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報告

晚清癸卯學制頒行前對美國教育的引介與影響(第3年)

報 告 類 別 ： 成果報告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計畫

計 畫 編 號 ： MOST 106-2410-H-003-016-MY3

執 行 期 間 ： 108年08月01日至109年10月31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所）

計畫主持人： 周愚文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周皓旻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陳宥安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李明昇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王映文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廖啟君

報 告 附 件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18　日



中 文 摘 要 ： 1842年中英鴉片戰爭後，因政府缺乏人才以因應危局，故中國傳統
教育與科舉制度開始面對西方挑戰。然而清廷開始學習西式教育
，要遲至自強運動時。同治元年(1862)，清廷先設立京師同文館
，之後陸續設各類技術及軍事學堂。但全面放棄傳統舊制而改行西
式學制，則是光緒29年(1904)實施癸卯學制及31年(1905)廢科舉
，其制主要是模仿日制。但之前，英、美、德等國的教育對中國的
教育，實已開始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本研究繼先前計畫探討日、英
兩國教育的影響後，將進一步探討在癸卯學制頒行前，時人對美國
教育的認識與引介及其影響。本研究屬歷史研究，兼採個案研究及
理論分析。時間範圍是1842-1904年，計畫為期三年。主要史料有七
類：一是19世紀前期傳教士及清朝官民所編史地書籍。二是早期使
美外交官傳記的介紹。三是晚清遊美官民或留學者的紀錄。四是晚
清官辦西式學堂所聘美籍教習的任教資料。五則是晚清重要報章期
刊的引介文章。六是晚清美國各差會及傳教士在華興學的資料。七
是晚清譯介有關美國教育的書籍。本研究可能貢獻有四：一、有助
於未來瞭解中國近代引介西方教育的狀況。二、成果將可提供中國
近代教育史、比較教育及美國教育等的教學與研究的參考。三、可
提供未來推動教育改革時，引入國外教育制度的借鑑。四、有助後
續中美文教交流史的研究。
三年內研究重點，依序以最先派員來華傳教的美部會為對象，探討
傳教士裨治文在華教育事業，再探討該會1860年轉進華北傳教及建
立教會學校系統的情形。之後探討晚清甲午前在華中外人士對於美
國教育的介紹，及監理會牧師林樂知在華教育事業與美國教育的引
介。共發表TSSCI級期刊論文4篇，其他期刊論文2篇，研討會論文
3篇。

中文關鍵詞： 晚清、美國教育、癸卯學制、教育借入、教會學校

英 文 摘 要 ： After the Opium war1839-1842,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 and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Ch’ing China were
challenged because of the lack of the talents to manage the
new crisis. Not until 1862, some western-style governmental
schools for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 technology and
military were established gradually during the period of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experimentally. However, the
western school system (Kuei-mao) was established in 1904,
which imitated the Japanese model and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one on the whole. Before it, education in
Britain, USA and Germany have had some influence on China.
Based on the author’s previous researches in the influence
of Japan and Britain, the aim of this project is to inquire
that the introduction and influence of education in the USA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1904 school system in Late
Ch’ing China. This is a three-year project. Historical
method is undertaken, and case study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are used too. The major primary sources include
geographic and historical books edited by the priests and
Chinese officials and commons in the first–half of



nineteenth century, the diaries of diplomats, journey
records of tourists and students, American teachers hired
by new governmental schools, articles on American education
presented in major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materials
about American mission schools and missionaries, and
translated books on American education. Some contributions
will be made to help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introduction and borrowing of western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to be referred by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in USA’, to learn from this
experience of educational borrowing for the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future and to enhance the stud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USA. The themes of
this research have explored 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 in late Ch'ing before 1894 by ABCFM, the first
mission, and its missionaries such as E. C. Bridgman, D. Z.
Sheffield, and their enterprises in the south and north
China; 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 and John
Allen’s Educational Enterprise and His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 System. Four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by TSSCI Journals, two articles by others, and
three conference papers have been presented,

英文關鍵詞： education in USA, educational borrowing, late Ch’ing,
Kuei-Mao school system, mission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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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1842 年中英鴉片戰爭後，因政府缺乏人才以因應危局，故中國傳統教育與

科舉制度開始面對西方挑戰。然而清廷開始學習西式教育，要遲至自強運動時。

同治元年(1862)，清廷先設立京師同文館，之後陸續設各類技術及軍事學堂。但

全面放棄傳統舊制而改行西式學制，則是光緒 29 年(1904)實施癸卯學制及 31 年

(1905)廢科舉，其制主要是模仿日制。但之前，英、美、德等國的教育對中國的

教育，實已開始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本研究繼先前計畫探討日、英兩國教育的影

響後，將進一步探討在癸卯學制頒行前，時人對美國教育的認識與引介及其影響。

本研究屬歷史研究，兼採個案研究及理論分析。時間範圍是 1842-1904 年，計畫

為期三年。主要史料有七類：一是 19 世紀前期傳教士及清朝官民所編史地書籍。

二是早期使美外交官傳記的介紹。三是晚清遊美官民或留學者的紀錄。四是晚清

官辦西式學堂所聘美籍教習的任教資料。五則是晚清重要報章期刊的引介文章。

六是晚清美國各差會及傳教士在華興學的資料。七是晚清譯介有關美國教育的書

籍。本研究可能貢獻有四：一、有助於未來瞭解中國近代引介西方教育的狀況。

二、成果將可提供中國近代教育史、比較教育及美國教育等的教學與研究的參考。

三、可提供未來推動教育改革時，引入國外教育制度的借鑑。四、有助後續中美

文教交流史的研究。 

三年內研究重點，依序以最先派員來華傳教的美部會為對象，探討傳教士裨

治文在華教育事業，再探討該會 1860 年轉進華北傳教及建立教會學校系統的情

形。之後探討晚清甲午前在華中外人士對於美國教育的介紹，及監理會牧師林樂

知在華教育事業與美國教育的引介。共發表 TSSCI 級期刊論文 4 篇，其他期刊

論文 2 篇，研討會論文 3 篇，專書乙種。 

 

關鍵詞：晚清、美國教育、癸卯學制、教育借入、教會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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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roduction and Influence of Education in the USA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1904 school system in Late 

Ch'ing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1839-1842,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 and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Ch’ing China were challenged because of the lack of the talents to 

manage the new crisis. Not until 1862, some western-style governmental schools for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 technology and military were established gradually during 

the period of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experimentally. However, the western 

school system (Kuei-mao) was established in 1904, which imitated the Japanese 

model and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one on the whole. Before it, education in Britain, 

USA and Germany have had some influence on China. Based on the author’s previous 

researches in the influence of Japan and Britain, the aim of this project is to inquire 

that the introduction and influence of education in the USA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1904 school system in Late Ch’ing China. This is a three-year project. Historical 

method is undertaken, and case study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are used too. The major 

primary sources include geographic and historical books edited by the priests and 

Chinese officials and commons in the first–half of nineteenth century, the diaries of 

diplomats, journey records of tourists and students, American teachers hired by new 

governmental schools, articles on American education presented in major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materials about American mission schools and missionaries, and 

translated books on American education. Some contributions will be made to help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introduction and borrowing of western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to be referred by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in USA’, to learn from this 

experience of educational borrowing for the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future and to 

enhance the stud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USA. The 

themes of this research have explored 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 in late 

Ch'ing before 1894 by ABCFM, the first mission, and its missionaries such as E. C. 

Bridgman, D. Z. Sheffield, and their enterprises in the south and north China; 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 and John Allen’s Educational Enterprise and His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 System. Four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by 

TSSCI Journals, two articles by others, three conference papers have been presented, 

and one book (underrevie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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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education in USA, educational borrowing, late Ch’ing, Kuei-Mao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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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告內容 

 

壹、前言 

一、問題緣起 

學制的訂定與修正，對一個國家而言，都是重大的教育決策。中國近代即發

生此項重大轉變，由傳統制度轉向西方學習，以圖教育的現代化，此一過程不只

是教育改革(educational reform)，更可以教育革命(educational revolution)視之。因

此，此一大課題無論從教育史或是比較教育角度都值得持續探究。 

    首先，中國傳統官方教育制度自唐宋以降，逐漸形成以儒學(廟學制)、科舉

制及書院三大主軸，但至十九世紀後期才出現重大轉變。晚清時因為受到西方列

強入侵，不得不改弦更張，開始學習西方教育制度，而整個學習的過程是曲折顛

頗的，從清同治元年(1862)設立京師同文館開始，到光緒 29 年(1904)朝廷頒行癸

卯學制，前後歷經 40 餘年的嘗試摸索，民國元年、二年及四年又一度更張。概

括而言，近代中國教育制度的變遷，是由晚清的仿日，民國初一度仿德，直至民

國 11 年實施「新學制」後轉仿美國。1而原有傳統教育制度，當光緒 31 年(1905)

年清廷廢止科舉考試後，正式全部告終。西式學制實施迄今，已逾百年。回顧此

一模仿歷程，檢討百年來引入西式新教育的成效是重要課題。而當時如何引進西

方制度更是值得討論，如果當時借入錯誤，學習有偏差，後果自然不言可喻。以

上這一段近代中國教育西化的過程，一直是研究者長期以來關注的主要課題之一。

在這一段時期主要影響清朝教育制度的國家有日本、英國、美國及德國，研究者

曾先後申請計畫針對日本及英國的影響進行研究，並有具體成果。 

 

二、美國對晚清中國教育西化影響的接續探討 

經過對日本及英國的研究，基本上初步理解朝廷光緒 28 年及 29 年學制制定

時，為何未學習英國的教育制度，而學習日本教育的原因。不過在研究英國教育

的影響過程中，同時發現美國式教育已透過悄悄進入中國，而此點過去學界探讨

晚清西式學制建立時多未特別注意到。一般常以為美國教育的影響，當是從宣統

元年(1909)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清外務部與學部設立「遊美學務處」及附設「遊

美肄業館」(清華學堂前身)後開始。2儘管同治 10 年(1871)曾國藩根據容閎的建

議奏陳選派 120 位幼童赴美留學，可惜計畫於光緒 7 年(1881)被迫終止。3之後，

當一批批學子清末考取清華官費前往美國留學，民國初年返國在政壇及學界取得

一席之地後開始發揮影響力。4鄭世興以為五四運動之後，留美學生返國日多，

                                                 
1 周愚文(2012)：〈檢討中國教育西化成效的新視角：兩岸四地百年西化歷程的比較〉，收於浙江

大學主編：《辛亥革命與近代教育》(杭州：浙江大學)，232。 
2 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臺北：中研院近史

所，1996)，15。 
3 徐宗林、周愚文。《教育史》(臺北：五南，1997)，167-168。 
4 如 1909 年第一批有梅貽琦，1910 年第二批有胡適、竺可楨、趙元任。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

清華大學(1911-1929)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18。其他人，有浙江官費的蔣夢麟，郭秉文、陶行

知等。 



 

2 

 

歐風暫息，美風東漸；復受美國教育家杜威、克伯屈、孟祿等人來華講學、研究

的影響，中國教育界轉向注意美國教育制度。民國十一年北京政府頒布新學制而

達高峰。儘管民國 17 年(1928)國民政府略加修正後頒行中華民國學校系統，5但

是美式 6-3-3-4 學制，一直沿用至今。為了釐清在晚清(1830-1904 年間)，清人對

美國教育的認識與引介，本研究將以「晚清癸卯學制頒行前對美國教育的引介及

其影響」為題，進行三年期的研究，本年度為第二年。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三： 

一、探討晚清中國人對美國教育的認識及引介情形。 

二、探討美國教育對晚清發展的情形及其對中國新式教育建立的影響。 

三、歸納出未來再借鑑外國教育制度時的可能原則與限制。 

 

參、文獻探討 

    有關晚清美國教育影響問題的探討，研究者借重先前研究英國的經驗，今可

從以下四方面進行探索。第一，分析十九世紀前半葉，西方傳教士及清朝官民所

編史地書籍中對於美國及其教育的介紹情形。第二，分析晚清使美外交人員、留

美幼童及遊歷美洲官紳所做的介紹。第三，分析十九世紀後半葉，所發行的中文

報刊、教育雜誌及翻譯的教育書籍，對美國教育的介紹，及傳教士所發表教育改

革的倡議。第四，分析南京條約後，美國各差會男女傳教士在中國採取辦學以達

傳教目的，因而設立了許多學校，逐步由小學、中學而大學。以上四種方向中，

過去多偏向對晚清教會學校的研究，其中又以教會大學數量最多(見表 1)，但甚

少從引介美國教育引入的整體影響角度探討，故有其必要進行更仔細的研究。 

表 1  教會學校研究情況 

作 者 出版時間 名 稱 出 版 者 

彭國樑 1971 華東基督教大學之發展與影響 政大史研所碩士論

文 

楊翠華 1978 非宗教教育與收回教育權運動 政大史研所碩士論

文 

胡國台 1979 早期美國教會在華教育之建立 1830-190 政大史研所碩士論

文 

李玉瑛 1982 近代中國基督教教育之研究(1842-193?) 東海史研所碩士論

文 

盧茨 1988 中國教會大學史(1850-1950 杭州：浙江教育 

姬紅 1989 北京地區美國基督教會中學研究 北大歷史系碩士論

文 

章開沅、林

蔚 

1991 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 湖北：湖北教育 

                                                 
5 鄭世興。《中國現代教育史》(臺北：三民，1990)，128，20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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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華 1992 傳教士與教育家—謝衛樓述論 北大歷史系碩士論

文 

梁永麟 1993 廣東基督教教育 1807-1953 香港：宣道。 

史靜寰 1994 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華的教育活動 台北：文津 

高時良 1994 中國教會學校史 長沙：湖南教育 

章開沅 1996 文化傳播與教會大學 武漢：湖北教育 

何曉夏、史

靜寰 

1996 教會學校與中國教育近代化 廣州，廣東教育 

黃新憲 1996 基督教教育與中國社會變遷 福州：福建教育 

章開沅 1998 社會轉型與教會大學 武漢：湖北教育 

陶飛亞、吳

梓明 

1998 基督教大學與國學研究 福州：福建教育 

徐以驊 1999 教育與宗教：作為傳教媒介的聖約翰大學 珠海：珠海 

陳國棟 1999 教會教育與國家發展—中華基督教教育會之個

案研究 

中正史研所碩士論

文 

王忠欣 2000 中國近現代教育與基督教 湖北：湖北教育 

朱峰 2002 基督教與近代中國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與

華南女大比較研究 

福州：福建教育 

張安明、劉

祖芬 

2003 華中大學—江漢曇華林 石家莊：河北教育 

王國平 2003 東吳大學—博習天賜莊 石家莊：河北教育 

徐以驊、韓

信昌 

2003 聖約翰大學—海上梵王渡 石家莊：河北教育 

孫邦華 2004 輔仁大學—會友貝勒府 石家莊：河北教育 

王樹槐 2006 基督教與清季中國的教育與社會 台北：宇宙光。 

陳玉海 2007 宗教與世俗教育的衝突與妥協~以聖約翰科技

大學為例 

政大宗教研究所碩

士論文 

尹文涓 2007 基督教與中國近代中等教育 上海：上海人民 

熊月之、周

武 

2007 上海聖約翰大學校史 上海：上海人民 

陳明霞 2012 近代福建教會學校教育研究 北京：人民教育 

章博 2010 近代中國社會變遷與基督教大學的發展—以華

中大學為中心的研究 

武漢：華中師大 

高登馬丁 2103 芝罘學校 1881-1951 年之間的歷史和回憶 濟南：齊魯書社 

虞寧寧 2014 中國近代大學招生考試研究 北市：政大 

徐保安 2015 教會大學與民族主義-以齊魯大學學生群體為

中心(1864-1937) 

南京：南京大學 

 

 

3.晚清美國差會與教會學校概況簡述 

有關西方教會與其晚清時在中國辦學的狀況，其中基督新教最先來華的傳教

士，是英國倫敦會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 )，嘉慶 12 年(1807)抵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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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至於美國教會到中國傳福音，則始於清道光朝。鴉片戰爭前，首先派出傳教

士的教會是美國公理會差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亦稱美部會)，該會受到美國「第二次大覺醒」（the Great 

Awakening, 1784-1830)宗教復興運動的影響，1812 年成立於美國麻州。6後派雅

裨理(David Abeel, 1804-1846)及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 1801-1861)來華，道光

10 年(1830)2 月抵廣州。第二是美國浸信會(General Missionary Convention of the 

Baptists)。道光 16 年(1836)該會首批代表叔未士(J. Lewis Shuck, 1812-1863)及夫

人抵澳門。次年羅孝全(Issacher J. Roberts, 1802-1871)加入。第三是美國聖公會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派駱克武(Henry Lockwood)及韓森(Francis R. Hanson)道光 15 年(1835)抵廣州，但

不久離去。而奠基者是 17 年(1837)抵華的文惠廉(William J. Boone, 1811-1864)，

29 年(1849)抵上海，為首任中國佈道區主教。至於美國長老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最初與美國公理會合作，道光 17 年始建立傳教差會，次

年(1838)派代表來華。7鴉片戰爭後，24 年(1844)簽訂中美望廈條約。咸豐 8 年(1858)

簽訂天津條約後，外人得以進入內地傳教。於是各國差會與傳教士入華數量增加。

據林美玫研究，光緒 24 年(1898)時 74 個基督新教各傳教團體中美國有 29 個。8又

同治 7年(1868)中美簽訂蒲安臣條約，規定美人得在華開辦學校。光緒 32年(1906)

學部咨文各省督撫，外國人已設各學堂暫聽設立無庸立案外，今後如有外國人呈

請在內地開設學堂，也均無庸立案。9於是給教會辦學提供了便利。 

有關各國各差會在華的傳教方式，賴德烈指出，新教傳教士鴉片戰爭前後來

華傳教，各差會未能合作，但所用傳教方法有驚人的相似性，如宗教文字材料(聖

經、傳單、小冊子、辭典、語法書)的預備與發散、學校興辦、醫藥。10其中對於

是否應採興辦學校，各差會間及同差會內部意見並不一致。如魯晞珍(J. G. Lutz)

指出，雖促使傳教士建立學校，翻譯西書，編纂辭典，但已花許多從事教育工作

者仍把教育視為傳教活動的附屬品。更嚴重的後果是，從事教育的與從事傳福音

的傳教士間出現鴻溝；在國外的傳教士與西方差會間的鴻溝更大。西方差會更傾

向將傳福音佈道活動放在首位。儘管如此，部分傳教士繼續辦學，理由有中國人

對基督福音不感興趣，直接傳播無效；有必要訓練一批中國助手以協助傳播福音。

此一爭議，一直到光緒 16 年在華傳教士第二次教務大會(General Missionary 

Conference)才接受教育是諸國差會的合法職責，而爭論點則轉向教會辦教育的目

的與種類，而非應否辦學。11 

                                                 
6 Bartlett, S. C., Sketches of the missions of the American board, 1817-1898(Boston: Board, 1872), 

pp.9-11. 
7 賴德烈，《基督教在華傳教史》(香港：道風書社，2009)，185-189。 

8 林美玫。《信心行傳：中國內地會在華差傳探析(1865-1926)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5)，

247-251。 

9 徐寧。《江南女校與江南社會(1850-1937)》(上海：上海人民，2015)，99。 
10 賴德烈，《基督教在華傳教史》，227-232。 
11 魯茨。《中國教會大學史 1850-1950》 (杭州：浙江教育，1988)，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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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則分析，19 世紀基督教來華傳教士所採的傳教政策分為基要派

(Fundamentalists)及自由派(liberals)，前者主張採取傳統的「直接佈道」方式，亦

即宣講教義、巡迴佈道和散發宗教印刷品，當時大多數的傳教士採取此法。後者，

當 1880 年代以後西方興起社會福音的現代神學思想後，影響到傳教運動，此派

採取從事新聞、出版、教育和社會改革活動等方式。他們主張「以學輔教」，通

過辦學、譯書和辦報傳播西方文化以促進中國改革。雖然自由派再來華傳教士中

不占主導地位，但其傳教策略 19 世紀末逐漸受到重視。12又 19 世紀天主教會在

華傳教較新教統一，新教各教派間各自為政，13相互競爭。對於非宗教的教育事

業立場與重視度不一，光緒 3 年 5 月在華各國新教傳教士在上海召開第一次教務

大會時，有人批評辦學是浪費錢及不務正業；主要觀點有兩派，一派主張維持現

狀，以傳教為主，教育為輔，這是主流意見；一派主張在現有基礎上，拓展教育

事業的分量，以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teer, 1836-1908)為代表。14之後決議成

立「學校教科書委員會」(School and Textbooks Committee，益智書會)，由傅蘭

雅任總編輯，負責編纂適合於教會學校的教科書；以及開始訓練中國人英語。15

光緒 16 年召開第二次教務大會，並決議將原光緒 3 年成立的「益書智會」，改組

為「中國教育會」(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16王忠欣指出此舉表明

基督教傳教士在華傳教的方針有了重大改變，從開始將教育視為有礙傳教，轉變

為將開辦教育視為傳教的重要手段，並予以高度重視。17在此之前，傳教士對教

育的認識，主要集中於教育必須為傳教服務，教育應為教會培養人才。16 年以

後，擴大範圍。認為只有透過開辦教育，才能使中國現代化。庚子事變以後，各

國傳教士對辦教與基本上已有共識，不再排斥教育在基督教傳教事業中的作用。
18 

有關晚清美國差會的興學實際狀況，如美部會(A.B.C.F.M.)道光 27 年(1847)

傳教士抵福州，29 年(1849)設日校。咸豐 3 年(1853)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 

1824-1880)首創男子寄宿學校，至 8 年停辦，同治 3 年(1864)重開；咸豐 4 年(1854)

其妻設女子寄宿學校。半日教儒家經典，半日教基督教義。後均改為學院。光緒

6 年(1880)成立英華書院。11 年(1885)在保福山設女校，25 年(1899)在永福及羅

星塔各設一女校。19又如美聖公會道光 30 年(1850)傳教士裨治文夫人格蘭德在上

海辦裨文女塾。咸豐元年(1851)瓊司(Emma Jones)女士上海辦文紀女塾。20光緒 6

                                                 
12 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26-37。 
13 張玉法主譯。《劍橋中國史晚清篇 1800-1911》。(J. K. Fairbank 編)(臺北：南天，1987)，651-653。 
14 徐寧。《江南女校與江南社會(1850-1937)》，29。 
15 張玉法主譯，《劍橋中國史晚清篇 1800-1911》，677-678。 
16 MacGillivray, D. (1907).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582-583. 
17王忠欣。《基督教與中國近現代教育》(武漢：湖北教育，2000)，32-33。 

18王忠欣。《基督教與中國近現代教育》，91-93。 
19 MacGillivray, D. (1907).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 254-255,257,262. 
20 徐寧。《江南女校與江南社會(1850-1937)》，35，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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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881)裨文女塾與文紀女塾合併為聖瑪麗亞女校(St. Mary Hall)。21而該會文惠

廉主教於同治 4 及五年(1865、1866)先後在上海創設培雅書院(Baird Hall)及度恩

書院(Duane Hall)。22光緒 5 年(1879)第三任主教施約瑟(S. I. J. Schereschewsky, 

1831-1906)將前兩校合併，設立聖約翰書院(St. John’s College)，以中文教學，學

生 70 人，6 年設英文部。23後也將女校併入。同治 10(1871)該會韋廉臣(C. M. 

Williams)在武昌設文氏學校(the Boone Memorial School)(即文華書院)，規模小。24

傳耶穌教安息日浸禮會(Seven Day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 Solomon 

Carpenter 夫婦及 Nathan Wardner 夫婦道光 27 年(1847)到上海，Wardner 夫人次年

設日校。25同治 6 年(1867)美南長老會在杭州辦貞才女學。26道光 25 年(1845)大

美國歸正教（the Reformed (Dutch) Church in America, RCA）牧師打馬字(John V. N. 

Talmage, 1819-1892)在廈門寮仔後開設第一所日校，27 年(1847)開設第一所女學

堂，由其二女打馬字‧瑪麗亞主持。光緒 6 年遷鼓浪嶼田尾，時稱田尾女學堂，

程度由小學發展到中學。15 年開始授英語。另由其長女在田尾設田尾婦學堂，

專為已婚婦女而設。另在廈門竹樹腳設小學堂。27光緒 7 年該會與英長老會在鼓

浪嶼合辦中學。26 年為紀念打馬字在廈鼓傳教 40 週年，在東山仔頂設尋源書院。

33 年將前校與倫敦會所辦澄碧中學併入尋源書院，初由三公會共管，主理畢腓

力(P. W. Pitcher)，校長黃植亭。28 

至於北京條約前的狀況，熊月之彙整中國早期教會校名錄(1839-1860 年)，

在 38 所學校中，美人所設 23 所，法人 6 所，英人 1 所。29之後的狀況，王立新

(1997：18)依光緒 3 年第一次教務會議紀錄所錄美國所辦學校，整理統計如表 2。
30 

表 2  光緒 3 年基督新教在華學校統計 

國

別 

傳

教

士 

差會 男童寄

宿學校 

男童日

間學校 

女童寄

宿學校 

女童日

間學校 

神學

校 

主日學 合計 

總 支 所 人 所 人 所 人 所 人 所 人 所 人 所 人 

美 21

2 

41 21

5 

19 34

7 

93 125

5 

24 46

4 

57 95

7 

9 94 92 211

0 

29

4 

522

7 

資料來源：王立新(1997：18)，張龍平(2015，25-26)。 

                                                 
21 徐寧。《江南女校與江南社會(1850-1937)》，46。林美玫。《婦女與差傳：19 世紀美國聖公會女

傳教士在華差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1)第五章。 
22 徐以驊、韓信昌。《聖約翰大學—海上梵王渡》(石家莊：河北教育，2003)，5。 
23 MacGillivray, D. (1907).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 298. 
24 MacGillivray, D. (1907).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 303.張安明、劉祖芬。《華中大學—江漢曇華林》(石家莊：

河北教育，2003)，4-5。 
25 MacGillivray, D. (1907).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 344. 
26 徐寧。《江南女校與江南社會(1850-1937)》，35。 
27廈門市檔案局、廈門市檔案館。《近代廈門教育檔案資料》(廈門：廈門大學，1997)，29-30。 
28 廈門市檔案局、廈門市檔案館。《近代廈門教育檔案資料》，27，31。 

29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1994)，288-289。 
30 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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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林美玫分別調查了同治 8 年(1869)、光緒 12 年(1886)及 24 年(1898)時各差會興

學狀況(見表 3-5)，31由表中可發現美國差會所辦學校數及學生數已逐步增長，且

比率也漸提高，並居各國之冠，其中高等教育階段最多。由此可知，美國差會已

將辦學校視為傳教的重要策略與方法。王忠欣解釋，19 世紀時，開辦學校的差

會與傳教士，以來自美最多，英居次。32此與美 1880 年代興起的學生志願運動

而促使大批大學畢業生來華傳教有關。33 

表 3  同治 8 年基督新教在華學校統計 

國別 差會數 日間學校生數 住宿學校生數 合計學生數 

美 10 682 379 1,061 24% 

英 8 1,201 140 1,341 30% 

其他 4 1,877 137 2,014 46% 

合計 23 3,760 656 4,416 100% 

 

表 4  光緒 12 年基督新教在華學校統計 

國別 差會數 教會學校學生 % 

美 7 4,697 47.6 

英 16 4,287 43.5 

其他 8 880 8.9 

合計 31 9,864 100 

 

表 5 光緒 24 年基督新教在華學校統計 

國別 差會

數 

日校 高等教育 

校數 生數 % 校數 生數 % 

美 14 1,022 16,310 56 74 3,819 89 

英 15 731 11,247 39 53 255 6 

其他 7 79 1,539 5 10 164 5 

合計 36 1,762 29,096 100 137 4,285 100 

     

又進一步分析表 5 美國差會辦學的前五名，第一名均為美以美會(北)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North)，如表 6 所示。 

表 6 光緒 24 年美國基督新教在華興學比較 

名次 日校 高等教育 

 差會 校數 差會 校數 

1 美以美會(北) 474 美以美會(北) 22 

2 美北長老會 201 美國浸禮會 19 

                                                 
31 林美玫。《信心行傳：中國內地會在華差傳探析(1865-1926)》，252-256。 
32 王忠欣。《基督教與中國近現代教育》，21。 
33 王忠欣。《基督教與中國近現代教育》，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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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國浸禮會 112 美國聖公會 11 

4 南監理會 58 大美國歸正教 8 

5 美國聖公會 54 南監理會 6 

 

關於光緒 3 年第一次教務大會前辦學，王樹槐認為所謂教會學校，不過是「聖

經班」而已。34之後開始改變。第一次教務大會後，美各差會的教會學校開始朝

升格或合併方向發展。王忠欣指出，同治 3 年美長老會的山東登州蒙養學堂，光

緒 2 年改為登州文會館並包含中小學課程，7 年具大學水準，29 年遷濰縣改名為

廣文學堂。35美聖公會光緒 5 年將原培雅書院與度恩書院合併為聖約翰書院，屬

中學程度，16 年開設大學課程。36同治 6 年美公理會在河北通州設潞河男塾，光

緒 12 年提升至中學程度，15 年升格為大學名為潞河書院。37道光 25 年美長老會

在寧波設崇信義塾，同治 6 年遷杭州改成育英義塾。光緒 19 年起逐漸提升至中

學及初級學院，23 年改名為 2 年制育英書院。38庚子後至清亡前有些合併或新設

大學。如登州文會館與英浸禮會的青州廣文書院光緒 29 年合組為山東基督教聯

合大學；育英書院宣統元年由美南北長老會合辦；聖約翰書院光緒 21 年(1891)

成立大學部，30 年(1905)改名為聖約翰大學，次年向美國華盛頓特區註冊。395

年(1879)年美南監理會(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潘慎文將蘇州主日學

校遷天賜莊，並改為名存養書院；10 年(1884)改名為博習書院。教士林樂知在上

海設中西書院 7 年冬(1882)。25 年(1899)將蘇州博習書院併入。又 22 年(1896)孫

樂文(D. L. Anderson)在蘇州創宮巷書院。27 年與博習書院合併，改為東吳大學。
40原潞河書院，光緒 29 年與倫敦會及長老會合辦，改為華北協和學院(the 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41晚清美國基督新教各差會所辦高等教育機構，彙整如表

7。這段期間各教會學校間更形成一個彼此銜接的體系。王立新認為光緒 3 年至

二十世紀初，教會辦學展現以下特點：1.教會學校不再停在初級班水平，出現了

一批教會中學。再出現第一批教會大學。2.各校按照西方教育模式，建立起正規

的教學體制，確立了修習年限。3.世俗知識在教學中的比重大增，已改以往過偏

西學的作法，而強調中西並重。4.由以往牧師兼教師，轉向聘專職教育家。5.主

要招生對象由社會底層變成富家子弟，教會學校日趨貴族化。42 

表 7 晚清美國基督新教各差會所辦高等教育機構 

                                                 
34 徐寧。《江南女校與江南社會(1850-1937)》，27。 
35 王忠欣。《基督教與中國近現代教育》，25-30，36-38。 
36 王忠欣。《基督教與中國近現代教育》，39-41。 
37 王忠欣。《基督教與中國近現代教育》，43。 
38 王忠欣。《基督教與中國近現代教育》，44-46。 
39 王忠欣。《基督教與中國近現代教育》，48-60；徐以驊、韓信昌。《聖約翰大學—海上梵王渡》，

14-21。 
40 王國平。《東吳大學—博習天賜莊》(石家莊：河北教育，2003)，13-27。 
41 MacGillivray, D. (1907).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 279.後再併入燕京大學。 
42 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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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名稱 成立

時間 

前身 

山東新教大學 1904 山東聯合大學(登州蒙養學堂，1864；登州文會館，1882；青州

廣德書院，1894；青州神道學堂，1885；郭羅培真書院，1903) 

杭州育英書院 1897 寧波重信義塾，1845；杭州育英義塾，1867 

武昌文華大學 1907 文氏學堂，1871；博文書院，1885；博學書院，1889 

長沙雅禮大學 1896  

南京金陵大學 1910 匯文書院，1888；基督書院，1891；益智書院，1894 

上海聖約翰大學 1905 培雅書院，1865；度恩書院，1866 

廣州嶺南學堂 1903 格致書院，1888 

上海浸會學院 1906  

蘇州東吳大學堂 1901 博習書院，1879；中西書院，1882；宮巷學堂，1896 

華西協和大學 1910  

華北協和大學 1904 潞河男塾，1867；潞河書院，1889 

匯文書院 1890 美以美會男塾，1864；衛理學堂，1885 

華北協和女子大學 1904 貝滿女塾，1864；貝滿女學堂，1895 

資料來源：魯茨，《中國大學教會史 1850-1950》，506-509。 

    事實上，當教會學校教育日益擴張的同時，美國傳教士在華興學多以美國國

內的教派學院為原型，各校間並無一致的辦學模式；43但是他們所建立的西式學

堂，對當時中國自辦的新式學堂有示範作用。王立新認為有三點，一是引入的西

式管理、西學課程及西式校風。二是教會學校畢業生的影響，多人受聘至洋務派

所辦、外語、技術與軍事學堂，及戊戌前後的綜合性學堂任教。三是教會教育體

制和模式被中國人自辦新式學堂所借鑑。44此點顯示美國式的教育，已逐步被引

入中國並開始發生影響。 

 

4.晚清傳教士對晚清教育改革的倡議 

西方傳教士除興辦教會學校外，甲午戰爭後至戊戌維新前，更有一些傳教士

為當時的維新派出謀劃策，提出改革中國教育的建議，王立新分析其方案包括三

方面，一是開設新學堂，建立從小學到大學的三級學制。二是改革科舉考試。三

是延師設學。45如第二任駐英公使曾紀澤光緒 12 年(1886)任滿返國。15 年(1889)3

月初，曾氏奉派與徐繼畬同管同文館。468 月初，上命兼署吏部左侍郎。47當時英

傳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 1845-1919)曾提出中國現代教育改革方案，曾

氏對此充滿熱情並力促他在高官中散播，但因自己在總理衙門處次要地位且前同

                                                 
43 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216。 
44 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222-225。 
45 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254-260。 
46 曾紀澤(1975b)。曾惠敏公(紀澤)奏疏(北縣：文海)，341-342。 
47 潘德利、王宇。《曾紀澤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1)，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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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外人已被懷疑，故不敢積極倡導實施該方案。48而曾氏隔年 2 月不幸病逝，49其

議遂寢。  

    之後，為了推廣西式教育，一些美國傳教士也積極提出改革意見，並見諸《萬

國公報》等報刊。如光緒 21 年 8 月北美長老會傳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 

1857-1927)拜會恭親王時，曾面呈〈創設學校議〉。50美國聖公會上海教區主教郭

斐蔚(Frederick Rogers Graves, 1858-1940)則提出更詳盡的計畫，建議略仿泰西而

變通。5122 年再將日森有禮所輯〈美國諸名流振興文學成法〉譯為〈文學興國策〉

出版，詳細介紹美國制度。52同年第二屆年會大會主席監理會教士、上海中西書

院院長潘慎文(A. P. Parker, 1850-1924)以「中華教育會與整個中國教育的關係」

為題，提出把影響中國教育變革列為現時期中華教育會的首要任務。在其倡議下，

該會成立了「教育改革委員會」，其任務有：蒐集有關各國教育的資料；研究中

國現行教育制度，以便提供改革建議；上書清廷和各省督撫建議改革；在報刊上

發表有關教育改革的論文；為中國教育改革提供方案。該委員會推舉林樂知起草

「教會學校在中國的成就」，李佳白起草「改革中國考試制度議」，狄考文起草「擬

請京師創設總學堂議」及「續擬請京師創設總學堂議」，呈送給總理衙門，以上

三位都是美國傳教士。光緒 23 年(1897)《萬國公報》101 卷刊出狄考文、文書田、

花之安、仲均安、林樂知、李佳白、謝衛樓及施美志等英美德等國傳教士上陳總

理衙門〈擬請京師創設總學堂議〉的條陳。53王立新認為這是傳教士實施其影響

中國教育計畫的一次重要行動。他們為中國設計的是包括蒙養學堂、中學堂和大

學堂的完整教育體系，並在京師設一總學堂，作為全國教育的中心。而李佳白、

林樂知、丁韙良與維新派保持密切關係，其言論對維新派有所啟迪。54而戊戌變

法前，李佳白光緒 23 年六七月時，也多次於《萬國公報》發表文章，鼓勵新學，

如〈中國以廣新以輔舊學說〉、〈尚賢堂章程〉、〈尚賢堂文錄〉。55同年《富強報》

10 期也開刊出〈京師創尚賢堂自序兼緣起〉、〈京師創立尚賢堂章程〉，其事起於

22 年 8 月奏稟總理衙門，建議在京師設尚賢堂，其中設學館教西學、洋文學館

教洋文、設格致書院存西學所用各種器具式樣。23 年 3 月獲批示。56《湘報》70

號 24 年 4 月「經濟宜專」條錄《博聞報》丁韙良論經濟科應專以經濟為科舉，

不必再試時文的建議。57戊戌變法失敗後，中國教育會並未放棄控制中國教育變

革的努力。美南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 Allen, 1836-1907)27年將編譯的〈美

國學校志〉，連刊於主編的《萬國公報》。但是 28 年當清朝決定仿日制頒行壬寅

                                                 
48 蘇慧廉。《李提摩太在中國》( 桂林：廣西師大，2007)，152-152。 
49 潘德利、王宇，《曾紀澤年譜》，274。 
50 收於李天綱編校(2012)。《萬國公報文選》(上海：中西書局)，515-517。 
51 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254-255。 
52 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257。 
53 《萬國公報》101 卷，頁 3-5。 
54 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244。 
55 收於李天綱編校(2012)。《萬國公報文選》(上海：中西書局)，518-531。 
56 《富強報》10 期，頁 20-23。 
57 湘報報館編，《湘報》(北京：中華，2006)，619-620。 



 

11 

 

學制後，才使其放棄「指導」中國教育改革的努力，而轉回強化教會學校教育，

以便在公立教育競爭時取得優勢地位。20 世紀初，各差會掀起聯合辦學熱潮，

教會學校的規模與水平也大幅提高，形成一個以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完整教會教

育體系，58但獨立於中國官方教育體系外。張龍平則指出，當公布壬寅學制後，

丁韙良、福開森(J. C. Ferguson, 1866-1945)、丁家立(Charles D. Tenny, 1857-1930)

等英美傳教士相繼中國各地官辦學堂要職中逐步退出，傳教士以英美教育為藍本

繪製的清末教育改革藍圖宣告破滅。他們不但未能像原來所期望的那樣在教育改

革中發揮作用，反而是受到排斥，甚至教會學校所培養出來的畢業生因為信仰問

題，在進入官辦學堂和政府部門時都發生困難。59 

由上所述可知，甲午戰爭以後西方傳教士特別是一部分美國傳教士企圖透過

集體與個人的努力，企圖引入美國式的教育制度，影響、左右、指導晚清中國的

教育改革方向。而此同時，清廷朝野卻是開始轉向，興起師法日本的熱潮。最後

結果是仿日制而棄美制。弔詭的是，日本在十九世紀後期盲目摸索西方制度後，

卻也逐漸轉向學習美制。只是當時為何朝廷沒採納傳教士們的建議，王立新以為：

「傳教士的影響遇到封建頑固派的強烈抵制和傳統文化的巨大障礙。」且教會辦

學要到光緒 16 年才獲得大多數傳教士的贊同，而鼓吹和參與中國教育活動的仍

只是少數自由派的傳教士。再者，傳教士從事教育活動的目的與中國建立新教育

的目標是截然不同，傳教士強烈的宣教動機不僅限制了教會教育的發展，對中國

近代新教育的建立絕無裨益。且傳教士的弱點之一是，並非專職教育家。60換言

之，教會學校所帶來了西式教育新模式，但是背後傳教的意圖，在當時清人反外、

反教的大氛圍下，縱使可引介西學新知，能幫國家走向富強，但是卻難讓中國人

放心真心接受。此點本研究也要再深入探討。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歷史研究為主，輔以個案研究及理論分析。 

一、歷史研究 

    本研究屬歷史研究，將透過史料的蒐集、考證與分析，以瞭解晚清時中國人

對美國教育制度的認識程度，及透過哪些途徑去認識，及所知是否正確，進一步

分析如何引介到中國，及其影響程度。 

    本研究的空間範圍，本研究所稱美國只限本土，不包括其殖民地的教育狀

況。 

    本研究的時間範圍，是指道光 10 年(1830)首批美國傳教士到中國起，至光

緒 29 年(1904)清廷頒行「癸卯學制」前。 

整體而言，光緒 29 年頒布「癸卯學制」前，清人認識美國教育的可能資料

                                                 
58 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245-247。 
59 徐寧，《江南女校與江南社會(1850-1937)》，95。 
60 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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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經由初步探討的結果可知，大致可分為七大類，茲分析如後： 

第一類是十九世紀前期，傳教士及清朝官民所編史地書籍。如嘉慶朝謝清高

《海錄》(1820 年咩哩干國(American)61、道光朝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國志略》(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838 年在新加坡初版。後又

經過數次修訂：1844 年，於香港重刊改名《亞墨理格合衆國志略》；1846 年廣州

版為《亞美理駕合衆國志略》；1861 年，上海再版時更名《大美聯邦志略》。又

各地改訂或重版版本不同，名稱也有變動。例如《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輯錄乃《美

理哥國志略》。)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萬國地理全圖》

(1838)、林則徐《四洲志》(1841)、《地球圖說》、馬禮遜《外國史略》(1847/52)、

魏源《海國圖志》卷 59-61〈彌利堅國總記〉等書。如魏源書則參考前述諸書，

卷 59 本於《美里哥國志略》。62又如梁廷枏《海國四說》〈合省國說〉(1846)63，

徐繼畬《瀛寰志略》卷九〈亞墨利加北〉「北亞墨利加米利堅合眾國」(1848 年)64；

及光緒朝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泰西新史攬要》第 21 卷美國，

第 15 節教化學校。65至於後期，有格堅勃斯(G. P. Quackenbos, 1826-1881)著、日

人岡千仞、河野通之編譯《米利堅志》(應為 Elemen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四卷，收於 1896 年湖南新學書局《新輯各國譯學全書》；蔚利高(Myron C. Wilox)

著《大美國史略》，1899 年福州美華書局出版；徐建寅自刊《美國合盟本末》。66 

第二類是晚清使美外交人員的介紹。當時清廷部分使美人員的日記中略有記

述教育見聞，主要人物有歷任擔任駐美公使及出訪官員，如同治 7 年志剛奉派隨

美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出訪歐美，曾至美國有《初使泰西記》；
67隨行人員孫家穀有《使西書略》68；張德彝(德明)有《歐美環遊記》69。公使

(1885-1889)張蔭桓《張蔭桓日記》有〈三洲日記〉。70光緒中赴日美秘考察官員

傅雲龍(1840-1901)撰《遊歷美利加合眾國圖經》(1889)。公使(1889-1892)崔國因

《出使美日秘國日記》(1894)光緒 17 年(1891)5 月美國學堂事；71光緒 28 年英皇

加冕鎮國將軍載振五月奉派率團祝賀，撰成《英軺日記》卷十、十一記美國農業

學堂及水陸師學堂事。72 

第三類是早期到美遊歷官民或留學者的紀錄，如幼童留美祁兆熙《遊美洲日

                                                 
61 楊炳南筆錄、安京校釋。《海錄校釋》。北京：商務，2002。 
62 魏源。《海國圖志》(長沙：嶽麓書社，2011)卷 59，1652-1653。 
63 梁廷枏。《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 
64 徐繼畬、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北京：文物，2007。 
65 李提摩太譯，《泰西新史攬要》(上海：上海書店，2002)，383。 
66 張曉編著：《近代漢譯西學書目提要明末至 1919》(北京：北京大學，2012)，387-388。 
67 載於鍾叔和編，《走向世界叢書 I(頁 223-403)》。長沙：岳麓書社，2008。 
68 載於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臺北：廣文。 
69 載於鍾叔和編，《走向世界叢書 I(頁 609-831)》(長沙：岳麓書社，2008)，665-666。 
70 任青、馬忠文編(2015)。《張蔭桓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 
71 1894 年刻本卷七 7-8，又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1986)。《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

資料彙編第三輯》(台北：編者)， 643-644。 
72 載振，《英軺日記》(北京：民族，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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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73；民人李圭《環遊地球新錄》74。 

第四類是受聘到官辦西式新學堂的美籍教習，如京師同文館英文館的丁韙良

(W. A. P. Martin, 1827-1916)、馬士(Hosea B. Morse)，天文館海靈敦(Mark W. 

Harrington)，醫學館滿道樂(Robert Coltman, Jr.)，他們的任教資料。75按同文館的

課程最初是以外語與中文為主，光緒 2 年以後的課程表始分為八年制及五年制。

由洋文而及諸學共須八年。其年齡稍長，無暇肄及洋文，僅藉譯本而其諸學者，

共須五年。76這即美傳教士丁韙良擔任總教習後所設計，內容除外語外，加入西

學諸科。又如上海廣方言館英文館的林樂知77，以及廣東同文館的譚順、北方長

老會傳教士哈巴安德(A. P. Happer, 1818-1894)78。此外戊戌變法前後新設的學堂，

亦有聘美籍教習。如光緒 21 年盛宣懷創天津中西學堂與美天津副領事士丁家立

商量章程，並聘為總教習。7929 年改為北洋大學堂，丁氏續任。又 22 年盛宣懷

在上海創設南洋公學，次年請美傳教士福開森任西學總教習、監院。80以上教習

的傳記、著作及通信等，是可能的史料。 

第五類則是晚清重要報章期刊的引介文章。按當時報刊甚多，有中文有英文，

有外人所辦或國人所辦，其中部分也曾介紹美國教育情況。如《上海時報》、《萬

國公報》、《申報》、《教育世界》等。根據戈公振研究，近代中國報紙的產生，均

出自外人之手，最初為月刊週刊次之，日刊又次之。有中文雜誌如《萬國公報》、

中文日報如《申報》、外文報及其譯報。81而維新運動時期銷行最廣的報刊，則

是上海的《時務報》(1896-1898)，之後改為官辦，其中多冊論及學校。82但當時

學會林立、報刊盛行，實無法有確切統計報刊總數。83根據「晚清期刊全文數據

庫」，其收錄 1833-1911 年間，302 種期刊，共計 287,349 篇文章，經初步檢索「美

國」詞目項下 1833-1904 年間有 2,952 篇文章，「大美」詞目項下有 1,019 篇文章；

其中與有關美國教育者，以美國教育、美學校、教會學校、美書院、美義塾、美

書館、美學館等項進行檢索，共有 29 篇，如表 8。 

表 8 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美國教育有關文章 

主 題 篇 名 及 出 處 

美國教育 

 

1.英人論美國教育書。《教育世界》。1904 年(第 71 期,10-20 頁) 

2.英人論美國教育書。《教育世界》。1904 年(第 84 期,21-24 頁) 

3.教育：美國教育制度(未完)。《大陸報》。1904 年(第 3 期,41-47 頁) 

4.教育：美國教育制度(續)。《大陸報》。1904 年(第 5 期,33-39 頁) 

5.教育：美國教育制度(續)。《大陸報》。1904 年(第 4 期,39-43 頁) 

                                                 
73 載於鍾叔和編，《走向世界叢書 II(頁 185-288)》。長沙：岳麓書社，2008。 
74 載於鍾叔和編，《走向世界叢書 VI(頁 9-265)》。長沙：岳麓書社，2008。 
75 蘇精。清季同文館 (台北：上海印刷廠，1985)，43-46。 
76 朱有瓛主編(1983)。《中國近代學制史料》，1 上下冊(上海，華東師大)，71-72。 
77 蘇精。《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 》，102。 
78 蘇精。《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 》，127。 
79朱有瓛主編(1983)。《中國近代學制史料》，1 上下冊(上海，華東師大)，491-492。 
80 交通大學校史編寫組。《交通大學校史 1896-1949》(上海：上海教育，1986)，7-8，13-14。 
81 戈公振(1964)。《中國報學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87。 
82 湯志鈞(1993)。《戊戌時期的學會與報刊》，143，161-166。 
83 湯志鈞(1993)。《戊戌時期的學會與報刊》，30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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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外政通紀卷五:美國教育一斑。《政藝通報》。1903 年(第二卷第 17 期,11 頁) 

7.外國學事:美國教育之成效(附表)。《教育世界》。1904 年(第 75 期,1-3 頁) 

8.雜錄：美國教育制度概論。《大陸報》。1903 年(第 8 期,75-78 頁) 

9.雜錄:美國教育制度概論。《大陸(上海 1902)》。1903 年(第 8 期,5-8 頁) 

10.教育:美國教育制度:教育行政上之組織。《大陸(上海 1902)》。1904 年(第二卷第 3

期,1-7 頁) 

11.教育:美國教育制度:教育行政上之組織(續第三號)。《大陸(上海 1902)》。1904年 (第

二卷第 4 期,1-5 頁) 

12.教育:美國教育制度:教育行政上之組織(續第四號)。《大陸(上海 1902)》。1904年 (第

二卷第 5 期,1-7 頁) 

13.外國十日大事記：美國教育經費。《鷺江報》。1903 年(第 33 期,20 頁) 

14.傳記:美國教育家瑪利麗蓉女史傳。《教育世界》。1904 年(第 69 期,1-5 頁) 

美國學校 1.美國學校志(幷引)《萬國公報》。1900 年(第 132 期,9-14 頁) 

2.外國學事:記美國高等夜學校(附表)《教育世界》。1904 年(第 69 期,1-4 頁) 

3.外國學事:美國只許日本人入小學校《教育世界》。1904 年(第 81 期,4 頁) 

教會學校 1.論如何振興教會學校鄭其文。《中西教會報》。1897 年(第三卷第 36 期,4-5 頁) 

美書院 

 

1.福建美以美教會議設上書院章程小引。《萬國公報》。1881 年(第 633 期,6-8 頁) 

2.大清國事：論商取美欵以助賑務兼建書院事。《萬國公報》。1878 年(第 494 期,17-18

頁) 

3.力辭中西書院掌教曁總司院務啓：滬瀆美租界……。《萬國公報》。1896 年(第 95

期,70-71 頁) 

美義塾 1.福州美部會福音義塾學生答請。《小孩月報》。1879 年(第五卷第 3 期,6 頁) 

美學塾 1.德美學塾《益聞錄》。1883 年(第 244 期,147 頁) 

美書館 

 

1.美華書館移遷。《萬國公報》。1875 年(第 353 期,26-27 頁) 

2.美華書館歇年告白。《萬國公報》。1882 年(第 677 期,19 頁) 

3,Ⅳ、美華書館述畧：上海小東門外之美華書館……。《中國教會新報》。1871 年(第

165 期,6-9 頁) 

4.美華書館歇夏小啓：本舘因夏暫歇……。《萬國公報》。1881 年(第 649 期,18 頁) 

5.環球勝地名畫錄出售(現寄存美華書館)。《中西教會報》。1897 年(第三卷第 35 期,25

頁) 

美學館 1.成美學館序劉伶。《中西教會報》。1893 年(第三卷 第 26 期,19-20 頁) 

 

本研究限於時間，將優先透過該資料庫及紙本，探索其中屬創刊時間較早且

發行量較大及影響較廣的《萬國公報》(1868-1907)及《申報》(1872-1949)，有餘

力再兼及《教育世界》(1901-1908)等其他刊物。關於該三報刊的性質簡述如後。 

首先，《萬國公報》原名《教會新報》(The News of Churches, or The Church News)，

同治 7 年 7 月(1868 年 9 月)創於上海，發行人為林樂知，每週一刊，主要內容刊

載中國基督教事務，特別是闡揚教義。間或記載中外史地、科學常識及中國教育

消息。前後發行六年，共三百期，不暢銷。至同治 13 年(1874)改為《萬國公報》

(The Globe Magazine and A Review of the Times)。仍由林樂知任主編，形式內容，

稍作改進。連續發行九年，共九卷。後因經濟因素停刊。至光緒 15 年正月，以

歸併廣學會(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發行，改定新章，每月一刊。光

緒 33 年(1907)終刊共 227 冊、677 卷。84王林指出，對教育非常重視。發刊大量

有關教育的文章，其中部分介紹西方學校教育和教育理論。如光緒 6 年(1880)2

                                                 
84 龔書鐸(2004)。序，收於王林。《西學與變法—萬國公報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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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7 日及 24 日英傳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泰西諸國校塾〉記，

「泰西國以為教訓童蒙之法不足處增補，有餘處則刪。教法之絕美者瑞士、德、

美三國最稱，英國次之。」857 年閏七月連載狄考文發表之〈振興學校論〉。86又

如 15 年 3 月復刊後第二期，刊登了李提摩太的〈新學八章〉一文，文中羅列英

法德俄美日印七國的學校數目、學生人數、學校費用以及外國新聞報館、圖書館

數目。87之後該文以〈七國新學備要〉名義出版。88林樂知 23 年發表〈新學規制

考序〉介紹美國 1894 年各級學校有關數據。89  

其次，《申報》是由英人美查(Ernest Major, 1841-1908)，原為上海茶商，因

一度虧損欲改業，其買辦陳莘庚鑑於《上海新報》(上海《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中文版)暢銷，遂建議其辦報。於是於同治 11 年(1872)3 月於上海創

刊。初始間日出版一張。銷數約六百份。光緒 2 年增至二千餘份，次年增至五千

份。六年國內各大城市無不有《申報》。光緒 14 年將申報館改組為美查有限公司，

改由他人主持，立場趨於保守。90根據「中國近代報刊資料庫《申報》典藏版」

檢索，初步 1872-1882 年間的報紙，以「學堂」一詞進行檢索，已發現以下數條

記載，如：〈美使述聞〉記美國公使在美原任大學堂董事(1881 年 8 月 13 日)；〈推

廣義塾說〉提及林樂知創中西學堂事(1882 年 3 月 5 日)；〈牧師開館〉再提林樂

知中西學堂 2 月已開學事(1882 年 3 月 11 日)。 

最後，《教育世界》是羅振玉於光緒 27 年 4 月在上海創辦的半月刊，至光緒

34 年(1908)，共出刊 166 期。唯查原刊自一開始即是半月刊，且〈《教育世界》

序例〉第一條即說每月出書兩冊，將來經費稍裕，則月出三冊。與羅氏所言初旬

刊後改半月刊不同。該刊由王國維任主編。其發行的時間，正好處於壬寅學制及

癸卯學制頒行前後。其中有關美國教育的介紹，多為翻譯，始於光緒 28 年 12

月下 42 期之〈美國教育制度〉，次年 1 月上 43 期有〈歐美之學堂附屬園〉、〈美

國之中學堂〉、〈美國各都會之中等教育費〉、〈法人欲學工業於美國〉，4 月上 49

期〈美國設漢學科〉、〈美國輪閱圖書館〉、〈美國設普通教育局〉，4 月下 50 期〈美

國教育進步〉、〈記紐約夏期學堂之成績〉，5 月上 51 期〈美國少年圖書館〉，5

月下 52 期〈各國小學堂記(德、美)〉，閏 5 月上 53 期〈各國小學堂記(德、美)〉，

閏 5 月下 54 期〈各國小學堂記(德、美)〉、〈美國學政要述〉、〈美國教科書制度〉，

6 月上 55 期〈記紐約學務〉、〈記美國心理學會〉，10 月上 63 期〈美國學事彙述〉，

11 月上 65 期〈美國威士孔沁大學記〉等 19 篇。91雖較介紹英國教育的 11 篇多，

                                                 
85 收於李天綱編校。《萬國公報文選》，422。 
86 收於李天綱編校。《萬國公報文選》，207-219。 
87 《萬國公報》，頁 14-19。 
88 王林(2004)。《西學與變法—萬國公報研究》，60。 
89《萬國公報》第 105 期，28-30。 
90 吳相湘(1965)。〈申報影印本簡介〉。收於吳相湘主編：《申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曾

虛白主編(1984)。《中國新聞史》(臺北：三民)，145-150。戈公振(1964)。《中國報學史》，106-109。 

91 參見王映文(2012)。《晚清新式學校制度之建立》(臺師大教育學系碩士論文。臺北：未出版)

附錄，19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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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明顯少於日本教育者。 

第六類是美國各差會及傳教士在華興學的資料，這包括教務資料，男女傳教

士在中國興辦教會學校的通信、教會年報、教會雜誌，及相關人士傳記、通信及

論著。雜誌中如有很重要的裨治文所辦 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國叢報》，之

後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 CR(1867-1941) 《教務雜誌》。《教

務雜誌》為 1867～1941 年在華的西方宣教士於中國出版的英文刊物，初為雙月

刊，後為月刊，是中國近代史，以及基督教與中國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92而傳

記如費舍《狄考文傳—一位在中國山東生活了四十五年的傳教士》、雷孜智《千

禧年的感召—美國第一位來華新傳教士裨治文傳》、貝奈特《傳教士新聞工作者

在中國—林樂知和他的雜誌(1860-1883)》、丁韙良《花甲記憶—一位美國傳教士

眼中的晚清帝國》、Eliza J. Gillett Bridgman(1864),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 :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其他有關光緒 3 年在華傳教

士成立的「學校教科書委員會」及光緒 16 年改組後「中國教育會」的相關資料；

以及晚清及早期西方介紹教會教育的專書，如 Burton, M. (1911). 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Gregg , A. H. (1946). 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otestant educational missionary in China, 1807-1937，Johnston, 

L. E. (1907). Jin Ko-Niu: A brief sketch of the life of Jessie M. Johnston for eighteen 

years W. M. A. missionary in Amoy, China，Lewis, I. B. (1919). The education of girls 

in China，MacGillivray, D. (1907).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Watson, M. E.(1895). 

Robert and Louisa Stewart: In life and in death，Whately, E. J. (Ed.)(1866). Missions 

to the women of China, in connexion with 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east 等。 

第七類是晚清譯介有關美國教育的書籍。目前已知的書籍依出版時間如表

9。 

表 9 晚清有關美國教育書目 

作 ( 譯 ) 者 書 名 出 版 時 間 出 版 者 

丁韙良 西學考略(西學考) 1883/1889 北京：同文館 

李提摩太 七國新學備要 1889/1892 年 上海：廣學會 

森有禮輯、林樂知譯 文學興國策 1896 上海：廣學會 

林樂知 廣學興國策 1897 上海：廣學會 

寺田勇吉著、白作霖

譯 

各國學校制度 1897 原著 上海：海上譯社 

李提摩太 速興新學條例93(原七國新學

備要) 

1898 上海：廣學會 

傅蘭雅 美國加邦大書院圖說 1900 中國科學書局 

熊谷五郎 十九世紀教育史 1901 上海：教育世界社 

原亮三郎著、沈紘譯 內外教育小史 1901 上海：教育世界社 

寺田勇吉著、趙必振

譯 

萬國教育志 1903 上海：進化譯社、作新社 

資料來源：張曉編著：《近代漢譯西學書目提要明末至 1919》，211-236。 

 

    有關早期西文書籍及資料，可由以下幾處目錄或線上電子資料檢索或下載。 

                                                 
92 魏外揚(2012)。從萬國公報到教務雜誌，《宇宙光雜誌》，459 期。 

93 湘報報館編(2006)。《湘報》163 號，650，按其內容已未分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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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athiTrust’s digital library (https://hathitrust.org) 

2.Internet Archive(https://archive.org/) 

3.中研院文哲所目錄 

4.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ctext.org/library.pl?if) 

5.「中國近代報刊資料庫《申報》典藏版」(臺師大圖書館電子資料庫)。 

6.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基督教書目：China and Protestant Missions: A collection of 

their earliest missionary works in Chinese 

7.哈佛大學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College Library美部會檔案(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rchives, 1810-1961)，檔號 ABC 16.3: Missions to China。（微卷）  

8.「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1833-1911)(臺師大圖書館電子資料庫)。 

9.國家圖書館目錄，檢索詞：Protestant Missionary Works in Chinese 

10.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中國基督教會史特藏及檔案之微縮卷(2529 種)及中外文

教會相關圖書 5417 種。 

11.漢語基督教文獻書目資料庫(http://sd.bbtdb.com)，晚清新教部分。 

12.上海聖約翰大學史料電子叢書(http://ssju.looktoronto.com/bookfr.html)。 

13.上海檔案訊息網(http://www.archives.sh.cn/dazn/ztzn/201203/t20120313_5594.)

百年名校檔案專題指南 

14.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http://www.bdcconline.net/zh-hant/) 

 

二、個案研究 

    由於晚清美國基督各教派在中國各地大量設置教會學校，以達傳福音目的，

到十九世紀末時數量已相當龐大，因此本研究擬採個案研究方式，選定最早的主

要五大通商口岸美的差會，如美部會及南監理會等所辦之學校（如華北協和大學、

蘇州東吳大學），從制度角度分析，其如何由初等學堂發展到大學，建立教會學

校系統，及所反映出美國教育的特徵。 

 

三、理論分析 

除了歷史研究外，亦可借用比較教育學的相關理論，來討論所發現的引介現

象。比較教育學的角度觀之，早期有學者將其發展分為五個階段，其中第一階段

是旅人故事時期(period of travel’s tales)，主要透過觀察，遊歷海外的人士，常將

遠方異國生活的所見所聞，以遊記的體裁向國內報導，但大多數的海外教育遊歷

報告，都是主觀感受，與零散的記載；第二階段是教育借用時期(period of 

educational borrowing)，當十九世紀國家教育興起，各國政府任命或選派官員分

赴國外考察教育事業，不過此種方法有一根本錯誤假定是，以為所有的教育完全

可以抄襲或模仿，94或所謂「包辦旅行式」(package tour)或廚師旅行(cook’s tour)

                                                 
94 楊國賜(1975)。《比較教育方法論》(臺北：正中)，1-5。  

https://archive.org/
http://sd.bbtdb.com/
http://ssju.looktoronto.com/bookfr.html
http://www.archives.sh.cn/dazn/ztzn/201203/t20120313_5594
http://www.bdcconline.net/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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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遊覽95。晚清朝野對外國教育的認識與引介，正好經歷類似的狀況。針對日本

教育而言，如先前研究發現，除個別官紳出使或遊歷日本後出版紀錄外，甲午以

後清廷中央與地方派員前往日本考察文武教育，並提出報告，96這是進入第二階

段。相較之下，對於英、美兩國教育的認識與引介，則始終停留在第一階段旅人

故事時期，朝廷始終沒有派出正式官方教育考察團訪英、美。 

又有比較教育學者(Philips, 2004: 55-59; Philips & Ochs, 2004: 8-10)將「教育

轉移」(educational transfer)，視為一個從強迫到自願學習的連續光譜，並將其原

因及種類分為五種：集權主義及獨裁主義(totalitarian/authoritarian)的強加、戰敗

在佔領國限制下被要求、受雙邊或多邊協議協商的限制、有目的的模仿及借鑑被

觀察國的政策與實際，以及透過教育理念與方法普遍引入的影響等。而最後兩種

可稱為「教育借用」(educational borrowing)，是指某國對外國教育實際與政策感

興趣或跨國吸引(cross-national attraction)而自願學習。跨國吸引包含改變的衝動

(impulses)及外部化潛力(externalizating potential)兩項，是指外國制度的元素理論

上可借用，其內化潛力依賴借用國的情境可接受性。又將教育政策借用的過程又

可分為四個階段：跨國吸引、政策決定(decision-making)、施行(implementation)

及內化與本土化(internalisation/ indigenisation)，並構成一連續循環進步。97此一

理論可供日後分析發現。 

除了前述方法外，也配合三次出席會議期間，先後參訪北京、廈門及武漢三

地美國教會教堂及教會學校遺址，與相關文獻相互比對。 

此外，研究者 107 年 1 月 14 日至 20 日，前往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移地研究，

蒐集重要一手教會與教會教育中英文史料。（心得如附錄 1-1）108 年 1 月 8 日至 15

日赴香港大學圖書館移地研究，蒐集重要一手教會與教會教育中英文史料。（心得如

附錄 1-2）原擬於 109 年 1 月或 6 月前往香港大學移地研究，蒐集資料，無奈新冠病

毒疫情影響，臺港都無法順利出入境。 

 

總之，本研究將適時借用前述理論，協助透視、分析與解釋研究的發現。 

 

伍、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屬三年計畫，原訂工作進度如下： 

第一年重點：探討第十九世紀前半葉，西方傳教士及清朝官民所編史地書籍對於

美國及其教育的介紹，以瞭解時人對美國教育的認識程度。 

第二年重點：分析以下三類資料，1.晚清使美外交人員、留美幼童及遊歷美洲官

                                                 
95 意指安排走馬看花式遊覽。這種方法係依次遊覽每一個「感到興趣」的外國狀況，描述其教

育組織、學校及行政的管理，並表列其重要的統計事實，王家通編譯(1987)。《比較教育學導論》

(高雄：復文)，3。 
96 汪婉(1998)：《清末中囯対日教育視察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阿部洋(1990)：《中囯の近

代教育と明治日本》(東京：福村)，41-51。呂順長(2012)。《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上

篇(北京：商務)。呂順長編著(1999)。《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教育考察記》(杭州：杭州

大學)。 
97 周愚文，〈羅振玉日本教育考察與晚清學制制定的關係〉，《教育研究集刊》，2015，第 61 輯 1

期，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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紳所做的介紹。2.十九世紀後半葉，所發行的中文報刊與雜誌對美國的介紹。3.

傳教士林樂知、李佳白、丁韙良等人對晚清教育改革的意見。 

第三年重點：探討南京條約後，美國各差會男女傳教士在中國所設各類教會學校

的情形，以五大通商口岸優先。並且進一步選擇一地區一學校做個案分析。 

第一年計畫，先撰成〈甲午以前清人對於美國教育的認識〉一文，106年 11月

26日發表於北京師範大學教育歷史與文化學院主辦「第十一屆兩岸暨港澳教育

史研究論壇」（會議心得如附錄 2-1）。之後修改，於 107 年 3 月 13 日投稿《教育

研究集刊》(TSSCI 級)，歷經一年審查修改為〈晚清甲午前在華中外人士對於美國

教育的介紹〉，已於 108 年 3 年獲《教育研究集刊》65 輯第一期刊出(全文如附錄

3-1)，其要點如後： 

 

本文旨在探討甲午前在華中外人士對美國教育的介紹，透過對 49 種當時出

版專書之分析，發現主要屬史地類，編著者以傳教士居多，出版時間以同光

朝較多。其中有教育記事者 26 種，內容涉及中小學、大學、女子教育、陸

海軍校、聾啞院、師範學堂、神學院、醫學院、法學院、育嬰院、教育行政

制度、技藝館、圖書館等主題；範圍涵蓋一特區 29 州。但對國名與地名、

中小學與大學的譯名不一，因美國由公立共同小學、免費公立中學及州立大

學所構的教育階梯，與以 8-4 制為主的三級學制尚在形成，更增加清人理解

的困難。又用中國科舉概念去理解與轉譯美國學制易生誤解，雖略及教育行

政制度，但未辨明教育權屬地方而非聯邦。總之，甲午前清人無法從論著中

認識美國教育的完整面貌，不利日後的教育借用。 

 

第二年則參考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者建議，將研究焦點聚焦於美國公理會(美部

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的興學情形，先撰

成〈晚清傳教士裨治文與美國教育的引介〉一文，旨在分析首位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的在華教育事業及其影響，已於 107 年 11 月中廈門大學教育高等研究

院所辦「第十二屆兩岸暨港澳地區教育史研究論壇」中發表（會議心得如附錄 2-2）。

之後修改為〈十九世紀首位美籍傳教士裨治文在華教育事業與美國教育制度的引

介〉，已於 108 年 12 月獲《教育研究集刊》65 輯第四期刊出(全文如附錄 3-2)，

其要點如後： 

 

本文旨在探討晚清首位來華美籍傳教士裨治文的教育事業，及其對引介美國教

育制度的影響。本文採歷史研究法，經考證及分析一手中英文史料後發現，他

在華 31 年間，除直接佈道外，還藉翻譯聖經、出版書籍、發行報刊及設立學校

來傳福音。他所撰美理哥合省國志略是首部美人介紹美國及其教育制度之作，

廣為時人鈔引。另他在穗、澳、港、滬設立學塾，教育貧童，並倡「設學輔教」

策略，起初未獲所屬美部會支持，但仍以己力募款興學。裨夫人也積極在穗、

滬、京設立女塾，興學輔教。直到他病逝後 1877 年在華各差會才改變態度，改

支持興辦教育事業。之後美部會擴展華北教育事業，更建立教會學校系統，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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裨治文早期引介美國教育制度的先驅角色實不可忽視。 

 

另外，進一步探討美部會 1860 年北上轉進華北擴展的情形，撰成〈晚清美部會

華北教會學校系統的形成〉，109 年 9 月獲《教育科學研究期刊》（TSSCI）65 卷 3

期刊出(全文如附錄 3-3)，其要點如後： 

 

晚清中國近代教育西化過程中，教會興辦學校是影響因素之一，本文以最早派

員抵華傳教的美部會為例，探討 1860 年後其以直隸通州傳教站學校為據點，漸

發展成華北教育中心，再建立教會學校系統，引入美式教育。本文屬歷史研究，

使用該教會年報、名冊、報刊、書籍及傳記等一手史料。研究發現，該會華北

差會 1867 年至通州設立初等學塾，後學校數量日增、分布日廣及程度日高。1889

年通州中學升格為潞河書院，1893 年更建構以各傳教站蒙館、潞河中齋及潞河

書院的教會學校系統。庚子事變後，美部會與 3 個差會共組華北教育聯盟，聯

合辦學，潞河書院改為華北協和學院。民國初更邁向併校，1918 年合三校為燕

京大學。由通州潞河書院發展之例，可見晚清美國教育如何由教會而引入中國

的軌跡。 

 

另受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論叢》邀請，撰成〈晚清中國近代教育制度西化的

研究方向新探〉，文中說明個人近十年科技部研究問題焦點，及本次三年計畫的方向

及價值。107 年底獲《教育論叢》6 期刊出（全文如附錄 3-4）。其要點如後： 

 

中國傳統的教育制度，至晚清時，在西方壓力下面臨巨變，自光緒29 年（1904）

起全面改採西式學制，再廢科舉，實施迄今已逾百年。過去對此課題研究雖

多，但仍有許多議題被忽略，故本文擬重新檢討此段「教育轉移」的過程，

分別舉出影響教育西化的日、英、美三國，從可用的史料、研究問題的架構、

討論的角度、目前的研究發現，及待後續處理的課題等方面進行分析，以期

提出未來研究中國近代教育制度西化課題的新方向。 

 

又受澳門大學教育學院邀請，配合《澳門研究》（CSSCI）專刊，撰成〈澳門近

代教育發展的研究史料分析〉，文中介紹本研究進行中所見西方新教差會史料中有

關澳門教育之史料，以供未來研究，全文 108 年 12 月刊出（全文如附錄 3-5）。 

綜上所述，第二年度共發表五篇期刊論文，已達成原訂目標。 

第三年延續第二年對於美國教會學校的探討，改以美國南監理會(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 Allen）為對象，探討其在華教育事

業，已撰成「林樂知在華教育事業與美國教育的引介」，已於 108 年 11 月 16 日於華

中師範大學所辦「第十三屆兩岸暨港澳教育史研究論壇」中發表（出席國際會心

得報告如附錄 2-3），109 年 9 月獲《教育研究集刊》66 輯 3 期刊出（全文如附錄

3-6）。該文要點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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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教育的西化可視為教育革命，始於晚清，教會學校是主要途徑之一，

而美國在華差會扮演重要角色。本文旨在探討監理會林樂知在華 47 年的教

育事業和其引介美國教育的貢獻，及對中國教育西化的影響。本文採史學方

法，使用晚清中英文報刊及史料彙編等資料。研究發現，他因傳教經驗，體

認教育手段的重要性而採「設學輔教」策略，先後設立初等學塾、中西書院

及中西女塾，並倡議設大書院，進而促成該會教會學校體系與東吳大學堂的

建立。甲午戰後提倡「文學興國」理念，透過書刊引介美國教育制度，並提

出改革中國教育的建議，戊戌維新時有類似的措施，故其對引介美國教育制

度及中國教育西化的影響不宜忽略。最後本文提出對現代教育移轉及教會學

校與國家教育體制關係的啟示。 

 

   另撰成〈戊戌維新前後英美傳教士對清朝教育改革的倡議〉初稿，原擬於 109 年

9 月 26 日於東北師範大學所辦「第十四屆兩岸暨港澳教育史研究論壇」中發表，

無奈新冠病毒疫情影響，該會議先延至十月，後再改至明年。因此，將納入專書中。 

綜上所述，第三年度已發表一篇論文，完成初稿一篇，已達成原訂目標。 

本計畫將於本年十月底期滿，已正式發表期刊論文六篇，其中 TSSCI 四篇，

研討會論文三篇，已達成原擬計畫目標。為了彙整過去七年三個科技部研究計畫的

成果，五月已將之前發表論文彙整成冊，再依據新資料及發現，加以修改，擬以「晚

清教育制度西化的前奏：癸卯學制頒行前西式教育的借入」為名，九月底已送請臺

師大出版中心審查後出版，初稿十五章約 35 萬字。預定章節如後： 

 

第一章 緒論 

上卷：日本教育制度的引介 

第二章   黃遵憲與日本教育制度的引介 

第三章   羅振玉的日本教育考察與制度引介 

第四章   吳汝綸的日本教育考察與制度引介 

第五章   癸卯學制頒行前官民對日本教育考察與引介 

中卷：英國教育制度的引介 

第六章   甲午戰爭前使英外交人員的英國教育見聞與引介 

第七章   癸卯學制頒行前清官民對英國教育制度的引介 

第八章   戊戌維新前在華英人輸入英國教育經驗 

第九章   晚清英日教育制度借入的比較 

下卷：美國教育制度的引介 

第十章    癸卯學制頒行前在華中外人士對於美國教育的引介 

第十一章  美部會牧師裨治文與美國教育制度的引介 

第十二章  晚清美部會華北教區教會學校系統的形成 

第十三章  晚清監理會牧師林樂知與美國教育制度的引介 

第十四章  戊戌維新前後美英傳教士的教育改革倡議 

第十五章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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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1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 107 年  2 月 9 日 

                                 

一、執行移地研究過程 

1.前往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特藏及文獻組蒐集所典藏美國教會中英文圖書、

檔案及微卷，及檢索所藏英文電子資料庫。 

2.拜訪該校歷史系劉詠聰主任、李金強教授，針對研究課題交換意見，掌握

未來資料蒐集及研究方向。 

 

二、研究成果 

   1.收集大量一手資料：共蒐集到重要晚清及民初美國教會、傳教士傳記與

教會教育英文圖書及史料 23 種，晚清中文版美國史 4 種、教育史料 2 種，

期刊文章逾百篇，可提供第二年研究方向與基本資料。 

   2.掌握可用資料庫及教會期刊：如 internet archive, China: trade, politics and 

culture,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 Gale primary sources, Archives unbound；

期刊 Missionary Herald, Chinese Repository, Chinese Record.   

 

三、建議 

   本研究發現許多教會史料、檔案、書籍早期已由哈佛大學等機構製成微

卷，但是國內有教會背景大學卻未典藏，以致研究者需耗費時間及大量經費

赴外蒐集，可考慮補助某一大學負責典藏，作為資訊中心。 

   另外，也有許多晚清民國圖書、雜誌及報紙等資料已數位化，可透過網

路下載，但部分則納於資料庫需耗鉅資購買，但國內大學所購資料庫或重複，

或購置內容不全，缺乏合作共享機制，故建議科技部可補助或協調大學及中

研院圖書館的文史社會資料庫的訂購，並以一卡通方式，讓大學間共享，以

發揮最大使用料率。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016－MY3 

計畫名稱 晚清癸卯學制頒行前對美國教育的引介與影響 

出國人員

姓名 
周愚文 

服務機

構及職

稱 

臺灣師大教授 

出國時間 

107 年 1月 14日

至 107 年 1月 20

日 

出國地

點 

香港浸會大學 

出國研究

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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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8   年 1  月 27  日 

                                 

一、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108年 1月 10日至 15日前往本校教育學院姊妹院香港大學圖書館，查

閱及複製該館總館特藏室、馮平山圖書館所藏有關晚清及民初所藏有關美國

及美國教會特藏圖書、期刊、微卷及微片，及一般圖書。 

二、研究成果 

共蒐集到專書中英文專書 20種，ABCFM福州差會期刊(1903-1927)25卷，

單篇英文報看文章 30篇，有助於本案進行。 

三、建議 

    本此研究專題涉及晚清美國教會在中國興學情形，資料與遺址可能分布

於香港、澳門及廣東（珠三角）等地，為當初只申請香港，以致有需要疼一

時段前往其他兩地時需再變更計劃，實有不便，未來可有更大彈性。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五、其他：無 

 

 

計畫編

號 

MOST 106-2410-H-003 -016 -MY3 

計畫名

稱 

晚清癸卯學制頒行前對美國教育的引介與影響 

出國人

員姓名 
周愚文 

服務機

構及職

稱 

臺灣師大教育系教授 

出國時

間 

108 年 1 月 10 

日至 108 年 1 月 

15 日 

出國地

點 

香港大學圖書館 

出國研

究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

究設施（圖書館蒐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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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6  年 12  月 6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會議是由中國北京師範大學教育歷史與文化學院主辦，會議於 106

年 11 月 26-27 日舉行，出席者來自臺港澳及大陸各地教育史學者。會議主題

為「教育史學科發展回顧與反思」，個人受邀擔任首場主題講演。 

二、與會心得 

1.該會議是兩岸四地教育史學界最重要的會議，自 2007 年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發起並舉辦首次會議，連續舉十年。本次是第十一屆年會。 

2.本次會議有十四位臺灣學者、二位研究生、一位大學部學生與會、四位擔

任主題講演，二位協助分場主持。每次年會可與兩岸四地老中青三代學者進

行交流，收穫豐碩。 

三、發表論文全文 

本次論文旨在探討甲午前清人對美國教育的認識，透過對 40 種當時出版

專書分析，發現主要屬史地類，編著者以傳教士居多，時間以同光朝多。其

中有教育記事者 19 種，內容涉及中小學、大學、女子教育、聾啞院、師範

學堂、陸海軍校、神學院、醫學院、法學院、育嬰院、技藝館、圖書館、教

育行政制度等主題；範圍涵蓋 1 特區 29 州。但對國名與地名、中小學與大

學的譯名不一。因美國由公立共同小學、免費公立中學及州立大學所構的教

育階梯與以 8-4 制為主的三級學制尚在形成，更增加外人理解的困難。又用

中國科舉概念去理解與轉譯美國學制易生誤解。雖略及教育行政制度，但未

辨明教育權屬地方而非聯邦。全文如附件，目前正根據意見修正中，未來擬

投稿。 

四、建議 

由於該會議屬華人教育界教育史領域內重要會議，未來應繼續鼓勵我國

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及研究生參與。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 -016 -MY3 

計畫名稱 晚清癸卯學制頒行前對美國教育的引介與影響 

出國人員

姓名 
周愚文 

服務機構

及職稱 

臺灣師大教育系教授 

會議時間 
106 年 11 月 26 日

至 11 月 27 日 
會議地點 

北京市辰茂鴻翔酒店 

會議名稱 
(中文)第十一屆兩岸及港澳地區教育史研究論壇 

(英文) 

發表題目 
(中文)甲午以前清人對於美國教育的認識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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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開會期間與大陸學者交換最近教育史著作，計有《大辭海：教育卷》、

《捍衛古典主義》、《世態與心態》、《英國思想史》、《甘泉與陽明》等書五冊。 

2.另蒐集《教育史研究》期刊一冊及秦玉清《近代私塾改良研究》等專書十

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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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7  年 12  月 2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會議是由中國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與考試研究中心共同主辦，會

議於 107年 11月 16-18日舉行，出席者來自臺澳及大陸各地教育史學者，

個人受邀擔任第二場主題講演。 

二、與會心得 

1.該會議是兩岸四地教育史學界最重要的會議，自 2007年澳門大學教育學

院發起並舉辦首次會議，連續舉十一年。本次是第十二屆年會。 

2.本次會議有十二位臺灣學者、七位碩博研究生、二位大學部學生與會，其

中二位學者擔任主題講演，五位協助分場主持。每次年會可與兩岸四地老中

青三代學者進行交流，本次逾百人與會，收穫豐碩。 

三、發表論文全文 

本次論文旨在探討晚清首位美籍傳教士裨治文對於美國教育引介的影響。

本文屬歷史研究，使用中英文史料。他在華三十年間，除直接佈道外，還透

過編譯聖經、出版書籍與報刊及設立學校來傳福音。他所撰「美理哥合省國

志略」是首部美人自撰介紹美國及其教育的書，後廣為時人鈔引。另他在穗、

澳、港、滬設立學塾，教育貧童，也主張「以學興教」。雖未獲所屬美部會

支持，但仍以己力為之。其夫人也積極在穗、滬、京設立女塾，傳播福音。

直到他身後 1877年各教會才改變態度，轉而支持教育事業。故日後美部會

教育事業的發展及對美國教育的引介，當以為其開端。。全文如附件，目前

正根據意見修正完畢，已投「教育實踐與研究」期刊(TSSCI 級)。 

四、建議 

由於該會議屬華人教育史界重要會議，未來應繼續鼓勵我國學者、特別

是年輕學者、研究生與學士班學生參與。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本次開會期間與大陸學者交換最近教育史著作，計有 The Examination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 -016 -MY3 

計畫名稱 晚清癸卯學制頒行前對美國教育的引介與影響 

出國人員

姓名 
周愚文 

服務機構

及職稱 

臺灣師大教育系教授 

會議時間 
107 年 11 月 16 日

至 11 月 18 日 
會議地點 

廈門大學學術交流中心 

會議名稱 
(中文)第十二屆兩岸及港澳地區教育史論壇 

(英文) 

發表題目 
(中文)晚清傳教士裨治文與美國教育的引介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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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高等教育研究的國家隊》、《論語教育智慧品譯》、

《生活的追憶：明清學校日常生活使》等書共四冊。 

2.另蒐集《教育史研究》期刊四冊、《教育史評論》期刊三冊及《梅貽琦西南

聯大日記》等專書五冊。 

六、其他 

(一)指導大學生發表論文 

指導臺師大教育系大學生配合本年度計畫，運用中英文史料，撰寫專文

與會獨立發表，後因與會人數眾多，大會決議碩士生及本科生之論文僅收錄

與刊登摘要，但未安排口頭發表，殊為可期。 

1.施勝寒：浙江省近代至新中國成立前初期之教會學校初探(1844-1951)。(大

三生) 

2.林湘庭：晚清美部會在福建福州設校興教的初探。（大二生） 

(二)史蹟踏查 

    配合本年度計畫主題在廈門及鼓浪嶼進行教會學校史蹟踏查，先後訪問

鼓浪嶼今廈門大學附設第二中學(前身為毓德女校、懷仁女校、英華中學)及

人民小學（前身為毓德女校、懷仁女校）與協和禮拜堂，其前身遺址，廈門

市現存原美國歸正教會之竹樹堂及新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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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3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8  年 11 月 30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會議是由中國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院主辦，會議於 108 年 11 月 15-17

日舉行，出席者來自臺港澳及大陸各地教育史學者。會議主題為「當代教育史學

前沿研究」。個人受邀做大會主題報告。 

二、與會心得 

1.該會議是兩岸四地教育史學界最重要的會議，自 2007 年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發起並舉辦首次會議，連續舉行，本次是第十三屆年會。 

2.本次會議有十三位臺灣學者及三位博士研究生與會，六位協助分場主持。

每次年會可與兩岸四地老中青三代學者進行交流，收穫豐碩。 

三、發表論文全文  

本次論文為「晚清林樂知在華教育事業與美國教育的引介」。正進行修

正中，之後將投稿。 

四、建議 

由於該會議屬華人教育學門下教育史領域內重要會議，未來應繼續鼓勵

我國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參與。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本次開會期間與大陸學者交換最近著作，計有《教育史學前沿研究》、《簡

明中外教育史》、《東西教育的覃思》等書四冊。 

2.另蒐集《武漢教育史》(古近代)、《近代日本教育史》、《中國名畫全集》（第

一卷）等三書，以及《教育史研究》期刊（新刊）二冊、《寧波大學學報教

育科學版》、《高教探索》（廣東）各一冊。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016－MY3 

計畫名稱 晚清癸卯學制頒行前對美國教育的引介與影響 

出國人員姓

名 
周愚文 

服務機

構及職

稱 

臺灣師大教育教授 

會議時間 

108 年 11 月

15 日至 17

日 

會議地

點 

中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 

會議名稱 
(中文)第十三屆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教育史論壇 

(英文)  

發表題目 

(中文)晚清林樂知在華教育事業與美國教育的引介 

(英文) John Allen’s Educational enterprise and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 System in late Ch’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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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1  晚清甲午前在華中外人士對於美國教育的介紹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甲午前在華中外人士對美國教育的介紹，透過對49種當時出版專書分析，

發現主要屬史地類，編著者以傳教士居多，出版時間以同光朝較多。其中有教育記事者

26 種，內容涉及中小學、大學、女子教育、陸海軍校、聾啞院、師範學堂、神學院、醫

學院、法學院、育嬰院、教育行政制度、技藝館、圖書館等主題；範圍涵蓋 1 特區 29

州。但對國名與地名、中小學與大學的譯名不一。因美國由公立共同小學、免費公立中

學及州立大學所構的教育階梯，與以 8-4 制為主的三級學制尚在形成，更增加清人理解

的困難。又用中國科舉概念去理解與轉譯美國學制易生誤解。雖略及教育行政制度，但

未辨明教育權屬地方而非聯邦。總之，甲午前清人無法從論著中認識美國教育的完整面

貌，不利日後的教育借用。 

 
關鍵字：甲午、美國教育、晚清、教育移轉 

 

 
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 by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officials and 

commoners in late Ch'ing China before 1894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 in late Ch'ing 

before 1894. Historical method was used. Forty-nine volumes of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 

books, traveling records, and diaries written by missionaries, diplomats, local officials and 

commoners were analyzed. Twenty-six volumes of those had recorded educational events in 

U.S. A., including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irls’ education, 

military academies, blind and deafen schools, normal schools, professional schools of law, 

medicine and theology, orphanages,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system, vocational schools, 

and libraries. Those institutions located at Washington D. C. and 29 states, and there were 

differences of translation of the names of country, state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However the American common education system and school system of 8-4 pattern were 

forming, which were harder to understand for outsiders. The concepts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China were used to interpret American system by few authors, which might be 

misunderstood. Although some books mentioned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system, they 

did not explain that the right of education belongs to state not nation. It was difficult to get a 

whole picture of American education from those, and then borrow it.   

 

Keywords: American education, Chia-Wu, educational transfer, late Ch'ing 

 

壹、前言 

中國近代教育制度的西化歷程，是從晚清仿日歐，到民國轉向仿美，一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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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多將焦點放在 1909 年美退還庚子賠款成立遊美肄業館(蘇雲峰，1996)、民國 8

年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訪華與實驗主義傳入(周谷平，1996；肖菊梅，2011)

及 11 年改定「新學制」(錢曼倩、金林祥，1996)上，但是對於 19 世紀前期的中

美教育交流卻很少關注，事實上前述變化，並非一夕間突然發生，而是長期往來

的結果。 

清道光 23 年(1843)中英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後，西方勢力湧進中國。24

年(1844)簽訂中美望廈條約，美國政經宗教勢力隨之而來。咸豐 8 年(1858)與 10

年(1860)簽訂天津與北京條約後，不僅增加通商口岸，更允許外人深入內地經商

傳教。面對外國挑戰清廷遲至同治初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理念下，才開始推

動洋務運動，設立了個別的西式語言、技術與軍事學堂，但彼此獨立而未形成一

套制度(徐宗林、周愚文，1997：163-166)，且未確定專學何國。直到甲午戰敗，

凸顯 30 年改革失敗，遂激起戊戌變法及辛丑新政全面仿日改採西制的決心。前

人對於仿日制定壬寅與癸卯學制(錢曼倩、金林祥，1996)，及捨英制而仿日已有

研究(周愚文，2017)，但美國 19 世紀初即與中國往來，但對於早期中美文教交

流及其教育的可能影響，僅見一書(張施娟，2010)。有鑑於此，本文將採史學方

法，透過史料的分析，探討甲午轉折以前，中國對於美國教育的介紹及認識程度，

進而做後續評估影響辛丑後頒布癸卯學制、庚款清華留美及民國 11 年仿美制實

施新學制等變化的基礎。以下依序分析所用史料、內容，綜合討論，最後提出結

論。限於篇幅，對於報刊雜誌所述及教會學校設置將另文再談。 

 

貳、研究史料的分析 

本文所用的史料，主要是當時中外人士的論著，包括外國傳教士與清朝官民

編撰的美國史地論著及清官民遊歷美國的紀錄。 

首先，就史地論著言，目前所知最早介紹美國的書籍，是由英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98牧師麥都思(1819)(W. H. Medhurst, 1796-1857)嘉慶 24 年

(1819)在麻六甲出版的《地理便童略傳》。後有同會牧師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所編《全地萬國紀略》，原分載於嘉慶末道光初(1820-1821)之《察世

俗每月統記傳》，道光 2 年(1822)於馬六甲刊單行本，但兩書均無教育記事。普

魯士牧師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所編《萬國地理全圖集》

說：「花旗國，一曰兼攝邦國，因船插星旗，廣東人謂之花旗，亦稱之米利堅，

皆指一國也。」(郭實獵，1897/1964：25-26)之後徐繼畬沿其說。郭書中略述教

育，其書當成於道光 17 年(1837)年後。之後倫敦會牧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的《外國史略》於道光 27 年(1847)刊印，書中略提到教育。 

最早較詳細介紹美國近況及教育的書，是首位來華美公理會海外傳教部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即美部會)牧

師高理文(即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所撰的《美理哥合省國

                                                 
98 本文所有人名地名英文係作者查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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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略》。道光 9 年(1829)他奉派到中國傳教，10 年(1830)春抵廣州(Lazich，2000：

54,65)。該書道光 18 年(1838)在新加坡由美部會堅夏書院出版。24 年(1844)，修

改更名《亞墨理格合衆國志略》於香港出版；咸豐 10 年(1861)，再修正並更名

為《大美聯邦志略》(後簡稱《聯邦志略》)於上海出版。魏源咸豐 2 年(1852)《海

國圖志》百卷本參考之。王錫祺(1897/1964)於光緒 23 年(1897)所編《小方壺齋

輿地叢鈔再補編》(後簡稱《再補編》)收錄修改後稱《美理哥國志略》。 

同時期清人所編書，最早介紹美國的是《海錄》。它是廣東商人謝清高口述、

楊炳南筆錄，於嘉慶 25 年(1820)出版，但未提及教育。官員所編書，最早當屬

前欽差大臣林則徐道光 21 年(1841)編譯成的《四洲志》。後內閣中書魏源以林書

為基礎，再行蒐集與補充而成《海國圖志》，50 卷本成於道光 22 年(1842)，24

年出版，27 年增至 60 卷，之後再參考徐繼畬《瀛寰志略》及其他資料99，咸豐

2 年增補至百卷，後又多次重刊(魏源，1852/2011：1)，百卷本卷 59-63 介紹美國

狀況，本文以該版為準。 

學官梁廷枏於道光 26 年(1846)編成《四國圖說》，該書主要取材於前高理文

書(梁廷枏，1846/1997：1-2)。之後福建布政使徐繼畬編纂《瀛寰志略》，最早是

道光 28 年(1848)福建巡撫衙門刊本，30 年(1850)總理衙門又刊。該書對於之前美

國國名的各種翻譯，做了考證：「米利堅(一作彌，即亞墨利加之轉音，或作美利

哥，一稱亞墨理駕合眾國，又稱兼攝邦國，又稱聯邦國，西語名奈育迭士)，亞

墨利加大國，因其船掛花旗，故粵東呼為花旗國。」(徐繼畬，1850/1968：731)

此說當參考了前郭實獵書。以上諸書都提及美國教育。 

其次，就清官民遊美紀錄言，當時曾有出使美國外交人員及訪美官民將見聞

寫入日記或遊記。最早是同治 7 年(1868)總理衙門章京、記名海關道志剛奉派隨

前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出訪歐美，撰成《初使泰西記》(志

剛，1872/2008)；隨行的總理衙門章京、禮部郎中孫家穀(1891/1962)有《使西書

略》，張德彝(1875//2008)有《歐美環遊記》。光緒 4 年(1878)清廷首派陳蘭彬任駐

美公使撰有《使美記略》(1891/1962)，第三任公使(1885-1889 年)張蔭桓有〈三

洲日記〉及第四任公使(1889-1893 年)崔國因(1894)撰有《出使美日秘國日記》(光

緒 20 年版)。以上除孫書外，都述及教育。 

除官員外，東海關稅務司職員李圭光緒 2 年(1876)4 月受推薦，到美費城參

加為紀念美國建國百週年而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之後將所見著成《環遊地球新錄》，

並請李鴻章作序，呈總理衙門，給資印行 3,000 部，想求新知的士大夫爭相購買，

坊間相率翻版(鍾叔河，2008：171-172)。 

光緒 13 年(1887)清廷曾派兵部郎中傅雲龍(1840-1901)及刑部主事顧厚焜到

日美秘魯等國考察，傅雲龍撰《遊歷美利加合眾國圖經》；顧厚焜(1897/1964)編

《美國地理兵要》，系統介紹美狀況並述及教育，15 年(1889)出版。 

諸書除獨刊本外，尚有叢書。如王錫祺所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後簡稱

                                                 
99 其抄錄《海錄》、《四洲志》、《美理哥國志略》、《萬國地理全圖集》、《每月統紀傳》、《貿易通

志》、《地球圖說》、《地理備考》、《外國史略》、《瀛寰志略》等，其中多書《叢鈔》亦收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90%E7%BB%A7%E7%95%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90%E7%BB%A7%E7%95%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5%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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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地叢鈔》)於光緒 17 年(1891)出版(王錫祺，1891/1962)，20 年(1894)出版《補

編》，23 年(1897)出版《再補編》(王錫祺，1897/1964)，其中擇錄多種中外人士

介紹美國史地及遊記的資料。    

最後，將所蒐集的 49 種資料彙整製表如表 1，依性質言，屬史地類 37 種，

遊記類 7 種，教育類 1 種，其他類 4 種；依編著身分言，西方新教傳教士 24 種，

清地方官員 6 種，使美官員 9 種，民人 6 種，外國官民 4 種；由此可知英美傳教

士在介紹上扮演重要角色。而清人有直接遊美經驗 9 人，可知多數人是靠間接資

料來介紹美國及其教育。出版時間，嘉道咸朝 19 種，同光朝 30 種，可知大多是

在洋務運動以後，特別是派出駐美公使後。又美南北戰爭以後出版者 30 種。諸

書中有教育記事者 26 種，占 1/2，其內容分析見下節。 

 

表 1 晚清介紹美國書目 

編著者 出版時間 身分 書名 類別 教育記事 出處 

麥都思 嘉慶 24 年 英牧 地理便童略傳 地 無  

謝清高 嘉慶 25 年 民 海錄 地 無  

米憐 道光 2 年 英牧 全地萬國記略 地 無 1 

愛漢者100 道光 13 年 英牧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其他 無  

郭實獵 道光 17 年後 普牧 萬國地理全圖集 史地 有 2 

模禮崧101 道光 30 年 英牧 古今萬國綱鑑錄 史 無  

高理文 道光 18 年 美牧 美理哥合省國志略 史地 有  

林則徐 道光 21 年 官 四洲志 史地 有 2 

魏源 道光 24 年 官 海國圖志(50 卷) 史地 無  

高理文 道光 24 年 美牧 亞墨理格合衆國志略 史地 有  

梁廷枏 道光 26 年 官 海國四說 史地 有  

馬禮遜 道光 27 年 英牧 外國史略 史地 有 2 

瑪吉士102 道光 27 年 葡民  新釋地理備考 地 有  

徐繼畬 道光 28 年 官 瀛寰志略 地 有  

褘理哲103 道光 28 年 美牧 地球圖說 地 有 1 

魏源 咸豐 2 年 官 海國圖志(百卷) 史地 有  

慕維廉104 咸豐 4 年 英牧 地理全志 史地 有 2 

俾士/G. 

Piercy 

咸豐 5 年 英牧 地理略論 地 無  

裨治文 咸豐 10 年 美牧 大美聯邦志略 史地 有  

志剛105 同治 7 年 外交 初使泰西記 遊記 有  

金楷理106 同治 12 年 美牧 西國近事彙編 其他 有  

朱克敬 同治 13 年後 民 通商諸國記 史地 有 3 

張德彝 光緒元年 外交 歐美環遊記 遊記 有  

李圭 光緒 2 年 民 環遊地球新錄 遊記 有  

林樂知107 光緒 2 年 美牧 中西關繫略論 史地 無 3 

張自牧 光緒 2 年 民 瀛海論 史地 無 3 

                                                 
100 即郭實獵。 
101 即 Robert Morrison。 
102 José Martinho Marques。 
103 R. Q. Way，1856 年易名《地球說略》(寧波：華花聖經書房)。 
104 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 
105 然王錫祺《輿地叢鈔》記編纂者為宜垢。 
106 Carl Traugott Kreyer。 
107 Y. J. Allen, 1836-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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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韙良108 光緒 3 年 美牧 中西聞見錄選編 其他 無  

陳蘭彬 光緒 4 年 外交 使美記略 遊記 有 3 

張自牧 光緒 5 年 民 蠡測卮言 史地 無 3 

岡本監輔 光緒 5 年 日官 美國記109 史地 有 3 

岡本監輔 光緒 5 年 日官 亞美理駕諸國記 地 無 3 

江戴德110 光緒 7 年 美牧 地理志略 地 有 2 

謝衛樓111 光緒 8 年 美牧 萬國通鑑 史地 有  

沈純 光緒 8 年後 民 西事蠡測 其他 無 3 

丁韙良 光緒 9 年 美牧 西學考略 遊記 有  

李提摩太
112 

光緒 15 年 英牧 新學序 教育 有  

傅雲龍 光緒 15 年 外交 遊歷美利加合眾國圖經 史地 ？ ？ 

顧厚焜 光緒 15 年 外交 美國地理兵要 地 有 2 

傅雲龍 光緒 16 年 外交 遊歷各國圖經餘記 史地 無  

王之春 光緒 17 年 官 瀛海卮言 史地 無 3 

孫家穀 光緒 17 外交 使西書略 遊記 無 3 

李提摩太 光緒 18 年 英牧 天下五洲各大國志要113 地 無 2 

李提摩太 光緒 18 年 英牧 大國次第考 地 ? 1 

崔國因 光緒 20 年 外交 出使美日秘國日記 遊記 有  

戴集 光緒 20 年 美民 地理略說附圖(即地理淺

說) 

地 無 1 

高理文 光緒 23 年 美牧 美理哥國志略 史地 有 2 

闕名114 光緒 23 年 普牧 每月統記傳 地 無 2 

闕名115 光緒 23 年 普牧 貿易通志 地 無 2 

傅雲龍 光緒 23 年 外交 六大州說 地 無 2 

資料來源：1.張曉編著(2012)，2.王錫祺編(1897/1964)，3.王錫祺編(1891/1962) 

 

參、各書內容的分析 

本節將各書依學校性質分為中小學、大學、其他類機構(含聾啞院、育嬰館、

軍校、師範學堂)及教育行政制度四類，各類再依成書時間說明。 

一、中小學 

(一)道咸朝 

最早記述美國中小學者，當屬道光 18 年的高理文《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其

記，道光 16 年時(1836)26 省(按州)中 10 省中小學的教育狀況是：緬(Maine)省，

書院兩所。鄉中學館共有 30 間。此外幼年學讀之館，各處皆有，或三五十家立

一館，各家不論大小，每人每年捐銀二錢八分，送交為首之人，盡將經費用以訓

童蒙。新韓賽(New Hampshire)，各鄉學館全省共有 1,600 間、府學館 35 間。馬

沙諸些(Massachusetts)，全城學館，每年約用銀五、六萬元。囉底島(Rhode Island)

規模與馬省相同。干尼底吉(Connecticut)，26 省學館無如該省重視弟子教育。新

                                                 
108 W. A. P. Martin, 1827-1916。 
109 該文及後文摘自岡本監輔《萬國史記》卷 19，明治 12 年(1879)撰成。 
110 Lyman Dwight Chapin,1836-1894。 
111 Davelle Z. Sheffield, 1841-1913。 
112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後單獨出版改名《七國新學備要》。 
113 後收於《再補編》更名為〈三十一國志要〉。 
114 按本篇是從愛漢者道光 13-14 年所出版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摘鈔而成。 
115 應為郭實獵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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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基(New York)，全省書院有 4 所，每院教師幾人，學生幾百人。其餘各鄉小學

館無處不有，男女年少者，皆可進入。每年全省大小學館所費銀約一、二百萬元。

馬理蘭(Maryland)，書院有 4 所，每院教師幾位，學生幾十位。費治彌亞(Virginia)

書院有 4 所，教師幾十位，學生幾百位。西費治彌亞，小學館皆與亞喇罷麻

(Alabama)無異(高理文，1838：3-39)。但以上內容，道光 24 年修訂的《亞墨理

格洲合省國志略》卻省略。該書所稱鄉學館、府學館、大小學館及書院，當指中

小學，另有大書院、大學公堂當指大學。咸豐版《聯邦志略》下卷記：馬邦在三、

四百之數者，則立一小學，小學之外，邦中幼學 800 所。米邦(Missouri)、音邦

(Indiana)學堂如呵邦(Ohio)，嘉邦(California)學堂與馬、干邦略同。光緒時王錫祺

《再補編》所錄《美理哥國志略》，增記：華滿(Vermont)，書院與新韓賽相同。

邊西耳文(Pennsylvania )，鄉中學館之前不多，今士人合議，各人捐輸，竟有一

人樂助二萬元，其餘亦捐款不少。底拉華(Delaware)，學館與邊西耳文無異。北

駕羅連(North Carolina)書院僅 1 所。磋治亞(Georgia)，各鄉小學館百所。建大基

(Kentucky)，各處小學館不甚多。典尼西(Tennessee)書院 3 所(高理文，1897/1964：

3-9)。內容與前幾版不同，但卻與魏源《海國圖志》卷 63 同(魏源，1852/2011)。 

以上所述，雖嫌簡略，但卻是美國人最早所撰，簡要說明 10 州中小學的數量、

經費金額與來源。《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卷 21 學館書籍條更詳細說： 

故合省國中，無論男女，皆三四歲入學者多，其學館定例，每鄉設一所，鄉

中富者科銀延師，教一鄉子弟焉。若鄉中無富者，則在省中官員處借助。其

就學之童，每日往返。所學者寫數、地理志、鑑史、聖經等。男女皆可為師，

若女，束修銀每月不過六元至十元而已，並教女童刺繡矣。男則二三十元不

等，亦有專教一家者，所教之學，不外乎此。又有縣中學館，有無多少不定。

惟鄉學館不拘貧富，縣學館，無束修者不可進，因以此項延師故也。其館本

處人稟縣主而後建，或縣主公同建造者亦有之，其中所學，比之鄉學又略大

矣。更有省中學館，多少無定，省中富者建之，或設會而以會項建之，或官

員助之。館中條律，擇幾人議之，並司其事，然後遍告同學，學者每年考試

一場為例，至期司事齊集，伺候考試，得中者入館內習四年。不得中者，再

回肄業，明年復考，如中華之秀士焉。在內習學者，以四年為例，每年有新

者進，亦有舊者退。如不遵律戒，不待四年，亦可以逐之，既習四年，則進

為舉人矣。散館後，或為官，為士，為農，為工，為商，而各司其事焉。……

省中學館，每省一二所不等，三四所亦不等，惟通省內通融計算約八九十所。

每所延師五位至三十位不等，然截長補短，每所約十位矣。其師每年束修銀

一千至三千餘元不等，受業者每年每位送束修銀一二百不等。每館之徒二三

百不定，第通融計算，不過百四五十人矣。(高理文，1838：56-57) 

此條補充八項有用的訊息：一是鄉學館的經費來源，有學生繳費、富人繳稅

及官借；縣學要繳學費，省學館有富人自建、會建及官助。狀況複雜，不易理解。

此點是因為他只說明學校分鄉、縣、省三級，但未敘明學校有公私立之別，且各

州推動公共教育的程度、作法，財源皆不同，故不易見到全貌。二是提及鄉學館

是不住校而採通勤方式，此與當時中國官學供膳宿作法很不同。三是提及教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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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有女，薪水女遠低於男。四是學生有女童，由女師教導。以上作法皆中國所無。

五是估算了每州的校數、每校教師數與薪水、學生學費、每學館人數。六是提及

省學館修業年限 4 年。七是提及設校程序。八是提及課程內容。以上內容，道光

24 年《亞墨理格洲合省國志略》盡錄之(高理文，1844：59-60)。《海國圖志》卷

59 亦錄之(魏源，1852/2011)。《聯邦志略》上卷加以精簡修改如後。光緒 5 年日

官員岡本監輔《萬國史記》卷 19〈美國記〉修改節錄之(岡本監輔，1891/1962：

10035)，但王錫祺《再補編》是採道光版並小修文字。 

國中諸學制度，不以貧富限人。有男館女館，各分小學大學，凡四五歲以迄

成童者，無不可入。其初入者為小學，館分官私二等。官學者邑官理之，每

鄉一館，貧者富者均可就學。學中師徒，無論男女，各從其便，所學乃啟蒙

一切讀書識字之事。每年館費，各由邑官支取。其有富厚之家，不願其子女

入官學，而延師獨教者，是為私學。小學之上，別有幼學。每邦有數十，或

數百館者，其館亦有公義二等。公學由為師者開門授徒，來學者以束脩進，

師各受其金以教之，故曰公學。至於義學，則或由富者捐立，或立會公建，

其館延師等費，皆捐金者任之，學者不聞問焉。是二館之所學，蓋自小以幾

成童之事。其間另有女館，如教奏樂，及女紅等皆是。(裨治文，1861：37) 

以上修訂版，對於制度的分類與前版不用，用了男館女館，小學、幼學與大

學，官學私學，公學義學等詞，亦交代了經費來源、學習內容。如此則發現同一

作者不同版次、所用名稱與內容有所不同。 

道光 21 年(1841)《四洲志》稱美國為育奈士迭國，有 27 大部落(即州)，各

部落設有義學館(林則徐，1897/1964：40)。又記： 

又各設義學館，以教文學、地理、算法，除普魯社(Prussia)一國外，恐無似

其文教者。有官地畝，以供經費，復有國人捐貲津貼。千八百三十四年，在

紐育(New York)所屬各小部，義館讀書者共五十四萬有千餘人。歲支修脯，

七十三萬二千圓，如紐惹西(New Jersey)、賓西爾窪尼阿(Pennsylvania )、阿

希阿(Ohio)、馬裏蘭(Maryland)，窪治尼阿(Virginia)、南戈羅裏(South Carolina)，

鼎尼西(Tennessee)、根特機(Kentucky)等處部落，亦皆捐設學館，造就人材。

(林則徐，1897/1964：42-43) 

林書說明了學校課程、經費來源及紐約州的學生數與經費數。而魏源《海國

圖志》卷 60 盡錄之(魏源，1852/2011：1673-1674)。 

道光 27 年馬禮遜編《外國史略》稱美國為育奈士迭(the United States)國，亦

稱花旗國、彌利堅(America)國。有男女學生 184 萬。人民多識字讀書，亦廣印

書。東北買尼(Maine)部，多學館。君匿地谷(Connecticut)部，百姓甚聰明，有學

館(馬禮遜，1897/1964：49-51)。魏源書卷 61 亦錄之(魏源，1852/2011：1688-1690)。 

道光 27 年澳葡翻譯瑪吉士《新釋地理備考》卷 9 略記，咓盛敦(Washington)學塾

甚壯觀(瑪吉士，1847：13)。 

道光 30 年徐繼畬《瀛寰志略》卷 9 記，當時 26 國(按州)中 1 特區 4 州中小

學狀況，如哥倫米亞(Columbia)查治當(Georgetown)及洼滿的(Vermont)省會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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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阿(Montpelier)均有書院；干捏底吉(Connecticut)學館為 26 國之最；紐約爾(New 

York)全國書院、學館甚多，歲費一、二百萬圓；馬理蘭(Maryland)省會阿那坡里

(Annapolis)有書院(徐繼畬，1850/1968：737-748)。此處學館當指小學，書院當指

中學而非大學。由其所譯國名、地名及所述內容，可知當參考高理文書。 

《海國圖志》卷 62-63 記，彌利堅之育奈士迭國，分 26 士迭(state)，有關 1 特區

18 部(按州)中小學情況，彙整如表 2。其內容補充所引高理文書之不足，其州數、

校數、學生數及經費數均較前書多且詳細，但不知其所本。而他用「書館」一詞，

當指小學，「大書館」指中學，「大書院」指大學。 

表 2  美國各部中小學狀況 

部別 教育記事 

特區 查治當(Georgetown)城，設有加持力(catholic)書館，公眾書館 1 所，

讀書幼童約 400 名。 

紐含社(New 

Hampshire) 

設書館 1,600 所。 

洼門(Vermont) 設書館 1,612 所，一切費用，定例每一小部供給 3 月，週而復始。 

律愛倫(Rhode 

Island) 

設書館 323 所，肄業學童 17,000 人。 

袞特底格

(Connecticut) 

書館甚多，肄業學童 84,000 人，歲費銀 193 萬圓。 

紐育 文學日盛，書館 10,132 所，學童 541,400 人，費用銀 419,878 圓。 

賓西洼尼阿

(Pennsylvania) 

之前文教迂劣，1836 年漸見起色。 

地那洼
(Delaware) 

書館 133 所，需費銀 18 萬圓。 

馬里蘭 各部書館，費用銀 5 萬圓，文學漸興。 

洼治尼阿

(Virginia) 

書館百所，學童 17,000 餘口，歲費銀 45,000 圓。各部尚有大書館。 

南戈羅里(South 

Carolina) 

書館 817 所，學童 8,390 人，歲費銀 37,000 圓。 

北戈羅里(North 

Carolina) 

設書館。 

若治阿(Georgia) 各書館歲用銀 18,700 圓。 

阿希阿 書館 20 間，經費由公田撥出。 

根特機 雖有書館，尚未撥籌經費。 

彌斯栖北

(Mississippi) 

書館經費如前例。 

因第阿那

(Indiana) 

書館經費由公田撥出。 

雷栖阿那

(Louisiana) 

大書館甚多，歲支銀 15,000 圓 

彌梭里(Missouri) 有書館教文學。 

資料來源：魏源(1852/2011：1695-1720,1724-1729)。 

咸豐 4 年英倫敦會牧師慕維廉《地理全志》卷 4〈米利堅合眾部〉略記，合

眾部，干尼底克(Connecticut)學館為諸部之最(慕維廉，18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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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 6 年(1856) 美牧師褘理哲撰《地球說略》，略記合眾國，又名花旗。國

內多書院，凡民無論男女貧富，皆准入學，故誦讀之人較他國為多(褘理哲，1856：

96)，此處所稱書院當屬中小學程度而非大學。 

 

(二)同光朝 

光緒元年張德彝《歐美環遊記‧合眾國遊記》載，同治 7 年隨行到華盛頓，

5 月初 6 日記參觀學校： 

布拉格約十四條胡同看男官學，共大小幼童一千二百餘名，弦歌誦讀，絕少

佻達之風，其教習多是老嫗。又至十三條胡同看女官學，共大小幼女一千二

百名，穎悟聰明，半屬閨門之秀。……。按二學俱有樓，以便栖止。樓各三

層，以示區別。凡幼童幼女六七歲初學者，在末層樓，為第三等；逾十歲勤

學者，升至二層樓，為第二等；十五歲以後深學者，超至首層樓，為第一等。

(張德彝，1875//2008：665-666) 

由張氏所述可知，這 2 所公立學校，男女分校，規模均盛大，按年齡分 3 段，

6-10 歲、10-15 歲、15 歲以上，顯示學校採分級制，但未提及分班。 

民人李圭所撰《環遊地球新錄》中光緒 2 年訪美時多條記教育事，如卷 1

女工院條記：美國女教師及女學生至三、四百萬人，其所以日興盛，欲盡用其才

(李圭，1877/2008：238)。此雖專指女性，但照當時受教機會推斷，當屬小學階

段。 

又卷二美國紐約城條，詳載所見書館情況： 

紐約書館，屋極高廣，已歷七十二年。大堂坐生徒九百五十七人，皆十齡左

右。男師五人，女師二十五人，每晨一次，齊集於此。女師鼓琴，各徒歌詩

畢，教手足伸縮垂舉各法，使和血脈。又教以口吹噓，使舒通其氣，約半時

始退。退時分二人一排，步伐齊整，若士兵操演，履聲與琴聲合，甚可聽也。

嗣分五十六人為一班，各歸原室習書字。又見女徒五百七十人排班而至，女

師鼓琴歌詩如前。末後為最幼一班，男女約五百人，初啟蒙者，行動悉循規

蹈矩，無聲息。 

嗣至一室，皆頭班生徒，十四歲至二十歲，讀書六年或九年不等。樓上一室，

為頭班女徒。年歲略同。云由此考試列等者，可升至大書院肄業矣。大小生

徒，每日何時集大堂，何時讀書、作文、寫字、學畫，何時和舒氣血，何時

休息回家，皆有限制。每七日停一日。各室置地圖、日月五星球、並懸黑木

板，以白粉書課程。紐城似此書館，共一百有七處，分上中下三等。館師男

女二千五百人，生徒十一萬餘人，每年經費四百萬圓，出自地方公款。(李

圭，1877/2008：270-271) 

從以上記載，可更深入看到紐約市學校的狀況。該校分 3 級，10 歲左右學

生近千人。幼班總數約 500 人，14-20 歲頭班人數不詳，男女皆有。教師男女皆

有，女多於男，合計 30 人。另實施分班，每班約 56 人。該校一天的作息，是從

一早、唱詩歌、作早操開始。有固定行事曆，規定每週上課 6 天，並介紹教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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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具。此外，他也記述紐約市師生總數及年度教育經費。 

首任公使陳蘭彬《使美記略》記到美東赴任途中見聞，光緒 4 年(1878)7 月

初 9 日記，到尼不拉格(Nebraska)哥林罷士(Columbus)，有書院數間；過柴賴

(Cherry)，有書院；到達士郡(Dawes)夫里文，又有書院數間；阿麻蝦(Omaha)有

中書院 2 間、小書院數間，該處商紳建書院時，湊集洋銀 43 萬圓，做為義學膏

火，每年聘師 44 位，學生 3,000 人。挨阿華(Iowa)會議岡(Council Bluffs)，有書

院數間。詩加古(Chicago)，有小書院數間。11 日記，其里夫闌(Cleveland)，有書

院 1 間，專教女子；公家書院數間，專教幼童。紐約登卻(Dutchess)，書院最多，

每年童蒙入院讀書者，約 21,000 人。12 日記，到麻沙朱色士(Massachusetts)四北

嶺非爾(Springfield)，書院數間。干捏底吉哈富(Hartford)，有大小書院(陳蘭彬，

1891/1962：10060-10064)。此處所稱中、小書院，未敘明入學年齡，當屬中小學

性質。又記述師生人數及經費。又所譯麻、康兩州州名與徐繼畬同，可推知他之

前當看過徐書。 

又記，22 日到紐約： 

據稱其王家書院(King’s College)，為樓六層，凡初附學者，居其上，為第六

層，有男女童約四百，皆七八歲者，專教認字調音；第五層女童五六百，皆

十一二歲，教以書算圖畫等技。第四層女童六七百，皆十四五歲者，教以格

致等技。第三層約六七百人，皆十七八歲者，教以天文地輿製造化學等技。

第二層則由三四層中每日輪調約百人，教以勤歌跳舞等技。第一層為各紳董

寫字見客處。統計學生約二千四五百人，女子居多，男子僅百餘而已。(陳

蘭彬，1891/1962：10080) 

由上所述可知，該校規模甚大，女生居多，按年齡分 3 級：12 歲以下、12-15

歲、15-18 歲，及所學課程，但未敘明是否每級是否再分班。 

光緒 5 年《萬國史記》卷 19〈美國記〉載：人民勉勵學問，超過歐土，學校學

生占人口 1/6(岡本監輔，1891/1962：10031)。  

光緒 7 年美牧師江戴德《地理志略》，記美國(又名合眾國)，文風興盛，書

院、書房不計其數，男女義塾在在有之。按義學每年需費約用銀七千萬兩，除移

民與新釋黑奴外，無不識字之人。波斯盾(Boston)城內，書房甚多(江戴德，

1897/1964：19)。此處提及經費總數與教育普及情況。 

公使張蔭桓〈三洲日記〉光緒 13 年(1887)4 月初 5 日記：美俗無論男女，六

歲以上不向學讀書，即責其父母(任青、馬忠文編，1896/2015：20)。此條記述了

小學強迫入學的狀況。 

光緒 15 年使臣顧厚焜《美國地理兵要》記述當時 38 邦中 1 特區 21 邦設中

小學狀況，彙整如表 3。該書數據止於光緒 6 年，已設學州數較之前各書多，但

未盡敘其校數及人數。其當參考徐繼畬書。 

表 3 光緒 6 年各邦中小學 

邦別 教育記事 

特區 熱治堂(Georgetown)有學堂。 

緬 我打比里學堂在我打比里，波田學堂在夫良司，會古比都學堂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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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司屯(Lewiston)。 

紐 罕 什 爾 (New 

Hampshire) 

官學制度完備，學生稱便。 

干捏底吉 學館極盛。四奪里呢的學堂，在哈奪法脫(Hartford)。 

紐折爾西(New 

Jersey) 

義學之制亦完備。 

馬理蘭 都城有先得絨司學堂(St. John’s)；義學尚多。 

勿爾吉呢阿
(Virginia) 

學校尚多。 

西勿爾呢阿
(West Virginia) 

各地方大小學堂規模甚完美。 

北喀爾勒那

(North Carolina) 

官學堂約 3,000 所，邦官主其事。 

若耳治(George) 各處大小學堂不少。  

倭海阿(Ohio) 專門學校 33 所，其他學校尚多，學生百萬人以上。 

密執安
(Michigan) 

的奪累(Detroit)有先奪約夫學堂(St. Joseph’s)，各拉麻司(Kalamazoo)

有各拉麻學堂。 

阡的伊 小學堂尚多。 

佛勒爾勒釐

(Florida) 

邦中學堂不多。 

阿拉巴麻 他處學堂亦多。 

密士失必
(Mississippi) 

學堂千餘所，分布各郡。 

魯西安納
(Louisiana) 

近年學業大振。 

英釐安納

(Indiana) 

公立學堂約 9,000 所。 

亦倫諾爾
(Illinois) 

學制極備，西可窪府(Chicago)、士布林非耳(Springfield)、日可送維

而(Jacksonville)、上阿爾屯(Shawneetown)、里拔濃(Lebanon)、費莫

司、可列司拔(Christopher)皆有學堂，其他各種學堂頗多，約 12,000

所。 

阿甘色

(Arkansas) 

學規甚好。 

密蘇爾釐
(Missouri) 

官學堂甚多，約 7,500 所。 

衣呵華(Iowa) 有忙奪愛打女學堂。 

資料來源：顧厚焜(1897/1964：4-29)。 

美牧師謝衛樓(1882：35,49)《萬國通鑑》記，瑪撒初色邦(Massachusetts)，

按議會擬定律法，於各城各莊皆設學塾，故學問之道，迄今興隆，不識字者鮮少。

1869 年，各省又添設學塾書院，使年幼子女皆可讀書，故本國之民，罕有不識

字者。 

美牧師丁韙良(1883/2016：61)《西學考略‧紀遊》記，美國鄉學較諸國為盛，

民間男女子弟無不識字，全國中 7 歲以上不能讀書寫字者，不過 5-6%。又記光

緒 8 年(1882)9 月訪紐約城一小學，有屋二、三十楹，童蒙 1,600 人，半數為女

子。城鎮皆有此等小學，凡平民男女子弟均得習讀作字學算及為人之道，目的不

在做官，但能經營工商以謀生。5 年前定新律，令民間子女必入小學，兒童犯罪

人數下降(丁韙良，1883/2016：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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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牧師李提摩太於《萬國公報》光緒 15 年〈新學序〉中，介紹 6 國學制，

一般分為初學(7-15 歲)、中學(17-21 歲)及上學(21-26 歲)，而美國初學 177,000

所、教師 273,000 人、學生 970 萬餘人；中學 1,589 所、教師 7,900 餘人、學生

152,000 餘人，上學後詳(李提摩太，1889/1968：10224-10225)。這當是首次介紹

西方三級學制觀念，由美國校數與人數可知呈金字塔型，平均每校規模都不到百

人。 

公使崔國因《出使美日秘國日記》卷 1 光緒 15 年 9 月 13 日記：美國小書院

不可勝數，民間子女幼時，無不讀書，黑人亦無不識字(崔國因，1894：1/6)。同

書卷 7 光緒 17 年(1891)5 月初 8 日記： 

美國學堂林立，因每出門見男女之赴塾，放學者結隊而行，秩然有序，因詢

美國官紳，知美國有男孩讀書之學堂，有女孩之學堂，並黑人亦有學堂。大

約每百人中不識字者，不過十已。又以歐洲各大國讀書，按每百人計，德國

約九十四人，英國八十八人，法國七十八人，俄國十一人，所讀之書皆講求

養民之法，有用之道，……。(崔國因，1894：7/27-28) 

以上提及各國的識字率，亦反映出美國初等教育的成效。 

 

二、大學 

(一)道咸朝 

最早介紹美國大學者當屬郭實獵《萬國地理全圖集》，其略記，人民好進學，

遍開學校，以習法術、武藝、文學(郭實獵，1897/1964：26)。觀所學內容，當屬

大學程度。 

高理文《美理哥合眾國志略》記，道光 17 年 26 省中 11 省狀況：緬省，有

大學公堂，是儒者苦功聖文之所。新韓賽，省會在公哥突(Concord)，有 1 大書

院，院內教師 10 位，學生約 200 人。馬沙諸些，大書院共 6 所，其中一所創建

迄今已經 200 年，26 省書院以它最大、最早，其後各省仿效，有教師 35 位，學

生三、四百人(按哈佛)。囉底島有大學公堂在省會普囉費典(Providence)。干尼底

吉，省會新港，大書院有 4 堂，其一例學 4 年，然後隨意於 3 所學習。3 所內分

別學聖文、醫道或國中律例規條，4 所教師 20 位、學生四、五百人。哈得富耳

(Hartford)省會有一大書院，名華盛頓。新約基，有大書院，分別學習聖文、國

律例或醫道。每年大小學館費銀約一、二百萬圓。西費治彌亞大學公堂與亞喇罷

麻無異(高理文，1838：7-39)。《聯邦志略》記，馬邦大學 3 所，大公學三、四所。

干邦有極大之學，學生各 800 餘人，聯邦中，無大於此二學。瑪邦大學 13 所，

教師 98 人，每年費銀 12 萬元(裨治文，1861：9-16)。 

光緒版《美理哥國志略》再補記，邊西耳文，大書院有 7 所，每院有教師三、

四人，學生一、二百人。底拉華(Delaware)，未設大學。南駕羅連(South Carolina)

大書院 2 所，磋治亞(Georgia)大書院 1 所，建大基(Kentucky)大學公堂 5 所，亞

喇罷麻大書院 2 所(高理文，1897/1964：4-9)。以上是美開國 60 年左右的狀況，

且主要位在美東。《海國圖志》卷 63 盡錄之(魏源，1852/2011)。 

除以上分州記述外，高書還有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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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有大學館，惟許已中舉者進焉。所學有三：一聖文，二醫治，三國中律例

規條，二者不可兼得，又以三年為期，期滿列為進士之班矣。……，另聖文

大學館，國內約三四十所，每所教聖文師四五位，受業者約七八十人。又醫

治大學館，約三四十所，每所為師者約七位，其徒數十人。習律例之館，師

徒多寡，亦與醫館大同小異耳。(高理文，1838：57) 

按以上所稱大學館應指大學所設的專業學院(professional school)，主要有神

學、醫學與法學，修業 3 年，旨在培養教士、醫生及律師等專業人士，而非研究

所學位。按原本美國早期大學都教派色彩，培養神職人員是其主要目的，19 世

紀初神學院才分出，普林斯頓大學最早(1812 年)；醫學院則是賓州大學最早(1765

年)，法學院馬里蘭大學最早(1812 年)(Cubberley,1919: 208)。因他未敘明其與大

學間的關係，而讓人誤會是另類大學。以上內容道光 24 年版《亞墨理格洲合省

國志略》同錄(高理文，1844：60)。道光 26 年《海國四說》合省國說卷二(梁廷

枏，1846/1997：74-80)所述，主要參考高理文道光版書修改。咸豐版《聯邦志略》

修改如後，對於修業年限、各類數量、學習內容及出路，有更清晰的描述：  

幼學之上則有大學，每邦一或二三館不定。一館師或數十位，徒或數百人，

入學者統以四年為滿。每年散館三次，有滿者出，則入新者以補之。其學分

四等，蓋滿一年則進一等，年中依次試之，學成准予超等，否則黜之理舊藝，

俟其學成再進。四年滿者，予以憑，如中國之生員焉。大學之外，又有三大

公學，入館者以三年為滿，每年散館二次。學滿者各予以憑，俾得行其所學

焉。一曰聖學，通國凡四十餘館，專以研習聖經，講解文義為業，學成出館，

主學者與之憑，可為牧師，以行教化之事。一曰醫學，通國亦有三十餘館，

入學者，專已講求藥性，參悟病源之理，三年滿得憑出館，可以為醫生。一

曰律學，通國中凡二十餘館，專習律例之事，學者果係精通，滿日領憑出，

則可以為法師。是公學之外，別有私學，係為師者自立。其數其制，悉如公

學。各館皆有良師，聽學者之請業焉(裨治文，1861:37-38)。 

《海國圖志》卷 59 盡錄道光版。由其說可知，當時各學院的規模都不大。

而其說類比中國科舉功名的概念，舉人後，謂大學畢業相當進士。光緒 5 年《萬

國史記》卷 19〈美國記〉修改後節錄之(岡本監輔，1891/1962：10034)。而《再

補編》也錄道光版，只略修文字；又記：「國內立一律例院，有室數十間，每間

有一師長教，凡進院習讀書者，以三年為滿，皆訓告規條律例，使人知遵守。」

(高理文，1897/1964：14)此當指法學院。 

《四洲志》記：設授醫館 23 所，法律館 9 所，經典館 37 所，教人行醫，通

曉律法，博覽經典，通各國音語(林則徐，1897/1964：42-43)。以上《海國圖志》

卷 60 盡錄之。 

道光 27 年《外國史略》略記：賓林(Pennsylvania )部，有大學館，廣布文學

術藝(馬禮遜，1897/1964：51)。而魏源書卷 61 亦錄之。 

道光 30 年《瀛寰志略》，卷 9 記當時 26 國中 9 國設大學狀況：緬國，省會

奧古士大(Augusta)有大書院 2 所；紐罕什爾，省會公哥突有大書院；麻沙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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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chusetts)，摩士敦(Boston)有大書院 6 所；干捏底吉，省會哈得富耳有大書

院 1 所，另城紐倫敦(New London)有大書院 4 所；勿爾吉尼阿(Virginia)，省會里

是滿(Richmond)有大書院；南喀爾勒納(South Carolina)，省會個倫比亞(Columbia)

有大書院 2 所；若耳治(Georgia)，省會靡理治(Milledgeville)有大書院；阡的伊，

省會法蘭富耳(Frankfort)有大學堂；阿拉巴麻(Alabama)，省會摩庇理灣

(Montgomery)有大書院(徐繼畬，1850/1968：738-757)。眾國皆信耶蘇教，好講

學業，處處設書院，學士分 3 等：學問研究天文地理及耶蘇教旨；醫藥，主治病；

刑名，主訟獄(徐繼畬，1850/1968：772)。 

至於《海國圖志》卷 62 記，洼門，有醫館。袞特底格，尚有醫館、律例館。

洼治尼阿，有大書院(魏源，1852/2011：1701-1713)。 

咸豐 4 年《地理全志》卷 4〈米利堅合眾部〉略記，哥倫比有書院(慕維廉，

1854：10)。 

 

(二)同光朝 

同治 7 年志剛《初使泰西記》卷 1 載，閏 4 月抵紐約，略記：初七日，參觀

書院。本地富人古博爾，老而無子，竭產獨力建造大書院。凡西國所應學者，分

別學習，各有教師。又有男女學習之所(志剛，1872/2008：268)。 

同治後民人朱克敬《通商諸國史》記：美民俗尤好學問，所在設學館，分三

等，分別學習學問研究、天文地理暨西教，醫藥主治病，刑名主訟獄(朱克敬，

1891/1962：8599)。觀其內容與前引《瀛寰志略》極似，當是參考該書。 

光緒 2 年李圭《環遊地球新錄》卷 2 哈佛城條記：容閎約他往紐海芬大書院

(按耶魯大學)。肆得電報，因暑假未開，故未往(李圭，1877/2008：268)。紐約城

條記，有大書院 2 所，男女各一，距城較遠，沒空往觀(李圭，1877/2008：271)。 

陳蘭彬《使美記略》光緒 4 年(1878)7 月初 9 日記，尼不拉格邦阿麻蝦有大書院

1 間；另有大書院 1 間，頗清雅約，可住學生 400 人，計建費不下 55,000 圓，係

孀婦加禮頓捐建，另送銀 10 萬，存商生息，做為每年聘師費用。10 日記詩加古

(Chicago)有大書院 1 間，建造費 11 萬圓，教習、醫士院 6 間。12 日記，干捏底

吉邦哈富，有大書院(陳蘭彬，1891/1962：10060-10064)。又記 8 月參觀當地書

院： 

十四、五、六等日，各藝避暑者陸續回院，各隨員連日往觀其書院……。具

稱該書院，係中等，內有學生男子三百餘人，女子百餘人，皆年在二十左右，

須由小書院滿四年考錄送進，院中分堂教授，有天文、地輿、光學、化學、

礦學、畫學、格致、製造，以及醫理、法律、文史等法，均列圖備物，日講

指授，不獨架有其書，徒供食耳。(陳蘭彬，1891/1962：10067-10068) 

由上所述學生年齡及課程觀之，當屬大學性質，男女兼收。 

光緒 7 年江戴德《地理志略》記，牛約革(New York)，多書店、大書房；波

斯盾城西北根伯利支(Cambridge)城，有最著名之書院(按哈佛)。牛亥分(New 

Haven)城有大書院(按耶魯)，中國派往的學生，多在院內學習(江戴德，1897/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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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光緒 15 年顧厚焜《美國地理兵要》記，38 邦中 24 邦大學狀況，彙整如表 4，

他所記設學州數較之前各書多，但音譯名稱有所不同。 

表 4 光緒 6 年各邦大學 

州別 教育記事 

紐罕什爾 打突麻司學堂(Dartmouth)、昌土拉學術院在哈諾拔(Hanover)。 

洼滿的 奴司費奪(Northfield)、密奪而拔里(Middlebury)，均有大學院，拔林

屯(Barrington)大學堂規模完整。 

麻沙朱色士 哈拔(Harvard)大學堂在昌夫里治(Cambridge)，美國最早的學堂。 

干捏底吉 大學堂城中榆樹暢茂，故紐哈文(New Haven)又名榆城。紐倫敦有

大書院，四奪里呢的學堂，在哈奪法脫，維西連大學堂(Wesleyan 

College)在密脫而唐(Middletown)。 

紐約克 大學堂名可倫比安(Columbia)，曼哈學堂(Manhattan)、夫里學堂皆

在紐約城中。司治呢可打的學堂、可林屯學堂、日呢拔學堂、羅替

司打學堂(Rochester)、法突漢學堂規模皆完整。 

紐折爾西 大學堂在不林司屯(Princeton)；拉奪可(Rutgers)學堂、拔林屯學堂，

皆授上等學術，地林屯(Darlington)有大學堂。 

賓夕爾勒呢安

(Pennsylvania) 

大學堂有賓夕爾勒呢安大學堂、治拉大學堂、波里的可呢可大學

堂、上等學童院、醫學院，各地方大學堂尚多。 

特爾拉華

(Delaware) 

特爾拉華學堂在呢窪可(Newark)，先得瑪理學堂(St. Mary’s)在維明

屯(Wilmington)，其外學堂亦多。 

馬理蘭 有 3 所大學堂：野美士拔(the Chesapeake Bay)有先得美理學堂(St. 

Mary’s)，替司打堂(Chestertown)有華盛頓學堂(Washington)。 

勿爾吉呢阿

(Virginia) 

大學校在茶路的司維里(Charlottesville)。 

西勿爾呢阿 大學堂在不可而郡(Parkersburg)北沙呢鎮。 

北喀爾勒那 大學在加別仁拔郡(Chapel Hill)。 

南喀爾勒那(South 

Carolina) 

大學堂在哥倫米阿(Columbia)。加列司屯(Charleston)、可林維里

(Greenville)、紐背里(Newberry)各有大學堂。 

若耳治(Georgia) 大學堂在阿仁司(Athens)。 

倭海阿 大學校 9 所。 

密執安(Michigan) 安阿而勃(Ann Arbor)有大學堂。 

阡的伊 有大學堂。 

阿拉巴麻 大學堂在打司加路沙(Tusculum)。 

密士失必 阿可司法奪(Oxford)在北境，有大學堂。 

魯西安納 大學堂在拔堂路日(Baton Rouge)、可送華盛頓，兩地俱有大

學堂。 

英釐安納 夫路明屯(Bloomington)有大學堂。 

亦倫諾爾 士布林非耳、布羅明屯(Bloomington)有大學堂。 

衣呵華 有拔林屯(Burlington)大學堂。 

得撒士(Texas) 大學堂在印的片田司(Independence)，另大學堂不少 

資料來源：顧厚焜(1897/1964：6-29)。 

 

謝衛樓(1882：35)《萬國通鑑》記，瑪撒初色邦有哈法德約翰(John Harvard)，

為人公心，捐半數家產，建大書院。 

丁韙良(1883/2016：26-27)《西學考略‧紀遊》記光緒 8 年返美時，曾訪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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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金書院(John Hopkins)，慎選學生，約 200 人，初設 6 年，課程不輕古今文學，

重格致。又訪雅理書院(Yale)，教習 400 餘人，學生 1,200 人。再訪哈法學院

(Harvard)，教習 56 人，學生 1,400 餘人。論格致楊湖金書院為先，法學哥倫書

院(Columbia)為重，文藝各學雅理、哈法兩書院。訪紐約，記紐約城內書院眾多，

主要有紐約太學、哥倫書院及師學院。哥倫書院一館專課法律，年經費 28 萬元，

學生約 500 人。 

李提摩太〈新學序〉中，介紹美國上學(大學)360 所、教師 424 人、學生 69,400

人(李提摩太，1889//1968：10225)。崔國因《出使美日秘國日記》卷 1 光緒 15

年 9 月 13 日記：美國大書院有 360 所，分布各省，學生 69,000 餘人(崔國因，1894：

1/6)，可知其說引前李書。 

 

三、其他類機構 

除了三級學校外，數書也提及聾啞院、育嬰館、師範學堂、陸海軍校及教育

行政制度，茲分述如後。 

(一)聾啞院 

高理文《美理哥合眾省國志略》記：干省有教啞與聾者 1 院，有學生百幾十

位，所學之法，皆以手指。其後 26 省皆仿效此(高理文，1838：17)。光緒版《美

理哥國志略》記：聾盲啞者，原屬無用。今國內立仁會，設館訓習。如聾啞者，

以手調音而教之，盲者即有凸字書，使他以手揣摩而讀(高理文，1897/1964：1)。

又記干尼底吉部，教啞與聾者一院，有百數十人，所學之法，皆以手指，其後

26 部皆倣此(高理文，1897/1964：5)。以上內容，《海國圖志》卷 59 盡錄之(魏源，

1852/2011)。按該校由高勞德(Thomas H. Gaulaudet)牧師 1817 年設於哈特福

(Hartford)，為全美首創(Cubberley,1919：386)。 

徐繼畬《瀛寰志略》卷 9 記：干捏底吉國，有別院，教啞與聾者，以手指代

語言，諸國皆效之(徐繼畬，1850/1968：743)。 

慕維廉《地理全志》卷 4〈米利堅合眾部〉略記，合眾部，干尼底克，有教

啞與聾者，以手指代語言，諸部皆仿此(慕維廉，1854：10)。疑後兩書均參考高

理文書。 

光緒 2 年《環遊地球新錄》卷 2 哈佛城條記： 

聾啞院，基址大，屋舍多，建造已閱六十年。存有公項，皆富室樂捐，每年

得息二萬五千元。其制：凡美國東北六省聾啞人欲來院讀書，無論男女，須

先稟由地方官給憑送院。每人每年取飲食洋錢一百七十五元，富者或多取，

貧者或不取，七年為滿。現在院內共二百四十人，每十人或二十人延一師，

以手口作勢代文字，教法絕奇，能使啞人說話，讀書，足補天地缺陷焉。各

人眠食、起居、讀書、工作皆有定規。女子另居別室，為其師者亦女人。每

臥室容十餘榻，必用一人相伴照料，以防火燭及一切意外之虞。被褥潔淨厚

軟、飯廳寬展明潔。總管、司事、教習、工人俸金，取給存款息銀。聞瞽人

院在馬沙色士省，用凸字以手摸認，惜不及往觀。按西國有教聾啞法，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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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五十年前創自法國人。(李圭，1877/2008：267-268) 

陳蘭彬《使美記略》記，光緒 4 年(1878)7 月初九日記，挨阿華(Iowa)邦會議

岡，有別院，以教聾啞者。12 日記，干捏底吉邦哈富於 1817 年另設一院教聾啞，

全國設院教聾啞者以此院為鼻祖(陳蘭彬，1891/1962：10060-10065)。又記 8 月

參觀該院，其教誨聾啞之法，將 26 字母，演為手法，此以手問，彼以手答，百

試無差，兼能以手作勢，彼即操筆為文，不失意旨，其館師說：啞子無不聾者，

若聾而不啞尚易教導(陳蘭彬，1891/1962：10067-10068)。 

《美國地理兵要》記，哥倫米阿，不多麻古(Potomac)河南有育啞學堂，凡

廢疾者皆得入學(顧厚焜，1897/1964：4)。 

(二)師範學堂 

《使美記略》光緒 4 年(1878)7 月 10 日記，詩加古有教習、醫士院 6 間(陳

蘭彬，1891/1962：10062)。顧厚焜《美國地理兵要》記，緬邦師範學堂(normal school)

在法明屯(Farmington)，紐罕什爾邦教書學院在坤可突(Concord)，紐約克邦，師

範學堂規模皆完整。英釐安納邦，的里法多有師範學堂(顧厚焜，1897/1964：

5-6,9,25)。丁韙良(1883/2016：29)《西學考略‧紀遊》記紐約師學院(Teachers 

College)，該院傳授課讀之法，凡志在為蒙館教師，皆於此得其楷模，而各省皆

設師學院練習教法。又記美國學校男師 97,000 餘人，女師有 14 萬人，無論男女

10 歲以下率從女師受教(丁韙良，1883/2016：83)。 

(三)陸海軍校 

《萬國地理全圖集》略記，遍開學校，並習武藝(郭實獵，1897/1964：26)。 

《美理哥合眾國志略》記，新約基(New York)，國中有一演武館，在省內活得遜

河(Hudson)傍，地名西角(West Point)，有教師 30 人、學生 250 餘人，所習不過

學刀鎗礮械軍器而已(高理文，1838：20)。咸豐版《聯邦志略》記，有兵館、舟

師館，主教兵法及船工水手之事，經費皆由國給，是國學(裨治文，1861：38)。

光緒版《美理哥國志略》則略改道光版數字(高理文，1897/1964：6)。其所記即

西點軍校。《萬國史記》卷 19〈美國記〉引前說(岡本監輔，1891/1962：10034-10035)。

其所指是陸海軍官校。 

《美國地理兵要》記，紐約克，維司突波因脫(West Point)有美國武備學堂。

陸軍武備學堂距紐約 50 里，學生 300 人，每人每年 500 元，衣食書籍皆官給。

馬理蘭有水師學堂(顧厚焜，1897/1964：9-13)。 

丁韙良(1883/2016：24)光緒 8 年訪威斯伯(West Point)，觀武學，武生逢演練

馬隊兵法，在院學生 300 餘人，均給薪俸，課程 4 年，除兵法外，學習格致、測

算及法文。又記美國水師設大船政堂 1 所，小者數處，在安納波里(Annapolis)

專為練習將兵，學生 355 人，教師 49 人(丁韙良，1883/2016：78)。 

《出使美日秘國日記》光緒 19 年 5 月 28 日記：美國設水師學堂，造就人才，

安拏報利(Annapolis)埠最多。近來每年挑選聰穎子弟學業優者，給以經費，送歐

洲各廠學習造船駕駛等法，本月已派啟行(崔國因，1894：15/54)，其所記即海軍

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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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育嬰館 

育嬰館當是今日育幼院。《瀛寰志略》卷 9 記：如哥倫米亞對岸阿力山特釐

(Alexandria)，有育嬰館(徐繼畬，1850/1968：737)。《海國圖志》卷 62 亦記，阿

力山特釐阿城，有育嬰館(魏源，1852/2011：1696)，當參考前書。 

志剛《初使泰西記》卷一同治 7 年 6 月 17 日條記：參觀育嬰堂。男女童約

二百餘。男女皆讀書，女兼學針黹，幼男操演槍隊，隊法不多。演練畢，則每童

各背一童而回，當做遊戲。其實是戰罷救回死傷之道(志剛，1872/2008：277)。

同行張德彝《歐美環遊記‧合眾國遊記》，同日在華盛頓亦載： 

去此，步至育嬰堂，供養男女小兒二百餘名。眾人坐，一老嫗令眾孩鵠立，

齊聲唱曲，聲調雖佳，而曲文悲慘，乃有「無父無母，世上稱孤，兄弟姊妹，

異性同居」等語。(張德彝，1875//2008：679) 

《環遊地球新錄》卷 2 光緒 2 年美國紐約城條記： 

育嬰堂屋共一百餘間，間各寬敞。現在男女自初生至七八歲者約六百名，有

時多至三千人。每樓設十六榻。每二榻相併，一臥二嬰兒，一臥乳媼。幃帳、

被褥、衣褲俱淨潔。廚房、浴室亦然。總管、司事為教門婦女，若中土道婆，

據說皆極守清規。男女四五歲，即使識字讀書，並教作小玩物，如紙疊方勝，

同心結、泥土人物，以開其心思。又一室甚大，坐二三百人，皆六歲至八歲。

女教師以歌詩並和舒氣血各法，男女各立一旁。另一女師，居中鼓琴和之，

步法聲韵都湊拍。俟其及歲時，各量材薦事去，年經費計用二十六萬一千元，

半出公家，半出善士。(李圭，1877/2008：274) 

 

除以上各類學校外，僅魏源(1852/2011：1699-1716)書中提及技藝館。而高

理文(1897/1964：5)、林則徐(1897/1964：42-43)、徐繼畬(1850/1968：740)及陳

蘭彬(1891/1962：10063-10064)等書中都介紹麻州的圖書館。 

 

四、教育行政制度 

有關美國的教育行政制度，《聯邦志略》記，馬邦邦有學堂，每年選監學者

數人，管理學中諸事。又記各學總費銀 300 萬，各學之事，由邦之正副州長與學

長 8 人，共為一學院，掌理學政之事(裨治文，1861：6-7，9)。此當指州教育委

員會。 

《環遊地球新錄》卷 2 紐約城條記載： 

管理書館官公署，設總理官一員，襄理官二十員，司事等數十人，十人專管

書館一切事宜。後屋藏書紙筆墨文具極多。各館所需，由此發給，樓上為考

試館師之所，凡欲為館師者，由此考試入選者，始准授徒，試皆策論。時適

見四男二女，正在凝思，監試二人，巍然上坐，殊甚嚴肅。師必考試，至慎

重也。師賢，生徒胥可受陶鎔。故考師之制，又為書館綱領。(李圭，1877/2008：
271) 

上述公署，當指該州教育委員會(the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此外還介紹

了學校教師須通過該會考試，始得任教，他且正好看到考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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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萬國史記》卷 19〈美國記〉記：凡學政，由正副統領與學長 8 人掌理。8 人，

歸統領與議士同時選定，循序為長。每滿一年乃退，另選一人遞補。至八年。」

(岡本監輔，1891/1962：10034-10035)此處當指州教育委員會，其係參考裨治文

書。 

《出使美日秘國日記》19 年(1893)5 月 24 日卷 15 詳記學部(The U. S. Bureau 

of Education)預算，彙整如表 5： 

表 5 美國學部預算                                      單位：圓 

項目 上年 本年 備註 

總理學校事務人員俸銀 47,200 省 19,850  

經理學校事務署雜用銀 42,940 省 1,370  

小學校人員俸薪銀 228,824 省 15,250  

小學校雜用銀 124,517 省 43,607 停給鄉塾津貼 

中學校人員俸薪銀 696,893 省 2,614  

中學校雜用銀 93,690 省 16,170 停給私家技藝及貿

易學堂津貼 

大學校人員俸薪銀 578,331 多用 24,245 添教習 

大學校雜用銀 80,420 省 3,805  

醫學等館人員俸薪銀 38,963 省 5,711 裁獸醫館 2 所 

醫學等館雜用銀 10,040 省 520  

精技館人員俸薪銀 110,667 省 1,834  

精技館雜用銀 62,045 省 31,555 無賽畫會 

博物院暨各書樓人員俸薪銀 150,585 省 100  

博物院暨各書樓雜用銀 26,437 省 2,185  

格致書院人員俸薪銀 28,432 省 28,432  

格致書院雜用銀 38,307 省 107  

資料來源：崔國因(1894：15/48-49)。 

由表 4 可知，薪俸項目最多，以大學校最多、中學校次之、小學校最少。而其使

用大學校、中學校、小學校等名稱，此為中國所無，可能來自黃遵憲(1875/2005)

《日本國志》。 

然而以上片段資料，無法認識到美國聯邦與各州教育行政制度的全貌。 

 

肆、綜合討論 

首先，就作者背景與著書動機言，14 位新教傳教士中美籍牧師占 7 人，其

所撰史地書介紹美國的動機，配合宣教為主，各書中多將基督教史或事蹟納入其

中，另外也希望幫助中國認識世界，以利交流。以流通較廣的高理文《美理哥合

省國志略》為例，該書是受中國益智會(A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所託撰寫，該會宗旨在將有用知識散播於中國，以改進智慧

與道德狀況(MacGillivray, 1907: 656-659)，其序中表示天下一家，希望臨邦通好

(高理文，1838：1)；改版《聯邦志略》敘說：「兩國之民，由此往來，永相友愛，

豈非是書為源乎」。(裨治文，1861:1)由此可知其目的在促進中美交流。丁韙良《西

學要略》自陳是受總理衙門王大臣責成其採訪西術以聞(丁韙良，1883/20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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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新學序〉言，希望助留心時事者，備知各國新學之要，做為中國學校

新法借鑑(李提摩太，1889：10223)。至於清官民編纂的動機，如傳播較廣的魏

源《海國圖志》的目的是：「為以夷制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

制夷而作。」(魏源，1852/2011：2)徐繼畬《瀛寰志略》自序說，其使閩時蒐集

外國地圖與書籍，編輯成書，公事之餘，以此為消遣(徐繼畬，1850/1968：18)。

外交人員中光緒初張德彝《歐美環遊記》，自序是將耳目見聞，凡事徵實，以供

茶前酒後用此破睡魔(張德彝，1875//2008：615)。之後崔國因《出使美日秘國日

記》自序說，出使日記「必取其有關交涉裨法戒」(崔國因，1894：1/1)。至於記

錄教育較詳的民人李圭《環遊地球新錄》說，是受上司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

所囑詳記聞見，帶回中國，以資印證，並欲敦交誼(李圭，1877/2008：195)。以

上遊美人記錄見聞的方式，近於西方比較教育中「旅人故事時期」作法，遊歷海

外人士透過觀察，將遠方異國生活見聞，以遊記體裁向國內報導，但多數教育遊

歷報告，均屬主觀感受與零散記載(楊國賜，1975：1-2)。因作者背景不一，撰書

目的不同，所述教育重點與詳略也有別。 

其次，針對現知 26 種記錄教育事務論著加以分類統計(見表 6)發現，有關中

小學有 21 種最多、大學 18 種次之、女子教育 13 種又次之、陸海軍校 7 種再次

之。其他學校類型尚有聾啞院、師範學堂、陸海軍校、神學院、醫學院、法學院、

育嬰院等。另有極少數提及技藝館、圖書館、教育行政制度。之所以中小學及大

學記事最多，當與三級學校是當時主要教育機構有關，而女子教育則是新興的事

業且為中國所缺，故易受到關注。另美牧師金楷理(1873)《西國近事彙編》則記

1870 年美國識字人口 26,422,572 人，佔 68.5%。 

表 6  晚清介紹美國教育有關書籍統計表 

作者 書名 教育記事 

中小

學 

大學 聾啞

院 

師範 

學堂 

軍校 育嬰

院 

教 育 行

政 

女子教

育 

郭實獵 萬國地理

全圖集 

 V   V    

高理文 美理哥合

省國志略 

V V V  V   V 

林則徐 四洲志 V V       
高理文 亞墨理格

合衆國志

略 

V V      V 

梁廷枏 海國四說 V V      V 
馬禮遜 外國史略 V V      V 
徐繼畬 瀛寰志略 V V V   V   
魏源 海國圖志

(百卷) 

V V       

瑪吉士 新釋地理

備考 

V        

慕維廉 地理全志 V  V      
裨治文 大美聯邦

志略 

V V   V  V V 

褘理哲 地球說略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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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剛 初使泰西

記 

 V    V   

朱克敬 通商諸國

記 

 V       

張德彝 歐美環遊

記 

V     V  V 

李圭 環遊地球

新錄 

V  V   V V V 

陳蘭彬 使美記略 V V V     V 
岡本監

輔 

美國記 V V   V  V V 

張蔭桓 三洲日記 V       V 
江戴德 地理志略 V V  V     
顧厚焜 美國地理

兵要 

V V V V     

謝衛樓 萬國通鑑 V V       
丁韙良 西學考略 V V  V V   V 
李提摩

太 

新學序 V V       

崔國因 出使美日

秘國日記 

V V   V  V V 

高理文 美理哥國

志略 

V V V  V   V 

合計  21 18 7 3 8 4 4 13 

 

復次，諸書中高理文道光版《美理哥合眾國志略》及咸豐版《聯邦志略》常

為後人鈔引，而徐繼畬《瀛寰志略》及魏源《海國圖志》也常為時人參考，如此

可略知其流通傳播情形。 

再者，美國採聯邦制，各書中多會先說明目前州數，從 24，26，27，到 38

州。綜整各書可發現範圍已涵蓋 1 特區 29 州，分布可謂甚廣：計有今哥倫比亞

特區、紐約、羅德島、緬因、麻州、新罕布夏、康乃迪克、佛蒙特、紐澤西、賓

州、維吉尼亞、德拉瓦、西維吉尼亞、馬理蘭、北卡、南卡、喬治亞、肯塔基、

密西西比、佛州、內布拉斯加、俄亥俄、愛荷華、伊利諾、密西根、田納西、路

易斯安納、密蘇里、阿拉巴馬、印地安納、德州等。大略介紹不同時間的校數、

學生數及經費，但缺細節且偏北方。雖可有較廣的認識，但因美國憲法第十修正

案規定教育權不屬於聯邦，由各州自主(Reisner, 1923: 339)，故彼此差異甚大，

雖透過各書可概知各州學校的數量與分布，但並未敘明彼此學制的差別，易誤以

為全國一致。 

最後，有五點值得進一討論。 

一、有關美國國名與地名的翻譯，各書不一，將造成清人認識的困擾。當時

美國的譯名有花旗國、攝邦國、米利堅、美理哥國、彌利堅、亞墨利加、美利哥、

亞墨理駕合眾國、聯邦國、育奈育迭士、美利加合眾國等；就連魏源(1852/2011)

《海國圖志》中，就引用彌利堅、美里哥、花旗國、墨利加、美理哥、育奈士迭

國、咩里干、亞美利加、米利堅合眾國等多種說法。雖道光朝郭實獵(1897/1964：

25)及徐繼畬(1850/1968：731)曾辨明諸說是同指一國，但一直未能形成統一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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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州(state)，分別有國、省、部、大部落、邦等名稱。而各州譯名更是差異甚

大，以學館最盛的 Connecticut 州為例，譯名有干尼底吉、君匿地谷、干捏底吉、

袞特底格及干納底克，如不附原文或已有所認識，很難知道是指同一處。類似狀

況也存在於其他州郡市鎮，不一一舉例。又同一作者如高理文，不同版的書，就

用了省、邦、部三種不同譯名。 

二、對於美國各級學校的譯名不一，且用中國機構名稱去譯介易生誤解。按

諸書對美國的中小學有小學、幼學、義學、鄉學、學館(分設於鄉、縣、府、省、

會城)、大小學館、書院、中小書院、小學校、大小書房、中學等名稱，對大學

則有大書院、大學公堂、大學校、上學等名稱。光緒 9 年丁韙良《西學考略》曾

介紹諸國皆有學校，但立名不同，概分孺學、蒙館、經館、書院、太學 5 等。孺

館專為嬰孩而設，四五歲即可入館。蒙館(即小學)，學生率皆幼稚。在蒙館學有

基礎年在十四、五者始入經館，在經館四五年學有成效，始拔入書院、太學。書

院與太學雖有別，而課程有相同者。書院課程分為 4 年，既滿，由太學考試，獎

以功名，並給予文憑。太學為諸課總匯之區，復增道、法、醫三科，學成為道師

(教士)、法師(律師)或醫師。美國書院兼稱太學者過多，其間有名無實者在所難

免(丁韙良，1883/2016：61-63)。另外大小學校又分為數等。至於書院與太學之

別，又記：美國各省最大書院皆名為太學，書院或專為一課，而太學則總匯各課

(丁韙良，1883/2016：27)。其說明雖已較之前各書清晰，但仍不易解。 

按當時美國的學制，三級教育尚在成形，各級學校間的年齡分段點未如今日

明確，但是中小學與大學的層次與程度上的差異，仍可區隔。只是編著者們改以

當時清人熟悉的概念詞彙翻譯之，就可能讓讀者產生誤會。因過去中國傳統學校

按程度，只分為大學、小學兩級，私學依內容再分為經館(學)與蒙館(學)。可是

美國制度卻出現「中學」，造成理解上的困難。按各書所稱「書館」當指小學，「書

院」當指中學，「大書院」指大學。然當時清朝學制，雖地方有府、州、縣學(其

下尚有義學與社學)及官私書院，中央則有國子監，但是府州縣儒學與書院之間，

及其與國子監的差別，並不是學習內容程度與學生年齡大小的差別，而是所在地、

主管官署及學生身分與待遇的不同。清人所稱大、小書院，也只是規模大小的差

異，但非程度的高低。諸書翻譯雖可讓清人覺得親切，但卻易生誤解。此種問題

從一開始即存在。 

三、雖注意到美國小學收費及強迫入學等措施，但未說明整其背後依據的公

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理念及制度；且因其制度正在建立中，更增加清人理解

困難。 

雖多書記述康州學館為各州之最，但均未敘明那是因為 1840 年代康州教育

委員會首任秘書巴納德(Henry Barnard, 1811-1900)積極推動公共教育所致(Rippa, 

1846/1997: 98-99)。 

按美雖在殖民時期即注重學校教育，但是公共教育制度的建立，卻要到 19

世紀。當時美初等教育階段有關免費、由稅支持、非教派、州控制的學校爭論，

1850 年以前由公共支出提供兒童「共同學校」(common-school)公共教育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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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北方各州及南方部分州已解決(Cubberley,1919:118-119)。只是南北戰爭後

發展受阻，北方要到 1880 年、南方到 1890-1895 年間才漸恢復(Cubberley,1919: 

253)，多數書未提此點。 

有關小學經費來源，或記由富民捐(如中國義學)、或收束脩、官捐或官助。

如丁韙良(1883/2016：81)記，美新立邦土地屬聯邦，或賞給各邦以抵學校經費，

百年來鄉間每十數里及設有官學，城鎮則按戶口建造大小學校，聯邦賜地不敷用，

則按民之私產徵收其費。戶口五千萬，入學肄業者有 950 萬人。但均未點出小學

免費的特點。關於免費制度，各州中最早立法實施小學免費教育的是麻州(1827

年)，之後是賓州(1834 年)、紐約州(1867 年)，南北戰爭前幾乎所有州已接近免

費教育制度(Reisner, 1923: 399-400)。 

至於強迫入學，此部分甚重要，但僅張蔭桓略記之。按麻州(1852 年)最早立

法，規定 8-14 歲兒童每年須入學 12 週，且需連續 6 週(Cubberley,1919: 379-380)，

但無成效。之後哥倫比亞特區(1864 年)、佛蒙特州(1867 年)，1870 年代增加 14

州、1880年代增加9州，1889年時已有29州有某種強迫教育法(Reisner, 1923: 462)。

5-18 歲的就學人數與比率從 1870 年的 650 萬人(57%)，增至 1880 年的 1,550 萬

人(72%)，南北戰爭後增加立法的原因，部分是因為恐懼對美國未來民主的威脅，

部分是出於人道熱情(Perkinson, 1850/1968: 69-70)。 

當小學人數開始增多，1820-1850 年間開始實施分級(the graded system)，不

再由一位教師教全校學生，而增聘較低薪的女教師；至於學校實施分班(class)，

則從 1810 年開始，1840 年前完成(Cubberley,1919: 228-229)。有少數書注意到學

校分層級及有女教師(如魏源、丁韙良書)，但未能清楚敘明此種轉變的特色。 

當實施免費小學教育時，免費中學教育也同時興起。當時中學的類型除殖民地時

期免費拉丁文法中學外，18 世紀已出現收費的以實用科目為主的中學(academies)，

1820-1830 年大力發展，直到 1850 年(Cubberley,1919: 186)。另類免費公立英語

中學(high schools)，1821 年首設在波士頓，1827 年麻州立法。因此引發公立中

學運動，但到 1840 年麻州僅 12 所(Cubberley,1919: 190,193-194)。1860 年以前英

語中學已在各州發展而取代實用型中學。但南北戰爭時發展受阻(Cubberley,1919: 

234-235)。直到 1874 年密西根州卡拉馬佐(Kalamazo)判例，始解決公立中等教育

的爭議(Rippa,1846/1997: 105-106)，使中學變成公立共同學校體系的一環

(Cubberley, 1919:198-200)，該市決定用公款建中學。據當時研究 25 個城市中，

中小學學制並無固定的限制或長度，6-3 制及 9-3 制都有，在新英格蘭通行 9 年

制小學、南方州則是 7 年制，其他州是 8 年制，在此之上再加上 3 或 4 年高中課

程。在 1890 年以前 8-4 制除南方外，成為通行學制，而新英格蘭則是提前至 5

歲入學(Cubberley,1919: 454-455)。公立中學課程日後被文理學院接受，兩者銜接，

美國的教育階梯(educational ladder)才漸形成(Cubberley,1919:234-235)。但有關書

中很少注意到此點。 

至於高等教育，美國殖民地時期只有 9 所學院，都具教派色彩，獨立後國家

開始注意到高教，1800 年以前新增 15 所，1860 年底達 246 所，1889 年時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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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440 所；其中州立大學成立是 1860 年以後，在此之前已有 16 州設有州立大學，

而大幅擴張要到 1885 年以後(Cubberley, 1919: 200-204)。1862 年國會通過〈莫理

法〉(the Morrill Act，即撥地法 Land-Grant Act)，由聯邦提供公共土地給州設立

農工學院，協助高教擴張。在 1860 年以前，美國免費公共學校制度至少在原則

上，北方各州已建立。免費公立中學加上州立大學，呈現建立州支持的教育制度

(Cubberley, 1919: 210-212)。不過有人認為在 1890 年時美國教育制度並不存在

(Perkinson, 1850/1968:127)，如此增加外人認識的困難。 

四、用中國科舉概念去理解與轉譯美國三級學制易生誤解。除裨治文(1861：

37)提出小學、幼學、大學，李提摩太(1889//1968：10224)提及初學、中學、上學，

及崔國因(1894：15/48)提及小學校、中學校、大學校外，多數書未提到整體學制

及三級教育。按美國學制，學童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逐級而升，但各書

未精確說明中小學修業年限，不易推斷所採何種學制。而高理文(1897/1964：14)

又借用中國科舉制度中秀才(生員)、舉人、進士等功名晉升觀念，去解釋小學入

學如秀才，中學畢業如舉人、大學畢業如進士。梁廷枏沿其說。丁韙良(1883/2016：

63)記，太學課程既滿，獎以功名，優異者與孝廉相似；學業大成，復以榮寵而

進，其秩與進士相似，稱「鐸德」(doctor)，亦可為師。兩人根本是將西方學校

升學措施與中國官員考選制度混淆。高氏再借用中國秀才與舉人的概念，來比擬

通過入學考試及取得畢業學位資格。按當時美國的學生，身分很單純，但是中國

的官學生卻享有功名、有出身。且照他的說法學館畢業後，還有書院、大書院、

大學，顯然當屬今日小學程度；如此畢業後，如何可能直接成為士農工商。 

五、雖略及美國教育行政制度，但未敘明內戰後聯邦教育機構是從部

(Department)降為署(Bureau)，而其功能只是蒐集教育資訊(Urban & Wagoner, 2004: 

170)，及依其憲法教育權歸屬州自主，但對地方如何運作欠詳細說明。 

 

伍、結論 

本研究根據 49 種文獻以探討甲午戰敗前在華中外人士對美國教育的介紹，

首先說明十項發現，再提出結論。 

一、49 種介紹美國文獻中，按性質，屬史地類 37 種、遊記類 7 種、教育類 1 及

其他類各 4 種。按編著身分，新教傳教士 24 種，清地方官員 6 種，使美官員 9

種，民人 6 種，外官民 4 種；由此可知新教傳教士在介紹上扮演重要角色，美籍

占 7 人。清人作者中有直接遊美經驗 9 人，可知多數是靠間接資料來認識美國及

其教育。出版時間，嘉道咸朝 19 種，同光朝 30 種，故大多是在洋務運動後出版，

特別是在派駐美公使後，所述多屬美南北戰爭以後事。諸書中有教育記事者 26

種，逾 1/2。 

二、撰書目的新教傳教士當在促進中西交流並趁機傳教，而不同背景清人的動機

各異，有師夷制夷、消遣自娛、破睡魔、敦交誼等。 

三、高理文、徐繼畬及魏源等書常為時人參考引用。 

四、26 種有教育記事書中，按數量介紹中小學有 21 種，大學 18 種，女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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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種，陸海軍校 7 種。其他有聾啞院、師範學堂、神學院、醫學院、法學院、

育嬰院、教育行政制度、圖書館、技藝館、識字率等。 

五、美國 38 州中介紹教育狀況涵蓋 1 特區 29 州，分布可謂甚廣。各書概略介紹

中小學及大學的數量、分佈、人數、經費，可讓人有粗略的認識。雖有少數注意

到免學費及強迫入學，但未點出公共教育制度特色，且未注意到整體學制。 

六、對於美國國名與地名的翻譯，各書不一，將造成國人認識困擾。 

七、對於美國中小學及大學的譯名不一，且用中國機構名稱去譯介易生誤解。 

八、美國由免費公立共同小學、免費公立中學及州立大學所構的教育階梯，及以

8-4 制為主的三級學制尚在形成，更增加清人理解的困難。 

九、用中國科舉概念去理解與譯介美國學制易生誤解。 

十、略及美國教育行政制度，但未辨明教育權屬地方，中央功能只是蒐集資訊。

且對於地方制度運作也未詳述。 

最後提出三點結論： 

一、清人對於美國及其教育的認識，始於 19 世紀道光朝而非退還庚子賠款留美

後。中外人士透過中文論著介紹美國教育狀況，新教傳教士開其端，清官民繼之。

各類書籍數量漸增，內容日深，部分著作一再被鈔引。 

二、諸書對於美國教育的介紹多屬片段，無法了解全貌。因美國立國才百年，教

育制度尚在建立中；且依其憲法規定教育權屬各州，但各州作法不一，彼此差異

大，缺共通性，以致中外人士不易全盤瞭解，各書介紹時常侷限一隅，加上翻譯

不一，更增加清人認識的困難。 

三、因清人對美制認識程度明顯不及日制，當甲午後清廷欲仿效建立西式學制時，

不利美制的引入。 

至於甲午後至辛丑新政前介紹的加深，與甲午以前各派教會學校的設立，對美國

教育引介的影響，將另文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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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2  晚清首位美籍傳教士裨治文在華文教事業與美國教育制度的引介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晚清首位來華美籍傳教士裨治文的教育事業，及其對引介美國教育制度的

影響。本文採歷史研究法，經考證及分析一手中英文史料後發現，他在華 31 年間，除

直接佈道外，還藉翻譯聖經、出版書籍、發行報刊及設立學校來傳福音。他所撰美理哥

合省國志略是首部美人介紹美國及其教育制度之作，廣為時人鈔引。另他在穗、澳、港、

滬設立學塾，教育貧童，並倡「設學輔教」策略，起初未獲所屬美部會支持，但仍以己

力募款興學。裨夫人也積極在穗、滬、京設立女塾，興學輔教。直到他病逝後 1877 年

在華各差會才改變態度，改支持興辦教育事業。之後美部會擴展華北教育事業，更建立

教會學校系統，故裨治文早期引介美國教育制度的先驅角色實不可忽視。 

 

關鍵字：美國教育制度、裨治文、晚清、教會學校、教育移轉 

 

 

The Educational Enterprise of the First American Missionary E. J. Bridgman and his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al System in Late Ch’ing China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Rev. E. J. Bridgman and his influence of introducing 

American Educational system in Late Ch’ing China, who was the first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to China in 1830. This study used historical method and primary sources. During 

his thirty-one year’s service in China, not only he preached the gospel directly, but also 

translated Scriptures, published an influential book, A Brief Account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of American, and journal to introduce USA and her educational system. Besides, he 

established a few primary schools at Canton, Macao, Hong Kong and Shanghai for poor 

children for evangelism and training native assistants. He also initiated a strategy ‘education 

as means to evangelism’, which was not recogniz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in the beginning 

until the resolution made by The Shanghai Missionary Conference 1877. As the pioneer and 

founder for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its mission school system later 

of American Board, and introducing American Educational system, their Mr. Bridgman’s 

educational efforts should be forgotten. 

  

Keywords: American Education, E. C. Bridgman, educational transfer, late Ch’ing, 

mission schools 

 

壹、前言 

 

中國近代官辦教育的西化，始於十九世紀清同治朝洋務運動時創設同文館、

船政學堂等西式學堂，但正式建立學制則要到光緒朝 1904 年頒行《奏定學堂章

程》，該制主要仿自日本，間接引入西式學制。不過早在鴉片戰爭前，民間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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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開始直接引介西方教育及學校，其中英美新教傳教士是重要媒介之一，最早抵

華的是英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 Society）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他

1807 年到廣東。之後在他請求下，1810 年創設的美國公理會（Congregational 

Church）海外傳教部總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簡稱美部會），1829 年 10 月最先派遣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初名高理文，係其中名音譯）來華，直到 1861 年病逝上

海，在華服務 31 年。期間他除努力直接佈道外，也藉翻譯聖經、編譯報刊、出

版書籍及創辦學校等，宣揚福音與西方文明。他是首位引介美國教育制度的美人，

開清人認識美國教育的先河。其舉早於 1872 年容閎選派幼童留美，更早於 1844

年中美望廈條約的簽訂。但過去常以為晚清中美教育交流，始於庚款 1909 年清

華留美以後，1919 年杜威來華講學，或是 1922 年仿美實施新學制，但實際時間

更早。如清華最初三屆 180 名留美學生中， 已知來自聖約翰書院、北京匯文大

學、嶺南學堂、東吳大學堂、金陵匯文書院、長沙雅理大學、杭州育英書院等教

會學校的比率，第一批佔 23%，第二批佔 32.9%（周愚文，2018）。而民國時期

的燕京、北京協和、齊魯、東吳、之江、滬江、金陵、金陵女大、武昌華中、華

西協合、福建協和、嶺南、聖約翰等知名教會大學創設的起源，許多都可上追到

晚清時期，其中多校更是始於規模很小的初等學塾，之後再逐步擴張，提升程度

成中學，最後變成大學。這之中最早創辦學校的是美部會，關鍵先驅人物之一即

是裨治文。然以往學者（王立新，1997；顧長聲，2005；蘇精，2006；Drake, 1985）

對他在宣教、中西文化交流及新聞傳播的貢獻探討頗多，僅少數人略提到教育事

業（張施娟，2010；Lazich, 2008），但未揭示他在近代引介美國教育制度上的重

要性；又雖中國知網（CNKI）有逾百篇期刊及學位論文中提到裨治文，但僅少

引用教會英文史料及討論其對興學的貢獻，有鑑於對他在華教育事業與引介美國

教育制度的相關研究很有限，故有探討的必要。本文採歷史研究法，以晚清教會

所辦報刊與年報、傳教士傳記及著作等中英文一手史料為主，經內外部考證及分

析，並參考間接史料與今人論著後提出結論。以下依序簡述其生平、著書、興辦

學塾、倡設學輔教及其他文教事業，最後討論其對引介美國教育制度的影響。 

 

貳、生平簡介 

     

裨治文 1801 年生於美國麻州貝謝城（Belchertown），1813 年受洗加入公理

會。1822 年入阿姆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該校提供貧困青年古典神學

教育，在校四年學習古典語言、數學、修辭、道德哲學及自然哲學。1826 年畢

業後再進入波士頓安多佛神學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該校為新英格

蘭地區公理會及長老會教堂培養牧師，1829 年畢業（Bridgman, 1864:pp.1-2）。

1827 年紐約商人奧立芬（D. W. C. Olyphant）與馬禮遜共同函請美國教會速派兩

名傳教士到中國。1829 年美部會與美國海員之友會（American Seamen’s Friend 

Society）遂選派裨治文往粵協助馬禮遜，而雅裨理（David Abeel）至海員之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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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Lazich, 2000: p.49）。同年 10 月初他由美部會按立為牧師，再奉「審計委

員會」（the Prudential Committee）書面指示前往中國，1830 年 2 月下旬到廣東。

到後他一面學習中文，一面展開傳教工作。1839 年中英鴉片戰爭前夕，他遷往

澳門避禍。1841 年 7 月獲紐約大學頒授神學博士。1842 年 7 月初移到香港，1845

年遷回廣州，6 月與剛到中國的聖公會（American Episcopal Board）女傳教士吉

蕾（Eliza J. Gillett）結婚（Bridgman, 1864: pp.13-35）。1847 年 6 月北上上海，

參與聖經翻譯並推展教務。1852-1853 年間因病一度返美，1853-1854 年又訪南

京太平天國。北京條約簽訂後，差會派員前往天津拓展，但他已生病，1861 年

11 月初病逝上海。他在華期間曾經歷中英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之亂及英法聯軍，

且 1844 年中美簽訂望廈條約時曾任美方使團牧師與翻譯（Wylie, 1867）。 

    他們夫婦除積極傳教外，都重視教育工作在傳教事業的重要性，並曾為文討

論過中國的教育，如他於 1835 年 5 月 4 卷《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

發表〈中國人的教育〉（Education Among the Chinese），向外國介紹中國的教育，

並指出其問題（Bridgman, 1835a）。裨夫人所著《中國的女兒-中國家庭生活素描》

（Daughters of China, Sketches of domestic life in the celestial empire），曾略論及中

國婦女教育（Bridgman, 1853）。 

 

參、著書介紹美國及其教育制度 

一、著書與流通 

19 世紀初，清人對於美國及其教育的認識十分有限，雖有英倫敦傳道會麥

都思（W. H. Medhurst）的《地理便童略傳》（1819 年）、米憐（William Milne）

的《全地萬國紀略》（1822 年，原分載《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普魯士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的《萬國地理全圖集》及廣東商人謝清高所述的《海

錄》（1820 年）等 4 書，概略介紹美國，但僅郭實獵（1897/1964）書約略提及教

育。周愚文（2019a）指出，甲午之前至少有 49 種在華中外人士所撰書籍介紹美

國，其中僅 26 種述及美國教育，而裨治文是美籍第一人。 

署名「高理文」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是裨治文為中國益智會（A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出書計畫之作。該會 1834 年成

立（後詳）後次年擬出版世界通史、世界地理及世界地圖，之後再出版介紹美英

法等國之書。在該會 1838 年出版書單中列有 Descrip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一書，當是裨氏書（MacGillivray, 1907: pp.658-659）。1837 年他投書美

部會的波士頓《教士先驅報》（the Missionary Herald），6 月刊出他每天正在寫美

國簡史，預定兩卷，每卷 75 頁，包括美洲的發現，美國的環境、疆域、國民性

格、禮儀、風俗，以及人民不同的政治、文學、宗教、慈善機構等主題，共計

56 章。該書將由中國益智會出版（Bridgman, 1837）。1838 年他又投書該報，1

月報導他正準備美國史，將由中國益智會出版（Bridgman, 1838a）。5 月刊出他

去年 9 月來函，說他正為中國益智會所寫的美國史（The History of United Sates）

仍持續中，並表示美部會不認為此與傳教工作無關（Bridgman, 1838b）。該書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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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 年 11 月時已完成（Lazich, 2000: 144）。 

該書 1838 年（道光 18 年）在新加坡由美部會堅夏書院出版，他於自序說：

「予雖荒陋無聞，華人多見廣識，惟合省輿地、土產、人物、規條，一切國中事

物，尚未悉領於胸中，故不揣愚庸，略為詳說。」（高理文，1838：頁 3）該書

是最早由美人所撰介紹美國的專書。1844 年（道光 24 年），修改後更名《亞墨

理格合衆國志略》於香港出版。1846 年於廣州出版。1861（咸豐 11 年），修改

內容並再更名《大美聯邦志略》（後簡稱《聯邦志略》）於上海出版。裨治文於〈重

刻聯邦志略敘〉說明原委是：「是書初稿，……今垂二十餘年，原板散失，杳不

可尋。予又遷居滬上，索書者踵接於門，懼無以應其請也。因補得已，復搜初稿，

與華友宋君重加刪改，並創為漢字地球等圖。」（裨治文，1861：頁 1） 

書成後，陸續獲清人參考或傳鈔。如齊思和等（1964：頁 2928）所編《籌辦夷

務始末（道光朝）》卷 74 載，1845 年（道光 25 年）6 月〈耆英等奏請准比利時

一體通商並美利堅立國大概情形摺〉云，耆英、黃恩彤奉旨查考後奏陳美國歷史

一節，當引自《美理哥合省國志略》。 

當時學官梁廷枏（1846/1997）於 1846 年（道光 26 年）編成《四國圖說》，

該書主要取材於高理文書。另福建布政使徐繼畬（1850/1968）所編《瀛寰志略》，

1848 年（道光 28 年）有福建巡撫衙門刊本，1850 年（道光 30 年）有總理衙門

刊印，亦參考過高書。內閣中書魏源 1852（咸豐 2 年）所編《海國圖志》百卷

本卷 59、62 及 63 鈔錄之。1861 年（咸豐 11 年）裨治文於〈重刻聯邦志略敘〉

說：「如《海國圖志》、《瀛寰志略》及《大地全圖》等書均蒙採入，又有日本人

以其國語譯者。」（裨治文，1861：頁 1）1879 年（光緒 5 年）日官員岡本監輔

（1891/1962）的《萬國史記》卷 19〈美國記〉修改節錄之。王錫祺（1897/1964）

於 1897 年（光緒 23 年）所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後簡稱《再補編》）

收錄修改後稱《美理哥國志略》。 

 

二、內容分析 

（一）分省教育狀況介紹 

高理文（1838：頁 3-39）於《美理哥合省國志略》中，先分省（按州）概述

1836 年（道光 16 年）時 26 省教育狀況，如謂緬（Maine116），民皆能讀書，但

書院不過 2 所而已。另有大學公堂，是儒者苦攻聖文之所。其鄉中學館共有 30

間。此外，幼年學讀之館，各處皆有，或三、五十家設一所，各家不論大小，但

每人每年捐銀 2 錢 8 分，送交為首之人，盡將此經費用以教育童蒙。新韓賽（New 

Hampshire），定例各處徵銀設學館，其各鄉學館，全省共有 1,600 間、府學館 35

間。另有一大書院，院內有教師 10 位，學生約 200 人。馬沙諸些（Massachusetts），

全省學館每年約用銀五、六萬元。全省內文風，則也與波士頓無異。大書院共 6

所，其中一所自始建迄今，已歷 200 年。26 省之內，書院當以它最大最早（按

哈佛），其後各省仿效。有教師 35 位，學生三、四百人。囉底島（Rhode Island）

                                                 
116 地名均係作者自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90%E7%BB%A7%E7%95%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5%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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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館及規模與馬省相同，另有一大學公堂在省會（按 Providence）掌教。干尼底

吉（Connecticut），學館於 26 省內沒有像馬省注重訓弟子者。省會新港（New Port），

有大書院 4 堂，其一例學 4 年，然後隨意於 3 所學。3 所則包括聖文、醫道及國

中律例規條，4 所有教師 20 位，學生四、五百人。於另一省會哈得富耳（Hartford）

有一大書院，名華盛頓。其外，教啞與聾者一院，中有一百幾十位不等，所學之

法，皆用手指，其後 26 省皆仿效此。新約基（New York），全省有書院 4 所，每

院有教師幾人，學生幾百人。另大書院分學聖文、國律例或、醫道。其餘各鄉小

學館無處不有，男女年少者，皆可入學。每年全省大小學館所費銀約一、二百萬

元。國中有一演武館，在省內活得遜河（Hudson）傍，地名西角（West Point，

即西點軍校），有教師 30 人，學生 250 餘位，所學不過刀鎗、礮械、軍器。馬理

蘭（Maryland），有書院 4 所，每院有教師幾位，學生幾十位。費治彌亞（Virginia）

書院有 4 所，有教師幾十位，學生幾百位。西費治彌亞（West Virginia），大學公

堂、小學館皆與亞喇罷麻（Alabama）無異。以上主要是開國 60 年來美東各州

的狀況，所稱鄉學館、府學館、書院，相當於西方的中小學，而大書院或大學公

堂，則相當於大學。另及聾啞學校及軍校。以上內容，1844 年修訂的《亞墨理

格洲合省國志略》卻省略未錄。但 1852 年魏源（1852/2011）於《海國圖志》卷

62 盡錄之。 

裨治文（1861：頁 9-47）於 1861年的《聯邦志略》下卷增記：馬邦（Massachusetts）

一邑戶口約至四、五十人，在三、四百之數者，則立一小學。小學之外，邦中幼

學 800 所。大學 3 所，又大公學三、四所（即聖、醫、律三大學）。瑪邦（Maryland）

大學 13 所、教師 98 人，每年凡費銀 12 萬圓。每年總費銀約 300 萬圓，其各學

之事，由邦內正副首長與學長 8 人，共為一學院，以處理學務。干邦（Connecticut）

有極大之學，學生各 800 餘人，聯邦中，無大於兩所大學者（按哈發 Harvard 及

葉里 Yale）。米邦（Missouri）、音邦（Indiana）學堂如呵邦（Ohio），嘉邦（California）

學堂與馬邦、干邦略同。 

後王錫祺所錄《美理哥國志略》，則是收錄 1838 年版的內容，除略修部分譯

名及文字外，增記：華滿（Vermont）部（按州），書院與新韓賽同。邊西耳文

（Pennsylvania）有大書院 7所，每院教師三、四人，學生一、二百人。鄉中學

館之時不多，今士人合議，各人捐輸，竟有一人樂助二萬圓者，其餘人也捐款不

少。底拉華（Delaware），學館與邊西耳文無異，但未設大學。南駕羅連（South 

Carolina）有大書院 2 所。北駕羅連書院僅 1 所。磋治亞（George）有大書院 1

所，各鄉小學館百所。建大基（Kentucky）有大學公堂 5 所，各處小學館亦不甚

多。亞喇罷麻有大書院 2 所。典尼西（Tennessee）有書院 3 所（高理文，1897/1964：

頁 3-10）。 

（二）全國教育概況介紹 

《美理哥合省國志略》除分省介紹外，又概述全美大學及中小學。1844 年

版《亞墨理格洲合省國志略》卷 21「學館條」略改前書文字後照錄。1846 年梁

廷枏（1846/1997）的《海國四說》合省國說卷 2 加以參考。1852 年魏源（185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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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國圖志》卷 59 亦錄之。1861 年《聯邦志略》上卷「學館書籍條」再修改。

1879 年岡本監輔《萬國史記》卷 19〈美國記〉則是參考《聯邦志略》修改。惟

王錫祺《再補編》卻錄 1838 年版，只略修文字。又他記：「國內立一律例院，有

室數十間，每間有一師長教，凡進院習讀書者，以三年為滿，皆訓告規條律例，

使人知遵守。」（高理文，1897/1964：頁 14） 

然而細比較《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及《聯邦志略》兩版本的內容後發現，無

論對相同事務的用詞及所述內容都不盡相同，故先將描述三級教育的機構所用名

稱，彙整如表 1。由表 1 中可發現裨治文用來指涉三級教育機構的名詞，已有所

改變，而用中國科舉制度比擬相應階段的用詞也改變了。再將兩書相關內容列表

並陳比較如表 2，由表 2「主要修正處」一欄中，可發現所敘述制度內容有所增

減。 

表 1  

兩書三級教育機構名稱對比 

相當今階段 美理哥合省國志略 聯邦志略 

小學 鄉學 小學 

中學 縣學 幼學 

大學 省學（秀士→舉人）（4 年） 大學（生員） ）（4 年） 

專業學院 大學館（進士）（3 年） 大公學（3 年）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表 2  

《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及《聯邦志略》教育記事比較 

相當今階

段 

美理哥合省國志略 聯邦志略 主要修正處 

小學 無論男女，皆三、四歲入學

者多，其學館定例，每鄉設

一所，鄉中富者科銀延師，

教一鄉子弟。若鄉中無富

者，則在省中官員處借助。

其就學之童，每日往返。所

學者寫數、地理志、鑑史、

聖經等。男女皆可以為師，

若女束修銀每月不過六至十

元，並教女童刺繡。男則二

三十元不等，亦有專教一家

者，所教之學，不外乎此。 

學制不因貧富限制人。有

男館、女館，各分小學、

大學，凡四、五歲以至成

童者，無不可入。初入者

為小學，館分官、私二類。

官學由地方官掌理，每鄉

一館，貧者、富者均可就

學。學中師生，無論男女，

各從其便，所學屬啟蒙一

切讀書識字之事。每年館

費，各由地方官支取。富

有之家，不願其子女入官

學，而聘師獨教者，是為

私學。 

1.增加有關普及教育性

質的敘述。 

2.入學年齡延後。 

3.增加說明學校性質分

男女館及公私立。 

4.省略原述課程內容。 

5,省略原載學費，可能因

為美制公共教育已實施

免費，而私立則收費。 

中學 縣中學館，有無多少不定。

但鄉學館不拘貧富，縣學

館，無束修者不可進，因用

此款延師。其館本處人稟縣

主而後建，或由縣主公同建

造者，其中所學，比鄉學又

略大。 

小學之上，別有幼學。每

邦有數十或數百館者，其

館亦有公、義二等。公學

由教師開門授徒，學生交

學費，教師各收其金以教

之，故稱公學。至於義學，

則或由富人捐立，或立會

公建，其館聘師等費，皆

由捐款者負擔，學生不

1.用新詞說明「小學-幼

學-大學」三級教育機

構。 

2.說明學校性質分公、義

立，及經費來源。 

3.增加女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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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二館所學，屬自小以

至成童之事。另有女館，

如教奏樂及女紅等皆是。 

大學 有省中學館，多少不定，省

中富人建之，或設會而以會

款建之，或官員助之。館中

條律，擇幾人議之，並司其

事，然後遍告同學。學生每

年考試一場為例，至期主事

者齊集，伺候考試，考中者

入館內習四年。不過者，再

回肄業明年復考，如中國秀

士。在內習學者，以四年為

例，每年有新者進，亦有舊

者退。如不遵律戒，不待四

年，亦可以逐之。既習四年，

則進為舉人。畢業後，可為

官、士、農、工或商，而各

司其事。 

省中學館，每省一、二所或

三、四所不等，但全省合計

約八、九十所。每所聘師五

至三十位不等，平均每所約

十位。教師每年束修銀一至

三千餘元不等，學生每年每

位送束修銀一、二百不等。

每館學生二、三百不定第，

合計不過百四、五十人。 

幼學之上，則有大學，每

邦一或二三館不定。一館

教師或數十位，學生或數

百人，入學者統以四年為

滿。每年散館三次，有滿

者畢業，則收新生以補

之。其學，分四等，滿一

年則進一等，年中依次考

試，學成准予超等，否則

黜之理舊藝，等其學成再

進。四年滿者，予以文憑，

如中國之生員。 

1.用新詞說明「小學-幼

學-大學」三級教育機

構。 

2.修改相應於中國科舉

的用詞。 

3.省略學費及教師收入

數字。 

專業學院 有大學館，只許已中舉者進

入。所學有聖文、醫治及國

中律例規條三類，二者不可

兼得；以三年為期，期滿列

為進士。 

聖文大學館，全國約三、四

十所，每所教聖文師四、五

位，學生約七、八十人。醫

治大學館，約三、四十所，

每所教師約七位，學生數十

人。習律例之館，師生多寡，

亦與醫館大同小異。 

大學之外，又有三大公

學，入館者以三年為滿，

每年散館二次。學滿者各

予以文憑，俾得行其所

學。 

聖學，全國四十餘館，專

以研習聖經，講解文義為

業，學成畢業，主學者給

予文憑，可為牧師，以行

教化之事。醫學，全國三

十餘館，入學者，專以講

求藥性，參悟病源之理，

三年滿得文憑畢業，可以

為醫生。律學，全國中凡

二十餘館，專習律例之

事，學者果係精通，滿日

領文憑畢業，則可以為律

師。 

公學之外，別有私學，係

為師者自立。其數其制，

皆如公學。各館皆有良

師，聽學生之請業。 

1.修正大學以後教育機

構的名稱。 

2 .省略相應於中國科舉

的用詞。 

3.省略大學三館師生數。 

4.增加私立的說明。 

資料來源：美理哥合省國志略（頁 56-68），高理文，1838，新嘉坡：堅夏書院。

大美聯邦志略（頁 36-38），裨治文，1861，上海：墨海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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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表中加底線處是主要更動處。 

綜觀上述引文可知，他較前人詳盡地介紹了美國 1836 年與 1860 年時，涵蓋

了全國與各州的概況，各級學校的種類、公私立與免費性質、三級教育的層級、

教育行政管理者、教育經費來源、各級學校的修業年限與教學內容，各級學校的

學生的學費、人數與畢業出路，以及中小學教師的性別、人數與待遇等訊息。如

將兩書合觀，當可對當時整個美國教育制度有一概略認識或印象；他並試圖用中

國的詞彙與概念去做解釋，或用科舉制的生員、舉人與進士頭銜做類比；但是如

再將兩書敘述加以仔細比對，也可發現美國三級教育制度上出現的變革。例如有

關小學部分，增加普及教育與免學費的有關敘述，但是未敘明這是美國正實施公

共教育的特色。另外關於三級教育的用詞，是「小學-幼學-大學」，而非日後所

習用的「小學-中學-大學」。 

雖然該書是美人中最早較全面介紹美國教育制度概況，且廣為士人傳鈔，惟

因為美國教育採地方分權，權屬各州，不易完整深入，但可提供時人初步認識美

國；要到甲午後《萬國公報》、《教育世界》等報刊及翻譯日文之書籍，始有更完

整深入的報導。故其書對當時教育現場直接影響恐很有限，此部分主要是靠他實

際興學的舉動。 

肆、興辦學塾引入美國教育 

    裨治文除了透過專書來引介美國教育制度外，事實上早在出書前，他即因環

境需要，透過辦學途徑，實際引入美國教育制度。以下分述其夫婦的興辦男女學

塾的措施。 

一、男塾 

（一）廣州與澳港 

雖傳福音是美部會交付裨治文來華的主要任務，但他根據實際傳教的經驗，

認為應辦教育以助之，遂先後在廣州、澳門、香港及上海等地興辦小規模的男塾。 

裨治文初到廣州時，曾教養數名青少年。日記中記 1830 年 10 月收養了 10 歲男

童阿忠（Achun）。11 月馬禮遜助手梁發來訪，希望其子梁德（Atih）10 歲，能

學英語及熟悉英文聖經，以漸助其修訂中文譯本（Bridgman, 1864: pp.54-55）。

不過他於《教士先驅報》（The Missionary Herald）1831 年投書，來訪是在 8 月 1

日（Bridgman, 1831）。又說，一名學生阿興（Ahing），晚上在寢室單獨讀聖經及

禱告到凌晨三點（Bridgman, 1864: pp.54-55）。隔年初，又答應教育名叫阿強

（Acheong）的 15 歲男孩。他每月只需再支出 2 美元。1830 年他向美部會回報

教導情形時，強調這只是個試驗，暫不要公開。他教這些男學生的步驟，是因情

勢需要，他祈禱上帝能收他們為門徒（Lazich, 2000: p.75）。這當是裨氏在華教育

工作之始，性質上相當於中國的義塾。 

裨氏日記說，1831 年 1 月底記去年工作重點有五：讀中文，傳教，準備與

分配書，教聖經，及通信。3 月底記過去三、四個月，他學中文及照顧 3 名中國

少年，2 個 11 歲、一個 15 歲，以致觀察國外的機會與閱讀及寫作的閒暇極有限。

他們已能像同齡兒童一樣讀寫中文，其目標是學習英文。這也可視為細緻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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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名字為阿強（Acheong）、阿忠及阿德，他們已受洗（Bridgman, 1864: pp.57-58）。

而他 1 月投書《教士先驅報》也說：他正在教 3 位中國少年，他們在他房中從日

出到晚上 8 點，學習讀寫中英文。他表示曾想過三四個月，要建立一所貧童學校，

計畫中學校要雇一位校長及教師（他原本的老師），此人應選擇校址，提供教室，

但不包括書籍，招收 25 名學生，提供所需所有事物，奉獻所有時間在學校的教

學，每月薪水 20 元或一年 200 元。但他和馬禮遜心理都認為計畫有阻力。學校

不應在他視導範圍外。該教師的特質非其所希望，他對基督教有相當認識及相當

程度信仰聖經，但無證據證明已是位新生的人。更大麻煩來自地方政府方

（Bridgman, 1831: 245）。日記又記，8 月中 3 人已學完中英文單字 2,200 字，遠

超過了馬禮遜所編《廣東省土話字彙》（Bridgman, 1864: p.65）。12 月記每天學中

文，教導及照顧 3 生是其責任（Bridgman, 1864: p. 67）。1834 年 10 月報告母會

聯絡秘書安德森（Rufus Anderson）學塾已遭解散（Lazich, 2000: p.97）。次年 4

月《教士先驅報》也報導因英國商務總監律勞卑（W. J. Napier）與地方政府交惡，

該校也遭破壞的消息（Editor, 1835）。 

裨治文 1837 年 9 月投書《教士先驅報》，次年 5 月獲刊，提及伯駕（Peter Parker）

與他於安息日及對祈禱者兩週聚會的聖經班，持續在廣州及澳門進行，出席者無

實質增加。宗教教學偶爾也施予少數中國人，如有機會提供，人數會增加。兩人

每人約教一二位男童，他們學習中英文，進步是值得鼓舞。學生人數將會增加，

但房間已不夠，所有學生須視為僕人，牧師們無法隨其所欲進行最重要的工作

（Bridgman,1838:p.169）。他 1839 年 7 月再投書，次年 3 月獲刊，提及他多將時

間用於學習中文，預備讀本，參照新版中文聖經學習中文，及每天一小時教導 3

名學生（Bridgman,1840: p.11）。該報報導，1842 年 7 年他由澳遷往港後，工作

包括宣教、教導青年，預備、印製及發送書籍（Bridgman, 1843c）。又稱，9 月

時隨同他遷港者有男學童 15 人及中文印刷工（Bridgman, 1846）。 

1844 年時，他給安德森信中提及，在港傳教站辦了一所小學塾，招收 10-15

歲中國兒童 6 人，全用中文教學，首要目標在灌輸福音精神，使其成為真正基督

信徒（Lazich, 2000: p.218）。 

時人 Happer（1884）謂，1844 年中美望廈條約中，允許美人在五口岸租屋

設教堂醫院及設學校。1845 年裨治文返廣州後，在傳教站內設印刷所，並辦了

一所學塾，每晚請新婚妻教中國少年英文，直到遷滬前（Bridgman, 1853: p.31）。

1846 年底夫人在站內開辦主日《聖經》班，成員為每天跟他學習英文的男童

（Lazich, 2000: p.243）。 

（二）上海 

裨治文 1847 年舉家北上上海，住在王家碼頭聖公會差會（Episcopal Mission）

會所但覺不便（Bridgman, 1853: p.98）。1848 年他回報安德森已獲捐款自行購屋

設傳教站，並規劃開辦一所學校及設一小教堂。但美部會開始批評他在上海建立

的傳教站及女子學校，堅持認為他應將精力用於傳福音，不該熱衷於開辦學校、

醫院、印刷所等文化事業。「審計委員會」也反對傳教士參與各副業，並開始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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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他的任何建議和行動（Lazich, 2000: pp.301-303），但他並未放棄辦學工作。1857

年《北華捷報》（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載裨氏為文紀念傳教士來華 50 週年，提及其開辦寄宿學校、日校，並為編寫教

材，組織讀經班。從早到晚參與妻的女校事務（Lazich, 2000: p.373）。 

    由以上對於各地男塾的片段記載可知，他所辦的學塾規模甚小，採住宿制，

免費，屬初等教育程度，教學內容有中文、聖經教義及英語。不過，卻已反映出

「設學輔教」的理念。他之所以如此做，當是基於救濟貧童的同時，施以免費教

育，更容易傳福音，招收到信徒。 

美部會《1861 年年報》載，1861 年他過世前，上海曾有 3 所日校在運

作，每校有 12 名學生，其中曾因太平軍亂暫停 2 個月。這些學校及女塾（後

詳）都由裨夫人執教，不在時則由本地助理代替（A.B.C.F.M., 1861: p.111）。

《1862 年年報》載，裨氏過世後，1862 年有 3 所日校由夫人所訓練的學生

執教，並由她監督（A.B.C.F.M., 1862: p.148）。《1863 年年報》載，在當年

她離滬返美前，一所日校在賴（Laisure）女士監督下，持續由裨夫人所訓練

的女子維持（A.B.C.F.M., 1863: p.124）。 

 

二、女塾 

（一）廣州 

除辦男塾外，裨治文夫婦也曾在廣州、上海及北京教育女童。教育工作則是

從裨夫人在廣州收養女童開始。1845 年秋她收養一位 7 歲孤女，年底再加一位。

她們成為後續女塾的核心，學塾由她照顧（Bridgman, 1864: p.142）。不過據夫人

所撰《中國的女兒-中國家庭生活素描》載，1846 年底梁發之子梁德來訪，他是

裨氏學生，希望其女阿葉（Ah-yee）受教育，但年紀太小，不希望與母親與阿姨

分開，故夫人希望再找一人作伴（Bridgman, 1853: pp.83-85）。於是阿葉開始加

入她教男童的英文班，很快學會單字的發音與意義，一年內她方言流利，並能說

讀英文。6 個月後梁德介紹小姨子之女阿蘭（Alan）來學，與阿葉為伴（Bridgman, 

1853: pp.89-90）。 

（二）上海：裨文女塾及其他 

夫人 1847 年隨夫北上時帶兩女同往，到滬後又加入兩小女孩，一為鄰女名

阿妮（Anee），一名子恩（Szeune），共學英語。所學還有音樂、針線使用，而日

常課程是《聖經》，下課後兩新生就返家。又記她每天約用 3 小時在女童班，教

她們英文、縫紉及聲樂（Bridgman, 1853: pp.100-101, 115）。 

裨夫人一直想為中國的女子開辦一所學校，1847 年年底曾去信美部會說明

建立女子學校的理由，他們到中國的目的，即是為了獻身異教國家的教育事業。

後「審計委員會」勉強同意，招收幾個本地學生，就像之前教導過的阿葉、阿蘭

一樣，但對其更大且野心的教育計畫持保留態度（Lazich, 2000: p.303）。 

她的設校計畫於 1850 年春實現，所著《中國的女兒-中國家庭生活素描》記

述了有關情形。為開學做準備，她和兩女孩逐戶拜訪鄰居，就像之前在美國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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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生一樣。該女子學校於當年 4 月 15 日開辦，起初只有日校，無法收住宿

生。原計畫只教中文，由本地老師擔任，宗教教學則於安息日由本地蔡姓教友擔

任，裨治文偶爾來。每天上午上課，中午供一餐飯及蔬菜，首要重點是要取得信

任。女學不教英語。第 4 天始有 2 人來，分別是 7 歲、12 歲。後人數稍增。教

學時需阿葉、阿蘭協助溝通。辦學時需克服學生吸鴉片及用下流語言兩項困難。

一個月後因屋太小，移至廳堂。每週 2 天下午另請本地婦女教納鞋及縫紉。週日

安息日也會邀請學生母親及親戚來參加禮拜，是用方言傳福音。開學一個月後收

到美國費城第一筆 42 鎊捐款。8 月因有傳教士家庭搬走，空出屋舍，女學移至

另屋，有空間可收 10-12 名住宿生。該校即裨文女塾，日後成為裨文女學（the 

Bridgman Memorial Board School for Girls），是上海第一所女子中學（Bridgman, 

1853: pp.149-162）。 

更詳細的學校狀況，裨治文在 1851 年 4 月 15 日給美部會的報告中曾詳述第

一年的情形。當時上海沒有一所女子教會學校存在，也未提供任何教導。他們提

供女子教育的明確目的有二項：第一也是主要目的是盡其所能用一切可用手段，

儘可能對周圍人們立刻有益。第二是確認在傳教士工作中何者較可行。學校的設

立是一個實驗，透過簡單實際嘗試的歷程，確認何者可行，何者可作為未來事業。

至於報告內容包括設置地點、開學、學生數、招生、學生特徵、管教、教授課程、

督導及結果等方面。學校設在王家碼頭，在市郊，約有 6 萬人口，屬中下階級的

勞工。開學前，夫人及 2 女童逐戶拜訪鄰近 50 家，人數漸增。前四、五個月只

收通勤生，每天早餐後入學到用完所供午餐止，人數在 12-20 人間。9 月起開始

從通勤生挑選住宿生，漸增至 12 人。學生累計人數不少於 40 人，當前有 20 人，

其中通勤生 8 人，住宿生 12 人，年齡在 6-12 歲間，平均約 9 歲。管教上，首重

秩序與清潔。目標是要將學生從異教徒家庭的低下狀況與失序，轉向基督家庭的

特權與愉悅。強調服從，常用的懲罰是剝奪部分食物、隔離一天、對重複犯錯則

逐出學，但幾乎不必用體罰。所教課程，視每人需要而定。教學與告誡都用中文，

不教英語。她請一位有經驗本地老師協助，用當地免記憶自製認字塊的方法教學

生識字。學生識字後，開始學改編的《三字經》，其中包含基督教教條、《聖經》

的故事、及類似《西敏會議教義問答》（Assembly’s Catechism）的限制。13 個學

生能背誦全文無誤，而不需提示。另以相同方式學習《十誡》（the Ten 

Commandments）。也都學《主禱文》（The Lord’s Prayer），每日都用到。部分女

生讀本地的「女教書」，學習社交禮儀規則；半數以上人學乘法表，所有人都學

唱基督讚美詩。並要求所有學生每天參與烹飪、打掃、擦拭、清洗及縫紉等家務。

每餐都被教予訓誡及範例，住宿生則教予默禱，早晚進行並參與家庭祈禱。安息

日一早有聖經課，11 時及 13 時分別有公共祈禱，前者由本地蔡姓教友負責，後

者由裨治文主持。晚上組有聖經班。該校校務由裨夫人全日督導，另有女舍監

（Bridgman, 1853: pp.181-192）。1851 年秋時女塾有 28 名學生，包括住宿生 16

人、通勤生 10 人及舍監子女 2 人。許多中國婦人曾來訪，特別對於學校教導學

生縫紉、製作、修補及清洗自己的衣服很驚訝與稱許。後裨氏因病 185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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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妻及一位女學生金妹（King-meh）一同返美，其餘學生則委由長老會（the 

Presbyterian Board）威特（J. K. Wight）牧師夫婦照料，至少一季（Bridgman, 1853: 

pp.217-221）。由上所知，他們設立女塾的目的，是想透過設校實驗，找到最適合

向中國傳福音的方式，以為日後的工作重點。 

當 1853 年 4 月他們自美返上海後恢復寄宿學校，原在王家碼頭的舊屋，太潮

濕且全家住不健康，遂另租黃浦江西北地，包括家人及學塾。後自建房舍，家人

安排在西側，女子寄宿學塾設在東側，有兩層有兩間教室，下為工作室、上為宿

舍，主建築有兩間屋，做禮拜堂供聖餐禮用，學生早晚做祈禱。1855 年 10 月記

中國學生有 25 人（Bridgman, 1864: pp.204, 209）。當舊生離校，在裨氏督導下，

受雇到她所開設的日間女校工作（Blodget, 1872a）。1859 年時，同時她照料 3 所

上海女子日校。另外，她自己還教導一班貧窮婦女的主日學班，當時不少於 75

位婦人與女子定期受她教導（Bridgman, 1864:pp.250-251）。而美部會《1861 年

年報》載，1861 年女塾有中國老師，上課到中午，晚間便病逝（A.B.C.F.M., 1861: 

p.111）。《1863 年年報》記，學塾上課到中國新年後 10 天，學校放短假，後再開

課，聘了新老師，校務繼續運作。當年有 20 名學生。後因裨治文病逝，1862 年

她因病被迫放棄返美休養，學校轉給美國長老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羅氏夫婦（Roberts）續辦（A.B.C.F.M., 1863: p.124; Blodget, 1872a）。《1864 年年

報》則記，1864 年她返華後仍由長老會傳教士續辦（A.B.C.F.M., 1864: p.128）。 

    由以上資料可知女塾的概況，它們所招收的女學生，屬於中下層少女，學塾

規模不大，通勤與住宿兼採，免費，教育內容有識字、算術、音樂、家事，但基

督教義與活動是重點，程度屬初等教育，目的是透過實驗，找到最佳傳福音的發

訪。 

1871 年她過世後由美「女公會」（the Woma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接手（Editor, 1940）。林美玫（2011: 頁 169）謂，美聖公會為集中上

海人力物力，1881 年將裨文女學（The Bridgman Memorial School for Girls）與文

紀女學（Emma G. Jones Memorial School for Girls）合併為聖瑪麗亞書院（St. Mary 

Hall）。1887 年時，有學生 40 人（Editor, 1887）。 

1868 年裨夫人返回上海後，將興趣集中近期由賽爾夫人（Mrs Syle）為中國

女子所設學校，她協助教學，籌募支助基金及尋找永久設施。後找到地點，蓋好

落腳建築，包括小教堂、藥房及一間房供日校，並由一位她之前上海所教學生任

教師。為此機構， 她至少提供個人收入 5 千元（Blodget, 1872b）。此外，她擔

任上海女學學會（Shanghai Female School Society）會長，1871 年 11 月過世後根

據遺囑，身為會友她將價值約 8 千元的財產捐給該會所設學校，條件是學會至少

要維持有 25 名學生（Editor, 1872）。 

根據她遺囑的捐款，使得美國女公會原於北京所設女子寄宿學校，1881 年

移往上海，繼續辦學，並附設一日校（Tiedemann, 2009: p.235）。1907 年時平均

入學人數 35 人（MacGillivray, 1907: p.469）。  

（三）北京：貝滿女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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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 年裨氏病逝後，夫人因病返美。1864 年她返華和美部會白漢理（Blodget）

牧師共同前往北京設立傳教站，並以私人資源在北京首創寄宿女校—貝滿女塾

（Bridgman Academy）。9 月先招 1 人，之後有母親隨 3 位女兒來。他們在街頭

行乞，父親是吸食鴉片者，前者是由蘇格蘭傳教士賓為霖（W. C. Burns）帶來

（Blodget, 1872; MacGillivray, 1907: pp.271-273）。4 人成為學校的核心。學生住

校，聘有一位女教師。因裨夫人不懂北京話，雖勉強和學生溝通及直接教學。她

透過年長學生翻譯，在學校教聖經班，也教校外婦女（Editor, 1880）。有學生回

憶當時學校缺教科書，沒有聖經及祈禱書，未教英文，學生們需等撰寫或翻譯的

教科書，在此之前只能學讀寫以外之事（Burton, 1885:p.63）。美部會《1866 年年

報》則記，1866 年時，有學生 15 人，均來自滿族家庭，未纏足。家長不願送子

女由外國人教導的問題已漸克服（A.B.C.F.M., 1866: p.133）。次年有 16 人

（A.B.C.F.M., 1867: p.117）。1868 年夏她生病，10 月退休，才將學校交給初到的

助理波特小姐（Miss M. H. Porter），當時學校有 16 位學生，年齡從 16-20 歲，原

聘女教師被解聘，另聘一位受尊敬的男性白髮長者。學生一般來自低層，父母或

監護人允許其入學，只因家中極度貧寒（Editor, 1880）。之後學校繼續運作，美

部會 1869-1899 年年報記錄了該校學生數，1869-1898 年狀況見表 3。由表 3 可

發現學校規模不大，學生人數起伏，1889 年以前，人數多低於 30 人，之後增加，

最多時達 68 人。 

表 3  

北京貝滿女塾學生數 

年度 人數 年度 人數 年度 人數 

1869 - 1879 24/平均 18 1889 36 

1870 16 1880 24 1890 36 

1871 27 1881 17 1891 60 

1872 18 1882 40 1892 60 

1873 平均 18 1883 23 1893 52 

1874 20 1884 31 1894 55 

1875 18 1885 21 1895 53 

1876 19 1886 平均 18 1896 43 

1877 23 1887 28 1897 68 

1878 20 1888 26 1898 - 

資料來源：作者依 59th-89thAnnual Report of A.B.C.F.M., 1869-1899 整理。 

 

美部會《1879 年年報》中，提到該校無法引導保定府的家長送女兒入學，

部分是距離遠，部分是因招生規定學生需未纏足，當遠距學生企圖入學時，卻又

受阻於已纏足；另一項阻礙是女童年幼時即許配給異教青年。直到學校能招收教

會成員家庭女子前，此將不易確保最大成功。當年共有學生 24 人，平均出席 18

人（A.B.C.F.M.,1879: pp.63, 74）。《1890 年年報》提到，學生 36 人，已達上限，

而需改變現有建築。學生中 30 人來自基督教或有關連的家庭，某些人入學前已

接受過教導。學校鼓勵慈善、勤勉及關懷的習慣，未發生過嚴重疾病，所學是基

本的，有好的進步。年終考試包括聖經史、基督生活、筆算及心算、地理、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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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寫漢字。學校強調不纏足的規定。10 名學生是教會成員，16 位在見習，所有

人都渴望成為基督徒（A.B.C.F.M., 1890: p.66）。《1893 年年報》載，該校有學生

52 人，均未纏足，學生受到最大照顧與關愛。學校提供 8 年制課程，當年並引

入體育，9 位獲接受參加聖誕節（A.B.C.F.M., 1893: p.73）。 

根據 Fryer（1895: pp.11-13）調查，1895 年時，貝滿女塾（Bridgman High School 

for Girls）是免費寄宿學校，學生 50 人，平均年齡 14 歲，課程包括聖經、四書、

中國女教經典、心算與筆算、史地、科學入門、生物學、生理學、教義問答等，

但主要學習聖經，有 3 位本地教師。庚子事變時學校被毀（MacGillivray, 1907: 

p.271）。之後恢復，1905 年時，擴大並將更名為協和女子學院（Union College for 

Women），有美籍女教師 4 人，本地男教師 1 人，女教師 4 人，寄宿 95 人，通勤

生 20 人，小學生 52 人，中學生 38 人，學院生 5 人（Gee,1905: p.5）。後加入華

北教育聯盟。民國後併入燕京大學。 

 

三、小結 

綜觀裨氏夫婦所辦男女學塾，規模都不大，校數有限，教育程度不高，也未

受到美部會大力支持，但是他們靠己力募款持續興辦，目的是希望配培養信徒及

本土傳教助手。依林美玫（2015：頁 252）據《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資料統計出， 1869 年（同治 8 年）時，美部會有日間

學校男生 159 人，住宿學校男生 31 人、女生 43 人。Fryer （1895: p.6）指出，

1895 年時該會 8 個傳教站報告，共設 96 所學校，有本地教師 111 人，男學生 1,159

人，女學生 528 人，合計 1,691 人。林美玫（2015：頁 257）又稱，1905 年（光

緒 31 年）時，增至日校或小學 188 所、學生 3,271 人；中、高等學校 29 所、學

生 966 人。由以上 3 條數據可知，美部會教育事業是持續在擴張，且程度日漸提

高。此點顯示該會對辦理教育事業態度已由初期的反對轉為支持，MacGillivray

（1907: p.262）認為，該會同意設校以助推展教務，當自裨治文開始，因該會福

州站首間日校設於 1849 年，晚於裨氏在廣州設學。 

 

伍、倡議「設學輔教」 

裨治文為何會在街頭宣道、印發宗教書籍等常用傳教策略外，一到中國後就

開始興辦學塾。他之所以如此，當來自於實際經驗所需。 

1830 年初到中國廣州後，由於教養貧童的試驗，他深信教育的轉化力量，

並清楚覺察到此種努力對中國傳教的長遠重要性。他 1831 年時曾建議美部會為

貧窮的兒童開設學校的可能性。雖然當時審計委員會認為該提案尚不成熟，但仍

同意他個人的試驗，並於《教士先驅報》刊載其辦學狀況（Lazich, 2000: p.76）。 

1837 年他向美部會審計委員會報告在華宣教實況時，引用了倫敦傳道會戴爾牧

師（Samuel Dyer）所提中國尚未開放的觀點，戴氏指出：一、中國尚未普遍公

開接受傳教士們，二、中國尚未開放教會學校的設立，三、中國內地尚未開放聖

經及小冊子的印刷，建議設立學校（Bridgman, 183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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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部會負責的聯絡秘書安德森卻認為，傳教的終極目標是建立自養

（self-supporting）、自治（self-governing）、自傳（self-propagating）的教會，如

此則不需要西方不斷輸出傳教士。他且日漸懷疑教士們所提出的計畫，特別是企

圖為中國青年提供西式的英語教育，他認為所授知識大多與基督教教義無關

（Lazich, 2000: pp.217-218）。1841 年 7 月他致函美部會仍堅持主張，根據他們目

睹及所知新舊教傳教士對中國人傳教工作判斷，他們的明確意見是，學校是讓中

國人接受基督教的主要方法之一。如要有優秀且虔誠的佈道者，有能力的作者，

他們應如何訓練？除非是在教會學校中。故他擬將 1/3 人力用於辦學校（Bridgman, 

1842a: 101）。 

鴉片戰爭後，他離開澳門前往香港前，1842 年 6 月再度致函美部會表示，

在中國宣教應有之道包括，訓練許多有能力虔誠的傳教士、成立學會、設立學校、

設置機構等，都是重要的。又為訓練兒童與青年應為之道，必須設主日學（Sabbath 

schools）及聖經班（Bridgman, 1843a）。9 月信中，他更具體報告在中國的新教

徒人力，該會者只有 5 人，爭取增派人員（Bridgman, 1843c）。 

1843 年 7 月底他又致函美部會，建議在廣州、香港、澳門、寧波及上海等

口岸加派傳教士，約 10-11 人，除中廈門要 6 人，其餘 4-5 人，且在每個主要傳

教站設置初等學校（primary schools）應受到支持，做為傳教手段；而這些學校

的前三項目的都是讓學生改信基督教；並盡可能設高階的神學校，招收初等學校

畢業生，以教育有希望成為虔誠信徒的人，及承諾協助差會工作的人（Bridgman, 

1843b）。由此可知，鴉片戰爭後，為了因應宣教新局，他主張設學的目的有二：

一是透過學校教育來讓學生成為教徒，二是培養本土的傳教助手，以利傳教。 

    在 1850 年美部會的調查報告中，廣東的裨治文反映，該會各中國差會教育

部門尚未完備，委員會的意見是，被視為傳教士運作制度一部份的教育，據過去

經驗，在被授權給該部門相當經費前，應被當作特殊符應中國傳教士的科目。無

疑地，教育本地差會某階段傳教士的神學校，及教育本地基督徒子弟的預備學校

是很重要的（Bridgman, 1850）。 

除上述所述可知母會不支持或反對差會興學的理由外，還有外在大環境因素。

今人 Rawski（1985）解釋，當美國第二次「大覺醒運動」（the Great Awakening）

刺激海外差會時，基督徒覺得在將至的千禧年前，儘可能救贖更多靈魂是迫切需

要。在此條件下，透過佈道及散發宗教文獻以散播福音是傳教士首要責任。因此

對在中國差會教育工作的辯論，關係到優先性。某些人主張在拯救靈魂重要目標

前，學校分散經費與精力，故反對危險的分散努力。更有人認為教育使差會世俗

化，在福音運動的早期階段，其舉是錯誤的。 

又王立新（1997）將美國傳教士在華傳教運動分為三階段：準備與開創階段

（1830-1860 年），緩慢發展階段（1860 年代-1880 年下半葉），迅速發展階段（1880

年代下半葉至 20 世紀初）；而顧長聲（1995）則將 1900 年以前傳教士在中國開

辦洋學堂，劃分為三個階段：1840-1860 年，1860-1875 年，1875-1900 年。顯然

裨治文都是屬於第一階段，且開風氣之先。儘管裨氏「設學輔教」的想法未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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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部會支持，但他根據實際傳教的經驗，他仍設法靠己力募款為之。 

 

陸、參與其他文教事業 

 

一、文教社團 

   裨治文在華期間，積極參與在廣州西方人士所組的多個文教社團，且負責部

分會務工作，擴大接觸面，以利傳教。 

 （一）馬禮遜教育會 

1834 年 8 月馬禮遜過世，隔年 1 月底裨治文等人在廣州籌組馬禮遜教育會

（Morrison Educational Society），他任發起小組的聯絡秘書。該會目標是在中國

興建和資助一些學校，以教育本地青年，使他們在掌握本國語言的同時，能夠讀

寫英文，並能藉英文媒介，以達西方世界所有不同的學術。所設的學校需讀聖經

及基督教書籍（MacGillivray, 1907: p.658）。1836 年 9 月底在美商館成立，並推

裨治文任聯絡秘書，負責起草會章。依會章規定，學會目的在藉學校及其他手段，

以改善與促進中國的教育。而學會細則包括學生、教師及教科書等節，如學生一

節規定該會支持任何年齡或性別的中國內外青年受教，任何時間歡迎 6、8 或 10

歲的兒童，必要時兒童會受到全額支助，包括住宿、衣服、書籍、學費等等

（Bridgman, 1836a）。 

至於1839-1849年間辦學的狀況簡述如後。學校於1839年11月在澳門成立，

由布朗（Samuel R. Brown）任校長，1843 年 11 月底遷香港。後由於公共捐款減

少，學校 1849 年春被迫停辦（MacGillivray, 1907: pp.651-652；Lazich, 2000: 

pp.217-218）。 

裨治文 1840 年投書《教士先驅報》，8 月報導該會為美籍布朗牧師夫婦租了

一間寬敞且有庭院的房子，他們並收了 6 名中國少年同住，每天接受其教導，學

生已跟隨布朗多年，家長的目標是希望學習英國文學，但是學會主要目標則是希

望透過此媒介傳播基督教（Bridgman, 1840）。 

裨治文曾代理及正式擔任會長，對校務很關心，多次訪視該校。他投書稱，

該會 1841 年 9 月在澳門召開第三次年會時，校長布朗曾提出校務報告。裨氏隨

後發言說，他曾每週一次或數次訪視該校，非正式地觀察學校的教學與管教。校

長等人負擔沈重，非親身經歷，無法體會其辛勞，或許有人因學生人數太少而感

到遺憾，但他卻不如此想。故他建議學會向布朗夫婦在落實教育中國青年的目標

上的關懷、勤奮不懈與熱忱表示感謝，提案獲得通過（Bridgman, 1841）。 

據他提報的會務消息，1842 年該校首次在澳門布郎校長住處舉行公開考試，並

提供支持該會友人觀察學生在其贊助下進步的情形。他到場視導，有 16 位學生

到考。依照該會的計畫，一半的時間用於學習母語，以便結合中英文的學習。其

中較年幼 10 人，剛入學 7 個月，只習英語 3.5 月，年長班已入學 2.5 年，學英文

1 年 3 個月。少數男童考英文朗讀、拼字及將口語句子英翻中、中翻英。年長班，

雖隨機抽讀中英文新約聖經，之後讀中文新約聖經，再翻成英文；部分人接著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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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地理、心算、代數，其中兩位再考幾何。代理會長裨氏前一天下午曾抽問 7

位年長同學「中英教育的差異為何？」當天學生以書信回覆（Bridgman, 1842b）。

而校長報告說，1843 年 11 月遷港時，17 位學生中 6 位年幼未往，11 位年長者

隨行。新校可收住宿生 24 人。創校至此前後共有 42 名學生，年齡在 8-18 歲間。

次年4月學生分3班，高年級8人教英國史、心算、英文作文及書法（penmanship），

中年級 4 人教算術及英文讀寫拼字與作文，低年級 12 人教英文說讀與拼字

（Brown, 1843）。1844 年 9 年在香港召開第 6 次年會時，他任會長，期間和與會

人員受邀蒞校參觀考試，依序第四班男童 10 人入校一年，考讀英文書；第三班

男童 10 人考心算、讀短篇故事並顯示理解內容的能力，考試是用英語解說；之

後第二班 4 男童，考算術簡單規則、讀英文課本及問地理問題；第一班考朗讀、

力學原理及地理等，展示英文習作，並與受訪者問答（Bridgman, 1844）。1845

年時，續任會長，9 月第 7 次年會時，某晚亦至學校測驗學生，第四班測驗新約

中英互翻，三年級除此之外男童加心算；第一、二班則考算術、地理及作文。以

上可一窺該校規模及課程內容（Bridgman, 1845）。 

又 Yung（1909: pp.13-16）容閎自傳曾記，1840 年入學，當時已有黃勝、李

剛、周文、黃寬及唐傑等 5 人，他年齡最小。從澳門遷到香港後，1845 年 3 月

時增為 3 班，人數超過 40 人，遂增聘一位助理教師。 

雖然該校先後設在澳門與香港，而非中國本土，且僅存在十餘年，但張偉保、溫

如嘉（2019）則認為它是中國第一所西式學堂，容閎、唐廷樞等現代化人物在此

接受基礎教育。 

（二）中國益智會及其他 

中國益智會 1834 年 11 月底在廣州成立，根據該會規章，旨在將有用知識散

播於中國，以改進智慧與道德狀況，裨治文與郭實獵同任中文秘書（MacGillivray, 

1907: pp.252, 656-657）。《美理哥合省國志略》一書即是受該會邀請撰寫。 

裨治文 1836 年 10 月他與郭雷樞（T. R. Colledge）、伯駕在廣州呼籲成立中國醫

務傳道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Bridgman, 1836b）。1838 年 2

月醫務傳道會在廣州召開成立大會，他獲選為副會長之一（Bridgman, 1838）。 

此外， 1857 年他擔任首任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首任會長（Bridgman, 1864: p.216），直至 1859 年 9 月止

（Wylie, 1867）。 

1859 年裨治文擔任人上海文理學會（The 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ce 

Society）主席，成員不限於傳教士，包括歐美來華科學旅行者（Bridgman, 

1864:p.216）。 

由上可知，裨治文積極參與在華西人各種社團的籌組與活動，試圖透過各種

方式，以擴大其影響力而有利宣教。 

 

二、出版《中國叢報》 

1832 年裨治文創辦 the Chinese Repository （《中國叢報》）英文報刊，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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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會及在華美商支助，他任編輯直到 1851 年停刊（Broomhall, 1907: p.12）。但

是，鴉片危機前，美部會審計委員會要求他停辦《中國叢報》，指示傳教站實施

「節省制度」，並要他退出編輯工作，全時用於傳福音。但他不屈從，該刊因受

到其他贊助而續刊，並脫離與美部會的關係（Lazich, 2000: pp.194-196）。 

 

三、參與聖經翻譯 

1835 年裨治文曾和麥都思、郭實獵等共同翻譯新約。1847 年夏他代表廣州

差會參與新約修訂小組遂往上海，1850 年完成後再翻舊約，1851 年完成。這些

書籍有助宣教及學校施教（Bridgman, 1853; MacGillivray, 1907; Wylie, 1867）。 

 

柒、結論 

 

近代中美文教交流過程中，裨治文是首位奉美部會派來華的美籍新教傳教士，

在華 31 年間，他除直接佈道傳福音外，也透過翻譯聖經、編輯報刊、著書及設

立學塾等方法來宣教，並首倡「設學輔教」策略，同時也引介了美國教育制度。 

基督教會史學者賴德烈（2009: 頁 227-232）指出，新教傳教士鴉片戰爭前後來

華傳教，各差會間未能合作，但所用傳教方法十分相似，如預備與發散聖經、傳

單、小冊子、辭典、語法書等宗教資料、興辦學校、實施醫療。1858-1879 年間，

則是以前所用方法的發展與延伸，工作重點仍是通過宣講福音、個人接觸及出版

印刷來傳播基督福音。此外，還包括教育、醫療、著書及分發書籍（2009：頁 356）。

綜觀裨氏在華傳教事業，除醫療工作外，其餘各種方式都使用過，且是扮演先鋒

角色。 

就教育事業而言，1838 年他所撰《美理哥合省國志略》，是首部由美人用中

文介紹美國之作，其中有關教育記事比之前中外人士所述更為詳盡，有利清人認

識當時的美國教育制度。該書出版後曾數次修訂並更名，時人梁廷枏《四國圖說》、

徐繼畬《瀛寰志略》、魏源《海國圖志》、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等

書都曾鈔引，並流傳至日本。該書的流通雖有助於清人初步認識美國教育制度，

但畢竟仍是霧裡看花，對於晚清教育現場的改變直接影響恐有限。 

他對美國教育制度的引入，主要應是透過實際辦學行動。自 1830 年他到廣

州不久後，就設學塾教養貧童。之後，在澳、港、滬都設過學塾，也督導澳港的

馬禮遜學校。他之所以採取辦學措施以助傳教，並首倡「設學輔教」觀念，主要

原因是他根據觀察新舊教會傳教士與自身實際傳教經驗，體認到設校是吸引中國

人信教的主要方法，他希望透過教養貧童的手段，藉此培養信徒及本土傳教助手。

但他的主張與行動，起初未獲得所屬美部會經費與人力的支持，但默許他做試驗，

他透過募款及參與社團持續進行。而裨夫人在其監督下率先在穗、滬、京辦女塾

及倡議設女學。她是希望藉由辦學的實驗，找到向中國女性傳福音的最佳方法。

儘管他們所設學塾具有規模小、人數少、學生來自下階層、男女分開、程度低屬

初等階段、有宗教色彩等特徵，但卻是開風氣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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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傳教士本職應是「直接佈道」，還是「設學輔教」，在華各差會間一直有

爭論。Lutz（1971: p.12）指出，說服傳教士們建立學校，翻譯西書，編纂辭典，

雖出於中國環境的要求而非傳教方法的研究，但已花許多時間精力從事教育工作

的人，仍視教育工作等級低於傳福音者的活動。更嚴重的後果是，從事教育傳教

士與傳福音者間的溝通出現鴻溝，而在地傳教士與西方差會母會間的鴻溝更大。

傳福音者自認傳福音的優越性，以致教育傳教士常需為工作辯護，及被迫強調其

教育工作符合傳福音目標。由此可知，當初裨治文的興學工作是很艱辛的。 

在華差會，直到 1877（光緒 3 年）10 月上海第二次教務大會（Shanghai Missionary 

Conference）正式討論教育議題，小組提出報告中建議，無論何地如有可能，以

有限力量，傳教士們應共同商討與合作去經營各種的學校、神學院、藥房、醫院

與類似機構，以獲最高可能的結果。並建議任命林樂知（Y. J. Allen）、傅蘭雅（J. 

Fryer）等 6 人小組，預備一系列小學教科書，以供現有教會學校所需（Editor, 1877）。

而會中美部會通州傳教站的謝衛樓（D. Z. Sheffield）牧師表示，根據過去 50 年

的經驗，該會已相當程度修正其對教育工作的立場，改撥經費支持世俗學校

（Mateer, 1878: p.203）。他所指經驗，包括了裨氏先驅性的努力。1890 年第三次

大會時，他擔任通州中學校長，再度發言，強調需要基督教教育作為福音工作的

輔助，而美部會已建立教會學校，以支持對傳教士與教師等的需求（Editorial 

committee eds., 1890:508）。 

Gregg（1946: p.11）以為，該次會議各國教派差會代表成立「學校教科書委

員會」（School and Textbooks Series Committee，益智書會）是教會教育事業發展

的分水嶺，1807-1877 年是個別差會努力的時期，1877-1902 年則是有組織努力

的時期。而 1890 年（光緒 16 年）「中國教育會」（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的成立，更是發展的另一關鍵，會議改變了以往各差會視興學非差會正

務的觀點。 

又 Lutz（1971: p.17）指出，1877 年會議時曾花許多時間爭辯教育是否為傳

福音工作的一部分，但反對教育的聲音漸消；直到 1890 年第三次教務大會前多

數人似已接受教育是在華各差會的合法職責，而傳教士爭辯點則轉向教會辦教育

的目的與種類，而非教會學校應否存在。 

事實上，各差會態度轉變也是不得不然的結果。Rawski（1985）指出，最後

大多數差會設立學校，是因中國人對佈道及宣教資料不關心，遂引導傳教士另覓

其他與異教徒溝通的管道，而學校則是一種滲透家族傳福音適當且有效的模式。 

雖然第二次教務會議召開時裨氏早已病逝，但身為首位來華美籍傳教士，他根據

所見與實務經驗而倡議的「設學輔教」傳教策略，此時已受到在華各教會的肯定

與採行。 

北京條約後，美部會決定將華北差會由上海移師天津拓展教務，但他因病重

及不久過逝而無法前往。但裨夫人傷痛恢復後 1864 年到北京，延續先前的作法，

分別在京、滬捐資辦女學，為兩地新式女子教育奠基。1867 年華北差會至通州

設立初等學塾，之後不斷擴增數量、提升程度。1889 年再將通州中學升格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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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程度的潞河書院，1893 年更建構以各傳教站蒙館、潞河中齋及潞河書院為主

的教會學校系統。辛丑和約簽訂後，美部會與英美 3 個差會共組華北教育聯盟，

聯合辦學，潞河書院改名為華北協和學院。1918 年再與改制為協和女子大學的

貝滿女校、北京匯文大學合併為燕京大學（周愚文，2019b）。雖此時裨氏夫婦均

已逝世，但以上後續的發展，均是奠基在裨治文先前的實驗基礎上。 

總之，對晚清首位奉派到中國的美籍傳教士裨治文而言，他的主要任務是傳

福音，以期讓中國成為基督的國度。但是由於面對當時現實環境與實際傳教困難，

讓他體認到透過設學校，應是主要方法，此一傳教策略與以往直接傳道的作法不

同。雖然辦學本質仍是傳福音，但連帶地最先將美國教育制度引入中國。他透過

的途徑有：設置男女學塾，撰書介紹美國教育制度，倡議「設學輔教」等，這些

在當時都應是首創的。雖然所著《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廣獲士人傳鈔與再版，有

助清人初識美國的制度，但對實務的影響恐有限；反而是透過實際辦學，儘管規

模小，但能發揮實際作用，並為該會日後建立華北教會學校系統作先鋒。故從中

國近代教育的西化與「教育借入」（educational borrowing）過程而言，裨治文早

期引介美國教育制度的先驅角色實不可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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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3  晚清美部會華北教會學校系統的形成 

 

摘要 

晚清中國近代教育西化過程中，教會興辦學校是影響因素之一，本文以最早派員抵華傳教的美部

會為例，探討 1860 年後其以直隸通州傳教站學校為據點，漸發展成華北教育中心，再建立教會

學校系統，引入美式教育。本文屬歷史研究，使用該教會年報、名冊、報刊、書籍及傳記等一手

史料。研究發現，該會華北差會 1867 年至通州設立初等學塾，後學校數量日增、分布日廣及程

度日高。1889 年通州中學升格為潞河書院，1893 年更建構以各傳教站蒙館、潞河中齋及潞河書

院的教會學校系統。庚子事變後，美部會與 3 個差會共組華北教育聯盟，聯合辦學，潞河書院改

為華北協和學院。民國初更邁向併校，1918 年合三校為燕京大學。由通州潞河書院發展之例，

可見晚清美國教育如何由教會而引入中國的軌跡。 

 

關鍵字：美部會、美國教育、教會學校、晚清、潞河書院 

 

The Formation of Mission School System of the A.B.C.F.M. in North China in Late 

Ch’ing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wester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late Ch’ing China, the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were one of important factors of educational borrowing of American education. The 

main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case of mission schools at Tung-cho Chili, which 

were organized by A.B.C.F.M., first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First-hand sources, such as annual reports, journals, pamphlets, and books were used. 

A mission station was established at Tung-cho in 1867, with a boy’s school later. Since then 

the number of schools were increased and spread, the level of ones were raised. Tung-cho 

high school was upgraded to North China College at Tung-cho in 1899, and an American 

mission school system was established, which composed of the day and boarding schools, 

Academy and College. After the Boxer incident, North China Education Union was organized 

by four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North China College was transformed into 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 That College was merged with Peking Methodist University and 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 for Women, and became a new university, Yenching University in 1918. By 

the cas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 China College, how American education being 

transferred into China in late Ch’ing can be traced. 

 

Keyword: A.B.C.F.M., American education, late Ch’ing, mission schools, North 

China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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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晚清中國近代教育西化過程中，先後受到英、美、日等影響，但對來自美國

的影響，過去多聚焦 1909 年清華派生留美以後的發展，而對 19 世紀情形研究有

限。1894 年前，雖有在華中西人士所撰書籍、報章及期刊介紹美國教育，但影

響清人認識美國教育的程度恐很有限（周愚文，2019），故主要引介管道美國各

差會(missions)117所辦教會學校的教育值得關注。 

就其發展言，1807 年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 Society）牧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到廣州傳教，開啟新教傳教事業（MacGillivray, 

1907, p. 2）。隨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的簽訂，清廷被迫逐步開放傳教

士從沿海五大通商口岸向內地、由南向北傳教，透過設教堂、醫院與學校，以傳

播福音，西式教育也隨各差會所辦學校而引入中國。 

但新教各差會對是否採取「以學輔教」的傳教策略，彼此有所爭議。魯晞珍

（Lutz, 1971,p.17）指出，1877 年上海第二次教務大會時，各派傳教士曾爭辯教

育是否為福音傳道者工作之一，但反對者聲音已漸消；直到 1890 年第三次教務

大會前多數人已接受教育是差會的合法職責，而爭辯點則轉向教會辦教育的目的

與種類，而非教會學校應否存在。 

此一過程中，美國教會扮演積極角色，其中美公理會海外傳教部總會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A.B.C.F.M.簡稱「美國

公理會」或「美部會」）1181830 年初最早首派牧師裨治文（E. C. Bridgman）到廣

州傳教（Bridgman, 1864,pp.13,19-27,35），開啟美差會在華傳教事業。裨治文倡

議「以學輔教」，和夫人先後於廣州、澳門、香港、上海及北京等地設立學塾，

教育男女學童，開風氣之先（周愚文，2018）。然而當時美部會並不支持其工作

方向，直到夫婦病逝後 1877 年各差會才改變態度，美部會也轉為支持其策略（周

愚文，2018）。 

美部會在華傳教地點，最初是以華南的廣州與福州為據點。五口通商後，1847

年派裨治文到上海拓展教務。1860 年簽訂北京條約後，即派白漢理（Henry Blodget）

北上天津設傳教站，次年上海差會更名為華北差會，1864 年在北京設站

（MacGillivray, 1907, pp.267-288）。1865 年設張家口站，1867 年設通州站，1874

年設保定府站，1880 年入山東設龐莊站，1886 年再設臨清州站（A.B.C.F.M., 1890: 

pp.63-75），各站也陸續設學校助傳教。 

美部會在華教育事業的數量，林美玫研究（2015, p.252）指出，1869 年時，

該會有日間學校男生 159 人，住宿學校男生 31 人、女生 43 人。至 1895 年時，

共設 96 所學校，男學生 1,159 人，女學生 528 人，合計 1,691 人（Fryer ed., 1895, 

p.6）。1905 年時，增至日校或小學 188 所、學生 3,271 人；中、高等學校 29 所、

                                                 
117 《辭海》指差會為外國教士被差遣抵華傳教的團體(熊鈍生，1982：1579)。 
118 該會 1810 年成立於美國麻州波士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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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966 人（林美玫，2015, p.257）。由此可知，30 年間該差會所辦學校不僅總

數量增加，分布地區日廣且深入鄉村，層級也漸由初等教育、提高至中等教育及

高等教育階段。 

為瞭解美國在華教會學校發展，本文以美部會 19 世紀後期在直隸通州所設

學校的演變為例，說明美在華教會學校系統形成的過程，如何從最初的初等學校，

升格為中學，再發展成學院，揭示轉變關鍵是 1889 年設立潞河書院，並將所屬

華北教區各學校納入而形成學校系統，庚子事變後再與三個差會聯合辦學；至

1919 年時更與匯文大學、北京協和女子大學合併為燕京大學（Lutz, 1971,p.29）。

透過美部會潞河書院成立的例子，不只可看到個別教派的教會學校發展歷程，也

是晚清美國教會力量影響中國教育西化的縮影，故深具探討的價值。 

本研究屬歷史研究，將以十九世紀美部會出版的年報、學校名冊、報刊、書

籍及傳教士傳記為主要史料，透過史料蒐集、考證與分析，再輔以今人研究論著，

進行探究，最後提出結論。 

 

貳、潞河書院創建前華北教會學校的發展 

    本節先說明 1889 年潞河書院創建前，美部會在華北興辦教會學校的情況。

惟史料上學校的名稱，隨時間推移與美制變革而改變。119 

一、發展過程 

1860 年美部會派白漢理設天津傳教站，該會 1864 年報記，當年有日校學生

16 人，他們參加早上禱告和禮拜堂的安息日（A.B.C.F.M., 1864,p.129）。1866 年

時天津站有 2 所學校，男校由牧師江戴德（Lyman D. Chapin）負責，有寄宿生 4

人、通勤生 4 人。該校一度有學生 15 人，但因當地有數所官方義學開辦，學生

遂被拉走（A.B.C.F.M., 1866,p.133）。1867 年北京首設男童寄宿學校，同年底天

津寄宿學校運作良好（A.B.C.F.M., 1867,p.117），但前校 1869 年即放棄，後者 1868

年底也告解散（Publisher, 1896,p.160）。 

至於通州，最先是牧師富善（Chauncey Goodrich）從北京到該城傳福音

（MacGillivray, 1907, p.277）。1867 年 11 月初才派江戴德從天津前往設傳教站，

該地距北京約 12 英里，位於大運河旁水路交通要道（A.B.C.F.M., 1868,p.91）。

                                                 
119年報 training school 指培養傳教士的神學校。day-schools 指學生通勤上課，男女兼收；boarding 

schools 指學生住校，分收男生或女生，以上均屬初等程度。1878 年時分類首次出現 common 

schools「共同學校」，即日校，其制起於 19 世紀前期美新英格麻州及康乃狄克等州，common 指

使用共同課程，以共同的學校教育所有學生，具有免費、普及等性質。曼恩（Horace Mann）1837

年任麻州教育委員會秘書時大力推動共同學校運動，帶有新教徒共和主義的意識型態（Urban & 

Wagoner, 2004,pp.92,95-99; Cubberley, 1919, pp.164-168）。primary schools，指各站所設初等學校，

1900 年以後出現，以代「共同學校」一詞。academy，原專指潞河中齋，後指各站所設中學，此

制在美課程偏實用，有別拉丁文法學校。high schools，1886 年起年報起改用。此制在美 1821 年

波士頓首設，1820-1830 年代前分布東部海岸城鎮，1880 年代前 public high schools 屹立不搖，

特別在北方，私人收費的 academies 與 semiaries 逐漸消失或轉為免費的公立中學（Reese, 

1995,pp.XIII-XIV），因美部會創於波士頓，年報用high schools當是反映美國新制；station schools，

泛指傳教站所設各類學校，除上述學校外，還有kindergartens, village schools, Sunday-schools, Bible 

classe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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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帶了一對全（Ch’üan）姓兄弟同往，並設立一所小的男童學塾（Goodrich, 

1925,p.445）。後成男童寄宿學校，雖小且屬初等程度，卻是日後差會學院的核心

（MacGillivray, 1907, p.276）。 

據美部會 1869 年報，天津、北京、張家口、通州各站均設有一所男校，但

規模都很小且未特別鼓勵，因設學非傳教士主要工作，一度有住宿生 36 人，數

月後因天津校停辦，以致於三校僅住宿生 18 人、通勤生 23 人（A.B.C.F.M., 

1869,pp.66-67），均屬初等程度。謝衛樓（D. Z. Sheffield）1869 年剛到通州時發

現已開學，僅 3-4 名男童。該校進展緩慢，因美部會及中國人對教會教育都不熱

衷，學校很少收到差會支助，也未收學費，許多支助來自私人資源，包括傳教士

自己捐獻（Lutz, 1971,p.30）。1870 年報載，當年通州寄宿男校有 9 人、日校生 3

人；張家口有日校 32 人（A.B.C.F.M., 1870,p.78）。1871 年報載，當年有住宿生

6 人、通勤生 1 人，4 位最年長男童是基督徒（A.B.C.F.M., 1871,p.73）。 

至於訓練學校，1871 年華北差會投票決定設立一所神學校（Theological Seminary），

以訓練本土傳教士（MacGillivray, 1907, pp.276-277）。當年先設聖經班（Bible 

Classes），由江戴德授課，1872 年該班改稱神學校，1873 年由富善接任（Goodrich, 

1925,p.445）。 

1875 年報載，當年訓練學校人數因 2 生生病而減至 3 人，其已完成 3 年課

程。而男童學校平均出席率是住宿生 9 人、通勤生 4 人，他們學習中國經典及基

督教義。男校主要目的是為訓練學校預備承諾成為基督徒的男童，最終則承擔本

地傳教助手的工作（A.B.C.F.M., 1875,p.53）。由此可看出兩校銜接關係，也為日

後改制埋伏筆。 

1878 年報告指出，華北差會希望將來通州學校學生送自所屬各傳教站，且

都是教會成員子女，而男校實質上已做到，通州已成為該差會的教育中心。該地

有神學校 1 所、學生 5 人，男童寄宿學校 1 所、學生 19 人，其中 16 位是教會成

員，3 位已表達希望展開新生活。另有「共同學校」1 所，男生 3 人、女生 8 人

（A.B.C.F.M., 1878,pp.81,84）。1879 年報指出，1878 年平均出席人數 25 人，學

校學生的品格與素質已改善，幾乎所有男童都是基督徒，許多人預備當牧師

（A.B.C.F.M., 1879,p.74）。 

1882 年報指出，男童學校 23 名學生，來自差會各站，其中寄宿生 18 人

（A.B.C.F.M., 1882,p.62）。1883 年報稱，通州訓練學校有預備部（中學部）及神

學部（preparatory and theological department），前者 1882 年時有 33 名學生，教

導中國經典、聖經及西方科學。許多課程的學習是依中國習慣採記誦式，但教師

常努力喚醒其原初想法與討論。學校的紀律起初並不讓人滿意，校方對信教學生

缺乏關注，但當恢復學生參與禱告週觸及其心靈後，其生命已產生愉快的改變；

而神學班有 10 名學生（A.B.C.F.M., 1883,p.76）。1884 年報載，保定府站男校有

9 人，有 6 人入通州男校預備部，1 位青年剛從通州神學校畢業（A.B.C.F.M., 

1884,p.65）。1885 年報記，神學校有 9 人畢業，其中 8 位將協助各傳教工作；而

預備部有 27 人，來自該差會各傳教站所開班，預備部打算提高入學標準，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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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早點學習更多聖經；並表示雖各站學校的工作很重要且有價值，但教育工作

是在輔助傳福音（A.B.C.F.M., 1885,p.68）。此處顯示出通州男校與各站學校彼此

銜接。1886 年報稱，通州地區有「共同學校」或日校 10 所，女校 1 所，原通州

男校（寄宿男校）將改稱「通州中學」（Tung-cho High school），學生 35 人；進

階班新增課程包括格物學（natural philosophy）、化學、體學（physiology），學生

在查經（Bible-study）課有所進步。保定府站學校為通中提供生源，當年有 6 人，

其中一位已受洗（A.B.C.F.M., 1886,p.70）。此時學校課程範圍已嘗試擴大，程度

也提高。1887 年報記，當年有學生 29 人，平均年齡約 20 歲，學習分三條主軸：

聖經、西方科學與中國經典。該校無論名實都是一所基督教學校，所有學生過去

一年都宣告信奉基督教。學生挑自多個傳教站，並為入神學校做預備，是傳福音

最有利的代理人（A.B.C.F.M., 1887,p.110）。 

此刻通州地區學校一條升學階梯的雛形已現：男學生先就讀各傳教站所設寄

宿學校或日校（「共同學校」），之後再考入通州中學，或再讀神學校，雖其宗教

目的甚明，但此已為日後設立高教程度的學院奠定基礎。 

 

二、分析 

 

自從 1860 年美部會首設天津傳教站起，至 1888 年止，分別於直隸與山東共設了

7 個傳教站，期間陸續設立各類學校。關於 1889 年美部會華北差會新設潞河書

院系統前的學校狀況，據美部會 1868-1888 年報，將通州主要的訓練學校與男童

學校學生數彙整如表 1。 

 

表 1 

1868-1888 年 美部會通州站所屬學校學生數               單位＝人 

年度 訓練學校 男校* 年度 訓練學校 男校 

1868 

1869 

1870 

1871 

1872 

1873 

1874 

1875 

1876 

1877 

1878 

未設 

未設 

未設 

- 

- 

8 

5 

3 

停辦 

6 

5 

- 

3-4 

12(通 3) 

7 

9 

- 

10 

13(通 4) 

7 

12 

19/18(平均 25) 

1879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5 

- 

0 

5 

10 

10 

9 

- 

0 

11 

 

21 

28** 

23（通 5）/33 

27 

35 

27/21 

35 

33/平均 29 

31 

說明： 

*係 boarding school，（）為通勤生。 

**當年一度名稱改為 high school，1886 年正式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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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根據 58th-78thAnnual Report of A.B.C.F.M., 1868-1888 彙整。 

 

由表 1 中可發現，在 1878 年前通州男校的規模很小，人數都在 19 人以下，

以寄宿生為主，1880 年起才稍增多，約在 21-35 人間。惟需注意的是各年報中所

載人數，指註冊數、實際出席數、或平均出席數，並非同一指標。且通州站成立

之初，神學校與男校同設一地，男校作為預備學校。 

總之，經過 20 多年發展，美部會在華北地區至 1888 年時，共設有神學校 1

所、學生 11 人，寄宿男校 2 所（含通州中學）、學生 42 人，寄宿女校 3 所、學

生 44 人，「共同學校」(即日校)10 所、學生 142 人（A.B.C.F.M., 1888,pp.67-68）。

這些學校的共同特徵是：學校規模都不大，除「共同學校」外，其餘採男女分校，

以免費為主，學生多來自有基督教淵源的家庭，課程都具有宗教成份，屬初等程

度，原本各校各自獨立，1886 年通州寄宿男校程度提高並更名中學，且生源不

限通州而兼收各站學校，遂漸形成一條教育階梯。 

 

參、潞河書院的設立與教會學校系統的初成 

 

一、設校緣起 

據前所述，通州在 1889 年倡議設立潞河書院時，該地教會學校已有些基礎，

提供後續升格的條件。據 1889 年報載，經過近 30 年努力，當年公理會在華北教

區有 7 個傳教站，28 個外站（out-stations），設有 1 所神學校、學生 11 人；2 所

寄宿男校、學生 41 人；寄宿女校 3 所、學生 43 人，12 所「共同學校」、學生 189

人，53 個站教學班（A.B.C.F.M.,1889,p.76）。而通州站是該區傳教士團體中最大

的，且其一半以上人力用於不同的教育工作，但未放鬆直接傳福音工作，並已與

基督教青年會（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合作 3 年。運作狀

況是，通州中學 9 月開學，次年 5 月中結束，共 8.5 個月。平均出席人數 31 人，

當年有 32 人，其中 24 人是教會成員，3 人加入見習。學習課程維持聖經、西方

科學與中國經典三條主軸，涵蓋範圍廣，年紀較大學生組成文苑（lyceum），舉

行討論及讀作文。由謝衛樓及畢海瀾（Harlan P. Beach）兩位夫人用掛圖上音樂

（A.B.C.F.M.,1889,pp.80-81）。 

在 1889 年差會年度會議上教育小組（the committee on education）奉指派報

告該差會不同學校的統一學習課程，並討論各校科目。依該會在世界各地的經驗

顯示，如無受過教育的牧師任職，則欲建立基督教會是徒勞的，在中國更是如此。

據過去幾年經驗，已顯示要在中國扶植及訓練更大規模的本地教會，則需依賴神

學校畢業生。通州中學已逐年增加學生人數以回應學生的需要，且近年課程涵蓋

的範圍已較以往更廣。如將中文作文課程視同相當於西方學院經典課程而算入，

則已相當於兩年的學院課程，故小組建議將各站學校課程修改為4年。本季結束，

最好的學生則送入通州中學，修業 3 年，再將現有 2 年中學課程再加 2 年，成為

4 年。目的將提升協助傳教或編譯基督教文獻本地助理的程度。因該案需要 1 萬

元經費，會中「審計委員會（the Prudential Committee）要求無記名投票（A.B.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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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p.82），結果該擴大教育工作方案獲通過並確保必要的經費（A.B.C.F.M., 

1890,pp.69-70）。 

1893 年潞河書院所印《潞河書院名冊》120，也詳載設校原委及 1893 年改制

時的狀況，甚具參考價值，茲擇要說明如後： 

據《潞河書院名冊》載，1867 年美公理會姜牧師（按江戴德）至通州宣教，

另設一男學蒙館，逾 4 年，眾教牧請他將傳教的中國先生數人召集於通州，訓以

聖道，此乃華北公理教會的肇端。再經數年，眾教牧議定通州男學蒙館課程，立

為諸處教會的學生匯聚肄業之地。自此諸教會學生至通州受業者日眾，學業已滿

者，多有在通州道學院（神學院）肄業 3 年，以備日後傳教。今已有道學院畢業，

於各處教會有為牧師者，有傳教者，有教讀者，有在醫院施醫者，約數 10 人。

歷年既多，則人多備書籍發明各項學問，因而通州學館所教的功課日漸擴充。主

要分為三類： 

1.講讀四書五經，兼學鑑書、古文、時文、試帖、詩文、理論； 

2.講讀兩約聖經，考其事蹟，究其蘊蓄。 

3.學西國綱鑑、算法與格致各書。（潞河書院，1893, p.1） 

依照以上說法，想要設立更高層級的書院，是根據當地實際的需要。魯晞珍

（Lutz, 1971,pp.18-20）指出，當時多數欲提供高等教育的理由是強調傳教士的

傳福音目標，而其論證可分三類：一是希望讓整個中國上層階級改宗信基督，以

便進而影響大眾；二是需要學院去訓練教會學校、醫院及教會的基督改宗者及工

作者；三是希望將整個中國基督化。她認為潞河書院設立的理由屬於第二種，依

院長謝衛樓想法是要訓練基督徒及教會工作者，他是 1889 年前建議擴大通州男

校課程並提升至學院層級的幕後主要推手。他瞭解中國有古老而複雜的文化遺產，

異教徒不必然等同不文明，身處非基督文明與在西方猶太基督社會中不同。因他

在中國工作經驗迫使其由直接傳福音轉向教育，但也擴大基督教的定義，以包括

西方文明的許多層面。不過他的學校主要收改宗的基督徒、基督徒之子及未來基

督教工作者，但不以吸引仕紳家庭的非基督徒為目標。 

1890年報更揭示新方案的重要性，如何最快速加倍真心改信基督教的人數，

及訓練他人成為完整男女教徒，是差會團體專注的兩個重要問題，而解決的關鍵

與教育工作有關，但不能忽略傳福音的工作（A.B.C.F.M., 1890,p.90）。 

除以上原因外，魯晞珍（Lutz, 1971,p.18）還指出另一項潛在因素，即是在

華各差會間的競爭。因 1888 年美國北美以美會（North Methodist，即監理會）

已建議在北京設大學，故翌年華北差會公理教徒們遂上報北美以美會的計畫，並

要求將通州中學提升至學院地位。美部會遂改變以往不支持的態度，同意該建議，

並給適度的支持。 

而《潞河書院名冊》則記，1889 年在公理會傳教年會，「考課委辦」（the 

committee on education，即教育小組）於會眾前建議，將全會諸學合成一校，且

欲增通州蒙館的課程而廣其義。該委辦將新議文學課程清單再會眾前陳布，眾教

                                                 
120 哈佛大學微卷註記 1893，但據內容推測時間當在 1893-1894 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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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考究參議擬為定章（潞河書院，1893, p.3）。 

 

二、學校系統的形成 

 

原本各站學校彼此獨立，類型、教育程度及修業年限視各地條件而定，無一

致規定，就基礎層次的機構而言，年報中先後有男童學校、日校、寄宿學男校及

共同學校之名。若條件差，只辦日校收通勤生，條件好兼收寄宿生，狀況更好則

改寄宿學校，再升格為中學，121但多未提及年限。惟 1889 年教育小組曾建議將

各站學校課程修改為 4 年（A.B.C.F.M., 1889,p.82），而 1896 年《中國差會手冊》

（The China Mission Handbook）記張家口寄宿學校建議的課程將延長為 5 年

（Publisher,1896,p.160），由此略可推知初等程度的各校，修業年限當不超過 5

年。 

關於新制，1890 年報敘明，學生先在各站初等學校接受 4 年課程，再送其

最好的學生到通州中學接受 3 年課程，之後再修 4 年學院課程，或預備成為牧師

的 3 年神學課程，該會希望提升一群受過教育的男性基督徒青年，適合未來擔任

教師與傳教士，以利中國各基督教會的產生（A.B.C.F.M., 1890,p.70）。 

而 1893 年《潞河書院名冊》則記：所定制度時，諸處教會宜立蒙館，有 4 年的

課程，4 年功畢，則能升至潞河中齋；中齋則定 3 年的課程，3 年功畢，則能升

至潞河書院。書院既定 4 年的課程，4 年功畢，各學生隨意定一生的事業，或為

教讀；或入道學院，以備日後傳教；或在醫院，以備施醫（潞河書院，1893, pp.2-3）。

其中施醫部分，在教會年報卻未提到。 

由上述可知，整套新制是將潞河書院建基在原有蒙館及中齋上，再結合神學

院。新組機構分為三級：各站蒙館、潞河中齋、潞河書院，彼此銜接，逐級而上，

修業年限分別為 4 年、3 年及 4 年，形成一套 4-3-4 制學校系統，外加神學院。 

關於三級機構的教育程度需再加以說明，升格的潞河書院屬高等教育程度自無疑

義，但中齋與蒙館，《潞河書院名冊》並未解釋。校長謝衛樓(Sheffield, 1895: 225)

撰文說明：學校分為中學及學院兩部，中學課程 3 年，繼之以 4 年學院課程。中

學之下，有位於差會各傳教站及外站的初等學校(primary schools)，並為兩部提供

學生，課程 4 年。又《中國差會手冊》，介紹美部會華北差會 1894 年教育事業有：

戈登紀念神學校(the Gordon Memorial Seminary)、潞河書院、貝滿女校(the 

Bridgman School)、男女寄宿學校與日校。而書院內部單位有：傳教站學校或初

等學校（primary schools），課程 4 年；而差會中學（Mission Academy），即潞河

中齋，為中間或中等（intermediate or secondary）學校，課程 3 年；差會書院(Mission 

College)，指潞河書院，課程 4 年，學生畢業後，可再讀神學或醫學（Publishers, 

1896,pp.158-159）。由此可知中齋屬中等教育程度，但未再區分為初中及高中。

而蒙館是中國用詞，相當初等教育程度，故用 primary 一字，而非之前各詞，1900

                                                 
121 除通州之例外，龐莊 1880 年設站，1883 年設免費男童日校，1893 年改為寄宿學校，後漸發

展為中學(academy)(Gee ed., 1905,p.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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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後名稱也改為初等學校，且年限統一為 4 年。不過須注意，各站機構不限初

等學校，還設有鄉村學校與幼稚園，及非正規的主日學與聖經班（見註 3）。   

總之，該地所建構教會學校新系統如圖 1，於是更凸顯通州傳教站做為該差會華

北教育工作中心的地位（A.B.C.F.M., 1878,p.81; 1895,p.81）。 

 

學校類別 修業年限 相當程度 

醫學院 道學院  ? 專業教育 

潞河書院 4/3 高等教育 

道學院（Theological 

Seminary） 

潞河中齋（通州中學, Tung-cho High School, 

academy） 

3 中等教育 

日校、共同學校/寄宿學校：各站蒙館 4 初等教育 

圖 1. 美部會通州學校系統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此套規劃，與之前各差會學校或洋務運動時清廷所設語言、技術及軍事各類

西式學堂的情況不同，後者都只是個別、獨立不相銜接的教育機構，尚未形成一

套制度（徐宗林、周愚文，1997,p.166）；且明顯早於 1898 年戊戌維新時京師大

學堂擬設立大、中、小學，或 1902 年欽定壬寅學制的三級學制規劃（徐宗林、

周愚文，1997,pp.173-174）。 

又與同時期長老會狄考文（Calvin Mateer）於山東登州文會館所作的課程改

革比較，文會館的備齋課程 3 年，正齋課程 6 年（史靜寰，1991, pp.65-66），兩

校修業年限明顯不同。 

再對照美國當時的學制，1890 年以前，中小學學制未統一，6-3 制及 9-3 制都有，

在新英格蘭通行 9 年制小學、南方州則是 7 年制，其他州是 8 年制，在此之上再

加上 3 或 4 年中學課程。到 1890 年前 8-4 制除南方外，已成為通行學制

（Cubberley,1919,pp.454-455），通州學制與美國中小學制不同也較短。 

 

三、學校組織與人員 

 

雖 1889 年通過議案，但學校直到 1893 年才制定新章程實施。按《潞河書院

名冊》記，1893 年華北公理會（North China Mission）122於通州舉辦年會，「考

課委辦」3 人擬具通州公理會書院章程條例提會討論，會眾另派 5 人詳考修正後

通過。有關組織與人員要點簡述如後： 

1.公理傳教會在通州設立 2 塾，名為潞河書院及潞河中齋，道學院不在其中。 

2.宜設董事會，以主理書院及中齋事務。董事人數 10 名左右，且必自華北公理

                                                 
122中文史料所列名稱及外人姓名之英譯係作者設法查補，而西人中文名則均是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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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會（以下簡稱傳教會）中精選 6 名，而眾董事均須駐在華北境內。首選 3

人，任期 3 年；次選 3 人，任期 2 年；又次選 3 人，任期 1 年。此後每年必選新

董事，以補任滿者之缺。書院院長則為董事會會正（主席）。 

3.董事職責有：代傳教會照雇主持書院與中齋，陳報傳教會師資、房屋、經費等

大事，推薦院長及中外教習送傳教會選定，討論及修訂「課功會」（the examining 

committee）所定課程，選舉「考課委辦」，負責兩塾考試，定期向傳教會呈報兩

塾狀況；選 1 人為書記，傳教會司銀（按財務）為董事且兼書院司銀（潞河書院，

1893, pp.2-4）。 

4.課功會職掌與運作：人員由董事會選舉經傳教會同意，有選定事務之權，遴選

教習，挑選學生，訂定教習應教課程，訂定治理二塾規章，訂定兩塾日畫功課章

程及考課執證式樣，每週開會院長為主席，訂定學生言行作息條例，訂定學生禮

拜有關規定（潞河書院，1893, pp.5-6）。 

由上可知，該院的管理組織，基本上是比照美國大學董事會，運作方式是學

校由董事會負責，董事會下設院長，院長主持課功會（如圖 2）。 

 

華北傳教會→書院董事會→院長→課功會 

 

圖 2. 潞河書院組織圖 

 

1893 年時有董事 11 人，名單如表 2。考課委辦 3 人，包括柏牧師（Henry 

Blodget，即白漢理）、文牧師（George D. Wilder）及山牧師（Charles A. Stanley）。

教習與課功會共 9 人，包括謝衛樓（院長）、富善、清亨利（Henry Kingman）、

都春圃（Elwood G. Tewksbury）、孫炳文、劉作礪、謝涉氏（疑謝夫人）、麥美德

（Luella Miner）、安姑娘（Mary E. Andrews），其中孫、劉 2 人當是清人，且劉

氏為該院畢業生（潞河書院，1893, p.13）。 

 

表 2 

潞河書院董事名單 

任期  三年  二年 一年 

姓名 柏牧師（北京） 

賈牧師（北京）（J. T. 

Gulick） 

博牧師（龐莊）（Henry D. 

Porter） 

文牧師（北京） 

富牧師（通州）（富善） 

山牧師（天津） 

惠牧師（北京）（Mark 

Williams） 

羅牧師（張家口）（James H. 

Roberts） 

鮑大夫（保定府）（Henry P. 

Perkins） 

巴先生（天津司銀）（Henry 

J. Bostwick） 

謝子榮（即謝衛樓） 

資料來源：潞河書院（1893, p.13）。 

 

四、待遇與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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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時，潞河書院與中齋學生的教師束脩及其飲饌下榻所需之費，均由教會

籌辦，但宜自備衣履鋪蓋與上下學的路費（潞河書院，1893, p.3）。而 1896 年版

《中國差會手冊》記，學生免學費與住宿，但需自備衣物及自付來校交通費

（Publisher, 1896,p.159）。 

入學後，據《潞河書院名冊》記，1893 年以後主要規定學生不許吸煙飲酒，

起睡依照鐘聲，勤於所派備食灑掃公差，按時歸各排座位，學習功課，出院需請

假，每年由院長安排宿舍，各屋選一人為舍長（潞河書院，1893, pp.6-7）。 

 

五、上課日期與課程 

（一）日期 

據《潞河書院名冊》記，1893 年以後潞河書院分兩季，自入學至中曆年底

為前季（西曆 9 月 4 日入學考試，5 日開學），西曆 2 月 1-3 日中考，前季結束，

停課 12 日。自入學至夏季為後季（西曆 2 月 15 日開學），西曆 6 月 6-7 日末考，

後季畢放學兩半月（潞河書院，1893, p.8）。 

觀以上行事曆，可知該院已仿美制，採取學期制，且自 9 月開學，與英牛津

及劍橋大學採 3 或 4 學季制不同（周愚文，2008, pp.209, 221），也與官學採農曆

不同。 

 

（二）各學課程 

如前所述，通州中學的課程設計，基本上遵循中國經典、西方學術（科學）

及聖經三條主軸而行（A.B.C.F.M., 1887,p.110）。1890 年報中記載，寄宿男校的

課程從 9 月初開課到 4 月中，課程維持三條主軸，包括記憶與解釋聖經、聖經史、

幾何、天文、自然神學、心算與筆算、代數、地理與體學，每隔一週有半日要以

口語讀作文並討論；年長學生整年參與基督教青年會活動及傳福音工作

（A.B.C.F.M., 1890,p.69）。 

在通過新規章前，1892 年學院有 6 名畢業生獲得文憑，曾修過聖經班、基

督見證、心靈哲學、三角、數學、國際法、政治經濟學、地質學、地形學、萬國

綱鑑及中文等科目，但未習英文，所有課程都以中文教授（Lutz, 1971,pp.30-31）。 

1893 年改制後，據《潞河書院名冊》記，潞河書院所屬諸蒙館、中齋及書院各

年課程如表 3。由表 3 中整體上可知是中西學並重，並加入基督教新舊約聖經及

教會史相關內容。至於各館課程重點有：首先，蒙館中學部分先讀三字經、認字

寫字，再讀講論孟，此與中國蒙館相仿；西學部分則學算術及地理。其次，中齋

中學部分，讀畢學庸再學五經，此相當中國經館；西學加深數學與地理內容，新

增生物。最後，書院中學部分，新增易經及古文，當有意準備應科舉；而西學部

分，加重數學與自然科學分量，及新增社會科學諸科。 

以上課程較特別處有，維持不教英語慣例，全用中文教學，謝衛樓認為用中

文也可教西學，且中國學生更易學。又未像西方學院要修古代與現代語(Sheffield, 

1895: 226)。此與同治朝以後英人於上海開辦英語書館實施英語教學（周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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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pp.19-25）及裨治文所辦學塾教男學童英語（Bridgman, 1864,pp.57-58,65）

有明顯不同。每年都有宗教正式課程與活動，且均未設體育課，音樂要到書院階

段。 

 

表 3 

潞河書院各館分年課程表 

校別/年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蒙館 念中西三字經、

念真理問答、念

上論語、寫仿認

字 

念約翰前十章、

念下論語、心算

上、寫加減表、

地理初階、寫仿

認字 

念約翰後十一

章、念孟子上、

心算下、寫乘除

表、上論語、舊

約史紀、寫帖認

字 

念馬可、念下孟

子、念下論語、

筆算上、新約史

紀、寫帖認字 

潞河中齋 念路加上十二

章、念大學中

庸、講上孟子、

筆算中、講舊約 

念路加下十二

章、念詩經、講

下孟子、地理志

略、講舊約、筆

算下 

念羅馬書、念書

經、講大學中

庸、代學、動物

學、植物學、地

質學、耶蘇言行 

 

潞河書院 念詩篇（揀選）、

念古文、講詩

經、西國史紀、

形學、講使徒行

傳 

講古文、講書

經、中國史紀、

格物學、三角

學、量地學、物

證之神道。 

易經禮記摘要

（隔日講）、天文

學、化學、活物

學（上半年）、體

學（下半年）、是

非學 

富國策（上半

年）、萬國公法

（下半年）、心學

（上半年）、定論

學（下半年）、地

學（6 月）、石學

（2 月）、聖道證

據 

說明： 

1.中齋 3 年中每日寫大小楷，每隔 3 禮拜六、日午後辯論、說辭、念論。 

2.書院 4 年中每年禮拜一午前用 1 小時學習聖經，每隔一禮拜六、日午後有辯論、說辭或念論，

每隔一禮拜作詩文呈卷改正，每禮拜兩次學習聲音樂譜及歌唱。 

資料來源：潞河書院（1893, p.12）。 

 

六、學生成員與出路 

 

據美部會 1893 年報，當時戈登神學院有學生 13 人，其中 7 人之前曾在通州

中學受訓。中學有 50 人註冊，其中 5 人已入學院；多數學生將宣告信奉基督教，

許多在校舊生正發揮強烈積極的基督教影響力；從頭到尾，教學明確具基督教性

質，學習的目的是使學生適合傳教工作（A.B.C.F.M., 1893,p.74）。 

《潞河書院名冊》還提供 1893 年各館學生名單，彙整如表 4，全部至少有

37 人，可知初期規模不大。 

 

表 4 

潞河書院 1893 年學生人數表 

校別 蒙館第四

年 

中齋第一

年 

中齋第二

年 

中齋第三

年 

書院第二

年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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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8 13 5 6 5 37 

資料來源：潞河書院（1893, p.16）。 

 

此外，該名冊還記錄 24 人畢業生姓名，其中任教讀 4 人、華北區牧師 3 人、傳

道人 7 人、學醫傳道 2 人、讀神學院 7 人、已故 1 人（潞河書院，1893, pp.9-12），

由此可知書院畢業生中，有 2/3 是從事傳教工作，符合原設校宗旨。 

 

肆、1889 年以後潞河書院的發展 

 

有關潞河書院成立後至清朝結束前的發展，以下先說明整個華北教區狀況，

再聚焦討論通州情形。 

一、華北教區辦學的起伏 

1893 年潞河書院的組織架構與規章正式確立，新校舍也建成而搬到通州城

外（A.B.C.F.M., 1893,p.74）。自 1889 年設立潞州書院至 1911 年清朝結束前，美

部會華北差會的辦學變化，據美部會年報彙整各校校數及學生人數如表 5。 

 

表 5 

1899-1911 年美部會華北教區各類學校狀況 

年度/

類型 

神道院 學院 男子中學 寄宿女校 共同學校** 

校數 人數 校數 人數* 校數 人數 校數 人數 校數 人數 

1889 1 11 - - 2 41 3 43 12 189 

1890 1 11 1 38 3 44 3 53 8 107 

1891 1 13 1 47 2 38 3 68 15 209 

1892 1 - 1 61（10） 2 36 3 69 17 228 

1893 1 13 1 60（5） 2 49 4 94 19 415 

1894 1 14 1 70 3 51 5 88 27 845 

1895 1 13 1 70（26） 4 98 4 90 26 768 

1896 1 13 1 71（24） 6 157 5 148 27 874 

1897 1 17 1 76 5 140 5 142 32 430 

1898 1 9 1 74（38） - - - - - - 

1899 1 9 1 70/60（30） 6 141 5 139 25 696 

1900 1 9 1 66 6 153 5 153 25 386 

1901 1 - 1 55 - - - - - - 

1902 1 - 1 64/60(30) 4 132 4 130 9 132 

1903 1 9 1 60 4 144 3 143 18 186 

1904 1 10 1 87/84（33） 5 174 3 145 38 720 

1905 1 8 1 97（44） 5 161 5 222 51 570 

1906 1 10 1 100（45）    16*** 523 32 442 

1907 1 14 1 55（35/25） 14 426 31 374 

1908 1 17 1 112（52） 16 501 30 396 

1909 1 12 1 120（69） 17 587 30 519 

1910 1 19 2 144（90） 19 519 40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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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1 26 2 142（88） 18 648 49 848 

說明：*（）專指潞河書院人數。 

**項下包括女生及男女 day-schools, village schools。 

***自當年度起合併兩項為 boarding and high schools 並註記女生數。 

資料來源：據 79th –101thAnnual Report of A.B.C.F.M., 1889-1911 整理. 

 

由表 5 可知，美部會華北差會的教育事業並非直線式成長。首先，神學院及

潞河書院均維持一所但學生數雖有起伏，庚子後總人數成長且突破百人，而學院

人數日增。其次，其他各類學校的校數或學生總數都呈現起伏，且平均每校人數

都不多。可能的重要影響因素有二，一是 1900 年的義和團之亂，造成學校重大

破壞。據 1901 年報，華北差會 7 個傳教站中有 5 個完全遭毀壞，禮拜堂、學校

及本地教徒的家都不存在（A.B.C.F.M., 1901,p.98），至 1904 年仍在重建中

(A.B.C.F.M., 1904,p.105)。1907 年美部會《中國代表團訪視報告》（Report of the 

Deputation to China）稱，除龐莊外，其他 6 個傳教站建築均被毀，傳教士人力

損失 25%(A.B.C.F.M., 1907b,p.11)。 

二是清朝全面推動西式教育及廢科舉。辛丑新政時朝廷 1902 年頒〈欽定學

堂章程〉，1904 年再頒〈奏定學堂章程〉，於是各省奉令紛設新式各級學堂。1905

年更下詔廢除科舉制度（徐宗林，周愚文，1997, pp.174-178,180），於是官私學

校間出現了競爭。 

面對以上變局， 1900 年 9 月美國國內 17 個重要差會負責人於紐約召開聯

席會議，決定不撤退在華傳教士，且一旦局勢許可，則立即迅速恢復在華事業，

加派傳教士前往中國，擴展勢力(顧長聲，1995,p.222)。而美部會未退縮，且繼

續投入興學。 

再者，此時中國人對教會與西學的態度也由拒轉迎。賴德烈(2009：430)指出：

對於拳亂爆發的動盪與不安，傳教士要負部分責任，但這些混亂與起義不是反基

督徒，而是反外國的、反洋的，但傳教士及信徒卻是主要的受害者。1901 年 5

月簽訂辛丑和約，華人對西方文化長期的抵觸瓦解，年輕人開始欣然接受西方的

觀念與方法，開始承擔摒棄和調整舊制度之責。而文人階層痛苦意識到自己國家

的頹弱，極力尋求西方強盛的秘訣，傳教士被認為是西方的代表，其自稱知曉精

神與倫理的資源，如善用，則對個人或國家都起到重塑和重建的作用，於是人們

更加聆聽傳教士的主張(賴德烈，2009：447-452)。 

1906 年報指出，儘管官方及其他單位所辦現代教學的學校激增，但對基督

教育需求也在增加。如天津所設各級學校，有收費、有免費、有給生活補助費，

但教會學校已擁擠而拒收。又指出中國對教育有很大興致，學院成員未來將成為

中國的領導人，要求在通州建立更強大基督學院。因已有 1.3 萬中國人在日本留

學，而基督教在中國的力量仍小，在通州此教育中心，是透過在城牆內施教去接

觸並影響百萬中國人的機會。因同志社（Doshisha）大學已在日本如此做，故呼

籲潞河書院也為中國盡力（A.B.C.F.M., 1906,pp.143,149-150）。 

而 1907 年訪視報告還指出，中國政府已絕對容忍宗教，雖官學師生需定期

祭拜孔子牌位，但基督徒教師可免。傳教士有最大自由到各地去置產、旅行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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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中國人對外國人舊敵意已轉為接受外國觀念與制度。對於教育改革，代表團

更視為教會的機會。當時官方改革尚未準備妥當，學校分級徒具其名，程度低；

且缺乏提供適當訓練的教師，故教會學校有很大且不可預期的機會，因官學亟需

教會學校提供新學科與英語教師（A.B.C.F.M., 1907b,pp.2-3）。1907 年報提及北

京教會學校的畢業生與學生受邀擔任中國學校的教師，雖無法直接教基督教義，

但有許多機會接觸學生（A.B.C.F.M., 1907a,p.120）。1910 年報回顧歷史時指出，

各階層中國人對西學及基督教態度已改變（A.B.C.F.M., 1910,pp.169-170）。 

 

二、潞河書院的發展 

以下分從人數、制度、課程及類型四方面加以分析。 

（一）數量的起伏 

由表 5 中可知，潞河書院人數呈現起伏及兩項影響因素，但亦可能因年報統

計基準不同，或算學院人數，或併計潞河中齋，惟整體上呈增長趨勢，據表 5

自繪圖 3，細部變化說明如後。 

 

 

圖 3  1890-1911 年潞河書院與中齋人數 

 

1.庚子事變前 

關於潞河書院人數與生源的變化，1892 年報指出，通州潞河學院及潞河中

齋上課 33 週，出席人數 61 人，10 人屬學院層級，以上學生來自 7 個傳教站，

其中天津 2 人、北京 19 人、張家口 3 人、通州 8 人、保定府 11 人、龐莊 16 人、

臨清州 3 人，絕大多數為基督徒，而未信教者通常第一年內會表示希望過基督生

活（A.B.C.F.M., 1892,p.68）。該年度神學院未開班。基督教青年會結合年長學生

及教會弟兄持續扮演積極有用的組織（A.B.C.F.M., 1892,p.68）。1893 年，書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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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中齋有 55 人；保定府男校將有 5 人入中齋（A.B.C.F.M., 1893,pp.74-75）。 

據1895年傅蘭雅（Fryer ed., 1895,pp.12-13）調查，潞河書院（North-China College）

採免費寄宿，學生 21 人、平均年齡 21 歲；戈登神學院學生 12 人、平均年齡 25

歲；潞河中齋（Academic department），學生 44 人、平均年齡 18 歲。而 21 人中，

13 人完成第一年、5 人第二年、3 人第三年，又 12 人當年春神學院畢業，其中 4

人是學院畢業生（Sheffield, 1895,p.226）。 

1896 年報先稱，學院共有 40 人，後記開學初學院班有 24 人、中齋有 47 人，

共 71 人，前後數字不同，學生都是教會成員。天津站男校有 12 名寄宿生、少數

通勤生，預定送學生入潞河中齋；張家口站寄宿男校 26 學生中，有 2 人將進入

中齋，有 1/3 修習學院課程，將入神學院（A.B.C.F.M., 1896,pp.78, 81,83）。1897

年報記，學院及中齋出席學生 76 人，當年有一班 16 名中齋生畢業，秋季將升入

學院；另學院有 6 人畢業，其中 3 人欲攻讀神學、2 人讀醫學、1 人希望再讀一

年。天津男校有 24 名學生，多數來自基督家庭，其中部分人明年將送入到通州

中齋。龐莊男校 1895 年有 43 人，1896 年秋有 5 人送入中齋（A.B.C.F.M., 1897, 

pp.98, 101, 104）。1898 年報指出，學院有學生 38 人、中齋有 36 人，人數較 5

年前倍增，但因缺乏基金支持，無法增班（A.B.C.F.M., 1898a, p.21）。同年張家

口設一男子學校，正送學生入潞河中齋；龐莊寄宿學校畢業生將入潞河書院

（A.B.C.F.M., 1898b,pp.15,18）。1899 年時天津寄宿男校有 18 名學生，由潞河書

院畢業生教導，有 5 位男童已升入中齋，表現良好；北京 2 所日校由潞河書院畢

業生執教，有 10 生正讀中齋；張家口寄宿男校有 21 人，秋季有 2 生將入中齋；

保定府寄宿男校有 21 人，該站一直希望發展成中學（A.B.C.F.M., 

1899,pp.121-124,128,131）。另《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載，潞河書院 1897-1898 年度統計數字，在學中齋生有 38 人，學院生

65 人；7 年來畢業生共有 41 人，其中 6 人為按立牧師、7 人為傳道助手、6 人為

學校教師、2 人為醫療助手、6 人入神學校、9 人尚未決定、2 人任世俗工作、3

人病逝；而神學校在學生有 9 人，6 年來畢業生共有 53 人（Sheffield, 1899,p.351）。

惟所記潞河書院在學生與 1898 年報不同，可能是因計算時間點不同。 

 

2.庚子事變後 

    1900 年 6 月庚子事變後，該會在通州城房舍及城外校園受到掠奪及嚴重破

壞。學生及教會人員受到驚嚇，死傷甚多。1/3 學生避入北京，8 月才漸恢復進

行重組（A.B.C.F.M., 1901,pp.103-104）。1901 年底學院有 55 名學生，分成 4 班，

及 4 個中學班(Sheffield, 1901,p.620)。1902 年學院在北京恢復上課，並在通州重

建新校舍；而通州 4 所日校上半年恢復上課，有生 62 人，公共考試時表現佳

（A.B.C.F.M., 1902,p.122）。學院直到 9 月才到遷回通州，共有 60 人，均分入書

院與中齋，新生中 7 人來自龐莊中學（academy），1903 年有 5 人從學院畢業

（A.B.C.F.M., 1903,pp.110-111），新校舍可容納百名學生住宿(Correspondence, 

1902: p.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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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學校重建復課後，通州潞河書院與潞河中齋，持續扮演美部會華北教育

中心的角色，一方面在制度上與各站學校銜接，另一方面畢業生也獲聘為各校教

師。 

由表 5 知庚子後兩校總人數較事變前漸增，而生源來自各站與教育聯盟內各

差會，概況如後。1900 年報載，臨清州男校有學生 20 人，有 2 人已準備進入通

州潞河中齋（A.B.C.F.M., 1900,p.105）。1904 年報載，張家口所屬男童學校教師

是華北協和學院畢業生，預備教授所有課程，以便讓學生符合潞河中齋入學要求；

1903 年通州站所屬基督村，設立一所男童預備學校（初等程度），有 24 名學生，

其中 4 人 1903 年時已升入潞河中齋。華北學院有學生 51 人、中齋 33 人。倫敦

會已送 6 人入中齋，長老會則送 4 人入學院。保定府站所屬初等男校學生 40 人，

12 人屬山西差會，教師們畢業於潞河書院及神學院，1903 年時有 6 名該站學生

及 4 名山西差會學生升入潞河中齋（A.B.C.F.M., 1904,pp.109, 111-113）。 

1905 年報指出，天津站所屬男童學校有 6 位畢業生升入潞河中齋，學生幾乎都

成為基督徒。北京站所屬男校學生有 74 人，偶有人準備升入潞河中齋。華北學

院有 44 人、中齋 53 人、寄宿男校 13 人、寄宿女校 16 人、6 所日校 117 人。龐

莊中學有 31 人，畢業班 7 人中有 6 人已入華北學院（A.B.C.F.M., 

1905,pp.98-99,105,108）。1905 年《中國教育指引》（the Educational Directory for 

China）指出，該院院長為謝衛樓，畢業生 1902 年中齋 5 人、學院 9 人、神學院

9 人；神學院在學生 10 人；通州地區有 6 所日校，男生 43 人、女生 62 人（Gee 

ed., 1905,p.7）。1905 年時學院有 10 人畢業，但有許多人中輟；1906 年時中齋有

66 人，學院課程有 38 人（Correspondent, 1906,p. 748）。 

1906 年天津站送 3 人入北京神學院、1 人入協和學院、11 人入中齋。北京

站有 2 名神學生；張家口站有 4 名學院生；保定府站送 3 名神學生、5 名學院生，

所屬男校有 5 人進入潞河中齋；龐莊站送 1 名神學生、20 名學院生（A.B.C.F.M., 

1906,pp.143-152）。1907 年報記，天津站希望擴大學校以增設中學，並為男童入

學院做預備（A.B.C.F.M., 1907,p.118）。 

1908 年報記，兩校有 112 人，其中學院有 52 人，大四 13 人、大三 3 人、大

二 15 人、大一 20 人；中齋 60 人，多數學生信奉基督教，暑假畢業生 25 人均已

受雇擔任學校教師或傳福音的助理（A.B.C.F.M., 1908,p.122）。1909 年報記，天

津站有 1 名神學生，通州站神學生 3 人，華北協和學院有 69 人註冊，55 人來自

美部會，當年暑假 5 人畢業。中齋註冊 51 人，12 人來自美部會，1909 年 22 人

畢業。又 1908 年全站學生數 276 人，其中 244 人屬華北差會、6 人屬山西差會、

21 人屬倫敦會、5 人屬長老會，專屬通州則為 182 人。保定府站寄宿男校有學生

50 人，目的是為進入潞河中齋做準備，通常是插入二年級。龐莊學生到通州或

北京繼續升學的人數有 240 人。臨清州站新設一所男童學校，校長是華北協和學

院畢業生（A.B.C.F.M., 1909,pp.117, 120-126）。由前可知，生源已擴大至美部會

及二差會所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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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的改變 

1.開始收費 

起初華北區教會學校屬慈善性質，以免費為主，但 1880 年代起實驗收學費，

如 1887 年報記，張家口站日校實驗收少許學費，部分學校證明是成功的；又龐

莊侯家屯本於自助原則日校每生每人每年需付學費千文，總額不少，結果令人鼓

舞（A.B.C.F.M., 1887,pp.104,107）。1888 年華北差會收入表中列有女校寄宿與學

費及日校與學費共計 91.53 元（A.B.C.F.M., 1888,p.76）。1891 年龐莊學校雖盡力

提高學費總數至一千文，但已失敗（A.B.C.F.M., 1891,p.66）；1893 年龐莊 4 所鄉

村學校，每生仍需付定額學費（A.B.C.F.M., 1893,p.75）；1898 年時龐莊寄宿男校

學生需付膳費（A.B.C.F.M., 1898a,p.18）。庚子事變後美部會 1904 年報記，張家

口站所屬男童學校規模仍小，因須收費（A.B.C.F.M., 1904,p.109）。1905 年報指

出，北京站所屬男校有 74 人，許多人已負擔所有費用（A.B.C.F.M., 1905,p.99）。

另《中國教育指引》指出，北京南教堂寄宿男校學生 60 人，需付少許學費及半

額住宿費（Gee ed. 1905, p.6）。1906 年報指出，天津各類學校有收費、有免費，

有給生活補助費；華北協和女書院與貝滿女塾期望學生至少支付 1/6-1/4 的住宿

費，但英語及器樂（instrumental music）課暫不收學費（A.B.C.F.M., 1906,pp.143, 

146）。1907 年報指出，華北學院 1906 年提高學費，以致學生離去。保定府男校

也增加學費，雖公立學校免費，但多少仍有支出，校長認為如家長收成好，教會

學校的收費不算多（A.B.C.F.M., 1907,pp.123,125）。1909 年報記天津站一寄宿學

校收學費 41 元 34 分；通州站寄宿學校學費秋季已漲一倍，希望能逐步接近教育

的實際支出；臨清州站新設男校收合理的學費（A.B.C.F.M., 1909,pp.117, 122, 

126）。如此一來，使得教會學校的慈善性質已漸變質。 

 

2.各差會成立華北教育聯盟及聯合辦學 

原本新教各差會到中國傳教，雖不乏跨教派合作，但是辦學上，是各自獨立，

直至庚子事變後開始轉變。1902 年英倫敦會首倡議組教育聯盟（educational 

union），美部會附議。之後邀請美長老會（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Board）與美

北美以美差會（the Methodist Mission, North）加入，成立董事會（mission board）

每差會派 3 名代表，另成立理事會（Board of Managers），每會派 6 人組成，負

責管理大學各單位，任命師資及安排派課程（Sheffield, 1902,pp.378-379）。計畫

經仔細討論後擬定，分送各母會考慮。其目的是在高等教育階段，學校以較低成

本且成效好的作法，來確保適當的教學（A.B.C.F.M., 1902,p.122）。 

1903 年時美部會華北差會與英倫敦會的學院與神學教育聯盟，已經各自母

會批准生效。而醫學教育聯盟也經美部會華北差會、倫敦會及美長老會北京差會

（the Peking Mission）同意（A.B.C.F.M., 1903,p.111）。 

1904 年時，美部會華北差會與倫敦會的三校教育聯盟已運作，並再納入美

長老會，將會有協和文學院、協和神學院、協和醫學院及協和女子學院

（A.B.C.F.M., 1904,pp.105-106）。於是原通州潞河書院改制為華北協和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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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原戈登神學院改制遷往北京成為協和神學院（the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各校生源除來自原美部會的中學外，也開始招收其

他兩差會中學的畢業生，當年倫敦會送 6 名學生入華北協和學院潞河中齋，長老

會也送 4 名（A.B.C.F.M., 1904,p.112）。1905 年時，貝滿女塾也將加入教育聯盟，

計畫草案正送所屬母會批准，同意後將成為協和女書院暨貝滿女塾（Union 

Women’ s College and Bridgman Academy），它將招收華北美部會、倫敦會及美長

老會所屬女校畢業生（A.B.C.F.M., 1905,p.102），以補華北協和學院只收男生的

缺憾。1905 年時，協和女書院有 14 人、貝滿女塾有 23 人、較低年級有 47 人

A.B.C.F.M., 1905,p.146）。原本合組方案包括美北美以美會 1890 年所辦北京匯文

大學（the Peking University），可惜計畫未獲其母會批准（Sheffield, 1908: p.307）

而暫輟。 

1907 年《中國代表團訪視報告》提及前述合作辦學狀況，更建議確保對男

子學院捐款不少於 20 萬元，對女子學院則不少於 10 萬元(A.B.C.F.M., 

1907,p.12)。 

1902-1908 年，文學院畢業 6 班 53 人，皆為基督徒；現有學院生 70 人、中

齋生 45 人；醫學院 3 班 56 人，僅 1/3 畢業自文學院，相當多學生非基督徒；神

學院有 2 班，不到半數曾完成學院課程(Sheffield,1908,p.309)。 

1909 年時華北協和醫學院（North China Union Medical College）加入聯盟

（A.B.C.F.M., 1909,p.120）。 

教育聯盟的合作範圍，嚴格言限於學院層級，各差會中學只是附屬關係。但

當其欲送學生升入同一學院時，課程路線不可能不同。同理中學規範初等層級的

課程，儘管學習課程非絕對統一，但彼此相近。1908 年時長老會北京有中學，

預備入協和學院；倫敦會長期與美部會中學合作，美部會除通州中齋及新設龐莊

中學外，另將天津、北京、張家口及保定府四地 4 所初等學校升格為中學（Sheffield, 

1908:308），故合作也向下延伸至中等及初等教育階段。 

在此之前，為中學輸送學生的各站初等學校課程，以傅蘭雅 1895 年調查為

例，彙整如表 6，由此可知主要是聖經與中國經典，但無英語。惟 1905 年時保

定府男校與中學，為潞河書院輸送學生，課程有聖經、四書、地理、算術及音樂，

但有外師教英語（Gee ed, 1905,p.5）。 

 

表 6   

美部會華北初等學校課程 

站別 校別 課程 

張家口 上城男日校 四福音書、中國經典 

免費寄宿男校 四福音書、中國經典、算術、地理、新舊約、歷史 

臨清州 初等免費男日校 初級地理、算術、福音書、中國經典 

龐莊 初等寄宿男校 中國經典、聖經史、算術、地理 

初等男日校 聖經、中國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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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府 免費寄宿男校 中國經典與文學、新約、地理、算術 

北京 初等免費男日校 聖經、中國經典、算術、地理、教義問答 

資料來源：Fryer ed.（1895,pp.8-13） 

 

1906 年美部會的小組修訂男童小學課程，並與美長老會及倫敦會代表一起

修訂女校的課程，後者與男校略有不同，且在實務上統一三差會女校的工作，以

利幾年內學生易於在各校間轉學（A.B.C.F.M., 1906,p.140）。 

1910 年華北教育聯盟（the North China Educational Union）理事會召開年會，

討論擴大及完善聯盟的計畫，如有可能，目標要團結所有華北的差會，另也討論

學校開學時間是否比照官學採農曆，所屬各校應否用同一試卷及目標在發展良好

的學校系統(Ewing &Fenn,1906, pp.309-310)。 

1910 年報指出華北教育聯盟，成員有美長老會差會、倫敦會、美北美以美

差會及美部會，學校有華北協和學院、北京神學院、華北協和女書院、北京男子

醫學院及北京女子醫學院，其中醫學院已獲清政府認可。差會的普通學校制度尚

未達到預定的水準，但各傳教站在不同條件下已盡力為之。差會認為應在許多鄉

村設立基督教初等學校，但目前全欠缺，此計畫正在龐莊發展。中國人越來越希

望其子女接受現代教育，不但準備送其到教會學校，且漸願意為此而付費。又華

北差會正在規劃一套統一的小學課程給所屬及其他差會學校。目前發展的完整中

學課程，只用在通州及龐莊所屬學校，小學的中文安排則與官立學堂一樣

（A.B.C.F.M., 1910,pp.170-171,173）。 

以上說明，不只反映出華北教育聯盟參與的差會與校數增加，也表示正打算

建立一套教會學校制度，從初等學校延伸到大學，架構如圖 4。 

 

華北教育聯盟 

華北協和學院 協和神學院 北京協和醫學

院(男) 

北京女子醫學

院 

華北協和女書

院暨貝滿女塾 

各差會中學 

各差會傳教站初等學校 

圖 4 華北教育聯盟學校系統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華北協和學院改制後，至 1915 年首次授予 18 人畢業文憑，其中 16 人修畢

四年課程，2 人修畢 3 年課程後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學習一年；另中齋有 16 人發

給中學文憑，多數秋季可能升入學院（Editor, 1915,p.4）。 

 

最後，四差會原有合組大學的想法但未成，1911 年辛亥革命後，華北教育

聯盟才恢復與北京匯文大學磋商合併，直到 1915 年通過新校章程，以符合各成

員的需求。華北協和學院及神學院陸續遷入北京校區，再經過長期爭論後，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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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確定新校名為燕京大學（陳遠，2013,pp. 7-20；Lutz, 1971,pp.122-123, 533）。 

 

（三）課程主軸增加英文 

如前所述，通州中學的課程是以中國經典、西方科學及聖經三條主軸為重，

1889 年潞河書院成立後仍沿襲此路線。依美部會 1883 年報載，通州男校預備部

教導中國經典、聖經及西方科學（A.B.C.F.M., 1883,p.76）。1895 年傅蘭雅（Fryer 

ed., 1895,pp.12-13）調查，主要教授西方科學、中國經典與聖經。所用教科書有

狄考文的《數學》、丁韙良（W. A. P. Martin）的《格物學》、江戴德的《地理志

略》、李安德（L. W. Pilcher）的《地理初階》、歐文的《地學》、謝衛樓的《萬國

通鑑》、謝夫人（Eleanor W. Sheffield）的《體學》、郝爾布魯克（Mary Anna Holbrook）

的《活物學》。1896-1897 年時學習仍依循中國經典、西學及聖經三條主軸

（A.B.C.F.M., 1896,pp.78, 83; 1897,p.101）。惟 1898 年《中國代表團訪視報告》

表示，學校中聖經是最重要的教科書，充滿基督教精神，透過教師語言與個人影

響傳遞，多數學生將擔任牧師（A.B.C.F.M., 1898b,p.21）。同年謝衛樓

（Sheffield,1898, p.69）撰文表示，該校是一所基督徒的訓練學校，主要目提供

差會需求日增的本土傳教工作者。由此可知，宗教課程乃是其核心。 

對於英語的需要，1906 年報已載保定府一所英語學校有 35 人（A.B.C.F.M., 

1906,p.150），次年有 39 人，學生來自全省或外省（A.B.C.F.M., 1907a,p.124）。

1907 年《中國代表團訪視報告》建議華北學院提供全部提供英語教學且加收學

費，並配合增加所需教師人力(A.B.C.F.M., 1907b,pp.12-13)。於是 1907 年改制為

華北協和學院後所屬學校採取四條獨立課程主軸：聖經與倫理研究、中國經典、

西方科學與歷史及英文（A.B.C.F.M., 1907a,p.123），再新加入英文，此屬重要改

變。1909 年華北協和女書院暨貝滿女塾已將英文納入正規課程，並從女塾三年

級開始教授（A.B.C.F.M.,1909,p.119）。1910 年聯盟理事會討論是否要像多數學

院一樣，在低階學校引入英文，作為一般課程(Ewing & Fenn, 1910,p.310)。  

 

（四）各站新設初等學校及幼稚園 

隨著民眾教育需求的增加，美部會華北教區的教育機構數量與類型也開始擴

增。原華北差會在各內外站設有初等程度的「共同學校」、日校或男女寄宿學校，

但 1900 年以後差會年報學校的分類用詞出現變化，之前所用「寄宿男校」

(boarding schools for boys)，自此改稱「男子中學」（boy’s high school）（A.B.C.F.M., 

1900,pp.104-105）故推斷前者已提升至中學程度。而龐莊 1901 年後設男子中學

（Academy），1902 年有 8 人畢業，升入華北協和學院，次年也有 8 人畢業，並

有潞河學院畢業生幫忙。至於該地寄宿女校有學 37 人，另有 5 人畢業後，送入

貝滿女塾（A.B.C.F.M., 1903,pp.113-114）。1905 年龐莊男子中學達 31 人，7 人畢

業，6 人升入協和學院；另外該站 1904 年也新設 9 所鄉村學校，8 所運作良好

（A.B.C.F.M., 1905,p.108）。 

1905 年報指出，北京站已要求訓練良好的教師，及亟需一所師範學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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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年北京在貝滿女塾後也新設幼稚園，教室已很擁擠，但家長及兒童卻很感

興趣（A.B.C.F.M., 1905,p.99），之後持續運作。同年，通州站記都春圃夫人協助

管理 2 所初等學校（primary schools），高厚德（Howard S. Galt）夫人管理 1 所

初等學校（A.B.C.F.M., 1905,p.104），用詞已非「共同學校」，則顯示三級學制的

架構正形成中。1906 年報中出現「小學」（elementary schools）一詞；天津在站

內設幼稚園，有 4 名兒童，每天 1 小時，已歷經數月。此外也設 2 所鄉村男日校，

學生人數從 3-4 人增至 11 人。而北京站也設立幼稚園，學校已備好新建築與設

備，學童是鄰居，有 50 人註冊，平均出席 30 人，宣稱是東方設備最佳的幼稚園

（A.B.C.F.M., 1906,pp.140, 143-145）。而通州站，設有 5 所初等日校，學生逾百

人，平均出席人數 87 人；保定府站日校或初等學校年底人數是 33 人；龐莊，初

等學校一所關閉，一所續辦（A.B.C.F.M., 1906,pp.149, 151,153）。1908 年報告指

出，龐莊表示需要一所初等學校，幼稚園已建成（A.B.C.F.M., 1908,p.124）。1909

年時龐莊站初等學校有男童 120 人、女童 8 人；原有幼稚園已有進步，另需要在

站外發展更多的初等學校（A.B.C.F.M., 1909,p.125）。 

以上顯示美部會以通州潞河書院為主幹的學校系統，已逐漸向上與向下延伸，

該會的三級教會學校系統已逐漸成形。 

 

伍、結語 

 

綜上所述可知，晚清時教會學校已成為引介美國教育的主要管道。19 世紀

美部會是美國新教最先派傳教士到中國傳教的差會，其宣教地區從最初的廣州與

福州，隨時局變化，逐步北上至上海，1860 年後再擴展到華北的天津與北京地

區。庚子事變前，已在直隸與山東設立 7 個傳教站與各級學校，以輔助傳播福音。

1867 年在水路交通要道的通州站設立學校並逐步擴張，使該地成為該會華北的

教育中心。1889年華北差會同意通州中學正式升格為相當高教程度的潞河書院，

之下有中學程度的潞河中齋，做為預備學校。1893 年制定新規章實施，書院除

招收中齋生外，也招收該會各站寄宿男校的學生，如此原本各自獨立的男校（蒙

館）、中學（潞河中齋）及學院（潞河書院），彼此開始銜接，形成一條教育階梯，

讓學生可逐級而上，於是教會學校系統的雛形已漸形成。然而通州及整個華北教

區的各類學校校數與學生數，並非直線式擴張，而是有所起伏。1900 年義和團

之亂，對該教區及所屬學校造成極大傷害，但美部會並未退縮，且中國對外態度

由拒轉迎。1902 年後開始復員，直到 1911 年滿清政府被推翻為止，教會學校發

展數量上呈現增長現象。影響其發展的另一項重要因素是清廷推動辛丑新政，政

府先後頒行壬寅學制與癸卯學制，全面仿日改行西式學制並廢除科舉，而與該會

所屬學校產生競爭，但美部會對此卻視為發展契機。在 1900-1911 年期間，出現

三項改變：一、制度上，（一）部分學校開始收費，一改以往免費慈善性質；（二）

美部會與倫敦會、美長老會、北美以美會組成教育聯盟、聯合辦學，擴大原有通

州教育中心的服務，招收各差會學校畢業生，使得教會學校系統更穩固，學生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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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擴及女生。二、課程上，除原中國經典、西學（科學）及聖經三大主軸外，

新增英語課程。三、新增幼稚園、初等學校等類學校，使得教會教育向下延伸，

形成「幼稚園-初等學校-中學-學院」一條龍的教會學校系統，在 1922 年民國政

府改仿美制實施新學制前，4-3-4 學制已逐漸在中國成形。 

總之，本文藉由美部會通州潞河書院設立與發展之例，揭示美國教育如何透

過教會組織於 19 世紀後期在中國開展，進而形成三級教會學校系統，雖本文只

探討美部會在華北通州辦學情形，但此應是晚清借入美國教育的縮影，至於其他

差會及所屬學校的情形值得繼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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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4  晚清中國近代教育制度西化的研究方向新探 

 

周愚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摘要 

 

    中國傳統的教育制度，至晚清時，在西方壓力下面臨巨變，自光緒 29 年(1904)起全面改採

西式學制，再廢科舉，實施迄今已逾百年。過去對此課題研究雖多，但仍有許多議題被忽略，故

本文擬重新檢討此段「教育轉移」的過程，分別舉出影響教育西化的日、英、美三國，從可用的

史料、研究問題的架構、討論的角度、目前的研究發現，及待後續處理的課題等方面進行分析，

以期提出未來研究中國近代教育制度西化課題的新方向。 

 

關鍵詞：中國近代教育制度、教育制度西化、教育轉移、晚清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Study of Westernization of Educational System  

In Late Ch’ing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 of China has been replaced by westernized one under 

pressures from western powers since 1904, and the civic service examination was abolished 

later. This great change has happened over 100 years. Although many researches on this topic 

have been undertaken, many important issues still were ignored. So,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view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transfer’, the impacts from Japan, Britain and America 

has been analyzed. By way of analyzing the available sources, the framework of inquiry, the 

perspective of discuss, the findings of recent research, and worthwhile issues to inquiry in the 

future, several new directions for the study of westernization of educational system in late 

Ch’ing China were recommended. 

 

Keywords: educational transfer, educational system, in modern China,late Ch’ing, 

westernization of educational system, 

 

壹、前言 

    現代討論教育制度變遷時有許多方法與視角，其中之一，即是歷史的視角，

但往往因為時間久遠、資料難尋，且對當前教育實務的改進少有直接的助益，以

致往往為教育研究者所忽略。 

     中國原本有自己一套教育制度與理念，到十九世紀時，完整的教育制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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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培養人才的國子監、府州縣儒學、社學、義學及公私辦書院，以及選拔人才的

科舉制度。士子先由儒學與書院的培養，再通過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後入仕(周

愚文，2001)。但是這一套制度，晚清時發生巨變。而改變的開始，是因為道光

19 年(1839)中英鴉片戰爭的衝激，之後再歷經兩次英法聯軍，中國屢屢戰敗、簽

訂南京、天津及北京條約後，同治朝才決定開始推動洋務運動(或稱自強運動)，

教育制度的變革也在其中。當時清廷被迫在正式體制之外，另設個別的西式學堂，

於是自同治元年(1862)首建京師同文館、之後陸續新設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

館、福建船政學堂、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天津武備學堂等等，這些新設的西式語

言學堂、技術學堂及軍事學堂，是官方正式引入西式教育的開始。然而這些新設

學堂，不僅孤立於原有教育制度之外，且都是個別、獨立的教育機構，尚未形成

一套制度；並都是橫斷式的由西方移植到中國，但彼此間缺乏縱的銜接與橫的聯

繫(周愚文，1997：166)。光緒 20 年(1894)甲午戰爭清廷慘敗，也意味三十年洋

務運動的失敗，迫使朝野痛定思痛，試圖師法日本變法維新。光緒 24 年(1898)

百日維新期間在教育上卻出現重大變革，已從原本少數、個別獨立學堂的設置，

朝向將各省書院的改設學堂；將原本單一層級的學堂，朝向多級學堂發展，雖未

冠上「學制」之名，但已有西方三級學制的雛形。雖然變法曇花一現，但是卻已

指出了後續發展的方向(周愚文，1997：173)。光緒 26 年(1900)庚子事變，次年

辛丑議和後清廷被迫推動新政，教育亦在其中。光緒 28 年(1902)先頒〈欽定學

堂章程〉(即「壬寅學制」)，光緒 29 年(1904)再頒〈奏定學堂章程〉(即「癸卯

學制」)，光緒 31 年(1905)廢除科舉制度，新設學部(周愚文，1997：174-181)，

於是原有的傳統教育制度，徹底被廢除，改行新制。民國成立後，我國學制雖歷

經元年與二年「壬子癸丑學制」、11 年「壬戌學制」(即「新學制」)及 17 年的多

次修正(鄭世興，1990：126-129，207-210)，但是本質上仍是採行西式制度，迄

今根本未變。 

    當進入二十一世紀，吾人在尋求未來新方向時，回首發現引進逾百年的西式

教育制度，在西方自身也出現許弊端與問題，必須改絃更張。如此使吾人驚覺，

「模仿學習西方」，並非教改唯一最佳之途，而必須回到自身的立場，找出適合

於自己的路，西方的教育發展不再必然與現代化、進步與優質同義。然而此種觀

點，卻可能是百年前決策者們所欠缺的。由於他們對於西方教育缺乏認識或一知

半解，誤以為西方制度代表先進，於是學習、模仿、甚至全盤抄襲移植是唯一之

路。然而百年後回首來時路，始發覺當時清人的判斷與決定未必正確。有鑑於此，

有必要重新從歷史的視角，檢視這一段變革過程。而看往事的角度，可以「從過

去看現在」(「以古觀今」,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也可以「從現在看過去」

(「以今論古」, from the present to the past)，後者或被批評是「現代論」(presentism)，

犯了「時代錯亂」(anachronism)或「無歷史」(ahistorical)的謬誤(周愚文，2014a：

60-62)，此種帶著現代眼光去套歷史，未必客觀合理，但是也表示因為現代知識

的進展，透過一些新的概念、觀點與視角，去看往事時，或許會有新的洞見，見

前人所未見，言前人所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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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這段官方西式學制建立的過程，最高點當是光緒 29 年(1904)，當時主

要雖稱兼採歐美制度，但主要是模仿日本，學界對於晚清開始實施「壬寅學制」

及「癸卯學制」的研究已多(汪婉，1998；阿部洋，1990；胡國勇，1996；熊賢

君，2006)，但事實上這是一個漫長的累積發展過程。如果吾人將眼光放大放遠，

而不限於官辦的學堂，將西方新舊教會所辦的學堂也納入，則會發現早在十九世

紀初當嘉慶 12 年(1807)第一位新教傳教士英國倫敦會(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牧師到廣州傳教後(MacGillivray, 

1907:1-2)，西方的教育觀念與制度，也陸續透過直接與間接的管道，開始被引介

到中國。如此一來，早在光緒 24 年(1898)清廷決定師法日本明治維新前，實際

上英美乃至法德的學校教育已透過教會學校陸續在中國現身。那麼當時為何會棄

西洋而仿東洋？過去的研究多數只討論為何選擇日本的原因，但對於同時期或更

早其他各國的狀況卻未慮及。 

有鑒於此，筆者從民國 102 年(2013)起就對此問題感到好奇，遂藉由國科會

及科技部專題計畫的協助，先以「影響晚清仿日建立西式學制的關鍵人物研究」

為題，企圖瞭解當時該制如何借用日本的制度，以釐清當時有關重要人物及多個

教育考察團對制定「壬寅學制」及「癸卯學制」的影響。之後透過滾球的方式，

104 年(2015)起再以「晚清癸卯學制頒行前對英國教育的認識與引介」為題，以

兩年的時間探討晚清引介英國教育的狀況，一方面釐清當時英國教育如何被引介

及其影響力，另一方面則分析當時朝廷為何會捨英制而學日制。當研究英國的時

候，亦發現雖然美國來華稍遲，但她的力量已悄然進入中國，其中來華傳教的新

教各差會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 106 年(2017)起，再以「晚清癸卯學制頒行前對

美國教育的引介與影響」為題，預定以三年的時間，探討美國教育被引介的狀況。

希望釐清美國力量進入的起點，既不是從清華庚款留學開始。按光緒 34 年(1908)

美國國會議決退還庚子賠款半數，並自宣統元年(1909)起逐月退款，三年中甄選

三批學生赴美留學123，及 3 年(1911)設立留美預備學堂後(程新國，2005：15-16，

26)。也不是始於民國 8 年(1919)五四時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訪華及 11 年

(1922)改仿美制實施「新學制」。因為這些都不應是引介美國教育的起點，而可

能是十九世紀起長期往來所累積的結果。例如前述清華庚款留學生中，第一批中

即有 11 位分別來自聖約翰書院、北京匯文大學、嶺南學堂、東吳大學、金陵匯

文書院等美國教會學校生，約占總人數的 23%(王天駿，2012：9-10)，近四分之

一；第二批中即有 23 位分別來自聖約翰書院、嶺南學堂、東吳大學、長沙雅理

大學、杭州育英書院等教會學校的肄業生或畢業生，約占總人數的 32.9%(陳學

恂、田正平編，1991：197-199)，近三分之一，由此可略窺教會學校的影響力。

前述各計畫的部分研究發現已陸續發表，本文則在前述研究基礎上，更進一步提

出研究晚清(1800-1904 年)間中國近代教育制度西化課題的新方向，以期拋磚引

玉。 

                                                 
123 1909 年 47 人、1910 年 70 人、1911 年 63 人，共 180 人，其中較知名的學生有梅貽琦、趙元

任、胡適等人(陳學恂、田正平編，1991：188-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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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將依序說明可用的史料、研究問題的架構、討論的角度、目前的研究發

現，以及最後待後續處理的課題。 

 

貳、可用的史料 

     關於光緒 29 年(1904)實施「癸卯學制」前引介西式教育的狀況，可用的史

料，除了官方法規、奏議、公牘、函電等史料外，根據已有的研究經驗，還有以

下八類史料或資源可用。 

一、當時中西人士編纂的史地類書籍 

    十九世紀以降，就有許多中西人士所編纂的史地書籍中，至少有 21 種介紹

了英國教育狀況，有 22 種介紹了美國教育狀況，如表 1 及表 2。 

表 1  晚清光緒癸卯前中西人士介紹英國教育書目 

編著者 記事/出版時間 身分 書名 

缺名 道光 8 年(1828)前後 ？ 歐洲總論 

葉鍾進 道光 8 年(1828)前 民 英吉利國夷情記略 

麥都思 道光 9 年(1829) 英牧師 東西史記和合 

郭實獵 道光 14 年(1834) 普牧師 大英國統志(燕京版) 

郭實獵 道光 18 年(1838)前 普牧師 萬國地理全圖集 

劉啟彤 道光 20 年(1840) 民 英政概 

林則徐 道光 21 年(1841) 官 四洲志 

梁廷枏 道光 26 年(1846) 官 海國四說‧蘭崙偶說 

馬禮遜 道光 27 年(1847/52) 英牧師 外國史略 

徐繼畬 道光 28 年(1848) 官 瀛寰志略 

魏源 咸豐 2 年(1852) 官 海國圖志(百卷本) 

慕維廉124 咸豐 3 年(1853) 英牧師 地理全志 

慕維廉 咸豐 6 年(1856) 英牧師 大英國志 

褘理哲125 咸豐 6 年(1856) 美 地球說略 

江戴德126 光緒初(1876) 美牧師 地理志略 

沈敦和 約光緒 2 年(1876) 民 英吉利國志略 

張自牧 光緒 5 年(1879) 民 蠡測卮言 

沈純 光緒 8 年(1882)前 民 西事蠡測 

劉啟彤 光緒 13 年(1887) 民 英藩政概 

李提摩太

127 

光緒 21 年(1895) 英牧師 泰西新史攬要 

鄭觀應 光緒 22 年(1896) 民商 盛世危言增訂新編128 

                                                 
124 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英倫敦會。 
125 R. Q. Way，1856 年易名《地球說略》(寧波：華花聖經書房)。 
126 L. D. Chapin，美部會牧師。 
127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英浸禮會。 
128 該書最早 1894 年春出版 5 卷本，次年初增改為 12 卷本，1896 年再增補為《盛世危言增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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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參考周愚文(2017b)修改。 

 

表 2 晚清光緒癸卯介紹美國教育書目 

編著者 出版時間 身分 書名 

郭實獵129 道光 17 年(1837)後 普牧師 萬國地理全圖集 

高理文130 道光 18 年(1838) 美牧師 美理哥合省國志略 

林則徐 道光 21 年(1841) 官 四洲志 

高理文 道光 24 年(1844) 美牧師 亞墨理格合衆國志略 

梁廷枏 道光 26 年(1846) 官 海國四說 

馬禮遜 道光 27 年(1847) 英牧師 外國史略 

瑪起士131 道光 27 年(1847) 葡民  新釋地理備考 

徐繼畬 道光 28 年(1848) 官 瀛寰志略 

褘理哲 道光 28 年(1848) 美牧師 地球圖說 

魏源 咸豐 2 年(1852) 官 海國圖志(百卷本) 

慕維廉 咸豐 3 年(1853) 英牧師 地理全志 

裨治文 咸豐 10 年(1860) 美牧師 大美聯邦志略 

金楷理132 同治 12 年(1872) 美牧師 西國近事彙編 

朱克敬 同治 13 年(1873)後 民 通商諸國記 

岡本監輔 光緒 5 年(1879) 日官 美國記133 

江戴德 光緒 7 年(1881) 美牧師 地理志略 

謝衛樓134 光緒 8 年(1882) 美牧師 萬國通鑑 

李提摩太 光緒 15 年(1889) 英牧師 新學序135 

顧厚焜 光緒 15 年(1889) 外交 美國地理兵要 

林樂知136 光緒 22 年(1896) 美牧師 文學興國策 

鄭觀應 光緒 22 年(1896) 民商 盛世危言增訂新編 

高理文 光緒 23 年(1897) 美牧師 美理哥國志略 

資料來源：參考周愚文(2017d)整理。 

 

二、當時清人的日記、遊記與筆記 

    當時清人或因奉命出使外國，而留下相關日記或紀錄；或官民出國考察遊歷

而留下相關紀錄或遊記。較特別是遊日的部分，過去對晚清官民東遊與教育考察

                                                                                                                                            
編》14 卷本。 
129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 
130 E. C. Bridgman, 1801-1861，後改名裨治文，美部會牧師。 
131 José Martinho Marques. 
132 Carl Traugott Kreyer. 
133 該文及後文摘自岡本監輔《萬國史記》卷 19，明治 12 年(1879)撰成。 
134 D. Z. Sheffield, 1841-1913，美部會牧師。 
135 後單獨出版改名《七國新學備要》，當屬教育類。 
136 譯者 Y. J. Allen, 1836-1907，原作者為日人森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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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日人實藤惠秀開其先河，他將所用資料稱為「東遊日記」，共蒐集達 227

種(含民國 77 種)，「東遊日記」成為晚清光緒至民國前期中國人赴日考察、留學

日記、報告和研究著作的總稱(王寶平，2003a：4)。其中癸卯前介紹日本教育的

日記或遊記至少有 20 種，見表 3。 

表 3 晚清光緒癸卯前清人介紹日本教育的日記或遊記 

編著者 記事/出版時間 身分 書名 

何如璋 光緒 3 年(1877) 公使 使東述略 

張斯桂 光緒 3 年(1877) 副使 使東詩錄 

黃遵憲 光緒 5 年(1879) 參贊 日本雜事詩 

王之春 光緒 5 年(1879) 江防統領 東洋瑣記 

陳家麟 光緒 13 年(1887) 使館隨員 東槎聞見錄 

顧厚焜 光緒 14 年(1888) 刑部主事 日本新政考 

傅雲龍 光緒 15 年(1889) 兵部郎中 遊歷日本圖經 

傅雲龍 光緒 1 年(188) 兵部郎中 遊歷日本圖經餘記 

黃遵憲 光緒 20 年(1894) 參贊 日本國志* 

黃慶澄 光緒 20 年(1894) 文士 東遊日記 

朱綬 光緒 24 年(1898) 民人 東遊紀程 

姚錫光 光緒 25 年(1899) 武備學堂總稽查 東瀛學校舉概 

張大鏞 光緒 25 年(1899) 候補知縣 日本各校紀略 

張大鏞 光緒 25 年(1899) 候補知縣 日本武學兵隊紀略 

丁鴻臣 光緒 26 年(1900) 提督 四川派赴東瀛遊歷閱操日記 

丁鴻臣 光緒 26 年(1900) 提督 遊歷日本視察兵制學制日記(鈔本) 

沈翊清 光緒 26 年(1900) 船政學堂提調 東遊日記 

羅振玉 光緒 28 年(1902) 湖北農務學堂總經

理委員 

扶桑兩月記 

吳汝綸 光緒 28 年(1902) 京師大學堂總教習 東遊叢錄 

關庚麟 光緒 28 年(1902) 留學生 參觀學校圖說 

*該書當屬史地類。 

資料來源：參考周愚文(2014b，2015a，2015b，2015c)整理。 

    至於光緒癸卯前中西人士介紹英美教育的日記或遊記至少有 24 種，見表 4。 

表 4 晚清光緒癸卯前中西人士介紹英美教育的日記或遊記 

編著者 記事/出版時間 身分 書名 國別 

闕名 咸豐年間(1850s) ？ 遊京日記 英 

斌椿 同治 5 年(1866) 使臣 乘槎筆記 英 

張德彝 同治 5 年(1866) 使館隨員 航海述奇 英 

王韜 同治 6-7 年(1867-68) 民 漫遊隨錄 英 

志剛137 同治 7 年(1866) 使臣 初使泰西記 英美 

張德彝 光緒元年(1875) 使館隨員 歐美環遊記 英美 

李圭 光緒 2 年(1876) 民 環遊地球新錄 英美 

李圭 光緒 2 年(1876) 民 東行日記 英 

郭嵩燾 光緒 3 年(1877) 公使 使西紀程 英 

劉錫鴻 光緒 3 年(1877) 副使 英日軺記 英 

陳蘭彬 光緒 4 年(1878) 公使 使美記略 美 

曾紀澤 光緒 4-12 年(1878-86) 公使 出使英法日記 英 

                                                 
137 王錫祺編(1962)《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記編纂者為宜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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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紀澤 光緒 3-12 年(1877-86) 公使 使西日記 英 

張德彝 光緒 9 年(1883) 副使 隨使日記 英 

張德彝 光緒 9 年(1883) 副使 使英雜記 英 

袁祖志 光緒 9 年(1883) 民 瀛海採問紀實 英 

袁祖志 光緒 9 年(1883) 民 西俗雜誌 英 

丁韙良138 光緒 9 年(1883) 美牧師 西學考略 美 

張祖翼 光緒 10 年(1884) 民 倫敦風土記 英 

鄒代鈞 光緒 11 年(1885) 公使 西征紀程 英 

洪勳 光緒 13 年(1887) 民 遊歷聞見總略 西方 

薛福成 光緒 17-20 年(1890-94) 公使 出使日記續刻 英 

崔國因 光緒 20 年(1894) 公使 出使美日秘國日記 美 

宋育仁 光緒年 23 年(1897) 參贊 泰西各國采風紀(采風記) 英 

資料來源：參考周愚文(2017b，2017d)整理。 

 

三、當時來華西人的傳記及文獻集 

十九世紀英美來華傳教的新教傳教士，他們的自傳或後人所編纂英文傳記及

文獻集，可提供其在華教育事業的紀錄。茲彙整如表 5。 

表 5 晚清光緒癸卯前來華傳教士傳記及文獻集 

國別 書名 傳主 

英 Morrison, E. (1839).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馬禮遜夫人編(2004)。《馬禮遜回憶錄》。) 
馬禮遜 

馬禮遜(2008)。《馬禮遜文集》(Selected Works of Robert Morrison)。 馬禮遜 

Burns, I. (1975). Memoir of the rev. Wm. C. Burns, m. a., missionary to China 

from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church.  
賓惠廉 

Bennett, A. A. (1967).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傅蘭雅 

Dagenais, F., Zhou, P. & Han, J. C. (Eds.) (2010). 《傅蘭雅檔案》(The John 

Fryer Papers). 
傅蘭雅 

Broomhall, A. (1983). Hudson Taylor and China’s open century: Over the treaty 

wall.  
戴德生 

Watson, M. E.(1895). Robert and Louisa Stewart: In life and in death.  史犖伯 

Johnston, L. E. (1907). Jin Ko-Niu: A brief sketch of the life of Jessie M. 

Johnston for eighteen years W. M. A. missionary in Amoy, China.  
仁力西 

Soothill, W. E. (1924).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seer, statesman, missionary  

and the most disinterested adviser the Chinese ever had.  

(蘇慧廉(2007)。《李提摩太在中國》。) 

李提摩

太 

Soothill, W. E. (1907). A typical mission in China. 蘇慧廉 

美 Bridgman, E. J. G. (Ed.) (1864).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裨治文 

Bridgman, E. J. G. (1853). Daughters of China, Sketches of domestic life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裨治文

夫人 

 Lazich, M.C. (2000). E.C.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雷孜智(2008)。《千禧年的感召—美國第一位來華新教傳教士裨治文傳》。) 

裨治文 

Fisher, D. W. (1911).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狄考文 

                                                 
138 W. A. P. Martin,1827-1916,美北長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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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舍(2009)。《狄考文傳-一位在中國山東生活了四十五年的傳教士。) 

Bennett, A. A. (1983).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0-1883. 

(貝奈特(2014)。《傳教士新聞工作者在中國林樂知和他的雜誌

(1861-1883) 》。) 

林樂知 

Martin, (1896). A cycle of Cath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  

(丁韙良。《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 

丁韙良 

註：按來華傳教時間排序。 

 

四、當時的重要中文報刊 

    十九世紀時當時西方傳教士透過曾編印中文報刊以傳教，如美南監理會牧師

林樂知也有英商人美查(Ernest Major, 1841-1908)，後期羅振玉更發行教育專門雜

誌，茲彙整重要報刊如表 6。 

表 6 晚清光緒癸卯前重要中文報刊 

報刊名稱 創辦/編輯者 創辦時間 備註 

上海時報 伍德、林樂知 同治元年(1862) 上海《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中文版，申報發行後停刊。 

教會新報 林樂知 同治 7 年(1868) 後改名萬國公報。 

萬國公報 林樂知 同治 13 年(1874) 一度停刊，光緒 15 年(1889)復刊，

33 年(1907)終刊。 

申報 美查 同治 11 年(1872)  

時務報 汪康年 光緒 22 年(1896) 光緒 24 年(1898)停刊 

教育世界 羅振玉 光緒 27 年(1901) 光緒 34 年(1908)停刊 

資料來源：參考戈公振(2013)《中國報學史》及吳廷俊(2008)《中國新聞史新修》

整理。 

 

五、當時教會發行的英文報刊雜誌及文獻 

美公理會海外傳教部總會(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 簡稱「美部會」)首位來華的傳教士裨治文道光 10 年(1830)

到廣州宣教，道光 12 年(1832)創辦 the Chinese Repository (《中國叢報》)英文報

刊，由教會及美商支助(Broomhall, 1907: 12)，他任編輯直到咸豐元年(1851)停

刊。 

繼《中國叢報》後另一份由教會所辦的英文雜誌為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簡稱 The Chinese Recorder , CR，《教務雜誌》)。該雜誌同治 5

年(1867)由美國美以美會(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監理會)。傳教

士裴米爾創刊于福州。它是 1867～1941 年在華的西方宣教士於中國出版的英文

刊物，初為雙月刊，後為月刊。該刊物創辦之初乃為提供來華宣教士交換訊息的

平臺，溝通傳教工作、語言學習與生活心得等。然因其記錄詳實、議題豐富，且

含大量圖片、精密統計數字，不單是西方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更因其撰寫者為

長期生活在華的西方宣教士，觀察中國與亞洲問題的角度異於一般中國人或西方

人，成為研究近代史、尤其是中國近代史，以及基督教與中國不可或缺的重要史

料(魏外揚，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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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差會除了出版報刊雜誌外，也出版一些論及教會教育事業的書籍，如配

合光緒 3 年(1877)第一次在華教務大會，美北長老會狄考文光緒 4 年(1878)編印

了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新教在

華差會教務大會紀錄》)，其中收有關於討論教會教育的論文(Mateer, 1878)。又

配合光緒 33 年(1907)教務大會加拿大長老會季理婓(D. MacGillivray, 1907)編印

了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基督新教在華傳教百年史》)，書

中按教派順序，依序介紹各差會在華的組織、人員及工作狀況，其中包括所辦教

育事業。 

又英聖公會傅蘭雅光緒 21 年(1895)時曾編印了 Educational Directory for 

China. An account of the various schools and colleges connected with protestant 

missions(《中國教育指南：新教差會有關的學校與學院說明》)，介紹各差會所

辦之中小學狀況(Fryer, 1895)。而上海美華書館(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Press) 

光緒 22 年(1896)編印了 The China Mission Handbook (《中國差會手冊》)，其中

介紹也各差會的教育事業(Publisher, 1896)。 

    各差會除在華發行報刊雜誌外，在母國發行者也會報導在華差會的教育狀況，

如美部會道光元年(1821)在美波士頓創辦的 The Missionary Herald(《教士先鋒

報》)，不定時會報導在華差會的教育事業狀況。另外該差會每年年會的會務報

告(the A.B.C.F.M. Annual Report)中，也會提報華南及華北分會的學校與學生數統

計，及辦學情形。 

 

六、當時涉外人士文集 

晚清與西方教育引介與學制制定的人士，如李鴻章、郭嵩燾、曾紀澤、黃遵

憲、薛福成、張百熙、張之洞、羅振玉、吳汝綸等人，他們在世或身後，先後出

版了相關文集，其中收錄有關的信函、公牘、奏議、日記等重要文獻，可供研究，

茲彙整如表 7。 

表 7  晚清重要涉外人士文集 

姓名 書名 

李鴻章 顧廷龍、葉亞廉主編(2008)。《李鴻章全集》。 

郭嵩濤 郭嵩燾(1967)。《玉池老人自敘》。 

郭嵩燾(2012)。《郭嵩燾全集》。 

曾紀澤 曾紀澤(1975)。《曾惠敏公(紀澤)文集》。 

黃遵憲 陳錚編(2005)。《黃遵憲全集》。 

薛福成 薛福成(1971)。《庸盦全集》(光緒 24 年刊本)。 

馬建忠 王夢珂點校(2013)。《馬建忠集》。 

張百熙 張百熙(2008)。《張百熙集》。 

張之洞 苑書義、孫華峰、李秉新主編(1998)。《張之洞全集》。 

羅振玉 羅繼祖編(2010)。《羅振玉學術論著集》。 

吳汝綸 吳汝綸(2002)。《吳汝綸全集》。 

 

七、叢書及史料彙編 

   前述六類史料，晚清以來除了原版單獨發行外，後人也曾編入相關叢書或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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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部分文獻，輯成史料彙編出版，茲僅就所用資料分列如後。 

晚清民人王錫祺編(1962)《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於光緒 17 年(1891)出版，20

年(1894)出版《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補編》，23 年(1897)出版《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

補編》(王錫祺，1964)，前表 1-表 4 所列中外人士介紹英美日等國史地及遊記的

許多書籍亦被收錄其中。    

清王西清、盧梯青編《西學大成》收錄西學著作 56 種，光緒 21 年(1895 年

上海醉六堂書坊石印本。 

民國55-76年間文海出版社邀請近代史學者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纂輯相關重要史料，先後編成《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和《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編》出版，正編 100 輯、續編 100 輯，三編 93 輯，

搜羅近代名人奏疏、政書、年譜、筆記、日記、詩文集及經世文編、碑傳集等(沈

雲龍主編，1966，1974，198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自民國 61 年(1972)起，陸續編印《近代中國對西

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分為 1821-1861、1862-1875、1875-1893、1894-1900

及 1901-1911，共 5 輯共 10 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1990)。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邀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從晚清到民國，自

72 年(1983)起陸續出版，共 4 輯 7 冊。 

上海教育出版社請陳元暉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分為鴉片戰爭時

期、洋務運動時期教育、戊戌時期教育、普通教育、學制演變、高等教育、留學

教育、教育思想、實業教育與師範教育、教育行政機構與教育團體，自 79 年(1990)

出版至 86 年(1997)共 10 冊(李桂林、戚名琇、錢曼倩編，1995；高時良、黃仁賢

編，1992；戚名琇、錢曼倩、霍益萍編，1994；陳學恂、田正平編，1991；湯志

鈞、陳祖恩編，1995；潘懋元、劉海峰編，1993；璩鑫圭編，1990；璩鑫圭、唐

良炎編，1991；璩鑫圭、童富勇編，1997；璩鑫圭、童富勇、張守智編，1994)。 

    湖南嶽麓書社由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自 69 年(1980)開始陸續出版

晚清官民訪問外國的紀錄，預定 100 種，至 105 年(2016)時已達 36 種(鍾叔河，

1980-2016)。 

 

八、可用的資料庫或網站 

    前述七類資料，除了紙本史料外，也有多個中英文資料庫或網站，可以透過

線上檢索及下載前述資料，茲簡列如後： 

(一)中文部分 

1.中研院近史所近代史數位資料庫：http://mhdb.mh.sinica.edu.tw/。 

2.中國近代報刊資料庫《申報》典藏版。(臺師大藏) 

3.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zh，收錄歷代著作於三萬部電子檔，

包括晚清時期。 

4.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收錄了民國時期(1911～1949)出版的期刊 5 千餘

種，電子檔內容涵蓋政治、軍事、外交、經 濟、 教育、思想文化、宗教等方面。 

http://mhdb.mh.sinica.edu.tw/
https://ctext.or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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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收錄了 1833-1910 年，302 種期刊，共計 287,349 篇文

章電子檔，幾乎涵蓋鴉片戰爭、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等時期出版的所

有期刊。(臺師大藏) 

  

(二)英文部分 

1.Hathi Trust’s digital library：https://www.hathitrust.org/。可檢索及下載歐美圖

書館所藏英文圖書及教會期刊電子檔。 

2.Internet Archives：https://archive.org。可檢索及下載歐美圖書館所藏英文圖書

及期刊電子檔。 

3.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可供檢索及下

載當時與中國有關之英文報紙電子檔。 

 

參、研究問題的架構 

    要重新研究晚清中國近代教育西化的過程，可透過 6 個 W 來協助釐清研究

問題的焦點。 

一、Who 

主要探討某國的教育，是透過何人的引介？是外國來華的傳教士？是清廷使

外人員？或遊歷外國的清官民？ 

 

二、When 

主要探討英、美、日等國的教育，在十九世紀何時期被引入中國？以釐清各

方外力影響中國教育的順序。 

 

三、What 

究竟引介了何國、何種教育制度？並討論引介時是否完整周全？名稱及概念

的翻譯或類比是否正確、一致，制度的理解與引介，有無曲解、扭曲、變形或錯

誤？ 

 

四、Where 

所引介的某國教育制度，實際影響到哪些地區？地理範圍有多大？ 

 

五、How 

某國的教育制度是透過何種方式與管道被引介入中國？一、二手書籍報刊文

獻？派員出國考察？遊歷心得？或實際辦學？又國人對外國的教育的認識，是羅

素(Russell, 1985)所謂的「親知」(Knowledge by acquaintance)或是「述知」

(Knowledge by description)？ 

 

六、Why 

https://www.hathitrust.org/。可檢索及下載歐美圖書館所藏英文
https://www.hathitrust.org/。可檢索及下載歐美圖書館所藏英文
https://archiv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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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朝野為何要引介學習外國制度？光緒 28 年(1902)及 29 年(1904)時為何

要學習日本制度？又為何未能及早學習英國及美國制度，並採納為官方制度？而

西方傳教士為何要積極在中國設立教會學校？動機與目的為何？有無爭執？ 

 

肆、討論的角度 

    對於這段漫長的改變歷程，除了依編年形式，逐一敘述事件的變化外，也可

以採取以下三個角度的增進分析的深度與廣度。 

一、歷史「常」與「變「的角度 

    此是指從長時間發展的角度，先理解原先清朝舊有教育制度的狀況(即「常」)，

再找出事件改變的關鍵點(變)，如同治元年(1862)、光緒 24 年(1898)、光緒 28

年(1902)、光緒 29 年(1904)及光緒 31 年(1905)，再進一步找出影響改變的可能因

素。 

 

二、比較教育理論的角度 

    如果要對晚清中國近代教育西化的過程進行理論分析，有哪些比較教育理論

可供運用。根據筆者的研究經驗，曾採用了兩種理論。分述如後： 

    (一)比較教育的分期理論 

首先，從比較教育理論觀之，將該學門的發展分為五個階段(如表 8)。 

表 8 比較教育發展的分期 

階段 時期 特徵 

一 旅人故事 指 19 世紀之前，透過遊歷海外人士，將異國生活的見聞，以遊記

體裁向國內報導。但此類報導，皆帶有極濃厚意識型態或文化偏

見。對教育報導，散見各報章雜誌，缺乏系統且欠深入分析。 

二 教育借用 自 19 世紀起，歐洲各國政府任命或選派官員紛赴國外考察教育事

業。但其錯誤假定是：以為所有的教育完全可以抄襲或模仿 

三 國際教育合作 重在交換有關外國教育事業的消息，以有系統方式聚集出外國的

資料。 

四 歷史-文化分析 19 世紀末社會科學興起，注意教育與社會的關係，研究外國學校

時，19 世紀側重研討民族性與制度的關係。 

五 社會科學解釋 一次大戰後開始著重應用社會科學的知識與研究技術(如統計)，以

闡明教育與社會的關係。 

資料來源：楊國賜(1975：1-8)。 

對照時間，晚清正處於西方發展的第一及二期，而清人學習日本教育的歷程，

也與西方同期作法類似，光緒 29 年(1904)以前，朝廷及地方曾派多批官員前往

日本考察教育(周愚文，2015c)，可知是由第一期進展到第二期；至於對於英美

的引介，則主要還是停在第一期的作法，並未派出官方的教育考察團。 

     

(二)教育借用理論 

從「教育借入」(educational borrowing)理論觀之，有學者(Philips, 2004: 55-59; 

Philips & Ochs, 2004: 8-10)將「教育轉移」(educational transfer)，視為一個從強迫

到自願學習的連續光譜，並將其原因及種類分為五種：1.集權主義及獨裁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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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itarian/authoritarian)的強加，2.戰敗在佔領國限制下被要求，3.受雙邊或多邊

協議協商的限制，4.有目的的模仿及借鑑被觀察國的政策與實際，5.透過教育理

念與方法普遍引入的影響等。而第 4、5 種可稱為「教育借入」，是指某國對外國

教育實際與政策感興趣或跨國吸引(cross-national attraction)而自願學習。跨國吸

引包含改變的衝動(impulses)及外部化潛力(externalizating potential)兩項，是指外

國制度的元素理論上可借用，其內化潛力依賴借用國的情境可接受性。又將教育

政策借用的過程分為跨國吸引、政策決定(decision-making)、施行(implementation)

及內化與本土化(internalisation/ indigenisation)等四個階段，並構成一連續循環進

步(周愚文，2015b：4-5)。如借用此理論考察中國近代學習英美及日本的情形，

則發現清人對於日本的學習動機，兼有強迫及自願的矛盾成份，而對內容也非全

盤照收，是「有迎有拒」。 

(三)人與結構互動的角度 

    對於教育制度變革的研究，不能只從結構功能論或馬克思主義的宏觀角度入

手，強調結構的變動，而忽略其中重要關鍵人物的影響力；也不能只從微觀角度，

專著研究重要關鍵人物的貢獻與影響力，而忽略個人背後的制度與結構因素的限

制。因為歷史事件應當是人在制度框架下，「能動者」(agent)與「結構」(structure)

間不斷的互動，其中人們有其命定性，也有其自由性。因此研究此段變革既要掌

握制度大結構的變化，也要找出影響變革的關鍵人物，以便瞭解事情是如何發生

的。 

 

伍、目前的研究發現 

    一、日本與英國部分 

    根據過去研究發現對英日兩國在「教育借入」的五項特徵如下(周愚文，2017c：

222-223)： 

(一)借入途徑方面 

對英國有三途：使英官員與遊歷官紳的引介，書籍與報刊雜誌的介紹，及英

人抵華興學或任教。第三種包括基督新教各差會的傳教士在中國設置教會學校、

英籍人士受聘到當時的各類西式學堂擔任教習及私人開設英語書館教授英語。而

對日本有五途：使日官員的引介、派官員赴日考察、派學生赴日留學、聘請日本

教習、培養日語人才及翻譯日本教育書籍。兩者的明顯差異是英國設有教會學校，

日本則無；清廷派多批官方教育考察團赴日考察，但卻未去訪英。晚清所譯介與

日本教育有關書籍與論文數，遠多於介紹英國者。英人擔任官方西式學堂教習時

間較日本早，但官方有所限制與顧忌。清人中具英親身教育見聞經歷者較日人數

少。故清人對英國及其教育的認識，主要是透過間接途徑，譯介過程又遇到語言

溝通的障礙，更加深認識的困難。 

(二)借入內容方面 

兩國都觸及大學、中小學、軍事學校、女子學校、師範學校、職業學校、教

育行政及教育思想等面向。但是在引介制度的完整性及深度上，因語言障礙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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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複雜度，英制顯然不及日制；教育思想著作，日多於英。 

(三)借入結果方面 

英國式教育傳入中國，是一個摸索、個別、零星、分散、無規劃及未形成體

系的歷程；且因當時社會排外反教，不易被引介或推廣。至於日本，雖使日官員

及多批訪日官紳努力引介日本教育考察時的見聞，但多未能直接影響兩學制的訂

定，主事者是以間接文獻資料為本。 

(四)捨英制仿日制的原因方面 

主要是因日本已將西洋教育轉化，去蕪存菁，著有成效。中國教育學習西方

以日本為媒介，可事半功倍。至於不學英國，可能是基於整體局勢不利、教育借

入途徑的阻礙度相對高、英政府的態度不積極及清朝廷態度偏日等四項原因。 

(五)比較教育學的意義方面 

1.從模仿過程言，對英，接觸與學習時間最早，但卻始終停在「旅人故事時

期」，未有派遣官方教育考察團及有系統地借用與模仿等作為。對日，甲午前約

處在「旅人故事時期」，之後開始出現「教育借用時期」特徵。2.晚清教育西化

歷程，近似「教育借入」模式，但不足以解釋之。它既非東、西洋強權強加於中

國，清廷亦非完全出於慕外而自願學習。而是在持續面對外部挑戰與壓力下，「半

拒半迎、有拒有迎」的結果。 

 

二、有關美國部分 

目前已初步完成三篇文章，茲簡述主要發現如後： 

(一)首篇〈晚清甲午前中外人士對於美國教育的介紹〉 

透過對 49 種當時出版專書分析，發現主要屬史地類，編著者以傳教士居多，

出版時間以同治光緒朝較多。其中有教育記事者 26 種，內容涉及中小學、大學、

女子教育、陸海軍校、聾啞院、師範學堂、神學院、醫學院、法學院、育嬰院、

教育行政制度、技藝館、圖書館等主題；範圍涵蓋 1 特區 29 州。但對國名與地

名、中小學與大學的譯名不一。因美國由公立共同小學、免費公立中學及州立大

學所構的教育階梯，與以 8-4 制為主的三級學制尚在形成，更增加清人理解的困

難。又用中國科舉概念去理解與轉譯美國學制易生誤解。雖略及教育行政制度，

但未辨明教育權屬地方而非聯邦。總之，甲午前清人無法從論著中認識美國教育

的完整面貌，不利日後借用(周愚文，2018a)。 

(二)次篇〈晚清傳教士裨治文與美國教育的引介〉 

發現晚清首位美籍傳教士裨治文在華三十年間，除直接佈道外，還透過編譯

聖經、出版書籍與報刊及設立學校來傳福音。他所撰美理哥合省國志略是首部美

人自撰介紹美國及其教育的書，後廣為時人鈔引。另他在穗、澳、港、滬設立學

塾，教育貧童，也主張「以學興教」。雖未獲所屬美部會支持，但仍以己力為之。

其夫人也積極在穗、滬、京設立女塾，傳播福音。直到他身後 1877 年第一次在

華教務大會後各教會才改變態度，轉而支持教育事業。故日後美部會教育事業的

發展及對美國教育的引介，當以為其開端(周愚文，2018b)。 



 

121 

 

(三)第三篇〈晚清美部會通州潞河書院的創建與華北教會學校系統的形成〉 

該篇是在前二文基礎上，以最早派員來華傳教的美部會為例，探討咸豐 10

年(1860)以後該會以河北通州傳教站的學校為據點，逐漸發展華北教育中心，更

進一步建立教會學校系統，引入美式教育。研究發現，華北差會同治 5 年(1867)

至直隸通州設立初等學塾，之後學校數量日增、範圍日廣及程度日升。光緒 15

年(1889)將原有通州中學升格為潞河書院，光緒 19 年(1893)更建構以各站蒙館、

潞河中齋及潞河書院為主、之下銜接各站「共同學校」的教會學校系統。庚子事

變後，美部會與其他 3 差會共組華北教育聯盟，共同辦學，潞河書院成為華北協

和學院。民國初更一步邁向合併，民國 7 年(1918)合三校為燕京大學。透過通州

潞河書院的發展例子，可以看到晚清美國教育如何被引入中國的軌跡(周愚文，

2018c)。 

 

陸、待後續處理的課題：代結語 

    經過過去五年多的研究，透過滾雪球的方式，將原本含糊不清的疑問，一個

一個釐清，同時也衍生出新的課題，對於晚清中國近代教育西化的過程中，大致

可清楚看出英美日三國影響當時中國教育改革的時序、方法、途徑與效果。然而

還有以下幾個教育制度面的問題待後續努力。 

   首先，英美傳教士除興辦教會學校外，甲午戰爭後至戊戌維新前，更有一些

傳教士為當時的維新派出謀劃策，提出改革中國教育的建議，王立新分析其方案

包括三方面，一是開設新學堂，建立從小學到大學的三級學制。二是改革科舉考

試。三是延師設學(王立新，1997：254-260)。如李提摩太、李佳白(Gilbert Reid, 

1857-1927)、林樂知、潘慎文(A. P. Parker, 1850-1924)、丁韙良等人所提多項改革

意見，則見諸《萬國公報》等報刊。他們所主張的內容及影響程度，需進一步研

究。 

其次，有關美國各教會所辦學校的影響力如何？如果以民國時期燕京、北京

協和、齊魯、東吳、之江、滬江、金陵、金陵女大、武昌華中、華西協合、福建

協和、嶺南、聖約翰等教會大學的設立為基準點，回溯其創設的根源，都可上追

到晚清時期。而這些學校的前身，當初多屬規模很小的初等性質學塾，之後如何

逐步擴張，再發展成中學，最後變成大學，亟待進一步研究。而目前研究只是針

對其中最早來華的美部會所屬學校，且限於廣州、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對於

其在福建的興學狀況，有待研究。至於南北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南北浸

禮會(Baptist)、監理會等其他主要教派的狀況，以及廣東、福建、江浙、山東、

山西、江西、兩湖、四川、雲貴等地的設學狀況，都待進一步探索。如果再加上

天主教的興學狀況，如此才能更全面掌握教會學校對於引進西式學制的影響力，

進而理解民國十一年(1922)以後朝野針對教會學校大力推動「收回教育權運動」

(吳家瑩，1990)的原委。 

復次，當光緒 29 年(1904)開始實施「癸卯學制」後不到 7 年，即爆發辛亥

革命，清廷被推翻，但是其間實際狀況及其成效如何，很值得關注。因為徒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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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自行，在晚清變局下，地方如何將朝廷規劃的書面制度落實，實非易事；而

且這場教育革命如何將舊制度轉換為新制度，如何妥善安置將近 60 萬的傳統知

識分子的出路，都是艱鉅的社會工程。然而關於這批權利受到巨大影響的進士、

舉人及貢監生員的前途(李林，2017；曾重凱，2007；關曉紅，2013)，以及新式

學堂與舊式私塾間出現的矛盾衝突(田正平，陳勝，2009；左松濤，2017；蔣純

焦，2007)等等問題，既有的研究仍有限，都是需要進一步研究。 

最後，回顧過去中國百年來引介西式教育制度的過程，從比較教育的角度言，

一是可將大陸與先後受到不同西方教育制度影響的澳門、香港及臺灣，因在推進

速度、方式與模式不相同，所產生的成效也互異(周愚文，2014c：125)，可視為

大的教育實驗場，進行跨區比較，分析百年來彼此差異與利弊得失。二是檢討中

國所採取的「教育移轉」模式，與其他國家相比有無不同，有無獨特之處，如此

則可以對既有的理論進行分析、修正或批判，進而建立新的理論模式。 

    由於本文聚焦於教育制度鉅觀層面的探究，至於在此大結構下，同時期教育

思想、目的、課程、教學等等微觀層面的變革，有志者亦可另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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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5  澳門近代教育發展的研究史料分析 

 
摘要 

教育史是歷史學門的一支，教育學的四大基礎理論之一，澳門教育史研究興於本世紀初，

由澳大教育學院首倡，但在研究華人教育時仍感資料不足。本文引介三種史料：中國教

育年鑑，國府1949年以前教育類國家檔案(學校及校董會立案檔)，及西方新教差會文獻，

以期有助後續澳門教育史研究。 

 

關鍵詞：澳門教育、教育史料、近代澳門、國家檔案 

 

一、前言 

「教育史」學門的學術位置，從歷史學的角度而言，可視為其子學門之一，

或視為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應用史或專題史的一部份；從教育學的角度而

言，也視為其子學門之一，或在美國被視「教育的社會基礎」(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或被在英國被視為「教育基礎理論學門」(foundation disciplines)139，

與教育心理學、教育哲學及教育社會學並立，且是四科中產生時間最早者。準此，

其學術地位與重要性可見一斑。 

    澳門在 1999 年回歸中國前，二十世紀葡澳殖民政府對於華人子弟的教育事

業是「撒手不管」140，因此對於過去教育歷史演變與發展的重視程度並不高。有

關澳門教育史的研究，主要當從二十一世紀初開始。 

2005 年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在前院長單文經教授的規劃下，構想將澳門教育

史研究列為該院未來研究重點之一，2006 年獲得澳大研究委員會經費支助，由

該院同仁成立研究小組，展開初期研究工作。2007 年初在該校圖書館展出「澳

門教育史文獻暨梁披雲、杜嵐、鄺秉仁資料展」，同月該院舉首屆兩岸四地教育

史研究論壇」，之後由七校輪流主辦迄今。同年 10 月該院正式成立「澳門教育史

資料庫五年(2008-2012)計劃研究課題組」，次年獲列入該校重點研究領域並獲經

費補助。鑑於澳門教育史研究可能遇到文獻資料欠缺的困難，因此該課題組六項

工作中即有四項與此有關，包括資料蒐集與整理、外文資料的中譯、教育人物的

訪談、史料的編輯與出版。141 

在此之前，雖有一些澳門通史著作中提及教育，屬教育史專著甚少，僅有劉

羨冰《澳門教育史》與《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誌》，及李向玉《漢學

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出版。至於教育史專文部分，主要涉及教會辦

學、華人教育人物、學科教育、課程與制度、師資教育及各級各類教育等方面。
142 

之後該校澳門教育史的研究成果陸續發表，如張偉保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

                                                 
139 周愚文：《教育史學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4 年，第 384 頁。 
140 劉羨冰編著：《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誌》，澳門：自印，2002 年，第 42-43。 
141 單文經：《總序》，張偉保主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9 年，第 1-6 頁。 
142 鄭潤培，《澳門教育史研究略述》，張偉保主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一輯》，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第 23-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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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輯》、鄭振偉編《鄺秉仁先生與澳門教育》、鄭振偉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

二輯》、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鄭振偉《1940 年代的澳門

教育》、張偉保《振業尋根：澳門教育史、歷史教育與研究》等，另有戚印平《澳

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兼談耶蘇會在東方的教育機構》，數量雖不多，但卻是好的開

端。 

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必要條件，「無史料，無史學」，前述澳大計劃既將史料蒐

集與整理列為重點工作。有關可用史料的探討，張偉保《外文文獻與澳門教育史

研究》指出，與澳門教育史有關外文文獻中，屬於史料者，葡文文獻彙編有教育

暨青年局《澳門教育史資料選輯》、A. Barata O Eesino em Macau, 1572-1979(《澳

門教育：1572-1979》)、Castas Anuas do Collegio de Macau《聖保祿書院年報：

1584-1627》；英文有《馬禮遜文集》(Selected Works of Robert Morrison)及 Chinese 

Repository(《中國叢刊》)，兩者雖非以教育為主，但包括教育事業。至於檔案部

分，舉出澳門政府歷史檔案、澳門天主教檔案。143前者主要是澳門教育廳

1871-1983 年 4,189 卷及民政廳 1734-1982 年 29,419 卷，另外外地資料有臺灣僑

委會關於民國時期澳門中文學校立案資料，南京歷史檔案館、北京歷史檔案館、

廣州歷史資料館及香港大學藏英國領事檔案中有關澳門教育史料。144張偉保另為

文介紹《馬禮遜教育會年度報告》的史料價值145。 

    雖有以上史料線索，也有學者據以研究，如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

保祿學院研究》即用葡文《聖保錄書院年報》撰成。但對研究者而言，當研究早

期華人教育時仍會遇到一定困難，需另闢蹊徑，如鄭振偉編《鄺秉仁先生與澳門

教育》，則包括當事人專訪、文輯(包括回憶及雜錄、贈言、書信及校務報告)等

內容146；鄭振偉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二輯》，其中收錄 16 篇論文，主要以學

校與教育人物為主，所用資料包括如澳門中華教育會與婦聯等社團出版的刊物

(如《澳門新教育》)，學校出版的紀念刊物及網頁資料(如培正中學)，學校所用

語文教材(如濠江中學)、教育人物文集等。147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

遜學堂》，則參考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等所編 Chinese Repository

（《中國叢刊》）中所錄馬禮遜教育會年度報告，並將中譯本列入附錄。148鄭振偉

《1940 年代的澳門教育》，則用 1940 年代《華僑報》、《大眾報》、《西南日報》、

《市民日報》及《世界日報》等五種中文報紙為主。149如此使得資料來源更趨多

元，以期補充原有史料的不足。準此，本文擬就所知，列出幾種可供研究澳門十

                                                 
143 張偉保，《序言 外文文獻與澳門教育史研究》，張偉保主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一輯》，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第 2-12 頁。 
144 鄭潤培、謝建成：《澳門教育史研究現況與展望》張偉保主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一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第 38，43 頁。 
145 張偉保，《馬禮遜教育會年度報告的史料價值：以馬禮遜學堂為例》，張偉保：《振業尋根：澳

門教育史、歷史教育與研究》，臺北：萬卷樓，2016 年，第 21-46 頁。 
146 鄭振偉編：《鄺秉仁先生與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 
147 鄭振偉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二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 
148 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 
149 鄭振偉：《1940 年代的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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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前期教育發展的資料，以期有助未來相關研究的進行。 

 

二、可用史料分析 

(一)教育年鑑與年報 

1.《中國教育年鑑》 

    國民政府教育部出版的三次《中國教育年鑑》中，在僑民教育或華僑教育項

下，載有澳門教育相關資料。 

如《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第十一篇僑民教育第一章記載，35 年各地僑校

分布如下：葡屬帝汶及澳門 45 校，立案 36 校，未立案 9 校。150第二章第三節又

記：中國國民黨第五屆第七次全會陳樹人等提案「推進僑民教育方案」，其中「….

五年內增設模範中學十五校，其配置地點如下： ……澳門。……」。151內容雖不

多，但提供部分訊息。 

《第三次中國教育年鑑》第十二篇華僑教育第三章第八節「港澳及其他地區

教育」第二目「澳門僑教」記載如下：「該地區原有中小學六十三所，計中學二

十所，小學四十三所。依據僑務委員會四十五年底資料，經該會立案教育部備案

者計中等學校十一所，小學十七所，約高中五十班初中一百五十班，其中自由僑

校學生數為中學五五○人，小學三八二五人，教會學校中學二八三九人，小學一

七三三人。茲誌其已立案學校如左： 

（一）中學： 

澳門中德中學 

澳門聖羅撒女子中學 

澳門聖若瑟中學 

澳門粵華中學 

澳門仿林中學 

澳門廣州明德中學 

澳門望德初級女子中學 

澳門越海文商學院附屬中學 

澳門鐵城紀念中學 

澳門私立興中初級中學 

澳門難胞義務初級中學 

（二）小學： 

澳門望德初級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澳門聖羅撒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澳門聖若瑟中學附屬小學 

澳門中德中學附屬小學 

澳門私立興中初級中學附屬小學 

                                                 
150 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第 1257 頁。 
151 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第 12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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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陶英小學 

澳門致用小學 

澳門崇新小學 

澳門勵群小學 

澳門東莞小學 

澳門吳靈芝小學 

澳門佩文小學 

澳門漢文小學 

澳門廣州明德中學附屬小學 

澳門難胞義務初級中學附屬小學 

澳門路環九澳學校。」152 

    以上學校資料，只列出總校數與人數及各校名單但無更具體各校校務資料，

殊為可惜，但仍有助瞭解 1950 年代的學校狀況。 

 

2.教育年報 

除中文外，另根據 The Educational Directory and Year Book of China 1918，在

Directory of Schools 廣東省項下，錄有 Colegio de Santa Roaz de la Lima, Escola 

Central do Sexo Feminino, Escola Central do Sexo Masculino, Lyceu Naional de 

Macao, St. Joseph’s Seminary 等 5 校校長及教師姓名、學生人數與年齡、學費、

成立時間等訊息。153 

  

（二）國府教育類國家檔案 

    目前臺灣地區的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藏 1949 年以前原教育部所屬

教育類國家檔中，部分檔案與此時期澳門教育有關，就所知至少有 23 案，其中

屬於學校立案有 15 案，其他有國共內戰時期學校遷澳等檔案，茲摘述如後表 1。 

表 1  1949 年以前教育類國家檔中澳門教育檔 

號

次 

案名 檔號 主要內容 

1 呈報立案（校董

會在內）廣東 

A309000000E/0018/

ㄙ貳 6/0001 

民國 18-37 年澳門在內 54 所私立中等

學校之校董會與學校立案表冊規章，及

部核覆意見。 

2 僑校立案 A309000000E/0019/僑

貳/0001 

民國 18-19 年澳門在內之僑校立案表

冊，及教育部與僑務委員會有關核覆各

校立案意見。 

3 僑校立案小學 

 

A309000000E/0021/

僑貳 3/0001 

民國 28-29年港澳在內海外中小學僑校

之立案表冊規章。 

4 僑校立案中學 A309000000E/0026/

僑貳 1/0001 

民國 25-36年澳門在內華僑中學之校董

會與學校立案表冊規章。 

                                                 
152 教育部編：《第三次中國教育年鑑》，臺北：正中書局，1957，第 1040-1041 頁。 
153 The Educational Directory and Year Book of China 1918, Shanghai: Edward Evans & Sons, 

1973(reprinted), 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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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僑校立案 A309000000E/0026/

僑貳/0002 

民國 26-30年澳門在內華僑中小學之校

董會與學校立案表冊規章。 

6 僑校立案 A309000000E/0027/

僑貳/0001 

僑務委員會民國 27-29年函送教育部澳

門在內華僑中學之校董會與學校立案

表冊規章。 

7 僑校立案 A309000000E/0028/

僑貳/0001 

民國 28 年僑務委員會會同教育部辦理

澳門中小學立案、增設、變更、管理相

關事項。 

8 僑校立案 A309000000E/0029/

僑貳/0001 

民國 28-29年澳門在內華僑中小學之校

董會與學校立案表冊規章。 

9 僑校立案 A309000000E/0030/

僑貳/0001 

民國 29-31年澳門在內華僑中小學之校

董會與學校立案表冊規章，及教育部核

覆意見。 

10 小學課程設備 A309000000E 

/0031/302.00/0001 
澳門孔教會委員會主席呈請高小以上

學校增授讀經科，但未獲採納。 

11 僑校立案 A309000000E/0031/

僑貳/0001 

民國 30-31年教育部核備澳門在內之僑

校立案及遷校。 

12 僑校立案 A309000000E/0032/僑

貳/0001 

民國 31-37 年澳門私立勵群小學章程、

立案呈報事項表。 

13 僑校立案小學 A309000000E/0033/

僑貳 3/0001 

教育部民國 33-45年核准澳門在內華僑

小學之校董會與學校立案、改名、改組

及合併。 

14 華僑捐資興學

獎狀 

A309000000E/0033/

獎貳參 2/0001 

教育部民國 31-37年辦理澳門在內華僑

捐資興學。 

15 僑校立案中學 A309000000E/0034/

僑貳 1/0001 

民國 30-38年澳門私立雨芬中學校董會

章程，教育部核覆港澳私立中學內遷復

校。 

16 視察整頓改進

案 

A309000000E/0038/1

13/0001 
澳門私立越海文商學院董事會呈請准

予立案，教育部令派參事視察。 

17 國立香港中山

教育學院經費

案 

A309000000E/0038/1

43.24-26/0001 
民國 38 年教育部函覆部特設澳門中山

教育學院吳院長，開辦費已全部撥付，

正洽由港劃撥中。 

18 私立連勝文學

院院系科組案 

A309000000E/0038/145.

42-12/0001 
民國 38年教育部函准私立連勝文學院董事

會呈請遷澳並在澳門設立分部。 

19 私立連勝文學

院視察改進及

整頓案 

A309000000E/0038/145.

42-30/0001 
民國 38年教育部指派司長赴澳視察該校分

部。 

20 私立越海文商

學院章則規程

案 

A309000000E/0038/1

45.46-01/0001 
民國 38年教育部准予澳門私立越海文商學

院董事會立案，並指示將鈐記啟用日期與鈐

模報部。 

21 私立南方商業

專科學校校舍

校產案 

A309000000E/0038/148.

37-34/0001 
民國 38 年僑務委員會函知教育部，廣

東私立南方商業專科學校呈擬遷設澳

門及部函覆意見。 

22 呈報立案(校董

會在內)廣東 

A309000000E/0038/ㄙ

貳 6/0001 

核備澳門私立中山教育書院董事會呈

送董事會會議紀錄、董事會組織規程與

院務委員會組織大綱，及部指示應辦事

項。 

23 國立僑民師範 A309000000E/0038/ 民國 38-39年教育部核派澳門中山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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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僑拾肆/0001 師範學校校長，聘任該校校務委員會委

員，電請將該校校舍洽辦情形報部，准

予補助設備費，電覆校長應呈報事項，

核發校長任職證明書；該校呈報各項組

織及經費。 

附註：以上可至「國家檔案資訊網」(https://aa.archives.gov.tw/searchindex.aspx)檢索 

 

根據表 1 資料可知，主要涉及以下 35 所學校校務：私立吳靈芝小學校、私

立宏漢小學、私立尚志初級中學、私立知行小學、私立雨芬中學、私立南方商業

專科學校、私立致用小學、私立執信女子中學、私立崇新小學、私立崇實初級中

學、私立崇德小學、私立望德女子初級中學、私立華英小學、私立越海文商學院、

私立新民小學、私立瑞雲小學、私立粵華初級中學、私立聖羅撒女子中學、私立

蔡高紀念小學、私立鮑斯高紀念初級中學、私立勵群小學、私立鏡湖僑民小學、

教育部設國立中山僑民師範學校、私立連勝文學院、僑立孔教中學暨附屬小學、

澳門孔教會、私立中山教育書院、私立復旦初級中學、私立濠江小學、私立濠江

初級中學、私立實用初級中學校、私立復旦初級中學附屬小學、私立實用初級中

學附屬小學、私立新蒙小學、私立中德中學等校向國府申請立案、遷校、經費補

助、視導等等資料。154其對研究各校校史，當有相當助益；惟校數較前引《第三

次中國教育年鑑》63 所立案中小學為少。 

  

(三)西方新教差會文獻 

十九世紀時，西方新教差會傳教士曾在澳門興學，教育華人子弟，有些教會

出版的報刊與書籍，報導了當時的狀況。雖然內容零星片段，但仍有進一步探索

的價值。 

首先，1832 年首位美公理會海外傳教部總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A.B.C.F.M.即「美部會」)美籍傳教士裨治文

(E. C. Bridgman, 1801-1861)創辦 the Chinese Repository (《中國叢刊》)英文報刊，

由教會及美商支助155，該刊曾報導 1839 年 11 月由馬禮遜教育會(Morrison 

Educational Society)於澳門設立的學校。學校則於 1839 年 11 月在澳門成立，由

美牧師布朗(Samuel R. Brown)任校長，1843 年 11 月底遷香港。156該刊曾載，裨

治文曾代理及正式擔任會長，對校務很關心，多次訪視該校。該會 1841 年 9 月

在澳門召開第三次年會時，校長布朗曾提出校務報告，之後裨治文發言稱許。157 

又該雜誌刊登載該會會務消息，報導 1842 年該校首次舉辦在澳門布郎校長

                                                 
154 周愚文、黃春木：《民國 38 年以前教育類國家檔案整理描述及調查研究專業服務案檔案調查

研究報告書初稿》，臺北：未出版，2018，頁 25。 
155 M. Broonhall (Ed.) (1907). The Chinese Empire. A General Missionary Survey. London: Morgan & 

Scott, p.12. 
156 D. MacGillibvray (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Press, 1907, pp.651-652. 
157 E. C. Bridgman (1841). The 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1, 10(10), pp.564-587. 



 

133 

 

住處的公開考試，首次提供支持該會友人觀察學生在其贊助下進步的情形。裨治

文到場視導，有 16 位學生到考。其中較年幼 10 人，剛入學 7 個月，只習英語 3

個半月，年長班已入學 2 年半，學英文 1 年 3 個月。少數男童考英文朗讀、拼字

及將口語句子中英互翻。年長班，隨機抽讀中英文新約聖經，之後讀中文新約聖

經，再翻成英文；部分人接著再考地理、心算、代數，其中兩位再考幾何。代理

會長裨治文前一天下午曾抽問年長同學，當天學生以書信回覆。158前述張偉保《中

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書，即使用該刊資料所錄布朗校長報告。 

其次，美部會在美發行的《教士先鋒報》(The Missionary Herald)的雜誌，也

曾報導該會傳教士在澳門施教的情形，如 1838 年曾獲來信報導，伯駕(P. Parker)

與裨治文於安息日及對祈禱者兩週聚會的聖經班，持續在廣州及澳門進行，出席

者無實質增加。宗教教學偶爾也施予少數中國人，如有機會提供，人數會增加。

兩人每人約教一、二位男童，他們學習中英文，進步是值得鼓舞。學生人數將會

增加，但房間已不夠，所有學生需視為僕人，牧師們無法隨其所欲進行最重要的

工作。159又 1840 年 8 月報導馬禮遜教育會在澳門租了一間寬敞房屋，牧師布郎

夫婦及六位有希望的青年與其共住，每天並接受教導。英國文學是其父母的目標，

但透過此媒介，基督教則是學會的主要目標。160 

再次，D. MacGillibvray 所編《新教徒差會在中國一世紀(1807-1907)-世紀會

議史冊》(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Being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記載德國盲女中國差會(German Mission to Blind 

Females in China)奈兒絲醫生(Dr. Mary Niles)1890 年在香港曾設盲女學校，1899

年達 18 人，秋遷澳門。161又記加拿大長老會(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n 

Canada)1902 年以後在澳門設有兩所日間小學收男女童。162 

最後，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編《中華歸主》(Christian Occupation in China )略載，在澳門城中設有

教會盲人學校。163 

 

四、結論 

    「教育史」學門在西方是歷史學的一支，也是教育學的四大基礎理論之一，

二十世紀以來，已有其學術地位與價值。按澳門教育史研究的興起，當始於 21

世紀初，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在其中扮演重要的推手，初步成果已陸續發表。但研

                                                 
158 E. C. Bridgman, (1842). Notice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i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2, 6(6), pp.335-340. 
159 Employments and Labors of the Missionaries, The Missionary Herald, 1838, Vol. XXXIV, May, p. 

169.  
160 Laborers for Chinese: Criminal nature of opium trade, The Missionary Herald, 1840, Vol. XXXVI, 

Aug, p. 319.  
161 D. MacGillibvray (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pp. 590-592.  
162 D. MacGillibvray (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p.248.  
163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in China, Shanghai: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22, 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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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澳門近代華人教育時，仍常感正式史料、檔案的不足。準此，本文根據個人經

驗，列出所知的第二、三次中國教育年鑑與年報、臺灣地區所藏國府 1949 年以

前教育類國家檔案中 23 個與澳門學校立案有關檔案及西方新教差會有關文獻，

以期有助後續澳門近代教育史研究參考。 

 

 

An analysis of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modern Macao education 

 

Yu-Wen CHOU 

 

Abstract 

Keywords:  Education in Macao, educational sources, modern Macao , national 

archives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useful first-hand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Macao educatio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s a sub-discipline of History, and also a 

branch of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or educational foundation disciplines.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acao education commenc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initiated by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acao. However, lack of sufficient first-hand 

sources still is one of the main obstacles for studying Chinese education in Macao. Three 

kinds of sources were introduced, which may be helpful for the study in future. Firstly, 

Educational Year books, such as China Educational Year Book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KMT government. Secondly, national archives. There are twenty-three volumes of 

national archives on education stored by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relating to Chinese 

schools in Macao 1937-1949. Thirdly, Journal and books published by western protestant 

missions, such a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and the Missionary Herald. 

 

 
 
 

已刊於《澳門教育》。91 期。107 年 12 月，21-27。（CS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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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6 晚清林樂知在華教育事業與美國教育的引介 

 

摘要 

 

中國近代教育的西化可視為教育革命，始於晚清，教會學校是主要途徑之一，而美國在

華差會扮演重要角色。本文旨在探討監理會林樂知在華 47 年的教育事業和其引介美國

教育的貢獻，及對中國教育西化的影響。本文採史學方法，使用晚清中英文報刊及史料

彙編等資料。研究發現，他因傳教經驗，體認教育手段的重要性而採「設學輔教」策略，

先後設立初等學塾、中西書院及中西女塾，並倡議設大書院，進而促成該會教會學校體

系與東吳大學堂的建立。甲午戰後提倡「文學興國」理念，透過書刊引介美國教育制度，

並提出改革中國教育的建議，戊戌維新時有類似的措施，故其對引介美國教育制度及中

國教育西化的影響不宜忽略。最後本文提出對現代教育移轉及教會學校與國家教育體制

關係的啟示。 

 

關鍵詞：中西書院、林樂知、監理會、教會學校、美國教育制度 

 

John Allen’s Educational Enterprise and His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 

System in late Ch’ing China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wester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late Ch’ing China, as an educational 

revolu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was one of 

important means. The main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John Allen’s educational enterprise 

and his devotion to introduce American education system. Historical method is undertaken. 

Due to personal experiences, education in Allen’s view became a vehicle for attaining the 

mission’s goal, so he established day schools, Anglo-Chinese School and the Mctyeire School 

for Girls, and then initiated a plan of university. Later, mission school system and Soochow 

University were established. After 1894 he advocated education as important means for state 

formation, and introduced American educational system and initiated some program for 

reforming Chinese educational system. Therefore, his impacts can’t be ignored. It also found 

some implications to educational transfer and mission schools and its relation to state 

education today. 

  

Keywords: Anglo-Chinese College, John Allen,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mission school, American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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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教育發展的角度看，近代中國教育制度的西化，可視為一場教育革命。其

始於 19 世紀。清同治自強運動朝廷的教育改革途徑有二，一是在國內試辦外語、

技術及軍事等西式學堂，間接學習西方科技，二是選派學生出洋留學，直接學習

其長處。但甲午戰敗後，朝野開始學習日本，至 1904 年清廷頒布〈奏定學堂章

程〉，全盤模仿日制（徐宗林、周愚文，2019：130-144）。 

然而，尚有一途徑較為人所忽略，即以在華英美新教各差會所辦學校。依教會史

學者賴德烈（K. S. Latourette）指出，最早抵華是英倫敦會牧師馬禮遜（R. 

Morrison），1807 年抵廣州，開啟新教來華宣教。其發展可分為 1807-1839、

1839-1855、1856-1897、1898-1900、1901-1926 等期，而此與鴉片戰爭、英法聯

軍、戊戌維新、庚子事變、辛亥革命等政局動盪有關。1842 年南京條約後，西

方傳教士遂進入廣州等五口岸傳教；1860 年北京條約後，更深入內地。但在 1897

年以前，傳福音是「個人傳奇」時期，但非「制度化」時代（雷立柏、靜也、瞿

旭彤、成靜，2009）。 

     在華教會數量，據林美玫（2015，247-251）統計，晚清新教各傳教團體達

74 個，以美 29 個最多，英 21 個居次。為吸收教徒，其彼此間既競爭又合作。

晚清曾於 1845 年、1877 年、1890 年及 1907 年開過四次教務大會，協調在華傳

教行動。賴德烈指出，儘管各差會間未能完全合作，但所用傳教的方法，卻非常

相似。鴉片戰爭後，其續採預備與發散聖經等資料、興辦學校、提供醫藥等方法。

工作重點除傳福音外，還有教育、醫療、著書及分發宗教書籍。1860 年後續用

之。而學校已成為新教傳教規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雷立柏等，2009：

227-232）。 

惟各差會對於傳教士本職應是「直接布道」或「設學輔教」，一直有爭論。Lutz

（1971, p.17）說，1877 年教務大會時，曾耗時爭辯教育是否為傳福音工作之一，

但反對教育之聲漸消；直到 1890 年教務大會前，多數人似已接受教育是在華各

差會的合法職責，而其爭辯點則轉向教會辦教育的目的與種類，而非教會學校應

否存在。另 Gregg（1946, p.11）謂，1877 年大會成立「益智書會」（School and 

Textbooks Series Committee）是在華教會教育事業發展的分水嶺，1807-1877 年

是個別差會努力的時期，1877-1902 年則是有組織努力的時期。而 1890 年該書會

改為「中國教育會」（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更是發展的另一關

鍵，會議改變以往各差會視興學非其正務的觀點。而各國差會中，美國差會與所

設學校數量均最多。在 1904 年癸卯學制施行前，1898 年時，在華各差會所辦日

校與高校總數達 1,867 所，以美國 1,096 所（約占 58.7%）（林美玫，2015，255-256）

最多。 

以往對於近代中國教育制度西化的研究，大多偏於日本的影響，僅少數研究

注意到英、美的影響（周愚文，2016，2017，2019a，2019b），且認為美國教育

制度輸入始於庚款清華留美或民國十一年實施新學制後。但事實上，早在十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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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前期美各差會就已陸續引入其教育，而又以美公理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即美部會）最早於 1830 年派裨治

文（E. J. Bridgman,1801-1861）等來華傳教，他倡「設學輔教」策略，透過辦理

教會學校以傳福音（周愚文，2019b）。之後，聖公會、浸禮會及北長老會陸續抵

華。鴉片戰爭後，美監理會（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1848 年始

派員至中國傳教（Lambuth, 1877, p. 411）。該會初設初等學塾，後逐漸發展，至

1911 年時，上海教區已建立以東吳大學堂為主的教會學校體系，而該校民國以

後，成為 13 所知名美基督教大學之一164（Lutz, 1971, pp.531-533），但卻是唯一

持續迄今者，其創校關鍵人物之一是林樂知（Young J. Allen, 1836-1907），賴德

烈譽為該會 19 世紀在華最傑出的傳教士（雷立柏等，2009：320）。 

    林樂知 1859 年奉派來華傳教，次年抵上海。在華 47 年期間，影響除傳教外，

還積極從事新聞與教育事業。相關論著逾 140 種，多探討從事翻譯、辦理《萬國

公報》、傳播西學、鼓吹變法等主題，其中僅約 20 篇討論西方教育與女學，165惟

少數提及他建立教會學校體系及對引介美國教育的貢獻（梁元生，1978；胡衛清，

1999；馬光霞，2016；Bennett, 1983）。 

    有鑑於此，本文目的在探討他在華的教育事業，分析對引入美國教育制度與

教育西化的影響，進而釐清晚清美國教育制度如何透過教會被引介到中國，及修

正以往中國教育史上對於美國教育制度輸入中國時間點的論述。本文採史學方法，

以《申報》、《萬國公報》、《中西教會報》，《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及史料彙編等中英文資料為主，對史料做耙梳、考證與論述，

另輔以今人論著。茲依序說明其生平事略、興辦教育事業、引介美國教育制度、

對清廷教育改革的建議、特徵分析、結論與現代啟示。 

 

貳、生平事略 

 

林樂知1836年生於美喬治亞州，1854年就讀愛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

1858 年畢業前皈依基督教，次年奉派來華，1860 年夏抵達上海，當時監理會僅

有 3 名傳教士。時值太平天國動亂，然因其具基督教色彩，林氏認為可趁機宣教，

但美南北戰爭爆發，南方港口遭封鎖，導致其長達5年未獲得任何母會財務資助，

甚至失聯。1861 年該差會 2 人因病陸續返美，留下他代理會務及處理所遺債務。

母會要求其改加入其他社團或差會，但他未放棄。一面採取巡迴布道策略，一面

學習中文。為謀生計，另兼世俗工作。1864 年他兼任上海廣方言館英語教習，

後達十餘年，這讓他確信在華傳教士應採更廣的宣教方式，而教育是重要手段。

1871 年起，受聘為江南製造局譯書館翻譯，十年間共譯 26 種書籍。他先後創辦

《上海新報》、《教會新報》、《萬國公報》及《益智新錄》（Bennett, 1983）。1881

                                                 
164 餘為齊魯、福建協和、金陵、金陵女子、之江、華中、華南女子文理、嶺南、聖約翰、滬江、

華西協合及燕京等校。 
165 「中國知網」以林樂知檢索有論文 138 篇，林樂知與美國有 22 篇，林樂知與學校有 13 篇。

國圖 SMART 檢索共有專書與論文 10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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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任監理會中國差會會督（Superintendent of the China Mission），遂辭廣方言

館教習，同年創辦中西書院。1883 年停辦《萬國公報》。1887 年共組同文書會（後

改廣學會），且任幹部。1892 年創設中西女塾。1895 年辭中西書院監院（Bennett, 

1983）。廣學會接辦《萬國公報》後任主編，該報因報導甲午戰事及評論時局而

受到朝野重視（王林，2004），他曾提出改革建議。他任會督期間，中外籍傳教

士人數由 1886 年的 33 人，增至 1898 年的 106 人；學生數由 653 人，增至 1,862

人（林美玫，2015，253-255）。他是在華教會圈的領袖人物。1877 年教務大會時，

獲選為「益智書會」主席，其任務是透過選用已出版書籍及邀請有能力者編寫，

以確保準備好系列合適的教科書，以供教會學校用（Mateer, 1878, pp.18-20）。1890

年大會時，他是五人籌備小組之一，且以「中國的變局」做專題講演，建議在中

國成立聯合差會，獲推擔任聯合小組通訊員及領銜起草上朝廷書。該次大會督理

會 25 人參與，人數居殿（Editorial Committee, 1890），顯示他是中堅份子。辛丑

議和後，1901 年所倡議的東吳大學堂成立，他任董事長。1911 年中西書院併入

東吳，雖完成他設立大學堂的心願，但已病逝（Bennett, 1983）。 

瓦格（P. A. Varg）將清末傳教士分為基要、保守、社會及自由四派，前兩派

工作在救靈，社會派提供醫療、教育等服務，自由派則重教育事業，林樂知則介

於後二者間（梁元生，1978，5）。他接受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認為基督

教、科學與物質進步間無矛盾（Bennett, 1983, p.226），但與主流有別。梁元生（1978，

21-22）說，他傳教政策有二：由上而下，對象為官吏與士人；以學輔教，學包

括基督教義及西方科技知識。 

他宣教時之所以重視教育，採「設學輔教」策略及宣揚「文學興國」理念，

均非基於學理，而是來自實際宣教經驗。茲分述其原委及影響如後。 

 

參、辦教育與「設學輔教」 

     

一、兼廣方言館英語教習，體認到教育的力量 

    林樂知抵華後，工作目標是傳教，以使中國基督教化。但因美母會經費資助

中斷，迫使他需自謀財源，在偶然機緣下，他擔任英語教習而體認到教育工作對

傳教的重要性。 

    1864 年 2 月，林樂知獲聘為上海廣方言館英語教習，他相信該職位能提供

擴大傳教士影響的機會。據聘約，他將任英語教習 6 個月，每天上午上課，一週

6 天。官方希望簽 3 年約，但他僅同意教半年，因他以為當恢復與母會聯絡財務

改善後，即可繼續巡迴布道。3 月開學時有學生 24 人，9 月約滿離校。但因美內

戰持續，故須另謀生計。當內戰結束後，他仍未獲援助，1867 年初陷入財務困

境，同年 3 月遂重返廣方言館執教。他教學時，將學生依程度分上、中、下三等，

以提高效果。因他成效佳，續約直到 1881 年 11 月（Bennett, 1983, pp.16-37）。

因當年 4 月已獲監理會任命為中國差會會督，負責全中國教務，及與女布道會 

(Woman’s Missionary Society)在華活動的合作（Bennett, 1983, pp.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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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書期間，他雖巡迴布道但成效不彰，如要增請外國教士費用太高且流動頻繁，

遂建議差會聚焦雇用與教育中國助手較省，欲如此，應擁有自己的學校、教師及

代理人，且他視教育為達到傳教目標的媒介，既可培養中國傳教代理人，也可讓

更多人改信基督教。他相信建立與維持一所教導科學課程的學校，重要性僅次於

差會的辦公室與工作（Bennett, 1983, pp.30-31）。初次任教經驗對他傳教觀念的

影響甚大，他曾建議差會在上海興辦教育計畫，但未獲回應。再任教職，雖迫於

財務壓力，但讓他承認教學是擴大影響的有利手段，後終生強調教育（Bennett, 

1983, p.45）。 

 

二、開設學塾與「設學輔教」 

 

   南北戰爭結束後，1867 年差會獲得來自美少許經費，他除用以償債外，也資

助設立日塾，並請中國信徒執教。他和藍柏（J. W. Lambuth）牧師各設一所 10

人學塾，每天上課，並期望參加主日學。開辦一個月後，他想另設一所手工學塾，

做為另種教化及基督化中國人的形式。因太平天國之亂，這些學塾所收者多數是

無家可歸的男童，它們訓練男童使用外國製造的產品，提供支助方法，及接受教

育後成為基督徒。1867 年之前，他工作範圍的觀點已擴大，含非傳統講道，去

接觸中國婦女及建立許多種的宗教與世俗學校。1868 年學塾繼續運作，成為其

傳教工作之一。教學由中國信徒擔任，人數整年維持 10 人（Bennett, 1983:pp. 

42-43）。 

該差會在中國的教育事業逐漸擴大。1874 年 3 所由中國助手成立的寄宿學

校，加入日塾行列。3 校在學生總數僅 27 人，分設於上海、南翔及蘇州。1878

年寄宿學校數量減為 2 所，共有 32 名學生；同年另設 4 所日塾，於是共有 7 所

日塾及 95 名學生。此段期間，母會資助甚少，但他未放棄中國差會，南翔的日

塾與寄宿學校是依賴中國傳教士及志願助理來維持（Bennett, 1983, pp.48-49）。

這些學校具體學習內容不詳，但中文與基督教義應是重要部份。 

    總之，1860 年代後期，他除每日在禮拜堂布道外，也探索影響中國人新方

法，含到廣方言館教書及視導小型日塾（Bennett, 1983:p. 43）。因這段經驗，他

漸相信在華差會應採更廣的途徑，透過女傳道與女子學校去接觸中國婦女；透過

中文出版品及由差會協助建立的學校，去接觸中國文士。另擴大基督教的定義，

納入西方文明多元層面，特別是世俗教育（Bennett, 1983, pp. 46-47）。 

 

三、創辦中西書院與企圖建立該會學校體系 

（一）整體構想 

    早在 1881 年他任會督前，就想為上海籌劃建立一套三級學校制度。第一級

是小學程度的女子學校，由女布道會提供教師。第二級是兩所兼收男女的中學

(high schools)，一所附設男生預備班（小學程度）而與第一級女校平行。第三級

是學院(college)，由兩所中學及學院共同構成中西書院（Anglo-Chines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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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構想中，這些學校對任何想入學者均免費，但申請者超過預計人數

時，將收少許費用。監理會為學校購置校舍、支付西方教師薪水，但其餘費用由

中國人捐助支付。當年夏，他呼籲中國人捐款。他之所以提出教育計畫，除能藉

此接觸中國人外，理由如下：1.根據他數年為清廷服務的經驗而相信，他享有更

多其他人無法享受的優勢，希望用此促進傳教事業的成功。2.他構思此一計畫將

觸及影響中國人的春天，特別因他希望吸引的學生是來自先前傳教士無法接觸的

階級。3.六、七所小的教會學校只招收 60-90 人，但每年差會需花 1,800 美元維

持。如今兩校可掌握大量學生，但教會除支付基金及教師薪水等費用外，他希望

學校大部份能自給自足（Bennett, 1983, p.89）。 

 

層級 學校別 教育階段 

三 學院 高等 

二 中學一 中學二 中等 

一 女子小學 男生預備班 初等 

圖 1  學制構想圖 

 

1881 年時，該會在蘇州有一所寄宿男校（25 人），2 所寄宿女校，分設在南翔（25

人）及上海（20 人），及 16 所男女日校（共約 200 人）（Parker, 1881）。但他認

為這些學校非常分散，有最差的學生及最沒希望的班級，而中國教師則無競爭力

且不可靠（Bennett, 1983, pp.89-90）。 

 

（二）創辦中西書院 

1.規劃藍圖 

林氏原初構想是設大書院（相當於大學），之下再設兩分院（預科，相當於

中學），學生就讀兩年後，擇優升入大書院就讀。他於 1881 年 7 月《萬國公報》

〈設立中西書院啟〉說： 

 

擬於上海英界洋涇濱造一大書院，名曰中西書院。專為中國造就良材。又於

虹口及西門外法界各造一分院，教以淺近之學，肄業二年。然後撥至大書院，

漸習天文、地理、格致、理學、化學、重學、數學等，……。現已商定於西

門法租界八仙橋三一堂之東隅，……，業已開工。計所造房屋，一如泰西學

堂之制，……，其內可容三百人。兩院分請中西名師，半日教西學，半日讀

儒書。……所訂學中規矩，悉照泰西之法，……。惟是信從聖教，各隨己見，

斷不勉強。……法界之分院，大約中國年終時總可成功，以待來年正月中旬，

即可開館施教。虹口分院亦當趕緊辦理，約以二、三年大書院可成，其間亦

有分院。……就塾子弟於分院中，則早出晚歸，將來選入大書院，如有遠方

子弟來學，自備行李費用。院內有下榻之所，可終年寓處。……泰西各國男

女皆學，是以於分院內另設女學，命長女美麗教授女徒。……。半日教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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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日學西法針黹。（林樂知，1881a） 

 

再依 1881 年《萬國公報》〈中西書院課程規條〉公告，學院規制要點如後（林

樂知，1881b）： 

一、校址分設於上海法租界八仙橋及美界虹口，中西兩分院，今歲落成。 

二、學制：凡諸生肄業，先在分院學習 2 年，然後選升大院學習 4 年。等有進步，

情願再學，又准在院 2 年。 

三、作息時間：每日 8 點進館，12 點放飯，1 點半再進館，春夏 5 點、秋冬 4

點解館。 

四、課程內容：含中西學，西學詳如表 1，中學課程因學生年齡大小不同，則因

才而施，各分班次。 

五、招收對象：12 歲以上者習學西學。如有聰明子弟，10 歲以上者亦可。即八

九歲，亦准來館讀書。等年齡稍長，再習西學。 

六、收女生：有女師，教授女生，課程相同，兼教女紅針黹。 

七、學用品：西書、石板、墨水、鉛筆等，院主代辦，學生再付。中書、紙墨筆

硯，諸生自備。 

八、宗教活動：每逢週日放學。諸生中如有情願進教堂，講聽聖經，各隨自便。 

 

表 1   

中西書院課程表 

年級 西學課程內容 

一 認字寫字，淺解辭句，講解淺書，習學琴韵、年年如此 

二 講解各種淺書，練習文法，翻譯字句，習學西語、年年如此 

三 數學啟蒙，各國地圖，翻譯選編，查考文法 

四 代數學，講求格致，翻譯書信等 

五 考究天文，勾股法則，平三角，弧三角 

六 化學，重學，微分，積分，講解性理，翻譯諸書 

七 航海測量，萬國公法，全體用功，翻書作文 

八 富國策，天文測量，地學，金石類考，翻書作文 

 

1882 年再公告〈中西書院課規〉，規定更細（林樂知，1882a）： 

一、所擬課規，悉照泰西書院。 

二、入學資格：無論上海本籍、臨縣或外省寄籍良家子弟，自 10 歲以上，18 歲

以下，已讀書數年，讀過兩、三經，能做八股小講，或全篇者。 

三、名額：報名額數已滿，由監院示期挑選，然後分發兩分院派班。第一分院挑

選 180 名，第二分院挑選 160 名。有缺時再補招。 

四、學費待遇：諸生脩金，一概不取。西書等學用品，院主代辦，學生再付。中

書等用品，各人自備。富厚子弟願捐助書院，按年經費悉量力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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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息時間：每日 8 點半進院教習，12 點放飯，1 點半再進館；放學，春夏 5

點、秋冬 4 點。按班點名。週六正午放學，每逢週日 9 點半，監院講道，學生自

願參加。 

六、分班及課程：分班資格及課程如表 2，每半年大考。 

七、升學：學生在分院 2 年，選升大書院，4 年為期。如已期滿，情願再學，又

准在院 2 年。 

八、教師：西學正副教習各 1 人、教西語 2 人；第一、二班漢文教習、督課各 1

人；第三、四班教習、督課各 1 人。 

 

表 2   

中西書院分班表 

班別 入班資格 課程 

一 文理全通，讀書甚多者（按英

文） 

上午專究西學，下午漢文教習講解經

書、文藝、信札。 

二 讀書已多，文理未盡通順者 上午專讀儒書，下午西教習教西學。 

三 

四 

讀書不多，文理未通而穎悟過

人者 

全日專讀儒書、習字，副西教習或教

西學者略授英語。 

超等 年逾弱冠，或已入泮，或已與

考，中學超等，西學歸入第一

班 

上午專究西學，下午漢文教習講解經

書、文藝、信札。 

 

2.分析 

首先，就辦學宗旨言，梁元生（1978，53）指出，並不囿於製造教民，及栽

培華人傳教師，而是為中國育才。此與其他教會學校只欲培養教徒明顯不同。林

樂知（1881a）在〈設立中西書院啟〉說，「專為中國造就良材」。〈中西書院規條〉

又說：「特為造就人才之舉」（林樂知，1881b）。 

其次，就設校程序言，該校最初構想是設立高教層級的大書院，但遷就現實先辦

中學層級的中西書院作為預科。 

綜觀林氏的藍圖，則是創校開班前一再修正而來。有關其構想來源，規章中

說悉依泰西書院，而總教習沈毓桂則說：「一切院中事宜，大半宗同文、方言各

院條例。」（引自胡衛清，1999，233）文乃史（Nance, 1956, p. 15）則認為林氏

很可能受京師同文館計畫與成功的暗示，而渴望成立一所現代大學。但《教務雜

誌》卻說該校仿印度加爾哥達印度學院(the Hindoo college in Calcutte)166之制

（missionary news, 1881）。 

復次，就學制言，是中學（預科）2 年、學院 4 年、外加 2 年167；規模 340

人；原則免學費，需付雜費，但清寒者可免。 

                                                 
166 該校 1817 年在亞洲首創西式學院。 
167 胡衛清（1999）以為中學教育 4 年、高等教育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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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就課程言，強調中西學並重，不偏廢，有宗教、自然與社會科學、英

語及經書。胡衛清（1999）將其課程與京師同文館 8 年制課程相比，除音樂、倫

理學及生理學等同文館未開，及開課順序略有先後外，基本相同，並認為林氏有

意如此做。按同文館 8 年制課程，是由美籍總教習丁韙良（W. A. P. Martin, 

1827-1916）所規劃，於 1876 年公布，是由洋文而及諸西學（朱有瓛編，1983，

71-3）。Bennett（1983, pp.89-91）說，此反映出他對基督差會工作採較寬廣觀點。

內容納入中國經典，這是有鑑於稍早朝臣反對派送幼童留美的經驗。中英文結合，

則是反映中國贊助者的需要。而宗教教學居於課程核心地位，雖未加以隱藏，但

並未強迫學生上教堂。 

 

（三）實際狀況 

至於實際辦理狀況，由招生廣告可窺一二。《申報》1881 年 11 月 24 日的招

生廣告說：中西書院兩分院現將落成，來年擇日開院，凡有願學子弟可到八仙橋

林華書院報名，額滿不收（〈報名告白〉，1881）。 

八仙橋第一分院於 1882 年農曆 1 月 20 日開館，虹口第二分院擬於 2 月 19

日開館（〈告白〉，1882）。 

1882 年 2 月時，林樂知（1882a）表示：「今兩分院業已落成，諸生報名者

已不下四百餘人，擇於十二月十一日考試，諸生齊集院中，聽後監院親自揀選。」

考試結束後還有人想入學，但礙於容量無法盡收，他盼有人能捐巨資，早建成大

書院。 

又根據《申報》1882 年 3 月 11 日載： 

 

美國牧師林樂知先生在上海開設學堂，……，法租界之分館，已於二十日開

館矣，該處學堂係兩層樓屋，……，可容學生三百人，樓上下皆分隔房間，……。

現在所教不過英國語言文字，以備將來大學堂開設之時，……前日開館，……，

共計入學者，約為二百五十人，分作數班，每班有學長一名，將該班學生之

名，備列排上交給學長，……。其虹口分館，亦將次第工竣，定於華二月十

九日開學，聞願入學者，已有二百人云。（〈牧師開館〉，1882） 

 

原本兩分院可收 300 人，但據此可知兩院人數已近 450 人，可見受歡迎的程度。 

    之後，可能因有學生流失，《申報》1882 年 11 月初登〈議添學生〉廣告說：

因有美鴻儒到院，故擬增兩班學生，一班全日專學西字西書，一班半日來院，半

日在家讀儒書（林樂知，1882b）。次日續刊。但林樂知〈中西書院肄業諸生當自

期大說〉說： 

 

兩分院開塾之初，來院報名者頗形踴躍，本書院序補十之三、四，已得四百餘人，

而齋舍莫容，向隅者尚居強半，……，遂為之廣籌經費，購地四十餘畝於西郭之

外，擬不日鳩工起造大書院一所，分立八齋，……。（林樂知，188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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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近日遍觀兩分院的學生，力求精進者固多，而潛萌退縮者亦不少。推究其原

因，一則因嫌西學的遲緩，一則似病中學的怠荒。那些只欲習西語文而無心西學

的急功近利者，可能因而中輟（林樂知，1882c）。 

 

（四）籌設大書院 

因初設兩分院狹小但欲入學者眾，他開始募款，籌設大書院。1882 年 9 月

林樂知（1882d）於《申報》刊登〈中西書院捐啟〉謂，擬於上海添大書院，齋

分 8 舍，因需費浩繁，西國已撥 2.5 萬元，以供建造之費，擬購地數十畝，但經

費不足，故向外募款。王榮河（1883）指八齋是理學、天文、地理、船政、兵制、

算學、醫學及化學。1883 年 1 月《萬國公報》刊出〈中西書院年捐清單併啟〉，

有 112 中外人士捐款，計洋銀 1650 元；其中有蘇松太兵備道、上海縣令、江南

製造局、招商局、上海煤礦局、上海電報局、水利局、江海關、海關稅務司等官

員捐款（林樂知，1883a），此反映江蘇官吏紳商對書院的支持。 

後他獲母會補助及洋捐 61,013.8 元，清官紳商捐 1,404 元，他遂於美租界吳

淞路購地 33 畝，建大書院一座，1884 年正月落成，原兩分院併入大書院。為兼

顧教務與辦學，他於 1883 年 7 月宣告《萬國公報》將停刊（林樂知，1883b）。 

配合實際運作需要，該院修訂章程，1883 年 12 月林樂知（1883c）於《申報》

刊登〈中西大書院章程〉指出，新大書院，分西文院、中文院及格致院，欲三院

學問精且備，需 8 或 10 年的苦功，但僅為貿易需要，則須先學 2 年英文，然後

教授各項買賣言語文字，則需四、五年之功。其要點如後：一、大書院設於美界

虹口第二分院間。二、兩院學生俱歸併大書院肄業。三、來院讀書以一年為期，

不得半途輒止。四、每年學費洋 10 元，另雜費 1 元。五、功課中西學並重，上

午中學、下午西學，或上午西學、下午中學，不可偏廢。六、有宿舍可住校，膳

宿費另付。七、作息時間與前同。每逢週六下午放學，歇息半天，週日上午齊集

書院聽教習講道。七、另設 2 班，全日專習西學者，學費付每年洋 36 元、雜費

1 元；上午或下午班，學費付每年洋 24 元、雜費 1 元。均須入院前一次付清。

家貧優異者，院酌量幫助。 

王良佐（1890）〈中西書院志略〉記，該書院，復建院大書院一區及齋舍數

十間，至 1884 年初始竣工。原兩分院，遂歸併大書院。內分中學、西學、算學、

貿易及格致等五館，其功課中西並授，無偏廢之弊，上午中學、下午西學，或對

調。週三中教習出題命生徒作詩文呈改，每月考校一次，而於制藝試律外，參以

詩論、尺牘，呈總教習，分別錄取，以定優劣。所需經費，校舍建築皆出自教會，

但院中應用書籍器具則是北洋大臣李鴻章以下顯宦富商捐助。由此可知，又增算

學與貿易兩館。 

    至於實際人數，1884 年底，該校有 738 人註冊，212 人在學，最後一季平均

出席是 130 人（correspondent, 1885）。次年 137 人，1886 年 86 人（Loehr, 1886）。 

Bennett（1983, p.92）指出，他整個三級教育計畫共 8 年，內容強調科學及中英

文。前 2 年是為未來 6 年準備。但當新課程自 1884 年春季實施後，大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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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第 5 年以後缺學生。 

1890 年時，該院章程再修訂，主要變動如後：1.縮減學生名額：訂為 120

人。2.放寬入學資格：只要學生家世清白、質性循謹、素習中學者，不論年齡與

籍貫，均准入院，但須在學一年且有保人。3.改收學費：中西兩學每年 24 元；

全日專西學 50 元，半日 30 元，分 2 期付。如住宿及用膳，費用另繳。但優異孤

寒子弟經遴選可免費，名額至多 15 人。4.修業期限：8 年可大用，3、4 年可小

用。5.院內擬分西學館、中學館及格致館，而後兩者尚待集資興工。6.考試由一

年 2 次，改為春夏秋冬 4 次。6.每週三課期，各隨所長，作詩文、論或尺牘（林

樂知，1891，42-46）。 

    林樂知長期視教育為打開中國大門的鑰匙，且終生持此觀點。當大學院於

1884 年 2 月開辦後，約有學生 140 人，且一直維持。他兼監院，並教英文、科

學與數學。課程維持原規劃，但罕有學生超過前 4 年的課程。他原宣稱學生來自

上層家庭，真誠希望學習西方。但實際上多數來自商人家庭，主要想學英文，以

利就業。一旦學夠工作所需的英文，便輟學（Bennett, 1983, p.95）。 

可能因學校容量有限，挑選學生條件日高。如 1884 年 9 月《申報》招生廣告中

說，現在額數已滿，學生未曾讀過西學一概不收（林樂知，1884）。1889 年 9 月

〈中西書院開塾告白〉說，名額限 100 人，且具生員身分、中學有成就者，由監

院親授（林樂知，1889）。 

1893 年林樂知去辭中國差會會督及書院教師，但仍兼監院直到 1895 年，由

會督改派博習書院教習潘慎文(A. P. Parker, 1850-1924)接任（Bennett, 1983, p.95）。    

《中國教育指南》（Educational Directory for China）載，上海中西書院 1895 年提

供基礎的中學及學院課程，招收通勤生與住宿生，多數需交學費，創校至今約招

收 2,000 名學生。目前有男生 90 人，平均 16 歲。有 4 位中國教師，協助外師教

學，內容有英文、數學、科學、聖經及中國經書（Fryer, 1895, p.60）。 

有關學生出路，1893 年總教習沈毓桂〈上海中西書院記〉載，門下有千餘

人，蒙招商局、電報局、各口海關、南北洋水師學堂、北洋醫院，取用多人（海

濱隱士，1893，28）。1896 年劉樂義（G. R. Loehr）稱，其校友遍布海關及電報

局。有多人受雇於上海中外商人，許多人繼續就讀天津電報學堂、江南水師學堂、

天津醫學堂或新大學。馬士（H. B. Morse）說，海關人員傳統來自香港的學校，

過去三年內 23 人中有 21 人則來自上海中西書院、聖約翰書院及其他學校（Lutz, 

1971, p.495）。另有人去國外大學深造。該校知名校友有外交家顧維鈞、韓國監

理會創建人物尹志昊、梁桂三（Nance, 1956, pp. 16-17）、馬寅初、夏丏尊、郁厚

培、丁榕（羅元旭，2012，83）。 

另外，可由當時《申報》的報導與廣告，可略窺學校運作狀況。如 1899 年

時因監理會擬籌設東吳大學堂，《申報》1900 年 1 月 8 日報導： 

 

本邑美租界崑山路中西書院，向由美國監理會牧師林君樂知、潘君愼文、柏

君樂文經理。近已議定遷往蘇州，擬仿泰西大學堂章程實例開辦，改名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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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所遺中西書院地基，另造民房收取租金，以充學堂經費。（〈書院鶯遷〉，

1900） 

 

該文導致外界誤會中西書院要遷校。11 日遂急刊〈有舉無廢〉（1900）聲明，說

之前報導錯誤，雖蘇州將新設大學堂，但該院未遷址。15 日又刊廣告說： 

 

本書院臘月十九日解館，明年正月廿一日開館，凡已報名學生，須前一日來

院繳足半年脩金，概收鈔票，換取收條方可肄業。近閱上海諸報有本書院遷

蘇之說，實係悞會。盖蘇設書院雖有成議，尚未興工。本書院仍在原處，……。

（〈中西書院〉，1900） 

 

該文除告知放假及開學日外，也表明學費先付半年，且只收鈔票；另再度澄

清遷校誤傳。該廣告續刊三天。1901 年 1 月 16 日又刊廣告：「本院招考，准十

二月初二至初十日報名，十二、十三兩日赴院面試，以定去取。俟二十日榜示本

院門首。」（〈上海中西書院〉，1901）之後續刊五天，且公告入學要採面試。7

月 6 日再刊廣告說：「茲准於華六月初三給夏，初一招考新生，凡願來學者，先

期掛號，隨帶定鈔洋五元，屆期赴考，其取者至七月廿二日一例入院。」（〈虹口

中西書院〉，1901）後續刊六天。1902 年 12 月 20 日廣告說：「本書院定十二月

十六日解館，明正廿一日開館。十二月十七八日招考新生，凡讀過英文初本者，

方可投考。初一至初十日內預來挂號，暫繳鈔票五元。」（〈中西書院〉，1902）

後續刊五天。與前對比，增訂需初識英文者始得報考，門檻明顯提高。1903 年 2

月 11 日所刊廣告說：「定月之廿一日開館，前兩日内繳收修膳金。茲不空額數名，

准十五至十七日持號，十九日九句鐘面試。」（〈中西書院〉，1903a）續刊二日。

6 月 24 日廣告說：「本書院准於閏五月初一至初九掛號，當交定洋五元。初十考

新生，十三解館，七月十八開館。」（〈中西書院〉，1903b）次年 1 月 12 日廣告

說：「今定於下月初二至初十日掛號，隨帶洋鈔五元，十四日考新生，十九日解

館，明年正月十八日開館。」（〈虹口中西書院〉，1904）後續刊六天。6 月 15 日

廣告說：「掛號本月初七至十五，隨繳鈔洋五元，攷試新生廿三，解館廿四，開

學七日廿二。」（〈虹口崑山路中西書院〉，1904）後續刊五天。由上可知，該院

自 1901 年起，固定一年分夏冬兩次招生，且需先交定金，再面試，以補充生源。 

《中國教育指南》謂，該校至 1905 年時已招收 2,500 人，監院仍為潘慎文。去

年有 203 人註冊，125 人住宿生。預科部與學院部有 14 位中國教師協助教英語

與文學、史地、數學、科學與基督教書籍。現有初級部 79 人、中學部 80 人、學

院部 30 人（Gee,1905, pp.89-90)。 

1900 年時，該校改由母會所設董事會管理。1905 年潘慎文欲專心聖經翻譯

工作遂請辭監院，1906 年由教習葛賚恩（J. W. Cline, 1868-1955）繼任，他延續

1901 年起協助潘氏發展的課程（Nance, 1956, p.29）。該課程涵蓋 8 年，內容有中

英文與文學、宗教教學、數學與科學。預科與學院課程完成後，分別頒發證書。



 

147 

 

所有學生都需上一週的聖經課，週日需參加祈禱活動及主日學。住宿生需參加所

有公共宗教服務。1/4 學生是基督徒。學生總數限於 175 人，135 人住校。現有

中西教師 13 人（MacGillivray,1907, pp.417-418）。 

梁元生（1978，58）以為，其他學堂偏科學，或偏西語文，中西書院強調中

西並重有其價值。但自 1895 年林氏卸任，由較保守的潘慎文接任後，西人教師

增多，宗教課程加重，無法維持中西並重，而成為監理會所屬的書院之一，與其

他教會學堂無別。而總教習沈毓桂（1895）也藉年逾 90 而請辭。 

 

四、創辦中西女塾，推動女教 

林樂知認為傳教群體，除聚焦士人外，還有婦女，因其為中國崇拜偶像及迷

信的另股力量，最好管道是女傳道及女子學校（Bennett, 1983, pp.55, 93）。1881

年他任會督，需與女布道會合作，故開始推動女子教育。中西書院設校計畫中即

有女學，之後亦招女生。 

該校是由林樂知所創。首先，關於設校經過，1884 年美中學女教師海淑德

（Laura A. Haygood）應林氏之邀，來華協助引領婦女信教。她抵達後，先在中

西書院教英語。很快就贊同林氏看法，全心規劃在上海設立一所收上層女子的中

學（Haskin, 1923, p.46）。沈壽康（1887）〈中西女書院記〉載，林樂知創中西大

書院，今年購地 8 畝於英租界漢口路，建中西女書院，悉照大書院之法。1890

年 2 月《申報》〈中西女塾說〉載，因今男書院已有成效，女書院自當創始。經

陳請母會派大書院女師傅海淑德來華，並鳩集巨款，為建女學經費，刻已於三馬

路泥城河邊興工起造。一等落成，先開女塾，試辦專收幼女，教以中西文字、女

紅針黹及一切有益實用之學，而不偏尚詞華（引自朱有瓛、高時良編，1993，297-8）。

沈贅叟（1891）〈中西女塾記〉記，中西女塾是林樂知所創，他因感慨泰西女子

無不入學讀書，但中國卻不然，特募鉅款擇地於租界三馬路之西，監理會堂之左，

創建中西女塾一區。事機就緒，告知監督韋君，即令女師海淑德總理教習諸務。 

    1892 年 3 月 21 日《申報》載，該校設在英界三馬路監理會堂後，專收中華

女子，教以中西文字與有關實用之學，及刺繡縫紉雜技，每月暫收修膳洋 3 元。

定於農曆 2 月 18 日開塾（〈中西女塾告白〉，1892）。《教務雜誌》載，該校 1892

年 3 月中開學，當日蘇淞道臺、美國副總領事、上海紳商及教士受邀出席，有女

生 6 名。其內容有四，1.以中英文教導博雅教育，英文選修；2.教西方音樂（選

修）；3.鍛鍊女子心智與品德習慣；4.最重要的是教誨基督教真理與原理。採西

方班級教學模式，以雙語提供博雅科目，每月收三元，已含所有在校住宿費用

（Editor, 1892, pp.195-196）。由上可知，其課程有中英文、博雅科目、宗教及女

紅，收費略低於男塾。道臺聶緝槼（曾國藩婿）看後，對學校及其設備很滿意，

遂讓女兒就讀（馬光霞，2016, 431-432），此顯示官方對該校的支持。 

    其次，關於學校體制，據 1902 年〈上海中西女塾章程〉規定，其要點如後

（林樂知，1904，43-47）： 

一、對象：專生女生，無論年齡大小，願守塾規者，皆可來學。惟 8 歲以下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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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滿 13 歲者須住校。12 歲以下者，不強迫住校。 

二、課程：中西學並重，如欲專讀西書，父母需入學前聲明。惟必讀基督教書。 

三、作保：女生來館肄業，須有人作保。 

四、作息時間：每日 8 時三刻入塾，12 時放飯。西曆 5 月起下午 1 點半入塾，5

點放學，10 月起，提前半小時。晚間由教習酌派夜課。每週六日下午學習針黹。

每週日進堂聽道，讀聖經日課。每年散學 2 次，分在暑歇與年底。 

五、費用：住館生每月脩洋 5 元、膳洋 3 元。有專人洗衣。如欲學琴，每月外加

琴脩 2 元。脩膳金入學時先付 5 個月。儒書及紙墨筆硯，皆各自備；西書等學用

品，由塾代買，學生再付。 

六、學制與課程：西學課程 10 年，重點英文、算學、格致（第三年起）與聖道，

七、考試：每年考課 4 次。 

八、宗教活動：每日早晚及週日需禮拜，及讀誦聖書。 

觀其塾規內容，多處與中西書院相仿。 

復次，關於開辦後運作狀況，《中華基督教會年鑑》（1917）載，該校首屆校

友曹芳雲憶說，1890 年購得三馬路西藏路轉角地，以 2.5 萬美金，建校舍。1891

年新校舍竣工，始行開校。開學之初只有 5 人（引自朱有瓛、高時良編，1993，

297）。惟 Haskin（1923, p.48）謂，因經費等因素耽擱，該校遲至 1893 年秋才開

學，起初只有 7 人，之後漸增。兩人所記時間與前公告 1892 年均不同。Fryer（1895, 

p.61）謂，該校創於 1891 年，旨在教授中國上層家庭的女子。學校由海淑德、

連吉生（H. L. Richardson）、雷諾姿（S. B. Reynolds）管理，另有 3 位中國教師

協助。採寄宿制，需付學費。課程包括聖經、初級科學、書法、聲樂及器樂、體

操、中國經典。當年有學生 21 人，平均年齡 16 歲。由此可知，學校規模小，按

年齡涵蓋中小學，但依程度當介於兩者之間。1896 年版《中國差會手冊》則記，

該校設於會所墨梯之家（McTyeire Home），它與一般寄宿學校不同，學生需付住

宿費與學費等。其目標招收上層家庭但不願送女兒至一般教會學校者。當年有

22 人入學，許多人來自基督徒家庭。課程有中國經典、英語、音樂、體操及初

級科學(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6, p.232)。 

    由上所述可知，該校有以下特徵：以招上層家庭女子為主，收費，教英語、

科學、宗教、音樂與體操，採中小學合一。此與之前專收下層的義塾明顯不同。 

據 Gee（1905, p.90)記，1905 年時，由連吉生任校長；有女洋教習 3 人、中國男

教習 2 人及女教習 13 人；住宿生 75 人、通勤生 7 人；78 人屬中學，4 人屬學院；

旨在教育上層家庭女子；學費與住宿費每月 8 元，音樂課每月 2 元。課程有中國

經典、英語、科學、聖經、數學、聲樂及器樂。此時學生人數大增，收費也大幅

提高，課程加入數學，未見體操，程度也達中學。 

MacGillivray（1907, p.423）指出，該校創校以來，即藉收費以收上層家庭

女子；至 1907 年時，畢業者文科有 10 人、音樂科 1 人。當年註冊達百人。雖該

校強迫學生讀聖經及基督教作品，且須上教堂，但全未影響外界對它的贊助。除

外籍教師薪水外，學校所有支出是自給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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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 年時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等官紳上〈為創上海女學上總署及各督撫

大憲稟〉，擬創設中國首個自辦女學堂（引自陳學恂編，1987，321），後獲兩江

總督批准，於次年 6 月開學，其規制是模仿中西女塾（Burton, 1911, 105-107）。

由此可知，其受重視。 

該校至 1912 年前，共有 29 人畢業，其中 1896 屆薛葩、1900 屆孫素馨、史

鳳寶、顏慶蓮及 1902 屆陳碧珍等，均從事女子教育；1910 屆嚴順貞從事銀行業、

丁樊英留美後習醫，而宋美齡三姊妹亦為校友（陳瑾瑜，2016，162-165，243）。 

  

五、倡建大學堂 

（一）倡議 

    「設學輔教」是林氏的重要傳教策略，他擔任會督後，督導學校的範圍也擴

大，當時負責地區有上海、蘇州及南翔，設校數量日增，教育程度由小學提升至

學院。在他卸任前，實際設校狀況，Fryer（1895, p.60）調查，1895 年有嘉定、

上海及蘇州 3 個傳教站，共設 7 所學校，中國教師 23 人，學生 335 人(男 258 人、

女 77 人)。又據 1896 年版《中國差會手冊》統計，1895 年共有各級學校 44 所，

含小學 40 所，中學（全女校）3 所，學院 1 所(含中西書院)，學生 1,195 人(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6, p.236)。詳見表 3。 

 

表 3 

監理會 1895 年設學概況 

性別/層級 小學 中學 學院 學生總數 

 校數 通勤生 校數 住宿生 校數 住宿 通勤  

男校 31 715 0 0 1 140 110 955 

女校 9 160 3 80 0 0 0 240 

合計 40 875 3 80 1 140 110 1,195 

註：The China Mission Handbook（p.236）,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6, Shanghai: Author. 

 

林樂知最初的規劃，一直想設大學堂。1890 年他在〈中國的變局〉演講中，

建議差會團結、訂定統一的標準聖經、統一標準學校與教科書及設立本土的基督

教大學(Allen, 1890)，但此構想一直未實現。 

林樂知（1907)）說，甲午戰後，朝廷變法，廣設學堂，多派留學生出洋肄

業。時中國風氣大開，遂趁機聚議創設大學堂，以供中學堂畢業生升學。1899

年秋，監理會中國差會傳教士於蘇州開會，討論教育工作的未來，決定將在蘇州

建立一所大學，含文學、神學及醫學三系，其他傳教中心的中小學，日後經「年

議會」討論再加入。所有現有學校將合作去實現該制體系。又宮巷書院應遷入博

習書院舊址，因該地足供做未來校址（Nance, 1956,p.19）。該計畫會後提請蘇州

仕紳討論，以爭取支持。會議由美上海總領事古納（John Goodnow, 1858-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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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許多江蘇官員及仕紳與會，林樂知與會發言，會後數週內即募得 20 萬元

（Gee, 1905, p.92）。因年會議派林樂知與柏樂文（W. H. Parker）負責籌捐購地諸

事，他欲免生枝節，商請古納介紹，函呈兩江總督劉坤一協助，劉督旋即回覆，

江蘇巡撫鹿傳霖最喜新學，必能協助。他遂與古納往謁。鹿氏大喜，遂傳諭元和

縣令從速助成，始得剋期購成建校基地。校名稱東吳，是因劉坤一覆函中有「造

就東吳人才」字樣（林樂知，1907，26，29）。 

1899 年 11 月林樂知、孫樂文（D. L. Anderson）及柏樂文（1899）〈蘇州大

學堂公啓〉中，除說明設校原因與目的外，亦揭示仿美制課程為： 

 

擬在蘇垣創設大學堂，仿照美國大學堂章程，分列天文學、地理學、法律學、

格致學、醫學、礦學、電學、算學各門。旣爲華人學堂，華文尤所首，重凡

經義、史論、經濟、時務等書，尤必兼肄。 

 

由此可知，學習內容是中西學兼顧。經費，校址用監理會天賜莊空地數十畝；學

堂常年經費，來自上海地租每年所入 1.5 萬元，開辦經費、建造房屋、購置圖書

儀器動用什物，約計需用洋銀 10 萬元，則由該母會在美勸募，但因金額龐大，

故希望國人共捐（〈有舉無廢〉，1900）。 

1900 年 5 月差會董事會同意前項諸計畫，任命林樂知等 5 人為董事，林任

董事長，負責籌辦設校事宜（馬光霞，2016，202）；又命秘書長向田納西州政府

註冊，以期獲授權頒發學位（Nance, 1956,p.19），但因庚子事變爆發暫停。11 月，

差會在上海召開「年議會」，制定〈東吳大學堂董事會章程〉，規劃設文學、神學

及醫學三系。董事會由 12 人組成，其中 7 人為在華差會成員，林氏獲選為首屆

董事長。董事會開始向外募款，上海是靠他的努力。該校於 1901 年 6 月完成美

國註冊手續（王國平，2003，25-27）。美國募款，未受義和團事件影響而迴響熱

烈，1901 年 4 月監理會於紐奧良召開總議會（the General Missionaries Conference），

他與惠會督等曾往講演募款，共募得 8 萬金幣。當年 3 月，東吳大學堂已先在蘇

州葑門原博習書院舊址開學，所有課程以中英語教授，目的提供更寬廣、全面的

教育（Gee, 1905, pp. 92-93; MacGillivray ,1907, pp.416-417）。 

1901 年 7 月 25 日《申報》廣告說： 

 

本學堂設在蘇城，中西並課，宿膳均便。現屆歇夏，定於七月十七日開館，

有志者請至葑門天賜莊大自鳴鐘内閱章報名。道遠不便，可以函訂。（〈東吳

大學堂告白〉，1901） 

 

由此可知，大學堂課程中西學兼授，學生可住宿、可通勤，後續刊三天。 

1905 年時，該校分預科及學院兩部，學院部設文學、醫學兩系；中文課程依政

府規定，但西學課程全以英語教授。1906 年時有學生 156 人，申請者眾，但因

宿舍有限無法盡收（MacGillivray ,1907, pp.416-417）。1905 年 3 月頭班學生十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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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卒業，監督孫樂文請巡撫等官員臨堂考驗，巡撫陸元鼎率按察使朱竹石等文武

官員到校考試，發給文憑及獎勉（〈卒業給憑〉，1905），此舉顯示江蘇官員的支

持。 

 

（二）整併各書院設立 

原本新設大學堂，是希望整合監理會既有的高教資源，但實際過程中，卻非

一步到位，最初該校是整併原有的蘇州宮巷書院及博習書院。 

就宮巷書院言，1895 年孫樂文在蘇州宮巷創立禮拜堂，有數名年輕士人來

訪，希望學英文，他表示如一班達 25 人就開辦，後遂成，其中多數是秀才。次

年 3 月，25 人成為宮巷書院的核心。1897 年有 68 人註冊，1898 年 11 月前則超

過百人（Nance, 1956, pp.4-5, 18）。而此時上海中西書院與蘇州博習書院仍各自

運作。 

就博習書院言，大學堂校地原為該院舊址，其原名存養書塾，1879 年由潘

慎文創於蘇州天賜莊，初有 18 名男童。1883 年有學生 40 名，課程有聖經、西

學及儒書，諸書全中文，不教英文，學生衣冠鋪蓋自備，飲膳束脩一切費用皆公

會出，年齡在 10-20 歲間（潘慎文，1883）。1884 年為紀念捐款者而改名博習書

院（Nance, 1956, p.9）。更名後該塾開始嘗試教英文。1884 年 10 月 3 日《申報》

廣告載，該院設在蘇州城葑門內天賜莊，訂於農曆 9 月初設英文學塾，來學者每

月須付洋銀 1 元，而紙墨筆硯學生自備（〈教習英文〉，1884）。由此可知，該院

將新增英文班，且要收費，但未說名額。之後，又刊八日。但 17 日另刊，「今本

書院議敎習英文之章程，將變改舊定規矩，所以九月初二日不即開舘，俟改定章

程再行報明開舘日期。」（〈教英文改期〉，1884）換言之，延期開學，續刊二日。

由此推知，可能招生狀況未如理想。 

再依 1887 年 1 月 21 日《申報》廣告載，該院於農曆正月 22 日添設英文書

院，擬收學生 25 名，每月束脩 2 元。由此可知，該院已確定側重英文教學，名

額 25 人，學費較之前提高 1 元（〈蘇州英文書院〉，1887）。之後，29 日起再續

刊九天。1888 年 1 月 22 日《申報》廣告載，「蘇城葑門内設英文學塾，兼敎算

學、儒書、格致諸學，束脩每年英洋十二元，半年一付須洋八元，零付須每月二

元」。（〈英文書塾〉，1888）之後，續刊逾一個月。由此可知，學校課程已做修改，

除英語外，新增算術、中國經典、科學，而學費每月維持 2 元，半年一付打 64

折，一次付清打對折。由其廣告連刊多日，可推知招生狀況恐欠理想。 

Fryer（1895, p.61）謂，該院是免費寄宿學校，課程含西方算術與科學，基

督教書籍，四書五經、作文與尺牘。現有 5 位中國教師，74 名學生，年齡約 14

歲，創校迄今約已收 250 名學生。教科書則採傳教士所編之書。 

1896 年版《中國差會手冊》稱，該校實際上是男子寄宿學校。初級部學生

年齡在 10 歲以上，努力設法提升到學院程度。所習課程分基督教書籍、西方科

學與中國經書。修業時間達 11 年，含 5 年初級課程。共招學生約 300 人，平均

每年約 70 人在學。教學全用中文。學生中 36 人是教徒，26 人預備入教(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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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6, p.232)。前 5 年預科課程有：三字經、

百家姓、教義問答、論語、本國地理、聖經故事、算術；大學、中庸、算術、地

理學、文言概說、基督的生活、孟子、自然科學初階等；第 6 至 11 年書院課程

有：散文範例、神學要義、世界史、春秋、寫作、幾何、自然哲學、流體力學、

三角、測量、自然史、電、生理學、生物學、自然神學、禮記、化學、無機化學

與有機化學、易經、解析幾何、天文學、倫理學、古代文學、微積分、政治學等。

原本未授英語，1887 年為滿足社會需求，增開英文科，另收費（王國平，2003，

15-16）。由上可知，其課程內容已較初期增加，從修業年限與課程程度推斷，應

是大、中、小學一貫體制。 

再依 1898 年 1 月 20 日《申報》廣告載： 

 

本院在蘇城葑門天賜莊，久以中西諸學課授生徒，並備臥房飲食，凡年未過

十六歲者，槪可來學。每半年脩金六元。兼習英文者加倍；如年歲巳長欲兼

英文者，另有新塾，每半年脩膳金共廿五元，茲於正月十二日開館。（〈博習

書院〉，1898） 

 

由此可知，該院原先未提供膳宿，學生需通勤，但如今已可住宿；之前未限

年齡，但自此要在 16 歲以上；學費改每半年一付，不採一次付清或月付，金額

稍降。另有針對年長欲學英文者有新館，費用較高。之後續刊二日及 2 月 17 日

又刊。該法實施後，文乃史指出無益於學校的士氣，因付費生輕視免費生，而後

者嫉妒前者可學英文（Nance, 1956, p.18）。 

因 1895 年監院潘慎文同時任上海中西書院監院，1898 年差會決定將該院遷

併，但遇人事異動，直到次年 2 月才完成，此舉有助排除無效率的教師與無志的

學生（Nance, 1956, pp.18-19）。  

1905 年該差會「年議會」時，教習祁天錫(N. G. Gee)曾代表學塾部向董事會

建議，為形成一完整教育體系，將該會現有其他學校與該大學合作，建議部份獲

採納（馬光霞，2016，205-206）。直到 1911 年 3 月，東吳大學堂校長孫樂文病

逝，改由中西書院監院葛賚恩接任（Nance, 1956, pp.2-30）。因辛亥革命爆發，

他因應變局，請董事會決定將中西書院併入東吳大學堂（馬光霞，2016，206），

惟此時林氏已病逝。 

     

肆、提倡「文學興國」與引介美國教育制度 

 

林樂知在華宣教時重視教育的理由，除「設學輔教」外，另與中國甲午戰敗

有關，他基於對中國的情感，希望中國借鑑明治維新興西學的成功經驗，故透過

《萬國公報》及著作來介紹美國教育，提倡「文學興國」理念，希望中國能取法

美制，以臻富強。 

甲午戰爭後，1896 年 4 月他與任廷旭合譯日駐美公使森有禮所編《文學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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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策》。他於序中說：日明治維新時，派遣聰穎子弟，分赴歐美諸國讀書以儲才。

1871 年初，森有禮奉派使美，除辦交涉事務外，奉命就近查訪其教育成規，以

為日興學之先導。於是他照會美京文學部大臣（按教育署長）及各部大臣、議院

各紳，另分函各大書院監院及著名教育家，廣求設塾良規、教學成法。後將回信

及蒐集資料譯成日文《文學興國策》，郵寄國內呈獲政府採用，大興西學。有鑑

於該書以美成法行諸日，成效已明，因林氏在華 30 餘年，「區區之心，實於中國

有不勝其圖報地主之情」，遂翻譯該書，願以日之成效，轉而盼當國者參採後施

行之（林樂知，1896）。該書所稱的「文學」是指教育，此其倡議的重點，他相

信美國教育將有助於中國。該書是繼 1838 年裨治文首刊《美理哥合省國志略》

及 1861 年改版《大美聯邦志略》後（周愚文，2019b），更詳細引介美國教育制

度概貌之書。 

該書所錄「美國興學成法」，介紹 1871 年時美 37 州的公私教育狀況，首先，

有關公學（公立小學），美採各邦分地治民之制，邦分數城（相當中國府、州），

城分為鎮（中國州、縣），鎮分為鄉（中國市、鎮）。以紐約為例，設公學有 11,739

區，以此推估全國有 121,440 分學之區，每區設一公學。在行政上，各鄉學設董

事，同城各鄉設城學監督，其上設各邦學監督（按教育廳長）。各邦大抵相同，

無強迫入學，也未禁私人興學。公學經費來公捐。又舉噴邦（Pennsylvania）之

例，公學教師大半屬女教師，西北各邦居 3/4。有關師資，除有現職教師講習活

動外，1839 年麻薩邦（Massachusetts）設立師範學堂，而噴邦每城設一師範學堂。

其次，有關學制，啟蒙公學（小學）上，是一等學堂，設有寄養學堂（boarding 

schools）、公立高等學堂（high schools）及私立中等書院（academy）。再上則有

大書院（colleges）及普書院（profession schools）。高等學堂採男女合校，中等

書院有時男女分班，寄養學堂及私立各塾常男女分塾。有關學費，高等學堂係官

設，免束脩；中等書院有時收學資。大書院或普書院，或文學全備，或分類專精。

學成可得秀才甲科諸憑照（按學士學位）。學校經費來自存款、民人遺贈或公家

補助。另特別介紹 1862 年〈撥地法〉（the Morrill Act），聯邦撥西境荒地充公變

價，補助各邦設立農工學院，1871 年各邦有大書院 300 餘所，女子大書院有 68

所。大書院最早設立者，是哈華德書院（Harvard College）。各校制度仿英國成

法，分設醫學、天道、律例各門，50 年前修業年限 4 年，前 2 年習蠟丁、希臘

文字、算學等書，後 2 年習辯論、文理、史鑒、心學、性理等。其後添設普書院，

亦各分門別類以專精之。此外，女子起初可入初學、中等諸塾，後經辯論可入上

等書院，另設有瞽盲書院及聾啞書院（林樂知，1896/2002，66-77）。 

透過該書介紹，清人可對美國教育制度有較全面的認識，特別是公共教育與

三級學制。至於如何興學，哈佛校長歐理德（C. W. Eliot）函覆森有禮時建議，

要在全國廣設啟蒙學堂，專教讀書、寫字、習算，及泰西格致、製造等啟蒙之書。

教學之法貴有良師，延師之道有，先在西國訪請一眾名師，繼在本國設立師範學

校，以造就師儒（林樂知，1896/2002，58）。而美教育署署長鮑德威（G. S. Boutwell）

函覆時，建議欲通行文學於國中，莫若效美國的公學以教導之，而欲使各邦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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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理，莫若立全國捐助之法，以供給之（林樂知，1896/2002，59）。 

1896 年他所編《中東戰紀本末》所錄〈治安新策〉中之上，介紹 1888 年美

小學教育概況： 

 

乃美國則家無論貧富，人無論男女，年至六歲以上，罔不入塾讀書，……。

國家又特帑金，以倡興乎學校，民間更公捐鉅款，以代具乎脯脩，閱一千八

百八十八年清冊，但以幼塾而計，在塾讀書之男女學生，共一京一兆九億五

萬有奇（合計全國丁口蓋在塾者居七之一矣），蒙師共三億四萬七千有奇，

一師授徒約三十五人，公捐束脩諸費，年約合英金二京五兆五億一萬一千鎊。

（林樂知，1896/1980，832） 

 

此處說明當時小學是實施強迫入學，師生總數，平均師生比為 1：35；經費

相當於 18,577,000 兩。 

1897 年 5 月《萬國公報》刊林氏〈師範說〉延續前說，主張要興學，必先

培育師資： 

 

自強之道，必以作育人材為本。而作育之事，則以設立書院為先。尊其名曰

書院，核其實即學堂也。特是創院雖易，求師甚難。……我西國學堂林立，

則有益於子弟之師，約略計之十百中不過一、二人耳。……近聞有聘充各學

堂教習者，概不應命，洵可惜也。余新著學校全規一書，既詳且明，足助之

為師模範（林樂知，1897a，34）。 

 

1897 年《萬國公報》刊林樂知（1897b，28-30）〈新學規制考序〉說，他取

英國在印度設學之規制，擇合於中國之用者，譯成三卷以備參考。第一卷，詳明

初等、中等及師範學堂之規例課程，因中國崇尚新學，非廣設初、中二等學堂，

無以立學校之本；非先設師範學堂，尤無以儲教習之才。第二卷專論學校經費，

第三卷略詳大學院之規制、課程及考試則例。序中又記美國文學部大臣新刊 1894

年學校清單，美國讀書學生合男女大小共計 1,600 萬人，其中文學生共 15,530,268

人，專學生 40 餘萬人。每百人有學生 20 人，實居 1/5。大書院即頭等、次等書

院，有 476 所，各書院總教習及各教師 10,897 人，每千人中女師 138 人。書院

男女學生 143,632 人，每千人約有女生 245 人。天道院學生 7,658 人，律法學生

7,311 人，醫學生 21,802 人，牙科學生 51,511 人，師範學生 80,767 人，該年經

費墨銀 3,070 元。又高等、中等、初等各學堂，有 236,529 所，各學堂教習男師

124,768 人，女師 263,239 人。各學堂男女學生 13,935,977 人。 

1900 年 1 月《萬國公報》刊出林氏〈美國學校志並引〉，提及翻譯英大臣布蘭颸

所著《美國學校志》，並概述美哈法德（Harvard）、威廉馬娌（William & Mary）、

烟二（Yale）及柏林詩墩（Princeton）四大學院；而學院分公私立，私立仿英牛

津、劍橋兩校，公立由國設立（按應為州）。又介紹 1885/6 年度校數、教師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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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數。學校分三等，上等八、九院、次等多至三、四十院，再次等三百院，屬

高等學堂一類。又說美興學雖善，但不及英，因英大學院管理由大學自治，但美

卻由文學部主管。他說譯書的目的，「非夸美也，蓋為中國望也。」希望有助中

國立新學（林樂知，1900）。惟此點林氏的認識有誤，因美聯邦教育署無權管理

大學。 

1901 年 2 月《萬國公報》刊林氏〈廣教興學以救華策〉謂，近時論學校者

美最盛，而日仿之（林樂知，1901），遂希望中國能仿美制。 

 

伍、戊戌維新前倡議教育改革 

 

    甲午戰後《萬國公報》更積極鼓吹變法，而建議中教育改革份量最多（王林，

2004：109），林氏期望中國富強且相信「文學興國」，故積極提出改革建議。 

一、改革教育制度的構想 

甲午戰爭前，他即有議論（林樂知，1875）。之後，他更累倡設學堂、講西

學。林樂知（1894）於〈中國關繫略論〉言，美各邦皆有大博學院一所，學生則

繳納束脩，邦主則各捐公款，是以無墜廢之憂。建議中國從沿海各地到各省會，

皆有大書院教士子為成材，而擇其尤者至大博學院肄業，而予以出身。 

1896 年他於〈文學興國策序〉建議，在振興新學之初，速選國中強壯馴良子弟

出洋學習，尤當遴選宗室人員及滿州子弟分赴外國，寬予年限，卒業而歸，以充

著書、譯報、臨政、興學之職司（林樂知，1896）。同年他更於當時深受朝野重

視的《中東戰紀本末》書中，所提〈治安新策〉下之上，針對中國讀書之法，建

議兩項急迫的教育改革。 

首先，針對學習內容，建議減中學、增西學： 

 

塾中通行書本，有宜讀書，亦有可緩讀書。宜先精心抉擇，嚴定留汰章程，

其宜留之書，仍全免其背誦之例，……。為之師者，當教之識字之始，講解

其字義，教之讀書之日，又詮釋其書理。俟其讀過若干徧，不問其能熟與否，

惟提字句，使覆講，提章節，使默寫，……，大約讀中國之書，讀一、二年，

即可畢事。其間先示以地球圖，使知各國之幅員大小，……。讀畢華書之後，

中國所宗尚之教旨，略能融會貫通，即教以泰西有用文字，廣識見。而又分

別士、農、工、商，俾成專門名家之業。異日有願應試者，試官亦即照此分

試之，擇其優者，分別取中；即如農學，亦有秀才，其餘可類推，……。（林

樂知，1896/1980，863-864） 

 

由上可知，他針對中國蒙學所讀之書，認為應減少，讀時不要求死背。讀中

書約 2 年，之後改讀西書，先讀世界地圖，再教西語；亦即先習中學、後習西學。 

其次，針對設西學制及延師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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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六、七歲，必入初學塾，教以淺近各書；稍長，升入文學塾；更長，升

入書院，此皆兼習各學者也。至升入博學院，則有分類專習之學矣。每一小

鄉鎮，必設初學塾一塾，不能容，不妨多設二、三塾。一州縣及戶口繁盛之

大鎮，必設文學塾；一府必設書院，一省必設博學院。查中國省、府、州、

縣，多有書院，市集村落間，必有蒙館，根基具足，就此整齊廓充之，較他

國之特地創立者，難易敻殊；且義塾與書院，本已多有公款，不敷，則就地

勸捐，即以為其弟子計，人自樂於解囊；……。惟初辦之日，必宜明訂章程，

竊謂若能敦請英、美等國之學部大臣來華專掌其事，庶幾核定規模，不至紊

亂。至訓蒙之師，倉猝難得，則先立師範學，延聘英、美通人為山長，凡已

通華學而好為人師者，皆往受業；有願出洋者，官為籌給資斧，肄業於兼專

各書院。當若輩在外之年，中國師範學已教成初學塾之諸師，先可聚徒啟蒙。

迨出洋之師學成陸續回華，適當蒙童由次遞升之際，於是兼習各學之學塾、

書院，專習一學之博學院，無不有師矣。至在華各教堂，多設院塾，早年電

報學堂，強半取裁於是。今立各處新學，亦暫可通融借用，尤為簡捷，或更

請各教士，兼管各等新學。……，亦屬事半功倍，……。（林樂知，1896/1980，

864-865） 

 

由此可知，他建議設立的西式學制架構，按層級是「初學塾—文學塾—書院

/博學院」，設置地點是「鄉、鎮、州、縣—府—省」，他雖未明言，但可看出相

當西方「小學—中學—大學」學制的雛形，然無修業年限。且從實務面考慮，將

中國現有的書院、蒙館、義塾轉換成西式學堂，可節省經費，此優勢為西方所無。

此一構想戊戌維新時，康梁也提出類似建議。他又建議聘請英美官員主導改革，

另設師範學堂以培養小學師資，由英美人士負責，亦可向教會學校借才，或由教

士兼管新學；另派人出洋留學，學成後回國任教。 

歸納其重點有：課程增西學、減中學，先習中學、後習西學；改書院為西式

學堂，且建立「初學塾—文學塾—書院/博學院」學制；派員出洋留學及設立師

範學，及借才英美官員與教士負責管理學堂及任教。 

應設「師範學」的主張，之後梁啟超 1896 年〈學校總論〉即批評各西式學

館不能得異才，病根之一是師範學堂未立，教習非人（引自湯志鈞、陳祖恩編，

1993，7）。1898 年 7 月總理衙門〈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中，擬在京師大學堂

中別立師範齋，以培養教習。同日獲上諭照所擬辨理（引自湯志鈞、陳祖恩編，

1993，126，136）。雖該章程是梁氏略取日學規起草（羅惇曧，1987：455），但

也重視師範或受林氏主張的啟迪。 

之後，林樂知（1897b，28-30）又建議：中國賢士大夫，刊行所編《新學規

制考》，使各省同文、方言、儲才、實學諸館，定課程，有所取法，並取《文學

興國策》，採其精義，察其成規，設立大學院於各省會，並設大小各學於府、州、

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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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倡改書院為學堂與戊戌維新 

戊戌維新前，最早建議改書院為學堂是刑部左侍郎李端棻，1896 年 6 月〈奏

請推廣學校摺〉建議：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而經費，因各省及府州

縣率有書院，歲調生徒入院肄業。今可令每省、每縣各改其一院，增廣功課，變

通章程，以為學堂。書院舊有公款，其有不足，始發官款補之（引自湯志鈞、陳

祖恩編，1993，118）。該摺是梁啟超代擬（羅惇曧，1987：455），梁乃其堂妹婿，

此當受林氏之啟發。 

除個人建議外，1896 年中國教育會第二屆參年會中推選十人委員會，預備

一份中國教育改革計畫，林樂知負責起草「教會學校在中國的成就」（王立新，

1997：244）。1897 年《萬國公報》刊出狄考文、林樂知等所撰〈續擬請京師創

設總學堂議〉條陳，建議在京都創立專門總學堂，外省各府、廳、州、縣則建蒙

學堂、中學堂、大學堂及專門學堂（狄考文等，1897：3-5）。該條陳雖呈總署王

大臣採擇施行（林樂知，1897b：5），但未獲官方具體回應。 

戊戌變法時，1898 年 6 月康有為〈請開學校摺〉建議，下詔遍令省、府、

縣興學，鄉立小學，縣立中學，其省府能立專門高等學、大學（引自湯志鈞、陳

祖恩編，1993，51-52）。同年 7 月再上〈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摺〉說，清

各直省及府、州、縣，均有書院，多者十數所，少者一、二所，其民間亦有公立

書院、義學、社學、學塾，皆有師生，皆有經費。遂建議將省、府、州、縣、鄉

邑公私現有的書院、義學、社學、學塾，皆改為兼習中西的學校，省會大書院為

高等學，府州縣書院為中等學，義學、社學為小學（引自湯志鈞、陳祖恩編，1993，

52）。觀其指涉學校的用詞，出現「小學、中學、大學」，「高等學、中等學、小

學」等，已近林樂知所提主張。同日帝上諭：「即將各省、府、廳、州、縣現有

的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之學校。至於學校等級，自應以省會之大書

院為高等學，郡城之書院為中等學，州縣之書院為小學。」（引自湯志鈞、陳祖

恩編，1993，55-56）。換言之，林樂知首倡改書院為學堂的構想，最後獲朝廷的

參採。茲將各建議製表 4 比較如後： 

 

表 4  

戊戌維新改書院為學堂建議比較 

學校類型 設置地點 林樂知建議 康有為摺 上諭 

高等學、大學 省 博學院/大學院 省會大書院 省會大書院 

中等學 府、州、縣 書院 府、州、縣書

院 

郡書院 

小學 鄉鎮 學塾 義學、社學 州、縣書院 

    

陸、特徵分析 

 

    他的理念與事業可歸納以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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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採取「間接傳道」及「設學輔教」的傳教策略 

Bennett（1983）說，林樂知從 1866 年後，已相信教育是幫助及接觸中國人

的主要方法，而其觀念是來自實際宣教與任教經驗。他抵華後因母會財務資助中

斷，故長期兼任上海廣方言館英語教習、江南製造局譯書館翻譯、創辦報刊及興

辦學校。但也因而結識中國士大夫等上層人士，使其傳教理念出現改變，策略由

以往「直接傳道」，轉向「自由傳道」與「間接傳道」；傳教對象由走下層路線，

轉向上層路線，且重視婦女（馬光霞，2016，77，86-89）。其想法，與美部會裨

治文所倡「設學輔教」（周愚文，2019b）及聖公會文惠廉（W. J. Boone, 1846-1891）

所倡「興學儲才」差傳策略（林美玫，2011，102-103）不謀而合，但與多數傳

教士只重「直接布道」不同。1881 年他擔任會督前，美總會來信，要他告退學

堂事務。但他回覆說早期有小學堂，不成格局，當時想放棄，但現在卻以為不可。

因在華多年，略知中國之缺少。遂列出中國教會不可缺者，而最重要的一條，即

創立大學堂，先立各等中小學堂做以為預備。後獲准次第興辦（林樂知，1907）。 

1895 年時，他於〈基督教有益於中國說〉說，基督教在中國傳教之法，有「崇

真道以觸邪」、「設醫院以救貧」、「立學塾以教人」、「著書以廣學」，他認為設立

書院學堂，可使華人化愚而為明（林樂知，1895）。1907 年他病逝後〈林樂知先

生傳〉稱：他最重教育，嘗言教育以道德與智慧並重，故教堂與學堂相輔而行（范

褘，1907，15）。 

    

二、從設學塾、書院、大學堂，到建立三級教會學校體系 

林樂知自 1867 年起在上海設立小型學塾及工塾，教導無家可歸的男童。1881

年始有更完整的計畫構想。中西書院的設置，即其代表。就學制上，他欲建立一

套「學塾（小學）—中西書院（預科）—大書院（大學）」三級教會學校體系。 

同時期聖公會主教施約瑟（S. I. J. Schereschewsky, 1831-1906），想將該會在華現

有學校，以一所差會書院為重心，發展成完整的差傳體系，他認為以這套完整的

教會教育體系，將培育出可晉升為士大夫階級的中國基督徒菁英（林美玫，2011：

119-120）。北長老會狄考文（C. W. Mateer, 1836－1908）1881 年也建議母會在山

東創設登州文會館（史靜寰，1991，56-57）。此三人均早於 1889 年美部會謝衛

樓（W. Z. Sheffield, 1841-1913）在河北通州創設潞河書院之議（A.B.C.F.M., 1889, 

p.82；周愚文，2020），施、狄、謝三人的推動策略是「由下而上」，在前設中小

學基礎上逐步升格為大學，但林氏卻是採「由上而下」策略，直接辦大學，明顯

不同，但浸禮會卻未見類似規劃。 

1890 年他建議設本土基督教大學，1899 年再倡議創設東吳大學堂，促使監

理會陸續將各書院整併。過程中，他擔任董事，負責籌款購地，呈請兩江總督及

江蘇巡撫協助，向中美募款，後獲選為首屆董事長，終於落實他創設大學的理想。 

該會所屬各級學校間的關係，據調查 1907 年時，有男子學院與寄宿學校共 3 所，

366 人註冊；日校 12 所，228 人註冊，學生總數為 594 人。女子寄宿學校 5 所，

261 人註冊；日校 17 所，579 人註冊，學生總數為 831 人。全部學生共計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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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該會希望每個傳教站能設一所以上日校，多數由女傳道會負責；又規劃在每

州府城設一所中學（middle schools），其將為蘇州及上海的書院提供生源

（MacGillivray,1907, pp.416,427）。換言之，一套由小學至大學的三級學制已成形，

而與 1904 年新頒的癸卯學制並行。 

 

三、課程中西學並重 

當時教會學校的課程內容，或偏中學且不教英語（如登州文會館）；或偏西

學且改教英語（如潞河書院）以吸引上層人士，但他卻主張中西學並重；除英語

外，科學與中國經典均授，且維持宗教內容，另兼授舉業。聖公會文惠廉主政時

所辦聖約翰書院與文華書院也中西並重，以吸引中國學子就讀（林美玫，2011，

178）。但同事藍柏自始即批評中西書院太強調儒家經典，而不夠重視聖經

（Williams, 1993）。惟實際推動時，他也無法抵擋學生偏重英語與西學的心態。

1895 年他辭去監院後，中西書院課程的宗教色彩日重，儒學日輕，漸偏離其原

有的理念。 

 

四、宣揚「文學興國」、積極引介美國教育制度及提出教育改革建議 

    林樂知透過實際辦學，引入美國教育制度與方法，以助傳教。甲午戰爭後，

他更宣揚「文學興國」的理念。1896 年共譯森有禮《文學興國策》，並作序刊於

《萬國公報》介紹之。該書是繼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後，最新更全面介

紹美國教育制度之書，且列具體數據，以明近況；因書中美人曾建議日本發展公

私教育以興國，獲林氏推薦，該觀點影響到他對清廷的改革建議。之後〈新學規

制考序〉及〈美國學校志並引〉，再述各級教育數量。他希望中國能瞭解美制後

仿行，以利中國富強。 

甲午戰後，他也鼓吹變法而提出〈治安新策〉，具體教育建議有：課程增西

學、減中學，先習中學、後習西學；改書院為西式新學塾，且建立「初學塾—文

學塾—書院/博學院」學制；設立師範學，以培育新塾師資；請英美官員負責推

動改革與教士負責學校及任教。更與中國教育會共同提出改革條陳。 

戊戌維新時，他透過官紳關係及《萬國公報》，所倡在省府、州、縣設西學堂，

改各地書院為各級學堂及設師範學等主張，獲得主導官員與朝廷的參採，但向教

會借師及留學西洋，則未獲認可 

最後，如將林氏與裨治文加以比較，發現以下異同：一、宣教路線上，裨氏

傾向社會派，而林氏介於其與自由派間；二、都因工作經驗體會教育對宣教的重

要性，而倡「設學輔教」間接策略。三、都介紹美國教育制度，但裨氏著書介紹

全國及各州各級學校的種類、修業年限與教學內容、公私立與免費性質、學生與

教師、三級教育、教育行政管理者、教育經費來源等資訊；林氏是譯介他書，更

仔細介紹美小學、學區制、三級學制、師範學校、地方教育行政制度及數量，且

宣揚「教育興國」理念。四、教育實踐上，都推動女子教育；制度上，林氏企圖

建立教會學校體系，但裨氏卻無此構想。五、教育內容上，裨氏以中英文及基督



 

160 

 

教義為主，屬初等程度；林氏有儒學、英文、科學與宗教，已達大學程度，且中

西學並重，但裨氏未討論。 

 

柒、結論 

 

總之，晚清教會學校的興起，是近代中國教育西化的重要途徑之一，其中美

國教會的影響力最大，但以往較為研究者所忽略，其行動當始於 1830 年美部會

抵華傳教。本文發現，雖監理會來華稍晚，但在林樂知引領下，在江浙地區日盛，

規模屬中等，而他對在華教會圈及該區教育的影響均不小。他採「間接傳教」及

「設學輔教」策略，先後設立學塾、中西書院與中西女塾，倡設大學堂，廿世紀

初，再推動整併各書院，成立東吳大學堂，銜接所屬學校，建立一套教會學校體

系，而與官方癸卯學制並行。東吳大學堂，民國後更成為中國 13 所主要基督教

大學之一；而中西女塾，開啟女教風氣，民國後改名中西女中，為上海重要私立

女中，校友名人輩出。這些興學行動，無論中西書院、中西女塾及東吳大學堂，

在他努力下都獲在地官員紳商的協助與經費捐助。這些學校所授的課程，除宗教

外，他倡中西學並重，且兼授舉業，而非如其他教會學校偏重英語西學或中學。

甲午戰後，他鼓吹變法，撰文力倡「文學興國」理念，積極引介美國教育制度，

建請中國採行；又藉與官紳往來及《萬國公報》，提出改革中國教育的建議。戊

戌維新時，朝廷改書院為各級學堂、設師範齋等措施雖未必全依其議，但他對引

介美國教育制度、建立該會教會學校體系，與開啟辛丑新政時全面改行西式學制

先聲等影響不宜忽略，但因其議始終帶傳教色彩而未獲清廷完全認可。 

最後，本文透過美國教會的個案分析，從歷史演變角度，可更清楚了解外國

教育如何透過教會辦學而逐步輸入，從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進而建

立教會學校體系，影響晚清教育的西化；以及修正以往中國教育史對美國教育輸

入中國時間點的論述。再者，當前各國間教育交流頻繁，相互借入與借出教育革

新措施也成為常態，而晚清監理會在華興學策略的利弊得失，可供今日比較教育

研究「教育轉移」（educational transfer）課題時分析對比的參考。此外，目前我

國多個宗教團體仍持續透過興辦學校來宣教，但學校如何妥善實施宗教課程與活

動、維持宗教性與世俗性的平衡；及如何在遵循國家教育制度與規範及維持自身

獨立與特色間找到平衡點，林樂知的興學經驗也有參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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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8  年 11 月 30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會議是由中國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院主辦，會議於 108 年 11 月 15-17

日舉行，出席者來自臺港澳及大陸各地教育史學者。會議主題為「當代教育史學

前沿研究」。個人受邀做大會主題報告。 

二、與會心得 

1.該會議是兩岸四地教育史學界最重要的會議，自 2007 年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發起並舉辦首次會議，連續舉行，本次是第十三屆年會。 

2.本次會議有十三位臺灣學者及三位博士研究生與會，六位協助分場主持。

每次年會可與兩岸四地老中青三代學者進行交流，收穫豐碩。 

三、發表論文全文  

本次論文為「晚清林樂知在華教育事業與美國教育的引介」。正進行修

正中，之後將投稿。 

四、建議 

由於該會議屬華人教育學門下教育史領域內重要會議，未來應繼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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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參與。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本次開會期間與大陸學者交換最近著作，計有《教育史學前沿研究》、《簡

明中外教育史》、《東西教育的覃思》等書四冊。 

2.另蒐集《武漢教育史》(古近代)、《近代日本教育史》、《中國名畫全集》（第

一卷）等三書，以及《教育史研究》期刊（新刊）二冊、《寧波大學學報教

育科學版》、《高教探索》（廣東）各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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