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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來台灣地區關於宋代書院研究的回顧
*

吳 眉 靜

壹 、前 言

宋代的教育特色是官學與私學並行 ,兩者互為消長 。屬於官學者 ,

中央有國子學 、太學 、小學 、廣文館 、四門學 、各級貴族學校及律 、算 、

書 、畫 、醫 、武等專門學校 。地方則有府 、州 、軍 、監及縣學等各級官

學 。至於私學方面 ,則以書院為代表 。

書院的名稱 ,最早見於唐玄宗開元年間的麗正書院 。然而當時的書

院為藏書之所 ,其性質類似今 日的 「圖書館 」,並不富有教育精神 ,而真

正蘊含教育精神的書院 ,則開始於北宋初年 。書院制度在兩宋時期縱然

有盛衰變遷 ,然而卻並未中斷 ,其不僅具有學校教育的功能 ,甚至對宋

代的政治 、社會 、教育 、學術各方面 ,亦產生重大的影響 。此外 ,宋代

的書院制度也為元 、明 、清三代的書院教育奠定垂遠立久的基礎 ,因此

其重要性不容忽視 。

因為中外學者對於書院的研究作品浩繁 ,囿於時間與精力 ,本文的

評述範圍僅先以台灣地區為限 。希望藉著本文的回顧 ,能一探台灣地區

對於宋代書院制度的研究成果 ,也藉以思考未來的研究方向 。

小
本文得以 完成 ,承蒙廖隆盛老師之指導 ,特 此誌謝 。又雷家聖學長 、

鄭永 昌學長亦提供不少寶貴意見 ,在此一併致謝 。



2  史耘 第六期

貳 、研究史回顧

對於台灣地區關於宋代書院的研究成果 ,筆者分成以下六個方面探

討 :

一 、書 院的起源與興起 的背景

(一 )書院的起源

對於宋代書院制度的起源 ,早期學者一致認為與佛教的禪林制度有

關 。陳東原 《禪林的學校制度》一文中 ,認為書院制度與佛教的禪林制

度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他說 :「 七世紀以後 ,所謂佛教 ,幾乎就是禪教 。

禪林就是禪教的廟寺 。⋯⋯ ,可以知道八世紀時 ,禪林的學校制度是如

何的詳備 。⋯⋯書院的產生 ,受此影響甚大 。」
l盛

朗西 、楊家駱均承襲

此觀點 ,也認為宋儒講學的書院深受禪林制度的影響 。
2戰

後以來的學界

對於此課題則存在著多元的看法 。嚴耕望使用 《太平廣記》等唐及五代

的筆記小說 ,撰寫 〈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一兼論書院制度之起源 〉一文 :

並指出 「宋代書院制度 ,不但其性質由唐代士子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演

進而來 ,即 『書院』之名稱亦由此種風尚中所形成 。宋人承之而大其規

制 ,以為群居講學之所耳 。」
3由

此可知 ,嚴耕望認為書院制度的產生和

唐代士人喜愛於山寺讀書的風氣有關 。陳道生則引用正史的資料 ,如 《漢

書》、《後漢書》、《晉書》、《梁書》、《陳書》、《隋書》及 《蜀中廣記》等

的記載 ,駁斥陳氏及嚴氏的論點 ,提出書院制度中乃是從先秦時代一脈

相承而來 ,並非受到佛教的禪林制度或唐代士人喜愛於山寺讀書的影響 。

陳文認為書院制度中的講學傳統及講堂 ,早在先秦時代已存在 。先秦講

轉引 自盛朗西 ,《 中國書院制度 》(台 北市 :華 世出版社 ,1934年 l1月 ,

初版 ,19η 年 3月 ,台一版 ),頁 芻 -24。

盛朗西 ,《 中國書院制度 》,頁 ” ;楊家駱 ,〈 書院制之源起及其優點 〉,

《東方雜誌 》,第 39卷 15號 ,194U年 8月 ,頁 η 。
嚴耕望 〈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靖 論書院制度之起源 〉,《 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3U期 (下 ),19” 年 1U月 ,頁 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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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術時已有講堂 ,兩漢時期則以講述經學為主 ,而魏晉時期則在精舍講

述玄學與佛學 ,至於宋明時期則於書院講述理學 。因此 ,石室精舍本來

是以前儒者講學的處所 ,後來才被佛教徒承襲洽用 。至於當時佛教精舍

之所以相當盛行 ,乃是承襲漢魏以來的講學風氣 。
4孫彥民則綜合以上學

者的看法 ,認為書院制度的建立 ,受到佛教禪林制度的影響 ,而禪林制

度又受到儒家講學傳統的影響 ,即宋代的書院制度與佛教的禪林制度及

儒家的講學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此外 ,他也認為書院制度與唐代士人喜

愛在山林寺院讀書的風氣也有關係 。
j後

期的學者 ,例如張正藩 、葉鴻灑

等人論及書院的起源時 ,往往採用孫彥民的說法 。

(二 )書院興起的背景

「書院」的名稱早在唐朝時就有記載 ,然而當時為藏書之所 ,類似

今 日的 「圖書館」。直至宋朝初期 ,「 書院」才開始其講學的功能 ,如比

延續數百年 ,直至清朝才結束 。因此 ,書院制度為何興起於本朝 ,也成

為一重要的課題 。最皁探討書院制度興起的背景者為陳東原 ,他認為書

院制度的興起有以下原因 :(l)從唐末五代以來政治社會動盪不安 ,待

宋統一天下後 ,有志向學者增加 ,而天下初定 ,官學無法滿足士人的需

求 ,因此書院應運而生 ;(2)禪林精舍的影響 ;(3)印刷術的發明不僅

使書籍廣為流傳 ,而且使讀書風氣更為普及 ,因此有助於書院制度的發

展 。
‘
後期學者孫彥民 、邱兆偉 、趙汝福 、呂仁偉 、吳萬居等人均承襲其

說法 ,唯獨費海璣在 〈宋代書院新考 〉一文中 ,認為宋代書院的興起有

六個重要的因素 :(1)宋人重文輕武 ,所以設置書院以安置子弟 ;(2)

學者為追求自由講學 ;(3)退休老官僚為培植其勢力 ;(4)收容流亡知

識份子 ;(5)為滿足不斷增加的人口 ,因此設置書院 ,亦即書院是義聚

陳道生 ,〈 中國書院教育新論 〉,《 台灣省立師範大學研究所集刊 》,第

一輯 ,1958年 ,頁 117。

孫彥民 ,〈 宋代書院制度 〉,《 台北市立女子師範專科學校暑期部學報 》,

第 2期 ,19花 年 8月 ,頁 5.

陳東原 ,《 中國教育史》(台 北市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年 η月 ,初

版 ,19“ 年 4月 ,台一版),頁 刀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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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產物 ;(6)存神過化的現象 ,先儒名人等所行經之地 ,往往建為

書院 。
7

由上可知 ,陳東原解釋書院制度興起的背景時 ,較強調外緣因素 ,

且從文化史的角度剖析 ,認為書院與印刷術 、士人向學意願強 、官學不

能滿足需要有關 。而費海璣的見解 ,則從社會史的觀點切入 ,站在民間

社會的立場詮釋書院制度興起的背景 。但其思考強調內緣因素 ,偏重社

會及心理層面 ,卻忽略將時代背景與歷史脈絡做一結合 古

總而言之 ,各學者因使用之史料或切入角度之不同 ,在探討書院的

起源與興起的背景時產生不同的觀點 ;若能加以整合 ,更可發揮 「見樹

亦見林」之功效 。

二 、書院的內部結構 、分佈與興廢

(一 )院舍的性質與形式

至 目前為止 ,並無專門的論述對書院院舍做詳細的討論 ,涉及此課

題的論述不但屈指可數 ,而且僅是蜻蜓點水式地輕輕帶過 。最早針對書

院院舍的性質提出看法的是劉伯驥 ,但他僅指出宋代書院的院舍具有祠

宇性質 ,8未有進一步的說明 。葉鴻灑則對書院的建築形式有較為詳細的

敘述 ,指出書院無論規模大小 ,皆具備講堂與齋舍 。講堂為講學的處所 ,

齋舍則為學子起居作息之所 。而規模較大的書院 ,則有殿 (祭祀先聖先

師之地 ),閣 、書庫 (藏書之所 ),廊 、軒 、廡 (建於講堂與齋舍間 ),以

及亭 、台 、池 (休息玩賞之處 )等建築 。
’

(二 )經費來源與編制人員

轉 引 自張正藩 ,《 中國書院制度考略 》(台 北市 :台 灣 中華 書局 ,1981
年 3月 ,初版 ),頁 17-18。

劉伯驥 ,《 廣東書院制度 》(台 北市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

1958年 2月 ,初版 ,1978年 3月 ,再版 ),頁 8∫ .

葉鴻灑 ,〈 宋代書院教育之特色及其組織 〉,《 淡江學報 》,第 15期 ,1999
年 9月 ,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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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院的經費來源方面 ,盛朗西指出經費有的來自於田租 ,有的則

是來自於官方供給 。書院擁有學田 ,有的由政府賜予 ,有的則由私人捐

撥 。至於學田的收入 ,主要用於祭祀 ,其餘則提供老師與學生的日常生

活所需 。
m至

於編制人員 ,盛朗西指出書院有一主持人 ,但名稱有所不同 ,

有洞主 、洞正 、堂長 、山主 、山長等名目 。此外亦有副山長 、助教 、講

師等 。
H

(三 )教材

書院富有自由講學之精神 ,但其講學的教材內容 ,主要仍為儒家經

典 。其中 ,陳青之認為教材以 《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

禮》、《儀禮》、《春秋》、《公梁傳》、《榖梁傳》等九經為主 ,另外還旁及

史書 、詩文 。
l2m孫

彥民則特別指出 ,教材內容以 《易經》為主 ,行有餘

力時才涉及其他經籍 。
‘
另外 ,陳繼新則使用 《宋史》、《宋元學案》及 「白

鹿洞書院學規 」等記載 ,指出課程內容主要應為四書 、主經 ,偶爾旁及

子 、史及詞章之學 。
m

(四 )分佈與興廢

對宋代書院的分佈與興廢有所研究者 ,首推曹松葉 。他利用各省的

地方志 ,將兩宋時期各省書院的建置 、興復改造 、毀亡的數 目及創設書

院的人物職業等 ,製表量化分析 。由此可知 ,以省份而言 ,創設最多書

院的是江西省 ,次為浙江省 ,最少的是直隸 、山西與章州三省 。以流域

而言 ,長江流域最多 。以時間而言 ,書院最為興踐的時期是南宋理宗時

期 。
b此外 ,盛朗西則進一步根據 《宋元學案》,對各書院的名稱及詳細

叩盛朗西 ,《 中國書院制度 》,頁 43。
il盛

朗西 ,《 中國書院制度 》,頁 45-46。
坨

陳青之 ,《 中國教育史 》(台 北市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 年 9月 ,台

一版 ),頁 ” 3。
“

孫彥民 ,〈 宋代書院制度 〉,頁 8-9真

制度 〉,《 學記 》,第 3期 ,1971年Ⅱ
陳維新 ,〈 從教育觀點析論宋代書〡

7月 ,頁 99。
I5曹

松葉 ,〈 宋元明清書院概況 〉,《 國立中山大學語歷週刊 》,第 1U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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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理位置有所闡述 。兩人的研究成果 ,皆是後人進行書院研究的重要

基礎 .另外劉伯驥 、呂仁偉與臭萬居圴研究中 ,也呈現出書院分布的地

理概況 。他們三人都大量採用方志資料 ,對於書院的院址 、創建時間 ‵

性質及創建者有所敘述 ,但是劉伯驥的研究侷限於廣東地區 ,呂仁偉也

僅研究浙江地區 ,而吳萬居則是簡介整個兩宋時期的書院 。

上述論述中 ,曹松葉文可以讓讀者一探宋代書院的分佈概況 ,然而

卻缺乏書院詳細的地理位置 ;盛朗西僅根據 《宋元學案 》的記載 ,介紹

一些書院的名稱及地理位置 ,然而其並未傢用含有豐富資料的方志記載 ,

因此並不夠完備 。至於劉伯驥 、呂仁偉等文僅偏於特定省分 ,因此無法

做一較為全面性的探討 。吳萬居文也僅作介紹 ,並未多做評論 。值得注

意的是 ,這些學者所引用的資料多為清人撰寫的方志 ,其地理╧的區域

劃分根據的是清朝時期的行政區劃 ,然而清朝的行政區劃和宋代是截然

不同的 ,並不能真實地呈現宋代書院分佈的特殊情形 。

另外 ,區域性研究的書院並不多 。劉伯驥與呂仁偉分別探討廣東及

浙江地區的書院制度 ,時間橫跨宋元明清時期 。其研究除探討該地書院

的起源 、變遷及影響之外 ,大部分篇幅著重於對書院的院舍情況 、行政

組織 、經費 、師生以及課程方面的研究 。但劉伯驥文與呂仁偉文皆只重

建地區書院演變之史實 ,並未指出該地書院的地方特色 。相較於此 ,李

弘祺的文章將書院置於建陽的兩大地方文化特色一土著大姓 、佛教與其

他迷信盛行一探討其對當地的影響 。此文認為土著大族的推廣書院教育

促成建陽地方文化與主流文化的契合 ,同時也減除人民的迷信思想 ,促

成文風的盛行 。
珀

綜上所述 ,對於書院的內部結構與分佈興廢的研究中 ,多是屬於通

論性的著作 ,研究者常忽略 「時間性 」與
「
區域性」的因素 ,導致論述

「以偏概全」。另外 ,書院是否因時 、因地而不同 ,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

lll期 ,1925年 12月 ,頁 7-9。
㏑

李弘祺 ,〈 建陽的教育 (公元 1UUU-14UU)——書 院 、
展 〉,收 入鍾彩鈞主編 《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 》
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9兜 年),頁 945一 987。

社會與地方文化的發
(台 北市 :中 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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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書 院的功能與精神

盛朗西文最早指出宋代的書院有三大功能 ,即藏書 、講學 、祭祀 ,

其中以講學最為重要 。
’
吳萬居則主張除此之外 ,書院尚有讀書 、刻書等

功能 。
m盛

朗西的三大功能說主要是針對大部分書院而言 ,至於果萬居所

指出的讀書 、刻書功能 ,並非所有書院皆具備 ,僅有少數書院具備此二

項事業 ,故此並非書院事業的常態 。此外 ,以祭祀對象而言 ,多是有功

德的先儒學者 ,其中較為重要者 ,盛朗西認為有周敦頤 、程頤 、程顥 、

張載及朱熹 ,陳青之則認為 「書院內必崇祀孔子 ,故每個書院必塑有孔

子及十哲的肖像 ,甚至圖畫七十二賢一同配饗 。」
”
盛朗西提出的人物均

為兩宋時期學者 ,待其去世成為祭祀對象時當為南宋之後 ,故而北宋初

期書院制度方興起時 ,院內祭祀對象是否如陳青之所言為孔子及其弟子 ,

仍有待進ㄒ步研究 。

至於書院的精神與特色 ,胡適認為書院代表時代精神 ,書院所祭祀

的先儒學者足可反映當時的時代特色 ,而書院雖為講學的地方 ,但有時

也是議政之處 。另外 ,書院的真正精神則在於自修與研究 。
∞
後期學者論

及此一課題時 ,多以此說法為基礎 ,認為書院的精神與特色為 :講學自

由、致力學術研究、尊師重道 ‵注重德操 、表現議政及反科舉精神等。

另外 ,葉鴻灑 、郭紀青則著重書院的教育思想所呈現出來的特色 ,也就

是對教材內容 、教學方式 、師生關係等作一探討 。葉鴻灑認為書院對於

教材的選擇具有自主性 、生徒的資格與年齡並沒有限制 、修業的年限不

定 ,並且能施行言行並重及因材施教的教育 。
”
而郭紀青的看法與葉鴻灑

相同 ,並且對師生間的關係有更進一步的探討 ,他認為宋代的書院重建

口盛朗西 ,《 中國書院制度 》,頁 47。

珞
吳萬居 ,《 宋代書院與宋代學術之關係 》(台 北市 :文 史哲出版社 ,1981

年 ,初版),頁 7Uθ l。

” 陳青之 ,《 中國教育史》,頁 233挖

彗 ;1卷 3號 ,1924年 2月 ,頁 1U8-1U9。加
胡適 ,〈 書院制史略 〉,《 東方雜誌 》,6

”
葉鴻灑 ,〈 宋代書院教育之特色及其組織 〉,頁 Ⅳ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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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師生之間的倫理關係 。
”

由上可知 ,關於書院功能與精神的論述中 ,研究者亦忽略將時間與

地理因素納入考量 ,也因此研究作品仍屬通論性質 。

四 、宋代書院與政治 、社會 、教育 、學術 的關係

(一 )書院與政治的關係

胡適認為書院不僅是講學之地 ,有時也是學者議論政治的機構 ,”因

此書院或多或少地對政治具有影響力 。陳道生則認為書院制度的發展 ,

使高等教育更為普及 ,並且消除魏 、晉 、隋 、唐以來士族把持政治的傳

統 ,使政治不再操持於貴族手上 。
z此

課題中以葉鴻灑的觀點較為不同 ,

認為書院的影響不僅止於當代 ,甚至對後代的政治也影響深遠 ,例如書

院的講學制度 ,使漢人的知識程度遠高於蒙古人 ,因此漢人得以在異族

統治的元代掌握文教大權 ,進而使內諸夏而外夷狄的傳統思想藉著書院

而深入民間 ,導致元代的急速滅亡 。
石
但此推論似稍嫌輕率 ,有待更具說

服力的論證 。

(二 )書院與社會的關係

在書院與社會的關係方面 ,學者多將焦點置於書院制度對社會的影

響 。孫彥民 、陳繼新 、葉鴻灑均認為書院中充滿著 「窮則獨善其身 ,達

則兼善天下」及 「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 ,因為朱

儒的講求修身養性 ,因此轉移了當時的社會風氣 。其中葉鴻灑更提出另
一項觀點 ,認為書院對社會的影響之一是從佛寺中收回民間的教育大權 。
2嘔

此亦有待商榷 ,蓋佛寺在傳統中國是否擁有教育權 ,大有疑問 。陳雯

η
郭紀青 ,〈 宋代書院特色及其對教育的影響 〉,《 台中師院學報 》,lU期 ,

19%年 6月 ,頁 14-17。
奶

胡適 ,〈 書院制史略 〉,頁 1U9。
留

陳道生 ,〈 中國教育新論 〉,頁 136。
2s葉

鴻獿 ,〈 論宋代書院制度之產生及其影響 〉,《 國立編譯館館刊 》,第
l卷 ,第 3期 ,1973年 12月 ,頁 218-219。%葉

鴻灑 ,〈 論宋代書院制度之產生及其影響 〉,頁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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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的論著則是探討南宋書院與科舉制度的互動關係 ,指出科舉制度與南

宋書院復興運動息息相關 ,因宋代社會是
「
科舉 」社會 ,為追求科舉的

利祿 ,故有 「士人階層」的形成 ,然因科舉名額有限 ,使士人在科舉價

值之外 ,逐漸發展出其自身的獨立價值與文化 ,這正可與書院的私學精

神相呼應 ,也是促成南宋書院復興的原因 。另外 ,南宋書院的興起本是

為批判科舉 ,但為因應現實的需求 ,轉而與科舉相容 ,這也為書院能被

社會廣泛接受的原因 。
η

(三 )書院與教育的關係

書院對教育的影響早為學者所關注 ,孫彥民便指出書院不僅對當時

的官學有起衰救弊的功能 ,也使教育更為普及 ,並且建立了以後數百年

民間教育的基礎 ,然此觀點為其後的陳繼新 、葉鴻灑繼承 。陳雯怡的研究

則是以書院教育為主軸 ,探討南宋書院復興運動時 ,這種
「
新 」教育模

式的完成與傳佈 。陳文認書院是南宋的教育重心 ,在官學逐漸成為科舉

的利祿之學的情形下 ,學者為實現其教育理念 ,故紛紛興復書院 .這種

新的教育制度不同於北宋的書院 ,而是在舊傳統中蘊含新典範 ,亦即在

官方制度中注入私學的精神 ,是一種官與私的模式 。這種蘊含私學精神

的教育理念 ,則藉著具體化的 「學規」傳佈四處 。逐漸地 ,書院中的私

學精神影響書院以外的教育機構 ,形成 「官學書院化 」的現象 ;與此 同

時 ,書院的官方性格也 日趨增強 ,逐漸形成 「書院官學化 」的現象 。
”

(四 )書院與學術的關係

就書院與學術的關係而言 ,陳道生的研究最早指出書院教育消除魏

晉以來佛老的思想 ,使宋代成為以理學思想為主流的時代 。
∞
孫彥民則進

28

”

陳雯怡 ,〈 由官學到書院一╢蹄 ∫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 〉,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年 1月 ,第 五章 。

孫彥民 ,〈 宋代書院制度 〉,頁 11。

陳雯怡 ,〈 由官學到書院一┤楚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未代教育的演變 〉,

第二 、三章 。

陳道生 ,〈 中國書院教育新論 〉,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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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指出 ,書院促進理學的發達 ,若無書院的興盛則無理學 。
31葉

鴻灑不

但肯定書院促成理學的興盛 ,更指出書院也造成理學各派的分立 ,因為

書院提供場所讓學者傳播其理論及造就接班人 ,因此使各派的學說得以

成立 ,並且向四方傳播 。
跑
另外 ,葉鴻灑也認為因宋代的學者以興復孔孟

之道為己任 ,尤其南宋時期各書院多使用四書為教材 ,因此使孟子的學

術地位逐漸提高 ,鉻這種觀點也被後期的吳萬居所採用 。吳萬居的 《宋代

書院與宋代學術之關係》是探討書院與學術關係的專門論著 ,因此他的

研究較以往的學者深入 。吳文以書院制度對理學及經學的影響為主軸 ,

在理學方面 ,其觀念承襲以往學者的看法 ,認為書院促進理學的發達以

及造成學派的分立 ;至於經學 ,則指出書院對經學的影響有 :(1)學者

著書立說 ,充實了經典 ;(2)學者治經趨向主觀 ,對於經典賦予新的意

義 ,影響了理學之取向 ;(3)疑經之風氣相當盛行 ,影響經學的發展 ;(4)

書院表章四書 ,提高了孟子的地位 。
銘

總而言之 ,學者對此課題的研究方向多集中於書院的影響層面 ,而

研究成果則多肯定書院帶來的正面效果。然書院與這些領域的互動關係 ,

又書院制度是否有其負面影響 ,仍待進一步的探討與分析 。

五 、書院與大儒

目前此課題的焦點多集 中於朱熹與書院的關係 。其中 ,李弘祺 〈朱

熹 、書院與私人講學的傳統 〉一文指出 ,朱熹是推動南宋書院興復運動

的發起者 ,他透過 「精舍 」與 「書院 」達成私人講學的 目的 。
竻
陳榮捷 〈朱

子與書院 〉則首先先釐清 「精舍 」與 「書院 」的關係 ,進而介紹朱熹與

書院的淵源關係 ,最後則肯定朱熹對書院有推進的作用 ,並且認為 「精

3I孫
彥民 ,〈 宋代書院制度 〉,頁 12。

η
葉鴻灑 ,〈 論宋代書院制度之產生及其影響 〉,頁 211-213。

”
葉鴻灑 ,〈 論宋代書院制度之產生及其影響 〉,頁 2U9。

“
吳萬居 ,《 宋代書院與宋代學術之關係 》,頁 2U9-” 5。

3s李
弘祺 ,〈 朱熹 、書院與私人講學之傳統 〉,《 漢學研究 》,第 2卷 ,第

1期 ,1984年 ,頁 1-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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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與「書院」是朱熹推動南宋書院運動及其實現新儒學的工具。
3‘另外 ,

周杏芬 〈朱熹與書院研究〉討論的主題與陳榮捷相同 ;只是內容更為豐

富 。此外 ,也有人研究其他儒者與書院的關係 。蔡方鹿 〈張栻與岳麓書

院〉一文 ,認為張栻在岳麓書院執教 ,不但豐富了二程學說 ,並且促進

了湖南 、四川文化的發展 。田郭紀青的 〈淺談南宋名師的教育觀〉則介紹

南宋理學家朱晦庵、陸象山、呂東萊以及張南軒的生平及其教育的觀念 。

38

六 、書 院制度的演變情形

對於書院制度的演變 ,有所著墨者為葉鴻灑 、樊克政及陳雯怡 。葉

鴻灑與樊克政認為宋朝初年因為官學未興 ,但士人好學 ,故書院教育遂

應運而起 ,逐漸成為一重要的教育機構 。然而至神宗熙寧以後 ,卻開始

萎縮 ,主要原因在於慶曆 、熙寧及崇寧三度興學 ,官學制度渾漸確立之

後 ,遂取代書院的地位 。直至南宋時期 ,又因官學衰敗 、理學被禁及士

風卑下三大因素的影響下 ,促使南宋的書院教育迅速的復甦與發展 ,至

南宋理宗時代達到最高峰 。
鈐
陳雯怡的論著則探討南宋學者復興書院時的

理念 、此種理念如何落實 、以及落實後的結果 。其研究指出原本書院復

興時的理念落實至現實社會中產生轉化現象 ,作者從官學 、政治 、學術 、

社會各方面深入探討此理念轉化的原因 。

葉鴻灑根據諸多史料重建宋代書院制度發展的歷史 ,從其研究中得

知書院的興衰與官學有密切的關係 ,然而遺憾的是其研究並不夠深入 。

陳雯怡的研究則從多種面向探討 ,深入頗析促使書院理念轉化的因子 ,

是詳盡而精闢的論著 。

筘
陳榮捷著 ,萬先法譯

1月 ,頁 笓 。

,〈 朱子與書院 〉ㄍ 史學評論 》.第 9期 ,1985年

”
蔡方鹿 ,〈 張栻與岳麓書院

頁 25-31。
,《 台中師院學報 》,第 13期 ,鉻

郭紀青 ,〈 淺談南宋書院名師的教育觀 〉

1999年 6月 ,頁 28〦 m1。

〉,《 孔孟 月刊 》,第 ” 卷 7期 ,1991年 ,

”
葉鴻灑 ,〈 論宋代書院制度之產生及其影響 〉,頁 198-2U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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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 論

對於書院制度的研究 ,從 1夗U至 1兜U年代為止 ,每一時期均有不

同的作品呈現 。198U年代以前 ,學者對於書院的探討 ,多將重心放在書

院制度本身的結構 ,其中較為著名的有 1934年盛朗西 《中國書院制度》、

1958年劉伯驥 《廣東書院制度》、19“ 年孫彥民《宋代書院制度之研究》、

19B1年張正藩 《中國書院制度考略》等 ,這些作品主要都是敘述書院制

度的起源 、興起的背景 、其精神與特色等 。198U年代以後 ,書院研究開

始有了新的視野 ,學者開始投入書院與教育 、學者 、文化及學術關係的

探討 。總的來說 ,書院研究多是通論性的著作 ,時間常涵蓋數個朝代 ,

論述範圍亦廣且常流於抄襲 ,少有新觀點的提出 。另外 ,多數作品並未

與當時的社會環境結合 ,常僅就制度論制度 ,缺乏 「時間性」與 「區域

性」的概念 。

以研究者的背景而論 ,教育學研究者較著重於對書院制度的起源 、

興起的背景及其內部組織結構的探討 ,並且喜愛以條列式的方式分項說

明 ,對重建書院的史實貢獻極大 ,但遺憾的是常只就制度論制度 ,僅專

注於探討書院制度的表象 ,卻忽略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作完整性的思考 。

中文系的研究者 ,如吳萬居 、周杏芬等 ,常把研究焦點放在書院與學術 、

儒者的關係上 。但僅著重於史實的重建 ,並未提出歷史解釋 ,其研究多

「述而不作」,且僅作思想的傳承 。與前二者多為寬而淺的論述相較 ,歷

史學研究者的著作多為窄而深的研究 ,但已發表的作品不多 。相較於其

他領域的學者 ,歷史學研究者運用 、蒐集 、解讀史料的能力較強 ,如陳

雯怡 〈由官學到書院一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 〉一文便

使用了 68種文集 ,18種地方志及其他諸多史料 ,單就資料的蒐集 ,已

是極大的工程 。

綜上所述 ,宋代書院的研究作品雖繁 ,但研究空間仍廣 ,尤應多結

合當時的政治 、經濟 、社會 、教育 、學術思想等層面來思考 。例如以政

治而言 ,政府對書院所抱持的態度為何 ?又政治上有 「黨爭」的發生 ,

書院是否為失意政客培植勢力之地 ?以經濟而言 ,劉伯驥曾說 :「 經濟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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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決定書院的存在 。」
m呂

仁偉也說 :「 經濟因素往往是決定書院興衰之

主要條件 。」
班
若是如此 ,書院與經濟的關係亦密不可分 ,也值得準一步

探究 。以教育而言 ,書院制度是一種私人講學的制度 ,而政府所興辦的

教育則為官學 ,一為私人 ,一為官辦 ,這兩者間主要的差異性為何 ?又

彼此的互動關係為何 ?以學術思想而言 ,宋代書院的自由講學風氣相當

盛行 ,但 自此以後開始走下坡 ,原因為何 ?以上所舉 ,皆是值得探究的

問題 。

此外 ,研究者也可多做書院間的比較 ,這也是以往研究者忽略的層

面 。將不同書院的經費來源 、編制人員 、教材內容 、講課的儒者等加以

比較與探討 ,則可以看出不同區域的書院學風是否有所差異 ;也可比較

不同學派與書院的關係 ;甚至比較不同地區書院的興衰與當地社會經濟

演變的關係 。

劉伯驥 ,《 廣東書院制度 》,頁 7。    ′

呂仁偉 ,〈 浙江書院之研究 〉,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2年 6月 ,頁 “ 。

紩畤

�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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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宋代書院之主要研究成果(以 台灣出版或發表者為限)

論 文

胡適 ,〈 書院制史略 〉,《 東方雜誌》,第 21卷 3號 ,1924年 11月 。

曹松葉 ,〈 宋元明清書院概況 〉,《 國立中山大學語歷週刊》,第 lU集 l11

期-114期 ,1925年 12月 。

楊家駱 ,〈 書院制之源起及其優點 〉,《 東方雜誌》,第 37卷 15號 ,194U

年 8月 。

陳道生 ,〈 中國書院教育新論 〉,《 台灣省立師範大學研究所集刊》,第一

輯 ,1958年 。

于肇怡 ,〈 書院制度及其精神〉,《民主評論》,第 1U卷 13期 ,19” 年 7

月 。

嚴耕望 ,〈 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坤 論書院制度之起源 〉,《 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U期 (下 ),19” 年 1U月 。

邱兆偉 ,〈 宋代書院教育之成因 〉,《 台灣教育輔導半月刊》,第 17卷 2期 ,

19σ 年 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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