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四：民國12年全國職業學校地址及主任人姓名錄 

(一)農業學校類 

1.甲種農業學校 

校名 地址 校長姓字 備註 

直隸公立農業專門學校附設甲種農業講習科 直隸清苑西關外 郝元溥字浚川  

直隸省立甲種農業學校 保定西關靈雨寺   

京兆甲種農業學校 京兆黃村   

北京私立甲種農業學校 北京   

直隸省立水產學校 天津河北種植園 孫鳳藻字子文  

山東公立農業專門學校附設農業講習科 山東濟南東關外七里浦 郭葆琳  

山東省立第一甲種農業學校 山東益都縣城內中所營街 李春華字棠甫  

山東省立第二甲種農業學校 山東滋陽縣 王蘭馨  

山西省立農業專門學校附設甲種農業講習所 山西太原 劉逵九字鴻卿  

山西省立第二甲種農業學校 山西遠城 李承仁字子安  

山西省立第三甲種農業學校 山西朔縣北門外 閏映離字月亭  

山西省立第四甲種農業學校 山西長治縣城 王弼臣字廷甫  

陽曲縣立甲種農業學校 山西太原   

河津縣立甲種農業學校 山西河津縣   

永濟縣縣立甲種農業學校 山西永濟縣   

晉城縣縣立甲種農業學校 山西晉城縣   

臨縣縣立甲種農業學校 山西臨縣   

平陸縣縣立甲種農業學校 山西平陸縣   

芮城縣縣立甲種農業學校 山西芮城縣   

洪洞縣縣立甲種農業學校 山西洪洞縣   

河南省立第一甲種農業學校 河南省城南關禹王台 董天章字朗齋  

河南省立汝南第二農業學校 河南汝南城內 陶懷琨字瑤階  

河南省立第三甲種農業學校 河南洛陽城內 許道純字養素  

河南省立第四甲種農業學校 河南汲縣縣城 李榮贊字象辰  

河南省立河北第五甲種農業學校 河南沁縣城內 李進賢字贊化  

新鄉縣縣立甲種農業學校 河南新鄉縣縣城   

杞縣縣立甲種農業學校 河南杞縣縣城書院街 何俯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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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縣縣立甲種農業學校 河南太康縣縣城 張夢松  

商城縣立筆架山甲種農業學校 河南商城縣南鄉筆架山 鄭養吾  

項城縣縣立甲種農業學校 河南項城縣縣城   

河南省立洛陽甲種蠶業學校 河南洛陽   

新鄭縣立甲種蠶業學校 河南新鄭縣縣城 李英華  

長葛縣立甲種蠶業學校 河南長葛縣天秤街 梁承祺  

陜西省立甲種農業學校 陜西西安西關 楊作文  

南鄭縣立甲種農業學校 陜西南鄭縣 樊尚仁  

甘肅省立甲種農業學校 甘肅皋蘭   

江蘇省立第一甲種農業學校 江蘇南京三牌樓 盛建勛字夢生  

江蘇省立第二甲種農業學校 江蘇蘇州閶門外下津轉 王舜臣字企華  

江蘇省立第三甲種農業學校 江蘇清江河北 陳廷翔字鳳文  

南通私立農業大學附設甲種農業學校 江蘇南通南門外 張　字叔儼  

江蘇省立甲種水產學校 江蘇吳淞 張鏐字公鏐  

浙江省立甲種農業學校 浙江杭州筧橋 周清字又山  

浙江省立甲種蠶業學校 杭州西湖 朱顯邦字文淵  

浙江省立甲種森林學校 浙江建德   

浙江省立甲種水產學校 浙江臨海   

安徽省立第一甲種農業學校 安徽安慶 胡國鏐  

安徽省立第二甲種農業學校 安徽蕪湖 王仁峰  

安徽省立第三甲種農業學校 安徽六安 沈全懋  

安徽省立第四甲種農業學校 安徽宿縣 王榮裳  

安徽省立第五甲種農業學校 安徽阜陽 董帷書  

安徽省立第六甲種農業學校 安徽宣城 魯權三  

宿縣縣立甲種蠶業學校 安徽宿縣   

贛南道屬公立甲種農業學校 江西贛縣忠節營 蕭布芸字滌塵  

豫章道屬公立昭武甲種農業學校 江西臨川都司舊署 周宗彥字庶欽  

潯陽道屬公立甲種農業學校 江西九江沙河鎮 陳懋祥  

萬年私立甲種農業學校 江西萬年縣 吳逢春字壽梅  

湖北省立甲種農業學校 湖北省城水陸街 宋康益  

湖南省立第一甲種農業學校 湖南省城北門外 酆裕南  

湖南省立第二甲種農業學校 湖南芷江 孟罧鑒  

湖南省立第三甲種農業學校 湖南衡陽   

湖南私立務訓甲種農業學校 湖南衡陽   

湖南私立務實甲種蠶業學校 湖南芷江   

四川公立農業專門學校附設農業講習科 四川成都   

江津縣立甲種農業學校 四川江津縣 李肇束  



附錄 217 

 

福建省立甲種農業學堂 福建福州西門外西湖 林冏  

福建省立甲種蠶業學校 福建福州城邊街 林溥雲  

建安道立甲種森林學校 福建南平 詹繼良  

廣東省立第一甲種農業學校 廣州增　 黃紀秩  

廣東省立高州甲種農業學校 廣東茂名縣縣城 李本良  

廣東省立韶州甲種農業學校 廣東曲江縣城   

廣東省立廣肇羅甲種農業學校 廣東高要縣 梁贊爃  

廣西省立第一蠶業學校 廣西蒼梧縣城   

雲南省立甲種農業學校 雲南省城北門內貢院舊址 張祖蔭字槐三  

雲南省立第一甲種蠶業學校 雲南省城   

貴州省立甲種農業學校 貴州省城 龍繼平  

奉天省立甲種農業學校 奉天省城   

吉林省立甲種農業學校 吉林省城車局子 牛兆豐  

黑龍江省立甲種農業學校 黑龍江省城 朱殿文  

2.乙種農業學校 

校名 地址 校長姓字 備註 

順義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京兆順義縣楊各庄 李祖澂  

武清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京兆武清縣城   

三河縣立第一乙種農業學校 京兆三河縣段甲岑   

三河縣立第二乙種農業學校 京兆三河縣張各庄   

薊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京兆薊縣縣城   

高陽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直隸高陽縣縣城 張凌雲  

宣化公立乙種農業學校 直隸宣化縣縣城   

平山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直隸平山縣縣城   

國立北京農業專門學校附設農業簡易講習科 北京阜城門外羅道庄   

磁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直隸磁縣縣城 侯占齋  

易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直隸易縣安河亭 張振銓字子衡  

肥城鄉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東肥城李堂山 朱鳳鸞  

泗水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東泗水縣城 王徽柔  

章邱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東章邱縣城 楊世勛  

莒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東莒縣縣城 張晉階  

臨沂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東臨沂縣城 劉瑞顯  

平度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東平度縣城 曲維周  

霑化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東霑化縣城 齊鳳林  

日照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東日照縣縣城 程培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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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陽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東萊陽縣縣城 江崇清  

德平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東德平縣城 郭步芳  

博山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東博山縣城 張耀泰  

武城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東武城縣縣城 羅文斗  

濱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東濱縣縣城 單清堂  

壽張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東壽張縣縣城 張鴻昇  

陽信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陽信縣縣城 李毓棠  

惠民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惠民縣縣城 李同興  

聊城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聊城縣縣城   

萊蕪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萊蕪縣縣城 亓呈榮  

泰安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泰安縣縣城 王凌漢  

清平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清平縣縣城 呂樹藩  

濮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濮縣縣城 王朝枚  

德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德縣縣城 于振鈞  

禹城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禹城縣縣城   

掖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掖縣縣城 沈鏡清  

臨清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臨清縣縣城 黑仁揚  

菏澤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東菏澤縣 張冠儒  

利津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東利津縣縣城   

海陽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海陽縣城東 趙培荃  

汶上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汶上縣縣城 姬脈濬  

單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單縣縣城 盧虎臣  

文登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文登縣城北 姜鴻逵  

蓬萊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蓬萊縣縣城 王精一  

莘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東莘縣縣城 辛攀桂  

諸城縣鳳凰鄉私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東諸城鳳凰鄉 王慎緒  

滋陽縣農會附設乙種農業學校 山東滋陽   

高密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東高密縣縣城 蔡培元  

定陶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定陶縣縣城舊學署 何慶愛  

肥城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肥城縣孝感鄉   

高唐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高唐縣縣城 周化南  

平原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平原縣縣城 徐春峰  

鄒平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鄒平縣縣城 霍振乾  

廣饒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廣饒縣縣城 劉鎮海  

恩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恩縣縣城 夏博文  

齊河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齊河縣縣城 姜毓坪  

膠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膠縣 聞令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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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陶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館陶縣 孟象薝  

堂邑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堂邑縣縣城   

壽光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壽光縣縣城 李雲鵬  

臨淄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臨淄縣縣城 王逢春  

博平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博平縣縣城 楊景祿  

益都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益都松林院街 卜昭敬  

德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德縣縣城   

桓台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桓台縣縣城東門 畢樹　  

城武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城武縣縣城 薛興濂  

昌樂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昌樂縣縣城 張奉信  

夏津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夏津縣 王壽仁  

樂陵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樂陵縣 延春林  

鄒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鄒縣   

費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費縣縣城 祡逢春  

商河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商河縣縣城 李榮樂  

昌邑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昌邑縣縣城 徐仁昌  

即墨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即墨縣縣城 俞協五  

齊東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齊東縣西關下宮故址 朱繼棻  

沂水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沂水縣城南圩門外茶庵 張文道  

長山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長山縣縣城 郭寶生  

滕縣管鮑鄉私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滕縣萬家院 余瑤亭  

剡城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剡城 張在廷  

滋陽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滋陽縣縣城 孟廣堉  

掖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山東掖縣縣城 王育才  

山東省立棉業講習所 山東濟南 尉鴻謨  

山東省立水產講習所 山東濟南 楊熙光  

冠縣蠶業講習所 山東冠縣   

巨鹿縣立蠶業講習所 山東巨鹿縣  * 
省立模範蠶業講習所 山東濟南 趙經之  

菏澤縣立蠶業講習所 山東菏澤縣城西七里東陽寺 孟昭斌  

渾源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渾源縣縣城   

五台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五台縣縣城   

長治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長治縣縣城   

定襄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定襄縣縣城   

臨汾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臨汾縣縣城 王鏡天  

 
*
縣立乙種農校改組。 



220 追求富國裕民：清末民初中國實業教育研究(1904-1922) 

 

沁源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沁源縣縣城   

沁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沁縣   

高平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高平縣城 畢靜齋  

左雲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左雲縣縣城   

汾城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汾城縣縣城   

翼城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翼城縣縣城   

陵川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陵川縣縣城   

離石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離石縣縣城 傅子溪  

霍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霍縣縣城 段思永  

武鄉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武鄉縣縣城 郝左箴  

繁峙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繁峙縣縣城   

陽曲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太原   

河津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河津   

永濟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永濟   

晉城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晉城   

臨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臨縣   

平陸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平陸   

芮城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芮城   

洪洞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洪洞   

平遙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平遙縣   

夏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夏縣 張彥慶  

聞喜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聞喜縣 李蔭軒  

五寨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山西五寨縣 白受之  

太康縣立甲種農業學校附設乙種農業講習所 河南太康縣縣城   

杞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河南杞縣縣城   

商城筆架山甲種農業學校附設乙種農業講習所 河南商城縣筆架山   

禹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河南禹縣城內萬壽宮 萬國憲  

汜水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河南汜水縣逍遙觀 翟東昇  

沘源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河南沘源縣城外竹林寺 楊毓經  

汲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河南汲縣縣城內經正書院 牛坪  

郾師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河南郾師縣城西關 王萬祥  

新安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河南新安縣城內東街 劉卓  

濟源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河南濟源縣縣城   

上蔡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河南上蔡縣縣城 劉寶仁  

武涉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河南武涉縣縣城   

湯陰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河南湯陰縣縣城   

安陽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河南安陽縣縣城南關東岳廟 榮光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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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平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河南西平縣縣城南街 焦天一  

涉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河南涉縣縣城營子街 申傅麟  

郾城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河南郾城縣城內彼岸寺 張明申  

正陽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河南正陽縣城東關山陜會館 顧耀南  

遂平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河南遂平縣縣城南關 曹正允  

澠池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河南澠池縣縣城   

西華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河南西華縣縣城   

寶邸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河南寶邸縣縣城   

新野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河南新野縣縣城 唐鑫  

鄭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河南鄭縣縣城   

嵩縣東區區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嵩縣田湖鎮 高登科  

武陟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武陟縣東關 馬紹斌  

商城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商城縣南鄉青下保 漆水青字玉洲  

林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林縣城內舊城守營署 張欽載  

新安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新安縣縣城   

濬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浚縣縣城浮邱山 侯天泰  

沁陽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沁陽縣縣城   

延津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延津縣縣城 袁寶民  

新蔡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新蔡縣   

葉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葉縣縣城內 崔兆元  

孟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孟縣縣城東馬橋 楊培熙  

滑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滑縣庄邱寺 楊慶肇  

淅川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淅川縣縣城   

扶溝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扶溝縣縣城舊大程書院 嚴勵  

內鄉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內鄉縣縣城豐備倉房舊

址 

張樹庠  

輝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輝縣縣城文昌閣 林蔚春  

武安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武安縣縣城 郤濟川  

淮陽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洛陽縣縣城   

洛寧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洛寧縣縣城舊考棚 郝鳴廷  

永城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永城縣縣城文廟街 金思源  

光山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光山縣縣城   

鎮平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鎮平縣縣城東關 郭建師  

泌陽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泌陽縣縣城 傅宗岩  

偃師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偃師縣縣城   

信陽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信陽縣縣城小南門外賢

隱山寺 

楊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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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陜縣縣城內北大寺 何超凡  

固始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固始縣縣城東關 汪佩珩  

舞陽縣區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舞陽縣縣城東關祖師廟 何清綸  

嵩縣南區區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嵩縣縣城寺庄鎮 安國珍  

新鄭縣縣立甲種蠶業學校附設蠶業講習所 河南新鄭縣縣城   

淇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淇縣縣城北關外路東 薄懷恭  

潢川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潢川縣縣城南城西街 袁餘慶  

臨穎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臨穎縣縣城北街 刑如川  

滎陽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榮陽縣縣城天王寺 王道誠  

舞陽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舞陽縣縣城開元寺 袁河瑞  

鞏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鞏縣縣城黑石關 王炳炎  

尉氏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尉氏縣縣城 朱德銘  

澠池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澠池縣縣城舊學署 趙榮漢  

濟源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河南濟源縣西北鄉濟瀆廟 李宗鴻  

南鄭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陜西南鄭縣縣城 樊尚仁  

葭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陜西葭縣城南 閻寶賢  

藍田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陜西藍田縣縣城 戴日新  

雒南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陜西雒南縣縣城   

盩厔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陜西盩厔縣縣城   

嵐皋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陜西嵐皋縣縣城 婁家慶  

城固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陜西城固縣縣城 韓琨  

郃陽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陜西郃陽縣縣城 王建都  

朝邑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陜西朝邑縣縣城 王文德  

大荔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陜西大荔縣縣城 沈賢寶  

西鄉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陜西西鄉縣縣城北後街 劉紹先  

臨潼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陜西臨潼縣縣城 趙蘊玉  

渭南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陜西渭南縣縣城 周維幽  

涇陽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陜西涇陽縣縣城   

紫陽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陜西紫陽縣縣城   

鎮巴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陜西鎮巴縣縣城 張長興  

長安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陜西省城 孫甲鼐  

安康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陜西安康縣縣城 蕭贊坤  

韓城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陜西韓城縣縣城 高士龍  

郿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陜西郿縣縣城   

紫陽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陜西紫陽縣縣城 周瑞鳳  

崇明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江蘇崇明北義鄉 陳應谷  

江陰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江蘇江陰 吳廷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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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江蘇豐縣 王全義  

上海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江蘇上海閔行鎮   

漣水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江蘇漣水   

昆青嘉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江蘇昆山 顧憲榮  

六合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江蘇六合 龔長慶  

句容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江蘇句容縣城 許綱  

松江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江蘇松江縣城 盛元音 (尚在籌

備) 

 

奉賢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江蘇奉賢縣城 朱廷熙  

武進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江蘇武進 史友聲  

宜興芳橋鄉代用乙種農業學校 宜興芳橋鄉 莊拱辰  

如皋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江蘇如皋 趙四聰  

淮陰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江蘇淮陰縣 (進行中)  

淮安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江蘇淮安縣 董玉丰  

金山縣立大觀乙種農業學校 江蘇金山縣城 潘玉振  

上海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江蘇上海 尹錫熊  

沭陽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江蘇沭陽縣 汪樹玉  

常熟縣立沈濱乙種農業學校 常熟南門外四丈灣   

漣水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江蘇漣水縣 茹鴻儒  

淮安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江蘇淮安壽寧鄉橫溝寺 王長慶  

川沙縣立農童學校 江蘇川沙 季雲  

海寧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浙江海寧元東鄉 許以高  

麗水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浙江麗水縣縣城 藍台 (舊處屬聯

合縣立) 

 

黃岩區立閣西乙種農業學校 浙江黃岩潮際區   

金華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浙江金華赤松鄉 朱文翰  

東陽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浙江東陽縣縣城 吳克讓  

義烏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浙江義烏縣縣城 王棟  

臨安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浙江臨安縣縣城 周顥  

諸暨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浙江諸暨縣縣城 鍾安國  

餘姚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浙江餘姚縣縣城 黃炳照  

桐鄉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浙江桐鄉縣縣城 陸洲  

臨海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浙江臨海大汾鄉   

永嘉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浙江永嘉 施震澤舊溫屬聯

合縣立 

 

上虞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浙江上虞縣縣城 周崇禮  

嘉善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浙江嘉善縣縣城東門外車站 朱慶坦字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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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溪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浙江湯溪縣縣城 農桂棻  

蘭溪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浙江蘭溪縣縣城 胡時雍  

桐城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安徽桐城縣縣城 潘世璜  

舒城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安徽舒城縣縣城 高在若  

穎上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安徽穎上 蘇澤芳  

太和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安徽太和   

當塗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安徽當塗 黃承元  

鳳陽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安徽鳳陽縣縣城 金鏡芙  

安徽省立第六甲種農業學校附設蠶業講習科 安徽宣城   

江西公立昭武甲種農業學校附設乙種農業學校 江西臨川縣城   

貴溪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江西貴溪縣縣城 王鋆  

上饒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江西上饒縣縣城   

隨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湖北隨縣縣城   

谷城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湖北谷城縣縣城   

鄖縣高等小學校附設乙種農科 湖北鄖縣縣城 何九德  

光化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湖北光化縣縣城   

荊門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湖北荊門縣縣城   

通山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湖北通山縣縣城   

五峰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湖北五峰縣縣城   

蘄水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湖北蘄水縣縣城   

均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湖北均縣縣城   

襄陽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湖北襄陽縣縣城 朱次光  

利川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湖北利川縣縣城   

黃安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湖北黃安縣縣城   

遠安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湖北遠安縣縣城   

麻城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湖北麻城縣縣城   

枝江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湖北枝江縣縣城   

當陽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湖北當陽縣縣城   

荊門縣乙種農業學校 荊門馬良鎮   

南障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湖北南障縣縣城   

棗陽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湖北棗陽縣縣城   

鍾祥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湖北鍾祥縣縣城 戴之麟字麒生  

常寧實業協會私立乙種農業學校 湖南常寧縣   

彬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湖南彬縣縣城   

長沙私立開物乙種農業學校 湖南長沙清太鄉 熊仁藩  

永興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湖南永興縣   

桂東縣第一聯合鄉立乙種農業學校 湖南桂東縣永靖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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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鄉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湖南湘鄉縣城 朱煥新  

湖南省立蠶業講習所 長沙馬廠坪 曹日曦  

湖南省立茶業講習所 湖南安化縣 羅書偉  

南充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四川南充縣縣城   

筠連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四川筠連縣縣城   

安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四川安縣縣城   

臨高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臨高縣東門外 符夢卜  

龍溪縣公立乙種農業學校 福建龍溪城內 曾元輅  

呈貢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雲南呈貢縣縣城   

石屏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雲南石屏縣縣城   

大理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雲南大理縣縣城   

鎮雄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雲南鎮雄縣縣城   

廣西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雲南廣西縣縣城   

騰衝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雲南騰衝縣縣城   

鄧川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雲南鄧川縣縣城   

洱源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雲南洱源縣縣城 楊占池  

蒙化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蒙化縣縣城   

麗江六縣公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麗江縣縣城   

宣威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宣威縣縣城   

路南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路南縣縣城 汪廷獻  

曲靖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曲靖縣縣城   

鹽豐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鹽豐縣縣城   

元謀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元謀縣縣城   

易門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易門縣縣城   

休納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休納縣縣城   

會澤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會澤縣縣城 黃安正  

昭通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昭通縣縣城   

楚雄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楚雄縣縣城   

鶴慶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鶴慶縣縣城   

鎮南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鎮南縣縣城   

雲南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雲南縣   

富民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富民縣縣城   

廣通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廣通縣縣城   

霑益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霑益縣縣城   

姚安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姚安縣縣城 許述先  

初平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初平縣縣城   

牟平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牟平縣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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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良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陸良縣縣城   

巧家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巧家縣縣城   

大關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大關縣縣城   

順寧縣縣立乙種蠶業學校 雲南順寧縣縣城   

黔西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貴州黔西縣   

貴陽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貴陽城內 陳自新  

獨山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貴州獨山縣   

法庫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奉天法庫縣   

開原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奉天開源縣城   

康平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奉天康平縣城   

撫順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奉天撫順縣   

省立甲種農業學校附設農業講習所 黑龍江省城   

安達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黑龍江安達縣城 何濬川  

呼蘭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黑龍江呼蘭縣城 李作新  

肇州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黑龍江肇州縣城 張文瑞  

龍江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黑龍江龍江縣西南   

蘭西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黑龍江蘭西縣縣城 朱占元  

巴彥縣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黑龍江巴彥縣城 孟雅興  

肇東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黑龍江肇東縣城 蘇金祥  

拜泉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黑龍江拜泉縣 劉金石  

青岡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黑龍江青岡縣 尹國芳  

綏化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黑龍江綏化縣 張恩緒  

海倫縣立乙種農業學校 黑龍江海倫縣 趙培仁  

(二)工業學校類 

1.甲種工業學校 

校名 地址 校長姓字 備註 

直隸公立甲種工業學校 直隸清苑城內北城根 安士良字景房  

直隸公立工業專門學校附設染織學校 直隸天津黃緯路 楊育平  

山東公立工業專門學校附設甲種工業講習科 山東濟南南關外正覺寺街 許衍灼  

濟寧道立工業學校 山東濟寧 丁維茲  

山西公立工業專門學校附設甲種工業講習所 山西太原羊市街 李尚仁字絅卿  

綏遠甲種礦業學校 綏遠歸綏城   

河南省立第一甲種工業學校 河南開封北道門街 馬戢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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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西省立甲種工業學校 陜西三原縣縣城   

甘肅省立甲種工業學校 甘肅蘭州萬壽宮 水柟字季梅  

中華工業學校 上海新閘路辛家花園   

江蘇省立甲種工業學校 江蘇南京復成橋 陳有豐字芑生  

江蘇省立第二甲種工業學校 江蘇蘇州三元坊 劉勛麟字北禾  

江蘇私立南通紡織學校 江蘇南通 張　字叔儼  

浙江省立甲種工業學校 浙江杭州保國寺 許炳　字緘甫  

浙江寧屬縣立甲種工業學校 浙江寧波泗洲塘 陳訓正、王詩誠  

安徽省立第一甲種工業學校 安徽安慶舊府署 史浩然  

安徽合肥公立甲種工業學校 安徽合肥   

江西省立第一甲種工業學校 江西南昌書院街 趙寶鴻字劍秋  

江西省立第二甲種工業學校 江西上饒高門 張浩字犀侯  

湖北省立甲種工業學校 湖北省城曇華林 孫自悟  

湖南省立第一甲種工業學校 湖南省城小吳門外甘家台 周邦柱  

湖南省立第二甲種工業學校 湖南常德 楊渾  

湖南省立第三甲種工業學校 湖南衡陽縣江東岸 陳千里  

湖南私立怡楚甲種工業學校 湖南省城儲英源稻穀倉 陳潤林  

四川省立第一甲種工業學校 四川省城   

廣東省立第一甲種工業學校 廣州增　 龍裔禧  

福建公立工業專門學校附設甲種工業講習所 福建福州鋪前頂 何長祺  

福建廈門私立桃源甲種工業學校 福建廈門小走馬路 陳崇禮  

廣西省立第一甲種工業學校 廣西桂林 陸造時  

雲南省立第一甲種工業學校 雲南省城 鄒世俊字子彥  

貴州桃松縣立甲種工業學校 貴州松桃縣 吳奠南  

奉天省立甲種工業學校 奉天省城   

吉林省立甲種工業學校 吉林省城 牛兆豐  

黑龍江省立第一甲種工業學校 黑龍江省城北 陳信  

2.乙種工業學校 

校名 地址 校長姓字 備註 

通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京兆通縣縣城潞河公園 楊萬昌  

安國縣立乙種實業學校 直隸安國縣北王買村 王作霖  

口北道立乙種工業學校 直隸宣化縣城內貢院街 龔晙熙  

獲鹿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直隸獲鹿縣城   

蔚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直隸蔚縣縣城 郝德明、武安吉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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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公立乙種工業學校 天津玉皇閣 鄧慶瀾，現由教

員王錦容兼任 

 

天津民立第一藝徒學校 天津北闕下 高樹南  

遷安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遷安縣四團堡 楊冠倫  

河間區立乙種工業學校 河間西區大漁翁庄文昌廟 左清  

蘆台公立乙種工業學校 寧河縣蘆台鎮鹽母廟後院 劉鍾璨  

易縣縣立乙種實業學校 易縣湖塘鎮 祖致祥字極南  

定縣縣立乙種實業學校 定縣縣城   

威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威縣縣城西街城隍廟 楊　堪  

萬全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萬全縣縣城西街文廟後 馬增基  

陽原縣立藝徒學校 陽原縣縣城東街藥王廟 李毓秀  

懷安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懷安縣城東街孔子廟 李鍾瀛  

易縣縣立乙種實業學校 易縣北山鎮 郭永芳字秀峰  

山東省立乙種工業學校 山東濟南 張樹樁  

靈邱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山西靈邱縣   

陽高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山西陽高縣   

陽城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山西陽城縣   

許昌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河南許昌縣城內舊聚星書院 馮文炳  

西華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河南西華縣縣城楊善寺街 高祥麟  

鞏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河南鞏縣縣城   

固始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河南固始縣縣城   

中牟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河南中牟縣縣城   

開封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河南開封縣縣城 樊書鎔  

登封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河南登封縣縣城南街舊考棚 郝清波  

西平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河南西平縣縣城南街 姬元勛  

鄢陵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河南鄢陵縣縣城   

閿鄉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河南閿鄉縣縣城   

甘肅皋蘭乙種工業學校 甘肅皋蘭風神廟 魏文蔚字曉露  

甘肅靜遠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甘肅靜遠縣城內   

狄道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甘肅狄道城內大營磐 張國光字觀芹  

江蘇省立第三師範附屬小學工業科 無錫學前街 陳谷岑  

如皋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江蘇如皋縣署東首 吳肇璜  

太倉縣縣立藝徒學校 江蘇太倉城內公園東 馬家鏞  

靖江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江蘇靖江縣文廟 謝承煥  

無錫縣縣立乙種實業學校 江蘇無錫學前街 鄒家麟  

丹徒縣立藝徒學校 江蘇鎮江東門內縣學 盛佩芝  

丹陽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江蘇丹陽城內文廟 陳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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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壇縣立藝徒學校 江蘇金壇常盈倉 虞念茲  

武進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江蘇武進新城隍廟 張鏡淵  

無錫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江蘇無錫 諸人龍  

淮安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江蘇淮安 曾　春  

豐縣縣立藝徒學校 江蘇豐縣城內高王廟 李鳳芷  

宿遷縣立藝徒學校 江蘇宿遷南門外西學宮 吳馭騏  

鹽城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江蘇鹽城舊儒學 李秉良  

省立甲種工業學校附設乙種工業科 浙江杭州保國寺 許炳　  

省立第二甲種工業學校附設乙種工業講習所 江西上饒   

宜都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湖北宜都縣縣城   

大冶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湖北大冶縣縣城   

陽新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湖北陽新縣縣城   

監利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湖北監利縣縣城   

湖南省立第一甲種工業學校附設乙種工業學校 湖南省城戥子橋 周邦柱  

私立楚怡甲種工業學校附設乙種工業學校 湖南省城 陳潤霖  

第一聯合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湖南衡陽石鼓書院 周立  

新田縣北鄉鄉立乙種工業學校 湖南新田縣北鄉   

桂東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湖南桂東縣縣城舊三侯祠 李自瑤  

湖南省立乙種工業學校 湖南省城   

桂東李氏私立集成乙種工業學校 湖南桂東縣城城南   

省立第一藝徒學校 湖南省城   

澧縣縣立乙種實業學校 湖南澧縣縣城   

湖南私立公益藝徒學校 湖南長沙伍家井 胡兆麟  

揭陽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廣東揭陽縣縣署東榕江試舍 徐之漢  

香山鉆鎮鎮立乙種工業學校 廣東香山縣鉆沙口坊舊梯雲

義學 

何隆昌  

普寧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廣東普寧縣城東門外瑞工祠 方揚鷹  

北流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廣西北流縣 陳業提  

雲南省立藝徒學校 雲南省城 朱黼清字蔚文  

錦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奉天錦縣縣城   

吉林私立乙種工業學校 吉林省城 張兆熙  

呼蘭縣縣立乙種工業學校 黑龍江呼蘭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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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業學校類 

1.甲種商業學校 

校名 地址 校長姓字 備註 

直隸公立甲種商業學校 天津東門南馬路 徐克達  

高陽私立甲種商業學校 直隸高陽高關 王綸字沛三  

尚志學會甲種商業學校 北京前門內化石橋 李師膺  

公立商業專門學校附設商業講習科 山東濟南黃華館街 朱正均  

公立商業專門學校附設甲種商業科 山西太原新滿城街 嚴慎修字敬齋  

河南省立第一甲種商業學校 河南開封貢院 張培禮字履中  

河南省立第二甲種商業學校 河南武涉縣木欒店 甄煜字彤光  

江蘇省立代用甲種商業學校 江蘇江都引市街 陳懋安  

省立第一甲種商業學校 江蘇上海陸家濱 趙師復  

私立安徽旅揚甲種商業學校 江蘇江都   

私立廣東甲種商業學校 上海虯江路五六九 吳醒濂  

私立甲種商業學校 江蘇南通城南西寺 張　字叔儼  

省立甲種商業學校 浙江杭州平安橋 李涵真字維岩  

台屬縣立椒江甲種商業學校 浙江臨海海葭鎮 李超群  

溫屬縣縣立甲種商業學校 浙江永嘉城內放生局 謝德銘  

寧屬縣立甲種商業學校 浙江寧波城內 周駿彥  

吳興縣縣立甲種商業學校 浙江湖洲 朱彥　  

省立第一甲種商業學校 安徽蕪湖 張家亨  

屯溪公立甲種商業學校 安徽屯溪   

新安公立甲種商業學校 安徽休寧 許翼  

正陽公立甲種商業學校 安徽正陽關 時佩蘭  

吉州公立陽明甲種商業學校 江西吉安西街蕭家巷 謝式南字率真  

南昌商會公立甲種商業學校 江西南昌   

湖北省立甲種商業學校 湖北省城北城角雄楚樓街 殷廷瑞  

荊南公立甲種商業學校 湖北沙市   

湖南省立商業專門學校附設講習科 湖南省城落星田 蔣國輔  

常德縣商會公立甲種商業學校 湖南常德   

省立第一甲種商業學校 四川成都   

公立商業專門學校附設商業講習科 四川成都   

福建省立甲種商業學校 福建福州水部門兜 葉在畬  

思明私立禾山甲種商業學校 福建思明禾山鎮 黃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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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省立嶺東甲種商業學校 廣東汕頭外馬路 江璇  

廣東香山第七區鳳山甲種商業學校 廣東香山前山城南門內舊鳳

山書院 

何子銓  

廣州市立甲種商業學校 廣東廣州豪畔街 黃典元  

奉天省立甲種商業學校 奉天省城大西關   

奉天省立東邊甲種商業學校 奉天安東縣城 臧世壽字斌如  

吉林省立甲種商業學校 吉林哈爾濱道黑龍江交涉局

後院 

范國才  

黑龍江省立甲種商業學校 黑龍江齊齊哈爾   

2.乙種商業學校 

校名 地址 校長姓字 備註 

通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京兆通縣縣城   

高陽甲種商業學校附設乙種商業講習科 直隸高陽縣城南關 王綸字沛三  

豐潤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直隸豐潤縣城 李如華  

刑台縣商會公立乙種商業學校 直隸刑台縣城南關靛市街 范守信  

天津民立第一乙種商業學校 天津東門外 尹鳳歧  

天津體仁南善社附設乙種商業學校 天津南馬路 杜寶賢  

天津韋馱廟乙種商業學校 天津大伙庵 李維善  

樂亭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直隸樂亭城內 劉錫三  

樂亭劉氏私立乙種商業學校 直隸樂亭縣汀泳河劉各庄 王潤霖  

昌黎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直隸昌黎縣城 任桂根  

撫寧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直隸撫寧縣城縣立高等小學

內 

郭希仲  

博山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東博山縣東關怡園 王迺熙字叔康  

牟平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東牟平縣縣城 崔藝清  

黃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東黃縣縣城南關海神廟 田桂久  

福山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東福山縣縣城 王汝濱  

益都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東益都蛾嵋巷  魯廷基字培臣  

滕縣公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東滕縣縣城內關岳廟 孔慶默  

平度縣公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東平度縣縣城 秦葆瑜  

濰縣公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東濰縣縣城 于慶芑  

省立模範乙種商業學校 山東濟南城內苗家巷 紀善達  

濟南私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東濟南   

利津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東利津縣縣城 李澤潤  

臨沂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東臨沂縣縣城 劉奉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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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城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東諸城 周保烜  

掖縣杜氏私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東掖縣沙河區西杜家村 杜尚  

濟寧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東濟寧南關稅務街 黃望 * 
崞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東崞縣縣城   

平遙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東平遙縣縣城 楊翼臣  

天鎮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西天鎮縣縣城   

寧武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西寧武縣縣城   

曲沃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西曲沃縣縣城   

汾陽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西汾陽縣縣城   

長子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西長子縣縣城 史效魚  

太谷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西太谷縣縣城 郭寶書字楚禎  

大同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西大同縣縣城內府文廟街 李人鏡  

懷仁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西懷仁縣縣城   

忻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西忻縣縣城文廟西北 楊定宇  

壽陽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西壽陽縣縣城   

榆次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西榆次縣縣城   

應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西應縣縣城   

太原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西太原縣縣城   

新絳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西新絳縣縣城   

平定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西平定縣縣城   

萬泉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山西萬泉城內第一高等小學

校 

楊瑞元  

鄧縣商會公立乙種商業學校 河南鄧縣縣城西關大口庵 李明體  

魯山縣商會私立乙種商業學校 河南魯山縣縣城西關山陜會

館 

周祖武  

長安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陜西長安西關八仙庵 陳韜  

興化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興化城內海子池 孔慶俊  

上海私立金業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上海新閘橋 朱鴻富  

青浦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青浦南門內 袁蔚文  

淮陰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淮陰 王光祖  

吳江綢業私立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吳江   

江蘇省立第二師範附屬小學附設乙種商業科 上海小西門尚文路 楊家樁  

昆山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昆山南街 汪鳴鳳  

中西商業學校 上海熱河路桂馨里   

上海市立巽與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上海 高壽基  

 
*
原為乙種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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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私立米豆業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上海 桑鏞  

上海市立萬竹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上海九畝地 朱開乾  

嘉定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嘉定南門大街塔前存仁

堂 

黃金鉞字西平  

崇明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崇明 咎元凱  

如皋商會私立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如皋 王福基  

江寧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南京 濮祐  

吳縣八區區立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吳縣東前山鄉 金鑒  

吳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吳縣 章世輔  

通海商立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南通   

武進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武進 吳康  

宜興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宜興 駱振夏  

六合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六合城西儒學署 夏振黃  

省立第三師範附屬小學商業科 江西無錫學宮前 李康復  

江陰私立澄翰商業學校 江蘇江陰市區中街 王濟華  

伍祐市商立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鹽城伍祐市韋家巷 王桂生  

泰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泰縣 韓棣  

銅山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銅山南關外 楊祖培  

高郵商會私立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高郵縣城東門內大街 高哲  

溧陽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江蘇溧陽 方騰驤  

嵊縣私立事斯乙種商業學校 浙江嵊縣縣城   

金華縣立阜長乙種商業學校 浙江金華鐵嶺關 盛質彬  

壽昌縣私立乙種商業學校 浙江壽昌縣縣城   

海寧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浙江海寧縣縣城大東門 章廷敬  

嘉興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浙江嘉興北門外外月河 范古農  

崇德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浙江崇德縣縣城東岳廟東首 魏金爵  

紹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浙江紹縣縣城安寧坊學士街 馬斯臧  

全椒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安徽全椒   

蕪湖私立乙種商業學校 安徽蕪湖商會 于椒膽  

太平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安徽太平縣 趙濱  

舒城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安徽舒城小東門內 王立謙  

休寧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安徽休寧縣縣城 吳永柏  

含山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安徽含山縣縣城 汪錫恩  

銅陵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安徽銅陵縣縣城   

大通鎮立乙種商業學校 安徽大通鎮佘氏祠堂 畢蔚章  

鵝湖乙種商業學校 江西河口鎮 徐人駿字步雲  

安遠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江西安遠縣 歐陽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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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湖北均縣縣城   

江陵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湖北江陵縣縣城   

當陽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湖北當陽縣縣城   

宜昌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湖北宜昌縣縣城   

黃陂布幫私立乙種商業學校 湖北黃陂縣縣城內布幫公所 陳作霖  

常德縣商會公立甲種商業學附設乙種商業講習所 湖南常德縣縣城   

祁陽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湖南祁陽縣縣城   

湘潭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湖南湘潭縣縣城   

省立甲種商業學校附設商業講習科 福建福州   

晉江私立振興商業學校 福建晉江城內 萬玉書  

仙游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福建仙游縣西關外朱子廟 鄭登龍  

福建省立乙種商業學校 福建福州蒼霞州南台大同浦 王文耀  

長樂公立乙種商業學校 福建長樂城內阜良橋 楊遂  

廣州市立第一乙種商業學校 廣州市書同巷 陳焄  

東莞縣私立濬智乙種商業學校 廣東東莞縣城外阮涌袁氏宗

祠 

祁正  

台山私立尚實乙種商業學校 廣東台山縣西門街楊侯祠 李袞華  

沿河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貴州沿海東岸忠烈祠 鄒郯  

安東東邊甲種商業學校附設商業講習所 奉天東樂縣城 臧世壽  

遼陽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奉天遼陽縣城   

營口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奉天營口縣縣城   

開原縣立師範學校附乙種商業學校 奉天開原縣城   

黑龍江私立乙種商業學校 黑龍江省城 榮文藻  

巴彥縣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黑龍江巴彥縣 呂振綱  

蘭西縣立乙種商業學校 黑龍江蘭西縣縣公署道北 馬國相  

(四)職業學校 

校名 地址 校長姓字 備註 

北京高等師範附設職工科 北京琉璃廠廠甸 李建勛字湘辰 * 
育德中學職業科 直隸保定西關 郝濯字仲青  

明德職業學校 直隸天津西馬路後街北清真

寺蔡家胡同 

劉德正  

 
*
主任鍾道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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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沂縣立職業學校 山東臨沂縣瑯琊書院舊址 趙保拯字印川  

省模範職業學校 山東濟南新東門內 劉曾琯字如篪 * 
寧夏職業學校 甘肅西寧 李幼文  

中華職業學校 上海小西門外陸家濱 顧樹森 ** 
清心實業學校 上海南門外 薛思培  

湖南旅滬職業學校 上海斜橋湖南會館   

松江縣立職業學校 江蘇松江城內荷池弄 張瑞芝字蔚丹  

武進市立職業學校 江蘇常州青果巷張王廟 劉憲字鐵卿  

崇明縣立職業學校 江蘇崇明外沙久隆鎮轉共和

鎮 

  

南菁中學 江蘇江陰   

南京高等師範附屬中學職業科 江蘇南京北極閣 廖世承字茂如  

宜興縣立乙種實業學校 江蘇宜興城內外易宮 路振夏字鳴濂 *** 
和安職業小學校 上海大王廟 毛恒遇  

江蘇省立第五師範附屬小學職業科 江蘇江都大汪邊   

南通縣立職業學校 南通金沙區 徐喬周  

無錫私立公益工商中學 江蘇無錫西南二十里榮巷 蔣士榮字仲懷  

無錫縣立乙種實業學校 無錫學宮內 鄒家麟  

安徽蕪湖公立職業學校 安徽蕪湖 李子壽  

當塗靜仁職業學校 安徽當塗縣西門 徐靜仁  

蕪湖私立工讀學校 安徽蕪湖 高語罕  

安徽第一師範附屬小學職業科第一部 安慶玉虹門外板井巷 何世英  

安徽第一師範附屬小學職業科第二部 安慶關帝廟 丁式賢  

九江職業學校 江西九江都天巷 蔡辰白  

私立江西職業學校 江西南昌 吳光藻  

湖南省立第一職業學校 湖南長沙樂古道巷 劉蒙  

長沙縣立第一高等小學職業科 湖南長沙   

瀘縣小市職業學校 四川瀘縣小市體仁堂   

潮州職業學校 廣東汕頭碕碌   

福建私立詩山職業學校 福建南安碼頭 葉廷璧  

集美學校 福建廈門集美社 葉淵字采真  

 
*
設織衣、細木兩科 

**
附設乙種職業科。 

***
設工商兩科，先辦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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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甸縣立乙種實業學校 奉天寬甸縣坻東街 祝連蘅 **** 
吉林省立職業學校 吉林省城德勝門外 聶樹清 * 

(五)補習學校 

校名 地址 校長姓字 備註 

民立商業補習學校 直隸天津葛沽鎮西街 胥士征  

山東省立模範商業學校附設預備科 山東濟南城內苗家巷 紀善達  

濟寧縣立商業學校附設補習科 山東濟寧南關稅務街 黃望  

山東省立模範蠶業講習所 山東濟南東關辛甸庄 趙經之  

山東商業專門學校商人補習科 山東濟南 朱正鈞  

山東省立模範染織工業幾習所 山東濟南趵突泉 王善謨  

黃縣乙種商業學校補習科 山東黃縣   

陽信縣立乙種農業學校補習科 山東陽信縣   

魯山縣立乙種商業學校補習科 河南魯山縣城西關山陜會館   

靖遠紡織傳習所 甘肅靖遠縣城   

第一商業補習學校 江蘇上海霞飛路商科大學 劉樹梅  

南通私立補習學校 江蘇南通惠民坊東巷 顧儆基  

江都私立商業傳習所 江蘇江都內南河下 陳達  

市北公學補習科 江蘇上海愛爾近路 唐乃康 商業 

私立三廉學校 江蘇上海克能海路 鄧欣廉 商業 

江蘇省立第三甲種農業學校附設職工科 江蘇淮陰北門外太平庄 陳廷翔  

省立水產學校附設職工科 江蘇吳淞   

鹽城縣立農業補習學校 江蘇鹽城張本庄 臧壽愷字德齋  

青浦縣立乙種商業學校附設補習科 江蘇青浦南門內   

高郵私立乙種商業學校附設補習科 江蘇高郵東門內 高哲  

常熟乙種農業學校附設補習科 江蘇常熟歸政鄉沈濱 程文熊  

興化縣立第八國民學校附設工業補習科 江蘇興化縣西門外極樂庵 黃文奎  

浙江省立甲種蠶業學校附設補習科 浙江杭州西湖 朱顯邦  

私立工業補習學校 安徽安慶曾公祠 王籌字言綸  

蕪湖第一平民學校 安徽蕪湖 姜志彬  

省立第六甲種農業學校附設補習科 安徽宣城 魯權三  

靜仁職業學校附設補習科 安徽當塗縣西門 徐靜仁  

 
****

設木工、蠶業兩科。 
*
設金工、木工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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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安縣立工讀學校 廣東朝安縣城文星一路   

揭陽縣立桃光商業補習學校 廣東揭陽縣城內 謝立受  

長樂縣立乙種商業學校附設補習科 福建長樂縣城阜民橋 楊遂  

廣西省立第二師範附設職業補習科 廣西桂林 劉介  

廣西省立學徒工場附設工讀學校 廣西桂林 陸造時  

廣西省立平民工藝廠附設工讀學校 廣西桂林 吳肇嘉  

廣西省立平民染織工廠附設工讀學校 廣西桂林 吳肇嘉  

雲南印刷局職工補習學校 雲南省城大東門內報國寺 楊寶昌  

(六)職業師範學校 

校名 地址 校長姓字 備註 

國立北京高等師範附設職業教育專修科 北京琉璃廠廠甸 李建勛字湘辰  

山東模範蠶業教員養成所 山東濟南   

中華職業學校附設職工師範科 江蘇上海陸家濱 顧樹森  

安徽省立第一師範工藝班 安徽安慶   

福建工業專門學校附設工業教員養成所 福建福州 何長祺  

(七)女子職業教育類 

1.農業學校 

校名 地址 校長姓字 備註 

易縣女子蠶業傳習所 易縣城內女子高等小學校 吳貴彬字文圃  

山東省立女子甲種蠶業學校 山東濟南 丁維椽  

臨沂縣女子蠶業講習所 山東臨沂縣   

江蘇省立女子甲種蠶業學校 江蘇蘇州滸墅關 鄭辟疆字紫卿  

浙江省立女子蠶業講習所 浙江杭州橫河橋 吳家瑛  

安徽女子蠶桑講習所 安徽安慶北門外   

湖南省立女子蠶業講習所 湖南長沙皇倉坪 陳淑  

福建省立甲種蠶業學校附設女子蠶業講習所 福建福州   

鐵嶺縣立女子乙種蠶業學校 奉天鐵嶺縣城西關銅鼓寺後

街 

劉紹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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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業學校 

校名 地址 校長姓字 備註 

補遺女子乙種工業學校 直隸天津城內戶部街 王書雲  

香山公立乙種工業學校 廣東香山攬鎮細廟前雪心學

社 

何英常  

閩南私立女子工業學校 福建南台大廟山 唐楨  

民國女子工藝學校 江蘇上海   

3.商業學校 

校名 地址 校長姓字 備註 

湖南私立女子商業講習所 湖南長沙落星橋   

4.職業學校 

校名 地址 校長姓字 備註 

北京女子職業學校 北京宣處趕驢市 許頻　  

普育女子職業學校 天津城內鼓樓西 溫世霖字文英  

直隸私立第一女子職業學校 天津河東吉家胡同 李榮培  

山東省立女子職業學校 山東濟南東城城根街 鄒寶庚  

陜西省立女子師範學校附設女子職業學校 陜西省城   

清源女子職業學校 甘肅渭源縣   

丹陽私立正則女子職業學校 江蘇丹陽白雲街 呂鳳子  

愛國女子職業學校 江蘇南京城內   

江寧縣立女子職業學校 南京新橋胭脂巷 邵自平 附設乙種 

松筠女子職業學校 江蘇松江城內全節堂 顧李東英  

武進縣立女子職業學校 江蘇常州老城隍廟 李仁字靜珊  

鹽城縣立女子職業學校 江蘇鹽城城內義井街 李璧  

無錫市立女子職業學校 江蘇無錫   

懷上市立女子職業學校 江蘇無錫張涇橋   

南延市立女子職業學校 江蘇無錫南延市 程宏遠  

江蘇私立女子職業中學校 江蘇蘇州舊藩署 朱周權  

勸業女子師範職業科 上海方濱橋   

私立潘松鱗女子職業學校 江蘇吳縣 潘承謀  

江陰女子職業學校 江蘇江陰青暘東街 薛珊  

常熟女子職業學校 江蘇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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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合市立第一女子國民學校附設職業科 江蘇六合城內小北門同善堂 王逸  

浙江私立女子職業學校 浙江杭州奎垣巷 謝雪字玉農  

嘉興女子職業學校 嘉興南門報忠埭 童文彩字錦藻  

安徽省立女子職業學校 安徽安慶城內大拐角頭 李寅恭  

江西省立女子職業學校 江西南昌千家前巷 葉先湛字丹林  

私立平民學校附設職業科 南昌南門外大街 蔡方廉  

上饒縣立女子職業學校 江西上饒城內大井頭 林鍾蕙榮  

湖北省立女子職業學校 湖北省城正衛街 周從　  

湖北私立和衷女子職業學校 湖北省城左二巷 黎瑞英  

湖北私立振坤女子職業學校 湖北省城府後街 王治煒  

平江縣立啟明女子職業學校 湖南平江縣長壽鄉   

衡陽縣立女子職業學校 湖南衡陽縣城 厲文明  

豐陽縣立女子職業學校 湖南豐陽縣   

零陵縣立女子職業學校 湖南零陵縣城內南司街 唐　字覺庄  

湖南私立養能女子職業學校 湖南長沙玉皇殿 唐宗藩  

湖南私立自治女子職業學校 湖南長沙學宮街 馬鬯馥  

湖南私立崇實女子職業學校 湖南長沙伍家井 胡兆麟  

湖南私立培德女子職業學校 湖南長沙鳳凰台 陳玉鈺  

湖南私立衡粹女子職業學校 湖南長沙興漢門正街 黃國厚  

湖南私立涵德女子職業學校 湖南長沙永慶街 胡汶字子猷  

湖南私立民本女子職業學校 湖南長沙司馬里五號 周天璞  

湖南私立湘華女子職業學校 湖南長沙北門外 陳宣淑  

湖南私立組能女子職業學校 湖南衡陽縣城 許槼  

平江私立吳氏務本女子職業學校 湖南平江縣長壽鄉 吳燮梅  

常德縣立女子職業學校 湖南常德大西門鐵家橋 張洪疇  

香山第三區立女子職業學校 廣東香山欖鎮細廟前 何英常  

廣東省立女子職業學校 廣東廣州四牌樓雲台里 李端  

廣州市立女子職業學校 廣州九曜坊 黃植之  

福建省立女子職業學校 福建福州城內東街 施景崧  

廈門女子職業學校 福建福州城內五崎腳 林敦厚  

福建私立泉山女子職業學校 福建福州麗文坊   

廣西女子職業學校 廣東桂林 蔣士杰  

雲南省立女子職業學校 雲南省城大東門內 陳箴字敬甫  

雲南敬節堂女子職業學校 雲南省城三區八段錢局街 楊汝益字友三  

貴州私立乙種女子植坤學校 貴州貴陽天后宮 羅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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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補習學校 

校名 地址 校長姓字 備註 

山東省立女子職業學校附設補習科 山東濟南東城城根街 鄒寶庚  

南通縣立女工傳習所 江蘇南通   

如皋縣立女工傳習所 如皋城內北門烈女村 黃琴  

婦女救濟會附設補習學校 江蘇寶山江灣   

江蘇省立女子蠶業學校附設傳習科 江蘇蘇州滸墅關   

江陰女子職業學校附設補習科 江蘇江陰青暘東街 薛珊  

江蘇私立女子職業學校附設補習科 江蘇蘇州學士街 朱周權  

江蘇武進女子職業學校附設補習科 江蘇武進老城隍廟 李仁字靜珊  

六合市立第一女子國民學校附設職業補習科 江蘇六合城內小北門同善堂 王逸字抑義  

浙江女子職業學校附設補習科 杭州奎垣巷 謝雪  

安徽靜仁職業學校附設女工科 安徽當塗縣西門 徐靜仁  

什黹協濟會 安慶 (美)有細君  

廣西桂林女子補習學校 桂林 于培  

6.職業師範學校 

校名 地址 校長姓字 備註 

江蘇武進女子職業學校附設教師養成科 江蘇武進老城隍廟 李仁字靜珊  

安徽省立第一女子師範技能科 安徽安慶 徐方漢  

安徽省立第二女子師範技能科 安徽蕪湖 阮強  

女子蠶桑師範講習所 安徽安慶   
 
資料來源：〈職業調查錄〉，璩鑫圭等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實業教育‧師

範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頁300-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