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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晚清女報人的際遇

陳擷芬其人其事
**

摘　要

晚清女權初興，除了仰賴有志之男知識人大聲疾呼，也依仗少數先覺女知識人

身體力行。辦報與辦學，是當時推動女權的兩大途徑。陳擷芬（1883-1923），
為《蘇報》發行人陳範之長女，十六歲便在父親的支持下主編《女報》，可謂
從事報業年齡最小的女報人。《女報》因隨《蘇報》附送，故而有「女蘇報」之稱。
1903年，《女報》改名《女學報》。同年六月，「蘇報案」發生，《蘇報》館被清
廷查封，陳擷芬隨同父親避難日本，仍續出《女學報》第四期。陳擷芬在日期間，
結識秋瑾，重組「共愛會」，在女留學生群體中活動相當積極。她在報刊上發表
的言論，也深具獨立意識，是一位自主性頗高的女知識人。婚後，夫家雖然富
裕，她依舊簡樸自奉，且以獨立自許，為人準則始終如一。惜夫家以子嗣之故，
為其夫納妾，陳擷芬中年即抑鬱而終。這位先覺女報人曾站在婦女的立場發聲，
同時劍及履及，致力於獨立自主，但終因環境逼壓，齎志而歿。本文試圖勾稽
陳擷芬其人其事，探索她一生的志業，並透過她的際遇，兼論家族觀念與婦女
權益之間的可能衝突。

關鍵詞：陳擷芬、《（續出）女報》、《女學報》、女性主體、家族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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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晚清女權初興，除了仰賴有志之男知識人大聲疾呼，也依仗少數先覺

女知識人身體力行。然而女知識人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往往沒有男知識人

那麼豐富。是故有志之女知識人從事運動的過程，除了必須擁有堅定的意

志與行動，有時候也仰賴男知識人，特別是父、兄、親友等人的支援與協

助。陳擷芬（1883-1923），為《蘇報》發行人陳範（1860-1913）之長女，

十六歲便在父親的支持下主編《女報》，可謂當時從事報業年齡最小的女

報人。《女報》因隨《蘇報》附送，故而有「女蘇報」之稱。陳擷芬除了

擁有先知先覺的體認，致力於提倡女權，為婦女發聲，《女報》之發行，

也得力於父親的支持。但婚後的陳擷芬，似乎因為子嗣問題，不但無法獲

得夫家的一貫支持，夫家逕自為其夫納妾一事，更嚴重打擊陳擷芬的精神

與健康，導致她中年即齎志而歿。本文試圖勾稽陳擷芬其人其事，探索她

一生的志業與言論主張，並透過她的際遇，兼論家族觀念與婦女權益之間

的可能衝突。

現存的陳擷芬相關資料其實頗為有限，目前可以掌握的，為《女報》、

《女學報》以及其他散見於報刊的零星詩文，至於她的生平，比較完整的

概況，僅有張默君哀悼文一篇，其餘則散見於時人的回憶記述，以及後人

纂輯的地方史志。資料雖然有限，卻也足以窺見這位女報先驅的一生梗概

及其經歷軌跡。透過她的際遇，應當可以提供有關女知識人的自我選擇、

社會期待以及婦女權益的多方面省思。

二、早慧的女報人

陳擷芬，祖籍湖南衡山，隨父逃亡日本以後，曾以「楚南女子」為

筆名，
1 即取自祖籍所在地，現代湖南地方史志把她列入湖南名人，

2
也是

1  楚南女子，〈中國女子之前途〉、〈羣〉、〈做學生的快樂〉，《女學報》4(1903.4): 1-12。

2  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南省志．第三十卷．人物志》上冊（長沙：湖南出 

     版社，1992），頁 795-796。湖南名人志編輯委員會編，《湖南名人志》第 1 卷（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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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其祖籍之故。其實從她的曾曾祖父開始，他們一家便移住江蘇常州，
3  

所以現今江蘇地方史志也載錄陳擷芬傳記，
4

視之為常州人。據載，她幼

年主要承襲家學。
5

所謂家學，主要應是來自父親的教導。陳範曾有長歌

一首，提及擷芬幼年喪母：「吾女幼愚直，母棄此兒早。依父如依母，不

復習窈窕。」
6

可見擷芬幼年喪母後，便跟隨在父親身邊。因主要跟父親

學習，所以傳統女子閨中的教育內容或習氣，她大概沒怎麼學到，也較不

受沾染，詩句才會説她「不復習窈窕」。據此，「家學」之説，應屬可信。

擷芬的母親是陳範元配袁幼菡，因早逝，陳範續娶繼配莊芙笙。
7

擷

芬家學所習，很可能詩詞書畫兼具。陳範的母親趙氏，當也是一位詩文書

畫兼善的傳統才女。陳範〈先淑人遺墨謹識〉提及：「先淑人所遺詩稿，

不幸散失」、「數年來到處蒐取書畫，冀存先澤，而渺不可得。親䣊間有

藏者，亦不肯相畀」、「今歲罷官，閑居謹加檢擇，僅得道光己酉年所臨

鍾太傅帖二十九紙」、「亟加裝裱，並誌數語。」
8
陳範之母能詩能書能畫，

詩稿遺失後，陳範想要蒐集母親的書畫，卻因親黨珍藏而不得索取，家中

只找到母親早年所臨之帖。根據此文，陳母的書畫才藝，至少在親黨間頗

受重視。陳範很可能因母親教養，也兼善書畫。現存《陳蛻盫詩集》內，

     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頁 721。　

3 〈歷史的全力 — 辛亥革命中的常州人〉「陳範」條，常州文物信息網，網址：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304214402/http://www.czwenwu.cn/ztyjshow.asp?id=1600  
   （2019.2.22 上網檢索）

4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江蘇省志．人物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頁

　  618-619。

5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江蘇省志．人物志》，頁 618。

6　據陳漢俠回憶，她與陳擷芬結識於中西女塾，這首長歌是陳範寫來勗勉二人的，由陳

      漢俠珍藏。詩後陳範曾自註：「賦長句以贈漢俠，並勗吉芬」。《陳蛻盫詩集》載錄〈贈　   

     陳漢俠女士〉一詩，詩歌內容與詩前小序一如陳漢俠之憶述。陳漢俠，〈蛻盫遺事之 

     一〉，陳範，《陳蛻盫文集》（柳亞子等集資印行本，1914），附錄頁 22。陳範，〈贈陳 

      漢俠女士〉，《陳蛻盫詩集》（柳亞子等集資印行本，1914），卷七〈蛻僧餘稿〉，頁 1。

7　柳亞子，〈陳蛻盫先生傳〉，陳範，《陳蛻盫文集》，附錄頁 3。

8　陳範，〈先淑人遺墨謹識〉，《陳蛻盫文集》，序跋類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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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有多幅陳範手繪梅、蘭等畫作，還有自題詩。
9

據此推想，陳範受母親

薰陶，擷芬再受父親薰陶，陳氏家學的傳承，其來有自。

陳擷芬的書畫才藝，在上海時期很可能小有名氣，父執輩間亦頗有稱

道者。《蘇報》曾刊登廣告〈擷芬女史鬻書潤例〉，
10

可見她曾經透過書藝

收取報酬。這項收入，或許也是支持她辦報的經濟來源之一。現存《（續

出）女報》前三期均載有陳擷芬以個人名義所捐之款，
11

辦報一事雖不能排

除父親陳範的支助，但陳擷芬將所得潤資用於自己熱心經辦的事業，也屬

合情合理。《蘇報》又曾刊登〈擷芬女史隸書減潤〉一則，提到：「擷芬女

史隸書久已馳名海上，今復酌減潤資，諸君子幸勿交臂失之也。」
12 廣告

中詳列屏風、楹聯、中堂、扇子等各種物件的尺寸及其價目。
13

文中所謂

「馳名海上」云云，因屬廣告詞語，或不無誇大之嫌，但顯然也非空穴來

風。無論如何，陳擷芬曾經利用所擅長的書藝（尤其是隸書）收取潤資，

則屬事實。

擷芬書畫受到父親友人的關注，可見於蔡元培（1868-1940）之書信。

蔡氏 1902 年冬〈致陶濬宣函〉云：「陳夢坡先生，亦教育會會員」、「其

愛女擷芬女士，工繪事及文詞，即《女報》主筆」。
14

蔡元培特別提及陳

擷芬擅長繪畫、文詞，可見表現不俗。《春江花月報》也曾刊出啟事一則，

向陳範傳遞信息，提及「惟聞擷芬公子畫件已成，可否年內賜擲？」
15

文

9　  陳範，《陳蛻盫詩集》前附。

10   轉引自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南省志．第三十卷．人物志》上冊，頁

         795-796。

11    〈第一期捐款〉、〈第二期捐款〉、〈第三期捐款〉，《（續出）女報》1-3(1903.5-1903.7): 
       1。本文所用《（續出）女報》文本，承錢南秀教授與賀麥曉（Michel Hockx）教授 

         提供，謹此誌謝。

12    〈擷芬女史隸書減潤〉，《蘇報》1900.6.26，報首。此文承夏曉虹教授提供，謹此致謝。

13　 同上註。

14 　蔡元培，〈致陶濬宣函〉（1902 年冬），收入高平叔、王世儒編注，《蔡元培書信集》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頁 42。

15　〈酬應告白〉「夢坡先生鑒」條，《春江花月報》1902.1.27，3 版。此文承夏曉虹教  

         授提供，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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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署名「寄漁王泮芹」，王泮芹為當時畫家，
16

可見陳擷芬擅長書畫，除

了藉以收取潤資，也能成為父執輩往來的贈禮，可惜今天沒有發現她流傳

下來的書畫作品。

除了詩文書畫涵養，擷芬的人格與思想也很可能深受家風薰陶。陳家

一門，正直、開明之士頗多。陳範的長兄陳鼎，為光緒六年進士，任翰林

院編修。人品清正，寧可甘於清貧的京官生活，也不願意隨波逐流。戊戌

維新期間，他進呈《校邠廬抗議別論》，力主變法，部分主張甚至比當時

維新派走得更遠。
17

陳範也支持變法改革，於是而有舉家遷往上海，接辦

《蘇報》之舉。
18

父親與伯父的思想、為人，對陳擷芬而言，可謂身教與

言教兼具。如此家風與家學，為她的品格與思想傾向，奠立了良好基礎。

事實上，陳範對這個女兒的表現也相當讚許，〈贈陳漢俠女士〉一詩曾有

句云：「老夫雙掌珠，幼者甫離抱。長者及笄年，是我擎中寶。兩男性頑

鈍，惟此女表表。期為第一流，幸得倚光炤。」
19

可見陳範不但疼愛擷芬，

對她也感到滿意，並且期許她成為第一流人物。擷芬的表現，既是個人努

力，也是父親期許、支持有以助成。

據説陳擷芬十歲便能作詩，隨父親遷居上海以後，又投入潘蘭史門下

學習詩詞。
20

潘蘭史（1857-1934），名飛聲，為清末民初詩詞、書畫名家。
21

曾有詩二首贈陳擷芬，題為〈陳擷芬女士來見率贈二首〉，其一有句云：「孤

弱蹈東海，莊嚴救眾生。刦超文字獄，舌燦佛佗城。千里趨庭感，相逢眼

倍明。」
22

詩中「文字獄」指的就是「蘇報案」，由詩意可知，擷芬流亡

16    王泮芹，生平不詳，曾為烏目山僧《庚子紀念圖題詞》題詩。沈潛，《中興棲霞之祖：

        宗仰上人行誼》（高雄：佛光文化事業公司，2011），頁 68。

17　孔祥吉，〈晚清知識分子的悲劇――從陳鼎和他的《校邠廬抗議別論》談起〉，《歷史 

        研究》1996.6: 66-76。

18　蘭皋（汪文溥），〈蛻盫事略〉， 陳範，《陳蛻盫文集》，附錄頁 5。

19　陳範，〈贈陳漢俠女士〉，《陳蛻盫詩集》，卷七〈蛻僧餘稿〉，頁 1。

20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江蘇省志．人物志》，頁 618。

21　林傳濱，〈潘飛聲年譜〉，《詞學》第 30 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

        394-458。

22　番禺潘飛聲蘭史，〈陳擷芬女士來見率贈二首〉，《著作林》17(1908.6): 54。



漢學研究第 39 卷第 1 期212

日本以後曾返國探視潘蘭史。「千里趨庭」即指擷芬跨洋遠道而來。師徒

之情如此，可見鄭重。潘蘭史詩中形容陳擷芬的行動是拯救眾生之舉，指

的應就是她為女學與女權奔走的表現。

陳擷芬詩詞傳世者不多，今可見《清議報》第九十冊載有署名「擷芬

女郎」詩共三首， 即〈戊戌政變感賦〉、〈題桃谿雪傳奇〉、〈讀史二律〉，
23 

其中〈戊戌政變感賦〉云：

維新百日詔通行，朝野驩呼慶再生。電閃雷奔宮闕變，雲翻雨覆棟樑

傾。瀛台秋月孤桐冷，長樂春風蔓艸縈。天下臣民四萬萬，鳴冤剖腹

竟無名。 24

詩中明白表示對維新政策的支持，也為政變後光緒帝遭軟禁的下場深抱不

平。戊戌政變（1898）發生時，陳擷芬才十五歲，此詩發表這一年（1901）

她十八歲，以青少女郎而對政治抱有深切的關心，且勇於表達自己的看

法，雖可能受父親影響所致，但也不能忽略她早熟早慧的個人因素。這是

現存陳擷芬最早的文學作品。

後人追述陳擷芬的事蹟，常提及她十六歲便在父親協助下創辦並主編

《女報》，
25

但現存可見的《女報》是 1902 年出版，當時陳擷芬已經十九歲，

而《女報》刊名之前還有「續出」二字，也不太尋常。有關《女報》起始

年及其變革，夏曉虹曾過精詳的考察，根據夏文，可以知道，陳擷芬原於

1899 年冬天創辦《女報》，初為半月刊，隨《蘇報》附送，只出版四期便

因經費困難而停刊。
26

這一年，她只有 16 歲，後人對她辦報事蹟的傳述，

23　擷芬女郎，〈戊戌政變感賦〉、〈題桃谿雪傳奇〉、〈讀史二律〉，《清議報》90(1901.9.3): 1，
       「詩文辭隨錄」。  
24　同上註。

25　須説明的是，此處「十六歲」的説法，應該是實歲，而非中國傳統的虛歲算法。本

文所稱歲數，亦一律採用實歲算法。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江蘇省志．人

物志》，頁 618。朱小平，《現代湖南女性文學史》（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頁 33。

26　夏曉虹，〈晚清兩份《女學報》的前世今生〉，《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頁 23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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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緣起於此。

從〈戊戌政變感賦〉一詩的內容可以知道，陳擷芬對變法維新極為

支持。事實上，也正是在維新改革的呼聲中，廢纏足、興女學成為救國強

種的途徑之一，並由此掀開婦女運動的歷史新頁。
27

陳擷芬創辦《女報》

的動機，根據夏曉虹考察，應當是為了「感發天下女子向學之心」及「勸

導女學」之故。
28

由於報刊佚失，目前無法進一步知悉其言論主張，但可

以知道的是：戊戌維新期間，國人自辦第一份婦女報刊《女學報》（1898）

出版，後維新政策遭挫，《女學報》亦風流雲散，
29

陳擷芬以個人之力創

辦《女報》，維持女學呼聲於不墜，也延續國人自辦婦女報刊的存在。其

響應維新，為婦女運動盡心力的態度當不難窺見。

《（續出）女報》於 1902 年 5 月出版，
30

且由半月刊改為月刊，由於

是同一位主編創辦，且都隨《蘇報》附送，主事者陳擷芬在這份續出的報

刊內仍自稱「女報」。
31

現存《（續出）女報》第 1 期，封面上除了有「續

出女報」四個大字以外，於四字下方另有一面方形旗幟，旗幟上以較小字

體書寫「女報第一期」字樣（圖一），可見創編者也將前後兩份刊物視為

27　鮑家麟等著，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 

頁 53-128。     
28　夏曉虹，〈晚清兩份《女學報》的前世今生〉，《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頁

239。

29　夏曉虹指出，由上海女學會創辦的《女學報》旬刊，在變法失敗以後，改為由林樂

知之女林瑪萊（Mary Louise Allen）主持，並於 1899 年 2 月起改為月刊，且由蘇報

館隨報附送，不再單獨販售，《女學報》最後與蘇報館建立起密切的合作關係即在此

時。陳擷芬於 1899 年冬創辦《女報》，很可能也是有意接續停刊的《女學報》。夏曉

虹，〈晚清兩份《女學報》的前世今生〉，頁 234-244。

30　現存《（續出）女報》未標出版年月，但第八期「女報演説」欄〈本報初次改良〉

一文云：「本報從本年四月初一日出起，每月一期，到十月初一日止，已經出了

七期。」農曆四月初一，即陽曆五月八日。〈本報初次改良〉，《（續出）女報》

8(1902.12): 1，「女報演説」。

31　例如報上的欄目名稱為「女報論説」、「女報演説」等，又於〈白話演説的緣故〉一

文開頭即説：「我做這個《女報》，已經有了論説一門」云云。見《（續出）女報》

1(1902.5): 1，「女報演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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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種。1899 年出版的《女報》半月刊雖已亡佚，1902 年出版的《（續出）

女報》月刊現存九期，則是完整的出版期數。
32

《（續出）女報》一開始

採贈閱方式，隨《蘇報》附送，「女蘇報」的名稱即由此而來。
33

報刊出

版以後，大受歡迎，自第三期開始，《（續出）女報》自訂售價，除了繼

續贈送《蘇報》長期訂閱讀者以外，其他讀者可以另外專購。
34

至第七期

發行的時候，《（續出）女報》決定停止送閱，
35

這時專購《（續出）女報》

的讀者數量，已經達到千人以上，
36

由此也奠定了女報館獨立的基礎。
37  

1903 年 3 月，《（續出）女報》改名《女學報》，且脫離《蘇報》獨立，自

設報館 。《女學報》現存 4 期，仍維持月刊形式，
38

與《（續出）女報》相

比，除了每期增設圖畫欄，篇幅也增多約一倍。從《女報》到《（續出）女

報》，再到《女學報》，陳擷芬始終以一人之力，獨任報務。她所主編的

這份報刊，應該是現知中國第一份由個人主辦的婦女報刊。
39 

《（續出）女報》上的文章大多未署撰者姓名，但根據文意、語氣，

可以推測，未署名者概出於陳擷芬手筆。她曾在第一期表明：

我雖多賠幾個紙錢、墨錢、筆錢，多花些精神心血，我都是願意的。

32  〈女報畧章〉曾説明出刊日為「中歷月朔」，即農曆每月初一日。自農曆四月一日出

版第一期，至該年年底十二月，恰出版九期。第二年，農曆新年過後，《（續出）女

報》便改名《女學報》，於農曆二月出版。據此可以知道《（續出）女報》的出版時間，

為西元 1902 年 5 月至 1903 年 1 月。〈女報畧章〉，《（續出）女報》9(1903.1): 封底。 
33　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頁 69-70。

34   〈本館參訂章程〉，《（續出）女報》3(1902.7): 封 2。夏曉虹，〈晚清兩份《女學報》

的前世今生〉，《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頁 242。

35   〈女報簡章〉，《（續出）女報》7(1902.11): 封 2。

36   〈本報初次改良〉，《（續出）女報》8(1902.12): 1，「女報演説」。

37　夏曉虹，〈晚清兩份《女學報》的前世今生〉，《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頁 242。

38   《女學報》前兩期均準時出刊，即出版於 1903 年 3 月與 4 月，第三期雖有延誤，仍

於當年 6 月出版。第四期則是「蘇報案」以後逃亡日本，於當年 10 月在日本出刊。

夏曉虹，〈晚清兩份《女學報》的前世今生〉，頁 245。

39　夏曉虹認為《女學報》完全脫離《蘇報》而獨立，由此「揭開了晚清女報史上女性

以一人之力主持報刊的新篇章」，其意義自是非凡。夏曉虹，〈晚清兩份《女學報》

的前世今生〉，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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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個報內，還要出一種圖畫，把那古往今來，中國、外國，好女人

的事跡，畫將出來，還把那天球的樣子、地球的樣子，怎麼分晝夜，

怎麼分冬夏，還有個外國女學堂款式，女學生在裡邊讀書的景像，40

一一畫出。41 

由於這時《（續出）女報》乃隨《蘇報》附送，不另外收費，所以辦報所

需的「紙錢、墨錢、筆錢」，加上撰寫文章必須花費的時間精力，都沒有

報酬，陳擷芬所言，實可謂表明心跡。又由於繪畫也是陳擷芬所擅長，不

須外假他人之手，因此她還期許未來報刊可以加入圖畫。圖畫一事，最終

雖未施行，但《（續出）女報 》封面上題有隸書體「飛行」二字，又畫了

飛行船圖，很可能均由陳擷芬親手書寫、繪製。

有關《（續出）女報》的內容及稿件來源，第八期還有一些説明：

「慙愧的是報裡邊要添的門類狠多，為是經費不足，又沒有幫我辦筆墨的

人，我自己每天又要到中西女塾裡讀書，每月只有五六日工夫，所以來不

及。」
42  這裡再次強調沒有其他人協助編寫事宜，可見這份報刊確實由

陳擷芬個人主辦。此外，報上另有他人稿件，均署明作者、譯者、演講者

等，也可間接證明未署名者乃出自主筆陳擷芬之手。

1899 年陳擷芬創辦《女報》之時，只有十六歲，當時她是否為學生，

目前尚無資料可考。可以確定的是，1902 年《（續出）女報》出刊時，她

是上海中西女塾的在學學生。前引文曾提及：「我自己每天又要到中西女

塾裡讀書，每月只有五、六日工夫」
43

説明了自己的學生身分。1903 年《女

學報》第一期陳擷芬又自述：「去年是學堂裡讀書，今年是在報館裡辦

報」。
44

可見 1902 年陳擷芬的身分確為中西女塾的學生，1903 年陳擷芬便

已離開學堂，成為獨立辦報的女報人。

40   「景像」二字，為原文用詞，今作「景象」。 
41   〈白話演説的緣故〉，《（續出）女報》1(1902.5): 1，「女報演説」。

42   〈本報初次改良〉，《（續出）女報》8(1902.12): 1，「女報演説」。

43　同上註。

44　陳擷芬，〈元旦問答〉，《女學報》1(1903.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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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女塾創立於 1892 年，由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 
Allen）和海淑德（Laura A. Haygood）共同創辦。林樂知也是中西書院的創

辦人，1882 年他創辦中西書院之時，原希望兼收男女學生，但當時風氣

未開，社會上男外女內的觀念極為濃重，不但女子就學者少，男、女同校

也還不可能，因此中西書院只招收男學生。1890 年，他延請海淑德來華，

共同募款籌備並興建女書院校舍。
451892 年 2 月，中西女塾正式開學。當

時正式入學的女學生，很可能不到十人。
46

迨至維新運動興起，興女學的

呼聲漸高，學生人數才逐年增加。1902 年，根據陳擷芬的記述，學生人

數已經達到七十餘人。
47 

陳擷芬何時進入中西女塾就學，目前也無資料可考。但最早應不會早

於 1898 年。因為這一年其父陳範才遷居上海。中西女塾自 1892 年創立，

至 1900 年才有首屆畢業生三名，當時女學生流動率頗高，在校時間長者

四、五年，短者一、二年，甚至有僅數月就中輟者。
48

陳擷芬在校時間多

長，目前也不可知，可確知的是，1902 年她在中西女塾就學，至少應有

一整年的時間。〈中西女塾放暑假〉一文描述學堂於暑假前舉辦結業典禮，

陳擷芬列身於學生隊伍中，參加了整個典禮，文章最後提到：

只是看了這番舉動，心上又轉念想著我們中國，連一個規模大些的女

學堂，一時都辦不成。辦事的人，未必就一定及不了他們，只是那阻

力太多了些，扶助的人少，説閒話的人多。（中略）為此的一想，歡

喜了一回，羨慕了一回，又不覺的感慨起來了。49 

45   〈中西女塾説〉，《申報》1890.2.23，1 頁。

46　胡衛清，〈上海中西女塾簡論〉，《韓山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23.3(2002.9): 10-

21。此文提及當時開學典禮邀請男、女來賓，分兩日舉行。先舉行男賓開學典禮，

次日才舉行女賓開學典禮，可見當時社會風氣仍不允許男女同席活動。女賓典禮上，

六名女生與來賓見面。這六名女生，很可能便是第一屆的所有入學學生。

47   〈中西女塾放暑假〉一文，描述中西女塾放暑假前的結業典禮，提到：「學生七十餘

人」，「我這一天，也跟著各個學生在一塊。」〈中西女塾放暑假〉，《（續出）女報》

4(1902.8): 3，「女報演説」。

48　胡衛清，〈上海中西女塾簡論〉，頁 12。

49   〈中西女塾放暑假〉，《（續出）女報》4(1902.8): 3，「女報演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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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陳擷芬參加典禮的感想。可以發現，她入塾讀書，不僅接受知識教

育，也同時觀察學校的活動、措施，並且對於國內缺乏女學堂的現況，深

覺感慨。由此也可看到，女學是陳擷芬心上念茲在茲的一件事，即便只是

以學生身分出席校內典禮，卻對辦學景況處處留心。她之熱心於女學，不

言可喻。事實上，她不但心繫女學，也付諸實際行動。1902 年，她不但

以一人之力繼續編印《女報》，也參與女學會與愛國女學校的創辦。〈女

學會題名錄〉一文記錄了當時女學會的參與者：

本月十一日，女學會第一次在新馬路登賢里蔡鶴卿太史宅中聚會，到

者為沈和卿、章浣香、蔣畹芳、王慕青、丁明玉、薛錦琴、經玉娟、

金蘭貞、盛晴英、鍾佩萸、孫有蓁、趙頤孫、顧素芬、吳弱男、吳亞

男、陳君素、林宗素、陳擷芬、陳小莊十九位女史，並蔡太史之夫人

黃女史，共二十位。（中略）先擬每半月一會，嗣議改為一月一會云。50 

第一次女學會借用蔡元培的住宅開會，當日還邀請了現場 6 位來賓進行演

説，
51

當時蔡元培夫人黃仲玉以女主人的身分，招待了到會的 19 位女士。

其中薛錦琴以第一位公開在上海張園演講的女子而名震當時，後來赴美留

學，又成為第一位自費出國的女留學生。經玉娟為經元善之女，吳弱男、

吳亞男為吳保初之女，都是支持維新變法的志士之女。林宗素為林少泉之

妹，後來赴日留學，成為革命女志士，陳擷芬逃亡日本後與之再度相遇。

這些青年女子，
52

當時都以提倡女學為職志。據夏曉虹考察，女學會的出

現可以追溯到 1898 年維新時期的中國女學會。中國女學會因政治牽連，

50   〈女學會題名錄〉，《（續出）女報》2(1902.6): 6，「女報新聞」。

51   〈第一次女學會演説〉共刊登剡溪聾叟（即經元善）、蔣觀雲（名智由）、吳彥復（名

保初）等三人的演説詞，文末附記提到會上演説有六人，其餘三位為「林、蔡、陳」，

應該是指林少泉、蔡元培、陳範等三人。文末也提到下期將續刊其餘的演説詞，但

實際上並未刊登。《（續出）女報》2(1902.6): 1-5，「女學會演説」。

52　蔡元培〈愛國女學二十五週年紀念會演講〉和蔣維喬〈中國教育會之回憶〉二文，

也記述了此次集會的概況，所述出席人員與〈女學會題名錄〉一文大致相符。蔡文

收錄馬燕編，《蔡元培講演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頁 344。蔣文收

錄孫常煒編，《蔡元培先生全集續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頁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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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戊戌政變後終止。上海女學會成立之時，「最初的會員中，來自中國女

學堂的成員已佔一半」，首位演講者經元善，「正是中國女學堂與中國女

學會的創始人」，另一位演講者吳彥復更直接稱呼這個女學會為「中國女

學會」，
53

由此可見，1902 年成立的上海女學會，乃遙遙承接戊戌年中國

女學會的遺緒。

夏曉虹又根據女學會參與人員及成立地點等各種相關性，指出「上

海女學會也繼承了中國女學會三位一體的傳統」，也就是《（續出）女報》

∕ 報刊、上海女學會 ∕ 社團、愛國女學 ∕ 學校等三者有意結盟，
54

以利推動

女學。根據夏曉虹三位一體的説法來看，可以發現，陳擷芬在其中實居於

樞紐位置。除了《（續出）女報》乃是她以一人之力主筆以外，《（續出）

女報》第八期首篇文章，即〈女學會第一次月課〉一文，且註明「陳擷芬

當社」，
55

可見女學會第一次正式活動，也是她負責主持。同一年農曆十

月，愛國女學校成立，
56

陳擷芬出席了開學典禮，並且將典禮上的演説稿

刊登在她主編的《（續出）女報》。
57

《（續出）女報》改名《女學報》

以後，也屢次刊登愛國女學校的各種訊息，包括照片、書信、校務報導、

53　夏曉虹，〈中國女學會考論〉，《北京大學學報》54.3(2017.5): 122-123。

54　同上註，頁 123。

55   〈女學會第一次月課〉，《（續出）女報》8(1902.12): 1。

56   〈第一次女學會演説．吳彥復主政〉已經提到女學會成立以後，「異日風氣漸開，同

志愈眾，吾知女學校之興，可翹足而待。」又根據蔡元培〈愛國女學二十五週年紀念

會演講〉，女校設立時，蔡元培、蔣觀雲、林少泉、陳範、吳保初均名列發起人，這

幾位發起人的女眷都是當時女學會的成員。可見女學會的成立，對愛國女校至少有

間接推動之功。夏曉紅觀察女報、女學會與愛國女學之間的關係，提出三位一體之

説，確實言之有據。〈第一次女學會演説．吳彥復主政〉，《（續出）女報》2(1902.6): 5，

「女學會演説」。蔡元培，〈愛國女學二十五週年紀念會演講〉，馬燕編，《蔡元培講

演集》，頁 344-345。夏曉虹，〈中國女學會考論〉: 123。

57   《（續出）女報》刊登了愛國女校開辦人羅迦陵女士與第一任校長蔣觀雲的演説詞。

〈附羅迦陵女史演説誌略〉一文提及：「十月廿四日，為新馬路登賢里愛國女學校開

校之期，是日男女賓客到者六十餘人，來賓、教習及經理人演説者十一人（演説之

辭俟第九期女報上再行刊登），開辦人羅迦陵女士亦登堂演説。」見《（續出）女報》

8(1902.12): 5-6，「女報演説」。觀雲蔣智由，〈愛國女學校開校演説〉，《（續出）女報》

9(1903.1): 1-4，「愛國女學校演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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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章程等。
58

此外，根據蔡元培〈致陶濬宣函〉所述，陳擷芬當時也是

「愛國女學特別科學生」。
59

不過，那一年陳擷芬同時又是中西女塾的學生，

而且除了星期假日外，顯然她每天都要去中西女塾上學，應該不可能分身

再去愛國女學。又根據蔣維喬的追述，愛國女學成立之時，「所有學生，

即發起人家中之妻女，有因年齡長大、家務分心，不久退學者，故學生只

十人左右。」
60

由此或可推測，蔡元培書信中所謂的「特別科學生」，恐

怕只是列名於校，並沒有實際到校上課。雖可能沒有到校上課，但她仍參

與了愛國女學，且成為其中的一份子，則無疑義。由此回顧吳彥復在女學

會成立的演説內容特別指名陳擷芬：「近者陳擷芬女士哀國步之艱，愍女

子之不學，創為女報」、「今又與黃、林諸女士，開中國女學會於滬」。
61  

言下之意，似將女學會的創舉歸功於陳擷芬。其中「女報」確為陳擷芬一

人主辦，女學會則為多人共同籌組，吳氏這個説法，應該是為了褒揚陳擷

芬在其中特別出力的表現。

除了在女報、女學會與女學校三位一體的結盟環節中占有重要位置，

無論《（續出）女報》或《女學報》，均隨時報導各地女學近況，刊載有

關女學的各種訊息。從這些報導和宣傳不難發現，陳擷芬對於提倡女學一

事，可謂不遺餘力。

1903 年初，陳擷芬自中西女塾畢業或結業，以女學報館館主的身分

專心辦報。同時又在女學報館內，創設了「自立女學塾」。《女學報》第

一期報導了這個學堂的概況：

58  《女學報》上有關愛國女學的訊息，包括：〈上海愛國女學校學生教習合影〉、〈羅迦

陵女士小影〉、〈上海女學彙誌〉「愛國女學校」條、〈蔣性遂君與愛國女學校經理蔡

民友君書〉，《女學報》1(1903.3): 扉頁、17、45-47。〈上海女學堂續誌〉「愛國女

學校」條，《女學報》3(1903.6): 17。〈記上海愛國女學校（附愛國女學校章程）〉，《女

學報》4(1903.10): 27-32。

59   蔡元培，〈致陶濬宣函〉（1902 年冬），收入高平叔、王世儒編注，《蔡元培書信集》，

頁 42。

60    蔣維喬〈中國教育會之回憶〉，收入孫常煒編，《蔡元培先生全集續編》，頁 1212。

61  〈第一次女學會演説．吳彥復主政〉，《（續出）女報》2(1902.6): 5，「女學會演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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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主筆陳擷芬女士，於新馬路華安里女學報館內，設有自立女學

塾，專為自肄英文起見，並設漢文一班，現有同志女士數人在內同

讀。62 

由此文窺測，自立女學塾應是個小型私塾，以邀集同志共學的方式，一同

學習中、 英文。 婦女運動先驅之一談社英， 曾歸納晚清提倡女權的概況為：

「我國婦女運動最初之發動，多屬個人。而其所持以進攻之利器，非從事

舉辦學校，灌輸女界知識，即藉刊物以為開通風氣，喚醒沈迷之工具。」
63  

當時女學堂與女報互為犄助，確為可見的常態。陳擷芬除了創辦《女報》、

《女學報》，參與女學會和愛國女學校，也以個人之力創立女學堂，可以

説是當時從事婦女運動的先驅女報人。這一年，陳擷芬才剛滿二十歲。她

不但早慧，而且熱誠扶掖女學，以一青年女子之身，名重一時，良有以也。

三、從提倡女學到革命排滿

現存《（續出）女報》與《女學報》上，都曾大量刊載陳擷芬撰寫

的文章，根據這些文章內容，不難發現陳擷芬的言論立場、主張傾向乃至

思想變化。隨著經歷、知識的成長以及際遇的變化，陳擷芬的主張從提倡

女學，支持變法維新，逐漸轉變成女權優於女學，追求婦女獨立自主，再

轉變成支持排滿革命，繼而爭取婦女參政權。從她的言論發展，可以看到

一位女知識人與世界的互動及其成長。

首先，從《（續出）女報 》頻繁出現的文章標題以及屢屢報導國內

外各處女學堂的興辦與活動消息，不難窺見其時的言論重心在於提倡女

學。《（續出）女報》第一期「論説」欄刊登了〈論勸止纏足之關係〉，
64

顯然是呼應當時維新變法的主流論述，可視為開宗明義的立場表述。而比

62   〈上海女學彙誌〉「自立女學塾」條，《女學報》1(1903.3): 17。

63    談社英編著，《中國婦女運動通史》（《民國叢書》第 2 編第 18 冊，上海：上海書店，

1990，據婦女共鳴社 1936 年版影印），頁 12。

64   〈論勸止纏足之關係〉，《（續出）女報》1(1902.5): 1-3，「女報論説」。



黃錦珠∕一位晚清女報人的際遇        陳擷芬其人其事 221

較能代表陳擷芬個人言論的，則是「演説」欄內的各篇文章，如〈男女一

樣〉提到：「我心上最要緊的一句話」、「就是説男子女人是一樣的」、「要

女子曉得自己的身子，也是應該有學問做事業的身子」、「這個世界，是

男人與女人公共的。凡是男人應該有的責任，女人也是應該有的」、「這

是強國強種的第一要緊關繫」。
65

又如〈快些做事〉強調：「我到如今是全

把自己忘記了，專門在這女教女學上留心。務必要中國所有的女子，人人

都曉得學問，人人都有高尚的思想，我的事才算做完。」
66

從這些説法不

難發現，擁護維新志士強調的強國強種論，立足於男女平等的基調上，主

張「興女教、辦女學」，
67

可以説是陳擷芬這個時期的努力重心。所謂「興

女教、辦女學」，簡潔的説，是指提倡女子教育，興辦女子學校。進一步

説，「女教女學」的具體內容，用陳擷芬自己的話來詮釋，應該是指「高

尚的思想」與「學問」。學問方面，有關女學課程，陳擷芬曾經具體説明，

包括「衛生教育是第一層，時事歷史是第二層，地輿算法是第三層。」
68

總目標則是：「我們中國女人，要講究傳種的學問纔好，不能像他們外國

女人，只要自己好了就算數的」。
69

一再強調女子應以愛國強種為要務，

可見呼應當時維新志士的共同主張。提倡女學，其實也是陳擷芬辦報的初

衷，因而成為報上的言論重心，並不奇怪。至於思想方面，其實際內容，

陳擷芬雖然沒有特別予以説明，或許她自己還沒有清楚意識到，卻在論説

過程一點一點闡述，並且逐漸展現為與眾不同的獨特觀點。

「女教」或「高尚的思想」，具體內容在於強調女人的自我認知與期

許，與傳統「三綱五常」所要求的婦德規範迥然不同。陳擷芬再三呼籲女

子要「做一個不依傍別人的人，做一個能盡責任的人。」
70

如上文所引，

陳擷芬認為世界是男人與女人所共有，女人要和男人一樣獨立自主，為世

界負責、盡責。此中除了擁護男女平等思想，也特別著重女人自己應有的

65   〈男女一樣〉，《（續出）女報》1(1902.5): 2-3，「女報演説」。

66   〈快些做事〉，《（續出）女報》1(1902.5): 4，「女報演説」。

67   〈男女一樣〉: 3，「女報演説」。

68   〈女學堂第一課程要緊〉，《（續出）女報》6(1902.10): 2，「女報演説」。

69   〈快些做事〉: 4，「女報演説」。

70   〈男女一樣〉: 3，「女報演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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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心與體認。面對國家時，要有愛國心：「如今最要緊的，是要這些女子

有愛國的思想，有強種的志氣。」
71

面對個人時，要致力破除舊日惡習，

做事不要再蹉跎等待，也不要過於愛好裝飾。
72

簡言之，認清自己的處境，

為國家盡一份心力與責任，是此時陳擷芬的言論目標。

這個時候，她一方面擁護維新變法的主流論述，極力強調愛國強種，

不贊同只為自己好的外國女人，另一方面則獨立意識已開始萌發，主張女

人要獨立自主，勉勵自己成為負責任、有學問、做事業的個體。此中對於

女子的期許，其實已在無意間超越愛國強種所期待的賢妻良母範疇。而且

很快的，她便發現維新志士所提倡的女學與女權，未必符合婦女本身的權

益。〈男女都要看〉一文説：

論起男子提倡女學，原不是專為女子起見，為是看透了國亡種滅，就

在眼前，要救這个國，要救這个種，不能不用著女人的去處甚多，所

以改過了向來的作用。然而這種人郤是極可感的，比到那些寧可自己

做白人的奴隸，總歸不肯放鬆女人一步的人，真是天差地別。73

這篇文章出現在《（續出）女報》第八期，時為 1902 年 12 月。從

第一期極力主張愛國強種為中國女人的責任，到這時候，只經過半年多的

時間，陳擷芬已經體認到，維新志士為了救國而提倡女學，真正的目標是

國家，而非女子自身。這個體認，可以看做陳擷芬女性主體覺醒的節點。

從這裡開始，她已經逐漸認識維新主張內涵所暗藏的性別差異。不過，她

仍然肯定維新志士的用心，認為可以藉此時勢，與維新志士並肩努力，既

追求救國救種，也追求自我振作。她呼籲二萬萬女同胞：「趁這個有人提

倡女學的時候，大家振作起來，和這些有學問有血性的男子，同心并力，

存一個救國救種的心思，盡一番救國救種的責任。」
74

基本上，她還是肯

定救國強種的目標，也願意與男志士共同奮鬥，但女子要自我振作，不要

71  〈女學堂第一課程要緊〉: 2，「女報演説」。〈要有愛國的心〉，《（續出）女報》

3(1902.7): 1-2，「女報演説」。

72  〈等〉、〈不要過於裝飾〉，《（續出）女報》7(1902.11): 1-7，「女報演説」。

73  〈男女都要看〉，《（續出）女報》8(1902.12): 2，「女報演説」。

7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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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接受壓制，才是她極力呼籲的。由此再進一步，陳擷芬終於發展出獨

立的自主意識，《（續出）女報》第九期，她説出了這樣的話：

我又細細的一想，為什麼連這放足一件小事，都要男人設不娶小足

會，彷彿認許了我們可以放足，我們纔大家放呢？照此推去，還有那

一件事不要男人認許！這女權兩個字，可以不用講了！（中略）只有

養成獨立的資格，纔能夠脫軛制的羅網。75

可以發現，追求獨立以脫離男權網羅，已經是提倡女學之外另一個重要目

標。「女權」二字原本猶如隱身在女學之後，陳擷芬很少特別彰顯，但在

此，「女權」反過來成為不能不強調的重中之重，脫離軛制羅網也成為女

子應該追求的一大目標！《女報》改名《女學報》後，第一期論説欄的第

一篇文章，便是陳擷芬署名發表的〈獨立篇〉。〈獨立篇〉之發表，顯示

女子的獨立自主，已經轉變成為陳擷芬的言論重心！

〈獨立篇〉這麼説：

即有以興女學、復女權為志者，亦必以提倡望之男子。無論彼男子之

無暇專此也，就其暇焉，恐仍為便於男子之女學而已，仍為便於男子

之女權而已，未必其為女子設身也。（中略）嗚呼！吾再思之，吾三

思之，殆非獨立不可！所謂獨立者，脫壓力，抗阻撓，猶淺也，其要

在不受男子之維持與干預。夫維持，美名也；干預，熱心也，奈何卻

之？雖然，獨不思吾女子所以受壓力，困阻撓，以致今日者，其始非

皆由維持、干預來乎！ 76

陳擷芬直接指明，男子所提倡的女學與女權，其實只對男子有利，未必對

女子自身有利。男子即使一開始願意幫助女子，最後也免不了為自己的利

益而壓制女子。女子若果真要爭取女權，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追求獨立，

脫離男子的牽制。這一年，陳擷芬才滿二十歲，卻已經深刻體認到維新變

法的女權主張，其實是殘缺不全的女權，她所提出的女權説，強調須完全

75  〈各省志士應立不娶小足會．附誌〉，《（續出）女報》9(1903.1): 4，「女報演説」。

76   陳擷芬，〈獨立篇〉，《女學報》1(1903.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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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男子，確立自主意識，充分彰顯女性主體。也因為有這樣的認知，她

在《女學報》上雖然繼續提倡女學，卻更強調女權，〈講女學先要講女權〉

一文，便在説明若不爭取女權，女子沒有工作與就學的權利，那麼僅僅提

倡女學，終究仍會遇到各式各樣的阻撓，故而只有爭取女權，讓女子同時

擁有權利與義務，才是突破瓶頸的途徑。
77

從陳擷芬主張的發展，可以看

到，她不但是一位早慧的女報人，也成長為主體意識鮮明的女權運動者。

1903 年 6 月，「蘇報案」發生 ，陳擷芬隨其父陳範逃亡日本，
78

當時《

女學報》已出版三期。避難東京以後，1903 年 10 月，《女學報》第四期在

東京印刷出刊。第四期刊物上，陳擷芬所寫文章的署名，一律改用「楚南

女子」，其言論主張也產生了明顯的變化。

〈中國女子之前途〉提到：

即今之滿州異族，食吾之毛，踐吾之土，二百六十年矣。不明白者，

尚不足怪。有心內了然，一身稍受利祿，雖其日殺我同胞，日殘我土

地，我一身安而已，何論其何者為異類，何者為同胞乎！苟有益於我

之利祿，則且助異族而殺同胞不恤也。嗚呼！慘矣！悲矣！我女子若

能一旦明白滿洲之為我異族也，殘酷我同胞，斷送我土地，則其仇恨

心必堅決，不顧一身之利害，必輾轉設計而對敵之。所謂最毒婦人心，

既知其非，必與其始終反對，無忽而仇敵，忽而和好之病矣。79

這是陳擷芬文章首次出現排滿言論 。「蘇報案」本是滿清官方針對《蘇

報》上出現革命排滿言論而採取的壓制手段，但清廷的壓制手段顯然在陳

擷芬身上產生反效果，因「蘇報案」而隨父逃亡以後，陳擷芬的排滿立場

77  〈講女學先要講女權〉，《女學報》3(1903.6): 7-10。

78    陳範於 1898 年接辦《蘇報》，一開始支持變法維新，後因同鄉蔣維喬介紹，加入中

國教育會，言論逐漸傾向革命排滿。1903 年 6 月，清廷派人捉拿《蘇報》館相關人

員，章太炎、鄒容二人入獄，陳範等人逃亡，是為「蘇報案」。馮自由，〈吳稚暉憶

述上海蘇報案紀事〉，《革命逸史》第 3 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頁 174-

182。蔣慎吾，〈蘇報案始末〉，收入上海通社編，《上海研究資料續集》（《近代中國

史料叢刊三編》第 73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93，據 1939 年影印），頁 71-84。

79  〈中國女子之前途〉，《女學報》4(1903.1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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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鮮明起來。上文不但主張女子參與革命，還認為女子一旦醒悟，革命

行動將比男子更為堅決。確實，陳擷芬不僅在言論方面主張排滿革命，她

同時劍及履及，付諸實際行動。1904 年，她與秋瑾、林宗素重組共愛會，

並改名為「實行共愛會」，在東京留日學生會館召開大會，被推舉為會長，

秋瑾任招待。
80

「實行共愛會」很可能是中國第一個婦女革命團體。
811905

年秋，黃興（1874-1916）等人在日本橫濱設立製造彈藥的機關，以做為

武裝起義的準備，聘俄國虛無黨人教授有關技術，陳擷芬與秋瑾、方君瑛、

林宗素、唐群英、蔡蕙、吳木蘭等留日女學生，都一起加入學習。
82

可見

至少從赴日期間開始，陳擷芬的政治立場不但轉變，而且積極從事與革命

有關的各種活動。

《女學報》第四期出刊以後，陳擷芬辦報生涯就此劃下句點，不過她

仍與國內報界保持聯繫，也持續撰文提倡排滿革命。1904 年，《女子世界》

第十期刊出陳擷芬〈題美人倚劍圖〉一詩，同期又刊有馬勵芸女士〈贈陳

擷芬女士〉一詩。
83

次年《女子世界》特別報導留日女學生之菁英，稱陳

擷芬為「長於英文者」。
84

可見赴日以後，雖然暫離國土，她的表現仍深

受國內報界及知識人之關注。

1904 年，陳擷芬於香港《中國日報》發表〈女界之可危〉一文，以

極為熱切的語氣，呼籲女同胞於爭取男女平等之時，尤須爭取興漢救種，

80    共愛會原為留日女學生胡彬夏、林宗素共同組織，於 1903 年 5 月成立。以「拯救二

萬萬之女子，復其固有之特權，使之各具國家之思想，以得自盡女國民之天職」為

宗旨。次年由陳擷芬、秋瑾等人改組重興。秋瑾〈致湖南第一女學堂書〉提到：「妹

欲結二萬萬女子之團體學問，顧繼興共愛會，名之曰實行共愛會。公舉陳擷芬，而

妹任招待。」王燦芝編，《秋瑾女俠遺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6），頁 71。

81　劉詠聰主編，《中國婦女傳記辭典：清代卷（1644-1911）》（雪梨：悉尼大學出版社，

2010），頁 15。

82　劉揆一，《黃興傳記》（未署出版資料，有民國十八年序），頁 14-16。鮑家麟等著，

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 132。劉詠聰主編，《中國婦女傳記辭典：

清代卷（1644-1911）》，頁 15。

83　女士陳擷芬，〈題美人倚劍圖〉；女士馬勵芸，〈贈陳擷芬女士〉，《女子世界》

10(1905.2): 49-50。

84　日本東京調查員訪稿，〈特別調查〉「女界之英」條，《女子世界》2.3(1906.1):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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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云：

嗚呼！現為何時？國已無而種將亡，吾輩之責任，興復一千餘萬公里

之漢地，救轉四萬萬將滅之同胞，（中略）我輩數千年為彼奴隸，豈

至今日時尚昏然不知，再欲隨男子之後，而作異族奴隸之奴隸耶？（中

略）從前女界雖權利失盡，然義務亦失盡。既不盡義務，即有權利，

亦他人與我之權利，非吾輩自爭之權利也。與其得不全不備之權利，

則全讓與彼可也。今日則可盡義務之日矣！得完全權利之日矣！不奮

勇向前，豈真如彼男子鄙我曰：女子者奴隸之性質也。故吾輩即欲與

之爭，須先爭盡我輩之義務，則權利自平矣！倘執迷而徒知男女不平

之不應，不思如何可以平之，雖日夕憤恨痛哭，豈有分毫之益於女界

哉！ 85

文中強調漢人被滿人奴隸，女子被男子奴隸，若不排滿救漢，女同胞將淪

為異族奴隸的奴隸。對於清廷政權之不滿，國亡種滅之危機，可謂痛心疾

首！此文認為，女子於爭取男女平等權利的同時，須先克盡同等的拯救

國族義務，也就是排滿復漢。國已亡、種將滅之際，排滿革命既是爭取女

權的途徑，也是爭取女權的前提。這篇文章仍舊秉持女子必須獨立自主的

精神，乃至認為被動獲得的不完整權利，寧可不要！獨立意識之鮮明，前

後一貫。唯此時陳擷芬雖仍強調婦女權利，卻也處處號召婦女投入革命行

列。女權革命與排滿革命，在此幾乎劃上等號。甚至可以説，必須完成排

滿革命，婦女才有獲得完整權利的可能性。由此可見，赴日以後，陳擷芬

心目中排滿革命的重要性已經大幅提升。

香港《中國日報》實為革命黨機關報，馮自由曾稱之為「革命黨組

織言論機關之元祖」。
86

己亥年（1899）秋，孫文指派陳少白到香港籌辦，

「所有機器鉛字概由總理在橫濱購運，至是年十二月下旬乃告出版。」
87

85   楚南女史陳擷芬，〈女界之可危〉，《中國日報》（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

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1904.4.26-27，2 頁。又，此文亦收入張玉法、李又寧主編，

《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上）》（臺北：龍文出版社，1995），頁 416-418。

86   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頁 40。　

8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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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範逃亡赴日，在日本停留未久，即轉赴香港訪陳少白，
88

當時陳少白即

為《中國日報》社社長。
89

陳氏父女赴日以後，與革命黨員多有往來，〈女

界之可危〉一文刊於《中國日報》，亦可視為參與革命之佐證。

陳擷芬重視婦女的革命潛能，除了撰文呼籲，也表現在實行共愛會

的組織與行動。實行共愛會為了提升婦女的知識與能力，曾經號召國內女

學生赴日留學，並以陳擷芬與秋瑾為聯絡人。《大公報》曾摘錄秋瑾致呂

碧城書函，刊載陳擷芬橫濱地址與秋瑾東京地址，號召有志留日的女學生

與她們聯絡。
90

根據張默君（1884-1965）的追述，陳擷芬不僅僅採取文字

號召，她還會抽空回到上海，親自帶領女學生東渡日本：「得間且返國携

女同志多人東渡求學，意在多一人受教育，即為人羣增一分幸福也。」
91

張默君所説的「幸福」，取義較為廣泛，若以陳擷芬在日的言論為據，此

時她的心態，除了為婦女權益努力，應該也試圖為排滿革命培植女界新力

軍吧！但無論政治立場如何，提倡女學確屬陳擷芬念茲在茲的奮鬥標的。

為了助成女子留學，她願意親自奔波於中、日之間，可見即便流亡日本，

即便政治立場轉變，陳擷芬仍不忘「興女教、辦女學」初衷，且以實際行

動親力親為，未曾放棄。

陳擷芬因親自返國提攜女生留學，乃有機會結識張默君。張默君提

及：「予以甲辰（1904）遇君淞濱，時君固一英爽秀健之好女子也。抵掌

竟日，互相心許，遂訂交焉。」
92 1904 年，張默君是上海務本女塾師範

科的學生，
93

陳擷芬則是留日女學生，若非返國親自協助女學生留日，平

日遠隔重洋的兩人，恐無機會相見訂交。張默君也是積極參與婦女運動和

革命行動的女知識人，曾經創辦《大漢報》（1911）、《神州女報》（1912-
1913）等，也曾在上海創辦神州女學，曾出任江蘇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

88   馮自由，〈陳夢坡事略〉，《革命逸史》初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頁 176。

89   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頁 40。　

90   「女界之光」條，《大公報》779(1904.8.26): 4。

91   張默君女士，〈哀吾友陳擷芬君〉，《心聲》17(1923.9): 1。

92   同上註，頁 1-2。

93   張默君，〈默君自傳〉，《大凝堂集．玉渫山房文存》（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1960），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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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民初婦女爭取參政權，她也是一位重要的核心成員。
94

她與陳擷芬

可謂志同道合，「互相心許」一語，並非人際酬應的習套用語，而是如實

描述意氣相投的情狀。兩人的友誼，對今人了解陳擷芬後半生遭遇極為重

要。陳擷芬病逝後，《申報》刊出其喪禮記事，記事文內特別提到張默君

「為文哀之」，且其中有關陳擷芬之生平經歷，主要也是摘錄張默君之文

而成。張默君〈哀吾友陳擷芬君〉一文，為陳擷芬赴日及結婚以後的重要

事蹟提供了可貴資料，陳擷芬最後的淒涼際遇，也幸賴張氏之文詳予記

述、留存。

四、從女界先覺到犧牲品

「蘇報案」發生以後，陳範父女流亡日本，生活很可能陷入窘境。

張默君文中曾含蓄的形容陳擷芬：「迨蘇報案發，同人相繼作逋客，君亦

負笈走扶桑。雖赤貧能力作，而未嘗輟所學。」
95
「赤貧」、「力作」等語，

暗示陳擷芬在日本時，經濟拮据，曾經從事勞力型的工作，以換取生活所

需。此外，據説陳擷芬在日期間，父親曾想要她嫁給革命黨人粵籍富商廖

翼朋為妾，這或也是因為生活困窘而出的下策。但這件消息傳出以後，留

日學生輿論大嘩，秋瑾為之召開女同學全體大會，向陳擷芬嚴厲警告，並

鼓勵她反抗父命：「逼女作妾，即是亂命。事關女同學全體名譽，非取消

不可。」
96

最後婚事果然作罷。事實上，《蘇報》館被清廷查封，陳範家

業蕩然，逃亡日本以後，他也無以維生，因此次年便離開日本。
97

根據陳

範憶述，陳擷芬在日本求學的費用，是由學友黃韻玉女士資助：「兩女留

學橫濱，僅恃其女友黃韻玉女士損己學資以相助」、「擷芬自乙巳至己酉，

94   張故委員默君先生治喪委員會，〈張默君先生事略〉，收入張默君先生紀念集編印委

員會編，《張默君先生紀念集》（臺北：張默君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1970），頁 5。

張默君除了有《大凝堂集》傳世，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又編有《張默君

先生文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3）。

95   張故委員默君先生治喪委員會，〈張默君先生事略〉，頁 1。　

96   劉詠聰主編，《中國婦女傳記辭典：清代卷（1644-1911）》，頁 15。

97   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陳範〉，《傳記文學》43.4(1983.10):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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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黃女士助者六年，與楊壻結婚後同學於美洲始止」。
98

黃韻玉與陳家父

女非親非故，「徒因仗義，助其姐妹學費」，
99

陳範因此感念不已。「乙巳

至己酉」，即 1905 年至 1909 年，前後實為五年，陳文記為「六年」，若

非計算錯誤，便可能是年份記述有誤，但無論如何，陳擷芬在日期間經濟

窘迫，絕非虛言。

根據張默君的記述，陳擷芬於 1907 年以優秀成績畢業於橫濱英和

學院：「丁未（1907）君畢業於橫
100

濱之英和學院，名冠其曹。未幾適西

蜀楊希仲氏」，婚後夫妻同赴美國留學，「先後肄業伊立諾爾及芝加哥大

學」。
101

陳擷芬結婚的時間，尚無資料可供確考，不過楊希仲於 1910 年赴

美，陳範也説擷芬接受資助的年份到 1909 年為止，又考量赴美之前也須

完成各種申請程序，那麼，兩人於 1909 年底或 1910 年初結婚的可能性或

許較高。

楊希仲（1882-1924），名培賢，為四川經商世家楊文光（名煥斗，

1854-1919）之子。1903 年入重慶府中學堂就讀，因品學兼優被選送日本

留學。楊希仲留日的時間，一説在 1904 年，一説在 1908 年。
102

赴美時間

98    陳範，〈與吳稚暉書〉，《陳蛻盫文集》，「書類」，頁 24-25。

99    同上註，頁 24。

100  按，原文此字作「淞」，當為誤植，今據〈誌陳彭二女士之喪〉一文改正。橫濱英和

學院為美國衛理公會女傳教士於 1880 年設立，1886 年改名為英和學院。〈誌陳彭二

女士之喪〉，《申報》1923.8.9，18 頁。「橫濱英和學院．沿革」，網址：https://www.
yokohama-eiwa.ac.jp/contents/history.html（2019.3.22 上網檢索）。

101  張默君女士，〈哀吾友陳擷芬君〉，頁 2。

102  楊希仲留學日本的時間，因未獲見一手史料，無法確認何者為是。但楊希仲在日期

間，極度關注三井家族的銀行事業，回國後也創辦了四川第一家民辦銀行，可見對

三井集團的考察應相當深入，留日的時間應該不會太短，故以 1904 年的可能性較高。

總之，二説雖有差距，與陳擷芬在日本結識進而結縭，當無疑義。記載楊希仲赴日

時間為 1904 年者，見中國民主建國會重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重慶市工

商業聯合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聚興誠銀行》（《重慶工商史料》第 6 輯，重慶：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頁 20。記載赴日為 1908 年者，見〈楊文光、楊希仲、

楊粲三（合傳）〉，重慶市渝中區人民政府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重慶市市中區志》（重

慶：重慶出版社，1997），頁 754，以及〈楊文光、楊粲三（合傳）〉，四川省地方志

編纂委員會編，《四川省志．人物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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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910 年，則無二説。據地方史料，楊希仲留學美國期間，「先後進伊

里愛諾研究院和芝加哥大學，專習商科。」
103

文中「伊里愛諾」，即「伊

立諾爾」，為不同的音譯名稱。這個説法，與張默君的説法相符。可見美

國之行，不但夫妻同行，也在相同的學校攻讀。故陳擷芬留美的時間，可

以確知是 1910 年無誤。

根據張默君的追憶，陳擷芬於辛亥革命後回國：「辛亥（1911）義起，

君偕楊君浩然歸，主持楊氏所辦依仁中學於渝中。」
104

這個説法其實頗為

簡略。陳擷芬返國時間，一説在 1912 年，
105

楊希仲自美歸國的時間，各

家則説在 1913 年。
106

假如陳擷芬與丈夫同行同歸，那麼兩人歸國的時間

應該一致才是。陳漢俠〈蛻盫遺事之一〉較為詳細記載了擷芬歸國的情形：

迄革命告成，南北統一，復遊學於滬，憶念頗苦。春三月，天假之緣，

芬自美國歸，而伯即從湘省接續到滬，重聯舊雨於逆旅中，心期頗慰。

伯忻然謂漢俠曰：吾十年前曾倡革命，詎事未成，所遭困難，擢髮難

數，今幸目睹共和，又見爾與吉芬均偕佳婿，吾無憾矣。（中略）不

期相聚未久，伯北上為《民主報》編輯，水土不服，甫一月復南下。

秋八月，吉芬夫婦有蜀道之行。107

文中所稱之「伯」即擷芬之父陳範。漢俠自從與擷芬相識於中西女塾，不

但兩人交好，也與陳範極為親近。文中清楚説明陳擷芬於「春三月」回到

上海，「秋八月」離開上海前往四川夫家。 這一年「革命告成，南北統一」，

103  中國民主建國會重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重慶市工商業聯合會文史資料

工作委員會編，《聚興誠銀行》，頁 21。

104  張默君女士，〈哀吾友陳擷芬君〉，頁 2。

105  劉詠聰主編，《中國婦女傳記辭典：清代卷（1644-1911）》，頁 15。

106  中國民主建國會重慶市委員會、重慶市工商聯合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重慶工

商人物志》，《重慶工商史料》第 3 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4），頁 31。中國民

主建國會重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重慶市工商業聯合會文史資料工作委

員會編，《聚興誠銀行》，《重慶工商史料》第 6 輯，頁 23。〈楊文光、楊希仲、楊

粲三（合傳）〉，重慶市渝中區人民政府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重慶市市中區志》，頁

753。

107  陳漢俠，〈蛻盫遺事之一〉，收入陳範，《陳蛻盫文集》，附錄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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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民國元年（1912）。據此，則陳擷芬自美返國的時間應是 1912 年無疑。

擷芬此次與父親相聚，其實是最後一會，陳範應該也在此時才終於見

到乘龍快婿楊希仲，因此感到欣慰。汪文溥〈蛻盫事略〉亦曾提及「長女

既嫁，偕其壻自美國學成歸國，侍老父歡甚。」
108

可見這次父女相會之樂，

親友間大都知悉。次年（1913）5 月，陳範即病逝於上海，臨終時只有次

女信芳與妹德暉陪侍在旁。
109

據陳漢俠與汪文溥之文，可以印證陳擷芬與

夫婿同時歸國一事，與張默君之説相符。那麼，楊希仲返國的時間也應是

1912 年。

擷芬離滬入蜀，陳範曾經以詩送別，〈吉芬吾女偕壻赴蜀，詩以送之〉

共三首，兩次提及父女分隔十年：「父子天性篤，况復十載違」、「十年患

難中，頗具崢嶸姿。」
110

陳漢俠〈蛻盫遺事之一〉亦載陳範「吾十年前曾

倡革命」之語，回顧 1903 年《蘇報》因革命言論而遭清廷查封，父女流

亡日本，後陳範困於資斧，先行離日，父女二人即遠隔重洋。至辛亥起義， 

締造共和，陳擷芬與夫婿學成歸來，父女睽違已達十載！對陳範而言，民

國元年父女相聚之時，可謂為國事與家事都暫時獲得圓滿的一刻。十年辛

苦備嘗，至此始為無憾。父女倆雖然長時間分別，但從「頗具崢嶸姿」的

形容，仍可以想見陳範為女驕傲的心情。

1912 年陳擷芬偕夫婿自美返國之時，恰是各界婦女積極爭取參政權

之際。此年 3 月 3 日，張默君以「神州女界共和協濟社」的名義上書孫大

總統，要求女子參政權利，聯合具名者共 110 人，包括伍廷芳夫人、張靜

江夫人、吳懷疚夫人、章太炎夫人（湯國梨）、陳擷芬、沈佩真、吳芝瑛、

張昭漢（默君）等人。
111

陳擷芬具名於其中。3 月 16 日，神州女界共和

108   蘭皋，〈蛻盫事略〉，收入陳範，《陳蛻盫文集》，附錄頁 9。

109   汪文溥為陳範妹德暉之夫婿，陳範後事，由他協助辦理。蘭皋，〈蛻盫事略〉，收入

陳範，《陳蛻盫文集》，附錄頁 10-11。

110   陳範，〈吉芬吾女偕壻赴蜀詩以送之〉，《陳蛻盫詩集》（柳亞子等集資印行本，1914），

頁 203。

111 〈神州女界共和協濟社上孫中山書〉，《民立報》1912.3.3；〈女界共和協濟社附發起

人姓名〉，《民立報》1912.3.4，均轉引自張蓮波，《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社團》（開封：

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頁 29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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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濟社召開大會，正式宣告成立，湯國梨、陳擷芬、張默君等人均列名

其中。
112  據陳漢俠之文，擷芬於「春三月」返國，「神州女界共和協濟

社」上書以及舉行成立大會之時，她是否及時回到上海，親自參加這些活

動，目前並無資料可供確認。唯張默君當時是「神州女界共和協濟社」的

實際主事者，又與陳擷芬志同交好，陳擷芬即使不能親至，具名支持這個

社團，也是情理中事。同時，無論具名或親與，陳擷芬支持女子參政的立

場，都相當鮮明，她也樂於參與神州女界共和協濟社社事。有關婦女參政

權一事，可惜現今沒有見到陳擷芬所撰的相關文章留存，倒是陳範文集收

有〈論女子參政權〉、〈女子參政之裨益〉等數文，據説是由於「擷芬為

女子參政事積極奔走」，陳範於是撰文「以示支持」。
113

那麼，陳範這些

文章，或可以視為擷芬積極投入爭取婦女參政權運動的佐證。

此外，還可以確認的是，5 月 19 日，神州女界共和協濟社發起國民

捐勸導會，在紗業公所召開大會，陳擷芬以社員身分捐洋十元，
114

以資響

應，這時她已暫留上海，親身參與女界共和協濟社的活動，並無疑義。

陳擷芬在上海停留數月，除了與父親相見，且參與神州女界共和協

濟社的活動，響應國民捐勸導會，為女子參政事奔走，不過因夫家在四川

重慶，夫婿楊希仲也有龐大的家族事業等著他回去經營，1912 年秋天，

擷芬夫婦便離開上海，啟程返回四川。

楊希仲回到四川以後，即投入家族經商事業，並於 1915 年在重慶創

辦聚興誠銀行，這是四川地區最早的民營銀行，又於 1919 年在上海開辦

分行，
115

家族事業鼎盛。至於陳擷芬，則執教於楊氏家族創辦的依仁學校。

據説楊希仲之父楊文光十分重視培養家族子弟，送兒子楊希仲留學時，

也送了姪兒楊芷芬同時赴日。又創辦楊氏依仁學校，並設立商業班，專

112  〈神州女界共和協濟社成立大會〉，《民立報》1912.3.17，原題作〈中華女子新世界〉

，轉引自張蓮波，《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社團》，頁 298。

113  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陳範〉，《傳記文學》43.4(1983.10): 148。

114 〈國民捐勸導會紀詳〉，《民立報》1912.5.22；〈國民捐之響應者〉，《民立報》

1912.5.24，均轉引自張蓮波，《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社團》，頁 360-362。

115 〈楊文光、楊希仲、楊粲三（合傳）〉，重慶市渝中區人民政府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重

慶市市中區志》，頁 754。〈上海聚興誠銀行正式開幕廣告〉，《申報》1919.12.4，2 頁。



黃錦珠∕一位晚清女報人的際遇        陳擷芬其人其事 233

為聚興誠銀行培訓經營管理人才。晚近地方史料，都記載依仁學校創辦於

1914 年。
116

但陳範曾提及：「擷女已嫁重慶楊氏，現在彼中為兩等學堂之

教員」。
117

陳範卒於 1913 年，假若依仁學校遲至 1914 年才創辦，那麼陳

範將不可能知道擷芬執教一事。又，1914 年 10 月，《教育雜誌》刊登「重

慶楊氏依仁學校畢業攝影」照片一幀，
118

可見 1914 年夏、秋之際，依仁

學校已經有學生完成課程修習而畢業，那麼，依仁學校的創辦時間，最遲

也應在 1913 年。

1913 年，陳擷芬隨夫婿回到重慶，執教於楊氏依仁學校，繼續她一

貫從事的辦學事業。張默君形容她：「男女學子數百人，君循循善誘，樂

而忘倦。」
119

這些有關教育者的形容雖屬習套，卻足可證明陳擷芬認真投

入該校實務。從辦報提倡女學，到自辦學堂，邀集同志共學，而後赴日、美

留學，婚後返國再投入辦學，陳擷芬一生，與教育事業可謂結了不解之緣。

根據張默君的描述，陳擷芬與夫婿的感情極為融洽，她也始終秉持女

人應該獨立自主的理念，即使與富商結縭十餘年，仍然自食其力，「始終

布衣敝履，出無車馬，食無兼饈」，「目覩其家族豪華，絕未一屑意也。」
120  

張默君還説她為人有「俠義」之風：

嘗以服務或售文所得資，以助貧弱。人或謂以楊氏之富，子何需不得，

胡自苦乃爾。君慨然曰：人類婚姻之締結，宜純以摯義真情為主旨，

苟有纖介趨勢慕利之念雜其間，則已自玷其人格，且失其自主力，尚

何顏濟人乎！ 121 

116  中國民主建國會重慶市委員會、重慶市工商聯合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重慶工

商人物志》， 《重慶工商史料》第 3 輯，頁 31-32。〈楊文光、楊希仲、楊粲三（合傳）〉，

重慶市渝中區人民政府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重慶市市中區志》，頁 753。〈楊文光、

楊粲三（合傳）〉，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四川省志．人物志》，頁 410。

117  陳範，〈與吳稚暉書〉，《陳蛻盫文集》，「書類」頁 24。

118 「重慶楊氏依仁學校畢業攝影」（照片），《教育雜誌》6.7(1914.10): 1。

119  張默君女士，〈哀吾友陳擷芬君〉，頁 2。

120  同上註。 
121  張默君女士，〈哀吾友陳擷芬君〉，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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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她即使嫁入富商之家，也秉持獨立自主的理念繼續生活，不想藉婚姻

之便動用夫家的財富。從這樣的舉止行為，回顧當年她在《女學報》上，

高聲呼籲女人追求獨立，不要接受男人的干預或維持，做一個不依傍他

人、能自己盡責任的人等説法，可以發現，她實在是一位知行合一、言行

一致的女知識人！張默君讚美她「性高介」、「操持之堅，自視之重若此」，

的確是據實而論。

陳擷芬秉持自主意識，貫徹她自己提出的獨立主張，認為婚姻是感情

的結合，不應夾帶功利因素，在當時，可以説是極為先進的想法。自清末

提倡自由結婚，五四期間倡導自由戀愛，中國傳統的婚姻制度正處於變革

過程。男女當事人的感情逐漸成為締結婚姻的首要因素，「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的舊俗漸次遭到唾棄。流亡日本時期，陳擷芬差點因父命而淪為

小妾，幸好留學生群體支持並敦促她違抗父命。後來與楊希仲結識並結縭

的景況，目前雖無資料可供詳考，但那時其父陳範已經離日返國，楊希仲

則是獨自在日求學，陳、楊二人的婚事，即使曾經徵求雙方家長同意，顯

然仍是自己作主，用當時的説法，可以説是一樁自由結婚。由於他們的婚

姻立基於感情因素與個人意願，張默君説他們夫妻「伉儷之愛深且摯」，

應不是泛泛之論而已。

陳擷芬為自己覓得如意郎君，留美返國以後，回到夫家，又從事自己

一向提倡的教育工作，生活、事業都相當順遂，也大致符合她自己的理

想，但是她在夫家的境遇卻因為子嗣問題而遭遇嚴重打擊。張默君〈哀吾

友陳擷芬君〉提到：

初，君與楊君伉儷之愛深且摯，既以落落寡交際，見窘於鄉曲，復以

無出，不見諒於戚長。其夫為嗣續問題，竟賦小星。君固篤於情，復

素不以蓄妾制度為然者，勸止未能，心滋傷矣。於是嬰腦疾，其處境

乃益顛沛淒涼，神形亦大異往昔，見者不僅驚其英氣消沈，生趣且索

然盡也。122

張默君的敘述雖然簡略，陳擷芬在夫家的艱難處境卻不難想見。傳統社會

122  張默君女士，〈哀吾友陳擷芬君〉，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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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家族倫常與子嗣問題，長達數千年的文化習俗處處強調男女有別，重

男輕女的觀念根深柢固，家族人際關係的維持被認為是女人的職分，生兒

育女也被認為是女人的天職，這裡面既有傳統的家族、婦德觀念，也有父

權社會所期待的女性氣質作祟，無一不在抹煞婦女個體的自主性。身為女

界先覺的陳擷芬，不但擁有獨立自主的理念，而且貫徹於日常生活之中，

其知識、觀念與行動都極為先進，卻未必符合當時社會的女性期待，甚至

可能對傳統婦德與父權制度構成挑釁。因「寡交際」和「無出」而不見容

於鄉曲、戚長，正顯示了父權社會對待女子的一貫態度 不願意接受女

性社會成規的，便給予咎責與懲罰。
123

對陳擷芬造成直接打擊的，是丈夫納妾一事。自清末提倡女權以來，

雖也取得一定成績，但一般社會之所期待於女子者，卻未必那麼快可以扭

轉得過來，且一旦面臨子嗣問題，傳統觀念與做法大都歸咎於女人。楊家

以富商世家而擁有經濟力量與社會地位，蓄妾求子正是傳統社會與家族給

予男人的特權，也是重男輕女的極端現象之一。得不到夫家鄉族與親長支

持的陳擷芬，也未能勸止丈夫，丈夫果真納妾，夫妻關係形同遭到背叛，

對她而言，家庭與婚姻恐怕都失去了意義，張默君形容她當時英氣消沈、

生趣索然，這是深受打擊之後的自然反應，令人感到既可悲又痛心！無怪

乎哀悼文之末張默君也要大聲控訴：

嗟乎吾友！不死於念五載前奔走國事、異域苦學之時，乃竟憂傷顦

顇，齎志飲恨，殞於學成有家之後。誰謂家庭為安樂窩哉！彼社會不

良之環境，與萬惡之習俗，及遺產嗣續制度之流毒，經數千年，殺人

已無算，被其害者，豈獨君？顧以君之志之學，友朋嚮以遠大相期許，

不幸亦甘作是中之犧牲者，抑大可惜可哀亦可異已！ 124

陳擷芬早年提倡女權，奔走國事，名重一時，婚後在夫家從事教育事業，

也有機會發揮所長，但傳統的家庭子嗣觀念卻成了扼殺她有為之身的毒

手。張默君的控訴雖流露主觀情感，不無憤激之言，卻也中肯道出家族與

123  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女書文化公司，2000），頁 127。

124  張默君女士，〈哀吾友陳擷芬君〉，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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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久存的男女不平等弊端。「學成有家」之後，家庭卻成為不公厄運

的製造所。無論陳擷芬個人的才學、品行如何高卓，曾經為國事、為婦女

做出的貢獻如何可貴，傳統社會與家族所加諸於婦女的、視生育為「天

職」的觀念，依舊殘酷扼殺了她！從陳擷芬的際遇，很遺憾的看見，一個

女人的個人才學與成就，包括畢生的努力，都無法為她自己爭取平等為人

的權益。婦女個人的主體性，在父權制度的社會文化習俗中，是完全落空

的。呂芳上曾經頗具洞察力的指出：「婦女運動一旦變成『運動婦女』，

以婦女自身作為一個社會獨立自主人格的『人』的要求，便不易再被重

視」。
125

婦女自身的獨立人格被輕視、抹煞，不但在婦女運動的歷程中可

以發現，在有關家庭、宗法、社會習俗的案例中也不難看見。陳擷芬的際

遇，固然是個人的不幸，卻絕非偶發的個案，這是男女不平等的社會中經

常存在、卻習焉而不察的歧視現象！

1923 年春天，陳擷芬因「心腫病，數瀕於危，幸來滬就醫愈。」
126

生病就醫，是陳擷芬回到上海的原因。也因回到上海，才有機會與舊友重

聚。張默君得知陳擷芬婚後際遇，也在此時。同年夏天，陳擷芬不幸因病

而逝：

君之死，乃胃疾甫瘳，頸後忽生一小瘡，紅腫微痛，固非致命之症，

人送之入廣慈醫院就治。君素非荏弱，然以近數年來精神上摧殘過

甚，體氣虛耗，至此遂不勝刀圭。醫既庸誤，看護乏人，又值酷暑，

創潰腫至塞喉窒息而歿。時民國十二年七月三十日，癸亥六月十七日

晨刻也，存年四十有一。烏乎痛哉！ 127

由此文所述可以想見，受到精神打擊的陳擷芬，臨終前其實已經纏綿病榻

一段時間。由「心腫病」到「胃疾」，迨至頸後生瘡，不同的病症輪替，

可見健康早已亮起紅燈。「醫既庸誤，看護乏人」，除了痛心於醫術不高

明之外，也暗示夫家沒有人關心陳擷芬的健康。當時楊家開設的聚興誠銀

125  鮑家麟等著，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 254。

126  張默君女士，〈哀吾友陳擷芬君〉，頁 3。

127  張默君女士，〈哀吾友陳擷芬君〉，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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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上海設有分行，其夫楊希仲任總經理，楊希仲因掌管四川總行，或

未能親至上海，但以楊家之富，假若願意用心照顧妻子，不難安排得力人

手，但陳擷芬卻因缺乏好的看護，由小瘡發展成腫潰喉塞，窒息而亡。陳

擷芬生前，或許為了追求獨立人格而不願動用夫家財富，但身為丈夫者，

納妾以後，任憑髮妻自生自滅，張默君雖沒有明言指責，其言外不忿之

意，也不難揣度而知。此文説她「存年四十有一」，其實是採取傳統的虛

歲算法，如果依照實歲計算，1923 年，陳擷芬才滿四十歲。

自《女學報》第四期以後，陳擷芬的所有著述便散佚罕存。《申報》

報導陳擷芬喪事消息時，曾提及她「惟遺所譯著數種，計《學校管理法》、

《家庭與學校》、《圖書館指南》各一卷，《景玉樓感遇記》一卷，尚待集

刊。」
128

這些書籍，後來恐怕都沒有刊印。張默君〈哀吾友陳擷芬君〉一

文也曾經提及：「（陳擷芬）出所譯著書數巨帙畀予，屬為校正，予受而

讀之。佩其有可取法，筆亦清暢，為先後介紹於《時報》及《中華新報》

記者談君社英處，陸續刊入該報之『婦女與家庭』。」
129

《時報》現存可

見有陳擷芬譯「新小説」《人獸接腦記》一篇，以日記體形式描述某湖邊

巨獸移植人腦之後的變化故事，報刊標為「新小説」，
130

據今日觀點來看，

此篇屬於科幻題材。這一篇翻譯小説，恐怕是陳擷芬現存唯一小説體裁的

文字。張文又提及《中華新報》，考談社英確曾於 1922 年至 1926 年間，

主編《中華新報》之「婦女與家庭」版數年，
131

可惜現存《中華新報》殘

缺不全，載有「婦女與家庭」版的刊物已經蕩然無存！

五、結　語

綜合以上所述，陳擷芬可説是一位早慧早熟的婦女運動先驅，不但

以髫齡之姿活躍於報界，對於婦女的獨立自主人格也早有體認並務力追

128 〈誌陳彭二女士之喪〉，《申報》，第 18 頁，1923 年 8 月 9 日。   
129  張默君女士，〈哀吾友陳擷芬君〉，頁 1。  
130  陳擷芬譯，〈人獸接腦記〉，《時報》1920.11.3-12.8，4 張《婦女週刊》。此文承夏曉

虹教授提供，謹此致謝。

131  談社英，〈自傳〉，《婦運四十年》（自印本，1978 年再版），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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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張默君説：「烏乎！擷芬！君非二十五年前女界之先覺乎？非改革之

志士乎？非女報之首創者乎？非艱苦之留學生乎？非平民教育之提倡者

乎？」
132

這幾句話，頗可以總括陳擷芬一生的志業。陳擷芬早年不但響應

維新變法，提倡女學與女權，對婦女的不平等境遇有深刻的認識，對婦女

自身的人格與自我要求也更為透徹。在艱苦的留學生涯中，仍盡力為婦女

前途與國事奔走。回國後在上海停留時間雖短，也積極投入爭取女子參政

權，響應國民捐，為國事奮鬥不懈。雖嫁入豪門，仍維持自主獨立並繼續

投身於教育事業。她是一位有理想又有行動力的女知識人！其見識、胸

襟，不但超越普通男女，也超越一般平庸的知識階層。這麼一位可敬的女

界先覺，最後卻受制於深重的父權網羅，遭厄於家族人倫之手！可見男女

不平等的衍生問題，經常在個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作祟，並且挾帶龐大的家

族、習俗、社會文化等群體力量，令個人無以招架！張默君控訴：「誰謂

家庭為安樂窩哉！」這句話無意中指出後代女性主義論者檢視、批判的所

在。妻職與母職，以及性政治等問題，確實是迄今仍未能解決的婦女困境。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中西女塾説〉，《申報》1890.2.23。

〈擷芬女史隸書減潤〉，《蘇報》1900.6.26。

擷芬女郎，〈 戊 戌 政 變 感 賦 〉、〈 題 桃 谿 雪 傳 奇 〉、〈 讀 史 二 律 〉，《 清 議 報 》90 

          (1901.9.3): 1，〈詩文辭隨錄〉。

〈酬應告白〉「夢坡先生鑒」條，《春江花月報》1902.1.27，3 版。

陳擷芬主編，《（續出）女報 》1-9(1902.5-1903.1)。

陳擷芬主編，《女學報》1-4(1903.3-1903.10)。

楚南女史陳擷芬，〈女界之可危〉，《中國日報》1904.4.26-27。

「女界之光」條，《大公報》779(1904.8.26): 4。

女士陳擷芬，〈題美人倚劍圖〉，《女子世界》10(1905.2): 49。

132  張默君女士，〈哀吾友陳擷芬君〉，頁 1。



黃錦珠∕一位晚清女報人的際遇        陳擷芬其人其事 239

女士馬勵芸，〈贈陳擷芬女士〉，《女子世界》10(1905.2): 49-50。

日本東京調查員訪稿，〈特別調查〉「女界之英」條，《女子世界》2.3(1906.1): 82。

番禺潘飛聲蘭史，〈陳擷芬女士來見率贈二首〉，《著作林》17(1908.6): 54。

「重慶楊氏依仁學校畢業攝影」（照片），《教育雜誌》6.7(1914.10): 1。

陳範，《陳蛻盫文集》，柳亞子等集資印行本，1914。

〈上海聚興誠銀行正式開幕廣告〉，《申報》1919.12.4，2 頁。

陳擷芬譯，〈人獸接腦記〉，《時報》1920.11.3-12.8，4 張《婦女週刊》。

〈誌陳彭二女士之喪〉，《申報》1923.8.9，18 頁。

張默君女士，〈哀吾友陳擷芬君〉，《心聲》17(1923.9): 1-3。

劉揆一，《黃興傳記》，未署出版資料，有民國十八（1929）年序。

二、近人論著

重慶市渝中區人民政府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7  《重慶市市中區志》，重慶：重慶 

            出版社。

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2001　《四川省志．人物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國民主建國會重慶市委員會、重慶市工商聯合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　1984  《重 

            慶工商人物志》，《重慶工商史料》第 3 輯，重慶：重慶出版社。

中國民主建國會重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重慶市工商業聯合會文史資料工 

            作委員會編　1988  《聚興誠銀行》，《重慶工商史料》第 6 輯，重慶：西南師 

            範大學出版社。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　1983  《張默君先生文集》，臺北：中國國民黨                        　　 

            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孔祥吉　1996  〈晚清知識分子的悲劇 從陳鼎和他的《校邠廬抗議別論》談起〉， 

            《歷史研究》1996.6: 66-76。

王燦芝編，《秋瑾女俠遺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6。

朱小平　2005　《現代湖南女性文學史》，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2008  《江蘇省志．人物志》，南京：鳳凰出版社。

沈　潛　2011  《中興棲霞之祖：宗仰上人行誼》，高雄：佛光文化事業公司。

林傳濱　2013  〈潘飛聲年譜〉，收入馬興榮、鄧喬彬編，《詞學》第 30 輯，上海：華 

            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 394-458。



漢學研究第 39 卷第 1 期240

胡衛清　2002  〈上海中西女塾簡論〉，《韓山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23.3(2002.9): 

              10-21。

夏曉虹　2016  《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夏曉虹　2017  〈中國女學會考論〉，《北京大學學報》54.3(2017.5): 115-124。

孫常煒編　1991  《蔡元培先生全集續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馬燕編　2004  《蔡元培講演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高平叔、王世儒編注　2000  《蔡元培書信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張玉法、李又寧主編　1995  《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上）》，臺北：龍文出版社。　　 

張蓮波　2016  《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社團》，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張默君　1960  《大凝堂集》，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張默君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編　1970  《張默君先生紀念集》，臺北：張默君先生紀 

            念集編印委員會。

湖南名人志編輯委員會編　1999  《湖南名人志》，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

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2  《湖南省志．第三十卷．人物志》上冊，長沙： 

            湖南出版社。

馮自由　1948  《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上海：商務印書館。

馮自由　1969  《革命逸史》第 3 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馮自由　1976  《革命逸史》初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劉紹唐主編　1983  〈民國人物小傳．陳範〉，《傳記文學》43.4(1983.10): 146-148。

劉詠聰主編　2010  《中國婦女傳記辭典：清代卷（1644-1911）》，雪梨：悉尼大學 

            出版社。

蔣慎吾　1993  〈蘇報案始末〉，上海通社編，《上海研究資料續集》，收入《近代中 

            國史料叢刊三編》第 73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據 1939 年影印，頁 71-84。

談社英　1978  《婦運四十年》，自印本。

談社英編著　1990  《中國婦女運動通史》，《民國叢書》第 2 編第 18 冊，上海：上 

            海書店，據婦女共鳴社 1936 年版影印。

鮑家麟等著，陳三井主編　2000  《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顧燕翎主編　2000  《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女書文化公司，2000。

〈歷史的全力 辛亥革命中的常州人〉「陳範」條，常州文物信息網，網址：https:// 

            web.archive.org/web/20160304214402/http://www.czwenwu.cn/ztyjshow.asp?id=1600 



黃錦珠∕一位晚清女報人的際遇        陳擷芬其人其事 241

          （2019.2.22 上網檢索）。

「橫濱英和學院．沿革」，網址：https://www.yokohama-eiwa.ac.jp/contents/history.html 

          （2019.3.22 上網檢索）。

 

圖一



漢學研究第 39 卷第 1 期242

A Life Story of a Late-Qing Woman Journalist: 

Chen Jiefen

Huang Jin-chu *

Abstract

The women’s rights movement began to develop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and those exponents who were positing new ideas and putting them into 
practice include both conscientious male and a few female intellectuals. The 
major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movement were the founding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nd of schools for women. Chen Xiefen 陳擷芬 (1883-1923) 
was the eldest daughter of Chen Fan 陳範 (1860-1913), publisher of the famous 
Su bao 蘇報, and began to serve as editor-in-chief of Nü bao女報 while she was 
only 16. Due to the fact that Nü bao was delivered along with Su bao, it was 
also referred to as “nü Su bao” 女蘇報, and in 1903, Nü bao changed its name 
to Nü xuebao 女學報 (Chinese Girls’ Progress). In the same year, because of 
the “Su bao incident,” Chen Xiefen accompanied her father to Japan to escape 
persecution, yet continued to preoccupy herself with Nü xuebao releasing its 
4th issue. During her stay in Japan, Chen became acquainted with Qiu Jin 秋
瑾 (1875-1907), and together they reorganized Gong’ai hui 共愛會 (Mutual or 
Universal Love Society) as well as being active in political affairs. The ideas 
she put forward in the publication exhibit an independent mind and conspicuous 
subjectivity as a woman, and even after her marriage, she remained independent 
in her work as well as in her family life. Unfortunately, she was distanced by 
her husband due to not bearing a child, and stricken with dismay, eventually 
died in her prime. 

*  Huang Jin-chu, profe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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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forerunner in airing ideas on women’s rights and realizing them as 
well as a woman seeking an independent mind and social positioning, Chen is 
an important figure deserving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This article delineates 
her life, explores her aspirations in a quest for independent social status, and 
looks into the milieu that created conflicts between family and women’s rights.

Keywords: Chen Xiefen, (Xuchu) Nü bao, (Sequel to or Continued) Nü bao,
Nü xuebao, Chinese Girls’ Progress, female subjectivity, concepts 
of fami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