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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陽初的鄉村建設歷程 

四川巴中晏陽初博物館  晏鴻國 

 

一、晏陽初為何走上鄉村建設之路 

   上世紀 20 年代初的中國正處於一個重要變革的歷史時期，一

方面，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動搖了數千年來一直沿襲的政治秩序、社

會秩序和生活秩序。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使世界各國

人民的宇宙觀、人生觀、社會觀及所有生活秩序，皆發生變化，這種

變化也不可避免地影響著中國。傳統文化被衝擊，使中國原有的各種

痼疾暴露無遺；外來的文化的影響，形成先進於落後之間的許多新的

矛盾，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處於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狀況。面對這

樣的國情，一部分中國的知識份子基於他們的民族憂患意識和民族責

任感，他們開始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他們覺得要救國救民就必須進

行民族自覺和文化自覺。 

晏陽初先生在《十年來的中國鄉村建設》一文中指出： ‚鄉村建

設運動當然不是偶然產生的，它的發生完全由於民族自覺及文化自覺

的心理所推拍而出。所謂民族自覺就是自力更生的覺悟。‛‚在民族

自身沒有力量之前，一切的一切都是廢話。漲紅了臉吹破胰子泡以

後，沉下心來反求諸己，覺得非在自己身上想辦法，非靠自己的力量

謀更生不可，這就是所謂自力更生的覺悟。鄉村建設便是這個覺悟的

產兒。‛（1） 在同一文中，晏陽初還指出要實現民族自覺必須要進

行鄉村建設的必然性。‚中國的大多數人是農民，而他們的生活基礎

是鄉村，民族的基本力量都蘊藏在這大多數人——農民_的身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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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要謀自力更生必須在農民身上想辦法，而自力更生的途徑也必須走

鄉建的一條路。‛（2） 

由於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和西方文化的影響，使中國的

‚社會秩序，政治制度，禮俗習慣，所有一切的生活方式都發生變化，

固有文化既失去其統裁力，而新的生活方式又未能建立起來，因而形

成文化的青黃不接。思想上更呈混亂紛岐的狀態，有的主張復古以挽

救已動搖的局面，有的主張追步西方的現代途徑，更積極一點便唱全

盤西化。到了現在，無疑地，新文化已在中國人民生活上和思想上具

有極明顯的影響，然而傳統文化的積力仍然把每個中國人牽引著不容

易往前走。這種文化失調的現象實有從根本上求創應的必要。這樣就

想到‘人’及其生活基礎的改造。而中國的‘人’的基礎就是農民，

其生活的基礎在鄉村，所以結果也就逼上鄉建的一條路。‛（3） 

二、 定縣實驗 

晏陽初在中國推行平民教育之初，便已認識到：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絕大多數國

民是農民，絕大多數文盲在農村。不顧及農民的平民教育算不上是整個的平民教育，

平民教育的重點應該是農村。因此，繼長沙、煙臺、嘉興的實驗後，也就是中華平

民教育促進總會（以下簡稱平教會）成立後，晏陽初開始在京畿開展平民教育運動。

後來他考慮到中國基本是以縣為一個社會生活單位，應該進行以縣為單位的平民教

育實驗。如果在一個縣取得成效，其他縣只要根據本地情況稍加選擇，便可以應用。

經過比較，他們選定河北省定縣為實驗縣。通過對定縣社會的調查，晏陽初總結出：

當前中國的農村患有四大病症，即愚、貧、弱、私。而‚愚‛是其他三種病的根源。

因為沒有文化故不能吸收科學知識，只知道在田地裡埋頭耕作，年復一年的遭受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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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的煎熬。吃不飽，穿不暖，自然身體就弱，不懂得衛生保健，故疾病纏身。農民

都以家庭為生活單位，對家庭以外的事漠不關心，更談不上關心社會、關心國家，

沒有團結組織的能力與習慣。晏陽初根據這四大病症，開出治療的處方，即‚文藝

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公民教育‛。以這四種教育提高農民的知

識力、生產力、健康力、團結力，使農民成為‚四力‛皆備的‚新民‛。他認定這

四種教育是‚救國救民的唯一方法，並非一切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貼膏藥式的方法

可比‛。 

 三大教育方式是指實施四大教育的手段和途徑，包括學校式教育，社會式教育和

家庭式教育。四大教育側重在內容和目標層面，三大方式則側重在實施和推行層面。

通過三大教育方式將‚四大教育‛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連環進行，從而使四大教育

實際化、經常化、普通化，切實滲透于農民的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環節之中。 

   1929 年秋晏陽初全家遷居定縣，按晏陽初‚集中國內第一流人才，制定第一流

計畫，做出第一等工作‛的計畫，1926 年，平教會開始了在定縣的大規模試驗，至

1936 年因華北淪陷，平教會被迫終止定縣實驗，整整 10 年時間，平教會創造了以‚四

大教育‛ ‚三大方式‛為核心內容的‚定縣經驗‛。 

   定縣實驗雖然因抗日戰爭爆發而中斷，但其產生的影響卻是恒久的。正如吳

相湘在《晏陽初傳》第五章中指出，定縣實驗具備多種特質：①、是一革命運動；②、

是一教育運動；③、是一科學的運動；④、是一民主的運動；⑤、是一‚佈道‛的運

動；⑥、是一世界的運動。這是對定縣實驗比較準確的歷史定位。 

定縣實驗當時在國內外都產生極大的影響，主要表現為： 

1、對當時國內鄉村建設運動的影響。當時名聲較大的民眾教育社主任俞慶棠曾

邀請平教會協助，晏陽初特派湯茂如前往協助；平教會還應梁淑溟邀請，派馮銳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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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村治學院指導農場的設施及生計教育；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徐公橋農村教育實驗區是

由平教會、教育改進社、東南大學教育科、農科四個機構合辦的，中華職業教育社的

黃炎培曾親自北上與平教會商討合作事宜。除此以外，全國其他的平民教育或鄉村建

設機構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定縣實驗的影響。1930 年 4 月，全國基督教識字運動會

在定縣舉行。1933 年 ，全國基督教農村建設研究會又在定縣舉行。 

2、對國民政府的影響。由民間發起的平民教育運動到 1925 年已經遍及全國，

1926 年，教育部命令在全國設立民眾教育館。以前政府不聞不問的事業，變為政府

極為關注的事業。1931 年，晏陽初應蔣介石的邀請南下，介紹定縣實驗的情況，蔣

隨即準備在南京附近開辦實驗區。1932 年，蔣又邀請晏陽初到武昌，商談設立‚農

村合作指導員訓練所‛的計畫。同年 12 月召開的全國第二次內政會議通過了在各省

設立政治社會更新研究院的計畫。1933 年，河北省縣政建設研究院成立，晏陽初任

院長。同年 7 月，國民政府正式核定定縣、江甯、蘭溪、鄒平、菏澤為實驗區。 

3、國內各界對定縣實驗的評論。在定縣實驗時期，國內的一些名流、學者、專家、

新聞界人士如熊希齡、周作人、趙元任、張君勵、林宰平等到定縣參觀考察者，

絡繹不絕，均對定縣的工作加以讚賞。 

   蔣廷黻在《平教會實在的貢獻》一文中說：‚平教會的教育是真正的活教育，

平教會實在是用教育來造就國民。‛‚我到定縣去考察以後，我覺得平教會無疑

的找到了改造農村的方案，稍加修改，因地制宜的修改，這個方案可以推行到全

國。‛（4）  

周作人在參觀定縣後說：‚我根據我的見聞，深覺得認識清楚實是天下一大

難事、一大奇事。教育家政治家也多還不知道其物件為何物？‛‚這回我看了之

後，對於平教會很有一種敬意，覺得它有一絕大特色‛‚平教會認清了它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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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是農民，不是那一方面的空想中的愚魯或是英勇的人物，乃是眼前生產著行

動著的農村的住民。‛（5）  

章元善 1934 年在《獨立評論》發表文章稱：‚平教運動在這一年內，得到了

它的生命基礎；新近科教計畫已漸漸的趨於經濟一途。他們的生計教育部，研究

農業之外，兼辦合作事業。這一步演化值得注意的。‛‚解決整個的農村問題，

都非走入經濟途徑不可的。‛（6）  

中央軍校教官毛應章奉蔣介石之令到定縣參觀後認為：‚一般農村教育者，

地僅限於一小鄉村，均無普遍共通之性，且無推廣全國之計畫，唯河北定縣所辦

者，乃以縣為施行之單位有普遍全國之計畫。‛還說定縣之工作是‚救濟當今中

國之唯一良策。‛（7） 

4、國外朋友的評論 

 美國著名記者愛德格·斯諾在 1933 年訪問了定縣後，在《紐約先驅論壇報》

發表了《喚醒中國民眾》一文，對晏陽初及其定縣實驗大加讚揚：‚我在定縣

發現很具戲劇性並且證明是最重要的生活改造工作。這是除蘇俄以外，其他任

何地方所未見過的。‛‚晏陽初使我大感驚訝的：是富於機智與多才多藝。因

而定型是一人群的偉大領袖。‛‚晏領導的運動一旦成為革命的強大命運，勢

必超過中國軍人多年來打來打去的放蕩行動。‛（8）  

 洛克菲勒基金會副總裁 MR·GUnn1931 年在中國訪問期間，在參觀定縣與晏陽

初長談後感概到這是他從沒聽過的感人至深活動之一。讚揚晏陽初是一個不平

凡的人，他致信基金會主席說：‚這一運動值得以最大的注視。它可能獲得對

未來若干年中國問題的答案。‛（9）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聽取了他的意見後，翌

年又派他到這個考察，然後根據他的報告給予平教會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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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駐華使館商務參贊安德諾 1935 年到定縣參觀後，撰寫了一篇報告，在

報告中稱：‚這是文明古國四萬萬人裡正在發展的一項最重要而且非常具有助

力的大的運動。‛（10）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索特威爾讚揚定縣的工作：‚不僅注意農產的增加，尤

重視使經過教育的農民養成自己擔負起責任。這是自日常生活一般事情上保證

真正的民主政治的一項努力。‛‚這一注重培養人民自己負責的基本觀念，自

將形成全國人民的永久基礎。‛（11）  

  美國著名教育家孟祿博士認為定縣四大教育均齊發展意義重大；合作社推

廣、資本借貸、消費品購買、產品運銷等都比較靈活；金融狀況比較景氣；衛

生教育、識字教育都很成功。（12） 

美國基督教‚品鑒委員會‛主席 Hocking 在談到定縣的觀感時說：‚我們在平

民學校感覺到：熱烈的人群奉獻和犧牲精神，與愛國情懷相互結合，正在使青

年們迅速覺悟。一切事實告訴我們，這是在東方從來未見到的如此光明正大及

充滿智慧的計畫，它預期將充實中國的精神與德性。‛（13）  

三、新都實驗縣、衡山實驗縣及華西實驗區                     

繼定縣實驗後，平教會又先後在四川新都、湖南衡山成立實驗縣及華

西實驗區。 

  衡山實驗縣（1936 年 7 月）與新都實驗縣（1937 年 4 月）在成立

的時間上僅數月之差，實驗的內容也大同小異。首先是對縣政的改

革，如調整各級行政機構，裁局設科，撤區並鄉，便於行政監督並減

少行政經費。更重要的是使原來分散的權力集中於縣政府，以此提高

行政效率。其次是整頓治安。其三是整頓和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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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改革教育。其五是改良農業。其六是改善醫療衛生事業。其八是推

行地方自治。在開展這些工作時既繼承了定縣實驗的成功經驗，也根

據實際情況有所改進和發展。如新都實驗縣在整頓治安時，遣散原自

衛隊，另外招收 60 名中學畢業的青年和 60 名壯丁組成縣警衛隊；將

全縣劃為若干警衛區，每區設警衛所，在警衛所與各鄉鎮和縣政府之

間架設專線，以便隨時通報匪警消息。各保設義務警衛員，一遇匪情

便鳴鑼報警。這樣形成全縣警衛網，改變了以前土匪猖厥的現象。衡

山實驗縣將各鄉鎮地方自治系統和保甲系統合併，納自治於保甲之

中。鄉鎮的職能除自治、自衛外，新增教育和建設等內容。為解決鄉

鎮因工作內容增加而人員不足的矛盾，將各鄉鎮有一定文化的青年組

織起來，成立青年服務團，協助鄉鎮推行鄉村改造的各項工作。新都

實驗縣成立縣政諮詢委員會，這是四川省最早出現的民意機構。 

      1946 年，晏陽初經過與四川省政府主席張群商議後決定，由四川

省政府劃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包括巴縣、江北、合川、江津、永

川、綦江、壁山、銅梁、榮昌、大足 10 縣及北碚管理局）為華西實驗

區，由平教會主持該區的實驗工作。其目的是以試驗區作為推動全省

的鄉村建設工作的示範基地。1946 年 11 月，實驗區正式成立，總辦

事處設於壁山。晏陽初推薦時任第三行政督察區專員的孫廉泉為實驗

區主任。試驗區總部下設教育組、農業組、合作組、水利組、衛生組、

編輯組、社會調查室、會計室、秘書室、視導辦公室、影音施教隊及

種豬推廣繁殖站。各縣（局）設輔導委員會。縣（局）以下每 6 個鄉

鎮劃為一個輔導區，設辦事處，輔導區內每個鄉鎮設輔導員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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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區最基層的組織叫‚社學區‛，是根據地理環境與教育環境相結

合的統一單位。實驗區共有人口 532 萬，耕地面積 1230 萬畝。農民

70 萬戶，占全區人口的 70%。 

實驗區的工作目標為：啟迪民智、培養民力、建立民主、改善民

生。指導思想是：推動建設工作的中心力量是教育。建設的重心是經

濟，經濟要有組織的生產。 

實驗區工作的基本原則是：⑴、實驗的  著重方法與技術的實驗根

據平教會以往的工作經驗參酌實際情況，擬定較適宜可行的計畫，在

實際工作中去驗證，隨時加以檢討和修改。⑵、輔導的  農民大眾生

活的改造，唯有依靠農民自己的力量才能完成，實驗區工作人員居於

啟發輔導地位，而不是代替他們去做。⑶、教育的  一切工作都從教

育入手，要啟發和培養農民自覺自發的力量，舍教育方法無他途。⑷、

著重組織的  組織是共同改造生活、推進建設的必要條件實驗區的工

作重心，在於完成農民的教育組織和經濟合作組織。由教育組織來推

動和完成經濟合作組織。 

實驗區開展的四項建設的實驗： 

1、教育建設 

實驗區規定：教育建設的目標在培養農民知識力、生產力、健康力、

組織力。因此，這種教育不但要使農民能讀能寫，而且還要學到若干

基本知識與技能，使他們可以改善其經濟生活，生活環境，並能行使 

和履行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教育機構：總部下設教育組、視導辦公室、電化教育委員會，以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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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負責教育實驗和教育督導工作。另設編輯組負責教材的編輯出版。

各縣設輔導委員會，各鄉鎮設輔導員。各學區設國民學校。 

國民學校下又分為小學部和民教部，各設主任一名。小學採取全日

制和半日制，儘量提高兒童入學率。民教部採取導生傳習的辦法對成

人進行教育。傳習處分為初級、中級、高級三個班，分別對不同程度

的學員施教。 

2、經濟建設 

經濟建設是華西實驗的工作重點。晏陽初除了以教育為動力來推動

經濟建設的發展外，還大力推行合作組織（農業合作社和副業合作社）

來推動經濟建設的發展。 

華西實驗區的生產農民約 85%是佃農，他們租佃地主的土地耕種，

地主可以隨時撤佃換佃，加押加租，佃農的土地使用權不穩定。晏陽

初設想農業合作社後，由合作社向地主租佃土地，再轉租給佃農，這

樣不但可減少地主隨意撤佃換佃，加押加租，穩定佃農土地使用權，

而且對於興修水利工程、改良農業技術都更容易實施。晏陽初還設想

通過合作社來解決土地問題，即由合作社出面向實驗區或農民銀行貸

款購置社田，然後以低租租給佃農耕種，所收地租用來償還貸款，這

樣積累下來，社田便可以滿足社員耕種用地，不再租地主的土地了。

但這些設想在當時不可能實現，在巴縣參議會提出來徵求意見時，立

即遭到土豪劣紳的強烈反對。 

至 1949 年 11 月，實驗區實際成立農業合作社 699 個，社員總數達

65,137 人。農業合作社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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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優良作物品種；推廣優良家畜品種，增加豬牛的飼養量；組織農

產品加工；修建小型水利工程；協助減租工作；副業合作社，機織合

作社和造紙合作社（合作紙廠）。 

3、衛生建設 

實驗區對衛生建設計畫從三個方面入手，即設置衛生員、預防流行

病、和充實醫療衛生機構。計畫每一個社學區設衛生員一名，全區共

4000 名。實驗區所轄地區主要的流行病是瘧疾和鉤蟲病，計畫利用

中國西部地方病防治所的力量進行研究與防治。對區內縣衛生院及鄉

鎮衛生所一是補充人員，提高醫務人員待遇和技術。二是補充醫療設

備等。 

4、鄉村地方自治建設 

鄉村地方自治建設是華西實驗區四大建設之一，在《農村建設計畫》中

提出了基本觀點及實施辦法，但實際上並未實施，或只實施了一些，因為

這方面沒有檔案資料可查。只能據《農村建設計畫》瞭解其基本觀點是：

‚民主國家政治之基礎，乃地方自治，今日我國農民組織力最為薄弱，難

以組成合理的自治團體，吾人認為組織教育及組織生產之推進，即為培養

組織力之重要方法，然必須更於教育方面，灌輸現代公民必具之政治常

識，使一般農民皆能盡公民之義務，享公民之權利；在組織方面，吾人希

望組織團體與經濟教育組織合而為一，在政治上為自治單位，在經濟上為

合作社區，在教育上為國民教育學區。自治組織在人事、財政、方面必須

確立合理制度。又今日鄉村自衛問題，亦為嚴重問題之一，無自衛則治安

難以確保，治安不保，則種種建設皆無法進行，如條件許可，吾人願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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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生產農民施以組訓，並裝備自衛武器，使之成為自衛武裝生產農

民集團……‛。 

《農村建設計畫》對於實施辦法也有設想：⑴關於人事財政方面：建立

地方人事制度，自治人員由選民公選，實行考績制度，保持人員的相對穩

定和政策的延續性。防止鄉鎮長變動時人員隨之變動，法隨人變。縣鄉財

政分開，厲行預結算制度，發展公營事業，以增加自治經費來源，根除攤

派苛擾和貪污機會。⑵成立農民自衛組織，保障農村自安。對合作社農民

進行訓練，訓練內容除軍事技術外，還要切實配合農民的經濟生活而授以

農業技術改良、農村經濟知識。                                    

華西實驗區取得兩項顯著成績：一是平民教育在區內的迅猛發展。以壁山

縣河邊鄉為例，全鄉 6000 文盲在開展平民教育兩月後，就有 2563 能讀能

算。群眾參與社會的自覺精神及為公眾服務的精神大大提高。二是合作社

的蓬勃發展。華西實驗區是繼定縣、衡山、新都後更大規模的鄉村建設實

驗，它為四川乃至全國的鄉村建設提供了很好的借鑒。華西實驗區在繼承

定縣經驗的同時，又在許多方面，特別是科教興農方面，有所發展和提高。

在農村建設的方針上，明確提出‚以經濟建設為重心‛，並以教育作為推

動建設工作的中心力量。這裡的教育，就是科學和技術知識的普及和運

用，教育的過程就是建設的過程，即當時的‚教育與建設的合流‛，也就

是教育、科技與農村建設三者合而為一。其次，在機構的設置上，華西實

驗區與定縣實驗也有所差異。定縣實驗時期，設十部三處，重心集中於教

育，僅在文藝教育方面，就有農村教育部、城市教育部、視聽（藝術）教

育部、平民文學部、社會式教育部、家庭式教育部、學校式教育部、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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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等部門。華西實驗區時期，平教會僅設研究部、訓練部和實驗部。

華西實驗區（即實驗部）所設六組四室其中農業、合作、水利都是幹經濟、

技術的，體現了以經濟建設為重心的方針。 

在定縣實驗時，晏陽初注意到土地對農民的重要性，但是作為一個社團

組織的平教會是無力解決土地問題的。在華西實驗區，開始了減租和土地

改革的試嘗，制定了一系列的計畫和實施辦法，並在局部地區取得一些成

效。 

華西實驗區在規模上比定縣實驗大得多，實驗的內容也更複雜。因此工

作人員也較定縣時期多得多。據 1949 年 11 月的統計，平教會工作人員達

472 人，另有各社學區的民教主任 1400 名，也是由平教會支付工資。人

員結構上大部分都具有大學以上的學歷，各組、室的負責人都是具有多年

鄉村工作經驗的專家，教授。 

四、將鄉村建設運動推向世界 

1950 年 5 月，晏陽初在‚中美委員會‛執行委員會議上提出將中

國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經驗推廣於世界的計畫，得到大家的支持。同

年 8 月，‚國際平民教育運動促進委員會‛成立（以下簡稱國際平教

會）。從此，一個以‚定縣經驗‛為模式的國際鄉村改造運動在世界

興起。 

菲律賓鄉村改造促進會。1952 年 7 月，由菲律賓一些政府高級官

員和教育界、實業界的人士組成的菲律賓鄉村改造促進會成立。其宗

旨是效法中國平教會四大教育同時進行的綜合計畫，與政府合作，動

員社會各方力量以改造鄉村經濟和社會建設。菲鄉村會成立伊始，菲

律賓總統即表示政府各部門一定全力支持鄉村改造工作。1954 年 3

月，晏陽初協助菲鄉村會對選聘的 76 名大學生進行培訓。4 月，應

菲總統麥格塞塞邀請，晏陽初協助菲鄉村會實施桑紐斯計畫。 桑紐

斯是菲律賓一個極其貧困落後的地區，每年有 9 個月的旱季，無法耕

種，另外的 3 個月雨季則全被水淹。農民只有在水退後種一季西瓜。

鄉村會在該地區開展四大教育，新建了道路網路和灌溉系統，協助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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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組織了村議會和農民協會，農民自己集資建起了工作場、苗圃、推

廣農場、示範公共浴室、婦女洗衣棚、公園、遊樂場。 

國際鄉村改造學院（縮寫為 IIRR）。1960 年 ，為滿足廣大第三世

界國家和地區對鄉村改造改造人才的需要，晏陽初在菲律賓創辦了國

際鄉村改造學院。晏陽初任第一任院長。國際鄉村改造學院的最大目

標，就是研究‚科學簡單化，農民科學化‛的方法，使農民能夠享受

到現代科學的成果，增加生產，改善生活。為此，學院制定了兩項長

期研究計畫：鄉村經濟發展和鄉村家庭計劃生育。1967 年，學院第

一期校舍竣工。 

要促進鄉村經濟的發展，必須將現代科學技術引入鄉村。1972 年

IIRR 開始實施‚農民學人‛（亦稱鄉村學人）計畫，目的是研究一

如何將現代科學技術傳授給農民的方法。‚農民學人‛與定縣實驗時

的‚表證農家‛相似，經過培訓的‚農民學人‛在掌握某一方面的技

能後，再傳授給‚表證農民‛和‚推廣農民‛。‚農民學人‛成為鄉

村協助科技推廣的原動力。1976 年，IIRR 的平民學校正式開學，負

責培訓實驗區內 58 個村選送的 626 名‚農民學人‛的工作。培訓的

課程分為‚生計‛、‚保健‛、‚教育與文化‛、‚地方自治‚四部

分共 23 項，其中‛生計‚一項比重較大，有 13 項。至 1977 年，平

民學校共培訓‛農民學人‚1000 餘名，他們回到村裡，每人負責傳

授 5 名‛表證農民‚。Dadmarinas 市一位叫 Legaspi 的青年農民，

回村以年後，組織成立了該市的家畜協會，該協會又在兩個村成立牛

奶協會和牛肉協會。他傳授了 118 名農民學會了牛、豬的人工受精方

法。他成功實施的山羊人工受精，不但在菲律賓是創舉，在亞洲也是

首開先例。 

1965 年，瓜地馬拉鄉村改造促進會成立，隨即選定東部的 Jalapa

州為先導實驗區。這裡是全國最貧困的地區，鄉村會採取協助農民成

立合作組織，應用團體推動技術，鼓勵團體結合，並激勵團體行動。

1970 年，他們在一個叫 Las Brisas 的地方，協助 128 名種植咖啡的

農民組織起合作社，然後向會員傳授新的咖啡種植技術，翌年，農民

便得到實惠，收入大幅度提高。合作社在增加的收入中提出部分資

金，修建了倉庫。到 1973 年，合作社加入了全國咖啡生產農業合作

聯合會，經由聯合會，他們生產的咖啡外銷到德國。合作社不但還清

了 29000 美元的貸款，購置了卡車，還有 60000 美元的結餘。在合作

社的帶動下，附近 8 個村約 7000 農民都積極地種植咖啡。隨即，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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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會將這一成功經驗擴展到其它農產品的生產。 

在 Jalapa 東部有一個叫 La Montana 的社區，包括 11 個鄉 22 個村，

居民 40000 余人，土地面積 42500 餘英畝，並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

可是因為這裡的人們保守落後，反對政府和所有私人機構在當地的發

展計畫，所以長期得不到發展。鄉村會瞭解到，這裡只有學校的老師

是唯一能被當地人接受的外鄉人，於是先派遣教育工作隊進入該社

區，在教育工作隊取得當地人的信任後，其他人員隨即跟進，全面開

展生計、文藝、衛生及合作等方面的教育。到 1976 年，他們協助當

地居民成立農業改良會 26 個，並幫助農業改良會取得貸款 50000 美

元。成立了兩家玉米加工廠和一所消費合作社。在鄉村會的幫助下，

共新建和維修了 12 所學校。鄉村會組織的流動學校還深入到偏僻的

地區實施四大教育。 

1978 年，鄉村會取得美國國際援助局提供的 19000 美元，自籌 8000

美元，修建了一個訓練中心。 

哥倫比亞鄉村改造促進會也是成立於 1965 年。他們選擇了 Cogua

市所轄的 14 個村作為先導試驗區開展鄉村經濟發展、鄉村保健、鄉

村教育、公民活動連環進行的計畫。農業部、農業發展所、衛生部等

政府機構先後與他們合作。鄉村會協助當地農民開辦了高等學校改寫

了以前的學校從來沒有招收過 5 年級以上學生的歷史，招收了 6 年

級、7 年級的學生。這所學校還改變了農村學校傳統的課程，增加了

發展農村經濟的實用課程。他們培訓的保健員來自實驗區每一個村

子。由鄉村會協助成立的藥品合作社，保證了整個實驗區各村得到合

理價格的藥品供應。還協助實驗區各村全部用上了電，使昔日落後的

鄉村見到光明。 

州長見到鄉村會的成效，建議州議會在全州各市設立農村發展中

心，州議會通過了這一建議。 

哥倫比亞鄉村會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善於尋求國內的經濟支持，每年

近 10 萬美元的經費預算中，5/6 由國內獲得。 

1965 年秋，晏陽初應泰國政府與民間團體的邀請，訪問泰國，泰

國總理親自接見了晏陽初。1966 年夏，泰國鄉村改造促進會發起組

織。選舉農業部副部長為理事長，另有副理事長 4 人分別是農業、教

育、衛生、地方自治的專家。 

泰國鄉村會有三大特點： 

一 是 各 項 工 作 都 是 精 密 計 畫 有 系 統 地 進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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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選派專家到 IIRR 學習。1969 年開始以 Chainat 省的 13 個鄉

村為實驗先導區開展實驗。不久，應人民要求擴大為 30 個鄉村。鄉

村會的 26 名高級專家分別帶領農村工作隊員指導農民學習農作物的

科學種植技術、家畜的養殖技術、合作社的組織、農業機械、環境衛

生、計劃生育、社區活動。 

在教育方面，泰國鄉村會也有突出成績。1970 年，鄉村會培訓了

一名青年婦女，開辦一所學前托兒所，解決了小學生農忙期間不能上

學的問題。1977 年將這一方法推廣，設立了 17 個育嬰所，使更多兒

童受惠。以前農村的兒童上完 4 年級後一般便輟學，因為農村的學校

沒有更高年級，鄉村會徵募了幾十名志願者到一些學校服務，增加了

新的班級。 

泰國鄉村會協助實驗區農民建立了 12 個購銷合作社，1975 年，這

些合作社組成了聯合會，統一購買肥料、農藥，銷售農產品。聯合會

還獲得向政府有關機構和銀行貸款的資格，解決了農民資金短缺的困

難。 

1976 年，鄉村會協助一家碾米廠獲得德國一民間機構的貸款，更

新了設備，提高了品質，增加了效益。 

二是修建多功能訓練中心。 

1969 年泰國鄉村會在實驗區有三個鄉村都修建多功能訓練中心，

此中心既可以作教室，同時也是會議室，其中還有醫療中心、閱覽室

和鄉村工作隊員的辦公室和宿舍。1970 年，鄉村會開始 Chainat 實

驗區修建一所全國訓練中心，其中包括辦公室、會議廳、宿舍、餐廳、

工作車間等等。這一中心使鄉村工作隊、田野實習活動、社區領袖、

農民都能在此集中活動。 

三是注重于國內大學合作。 

泰國鄉村會與國內三所大學合作，在湄公盆地開展四大教育連環進

行的工作。 

1973 年 11 月，加納鄉村會選派 6 名專家赴 IIRR 接受訓練，1973

年 4 月 2 月回國，4 月進入曼彭流域開展工作。他們通過對比的方法，

使農民接受新的農作物品種及種植技術。同時採取 IIRR 的‚鄉村學

人‛的方式，每個學習了新技術的農民負責訓練其他農民 5 人，用這

種滾雪球的方式使接受新品種和新技術的受眾不斷擴大。 

以前實驗區的農民不懂家畜家禽的飼養，鄉村會教會了他們養雞養

兔，他們才知道這些動物可以食用，多餘的還可以出售。 



 

 16 

實驗區農民有定期集會的習慣，加納鄉村會邀請加納大學農學院教

師、政府農業部門和美國國際援助局的人員參加這些集會，傾聽農民

的意見，解答農民的疑問，向農民傳輸各方面的知識。 

1977 年加納鄉村會為成年文盲了成立識字班，並以多種形式開展

對各種人群實行文化知識的教育。 

在衛生教育方面，實驗區已經成立了 7 個鄉村診所，並有保健隊經

常到各村巡迴服務。 

地方自治方面暫時維持政府的規定。但已經成立了一些合作社。 

印度的鄉村 建設起步較早，1924 年泰戈爾訪華時，便對平教會

的瞿菊農說到過，他也在印度一個地方推行鄉村建設，但規模很小。

1945 年，賽珍珠的《告語人民》出版後，印度旅美人士受到啟發，

組織了印度平民教育委員會，並多次與晏陽初接觸，準備按照定縣模

式在印度的貧困地區開展鄉村建設。但實際上推行這一計畫的是一個

叫馬依爾的美國人。他在印度工作期間，發現印度農民生活貧困，體

弱多病，因此他主動與晏陽初聯繫並面談，在晏陽初的指導下，馬依

爾建立起鄉村建設實驗區。1952 年晏陽初訪問東南亞時，曾專程去

他的實驗區參觀。馬依爾的實驗區有 75000 人口，實驗區主要進行了

農業生產技術的推廣和消費合作社的組織。而農村教育、公共衛生及

農民的組織還未大力開展。 

印度鄉村會的創始人雷迪博士，以前在美國讀書時就閱讀過《告

語人民》一書，回國後在政府機關任職。他在 IIRR 接受訓練後，決

心像晏陽初那樣獻身鄉村改造運動，於是他辭去公職，投身鄉村改造

事業。開創之初，經費困難，他動員妻子賣掉首飾和自己家中的土地。

他創建的‚甘地—晏陽初鄉村改造中心‛成為世界鄉村改造運動中

的重要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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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世界鄉村改造運動以 IIRR 為中心，與分佈于亞洲、非洲、拉

丁美洲的菲律賓鄉村會、印度鄉村會、泰國鄉村會、加納鄉村會、瓜

地馬拉鄉村會、哥倫比亞鄉村會形成了一個網路，隨時相互交流經驗

與技術，推動第三世界的鄉村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不斷前進。 
注釋：（1）宋恩榮編《晏陽初全集》1989 年出版 第一卷第 559 頁。 

（2）（3）宋恩榮編《晏陽初全集》1989 年出版 第一卷第 600 頁. 

（4）吳相湘編著《晏陽初傳》 臺灣時報出版公司 1981 年版，第 336 頁。 

     （5） 吳相湘編著《晏陽初傳》 臺灣時報出版公司 1981 年版，第 309 頁。 

     （6）吳相湘編著《晏陽初傳》 臺灣時報出版公司 1981 年版，第 336 頁。 

（7）毛應章著《定縣平民教育考察記》，南京拔提書店 1933 年 2 月版。 

（8）吳相湘編著《晏陽初傳》 臺灣時報出版公司 1981 年版，第 323 頁。 

（9）吳相湘編著《晏陽初傳》 臺灣時報出版公司 1981 年版，第 325-326 頁。 

     （10）吳相湘編著《晏陽初傳》 臺灣時報出版公司 1981 年版，第 322 頁。 

（11）吳相湘編著《晏陽初傳》 臺灣時報出版公司 1981 年版，第 324-325 頁。 

（12）吳相湘編著《晏陽初傳》 臺灣時報出版公司 1981 年版，第 322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