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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名稱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名稱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名稱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名稱暨暨暨暨學校教育記事簡表學校教育記事簡表學校教育記事簡表學校教育記事簡表（（（（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    

 

歷史上的稱謂 族    名 自    稱 

朝   代 稱                   謂 

語言系屬 分布地區 學校教育記事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1-1 

 

先   秦 蠻人、三苗、苗、髳 

秦 黔中蠻 

漢 武陵蠻、五溪蠻、盤   蠻 

晉 長沙蠻、漊州蠻 

南北朝 荊雍、州蠻 

隋 灃中蠻、零陽蠻 

唐 酋溪蠻、潛陽蠻、揚州蠻、 

石門蠻、辰州蠻 

 

宋 苗 湖南城步苗已有進士（楊正修） 

元 苗、辰灃苗、貴州苗、九溪

十八洞苗、桑州苗 

 

苗苗苗苗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白苗、 

青苗、 

素苗、 

紅頭苗、 

漢苗、 

黑苗、 

蔡家苗、 

九股苗、 

九姓苗、 

蒲人、 

八寨苗、 

長裙苗、 

白倮羅、 

倮羅等 

蒙  豆 

蒙  是 

蒙  瓜 

蒙  陪 

蒙  綢 

蒙不阿 

果  雄 

等 

 

明 

清 

苗、紅苗、花苗、黑苗 

漢藏語系 

苗傜語族 

苗語支 

主要分布於貴

州、雲南、湖

南，其餘分布四

川、廣西等地，

少數散居廣東

海南島及湖北 

湖南城步舉人、進士、武將（楊洪）代不乏人，另有吳鶴等

苗族宿儒；康熙四十三年（1704）在湘西開辦苗疆義學由官

府支付庫廩；雍正八年（1730）設苗疆六廳廣設苗疆義學 

湘西鳳凰廳得勝營龍驥、吳自華開辦三潭書院、恓山書院等； 

光緒三十一年（1904）英國基督教循道公會在貴州威寧創光

華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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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稱謂 族    名 自    稱 

朝   代 稱                   謂 

語言系屬 分布地區 學校教育大事紀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1-2 

先   秦 蠻、荊蠻 

漢 長沙蠻、五陵蠻、五溪蠻 

晉 長沙蠻、漊州蠻 

南北朝 

隋 

唐 

莫徭、徭、夷蜓 

 

明 

 

 

在湖南永州（零陵）及廣西富川的平地瑤區已設學校並有人

中舉；萬曆十年（1582）廣東陽山縣永化都三坑瑤已立社學，

羅定州亦同（《羅定州志》） 

蠻傜、瑤、傜、徭 

 

 

 

漢藏語系 

苗傜語族 

傜語支； 

拉加語屬 

壯傜語

族； 

布努語屬 

苗傜語族 

苗語支 

傜傜傜傜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盤傜、 

布努傜、 

盤古傜、

土傜、 

民傜、 

藍靛傜、 

八排傜、 

背簍傜、 

八姓傜、

黑褲傜、 

長衫傜、

平地傜等 

 

 

勉、優勉 

土優、 

古崗龍、

布努、 

努努、 

金門、 

瑙格勞、 

包諾、優

嘉等 

 

 清 

 

 

 

 

 

 

主要分布於廣

西、雲南、湖

南、廣東、貴州

和江西等六省 

 

 

康熙四十三年（1705）湖南衡州酃縣亦設社學；乾隆三年

（1738）廣西岑溪縣設瑤壯義學(《梧州府志．學校》；廣西富

川之洋沖、恭城之三江，賀縣之新華，龍勝之潘內，大瑤山

之金秀，荔浦之茶城，南丹之八圩，田林之凡昌等均辦過私

塾；雍正三年（1725）湖南永州各屬歲科考試增取三名(《永

州府志．風俗》；咸豐五年（1855）廣西巡撫勞崇光奏請平樂

縣各瑤族增設學額以示鼓勵(《平樂縣志．瑤學》；宣統元年

（1909）在廣西大瑤山今秀四村等地設化瑤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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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稱謂 族    名 自    稱 

朝   代 稱                   謂 

語言系屬 分布地區 學校教育大事紀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1-3 

漢 

晉 

 

南濮、閩濮、裸濮  佤佤佤佤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拉佤 

佧佤 

佤 

布饒克、 

阿佤、 

佤 

望 

清 嘎喇、哈瓦、卡瓦、哈喇瓦、

古喇 

南亞語系 

孟高棉語

族佤語支 

 

主要分布於雲

南省西南部，其

餘分居四川、河

南等地 

沒有文字及學校，停留於刻木記事；清末設土民簡易識字學

塾及沿邊土民學塾 

先   秦 濮人 

晉 濮人、南夷 

漢 苞滿、哀牢、百濮 

布布布布 朗朗朗朗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臘、 

達米臘、 

滿、 

卡坡、 

阿別等 

本人、 

蒲滿、鳥 

阿娃、 

依娃、 

翁拱、 

波朗 

波巴朗等 

唐 朴子、黑齒、望外喻、望、

望宜子、赤口濮、漆齒 

南亞語系 

孟高棉語

族布朗語

支 

雲南省西雙版

納州、思茅、臨

滄及大理州和

保山地區 

沒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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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稱謂 族    名 自    稱 

朝   代 稱                   謂 

語言系屬 分布地區 學校教育大事紀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1-4 

 

漢 越巂羌、青羌、蠻夷、郡夷、

叟 

晉 

南北朝 

唐 

宋 

白蠻、鳥蠻 

兩林、勿鄰、丰琶、阿芋路、

阿猛、夔山、暴蠻、盧鹿、

磨彌歛、馬湖、虛恨、羅殿 

 

明 

 

 

羅羅、保保、倮羅 洪武二十三年（1390）烏撒土知府阿能及烏蒙、芒部土官遣

其子入國子監讀書（《明太祖洪武實錄》），弘治年間有蒙化書

院 

彝彝彝彝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盤傜、 

布努傜、 

盤古傜、

土傜、 

民傜、 

藍靛傜、 

八排傜、 

背簍傜、 

八姓傜、

黑褲傜、 

長衫傜、

平地傜等 

蘇諾、 

納蘇、 

聶蘇、 

迷撒、 

臘魯、 

倮倮、 

里、尼 

阿細、 

諾等 

 

清 

 

羅羅、倮倮 

漢藏語系 

緬藏語族 

彝語支 

主要分布於雲

南、四川、貴州

和廣西四省 

康熙三十一年（1692）建桂香書院 

乾隆二十年（1755）設彝館五所，乾隆年間並有文昌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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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稱謂 族    名 自    稱 

朝   代 稱                   謂 

語言系屬 分布地區 學校教育大事紀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1-5 

 

晉 

 

摩沙夷、旄牛夷、白狼夷、

筰都夷 

 

唐 磨些蠻  

納納納納 西西西西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摩沙、 

磨些、 

摩夢 

摩狄等 

納西、 

納日、 

納汝、 

摩梭、 

喇惹、 

喇珞、 

阮可、 

瑪麗瑪沙 

明 

清 

麼些、摩梭 

 

摩梭支系 

(東部）； 

納西支系

（西部） 

 

主要分布於雲

南、四川、西藏

三省交界地區 

雲南納西木氏土司吸收漢文化及其他少數民族文化，並宏揚

藏傳佛教與道教；清朝雍正年間改土歸流後由土知府降為土

通判，並改派流官知府上任，施行修水利、興辦義學等措施  

漢晉 昆明夷 

南北朝 苴摩     

唐 鍋銼蠻 

拉拉拉拉 祜祜祜祜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鍋銼、 

菓蔥、 

苦聰、古

宗、倮黑 

目舍、緬 

卡桂、阿

當等 

拉祜納、 

拉祜西、

拉祜普、 

戈搓、 

科搓、 

等 
清、民國 倮黑、小古宗、苦聰 

漢藏語系

藏緬族彝

語支) 

雲南省拉祜

納、拉祜西 

沒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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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稱謂 族    名 自    稱 

朝   代 稱                   謂 

語言系屬 分布地區 學校教育大事紀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1-6 

基基基基 諾諾諾諾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摩沙、 

磨些、 

摩夢 

摩狄等 

攸樂 

納西、 

納日、 

納汝、 

摩梭、 

喇惹、 

喇珞、 

阮可、 

瑪麗瑪沙 

清 三撮毛 

攸樂 

 

 

漢藏語系

藏緬語族

彝語支系 

 

 

主要分布於雲

南西北部怒

江，四川省一小

部 

 

漢 烏蠻 

唐 粟粟 

明 倮倮 

 僳僳僳僳 僳僳僳僳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僳僳 

僳僳、粟

粟、粟

漱、僳

蠻、 

等 

清 粟粟、僳僳 

漢藏語系

藏緬語族

彝語支系 

雲南省拉祜

納、拉祜西及四

川省 

在瀘水、碧江、福貢、貢山等地設小學 

先秦 

唐 

和夷、和泥 

和蠻 

 哈哈哈哈 尼尼尼尼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阿泥、 

窩泥、 

斡泥、和

夷、禾泥 

哈尼、 

豪尼、 

和尼、 

雅尼、碧

約、卡

多、峨努 

清 哈尼、路弼、羅緬 

藏緬語族

彝語支系 

雲南省紅河下

游與瀾滄江之

間山岳一帶 

早期以木刻結繩記事；光緒三十年（1904）墨江縣癸能村水

癸大寨創立小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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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稱謂 族    名 自    稱 

朝   代 稱                   謂 

語言系屬 分布地區 學校教育大事紀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1-7 

秦 葉榆 

唐 河蠻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85）大理已建學立師；唐代南詔積極推

行漢文化；宋代大理國專設儒官管理文化教育；元代立社學 

明 白人、僰人 明代設立書院 

白白白白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芶瀰笡、 

民家、七

姓民、虎

家、白虎

人 

白伙、 

白尼、 

雞家、 

白子白女 清 民家、那馬、勒墨 

漢藏語系 

藏緬語系

彝語支 

主要分布於雲

南西部，另散居

湖南桑植、貴州

畢節及四川西

昌等地 

康熙年間各州縣設義學 10-20 所不等；書院教學發展鼎盛；科

舉考試中進士及舉人者相當多人；宣統二年（1910）大理白

族地區中學中學堂改為中學校，並增辦師範學校 

先秦 尋傳蠻、廬鹿蠻 

元 路蠻、盧蠻 

怒怒怒怒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阿龍、阿

怒、怒、

若柔等 

阿龍、 

阿怒、 

龍阿 
明、清 怒人、弩人 

漢藏語族

藏緬語族 

雲南省西北部

怒江及瀾滄江

兩岸，另於西藏

南部察隅縣亦

有少數 

漢代屬越巂郡及永昌郡轄地；唐宋為南詔與大理國轄地，元

明清分屬麗江、維西、蘭坪各地土司管轄；清末為西藏瓦龍

土司之勢力範圍 

漢 羌、西諾羌 學校教育開始於宋，宋政和七年（1117）魏禧建學宮 

明 羌 洪武十五年（1382）在汶川建威州學宮；宣德三年（1428）

在茂州建九峰義學；嘉靖二年（1523）建汶川綿遞學宮 

羌羌羌羌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羌 

 

爾瑪、 

爾芊、 

 

清 羌 

漢藏語族

藏緬語族 

羌語支 

四川省及貴州

省銅仁地區 

乾隆二十五年（1760）建汶川書院；咸豐元年（1851）建汶

川雲峰書院；茂州於道光七年（1827）於九峰書院外設義學

四處；光緒二十九年（1903）改書院為高等小學堂，並增設

八所蒙養學堂；宣統二年（1910）在北川初高等學堂筆發展

至 41 所，學生 83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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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稱謂 族    名 自    稱 

朝   代 稱                   謂 

語言系屬 分布地區 學校教育大事紀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1-8 

漢 筰、旄牛夷 

晉 西番、多須、普米、爾蘇 

普普普普 米米米米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西番、 

窩朱、 

巴、博、 

巴且 

普米、 

普日咪、 

拍咪、 

普英咪、

平米、 

批咪 

唐 

清 

東蠻 

巴苴 

漢藏語系

藏緬語族 

羌語支 

 

主要分布於雲

南西北部寧

蒗、蘭坪等地 

無學校教育 

唐 文面濮 獨獨獨獨 龍龍龍龍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俅人、 

俅子、 

曲人、 

俅帕、 

洛西洛 

獨龍 

元、 

清 

撬、吐蕃、盧、俅 

撬、俅人、曲子、曲洛、俅

帕 

漢藏語系

藏緬語族 

景頗語支 

 

雲南省獨龍江

兩岸及貢山縣

怒江兩岸，少數

散居西藏察隅

之察瓦鄉 

無學校教育 

唐 

元、明 

尋傳蠻 

俄昌、莪昌、阿昌 

沒有文字有史詩、故事、歌謠等民間口頭文學 阿阿阿阿 昌昌昌昌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峨昌、蛾

昌、萼昌 

蒙撒、傣

撒、漢

撒、阿昌 

清 

 

 

 

阿昌 

漢藏語系

藏緬語族

阿昌語支 

雲南省德宏傣

族自治州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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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稱謂 族    名 自    稱 

朝   代 稱                   謂 

語言系屬 分布地區 學校教育大事紀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1-9 

先秦 

漢 

廩君苗裔、板盾蠻、武陵

蠻、五溪蠻、酉陽蠻、建平

蠻 

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25-57）宋均在五溪蠻居住地建立學校；

東漢和帝永興年間（89-105）武陵郡太守應奉興學校；唐武德

年間（618-626）州縣及鄉皆置學；唐初，巴酋子弟量才授仁 

宋元 土、土兵、土人、土蠻 宋朝建鑾塘書院；宋元祐三年（1088）詹邈中進士；元代在

建始、施州設立學校 

明 土蠻 

主要分布在湘

鄂川黔接壤的

廣大地區 

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諸土司皆立縣學；三十二年

（1399）巴東、長陽等縣設立縣學；永樂六年（1048）立酉

陽宣慰司學；弘治十四年（1501）明孝宗下令：凡承襲土司

職位者，悉令入學，若不入學者不准承襲；卯洞安撫使向國

廷在轄地及新江等地設立學校，惟僅限於土官及其子弟就讀 

土土土土 家家家家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巴人 

土家 

畢孜卡 

貝錦卡 

清 土家 

漢藏語系

藏緬語族 

 改土歸流後設立府學、縣學、書院及學宮，並興辦義學；清

末在永順及施南兩府設中學堂，並將舊書院改為學堂。 

景景景景 頗頗頗頗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大山、小

山、浪

速、茶山 

景頗、 

載瓦、 

喇期、 

浪峨、 

波羅 

唐 

元、明 

清 

尋傳蠻 

峨昌、阿昌、莪昌、俄昌 

阿昌、峨昌、羯些、遮些 

漢藏語系 

藏緬語族 

景頗語支 

主要居於雲南

省德宏傣族景

頗族自治州，其

餘散居怒江、保

山及思茅等區 

口頭流傳，沒有文字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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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稱謂 族    名 自    稱 

朝   代 稱                   謂 

語言系屬 分布地區 學校教育大事紀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1-10 

秦 駱越、月濮 

漢 五溪蠻 

晉 僚 

隋、 

唐 

峒人、溪洞、洞人、洞苗、

洞蠻 

 

宋 峒人、洞民 

明 洞人 

開始在侗族地區興辦書院 

侗侗侗侗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洞家、 

侗人、 

侗家、 

侗苗、 

侗 

更、 

更恩、 

江母 

仡覽、 

仡覽老 

清 峒、侗 

漢藏語系 

壯侗語族 

侗水語

支； 

 

主要分布於湖

南、貴州和廣西

交界處 

改土歸流後興建義學等學校機構 

秦 駱越 

漢 駱越 

隋、唐 

宋 

僚人、撫水蠻 

 

明 水 明代荔波設縣學，不久即廢 

水水水水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水家 

雖、水 

清 水家苗、水苗 

漢藏語系 

壯侗語族 

侗水語

支； 

主要分布於貴

州省三都水族

自治縣及荔

波、獨山等地，

少數分布於廣

西西北部 雍正年間荔波設學；乾隆五年（1740）三腳（三都）設義學；

嘉慶年間，荔波設荔泉書院及桂花書院；同治（1862-1874）

都江一帶設立義學達 13 所，三腳屯亦有崇文經館、養正蒙館；

光緒年間興辦書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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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稱謂 族    名 自    稱 

朝   代 稱                   謂 

語言系屬 分布地區 學校教育大事紀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1-11 

漢 駱越  

宋 茅灘蠻、伶人 宋慶歷七年（1047）設儒學訓導（衙署） 

明 苦賣伶 明萬歷三十六年（1608）創建學宮 

毛毛毛毛 南南南南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冒南、茅

難、毛南 

毛難、 

阿難、 

宮難 

清 苦賣伶 

漢藏語族

壯侗語族 

侗水語支 

 

 

主要分布於廣

西三南地區 

清代毛南山鄉私塾普設；清末民初上南鄉設有 8 個塾館；光

緒三十一年（1905）後在思恩設二等學堂 

先秦 百越、百粵 

秦 百越、百粵、駱越 

晉、唐、

宋 

僚、伶、鳩僚、木籠僚、穆

佬 

不識文字以木刻記之 

明 姆佬、伶僚、革僚、木佬 

仫仫仫仫 佬佬佬佬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布謹、 

姆佬、撩 

伶、謹、

木冷 

清 木婁苗、木婁、木佬、姆佬 

漢藏語系

壯侗語族

侗水語支 

廣西省羅城、天

河縣等地 

明清以後設有蒙館、經館、義學、社學。順治十五年（1658）

在羅城建鳳山書院；乾隆四十年（1775）建鳳岡書院；道光

二年（1822）改建龍江書院；清末及民初設有師範傳習所 

秦漢 駱越  京京京京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越族 

安南人 

 

清 安南族、越族 

漢藏語系

壯侗語族 

主要在廣西壯

族自治區 光緒十三年（1887）在江平鎮三婆廟設南服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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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稱謂 族    名 自    稱 

朝   代 稱                   謂 

語言系屬 分布地區 學校教育大事紀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1-12 

先秦 濮、百越、百粵、蒼梧蠻 

秦、漢 西甌、駱越、陸梁、烏滸 

秦屬桂林郡管轄；秦末漢初趙佗推廣中原地區生產技術及科

學文化 

魏晉 

南北朝 

隋 

唐 

俚、僚、烏滸、烏武僚、西

原蠻、黃峒蠻、依峒蠻 

俚、僚 

西原蠻、黃峒蠻 

隋設學興辦官學；唐代（815）柳州設文廟興學校（《馬平縣

志》） 

宋 土人、土僚、僮、俚僚 宋如慶遠、橫州、融縣、天河及象州有州縣學及書院等 

明 

 

 

僮、土人、大良、峒僚 

壯壯壯壯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僮人、 

僮苗、 

僚人、 

依人、 

沙人、 

依安、 

僮、布僮 

布依、 

布僚、 

布閔、 

布菄、 

布偏、 

布雅伊、 

布傣、 

布雄、 

隆安、 

布越 

清 

 

俍、僮、大良、峒僚 

漢藏語族

壯侗語族

壯傣語支 

 

主要分布於廣

西、雲南、廣

東、貴州東南地

區及湖南江華

等地區 

明清設府州縣學，設教授（府）、學正（州）、教諭（縣）；柳

州府、慶遠府等設有社學；明成化六年（1470）建立田州義

學；康熙二十四年（1685）後，義學大興。清代各府州均設

書院，如乾隆末年之寧江書院，道光元年（1821）嶺山書院

及光緒七年（1881）之鵝城書院等；光緒二十八年（1902）

設廣西大學堂（桂林）；清末各類學堂發展，有小學堂、邊防

將弁學堂、陸軍測繪學堂等，中學堂、實業學堂及師範學堂

亦相繼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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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稱謂 族    名 自    稱 

朝   代 稱                   謂 

語言系屬 分布地區 學校教育大事紀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1-13 

先秦 駱越 

兩漢 僚人、俚僚 

 

魏晉 

南北朝 

俚僚、蠻僚、夷僚、僚人 

隋 僚、牂何 

唐 蠻、東謝蠻、牂牁蠻 

 

宋 西南番、五番、八番、番  

元 

明 

 

仲苗、青仲、仲家、卡龍、

布籠、九名 

明朝洪武年間土官、土司子弟送入學校讀書 

布布布布 依依依依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夷、 

依家、 

老戶、 

水戶、 

仲苗、 

仲家、 

夷家、 

土家、 

本地、 

沙人 

布依、 

布銳、 

布夷、 

布以哀、 

布納、 

布秧、 

布拉、 

布板、 

布曼、 

布饒、 

布浪、 

布別香、 

葉衣 
清 

 

仲家、水戶、夷族、土邊、

本地、沙人 

漢藏語族

壯侗語族

壯傣語支 

 

主要分布於貴

州省南部及西

南部，此外雲

南、四川及廣西

地區亦有少數 

順治十六年（1659）少數民族子弟可以入學，土司及大戶人

家子弟入學讀書並參加考試；乾隆年間獨山一帶已通漢語

（《獨山州志．苗蠻》）；光緒年間讀書應試者更多，光緒三十

一年（1905）將書院改為官立高等或兩等小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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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稱謂 族    名 自    稱 

朝   代 稱                   謂 

語言系屬 分布地區 學校教育大事紀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1-14 

傣傣傣傣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水傣 

旱傣 

水擺夷 

傣那 

傣綳 

傣雅 

漢、晉 

隋、唐 

宋 

元明 

清 

滇越、擅、僚、撣 

茫詔、金齒、白衣、漆齒 

金齒、白衣、僚 

金齒、百夷、小白夷 

擺夷、僰夷、擺彝、水擺夷、

旱擺夷、花擺夷 

漢藏語族

壯侗語族

壯傣語支 

 

主要分布於雲

南西南部邊境 

雍正乾隆年間在普洱府、元江府、永昌府等地建立學宮，在

普洱、臨滄、雙江等地先後辦許多義學（塾），另西双版納之

勐遮、景洪及德宏之盈江等地都設義塾；光緒三十四年（1908）

在緬寧廳設立初等小學等 

漢 僚（西南夷濮人） 東漢前期毋斂等至中原求學 

東晉 鳩僚 

隋、唐 

 

僚、屈僚、仡僚、 

明 飛頭僚、打牙仡佬、 

 

仡仡仡仡    佬佬佬佬 族族族族 

他他他他    稱稱稱稱 

仡 佬、 

水仡佬、 

木仡佬、 

花仡佬、

紅仡佬、 

打牙仡

佬、鍋圈

仡佬、披

袍、圖依 

仡 佬、 

國老、 

葛老、 

閩老、 

本地人、 

圖里 清 革僚 

漢藏語系 

壯侗語族 

語支未定 

主要分布於貴

州省，少數分布

廣西及雲南省 

清朝中期以後各鄉場辦義學（塾）塾師由地方官聘任，脩金

由所在場鎮支付；光緒二十四年（1898）以後辦理初等小學

堂 

製表說明及出處：本附錄係根據范玉梅、董雅琴，〈我國少數民族名稱簡表〉（一）〜（五），《歷史教學》第八期〜第十二期（1985）及鐘千琪，〈中華一體：清朝

苗疆例之研究〉（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 年 6 月），頁 14-19。整理並增補有關各民族學校教育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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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區學額簡表-四川(附錄二-1-1) 

分道 府州縣學 
學

額 

廩

額 

增

額 
貢期 備註（儒學設立時間） 

成都府學 20 40 40 一年一貢 康熙 8 年 

成都縣學 12 15 15 康熙初年，嘉慶 4 年重修  

華陽縣學 12 15 15 

兩縣輪流三年

兩貢 康熙 9 年，雍正 4 年重修 

簡易州學 15 30 30 康熙 4 年 

崇慶州學 15 30 30 康熙 6 年 

漢 州 學 12 30 30 

三年兩貢 

康熙元年 

郫 縣 學 8 10 10 雍正 8 年 

崇甯縣學 8 10 10 

兩縣輪流二年

一貢 康熙 7 年 

溫江縣學 12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8 年 

金堂縣學 9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28 年重修 

新都縣學 8 20 20 乾隆 22 年 

灌 縣 學 8 20 20 康熙元年 

什邡縣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21 年 

新繁縣學 8 10 10 康熙初年 

彭 縣 學 8 10 10 

兩縣輪流二年

一貢 雍正 8 年 

新津縣學 8 10 10 康熙 25 年 

雙流縣學 8 10 10 

兩縣輪流二年

一貢 雍正 11 年 

龍安府學 15 30 30 三年二貢 康熙 22 年 

平武縣學 8 20 20 康熙 22 年 

江油縣學 8 20 20 順治年間 

石泉縣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22 年 

彰明縣學 8 10 10 四年一貢 順治 16 年 

寧遠縣學 8 15 15 三年一貢  

松潘廳學 5 12 12 三年一貢 康熙年間 

茂 州 學 6 16 16 三年一貢 順治 16 年 

汶川縣學 6 20 20 二年一貢 乾隆 60 年 

綿 州 學 10 20 20 三年兩貢 康熙 24 年 

德陽縣學 9 10 10 四年一貢 順治 16 年 

安 縣 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順治 18 年 

羅江縣學  6 10 10 四年一貢 雍正 8 年 

成 

綿 

龍 

茂 

道 

綿竹縣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年間 

梓潼縣學 10 20 20 二年一貢 順治 18 年  

雜谷廳學 6 20 20 二年一貢 雍正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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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 府州縣學 
學

額 

廩

額 

增

額 
貢期 備註（儒學設立時間） 

 懋功廳學 2    光緒 7 年 

重慶府學 20 40 40 一年一貢 康熙 3 年 

巴 縣 學 12 20 20 康熙 3 年 

江津縣學 12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22 年 

長壽縣學 8 20 20 康熙元年 

大足縣學 8 20 20 雍正 8 年 

永川縣學 8 20 20 康熙 24 年 

榮昌縣學 8 20 20 康熙 23 年 

綦江縣學 8 20 20 順治 18 年 

南川縣學   8 20 20 康熙 22 年 

璧山縣學 8 20 20 康熙 25 年 

定遠縣學 8 20 20 雍正 11 年 

銅梁縣學 7 20 20 康熙 61 年，嘉慶 23 年各減一名學額 

安居縣學 7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61 年，嘉慶 23 年各減一名學額 

合 州 學 12 30 30 康熙 23 年 

涪 州 學 12 30 30 
三年兩貢 

康熙 46 年 

江北廳學 6 6 6 四年一貢 嘉慶 16 年 

夔州府學 10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24 年 

奉節縣學 8 13 13 
兩縣輪流二年

一貢 

康熙 24 年 

巫山縣學 7 20 20 康熙 21 年 

雲陽縣學 7 20 20 康熙 24 年 

萬 縣 學 8 20 20 康熙 22 年 

開 縣 學 8 20 20 康熙 6 年 

大甯縣學 6 7 7 

二年一貢 

康熙 6 年 

石 砫 廳 6 14 14 四年一貢 
乾隆 44 年，童生考試由同知錄送學政即於夔州

府學額內取進 

綏定府學  15 10 10 嘉慶 7 年裁州改府 

太平縣學 6 15 15 康熙 24 年 

渠 縣 學 12 20 20 康熙 2 年 

大竹縣學 8 10 10 

二年一貢 

康熙 9 年 

東鄉縣學 8 20 20 三年一貢 康熙 24 年 

新甯縣學 8 15 15 
與梁山縣學三

年輪流兩貢 

康熙 7 年，雍正 8 年重建 

川 

東 

道 

達 縣 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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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 府州縣學 
學

額 

廩

額 

增

額 
貢期 備註（儒學設立時間） 

城口廳學 4 7 7 四年一貢 道光 3 年 

忠 州 學 12 30 30 三年兩貢 順治年間 

酆都縣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42 年 

墊江縣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48 年 

梁山縣學 8 15 15 
與新寧縣學三

年輪流兩貢 

康熙 5 年 

酉陽州學 8 16 16 三年一貢 乾隆 51 年 

黔江縣學 8 20 20 康熙 3 年 

彭水縣學 8 20 20 康熙 3 年 

 

秀山縣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乾隆 59 年 

敘州府學 20 40 40 一年一貢 康熙 24 年 

    宜賓縣學 12 20 20 康熙 20 年 

    富順縣學 12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21 年  

南溪縣學 8 20 20 康熙 24 年 

長甯縣學 8 20 20 康熙 7 年 

    隆昌縣學 8 20 20 康熙 25 年  

慶符縣學 8 20 20 康熙 25 年 

    筠連縣學 8 20 20 康熙 54 年 

    高 縣 學  8 20 20 康熙 56 年 

    珙 縣 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28 年 

興文縣學 8 20 20 三年一貢 康熙 10 年 

    屏山縣學 10 16 16 三年一貢 康熙 8 年 

    馬邊廳學 5 4 4 四年一貢 乾隆 2 年 

    雷波廳學 3 6 6 四年一貢 雍正 7 年 

瀘 州 學 15 30 30 三年兩貢 康熙 21 年 

  江安縣學 8 20 20 康熙 5 年  

  合江縣學 8 20 20 康熙 6 年 

  納谿縣學 8 20 20 康熙 24 年 

  九姓鄉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43 年 

資 州 學 12 25 25 三年兩貢 康熙 23 年 

  仁壽縣學 9 20 20 康熙 6 年 

  資陽縣學 9 20 20 雍正 3 年 

  井研縣學 10 20 20 康熙 3 年 

  內江縣學 12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3 年 

川 

南 

永 

寧 

道 

敘永廳學 12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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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 府州縣學 
學

額 

廩

額 

增

額 
貢期 備註（儒學設立時間） 

   永寧縣學 12 20 20 二年一貢 順治 17 年 

寧遠府學 8 15 15 三年一貢 （嘉慶 14 年新設），越巂廳改歸 

  西昌縣學 12 19 19 二年一貢 雍正 6 年，嘉慶 14 年學額減為 9 

  會理州學 10 18 18  康熙 29 年 

  鹽源縣學 10 18 18 雍正 6 年，嘉慶 14 年學額減為 10 名 

  冕寧縣學 8 15 15 康熙 26 年 

  越嶲廳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24 年 

雅州府學 8 20 20 三年一貢 康熙 5 年 

  雅安縣學 12 20 20 二年一貢 嘉慶 3 年新設 

  名山縣學 8 20 20 康熙 40 年 

  榮經縣學 8 20 20 康熙 7 年 

  蘆山縣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初年 

  清溪縣學 6 10 10 四年一貢 雍正 8 年，撥增土司學額一名 

  天全州學 8 10 10 三年一貢 童生取進八府學額內，乾隆 18 年 

  打箭鑪廳     未設學 

嘉定府學 15 20 20 康熙 5 年 

  樂山縣學 16 20 20 乾隆 6 年，乾隆 43 年撥 4 名學額予鞬為縣學 

  峨眉縣學 8 20 20 康熙 4 年 

  犍為縣學 12 20 20 康熙 9 年，乾隆 43 年將樂山縣學撥歸 4 名 

  洪雅縣學 12 20 20 康熙 3 年 

  夾江縣學 12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11 年 

  榮 縣 學 6 10 10 
二縣輪流兩年

一貢 

康熙 23 年 

  威遠縣學 6 10 10  雍正 8 年 

  峨邊廳學     未設學 

眉 州 學 12 22 22 三年兩貢 康熙 2 年 

  彭山縣學 6 11 11 四年一貢 康熙元年 

  青神縣學 6 11 11  雍正 8 年 

  丹稜縣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3 年 

邛 州 學 15 30 30 三年兩貢 康熙 6 年 

  大邑縣學 8 20 20 康熙初年 

建 

昌 

上 

南 

道 

  蒲江縣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34 年 

保甯府學 20 40 40 一年一貢 順治年間 

  閬中縣學 15 20 20 康熙 3 年 

川 

北 

道   南部縣學 15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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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 府州縣學 
學

額 

廩

額 

增

額 
貢期 備註（儒學設立時間） 

通江縣學 8 20 20  康熙 23 年 

廣元縣學 12 20 20 康熙 5 年 

蒼溪縣學 8 20 20 康熙 3 年 

昭化縣學 8 20 20 乾隆 19 年 

  南江縣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順治 17 年 

巴 州 學 11 28 28 康熙 29 年 

劍 州 學 12 30 30 

三年兩貢 

順治 16 年（劍閣縣） 

順慶府學 15 30 30 三年兩貢 康熙 9 年，嘉慶 19 年減學額 5 名 

南充縣學 12 20 20 康熙 3 年 

西充縣學 12 20 20 康熙 24 年 

  西林縣學   12 20 20  

營山縣學 12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6 年 

蓬 州 學 12 27 27 康熙 25 年 

廣安州學 12 27 27 
三年兩貢 

康熙 2 年 

  儀隴縣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順治年間 

  岳池縣學 8 16 16 五年二貢 順治 18 年 

  隣水縣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元年 

潼川府學 15 20 20 康熙初年 

  三臺縣學 12 20 20 乾隆 6 年 

  射洪縣學 12 20 20 康熙 6 年 

  鹽亭縣學 10 20 20 康熙 6 年，乾隆 46 年撥學額 2 名予中江縣 

  遂甯縣學 12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6 年 

  中江縣學 10 20 20 康熙 34 年 

  蓬溪縣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順治年間 

  安岳縣學 8 20 20  雍正 6 年 

  理番廳學 6 17 17  嘉慶 7 年 

 

  樂至縣學 8 20 20  康熙 19 年 

製表說明及資料來源：本表係將《欽定學政全書》卷五十七，〈四川學額〉及《欽定大清會典事

例》內卷三百七十八，〈四川學額〉及《嘉慶重修一統志》內四川地區儒學設立時間，以及各府

州縣地方志內所載儒學設立時間一併整理於備註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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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區學額簡表-貴州（附錄二-1-2） 

分道 府州縣學 學額 廩生名額 增生名額 貢期 備註（儒學設立時間） 

貴陽府學 20 40 40 一年一貢 康熙 31年 

貴筑縣學 20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38年 

定番州學 12 30 30 三年兩貢 康熙 31年 

貴定縣學 12 20 20 康熙 26年 

修文縣學 12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26年 

廣順州學 8 30 20 康熙 38年 

開 州 學 8 30 20 
三年兩貢 

康熙 38年 

龍里縣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10年 

平越州學 28 40 40 一年一貢 順治 17年 

平越縣學 8 20 20 嘉慶 3年併入州學 

餘慶縣學 8 20 40 
二年一貢 

康熙 38年 

甕安縣學 12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33年 

湄潭縣學 12 20 20  康熙 38年 

石阡府學 17 40 40 一年一貢 ※◎＃康熙 3年 

糧 

驛 

道 

龍泉縣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38年 

安順府學 18 40 40 一年一貢 康熙 7年 

普定縣學 12 20 30 康熙 38年 

清鎮縣學 12 20 30 康熙 26年 

安平縣學 12 20 30 

二年一貢 

康熙 26年 

鎮甯州學 12 30 30 康熙 6年 

永甯州學 10 30 30 
三年兩貢 

 

郎岱廳學 10 15 15 三年一貢 道光 7年 

大定府學 18 40 40 一年一貢 

內水城廳額進 5

名，廩增額各 6名 

康熙 6年 

威甯州學 20 30 30 三年兩貢 雍正 7年 

黔西州學 15 30 30 康熙 4年 

平遠州學 12 24 24 
三年兩貢 

康熙 4年設※◎ 

畢節縣學 15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26年設※◎

＃ 

水城廳學 5 6 6 四年一貢 乾隆 41年 

遵義府學 18 36 36 一年一貢 康熙元年 

遵義縣學 15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8年 

正安州學 12 30 30 三年兩貢 乾隆 10年 

貴 

西 

道 

綏陽縣學 12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28年 



 365 

分道 府州縣學 學額 廩生名額 增生名額 貢期 備註（儒學設立時間） 

 桐梓縣學 8 20 20  康熙 60年 

 仁懷縣學 6 16 16  雍正 11年 

貴西 

道 
仁懷廳學 4 8 8 四年一貢 乾隆 41年 

都勻府學   16 38 38 一年一貢 康熙 6年 

都勻縣學 8 20 20 康熙 38年 

清平縣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11年 

獨山州學 8 26 26 康熙 38年 

麻哈州學 8 28 28 
三年兩貢 

康熙 58年 

荔波縣學 4 2 2 康熙 21年 

八寨廳學 6 8 8 
四年一貢 

道光 20年 

鎮遠府學 20 40 40 一年一貢 康熙 31年 

鎮遠縣學 12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38年 

施秉縣學 12 20 30 二年一貢 康熙 26年 

天柱縣學 12 20 30  康熙 10年 

黃平州學 15 30 30 三年兩貢 康熙 26年 

思南府學 20 40 40 一年一貢 康熙 10年 

安化縣學 12 20 20 康熙 38年 

印江縣學 8 20 20 順治 17年 

婺川縣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55年 

思州府學 16 40 40 一年一貢 康熙 6年設※◎ 

玉屏縣學 8 20 40 二年一貢 順治 18年 

青谿縣學 8 20   雍正 5年 

銅仁府學 12 40 40 一年一貢 康熙 2年 

銅仁縣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38年 

黎平府學 23 40 40 一年一貢 
順治 18年（內含土

苗童 11名） 

開泰縣學 13 22 22 雍正 5年設※◎ 

錦屏縣學 6 16 16 
二年一貢 

雍正 5年 

永從縣學 8 20 20  康熙 57年 

古州廳學 6 8 8 四年一貢 雍正 12年 

興義府學 12 30 30 一年一貢 康熙 39年 

永豐州學 4 2 2 四年一貢 
附府學，雍正 12

年 

興義縣學 8   二年一貢 附州學，嘉慶 4年 

貴 

東 

道 

   貞豐州學 4 2 2 四年一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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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 府州縣學 學額 廩生名額 增生名額 貢期 備註（儒學設立時間） 

普安州學 
12→10 

（嘉慶 3年） 
30 30 三年兩貢 康熙 7年 

普安縣學 8 20 30 二年一貢 康熙 38年 

安南縣學 8 20 30  康熙 8年 

松桃廳 4 2 2 四年一貢 嘉慶 4年 

 

普安廳 10） 24 24 三年兩貢 嘉慶 6年改廳學 

製表說明及資料來源：本表係將《欽定學政全書》卷六十一，〈貴州學額〉及《欽定大清會典事

例》內卷三百八十，〈貴州學額〉及《嘉慶重修一統志》內卷四六０貴州地區儒學設立時間，以

及各府州縣地方志內所載儒學設立時間一併整理於備註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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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區學額簡表-雲南（附錄二-1-3） 

分道 府州縣學 學額 廩生名額 增生名額 貢期 備註（儒學設立時間） 

雲南府學 20 40 40 一年一貢 康熙 29年 

昆明縣學 20 20 20 康熙 29年 

宜良縣學 20 20 20 康熙 38年 

富民縣學 12 20 20 康熙 21年 

羅次縣學 12 20 20 康熙 32年 

祿豐縣學 12 20 20 康熙 11年 

易門縣學 12 20 20 康熙 34年 

呈貢縣學 15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2年 

晉甯州學 20 30 30 康熙 41年 

安甯州學 20 30 30 康熙 8年 

昆陽州學 15 30 30 康熙元年 

嵩明州學 15 30 30 

三年兩貢 

康熙 9年 

武定州學 20 30 30 三年兩貢 康熙 15年 

祿勸縣學 14 20 20 乾隆 35年 

糧 

驛 

道 

元謀縣學  12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54年 

澂江府學 20 40 40 一年一貢 康熙 30年 

河陽縣學 20 20 20 二年一貢 順康年間 

新興州學 20 30 30 三年兩貢 康熙 48年 

   路南州學 12 30 30 三年兩貢 順治 17年 

   江川縣學 12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32年 

廣西州學 20 30 30 三年兩貢 康熙 5年 

彌勒縣學 15 20 20 雍正 11年 

師宗縣學 9 15 15 
二年一貢 

乾隆 25年 

邱北縣學 3 5 5 四年一貢 道光 22年 

廣南府學 10 30 30 三年兩貢 康熙 48年 

寶甯縣學 8    光緒 6年 

    富州學     未設學 

曲靖府學 22 40 40 一年一貢 順治 17年 

南寧縣學 20 20 20 二年一貢 順治 17年 

霑益州學 15 30 30 康雍年間 

迤 

東 

道 

 

陸涼州學 15 30 30 

三年兩貢 

康熙 8年 



 368 

分道 府州縣學 學額 廩生名額 增生名額 貢期 備註（儒學設立時間） 

馬龍州學 12 30 30 雍正 3年 

羅平州學 12 30 30 康熙 31年 

尋甸州學 20 30 30 

 

康熙 7年 

平彝縣學 12 20 20 康熙 34年 

宣威州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雍正 8年設學，由貴州

威寧州撥歸生員 140餘

名內原有廩生 20名 

 

昭通府學 12 12 12 三年一貢 雍正 6年 

恩安縣學   3    附府學 

鎮雄州學 10 8 8 雍正 6年 

永善縣學 10 8 8 雍正 6年 

  大關廳學 2   光緒年間 

  魯甸廳學 2   

四年一貢 

光緒年間 

東川府學 10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42年 

會澤縣學 8    附府學，未設學 

  巧家廳學 4    道光 28年 

開化府學 14 40 40 一年一貢 康熙 7年 

文山縣學 8    光緒 6年 

迤 

東 

道 

  安平廳學 4    光緒 6年 

臨安府學 20 40 40 一年一貢 康熙中 

建水縣學 20 20 20 二年一貢 乾隆 35年 

石屏州學 20 30 30 雍正元年 

阿迷州學 15 30 30 雍正 3年 

甯 州 學   15 30 30 

三年二貢 

道光 15年設 

通海縣學 20 20 20 康熙 29年 

河西縣學 20 20 20 康熙 24年 

嶍峨縣學 12 20 20 康熙 34年 

蒙自縣學 18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20年 

鎮沅廳學 16 18 18 二年一貢 乾隆 35年 

普洱府學 18 20 20 二年一貢 雍正 9年 

寧洱廳學 3    光緒年間 

思茅廳學 3    道光 7年 

他郎廳學 2   同治 2年 

迤 

南 

道 

威遠廳學 2   

 

 光緒 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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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 府州縣學 學額 廩生名額 增生名額 貢期 備註（儒學設立時間） 

元江州學 15 30 30 三年兩貢 順治 17年  

新平縣學 8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31年 

楚雄府學 20 40 40 一年一貢 康熙 22年 

楚雄縣學 20 20 20 二年一貢 順治初年 

鎮南州學 15 30 30 康熙 22年 

南安州學 12 30 30 
三年兩貢 

康熙 2年 

廣通縣學 12 20 20 康熙 3年 

迤 

西 

道 

定遠縣學 15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22年 

黑鹽井學 8 8 8 康熙 38年 

琅鹽井學 8 8 8 
四年一貢 

康熙 4年 

姚 州 學 20 30 30 三年兩貢 康熙 29年 

大姚縣學 20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30年 

白鹽井學 12 12 12 三年一貢 康熙 5年 

景東廳學 20 40 40 乾隆 35年 

大理府學 20 40 40 
一年一貢 

康熙 7年設 

太和縣學 20 20 20 順康年間 

浪穹縣學 20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元年 

趙 州 學 20 30 30 康熙 11年 

鄧川州學 20 30 30 
三年兩貢 

康熙 26年 

雲南縣學 15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39年設 

賓川州學 15 30 30 康熙 51年設 

雲龍州學 12 30 30 
三年兩貢 

康熙 24年設 

永昌府學 20 40 40 一年一貢 康熙 8年 

保山縣學 18 20 20 康熙 9年 

永平縣學 12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8年 

騰越廳學 20 30 30 
康熙 7年，嘉慶 24

年改廳學 

龍陵廳學 4   道光 9年 

順甯府學 12 30 30 

三年兩貢 

康熙 8年 

雲 州 學 12 30 30 三年兩貢 光緒 8年 

順甯縣學 8 10 10 四年一貢 光緒年間 

緬甯廳學 2    光緒年間 

迤 

西 

道 

蒙化廳學 20 40 40 一年一貢 康熙 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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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 府州縣學 學額 廩生名額 增生名額 貢期 備註（儒學設立時間） 

永北廳學 20 40 40 
 乾隆 35年，另加取

客童 2名 

麗江府學 8 20/3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36年 

麗江縣學 7 10 10 四年一貢 乾隆 35年 

鶴慶州學 20 30 30  康雍年間 

中甸廳學 2    道光 8年 

維西廳學 2    光緒年間 

劍川州學 20 30 30 康熙年間 

 

鶴慶州學 20 30 30 
三年兩貢 

乾隆 36年 

製表說明及資料來源：本表係將《欽定學政全書》卷六十，〈雲南學額〉及《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內卷三百八十，〈雲南學額〉及《嘉慶重修一統志》內雲南地區儒學設立

時間，以及各府州縣地方志內所載儒學設立時間一併整理於備註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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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區學額簡表-廣西（附錄二-1-4） 

分道 府州縣學 學額 廩生名額 增生名額 貢期 備註（儒學設立時間） 

桂林府學 20 40 40 一年一貢 康熙 11年 

臨桂縣學 20 20 20 康熙 24年 

靈川縣學 15 20 20 康熙 21年 

興安縣學 15 20 20 雍正 9年 

灌陽縣學 15 20 20 順治 18年 

陽朔縣學 12 20 20 康熙 9年 

永寧縣學 12） 20 20 康熙 2年 

永福縣學 8 14 14 康熙 2年 

義甯縣學 8 12 12 

二年一貢 

雍正 7年 

全 州 學 20 30 30 三年兩貢 
康熙 20年 

※另取苗童 2名 

   龍 勝 廳 2    ※取苗童 2名 

平樂府學 20 20 20 一年一貢 
順治 16年 

※另取客童 2名 

平樂縣學 15 13 13 二年一貢 
康熙 42年 

※另取猺童 2名 

永安州學 15 6 6 三年一貢 康熙 5年 

恭城縣學 12 15 15 二年一貢 康熙 9年 

富川縣學 15 20 20 
康熙 4年 

※另取猺童 2名 

賀 縣 學 15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9年 

修仁縣學 8 6 6 三年一貢 順治 12年 

荔浦縣學 8 10 10 二年一貢 康熙 4年 

昭平縣學 12 10 10 二年一貢 康熙元年 

梧州府學 18 33 33 一年一貢 順治 13年 

蒼梧縣學 20 20 20 康熙 39年 

懷集縣學 20 20 20 順治 14年 

藤 縣 學 12 20 20 康熙 25年 

容 縣 學 8 15 15 康熙 54年 

岑溪縣學 8 7 7 

二年一貢 

順治 15年 

鬱林州學 20 30 30 三年兩貢 康熙初年 

桂 

平 

梧 

鬱 

道 

博白縣學 12 16 16 二年一貢 康熙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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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 府州縣學 學額 廩生名額 增生名額 貢期 備註（儒學設立時間） 

北流縣學 12 16 16 二年一貢 康熙元年 

陸川縣學 12） 20 20 二年一貢 順治 16年 

 

興業縣學 8 18 18  雍正 3年 

潯州府學   20 24 24 一年一貢 順治 15年 

桂平縣學 15 20 20 康熙 6年 

貴 縣 學 15 20 20 康熙 56年 

平南縣學 12 20 20 康熙初年 

右 

江 

道 

武宣縣學 8 14 14 

二年一貢 

康熙 7年 

柳州府學 20 34 34 一年一貢 
康熙 19年 

※另取客童 2名 

馬平縣學 12 20 20 二年一貢 康熙 5年 

雒容縣學 12 13 13 康熙 22年 

柳城縣學 12 11 11 
二年一貢 

康熙 20年  

羅城縣學 8 7 7 
三年一貢 康熙元年 

※另取苗童 2名 

融 縣 學 15 18 18 二年一貢 順治 18年 

懷遠縣學 8 10 10 
 康熙 34年 

※另取苗童 2名 

來賓縣學 8 8 8 三年一貢 康熙 29年 

象 州 學 15 17 17 三年兩貢 康熙 3年 

慶遠府學 20 19 19 一年一貢 康熙 60年 

宜山縣學 15 16 16 二年一貢 康熙 46年 

天河縣學 8 8 8 雍正元年 

河池州學 12 7 7 
三年一貢 

康熙 23年 

思恩縣學 8 5 5 四年一貢 康熙 2年 

東蘭州學 4 2 2  雍正 11年 

思恩州學 20 22 22 一年一貢 康熙 11年 

武緣縣學 20 16 16 二年一貢 康熙 39年 

賓 州 學 20 30 30 三年兩貢 康熙 4年 

上林縣學 20 16 16 二年一貢 康熙 43年 

遷江縣學 8 10 10 三年一貢 順治 9年 

右 

江 

道 

恩隆縣學 4 2 2 四年一貢 光緒 2年 

南甯府學 18 35 35 一年一貢 康熙 4年 左 

江 宣化縣學 20 20 20 二年一貢 順治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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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 府州縣學 學額 廩生名額 增生名額 貢期 備註（儒學設立時間） 

隆安縣學 15 13 13  康熙 11年 

橫 州 學 20 26 26 三年兩貢 順治 14年 

永淳縣學 15 10 10 二年一貢 康熙 21年 

新寧州學 20 10 10 三年兩貢 順治初年 

太平府學 22 28 28 一年一貢 順治 18年 

崇善縣學 8 4 4 四年一貢 雍正元年 

左 州 學 12） 10 10 康熙 25年  

永康州學 15 8 8 康熙 25年 

甯明州學 15 8 8 

四年一貢 

康熙 26年 

太平土州學 4 2 2 雍正 2年 

   養利州學 12 7 7 

四年一貢 

康熙 32年 

上思州學 15 10 10 三年一貢 順治 16年 

   土思州學 20 25 25  康熙 37年 

泗城府學 8 4 4 三年一貢 康熙 20年 

西隆州學 4 4 4 
康熙 15年 

※另取苗童 2名 

凌雲縣學 4 2 2  

道 

西林縣學  4 2 2 

四年一貢 

雍正 2年 

鎮安府學 6 3 3 雍正元年 

歸順州學 6 2 2 雍正 11年 

天保縣學 4 2 2 乾隆 57年 

奉議州學 4 2 2 雍正 2年 

左 

江 

道 

鎮邊縣學 2 2 2 光緒 13年 

 百色廳學 4 2 2 

四年一貢 

光緒 2年 

製表說明及資料來源：本表係將《欽定學政全書》卷五十九，〈廣西學額〉及《欽定大清會典事

例》內卷三百七十九，〈廣西學額〉及《嘉慶重修一統志》內廣西地區儒學設立時間，以及各府

州縣地方志內所載儒學設立時間一併整理於備註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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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區科舉考試弊端奏報一覽表西南地區科舉考試弊端奏報一覽表西南地區科舉考試弊端奏報一覽表西南地區科舉考試弊端奏報一覽表  (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1) 

序號 時間人 具奏人 奏報事由 弊端類別 處置（出處） 

1 雍正 2年 12月

18日 

王奕仁（提督貴州

學政） 

奏為題請黔省禁革童生冒籍之

弊 

冒籍 寄籍廩生改歸原籍

（宮中檔） 

2 雍正 6年 4月

20日 

習寯（提督湖南學

政） 

奏為請嚴民童冒占苗籍之源以

弘聖化 

冒籍 九卿議奏 10（宮中

檔） 

3 雍正 9年 4月

16日 

習寯（提督湖南學

政） 

敬陳考棚積習以端士風（招搖撞

騙之徒務杜其根） 

代倩、招搖撞騙 初犯枷責外再行刺

字，再犯擬流（宮中

檔） 

4 雍正 12年 10

月 19日 

隋人鵬（四川學

政） 

川省寄籍之生員如潼川松潘安

岳等處冒籍入學 

冒籍入學 皆具呈自首改歸原

籍（宮中檔） 

5 雍正 12年 11

月 

楊凱（湖廣鎮旱總

兵官） 

敬陳各省鄉試官字號饋送飲食

之陋習宜嚴行禁止以杜傳遞雇

倩 

傳遞雇倩 奉旨依議施行（宮中

檔） 

6 雍正 13年 11

月 9日 

黃廷桂（四川總

督）、楊馝（四川巡撫） 

四川學政隋人鵬於學政衙門陋

規釐剔，在成都重慶一帶拏獲鎗

手拾餘案 

鎗冒頂替 （雍正朝硃批奏摺） 

7 雍正年間 張廷璐（國子監祭酒） 奏為請嚴房考閱之例以廣搜羅

以收實學 

房考閱卷草率 （雍正朝硃批奏摺） 

8 雍正年間 蔡曰逢（翰林院檢討） 奏為嚴禁科場鑽營之弊以正士

習以端風化 

科場鑽營之弊 （雍正朝硃批奏摺） 

9 雍正年間 繆沅（禮科掌印給

事中） 

敬陳科場內簾外簾事宜以清積

弊 

內外簾收賄舞弊 33漢中堂九卿議奏

（雍正朝硃批奏摺） 

10 乾隆 19年 4月

6日 

愛必達（雲南巡

撫） 

考試請託案嚴密防範稽查 考試請託 （宮中檔） 

11 乾隆 21年 8月

22日 

定長（貴州巡撫） 考試作弊（懷挾等） 懷挾  

12 乾隆 21年 8月

24日 

開泰（四川總督） 造賣懷挾器具（製造挖空石硯） 懷夾器具、倩人代 照例即行逐出，發學

嚴加戒飭（宮中檔） 

13 乾隆 28年 6月 李綬（湖南學政） 考試作弊（宜嚴飭各府州縣嗣後

州縣考試務皆點名給卷不得聽

其一擁而入）、夾帶 

夾帶 發交該府嚴審（宮中

檔） 

14 乾隆 28年 11

月 24日 

李敏行（貴州學

政） 

考試作弊（局騙冒籍等各情節） 局騙冒籍等 交提調官枷責示眾

（宮中檔） 

15 乾隆 28年 12

月 8日 

葉觀國（廣西學

政） 

敬陳學政事宜（請設巡查場內之

員以重考校） 

夾帶、倩人代作文

字 

該部議奏 19（宮中

檔） 

16 乾隆 28年 12

月 27日 

博卿額（四川學

政） 

奏請定刊刻考卷之例以杜弊端

以肅學政，川省向有歧考之弊

（有案例） 

鎗冒頂替、歧考 交提調按例究治（宮

中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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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乾隆 29年 2月

4日 

李綬（湖南學政監） 科考攜入文稿入場 夾帶 交提調官枷責示眾

（宮中檔） 

18 乾隆 29年 3月

19日 

周曰贊（雲南學

政） 

冒考入學（廣南府） 冒考 題參交督撫審擬咨

部（宮中檔） 

19 乾隆 29年 7月

17日 

博卿額（四川學

政） 

防頂替鎗代(多屬年長文理稍優

之人體察年貌實為剔釐關鍵) 

鎗冒頂替 交提調按例究治（宮

中檔） 

20 乾隆 29年 11

月 21日 

李敏行（貴州學

政） 

科場內坐號相連通同換文作弊

及冒籍考試…（案例） 

換文作弊、冒籍 廩保褫革衣頂交提

調嚴行審訊按律治

罪（宮中檔） 

21 乾隆 30年 2月 博卿額（四川學

政） 

考試舞弊案例（重慶府屬查獲鎗

雇弊端） 

鎗冒頂替 交提調按例究治（宮

中檔） 

22 乾隆 30年 5月

25日 

李敏行（貴州學

政） 

考試舞弊案例（鎗替冒考） 鎗冒頂替 交提調按例究治（宮

中檔） 

23 乾隆 30年 6月

24日 

博卿額（四川學

政） 

考試舞弊案例（鎗替冒考） 鎗冒頂替 交提調按例究治（宮

中檔） 

24 乾隆 30年 8月

7日 

李綬（湖南學政） 整飭學校釐剔弊端（夾帶詩文入

場、頂名等） 

頂名夾帶 交提調官枷責示眾

（宮中檔） 

25 乾隆 30年 8月

24日 

宋邦綏（廣西巡

撫） 

科場有代倩傳遞情弊（案例有供

詞） 

代倩 該部奏議（宮中檔） 

26 乾隆 32年 7月

20日 

陳筌（貴州學政） 請嚴考試童生之例以杜添改以

責實效 

連號 當場印戳即發交提

調官（宮中檔） 

27 乾隆 32年 11

月 12日 

羅典（四川學政） 各棚考試辦理案件（考場積弊首

嚴鎗僱、文理與原卷迴異䒭） 

鎗冒頂替 照例笞責（宮中檔） 

28 乾隆 32年 11

月 27日 

陳筌（貴州學政） 各棚考試辦理案件（考場積弊首

嚴鎗僱䒭案例） 

鎗冒頂替 問擬枷責完結（宮中

檔） 

29 乾隆 33年 8月

26日 

良卿（貴州巡撫） 科場大弊首重懷挾 懷挾作弊 枷號一個月杖一百

為民父師一併提究

（宮中檔） 

30 乾隆 33年 11

月 4日 

羅典（四川學政） 各棚考試辦理案件（考場積弊首

嚴鎗僱） 

鎗冒頂替 枷號三個月滿杖責

留養親（獨子）免其

充徒（宮中檔） 

31 乾隆 39年 7月

7日 

孫嘉樂（雲南學

政） 

祿豐縣搜獲夾帶一人 夾帶 交提調官照例究治

（宮中檔） 

32 乾隆 42年 4月

12日 

劉校之（貴州學

政） 

敬陳科試情形（隔府冒考案例） 冒考 交提調官訊究（宮中

檔） 

33 乾隆 42年 4月

22日 

吳省欽（四川學

政） 

士子懷挾入場 懷挾作弊 枷號一個月杖一百

為民父師一併提究

（宮中檔） 



 374 

34 乾隆 43年 4月

23日 

劉錫嘏（四川學

政） 

敬陳歲試頂名冒考每有家無恆

產輕事遷移雖在本籍入學而住

家卻在他縣者冒考 

冒考 交提調官訊究按律

例辦理（宮中檔） 

36 乾隆 43年 9月

16日 

劉錫嘏（四川學

政） 

陳明考試情形(於卷內夾片若

干) 

懷挾作弊 交提調按律嚴懲（宮

中檔） 

35 乾隆 44年 3月

13日 

蕭廣運（貴州學

政） 

歲試情形（頂名冒考） 冒考 交提調官訊究按律

例辦理（宮中檔） 

37 乾隆 47年 3月

15日 

查瑩（廣西學政） 廣西十一府一州半係邊疆猺獞

雜處，查獲頂冒考試案 

頂替代作文稿 交提調按律嚴懲（宮

中檔） 

38 乾隆 48年 11

月 

吳壽昌（廣西考試

官）、孫玉庭 

土知州岑宜棟之子岑照文理不

符（有案情可分析） 

文理不符（代倩傳

遞） 

將葉道和革職，曹文

藻革去舉人，從嚴究

辦（宮中檔） 

39 乾隆 48年 11

月八日 

孫士毅（廣西巡

撫） 

究出主使代倩傳遞各實情 代倩傳遞 將永安知州葉道和

資財及原籍家產財

物一律查封入官從

重辦理（宮中檔） 

40 乾隆 51年 3月

8日 

錢樾（四川學政） 奏報松潘等地生童科試查出鎗

替等弊 

鎗替 交提調按律嚴懲（宮

中檔） 

41 乾隆 51年 7月

18日 

保寧（四川總督） 松潘廳新生崔六晊賄倩生員曾

省三鎗替入學  

鎗替代倩 該部奏議（宮中檔） 

42 乾隆 52年 5月

15日 

邵洪（四川學政） 漢州文童冒籍考試 冒籍 交提調究審（宮中

檔） 

43 乾隆 52年 9月

18日 

汪如洋（雲南學

政） 

永善縣文童等妄攻冒籍及有私

帶鈔錄舊本等案 

攻冒籍、夾帶 交提調分別究審（宮

中檔） 

44 乾隆 53年 1月

20日 

邵洪（四川學政） 敬陳歲試情形（頂名、冒考、覆

試理與正場不符） 

頂名冒考、文理不

符 

交提調分別究審（宮

中檔） 

45 乾隆 54年 3月

8日 

邵洪（四川學政） 歲試完竣接辦科試查出不歸本

號、覆卷文理與正場不符等弊 

文理不符 交提調分別究審（宮

中檔） 

46 乾隆 54年 3月

16日 

汪如洋（雲南學

政） 

敬陳科試情形查出羅次縣童生

割換文字、捏名歧考等弊 

割換文字、歧考 交提調分別究審（宮

中檔） 

47 乾隆 54年 6月

13日 

汪如洋（雲南學

政） 

敬陳科試情形查出夾帶詩文、傳

寫詩句及私挾試卷越號求倩等

弊… 

夾帶、代倩 交提調分別究審（宮

中檔） 

48 乾隆 54年 8月

22日 

浦霖（湖南巡撫） 敬陳文闈試事中有夾帶經文書

本等弊 

夾帶 照例辦理（宮中檔） 

49 乾隆 55年 11

月 12日 

費振勛（廣西學

政） 

奏報桂林等地生童歲試查出夾

帶細字文卷及文理不符等弊 

夾帶、文理不符 交提調枷責發落（宮

中檔） 

50 乾隆 57年 2月

24日 

戴均元（四川學

政） 

成都等地生童科試情形查出頂

名冒考等弊 

頂名冒考 交提調按律嚴（宮中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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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乾隆 59年 4月

2日 

洪亮吉（貴州學

政） 

思南等地生童歲試查出頂名鎗

代及冒考等弊 

頂名冒考 交提調按律嚴懲（宮

中檔） 

52 嘉慶元年 7月

15日 

談祖綬（貴州學政） 敬陳考試情形查出冒考懷挾及

000917越號換卷 002307 

冒考、懷挾、換卷 交提調按律嚴懲（宮

中檔） 

53 嘉慶元年 9月

15日 

錢開仕（雲南學政） 敬陳考試情形查出越號換卷等

弊 001147 

越號換卷 革去衣頂發交地方

官嚴辦（宮中檔） 

54 嘉慶 2年 6月

25日 

李楘（四川學政） 奏為歲試情形查出寄籍歧考及

懷挾入場等弊 002660 

寄籍歧考、懷挾 交提調按律嚴懲（宮

中檔） 

55 嘉慶 6年 10月

20日 

吳省蘭（貴州學

政） 

清查鳳凰廳沿襲佔考生童奏明

釐撥以杜弊混而勵邊庠摺查出

冒籍考試案例 006434 

冒籍 將生童照例究治（宮

中檔） 

56 嘉慶 7年 6月 6

日 

錢栻（四川學政） 敬陳成都府屬歲試查出頂替越

號歧冒考試等弊 008229 

頂替、越號、冒名

歧考 

交提調分別按律嚴

懲（宮中檔） 

57 嘉慶 7年 8月

21日 

陸以莊（貴州學

政） 

奏為敬陳考試情形查出鎗冒頂

名代考、越號接遞文稿及懷挾抄

錄舊文等弊 008777 

鎗替、越號、懷挾 交提調分別按律嚴

懲（宮中檔） 

58 嘉慶 13年 4月

4日 

史致儼（四川學

政） 

敬陳成都府屬考試查出歧考等

弊 010400 

歧考 交提調官審明辦理

（宮中檔） 

59 嘉慶 13年 7月

12日 

錢學彬（貴州學

政） 

敬陳考試情形查出文理懸殊頂

冒歧考等弊 011502 

頂名歧考 交提調分別按律嚴

懲（宮中檔） 

60 嘉慶 13年 7月

20 

汪潤之（雲南學

政）  

奏為考試迤東各府及雲南府武

定州二屬情形查出冒籍弊病

011562 

冒籍 交提調分別按律嚴

懲（宮中檔） 

61 嘉慶 13年 10

月 16日 

李宗瀚（湖南學

政） 

敬陳長沙錄遺事竣查出夾帶及

冒佔等弊應歸土著者不得混佔

邊籍應歸民籍者不得混佔苗籍

應另編為邊字號）012219 

夾帶、冒籍 交提調分別按律嚴

懲（宮中檔） 

62 嘉慶 14年 3月

19日 

李宗瀚（湖南學

政） 

奏為敬陳歲試常德辰州兩府情

形查出雇倩頂替及懷挾越號等

弊 013626 

頂替、懷挾、越號 交提調分別按律嚴

懲（宮中檔） 

63 嘉慶 14年 8月

2日 

李宗瀚（湖南學

政） 

敬陳歲試全竣查出夾帶、年貌不

符等弊，永靖辰沅四屬均有苗童

考試查出.該四廳每有冒佔邊籍

苗籍應試者 015007 

夾帶、年貌不符、

冒籍 

交提調分別按律嚴

飭地方官查明扣考

（宮中檔） 

64 嘉慶 19年 6月

11日 

李宗昉（貴州學

政） 

奏為敬陳考試情形查出鎗冒挾

帶等弊 015671 

鎗替、夾帶 交提調分別按律嚴

懲（宮中檔） 

65 嘉慶 19年 7月

1日 

劉彬士（湖南學

政） 

奏為敬陳歲試情形查出文理筆

跡不符及鎗冒等弊 

文理不符、鎗替 交提調分別按律嚴

懲（宮中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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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嘉慶 20年 6月

8日 

毛謨（四川學政） 奏為敬陳通省歲試完竣時有招

搖鎗冒歧考懷挾等弊 018882 

鎗替、歧考、懷挾 交提調分別按律嚴

懲（宮中檔） 

67 嘉慶 20年 8月

12日 

劉彬士（湖南學

政） 

奏為歲試完竣接行科試查出覆

卷與正場文理不符及文童口音

不符 019559 

文理不符、冒名 當場扣除（宮中檔） 

68 嘉慶 20年 5月

13日 

程德楷（貴州學

政） 

敬陳歲試已周現屆舉行科試情

形及思南石阡兩府合棚彼此歧

考更多鎗冒頂替之弊 018585 

鎗冒代作文字 咨部革審徹底嚴究

按律懲辦（奏摺檔） 

69 道光 12年 9月 嵩漙（貴州巡撫） 鄉試監臨事竣查出夾帶文字及

亂號等弊 

夾帶、亂號 照例提出封門（外紀

檔） 

70 道光 13年 11

月 26日 

常大淳（監查御

使） 

請定苗生鄉試章程（苗生與漢生

隔別號舍以杜弊端） 

代倩 (軍機處月摺包) 

71 道光 15年 8月

29日 

惠吉（廣西巡撫） 監場教諭容隱童生懷挾舊文請

旨革職 

懷挾 該部議奏（外紀檔） 

72 道光 16年 11

月 

蔡錦泉（湖南學

政） 

奏為官員違例干求據實奏報 為其門生求干科

試時破格取錄 

嚴行訊究以儆官邪

而肅吏治（外紀檔） 

73 道光 16年 11

月 

蔡錦泉（湖南學

政） 

敬陳考試四屬查出年貌與冊不

符及鎗替等弊 

年貌不符、鎗替 （外紀檔）照例懲處 

74 道光 20年 9月

23日 

梁章鉅（廣西巡

撫） 

奏為臨監事竣查出頂名舞弊、夾

帶鴉片等弊 

頂名冒考 （外紀檔）照例懲處 

75 咸豐元年 8月

24日 

喬用遷（貴州巡

撫） 

奏為鄉試監臨事竣將諸生坐號

戳記攙雜令掌卷等官隨手印用

以杜連號之弊 001072 

連號 （宮中檔） 

76 咸豐 2年 7月 4

日 

支清彥（四川學

政） 

奏為恭報科試完竣查出文理不

符案例 

文理不符 當場扣除交提調官

究辦（宮中檔） 

77 咸豐 2年 1月

26日 

駱秉章（湖南巡

撫） 

湖南彬洲文童李佐周等於該州

考試在場滋鬧並具控陳起漋等

賄通丁差傳遞等情 001832 

傳遞 刑部議奏（宮中檔） 

78 咸豐 6年 6月 6

日 

鮑源深（貴州學

政） 

奏為敬陳考試形查出貴陽省城

五方雜處大定屬界川滇不免鎗

冒情弊 008279 

鎗替、歧考 （宮中檔） 

79 同治 5年正月 黎培敬（貴州學

政） 

奏為重名冒射積習相沿等考試

情形 

頂名冒考 由學政申詳褫革（奏

摺檔） 

80 同治 13年 2月

8日奉硃批 

梁僧寶（鴻臚寺少卿） 科場條例內磨勘事宜未盡周妥

或辦理兩歧或防弊未密今昔不

同共十一條 

試務作業草率 （外紀檔） 

81 同治 13年 8月 王文韶（湖南巡

撫） 

奏為科場試卷紅號每有錯誤士

子不無屈抑謹陳管見 

試務作業草率 禮部議奏（奏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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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同治 7年 6月 鍾駿聲（四川學

政）  

奏為成都內外屬歲試完竣惟之

弊皆起於廩保 

鎗冒頂替 將慣保鎗替之廩生

等即行斥革（奏摺

檔） 

83 光緒 10年 1月

5日軍機大臣

奉旨 

蓋?培因（協理京畿監

察御史） 

奏為教官違例添設戳記擾累生

童 

教官違例 (外紀檔) 

84 光緒 17年 2月

12日 

陳榮昌（貴州學

政） 

奏為恭報貴州歲科兩試一律完

竣但以地多插花其認識未真槍

冒乘閒濫竽者亦時有經 

鎗替 （宮中檔） 

資料來源：本附錄係筆者根據《宮中檔》、《外紀檔》、《奏摺檔》、《雍正朝漢文硃批諭旨彙編》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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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西西南地區南地區南地區南地區義學簡表義學簡表義學簡表義學簡表-廣西廣西廣西廣西地區地區地區地區（（（（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四四四四-1）））） 

府   別 州縣別 設立時間 義學名稱 設立者 經費來源 備      註 

康熙 5 年 慕天顏（司馬）  延師訓迪月給膏火《南寧府志》
卷三十一職官志（乾隆 7 年刊
本） 

康熙 39 年 孫調鼎（知府）  延請許必可為義學師《南寧府
志》卷三十學校、三十六人物
志（乾隆 7 年刊本） 

康熙 55 年 沈元佐（知府）  建於城隍廟後並置學田《南寧
府志》卷三十學校（乾隆 7 年

刊本） 

 

雍正 5 年 

南寧府義學 

徐德秩（知府） 學田共四百五十五坵每年
收租穀二百四十石，塘一

口每年收租銀三十兩俱座
落於蘇村、新興、那臘三
村 

乾隆 6 年知府蘇士俊委宣化縣
知縣吳逢年查出原售隱匿那臘

村田四十四坵及新寧州田八十
四坵每年收租穀五十石亦歸入
義學膏火及文昌祠香火《南寧

府志》卷三十學校（乾隆 7 年
刊本） 

宣化縣

※＃ 

康熙 38 年 宣化縣義學

（孫公講院） 

 糧田一分秋糧米六石三斗
九升八合有奇，每年收租
穀三十三石重二百斛 

在倉西門內，建於孫明忠生祠
《南寧府志》卷三十學校（乾
隆 7 年刊本），雍正 9 年改為正

誼書院《廣西通志》卷一百三
十八，建置十三 

康熙 25 年 隆安縣義學 盛國俊（知縣）  在學宮左，後廢《南寧府志》

卷三十學校（乾隆 7 年刊本） 
隆安縣

※2＃1 光緒 16 年 城鄉內外義學 金銘勳（知縣）  《隆安縣志》卷四建置學校（民

國 23 年鉛印本） 

康熙 40 年 柯宗仁（知州） 橫  州

※2＃1 雍正 2 年

（重建） 

橫州義學 

劉斌（知州） 

係官租屯田坐落蓮塘村糧
係官納每年撥租穀一百五

十六石以資延師膏火；乾
隆 11 年知州謝鍾齡查出
覃京全等官山腳下開墾零

坵田地（於南鄉彭村），每
年收租穀二十石撥入義學
更增資費 

為馴象衛舊署後改為文昌祠，
康熙 40 年以祠改建督學靳讓

題額浮搓堂《南寧府志》卷三
十學校（乾隆 7 年刊本），乾隆
11 年重修為秀林書院，嘉慶 6

年改為淮海書院《廣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八，建置十三；《橫
州志書》卷七學校志（乾隆 12

年刊本） 

康熙 58 年 凌森美（知縣） 永淳縣

※＃ 雍正 11 年 

永淳縣義學 

黃其炳（知縣） 

學田三十六畝四釐五毫坐

落龍泉新村，每年收租穀
三十石五斗為康熙 58 年
知縣捐置為延師膏火之資 

在南門外，聘邑貢生蘇桓為義

學師《南寧府志》卷三十學校、
五十一藝文志（乾隆 7 年刊本） 

新寧州

※1 

康熙 55 年 新寧州義學 靳治梁（知州） 義學田九十四畝三分三釐
二毫有奇，坐落那憫、那
婆二村，每年收租穀五十

六石一斗原係無主之產，
康熙 55 年詳入義學以資
脩脯 

在學宮右《南寧府志》卷三十
學校（乾隆 7 年刊本），乾隆
21 年知州胡位鑄改為吉陽書

院，嘉慶 4 年知州邵志望重修
《廣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八，
建置十三 

康熙 23 年 康山義學 許延邵建  在城內北街《永康縣志》 永康縣 

(同正縣)

※1 
同治 10 年 蒙童義學  公家撥給脩金 在城內西街《永康縣志》 

康熙 23 年 戴夢雄（知州） 

1 南寧府 

※ 

 

 

 

上思州 

乾隆 4 年 

上思州義學 

蔣曰棠（知州） 

學田秋糧米八合五勺有
奇，例不編差坐落西鄉那

工坲淥二村每年實收租穀
八十石 

康熙 23 年建久經圮廢，乾隆 4

年重建於雲來庵，乾隆 6 年復

捐資建屋於文昌祠前兩傍《南
寧府志》卷三十學校（乾隆 7

年刊本） 

  平樂府義學 胡朝賓（巡道） 勸八屬捐俸助廩餼，惟富
川捐銀二十四兩置學田一

區 

在縣學中崇聖祠為義學《平樂
府志》卷十一（嘉慶十年刊本） 

康熙 49 年 平樂縣義學 黃大成（知縣）  在道鄉書院內《平樂縣志》卷
四（民國 29 年鉛印本） 

平樂府 

※1 
平樂縣 

※3＃3 同治 2 年 文昌宮郡城

隍廟義學 

李端源（知
縣）、蘇紹猷（團

紳） 

 《平樂縣志》卷四（民國 29 年
鉛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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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別 州縣別 設立時間 義學名稱 設立者 經費來源 備      註 

 光緒 3 年 東鄉義塾 

北鄉義塾 

鞏嘉相（知縣）  《平樂縣志》卷四（民國 29 年
鉛印本） 

恭城縣 

※1＃5 

康熙 57 年 恭城縣義學 王併（知縣）  在明倫堂左《廣西通志》卷一
百三十六，建置八 

富川縣

※1 

    《平樂府志》卷十一（嘉慶十
年刊本） 

康熙 24 年 賀縣義學 趙璧（知縣）  在城外江東亭，已廢《平樂府
志》卷十一（嘉慶十年刊本） 

雍正 13 年 賀縣義館 馬世煥（知縣）  在城西北《平樂府志》卷十一
（嘉慶十年刊本） 

乾隆 33 年 臨陽義塾 鄭之翀（知縣）  在舖門墟《信都縣志》卷三（民
國 25 年鉛印本） 

賀 縣 

※1＃  

道光年間 三里義塾 眾人捐建  在官潭墟《信都縣志》卷三（民
國 25 年鉛印本） 

荔浦縣

※＃ 

康熙 47 年 荔浦縣義學 許之豫（知縣） 捐買田糧二斗九升歲收租

二千四百斤二百斤納糧餘
為師生束脩膏火 

在城南《平樂府志》卷十一（嘉

慶十年刊本） 

修仁縣

＃ 

    《平樂府志》卷十一（嘉慶十
年刊本） 

康熙 57 年                 馬尹（知縣） 捐買田一百七十坵，額租
七十八石為威鎮塘渡夫工
食及義學膏火 

昭平縣

※8 
乾隆 19 年 

昭平縣義學 

(附城義學) 
金甲（知縣） 置黃公渡九廢不開之書院

田禾詳撥三千斛永作附城

義學每年肆業膏火 

乾隆 19 年署知縣金甲改義學
為南池書院，後改為明新兩等
小學堂《平樂府志》卷十一、

卷二十宦績（嘉慶十年刊本）；
《昭平縣志》卷五學校（乾隆
25 年刊本）；《昭平縣志》學校

（民 23 年鉛印本） 

康熙 20 年 丁亮工（知州）  

 

永安州

※ 康熙 48 年

（重建） 

永安州義學 

陳大輦（知州）  

康熙 48 年重建於州署右，雍正

2 年知州吳琦重修，9 年陸采重
修《平樂府志》卷十一（嘉慶
十年刊本）、《廣西通志》卷一

百三十六，建置八 

 康熙 57 年 府義學 劉國臣（知縣）  在大南門外西，乾隆 25 年知縣
鄭交泰移建城西北鼓巖 

康熙 31 年 南街義學 金玉衡（同知）  在埠民坊，後圮《廣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七，建置八 

康熙 57 年  劉國臣（知縣）  在大南門外西及府義學舊址，

邑人李世瑞建尊文閣於其後
《梧州府志》卷六學校（乾隆
35 年刊本） 

蒼梧縣

※2 

乾隆 25 年

年 

脩明義學 

鄭交泰（知縣）  乾隆 25 年知縣倡率紳士移建
於城西北鼓巖前，因建鼓巖書
院後廢《梧州府志》卷六學校

（乾隆 35 年刊本） 

藤  縣

※2＃1 

雍正 12 年 嶠清學舍 

 

楊世昌（知縣） 係在府城傳經書院丈出溢

田內抽撥稅米五石每石折
收銀六兩共銀三十兩內除
完納糧銀外實共銀二十四

兩五錢遞年由縣催收支，
另有隨化里高叚皴穀二十
四石、下馬村穀二十四石

共四十四石俱為楊世昌置 

為三元書院舊址改建，在南門

內《廣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七，
建置十二 

；《藤縣志》卷八，學校志（光

緒 34 年刊本） 

道光元年 養正義學 李敏暘（訓導） 歲支穀三千斛為束脩費由
書院公租支給 

在明倫堂左《梧州府志》卷六
學校（同治 12 年刊本）；《容縣
志》卷十二學校志（光緒 23 年

刊本） 

梧州府 

※8 

容  縣

※2＃15 

同治 5 年 自良義學 潘英章（知縣） 將充公之舖租塘租及墟地
租錢徵收以為供給之資 

在自良墟《容縣志》卷十二學
校志（光緒 23 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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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 12 年

（重修） 

岑溪縣義學 李旭（知縣） 一歲收歸公田租五十二石
二斗五升三合等易銀三十
二兩又折收租銀一兩八錢

四分五釐等共銀三十三兩
為書院義學束脩不敷之數
知縣捐給 

在城東隅，乾隆 7 年知縣劉廷
棟重修改為童蒙義館《廣西通
志》卷一百三十七，建置十二；

《梧州府志》卷六學校（同治
12 年刊本） 

乾隆 3 年 猺獞義學 何夢瑤（知縣） 歲領司庫束脩銀十二兩 在文昌閣左，共計三處分在大
椪、水汶墟及南渡埠《梧州府
志》卷六學校（乾隆 35 年刊本） 

岑溪縣

※3＃6 

● 

乾隆 9 年 授經義館 

（經館義學） 

劉廷棟（知縣） 歲領司庫束脩銀二十四兩 議建城內文昌閣左為書院分建
書舍為此《廣西通志》卷一百

三十七，建置十二 

 

懷集縣

※1＃10 

乾隆 11 年 懷集縣義學 冀宏璧（知縣） 義學歲收義學田租銀六兩
一錢穀十五石四升館師束

脩銀三十兩生童膏火約四
五十兩.不敷之數知縣捐
給 

因南溪書院舊址重建廣訓樓為
講約所《梧州府志》卷六學校

（乾隆 35 年刊本）；《懷集縣
志》卷二建置（民國 5 年鉛印
本）、經政十六 

馬平縣

※2 ＃1 

康熙年間 馬平縣義學 張維遠（分巡右
江道） 

 義學在城內《柳州府志》卷十
六學校（乾隆 29 年刊本）；《馬

平縣志》卷五學校（乾隆 29 年
刊本） 

雒容縣

※1 

乾隆 12 年 雒容縣義學 黃德星（知縣） 學田三十六畝三分九厘坐

落清鄉雷村三坡等處其租
編學分管完納糧銀批解學
租外共給學書門斗飯食銀

一千斛學書工食銀六兩 

在縣署東前後兩進各三間繞以

圍牆，乾隆 42 年知縣張夢弼重
修《柳州府志》卷十六學校（乾
隆 29 年刊本）、《廣西通志》卷

一百三十四，建置八；《雒容縣
志》卷十學校（嘉慶 20 年鈔本） 

柳城縣

※2＃1 

同治 10 年 

光緒 16 年

（復設） 

柳城縣義學 陳師舜（知縣） 乾隆二十五年詳定學租內
撥四十六千錢為師生束脩
膏火 

舊在柳侯祠內《廣西通志》卷
一百三十四，建置八，光緒 16

年建於文廟東廡《柳城縣志》

卷六教育（民國 29 年鉛印本） 

康熙 57 年

年 

王斗樞（知縣）  

乾隆 3 年

（重修） 

李學周（知縣） 將通道鎮撫化糧三十八石
每年徵銀二十四兩並香敬

山厄大崇班處地租銀五兩
詳為脩脯膏火之資. 

在鄉賢祠右《柳州府志》卷十
六學校（乾隆 29 年刊本） 

羅城縣

＃ 

乾隆 9 年

（移建） 

羅城縣義學 

劉大綱（知

縣）、黃文瑗張
俊德（教諭） 

 移建義學於明倫堂前左右共屋

六間《柳州府志》卷十六學校
（乾隆 29 年刊本） 

乾隆 3 年 融縣義學 儲起綸（知縣）  在崇聖祠右已圮，乾隆 17 年知
縣閻秉益增建書院《廣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五，建置八 

光緒 13 年 五通廟義學 

（平民義學） 

謝輔成 由書院按月提銀三兩為束
脩 

於南街之五通廟《融縣志》卷
壹第三編政治（民國 25 年鉛印
本） 

融  縣

※2 

光緒年間 潭東義學 龍徵良（貢生） 集水東團下甲人捐貲設立
置學田 

後學田為水東潭萃初小學校及
東備區立小學校之基金《融縣

志》卷壹第三編政治（民國 25

年鉛印本） 

懷遠縣

＃ 

乾隆 4 年 懷遠縣義學   在東門內《柳州府志》卷十六

學校（乾隆 29 年刊本） 

雍正 2 年 徐德秩（知州）  在城西門內《柳州府志》卷十
六學校（乾隆 29 年刊本） 

雍正 8 年

（修整） 

陸埰（知州）、

孫嵩 

 在城南舊址《象州志》上紀地

（同治 9 年刊本） 

柳州府 

象  州

※1 

● 

乾隆 25 年 

象州義學 

李宏湑（知州）  據紳士呈請移建舊州地址改名
象臺書院《柳州府志》卷十六
學校（乾隆 29 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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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 13 年 猺獞義學 張昕 歲領司庫膏火銀十二兩 在安中里中平墟，乾隆 3 年知
州祖承祐重建，乾隆 7 年知州
沈嘉徵復修《廣西通志》卷一

百三十五，建置八 

 

來賓縣 雍正 8 年 來賓縣義學 

(雷江義學) 

吳埄年（知縣） 乾隆三十二年縣民黃鍾奇
等互控入官五里塘一口.

歲收租穀等易錢共計銀三
十二兩九錢四分為師生束
脩膏火之費 

在城南分別於乾隆 3 年及 9 年
重修《柳州府志》卷十六學校

（乾隆 29 年刊本） 

康熙 40 年 涂遇（知縣） 雍正 4 年知縣劉興第捐置
一戶義學田民米柒斗伍升

在沖龍里；六子冬田坵坐
落卞一里六鶴峝管載大小
共田八十坵，收租穀二十

二石五斗除納糧外餘交義
學館俸。 

建於縣東一里，康熙 48 年重
修，雍正 3 年知縣劉興第在縣

東二里徐公祠改建，雍正 12 年
知縣劉瓚重修後改為抱樸書院
《廣西通志》卷一百四十，建

置十五；《北流縣志》（乾隆 13

年刊本），乾隆 15 年知縣謝堈
改建《北流縣志》卷九學校（光

緒６年刊本） 

乾隆 11 年 南宮秀（知州） 捐買興業屯田十三坵米六
石三斗，並捐買羅寒梧

堡、黃廣峝田三坵米二斗
八升為義學膏火 

在平凌里股鎗寨、紅泥嶺二峝
《鬱林州志》卷四（乾隆 57 年

刊本） 

乾隆 17 年 李錫秦（布政
使） 

藩司批撥北流縣審詳丈溢
李仕朝、梁孟禮二案田畝
所入租息分給州縣充義學

膏火之資 

《鬱林州志》卷四（乾隆 57 年
刊本） 

乾隆 28 年 

北流縣義學

（銅陽義學） 

福保（知州） 勘丈州民李素芳告貢生隱
官坡五畝五分批撥義學膏

火之費，每年租銀三錢每
年應入租銀一兩六錢為膏
火銀 

《鬱林州志》卷四（乾隆 57 年
刊本） 

道光 27 年 毓秀義學 曾紹珵（知縣）  在天一書院之後《北流縣志》
卷九學校（光緒６年刊本） 

道光 29 年 西關義學 梁宗敏（進士）  在護國寺 

北流縣

※1＃１ 

同治年間 扶陽義學  置有上下寨等處田租一百
零八石及扶來里樂善堂戶

民米等館師等脩脯資 

在扶來里《北流縣志》卷九學
校（光緒６年刊本） 

博白縣

※1＃ 

雍正 11 年 博白縣義學 李運正（進士）  《廣西通志》卷一百四十，建
置十五（；《博白縣志》宦績（道

光 12 年刊本） 

康熙 43 年 陸川縣義學 熊淑嵋（知縣）  在明倫堂後《廣西通志》卷一

百四十三，建置十五 

道光年間 呂氏義塾 呂象履（經歷） 由族同志者三十六人捐穀
成會續置田產以其租息遞

年分送為束脩及獎勵花紅
等資 

在順安西堡風門文昌宮《陸川
縣志》卷九學校賓興義學（民

國 13 年刊本） 

光緒初年 謝氏義學 謝國祥等捐建 其謝姓組嘗捐款建築每年
延師教族內及鄰近外姓子
弟 

在新村堡蓮塘村，後改為小學
堂《陸川縣志》卷九學校賓興
義學（民國 13 年刊本） 

光緒年間 洞心堡鄉學 李慶嵩倡辦 置租三十餘石 在橫山翰洞寨內《陸川縣志》
卷九學校賓興義學（民國 13 年
刊本） 

陸川縣

※1＃ 

光緒 24 年 大洞堡義學  將本堡軍需捐項儲蓄置租
八十餘石支鄉會試川資等

費 

其租後撥為大同高等小學堂的
款《陸川縣志》卷九學校賓興

義學（民國 13 年刊本） 

雍正 8 年 夏暟（知縣）  《廣西通志》卷一百四十，建
置十五 

鬱林州（直

隸州） 

※5＃6 

興業縣

※2＃8 嘉慶 3 年 

興業縣義學 

梁標文（監生） 自捐當受韋家田產，另有
舉人龐安國亦捐田業共收

租銀一百三十兩為義學脩
金 

《續修興業縣志》卷四、卷五 

慶遠府 宜山縣 雍正 11 年 宜山縣義學 陳馍（知縣） 義學館師束脩銀二十兩 在東門內《廣西通志》卷一百

三十五，建置八、經建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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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 6 年 龍江義學 陳希芳（知府）  在府城中大街，原為龍江書
院，雍正年間知縣張夢白改為
節孝祠，乾隆 6 年復改為義學

《慶遠府志》卷四（乾隆 20 年
刊本） 

天河縣

※ 

     

河池州 雍正 4 年 河池州義學 陳舜明（知州）
捐建 

 在學宮前《慶遠府志》卷四（乾
隆 20 年刊本） 

思恩縣 康熙 24 年 思恩縣義學

（環江義館） 

鮑復相（知縣）  延請吳三俊、廩生劉祖沛為塾

師《慶遠府志》卷四、卷九記
序（乾隆 20 年刊本） 

 

東蘭州 雍正 12 年 東蘭州義學 沈志榮（知州）  在州署西《慶遠府志》卷四（乾
隆 20 年刊本） 

  鎮安府義學   在府署西《鎮安府志》卷三學

校（乾隆 21 年刊本） 

 光緒 14 年 育英義學 洪杰（知縣） 每年脩脯錢七十二千文教

發簧善局生息按年動支 

在城內《鎮安府志》卷十五義

學（光緒 18 年刊本） 

 光緒 16 年 育仁、育義 

育禮、育智 

每年脩脯錢九十六千文在
豬判餘項下劃錢四百千文

教發簧善局生息按年動支 

分在東西南北四路《鎮安府志》
卷十五義學（光緒 18 年刊本） 

 光緒 17 年 育信、育德 

羊復禮（知府）
洪杰（知縣） 

每年脩脯錢四十八千文在

知縣洪杰清出墟規項下支
給 

分在燕峒墟及馬隘墟《鎮安府

志》卷十五義學（光緒 18 年刊
本） 

歸順州

※1 

乾隆 23 年 歸順州義學 胡位鑄（知州） 義學知州李錫恭以學田十

八畝四分二釐歲收租二十
七石四斗五升詳歸學正督
課生童 

在城東南《鎮安府志》卷三學

校（乾隆 21 年刊本），見於儒
學明倫堂右《廣西通志》卷一
百四十，建置十五 

雍正 5 年 奉議州義學 邵銓（州判） 每年脩脯由州判捐給 有三間，在州署西《鎮安府志》
卷三學校（乾隆 21 年刊本），

乾隆 33 年重修《廣西通志》卷
一百四十三，建置十五 

光緒 3 年 養正、正修 

正蒙 

吳慶市（知州） 每年脩脯錢文在奉玻田項

下支給；正蒙則由州紳熊
夢奇捐錢二百千文發商生
息按年動支 

分在州街、古眉墟及站墟《鎮

安府志》卷十五義學（光緒 18

年刊本） 

光緒 13 年 正性義學 每年經費州紳黃啟書等以
餘地充公變價並知州捐廉

補足得錢二百千文發商生
息按年動支 

在那滿墟《鎮安府志》卷十五
義學（光緒 18 年刊本） 

光緒 14 年 正德義學 

李霑（知州） 

每年經費在五聖宮地租項

下支給 

在那坡墟《鎮安府志》卷十五

義學（光緒 18 年刊本） 

 上映土州義學  歷年土知州延師捐給脩脯 在州署東《鎮安府志》卷三學

校（乾隆 21 年刊本） 

奉議州 

（雍正 7 年

改屬鎮安府） 

※2 

雍正元年 下雷土州義學   在州署東《鎮安府志》卷三學
校（乾隆 21 年刊本） 

鎮安府 

※1＃4 

天保縣※

＃ 

 天保縣義學   在府署西後圮《廣西通志》卷
一百四十，建置十五 

康熙 24 年 張遴（知縣） 歲給二十餘金以資膳養 在寧遠門內《廣西通志》卷一
百三十三，建置八；《臨桂縣志》

卷十四（嘉慶 7 年修，6 年補
刊本） 

康熙 54 年 陳元龍（巡撫）  檄建義學十七處《臨桂縣志》
卷十四（嘉慶 7 年修，6 年補
刊本） 

雍正 9 年 駱為香（知縣） 歲給脩脯 增義館二十處《臨桂縣志》卷
十四（嘉慶 7 年修，6 年補刊
本） 

桂林府 臨桂縣

※2＃ 

雍正 10 年 

臨桂縣義學 

徐德秩（同知）  於拱辰門外《廣西通志》卷一
百三十三，建置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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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53 年

（重建） 

篁村義塾  元朝時李氏合族捐建置有
田產；明弘治時御使李艾
宦歸復捐田七十餘畝為師

生膏火之資；康熙 53 年復
建其租稅支給學俸膏火如
舊 

在十七都《興安縣志》卷六（乾
隆 49 年刊本） 

康熙 56 年  
任天宿（知縣）  在武振門內，雍正 9 年知縣王

勍復修建 

康熙 35 年 猺獞義學 吳中朗（通判）   

興安縣 

※4＃1 

● 

乾隆 4 年 猺地義學  司庫歲發館師脩金四十八
兩 

在融江、泍水、東田、高田四
處《廣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三，
建置八 

康熙年間 司馬玉實（知
縣） 

義學租內支銀五十兩六分
三釐.歲定束脩膏火六十

兩不敷之數知縣捐給 

康熙 55 年 樓儼（知縣）  

靈川縣 

※2 

乾隆 19 年 

靈川縣義學

（北街義學） 

王引楷（知縣）  

在北街，後改為文筆書院《廣
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四，建置

八；《靈川縣志》卷二宦績（乾
隆 31 年刊本） 

陽朔縣

※1 

雍正 2 年 陽朔縣義學 侯靖（知縣）  在明倫堂前，後廢《廣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四，建置八 

永寧州 康熙 24 年 永寧州義學 遲炘（知州） 義學原捐田租二十六石五
斗.續捐本銀二百兩生息
為師生束脩膏火 

在城內西北，雍正 7 年知州陳
嘉穀復修《廣西通志》卷一百
三十四，建置八、經政十六 

永福縣 康熙 38 年 永福縣義學 吳中朗（通判）  在城中 

義寧縣

※1 

   乾隆初年知縣劉名廷捐修義江
書院，未建義學《義寧縣志》

學校（道光元年抄本） 

全  州

※4＃ 

 

    

 

灌陽縣 

※1＃ 

康熙 58 年 灌陽縣義學 趙成章（知縣） 義田五十畝以 資膏火 在東門內，後廢《廣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四，建置八 

※ 雍正元年 思恩府義學 戴朝選（知府）  在南門外《廣西通志》卷一百

三十六，建置八 

武緣縣＃ 康熙 55 年 武緣縣義學 王琳（知縣） 義學館師束脩銀十六兩生

童膏火銀十二兩在社田租
銀內動支.不敷之數知縣
捐給 

《廣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六，

建置八 

賓  州 

※ 

 賓州義學  束脩銀五十兩.薪俸銀十
二兩.生童膏火銀十二兩
在墓心塘及明鏡塘田租銀

內動支 

在城內後改為賓陽書院《廣西
通志》卷一百三十六，建置八、
經政十六 

遷江縣

※1 

光緒 16 年 蒙養義學 顏嗣徽（知縣）  位於縣城龍神廟《遷江縣志》

卷三，學制（光緒 17 年刊本） 

康熙 44 年 張邵振（知縣）  康熙 53 年知縣錢普鈺增建《上

林縣志》卷八（民國 23 年鉛印
本） 

上林縣 

康熙 48 年 

上林縣義學 

田漼（知縣）  在城北後圮，康熙 48 年建於學
宮右《廣西通志》卷一百三十
六，建置八 

思恩府 

土田州※ 康熙 60 年 土田州義學 岑應祺（知州）  在州署，乾隆 20 年知州岑宜棟
改建為化成書院《廣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六，建置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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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洲義學、 

兼州義學、 

靈溪義學、 

工堯義學、 

上隆義學、 

恩城義學、 

武隆義學 

  《廣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六，
建置八 

 

恩陽（萬）

土分州 

乾隆年間 恩陽州義學 岑熙（州判） 館師脩脯金四十八兩在站
穀變價發商生息項下開支
生童不給膏火月課獎賞官

為籌給 

《廣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六，
建置八；光緒 6 年州判洪杰改
為維新《百色廳志》卷五（光

緒 17 年刊本） 

※ 雍正 8 年 泗城府義學 祖良範（知府） 師生束脩膏火利州亭分不

入甲零田租價銀三十兩六
錢並弄細作裡二處田租穀
二千五百斤內支用 

分在南街與北街《廣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六，建置八、經建
十六 

西隆州※     有書院無義學 

泗城府 

西林縣※ 康熙 22 年 西林縣義學 唐如則（知縣）  雍正 7 年及 10 年分別重修後廢
《廣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六，

建置八 

康熙 32 年 桂平縣義學 捐俸置買吉大一里水柳沖
等處田業，每年收租穀九

千六百斛為諸生膏火 

桂平縣 

※2 

康熙 33 年 桂平義學 

阿琳（知府） 

 

康熙 52 年毛文銓修，雍正 3 年
知縣周鎬重修，乾隆 7 年知府

孫暐潭併入潯江書院《廣西通
志》卷一百三十八，建置十三；
《桂平縣志》卷十四紀地學校

（民國 9 年千印本） 

平南縣 

※＃ 

康熙 46 年 平南縣義學 李鍾璧（知縣）  《廣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八，

建置十三；《平南縣志》卷二學
校（乾隆 21 年刊本） 

康熙 36 年 貴縣義學 張楙枚（知縣） 向有梁吳覃三戶租銀十三

兩又朱學田戶租穀二十五
石二斗八升原額租穀一百
三十石六斗八升每年變價

為師生束脩膏火 

在治西城隍廟前，康熙 55 年知

縣林兆惠重建，乾隆 24 年知縣
石崇先請改訓導署《廣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八，建置十三 

貴  縣 

※1 

光緒年間 大墟義學 

覃塘墟義學 

焦肇駿（知縣）  《廣西省貴縣志》卷三，建置

（民國 23 年鉛印本） 

柳州縣 

※3＃1 

 柳州縣義學   在城內《柳州縣志》卷五（乾

隆 29 年修，民國 21 年鉛印本） 

羅城縣 

※1 

康熙 57 年 羅城義學 王斗樞（知縣） 乾隆 3 年李學周（知縣）
重建撥通道鎮撫化糧 38

石每年徵收 24 兩並香敬

山大崇等處地租五兩為膏
火之資 

《羅城縣志》（民國 24 年鉛印
本） 

康熙 27 年 武宣縣義學 翁年倫（知縣） 

潯州府 

武宣縣 

※ 
光緒 7 年 祿村義學 熊繼行（知縣） 

 在十字街北，康熙 61 年知縣陳

棫重修，雍正 13 年知縣盧伯蕃
改為養濟院後廢《廣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八，建置十三 

 雍正 2 年 府義學 甘汝來（知府） 捐銀一百七十兩置買田
產，後支用僅存九十兩知

府王夢堯復捐銀一百六十
兩湊成二百五十兩買誥村
等三處田共計收十石二斗

每年租穀永供為義學諸費 

太平府 

※2 

崇善縣 

※5＃ 

 崇善縣義學   

建於高公祠前，雍正 9 年改為
麗江書院；道光年間建於麗江

書院右；同光年間設於城內考
棚廳白衣庵及城外北府廟等處
《廣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八，

建置十三；《崇善縣志》書院（民
國 26 年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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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州※

＃ 

乾隆 30 年 左州義學 麻永年（知州） 乾隆二十二年知州鄭萬年
以紳士捐銀買田折收租錢
十六千納糧之外館師錢十

千文餘為諸生膏火不敷之
數知州捐給 

在州北門 

養利州＃    乾隆三十年知州麻永年議

定每年館師束脩銀三十二
兩生童十二名月給膏火銀
二錢共銀二十四兩在州屬

門攤地租銀七十兩二錢內
支銷 

義學在城內《廣西通志》卷一

百三十八，建置十三 

康熙 23 年 康山義學 許延邵（知州）  舊在城內北街東向（一說在儒
學署），乾隆 20 年間學官侵
蝕，乾隆 27 年察出情弊由地方

公舉學長二人管理；雍正 2 年
知州江莪改建康山書院《廣西
通志》卷一百三十八，建置十

三，《同正縣志》卷八人事教育
（民國 22 年鉛印本） 

永康州 

※1＃ 

同治 10 年 蒙童義學  歷年教師以公家撥給脩金 在城內西街，後改為女子小學

堂《同正縣志》卷八人事教育
（民國 22 年鉛印本） 

 

寧明州 

※3＃ 

雍正 9 年 明江廳義學 張光宗（同知） 雍正九年同知張光宗議定
每年館師束脩銀十二兩.

鹽菜銀三兩六錢每月考課

二次按等第給膏火銀二兩
五錢共給銀三十兩在征收
地租銀內支給 

在西街中《廣西通志》卷一百
三十八，建置十三；《寧明州志》
卷下學堂（光緒 9 年刊，民國

59 年重印本）、經政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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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 4 年 張利貞（州
牧）、張世道（州

人）等設 

集衿紳等勸得白金二千三
百兩有奇存質庫生息以為

學費；又以州城米市所貲
增設三處 

共計 33 處，歲擇有品學文生教
之《資中縣續修資州志》卷四

學校志鄉學（民國 18 年鉛印
本） 

資   州 

道光 20 年 

資州義學 

舒翼（州牧）  併四鄉義學於銀山鎮甘露場設
兩大館，道光 28 年復併二館設
舒市大館，歲聘周孝廉以訓

之，至同治 3 年共計有 26 處《資
中縣續修資州志》卷四學校志
鄉學（民國 18 年鉛印本） 

乾隆年間 張德源（知
縣）、王照乘、
王宏遠 

福興寺田租三年納入義學 《資陽縣志》卷十四藝文（乾
隆三十年刊本） 

資陽縣
※1＃1
○ 咸豐元年 

資陽縣義學 

范淶清（知
縣）、李茂林 

每年所需經費於各處向設
斗秤內酌量撥送，並擬條

規八則 

設立三處，另李茂林另設共計
騰蛟等十二處《資陽縣志》（咸

豐 10 年刊本） 

 六愚義學 周大繡（知縣）  《四川通志》卷七十九學校．
書院 

道光 4 年 城東館 

城北館 

胡縣令 在邑廟花稱息內提項建修
並每年撥出錢四十八千

文；又於濟倉餘息項下撥
錢十二千文以資兩館束脩
（各三十千文）；又各俸米

一石二斗均於城市斗息取
米支送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道光 4 年 祿家場蓮池
義學 

唐正相、唐星廣 每年束脩錢一百千文，道

光 4 年唐正相捐銀一千二
百兩、唐星廣捐銀四百五
十兩建，餘銀當業生息；

又唐星照等捐田畝、房屋
等歲共收租穀五十八石，
租錢三十一千八百文，並

撥場斗息二十五千文作經
費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道光 4 年 炎家山義學 徐子成（監生） 每年束脩錢五十千文，並
田地二十畝房屋五間；又
唐天茂捐象形山田地十五

畝，均首事經管歲收租錢
五十六千八百文作經費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道光 4 年 石金岡義學  每年束脩錢二十六千文在

場炭稱斗息內撥支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道光４年 文公庵義學 

騎龍庵義學 

 每年束脩錢二十四千文、

食米一石五斗。咸豐２年
縣令增束脩錢十六千文均
在場斗息撥支 

縣令諭每月朔望會集宣講聖諭

撥出錢四千八百文作費用 

資  州 

（直隸州） 

＃5※ 

 

仁壽縣
※ 

道光 4 年 北斗鎮蘭溪
義學 

東西岩兩寺
義學 

李模材、李樑材
捐建 

每年束脩錢六十千文，並
捐田地二十畝當價錢三百
八十六千文；李大輔捐田

地一分當價錢二百八十千
文均首事經管歲收租錢八
十千文作經費。咸豐元年

縣令增束修錢二十千共成
八十千文，在東西岩兩寺
社穀利息內撥支錢班十千

文，除支送束脩夫馬節儀
外作季課賞。東西岩兩寺
義學每年束脩錢三十千

文，咸豐元年縣令增錢十
千文又節禮零用錢四千文
均在本場斗稱息內撥支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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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４年 洪湘寺義學 徐紹漙募捐 徐元体等請歲撥寺田租息
錢三十千文作束脩。道光

１６年樊開瓊等訟斷各將
租息繳案每年加增束脩錢
二十千文共成五十千文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道光 4 年 張家場義學 戴劉氏 每年束脩錢五十千文、食
米一石四斗。戴劉氏捐田

地一分首事招佃收租並場
斗稱息內撥資作經費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道光 6 年 賞馬坎義學 黃懋官、黃懋德

（職員） 

每年束修銀五十千文，並

捐廖家嘴田地五十畝，捐
買伏龍嶺田地一分；又監
生楊如光捐陳家嘴田地三

十畝、草房三間；楊應祥
捐當價錢五百千文均首事
經管歲共收租穀二十八

石，租錢二十千文作經費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道光 6 年 余家灣義學 袁應清、袁文藩

（職員）、袁章
珠（監生） 

每年束脩錢四十千文，另

捐建房屋四間田地四十七
畝歲收租錢六十千文；又
趙居鄰捐當價錢四百七十

二千文，歲收京斗租穀九
石，均首事經管作經費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道光 6 年 東林、鶴鳴洞、

鍾英義學 

黃朝梁 一所每年束脩錢五十千

文，道光 6 年黃朝梁捐銀
三百四十兩建修並捐地土
二十畝當價錢三百三十千

文；又黃興文捐田地一分
均首事經營歲收租錢十八
千文，稻穀十石；又大墳

堡炭稱僧如岐經管每年撥
息錢十八千文通作經費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道光 6 年 趙家垻義學 石維周、石維崇
捐建 

每年束脩錢三十千文，並
各捐田十一畝零首事經管
歲收租錢三十千文，租穀

十二石作經費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道光６年 籍田舖義學 

蒙館 

陳偉功、陳忠英
（監生） 

每年束脩薪水錢壹百千
文，其各捐銀六百兩，賈

秉良捐銀三百二十兩即舊
慶餘書院改建餘銀置田三
十八畝；另有樊公騰等捐

地均首事經管歲共收租穀
一百一十四石五斗作經
費。蒙館每年束脩薪水錢

三十二千文亦在前項租息
內撥支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道光７年 楊柳場義學 蕭連懷（監生） 每年束脩薪水錢四十七千
文，其捐祝店子田十畝地
一段草屋三間，另雷紹

棟、謝成元等捐田畝等均
交首事經管歲收租穀三十
石零四斗作經費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道光７年 皇墳山義學  每年束脩薪水錢三十六千
文，該處官地招佃收租並
歲撥薈英書院租穀十二石

資經費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道光７年 順和尖茶溪
義學 

廖德芳、廖象

賢、蕭顯位等 

每年束脩錢五十四千文，

班人各捐銀四百兩購地建
修餘銀置買朱家溝鄒興禮
田地一分房屋八間首事經

管收租穀五十石作經費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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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 7 年 松峰場輔英
義學 

羅榮華、郁廷
斌、蔣祖陞等捐

建 

每年束脩錢五十四千文，
置業一分首事經管歲收租

錢作經費每年俸米一石二
斗，在場禹廟撥支。道光
21 年縣令增脩錢二十六

千共成八十千文。咸豐元
年張含英等以餘積租息錢
三百七十千文押當田地招

佃取租。縣令諭每月朔望
會集宣講聖諭撥出錢四千
八百文作費用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道光９年 黃龍溪義學  每年束脩薪水禮錢三十二
千文，道光９年撥本處土

地會地租修建栟每年撥錢
八千文，趙鳳翔捐錢三百
六十千文交首事典李永興

水田十五畝招佃收租錢三
十二千文。道光１４年稟
准歲撥籍田舖薈英書院租

穀五石入黃龍溪義學共成
束脩四十千文餘作經費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道光 7 年 太極垻義學 郝孔壽捐建 每年束脩錢二十四千文，

並田地十八畝首事經管歲
收租錢三十二千文作經費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道光 14 年 城南館 

城西館 

縣令 在邑廟花稱息內提資置建
並每年撥出錢六十千文作
二館修金各三十千文；又

各俸米一石二斗均城市斗
取米支送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道光 15 年 汪家場義學  每年束脩錢二十四千文、

食米一石二斗在湖廣館斗
租息內撥支。咸豐 2 年縣
令增束脩錢十千文在炭稱

息內撥支其食米一石二斗
折錢五千文作上學等項零
費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道光 16 年 鎮子場芝山義

學、場川主廟側

義學、場東嶽廟

義學 

 

縣令 每年束脩錢八十千文，道
光 16 年加束脩錢二十千

文、聘金五千節儀八千在
川主廟花繭稱市斗取息支
送；場川主廟側義學每年

束脩錢三十二千文、食米
一石二斗、聘金節儀三千
在川主廟花繭稱市斗息取

息支送；場東嶽廟義學每
年束脩錢三十二千文、食
米一石二斗在場炭稱取息

值年客支送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道光 22 年 五皇場義學  每年束脩錢三十千文在場
市斗花稱炭稱鹽稱息內撥

支。咸豐元年縣令增束脩
錢三十千共成六十千文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咸豐元年 寶珠場義學 縣令 每年束脩錢十千文、食米
一石二斗在場炭稱息內撥
支，咸豐元年加成束脩錢

三十千文除去食米歲炭稱
撥錢十二千，斗息撥錢十
六千，湖廣館花稱撥錢二

千支送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咸豐元年 觀音橋義學 縣令 每年束脩錢三十四千文、
食米一石，在場斗稱息內

撥支，咸豐元年縣令增束
脩錢二十六千共計六十千
文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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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元年 清水舖川主
廟義學 

 每年束脩錢四十千文，咸
豐元年縣令諭令場川主禹

王、萬壽、南華、文昌五
廟每年各撥租息錢八千文
支送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五顯場義學 

滿水井義學 

 五顯場每年束脩錢二十六
千文在場斗稱息內撥支；

滿水井每年束脩錢二十四
千文食米一石在場斗稱息
內撥支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咸豐 2 年 何家場義學  每年束脩薪水錢七十千文
在場斗稱息內撥支，鹽商
請每年捐佃租錢十千文作

經費，縣令加束脩錢十千
文；又江西館布市撥支錢
四千文作季課賞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鍾祥場義學 

三聖宮義學 

新館義學  

 每年束脩錢八十千文；三
聖宮每年束脩錢四十千文

均在本場斗稱息內撥支；
新館束脩錢四十千文在豬
市取息支送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佛耳岩義學  每年束脩錢十六千文在女
養濟院佃租餘息撥支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長生觀義學  每年束脩錢四十四千文在
本觀文昌會租內撥支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泡馬灘義學  每年束脩錢十七千文、食

米六斗在本處斗稱息內撥
支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安下富家場
義學 

育英義學 

吉安館義學 

 每年束脩錢八十千文聘禮
五千文、食米二石；育英
義學每年束脩錢二十六千

文、食米一石二斗，均在
場斗稱息內撥支；每年束
脩錢二十四千文、食米一

石由本廟租息內支給。光
緒 4 年縣令由斗稱取息加
小館束脩錢十千文聘金二

千文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週龍場龍門
義學 

 每年束脩錢五十千文、食
米一石二斗在場斗稱息內

撥支。咸豐元年縣令增束
脩錢二十千文共成七十千
文除去米食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方家場義學  每年束脩薪水錢三十四千
文在本場斗稱息內撥支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老君場義學  每年束脩薪水錢共錢二十
四千文收租息支給，咸豐
２年縣令諭在場斗息內每

年撥出錢十千文添助脩金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龍橋場義學  每年束修錢聘金節禮俸米

酒席夫馬共錢六十千文。
咸豐元年縣令改設在場每
歲文武宮租息內撥錢三十

五千，義濟會撥錢二十五
千文支送 

在千佛寺《補纂仁壽縣志》卷

三學校（光緒年間刊本） 

咸豐５年 鼇林場義學  每年束脩錢二十千文在場

斗稱息內撥支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咸豐７年 玉龍場義學  每年束脩錢二十千文、食

米一石在場斗稱息內撥支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龍居場義學  每年束脩前四十千文、食
米一石在川主廟斗稱息內

撥支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仁壽縣 

 大花市璧山
廟義學 

 每年束脩錢二十四千文在

場斗稱息內撥支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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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壽縣  觀音寺義學  每年束脩錢二十千文、食
米一石二斗在場斗稱息內

撥支 

《補纂仁壽縣志》卷三學校（光
緒年間刊本） 

內江縣
※3 

道光 4 年 內江縣義館 楊上容（縣

事）、弓翊清（縣
令） 

館脩由縣尊示期考錄，由

城鄉各公庄廟首事收租致
送 

於城內外設義館七，於各場市

設義館二十二處《內江縣志》
（宣統三年修民國 14 年重刊） 

 

井研縣
※2 

道光 9 年 井研義學 羅煜（知縣） 先後置業四所以其歲租給

各館師膏火之費 

舊為城館三十千，各鄉館
各二十五千米一石 

設九館（城一，四鄉各二所），

光緒 17 年知縣葉桂年整飭義
館，並增設義學四所《光緒井
研志》志十學校（光緒 26 年刊

本） 

筠連縣
※1 

咸豐 6 年 筠連縣義學 張奮翼（知縣）  在縣署東，同治 12 年知縣陳熙

春於城鄉增至四堂，五鄉共計
十堂《筠連縣志》（康熙 25 年
刊本）；《筠連縣志》（民國 37

年鉛印本） 

康熙 30 年 楊芬（郡守）  《屏山縣志》卷三學校志（乾
隆 43 年刊本） 

屏山縣
＃※ 

康熙 59 年 

屏山縣義學 

徐樹閎（知縣） 置義學田租十餘石又置舖
房二間 

《屏山縣志》卷三學校志（乾
隆 43 年刊本）康熙年間改龍湖

書院 

咸豐 8 年

（重修） 

養正義學 歐陽維馨（歲
貢）等人 

以斗租添作膏火 在義和鎮文昌宮《富順縣志》
卷六學校 

 泰興義學 屈德山（監生）
等 

置學田二契 在下西泰興寺《富順縣志》卷
六學校 

富順縣
※6 

嘉慶 5 年 德造義學 劉元明（貢生）  在縣北一百里《富順縣志》卷

六學校 

道光 6 年 南溪縣義學 翁紹海（知縣） 除捐廉銀二百兩佃田收租

又撥觀音寺充公項下錢十
千文及撥花生市每年所收
頭息錢文等作為義學經

費；一在城內李端場小廟
子亦係知縣捐廉一百兩生
放租息同該場牛市每年掛

號費錢三十千文一併撥充
經費 

《南溪縣志》卷三教育（民國

26 年鉛印本） 
南溪縣
※3 

同治 5 年 東文昌宮、萬壽寺等

二十五館 

雷爾卿（知縣） 就各場斗口提錢或別項出

息酌幫束脩，因場分大小
議定幫錢為三十至四十六
千文不等 

共添設城鄉共二十五處，館師

年終公舉由官考訂《南溪縣志》
卷三教育，訂有義學條規（民
國 26 年鉛印本） 

興文縣 

※1 

     

隆昌縣
※1＃1 

    《隆昌縣志》卷二建置，有書

院無義學（乾隆 40 年刊本） 

嘉慶 22 年 盧耀（知縣）  建於縣署左《高縣志》卷三十
七政績（同治 5 年刊本） 

高  縣
※1 

道光年間 

高縣義學 

郭彬圖（知縣） 於高縣共計二十館，每館
義學束脩錢十八千文至三
十一千文不等，義學束脩

取於斗級牙行嚴立課程 

分在本城、老王場、玉皇場等
地共計二十館《高縣志》卷三
十七政績（同治 5 年刊本） 

珙  縣
※1 

    《珙縣志》（乾隆 36 年刊本），

同治 4 年邑令邵作霖更南廣書
院為德馨書院《珙縣志》（光緒
9 年刊本） 

敘州府 

※2 

宜賓縣
※2 

康熙年間 宜賓義學 鄉人公建  在縣治北一百二十里，後移置
白花場嘉慶 7 年邑紳增修《四
川通志》卷七十九學校．書院 

乾隆 7 年 敘永廳義學 杜樞（同知） 清學租知贏餘覈田糧之無
主者每歲得穀若干撥入義

學以佐膏火遴士之資  

舊在文廟側，嘉慶 6 年知縣易
昌移置南門正街改為蓬萊書院

《敘永永寧廳縣合志》卷十學
校（光緒 34 年刊本） 

敘永廳 

（直隸廳） 

※2 

永寧縣
※ 

道光 30 年 龍岡義塾 謝登科（知縣）

等人 

捐銀四百兩購業歲收租穀

十三碩六斗以充義塾費 

在馬嶺場，後改為初等小學堂

《敘永永寧廳縣合志》卷十學
校（光緒 34 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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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緒 13 年 敘永廳義塾 但祖蔭（同知） 係提丹山書院穀租十餘石 分在西城李氏宗祠側右，西城
鐵觀山及府城隍廟《敘永永寧

廳縣合志》卷十學校（光緒 34

年刊本） 

 乾隆 4 年 夔州府義學 崔邑俊（知府）  乾隆 4 年遷建，嘉慶初年嚴士
鋐重修，嘉慶 17 年知縣蔡星移
建文昌宮內《四川通志》卷七

十九學校．書院 

康熙 24 年         王景舜（知縣）  

康熙 54 年 

開縣義學 
郭孝穆（知縣）  

在治內《夔州府志》卷二（乾
隆 11 年刊本） 

嘉慶 24 年 臨江市義學 白容華（知縣）
等 

捐錢二十千另有將市民黃
賓傅朝陞等十人各捐錢二
十千建立，捐錢放息每年

收息錢三十六千以作延師
束脩之費 

《開縣志》卷學校（咸豐 3 年
刊本） 

道光 4 年 本城、大池山
等十八處 

高學濂（知縣）  分為本城東南西街、大池山、
塌坵壩、九龍山共十八處《開
縣志》卷學校（咸豐 3 年刊本） 

開  縣
※1 

道光 6 年 城東、川主廟
等十四處 

林丹雲（知縣） 每年延師脩脯均五十千文
每年共收租息錢七百千文
足敷十四學束脩之費尚餘

錢二百餘千撥入盛山書院
以助膏火 

分為城東城隍廟、城西川主廟
等十四處《開縣志》卷學校（咸
豐 3 年刊本） 

  鮑錞（知縣）  《夔州府志》卷二（乾隆 11 年
刊本） 

 城內義學 杜越（職員）  《萬縣志》卷二地理志．義學

（同治 5 年刊本） 

道光 4 年 上堡、中堡、 

五甯場、襄渡

場、分水嶺、佛

寺舖、龍駒壩 

仇如玉（知縣） 奉文諭士民捐建 《萬縣志》卷二地理志．義學

（同治 5 年刊本） 

康熙 22 年 萬縣義學 張永輝（知縣） 捐俸建 《萬縣志》卷二學校（乾隆 11

年刊本） 

道光 4 年 大周里義學 卓先發 捐田業歲收租穀以供束
脩，後有文生余耀奎捐田

業歲租十五石 

《萬縣志》卷二地理志．義學
（同治 5 年刊本） 

道光 6 年 大周里四甲義學 劉大海 捐銀三百兩附入鳳山書院
生息延師 

設於觀音閣《萬縣志》卷二地
理志．義學（同治 5 年刊本） 

咸豐 7 年 重巖義學 

瑞池場義學 

東關外義學 

姜遇昌 

童俸文 

 

 《萬縣志》卷二地理志．義學
（同治 5 年刊本） 

萬  縣
※1＃5 

 

同治 3 年 上堡義學 劉炳植等人 捐貲置中堡街房及杜家灣
地基收佃錢九十餘千每年

束脩錢五十六千 

《萬縣志》卷二地理志．義學
（同治 5 年刊本） 

道光年間 文峰、文芳、文

秀、文育、文基、

文端義學 

潘炳（邑紳） 每年束脩取大甯縣滷水銀

三十餘兩暨邑紳所捐楊家
壩田地一分歲收穀四十二
石作義學之費（後因田為

水沖塌歲收不齊每塾束脩
均由歷任郡守捐俸添修） 

《奉節縣志》卷十八學校（光

緒 19 年刊本） 

光緒 13 年 文淵、養正、稽

察義學 

汪鑑捐設 由歷任捐給束脩 《奉節縣志》卷十八學校（光

緒 19 年刊本） 

光緒 14 年 端本義學 蔣履泰（邑令） 捐錢三百串交首士蔡希
仲、雷振東生息作束脩 

《奉節縣志》卷十八學校（光
緒 19 年刊本） 

 敦仁義學 

興文義學 

張鈴、黎廷光等
邑生員公設 

 在城內德坊《奉節縣志》卷十
八學校（光緒 19 年刊本） 

 敬梓義學 

東來義學 

趙德輝、李淮等

公設 

 在城內《奉節縣志》卷十八學

校（光緒 19 年刊本） 

夔州府
※ 

奉節縣
※2 

 悅安義學 徐明楫（縣職
員） 

 在縣南安坪驛《奉節縣志》卷
十八學校（光緒 19 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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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甲義學 冉崇恭（廩生）
等同眾捐設 

 在縣南甲高壩《奉節縣志》卷
十八學校（光緒 19 年刊本） 

 日新義學 戴輝映（邑紳）  在縣南新村壩，原為增生劉孝
達同眾捐設後廢《奉節縣志》

卷十八學校（光緒 19 年刊本） 

 毓秀義學 李維玉（生員）
同眾捐設 

 在縣南任家坪《奉節縣志》卷
十八學校（光緒 19 年刊本） 

 豫興義學 劉富貴、劉富文
（糧民）同眾捐

設 

 在縣南清水塘《奉節縣志》卷
十八學校（光緒 19 年刊本） 

 長興義學 陳萬金（職員）  在縣南長塝《奉節縣志》卷十
八學校（光緒 19 年刊本） 

 梅魁義學 王世祿（武生）
同眾捐設 

 在縣南梅子關《奉節縣志》卷
十八學校（光緒 19 年刊本） 

 青雲義學 陳可章、羅奕品
（紳、糧民）同
眾捐設 

置有田為義學脩脯之資 在縣北一百三十里木瓜坪《奉
節縣志》卷十八學校（光緒 19

年刊本） 

 作盛義學 楊春芳、劉朝定
等倡設 

置有田為義學脩脯之資 在縣北一百一十里置有田為義
學脩脯之資《奉節縣志》卷十

八學校（光緒 19 年刊本） 

 三餘義學 熊兆濱（庠生） 置有義學田地一分去價銀
二百餘兩每年收租穀十六

石為脩脯 

在縣北乾溪口《奉節縣志》卷
十八學校（光緒 19 年刊本） 

 

 蓮池義學 胡盛禮（糧民同

眾捐設） 

 在縣北松木嶺《奉節縣志》卷

十八學校（光緒 19 年刊本） 

巫山縣
※ 

 巫山縣義學   在縣治西北字聖宮《四川通志》
卷七十九學校．書院 

雲陽縣
※6 

光緒年間 雲龍義學 曾錫光（里人）  在縣南雲龍鄉蔈草場後山谷
間；有社學二間（雍正 6 年知
縣殷山設）《雲陽縣志》卷二（乾

隆 11 年刊本）；《雲陽縣志》卷
十一學校（民國 24 年鉛印本） 

江油縣 乾隆 3 年 江油縣義學 魏文題（知縣） 乾隆 11 年知縣楊輔相置

學地歲收租錢一百二十餘
千為膏火 

在縣治右康熙 46 年知縣朱樟

建書院，後乾隆 3 年改為義
學，乾隆 22 年改名為天柱書院 

 

嘉慶 22 年  鹽場義學 

羊喬壩義學 

馬鎮壩義學 

李嘉祐（知縣）  《大甯縣志》卷四學校（光緒
11 年刊本） 

道光 4 年 天甯寺敬業義

學、文昌宮義

學、雞頭壩、古

路溝、兩河口、

西溪河、湯家

壩、魚渡溪、白

趕場及分水河義

學 

柏守貞（知縣） 捐錢五十串並勸令士民公
設 

《大甯縣志》卷四學校（光緒
11 年刊本） 

夔州府 

大寧縣
※1 

光緒 6 年 大甯縣義學 胡趙氏 將自置袁仁冊名滷水五天

捐作義學逐年延師之費歲
定束脩錢五十千文；光緒
11 年亦自置劉庭相等冊

名滷水二共五天換得東街
瓦屋以作義學館 

在本城東街《大甯縣志》卷四

學校（光緒 11 年刊本） 

康熙 21 年 程漙（知縣）  《太平縣志》（乾隆 60 年寫本） 

乾隆 6 年 

太平縣義學 
林穀（知縣） 每年收租銀五十六兩五錢

六分由高觀寺撥歸 

建於縣署之左，乾隆 39 年知縣

岳履泰改建為銅城書院《太平
縣志》（乾隆 60 年寫本） 

同治元年 本城義學  由書院撥款延師教讀 《萬源縣志》教育門學校（民

國 21 年鉛印本） 

達  州 太平縣
※2 

 板橋子義學 謝汝德捐設 承買馬玉書田一分等年收

租為館師束脩，光緒 20

年將業提歸卷田局管理 

《萬源縣志》教育門學校（民

國 21 年鉛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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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坪義學 李黃二鄉紳 聚貲置業每年收租穀十五
石延師教讀 

後改為厚坪初級小學《萬源縣
志》教育門學校（民國 21 年鉛

印本） 

同治年間 

白沙河義學  每年常款由本場武聖宮斗

息項下撥付 

後改為白沙河初級小學《萬源

縣志》教育門學校（民國 21 年
鉛印本） 

  

光緒年間 青花溪義學 八極宮、文昌宮

等會首倡建 

將八極宮常產為辦學基金

延師課讀，不徵學費 

《萬源縣志》教育門學校（民

國 21 年鉛印本） 

 雍正 9 年 瀘州義學 馬世藻（知州）  在學宮之西范氏故宅，乾隆 14

年改鶴山書院《直隸瀘州志》
卷七藝文（乾隆 24 年刊本） 

 嘉慶 18 年 養正義學 章凱（知州） 署牧葉文馥捐銀千兩置學

田收租二十餘石以作脩脯 

於城南《瀘縣志》卷四教育志

（民國 27 年鉛印本） 

 道光 22 年 端本義學 沈昭興（知州） 前後置舖房七間以其收入

設之 

於城北《瀘縣志》卷四教育志

（民國 27 年鉛印本） 

九姓司
※1 

康熙 43 年 和山義學 任嗣業（安撫
使） 

置田二十六畝 在治北，乾隆 19 年長官司任啟
烈重修《四川通志》卷七十九

學校．書院 

納谿縣
※1 

    有雲溪書院，乾隆 59 年知縣劉

申創置義田《納溪縣志》卷五
學校志（嘉慶 18 年修，民國
26 年重印本） 

江安縣
※1 

道光 8 年 養正義塾 高學濂（知縣） 計費錢約十六萬有奇 在舊龍門書院以其地為義塾，
後共建計十二處除官莊壩、草
場壩及觀音閣三學為劉億阮維

嵩等人捐置，餘皆公設，清末
所需學田均入勸學所《江安縣
志》卷二學校（民國 12 年年鉛

印本） 

瀘  州 

※1 

合江縣
※1 

道光 9 年 合江縣義學 劉養鋒（知縣） 倡首捐廉士民踴躍捐助集

成鉅款置買田業十一股年
收租穀四百餘石以充館穀 

共設三十館歲舉首士司出納有

餘撥入書院為生童膏火費《合
江縣志》卷三教育（民國 18 年
鉛印本） 

康熙 32 年

（重建） 

戚延裔（知州） 於東門外置買義田三十一
畝零以資師生薪水 

於州治東，擇廩生蕭世衡為義
學教授《邛州志》（康熙 33 年
刊本） 

 

乾隆 22 年 

邛州義學 

段以信（知州） 設歲延師銀二四兩 《四川通志》卷七十九學校．
書院 

大邑縣
※2 

乾隆年間 大邑義學 宋載（知縣） 歲支脩銀四十八兩 共四所（南鄉三所，西郊一所）
《四川通志》卷七十九學校．
書院；《大邑縣志》卷一學校（乾

隆 14 年刊本） 

邛  州
＃※1 

蒲江縣
※ 

嘉慶 16 年 蒲江義學 劉訪（知縣）  嘉慶 17 年知縣魏守誠踵置《四

川通志》卷七十九學校．書院 

犍為縣
※4 

 犍為縣義學 宜思榮（邑令） 買置屋基一所房三楹延師
課讀，另寶印寺田地一分
經邑令楊鸞於乾隆 18 年

丈出撥入義學收租穀一石
零五升；總共義學租錢十
十九千八百九十二文租穀

七十八石零五升；道光 30

年後例給束脩銀四十兩 

在犀江門，《犍為縣志》卷五學
校（乾隆 52 年刊本）；道光 7

年又置城隍廟、龍王廟等十四

所《犍為縣志》 

榮  縣
※4 

乾隆 18 年 榮縣義學 黃大本（知縣）  原有八所，至道光年間增為十
八所《榮縣志》建置（民國 18

年鉛印本）；至光緒 30 年廢設

中小學 

洪雅縣
※ 

嘉慶 3 年 洪雅義學 史欽義（知縣）  共五所，後廢《四川通志》卷
七十九學校．書院 

嘉定府 

威遠縣
※ 

乾隆 15 年 鳳翔義學 陳履長（知縣）  在城內紫金山麓原為書院後改
義學，嘉慶 18 年知縣陳啟與陳
汝秋各捐金倡改棚，於棚左仍

為義學《四川通志》卷七十九
學校．書院 



 396 

府  別 州縣別 設立時間 義學名稱 設立者 經費來源 備      註 

夾江縣
※1 

    有平川書院無義學《夾將縣志》
學校志（康熙年間傳鈔本） 

 

樂山縣
※2 

    有書院無義學《樂山縣志》 

乾隆 19 年 顧為鈁（知縣） 在西城外河壩墾田約十畝
零入其租於義學為膏火 

在縣城北《酉陽州志》卷三（乾
隆 39 年刊本） 

道光 5 年 

黔江縣義學 

黃    （知縣） 每學館脩三十餘千按三季
奉送，由城鄉斗紀項下集

措不敷則地方官捐廉支給 

共設六處（城東南西北及青
岡、柵山各一學），每冬令由官

考取延聘《黔江縣志》卷三學
校義學（光緒 20 年刊本） 

光緒 6 年 正陽義學   在涼水井場《黔江縣志》卷三

學校義學（光緒 20 年刊本） 

光緒 16 年 明倫義學  館脩年收大穀五石 在黎水場《黔江縣志》卷三學

校義學（光緒 20 年刊本） 

光緒 19 年 後壩義學   在板夾溪場《黔江縣志》卷三
學校義學（光緒 20 年刊本） 

黔江縣
※2 

光緒 19 年 酸棗義學、石
會義學 

  在白石關下排《黔江縣志》卷
三學校義學（光緒 20 年刊本） 

雍正年間 夏景馥（知縣） 捐錢建義學 縣東北《秀山縣志》卷三官師

志（光緒 17 年刊本） 
秀山縣
※3 

同治 3 年 

秀山縣義學 

張銳堂（知縣） 於牛油兩市徵取為官利，

凡歲收錢二十千為其資 

建四鄉義學十餘所《秀山縣志》

卷三官師志（光緒 17 年刊本） 

酉陽州 

彭水縣     未設義學 

三臺縣
※7 

道光初年 三臺縣義學  義學產業分十餘處年由學
署禮房經收佃貲分給教師

薪脩 

縣治分二十八鄉每鄉設有一義
學一堂、城內四堂，教師由縣

選充之《三臺縣志》卷十八（民
國 18 年鉛印本） 

道光年間  官倡捐勸募紳富共銀二千

三百兩交商生息歲支共十
二館脩金各四十兩；道光
中改六館繼改二十館，官

捐銀一百二十兩各館三十
兩金後改三十館至咸豐軍
興邑令敬兆葵始廢 

《射洪縣志》卷七學校（光緒

10 年刊本） 
射洪縣
※5＃1 

同治 6 年 

射洪縣義學 

廖保恒（邑令） 原在捐輸加銀支給，後邑
令孫秉璋稟案由稅底抽錢

歲支 

《射洪縣志》卷七學校（光緒
10 年刊本） 

樂至縣
※14 

光緒年間 永興義學  提廟會市息為學貲 在城之東永興場《樂至縣志》
卷二學校（民國 18 年） 

  鄭吉士（邑令）  在城南鐵峰山麓《安岳縣志》
卷一、卷三（康熙 60 年刊本） 

安岳縣
※＃ 

乾隆 48 年 安岳義學 張承緒（邑人） 置學田歲支束脩八十金；

嘉慶 10 年邑紳周榮基等
建屋置田五十畝 

在治東北二十里，另一在治東

南一百四十里金鼓山麓《四川
通志》卷七十九學校．書院 

中江縣
※1＃2 

    有書院四所，社學二分在寧國
寺及小東街無義學《中江縣志》
卷二 

蓬溪縣 

※1 

     

潼川府 

遂寧縣
※18 

康熙 60 年 遂寧義學 莊承祚（知縣） 有學租銀二十七兩八錢除

完糧餘二十兩四錢二分，
不敷知縣捐給 

在文昌宮後舊在治西偏，乾隆

8 年知縣田朝鼎重建《四川通
志》卷七十九學校．書院；《遂
寧縣志》卷十書院 

 俞曰都（知縣）  成都府 什邡縣
※1＃4 

道光 7 年 

什邡縣義學 

吉秉奇（知縣） 捐銀五千零三十六兩置田

二百零三畝設館十處每年
館師十千文春間上學 

在學宮西衙署街小土地祠側，
前後房各三間；雍正 9 年知縣
程虔移前廳為節孝祠《什邡縣

志》卷五學校（乾隆 13 年刊
本）；《重修什邡縣志》卷六學
校（民國 18 年鉛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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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縣
※ 

乾隆 49 年 金堂義學 蔣蘭芳（邑人）  有二所，嘉慶 8 年邑人邱佑漢
等公建《四川通志》卷七十九

學校．書院 

簡易縣
※ 

乾隆 19 年 簡州義學 沈瀗（州邑） 撥寺田之半以資館穀 有二所，分在龍泉驛及治東北

盤龍寺；《漢州志》卷四（乾隆
11 年刊本）；《四川通志》卷七
十九學校．書院 

 鮑成龍（知州）  在州治十字街故知州張萬壽遺
愛祠中《四川通志》卷七十九
學校．書院 

嘉慶 15 年 劉長庚（知州） 延師脩脯均係州煮捐廉致
送 

分在州城內西北隅文昌宮及城
內東北隅龍王廟（一說在藥王

廟）《續漢州志》卷六（同治 8

年刊本） 

漢  州
※ 

 

漢州義學 

 每年脩脯制錢四十千釧 與本城共計十二所，分在小漢

鎮場、金輪寺場等地《續漢州
志》卷六（同治 8 年刊本） 

乾隆 15 年 彭門義學 許伯政（知縣） 初由邑令捐辦，道光年間
置買田產每年收租錢八百
八十餘釧支付束脩及獎錢

等費 

乾隆 21 年朱次臻曾修改為九
峰書院《四川通志》卷七十九
學校．書院；《彭縣志》卷四學

校（光緒 4 年刊本） 

彭  縣
※2 

嘉慶 11 年 育英、樹芳 

啟秀、養正 

劉炯（知縣） 每歲由邑令延師訓課後改
增至二十一處，置旱田一

百六十餘畝年收租錢四百
八十二千文放存銀四百五
十兩年收息錢九千文，水

田年收租穀七十六石等塾
師每名束脩錢四十千文由
首事支給 

後改增為二十一處分為東門
（官始）、南門（養正）、西門

（明倫）、北門（育德）、小北
門（明經）、敷教、六行、三物、
培風、九德、扶雅、致用、慎

徽、愈愚、崇化、敷典、善俗、
儲英、騰蛟、起鳳等《彭縣志》
卷四學校（光緒 4 年刊本） 

 七省、經畬、太平 

敦本、文昌宮、天師

廟等義館 

  為本城鄉學計六處《增修灌縣
志》卷七學校志（光緒 12 年刊

本） 

 正習、舒文、存誠、

果泉、經腴、啟蒙、

敷華、同仁、琢章、

培仁、茹涵、鳳池、

藻翔、近仁、元音、

飲和等義館 

  為金村鄉學十六處《增修灌縣
志》卷七學校志（光緒 12 年刊

本） 

 悟真、資深、經正、

誠正、近金、嚮明、

崇文、正心、衛道、

扶風、水月等義館 

  為陳村鄉學十三處《增修灌縣

志》卷七學校志（光緒 12 年刊
本） 

 雲峰、崇正、育材、

蜚聲、蘭修、揚輝、

尋源、敦俗、正誼、

毓材、愈愚、端蒙、

舒翹、青雲、培風 

  筏村鄉學計十五處《增修灌縣
志》卷七學校志（光緒 12 年刊

本） 

灌  縣
※7 

道光年間 味江、薈才、萃雅、

正始等義館 

 買水田二十四畝旱地二十
四畝山地一段俱施作義學
建修學舍，後改建為味江

書院 

周村鄉學計四處《增修灌縣志》
卷七學校志、卷十三藝文志（光
緒 12 年刊本） 

 

溫江縣
※1 

乾隆 10 年 萬春義塾 馮中存（知縣） 勸撥寺田置為學田五十畝
每年納租四十六石以供義

學膏火餼廩之資 

於廟學之西，後改建為萬春書
院《溫江縣志》卷一學校（乾

隆 16 年刊本）；《溫江縣志》卷
四風教（民國 10 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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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縣
※2 

道光 4 年 白雲寺、準提閣、真

武宮、聖壽寺、安樂

寺、三教堂、倒座

廟、元天觀、天迴

鎮、雙桂棚、蒯家寺

義學 

邑令奉總督戴
三錫諭勸捐設 

每年束修錢參拾千文，聘
金錢壹千文 

《重修成都縣志》卷四學校志
書院（同治 12 年刊本） 

乾隆 22 年 興義鄉義學 陳宗謙（知縣） 從福田寺斷出田三十一畝

零 

乾隆 24 年入歇馬殿義學，乾隆

37 年歸入縣中書院三鄉義學始
廢《新津縣志》卷三十三學校
（道光 9 年修，民國 11 年鉛印

本） 

乾隆 24 年 長樂鄉義學 戴之適（知縣） 花橋場口田二十畝有奇，
並斷出馬王廟田十二畝等 

設於方井寺，乾隆 37 年歸入縣
中書院三鄉義學始廢《新津縣

志》卷三十三學校（道光 9 年
修，民國 11 年鉛印本） 

乾隆 26 年 太平鄉義學 王玥（知縣） 勸諭鄉紳捐置田二十五
畝，高文舉樂捐田四十八
畝 

設於金水寺，乾隆 37 年歸入縣
中書院三鄉義學始廢《新津縣
志》卷三十三學校（道光 9 年

修，民國 11 年鉛印本） 

 太平場口義
學 

陳昌齡（監生） 捐置水田二十畝載糧五錢
載價銀五百兩歲收租穀十

九石 

坐落太平鄉太平場口《新津縣
志》卷三十三學校（道光 9 年

修，民國 11 年鉛印本） 

 天香義學 楊廷楨（邑人） 捐置水田十六畝載糧四錢

價銀六百一十三兩歲收租
穀二十石 

在長樂鄉觀音堂右廊添修書舍

七間《新津縣志》卷三十三學
校（道光 9 年修，民國 11 年鉛
印本） 

道光 4 年 里仁義學○ 林世蔥（邑人） 置水田十五畝載糧三前二
分價銀五百二十五兩歲收
租穀二十一石以延師訓課

鄉曲子弟 

在長樂相花橋場從馬王廟側
《新津縣志》卷三十三學校（道
光 9 年修，民國 11 年鉛印本） 

道光 6 年 經藏寺義學 

城隍廟義學 

陳霽學（知縣） 原係知縣捐俸延聘館師，

後有糧戶陳輝祖等共捐銀
五百兩交本縣義興典生息
每年息銀六十兩按月支給

各館束脩等費 

分在城東城隍廟及城西《新津

縣志》卷三十三學校（道光 9

年修，民國 11 年鉛印本） 

道光 7 年 鳳集義學 魏良舉、胡光文
（監生）等 

捐置文昌宮祀田餘穀變價
延師 

在長樂鄉寶峰寺設訓首事十九
人歲議二人輪流經理《新津縣

志》卷三十三學校（道光 9 年
修，民國 11 年鉛印本） 

道光 18 年 柳溪義學 劉全孝（武生）
等 

將報恩寺田撥出二十畝每
年納租穀十七石以作延師
脩金之費 

在長樂鄉報恩寺東廊《新津縣
志》卷三十三學校（道光 9 年
修，民國 11 年鉛印本） 

道光 18 年 平蓋義學 王國治等 撥觀音寺田二十三畝旱地
三十三畝每年納租十七石
旱地收錢七千文以作延師

脩金之費 

在太平鄉觀音寺西廊《新津縣
志》卷三十三學校（道光 9 年
修，民國 11 年鉛印本） 

道光 18 年 文井義學 王茂元等（文

生） 

將江城寺田撥出十三畝每

年納租十四石以作延師脩
金之費 

在興義鄉江城寺右《新津縣志》

卷三十三學校（道光 9 年修，
民國 11 年鉛印本） 

新津縣
※2 

道光 18 年 愷木河義學 李朝棟等 將普惠寺寺田撥出十六畝

每年納租十二石以作延師
脩金之費 

在興義鄉普惠寺《新津縣志》

卷三十三學校（道光 9 年修，
民國 11 年鉛印本） 

乾隆 6 年 黃鍔（知縣）  在治西學宮右，又名景賢書院
《雙流縣志》卷三（乾隆 8 年
刊本） 

 

雙流縣
※1 

道光 6 年 

雙流縣義學 

區拔熙（縣令） 以都江堰餘款置田二十五
畝添設義學十所，每年每
所脩金二十兩 

共計十所分在縣前韋馱堂、簇
橋場瘟祖廟、永興鎮關帝廟、
王家場廟內、彭家場河東（及

河西）火神祠、柑梓樹川主宮、
昇平場火神祠、通江場火神祠
及黃水河關帝廟《雙流縣志》

卷二學校（民國 10 年修，26

年重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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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陴縣義學   在縣治西門外即子雲書院故址
《四川通志》卷七十九學校．

書院 

 郫 縣
※ 

嘉慶 13 年 陴縣義塾 顧清（邑人）  設於北門，嘉慶 14 年邑人高文

開捐置設於南門《四川通志》
卷七十九學校．書院 

道光 5 年 熊邦建（郡人） 以契買西南鄉田地七十餘

畝捐作義學常款 

左綿舊有義學，在各鄉寺觀，

道光 5 年熊建邦捐設十四處 
綿陽縣
※6 

同治年間 

綿陽縣義學 

劉全秀（千總）  在治北原有義學一處，復有廟

側里人所捐山田設義學三處，
合併一處於白鶴廟設立鶴鳴書
院《綿陽縣志》卷五學校（民

國 21 年刊本） 

安  縣
※1 

    有汶江書院無義學《安縣志》
卷四學校（乾隆 54 年刊本） 

梓橦縣
※1 

咸豐 5 年 梓橦縣義學 王思孔（士紳） 置田七十畝捐五十畝為膏
火之資 

在復興場下壩《梓橦縣志》（咸
豐 8 年刊本） 

綿竹縣
※1 

 綿竹縣義學 楊上容（知縣）  共計二十一所《綿竹縣志》卷
五官師（民國 9 年鉛印本） 

綿  州 

羅江縣 

(德陽縣)

※1＃2 

乾隆 54 年  王學濂（知縣）  《羅江縣志》（乾隆 10 年刊本） 

嘉慶 10 年邑人邱廷莪等重建
《四川通志》卷七十九學校．

書院 

松潘廳
※2 

同治年間 松潘廳義學   共兩堂，一附設學署，一附設
岷山書院於光緒 29 年廢《松潘
縣志》卷二學校（民國 13 年刊

本） 

 文昌宮、龍王廟

義學 

 各脩金三十串係青蓮書院

公款致送 

《彰明縣志》卷十五學校（同

治 13 年刊本） 

 老太平場、新太

平場義學 

 各脩金三十串係本場公款
致送 

《彰明縣志》卷十五學校（同
治 13 年刊本） 

 青蓮場義學  脩金三十串為本場公款致

送 

《彰明縣志》卷十五學校（同

治 13 年刊本） 

 報恩寺義學  脩穀十二石係本寺田租致
送 

《彰明縣志》卷十五學校（同
治 13 年刊本） 

 牟家灣義館  脩穀十六石係曹定國（千
總）捐入書院學田四十畝

收租致送 

《彰明縣志》卷十五學校（同
治 13 年刊本） 

 川主廟義學  脩穀十四石係趙天秀（監
生）捐入書院學田十畝收

租致送 

《彰明縣志》卷十五學校（同
治 13 年刊本） 

 粉竹樓義學  脩金三十串係書院學田致

送一半青蓮場公款致送 

《彰明縣志》卷十五學校（同

治 13 年刊本） 

 仁興場義學 

興隆場義學 

 脩金三十串係本場公款致
送 

《彰明縣志》卷十五學校（同
治 13 年刊本） 

 龍門寺義學 牛樹梅（邑侯） 脩金三十串係本寺神會公
送 

《彰明縣志》卷十五學校（同
治 13 年刊本） 

同治年間 竹安義學 

平安義學 

蔣明馨設 各脩金三十串 俱在老太平場《彰明縣志》卷

十五學校（同治 13 年刊本） 

同治年間 廉泉、培蘭 

萃英義學 

  分在西鄉報國寺、普照寺及東
鄉大堰場《彰明縣志》卷十五

學校（同治 13 年刊本） 

同治年間 干霄義館 徐琯（增生） 脩金四十串為捐賽神餘貲
請設 

在東鄉大會院《彰明縣志》卷
十五學校（同治 13 年刊本） 

同治年間 桂香義學 徐丕承、黃映中
等捐設 

脩穀十三石為賽神餘款請
設 

在東鄉桂香祠《彰明縣志》卷
十五學校（同治 13 年刊本） 

同治年間 同覺義館 續照（越山寺
僧） 

捐設脩金三十二串俸米壹
石 

在東鄉越山寺《彰明縣志》卷
十五學校（同治 13 年刊本） 

龍安府 

 

彰明縣 

 

同治年間 寶善義館 李運（貢生） 捐賽神餘款請設 在東鄉寶珠庵《彰明縣志》卷
十五學校（同治 13 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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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年間 題橋、蒙泉 

養正、蓮池 

義館 

  分在北鄉橋院寺、南鄉興隆
場、筒車場及白家庵《彰明縣

志》卷十五學校（同治 13 年刊
本） 

同治年間 蔭泉義學  脩穀十石係義學齋長致送 在西鄉龍泉寺《彰明縣志》卷

十五學校（同治 13 年刊本） 

同治年間 孟晉義學 羅本立、王九階
等捐設 

脩金三十二串 在東鄉大堰場三聖宮《彰明縣
志》卷十五學校（同治 13 年刊

本） 

  

 忠義祠義學 

儒林寺義學 

何愷棠 每年束脩金各三十串由官

捐備 

《彰明縣志》卷十五學校（同

治 13 年刊本） 

汶川縣 

※1 

    《汶川縣志》校（民國 33 年鉛
印本）有書院無義學 

茂  州 

羅江縣 乾隆 31 年 德陽義學 楊周冕（知縣） 掌教脩脯於雙江書院租息

內按月撥送 

分在東關外玉京山之東寺，一

在北門外略坪之慈恩寺《羅江
縣志》卷十四學校（嘉慶 20 年
修，同治 4 年重刊） 

綦江縣
※1 

    無義學《四川綦江續志》卷二
學校（民國 27 年刊本） 

巴  縣 

※2 

    有書院四無義學《巴縣志》卷

四書院（乾隆 26 年刊本） 

嘉慶 23 年 定遠縣義學
（老官義學） 

趙士甲（邑人） 定遠縣 

(武勝縣)

※＃ 道光 4 年 定遠縣義學
（新官義學） 

錢秉德（知縣）

奉文添設 

與六里士紳籌商勸捐得錢
二千八百釧置買馬家冲田
一坋；道光 4 年另得臨江

寺判歸田畝一百三十五畝
歸義學；道光 6 年以庫存
公款贏餘置買龍王山田一

坋 

設六所分在本城、沿口鄉、新
鄉、飛龍鄉、龍女鄉及走馬鄉；
新官義學在樂善鄉、街子鄉、

清平鄉、真靜鄉、興隆鄉及萬
善鄉等六處。同治 13 年知縣姜
由範籌款另置大義學二所。光

緒 25 年知縣董汝涵將各鄉新
老官義學一律停止《武勝縣新
志》卷五學校（民國 20 年鉛印

本） 

 接龍義學 

（瑞山義學） 

 捐金買田收租資優異學生

之修脯，延師開學皆官主
其事 

在接龍庵內，乾隆 45 年知州左

修緒將其庵改學；乾隆 50 年知
州周澄改其名為瑞山義學；嘉
慶中改接麓義學，光緒 23 年知

州張熙穀稟改立瑞山書院《合
川縣志》卷四建置（民國 9 年
刊本） 

乾隆末年 振東義學 

（振東鄉校） 

劉仕欽（鄉賢） 提東渡口渡租五十石為校
基，並約楊胡周黃四姓聚
資建校舍於小呰子；又增

買濫泥灣田谷四十石以四
十石延師 

在上下雲峰寺之間，甲午後森
楷首請改中小學堂《合川縣志》
卷四建置（民國 9 年刊本） 

乾隆年間 龍門義學 

（龍門鄉學） 

茍毅齋（里人） 募化鄧唐兩姓地基建築學
舍經費係提文昌會款破瓦
屋田谷四十石，白沙寺田

租二十五石每歲延師館谷
四十石，餘作完糧課獎及
開學散學等費 

設於白沙場《合川縣志》卷四
建置（民國 9 年刊本） 

帶經義學 

（帶經鄉學） 

捐置歲脩金二十四兩 道光 17 年 

養正義學 

強望泰（知州） 

捐置歲脩金二十四兩 

設於城外《合川縣志》卷六學
務（民國 9 年刊本） 

 培德義學  由培德堂歲撥四十千作束
脩 

設於城隍祠《合川縣志》卷六
學務（民國 9 年刊本） 

道光年間 培賢義學 

（培賢鄉學） 

吳天爵 捐街業一契歲收租錢若干
每年延師束脩錢三十千 

《合川縣志》卷六學務（民國
9 年刊本） 

重慶府 

合川縣
※3 

道光年間 丹鳳義學 

（丹鳳鄉學） 

李際春（附生） 買鳳凰溪業歲收苞谷租捐

立以五石延師 

《合川縣志》卷六學務（民國

9 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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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正義學 

（崇正鄉學） 

李徽典（知州） 飭里人承買石佛寺寺僧賣
業搆訟田做為鄉學田年租

二十四石以十八石延師 

設蘇家嶆石佛寺近龍門洞《合
川縣志》卷六學務（民國 9 年

刊本） 

 里仁義學 

（里仁義學） 

溫浩龍（里人） 捐施左家亞口土業一契歲

收苞谷租十三石每年延師
課讀束脩錢四十千 

設於攤子磡《合川縣志》卷六

學務（民國 9 年刊本） 

嘉慶 22 年 明德義學 徐選一（武生） 醵金購市房一坐以佃銀七

百餘兩捐入立鄉學，每歲
束脩錢四十千文 

設於三匯壩玉皇觀《合川縣志》

卷六學務（民國 9 年刊本） 

道光初年 明善義學 

（明善鄉學） 

李咸亨兄弟（里
人）及唐夏諸姓
等 

置有業田每年租谷三十餘
石以二十四石延師課讀 

設於雙鳳場一碗水《合川縣志》
卷六學務（民國 9 年刊本） 

光緒 12 年 育英義學 

（育英義學） 

華代陞 加買賣炭稱錢各一文興大
小鄉學二所每歲延師課
讀，束脩銀一百二十千 

設於小沔溪《合川縣志》卷六
學務（民國 9 年刊本） 

 銀峰義學 

（銀峰義學） 

馮德臣、何樹堂
（里人） 

撥瑞峰鄉學田租二十石遂
以此款延師課讀 

設慶合場《合川縣志》卷六學
務（民國 9 年刊本） 

 龍樓義學 

（龍樓鄉學） 

 由本里錢糧捐施募化集款

若干每歲延師課讀束脩錢
四十千文 

在石龍場，月課二次塾師評定

甲乙課獎憑董事發給《合川縣
志》卷六學務（民國 9 年刊本） 

 養正義學  每歲延師束脩錢四十千文 亦設石龍場《合川縣志》卷六
學務（民國 9 年刊本） 

 瑞峰義學 

（瑞峰鄉學） 

 由岳池伏虎寺僧覺鑑捐銀

八百兩交場衿卿明堂、查
紹堂等掌放生息後置田谷
百餘石，以三十二石為延

師館谷（蒙學二十石） 

設於渭溪場《合川縣志》卷六

學務（民國 9 年刊本） 

 文成義學 

（文成鄉學） 

文選青（拔貢） 邀集本里紳衿出資買田谷

八十挑成立，每歲延師束
脩錢四十千文 

設於蕭家場《合川縣志》卷六

學務（民國 9 年刊本） 

 三邑義學 

（三邑鄉學） 

杜錦臣（里人） 捐施田谷六十挑街房數間

地基一幅每歲延師束脩錢
四十千文 

設於蕭家場《合川縣志》卷六

學務（民國 9 年刊本） 

 復初義學 

（復初鄉學） 

 有田谷六十石每歲延師束
脩錢八十千文 

設於龍淶鎮《合川縣志》卷六
學務（民國 9 年刊本） 

 崇正義學 

（崇正鄉學） 

 本場大成會有田谷八十
石，每歲給塾師束脩四十

千文 

設於白沙場，光緒 10 年此業提
歸書院由董事開支《合川縣志》

卷六學務（民國 9 年刊本） 

咸豐 2 年 銅鼓義學 

（銅鼓鄉學） 

張華封（里人） 施丁家灣田業四十五石，

同治 3 年張德修施山王廟
田土數石歲收租谷三十石
土租錢十三千文每歲延師

館谷二十五石，學生略有
課獎 

設於太平場《合川縣志》卷六

學務（民國 9 年刊本） 

 明月義學 

（明月鄉學） 

 舊有田谷四十餘石每歲延

師館谷二十四石 

設於官渡場金魚寺《合川縣志》

卷六學務（民國 9 年刊本） 

 雲門義學 

（雲門鄉學） 

 舊有龍嶆溝及馬橋田業二
契共計租谷四十餘石，每

歲延師館谷四十石 

設雲門鎮《合川縣志》卷六學
務（民國 9 年刊本） 

咸豐年間 培德義學 

（培德鄉學） 

易正熙 捐置田業一契額租二十八
石作為學費 

設尖山場《合川縣志》卷六學
務（民國 9 年刊本） 

道光 17 年 方溪義學 

（方溪鄉學） 

王鴻緒、王鴻業
（里人） 

邀集李彭黃三姓捐置金子
沱錢塘鎮兩契田業年租三
十餘石，每歲延師館谷十

六石 

設於方溪寺，道光 24 年另撥租
谷十二石作端蒙小學館師束脩
之用《合川縣志》卷六學務（民

國 9 年刊本） 

 

 

道光年間 龍多義學 

（龍多鄉學） 

趙碧泉（里人） 捐田谷一百一十石作為學
費每歲延師束脩錢一百二

十千文 

設萬壽場，另有龍多分學設於
龍鳳場趙家堰學款由龍多劃撥

七十千《合川縣志》卷六學務
（民國 9 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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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 21 年 崇儒義學 

 

李天相（里人） 其父李正權將所買石姓田
業二十石施作義學，後未

建校。數年積有贏餘復買
石姓田業二十石。以租谷
十八石延師課讀餘作雜

用。 

設三廟場羅家廟同治 2 年始於
廟側建瓦屋六楹。《合川縣志》

卷六學務（民國 9 年刊本） 

 鳳山義學 

（鳳山鄉學） 

 先年提有神會斗息每歲延

師課讀束脩錢七十千，其
校地係羅錦雲等集合定蓬
三邑紳民捐建，落成後乃

請示提款百餘金永作每歲
薪俸課讀。 

設於二郎場《合川縣志》卷六

學務（民國 9 年刊本） 

光緒 14 年 文星義學 

（文星鄉學） 

羅光榮、王玉

林、張華廷等
（里人） 

倡修費千餘金，年有常款

錢三十餘千 

設萬古場東偏《合川縣志》卷

六學務（民國 9 年刊本） 

 迴龍義學 

（迴龍鄉學） 

 僧捐街基租息建立里人顏
學信又捐石灰嶆田土每年
館金六十千 

設鹽井溪三聖宮《合川縣志》
卷六學務（民國 9 年刊本） 

  

 丹溪義學 

（丹溪鄉學） 

 舊有田業一契額租若干石
延師租谷二十四石 

設銅溪鎮《合川縣志》卷六學
務（民國 9 年刊本） 

乾隆 24 年 冀宣明（知

縣）、韋在明、
李浩（邑人） 

置田歲收穀三十八石為膏

火 

在縣城西六十餘里，舊為龍川

廟址《四川通志》卷七十九學
校．書院 

南川縣
※2 

道光 5 年 

南川義學 

（南川鄉學） 

彭履坦（知縣） 捐銀四百兩並募前六千餘

釧置買田租四百五十石，
每館館穀十石；光緒 12

年改為二十石 

於四路分置鄉(義)學計 22 館；

光緒 12 年知縣張濤改併為 11

處《南川縣志》卷七書院（民
國 15 年鉛印本） 

乾隆 6 年 大足縣義學 沈潛（知縣）  在城內東街，乾龍 24 年易名寶
頂書院《大足縣志》卷三．教

育（民國 34 年鉛印本） 

嘉慶 11 年 養正義學 宮鑑桂（知縣） 捐銀一百兩撥曾三杰所施
當價錢八十千文教紳士生

息 

設於西街《大足縣志》卷三．
教育（民國 34 年鉛印本） 

大足縣
※4 

道光 7 年 大足縣義學 狄廷颺（知縣） 捐銀二十兩並增募周東昇

捐銀四百兩等捐款共計一
千五百九十千文分交各房
按年生息及田一份年收租

錢四十八千文交禮房經理 

共設鄉學十三齋，分為養正

齋、育賢齋、正蒙齋等；同治
13 年知縣王德嘉增加各齋脩
脯，並增為共計二十齋《大足

縣志》卷三．教育（民國 34 年
鉛印本） 

長壽縣
※2 

 鳴鳳、天澤、
分澤、敦木、
養源 

分為知縣薛濟

清、職員戴筠、
耆氏王其武及
工部郎中李松

年設 

捐置田業為義學脩金 《長壽縣志》卷七（民國 33 年

鉛印本） 

永川縣
※3 

 文昌宮義學 

張家場義學 

三聖寺義學 

 於舊學田內歲支脩穀十二

石 

義學之師由縣主示期考取；張

家場義學設文昌宮水碾場《永
川縣志》卷五學校書院（光緒
20 年刊本） 

 璧山義學 沈鏞（知縣）  在鳳馹東街《璧山縣志》卷四

學校（同治 4 年刊本） 

咸豐 7 年 化成義學 饒有成（增

生）、李楨（監
生） 

在鳳凰場之玉皇觀《璧山縣志》

卷四學校（同治 4 年刊本） 

 敦本義學 在高氏祠內《璧山縣志》卷四

學校（同治 4 年刊本） 

 養志義學 

楚黃義學 

高春山捐置 

每歲共支束脩錢壹百貳拾

千文於流差案內支給 

分在八塘場及八塘齊安公所左

側《璧山縣志》卷四學校（同
治 4 年刊本） 

璧山縣
※1 

 河邊場義學   在福里河邊場文昌宮《璧山縣

志》卷四學校（同治 4 年刊本） 

重慶府 

江津縣
※6 

光緒年間 三才義學  於光緒 32 年玉皇觀川主

會產業提充作學費計田房
五份佃戶五名除原取押銀
千零二十兩外年收租穀五

十四石五斗租前十六貫  

《江津縣志》卷五公產及卷八

學校（民國 13 年鉛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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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岡義館 張梧捐建  在縣治西白沙鎮，後改為國民
學校《江津縣志》卷八學校（民

國 13 年鉛印本） 

青神縣 乾隆年間 青神縣義學 

(青江書院) 

林鴻（知縣） 後有知縣王承燨捐俸延師

選擇生童入院訓課，有三
峰鄉河口田地計三十九畝
二分五釐招佃耕種每年收

租銀二十兩繳縣庫給義學
肆業生童膏火 

《青神縣志》卷四義學（乾隆

29 年刊本） 

 

合  州
※1 

乾隆年間 合州義學 左修緒（知州）  在州治左，乾隆 52 年知州周澄

捐資以資歲修《四川通志》卷
七十九學校．書院 

 本城義學  每年束脩錢五十吊在鉤深
書院支發 

《涪陵縣續修涪州志》卷五建
置書院（民國 17 年鉛印本） 

 白里義學   在鶴游坪白家場附近《涪陵縣

續修涪州志》卷五建置書院（民
國 17 年鉛印本） 

咸豐 6 年 恆心義學 傅雲漢（庠
生）、孫會浵 

 在李渡《涪陵縣續修涪州志》
卷五建置書院（民國 17 年鉛印
本） 

重慶府 涪  州 

同治 6 年 志仁堂義學 姚寶銘（州牧）  在武廟左側《涪陵縣續修涪州
志》卷五建置書院（民國 17 年
鉛印本） 

嘉慶 11 年 江北廳義學 張瑞漙（同知） 購熊姓住宅捐設膏火 設於學宮側，嘉慶 20 年改建為
嘉陵書院《江北廳志》卷五學

校（道光 24 年刊本） 

嘉慶 22 年 培英義學 

遜敏義學 

黃為紱等倡設  在六甲復興場側近離城一百一
十里道光 6 年復行捐設遜敏義

學《江北廳志》卷五學校（道
光 24 年刊本） 

嘉慶 23 年 集賢義學 傅兆熊 以萬天宮會上置買冉家溝
田業一坋，後因年久會散
將業捐立鳳山義學道光時

更名集賢為膏火資 

在一甲明月場離城一百九十里
《江北廳志》卷五學校（道光
24 年刊本） 

嘉慶 23 年 請業義學 王輔廷、芶君照
等勸捐設 

 在二甲關仁場關廟離城九十里
《江北廳志》卷五學校（道光

24 年刊本） 

道光 4 年 崇儒義學 黃鉅等 撥佛慈寺僧常業設立 在一甲佛慈寺廟坎下離城八十

里《江北廳志》卷五學校（道
光 24 年刊本） 

道光 5 年 鹿鳴義學 賈殿卿、黃元吉

等勸捐設 

 在一甲魚嘴沱，道光 7 年復設

蒙館於義學東南（藝文）《江北
廳志》卷五學校．卷七藝文（道
光 24 年刊本） 

道光 5 年 崇德義學 段正鏞、彭三畏
等勸捐設 

 在三甲桶井場離城一百六十里
《江北廳志》卷五學校（道光

24 年刊本） 

道光 5 年 崇仁義學 石美玉、張國榜
等 

 在四甲舒家場離城一百四十里 

道光 5 年 成英義學 曾良幹、劉大經
等勸捐設 

 在二甲龍興場離城一百二十里
《江北廳志》卷五學校（道光

24 年刊本） 

流芳義學（經
館） 

在五甲獐鹿溪離城一百一十里
為經館《江北廳志》卷五學校

（道光 24 年刊本） 

道光 5 年 

宗善義學（蒙
館） 

嚴堉（邑令） 係傅芳宗捨入九龍寺之
業，道光 5 年因其子大綱

訟寺僧後斷入學校並飭李
延英等人經理 在五甲五宮堂離城一百二十里

為蒙館《江北廳志》卷五學校
（道光 24 年刊本） 

道光 6 年 養正義學 王元亨等捐設  在六甲塔坪嶺《江北廳志》卷

五學校（道光 24 年刊本） 

道光 6 年 育才義學 王元愷等捐設  在六甲三聖場離城一百二十里

《江北廳志》卷五學校（道光
24 年刊本） 

江北廳
※1 

 

道光 6 年 彰德義學 李昌倡族人捐

銀設 

 在六甲白廟側離城二十五里

《江北廳志》卷五學校（道光
24 年刊本） 



 404 

府  別 州縣別 設立時間 義學名稱 設立者 經費來源 備      註 

道光 6 年 三益義學 王輔廷、涂蘭芳
（士民）等勸捐

設 

 在三甲石船場離城一百二十五
里；另於三甲小泗溝分設正蒙

義學《江北廳志》卷五學校（道
光 24 年刊本） 

道光 6 年 山泉義學 余愷、陳有章等
募捐設 

 在一甲離二十三里地名石盤頭
《江北廳志》卷五學校（道光
24 年刊本） 

道光 6 年 直方義學 黃雲衢 捐河壩田地一坋收租十二
石以作束脩又捐巖上房屋
一院以作學館；復與徐敦

倫菶捐獲銀一百餘兩為館
修補資 

在一甲離城三十里地名壟家巖
為遵父遺命而設，後於道光 14

年與時中義學分立復興義學

《江北廳志》卷五學校（道光
24 年刊本） 

道光 6 年 請益義學 張大貴等勸設  在六甲樂磧場罹城一百五十里
《江北廳志》卷五學校（道光
24 年刊本） 

道光 6 年 金沙義學 徐上達、李正春
等勸設 

 在一甲打子石離城六十里《江
北廳志》卷五學校（道光 24 年
刊本） 

道光 6 年 平山義學 劉懷清、龍從雲 由時中義學分撥銀兩另勸
得萬紹章捐銀三百二十兩

添設 

在一甲殺坪場離城六十里《江
北廳志》卷五學校（道光 24 年

刊本） 

道光 6 年 時中義學 尹合興、戴協吉
等倡建 

 在一甲迴龍寺左側離城五十里
《江北廳志》卷五學校（道光

24 年刊本） 

道光 6 年 育德義學 戴冕、鄧南山等  在一甲悅來場附近離城六十

里，後於道光 13 年分立日新義
學《江北廳志》卷五學校（道
光 24 年刊本） 

道光 6 年 匯泉義學 李國彥、徐光明
等 

 在五甲太清寺離城三十里《江
北廳志》卷五學校（道光 24 年
刊本） 

道光 6 年 作聖義學 姚孔園  再一甲白兔坪離城二十里《江
北廳志》卷五學校（道光 24 年

刊本） 

道光 6 年 入德義學 楊世慶（監生） 捐坐房街機址設立 在本城常家巷《江北廳志》卷
五學校（道光 24 年刊本） 

道光 6 年 正誼義學 黃鉅等倡建  在一甲瓦店子離城二十里《江
北廳志》卷五學校（道光 24 年

刊本） 

道光 6 年 正風義學 李文遠 捐銀六百一十兩又捐通草
溝田業一坋設立 

在一甲高峰寺離城六十里《江
北廳志》卷五學校（道光 24 年

刊本） 

道光 6 年 玉成義學 陳馥川、陳渝川

等倡勸設 

 在一甲離城二百里《江北廳志》

卷五學校（道光 24 年刊本） 

道光 6 年 啟蒙義學 李光治等  在四甲新殿寺內《江北廳志》
卷五學校（道光 24 年刊本） 

道光 6 年 萃英義學 李茂 捐落楞巖田業一坋設立 在六甲重光寺內離城四十里
《江北廳志》卷五學校（道光

24 年刊本） 

道光 6 年 端蒙義學 王玉春、唐宜春
（監生） 

置買大風掗田土一坋收租
延師課讀復因經費不族旋

將田土當銀三百五十兩意
學幾廢；道光 30 年唐宜春
子捐錢買鄰邑丹家田土一

坋歲收租二十二石；唐雨
膏捐銀三百五十二兩揭收
大風掗當價歲收租穀十五

石均入義學作公延師教讀 

在六甲接龍場玉屏下離城一百
六十里《江北廳志》卷五學校

（道光 24 年刊本） 

道光 7 年 敦蒙義學 熊開紱、凌雲等  在一甲光山廟離城二十里《江

北廳志》卷五學校（道光 24 年
刊本） 

  

道光 7 年 龍山義學 顏思莊、余大經  原名起鳳在六甲玉皇觀廟內離

城五十里《江北廳志》卷五學
校（道光 24 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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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 7 年 三臺義學 侯邦治、白受采 撥昆盧寺廖家臺地基及勸
王冕堂捐燈臺石沙灣地基

吳姓當價共計銀四百六十
兩設立 

在治西廖家臺《江北廳志》卷
五學校（道光 24 年刊本） 

道光 9 年 就正義學 王廷常等倡建 勸得捐水月庵房屋及向多
功城地土一坋，王廷常復
捐錢五百六十千設立 

在本城轅右憫惻堂內，道光 20

年又捐錢五六百串入義學《江
北廳志》卷五學校．卷七藝文

（道光 24 年刊本） 

  

道光 14 年 輔仁義學 馬明泗等 以文昌聖會公費贏餘稟請
設立每年支出俱由文昌會

給付 

在本城金沙廂《江北廳志》卷
五學校（道光 24 年刊本） 

名山縣
※2 

康熙初年 名山縣義塾 李蕃（歲貢）等

人 

 共計有二十館，分立於吳家堰

等地《名山縣新志》卷十一學
校（民國 19 年刊本） 

雅州府 

縈經縣
※1 

乾隆 9 年 縈經縣義學 勞世沅（知縣） 捐俸延師訓課 設於西門外火神祠，嘉慶 7 年

改為戴匡書院，光緒 31 年改懂
小學校《縈經縣志》卷五學校
（民國 4 年刊本） 

巴  州
※1 

乾隆 27 年

（重建） 

巴州義學 李汝琬（知州） 建有學田歲收銀五十餘兩
充作膏火 

在州治東《四川通志》卷七十
九學校．書院 

劍  州
※1＃3 

    有社學無義學《劍川志》學校

（雍正 5 年刊本）、《劍閣縣續
志》卷二（民國 16 年鉛印本） 

保寧府 

廣元縣
＃ 

康熙年間 廣元縣義學 冉德（鄉賢）  建修義館並置田為諸生膏火
《廣元縣志》卷十二人物（乾
隆 22 年刊本） 

南充縣
※ 

乾隆 42 年 南充義學 王鶴（知縣）  在東門內嘉陵驛故址《四川通
志》卷七十九學校．書院 

 廣安州義學 曹蘊錦（知州） 延師脩脯四十金 在水塘堡，後易名為官學《廣

安州志》卷二（雍正 11 年刊本） 

康熙年間 渠江義學 邵仲禮（知州） 原係地方紳民捐款，康熙
49 年知州江中楫因觀音

橋、黃葛沱、綠水溝、白
馬廟等處鄉民爭訟田業斷
充為學田一分共納銀一百

一十三兩五錢 

在卜市街儒學署左，乾隆 12 年
知州翁是平捐貲資增建易名渠

江書院《廣安州新志》卷二十
學校志（光緒 33 年刊） 

嘉慶 23 年 新增義學 劉有宜（知州） 置楊柳溪學田載糧三斗一

升年納租穀二十四石六斗
計田價公費共錢四千緡有
奇；嘉慶 25 年復得州牧吳

栻捐銀一百兩並提撥士庶
捐項錢置觀音閣業一分年
納租錢三十千文作延師費 

於文明街桂花井《廣安州新志》

卷十七公儲志（光緒 33 年
刊），道光 3 年遷於文昌宮右即
故恆公祠，光緒 6 年州牧唐友

忠因課讀人眾廣義學之名復為
甘棠書院並捐緡為膏火，光緒
甲辰改為蒙學堂。 

養正、作育 

義學（鄉學） 

  

方穀義學 高灘里捐置  

明德義學 伏龍里方文治
捐置 

 

明達義學 得勝、復興、戴
市三場及尚義

等五里紳糧捐
置 

 

育才義學 鴛鴦、書臺、仁

義三里捐置 

 

筆峰義學 龍山、燕子等六

里捐置 

 

端蒙義學 唐壩里捐置  

道光 6 年 

文筆義學 晶然、高墩等三
里捐置 

 

分在南門、北門外屬明月鄉共
計二十三學《廣安州新志》卷
二十學校志（光緒 33 年刊） 

公花義學 公花里紳糧捐
置 

胡其臣、袁王氏均有施業 

順慶府 

廣安州
※2 

 

 

聯級、樂清義學 分為陳杜、樂山
等里捐設 

 

《廣安州新志》卷二十學校志
（光緒 33 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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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育賢義學 分為芶火、楊柳
等里捐置 

 

玉屏、凌雲義學 分為鹿燕等四
里及孫家里捐

置 

 

西河、培本 

希賢、玉成 

鳳江義學 

分為東安里、清
文里等捐置 

 

 

伏龍、尚義義學 為伏龍、鶴占等

里捐置 

 

 

鼇峰、春風 

龍光、敦本 

義學 

為鼇峰、春正等
里捐置 

 

六合義學 清溪、張官 

馬壩等六里捐
置 

 

雲從、雅教 

鳳山、臨江義學 

為龍印里、官山

里等捐置 

 

無違義學 白馬里廩貢生
游正位捐置 

 

化龍、養正義學 為東山、龍印等
里捐置 

 

在望溪鄉共計十二學《廣安州
新志》卷二十學校志（光緒 33

年刊） 

明倫、古城 

樂育、崇義 

義學 

為金泉、茶坪、
尖代等里捐置 

 

道光 6 年 

德興、敦倫義學 各為蓬萊、石楊
等五里及仁
風、大鳳等五里

捐置 

 

在崇義鄉共計七學《廣安州新
志》卷二十學校志（光緒 33 年
刊） 

 

道光年間 崇德義學 大寨、楊田等六

里捐置 

 光緒年間里人周克堃提廟會公

款購置二十四史及諸子集《廣
安州新志》卷二十學校志（光
緒 33 年刊） 

培英義學 白市場、嚴家寨
等八里捐置 

 廣安州 道光年間 

尚志、高鳳 

樂興、樂善 

桂香義學 

分為謝墩、高
鳳、少元及梁松
山捐置 

 

在榮祿鄉共計六學《廣安州新
志》卷二十學校志（光緒 33 年
刊） 

乾隆 10 年 岳池縣義學 林之正（知縣） 有義學田在西關鄉二十三
畝、及丈西關新修文一里
石鼓寺田六十畝、文二里

金龍寺田十七畝六分二釐
載糧俱撥歸義學 

乾隆 17 年知縣黃克顯復修義
學《岳池縣志》卷二、卷八（乾
隆 21 年刊本）；《岳池縣志》卷

十八（光緒元年刊本） 

道光 27 年 鳳修義學 白汝衡（知縣） 置有學田附書院經理 設於雁塔寺內《岳池縣志》卷
七學校（光緒元年刊本） 

 鳳麓義學 

鳳毛義學 

鳳翼義學 

李熏（知縣） 歲脩由縣署籌送 《岳池縣志》卷七學校（光緒

元年刊本） 

 鳳增義學 

鳳廣義學 

鳳廈義學 

武尚仁（知縣） 歲脩由縣署籌送 《岳池縣志》卷七學校（光緒
元年刊本） 

 鳳池義學 

鳳樓義學 

慎朝元（知縣）   

 

岳池縣
※1 

 鳳翔義學 

鳳騰義學 

崔廷璋（知縣） 設歲脩由肉釐局支送 《岳池縣志》卷七學校（光緒

元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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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別 州縣別 設立時間 義學名稱 設立者 經費來源 備      註 

 光緒年間 鳳郊、鳳岐 

鳳梧、鳳鳴 

鳳岡、鳳陽義學 

何肇祥（知縣） 歲脩由肉釐局支送 光緒 9 年知縣何肇祥將鳳修義
學裁去改設雁塔書院《岳池縣

志》卷七學校（光緒元年刊本） 

康熙 42 年 舊義學（棲鳳
義學） 

徐枝芳（知縣） 置義田為諸生饘粥資 在治中街文昌祠右側《鄰水縣

志》卷一（乾隆 22 年刊本） 
鄰水縣 

乾隆 12 年 新義學 袁鍾秀（知縣） 清查廢廟拆毀變價計數十
區；歷任清查舊學田無主
僧田共計六處每年收租穀

一百六十六石為延師脩脯
並諸生膏火之資 

在治北小街，乾隆 12 年知縣程
英銘始修完備《鄰水縣志》卷
一（乾隆 22 年刊本） 

 

營山縣
※1 

康熙 41 年 營山縣義學 張玉麟（知縣）  在學宮旁《四川通志》卷七十
九學校．書院；《營山縣志》卷
二 

東鄉縣
※11＃3 

(宣漢縣） 

 

康熙 24 年 東鄉義學 

 

李大護（知縣） 

 

嘉慶 16 年三甲傅家灣有
訟田知縣捐廉買之為義學
產，每年延師課讀各送束

脩錢十二釧 

舊在治東，道光年間知縣余紹
元於本城趙姑祠、馬王廟等地
設館共計十一處；其後又增設

官渡場等共計六處《四川通志》
卷七十九學校．書院；《宣漢縣
志》卷三教育志（民國 20 年石

印本）；《東鄉縣志》(乾隆 6 年
寫本) 

 戴采祿（邑人） 購王姓田畝若干值四百金
有奇 

在神樹壩《四川通志》卷七十
九學校．書院；《渠縣志》卷三

教育志（民國 21 年鉛印本） 

道光 4 年 

渠縣義學 

朱錫穀（知縣） 奉府檄設置 設義學共計二十餘館分在柏林

場、迴龍場、羅家灣等地，清
末改設初等小學堂《渠縣志》
卷三教育志（民國 21 年鉛印

本） 

渠  縣
※2 

咸豐 7 年 青龍場 

三匯 

三楚義塾 

 楊全盛置買禹廟側瓦屋復
助銀一矮兩等為延師課讀

之費 

《渠縣志》卷三教育志、藝文
志（民國 21 年鉛印本） 

大竹縣
※2 

道光 4 年 大竹縣義學 張擴庭（知縣） 每館束脩多不過四十釧少

則二三十釧不等；城區四
館經費置有田業三處 

共計倡設三十五館，清末膏火

歸入學堂《大竹縣志》卷五學
校志（民國 17 年鉛印本） 

新寧縣
※1 

    有書院、社學無義學《新寧縣

志》卷二學校（乾隆 18 年刊本） 

 達縣義學 董守義（知州）  建於明倫堂側社學前《達縣志》
卷十三學校門．義社學 

綏定府 

達  縣
※2＃ 

道光 4 年 沙陀寺文昌
宮義學 

江正爵、江正華 購萬寶寨周姓田地山場前
後共載糧三斗二升一合計
值二千四百五十八兩有奇

捐入義學以為每年延師課
讀之費 

設於沙陀寺文昌宮《達縣志》
卷十三學校門．義社學 

彭山縣
※1 

嘉慶 16 年 彭山義學 史欽義（知縣）  《四川通志》卷七十九學校．
書院 

眉  州 

(直隸州) 

 ※2 丹稜縣
※2 

乾隆 24 年 丹稜縣義學 宋惠綏（知縣） 率士民捐建價買城內店房
一間為膏火之資 

在城東一里楓落寺側《丹稜縣
志》卷四學校（乾隆 26 年刊本） 

 道光年間 忠州義學   西城義學每年束脩錢三十
千文係由新街佃租動支，
北城義學每年束脩錢三十

千文 

新設義學共計東、西城、汝溪
場等二十五處《忠州直隸州志》
卷六書院（道光 6 年修，民國

21 年鉛印本） 

忠  州 

(直隸州)※ 

梁山縣 康熙 23 年 桂香義學 黃建中（知縣） 撥置田產貳佰肆拾畝 《梁山縣志》（乾隆六十年刊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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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別 州縣別 設立時間 義學名稱 設立者 經費來源 備      註 

乾隆 19 年  魯慶（知縣） 將白衣庵無著之田及南路
夏家觀田三十五畝九分五

釐等丈入義學以資公用 

《梁山縣志》卷五學校志（光
緒 20 年刊本） 

 城中暨四路
鄉（義）學 

 每年館穀各十四石，並設

學田二處每年共收穀八十
石分五處訓師共領館穀七
十石餘十石撥歸濟倉 

分在本城、南路觀音場、東路

葫蘆壩、西路雙河場、北路露
斯場《梁山縣志》卷五學校志
（光緒 20 年刊本） 

 北路義學  每年課資於乾元宮神農宮
兩廟出斗口錢三十二千 

共計六館分在新場、楊家場、
興隆場露斯場、土門場及虎城
場《梁山縣志》卷五學校志（光

緒 20 年刊本） 

 東路義學  每年課資於斗口出錢三十

二千 

共計三館分在石家場、葫蘆場

柏家場《梁山縣志》卷五學校
志（光緒 20 年刊本） 

 南路義學  每年課資於斗口出錢三十

二千 

共計六館分在沙垭場、人和

場、石柱屏、麻柳場、馬家場
及觀音場《梁山縣志》卷五學
校志（光緒 20 年刊本） 

※1 

 西路義學  每年課資每館於斗口出錢
三十二千 

共計六館分在袁壩驛、屏錦
舖、雙河場、沙河鋪、老營場

及迴龍場《梁山縣志》卷五學
校志（光緒 20 年刊本） 

康熙 34 年 馬騰雲（知縣）  在儒學西疑即山斗社《四川通

志》卷七十九學校．書院；《酆
都縣志》卷二為康熙 34 年建
（康熙 49 年刊本） 

 

酆都縣
※2＃1 

光緒 19 年 

酆都義學 

曾漙（邑紳） 捐田二區以為束脩，以旌
之田在北岸曰後坪歲租七

石課十七串二百；另一為
水井坵歲租七石課一串五
百載糧三畝五分 

義學共計本城上街等十二堂，
清季改為初等小學校。《重修酆

都縣志》卷一（民國 16 年鉛印
本） 

石砫廳 

（直隸廳）

※1 

 嘉慶 8 年 石砫廳義學 劉大經（同知）
捐建 

置田歲支束脩錢三十千文 在文昌祠兩廊《四川通志》卷
七十九學校．書院 

乾隆 15 年 龍池義學 楊鸞（邑侯） 寶印寺義田地丈出撥入義
學收租設為義學膏火之資 

於此地延師訓課題為龍池後經
數公捐俸勸助修葺功未竣調

任。至乾隆年間改為印清書院
《犍為縣志》九文事（民國 6 

犍為縣
※4 

道光 7 年 犍為縣義學  每年由縣官考取塾師一名

住塾教授例給束脩元銀四
十兩 

舊時縣城四門各一所，後於道

光年間詔設共計有城隍廟、磨
子場等十四所《犍為縣志》九
文事（民國 6 年鉛印本） 

榮  縣 

※1 

    有書院無義學《榮縣志》（乾隆
二十一年刊本） 

嘉定府 

峨眉縣
※ 

    有書院無義學《峨眉縣志》卷

二建置學務（宣統 2 年刊本） 

寧遠府 會理州
※1 

嘉慶年間 會理州義學   分為城內、城外、白果灣、掛
榜等共計十六處《會理州志》

卷二書院（同治 9 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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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 12 年 啟文義學 徐德裕（知府） 每年束脩十二兩 在南城大街《昭通府志》卷三
政典志學校（民國 13 年刊本） 

蘊山義學 每年束脩銀二十四兩 在西城內 雍正 12 年 

鳳鳴義學 

樊好仁（知縣） 

每年束脩銀十二兩，貢生李

其泰教館捐束脩置田四十
並捐己面地收租補之 

在城南鳳凰山《昭通府志》卷

三政典志學校（民國 13 年刊本） 

乾隆年間 武營義學 巴善（總兵）  用以培植弁兵子弟 

 昭通縣義學  每年束脩銀十二兩 分在天地爐、八仙營及龍洞山

《昭通府志》卷三政典志學校
（民國 13 年刊本） 

道光年間 西二區義學 由蔣蘇王諸姓

捐建 

 在蘇家院《昭通府志》卷三政

典志學校（民國 13 年刊本） 

同治 8 年 北三區義學 全祖凱（總兵） 清理叛產作為經費 在水營《昭通府志》卷三政典

志學校（民國 13 年刊本） 

 長寨義學 

廣成義學 

 原有田地以作束脩 回變焚燬僅存地址《昭通府志》
卷三政典志學校（民國 13 年刊

本） 

昭通縣
※3 

光緒初年 遲家營義學 由遲姓公設 由遲姓公閘經費修建 《昭通府志》卷三政典志學校

（民國 13 年刊本） 

雍正 7 年 城漢義學 徐德裕（知州） 捐束修租折銀二十兩 

雍正 10 年 城夷義學 李  至（知州） 每年束修租折銀十八兩。除
捐銀外亦收入各里漏報田

價銀、賞號叛產變價銀及歷
任審案變價充公銀等購置
學田三處，以上所收錢糧知

州捐完每石折其收銀三十
四兩二錢分漢、夷兩館永供
束修。 

《鎮雄州志》卷三學校（乾隆
49 年刊本） 

雍正 9 年 彝良義學 徐  柄（州同） 乾隆 29 年州同汪浩存增修書舍
三間、牌坊一座。《鎮雄州志》
卷三學校（乾隆 49 年刊本） 

雍正 12 年 卻佐義學 徐  柄（州同） 

此二館學田係由雍正 12 年
五華書院官田內詳奉分
撥：每年撥京斗租米二十四

石八斗二升給彝良一館；十
二石八斗二升給卻佐一館
永供束修。 

鎮雄州 

※ 1 

● 

雍正 9 年 威信義學 許  燮（州判） 捐買水田五十三畝收京斗
租米十九石四斗五升除火

耗實存米十六石四升永供
束修 

《鎮雄州志》卷三學校（乾隆
49 年刊本） 

恩安縣  府義學 
恩安縣義學 

  府義學原設二館仍舊，縣義學

惟西關一館仍舊，餘燬《續雲
南通志稿》卷六十三）（光緒二
十七年刊本） 

永善縣  永善縣義學   原設各館仍舊 

道光 10 年 姚元之(同
知）、王觀潮
（同知） 

一在城南關、一在安樂鄉；一
在吉利鄉（王觀潮設）《續雲南
通志稿》卷六十三）（光緒二十

七年刊本） 

咸豐 4 年 韓捧日（同知） 設於城北關 

同治 7 年 陳廷珍（同知） 一在大關鄉、一在吉照鄉、一
在大壩鄉 

1 昭通府 

大關廳
（同知） 

光緒 11 年 

大關廳義學 

周瑞璧（同知） 

各館束脩俱由學田撥給 

一在仁里鄉、一在圖樂鄉 

康熙 27 年 羅衍嗣（知府） 捐俸置買荒熟田九百畝計
其租息為延師訓課資 

雲南府 ※2 

（府書院） 

康熙 32 年 

雲南府義學 

張毓碧（知府） 捐俸置民田十六畝以其歲
入用供館穀，並詳請里中棉

花店餘息佐其不足 

共計九所。分在城內小土主
廟、崇善巷（儲之盤重修）、順
城街奎閣（陳錫熊設）、東關外

之桂林街、東二十里之官渡妙
湛寺、城東門外之鹽店、南之
小板橋、西之高嶢普賢寺、北

之蓮花池（以上陳錫熊設）《昆
明縣志》卷四學校（光緒 27 年
刊本）；《雲南府志》卷九學校

（康熙 35 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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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慶年間 雲南府義學 錢昌齡（知府）  在東關外之桂林街《昆明縣志》
卷四學校（光緒 27 年刊本） 

康熙 30 年 羅衍嗣（知府） 分所置府義學田之半給縣
義學設館 

康熙 33 年 張瑾（知縣） 置田延師不足者佐以牙行

所餘 

康熙 56 年 徐九、錫道
紀、潘自然（耆
民）等設 

歲束脩京斗米皆二十四石 

在縣者共二十一所。原在太平
庵後設於土主廟（知縣張瑾移

設）、官渡土主廟、城東板橋
驛、大方伯舖（康熙 49 年縣人
胡蔚文設）《昆明縣志》卷四學

校（光緒 27 年刊本） 

雍正 13 年 歲束脩京斗米各十二石 城東八里雙橋法會寺、南壩水
南寺、東三十二里福國庵、城

十里波羅村雙龍寺、羅丈村普
慈寺、西三十五里魚街子福會
寺、城東四十里板橋 《昆明縣

志》卷四學校（光緒 27 年刊本） 

雍正 13 年 

儲知盤（知
府）、楊大紳

（知縣） 

歲束脩錢各十三千丈；另有
束脩市斗穀四石（高嶢太史

祠）；大伯廟（束脩銀十二
兩） 

城西六里劉家營法會寺、西十
里大村觀音寺、大河浪村關聖

廟、城西三十里高嶢太史祠、
城南舊門里、大小卜里普自
村、小街子、大伯廟《昆明縣

志》卷四學校（光緒 27 年刊本） 

道光 7 年 徐榕生（同知） 

程旬（縣人） 

 在井宿祠《昆明縣志》卷四學

校（光緒 27 年刊本） 

同治 9 年 趙方矩（舉人） 

段從先（副貢） 

仍照洗牙舊規以供館脩 設於南小街一館（《續雲南通志
稿》卷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
刊本） 

光緒年間 崔尊彝（糧道） 

鍾念祖（鹽道） 

每年由鹽釐經費項下籌銀
二百兩作束脩 

咸豐軍興廢弛，後於城內復設
十三館（《續雲南通志稿》卷六

十三）（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鍾念祖（鹽道） 捐銀一千五百兩交商生息
以作束脩 

設四館分在東鄉板橋堡、南鄉
普自堡、西鄉多依堡及北鄉沙

浪堡 

光緒 7 年 

增設 

盧崟（學政） 每年束脩咨部由各屬應解

學租銀兩項下開支 

在學政署（《續雲南通志稿》卷

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昆明縣
※2 

光緒 8 年
復設 

昆明縣義學 

岑毓英（總督） 每年由鹽庫發銀二百兩作
四館束脩 

併為四館，分別位於東城外真
慶觀、西城外文昌宮、五顯宮

及城內永寧宮（《續雲南通志
稿》卷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
刊本） 

康熙 29 年 劉脩賢（知
縣 ） 

買置田租延師訓課 在文昌宮《雲南府志》卷九學
校（康熙 35 年刊本） 

雍正年間  置西莊中則地一百畝收穀
租除完納糧外所得租米為
三處訓師贍養之資 

分在三處：分在城內東街、城
北四十里及倉前五去城五里
《富民縣志》卷七學校（雍正 9

年刊本） 

富民縣
※ 

同治 10 年
（重修） 

富民縣義學 

張執中、周鈞

重修（邑紳） 

 咸豐年間燬於兵燹，剩倉前永

安莊黃土坡三館士民重建（《續
雲南通志稿》卷六十三）（光緒
二十七年刊本） 

康熙 24 年 時敏堂義學 李煜（知縣）、
竇若斗（舉人）
等 

康熙 26 年知縣高士朗修添
置田畝；乾隆年間每年束脩
京斗穀四十石京斗賣一石

七斗 

在城東門內；乾隆年間移設真
武觀《宜良縣志》卷五學校志
（民國 10 年刊本） 

 

宜良縣
※3 

● 
康熙 42 年 段官村義學 李可棟（士民）

等公設 

每年束脩京斗穀十石三

斗，康熙 44 年李可棟等公
捐田四坵在白馬廟除完納
條糧外年收京斗穀十石三

斗永供束脩 

在城北五里《宜良縣志》卷五

學校志（民國 10 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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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48 年 黃堡村義學 閤村士民公建 每年束脩京斗穀十四石，陳
掀陽等人捐置田坵除完納
條糧外年收京斗穀十四石

永供束脩 

在城西五里黃堡村朝陽庵《宜
良縣志》卷五學校志（民國 10

年刊本） 

康熙 55 年 賈龍義學 趙良輔（士民）
等公建 

每年束脩京斗穀十六石，雍
正 3 年趙良輔等送田二分除

完納條糧外年收京斗穀十
六石永供束脩 

在城北三十里《宜良縣志》卷
五學校志（民國 10 年刊本） 

康熙 60 年 金家營義學 鄭大經（士民）
等建 

每年束脩京斗穀九石五
斗，鄭大經等公送田等二十
五坵除完納路南州條糧外

年收京斗穀九石五斗永供
束脩 

在城北二十五里金家營，光緒光緒光緒光緒
34 年改年改年改年改設初等小學堂設初等小學堂設初等小學堂設初等小學堂《宜良縣
志》卷五學校志（民國 10 年刊

本） 

雍正元年 長安村義學 王朝陽（士民）

等公設 

每年束脩京斗穀十四石王

朝陽等復捐田五坵除完納
條糧外年收京斗穀十四石
永供束脩 

在城北七里長安村下寺，宣統宣統宣統宣統 2

年改設初等小學堂年改設初等小學堂年改設初等小學堂年改設初等小學堂《宜良縣志》
卷五學校志（民國 10 年刊本） 

雍正 4 年 西山營義學 閤營士民公設 每年束脩京斗穀十石京斗
米七斗，士民楊德名捐置山

田等十坵每年除完納糧並
修學舍外餘租穀十石米七
斗永供束脩 

在城西三里西山營，民國元年民國元年民國元年民國元年
改為西山營初等小學校改為西山營初等小學校改為西山營初等小學校改為西山營初等小學校《宜良

縣志》卷五學校志（民國 10 年
刊本） 

雍正 9 年 文公祠義學 朱于（知縣） 左右各列舖面四間收租為
膏火修葺之需每年束脩穀
四十石京斗麥一石七斗  

在城東門外《宜良縣志》卷五
學校志（民國 10 年刊本） 

雍正 13 年 南羊街義學 朱于（知縣） 年給館穀京斗二十石 城南十五里南羊街三官廟，宣宣宣宣
統二年改為南羊街初等小學校統二年改為南羊街初等小學校統二年改為南羊街初等小學校統二年改為南羊街初等小學校

《宜良縣志》卷五學校志（民
國 10 年刊本） 

雍正 13 年 西村義學 朱于（知縣） 年給館穀京斗二十石 在城南三十二里西村西華寺，

嘉慶 24 年新建桂香宮為義學；
宣統宣統宣統宣統 2 年改為西村初等小學校年改為西村初等小學校年改為西村初等小學校年改為西村初等小學校
《宜良縣志》卷五學校志（民

國 10 年刊本） 

雍正 13 年 章堡村義學 邢恭先（知縣） 

李柱國（士民） 

光緒 12 年重建年給館穀京

斗二十石 

在城南三十三里章堡村內；宣宣宣宣

統統統統 2 年改為章堡村楚等小學校年改為章堡村楚等小學校年改為章堡村楚等小學校年改為章堡村楚等小學校
《宜良縣志》卷五學校志（民
國 10 年刊本） 

 回回村義學
● 

 年給館穀京斗二十石 在城北三里回回村三教殿《宜
良縣志》卷五學校志（民國 10

年刊本） 

雍正 13 年 石佛寺義學 在城北五里洗澡塘西南石佛寺
《宜良縣志》卷五學校志（民

國 10 年刊本） 

雍正 13 年 湯池街義學 

朱于（知縣） 知縣朱于捐買水田計五坵
除供束脩外（年給館穀京斗

二十石）年餘穀石撥給寒士
及給儒學月課、科場卷資會
試幫費等用途 

在城西三十里湯池街；乾隆 2

年重建《宜良縣志》卷五學校

志（民國 10 年刊本） 

乾隆 8 年 伏虎寺義學 張日玟（知縣）

設 

年給館穀京斗二十石 在城東南十五里小馬街伏虎

寺，宣統宣統宣統宣統 2 年改為初等小學堂年改為初等小學堂年改為初等小學堂年改為初等小學堂
《宜良縣志》卷五學校志（民
國 10 年刊本） 

道光 27 年 宜良縣義學 闔邑士民捐建  （《續雲南通志稿》卷六十三）
（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光緒 31 年 樂道村義學 崔壽仁（舉人） 光緒 31 年知縣羅守誠批年
給館穀京斗二十石 

城南二十五里樂道村，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2

年改為初等小學校年改為初等小學校年改為初等小學校年改為初等小學校《宜良縣志》
卷五學校志（民國 10 年刊本） 

康熙 29 年 夏玘（知縣）  設於文昌宮《雲南府志》卷九
學校（康熙 35 年刊本） 

康熙 34 年 孫道林（同知） 開山後村荒田五十畝為義
學資釜 

奉文設立文昌宮兩廡為館舍
《羅次縣志》卷二（康熙 56 年
刊本） 

羅次縣
※ 

光緒元年
（重修） 

羅次縣義學 
 

李成（邑紳）  咸豐年間曾燬於兵燹（《續雲南
通志稿》卷六十三）（光緒二十
七年刊本） 

 

晉寧州 康熙 29 年 晉寧州義學 李雲龍（知州） 買置田租延師訓課 在州學旁《雲南府志》卷九學
校（康熙 35 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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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41 年 秦采（知州） 設每年束脩京斗米壹拾石
陸斗伍升，錢壹拾千玖百
文，康熙 41 年生員徐天鵬

送入田玖畝坐落龍場除完
納糧外每年實存京斗米伍
石玖斗玖升零  

在州東城內文昌宮《晉薴州志》
卷七學校（乾隆 27 年刊本） 

康熙 51 年
（重修） 

 生員王景獻墾田捌畝坐落
清水溝，知州徐克祺批入義
學除完納錢糧外每年實存

京斗米肆石陸斗陸升零 

《晉寧州志》卷七學校（乾隆
27 年刊本） 

康熙 57 年
（重修） 

 紳士楊文徵送入秧田坐落

馬家溝除完納錢糧外每年
實存租錢壹拾千玖百文 

《晉寧州志》卷七學校（乾隆

27 年刊本） 

雍正 12 年 張上喆（貢生） 每年束脩京斗米捌石捌斗

陸升，另捐田十畝分在河泊
所塘心等處除完納錢糧每
年實存京石米捌石捌斗陸

升永供束脩，秧田租銀三兩
永供束脩 

《晉寧州志》卷七學校（乾隆

27 年刊本） 

光緒 6 年 

 

舒運昌（知州）  咸豐年間曾燬於兵燹（《續雲南
通志稿》卷六十三）（光緒二十
七年刊本） 

南鄉大堡寶興

義學 

每年束脩京斗米衣拾伍
石，另於海口修理公田內每
年撥京斗米拾伍石永供束

脩 

雍正 13 年 

西北鄉大營義學 

鄒永馥（知州） 

每年束脩京斗米壹拾石玖

斗，另買田三處收租穀共京
斗租米拾石玖斗永供束脩 

《晉寧州志》卷七學校（乾隆
27 年刊本） 

乾隆 2 年 西南鄉金砂義學 方廷英（知州） 每年束脩京斗米陸石貳

升，秧田租銀陸兩捌錢參分
錢肆千文 

《晉寧州志》卷七學校（乾隆

27 年刊本） 

※1 

乾隆 3 年 西北鄉團山義學 王勃（知州） 每年束脩京斗米拾石柒斗
永供束脩 

乾隆 3 年有團山村人王偉等將
迎海淤地一段挑培成田招租耕
種每年收京斗租米拾柒斗以供

束脩 

祿豐縣
※1 

    有書院無義學《雲南府志》卷
九學校（康熙 35 年刊本） 

康熙 29 年 魯國華（知縣） 置田延師訓課 在城北《雲南府志》卷九學校
（康熙 35 年刊本） 

呈貢縣
※1 

光緒 9 年
（重修） 

呈貢縣義學 

 以一六街場斗升秤租息作

各村義學之資 

咸豐年間曾廢（《續雲南通志

稿》卷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
刊本） 

康熙 30 年 槐杉廟義學 張學聖（知州）
倡士民王彥等
建 

設學田坐落存前除完糧外
實存京斗穀十一石二斗五
升永供束脩 

在儒學啟華寺內《安甯州志》
卷七學校（乾隆 4 年刊本） 

康熙 32 年 察院堂義學 王畹（知州） 有學田坐落班鳩村除完糧
外實存斗米八石永供束脩 

《安甯州志》卷七學校（乾隆 4

年刊本） 

康熙 32 年 文廟旁義學 每月灶戶捐鹽七十斤永供
束脩 

《安甯州志》卷七學校（乾隆 4

年刊本） 

 河尾村義學 

王畹（知州）
與各灶楊從
壅、楊星耀等

建設 

每年捐鹽七百二十斤永供

束脩 

《安甯州志》卷七學校（乾隆 4

年刊本） 

乾隆 3 年 進岑樓義學 侯如樹（知州） 租穀六石永供束脩 知州何齊聖詳請移於樓左添書

舍三間並接眾堂《安甯州志》
卷七學校（乾隆 4 年刊本） 

乾隆 3 年 龍實寺義學 設學田西歸大營屯公件餘

銀七兩三錢七分接眾堂租
穀六市石永供束脩 

《安甯州志》卷七學校（乾隆 4

年刊本） 

乾隆 4 年 安登村義學 

何齊聖（知州） 

 

 

與士民武景襄

等建 

 

設學田坐落牛鼻村除完糧
外實存京斗穀二十四石永
供脩 

《安甯州志》卷七學校（乾隆 4

年刊本） 

乾隆 4 年 鳳儀村義學 何齊聖（知州） 

與士民李鳳林
等設 

 

設學田坐落後沖除完糧外
實存京斗穀七石五斗，另有
壩塘等收租穀十五石共京

斗穀二十二石五斗永供束
脩 

《安甯州志》卷七學校（乾隆 4

年刊本） 

 

 

 

安甯州
※1 

雍正 2 年 中所義學 葉潤（紳士）
等公設 

學田坐落小龍潭下收京斗
十三石二斗永供束脩 

《安甯州志》卷七學校（乾隆 4

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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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 3 年 麒麟寺義學 呂國祚（知州）
倡村民保學孟
等建 

設學田坐落大壩花亭等
處，除完糧外實存京斗十五
石六斗永供束脩 

《安甯州志》卷七學校（乾隆 4

年刊本） 

雍正 9 年 鳴矣河義學 楊若樁（知州）
與士民楊琛等
建 

設學田坐落本村甸內除完
糧外實存京斗穀十四石四
斗收地八塊坐落龍潭下收

京斗六石此二項永作束脩 

《安甯州志》卷七學校（乾隆 4

年刊本） 

雍正 10 年 三泊縣義學 楊若樁倡士民

李仙枚等建 

設學田坐落舊縣前小木廠

舊縣北門等處，除完糧實存
京斗穀二十四石永供束脩。 

《安甯州志》卷七學校（乾隆 4

年刊本） 

雍正 11 年 州署前義學 楊若樁（知州） 故民李林妻捐建學田坐落

高灘坪等處，除完糧外存京
斗穀二十一石二斗四升收
六石二斗四升永供束脩 

《安甯州志》卷七學校（乾隆 4

年刊本） 

 

光緒 2 年
（重建） 

安甯州義學 州人重建 由鹽秤經費項下年撥四十
千文作兩館束脩 

咸豐年間曾廢，光緒 2 年州人
重建河尾一館，光緒 9 年知州

陳漢鎮設一館於鹽龍祠（《續雲
南通志稿》卷六十三）（光緒二
十七年刊本） 

康熙 27 年 州城義學 呂景參（知州） 捐俸建立閤學生員捐置沐
氏四十畝四分地十五畝坐
落馬廠除納完糧外歲收京

斗穀二十六石給館十八石
餘為學宮及月課獎賞等費 

在城內廟左《續修嵩明州志》
卷五學校（光緒 13 年刊本） 

康熙 42 年 蘇海村義學 雷御龍（知州） 蘇健等公捐田二畝坐落普
納村又地三畝五分坐落小
河蘇海村等處除完糧外年

收京斗穀十八石八斗永供
束脩 

在城西四十三里《續修嵩明州
志》卷五學校（光緒 13 年刊本） 

康熙 45 年 效古里義學 李廷宰（知州） 買田五坵典田三十坵地三

塊又新置地二十畝 

在魁星閣《續修嵩明州志》卷

五學校（光緒 13 年刊本） 

康熙 47 年 城南義學 吳寶林（知州）

同士民公建 

由民賈工捐田六畝三分坐

落村旁除完糧外年收京斗
穀十四石永供束脩 

在城南十里《續修嵩明州志》

卷五學校（光緒 13 年刊本） 

康熙 52 年 楊林驛堡義
學 

吳寶林（知州） 驛丞孫灝捐銀二兩；雍正 8

年查出田二十畝六分坐落
蔣家莊、戴家園等處除完糧
外每年京斗米二石六斗永

供束脩 

在城南三十里《續修嵩明州志》

卷五學校（光緒 13 年刊本） 

康熙 53 年 日是里義學 吳寶林（知州） 康熙 53 年馬旗屯上下兩村

士民公捐買田二十四畝坐
落三教寺等處除完糧外每
年收京穀四十四石永供束

脩 

在馬旗屯三皇殿《續修嵩明州

志》卷五學校（光緒 13 年刊本） 

邵甸里義學 汪煦（知州） 士民楊藻等捐田六坵共三
畝分坐落楊華田除完糧外

年收京斗穀七石二斗永供
束脩 

分在城西四十里甸頭村及白邑
村《續修嵩明州志》卷五學校

（光緒 13 年刊本） 

康熙 55 年 

得食村義學 汪煦（知州） 里民周文彩送田四畝坐落
早橋沖又閤村士民公買屯
田一畝坐落油松樹除完糧

外年收京斗穀十石四斗永
供束脩 

在城西三十里土主廟《續修嵩
明州志》卷五學校（光緒 13 年
刊本） 

康熙 57 年 楊林義學 汪煦（知州） 捐俸延師 在水官橋三元宮《續修嵩明州

志》卷五學校（光緒 13 年刊本） 

 資善里義學   分在二處：一在興隆村，一在

甸心村《續修嵩明州志》卷五
學校（光緒 13 年刊本） 

康熙 59 年 文昌宮義學 汪煦（知州） 閤里士民公捐買劉氏田八

畝九分坐落乃木村塘子上
下等處除完糧外每年收京
斗穀八石三斗二升永供束

脩 

在城東二十五里小街子《續修

嵩明州志》卷五學校（光緒 13

年刊本） 

 

嵩明州
※3 

康熙 48 年 依順里義學 吳寶林（知州）

同士民設 

里民楊勝柱等公捐田一十

四畝四分坐落老人墳等地
除完糧後年收京斗穀二十
六石永供束脩 

在木龍《續修嵩明州志》卷五

學校（光緒 13 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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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61 年 王四壩義學 楊如楠（士民）
等公設 

閤里士民劉相助等捐田九
畝二分分坐落河外大小五
坵除完納糧外年收京斗穀

十二石永供束脩 

在城南五里《續修嵩明州志》
卷五學校（光緒 13 年刊本） 

康熙 61 年 玉皇閣義學 范清漙（知州） 士民公捐屯地九畝坐落四
母洗馬塘古城墩除完糧外

年收京斗穀四石又閤里每
年捐京斗穀十二石共京斗
穀十六石永供束脩 

在城南八十里西邊營《續修嵩
明州志》卷五學校（光緒 13 年

刊本） 

雍正 9 年 前所義學 張浩（知州） 買田十畝坐落梅子溝除完
糧外年收京斗穀二十石永

供束脩 

在城西四十五里《續修嵩明州
志》卷五學校（光緒 13 年刊本） 

雍正 10 年 狗街子義學 張浩（知州） 熥士民捐設里民張經等捐
田七畝坐落何家村海邊狗

街子除完糧外年收京斗穀
八石六斗永供束脩 

在城東十里《續修嵩明州志》
卷五學校（光緒 13 年刊本） 

 

雍正 12 年 猴街子義學 張浩（知州） 閤里公捐民田三畝一分又
公捐一畝坐落馬廠小古城
除完糧外年收京斗穀十四

石永供束脩 

在城東東四十里《續修嵩明州
志》卷五學校（光緒 13 年刊本） 

易門縣
※1 

康熙 29 年 易門縣義學 路光岱（知縣） 買置田租延師訓課 在文昌宮《雲南府志》卷九學
校（康熙 35 年刊本） 

康熙 26 年 唐之柏（知州） 買置田租延師訓課 在遵禮坊揚光寺《雲南府志》
卷九學校（康熙 35 年刊本） 

 

昆陽州
※1 

光緒 10 年
（重建） 

昆陽州義學 

吳裕昆（知州）  舊設十二館，咸豐年間廢 

 康熙 20 年 大理府義學 王興禹 捐俸五十兩置買學田計七
十畝收租作延師膏火 

在府學大門東西《大理府志》 

卷十一義學（乾隆 11 年刊本） 

康熙 22 年 城東義學 在城北十五里凝東龍寺（《浪穹
縣志》）（光緒 28 年刊本） 

康熙 22 年 城北義學 

王度昭（知縣） 

在城北十里凝北文昌宮（《浪穹
縣志》）（光緒 28 年刊本） 

乾隆 18 年 城南義學 馬文元（知縣） 在武廟 

浪穹縣
※1 

道光 22 年 橋川義學 樊肇（知縣） 

各館義學歷年延師館穀係
鄧州州貢士阿雯捐田一百
四十九畝，及迦羅山寺逃糧

田三十五畝每年官收穀除
完糧外分給 

 

康熙 39 年 張泰交（知縣） 捐俸買秋田三畝除納稅糧
外餘為義學生員之館穀 

《大理府志》卷十一義學（乾
隆 11 年刊本） 

雍正 10 年 雷之瑜 每年束脩京斗穀一百石，諸
生膏火京斗穀九十石六升 

在分巡道署東首 

同治 12 年 陳席珍 每館每年束脩銀十六兩 設立四館於城內四門《新纂雲
南通志．學制考四》 

太和縣
※ 

光緒 5 年
（重修） 

太和縣義學 

秦述先（知縣）
設上關鄉周城
一館 

撥絕產田三十四畝九分三
釐以作束脩 

在縣學明倫堂西南隅，咸豐 7

年曾燬於兵燹 

康熙 27 年 龍翔義館 劉國璽（知縣） 置南豐坵田租八十石為延
師贍給之資 

在城餒北街 

康熙 56 年 趙州義學 陳士昂（知州） 每年束脩京斗穀六十四石 共設五館 

雍正 13 年 下關義學 
彌只義學 
密底義學 

程近仁（知縣） 彌渡、白崖每年館穀各四十

石；下關等三處每年捐穀三
十石，並置田三處收租穀一
百五十石及王氏兄弟爭產

送入義學田十畝三分八
釐，所入均 

原有三館分在州城、白崖及彌

渡 

乾隆年間 陳光稷（知州） 捐俸延師訓課 分在迷渡北門外及儒學左《大
理府志》卷十一義學（乾隆 11

年刊本） 

趙  州
※ 

光緒初年 

（重修） 

趙州義學 

趙敬熙（知
州）、楊開蔭
（邑紳）等 

 位於城西，咸豐 7 年曾燬於兵
燹《續雲南通志稿》卷六十三）
（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大理府 

雲南縣
※4 

康熙 25 年 萬青館 黎日升（知縣） 

劉鼎漢（士民） 

每年束脩京斗穀十二石九
斗，銀二兩四錢；土民楊士

鼎送田一分，另有清出田七
畝除完納條糧外年收京斗
租穀二十二石九斗以供束

脩 

在城西九十里米甸里《雲南縣
志》卷五學校書院義學（光緒

16 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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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27 年 龍翔館 劉國璽（知縣） 原置南豐收田租八十石入
為延師贍給至今收館納秋
糧五百石四夏稅五斗二升 

在城內北街《雲南縣志》卷二
學校（乾隆 32 年刊本） 

雍正 2 年 鵬飛義館 張漢（知縣）
率紳士建 

由原九峰書院田租七十八
石四斗因其傾圮後改建仍
為館師贍給及書籍之資 

在城內西街《雲南縣志》卷二
學校（乾隆 32 年刊本） 

雍正 4 年 得英館、 
興文館 

張漢（知縣） 置設租穀十六石五斗；興文
館置租穀二十石供館師贍

給 

《雲南縣志》卷二學校（乾隆
32 年刊本） 

雍正 12 年 蒙養館、 
文昌館、 
鐵索營館 

李家俊（知縣） 每年撥龍翔館門首舖租銀
十兩，後曾喬甸租米九斗作

為贍給及書籍之資；文昌館
設租穀十六石五斗；鐵索營
館置有租穀每年七十一石

五斗 

在城內關聖宮；文昌館在和甸
文昌宮《雲南縣志》卷二學校

（乾隆 32 年刊本） 

乾隆年間 雲路館、七百
莊清華館等 

楊士鼎、周平

章、李正坤、
李正芳、楊旭
耀等協建（黃

連樹萬清園
館） 

開墾南豐壩田年收租穀八

十石完糧後五十石入義學
供延師費用；收麥九石以供
費用；設田一區年收租穀三

十石以供費用 

分在本城龍翔館、七百莊清華

館及黃連樹萬青園《大理府志》
卷十一義學（乾隆 11 年刊本）；
《雲南縣志》卷五學校書院義

學（光緒 16 年刊本） 

 

同治 12 年 城川義學 
彩雲義學 
嘉禾義學 
培喬義學 
善米義學 
知白敝學 
 

黃金銜（知縣）

設六館 

六館分為：城川，分撥雲家

莊田一分作束脩；雲波川，
撥沐滂鋪田租十石作束
脩；禾甸，撥赤尾河田租十

石作束脩；米甸，撥赤尾河
田租十石作束脩；蕎甸，撥
周派村犁頭村田二分作束

脩；白川，撥上馬台田二分
作束脩。 

共計六館，分在城川、雲波川、

禾甸、喬甸、米甸及白川《續
雲南通志稿》卷六十三（光緒
二十七年刊本）；《雲南縣志》

卷五學校書院義學（光緒 16 年
刊本） 

 鄧川州義學 何琛（知州） 置田一段坐羅川賴石坡計

三十餘畝，歲納租穀京斗六
十六石除完稅糧外所有收
為義學一歲之用並修理之

資 

設於啟聖祠之右《大理府志》

卷十一義學（乾隆 11 年刊本） 

登龍東館、 
登龍西館 

陳文恭（知州） 各置租五十三石五斗在小
中所團山千戶營百戶營 

聯雲館 置租四十八石在平壩姜營 

毓英館 置田租四十八石在千戶營

棗兒樹 

玉泉館 置田租三十八石在白雙溪 

養正館 置田租二十石在百戶營 

羅俊館 置田租二十石在財本村 

鄧川州 

雍正年間 

登瀛館 

陳文恭（知州） 

置田租四十石在銀橋 

《鄧川州志》（咸豐 4 年刊本） 

計各館租穀除完糧外餘息均為

館師脩脯 

康熙年間 甘國輔（知州）  分在城中文昌宮及周官營大乘
寺《大理府志》卷十一義學（乾
隆 11 年刊本） 

賓川州
※1 

雍正年間 

賓川州義學 

王鼎（知州） 義學田九十六畝，另有四十
五畝坐落小瓦溪崖淜排柵
營三處官租收九十五石，其

中二十石為設立義學訓迪
民間無力子弟向學之資；復
追回被雞足僧人侵佔之開

墾瀾滄營荒田租穀八十三
石作為課士之資 

在北門內鄒公祠《賓川州志》
卷八（雍正 5 年刊本） 

乾隆年間 丁亮工（知州）  在州治左福隆寺 

雍正 12 年 徐本仙（知州） 每年束脩京斗穀三十石  

 

雲龍州
※ 

同治 13 年 

雲龍州義學 

 巡撫岑毓英撥絕產田租十

石作束脩 

《續雲南通志稿》卷六十三）

（光緒二十七年刊本）《大理府
志》卷十一義學（乾隆 11 年刊
本） 

臨安府 石屏州
※2 

乾隆 2 年 城內尊經閣
義學 

 束脩銀十五兩 六處束脩銀共計六十六兩於官
莊內開銷官莊租穀六十六石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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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秀秀山書
院義學 

蕭廷對（知州） 束脩銀十五兩 

 五郎溝義學  束脩銀九兩 

 海東義學  束脩銀九兩 

 龍朋義學  束脩銀九兩 

 

 曠野義學  束脩銀九兩 

租一石折銀一兩條米俱官納，
為乾隆 2 年奉藩司陳查建《石
屏州志》（乾隆 24 年刊本） 

雍正 6 年 曲江義學 祝宏（知州） 

關繩武（學正） 

置學租二十石延師訓課 在蛇街子《續修建水州志》卷

四書院（雍正 9 年刊本，民國
20 年重刊） 

雍正 13 年 普雄義學 
乍甸義學 
西莊義學 

夏治源（知州） 年給各館師五鄉租內京斗
穀三十石 

分在觀音寺、在畀盧寺及 

在雙廟《續修建水州志》卷四
書院（雍正 9 年刊本，民國 20

年重刊） 

乾隆 2 年 新站義學 夏冕（教授） 清出學田餘租京斗穀十六
石地租銀五兩，並詳撥五鄉

租內京穀六石俱作館師束
脩 

在板枝花《續修建水州志》卷
四書院（雍正 9 年刊本，民國

20 年重刊） 

建水縣
※4 

乾隆 28 年 南屯義學 吳元發（知州） 詳撥五鄉租內京斗穀十二
石外，南屯紳士捐買田租京
斗穀九石永作館師束脩 

在關聖廟《續修建水州志》卷
四書院（雍正 9 年刊本，民國
20 年重刊） 

嶍峨縣
※ 

 

康熙年間 峨陽義學 劉世豐、何煜 酌撥官銀二十石以供廩餼 （《嶍峨縣志》卷四藝文〈義學
碑記〉）（康熙 37 年刊本） 

康熙 29 年 城內義學 王來賓（知州） 捐俸延師訓課 雍正 12 年知州陳權遷於迷陽書

院中親行訓課《阿迷州志》卷
十五學校（雍正 13 年刊本） 

康熙 52 年 淥田義學 王文明（知州） 捐俸延師訓課 《阿迷州志》卷十五學校（雍

正 13 年刊本） 

雍正 2 年 傍甸鄉義學
● 

元展成（知州）  分在打魚寨、馬者哨、大堯寨、

架衣，雍正 12 年知州陳權復捐
設延師訓課《阿迷州志》卷十
五學校（雍正 13 年刊本） 

雍正 12 年 布沼義學 陳權（知州） 捐俸延師訓課 分在文昌宮及庄戶寨《阿迷州
志》卷十五學校（雍正 13 年刊
本） 

阿迷州
※1 

● 

 大庄義學   在文昌宮《阿迷州志》卷十五
學校（雍正 13 年刊本） 

通海縣
※＃ 

 通海縣義學   在學宮內各館仍舊《續雲南通
志稿》卷六十三）（光緒二十七
年刊本） 

康熙 40 年 河西縣義學
（經館） 

蔡醻（知縣） 置租二十石 在文廟左書樓三間《河西縣志》
卷三（康熙 51 年刊本） 

康熙 50 年 四路義學 周天任（知縣）  《河西縣志》卷三（康熙 51 年

刊本） 

 桂林振興義
學（彝館） 

戴允成（知縣） 各置四石軍於大河嘴收 分在舍邱及螺獅甸二處《河西

縣志》卷三（康熙 51 年刊本） 

河西縣
※ 

● 

咸豐年間
（重建） 

河西縣義學
（蒙館） 

李問禮、郭兆
先等邑人 

小街子館穀二十八京石於
縣倉內領；翠微寺館穀四石
於大河嘴收 

原設小街子、玉里村及翠微寺
各館惟翠微寺一處咸豐年間燬
《續雲南通志稿》卷六十三）

（光緒二十七年刊本）；《河西
縣志》卷二學校（乾隆 53 年修，
民國 13 年重印） 

蒙自縣
※2 

雍正 13 年 蒙自縣義學 秦仁（知縣） 

劉諺（紳士） 

每館束脩銀八至十石不
等；箇舊、龍樹每年撥高爐

課銀十六兩 

共計七處分在縣城內新侒所、
倘甸、大屯、雞街、箇舊及龍

樹《續修蒙自縣志》卷二學校
（乾隆 56 年抄本） 

 

甯  州
※ 

同治年間 甯州義學 趙有仁等邑人  各館仍舊《續雲南通志稿》卷

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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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48 年 盧詢（知府） 置義田二分，坐落母巴喇收
租三十一石 

一在縣署前、一在鳳山書院、
一在永盛廠。委府學教授訓
迪，生童四時在內肆業科歲兩

試，其中孤寒子弟幸無失教《續
雲南通志稿》卷六十三）（光緒
二十七年刊本），《楚雄縣志》

卷三建置學校（宣統 2 年抄本） 

雍正 7 年 

雍正 9 年 

楚雄縣義學 

方廷英（知縣） 

丁棟成（知縣） 

 先後在擺喇、矣口誇、呂合、
曲甸、阿糯村、法暑河、沙豆

山等七處建義學《楚雄縣志》
卷三建置學校（宣統 2 年抄本） 

楚雄縣
※2 

光緒 10 年  陳燦（知府） 撥絕產以供束脩 原設各館咸豐年間廢《續雲南
通志稿》卷六十三）（光緒二十
七年刊本） 

康熙 22 年 本城義學 岑鶴（知州）  社於城北文昌宮；康熙 26 年謝
震（知州）建義學坊；康熙 41

年陳元（知州）改建於行署內

即雞和書院雞和書院雞和書院雞和書院《鎮南州志略》卷
三建置略學校（光緒 18 年刊本） 

雍正 12 年 西界沙橋街
義學 

王志曾（知州） 館穀約二十京石；光緒 8 年
撥絕產六合西界田租十
石，又邑紳劉宇卿捐田一分

并作束脩 

在城西三十五里於本鄉南山
寺；光緒 8 年易為霖（知州）
重設改為鳳鳴書院重設改為鳳鳴書院重設改為鳳鳴書院重設改為鳳鳴書院 

雍正 13 年 東界白土城
義學 

管學宣（知州） 設館穀二十石一斗二升八
合 

在城東三十五里《鎮南州志略》
卷三建置略學校（光緒 18 年刊

本） 

雍正 13 年 南界雨露村
義學 

錢  汧（知州） 館穀約二十京石 在城南十五里設於本鄉龍頂寺

《鎮南州志略》卷三建置略學
校（光緒 18 年刊本） 

雍正 13 年 阿雄鄉阿底
溝義學 

錢  汧（知州） 設館穀二十石一斗二升八

合 

在州治南二百五十里設於雪庵

寺《鎮南州志略》卷三建置略
學校（光緒 18 年刊本） 

鎮南州
※2 

光緒年間 新設義學  知州易為霖設每年每館給
銀十兩由龍川書院膏火田
租內支領；光緒 14 年分撥

北界鳳頭沖租穀市斗二十
六石三斗五升分撥三鄉館
師公同分收 

分為三館：分在城北二里斗閣
山、城西十里西山寺及合永
寧、英武、阿雄三鄉共為一館；

光緒 14 年復禿詳立案設四界三
鄉義學五館《鎮南州志略》卷
三建置略學校（光緒 18 年刊本 

康熙 28 年 王國眿（知州） 捐俸延師訓課 後傾壞 南安州
※1＃ 康熙 49 年 

南安州義學 
張倫至（知州）  捐貲在州城內購買民地新建山

天書院《南安州志》（康熙 48

年刊本） 

康熙 48 年 陸元楷（知州）  在明倫堂左州治之右原係府儒
學署地《姚州志》卷三學校（康
熙 52 年刊本） 

姚  州 

光緒 9 年 

姚州義學 

李光舒（知州）
率士民復設 

設撥夫馬公項作各館束脩 咸豐年間廢《續雲南通志稿》
卷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刊

本） 

康熙 46 年   康熙年間原有二，分別在儒學
右及天台寺《定遠縣志》卷二）

（康熙 41 年刊本） 

定遠縣
※1 

光緒 7 年 

定遠縣義學 

邑人邵學義等

復設 

 咸豐年間廢，後復設臘溪村一

館《續雲南通志稿》卷六十三）
（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康熙 36 年 李銓（知縣） 捐貲延師 位於社學舊址，在縣治左《廣

通縣志》（康熙 29 年刊本） 

康熙 50 年 龍文玉（知縣）  重建義學扁額延師訓迪 

楚雄府 

廣通縣
＃ 

康熙 54 年 

廣通縣義學 

劉淑（知縣） 捐脩脯延師課生徒   

康熙 45 年 金廷獻（知州）  見於南關外關聖廟側延師訓課
提拔孤寒（《路南州志》卷二學

校）（乾隆二十二年刊本） 

澂江府 

● 

路南州 

※1 

● 雍正年間
初設，咸豐
三年增設 

路南州義學 

來謙鳴（知府）
設，馮繩祖（知

州） 

各館束脩穀四十京石，後均
改由州署領銀十兩 

設阿慈一館在城南五十里，知
州馮繩祖於咸豐三年設板橋、

觀音寺及宜政村一館，咸豐燬
於兵燹，光緒初年士民重設《續
雲南通志稿》卷六十三）（光緒

二十七年刊本）；《路南縣志》
卷四學校（民國 6 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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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年間 板橋蒙館（寶山鄉） 

普莪村蒙管（仁德） 

密沙龍蒙館（民和） 

近城蒙館 

東海子彝館（富安

鄉） 

莫舌租彝館 

者衣村彝館（寶山

鄉） 

祿豐村彝館（仁德

鄉） 

木龍彝館（民和鄉） 

 共設十一義館年需京斗穀
共一百六十九石五斗三升
銀二十二兩，另收學租除完

條糧公耗等項外實存京斗
穀二百二十石九斗四升一
合內支給各館束脩京斗穀

一百六十九石五斗三升尚
餘穀五十一石四斗一升一
合，變價銀十五兩七錢零五

毫內支給脩脯銀二十二兩
外，下餘銀三兩七錢零五釐
五毫為修學舍之費 

（《路南州志》卷三義學）（乾
隆二十二年刊本） 

新興州
※2● 

康熙 24 年 

康熙 59 年 

新興州義學 任中宜（知州） 

徐瀛翥（知州） 

 一在玉溪書院，一在敬一書院 

康熙 29 年 張聖猷(知府) 

張友宓(通判) 

捐俸延師訓課 

康熙 57 年 柳正芳（知府） 捐俸重修 

分在城東門關聖廟右、城西北

門玉皇閣、東街、西街等地。
縣治西北隅（舊學廟）知府黃
元治合建府縣兩學，知縣翟枚

吉教諭歐陽峻修葺改作河陽書河陽書河陽書河陽書
院院院院 

康熙 50 年 李丕垣（知縣） 撥撥田延師訓課 在陽宗 

河陽縣
※2 

康熙 51 年 

河陽縣義學 

 鄰近諸生捐資置田延師訓

課 

在團樹營街首文昌宮 

 

江川縣
※ 

康熙 33 年 江川縣義學   改新學為萬壽宮設義學於兩廡
（《澂江府志》康熙 58 年刊

本），各館仍舊《續雲南通志稿》
卷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刊
本） 

三館每年束脩京斗穀各二
十四石五斗 

分在城東北一百八十里牛街、
城東北一百三十里阿魯司及城

西北一百六十里錫臘；光緒 15

年牛街館因束脩無著遂裁《續
修順寧府志》卷十五學校（光

緒 30 年刊本） 

府義學 雍正 13 年 牛街義學 

阿魯司義學 

錫臘石硐寺
義學 

龍潭寺義學 

朱粲英（知府） 

給脩脯每處撥明邑里、邑林
關廟常住餘穀二十四石，後

阿魯司一館知府耀安加至
三十六石 

於本城右甸舊設義學外增設四
處，延師訓迪（《順寧府志》）

卷六義學（乾隆二十六年刊本） 

 

康熙 24 年 

復修 

順甯縣義學 
 

郎廷極（知府） 將本府隨印官田歲租四十
石暫給館師以資膏火 

康熙 27 年 養正書院義
學 

張稷謨（通判） 租糧舊係館師自行收納 

康熙 37 年
重修 

  儒學段繹祖追查原館田
地，於是查出錫臘、阿度吾
等處舊館田一十四段，除將

追得田價銀八十兩買民房
作署，另重修義學備物之
需，生徒可復，仍將本府隨

印官田留充館膳，永為定則 

分兩館，育賢館尚存面目，養
正義學已圮，後借文昌宮作
館；康熙二十八年知府徐欐修

飾之；康熙四十三年因民間無
力起衙，請將育賢館作學署，
郊野生童各於附近讀書（《順寧

府志》）卷六義學（乾隆二十六
年刊本） 

 

乾隆 16 年 彙英館義學
（城鄉義塾） 

楊廷（知府）、
孟士錦（知事） 

每年束脩京斗穀四十石；同
治 12 年由府前倉撥入京斗

穀三十石 

設於鹽館舊址，貢生蕭組珩等
先後主其教，咸豐 7 年燬於兵

燹，同治 12 年復修（《順寧府
志》）卷六義學（乾隆二十六年
刊本）；《續修順寧府志》卷十

五學校（光緒 30 年刊本） 

順寧府 

※ 1 

● 

順甯縣
※1 

乾隆 25 年 右甸養正館 劉埥（知府）  於甸城文昌宮內，經歷黎學安

延廩生劉濬主其教，今改名龍龍龍龍
津書津書津書津書院院院院（《順寧府志》）卷六義
學（乾隆二十六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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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翌文館義學 
南館、北館 
 

鄧瑤（知縣） 三館每年束脩由會文館逆
產田撥入市斗穀各十五孔 

分在平村里、太平里及松嶺塘
《續修順寧府志》卷十五學校
（光緒 30 年刊本） 

 萃文館義學 蔡之模（知縣） 束脩由萬峰山寺撥入三十
孔 

在邦買里《續修順寧府志》卷
十五學校（光緒 30 年刊本） 

 

 魯司館義學 陳泰琨（知縣） 束脩由叛產撥入四十二孔 在江外四里《續修順寧府志》
卷十五學校（光緒 30 年刊本） 

康熙 29 年 陸榮登（知州） 捐俸置田延師 因膏火不繼而廢（《順寧府志》）

卷六義學 

康熙 60 年 郎廷槤（知州） 查侵佔田畝，隨糧完納以充

義學三處師儒之費  

共計三處 

 

雲  州
※1 

同治 12 年 

雲州義學 

康宗灝（知州） 每里義學每堂撥叛產田租
穀四十挑以充束脩之費，除

威信里遺失無著外共租穀
四百四十挑 

共計十二里十一堂；光緒 30 年
知州曾楫將義學十一堂裁去學

租併設蒙養學堂四處（三里共
設一堂）《續修順寧府志》卷十
五學校（光緒 30 年刊本） 

康熙 31 年 江藻（知州） 每年由官租籌銀六十兩作
各館束脩 

原設十館，後增為二十館《續
雲南通志稿》卷六十三）（光緒

二十七年刊本）、《陸涼州志》
卷三（乾隆 17 年刊本） 

雍正 12 年 吳柄（知州）  分設城內、南關廟、舊川、大

王莊、芳華堡等五處《陸涼州
志》卷三（乾隆 17 年修，民國
26 年刊本） 

陸涼州
※ 

雍正 13 年 

陸涼州義學 

陳齊庶（知州）  分設河東堡、歸化耿家村、炒
銕王觀音寺及刀章堡《陸涼州

志》卷三（乾隆 17 年修，民國
26 年刊本） 

康熙 42 年   設義學館六館《續修馬龍縣志》

卷七學校（民國 5 年鉛印本） 
馬龍州
※1 

光緒 10 年
復設 

馬龍州義學 

張坦（知州） 年收租穀銀七十兩作各館

束脩 

原燬於咸豐年間兵燹《續雲南

通志稿》卷六十三）（光緒二十
七年刊本）；光緒 27 年書院義義義義
學均改為學堂學均改為學堂學均改為學堂學均改為學堂《續修馬龍縣志》

卷七學校（民國 5 年鉛印本） 

康熙 55 年 羅平州義學 杜珍（知州）  在城東門內學正署左側 羅平州
※  四鄉義學   分在安谷村、撤漁村等四處《羅

平州志》卷二（康熙 56 年刊本） 

康熙 42 年 縣城義學 任中宜（知縣）  《平彝縣志》卷七學校（康熙
44 年刊本） 

平彝縣 

 
咸豐 3 年
設，光緒 9

年復增設 

平彝縣義學 王賡華（知縣）  原設於城內民安里，光緒 9 年
士民另設一館於城東黃泥河
《續雲南通志稿》卷六十三）

（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尋甸州
※ 

    未設義學 

本城經蒙二館 置學田十二分，雍正 8 年知

州漆扶助給束脩租米二十
石五斗；州倉酌撥米十二
石，里人劉雲瑞捐田租米二

石，殷朝陽等捐地租十六石 

以水月殿為學舍，乾隆 37 年移

於龍山書院，後移榕城書院《宣
威州志》卷四義學（道光 34 年
刊本） 

可渡、倘塘 
板橋義學 

分在宣化里、沛澤里回龍寺及
宣化里《宣威州志》卷四義學

（道光 34 年刊本） 

河東、甕歹 
海特義學 

分在加惠里關帝廟、浴恩里及

永安里回龍寺《宣威州志》卷
四義學（道光 34 年刊本） 

宣威州
※2 

雍正 6 年 

平川、木東河
義學 

張漢（知州） 

每館租米十二石三斗五升 

分在遵化里及浴恩里《宣威州

志》卷四義學（道光 34 年刊本） 

 府義學 李天璣（知
府）、鄭國甚等 

每年館師束脩京穀四十石 《南寧縣志》卷二建置（咸豐 2

年刊本） 

曲靖府
● 

南甯縣
※1 

康熙 34 年 三岔義學 王繼文（總
督）、李天璣、
呂琨等 

每年館師束脩京石穀三十
九石 

《南寧縣志》卷二建置（咸豐 2

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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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54 年 石喇義學 朗目山僧一休 每年館師束脩京時穀四十
石 

《南寧縣志》卷二建置（咸豐 2

年刊本） 

秦家寺義學 每年館師束脩京石穀二十

五石 

《南寧縣志》卷二建置（咸豐 2

年刊本） 
康熙 58 年 

白水義學 
東海義學 

王枟（知縣） 

每年館師束脩京石穀二十

四石 

《南寧縣志》卷二建置（咸豐 2

年刊本） 

雍正 12 年 越州義學 佟世蔭（知府） 每年設館師束脩京石穀麥
二十八石 

《南寧縣志》卷二建置（咸豐 2

年刊本） 

雍正 13 年 南城義學 張景澍（知府） 每年設館師束脩京石蕎穀
四十石 

《南寧縣志》卷二建置（咸豐 2

年刊本） 

 總鎮義學 李懋功（總兵）  於城內斗閣，總兵劉傑遷建於

桂香閣，後又遷於東嶽宮《南
寧縣志》卷二建置（咸豐 2 年
刊本） 

嘉慶 17 年 協鎮義學 盧銘（副將）  設於官廳旁津梁《南寧縣志》
卷二建置（咸豐 2 年刊本） 

 

光緒 4 年
復設 

南甯縣義學 吳申佑（知縣） 年收田穀一百九十五石五
斗七升做各館束脩 

原設各各館惟城內、城南二館
仍舊，餘廢。《續雲南通志稿》
卷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刊

本） 

康熙 33 年 蒙館 詳免沙溝沈家營址補龍潭

門差每年上穀八市石作館
師修脯 

原為約講所在南門內頖宮坊右

邊今為蒙館，在青青亭（《霑益
州志》乾隆 35 年刊本） 

康熙 33 年 經館 

柯正朝（州牧） 

吳節民（州牧）
（康熙 49 年
任） 

金文宗（州牧） 

詳免椒樹村保家鄉門差每

年椒樹村上穀十市石、保家
鄉上米一市石八斗，供館師
修脯 

今詳歸龍華書院（《霑益州志》

乾隆 35 年刊本） 

 西堡義學  價買西堡住民張榮水田十
八畝、大小六坵及麥地四

塊，每年水田納稻穀七市石
麥地旱地每年分租 

（《霑益州志》乾隆 35 年刊本） 

同治 13 年 歹扯義學  田一分坐落歹扯每年納穀

二市石 

（《霑益州志》乾隆 35 年刊本） 

 

霑益州
※2 

 松林義學 
李家鄉義學 
新橋義學 
石羊義學 

郭存莊（州牧）

率士民修辦 

四館價買許家山住民許燕

貴水田二十三畝共三形（一
形十畝）每年納市斗穀一十
四石；另收義學租八市石。

又蔡家山價買水田共十二
畝收租穀十二石；另收義學
田（阿幢橋）十一畝每年納

租穀五市石五斗 

（《霑益州志》乾隆 35 年刊本） 

雍正 9 年 下井館 鄭大位（井大
使） 

每年捐束脩銀 12 兩；雍正
13 年署府姚應鶴等人又撥

銀 14 兩永供束脩 

在城西 350 里建下井館，修關
帝廟義館 3 間 

雍正 11 年 白沙館 靳治岐（知府） 撥束脩麥 28.3 石 在城北 20 里 

雍正 13 年 蘭州館 姚應鶴（署府） 撥米 15.4 石永作束脩  

乾隆 2 年  管學宣（知府） 每館給束脩銀 12 兩，其中
以官庄銀購買 770 畝地作為

忠孝、節義二館學田 

創忠孝、節義、河東等 13 館；
乾隆 4 年復增設刺縹、刺是、

山后等三館 

乾隆 5 年 土溫井館 鄭大位（井大
使） 

撥束脩銀 14.4 兩 在城西 360 里 

乾隆 13 年 樂天場義學 江嶠（知府） 捐束脩銀 12 兩  

嘉慶 13 年 黃登館義學 存柱（知府） 捐束脩銀 12 兩  

同治 12 年 玉河義學 徐承勳（知
府）、周惟巽
（知縣）等 

 由玉河書院改設玉河書院改設玉河書院改設玉河書院改設《續雲南通志
稿》卷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
刊本） 

同治 13

年、光緒 7

年增設 

麗江縣義學 匯海、徐有書
（大使） 

 舊設各館惟樂天場、白石江等
五館廢；同治 13 年增設喇井二
館；光緒 7 年添設四館 

麗江縣
※● 

光緒 20 年 魯甸館等義
學 

陳宗海（知府） 籌銀 84 兩交當地民人買田
收租麥、苞谷 8.4 石永作束

脩 

共計阿喜館、石鼓館、魯甸館
等九館 

鶴慶州 康熙 56 年 鶴慶州義學 孟以恂（知府） 每年束脩京斗穀十二石 在城南門外 

麗江府 

● 

 雍正 7 年  姚應鶴（知府） 每年束脩京斗穀十六石 在甸南金登街紫雲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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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慶州
※ 

光緒 7 年
重建 

鶴慶州義學 李麗中、孫韶
（貢生） 

 原設各館軍興後廢，光緒 7 年
重建松貴一館《續雲南通志稿》
卷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刊

本） 

康熙 29 年 張國鄉（知州）  在崇仁寺 

康熙 43 年 孔興恂  在學宮右 

雍正 12 年 高為阜（知州） 每年京斗穀十三石  

同治 12 年 馮乃勳（知州） 於喬后大村公置街房一間
以作束脩 

設一館《續雲南通志稿》卷六
十三）（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劍川州
※ 

光緒 3 年 

劍川州義學 

 於喬后井由鹽釐項下每年

抽銀六十兩以作束脩 

中甸廳
（同知） 

 中甸廳義學   

 

維西廳
（通判） 

 維西廳義學   

光緒 3 年增設三館《續雲南通

志稿》卷六十三）（光緒二十七
年刊本） 

道光 3 年 

 

門占春（游擊） 

舒俊（把總） 

 原設個館軍興廢；惟道光 3 年

所設火神廟一館仍舊；《續雲南
通志稿》卷六十三）（光緒二十
七年刊本） 

同治 11 年
增設 

朱宣春（邑紳）  復設二館設於城內 

光緒元年 

增設 

孫世恆（游擊） 捐田一分 增設一館於石膏井 

甯洱縣
※ 

光緒 6 年 

復設 

甯洱縣義學 

艾芳馨（邑紳）
等 

由道署鹽斤經費項下月撥
銀十兩分作束脩 

於迤南道沈壽榕仍復舊規《續
雲南通志稿》卷六十三）（光緒
二十七年刊本） 

思茅廳
（同知）※ 

 思茅廳義學 游擊署營弁公
設 

月收校場地租以作束脩 原設各館久廢，後復設一館《續
雲南通志稿》卷六十三）（光緒

二十七年刊本） 

他郎廳
（通判）※ 

 他郎廳義學   各館仍舊 

普洱府 

＊ 

威遠廳
（同知）※ 

光緒 2 年
復設 

威遠廳義學 林彭齡（同知） 由鐘山書院所撥鹽費項下
分給束脩 

原設各館軍興廢，光緒 2 年復
設於城內及抱母、香鹽井等各
鄉共計十七館《續雲南通志稿》

卷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刊
本） 

 康熙 51 年 府義學 項詩（知府） 東門外黃家橋田租二十六

石，其田坐落蘭家堆上 

道光 12 年改建於永保書院內

《永昌府志》卷二十四書院義
學 

康熙 56 年 冉琪（知縣） 每年束脩京斗穀三十三石
六斗，雍正 12 年斷入田九
坵在芹蔡塘 

在城北一百二十里沙木和，乾
隆 2 年重修《永昌府志》卷二
十四書院義學 

每年束脩京斗穀三十四石
九斗九升，乾隆元年復買田
八坵等年收京穀永供束脩 

在城東南一百二十里施甸文昌
宮《永昌府志》卷二十四書院
義學 

雍正 12 年 

每年束脩銀三十三石四
斗，另置田一分在落葛里 

在城南八十里《永昌府志》卷
二十四書院義學 

每年束脩京斗穀三十一石
七斗，另置田二分在落葛里
村熱水塘 

在城東南一百六十里姚關文昌
宮《永昌府志》卷二十四書院
義學 

雍正年間 

保山縣義學 

嚴宗咭(知府) 

張福昶（知縣） 

每年束脩京斗穀三十二
石，另將官莊餘米變價後買

田一分及查出絕產田一分 

在城西南六十里蒲縹太平寺 

光緒 8 年 隆江義學 郭懷禮（知府）
王薇（知縣） 

舉人張鳳錦主講永保書院
義塾，將束脩銀一百兩捐送

義塾內置產生息永供束脩 

在城西南馬里街《永昌府志》
卷二十四書院義學 

保山縣
※ 

光緒 9 年
復設 

 岑有富（永昌

協） 

籌款置產生息以作束脩 原設各館兵燹俱廢，惟存協署

左一館《永昌府志》卷二十四
書院義學 

永昌府
※1 

龍陵廳
（同知） 

光緒 3 年 

重修 

龍山義學 松秀（同知） 以麥地寨、戴家坡等處田等

共收租壹百六十肆籮合京

率邑紳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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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 9 年  劉錫齡（同知） 石三十九石租銀三十九兩
四錢以作束脩館穀之費 

就絕產地基改建龍山書院改建龍山書院改建龍山書院改建龍山書院，並
設義學在內《續雲南通志稿》
卷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刊

本）、《龍陵縣志》卷八學校（民
國 6 年刊本） 

※1 

光緒年間 雲從義學 龍文（同知） 置舖子壹格年收租銀添資

修脯 

設於觀音寺《龍陵縣志》卷八

學校（民國 6 年刊本） 

康熙 38 年 南門義學 唐翰弼（知州） 有義學租田四十五段，計收

租市石三十一石六斗，倉石
可四十餘石，除完糧條外俱
作館師膏火脩脯，皆令館師

自行修租納糧 

界尾、界頭義
學 

有學田十九段，穀一百五十
籮 

乾隆 41 年講堂圮，知州吳楷撥

款重建。此六館除完糧條外俱
作館師膏火脩脯，皆令館師自
行修租納糧。（《騰越州志》卷

五民田學租義學租、卷六義學）
（乾隆 55 年刊本） 雍正 12 年 

東練義學 

孔毓瑱（知州） 

侯如樹（署州） 

每年束脩京斗穀各三十一
石，並紳士捐田一百六十二
畝五分等田除完納條糧年

收京斗穀一百五十七石五
斗八升分給五館永供束脩 

共五館分在城東北村觀音寺、
城南矣羅村大寺、城西和順鄉
中天寺、城北界尾等處《永昌

府志》卷二十四學校志書院義
學（光緒 11 年刊本） 

乾隆 2 年 城保義學 吳作哲（知州） 每年束脩京斗穀一百二十

石，復捐銀一百兩紳士公捐
銀一百兩買田七分除完納
條糧外年收京斗穀一百二

十石供束脩 

在城內忠孝祠《永昌府志》卷

二十四學校志書院義學（光緒
11 年刊本） 

 明光義學  學田二十段，歲收租穀五十

九籮 

（《騰越州志》卷五民田學租義

學租）（乾隆 55 年刊本） 

乾隆 3 年 明郎（朗）義
學 

吳作哲（知州） 學田本勳莊一甲，年收土銀
四十兩除完糧納條銀十九

兩八錢二分二釐，餘銀二十
兩一錢八分八釐給館師束
脩 

在明朗三教寺（《騰越州志》卷
五民田學租義學租）（乾隆 55

年刊本），《永昌府志》卷二十
四學校志書院義學（光緒 11 年
刊本） 

滿金邑義學 每年束脩穀二十七石九斗 

蒲窩義學 每年束脩穀四十石 

黃坡義學 
（大董練義學） 

每年束脩穀十六石五斗 

此三館亦稱大董練義學《永昌
府志》卷二十四學校志書院義

學（光緒 11 年刊本） 

乾隆 10 年 

龍江義學 

朱錦昌（知州） 

每年束脩穀三十三石五斗 《永昌府志》卷二十四學校志
書院義學（光緒 11 年刊本） 

乾隆年間 玉璧、村界
尾、綺羅、 
觀音塘、 
和順、北練義
學 

孔毓瑱（知州） 

侯如樹（署州） 

共六館館師各銀八兩共發
四十八兩，學田七段共收學

租穀二百一十六石一斗六
升三合六勺，除完糧二石四
斗二升四合條耗糧羨公件

銀三兩九錢一分，另撥租穀
三十二籮完納，餘俱變價以
充各館脩脯膏火，並季考月

課紙筆賞號之費 

（《騰越州志》卷五民田學租義
學租、卷六義學）（乾隆 55 年

刊本） 

乾隆 33 年 大西義學 唐世梁（知州） 每年束脩穀十二石三斗 在順江《永昌府志》卷二十四
學校志書院義學（光緒 11 年刊

本） 

乾隆 41 年  吳楷（知州） 每年束脩銀八兩 在練洞柑《永昌府志》卷二十

四學校志書院義學（光緒 11 年
刊本） 

乾隆 55 年 緬箐義學 屠述濂 每年束脩穀三十八石二斗 在緬箐《永昌府志》卷二十四

學校志書院義學（光緒 11 年刊
本） 

嘉慶 9 年 瓦甸義學 周名炎（知州） 每年束脩穀二十一石 在瓦甸《永昌府志》卷二十四
學校志書院義學（光緒 11 年刊
本） 

嘉慶 13 年 小西義學 許亨超（知州） 每年束脩七石二斗銀八兩
由廳捐給 

在觀音塘《永昌府志》卷二十
四學校志書院義學（光緒 11 年
刊本） 

 

騰越州
※3 

嘉慶 25 年 清水義學 
盞西義學 
河西義學 

伊里布（知州） 每年束脩銀各八兩由廳捐
給 

分在清水、盞西及河西《永昌
府志》卷二十四學校志書院義

學（光緒 11 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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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 2 年 四莊義學 
蠻東義學 

胡啟榮（同知） 每年束脩各八兩由廳捐給 分在四莊及蠻東《永昌府志》
卷二十四學校志書院義學（光
緒 11 年刊本） 

道光 5 年 古永義學 胡啟榮（同知） 每年束脩穀十二石並置買
田一分 

在古永道《永昌府志》卷二十
四學校志書院義學（光緒 11 年
刊本） 

光緒元年 

增設 

 
 
 

吳啟亮（同知） 撥叛產田租作為束脩 添撥補給復設二十館《永昌府
志》卷二十四學校志書院義學

（光緒 11 年刊本） 

  

光緒 5 年
增設 

春華、道源、 
南甸、茂福汛
等十四館 
 

陳宗海（同知） 撥絕產作為束脩，購書置田
以作課資 

於各村莊汛隘增設十四館，又
設瓦甸春華、固東道源二館《續

雲南通志稿》卷六十三）（光緒
二十七年刊本）；《永昌府志》
卷二十四學校志書院義學（光

緒 11 年刊本）（光緒年間計舊
義學 26 堂、新義學 43 堂、書
舍 2 堂） 

雍正 2 年 魏賓國（知縣） 每年束脩京斗穀二十石 在城東一百七里漾濞乾隆年間
知縣郭存莊重修《永昌府志》

卷二十四學校志書院義學（光
緒 11 年刊本） 

雍正 6 年 每年束脩京斗穀二十五石 在城西四十里花橋《永昌府志》

卷二十四學校志書院義學（光
緒 11 年刊本） 

雍正 13 年 

胡正芴（知縣） 

每年束脩京斗穀二十二
石，另查出官莊田二十畝五
分完納後年收京斗十二石

永供束修 

在城北一百五十里巖前，乾隆
元年知縣戴汝棻復捐建《永昌
府志》卷二十四學校志書院義

學（光緒 11 年刊本） 

乾隆 12 年 郭存莊（知縣） 每年束脩京斗穀二十五石 在小邑距城一百里《永昌府志》
卷二十四學校志書院義學（光

緒 11 年刊本） 

永昌府 永平縣
※2 

道光 13 年 

永平縣義學 

曹擢（知縣 ）  分在永定及龍泉《永昌府志》

卷二十四學校志書院義學（光
緒 11 年刊本） 

馬白義學 周承濂（同知） 每年束脩銀十六兩八錢  

東安里義學 束脩每年京斗谷三十六石

為知縣詳准本里革除當客
田內餘谷 

在疇陽老街《馬關縣志》卷四

文教志 

永平里義學 束脩每年京斗穀三十二石 在八寨街《馬關縣志》卷四文

教志 

逢春里義學 

宮爾勸（知府） 

曾國弼（知縣） 

束脩每年京斗穀三十六石 在古木街《馬關縣志》卷四文

教志 

開化府 文山縣
※ 

雍正 12 年 

文山縣義學   原設各館俱廢，惟南橋寨一館
仍舊《續雲南通志稿》卷六十

三）（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道光 27 年
增設 

劉清源（庠生）

捐設 

卡狼箐弁捐敦仁鄉包穀租

七石為束脩 

原設各館仍舊，道光 27 年增設

一館於郭仁鄉《續雲南通志稿》
卷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刊
本） 

光緒 2 年 

會澤縣義學 

任士斌（邑紳） 捐穀二十石零五斗、蕎二十
石為束脩 

捐設西城外天官廟一館、甯靜
里一館《續雲南通志稿》卷六
十三）（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會澤縣
※ 

光緒 8 年  郡人陳開元 捐穀二十石以作束脩 捐設北城內三元宮一館、東城
外福德祠一館《續雲南通志稿》

卷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刊
本） 

乾隆 26 年 劉光束（經歷）  

乾隆 60 年
重修 

巧家義學 
（正蒙義館） 劉漢鼎（職員） 每年束脩京斗米十六石 

在魯木得，將歸治里大寨義學

改設於此，乾隆 58 年房屋傾
圮，乾隆 60 年重修，同治元年
變亂焚燬（《巧家縣志》民國 31

年鉛印本） 

東川府 

巧家廳
（經歷）※ 

光緒初復
建 

巧家廳義學 吳澤春（附貢
生）、賀雲峰
（廩生） 

每年束脩京斗米四十石 舊設各館兵燹廢弛，光緒初年
設魯木得一館；《續雲南通志
稿》卷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

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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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 6 年
增設 

楊盛宗（邑紳） 籌款以作束脩 光緒 6 年復設新街、老街二館；
一在北正街，由正蒙書院義學
教員任期三年由府學庠生或廩

生應提督學院考試列前者任之
《續雲南通志稿》卷六十三）
（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光緒 15 年  分在上八甲、下八甲及九甲 

  

光緒 26 年 

 

 

就地延師任教，經費由土目
祿興朝絕產歸公之租石項
下支給 

在縣城東門（《巧家縣志》民國
31 年鉛印本） 

康熙 40 年 城南外義學 每年束脩京斗穀二十石 在龍泉寺《景東廳志》（乾隆 54

年抄本） 

康熙 41 年 城北義學 

茹儀鳳（同知） 

每年束脩京斗穀二十石，節

儀銀 10 兩為膏火資 

《景東廳志》（乾隆 54 年抄本） 

雍正 9 年 西南界猛統里義

學 

徐樹閎（同知） 每年束脩京斗穀二十石 在多寶寺離城二百二十里 《景
東廳志》（乾隆 54 年抄本） 

雍正 11 年 西南界仰里圈義

學 

徐樹閎（同 

知）與圈民設 

每年京斗穀十八石六斗四
升 

離城一百九十里《景東廳志》
（乾隆 54 年抄本） 

雍正 12 年 西南界烏木圈義

學 

周純文（監生） 每年束脩京斗穀十八石六
斗四升 

離城二百三十里《景東廳志》
（乾隆 54 年抄本） 

東南界磨外井義

學 

每年束脩京斗穀十八石六
斗四升 

離城二百八十里《景東廳志》
（乾隆 54 年抄本） 

西南界大井義學 

同知與經歷成
師灝設立 

每年束脩京斗穀十八石一

斗 

離城一百四十里《景東廳志》

（乾隆 54 年抄本） 

正北界安定關義

學 

同知倡同土巡
檢楊可昌設 

每年束脩京斗穀十九石 離城一百里《景東廳志》（乾隆
54 年抄本） 

西南界猛倮圈義

學 

同知倡同土目
陶維先設 

每年束脩京斗穀二十五石
二斗 

離城三百二十里在關聖廟《景
東廳志》（乾隆 54 年抄本） 

西鄉嘎里圈那亢

村義學 

圈民公建 每年京斗穀十八石六斗 離城三百五十里《景東廳志》
（乾隆 54 年抄本） 

西南界興隆寺義

學 

每年束脩京斗穀十八石九
斗，並置田一段 

離城二百四十里《景東廳志》
（乾隆 54 年抄本） 

南鄉者吉里義學 每年束脩京斗穀十八石七
斗三升 

在文昌宮《景東廳志》（乾隆 54

年抄本） 

南鄉都喇里義學 每年束脩京斗穀二十石二
斗二升 

離城八十五里，在文昌宮《景
東廳志》（乾隆 54 年抄本） 

西北界保甸里

義學 

徐樹閎（同知） 

每年束脩京斗穀二十石二
斗 

在關聖廟離城一百七十里《景
東廳志》（乾隆 54 年抄本） 

東南界福都圈

者干村義學 

徐樹閎（同知） 每年束脩京斗穀十六石九

斗六升，並置田二段 

在離城九十里《景東廳志》（乾

隆 54 年抄本） 

東鄉猛整圈普

雅村義學 

李正芳（監生）
捐設 

每年束脩京斗穀十七石七
斗六升 

離城六十里《景東廳志》（乾隆
54 年抄本） 

雍正 13 年 

西南界者牙圈

大井義學 

徐樹閎（同知） 每年束脩京斗穀十八石一

斗，另置田兩段 

離城二百里在關聖廟 

景東廳
（直隸廳）

※1 

● 

 

 景東廳義學 李春陽（邑紳）  捐設猛統一館《續雲南通志稿》
卷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刊
本） 

 康熙年間 城南義學 陳文成（同知） 置田產以為生童膏火資 即舊育德書社，康熙年間同知
張善化改建《蒙化縣志稿》卷

二學校志（民國八年鉛印本） 

  城北義學   即舊育英社學增修改建；光緒
年間姚鳳儀復增修《蒙化縣志

稿》卷二學校志（民國八年鉛
印本） 

蒙化廳 

（直隸廳）

※＃ 

● 

  啟蒙義館 下廷燮（同知） 提租穀入學 在文昌書院魁星閣後《蒙化縣
志稿》卷二學校志（民國八年
鉛印本） 



 425 

府府府府  別別別別 州縣別州縣別州縣別州縣別 設立時間設立時間設立時間設立時間 義學名稱義學名稱義學名稱義學名稱 設立者設立者設立者設立者 經費來源經費來源經費來源經費來源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同治年間   原設各館咸豐間燬，同治年間
復設南城內、北門外等九館《續
雲南通志稿》卷六十三）（光緒

二十七年刊本）；《蒙化縣志稿》
卷二學校志（民國八年鉛印本） 

  

光緒年間
先後增設 

興文、北橋、
落馬庄等義
學 

蕭培基（同

知）、卞庶凝 

年撥上川絕產租穀二百五

十石（一說二百九十六石三
斗）作各館束脩 

光緒年間先後增設城東大街、

城西正街等二十館《續雲南通
志稿》卷六十三）（光緒二十七
年刊本）、《蒙化縣志稿》卷二

學校志（民國八年鉛印本）， 

 晴川學舍 江嶠孫 每年脩脯京斗穀五十石，膏

火穀四十石；中洲原館穀三
十二石；清水驛原館穀三十
二石；永寧府原館四十石；

蒗蕖州原館穀四十石；崀峨
村原館穀三十二石；他留村
原館穀三十二石 

設城內學宮西署府。一在中

洲；一在清水驛；夷館四處夷館四處夷館四處夷館四處：
分別於永寧府永寧府永寧府永寧府、、、、蒗蕖州蒗蕖州蒗蕖州蒗蕖州、、、、崀峨崀峨崀峨崀峨
村村村村、、、、他留村他留村他留村他留村，皆署府江嶠孫詳

請設立（《永北府志》卷十二學
校義學）（乾隆 30 年刊本） 

雍正 11 年
（增設） 

 錢恒（知府） 館穀定三十二石 增設片角一館（《永北府志》卷
十二學校義學）（乾隆 30 年刊
本） 

乾隆 12 年 金片義學 林緒光（知府） 館穀係將晴川館膏火穀四
十石，又詳請公餘穀五十石

共穀九十石，每館二十二石
五斗 

以金江亦屬巨區移館金江（《永
北府志》卷十二學校義學）（乾

隆 30 年刊本） 

乾隆 17 年  汪筠（知府）  將他留館移新村今又移甸尾；

蒗蕖館無人肆業將館移金江，
片角館仍回片角（《永北府志》
卷十二學校義學）（乾隆 30 年

刊本） 

乾隆 18 年  袁德達（知府） 館穀三十二石 永寧館無人肆業將館移之期

納；又添設近屯下川一館（《永
北府志》卷十二學校義學）（乾
隆 30 年刊本） 

 

乾隆 22 年  馬淇珣（知府） 惟晴川館仍定五十石，餘中
洲、下川、甸尾、清水驛、
期納、金川、片角、崀峨八

館裁為三十石，東南西北四
館增為二十七石，十三館共
需京斗穀三百九十八石，係

官庄歸公餘租開銷三百四
十六石五斗外，高土州捐給
穀二十七石五斗，中洲、草

海等歸公穀九石，並詳明每
年現任知府捐穀十五石以
供束脩 

其任內裁酌（《永北府志》卷十
二學校義學）（乾隆 30 年刊本） 

設一館於沙河《續雲南通志稿》
卷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刊

本） 

 道光 20 年 永北廳義學 熊守謙（同
知）、熊家彥

（同知） 

 

設一館於城內《續雲南通志稿》
卷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刊

本） 

永北廳
（直隸廳）

※ 

● 

順  州    每年脩脯穀三十二石，其穀

原係順州舊學租迷失尋出
作義學脩脯，不支領於官倉 

（《永北府志》卷十二學校義

學）（乾隆 30 年刊本） 

鎮沅廳 

（直隸州）

※ 

● 

  鎮沅廳義學  年由大使捐廉四十金作束

脩之費 

舊設各館俱廢，惟按板井一館

存《續雲南通志稿》卷六十三）
（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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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年間 本府義學 周埰（知府）、
畢一謙（通判） 

康熙年間知府高起龍捐田
收租穀八石五斗共有三段
租田；四鄉及官寨學租雍正

年間知府周埰將知府魚塘
申報歸公以捕魚所獲每館
給錢二十串永作束脩；革

勒、白馬等四處學租雍正年
間通判收租十石均撥四處
束脩每館給市斗穀五市石

及租銀六兩餘收一石銀三
兩買書紙筆墨分給各館夷
童 

分在東南鄉、西鄉、北鄉、五
嶆官寨、革勒寨、白馬寨、蚌
郎寨、歹馬寨、舍得寨等處《廣

西府志》卷十四學校（乾隆 4

年刊本） 

 同治 10 年
復設 

五嶆義學 史建中（州判） 束脩由地方籌款 原設各館咸豐年間廢《續雲南
通志稿》卷六十三）（光緒二十
七年刊本） 

師宗縣
※1＃ 

康熙 49 年 師宗縣義學 沈鼐（提舉） 雍正 8 年館金係眾灶薪銀內
每年捐金十二兩；乾隆 9 年

提舉李國義復加捐十二
兩；乾隆 18 年赴道庫支領
發給祇議館師束金十二兩 

雍正 8 年提舉謝球增建樓房《琅
鹽井志》卷三（乾隆 21 年刊本） 

分在撒馬橋、阿保寨、馬廠及
梹榔硐《廣西府志》卷十四學
校（乾隆 4 年刊本） 

廣西州 

（直隸州） 

※3＃1 

彌勒縣
※1＃ 

 彌勒縣義學 張景澍（知州）
及王緯等新設 

係州民廖桓告爭入學遞年
收租十八石將三石完納；十
八寨所學田共租四十石除

一年香燈費用之外餘作為
延師教習生徒之費 

分在城西、城北、搆甸壩竹園
村、淜普村及十八寨所城北等
地《廣西府志》卷十四學校（乾

隆 4 年刊本），咸豐年間兵燹
燬，惟剩城南十八寨魁星閣等
三館仍舊《續雲南通志稿》卷

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武定州義學   舊設各館軍興廢，復設南北

城、雞街等八館《續雲南通志
稿》卷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
刊本） 

康熙 43 年 馬之鵬（知縣） 

王宏任（教諭） 

後又增苴臨（寧）、清安二義館
《元謀縣志》學校（乾隆 46 年
刊本） 

雍正 13 年 

在城義館 
（鴻逵義學） 

苴臨（寧）義館 

清安義館 

金言（知縣） 

與士民共議得莊田（分在四
地）之未變價者請於大吏變
價別買義館之田，以為延師

教讀之用 

；金言清出官莊剩餘穀四石
九斗共穀一百五十五石八

斗三升分為各館束脩 

分苴臨（寧）、鴻達二義館之束
脩增設廣福村、熱水塘二館《元

謀縣志》學校（乾隆 46 年刊本） 

 王氏義學 王在鎬（監生）  設於龍翔寺《元謀縣志》學校

（乾隆 46 年刊本） 

同治 12 年
復設 

羅三才（邑紳）  舊設各館兵燹廢，同治 12 年復
設苴臨一館《續雲南通志稿》

卷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刊
本） 

元謀縣
※ 

光緒 7 年 

 
元謀縣義學 

楊炳垣（知縣） 撥絕產田穀一百八十石作
各鄉義學束脩 

《續雲南通志稿》卷六十三）
（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康熙 28 年 尊經閣義學 陳淳（知州） 置達磯田一分永作館師束

修 

已廢（《武定府志》） 

康熙 37 年 州城義學 
（明倫堂義
學） 

孟以恂（知州） 捐俸置圭墨莊田五十畝四

分永作館師束脩，除完納條
糧外年收京斗穀七十一石
一斗 

雍正 12 年以三十五石五斗分給

南門內義學（《祿勸縣志》，卷
六）；（《祿勸州志》卷上學校、
藝文）（康熙 58 年刊本） 

康熙 58 年 撒甸義學撒甸義學撒甸義學撒甸義學    李廷宰（知州） 士民公設撥田三分地九塊

坐落阿三固村，除完納條糧
外年收京斗穀四十石三斗
永供束脩。並將鳳氏絕產租

穀撥義學以資師生膏火 

在城西北百里，為康熙 55 年驅

逐常應運之亂詳請設，彝民從
學者甚眾，已廢。（《祿勸縣
志》，卷六）；（《祿勸州志》卷

上學校、藝文）（康熙 58 年刊
本） 

 魯虛義學   在城北八里魯虛橋清寧庵（《祿
勸縣志》，卷六） 

武定州

(直隸州） 

祿勸縣 

● 

 杉松義學   在城北三十里衫松境土主廟

（《祿勸縣志》，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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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麻義學 奉巡撫甘行文
添設，賈秉臣
復捐設 

在城東南（《祿勸縣志》，卷
六）；（《祿勸州志》卷上學校、
藝文）（康熙 58 年刊本） 

康熙 55 年 

雍正 5 年 

（重修） 

 

 

 

 

 

 

 

 

撒馬邑義學 
陸塊義學 
跨興義學 

賈秉臣（知州） 

知州李廷宰捐俸置房一所
延師訓課，永作館舍並資脩
脯。另 

除南門內義學由圭墨田租
供給外，餘皆由知州賈秉臣
查出鳳氏絕產田八十九分

（坐落跨興田、撒馬邑、州
城境、杉松等）年收京斗穀
一百三十六石五斗九升分

給八館每年束脩京斗穀各
二十九石五斗七升。 

在城東北四十里撒馬邑三元

宮； 

在城東十五里陸塊馬土主廟； 

在城東三十五里跨興馬官莊土

主廟（《祿勸縣志》，卷六） 

雍正 12 年 南門內義學 
哈希義學 
甸尾義學 

王士泰（知州）   

  

 福主館、雅厚
館、的多館、
撤悞館 

 惟撤悞館有館租十八石，餘

三館每館有館租十石或十
二、十三石不等。 

分在城東、南、北，成立年代

失考。館租及田畝合魯溪九館
館租田畝於七光緒 20 年調查清
理造有田冊。惟撤悞館於宣統 2

年因創辦撤悞學堂無經費，勸
學總董楊國柱請撥該校經費。
（《祿勸縣志》，卷六） 

元江州  元江州義學   各館仍舊 

康熙 51 年 新平縣義學 張雲翮（知縣） 捐俸議設延師以課寒士 各館仍舊（《新平縣志》（康熙
51 年鈔本）、《續雲南通志稿》
卷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刊

本）） 

每年束脩市穀十五石，田在
城南者甸崗 

在本城東關外一館東嶽廟， 雍正 13 年 

每年束脩京斗穀四十石 分在東區羅呂鄉一館在本村
內、東區揚武壩、西區斗門鄉

吉勒村、北區新化鄉寺內。 

元江直

隸州 

＊※ 

新平縣
※ 

 

雍正 13 年 

新平縣義學 殷良棟（知縣） 

每年束脩京斗穀三十石零
六斗八升 

在本城西關外一館在納溪村，
以上五館至光緒三十一年悉提

歸高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新平縣志》義
學（民國 22 年石印本） 

 康熙年間 沈懋价（井司）  在龍江書院舊周圍十六間後移
至土主廟前樓《黑鹽井志》卷
二（康熙 49 年刊本） 

同治 9 年 

增設 

官紳設  原設各館仍舊，同治 9 年增設
元永井二館；《續雲南通志稿》
卷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刊

本） 

黑鹽井

提舉司 

※ 1 

● 
 

光緒 8 年 

黑鹽井義學 

包銓（庠生） 束脩由大使發 增設一館《續雲南通志稿》卷

六十三）（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康熙 49 年 沈鼐（提舉） 捐貲延師訓迪，後係眾灶戶
薪銀內每年捐 12 兩，其後

訂定章程赴庫支領發給師
束脩銀 12 兩 

在永正街《琅鹽井志》卷三學
校（乾隆二十一年刊本）《續雲

南通志稿》卷六十三）（光緒二
十七年刊本） 

琅鹽井 

提舉司

※ 

 同治 11 年 

琅鹽井義學 

胡秀山（提舉） 於鹽課項下月撥銀二兩以
作束脩 

《續雲南通志稿》卷六十三）
（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白鹽井 

提舉司 

※1＃ 

 乾隆年間 白鹽井義學 葛慶曾（提舉） 買田年收穀十七石作義學

教讀束脩；貢生羅銓買雲南
縣楊土丞金旦庄作義田，租
銀一百零六兩二錢除納糧

及撥入南北兩館義學各項
外其餘散給孤貧 

在井西南半里《白鹽井志》卷

二（乾隆 23 年刊本） 

廣南府  雍正 13 年 本城義學 陳文恭（布政
使） 

每年給束脩銀十九兩二
錢，另收王姓租舖銀四兩 

《廣南府志》卷二學校（光緒
31 年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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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勒灣、普廳 

皈朝、莫兩庵 

里跛、八播 

者鐘、剝隘義學 

 每年束脩銀十二兩，雍正 13

年復捐銀二百兩於八達案
內無人承領之米折銀三十

九兩二錢買置田業等每處
租穀年獲京斗穀一百一十
二石，租銀三十二兩按年發

給義學館師 

《廣南府志》卷二學校（光緒
31 年抄本） 

※2 

寶甯縣
※ 

    未設義學 

 



 429 

西南地區義學簡表西南地區義學簡表西南地區義學簡表西南地區義學簡表----貴州地區貴州地區貴州地區貴州地區（（（（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四四四四----4444））））    

府  別 州縣別 設立時間 義學名稱 設立者 經費來源 備      註 

蒙養義學 

 

置田租二十石為延師館穀 在城北般若鞍內。嘉慶 8年改

設於大興寺內舊址 

康熙 30年 

敏來義學 

衛既齊（巡撫）

董安國（布政

使） 
每歲各束脩銀四十兩，節

禮銀二兩，聘銀二兩，監

學教官冊費銀三兩 

在城南永祥寺後於扶搖閣舊址

（《貴州通志》卷九營建義）（乾

隆 6年刊本）、（《貴陽府志》卷

四十三學校略下）（道光 30年

刊本） 

嘉慶 23年 近悅義學  在城北川主廟後移洪邊門內靈

官閣（《貴陽府志》卷四十三學

校略下）（道光 30年刊本） 

化成義學  在南門外大廟後移閻公祠（《貴

陽府志》卷四十三學校略下）

（道光 30年刊本） 

道光 7年 

精勤義學  

 

在威清門外後移內指月堂（《貴

陽府志》卷四十三學校略下）

（道光 30年刊本） 

巡撫署義學 在署前司道官廳後（《貴陽府

志》卷四十三學校略下）（道光

三十年刊本） 

錫類義學 在學政署頭門內之左側 

布政司署義
學 

在西門內飛山廟後移藩經歷署 

按察司署義
學 

在署內五顯廟 

糧儲道義學 在頭門內右側 

知府署義學 在頭門內關帝廟後移忠烈廟 

道光 17年 

知縣署義學 

每學歲束脩銀四十兩皆本

官捐廉 

在北門外五顯廟 

道光 18年 成童義學 

賀長齡（巡撫）

倡率僚屬建 

每歲束脩銀六十兩，節禮

銀二兩，聘銀二兩，監學

教官冊費銀三兩 

在城中花牌坊公所後移南門外

閻公祠，道光 24年移入大興寺

尚節堂（《貴陽府志》卷四十三

學校略下）（道光三十年刊本） 

道光 18年 青巖義學 趙維經 道光二十年舉人趙國選經

理朝陽寺務撥銀二百兩買

田收租以充學費 

在青巖朝陽寺（《貴陽府志》卷

四十三學校略下）（道光三十年

刊本） 

 

道光 19年 河側義學、柏
舟義學、中河
義學、 

甘節義學 

賀長齡（巡撫） 每歲各束脩銀四十兩、薪

水銀十二兩（遇閏加一兩） 

以教寡婦之子（《貴陽府志》卷

四十三學校略下）（道光三十年

刊本） 

康熙 34年 中峰義學   在學宮西隅（《貴陽府志》卷四

十三學校略下）（道光三十年刊

本） 

道光 15年 習正義學 邵鴻儒（州判）  在大塘州城內東街凡九間（《貴

陽府志》卷四十三學校略下）

（道光三十年刊本） 

道光 24年 義正義學 李士鈞（知州） 歲有捐疑息銀三十七兩以

為束脩 

在城東烈女祠左廂（《貴陽府

志》卷四十三學校略下）（道光

三十年刊本） 

1貴陽府
※10＃ 

定番州 

道光 24年 定廣營義學 高克謙（副

將）、徐廷偉（守

備） 

捐廉建 在副將署左側（《貴陽府志》卷

四十三學校略下）（道光三十年

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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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順州義學   在城東 廣順州 

道光 21年 擺酌場義學 章貽燕（知州）
勸建 

每歲有租穀十四石六斗稷
六斗以充學費 

在擺酌場（《貴陽府志》卷四十
三學校略下）（道光三十年刊本 

雍正 5年 馮詠（知州） 舊有乒乓山二堰山租銀二

十四兩為膏火之費 

在廢大覺寺址，後因二山租荒

蕪無徵並將義學之基斥賣其價
入官義學遂廢（《貴陽府志》卷
四十三學校略下）（道光三十年

刊本） 

乾隆 27年 

（重修） 

大覺寺義學 

呂正音（知州） 以修理文廟餘銀得買城東

居民王經宅基建立義學，
又買土香樹絕產田一畝六
分及撥恥里大岩公田十一

畝以二處田租作膏火之
資，申詳立案。 

乾隆 34年復由知州趙由坤捐

資重修講堂《開州志》卷二學
校（乾隆 44年刊本） 

陶淑義學 館師脩金每年二十四兩。

由城內四街絕基租金收入
計銀十八兩，餘六兩由州
署補足 

在城內大街三忠祠內《開陽縣

志》教育行政及學校（民國 29

年石印本） 

養正義學 將絕產兩業清理並羊昌堡
寺存業山腳等田計花壹百

八十五挑撥給義學為基
金。並募集基金生息以充
館師脩金，每年館師脩金

共三十二兩 

在孝里羊場《開陽縣志》教育
行政及學校（民國 29年石印

本） 

務本義學 館師脩金銀每年三十兩由
該處金魏羅黃李莊格那等

田土收租充數 

在義里馬場萬壽宮內《開陽縣
志》教育行政及學校（民國 29

年石印本） 

崇正義學 館師脩金係該地舉人李國

琳及紳首陳克俊等稟准由
該地公產並籌基金生息年
送館師脩金二十四兩 

在思外里龍坑場內《開陽縣志》

教育行政及學校（民國 29年石
印本） 

光緒 13年 

育英義學 

胡璧（知州） 

館師脩金年送銀十二兩其
來源由該地川主廟黃九喜
吳長發各存業田花二十六

挑撥給，收租不足另籌 

讓里頂方玉皇閣內，後因經費
不足遂廢《開陽縣志》教育行
政及學校（民國 29年石印本） 

光緒 15年 飛鳳義學 胡璧（知州） 將飛鳳寺產業計田租約三

百五十二挑全數提充義學
基金及校舍每年館師脩金
計送白米十五石餘作完糧

及佃戶看司生活費等 

在司毛坪舊飛鳳寺內《開陽縣

志》教育行政及學校（民國 29

年石印本） 

光緒初年 佘家營義學 佘士舉、胡啟瀛
等 

經費來源由該祠祭產收入
租穀每年提撥十石作學師

館穀 

在佘家營昭忠祠內，清末該祠
捐穀辦學義學遂廢《開陽縣志》

教育行政及學校（民國 29年石
印本） 

開化義學 經費係提該廟田租所入銀
三十兩繳州署以充每年館
穀脩金之用 

在城北黑神廟內《開陽縣志》
教育行政及學校（民國 29年石
印本） 

光緒 22年 

玉清義學 

劉炳蔚 

經費係提玉皇觀每年七九
香會所入餘款三十兩以充
館師脩金之用 

在清里洋水玉皇觀內《開陽縣
志》教育行政及學校（民國 29

年石印本） 

開  州
※4 

光緒末年 義和義學 馬登鰲、楊仲舉
等民人 

二人共捐田花約二百挑每
年由佃戶認租約二十八石

除完糧外全作館師脩金之
用 

在第四區什字《開陽縣志》教
育行政及學校（民國 29年石印

本） 

龍里縣 康熙 44年 龍里縣義學   在學宮前 

貴定縣 雍正 11年 貴定縣義學   在城東 

  養正義學   在知縣署東城隍廟側，蘭菒書
院故址李公祠中（《貴陽府志》

卷四十三學校略下）（道光三十
年刊本 

 

貴筑縣  高氏義學 高廷瑤（廣東知
府） 

 在北衙寨（《貴陽府志》卷四十
三學校略下）（道光三十年刊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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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昌堡義學   在朱昌堡（《貴陽府志》卷四十
三學校略下）（道光三十年刊
本） 

嘉慶 9年 端蒙義學 堡人同建 每歲有租米十五石以為束
脩 

在李官堡（《貴陽府志》卷四十
三學校略下）（道光三十年刊

本） 

道光 12年 育德義學  經理廟務首士王述曾、舒
國訓等請撥出廟田五分、

租穀五十石以為義學束脩 

在城隍廟（《貴陽府志》卷四十
三學校略下）（道光三十年刊

本） 

道光 17年 李氏義學 李嗣鄴（淡水同

知）捐建 

每歲有租米市斗三十石以

為束脩 

在十五里屯（《貴陽府志》卷四

十三學校略下）（道光三十年刊
本） 

 育英義學   在平堡文昌閣（《貴陽府志》卷

四十三學校略下）（道光三十年
刊本） 

 養正義學   在江家堡（《貴陽府志》卷四十
三學校略下）（道光三十年刊
本） 

道光 20年 雲天五義學   觀音堂雲天寺舊有三義學道光
20年巡撫賀長齡令分建於五堡
（《貴陽府志》卷四十三學校略

下）（道光三十年刊本） 

 蒙泉義學   在高堡祖師殿（《貴陽府志》卷

四十三學校略下）（道光三十年
刊本） 

 

道光 22年 正蒙義學   在穀上里乾溝場忠烈廟（《貴陽

府志》卷四十三學校略下）（道
光三十年刊本） 

道光 21年 趙學熜（州判） 在城內龍王廟（《貴陽府志》卷
四十三學校略下）（道光三十年
刊本 

羅斛縣 

道光 25年 

羅斛縣義學 

吳德容（州判） 

均捐廉生息以充學費 

在關帝廟（《貴陽府志》卷四十
三學校略下）（道光三十年刊本 

長寨廳  長寨義學   在城西街關帝廟旁 

康熙 43年 林攀桂（知縣）  

 

修文縣 

康熙 59年 

修文縣義學 
朱齊年（知縣） 購田一畝收田租以為館穀 

在學宮左，束脩之費因其圮歸

學宮以為歲修之貲（《貴州通
志》卷九營建義）（乾隆 6年刊
本）、（《貴陽府志》卷四十三學

校略下）（道光三十年刊本 

 康熙 45年 安順府義學   在明倫堂右 

普定縣 康熙 45年 普定縣義學   在學宮內 

鎮寧州 康熙 30年 鎮寧州義學   在城內東北 

康熙 47年 永寧州義學 甘國垓（知州） 將頂營司與阿三等控爭大
龍潭田產判為義學庄額收
租穀三十五石四斗四升八

合以為膏火 

在學宮甬壁外魚塘坎上，雍正
10年義學房毀後重建維風書院
《永寧州志》卷六學校（道光

17年刊本） 

州城義學 置學田二坋坐落納亞寨每

年安租穀市斗二十石合京
斗四十石 

在東門外崇報寺《永寧州志》

卷六學校（道光 17年刊本） 

關嶺義學 置學田一坋坐落高寨名硐

台田約種一石四斗安租市
斗二十石合京斗四十四石 

在關嶺大街石牛寺《永寧州志》

卷六學校（道光 17年刊本） 

坡貢義學 置學田濫壩寨等共收安租
市斗十九石七升合京石三
十九石四斗 

在坡貢文昌宮《永寧州志》卷
六學校（道光 17年刊本） 

永寧州 

※1 

道光 15年 

募役司義學 

黃培杰（知州） 

置學田八坋名硬屯箐田等
共收安租穀市斗二十石合
京斗四十石，道光 15年有

董聯標與唐興煥等互爭田
後斷歸為義學以充脩膳 

在募役司後街關帝廟《永寧州
志》卷六學校（道光 17年刊本） 

安順府 

安平縣
※1 

康熙 42年 北門義學 謝夢弼（知縣） 捐買延師穀十六石 在大街，康熙 45年教諭葉林新
訓導田起虯設立一處親為教讀
《平垻縣志》教育志（民國 21

年鉛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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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 3年  顏儀鳳（知縣） 將馬場堡田租變賣分其餘
租以添義學束脩並考課獎
賞 

復設二所《平垻縣志》教育志
（民國 21年鉛印本） 

 

道光 4年 南北義學 劉祖憲（知縣） 學師穀列有支撥如豬槽堡
等係劃定五十五石收入准

支三十石尚餘二十五石交
頭人輪流生息作續置田租
之用 

在城內設二處，道光 6年又設
西堡、馬場等義學共計十九處

《平垻縣志》教育志（民國 21

年鉛印本 

清鎮縣  清鎮縣義學   在東門內 

擺頂 雍正 8年 擺頂義學   在擺頂，雍正 8年奉旨設立
（《貴州通志》卷九營建義）（乾
隆 6年刊本） 

 

威遠 雍正 8年 威遠汛義學   在威遠，雍正 8年奉旨設立
（《貴州通志》卷九營建義）（乾
隆 6年刊本） 

  平越府義學  有學租 在舊察院 

平越縣  平越縣義學   在北門內 

黃平州 雍正 6年 黃平州義學 蕭君柱（知州） 詳准以狗場地租銀十二兩
小東坡義學田米永作館穀 

有二處，一在新城東舊學基，
一在舊城文廟右（《貴州通志》
卷九營建義）（乾隆 6年刊本） 

 城內義學   

 永興義學   

在學宮右，後俱廢《湄潭縣志》
卷三營建義學（光緒 25年刊
本） 

 錫若坪培英
義學 

吳從周（生員）  《湄潭縣志》卷三營建義學（光
緒 25年刊本） 

湄潭縣 

 兩路口義學 唐道欽（生員）  《湄潭縣志》卷三營建義學（光

緒 25年刊本） 

康熙 44年 商氏義學 商璉（舉人） 以本地之青岡林側田數坵

半月山土數塊作為常年延
師火食 

在附里城北里許龍池，咸豐年

間燬於苗亂《甕安縣志》卷十
一學校（民國 2年刊本） 

光緒元年 荊里義塾 王崇楂（里人） 將許戴二姓存業每年約出

穀百挑冊載丁銀一兩七錢
每年除完納外均作義塾經
費 

《甕安縣志》卷十一學校（民

國 2年刊本） 

光緒年間 甕里義學  以本場斗息為常年經費 有二，一在巖坑，一在新牌衛
《甕安縣志》卷十一學校（民

國 2年刊本） 

養正義學 在平定營場，光緒 33年改為羅
英初等小學堂《甕安縣志》卷

十一學校（民國 2年刊本） 

光緒 7年 

興文義學 

王維舉（知縣） 以劉家堡解王余三姓存業
作延師膏火 

設於劉家堡《甕安縣志》卷十

一學校（民國 2年刊本） 

光緒 25年 保平場義塾 王斅成（縣令） 以王李二姓捐出雜攤斗息
設為義塾 

在保平場，光緒 33年將攤斗提
歸本城兩小學堂遂廢《甕安縣

志》卷十一學校（民國 2年刊
本） 

光緒年間 養正義塾  其經費由里人孔慶朝、商
汝蘭、諸堯階等捐置數田
坵 

在隆興寺《甕安縣志》卷十一
學校（民國 2年刊本） 

甕安縣
※1 

 

光緒年間 牛場義學  以垛郎壩田一型收租米二
石作火食延貢生王杰教讀 

在牛場，光緒 31年改設學堂
《甕安縣志》卷十一學校（民
國 2年刊本） 

平越府 

餘慶縣
※2 

康熙 44年 餘慶縣義學 蔣湀（知縣）捐
建 

每年延師館穀知縣捐助 原在縣署右，康熙 53年改建戟
門右（《貴州通志》卷九營建義）

（乾隆 6年刊本） 

 雍正 10年 都勻府義學 王鍾珣（知府） 捐給館穀 有三分在平浪司、凱口及府城
（《貴州通志》卷九營建義）（乾

隆 6年刊本） 

都勻縣  都勻縣義學   在縣署左 

麻哈州
※1 

康熙 44年 麻哈州義學   在城南舊學宮門外《麻江縣志》
卷七學校（民國 27年鉛印本） 

都勻府 

獨山州  獨山州義學 趙完璧（知州） 置田二十畝為館穀之用 （《貴州通志》卷九營建義）（乾
隆 6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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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文義學（經
館） 

 年俸穀十二石分兩季稱送 在三腳屯《三合縣志略》卷二
十二學務（民國 29年鉛印本） 

 養正蒙館  年給俸穀六石分兩季稱送 亦在三腳屯《三合縣志略》卷

二十二學務（民國 29年鉛印
本） 

 打略義館  年幫薪穀六石兩季稱送 

(三合縣) 

※2 

 牛場義館  年幫薪穀三石兩季稱送 

《三合縣志略》卷二十二學務

（民國 29年鉛印本） 

清平縣 康熙 40年 清平縣義學   在分司舊址 

 荔波縣義學 劉棻（知縣） 置義田租銀八十九兩米十
石禾六百六十秤布二十件

分給生徒 

訓迪苗童（《貴州通志》卷九營
建義）（乾隆 6年刊本） 

道光年間 養正義學 鄧而亨、鄧連峰
（貢生）等捐修 

每年收附郭甲乍拉色田穀
約兩百餘秤以為修脯 

 

 荔波營義學  每年係在任遊擊捐廉延師 在遊擊署頭門右側，教導營中
兵丁子弟《荔波縣志》（光緒元

年抄本） 

新設養正義塾 將從善里等呈繳之逆產絕
業房屋田畝招佃耕種，每

年館穀一百挑，由瑤台董
界巴容等里分撥運送 

在城中十字北街《荔波縣志》
（光緒元年抄本） 

新設移風義塾 從善里逆絕產十四分共計
田一百二十三坵出谷四百
五十挑，光緒元年收租谷

一百七十五挑，每年館穀
一百挑由該里田穀運送 

在從善里羊拱村《荔波縣志》
（光緒元年抄本） 

新設崇儒義塾 莪蒲里逆絕產六分共計田

一百一十三坵出谷四百七
十三挑，光緒元年收租穀
一百六十七挑，每年館穀

一百挑由該里田穀運入 

在莪蒲里水調村《荔波縣志》

（光緒元年抄本） 

新設扶文義塾 計周覃里逆產六分共計田

三十四坵出穀三百二十五
挑，每年館穀一百挑由該
里田穀運入 

在周覃里周奉村《荔波縣志》

（光緒元年抄本） 

光緒元年 

新設尊經義塾 

蘇忠廷（知縣） 

瑤慶里絕逆產三分，共田
四十二坵出谷八十六挑。
每年館穀四十三挑由該里

田穀運入餘者撥入董界里 

在猺慶里板寨村《荔波縣志》
（光緒元年抄本） 

光緒元年 同仁義塾 蘇忠廷（知縣） 係城中老戶控告地基府縣

定議章程抽收入城新戶覃
端模等地租錢五百千文，
撥七十五千文為一館束脩

之費 

在本城東街荔泉書院左廂《荔

波縣志》（光緒元年抄本） 

 楊清義塾  係孀婦黎莫氏義捐浪抹用
沙等處田一百三十二坵每

年約收谷二百餘挑用作束
脩 

在巴乃里播遠場《荔波縣志》
（光緒元年抄本） 

荔波縣
※1 

● 

 善成義塾 蒙玉相（州同） 捐塘鴨等處田一百三十一
挑係蒙阿釉、姚錫光等
經，並捐賬項錢一百千文

以作修館之費 

在瑤慶里水扛村《荔波縣志》
（光緒元年抄本） 

雍正 8年 八寨義學   雍正 8年奉旨設立 八寨廳 

同治 12年 城鄉義學 劉垂祺（同知） 提撥穀一百八十石為膏火 共建義學共計 11所至光緒末
年荒廢《八寨縣志稿》（民國

20年刊本） 

大丹江義學   丹江廳 雍正 8年 

小丹江義學   

 

 

都江廳 雍正 8年 都江義學 周啟江（通判） 收款四百餘斤 創訓苗義學十二堂 

  鎮遠府義學   在府治右 

鎮遠縣  鎮遠縣義學   在縣治右 

鎮遠府 

施秉縣 康熙 44年 施秉縣義學   在衛堂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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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 8年 施秉舊縣義
學 

  雍正 8年奉旨設立，在施秉舊
縣（《貴州通志》卷九營建義）
（乾隆 6年刊本） 

天柱縣
※1＃1 

康熙 24年  天柱縣義學 王復宗（知縣）  在城南康熙 24年奉文建立《天
柱縣志》上卷（康熙 22年刊本） 

清江廳 雍正 8年 清水江義學   

 

台拱廳 雍正 8年 台拱義學  撥死亡絕產租穀九百石為

經費 

雍正 8年奉旨設立（《貴州通

志》卷九營建義）（乾隆 6年刊
本） 

雍正 5年 

改建 

馮詠（知府）    

雍正 8年重

修 

思南府義學 

史瑗（知府） 捐給館穀 舊有二，分在儒學前及城西隅
俱廢，雍正 5年及 8年重建於
學宮飛來石旁（《貴州通志》卷

九營建義）（乾隆 6年刊本） 

康熙 51年 安化縣義學   （《貴州通志》卷九營建義）（乾
隆 6年刊本） 

安化縣 

(德化縣) 

※1 
光緒 26年 懷德堂義學 胡大經（知縣）  （《德江縣志》卷一建置）（民

國 31年石印本） 

印江縣
※1 

 印江縣義學   在學宮左側 

思南府 

婺川縣  婺川縣義學   在文廟西 

 康熙 3年 石阡府義學 劉啟復（郡守）
陳龍巖（推官） 

 在學宮內，已廢（《石阡府志》
卷六）（乾隆 30年刊本） 

石阡府
※1 

龍泉縣  龍泉縣義學   在學宮右側 

康熙 44年    

雍正 11年 

重建 

思州府義學 
褚世悼（知府）  

在學宮前(《思州府志》卷五（康

熙六十一年刊本） 

玉屏縣 雍正 12年 玉屏縣義學   在櫺星門側 

思州府 

青谿縣  青谿縣義學   在東門外土主廟內 

  銅仁府義學   在府治左 銅仁府 

銅仁縣 康熙 40年 銅仁縣義學   在城內，後改教諭署 

  黎平府義學   在府治前 

開泰縣
※ 

 開泰縣義學 徐立御（知府）
李猶龍（知縣）
捐設 

 在縣治右，文星樓下匾曰君子
堂（《開泰縣》義學）（乾隆 17

年刊本） 

永從縣  永從縣義學   在縣治右 

錦屏縣  錦屏縣義學   在縣治前 

雍正 8年 古州寨頭藏弩義

學 

  在寨頭藏弩，雍正 8年奉旨設
立 

黎平府 

古州廳 

雍正 8年 古州口寨月寨義

學 

  在口寨月寨，雍正 8年奉旨設
立 

  大定府義學   在文廟右 

平遠州
※1 

康熙 31年 平遠州義學 冷宗昱捐建 興文里庄里歲收租穀 140

石，白化里戈仲烏田 54

畝歲收租穀 

在城東，乾隆 20年知州李雲龍

捐俸改為書院書院書院書院《平遠州志》卷
九學校（乾隆 21年刊本） 

黔西州  黔西州義學   在州治右 

威寧州  威寧州義學   在州治左 

康熙 35年 奉旨興建  在城內永興橋下，康熙 35年奉

旨興建（《畢節縣志》卷三）（乾
隆 23年刊本） 

大定府 

畢節縣
※1＃ 

雍正 9年 

重修 

畢節縣義學 

李曜（知縣） 義學田共八十三畝，係明

巡撫江東之巡按應朝傾所
置賑田；乾隆 19年知縣方
世瓚造冊移學為貧士膏火

之資，坐落佃戶收租十六
石零 

（《畢節縣志》卷三）（乾隆 23

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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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城廳 雍正 13年 水城義學 孟金章（通判）  在署東 

 雍正 12年 南籠府義學 王元烈（知府）
捐建 

 在學宮內 

永豐州 雍正 8年 永豐州義學   在永豐州，雍正 8年奉旨設立 

北門樓義學 道光 2年 

起鳳義學 

陳熙（同知） 由府倉發給糧米十六京石 《普安直隸廳志》卷七營建．

義學（光緒 15年刊本） 

官井街義學 道光 6年 

老倉硐義學 

高占魁、范連祥
（紳士） 

由膏火穀發給十五石 《普安直隸廳志》卷七營建．
義學（光緒 15年刊本） 

大石口義學 由大坡舖逆租發給穀十六
石 

同治 4年 

西沖義學 

錢薰（同知） 

由大坡舖逆租發給穀十四

石 

《普安直隸廳志》卷七營建．
義學（光緒 15年刊本） 

普安州 

 四鄉義學  置熟田二十七畝七分五釐

每畝起徵穀六斗共徵穀十
六石六斗五升折徵糧米八
石三斗二升五合每年發給

寒生 

分在沙陀、哈馬庄等地《普安

直隸廳志》卷七營建．義學（光
緒 15年刊本） 

普安縣 康熙 44年 普安縣義學   文廟左側 

康熙 44年 王珍（知縣）捐
建 

 

雍正 12年 

安南縣義學 

陳以明（知縣）
捐修 

 

在南門內，康熙 44年建後圮，
雍正 12年重修 

雍正 8年 冊亨義學   在冊亨，雍正 8年奉旨設立 

南籠府 

安南縣 

雍正 8年 羅斛義學   在羅斛，雍正 8年奉旨設立 

 康熙 56年 遵義府義學 趙光榮（知

府）、邱紀（知
縣） 

捐置田租 在城內 

遵義縣 康熙 54年 遵義縣義學 邱紀（知縣）  在城東南 

雍正 12年 張元鈺（知州）  在州學右 正安州 

道光 18年 

正安州義學 
周溶（知縣）等 置田產歲收租息做為掌教

脩脯及生童膏火卷資及貼

助寒士考試之經費 

《外紀檔》道光 18年 8月， 

綏陽縣  綏陽縣義學   在崇聖祠後 

康熙 23年    

雍正 12年 

桐梓縣義學 
蘇霖泓（知
府）、鄭廷颺（知

縣）重修 

 在城內，雍正 12年重修 

同治 13年 敷文義學 清理賓興膏火各公田原有
新增共租三百石 

 

 養正義學 

凌彝銘（知縣） 

由武廟公租支穀二十石 於西街《桐梓縣志》卷十三文
教志 

 崇正義學  由佛寺賓興租穀支二十石 在盧里大佛寺《桐梓縣志》卷
十三文教志 

光緒 8年 端蒙義學 彭億清（知縣）  於東街《桐梓縣志》卷十三文
教志 

遵義府 

桐梓縣
※3＃1 

光緒年間 松江義學  各四十千 以松江書院無人肆業改為義學

二所《桐梓縣志》卷十三文教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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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坪義學 雍正 13年 

夾樹坪義學 

徐正恩（知縣 ）  《永順縣志》（民國 19年排印
本） 

城內義學 

老司城義學 

乾隆 5年 

勺哈義學 

 每年由縣具文赴藩庫領銀
給館師各十六兩 

雍正 10年奉部咨查永順新闢
苗疆應先設立義學擇本省貢生

生員令其實心教誨量予廩餼；
乾隆 5年詳准永順縣設立三處
《永順縣志》（民國 19年排印

本） 

乾隆 14年 李家坪義學 

 

陳朝圭（知縣） 將麻陽坪、官漁潭歲收租

稞河長四十餘里內有魚潭
十餘處本係土司取魚之
所，後定網戶歲納課銀十

二兩分給各義學膏火 

移勺哈義學於此； 《永順縣志》

（民國 19年排印本） 

 

吳紹俊（知縣） 乾隆 21年  
 

 稟請仍復勺哈兼存李家坪，合

原詳設共六處《永順縣志》（民
國 19年排印本） 

永順縣

※4 

乾隆 44年 王村義學 丁應甲（知縣）  《永順縣志》（民國 19年排印
本） 

乾隆 5年 本城義學 

隆頭義學 

秦人藩 每年由藩庫發給館師銀各

十六兩；乾隆 35年知縣侯
可儀詳請將黑山堡地充作
官地，每年取租銀二十七

兩一錢撥加本城義學十六
兩，隆頭義學八兩 

分二處，分在本城內及隆頭《龍

山縣志》卷五學校（光緒 4年
刊本）；乾隆 40年秦人藩建於
縣南隆頭 

乾隆 24年 王肯穀（知縣） 以本城義學館金給之 詳請廢育嬰堂改為書院，乾隆
25年知縣王無瑕義詳育嬰堂不

便廢拆，將明倫堂後空屋數間
修葺為生童肆業之所《永順府
志》卷五（乾隆 28年刊本） 

龍山縣 

※1 

乾隆 40年 

龍山縣義學 

秦人藩（知縣） 分兩處，一在縣治西，另一在
縣南隆頭鎮《湖南通志》卷六

十九學校（光緒 11年重刊本） 

雍正 7年 王欽命（知縣） 

每年由縣具文赴藩庫領銀
給館師各十六兩 

分格若、排大坊、葫蘆寨等四
處《保靖縣志》卷四（雍正 9

年刊本）；另有新義學十二處分
在毛坪、萬巖溪等地《湖南通
志》卷六十九學校（光緒 11年

重刊本） 

保靖縣

※3 

乾隆 24年 

保靖縣義學 

王曰舟（巡檢）  於里耶建義學又名炳文書院
《永順府志》卷五（乾隆 28年
刊本） 

乾隆 5年 張秉義（邑令） 每學歲給廩餼一十六兩共

銀四十八兩由藩庫支領 

乾隆 12年 趙民牧（邑令） 捐置學田十二畝零三釐二

毫給上下峝義學以資膏火 

於本城上下峝新城司設立義學

三處《桑植縣志》卷三學校（乾
隆 29年刊本）  

乾隆 14年 馬世煃（知縣） 每年各分廩膳銀八兩其地
租亦照數分收 

乾隆 14年因上下峝路隔遙遠
生童不便往來復於上下峝各設

一館《桑植縣志》卷三學校（乾
隆 29年刊本） 

乾隆 17年  每年各分廩餼銀八兩 新司城之義學亦分一館於凉水
口 

1永順府 

   ※1 

桑植縣

※1 

乾隆 25年 

桑植縣義學 

李宏照（通判） 邑令顧奎光將營汛箭道旁

官田二十三坵歲租八石撥
入以資膏火 

新司城義學圮將土司舊署西宅

第二進捐俸葺改為義學《桑植
縣志》卷三學校（乾隆 29年刊
本） 

乾隆 14年 上下峒義學 馬士楏（知縣） 每年各分館師銀八兩，知
縣趙民牧捐致水田三處，

分在塘一口、新司城 

 永順府

※ 

桑植縣

※1 
錢隆 17年 涼水口義學  每年各分館師銀八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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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 21年 城中義學 鍾人文（邑令） 詳定將艾巴耳壁寨灣兩處
山地租銀二十四兩並廩餼
銀十六兩共銀四十兩為膏

火費 

在常平倉西《桑植縣志》卷三
學校（乾隆 29年刊本） 

  

乾隆 25年 新司城義學 李宏照（通判） 知縣顧奎光將營汛箭道旁
官田歲租撥歸義學之用 

《桑植縣志》卷三學校（同治
11年刊本） 

康熙 41年 澧州義學 宋永穆（知州）  設於治西永興寺，後黃炎於康
熙 58年設義學於薄公祠《直隸

灃州志》卷九義學（乾隆 17年
刊本） 

 

嘉慶 16 澧州義學 謝攀雲（知州）  在周城內《湖南通志》卷七十

（光緒 11年重刊本） 

永定縣

※2 

乾隆 27年 永定縣義學 郭六宰（知縣）  以節孝故祠為義學《湖南永定

縣鄉土志》上篇（光緒 32年
修，民國 9年排印本） 

康熙 46年 石門縣義學 許潛  在縣東奎星樓旁《石門縣志》

卷五書院（同治 7年刊本） 

嘉慶年間 文昌廟義學 陳光泰  在縣北一百三十里《石門縣志》

卷十一惠政（康熙 22年刊本） 

同治 2年 有竹義學 覃遠佑 捐田租一百三十石為膏火
之資 

《石門縣志》卷五書院（同治
7年刊本） 

石門縣

※1＃1 

 下南溪議興

鄉學 

蕭方誥 捐錢壹千文 《石門縣志》卷五書院（同治
7年刊本） 

安鄉縣

※1＃4 

 文鄉書舍 羅鎡（解元） 乾隆 9年知縣馬銓學倉後
貯藏支穀五十石為義學延

師訓課之資 

在文田村《湖南通志》卷七十
（光緒 11年重刊本）；另有義

學樓在書院正殿後《安鄉縣志》
卷二（乾隆 13年刊本） 

慈利縣

※6＃3 

 慈利縣義學   在縣學西《湖南通志》卷七十
（光緒 11年重刊本）、《慈利縣
志》（民國 12年鉛印本） 

澧  州

※9＃4 

安福縣

※4 

乾隆 9年 安福縣義學 張浚（知縣） 以官價一百三十兩買置取
劉家洲官地租以贍館師 

在縣城內《直隸灃州志》卷九
義學（乾隆 17年刊本）；另有
義學一所在縣東十二里宋大夫

廟西《湖南通志》卷七十（光
緒 11年重刊本） 

康熙 25年 府義學 柯弼（郡守）  在醮樓之上《永州府志》卷四
上學校（道光 8年刊本）  

 

康熙年間 營義學 郡人公建 捐廉交質商生息計每歲得

三十金以二十金為館師脩
脯 

嘉慶、道光年間重修，道光 6

年總兵鮑友智重修《永州府志》
卷四上學校（道光 8年刊本） 

康熙 5年 道州義學 張大成（知州） 取租貯學瞻給士子 《道州新志》卷七．學校（康
熙 6年刊本）；共計四所三所分
在演武廳西、水南及西門，新

義學二處在豐邨及顧邨《湖南
通志》卷六十九學校（光緒 11

年重刊本） 

乾隆 11年 南義學 

北義學 

翁運標（知州） 將爭訟絕產四處充入共田
三十餘畝，每年租息分兩
館以作學俸 

分在水南及西門《道州志》卷
五學校（光緒 3年刊本） 

 新童義館  每年廩餼二十六兩赴司庫
領給 

《道州志》卷五學校（光緒 3

年刊本） 

道  州

※2 

● 

光緒 2年  盛賡（知州）  《道州志》卷五學校（光緒 3

年刊本） 

 撥永善堂錢一千串寄典鋪
生息每年息一百二十串各
給塾師送束脩前五十串餘

為看守修整之費 

分在倉門口下老永善堂及縣署
後三亭學舍《零陵縣志》卷五
學校書院（光緒元年修，民國

20年補刊） 

道光年間 

胡廷槐（知縣） 捐廉四百串寄典鋪生息每
年息錢六十串送學師束脩

五十串餘無雜費 

在縣城隍廟《零陵縣志》卷五
學校書院（光緒元年修，民國

20年補刊） 

零陵縣

※3＃6 

同治年間 

零陵縣義學 

 由永善堂新設每年學師束

脩錢五十串堂內首士給送 

在河西《零陵縣志》卷五學校

書院（光緒元年修，民國 20年
補刊） 

永州府 

東安縣 康熙年間 古吳義學 沈經 

於淥步 

 改渡亭舊基為義學《東安縣志》

卷四建置（光緒 2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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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間

（復設） 

蘆洪義學 程雲翀  乾隆 12年吳德潤復於東門外
《東安縣志》卷四建置（光緒
2年刊本） 

※2 

● 

道光年間 里溪傜學里溪傜學里溪傜學里溪傜學 

鳳山義學 

石期義學 

柏子義學 

武生義學 

張瓚昭  《東安縣志》卷四建置（光緒
2年刊本） 

永明縣

※1 

 永明縣義學 周鶴（邑令） 每年撥餼銀十六兩 在學宮之左《永明縣志》卷十．
記（康熙 54年刊本）；新義學

二所分在清溪及古調《湖南通
志》卷六十九學校（光緒 11年
重刊本） 

雍正年間 正心義學 鄭鼎勳（邑令） 銀參兩零伍分陸釐貳毫肆
絲，由審明余重熙之無嗣
糧田通詳各憲批准撥入義

學以為膏火之資 

《江華縣志》卷五．學田（雍
正 7年刊本），原在縣治前雍正
年間遷建趙烈女祠故址；同治

年間以其地兌給左營《湖南通
志》卷六十九學校（光緒 11年
重刊本） 

乾隆 9年 錦岡義學 

錦田義學 

陳嘉穀(邑令） 

江華縣

※4 

乾隆 38年 五堡義學 歐陽柱(邑令） 

每年膏火銀十六兩 錦岡義學乾隆 9年知縣陳嘉穀
改建秀峰書院；錦田義學乾隆

9年改建錦田書院；五堡義學
乾隆 38年改建三宿書院《湖南
通志》卷六十九學校（光緒 11

年重刊本） 

雍正年間 甯遠縣義學 王良弼（知縣） 

陳尚義（典史） 

 《甯遠縣志》卷五學校（光緒
元年刊本） 

                 東路崗頭義

學 

 有水源頭等學田七處共田
塘五十九坵額租穀三千斛 

 梅崗李光祿

義學 

 收租穀二千九百九十斤共
額租穀五千九百九十斛，
歷為掌教脩俸及生徒膏火

之資 

甯遠縣

※3 

同治年間 樂氏義塾 樂顯嶸 吳氏捐田二十畝，顯嶸捐

田十畝每歲以租為延師費 

《甯遠縣志》卷五．學校（乾
隆 19年刊本）；《甯遠縣志》卷
五學校（光緒元年刊本） 

乾隆年間 北關義學 王元臣（知縣） 《祁陽縣志》卷二學校（乾隆
30年刊本） 

 濂溪義學  

撥普樂鄉白水山案舖地其
納租銀十三兩零八分內除

完正賦每年館師束脩銀六
兩肆錢捌分伍釐並撥濂溪
義學束脩銀陸兩肆錢捌分

伍釐 

在濂溪祠側《祁陽縣志》卷二
學校（乾隆 30年刊本） 

 景行義學 

（歸陽義學） 

申昭（鄉紳） 撥給歸陽鄉舖地裏岸等共
納租銀十兩零貳錢除完納

正賦外支銷館師束脩；另
斷歸羅塘觀田二十六畝九
分，該租三十五石五斗每

年儘敷館師束脩 

在歸陽市原名歸陽義學《祁陽
縣志》卷二學校（乾隆 30年刊

本） 

 崇正義學 劉士良（吏民） 撥捐其祖原施聖壽庵田四

十九畝七分地名永隆鄉除
完正賦每年館師束脩銀二
十兩 

在洪橋舖《祁陽縣志》卷二學

校（乾隆 30年刊本） 

祁陽縣

※1 

 存誠義學  撥原早禾寺田田租十八石
易銀為館師束脩 

即廢早禾寺更名《祁陽縣志》
卷二學校（乾隆 30年刊本） 

 

新田縣

※3● 

乾隆年間 清溪義學 柴楨（知縣）、
宋民道等 

 分在城及在南鄉清水洞（即清
水八閣樓內）《新田縣志》卷三
建置（嘉慶 17年刊本） 

雍正 8年 張鐘（知州）  於東關外十方庵設義學捐俸研
師訓課《沅州府志》卷十六（乾
隆 55年刊本） 

沅州府

※2＃ 

 

雍正 13年 

沅州府義學 

崔巍（州同）  以三公書院為義學《沅州府志》
卷十六（乾隆 55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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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 3年   報恩禪寺身主講席捐給薪
水 

乾隆 3年芷江縣知縣袁守定拔
生童之秀者館之《沅州府志》
卷十六（乾隆 55年刊本） 

康熙 6年 麻陽縣義學 陳五典（知縣）  在縣署前，陳知縣刊文昌誡士
子文於甬壁後附義學四詠《麻
陽縣志》卷二（康熙 33年刊

本）；同治年間復設二所分在子
孫宮及玉華觀《湖南通志》卷
六十九學校（光緒11年重刊本） 

麻陽縣

※1 

康熙 32年 通縣義學 陳輝璧（知縣）  原為聶姓基屋三間在城東大街
售於曹爭與原業鄒乃互爭不已

知縣遂捐俸購之《麻陽縣志》
卷二（康熙 33年刊本）、卷九
藝文 

芷江縣

※2 

乾隆 5年 芷江縣義學 袁守定（知縣）
奉文設立 

歲給廩餼銀十六兩於藩庫
公銀內請領 支發 

原在涼傘、柳寨俱西境內《芷
將縣志》卷三學校（乾隆 25年
重刊本）；後共計有明新、誠

正、格致、敏慎、忠恕等十所
《湖南通志》卷六十九學校（光
緒 11年重刊本） 

康熙 5年 張扶翼（知縣）  《黔陽縣志》卷二、卷八（康
熙 5年原刊、雍正 11年增補刊

本） 

雍正 8年 王光電（知
縣）、岳士俊（教

諭）、俞國式（訓
導）等人 

 於城內龍標山因舊有文昌祠擴
建《黔陽縣志》卷二（康熙 5

年原刊、雍正 11年增補刊本） 

 

黔陽縣

※1 

乾隆 12年 

黔陽縣義學

（龍標書院） 

 有田三處紳士呈請撥歸義
學用充山長修資 

西城外學宮復移龍標山及劉正
齋官衙改為義學《沅州府志》
卷十七（乾隆 55年刊本） 

康熙 23年 通道縣義學 殷道正（知縣）  在學宮左，知縣捐俸建《通道
縣志》學校（康熙 23年刊 43

年增補本） 

 黃栢寨義學

（州義學） 

  《直隸靖州志》卷二營建（乾
隆 24年刊本） 

通道縣

※1＃2 

 三江溪義學

（州義學） 

  《直隸靖州志》卷二營建（乾
隆 24年刊本） 

乾隆 11年 羅巖里義學 

石驛里義學 

芙蓉里義學 

半里義學 

桑木沖義學 

董琰（知縣） 每年館師歲給束脩銀十六

兩，館金於藩庫請領 

於平苗後奉文建設，前四學為

訓苗，第五學為訓猺《直隸靖
州志》卷二營建（乾隆 24年刊
本） 

乾隆 17年 寨腳義學 置田十一處納穀共十二石

坐落茍坳口 

亦名崇正書塾在縣西南六十里

《直隸靖州志》卷二營建（乾
隆 24年刊本） 

乾隆 18年 赤板義學 置田畝八畝零坐落大坪源
等處 

亦名道南書塾在縣南五十里
《直隸靖州志》卷二營建（乾
隆 24年刊本） 

綏寧縣

※4＃6 

● 

乾隆 18年 下溪界義學 

程際泰（知縣）

勸建 

捐置田畝八畝零坐落界溪
鵝公等處 

亦名歸仁書塾在縣南六十里
《直隸靖州志》卷二營建（乾
隆 24年刊本） 

靖  州

※4 

會同縣

※2 

乾隆 16年 洪江義學 于文駿（知縣） 斷撥永興太平等庵田畝入
縣城收租穀約可變價銀六

十七兩零除完糧後以二十
兩為三江館師脩脯，十六
兩為洪江館，所餘三十兩

為兩處肆業生童膏火之
資；乾隆 18年縣令陳于宣
復撥共八十餘畝歲可收租

百餘石 

乾隆 18年改雄溪書院《會同縣
志》卷四學校（光緒 2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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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 25年 三江義學 裘棟（知縣） 撥出伏一里地名竹沖新 

興庵田一半載稅十七畝歸
入義學為膏火之資；乾隆

36年彭鳳堯（縣令）斷出
伏二里地名大坪培龍庵田
一裝載稅三十四畝三分亦

歸三江義學；乾隆 46年龔
炎（縣令）斷撥二里地名
關河毛勝迴龍寺田歸入三

江義學 

《會同縣志》卷四學校（光緒
2年刊本） 

乾隆 33年 清溪義學 宋昱（縣令） 斷撥恩惠田五十餘畝 在小坡村《會同縣志》卷四學
校（光緒 2年刊本） 

  

 蘭藝齋義學  置田十七畝計穀八十石 在梁氏祠右《會同縣志》卷四
學校（光緒 2年刊本） 

康熙 44年 楊蒧（知縣）  於城南門內正街之西捐購民房
一區《郴州總志》卷八（乾隆
35年刊本） 

康熙 55年 

宜章縣義學 

 

 
繆詵（知縣）  修葺義學捐置器物延師訓迪每

月親課生童《郴州總志》卷十

八名宦（乾隆 35年刊本） 

乾隆 10年 新民義學 曾宗發（知縣） 捐束穀十二石每年擇庠中
端方之士訓課；乾隆 13

年知縣劉德元置水田五畝 

新義學在縣南莽山洞《湖南通
志》卷七十（光緒 11年重刊

本）；《宜章縣志》卷六建置（嘉
慶年間刻本） 

乾隆 14年 玉溪義學 吳德元（知縣） 學田七處共二十九畝七分

載糧四斗五升二合四勺共
收租五十九石為館師脩脯 

於文昌閣基內《郴州總志》卷

八（乾隆 35年刊本） 

宜章縣

※7 

嘉慶 19年 營義學 王槐（參將） 捐銀?生息每年延師訓課 在儀門西偏射圃之前《宜章縣

志》卷六建置（嘉慶年間刻本） 

桂陽縣

※4＃2 

● 

乾隆 14年 朝陽義學 歐陽龍（知縣） 由濂溪祠租銀十兩及育嬰

堂穀二十石 

在城東北吉沖口《湖南通志》

卷七十（光緒 11年重刊本）；
後改建為朝陽書院及縣立第一
高等小學校 

乾隆 6年 徐祖昌（知縣）

捐建 

舊田租四十六石新捐田租

四十石二斗五升為義學館
師脩脯；後續置田畝共計
二百石作師生膏火 

在縣舊學遺址前《郴州總志》

卷八、卷十八（乾隆 35年刊本） 

乾隆 21年 

桂東縣義學 

張為矱（知縣）  在縣東門外《湖南通志》卷七
十（光緒 11年重刊本） 

 濂溪義學 胡朝震（監
生）、胡朝北（貢
生）、胡襄（吏

員）捐建 

捐田五處共租二百零四石
五斗五升為院師膏火之資 

在縣城東門內廟左《郴州總志》
卷八（乾隆 35年刊本） 

桂東縣

※2 

 培英義學 二都人士共捐

建 

共捐田租二百石為館師脩

脯及生童膏火之資 

在縣二都楛株山下距城八十里

《郴州總志》卷八（乾隆 35年
刊本） 

雍正 8年 張宗昺（知縣）  義學久弛賴以復興《郴州總志》

卷十八循令（乾隆 35年刊本） 
興甯縣

※2＃1 

● 

雍正 9年 

興寧縣義學 

王伯麟（知縣）  設義學延師課士《郴州總志》

卷十八循令（乾隆 35年刊本） 

郴  州

※4 

永興縣

※2 

 永興縣義學   共計有金陵、文明及濂溪三所
《湖南通志》卷七十（光緒 11

年重刊本）、《永興縣志》卷二

學校（乾隆 27年刊本） 

 乾隆 48年 辰州府義學 單煃（知府）  在城南為酉陽書院遺址建，另
有義學四所分在東西南北四鄉

（咸豐 3年知府劉位坦建） 

沅陵縣

※1 

康熙年間 沅陵縣義學 即廷槤（知縣）  在縣西南浦市《沅陵縣志》卷

三書院（康熙 44年刊本） 

辰州府

※3 

瀘溪縣

※3 

 瀘溪縣義學   在縣東《湖南通志》卷七十，

學校九，書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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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 3年 王瑋（同知） 各歲支廩給銀四十兩 設經館二處分在乾州城及鎮溪
所《乾州志》（乾隆 4年刊本）、
《辰州府志》卷十一（乾隆 30

年刊本） 

乾州廳

※1 

乾隆 3年

（增設） 

乾州廳義學 

 以學問明通者為師，各歲
支廩給銀十六兩俱在藩庫

公項支領 

原設義學蒙館二處，分立於寨
陽及三岔坪汛；乾隆 6年增設

喜鵲營、司馬溪、阿糯及大埧
坪《直隸靖州志》卷二營建（乾
隆 24年刊本）、《辰州府志》卷

十一（乾隆 30年刊本）；復設
新義學十所分在莊上坪、小
溪、龍保寨等十處《湖南通志》

卷六十九學校（光緒 11年重刊
本） 

鳳凰廳

※1 

康熙 43年 鳳凰廳義學  每區歲支藩庫銀十六兩 分在鴨保寨、箭塘、池河營六
處《辰州府志》卷十一（乾隆
30年刊本）；另有屯義學分在

小校場、本里、巖田等二十七
所及新義學新洞坪、毛都塘等
十七所 

 永綏廳義學  每區歲支藩庫廩銀十六兩 分在城內、米糯、龍團、吉洞
等十二處《辰州府志》卷十一
（乾隆 30年刊本；屯義學安慶

屯、豐和屯、等十三所 

永綏廳

※1 

● 道光 28年 深巢苗義館   共計七所，因減租奏裁深巢義

學；咸豐 3年因屯防費絀暫行
奏停七所《湖南通志》卷七十
（光緒 11年重刊本） 

晃州廳 道光元年 晃州廳義學 六里紳士公建 每年館金十六兩 有二所分在涼傘及柳寨《晃州
廳志》卷十八學校（道光五年
刊本）、《湖南通志》卷七十（光

緒 11年重刊本） 

辰谿縣

※2 

雍正 7年 辰谿縣義學 陳承虞（知縣）  在城西學宮旁《辰州府志》卷

十一（乾隆 30年刊本） 

康熙年間 漵浦縣義學 李長祚（邑令）  在縣治東，乾隆 5年知縣劉之

珏改為常平倉另建於城西武廟
左《辰州府志》卷十一（乾隆
30年刊本）；《漵浦縣志》卷十

（乾隆二十八年刊本） 

 

漵浦縣

※5 

● 

雍正 7年 傜學 吳瀚（邑令）  在兩ㄚ鄉三渡水，乾隆 8年移

建濫泥灣後廢《辰州府志》卷
十一（乾隆 30年刊本） 

 康熙 42年 府義學 趙申喬（巡撫）  分在萬福禪林右及魁星閣後，

雍正 13年知府錢汝駜重修《長
沙府志》卷十三學校（乾隆 12

年刊本） 

湘鄉縣

※3＃1 

乾隆 11年 湘鄉縣義學 張天如（知縣）  原有四所，分在東門、北門南
門及西門，道光初年復四館於

南門《湖南通志》卷十八學校
（光緒 11年重刊本）、《長沙府
志》卷十三學校（乾隆 14年刊

本） 

乾隆年間 培楨義學 為上一都公建  在州北《茶陵縣志》卷十三學
校（同治 9年刊本） 

茶陵州

※8＃2  幼學書塾 第都洲、曲江洲
公建 

 在二都寶水仙側《茶陵縣志》
卷十三學校（同治 9年刊本） 

康熙 24年 珠前詒（知縣）  設立二所，並延生員蘇澤民、
劉振麟為師以教貧生《長沙縣
志》卷十學校（嘉慶 15年安本） 

康熙 34年 董安國（巡撫）  在萬福禪林右《湖南通志》卷
十八學校（光緒 11年重刊本） 

長沙府

※3 

長沙縣

※5 

康熙 42年 

長沙縣義學 

趙申喬（巡撫）  建於府學之右，雍正 12年知府
錢汝駜重修《長沙縣志》卷十
學校（嘉慶 15年刊本）、《湖南

通志》卷十八學校（光緒 11年
重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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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元年 左輔（巡撫）  在李大中丞祠《湖南通志》卷
十八學校（光緒 11年重刊本） 

 

道光 20年 

 

蕭大載  在河西都，另有二所地名未詳

（康熙 24年知縣朱前詒建）
《湖南通志》卷十八學校（光
緒 11年重刊本） 

善化縣

※3 

康熙 5年 善化縣義學 周召南（巡撫）  共計四所，分在府學左、賈太
傅祠、趙大中丞祠及李大中丞

祠；同治 12年復建二所《湖南
通志》卷十八學校（光緒 11年
重刊本） 

康熙 4年 張尊賢（知縣） 義學田共計四處分在冷水
江邊、殷家坑杉樹灣、及
周家坊等俱為陳九疇置，

約計義田二百二十畝歲收
租從輸稅外餘盡供膏火之
資 

康熙 24年知縣陳九疇捐修，乾
隆 3年知縣謝灩捐修《醴陵縣
志》卷六（乾隆 8年刊本）、《長

沙府志》卷十三學校（乾隆 14

年刊本） 

醴陵縣

※3＃4 

康熙 24年

（重修） 

醴陵縣義學 

  共計四所分在縣署前、城西僧
會司故址、南城外及城北玉帶

橋《湖南通志》卷十八學校（光
緒 11年重刊本） 

康熙年間 蔣擢（知縣） 捐買邑人胡叔瑾十四都二

十區佛嶺田等為延師之資 

縣治橫街《長沙府志》卷十三

學校（乾隆 14年刊本） 

道光 3年 魯起元（知縣）  共計九所分在西城、古港、三

口段、沿溪橋、陳家坊東門市、
泉塘及永和市等地《湖南通志》
卷十八學校（光緒11年重刊本） 

瀏陽縣

※2 

咸豐 3年 

瀏陽縣義學 

趙光裕（知
縣）、袁青綬、
陳延澤建 

 在范家嶺《湖南通志》卷十八
學校（光緒 11年重刊本） 

寧鄉縣

＃6 

康熙 57年 桂香義學 于寀（知縣）籌
建 

置四都田三十三畝等為膏
火資 

在縣東門外學宮左即桂香亭舊
址《寧鄉縣志》卷三學校（乾

隆 13年刊本）、《長沙府志》卷
十三學校（乾隆 14年刊本） 

安化縣

※2＃1 

康熙 33年 安化縣義學 趙尺璧（知縣）  共計三所，分在縣治西、常豐

鄉（乾隆 59年邑人建）及豐樂
鄉《湖南通志》卷十八學校（光
緒 11年重刊本） 

湘潭縣

※3＃1 

康熙 59年 昭潭義學 方伯（知縣） 

王爰溱（知縣） 

原置義學田地名泉托巴托
三望沖共一百七十畝五分

係邑人張之淳捐入義學；
乾隆 9年撥入昭潭書院以
充膏火 

有二所分在城西後改為昭潭書
院；一為城外舊為蓮社庵後改

為民居收租以為膏火《長沙府
志》卷十三學校（乾隆 14年刊
本）；《湘潭縣志》卷十學校（乾

隆 46年刊本） 

湘陰縣

※3＃1 

乾隆 11年 湘陰縣義學 徐梁棟（知縣） 詳准文洲圍新凅湖荒撥歸
義學五百畝，監生李天楫

捐仁和圍田二十畝等為膏
火資 

在十六都五崙舖《長沙府志》
卷十三學校（乾隆 14年刊本） 

攸  縣

※10＃1 

康熙年間 攸縣義學 何維祇等 共捐田一百一十五畝在七
里坪等四處為義學田 

《長沙府志》卷十三學校（乾
隆 14年刊本） 

康熙 23年 邱仲（知縣） 捐田在城里九區共計田收
三十六石七斗五升為膏火
資 

長沙府 

益陽縣

※2＃2 
康熙 57年 

益陽縣義學 

王文渙（知縣）  

原在六賢祠，康熙 57年復學於
招仙觀內《長沙府志》卷十三
學校（乾隆 14年刊本） 

有二所，分在城鄉及泉河《湖
南通志》卷十八學校（光緒 11

年重刊本） 

衡州府

※2 

衡陽縣

※2 

康熙 41年 衡陽縣義學 陳大音（知縣） 康熙 51年潘宗洛捐置買
衡陽生員馬以俊控汪伯仁

一案地明柑子園水田六十
四畝每年額租六十四石除
完正餉南漕折米銀外，康

熙 55年汪伯仁復控奉撫
憲李發甲審斷永歸義學，
共收租穀一百一石四斗 

設義學於書院《衡陽縣志》卷
四學校（乾隆 26年刊本）；《衡

州府志》卷十六，學校（乾隆
二十八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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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元年 

乾隆 16年

（復設） 

西湖義學 傅學灝（知
縣）、劉俊 

每歲捐俸二十四兩以為館
師脩脯，乾隆 6年知縣德
貴置買田庄共收田塘糧九

斗六升，每年納市斗租穀
二十二石束脩膏火始有所
賴 

在縣西湖側。《衡陽縣志》卷四
學校（乾隆 26年刊本）、《湖南
通志》卷十八學校（光緒 11年

重刊本） 

清泉縣

※4 

乾隆 16年 官中義學、劍

山義學、賀氏

義塾、全氏儲

材義塾 

德貴 分為：義學田租八十石（劍
山）、田租二百石（賀氏）
及田租八十石（儲材）為

膏火之資 

一在縣南五里零陂橋（官中義
學）；另有三處分在縣東泉谿
市、縣東小江口及縣南八斗衝

《清泉縣志》卷五學校（同治
8年刊本）、《湖南通志》卷十
八學校（光緒 11年重刊本） 

衡山縣

※8＃10 

乾隆 10年 衡山縣義學 德詳（知縣） 將觀湘田租三百六十一石
勺撥給以資膏火各處紳士

亦捐置田租助費 

共計五所《湖南通志》卷十八
學校（光緒 11年重刊本）、《衡

山縣志》卷八學校（乾隆 39年
刊本）、《衡州府志》卷十六學
校（乾隆 28年刊本） 

安仁縣

※1 

 安仁縣義學   共計十五所，分在縣北梅穆
村、新渡、豪山、仙山、名宜、
仕江、神洲河側、江半村、橋

南村、江口洲、紫龍橋、西城
及縣南鵬塘《湖南通志》卷十
八學校（光緒 11年重刊本） 

耒陽縣

※＃ 

康熙 54年 耒陽縣義學  有學田在蚤禾田石白仙花
橋龍子潭株木塘火田等八

處計租一百九十七石八斗
除完納稅外為義學師生薪
俸 

在縣學後《湖南通志》卷十八
學校（光緒 11年重刊本）、《耒

陽縣志》卷二學校（康熙 55年
刊本） 

常寧縣

※3 

 常寧縣義學   即後來之芹東書院《衡州府志》
卷十六學校（乾隆 281年刊本） 

 臺山義學 張戶 置田為膏火 在東二都山麓，原為臺山書
院，明正統年間張應祥等重

修，後改義學《酃縣志》卷八
學校（同治 12年刊本） 

 青雲館 

文昌閣義學 

  分在南城青臺寺李氏家塾及在

西城內羅氏祠後為羅氏講學
《酃縣志》卷八學校（同治 12

年刊本） 

 圖南書齋 

延慶義學 

天香義學 

 

 

譚如春（邑人） 

 在西城外二十里見田洲段氏家
塾、東城外譚氏建及南城外《酃

縣志》卷八學校（同治 12年刊
本） 

 養元書室 陳大道（生員）  在南城外漿村《酃縣志》卷八
學校（同治 12年刊本） 

 承三書館 孟元、孟文魁
（增生） 

捐田共十二畝為延師膏火
之費 

在南城外漿村《酃縣志》卷八
學校（同治 12年刊本） 

乾隆年間 日新、文明 

義學 

唐三元  在西城外上二都《酃縣志》卷
八學校（同治 12年刊本） 

 鹿原義學 為唐姓眾建  在三都塘田《酃縣志》卷八學
校（同治 12年刊本） 

 潔齋書屋 羅文璨  在城東上四都《酃縣志》卷八
學校（同治 12年刊本） 

 

酃  縣

※3 

● 

 酃縣義學   原為列山書院前身《衡州府志》
卷十六學校（乾隆 28年刊本）。 

  寶慶府義學   在府治西《湖南通志》卷六十

九學校（光緒 11年重刊本） 

康熙 8年 儲英義學 傅鸞祥（知府）  在城內府學旁《寶慶府志》卷

九十二禮書（道光 29年刊本） 

寶慶府

※ 邵陽縣

※6＃4 康熙 20年 余公義塾 余啟（起）騰（通
判） 

購民屋三間 在城東牆外青龍橋右《寶慶府
志》卷九十二禮書（道光 29年

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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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32年 邵陽縣義學 王省（知縣） 置田二百三十八畝歲租四
百石三分其租，一奉學
官，一奉九館師，一給諸

生膏火 

共計九館，陳起元改為五經館
購田三十二畝。後康熙 56年李
湘更置十一館及育士田《紹陽

縣志》卷四學校（光緒 2年刊
本） 

康熙 45年 城隍廟義學 李架（知縣） 購田八畝歲租十九石 《紹陽縣志》卷四學校（光緒

2年刊本） 

嘉慶 19年 申氏義學 申錦、申及甫

（監生）等 

捐田近三百畝以為脩脯膏

火之費 

在城東百二十里太平鄉水東江

劉家陂《寶慶府志》卷九十二
禮書（道光 29年刊本） 

乾隆 5年 邵陽傜峝義

學 

 廩餼銀三十二兩皆在布政

司庫領知州知縣交給 

有二處皆在隆回鄉《寶慶府志》

卷九十二禮書（道光 29年刊
本） 

道光 12年 隆中義學 魏鋼帙 捐田三十六畝以為學租 在邵陽西北隆回鄉金灘鐵背衝 

● 

咸豐 4年 愛蓮義學 邵綬名（知
縣）、周玉衡 

提邵陽津貼府稅錢三百千
以益膏火 

於蓮池右之蓮花庵，縣人王承
澤、胡士瀛增廣之《紹陽縣志》
卷四學校（光緒 2年刊本） 

康熙 8年 余公義學 于肖龍（知縣）  在新化城內知縣署玉虛宮右
《寶慶府志》卷九十二禮書（道

光 29年刊本） 

 倉袁式義學 陳貽厚（知縣）  在新化城西南百里常福村茅坪
《寶慶府志》卷九十二禮書（道

光 29年刊本） 

新化縣

※1＃3 

 新化縣義學   有四所，除以上二處另有文田

村及利村《湖南通志》卷六十
九學校（光緒 11年重刊本） 

乾隆 5年 武岡傜峝義

學 

 廩餼銀三十二兩皆在布政

司庫領知州知縣交給 

分在千坵田及荊竹坪《寶慶府

志》卷九十二禮書（道光 29年
刊本 

武岡州

※2 

● 道光 15年 武岡州義學 袁敏等建  共計五所，分在曜田村、油頭
團、小坪、高沙市及龍門山《湖
南通志》卷六十九學校（光緒

11年重刊本） 

康熙年間 新寧縣義學 余啟騰（通判）  舊所在縣東關外《湖南通志》
卷六十九學校（光緒 11年重刊

本） 

 集英義學   在上油頭村桃花洲《湖南通志》

卷六十九學校（光緒 11年重刊
本） 

 福緣義學   在金家村高坪鋪《湖南通志》

卷六十九學校（光緒 11年重刊
本） 

新寧縣

※2 

● 

乾隆 5年 新寧傜峝義

學 

 廩餼銀三十二兩皆在布政
司庫領知州知縣交給 

分在沙州及賀歸嶺《寶慶府志》
卷九十二禮書（道光 29年刊本 

 

城步縣

※2 

● 

乾隆 5年 城步苗傜義

學 

 廩餼銀共八十皆在布政司
庫領知州知縣交給 

有五所，分在扶城、闌牛、蓬
洞、莫宜及橫嶺《湖南通志》
卷六十九學校（光緒 11年重刊

本）；《寶慶府志》卷九十二禮
書（道光 29年刊本）《寶慶府
志》卷三學校下（同治 7年修，

民國 19年重刊） 

平江縣

※2 

 平江縣義學   在城東石壁潭上《湖南通志》

卷六十九學校（光緒 11年重刊
本） 

臨湘縣

※2 

    未設義學 

《臨湘縣志》（康熙 24年刊本） 

華容縣

※2 

康熙 38年 華容縣義學 尹復（知縣）  《華容縣志》卷二建置（乾隆
25年刊本） 

岳州府

※1 

巴陵縣     未設書院、義學 

常德府  康熙 6年 常德府義學 胡向華（知府）  在學東；《常德府志》卷五學校
（康熙 10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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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豐 9年 四城義學 彭如琮（知府）  在城內四隅寺觀內《湖南通志》
卷六十九學校（光緒 11年重刊
本） 

武陵縣

※1 

 武陵縣義學   有三所，分在育嬰堂後、楊家
巷及義倉前《湖南通志》卷六
十九學校（光緒 11年重刊本） 

康熙年間 

光緒 17年

（復建） 

桃源縣義學 余良棟（知縣） 初出緡錢二百四十千文分
作各學師脩金，旋捐廉一

千二百緡 

在縣東關《桃源縣志》卷三（康
熙 24年刊本）、《湖南通志》卷

六十九學校（光緒 11年重刊
本）；光緒 17年復建四所，分
在治東東嶽庿、治西考院旁、

治南雨華林上半邊街後及治北
月華林右《桃源縣志》卷四學
校（光緒 18年刊本） 

同治年間 曾家坪義學

（武城義塾） 

曾沂生（貢生） 將木耳當寡業四十一畝抵
易取所入為延師之資 

在邑北香山村《桃源縣志》卷
四學校（光緒 18年刊本） 

光緒年間 鄉聚義學 余良棟（知縣） 館金歲由縣育嬰總局按月
籌送 

分四所於下關廟、關帝宮、靈
官廟及蓮花庵《桃源縣志》卷

四學校（光緒 18年刊本） 

桃源縣

※4＃1 

 黃石義學 吳同善（職員） 捐水田二十六畝以租歲聘
能文之士為塾師  

《桃源縣志》卷四學校（光緒
18年刊本） 

龍陽縣

※3 

    未設義學 

※2   

沅江縣

※1＃1 

康熙 31年 元江縣義學 朱永輝（知縣）  在縣東《湖南通志》卷六十九
學校（光緒 11年重刊本） 

臨武縣

※4 

 臨武縣義學 胡純（縣令）  在縣治東城隍廟後，另有義學

一所在縣五鄉宋淐祐中《臨武
縣志》卷七學校（康熙 27年刊
本）、《湖南通志》卷六十九學

校（光緒 11年重刊本） 

乾隆年間 南平鄉西河

義學 

鍾玉振  在城北四十五里洪觀墟，道光
年間重修；宣統 3年增建校

舍；民國 8年改為西河小學校
《藍山縣圖志》卷十五教育上
民國二十二年刊本 

乾隆 57年 楠木橋義學 梁繼佑等建 置義學田畝分文武書房；
同治年間增加義學田畝 

在城北三十里之聖公祠；宣統
年間以義學文社款設同義初等

小學，民國初年改為職業學校
《藍山縣圖志》卷十五教育上
民國二十二年刊本 

嘉慶年間 南平鄉南平

義學 

東河人建  在城北四十里太平墟；同光年
間改名書院；光緒 31年改為南
平鄉立高等小學校《藍山縣圖

志》卷十五教育上民國二十二
年刊本 

道光 23年 梧岡義學   在城東三十五里田心鋪，同治
3年改為梧岡書院；光緒 29年
改為鳳惑鄉立高等小學校《藍

山縣圖志》卷十五教育上民國
二十二年刊本 

道光 25年 竹里義學 彭日魁（縣令） 置田畝約七十餘畝為膏火

之資 

 

藍山縣

※1 

● 

 九戶義學 平地傜九姓所

建 

置義學文會興賢諸田畝歲

延師教授猺籍子弟 

在城之西南大橋堡之文昌宮，

民國元年改設瀟源兩等小學校
《藍山縣圖志》卷十五教育上
民國二十二年刊本 

 同治 3年 鳳惑義學    

同治年間 嘉禾義學 

（珠泉書院） 

鄢翔（知縣）  《嘉禾縣圖志》卷十二教育（民
國 27年刊）；在縣東門外 

桂陽州

※6 

嘉禾縣

※1＃1 

 文昌祠義學  歷任捐俸延師並無額設膏
火 

《嘉禾縣志》卷十學校（乾隆
31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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