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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與名詞界定與名詞界定與名詞界定與名詞界定    

一一一一、、、、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中國自秦漢以來的歷史，即是一個由多民族國家逐漸形成而發展的過程，其間雖幾經

分裂，但仍漸趨向於國家統一及各族融合的整體趨勢。元、清兩朝是典型的少數民族在中

原建立政權的例子，尤其至清代疆域的奠定不僅在政治上達到空前的統一，使各族間經濟

文化等連繫更加緊密。除了與清朝期統治者努力經營有關外，亦與相關政策及措施的制定

與執行，以及中央與各族人民共同開發創造有關。清朝在邊疆開發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無

論是清朝政府的治邊政策、開發措施，抑或各族的開發活動等都有其成功的經驗及失敗的

教訓。清朝不僅繼前代漫長之苦心經營，為今日中國疆域格局基本形成，歷代的治邊經驗

亦於此時集其大成而形成較完整的體系；且與我們今日所處的時代相去不遠，對於未來相

關政策之規劃及依據亦著實有著淵源關係與深刻影響，值得我們認真去回顧與總結，不但

可提供歷史依據，亦有著歷史借鑒的意義。 

清朝是由滿族所建立的全國性政權，不僅統治著中原廣大的漢族地區，同時對少數民

族居住的邊疆地區也實行有效的管轄，經過康、雍、乾三朝的經營，使這個統一多民族的

國家獲得空前的鞏固與發展，奠定中國幅員遼闊的疆域版圖。其政權結構也由以滿族為核

心的民族共同體，擴大為多民族帝國，始終皆為「多元一體」的形態。在費孝通先生所著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一書中，論述直至今日仍保留這樣的民族特點，構成多元的格

局。1因此，在這樣的概念下，對於文化教育的研究也應該要有〝多元〞的格局，惟檢視以

往有關文化教育的研究多偏重漢民族教育的研究，相對於「非漢」民族教育的研究，則多

未受到重視。本文研究的初衷即以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文化教育為主要觀察視角，作為平

衡以往過度注重漢民族教育的研究取徑。 

其次，邊疆是一個歷史概念，它隨著國家和民族的成長而逐漸形成及固定。西南地區

不僅為政治上的邊疆，被視為「荒服之區，蠻夷之地」為眾多少數民族聚集區，民族種類

多而複雜，故常被認定為文化上的邊疆。清朝政府對於西南地區的治理，從初期的招撫和

                                                   
1
 費孝通論中國的族群關係時，以「多元一體化格局」來概括此一穩定族群的實質，就靜態現象而言，「一體」

是指政治的一體，「多元」是指民族的多元或文化的多元；就動態平衡而言，「一體」是指政治上的擬民族，

實際上是一個多民族結合而成的族群，「多元」是指在政治主體互動層面下，兼容著若干層次的相互並存的

互動圈，而這些互動圈也有可能互相排斥，是以無論從族群成員或族群內部的民族互動關係來看，都具有多

元性。參見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 年），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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羈縻政策，實行土司制度至雍正年間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及開闢苗疆，中期以後實施的苗地

歸苗與苗防屯政，以至清末的改土歸流，皆有相應的配套及善後措施。上自皇帝，下至執

行的督撫官員多重視這樣的善後工作，其中即包括少數民族的教育。正如魏源在《聖武記》

中認為改土歸流是「一時之創夷，百世之恬熙」，改土歸流之後對西南地區而言有破壞，亦

有建設，「措施」為清廷針對當時的情況所訂定的章程等相關辦法，例如嘉慶元年和琳曾擬

定《湖南苗疆善後章程》，有清界址、設營汛、修城垣等等，這些措施是一時的，只有在文

教方面的措施則是長期延續性的文化事業；同時，教育政策的實施也是整個政治的體現，

甚至包含了一個時代的理念。究竟在這麼多不同民族接觸、交流的過程中，文化教育所發

揮的作用與影響為何？清朝政府治理西南地區時的經驗或許可以提供一個不同的思考基

礎。 

再次，至少上溯至明代，對於西南地區已有較系統化的文教政策，迨至清代則更為完備。

明清兩朝都十分強調對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的教化。清朝對於邊陲地區進行開發及政治改革

的同時，亦留心文化教育潛移默化的作用，進一步在當地推動一系列的措施。自雍正年間

以迄清末，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施「改土歸流」，對於打破內地與邊區之間的地域壁壘及

加強往來，提供有利的條件。清廷廢除土司制，設立府州縣衙門，委任流官進行統治，其

直接目的固然是為了要鞏固中央主權，然而其政策也與內地一樣，目的是把西南地區置於

大清版圖「一體」的整體概念下，漸漸彌補以往土司地區的不足及縮短與內地州縣的差距，

有利於彼此間的互動交流。除了在府州縣設立儒學和書院之外，並採取對土司子弟教育的

加強、設置地區性的義學及增加學額與開設苗科等措施以對少數民族進行教育，即兼重少

數民族人才的選拔與培育。清朝政府此種化邊疆為內地的政策使當地族群雜處的社會逐

漸整合，不僅使各少數民族漸趨馴良有利其管轄統治，亦在西南地區的教育發展史上進

一步奠定較為穩固的根基。 

清廷藉由在少數民族地區舉辦教育事業，以儒家學說來實施教化，加強邊疆地區少數

民族的向心力。滿洲統治者強調教化的重要性，尤其對於邊疆文教政策的擬定與執行雖有

強烈的政治意涵，與其「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的統治政策有很大的關

係。換言之，清朝政府針對各地區的不同情況，明智地採取不同的統治方針，並落實於相

關措施上，研究它將有助於瞭解清朝政府如何借此維持帝國體系和諧穩定的重要性；其次，

因為這些措施促進當地開發或開啟民智，是各項進步的重要關鍵，將有助於了解當地進步

的軌迹。 

在前人的研究著述中雖不乏有關清代邊疆的相關研究，惟多側重於邊疆政治史、軍事

史、疆域史、民族史等，較少將邊疆開發所衍生的問題諸如：教育史中文教政策的措施作

為專門課題加以研究探討。文教措施雖為諸多措施之一，卻為其政策推行不可忽視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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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加以深入探索及釐清問題仍有其研究之必要性與學術價值。對於西南地區相關的研

究議題，歷來之前輩學者多有論文發表及專書出版，其研究主題多集中在以下幾個面向：

第一，有關清代西南地區之綜論著作；第二、對於清代西南地區土司制度及改土歸流之研

究；第三、對於清朝政府在西南地區推行的經濟、法治等措施之研究；第四、對於清朝政

府在西南地區實施屯田制及苗漢互動關係之研究。由以上可略窺出學界對於清代西南地區

相關議題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但綜述清代西南地區文教議題的論著卻有限；間或僅論及

某省份之教育，或為某項學校教育體系（如書院、義學等），尤其針對清朝政府對於西南少

數民族的文教措施部分，較無宏觀及統整性的研究，因此頗具深入研究的空間。整體而言，

關於文教議題上，則呈現較為零星而缺乏整體研究的樣貌，雖然在政策與制度面、各級學

校教育、區域教育等或多或少在當地出版之社科類期刊（如《貴州文史叢刊》、《雲南民族

學院學報》等）皆不乏有人探討研究，然而以較宏觀的視角，且較長時段跨省區與整體性

的研究則付之闕如。結合政策之變遷、各類學校教育與考試制度的實施與當地社會發展的

影響，是亟待深入研究的課題。 

此外，在理論及方法上，就同一問題提出新觀點、新體認，除了受新的理論被引介而

產生，亦由於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史料掌握不同及認識的角度上差異使然。以史學的方法

來研究西南的文化教育問題，探究的切入點除了西南文化的融合問題，其發展不僅僅是同

化、漢化的問題，亦包括現代化。西南地區的文化教育如何走向現代化？雖然邊疆開發促

進了清代邊疆地區較為落後的經濟、社會等面貌的改變，然而這種開發仍多屬於內地社會、

經濟和文化模式在邊疆地區的復植，並不具備蘊育新的社會形態的條件。西南的邊疆文化

往往是漢文化一個反觀自己的鏡子，彼此間如何去選擇、融合、保存、吸收之外，再如何

創新進步，是值得更進一步思考研究的問題。 

二二二二、、、、名詞界定名詞界定名詞界定名詞界定 

為了讓本文之敘述主軸更為清晰，在此先將本文所指涉相關的名詞加以解釋界定。 

首先，對於「西南地區」所指涉的範圍加以釐清與界定。「西南」一詞亦有廣義與狹義

之分。廣義而言它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是某種相對的方向和方位，隨觀察主體的改變而變

化。當中原漢文化定都長安時，「西南」代表秦嶺以南、巫山以西的區域；三國鼎立時，蜀

定都成都，「西南」則縮小為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小塊區域；而在宋室南渡，遷都臨安（杭州）

時，「西南」變得遙遠而廣闊。2在長期的歷史記述中，「西南」又有著較為統一的含意（如

邊地、治外、蠻夷等）。在《尚書．牧誓》中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

                                                   
2
  楊庭碩、羅康隆，《西南與中原》，（昆明：雲南新華書店，1992 年 10 月），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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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夷」；3 在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則夾雜在匈奴、東越、南越及一些傳奇人物列

傳之間，其篇幅尚不及一篇〈扁鵲倉公列傳〉；班固《漢書．敘傳》則謂：「西南外夷，別

種殊域」；4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寫道：「南方曰蠻，亦曰西南番。今郡縣之外，羈

縻州洞，故皆蠻地，……則謂之化外真蠻矣！區落連亙，接于西戎，種類殊詭，不可勝記。」

5在古今地名中諸如「平彝（夷）」、「鎮南」、「鎮遠」、「武定」等類地名在西南各地可謂不勝

枚舉，除了說明西南代表一種方向、方位及一種遠離中原的區域，多少帶有對知之甚少「非

漢」文化的暗示，因而將西南歸為「邊疆」有其歷史的淵源與背景。然而從今日的眼光來

看，僅就地域而言，狹義的西南地區相當於川、滇、黔三省，6廣義的西南地區則還包括藏、

桂及湘、鄂西部一些地區。7 

中華民族是由多民族共同組成，經過長時間逐漸融合而形成多元一體的格局。漢族是

凝聚核心的主體民族，主要聚集於平原與盆地等適宜發展農業的地區；其他少數民族大部

分散居於四方較邊緣的地區，通常稱之為「邊疆」。不論哪一個民族成為統治者，均須兼顧

與管轄境內各個民族，因而各朝均有不同的邊疆政策。討論清朝的邊疆政策，首先須弄清

「邊疆」的含意。邊疆之定義，一為政治上的邊疆，一為文化上的邊疆。政治上的邊疆，

係指一國的國界或邊界而言，所以也是地理上的邊疆，8一般稱「塞外」、「域外」、「關外」，

相對稱內地為「中原」、「腹地」、「關內」；文化上的邊疆，係指國內若干語言文字、宗教信

仰、風俗習慣以及生活方式等與內地尚有不同的地區，可謂為「中華民族之文化邊緣」，如

黔之苗區，滇之夷區，桂之傜區，其距離國界尚遠，不得謂地理的邊疆；其服膺中央及地

方之政令亦甚早，不得謂政治的邊疆，而以其在文化上有不可諱言之差別，乃稱之為文化

的邊疆。9也有學者認為邊疆是一個歷史概念，它隨著國家和民族的成長而逐漸形成及固定。

10當我們在研究“邊疆”、“邊界”這類概念時，首先應弄清自身對文化背景的邊界線

（frontiers）的問題。11綜合以上概念，邊疆的含意應包括地理、政治和文化三個層面。「地

                                                   
3
 《十三經注》（阮元刻本），尚書，周書，〈牧誓〉，頁 158。 

4
 《新校本漢書》，卷一百下，敘傳第七十下，頁 4268。 

5
 （宋）范成大，《叢書集成新編（九十一）—桂海虞衡志》〈志蠻〉（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年），頁

130。 
6
 西南地區一般認為泛指西南三省即川、滇及黔。劉盛佳等編，《中國地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7

年），頁 410；方國瑜，《中國西南地理考釋》（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 年），頁 1；楊庭碩、羅康隆，

《西南與中原》（昆明：雲南新華書店，1992 年），頁 9。 
7
 何耀華於《中國西南歷史民族學論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中所定義西南地區之範圍亦為：

川、藏、滇、黔、桂五省；庭碩、羅康隆等人認為廣義之西南地區應為：川、滇、黔、藏、桂及湘、鄂西部

一些地區《西南與中原》（昆明：雲南新華書店，1992 年），頁 9。 
8
   邊眾曾指出：邊疆首先是地理概念，與一個國家的國界線有著密切的關係。簡言之，“邊疆”事指直接與

國界相關聯的地區。邊眾，〈論當前開展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新

華書店，1991 年 3月）第 1 期，頁 13。 
9    

  曹樹勛，《邊疆教育新論》（臺北：正中書局，1945 年），頁 3。 
10

   戴逸，〈加強邊疆開發史的研究〉，《清代邊疆開發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頁 7。 
11

   關於“邊界線”的問題，王賓曾指出：“邊界線”不是國土意義上的分界，而是一種關係走向，指不同文

化圈之間的分隔和關聯。它呈交叉走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避免，“異”中顯出“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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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邊疆」主要是指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空間裡，各族群長期活動、交往的廣義邊界，即自

然地理的界線。「政治的邊疆」為一定時期裡不同利益團體的勢力範圍，往往隨朝代更替而

不斷改變，或拓展、兼併甚而易主，有其週期性的歷史彈性。而「文化的邊疆」之界定較

為廣泛與綜合。代表某種相對獨立而穩定的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礎下所產生的族群意識

與價值觀。每一個文化都有自己的地域中心，由中心向外輻射與延伸，影響力難以到達之

處則視為邊界。同時，文化意義上的邊疆又有其相對性與主觀性。許多在地域、習俗等方

面明顯接近的族群，由於認同上的對立而彼此認為「非我族類」。12王明珂先生則認為這種

現象為：人群對於族群範圍的主觀認同，由界定及維持族群邊界來完成，而族群邊界則是

多重、可變與可被利用的。並指出：在族群關係之中，一旦以某種主觀範準界定的族群邊

緣，族群內部的人不用經常強調自己的文化內涵；反而是在族群邊緣，族群特徵被強調出

來。邊緣成為觀察、理解族群現象的最佳位置。13本文所要討論的「邊疆」少數民族，首先

應與以往歷史演變相關，亦涉及地理、政治與文化的不同層面。這些民族不僅在政治和地

理意義上分布於中國的西南邊陲與內陸高地，在文化上亦屬「多元一體」的結構中，不同

的「元」間的相對界線。而其居住的邊陲地區，「邊疆」所指的是一個較大的地理空間，尚

可區分為「邊疆外沿」與「邊疆內沿」等外、內兩個意含。「邊疆內沿」主要體現一國之內

的族群區別，其開放的特色較明顯，族群間的往來互動較方便。14本文則趨向「邊疆內沿」

即省（區）界內的討論。15 

其次，一般人將西南邊疆與「苗疆」混為一談。清朝之「苗疆」有廣義與狹義之分。

狹義的「苗疆」僅指貴州東部以古州為中心的苗族聚集區；廣義的「苗疆」則泛指西南三

省（川、滇、黔）、湖廣、兩廣等省的少數民族聚集區。16此外，「苗疆」一詞亦出自清代文

獻，有專稱與泛稱的區別。據嘉慶二十五年（1820）出版之《苗防備覽》觀之，湖南的「苗

疆」為鳳凰、永綏、乾州三廳及永順、保靖二縣的千餘苗寨；而光緒四年（1878）出版的

《苗疆聞見錄》中稱黔東南「苗疆」即為鎮遠府、黎平府、黃平州、施秉縣及古州、八寨、

丹江及都江四廳。一般泛稱為將南方少數民族居住區通稱為「苗疆」，此與「苗」的泛稱有

                                                                                                                                                               

中包含“異”；並指出“邊界線”永遠存在，因而文化溝通永無止境。王賓等編，《獅在華夏—文化雙向

認識策略問題》（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3。 
12

   徐新建，〈從邊疆到腹地：中國多元民族不同類型──兼論「多元一體」格局〉，《廣西民族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第 23 卷第 6 期（2001 年 11 月），頁 8-9。 
13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頁 77。 
14

   徐新建，〈從邊疆到腹地：中國多元民族不同類型──兼論「多元一體」格局〉，《廣西民族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第 23 卷第 6 期（2001 年 11 月），頁 8-9。 
15

   本段「多元一體」的概念來自於費孝通先生所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學，1999

年 9 月）一書中提到中華民族之多元一體格局是淵遠流長，經各朝逐漸融合，並強調這類民族直至今日保

留他們的民族特點，構成多元的格局。同時在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中，存在一個凝聚的核心、一體的

過程是逐步完成等等特色。 
16

 如《清實錄（八）．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四十九所載：「雲、貴、川、廣、湖南各省為邊省苗疆」，頁

23；（同上書）卷一百四十七所載：「雲、貴、川、廣等省苗疆地方，請照臺灣例，令文武官弁互相毄稽察」，

頁 8（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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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關係。專稱即是指苗族聚集區而言，據清代文獻等記載之歸類，「苗疆」主要指湘西、

黔東北和黔東南這兩個苗族主要的聚集區。17由此看來，「苗疆」實包括在「西南邊疆」內

則是無庸置疑的。西南地區是我國少數民族分布最多的地區，至少有二十多個少數民族在

此地繁衍生息且歷史悠久。然而因各民族及所屬地區歷史不同，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加

上自然因素（如地勢險峻、交通不便）等限制，各朝對這些民族地區的統治辦法亦不盡相

同。以明清兩朝而言，西南地區在政治上至少有三種形式同時存在：一是流官治理的地方，

其各項制度與內地基本相同；二是土司統治的地方（含土流並治的地方），由中央王朝任命

當地各部族酋長擔任各級官吏，准予世襲及實行與內地不同的制度；三則是既沒有設置流

官，亦無土司管轄所謂的〝生界〞部落。這三種不同的情況不僅使經濟發展、生活水準及

風俗習慣等大相逕庭，政治與文化上產生極大差異。在《明史》〈土司傳〉中西南土司分布

區域為：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及廣西；而《清史稿校註》〈土司列傳〉則增加甘肅地區。

本文以處理清朝政府在改土歸流前後對西南少數民族分布區之文教措施為論述重點，尤偏

重於土司統治及〝生界〞部落地區的討論，故研究範圍較近於何耀華在《中國西南歷史民

族學論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中所定義的範圍：川、滇、黔、藏、桂五省。

除去西藏地方因政教體系獨樹一格故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更替苗族主要分布之湘西地區

【（徐家幹，《苗疆聞見錄》（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 年）】，俾使涉及少數民族措施實

施時論述的完整性。本文以少數民族分布最多之川、滇、黔三省為主要中心，然而與其相

連接之湘西及桂西等地區，因地理位置有其關連性及該地區在社會等問題上產生共通性，

同時受清朝政府注意與提及。此外，據筆者所整理改土歸流後之西南地區改流簡表及行政

區域調整來看（參見表 3-1 及 3-2），本文所指稱之西南地區實則為川、滇、黔、湘、桂五省

為論述範圍。 

關於「文教」一詞，古時指禮樂法度、文章教化。18《尚書．禹貢》：「五百里綏服，三

百里揆文教」；19漢荀悅《申鑒．政體》：「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20而在清廷

的官方文獻中，常出現「文教」或「教化」一詞，從皇太極「文武並用，以武力勘禍亂，

以文教佐太平」，21順治皇帝「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22之治國理念至康熙皇帝「不以

法令為亟，而以教化為先」，23若再考察當時其他文獻中出現「文教」一詞的含意，24其意義

                                                   
17

 參考梁志源，《清代苗漢關係之研究—以川楚雲桂地區為例（1723-1850）》（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

系碩士論文，2003 年 6 月），頁 16-17 關於「苗疆」之定義。 
18

 臺灣中華書局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7 年），頁 193。 
19《尚書》（臺北：藝文印書館），第六卷，夏書，禹貢，頁 90。 
20（漢）荀悅撰，黃省會註，《申鑒》（臺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印行，1978 年），一卷，〈政體第一〉，

頁 2。 
21《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六，頁 22。天聰四年四月己卯條。 
22《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九十一，頁 16。順治十二年三月壬子條。 
23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三十四，頁 10-11。康熙九年十月癸巳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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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接近於今日「文化教育」的簡稱。同時，可看出清初諸帝一統的籌邊思想乃建立於對文

化之統制及文化的建設，基本上將西南地區與內地視為一體的概念下，制定了相應的邊疆

政策及民族政策。對於邊陲地區進行開發及政治改革的同時，亦留心文化教育潛移默化的

作用，進一步在當地推動一系列的措施。其目的是把西南地區置於大清版圖「一體」的整

體概念下，彌補以往土司地區的不足及縮短與內地州縣的差距，將邊疆地區「內地化」有

利於彼此間的互動交流。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回顧研究回顧研究回顧研究回顧與檢討展望與檢討展望與檢討展望與檢討展望    

一一一一、、、、研究回顧研究回顧研究回顧研究回顧    

邊疆學研究在中國已有悠久的歷史。自周秦以降，記述中國邊疆歷史地理、區域沿革、

民族風俗、政軍文教、治邊邊防以及邊疆重要人物事件的典籍，卷帙浩繁。有清一代，除

為了奠定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需要，繼而因邊疆面臨的危機，促使許多封疆大吏等關注於

邊疆問題，留下有關邊疆的資料典籍、檔案著述等可謂汗牛充棟，可見前人並未忽視對於

邊疆問題之研究。 

民國以來，學術界研究清代邊疆議題的論著亦復不少。抗日戰爭期間，政府播遷西南，

因時勢之趨，對於西南問題的研究，因為新問題與新材料之配合，蔚成一股潮流，舉凡西

南地區政治、經濟、民族、社會、歷史、地理、宗教、藝術等均產生了豐碩的成果，亦奠

定了基礎。25然而自民國三十八年（1949）後，海峽兩岸，形勢隔離，因時代與環境等因素，

在臺灣地區關於此一領域的研究，研究取材與研究方法皆面臨考驗，亟需尋求突破。相較

之下，大陸地區則因地利之便，尤其自 80 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

以來，同時隨著《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發行，對於中國邊疆之研究全面性開展，除了對

於邊疆史地學科本身之框架、模式、性質等多所探討，有關西南地區之研究在內涵上更廣

泛而深入地探討，成果亦見可觀。此外，在大陸地區各地以邊疆省份為主之社科類期刊相

繼付梓問世，亦刊載諸多相關論述。尤其近年來對於邊疆問題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邊疆

史研究為中國近代史的重要課題之一。近代的邊疆地區，一方面直接承受資本主義國家的

侵略，而對外交涉，喪權割地多是以邊疆地區為對象，邊政一直成為政治、外交、社會等

問題的重要部分。如何有效維持對邊疆地區的控制，似不能忽視對邊疆問題的研究，多數

課題仍具開拓性。 

                                                                                                                                                               
24  例如：在《寶慶府志》卷九十三，禮書內載：「國家重道崇儒，昌隆文教，海隅徼塞，萬里之外莫不有學。」；

乾隆五年（1740），屠用中於〈敬陳南巢善後事宜詳文〉內稱：「德勝地方，宜設立義學，一以廣敷文教，

一以暗制群蠻也。竊謂教化不興，恐巢賊革面未必革心，今應於德勝地方起設義學」等。 
25

  辛法春，〈近四十年來西南邊疆地區的研究論著內容分析〉《中國邊疆研究理論與方法》（臺北：渤海堂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1992 年），頁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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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餘年來，至少自 1991 年以後，在大陸地區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中國邊疆史地

學儼然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又是一門〝與眾多學科相關的交叉學科〞，26關於邊疆文教

相關議題之研究成果遠較過去可觀。而在臺灣地區，近年來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在研究方

法與理論上均有顯著改變，對於研究方法與理論的重視，以及學科間互相交流與敬重、互

相需求已在學術界呈現。歷史人文科學需要社會科學的解析技術與方法，社會科學亦需要

歷史學中對於文獻的掌握、決定與運用的訓練。易言之，兼顧社會科學的方法，包括對於

社會科學方法論的了解，可看出社會學、民族學、歷史學間彼此之互補性。西南地區之研

究所涉及問題廣泛，諸如邊疆史地理論、歷代疆域、邊疆民族、治邊政策、邊疆開發、邊

疆政教、邊疆人物等，欲從各角度探究西南地區的各種面向問題，以個人之力研究實屬有

限。目前就有關西南地區的研究題目與性質觀之，特色為研究課題多樣化，研究範圍亦不

再偏重政策與制度面之探討。 

關於文化教育等課題之研究為數至夥，間或有論及個別省份或某項教育體係之研究，

而社會教化、區域教育等議題亦漸受研究者重視，的確為一可喜的現象。在探討之先，有

關西南地區邊疆政策與邊疆開發等相關背景的綜合論述成果豐碩，27學界對於西南地區民族

政策向來關注，而民族政策往往牽動著當地文教發展的走向。例如：馬汝珩、馬大正主編

之《清代的邊疆政策》一書，則論述清代邊疆政策中一些全局性之重大問題，其中包括對

西南地區〝恩威並施〞與〝因俗而治〞的治邊方針，邊疆政策的基本內容與歷史評估，以

及近代邊疆危機與邊疆政策之變化等。這些著述基本上是從整體對清代邊疆政策進行綜合

評價，既充分肯定其促進中國多民族國家鞏固與統一，以及有利於民族融合、邊疆經濟開

發等客觀積極的作用，並對清朝政府所推行整體邊疆政策之保守封閉性質，作頗為切中要

害之分析；惟對文教議題均屬概略性的敘述，鮮少作深入的探討。伍新福28、程昭星29則強

調民族的統治政策不可避免的有其階級的和歷史的侷限性，然而某種限度上做到因地制宜

的因俗而治，並能根據具體情況適時進行讓步與調整，頗具靈活性，亦為清王朝能在南方

                                                   
26

 邊眾，〈論當前開展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一期（1991），頁 13-16。 
27

 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中國歷代民族史叢書》（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年）；吳永章

主編，《中南民族關係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年)；尤中，〈明朝對西南各民族地區的設治與經營〉《思

想戰線》第 3 期（1992），頁 54-60；〈清朝對西南民族地區的設治和經營〉《雲南社會科學》第 3 期（1993），

頁 68-77；〈元朝對西南各民族地區的設治和經營〉《思想戰線》第 2 期（1995），頁 39-44；馬汝珩、馬大正

主編，《清代的邊疆政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4 年)；伍新福，〈試論清朝前期對南方少數民族的

統治政策〉《貴州文史叢刊》第 2 期（1986），頁 16-22；程昭星，〈試論清代中央政權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

行的政治改革及其意義〉《貴州社會科學》第 12 期（1991）；范同壽，〈清代前期治黔述論〉《清史研究》第

1 期（1993），頁 73-82；馬汝珩、成崇德主編，《清代的邊疆開發》(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張

世明，〈從清代西藏地區的經濟開發看文化因素的影響〉《清史研究》第 2 期（1991），頁 38-43；〈清代前後

期藏族地區開發的比較研究〉《中國邊疆史地論集》（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0 年）。 
28

 伍新福，〈試論清朝前期對南方少數民族的統治政策〉《貴州文史叢刊》第 2 期（1986），頁 16-22。 
29

 程昭星，〈試論清代中央政權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政治改革及其意義〉《貴州社會科學》第 12 期（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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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頗為成功之因。范同壽30認為治理像貴州這樣的邊疆民族地區，僅圍繞統一政令，發展

經濟以制定政策和措施是不夠的。統治者必須重視當地的民族問題，體認民族關係在社會

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為本文有關文教議題的研究提示重要的研究視角。 

其次，土官土司制度和改土歸流問題，仍然為西南地區研究之重點，成果亦豐，31惟較

缺乏強調在土司土官制度下對於一般土民的愚民政策，以及針對改土歸流後的善後措施內

文化教育改善措施的研究，此亦為值得探究的議題。近年來對土司制度研究的一個特點，

則是探討土司家族及其演變的文章明顯增多，一些文章並將土司設置與西南地區疆域的變

化相結合。32其次，對近代西南邊疆地區的改土歸流，過去研究並不多，針對文教議題者更

為少見。33近年來對上述問題的研究，已不限於土官土司制度與改土歸流內容、意義和影響

等作一般性的討論，除了頗具深度的整體研究外，34亦應加強敘述制度在各省區的施行並結

合具體問題研究的趨勢，例如改流後的善後措施推行的相關研究。 

再者，西南邊疆為多民族雜居地區，除了土著民族外，歷代都有不少漢族（某些時期

是北部的少數民族）人口遷移至西南邊疆，共同建設與開發西南地區，對於當地社會文化

之影響則不容忽視。關於西南地區民族關係的研究，主要研究趨向為土著民族與外來人口

的關係。35邊疆地區疆域的形成與鞏固，與外來人口進入邊疆和邊疆地區各民族間的互動，

                                                   
30

 范同壽，〈清代前期治黔述論〉《清史研究》第 1 期（1993），頁 73-82。 
31

 例如：李世愉，《略論土司制度與改土歸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史繼忠，〈略論土司制

度的演變〉《貴州文史叢刊》第 4 期（1986），頁 1-11；龔蔭，〈土司制度的作用與流弊〉《西南民族學院學報》

第 2 期（1989）；〈西南諸省土司設置及演變概說〉《民族研究》第 1 期（1993），頁 49-58；林荃，〈雲南土司

制度的歷史特點及分期〉《雲南民族學院學報》第 1 期（1993），頁 45-49。 
32

 例如：肖迎，〈怒江地區土司建置沿革考〉《中國民族史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7 年)；王璞，〈明

代雲南的麗江木氏土司〉《中國民族史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7 年)；曉根，〈拉祜族地區土司制

度與改土歸流〉《雲南民族學院學報》第 4 期（1998），頁 19-23；粟冠昌，〈清代廣西土官制度改流述議〉《廣

西民族研究》第 1 期（1990）；〈清代廣西土官制度的衰落〉《廣西民族研究》第 1、2 期（1991）；余宏模，〈試

論清代雍正時期貴州的改土歸流〉《貴州民族研究》第 2 期（1997），頁 26-34；〈試論清朝前期貴州的土司制

度〉《貴州民族研究》第 1 期（1997），頁 74-82。 
33

 目前研究仍以清末改土歸流為論述主軸，例如：王文成，〈近代雲南邊疆民族地區改土歸流述論〉《民族研究》

第 1 期（1993），頁 41-48；〈土流並治在近代雲南邊疆的全面確立〉《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 4 期（1993），

頁 29-34；董守義，〈清末改土歸流決策論〉《史學集刊》第 1 期（1992），頁 40-45；張秋雯，〈清末巴塘變亂

之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期（1981.7），頁 227-244；何一民，〈二十世紀初年川邊藏區

政治經濟文化改革論述〉《西南民族學院學報》第 3 期（2001），頁 50-60；林俊華，〈從〝土〞到〝流〞的歷

史趨勢—試論〝川邊改土歸流〞的歷史背景〉《康定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11 卷第 2 期（2002），

頁 18-23。 
34

 趙雲田，〈清末川邊改革新探〉《中國藏學》第 3 期（2002），頁 38-48。 
35

 例如：葛劍雄，《簡明中國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年)；藍勇，《西南歷史文化地理》(重慶：

西南師範大學，1997 年)；郝正治編，《漢族移民入滇史話》(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 年)；蒼銘，《雲

南民族遷徙文化研究》(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97 年)；古永繼，〈明代雲南的謫流之人〉《思想戰線》第

1 期（1992），頁 84-89；陳斌，〈試論明清時期瑤漢民族的融合〉《思想戰線》第 1 期（1991），頁 71-75；羅

康隆，〈明清兩代貴州漢族移民特點的對比研究〉《貴州社會科學》第 3 期（1993），頁 104-108；蘇建靈，〈明

清時期漢族人口向壯族地區的遷移〉《廣西民族研究》第 1、2 期（1999）；何毛堂、李輝南，〈土司制度對桂

西民族融合的促進作用〉《中南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1987），頁 48-52；李昭賓，〈清代中

期川陜楚地區流動人口與川陜楚教亂（1736-1820）〉；梁志源，〈清代中期苗漢關係之研究—以川楚雲貴地區

為例（1723-185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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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密切的關係。整體而言，統治者從鞏固邊疆地區的統治的目標出發，在向邊疆移民和

處理邊疆地區的民族關係等方面，有哪些考量並相應的採取哪些治理對策，仍值得進一步

研究探討，為本文提供思考的方向。此外，西南邊疆地區外來移民和本地民族關係之發展，

是在哪些因素影響和制約下形成的?對於上述類型的民族關係，以及因此關係所造成西南地

區發展演變的複雜影響，頗值得深入研究。目前關於近現代西南地區民族關係的探討迄今

還討論不多，也是頗待加強研究的一個範疇。 

以下將西南地區教育、文化等議題研究，分為以下幾個面向回顧： 

1.有關教育政策與制度及教育史之研究有關教育政策與制度及教育史之研究有關教育政策與制度及教育史之研究有關教育政策與制度及教育史之研究 

教育政策是統治者整體政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歷代的統治者皆明白「亂世用武，

治世用文」的道理，在「以武功定天下」的同時，亦重視「以文德治天下」。明清兩朝在西

南地區推行的教育政策，絕大部分仍與全國一致，然而亦針對西南地區在政治、經濟、文

化和民族成份的差異，相應採取一些特殊的教育政策。在多民族或多元文化的國家中，少

數民族教育是在少數民族與主體民族相互影響中存在和發展的，其能保持自身民族教育的

特色，主要取決於自身的各種因素及其文化教育的特點，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主體民

族文化教育的影響。在此部分，葉高樹之《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以清朝統治者從學習、

選擇、接納漢文化，至維護本族特質的歷程作為討論的主軸；並就「征服政權」與「中原

政權」二重特徵的角度，分別就統治意識、繙譯漢籍、官修史書、思想控制、編定群書及

國語騎射等主題，再以清朝前期諸帝的治術為聯繫，探討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如何凝聚出

既富有滿洲特色，又融合中國傳統的集體價值觀，以期闡明文化政策與維持帝國體系和諧

穩定的重要性。36此外，安永新、沈其榮、薛麗雲、蔡壽福、王錫宏等人亦有深入研究。37王

笛則討論清末「新政」與四川近代教育的興起的關係。38清朝政府宣布「新政」之始即將〝興

學育才〞置於首位，不僅奠定四川教育的基礎，亦與日後四川辛亥革命有直接的關連。同

                                                   
36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香出版社，2002 年）。 
37

 安永新認為明清兩代都十分注重對邊疆少數民族的〝教化〞，除在各宣慰司、宣撫司及府、州、縣、衛設立

官學和書院外，亦採取諸多措施例如：重視土司子弟教育等。雖然其目的是為了鞏固政權，受教育者亦多為

土司、官吏與有錢人家子弟，然而以儒家學說為代表的漢族文化亦得以進入貴州地區，而外地的知識分子亦

得以進入貴州，在貴州受教育者藉由科舉考試的途徑至全國各地，加強了貴州與其他地區的交流互動；安永

新，〈封建教育制度在貴州的形成和發展〉《貴州文史叢刊》第 3 期（1991），頁 75-82；〈明代至解放前的貴

州民族教育〉《貴州文史叢刊》第 3 期（1989），頁 73-86。沈其榮則強調雲南是一個多民族的邊疆省份，民

族教育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並認為師資不足才是影響教育的發展和質量之因。師資問題的確是影響和決定

教育質量的優劣及教育發展的速度，夏長雲即注意到西南邊疆師資問題的重要性。薛麗雲、蔡壽福則將少數

民族接受漢文教育的歷史加以闡述。明代以後，雲南漢族人口逐漸占為多數，使漢文化教育進一步發展，在

民族雜居區辦學較為普遍，對於少數民族亦多有優惠的教育措施，但因地理位置、政治、經濟等方面因素的

影響，幾起幾落，步履艱難；王錫宏則認為少數民族教育的發展，既受教育規律的影響，亦受民族發展規律

的影響。王錫宏，〈少數民族教育發展的民族學思考〉《陜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1996），

頁 158-164。 
38

 王笛，〈清末〝新政〞與四川近代教育的興起〉《四川大學學報》第 2 期（1985），頁 9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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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近代學堂逐步取代舊式書院、學塾，使四川風氣日開、人才輩出。與此議題相關者，尚

有鍾霞、張小莉、陳敏、劉曉紅及黃加文、曾紹東等人的研究，39惟有關清末「新政」對於

西南地區整體近代教育興起的研究，目前尚無統整性的研究。 

有關西南地區考試制度部分，隆名驥40則探討清朝在乾嘉苗民起事（1795-1806）之後，

在苗疆地區針對苗族科舉制度的特殊政策，即為〝邊額〞的設置，認為邊額是歷史的產物，

客觀上造就苗疆地區一批知識分子，改變苗族地區的社會結構，亦提高苗族人民的文化素

質，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劉光智41則將科舉制度在雲南地區施行情形與內容作完整的分

析。在政治環境與經濟基礎發生變化後，教育制度相應為之改觀，在多民族地區〝興學育

才〞只著眼於漢族是根本行不通的，而在教育形式內容上都必須適應民族地區的特點，是

值得參考的一個重要視角。 

西南邊疆教育的政策除了政治、經濟、師資等因素的制約外，民族構成的複雜性與分

布的分散性，則是邊區教育須面對的問題。教育的發展需考慮當地共同性與特殊性的關係，

由於少數民族地區各族文化發展與水準不同，甚至同一民族內部的發展也不平衡，須訂定

一套既可遵循一般教育普遍性規範，又能兼顧當地特殊民族的規律，在學制、課程設計、

規章制度等需多作考量。對於相關的研究則仍有發展的空間。 

2.有關西南地區各級學校教育有關西南地區各級學校教育有關西南地區各級學校教育有關西南地區各級學校教育、、、、區域教育之研究區域教育之研究區域教育之研究區域教育之研究 

清代在教育史上為一承先啟後的重要轉折時期，官學、書院，社學、義學較之明代更

有所發展。社學、義學大抵屬於蒙養教育的範圍，為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教育史上特色之一，

小川嘉子認為鑑於明末書院的自由思想導致明朝滅亡，清初對書院的箝制形成當時教育及

學術的空白，政府壓制書院、獎勵義學，使義學獲得相當大的發展空間，並認為義學的建

置，是近世中國村落生命共同體中，屬於教育的一環，與育嬰堂、養濟院、清節堂等社會

救濟設施一樣，是村落內部互相救濟，謀求福祉的一項措施；42而何炳棣的研究則指出明清

時代的社學、義學的普遍，擴大了教育機會，使貧寒子弟在仕進之途有了立足點的平等，

促進了明清社會向上流動的趨勢。43此外，張羽瓊、蔣立松、王綱等人亦分別針對義學、社

                                                   
39

 鍾霞，〈清末新政與邊疆地區的現代化—以廣西為例〉《學術論壇》第 11 期（2005），頁 152-155；張小莉，〈清

末〝新政〞時期政府對教育捐款的獎勵政策〉《歷史檔案》第 2 期（2002），頁 113-118；陳敏，〈在歷史進步

的背後—清末新政時期學堂教育發展缺失論〉《寧夏社會科學》第 4 期（2004），頁 88-92；劉曉紅，〈淺談清

末〝新政〞後的教育改良〉《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9 卷第 4 期（1999），頁 64-66；黃加

文、曾紹東，〈論清末〝新政〞時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影響〉《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5 卷

第 1 期（2002），頁 19-23。 
40

 隆名驥，〈〝邊額〞考評〉《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 期（1988），頁 35-39。 
41

 劉光智，〈科舉制度在雲南的興廢〉《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 1 期（1986），頁 102-106。 
42

 小川嘉子，〈清代に於ける義學設立の基盤〉，收於林友春編，《近世中國教育史研究》（東京：國土社，昭和

33 年 3 月），頁 281；頁 307-308。 
43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pp20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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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及書院等各別地區的教育加以探討。44 關於近代教育的部分，西南地區因地處西南邊疆，

經濟、文化較為落後。清末新政及新學風氣傳入的影響，加上一批熱心教育人士的倡導，

新式學堂逐漸興起，夏長營、婁述之、蔣德學、劉光智等人均針對此一時期分別以不同類

別的教育加以研究探討。45近年來區域研究風氣勃興，區域教育研究亦隨之出現。關於西南

地區的區域教育研究，姚熾昌、李毅然、徐德應、吳崇津、林俊華及梁甌第，在對於當地

義學、書院的興衰、小學堂的興起與國民學校的興廢加以介紹與分析。46桑兵則是以新式學

堂教育所造成的學生群為討論主體，試圖了解接受新式教育及接觸西方新知的學生，如何

與傳統社會產生矛盾？又如何致力於社會民主化，造成社會結構的轉變。47另一位美國學者

莎莉．波斯維克（Sally Borthwick）則試圖了解中國如何從傳統教育發展至新式教育，著重

於社會各階層在新式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其研究跳脫注重教育制度與思想研究的方式，

提供近代教育的另一種面向；48 日本學者阿部洋則著重於中國近代教育中學堂經費和社會

民眾關係，並對清末各地毀學情形進形分析量化的統計研究，勾勒出新式教育對於近代社

會群眾生活的影響。49  

                                                   
44

 張羽瓊首先把〝義學〞定義為以貧寒子弟為教育對象的免費蒙學。並認為清朝政府推行〝改土歸流〞以後，

在西南地區大力發展義學，將它作為向各族人民施行〝教化〞的重要工具，認為興辦義學的政治作用大於社

會教化作用。張羽瓊，〈論清代貴州義學的發展〉《貴州文史叢刊》第 1 期（2002），頁 55-60；蔣立松則認為

雍、乾、嘉、道時期貴州社學與義學的發展是坎坷艱難的。大批義學遷徙不定或寄址於寺廟，辦學條件十分

艱苦，加之各義學恆產不多，且官員侵蝕等情況，舉步維艱，是以辦學的客觀條件來看貴州義學的發展。不

過他認為社學、義學仍對此時期貴州文化教育的發展產生影響，其目的雖在〝化導〞，但亦積極推動漢文化

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同時有協助貧寒子弟接受教育的社會功能，看法與張羽瓊顯有不同。蔣立松，〈清

朝前期貴州少數民族地區社學、義學發展述略〉《貴州民族研究》第 4 期（1998），頁 137-141。王綱認為清

代四川書院的創辦、恢復、發展等，無論從數量、規模和影響皆巨，對於四川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科

學技術等方面貢獻很大。不僅為清朝政府培育大批地方官員，亦造就較高水準的知識分子，同時對保存文化

典籍及在文化基礎教育方面均有所貢獻。王綱，〈清代四川書院略論〉《清史研究》第 1 期（1991），頁 12-17。 
45

 夏長營說明清代貴州的師範教育機構以貴陽為中心，因地方財力的困窘使貴州的師範教育時興時廢。夏長

營，〈清代貴州師範教育〉《貴州文史叢刊》第 3 期（1988），頁 83-86；婁述之說明清末的中學堂分官立、公

立兩類，並將貴州中學教育的教育宗旨與內容、課程設置與管理加以闡述。婁述之，〈清末貴州中學教育考

略〉《貴州文史叢刊》第 3 期（1990），頁 89-92。蔣德學則說明貴州社會因經濟發展的需要亟需培育各項實

業技術人才，此為職業教育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同時認為職業教育不僅為全國社會大變革的產物，亦為貴

州社會變革的先導，許多從外省聘來的教師或外國教師，在傳播西方先進思想與開啟民智上皆有促進的作

用。蔣德學，〈清末貴州的職業教育〉《貴州文史叢刊》第 4 期（1986），頁 29-33。劉光智說明雲南僻處西南

一隅，文化教育向來落後於內地。清末因大勢所趨，教育制度也跟著變化，各類學校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

尤其在邊疆地區開辦〝土民小學〞是雲南少數民族歷史上的一項創舉。雲南民族研究所編，劉光智著，〈雲

南近代小學教育的建立與發展〉《民族研究文集》（昆明市：雲南民族出版社，1987 年 6 月），頁 241-259。。 
46

 姚熾昌，〈明清時期錦屏的辦學情況〉《貴州文史叢刊》第 4 期（1988），頁 67-70；李毅然，〈清鎮教育發展

與人才造就〉《貴州文史叢刊》第 1 期（1992），頁 125-130；徐德應，〈台江近代學校的發展及其社會條件〉

《貴州文史叢刊》第 1 期（1991），頁 67-72；吳崇津，〈明清及民國時期惠水縣教育概況〉《貴州文史叢刊》

第 2 期（1992），頁 54-57；林俊華，〈甘孜藏區學校教育開發史探討〉《西藏研究》第 2 期（1993），頁 39-46；

梁甌第，〈川康區倮儸之教育〉《西南邊疆》第 1 期（1987），頁 16-22。 
47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臺北：稻禾出版社，1991 年）。 
48

 Sally Borthwick, Education and Change in China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Era.(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

sity ,1983) 
49

 阿部洋，《中國近代學校史研究—清末におる近代學校制度の成立過程》（東京：福村出版株式會社，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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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關西南地區文化議題之研究有關西南地區文化議題之研究有關西南地區文化議題之研究有關西南地區文化議題之研究 

中國歷代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邊疆民族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創造與綿延有其直

接或間接的貢獻，中原文化對於邊疆文化也具有兼容並包的精神。因此，邊疆少數民族地

區的社會現象、風俗習慣自然不能忽略；欲了解中原文化，亦不能忽略邊疆文化之作用與

影響。清代〝改土歸流〞後對於西南各民族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學界對於當地之文化發

展亦多論述。李漢林、趙世林、宋恩常、黃新學、陸科閔及劉嚴付、向曉東等人分別從生

活習慣、文化傳承、習慣法及社會風俗的改革等角度切入研究。50楊庭碩、羅康隆合著的《西

南與中原》則為系統地運用民族學的理論，以西南與中原的關係深入而細緻地探討西南與

中原的文化互動關係，以及多民族地區的現代化途徑，提出西南各地自我更新的原則和可

嘗試改善的分析指標，見解頗為獨到，是一部大架構的作品。51 

清朝政府在確認了〝教化為本〞的治理原則後，除了對教育的重視，亦逐漸形成完善

的鄉村社會教化體系。關於教化的議題，王先明、尤永斌對於清代鄉村社會教化體系之形

成、發展及其演變之作出深入而詳實的探討。52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教化體系的確是朝廷須

面對的棘手問題，其成敗攸關朝廷的興衰。清王朝入關之後，在接納儒家文化和明朝基本

制度的基礎上，建構了一套比較成功的鄉村社會教化體系，用以對鄉村社會的廣大民眾實

行思想控制，官方主要有社學、書院和保甲組織；此外非官方的宗族、鄉約、私塾和義學

亦扮演教化的重要角色。除了常規性教化組織外，一些非官方的教化形式如宗教、戲曲等，

也具有教化的功能。然而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導致中國社會結構和文化規範的劇變，從

而使得清王朝傳統的鄉村社會教化體系發生歷史性的變遷，為相關研究提示重要的方向。  

4、、、、有關西南地區邊臣疆吏等歷史人物的研究有關西南地區邊臣疆吏等歷史人物的研究有關西南地區邊臣疆吏等歷史人物的研究有關西南地區邊臣疆吏等歷史人物的研究 

邊臣疆吏對於邊疆地區政策或措施的推行成效，以及其施政對當地的影響，關係密切。

                                                   
50

 李漢林則從生產工具、生產組織結構、生活習俗等的變遷進行分析；李漢林，〈文化變遷的個例分析—清代

〝改土歸流〞對黔中苗族文化的影響〉《民族研究》第 3 期（2001），頁 74-78；趙世林說明文化傳承的機制

和規律，重要的文化傳承和有意識的文化藉此得以延續，就雲南少數民族文化傳承而言，叢林、火塘、寺廟、

學校等都是主要文化傳承場，學校漸居重要地位。趙世林，〈民族文化的傳承場〉《雲南民族學院學報》第 1

期（1994），頁 63-69。宋恩常則將漢字在傜族社會中的傳播時間、傳播方式及與傜族傳統語言的關係及其影

響作詳實的介紹與分析。宋恩常，〈漢字在瑤族社會中的傳播及其演變〉《雲南民族學院學報》第 3 期（1991），

頁 25-28。黃學新、陸科閔說明在黔南侗族自治州內的一塊改革風俗的《永定風規》石碑，分析其社會意義，

在革除當地弊端（還娘頭）以及完整保存當地改革彩禮習俗的過程，皆有其貢獻。黃學新、陸科閔，〈侗族

《永定風規》碑與它的社會意義〉《貴州文史叢刊》第 3 期（1986），頁 113-116；劉嚴付、向曉東，〈趙爾豐

對川逼藏區風俗的改革〉《四川檔案》第期（2001），頁 38-39；李廷貴、酒素李對苗族歷史文化中〝習慣法〞

作出深入而精闢之研究，其社會功能與制約效力絲毫不遜於成文法。並認為要研究苗族之歷史文化，加強苗

族地區之法制建設，皆須從了解苗族〝習慣法〞著手。李廷貴、酒素，〈苗族〝習慣法〞概論〉《貴州社會科

學》第 5 期（1981）。 
51

 楊庭碩、羅康隆合著，《西南與中原》(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2 年)。 
52

 王先明、尤永斌，〈略論晚清鄉村教化體系的歷史變遷〉《中國近代史》第 8 期（1999），頁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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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玉林〈擴大邊臣疆吏研究的視角〉53是近年來研究邊疆歷史人物中強調理論性的論述，提

示對邊疆人物的研究方法與途徑。針對西南地區個別人物的研究，例如：王纓54、劉本軍55對

於鄂爾泰之研究，強調其確立改土歸流的方針，提出改流的目的、措施及策略並有效地推

行，使改土歸流與解決當地民族問題和促進邊疆開發緊密結合，為清代前期歷史和西南民

族史上極具影響力的人物；此外，另有伍新福、龍尚學，以及劉毅翔、譚佛佑、鍾霞、何

一民、張秋雯、盧雪燕等人分別對於西南地區之邊臣疆吏作出個別的研究。56羅威廉( William 

T. Rowe)則對於陳宏謀在雲南的施政及教育作分析研究，強調陳宏謀以「教養」二字作為施

政的根本；其次，在其研究中認為陳宏謀重視文化的價值、婦道規範、社會準則，以及公

共生活的和諧等思想，這些成為日後中國教育的圭臬。57  

二二二二、、、、綜合檢討與展望綜合檢討與展望綜合檢討與展望綜合檢討與展望 

整體而言，關於前述幾個面向的初步分析仍以綜論西南邊疆地區的民族政策與邊疆開

發議題受到較多的關注，且仍較偏重於清代前期之研究。然而，溯源的研究固然重要，要

理解與掌握現今西南各少數民族文化教育的由來與現狀，則不能忽視近代以來的研究；此

外，對於各時期治邊思想或非決策人物的治邊思想，以及在治邊思想下所產生的治邊政策，

有其形成與發展過程，頗值得深入探討，仍是稍嫌薄弱的研究範疇。同時對於治邊政策或

邊疆開發，較缺乏與其他邊疆地區差異性與類比性的研究，亦值得加以比較研究。 

在元明清三代的土官土司制度和明清的改土歸流的研究部分，近年來雖已不限於土官

                                                   
53

 邢玉林，〈擴大邊臣疆吏研究的視角〉《中國邊疆史地論集》(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 年)。 
54

 王纓，〈鄂爾泰與西南地區的改土歸流〉《清史研究》第 2 期（1995），頁 32-39。 
55

 劉本軍，〈鄂爾泰改土歸流的善後措施〉《雲南社會科學》第 6 期（1999），頁 72-78。 
56

 伍新福探討苗民在〝乾嘉起事〞後傅鼐在治理湘西十餘年間實施的政策措施，建立〝苗防屯政〞的體制，同

時與和琳的《湖南苗疆善後章程》做一比較，認為他在文教化導方面的政策措施是成功的。伍新福，〈傅鼐

〝治苗〞政策評述—兼析與和琳《善後章程》的異同〉《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6 期（1990），

頁 26-32；龍尚學則對賀長齡撫黔事蹟作完整的介紹，對其咨訪民瘼、勤求吏治、獎勵農桑、振興文教、重

視修志等治蹟，使貴州農業經濟與文化教育得以發展，給予高度的肯定。龍尚學，〈試論賀長齡撫黔〉《貴州

文史叢刊》第 3 期（1986），頁 66-72。在近代人物研究部分，劉毅翔、譚佛佑分別論述黔省遵義名士黎庶昌

對於近代教育改革的貢獻，將西方文明資訊傳入貴州，在貴州維新史上有其重要的影響力。劉毅翔，〈貴州

開眼世界的第一人—黎庶昌〉《貴州社會科學》第 9 期（1992），頁 41-46；譚佛佑，〈論黎庶昌對中國近代教

育的貢獻〉《貴州文史叢刊》第 3 期（1992），頁 93-98；鍾霞56對張鳴岐之研究，清朝政府在全國推行新政，

時任廣西巡撫的張鳴岐抓住契機，面對廣西地處邊陲、民智未啟然而資源豐富，全力推展其施政理念，致力

於廣西各項事業的建設，促進廣西的近代化。鍾霞，〈張鳴岐與清末廣西近代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13 卷 2 期（2003），頁 48-57；何一民則研究對四川新政改革有所貢獻的川督錫良，使晚清四川的政治、經

濟、文化、教育、軍事皆發生重要的變化，推動四川社會的近代化。何一民，〈錫良與晚清四川近代化〉《四

川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3 期（1993），頁 87-93；張秋雯、盧雪燕二人則以趙爾豐的歷史角色為中心，

針對川邊改流相關問題及其影響作出評價。張秋雯，《趙爾豐與瞻對改流》(臺北：蒙藏委員會，2001 年 8 月)；

盧雪燕，〈趙爾豐經營川邊之研究（1905-1911）〉(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12 月)。 
57575757
    William T.Rowe.,Education and Empire in Southwest China: Ch’en Hung-mon in Yunalman Benjamin,Woodside, 

Alexander,ed.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600-190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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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制度與改土歸流內容、意義和影響等一般性的探討，已出現上述制度在各省區的施行

並結合具體問題研究的趨勢，頗具深度的整體研究雖有，但仍不足，尚待努力。土司土官

制度對於邊疆民族關係和各民族對於內地文化的認同感，以及對邊疆地區政治、經濟、文

化的影響，除了微觀的研究分析，宏觀的整體研究則顯不足；對於歷史事件鋪敘的比例亦

高，對於相關理論探索則尚待加強。此外，西南地區外來移民和本地民族關係之發展，是

受哪些因素制約和影響，及造成複雜的演變，是頗值得深入研究的範疇。 

除了受近年來多元文化教育所引發的研究趨勢外，綜合前述幾個面向研究的初步分

析，不難發現兩岸關於西南地區邊疆及文化教育之研究成果，在數量上相差極為懸殊。大

陸學者雖在政治環境的影響下，對於涉及民族意識之相關研究仍不自覺較偏向於馬克思主

義理論，所佔比例仍屬偏高。不過自 1990 年以後，已逐漸走出以馬克思理論研究中國史所

出現的困境，並挾其地利之便，以及人力資源之充足，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

究中心為主導，加之以西南地區省份為主的相關社科類期刊，不斷登載有關西南研究的論

文，遂於此領域中擁有豐碩的研究成果。不過，大陸地區研究論文雖在數量上雖佔優勢，

然而卻水準不一。也因改革後起步較晚，對於西南研究仍較欠缺對於整體西南文化以及對

西南變遷連續而全面的研究，仍存在許多觀念和方法上的含混以及西方理論術語的簡單套

用的現象。部分研究篇幅不大，似欠缺深度與廣度；同時解讀史料與理論方法的運用仍嫌

不足，在「質」的部分，須加強與外界的學術交流，吸收相關的理論與方法，提升質的水

準。 

反觀臺灣地區，環繞西南這個主題領域的研究，基本上仍是偏低的。就西南邊疆與文

教議題而言，尤其是教育這一門類，研究者實屬寥寥。邊疆教育的檢討、回顧、展望與芻

議益顯值得學者們探研。臺灣地區之研究論文在素質上一般而言具有一定水準，在解讀史

料與史料運用上亦較嚴謹。也許早期囿於客觀環境的影響，惟恐紙上談兵，相對反映在西

南地區相關議題之研究。近年來隨著方法論的突破與更新，研究取材的領域亦隨之擴大，

不再侷限於傳統史料上。僅就紙上資料而言，方志、族譜，與社會學、民族學調查報告的

大量採用，加之以電腦網絡資訊的不斷翻新，均足以顯示近年來在研究取材的擴增。如何

強調西南地區的特色及西南地區相關研究的突破與創新，還是在於研究方法與理論的拓展

與更新。近年來臺灣地區受西方史學的影響，亦呈現出多樣化發展的趨勢，除了增加跨學

科的合作與研究，多加強在研究成果上「量」的提升，注重研究人才的培訓，同時加強兩

岸間學術上的交流與對話，重視彼此的研究動態，並建立合作關係，期能促進西南地區相

關議題的研究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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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架構 

一一一一、、、、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將運用傳統歷史學文獻分析法為主，並作相關議題之量化統計，進行

分析研究。同時，在處理少數民族之人文與社會背景資料部分，亦須援用教育學、民族學

等學科的理論與概念。本文在資料運用上，主要以各類檔案資料為主，即以目前大陸所選

輯出版清代官方檔案文書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各類檔案資料為資料來源，即《軍機

處．月摺包》、《奏摺檔》、《外紀檔》等檔冊及該院所出版之檔案史料彙編，如《宮中檔雍

正朝奏摺》、《宮中檔乾隆朝奏摺》及根據該院所藏奏摺影印之《宮中檔嘉慶朝奏摺》、《宮

中檔道光朝奏摺》等，以及該院所藏有關西南地區之地方志亦為重要參考資料。此外，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內閣大庫檔案所出版之《明清檔案》亦將參考應用。至於大陸

地區所藏的清代檔案，目前因客觀因素未能前往參考使用，僅能就其出版品加以利用，如

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出版之《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雍

正朝起居注冊》等。就性質而言，此類檔案史料主要為地方臣工進呈皇帝的書面報告，屬

清史研究之直接史料，故擬從上述檔案中爬梳相關資料，再加以整理分析。再者，方志的

內容多樣、廣泛而全面，亦有「資政輔治」的作用，清代西南地區各省地方官方所編修的

方志，在內容上雖繁簡不一，水準或有參差，然而對於該地區的教育皆有所記錄，亦值得

分析研究。在已刊史料部分，將參閱地方官員之文集、大陸已出版之少數民族地區調查報

告、報刊雜誌等，並蒐羅教育史發展論著、近人相關學術專著等，期能以豐富翔實的資料

為基礎，對此一課題作深入探討。 

二二二二、、、、章節架構章節架構章節架構章節架構 

清朝對於西南等邊陲地區進行開發及政治改革的同時，亦留心文化教育潛移默化的作

用，進一步在當地推動一系列的措施。其目的是把西南地區置於大清版圖「一體」的整體

概念下，漸漸彌補以往土司地區的不足及縮短與內地州縣的差距，有利於彼此間的互動交

流。除了在府州縣設立儒學和書院之外，並採取對土司子弟教育的加強、設置地區性的義

學及增加學額與開設苗科等措施以對少數民族進行教育，即兼重少數民族人才的選拔與培

育。本文之研究重點，將探討清朝政府對於西南地區具體的文教措施：包括學校教育、科

舉考試等為論述主軸，尤以涉及少數民族的之措施為主，從教化的觀點切入，闡述清朝政

府如何針對西南地區的特性制定相關的民族政策與文教政策，以其於西南地區的治理為背

景，經過各朝沿邊督撫等官吏推展，所呈現之成果及影響。 

    在章節安排上，除緒論和結論外，本文共分為四章。第二章〈西南地區文教措施之實

施背景〉共分為三小節，第一節〈西南地區的人文地理及社會背景〉則以經濟生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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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及文化教育三方面說明清代以前西南地區的發展狀況及亟待清朝政府解決的問題。第

二節〈清朝對西南地區的治理政策〉，在緒論中已釐清西南「邊疆」與「苗疆」的界定，而

邊疆政策與國家構成的體制以及民族思想意識的變化相關，清初諸帝的邊疆政策的思想淵

源多少依循歷代邊疆政策中民族統一的概念發展模式，清初諸帝大一統的籌邊思想及其政

治智慧，反映在治理西南地區問題的態度上，制定相應的邊疆政策及民族政策，進而推動

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三節〈清朝政府政策之確立及其施行〉，則敘述清朝政府對於西南地區

的治理如何由清初的招撫和羈縻政策，轉變為雍正朝以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的實施與苗疆

開闢，以及中期以後「苗防屯政」與「苗地歸苗」等政策的施行作分析闡述。 

第三章〈西南地區學校教育與科舉考試的實施〉共分為三小節，第一節〈行政區域之

調整與學校教育機構之設置〉，改土歸流後，除了部分地區仍保留土州、土縣等小土司，

絕大部分的土司及新闢苗疆地區，皆設府治、州、縣等實施與內地一致的行政制度，同

時隨後設學校及開科取士，加強當地的文教工作。對於偏遠極邊地區就學不便的子弟亦

未嘗忽視，在適當的地區設立地方儒學及考棚鼓勵其努力向學，倡導並傳播儒學及倫理

道德，欲從精神層面加強對於這些少數民族的統治，同時也為清朝政府培育管理的人才，

是清朝政府重視當地文教工作的重要目的之一。其次，針對邊疆地區師資缺乏，特予部

分地區的學官諸多優惠的措施以示獎勵；由於改流之土司田業及逆產，以及農村市集等

稅收挹注，使地方儒學在經費收入部分較為穩定，有助於儒學的正常運作。由於疆域的

遼闊，地方儒學的發展因歷史人文及民族風土之不同，清朝政府既要顧及各民族原有的

文化背景及其差異性，又須兼顧朝廷統御邊疆地區的戰略利益，自然對於不同的邊區及

民族，採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儒學的發展模式，亦因此而多有參差。亦透過加額取進、

學額調整與增廣學額等優惠措施增加少數民族入學與中舉的機會。第二節〈西南地區書

院的設置與發展〉，首先簡略交待清代以前及清代書院的設置與發展背景，作為清代西南

地區特殊的人文地理與社會背景下所發展出來的書院教育比對剖析之用；其次書院在各

地的發展過程不斷地和當地既有的文化特色交流，在整合各種文化和民族傳統的過程中，

教育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西南地區尤然。書院的發展尤其在官學化以後，稍具規模的書院，

其功能和政府的州縣學校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同時，書院亦漸負有社會教育的功能，尤其

當書院的發展逐漸集中於城市，甚至其後發展出與科舉考試相結合，清朝政府從教學管理

上加強對書院的控制，書院在對於地方文化發展的過程中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在書院

的管理及運作上，清朝政府除了嚴格限制書院的設置地點，對於教師的聘任及學生的錄取

考核皆訂有嚴格規範；其次，書院的學規絕大部分仍以「勸諭」為旨意，雖不免流於傳統

處罰式的型式，至少仍能透過學規，對於入書院肆習準備科考的士子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還是有其正面的功能與價值。同時在經費籌措與運用上，透過官府撥款、私人捐助，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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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區當地裁汰土司之田業叛產等不同的經費來源挹注，使其賡續經營。書院在西南地

區的發展難免須依附政府的力量，然而在政治力量之外，亦代表文化上兼容並蓄的精神，

不斷與地方文化交流，帶動地方文化教育的發展。第三節〈科舉考試的優惠與防弊措施〉，

科舉制度發展至清代，仍可見其對於文化教育發展的影響與推動，尤以邊疆地區更為顯

著。通過對於邊疆地區的科舉中額之分配與增加科舉名目等措施，以及科舉與學校教育

相結合，地方興辦學校、設義學，逐漸發展為學校培育的目標即為準備科舉，科舉考試

的內容則遷動學校教學的內容。然而，優惠與防弊實屬一體的兩面，清朝政府在西南地

區實行許多優惠措施之後，則予僥倖者可乘之機，諸多弊端應運而生，從而採取諸多相

應的防弊措施。 

第四章〈西南地區的學校教育—以義學為主的考察〉共分為三小節，第一節〈義學之

設置與發展〉，說明清朝由社學至義學的設置與發展，同時，清初壓制書院並不必然由義學

取代之，而是在此背景下，社學、義學發展呈現此消彼長的態勢，義學逐漸取代社學而蓬

勃發展，成為清代主要的地方蒙學的教育機構；此外，還有另一類屬於官辦性質的義學，

教學對象以少數民族為主，「訓以官音、教以禮義、學為文字、課以經書」，中央朝廷對於

邊陲地區的基礎教育如此費心重視，主要在於欲透過社學、義學的廣泛設置，將朝廷的政

治權力有效傳達偏遠的帝國神經末稍，一方面達到文教上移風易俗、宣揚王化，另一方面

則利於政治上的管理與控制，並以四個階段說明清朝西南地區義學的發展。第二節〈義學

的管理、教學與經費〉，分為管理、教學及經費三部分說明義學的運作情形。基本上清廷對

於義學的管理為在政策上的管理及掌控，並將扶持、誘導和控制相結合。本節首先說明義

學的教育目的、教師及學生的資格、待遇及考核，以及課程規劃與教學活動、課程內容及

教材。最後探討義學經費的來源與運用，除了政府經費的資助，清代的社學或義學，基本

上多為官立或「公」立的；而私立的義學，大多獲得地方官員的資助。由於「官」或「公」

經費對於義學的資助，使義學較能持續的發展。本節並分析捐助者身分，以及舉例說明經

費的運用及管理情形。第三節〈西南地區義學發展的特點、成效及其意義〉，西南地區義學

的發展特點為，因政府的政策而得到有利的發展空間，並在皇帝諭旨及政府倡導下曾一度

積極發展，義學的發展在許多部分可以觀察出政府力量的介入。其次，即便是所有蒙學設

立的初衷在於「蒙以養正」，並非求得功名利祿，然而在現實環境的變化及影響之下，主客

觀的需求促使義學等蒙學教育與地方官學的聯繫不斷增加。然而，清朝在西南地區還有另

一類官辦的義學和一般義學在涵意上有些不同，為官府在少數民族地區設立，主要招收對

象為少數民族的子弟，啟發當地童蒙並為進入官學作準備。除了國家政策的倡導及皇帝的

諭令之外，各級官員的倡導與重視，直接參與義學的設置，視為施政的要務；在地方官員

的倡導下，各地衿紳紛紛起而效尤，使當地義學蓬勃發展，方能有所成效。最後分別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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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在文教政策上、官學系統以及承先啟後的功能上闡述義學教育的歷史意義。 

  第五章〈清末新政時期西南地區的文教措施〉共分為三小節，第一節〈清末的民族政策

與文教政策的轉變〉，說明清朝政府透過行政管理政策的調整及推行「新政」政策實施清末

的民族政策；文教政策亦在洋務運動與百日維新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明訂教育宗旨，除了

制定新學制及設立新的教育行政組織及新式學堂；同時廢除科舉、獎勵留學培養高級專門

人才為清末新式學堂的推廣奠定基礎。第二節〈清季西南地區新式學堂的設立與運作〉，說

明清朝政府以書院、義學改制學堂、私塾改良為學堂及獎勵與處罰措施並濟等方式推展西

南地區的新式學堂教育；清末新政對於西南地區現代化影響深遠者，就是文化教育上的變

革，使傳統觀念向現代觀念轉型，有開啟民智的作用，大力推展新式學堂，邁出中國教育

近代化歷程中極其重要的一步。在學堂的設立與發展過程中，採取獎勵與處罰並濟的措施，

使西南地區的各類新式學堂迅速發展，其中不乏配合當地民情，採取不按學部定章因地制

宜的措施，設立頗具當地特色的新式學堂。在學堂的運作方面，不論在經費籌措、學校的

管理及教學與課程部分亦顯現出這種特質。第三節〈清季西南地區的文教措施—以川邊為

例的考察〉，將以清末改土歸流主要的實施地區川邊為例，考察清朝政府在川邊新式學堂及

社會教化的推廣與改良，並試析清末經營川邊的積極意義與侷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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