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四運動」發生的原因
1915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曾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國以戰勝國身份出席巴黎和會，國人均希望列強能將原

被德國強奪的山東主權歸還中國。豈料列強偏袒日本，作出「山東決議案」，將戰

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利益交給日本，而北洋政府竟然準備在此宰割中國的「和約」

上簽字。消息傳出，中國民眾群情激憤，愛國情緒高漲，社會各界紛紛抗議日本無

理行徑，學生和新冒起的思想領袖們得到民眾的支持，發起一連串愛國行動，要求

「內懲國賊，外拒強權」，掀起中國現代史序幕的「五四運動」就此爆發。

這幅時局圖反映了二十世紀初中國的危難情況。圖中的熊代表俄國，獅代表英國，蛙代表法國，鷹代表美國，日代表日本。二十世紀初列強從四方

八面撲來瓜分中國，而清政府昏庸軟弱，百姓苦難重重。

在列強侵略、不平

等條約、外債賠款

及 捐 稅 同 時 侵 襲

下，中國老百姓的

負擔十分沈重。圖

為當時的一幅漫畫

《官與民之擔負》

（寫於清朝宣統二

年 ， 公 元 1 9 1 0

年）。

袁世凱倒行逆施，企圖復辟帝制，激起全國各地展開護法運動。1916年

6月6日，袁世凱在全國人民一片唾罵聲中死去。

日軍侵入中國山東

省青島市後耀武揚

威的情景。

民國四年（1915年）6月1日，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的批准書。

1915年1月18日，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歐美列強無暇東顧的時機，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旨在滅亡中國的秘密文件──《日華條約》，全文共五部份，計

二十一條，所以一般稱這條約為「二十一條」這是1915年「二十一條」簽字時中日代表的合影。

「二十一條」內容簡介：
第一號四條：承認山東省內德國舊有的權利並進而

圖併山東全省。

第二號七條：延長旅順大連及南滿安奉兩鐵路期

限，並進而圖併南滿洲及東部內蒙

古。

第三號二條：圖奪我國漢冶萍公司及其所有礦山。

第四號一條：圖奪我國沿海港灣及島嶼。

第五號七條：圖奪我國政治、財政、軍事、警務、

諸種特權及築路、採礦、興學、傳教

權。

列強的軍隊在中

國領土上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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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經過
北京示威 舉國響應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13所學校3,000多名學

生，衝破軍警阻撓到天安門前集會演講，舉行遊行示

威，提出「內懲國賊，外拒強權」、「取消二十一

條」、「拒絕和約簽字」等口號，要求懲辦賣國賊曹

汝霖（簽訂二十一條時的外交次長）、章宗祥（簽訂

二十一條時的駐日公使）及陸宗輿（駐日公使）。

學生衝入趙家樓胡同曹汝霖住宅，焚燒曹宅，並

痛打正在該處的章宗祥。軍警當場逮捕了30多名學

生。北京學生實行罷課，通電全國表示抗議。

5月5日至6月初，北京學生愛國運動的影響迅速擴

大。天津、上海、長沙、廣州等城市和全國各地紛紛

舉行遊行示威，抵制日貨。海外華僑學生也開展聲援

活動。

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將五四運動推

向高潮。6月上旬，罷課、罷工、罷市浪潮擴展到全

國20多個省、100多個城市。

萬眾一心 拒簽「和約」
由於全國人民奮起反抗和鬥爭，出席巴黎和會的中

方代表團也作了努力，更使北洋政府於6月6日不得

不釋放全部被捕學生。6月10日，北洋政府宣布「批

准」曹、章、陸3人「辭職」。6月28日，中國代表團

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五四愛國運動取得初步

勝利。

1919年5月4日，北京十三所學校的三千多名學生，集會於北京天安門，要求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口號，會後舉行遊行示威，「五四運動」就此爆發。

北洋軍閥政府對學生進行鎮壓。1919年5月4日當日拘捕學生32人，稍後由蔡元培以身家作保，

營救獲釋回校。但當局下令查辦北大，要各校將獲釋學生送交法庭訊解，並放流言中傷蔡元培。

蔡元培於5月10日悄悄離京出走。圖為當時學生被捕情況。

「五四」當日破窗進

入曹汝霖住宅，打開

大門讓群眾一湧而

入，火燒趙家樓的匡

亙生。

由北京學生發動的愛

國運動很快得到全國

各大城市及各階層的

響應。圖為當時報章

刊登上海、南京等地

工人罷工的消息。

1919年6月，北洋軍

閥政府被迫免去曹汝

霖、章宗祥、陸宗輿

職務後，原本進行罷

市的上海工商界人士

恢復開市。圖為1919

年6月12日上海市勝利

開市景象。

1919年5月9日，清華學生舉行「五九國恥紀念會」，通電巴黎，要求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

字。全體同學當場發表了以下宣言：「口血未乾，丹誠難泯，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中華民國八

年五月九日，清華學校學生，從今以後，願犧牲生命以保護中華民國人民、土地、主權，此誓。」

宣誓後，當即在大操場焚燒校內日貨。
1919年6月10日，上海全市工人大罷工，並走向街頭示威遊行，上海水陸交通全部中斷。

學生當日衝向趙家樓情景。

1919年5月7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師生熱烈歡迎5月4日被捕八勇士返校。被舉起的八人自左至

右：唐英國、趙允測、薛榮周、初大告、向大光、楊明軒、王德潤、陳藎民。

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示威遊行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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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重要人物

蔡元培(1868-1940)
浙江紹興人，著名教育家。1916年12月，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採「思想自

由，兼容並包」的方針，先後聘請陳獨

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

農、沈尹默等到北大任教。蔡氏鼓勵學生

培養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成為五

四運動的重要精神。

陳獨秀(1879-1942)
安徽懷寧(今屬安慶市)人，新文化運動的倡

導者之一、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主

要領導人之一。1915年，創辦《青年》雜

誌，後改為《新青年》，宣傳新思想、新文

化，提倡「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

(科學)，啟迪公民權利意識，塑造獨立自由

的人格，為五四運動奠定思想基礎。1921

年至1927年任中共中央局書記、委員長、

總書記等領導職務。

李大釗(1889-1927)
河北樂亭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

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主要領導人之

一。五四運動時期，李大釗積極向國人介

紹俄國十月革命，傳播馬列主義。1921

年，參加創立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中央

委員、北方區委書記等領導職務。1927年

1月，李大釗於北京被北洋軍閥張作霖殺

害。

羅家倫(1897-1969)
江西進賢人，教育家、歷史學家、「五四

運動」的命名者。1919在陳獨秀、胡適支

持下與傅斯年、徐彥之成立新潮社，支持

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撰寫五四運動

宣言，提出「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口

號，並於5月26日的《每日評論》上首次提

出「五四運動」這一名詞，沿用至今。

1928年8月，清華學校更名為清華大學，

他出任首任校長。

傅斯年(1896-1950)
山東聊城人，著名文史學家。1918年夏與

羅家倫等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月

刊，提倡新文化，成為北大學生會領袖之

一。五四運動爆發時，擔任遊行總指揮。

胡　適(1891-1962)
安徽績溪人，中國近代學術界領袖。1917

年1月《新青年》發表胡適的《文學改良芻

議》，提倡白話文學，激起支持和反對者的

激烈交鋒。1920年，教育部順應潮流，決

定從小學開始，使用白話課本。在思想領

域，胡適則堅持兩條：一是懷疑，事事要

「拿出證據來」；二是維護個人自由，不容

以國家或集體利益為藉口侵犯。

魯　迅(1881-1936)
浙江紹興人，20世紀中國重要作家、新文

化運動的領導人、左翼文化運動的旗手。

1918年在《新青年》上發表中國現代文學

史上第一篇用現代體式創作的短篇白話文

小說《狂人日記》。他的作品包括短篇小

說、評論、散文、翻譯作品，對於五四運

動以後的中國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錢玄同(1887-1939)
浙江吳興人，語文改革活動家、文字音韻

學家、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著名思

想家。他率先在《新青年》上發表致陳獨

秀的白話信，倡導文學革命。他於1918至

1919年間擔任《新青年》編輯，在他的倡

議和影響下，《新青年》自1918年第4卷

第1號用白話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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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

歌謠

書刊
「五四運動」前後，新出版書刊數量激增，包括期刊、專著、報章等，半年間多達數百種。這些書刊內容包含了現代

生活知識的各個方面，將新思潮、新知識帶給群眾，促進了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懲國賊，禦外侮，

人心未死，眾志成城

青島爭不回　勢且欲亡國

可憐我同胞　必為俎上肉

際此危急時　抵制莫退縮

並謀興實業　一一經手續

民賊不容存　誅夷曹章陸

否則作囚奴　家亡國亦覆

我黃帝子孫　如何甘受辱

利用此時機　急急圖恢復

秘約終毀滅　青島還掌握

泣告我同胞　患莫留心腹

這首民歌不但強烈地反映中國群

眾抗強權，禦外侮，除國賊的愛國情

緒，而且還有喚醒群眾參加抵抗侵

略、懲辦賣國賊的巨大鼓動力量。作

者滿懷悲憤地大聲疾呼：「民賊不容

存，誅夷曹章陸，否則作囚奴，家亡

國亦覆」，要求大家「利用此時機，

急急圖恢復，秘約終毀滅，青島還掌

握。」像這樣把民歌作為宣傳鼓動的

方式的做法，在「五四運動」以前的

歌謠中，還很少見，而「五四」時期

的歌謠，大都具有這一特點。

「五四」罷課謠

罷不罷　看北大

北大罷　不罷也罷

北大不罷　罷也不罷

這首《『五四』罷課謠》，驟看起

來，似乎平淡無奇。但研究「五四運

動」歷史的人，卻異常珍視這首民

歌。它在「五四」愛國運動中產生，

同時又發揮了團結、動員學生參加愛

國運動的作用。這首民歌在當時廣為

流傳，反映了北京學生對「五四運動」

的態度。這首民歌說明北京大學是當

時學生愛國運動的中心，它在北京學

生心目中有很高的威信。

南洋女子師範學生愛國歌

救家先救國，國亡家也亡，汝如欲愛國，國恥不可忘。

汝如欲愛國，國恥須要報，莫學無恥人，去買東洋帽。

汝如欲愛國，汝心須要堅，莫貪小便宜，去坐東洋船。

汝如欲愛國，汝心不可懈，紙傘也可撐，莫買東洋傘。

汝如欲愛國，汝心須要固，老布也可著，莫買東洋布。

汝如欲愛國，國賊不可忘，一個曹汝霖，一個章宗祥。

汝如欲愛國，蹈海身可捐，我願我專使，快學魯仲連。

汝如欲愛國，報仇志莫渝，我願外交家，快學申包胥。

汝如欲愛國，刻苦而勤儉，我願我國民，快去學勾踐。

汝如欲愛國，寧死不寧生，我願我烈士，快去學田橫。

──《民國日報》1919年6月8日

這是上海女學生在「五四運動」期間到街頭播唱的歌。此歌的主

題：一是「抵制日貨、振興國貨」，一是「爭取國權、爭取國格」，是

當時「五四運動」的精神目標之一。

列強在巴黎和會偏袒日本，山東歸還無期，消息傳來，舉國震驚。圖為「五

四」時聲討曹、章賣國罪行的小冊子。

「殺千刀的曹汝霖還我青島來」，當年的青年學生高舉聲討賣國賊，謀求國土

完整統一的標語。

全國民氣昂揚，要求抵制日貨，還我青島，這些1919年時的漫畫及標語，反映出當時的民心所向。

《痛言月刊》第一期。

（1919年6月9日出版）

《新潮》第一卷第一號。

（1919年4月由北京大學新潮社編輯

出版）

「五四」前後，文學家如胡適、魯

迅、李大釗、周作人、吳虞等紛紛

在《新青年》發表文章。圖為《新

青年》第二卷第一號。

《國民》第一卷第二號。

（1919年2月出版）

「五四」時期的紀念章。

「五四」時期揭露日本侵略中國主權的漫畫─《蠍子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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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激勵青年衛國
「五四運動」極大促進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

思想在中國廣泛傳播，給中國帶來深遠影響。「五四

運動」促進了學生運動和勞工運動抬頭，催生了中國

共產黨。白話文學從此建立，而民眾普及教育也得以

加快，各種報刊出版和民眾輿論大有進展。儒家孔子

的無上權威和傳統倫理觀念大受衝擊，民主科學精神

有所發揚，女權運動興起。「五四」精神至今仍然激

勵 無數中華民族的青年，為了拯救危困的中國，為

了國家領土的統一和獨立富強而奮鬥。

孫中山論五四運動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

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

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

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

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

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

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

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

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

輿論大放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

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

來放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

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無法「攻

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

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

（1920年1月29日孫中山《致海外同志一封信》）

1945年5月4日，「五四」二十六周年的時刻，雲南省昆

明市西南聯合大學和各校學生二萬多人遊行示威，反對當

局消極抗日，要求民主進步。

「五四運動」以後，覺醒了的女性紛紛走出閨門，自覺振興中華，男女有責。這是當時女學生遊行

示威的情景，「五四運動」可說是現代中國婦女運動之始。

1948年「五四運動」二十九周年時，中國學生在全國各地舉行集會、罷課、遊行示威，反對美國

在戰後積極扶植日本。圖為當時北平學生正在演出街頭劇。

「五四運動」後三年，1922年1月香港爆發海員大罷工，圖為中華海員工會主席蘇兆徵與各界糾察

隊在罷工勝利後合影。

五四運動以後，傳播新思潮的團體、報刊紛紛成立，為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創立預備了條件。圖

為1919年9月在天津成立的「覺悟社」，周恩來（後排右起第一人）是發起人之一。前排右起第三

人是鄧穎超。

中國青年學生繼承「五四」傳統，關心國是。1931年，日本侵佔中國東北三省後繼續向華北入

侵，中華民族面臨重大危機。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舉行示威，要求國民黨當局停止內戰，

期間被軍警以水龍噴射，仍凜然不屈、堅持搏鬥。

「五四運動」以後，一些經歷新思潮衝擊的知識分子，希望通過文藝作品表達自己的政治苦悶與人

生理想，在文學創作上取得突破。新的文學社團相繼應運而生。文學研究會為中國最早的現代文

學團體，成立於1921年1月4日，創始人包括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許地山、周作人等。其後

冰心、朱自清、夏丏尊、老舍、劉半農、徐志摩等相繼加入，對中國現代文學和白話詩歌的發展

起到重要的作用。圖為該會成立時成員合影。

1919年3月17日首批赴法留學生出發前合影。在「五四運動」推動下，大批青年赴外國找尋新思

想，赴法勤工儉學已成潮流。當時學員中最年長的是新民學會發起人蔡和森之母葛健豪，時年五

十四歲，行前她對送行者說：「一個人活在世界上，就要活得有意義，我們現在去留學，將來回

國就可以幹一番救國救民的大事。」這番話激勵了無數愛國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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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與香港
民眾發起示威
「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後，此時的香港雖正處於

英國政府統治下，但香港居民亦義憤填膺。在港島灣

仔，民眾湧至日本商店前擲石示威，高呼「抵制日貨」

口號。警察旋至，但群情激憤，事件持續數小時未平

息，港英警察不得已，只好勸日僑留在家中，避免事

故。

學生奮起行動
這時，香港各私立漢文學校的語文老師，亦在講

壇上慷慨激昂，陳述國恥，激發學生的愛國心，並以

提倡國貨，抵制日貨作為課文命題。在社會上，家庭

主婦亦以「中興猴嘜」火柴是日本產品，拒不使用。

華商則在會所集會，決議提倡國貨。

與此同時，老牌英文學校「大書館」的不少學生

亦相繼奮起行動。皇仁書院、英皇書院、英華書院、

聖士提反、聖保羅等校學生都發起了集會，決定成立

「學生聯合會」，草擬章程⋯⋯，這些行動令香港英國

當局深為震驚。

工人建立工會
但是，愛國反日的火焰已點燃，部分年輕的高年級

學生，夜間在西營盤及荷里活道租賃地方，設立「策

群夜義學」，呈報香港教育司立案，除任教員外，還

免費供給書籍紙筆，向貧苦兒童灌輸知識，促進民間

愛國教育發展。

各行各業的工友，亦逐步團結起來，組織工會，工

人運動和青年運動等，人才輩出，湧現了蘇兆徵、林

偉民、鄧發、陳郁等重要領袖，對1922年1月的香港

海員大罷工，1925年省港大罷工，以及後來的抗日

捐輸、建立學賑會等等，奠下了重要基礎。

1923年2月19日，孫中山經過香港北上，演講後與港大師生合影於香港大學陸佑堂前。

1920年，香港《香江晨報》出版《勞動節紀念增刊·勞動號》（孫中山題名）。刊中介紹了馬克

思、列寧等人的肖像。

「五四運動」以後，香港工運迅速發展，1925年爆發了轟動中外的省港大罷工。圖為省港罷工委

員會委員長蘇兆徵（中）與省港罷工委員會黨團書記兼副主席鄧中夏（右）在討論罷工事宜。

九十年來，香港不少青年學生繼承「五四」反帝愛國的傳統精神。圖為1982年9月，大專學生

在香港大學集會，反對日本篡改侵華史實、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辟，並憤怒焚燬日本旗。 1921年顧子仁博士所作「五四」愛國歌曲《壯哉五四》。

位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的蔡元培墓，每年都有文化

界人士、北京大學校友前來拜祭，緬懷蔡元培校長功

績。

1919年6月4日，《華字日報》刊登學生

遊行被捕的報導。

6

蔡元培擔任校長年代的北京大學，是「五四運動」的主要基地。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於香

港。圖為蔡元培在香港出殯時，香港學生賑濟會和港九教育聯合會的送殯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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