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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胡適是在「傳統中國」走向「現代中國」關鍵時期「始終活躍在思想界

的中心人物」，更是被公認為整個中國歷史上「繼往開來的一位啓蒙大師」。

本文研究 1891至 1917年間胡適的「國家」概念。研究從指出他在這個時間

段三個不同時間點的故事中關於國家概念論述的差異性出發，首先追問的便

是各種指稱國家的語詞與實體國家之間是否可以具有內在統一性的問題。於

是在第一章中，本文圍繞故事一與故事三中胡適用詞與用句的特點進行了文

本分析，闡明它們背後所代表的意義，並進一步將與兩個故事存在密切關聯

的相關概念分別做了比較研究。總體來看，得到的結論有兩點：1.一個語詞

在同時代的不同個體理解下存在差異;2.一個個體也會經常修正自己的語詞

使用，從而導致同一語詞在不同的時間點可能代表著不同的含義。這就為我

們理解語詞與事物的關係提出了挑戰——究竟我們能不能談論所用的語詞來

指稱某個對象時具有正確性？ 

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在《真理與方法》

（Truth and Method）第三部份「以語言為主線的詮釋學本體論轉向」中的

理論架構，為擺脫這個困境提供了很好的論證途徑。通過關於上帝語言的討

論來承接古希臘的邏各斯與語言現象中的概念構成，伽達默爾意在指出，只

有語詞的使用才是有正確與錯誤之分的，而語詞本身都是正確的、「合適」

的。於是，接下去的問題便是為何個人在使用語詞上會出現偏差？對偏差的

修正又是如何可能發生的？第二章便是通過對於胡適案例中三個故事的詳細

展開，將胡適的國家概念呈現為是一種連續不斷地圍繞著一個個具體的事件

來回展開思辨的過程。這個概念構成的過程，是在伴隨著胡適對於自己舊有

概念不停再檢驗的同時，慢慢深化與拓展的。而伽達默爾在世界經驗的思辨

結構中所指出的事件性與創造性，為我們理解這樣的國家概念提供了理論幫

助。 

最後，本文採用「民族國家認同」的角度來系統性地整合第一、二章中

對於國家概念的兩種歷史性的追溯方法。概括來說，政治參與作為一種世界

經驗，能促使具有特殊性意味的歷史文化認同發生反思，並進而與發現的具



 

  iii 

有普遍性意味的政治認同進行調和。也正是由於要突出思辨的過程性質，不

同於以往對於胡適政治觀的普遍認識，本文指出留美時期的胡適更多意義上

體現的是一種「共和派的愛國主義」。就這點而言，胡適案例意在表明，思

想史的研究需要盡力在歷史環境中恢復概念思想者在過去、現在與將來之間

複雜的應用過程，從而讓歷史學免於成為哲學或是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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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Hu Shi’s usage of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 referring to guojia from his first-h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during 1891-1917.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discovery of 

inconsistency in terms of Hu Shi’s usage of words and 

understandings of guojia in his three stories at different points 

of time, also in his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guojia over the period, this study has constructe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Hans-Georg Gadamer’s ont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cept and object from hi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fter doing textual analyses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wo of the three stories about Hu’s 

understandings of guojia respectively in Chapter One, Chapter Two 

tries to bring to atten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ocessual and 

creative elements in Hu’s concept formation by showing the link 

between the disintegration of his former ideas and reconstruction 

of his new understandings, with what he has experienced in 

Shanghai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corded in the first-h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study finally examines his thoughts on 

the legitimacy of guojia, especially pointing out hi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demonstrate the possibility 

to reconcile the tension between cultural specificity and 

political universality on the issue of nat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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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光緒三十四年（1908），一所創辦於上海才兩年多的民辦學校——「中國

公學」——發生了一次「大風潮」。公學制度突然變革所引起的這次大風潮的

結果，是一批學生另起爐灶，組織創辦了一所「中國新公學」。這場學生運動

的參與者中不乏「強硬派」，以至於當這場相持一年多的鬥爭以新老公學合併

收場時，他們拒不返校。這其中就包括了一位年方十八、已在上海求學四年

有餘、留著小辮兒的安徽青年。強硬歸強硬，這位意氣風發的青年在這抗爭

期間仍舊藕斷絲連，擔任著老公學一學會機關報的主編，用他自己在回憶錄

中的說法，他也算是用筆杆子為中國革命盡了些「微勞」。其中，刊於 11 月

24日的一篇用白話文大談愛國的社論，開篇有這樣一段陳詞： 

【……】我想天下的人，大概總是沒有知道自己和國家的關係，所以不

曉得愛國，其實國和家原是一般的。第一，我們生長在這家，便愛這一

家，難道我們生長這一國，不曉得愛這一國麼？第二，我們的父母，生

我育我，我們的兄弟，愛我助我，我所以愛他們。難道我們的祖國，保

護我，教育我，我們倒可以忘記了他嗎？倒可以不愛他嗎？所以我第一

句話就說：國是人人都要愛的，愛國是人人本分的事。
1
 

七年後，民國四年（1915），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波及亞洲，日本藉口

於英日同盟，向德國宣戰，乘機侵略山東，並於 1月 18日向袁世凱政府秘密

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日本雖強迫袁氏政府絕對保密，但經過顧維鈞的冒險，

2
二十一條在 2月中就變成紐約、倫敦媒體的頭條新聞了。全國譁然。遠在大

洋彼岸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社區也炸開了，學子們義憤填膺，留美學生月報、

季報上抗議討伐、廢學救國之聲此起彼伏。然而，一位考取第二次庚款留美

官費生、已就讀康奈爾大學近五年、操著一口流利英語的哲學院研究生，卻

獨樹一幟。他於 3 月 19 日刊登了一封用英文寫的「致留學界公函」，呼籲留

美學子當以學業為重，勿被國事紛擾。這篇公函及作者本人隨即成為眾矢之

的，更是被《中國留美學生月報》的總編輯鄺煦坤指責為「無血無肉」、「無

                                                        
1
 鐵兒（胡適筆名）：〈白話（一）愛國〉，《競業旬報》，第 34期（1908年 11月 24

日），載周質平編：《胡適早年文存》（臺北：遠流，1995），頁 176。 
2
 見天津編譯中心編：《顧維鈞回憶錄：縮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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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無感」、「裝聾賣傻」之流。
3
這位青年頗感冤屈，將公函寄給其美籍女友指

正，並接受了女友的批評與建議，寫了第二封英文公開信，在重申學子當以

求學救國為己責的同時，亦肯定了群情激奮所能反映出來的正面精神。
4
其中

有一段是這麼解釋「中國不亡」的： 

當今中國最偉大的社會運動領袖梁啓超說過，「中國是不可征服的。」

【梁氏原文：「吾就主觀方面，吾敢斷言吾國之永遠不亡；吾就客觀方

面，吾敢斷言吾國之現在不亡。」
5
】其度越埃及、巴比倫、亞述、希臘

與羅馬而健在；其經歷匈奴、韃靼、蒙古、滿族之侵略而猶存；其文明

可匹敵任何過往之文明，亦可吸收現今諸他優秀持久之文明。總之，中

國之為一個地理上、歷史上、種族上、以及語言上統一之國家（nation），

是決不會被征服的！
6
 

一年後，民國五年（1916），對於一戰的反思業已在學理及實踐兩個層面

如火如荼地展開，如在美國成立的「強制維持和平聯盟」（The League to 

Enforce Peace）已經得到大多歐美政治家及政治學者的認可，而在大學更是

如雨後春筍般舉辦了諸多國際政策和關係的學術討論會。該年 6 月，由「美

國國際調解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所舉辦的徵文比賽公佈獲獎名單，一位不足二十五歲、師從杜威（John Dewey）

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系一年級博士生，憑藉一篇僅作五夜而成的文章獲得

頭獎，領走百元獎金。在這篇題為《國際關係有取代武力之道否？》（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論文的篇末，有

                                                        
3
 H. K. Kwong, “What is Patriotic Sanity? A Reply to Su Hu”,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Vol.X, No.7 (1915.4), pp.427.  
4
 該公開信原本會在《中國留美學生月報》5月號發表，但出於未知原因，並未刊出。 

5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之三十三〉，《飲冰室合集》，第 12冊（上海：中華書局，

1936），頁 86。 
6
 原文是英文： “‘China’, says Mr. Liang Chi Chiao, the greatest of out 

public men today, ‘China is unconquerable’. The Nation which has outlived 

Egypt, Babylonia, Assyria, Greece and Rome; which has survived the invasions of 

the Huns (Hsun Loo), the Tartars, the Mongols, and the Manchus, and has 

absorbed them all; which has a civilization comparable with any of the 

civilizations of the past and capable of assimilating all that is good and 

lasting in the civilizations of the present - in short, the Nation which has 

such a geographical unity, such an historical unity, such an ethnic unity, and 

such a linguistic unity as our own, is never conquerable!” 見季羨林主編：《胡

適全集》，第 4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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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段作者政治哲學的闡述： 

我們同樣必須在國際思考的演進過程中逐漸修正我們的民族主義

【……】我們不能再高唱民族國家「高於一切」（über Alles），而是必

須認識到國家只是促進其所組成的個人的福祉與自由發展的工具而已。

而且，如果一個跨國界的國際組織能夠增進單個國家的安全，使其免受

他國的威脅與征服，那麼這個國際組織就應該得到每一個愛國公民的

愛戴與擁護。
7
 

以上三則小故事中關於「國家」的論述牽涉到國家之為一個概念的不同層

面。更為關鍵的是，很明顯，三個論述背後有著對於國家概念的不同理解，

甚至存在互相抵觸之處。然而，故事們的主人公——強硬熱血的學生運動組

織者、木石心腸的白面書生、初露鋒芒的國際主義者——同為一人。這個人

是在「傳統中國」走向「現代中國」關鍵時期「始終活躍在思想界的中心人

物」，
8
更是被公認為整個中國歷史上「繼往開來的一位啓蒙大師」。

9
他是胡適。 

胡適在未滿三十之際已經成為當時中國新學術、新思想的領導人物之一，

這樣「爆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國近代史上除他之外，恐怕只有梁啓超了。
10
說

起胡適的「爆得大名」，直接的導火索便是他於留學美國末期所寫的那篇刊登

在《新青年》上的〈文學改良芻議〉。這篇吹響了中國「文學革命」號角的文

章，也通常被看做是正式拉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從 1917年頂著洋博

士頭銜「神山採藥歸來」起，
11
這位立志「讓祖國面貌為之一新」的革命領導

                                                        
7
 原文是英文： “We must also, in this rev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thinking, 

gradually modify our nationalism...Instead of exalting the nation-state ‘über 

Alles’, we must realize that the state is only a means to the well-being and 

fre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s that compose it; and that whatever 

improvement of world-organization tends to enhance the safety of the state from 

external threats of aggression and destruction, is entitled to the devotion and 

support of every patriotic citizen.”見周質平編：《胡適英文文存》（臺北：遠流，

1995），頁 74。 
8
 Susan Chan Egan and Chih-p’ing Chou, 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 The 
Half-century Romance of Hu Shi & Edith Clifford William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i. 
9
 唐德剛：《胡適雜憶》（北京：華文出版社，1992），頁 31。 

10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

（臺北：聯經，中央研究院，2004），頁 177-178。余英時更是指出，「梁啓超最初是追

隨老師康有為從事變法運動而成名的，這和胡適的全無憑藉仍然稍有不同。」 
11
 胡適 1917年 3月 8日日記中說： 「“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其意若曰：「如今我們已回來，你們請看分曉罷。」其氣象可

想。此亦可作吾輩留學生之先鋒旗也。」，見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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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幾度沉浮、飽受爭議。而胡適是否名實相符的問題最終還是需要圍繞著在

胡適思想中祖國面貌新在何處？為何要新？如何去新？這些問題來展開。大

多數學者都從其留學歸來後較為系統性的文章入手進行胡適研究，而筆者將

眼光放在了這位中國近代思想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在「爆得大名」之前(即

1917 年之前)的思想歷程。在這三則故事所跨度的短短八年時間內，是什麼

讓胡適經歷了至少三次對於「國家」概念的理解變化？他的早期思想史與他

的個人經歷、晚清民初的時局、乃至整個世界的思潮又有著何種聯繫與糾葛？ 

縱觀胡適自 1891 年 12 月 17 日出生於上海，至 1917 年夏留美學成歸國

的這段歷史，1904年從家鄉安徽績溪來到上海接受「新教育」被認為是其「一

生中的重要轉折」，
12
而留學美國的七年（1910-1917）更被認為是胡適「一生

思想和志業的定型時期」。
13
依此大致可以將胡適 1891-1917 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 1891-1904 胡適的童年時期，第二階段為 1904-1910 胡適的求學

上海時期，第三階段為 1910-1917 胡適的留學美國時期。而如果將這段個人

歷史擺入到國家層面上，不管這是正值中國「三千餘年一大變局」
14
也好，還

是「五千年史未聞諸」
15
也罷，國事瞬息萬變，稍舉便知——中日甲午戰爭、

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科舉制度之廢除、立憲運動、辛亥革命、中華民國

之成立、日本「二十一條」之提出、袁氏復辟帝制，等等。而國家概念的討

論則是這段多事之秋始終不變的核心話題——無論是晚清的維新革命論爭，

還是民初國內及國際政治事務的不斷受挫，關於為何國事不堪、如何救國建

國、該建立一個怎樣的國家之類的問題，始終是晚清民初知識分子們關注的

焦點所在。 

青年胡適當然也不例外。大量胡適的一手史料為本研究提供了方法論上

的可能及挑戰。之所以說是「可能」，是因為在 1906-1908以及 1911-1917這

兩個時間段，具有與筆者選擇的時間跨度及論題密切相關的大量第一手史料，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頁 486。 
12
 李敖：《胡適評傳》（臺北：文星書店，1964），頁 133。 

13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

頁 189。 
14
 李鴻章：〈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摺〉，載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 5

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頁 107。 
15
 黃遵憲撰，吳振清，徐勇，王家祥編校整理：《黃遵憲集》，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

版社，2003），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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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日記、書信以及在此期間發表的期刊文章。而從關於胡適的第一手

史料中不難發現，無論是在上海抑或是在美國，胡適不僅記錄了自己的學業

及生活，而且幾乎對這段時期大部份即時發生的國內國際大事留下了記述，

其中有很多更是結合中西文化的差異，就自己所關懷的主題展開了論述。這

從留美時期被同仁稱為學界「最有學者氣象者」及「知國內情形最悉者」可

見一斑。
16
然而，之所以說是「挑戰」，這首先是緣於一手史料的特點所致。

由於這是處在胡適思想從啓蒙走向定型的時期，一手史料中大量關於國家概

念的論述並非是系統性的，更多時候讀者面對的是支離破碎的非學術性文本。

其次，更為嚴峻的挑戰在於如何處理史料中相關的國家論述之間存在抵觸的

問題，譬如開篇三故事所示。胡適個人並沒有系統性地整理、闡明自己關於

1917年之前這段對於國家概念的思辨過程，這一方面當然得考慮到胡適尚處

啓蒙時期，並不能很全面地理解并討論國家概念。但另一方面，這裡牽涉到

的是胡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自己對於國家概念的理解發生著轉變的問

題。如果說一手史料中沒有提供直接的線索來解釋胡適的轉變如何成為可能，

我們就需要一種新的方法來處理胡適作為一個思想者在不同時間點如何表述

那些既相關又存在差異的國家概念。 

這裡先要交代一下本研究中所涉及的理論和史學問題。首先，通過重新審

視中西方歷史上指稱國家的字詞，筆者將重新處理字詞與實體之間的關係，

并嘗試以一種本體論的模式處理胡適的國家概念。此研究方法源於處理這樣

兩個研究問題時所遇到的困境：1. 在胡適第一手材料中出現的指稱國家的

語詞及語句，究竟代表著怎樣的國家概念？2. 這些被胡適用來指稱國家的

語詞，與實體國家之間是否具有內在統一性？其次，這一研究將深化對概念

本身的探討。作為一項屬於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觀念史與思想個案研究，

筆者希冀可以呈現的，是人物在時間空間經驗中的思辨結構，並以此嘗試回

應思想史研究中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通過胡適案例，筆者嘗試回答的問題

是：3. 既然不同的語詞指稱國家所代表的含義不盡相同，它們之間是否存在

關係？胡適是因為什麽才會修正自己對於國家概念的理解的？概念構成是何

以成為可能的？最後，筆者會處理的研究問題是：4. 國家概念背後的普遍性

                                                        
16
 《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47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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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哪裡？筆者探究此問題是希望通過承接上述三個研究問題的討論，可以

再進一步，從落實到胡適對於「民族國家的認同」的理解過程為例，通過指

出文化特殊性的國家概念所存在的困境，嘗試發現特殊與普遍調和的可能，

從而重思我們對於民族國家的認識。 

 

第一節 語詞與實體：「國家」概念綜述 

本研究首先涉及的理論問題便是如何處理指稱國家的語詞與國家概念之

間的關係，此節便是分別將中西方歷史中出現的指稱國家的語詞進行羅列，

並從語義學的角度簡單概述這些語詞分別指稱國家的哪些意義與特徵。 

在西方實體國家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曾經先後出現過多個指稱國家的語

詞，而這些語詞的含義各有不同。英語中的 polis 一詞，在古希臘文（πο

λις）的原意中指的是「城市」，而如果從原始印歐語的詞根來考察，則該

詞可能起源於 pele-，意思常指「處於高處的城堡」，「圍蔽起來的空間」。今

人使用英文 polis 一詞，便直接指稱古希臘城邦，而如果作為一個國家，其

特徵便是小國寡民，這也就意味著城邦的居民之間通常關係密切。
17
 

英文語詞 republic來源於拉丁文 res pulica，res指的是「事情」、「事

務」，pulica則是英文 public，「公共」的意思，所以 res publica的原意應

是「公共的事務」；在中古法語中也使用類似的拼寫法，république。republic

一詞在如今常常被翻譯為「共和」，強調的是共和國的公民擁有直接或間接投

身於公共生活的權利，而所謂的公共生活則主要指的是現代政治生活，例如

公民參與國家的法律制定、參與選舉執政人員等各種政治活動，與另一政治

術語 monarchy（君主國）相對立使用。
18
而談到 monarchy，如果強調這是一

個由國王或是女王統領的君主國時，英文中亦有 kingdom 一詞專供使用，現

代漢語多譯為「王國」，例如「大不列顛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或 United 

                                                        
17
 本節關於西方指稱國家的語詞的語源學考察，主要參考資源如下：Roger Scruton, The 

Palgrave Macmillan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Thought (Basingstok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 
ed. by T. F. Hoa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其它資源另注。 
18
 對於 republic一詞作為近現代西方的政治概念，從 republicanism這個概念入手亦頗有

益處，參見 Jeffrey C. Isaac, “Republicanism Vs. Liberalism? A 

Reconsideration”,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9.2 (1988), pp. 349–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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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dom of Great Britain）這個名稱在《1707年合併法案》後開始用來指

代英國。該詞來源於古英語 cyningdom，在十七世紀末指的是「自然領土之

一」的意思。 

Empire 一詞來源於拉丁文 imperium，意思有「指令」、「權力」、「統帥」

等，而其動詞形式 imperare，便是「控制」、「指揮」的意思。Empire通常被

現代漢語翻譯為「帝國」。從語義學角度來看，「帝國」可以被字面解釋為由

國家元首或者統治者控制的一定範圍的領土，但今人使用「帝國」一詞則不

會侷限於此，通常強調的是帝國領土的遼闊與人口的眾多，並且常常指的是

由一個強大的權力實體支配的多民族國家。這意味著帝國中較弱小的隸屬國

在這個強大的權力實體下往往沒有主權可言。 

如果說以上的語詞都是指稱西方近代歷史之前的某些實體國家的話，以

下三詞則與近現代歷史關係更為密切，在現代漢語中更是在大多數時候直接

翻譯為「國家」一詞：
19
首先是 country。country 一詞來源於拉丁文 contra，

意思為「對立」、「對面」、「相反」；民間拉丁語（terra）contrata的意思則

是「對面的（土地）」、「展現在面前的（土地）」；古法語 contree一詞則有「區

域」、「家鄉」的意思。當 country 一詞在現代指稱國家時，它往往是一個地

域概念，而非一個政治概念，指的是某一地域之內的人文和自然的統稱單位。

20
比如，我們經常說「我國地大物博」，這裡如果用英文翻譯，則應該是 “my 

country”。 

第二個詞是 state。State一詞是如今西方最為普遍使用的指稱國家的英

文單詞，該詞來源於拉丁文 status，本義是「立場」、「狀況」、「條件」或「身

份」。政治學論著中常常提到，state 一詞是直到近代由尼可羅·馬基雅維利

（Niccolò Machiavelli）首度使用之後，才出現於政治與法學論述中的，並

且是在十六至二十世紀經過相當長的詞彙淘汰過程，才逐漸由許多互相競爭

的語彙中脫穎而出，開始普遍被人們所接受的。作為一個政治概念，state一

詞與主權概念（sovereignty）不可分離，但近代西方政治學對國家概念的不

斷探索至今仍未對於 state 的定義達成共識。從權力和權利兩個角度論述國

                                                        
19
 燕繼榮：《政治學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45-46。 

20
 同上，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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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則是最為流行的兩種理論路徑。
21
 

在 state 一詞之前加上 nation，組成 nation-state 一詞，即可翻譯為

「民族國家」。意大利統一運動的重要人物朱塞佩·瑪志尼（Giuseppe Mazzini）

對此詞的解釋最為經典，即 “Every nation, a state. Only one state 

for one nation.”（一個國家（應當）由一個民族建立並治理，或一個民族

（應當）組建一個國家）。Nation從詞源上看，無論是古法語的 nacion或是

拉丁文的 nationem，都與「出生」、「種族」的意思有關。而到了近代，隨著

威斯特法里亞合約（Treaty of Westphalia）及各大帝國的解體，nation-

state 成為近代最為重要的指稱國家的國際政治概念，往往強調的有國家認

同、領土完整等方面。筆者亦會通過胡適案例，著重處理及再思考此概念。 

由此可見，在西方用哪個語詞指稱國家，往往牽涉到的是不同的歷史背

景。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不同的語詞所凸顯的是國家概念的不同方面。那在

中國，是否也存在著類似的語詞指稱國家的某些特徵呢？ 

從漢字字詞史的角度來考察指稱國家的用字或用詞，便會首先追溯到秦

漢統一之前的各類文字記載。在這些文獻中，通稱今人所謂的「國家」一詞

的漢字就有三，分別為「邦」、「方」、「國」。
22
譬如，鄭玄注《周禮·天官》，

曾經就面積大小區分「邦」與「國」，曰：「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亦曰

國。」另一方面，古漢語中亦有「國」與「家」之分，如《左傳·桓公二年》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以及《孟子·離婁上》趙岐注曰「國，諸侯之國，家，

謂卿大夫家」之說。但「國家」一詞在古籍中有時也作為「國」的通稱，如

《尚書·立政》「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這

種字詞使用與當時的現實政治體制有著密切關聯，故在此有必要簡單概述一

下周代之為封建帝國是如何組織的。
23
周代作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封建社會，

名義上整個帝國都是「王土」，但事實上周王所直接統屬的只是王畿之地，即

                                                        
21
 此外，Patrick Dunleavy在總結近代西方政治哲學對於 state概念不同角度的同時，亦

提出了 11要點，嘗試重新定義此詞，參見 Patrick Dunleavy, “The State”, in A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ed. by  Robert E. Goodin and 
Philip Pettit ed., (Basil Blackwell Ltd., 1993), pp. 611–613。 
22
 王爾敏：〈「中國」名稱溯源及其近代詮釋〉，《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王爾

敏，1977），頁 456。 
23
 關於周代封建帝國的組織，本文主要參考的書籍是張蔭麟撰，王家範導讀的《中國史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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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鎬京（今陝西西安）和洛邑（今河南洛陽）為焦點約莫一千里左右之地。

王畿之外，周氏封立諸侯國，諸侯對王室按期納貢朝覲，內政則幾乎由諸侯

自主。另一方面，周王與各諸侯分別把自己的土地再分給許多小封君，每一

小封君成為其區域內政治與經濟上的世襲主人，對王室或諸侯納貢，而區域

內人民則對小封君納稅、服兵役。
24
 

但隨著春秋霸國之崛起與戰國群雄之紛爭，封建組織開始瓦解，藉由春秋

戰國時期的戰爭體制，同時在儒家哲學中的「天人合一」、「家國同構」等思

想的配合下，孕育出了可藉由官僚派遣而得以支配帝國全境的郡縣制度，並

以一套「天-天下-天子-民」的政治論述來使其合理化。
25
戰國紛爭的結局便

是秦國以武力征服了六國，秦始皇自稱「天子」、昭告「天下一家」，實行官

僚郡縣制度。之後中國長達兩千年的歷史基本繼承了「天下」想象並沿革了

與之配套的政治制度，所以對於學者而言，這就意味著可以直接通過研究這

個體系高層的「天下」概念，來洞悉自秦之始的傳統中國的國家概念。錢穆

就曾指出，「中國人常把民族觀念消融在人類觀念裏，也常把國家觀念消融在

天下或世界的觀念裏。」
26
 

國家觀念儘管被消融，但不代表沒有，只不過是需要在更為廣闊的「天下」

概念下來理解傳統中國的國家概念，所以這裡還是需要對於傳統中國中「國」

與「天下」這兩個概念進行區分。對於此問題，西方學者列文森（Joseph 

Richmond Levenson）的闡述可能最為清晰有力： 

「天下」的含義是「（中國的）帝國」，換言之，亦即「世界」。所以

「天下」意味著中國即世界。而「國」是一個地方行政單位，是遠古時

代「帝國」的一部份，相當於近代世界中的「國家」【……】在早期「國」

是一個權力體，與此相比較，「天下」則是一個價值體。
27
 

這一說法也可以從王爾敏對於先秦典籍中「中國」一詞的審查的得到印證：

「中國」一詞的意義共有五端，其中佔最大多數的一端的是「以諸夏領域為

                                                        
24
 張蔭麟撰，王家範導讀：《中國史綱》（上海：上海古籍，1999），頁 25。 

25
 相關詳細論述，見甘懷真：〈秦漢的「天下」政體：以郊祀改革為中心〉，載甘懷真

編，《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07），頁 93-

148。 
26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台北：正中書局，1967），頁 19。 

27
 列文森[Joseph Richmond Levenson]著，鄭大華、任菁譯：《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0），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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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者」（諸夏在先秦典籍中漫指黃河及淮河流域之大部份），其次是「國境

之內者」。而五個基本意義的共同點是「皆指一確定領域」，即如今我們所謂

的國家的領土，相當於英文 country 一詞。然而，在古代此一稱謂還具有一

層「實際含義」，用來表明「同一族類之性質與同一文化之教養之兩大特色」，

即「民族文化一統」的觀念，於是就會引申到以文明性高低為區分依據的所

謂「夷夏之辨」。概括來說，「中國」這個名稱在秦漢統一前就已經代表了「地

球上一定之界域，為同血緣同文化諸夏民族所居」，但從空間上來看，傳統中

國是一個中心清晰、邊界模糊、由抽象的文明性高低來具體界定的共同體。

28
而把中國與天下結合在一起來看，許紀霖就直接指出，傳統中國是一個以儒

家文化為核心的天下共同體，而比天下次一級的王朝共同體成了相對於天下

之公的私，言下之意便是，王朝可以更替，但不可替代的國之根本，則是天

下歸仁的文化理想。
29
對於「天下」這一概念，許紀霖更是作了進一步的分析，

認為其具有雙重含義，「既指理想的倫理秩序」，「又是對以中原為中心的世界

空間的想像。」
30
所謂的「以中原為中心的空間想像」其實就是列文森所說的

「中國即世界」，或者說是王爾敏考據所定義的「以諸夏領域為範圍者」。 

至於傳統的天下觀是在什麽時候解體的問題，這其實是一個根本的中國

歷史分期問題。國際學界公認的「唐宋變革說」將中國天下觀的解體之兆推

至十世紀至十四世紀的宋代，這也得到了中國歷史權威學者們的普遍認同。

葛兆光就認為，宋代之所以成為「近世」，很重要的一點原因便是「國家」意

識的形成，這在國際關係方面於《宋史》中區分《外國傳》與《蠻夷傳》、領

土邊界方面「勘界」以求明確的國境劃分、經濟貿易方面出現「邊貿」與「市

舶司」等「互市」現象、以及國民認同方面「國是」概念的提出以強化漢族

文化等得到了有力的論證。
31
然而，中國歷史之後的發展讓這一本來有可能順

                                                        
28
 王爾敏：〈「中國」名稱溯源及其近代詮釋〉，頁 442-444，458；另可參考甘懷真編，

《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此論文集除了出版年代較近之外，更是從不同角度，

極為具體地研究天下與中國概念。 
29
 許紀霖：〈現代中國的自由民族主義思潮〉，《社會科學》，2005年第 1期，頁 97-

98。 
30
 許紀霖：〈天下主義/夷夏之辨及其在近代的變異〉，《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2012年第 6期，頁 66。 
31
 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頁 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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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走向近代民族國家的進程被打斷。在經歷了蒙元和滿清兩個異族王朝疆域

的擴張、族群的納入，以及明代中期西洋人東來所引入的世界地理知識之後，

32
整個國家建構的路徑不但被拖延、甚至複雜化了，因為這個傳統中國向近代

中國的轉型過程不再只是從「天下」到亞洲「一國」，而是從「天下」到世界

意義上的「萬國」，而且還多出了「納四裔入中華」的過程，這兩者所留下的

問題時至今日都是充滿爭議的關於邊疆、民族、文化等多方面困境的根結所

在。當然，葛兆光在此指出的是宋代以來「國家」的早熟現象，他亦明確指

出，「從宋代起，這個『中國』既具有『傳統帝國式國家』的特色，又具有接

近『近代民族國家』的意味」，即「在無邊『帝國』的意識中有有限『國家』

的觀念，在有限的『國家』認知中保存了無邊『帝國』的想象。」
33
真正變化

的凸顯，即天下觀的正式天崩地裂還是要到晚清——從對外關係的角度來看，

中國被正式拖入近代世界應該始於中國門戶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的 1840

年；而就社會結構的內部轉型來看，1895年似乎更接近代表中國的現代化之

始。
34
 

而天下觀的正式崩塌首先就可以在字詞的使用上得以體現。金觀濤與劉

青峰採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在考察晚清民初部分歷史文獻中
35
的字詞使用及它

們互相的意義關係之後，便指出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動亂之際，已經出現了

一股反思宋代程朱理學、並呼喚經世致用的思潮，結果便形成了一種積極有

為的傳統天下觀，稱之為「以中國為中心的萬國觀」，即承認中國乃萬國中之

一國、且強調政府與萬國的外交方式與標準急需變革。
36
而甲午戰爭之後，儒

家倫理的正當性加速受到質疑，萬國觀隨之去中國中心化，這體現在了「天

下」、「萬國」使用次數的減少，與「國家」、「民族」使用次數的激增之上。
37

                                                        
32
 葛兆光認為，來自意大利的傳教士利瑪竇在萬曆十二年於廣東肇慶刻印的《山海輿地全

圖》，就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引起了深刻的變化，參見同上，頁 53-56。 
33
 同上，頁 12-13，24-25。又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敘述》（北

京：中華書局，2011），頁 28-29。 
34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第 52期（1999年 4月），

頁 29-39。 
35
 即「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具體文獻目錄，見金觀濤，劉青

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8），頁

463-478。本文採用的胡適文獻，並不在此數據庫中。 
36
 同上，頁 227-233。 

37
 同上，頁 23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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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字詞使用上的此消彼長與「富強」概念的出現以及

意義的轉變密切相關——1840 年以來，「富強」被開始用來描述外國國力強

大；1860年代後，以馮桂芬為首的政要主張以「富強」為中國的目標，但富

強主要只包含工商與國防兩方面；而到了 1890 年代以後，「富強之術」中開

始包含「富強之本」，即政治組織方面的內容。
38
所以當富強與中國現實形成

鮮明反差的時候，「萬國」實乃「列強」，即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對舉與中國的

徹底去中心化。筆端常帶感情的梁啓超在 1899 年言簡意賅地道出了中國天下

觀的徹底瓦解： 

嗟乎！往者不可追矣。今日地球縮小，我中國與天下萬國為比鄰。數千

年之統一，俄變為并立矣。
39
 

知識界的先行者們已經在二十世紀尚未到來之際敏銳地洞察到了傳統中國與

近代西方關於國家認識上的差異。加之甲午海戰的失利、戊戌變法的失敗、

慈禧拳匪的禍亂，各式報刊的出版、學校的興建和學會的成立，加速了關於

個人與國家之關係在更廣泛的士紳階層，甚至是平民階層的討論，而思想運

動最熱烈之處無疑是處在西方思潮第一線的上海。胡適於 1904年春來到上海

接受中國近代的「新教育」，又於 1910 年遠赴美國，並始終熱衷美國政治。

他是如何理解西方的國家概念的？他又是如何看待大清帝國的衰敗及現代國

家的建立的呢？ 

 

第二節 思想史的問題：兩種歷史追溯間的平衡 

本研究以「胡適的‘國家’概念，1891-1917」為題，就有必要為此研究

作為一項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觀念史及思想個案研究，提供學科背景概

述。筆者在此節將會概述現今思想史研究在方法論上所面臨的主要挑戰及其

背後的理論背景，并從而指出概念本身如何才能擁有一種真正的歷史性質。 

與如今西方繁榮的社會史及相對消沉的思想史研究格局相比，作為一門

邊界相對模糊、涉及相關學科較多的思想史研究，在東方仍較為興盛。特別

是在近些年來，中國大陸的中國思想史研究，特別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

                                                        
38
 同上，頁 545。 

39
 梁啓超：〈飲冰室文集之四〉，《飲冰室合集》，第 2冊，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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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已有學者就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的發展情形作過全

面深入的綜述。
40
有趣的是，學術界基本認同的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領域

在理論建構上始終享有先發之功的，即對思想史研究起到「範式」作用的，

主要還是來自西方的漢學家及華裔學者。
41
關於如何理解中西方思想史研究現

狀這種鮮明的不平衡與反差，分析思想史研究在方法論上所面臨的挑戰是最

直接的途徑。 

思想史研究的最基本特點是文本分析。文本分析最為常見的作法，是從標

舉及定義某一概念開始，使概念的外延與內涵標準化、去時間空間化，然後

描述一條清晰的，並且往往是不斷「進步」的發展過程。對此，首先最顯而

易見的批評便是針對文獻的：文本上一些語詞，其背後的思想內涵可能與古

代意思有天壤之別，也與今天我們的理解有著很大的不同。而且，更有問題

的是，即便是同一個語詞在同時期的不同文本中，其意義也並不一定相同。

這些可能的問題在中國近代思想史文獻中是特別突出的。王憲明就對中國近

代思想史文獻的基本特點作出過總結，他提出所謂的「四性」（國際性、翻譯

性、混雜性、過渡性）與「四跨」（跨文化、跨語際、跨語境、跨時代），從

而指出近代中國的劇烈震盪和變化直接反應在了術語、觀念、體系的瞬息萬

變之上，譬如「民族」一詞在唐宋朝的主要意思是「家族」，直至近代通過日

文詞「民族主義」介紹到中國後成為政治語詞，但嚴複在翻譯《社會通詮》

時所說的「民族」實則是在「宗法」、「宗族」、「家族」意義上使用的，這又

與同時代留日學人所說的「民族主義」的「民族」不同。
42
大多數學者已經認

識到了這個問題，提出「讓思想迴歸歷史」、「儘量體現歷史上的思想」，
43
「思

想史的研究對象不是靜態的思想內涵（thought），而是動態的思想過程

（thinking）」
44
等富有見地的主張，從而避免使得中國的思想史成為一門哲

                                                        
40
 參考歐陽哲生：〈作為學科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上）〉，《社會科學論壇》，2013

年第 6期，頁 83-107；歐陽哲生：〈作為學科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下）〉，《社會科

學論壇》，2013年第 7期，頁 92-111。 
41
 歐陽哲生：〈作為學科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下）〉，《社會科學論壇》，2013年第

7期，頁 111。 
42
 王憲明：〈中國近代思想史文獻的基本特點及研究方法初探〉，《史學史研究》，2014

年第 3期，頁 107-108。 
43
 羅志田：〈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兩點反思〉，《社會科學研究》，2009年第 2期，頁

150-158。 
44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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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史，或者更為直接地說，成為儒家哲學史。
45
延續這一路徑，筆者將在本文

的第一章以故事一與故事三為例，通過文本分析兩個故事中的國家概念，然

後分別比較與兩個故事存在密切關聯的對象，意在指出概念的歷史性質。 

然而，也許更為致命的批判來自於「後現代」的崛起對於何謂「歷史」的

重新評估。這也反映在了西方歷史學科的研究格局現狀上，即繁榮的社會史

及相對消沉的思想史。這首先需要追溯到十八世紀啓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所

帶來的自由、平等、理性之風，它在德國引起的反彈是浪漫主義思潮在十九

世紀初的盛行，這又直接反應在了歷史學科上，
46
並最終以黑格爾將啓蒙主義

式的歷史觀（即一個理性進步的過程）與浪漫主義的歷史觀（即突出每個歷

史文化階段的特殊性）相融合，把德國的歷史主義推向高峰，並自此在西方

史學學術中產生了根深蒂固的影響。
47
上個世紀大多數的西方研究中國近代思

想史的範式革新也難逃黑格爾傳統，如所謂的「西方衝擊―中國反應」範式、

「傳統到近代」範式、或是「中國中心觀」範式。對於這些植根於黑格爾傳

統的學術範式由於「後現代」的崛起而受到的重新評估，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不得不首先提及，因為他通常被認為是對現代認識論，甚至是形

而上學的批判中最具影響力、最富體系的理論啓發者。福柯通過系譜學的方

法釐清主體、權力、社會實踐之間的關係，從而表明真理與權力的不可分割，

這直接導致了知識與真理的生產者內在於權力之中。
48
而如果從思想史研究的

角度來理解這個後果，思想者們的正當性就會受到根本性的挑戰，即所謂「作

者的死亡」。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與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W. 

Said）便受惠於此，分別從正反兩個角度重新討論了知識分子與知識之間的

關係。
49
而另一種更為激進的後果，也許是直接懷疑黑格爾史觀形而上學的本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pp.x, xxvii. 
45
 Benjamin A. Elman, “The Failur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Vol. 43, No. 3, 2010 Spring, pp.376-381. 
46
 關於從啓蒙到浪漫主義時期德國史學的發展，伽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第二章做過詳

細追溯與分析，見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Crossroad, 
1990), pp.173-242。 
47
 黃國鉅：《尼采：從酒神到超人》（香港：中華書局，2014），頁 136-137；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s: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17-27. 
48
 參考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by A. M. Sheridan 

Smith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2)。 
49
 參考 Pierre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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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預設。譬如女性主義通過揭露「性別」和「性」的身份被塑造的歷史過程，

直接質疑了情感和啓蒙運動二元對立這一長期以來的框架，指出情感和道德

在構建現代性和市民社會的重大作用。
50
這些或溫和或激進的批判路徑，實則

源於對於理解系譜學這種方法的衍變之上，而福柯對於系譜學的解讀實則來

源於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51
 

福柯認為尼采系譜學反對的正是黑格爾式的線性歷史觀，而這種歷史觀

是一種所謂「單調的目的性」，即是一種基於線性的前因後果式的進化史觀。

而這種史觀壓抑了富含偶然和扭曲的歷史原貌： 

【系譜學】要記載那些單調的目的性以外的時間的個別性，必須在最不

可妥協的地方尋找這些時間【……】在情感、愛、良知、本能；他必須

對這些事件的重複出現敏感，不是爲了追溯它們那些演化和漸變的弧

度，而是把它們扮演不同角色的地方的不同場景孤立起來。
52
 

另外，福柯特別提出「來源」和「起源」的區別作為對於尼采系譜學的理解，

黃國鉅認為，福柯提出這種區別實則牽涉到的是關於起源（德語:Ursprung）

的意義問題，并進一步追溯到自古希臘哲學以來所謂第一因（arche, first 

principle）的歧異之上，並直接反應到系譜學作為一種方法的兩個目的之上，

筆者總結如下：
53
 

 來源（德語，Herkunft） 起源（德語，Ursprung） 

第一因 時間順序上的第一； 

因果連鎖關係的第一 

事件發生的非時間原因； 

宇宙萬物運作的基本規

則 

系譜學作為方法的目的 追溯並解釋不同語詞背 追溯並解釋相同語詞在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50
 譬如 Sueann Caulfield, In Defense of Honor: Sexual Morality, Modernity, and 

Nation in Early-Twentieth-Century Brazi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又如 Eugenia Lean, Public Passions: 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51
 福柯關於何謂系譜學的解讀，集中在 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The Foucault Reader, ed. by Paul Rabinow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1984), pp.76-100。 
52
 同上，頁 76。翻譯轉引自黃國鉅：《尼采：從酒神到超人》，頁 231。 

53
 黃國鉅：《尼采：從酒神到超人》，頁 23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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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可能意義相同的概念 不同情景使用下的意義

差異與轉變 

需要強調的是，以表格的形式進行區分並非意味著兩者存在著對立關係。黃

國鉅便指出，兩者的區分並非清楚的割裂，而是在某種程度上糾纏在一起的。

54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系譜學是同時關於「起源」與「來源」的。而當系譜學

在一方面是作為一種關於「來源」的方法時（即追溯并解釋不同語詞背後可

能意義相同的概念），實則就是一種製造形而上學的可能性，而並非如福柯那

樣只是在另一方面過於強調系譜學作為一種關於「起源」的方法，即方法論

上所謂的「為了批判而批判。」誠如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

這樣批評福柯： 

福柯並未充分考慮自己在方法上的困境。他的理論試圖超越那些偽科

學之上而達到更加有力的客觀性，但在這個過程中，卻越發無望地深陷

一種現代主義歷史編纂的陷阱，這種歷史編纂自以為不得不進行相對

主義的自我否定，因此絲毫不考慮其自身修辭的規範基礎。與人文科學

的自製的客觀主義相對應的，是福柯忘我的主觀主義。
55
 

如果放在思想史的角度來解釋這種現代主義歷史編纂的陷阱，或所謂的「結

構主義者的陷阱」（functionalist trap），我們就會發現結構主義下「思想」

的產生過程與實踐這些「思想」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的實際環境是相

互脫節的。舉個例子來說明，如果將布迪厄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

概念套用在研究晚清知識份子身上，儘管理論上可以說通當時的文化現象，

但是這脫離了晚清的時代背景，因為那個時代根本沒有所謂的知識產權與經

濟資本可言。
56
過分著重方法論上的預設前提，忽略形式知識與應用知識之間

的差異分裂，導致的結果便是歷史成為了文學。 

筆者基於以上的理論背景討論，選擇採用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

                                                        
54
 同上，頁 234。 

55
 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著，陳永國譯：〈走出主體哲學的別一途徑：交往理性與主

體中心理性的對抗〉[An Alternative Way out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Subject: 

Communicative versus Subject-Centered Reason]，載汪民安、陳永國、馬海良編：《後

現代性的哲學話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頁 366。 
56
 Benjamin A. Elman, “The Failur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pp.37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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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Georg Gadamer）在《真理與方法》（Truth and Method）第三部份「以

語言為主線的詮釋學本體論轉向」中的理論架構，正是爲了嘗試在這兩種糾

葛在一起的歷史追溯中尋求平衡，即在反對將概念的發展過程看成是線性的

前因產生後果的同時，通過考察過程本身，恢復概念在過去、現在與將來之

間複雜的應用過程，從而不喪失概念真正的系譜學歷史性質。這將在本文的

第二章通過對於三個故事的詳細展開中得到體現。 

 

第三節 再思民族國家：以民族國家認同為切入點 

談論一種真正具有歷史性質的國家概念，最終一定將涉及的是近代以來

最為重要的指稱國家的概念——民族國家（nation-state）。在此節，筆者將

分別為如何理解民族、民族主義、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提供理論綜述，並將

對此的理解與西方與中國的歷史政治背景相結合，進而解釋為何以「民族國

家的認同」角度來再思民族國家的概念。 

現實世界目前的二百多個國家中，能符合瑪志尼所主張的「一民族一國

家」立場的屈指可數。而如果潛在的那多達七八百個民族的建國訴求真能得

到實現，現存的國際體系是否能夠承受又是一個大問題。回過頭來看瑪志尼

對民族國家的經典詮釋，字面上他似乎是直接將「民族」與「國家」合二為

一、進行了語詞等同。然而，正如前文業已通過初步概述中西方指稱國家的

用詞及其意義的變遷所指出的國家概念的歷史性質，民族與國家的關係無論

在過去、現在、還是可能的將來，都不會是通過這樣簡單的語詞等同能夠解

釋清楚的，所以在理解國家概念的歷史性質以期再思民族國家之前，還需要

處理「民族」概念。 

與國家概念的性質相同，民族概念亦是「歷史性」的概念。所以，在這個

意義上，諸如將民族定義為「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

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

57
的民族理論是需要避免的。而所謂「歷史性」的民族，費孝通的導師史祿國

（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ff）早在 1934年從人類學角度所提出

                                                        
57
 此為前蘇聯斯大林對於民族的定義，轉引自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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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thnos概念，就為此種主張提供了一種理解途徑，在史祿國看來，ethnos

就是一個形成民族單位（ethnic unit）的過程： 

「民族單位」一詞，是指這樣一種單位，在這個單位中民族誌【ethnos】

要素的變化過程及其向下一代的傳遞和生物學的過程正在進行。這些

單位永遠處於變化（變異）的過程中，因此昨天的單位同明天的不會完

全相同，但是從發生學來說它是相同的。這些過程可以快，也可以慢，

或者處於停滯狀態，這類似於動物中的種、亞種、變種、屬等等。
58
 

他又特別指出了關於使用何種語詞來形容民族單位發生的過程性質： 

事實上，直到變化過程完結以前，我們不能預言它是否有利於那個單位

（即維持那個單位的存在），還是導致那個單位的滅亡【……】使用諸

如「現象的擴大或減小」，「成長或衰退」，「複雜或簡單」以及「變化或

變異」等表示某種狀態或過程的定義詞，對用於分析和敘述民族學或民

族誌現象的目的就足夠了。
59
 

這種看法無疑呼應了筆者在前文中所指出的，要避免在考察概念過程的時候

將概念的發展過程看成是線性的前因產生後果。 

然而，同樣誠如筆者亦在前文談到系譜學作為一種方法時所指出的，所謂

的歷史追溯亦不能忽略「起源」問題，反映到民族問題上，這裡便存在著民

族主義與民族之間關係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始終是學界熱議的話題。厄內斯

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就認為，民族主義作為一種近代工業革命的產

物，首先就是一條政治原則，即「認為政治的和民族的單位應該是一致的」，

所以民族主義最根本的要求，便是民族的地理邊界與國家的疆界互相重疊，

這便是瑪志尼將民族與國家進行語詞等同背後的理論基礎。
60
艾瑞克·霍布斯

邦（Eric J. Hobsbawm）也認同蓋爾納的定義，認為「民族原本就是人類歷

史上相當晚近的新現象」，並且指出在民族的建構過程中，「人為因素的重要

性，比方說，激發民族情操的各類宣傳與制度設計等」。
61
而所謂的「人為因

                                                        
58
 史祿國[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ff]著，吳有剛等譯：《北方通古斯的社會組

織》[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頁 11。 
59
 同上，頁 12。 

60
 厄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著，韓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頁 1-2。 
61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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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更是在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著作《想象的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ies）中得到了精彩的闡述，他強調，正是因為資本主

義市場下印刷媒介的傳播，才能夠允許人們在無需知識精英作為中介的情況

下，能夠用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來想象和同胞的同時共存，而他的理論也就

此引領了後結構主義對於傳統國家概念的文化性批判。
62
 

在秉持上述業已闡明的對於何為歷史性質的理解基礎上，筆者對於這個

民族主義與民族之間關係的問題的看法是：民族主義的確是近現代才產生的

一種新思潮，然而它並不是憑空誕生了所謂「民族」，而是在前現代社會的「舊

民族」的一些範疇（也有「想象」的成分）的基礎上所實施的「新想象」，民

族因此才是所謂在特定地域及時空環境下的歷史產物。 

為了闡明這一觀點，不妨先以西方為例。 

在所謂前現代社會「舊民族」的研究領域，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的貢獻最為突出。同樣是透過系譜學的角度來理解民族概念，史密斯

用 ethnie一詞來指稱「舊民族」，將之定義為「共享祖先神話、歷史與文化，

并與一定地域存在關聯，有一定團結意識的人口」，並通過古代與中古時期歐

洲與中東的個案研究，著重突出了這些「舊民族」在領土、王朝、宗教、特

別是神話方面的共享的民族意識，只不過是在法律、政治、經濟方面的共同

體意識相較於現代民族而言有所缺乏。
63
他在另一本關於民族理論的講演集中，

更是從民族與民族主義之起源與本質、民族與民族主義之上古與近代、以及

民族與民族主義對於歷史與文化的作用這三個角度對民族研究中存在的爭議

話題與理論進行了梳理與總結，其中亦有通過古希臘、波斯、以及古猶太人

的相關研究支持他的「民族古已有之」之說。
64
然而，畢竟前現代民族作為一

種共同體在法律、政治、經濟方面的意識比較缺乏，所以正如蓋爾納、霍布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Reality]（台北：麥田，1997），頁 8，13-

14。 
6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吳叡人譯：《想象的

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3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UK; New York, NY, 

USA: B. Blackwell, 1986), pp.32. 
64
 Anthony D. Smith, The Nation in History: Historiographical Debates about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0), 
pp.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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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邦、安德森等學者所強調的，民族主義在近代的崛起大大推動了民族的衍

變，而這個「新思潮」形成發育的初期便是以國家與民族合二為一為重要主

張的，只不過在繼續傳播到其它地方的過程中，兩者不再完全重合。既然新

思潮「新」在國家與民族的同一，那又是為何兩者再次走向了岔路呢？在這

個問題上，利婭·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關於歐洲民族主義的比較政

治歷史學研究頗有參考價值：對她而言，一方面，民族主義是現代性的建制

性原則（constitutive principle of modernity），是主權人民的觀念建立

之後必然的社會重建路徑；另一方面，民族主義的崛起是與各個歐洲國家既

有的一系列政治問題相掛鉤的，各個國家前現代固有的特殊性問題在轉變當

頭重新浮出水面以受到民族主義的洗禮。這兩個角度被應用到了 16世紀的英

國、17 世紀中期的法國、18 世紀下半葉的俄國、18 世紀晚期的美國、19 世

紀初的德國，這些不同、但存在關聯的民族主義案例上，格林菲爾德更是將

這五個案例聯合起來、描繪成了一條從「以疆域來界定的契約民族」（英國的

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公民民族主義）演變為「以文化、觀念上的共同血統等

因素來界定的族裔民族」（俄國、德國的集體主義-權威主義的族裔民族主義）

的傳播過程，而其中各個國家對於民族主義中所涵蓋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

公民與族群之間的抉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自本身固有的內部政治問題。

65
所以，指出民族主義本身內容的多樣性及矛盾性，以及各個國家或是民族內

部問題的特殊性，就為我們重新思考近現代國家的建構過程鋪平了道路，也

為民族國家的複數性質提供了可能。沃克·康諾兒（Walker Connor）就曾對

於近現代民族國家作過如下分類：一為瑪志尼式的單一民族國家（如愛爾蘭，

日本，挪威與二戰後的波蘭），二為多民族國家，三為移民國家（如美國），

四為混血居民國家（拉丁美洲的一些歐美祖先的多民族國家）；多民族國家又

被分為三類，一為只有一個民族保有其原居地（homeland）的多民族國家（如

馬來西亞，斯里蘭卡），二為有許多民族各自保有其原居地的多民族國家（如

捷克，尼日利亞），三為沒有民族保有其原居地的民族國家（如加勒比海地區

的一些國家）。之所以康諾兒強調原居地對於多民族國家的重要性，是因為民

                                                        
65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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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義在「想象」方面最富有感染力的特殊感情便在於視自己與自己的歷史

深深植根於養育它的土地之上。
66
這與蓋爾納所認為的民族主義以民族的地理

邊界與國家的疆界互相重疊為基本訴求不謀而合，而這又是眼下為何多民族

國家普遍存在民族國家認同危機的問題所在。 

其次，是否也可以將這種對於民族與民族主義之間關係的理解放在中國

身上呢？ 

同樣先把眼光放到近代之前。姚大力最新的關於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的

講演對於我們了解中國前近代的民族史甚有幫助。在這篇題為「多民族背景

下的中國邊陲」講演的第一部分，姚大力用「從南向北」、「由北向南」、「自

東往西」這樣三個主題詞來概括中華民族遷徙的歷史過程——根據分子人類

學研究，從四五萬年前開始，先後有四隻人群從南部進入今日中國的境內，

他們正是現今絕大多數現代中國人的祖先，而自此開始的這個「從南向北」

艱苦遷徙最終在公元兩千年左右至公元前一千年隨著「三代」在華北的興起

而告終；從公元前最後的一千年開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由「從南向

北」造成的北強南弱的差距逐漸縮小，這主要是由於漢語人群大規模的南遷

運動所導致，特別是在經歷了公元 310年代的「永嘉南渡」、750年代的「安

史之亂」、以及 1120 年代的「靖康之難」後，整個「由北向南」的轉移在兩

宋時期完成，南宋時期南方已經超越北方成為中國經濟文化的重心；「由北向

南」的漢文明擴展與轉移其實只是集中在黑河-騰衝線以東的今日中國，隨著

兩宋和明代通過行政措施「改土歸流」，以及蒙元、滿清兩個邊疆帝國對於西

北疆界的武力拓展與更為有效的政治整合，最後一種民族遷徙的歷史趨勢便

是「自東往西」。
67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自東往西」這個主題詞，因為正如前

文在探討傳統中國的天下觀念何時解體時援引葛兆光的研究時所說，宋代「國

家」意識的凸顯由於兩個異族王朝疆域的擴張，讓本來較為可能產生的漢族

民族國家夭折，而中國作為傳統帝國向近代國家的轉變，伴隨著晚清與近代

                                                        
66
 Walker Connor, Ethnonationalism: The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76-81; Also Walker Connor, 

“Ethnonationalism”, in Myron Weiner, Samuel P. Huntington ed.,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 Analytic Study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pp.208-
210. 
67
 姚大力：〈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國邊陲〉，載清華國學院編：《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國》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 14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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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正式全面接觸，也因之多出了處理「四裔」的問題。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就曾具體指出所要處理的「四裔」問題有（1）滿族、藏族、

維吾爾族和蒙古族是否應該屬於「中華民族」？（2）中華民國是否應當把西

藏、新疆、內外蒙古都納入版圖？
68
而晚清思想界對於這些問題，分成了革命

派與維新派兩大陣營——代表族裔民族主義的革命派主張「反滿」以及重新

回到宋明兩朝漢族為主的十五省，而代表公民民族主義的維新派主張「保皇」

以及繼承大清帝國的疆域。眾所周知，滿清王朝的推翻儘管受革命派「驅逐

韃虜」口號的大大助力，1912年 1月所成立的中華民國卻是轉向了維新派所

主張的「五族共和」的建國策略。這種轉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認為是由於外

憂之下兩派的民族主義在「反帝」上形成了共識，另一方面也可能與中國傳

統的「一統」觀念存在聯繫。
69
然而辛亥革命之後，所謂的「五族共和」似乎

從來就是個幌子，新創造「國族」性質的「中華民族」也更像是漢族的新美

稱，只不過是由於民國成立之後接連遭遇來自外部更為急迫的威脅，國家內

部的民族關係問題埋藏了起來。
70
 

所以，當我們將以上所梳理的中西方的民族概念結合起來看，當西方民族

主義傳播到晚清民初的思想界時，它所要面對的是至晚至宋朝以來累積下來

的一系列中國特殊的內部政治、社會、文化問題。而由於中華民國直接繼承

了大清帝國的疆界，民族的地理邊界與國家的疆界在「五族共和」的建國策

略下無法重疊，即民族與國家無法相等同，這裡實際上終究將面對的就是民

族國家的認同（identity）問題。正如白魯恂（Lucian W. Pye）所指出的，

後進邁向現代化的國家在政治發展過程中可能遇到的最首位及最基本的危機

便是民族國家的認同危機。
71
 

                                                        
68
 Joseph W. Esherick, “How the Qing Became China”, in Empire to Nat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d. by Joseph W. 
Esherick, Hasan Kayali, & Eric Van Young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pp.229-259. 
69
 有關晚清思想界對於重建國家的思路之爭，及為何出現「五族共和」為建國方針的局

面，參考楊天石：〈從「排滿革命」到「聯滿革命」〉，載《民國掌故》（北京：中國青

年出版社，1993），頁 20；又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頁 78-

85；又姚大力：〈變化中的國家認同——讀《中國尋求民族國家的認同》札記〉， 載復旦

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編：《近代中國的國家形象與國家認

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148-149。 
70
 姚大力：〈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國邊陲〉，頁 185-187。 

71
 Lucian W. Pye, 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 Analytic Study (Bo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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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中國學領域以「民族國家的認同」角度切入對中國

民族主義的研究應當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才真正興起的，這一方面是由於中

國改革開放引起的「文化熱」、各地區之間發展的巨大差異、以及前蘇聯解體

的現實環境所致，另一方面也恰恰是離不開民族主義研究受到結構主義影響、

轉向對國家意象的文化性批判所推動。
72
首先需要處理的還是「認同」為何的

問題。針對「認同」這個概念，威廉·布魯姆（William Bloom）曾經梳理了

一條近代認同理論發展的線索，他指出，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首先

將這個自古希臘以來的哲學術語引入到了心理學領域，並經由喬治·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愛利克·埃里克森（Erick H. Erikson）、塔爾科

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以及哈貝馬斯的理論改造，漸漸成為從個人

領域發展到了民族國家規模下的群體心理學術語。
73
在這條線索中，埃里克森

的貢獻尤為關鍵，這是因為他的認同理論相較於前輩出現了兩個重要方面的

補充：首先，他認為個人認同具有文化共鳴（cultural resonance）的面向；

其次，他不再視認同為一種心理學術語，而是將之界定為自我與他者的關係。

74
正是由於這兩方面的貢獻，讓原本僅僅停留在個人層面的認同理論可以使用

於集體性的對象之上。受惠於此，白魯恂與悉尼·維巴（Sidney Verba)在 1971

年就為民族國家認同提供了一種早期的界定——認同問題只是針對某一政府

管轄範圍內的人群而言，如果這個範圍（政治上的疆界，亦可以是文化上的

疆域）內的人群覺得自己不應該受到這個政府的管轄，或者說覺得同政府管

轄內的其它人群不應當屬於這個範圍內，則我們說，這裡存在著認同危機。

75
而這種認同危機具體可以體現為四個具體的表現形式，它們分別是領土上、

                                                        
Little, Brown, 1966), pp.63. 
72
 姚大力：〈變化中的國家認同——讀《中國尋求民族國家的認同》札記〉，頁 120。 

73
 William Bloom, Pers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25-53. 
74
 關於埃里克森的理論及相關文獻，見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ed. by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4。 
75
 Sidney Verba, “Sequences and Development”, in Leonard Binder, James S. 

Coleman, Joseph LaPalombara, Lucian W. Pye, Sidney Verba, Myron Weiner, 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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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上、種族上、文化傳統上與他者的區分。
76
不過，隨著民族主義研究受到

結構主義影響、轉向對國家意象的文化性批判，人們越來越意識到認同概念

是需要在一定社會文化背景與歷史脈絡之中進行理解界定的，白魯恂與悉尼·

維巴經典的分析性界定也由於文化研究提出個人身份的複數性與散漫性而顯

得越發不夠有效。對於這些理論上合理的挑戰，洛厄爾·迪特默（Lowell 

Dittmer）與塞繆爾·金（Samuel S. King）的回應頗有參考價值：可能是受

到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對於「認同」概念理解的啟發，
77
他們將「民

族國家的認同」理解成民族與國家之間的一種關係，此種關係是對國家與民

族同一個的持續進行的認識過程。
78
有兩個互相關聯的層面可以用來討論這種

定義下的民族國家認同，一種層面以國家的正當性來衡量，反映在人們認同

行為的強弱之上，另一種層面則是以人們所認同的實質內容來界定，反映在

國家為何之上。
79
當然，認同行為的強弱與國家為何在歷史環境中從來不是一

成不變的。筆者的此項研究正是期望延續這一民族國家認同在學理上的對話，

通過身處巨大社會政治環境變革之際的胡適國家概念的變遷，在第三章中結

合胡適直接論述民族國家認同的相關文獻（特別是在 1910-1917留美期間），

並特別補充胡適留美期間的政治參與，以探討中國的民族國家認同何以在特

殊與普遍之間得到調和。 

                                                        
76
 Lucian W. Py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 in Leonard Binder, 

James S. Coleman, Joseph LaPalombara, Lucian W. Pye, Sidney Verba, Myron 

Weiner, 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p.111-112. 
77
 兩位學者在重新定義民族國家的認同之前，首先提到的便是海德格爾：“In contrast 

to the tendency of many philosophers to define identity as a logical equation 

between two distinct entities, as in ‘A is identical to B,’ Heidegger derives 

identity from the ‘Being’ of things, a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 of which is 

unity with itself, a belonging together.”See Martin Heidegger,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New York: Harper, 1969), pp.25; 轉引自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ed. by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pp.3。 
78
 Ibid., pp.13. 

79
 Ibid., p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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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語詞、句子與概念 

胡適（1891-1962），原名胡洪騂，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童年時代的胡適

在家鄉的私塾讀書，接受的是傳統的經史學教育。
80
1904年春，這個「穿著藍

呢的夾袍，絳色呢大袖馬褂」土裡土氣的「鄉下人」，
81
來到了「充斥著革命

的印刷品」與「新潮流」的上海。
82
這一待就是五年，期間他換了三個學堂，

卻沒有拿到一個文憑。故事一提到的中國公學與新公學的合併，正值時處上

海末期的胡適暫時告別學生生活之際，他也隨之成為了眾多憂愁煩悶混跡於

上海灘的社會青年之一。1910年考取第二批留美官費生徹底改變了胡適的人

生軌跡，帶著「神山採藥」的「乘風之志」，
83
他於當年 9月入讀康奈爾大學，

主修農科。1912 年年初胡適轉系，主修哲學，於 1914 年 2 月獲得文學士學

位，並繼續在康乃爾塞基哲學院（Sage School of Philosophy）研究所深造。

故事二便是發生在他作為研究生時期。1915年 9月，胡適離開康奈爾，轉而

師從杜威，入讀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故事三中提到的獲獎論文便是受教於

杜威的初期成果之一。1917 年 5 月，胡適結束博士學位的口試，6 月啟程回

國。
84
正如導言中所介紹，由於胡適在此期間不僅記錄了自己的學業及生活，

而且幾乎對這段時期大部份即時發生的國內國際大事留下了記述，大量關於

「國家」概念的論述存在於這些一手史料之中，特別是 1906-1908以及 1911-

1917這兩個時間段。 

筆者在此章便基於開篇提及的故事一（強硬熱血的學生運動組織者）與故

事三（初露鋒芒的國際主義者），分別梳理相關第一手史料中的關於「國家」

                                                        
80
 用詞來源於是胡適的自傳。見胡適：〈九年的家鄉教育〉，《四十自述》（台北：遠東

圖書公司，1959），頁 20，22-23；又胡適：〈四十自述殘稿六件〉，載耿雲志主編：

《胡適遺稿及秘密書信》，第五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頁 523-525。此外，儘管

胡適的父親在胡適（1895年）即去世了，但經由胡適母親之口以及所留下來的遺稿，父親

的遺風對胡適的早年教育亦產生了不小影響。 
81
 胡適原話：「我初到上海的時候，全不懂得上海話。進學堂拜見張先生時，我穿著藍呢

的夾袍，絳色呢大袖馬褂，完全是個鄉下人。許多小學生圍攏來看我這鄉下人。」，見胡

適：〈在上海（一）〉，《四十自述》，頁 44。 
82
 此為胡適 1915年在美國寫的一篇殘稿里的用語。轉引自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

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頁 50-51。 
83
 此為胡適於 1910年 10月中旬寄給胡近仁的書信中的用語。見《胡適全集》，第 23卷，

頁 24-25。 
84
 關於胡適 1891至 1917間的相關年譜，參考耿雲志：《胡適年譜》（福建：福建教育出

版社，2012）；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一冊（台北：聯經，1984）；

《胡適全集》，第 43、44卷。 



 26 

概念的用詞、用句並進行概念分析（第一節與第三節），再分別選擇與兩個故

事密切相關的各三個對象，與之進行比較研究（第二節與第四節）。 

 

第一節 國家、國民、愛國——故事一的概念分析 

對於故事一發生的背景，需要在本文導言開篇所涉的基礎上，作出以下一

些補充：胡適於 1906年夏間入讀他在上海的第三所學校——中國公學。清廷

也是在同年 9 月宣佈預備立憲，3 個月後鄭孝胥、張謇、湯壽潛等便在上海

成立了預備立憲工會。1907年 10月，梁啟超在日本組織政聞社，推動立憲。

1908年 6月，美國宣佈將退還（或者說，減收）庚子賠款。此年 9月，胡適

就讀的中國公學發生「大風潮」，他於 10月退出公學，參與創辦中國新公學。

85
這場學生運動儘管維持了一年有餘，不過終於在 1909 年 11 月 13 日宣告失

敗，中國新公學與舊公學合併。胡適拒絕返校，遂結束了上海期間的學生生

涯。此年 10月，由各省成立的咨議局舉行第一屆常年會，12月，江蘇、浙江

等十六省咨議局代表在上海開會，督促國會成立。胡適在 1906 至 1909 年期

間所任職主編的舊公學學會機關報，叫做《競業旬報》。《競》是由胡適入讀

中國公學後不久，其室友鐘文恢（號古愚）在建立競業學會之後即刻創辦的，

由傅尃（字君劍）作編輯，其宗旨是打著「振興教育、提倡民企、改良社會、

主張自治」的旗號鼓吹革命。
86
胡適從 1906 年 10 月 28 日的第一期就開始投

稿，並於 1908年 8月搬進報社居住，並在此月 17日第 24期開始全面接管編

輯之職，直至 1909年年初《競》第 40期。胡適在第 40期上刊登了自己的辭

職啟事，《競》出刊至第 41期也隨即停刊。遍覽胡適在《競》上發表的文字，

                                                        
85
 關於此次風潮的始末，可參考：1908年 10月 15日《競》第 30其時聞中有「中國公學

大解散的善後」一條，見《胡適早年文存》，頁 314；同年 10月 25日《競》第 31其時聞

中有「中國新公學成立了」一條，見《胡適早年文存》，頁 318；同年 11月 24日《競》

第 34期胡適用筆名「騂」所作《對於中國公學風潮之感言》可謂是該事件的第一手資料，

見胡適：〈對於中國公學風潮之感言〉，載周質平主編：《胡適早年文存》，頁 205-

208；在各種胡適追憶的史料中，他亦有相關描述中國公學大風潮的始末：見胡適：〈我怎

樣到外國去〉，《四十自述》，頁 75-78；又胡適：〈中國公學校史〉，載歐陽哲生編：

《胡適文集》，第 11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149；又胡適：〈回憶中國

公學——中國公學校友會歡迎會上講詞〉，載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12冊，頁

527。 
86
 胡適：〈在上海（二）〉，《四十自述》，頁 60-61；又陸丹林：〈胡適之與《競業旬

報》〉，載容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第一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頁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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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擔任編輯前投稿的文章基本與創刊宗旨無任何直接關係，多為學術、反對

迷信的小說、以及人物傳記。但有趣的是，《競》的宗旨在胡適擔任編輯後，

真正落實到了之前的旗號上。
87
胡適在上海期間關於國家概念的論述，主要就

發表在《競》上的文章中，其中就包括了故事一中所引的〈白話（一）愛國〉

一文。 

當我們縱覽上海時期所有的第一手史料，
88
《競》上的文章最成體系。而

且，除了在用字或用詞指稱國家時較為統一的特點之外，總體上來看，胡適

在上海期間關於國家概念的理解並未出現前後論述存在抵觸之處。正如胡適

追憶所說，〈白話（一）愛國〉這篇社說便是「用明白清楚的文字」把「在家

鄉和在學校得著的一點點知識和見解」經過「整理一番」敘述了出來。
89
以下

筆者就從分析用詞與用句的特點開始，再將故事一中所代表的的國家概念與

梁啓超、嚴複及日本進化論者的相關概念作一比較，以嘗試回答研究問題 1.

在胡適第一手材料中出現的指稱國家的語詞及語句，究竟代表著怎樣的「國

家」概念？以及研究問題 2.這些被胡適用來指稱國家的語詞，與實體國家之

間是否具有內在統一性？ 

筆者在導言中援引金觀濤與劉青峰的實證研究時，指出甲午戰爭之後，在

指稱國家字詞的使用上，存在著「天下」、「萬國」使用次數減少，「國家」、

「民族」使用次數激增的趨勢。這也在胡適上海期間的語詞使用上得到明顯

的體現——除了「天下」不再指稱中國之外，
90
胡適基本使用「國」或「國家」

                                                        
87
 譬如 1908年 10月 5日的《競業旬報》中胡適說，辦報的目的是「破迷信、明事理、革

惡俗、愛祖國、多人看」。見胡適：〈本報之大紀念〉，載周質平主編：《胡適早年文

存》，頁 191-193；又如 1908年 12月 30日的《競業旬報》中他羅列的五大宗旨為「革惡

習、革野蠻思想、愛祖國、講道德、要獨立」。見胡適：〈本報週年之大紀念〉，載周質

平主編：《胡適早年文存》，頁 197。 
88
 除了《競業旬報》上的文章，還包括一篇論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1905春

-1906年 2月間）、澄衷日記（1906年 2月 13日至 1906年 7月 26日）、一篇報刊文章

〈國殤〉（載《安徽白話報》，1909年第 1期）、藏暉室日記（1910年 1月 24日至 1910

年 6月 27日、14封書信（1907年初至 1910年 7月 12日間）。 
89
 胡適：〈在上海（二）〉，《四十自述》，頁 64。 

90
 譬如，「今日之世界，一強權之世界也。人亦有言，天下豈有公理哉！」見胡洪骍（胡

適原名）：〈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載周質平主編：《胡適早年文存》，頁

434；又如 1906年 6月 4日日記，「英【英國】行情願的兵制，而英以兵强於天下者，以

教育普及。」見《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42；再如「我想天下的人，大概總是沒有

知道自己和國家的關係，所以不曉得愛國。」見鐵兒（胡適筆名）：〈白話（一）愛

國〉，《競業旬報》，第 34期（1908年 11月 24日），載周質平主編：《胡適早年文

存》，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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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指稱中國及其它國家。而且，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所謂的萬國觀——即「萬

國」乃是「列強」，或者說，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對舉——在胡適使用「國」或

「國家」來指稱國家時有著明確的體現：例如，胡適在《競》上有一篇極力

歌頌英法「百年大戰」時期聖女貞德（Joan of Arc）的人物評傳，篇末是這

樣寫的： 

我們中國如今的時事，危險極了，比起那時法國的情形，我們中國還要

危險十倍呢！那時法國只和英國一國打仗，如今中國倒有幾十個強國，

環繞境上，可不是危險十倍？
91
 

在這個中國被「強國」包圍的現況下，「中國」之「國」與「強國」之「國」

並非等同，胡適自己更是直言道： 

列位不看見那些英國法國的人，在街上行走，有那個敢去碰他一碰麼？

他們都有「國家」二字，大書特書於腦蓋上，所以才擺得出這樣大架子。

像我們這些無國之民，那裏敢則一聲呢？
92
 

所以，嚴格意義上來說，中國在徹底去中心化以及西方列強的映襯下是無法

以「國家」自稱的。而晋升「國家」行列的關鍵所在，便是「強」字。現今

可考的胡適最早的一手史料上，已經明確給出了強弱之別的緣由： 

高麗暹羅安南緬甸印度皆國也，日本法蘭西英吉利亦國也，而何以一為

主國，一為藩屬也？曰：惟一能競，而一不能競之故。波蘭埃及國也，

英法俄德亦國也，而何以一為原動力，一為被動力也？曰：惟一能競，

而一不能競之故。嗚呼！天演之關係國家，又若此者。
93
 

言下之意，「強」並非是個靜態概念，而實則是指「能競」，即蘊涵著由弱變

強之意。但問題是，胡適理解的競爭是發生在哪些方面呢？是金觀濤與劉青

峰分析「富強」概念時所指的工商方面？國防方面？還是政治組織方面？進

一步的問題是，中國又該如何在弱的方面競而變強、成為一「國」呢？ 

這些問題，胡適在使用「國」或「國家」時經常配搭的另外兩組語詞——

「國民」與「愛國」，給予了解答。總體上來看，胡適在上海時期的「國家」

                                                        
91
 鐵兒（胡適筆名）：〈世界第一女傑貞德傳〉，《競業旬報》，第 27期（1908年 9月

16日），載周質平主編：《胡適早年文存》，頁 108。 
92
 鐵兒（胡適筆名）：〈姚烈士傳〉，《競業旬報》，第 18期（1908年 6月 19日），載

同上，頁 87。 
93
 胡洪騂（胡適原名）：〈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載同上，頁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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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始終是與「國民」概念互為表裡同一的，而國民質素中胡適強調最多

的便是「愛國」美德。首先說說「國民」二字。「無國之民」為何要做「國民」，

這就必須從國家之於個人為何的角度來理解。故事一所引之文，即〈白話（一）

愛國〉就直接指出，「國」等同於「家」，「保護」個人、「教育」個人。在這

裡，「保護」主要指的是一種國家對外的強權，而「教育」則指的是一種國家

對內的文明。然而，當我們認識到中國與強國之區分時，就不難猜到，強調

國家對外的強權才是胡適較為關注的一面： 

列位要曉得，大凡作了人，務必要靠國家保護，才能自立於世界，

才能揚眉吐氣，不受人欺侮。
94
 

所以英國法國的人「擺得出大架子」源於強大的英國法國保護著他們的國民，

而中國人不敢得罪「強國民」乃是源於「無國之苦」。當然，國家保護個人之

所以體現為一種對外的強權，是由於這裡的國家是擺在世界層面上進行討論

的： 

今日之世界，一強權之世界也。人亦有言，天下豈有公理哉！黑鐵

耳，赤血耳。又曰：公法者對於平等之國而生者也。嗚呼！吾國民聞之，

其有投袂奮興者乎？國魂喪盡兵魂空，兵不能競也；政治學術，西來是

傚，學不能競也；國債累累，人為債主，而我為借債者，財不能競也；

礦產金藏，所在皆有，而不能自辟利源，必假手外人，藝不能競也。以

劣敗之地位資格，處天演潮流之中，既不足以赤血黑鐵與他族相角逐，

又不能折沖樽俎戰勝廟堂，如是而欲他族不以不平等之國相待，不漸漬

以底滅亡亦難矣！嗚呼！吾國民其有所聞而投袂奮興者乎？
95
 

國民與國家的表裡統一，使得個人強則國強的邏輯順理成章，但當進一步推

至國家之於世界的層面，便成了「能競」之國戰勝「不能競」之國、公法只

存在於競爭能力相當的國家之間的論調。於是，在這個「強權之世界」，如果

就軍事、政治、科技、財務等方面而言，中國人是無法像西方人那樣自稱「國

民」的。 

然而，根據胡適在〈白話（一）愛國〉對於國家的理解，國家還有對內文

                                                        
94
 鐵兒（胡適筆名）：〈姚烈士傳〉，《競業旬報》，第 18期（1908年 6月 19日），載

同上，頁 87. 
95
 胡洪騂（胡適原名）：〈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載同上，頁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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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一面，即所謂的「教育」個人，而恰恰是這一方面，讓胡適可以展開國

民認同感的論述： 

【……】我們中國最有名的是那些道學家所講的倫理，我們斷不可唾棄

了去，務必要力行那種修身的學問，成一種道德的國民，給世界上的人

欽敬。又如我們中國最擅長的是文學，文哪！詩哪！詞哪！歌曲哪！沒

有一國比得上的【……】
96
 

而且， 

以前我們中國，講起各種科學來，那一門不發達得早，神農皇帝的時候，

便能嘗藥性，發明醫學。黃帝的時候，已有人會算天文，會造曆日。到

了唐堯的時候，那天文學便發達了。黃帝的時候，便會作指南車便是現

在的羅盤。現今各國人航海行軍，那一個不用這個東西，可見我們中國

的磁學發達得非常之早了。至如那些蠶桑哪！文學哪！印刷術哪！那

一條不是我們祖國所發明的呢！唉！講到我們中國上古時代的文化，

那真正是我們的光榮了。
97
 

如果參照韋伯（Max Weber）對於國家支配個人的根據所做的分類，胡適在此

展開的對於國家支配個人的論述，指的是一種傳統型的支配，一種「『永恆的

昨日』的權威」，即「權威因於『古已如此』的威信和去遵襲的習慣，而變成

神聖的習俗（Sitte）。」
98
而如果按照費孝通的分析來看胡適論述中的國家權

力，不是「發生於社會衝突的橫暴權力」，也不是「發生於社會合作的同一權

力」，更像是一種發生於社會繼替過程中教化性的權力，是一種文化性的權力，

一種「長老統治」。
99
也就是說，當「國事彌不堪問」，國家如「一個棉花團」、

「任人搓捏」、
100
已經無法保護國民的人身安全之時，國民惟一的認同感來源，

                                                        
96
 鐵兒（胡適筆名）：〈白話（一）愛國〉，《競業旬報》，第 34期（1908年 11月 24

日），載同上，頁 177. 
97
 鐵兒（胡適筆名）：〈白話（三）苟且〉，《競業旬報》，第 36期（1908年 12月 14

日），載同上，頁 179. 
98
 韋伯[Max Weber]著，錢永祥等譯：《學術與政治——韋伯作品集 I》（桂林：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2004），頁 198；關於國家正當性的三種純粹類型的區別及相關定義，可參

考〈支配的類型〉,《經濟與歷史；支配的類型——韋伯作品集 II》（桂林：廣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2004），第一至第五章。 
99
 關於費孝通的權力說，即「橫暴權力」、「同意權力」、「教化權力」的區分與定義，

參見費孝通：〈無為政治〉、〈長老統治〉，《鄉土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頁 49-56。 
100
 此為胡適寄給同鄉程玉樨書信（1908年春）中的用詞及語句。見《胡適全集》，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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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是中國的歷史文化。有趣的是，這又與傳統中國之為一個以文化為核心

的空間想像體的「天下」存在親密之處。 

基於這個僅存的國民認同的出發點，胡適又反過來，從個人之於國家的角

度，強調「國民」對於國家的責任與義務，而他所用的便是「愛國」（或「救

國」）這個概念。「愛國」作為一個國民的責任與義務，首先便包含了這兩層

具體內容： 

愛國的人，第一件，要保存祖國的光榮歷史，不可忘記，忘記了自己祖

國的歷史，便要卑鄙齷齪，甘心做人家的牛馬奴隸了。你看現在的人，

把我們祖國的榮光歷史忘記了，便甘心媚外，處處說外國人好，說中國

人不好，那裏曉得他們祖宗原是狠光榮的【……】 

第二，祖國歷史上的名譽，既然曉得了，第二著，便要竭力加添祖

國的名譽。怎麼叫做加添些名譽呢？比如我們中國最有名的是那些道

學家所講的倫理，我們斷不可唾棄了去，務必要力行那種修身的學問，

成一種道德的國民，給世界上的人欽敬。又如我們中國最擅長的是文學，

文哪！詩哪！詞哪！歌曲哪！沒有一國比得上的，我們應該研究研究，

使祖國文學，一天光明一天，不要卑鄙下賤去學幾句愛皮細低，便希奇

的了不得，那還算是人麼？這是兩個比喻，總而言之愛國的人，務必要

加添祖國的名譽，那才是真正愛國者呢！
101
 

愛歷史、增名譽，無疑還是從歷史文化作為國民認同感之源的角度展開何為

「愛國」的具體闡述。 

不過，胡適當然認識到，中國要競而變強，成為一國，就必須在軍事、政

治、科技等多方面變強，而基於國家概念與國民概念的互為表裡同一，胡適

便認為這些都可以通過「國民」的「愛國」來實現。具體的措施，便是服兵

役與興教育：胡適這個時期特別欣賞維多利亞時期英國軍人的一種國家至上

的品質，他說，西洋人「一遇國家有事，去當了兵，便把自己的自由，都丟

在耳背後去了。」；「做兵人的，一定要把服從二字，作一種人人共有的天職。」；

而為了提供事實依據，胡適極力讚頌了克裏米亞戰爭（1853-1856）巴拉克拉

                                                        
卷，頁 7。 
101
 鐵兒（胡適筆名）：〈白話（一）愛國〉，《競業旬報》，第 34期（1908年 11月 24

日），載周質平主編：《胡適早年文存》，頁 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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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Balaclava）戰役中，英軍及其盟友的六百七十輕騎旅雖誤受指揮，仍服

從軍令，奮力戰敵的故事。
102
胡適觀察到，從軍為國而戰的責任，可以使個人

無條件地服從軍令，勝過個人的自由及生命。胡適藉此是為了批評當時上海

所行的強迫兵制以「‘名譽的鼓勵’為唯一之手段」，他鼓吹應該施行英國的

兵制： 

英行情願的兵制，而英以兵強於天下者，以教育普及，人人皆以是為其

應盡之義務，故國愈危，而應徵者愈踴躍，且能死戰也。
103
 

這里就牽涉到了「愛國」具體措施中更重要、更深層次的第二項內容——

興教育。興教育是一個廣義上的概念，它當然包括了興辦學堂，
104
也當然是讓

民眾謹記國家歷史、專研科學知識，但胡適在第一手材料中經常提到的教育，

更是一種自我道德修養的重新塑造。傳統中國道學家所講的倫理，正如胡適

所說，「斷不可唾棄了去，務必要力行那種修身的學問」，但所謂的重新塑造

中的「新」就在於，中國國民爲了在強權之世界生存就必須培養一種「愛國

救國」的品德，而這其中就包括了認識到從軍是個人之於國家的義務。除了

強調服兵役之外，「愛國」還包括了個人在德性方面的競而變強，譬如胡適在

《競》上發表了多篇討論獨立、苟且、名譽的社說，用來論證個人獨立、不

苟且、好名，則國獨立、不苟且、有名譽。只有這樣，國家強盛了，才能反

過來保護國民： 

愛國有什麼好處呢？【……】一國之中，人人都曉得愛國，這一國自然

強大，一國的人，人人不受人欺，人人都受人恭敬【……】你再看看我

們中國人，到處都受人欺侮，到處給人家瞧不起。唉！這都是因為我們

國民不愛國的結果了。這便是人人愛國的好處。 

                                                        
102
 適盦（胡適筆名）：〈軍人美談〉，《競業旬報》第 30期（1908年 10月 15日），載

同上，頁 258-260。關於胡適所參考的「六百男兒行」英文原版及關於此次戰役的背景介

紹，參見 W. F. Markwick, The True Citizen, How to Become One (Germany: 
Tredition Classics, 2012), pp.26-28。 
103
 《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42。 

104
 如胡適以「鐵兒」為筆名，相繼發表六篇以「姚烈士傳」為題的傳記，標榜姚洪業所做

的教育事業，但舉幾例：「【姚洪業】把這『救國』二字看做他自己的責任，他又把『中

國公學』四個字看做可以救國的方法與手段」，見鐵兒（胡適筆名）：〈姚烈士傳

（續）〉，《競業旬報》第 23期（1908年 8月 7日），載周質平主編：《胡適早年文

存》，頁 91-92；又姚洪業投江自殺的教育意義，在於使普通民眾知道，「愛愛國」、甚

至「為國而死」都是國民應盡的責任，見鐵兒（胡適筆名）：〈姚烈士傳〉，《競業旬

報》，第 26期（1908年 9月 6日），載周質平主編：《胡適早年文存》，頁 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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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層【……】一個國中，多出幾個愛國者，多出幾十百個愛國

者，牽帶得那祖國也給人家瞧得起了【……】
105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家意識至上的思想可以將個人與國家的命運緊密地聯

繫在一起，而這正是成為「國民」中首當其衝急需塑造的新道德修養。 

總結以上胡適對於「國民」與「愛國」相伴「國」/「國家」的使用，在

論述個人與國家關係的時候，「國民」與「國家」的表裡統一是涵蓋多方面的，

所以在論及「愛國」作為一種美德的具體措施中，服兵役與興教育這些內容

在個人與國家之間是不會產生矛盾的。但是，個人層面德性上的競爭，到了

胡適論述國家之於世界，即國家之間的競爭層面是消失了的。這個「強權的

世界」只是「黑鐵耳」，「赤血耳」，這反過來也是胡適更多強調國家對外強權

甚於對內文明的有力證明。楊度 1907年連載於《中國新報》的《金鐵主義說》

對此種不一致給出了一個簡明扼要的概括： 

自吾論之，則今日有文明國而無文明世界，今世各國對於內則皆文明，

對於外則皆野蠻，對於內惟理是言，對於外惟力是視。故自其國而言之，

則文明之國也；自世界而言之，則野蠻之世界也。
106
 

文明與強權之間存在的矛盾，似乎通過國家的內外之分，或者說是國家之於

個人與國家之於世界的區分得到了緩解。 

 

第二節 新民、天演、民權——故事一的比較研究 

與同時期前後梁啓超、嚴複以及加藤弘之的相關概念進行比較研究，可以

爲更進一步理解胡適在上海時期的這種國家概念提供啓發性的幫助。此節第

一個選取的比較研究對象是梁啓超。 

1. 梁啟超與「新民」 

要以著作等身的梁氏作為比較對象，首先就不得不面臨選材的問題。梁氏

向以思想易於轉變著稱，他自己毫不諱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

107
筆者在此選取的比較材料，是梁啓超刊登於《新民叢報》上的〈新民說〉。

                                                        
105
 鐵兒：〈白話（一）愛國〉，《競業旬報》第 34期（1908年 11月 24日），載同上，

頁 176。 
106
 楊度：〈金權主義說〉，載劉晴波主編：《楊度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頁 218。 
107
 對梁氏的思想史演變的評述，已有頗多學者予以評述，可參考張朋園：《梁啓超與清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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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選擇，不但是由於《競業旬報》與梁啓超《新民叢報》的刊行時間同

屬二十世紀初期，更是因為〈新民說〉對於那個時代的胡適有著直接的影響。

胡適是這麼追憶〈新民說〉的：
108
 

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現在追想起來，有兩點最分明。第一是

他的新民說，第二是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梁先生自號「中國

之新民」，又號「新民子」，他的雜誌也叫做新民叢報，可見他的全副心

思貫注在這一點【……】我們在那個時代讀這樣的文字，沒有一個不受

他的震盪感動的。他在那時代（我那時讀的是他在壬寅癸卯【1902 及

1903】做的文字）主張最激烈，態度最鮮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他

很明白的提出一個革命的口號：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
109
 

追憶的可靠性也能從胡適 1906年的日記中頗多關於〈新民說〉的記錄得到印

證，
110
所以筆者首先嘗試將梁氏的「新民」概念與胡適的「國民」概念作一比

較。 

根據張朋園對於梁啓超思想的分期，〈新民說〉連載於《新民叢報》的 1902

及 1903年，屬於梁氏流亡日本前期的破壞主意時期，即梁氏開始流露出革命

的思想以及從事革命運動的傾向。
111
這與《新民叢報》的保皇會背景以及康有

                                                        
革命》（長春市：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

下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5），頁 747-799；Philip C. Huang, Liang Ch’
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亦可直接參考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世界書局，

1972）。 
108
 胡適在《四十自述》中追憶自己第一次接觸《新民叢報》是在 1904年 5月左右。胡適

在梅溪學堂寫〈原日本之所有強〉之文時，在他二哥推薦給他的書目里就有《新民叢

報》，見胡適：〈在上海（一）〉，《四十自述》，頁 46；而根據胡適的《澄衷日記》，

他至少在 1906年，即離開梅溪學堂入讀澄衷學堂後，還是在時常閱讀梁啓超的文章，譬如

3月 29日、5月 28日、31日日記中都有記載，見《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9-10，

36，39。 
109
 胡適：〈在上海（一）〉，《四十自述》，頁 50-51。 

110
 胡適在〈在上海（一）〉中提到或引用梁啓超的文章包括〈新民說〉、〈新民議〉、

〈中國學術思想思想變遷之大勢〉，均為 1902年《新民叢報》所刊內容；他在 1906年的

《澄衷日記》中提到的〈責任心與名譽心之利害〉是新民叢報第 6號所刊內容，亦出版於

1902年。1903年正月梁啓超便應美洲保皇會之邀，遊歷美洲，十月復返日本，所以不常撰

稿，《新民叢報》由蔣智由代編。所以其實胡適所讀梁氏之文應主要為《新民叢報》1902

年上所刊文字，可參考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上冊，頁 148-192。爲什

麽胡適在（至少）1904至 1906年間讀的還是《新民叢報》1902年版的文字呢？那是因為

《新民叢報》銷路暢旺，尤其是 1902年的很多號經過幾版發行，還有人翻刻，而銷量處最

多的便是上海，見張朋園：《梁啓超與清季革命》，頁 196-201。 
111
 張朋園：《梁啓超與清季革命》，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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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於梁啓超的莫大影響形成了鮮明對比。於是，處理〈新民說〉的思想理

路並非易事。一些學者偏向指出梁啓超存在著一個從《新民叢報》出刊時秉

持維新，但進而趨向鼓吹破壞革命的轉變；
112
而另一些學者則偏向認為，維新

革命之辨毫無意義，因為〈新民說〉本就是啓蒙式的混沌之作，是各種思想

之間的張力與進行調和的嘗試。
113
不管怎樣，可以肯定的是，〈新民說〉存在

著很多今人看來對立的二元思想，而這些都圍繞在核心的「新民」二字周圍。

限於篇幅，筆者無法涉及梁氏「新民」概念的全貌，而是採用筆者分析胡適

國民概念時的切入點，即從國家之於國民的認同感來源這個角度來分析「新

民」概念。 

如同上海時期的胡適一樣，梁啓超在〈新民說〉中對傳統中國也不乏讚許：

「我同胞能數千年立國於亞洲大陸，必其所具特質，有宏達高尚完美，釐然

異於群族者。」
114
這個特質首當其衝的就是中國的歷史：如，「中國惟戰國時

代，九流雜興，道術最廣，自有史以來，黃族之名譽，未有盛於彼時者也。」

115
又如， 

中國人動言郅治之世在古昔，而近世則為澆末【……】試觀戰國時

代，學術起，或明哲理，或闡技術，而後此則無有也，兩漢時代，治具

粲然，宰相有責任，地方有相關，而此後則無有也，自餘百端，類此者

不可枚舉。
116
 

在標榜戰國兩漢的歷史的同時，梁啓超在此似乎更是強調了中國歷史的凝滯

甚至是倒退。這便對應上了梁啓超所理解的代表著一路進步的西方國家發展

                                                        
112
 梁啓超本人對於這樣的轉變是有自述的，他說：「辛丑之冬，別辦新民叢報，稍從灌輸

常識入手，而受社會之歡迎，乃出意外。當時承團匪之後，政府瘡痍既復，故態旋萌，耳

目所接，皆增人憤慨，故報中論調，日趨激烈。」見梁啓超：〈初歸國演說辭：鄙人對於

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飲冰室文集之二十九》，頁 3；丁文江在其《梁任公先生年譜

長編初稿》中亦把 1902年梁氏這種轉變可考的一手資料進行了羅列，參看丁文江：《梁任

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 148-173；其他主要原因可能有，梁氏逃往日本后西學大進，

隨不滿足於「三世之義」，自我推論得出破壞之思想，便與其師康有為走上了背離的道

路，見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下冊，頁 750；又張朋園：《梁啓超與清季革

命》，頁 24-26。 
113
 張灝著，崔志海，葛夫平譯：《梁啓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頁 97-100；

許紀霖：〈許紀霖先生序〉，載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啓超調適思想之研究》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 2。 
114
 梁啓超：《新民說》（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59），頁 6。 

115
 同上，頁 59。 

116
 同上，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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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而這種鮮明的反差，便成爲了中國眼下正在遭受帝國主義國家侵略的

現實。他並非認為這是一種偶然，正如他所說，「吾中國之反於彼【歐美】進

化之大例，而演出此凝滯之現象者，殆必有故」。
117
而這「故」恰恰是來自於

歷史性的傳統問題： 

天下事無無果之因，亦無無因之果，我輩積數千年之惡因，以受惡果於

今日，有志世道者，其無遽責後此之果，而先改良今日之因而已。
118
 

所以說，與其說最根本造成亡國之危的是「外患」，不如說是中國的「內患」： 

吾以為患之有無，不在外而在內，夫各國固同用此主義【帝國主義

/侵略主義】也，而俄何以不施諸英？英何以不施諸德？德何以不施諸

美？歐美諸國何以不施諸日本？亦曰有隙無隙之分而已。
119
 

梁氏認為，思想是決定歷史的關鍵因素，而所謂的「內患」便必然植根於傳

統中國的一些思想中。於是，他的方法便是通過比較西方思想，讓這個問題

一目了然。黃克武對梁啓超觀念中傳統中國思想與現代西方思想的比較作過

以下總結，頗具參考價值：第一，中國自力更生精神的缺乏，表現為依賴心

理與奴隸心態太強，從而導致西方當時所盛行的自由思想與權利觀念的缺失；

第二，中國倫理思想走向兩極化，一方面偏向私德，即重視自身和家族利益，

另一方面又常有天下主義的烏托邦思想，從而導致西方的公德心與國家觀念

的缺失；第三，相較於西方科學的進步與民智的開展，中國平民迷信；第四，

由於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學術界缺乏競爭，直接導致缺乏思想上的創造力與

判斷力，從而使得秦漢以後上述的三大問題更為嚴重。
120
這樣的比較從而產

生的對於傳統中國歷史文化的批判，無疑大大削弱了韋伯意義上國家之為一

種「古已如此」的權威和去遵襲的習慣的正當性。所以，當面對現實中徹底

被擊碎的中國中心論與天下大同的烏托邦思想，梁啓超認為凝聚國人的唯一

辦法便是參考西方的經驗，發展中國的民族主義。張灝就認為，在梁啓超撰

寫〈新民說〉的時候，「群」的概念就已經明確指的是民族國家思想，即代表

一種與同胞懷有團結協作精神的公德。
121
而在民族主義通過所謂國民思想的

                                                        
117
 同上，頁 55-56。 

118
 同上，頁 60。 

119
 同上，頁 5。 

120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啓超調適思想之研究》，頁 128-130。 

121
 張灝著，崔志海，葛夫平譯：《梁啓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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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概念上得到清晰表述的同時，對於公德（那些促進群體凝聚力的道德價

值觀）與私德（那些有助於個人道德完善的道德價值觀）的區分是需要注意

的： 

群之於人也，國家之於國民也，其恩與父母同，蓋無群無國，則吾

性命財產無所托，智能能力無所附，而此身將不可以一日立於天地。故

報群、報國之義務，有血氣者所同具也，苟放棄此責任者，無論其私德

上為善人為惡人，而皆為群與國之蝥賊。
122
 

儘管梁啟超有承認兩者並重，但正如引文已經指出，私德並非只是個人問題，

它的首要價值還是要有助於群體的集體利益。
123
於是，這種對於公德的強調，

加之梁啓超對於傳統中國思想缺失國家觀念的批判，導致給人的感覺便是，

「新民」最急需的內容是一種個人為國家犧牲的責任感，即一種國家主義的

道德觀。 

然而，〈新民說〉在論述近代國民思想中也有不少文章涵蓋了個人利益與

民主化的論述，譬如，梁啓超就曾直接指出，所謂的一種新思想便是以民為

本的權利思想： 

為政治家者，以勿摧壓權利思想為第一義，為教育家者，以養成權

利思想為第一義，為一私人者，無論士焉農焉工焉商焉男焉女焉，各以

自堅持權利思想為第一義，國民不能得權利於政府也，則爭之，政府見

國民之爭權利也，則讓之。
124
 

黃克武就認為，梁啓超思想是一種「非穆勒主義式的個人自由」（non-Millsian 

emphasis on individual liberty），即對個人自由與尊嚴有很根本的重視，

視保障群體價值作為保障個人自由的方法。
125
這明顯又與上文所說，梁啟超

給人一種強調國家主義的道德觀產生矛盾。筆者在此無意介入關於梁氏〈新

民說〉中的民族主義問題究竟是更強調國家主義還是民權本位的論爭，
126
但

                                                        
122
 梁啓超：《新民說》，頁 14。 

123
 張灝著，崔志海，葛夫平譯：《梁啓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頁 107-108。 

124
 梁啓超：《新民說》，頁 39-40。 

125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啓超調適思想之研究》，頁 33。 

126
 張佛泉對於梁啓超關於 nationalism的三個譯名——「國家主義」、「國民主義」和

「民族主義」——的研究亦是這個學術論爭的第三種聲音，他認為〈新民說〉時期的梁啓

超強調的是一種「國民主義」，即強調國民自立自主的精神，但之後便漸漸轉向國家主

義，即含有「國家至上」及強權主義的意味。但梁氏經常混雜使用二者，不曾分化。見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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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這兩種思想在〈新民說〉中各有論述，而就這種混雜性對於

國家之於國民的認同感來說，便意味著國家正當性的來源有著不同版本詮釋

的可能性。胡適的「國民」概念中無疑有著梁啓超「新民」概念的內容，但

相較之下，胡適關於歷史文化作為國民認同來源的分析就顯得不夠細緻，而

關於個人之於國家的關係又顯得不夠深入了。
127
 

2.嚴複與「天演」 

根據張灝的分析，國家主義只是梁啓超「公德」概念的第一個組成部份。

「公德」作為一種道德觀，還涉及到它的本質規律，而這第二個組成部份便

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觀密切相關。
128
眾所周知，嚴複翻譯赫胥黎（Thomas 

H. Huxley）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對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

傳播及影響至大至深，而筆者選取嚴複的「天演」概念作為第二個比較對象

也是出於這方面的考慮。不過對此的選擇不單是因為梁啓超的緣故，
129
更是

因為《天演論》與上海時期胡適之間的淵源：儘管胡適在 1906年的《澄衷日

記》中沒有直接提及《天演論》，但基於胡適本人作於澄衷學堂的〈物競天擇

適者生存試申其義〉一文（筆者前文業已引用多次），
130
以及參考他自己的追

憶
131
與胡適研究者的判斷，

132
基本可以肯定《天演論》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對

於上海時期的胡適有著直接影響。因此，將嚴複《天演論》中的「天演」概

                                                        
佛泉：〈梁啓超國家觀念之形成〉，《政治學報》，第 1期（1971年 9月），頁 1-66。 
127
 在上海期間，胡適論及國民權利甚少，相較於大量討論國民的國家意識來說，可以忽略

不計。僅有討論民權的例子有，1906年 5月 8日的日記，引用《國民讀本》的句子介紹國

民的法律資格，見《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26。 
128
 張灝著，崔志海，葛夫平譯：《梁啓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頁 108。 

129
 梁啟超早在 1896年就閱讀了《天演論》的譯本與嚴複的批語，見丁文江：《梁任公先

生年譜長編初稿》，上冊，頁 33。 
130
 胡適接觸到《天演論》應該是入澄衷之後、《澄衷日記》開始日期（1906年 2月 13

日）之前，因為澄衷日記中亦沒有提及自己所作的那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 
131
 見胡適：〈在上海（一）〉，《四十自述》，頁 49；又 Hu Shih, Essay ,in Albert 

Einstein [et al.], Living Philosophie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31) 
pp.248。嚴複翻譯《天演論》至少有三個稿本，參見嚴複著，王慶成編：《嚴複合集 7：

天演論匯刊三種》（臺北：辜公亮文教基金會，1998）。如果胡適的追憶可信，胡適所刊

的《天演論》應為「手稿本」，即嚴複 1896年 10月完成、1897年 3月經吳汝綸審閱刪減

寫序、最後再由嚴複修改的版本。所以，下文之中《天演論》版本採用的是「手稿本」。 
132
 如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重尋

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頁 182-183；又如李敖：《胡適評傳》，頁 139；又

如 Jerome B. Gri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p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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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133
與胡適對於「競」與「強」的看法進行比較是頗具意義的。 

嚴複著手翻譯《天演論》的那兩三年期間（1896-1898左右）正是學界主

張「西學中源」（西方思想中國古已有之）及「中體西用」（用西方先進科技

為儒家核心學說服務）大興之時，而嚴複本人則明確反對這兩種主流觀點，

他認為中國傳統思想與近代西方思想的確在一些要素方面存在雷同，但中國

「後人漠然視之」，
134
所以眼下當務之急是要會通中西，所以《天演論》的翻

譯主要是爲了鼓舞國人「自強保種」，力求服務於中國的需要。
135
考慮到這個

文化背景與翻譯動機，正如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介紹的那樣，

嚴複翻譯的《天演論》其實不太像赫胥黎原著的譯本，而更像是原著的縮寫

本： 

他【嚴複】試著做的是抓住包含完整思想的整句或爭端的基本意思，然

後用規範的中文表達出來……此外，他的文體的宗旨要求最大限度地

運用中國古代哲學的隱喻手法來表達西方概念。
136
 

指出這一點頗為重要，這是因為秉持中西會通的理念是解釋為何他用「天演」

一詞來翻譯赫胥黎 “evolution and ethics”的第一條線索。在書名翻譯

的問題上，李澤厚的解釋亦是源於這條線索——原著書名按理說包含了

evolution（進化）與 ethics（倫理）兩部份，譯本「書名只用了原名的一半，

正好表明譯書者不同意原作者把自然規律（進化論）與人類關係（倫理學）

分割、對立起來的觀點。」
137
這裡實則牽涉到一個學界至今爭論不休的問題，

即嚴複在《天演論》中究竟如何看待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的觀點并作出

                                                        
133
 在嚴複於 1895年初於天津《直報》上發表的〈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

論〉、〈闢韓〉，1897年發於《國聞報》上發表的〈駁英《太晤士報》論德據膠澳事〉，

以及 1912年的演講稿〈進化天演〉等文章中，都有關於「天演」概念的相關論述。筆者在

此主要基於《天演論》。 
134
 嚴複著，王慶成編：〈《天演論》手稿本〉，《嚴複合集 7：天演論匯刊三種》，頁

82。 
135
 見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著，葉鳳美譯，《尋求富強：嚴複與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9），頁 92；關於《天演論》的文化背景與動機，黃克武的分析頗具參考意義，見黃克

武：〈何謂天演？嚴複「天演之學」的內涵和意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2014年第 85期，頁 133-141。 
136
 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著，葉鳳美譯，《尋求富強：嚴複與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頁 88。 
137
 李澤厚：《中國思想史論》，中冊（合肥市：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頁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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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捨的？
138
筆者認為，黃克武依據嚴複翻譯中「張弓」與「園藝」的隱喻以及

「天演」與「進化」的區分，以說明嚴複是如何將進化與倫理、宇宙與人類

集結於「天演」一詞的論證，頗具說服力，這也是直接正面解釋何謂「天演」

的最佳途徑。 

嚴複所採用的「張弓」隱喻，原文如下： 

張弓者之兩手也，枝左而屈右，方同出於一人也，而左右相距，由是則

天行人事之相反也，其原又何不可同乎？同原而相反者，固所以成其變

化者也。
139
 

黃克武認為，天演的機制包括「天行」（包括物競與天擇）與「人事」（人為

的努力）兩個部份，兩者相反而相成，即物競天擇的確適用於人類社會，但

由於二者出於同原，所以人的自由與努力是可以與天爭勝的。
140
至於人如何

與天爭，就是一個「園夫之治園」的道理：簡單概括來說，嚴複認為，以人

力在天行之下而能有為，就像園丁從「深山孤島之中」、「絕徼窮邊之外」開

創一個美麗的園林，園丁的職責是佈置一個良好的環境、選擇品種，使草木

生長，並對抗自然的力量，園林內的草木才能在園丁的保護下長久保持美觀。

141
嚴複自己是這樣總結這種天行人事的微妙關係的： 

然而人治之所以有功，即在與天行相反，此補天之說也。何以言之？蓋

天行者以物競為功，而人治則以使物不競為志。天行者，動其化物之機，

設為當然之境，物各爭存，宜者自立。由是而立者日強，強者日昌；不

立者弱，弱乃滅亡。懸至信之格，以聽物之自致而已。至人治乃大不然，

立其所祈嚮之物，而盡吾力焉，為致其所宜者以輔相之，俾克自存、而

                                                        
138
 學術論爭略舉如下：史華慈認為嚴複更傾向於斯賓塞，論證過程參見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著，葉鳳美譯，《尋求富強：嚴複與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頁 93-103；李澤厚則認為，嚴複一方面雖然同意斯賓色

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中自然進化的普遍性意義，但另一方面又不滿斯賓塞那種「任天為治」

弱肉強食的思想，參見李澤厚：《中國思想史論》，中冊，頁 595；王道還對於《天演

論》的導讀亦是指出，嚴複傾倒的是斯賓色的理論，與達爾文無關，參見王道還：〈導

讀〉，載赫胥黎[Thomas Huxley]著，嚴複譯，王道還導讀、編著校注，《天演論》，頁

xvii；黃克武則指出，嚴複只是接受斯賓塞一元論宇宙體系的架構，內容方面則是有認同

赫胥黎、并批判斯賓塞之處，參見黃克武：〈何謂天演？嚴複「天演之學」的內涵和意

義〉，頁 166-170；又可參考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複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

與批判》（台北：允晨文化，1998），第四章。 
139
 嚴複著，王慶成編：〈《天演論》手稿本〉，頁 95。 

140
 黃克武：〈何謂天演？嚴複「天演之學」的內涵和意義〉，頁 166-167。 

141
 原文見嚴複著，王慶成編：〈《天演論》手稿本〉，頁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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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大可久也。
142
 

黃克武對此的解讀是，人類社會與自然狀態有所不同，需要依賴「倫理原則」，

而非「叢林法則」，人類因此需要如同園丁一般培養一個適宜的環境，而其中

最重要的方法便是嚴複借用斯賓塞所說的用教育類培養民德、民治、民力。

143
 

然而，正如「張弓」的隱喻中所提到的，「天行」與「人事」同原，即「天

演」同時包括宇宙與人事的變化，這的確又符合嚴複所著迷的斯賓塞的一元

論體系。但史華慈就認為，「天行」與「人治」的矛盾是無法共存互通的，赫

胥黎竭力維護人類的倫理觀念，會破壞斯賓色的體系、造成整體的內部不連

貫，所以他推斷嚴複實則是借赫胥黎之書彰斯賓塞之說。
144
他進一步基於此

推斷，嚴複發現的西方精神是永不滿足、不斷進取的「浮士德-普羅米修斯」

氣質（讚美人的活力和能力在非人類的自然界和在人類社會內部的充分表現），

而自由民主制度只不過是最終解放個人潛能的制度意義上的目標。
145
顯然，

這裡問題的關鍵是，宇宙與人事的變化究竟是什麽？它們到底能不能共存？

它們與所謂的「進化」又是什麽關係？ 

同樣，黃克武對此的解答甚有參考價值。首先，他指出《天演論》中的確

有「進化」一詞的使用，並在追溯二詞在清末民初的歷史後，贊同沈國威的

看法，
146
即兩詞均是嚴複自己創造使用的，與日本翻譯無關。

147
這從另一個角

度可以說明，用「天演」作為標題的確很有可能存在嚴複的微言大義。其次，

黃克武認為，嚴複用詞中的「天演」與「進化」確有不同的涵義：「天演」是

一個較為廣義的概念，除了存在「天行」與「人事」兩種力量，也包括了「善

演」與「惡演」所導致不同的結果，即既可能進步，又可能退步，所以這種

自然與社會的演變既有因果必然性，又有不可預測的偶然性；而「進化」指

的是「人類社會進步到文明、教化與治理良好之狀態」，與「退化」相對，與

                                                        
142
 同上，頁 95。 

143
 黃克武：〈何謂天演？嚴複「天演之學」的內涵和意義〉，頁 150-151，167。 

144
 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著，葉鳳美譯：《尋求富強：嚴複與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頁 103-104。 
145
 同上，頁 226-228。 

146
 參考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北京：中華

書局，2010） 
147
 黃克武：〈何謂天演？嚴複「天演之學」的內涵和意義〉，頁 152-153，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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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同義，接近於英文的 progress一詞。
148
從這個角度來說，史華慈所

擔心的人類社會倫理對於一元體系的破壞似乎是多餘的，因為他的解讀與黃

克武的解讀的區別就在於，兩者對於嚴複形而上學的預設有著不同的判斷。

對於黃克武來說，嚴複的這個包羅萬象的體系本身就是善與惡、進化與退化

糾結在一起的，所以，「進化」只是「天演」的一個表現形式，絕非形而上學

本質。 

以上便是主要參考於黃克武對於「天演」概念的解讀，這裡就需要回到胡

適所體現的關於《天演論》的認識并進行比較。首先，胡適文字中有意或是

無意彰顯的強權與文明之間的矛盾，實則就是嚴復「天演」概念中「天行」

與「人事」的對立關係。胡適是通過國家對外與對內行為的區分處理了這個

問題，而嚴複的一元論預設則使問題複雜了許多，如果被運用到政治思想上，

就會更具批判意味。
149
年方十八的胡適當然沒有會想到去建構一個宇宙一體

論來表述政治話語，這就表現在他的確想到了社會倫理層面上「國民」的「競」

德，但無力解釋為何「強權之世界」無德可言。不過，他把握到了嚴複「自

強保種」這個主旨，強調與其聽任天擇，人為的努力是中國的當務之急。 

3.加藤弘之與「民權」 

筆者在此節最後選取的比較對象是加藤弘之。選擇這位日本明治時期的

思想家，最主要是由於他可以被看作是結合國家主義與進化論思想的一個經

典案例，所以以他作為對象算是在梁啟超與嚴復兩個案例之後一種綜合性的

關於胡適在上海時期國家概念的比較研究。眾所周知，加藤弘之經歷過一次

重大學術「變節」——明治十四年（1881），加藤弘之成為東京大學總理，並

在同年 11月對自己以前以「天賦人權論」為核心主旨的《立憲政體略》、《新

政大意》、《國體新論》等著作提出絕版要求。明治十五年（1882），加藤弘之

出版《人權新說》，徹底在學理上否定自己之前所信奉的「天賦人權論」。此

舉隨即引發了一場學術大論戰，矢野文雄、植木枝盛等學者分別著作駁斥。

對於加藤弘之這次重大、且略顯突然的「轉變」，研究者們歷來眾說紛紜，但

                                                        
148
 同上，頁 159。 

149
 黃克武總結嚴複天演之學的政治意涵時，便很好地解釋了嚴複如何將這種一元論思想運

用在政治上：「在國內政治方面，嚴複主張應採取循序漸進的調適方式，不應採取激烈的

主張【……】在國際關係上，嚴複反對殖民主義的弱肉強食。」見同上，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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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學學術角度來考察，學界基本存在這樣的一個共識——加藤弘之是受

到了德國國家主義政治學家伯倫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chli）以及達爾

文等人的進化論書籍影響。
150
學者們發現，加藤弘之在變節前，實際已漸漸吸

收了伯倫知理國家有機體論中的啟蒙專制主義思想，
151
這在接觸了社會達爾

文主義的優勝劣汰公理之後，便通過《人權新說》一書系統化論述了這次實

則並非突然的學術轉變。筆者便以《人權新說》為文本，嘗試分析加藤弘之

是如何利用國家主義與進化論反駁天賦人權論，并以此提出所謂的「立憲的

族父統治的政體」的主張的。 

人權為何並非天賦？加藤弘之在《人權新說》的第一句話便說「優勝劣敗

是天理」，并以此「實理」來反駁「妄想」的天賦人權說： 

蓋於體質心性之遺傳與變化中生出優劣之異同不得限於動植物。居

於動物之上位之吾人類亦不例外。即吾人類亦與動植物相同，於體質心

性上受父母之遺傳，并由自己生涯中所遭遇萬事萬物之感應影響，而體

質心性所受變化亦各有異同，必不得不生優劣之等差。吾人類體質心性

若果有優劣之等差，則其間之生存競爭亦決然生而不息，於此競爭中，

優者常獲勝而壓倒劣者，於是則發生所謂自然淘汰之事，此事絕然在所

難免，是即所謂優勝劣敗也。由是觀之，則應知優勝劣敗這一萬物法之

大法則不僅存在於動植物世界，於吾人類世界也必然發生。優勝劣敗之

作用必然於吾人類世界發生之理既已不容置疑，則敢曰那種吾人類人

人生來固有自由、自治、平等、均一之權利的天賦人權主義絕不可信，

如此看來天賦人權主義之為妄想說，其理不甚明耶？
152
 

值得注意的是，加藤弘之是將人類「體質心性上受父母」與「自己生涯中所

遭遇萬事萬物之感應影響」與動植物的「遺傳」與「變化」相類比，這點頗

有嚴復的「天演」概念中對於「天行」與「人事」二分的意味。但是，加藤

                                                        
150
 見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頁 206-

214；許曉光：〈日本明治前期一場引人注目的思想交鋒〉，《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

學版）》，第 41卷第 2期（2014年 3月），頁 120-122。 
151
 關於加藤弘之攝取伯倫知理國家有機體論的基本特色，見王曉範：〈中日攝取伯倫知理

國家有機體論之比較——以加藤弘之與梁啟超為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2011年第 4期，頁 42-44。 
152
 加藤弘之：《人權新說》（谷山樓，明治十五年十月二十日），頁 24-25。翻譯轉引自

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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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之認為，權利這個概念並非「天行」範疇，而是屬於「自己生涯中所遭遇

萬事萬物之感應影響」的「人事」範疇。 

人權何來？「凡成為權利者，是在吾人達到建成稍鞏固之社會時，即邦國

之框架稍立之時，使其共生之物」，也就是說，邦國不立，民權不存。在邦國

尚未成立的情況下，加藤弘之認為，是一個最優秀者，即專制者的出現，賜

予了人民的權利： 

邦國與吾人之權利，可以說實際是在不得已之場合，為了謀求全體人及

各個人之安全，專制者開始設立之物【……】由專制者即最大優者以專

制權力統一人眾，設置權利，得以制止各人之相互凌辱妨礙，即除了用

大優勝劣敗之作用，得以制止小優勝劣敗之作用外別無他法。
153
 

最優秀的專制者可以通過懲治措施禁止邦國中其他優者的自由放縱，以達到

人民擁有相互不可侵犯他人之生命、財產、榮譽的權利。也就是說，權利對

加藤弘之來說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通過一種政治性的社會化過程得以實現。 

日本需要什麼樣的政體？加藤弘之認為，政體如同人類與動植物一般，也

符合兼顧「天行」與「人事」的「實理」： 

今社會活動之兩主義，保守與漸進，即不異遺傳與變化，此兩主義

相須方能使社會進步。其理宛若動植物之遺傳與變化相須方能長育進

化一樣，若其一獲全捷，遂變為或急進，或守舊。保守與漸進者，興社

會與邦國之道也，急進與守舊者，倒社會與邦國之術也，豈不可謹耶？

154
 

也就是說，只有「遺傳」與「變化」相輔相成，才能使得一個特定社會邁向

進步。加藤弘之在此是為了批判當時日本民權派崇尚共和政治的急進主張，

因為民權派一味注重的只是「變化」這一面： 

如我邦今日民權者流，視其所論所說，蓋唯急進是喜，欲使我邦成為歐

美亦未曾見之理論社會，因而余不得不稱此輩為不知社會之遺傳變化

                                                        
153
 加藤弘之：〈人權新說〉，載《明治文化全集：第 5卷自由民權篇上》（東京：日本評

論社，1992）。轉引自許曉光：〈日本明治前期一場引人注目的思想交鋒〉，頁 125；亦

可參考 Winston Bradley Davis,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Naturalism of Baron Katō 
Hiroyuk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96), pp.29。 
154
 加藤弘之：《人權新說》（谷山樓，明治十五年十月二十日），頁 102。翻譯轉引自鄭

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頁 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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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理的妄想論者。加之過激民權者流中，往往非無崇共和政治，或欣

慕社會黨共同黨等之主義者，實不可不云不思之甚也。
155
 

所以，加藤弘之說到底關注的是一個民權化的轉變速度問題，在日本尚未出

現西方社會中產階級之崛起的前提下，直接要求武士階級下放權力是危險的。

156
他的政治主張，便是漸進式地實現一個「立憲的族父統治的政體」，即先設

立立憲政體，天皇依照憲法對臣民進行統治。
157
這種依據社會達爾文主義及

國家主義的政治主張，當然可以被理解為御用學者為「維護藩閥政府合理化

統治」提供的一種理論根據，
158
而從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這種對於民權的壓

抑在被統治階級充分利用的情況下，就會成為統治者們合理化邁向極端統治

的漸進過程。有學者就觀察到，加藤弘之從《民權新說》開始便堅守國家主

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最終便發展成為一種建基於完善集體道德之上的「武

士達爾文主義」（Samurai Darwinism）。而當我們聯想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

初日本的現實政治，這種國家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結合，無疑是一條國

家概念發展的可能路徑，而這條路徑與日本帝國主義的興起在某種意義上存

在緊密關聯。
159
 

 

第三節 Nation, Force, Law——故事三的概念分析 

相較於在上海期間國家概念理解上的前後統一與表述上的清晰淺近，胡

適在七年留美期間對於國家概念的認識在深化了的同時又常存在變遷之處，

這裡涉及的問題，筆者會在第二章「世界經驗中的思辨構成」中進行處理。

在此節，筆者直接跳到故事三，即胡適留學美國的末期，首先分析這個時間

段胡適指稱國家的語詞與句子，以繼續嘗試回答研究問題 1與 2。 

首先，對於故事三的背景需要在導言開篇所涉的基礎上，作出以下一些補

                                                        
155
 加藤弘之：《人權新說》（谷山樓，明治十五年十月二十日），頁 103。翻譯轉引自鄭

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頁 215。 
156
 Winston Bradley Davis,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Naturalism of Baron Katō 

Hiroyuki, pp.30. 
157
 Ibid., pp.32；又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頁 215。 

158
 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頁 215-216。 

159
 Hiroshi Unoura, “Samurai Darwinism: Hiroyuki Katō and the Reception of 

Darwin’s Theory in Modern Japan from the 1880s to the 1900s”, History and 
Anthopology, Vol.11, No.2-3 (1999), pp.23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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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胡適在 1915年 9月離開康乃爾大學，入讀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杜

威。鑒於胡適的家書，此次轉學的緣由大體上來看是出於學業考慮。
160
轉學

後，胡適的確較之在康乃爾時期減少了社交活動，日記的記錄也有所減少，

不過在學業之餘開始對詩詞研究產生了興趣。之後發生的事，便與新文化運

動的誕生息息相關——1916 年 7、8 月左右他與好友關於文學革命的爭論正

式升級，並以胡適創作的《文學改良芻議》於次年 1 月《新青年》2 卷 5 號

上刊登達到高潮。另一方面，國內國際形勢在這期間亦是瞬息萬變，略舉如

下：就國內而看，陳獨秀於 1915 年 9 月 15日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誌》；12

月，袁世凱復辟帝制，雲南隨即宣佈獨立并組織護國軍討袁；1916 年 6 月 6

月，袁世凱病死。國際方面，一戰進入膠著階段，至 1916 年 2月凡爾登會戰、

7月索姆河戰役，戰略主動權開始向協約國一方轉移，美國在 1916年尚未參

戰。就是在這國內國際雙線交織下孕育了故事三中胡適的那篇得獎徵文《國

際關係有取代武力之道否？》（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他自己認為，「此題可藉以發表吾【胡適】一

年來對於武力問題之思想變遷」，
161
而這之後留美時期第一手史料論及的國家

概念也都與此文所持觀點雷同。可以說，它代表了本文所涵蓋的時間段中胡

適最終的國家概念。 

從用詞角度來看這篇英文論文，胡適只用了兩個語詞來指稱國家——

“nation”與 “state”。從次數來看， “nation”使用的次數遠遠高於 

“state”使用的次數，
162
而仔細分析兩詞所在的句子，有兩個特點需要指出：

一、 “nation”時常與 “international”相伴出現，例如： 

（1）The truth is that the nations have not yet learned how to 

make force really count for someth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63
 

（2）Unfortunately, what mankind has at last learned to 

practice within the nations themselves, has not yet to any 

                                                        
160
 胡適這封致母親的家書共總結了七點轉學原因，見《胡適全集》，第 23卷，頁 85-86。 

161
 《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361。 

162
 略作統計， “nation”與 “state”的使用次數比約為 5:1。 

163
 Suh Hu, “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載周

質平主編：《胡適英文文存》，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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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ble extent found its way into the realm of 

international dealings；
164
 

（3）The few provisions for pacific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have not been extensively applied by the nations；
165
 

（4）In short, many there are who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the failure to organize the conflicting forces of the nations 

for some definite common purposes has been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international strife, insecurity and war；
166
 

（5）[...]we must seek to convert the now isolated and 

conflicting energies of the nations into some organized form 

- into some form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under a 

prescribed course of reciprocal duties and rights.
167
 

這第一個特點，便在於這種指稱的使用多與國際事務有關。而反觀用 “state”

指稱國家，在出現不多的情況下，大部份是出現於關於主權（sovereignty）

的討論時： 

First, we must have a new theory of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tate. Instead of the old theory that sovereignty consists in 

freedom from external juridical responsibility, we shall teach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a state is a right the existence and 

validity of which entirely depend upon a tacit or explicit 

recognition and respect on the part of the other nations. As 

a right valid only by reciprocal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tate is not impaired but strengthened 

by becoming a member of a society of sovereignties.
168
 

有趣的是，以上這段文字中也出現了 “nation”，其作用同樣是在與國際事

務的上下文中指稱國家。而 “state”則完全是以 “the sovereignty of 

                                                        
164
 同上，頁 68。 

165
 同上，頁 68。 

166
 同上，頁 69。 

167
 同上，頁 69。 

168
 同上，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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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e”的形式出現，即以一個政治概念詞組的形式。結合筆者在導言中

關於國家概念的綜述來看，state 作為一個近代政治概念的確是與主權概念

不可分離的，不過胡適似乎在使用 “nation”時亦在表達 state或 nation-

state 的所涉及的國際政治意涵，並未存在語義學角度的關於「出生」或是

「種族」的意味。 

二、 “nation”一詞在指稱國家時，更多時候代表的是一種構想的目標，常

常與情態動詞（如 must, might, can, should）引導的句子中出現，除了上

引句（2）和（5）之外，例如： 

（6）[...]they have also realized that such stupendous waste 

of energy, vitality and resources as we witness today, cannot 

be prevented until there is found some method of direction and 

organization for a less wasteful and therefore more efficient 

expenditure of the force of the nations.
169
 

（7）We may now consider the directions in which the future 

task of organizing the forces of nations may possibly and 

profitably proceed. Such a discussion can best be undertaken 

by reference to the present status and defects of the law of 

nations.
170
 

（8）Under existing conditions, a nation might refuse to submit 

a justiciable case to arbitration, or it might decline to 

accept or carry out an arbitral award which went against its 

interests.
171
 

（9）No nation can now rely on its own isolated force for 

safety and for satisfaction of injured interests, violate 

honor and outraged justice.
172
 

（10）There must be a radical change of the attitude of nations 

                                                        
169
 同上，頁 69。 

170
 同上，頁 69。 

171
 同上，頁 71。 

172
 同上，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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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one another: there must be a new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 new jurisprudence.
173
 

所以，總體而言， “nation”一詞的出現基本上指稱的一種胡適所希冀的國

家的理想狀態，或者說，是對比目前情況下而言的一種應有狀態。而反觀 

“state”一詞在除了與 “sovereignty”連用之外，唯一一次使用情況如下： 

（11）Instead of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 we must regard 

the state as merely one of the many groups to which the 

individual belongs and which, to use the words of Professor 

Harold Laski, must “compete for his allegiance just like his 

church or race or trade union, and when conflicts arises the 

choice of the individual must be made on moral grounds.” 

Instead of exalting the nation-state ‘über Alles’, we must 

realize that the state is only a means to the well-being and 

fre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s that compose it; and that 

whatever improvement of world-organization tends to enhance 

the safety of the state from external threats of aggression 

and destruction, is entitled to the devotion and support of 

every patriotic citizen.
174
 

筆者已在故事三中翻譯了這段文字。此段文字無疑強調的是國家與個人的關

係，但主張已與上海時期胡適的國家概念截然相反，國家成爲了一種促進其

所組成的個人的福祉與自由發展的工具。這次 “state”的使用已經是此篇

獲獎論文的結論部份，胡適是如何在大談 nation作為一種理想狀態之後，最

後卻又落實到 state 的討論上的呢？這裡就得重新梳理一下《國際關係有取

代武力之道否？》的論述過程。 

全文共分四部份。胡適開篇圍繞著 “force”這個詞解題——胡適認為，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需要「力」（force）來完成，「力」自然就包括了國家的一

切政治行為。也就是說，無論是國家對外的武力或是對內的法律，都是一種

                                                        
173
 同上，頁 72。 

174
 同上，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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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實施。所以這裡不應該無休止地討論所使用的力到底是該受到鼓勵還是

譴責，或者奢望在國際交往中的力可以被取代的問題，而是說，既然力的使

用是一個必然，就應該關注如何保證一種真正有效率、象徵著正義的力被使

用。這就進一步會牽涉到的是一個這樣的問題：力的使用到底是該由以國內

利益為優先考慮的相關團體負責，還是交給一個更高級別的、代表公正的權

力機構？胡適基於對於一戰的觀察，認為國際之間的糾紛正是因為代表著國

內利益集團的國家尚未學會如何有效地使用力，戰爭成為了一種國家之間力

量的相互抵消，即一種以最大浪費與最低收益、揮霍各個國家力量的表現。

於是，他開篇表明主張，解決國際糾紛的方法便是採用最經濟有效的方式，

從國家之上的國際層面，來重新組織世界上各個國家的力。
175
 

胡適隨即在正文中追溯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並把它解讀為一種人類管

理力的發展史——一個從野蠻、無法律約束的狀態到文明、有法律保障的狀

態。他具體援引了杜威的話，認為法律（law）便是現代國家減少力的相互抵

消與浪費、有效管理力的實施的最好表現。然而法律作為力的管理並不應當

以國家的範疇作為發展的盡頭。當我們親歷眼下的一戰時就應該認識到，1899

年及 1907年所通過的海牙公約已經失去效用，力的實施急需在世界層面得到

重新組織。於是，這裡就需要由一個高於各個國家的國際組織來處理國家之

間力的浪費。
176
 

具體來看，爲了以最小量的力達成國際團結友好的目的，呼之慾出的便是

一部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胡適認為這部國際法應該包含三項改進：

一是應該大大擴展國際法所能裁決的國家糾紛的範疇，只要正常國家間外交

無法解決的糾紛，都應第一時間由國際法受理；二是需要時刻修正并改進國

際法，使之對現實政治的變遷保持約束作用；三是對違反國際法的對象，必

須採用經濟及武力制裁（economic and military forces）。其中，第三點至

關重要，這是因為一個強有力、代表著正義的國際組織可以通過實施經濟或

武力制裁，有效避免不必要的國家之間的力的浪費、減少力的使用總量，更

可以在國際友好與和平的宣傳與教育上產生積極意義。
177
 

                                                        
175
 同上，頁 64-67。 

176
 同上，頁 67-69。 

177
 同上，頁 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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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胡適亦清醒地認識到，讓各個國家承認並遵守這樣的國際法，必須

在這個「力的世界」，對於國家之於世界以及國家之於個人這兩個方面提供新

的理論詮釋。在國家之於世界的層面上，胡適認為必須有一種新的國家主權

理論的提出：胡適將舊的主權論概括為一種國家不受來自國家之外法律責任

的自由。在這裡，胡適所說的舊的主權論，即是韋伯從社會學角度對於「國

家」的定義——「一個在某固定疆域內（在事實上）肯定了自身對武力之正

當使用的壟斷權利的人類共同體。」
178
舊主權理論中，國家的正當性來自於國

家內部。而胡適所主張的新主權論，則是一種基於其他國家認可及尊重的自

主合法權利。在這種新的主權論下，國家的權利只有隸屬於一種國際層面的

主權下才能得到加強而非損害。於是，新的主權理論增加了來自外部對國家

的約束。可見，這種新的國家概念弱化了國民之於國家的角色，而國家的正

當性更多來自於世界層面的法制性支配。考慮到這是民族主義正興之時，這

種新的主權理論就又需要對於國家之於個人為何展開重新的認識。胡適在此

批判了狹義的民族主義，即國家至上的思想，他呼籲每個國民需要認識到，

國家只是一種個人達成自我幸福及自由發展的工具，而國際組織的出現正是

爲了保障個人免於國家之間戰爭的威脅與損害。因此，即便國際組織使用經

濟、甚至是武力手段處理國家事務，這也是出於對於這個國家每個國民的熱

愛與支持。
179
 

最後，胡適回到了力的概念，并談到了對於政治家的冀望。基於他所判斷

的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所預示的那樣，力的實施是要以理性支配的。法律的

誕生，正是表明力不應該以衝突為常態，而是應該以合作的形式達成人類共

同的目標。而眼下的大戰正是我們繼續理性化力的實施的契機，即從國家的

層面上升到國際的層面實施法律。這就需要政治家勇於突破歷史宿命論的約

束，積極有為地運用人類的財智與資源，創造一種基於人本主義關懷的國際

政治新格局。
180
 

有學者認為，這篇文章「奠定了胡適一生的政治哲學」與「國際關係的理

                                                        
178
 韋伯[Max Weber]著，錢永祥等譯：《學術與政治——韋伯作品集 I》，頁 197。 

179
 同上，頁 73-74。 

180
 同上，頁 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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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181
這的確一定程度上能從胡適回國後的演講、追憶及多次相贈與好友的

文字中得到印證。不過，筆者的眼光首先放在了這篇文章的過去，於是觀察

到的是這篇可以總結他留學生涯思想變遷的文章，實在有著以「今日美國之

我非昔日上海之我」的意味。這種轉變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筆者會在第二

章詳細展開。 

 

第四節 Interdependence, Coercion, Charter——故事三的比較研究 

關於這篇「奠定了胡適一生的政治哲學」的文章所代表的國家概念的思想

來源，胡適自己倒是提供直接的線索——在 1916 年 7 月 12 日的留學日記中

說，他說「此文【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受安吉爾與杜威兩先生的影響最大」。
182
這一節，筆者就選擇安

吉爾（Norman Angell）、杜威及《聯合國憲章》中的相關概念，與胡適在留

美末期的這種國家概念進行比較。 

1. 安吉爾的“Interdependence” 

諾曼·安吉爾爵士（1872-1967），1933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二十世紀

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的先驅。在他四十多本著作中最為暢銷、且

影響力最大的便是《大幻覺》（The Great Illusion）一書。這本書初於 1909

年以《歐洲視錯覺》（Europe’s Optical Illusion）為題在倫敦發行，一年

後推出擴充版本、並改題為《大幻覺——一項國家武力之於經濟與社會利益

的關係研究》（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Nations to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Advantage）。由於反響

熱烈，安氏又在 1911 及 1912 年相繼推出修訂版，並將 1912 年版再次改題，

新書名為《大幻覺——一項武力之於國家利益的關係研究》（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to their 

National Advantage），此版又在兩年內重印四次。二十年後，安氏又基於國

際形勢的變化於 1933 及 1938 年再推修訂版。版本如此頻繁的更新，不僅是

因為作者急於對於這本暢銷書即時引起的頗多爭議作出迴應、修正或是擴充，

                                                        
181
 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頁 445。 

182
 《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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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由於國際形勢的風雲突變逼迫著這部國際關係學的開拓性著作不得不與

時俱進。
183
 

胡適第一次提及《大幻覺》（亦是首次提及安吉爾）是在 1914年 10月 26

日的日記中。他是這樣評述安氏及其著作的： 

安氏之書《大幻覺》（The Great Illusion），以為列強之侵略政策毫無

實在利益，但有損害耳，不惟損人，實乃損己。蓋今日之世界為航路電

線所聯絡，譬之血脈，一管破而全身皆受其影響。英即敗德，不能無損

其本國財政也。德之敗英、法亦然。能知斯義，自無戰禍矣。其書頗風

行一世，謂之安吉爾主義（Angellism）。余以為此一面之辭耳。
184
 

胡適精簡地概括了安氏之書的主旨，認為「此一面之辭耳」。但不到一年的時

間，他就在 1915年 6月接觸了安吉爾本人之後，「知其不然」，為安氏來了個

徹頭徹尾的平反。
185
又過了一年，他更是在談到獲獎徵文時直接致謝安氏的

學說。不過，有趣的是，胡適從始至終沒有引用過《大幻覺》中的原文，
186
他

的追憶文字中對於此書也只是頗為籠統地介紹，
187
所以筆者有意首先選取的

比較對象就是安氏這本著作中的相關概念。 

進行比較之前，第一個需要解決的是《大幻覺》的版本問題。筆者在此選

用的版本是以《歐洲視錯覺》為題的 1909年版本以及以《大幻覺——一項武

力之於國家利益的關係研究》為題的 1913 年版本。選擇 1909 年版的原因，

                                                        
183
 關於這些版本之間的差異，參見 Martin Ceadel, “The Founding Tex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rman Angell’s Seminal yet Flawed The Great Illusion 

(1909-1938)”,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7, Issue 04 (October 
2011), pp.1674-1676, 1684-1692；或直接參考 Martin Ceadel所著的 Norman Angell傳

記，在相關時間段內有頗為詳盡的史實記錄與分析，見 Martin Ceadel, Living the 
Great Illusion: Sir Norman Angell, 1872-196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87-152, 301-356。  
184
 《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520-521。 

185
 《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138。 

186
 胡適在 1915年 7月 1日追記親識安氏的日記中，引用安氏一大段文字，以表安氏學說

的大旨，見《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138-139。但這段文字並非《大幻覺》內的文

字，而是刊登於 1915年 3月 War & Peace: A Norman Angell Monthly上的文字，見

George W. Nasmyth, Social Progress and the Darwinian Theory: A Study of Force 
as a Factor in Human Relations (New York and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916), pp.190。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段安氏 1915年的文字已經與《大幻覺》的主張有

所不同，可參靠 Martin Ceadel, Living the Great Illusion: Sir Norman Angell, 
1872-1967, pp.153-234。 
187
 胡適口述，唐德剛整理：Th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Dr. Hu Shih（北京：外語

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2），頁 66-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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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於之後的版本都是基於最初版本的主要主張與概念解析進行修訂的，所

以有必要對其中的基本問題進行澄清。但可惜的是，筆者沒能找到這個版本

的複本，所以只能基於二手資料進行相關展開。而選擇 1913年版的原因，一

是由於可以得到此版本的原文，更為重要的則是胡適在追憶中明確是以此版

本的信息註釋《大幻覺》的。
188
且不論他的追憶是否準確，不妨基於此版本的

原文，對於 1909年版本的相關概念進行補充與澄清。 

安吉爾創作《歐洲視錯覺》的動機，最主要可能是受感於二十世紀初英德

之間的矛盾。
189
作為當時英國倫敦《每日郵報》（Daily Mail）歐洲大陸版的

出版經理，安氏對於德國威脅的迴應，便是通過著作此書指出一種普遍存在

於當時歐洲政治家眼中的所謂「幻覺」。這種幻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便是

誤認為「政黨或是國家可以通過政治或是戰爭方式獲得他國的物質利益」，即

以為「權力意味著財富與利益」。
190
為了說明這一點，他通過對於英國、德國、

法國等歐洲國家的案例指出：一、國際金融體系的連鎖易碎性讓現代國家互

相依存（interdependence），所以一個國家無法通過戰爭獲得任何經濟利益；

二、即使是殖民統治亦無任何實質效益可言。這兩個主張在當時被普遍認為

是一種「戰爭無用」或是「戰爭無可能」的宣言，同樣也可解讀為富有「不

抵抗主義」或是「國防無用」的意味。
191
 

在這個大膽論旨背後的核心問題，無疑是安吉爾所謂的 interdependence

究竟是什麽意思。在 1913年版中，所有 “interdependence”出現的句子都

是與 “economic”、 “financial”、 “commercial”連用的。也就是說，

安氏所謂的國家之間的互相依賴，純粹指的是一種經濟意義上的依賴性。這

裡需要從兩個角度來具體分析這種經濟意義上的依賴性：邏輯上來說，這個

經濟意義上的互相依賴性其實基於的是古典經濟學中的貿易理論，即伴隨著

國家現代化的過程，勞動分工使得生產及生產方式專業化及碎片化，這種現

代 性 的 生 產 方 式 ， 就 是 所 謂 的 國 際 貿 易 專 業 化 （ international 

                                                        
188
 同上，p.66-67。 

189
 Martin Ceadel認為安氏一共有四個創作動機，但德國海軍之崛起對於英國的挑戰是直

接的靈感來源。見 Martin Ceadel, 「The Founding Tex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rman Angell’s Seminal yet Flawed The Great Illusion (1909-1938)」, pp.1673。 
190
 同上，pp.1674。 

191
 同上，頁 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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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ization），體現為一種國家在資源及勞動力上互相依賴的特性。而互

相依賴的同時，是潛在的脆弱與傷害。安吉爾從當時英國和德國的現代化過

程中發現，一個國家的工業都要依賴於其它國家提供的資源支持，所以一旦

戰爭打破這個經濟鏈條，任何一方的國家經濟都會面臨重創。
192
然而，如果從

歷史角度來看，這種古典經濟學意義上的貿易理論是需要歷史條件的。安氏

就注意到了當時一些國際信用、契約及通訊機構的出現。他據此進一步推斷，

國際金融貿易之所以可以運行，都是建基於這些機構之間的互信以履行契約，

同時又是認同於強制性條約法律的權威。在這個全球貿易專業化系統之中，

戰爭的爆發會使得國際金融機構之間的互相依賴性使如多米諾骨牌一般逐步

瓦解，並最終造成對於整個信貸體系毀滅性的打擊。
193
 

國家及國際關係在這種互相依賴的現代化生產方式下就需要重新定義。

就國家而言，安吉爾認為，伴隨著現代性的世俗化、政教分離、移民及價值

多元化，國家概念對於民眾而言更多意義上只是他們生活中的行政機關，即

政府。
194
而隨著國際金融機構的崛起，國家的權力由於被國際信用、契約及通

訊機構奪走了很多專業化和決策性的職責而愈發萎縮，最後的結果便是帝國

的瓦解。
195
就國際關係而言，國際法的建立與改善就顯得愈發重要。為了維護

和平，一方面是要擴大國際法的法律效益以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的安全與契約

精神的不可侵犯，另一方面也要與複雜的國際形勢與時俱進。而爲了確保國

際法的有效實施，就需要對力（force）這個概念進行再定義——力的目的必

須是「秩序的建立」（establishment of order），即達到既存的或是潛在的

社會經濟合作： 

法國能從阿爾及利、以及英國能從印度得益都是因為武力在殖民的過

程中是以監督管轄（police）為目的，即建立與維持秩序【……】當我

們看到軍事介入某地區時，我們不要以為這是一種吞併的結果，因為這

只是真正的力爲了維持秩序所作的必要措施。這就是英國發生在埃及

                                                        
192
 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to National Advantage (New York and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913), pp.53-

54. 
193
 同上，頁 79。 

194
 同上，頁 305。 

195
 同上，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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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印度的故事。
196
 

換言之，正當的力的使用不能被認為是一種衝突，而應該被認為是一種以介

入的方式實現人類社會與經濟層面的合作。 

最後，安吉爾也注意到，這種社會結構的根本性改變對人的思維方式

（pattern of thought）亦造成了後果，而其中最為顯著的特點便是一種功

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經濟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首先是受利益驅

動的。不過它的背後除了利益動機之外還有更基本的制度性內容： 

當我們提到一個國家的財富、或是一個群體的利益時，我們究竟指的是

什麽？我們其實指的是最大多數人能夠得到更好的生存環境，即擺脫

貧困飢餓、不再擔憂衣食住行、老弱病殘得到照料、生命既能延長又能

快樂。同時這又不是全部，我們還指的是最大多數人能夠得到好的教育，

工作穩定，家庭和睦，個人活得既得體又有尊嚴。這些不只是應當屬於

極少數人的，而應該是給予大多數人的。
197
 

也就是說，國民的幸福是現代社會最基本的政治理想，但這必須以可見的形

式在這個物質世界彰顯出來，而所謂的功利主義原則便是實現這個可能的最

好方式，因此民主制度便是這種思維方式運用到政治政策上的必然結果。 

已有不少學者對於安吉爾的這套國際理論進行過系統性的批判。
198
筆者在

此只是想指出，胡適留美末期的國家概念的確有著安氏學說的不少痕跡：例

如將力的管理看成是一種人類發展史上的進步，又如主張更為先進的管理必

須上升到國際層面，從而必須將國家視為個人實現幸福的工具等，都是《大

幻覺》的主旨。然而，《大幻覺》本質上來說始終是一部以經濟學角度考量國

際政治的著作，而經濟學術語或概念在胡適的《國際關係有取代武力之道否？》

一文中卻是無跡可尋的。這讓筆者聯想到了唐德剛對胡適追憶中的一段話： 

胡先生告訴我，他在康乃爾讀大學本科時【1910-1914】，對經濟學

就沒有興趣，未嘗選修有關經濟學的科目，因而他一輩子對各種經濟學

                                                        
196
 同上，頁 145。 

197
 同上，頁 172-173。 

198
 相關批判可參考 Martin Ceadel, “The Founding Tex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rman Angell’s Seminal yet Flawed The Great Illusion (1909-1938)”, pp.1676-

1684；又 Cornelia Navari, “The Great Illusion Revisited: The International 

Theory of Norman Angel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5, No.4 (Oct., 
1989), pp.35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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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也很少涉獵。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談政治問題的致命傷。《五四運動

史》的作者，老友周策縱對胡氏的批評，也就著重在這一點。一個學者

如對新興的經濟學基本的概念也不清楚，那他對現代的政治問題本來

也就無置啄餘地！
199
 

2. 杜威的“Coercion” 

除了對經濟學不感興趣，另一個胡適沒有採用任何經濟學用語的原因便

是胡適發現了杜威關於力的哲學理論，所以他的獲獎論文也致謝了這位師從

一年不到的博士導師。《國際關係有取代武力之道否？》原文中的確有援引杜

威在 1916年發表的一篇《力與強制》（Force and Coercion）的原文，而根

據胡適自己的追憶，他的獲獎論文還參考了另一篇杜威的同年文章《力、暴

力與法律》（Force, Violence and Law）。
200
因此，筆者就選取杜威的這兩篇

文章來作為第二項比較研究的對象。由於兩篇文章在行文結構及論證內容上

基本一致，因此可以將兩文結合在一起來理解杜威對於力（force）的理解。 

一戰所帶來的政治、經濟、社會變革促使著人們重新思考一系列關於武力

與法律之間關係的問題，其中當然包括當時已經聲名顯赫的杜威。兩篇文章

都是寫於 1916年，是杜威在一戰尚未結束之時對於戰爭進行的反思。
201
杜威

認為，重新解決武力與法律之間關係的問題的第一步，是分辨力（force）的

三 種 概 念 ， 或 者 說 力 的 三 種 作 用 —— 能 量 （ energy ）、 強 制

（coercion/constraint）與暴力（violence）。杜威是如此定義并區分三者

的： 

能量（energy）是一種褒義的力量（power）的使用；它是人們做任何

事以完成某種目的（end）時所必須利用的力量。但如果你願意，力

（force）本身依然可以是一種非理性的力，并純粹可以通過它所導致

的結果將它理性化。這種力，即發狂了的力，便是暴力（violence）。

反對暴力不是因為它使用了力，而只是因為它是一種力的浪費，一種無

益的、破壞的力的使用。我的理解是，被稱之為法律的力的使用，即所

                                                        
199
 唐德剛：《胡適雜憶》，頁 59. 

200
 胡適口述，唐德剛整理：Th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Dr. Hu Shih，頁 69. 

201
 關於杜威在一戰戰時及戰後觀念及立場的變化，參見 Robert B. Westbrook,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95-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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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強制，便是一種經濟有效的力的使用，即以最少浪費達到結果的方

式。
202
 

用杜威自己所舉的例子來說：一輛車向右轉彎作為一件運動事件，便是能量

（energy）的使用；這輛車失去控制地在馬路上亂衝亂撞，便是暴力（violence）

的使用；運用力量讓一個人遵守交通規則，便是強制（coercion）的使用。

203
回顧人類的文明史，從兵營、到治安法庭、再到監獄，從監獄、到工廠、到

會計室、再到銀行，這個發展的過程其實就是一部約束暴力的進化史，而法

律的誕生便是人們有能力理性高效地使用力的佐證。 

杜威指出，力的使用是無可避免的，關鍵問題是我們得區分不同的力的使

用，什麽樣的力才能被認為是正當的。他觀察到，現代國家通常用諸如共同

意志（common will）、共同覺悟（common consciousness）來美化力的使用，

國家也因之被賦予了道德人格（moral personality），或者至少說是法律人

格（juridical personality），而我們也因此習以為常通過道德標準來評價

力的使用。
204
但他認為，唯一可以評判力的使用的價值標準，不能來自道德範

疇，而只能在於通過評判力在特定情況下作為一種工具，在達成目的過程中

的相對效率和所使用的力量的多少。
205
杜威在此具體批判了不抵抗主義，因

為不抵抗主義對於戰爭的批判都是就著武力的使用有著本質的不道德性而展

開的，而不是從比較力的使用的有效性、從而指出眼下這場戰爭是如何愚蠢

地浪費力的角度展開論述。
206
所以，對於杜威來說，真正造成一戰的原因，並

非是什麽道德淪喪的問題，而是人類尚且無法處理好力的組織，或者說，現

有的組織（即國家）在力的管理上存在著漏洞。
207
 

這裡需要澄清的是，有效地組織力以達到目的，其在實際情況下往往蘊涵

                                                        
202
 John Dewey, “Force, Violence and Law”,in The Middle Works, 1899-1924, Vol. 

10: 1916-1917, ed. by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6-1983), pp. 212. 
203
 John Dewey, “Force and Coercion”, in Ibid., pp.246. 

204
 John Dewey, “Force, Violence and Law”, pp. 212. 

205
 “The only question which persons can discuss with one another concerns the 

most effective use of force in gaining ends in specific situations.” 見 John 

Dewey, “Force, Violence and Law”, pp.213；又 “The criterion of value lies in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and economy of the expenditure of force as a means to 

an end.”見 John Dewey, “Force and Coercion”, pp.249。 
206
 John Dewey, “Force and Coercion”, pp.250. 

207
 John Dewey, “Force, Violence and Law”, pp.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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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可能的衝突，即一定意義上力的浪費。杜威一方面呼籲需要公正的裁判（an 

impartial umpire）來充當力量的節約者（energy saver），另一方面也強調，

沒有任何先驗的或是先前的原理可供參考，我們只能夠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為了說明這一點，他舉了這樣一個例子：美國勞工運動中時常聽到勞動自由

及擇業自由的呼聲，但杜威認為這種聲音並未能觀察到，特定情況下（比如

戰爭時期）封閉式工廠（只僱傭某一工會會員的工廠）恰恰是經濟效益更高

的組織。個人自由的確在一個階段被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但這只是因為

個人自由的效率因數（efficiency factor）決定了它的價值。當我們現今的

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不再能夠解放個人的生產能量，並從而成為一種阻礙的時

候，它就當被廢除。所以，每一次力的使用以達到目的，都是具體的，教條

主義與經驗主義都是要避免的。
208
 

杜威對於建立一個公正的裁判以超越國家似乎也有所保留，他是這麼看

待國際性的強制維持和平聯盟的： 

我不想去懷疑任何旨在觸及事實且伴有切實行動的主張。組織一個

強制維持和平的國際聯盟、一個國際警衛隊，的確是觸及到了實際。儘

管如此，力的使用要在社會上真正有效，是不能通過從外部強加予以實

現的，而應該通過來自於內部的力量。我們美國人之所以能夠共享繁榮、

友好往來，並不是因為開國之父制定了一個美國政府，并武裝它使其具

有執行力。美國的成立，是因為人民之間的共享繁榮、友好往來在建國

前就已存在。毫無疑問，國家的成立可以促進各種分歧的平復與融合，

但是它並不能用外在的力量把商業、交流、統一的傳統及願景強加在十

三州上。而這些，恰恰是在建國之前業已存在的聯合與組織中已經孕育

好了的。除非一個強制和平的組織是建立在業已存在的具體利益的基

礎上，然後進行自然的調和，否則這個組織不可能順利展開工作。
209
 

很明顯，杜威基於對於當時國際形勢的判斷，認為就強加一個國際組織以起

到一個力量節約者的角色而言，時機尚未成熟。這也恰恰很有可能是杜威寫

這兩篇文章的動機所在，即至少在當時，他可能認為國家的政治家們、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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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Dewey, “Force and Coercion”, pp.250-251. 

209
 John Dewey, “Force, Violence and Law”, p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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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多數人，在究竟力為何、以及如何判斷力的使用的問題上還未形成共識，

如果貿然花費大量力量強行設立一個國際組織，不一定會真的起到力的有效

管理的目的，反而很有可能造成個別國家的強烈對抗。 

當我們將杜威的觀點與胡適的《國際關係有取代武力之道否？》相比較，

很明顯，胡適在力的使用的必然性與人類管理力的發展史的理解方面都有著

深深的杜威烙印，但對於設立國際組織這一點上存在明顯分歧。相較於杜威

的保守，胡適更偏向於樂觀地認為，既然法律是力的使用的高效方式，就應

該將之發展上升到國際層面，而之後可能面臨的相關問題都應該在國際法這

個層面來展開，即擴大國際法的法律效應、保證國際法的與時俱進、保有國

際法採用經濟及武力制裁的終極權力。 

3. 《聯合國憲章》 

筆者在此節最後選取的比較對象是《聯合國憲章》。《憲章》作為當代最重

要的國際法文件，其中最為核心的部分便是關於武力使用的相關條款。胡適

在《國際關係有取代武力之道否？》中提到的海牙公約及強制維持和平聯盟，

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近代國際社會對戰爭權的行使所施加的早期限制措施，而

關於使用武力從合法到非法的歷史漸進過程中，二戰後《聯合國憲章》的頒

布無疑是國際法發展史上的一次飛躍。《憲章》第一章（宗旨及原則）第二條

第四項明確規定： 

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

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state）之領土完整

（territorial integrity）或政治獨立（political independence）。

210
 

可以發現，第二條第四項的措辭存在一定的模糊性。這是由於作為一部憲法

性文件，即一部具有較大限度的靈活性與適應性、以力求普遍性意義的非條

約性文件，條款在理論上與現實中都需要存在著一定詮釋空間。不過，這並

不是說詮釋是可以任為的。所有對於第二條第四項的法律詮釋還是基於這些

                                                        
210
 <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chapter1.shtml>, [Accessed 29 Mar]. 

英語原文為， “All Members shall refrain in thei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gains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any state, or in any other manner inconsistent with the 

Purpos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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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問題：何謂「國際關係」？何謂「國家」（state）？《憲章》中又有

哪些武力是合法的？條件又是什麼？ 

何謂「國際關係」？一般意義上，所謂的國際關係就是代表國家之間的關

係，這與《憲章》第二條第七項所規定的不干涉「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

相一致，所以第二條第四項禁止的威脅或武力是針對他國的行為。例如，一

國政府對本國內部的分裂活動進行武力鎮壓，這並不違反第二條第四項的規

定。然而，在一些情況下，所謂的「國際關係」在實踐過程中會產生一些例

外情況。黃瑤曾就這些例外情況做過總結，概括如下：一、國內問題轉變為

國際問題——內戰規模擴大到國際範圍，例如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在反殖

民運動中，第三國或國際社會往往會「合法」地對作為解放運動的一方提供

非軍事或軍事援助；二、聯合國安理會的介入——安理會認為一國內戰構成

國際和平的威脅或破壞，例如安理會 1992 年派遣維和部隊介入南斯拉夫內

戰；三、可歸因於國家的私人武力行為——例如海盜行為、空中劫持行為和

侵害外交人員的行為等恐怖主義活動。
211
可見，所謂的國際關係並非嚴格意

義上的國家外交事務，反而時常由於聯合國或是大國或是強國以不同名義的

介入，涉及某國的內部事務。 

何謂「國家」（state）？不同於筆者在導言部分關於國家概念的綜述中所

介紹的政治學界討論，從國際法的角度上，法律學者們對 state 的看法基本

是一致的：只要具備的條件或稱「國家的要素」包括固定的居民、確定的領

土、政府以及與他國交往的能力，便可被視作第二條第四項所指稱的國家來

看待。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個定義下的國家無需其他國家的承認，因為這

樣可以有效防止某國以不承認他國的「國家」身份為藉口進行戰爭侵略。
212
值

得注意的是，在第二條第四項中，「領土完整（territorial integrity）」與

「政治獨立（political independence）」這兩項國家要素中被特別指出，它

們也的確是政治學意義上國家主權的核心所在。然而，一國捍衛領土完整與

政治獨立的行為是可能如第二條第四項亦提及的那樣「與聯合國宗旨不符」

的，這背後也往往會牽涉到錯綜複雜的政治因素，從而使得第二條第四項本

                                                        
211
 黃瑤：《論禁止使用武力原則——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法理分析》（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3），頁 209-228。 
212
 轉引自同上，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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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有可能成為一個自相矛盾的條例，所謂的人道主義介入便是一例。
213
 

《聯合國憲章》中又有哪些武力是合法的？條件又是什麼呢？從現實意

義來看，武力使用的合法情況只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情況是針對單個國家而

言，根據《憲章》第七章（對於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壞及侵略行為之應對

辦法）第五十一條規定，一國只有在自衛情況下才能使用武力： 

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受武力攻擊時，在安全理事會（the Security 

Council）採取必要辦法，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以前，本憲章不得認

為禁止行使單獨或集體自衛（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self-

defence）之自然權利。會員國因行使此項自衛權而採取之辦法，應立

向安全理事會報告，此項辦法於任何方面不得影響該會按照本憲章隨

時採取其所認為必要之權責，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及安全。
214
 

也就是說，在聯合國安理會介入之前，國家在被侵略時完全可以單獨採用武

力自衛，或是與他國一起組織集體自衛，以維護本國領土完整及政治獨立。

第二種情況便是聯合國授權或是直接採取的武力行動。《憲章》第七章同樣對

此有著明確的遞進式條件性規定： 

第三十九條：安全理事會應斷定任何和平之威脅（threat to the 

peace）、和平之破壞（breach of the peace）或侵略行為（act of 

aggression）之是否存在，并應作成建議或抉擇依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

二條規定之辦法，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及安全。 

第四十一條：安全理事會得決定所應採武力以外之辦法，以實施其

決議，并得促請聯合國會員國執行此項辦法。此項辦法得包括經濟關係

（economic relations）、鐵路（rails）、海運（sea）、航空（air）、

                                                        
213
 此問題受篇幅限制，未能展開。相關案例參考同上，頁 106-152。 

214
 <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chapter7.shtml>, [Accessed 29 Mar]. 

英語原文為， “Nothing in the present Charter shall impair the inherent right 

of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self-defence if an armed attack occurs against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til the Security Council has taken measures 

necessary to maintain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Measures taken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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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ed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shall not in any way affect the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under the present Charter to take at 

any time such action as it deems necessary in order to maintain or restore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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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postal）、電（telegraphic）、無線電（radio）及其他交通工具（means 

of communication）之局部或全部停止，以及外交關係之斷絕

（severance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第四十二條：安全理事會如認第四十一條所規定之辦法為不足或已

經證明為不足時，得採取必要之空海陸軍行動（action by air, sea, 

or land forces），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及安全。此項行動得包括聯

合國會員國之空海陸軍示威（demonstrations）、封鎖（blockade）及

其他軍事舉動。
215
 

所以，當情況被安全理事會評斷為構成國際和平之威脅與破壞時，首先採取

的措施應是「經濟關係、鐵路、海運、航空、郵、電、無線電及其他交通工

具之局部或全部停止，以及外交關係之斷絕」。如果這個非武力措施不足以解

決問題，安全理事會方能派遣聯合國維和部隊。而關於維和部隊的構成與軍

事任務如何展開，也存在相關的條例進行規定： 

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聯合國各會員國為求對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

有所貢獻起見，擔任於安全理事會發令時，并依特別協定，供給為維持

國際和平及安全所必須之軍隊（armed forces）、協助（assistance）

及便利（facilities），包括過境權（rights of passage）。 

第四十六條：武力使用之計劃應由安全理事會以軍事參謀團（the 

Military Staff Committee）之協助決定之。 

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茲設立軍事參謀團，以便對於安全理事會維持

國際和平及安全之軍事需要問題，對於受該會支配軍隊之使用及統率

問題，對於軍備之管制及可能之軍縮問題，向該會貢獻意見并予以協助。 

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軍事參謀團應由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th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之參謀總長或其代表

組織之。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在該團未有常任代表著，如於該團責任之履

行在效率上必需該國參加其工作時，應由該團邀請參加。 

 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軍事參謀團在安全理事會權力之下，對於受

該會所支配之任何軍隊，負戰略上之指揮責任（the strategic 

                                                        
215
 <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chapter7.shtml>, [Accessed 29 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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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on of any armed forces）；關於該項軍隊之統率問題，應待

以後處理。 

第四十七條第四項：軍事參謀團，經安全理事會之授權，并與區域

內有關機關商議後，得設立區域分團（regional agencies）。
216
 

概括來說，聯合國維和部隊應由各國軍隊響應聯合國發令而組成，經安全理

事會授權，由軍事參謀團負責指揮。而軍事參謀團由五個常任理事國的代表

及特邀代表（如有必要）構成，部隊可在區域範圍內執行軍事任務。 

不過，當我們回溯歷史，現實是《聯合國憲章》第七章的這些條款始終沒

有在實踐中得到落實。在二戰後美蘇冷戰的背景下，謀求五個常任理事國就

軍事參謀團的決議以及維和部隊的構成達成一致，幾乎成為天方夜譚。這個

情況迫使聯合國安理會長期依賴《聯合國憲章》第十七章（過渡安全辦法）

中的相關條例對於地區性爭端給予應對。而維和事業直至冷戰結束，才得以

逐漸興起。所以，作為一部具有較大限度的靈活性與適應性、以力求普遍性

意義的憲法性文件，《聯合國憲章》中的理念在現實中由於具體的政治環境存

在著運用上的大量可能性與偶然性，實際效能因此也受到嚴重削弱。 

 

小結——語詞與事物的內在統一 

此章分別圍繞著故事一與故事三進行的概念分析（第一節與第三節）與比

較研究（第二節與第四節），都是試圖回答筆者提出的頭兩個研究問題：1.在

胡適第一手材料中出現的指稱國家的語詞與語句，究竟代表著怎樣的國家概

念？2.這些被胡適用來指稱國家的語詞，與實體國家之間是否具有內在統一

性？從語詞使用的角度來觀察，在藉助語詞來認知國家及國家的性質的過程

中，兩個故事中的胡適分別引入了諸如「國家」、「國民」、「愛國」、 “Nation”、 

“Force”、 “Law”等語詞進行指稱與解釋，而如果擴展至整個研究範圍內

的第一手史料，胡適則分別用過「邦」、「邑」、「國」、「國家」等中文字詞，

以及 “country”、 “nation”、 “republic”、 “state”、 “nation-

state”等英文詞語指稱過國家，而其它諸如「道德」、「民族」、「世界」等語

詞，更是在相關句子中常與國家概念相伴隨行。尚不論胡適所用的語詞與筆

                                                        
21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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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導言中國家概念綜述里的對應語詞是否意義統一，即便是對於胡適的語詞

使用產生直接影響的相關學者及文獻中的對應語詞（即筆者在此章中所進行

的比較研究）都能發現兩者之間的差異性。另外，從規範意義上來說，晚清

民初的中國之為一個國家，到底又該用哪個中文字詞或是英文詞來正確指稱

呢？1912 年前的中國是「天下」、1912 年起則該用「國家」？如果用英文詞

的話，是該用 “Empire”來指稱大清國？又是該用 “Republic”還是 

“nation-state”來指稱中華民國呢？這些問題都是具體化了研究問題 1 與

2 的提出。如果更進一步從抽象的角度來看，這裡實則提出的是基本的語言

哲學問題：語詞和事物之間是否具有內在統一性？我們到底能不能談論所用

的語詞來指稱對象具有正確性？ 

這個問題如果放在希臘啓蒙思想之前來回答是無須爭議的，因為希臘文

中的「語詞」一詞，Onoma，同時已經包含有「稱呼」的意思，即「語詞僅僅

是名稱」，「名稱附屬於它的承載者」。
217
然而，當希臘啟蒙思想家們開始由對

於自然的探索轉向人類社會的關懷時，他們在語詞隸屬於事物的可靠性問題

上產生了懷疑。這便是柏拉圖（Plato）《克拉底魯篇》（Cratylus）的背景。

在這篇對話錄中，赫摩根尼（Hermogenes）所主張的「語詞是約定的」，與克

拉底魯說主張的「語詞是自然的」，便是兩種界定語詞與事物關係的理論。具

體用語詞指稱國家來說明——赫摩根尼主張對於國家這個東西，每個語言共

同體都有各自不同的名稱，命名成為了某個語言共同體內的參與言說者之間

的相互約定，他們可以隨意更改對國家的命名，而如果某一語詞指稱國家通

行既久，便就約定俗成了；而克拉底魯則主張對國家的指稱是存在合乎國家

本性的對錯之分的，例如中國人把國家稱為「胡適」肯定是錯誤的。而且，

國家可以依據其所命名的內容決定其認知的可能。例如，英文 state 來源於

拉丁文 status，本義是「立場」、「狀況」、「條件」或「身份」，這對於理解中

世紀之後學者將其作為政治術語並進而指稱國家具有認知上幫助的作用。 

對話的前半部份是蘇格拉底與赫摩根尼的對話，蘇格拉底大致上支持克

拉底魯的自然理論而質疑赫摩根尼的約定理論。通過進一步將語詞比作工具，

                                                        
217
 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著，洪漢鼎譯：《詮釋學：真理與方

法》[Truth and Method]（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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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引入模仿說，蘇格拉底猜測了古人的構詞方法。但對話的後半部份蘇格拉

底對於自己之前獲得的結論又產生了疑慮，並轉向克拉底魯，提出了他的語

詞圖像說，從而反過來對於赫摩根尼的約定理論提出了有利的論據。這篇關

於語言理論的討論最後似乎是在暗示，人是不可能藉助語詞以達到認識事物

及其實際真理的。
218
這便是對於語詞和事物之間內在統一性的否定，這也讓

柏拉圖轉向了邏各斯，即要求思維超越語詞的領域，純粹從事物自身出發來

認知事物及其實際真理。在這裡，柏拉圖其實亦否定了語詞或句子與人的思

想之間具有同質性。由此得到的結論便是邏各斯才是真理的承擔者，是人們

直接認識事物的首要媒介，而語詞成為了一種工具、符號，只具備指示的功

能，亦無須具有與它所指示的事物相同或相似的含義。所以，從整個對話錄

中得到的實際結論似乎是，克拉底魯的語詞自然論佔據了上風，而蘇格拉底

與克拉底魯之間的討論及其圖像說，相較於蘇格拉底與赫摩根尼的討論來看，

是弱化了。同樣，用此章的概念分析與比較研究來具體說明這個結論——無

論是用「國」、「邦」也好、還是 “nation”、 “state”也罷，無論語詞是

由梁啟超、嚴復、加藤弘之使用也好、還是由安吉爾、杜威、《憲法》引用也

罷，語詞都完全可以脫離時間空間中現實存在的國家實體而獨立存在，我們

亦完全可以用某個數字來代表胡適或其他人物、文獻在論述中出現的指稱「國

家」的語詞。這便是二分語詞與事物的結果。 

在伽達默爾的《真理與方法》第三部份「以語言為主線的詮釋學本體論轉

向」第二章中，這位德國哲學家梳理了一條西方關於語言概念的思想史，而

他首先探討的便是以上所說古希臘哲學的邏各斯。總體上來說，針對柏拉圖

的《克拉底魯篇》，伽達默爾的批判意在指出，柏拉圖視為靈魂自我對話的思

維過程，即邏各斯，本身就包括一種語言的束縛性。
219
換句話說，思想本身就

是語言性的。伽達默爾是從他所整理的語言哲學歷史中找出支持這一批判的

論據，而首當其衝的便是基督教道成肉身思想的三位一體理論，這便是下一

                                                        
218
 柏拉圖：《克拉底魯篇》(Cratylus)，438d-439b。關於在這篇對話中柏拉圖究竟主張

哪種語言理論，譯注家們之間歷來存在分歧，參見彭文林：〈柏拉圖《克拉梯樓斯篇》譯

註〉，《柏拉圖：〈克拉梯樓斯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2），頁 x，xv。

本文在此引用的立場為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中的立場。 
219
 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著，洪漢鼎譯：《詮釋學：真理與方

法》[Truth and Method]，頁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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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世界經驗中的思辨構成」的理論起點。 

在進入下一章之前，還需就伽達默爾關於古希臘邏各斯的討論作出語言

學上的小小補充。克拉底魯的語詞自然論佔據上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伽達

默爾對於語詞與事物之間內在統一性的肯定回答，這也在他藉助克拉底魯之

口時，引申到了語詞與句子關係的討論：一個語詞必定是正確的「合適的」

語詞，錯誤只是發生在語詞的使用上，也就是說，只有錯誤地使用了「正確

的」語詞。
220
在這裡，伽達默爾是爲了強調語詞本身的真實性，即具有絕對完

滿性。然而，這個前提的困難在於，語詞的使用實際上已經是句子了，而我

們發現當語詞配列成為句子的時候，句子就有了真假之分，那基於這個在句

子意義上的亦真亦假問題，是不是就可以否定語詞的正確性與真實性了呢？

對此簡單的回答是，句子儘管在結構上是由語詞組成的，但句子的意義並不

是構成這句句子的語詞的意義的集合，這點在中國近代思想史文獻上及筆者

此章的比較研究中已經得到說明。於是，我們便有了究竟是句子還是語詞才

是意義的基本單位之爭，這也是語言哲學的核心問題之一。不過在此筆者想

表明的是，可以肯定，儘管一句話在結構上是分解為各個語詞的，但每個語

詞亦是能夠被使用在其它句子中，一個語詞不必粘附在一個特定的句子之中。

從這個意義上說，語詞意義與句子意義的區別，就從側面印證了伽達默爾所

說的語詞本身具有的真實性與絕對完滿性。具體舉例來說明，「國」在故事一

中用在「國和家原是一般的」的句子中，並不是說當我們理解故事三中相關

語句時就必須把其中的「國」理解成故事一中所等同的「家」。同樣，胡適參

考梁啟超的「新民」與嚴復的「天演」、安吉爾的 “Interdependence”與杜

威的 “Coercion”，並不是說當我們理解他所說的「國民」與「能競」、 

“International”與 “Force”時，就必須擺在梁啟超、嚴復、安吉爾、杜

威的原文意義中來衡量。關於國家的句子總是以一些語詞的配對組合而成的，

所以每個句子就是一種配對組合的可能性，儘管各種可能性並不是等值的。

陳嘉映曾經就此這樣形容語詞與句子的關係——「詞就是我們進行交通的設

施，而句子則是交通本身。交通設施是建好的，交通則依各人每天的需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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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頁 55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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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221
無論如何，一旦上升到語詞或句子的意義問題，就會牽涉到筆者所提

出的研究問題 3：胡適為什麼與此章的比較對象在使用語詞上存在偏差？胡

適是因為什麼才會修正自己對國家概念的理解的？從故事一到故事三何以成

為可能？顯然，如果對於語詞與事物之間的內在統一性秉持否定回答，即將

語詞定義為符號、從而使得語詞喪失了意義，是無法解決研究問題 3 的。伽

達默爾從進入中古哲學的語言哲學的討論開始，基於事物、思想都具有語言

性的前提，著手解決的問題便是，為什麼人的思想，或是說，人之為主體對

事物之為客體的理解會出現錯誤？一旦陷入錯誤，人又是如何使得糾錯成為

可能的？ 

                                                        
221
 陳嘉映：〈約定用法和「詞」的定義〉，《思遠道：陳嘉映學術自選集》（福建：福建

教育出版社，2000），頁 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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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經驗中的思辨構成 

第一章的內容是將故事一及故事三中對應胡適國家概念的第一手史料中

的相關語詞與句子，上升到意義層面進行了概念分析與比較研究，並在最後

表明，概念是一種語詞在使用的過程中（即以句子的形式）完成的表達。從

這個意義上來說，筆者對於胡適的相關材料所進行的翻譯、梳理與概念分析，

以及橫向比較梁啟超、嚴復、加藤弘之、安吉爾、杜威與《聯合國憲章》的

相關概念，亦是一種將原來的表達做了再一次的表達。然而，無論是通過個

人與國家、國家與世界的二元模式，或是通過所謂的「國家」理論來進行現

代理解，抑或是指出比較研究中的差異性，上一章始終無法解決的問題是：

鑒於故事一與故事三中兩種國家概念存在不少的矛盾之處（比如國家重要還

是個人發展重要），哪個故事更能適合承擔胡適國家概念的真值？如果把故事

三看成是故事一對於概念的深化與修正，這又是如何成為可能的？這些問題

便是爲什麽我們有了研究問題 3 的提出：在胡適所使用的指稱國家的不同語

詞中，它們的含義之間是否存在關係？胡適是因為什麼才會修正自己對於國

家的理解的？概念構成是何以成為可能的？ 

無論是從發展的眼光來看胡適第一手材料中的論述，還是從筆者在上一

章中在處理研究問題 1 與 2 時所面臨的困境來理解，可以確定的是，理解指

稱國家概念的語詞的意義，可以不在於必須有一個封閉的國家定義來對它們

分析為真，或者說，可以不需要確定的一定數量的國家元素的齊備，才能使

得某個論述中的國家可以被正當稱為「國家」。舉例來說，不能因為故事一中

胡適的論述中沒有提及國家需要得到他國的認可，就說胡適上海時期的國家

概念為假；同樣，也不能說國際仲裁主義下的國家概念沒有提及需要國民的

認可，就說故事三中的國家概念不是「標準」的國家。儘管人們總是以概念

最清晰的形式（即語詞）來使用著概念，但正如前文做到的那樣，筆者及任

何人總是能夠通過再詮釋從而說出一些胡適在原文中沒有說出的東西。而且，

無論是對於胡適也好，還是對詮釋胡適的人也罷，往往正是在使用不同語詞

的過程中，所謂的國家概念相應地經歷著不斷構成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

筆者試圖在第二章進一步呈現的胡適國家概念，不是嚴格意義上探尋國家的

本質，而是嘗試在談論國家概念的本體論模式。也就是說，此章不是在說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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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一個在此刻和彼刻相同的東西，而是一個將國家成為其本身（as such）

的設置。 

為了解釋這種理論架構，筆者在此章第一節中會著重參考伽達默爾在《真

理與方法》第三部份「以語言為主線的詮釋學本體論轉向」中的論證途徑。

在這個理論背景下，再通過在第二至第四節中將故事一與故事三之間的空白

進行填補，筆者希望可以將伽達默爾所說的概念構成中「事件性」與「創造

性」在胡適案例中得到展示。 

 

第一節 從概念到概念構成 

伽達默爾在承接古希臘邏各斯與語言現象中概念構成的討論之間，是通

過上帝語言的討論進行過渡的。在上帝語言中，他表明語詞具有一種不停發

生的事件性質，使語詞具有了句子的維度，從而巧妙地論證了語詞、句子與

思想的親密關係。也就是說，伽達默爾給予了思想與語言的同質性以肯定的

回答。具體來看《真理與方法》的內容，以「語言和話語（Verbum）」為標題，

伽達默爾關於上帝語言的論述大致可分為兩部份：首先他參考奧古斯丁

（Augustine）討論了神性話語與人性話語的相似性，表明內在思想與內在語

詞具有同質性，從而指出內在語詞是一個發生的過程，即內在語詞是思想過

程本身。這是因為內在思想化為內在語詞是一種上帝的肉化過程，一種

emanatio intellectualis（理智的流射），而這種真正的產生的過程不代表

有任何流失，「一切思維都是一種自我說話」。
222
這便是人類內在話語的事件

性。接著，伽達默爾參考阿奎那·托馬斯（Thomas Aquinas）的觀點，指出神

性話語與人性話語的區別，並初步涉及到了人類語言具有主客辯證結構及創

造性的特點——人不同於神的地方在於其自身不完美的精神性，所以人想到

的東西並不完善，就需要不停地來回思考和研究，也就是需要更多的話語，

即便更多的話語在最後亦是不能達到完善的。這也為回答研究問題 3 提供一

種理論解釋，即每個指稱國家的語詞儘管都是正確的、「合適」的語詞，但因

為人類自身的不完滿性，即在使用這些語詞上勢必會犯錯誤，所以才要不斷

                                                        
222
 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著，洪漢鼎譯：《詮釋學：真理與方

法》[Truth and Method]，頁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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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進行修正或是補充。然而，伽達默爾對於這種人精神性的不完滿的解

讀是積極的，他認為思維的不可完成性「構成了精神的無限性」，「從而使精

神不斷地在新的精神過程中超越自己，並在其中通向愈來愈新的設想的自由」。

223
這便是人類內在話語的創造性。 

基於這種對於人類精神不完滿性的積極解讀，伽達默爾隨即借用庫薩的

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的「蘊涵」（complicatio）概念來進一步說明

這種屬於人類的創造性。用伽達默爾自己的話來說，「蘊涵」就是將隱含的東

西以及與之糾葛在一起的東西「既進行概括又進行展開的人類精神」。
224
如果

以概念的構成為例，每一種語言的概念構成並非是依據屬和類這些範疇來進

行組建，而是根據偶然性和概念自身結構中的關係像事件一樣發生的，這種

偶然性的表現就是人類精神的一種不完滿性，而這種不完滿性在伽達默爾及

阿奎那·托馬斯那裡代表的便是一種「進行無限的概念構成的自由以及不斷地

深入到所意指內容中去的自由」。
225
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就可以理解庫薩的尼

古拉對於外在話語與內在話語/思想之間關係的表述——如果內在話語表示

的是事物本身的自然表述，那外在話語就是對於事物本身直觀的反映，儘管

不精確，但是是恰當的。
226
所謂的人類的創造性就表現為，人對於「蘊涵」展

開的分析往往是有所取捨並重新安排的，而由於人因為自身的不完滿性不可

能說盡一切的「蘊涵」，所以人就會在不同的世界經驗中用新的外在話語來表

述，而每一次新的表述已經是一種對話語對所描述的事物本身的反映，同時

又是對自身過往表述的不精確性的一種完善與充實。 

這樣的理論論證給人的第一印象便是神學意味過於強烈，不過伽達默爾

自己進一步將這種基於人類有限性的事件性與創造性落實到了現實的世界經

驗之中，於是便帶出了《真理與方法》第三部份第三章關於語言作為世界經

驗中的主客辯證關係以及黑格爾的語言思辨結構的具體論述，這兩者既是對

之前伽達默爾業已零星提出的整套語言哲學要素的總結及延伸，也是解決研

究問題 3的核心線索，甚至為研究問題 4（國家概念背後的普遍性在哪裡？）

                                                        
223
 同上，頁 575。 

224
 同上，頁 587。 

225
 同上，頁 578。 

226
 同上，頁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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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方法。而筆者此章正是以「世界經驗中的思辨構成」為標題，通過在

之後的三節中分別將案例中胡適的三個故事進行展開，以顯示國家概念構成

中的「事件性」與「創造性」。 

 

第二節 故事一的展開 

胡適在來到上海前是在家鄉績溪接受教育的。家鄉的鄉塾基本是以「中學

獨尊」的經史學教育為核心。而他 1904年來到了中國近代「新教育」的中心

——上海，接觸的是所謂的西方思潮。這顯然意味著不小的反差與衝擊。
227
胡

適來到上海後所就讀的第一所學堂是梅溪學堂。
228
當他追憶梅溪學堂的課程

時，稱其「是很不完備的，只有國文、算學、英文三項」，且分班的標準是國

文程度，而他被分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
229
其實胡適的國文程度

                                                        
227
 1904-1905年春胡適初到上海的情況已經沒有第一手材料可考，只在 1914年的留學日

記、1915年的一篇殘稿、以及《四十自述》中保有些許追憶。這些材料分別是——1914年

6月 8日記里記，「吾久處婦人社會，故十三歲出門乃怯恇如婦人女子，見人輒面紅耳

赤，一揖而外不敢出一言，有問則答一二言而已。吾入澄衷學堂以後，始稍稍得朋友之

樂。」，見《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329；1915年殘稿里說，「我 1904年離開揚子

江南邊群山的家鄉。當時，除了美國美孚公司的煤油燈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西方文明在這

些重山里留下任何的足跡。我們沒有郵局、電報，也沒有報紙。我永遠忘不了我到上海的

第一個晚上的感覺，那是我生活了六年的地方。上海是一個現代的城市，當時早已成了中

國一個教育中心。在那裡可以找到最好的學校、報紙和出版社。政治犯在那兒可以找到避

難之所。那裡也充斥著革命的印刷品。當我十二歲第一次到上海的時候，我對那些早已扣

上中國大門的新潮流是全然懵懂的。哥倫布、拿破崙或俾斯麥究竟是什麽東西，我根本一

點概念都沒有。我不認為我那時知道地球是圓的。」，轉引自江勇振：《舍我其誰：胡

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頁 50-51；《四十自述》里說，「我初到上海的時

候，全部懂得上海話。進學堂拜見張先生時，我穿著藍呢的夾袍，絳色呢大袖馬褂，完全

是個鄉下人。許多小學生圍攏來看我這鄉下人。」，見胡適：〈在上海（一）〉，《四十

自述》，頁 44。 
228
 根據李敖的研究，在《上海門徑》一書里，記「梅溪學堂」「在西門內蓬萊路」，見李

敖：《胡適評傳》，頁 144。當時梅溪學堂的校長為張煥倫（字經甫），是胡適父親胡傳

最欽佩的一個朋友，胡適二哥三哥亦在此學堂就讀過，見胡適：〈在上海（一）〉，《四

十自述》，頁 44。 
229
 胡適：〈在上海（一）〉，《四十自述》，頁 44。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由張百

熙、張之洞奏定的學堂章程由清廷公佈，根據這個章程的學校系統，梅溪學堂應屬於「高

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規定的學科應為九個：修身、讀經、中國文學、算術、歷史、地

理、格致、圖畫、體操，此外得視地方情形加授收功、商業、農業等科。但梅溪學堂有開

設英文，而英文如果根據學堂章程，應到中學堂才會開始教授。見王鳳喈：《中國教育

史》（臺北：正中書局，1958），頁 289-294。所以，而如果胡適的回憶是準確的話，的

確梅溪學堂的課程是很不完備的，但其基本的教學精神與清政府頒佈的「新教育」章程相

符，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體西用」的教育思想也是經過演進的——從最初十

九世紀六十年以來僅容納「西藝」，即西洋表而上的物質文明如堅船利炮，到經歷甲午及

辛丑之恥之後認識更深一層至開始提倡學習西洋之政治與教育，直至二十世紀初開始普遍

發展并實施「中體西用」的觀念。見王鳳喈：《中國教育史》，頁 269，356-359；又余英

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重尋胡適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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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學獨尊」的鄉塾教育下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程度，所以他是被低估的，

不過沒過多久他的資質就被老師發現，從而破格升班。
230
然而，當胡適回顧這

在梅溪學堂的一年的時候，他明顯還是對於課堂內的所得不甚滿意： 

在梅溪學堂的一年，我學得了一點做古文的門徑，把文字做通順了；英

文還沒有入門，算學只學得一點抽淺的知識。
231
 

不過這並不代表胡適初到上海所獲甚少，恰恰相反，正是由於在家鄉養成的

用功讀書的習慣，他還是能夠自己在課外尋覓到新知的： 

課外看的書都是新民叢報一類的書，頗使我得著一點普通的新知識。那

時正是日俄戰爭的第一年，天天讀新聞報紙，——尤其是那新出來的最

有鋒芒的時報，給了我不少的刺激與興奮。新民叢報第一二年彙編頗多

革命思想，我又讀了鄒容的革命軍，所以也受著一點【「一點」在殘稿

中被劃去】種族革命思潮的威脅。
232
 

可見，除去上一章在故事一的比較研究中所指出的梁啟超的《新民叢報》，這

段時期胡適在課外還接觸了頗多具有新思想的刊物。這其中，《時報》值得特

別一說。
233
這份報紙對於初到上海不知時事的胡適可謂打開了一片天地，而

在《四十自述》中胡適也間接道出了他正是讀了《時報》關於上海道的短評

後受到了刺激，才決心離開梅溪學堂的。
234
胡適在寫於 1921 年 10 月 3 日的

《十七年的回顧》中，說這份報紙在內容及寫作手法上都是引領新潮流的，

他聲稱自己在上海住的那六年幾乎每天都有看《時報》，而他所總結的《時報》

兩大貢獻（明快冷刻的短評、豐富的譯著小說）及所用之格式（如參用大小

                                                        
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頁 180-181；又 Jerome B. Gri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pp.22。除

了學堂課程安排及教育主旨外，另一可以說明梅溪學堂並非「新教育」最前線的證據可參

考胡適在《九年的家鄉教育》中回憶其二哥三哥不讓其「開筆」做八股文和策論經義，原

因是他們在上海受了時代思潮的影響，言下之意便是上海新教育的時代思潮是不讓學生

「開筆」的，但梅溪學堂的國文課上卻有這個要求。見胡適：〈九年的家鄉教育〉，《四

十自述》，頁 26。 
230
 胡適：〈在上海（一）〉，《四十自述》，頁 45。 

231
 胡適：〈四十自述殘稿六件〉，載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密書信》，第五冊，頁

518-519。 
232
 同上，頁 519。 

233
 1904年 6月 12日，《時報》創刊於上海，主持者為狄葆賢（字楚青），陳冷（字景

韓）為主筆。關於狄葆賢及《時報》的背景知識，可參看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台

北：學生書局，1976），頁 187-188。值得特別提到的是，狄葆賢的思想是從激進轉向溫

和的，而這一轉變直接的產物就是《時報》。 
234
 胡適：〈在上海（一）〉，《四十自述》，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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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都在他之後為《競業旬報》撰文及擔任編輯的時候體現了出來。
235
譬如，

胡適在負責《競》中時聞板塊時，幾乎完全承襲了《時報》在報道新聞時的

關注內容與寫作手法。而余英時在討論胡適留美歸國后為何能夠「暴得大名」

時總結的兩點主要原因中，其一便是胡適能夠在歸國后很好地闡述中西文化

異同的問題，而這就源於在留美時期他一直關注國內情勢，從而使其爲了探

究中國傳統如何迴應西方近代文明衝擊時進行了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嚴肅歷

史研究。
236
看來這種超於其他中國留學生的特點，最早應該歸功於《時報》的

影響。 

1905 年春，胡適由梅溪學堂轉學至澄衷學堂，而在澄衷的一年是他上海

期間西學最有進步的時期。
237
這首先就與澄衷學堂的配置密切相關——與梅

溪學堂不同之處是，澄衷是以英文程度來分班的，
238
其課程表如對照晚清的

奏定學堂章程應屬於「中學堂」，
239
配合上胡適在第一手材料《澄衷日記》所

描述的學堂生活，
240
可推斷澄衷學堂已經是當時上海「新教育」的最前線，甚

至已經開始初現由「中體西用」過度至「全盤西化」之端倪。
241
筆者於上一章

在故事一的比較研究中所選擇的吳汝綸刪節、嚴複翻譯、赫胥黎所著的《天

演論》，便是胡適在澄衷學堂時期所接觸到的。在此章中，筆者想再增加一個

個人維度來詮釋胡適對於《天演論》的理解與運用——考慮到胡適的家鄉教

育本來就充斥著以努力學習、不斷上進為原則的傳統，以及 1902年梁啓超的

《新民叢報》中也已有不少文字介紹進化論、國民性及強權主義，
242
再者《時

                                                        
235
 胡適：〈十七年的回顧〉，《胡適全集》，第二卷，頁 403-408。 

236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重尋胡

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頁 189-192。 
237
 參考胡適對於澄衷學堂的追憶文字，包括：胡適：〈在上海（一）〉，《四十自述》，

頁 48,54；又《四十自述殘稿六件》中胡適說，「在澄衷學堂的一年半，是我進步最快的

時期。算學和英文都有進步，文字和思想也有點成就的樣子。嚴複的譯本，梁啓超的散文

論著，夾雜著一點宋明理學的書，都給了一些思想的材料。」，見胡適：〈四十自述殘稿

六件〉，載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密書信》，第五冊，頁 519-520。 
238
 《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9-10。 

239
 胡適在澄衷的課程表，載同上，頁 52。關於奏定學堂章程對於中學堂的定義，見王鳳

喈：《中國教育史》，頁 290。 
240
 如組織諸儒讀書會、安徽旅滬學會等社團，學習自治等。 

241
 1906年 3月 29日之日記亦可看出當時的澄衷學堂因學生國文程度層次不齊，曾有中西

分班的打算，可見「中體西用」已經打破，至少已經是相互平等。根據王鳳喈的論述，中

國近代教育思想之演進是從「中學獨尊」至「中體西用」至「全盤西化」直至「三民主

義」的教育思想的，見王鳳喈：《中國教育史》，頁 356。 
242
 如第 2-5號的〈論民族競爭之大勢〉、第 3號〈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傳略〉、

第 18號〈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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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更是讓胡適第一次接觸到中國之於世界所在的位置，這些因素都可被認

為是胡適第一次讀到天演論就「高興得很」的「前認識」。個人「能競」從而

進步，使得國家「能競」從而成為強者，完美契合於《天演論》提供力本論

的宇宙觀。另一方面，從之後胡適對於《天演論》的運用上來看，不僅胡適

因之得到了他「胡適」之名，
243
對於嚴復與梁啟超相關理論的認識更是融入了

他的新「前認識」中，引領他繼續從課外尋找新的來自西方的讀物，而他很

自然把眼光放在了關於世界中最有競爭力的民族及國家的歷史及演變軌跡之

上的書籍上——亞諾福斯特（Arnold-Foster, 1855-1909）所著的《國民讀

本》（The Citizen Reader）、司衛頓（William Swinton，1833-1892）的《世

界史綱：古代、中代、近代，特種文明史和人類的進步》（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with Special 

Relation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Mankind），

以及邁爾（Philip Van Ness Myers, 1846-1937）的《通史：大學高中教本》

（General History for Colleges and High Schools）。244
以現代的眼光來

看，這些世界史書籍都浸染著赤裸裸的歐洲中心主義。此處以司衛頓的《世

界史綱》為例來具體說明。日記中，胡適說此書中「解釋‘歷史’之界說，

頗有至理，擬暇日當為譯成漢文也。」
245
翻閱《世界史綱》原著，開篇即對「歷

史」下定義： 

歷史可以被廣義地定義為人類生活的記錄。從狹義地來說，歷史其

實是記述那些著名民族（peoples）出現并發展的文明史。 

這種特有的、也是最高意義上的歷史，假定了種族（races）會超越

它的自然原始狀態，進而匯聚成政治性的群體，或是民族（nations）；

這些民族的界定，是由於其成就對世界事務發展的普遍潮流產生了影

響，以及為理解現實世界提供了條件。
246
 

                                                        
243
 胡適：〈在上海（一）〉，《四十自述》，頁 50。 

244
 出現這三本書籍的日記，分別是 1906年 3月 20日、21日、4月 10日、14日、5月 8日

的相關日記。參見《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6，15，16-17，26。 
245
 同上，頁 6。他也的確在一個月后的另一則日記中與其二哥商談翻譯此書，但被二哥規

勸作罷，見同上，頁 17。 
246
 William Swinton, 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with Special Relation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Mankind, Revised Canadian Edition (Halifax, N.S.: A. & W. Mackinlay, 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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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進化論模式的歷史發展觀結合了種族與國家概念，從而進一步認定當時

的歷史潮流是受高等種族、發達國家所主導的，從而使得人種之競於天演之

中的觀念於《世界史綱》中得到了赤裸裸的論述： 

當我們視所謂的歷史實則是一些主要文明國家（ leading 

civilized nations）的歷史時，我們可以觀察到這裡處理的只是一個

人類大家庭的最重要的民族，即高加索人（白種人）（Caucasian）【……】

因此，我們需要明白歷史只是關乎高度發展的一類人群；對於全球的其

它大量人口來說，在歷史記述中他們只是屬於、也將會繼續屬於最重要

也是最文明的人群。所以高加索人才是真正的歷史種族（truly 

historical race）。進一步來說，我們可以說文明是這個真正的歷史種

族的產物。
247
 

而高加索人種族內，亦存在「物競天擇」之理： 

文明世界的歷史是一部關於雅利安人（Aryan）、閃米特人（Semitic）、

與含米特人（Hamitic）的歷史（高加索人的三大主要分支）。我們有興

趣知道，我們的種族（race），即雅利安人，是經常在世界發展進步的

大戲中扮演領導角色的角色。
248
 

有趣的是，中國在這本書中亦有一筆帶過： 

對於高加索人之外對於文明作出貢獻的民族（peoples），中國、墨

西哥以及秘魯值得一書。儘管他們遠甚於野蠻狀態，但他們的文明是靜

態的（stationary），以至於他們對於世界發展的潮流沒有起到顯著的

影響。
249
 

此種對於中國的論說應該是當時晚清的青年能夠普遍接受的關於中國之於世

界地位的一種合理評價。而當我們聯想到胡適的那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

申其義》，它與這種歷史界說可謂異曲同工，而這便是胡適對於這種來到上海

之後一路吸收的進步（progress）歷史觀的具體運用。 

胡適於 1906 年夏間離開澄衷學堂，
250
考取了他在上海的第三所學校中國

                                                        
pp.1. 
247
 Ibid., pp.2。 

248
 Ibid., pp.3。 

249
 Ibid., pp.2。 

250
 胡適離開澄衷學堂主要是因為他與學校教務長白振民的兩次衝突所致，他的日記及追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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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學。
251
從入學到公學大風潮、再到新老公學的合併，這段時期的第一手史料

中儘管沒有日記、且只有 8 封書信可查，但基於胡適在《競業旬報》上發表

了大約 15萬的文字
252
，足以為觀察胡適的思想提供借鑒。對於《競》上胡適

的文章，略作統計如下：胡適通過不同的筆名
253
共發表的文字屬類包括學術 5

篇、小說 17 篇、傳記 9 篇、論說/社說/時評 21 篇、談叢/叢談 10 篇、雜俎

/雜記 6篇、詩詞若干、15期（第 24-38期）的時聞 151條、其它 7篇。
254
胡

適自己追憶《競》中的文字時，特別提到了關於抒發破除迷信的文字。
255
這方

                                                        
中都有記載，可參考的日記有 1906年 5月 16-19日日記，同上，頁 29-32；5月 30日日記

已流露出離開澄衷之意，見《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37；7月 16日日記中記錄了其

同學余成仁被開除的事，《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48，但往後日記中並沒有記載他

在《四十自述》中追憶所說他向白先生抗議并寫信之事，見胡適：〈在上海（一）〉，

《四十自述》，頁 55。鑒於胡適的班長地位及澄衷學堂已十分濃厚的民主自治制度，加之

胡適已經在短短的一年內瘋狂跳班至第二班（即只差升一班就將畢業），這樣的行為亦不

宜過分解讀為革命行為。 
251
 如果根據清政府 1903年頒佈的奏定學堂章程或是其在 1905年的改進版本，都是無法界

定中國公學的性質的，原因是這間學校的創立與制度都是與革命息息相關的，也是不折不

扣的一間民辦學校。陳翊林稱中國公學是「人民自建大學之始」，見陳翊林，《最近三十

年中國教育史》（上海：上海太平洋書店，1930），頁 121-122。對於中國公學的追憶，

胡適存在著不同的版本：他在〈在上海（二）〉中總結為英文文法上的進步，見胡適：

〈在上海（二）〉，《四十自述》，頁 79；在〈四十自述殘稿六件〉中他說，「在中國公

學住了兩年多，在功課上的進步不算怎麼快，但我卻在課外學得了幾件東西。第一是學會

了‘普通話’【……】第二是認識了許多年歲比我大的各省朋友，不但學得了一點成人的

習慣，還使我認得中國之大，從一個上海學生漸漸變成了一個有國家觀念的中國人。第三

是學會做中國詩詞，使我漸漸走上文學的路上去。第四是學會了做白話文。」，見胡適：

〈四十自述殘稿六件〉，載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密書信》，第五冊，頁 520-

522；而在寫於相對就讀中國公學時期最近的〈中國公學校史〉中，他借記念當日公學之精

神，也間接道出了他在中國公學之所得主要有三，「普通話」、革命風氣、及民主共和之

制度，見胡適：〈中國公學校史〉，載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1冊，頁 148-

149。 
252
 分別集中在 1906年 10月 28日至 1907年 1月 24日《競》第 1至第 7期，及 1908年 4

月 17日至 1909年春《競》第 12期致第 39期中，中間的斷期原因有二：第一、《競》本

身出刊問題，1907年只有三期，從 1907年 1月 5日第 8期至 1907年 1月 24日第 10期。

直至 1908年 4月 23日才復刊，第 11期方才出世。第二、胡適個人問題，1907年年初他

得腳氣病，在其兄的上海茶葉店養病；同年 6月底-10月初又得腳氣病，這次他回家鄉績

溪養病。 
253
 包括期自勝生；希強；適之；鐵兒；適廣；鐵；適盦；冬心；蝶兒；適；騂；溟遊。 

254
 分類是根據《競》的目錄，當然有些文章的分類并不一定準確：譬如第 1908年 8月 17

日第 24期《競》所刊〈適盦平話——顧咸卿〉被放在「談叢」一類，但其實更多意義上是

一篇「傳記」；1908年 10月 5日第 29期所刊〈本報之大紀念〉與 1908年 12月 30日所

刊〈本報週年之大紀念〉分別被《競》分類為「雜記」與「社說」，很明顯應屬同一類

別。統計中的其它則包括格言 5篇、譯業 1篇、勸戒文 1篇。胡適本人說追憶說，「從第

二十四期到第三十八期，我做了不少的文字，有時候全期的文字，從論說到時聞，差不多

都是我做的」，見胡適：〈在上海（二）〉，《四十自述》，頁 63。因為時聞部份在

《競》原稿中沒有署名，所以統計中的時聞是根據胡適的追憶，涵蓋了整個第 24至 38期

的時聞。周質平對於《競》中胡適的文章亦有自己的分類，可參考《胡適早年文存》的目

錄。 
255
 胡適在〈在上海（二）〉中說，「旬報的辦事人從來沒有干涉我的言論，所以我能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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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內容的確不少（主要體現在小說以及談叢上），然而，其中有接近一半的

文章是其擔任編輯之前所發表的，並不能體現胡適此時思想的全貌。
256
詩詞

在《競》中較多，多屬於胡適的腳氣病后「詩興大發」所致，
257
亦與本文論題

關係偏小，遂不在此多加展開。最能體現胡適這段時期的思想的是《競》中

的傳記與論說/社說，前文已經在故事一的概念分析中引徵大量其中論述。而

在其它《競》的文字中，有兩類筆者想再作一下補充。一是時聞，二是翻譯。

首先是時聞。在第 24-38期的 151條時聞中，國內時聞 123條，國外時聞 28

條，其中關乎清廷官吏的有 31條、清廷外交 26條、教育 22條、災害 17條、

軍事 13條、革命 11條、立憲 10條、禁菸 9條、反迷信 6條、慈善 5條、科

技 4 條。
258
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胡適對於當時清廷為政多貶少褒的短評，而

國民教育（特別是女子）
259
與災害兩個類別所佔比例也頗多。反觀關於革命的

新聞甚少，數量上與立憲之聞旗鼓相當。結合當時國內立憲派與革命派爭鋒

相對的氛圍，
260
胡適身處「革命大機關」的中國公學中，不用說是「鼓吹革命」

了，也至少是站在中立的角度。這種現象一方面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時代風氣

的體現，另一方面，基於胡適在《競》上的時聞與其父親關注的時聞話題、

梁啓超於《新民叢報》「紀事」欄的內容、《時報》中的短評都存在或多或少

新聞選擇及寫作風格上的相似性（格式上更偏於《時報》）
261
，這種現象亦可

以從胡適的個人維度上來理解，即這是他從家鄉教育一路以來對於所見所聞

                                                        
發揮我的思想，尤其是我對於宗教迷信的思想。」見胡適：〈在上海（二）〉，《四十自

述》，頁 64。 
256
 關乎破除迷信的論說主要是「小說」中的〈真如島〉與「談叢」中的〈無鬼叢話〉，論

說中亦有〈論毀除神佛〉，共計 19篇，其中第二十四期前共 7篇。 
257
 這是李敖的用語，見李敖：《胡適評傳》，頁 218。 

258
 一條時聞可關乎幾類範疇：譬如 1908年第二十六期時聞「縣官注重女學」，本文分其

既屬於「官吏」又屬於「教育」範疇。有兩條時聞本文未予分類，為 1908年第 28期時聞

「世界最高的樓」與「世界最多的胎生」。文中列出的為主要範疇。 
259
 1905年清廷成立學部，對於奏定學堂章程也作出改進，其中一條便是正是規定女子教

育。1907年清廷正是頒佈女子學堂章程，規定設女子小學及女子師範。見王鳳喈：《中國

教育史》，頁 294。可見胡適 1908年的時聞的確是與時俱進的。 
260
 補充此間重要國內事件：1907年 5-12月孫中山在兩廣沿海演變一帶發動多次起義；

1907年 7月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不久秋瑾被捕；1907年 10月梁啓超在日本成立政

聞社，推動立憲實際行動；1908年 3、4月間孫中山繼續發動起義。 
261
 胡適父親對於時聞多關注地理、禁菸、破迷信；周質平說細讀胡適《競》上的文字后，

說「不難找到梁啓超《新民說》的影子」，進而把胡適投稿《競》的用心和《新民說》的

宗旨劃上等號，見周質平：〈國界與是非——胡適早期思想中的「愛國」〉，《光焰不熄

——胡適思想與現代中國》（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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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收與運用。
262
 

另一類文字便是翻譯。在上一章故事一的概念分析中所引用的〈軍人美

談〉實則是胡適翻譯馬奎克（W. F. Markwick)與史密斯（William A. Smith）

合著的《真國民：如何成為其中的一員》（The True Citizen: How to Become 

One）一書中的章節。胡適對於這本書可謂推崇備至，除了〈軍人美談〉之外，

從 1908 年 11 月 24 日《競》第三十四期至 1909 年 1 月 2 日《競》第三十八

期，他以筆名「鐵兒」連續刊登五篇《金玉之言》中的總共 131 條格言，除

去格言的最後幾句以外，他都是從《真國民》一書中每章啟始所配的格言挑

選並翻譯而來的。
263
這本英文原著今版的前言在介紹本書的內容時，表明此

書是著重討論國民的道德倫理層面，而非政治權利層面。
264
全書共分四部份，

結構是按照一個人的成長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孩童」（The Child）、「青

年」（The Youth）、「成人」（The Man）、「公民」（The Citizen）。每部份又由

數量不等的章節組成，共三十九章，每章配備一個相關美德的詞語或短句作

為標題。每章啟首都有五條名人名言以對應標題。其中有三章，胡適除了全

部翻譯啟首的五句格言之外，更是從章節正文中選取句子進行翻譯，分別是

第二十二章「勇氣」（Courage）、第二十三章「自救」（Self-Help）、第三十

章「責任」（Duty），可見其對於這三種美德的喜愛。而其它章節中更是不乏

與上文在故事一的概念分析中所經常出現的個人之於國家的「愛國」美德，

略舉如下： 

「習於服從者，治人之根本也。(卡來兒）」；
265
 

                                                        
262
 除了筆者在此作出的統計與分析之外，聞學峰對於胡適主編時期的《競》的「時聞」有

過專章研究，參見聞學峰：《胡適辦報實踐與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1），第一章第二節「胡適主編時期《競業旬報》的‘時聞’研究」，頁 27-36。 
263
 胡適自己在刊登〈金玉之言〉的開頭，便註明了出處：「美國馬威克所著《真國民》一

書，中有 Memory Gems一種。因漢譯之，名之曰金玉之言。以為我國人增一種座右銘云

爾。」見鐵兒（胡適筆名）譯：〈金玉之言（一）〉，載周質平編：《胡適早年文存》，

頁 263。 
264
 “While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text-books, and several readers, dealing 

with citizenship from the political point of view, the higher aspects of 

citizenship - the moral and ethical - have been seriously overlooked. The 

authors of this work have searched in vain for something which would serve as 

an aid to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natural faculties and the moral instincts, 

so as to produce a well-rounded manhood, upon which a higher type of 

citizenship might be built.”，參見 W. F. Markwick, The True Citizen, How to 
Become One (Germany: Tredition Classics, 2012), pp.5。 
265
 鐵兒（胡適筆名）譯：「金玉之言（一）」，《競業旬報》，第 34期（1908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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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欲人之事汝如父也，必先事人如子。（維廉朋）」；
266
 

「能躬自刻苦者，其人必能以其身犧牲公益。(木梅來）」；
267
 

「犧牲其利益以盡責任者，道德之要素也。（恒登）」；
268
 

「文明之鐵證，非其國之富也，非其城之壯麗也，非其歲之豐也，曰：

惟視其國民所成如何耳。（伊茂孫）」；
269
 

「今之所謂大國，皆其國民自製造之耳。（華老）」；
270
 

「教育最高之要素，惟訓以如何為國而生耳。（巴克）」；
271
 

「須令吾人之目的為吾祖國，為吾全祖國，且當令除此祖國而外，無他

目的。（威非氏特）」；
272
 

「個人之德行，積之則為一國之德行矣。（梅痕）」
273
 

這些格言都契合著故事一中胡適所主張的國家概念與國民概念的互為表裡同

一，這是因為他強調最多的國民質素中的「愛國」美德便是《真國民》翻譯

中的核心話題。同樣，從個人維度上來觀察胡適在上海期間的經驗路徑，這

些格言也符合胡適在閱讀《新民叢報》、《天演論》、《世界史綱》等資料之後

                                                        
24日），載周質平編：《胡適早年文存》，頁 264。對應的原文為， “To learn obeying 

is the fundamental art of governing. –Carlyle”。 
266
 鐵兒（胡適筆名）譯：「金玉之言（一）」，《競業旬報》，第 34期（1908年 11月

24日），載同上，頁 264。對應的原文為， “If thou wouldst be obeyed as a father, 

be obedient as a son. -William Penn”。 
267
 鐵兒（胡適筆名）譯：「金玉之言（二）」，《競業旬報》，第 35期（1908年 12月 4

日），載同上，頁 267。對應的原文為， “True self-denial involves personal 

sacrifice for the good of others. - Dr. Momerie”。 
268
 鐵兒（胡適筆名）譯：「金玉之言（二）」，《競業旬報》，第 35期（1908年 12月 4

日），載同上，頁 267。對應的原文為， “To give up interest for duty is the 

alphabet of morals. - James Hinton”。 
269
 鐵兒（胡適筆名）譯：「金玉之言（三）」，《競業旬報》，第 36期（1908年 12月

14日），載同上，頁 271。對應的原文為， “The truest test of civilization is not 

the census, nor the size of cities, nor the crops; but the kind of men the 

country turns out. – Emerson”。 
270
 鐵兒（胡適筆名）譯：「金玉之言（五）」，《競業旬報》，第 38期（1909年 1月 2

日），載同上，頁 274。對應的原文為，“A great nation is made only by worthy 

citizens. - Charles Dudley Warner”。 
271
 鐵兒（胡適筆名）譯：「金玉之言（五）」，《競業旬報》，第 38期（1909年 1月 2

日），載同上，頁 274。對應的原文為， “The noblest principle in education is to 

teach how best to live for one’s country. - G. T. Balch”。 
272
 鐵兒（胡適筆名）譯：「金玉之言（五）」，《競業旬報》，第 38期（1909年 1月 2

日），載同上，頁 274。對應的原文為， “Let our object be, our country, our 

whole country, and nothing but our country. - D. Webster”。 
273
 鐵兒（胡適筆名）譯：「金玉之言（五）」，《競業旬報》，第 38期（1909年 1月 2

日），載同上，頁 274。對應的原文為， “The sum of individual character makes 

national character. - E. C. 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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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理解的條件，並可以被用來做進一步的概念深化。關於胡適對格言的選

擇及翻譯的討論，筆者將在下一章「從特殊走向普遍的可能」中再作具體涉

及以及展開。 

最後需要補充一點。縱觀故事一中國家概念的構成，在國家與國民的互為

表裡同一的論述下，始終暗含著一條與胡適所植根的中國傳統之間發生互動

與交流的脈絡。當我們查看胡適 1906年日記，第一印象便是其中存在著頗多

反躬自省的記錄：3月 18日胡適可能是白天責備了其他人，晚上因為心裡不

安無法入睡，他藉助《明儒學案》自省，告誡自己需用勇氣去剋制這種心地

齷齪；3月 20日胡適援引曾子、孔子、胡居仁之言，告誡自己求學不應為聲

名；4 月 8 日他更是在自己於澄衷發起組織的自治會中，提議所有會員「記

己過」與「記人過」，這種治己治人的主張，得到會眾贊成並隨即得以實施；

4月 21日他借用朱熹之語，認為「心」是「自新之道」，即心靈是人一切新行

動的原則；4月 29日他在自治會發表的三個演說中，其一是呼籲同學在學問

及德行上互相競爭，並借會員因何出席會議的問題，批評那些要靠法律才會

出席的人程度淺、資格低、不受道德約束；5 月 5 日胡適可能是聽到了關於

自己的閒言雜語，做了一番為人處事的自省，儘管仍憤憤不平；5月 13日他

與二哥討論了宋明儒學在指引人處事上的得失；5月 20日二哥推薦他朱熹的

《近思錄》，用以克服胡適好名的毛病；5 月 22 日胡適又來了一番自省，總

結自己的三大病根，並更進一步借用王陽明「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之語，

督促自己盡快以實際行動克服這些毛病；5月 26日，胡適針對前一日參加的

化學遊藝會對國民質素發表意見，希冀國民重視科學實驗；5月 28日胡適把

自己寫給其人的書函給二哥閱覽，二哥刪除了其中太激進的語言，並以《二

程粹言》令胡適自己玩味；7月 21日胡適因半個月左右沒記日記，責備自己

沒有恆心，並自稱要追記日記。
274
他在整本日記簿印有的格言中，也對自己所

關切的內容進行了圈點，而其中也多與個人的修身進德有關。
275
這個特點對

於理解應運而生的國家概念的背景實則具有幫助作用。譬如胡適在〈物競天

                                                        
274
 具體的日記內容，見《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4-6，14，16-17，19，22，24-

25，27，29，32-33，36，50。 
275
 江勇振對此胡適澄衷日記上的格言圈點，做了非常細緻的歸納整理及分析，他通過比較

胡適圈點及未圈點的格言認為，他關注的「大多是屬於傳統修身進德的範疇」。參考江勇

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頁 13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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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一文中所認為的國家之改造依賴於個人人格之改造，

即一種國民性的改造，實則可以被解讀為是一種儒家思想中道德理想主義之

「内聖外王」精神的傳承，即所謂的「修身治國平天下」。這樣的國家概念到

了 1908年《競業旬報》上的文字，由於胡適接觸到了更多諸如《新民叢報》、

《天演論》、《世界史綱》、《新國民》等資料，使得這種傳統士大夫的儒家修

身進德與這些讀物里關於西方個人的相關美德產生了共鳴，並進而在與新思

想進行了對話之後使得國家概念得到了更為系統、詳盡的論述。 

不過，這種對話會否對自我的前認識進行重新評估與修正呢？譬如，胡適

上海期間對於程朱理學的再認識是否有所轉變呢？可以評估此問題的例子最

早可以從上文所引 1906 年 5 月 20 日日記中反躬自省的記錄得到觀察。這則

胡適二哥讓其讀《近思錄》來克服好名之病的日記，其實還有後半部份的內

容——二哥「謂當擇其切於身心處讀之，其‘太極’、‘無極’等說，可姑

置之也。」
276
胡適在上海時期受二哥的影響可能不亞於績溪時受其母親的影

響，
277
不過他隨後的日記上卻再從沒出現過「太極」、「無極」之說，再連同之

前本文從日記中列舉的胡適反躬自省引用的所參書籍及人物言語來看，可以

肯定他的重點是放在儒家個人的修身進德的一面。另一個例子是《競》中一

篇有趣的論說：1908 年 9 月 25 日《競》第二十八期胡適以「適之」為筆名

的《無鬼叢話（三）》一文中，他批評宋儒「物猶事也」一語導致中國科學思

想的落後： 

【……】嘗慨夫吾國先聖格物致知之說，乃為宋儒「物猶事也」一語所

誤，其遺毒遂致我神州民族科學思想墮落無遺，其有稍涉於此，則又以

「玩物喪志」四字一筆抹煞。嗟夫！物理之不明，則日日講道德說仁義，

而於生民之塗炭，群氓之蚩蚩，終無絲毫之益。所謂獨善其身者非耶？

王陽明為一代大儒，而於格物之說，亦夢然無曉，其言以七日夜之力，

坐對庭竹，思窮其理，終不可得，乃廢然返於身心之學，然則終為「物

                                                        
276
 《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32。 

277
 胡適同父異母的二哥胡洪騅（字紹之，1877-1929）對於胡適的影響在首要史料中有很

多例子：胡適在上海期間遇到的事情很多都會諮詢二哥的意見，很多讀的書也都是由他二

哥推薦的，他初到美國選農科也是他二哥所薦，他與二哥書信往來也頗多。胡適的確也言

聽計從，他的追憶中說他小時候在鄉塾的「特別待遇」也有二哥的功勞，也屢次說到二哥

是個「聰明有幹才」的人，見〈四十自述殘稿六件〉，載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密

書信》，第五冊，頁 511-51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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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事也」之說所誤耳，物理之不明，終不足以明道解惑，紀氏正坐此病，

故其書僅能以義理附會鬼神，而不能以物理闢除神鬼，僅能於談鬼書中

占一席而已耳。嗟夫！
278
 

這篇〈無鬼叢話（三）〉的寫作目的是教導民眾破除迷信，而胡適的論據是宋

儒太重「人」而導致用身心之說來解「物理」。但這並不是說，科學地「明物

理」要重於「講道德說仁義」。事與物應當二分來看，完全憑靠其一，都「不

足以明道解惑」。而這種對於宋儒的批判，在同期《競》上的〈讀書劄記（一）

讀愛國二童子傳〉中亦有表現：胡適強烈推薦這部西方小說中，說裡面的格

言，「比那朱子的治家格言好得多多呢」。
279
所以，這些例子都暗示，胡適對於

程朱理學的認識是在與其它新思想的對話中不斷變化的。一方面，基於某種

來源於中國傳統思想的認識，使得胡適對於所接觸的西學思想不會是囫圇吞

棗一般地全盤接受，而是具有選擇性的。另一方面，對話的過程亦是一種重

構，以上三則例證就顯示，來自程朱理學的遺風愈發集中在「自治」方面，

而胡適對於其它諸如宇宙起源、神鬼學說、治國治家之說並不感冒，甚至對

於一些部分進行了強烈譴責。 

 

第三節 故事二的展開 

1910年 8 月 16日，胡適作為第二批庚款留美官費生從上海啟程赴美，開

始了他首先在康乃爾大學的五年求學生涯。
280
儘管在留學的最初三年，即 1910

                                                        
278
 適之（胡適筆名）：〈無鬼叢話（三）〉，《競業旬報》，第 28期（1908年 9月 25

日），載周質平編：《胡適早年文存》，頁 160。 
279
 適（胡適筆名）：〈讀書劄記（一）讀《愛國二童子傳》〉，《競業旬報》，第 28期

（1908年 9月 25日），載同上，頁 250。 
280
 本文並沒有就 1909 年至 1910 年夏胡適出發留美之間的事跡在正文中進行詳細交代，特

註釋於此：從胡適辭辭去《競業旬報》的主編之職到 1909年 9月 13日之間已無首要史料可

考（除去胡適一封寄給母親的家書），但可以想像這段時間他是在犧牲學業的情況下苦苦地

支撐著自己參與創辦的中國新公學的，他也本想維持這樣的狀態至年末，可沒想到新公學到

底還是與老公學調停了。1909年年末至 1910年年初，胡適在華童公學教國文。在短暫的頹

廢生活中，他經歷了酒醉被拘的大恥，這也讓他決定洗心革面、辭去教職工作、投身於第二

次庚款留美官費生的備考中。他也重新開始寫日記。《藏暉室日記》始於 1910年 1月 24日，

內容比較簡單，多為生活雜事及學習簡記，記至 1910年 6月 27日就中斷了，他第二天便隨

二哥赴京進行考試前的最後衝刺。憑藉國文方面的雄厚實力，胡適考取了官費生，并於 8月

16日從上海出發，開始了他 7年的留美生活。此外，胡適在上海期間對於留學海外的態度問

題也是極其有趣的——關於此問題可考的第一份史料出現在 1908 年 7 月 9 日第 20 期《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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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月至 1913年年底，可考的胡適資料甚少，
281
然而僅從期間現有的第一手

                                                        
中的〈姚烈士傳（續）〉，胡適在提到姚烈士回國辦學的緣由時，說「第一、人人都曉得出洋

遊學，是狠緊要的了，但是本國若沒有完備的學堂，出洋的人，什麽都不懂得【……】一來

呢，丟臉（上海人叫做坍台），二來在外國費用大，連小學堂的學生，都要在外國教育，你想

這還了得。第二、要是派了一般什麽不懂的學生出洋，這些人，眼光有豆樣大，肚子里茅塞

極了，一到外國，瞧見了那些奇技美術高等學問，你想他那一種佩服傾倒的情形，那還說得

出描得出麼？這種人即使他們學成之後，還不是一班奴隸性的人麼？於我們祖國前途，何嘗

有分號利益呢？」；在 1908 年 7 月 31 日胡適寄給母親的家書中，他在拒絕回家鄉成婚的六

大理由中的第四條中說，「即兒將來得有機會可以出洋，亦斷不敢背吾母私出外洋不來歸娶。」；

1908年 9月 16日第 27期《競》的時聞里有一條「考試留學生」的國內時聞，胡適稱呼赴京

趕考的人是一班「想做‘外國狀元’的東西」，并在最後有這樣的感歎：「又聽說這一次投考

的人，有百餘人，內中有幾十個被部裡駁去，不許應考，唉何苦呢！何苦呢！」；1908 年 9

月 25日第 28期《競》時評〈社會雜評（二）——中國的政府〉一文，提及了美國退換庚子

賠款之事，稱之為美國政府的「詭計」，他批評清廷政府隆重歡迎美國海軍艦隊到訪的鋪張

浪費，而無視國內的民不聊生，呼籲政府善用賠款；在 1908 年 12 月 31 日寄給程玉樨的信

中，他因為此間家境困迫及中國公學大風潮的影響，說「此時種種留學西洋研究文學之妄想

已不再入夢矣。」；1909年 9月 13日在寄給母親的家書中，他在概述近況的時候，說「兒每

日授課四時，以外有暇，時時研習他國文字，以為出洋之預備。」；1910年 6月 7日至 6月

27 日的日記中已經記載了胡適開始溫書備考的具體過程；1910 年 6 月 30 日（赴京后兩天）

在寄給母親的家書中，胡適是這樣解釋留美的好處的：「【……】且吾家聲衰微極矣，振興之

責惟在兒輩，而現在時勢，科舉既停，上進之階惟有出洋留學一途。且此次如果被取，則一

切費用皆由國家出之。聞官費甚寬，每年可節省二三百金，則出洋一事於學問既有益，於家

用又可無憂，豈非一舉兩得乎。」；7 月 12 日的另一封家書中有胡適對於考后的安排預想：

「兒抵京後始知肄業館【清華學校】今年尚不能開辦，今年所取各生考取後即送出洋。兒既

已來京不能不考，如幸而被取，則八月內便須放洋。此次一別遲則五年，早亦三年，始可回

國。兒擬如果能被取，則趕緊來家一行，大約七月初十以前可以抵家，惟不能久留，至多不

過十日而已。如不能被取，則仍回上海覓一事餬口，一面習德法文及各種高等科學，以為明

年再舉之計，如此則今夏不能歸來，須俟十二月矣。」他考取官費生之後也沒來得及返鄉告

別母親，就匆匆踏上了赴美之途。總結這些資料來看，胡適至少在 1908 年夏就有了留洋之

意，一直到第二次庚款留美官費生考試結果尚未公佈前，他看來也是下定決心一定要留洋的。

結合胡適在《競》中其它文字一直所持標榜祖國璀璨之歷史的論調，筆者認為他絕對不是崇

洋媚外或是認為西方的東西全好、中國的東西一無是處的。這也在筆者關於故事一國家概念

分析中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281
 日記方面，胡適在自己《留學日記》自序中記錄：「1910年 8月以後，有日記，遺失了。

1911 年 1 月至 10 月，有簡單日記。（卷一）1911年 11月至 1912 年 8 月，這中間只有短時

期的日記（名為北田 Northfield日記），遺失了。1912年 9月至 12月底，有日記。（卷二）

1913年 1月至 9月，只有 4月間記了一條劄記（卷三的首二頁），其餘全缺。」，見《胡適日

記全集》，第 1冊，頁 107。1913年 10月 8日開始又有日記可考，但整個 11月與 12月，胡

適只記錄了 4 則；書信方面，《胡適全集》中收入的只有 1910 年 2 封、1911 年 8 封、1912

年 6 封、1913 年 5 封；文章方面，共有 6 篇：1912 年 1 月刊於 The Cornell Era 的 “A 

Republic for China”，1912年所寫的 2篇中文論文〈賠款小史——附美國退換庚子賠款

記〉（載 1913年 1月的《留美學生年報》）及〈詩經言字解〉，1913年 2月 2日在第一浸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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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來看，筆者在上一章故事一的概念分析及此章故事一的展開討論中涉及

的內容，仍舊在他初始的美國生活中頻頻重現。本節將採用編號的形式，呈

現胡適所經歷的美國新經驗對於其上海「舊」痕跡的肯定、更新或是改造，

以致慢慢發展至故事二中那個木石心腸的白面書生所秉持的國家概念的過程： 

（1）1911年 3 月 5日，在大學教徒學生組織的一個中國討論會上，胡適

應邀講述「三教九流」以介紹中國宗教情況。
282
而胡適在上海期間《競業旬報》

上發表了頗多反對宗教迷信的文字。 

（2）3月 10日，胡適記讀達爾文 Origin of Species。283
而胡適在上海

期間所閱讀的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以及其它一些

西方史學書籍，都富含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 

（3）3月 12日，胡適再赴中國討論會，讀 Arthur H. Smith的 The Uplift 

of China，認為其「切中情弊」。
284
而胡適在上海期間所接觸的書籍大多對於

中國之於世界的位置也作出相應分析。 

（4）3月 14日，胡適為美國某教職工因倡導《天演論》而被大學辭退憤

憤不平。
285
看來胡適還是《天演論》的堅決擁護者。 

（5）4 月期間，胡適屢次參加週六的大學世界學生會的活動，其中 4 月

23日的日記有這樣一段文字： 

昨夜菲律賓學生有演說者，宣言菲人宜自主。今日席上人談及，尚有嗤

之以鼻者。有某君謂餘，吾美苟令菲自主，則日本將攘為己有矣。餘鼻

酸不能答，頷之而已。嗚呼，亡國人寧有言論之時哉！如其慾圖存也，

惟有力行之而已耳。
286
 

國家弱便無法自主生存於世界，個人也因國弱而沒有發言權。這種論述與故

                                                        
堂（the First Baptist Church）演說的 “The Ideal Missionary”，刊於 1913年 6月 10

日《中國留美學生月報》（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上的 “Cornell Welcomes 

the Delegates to the Ninth Conference”，以及刊於 1913年 11月 10日《中國留美學生

月報》上的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vement”。所以，相較於上海期間的 1906年

與 1908 年以及留美期間 1914 至 1917 年間的第一手史料，1910 年至 1913 年間的史料在數

量及質量上都要遜色不少。 
282
 《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124。 

283
 同上，頁 126。 

284
 同上，頁 126。 

285
 同上，頁 127。 

286
 同上，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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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一中的國家概念異曲同工。 

（6）故事一中胡適那「愛國救國」的強烈意識，在他到美國的第一個暑

假還差點讓其成為了基督徒——6 月 13 日至 6 月 19 日，胡適參加了中國基

督教學生會組織的夏令營，並在於畢營前的討論會上表態自願成為耶穌信徒；

287
在 6月 21日寄給許怡蓀的書信中，胡適提到此次夏令營所遇舊日友人陳紹

唐。他把陳紹唐氣質的鉅變歸因為其皈依基督所致，並進一步展開了憧憬： 

一旦以宗教之力，乃舉一切教育所不能助，財產所不能助，家世所不能

助，友朋所不能助，貧窮所不能助之惡德而一掃空之，此其功力豈可言

喻！
288
 

在耶穌的召喚下，一心救國的胡適認為宗教可以替代教育、財力、家世友朋

之助，成為改變個人氣質與學識的捷徑。這種個人變則國變的邏輯與故事一

中的國家概念一脈相承，只不過具體的措施上有了新的變化。 

（7）7月底，胡適決定籌劃每逢週日舉辦大學的中國演說會，自此之後，

他多次於此會進行愛國演說，並最終於 9 月正式成為大學愛國會主筆。
289
這

亦可從側面看出深深植入胡適的愛國情懷已經受到中國留美學生界的普遍認

可。 

（8）10月 10日武昌起義，胡適遠在美國不忘心繫國事，10月的日記基

本上都是關於革命的記述。
290
而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對於國事的記述也一定

是全部遺失的 1911年 11月至 1912年 8月日記中的主要內容之一。 

（9）在胡適 12月 15日寄給章希呂的書信中，他從民國的誕生談到了治

國的理念，他說，「治一鄉治一國」是學問，「國家即吾人之實驗室」，而國家

全賴國民塑造；他又談到國內的報紙行業，他認為報業亦依據「天演淘汰之

公理」，所以此刻轟轟烈烈的盛世並不能持久，「無數之報館將一一銷聲匿跡」，

「其存者必一二傑出之報也。」
291
此又是胡適對於「物競天擇」的運用。 

回看這時大洋彼岸的祖國——1911年 12月，革命軍與袁世凱展開了南北

                                                        
287
 同上，頁 153。 

288
 同上，頁 157。又《胡適全集》，第 23卷，頁 34。 

289
 參見 7月 23、30、8月 6、10、13、9月 2、10、17、24的日記。胡適被正式舉為主筆

是在 9月 2日，參見《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176。 
290
 參見 10月 12、13、14、15、17、18、19、23、26、29、30的日記。 

291
 《胡適全集》，第 23卷，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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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和談判，25 日孫中山回國，4 日後十七省代表會議在南京選舉孫中山成為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也於 1912年 1 月 1日正式成立。儘管直至 8

月的日記全部遺失，胡適在 1912年 3月後不久的一封寄給胡紹庭的信件中，

對於民國之誕生的欣喜之情表露無遺：「世界第一大共和國已呱呱墮地矣！去

國遊子翹企西望，雀躍鼓舞，何能自已耶！」，他甚至「恨不能飛歸為新國效

力耳！」。
292
 

* 

正如（1）至（9）所示，胡適到了美國之後的論調似乎與上海期間大同小

異。然而，入學兩年來胡適在康奈爾接觸了頗多各國學生，也參加了各種學

生活動，這使得所謂的「世界意識」在胡適的國家概念構成中開始萌芽： 

（10）1912年 10 月 1日，胡適與世界大同會總會書記洛克那（Louis P. 

Lochner）相見，在晚上的歡飲會上，也結識了總會長納司密斯博士（George 

W. Nasmyth）。
293
納司密斯也是之後對於胡適影響頗大的一位人物之一。 

（11）胡適在紀念辛亥革命週年之日，關注了第一次巴爾幹戰爭： 

今日【1912年 10月 10日】Montenegro王國與土耳其宣戰，巴爾幹半

島風雲又起矣。世界和平之聲猶在耳邊，而戰歌殺聲亦與相間而起，東

亞革命之週年紀念，乃與巴爾幹戰雲相映，亦一奇也。
294
 

（12）10 月 15 日及 16 日的日記，胡適分別記載了三本西方學者論中國

的書籍。這是（1）與（3）胡適關注在美中國討論的延續。 

（13）10 月 25 日的日記中記載了古羅馬與中國的類比：「念及羅馬所以

衰亡，亦以統一過久，人有天下思想而無國家觀念，與吾國十年前同一病也。」，

「又耶教亦持天下一家之說，尊帝為父而不尊崇當日之國家，亦羅馬衰亡之

一原因也。」
295
雖然這仍是上海期間「國家至上」的論調，但胡適這次是通過

比較歷史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的問題。 

（14）11月 7日，胡適倡議發起「政治研究會」，使得中國留美學生得以

                                                        
292
 同上，頁 38。 

293
 《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201。 

294
 同上，頁 204。 

295
 同上，頁 210。1912年 10月 9日及 11日的日記，參見同上，頁 24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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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世界政治，11日得到通過；
296
政治研究會自此每逢週六舉行。

297
 

（15）1912年 11 月 19日、21日、22日、12 月 14日的日記都記述了有

關英國人布蘭德（John O. P. Bland）在美詆譭中華民國的相關事宜。胡適

對於此人的主張憤激不平之餘，建議從此翻譯英美各報關於中國的言論，並

強調中國國民是承認民國的正當性的。此關於國民認同感的論述也正是胡適

上海期間國家概念的核心話題。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他似乎已經面臨了

國家的正當性需要來自他國承認的問題。
298
 

（16）1912月 12 月 21日，大學開始放假。年底至 1913年 1月，胡適代

替同學參加了世界大同總會（Association of Cosmopolitan Clubs）在斐城

舉辦的年會，擔任憲法部幹事。會議期間他發表了關於「世界主義」的演說，

演說大旨在 1913年 4月間的一條劄記中有提及：
299
 

吾今年【1913年】正月曾演說吾之世界觀念，以為今日之世界主義，

非復如古代 Cynics and Stoics哲學家所持之說，彼等不特知有世界

而不知有國家，甚至深惡國家之說，其所期望在於為世界之人（A 

citizen of the world），而不認為某國之人。今人所持之世界主義則

大異於是。今日稍有知識之人莫不知愛其國。故吾之世界觀念之界說曰：

「世界主義者，愛國主義而柔之以人道主義者也。」
300
 

這是胡適自（13）以來再次在第一手史料中提及古羅馬時期的思想與今人思

想的類比。然而這次的論述上已經有了些許變化——儘管仍舊強調國家的最

高重要性，但當他在解釋自己的世界觀念時，加入了「人道主義」與國家概

念相融合，於是這樣的世界便不再是上海時期的「強權之世界」了。關於「世

界主義」的演說在胡適之後的日記記載中又進行了三次。
301
 

                                                        
296
 同上，頁 219。 

297
 參見 1912年 11月 16、23、12月 7、21的日記。 

298
 這從 1912年 12月 14日的日記中體現得最為明顯——「讀紐約《獨立報》，有文承認

民國事，甚厚我。」同上，頁 229。 
299
 胡適 1913年 1月至 9月，只有 4月間有一條胡適的劄記（卷三的首二頁），其餘的日

記全缺。 
300
 《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238。 

301
 第二次關於世界主義的演說，題為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Cosmopolitanism”，時間不詳；第三次演說，也是胡適有生以來第一次臨時演說，是在

1914年 5月 7日，題為 “What Cosmopolitanism Means to Me”，本文之後會有談及；

第四次是在 1914年 7月 22日，題為「大同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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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1913年 1月至 9月的日記缺失期間，筆者在（16）與（17）間穿插

部分可證的歷史背景：胡適方面，他於 5 月被推選為世界學生會會長，並於

6 月 10 日代表康奈爾歡迎了參加第九屆美國東岸大學聯盟會議的與會同學。

7月 7日至 8 月 15日，胡適留在了康奈爾上夏季課。國內方面，3月 20日，

宋教仁被刺；6月 22日，袁世凱發佈《尊孔令》；7月，國民黨發動「二次革

命」，在失敗後孫中山再次流亡國外。胡適在此期間的家書中亦對國事的曲折

表達了擔憂，
302
但當我們重新看到始於 1913 年 10 月的留學日記，他的論說

並沒有產生什麼突兀的變化，還是沿著 1913 年之前思路演變的主線： 

（17）1913年 10月 8日胡適運用天演公理談道德之演進，并在同日再次

提到世界會及世界和平主義；
303
10 月 9 日他又再次如（13）與（16）一般比

較中國與中古歐洲，並於 11日在閱讀《嘉富爾（Cavour）傳》之後，分析了

羅馬帝國覆滅之後意大利如何建立統一的王國的成功之處。
304
 

* 

從 1914年開始，史料相較於 1910至 1913年期間無論是在數量還是在

質量上都提高了不少。然而，發生在國內的袁世凱尊孔復古及政治慘案，暫

時打斷了胡適從（10）至（17）所示中冉冉升起的「世界意識」。1914初，

胡適開始了一系列關於是否改用孔教立國的討論，最後的結論為，「今日吾

國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學說，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學論事觀物經國之

術。以吾所見言之，有三術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歸納的理論，二曰歷

史的眼光，三曰進化的觀念。」
305
而「個人強則國強」的邏輯再次運用到了

「吾國之急需」全憑「國民之供需」之上，即將建國重任攬到了純粹個人的

自治層面。
306
在 2月，胡適結束了本科學業，得到了文學士學位。他之後又

再次關注了發生在一年前的宋教仁被刺事件，這大概是源於國內發生了新的

兩起政治刺殺事件之故，於是胡適的日記再次成為了國內要聞的轉載之地。

307
 

                                                        
302
 參見 7月 30日、8月 3日、10月 22日寄給母親的書信，《胡適全集》，第 23卷，頁

46-49。 
303
 《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238-240。 

304
 同上，頁 241，243。 

305
 同上，頁 262-263。 

306
 相關日記，參見同上，頁 256-266。特別是 1月 23、25及 28日的日記。 

307
 同上，頁 28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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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義」的再次有跡可循已經到了 1914 年 5月 7日。胡適再次前

往世界大同會，並作臨時演說 “What Cosmopolitanism Means to Me”。

而真正重新喚醒胡適的「世界主義」的，並讓他開始深入思考所謂的「以國

家主義為基礎的世界主義」的，是源於發生在 4月間的一件國際糾紛——美

國對於墨西哥資產階級革命進行武裝干涉，導致兩國糾紛的升級： 

（18）標誌著胡適這新一輪對於國家概念思辨之始的，是 5 月 15日以「但

論國界，不論是非」為題的日記。日記開篇援引 Ithaca Journal上刊登的一

句話：“My country - may it ever be right, but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胡適對此進行了翻譯： 

「吾國乎，吾願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終為

吾國耳。」意言但論國界，不論是非也。
308
 

胡適與世界學生會的各國學生對於這句話進行了討論，他有所感觸，並寫了

一篇評述寄給報社。胡適的看法是，「是耶，非耶，終為吾國」的弔詭之處在

於人們採用了雙重道德標準（a double standard of morality）來衡量國家

的行為——一個標準針對本國的同胞，而另一個則針對國界以外的人們。要

想解決諸如美墨糾紛的國際問題，我們只能要求一個國家對內與對外保持統

一的公正。
309
需要指出的是，將道德概念運用到一個國家的政治行為上去，胡

適批判的只是一種非道德、非正義的國家對外行為，即故事一中國家概念的

強權一面。胡適在這裡尚未展開對於上海時期個人之於國家層面的反思。 

（19）5 月 20 日，胡適在自己擔任會長的世界學生會作卸職演說，題為

「世界和平及種族界限」，再次論及和平及國界。
310
 

（20）回到（18）末提到的問題。如果順著「個人道德，則國道德」的邏

輯，道德與國家的問題始終不容迴避的便是個人的層面。於是，在 6 月 7 日

題為「我國之‘家族的個人主義’」的日記中，胡適批評了中國的家族制，

認為中國也有西方式的個人主義。但中國式的個人主義卻是以家族為單位的： 

                                                        
308
 同上，頁 310。 

309
 原文為 “Am I not right in saying that we are applying a double standard of 

morality - one to our fellow countrymen and another to foreign or 

‘outlandish’ people? It seems to me that unless we adopt one standard of 

righteousness both within and without our country, we have no common ground on 

which we can argue.”同上，頁 312。 
310
 同上，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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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國之家庭對於社會，嚴若一敵國然，曰揚名也，曰顯親也，曰光前裕

後也，皆自私自利之說也；顧其所私利者，為一家而非一己耳。
311
 

而這種家族式的個人主義在家族內便是一種依賴性的表現。一方面，批判個

人主義正是沿著從個人推至國家這一邏輯，因此這也是批判國家行為的一種

合理方式。另一方面，同故事一中「國和家原是一般的」不同，「家」儘管被

說成「儼若一國」，但胡適已經發現，「家」的存在可與「國」對於個人的要

求發生衝突。基於這一點，可以論說胡適可能已經隱約體會到從個人、推至

一家、再推至一國這條理路所存在的潛在矛盾。 

（21）6月 30日的日記，胡適首先記述了 28日奧匈帝國皇太子夫婦被槍

殺的時聞；
312
然後，他又繼（13）、（16）、（17）之後再次提到羅馬帝國，並購

買了 Edward Gibbon 的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313
最

後，他用同日的另一則日記呼籲將禁嫖列為一種新道德，并呼籲興起禁嫖的

新輿論。
314
 

（22）不過，（20）中所提到的從個人、推至一家、再推至一國的這條理

路在胡適的觀念中是頑固的，且看 7 月 7日的日記中胡適關於《老子》中「三

十輔共一轂」的解讀： 

譬之積民而成國，國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國之民，已非復前此自由獨立

無所統轄之個人矣。故國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財產以捍禦之，知有

國不復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無身，乃始有國。
315
 

這又是故事一中國家概念的再現，以至於胡適生生將《老子》十一章讀出了

「國家至上」的思想。國有外患，何談道德。考慮到 6月 28日以奧匈帝國皇

太子夫婦被槍殺為直接導火索的一戰爆發，這很有可能是國家主義迴歸的催

化劑。
316
 

                                                        
311
 同上，頁 327-328。 

312
 同上，頁 343。 

313
 同上，頁 344。 

314
 同上，頁 344-345。 

315
 胡適在 1917年 3月復看此則日記時有批註：「此為近世黑格爾（Hegelian）一派之社

會說國家說，所以救十八世紀之極端個人主義也）。此說似較明顯，故記之。此說穿鑿可

笑，此「無」即空處也。吾當時在校中受黑格爾派影響甚大，故有此謬說。」見同上，頁

359。 
316
 胡適在 1914年 6月 30日的日記中提到一戰的爆發，同日日記內由禁娼出發，呼籲「今

日急務，在於一種新道德」。見同上，頁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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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不過，胡適很快通過發現與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

的氣味相投，又一次回到了圍繞道德一致性的論述。他首先在 7 月 4 日節錄

了威爾遜在費城的演說，並在 7 月 12 日將威爾遜與羅斯福的演說大旨進行

了比較，並認為威爾遜之優勢： 

全在一「恕」字，在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八字。其言曰：「獨立者，

非為吾人私囊中物已也，將以與天下共之。」又曰：「若吾人以國中所

不敢行之事施諸他國，則吾亦不屑對吾美之國旗矣。」（此與吾前寄此

間報館論 “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之說同意，參看卷四第一

五則。）又曰：「天下之國，有寧吃虧而不欲失信者，乃天下最可尊崇

之國也。」又曰：「愛國不在得眾人之歡心，真愛國者認清是非，但向

是的一面做去，不顧人言，雖犧牲一身而不悔。」又曰：「人能自省嘗

效忠祖國而又未嘗賣其良心者，死有餘樂矣。」凡此皆可作格言讀，故

節錄之。
317
 

顯然，胡適上海時期頗多個人層面的德性觀念在這則留學日記中仍是主題，

譬如自治、愛國、獨立。而從個人推至一國的邏輯也得到了貫徹。但與上海

時期不同的是，個人層面的道德終於出現在了國家層面，即文明終於出現在

國家對外的行為層面上。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國家的正當性在這裡正在祛除

了傳統性的支配，而道德範疇開始成為衡量標準。 

（24）同月的另一則日記，始於（18）以來展開的對於國家的道德衡量又

通過胡適讀到 Bolton King的《瑪志尼（Mazzini）傳》中的語句得到了支持： 

“National life and International life should be two 

manifestations of the same principle, the love of good.”（國

家的生活與國際的生活，應為同一原理之兩個表現：其原理為何？好善

是已。）
318
 

（25）在 7月 23日的日記以及寄給母親的書信中，胡適都談到了自己於

前一日所進行的關於世界主義的演說。這是繼（16）、（18）之後第四次演說

此話題，題為「大同主義」。國界與是非之爭以來的問題在這次演講中得到了

                                                        
317
 同上，頁 405。 

318
 同上，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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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闡釋，一致性觀念是此次演說的核心主旨。
319
 

（26）7 月 24 日，胡適讀到英國國教大師撥特勞主教（Bishop Joseph 

Butler, 1692-1752）的「吾鄰」界說——“Our neighbor is ‘that part 

of the universe, that part of mankind, that part of our country, 

which comes under our immediate notice, acquaintance and influence, 

and with which we have to do.’”——這亦可作為世界大同思想的註腳。

320
 

（27）然而，正當「以國家主義為基礎的世界主義」向世界主義傾斜、從

而漸漸將國界抹去之際，機緣巧合的是，新的一次修正正是由於（25）中胡

適的那次世界主義演說——在這次演說後，有某位女士表示當她讀 “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的時候，只是「以為‘無論吾國為

是耶非耶，吾終不忍不愛之耳’，初非謂「吾國所行即有非理，吾亦以為是」

也。」胡適認為女士的翻譯及理解足以顛覆他自（18）至（26）以來整個以道

德為基礎的一致論。在 7月 26日，他就此向桑普森教授（Prof. M. W. Sampson）

討教，「先生亦謂此言【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可左

右其義，不易折衷，然其本意謂‘父母之邦，雖有不義，不忍終棄’。」教

授又舉了其它一些例子作為支持。女士與教授讓胡適感歎自己「但攻其狹義

而沒其廣義。幸師友匡正之耳。」
321
原來國家的是非與個人的愛國與否是沒有

必然聯繫的。也就是說，以個人的道德標準來衡量國家的行為，經此次師友

匡正後被胡適認為是一種狹義的認知。國界再次壓倒了是非！而且，胡適在

當天的另一則日記中又迅速找到了其它資料對此次修正進行理論支持： 

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仁人之言也。故孔

子去魯，遲遲其行，曰：「去父母之國之道也。」其作《春秋》，多為魯

諱，則失之私矣。然其心可諒也。吾亦未嘗無私，吾所謂「執筆報國」

之說，何嘗不時時為宗國諱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勝

愛國之心否，則另是一問題。吾國與外國開釁以來，大小若干戰矣，吾

每讀史至鴉片之役，英法之役之類，恒謂中國直也；至庚子之役，則吾

                                                        
319
 同上，頁 414。 

320
 同上，頁 415。 

321
 同上，頁 416。 



 94 

終不謂拳匪直也。
322
 

國家再次被隱喻成為了父親，國民則再次變成了子女，這與故事一中的論說

何其相似！另外，胡適的自省也在此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執筆報國」

亦難免「為宗國諱」，國民應該認識到中國近代遭受的戰爭實有正邪之分。 

（28）7月 30日，胡適讀瑞典戲劇鉅子施吞堡（Strindberg）的短劇《線

索》（The Link），感歎法律的弊端，不近人情。這似乎又可以認為是一種對

於國家行為懷疑的表現。
323
 

（29）8月 5日，胡適再次關注一戰，並將中國比作戰爭中的比利時，感

歎「無兵力，何足以守之【中立】」，武力對於一個國家的必要性被再次強調。

324
考慮到上海期間胡適頗為強調的服兵役，更能證明故事一中的論說在這次

師友匡正後佔據了上風。 

（30）8月 7日，胡適讀到了客萊爾（Carlyle）的愛國說，（22）中以及

（27）以來國家主義的回歸又再次得到了加強。於是他對於之前關於國家對

內對外的道德一致性展開了反思： 

We hope there is a patriotism founded on something better 

than prejudice; that our county may be dear to us, without 

injury to our philosophy; that in loving and justly prizing 

all other lands, we may prize justly, and yet love before all 

others, our own stern Mother land, and the venerable structure 

of social and moral life, which Mind has through long ages 

been building up for us there.
325
 

胡適認為克萊爾的這個說法與他此時所持的想法相契合，可見「一致說」已

經退居到了希望的層面。 

（31）不過，到了 8 月 10 日，胡適受到一封匿名信，寄信者用《論語》

〈先進篇〉「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來支持胡適（27）師友匡正

                                                        
322
 同上，頁 416-417。 

323
 同上，頁 430。 

324
 同上，頁 437。此篇轉載於 1914年 9月出版的《留美學生季報》[]秋季第三號，頁 85-

94。 
325
 同上，頁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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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一致說。
326
 

（32）胡適這一輪始於（18）、經（27）轉折的關於國界與是非的來回思

索，最後在回到上海期間所日夜強調的個人修身進德的層面時找到了出路—

—1914年 9 月 2日，胡適去安謀司參加「東美中國學生年會」，9 月 5日協同

好友前往波士頓遊玩。期間，胡適在年會上老生再談故事一中救國得先塑造

個人人格之說，7日與金洛伯（Robert W. King）的談話又再次強調個人的

獨立及家庭的弊端，9 日與孫恒君的談話更是探討了個人自由與國家法律之

間的平衡： 

今之所謂自由者，一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為界；但不侵越此界，則

個人得隨所欲為。然有時並此項自由亦不可得。如飲酒【……】人雖有

智愚能不能，而其為人則一也，故處法律之下則平等也。夫雲法律之下，

則人為而非天生明矣……法律之下貧富無別，人治之力也。
327
 

個人的自由需要國家法律的約束，而國家法律的公正之所以是一種「人治之

力」，是因為其前提是「為人則一」，即有一個普遍的道德標準。然而需要注

意的是，胡適的論述已經不再涉及國家對外行為的是非論述上，這顯然是經

歷（27）中修正後的一種妥協。 

（33）而妥協的另一個有利的證據便是 1914 年 10 月 7 日日記中談到一

幅法國應徵軍人與妻子吻別的圖畫——「此圖但寫徵人離別之慘，而其人自

信以救國而戰，雖死無憾，此意不可沒也。」胡適進而表達的看法是： 

國家思想惟列國對峙時乃有之。孔子之國家思想，乃春秋時代之產

兒；正如今人之國家思想，乃今日戰國之產兒。老杜生盛唐之世，本無

他國之可言，其無國家之觀念，不足責也。
328
 

這是將國家思想的有無以及國家對外行為的是非，在配之以中國歷史中的時

間性序列之後加以調和的論說。國家思想的有無得視世勢而評判，如果身處

戰爭時期亦無可厚非，而如果身處和平時期，國家行為對內與內外的一致，

理應是一種世界主義下的希冀。 

總結來說，在 1914 年 5 月至 10 月間，胡適在關注美墨糾紛、一戰及國

                                                        
326
 同上，頁 440。 

327
 同上，頁 492。 

328
 同上，頁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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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時事的同時，從（18）中「道德勝於國界」的覺醒，經由（27）中偶然的

師友匡正，重新倒向了（33）中戰時的國家主義。 

* 

1914 年 10 月 26 日，胡適在（10）中提及的世界大同會總會長納司密斯

到訪。從胡適之後的思想歷程回過頭來看，納氏的這次到訪將胡適駛向故事

二中所蘊含的所謂「絕對的不抵抗主義」過程推入了「快車道」： 

（34）10月 26日，胡適與到訪的納司密斯長談了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的

沿革，納氏進而推薦了安吉爾（故事三比較研究中的安吉爾），並以自己親歷

歐陸一戰的經驗，向胡適感歎說： 

吾此次在大陸所見，令我益歎武力之無用。吾向不信託爾斯泰及耶

穌匱克派（Quakers）所持不抵抗主義（Non-resistance）（即老氏所謂

「不爭」是也），今始稍信其說之過人也。不觀乎盧森堡以不抵抗而全，

比利時以抗拒而殘破乎？【……】不爭不抗之蕙蓋如此！
329
 

胡適並沒在對此說發表直接看法，反而先是援引老子、耶穌、釋迦摩尼的話，

來作為支持這種思想的理論依據。不過，他最後還是從自己之前固有的經歷

中找到了與這種不抵抗主義可以產生共鳴的地方： 

吾輩醉心大同主義者不可不自根本著手。根本者何？一種世界的國家

主義是也。愛國是大好事，惟當知國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

大之團體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謂「萬國之上猶有人

類在」(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是也。
330
 

隨後，胡適又一次將（33）中所秉持的思想與時代之間的並列特殊性，運用

到了老子、耶穌、釋迦摩尼的思想上，認為它們的思想是受各自的時代背景

所限，而 

今之人則不然。其言曰弱肉強食，曰強權即公理，曰競爭者，天演之公

理也，曰世界者，強有力者之世界也。此亦一是非也，彼亦一是非也，

古今人之間果孰是而孰非耶？
331
 

無論如何，這次納氏的到訪至少使得胡適對於是非標準是否可以超越歷史而

                                                        
329
 同上，頁 523。 

330
 同上，頁 521。 

331
 同上，頁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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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普遍性提出了疑問。不過，同日的另一則日記中，胡適似乎又從理論上

為這個疑問馬上找到了答案：他將「一致」（Consistency）通過「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孔子的「恕」、耶氏的「金律」、康德的「無條件之命令」、斯賓

塞的「公道之律」、彌爾的「自由以勿侵他人之自由為界」作註腳來理解。
332

這既是對（18）以來「國界與是非」之爭的理論溯源，亦是一種概念深化的

表現。「是非」與「國界」之間的天平又開始向「是非」那一側傾斜。 

（35）10 月 27 日，胡適對於（34）中提到的「萬國之上猶有人在」（國

家之上猶有世界）的認同，又從葛令（T. H. Green）的文章及康德的話中得

到了理論支持。
333
 

（36）國家主義的取締當然可以視為一種從個人推至國家的再次延伸，即

將個人最終推到了世界層面。但之所以說胡適自此進入了「快車道」，是因為

胡適終於開始正式對於（20）中早已抱有懷疑的個人推至國家的這個邏輯進

行了系統反思。這次思辨的開端源於與韋蓮司關於「容忍」（Toleration）的

討論——在 11月 2日的信件中，胡適首先對於中西兩種「容忍」觀進行了概

括，他認為中國人的容忍是一種利他性的容忍（“Altruistic toleration”，

胡適自己的翻譯是「為人的容忍」），而西方人容忍的底線是一種對於自己的

負責，而這兩種容忍在自己身上都有所表現： 

In my family relations, I have so far been on the oriental 

side. This is largely due to the fact that I have a very, very 

good mother to whom I owe everything. [...] In my social and 

political views, I have always been on the occidental side. I 

am a radical, or at least endeavor to become one. By a 

“radical”, I mean one who goes to the root of things.
334
 

這段話是一個典型的晚清民初知識分子論述個人與家族制度關係的例子。關

於此現象，李澤厚就認為，無論是老一輩的先進知識者，如嚴複、林紓、梁

啓超等人，還是五四的新一代先進知識者，如魯迅、胡適等人，「對家族制度

和傳統家庭可以進行激烈的批判否定，但在行為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遵循著

                                                        
332
 同上，頁 525。 

333
 同上，頁 526。 

334
 《胡適全集》，第 40卷，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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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父母、兄弟、妻子的傳統規範和要求」，即在觀念意識與行為模式上仍然有

著很大的距離。
335
但如果我們從啓蒙的角度來看這種國家論述，「國」與「家」

是不再等同了，因為個人對於國家要有思想言行之獨立，即所謂的「不容忍」。

胡適又在 11 月 3 日的日記中通過進化論來支持這樣的想法，并留下了中文

版的記述： 

蓋人類進化，全賴個人之自藎。思想之進化，則有獨立思想者之功也。

政治之進化，則維新革命者之功也。若人人為他人之故而自遏其思想言

行之獨立自由，則人類萬無進化之日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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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37）這種「家」與「國」的分裂，在 11月 6 日的日記記載中又得到了

法國人剛多賽（de Condorcet）及英國人毛萊（John Morley）的支持。
337
而

胡適也在同日寄給韋蓮司的書信中引述兩者的觀點，並認為人類的進步是以

最小的力完成最大的善，又認為真理具有普遍性、不分東方與西方；
338
 

（38）理論上的思辨也運動到了現實政治中，在 11 月 13 日的日記中，

胡適記錄了韋蓮司就中日問題發表的評論： 

女士謂餘曰：「日本之犯中國之中立也，中國政府不之抗拒，自外

人觀，似失國體。然果令中國政府以兵力拒之，如此利時所為，其得失

損益雖不可逆料，然較之不抗拒之所損失，當更大千百倍，則可斷言也。」

339
 

胡適感同身受，並想起了（34）中納氏的到訪以及於上海期間所作蘊涵老子

哲學的「秋柳」
340
一詩，記憶中曾經出現的不抵抗主義得到了韋蓮司的贊同。 

（39）11月 17日，在與綺色佳監理會派教堂牧師 John A. Macintosh的

                                                        
335
 李澤厚：《中國思想史論》，下冊，頁 835。 

336
 《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530。 

337
 同上，頁 532-533。 

338
 相關日記，見同上，頁 532-534。寄韋蓮司書信的原文是： “[...]progres does not 

consist in mere destruction, nor in mere compromise. It is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greatest amount of good with the least friction - it is what Condorcet 

called ‘doing good in a good way’.”， “Truth is after all international. 

There is no East, nor West, in the realm of Truth.”見《胡適全集》，第 40卷，頁

6-8。 
339
 同上，頁 547。 

340
 「但見蕭颼萬葉摧，尚余垂柳拂人來。西風莫笑長條弱，也向西風舞一回。」《競業旬

報》第 33期（1908年 11月 14日），載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9冊，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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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話再一次加速了胡適轉向不抵抗主義。
341
 

（40）在 11 月 25 日的日記中，胡適記錄了五句大同主義的先哲名言，

以支持道德在國家層面的最高重要性。然而，同日他又對（18）以來反復出

現的 “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一語作了一番新的考證，找到了西

方近代歷史上兩句語義類似的名人名言，從而使得（27）之後師友匡正所引

起的「國界重於是非」思想又一次反彈。這倒是成為了「快車道」上的一次

橫生波折。國界與是非的矛盾在這一天的兩則日記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342
 

（41）這番矛盾的直接結果，便集中體現在了胡適 11月 28日在 Syracuse

為美國國家警衛隊的一群文職官員所作的一次題為 “What an Oriental 

Sees in the Great War”的演說中——胡適認為從一戰中中國可以從比利

時及盧森堡身上學到的 “immediate lesson”，是與其期待其它國家的援

助，更應自己做好武裝自衛反抗的準備。
343
同時，胡適認為還有一個 “great 

lesson”要學習，那就是當我們認識到武裝只會帶來無盡的戰爭後，我們需

要以更為堅固的基礎來重新建立文明： 

My answer is that we must rebuild our civilization, base it 

upon a firmer foundation of rock, upon the law of humanity, 

not the law of the jungle. Our civilization, if it wishes to 

perpetuate itself at all, must be based upon the law of Justice 

to all, Righteousness to all, and Love to all. That is what I 

call the law of Humanity.
344
 

胡適又一次談到了一個是非勝於國界，即只有一個道德標準的世界體系，不

過此時他似乎又退回了（33）中妥協後所說的「希冀」層面。當他在 1915年

                                                        
341
 《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551 

342
 同上，頁 553-554。 

343
 演講原文為： “In the present war China has been treated by Japan and 

England in exactly the same manner as Belgium and Luxembourg have been treated 

by Germany”； “That is to say, China, must rely, not upon the mercy or the 

actual goodwill of others, but upon her actual strength to face emergency and 

resist aggression.”； “China must arm herself, not for aggressive purposes, 

but to defend her own existence and her rights.”見周質平編：《胡適未刊英文遺

稿》，頁 39-41。 
344
 同上，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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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7日重新回憶起這次演講時，他也說此時自己「猶以國防為不可緩」。
345
 

（42）11月 28日的演講反應冷淡，
346
所以他並沒有得到什麼有益的思想

回饋。而他加入「快車道」後所流露的頗為理想主義的世界大同思想倒是很

快又從 12月 6日與德國好友墨茨博士（John Mez）的見面中獲得了支持，並

在同日讀毛萊的《姑息論》（On Compromise）中找到了共鳴。
347
他在次日寄給

韋蓮司的信件中，將這種屢番得到共鳴所得的收益歸功於韋蓮司最初的引薦

並進而引發的討論。
348
 

（43）12 月 9 日，他又節錄威爾遜的訓詞，再次認為自己與威爾遜志同

道合，皆「欲以道德為內政，以道德為外交」。這便是他頻頻所說的「一致」

的新表達形式。
349
 

（44）終於，到了 12 月 12 日，他正式在日記中以「論充足的國防」為

題，表露了自己投靠「絕對的不爭主義」的「最後之決心」
350
： 

增軍備，非根本之計也；根本之計，在於增進世界各國之人道主義。

【……】 

根本之計奈何？興吾教育，開我地藏，進吾文明，治吾內政：此對

內之道也。對外則力持人道主義，以個人名義兼以國家名義力斥西方強

權主義之非人道，非耶教之道，一面極力提倡和平之說，與美國合力鼓

吹國際道德。國際道德進化，則世界始可謂真進化，而吾國始真能享和

平之福耳。 

難者曰，此迂遠之談，不切實用也。則將應之曰：此七年之病，求

三年之艾也。若以三年之期為迂遠，則惟有坐視其死耳。吾誡以三年之

艾為獨一無二之起死聖藥也，則今日其求之時矣，不可緩矣。 

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義也，此吾所以自附於此邦之「和平派」也，

此吾所以不憚煩而日夕為人道主義之研究也。吾豈好為迂遠之談哉？

                                                        
345
 《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18。 

346
 見胡適寄給韋蓮司 1914年 12月 3日的信件，《胡適全集》，第 40卷，頁 14-15。 

347
 《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555-556。 

348
 《胡適全集》，第 40卷，頁 17-19。 

349
 《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558。 

350
 「最後之決心」是胡適 1915年 1月 27日重新回憶 1914年 12月 12日所記這則日記時

所用的短語。見《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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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不得已也。
351
 

一個國家對內及對外行為內容在道德層面形成了統一。而更為重要的是，這

種「一致」又是與進化論相結合的。而只有道德的進化，才能帶來世界、國

家、個人進一步的幸福。 

（45）胡適之後迎來了假期。他作為大學世界學生會代表，於 1914年 12

月 24日前往哥倫布城（Columbus, Ohio）參加第八屆世界學生會總年會（The 

Eighth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Cosmopolitan Clubs），並在之

後參加了世界會的十年祝典——在這次會議期間，他於 26日以題為「At the 

Parting of the Way」的演說，大旨上與 “What an Oriental Sees in the 

Great War”的後半部份所表達的希冀思想類似，而於 30 日以題為 “The 

Influence of the U.S.A. in China”的演說，則以「睡美人」喻中國，強

調中國對於世界的貢獻「當在文物風教，而不在物理」。胡適因與會的其他演

說家所持論調頗合己見而歡欣鼓舞，於是更堅定了自己投靠不爭主義的決心。

352
 

（46）在假期參加完世界學生會十年祝典後不久，胡適又應邀於 1915年

1月 18日赴波士頓卜郎吟會（Boston Browning Society）進行演說，並在

之後前往紐約，直至 1月 24日才回到綺色佳。而這次遊歷的歸途，又開啟了

他對於「絕對的不爭主義」的概念深化——1月 23日，他訪問韋蓮司的寓所，

并告訴女士他近來主張的絕對的不抵抗主義，得到韋蓮司的大力支持。在第

二日的歸途中，胡適讀到兩篇刊登於《紐約時報》的文章，其中一篇是普耳

（Frederick J. Pohl）的「不爭主義之道德」（Ethics of Non-Resistance），

胡適讀罷「如羯鼓解穢」，把原文摘錄進了日記，並認為「此君【普耳】真今

日不可多得之人，當覓其主旨與結交焉」。
353
 

（47）胡適在 2 月 2 日寄了封書信給普耳，在表示對於其文極力讚同的

同時，亦表露了一種終遇知己之感。
354
普耳在 2 月 8 日的回信中對於「不抵

                                                        
351
 《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567-568。 

352
 《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5-10。「當在文物風教，而不在物理」是胡適 1915年

3月 15日「追記 〈睡美人歌〉」的一則留學日記中的話，實則 1914.12所作，見《胡適

日記全集》，第 2冊，頁 69-70 
353
 同上，頁 20-24。 

354
 “I write to tell you not only that I agree with you, but also that I thank 

you very heartily for having uttered these ideas so earnestly and forcibly.”見



 102 

抗主義」（non-resistance）這個用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其有一種軟弱

的成分，不如改易為 “Effective Resistance”，即一種精神上的抵抗、一

種能夠原諒敵人的抵抗、一種被打了左臉又亮出右臉的抵抗，也是一種最正

面、有效的抵抗。
355
 

（48）2月 12日，胡適又援引羅素（Bertrand Russell）關於戰爭的言

論，來支持自己的不抵抗主義。
356
 

（49）2月 13日，胡適藉受美國限制兵備會（American League to Limit 

Armaments）之邀再遊紐約之際，親自拜訪了普耳，面對面就普耳的「Effective 

Resistance」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並提出再次改名為「道義的抗拒」（Ethical 

Resistance）的建議。這樣改名的理由是「不可持首尾兩端之說，如謂戰為

非義，則決不可謂戰有時而義」。這種絕對的反對國家使用武力，得到普耳的

認同，而胡適又在當晚與美國匱克派（Quaker）信徒的交流中得到了支持。

357
 

* 

從（34）經納司密斯初聞不抵抗主義、至期間重思是非與國界的矛盾從而

進入「快車道」並擺脫了上海期間的家國同構、最後至（49）中「道德的抵

抗」，思想的來回打磨伴隨著語詞的修正，實則是一種國家概念深化的過程。

如果說胡適這次思想的激進猛突僅停留在了理論方面，山東半島主權問題的

爆發以及之後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就為這種打磨的思想是否可以運用到

現實政治中（特別是中國政治）提出了挑戰。 

其實早在 1914 年 8 月以及（39）（1914 年 11月 13 日）的相關日記中胡

適已經有了不少開始關於中日現實政治的記述，
358
而更能體現胡適在留美時

期關注國內情勢甚力的具體例證，便可追溯到始於 1914 年 10 月胡適開始擔

任《留美學生月報》（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國內新聞」一欄

                                                        
《胡適全集》，第 40卷，頁 43-45。 
355
 “Spiritual resistance, the resistance of forgiving one’s enemies, of ‘turning 

the other cheek’, etc, is the most positive and effective kind of resistance.”

見《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38。 
356
 同上，頁 42-43。 

357
 同上，頁 43-47。 

358
 參見 1914年 8月 16、17、24日的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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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時候。可以說，胡適在擔任此職期間是一路跟蹤報道了中日糾紛升溫

的整個過程——1914 年 10 月刊，國內新聞共十條，其中兩條與山東膠州有

關，胡適在同期更是單獨撰寫“Japan and Kiao-Chau”一文，轉載日本政治

家大隈重信關於中日友好互惠的呼籲，即暗指日本應不會將膠州佔為己有；

359
11 月刊上，胡適單獨撰文追溯原德租地膠州的歷史；

360
12 月刊上，胡適在

第三條國內新聞中報道了膠州於 11 月 7 日向日英聯軍投降的新聞，并轉載

日本政府的公告，大意是一戰期間日本將暫時佔領原德租地，但日本願與中

國在戰爭結束後展開談判；
361
1915年 1月 18日，日本秘密向袁世凱政府提出

「二十一條」要求，儘管要求袁氏絕對保密，但「二十一條」在 2 月就洩露

給了紐約、倫敦等各大媒體，胡適在 2 月刊的《留美學生月報》「國內新聞」

一欄開頭連登三條以“Japan and China”為題的新聞，對此爆炸性事件展開

報道。
362
胡適在新聞報道的價值取向上不溫不火，以報道事件及轉載其它媒

體的新聞為主，但隨著日本「二十一條」的提出，作為留美中國學生的知名

人物就很難不表態了： 

（50）1915 年 2 月 6 日的《新共和週報》（The New Republic）刊登了

“A Friend of China”一文，認為「中國共和已完全失敗，中國人不適於自

治，日本之干涉，可使中國有良政府，中國之福，列強之福。」
363
胡適寄信駁

斥此說，認為眼下的時代，中國人民的國家意識早已被喚醒，中國有權利一

步一步建立共和，不需要外國的介入。
364
胡適的救國建國意識在國難之際再

次變得激烈起來。 

（51）2 月 18 日，胡適以「自課」為題的日記強調個人救國任重道遠，

                                                        
359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Vol.X, No.1 (October 1914), pp.9-17, 27. 

360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Vol.X, No.2 (November 1914), pp.68-69. 

361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Vol.X, No.3 (December 1914), pp.161. 

362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Vol.X, No.5 (February 1915), pp.303-304. 

363
 《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42。 

364
 “‘A Friend of China’ seems to have ignored the important fact that we are 

now living in an age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Chi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has exterminated the Manchu rule, and, I am sure, will always 

resent any foreign rule or direction.”；“But let me remind him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vast nation like China cannot be accomplished in a day.”； 

“Every nation has the right to be left alone to work out its own salvation. 

Mexico has the right to revolution. China has her right to her own 

development.”見《胡適全集》，第 40卷，頁 49-51。亦可見 1916年 3月 1寄給韋蓮司

的書信，《胡適全集》，第 40卷，頁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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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強調了個人衛生、進德、以及勤學；
365
2 月 20 日，胡適在日記中論述建

立國立大學的重要性，強調國無軍隊不足恥，但如沒有個人教育方面的公共

設施乃可恥耳；
366
2 月 22 日，胡適又借墨子之言彰「‘執事者各司其事’，

此七字救國金丹也。」。
367
這三條日記則又可歸類於上海期間國民論述中的「愛

國」內容。 

（52）在胡適 2 月 25日、28日寄給韋蓮司的兩封書信中都提到了在美留

學生對於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激烈反映，胡適更是被他的同學們稱為 

“pro-Japan Doctor”。很明顯，這是因為他此時主張的絕對不抵抗主義以

及學子當以專注於學習以救國的呼籲，與當時學界轟轟烈烈的反日氣氛格格

不入。
368
 

（53）3 月的《留美學生月報》「國內新聞」對中日新一輪的交涉進行了

詳細報道——由於正式文件的具體內容尚未公開，眼下成了一場媒體戰：先

是日本媒體公佈了「十一條」備忘錄，緊接著中國政府則公告原版的「二十

一條」要求，并通過一家媒體特別刊登了被日本「遺漏」的那十條要求。胡

適認為，現實中國政府採取的是一種「被動抵抗」（passive resistance）的

態度，即拒絕考慮「二十一條」中最羞辱的幾條條款。同時，他又判斷，日

本政府將最後對此僵局作出讓步，撤回部分條款。胡適還描述了國內的反日

情緒高漲，並提到了盛傳袁氏政府有意赦免孫中山及一些國民黨的領導人的

消息。
369
 

（54）3 月 1 日，胡適就《外觀報》（The Outlook）針對（50）中 “A 

Friend of China”一文所作的評論表示支持，並且認為解決中日問題的辦法

絕對不是靠武力征服對方；
370
同日，胡適因事不能參加留美愛國學子召開的

救國特別會，留下這樣一諫： 

吾輩遠去祖國，愛莫能助，紛擾無益於實際，徒亂求學之心。電函

交馳，何裨國難？不如以鎮靜處之。
371
 

                                                        
365
 《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49-50。 

366
 同上，頁 50-52。 

367
 同上，頁 52。 

368
 《胡適全集》，第 40卷，頁 60-65。 

369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Vol.X, No.6 (March 1915), pp.378-380. 

370
 《胡適全集》，第 40卷，頁 68-69。 

371
 《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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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文字估計又引起了其他同學的激憤不滿， “pro-Japan Doctor”的帽

子看來是越戴越牢了。而胡適在 3 月 3 日寄給張溪若的書信則繼續強調學子

當以求學救國的主張。
372
 

之後發生的事，筆者已於故事二中進行了描述：胡適於 3月 19日刊登了

一封用英文寫的「致留學界公函」，呼籲留美學子當以學業為重，勿被國事紛

擾。這篇公函及胡適本人隨即成為眾矢之的。胡適頗感冤屈，便將公函寄給

韋蓮司以求指正，並接受了批評與建議，寫了第二封英文公開信，主旨在重

申學子當以求學救國為己責的同時，亦肯定了群情激奮所能反映出來的正面

精神。 

概括來說，從（50）至故事二的發展過程，與其說是一種理論與實踐之間

差距的體現，還不如說胡適是在盡力調和絕對的不抵抗主義在中國政治問題

上的運用可能。在國難之際同樣是富含傳統中國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的思想，此時的胡適已然不是上海期間那個動輒歌頌國家至上、鼓吹自願從

軍的熱血少年。 

 

第四節 故事三的展開 

在故事二的展開中伴隨著胡適國家概念深化過程的，是理論上國家邊界

的抹去與中國現實政治日趨惡化之下愛國精神的弘揚之間巨大的矛盾。乍看

之下，這兩者是以胡適那兩封致留學界公開信為標誌得到了暫時性的調和。

而有意思的是，胡適在此時間點前後存在著頗多對於理想與現實之間關係的

學理上記錄。筆者認為這段學理上的思辨過程不可忽視，因為現實政治亦是

可以反過來影響思想者的理論思辨的，所以不妨將此視為走向故事三的開端： 

（55）1915 年 2 月 24 日，胡適在寄給韋蓮司的信中援引黑格爾的辯證

法，為自己極端的無後（non-posterity）主義（用以批判傳統中國的家族觀

念）作辯護。胡適認為極端主義的好處在中國古語中也可以得到支持： 

What I actually had in mind was a Chinese proverb: “Aim at 

                                                        
372
 「國家之事，病根深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一言兩語所能盡。今日大患，在於學子

不肯深思遠慮。平日一無所預備，及外患之來，始驚擾無措，或發急電，或作長函，或痛

苦而陳詞，或慷慨而自殺，徒亂心緒，何補實際？至於責人無已，尤非忠恕之道。吾輩遠

去祖國，愛莫能助，當以鎮靜處之，庶不失大國國民風度。」見《胡適全集》，第 23卷，

頁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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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ghest, and you get the middle; aim at the middle, and 

you get nowhere.” It will be better and more accurate to 

render it thus: “Go to the extreme in order that you may at 

least arrive at the golden mean.”
373
 

（56）3月 8日，胡適總結西方人的長處在敢於理想，而最得力的體現便

是烏托邦思想： 

烏托邦者，理想中之至治之國，雖不能至，心嚮往焉【……】今日之民

主政體雖不能如康德所期，然有非柏拉圖二千四百年前所能夢及者矣。

374
 

而反觀中國： 

吾國先秦諸子皆有烏托邦：老子、莊子、列子皆懸想一郅治之國；孔子

之小康大同，尤為卓絕古今。漢儒以還，思想滯塞，無敢作烏托邦之想

者，而一國之思想遂以不進。吾之以烏托邦之多寡，卜思想之盛衰，有

以也夫！
375
 

可見，在故事一與故事二的展開中那種以有無國家思想來判斷一個國家的衰

亡或興盛，到了這裡卻變為有無烏托邦思想作為評判一個國家或是王朝興衰

的論據。 

（57）在胡適寄給韋蓮司 3月 14日的書信中，他提到自己決定放棄以中

國哲學為研究方向作為自己申請的博士課題，而改為研究國際關係倫理，他

在信中坦言道： 

The Chino-Japanese situation, as you [Williams] have said, has 

grown rather disheartening. I have tried to divert my mind 

from it by writing a long essay on Kant’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orality. In these days of international 

immorality, it is really fine to dream sweet dreams of Utopias 

of internationalism! Kant is so cheerful and so optimistic and 

                                                        
373
 《胡適全集》，第 40卷，頁 55-59。 

374
 《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67。 

375
 同上，頁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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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prophetic!
376
 

其實，胡適的第一手史料中除了（56）之外還有過頗多關於康德的記載，
377
而

集中體現胡適對於康德倫理學的理解的，便是信中提到的這篇以 “Kant’s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為題的長篇論文。
378
在論文中，胡

適對於康德倫理學首先提煉的要點是必須要將個人、國家、世界全部納入倫

理範疇，這就意味著政治也必須受「無條件之道德命令」： 

[P]olitical maxims must not start from the prosperity and 

happiness that are to be expected in each state from following 

them, but they must proceed from the pure conception of the 

duty of right and justice as an obligatory principle, given a 

priori by reason.
379
 

而政治的道德的施行，以及維持所謂的 “Eternal Peace”，就需要對於國

家行為進行約束。於是，這裡就需要建立更為高級的政治體制以實現這種全

人類共享的永久和平與公正。
380
在胡適對於康德倫理學的評估中，他認為這

個 120 年前的理論儘管預料到了武器的危害及解除武裝的必要性，但康德並

沒有預料到民族主義的崛起，而民族主義便間接合理化了國家始終保有使用

直接武力的權力。另外，康德所說的共和民主至今仍未在歷史上真正出現，

更不用提一個超國家的聯盟能否成立。
381
胡適最後強調了康德 “eternal 

peace”計劃的兩個前提： 

First, the States are to be disarmed; and, secondly, the 

judgment pronounced by such a federation o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is to be final and binding[...]So long as the 

individual nations are sufficiently armed to be the judges in 

                                                        
376
 《胡適全集》，第 40卷，頁 75-77。 

377
 參見 1914年 10月 26、27日，以及 1915年 3月 8日、19日的留學日記，1915年 2月 1

日、3月 14日、28日寄給韋蓮司的書信。 
378
 周質平對這篇胡適大學時期的學生習作的註釋上這樣寫道：「此稿雖只是學生時代習

作，但對研究胡適早年政治思想是一份重要的資料。」見周質平編：《胡適未刊英文遺

稿》，頁 21。 
379
 同上，頁 23-24。 

380
 胡適對於康德倫理學中關於國家、eternal peace以及如何建立國家聯盟的相關引用、

概括及論述，參看同上，頁 24-29。 
381
 同上，頁 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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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own cases, so long as the verdict of the supra-national 

tribunal is unenforceable by police power, so long Kant’s 

dream of “Eternal Peace” cannot be realized.
382
 

乍看之下，胡適是在說康德倫理學的侷限性，實則還是在基於「理想-現實」

的框架下支持康德的烏托邦思想，因為烏托邦思想是人類擺脫狹隘的國家主

義的出路。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主張絕對的不抵抗主義與永久的人類和平

的主旨下，胡適這篇論文的論述中已經多出了世界聯盟及其警察權力的概念。

於是，有兩種方式可以解讀胡適這種自（55）以來持續學理上討論烏托邦思

想的行為：第一種可能，是胡適需要為自己所主張的「絕對的不抵抗主義」

找到理論依據，增強說服力；第二種可能，則是胡適已經開始對於這種極端

的和平主義產生了動搖。之所以筆者認為存在第二個可能，甚至說這個可能

性更大，這又是因為考慮到了這個時間點前後胡適身處的現實環境。要知道

胡適在故事二中那封 3 月 19 日所作的「致留學界公函」，在一再強調學子當

以靜心學習以救國、中國不應以比利時為榜樣等主張之後，頗為無奈地說： 

The real and final solution must be sought somewhere else - 

far, far deeper than most of us now suspect. I do not know 

wherein it lies: I only know wherein it does not lie. Let us 

study it out calmly and dispassionately.
383
 

無論如何，至少我們可以說，中日交涉消息的惡化加之留美學界的壓力，使

得胡適的「絕對的不抵抗主義」在此經歷了一輪嚴峻的考驗。 

（58）在寄給母親 3 月 22 日的家書中，胡適在重申中國「必不能戰」、

「今之高談戰戰戰者皆妄人」之餘，談及中日問題時考慮了可能的第三方介

入——「美人愛人道主義，惟彼決不至為他國興仗義之師耳。」
384
這又可視為

對於筆者以上推斷的支持。 

（59）在寄給韋蓮司 3月 28日的信件中，胡適認為眼下中日糾紛的最好

解決辦法，就是中國割讓南蒙古給日本，而日本歸還山東，并再次用康德及

                                                        
382
 同上，頁 34。 

383
 《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76。又《胡適全集》，第 40卷，頁 81。中文版可參考

《胡適全集》，第 23卷，頁 77。 
384
 《胡適全集》，第 23卷，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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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價值說為自己的看法做辯護。
385
 

（60）4月 25及 27日胡適的日記中，又或多或少描述到自己因所持的立

場而受到的來自留學界的壓力。
386
這種壓力亦可反映在 5 月 3 日的日記中胡

適細微、但重要的改變——在得知東京及祖國的抵制日貨行動頗具成效後，

胡適認為抵制日貨，「乃最適宜之抗拒，吾所謂道義的抗拒之一種也。不得已

而求其次，其在斯乎？」
387
看來胡適已經將「經濟上的抗拒」認為是一種「道

義的抗拒」，這又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筆者在（57）中的推斷，即很有可能胡

適的絕對不抵抗主義已經產生了動搖。 

（61）5月 6日的日記，胡適記錄了韋蓮司關於老子「以水喻不爭」的看

法。要知道，老子可是（34）和（38）中胡適找到支持絕對不抵抗主義的中

國本土思想的理論陣地： 

女士曰：「老子亦是亦非；其知水之莫之能勝，是也；其謂水為至柔，

則非也。水之能勝物，在其大力，不在其柔。」
388
 

可見這種解讀決不會認為老子的抵抗是「不抵抗」或是「柔抵抗」，反而是「大

力」抵抗。胡適對此表示贊同。可以想象，胡適完全可以就韋蓮司的看法將

（46）至（49）期間從 Non-Resistance、至 Effective Resistance、再至

Ethical Resistance的修正再次進行下去，但他至少在語詞使用上並沒有那

麼做。 

（62）胡適在此時仍是康奈爾大學的研究生，所在的哲學系因門戶之見，

上課「往往針對『實驗派』（Pragmaticism）（Instrumentalism）及『實際派』

（Neo-Realism）為反對的評論」，而其中大多以杜威（John Dewey）為批判

核心。
389
這間接使得胡適接觸到了杜威哲學。在 5 月 9 日的日記中，胡適引

用「實效主義」（胡適這則日記中對於 Pragmaticism 的翻譯）為自己打破先

前所立的不再演說的誓詞辯護： 

今世「實效主義」(Pragmatism）之持論未嘗無可取者，其言曰：「天下

無有通常之真理，但有特別之真理耳。凡思想無他，皆所以解決某某問

                                                        
385
 同上，第 40卷，頁 86-90。 

386
 《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89-90，95。 

387
 同上，頁 97。 

388
 同上，頁 100。 

389
 同上，頁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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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而已……思想所以處境，隨境地而易，不能預懸一通常泛論，而求在

在適用也。」
390
 

值得注意的是，「天下無有通常之真理」而「但有特別之真理」，與胡適在故

事二的展開中所主張的道德一致論與絕對的不抵抗主義的普世性均有顯著矛

盾之處，再次印證（57）中的推斷。 

（63）然而，5 月 12 日，威爾遜的演說詞又如（23）與（43）發生的那

樣，為胡適極端的一致論與不抵抗論提供了支持。
391
 

（64）1915年 6 月 15日，胡適作為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

的研究生及絕對的不抵抗主義的擁護者，參加了卡匿奇氏之世界和平基金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與美國波士頓的世

界和平基金（World Peace Foundation）協同召集的國際關係討論會（A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也正是此會讓他對於安吉爾及

其學說有了全新的認識，筆者已在故事三的比較研究中涉及此事件。胡適在

會議的最後一日以《倫理與國際政策之關係》（Dose Might Make Righ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thics）為題發表了一次演說。在演說中，

他自詡倫理哲學家，認為一國的外交及法律必須建構在人道主義的基礎之上。

具體措施有二：第一種方法便是根據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原則計

算每項國家政策是否做到利益最大化；第二種方法便是建構跨越國界的「世

界國家」。安吉爾對於胡適的第一種建構方法提出了質疑，認為一個功利主義

的問題是誤將道德考量算作是一種自身利益。
392
可見在道德運用到國家的層

面上，胡適的主張受到了安吉爾的挑戰。 

（65）胡適在 7 月 1 日追記此次國際政策討論會的留學日記中，引用了

一段安氏的論說作為自己「道德的抗拒主義（Ethical Resistance）」（即絕

對的不抵抗主義）的註腳，或多或少可以證明胡適受到了安吉爾的啟發。安

                                                        
390
 同上，頁 102。 

391
 在引用一大段威爾遜的演說詞後，胡適這樣評論：「此威爾遜氏最近演說詞。先數日，

英船 Lusitania為德潛水艇所沉，死者千餘人，中有美國國民百餘人。一時國中輿論激昂

不可遏抑，宣戰之聲，日有所聞。而威氏當此洶洶之際，獨能為此極端的人道主義之宣

言，其氣象真不凡。」見同上，頁 108-115。 
392
 Suh Hu, “Does Might Make Righ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thics” & 

“Discussion Following Address by Mr. Hu”,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47-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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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的原文在論及一個國家的對內及對外的政策時，認為政策的制定應該從

經濟效益的角度考慮，從而保障人類社會及個人的權利。此外，他也暗示了

國家之間要想達成共識，需要以 “united action”制裁所謂的敵人作為基

礎。
393
 

（66）不過，在 7月 10日胡適記錄托爾斯泰《安娜傳》（Anna Karenina）

的讀後感時，他又被托爾斯泰及其書中的主人公李問（Levin）都主張絕對的

不抵抗主義（道德的抵抗）所振奮。
394
看來胡適還是在對於自己固有的舊思想

念念不忘。 

（67）然而，來自安吉爾的新思想之萌芽似乎已經佔據了上風。在胡適 6

月 21日、7 月 1日、7 月 14日寄給韋蓮司的信中都有提及（64）中這次為期

15日的會議，對安氏的欣賞之情表露無遺。
395
其中 7月 14日的信中更是並明

確道出了何為安吉爾的 “united action”： 

Your [E. C. Williams’] remarks concerning the necessity 

of force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near future 

(and perhaps of even the remote future) are just. The Ithaca 

Conference contained many advocates of ethical resistance, but 

when it came to formulate a programme for the Conference, all 

declared in favor of the use of military or economic forces 

for the sanc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Norman-Angellists 

have not been advocates of disarmament.
396
 

胡適認為使用必要的力（force）來處理國家之間糾紛是合理的（just），而

所有與會者都贊同這樣的力指的是軍事或經濟上的制裁。胡適在此特地提到

了安吉爾主義者從不反對武力的主張。看來胡適對於武力的絕對反對態度已

經弱化。 

（68）在胡適 7 月 15 日寄給葛內特（Lewis Gannett）的書信中有著頗

多關於國際組織的論述，
397
可以更進一步證明，此時胡適已經開始接受國際

                                                        
393
 《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138-139。 

394
 同上，頁 148-150。 

395
 參見《胡適全集》，第 40卷，頁 108，110-113，114-116。 

396
 同上，頁 114-116。 

397
 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頁 43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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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主義。 

* 

但隨後胡適的第一手史料中關於國際仲裁主義的萌芽消失了一段時間。

398
這次思辨的中斷最主要是由於他又被拉回到了中國現實的救國建國問題。

而這次的導火索便是袁世凱愈發顯露的復辟帝制企圖，以及當時頗具影響力

的「美儒」古德諾（Frank J. Goodnow）在美國本土對袁氏復辟的宣傳、附

和與讚許。胡適圍繞著救國建國的思辨再次成為了主旋律—— 

（69）8月 18日，胡適作“China and Democracy”一文論袁世凱稱帝之

企圖，並詳細論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張：胡適認為當時的民國是一個極權政體，

399
總統的選舉法便是最有力的證明，有名無實的共和實則是一種倒退的封建

統治。
400
胡適進而發表了自己所認為的真正的「共和中國」： 

The Chinese democracy, they realize, now exists only in name, 

for almost two years the country has had no parliament, no 

provincial legislatures, no district councils. There are no 

political parties, no freedom of press, no freedom of 

speech[...]Young China believes in democracy; it believes that 

the only way to have democracy is to have democracy. Government 

is an art, and as such it needs practice. I would never have 

                                                        
398
 唯一一次再現是胡適在 1915年 9月 18日寄給韋蓮司的書信中，他提及了安吉爾，并說

自己看過他的 “America and the World-states”一文，見《胡適全集》，第 40卷，頁

121。 
399
 “For under the present constitution, in the making of which, we are told, 

Professor Goodnow has had no little influence, the president represents the 

nation, summons and dissolves the Lifayuen, proposes legislation and presents 

budgets in the Lifayuen, executes the law, issues ordinances equivalent to 

national laws, declares war, negotiates peace, appoints and dismisses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ers.”《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193-194。又 Suh Hu, “China and 

Democracy”, The Outlook, September 1, 1915, pp.27-28。  
400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he length of the Presidential term of office 

and mode of election. The ‘Procedure of President Election’ passed by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last December contains these unique 

provisions...[U]nder this unique law, the Chinese president may remain in 

office for life, he alone is entitled to nominate his own successors and that 

does not prevent the electors from re-electing him, nor is he legally precluded 

from nominating his own son or grandson.”《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19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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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n able to speak English had I never spoken it.
401
 

在羅列了這一系列中國民主制度中所應具備的職能部門、公民權利後，胡適

又將政府執政說成是一門藝術，而把實踐民主比喻為學習語言。這也是杜威

所謂「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另一種通俗說法。 

（70）8月 29日的日記，胡適感“China and Democracy”作罷仍「意猶

未盡」，另「專論古德諾與中國之頑固反動 (Goodnow and Chinese 

Reactionism)」，并投《新共和國週報》。此文隨後又以 “A Philosopher of 

Chinese Reactionism”為題刊登在同年 11月的《中國留美學生月報》上。

文章內容除了繼續強調“China and Democracy”一文業已表述的不要君主

專制、而要民主共和的主張之外，更是闡述了中國相較於中古末期英國，實

行民主共和的優勢所在： 

[M]odern China has at least one advantage over medieval England, 

namely, that China has had access to the intellectual 

inspira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democracies of 

modern Europe and America, - a privilege which was denied to 

medieval England.
402
 

胡適相信，代議民主制度在晚清的實踐已經讓中國國民在智性上有了足夠的

進步，所以中國已經準備好了迎接民主共和。
403
 

（71）9月 3日，胡適在寄給韋蓮司的書信中再提（69）及（70）中的兩

文主旨，更是判斷帝制復辟勢必導致中國新的武裝革命。
404
 

（72）9月 7日，胡適將“China and Democracy”一文寄給韋蓮司，并

在是日的日記中援引韋兒斯（Herbert George Wells）所著的 The New 

Machiavelli，再談國民質素問題，這無疑又是把救國建國的重心放回到了個

                                                        
401
 同上，頁 196。 

402
 Suh Hu, “A Philosopher of Chinese Reactionism”,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Vol.XI, No.1 (November 1915), pp.18-19. 
403
 除了 “China and Democracy”與 “A Philosopher of Chinese Reactionism”兩

文，胡適還有一篇以「Manufacturing the Will of the People」為題的類似討論刊登於

1917年第 7期的 The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上，根據胡適 1916年 12月（無具體

日期）的留學日記，此文應該作於 1916年 12月前後。此文收入周質平編：《胡適英文文

存》，頁 77-88。 
404
 《胡適全集》，第 40卷，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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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層面。
405
 

* 

1915 年 9 月 15 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誌》。五天後，胡適也

離開了綺色佳，告別了康奈爾，於第二日抵達紐約入讀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

師從杜威。可能是環境的改變及讀博的壓力，從日記中明顯可以察覺自此之

後的一段時間內胡適多是學術研究的記錄，關於國內國際事件的評述明顯減

少。
406
直至同年 11 月 10日，當胡適讀到《晚郵報》（Evening Post）的一篇

以“The World of Tomorrow”為題的社論時，他又重新在第一手史料中記下

了關於國家與世界的論述——在 11 月 16 日寄給《晚郵報》編輯的信件中，

胡適在信末討論到了戰後世界的重新分配問題；
407
11 月 25 日胡適的日記記

錄了此事件的始末，他贊同“The World of Tomorrow”一文中的主張，即

「世界者，乃世界人之世界，不當由歐美兩洲人獨私有之」，並認為此亦是好

友鄭萊及韋蓮司向來的主張。
408
不過，這兩則零星的世界主義紀錄馬上由於

國內的大事件再次淹沒在了胡適批評袁世凱及古德諾的記錄中——12 月 11

日，參政員以「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名義上書袁世凱「勸進」，袁世凱隨即

在第二日宣佈復辟帝制。12 月 25 日，雲南宣佈獨立，護國運動正式拉開序

幕。消息傳到大洋彼岸的美國，胡適也就再次回到了以救國建國為主線的思

想路徑： 

（73）1916 年 1 月 4 日胡適的日記記錄了鄭萊如何論領袖，并以「活馬

作死馬醫」喻救國之質，「活馬雖有一息之尚存，不如斬釘截鐵，認作已死，

                                                        
405
 所引的語句是：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ectual modesty lies the growth 

of statesmanship. It has been chronic mistake of statecraft and all organizing 

spirits to attempt immediately to scheme and arrange and achieve...”； 

“Privilege and legal restrictions are not the only enemies of liberty. An 

uneducated, underbred, and underfed propertyless man is a man who has lost the 

possibility of liberty. There’s no liberty worth a rap for him. A man who is 

swimming hopelessly for life wants nothing but the liberty to get out of the 

water; he’ll give every other liberty for it - until he get out.”。強調個人的

國民意識需要慢慢培養，而一個沒有受到教育、教養不足、甚至個人生存都無法保障的

人，已經沒有了自由的可能。《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222-223。 
406
 關於中日糾紛，胡適只在 11月 1日寄給韋蓮司的書信中提到，他判斷日本會介入袁氏

的復辟帝制。 
407
 《胡適全集》，第 40卷，頁 132-137。 

408
 《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24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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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敢拔本清源，然後忍斬草除根」。
409
 

（74）1月 11日、25日、31日，胡適連續討論為國「造新因」之說，即

興教育以樹人，并反對以革命方式推翻袁氏政府，而是要一步一步以新因造

就一個好政府。
410
 

（75）在 2 月 28 日寄給韋蓮司的書信以及 29 日的日記中，胡適都以美

國建國初期的歷史作為借鑑，認為建國不能單靠理論，而是得靠一步一步的

實踐。這里實則是為了再次批判古德諾脫離實際中國實際國情的政治哲學理

論。
411
 

（76）3月 6日，胡適介紹伊麗鶚（Dr. Charles W. Eliot）校長的教育

論，感歎中國舊教育的弊病是沒有官能訓練。他更是以自己幼時酷嗜小說為

例，主張教育的宗旨在於「發展人身所固有之材性」，而教育的方法則重在「鼓

舞兒童之興趣」。這是胡適對於教育以救國更為具體化的思考。
412
 

（77）之前在（56）與（57）中（1915 年 2、3 月間）關於以烏托邦為核

心的理想與現實的討論，又出現在 1916年 3 月 29日的留學日記中： 

吾曩謂吾國人未嘗有精心結構之烏托邦，以視西人柏拉圖之《共和

國》，穆爾之《烏托邦》，有愧色矣。今始知吾此說之大謬不然也。吾國

之烏托邦正復不遜西人。
413
 

胡適以《管子》與《周禮》作為例證對之前的想法進行了修正，并對此兩書

進行了初步的考證。這又是典型的對於將至之國亡的思想反彈，即急切尋找

國家正當性的來源。 

（78）此時，胡適的「文學革命」已經開始孕育，日記中也以關於中國歷

史文學、文字的考證與論述為主，這也是與胡適救國大綱的主旨「興教育」

一致的。
414
到了 6 月 6 日袁世凱逝世，胡適再一次有感而發，轉載了這條好

                                                        
409
 同上，頁 256。 

410
 相關第一手材料，參考同上，頁 260-261，276；《胡適全集》，第 40卷，頁 147-

148,149-150。 
411
 相關第一手材料，參考《胡適全集》，第 40卷，頁 153-154；《胡適日記全集》，第 2

冊，頁 284。 
412
 《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285-287。 

413
 同上，頁 289。 

414
 期間也有關於「國家」概念的論述。如 1916年 4月 13日記錄完畢的「評梁任公〈中國

法理發達史論〉」，假借批判梁啓超，強調即便國家主權在民，但立法權不可隨意賦之於

民；4月 18日的日記再次討論民權，記錄與趙元任討論如何翻譯林肯的〈蓋梯司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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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並在 7日的日記上作「論戊戌維新之失敗於中國不為無利」，認為維新

變法即使成功，「其結果必為一種皮毛的新政，暫時的治安，而共和之運動反

為所阻滯」，「種族革命終不可免，則以無根本的解決故也」，而反觀如今「已

無滿族、帝政、貴胄、官僚四者之阻力」，「其根基或較今日之日本為尤穩固

也。」
415
立意與此前（69）與（70）中批判袁世凱及古德諾所著兩文一致，可

謂是藉著袁氏之逝再表之前的看法。 

* 

在「絕對的不抵抗主義」曲折過渡到「國際仲裁主義」之間，由於袁世凱

的復辟帝制及古德諾在美的宣傳附和，胡適剛剛萌生的「國際仲裁主義」思

想有了上文（69）至（72）與（73）至（78）所示的兩次打斷。
416
這也是繼故

事二的展開中（17）與（18）之間、以及（50）至（54）之後，總共四次讓

胡適從討論國際關係的層面再次回到救國建國的基調。不過，正如此節一開

始指出的那樣，這段民國初期的政治混亂也在一定程度上對於頗具理想意味

的「絕對的不抵抗主義」提出了挑戰，畢竟那種極端的、以世界永久和平為

目標的烏托邦思想對於當時中國的現實情勢是欠缺實際參考價值的。所以也

有理由相信，國事的惡化對於胡適遠離故事二中「絕對的不抵抗主義」思想

或多或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之後便是故事三的發生——胡適通過 1916年 6月參加了「美國國際調解

會」舉辦的徵征文比賽，并通過《國際關係有取代武力之道否？》（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第一次系統性地闡

述國際仲裁主義。但胡適對於自己新近支持的理念的運用還在繼續： 

（79）1916 年 6 月 21 日至 7 月 1 日，（64）中胡適在一年前得以親識安

吉爾的國際關係討論會在克利夫蘭（Cleveland）西儲大學（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舉辦了第二次年會。胡適在 6月 28日寄給韋蓮司的信件中表達

了對於此會的失望之情，其中， 

The most disappointing thing happened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Gettysburg）演說〉中的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一語。 
415
 《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340-341。 

416
 前文業已提及，在胡適初到美國，從「國家之上」的思想過渡到「以國家主義為基礎的

世界主義」期間，亦有一次明顯的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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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President Thompson of Ohio State University...spoke on 

the League to Enforce Peace...he declared that he agreed with 

that League’s platform except the third article thereof！The 

third article, as you know, is the only article which provides 

for the employment of economic and military forces of the 

signatory powers against the common offender.
417
 

儘管是從否定意義上進行表述，但胡適在此已經明確表示自己對於採用經濟

及軍事手段解決國際糾紛的支持。 

（80）胡適在 7 月 9 日寄給韋蓮司的書信中又談到了故事三中的獲獎征

文： 

When you have done with my paper on “A Substitute for 

Force” and when Mrs. Williams has read it, I hope you will 

have the kindness of sending it back to me[...] I wish you 

will criticize it more, not only with regard to its form, but 

also with regard to its content. Many of the views in it have 

been held by both you and me, and indeed I do not know how 

much I have been indebted to you for them. In its manuscript 

form, I tried to compare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non-

resistance with that of Lao-tze who was fond of using the 

analogy of water as an example of the power and irresistibility 

of non-resistance.
418
 

可見胡適已經將這篇獲獎征文寄給了韋蓮司及其母親，并將之視作兩人之前

思想碰撞的結晶，而胡適一如既往歡迎女士對此文做出指正。 

（81）在 7月 26日寄給韋蓮司的書信中，胡適對此文的一些細節及 force

的定義與韋蓮司展開了討論。
419
 

（82）8月 3日的書信，胡適亦有提及自己在繼續修改此文。
420
胡適與韋

                                                        
417
 《胡適全集》，第 40卷，頁 159-161。 

418
 同上，頁 162-165。 

419
 同上，頁 167-169。此封信中亦提及胡適與友朋之間展開的文學革命爭論升級，可能無

暇重改此文。 
420
 同上，頁 17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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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司之間對於這篇文章的來回討論將近持續了一個月。 

此後，胡適把事業主要集中在了文學革命
421
及博士論文的準備之上，不過

即便如此，胡適的「國際仲裁主義」及其關於國事的看法還是屢見不鮮—— 

（83）11 月 9 日，胡適日記中出現頻率頗多的威爾遜再次以一種胡適偶

像的形象出現。胡適首先表達了對威氏連任的希冀之情，而同日的另一則日

記他則再次強調了批判古德諾時常說的「理論之外尚需實踐」之說。
422
 

（84）1917 年 1 月 22 日，胡適在日記中又引用威爾遜在參議院的演說

詞，演說詞是為了倡導各國聯合成立一個維和大同盟。胡適讚許「陳義甚高」。

423
 

（85）同月，胡適記錄「維持和平同盟會」（The League to Enforce Peace）

的創立，并摘錄同盟會的正式提議。其中特別強調了維持和平同盟會擁有使

用經濟及軍事制裁的權力。
424
 

（86）2 月 21 日，胡適採用實驗主義
425
的方法，批判狹義的國家主義思

想： 

We have succeeded in controlling nature, and it is high time 

for us to think about how to control ideas ... The first step 

in this direction is to find a criterion to test the value of 

ideas ... Ideas must be tested in terms of the ‘the values of 

life’ ... The other step is ... to find a way for the control 

of the the formation of ideas. This I believe to lie in the 

direction of systematically gathering, interpreting, and 

diffusing the facts of life. We must have statistics, 

laboratories, experiment stations, libraries, etc, to furnish 

                                                        
421
 正如筆者在第一章故事三的概念分析與比較研究之前介紹的那樣，1916年 7、8月間胡

適與好友之間觀雪文學革命的爭論正式升級。 
422
 《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437-439。 

423
 同上，頁 463-464。 

424
 同上，頁 465-467。 

425
 關於胡適對杜威哲學的熟悉程度，學界基本一致認為胡適其實並不很了解。他所提出並

且影響最大的一些主張，是他從內容到形式都予以中國化的「實驗主義」。這實驗主義又

以他概括的所謂「十字真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為最通俗、最著名。李澤

厚：《中國思想史論》，下冊，頁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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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with facts about the real conditions of society,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Without facts no truly workable ideas can be 

formed [...] Hereafter, ideas should come from laboratories.
426
 

所有的觀念都需要都需要經過具體地審查。所以，極端的、具有普遍意義的

一致說是無法站穩腳跟的。這也是之後胡適那句耳熟能詳的名言「大膽假設，

小心求證」的英文註腳。 

（87）3月 7日，胡適用一則日記詳細討論了一個民族國家建立中民族主

義到底是否是必要條件的問題，最後得出了否定結論。
427
筆者將在下一章對

這則日記再進行詳細分析。 

（88）在胡適 4月 13日寄給韋蓮司的信中，胡適反思了中國學生的民族

主義，認為這是由於學子沒有去理性地對於一些思想或是信念的前提進行批

判思維。
428
這又是（86）中以實驗主義的思想來批判狹義的國家主義思想的具

體運用。 

（89）5月 6日的留學日記，胡適回顧自己的「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吾今日所主張已全脫消極的平和主義。吾惟贊成國際的聯合，以為

平和之後援，故不反對美國之加入，亦不反對中國之加入也。 

然吾對於此種「良心的非攻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s）【指

的是寧受囚居不願從軍的人】，但有愛敬之心，初無鄙薄之意；但惜其

不能從國際組合的一方面觀此邦之加入戰團耳。
429
 

從上海期間的鼓吹自願服兵役，到留美期間的「絕對的不抵抗主義」下的反

對一切武力行為，再至此時以「國際仲裁主義」的視野支持爲了世界和平的

從軍，在個人從軍問題上的變化算是觀察胡適一路國家概念構成過程的縮影。 

胡適於 5 月 22 日進行了博士學位的口試考試，29 日向杜威辭行，6 月 9

日離開紐約，10日回到綺色佳，21日在加拿大溫哥華登船，正式結束了這段

在思想中激蕩的七年留美生活。 

 

                                                        
426
 《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477-478。 

427
 同上，頁 483-485。 

428
 《胡適全集》，第 40卷，頁 177-181。 

429
 《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51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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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此章的目的是嘗試將概念真正放在理解的層面上進行分析，是將「概念」

視作「概念構成」。也就是說，在此章分析的胡適國家概念，始終是爲了顯示

國家概念是根據什麽道理而形成的，並非是在回答胡適某個時間點的國家概

念與理論上的國家概念的共同特徵是什麽。 

首先，不妨首先回顧一下胡適留美期間的國家概念構成（第三節與第四

節）：初到康奈爾的胡適仍是基於國家主義思想展開與美國的新經驗之間的溝

通的，諸如胡適在對基督教夏令營、辛亥革命、以及之後一系列的國事困擾

的應對上最後都落實到了個人救國的討論。同時，留美期間參加的各種學生

活動以及閱讀相關學者對於中國問題的討論，讓世界意識慢慢在第一手史料

中增加。然而，發生在國內的袁世凱尊孔復古及政治慘案又一次將胡適拉回

了個人與國家關係的討論中。不過，美墨糾紛的升級及之後一戰的爆發，重

新讓胡適回到了國家之於世界的反思。反思的結果是要求國家對內與對外行

為保持一致，從而使得普世的道德準成為衡量國家行為的唯一標準。可沒想

到，一次師友匡正使得胡適重新展開了對於一致說的思辨，胡適因此認識到，

個人的國家至上思想可以在戰爭時期被給予正當性，而一致說暫時只能停留

在希冀層面。新的轉折發生於好友納司密斯的到訪加之與韋蓮司的持續交流，

胡適於是終於擺脫了故事一中的「家國同構」思想，普世的道德準則不但再

次成為衡量國家行為的唯一標準，而且胡適又增加了個人之於國家層面的反

思，即認為「是非」得放在「國界」之前。對於 “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的考證及關於一戰的演說，讓胡適的國家至上思想再一次稍稍反彈，

國防成了絕對的不抵抗主義唯一剩下需要克服的堡壘。而這樣的猶豫由於好

友及仰慕之人一致支持「是非」勝於「國界」，終於使得胡適正式投靠絕對的

不抵抗主義。而與波爾的結識讓胡適的絕對不抵抗主義發生了概念深化，這

在語詞使用上得到了體現，即從 “Non-Resistance”、至 “Effective 

Resistance”、再至 “Ethical Resistance”。然而，此時適逢一戰波及亞

洲以及日本「二十一條」的提出，這又使得胡適再次回到個人與國家層面的

討論，而且國之將亡的現實考慮對他此時所主張絕對的不抵抗主義提出了嚴

峻挑戰。胡適因之具體深入思考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關係，這與此時接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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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倫理學以及實效主義存在密切關係，配合上現實政治中國際組織概念的

興起，加之胡適重新認識了安吉爾學說，漸漸讓他對於國際仲裁主義產生了

好感。沒想到，袁世凱的復辟帝制及古德諾在美的宣傳附和又一次成爲了插

曲，國家危在旦夕之際對於國家正當性的思考也因之再次展開，胡適最後所

主張的國際仲裁主義便為此問題提供一種出路，即國家正當性應該更多地來

自於一種基於普世性的道德倫理下的法制性支配，於是一國國民更多意義上

成爲了世界公民。 

總體來看此章中故事的展開（特別是故事二與故事三），美墨糾紛的升級

與一戰的爆發，納司密斯、韋蓮司、波爾等的推心置腹，日本「二十一條」

的提出，以及袁世凱、古德諾事件，都是整個概念構成中使胡適展開思辨的

關鍵性事件。一方面，國家概念的構成如此章所示是一個連續不間斷的過程，

這個過程始終是由具體事物或事件觸發，所以說，每一次新的概念生成始終

是偶然的經驗事實的結晶。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為胡適始終在經歷著不斷湧

來的新事件，固有概念的界限永遠不可能是清晰的、封閉的。每一次事件引

起胡適對於自己固有概念的再檢驗，既可能得到的是一種支持，也可能收穫

的是一次修正。筆者在此章嘗試做到的，是既可以將胡適國家概念的構成視

為一個始終以國家為中心、並在個人與世界之間不停搖擺的歷程，亦可以視

其為一個始終在充滿張力的是非與國界、道德與武力之間權衡摸索的體驗。

換個角度來說，每一次事件引起胡適對於自己固有概念的再檢驗，既可能是

一種縱向的概念深化，又可能是一種橫向概念拓展。落實到此章具體的內容

中來說，我們已經看到在這一過程中，胡適對於個人救國的理解，從志願從

軍、到執筆喚醒國民的愛國意識，從靜心求學、再到興基礎教育的演進。同

時，我們亦在此過程中觀察到，其對於國家正當性的理解，從只知傳統型的

支配、拓展到了發現一種法制性支配的可能。 

提升到理論層面來總結，在此章中筆者不是從某個廣義或是狹義的所謂

「科學」的國家理論概念切入來處理胡適的國家概念的，也不是為了提出某

個包含胡適 1917 年前所有國家論述的「國家理論」，而是嘗試將走向思想定

型時期的胡適的國家概念視作一種「歷史性」的概念。筆者正是基於伽達默

爾的《真理與方法》第三部分將語詞本身視作一種思維過程開始的相關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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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為此種「歷史性」概念的分析找到了理論依據，借用伽達默爾的用詞來說，

筆者嘗試在此章討論的是一種「理論性的」國家概念。
430
 

其實，在《真理與方法》第二部份伽達默爾為「前見」（prejudice）平反、

解釋「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並討論「效果歷史意識」

（historically effected consciousness）及「問答辯證法」（the logic of 

question and answer）時，概念構成的過程性已經通過伽達默爾將這些概念

運用到描述主體客體的思辨關係時呼之慾出。也就是說，將第二部分的這些

概念串聯起來便是一個主體客體思辨關係的論證過程。伽達默爾首先強調，

詮釋活動的完成總是指詮釋客體對詮釋主體提出一種要求，而並非主體在進

行一種活動從而去理解客體。滿足詮釋客體要求的可能性，在於詮釋主體的

前見被帶入到自己的詮釋活動中。在這個意義上，一個詮釋活動的成功與否，

實則取決於詮釋主體的前見。於是，伽達默爾需要平反西方傳統中常帶有「偏

見」之意的前見概念。他認為，前見指的是一種具有可以被詮釋主體發揮作

用或進行冒險潛能的意見，它代表著一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可以幫助詮釋

主體佔有詮釋客體所要述說的內容。如果從詮釋客體的角度來理解，詮釋客

體自身的內容由於與前見的照面進入了自我表現，而這種照面便產生了共鳴、

更新或是重新擴大的可能性。這種照面引起的變化可能便是本章首節所說的

事件性。如果站在更高的層面來看詮釋活動之為一個事件，即將主體與客體

的視角聯合在一起來看，主體的前見作為一種視域與客體自身的內容作為一

種視域，在照面時所共進行的發生性融合，便是所謂的「視域融合」。這種融

合意味著主體與客體的視域很有可能同時產生了與之前不同，甚至是並不存

在的東西，而且新形成的視域會繼續保有下去，以期待下次的新視域融合。

到了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的第三部份第一章（分別規定了詮釋學客體及

詮釋學活動的語言性），他便運用頗多語言現象來解釋說明這種詮釋學活動中

所富有的事件性與創造性，並在第二章梳理古希臘邏各斯、中古語言哲學中

                                                        
430
 伽達默爾對於「理論的」與「理論性的」這兩個語詞進行了區分。兩者分別代表現代科

學中的理論，與古希臘人的理論。前者「理論的」是手段，即「人麼能通過理論而統一地

概括經驗並能夠統治經驗」；後者「理論性的」是目的本身，其「不僅觀察現存的秩

序」，而且其「含義還超出這種活動而指加入到秩序整體之中去。」見漢斯-格奧爾格·伽

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著，洪漢鼎譯：《詮釋學：真理與方法》[Truth and 

Method]，頁 61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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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語言可以被視為詮釋學本體論的中心之後，於黑格爾的語言思辨結構那

裡找到了對應他在第二部分所說的主體客體的思辨關係。 

如果從語言哲學意義上的概念構成的角度來解釋這種主體客體的思辨關

係，概念構成的過程不是主體在進行這樣的過程，而是概念自己的行動。也

就是說，概念本身是由其在詮釋客體所述說的內容經與詮釋主體照面，從而

進入新的概念構成進而流傳下來的。具體以胡適案例來看，胡適之為主體無

論在何時何地都對於國家概念首先抱有其前見，當在與其他人交談國家概念

或是在文本中遇到國家概念的時候，胡適是不會忘記自己關於此概念的前見

的，前見反而會在與他人交談或在文本閱讀中發揮作用。儘管這樣的照面很

有可能使自己置身於與前見不同的其它世界中從而產生某種陌生感，但這個

其它世界肯定是與主體的視域存在著關聯的。陌生感讓主體重新審視自己的

前見，拋棄壞的成見，留下好的成見，融入來自於對象所述說的內容。這便

是圍繞著概念本身來回的辯證活動。伽達默爾從這種辯證關係中指出了語言

特有的事實性（Sachlichkeit），事實性往往具有否定性的因素，即概念中的

某些意見由於這個過程中否定因素的作用可能因此變得混淆，但又同時由於

一些前見的顯現而非另一些前見的顯現得到了規範性，從而又意味著一種澄

清。
431
 

但僅僅依照這樣的主客辯證只會是柏拉圖式的邏輯內容的單純反映，伽

達默爾從黑格爾那裡指出了除了事件性之外，對應人類創造性的語言思辨結

構。「思辨性在這裡意味著反映關係。反映經常是種替換。某物在他物中得到

反映」。「反映的真正神秘就是圖像的不可把握性，以及純再現的搖擺性」。
432

概念構成中出現的隱喻（metaphor）便是這種反映、替換的例子。胡適在（45）

中用「睡美人」作為喻體使得所喻（即「國家」）獲得了某種表達，這是一種

借用人們業已對「睡美人」較為成形的經驗，來對「國家」這個較為抽象的

經驗所作的一次描述。而在這次描述中，胡適理解下的某些屬於國家概念的

東西被顯示並著重突出了。然而，如果我們還記得人類精神的不完滿性，或

者說，概念構成的不精確性，我們很快又會發現，正是因為概念的思辨結構，

                                                        
431
 同上，頁 601，626。 

432
 同上，頁 62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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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在人類經驗中的構成才是永不會結束的，暫時構成的新的概念永遠還帶

有未說出的成份。也就是說，概念構成作為創造性的事件是會不停地發生下

去的。這樣難道是說思辨活動是不受任何侷限的嗎？或者以例子來說，概念

構成中的隱喻是可以隨心所欲的嗎？伽達默爾在重新回到我們首先提到的主

客辯證關係時為這個問題提供了答案——主客辯證規定了思辨活動的限制性： 

正如哲學辯證法通過矛盾的激化和提升使一切片面的觀點得到揚棄，

從而使真理的整體得到表現，詮釋學的努力也就有這樣的任務，即從它

所關聯的全面性中開闢意義的整體。被意指意義的個別性同一切思想

規定的整體性相符合。
433
 

概念作為一件事物的意義整體，本來就既是這一方面又是另一方面的，但每

一方面的特殊性還是依賴著一個意義整體。 

伽達默爾在談到概念作為事物的意義整體在某一方面進行修正、擴展、甚

至是從這一方面轉到另一方面，特別提到了詮釋主體在概念構成過程中擁有

的所謂「效果歷史意識」，即意識到自己的前見是不精確的。其實這也就意味

著自己即將參與的對概念的重新構成永遠是開放性的。開放性並不代表無限

制性，主客辯證關係所規定的限制便只能是基於概念構成中始終圍繞著的詮

釋客體內容本身。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能夠理解爲什麽說「語言的思辨結

構都並不表現為一種固定既存物的摹仿，而是一種意義整體得以說明的語言

表述」。
434
這是因為，一切概念不會是一種確切的、固定的先驗存在，而只會

是效果歷史意識的現實性。所以，此章以上的內容對於研究問題 3（在胡適所

使用的指稱國家的不同語詞中，它們的含義之間是否存在關係？胡適是因為

什麼才會修正自己對於國家的理解的？概念構成是何以成為可能的？）的解

答便是，胡適使用語詞指稱國家勢必是無法達到精確的，但採用不同的語詞

去替換舊有的語詞，或是採用更多的語詞去補充說明自己對於國家概念的新

理解，都是胡適在經歷不同的世界經驗、並圍繞這些事件內容本身，對自己

舊有國家概念產生思辨、並在舊基礎之上形成新的國家概念時的創造性表現。 

                                                        
433
 同上，頁 635。 

434
 同上，頁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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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特殊與普遍調和的可能 

筆者在第二章參考了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第三部分的論證過程，並通

過在首末的理論分析中間，穿插了三個故事的詳細展開，以期呈現胡適是如

何在不同的世界經驗中思辨國家概念的全貌。然而，當我們仔細觀察伽達默

爾的理論路徑，不難發現，他批判邏各斯的起點是具有普遍性質的上帝語言，

然後將之過渡到了具有歷史文化面向，即帶有特殊性質的人類語言。黃國鉅

就指出，這樣的論證過程給人的印象是一種普遍性向特殊性的展開，而如果

這種過渡無法調轉過來，即從特殊性走向普遍性，則它不能說是一種系統的

理論。
435
不過，黃國鉅又馬上指出，這個論證過程中本身已經提供了將之調轉

的線索，筆者在此也是沿襲這樣的探索路徑，嘗試仍然是從世界經驗的思辨

構成角度來探索本文的研究問題 4：國家概念背後的普遍性是在哪裡？ 

當然，這一章不能再重複第二章中那樣通過詳細羅列並結合前後的相關

事件與論述，以顯示觀念的轉變是根據什麼道理而發生的路徑，更不會如第

一章中那樣通過靜態的概念分析與比較、以純理論來思考國家概念背後的普

遍性。這裡選擇的是以「民族國家的認同」為角度來嘗試回答此章的研究問

題。 

「民族國家的認同」的角度一方面有利於對前兩章的方法與理論進行整

合與提升，即兼顧「起源」與「來源」的追溯，另一方面還是如導言中「再

思民族國家」一節所介紹的那樣，這是基於對於中國歷史的關懷與觀察。案

例畢竟是要放在整個中國的歷史脈絡中來審查的，而胡適身處的歷史脈絡又

是如此的特殊，這可以總結為兩點：一，晚清的維新與革命派在「五族共和」

上達成共識，於是「納四裔入中華」成為了民族國家的建構路徑。那麼，西

方傳來的民族主義何以與此相調和，成為一種中國的民族主義以建構一個多

民族國家？二，中華民國最初是以美國共和制度為藍本的，而它的失敗可能

與傳統中國的「國家為何」有什麼關係？而中華民國之於大清帝國的正當性

究竟應該強在哪裡？晚清民初的變革之際正是本文案例所選取的時間段，特

別是身處共和之國的胡適見證「共和中國」之破碎的留美期間，而他對於民

                                                        
435
 黃國鉅：〈伽達瑪論語詞的構成〉，《東吳哲學學報》，第 29期（2014年 2月），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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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國家認同的理解，是否能夠對於這些歷史的疑問，進而對於國家概念的普

遍性提供一種解決的可能呢？ 

 

第一節 特殊性的認同 

第一節將首先通過胡適案例中所出現的隱喻與翻譯兩個現象解釋所謂

「特殊性」究竟指的什麼。其次，筆者將梳理對於中國的特殊性認同可以是

哪些內容。最後，我們會看到所謂對於國家的特殊性認同是如何運作的。 

筆者在第二章小結中已經提到，概念構成中出現的隱喻，是代表了人類創

造性的思辨現象的一種具體實例，意味著一種反映與替換。如果繼續以胡適

用「睡美人」作為喻體來反映與替換「國家」為例，創造性的表現就在於胡

適是借用了人們業已對「睡美人」較為成形的經驗，來對「國家」這個較為

抽象的經驗實行了替換式的一次描述。不過，這裡還是存在著這樣的一個問

題：胡適所說的「睡美人」究竟指的是什麼？或者說，他使用這個喻體究竟

是為了凸顯國家概念的什麼方面呢？查閱胡適 1915 年 3 月 15 的日記，他自

己的確使用了頗多語詞補充說明了「睡美人」： 

歐洲古代神話相傳：有國君女，具絕代姿，一日觸神巫之怒，巫以術幽

之塔上，令長睡百年，以刺薔薇鎖塔，人無敢入者。有武士犯刺薔薇而

入，得睡美人，一吻而醒，遂為夫婦。英詩人鄧耐生詠其事，有句云： 

Well, - were it not a pleasant thing 

To fall asleep with all one’s friends; 

To pass with all our social ties 

To silence from the paths of men, 

And every hundred years to rise 

And learn the world, and sleep again; 

To sleep thro’ terms of mighty wars, 

And wake on science grown to more, 

On secrets of the brain, the stars, 

As wild as aught of fairy lore; 

And all that else the years will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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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et-forms of stronger hours, 

The vast Republics that may grow, 

The Federations and the powers; 

Titanic forces taking birth 

In divers seasons, divers climes; 

For we are Ancients of the earth, 

And in the morning of the times. 

So sleeping, so aroused from sleep 

Thro’ sunny decades new and strange, 

Or gay quinquenniads would we reap 

The flower and quintessence of change. 

此詩句句切中吾國史事。矧東方文明古國，他日有所貢獻於世界，當在

文物風教，而不在武力，吾固曰睡獅之喻不如睡美人之切也。作〈睡美

人歌〉以祝吾祖國之前途。 

東方絕代姿，百年久濃睡。一朝西風起，穿幃侵玉臂。 

碧海揚洪波，紅樓醒佳麗。昔年時世裝，長袖高螺髻。 

可憐夢回日，一一與世戾。畫眉異深淺，出門受訕刺。 

殷勤遣群待，買珠入城市；東市易宮衣，西市問新制。 

歸來奉佳人，百倍舊姝媚。裝成齊起舞，「主君壽百歲」！
436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睡美人」其實一共有三個版本：第一個版本即眾所

周知的「歐洲古代神話」版；第二個版本則是阿佛列·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的詠詩——丁尼生將「睡美人」的神話故事應用到了現實政治環境之中，細

緻地刻畫了沉睡到醒來的一系列環境的變化，藉以抒發對於「美人」醒來後

的前景無比樂觀憧憬的情懷；第三個版本便是胡適自己對於丁尼生詠詩的改

編版本，正如他自己所說，丁尼生的詠詩「句句切中吾國史事」，中國作為「睡

美人」美在「文物風教」，而如今「西風起」正是祖國醒來之時。所以，如果

沒有胡適在這則日記中進行的後兩個版本的解釋，「睡美人」可以被理解為是

圍繞著睡美人那個神話的其它內容，譬如可以是一種期盼著被「王子」拯救

                                                        
436
 《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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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進而就可能代表的是一種依賴、甚至是柔弱之意。甚至，如果某個

特殊文化存在一個其它的「睡美人」神話，這個文化背景下的人來理解胡適

的隱喻可能又是另外的內容。同樣的，胡適反對拿破崙以「睡獅」喻中國，

認為這是一種突出武力的表現，然而「睡獅」亦可以象征著勇敢與威嚴，「睡

獅」醒來後於是就不一定是武鬥獵食。所以，指出這三個版本首先意在表明，

喻體本身已經形成的經驗往往是多樣，人們創意性的選擇某個喻體往往只是

注意到了喻體中的某個單一經驗。其次，也許更為重要的是，這裡牽涉到隱

喻作為一種概念構成時，往往富含所謂的文化差異所賦予的某些特殊性的約

定因素。也就是說，源於不同的民族或文化對於採用何種喻體、訴說所喻中

的何種方面的選擇很可能是不同的，而同一民族或文化下的群體之所以能夠

較為容易理解某個隱喻，很多時候是因為這個隱喻本身就包含著這個民族數

千數萬代人的積累。譬如中國人常以「龍的傳人」自視，這裡面便蘊涵著數

個王朝切實的建構與數代古人累積的想象。而如果當我們關注隱喻之為一種

創造所帶來的效果時，很多時候我們就會發現，同一群體的人們正是因為隱

喻所帶來的較為成形的經驗，便可以繼而進一步談論、思辨、修正、擴展原

本抽象、或者是不熟悉的概念，一點一點將那些本來模糊的、尚未定型的經

驗以一種新的具體形式進行表達。 

需要指出的是，往往是在一個人與某些陌生的內容發生照面時，這種文化

差異以及特殊性約定因素彰顯得尤為突出。說明這一點的另一個很好的例子，

便是胡適早在上海期間接觸大量西方民族主義思潮時所進行的選擇性翻譯。

在第二章「故事一的展開」中，筆者已經提到在擔任《競業旬報》主編期間，

胡適對於《真國民：如何成為其中的一員》（The True Citizen: How to Become 

One）中關於「勇氣」、「自救」、「責任」這些章節啟首所配的格言進行了全數

選擇與翻譯。那麼又是哪些章節胡適是完全沒有選擇的呢？它們分別是審美

（Love of the Beautiful）、崇敬（Reverence）、感情（Sentiment）、戒酒

（Temperance）、公民與社區（The Citizen and The Community）、理想的公

民（The Ideal Citizen）這六個章節。且不論胡適是否能夠同意這些概念是

否應該成為公民的美德，至少基於第一章通過故事一的概念分析與比較所得

到的結論，有理由相信。胡適並不認為這些章節的內容是中國國民急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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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質。不妨先具體看看原著中「公民與社區」一章所收錄的名人名言： 

1. Municipal government should be entirely divorced from party 

politics. 

2. Too many of our citizens fail to realize that local government 

is a worthy study. 

3. Every citizen should be ready to do his full part in the 

service of the community in which he lives. 

4. Each separate township needs men who will inspire respect and 

command confidence. 

5. Let the man who, without good excuse, fails to vote, be 

deprived of the right to vote.
437
 

對比第一章的分析中指出，胡適上海的「國民」概念強調的是個人之於國家

的責任與義務，是從國家意識出發的，所以這些西方近代政法理論提煉出來

的諸如政黨、社區、投票權的公民理念，對於胡適來說至少是陌生的。而在

其它章節未選擇入《競》的金玉良言中，可以說明胡適民權意識的相對薄弱

的例子比比皆是。
438
可能更能顯示此種文化差異的，是一些胡適翻譯中明顯

出現偏差的例子：胡適將“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翻譯為「孺

子亦人父也」，
439
而 William Wordsworth 的原意，更偏向現代漢語所謂「三

歲看到老」；將“A man ought to be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son of his 

father.”翻譯為「凡人須思卓越前人，毋徒曰：吾無愧吾父之子而已」，
440
筆

者這裡的理解是，一個人除了是父親的兒子之外，應該還有很多其它身份；

將 “The revolutionist has seldom any other object but to sacrifice 

his country to himself.”譯為「所謂志士者，惟思犧牲其身於祖國而已，

                                                        
437
 W. F. Markwick, The True Citizen, How to Become One, pp.217. 

438
 再舉幾則其他章節中胡適沒有選擇名人名言：（1）Let us have faith that right 

makes might; and in that faith let us dare to do our duty. (2) Voters are the 

uncrowned kings who rule the nations. (3) If you want a clean city, vote to 

place the government in clean hands. 見 W. F. Markwick, The True Citizen, How 
to Become One, pp.181, 227. 
439
 鐵兒（胡適筆名）：〈金玉之言（一）〉，《競業旬報》第 34期（1908年 11月 1

日），載周質平編：《胡適早年文存》，頁 265。 
440
 鐵兒（胡適筆名）：〈金玉之言（四）〉，《競業旬報》第 37期（1908年 12月 23

日），載同上，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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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他原也」，
441
這裡直接將整句話的意思錯誤翻成了對立面，原旨應該是批判

革命者以個人私利犧牲國家。很明顯，脫離這些諺語的時代與文化背景，深

受程朱理學及國家主義思想浸染的胡適在理解這些諺語上是存在偏差的。 

另外一方面，對於這些公民理念及個人概念的陌生，當然與胡適此時塑造

的國家概念息息相關。正如筆者在故事一的概念分析、故事一的展開、以及

故事二的展開的前半部分（即上海期間與留美前期）中屢次提到的，胡適在

這段期間論述中的國家權力是一種韋伯式的「『永恆的昨日』的權威」，或者

說是一種費孝通所說的文化性的「長老統治」，而在這段期間的世界經驗中對

於國家概念的吸收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這種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認同之

上。根據導言中筆者所介紹的迪特默與金的看法，他們所定義的民族國家認

同有兩個互相關聯的分析層面——人們認同行為的強弱與人們認同的實質內

容——運用到胡適的這種觀念上其實反應的是：儘管大清帝國在其壽終之際

的正當性較弱反映在了維新派的「國會請願」與革命派的「驅逐韃虜」等政

治運動之上，不過在人們所認同的實質內容（即反映在國家為何的問題）上，

知識分子們又很容易將中國的歷史文化作為古老而永恆的特征，視作是想象

的現代國家之認同來源的不二之選。但是，問題是，這種代表著特殊性的認

同來源的中國歷史文化，究竟憑藉的是什麼東西來凝聚群體以區分他者的呢？ 

這裡就有必要從青年胡適語焉不詳的論述中拓展出去。根據葛兆光的總

結，「中國的」文化實則歸根到底還是指漢族中國的文化，而它可歸納為以下

五個方面：一是使用漢字進行書寫、思考與表達；二是傳統中國的家庭、家

族、家國同構觀念所發展出來的日常生活與政治生活的儒家倫理；三是「三

教合一」的信仰世界所產生的實用性宗教觀念；四是基於「天人合一」與陰

陽五行學說發展出來相關知識與技術；五是「天下」觀念。
442
當然，這五個自

秦漢統一以來較為清晰的文化主脈與核心，在聖賢經典權威的及早確立、科

舉制度的長期施行、以及官學私學始終得到政治制度的支持下，仍然需要被

理解為是一個延綿不斷的「形成史」，因為它與周邊文化的接觸與互相滲透亦

是不會有停歇的。不過，葛兆光也特別指出，在漢族中國文化的形成史中，

                                                        
441
 鐵兒（胡適筆名）：〈金玉之言（四）〉，《競業旬報》第 37期（1908年 12月 23

日），載同上，頁 273。 
442
 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頁 11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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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秦漢、宋代（從中唐開始）、以及明代三次的凝固成型，特別是宋明兩

代由於周邊「他者」的確立，漸漸將漢至隋唐期間中國文化的開放性質變為

了「排他」性質，這從認同的概念來看就是漢族中國的意識明顯得到強化，

也因此埋下了潛在的諸多問題。
443
直到晚清與西方文明的正式全面接觸，自

宋代以來一步步積累下來多重認同危機便在這個最後以漢族中國文化為核心、

在非漢族統治下的多民族帝國的末期全部浮現了出來——第一、受惠於漢唐

時代文化傳播的周邊國家，是很難認同繼宋之後轉向排他性、又經歷了兩個

非漢族統治并改造的中國文化的，這便是文化正統危機；第二、從明代中期

到晚清逐漸深化的西洋東進，讓漢族中國的文化很難維持自己想象中的那種

具有普遍意義的中心地位，特別是「天下」觀念的土崩瓦解後，文化本身正

當性削弱的危機愈發明顯；第三、兩個異族帝國的版圖擴大造就了內部民族

問題，這裡便存在著其它民族認同漢族中國文化的困境。
444
 

然而，在面對這些認同危機時，我們亦不能低估晚清民族主義的作用。正

如筆者在導言中談到民族主義與民族關係時所主張的，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新

思潮，是在基於前現代社會的「舊民族」的一些範疇（也有「想象」的成分）

所發揮的「新想象」，民族因此才是所謂在特定地域及時空環境下的歷史產物。

杜贊奇就對此問題有過精彩的描述，他所著重突出的便是民族國家認同的關

聯性與流變性： 

一個社會中存在多元的認同來源，並且它們相互間不一定協調。這樣，

即使說民族主義的認同有時可能完全是虛構的，其建構者也常常能夠

將它建立在已經存在的某些認同之上。當然，建立這樣的認同需要遮掩

和壓制其它的認同表達，無論它是歷史的遺留還是作為與己相悖的形

式而出現。這樣，持歷史視角的人總是在與過去對話，這種過去影響但

並不左右他們。而且，由於這裡所談的歷史是一種歷史（a history）

而非歷史本身(History），因此它在被操作的同時仍具有真實性的權威。

445
 

                                                        
443
 同上，頁 119-138。 

444
 同上，頁 6-12。 

445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沈文靜譯，黃洋校：〈解構中國國家〉[De-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載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

究中心編：《近代中國的國家形象與國家認同》，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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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複數性質的共同歷史文化作為認同的基礎其實只是一個起點，真

正完善一種特殊性的認同形成過程，是需要在遮掩與突出哪些歷史固有素材

時做出新的選擇與發掘，從而為建立一個新群體對於自我與他者界限的認識

提供明確指示。然而，並不是說針對這種多元變化的民族身份認同的建構可

以天馬行空，姚大力就指出，「想象共同體」被形塑的過程中，最為關鍵的還

是共同血統的想象：所謂的共同語言、地域、經濟生活、宗教禮儀、社會習

俗、集體經驗及歷史記憶等，只是可以幫助產生一種比較寬泛模糊的共同集

體身份意識（它們甚至不需要所有都具備就能夠產生這種意識），只有將這種

共同集體身份意識繼續加工和提升到共同血統的觀念，才能讓族群有充分的

理由確認他們屬於一個共同體，即明確指示出他們屬於「同一個祖先的血脈

後裔」，或者是他們明確認識到自己是「過去某一個可以清楚地與同時代的其

他人群分割開來的獨特人群的血脈後裔」。
446
具體用例子來說明這兩種共同血

統的表現形態，即一個人通過想象自己是炎黃子孫，或是通過以 1912、1949

等這些特定的時間點與「他者」進行區分來認定自己是中國人。不過，姚大

力又特別指出，從寬泛模糊的共同集體身份意識進而加工提升到共同血統的

觀念，並不是一個完全自發的行為，而通常只能是由這個潛在共同體內的知

識分子自覺地發明來予以完成，而且如果成功，必定是「以該群體內帶有草

根性質的對自身的認知與情感作為基礎」，這樣的特殊性質「才能又反過來滋

養、培育和形塑屬於大眾的集體身份意識」。
447
在這個意義上，類似於「愚公

移山」、「劉備三顧茅廬」這樣的素材，在整合這種共同血統觀念方面都有它

們的積極意義。胡適在標榜中國歷史文化時所經常提到的「神農皇帝」、「黃

帝」、「唐堯」的上古故事，也屬於這種自覺的加工與提升，只不過可能是「草

根性質」略顯不足而已。 

即便是通過形塑一個「共同血統」的觀念（如「中華民族」的創造），在

國家為何的問題上也不能單靠一系列符號所象征的民族基質來涵蓋，國家對

內與對外的行為始終是界定國家為何的必要因素。
448
以晚清民初為例，在被

                                                        
446
 姚大力：〈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國邊陲〉，頁 170-172。 

447
 同上，頁 172-173。 

448
 迪特默與金認為，人們認同民族國家的實質內容主要是通過兩個途徑，即國家的行為以

及國家所主張的精神基質。見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pp.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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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拖入近代世界之後，大清帝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資政院議會的召開，

以及中華民國最初以美國共和制度為藍本，都可以被理解為是在保全帝國領

土的同時，為求國家正當性的加強以融入近代國際體系所做的前所未有的嘗

試。不過，民族主義的文化認同在這些艱難的國家行為中究竟扮演的是什麼

角色始終是個問題，特別是在「天下」觀念逐步瓦解的時候，在傳統的觀念

影響下去理解一種與己相異的特殊性文化（無論是西方還是內部的其它民族），

如何以具體的政治行為來體現一種達成共識的可能？另外，民族主義的政治

認同是否可以讓多民族聯合起來成為一個共同體，並且不用犧牲內部多樣的

文化特殊性呢？可能這歸根到底還是如哈貝馬斯所觀察的那樣，在於「民族

國家概念包含著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之間的緊張，即平等主義的法律共同體

與歷史命運共同體之間的緊張。」
449
 

 

第二節 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的張力——以胡適留美期間民族國家認同觀念

的變遷為例 

在民族國家概念中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之間關係的問題上，胡適的案例

是具有參考價值的。這不但是因為他在上海期間浸潤了內容複雜的民族主義

思潮，更是由於他留美期間能夠通過世界經驗的積累，時刻嘗試從各個不同

角度來理解國內國際的政治亂局，進而重新審查民族主義。從這個意義上來

說，胡適從上海期間只知國家傳統型的文化性支配，到留美末期國際仲裁主

義下國家法治型支配的發現，實則就是一條在民族國家認同觀念上從特殊性

迂迴發現普遍性的過程。 

此節便是基於上一章故事二、故事三展開的背景，首先以胡適留學期間

不同時間點關於民族主義與共和主義的直接論述作為依據，進一步將這個從

特殊性迂迴發現普遍性的過程直觀化。其次，筆者將著重補充胡適在留學期

間體驗美國共和政治的經歷，並從而指出胡適的政治參與代表的是一種「共

和派的愛國主義」，而這便為調和國家認同中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的緊張提

供了可能。 

                                                        
449
 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著，曹衛東譯：《包容他者》（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2），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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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適的直接論述 

第一次出現胡適直接論述民族主義的第一手史料，是在胡適走向「絕對的

不抵抗主義」的「快車道」期間：
450
1915年 1 月 22日，胡適在給寄給韋蓮司

的信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 nationalism is defendable only on the ground that the 

best development of a people is in the long run best realized 

by a government of their own people. Notice the modifying words 

“in the long run”. But it remains to be proved that each 

people does know its own best development. Even though we grant 

that each people does know this, it still remained to be proved 

that (that) each people is capable of realizing it, of putting 

that knowledge into practice, of always actualizing it 

potentiality [...]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a foreign observer may 

(temporarily at least) understand better what a people 

actually needs and needs very badly.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an alien government, if it be efficient and enlightened, may 

furnish the initiative and the motive force which the native 

people, enfeebled by senility and blinded by prejudice, may 

sadly lack.
451
 

胡適在這裡首先認為（族裔）民族主義唯一可以成立的根據在於，民族自治

從長期來看是最有利於一個民族發展的。但這個根據其實還是有雙重前提的：

第一層便在於這個民族自己得意識到自治是最有利發展的，而即便「知」還

是不夠，第二層前提則是這個民族的成員得證明自己有能力實踐這種「知」。

所以，在這裡，胡適還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個人身上，認為個人的發展始終得

依靠個人的能力，這個落腳點與他自上海以來一貫強調個人教育的重要性是

一致的。不過，他的後半部份論述似乎是在小心地挑戰（族裔）民族主義的

                                                        
450
 即第二章「故事二的展開」中（34）至（49）。 

451
 《胡適全集》，第 40卷，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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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性：他認為，很有可能一個非同族的政府亦可以做到了解民眾之所需，

甚至勝過同族的人來治理，特別是在這個民族虛弱無力、愚昧無知的時候。

聯想到在這封信的第二天，胡適在訪問韋蓮司的寓所時告訴女士他正式主張

絕對的不抵抗主義，胡適具有普世主義的主張（國家對內與對外行為內容在

道德層面的一致性、興教育、進文明、鼓吹國際道德）都映襯了他對於特殊

性的（族裔）民族主義的懷疑。 

* 

然而，隨著山東半島主權問題的爆發與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胡適

絕對的不抵抗主義在現實中國政治問題上的運用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在一面

調和理論與實踐、一面承受留美學界指責不滿的同時，
452
胡適對於民族主義

的態度又產生了微妙的變化：1915 年 2 月 6 日《新共和週報》（The New 

Republic）刊登的“A Friend of China”一文的核心主旨便是「中國共和已

完全失敗，中國人不適於自治，日本之干涉，可使中國有良政府，中國之福，

列強之福。」胡適對此「荒謬之論」的回應是頗具「歷史性」的： 

“A Friend of China” seems to have ignored the important 

fact that we are now living in an age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He forgets that even the Philippines cannot rest contented 

under the apparently “beneficial” ru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twentieth century no nation can ever hope peacefully 

to rule over or to interfere with the internal administrative 

affairs of another nation, however beneficial that rule or 

that interference may be. The Chi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has exterminated the Manchu rule, and I am sure, will always 

resent any foreign rule or “direction”. 

[...] let me remind him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vast 

nation like China cannot be accomplished in a day [...] Every 

nation has the right to be left alone to work out its own 

salvation. Mexico has the right to revolution. China has her 

                                                        
452
 即第二章「故事二的展開」中（50）至（54）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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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to her own development.
453
 

在與其它國家進行比較的同時，胡適指出了中國的民族主義在終結了滿清的

統治之後是決不會接受「他治」的。而一個月前與韋蓮司通信中小心論證的

一個非同族的政府治理一個民族的可行性，在這裡得到了堅決的駁斥。這個

立場在 3月 1日寄給《外觀報》的信件中又得到了更為明確的重申： 

As one who comes from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and who 

knows their inspirations and aspirations, I declare most 

emphatically that any attempt to bring about a Japanese 

domination or “direction” in China is no more and no less 

than sowing the seeds of future disturbance and bloodshed in 

China for the countless years to come[...] Have we not seen 

anti-Japanese sentiments already prevailing in many parts of 

China? 

I sincerely believe that the ultimate solution of the Far 

Eastern question must be sought in a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ut that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cannot possibly be brought 

forth by any armed conquest of the one by the other.
454
 

可見在族裔民族主義的「民族自治」口號之下，所謂的「好政府」，或是提出

「一個非同族的政府亦可以做到了解民眾之所需」的主張，是退而其次的。

也就是說，在外部威脅下，政治認同的吸引力是缺乏的，能夠打動人心和激

發熱情的還是將「中國不亡」建基於歷史文化之上。然而，如果基於這樣的

認同觀念，所謂的「五族共和」根本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外部威脅下的「民

族自治」口號亦可以為內部的多民族所用。在胡適 3月 28日寄給韋蓮司的信

中，他的確意識到了這一點：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so far 

centered upon the Southern Manchurian question [...] If I were 

                                                        
453
 《胡適全集》，第 40卷，頁 49-51。 

454
 同上，頁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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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apanese statesman, I would be satisfied with the 

concessions in Southern Manchuria, and give back in return the 

German leased territory to China [...] 

The view - that of abandoning Southern Manchuria - is too 

radical for our people at present. And I am not going to 

express it publicly at the present moment of excitement. But, 

so far as I can see, there is no other way out. It is the 

least of the possible evils.
455
 

胡適在此無法公開宣揚的保全山東、割離南滿之說，實則是承繼了宋、明以

來的漢族民族主義。這就可以很好地解釋在故事二中胡適的那封致留學界公

開信中的一些內容：他在強調匈奴、韃靼、蒙古、滿族之侵略以支持「中國

不亡」之論的同時，又在談到今日中國所受的民族羞辱時，採用西藏、外蒙

古與日本作為具體案例，將原因歸結於中國過往外交方面的無知與自大。
456

可見，在外部威脅下的民族意識崛起，轉化到內部就很有可能面臨民族分化

的可能。 

* 

不過，中華民國之於大清帝國的正當性如果只是強在其為一個漢族民族

國家的話，背負「割地裂國」的歷史之名又會將民國與晚清的疲弱不堪聯繫

在一起，加之晚清梁啟超之輩傳播的民族主義本就包含民權本位的論述，
457

對於民國的新認同還是需要政治革新來助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能夠解決

多民族問題的共和制度得到青睞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這一點在胡適得知袁

世凱愈發顯露的復辟帝制以及古德諾在美的宣傳附和時期
458
表現得最為突

出。上文基於胡適所作的 “China and Democracy”與 “A Philosopher 

of Chinese Reactionism”已經就胡適何以反對君主專制、而主張民主共和

的論述作過相關的分析，
459
此處不再複述。 

* 

                                                        
455
 同上，頁 87-88。 

456
 同上，頁 96-102。 

457
 如第一章「故事一的比較研究」關於梁啟超「新民」概念的分析所示。 

458
 即第二章「故事三的展開」中（69）至（72）期間。 

459
 即第二章「故事三的展開」中（69）與（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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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絕對的不抵抗主義時期的懷疑，到國事的幾經波折後的反彈崛起，

族裔民族主義以及特殊性的歷史文化認同，最後在胡適反對袁世凱復辟及尊

孔運動與主張「國際仲裁主義」下的政治認同期間，
460
得到了重新反思。1917

年 3 月 7 日題為「論‘去無道而就有道’」的日記，就可以被視為胡適整個

關於「民族國家認同」問題的思考的暫時性成果：在這則胡適歸國前夕的日

記中，胡適再一次提到兩年前關於民族主義的思考，並再次重申，族裔民族

主義的唯一可立之根據，在於「一民族之自治，終可勝於他民族之治之」。
461

這個前提的確幫助了排滿主義推翻了大清建立了民國，但眼下到了漢族的袁

世凱統治，「未為彼善於此也」： 

我國之排滿主義之所以能成立者，正以滿族二百七十年來之歷史已足

證其不能治漢族耳。若去一滿洲，得一袁世凱，未為彼善於此也。未為

彼善於此也，則不以其為同種而姑容之，此二三次革命之所以起也。 

若以袁世凱與威爾遜令人擇之，則人必擇威爾遜。其以威爾遜為異

族而擇袁世凱者，必中民族主義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無道而就有道」

之意。
462
 

所以，他認為，「終」字在這個前提中是關鍵詞。「終也者，今雖未必然，終

久必然也。如此理論，駁無可駁，此無窮之循辭也。」秉持「終久必然也」

的族裔民族主義在面對袁世凱復辟或其它同族政府不當的政治行為時，是存

在理論困境的。這種困境其實就是拜「共同血統的觀念」所賜，即想象同一

血統的人與自身共享認知與情感。於是，與其無休止、無可能地討論這一前

提終究是否能夠得到現實地認證，胡適在此則日記的第二部分提供了另一種

民族國家認同的前提，并首先引用了威爾遜連任演說詞中的一句話： 

That Government derive all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and that no other powers should be 

supported by the common thought, purpose or power of the family 

of nations. 

此言「政府之權利生於被治者之承認」。此共和政治之說也，而亦可謂

                                                        
460
 即第二章「故事三的展開」中（79）至（89）期間。 

461
 《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484。 

462
 同上，頁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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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之前提。
463
 

之前陰魂不散的所謂「‘永恆的昨日’的權威」不再是唯一的正當性來源，

因為此種民族主義下人們對於民族國家的認同是因為其「政治之良」。在日記

最後對二者進行比較的時候，胡適是以這樣一段話作為小結的： 

今之狹義的國家主義者，往往高談愛國，而不知國之何以當愛；高

談民族主義，而不知民族主義究作何解（甚至有以仇視日本之故而遂愛

袁世凱且贊成其帝政運動者）。故記吾所見於此，欲人知民族主義不能

單獨成立。若非種皆必當鋤去，則中國今日當為滿族立國，又當為蒙藏

立國矣。
464
 

無疑，在國際仲裁主義的影響下，胡適是對漢族民族主義有所保留的，而這

段話更是直接擊中了漢族民族主義的要害，即指出中國在民族國家建構路徑

上需要特別處理蒙元、滿清兩大異族帝國統治的中國歷史以及遺留下來的邊

界、民族、文化問題。此外，胡適所說的「共和政治之說亦可謂民族主義之

前提」的確也是近代民族主義的題內應有之義。格林菲爾德關於歐洲民族主

義的個案研究就已經指出，民族主義運動在它的原發地英國本來就是一場以

國家主權在於大眾為口號、在既定歷史疆域內進行的公民民族主義運動。
465

哈貝馬斯亦是指出，民族的兩幅面孔在於「由公民組成的民族是民族國家合

法化的源泉，而由民眾組成的天生的民族則致力於促使社會一體化。」
466
這

一點也在胡適原文中將兩種民族主義的前提以「一」與「另一」並列分述中

得到體現，然而如果特別考慮到他此時常以國際仲裁主義的姿態弱化國民之

於國家的角色、並更多以世界層面的法制性支配來論述國家權力，說他傾向

於更具普遍意味的後者似乎更符合實情。於是便有學者指出，胡適一生所追

求的是一個為普遍的制度法則所支配的「程序共和國」，而在這個「程序共

和國」裡面，民族主義的文化認同事實上已經被取消了。
467
 

2. 胡適的政治參與 

以「程序共和國」來取消民族主義的文化認同是不是就在暗示，解決這

                                                        
463
 同上，頁 484-485。 

464
 同上，頁 485。 

465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pp.27-87. 

466
 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著，曹衛東譯：《包容他者》，頁 135。 

467
 許紀霖：〈現代中國的自由民族主義思潮〉，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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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殊性的中國問題的出路還是在於塑造對於國家政治行為的認同呢？要知

道，格林菲爾德在強調「民主是與民族的意識同時誕生的」同時，亦是指出

這是與英國的特殊歷史環境分不開的。
468
而哈貝馬斯亦是觀察到，國家如果

僅以民主參與和公民資格作為世俗化的合法化源泉，「那麼政治法律變革就

會缺少動力，已經建立起來的共和體制也會缺少活力。」
469
筆者在此想指出

的是，如果單就胡適更傾向於政治認同就判斷其所主張的是一種「程序共和

國」，從而忽略了他整個思辨的過程，可能會造成對於理解胡適民族國家認

同觀念的簡化。為了說明這一點，無需再對胡適在發現這種法治型支配作為

國家權力之前所經歷的國家思辨過程進行重複，筆者在此處需要補充、並且

特別強調的，是胡適在留學期間體驗美國共和政治的經歷。 

除去在第二章故事二與故事三的展開中業已提及的事例，包括胡適組織

參加政治研究會、
470
在各種學生會中實踐議會制度，

471
胡適對於美國政治直

接的參與更是不容忽視的方面。早在 1912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胡適就在

康奈爾世界學生會發起了總統「模擬投票」，並覺留美中國生不留心美國政

事是一件可恥的事情。
472
在校園外，胡適至少還旁聽了兩次綺色佳公民議會

（Common Council）——在 1914年 2月 4日的首次經歷中，胡適記錄了城

市公民議會的召開情況，并詳細描述了議會討論的具體案例，包括納郊區田

地入城市邊界以適應城市發展需求的市政工程、市民狀告政府忽視道路鏟冰

的賠償案件、大學兄弟會獲批免稅的教育慈善事業、城市消防隊申請撥款的

財政事宜。胡適對這次旁聽感觸頗大，他總結為以下三點： 

（一）市民之踴躍從公，可敬也。 

（二）此間市政府去年費九千六百金為火政之費，其重火政，可法

也。 

（三）事權不統一之害，朋黨私見之弊，幾令極好之事業為社會詬

病，可畏也。 

                                                        
468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pp.10. 

469
 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著，曹衛東譯：《包容他者》，頁 132-133。 

470
 見第二章「故事二的展開」中（14）。 

471
 見第二章「故事二的展開」中（16）、（32）、（45），「故事三的展開」中（64）、

（79）。 
472
 《胡適日記全集》，第 1冊，頁 2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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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議會真可增長知識，覘國者萬不可交臂失之。吾去年在美京，

每得暇輒至國會旁聽，尤數至眾議院，然所見聞，不如此間之切實有味

也。 

會員一為大學教習，餘皆本市商人【……】其共和平權之精神可風

也。
473
 

可見在這之前胡適也有屢次旁聽國會，不過規模較小（這次議會參加者共 11

人）卻「可敬」、「可法」、「可畏」的綺色佳公民議會所體現的「共和平權之

精神」更讓他為之觸動。五個月後，他再次旁聽公民議會，這次議會的議題

換成了「特許電車公司與鐵道公司於市內加筑路線」一案。由於此案「事關

全市利害」，議會召開「公廳」（Public Hearing）以回應市民陳說己見的強

烈需求。胡適在詳細描述這次經歷的前因後果之後再次感慨：「此次辯論極有

趣，到者約百餘人。此種會覘國者不可不到也。」
474
 

胡適這兩次的旁聽議會絕不是心血來潮。他在 1915年夏離開康奈爾前往

哥倫比亞之際，是這樣總結自己與綺色佳的五年感情的： 

余之於綺，雖無市民之關係，而得與聞其政事，俗尚，宗教，教育之得

失，故余自視幾如綺之一分子矣。
475
 

即便到了哥倫比亞之後更為側重學業與文學的相關事宜，他對於政治社會事

業的興趣還是表露無遺： 

余每居一地，輒視其地之政治社會事業如吾鄉吾邑之政治社會事業

【……】不獨於聞之也，又將投身其中，研究其利害是非，自附於吾所

以為近是之一派，與之同其得失喜懼【……】一九一二年，我衣襟上戴

Bull Moose（野鹿）徽章者兩月，以示主張進步黨也。去年則主張紐約

女子參政權運動。今年則主張威氏之連任。【……】蓋吾人所居，即是

吾人之社會，其地之公益事業，皆足供吾人之研究。若不自認為此社會

之一分子，決不能知其中人士之觀察點，即有所見及，終是皮毛耳。若

自認為其中之一人，以其人之事業利害，認為吾之事業利害，則觀察之

點既同，觀察之結果自更親切矣。且此種閱歷，可養成一種留心公益事

                                                        
473
 同上，頁 283. 

474
 同上，頁 345-346. 

475
 《胡適日記全集》，第 2冊，頁 232。 



 142 

業之習慣，令人身居一地，乃視其地之利害得失若不相關，則其人他日

歸國，豈遽爾便能熱心於其一鄉一邑之利害得失乎？
476
 

這段話的確最能反映胡適對於美國共和政治的熱切參與，因為作為留學生的

他是直接把此視作參與「吾鄉吾邑之政治社會事業」。在這個參與過程中，

由於是帶入著「吾之事業利害」來觀察「其人之事業利害」，既可能因為

「觀察之點既同」而致「觀察之結果自更親切」，也可能因接觸了新經驗而

擴展了自己本身的視域，所以才有昨日支持羅斯福、今日支持女權運動、明

日支持威爾遜的轉變。也正是基於這一點，筆者認為將胡適認同的民族國家

稱為是「程序共和國」，是忽略了他對於共和政治的參與過程，也是對理解

胡適民族國家認同觀念的簡化。 

那究竟如何理論化胡適對於民族國家的認同呢？筆者認為留美期間胡適

體現的是一種更接近於莫里奇奧·維羅里（Maurizio Viroli）所說的「共和

派的愛國主義」。根據維羅里對於經典共和派思想家（特別是古羅馬的共和

派思想家）的理解，所謂的「共和派的愛國主義」是一種源之於公民性經驗

的政治激情，而這種激情會在公民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中得到不斷強化，並

轉而鞭策公民們去執行他們的義務，並且賦予政府以完成制定及保障自由權

限的權力。
477
在這個意義上，共和國是「一種政治體系和生活方式，也就是

說，是一種文化」，愛國（patria）就熱愛自由的共和國。
478
這完全就是胡

適歸國後所常常援引杜威關於民主的經典看法，即「民主是一種生活方

式。」進一步需要指出的是，「共和派的愛國主義」與「族裔民族主義」與

「公民民族主義」都是存在區別的： 

不同於公民民族主義的是，共和派愛國主義是一種激情而不是共同理

性的結果，也就是說，它不是一種對於歷史或文化中性的和政治上普世

原則的忠貞，而是一種對其特殊共和國的法律，憲法以及生活方式的執

著。不同於族裔民族主義的是，共和派愛國主義從不把道德與政治的合

宜性同民族的特性聯繫在一起，相反地，他們是從公民的政治價值中，

                                                        
476
 同上，頁 438-439。 

477
 維羅里[Maurizio Viroli]著，商戈令譯：〈共和派的愛國主義——「作為歐洲共同遺

產之共和主義」系列講演之一〉，載哈佛燕京學社，三聯書店主編：《公共理性與現代學

術》（北京：三聯書店，2000），頁 183-184，186。 
478
 同上，頁 18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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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認識道德與政治的合宜性及其美感的。這種愛國主義是與民族中心

主義格格不入的。
479
 

在這種區分下，「共和派的愛國主義」既是對公民民族主義下普遍性的政治認

同與族裔民族主義特殊性的歷史文化認同之間緊張關係的調和，亦是以公民

政治參與為前提，擺脫了這兩種民族主義的理論框架。 

 

小結 

本章意在表明，在諸如政治參與的世界經驗中，對於民族國家認同的思辨

構成本身就具備了將特殊性的認同（民族文化）與普遍性的認同（政治法律）

進行調和的可能。 

從理論角度來分析，不妨重新回到伽達默爾關於主客思辨關係的論述，並

從客體、主體、主客結合三個角度來解釋。首先，從客體角度來看，從特殊

性走向特殊與普遍調和的可能，就在於主客的思辨關係始終是圍繞著人類共

享的事件發生的。進一步說，無論如何進行思辨活動以求從事件中去發現普

遍解釋的嘗試，都是在這些事件中發現的，事件在詮釋活動下以某些元素之

間的聯繫被展現出來，這個新的展現還是事件本身各式各樣的可能聯繫中的

一種。其次，從主體角度來看，從特殊性走向特殊與普遍調和的可能，就在

於主體不得不永無止境地測試自己的前見，用神學的概念來說，這是因為人

的不完滿性，而用伽達默爾自己的概念來說，便是他在第二章中指出的「效

果歷史意識」以及第三章中所討論的「傾聽」（Hören）概念。這三種說法都

是要求主體始終要意識到，詮釋客體中有什麽需要被理解的東西。這也是爲

什麽說，詮釋客體始終對詮釋主體有一種要求。而滿足這個要求的可能性，

就在於詮釋主體的前見被帶入到自己的詮釋活動中： 

詮釋學經驗必須把它所遇到的一切當下的東西都當作真實的經驗。它

不具備事先選擇和拒斥的自由。它可以對理解顯得比較特殊的東西留

而不決，但即使這樣也不能聲稱自己具有絕對的自由。詮釋學經驗不可

能使那種就是自己本身的事件不發生。
480
 

                                                        
479
 同上，頁 191。 

480
 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著，洪漢鼎譯：《詮釋學：真理與方

法》[Truth and Method]，頁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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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很多情況下，主體在獲得真實陌生的經驗後就不會再停留在自己的前

見，這時便發生了具有創造性表現潛力的視域融合，即主體尋求到了一個新

的立足點。視域融合始終是事件發生的一部份，滲透著主體的理解與先見的

結果，並期待著一種轉變的可能。最後，綜合主體與客體的兩個角度來看，

依賴於前見並進而使得一個抽象的、不熟悉的概念可以被理解，是通過諸如

隱喻的概念構成方式在事件中逐漸成型的。這同時意味著，圍繞著某個概念

構成的其它概念也是與之一起經歷著來回的思辨活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概念作為一個意義整體下的任何普遍性的東西，在延綿不斷的詮釋活動中只

不過是被重新安排了座標，普遍性的東西之間的關係重新得到了梳理，也有

可能使得一些新的東西被融入到了這個意義整體中，並等待下一次詮釋活動

的檢驗。於是，從理論上來說，這種富含創造性的發生過程，便意味著肯定

不會有任何普遍性的東西會流失。 

基於伽達默爾的理論鋪墊，當我們回顧胡適的民族國家認同觀念以及

1917年以前整個國家概念的構成過程，事件性與創造性都在此案例中得到充

分例證。有趣的是，當我們以傳統中國的國家概念來比較胡適這段思辨過程

的暫時性結果時，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緊張關係是以兩種方式顯現了出來——

傳統中國的所謂「天下共同體」可以被解讀為，一種頗具普遍性意味的道德

文化共同體與以具有特殊性意味的華夏中原為核心的民族共同體的融合；而

胡適「國際仲裁主義下」的國家正當性取決於國家政治之良否，衡量的標準

於是回到了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標準之上，但這又有賴于具有特殊意味的政治

參與。這兩種方式的差異，似乎很有力地證明了人民通過大規模的政治組合

參與政治、並受到政治的影響，正是區分現代化國家和傳統國家最重要的標

誌。
481
這讓筆者聯想到孔飛力（Philip A. Kuhn）在談到中國現代國家的「根

本性議程」或「建制議程」（constitutional agenda）時（即從晚清持續至

今，人們關於公用生活帶來合法性秩序的種種行動及其背後考慮），亦是將政

                                                        
481
 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王冠華，劉為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

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北京：三聯書店，1989)，頁 34。不過

亨廷頓最著名的主張是將民族國家的認同建立在歷史文化之上，如他認為盎格魯-新教文化

作為最早來北美定居者所帶來的文化，應該是美國國民身份和國家特性的核心組成部分。

見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程克雄譯：《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

的挑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北京：新

華出版社，2005），頁 51。 



 145 

治參與的擴大與國家權力及其合法性加強之間的矛盾列為首道難題。
482
孔飛

力是通過探討晚清的魏源基於中國傳統的經典文本所作的理性論證，來表明

文化精英階層更加廣泛積極的政治參與可以在不違背「忠君」的同時對抗權

力的濫用，而晚清民初的胡適案例在兼顧理論與實踐的同時至少可以說明，

「愛國」一直是調和道德操行與實際政治之間關係的思辨過程，而政治參與

便是最直接展開這種思辨過程的平台。 

                                                        
482
 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陳兼，陳之宏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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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由於當下正值一個「崛起」的中國頻繁與亞洲與世界發生交流甚至是摩擦

的時期，又加之國內學術界近期興起的「民國熱」與「何為中國」的討論，

在外部與內部的合力助推下，回頭審視晚清以及民國的知識分子如何探索與

思考中國民族國家的建構，既能夠為釐清歷史問題提供脈絡，又能夠為理解

當代中國提供途徑。身處變革之際，又即將爆得大名的胡適，便是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一位。 

本文作為一門胡適的思想史研究，從胡適的三個故事出發，實則是指出了

胡適三個階段的不同思想，並通過闡明三種思想中關於國家概念的差異性，

首先在第一章追問的便是語詞與實體國家之間是否可以具有內在統一性的問

題。通過以故事一與故事三為例，本文基於胡適的用詞與用句的特點進行了

文本分析，並進而將與兩個故事存在密切關聯的相關概念分別做了比較研究。

總體來看，那個時代的思想交流是活躍又混雜的，不同的個人對撲面而來的

新思想的吸收與運用又各不一樣。無論是從縱向（故事一到故事三）還是從

橫向（故事一與梁啟超、嚴復，故事三中與納司密斯、杜威）的角度，我們

都能看到，不但一個語詞在同時代的不同個體理解下存在差異，而且一個個

體也會經常修正自己的語詞使用，從而導致同一語詞在不同的時間點可能代

表著不同的含義。這就為我們理解語詞與事物的關係提出了挑戰——究竟我

們能不能談論所用的語詞來指稱某個對象時具有正確性？ 

伽達默爾的理論架構為擺脫這個困境提供了很好的論證途徑。通過關於

上帝語言的討論來承接古希臘的邏各斯與語言現象中的概念構成，我們得知

只有語詞的使用才是有正確與錯誤之分的，而語詞本身都是正確的、「合適」

的。理解這一點後，接下去的問題便是為何個人在使用語詞上會出現偏差？

對偏差的修正又是如何可能發生的？第二章便是通過對於三個故事的詳細展

開，將胡適的國家概念呈現為是一種連續不斷地圍繞著一個個具體的事件來

回展開思辨的過程。這個概念構成的過程，是在伴隨著胡適對於自己舊有概

念不停再檢驗的同時，慢慢深化與拓展的。而伽達默爾在世界經驗的思辨結

構中所指出的事件性與創造性，為我們理解這樣的國家概念提供了理論幫助。 

最後，本文採用「民族國家認同」的角度來系統性地整合第一、二章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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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家概念的兩種歷史性的追溯方法。概括來說，政治參與作為一種世界經

驗，能促使具有特殊性意味的歷史文化認同發生反思，並進而與發現的具有

普遍性意味的政治認同進行調和。也正是由於要突出思辨的過程性質，不同

於以往對於胡適政治觀的普遍認識，本文指出留美時期的胡適更多意義上體

現的是一種「共和派的愛國主義」。就這點而言，這個案例意在表明，思想史

的研究需要盡力在歷史環境中恢復概念思想者在過去、現在與將來之間複雜

的應用過程，從而讓歷史免於成為哲學或是文學。 

筆者將用一點對於 1917年之後關於胡適、國家以及民族國家認同的思考

來結束本文。眾所周知，歸國的胡適曾立下「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誓言，一

門心思撲到了教學與整理國故中。結果，「你不問政治，政治要找你的。」
483

誓言很快被打破，胡適也自此捲入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國政治漩渦中。然而，

有趣的是，至今對於胡適最津津樂道的評價始終是引用蔣介石的那副輓聯：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筆者以為，這其實也

是對於胡適一生批判性政治參與的最好評價。而反觀眼下的時代，群眾以及

知識分子政治參與的形式已經早早不限於動動筆墨，即便是政治參與形式受

到嚴格控制的地方，人們依舊可以「有所為、有所不為」找到各式各樣的途

徑與方法來表達自己對於政事的看法。筆者以胡適案例試圖說明的是，理性

的溝通，或者是說，開放性的詮釋學交流模式，始終是驅動集體政治參與的

規範性力量。而如今充滿戾氣的網絡公共平台，恰恰證明了我們離慈禧與義

和團的時代還很近。 

此外，通過國家概念的探索，筆者並不是要指出中國的民族國家建構對於

西方來說是一個特列。的確，由於承繼了傳統中國的種種外部與內部的特殊

問題，當這些問題由於不同的歷史契機浮現出來的時候，簡單的經驗與理論

套用是不可取的。但正如延綿不斷的詮釋活動所相信的那樣，只要特殊性的

問題願意以開放性的姿態面對審視，富含創造性的解決過程就意味著其中本

就蘊含的普遍性的東西終究會顯現出來。無論是「歷史三峽論」也好，還是

「救亡壓倒啟蒙」也罷，在政治意識增進的世界潮流下，中國邁向民族國家

的道路總是在一步一步（或者說，進三步退兩步）地調和那些貌似極其特殊

                                                        
483
 《胡適日記全集》，第 8冊，頁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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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同時又是讓普世性的基本元素得到重新的排列與組合。 

始於晚清民初的「中華民族」建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開始的民

族識別工作已經證明，一個多民族國家的認同是複數性質的。一方面，在明

顯感受到外部威脅的年代，「中華民族」得到的是廣泛的認同。
484
另一方面，

在民族識別工作完成之後，如何回應不同民族在土地、文化、政治等方面的

訴求又是在外部威脅減弱的時代始終繞不過的問題。費孝通在上個世紀八九

十年代所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對於認同意識的複數性質進行的

是分層處理，即將中華民族置於高層、五十六個民族置於基層，以漢族作為

凝聚基層的核心，並承認這個多元一體的複合體可以存在對立的內部矛盾。

485
問題是，如何在變化多端的內外條件下讓「凝聚」不再是「漢化」的美名，

讓差異與一致可以共存，讓「中華民族」不成為政府的代名詞，這些無疑對

於避免大眾的政治力量淪於被操縱的危險來說意義重大。 

                                                        
484
 如而是世界二三十年代的「中華民族是整個的」論，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是一個」

論、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參見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

頁 85-109。 
485
 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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