「有為政治」建設的準備。關於「時勢」一點他曾引「西漢

初年的無為政治作今日的榜樣」，但「今日」應該需要一個什麼樣的

時勢，他並沒有具體地說明；而對於「客觀的物質條件」一點，卻提

供了一個較為具體的意見。他在一篇〈今日可做的建設事業〉的文章

裡說道：（轉引楊承彬，196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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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的建設必須先有可以建設的客觀條件：第一是經濟能力，第

二是人才。⋯⋯所以我們可以提出這樣的建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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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設有專門學術人才可以計劃執行的事業，都應該先用全

力培養人才。 

第三、在創新事業之先，應該充分利用專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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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條便是他所主張一個「有為的建設」──客觀條件的「建設

標準」。在該文中胡先生並曾以「公共衛生」、「農業改良」及「交通

事業」等為例，詳予說明，且認為這是一個「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的最有效的建設途徑。 

除上述者以外，他還曾主張過居一國之最高主政者，本身應該以

「無為而治」的精神，來治理國家領導眾人。他說一個「處高位」的

主政者應該是：(轉引楊承彬，1967：186) 

「他的任務是自居無知，而以眾人之所知為知；自處於無能，而

以眾人之所能為能；自安於無為，而以眾人之所為。」 

總之，胡先生之所以提倡「無為政治」，並不是從根本上否定「有

為政治」，況且他自己也說他「平日是最反對無為政治哲學的」。他是



 226

就當時「研究實事的結果」而主張在「有為」之先，須要有一個「無

為」的政治作建設的基礎，俾能在「時勢」與「客觀的物質條件」兩

者都能具備之後，再來實行有為的政治，庶可收得建設的效果。當經

濟與人才以及建設配套措施與建設途徑都水到渠成了，也就是盡一步

政治統一的開始，其步驟如下： 

（一）凝聚全國人民的向心力 

胡先生在一九三四年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政治統一的途徑〉，

他在該文裡宣稱：48(轉引楊承彬，196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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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逐漸造成一種對國家「公忠」去替代今日的「私忠」。 

這話他是針對當時蔣廷黻先生一篇文章所說「中國人的私忠既過

於公忠，以個人為中心比較容易產生大武力」而發。所以先生繼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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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註） 

而這個「局面」的造成，何以缺乏「向心力」？他認為都是由於

缺乏良好「制度」的結果。他又指出：(轉引楊承彬，1967，189) 

「幾十年來割據的局勢的造成是因為舊日維繫統一的種種制度

完全崩潰了，⋯⋯古人說的好，『時移則事異，事異則備變」。舊制度

                                                 
48 胡適(1934)，〈政治統一途徑〉，《獨立評論》第 86號，北平`：獨立評論社。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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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潰了，我們就應研究新的需要，建立新的制度去替代無法挽回的舊

制度。今日政治上許多毛病，都是制度不良的結果。』 

制度可以改良人性弱的一方，令人卻私奉公，胡先生早在〈請大

家來照照鏡子〉一文裡曾強調說：(同上註) 

「人性是不容易改變的，公德也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故救濟之

道不在乎妄想人心大變，道德日高，乃在乎制定種種防弊的制度。⋯⋯

制度訓練可以養成無私無弊的新習慣。」 

因為制度不良，所以人們的所作所為，是「私忠」過於「公忠」，

政府便也失去了人民的向心力；一切「以個人為中心」的割據勢力因

之而起，以致破壞了國家統一。 

（二）調和中央與地方的制度和關係 

胡先生在〈政治統一的途徑〉裡曾肯定地說：(楊承彬，1967：

189) 

「我們主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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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又在〈政治統一的意

義〉一文裡再度強調他的主張說：(同上註) 

「我所說的『政治統一』，只是指些維繫全國，把中央與地方連

貫成一個分解不開的全體的制度和關係。」 

他所指的「制度」，最首要的就是「國會」制度。⋯⋯一個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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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主張的「代議式」的國會。先生對於這種制度的好處發表他的意見

說： 

「國會的功用是要建立一個中央與各省交通連貫的中樞。它是統

一國家的一個最明顯的象徵，是全國向心力的起點。舊日的統一全靠

中央任命官吏去統治各省。如今此事既然做不到了，統一的方式應是

反其道而行之，要各省選出來統治中央，要各省的人來參加中央的政

治，來監督中央，幫助中央統治全國，這是國會的根本意義。」 

他又說：「國會是代表全國的議會，是一個有形的國家象徵，人

民參加國家的選舉，就是直接對那個高於一切的國家盡義務。」 

胡先生這兩段話說得非常清楚，把國會的功用、意義、組成分子、

職權乃至它的精神，都提示了一個大要。他認為這是唯一「聯貫中央

與各省的國家機關，一個象徵全國全民族的機關」。他最後表示：「讓

各省的人到中央來參加全國的政治，這是養成各地方向心力的最有效

的一步。」 

當一九二二年前後，北方軍閥勢力猖獗，形成割據，時有衝突，

以致南北不能統一，胡先生曾數度提出他的政治主張，呼籲北京政府

從速加開一個全國性的會議，共謀統一之道。他當時認為解決目前時

局的計劃：第一是「速即召集一個各省會議」；第二「由北京政府公

開的調解奉直的私鬥，消滅北方的戰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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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進一步具體提出一個計劃：「由北京政府速召集一個各省會

議：（甲）名稱──如政府不接受聯省會議之名，儘可叫他做全國會

議或統一會議（乙）組織──每省派會員四人（省議會舉一人，省教

育會與商會各舉一人，省政府派一人），中央政府派三人，國會舉三

人，主席由政府任命（以免紛爭）。⋯⋯由北京政府公開的調解奉直

的私鬥，消除那逼人而來的大戰禍（對於這一件事，全國贊成弭兵的

人也應該加入）」這個會議應該討論些什麼以及它的權限，胡先生也

提出了一些建議，主張「討論並議決」有「裁兵」、「財政」、「國憲制

定後的統一」、「省自治」及「交通事業的發展」等問題或計畫。49 

這個謀求統一的「全國會議」，從它的組織和權限來看，是相當

強大與廣泛的。胡先生的「和平主義」和他那「非戰」「弭兵」的主

張，是不能解決當時軍閥問題的。這或許是胡先生過份重視文化的或

社會的功能而忽略了許多政治現實的因素。 

國會制度之外，胡適認為還需要聯貫社會上各種關係，甚麼關係

呢？他說：「關係有多種，如經濟的利害關係，如國防的安危關係，

如交通的往來關係等等。」繼分析其得失說：「但這種種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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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於相互衝突的地位。政治統一全靠政治家能充分了解各

                                                 
49 胡適(1986c)，《胡適作品集》第 9集，台北：遠流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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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相互關係，用政治的制度去培植他們鞏固他們。」 

在〈政治統一的意義〉裡揭示他這個主張說：「我所謂『政治的

統一』，就是充分發展這些維繫統一的大連鎖，建立貫串中央與各省

的密切關係，使全國各地感覺在這重疊的關係之中，沒有法子分開。」

他又以為：「而且，歷史的舊連鎖固然是應該繼續培植的，適應新維

繫更是應該趕緊建立的。⋯⋯政治的統一必須建設在平時的維繫全國

各部分的相互關係的政治制度之上。」（同上註） 

總之，胡適的主要用意，不外是要建立一個「民主政制」的統一

政府，所以他主張從「制度」上聯貫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而聯貫的方

法：一是國會制度；二是連繫全國社會各種相互關係，貫串中央和地

方的政治關係，並可使地方對中央發生向心力。 

（三）反對武力統一 

胡適是一位「和平主義」者，畢生鼓吹和平不遺餘力，所以除了

在「兵者，非不得已而用之」的情形下，他是反對仰仗「武力」來征

服別國或統治一國之人民的，此已見於他的「非戰主義」思想。在這

裡，單就他對於「政治統一」的觀念，再略事補充幾句。胡適在所撰 

他舉出歷史的例子以證實他的看法：「秦始皇的統一是武力的統

一，他把天下人的兵器收去了，卻沒有造成一些可以維繫全國各部分

的制度，所以他的帝國不久就瓦解了。漢高祖革命成功之後，他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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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收天下的兵器，然而漢朝不但保持了四百年的統一，還留下了兩千

年的統一規範，使我們到於今還自稱為「漢人」，真可說是替中國建

立了『大一統的民族國家』的基礎。」 

而對於漢朝造成長久統一局面的具體事實，胡適進一步指出：「各

種維繫全國各部分的制度，如統一的法律，統一的賦稅，統一的貨幣，

選舉的制度等，都逐漸成立並且實行有效了，所以人民漸漸感覺統一

帝國的利益。⋯⋯有些維繫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如歷史、文化、語言、

文字、風俗、宗教等等。這些當然是最基本的維繫，因為他們是一個

民族國家的靈魂，凡這些根本關係存在的地方，都有統一的可能，因

為都有潛在的偉大向心力存在。」50 

二、政治建設必先要有完善配套措施 

中庸云：「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況且一國的政治，掌握億萬

民眾的幸福與國家民族的命運，尤其需要有極周密完善的計劃。胡適

早在一九一六年曾就我國政治上的問題，發表過他的感想。七月二十

一日的一篇日記題為《政治要有計劃》有如下的記載：「人問今日何

者為第一要務。答曰，今日第一要務，在於打定主意，定下根本政策；

既定之後，以二十年或五十年為期，總要百折不回有進無退辦去，才

有救國的希望。」 

                                                 
50 胡適(1934)，〈政治統一的意義與批評〉，《獨立評論》第 123號，北平：獨立評論社，p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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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並且批評過去的政治說：吾國幾十年來的政府全無主意，全無

方針，全無政策，大似船在海洋中，無有羅盤，不知方向，但能隨風

飄泊。這種飄泊（drift），最是大患。一人犯之，終身無成；一國犯

之，終歸滅亡，因為飄泊乃是光陰的最大仇敵。無有方針，不知應作

何事，又不知如何做法，於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終成不可救。陸

放翁詩曰：『一年老一年，一日衰一日，譬如東周亡，豈復須大疾！

正為飄泊耳。』胡適最後說：『欲免飄泊，須定方針。』」 

至於定何種方針，包括些什麼內容，胡適也提出了幾點意見。他

說：「中國應定什麼方針，我亦不配高談。總之須要先行通盤打算，

照著國外大勢，國內情形，定下立國大計，期於若干年內造多少鐵路，

立多少學堂，辦幾個大學，練多少兵，造多少兵船，適幾所軍需製造

廠；幣制如何改良，租稅如何改良，入口稅如何協商改良；外交政策

應聯何國，應防何國，如何聯之，如何防之；法律改良應注重何點，

如何可以收回治外法權，如何可以收回租借地⋯⋯凡此種種，皆須有

一定方針，然後可以下手。 

以上幾段話，第一是說政治首先應有計劃有方針；而且計劃要分

期實施，並須貫徹。第二是說過去政府（蓋指清末民初）無計劃方針，

所以弄得國家瀕於滅亡之境。第三他以「飄泊」來說明這種無計劃的

害處；無論個人或國家都不能「隨風飄泊」，徒費光陰，以致事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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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半，且易招來大患。繼之，他又具體地提出來一個計劃的大要，包

括內政、外交、國防、教育及經濟等等，都是國家建設的根本大計。

總之，他的意思不外是：要想救亡，要想建設，「政治要有計劃」。 

一九二二年他又重申以前的主張，在《努力週報》上，先後曾以

＜我們的政治主張＞與＜這一週＞文說明一個「有計劃的政治」的重

要性。他說：「計畫是預先認定一個目的，推出如何可以做到那目的

的歷程，然後把那推想出的歷程定為進行的步驟。譬如下棋，須能預

先算到幾著以後；譬如造屋，須先打圖樣，次計算材料工程，然後動

工，這是人人知道的。⋯⋯計劃的功效全在分期克日，步驟分明；只

要繼續做下去，一點一滴的積起來，總有成效可觀。」 

由此可知：「政治是一件絕大的事，沒有計畫是不行，沒有計畫

的人是不配幹政治的！」51 

三、主政者人格關係政治之良窳 

胡適很重視主政者人格，早在一九一三年尚在做學生的時代，曾

就美國當時政治上一件事而發抒他的感想說： 

「凡服官行政之人，必先求內行無絲毫苟且，然後可以服人，可

以鋤奸去暴，否則一舉動皆為人所牽制，終其身不能有為矣，可不戒

哉！」   

                                                 
51 此文收入亞東版＜胡適文存＞2集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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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民國誕生，政治正應走上建設之際，可是袁世凱及其黨羽以

一己政治野心，竊據了政權，卻做起違反「共和」的事情，以致國民

革命的成果遭受到破壞，因之後來中山先生有「二次革命」之舉。胡

適所謂「哀吾政偷官邪」者，誠有所指，並非無的放矢。 

胡適早年因讀梁啟超的著作所言現代政治必要之條件而表示同

感。他在他《藏暉室劄記》卷九第六十四則裡記道：梁任公近著＜政

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一文，載《大中華》第二號，其言甚與吾

意相合，錄其最警策者如下：⋯⋯大抵欲運用現代的政治，其必要之

條件： 

（一）有少數能任政務官或政黨首領之人，其器量、學識、才能、

榮譽、皆優越而為國人所矜式。 

（二）有次多數能任事務官之人，分門別類各有專長，執行一政，

決無隕越。 

（三）有大多數能聽受政壇之人，對於政策之適否，略能了解而

親切有味。 

（四）凡為政治活動者皆有相當之恒產，不至借政治為衣食之資。 

（五）凡為政治運動者，皆有水平線以上之道德，不至拋棄其良

心之主張而無所惜。 

（六）養成一種政治習慣，使卑鄙陰險的人，不能自存於政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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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八）政治社會以外之人人，各有其相當之實力，既能為政治家

之後援亦能使之嚴憚。 

以上八條可以說是建設一個現代民主政治以及改良政治最切要

之先決條件。胡適認為任公的主張和他的意見「相合」。所以，他與

任公兩人雖然在學術上容或意見有些相左，而政治人格與對主政者要

求相當一致，他們都是溫和的改革者，對國共兩黨的做法多所批評。

中國近代政治上，只有極左和極右之分，胡適是自由主義者，在大陸

一直未能得到迴響；任公則早逝，中國失去另一選擇。時也？命也？

運也？徒留後人無限慨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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