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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向有「治家學」的傳統，各式各樣的家訓及女誡均

傳遞家庭道德與治家知識。然而正如家庭制度的論述在近代

出現極大的變化，20 世紀以來的治家學也有新的內容。任教

於維吉尼亞理工大學(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的舒海瀾(Helen Schneider)教授在《治國之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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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與近代中國的形塑》的新作中，不但討論近代治家學的內

容，更把治家學的發展與國家建設聯繫在一起。過去關於近

代（特別是五四以後）家庭問題的研究，多半把焦點放在家

庭組織的存廢及家庭成員權力關係的重組等制度面上，諸如

大家庭與小家庭之間的論辯、女性及兒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等，較少注意到「如何建立現代家庭」這類實際操作的問題。

舒海瀾認為，近代治家學出現「國家化」與「職業化」兩個

新趨向，這使得治家的主角－婦女－也有不同的角色認同。

晚清以來，中國知識份子不斷鼓吹婦女必須認清自己對國家

的責任與義務，不過許多議論僅止於概念性、甚或流於空泛

口號的言辭；本書關於治家學的討論，正可視為婦女參與近

代國家塑造的具體事例。 
本書除了前言與結論外，共分為七章，前兩章綜述近代

中國家政學的知識基礎，以及它與整體女子教育的關係。第

三章起進入本書核心，作者花了三章的篇幅，描寫家政學在

教育體制內的發展經過，包括教育目標、課程設計、實習訓

練等。作者強調家政學的建立，不但是知識份子的「教化使

命」，也是國家機器的動員途徑。然而這種帶有濃厚「資產

階級」色彩、又深受「帝國主義」影響的家政學，無論從階

級意識或政治路線的角度來看，均難以見容於中共政權，最

後兩章即討論家政學在共產社會下的命運，以及家政學專家在

毛澤東時代的出路。有趣的是，1980 年代改革開放之後，家

政學又重回校園，甚至出現「家政商品化」的現象。藉著家政

的概念與實踐，作者展現教育制度及國家政治的性別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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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為了家更為了國 

作者從「幸福家庭」的意識形態著手，說明發展家政學

的社會條件。根據當時大量出版的報刊及生活手冊可以發

現，「建立幸福家庭」是相關論述的共通點，而在這項工程

中，婦女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尤其是「主婦」。即便到了 20
世紀，知識份子討論家庭的重要性時，仍然引用《大學》的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傳統經典名言；然而這並不

代表「主婦」等同於「傳統婦女」。作者從各類報刊及家庭

手冊歸納出現代主婦的角色，至少有四方面的任務。第一是

操持家務，如育兒、清潔、烹飪等。表面上看，這與傳統婦

女的家務勞動似乎沒有什麼不同，但主婦被要求以「現代」

的心態與方法料理家務。例如清潔一項，不只要求主婦把居

家打掃乾淨，更重要的標準是「衛生」－維持身體、精神

與環境的潔淨及健康，清除包括看得見的灰塵穢物和看不見

的細菌污染。而烹飪也不只是把生的食物煮熟，要求注意營

養成分，甚至包括卡路里的計算。在育兒方面，更要求主婦

以科學方法照顧自己及孩童－從懷孕之前，她就要在生理

及心理上預備自己成為母親，生育之後又要在物質及精神上

養育兒童；透過科學的家庭教育，培養正確的公民。第二是

理性消費。和傳統的家訓、女誡一樣，民國時期的報刊要求

婦女必須簡樸儉約，撙節用度以避免浪費，特別勸誡婦女愛

用國貨，以杜絕漏巵。弔詭的是，儘管論者反對婦女在衣著、

化妝品方面的「流行消費」，卻鼓勵婦女購買進口肥皂之類

的時新產品，以維持個人衛生。作者並未直接闡釋這種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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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的不一致，但這其實是價值觀的問題：化妝品是增進婦

女個人美觀的產品，而肥皂卻能帶來家庭及國家的衛生－

顯然後者才是「正確消費」的場域。 
現代主婦的第三項任務是情緒管理，不但要正確地認識

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也要進一步規範丈夫與兒女的情緒。

受到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論者已不再使用「三從四德」作為

主婦行為的標準，反而強調男女平等－這並不是說男女有

相同的角色和任務，而是他們同樣需要對家庭盡義務。正因

為幸福家庭有賴於家人關係的和諧，主婦的責任是創造一個

安全的空間，讓丈夫及兒女的情緒得到正確的表達與抒解，

家也就成為寄託情感的場域。為了提高家的舒適度，現代主

婦的另一項任務是佈置家庭。1920 及 1930 年代，中國城市

出現「室內設計」的風潮，許多家庭雜誌闢有專欄，指導讀

者美化居家環境。這些雜誌的主編及作者認為，家庭裝飾的

重點不在於使用昂貴的高級傢俱，而在於品味的陳設佈置，

所展現的是主婦的創意、審美觀及組織能力，目的是把家營

造成一個舒適、愉悅的場所。由於這種高度的展示性，使得

家不只是共享天倫的私密空間，而是接待賓客、聯絡交誼的

社會空間。 
從上述的現代主婦角色可以看出，傳統婦女與現代主婦

的區別並不在於所從事的家務內容，而在於工作態度與方法

－科學、效率、合理、秩序、衛生是論者最常用來描述主

婦的形容詞。更重要的是，主婦與國家的關係緊密相連，有

了對的主婦正確地治家，才有對的公民正確地治國。要把主

婦納入國家建設的工程，顯然學校教育是「製造主婦」最有

系統且標準化的方式，而這正是國家努力發展家政學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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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因此作者在第一章探討主婦角色之後，隨即在第二章

討論女子教育的論辯：究竟什麼樣的女子教育才能達成「建

設幸福家庭以謀國家福利」的目標？而其中最核心的議題

是，男女學生應該基於「平等」原則接受相同的教育？還是

承認男女特質的差異而施予不同的教育？作者認為，民國時

期的教育理論家普遍接受「因材施教」的理念，主張男女特

質不同，應根據其能力施予不同的教育。由於婦女具有「慈

母之愛」的「本能」，被賦予照管家庭的「天職」，是最適

合接受家政教育的對象；這使得家政教育成為「女性學科」，

也因此最早設立家政科目（系）的學校為女子師範或女子大

學。不過仍有論者對於男女差別教育感到不安，江學珠及劉

蘅靜就認為這會限制婦女的職業選擇，持續使女性處於從屬

地位。即便如此，這些女教育家仍然承認女性負有大部分的

家事責任，也不否認賢妻良母的必要性；劉王立明更主張家

事技能是婦女尋求「獨立」的工具。這也進一步複雜化日後

家政學的性質及發展目標。 
作者從大量重複性的文本中整理出社會所期待的現代主

婦特質，尤其是如何從這些看似常識性的言論梳理出時代意

義，是值得肯定的努力。不過由於作者過於依賴所謂「幸福

家庭論者」(happy family ideologist)的話語，使得論述極為一

致，均以國家社會的長治久安為幸福家庭的前提或終極目

標。然而當時的知識份子是否認為幸福家庭只能為了強國強

種而存在，這個問題值得重新思考。最近游鑑明所出版的《運

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一書，對

女子體育提出較為細緻而複雜的看法，她認為在晚清民國的

國家民族危機之下，女子體育的目標固然是為強國保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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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妨礙個人對強身健美的追求；國家與個人的目標時而

一致，時而扞格，呈現出複雜的歷史圖像。這是研究近代國

家與社會論述時，不應被忽視的面向。 

從治家術到家政學 

儘管家政教育的設計貌似複製「男主外、女主內」的性

別場域及性別分工，它卻有相當程度的「現代意義」。作者

首先指出近代中國的家政學具有多重的「國際化」色彩，除

了一般所熟知的日本及美國模式之外，英國、歐陸、甚至菲

律賓的家政觀念也被引介到中國，不過作者花較多篇幅討論

日本及美國的影響。關於日本家政觀的討論，作者主要分析

幾篇雜誌文章，說明日本基於國家需要而重視家政教育。不

過事實上，日本家政教育對中國的影響遠超過學理的譯介。

夏曉虹所研究的晚清女學校就有不少日本教員，搬演全套的

日本女子教育制度；晚清民初留學日本的女學生，亦以學習

家政為多。因此可以說，中國最早的家政教育採取的是「日

本模式」，可惜本書並未討論其中的內容。 
美國方面，除了知識份子援引其家政理念之外，作者花

費很大的力氣討論美國對中國家政教育體制所扮演的角色，

這可以說是本書最具特色的部分。作者參考幾所招收中國留

學生較多的大學（如奧勒岡州立大學、芝加哥大學）及美國傳

教士在華設立的女子大學（如燕京大學、金陵女子大學、華南

女子大學）的檔案，較清楚地勾勒出中國家政學的系譜。這些

教會學校安排美國的家政學專家，來華協助設立家政系，培養

專門人才。如燕京大學的美籍家政學教授 Ava Milam，推動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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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協會(American Home Economics Association)設置獎學

金，幫助其它國家發展家政教育。1924 到 1949 年間，有 120
名中國女學生得此資助留學美國，學習家政；這些女留學生

成為民國時期家政教育的骨幹。像華西協和大學生物系畢業

的彭榮華，先在多倫多大學修習家政學碩士，又在美國愛荷

華州立大學取得食品營養學博士學位，返國後回到母校成立

家政系。 
此外，作者也介紹家政系的實習課程，特別是抗戰期間

在農村設置的「家庭教育實驗區」。這不但令女大學生有機

會把所學的家事技能應用在實際生活中，她們也藉機教育鄉

民日本侵略中國的惡行。例如 1939 年金陵女大的社會教育工

作包括識字訓練、公民教育、健康教育、生產教育、及抗戰

教育等項目。由於抗日動員也是課程的一部分，受到教育部

的歡迎與鼓勵，甚至提供經費給金陵女大繼續這項工作－

顯然教育官員相信，家政教育的實施可以從內部提升國家力

量，繼而成功地對抗敵人（包括日本與共產黨）。不過除了

這些既定的訓練目標之外，對這些女學生而言，這項鄉村教

育工作還產生意外的結果：由於參與實習的學生都必須撰寫

調查報告，這使某些學生得以利用這些一手資料進行更高深

的研究，金陵女大社會系的熊亞拿在戰時參與鄉村服務站的

工作長達四年，這個經驗使她得以進入康乃爾大學進修家政

學。 
透過大學家政系及家庭教育實驗區的設置，作者觀察到

一個有趣的歷史轉變。從晚清到民國以來，鼓吹家政的知識

份子乃希望可以訓練出能夠有效照顧家庭的主婦，不論是科

學、效率或理性，都是用來應付家庭生活需要的質素。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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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家政系乃為培養家政師資而設置，換言之，家政學

不再只是主婦的治家技能，而是專門職業的知識內容，家政

系也不是培養家庭主婦的地方，而是造就職業婦女的場域。 
不過這裡可能需要把中學的家政教育和大學的家政專業

訓練區別出來。在當時，不論是一般知識份子或是國民政府

官員，大概很少人會把「訓練專業人才」當成家政教育的目

標；畢竟能夠進入大學受高等家政教育的女子乃屬鳳毛麟

角，中學裡做為公民訓練一環的普通家政才是推行重點。即

便是受過大學家政系訓練的畢業生，能夠進入職場服務者恐

怕也是少數。其實作者掌握了不少大學家政系的資料，如果

能夠以某些資料較豐富的學校為例，統計出歷年家政系學生

人數，及其畢業後出路，應該能更具體地描繪出近代中國高

等家政教育的整體面貌。同時，如果要理解家政教育推行成

效，除了官方檔案及校刊外，也應該參考學生對於家政課的

看法及上課情形。如果對照當代臺灣的現象，在升學主義下，

中學的家政課往往是數學、英文老師「借課」的對象，因此

中學家政課形同虛設，徒具「整全教育」的象徵意義。這些

現象是官方檔案所看不到的。本書對於家政教育的描繪，大

部分還停留在理念層面，若能補充老師及學生的聲音，應有

助於我們更深入了解家政教育的運作。 
此外，本書所論述的美國影響，主要來自教會大學及家

政專家，似乎是民間層次；但事實上，這些背後不乏美國政

府的勢力。像美國透過農復會宣傳美國家庭觀念，以深化其

文化影響。可以說，家政教育不僅是中國知識份子建構新國

家的意識形態，也是美國擴大影響力的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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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權下的家政學 

抗戰結束後，隨著復員，各校回到原來校區，也恢復正

常的家政訓練；不過國共內戰的激化，以及戰爭情勢的逆轉，

在中共的教育改革下，家政系也受到相當的衝擊。第六章討

論 1940 年代後期至 1950 年代初期，家政教育如何從現代國

家建設的一環，變成必須剷除的「封建遺毒」。作者指出，

這個轉變首先是政治路線的反映：整個社會教育的計劃，尤

其是社會家庭實驗區，相當程度上是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因

此中共上臺後首要任務是剷除這些「反動」文宣，以鞏固新

政權的合法性。其次，家政學背後所蘊涵的是中產階級的價

值觀，訓練婦女成為經營家庭的主婦，這與共產黨以勞動工

人為婦女模範的「無產階級」意識形態背道而馳。再次，由

於家政教育深受美國影響，這也被認為是「帝國主義」的文

化侵略，不但接管改造所有教會大學，也關閉其它院校的家

政系。然而原有的家政人才並沒有因此消失於職場，而是轉

往其它職涯，其中以教師（如化學系、心理系、教育系等）、

兒童福利行政單位、營養師三項職業最多。 
正如同許多在毛澤東時代被廢止、改革開放後又恢復的

制度，1980 年代以後，家政學重返校園，成為社會系「婚姻

與家庭」的課程內容之一，而這也和民國時期一樣，是知識

份子為了回應當前的婚姻與家庭問題所提出的對策；1990 年

代中期，大學恢復家政系的設立，主要歸功於過去這批受過

家政專業訓練、深信家政教育對國家社會極為重要的知識女

性。除了知識份子的積極鼓吹，國家人口政策對於家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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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復興，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胎化政策下，使父母更

亟於獲取正確的育兒知識，市面上家政相關書籍雜誌的出版

如雨後春筍般蓬勃，進而導致家政教育的「大眾化」。另一

個有趣的現象則是林立於城市街頭的「家政服務中心」，提

供介紹保姆、病房護理、照顧老人、接送小孩、家電維修、

房屋租賃、空調移機、複印證件等各項付費服務，儼然將家

政「商品化」，以解決城市家庭的需求。由於提供家政服務

者多半是外來的勞動婦女（即農民工），她們離鄉背井到城

市打工，滿足中產階級對「幸福家庭」的要求，卻疏於照顧

自己的家庭；商品化的運作下，這個「幸福家庭帶來富強國

家」的家政想像，反而加深階級界線，擴大階級差異。 
中共政權下家政教育的變化軌跡的確是個有趣的故事，

特別是「家政商品化」的現象，可以視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社

會的縮影；可惜作者只將這個片段作為近代家政教育的後

跋，輕輕帶過。事實上，這幫助我們重新反省早期家政教育

提倡者的階級意識，以及他們對現代國家的想像。相較家政

教育在中國大陸所呈現的歷史斷裂，撤臺後國民政府所實施

的家政教育卻是歷史的延續：不論政權或家庭意識形態，都

是民國時期的遺緒。因此「後民國時期」的家政教育發展，

也應該包括臺灣的故事。 
整體而言，本書藉著家政教育的個案，勾勒出近代中國

的性別圖像。從婦女史而言，它討論「主婦」這個新的女性

範疇。從教育史而言，由於家政教育以女性為對象，因此被

視為女子教育的一環；而家政系的設立，更為我們提供性別

化的知識建構及學科建立的具體案例。同時，本書追溯家政

教育的長時段發展，特別針對戰時家庭教育實驗區討論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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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實際運作，也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戰爭作為歷史分期

的適切性：對家政教育發展而言，中共政權初期的教育改革

比迫使許多學校大遷徙的八年抗戰更具破壞性。從這些面向

來看，本書的確為民國時期的中國婦女史開啟更多研究的可

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