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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鎖國到開國從鎖國到開國

‧中國的海禁政策：

（1372～1842）

時鬆時弛。

‧日本的鎖國政策：

（1641～1853）

1866年，留學生及商人才適

用於渡航解禁令。

‧中國的海禁政策：

（1372～1842）

時鬆時弛。

‧日本的鎖國政策：

（1641～1853）

1866年，留學生及商人才適

用於渡航解禁令。

黑船來航



個人規模的「脫亞入西」個人規模的「脫亞入西」

‧中/日的國家/個人如
何由「師夷長技」到
投身西學 。

‧放在中、日留學史的
格局裡觀察。

‧公領域──如何透過
留學經驗興革教育。

• 私領域──邊緣、認
同、人生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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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館



留學領航者留學領航者

中國：
容閎（1828~1912）
嚴復（1854~1921）
蔡元培（1967~1940）
金雅妹（1864~1934)
何金英（1866~1929）
日本：
新島襄（1843~1890）
中村敬宇（1832~1892）
井上哲次郎(1855~1944)
津田梅子（1864~1929）
永井繁子（1862~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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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感與使命感危機感與使命感

‧余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
當使後餘之人，亦享此同等之權
利。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
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

──容閎

‧日本騷動紛然將有亂，若及亂敬幹
不能學書，今不學恐失時，宜使敬
幹入塾開矇目，是僕之以赤心所願
也。 ──新島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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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

──容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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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入塾開矇目，是僕之以赤心所願
也。 ──新島襄

私塾
寺子屋



赤子遠航赤子遠航

（一） 容閎：從澳門到紐約
A.貧農之子
B.澳門的西塾─香港馬禮遜學堂

─孟松學校─耶魯大學

（二）新島襄： 從箱館到波士頓
A.下級武士之子
B. 書道，儒書─安中藩校

─蘭學，德文，英語，聖經
─菲利普高中 ─安默斯特學院
─安道佛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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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ld Rover



容閎：從澳門到紐約容閎：從澳門到紐約

‧南屏村，距澳門四英里

‧容閎：「哥哥照例進了正
統的儒家私塾讀書，父母
偏偏要送我去上洋人的學
校，這實在令我大惑不
解。… 在中國只有一條途
徑─科舉取士─通向高
官、勢力、權力和財
富…。」

‧郭士立夫人

鮑留雲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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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要送我去上洋人的學
校，這實在令我大惑不
解。… 在中國只有一條途
徑─科舉取士─通向高
官、勢力、權力和財
富…。」

‧郭士立夫人

鮑留雲牧師

容閎故居

鮑留雲牧師，新東方的締造者



航路＆鐵路航路＆鐵路

‧女獵人號＋小船＋火車

＊黃浦江 ─香港─好望角─大西洋─

紐約─ New Haven ─Spring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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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松學校
十九世紀紐約



孟松─耶魯孟松─耶魯

‧受洗，入美國籍

‧容閎耶魯友人：「我
等待著聽到你在未來
中國歷史上進行偉大
事業的消息。願你回
到你的國家時，發現
它已成為神聖的共和
國。而你將共享參與
推翻專制王朝後勝利
的喜悅。」

‧受洗，入美國籍

‧容閎耶魯友人：「我
等待著聽到你在未來
中國歷史上進行偉大
事業的消息。願你回
到你的國家時，發現
它已成為神聖的共和
國。而你將共享參與
推翻專制王朝後勝利
的喜悅。」

容閎＠耶魯



新島襄：從箱館到波士頓新島襄：從箱館到波士頓

‧江戶神田，安中藩

‧新島七五三太─新
島敬幹─Joseph 
Hardy Neesima─新
島襄

‧江戶神田，安中藩

‧新島七五三太─新
島敬幹─Joseph 
Hardy Neesima─新
島襄

一襲弊袍三尺軔

回頭世事思悠悠

男兒自有蓬桑志

不涉五洲都不休

一襲弊袍三尺軔

回頭世事思悠悠

男兒自有蓬桑志

不涉五洲都不休

12歲試筆



藩校＆蘭學＆聖經藩校＆蘭學＆聖經

‧書道，漢籍古典 ，劍
術、馬術

‧蘭學，德文，英文

‧《魯賓遜漂流記》，《聯

邦志略》，《聖經選錄》

‧書道，漢籍古典 ，劍
術、馬術

‧蘭學，德文，英文

‧《魯賓遜漂流記》，《聯

邦志略》，《聖經選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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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出」（偷渡）之旅「脫出」（偷渡）之旅

‧品川沖─興津──霜風呂─箱館

‧箱館─柏林號 ─上海

‧上海─荒野漫遊號─香港─東南亞─大西
洋─波士頓

‧品川沖─興津──霜風呂─箱館

‧箱館─柏林號 ─上海

‧上海─荒野漫遊號─香港─東南亞─大西
洋─波士頓

箱館港 福士卯之吉



哈帝（Alpheas Handy）家哈帝（Alpheas Handy）家

‧荒野漫遊號船主

‧富商

‧與新島之間無文字
上但有口頭上的養
父子關係

‧提供新島留美期間
全額教育費/生活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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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但有口頭上的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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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利普高中─安默斯特學院
─安道佛神學院
菲利普高中─安默斯特學院
─安道佛神學院

‧中學受洗，研二成為牧師

‧岩倉外交使節團

‧訪歐，撰寫《理事功程》

‧中學受洗，研二成為牧師

‧岩倉外交使節團

‧訪歐，撰寫《理事功程》

受洗教堂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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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者，不失其赤子之心大人者，不失其赤子之心

容閎的教育觀 －－留美幼童

＊將中國幼童送出國門，到引領

工業革命的競技中心，見識與

學習。

新島襄的教育觀－－同志社學校

＊在日本土地播下基督教的種子，

把西方思維教育給自己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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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位留美幼童120位留美幼童

‧每日必須學習中文

‧每三個月需返回事務局，學習詩、
書、易、禮、春秋和孝經

‧特殊節日，事務局召集幼童宣講
《聖諭廣訓》

‧示以尊親上之義，庶不至囿於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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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三個月需返回事務局，學習詩、
書、易、禮、春秋和孝經

‧特殊節日，事務局召集幼童宣講
《聖諭廣訓》

‧示以尊親上之義，庶不至囿於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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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社學校事業同志社學校事業

設置神學、醫學、法學三個學院，
廣泛地配置學系，以培育知識整
全的傳教者，並兼顧多元的學習
需要，招來更多學生，施以基督
教的感化。

設置神學、醫學、法學三個學院，
廣泛地配置學系，以培育知識整
全的傳教者，並兼顧多元的學習
需要，招來更多學生，施以基督
教的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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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屋
神學院

同志社全景



公費留英──中村敬宇及嚴復公費留英──中村敬宇及嚴復

• 中村敬宇：

35歲那年（1866），以昌
平黌儒官的身份，成為幕
府第一批公派留英團的一
員。

• 嚴復：

25歲那年（1877）成了中
國歷史上第一批官派留英
學生，也是第一批海軍留
學生。

• 中村敬宇：

35歲那年（1866），以昌
平黌儒官的身份，成為幕
府第一批公派留英團的一
員。

• 嚴復：

25歲那年（1877）成了中
國歷史上第一批官派留英
學生，也是第一批海軍留
學生。

敬宇筆墨

嚴復故居



由幕臣之子到啟蒙思想家之路由幕臣之子到啟蒙思想家之路

• 生於江戶麻布，幕臣之家

• 3歲開始學習四書句讀及書法

• 10歲入昌平坂學問所，接受「素
讀吟味」的教育

• 16歲私下向桂川國興學習蘭學

• 24歲擔任學問所教授

• 35歲留英

• 41歲出仕大藏省，致力於女子教
育和盲啞教育，創立明六社

• 大量翻譯西書，引介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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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醫之子到譯學名家之路由中醫之子到譯學名家之路

• 出生於福建福州，中醫世家

• 5歲從五叔嚴厚甫受業

• 10歲習四書五經

• 13歲父親病逝，輟學

• 14歲入船政學堂

• 16歲畢業，上建威艦實習。

• 23歲赴英。

• 26歲歸國，獲聘為船政學堂教員

• 32-40歲，屢次科考皆未中

• 43歲，開辦「俄文館」「通藝學堂」等，
提倡西學

• 44-51歲，翻譯大量西書。

• 60歲發起孔教會，提倡尊孔讀經

• 62歲發起籌安會，擁護袁世凱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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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之立，旬月踟躕一名之立，旬月踟躕

哲學斐洛蘇非Philosophy （哲學）

概念意，恭什布脫concept（概念）

學校/學院/大學
斯古勒/哥理支/優尼維實地

school/college 

/university

殖民地外屬
colony（殖民地）

論法(思之理、理論之學）名學、邏輯學logic （邏輯）

理學字學philology（語文學）

思想思thought（思想）

判斷比擬judgment（判斷）

republic（共和）

labor（勞動）

Right（權利）

原文/今譯

勞工(功夫‧工作)功力

公道、正義、利益權利─>職─> 民直

民治ノ國公治

中村敬宇的翻譯嚴復的翻譯



教育家留德
──井上哲次郎及蔡元培

教育家留德
──井上哲次郎及蔡元培

• 井上哲次郎：

40歲那年（1894）以東大副教授身份

奉派留德，返國後升任東大教授。

• 蔡元培：

40歲那年（1907）因不滿

袁世凱專政而旅居德、法，

研究教育、哲學和美學，

返國後擔任北京大學校長。

• 井上哲次郎：

40歲那年（1894）以東大副教授身份

奉派留德，返國後升任東大教授。

• 蔡元培：

40歲那年（1907）因不滿

袁世凱專政而旅居德、法，

研究教育、哲學和美學，

返國後擔任北京大學校長。

井上哲次郎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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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醫師之子到大學校長由醫師之子到大學校長

‧誕生於九州太宰府的醫師家庭

‧幼年正當蘭學的全盛期，有機會在傳統
漢學私塾與新式洋學塾接受四書五經及
英語教育

‧中學時期逢維新學制變更，在長崎「廣
運館」習得優異的外語能力。

‧獲選入「開成學校」，兩年修完三年的
課程，考入東京大學，主修哲學、輔修
政治。

‧東大畢業奉派留德七年

‧1890年回國升任東大「哲學科」的首位
日籍教授。

‧歷任東大文學院院長、「哲學會」會
長、大東文化學院校長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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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大畢業奉派留德七年

‧1890年回國升任東大「哲學科」的首位
日籍教授。

‧歷任東大文學院院長、「哲學會」會
長、大東文化學院校長等職

井上哲次郎



由錢莊之子到教育大家由錢莊之子到教育大家

‧誕生於浙江紹興山陽縣商賈之家
‧自小接受傳統儒學教育
‧ 17歲中舉人，25歲點翰林，授翰林院編修
‧戊戌變法失敗後，深感清廷政改無力，斷然離開翰林

院，擔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提倡新學。
‧36歲發起中國教育學會，愛國學社和愛國女學提倡民

權，鼓吹革命
‧38歲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後擔任南京臨時政府教育

總長
‧40歲旅居德、法近10年
‧50歲回國擔任北京大學校長
‧57歲因支持五四學生被迫辭職出走歐洲
‧60歲回國參與國民革命軍北伐
‧62歲被任命為大學院院長，

‧後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誕生於浙江紹興山陽縣商賈之家
‧自小接受傳統儒學教育
‧ 17歲中舉人，25歲點翰林，授翰林院編修
‧戊戌變法失敗後，深感清廷政改無力，斷然離開翰林

院，擔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提倡新學。
‧36歲發起中國教育學會，愛國學社和愛國女學提倡民

權，鼓吹革命
‧38歲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後擔任南京臨時政府教育

總長
‧40歲旅居德、法近10年
‧50歲回國擔任北京大學校長
‧57歲因支持五四學生被迫辭職出走歐洲
‧60歲回國參與國民革命軍北伐
‧62歲被任命為大學院院長，

‧後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蔡
元
培
伉
儷



最早的女留學生
──津田梅子、永井繁子、金雅妹、何金英

最早的女留學生
──津田梅子、永井繁子、金雅妹、何金英

• 1871年，明治政府派遣5名少女留
學生隨岩倉使節團赴美留學

──吉益亮子（16歲）、上田悌
子（16歲）、山川舍松（12
歲）、永井繁子（10歲）、津田
梅子（9歲）

• 中國在留美幼童奉命回國的1881
年，出現了第一位女留學生──
金雅妹（7歲隨養父麥加梯博士赴
日，18歲赴美) 

• 金雅妹赴美3年後何金英在福州教
會醫院的資助下隨傳教士赴美

• 1871年，明治政府派遣5名少女留
學生隨岩倉使節團赴美留學

──吉益亮子（16歲）、上田悌
子（16歲）、山川舍松（12
歲）、永井繁子（10歲）、津田
梅子（9歲）

• 中國在留美幼童奉命回國的1881
年，出現了第一位女留學生──
金雅妹（7歲隨養父麥加梯博士赴
日，18歲赴美) 

• 金雅妹赴美3年後何金英在福州教
會醫院的資助下隨傳教士赴美

金雅妹故居

日本女留學生五人合照



女留學生之個人/家庭/國家女留學生之個人/家庭/國家

密西根大學醫學院

密西根大學醫學院

再赴美，於西北、芝加哥大學和

英國熱帶病院攻讀文學/醫學

費城女子醫科大學

紐約大學附設女子醫科大學

Vasser College─教育

The Archer Institute─語言/藝術

Bryn Mawr College─生物/教育

Vasser College─音樂/演奏

主修

基督

基督

基督

基督

基督

基督

基督

信仰

設立醫院和教會而活
躍

名醫，提倡女學/女
子教育

出席世界婦女大會

未婚，在醫界表現傑
出

嫁給高官大山巖

未婚，開設英學館

嫁給海軍大將瓜生外
吉，致力於音樂教育

事業與家庭

10公費永井繁子

9公費津田梅子

18養父金雅妹

21醫院何金英

12公費山川舍松

7家庭石美玉

7養母康愛德

年
齡

赴美
契機



跨文化人的東西認同跨文化人的東西認同

‧邊緣/夾縫/跨文化/西化

‧當我們說：某一中國人「西化」了，並不
意味著這位中國人已經真的變成了西洋
人。相反地，是指因為其西方經驗，他已
經脫離了中國的典範，換言之，西化的結
果很可以說是一種行為式樣，多少帶點中
西文化痕跡，但卻又不中不西。

（汪一駒）

‧思維和行動，理智和道義上的一切興
趣，情感和愛好都認同了西方，自覺

在美國如在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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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如在故鄉。



洋才/純儒洋才/純儒

‧受洗，入美籍

‧幾乎完全忘記母語

‧與白人女子成婚

‧不在乎幼童之荒疏中文課業

‧未落葉歸根

─ ─ ─ ─ ─ ─ ─ ─

‧「從頭到腳，身上每一根神

經纖維都是愛國」

‧陳蘭彬/容閎

‧受洗，入美籍

‧幾乎完全忘記母語

‧與白人女子成婚

‧不在乎幼童之荒疏中文課業

‧未落葉歸根

─ ─ ─ ─ ─ ─ ─ ─

‧「從頭到腳，身上每一根神

經纖維都是愛國」

‧陳蘭彬/容閎

1887



他鄉?故鄉?他鄉?故鄉?

‧終生日本籍

‧與日籍婦女成婚

‧在日本各地辦學

‧終老日本

─ ─ ─ ─ ─ ─ ─ ─

‧受洗，傳道人

‧食衣住行皆維持美國風尚

‧「美國對他而言，美善莫此為甚。他未曾
吐露任何批評的話語。」（和田洋一）

‧改父母所賜之名，改父母所宗之教

‧新島：「我害了嚴重相思，思念的不是安
中的吾家，而是在安道佛的吾家。」

‧終生日本籍

‧與日籍婦女成婚

‧在日本各地辦學

‧終老日本

─ ─ ─ ─ ─ ─ ─ ─

‧受洗，傳道人

‧食衣住行皆維持美國風尚

‧「美國對他而言，美善莫此為甚。他未曾
吐露任何批評的話語。」（和田洋一）

‧改父母所賜之名，改父母所宗之教

‧新島：「我害了嚴重相思，思念的不是安
中的吾家，而是在安道佛的吾家。」

日洋折衷新島宅

大學時期筆記本 1890



基督教與個人抉擇基督教與個人抉擇

‧容閎：
＊拒絕倫敦傳教會資助/

拒絕孟松董事會資助
＊ 「予雖貧，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學，無論
何業，將擇其最有益於中國者為之。…若
限於一業，則範圍甚狹，有用之身，必致
無用。 」

‧新島襄：
＊拒絕在岩倉使節團公職/

拒絕明治政府資助
＊ 「我願蒙耶穌之大愛，順從自己良心之光
輝，作為一個純正的基督徒，返回我的祖
國。 」

‧容閎：
＊拒絕倫敦傳教會資助/

拒絕孟松董事會資助
＊ 「予雖貧，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學，無論
何業，將擇其最有益於中國者為之。…若
限於一業，則範圍甚狹，有用之身，必致
無用。 」

‧新島襄：
＊拒絕在岩倉使節團公職/

拒絕明治政府資助
＊ 「我願蒙耶穌之大愛，順從自己良心之光
輝，作為一個純正的基督徒，返回我的祖
國。 」

新島座右銘



基督教與救國基督教與救國

‧容閎：
＊ 「人若不看顧親屬，就是背了真道，比不
信的人還不好，不看顧自己家裡的人，更是
如此。 」(提摩太前書5.8 )

＊ 「傳道固佳，未必即為造福中國獨一無二
之事業。以吾國幅員若是其遼闊，人苟具真
正之宗教精神，何往而不利。然中國國民信
仰果何如者？在信力薄弱之人，其然諾將如
春冰之遇旭日，不久消滅，誰能禁之。 」

‧新島襄：
＊「未開化」:the benighted Japan、the 

benighted nation、my benighted countrymen
＊ 「若吾等亦能相信天地萬物為天帝所造，
參拜此真神，信牠愛牠，必能起憂國愛民之
志，一心以富國強兵為念。…..信此道之
國，無貴賤之別，富者濟貧，貴不自貴，賤
不自賤，上下一致，無可廢毀。 」

‧容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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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拜此真神，信牠愛牠，必能起憂國愛民之
志，一心以富國強兵為念。…..信此道之
國，無貴賤之別，富者濟貧，貴不自貴，賤
不自賤，上下一致，無可廢毀。 」



由師夷長技到西學之子由師夷長技到西學之子

‧「東洋道德西洋藝術」

‧ 「師夷之長以制夷」

‧容閎、黃寬留美、英，早新島襄18年
‧中國公費留學，落後日本16年
• 1900年，大量留日學生

（學習主客體之逆轉 ）

‧「東洋道德西洋藝術」

‧ 「師夷之長以制夷」

‧容閎、黃寬留美、英，早新島襄18年
‧中國公費留學，落後日本16年
• 1900年，大量留日學生

（學習主客體之逆轉 ）

實用科技及軍事
為主＋數理化
學、文學、哲學

美、英、法、德＋
俄、荷、葡、普、中

日本

醫學、法律、科
技、軍事為主

美、英、法、德＋日中國

學習科目留學國



同情的憐憫/見聞的落差同情的憐憫/見聞的落差

‧脫亞/入歐 ‧使命感/自由度

‧危機意識/焦躁感 ‧社會思潮/政策風向

‧種族/認同 ‧國家/國民

‧信仰/改宗 ‧婚姻/家庭

‧脫亞/入歐 ‧使命感/自由度

‧危機意識/焦躁感 ‧社會思潮/政策風向

‧種族/認同 ‧國家/國民

‧信仰/改宗 ‧婚姻/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