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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Stéphanie-Félicité de Genlis (1746-1830)是18至19世紀時法國
重要的女性作家 、音樂家、小說家和教育家。身處於和Rousseau及
其傳誦一時教育著作《愛彌兒》 (Emile)出版的同一世代
，Genlis不僅活躍於當時法國社會，她的作品也廣受歡迎 ，更有實
際的教育活動。教育主張方面，在她最重要的代表作品《艾黛兒與
希奧多》(Adelaide and Theodore)中，Genlis表達了她的教育思想
及女子教育主張，有 深受Rousseau自然教育影響者，亦有不同於其
女子教育主張者，因而她也被視為對 於Rousseau教育學說的有力批
判者。不過相較於Rousseau後來在教育史上得享大名，Genlis的名
氣卻始終停留於學術圈和女性主義圈內，這也開啟了筆者對其教育
思想尤其是對於其女子教育思想的研究興趣。本文的目的即在對於
Genlis的教育活動及女子教育思想進行系統性的探究，透過她對教
育實踐的思索及拓展，試圖尋繹出西方女子教育思想發展的歷史軌
跡，進而深化國內西洋教育思想研究的學術基礎。

中文關鍵詞： 法國教育思想、女子教育、女性主義、自然教育、西方教育史

英 文 摘 要 ： Stephanie-Felicite de Genlis (1746-1830) was a famous
French female writer, musician, novelist and educator
during the period of 18-19 century. Contemporaneous with
J.-J. Rousseau and the publication of his renowned Emile,
her educational thought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Rousseau.
Genlis was an active figure in the French society , and the
works she wrote were popular at that time. Many of her
works were written for her own teaching activities, so
almost all of her works were educative. Among her numerous
works, the most celebrated is Adelaide and Theodore,
through which Genlis express clearly her thought of
education and female education. While she was affected by
Rousseau’s natural education thought, she also was a
powerful attacker to his female education about Sophie, and
this stimulate the interest of the researcher for the study
of Genlis’ educational career and her educational
writing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quire into
Genils’ thought of education (especially her female
education) as a women educator more systematically, to
understand her deepening and broadening of practice of
education. In term of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hope to find
out some clu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western female
education and deepen the foundation of history western
education scholarship.

英文關鍵詞： French Educational Thought, Girl’s Education, Feminism,
Naturalist Education, Western History of Education, Genlis,
Rouss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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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Stéphanie-Félicité de Genlis (1746-1830)是 18 至 19 世紀時法國重要的女性

作家 、音樂家、小說家和教育家。身處於和 Rousseau 及其傳誦一時教育著作《愛

彌兒》 (Emile)出版的同一世代，Genlis 不僅活躍於當時法國社會，她的作品也

廣受歡迎 ，更有實際的教育活動。教育主張方面，在她最重要的代表作品《艾

黛兒與希奧多》(Adelaide and Theodore)中，Genlis 表達了她的教育思想及女子教

育主張，有 深受 Rousseau 自然教育影響者，亦有不同於其女子教育主張者，因

而她也被視為對 於 Rousseau 教育學說的有力批判者。不過相較於 Rousseau 後

來在教育史上得享大名，Genlis 的名氣卻始終停留於學術圈和女性主義圈內，這

也開啟了筆者對其教育思想尤其是對於其女子教育思想的研究興趣。本文的目的

即在對於 Genlis 的教育活動及女子教育思想進行系統性的探究，透過她對教育

實踐的思索及拓展，試圖尋繹出西方女子教育思想發展的歷史軌跡，進而深化國

內西洋教育思想研究的學術基礎。 
 
 
 
 
 
關鍵詞：法國教育思想、女子教育、女性主義、自然教育、西方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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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Thoughts about Girls’ 
Education of Stéphanie Félicité de Genlis 

 
Abstract 

Stephanie-Felicite de Genlis (1746-1830) was a famous French female writer, 
musician, novelist and educator during the period of 18-19 century. Contemporaneous 
with J.-J. Rousseau and the publication of his renowned Emile, her educational 
thought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Rousseau. Genlis was an active figure in the French 
society , and the works she wrote were popular at that time. Many of her works were 
written for her own teaching activities, so almost all of her works were educative. 
Among her numerous works, the most celebrated is Adelaide and Theodore, through 
which Genlis express clearly her thought of education and female education. While 
she was affected by Rousseau’s natural education thought, she also was a powerful 
attacker to his female education about Sophie, and this stimulate the interest of the 
researcher for the study of Genlis’ educational career and her educational writing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quire into Genils’ thought of education (especially 
her female education) as a women educator more systematically, to understand her 
deepening and broadening of practice of education. In term of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hope to find out some clu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western female education 
and deepen the foundation of history western education scholarship. 

 
 
 
 
 
 
 
 
 
 

Keywords: French Educational Thought, Girl’s Education, Feminism, Naturalist 
Education, Western History of Education, Genlis, Rouss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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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老司機還是新手上路？ 

長久以來，我們在探討 18 世紀時的西方教育思想，往往是以 J.-J. Rousseau 
(1712-1778)這位號稱西方教育史上的巨人及哥白尼(Copernicus)為代表，基本上

我們認定，Rousseau 的《愛彌兒》(Emile)不僅是 18 世紀最重要的西方教育思想

作品，其影響力之深遠，不管是在他的母國法國，或在其他地區都是一樣，

Rousseau 在教育史上的光芒幾乎掩蓋了所有其他與其當代的教育作家。就像法國

教育史家 Comayré 所言：「《愛彌兒》….的持久盛名吸引了其他著作的關注，有

的著作批判它，有的指責它，有的著作則支持、宣揚它的教育理論。《愛彌兒》

出版後的 25年間，法文版教育著作數量是 18世紀前 60年出版著作數量的兩倍。

Rousseau 對於教育的貢獻不只在於他所發展的一些公正的新穎的個人思想，而且

更重要的在於他刺激了人們的思維，在他的啟發下，教育領域在過去一百年間取

得了豐碩的成就。」(Compayré, 1903: 308-309；Compayré 原著，2013：230) 
Rousseau 的影響力及重要性無庸置疑，但若檢視 Rousseau 的生命歷程與教

育生涯，可以發現是乏善可陳的。Rousseau 的教育經驗相對貧瘠，他只有當過短

暫一年多一點的家庭教師(Ballinger, 1965: 228)，他也不是個負責的父親或是教育

者，他一生共生有五個孩子，但這些孩子卻皆交給孤兒院養育。不管從實務的那

個角度來看，Rousseau 似乎都無法被視為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更遑論日後能寫

出《愛彌兒》這樣一部教育鉅作的教育史巨星。假若放到今天來看，這樣的一位

所謂「教養專家」，既乏知名學府的顯赫學歷，更無豐富的實務經驗，容或其言

論有些大膽新奇之處，但其關於教育論述的實難獲得大眾的認可。然而實際的歷

史卻是，Rousseau 終究還是憑藉其出色的文筆與激進前衛的思想留名於教育史的

書冊之中。 
相較於 Rousseau，在當時的法國及稍後的時代裡，其實仍有不少出色的教育

作者及思想家存在，除了與其同處 18 世紀啟蒙運動陣營的諸多「哲士」

(philosophes)外，如 17 世紀的 F. Fénelon(1651-1715)及 Rolin (1661-1741)等人都

有教育專著問世，此外也有部份的女性教育家提出了她們的教育主張，而這些教

育思想家不僅有教育著作問世，其中更不乏具豐富教育經驗的實務工作者。以目

前的流行語來說，這些人皆屬經驗豐富的「老司機」，「老司機」們較為穩健持平

的言論，帶給人們的衝擊較小，最終仍不敵 Rousseau 的麻辣言論，在教育史上

退居二線甚至三線以後的位置。 
社會中一般人對於教育與教育工作者的印象，多半是較為保守甚至有些落伍

不夠流行，因為人們常較易傾心於一些較突具突破性及實驗性濃厚的「口號」時，

對於某些主張較為激進的教育思想家也較為青睞， 故而人們對於Rousseau的「返

回自然」或是 Dewey 的「教育無目的說」等前衛的言論總是給予較高的評價甚

至推崇。然而有些矛盾的是，當其落實到自己的實際教育工作或是兒女的教育時，

對於這些較為「進步」的教育主張，可能就未必完全照單全收，還是回歸到傳統

的教育路線較為安全。例如說 Rousseau 鼓吹的自然教育，認為在 12 歲前兒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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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接觸書本，在今日的「別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腦力開發要趁早」的主流呼

聲中，可能會被視為有些不切實際；而 Dewey 的「教育無目的說」更被諸多的

強調培育未來社會所需人才及提昇國家競爭力的教育目標拋至九霄雲外，人們多

半還是將教育視為一種為未來作預備的「工具」，而非 Dewey 所講的「為教育本

身接受教育」。 
筆者此處無意貶損 Rousseau 及 Dewey 等深具原創性及啟發性教育學說的價

值，而只是要指出，人們固然一方面會將這些立意高遠的教育理論當成理想、懸

為鵠的，然而在實際從事教育活動時，往往還是選擇其所認定較為穩妥的教學方

法來教育自己的學生或子女，此舉雖算不上陽奉陰違，然而卻也顯示出實際的教

育活動在執行時其實並不是「非此即彼」（either-or）、「非黑即白」，而是較偏向

經過調整的「中道」(mid-way)路線。當然，老司機識途老馬，技術嫻熟，但未

必能提出創新之見，作出驚人之舉；新手上路，反而能突破盲點，開創新猷。我

們也承認，面對許多過往沈疴，學者提出之針貶往往必須走向「矯往過正」的一

方，然而這也並不表示，「老司機」們根據自己的經驗與體會所提出的觀察和建

議，並不是毫無參考價值的。 
在西方及法國的教育史上，就有這樣的一位「老司機」，處於稍晚 Rousseau

的時代，在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動亂環境下，在專制和民粹的相互激盪下，提出

了自己的教育主張。在教育思想上，她不諱言 Rousseau 帶給她的影響和啟示，

但卻對於《愛彌兒》中諸多的主張抱持批判的態度，甚至在重新編纂出版《愛彌

兒》時選擇性的刪節其認為有爭議之處；她雖然是一位音樂家、文學家，但生命

中仍有一段不短的時日從事教育工作，而且她將教育工作當成自己的職志；在當

時的社會中，她算得上是一位傑出知名的女性，然而在後世的許多學者眼中，她

卻又被視為傳統宗教及社會體制的捍衛者，尤其在女性地位及政治立場的主張上

受到許多的抨擊。她在亂世中以一介女流之輩奮力求生，在當時的文壇享有盛名，

獲得當時君王的青睞，她的學生中也有一位後來成為法國的君主，但她在死後卻

淹沒在教育史中，鮮少有人認知並承認她教育學說（特別是在女子教育學說）的

價值。這樣的一個教育史上的遺珠便是本文欲探討的對象─Stéphanie de Genlis。 
Genlis 可以說是在法國文學史及教育史上具備一定份量的女性學者，但由於

向來史家都較為忽視女性在教育理論上所作出的貢獻，尤其是在 19 世紀最後 10
年之前寫作的女性學者更常被忽略，所以相較於 Rousseau 在教育史上所享有的

明星地位，Genlis 的地位並未特別受到重視。Genlis 的著作在當世曾大受歡迎，

而且受歡迎的熱烈狀況，不僅限於其祖國法國，甚至在英國亦是如此。她所受到

的囑目甚至還不亞於 Voltaire 與 Rousseau，一些重要著作如《教育戲劇》、《艾黛

兒和希奧多》都很快地翻譯為英文而出版，並且獲得甚高的讚譽，一些雜誌也開

始連載她的作品。英國著名的作家 Jane Austen 還引薦了她的作品。綜合來看，

19 世紀當時許多進步傾向的女性都深受 Genlis 的吸引，George Sand 就宣稱其社

會和民主理想是受惠於 Genlis 作品的啟發(Park, 1973)。而從教育史角度觀之，

法國教育史家 Compayré 更在其《教育學史》(The History of Pedagogy)推崇 Gen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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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成就：「雖然 Genlis 夫人的教育著作不能歸屬於 19 世紀，但她絕對有權

利站在 19 世紀女子教育家之席的首列。她把教育職業推向了高峰，並且為此職

業而狂熱，同時也費盡了自己的心力。」(Compayré, 1905: 479) 
簡言之，在教育主張方面 Genlis 雖然受到了 Roussseau 某些自然教育主張的

影響，但她也表達了對 Rousseau 教育學說(尤其是女子教育)的不同看法，在當時

被視為對於 Rousseau 教育學說的有力批判者。不過相較於 Rousseau 後來在教育

史上得享大名，Genlis 的名氣卻始終停留於法國史學界或文學圈，這也引發了筆

者對其教育思想尤其是對於其女子教育思想的研究興趣。 
 

貳、在受限的教育及動盪的年代的求生歷程：Genlis 生平及教育活動 

Stéphanie de Genlis (1746-1830)是 18 至 19 世紀時法國重要的女性作家、音

樂家和教育家。在 18 及 19 世紀的法國，女性雖可作為沙龍主持人身份而參與社

會公開活動，但其社會地位及所從事的工作類別仍無法與男性相提並論。而身處

於和 Rousseau 及其教育著作《愛彌兒》(Emile)傳誦一時的同一世代，Genlis 不
僅活躍於當時法國社會，其文學著作及為兒童教育所撰寫的作品也廣受歡迎，除

此之外，她也從事了不少的實際教育活動，算得上當時一位十分成功的教育家，

她甚至還因為成為第一位貴族家庭的女性教育主管而引人側目。 
Genlis 的全名為 Stéphanie Félicité du Crest de Saint-Aubin, Comtesse de Genlis，

從她一長串的名號可看出她出身不凡，是一位具有貴族(伯爵)身分的「夫人」。

不過從她早年的成長歷程來看，她的家庭並不特別富裕，甚至還有經濟上的一些

問題，而這似乎也埋下了她日後即便處在困窘的生活環境下，亦能奮力追求生存

的原因。 
Genlis 在 1746 年 1 月 25 日出生於法國 Burgundy 省 Chamcery 一個不甚富

有的貴族家庭，Genlis 為其夫姓，其出嫁前的父姓為 Ducrest。5 歲時 Genlis 的父

親賣了 Chamcery 產業，換得了 Saint-Aubin 地方的領地與城堡，就在這個古老而

破舊的城堡裡，照 Genlis 自己的描述，她渡過了六年的「天真與快樂」的生活，

而這個地方，後來也成為她日後許多著作(如《城堡故事集》(Les Veillées du 
Château)的重要場景(Barkley, 1961: 1-2; Genlis, 1825)。6 歲時就被 Alix 聖家參事

堂(the noble chapter of Alix)認可為會員。不過囿限於當時的環境，Genlis 的整個

教育主要還是在家中進行的。 
Genlis 的父親雖曾在耶穌會學校學習過，但他對自己女兒所提供的教育貢獻，

似乎就只有曾命令她觸碰蜘蛛和蟾蜍或強迫她舉起一隻老鼠，試圖讓她成為一個

「堅強的女人」(femme forte)。而她的母親則總是忙著接待家中的賓客，對於

Genlis 的教育就只有要求她在自己作品的戲劇表演中扮演丘比特(Cupid)的角色

培養戲劇的特質而已。因此 Genlis 早年的教育主要仍是交由家中的女僕來負責。

七歲時有位女家庭教師來家中教導她，但這位家庭教師除了音樂外一無所知，卻

要負責教授她一切的事情。而由於她從未上過一節寫字課，所以她總是要把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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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的小說及戲劇口述給她的老師聽。 
整體來看，Genlis 所接受的教育並非嚴整有系統的教育，但她應該是個頗具

音樂才華的學生，她學會了大鍵琴、豎琴、曼陀林 、低音提琴、風笛、手風琴、

定音鼓和吉他等多樣樂器。不過後來家中財務發生問題，Genlis 與母親又曾移居

巴黎超過一年的時間，就在巴黎居住的期間，Genlis 又培養了對於文學的愛好

(Barkley, 1961: 4-5)。 
1758 年，作為一個豎琴家，Genlis 高超的技巧和其聰明才智很快地受到了

仰慕，1763 年她滿 16 歲時便嫁給了 Charles Brûlart de Genlis─一位步兵團上校，

也是她父親的朋友，後來並成了 de Sillery 侯爵─但這並未影響 Genlis 繼續完成

其完整教育的決心，她還是持續不斷地追求知識，從結婚一開始，她制訂了嚴格

的學習時間表，一直到她晚年，都學習不輟，這種孜孜不倦的學習方式，也莫怪

她日後可以寫下一本談時間管理的作品《論時間的運用》(De l'Emploi du temps)。
她甚至還請了一位外科醫生來教她骨骼學及如何放血，也聆聽有關農業的討論、

學習騎馬、求教於村子裡的各式工匠，她甚至還開始學素描及繪畫。看起來 Genlis
乎為了要彌補早年學習的缺憾，所以才快馬加鞭的不斷學習，當然也顯示了她對

於學習的決心與熱忱。 
1770 年是她生涯的轉捩點，當時她 24 歲，在她具有影響力的姑母 de 

Montesson 夫人的引薦下，Genlis 來到皇家宮廷(Palais Royal)中成為 Chartres 公爵

夫人的女侍從(lady-in-waiting)，而公爵夫人對於 Genlis 頗為寵信，讓 Genlis 隌伴

她四處遊歷，後來並把自己的雙胞胎女兒交由 Genlis 教導，之後在公爵夫人的

允許下，Genlis 還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和其他親戚的孩子，甚至自己收養的英國女

孩都帶進來一起教導。 
在擔任公爵家中女兒的家庭教師的工作上，她充滿了幹勁與活力，工作表現

也深獲公爵家庭的信任，到了後來還被公爵任命為其兒子（其中一個兒子後來成

為法國國王 Louis-Philippe 一世）教育的主要監管者，此一任命在當時引發了極

大的爭議，因為在那時的法國社會裡，Genlis 可以說是第一位被委任為皇家男子

家庭教師的女性（Raaphorst, 1978: 41），而此大膽的作法甚至引發了所有家庭教

師的辭職，甚至還有些流言蜚語傳出，認為是 Genlis 與公爵間的私情才有此一

任命。 
無論如何，Genlis都是一位認真負責的老師，為了更能實現自己的教育主張，

Genlis 寫了許多教育著作以供其教學之用，同時她也根據了自己的教學經驗寫了

不少的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教育戲劇》(Théatre de Éducation)(共 4 冊，

1779-1780)，是為了年輕的學生而寫的一些短篇故事選集；《美德編年史》(Les 
Annales de la vertu)(2 冊，1782)以及《艾黛兒和希奧多》(Adèle et Theodore)(3 冊，

1782 年)；除此之外，還有她最受歡迎的《城堡故事集》。Genlis 的教學方法十分

有趣多元，這應該是受到了 Rousseau 教育思想的啟迪，據言她教歷史的時候會

運用到一些神奇的燈影，製造出今日幻燈片的效果，而在教植物學時，她則會直

接帶學生到植物學家那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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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革命時期，Genlis 展現了對於大革命的同情，但是並未積極支持大革

命，隨著 1793 年吉倫特派（Girondins）1的失勢，使她必須避居瑞士，同年她分

居多年的夫婿則被送上斷頭台。1794 年起 Genlis 定居於德國 Berlin，但後來又

遭驅逐故而在 Hamburg 落腳。自此有一段時間，她必須以寫作和繪畫維生。 
1799 年後，Genlis 終被允許返回法國，還受到拿破崙的青睞，提供軍工廠

內的一間住所供她居住。在後來的一段時間內，Genlis 開始大量的寫作，除了歷

史小說外，她還撰寫了一些言情小說(romance)，由於她逐漸失去了王室對她的

支助，所以她必須用自己的筆來養活自己。在她生命的晚年，Genlis 尚捲入了與

18 世紀哲士間的文學論戰。最後，當她目睹了曾是自己的學生 Louis Philippe 終
於登上了法國王位之後，於 1830 年 12 月 31 日溘然長逝。 

在 Genlis 漫長的一生中，可說集許多不同角色於一身：她是一位投入的母

親（dedicated mother），一位才華橫溢的社會女伶（gifted society actress），一位

有成就的音樂家（accomplished musician），一位多產的作家（prolific author），一

位教會的中堅（religious pillar），一位不屈不撓的反哲士者（indefatigable 
ante-philosophe），更是一位創新的教育者（innovative educator）。她這麼多的角

色其實都反映在其著作之中，而其中，母職角色（maternal role）可謂這麼多角

色中最特出者，更是一個我們探討 Genlis 生命歷程時具價值的參照面向（Robb, 
2008: 13）。 

綜觀Stéphanie de Genlis的生命過程，實可謂自逆境中不斷奮發向上的歷程，

她出身落魄貴族，因其身為一位女性，從小便無法接受完整的正式教育。但是她

憑藉著自己的努力及聰慧，自學成才，成為一位多才多藝的女性，並以此聞名於

當世。固然在她躋身上流社會的過程中，有時仍不免因攀附男性權貴而招致批評，

但她還是用傲人的教育成績博取了人們對她的信任。她身處法國大革命的動盪年

代，即便其生命面對波折，生活顛沛流離之際，她也未曾輕易向命運低頭，從而

用自己的文學才華贏得了人們的尊重。儘管 Genlis 的某些女子教育主張可能在

女權主義者眼中並不徹底，甚至略嫌守舊；有些學者則因為 Genlis 未能積極回

應法國大革命，認為其仍屬傳統封建體制的維護者，而有所批判（如 Sainte-Beuve2

等人）(Poortere, 2007)。但是若以其生命歷程所遭遇的限制而言，Genlis 的寫作

和教育成就依舊有其可觀之處，她仍是西方教育史上值得深究的女性學者，其在

女子教育方面的思想更有一探的價值。 
 
參、重視道德及宗教教導的教育思想：Genlis 的教育哲學 
    為了躲避法國大革命帶來的恐怖殺戮，Genlis 在流亡期間必須持續地以寫作

維生，這也使她成為當時相當成功的小說家。而她所寫的許多著作，其實都具有

教育的(pedagogical)意味在內，加上她之前的教育活動，都使其得以教育家

                                                        
1吉倫特派指在法國大革命從 1791 年到 1795 年期間，源自於吉倫特省的一個政治派別。有時也

稱「布里索派」（Brissotins）或「長棍麵包派」（Baguettes）。吉倫特派由國民立法議會和國民公

會的議員組成，代表為當時信奉自由主義的法國工商業資產階級。 
2 Sainte-Beuve 是最早開始探究 Genlis 教育學說的學者之一。 



8 
 

(educator)的身份享有國際聲譽。她之前所教的諸多貴族子弟中甚至有一位後來

還成了法國國王─Louis Philippe。當其於 1830 年以 84 歲高齡辭世時，Genlis 已
寫作超過 140 冊的著作，遍及不同的文類(Trouille, 1997: 238-239)。這樣的數量，

即使對於身居社會主流的男性作家而言仍然罕見，遑論封建社會中的女性作家，

Genlis 在文學上的勤奮及成就可見一斑。 
以往有更多的學者將 Genlis 視為一位作家、文學家，然而在她的生命過程

中，「教育」才是她生活的重心。基本上，Genlis 的教育學說與其教育活動間是

密切相關的，它絕非天馬行空的奇思妙想，更不是搏取名聲的離經叛道；她的教

育學說是要拿來使用的，而非僅供後人探究或憑弔之用的。Sainte-Beuvre 就認為

Genlis 不僅是位文學女性(a woman of letters)，亦是一位「走在前面的女性教師」。

而另位學者 Emile Faguet 亦對於 Genlis 的教育活動頗多溢美之詞，認為她的教育

體系(system of educating)是一種「開啟而非填塞」(opening out instead of filling in)，
她其實是位教育方面的創發者(inventor)： 
 
    她創發了整個現代教育的系統，不管是在文學或科學方面，都朝向真與美的

方向來發展，在她的教育中，主要透過歷史、現代語言的解釋，結合了實際上的

新發現與古代和現代的經典鉅著的研習(Barkley, 1961: 14)。 
 
    作為一位教育的創發者，Genlis 的創新之處還體現在她主張應給予女子與男

子相同的教育上，在教育的內容上，即便她被視為一位喜愛讀書的「書香女性」

(femme sanvante)，但她也未因此忽略那些實用的、家務的及看似平凡的事務，

某些時候，她甚至比其他人更正視這些事情的重要性(Barkley, 1961: 14-15)。 
    Genlis 到底是不是位教育的「創新者」？其實仍有許多爭議，這還是要從她

的教育著作及其中的教育主張來看。在 Genlis 的諸多著作中，許多都與教學或

教育有關，而 Genlis 也以一位關心教育的作家自居。「我是關心人的教育的第一

位女作家，這份光榮對我來說是非常珍貴的。」(張瑜等譯，2013: 361)為了使自

己的教育工作能更加成功，Genlis 博採了不少學者或教育家的觀點，包括了 J. 
Locke、Maintenon 夫人(Mme de Maintenon)、Fénelon 和 Rousseau 等當時知名學

者在內。尤其是後者，她一方面受到了 Rousseau 的影響，一方面又與其在許多

的教育論題上看法相左。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刺激 Genlis 寫作女子教育著作

的動機，來自 Rousseau 的啟發及刺激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 18 世紀下半葉，Rousseau 在《愛彌兒》中有關教育的論述曾一時蔚為風

潮，然而其關於女子教育的主張卻始終讓當時較為開明的女性學者不敢恭維。換

言之，Rousseau 有關教育與啟蒙的進步主張，固然啟發了諸多女性學者開始關心

教育議題，然而其有關女子教育的主張，卻也使得不少女性學者透過對於

Rousseau 教育學說的批評，進而開展出自己的教育主張，Genlis 就是其中最重要

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Genlis 著作中的教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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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lis 的諸多著作中，最重要及最具有教育意義的，首推 1782 年所出版的

《艾黛兒和希奧多》，這本書可以說是她教育計畫的具體呈現。Genlis 教育著作

的重要特色之一，就在於其是總結其豐富教育經驗底下的產物。「而這本小說（指

《艾黛兒和希奧多》）本身，毫無疑問地，她提供了在 18 世紀的法國中一個最完

整、最具企圖心的女子學習計畫─這個計畫，是經過她超過 20 年與自己女兒和

學生在一起相處後，所測試並且使之臻於完美的計畫」(Trouille, 1997: 244)。由

於該書係出自 Genlis 自身的教育實踐所得，再加上她出眾的才華，所以該書在

法國出版後，立即引起熱烈回響，甚至迅即就譯成英文(Ford, 1999)，後來還陸續

有不同的譯本出現，可見其在當時受歡迎的程度。這股熱潮也延續至今，到目前

為，《艾黛兒和希奧多》一直都被視為 Genlis 的代表作品。 
《艾黛兒和希奧多》的法文書名是“Adele et Theodore, Ou Lettres Sur 

L'Education”，標題中即有「教育書信集」的意思，故從書名來看，可知是一本

與教育有關的著作。另從其內容來看，我們也可了解，在本書中 Genlis 並非直

接以理論論述的方式來闡述其對教育的看法，而是藉由小說的方式，以不同主角

人物間信件交流的方式來表達其教育主張。 
而除了自身的教育經驗之外，Genlis 撰寫本書的另個主要動機，正是針對

Rousseau 在《愛彌兒》中女子教育主張的反駁：「在《艾黛兒和希奧多》的序言

中，Genlis 很清楚地提及，她寫這本小說，很大的一部分是來自於對於《愛彌兒》

一書中有關女子教育的綱領的反應。」(Trouille, 1997: 244) 。相較於當時其他更

激進的女子教育主張者，如 de Goughes，甚至是英國的 M. Wollstonecraft 與 C. 
Macaulay，Genlis 的女子教育主張固然看似較為傳統，例如她仍主張女性應安於

傳統的家庭職份，在這點的看法上 Genlis 的說法似乎與 Rousseau 還有些類似之

處，但她終究還是明確拒斥了 Rousseau 對於女性能力的狹隘看法，堅決地主張

女性應該接受健全(solid)的教育，因為惟有如此，才能使女子的聰明才智充分釋

放出來(Trouille, 1997: 243-244)。P. Brown則比較了《艾黛兒和希奧多》與 Rousseau
的教育思想，認為 Genlis 贊同《愛彌兒》中的田園生活、應該配合兒童的年紀

和脾性來施行教育、維持師生間的密切關係和以身作則的重要性等觀點，然而在

兒童應該持續接受教育的時間和範圍、閱讀在追求知識的重要性、嚴格紀律的要

求、女童的教育及女性的後續角色等主張上則有所不同(Brown, 1994: 24-25) 
在《艾黛兒和希奧多》一書中，Genlis 尚虛擬了一些角色人物，其中最重要

的主角是 de’Almane 男爵夫人（baronne），Genlis 藉由這位主角人物之口，闡述

了她心中當時貴族階級女子教育的理想。當然這本書的內容並不限於女子教育，

尚包括了王公(prince)以及男子（或兩性，在本書中主要是針對男爵家中孩子以

及希奧多的男子教育）的教育在內。不過書中的主體還是關於女子教育的信件，

特別是有關於男爵夫人之女兒艾黛兒的教育。簡言之，該書是 de’Almane 男爵

夫人 12 年對於自己孩子教育活動的紀錄。 
該書中主要的通信者，除了男爵夫人外，尚有她的養女 d’Ostalis 夫人，以

及 de Limours 子爵夫人，她們皆與艾黛兒的教育有關。由於當時的社會世界中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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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了詭詐與腐化，因此她們對於艾黛兒和希奧多的教育重點是在於體育和智育方

面，其中包括閱讀、與道德上的管束等，以讓她(他)們能趨向完美的境地。當然

教育計畫如此安排，是為了艾黛兒和希奧多日之後的婚姻能更加美滿，而他們兩

人對此事先並不知道，而是等到日後的安排方才曉得─ Adelaide 嫁予 Charles de 
Valmont，而 Theodore 則與 Constantia de Limours 結褵. (Robb, 2008: 2)。貴族彼

此之間的聯姻，在當時應該頗為常見，不過 Genlis 在該書中的設計，仍不禁讓

人聯想起 Rousseau 在《愛彌兒》中對於 Emile 和 Sophie 的安排，而這也可見出

Genlis 與 Rousseau 都非常重視家庭關係及環境的構建，以及 Genlis 的女子教育

學說確實是以 Rousseau 為其靈感來源甚或是主要對象─無論是模仿或攻擊的對

象。 
整個來看，Genlis 在《艾黛兒和希奧多》表達的教育思想還是較為貴族氣質

的(aristocratic)、宗教的(religious)、保守的(conservative)、支持王權的

(monarchist)(Brown, 1994: 25) 。就此角度來看，她的創新性其實並不徹底，即使

她較為人稱道的女子教育主張，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還是有些維護傳統父權

體制的味道，更遑論尚具有貴族教育的氣質。進一步說，Genlis 教育思想中許多

的創新，恐怕還是受到來自 Rousseau 的影響。惟對於筆者來說，Genlis 的教育

主張最可貴之處，還是在於這些主張源於她的實質教育經驗，來自於她自身實踐

教育的成果。因此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Genlis 的主張顯然更貼近現實，以及符

合社會的需求。Genlis 的著作在 18 世紀後半的法國和英國頗受歡迎，她也因而

奠立了為年輕人撰寫書籍的專業地位(Brown, 1994: 25)，以現代的話來說，她就

是當時最受注目的親職作家。 
Genlis 為青少年及父母寫作的作品中，最受歡迎的還是 1784 年出版的《城

堡故事集》，這本書曾在短短的八天內狂銷 7000 冊。《城堡故事集》中收錄了一

系列的道德性故事，這些故事都有一定的「框架」，主要仍基於 Genlis 的教育原

則上，來進行道德教導。Genlis 在本書中展現了她對於整體教學的控制，寫作目

標亦十分堅定，就是要培養學生的德行，而為了「軟化」其中的教誨意味，所以

她採用了一種能抓住想像(capturing the imagination)的方法，也就是「說故事」的

方式進行，透過吸引兒童的注意、捉取他們的想像力，俾有利於教學的進行。 
《城堡故事集》中的世界是以法國的「舊制度」(Ancien Régime)3為場景，

Genlis 虛構了一群貴族家庭的孩子作為其講述故事的對象。Clémire 侯爵夫人

(Marquise de Clémire)就像《艾黛兒和希奧多》中的貴族夫人一樣，帶著她的三個

兒女（以 Genlis 自己的女兒及外甥命名）來到了位於 Burgundy 郊區的 Champcery
的城堡，而她們的父親則遠在軍隊中。為了要教導她的孩子們，並且又能寓教於

樂，侯爵夫人規定在上床睡覺時間前的每晚 8 點半到 9 點半都講授道德故事，因

為在 Genlis 的故事設定中，父親常常「不在場」這個設定似乎也顯示了女性（包

括母親及祖母）在兒女教育上的主導權。即便間有男性的出現（如其中一位孩子

的男性家庭教師），但多半也是以一種愚蠢無知及不斷埋怨的形象現身。基本上，

                                                        
3 舊制度指法國歷史中 15 到 18 世紀的時期，從文藝復興末期開始，直到法國大革命發生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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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這樣的孤立的教育場景中，具備絕對的教育權，孩子的生活都會被小心的

監護著，孩子幾乎沒有任何空間可以自由運用自己的方式來體驗生活，而母親的

教導與陪伴則是堅定不搖的。 
雖然強調母親的教育權威，子女的一舉一動都必須經過其認可，其在兒童教

育的主張上則顯得一板一眼，不過從《城堡故事集》中還是可以看到兒童的日常

生活及其在生活中所展現的活力與好奇心，兒童有時甚至可以針對母親所講述故

事中之不一致及矛盾處發問，這與之前其他早期的道德故事中的兒童被動和古板

的形象仍有些區別。此外該書也呼應了 Rousseau 與 Voltaire 等人所主張的自然教

育，這也使得《城堡故事集》較能突破以往道德教育的窠臼。再則在 Genlis 的
設想中，《城堡故事集》就是父母為子女提供的床邊故事，這也代表了 Genlis 對
親子關係的重視，亦即父母(尤其是母親)仍應盡可能的教導自己的孩子。 

《教育戲劇》亦屬 Genlis 重要的教育著作之列，共有四卷。針對該書，Genlis
說：「這完全是為了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的孩子而寫的一本書，家僕和農民的人

們也會從中發現發於他們的責任和義務的詳細闡述。」(Compayré, 1905: 480)而
在《教育戲劇》的編者序言中也提及：「這些喜劇只是為了將道德論述轉化為行

動而寫，它希望讓年青人能在其中學到某些課程，因而它們是娛樂性和教育性的。

此外，在表演這些作品時，由於他們是打心裡來學習它們(learning them for heart)，
所以還會有一些益處：如在心靈鏤刻下卓越的原則，練習他們的記憶力，形成他

們的發音，培養優雅怡人的舉止。」(Genlis, 1781: 4)這些似乎在在都顯示了，透

過《教育戲劇》，Genlis 希望她的教育影響力不再僅及於貴族子弟，也期盼教育

對象能夠擴及新興中產階級(如商人、店主等)，讓更多的兒童能接受到良好的道

德教化。 
也許受惠於兒時表演戲劇的經驗，Genlis 自己當教師時也會讓兒童進行戲劇

表演，以從中獲得知識和道德的教化。在她自己的回憶錄(Mémoires)中，Genlis
就曾自承，在家庭中扮演悲劇和喜劇角色的習性，對於其早年關於詩文的品味、

奠立其日後教育的基礎頗有助益。而 Genlis 對於戲劇的偏好，可說一以貫之，

除了《教育戲劇》外，《艾黛兒和希奧多》裡她也曾詳列了一份給年輕人(6-22 歲)
的閱讀書單，其中就有不少戲劇作品，她還推薦艾黛兒自 7 歲半起便可閱讀 La 
Fite 夫人所編的《兒童戲劇及對話集》(Drames & Dialogues pour les Enfans) (Pinto, 
2017:215)。 

根據 Pinto 的分析，《教育戲劇》除了具有教育方面的價值外，亦有其在道

德、社會及政治上的價值(Pinto, 2017: 216)。而與其說價值，不如說是目的。面

對著新興中產階級在生產力量上的突飛猛進，Genlis 必須認同中產階級子弟教育

的重要性，但又不能影響到既有貴族所主導的社會秩序，因此她主張中產階級也

能(更應)具備適當的行為及品德，故而她透過《教育戲劇》來達到此一目的。然

而中產階級的教育並不能完全自己作主，還是應由貴族階級來予以領導，假如中

產階級需要教育，很顯然的，他們必須藉由貴族的幫助，因此這也使得她的教育

戲劇中仍存有階級偏見以及不同世界觀間的衝突，這也正是 Genlis 限制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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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從教育的方式來看，《教育戲劇》仍代表了 Genlis 為教育工作所作出的努力，

她為了增強學習的效果，將教育內容以戲劇劇本的方式呈現，並指導學生扮演，

Genlis 為了她的教育活動，真可說殫精竭慮，設計出多采多姿的教學活動，以使

得她的教學能更見成效。這不能不說是值得吾人效法之處。 
上述之外，Genlis 的教育著作尚有《關於王儲教育的建議》（Counsels on 

Education of the Dauphin, 1789）以及《一位家庭女教師的課程》（Lessons of a 
Governes）等，後者是她一部分教育日誌（educational journal）的彙集。而在這

些著作中，她一直教導統治者要愛護自己的臣民，儘管名義上她是寫給那些宮廷

的人士，但實則上她的影響力卻絕非僅是在王公貴族等上流人士圈子之內，此從

她的著作廣在社會流傳，甚至在與法國隔海相望的英國也大受歡迎即可看出。 
 
以下即綜合 Genlis 教育著作及相關論述，再將其教育思想(包含女子教育)

的主張概述如下： 
(一)  在教育內容上主張更具廣度及深度的教育 
儘管在許多的論點上，Genlis 並不同意那群編纂百科全書之哲士派的主張，

然而在 Compayré 眼中，Genlis 仍可被視作為百科全書式教育(encyclopaedic 
education)的化身(personification)。Genlis 對教育內容的看法向來十分的寬廣：「她

的教學計畫沒有任何界限。她喜歡拉丁文，但不認拉丁文是不可或缺的。她給予

現代語文很大的空間。在 Saint Leu，她的學生就要學習德文、英文和義大利文。

同時她還發明了一些體育器 材：滑輪(pulleys)、籃子(baskets)、木床、鉛鞋。她

洞察一切，妙筆生花，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為了教育鄉間學校的兒童，她還編

寫了一份計畫。」(Compayré, 1905: 480-481) 
Genlis 也將她的百科全書式教育應用至女子教育方面─無論在廣度、深度、

順序及多樣性上，都比 Rousseau 的女子教育要更具有企圖心。Trouille 就認為其

女子教育融合了 Fénelon 主張的古典教育(Classical education)─包含歷史、神話

學、地理學、文學、拉丁文和希臘文等等；以及當時科學與技術方面的最新發現，

以及經常性的前往工匠及工廠參觀的田野旅行(field trips)(讓人聯想到Rabelais對
於 Pantagruel 的教育)(Trouille, 1997: 247)。無論從廣度深度來看，Genlis 的女子

教育不僅遠遠超過《愛彌兒》中 Sophie 的教育內容，更可以說直追男子 Emile
的教育方法與教育內容。 

Genlis 的教育內容還相當多元化，例如她經常邀請當時的各個領域的藝術家

如 Louis David 和 Huber Robert 來協助她的教學。而為了發展其學生的記憶力、

穩定性和自我表達能力，Genlis 又創作了一系列喜劇與歷史劇，讓學生可以經常

性地在自己家人及朋友前面演出。《教育戲劇》就是在此種背景下的產物。 
Genlis 也特別重視外國語文的重要性，她甚至可以說是首位將語言學習的直

接教學法(direct method)普及化的教育者。Genlis 說：「在 8，9 歲時，我的所有學

生都可以流利地說三種語言，而且也可以用這三種語言閱讀、解釋散文作品。」

(Trouille, 1997: 247)在 Genlis 的教導下，她的學生每天都必須和使用那些語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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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者(native speaker)會話(包括德語、英語和義大利語)，這也奠立了她的學生流

利使用外語的良好基礎。   
(二)  重視親子及師生關係的重要性，提供兒童良好及充分資源的學習環境 
為了致力於孩子及學生的教育，Genlis 自己曾在社會生涯的高峰時，毅然決

然地退出，專心於下一代的教育工作上。她 30 歲時選擇隱退到 Bellechasse 的修

道院中與自己的兩個女兒和四個 d’Orléan王室的孩子生活在一起(Trouille, 1997: 
245)她沒有將自己的孩子和學生的教育工作交付給其他的私人家庭教師和僕役，

她花了很長的時間教導他們課程、閱讀、並與她們進行會話、以她的才華和創造

力去培育學生的心智與品格。這些在在都顯示了 Genlis 對於教育工作的投入，

也代表了她對良好教育環境的重視。 
受到 Rousseau 啟發的 Genlis 教育思想，也像 Rousseau 一樣，主張非指導性

的教育，亦即間接教育的方法，要使教育看來不像教育─在《艾黛兒與希奧多》

一書中，最為有趣的，莫過於對於艾黛兒和希奧多父親 d’Almane 男爵居住的

鄉間別墅的描寫，它不僅是一個房子，而是也是一所學校，牆壁不僅是牆壁，也

同時是歷史圖畫和地理圖畫。「我們按著時間次序學習歷史，首先從我的臥房開

始，這裡有上帝創造世界的歷史；然後再走進我的畫廊，這裡有古代的歷史；然

後進入客廳，這裡有羅馬的歷史；最後走進 d’Almane 的房間…，這裡有法國

歷史。」(Compayré, 1905:481) 
在 Genlis 的教育故事王國中，孩子們所遇到的任何事物似乎都能轉化成教

育工作。無論是艾黛兒和希奧多看到的任何手工織物，上面都有著完整的地理圖

片知識。在紡織品的正面都會展示一些歷史場景的圖片，背面則是對於圖片內容

的文字解釋。至於冬天房裡擺設的屏風，上面則寫滿了英國、西班牙鄉 德國和

土耳其等國家的歷史。餐廳的牆面上也寫滿了神話故事。在那個充滿歷史氛圍的

城堡中，每一件東西都是有價值的，每一分鐘都是有教育意義的，歷史隨時就在

每一個人身邊，兒童也因身處歷史中，而對歷史產生永恆的滿足之情。這是 Genlis
所構築的城堡，也是她的教育王國。雖然所有的教育環境都是經過刻意設計過的，

但她卻希望讓兒童能夠學習於無形，在愉悅與不自覺的情形下，自然地進行學

習。 
(三) 在教學方法上，除了自然教育外，也重視教育中「社會性」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Genlis 主張在經過精密設計的環境下，自然地讓兒童接受教育，

此點頗似於 Rousseau。然而她畢竟不是 Rousseau，Genlis 還是主張模仿(emulation)
與社會性(sociality)的益處，而這些正是兒童在團體生活中接受教育的結果。

Genlis曾指出Rousseau教育主張的最大問題，在於Emile是孤單地一人接受教育，

而且他的生活孤立於社會之外，這只會鼓勵兒童的自私之心，並且缺乏對於他人

的關懷。Genlis 並不像 Rousseau 一樣，將「自我中心主義」(egoism) 標榜為一

種美德。在她後來所編輯出版的《愛彌兒》中，她洞察了 Emile 教育基礎的缺憾：

「最可鄙的自我中心主義，正是此一工作的教學基礎。」(Trouille, 1997: 248) 
Genlis 之所以主張在社會化的環境下進行團體的教育。一方面是基於她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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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理念，另方面則是來自於她實際的教學經驗。Genlis 相信，只有透過教育

以及教會的道德教學(moral teaching)，個人才能向善，並且有助建立一個健全的

社會。她主張，教育的基本功能正在於教導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和對他

人的尊重(respect for others)。「教育對於社會的行為及道德乃至於其民眾的幸福，

總是有著最有力的影響，因為它可以消減個人的自我中心主義，而後者對於整個

社群是有傷害的。」(Barrière, 1857: 345; Trouille, 1997: 249) 。在 Genlis 的教育

中，「愛心」(charity)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她認為兒童必須要被教導如何去憐憫、

愛護那些弱勢及不幸之人，並且在與他人共同接受教育的社會環境中生活，而這

正是 Emile 教育中最欠缺的一環。「Rousseau 教育哲學中的另個缺點便是．．．．

所有社會的更新，都需要有更多的愛。一個人如要成長為具有同情心和均衡的人

格，在其生活早年時，就必須感受到家庭關係的溫暖。」(Ulich, 1968: 221)。 
另外一方面，在 Genlis 的教育生涯中，曾有著極為豐富的團體教學經驗。

如前所述，她曾致力於自己孩子和貴族兒童的教學工作。她本身是一個自律甚嚴

且要求甚高的教育者，她幾乎小心地照管學生每天每時每刻的學習(Trouille, 1997: 
245)。也由於她的人格魅力、用之不竭的精力及對其學生真摯的愛，她創造出了

一個溫暖的關係緊密的團體，這也導致了她教育的成功。 
究其實，Genlis 與 Rousseau 教育思想最大的差異還是在於她的教育思想有

很大的一部分脫胎自她實際的教育經驗，而這與 Rousseau 純就自然主義哲學推

演出的教育理論有很大的差異，相對起來，她的教育主張也許不若 Rousseau 那

麼激進具有革命性，但在實施的可能性上，卻可能更貼近一般人的看法。 
(四) 從女性的尊嚴及使命著眼，強調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由於 Genlis 相信男女具備相同的智識能力（intellectual capacity），因此她主

張施行男女合校的教育（coeducation），女子教育無需分開施行，而且男子所接

受的「健全」的教育，女子也一樣可以接受。儘管兩性在社會及家庭的職份有所

不同，然而受到品質良好的教育，對女子及其所要擔負的「母職」而言，仍然是

一件好事。這也是 Genlis 倡導女子教育的最主要原因。 
就像 Rousseau 一樣，Genlis 堅持女子的正向範例在社會道德改革層面對其

子女的重要性；但她認為 Rousseau 在《愛彌兒》中所倡議的女子教育，卻會使

得她們不適合教導自己的子女，也無法實現 Rousseau 所欲交付給女子的母職角

色。「Rousseau 說，我們不需去矯正女子做作的天性，因其對女子來說是自然的。

女子需要它，因其可以幫助女子抓住她們所要依賴的男子…一個做作的女子或許

可以管理一個孱弱和心胸狹隘的丈夫，而當其沒有那些缺點時或許可以獲得他的

信念；但她永遠無法贏得一個敏銳的男子的尊敬與親密的關係。」(Genlis, 1796: 
34) 

女子教育雖然重要，但卻常成為人們忽視教育下的犧牲品，Rousseau 教導女

子應該學習賢良服從，成為一位賢妻良母，但是 Genlis 卻直指 Rousseau 所主張

的教育內容卻無法培養出真正的「賢妻良母」。Rousseau 為女子所規劃的教育內

容只能讓女子一直停留在劣等(inferiority)和依賴(dependence)的地位上，而且也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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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女性的天生機巧(natural cunning)不需要予以改正，這種主張下的婚姻關係其實

是有害的，很可能導致日後婚姻的裂痕和不貞。《愛彌兒》中的 Sophie 的教育最

後只會使她成為男人的玩物(plaything)(Trouille, 1997: 246)。 
Genils 相信，女子具有更高的使命(destiny)：「女子的使命在經營家務，撫養

孩子，依靠一位一家之主。但這位一家之主對她的期望，包含了忠言和順從。女

子應該有耐心、審慎、有條理，具備健全與公平的心智；她們必須涉獵廣泛，以

便其可輕易優雅地加入各樣談話之中，她們也應擁有所有傳統的女性美好特質

(音樂、舞蹈、繪畫、刺繡等)，以及對閱讀的愛好。」(Genlis, 1796: 33)。女子要

作到如 Rousseau 所言的，成為「男子的眼目」（the eye of man），但要作到這點，

必須要接受更為健全的教育，才可以培養出女子的智慧與判斷力。 
 

  (五) 強調「女性」及「母親」在教育上的重要性，拓展「母職」的內涵 
在 Genlis 一生所扮演的諸多角色中，「母親」與「教育者」可以說是其所最

看重的角色，她不只在現實生活中實際擔任了母親的工作，在她的諸多教育代表

作(如《艾黛兒與希奧多》等)更屢屢以「母親」的角色來發聲。「她(Genlis)這麼

多的角色其實都反映在其著作中，並且透過其著作表達，其中母親的角色

（maternal role）映射了其他的角色，也有助於我們了解她其他的角色…..Genlis
對於母職的重視，在 18 世紀顯得相當地突出，因為在當時上層階級的女性對於

母親角色的重要性仍不太重視……Genlis 試圖去拓展母職的定義，開發它更多的

可能性。」（Robb, 2008: 13-14）。Genlis 在她的作品中，不僅表達了母親在子女

教育中的重要性，她也拓展了以往狹窄的「母職」的內涵。 
在 Genlis 的設想中，「母職」不只是生物上的，也是可轉移的(transferable)、

合作性的(cooperative)、磋商的(negotiable)；它不只是家庭的(domestic)，也是社

會的(social)。母職的目標不只是個人的幸福，也是集體的福祉，它不僅事關當時

生命的理想數量(當時人口有減少的情形，一些主張母職的重要性者，認為母職

有助人口數的回升)，也與理想的生命品質(quality of life)有關。換言之，對於

Genlis 來說，單只是接受與家務管理有關的教育與知識，並不足以滿足她對於「母

職」的定義，也許成為一位母親是女子生來的天命，更是社會所分派女子的任務；

然而，身為一位優秀的女性，她對於「母職」的內涵懷有更高的期待，她甚至期

盼女子藉由「母職」的履行來發揮對於整個社會的影響力。因此，「她(Genlis)
是以非被分派的(unallotted)方式來掌握被分派的(allotted)的母職角色。」(Robb, 
2008: 15)。 

從她的一生來看，Genlis 在各個生命階段扮演了許多不同的母親角色，Robb
就區分了四類的「母親」：包含了「真正的」母親─她和她的先生育有三個孩子，

還有一些收養的孩子，甚至傳說她還有兩個非婚生孩子；她「小說中的」(fictional)
母親─她作品中對於母親的描述；文學意義上的(literary)母親─她對於一位女性

作者與其作品間親緣關係的觀念；還有宗教意義的(religious)母親─她對於母親和

神聖的表徵。她對於各種不同的母親角色及母職間的關係的對比和闡述，其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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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值得進一步深究，以有助於我們對於母職觀念的更多理解。 
 

肆、結語 

    由於 Genlis 著作數量的眾多，上述有關其教育論述及女子教育主張的歸納，

作者只能舉其犖犖大者，而且目前為止也只進行了初步的整理，就探究所得來看，

Genlis 所提供理想女性「艾黛兒」的教育，主要是奠基於 Rousseau 對於 Emile(而
非女性 Sophie)的教育計畫上，殆無疑義(Titone, 2004: 72)，但另方面，Genlis 亦
根據自己的教學經驗以及過往其他學者的教育理論針對 Rousseau 進行了一些修

訂及補充。Genlis 一方面固然是 Rousseau 啟蒙式家務和母職(enlightened 
domesticity and motherhood)理想的有力倡導者，另方面又可以說是 Rousseau 狹

隘女子教育觀最有力的批駁者之一。綜觀來看，她的教育主張有其進步之處，例

如她的教育目標相當明確，就是主張知識教育、道德教育與宗教教育；她認為教

育是一種「工具」，用以讓孩子為未來的社會位置做好準備；主張男女智力相差

無幾，因此男女可以在一起接受相同的教育；而且所使用的教學方法也較為多元，

並不拘泥傳統死板的教學；當然，她本人對於教育工作的全神投入及絞盡腦汁提

昇教育成效所作的努力，更頗值得後人欽佩。 
但不可諱言的，囿於時代與環境乃至角色認知的限制，Genlis 的教育觀點仍

有值得不少商榷批判之處。例如在女子教育方面，她可能警覺到在當時的社會環

境下，女子若因接受教育而顯得自己有超越男性之處時，將會陷自己於不利之處，

所以她也提出警語，女子若因接受教育而致使其擁有過於其履行女性義務的天賦

時，她們最好還是不要完全開展其所有潛能，因為當女性有過多的天分，反而會

激起女性對於自己所被分派到的社會位置的驚恐(這或許是出於 Genlis 親身的體

會)。對於 Genlis 而言，女子接受教育的目的雖然在於發展自己的智識能力，但

重點仍在於能否使她適應社會角色，並且為她帶來幸福（Titone, 2004: 29-30）。
此種女子教育的看法，從今日的眼光，仍嫌不夠進步甚至有維護既有男女分工體

制之嫌。惟我們也必須了解到，不決然與社會及傳統決裂，這或許也是 Genlis
的身為一介女性在當時封建環境下的自保之道。 
    再則，Genlis 的教育主張仍然是深具貴族氣質及精英氣味的，固然她的教育

目的相當明確，但也會使得教育過度偏重某些階級利益及過度維護傳統體制，使

得她的教育無法真正完全開展個人的內在潛能及獨特個性，而只能淪為統治階級

工具。在一個新的社會及新的教育即將來臨之際，她的教育方式及教學建議即便

相對可行，然而終究無法成就一個突破性的教育理論體系，從而引領教育思想的

前進，恐怕正是她作為一位教育的「老司機」所面臨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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