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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 ]，昔日眾神從墳墓

中走出來，由於已遭除魅，

祂們不再表現為擬人的力量。

祂們企圖再次主宰我們的生

命，並且又一次展開了祂們

之間永恆的爭鬥。  

 
 ≪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在法國文化與德國文化的
價值之間，要如何”學術
地”作一個決定，恕我不
知道。在這裡，也是不同
的神祇在互相爭鬥，毫無
疑問地永遠在爭鬥。  

≪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在實踐中人可以採取這樣或那樣的不同
立場。 [但是 ]，如果你採取了如此這般
的立場，那麼，根據知識的經驗，你必
須採用如此這般的手段，才能在實際中
貫澈你的信念。可是，這種手段本身，
可能是你認為你必須拒絕使用的。在這
種情況下，你必須在目的與達成該目的
無法避免的手段之間，作一抉擇。  

教師只能讓你知道你必須做一個選擇，
而只要他保持教師的身分，無意變成一
個群眾鼓動者，他就不能逾此而行。  

≪學術作為一種政治≫ 

 

 



先知與群眾鼓動者，都不屬於教室
的講台。  

對先知和群眾鼓動者，我們要說：
「到大街上去，把你的話公開向群
眾說」。也就是在他人可以批評你
的情況下講話。  
                                                                                     ≪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一個人如果是一位發揮了
作用的教師，他首要的職
責，是去教他的學生承認
令人不舒服的事實。  

 
 ≪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對這些年輕人，這句話正好適用：
「留心，魔鬼是個老年人，所以
要了解它，你得先變老」。  
所謂老，在這裡並不是出生證明
書上的意思，  

而是說，如果我們想和這個魔鬼
周旋，我們便不能如今天人們喜
為的，在它面前取逃避之途；我
們必須通觀其行徑至終點，方克
透見它的力量及它的限制。  
 

≪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行動者沒有認識到魔鬼
力量的作用。這些力量
是一刻都不會放鬆的，
它們對人的行動產生影
響，甚至對他本人的內
在人格發生影響。  

人如果沒有了解它們，
便只能束手無策地聽憑
這些魔性力量的擺布。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 

 



直接訴求民意認可式的領袖
對政黨的領導，造成他們追
隨者的”喪失靈魂”，甚至
可以說是精神上的無產階級
化。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最主要的，
是可以讓人有權力感。即使身
居正式說來不是很高的位置，
那種對人有影響力的感覺、插
手在控制人的權力中的感覺、
尤其是親手覺觸到歷史性重大
事件之脈動的感覺，在在都使
得志業政治家覺得自己擺脫了
日常庸碌刻板的生活。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 

 



但是，它必須面對一個問題，憑
什麼個人的性質，它才能不負這
種權力 (不論在個別當事人的情
形來說，這權力多麼有限 )，以
及這權力帶給他的責任。在這裡，
我們開始進入倫理問題的領域了。  

因為”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把手
放到歷史舵輪的握柄上”這個問
題，乃是一個倫理性的問題。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 

 



一個人是按照心志倫理的準則行動 (在
宗教的說法上，就是”基督徒的行為是
正當的，後果則委諸上帝” )，或者是
按照責任倫理的準則行動 (當事人對自
己行動〔可預見〕的後果有責任 )，其
間有著深邃的對立。  

對一位衷心接受心志倫理的工團主義份
子，… …若一個純潔的心意所引發的行
動，竟會有罪惡的後果，那麼，對他來
說，責任不在行動者，而在整個世界、
在於其他人的愚昧、甚至在於創造出了
這班愚人的上帝的意志。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 

 

 

 



在現實世界中，我們卻一次又一次
不時地看到，秉持心志倫理的人，
突然變成預見千年王國的先知。  

舉個例子來說，剛剛還在宣揚”以
愛對抗暴力”的人，突然敦促他們
的追隨者使用武力，最後一次使用
暴力，以求能消除一切暴力。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 

 

 
 



真正能讓人無限感動的，是
一個成熟的人 (無論年紀大
小 )，真誠而全心地對後果
感到責任，按照責任倫理行
事，然後在某一情況來臨時
說：「我再無旁顧；這就是
我的立場」。這才是人性最
真性的表現，使人為之動容。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 

 



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不是兩極相
對立而是互補相成；這兩種倫理
合起來，構成了真正的人，一個
能夠”受召喚以政治為志業”  的
人。  

誰有自信，能夠面對這個從本身
觀點來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
得自己獻身地步的世界，而仍屹
立不潰，誰能面對這個局面而說：
「即使如此，沒關係！」，誰才
有以政治為志業的”召喚”。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 

 

 

 

 







由舊社會走到新社會，一定要使政治力量退處於消
極地位，以讓社會、和各個人，可以在自由氣氛之
下，根據自己的志願與力量站了起來，使社會成為
有力的社會，個人成為有力的個人。…… 

要使辛亥革命的方向站穩腳跟，首先要使士人從政
治上得到解放，以完成士人性格的徹底轉變。這並
不是說要知識分子脫離政治，而是說知識分子應立
足於社會之上，立足於自己的知識之上，人格之上，
以左右政治；而不再由政治權力來左右知識分子的
人格與知識。 
 
徐復觀，〈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的命運〉，發表於《民主評論》5卷8期(1954/4/16)，收
入：《學術與政治之間》 



任何好的學術思想，根據任何好的學術思想所產生的政策，若
是為人民所不好，為人民選擇所不及，則只好停止在學術思想
的範圍，萬不可以絕對是真、是善等為理由，要逕直強制在政
治上實現。 
所以一切學術思想，一落在政治的領域中，便都在「民意」之
前是第二義的，「民意」才是第一義。民意才直接決定政治，
而學術思想只有通過民意的這一「轉折」才能成為政治的。這
不是貶損學術；而是說政治與學術，各有其領域。學術的真價，
是要在學術的領域中去決定，而不是在政治的領域中決定。 
……否則極權主義者可以假借任何學術思想為名，以實行殘暴的
極權統治；亦即是任何學術思想，在此種情況之下，皆可能成
為殺人的工具。 
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發表於《民主評論》4卷20期(1953/10/16)，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 

 



這種肅清工作，在它自以為是替天(主義)行
道，所以殺千萬人，殺百十年，還覺得無所
愧怍。從某一角度說，這與其說，是共產主
義本身的罪惡，毋寧說是共產主義在政治上
不甘處於第二義，因而不准民意自由選擇的
罪惡。 
……… 
今日有許多人以為一說社會主義便是極權，
只有資本主義才是民主，此一說法，依然是
拿主義來直接決定政治，把主義放在民意的
上面；此種說法的本身，即是一極權思想。 
 

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 

 



民主政治的本身，不黏貼著某一
特定的主義或思想的內容，而是
在建立一個人民可以自由選擇主
義或思想的政治形式。在政治領
域中，此一自由選擇的形式是第
一義的，任何思想主義都是第二
義的。 
  

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 



政治與學術最大的區別，是質與量的區別。
一萬個普通人對於哲學的意見，很難趕上一
個哲學家的意見。一萬個普通人對於科學的
知識，沒有方法可以趕上一個科學家的知識。
這裡是質決定量，這是學術思想的本性。但
是在政治上，任何偉大的哲學家或科學家，
他所投的票依然和普通人一樣，只能當作一
張票看待。假定它要發揮更大的政治作用，
惟有把它的意見，訴之大眾的同情，即是質
要通過量而使能有政治上的作用。因此，政
治是以量決定質的。 

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 

 
 



民主政治，是自己限定自己的政治，是在人生中把政治限定在一可有可無的地位，
以解放人生在政治以外的生活，也是解放人生向質追求的生活。 
……… 
民主政治中的自由，表現在多數保障少數的時候，便是給予多數與少數之間，有一
確實可變的機會，已讓任何｢質｣可以反復的爭取｢量｣的機會；這樣，政治上的量的
後面，依然是由學術上的質在發生作用。 

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 

 
 



應該以量為主的政治，更深一層的去理解，它是立足於人文精
神的大原則之上的。人文精神，首先承認｢生｣即是價值，｢生｣
是第一價值。其次，再要求｢生｣得如何有意義，這可以說是第
二價值。第二價值必須安頓於第一價值之上，而不可繞過第一
價值，以談第二價值。……對於｢生｣的當下承認，亦即是對量
的當下承認。……｢養生送死無憾｣是｢王道之本｣，即是先要從｢
量｣上與以安頓。｢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此時不問哪一個
老者或少者的自身是否值得去｢安｣去｢懷｣；即是此時只著眼於
第一價值。孔子到衛國去，首先讚嘆的是｢庶矣哉｣，再接著是
｢富之｣，｢教之｣，這是在第一價值之上去安頓第二價值。若是
在史達林，便要在｢庶｣之中先查明階級；若是在希特勒，便要
在｢庶｣之中先查明｢血統｣或｢遺傳｣；即是獨裁者不能當下對｢
生｣加以承認，亦即是不能當下對｢量｣加以承認。 
  

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 

 



若是大多數人都直接捲入于政治之中，這也多半
是一種不幸的時代；若是一個人，把他的全生命
都投入于政治之中，也是一種不幸的人生。 
……… 
政治在人生中，是緊連著權力慾支配慾的；這是
人生中最壞的一部份，是與禽獸一鼻孔出氣的一
部分。我們之不能不要這一部分，可以說是出於
人生之不得已。我們要使人生的這一部份，做人
生其他部份的工具，為人生其他的部份開路，因
而也就把這一部份轉化為其他的部份。………我
們可以為藝術而藝術，為哲學而哲學，為宗教而
宗教，為科學而科學，甚至可以為財富而財富；
但千萬不可為政治而政治，不可使政治在人生中
僭居於主要的地位，以致淹沒了整個人生。 

 
徐復觀，〈政治與人生〉(1953年1月2日)，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 

 



民主政治的本質，是在敞開人生的大門，鋪平人
生的道路。在已經得到民主政治的地方，我們可
以任意的不謀政治而去追求各種各樣的人生。在
未得到民主政治的地方，我們為了要使每人都能
去追求各種各樣的人生，便必須首先共同爭取這
種敞開人生之門的政治。 
……… 

民主政治的本身，即含有政治的自我否定，權力
的自我否定的高貴品質。世界偉大的民主主義者，
一定含有這種高貴的品質。 

徐復觀，〈政治與人生〉 

民主政治，是自己限定自己的政治，是在人生中
把政治限定在一可有可無的地位，以解放人生在
政治以外的生活，也是解放人生向質追求的生活。 

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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