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緒論 

一、研究動機 

晚清中國在西方列強勢力入侵下，政治、社會、思想文化上都產生了極大

變化。就教育而言，為因應這一全新的局勢，知識分子對於傳統教育進行深刻

省思，新式教育思想開始萌芽發展，而且隨著清政府一連串的改革變法，新

式教育制度也引進中國，開始推行，展開中國教育史的另一新頁。實業教育

即是這波新式教育風潮中的一環，在富國裕民聲中被搬上歷史的舞台。 

「實業」一詞為甲午戰後由日本傳至中國的語彙，傳統中國雖有實學一

詞，卻無實業一語，早期知識分子多以農工商學名之，至「實業」一詞由日本

傳入後，才漸漸為社會上的通行語彙。嚴復曾對「實業」進行過解釋，他認為

實業為西方industries一字的翻譯，「西人所謂實業，舉凡民生勤勤之事，靡所

不賅，而獨於樹藝牧畜漁獵數者，則罕用其字」。1國學家顧實也曾於《東方

雜誌》發表文章，探析實業一詞的來源。顧實認為英文的Technicl和法文的

Industriell同為工業的意思，就如德文的Technishe和Gewerbe也同為工業之意，

但到了東方卻將其分譯為工業與實業二詞。在西方，農工商即包含在工業一詞

之內，所以其有字異義同的情形；但在東方社會，工和農商殊途，工業無法涵

蓋其它產業，故日本引進西學時，便新創實業一詞，將technical譯為工業，將

industrial一字譯為實業，且以實業為包含農、工、商業在其中，以符合東方社

會情形。2從嚴復和顧實的解釋中可以發現，晚清所謂的「實業」指的是農工

 
1 嚴復，〈實業教育〉，《東方雜誌》，教育，丙午七期，頁139。 
2 顧實，〈論普通教育與實業教育之分途〉，《教育雜誌》，第2年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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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等民生經濟產業。至於所謂的實業教育，根據《教育大辭書》的解釋： 
實業教育(Industrial Education)有廣義、狹義兩種，廣義者，所有一切有

關實業之教育，如小學之工藝教育、工業學校(engineering school)之工
商教育與職業教育皆屬焉，然而通常所謂實業教育，則只限於為工商

實用之需要所設之職業教育。3 

參酌晚清學者對實業的定義來看，近代中國推行的實業教育專指農工商業的知

識與技能的教育，屬上列實業教育定義中狹義一類。 

本文以近代中國實業教育為研究主體的原因有三： 

首先，一為筆者於近代教育研究脈絡的延續。在筆者以往研究的清末新式

小學堂教育中，普設學堂以開民智為其主要目標，其困難處在於必需大量且普

遍的興設。實業教育雖是同時期發展的新式教育，但以教授專門知識為主，以

培養農工商專才，提振中國經濟為訴求，和廣開民智的小學教育的面向有所

不同。中國向有「萬般皆下品，唯有讀書高」的觀念，「士農工商」四民之

中，農工商一直是位於次級地位，對於手工技藝及商業的輕視更使得工商業

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雖然在清末的大環境下，農工商開始受到重視，但傳

統觀念的深植有時並非外在制度一時之間所能改變，社會群眾對於實業學堂

的接受程度如何？從未辦理過相關學校的清廷又如何解決經費、師資缺乏的

問題？此為筆者研究此課題的原因之一。 

再者，在許多教育史論著中常提到近代中國興設的「實業學堂」實為「失

業學堂」4，實業學堂本是為了提振國家經濟、滿足個人生計而設，倘若實業

學堂真成為失業學堂，是否意味著該項教育推行的失敗？實業學堂的畢業生

與社會的接合情形為何？教育和經濟之間又有怎樣的互動關係？此為動機之

二。 

最後，在實業教育退下歷史舞台後，職業教育代之而起，現今社會多將

 
3 唐鉞編著，《教育大辭書》(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民國53年)，頁1618。 
4 如陳啟天的《近代中國教育史》(台北：台灣中華書局，民國58年)；周談輝，《中國職業教
育發展史》(台北：三民書局，民國74年)書中均出現過此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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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業教育與職業教育畫上等號，但從歷史脈絡來，實業教育乃是以日為師下

的產物，職業教育卻是以美國為典範所引入的教育制度，兩者的教育理念是

否等同？這些也筆者研究此一課題的原因之一。 

以上諸多問題都必須從對實業學堂的整體發展、教育內涵及社會評價等

方面進行探討，才能得到進一步解答，希望藉由本論文的研究，能更完整的

呈現出近代實業教育發展的圖景，對實業教育發展的歷史意義有更清楚的瞭

解。 

二、相關研究成果 

關於晚清實業教育研究成果，主要呈現零星研究較多，整體研究成果較

少的情形。以實業教育為專門討論者，除早期台灣東海大學吳潤禎曾有碩士

論文〈清末實業教育之研究〉5及1997年大陸學者劉桂林所著的《中國近代職

業教育思想研究》6之外，尚乏無其它專著。吳潤禎的論著多侷限於晚清實業

教育背景以及制度的陳述，深度較為不足；劉桂林的著作則是綜論1860年至

1930年代中國職業教育思潮發展的情形，書中將近代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分為

三個階段，分別是晚清的實業教育思潮、二○年代以黃炎培等人為主的職業

教育思潮、三○年代的職業教育思想與爭論，而其中關於清末民初實業教育

思想者約佔全書一半，對於近代實業教育思想的產生有相當深入的討論。只

是本書著重於思想層面的探討，且作者在討論時，仍未脫大陸學界舊習，以

改良派、洋務派、維新派等階級來進行各項資料分析，此種意識型態影響下

的討論，反使整個著作顯得分散零亂，而未能和整個時代脈絡做有效的接合，

為此書的一大缺失。 

其他的各別研究成果則散落在數個領域之中，其中以圍繞在近代中國教育

史的相關研究中討論最多。大陸近年來在教育史研究上投入相當多心力，也有

 
5吳潤禎，〈清末實業教育之研究〉(台中：東海大學歷史研究所，民國63年)。 
6劉桂林，《中國近代職業教育思想研究》(北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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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少的成果發表，如田正平主編的《中國教育近代化》7及《近代教育與社會

變遷》8叢書，已有十餘種的研究成果刊行。這些研究有的從區域發展角度切

入，有的由制度面進行討論，有的則是以社會團體和教育之間的關係做為研

究的主軸，從不同的面向來檢視近代中國教育發展的進程。這批新的研究成

果突破大陸以往以論代史的研究方式，以大量史料重新建構近代教育史發展

的圖象，從中也有不少篇幅對於近代實業教育發展的論述，具有研究參考價

值。相較之下，台灣地區近年來對於近代教育研究成果較少，和實業教育有

關者以政治大學歷史研究所張志銘的碩士論文〈上海交通大學研究

(1896-1949)—近代實業教育的搖籃〉為代表。上海交通大學為近代中國實業

人才培育的重鎮，從該校的歷史發展與辦學成效中，也可一窺近代中國實業

教育發展的歷史軌跡。 

除了教育史的專著外，許多人物研究中也有和實業教育相關的成果。在

近代中國實業教育發展關係最密切者，當屬張之洞、張謇及黃炎培等人。張

之洞在湖北創辦的各式實業學堂，開近代中國實業教育之先聲；張謇則是教

育與實業並進，其南通辦學經驗可謂民初實業教育施行的典範；黃炎培對於

實業教育的最大貢獻應是其對此一教育提出的檢討與批判，並提倡以職業教

育代之，以求名實相符。關於上述人物的研究包括瞿立鶴的《張謇的教育思

想》、章開沅的《張謇與近代社會》、《張謇評傳》、蘇雲峰的《張之洞與

湖北教育》、台灣師範大學張起鳳的碩士論文《黃炎培：中國職業教育之先

驅》、田正平的《黃炎培教育思想研究》等，均可加以運用參考。 

此外，因實業教育與企業及社會經濟關係密切，故相關問題的研究也多

 
7 叢書中包括《留學生與中國教育近代化》、《近代西方教育理論在中國的傳播》、《中國

近代學制比較研究》、《中國近代教科書發展研究》、《教會學校與中國教育近代化》、

《從湖北看中國教育近代化》、《從浙江看中國教育近代化》等，由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 
8包括劉正偉的《督撫與士紳：江蘇教育近代化研究》、閻廣芬，《經商與辦學：近代商人教

育研究》、別必亮，《承傳與創新：近代華僑教育研究》、商麗浩，《政府與社會：近代

公共教育經費配置研究》、謝長法，《借鑑與融合：留美學生抗戰前教育活動研究》等書，

由河北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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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涉及實業人才的討論，如馬敏與朱英對於近代商人及經濟發展所進行的研

究9；虞和平、張忠民對商會、公司制度的討論中10，對於商人興學及企業用

人等均有所論及，也算是近代實業教育研究中的一環。 

在外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方面，對近代中國實業教育研究較多者應為法國

學者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urguiere )。巴斯蒂為一較為左派的歷史學者，其

對中國資產階級發展有濃厚興趣，其早期的著作 Educational Refor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11.一書即是以張謇做為研究主軸，進行近代中國新式

教育發展的探討。作者選擇以張謇作為切入點，主要是因為其具有地方仕紳

及實業家等多元角色，且為積極仿效日本明治維新的代表之一。在新式教育

剛推行之時，張謇等地方仕紳和政府官員是採取相互合作的方式，但在學堂

興設的過程中，地方士紳的權限卻不斷擴大，造成清政府的疑慮，教育成為

中央與地方互相角力的場域。從另外的角度來看，新式教育是改革派積極推

動參與的，革命黨人對於新式教育並未太過重視。張謇創設了各種新式學堂，

其中尤以實業學堂為重，但其企業與學堂最後仍未能有良好發展，此也證明

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未臻成熟，故成效不彰。巴斯蒂的另一篇文章：〈從

辛亥革命前後實業教育的發展看當時資產階級社會政治的作用〉，收錄於《紀

念辛亥革命七十周年學術研討論會論文集》中，12該文更進一步對於中國早期

 
9朱英的相關研究成果有《晚清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和
石柏林合著的《近代中國經濟政策演變史稿》(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1998)；馬敏則有《商
人精神的嬗變—近代中國商人觀念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官商之間：
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年)等。 
10虞和平的《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台北：東大圖書公司，民國84年)；張忠民的《艱難的
變遷：近代中國公司制度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年)等研究成果，對商攘
和實業教育均有所論及。 

11 Paul J. Bailey 翻譯, Educational Refor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原法文書名為Aspects de la ré
forme de I’enseignement en Chine au début du 20e siècle,d’après des écrits de Zhang 
Jian.(Mouton Publishers, 1971)。 

12 該文見中華書局編輯部主編，《紀念辛亥革命七十周年學術研討論會論文集》(下)(北京：
中華書局，1983)，頁2318-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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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業教育推行與資產階級的關係進行討論，她認為中國早期的資本主義不甚

發達，實業教育也非社會經濟發展下的產物，而是中央自強理念下推行出來

的成果。此文點出了實業教育初期發展的特質，可惜對實業教育內容與成效

並未有深入的分析。另一本由巴斯蒂主編的論文集，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 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13其中收錄多位外國學者的著

作，探討各國教育制度及工業化對中國教育發展的影響，其中部分篇章對實

業教育發展也有所著墨，如巴斯蒂對近代中國學習列國教育制度的討論、日

本學者阿部洋對於近代中日學制的分析等，但論述並不深刻。 

上述的個別研究成果頗為豐碩，其優點在於其角度較為專業、細膩，缺

點則在於缺乏跨領域的統整，無法描繪出整體實業教育發展的全貌，評價也

較容易產生偏頗。正如馬敏所言，不同領域應有一綜合式的研究，以對問題提

出更令人信服的解答。14本論文也以此目標自期，希望以眾多但零碎的研究成

果為基礎，對於近代實業教育發展及其與近代社會經濟之間的互動關係進行

較為深入的探討。 

三、內容大要與資料介紹 

光緒29年(1904)15，清政府頒訂癸卯學制，將實業學堂列入新教育體系中，

開創近世農工商人才培育之先聲。民國成立後，除名稱稍作改變外，實業教

育仍持續推行，直到民國11年(1922)壬戌學制頒布，實業學校一律改為職業學

 
13 Hayhoe,Ruth、Bastid-burguiere, Marianne.eds, 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 

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 Armonk, N.Y.:M.E. Sharpe, 1987)。該書中譯本書名為《中外比較
教育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為周谷城主編的《中國文化史叢書》作品之一。 

14 馬敏是針對學界在回答「韋伯式問題」，也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產生與否與中國傳統思想關
係的討論中提及，許多學者的析論多是以專題領域，如思想史、經濟史等方式進行討論，

而在缺乏綜合性研究的情形下，使得經濟、文化兩者相互關聯的深度探討付之闕如，各家

所提出的答案，也就未見周延滿意。見馬敏，《商人精神的嬗變—近代中國商人觀念研究》

(武昌：華中大學出版社，2001年)，頁17-18。 
15 光緒29年應為西元1903年，但癸卯學制頒布的時間為光緒29年12月，時西元紀年已是1904
年元月，故本文提及光緒29年學制時，其西元紀年均以1904年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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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實業教育之名才退下歷史舞台。本論文即以1904年到1922年間中國推動的

實業教育做為研究主體，以其發展做為主要脈絡，從中探討近代實業教育思

想的源起、制度引進的過程、實際推行的政策與遭遇到的困難，並藉由畢業生

的出路情況，對實業教育的成效進行評估。同時，也藉由各區域實業教育發

展的分析比較，瞭解各式實業學堂發展情形及影響學堂設置的主要因素。最

後，經由實業與法政教育的發展及中日實業教育發展的比較，瞭解近代中國知

識分子的價值取向，及實業教育發展不如預期的原因。 

本論文除「緒論」與「結論」之外，共計四章。每章大要內容如下： 

第一章：〈近代中國實業教育體制的建立〉。本章主要從近代改革的脈

絡中瞭解實業戰與實業教育提出的背景，再由官紳東游進行教育考察的過程

中，了解日本教育界對中國實業教育創設的影響。此外，本章也試圖從學制

規劃來分析實業學堂的系統結構，並從中檢視中國欲從實業教育完成的目

標。最後則將中國實業教育制度和日本進行比較，藉以瞭解近代中國實業教

育制度的特質。 

第二章：〈實業學堂的設置推行與困難〉。學制建立後，最重要的要將

其落實推行，在當時政局動蕩、財政窘迫的情況下，實業教育如何推行？學

堂經費又如何籌措？本章由此兩項議題進行討論分析，藉以瞭解實業教育在

中國初行的狀況及遭遇到的困難。 

第三章：〈實業知識的傳授與成效〉。本章主要討論實業學堂的師資、

教材與學生來源，並以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及南通各類實業學堂為例，對當時

實業學堂的教學狀況進行瞭解。本章也針對學堂畢業出路問題進行探討，瞭

解「實業學堂」變成「失業學堂」的主要原因。此外，黃炎培的職業教育也

在此時期提出，此教育思想的根源及主張、與實業教育的異同，也是本章討

論的重點。 

第四章：〈實業教育發展的分析與比較〉。本章主要從三個角度來檢視

近代中國實業教育施行成果的分析。一是利用區域分析的方式，從各地設學

的數量、種類、辦學品質中來瞭解影響實業教育發展的各項因素；一是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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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業與法政教育的發展來瞭解近代知識分子的價值取向；最後則是對中日兩

國施行實業教育的過程進行比較，從中分析同一制度於兩個國家產生不同結

果的原因，同時也對近代中國改革的困境提出看法。 

在資料的運用方面，本論文最主要的參考資料計有下列幾種： 

一是官方檔案資料，其中又以清學部發行的《學部官報》、民國時期的

《教育公報》以及各地教育公報為主。這些官報將各種訓令、規章、報告等

均收入其中，是瞭解實業教育制度推行演變的基本資料；地方型的官報如《浙

江教育官報》、《四川官報》等，則對該地的教育推行及社會情況有較詳細

的記載，提供的資料性質和中央官報有所不同，對於地方辦學情形的瞭解有

所助益。此外，晚清學部針對光緒三十三年到宣統元年間教育發展情況所編

製三次統計年表，及民國教育部從元年到五年間進行的五次教育統計，對於

各學堂的學生數、教員、經費情況均有詳細統計，在本論文中也大量運用，

以為辦學成效及區域分析時所用。只是資料仍有不足之處，故會兼採其它統

計資料以做為補充。 

二是史料匯編與史料集。本論文使用最多者為日本學者多賀秋五郎所編

的《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朱有　所編的《中國近代學制史料》及璩鑫圭等

編的《近代教育史資料匯編—實業教育、師範教育》，這些史料集將近代中國

各式新式教育的章程、奏摺加以整理，同時還收錄各地辦學情形的相關資料，

對於實業教育實際辦學狀況的瞭解有相當助益。除教育史料匯編外，《天津商

會檔案匯編(1903-1911)》、《蘇州商會檔案叢編》、《大生企業系統檔案選編》

等，則是討論商人興學與檢視實業學堂學生出路的重要資料。 

三是報刊雜誌資料。《東方雜誌》是研究晚清教育的重要史料來源，其〈各

省教育彙誌〉、〈各省農工商業彙誌〉中載有各地推行教育的情況以及面臨的

問題，是探討時人對新式教育看法的最佳史料來源，此外，雜誌內的時評、專

文等也可以看出當時知識份子對於新式教育的理想與批評。《教育雜誌》則是

由《東方雜誌》分出的雜誌，創於宣統元年，其中也有相當豐富的資料可資運

用；民國初年，黃炎培等人為推廣職業教育，創辦了《教育與職業》雜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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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多針對實業教育的問題、改革意見等相關論著，對於民國時期實業教育

的瞭解有相當的幫助。此外，《教育週報》、《新教育》、《教育研究》等雜

誌；《申報》、《大公報》、《盛京時報》等報紙，都是清末民初發行的重要

刊物，也是本論文多所運用者。 

此外，本論文還運用多項校友刊物或紀念冊資料，除了進行部分實業學校

發展瞭解之用外，更重要的是這些實業學校畢業生進入社會服務的情況，以做

為實業教育施行成效評估的參考資料。回憶錄、自傳等資料則提供了較為生動

的素材，以為勾勒當時教育推展情景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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