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二 

傅斯年論教育改革：原則、策略及其啟示 

一、引言 

這篇論文寫作的主旨在於整理傅斯年（1896-1950）先生在

國立台灣大學校長任內，對於教育改革所提出的各項具體改革

策略與原則，並就其對當前台灣教育改革的啟示略加申論。本

文所引用的第一手史料是傅先生所撰〈中國學校制度之批評〉

這篇長篇論文。這篇長文分上、下兩篇刊於 1950 年 2 月 15 日

及 31 日出版的《大陸雜誌》第一卷第 11 期及 12 期，《大陸雜

誌》編者在下篇附記說：「這半篇是傅孟真先生十二月十八日

才脫稿的，過了兩天，他就突患腦溢血逝世。」下篇最後有一

行字：「聲明：上期所載第二表，因排錯，作為取銷。作者。」

這篇論文收入於國立台灣大學出版的《傅斯年校長最後論著》

（民國 39 年 12 月 31 日），現收入於《傅斯年選集》，第十冊

之中。1傅先生逝世於 1950 年 12 月 10 日，所以這篇文字可以

視為傅先生對教育改革問題的最終見解。今日我們重溫這篇文

字，一方面紀念傅先生百齡冥誕，另一方面也可以作為當前台

                                                      
1 傅斯年，〈中國學校制度之批評〉，收入《傅斯年選集》（台北，文星書店，

1967），第 10 冊，頁 1721-1771，以下引用本文時簡稱為〈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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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教育改革之參考。 

本文除第一節「引言」之外，第二節整理傅先生所提出的

教育改革的意見，並就其歷史背景及個人特質略加說明。第三

節探討傅斯年所主張的教育改革方案中所潛藏的基本原則，並

就管見所及加以補充。第四節則就傅斯年教改意見在當前台灣

教育之落實，提出若干看法。  

二、傅斯年論教育改革 

（一）時代背景與個人特質 

1950 年 12 月 10 日傅斯年在逝世之前兩天，撰寫〈中國學

校制度之批評〉這篇長文，實有特殊的歷史背景。當時隨著大

陸政權易手，國府在風雨飄搖之際播遷台灣，傅斯年臨危受命

出任國立台灣大學校長。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之下，傅斯年抱著

「歸骨於田橫之島」的心情，以教育改革作為救亡圖存的基礎，

他這樣陳述他寫這篇文字的動機：2 

                                                      
2 傅斯年，〈一個問題－中國的學校制度〉，收入《傅斯年選集》，第 10 冊，頁

1703-1708，引文見頁 1704。此文係〈中國學校制度之批評〉一文之簡要本，

原刊於《中央日報》（39 年 11 月 29 日，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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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在這個島上，正是檢討過去一切的時候，

正是我們出問題給自己的時候。我們的挫折的原故

在哪裡，我們要檢討。我們萬萬不可再不問不思的

一味因襲舊脾氣，因為實在因襲不下去了－假如要

存在的話。在這一個局勢之下，我用我相信的道理

辦台灣大學，因為辦台灣大學，想到中國整個的學

校制度，這一篇文，是出題不是做答案。 

傅斯年又說：3 

到台灣大學校長任內已一年又十個月，開始即想寫

一小冊，敘說我的大學理想，一直沒有工夫，雖然

也有幾個意思在雜文裡偶然提到，卻並無系統的推

論。每天為現實逼迫著，我怕久而久之，理想忘了，

須知現實每每是消滅理想的。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傅斯年提出教育改革的主張，相當大部

分的原因是來自於時代變局的刺激。八年抗戰、國共內戰，接

著導致大陸易幟，傅斯年流寓台灣，在痛定思痛之餘，遂興起

從教育改革救起的心志。 

其次，傅斯年是一個熱愛思考問題的人，正如他早在民國 9

                                                      
3 〈批評〉，頁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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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年，在寫給俞平伯、顧頡剛等人的信上所說： 

我向來胸中的問題多，答案少；這是你知道的。近

二三年相信，更蘊積，和激出了許多問題。……我

現在彷彿是個纔會說話的小孩子，逢事向人問；又

像我八九歲的時候，天天向長者問道，某人比某人

誰好，某見識和某件事那個應該。又我原來有許多

不假思索的直覺，每每被我的理論壓下去；我現在

也使他們自由，和我的理論享一樣的權力，列在問

題單上。4 

傅斯年這種熱愛思考問題的天性，使他提出這份他自稱「是出

題不是做答案」5的教改意見書。 

（二）教育改革的原則 

傅斯年針對 1950 年代初期台灣的教育，提出以下五項進行

改革的原則：6 

(1)將現在層層過渡的教育，改為每種學校自身都有其目

的。傅斯年認為，每一種學校必須有它自己的目標。學生畢業

                                                      
4 傅斯年，〈自然〉，收入《傅斯年選集》，第 3 冊，引文見頁 387。 
5 同上註 2。 
6 〈批評〉，頁 1729-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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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業而不升學者應為多數，升學而不就業者應為少數。每

一種學校自身的目標，應表現在課程及訓練上，必須使多數學

生畢業後不至於不能就業，若各級學校都專為升學而設，豈不

全變了預備學校？清朝的制度只有高等學校或大學預科是預備

學校，現再幾乎一切皆是預備學校。 

(2)將教育改為能力取向的教育。傅斯年指出：因為一切學

校成為過渡性質的學校，教育也就變成了資格教育（也就是古

代所謂「功名」），所以學校所培育出來的人，游民多而生產者

少。教育應當給予學生以生產力的訓練，和文明社會必要的技

術訓練，而且也不可以養成學生崖岸自高的心情。 

(3)將盲目追求資格與文憑的教育改為追求學問的教育。傅

斯年認為，當時學生進入學校是為求升級畢業而不管學校的師

資與設備，求學之目的只在於資格的取得。如果中國人能夠重

視學業而輕視資格，或者重視學業過於重視資格，學校就必須

改弦更張。 

(4)將階級教育改為機會均等教育。傅斯年認為，中學以上

的教育必須力求教育均等，其方法如下：(一)國民教育必須做到

憲法上的要求，凡是適齡兒童，除非因殘廢疾病，必須受到國

民教育，這是國家在教育上第一件應努力之事。在台灣省，初

中四年也應於十年內改為義務教育。(二)在初中四年畢業後的層

層升學，則取決於學生的天賦和學力。改進方法是一方面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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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各團體廣泛的創設輔助升學的名額，專給貧窮人家的子弟，

一方面各級學校要維持一個適宜的入學標準。 

(5)將教育的幻想成分去除改為現實取向的教育，傅斯年列

舉下列問題以檢驗學校教育之理想或幻想： 

一、 我們這一套學校，照他的性質，照他的數目比

例，為的是什麼？ 
二、 我們這一套學校，抗戰以來，越來越多，可曾

於創辦之前想到師資從哪裡出來否？ 
三、 我們這一套學校，學生畢業之後，究竟能有多

少就業？就業後效果如何？可以不為社會之累

贅否？ 
四、 我們這一套學校，曾用何種方法使他一校有一

校之作用，可不是僅僅掛牌子發文憑？ 
五、 我們國家的人力物力，能辦多少？辦了後，能

否增進人力物力，以便再去辦？ 

（三）教育改革的方案 

根據以上五項原則，傅斯年提出教育改革的具體方案。它

首先主張將各級學校名稱加以改訂：「國民學校」名稱照舊，「初

級中學」改稱為「通科學校」，「高級中學」改稱「預備學校」

或「書院」，「初級職業學校」改稱為「術科學校」，「高級職業

學校」改稱「藝科學校」，「專科學校」及「大學」之名均依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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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級學校均有其不可混淆之特性： 

國民學校                  普及性 

通科學校實科學校          充實性 
術科藝科學校              能力性 
師範學校                  選擇性 

基於以上各級學校之特殊性質，傅斯年的具體改革方案中，最

具有意義的是關於通科學校的改革，以及強調藝科術科學校與

大學的差別。我依序說明他所持這兩方面的意見。 

(一)傅斯年主張改初中為通科學校，分為兩個階段，前一個

階段兩年，後一階段兩年，其中科目，約有四類： 

1.語文科     漢文、英文，由淺入深，必一步一步

的實實在在的求進益。 
2.陶冶科     公民（或曰修身）、音樂、美術等。 
3.體育科 
以上三項，四年一貫，逐步為之。 
4.知識科     此中必須分為兩段，如下： 
             前段   數學（算術、淺近代數） 
                          幾何先作圖畫 
             後段   數學（代數至二次方程基本

式、平面幾何，勾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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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名之定義及施用） 

(二)傅斯年更呼籲，在通科學校畢業進入預備學校的學生應

該是少數，大多數應該進入專科學校。專科學校應以職業訓練

為目的，但也有其學術的訓練，猶之乎大學應以學術為對象，

但也應兼顧職業訓練。專科學校與大學之截然不同，在於下列

幾點：(1)大學必經預備學校，專科則不然，所以在年齡上預備

學校與專科是平行的。預備學校期限兩年，專科學校則大體為

四年，但工農專科的應用科則可以五年為期。(2)大學以每一種

科學的基礎訓練（多為理論的）為主，專科則以每一種科目的

應用為主。(3)大學生在入學之始，至少在第一年級以後，即須

流暢的看外國專門書報，專科則求畢業時能達此目的，所以專

科的用書應編繹。(4)大學的實驗常是解決問題的實驗，較少練

習手技，因為在預備學校先練習成物理、化學、生物切片或看

鏡子等等技巧了，在專科則一切實驗除了解原理的少數以外，

以練習工作技巧為原則。傅斯年特別強調大學教育應特重以下

四項要義： 

(一)大學不可揉雜職業學校的目的。 

(二)大學以學術為本位，專科以應用為本位。 
(三)大學的教學必須與專科學校不同。專科學校不應

模仿大學，而且大學的多數部門也不過是專科

的程度，偏又不能作到專科學校的實踐性。 
(四)大學畢業的任用資格除在大學或研究機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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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不應優於專科。 

傅斯年相當強調大學的學術研究角色，而較不重視大學的推廣

或服務功能。 

三、傅斯年教育觀蘊涵的啟示 

傅斯年所提出的教育改革的原則與具體策略，雖然距離今

日已有四十五年，但對今日台灣的教育改革事業卻仍具有一定

的啟示，尤其是以下兩項啟示最值得我們重視。 

（一）均衡原則 

傅斯年的教育改革理念所蘊涵的第一項啟示是：在諸多極

端之間維持均衡的原則。傅斯年主張：7 

我以為計畫教育萬萬不可做的太過，太過了，使得

學校無自由發展的機會，學校是不會好的。計畫與

不計畫，必須適中，然後收效最大，毛病最少。其

實適中的要求，何止在這一事上，許多事應求其適

中。所謂適中者，並不是一半一半，揉雜著，乃是

                                                      
7 〈批評〉，頁 1752-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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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相反的原則，協調起來，成為一個有效的進步

的步驟。 

從這項均衡原則出發，傅斯年主張學校制度應該在各種極端之

間求其均衡： 

(一)在計畫教育與自由發展之間求其均衡：傅斯年本此原則

主張：(1)學校應循分層推進的道路求其多元。(2)同樣的學校不

必只許有一個型態。(3)都市和鄉村的學校不必用同樣的章程。

(4)異地的學校不必採取一致的辦法。8 

(二)在理想與現實之間求其平衡：傅斯年認為，如果一切根

據現實訂定學校制度，便難以進步；但如果全憑理想，則又不

能實行，所以學校方案必須兼顧理想與現實。各級各類學校應

有不同的理想，然而綜合來說，大原則是使得人像人，人能生

活，人能生產，人能思想，人人助社會，社會助人人。二十世

紀中國社會的現實狀況是貧窮與愚昧，因此學校制度的改革應

高舉理想之時不忘現實情況。9 

(三)在傳統與改革之間求其平衡：傅斯年主張，教育改革必

須承認傳統的有效性，同時也不能不為傳統而預做適應之計。

                                                      
8 〈批評〉，頁 1754。 
9 〈批評〉，頁 1756-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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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的要求有兩大項：(1)工業化，(2)大眾化。中國非工業

文明的教育內涵與中國傳統文明之忽視大眾，這兩點必須加以

修正。10 

(四)在技能訓練與通才教育之間求其平衡：傅斯年認為，中

國為克服困窮及增加生產，技能教育必須重視，但是因為技能

日新又新，所以人必須與時俱進，若一切教育都是為了技能，

所造就出來的人將成為死板而不能自求進步的機器，如此不久

之後，技能隨時代進步而人則落伍而成為廢物，所以「通才」

這一個觀念，在教育上是必須與技術同等重視。11 

(五)在教堂與市場之間求其均衡；傅斯年認為，學校可以是

一個近代主義的教堂，使受教育者獲得安身立命的基礎，但學

校也可以提供某種技能或生產教育以增進大眾之福祉。12 

總而言之，傅斯年所提示在「計畫/自由」、「理想/現實」、「傳

統/改革」、「技能/通才」、「教堂/市場」之間，求其動態的均衡

這項原則，對今日處於各種衝突之中的二十一世紀前夕的台灣

教育改革，具有深刻的參考價值。 

                                                      
10 〈批評〉，頁 1758。 
11 〈批評〉，頁 1761。 
12 〈批評〉，頁 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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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土取向 

傅斯年的教育改革觀的第二項啟示是：他具有強烈的本土

取向。傅斯年一針見血地指出，民國 38 年以前中國大陸的教育

制度的根本問題在於抄襲外國，他說：13 

大陸淪陷前之學校制度，只可說是抄襲的，而不可

說是模仿的，因為模仿要用深心，抄襲則隨隨便便。

只可說是幻想的，而不可說是主觀的，因為幻想只

憑興之所至，主觀還可自成一系，並模仿，偏見，

主觀還有些談不到，便是中國學校制度。 

傅斯年強調：14 

學外國是要選擇著學的，看看我們的背景，看看他

們的背景。 

他強烈主張中國教育必須走出自己的道路，一切的改革方案都

必須置於本國特殊的社會經濟文化背景中加以考量。 

（三）啟示的討論 

                                                      
13 〈批評〉，頁 1726。 
14 〈批評〉，頁 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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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年教改理念中的兩項啟示：均衡原則與本土取向，對

今日台灣教育改革運動都具有高度的參考價值。但是，我們對

傅斯年的教改理念加以分析，就可以發現傅斯年關於教育改革

的種種意見，基本上是在教育領域內析論教育問題，他較少在

教育領域與非教育領域的互動脈絡中，討論教育改革問題。因

此，我們在記取他的教育理念的啟示之餘，也可以提出以下的

補充意見。 

二十世紀的中國處於一個動盪不安的時代之中，教育領域

難以擺脫社會政治經濟領域的干預，其結果則是使二十世紀中

國的教育擺盪於「知識份子工農化」與「工農知識份子化」這

兩個極端之間。1945 年以後的台灣教育，在特殊政治情勢之下，

教育部門一直深受政治部門的主宰；到了 1987 年 7 月戒嚴令廢

除之後，台灣民主化與自由化的浪潮，則又強有力地衝擊著教

育部門，而使教育改革成二十一世紀前夕台灣的重要改革要項

之一。 

從教育部門與非教育部門的互動日益頻繁這項現實出發，

我們認為除了傅斯年先生所提出的「均衡原則」與「本土取向」

之外，台灣的教育改革也必須努力建立學生的主體性，才能與

非教育部門進行健康而有益的互動。我們進一步闡釋這項論點。 

首先，我們認為，在後戒嚴時代的台灣，學生關心社會，

參與社會運動基本上是值得鼓勵的。我們之所以作如是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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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理由有二：第一，在現代高等教育中，一方面由於學問的專

業化與分工化，使教育特重技術或知識的傳授。「事實」與「價

值」兩分的結果，使現代青年成為有知識而無智慧的新人種，

他尤其欠缺必要的教養以作為安身立命的基礎。另一方面，現

代社會的日趨工業化與個人主義化，也使得知識青年與整個社

會的連繫日趨淡薄，使「知識活動」與「實踐活動」分途發展。

這種「知」、「行」分道揚鑣的結果，造成現代青年的自我疏離，

成為「失根的蘭花」。在這種背景之下，社會運動正是癒合「知」

「行」兩分的裂痕，貫通「知識」與「實踐」，並使個人與社會

互動聲氣的一個重要途徑。青年透過對社會運動的參與，而重

建他們對家國的認同與愛心，值得鼓勵。 

第二，隨著台灣近年來各方面的變化，所謂「社會運動」

的性質也逐漸轉化。在過去，社會運動基本上有如「劇場」，參

與者有如演員，而旁觀者則有如觀眾，雙方，壁壘分明。在這

種意義下的社會運動基本上只是一種怨氣的發洩，欠缺積極的

意義。但是當民主化與自由化更加速發展之後，社會運動的性

質就從「劇場」轉化成一種「符號」，參與者與觀察者的界限業

已泯除，在主客交融之下，所有的社會成員在社會運動中，各

自賦予並注入新的意義與價值。這種型態的社會運動是一種積

極的意義創造的行動，新文化的建立就是在這種活動中完成。

知識青年的參與社會運動，正是這種充滿價值內涵的社會運動

中，一股具有充沛活力的清流。這股清流的注入，使社會運動

免於淪為政客爭權奪利的競技場，賦予社會運動以嶄新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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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中國歷史上漢代與宋代太學生的救國運動，一九六○年代

歐美各國的學生運動，都充滿理想主義色彩，對國家社會貢獻

良多。 

我所謂「建立學生的主體性」，在當前的台灣脈絡之下其具

體涵義是指：學生是在增長自己的經驗、學識與能力的前提之

下，參與社會運動，而不是「為運動而運動」。傳統儒家所謂「先

立乎其大」，所謂「操之在我則存」，都是指這種「主體性」的

建立而說的。只有建立學生的「主體性」，他們在「八方風雨會

中州」的現代台灣多元社會中，才不致成為迷途的羔羊。學生

參與社會運動的方式固然不一而足，但是，如果從學生的「主

體性」的立場而言，最可取的途徑莫過於：發揮知識青年的長

處，進行各種知識性的調查研究工作。在這種調查工作之中，

學生一方面落實他們愛國愛鄉的情操，一方面也可以提供切實

的數據與研究，作為改善社會的依據。對學生本身，對社會各

階層，都有正面而積極的貢獻。 

以上這項「建立學生立體性」的工作，是在今日台灣教育

與社會政治經濟情勢互動密切的特殊狀況下，我們談教育改革

可以多加思考的另一項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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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在將近半個世紀之後，我們重溫傅斯年對教育改革所提出

的看法，深感傅先生的卓見對現階段台灣教育改革仍充滿了啟

示，其中尤其是(1)在各種極端之間維持動態平衡，以及(2)扣緊

具體而特殊的本土情況這兩項啟示，實有其歷久而彌新之價值。 

我過去討論台灣教育問題時曾說明，在二十一世紀即將來

臨的前夕，當前台灣的教育改革所面臨的挑戰是：如何於新、

舊時代交替的歷史十字路口上，在各個極端之間維持動態的平

衡？這是我們應加深思的問題。更具體地說，這項新挑戰在下

面五個方面展現：15 

(1) 從教育內容的改革來看：如何在一致性與個別性之間維

持動態平衡？ 
(2) 從教育目標的改革而言，如何在建立台灣主體拓新的中

國文化視野與世界眼光之間維持動態平衡？ 
(3) 就教育方法的改革而言，如何在管制與放任之間獲得平

衡？ 

                                                      
15 黃俊傑，〈從日本臨教審經驗談我國的教育改革〉，1994 年 10 月 29 日在教

改會第二次委員會議專題演講稿，刊於《教改通訊》2（1994 年 1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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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就教育資源的新分配而言，如何在中小學（及學前）教

育與高等教育之間獲得平衡？ 
(5) 就教育的實施方式而言，如何在「正式結構」（指各級

學校教育系統）與「非正式結構」（指非學校系統的家

庭、社會教育以及其他潛在性的教化過程而言）之間，

努力於創造動態的平衡？ 

如何在新舊交替、迴流激盪的歷史關鍵時刻裡：創造一種

「動態的平衡」，這是當前台灣教育改革工作者，所面臨的嚴肅

挑戰。傅斯年的教改理念，仍是我們面對挑戰開創新局時的重

要憑藉。（本文原刊於《台大歷史學報》第 20 期，《傅故校長孟

真先生百齡紀念論文集》，台北，台大歷史學系印行，1996 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