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高中中國歷史科知識增益 

單元一：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承傳與轉變 

（重辦課程） 

(CDI020050886) 
 

第一講：傳統與反傳統：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序幕說起（2006/7/6） 

講者：鄭宗義 
 

1.  如何理解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 

1.1 理解的視角： 
a. 傳統文化的解體：反傳統的思想潮流 1 
b. 傳統文化的辯護：文化保守主義（cultural conservatism）2 
c. 對西方文化及其代表的「現代性」（modernity）的回應、調適 
d. 傳統文化作為一種「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根本左右着知識分子

對新思潮的吸收 
e. 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脈絡 / 「民族主義」的歧義性：族群、文化

與政治的面向 3 
1.2 研究方法： 

a. 思想史 / 「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含混 / 思想與歷史的互動：

思想的內在理路與歷史的外緣制約 
b. 西方文化的參照 / 比較的視域（comparative horizon）/ 自由主義、科學

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 
c. 「話語」（discourse）的轉換導致理解的改變： 

i. 傳統與現代對立——文化保守只是情緒性的反應 
ii. 現代化是個非歷史、非文化、同一化（homogenize）的過程——

保守某一地域文化是不相干 
iii. 傳統與現代的延續性——文化保守有理性的根據；以現代批判傳

統，以傳統批判現代 

                                                 
1 參看 Lin Yu 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2 參看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3 參看王爾敏：〈清季學會與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收氏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李國祁等著：

《民族主義》；羅志田：《民族主義和近代中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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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現代化在其同一化以外，有其歷史、文化的一面——從西化

（westernization）到現代化（modernization）到全球化

（globalization）/ glocalization？在地化與地域性資源（regional 
knowledge）的重要性 4 

d. 後設的反省：思想變遷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定位 
1.3 研究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意義： 

a. 民族文化教育？ 
b. 從自我了解到民族文化的了解 
c. 從時態上看，課題是現在式與未來式 

 

2.  序幕：五四新文化運動 

2.1 五四運動的廣狹兩義 5 
2.11 狹義的五四：1919 年 5 月 4 日的愛國主義示威活動 

a. 1915 年 5 月 7 日（9 日；國恥紀念日）日本強迫中國簽訂「二十一

條款」/ 1919 年巴黎和會與山東的權益問題 
b. 5 月 4 日的愛國示威遊行：火燒曹汝霖（外交總長）家與痛毆章宗祥

（駐日公使） 
c. 羅家倫（1896-1969），當時北大三年級學生，在〈五四北京學界全體

宣言〉：「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中國

人民可以殺戳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d. 以拘捕 32 名學生結束 / 全國性的示威浪潮：工商業者的支持 / 迫

使北洋政府拒簽和會及釋放學生 
e. 一年後，羅家倫寫了〈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

的方針〉：既探討了學生運動，亦談及思想改革 / 「以思想革命為一

切改造的基礎」 
2.12 廣義的五四：1919 年前後幾年，由中國知識分子發起的新文化運動 

a. 1915 年 9 月陳獨秀（1879-1942）創辦《青年》，二卷起改名《新青

年》 
b. 白話文與新文學運動：胡適（1891-1962）1916 年 10 月發表〈八不

主義〉、1917 年 1 月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 2 月發表〈文學

革命論〉 
c. 個性解放 / 民主與科學 / 批判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 
d. 反對聲音：1919 年林紓（1852-1924）在《新申報》發表〈荊生〉、〈妖

夢〉批評反傳統文化者；3 月 18 日更去信北大蔡元培（1868-1940）

批評北大縱容反傳統 

                                                 
4 參看杜維明：《對話與創新》。 
5 參看 Chow Tse 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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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廣狹兩義的關係： 
a. 〔第一種解釋〕：彼此沒有多少關聯 
b. 〔第二種解釋〕：有密切關係但屬兩場各自獨立的運動 
c. 〔第三種解釋〕：同屬一場更廣義的運動；同一批參與者；思想運動

對學生的影響 
2.14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體：兩代人的合作 6 

a. 《新青年》的陳獨秀、李大釗（1889-1927）、胡適、錢玄同

（1887-1939）、魯迅（1881-1936）等與《新潮》（1919 年 1 月問世）

的羅家倫、傅斯年（1896-1950）、楊振聲（1890-1956）、許德珩

（1890-1990）、俞平伯（1900-1990）、朱自清（1898-1948） 
b. 代際矛盾：7 1919 年 11 月，北大學生林德揚自殺，陳獨秀認為是悲

觀思潮殺了他，羅家倫卻認為是社會殺了他，社會不變，將有更多

青年自殺。1919 年 5 月，魯迅〈對於新潮一部分意見〉，勸學生充實

自己變成批判的「蛇」，但傅斯年〈答魯迅〉卻以「夜猫」自喻 
c. 參與者徘徊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例如胡適寫〈終身大事〉，卻奉母命

娶江冬秀 8 
 

3.  五四新文化運動產生的思想史背景 

3.1 晚清以降尋求富強的三波改革  
3.11 三波改革： 

a. 〔第一波〕器物層面的改革：1860 年以降的自強運動 
b. 〔第二波〕制度層面的改革：1898 年以降的維新立憲 / 1911 年的革

命 
c. 〔第三波〕思想層面的改革：1915 年以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3.12 變化底內在的連續性 9：例如清末的反傳統思潮、清末的白話文運動  
3.13 三波改革的意含： 

a. 尋求富強 
b. 西方文化的影響與吸收 / 海外流學生的改革熱忱與西方思潮的吸

收：日本、法國、德國、俄國、美國等 
c. 傳統文化的逐步解體：從外圍到核心 

3.14 救亡與啟蒙 
a. Benjamin Schwartz（史華慈）的嚴復研究：尋求富強的集體關懷如

                                                 
6 參看 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7 同前註。 
8 參看唐德剛：《胡適雜憶》、《胡適口述自傳》。 
9 參看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近藤邦康著，丁曉強譯：《救亡與傳統：五四思想形成之

內在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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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影響嚴復對自由主義的理解 10 
b. 李澤厚提出「啟蒙與救亡的變奏」/ 「救亡壓倒啟蒙」11 
c. 對李氏研究的批評：啟蒙的工具性？啓蒙與救亡不必然是對亡的 12 

3.2 五四新文化運動 ＝ 中國的啟蒙運動？ 
3.21 啟蒙運動： 

a. 背景：理性覺醒、宗教的世俗化、人間的烏托邦（utopian）…… 
b.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1784 年發表的〈何謂啟蒙？〉（What 

is Enlightenment?）：理性的自主運用與超脫自招的蒙昧 
3.22 中國的處境：自我解放、對禮教綱常的批判、吸收新知、烏托邦的色彩 

 

4.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 

4.1 反傳統及有關的爭議 
4.11 林毓生的分析：「全盤性反傳統」（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13 

a. 1911 年辛亥革命象徵了「普遍王權」（universal kingship）的崩潰 
b. 袁世凱的稱帝與祭孔 
c. 中國傳統一元論主知主義的思想模式（monistic intellectual mode of 

thinking / 藉文化思想以解決問題 / 沒有仔細考查評估傳統文化中

的各個部分，將文化視為一個有機體而加全盤否定，全盤西化論 
d. 【例】陳獨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

字問題〉 
4.12 對林毓生分析的質疑： 

a. 根本不存在全盤性反傳統，所反者只是儒家，並且利用儒學傳統以

外的部分——「抗傳統」（counter-traditions）14來反儒學 
b. 林的分析是「先驗」的，非歷史的 15 
c. 真的有一元論主知主義的思想模式？抑或激烈的反傳統只是意識形

態之鬥爭情緒 16 
4.13 林毓生的回答：全盤性反傳統是在意識形態的層面上立論 17 

4.2 民主（德菩薩）與科學（賽菩薩）/ 其他西方思潮的吸收 
4.3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複雜性與兩歧性：張灝的分析 18 

                                                 
10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11 李澤厚：〈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收氏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12 參看 Edmund S. K. Fung, 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 Chapter 1. 
13 Lin Yu 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14 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 
15 王元化：〈為「五四」精神一辯〉，收林毓生等著：《五四：多元的反思》。 
16 黎漢基：〈「全盤性反傳統主義」辨析──重評《中國意識的危機》〉，《二十一世紀》47（1998.6.）。 
17 林毓生：〈邁出「五四」以光大「五四」──簡答王元化先生〉，收林毓生等著：《五四：多元

的反思》。 
18 張灝：〈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收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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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 
b. 懷疑精神與「新宗教」 
c. 個人主義與群體意識 
d. 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 

 

5.  五四以來當代中國思潮的走向 

5.1 傳統文化的發展：一個歷史的觀察 
5.11 激烈的反傳統：傳統 vs 西化 vs 現代化 
5.12 從文化移植論到文化的虛脫 19 
5.13 傳統文化作為一種「前理解」，根本左右着知識分子對新思潮的理解 
5.14 文化傳統的辯護：從花果飄零與靈根自植 
5.15 四九年後中共政權的反傳統 
5.16 八零年代後期對傳統文化的重新肯定？ 

5.2 傳統文化的發展：一個理論的考查 
5.21「傳統」的意義 
5.22 傳統與現代的關係 

a. 對立關係？ 
b. 延續關係？以現代批判傳統，以傳統批判現代 / 傳統——現代——

後現代（傳統資源的再詮釋） 
c. 全球化中地域性資源的重要性 

5.3 當代中國的三股思潮： 
5.31 自由主義（liberalism） 
5.32 馬克思主義（Marxism） 
5.33 文化保守主義（cultural conservatism） 

 
 

MH.1_July 

                                                 
19 參看勞思光：〈認識你自己──重新估定五四運動的意義〉，收氏著《自由、民主與文化創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