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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本擬《鏡花緣》的小說看晚清女學生的求學情形 
 

 

 

蘇恆毅* 

 

 

摘要 
 

 

清末推行新政、提倡婦女求學的社會風氣顯示在三部以《鏡花緣》為題

的小說中，即蕭然鬱生《新鏡花緣》、陳嘯廬《新鏡花緣》、華琴珊《續鏡花

緣》。但目前學界對三部小說的討論甚少，尚有研究空間待開展。此外，三位

作家在思想上雖與李汝珍之《鏡花緣》關懷女性的觀點相異，甚至加以反

對。但內容均描述晚清中國興辦女學、鑄造國民之母的風氣，引領女學生進

入學堂學習的渴望。然在推行婦女教育的同時，與其相伴的放足運動亦在學

堂中推行，其優點是行動解禁，但自由行動亦導致社會批判婦女失儀。在現

實生活中，學堂屢有醜聞傳出，使家長擔心女兒進入學堂會沾染習氣，敗壞

家風，因此產生既期待女性文明化而又禁止的矛盾現象。故本文以這三本小

說作為探討對象，輔以史料，說明晚清女學生的求學情形，了解清末女性運

動的發展過程，與擬舊小說創作反映社會的功能。 
 

關鍵詞：女學、晚清小說、擬舊小說、鏡花緣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 本文收稿日期：2014年 5月 15日；審查通過日期：2014年 10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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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ree Pseudo-archaic Novels of Jing-Hua Yuan 
Looking into the Appearances of  

Women Getting Educated in Late-Qing Dynasty 
 

 

Heng-i Su 

 

 

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 feminism in Western Countries was brought into 

China by missionaries. This atmosphere also influenced the novelists then. At the 

time, there were three pseudo-archaic novels of Jin-HuaYuan talking about the 

phenomenon then that women schools were built everywhere and women were 

eager to go to schools and experience a new style of life. The three novels 

mentioned are the Xin Jing-Hua Yuan by Xiao-zhan Yu-sheng, the Xin Jing-Hua 

Yuan by Chen Shiao-lu and the Xu Jing-Hua Yuan by Hua Qin-shan. But those 

novels were not have highly atten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academia. Besides, the 

thinking in three books are different from Jing-Hua Yuan. But they also wrote 

China built schools for women in order to “enlighten” them in the novels. But 

were opposed by their parents because there were scandals of the schools and the 

parents were wor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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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aims to use history to explain the appearances of women getting 

educated and development about women’s right in Late-Qing Dynasty, and know 

the ability of pseudo-archaic novels how to reject social atmosphere. 

 

Keywords: JingHua-Yuan, Late-Qing novel, pseudo-archaic novel, study of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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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恆毅 

 

 

一、前言：在《鏡花緣》之後 

 

 

1842 年鴉片戰爭結束後，西方勢力進入中國，連帶地傳入女權思想，

使中國的女性開始追求屬於自己的生命，更希望透過教育，使自己的眼界

大開，以擺脫傳統男尊女卑的社會地位與「登峰造極」的不人道生活。1而

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中，中國小說也反映了當時的氛圍，呈現出當時為了追

求新生活、新觀念的女性，在中西文化交流與衝擊的情形下，如何面對與

處理。而這些與傳統觀念「大相逕庭」的女性，則可以用「新女性」來稱

呼。2 

在文學作品的表現上，早在晚清（1900-1912）之前，乾嘉之際的文人

李汝珍（1763-1830）已寫了一部《鏡花緣》來探討中國婦女的生活。小說

中，李汝珍不只反對中國婦女纏足穿耳、追求外在病態美的陋習，更透過

                                                 
1  參見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4年），頁 221；郭松
義：《中國婦女通史：清代卷》（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年），頁 475-478。 

2  參見黃錦珠：《晚清小說中的新女性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5年），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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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則天與黑齒國皆開女試以選才女之事，鼓勵女子求學、甚至參政。3 而在

《鏡花緣》之後，也有三部晚清小說以托「鏡花緣」之名4，探討中國婦女

追求新生活──尤其是求學──的社會現象。此三部小說即蕭然鬱生的

《新鏡花緣》（1907-1908）、陳嘯廬《新鏡花緣》（1908）與華琴珊的《續鏡

花緣》（1910）。5 此三部小說的性質各異，如蕭然鬱生廣泛地探討晚清時維

新運動所招致的亂象與弊病，陳嘯廬則探討中國女性受教育的情形，華琴

珊則是以續補李汝珍《鏡花緣》未竟之內容，並使謫降凡間的花仙重返天

庭。三本小說的內容與精神各異，其中或多或少皆提及晚清女性希望受教

育，卻又面臨社會與家庭等諸多非議的情形。 

選擇此三本小說作為探討對象，乃是由於目前對此三部小說的討論甚

少，僅有寥寥數篇論文，尚有開展空間。又，三部小說的作者透過自己的

雙眼，觀察清末提倡新思潮與女性的生活情狀，並揉合己意，用以承續李

汝珍探討婦女生活情狀的精神。惟三位作者寫作時，譏刺清末新思潮與女

學生群，與李汝珍關懷婦女、認為女性應有受教權的意旨相悖6，但透過小

說亦能發現當時社會現象與保守人物的心理模式，傳達創作者對當代社會

                                                 
3  有關《鏡花緣》中，處理女性問題「反傳統」的一面，李玉馨整理出了以下幾項：(1)
反對纏足、(2)反對偏重外在美、(3)提倡女子教育、(4)主張女子參政、(5)反對貞操的
雙重標準、(6)關心婦女的社會福利。參見其〈反傳統與擁傳統：論鏡花緣中的女權
思想〉，《中外文學》第 22卷第 6期（1993年 11月），頁 109-114。 

4  此種類型的晚清小說，即「擬舊小說」。此種小說是以舊的書名或人物名做為小說題
目與人物，但是寫作內容上則以套入當時的新思潮為其主軸。參見時萌：《晚清小說》

（臺北：萬卷樓出版社，1989年），頁 53；阿英：《晚清小說史》（香港：太平書局，
1966年），頁 176-177。 

5  三本小說所使用的版本如下：清．蕭然鬱生：《新鏡花緣》，《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卷

53（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清．陳嘯廬：《新鏡花緣》，《中國近代小

說大系》卷 58（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清．華琴珊：《續鏡花緣》，

《中國古代珍稀本小說(8)》（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4年）。 
6  如胡適即言《鏡花緣》是一部「討論婦女問題的書」，提倡男女應該有平等權利與待
遇。參見胡適：〈「鏡花緣」的引論〉，《胡適文存》第二集（臺北：遠東出版社，1961
年），頁 41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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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注。故不能由於與前作精神違拗，便視為狗尾續貂、荒誕無稽之作，

應從社會環境思索小說產生的背景進行分析，給予小說客觀的評價。7 

以下就以這三本小說為探討文本，參以史料，藉以了解小說家在社會

主張維新改革時，如何將女子新式學堂的興盛背景與女學生所面對的求學

處境呈現於作品內，並對清末的維新運動抒發個人的看法。 

 

 

二、打造女學生：新式女學堂的興建背景 

 

 

陳嘯廬於《新鏡花緣》第一回中提到：「一處一處的女學堂，譬如銅山

西傾，洛鐘東應，漸漸都創辦起來。」8 而華琴珊於《續鏡花緣》第三十一

回亦寫白民國為了讓女兒能夠參加女兒國的女試大典，於是紛紛在國內興

辦女子學堂，好讓婦女入學讀書。9 而這樣的現象，在當時是社會的現實。

根據前人的統計，至宣統元年（1909）中國所創辦的女子小學堂，共有

10,454 間，而女學生則有 51,678 位；相較之下，女子師範學堂的發展較緩

慢，至宣統二年（1910）止，只有 15 間，學生不超過 3,000人。10 但是從

兩種教育體制的總體來看，女子求學的風氣可以說是相當興盛。 

                                                 
7  對於應從社會產生背景評價擬舊小說的內容，可參見李忠昌：《古代小說續書漫話》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頁 70-76；高玉海：《明清小說續書研究》（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 270-274。 

8  清．陳嘯廬：《新鏡花緣》，頁 221。 
9  清．華琴珊：《續鏡花緣》，頁 742。 
10  參見陳啟天：《最近三十年中國教育史》（臺北：文星書店，1962年），頁 100；杜學
元：《中國女子教育通史》（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 351。兩位學者的
統計，皆指中國人設立的新式學堂，教會女學堂並不包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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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晚清為何會有如此興盛的求學之風？最初的原因是在鴉片戰爭

之後，由於種種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而在這種情形之下，西方傳教士紛紛

來至中國，同時為了宣教，教會在沿海及長江口岸設立新式學堂，而教會

女學堂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11 根據統計，在 1844 年至 1898 年

這段時間，由教會興建的純女子學堂就有 40 間。12 但是，這個時期的教會

女學，由於社會對於「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點仍難以捨棄，加之中國人

民對於西方勢力的誤解，認為女學的興辦是一件「不受歡迎的禮物」，認為

這些教會女學校以教育之名，行殘害婦女之事，因此不敢將女兒送到這些

教會學校就讀，使得女子學堂難以為繼。13 但教會女學校為了吸引女學生

就讀，於是對每個家庭進行遊說，並實行免費教育，補貼學生生活費，以

減輕女學生因為上學而不能分擔家務的家庭負擔，只求家長能讓女兒上學

求知。在此手段施行下，教會女學校的學生於 1902 年便增加到了 4,373

人，是有相當成效的。14 

西方教會興辦女學，讓中國人有了辦女學以救中國的想法。這一點可

以從 1894 年甲午戰爭失敗以後，維新派人士紛紛檢討中國積弱不振的原

因、並關注中國長久以來所面臨的婦女問題。最具代表性的，即梁啟超在

其〈論女學〉中，認為婦女是「分利之人」，因此必須針對這點做出全面性

的改革。而改革方式，就是興辦女學： 

                                                 
11  參見陳三井：《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頁 100-101；
羅蘇文：《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 58-60。 

12  參見陳三井：《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 101；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 178-179。 

13  在羅蘇文的研究中指出，當時的中國對教會女塾的莫名恐懼在於謠傳著傳教士藉著
辦學校之名，誘騙學生製鴉片、煉藥水，並會在夜裡挖除學生的雙眼。而琅琅的讀

書聲則被認為是在念誦咒語，因此使旁人心生恐懼，也因此認為當時的教會學校如

同魔窟。參見羅蘇文：《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頁 67。 
14  參見羅蘇文：《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頁 69-71；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頁

180。 



    

    

    

    

    

    

    
       

從三本擬《鏡花緣》的小說看晚清女學生的求學情形 � 189  
    

 
 
 

 

況女子二萬萬，全屬分利，而無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養，而待養

於他人也，……彼婦人之累男子也，其不能自養，而仰人之給其求

也，是猶累其形骸也。若夫家庭之間，終日不安，入室則愀，靜居

斯歎，此其損人靈魂，短人志氣，有非可以常率推者。……西人分

教學童之事為百課，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孩提之童，母親於父，

其性情嗜好，惟婦人能因勢而利導之，……故治天下大本二，曰正

人心，廣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養始，蒙養之本，必自母教

始，母教之本，必自婦學始，故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15 

 

梁啟超之論將女子必須受教育的觀點繫於「生產能力」與「家庭教

育」上，認為中國女子向來守著「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點，造成婦女沒

有生產力，成為「分利之人」，使中國有一半之人瓜分男子所生產的財產，

造成民貧國弱。再者，女性也應當負起家庭教育的責任，教導孩童知識與

為人處事的道理，使教育從小做起，且能貼近生活實務，不致出外學習無

法應用於日常生活的學問，導致國家不能強盛，因此女性也應當向學，才

能達成家庭教育的目的。在這樣的基礎上，社會也有一股需要興辦女學以

塑造「國民之母」的認知16，認同國民教育不能只依靠男性，必須男女兼

施、裡外並行，才能夠使積弱不振的中國有復甦的可能。因此，在這樣的

社會風氣下，使得中國開始興辦女學堂以鑄造「國民之母」。如亞特言：

「國無國民母所生之國民，則國將不國。故欲鑄造國民，必先鑄造國民母

始。」要如何鑄造？亞特認為婦女應當接受教育，走出家庭和社會接觸，

                                                 
15  梁啟超：〈論女學〉，收於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

1911）》，頁 550-552。 
16  參見亞特：〈論鑄造國民母〉，收於《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頁 460-

463；純夫：〈女子教育〉，同前書，頁 64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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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社會事務，使婦女了解社會現象，並藉此培養婦女獨自自主的能力。

純夫則重視婦女的教育，認為婦女必須經由教育，充實己身的德智體三

育，除了使婦女對家庭能夠肩負起教育與協理家務的責任，更能提升己身

的人格智識，而不被傳統制約。兩人對於建造國民之母的方法略有不同，

但都是希望婦女在經由提升自我的知識與完全自己的人格之後，用以教育

孩子，若每家都能如此，才能達成國富民強的目標。17 

這樣的風氣也顯現在陳嘯廬的《新鏡花緣》與華琴珊的《續鏡花緣》

中，不只可以看到女學堂興建的風氣，更可以看到當時的人對女子教育的

重視： 

 

那些名門閨秀，大家淑媛，固然人人都起了向學的心，到學堂裡去

學。就是那小家碧玉，只要父母稍微開通些，也無不望女成鳳，同

望子成龍一樣，恨不得立時立刻，拿中學西學一貫的道理，都裝在

他肚子裡。18 

 

陳嘯廬的敘述，描述女學堂興起後，群眾皆有向學之心，希冀女學堂的興

建能夠為中國女界出口氣。再者，亦希望女學生進入校園後勿捨棄國粹，

而是應當中西合璧，兩者加以融合運用，並要社會──指新式學堂與家庭

──能夠如同培植花朵般盡心栽培，使學術根基穩固，花實並茂。19 故陳

                                                 
17  如〈倡立女學〉一文寫到一位留學歸國的學生張仲山，見中國女學不興盛，於是自
行籌措經費來辦學堂，以鑄造國民之母。參見〈倡立女學〉，收於《近代中國女權運

動史料（1842-1911）》，頁 1093。 
18  清．陳嘯廬：《新鏡花緣》，頁 221。 
19  小說描述：「女學雖然擴充，雖然昌明，若要學一個就出一個人材，這也未必。譬如
一樹的花，花雖開得密密層層，等到結果的時候，不曉得有沒有所開的花一半呢。

然而這個原因，卻離不掉『培植』兩個字。培植得好，那樹發榮滋長，根深蒂固，

自然開一朵好花，就結一個好果，亦是一定的道理。」參見清．陳嘯廬：《新鏡花

緣》，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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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對女學堂的興建，旨求中西一貫、相輔相成，實無反對之意。 

 

白民國的人民得了女兒國開科取士的消息，……那些巧黠漁利之

徒，想出了一個方法，撮掇這些濁富之家與好名之輩，開設許多女

學堂，使婦女入學讀書，希圖獵取功名。20 

 

但華琴珊不然，其以為婦女上學只為獲取功名、榮耀家門，因此視興辦女

學堂、送女兒進入其中學習的家庭為「濁富之家與好名之輩」、「巧黠漁利

之徒」，深表不滿、語帶譏刺。21 誠然傳統中國對讀書科考是以求取功名為

目的的私人利益導向，陳嘯廬的觀點雖然與之相同，但是語氣則較持平地

表達出傳統家庭視功名為社會地位的象徵與榮耀，故而渴求。 

無獨有偶，蕭然鬱生於其作中亦寫林之洋與多九公被誤認為革命人士

遭圍捕時，林之洋情急之下喊出「我妹夫是探花，我外甥是公爵，我女兒

是才女」，隨後即受到官員禮遇。22 這樣的經過展現清末社會將女學生的社

會地位與傳統知識分子等量齊觀，女學生及其家屬應當受到禮遇。雖然三

人對女學生的觀點仍以傳統文人希求功名的觀點進行評價並有所期待，是

以從小說中發現，興辦女學以榮耀家門的風氣已蔚然成風。 

此外，女學堂的興辦也刺激了女學生向學的渴望，甚至希望能夠透過

求學充實自我的內在學養，之後應用於社會上，好為中國爭一口氣。如陳

嘯廬透過黃舜華之口說道：「甥女們總想著替中國爭一口氣，替女界爭一口

氣，要爭這兩口氣，躊躇了再四，斷斷非出洋不可。」23 而蕭然鬱生也透

                                                 
20  清．華琴珊：《續鏡花緣》，頁 742。 
21  關於這點，王瓊玲認為是華琴珊的思想守舊，不接受當時的改革思潮，於是反對女
子接受新式教育。參見王瓊玲：〈妄續新篇愧昔賢──續鏡花緣研究〉，頁 164-166。 

22  清．蕭然鬱生：《新鏡花緣》，頁 433。 
23  清．陳嘯廬：《新鏡花緣》，頁 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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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愛新女士抱怨母親不讓她上學之事，點出女子求學的渴望，說道：「這幾

日我母親要我做針線，悶悶的住在家裡，學堂裡也沒去上課，真真不自由

極了！」24 而這兩段話，一是為了中國的前途，一是為了個人的自由，兩

者的目標雖然不同，但都雙雙說出了當時女學生自發性求學，且樂於主動

追求新生活的社會風貌。 

至於塑造國民之母以對中國家庭與社會的改良有所奠基的思想，在陳

嘯廬的《新鏡花緣》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在第二回，舜華說道： 

 

家庭教育，卻系女子的責任。中國女子的壞處，只壞在吃飯不管

事，識字的看看言情小說，甚至抹抹牌，消磨他一寸一分皆黃金的

光陰。什麼叫做家政？什麼叫做家庭教育？他一概丟在腦後。而且

也沒他下手處。那不識字的，更不必說了。25 

 

這番話正符合梁啟超所認為的女子皆是分利之人的思想，以為女子不知道

如何進行家庭教育，就算是讀過書的女子，也不能對家庭與社會有所貢

獻，無法協助丈夫撐起家庭收入與家庭教育，不單加重家庭的負擔，亦浪

費自己的光陰。 

為了對這樣的社會現象有所改革，陳嘯廬認為女子進學堂讀書，要學

習的不只是學術知識，更要能夠學習一些新的技藝──也就是實用之學

──好幫助丈夫打理家務。遂於第九回，透過陸紫芝之口說道： 

 

現在專講德育智育體育，謂之三育，在我看來，德育只要拿倫理

學，分別出先後緩急輕重來，大段不錯，這也算得做人有根柢的

了。至於智育，我們做女子的，只要修明婦德，洞察物情，將來在

                                                 
24  清．蕭然鬱生：《新鏡花緣》，頁 410。 
25  清．陳嘯廬：《新鏡花緣》，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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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上，能夠逐漸改良。其餘什麼天文地理數學圖畫博物化學

手工等類，只好學得一件是一件，精得一件是一件。惟手工雖系初

等小學當中，一件隨意科目，但要開人實業思想，養成好勤耐勞的

習慣，倒不可不大家注意。體育重在飲食起居上，能夠飲食起居，

曉得隨時謹慎，就是衛生學的要素。……總之，華姊姊說的話不

錯，學問總要求其切於實用。26 

 

雖然陸紫芝的言論，可以發現陳嘯廬認為女子求學當以婦德為重，輔

以手工、飲食起居等實用之學，以對家庭有所貢獻，與西方「小而烹飪纂

組，大而法律政治美術」皆須學習，且能夠在社會上謀得職業的觀點不

同，仍較保守，不能擴展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只能關注在家庭生活上。27 

但從這一段話可以看出晚清女學堂的教學內容除了學術上的知識，還兼備

技能培訓的任務，使婦女在學得新式技藝之後，能夠有營生的能力。28 這

點正合乎梁啟超認為女子應當在受過教育之後，擺脫「分利之人」的社會

階層，一來擺脫婦女沒有營生能力的狀況，並可促進家庭經濟，二來對中

國產業也有所貢獻，於內協助丈夫處理家務，於外亦有營生能力、貼補家

用，進而使國富民強，成為「生利之人」。 

縱使陳嘯廬的觀點較保守，認為婦女只需修明婦德，但是學校教學時

種種學科內容仍是三育均重、不致偏廢，雖然各學科的學習成效如何，於

小說中並未提及，僅能認為陸紫芝之論乃作者個人觀點寄託，使小說精神

不脫傳統婦德之旨。但與蕭然鬱生與華琴珊二人相較，蕭然鬱生寫愛新女

士之母希望女兒仍以傳統婦女應在家中做些針黹女工為重，不應出外求

                                                 
26  清．陳嘯廬：《新鏡花緣》，頁 271。 
27  清．陳嘯廬：《新鏡花緣》，頁 230。 
28  參見周樂詩：《清末小說中的女性想像：1902-1911》（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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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華琴珊則為了避免女學生在學堂中沾染不好的社會風氣，遂欲禁錮女

學生於家中，不讓女學生求學。29 因此陳嘯廬的觀點雖然傳統，但其內容

一則鼓勵婦女求學，二則學堂學科內容較貼近梁啟超希望女子擺脫「分利

之人」的地位，與另二人相比，仍較進步開放且貼近社會現實。 

 

 

三、走入校園的條件：放足 

 

 

清末女權運動中，興辦女學與廢纏足兩件事往往糾結在一起、密不可

分。纏足風俗從晚唐開始，一直綿延至清朝，並以此作為對於女子的審美

標準。30 此種陋俗，不單是禁錮女子的活動場域，也使婦女的身體受到戕

害。對此，《鏡花緣》中，李汝珍透過林之洋在女兒國被選為王妃，因此必

須同女兒國之婦人──其實在該國之中，這些婦人的生理性別皆是男性

──一般，皆須纏足，因此透過一個男性驟然被纏足的描寫，點出纏足對

女子的身體造成極大的傷害與痛苦： 

 

那黑鬚宮娥取了一個矮凳，坐在下面，將白綾從中撕開，先把林之

洋右足放在自己膝蓋上，用些白礬灑在腳縫內，將五個腳指緊緊靠

在一處，又將腳面用力曲作彎弓一般，即用白綾纏裹；才纏了兩

層，就有宮娥拿著針線上來密密縫口，一面狠纏，一面密縫。林之

                                                 
29  參見清．蕭然鬱生：《新鏡花緣》，頁 410；清．華琴珊：《續鏡花緣》，頁 746-747。
華琴珊在書中所謂的不好的社會風氣（文中謂之「習氣」），即是女學生成為娼妓，

與學堂教習喝花酒之事。相關論述，詳見本文之第四節。 
30  參見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頁 2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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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身旁既有四個宮娥緊緊靠定，又被兩個宮娥把腳扶住，絲毫不能

轉動；及至纏完，只覺腳上如炭火燒的一般，陣陣疼痛，不覺一陣

心酸，放聲大哭道：「坑死俺了！」……話說林之洋兩隻金蓮，被眾

宮人今日也纏，明日也纏，並用藥水薰洗，未及半月，已將腳面彎

曲，折作凹段，十指俱已腐爛，日日鮮血淋漓。31 

 

據此描述，足見纏足之苦。而透過林之洋驟然被纏，雖然在其後免除了王

妃之位而得以放足，纏足時間雖短，但傷害既已造成，難以復原，又況是

自幼被纏足的婦女？ 

為了擺脫這樣的社會風俗，不論是早期的教會女塾或是維新派興起後

所建立的中國新式女學堂，皆以「不許學生纏足」作為校規，就算是已經

纏足的學生，在入學後也必須放開，以合於時代潮流。此時代潮流，亦可

歸因於鑄造國民之母一事上。如光緒三十一年（1905）六月十七日刊載於

《順天時報》的〈女子為國民之母〉一文，將女子纏足與女學不昌二事相

連，認為纏足一事禁錮婦女於屋內，便不能讓女學生走出閨閣、進入校園

啟迪智識，乃是中國「弱種弱國」的因素，歲提倡解除此行動上的禁制，

推行婦女放足、走入學堂學習新知，進而成為國民母。其文記載： 

 

中國人把女子看成玩物，緊裹著小腳，幽囚在屋中，如同殘疾的廢

人，如同監禁的罪犯，這就是弱種弱國的一個大原因。……女學堂

不開，國不能強，女學堂不多開，種不能強，這是怎麼說呢？女智

不開，實由女子不學的緣故，果能多開女學，共明強國強種的理，

第一樣，可以破除纏足的惡習，強；第二樣，不纏足可以練習體

操，強；第三樣，凡有一切算數、輿地、格致、製造等科都可以

學，強。做女子時強，做母時也必強，母強子必強，種強國必強，

                                                 
31  參見《鏡花緣》第三十三、三十四回，頁 16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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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國民強，必先女子強。32 

 

無獨有偶，主張維新運動的康有為也主張廢除纏足，並且從諸多方面

申述纏足之害，如於國家而言，形同無辜之刑；於家庭言，傷害女兒形

體，有傷慈愛；以健康而言，不只行動不便且易有疾病；以國體強弱言，

則屬弱國弱種。種種理論，得到這種病態美的風俗不只無益，且貽笑國際

的結論。因此希望國家能下令禁止這種陋俗，更希望「已裹足者一律寬

解，若有違抗，其夫若子有官不得受封，無官者其夫亦科鍰罰，其十二歲

以下幼女，若有裹足者，重罰其父母」，為的是不願意中國婦女再受到這種

陋俗迫害。33 這樣的觀點，也實行在他的女兒康同璧、同薇身上。34 康同

薇亦承襲其父之論，認為中國若不興女學，不單是女子的智識不能開、纏

足的陋習無法改革，如此一來，中國的積弱不振便會維持下去。因此主張

應興建女學堂、教化中國婦女，藉此廢除纏足： 

 

且纏足之害，無人不知，而受斯害者，舉天下而皆是，蓋皆婦女惑

於禍福，不明大義之所致也。今纏足之禍，雖或稍戢，然開會者不

過通商數區，入會者不過通人數輩，行省之大，充耳不聞，毋亦知

此理尚少也。若欲擴其捄人之心，非先徧開女學，以警醒之、啟發

之不可。35 

 

                                                 
32  參見〈女子為國民之母〉，收於《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頁 607。 
33  參見康有為：〈請禁婦女裹足摺〉，收於《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頁

508-510。 
34  康有為如此推行的結果，也使鄉里親族仿而傚之，並且集結有相同理念之人，組織
「不纏足會」，並推行至中國各地。參見康有為：《康南海自訂年譜》（臺北：文海出

版社，1966年），頁 13。 
35  康同薇：〈女學利弊說〉，收於《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頁 56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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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國民之母」的塑造不再是限於知識上的啟發，

而是從生活的細節做起，改革舊有的陋俗，以使中國女性不再居於男性之

下。因此，晚清新式女學堂，大多附帶「放足」的校規，足見「興女學」

與「禁纏足」實為關係密切、互為表裡的婦女運動。以下表列各學校有關

放足的規定以證明之： 

 

表表表表 1    女學堂中有關放足的條文女學堂中有關放足的條文女學堂中有關放足的條文女學堂中有關放足的條文36 

學校章程名 放足之條文 

〈公立杭州女學校章程〉 第十五條（乙）不得纏足。（已

纏足者，入校後須漸解放。） 

〈宗孟女學堂新章程〉 （十）衣服以樸素潔淨為主，

不得用一切粉等類，能不纏足

最為合格。（按：此條文於第三

次之新章程亦保留。） 

〈直隸天津縣詳送試辦女學堂章程〉 第 四 章 規 條 ： 學 生 以 身 家 清

白，不復纏足，七歲以上，十

五歲以下者為合格。 

〈愛國女學校甲辰秋季補訂章程〉 第十七條（甲）不得纏足。（已

纏足者，入校後須漸解放。） 

〈常熟競化女學校章程〉 規約（一）不得纏足，已纏足

者，入校後須漸解放。 

〈中國教育會附設第一幼女學堂章程〉 規 約 （ 一 ） 學 生 無 論 是 否 入

會，概行不得纏足。 

                                                 
36  表據《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所收之學堂章程整理。依序見頁

1014、1015、1023、1034、1036、1039、1045、1119、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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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章程〉 第五章第二條、甲、以品行端

正，身體健全，文理通順，年

在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

為合格。 

〈示考官立女學堂章程〉 資格：身體健全，性質端敏，

身家清白者。 

 

與前六條章程明文規定入學需為天足，或者入學後也需放足的規定相

較，〈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章程〉與〈示考官立女學堂章程〉中未明文表示需

要放足，卻以「身體健全」為其規定。然就清末以來針對放足之論而言，

纏足之人形同殘廢，如何能稱為是「身體健全」之人？37 故此兩篇章程的

要求，應可視為廣義的放足規約。 

在清末維新人士眼中，纏足是一項貽笑國際、且不利於婦女身心發展

的陋俗，於是在新式學堂的規約中，為了達成維新圖存的目標，因此將放

足的規定放入校規中，透過行動權的解禁，藉以達成培育新女性成為智識

學養充足、且身心皆健全的國民之母。 

這樣的規定，在華琴珊的小說中也可見到： 

 

白民國的人民得了女兒國開科取士的信息，另有一個思想。訪得女

兒國的風氣，凡是婦女都作男子打扮，……開設許多女學堂，使婦

女入學讀書，希圖獵取功名。並勸婦女不用纏足，已經纏裹之足也

                                                 
37  如抱拙子言：「肉糜骨折，痛楚難堪，致生成之善足，變為殘跛之廢人。」秀耀春亦
言：「今任女子纏足，竟將重用之肢，歸於無用之地。」天足會閨秀則言：「纏首纏

手，與纏足，有何異乎？總之，同為殘疾而已。」賈復更說：「纏足則朝夕愁悶咨

嗟，因是氣血不舒，無殊殘廢。」參見抱拙子：〈勸戒纏足〉，收於《近代中國女權

運動史料（1842-1911）》，頁 482；秀耀春：〈纏足論衍義〉，同前書，頁 486；天足
會閨秀：〈纏足兩說〉，同前書，頁 488；賈復：〈纏足論〉，同前書，頁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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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放大，與男子一般方為合格。好事者詰問這個緣故，反被這些利

口捷舌的道：「老兄真是不通世俗！人家的女子，你看他纏了腳時，

弄得面黃肌瘦、血膿狼藉，及至纏成了小足，到後來步履艱難，并

有纏成癆怯之症，橫遭夭折。及不然，纏得七蹺八劣，橫闊豎大，

走又走不動，看也不好看。不如把腳放大了時，倒有許多好處。第

一行走便捷，不至扭扭捏捏，倘遇凶荒兵燹，逃災避難之時，亦會

奔走。若小腳伶仃，那就難了。」38 

 

此規定與學堂的看法，和當時維新人士不謀而合。但這些提倡放足的人在

小說中被華琴珊塑造成「巧黠漁利」、「利口捷舌」等巧言善辯之輩，顯見

華琴珊對放足的提倡感到不滿。39 但是從小說中，可以看到當時的社會要

求女子放足的風氣也滲透進新式學校中，務使新女性的身體能夠完全，不

被傳統陋俗所束縛，使健康與性命雙雙陷入危機。 

陳嘯廬的《新鏡花緣》雖然沒有明言小說中的女學生們所就讀的大成

女學校有放足的規約，但是在其小說中，也有談到中國社會的放足風氣，

於是透過黃舜華與其母唐氏談及中國與西方女子對小腳的看法，並針對此

                                                 
38  清．華琴珊：《續鏡花緣》，頁 742。又，第十回中亦敘述女兒國「偽裝小足」之法。
起因乃是由於女兒國后與兩位相國夫人皆原是天朝男子，三人為避禍而纏足，但因

倉促行之，僅能略纏，並墊上高底，偽裝成三寸金蓮。此風傳至天朝，使「愛惜女

兒的人家也不肯狠纏了。再後來把那木頭削成三寸金蓮，裹了鏽舄，縛於足底，並

可不用纏腳。此法傳至天朝……國中的婦女真正小腳也就少了。」此一敘述，天朝
即為中國、女兒國即是外洋，與第三十一回相對照，如此微纏甚至不纏的現象，亦

可視為早期西方世界推動中國婦女放足的歷史狀況。參見《續鏡花緣》，頁 580。 
39  在第十三回中描述女兒國宮娥柳媚「小小一雙金蓮，甚是可愛。」第三十七回中，
韋寶英對盧紫萱說道：「相公不見這裡女兒國內的婦人麼？個個都是金蓮小足。妾身

若不把腳裝小，堂堂相國的夫人，成何體統？豈不被人當作笑話？」見頁 607、
796。種種對天足的恥笑、與對小腳的迷戀，王瓊玲據此以為華琴珊與李汝珍對女性
關懷的思維截然不同，乃是力抗時代潮流，迷戀金蓮的守舊人物。參見王瓊玲：〈妄

續新篇愧昔賢──續鏡花緣研究〉，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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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展開論述： 

 

唐夫人笑道：「這條心思，我勸你不必想，你也不低下頭來看看一雙

腳，你如果到了外洋，不被外洋人恥笑嗎？」舜華道：「這有什麼恥

笑？像他們在中國的女人，高聳了兩個乳，束緊了一個腰，就不怕

中國人恥笑嗎？這是各國的國俗如此。所以目下盛行不纏足的會，

在他們高興得了不得，我說沒有纏過的，盡可不纏，若是已纏過

的，再去放他開來，豈不多此一舉？」40 

 

在舜華的言談中，可以看到當時的中國已有提倡放足的團體。但是，在她

的言談中，卻可以看出其所抱持的並非社會上所提倡的「已纏的要放開，

未纏的不可纏」理念。她認為未纏的不必纏，以維持天足的現狀，但是在

放足一事，卻認為多此一舉。其後，舜華之父黃粹存又說：「總之『改良』

兩個字，一定要改的改，不一定要改的就不必硬著改。」41 此番言論，已

可看出陳嘯廬對於時下中國提倡放足的看法：認為纏足之俗為中國的傳

統，並不需要硬性改革。雖然與當時的維新派人士相較，陳嘯廬的觀點仍

嫌保守，但是他也支持尚未纏足的不必纏，因此其觀點或許可以視為傳統

中國人士對於放足觀點的過渡現象。 

從兩本小說中，可看出清末中國要求女性放足，並把放足列入校規的

情形。只是兩者的觀念有所差異：華琴珊之論帶譏刺、陳嘯廬雖較開放，

但仍屬於保守一派。兩篇小說已清楚地說出當時中國婦女運動將廢纏足與

興女學二事相提並論，並以此作為培育國民之母的標準與守則。 

 

                                                 
40  清．陳嘯廬：《新鏡花緣》，頁 229。 
41  清．陳嘯廬：《新鏡花緣》，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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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明化或汙名化：對女學生的淫佚聯想 

 

 

晚清時期新女性在求學時所遭遇到的阻撓，除了前述早期教會興辦女

學堂時，由於中國人對於西方文化的誤解，造成父母不敢將女子送進學堂

讀書，避免西方人對女兒不利。但是在這之後誤會雖然解開，新的煩惱卻

接踵而至。 

究竟是什麼樣的煩惱會父母如此擔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學堂內的學

生與教師的道德標準並不如他們所想的「完美」，於是擔心把女兒送進新式

學堂後，會因為學生與教師混亂的道德價值與男女共處的行徑，使女兒沾

染了這些「習氣」，對婦女的人格有所影響。42 這三本小說中，都可以看到

中國家庭與社會對於學生學習新學，進行文明化的期待，亦對男女之間的

交際行為有所批判，於是禁止女兒進入學堂，以避免沾染有違善良風俗的

習氣。 

如陳嘯廬《新鏡花緣》中，當黃家父母帶著兒女到母舅家商量是否應

該讓女兒出國或是就讀本地女學堂時，即遭母舅唐際虞的嚴厲反對。他

說： 

 

什麼！女師範生，是女學生的祖模，女師範生可以同人偷情，無怪

那女學生，自然也跟著學樣了。還說一個壞的，帶累大眾好的，你

不曉得大眾好的，只要有一個壞的，也盡夠壞得大眾到極處了。況

                                                 
42  根據黃錦珠的分析，所謂的「女學生習氣」指的就是自由公開、敗德亂行的男女社
交行為，而這些行為與妓女無異，故認為這樣的行為是腐敗野蠻的，應該有所避

免。參見黃錦珠：《晚清小說中的新女性研究》，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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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教授同管理法又不完善，近來甚至於有做婊子的，也報了名，到

學堂裡去混雜不清。前天江寧學務總匯處，還有一個稟請制軍改良

女學校的稟子。那稟子中間有幾句道：「各學校自開辦以後，外間抵

隙蹈瑕，紛紛指摘，確有可憑。所收學生，更漫無稽考，有掛名娼

籍，而蒙混入堂者，第一所尤犯此病。」云云。43 

 

華琴珊的《續鏡花緣》也有同樣的控訴，且寫得更為不堪： 

 

男學生穿了兩耳，扮作女學生，到女學堂中去讀書，勾串私通，蜂

迷蝶戀，結了許多露水姻緣。綉閣名姝，不知學壞了多少，甚至配

了夫家，背著父母，跟了情人逃奔。且有男教習與著女學生結識私

情，烈火乾柴，融成一片。久而久之，境內女學堂愈設愈多，女學

生的風氣愈弄愈壞。……敏時（按：為崇新女學塾教習，印姓）回

頭看那賽貂蟬（按：妓女名）時，淺淡衣裳，前流海的頭髮覆額，

又看那裙下的金蓮，足有七八寸長，面熟異常，似曾相識。仔細想

來，明明是去年崇新女學堂內的女學生，如何做了娼妓來應出局？

心中甚是羞憤惱怒。……敏時別了眾人，急急回到家中，將這節事

說與妻女知道，恨恨之聲道：「自今伊始，斷斷不可去女塾讀書，沾

染了習氣有玷家聲。」44 

 

而蕭然鬱生的《新鏡花緣》，雖然沒有寫到女學生的荒誕事蹟，但也寫

到學堂教師與人喝花酒之事，斥責學堂教師與買辦行為不檢、帶壞學生，

使學生全然不知為人處世的道理，只知空口說白話： 

 

                                                 
43  清．陳嘯廬：《新鏡花緣》，頁 236。 
44  清．華琴珊：《續鏡花緣》，頁 744-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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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看的人議論道：「這買辦出殯到很闊氣，你看那學堂裡的學生都來

送喪。」……那人道：「有什麼功？不過那買辦在世的時候，與這學

堂裡的總辦教員認識，多請那總辦教員吃幾台花酒罷了！」這人

道：「請總辦教員吃花酒，於那學生什麼相干？況且那學生不是很有

志氣、自重人格的麼？哪裡肯與卑污苟賤死的買辦送喪？諒必定有

別的緣故。」那人道：「你還不曉得底細，現在的學堂學生，只有自

己一張說大話的嘴，是像做學生的除出了這說大話、吹牛皮以外，

就沒有別的了。」45 

 

同樣，華琴珊的《續鏡花緣》，懷春女塾的教習亦邀請了其他女學堂的教習

一同到妓院吃花酒，前文提到的因看到女學生淪為娼妓，而心生憤怒的印

敏時也在受邀之列。46 可以看到三位小說家批判的不單是女學生參與社交

或是淪為妓女之事頗受可議，就連學堂教師的行為也不甚檢點。如此要如

何培養學生的品格，使中國社會更加進步？ 

這樣的擔心，並非是對女學堂的抹黑，而是當時的學堂環境有其爭議

之處。根據包天笑（1876-1973）的回憶錄所說，在他 1906年任教的城東女

學以及上海租界裡的女學堂附近，全都是妓院，妓院中的雛妓，還會到婦

女補習學校就讀。47 與包天笑所見相同的是，陳嘯廬的《新鏡花緣》與華

琴珊的《續鏡花緣》皆完成於上海，小說所描述的內容，應是上海中的情

狀。48 自明代以來，江南娼妓行業繁盛，直至晚清，依然如此，連上海也

                                                 
45  清．蕭然鬱生：《新鏡花緣》，頁 425-426。 
46  清．華琴珊：《續鏡花緣》，頁 744。 
47  清．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 439。 
48  陳嘯廬在第一回言其小說內容發生地點即是江蘇吳縣，另，其序中亦寫其小說完成
於上海。而據胡宗堉〈續鏡花緣序〉與華琴珊〈續鏡花緣序〉二文可知，華琴珊寫

作小說時是在上海，並費時兩個月完成。是以兩本小說所寫之內容，應為江南一帶

的情狀。參見清．陳嘯廬：《新鏡花緣》，頁 215、221；清．華琴珊：《續鏡花緣》，

頁 49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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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倖免於外。49 既然社會環境如此，傳統認為性工作者的職業是不堪且

下流的家庭來說，豈可讓女兒有機會去接觸、甚至因此誤入歧途？況且對

於妓女入學，並非人人都能如同包天笑一般，持著有教無類的態度來看待

50，因此在傳統的家庭中，不單是當時的學堂環境受爭議，就連妓女入學，

也頗受社會詬病。 

妓女能入學與否，在當時的學校規範中是禁止的。如表 2 所示： 

 

表表表表 2    女學堂中對於學生入學格的規定女學堂中對於學生入學格的規定女學堂中對於學生入學格的規定女學堂中對於學生入學格的規定51 

學校章程名 學生入學資格之條文 

〈公立杭州女學校章程〉 第十六條、學生入校，須得公正

紳士之保證。 

〈直隸天津縣詳送試辦女學堂章程〉 第四章規條：學生以身家清白，

不復纏足，七歲以上，十五歲以

下者為合格。 

〈愛國女學校甲辰秋季補訂章程〉 第十八條、學生來學須有公正人

為之保證，並於入校之日，填寫

入學證書。 

〈宗孟女學校第三次新章程〉 十、凡來學諸生，其未字者，須

由父兄擔保。其已字者，或父兄

或良人，自到為證，否則不收。 

〈常熟競化女學校章程〉 規約（三）學生來學，須有妥實

保人為之保證。 

                                                 
49  參見蕭國亮：《中國娼妓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頁 89。 
50  清．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頁 439。 
51  表據《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所收之學堂章程整理。依序見頁

1014、1023、1034、1036、1039、1119、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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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章程〉 第 五 章 第 二 條 、 甲 、 以 品 行 端

正，身體健全，文理通順，年在

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為合

格。第三條、凡文理不通，身家

不清，及性質不純，曾經他學堂

斥退者，概不收錄。 

〈示考官立女學堂章程〉 資格：身體健全，性質端敏，身

家清白者。 

 

從以上入學資格條文來看，不論是要求入學前須要有保證人，或是需

要身家清白、品行端正之人才有資格入學的情形，其實對女學生的入學資

格及其身分相當要求，因此妓女在當時的社會認知中，是不應當入學的，

擔心的就是怕妓女對良家婦女有不好的影響，因此在入學規約上就直接檢

視其身家背景，以絕可能弊病。 

但是，這樣的做法顯然不足。如同包天笑所說的情形，假如學堂周圍

設有妓院，女學生們又因為放足獲得了方便行動的權力，自然就難以防範

她們與外界有所接觸。一旦接觸，便難保不會因此落入風塵。所以包天笑

在回憶錄中也寫到，其同事黃任之在一次的應酬中，因為同席的人「叫

局」──即今所謂的召妓──發現一位妓女酷似其班上的學生，而該女見

到了黃任之，行為也很侷促，不敢正視，直到同桌的人點出此妓正是城東

女學的學生，才恍然大悟。52 

除了包天笑的親眼目睹，當時的報紙也報導女學生行為不檢的消息，

如 1909 年發生「女學生吃花酒」一案53，即引起社會非議。再者，清末的

                                                 
52  清．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頁 438-439。 
53  〈女學生吃花酒〉，原載於 1909年 6月 18日《民呼日報》，今收於《近代中國女權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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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報紙也指出一些女學堂的辦學方式未盡妥善，使女學生常有醜聞，因

此希望學能夠整頓學風，肅清不良之氣，以導正女學生的行為。54 雖然在

這些社論並未明確指出「醜聞」的實際面目為何事，但是社論之出，或許

是抹黑，或許是太過前衛的行為不合於傳統的女子規範，不論如何，在當

時的人眼中，女學生的行為確實有所缺失，因此需要改善，以避免玷汙學

堂風氣與學生的道德。 

不管這些社論所批評的真實面目如何，的確出現有因為女學生成為妓

女或是學堂中有妓女附讀的現象，這種現象，往往被視為興女學的流弊。

誠如周樂詩所說，清末新女性的形象有「女豪傑」與「妓女」兩種，這兩

種新女性的共通之處，就在於她們在性格上有別於傳統閨秀溫婉和善、遵

守男女之防的女性形象，且能夠追求自己的生活、自在地與男性打交道。

因此如果說「女豪傑」是正面的積極意義，那麼「妓女」就是新女性負面

的內在衝突。這樣的一體兩面，在傳統社會上往往是被等價齊觀──被視

為崩壞禮俗的代表人物。55 

此外，不單是女學生的資格與行為有道德上的缺失，就連教職員也有

同樣的問題，最主要的，就在於花酒上。魯迅曾說：「唐人登科之後，多作

冶遊，習俗相沿，以為佳話。」56 因此，妓院自唐以來，皆被視為文人交

際應酬的最佳場所。包天笑在其回憶錄中，不只寫到教職員應酬時有召妓

之事，就連革命維新的志士也以妓院為主要聚會之處，認為比「酒家、茶

                                                                                                                     
動史料（1842-1911）》，頁 1187。 

54  如原載於 1907年 1 月 8 日《中國日報》的〈粵吏之整頓女學〉與〈封閉女學之牌
示〉，與同年 9月 4日《中國日報》的〈學界宜速設法以保全女學之名譽〉三篇文章
中，同時指出「女學堂的辦法未善，輙聞醜態」，以致「流弊百出，物議沸騰」，因
此希望官府與學堂能夠整肅這種不良風氣，使女學生的行為能夠合乎道德要求。三

文參見《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頁 1134、1135、1163-1165。 
55  參見周樂詩：《清末小說中的女性想像：1902-1911》，頁 106-107。 
56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臺北：五南出版社，2009年），頁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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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西餐館，慎密安適得多」。57 蕭國亮的看法也相同，認為妓院不只滿足

性的需求，同時也為官僚士大夫提供良好的聚會社交處所。58 如果把學堂

教員視為文人的一種，而他們在學堂中教授女性新知識，以別於傳統閨

秀；於外則與旁人一同在妓院交際應酬，如此一來，在傳統與前衛之間必

然造成緊張的對立關係──尤其是在女學生的身分往往駁而不純，若教師

不能管束女學生的行為，反而更使女學生的家人擔憂，害怕女學生走進學

堂與進入娼館無異。 

儘管女學堂的規約對於女學生的身分頗為要求，但是這些追求自我的

新女性既然不受小腳的束縛、行動更為自由，因此在外行動的女學生行為

必然成為被窺探、檢視的客體，若有任何「不合宜」的行為，自然會被衛

道人士加以檢視並猛烈批評，加之俗謂「在家為良，出外為娼」的評價套

於女學生身上時，必然造成「提倡入學的文明化」與「行止無儀的污名

化」之矛盾。再者，中國傳統評價女性的觀點往往著重於其「德」而非

「才」，因此女學生入學増其智識，但若將此種男性社會的價值觀加諸於自

由交際行動的女學生身上時，女學生縱然有才學，卻也同時被汙名化為德

行有虧者。59 又，學堂縱無妓女附讀，若學堂附近有妓院，社會難免擔心

女學生與這些娼妓接觸後而沾染習氣、敗壞家聲；加之學堂教員的行為標

準也不符道德規範，在雙重的擔憂之下，就算女學堂如何要求女學生身家

清白，希望女學生「修身自治」60，但在父母的眼中，女學生的自由行動與

學堂成為自由交際之所、以及學堂周邊環境不靖，仍是家屬煩惱的根源。 

                                                 
57  參見清．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頁 454。 
58  參見蕭國亮：《中國娼妓史》，頁 199-213。 
59  對於中國傳統以男性價值觀施於婦女之身，以為才學有礙婦德，進而要求女性「重
德輕才」的觀點，可參見孫康宜：〈論女子才德觀〉，《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臺

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 137-146。 
60  參見〈女學生歌〉：「第一，修身，立品要端莊，言語，行動，自治須嚴方。」收於
《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頁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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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根絕女學生行為失當的方法，除規範女學生不得與娼妓接觸之外，

社會上還有一種聲音是希望女學堂中的教職員不應有男性。如〈蘇學務處

批女學不能延男教習〉一篇社論提到，由於中西方的習俗不同，中國男女

之別甚嚴，為了防微杜漸、避免男女之間有苟且之事，遂禁止男女結隊上

學。同樣的，學堂之中也不能有男性教習混雜其中，避免有害風俗，甚至

發生超越師生之間的男女關係。61 

在小說中，華琴珊點出了學堂中男學生與男教習有與女學生苟且之

事，而女學生亦有成為娼妓的；陳嘯廬則批判女子入學的身分不明、敗壞

女學，寫作上，亦避免女學生與男性有所接觸，因此文中的女學生所就讀

的大成女學校的教員全都是女性62；蕭然鬱生則批評了教師喝花酒，帶壞學

生風氣的總體學堂弊病。三本小說不約而同地指出了當時學堂的流弊，同

時成為禁止學生進入新式學堂學習新學的藉口，害怕的就是在環境、教

師、學生的道德標準多重期待與失落，會對學生與社會有負面影響。 

 

 

五、結語：中國女學中的傳統與革新交鋒 

 

 

當讀者在閱讀小說時，除了欣賞小說作為文學作品的美感，同時應思

考小說家在創作時，究竟受到了什麼樣的社會風氣影響，才使作品能夠成

為反映社會現實的鏡子。雖然阿英與時萌認為擬舊小說的思想與藝術上無

                                                 
61  參見〈蘇學務處批女學不能延男教習〉，原載於 1906年 4月 3日《順天時報》，收於
《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頁 1109。 

62  清．陳嘯廬：《新鏡花緣》，頁 24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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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讚之處，因此不足觀之63，但是若將這些小說當成一面鏡子，認為是社

會現象的反映──不論是宣揚新觀念，又或是對新社會做出批判與抨擊

──其實仍有可觀之處，藉以觀察晚清時期的社會風貌與思想，仍有其價

值所在，不能小覷。 

前述三部擬《鏡花緣》為題的小說，雖然在流通刊刻上並未風行，但

皆反映清末中國在女權發展下的女學風潮以及女性追求新生活的主體意

識。雖然三部小說以《鏡花緣》為題，亦對中國婦女生活投以關注，但是

在創作精神卻與李汝珍作《鏡花緣》以關懷女性、鼓勵婦女求學的觀點相

扞格。縱使前書與續作之觀點有極大差異，三位作者在安排小說內容時，

除透過傳統保守人物對女學生及學堂大加批判，亦描述女學生想要進入學

堂學習知識的心聲，顯見在追求鑄造國民之母的社會氛圍下，已開啟了女

學生的女性自覺，追求屬於自己的生命64，好讓自己的生命對社會有所貢

獻。 

但是，當女學生追求新生活以使自己成為新女性、國民之母的同時，

卻也遭受到了阻礙。阻礙的原因大抵由於學堂環境與管理不嚴，造成「內

外受敵」的現象。外部之敵，在於學堂之外設有妓院，當女性放足擁有自

由行動的能力等雙重因素下，女學生的確有可能接觸到妓女，沾染習氣，

使名聲受損；而內部之敵，除因妓女進入學堂附讀，還有學堂教員對於己

身的道德規範不良，不只吃花酒、在外與人交際時還會召妓。在內外管理

皆不嚴明的情形下，難免使父母擔心送女兒進入學堂無異於進入娼館，淪

為風塵女子、有辱家風。諸多情狀，皆社會實有，絕非杜撰，是以家長為

了避免門風敗壞，往往不願送女兒進入學校，這一點亦反映在小說中，成

                                                 
63  參見時萌：《晚清小說》，頁 53；阿英：《晚清小說史》，頁 176-177。 
64  林立樹認為「女性自覺」是女性要了解自己的性格並知道自己「想要什麼」，重視自
己的生命尊嚴，有自己的生涯規劃，了解自己該如何活下去，而不是全然憑依著男

性而活。參見林立樹：《女性自覺》（高雄：派色文化，1998年），頁 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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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作者批判女學堂與女學生的題材。 

在三本小說的創作精神的比較上，陳嘯廬乃較客觀陳述當時女學生渴

望求學以及女學堂管理不明的社會問題。雖然求學之始，黃家的兩位女兒

都受到其母舅的反對，但最終仍舊得以上學，並結識許多女學生一同論

學，希冀能夠為中國女界有所革新。這樣的寫法，使魏文哲與李奇林兩位

學者認為陳嘯廬的《新鏡花緣》是「反女權主義」、「觀念矛盾」的失敗之

作。65 但是平心而論，陳嘯廬客觀地展現女學生在追求新生活的渴望及其

遭到反彈的「求新」與「保守」兩種觀點相爭鋒的社會現象，縱然小說中

對全盤西化的女學進行批評，也絕非食古不化、支持禁錮女學生於閨閣之

內，實不應說這是一本觀念矛盾的作品。 

與陳嘯廬相較，蕭然鬱生與華琴珊二人皆不願女學生進入學堂，同時

批判當時中國的維新運動所帶來的種種弊端。蕭然鬱生的《新鏡花緣》

中，女學生受阻是因為母親不許，並未直接說出其背後的深層因素，但是

從文後對於學堂教員吃花酒、教育使學生空口說大話的批判中，可以得知

蕭然鬱生反對的應不只是女學，而是全盤反對維新運動。66 華琴珊則透過

批判女學堂的亂象以及女學生放蕩的行為進行批判，並且禁錮女學生於家

中，不讓她們進入學堂求學。此外，對於婦女生活的觀照更是迷戀小腳、

頌讚女子纏足，因此華琴珊對於清末的女權運動是相當不以為然的。67 是

以此二人的觀念與陳嘯廬相較，更顯保守，完全有違時代潮流。 

然而不管是作者本身的觀念守舊，或是小說中所呈現的女學現象頗受

社會爭論，均可見清末中國在面對西方勢力所帶來的新觀念時，追求改革

                                                 
65  參見李奇林：〈兩部新鏡花緣之優劣比較〉，頁 57。魏文哲：〈新鏡花緣：反女權主義
文本〉，《明清小說研究》2004年第 2期，頁 169。 

66  參見李奇林：〈兩部新鏡花緣之優劣比較〉，頁 54-56；李奇林：〈並非「狗尾」、「蛇
足」──寓言小說新鏡花緣簡論〉，頁 205-214。 

67  參見王瓊玲：〈妄續新篇愧昔賢──續鏡花緣研究〉，頁 16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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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守舊批判兩股勢力的交鋒。產生如此的現象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西方勢

力所帶來的女權思想與傳統「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點產生衝突。儘管在

維新人士的眼中，認為唯有興女學、廢纏足方能鑄造國民之母以救中國；

在傳統家庭的眼中，雖然認同女性求學是光耀門楣、進步文化的象徵，但

卻又同時面臨到觀念上的衝擊，與現實社會中女學堂的種種亂象，讓他們

不得不卻步，以保護女兒與家聲。於是清末社會對於婦女求學成為女學生

的現象呈現兩種觀點：走入學堂學習，於內於外均有裨益，是一文明社會

的象徵；由於擺脫了行動上的桎梏，得以自由交遊，遂被汙名化為娼妓。

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皆投射於女學生的身上，令女學生出外求學一事，

在傳統人士的心中，是既持著支持而又反對的矛盾心理與社會現象。 

因此，當讀者在閱讀這三本擬《鏡花緣》為題的晚清小說時，應以更宏觀

的視野來觀察中國女權發展的正面意義，以及其在發展過程中，所呈現出

來的負面問題，方能了解為何在中國女權與女學的發展中並不順遂，而是

在種種批判聲浪中，尋求出路，以開創有別於過去女子附屬於男性的身分

地位，這才是從小說中看歷史的意義所在。 



    

    

    

    

    

    

    

 
212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26期．2014年 10月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清．李汝珍：《鏡花緣》，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 

清．康有為：《康南海自訂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 

清．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清．蕭然鬱生：《新鏡花緣》，《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卷 53，南昌：百花洲文

藝出版社，1996年。 

清．陳嘯廬：《新鏡花緣》，《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卷 58，南昌：百花洲文藝

出版社，1996年。 

清．華琴珊：《續鏡花緣》，《中國古代珍稀本小說（8）》，瀋陽：春風文藝

出版社，1994年。 

 

（二）近人論著 

 

王瓊玲：《古典小說綜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 

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臺北：傳記文

學出版社，1975年。 

李玉馨：〈反傳統與擁傳統：論鏡花緣中的女權思想〉，《中外文學》第 22

卷第 6 期（1993年 11月），頁 108-120。 

李奇林：〈並非「狗尾」、「蛇足」──寓言小說新鏡花緣簡論〉，《明清小說

研究》1993年第 1 期，頁 201-218。 

李奇林：〈兩部新鏡花緣之優劣比較〉，《江蘇教育學院學報》1995 年第 3

期，頁 54-57。 



    

    

    

    

    

    

    
       

從三本擬《鏡花緣》的小說看晚清女學生的求學情形 � 213  
    

 
 
 

李忠昌：《古代小說續書漫話》，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 

杜學元：《中國女子教育通史》，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 

周樂詩：《清末小說中的女性想像：1902-1911》，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年。 

林立樹：《女性自覺》，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8年。 

阿英：《晚清小說史》，香港：太平書局，1966年。 

胡適：〈鏡花緣的引論〉，《胡適文存》第二集，臺北：遠東出版社，1961

年，頁 400-433。 

孫康宜：《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年。 

時萌：《晚清小說》，臺北：萬卷樓出版社，1989年。 

高玉海：《明清小說續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郭松義：《中國婦女通史：清代卷》，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年。 

陳三井：《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4年。 

陳啟天：《最近三十年中國教育史》，臺北：文星書店，1962年。 

黃錦珠：《晚清小說中的新女性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5年。 

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臺北：五南出版社，2009年。 

蕭國亮：《中國娼妓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 

魏文哲：〈新鏡花緣：反女權主義文本〉，《明清小說研究》2004年第 2 期，

頁 162-169。 

羅蘇文：《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214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26期．2014年 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