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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法国在华教育机构述略
雷斌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３１）

［关■词】法国；在华教育机构；教育权；分类；特点；作用
［搞要】奉文分析了近代法国攫取中国教育投的过程争在华美育机构的形成发展。对法国在华最育机构
进行了分类梳理，分刺分析说明了各类教育机构的特点，光其突出了法因天主教教会教育的活动度特点，进而总蛄
了法田在华教育的作用。从法圈在单教育，又可一竞其他帝国主义田謇在华教育的分类、特．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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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外人在华办教育是帝国主

国又援引“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而趋于完备，虽外

义侵略中国的方式之一，客观的讲也促进了中国教

国人在中国办教育事业，“始于１８３９年”。英国基

育近代化进程。各国争相在中国办教育以英国为

督徒布目Ｅ在澳门刨办的一所叫“马礼逊学堂”的小

肇始，后起者为法国、美国、日本，比利时、意大利、

学。但此时天主教尚未驰禁，没有取得在华办教育

挪威、德国等。在众多的教育机构中，情形较为复

的权利，况且该校也仅是在葡属澳门的尝试而已。

杂，不过以教会教育为主流。这里以法国在华教育

天主教（以及基督教新教）真正取得在华办教育的

机构为个案，对外国在华教育机构进行分类讨论，

条约特权。是法国人在中法《黄埔条约）中强迫清政

并以此寻找出法国在华教育机构的特点，对中国教

府给予的。条约第２２款规定，法国人可以在通商

育近代化的作用。

五口“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
项”。第２４款又规定，“佛兰西人亦可以教习中国

一、法国对华教育权的攫取

人愿学本国及外国语言者，亦可以发卖佛兰西书
籍．及采买中国各样书籍”，“亦可延请士民等教习

外人在华教育权，首先由法国人通过攫取天主

中国语言，缮写中国文字．与各方土语，又可以请人

教传教权而逐步取得的。其后，英、美、日、德、比等

帮办笔墨，作文学、文艺等功课。”ｏ第２２款所规定

［收稿日期］２０００—７一ｌ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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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造……学房”，即许予了法国人在华办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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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拥有同样的特权。这是外国资本帝国丰义在中

特权。第２４款又使此特权具体为法国人及某些中

国近代史上，用无数侵略事实证明ｒ的强盗逻辑，

国人的特权。法国人所办“学房”，可以自己或请中

外国在华教育后来的发展也是明证。随后，德、比、

国人任教师教授汉语，中国人可以学习“外国语”，

奥、美国也与清政府签订了类似的条款，如１８６８

教授之教材可由法国人自定，并且中国人可以为法

年中美订立的《续增条约》第７条规定：“美国人可

国人服务。这就为外国人在华办教育的方式、目的

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人居住地设立学堂。”ａ

确定了大体框架。其中最为要害者有二：一是中国

由上观之，外国在华教育特权的取得，当以法

人学习外语。鸦片战争前，清政府规定除在广州设

国为首，为其他国家追随、发展。由此．在近代中国

立的洋行中的行商可以学习外语外，他人均不可习

教育史上出现了以教会学校为主流的外人在华教

外语。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华夷观念”，视外国

育机构。

语为“夷语”；另一方面，清政府害怕国人习外语者

二、法国在华教育机构的分类

多，与外人勾结危害其统治。禁习外国语之令开
后，中国人可以自由学习外语，为外国在华机构的
发展提供了人才基础。二是中国土民可以“帮办笔

外人在华教育纷繁复杂，但仍有主线可寻。外

墨，作文学、文艺等功课”，也就是，外国人可以培养

国在华传教事业的兴衰，直接影响其在华教育事业

中国人为其在华事业服务。这以后，外国在华事业

的兴亡，因此，以传教权的夺取和传教事业的发展

中无不有中国人的身影。某些中国人，只因子弟就

为线索，大体可把法国在华教育的发展分为以下几

读外人办学校可以在外国机构服务而选择外国所

个阶段：

办学校，外国教育机构也以此作为吸引中国孩子入
学的手段。

第一阶段是１８３９年至１８６０年。因为这一时
期是由“禁教”到“驰禁”的转变过程，一方面，传教

法国对教育特权的进一步攫取是在第二次鸦

士的活动仅限于五口，另一方面，来华传教上不多，

片战争后。１８６０年《中法续增条约》（即《中法北京

所以此时期的教会学校较少。以对中国女子教育

条约》）法文本第６款规定“凡在禁教中被没收之基

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女子教会学

督教徒的宗教和慈善产业，均应通过法国驻华公使

校为列（以下两个阶段均以此为列），Ｊ ８４４年趸

发还业主，中国政府应将它们连同其他附属建筑一

１８６０年间，仅有ｌＩ所教会女校设于五口通商口

并交给法国公使。”这个法文本显然没有使法国在

岸。ｏ

华教育特权有多大发展，但就是该条文被法国传教

第二阶段是１８６０年至１９０８年。此时期因禁

士译为中文时却使其教育特权进一步扩大。该条

教政策的解冻，天主教男女１８个修会，基督教７大

的中文变为了“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人等传

差会，以及１３个小差会，。在本国政府的支持下，纷

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礼拜堂，并将滥行查拿者，

纷来华从事各种传教活动，传教士遍及全国，其中

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

不乏专以办学为目的的传教士来华。因此教会学

天主堂、学堂、莹坟、田地、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

校获得了迅猛发展，仅天主教耶稣会办的教会女校

驻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者，并任法国传

在１８７８年就已达２１３所之多，”‘７０年代末，已达

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该条文之所以

８００余所”。ｏ教会学校的发展与第一阶段相比可见

是法国教育特权的扩展，一是不仅归还“天主堂、学

一斑。

堂、莹坟、田地、房廊等件”，并且法国传教士在各省

第三阶段是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２１年。在教会史著

可以任意购买田地，“建造自便”。这就为攫取办教

述中常将这一时期称为“黄金时代”。由于中国内

育的基础设施——学校校址，有了可依之据，即有

部社会有利于传教事业的变迁，以及教会自身传教

特权任意建校办教育。二是其范围已不仅限于通

方式的重大调整，在华各教会的传教事业迅速推

商五口，且扩展及全国各地。最为重要的是，既然

进，教会学校首当其冲。根据天主教会的统计，

允许法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购产办校，那么法国的

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２１年，女校已达２６１５所。９

其他人也可以如此；既然法国人可以在中国各地办

第四阶段是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４９年各西方教会陆

教育，那么其他国家依据“片面最惠国待遇”原则，

续撤离中国大陆。这一时期因中国天主教的“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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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中国国民党政府一

培养中高级神职人员。修道院为专门的宗教教育

系列教育法令的颁布，收回教育权利运动以及抗日

机构，因此，课程设置以宗教课程为主。如巴黎外

战争的影响，教会学校的发展出现波折，尤其是

方传教会于１８９０年创办的南宁拉丁书院，其课程

“九·一八事变”使东北的教会学校，抗战时期沦陷

就以拉丁文和天主教义为主，为适应在中国传教的

区的教会学校停停办办。

需要，也开设有中文及其它中学课程作为辅修科

教会在华教育的发展分期，亦可作为外国在华

目。修道院的生源主要来自天主教徒的子女。另

教育事业发展的分期。这一分期对于分类考察外

一类是教会学校。包括教会小学、中学（男中、女

人在华教育机构的活动及特点至关重要。正因为

中）、大学、职业技术学校等。此类教育机构蔚为大

教会教育的发展，才促成了其他教育机构的出现，

观。从学、从教者极多。第一、二阶段中，这类学校

由于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变迁，促使各类型教育机

宗教课程的比列较大，法文和宗教是必修课，宗教

构活动的变化。

活动频繁，学生必须参加。《徐汇公学章程》投考制

就法国在华教育机构而言，以具体主办者为标
准，大体可分为这样几种类型：

度第８款规定，“凡教中学生投考，除具有上开各种
程度外，（甲）须能背诵六样经，即早晚课、弥撒规

第一类是法国天主教各教会（修会）所办教育

程、周主日祷义、玫瑰经、苦路经问答（乙）须了解寻

机构。如法国耶稣会开办的徐汇中学、震旦大学

常问答及上列各种经言。”ｏ第三、四阶段．由于中

等；拯亡会（女修会）开办的徐汇女中、启明中学等；

国政府认识到教会宗教教育的危害，逐步制订规章

巴黎外方传教会开办的南宁拉丁书院等。

加以限制，这在第四阶段尤为凸显。１９２９年４月，

第二类是法国殖民政府开办的教育机构。如

颁布了《宗教团体兴办教育事业办法》，８月颁布了

上海法租界工部局开办的法国工部局学校；上海法

《私立学校规程》，１９３３年１０月颁布了《修正私立

租界公董局教育委员会；法国政府在云南昆明开办

学校规程》等法令，对教会教育宗旨和课程设置作

的中法学校；法国安南总督府办的昆明法越学校

了规定，不得以传播宗教为宗旨，不得以宗教科目

等。

为必修科，不得在课内作宗教宣传，不得强迫或劝
第三类是中法间合办的教育机构。如法国政

府与北洋政府合办的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中法民
间合办的中法大学等。
三类教育机构与外人在华教育的发展分期紧
密联系。第一时期仅有教会教育一种类型存在；第

二时期则出现了第二种类型——法国政府办教育
机构，与教会教育并存，但以教会教育为主流；第三

时期又出现了第三种类型——中法合办教育机构，
三者共存，仍以教会教育执其牛耳；第四时期保持
前一阶段的格局。

诱学生参加宗教仪式。ｏ可以看出，教会学校在发展
过程中，宗教内容呈逐步减少趋势。
法国政府办教育机构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学
校，不过数量较少，而且基本上办在租界内或云南
昆明。这类学校一般以法文为学习的主要课程，同
时学习历史、地理、自然条件等科。所用教材多为
法国殖民地教材。有的学校招收学生有严格的规
定，如上海法租界工部局学校，仅招收在上海的欧
美学生。另一类是教育管理机构。主要有上海法
租界公董局教育委员会和公董局教育监察处。前
者为公董局的教育议事机构，主要负责制订法租界

三、法国在华教育机构的活动及
特点

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措施，供公董局决定取舍执行。
后者为公董局的教育执行机构，总辖局立各学校，
并监察法租界内公私立学校。下设小学教育科、中
学教育科、教育经费科、教育经费补助科、私立学校

法国上述三类教育机构，虽有一些相同之处，
但各自的活动体现了其鲜明特点。

检查与监察科。Ｖ
中法合办教育机构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中

法国天主教会开办的教育机构可细分为两类：

法民间合办的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设于北京的

一类是修道院（有的称为书院或神学院）。修道院

中法大学，在法国里昂成立有中法学院，作为海外

有大小之分，一般由各教区或教堂设立创办。小修

部。中法大学由各学院构成，学院名称几经变迁，

道院主要培养天主教初级神职人员；大修道院主要

１９４７年设有文、理、医三个学院，课程分为文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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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学、经济学、数学、物理、化学等系分别教学，医

主教在华办三所大学中，唯一一所法国天主教主持

学院不分系。另一类是中法政府合办的教育机构

的大学。由中国爱国天主教徒马相伯出资，交法国

——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为分配、监

耶稣会承办的。在发展过程中学制科目虽几经变

督使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而成立的工作机

迁，但难觅宗教科目的影踪。ｏ法国政府办学校因培

构，由中法两国代表共同负责。其职责是．“根据

养目的的不同，有些学校虽由教会主办．不过宗教

‘中法协定），管理中法间教育事业基金，并决定其

课程极少，非教会主持的学校，则没有宗教科目。

用途”。ｏ可见，这是一个教育基金的管理委员会。

中法合办的中法大学、中法商专等学校，根本没有

法国在华教育机构有如下特点：

宗教课程和活动。由是观之，宗教内容减少的趋势

第一，三类教育机构具有时间上的继起性。法

与法国在华教育发展的四个阶段基本同步。

国天主教教会教育的发展刺激了法国政府教育机

第三，法国在华教育机构在地区分布上的特

构的建立，并且两者交相为用，共同攫取在华教育

点。教会学校分布广泛，尤其是小学（小修道院），

特权。法租界公董局教育总监处将局立各学校的

凡法国传教士所到之处，设有教区教堂的地方，均

行政权都集中到法国人手中，交由天主教神甫办

辖有教会小学或大小修道院，较大的教区教堂同时

理，而且在中国政府规定学校课程的设立规章后，

有中等程度的学校。不过基本分布于大中城市。正

仍然一切规章制度法国化。”上海中法学堂，本为租

如一位天主教徒对天主教教育事业的评价所说，

界公董局办的学校，但委托法国天主教负责，后来

“天主教会所办之教育事业，遍于各省，且能远布于

由天主教主母会接办。这样法国殖民政府为教会

中国之特别区（合西藏青海及外蒙而言）”，“其在

取得教育特权，教会将其具体实施，并受到政府的

内地天主教势力尤不甚大之区，仅办初等小学之教

保护与支持，教会及教士则为政府的侵略政策服

育。惟各教区成设神学院，殊无初等小学、高等小

务。外人办教育又激发了中国人办教育的热情，以

学及中学之别。”与基督教教育事业相比。法国教

求教育救国，由此出现了旅法华人与法国各界关

会学校，虽分布广．但办学层次相去甚远，教会大学

心、帮助中国的有志之士，民间联合办教育。如

仅有三所，以至于天主教内人士也对此抱怨，“我圣

１９１６年成立的华法教育会，主要任务就是“鼓励扩

教办理教育，在以往近于保守，事事落后”，“缺乏人

大留法学生与旅法华工的人数，以便从事法国的旅

才”．因而发出“多设公教大学为当务之急”的呼

欧教育运动，从而有益于中法两国的友谊以及中国

吁。ｏ法国政府办教育事业，主要在租界内，又集中

科学教育与实业的发展。”ｏ中法大学、中法工商学

于上海法租界。因滇越铁路的需要，加之云南与法

校也是因此而建立。

国越南殖民地接壤，所以昆明也有法国政府办学

第二，三类教育机构的学校教育，因办学主体

校。而中法合办教育较少，唯北京上海有之。

的不同，教育层次的不同，宗教教育的变化显而易

第四，天主教教会学校与基督教学校相比，有

见，教会学校尤为明显。法国天主教教会学校，随

一个最大的特点，天主教办学校几乎完全由各教

其办学层次的提高，宗教教育的内容逐渐减少，文

区、修会或教堂自己的经费筹办，而基督教多由政

化及专业知识技能的传播增多。法国传教士、教区

府、社会团体或个人出资办学。法国１９０３年下议

所办的修道院、神学院、书院专门培养神职人员，必

院讨论有关中国教务问题时，议员科兴为法国政府

然以宗教教育为主。其他教会学校，在初创时期。

给予海外传教士津贴一事辩护时说：“津贴之款八

宗教课程比重较大。教会小学、中学，对于教徒学

十万佛郎，内惟六万佛郎拔于泰东学堂、医院，为数

生，宗教为必修课。以法国耶稣会开办的声名最著

甚微”。９可见，法国天主教办学条件较差、资金不

的徐汇中学为列，“徐汇中学宗教气氛十分浓厚。

足，实属必然，仅“条件好的地方，教会根据自己的

校内有小教堂，有叫‘圣母会’团体，宗教课程称为

力量刨办高级小学、师范学校及专科学校”。ｏ这势

‘圣学课’，是教徒学生的必修课。教徒学生中的

必造成天主教办学层次低、水平不高。

‘住宿生’。每天早晨到小教堂望弥撒，午晚膳时有

法国在华教育一方面是其殖民政策的产物，为

一人朗诵‘圣书’，其他人静昕，睡前公念晚课经

侵略政策服务，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教育主权。另一

等。”ｍ发展到教会大学这一层次后，宗教几乎不得

方面，也为中国培养了许多懂西学、有知识、有技术

入侵，基本上投有宗教课程和仪式。震旦大学是天

的初中级人才，为中法两国进行更直接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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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起了桥梁。它无疑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输

⑨蝴事楚材辑．＜天主教之教育事业）．＜帝国主义侵华

入了西方先进的教育模式、教育管理体系，开阔了

教育史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４、

国人的眼界，涤荡了中国旧式的私塾书院制度。

舛、２３、７４页。
＠《中学教育法令汇编），第７５页，转引自李育民．＜近代中
国的条约制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吨页。

注鼻

①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一教会教育＞．教育科
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第一所教会学校是马礼逊１８１８
年在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见张力、牛鉴唐著‘中国教
案史），该书系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出版。

②④粱为楫，郑则民．＜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
中国广播电视出舨社，ｌ鲫３年。第４４、４５页。
③［美］威罗贝著．‘外国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三联书店，
１９５７年，第８５页。
⑤田正平．＜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

＠。＠郭卫东．‘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上海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５、９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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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阮仁泽，高振农，＜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晁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第６８８页。

＠震旦大学科目变化的具体情况详见陈学恂编‘中国近代
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第１１５页一１１７页，该书系人
民教育出舨社，１９９３年。

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中
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１６９５页。

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２３页。
⑥张力，牛鉴唐著《中国教案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
杜，１９８７年，第２９０、２９１页。

＠）［韩】李淑宽著．＜中国基督教史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５８、２５９页。
（责任缡辑：杨珊）

⑦⑨夏卫民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
杜．１９％年，第２４２页。

ｒ；ｋ

一简一～讯～、；ｏ
我校主研的３项科研成果荣获２０００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２０００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获奖项目已经公布。我校作为主研单位之一的３项科技成果

荣获因家科学技术进步美一等奖。
这三项成果分别是复杂地质艰险山区修建大能力南昆铁路干线成套技术；万县长江大桥特
大跨（４２０ｍ）钢筋混凝土拱桥设计施工技术研究；中国铁路客票发售和预订系统。
（摘自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５日＜西南交大报》）

万方数据

近代法国在华教育机构述略
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
被引用次数：

雷斌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四川,成都,610031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2001，2(1)
0次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njtdxxb-sh200101008.aspx
授权使用：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授权号：6d6b06ac-4f58-4924-9932-9e4d0090c00a
下载时间：2010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