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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時代之教育制度與轉型期之日本

林景淵＊

日本佐於亞洲東部的大海之中，在地理位置上與中國有所謂「一衣帶水

」的說法 。 （注1)

在西元四～六世紀之間，中國的典籍和佛經開始經過朝鮮半島流傳到日

本﹔進而引起日本人主動渡海來中國，學習中國文化及佛典。王韜氏所說：

「海外語邦，與我國通問最早者，莫如日本」’ （注2 ）是很接近事實的。

晴、唐是日本「漠化」的巔峰，所謂「遺陪使」、「遣唐使」’一批又

一批的學生、僧侶來到長安、洛陽一帶，經過一段時期以後，又滿載而歸（

指有形的書籍、器物和無形的文化、倫理精神）的回到東瀛。

雖然在晴、唐以後，中國對日本的吸引力已大為降低，但中國文化（包含

佛教信仰）對日本的影響力一直存在著，這是不容任何人加以否認的。

賴世和氏對中國文化與目本的關係有姐此明確的分析：

「從漢代開始有了小規模的接觸後，日本在此益的幾個世紀襄開始大量吸

1&中國的高度文明。它聾用了中國的書寫體系，中國的許多倫理觀念，歷

史觀點﹔還在很大程度上捍用了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結構、文學準則、美學

觀點，以及從中國古典文化中吸收工藝技術。這種文化借鑒從七世紀到九

世紀最為盛行，並一直持讀到十七世紀。甚至十九世紀初，許多受過教育

的日本人仍感到自己是中國文化的于亞」。（注3)

然而， 值得吾人注意的是：受中國文化影響既深且遠的日本 ，到了二、

林景淵＊國立中興大學共同學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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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紀以前，已經逐漸開始轉變﹔到了十九世紀，甚至開始進行全面性西化

運動的所謂「明治維新」（注4），使日本這個國家呈現完全不同的面貌。

但是，短期而快速，並且最重要的是一「成功的」的這一次大變革，它

不若英、德等國現代化過程中付出車巨大代價﹔何況，十九世紀初期日本依然

是嚴格的階級封建社會，又如何快速的轉變和適應「明治維新」以後的「四

民平等」（即全國人民平等）呢？

研究日本近代化過程之各國學者（包含日本本國）很多（注5），也各有其心

得和貢獻。本文就「明治維新」以前（即「江戶時代」末期）之日本教育狀扭

作輪廓式之全面鉤畫，再對這時期的教育與「明治維新」的若干關連加以評

析，以期對現代日本之轉型的成功作一詮釋。

當然，日本近代化成功因素絕非局限於「教育」之一個因素，這也必須

在文前加以鄭重聲明的。

在敘述日本「江戶時代末期」之教育狀況以前，先就當時的社會狀說稍

作介紹。

自西元一六O三年（日本後陽成天皇慶長八年，明神宗寓曆三十一年）德

川家康打倒豐臣秀吉等軍事強人並就任「征夷大將軍」以後，他鞏固了統治

權，並確定政權繼承系統，至西元一八六七年交還政權（即上文提及之「明

治維新」）為止，共發生十四次總承，而且均由德川家就任「征夷大將軍J

這就是歷史上所謂「德川幕府」。由於「幕府」所在地在「江戶」 （今之東

京），因此，這一時期又稱為「江戶時代」。（注6)

「江戶時代」中期到末期，日本全國人口約為二千五百萬到三千萬之間

。（注7)

此時的日本雖然存在著天皇以及在京都的朝廷，但朝廷文官只負責官吏

的冊封（幕府的官吏原則上也經過朝廷冊封）及主持文化性活動 ， 真正的統治

權則掌握在 「德川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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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德川幕府」將全國分配給將近三百名攝有半自治權的「大名」，其

價地由一萬石至六十萬石不等＝「幕府」本身約有八百萬右頓地以及礦山開

採權、商業貿易權。（注8）「幕府」內有相當多從事行政、司法工作人員，全

部均為武士之身份﹔各地「大名」依照地位之高低（即倖龍之多寡）也擁有人

數不同的武士。這些武士全部都是世聾的（由一個人繼承）。估計武士的古日

本總人口的6 7% 。

除了武士以外，又規定「百姓」（農民）、「盯人」（工商業者）之兩種身

份﹔這也是世襲的。另外還有不具身份的所謂「種多、非人」等不具公民權

的階級。這些規定到「明治維新」時全部解除。（注9)

占人口比率較多的一般平民主要接受的是民間教育（自發自動）的「寺子

屋J （注 10）。亦即中國清末以前的「私塾」。雖然，並非所有「寺于屋」的

教授內容、上課時間、教學方式完全相同﹔但因應農家、商人的需要，訓練

其識字、讀寫以及計算、記帳等能力倒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第八任將軍德川吉宗會下令「配合文字教育，同時教育

其在地區社會生活所必要的倫理規範」（注11 ）。

如同尾形裕康教授所指出的，白本天保、嘉永、安政年間（西元一八三O

～一八五九年）是全盛時期。（注i2）此種以佛教寺院為根據地的民間教育，不

僅獲得「藩政府」（即上文所提及封地領主「大名」 ）的支持，連幕府也或多

或少加以資助。（注13)

為明暸『江戶時代」各地「寺于屋」分佈情形，茲列舉各地「寺于屋」

創立時間之輝、表一張，其情形如附表：（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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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寺于屋」開設時間表

k區
關東 奧羽 中部 近古語 中國 四國 九州 北海道 f"司- 音︱

1716~ 1735 2 4 6 2 2 17 

1736~ 1743 2 3 日 16 

1744~ 1750 2 3 6 l 14 

1751~]763 3 5 11 3 3 4 5 34 

1764~ 1771 3 7 4 9 5 2 30 

1772~ 1780 9 10 5 3 29 

17日 I～ 178日 2 13 30 26 16 自 6 101 

17日9～ 1800 4 31 45 3日 18 11 17 165 

1801~ 1803 7 20 10 11 3 6 58 

1804~ 1817 22 4日 115 6日 8日 18 3日 387 

181 B~ 1829 47 92 ] 47 ] 20 13日 40 92 676 

183日～ 1843 ] 1] 271 5日7 319 410 74 285 7 1, 9日4

﹞ 844～ 1 日53 156 279 463 452 735 79 224 10 2,3日B

] 854~ 1867 356 3日l 876 887 1,323 17日 365 15 4,293 

1868~ 1875 200 48 145 1 日 l 327 42 81 11 1,035 

909 1, 117 2,396 2,]18 3.078 458 1, 118 43 11, 237 

說明：「關東」指東京一帶，「奧羽」指本州北部，「中部」 指本州中

部（名古屋一帶），「中國」則為本州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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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子屋」的學習內容除了：認識文字、學習計算、練習寫應用文，以

及練習記帳以外，大多依照當地居民之實習需要，添加適合的學習內容：（注

15) 

﹒農村一

田舍往來、農業往來、百姓往來、百姓今川進狀、農人往來、農民教訓

狀、滿作往作、農作往來－－ - 

（「百姓」是指「農民」）

﹒都會←

商賈往來、商家日用往來、女商賈往來、拾遺商賈往來、商人往來、問

屋往來、富商吳服往來、萬群迴船往來一一←

（「間屋」是批發商、「吳服」是指布料）

．漁村

船方往來、萬船往來

．技藝

大工番匠往來、番匠作事往來、增字番匠往來一一一

（「大工」是木匠）

此外，在同一時期，也有學習內容、在學時間、教學方式之水車均遠比

「寺子屋」為高的各地之「鄉學」。設立者大部份為「藩主」（大名）。依照

石川謙氏的統計，在「幕府」末期，約有七十一所 0 （注：6）但因為這些「鄉

學」也有一部份是專為武士的子弟所設，平民子弟能夠入學者並不多。

在「寺子屋」、「鄉學」之外，江戶時代末期更有極具特色的私塾。這

些私塾實際教育過的學生人數在整個日本來說是微乎其微，但是對於日本轉

型為近代化卻發生極為鉅大之影響力。較具代表性之私塾及創始者、所在地

如下：（注17 )

松下村塾一吉田松陰（山口縣）

藩樹書院一中江麓樹（道賀縣）

古義堂一伊藤仁齋（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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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塾膏茶山（廣島縣）

咸宜園一廣瀨淚在（大分縣）

鈴屋一本居宣長（三重縣）

改心樓一大原幽學（干葉縣）

華山塾一江川英龍（靜岡縣）

鳴攏塾－ 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長崎）

適塾一緒方洪鷹（大阪）

懷德堂一中井整居（大阪）

共同學科期刊第三期

以上私塾之創始者均為一時之碩彥，例如吉田松陰雖以三十歲之英年被

「幕府」處死，但他的思想卻如野火爆原般的散佈開了，不久「幕府」也承

認了錯誤。德國醫生Siebol d 於西元一八二三年在長崎教日本人種牛痘’這

是種痘法發明後的三十七年而己。他和緒方棋膺對日本近代醫學貢獻很大。

四

在統治階級的教育制度方面又如何呢？

與民間教育加以比較，身為統治階級的武士，其教育內容，教育過程不

僅十分充實，也十分嚴格。

大凡在江戶時代，各地「大名」（藩）均有獨自的教育機構，武士本身、

武士指定繼承人（鋪子），甚至武士家其他成員均有接受較高教育之義藹，任

何人不得違反規定。試以「水戶藩」（德川家族分封在水戶的大名）武士接受

教育之規定日數（每個月）為例（注18) : 

300石以上武士／本人、摘于一 15天

／次子、三子、弟－ 12天

150石以上武士／本人、摘于一 12天

一位武士 ／本人、摘于一 10天

其 他 ／無強制規定日數

以上之日數並未包含訓練武術之課程﹔也就是武術訓練另外有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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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薩摩藩」（現在的鹿見島縣 ）的武士子弟，每天必須前往「造士

館」上學，依照入學先後順序，分班研讀中國的四書五經及其他古典、朱子

、陽明學及以日本學者山崎闇齋的著作 c 每天下午四時開始訓練武衛，夜間

則固定召開討論會，研討白天修習之內容，也轍討個人之言行。（注19)

「薩摩藩」在西元一五九六年更獨自行定「三才咄格式定目」 （注20) ' 

嚴格約束所有武士以及子弟：

﹒誠實乃武士之根本

．忠義與孝順為同一之事

．長幼有序

﹒日夜精練文武

﹒禁止與武士以外的人來往

．禁入娛樂場所

﹒禁帶金錢外出

．禁止吾吾加酒席

﹒禁煙

﹒禁止與商人來往

﹒連行時必須帶刀防身

違反規定時，輕者接受同儕一一加以掌團，重則逐出「藩」的領地。

江戶末期，各地的「藩」（大名）所設學校的名稱逐漸趨於一致，其中較

多雷同的學校名稱如下： （注21)

明倫館一荻、由邊、龜山、高取、丸龜、大野、柳本、由原、字和島

明倫堂一尾張、加賀、安志、大洲、小諸、高錫、上田

弘道館一水戶、佐質、出石、福山、茂木、彥根

時習館一熊本、豐橋、大聖寺、大田原、福本、伊勢崎

學習館一和歌山、主生、件築、松阪、佐土原

致道館一土佐、莊內、大垣、湯長谷、日出

造士館一麗兒島 、三田、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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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館一會津、西大路、村岡、嚴原、苗木

日新堂一高頸、矢島

「幕府」本身的教育制度又如何呢？

共同學科期刊第三期

西元一六三0年（寬永七年），「幕府」命令「學事顧問」林羅山（儒學者

）建立了「昌平坡學問所」（又稱「昌平費」），兩年後在學校內建立孔廟（西

元一六九0年），遷至湯島之現址。

從此，「昌平聲」成為「幕府」直接管轄之學位，負責教育武士﹔而林

羅山一家也成為「幕府」內世麗的一名儒官。

值得一提的是，「昌平聲」往來有限度的開放給武士以外的平民子弟入

學﹔並且，為了因應時代需要，後來又成立「醫學館」等專門學校。（注22)

五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政府在大約三十年間完成了新教育制度的建立

﹔也就是「幕府」末期武士、平民教育方式的全面消失。其鵬序如下：（注2

3) 

明治四年(1871 ）一設立「文部省」

明治五年(1872）一頒佈「學制」、制定中、小學之「教則」’設立師範學

校。

明治八年(1875）一訂定就學年齡為8～ 14歲

明治九年(1876 ）一設立幼稚園

明治十年(1877）一設立東京大學

明治十八(1885）一「內閣制」創設

明治十九年(1886）一頒佈大學、中學、小學相關法令、教師法、教科書法

明治二十六年(1893）一制定職業學校法

明治三十六年(1903）一頒佈專科學校令

在改革過程中，先後參照了法國及德國的制度，大學則揖取了歐洲式的

大學。（注24）而在同一時期，政府主動派遣學生赴歐美留學的措施也值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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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在明治元年～七年(1867-1874 ）的短短七年間，留美學生209人、留英16

8人、留德82人、留法的人。（注25 ）明治十四年～三十一年(18日 l～ 1898 ）之間

，更聘請外國籍教師、技術者來指導，包含英國766人，德國383 人、美國2

90人、法國121人。（注26)

美國學者S.B. Hanley 曾指出：「明治初期的三十年間乃是由幕府體制

下的生活轉換到現代日本之轉型期。」（注27）此種說法對照在教育改革上也

是一致的。再就整體社會的變革來說，「明治維新時廢除士農工商的身分制

度，在法制上，社會是人人平等的。這使日本社會原有階層蠶生移動，更成

為發展近代產業的條件之。」（注28)

另就從思想發展方面稍加以思考。

「德川幕府」所尊奉的儒家思想乃是朱子學。「近世儒學（朱子學）所具

有的階級性和實踐性格，對新社會的統率者德川家康而言再合適不過了。因

此，他將儒學定位為官學，自昌平醬、幕府內學校，以至藩扭，全部獎勵大

家研究朱子學。」（注的）

但是，到了明治時代，所謂「國學派」學者抬頭，以平田篤情L為主的「

國學者」成為新政府的主流。「「國學」也者，即研究上古、中古古典著作

之古典主義。 ．．．．古典主義的最高境界是尊王思想的皇室中心主義。」（注

30) 

不過，不論學派為何？在一片「租車洋才」（類似我國清末時說的「中學

為體、西學為用」）的聲浪中，儒家思想對明治維新仍然具有潛在性的影響

力，這是不爭的事實：（注31)

「明治維新的原動力到直是朱子學、水戶學（朱舜水）、還是陽明學？其間

容有剖析討論之處。但是，這個原動力是漢學，也就是儒家思想一這應該

沒有問題的。」

-'-
/\ 

如同上文所敘述的 ， 西元一八六七年天皇推翻 「德川幕府」以後，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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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體制、階級身份、社會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均發生了石破天驚的變革

，而單單以教育制度的轉墮而言，卻能鉤在三十年間順利的接過轉型期，建

立了嶄新的學校教育制度。

屬什麼這期間沒有發生挫折或阻礙力量？「幕府末期」究竟如何和「明

治初期」兩者巧砂的連結起來的？

首先，不得不提到「幕府末期」的高教育水準所帶來的正面作用。

如同上文中所介紹的，「幕府」時期武士就學率是100%的，而民間的「

寺于屋」也發揮其功能， S.B. Hanley著作中（注32 ）舉出 1日54-67年就學率是

男童79% 、女童21% ' 1873年男童75% ’女童25% 。同一時期英國就學率只

有25%左右﹔法國也遠不如日本。

此種重視教育的結果，在明治初期不僅不曾讀生阻力，而且成為重要助

力。「因為日本有重視正規教育的傳統，所以明治政府的新種導人就不難理

解教育在獲得西方知識的關韓作用，而要趕上西方主要國家，又必讀建立現

代教育制度等道理。」（注33)

其次，由「幕府」轉到「明治」’雖然是政權的轉移，兩者背後卻是同

一民脹、同一國家。而此種事實在日本人之認識中應說十分明白的。 R.P.

Dore指出：「在寺于屋教育中，不僅告訴兒童是藩內的農戶、將軍的于民，

也同時讓見童知道大家是日本的一員。」 「見童學習遠地的地名、物產」

這使「藩與藩的界限和武士、平民間的隔闇混化。」（注34 ）在同一民脹、同

一國家的大前提下，轉型期的日本自然較為順利。

何況，明治初期政府的頡導者大多為基層武士出身，這意昧著他們教育

水準的整齊。更重要的是，他們全部都有相當高的萬學素養。（注35）而「灑

學」基本精神正包含了「君臣之分」、「大一統思想」、「華夷之辨」’這

些思想使原本前忠「大名」的優秀武士轉向投殼天皇的新政府時心安理得，

也更能發揮各人之潛力。

就儒家思想和明治維新的關連來說，吾人尤不能忘記明治天皇所壺的儒

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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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全心全力攻讀的是：論語、詩經、資治通握、貞觀政要、帝範、大學

、 I草書、書經 等。（注36）擔任明治天皇「侍講」（太師）達二十年的乃是元

田永字。元回是當時「萬學派」學者之代表，與「洋學派」學者加藤弘之、

「國學派」）（又稱「皇學派」）學者福羽丈三郎、玉松揖等人盧於鼎足三立的

局面。元回教育明治天皇追隨中國的堯舜買君、並且必讀運用自己的智慧。

「元田永字句．．．是（日本）歷史上最佳一次儒家思想在政府最高層操作的重要

示範。」（注37 ）。

也就是，從「樁川幕府」轉變為中央集權的「明治」政府，透過儒家思

想和黨陶，上自天皇，下至政府官員，彼此取得了相當程度的共譜，同時也

消除了其間的矛盾。

另一個因素是日本人的危機感。

自所謂「黑船事件」（注38）以來，日本人己覺察到西洋人的存在是不可

忽視的。這從日本啟蒙大師福擇諭吉所揖寫的「西洋事情」 (1886 ，慶應三年

）、「世界國盡」（ 1869 ，明治二年）、「勸學篇」 (1876 ，明治九年）都鹿為

暢銷書（甚至不斷有人盜印）這一歷史事實可以明暸日本人對西洋各國之警覺

。（注39）所以，基本上，「明治維新」己肩負從歐美各國的壓力上擺脫出來

的重責﹔其手段當然是要追求現代化 c 「從某種角度來看，它比歐洲所發生

的各種革命運具有前進性格J 0 （注的）

當然，曰本人這種精神上的覺醒和他們整體民旗意識也是息息相關，這

就是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民族主義」。「三民主義」中曾作如此分析：「日

本未維新之前，圖書書也是很衰弱，所有的積土，不過四川一當大，所有的人

口，不及四川一官多，也受過外國壓制的恥辱。因為他們有民接主義的精神

，所以便能發奮為雄。當中經過不及五十年，便由衰弱的國家，贊成強盛的

國家。」（注41)

在以上各種共識的前提下，雖然「明治雄斬」之初期也讀生急速變化，

「自一八七三年始，西化潮流趨脅，並漸漸淹沒傳統的過去。政府的各部門

重新以相當的現代化方式重組 ， 名稱一再更改 ， 代議制的集會出現，人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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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鼓映者要求英國式的議會制政府。以儒家倫理為基礎的學校教科書，被

美國和法國講座的翻譯所取代，而儒家的道德敢育再也不是日增的科目的棋

心。」（注42）但是，它沒有發生太大的矛盾和挫折。

相反的，整體而言，它應該算是成功的，本文想借用一九九一年「第十

四期中央教育審議會」的一份報告書分析作為總結：（注的）

「在幕府末期、已經有一部份私塾讓武士之于弟與平民于弟一齊接受教育

、共同競爭。明治以後大體也繼承了此種想法。同一時期的歐洲所不能實

現的平等主義教育制度，在明治維新五年以後即被全面實施，並廢除了所

有藩恆。由於當時揖取了此種大膽而急進的教育制度。（日本）國民得以藉

由自己的能力找到生存空間，日本這個國家也還漸擴大轉變速度。」（注

44) 

七
文末，筆者攝就中國清末轉換到民國（如包含「維新運動」在內，則其

時間與日本從「幕府」轉換到「明治」十分接近）與日本稍加比較，嘗試從

教育方面瞭解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何以如此荊棘遍地，未能如曰本一值的獲

得成功的碩果。

最重要的恐怕是變革期的清末迺至民初以後，形式上，中國雖然是一個

中央集權政府，內部卻十分聶散﹔而遑論教育之普及？

再說，自陪、唐以來以「科舉」取士固有其公平競爭的優點﹔但是「科

舉」考試內容陳腐，歷代甚少作積極變革，甚至在廢除科舉制度以後，依然

不能擺脫科舉的弊端。如董滑川氏就曾指出：「清朝雖有顧亭林、黃梨洲、

方望揖等人費為反科舉的言論，可是清末主張廢科單、興學校的先知先覺者

張之洞，在其 r勸學篇」中仍認定『寓科舉於學校』’可見在表面上科舉雖

腫，骨于襄教育之目的和舊來還是無碟。」（注45)

進一步說，舊有的教育系統除了少數民間書院之外，聽乎與 「治術」連

結在一起， 此種「治術教育」 ’依周谷城氏分析，產生五項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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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倡學術

2.保存古典

3，作好官

4.粉飾太平

5種措人性

- 8 9 向

同一時期的民間，依周氏的看法，「被統治階級之教育，概無所謂形式

，僅潛行乎實際生活中，實無特別可俱吾人敘述之處。」（注46)

從清末到民初，我們不能充伯明暸「教育」乃是進行現代化的利器，開

始學日本，繼而學法國，後來又學美國﹔事實上均不能作體質上的改變，以

至一再延誤，蹉跎歲月，使中國的現代化遙不可及。郭廷以氏說：「百年以

來，中國民族亦已逐漸知道其應當努力的方向一近代化。可惜著手既屬太遲

’方案又欠正確，落後的路程復過份遙遠。然其癥結並不全在近百年之內

，實伏於百年之前，特別是百年前的百年。」（注47)

歷史當然是不可能再回頭的。樟視一個世紀以前日本以教育為主要手段

促進現代化的成功，對照省思我國的挫折，除了興起無限感歎之外，冀望它

帶給我們一些反省與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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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 「一衣帶水」的說法似乎始自清末，迄今一直被沿用。如：一九七二年郭

沫若所填「沁園春」有「赤縣扶桑、一衣帶水」之句。又如：孫玉良氏所

寫「古代中國東北與目本的交往」 (1993 . 2 ，遼寧大學出版社所輯「中日關

係研究的新思考」）開頭就提到「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近鄰」。 王輯

五氏所著「中國日本交通史」也在文首寫著「日本列島．．．．與我國僅隔一

衣帶水。」

2. 王韜序「日本雜事詩」。此書為黃遵憲所著，光緒五年（西元一八七九年）

初版，以後有各種不同之版本流傳。

3.Edwin 0. Reischauer: The Japanes 巴，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中文版由孟勝德、劉文濤翻譯， 1980年10月，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

4. 一般所謂「明治維新」一詞並不明確。例如：岩波書店「廣辭苑」的解釋

是：「自慶三年(1867）十月將軍德川慶喜交還政權，歷經同年十二月之『

王政復古」宣言，童年之推翻江戶幕府，以至明治新政府成立，其間一連

串形成統一國家之政治改革過程。」另一方面，它也有較為廣泛的含義，

另如「日本史辭典」 (1992 . 凹，復旦大學出版社）的解釋是：「一般指一八

六八年的主政復古事件。廣義指十九世紀後半期日本的社會政治變革。．．

八明治維新是日本近代化的開端。」

5.例如美國「亞洲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sies ）中的「中國思想

研究委員會」（ Committee on Chinese Thought ）曾經針對中國儒家思想

與日本現代化問題進行研究﹔又例如賴世和教授因為具有留學日本、中國

的背景， 在許多著作中均提到相關的問題。英國的R. P. Dore教授更寫過

「 Educati on in Tokugawa Japan」檢視日本現代化過程以前教育狀沮。

6有關「江戶時代」以及前此的鍊倉時代、室叮時代，戰國時代之歷史分期

，請審考抽作：「日本武士道與日本傳統精神」’ 1990年8月， 自立晚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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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出版部出版。

7. 引用北島正元、村上直：「江戶時代仿村主農民」’ J&入「江戶時代武士

仿生活」’ 1989.5 ，雄山閣出版。

8. 參照東京大學教聲學部日本史研究室福：「日本史概說J ’ PP.l廿一146 。

1961 、 2 ，東京大學出版會。

9‘參照家永三郎：「檢定不合格日本史」凹， 123-126 。 1974 寸，三一書房出

版。

的在江戶時代的泰平治世，人人使子弟受教育的意願極高，因此，小寺院、

地方學者、武士、醫生份紛紛成立小規模學校。這些見童叫「寺子、寺于

供、手習子」，而教學場所稱為「寺、寺于屋」等。

且石川松太郎：「寺子屋主心學」’ P.312

口尾形裕康：「日本教育通史」 P.151°1975 、 4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出版。

13同注12•P.151

14引用石川松太郎：「寺子屋主心學」’？ .314 。

15參考石川謙：「寺子屋」’ PP.218～233 。 1966 、 11 ，至文堂。

16石川謙：「日本庶民教育史」’ pp. 148-158 。 1972 、 8 ，玉川大學出版部。

17請學考奈良本辰也編：「日本仿私塾J ’ 1969 、 8 .溪交社。又，有關「適

塾」請書考，伴忠康：「適塾是持？毛人句」’ 1978 、 2 ，創元社。

18山川菊聲：「幕末 0) 水戶藩」’ p .106 , 1991 、 8 ，岩涯書店。

19Haru Matsukata Reischauer: Samurai and Silk, 19日 6, Harvard 

coll E缸，日文譯本，「緝主武士」’ 1987 、 1 1 ，文藝春秋。

羽同注18

21笠井助治：「近世藩校 0) 綜合的研究」’ p. 28 c 1960 、 3 ，吉川弘文館。

22同注12 · PP 141 ~ 144 ° 

23文部省編： 「學制百年史」’ PP.l～24 ' 1912 、 10 ，「行政」 出版。

沮請參閱海復宗臣：「明治初年仿教育」。 1973 、 1 ，評論社。、

25石附寶：「近代日本仿海外留學史」 P . ﹞ 54 c 1972 、 9' ~ ;f.;V•'/ 7 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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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梅溪昇：「起雇 L、外國人」 PP.58-59 。 1968 、 4 ，鹿島出版會。

27Susan B. Ha nil ey著，指昭博譯：「江戶時代仿遺產」’ p .156 。 1990 、 4 • 

中央公論社。此書由英文原稿譯成日文，並無英文本。

28福武直：「現代日本社會論」’ p. 10 ° 1973. 2 東京大學出版會。

29尾形措康：「學制實施經緯 0) 研究」仆. 20 ' 1963 、 11 ，校倉書房

30同注29•P . 19

31宇野精一：「明治以後ω儒教」。收入：講座東洋思想，第十冊「東洋思

想、仿日本的展開」。 1967 、 9 0 東京大學出版宮。

32同注27 ° 

33同注3 ' p. 180 。

34R:P. Dore: Education in Tokugawa Japan ．日文譯本松居弘道譯：「江

戶時代 0)教育J ’ 1970 、 10 ，岩波書店。

35參照注31 ° 

36渡邊精一：「帝王學 k f寺講」’收入「別冊歷史讀本， 4 ：明治天皇」’ 1

990 、 4 ，新人物往來社。

37Donald M.Shivel y作，謝扶利譯：「元田永宇：明治天皇的儒家講師」

收入「儒家思想的寶路」’民國69年10月，台灣商務印書館。

38西元一八五三年七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貝利（Matthew Calbraith Per 

ry ）率領艦隊來江戶附近要求日本開港，使「幕府」張惶失惜，老百姓也十

為恐慌。由於旗艦是黑色，歷史上稱這一事件為「黑船事件」。

39請參考鹿野政直：「福澤諭吉」。 1967 、 12 ，清水書院。

40 「第十四期中央教育審議會答申」 p .12 。 1991 、 5 ，「文部時報」第1373期

（增刊號）。

41 「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民間74 、 8 「中央文物供應社本」

P.8 。

但同注37 。

43同注40• P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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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同注咀。

45董j胃川：「傳統思想與中國教育」’ J&入「中國傳統思想之樟討」。民國

37年7月，中華書局。

46周谷域：「中國社會史論」（下冊） , pp. 941～94；）。 1988 、 5 ，齊魯書社。

47郭廷以：「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大陸難誌l卷2-3期，民國39年7-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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