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近代中國實業教育制度的建立 

近代中國實業教育制度的建立，乃是一連串改革自強過程中的一環。從鴉

片戰爭之後，中國開始進行革新以解決各項內憂外患問題，最初知識分子強調

以兵應戰，欲以軍事器物發展達到國家富強之境，後發現兵戰不足以解決問

題，開始有以商應戰的言論出現。至甲午戰爭後，以農工商業為主體的實業發

展得到知識分子的重視，故有實業救國論述的出現，同時，為開民智以新民

力，新式教育也被積極提倡，其中也包含培養農工商人才的實業教育，在新

學制制訂的過程中，實業教育制度也於焉完成。 

本章主要討論者有三：一是從兵戰、商戰到實業救國論的發展脈絡中，

瞭解近代中國實業教育創設的背景；一是甲午戰後以日為師的風潮下，當時

官紳吸取日本經驗的方式及日本實業教育發展對其之影響；一是晚清新學制

的特點及其中實業教育制度的架構及特質。 

第一節 晚清實業教育的興起 

 (一)從兵戰、商戰到實業救國 

近百年來中國社會的劇烈變動始自鴉片戰爭後，西方國家挾帶著軍事、經

濟等優勢，給予中國空前未有的衝擊。為應時變，知識分子積極尋求富強之

道，以解決當時國家面臨的困境，且隨著時勢的變遷，有兵戰、商戰，逐漸

演變為實業救國的趨勢。 

鴉片戰爭失敗後，許多知識分子分析情勢，認為中國戰敗乃是因為軍事

武力的不足，故應「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學習西方的船堅砲利，以應兵戰。

「兵戰」實為鴉片戰後的主流思潮，根據統計，從道光元年(1821)到咸豐11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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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間，至少有66人贊成中國應學習西方的軍事武力以應時局，其中包含道

光、咸豐皇帝，恭親王奕訢、李鴻章等中央及地方要員1。恭親王奕訢在經歷

過英法聯軍之後，對時局頗有所感，認為中國亟應「自圖振興」，且「自強

以練兵為要，練兵又以製器為先」。2李鴻章、曾國藩、左宗棠等地方要員在

太平天國戰事中，有和外人接觸的經驗，見識到外人軍事武力的力量，深覺

學習西器的重要性，中國應學習其長處以為應對。在上下均欲求強的氛圍下，

自強運動於焉展開。甲午戰前清政府的自強舉措可參照表1-1-1。 

表1-1-1 清政府經營的近代軍用工業簡表  

局廠 所在地 設立年 創辦人 
安慶內軍械所 安慶 咸豐11年(1861) 曾國藩 
上海洋礮局 上海 同治元年(1862) 李鴻章 
蘇州洋礮局 蘇州 同治2年(1863) 李鴻章 
江南製造局 上海 同治4年(1865) 曾國藩、李鴻章 
金陵製造局 南京 同治4年(1865) 李鴻章 
福州船政局 福州 同治5年(1866) 左宗棠 
天津機器局 天津 同治6年(1867) 崇厚、李鴻章 
西安機器局 西安 同治8年(1869) 左宗棠 
福建機器局 福州 同治8年(1869) 英桂 
蘭州機器局 蘭州 同治11年(1872) 左宗棠 
雲南機器局 昆明 同治11年(1872) 岑毓英 
廣州機器局 廣州 同治13年(1874) 瑞麟、劉坤一 
山東機器局 濟南 光緒元年(1875) 丁寶楨 
四川機器局 成都 光緒3年(1877) 丁寶楨 
吉林機器局 吉林 光緒7年(1881) 吳大澂 
神機營機器局 北京 光緒9年(1883) 奕環 
浙江機器局 杭州 光緒9年(1883) 劉秉璋 
臺灣機器局 臺北 光緒11年(1885) 劉銘傳 
湖北鎗礮廠 漢陽 光緒16年(1890) 張之洞 
資料來源：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料，1840-1895》(上冊)(台北：文海出版社，民國67
年)，頁565-566。 

大體而言，早期的自強運動是以外語的學習以及機械、軍事武力的發展

為重心，以中國能和西人交涉、應兵戰為主要目標，希望中國在軍事武力及

 
1 張玉法主譯，《劍橋中國史‧晚清篇(1800-1911)》(下)(台北：南天書局，民國76年)，頁723。 
2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台北：文海出版社影本，民國60年)，頁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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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發展能有所突破。不過，此種觀念在自強運動發展過程中卻開始有了轉

化，當時致力推行自強新政的李鴻章發現，清廷所欲推動的各項政策常因財政

困難而無法施展，反觀西方國家，則有堅強的經濟做為後盾，使其軍事武力得

以發展。李鴻章體認到西方國家以商養兵，中國也應先富才能後強，開始注意

到商業發展的重要性。3此外，戰爭不僅展現了西方國家的船堅炮利，也將西

方的經濟力量帶入中國，尤其在1870年代以後，各通商口岸逐漸開放，洋貨大

量低價進口，對本土經濟產生相當大的衝擊，以綿紗進口為例，從表1-1-2中

可以看出，從同治11年(1872)到光緒16年(1890)的將近二十年時間，各國進口

數量增長了二十餘倍，但價格卻下滑了25%；棉布也有同樣情形，在這二十年

間的進口量成長了近三成，價格卻一樣下降了四分之一，對國內的土布市場

造成相當威脅。 

 
3 吳章銓，〈洋務運動中的商務思想—以李鴻章為中心的探討〉，見李恩涵、張朋園等著，

《近代中國—知識分子與自強運動》(台北：食貨出版社，民國71年5月再版)，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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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外國進口棉紗布價格下降和進口量增長趨勢 (1872-1890) 

進口棉紗 進口棉布 時間 

價格指數 進口量(千擔) 進口量指數 價格指數 進口量(千匹) 進口量指數 

同治11年(1872) 100 50 100 100 12,241 100 

同治12年(1873) 95.7 68 136 86.4 8,989 73.4 

同治13年(1874) 91.5 69 138 78.8 9,763 79.8 

光緒元年(1875) 83.2 91 182 82.1 10,720 87.6 

光緒2年(1876) 77.2 113 226 75.5 11,870 97 

光緒3年(1877) 75.5 116 232 68.5 11,117 90.8 

光緒4年(1878) 72.7 108 216 66.8 9,158 74.8 

光緒5年(1879) 74 138 276 65.8 12,772 104.3 

光緒6年(1880) 79.6 152 304 68.5 13,561 110.8 

光緒7年(1881) 74.9 172 344 65.8 14,931 122 

光緒8年(1882) 74.3 185 370 64.7 12,159 99.3 

光緒9年(1883) 70.4 228 456 66.3 11,500 94 

光緒10年(1884) 70.8 262 524 72.3 11,229 91.7 

光緒11年(1885) 67.7 388 776 66.8 15,706 128.3 

光緒12年(1886) 66.9 383 766 67.4 14,041 114.7 

光緒13年(1887) 73.7 593 1,186 77.2 15,267 124.7 

光緒14年(1888) 83.8 684 1,368 77.7 18,664 152.5 

光緒15年(1889) 79.1 679 1,368 77.2 14,275 166.2 

光緒16年(1890) 75.6 1,082 2,164 76.6 15,561 127.1 
資料來源：彭澤益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料(1840-1949)》第2卷(北京：中華書局，1984年
一版二刷)，頁199。 

列強對華的經濟侵略是全面性的，棉紗、棉布只是其中一例，根據時人對

經濟情況的觀察，發現當時民間日用多用洋貨，如洋火柴、縫衣針、洋皂、洋

燭、洋線等等，上海雖然也生產洋火柴、洋燭等物品，但是銷路不佳，本國生

產的貨物，只佔十之二三。4外來商品價格低廉，品質又佳，本土商品幾乎完

全沒有競爭力，洋貨傾銷無疑對本土經濟產生了相當大的衝擊。薛福成在〈籌

洋芻議〉中指出，洋商每年在華獲利不下三千萬兩，中國卻無力還擊，造成民

 
4 求自彊齋主人，〈論振興工藝須擇民間繁用之物本輕價賤者先行製造〉，《皇朝經濟文編》

卷九二，頁21。轉引自彭澤益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料(1840-1949)》第2卷，頁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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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財盡，有岌岌不可終日之勢。5在此種情況下，許多人意識到，僅憑軍事武

力並不足以抗外，在無法禁止各國在華通商的情況下，惟有自行發展商務，

寓兵於商，才能解決中國日貧的窘境，在此種論點下，商戰觀念逐漸形成。

商戰一詞最早是出現於同治元年(1862)，曾國藩致湖南巡撫毛鴻賓的信函中提

到： 
至秦用商鞅以耕戰二字為國，法令如毛，國祚不永，今以西洋商戰二

字為國，法令更密於牛毛，斷無能久之理。然彼自橫其征，而亦不禁

中國之榷稅；彼自密其法，而亦不禁中國之稽查，則猶有恕道焉。6 

曾國藩為典型儒家知識分子，現拋棄傳統輕商的觀念，轉而對於商業加以提

倡，自是因為列強侵華日急，為挽救國家危亡不得不然之計。 

商戰觀念逐漸在中國社會發酵後，以商應戰成為當時知識分子的普遍見

解。根據統計，從同治元年(1862)到宣統2年(1910)近五十年的報刊雜誌中，計

有22人提出商戰論點，7其中又以和外商接觸最繁的買辦商人(comprador)對商

戰論提倡最力，8如鄭觀應在其所著的《盛世危言》中，多次論及商戰之要，

力倡「習兵戰不如習商戰」的觀念9；官員中最積極主張商戰者，則首推盛宣

懷，盛氏認為「開闢互市，實以商戰為上策」10，並積極鼓吹中國創設新式企

業以和西方對抗，其他如譚嗣同、嚴復、張謇、汪康年等知識分子也曾發表商

戰相關言論，使當時中國掀起一波商戰熱潮。 

在商戰觀念的影響下，自強運動不僅希望「強兵」，也開始朝「富國」的

目標發展，清廷採取和民間合作的官督商辦的方式，創設了許多中國近代新

 
5 薛福成，〈籌洋芻議〉，《庸盦全集》(台北：華文書局，民國60年)，頁54。 

 6 見《曾文正公書札》卷17，頁44。轉引自王爾敏，〈商戰觀念與重商思想〉，《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65年6月)，頁4-5。 
7王爾敏，〈商戰觀念與重商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頁17。 
8 買辦的出現源於洋人來華貿易，對中國的語言、生活文化不甚了解，故聘請華人到其洋行

工作，以協助其在華經商，故買辦也有華經理之稱。見郝延平著，李榮昌、沈祖煒、杜恂

誠等譯，《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樑》(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88年)，頁188-189。 
9 鄭觀應，《增訂盛世危言正續編‧商戰上》(台北：中華雜誌社，民國54年)，頁23。 
10 盛宣懷，《愚齋存稿》(台北：文海出版社影本，民國52年)，頁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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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企業，如同治11年(1872)成立的輪船招商局；光緒8年(1882)李鴻章創設的上

海機器織布局；光緒11年(1885)的中國鐵道公司；光緒12年(1886)，張之洞於

廣州成立的廣東繅絲局；光緒16年(1890)，張之洞於武昌籌辦的湖北織布局；

光緒20年(1894)，李鴻章在上海創辦的華盛機器紡織總廠，張之洞於湖北設湖

北紡紗官局、湖北繅絲官局、湖北製麻官局等等。這些官辦及官督商辦企業的

資本額占所有企業的77.6%，為當時國內新式企業發展的主力。11不過，這些

官督商辦企業常有冗員過多、政府管理不良、缺乏技術人才等問題，長期經

營下來，成功者甚少。除了這些官商合作的企業外，當時中國也有少數民間

各式企業工廠成立，據統計，從1870-1894年之間，中國境內約有136家的紡織、

火柴、造紙印刷、五金等輕工業工廠12，但資本額及規模都較小，市場競爭力

薄弱，無法抵擋外來經濟強勢入侵，商戰思潮帶動了近代中國第一波新式企業

的創設，但成果顯然不如預期。 

甲午戰爭後，朝野再次思索中國的改革之道，商戰論也被重新檢視。知識

分子參酌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發現日本之強，不僅在於商業的發達，更重

要的是有農、工業為其後盾。中國欲發展商業，卻沒意識到當時中國經濟上

的一大危機在於有生貨而無熟貨，徒擁有豐富物資，卻只能廉價售予外國人，

外人將其加工製成貨品後，以更高的價格回銷中國，造成中國資源豐富卻無以

為用，反為外國人剝削的情形。以此，知識分子意識到，僅發展商業、進行商

戰並不足以解決中國所面臨的問題，必須發展農工，以為商業發展之基礎，「農

工盛則商自隨之」13，農工業基礎未固，商業貿易實難和列強進行競爭。在此

種觀念下，農工商業被要求同時並進，至實業一詞從日本傳入後，農工商業被

統合於實業名下，「實業救國」也逐漸取代「商戰」一詞，成為知識分子追

求中國自強富裕的重要途徑。 

 
11 朱英，《晚清的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頁15。 
12 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料，1840-1895》(北京：三聯書店，1957)，頁1166-1169。 
13 〈論振興商務當先興農業工業〉，《東方雜誌》，乙巳7期，實業，頁102-103。 



第一章 近代中國實業教育制度的建立 17 

「實業救國」實為先前商戰論的延續與修正，也代表中國對於經濟發展的

要素有進一步的認識。張謇曾說：「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務為國，此皮毛之論也，

不知外洋富民強國之本實在於工」，14此句話正是對於先前只見商業繁盛，未

見其背後紮實產業基礎所提出的批評，中國應將商戰論點深化，擴大為農工商

業並重的實業戰思想，始能厚實國力以自強。 

甲午戰後國內危急的情勢讓實業救國論迅速得到回響，根據中日馬關條

約，清廷必須向日本支付兩億兩白銀，同時要以三千萬兩贖回遼東半島，鉅額

支出讓清廷財政出現極大缺口，如何解決當前財政問題，成為清廷的燃眉之

急。同時，馬關條約也准許日人在中國通商口岸開設工廠，其產品與進口貨物

免徵一切雜捐，這項條款讓原本就岌岌可危的中國經濟面臨更大的挑戰。如

觀察表1-1-3，則可發現甲午戰後到民國2年(1913)，外國在華設立的工廠數較

戰前增加了120家，資本額也增加了近21倍，對本國經濟造成極大威脅。 

表1-1-3  1840-1913年間外國在華設立的主要工廠數目與資本  

時期 設立的家數 設立時的資本額(千元) 

1840-1870 7 2,802 

1871-1894 16 4,829 

1895-1913 136 103,153 
資料來源：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料，1895-1914年》(上海：科學出版社，1957年)，
頁1。 
資料說明：本表主要工廠，指設立時資本在100,000元以上的工廠(1895-1913包括全部外礦在
內)。在資本額方面，部分設立時的資本不詳，以稍後的資本代替。 

利權的喪失與國家財政經濟的危困，使知識分子產生強烈的危機意識，中

國必須要挽回利權並解決貧困問題，才能臻至富強，與列強競爭。發展實業即

是解決當前問題的重要方式，當時的報紙雜誌中，發展實業的呼聲不斷，發展

實業已被視為中國生存滅亡的重要關鍵。 

 
14 張謇，〈代鄂督條陳立國自強疏〉，張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圖書館編，《張謇全集》第1
卷(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年)，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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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實業教育的提倡 

1.自強運動時期的人才培育 

從自強運動推行開始，中國就面臨到人才短缺的問題，各項自強政策均

需要專業人才來加以施行推動，但當時中國社會相關的專業技術人員卻是相

當的缺乏。為解決此項問題，清政府採取了幾項應變方法：一是借重外國的

專業技術人員；一是派遣學生出國學習；一是在國內設置學堂培養人才。 

 借用外國專業人才是解決當時人才不足最快且最直接的方法，在自強運

動的各項軍工企業裏即有眾多的外國專家技師進駐，解決中國早期缺乏新式

人才的窘況。15不過，聘用外來技師也有其衍生的問題，如太過依賴洋人將不

利於國防與中國自身工業的發展；且洋匠、洋師費用過高但卻常有漫不經心、

不負責任的情形，甚至不願將其專門知識傳授給中國人。16因此，借用洋匠、

洋師終非長久之計，由中國自行培育人才成為必然之道。 

中國人才培育可分為派遣留學生出洋及國內自行設置學堂兩種方式。派

遣學生出洋學習源於同治7年(1868)，近代中國第一位留學生容閎向江蘇巡撫

丁日昌提議，認為中國應派遣學生出國留學，以為國家儲備人才。此議深得

丁日昌、李鴻章等人的贊同，故上奏請准派遣學生出洋學習。同治11年(1872)，

容閎帶領中國第一批留學生赴美，為中國官派留學之始。同治12年(1873)，福

建船政學堂船政大臣沈葆楨奏派學生「赴法國探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陳出

新之理」17，開創學生留歐學習船政、礦務之始。這些出洋學習的學生於1880

年代相繼回國，紛紛投入各式自強新政中，因受有較完整且系統性的知識與

訓練，成為自強運動發展的重要推手。 

除了派遣學生出國外，清廷也在國內創設各式洋務學堂以培育各項專業人

 
15 周建波，《洋務運動與中國早期現代化思想》(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頁87-88。 
16 劉桂林，《中國近代職業教育思想研究》，頁12-13。 
17中國史學會編，《洋務運動》(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年)，頁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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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國內所辦的學堂可分為三大類，一是語文學堂，旨在培養學生語文能力，

繼而能學西學、譯西書，擔任外交工作；一是軍事學堂，主要在培養相關軍事

能才，以應兵戰；一是技術性學堂，以利製造、交通。透過自強運動，中國也

確實產生了一批機器製造工程師，如賴長、徐建寅、曾昭吉、溫子韶、宋春鼇

等人，對中國初期的軍工業發展貢獻頗多18。此時期清政府創設學堂的情形可

參閱表1-1-4。 

清廷早期所創設的學堂以培養國家軍事器械相關人才為主要目的，但當時

已有部分知識分子及買辦商人，或因意識到西學的重要性，或因實際的需要，

開始有培養另一類新式人才的聲音，認為除了軍事武器的專才外，也應注意經

濟商業、語言能力人才的養成，以應商戰。鄭觀應認為： 
有國者茍欲攘外，亟需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工商，

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19 

但顯然清政府仍專重於軍事工業人才的培育，未於此方面著力，在此種情況

下，民眾只能以西方教會學校或自創學堂，以獲取所需知識，如當時和西方人

接觸最多的買辦就常以西方教會學校為其學習管道之一。20據統計，1860年代

以前中國各地的教會學校約40-50所，到了1870年代末期已達800餘所，可見當

時社會的確有此種教育的需求。21此外，亦有部分官、商自行出資，興辦西學

學堂以培養新式人才，如上海格致書院、中西書院、英華書院等等，在清政

府尚未全面推廣西學的情況下，商人、知識分子、傳教士在此時成為新學傳

播的最主要推手。 

 

 

表1-1-4  晚清自強運動時期創設之專業技術學堂一覽表  

 
18 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料》，頁28。 
19 鄭觀應，《盛世危言‧學校上》（台北：中華雜誌，民國54年）。 
20 張仲禮，《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949。 
21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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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堂類型 創辦時間 學堂名稱 創辦者或奏設者 

同治元年(1862) 京師同文館 奕環 
同治 2年(1863) 上海廣方言館 李鴻章 
同治 3年(1864) 廣州同文館 毛鴻賓 
光緒13年(1887) 新疆俄文館 陶模 
光緒14年(1888) 台灣俄文館 劉銘傳 

語文學堂 

光緒15年(1889) 琿春俄文書院 琿春 
同治 5年(1866) 福建船政學校 左宗棠 
同治 6年(1867) 江南製造局機器學堂 曾國藩 
同治13年(1874) 操炮學堂 江南製造局 
光緒 6年(1880) 天津北洋水師學堂 李鴻章 
光緒11年(1885) 天津北洋武備學堂 李鴻章 
光緒12年(1886) 黃埔魚雷學堂 張之洞 
光緒13年(1887) 廣東水陸師學堂 張之洞 
光緒14年(1888) 北京昆明湖水師學堂 奕環 
光緒15年(1889) 威海衛水師學堂 丁汝昌 
光緒16年(1890) 南京江南水師學堂 曾國荃 
光緒16年(1890) 旅順口魚雷學堂 北洋艦隊 
光緒16年(1890) 煙台海軍學堂 薩鎮冰 
光緒21年(1895) 南京江南陸軍學堂 張之洞 
光緒22年(1896) 湖北武備學堂 張之洞 

軍事學堂 

光緒22年(1896) 直隸陸軍行營武備學堂 袁世凱 
光緒 2年(1876) 福州電氣學塾 丁日昌 
光緒 6年(1880) 天津電報學堂 李鴻章 
光緒 7年(1881) 廣東實學館 李鴻章 
光緒 8年(1882) 上海電報學堂 盛宣懷 
光緒17年(1891) 湖北算術學堂 張之洞 
光緒17年(1891) 湖北採務工程學堂 湖北礦物局 
光緒19年(1893) 天津總醫院附設西醫學堂 李鴻章 
光緒21年(1895) 山海關鐵路學堂 津渝鐵路公司 

技術學堂 

光緒22年(1896) 江南陸軍學堂鐵路專門班 張之洞 
資料來源：劉英杰主編，《中國教育大事典，1840-1949》(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年)，
頁665。閻廣芬，《經學與辦學：近代商人教育研究》(石家庄市：河北教育出版社，2001年)，
頁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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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戰與實業教育的提倡 

甲午戰爭後，日本教育發達的情況吸引了中國知識分子的目光，知識分

子普遍認為日本得以在短期內維新有成，主要原因在於其教育發展有成，故

康有為認為「近者日本勝我，亦非其將相兵士能勝我也。其國遍設各學，才藝

足用，實能勝我也」22。中國先前推動的教育顯然有所偏頗與不足，梁啟超認

為，自強運動時期雖有新式學校的設立，如同文館、水師學堂、船政學堂等，

但這些學堂只教授淺薄之技藝，不能開啟國人視聽，根本不具有學堂的功能，

中國欲求自強，應「以開民智為第一義」23，要廢除科舉制度，建立師範學堂

來培養師資，並設專門之學，使學生學有專精，設女學及幼學，使全國人民均

為識字之民，國力方能提昇。24中國欲求維新自強，非興學育才不能竟其功，

張謇、嚴復等人也為文，極力提倡新學的重要性，使當時中國社會瀰漫著一

股辦教育以開民智的熱潮，此波對推動新式教育的熱潮，結合當時實業救國

的思維，實業教育思想也孕育而生。雖然戰前的重商熱潮，已讓中國商人開始

接觸西學、吸收新知，但工人階層卻受限於傳統的師徒制，使技術不能更新，

農民則固守舊法，牢不可破，致使技術無法改良。25反觀日本及歐美，除發展

普通教育外，還另設有專門學堂，「專門者，凡農商、礦林、機器、工程、

駕駛，凡人間一事一藝者，皆有學，皆為專門也」，26各式人才均加以培育，

故其國家實業得以發展。中國若要發展實業，定要施行實業教育，培養新式

人才，才能解決當前的困境。 

近代中國最先提倡實業教育者，當屬首位留美學生容閎，其在咸豐10年

 
22 康有為，〈請開學校摺〉，見陳學恂編，《中國近代教育文選》(北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年)，頁109。 
23 梁啟超，〈變法通議‧學校總論〉，見陳學恂編，《中國近代教育文選》，頁126。 
24 參見梁啟超〈變法通議．學校總論〉、〈變法通議．論師範〉、〈變法通議．論女學〉、

〈變法通議．論幼學〉等文。 
25 〈論士人不講求實業之非〉，《東方雜誌》，甲辰6期，實業，頁64。 
26 康有為，〈請開學校摺〉，見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文選》，頁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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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會見太平天國的干王時，對其提出的七項建議中就包含設立各種實業學

堂，27只是後來容閎並未接受太平天國所給的官印，該議也沒有辦法得到落

實。同治2年(1863)，曾國藩於安慶大營約見容閎，兩人論及教育問題時，容

閎向其表示實業教育確有發展的必要性，28但當時曾國藩將重心置於軍事發展

上，委以容閎的軍事器械的採購工作，實業教育的論點未得到回響。直至甲

午戰後，提倡實業教育者日多，如嚴復就曾為〈實業教育〉一文，鼓吹實業

教育的推行。嚴復認為： 
中國今日自救之術，固當以實業教育為最急之務，何者？惟此乃有救

貧之實功，而國之利源，乃有以日開，而人人有自食其力之能事。29 

嚴復以為，實業教育推行後，不僅可開國家之利源，還可讓民眾擁有一技之長

以求生計，國富民裕，一舉兩得。張之洞在《勸學篇》中也以專篇討論農工商

學，張之洞認為： 
石田千里，謂之無地；愚民百萬，謂之無民。不講農工商之學，則中

國地雖廣、民雖眾，終無解於土滿、人滿之譏矣。30 

中國雖然土廣民眾，但若未加以開發，則這些資源完全無用武之地，必須講求

農工商等實學，使地力能開、人力能用，中國的優勢始能發揮。正如《東方雜

誌》中〈論實業〉一文所述： 
故工業之盛衰，可以視教育之盛衰為準，中國人數雖眾，而曾習普通

堪備職工者殊少，若能大興教育，普及人民，將來不患不為地球上之

工業國31。 

可見，當時國人在繪製富強的藍圖時，將實業置於首要，而實業推展又須

以實業教育為根基，實業教育即是揹負著救貧、救弱，挽回利權的任務，躍上

近代中國歷史的舞台。 

 
27 容閎，〈太平軍中之訪察〉，《西學東漸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年)，頁120。 
28 容閎，〈予之教育計劃〉，《西學東漸記》，頁148。 
29  嚴復，〈實業教育〉，《東方雜誌》，教育，丙午7期，頁139。 
30 張之洞，《勸學篇‧農工商學》，頁47。 
31 〈論實業〉，《東方雜誌》，甲辰第10期，實業，頁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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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早期的實業教育發展 

在實業教育思想的影響下，已有地方官紳開始積極創設實業學堂，光緒22

年，江西紳士蔡金臺呈請於高安縣創設蠶桑學堂，為近代中國實業學堂之始，

但興學內容已不可考。32湖廣總督張之洞則是當時對實業學堂著力最深者，光

緒19年(1893)，張之洞於湖北設立自強學堂，其中設有方言、格致、算學、商

務四科，但因受限於師資，格致、商務兩科多流於空談，所以在光緒22年(1896)

停辦。33同年，張之洞創設江南儲才學堂，分設交涉、農政、工藝、商務四門，

但其施辦情形不得而知。34光緒24年(1898)，張之洞於兩位美籍人士的協助下，

於湖北創設了農務學堂。創設初期，因學堂經費不足，學生入學需繳交學費，

造成招生上的困難，加上學堂監督態度保守，管理不良，導致學堂幾乎停辦。

光緒26年(1900)張之洞改請羅振玉擔任監督，並聘請四為日本教習擔任授課工

作，學堂教學才逐漸趨於穩定。光緒24年，張之洞還在湖北成立了工藝學堂，

聘請兩位日籍教習教授各種工藝課程，但首次招生卻無人報考，第二次降低

入學要求後，始招收到六十名學生入堂學習，學堂經營始進入狀況。35在張之

洞的全力發展下，湖北成為近代實業教育發展最為快速的地區，其在湖北辦學

的經驗，也成為日後全國新式教育推動的重要典範。 

浙江則是另一個學制推行前就大力推展實業教育的地區。光緒23年(1897)

浙江杭州知府林啟於該地創設蠶學館，認為蠶業為浙江利源所在，應大力提

倡。光緒24年(1898)該館正式開學，招收學生25名，聘日人前島次郎為總教習、

西原德太郎為副總教習，教授教學工作。光緒26年(1900)林啟去逝，新任巡撫

道鎔認為蠶學館無太大價值，一度擬予停辦，但在地方士紳奔波請命下，始得

 
32黃炎培，《清季各省興學史》，頁171。 
33 蘇雲峰，《張之洞與湖北教育改革》，頁93。 
34 何曉夏、史靜寰著，《教會學校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年)，
頁161。 

35蘇雲峰，《張之洞與湖北教育改革》，頁130-134、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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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續辦。36孫詒讓(1848-1908)則是另一位浙江實業教育推動的先驅。孫詒讓

為浙江瑞安人，曾官至刑部主事，卸官後回鄉致力於教育發展。光緒23年

(1897)，孫在溫州設立蠶學館，招生肄業，希望培育人才，發揮當地養蠶的特

質。除了蠶學館外，孫詒讓還創設了瑞平化學學堂、瑞安算學館，對浙江新

式人才的養成貢獻頗多。37憑藉著仕紳的努力，浙江早期的實業教育發展相當

突出，日後中國蠶桑人才多由此出，正是此期努力奠基的成果。 

光緒24年(1898)，光緒皇帝推動變法維新，在教育上也多所變革，在實業

教育方面，清廷詔令於南北洋設立礦務學堂，並要求各省挑選年幼聰穎學生

赴日礦務學堂學習；各鐵路扼要之區及開礦省份，增設礦務學堂；京師設農

工商總局，各省府州縣皆立農務學堂，各通商口岸及出產絲茶省份，設立茶

務學堂及蠶絲學堂。此詔令尚未對實業教育有系統性的規畫，且偏重在礦務

及農業學堂創設，對商業及工業學堂創設也未有明確要求，但此為中國官方

正式推動實業教育之始，仍有其歷史意義。維新失敗後，這項政策也宣告取

消，但社會風氣已經漸開，各地仍有實業學堂陸續創設，如光緒25年(1899)

兩廣總都張鳴岐於廣西創設農學堂，由福建魏孑子主持，聘比利時人為教習，

進行農業教育的傳授。38此外，福建、山西、湖南、四川等各地督撫也都開始

進行實業學堂的創設，讓近代中國的實業教育有了初步的發展。學制頒布前

中國各地設立實業學堂的情形，可參考表1-1-5。 

 

 

 

 

 

 
36 張彬著，《從浙江看中國教育近代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頁145-146。 
37 參見周邦道著，《近代教育先進傳略》初集(台北：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民國70年)，頁

74；張彬著，《從浙江看中國教育近代化》，頁129-130。 
38 黃炎培，《清季各省興學史》，頁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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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5 學制推行前實業學堂創設情形表  

創辦時間 學堂名稱 創辦者或奏設者 
光緒22年(1896) 江西高安蠶桑學堂 蔡金臺(江西仕紳) 
光緒23年(1897) 杭州蠶學館 林啟(杭州知府) 
光緒23年(1897) 直隸礦務學堂 王文韶 
光緒23年(1897) 溫州蠶學館 孫詒讓(浙江士紳) 
光緒24年(1898) 湖北農務學堂 張之洞(湖廣總督) 
光緒24年(1898) 湖北工藝學堂 張之洞 
光緒24年(1898) 江甯農務工藝學堂 劉坤一 
光緒25年(1899) 廣西農學堂 張鳴岐(兩廣總督) 
光緒25年(1899) 溫州瑞平化學學堂 孫詒讓 
光緒26年(1900) 福建蠶桑公學 許應騤(閩浙總督) 
光緒27年(1901) 廣東商務學堂 五福堂廣州商會(馬來西亞華僑商會) 
光緒28年(1902) 山西農務學堂 岑春　(山西巡撫) 
光緒28年(1902) 湖南農務工藝學堂 俞廉三(湖南巡撫) 
光緒28年(1902) 四川蠶桑公社 不明 
光緒28年(1902) 漢陽鋼鐵學堂 李維格(漢陽鐵廠技師) 

資料來源：本表主要參考劉英杰主編，《中國教育大事典，1840-1949》，頁666所列圖表，並

參酌張彬，《從浙江看中國教育近代化》、黃炎培，《清季各省興學史》、中國科學技術協會

編，《中國科學技術專家略傳》(北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等書籍資料加以補充修正

而成。 

 

上列學堂為近代實業教育思潮下的第一波產物，其設立多是依賴具有教

育熱忱的地方官員及仕紳的努力推動而成，故較為零星，也缺乏系統性的規

畫，加上學堂設置並沒有明文的法律規定，常會有政隨人息的情形發生，如

浙江杭州蠶學館、湖北工業學堂都曾面臨過此種問題39，造成學堂難以長久經

營。全面性且制度化的實業教育發展，必須等到清廷頒布學制後，才得以逐

步推行。 

 
39張之洞兼署兩江總督時，湖廣總督一職交由端方署理，端方也因缺乏信心，欲將湖北工業

學堂停辦，後經張之洞制止才作罷。參見蘇雲峰，《張之洞與湖北教育改革》，頁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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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以日為師：學制的制訂與實業教育系統的建立 

(一)日本實業教育經驗的汲取  

1.日本經驗的學習途徑 

近代中國實業教育全面且系統性的推廣乃是始於光緒29年(1904)癸卯學

制的頒行，該學制乃是當時中國以日為師風潮下的產物。甲午戰後，中國知

識分子及官員主要透過幾個管道來汲取日本的經驗：一是翻譯日文的相關著

作；一是派遣學生赴日留學；一是聘請日籍教習與顧問；一是官紳親赴日本

進行實地考察。 

在甲午戰前，中國將注意力置於西方國家，翻譯書籍也以西書為多，對

日本發展並未太過重視，翻譯的日文書籍也僅有8種。40至戰後，此種情況大

為轉變，各方開始廣譯日文書籍以吸取日本經驗，如上海《時務報》聘請古

城貞吉(1866-1949)為其翻譯日本報刊的社論及文章，光緒24年，日人古城還

發表了介紹日本教育制度、高等師範學校規程及華族女學校的文章，引介日

本教育制度進入中國。41在張之洞《勸學篇‧廣譯》一文中也提倡應廣譯日文

書籍： 
至各種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於東洋，力省效速，則

東文之用多。⋯⋯若學東洋文、譯東洋書，則速而又速者。是故從洋

師不如通洋文，譯西書不如譯東書。42 

張之洞認為翻譯日文書籍，除了日本經驗的學習外，更可為中國吸收西方文化

 
40譚汝謙，《中國譯日本綜合目錄》(香港：中文大學，民國69年)，前言。 
41 雷諾茲 (Reynolds, Douglas R.)，《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江蘇：江蘇人民
出版社，1998 )，頁112。 

42 張之洞，《勸學篇‧廣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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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跳板，故應廣為推廣。 

光緒23年(1897)，京師同文館添設東文館，用以培育日文翻譯人才；同年，

康有為、梁啟超於上海創辦大同譯書館，也以日文書籍為主要翻譯對象；43光

緒24年，羅振玉於上海設立東文學社，以藤田豐八為教習，以為自己所創的農

學會及《農學報》、《教育世界》等刊物培養翻譯人才，其中《教育世界》一

刊對於日本制度的介紹是不遺餘力的，從1901年5月的第一期到1905年的四十

期中，共刊登了240篇文章，其中關於日本教育制度及教育理論、教科書的譯

作計有120篇，佔該刊物的半數，數量頗為驚人。44此外，根據譚汝謙的統計，

從光緒22年(1896)到宣統3年(1911)的中譯日文書共有958種，其中總類8種、哲

學32種、宗教6種、自然科學83種、應用科學89種、社會科學366種、中國史地

63種、世界史地175種、語文133種、美術3種。在社會科學之中，又以法律、

政治類最多，分別為98種及96種，再其次即為教育類的相關著作，共計有76

種，可見法政為當時國人最為關心者，新式教育也相當受到國人注意。45此批

中譯日文書籍豐富了中國的語彙，許多日本與西方制度也從中介紹到中國，對

於晚清民眾啟蒙與新制度的建立頗有助益。 

在派遣學生赴日留學方面，張之洞在其《勸學篇》中即提出，日本以一

小國而快速興起，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派遣學生出洋學習，「學成而歸，用

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46，中國也應派遣學生出洋學習，且游學之國，

西洋不如東洋，張之洞所持理由有四： 
一路近省費，可多遣；一去華近，易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易通曉；

一西學甚繁，凡西學不切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

俗相近，易仿行，事半功倍，無過於此。47 

 
43 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流史》(北京：中華書局，2000年)，頁402。 
44雷諾茲，《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頁152。 
45 譚汝謙，《中國譯日本綜合目錄》(香港：中文大學，民國69年)，頁46。 
46張之洞，《勸學篇‧游學》，頁38。 
47張之洞，《勸學篇‧游學》，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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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也積極推動中國派遣學生赴日，光緒24年

(1898)，矢野函告總理衙門，稱日本政府為與中國倍敦友誼，願支付派遣學生

出洋所需的經費，以應中國培養人才的迫切需要。此議也得到清廷的認同，開

始遴選學生赴日學習，展開了清末的留日熱潮。48在中日雙方的積極推展下，

留日學生連年劇增，至光緒31年(1905)達到8000多人的高峰點，這些留日學生

親身體驗日本的教育文化、翻譯日文書籍、介紹日本制度，對於中國新政的推

行扮演重要角色。 

在聘請日籍教師及顧問方面，根據實藤惠秀的統計，在光緒31年至32年間

(1905-1906)中國聘用日本教習及顧問人數約為500-600人左右，為人數最多的

時期。49這些在華日人提供其知識及辦學經驗予中國參考，如東京帝國大學文

科助教授服部宇之吉受聘至京師大學堂任教，和當時的管學大臣的張百熙互動

良好，並積極協助其在大學堂內成立仕學館及師範館，清廷對於服部的表現給

予相當高的評價。袁世凱擔任直隸總督時，也曾聘請東京音樂學校校長渡邊

龍聖擔任直隸學校司的顧問，對直隸地區的新式教育發展提供許多意見。50藉

由此批日人的教育經驗傳授，日本對晚清新式教育的影響也更為深刻。 

官員及仕紳親赴日本游歷考察則是吸取日人經驗的另一種方式，他們所獲

得的資料與經驗，實為近代中國新式教育政策訂立的重要參考，對於近代中

國實業教育體系的建立及推行也有莫大影響。甲午戰後，為吸收日本維新的

經驗，已開始有官紳赴日考察，以為中國改革之參考，光緒27年(1901)，袁世

凱制定了官紳出洋游歷辦法，希望新官員在未到任前都能赴日游歷三個月，參

觀日本的行政、司法、學校及實業的發展情形，以利於日後新政的推行。51張

 
48 〈遵議遴選生徒遊學日本事宜片〉，見陳學徇、田正平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料匯編‧

留學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頁325。 
49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譯，《中國人日本留學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頁139。 
50 阿部洋，〈清末　　　　教育近代化過程　日本人教習〉，見阿部洋編，《日中教育文化

交流　摩擦—戰前日本　在華教育事業—》(東京：第一書房，昭和58)，頁11-15。 
51 《袁世凱奏議》(下)，頁1162。見孫雪梅，《清末民初中國人的日本觀—以直隸省為中心》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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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洞對於推動官紳赴日考察也不遺餘力，光緒24年(1898)，張之洞擬派學生入

日本成城學校學習，為聯絡學生入學事宜，先行派遣湖北武備學堂兼自強學堂

總督姚錫光赴日考察，此為中國派官員赴日考察教育之始。光緒29年，張之洞

在其擬訂的《學務綱要》中也指出，希望各省能派優秀且留心教育的官員出國

進行考察，即使邊遠貧窮的省分，也要派兩名以上的官員赴日游歷，以達到開

官智的目的。52在清政府的提倡、知識分子的熱切嚮往下，東游風潮更加熾熱。

據統計，從光緒24年(1898)到光緒29年(1904)癸卯學制頒訂之前，中國人計有

39次、173人赴日進行考察，53現今日本東京都立圖書館實藤文庫庋藏的「東

遊日記」即達227種，其中77種屬於民國時期，晚清時期約有150種，54由數目

即可看出當時赴日考察風潮之盛。這些赴日考察者，因親身體驗到日本的進步

發展，其感觸較為深刻，又因這些考察團是以官紳為主體，其對新制度的建立

及影響也較為直接，故下文即以部分考察者對日本實業教育發展的觀察，藉

以瞭解日本當時教育發展對中國的影響。 

2.對日本實業教育的觀察與瞭解 

晚清赴日游歷者，其對日本的觀察與學習是全面性的，舉凡教育、實業、

法政、社會等各層面均引起中國知識分子相當的興趣。在實業發展方面，許多

考察者對於日本農工商業的發展極表讚嘆，如日本的農業不僅能夠發揚傳統

特色，同時也能注重實驗改良；工業方面，日本的製造業相當發達，擁有先

進的技術，機器生產也相當普遍；在商業方面則是重視商品質量、市場競爭，

商法也相當靈活多樣。55考察者進一步瞭解到，日本實業能有這樣的發展，除

 
52 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參考資料》(上)(北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頁533-534。 
53 到辛亥革命前，赴日考察人數更高達1,195人次，見汪婉，《清末中國對日教育視察　研究》

(東京：汲古書院，1998)，附錄，頁3-13。 
54見王寶平主編，呂順長編著，《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教育考察記》(上)(杭州：杭
州大學出版社，1999)，頁7。本書下文簡稱《教育考察記》。 

55 孫雪梅，《清末民初中國人的日本觀—以直隸省為中心》，頁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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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運用得宜外，更重要的原因在於實業人才的培養。如光緒24年(1898)，江

西朱綬等人因欲創設經濟學堂，故先赴日本進行考察以為辦學參考。朱綬對

日本的實業發展感到相當驚奇，且發現實業教育的推展實扮演重要的角色，

反觀中國教育，只為文士設學，自然無法像日本一樣，培養各式人才以利社

會經濟發展，造成中國國力遠不如日本。56光緒27年(1901)，廣東選派的留日

學生關庚麟和其在宏文學院的同學，利用課餘時間參訪日本教育推展情形。

在一連串的考察過程中，關庚麟深感日本之強乃在於教育與實業的發達，中

國則是因為實業不振，才會為外人所侵。探究中國整體環境，實有發展工業

的潛力，只是缺乏人才，故實業教育的創設有其必要性。57 

眾多考察報告，讓中國對日本教育有更深刻的認識，同時也注意到實業

教育對於國家富強，影響晚清學制制訂及日後實業教育推行最深者，當屬姚

錫光、羅振玉、吳汝綸、張謇等人的考察。 

光緒24年(1898)，張之洞擬派學生入日本成城學校學習，為聯絡學生入學

事宜，先行派遣湖北武備學堂兼自強學堂總督姚錫光赴日考察，此為中國派官

員赴日考察教育之始。姚錫光赴日後，參訪多所學校，其中最吸引其注意者為

日本的法科與文科，因其所學和中國學者較近，而且和內治、外交最有關係，

所以應多遣學生學習。姚錫光也日本工業學校及技手學校參觀，認為中國也

應辦理工業學校，但是中國學生基礎教育不足，應先設預科教授普通知識，

再授與專業知識，58日後中國實業教育中也設有預科制度，以為學生奠下普通

知識之基礎。姚錫光的考察雖以法政為主體，但也見到日本實業教育的發達，

同時也注意到中國推行實業教育可能面臨的問題，做為第一個官派考察者，

姚錫光已初步將實業教育制度帶回中國。 

光緒27年(1901)，時任湖北農務局總理兼農務學堂總監的羅振玉受張之

 
56 朱綬，《東遊紀程》，見《教育考察記》(上)，頁114。 
57 關庚麟，《日本學校圖論》，見《教育考察記》(上)，頁167、201。 
58 姚錫光，《東瀛學校舉概》，見《教育考察記》(上)，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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洞之託，與湖北書院監院劉洪烈、自強學堂教習陳毅、胡鈞等人赴日，進行

為期兩個月的教育考察。羅至日本後，參訪十餘所的日本學校，並大量採購日

本教科書及教育相關書籍，期間並與日本多位重要教育官員進行會商，如嘉納

治五郎(1860-1938)、手島精一(1849-1918)等人。嘉納治五郎為日本高等師範

學校的校長，同時也是近代中日文化教育交流極重要的推手，其曾言「日本

作為東方最先進的國家，必須幫助中國進入廿世紀」59，故對中國的改革相當

關心。嘉納設立的宏文學院以招收中國留學生為主，許多留日學生如魯迅、

黃興等人均曾在此修習過。光緒28年(1902)，嘉納赴中國訪問，除在各地進行

考察外，也和慶親王榮慶、張百熙、張之洞等人進行過會談，對於中國人赴

日留學及日本教習的聘任提供幫助，並對中國教育發展提出建言。60正因嘉納

對中國社會狀況有較為深刻的認識，所以許多考察者均會加以拜訪並向其請

益。嘉納治五郎對於實業教育的發展相當重視，曾多次對考察者表示中國應

致力於實業教育的發展，其中又以普通、淺近的實業教育為優先。61羅振玉眾

多行程均由嘉納陪同，羅自身又對農業深感興趣，雙方對實業教育方面的交

流可想而知。 

手島精一為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校長，素有日本工業教育之父之稱，對日

本國內的實業教育推展不餘遺力。明治23年(1890)，手島創設東京職工學校，

為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的前身，日本工業教育之始。明治19年(1886)手島又於東

京創設「共立女子職業學校」，為日本女子實業教育的先河。手島對於中國

視察者多給予熱心建議，認為發展實業教育為中國富強之道。在羅振玉參觀

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時，手島精一向其建議，「工業關係國力之增長，貴國亟宜

 
59嘉納治五郎，〈列強的競爭〉，載於《國土》。本文乃是轉引雷諾茲，《新政革命與日本：

中國，1898-1912》，頁149。 
60阿部洋，《中國近代學校史研究—清末　　　　近代學校制度　成立過程》(東京：福村出

版株式會社，1993年)，頁137。 
61嘉納治五郎曾對繆荃孫、林炳章、胡景桂等人提出中國應創辦實業教育的看法。其記錄可

參見繆荃孫，《日遊彙編》；林炳章，《癸卯東遊日記》；胡景桂，《東瀛紀行》等書的

記載；其文可見於《教育考察日記》(上)，頁489、578、60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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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此業」，甚至提議，如果中國欲創設相關學校，該校願意派員到中國協助

辦學，讓中國實業教育得以發展。62 

在兩個月的考察過程中，羅振玉體會到日本所以能快速富強，主要是善

於學習各國的先進經驗和科學技術，並加以革新發展。與羅同行的張紹文就指

出，此行對日本財經、政治、風俗等各方面均加以考察，並發現教、養兩事為

政治之本，農學與教育實為國家富強之基，中國也應由此著手，以求自強。63

當羅振玉欲離開日本時，文部省學部局長澤柳贈送羅振玉《文部省報》及《明

治5年學制》一冊以供其參考。羅振玉將此次考察的心得撰為《扶桑兩月記》

一書，並為中國草擬了一份學制，名為《學制私議》，為其中包含教育宗旨、

設備、師資、教材、教育系統等做了初步的規劃，可謂近代中國學制的第一個

藍本。根據《學制私議》中的規畫，認為中國每一省均應設立一所高等農工學

校，如果在商埠附近者，則應該設立商業學校；在礦區附近者則設立礦業學校，

廣設實業學堂的概念已經出現。64羅振玉回國後，張之洞親自聽取其匯報，並

請其為學務處官員、地方官員及學堂教習進行講座，對日本教育現況進行介

紹。65中國第一部推行的學制乃出於張之洞之手，羅振玉訪日帶回的成果，必

然對其有深刻的影響，其中也包括對於實業教育推行的重視。 

另一位對晚清學制制訂有相當影響者為吳汝綸。光緒28年(1902)，張之洞

建議管學大臣張百熙，應派員赴日考察教育，張百熙遂命當時擔任京師大學堂

總教習的吳汝綸赴日。吳到日本後，參觀不同地區的各級各類學校，並在文部

省聽取有關教育的講座或介紹，和日本的教育官員、教育專家也有所接觸，並

隨時將其考察情形向張百熙報告。在吳訪日期間，清廷已開始草擬學制，其意

見對當時正在草擬學制的官員應該有所影響。 

吳汝綸的訪察過程中，參訪了數所日本的實業學校，如兵庫縣商業學校、

 
62羅振玉，《扶桑兩月記》，見《教育考察記》(上)，頁226。 
63 羅振玉，《扶桑兩月記》，見《教育考察記》(上)，頁226-232。 
64羅振玉，《學制私議》，見《教育考察記》(上)，頁237。 
65 呂順長，《清末浙江與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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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學校、東京公立女子職業學校、東京高等商業學校等等，其中吳又以職工

徒弟學校、女子職業學校為適於中國推行。當時日本文相菊池太麓也向吳汝綸

提出其對中國教育的看法，菊池認為現今中國最需要的是實用的專門學校，且

不在精求學理，在於實際應用，中國可以學習日本的學制加以推行，但應以明

治16年(1883)以前日本初行的教育制度為宜，當時日本推行的教育制度不一定

適用。66在和其他的教育學者交流時，也有許多學者提出類似看法，認為中國

應該要發展工商業，且必須由官方先設立相關學校以為示範，在工業方面可以

請專門的技手來教育子弟，以培養人才。67當時日本九州《日日新聞》也發表

文章，指出中國學術的問題在於實學之不足，物質文明不發達。68種種建言，

均加深了吳汝綸對於實業教育的重視，在日本教育考察結束後，吳汝綸提出中

國教育應以「造就辦事人才為要，政法一也，實業二也；其次則義務教育」

的看法，69並於歸國後將其赴日考察報告彙編為《東遊叢錄》一書，對日本教

育情況做了詳實的介紹，從學制的規劃、經費預算到各級各類學校的教育目

標、課程安排、教材、授課時數等等，內容巨細靡遺，成為中國學制制定的

重要參考資料。 

光緒29年(1903)，極力倡言實業發展的張謇也赴日進行考察。張謇是藉參

加當年於大阪舉行的世界博覽會之便，順便對日本教育發展進行瞭解。在整參

訪行程中，張謇對日本的實業教育最感興趣，並希望日本各界可以提供他更多

相關資訊，「東士大夫有能以維新時，實業教育經驗之艱難委曲見教者，願拜

其賜，他不遑及也」。70張謇對實業教育的重視乃是鑑於當時中國學生常為了

 
66 〈文部大臣菊池片談〉，見吳汝綸，《東遊叢錄》。收於《教育考察記》(上)頁377。 
67 〈經濟答問〉，見吳汝綸，《東遊叢錄》。收於《教育考察記》(上)，頁373。 
68 〈西七月分熊本九州日日新聞〉，見吳汝綸，《東遊叢錄》。收於《教育考察記》(上)，
頁361-362。 

69 吳汝綸，〈與張尚書〉，《桐城吳先生(汝綸)尺牘》第四(台北：文海出版社，民國58年)，
頁55-58。 

70 張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圖書館編，《張謇全集》第6卷(日記)(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頁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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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仕途而選擇法政科系，至於農工商等實業，不但需要實習，功課又較為困

難，收效之榮又不及仕宦，國家對修習此業的學生也沒有嘉獎鼓舞措施，所以

多數學生對實業教育不感興趣。71但張謇認為實業教育的發展實重於名哲之

學，應大力提倡，所以希望向日本取經，看是否有解決中國實業教育發展困難

的辦法。在日訪問其間，嘉納治五郎曾博延許多日本教育家和張謇進行座談，

但困於語言，交流未能盡興。不過，張謇仍對於日本政府曾派遣五百名學生赴

歐學習實業一事感到興趣，此批日本留學生後來在日本現代化過程中扮演重要

角色，張謇認為清政府應該對此種經驗加以學習效法。在參觀各項施措後，張

謇認為教育是日本社會發展最好的事業，工業則是次之，日本之強正是實業與

教育高度發展下的結果。參訪結束後，張謇有「然則圖存救亡，舍教育無由，

而非廣興實業，何所取資以為挹注？是尤士大夫所當兢兢者矣」之感72，認為

教育與實業必須同時進行提倡，並相互為用。日後張謇於南通的實業興設與

各式教育事業，即是此理念運用而來的成果。 

姚錫光、羅振玉、吳汝綸、張謇等人藉由赴日考察的機會，親眼見識到

日本社會經濟的發展情形，同時也大規模地蒐集和新式教育相關的資料，並

實地參訪多所日本實業學校，聽取日本專家學者給予的意見，將日本進步的

刺激化為動力，其成功的經驗化為中國自強之道，晚清的新式教育也以日本

經驗為基礎在中國正式推行。 

 

 
71張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圖書館編，《張謇全集》第6卷(日記)，頁500。 
72張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圖書館編，《張謇全集》第6卷(日記)，頁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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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近代實業教育體系的建立 

1.癸卯學制的頒布 

光緒28年(1902)，清政府頒布《壬寅學制》，然此學制未及施行，朝中即

因張百熙等人掌控教育大權而有所不滿，清廷派榮慶以分其權，榮慶對張百熙

處處掣肘，終使張百熙難遂其志，清廷改派張之洞主持學制一事。張之洞根據

其在湖北辦學的經驗以及姚錫光、羅振玉等人的赴日教育考察報告，終於完成

了癸卯學制，成為晚清中國新教育推行的重要依據。光緒29年(1903)，清廷頒

布《奏定學堂章程》，正式開啟中國新式教育之路，實業教育也在中國得到全

面性、制度性的推展。 

從圖1-2-1的癸卯學制圖及1-2-2明治33年(1900)日本學制圖中可以發現，中

國所擬訂之學制和日本明治33年時的教育體系有高度的相似性，主要分成普通

教育、師範教育、實業教育三大系統，整體教育銜接發展也極為相似。阿部洋

就曾指出，此一學制，「除了日本的教育制度以外，找不到中國人參考其他

國家制度的痕跡了」73。不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日本文相菊池太麓曾建議中

國應學習明治16年(1883)之前推行的教育制度，日本學者提供給羅振玉及吳汝

綸的學制系統均是明治5年(1872)的版本(參見圖1-2-3)，希望中國可以用循序

漸進的方式發展教育，但當時中國危難當前，官員與知識分子均急於求強，

希望立即達成日本明治維新的成效，故對參訪時所見的教育體系抱持較高興

趣，整體學制規畫也以此為本。 

癸卯學制雖以日本學制為藍圖，但清政府也參酌本國情形加以修正。首

先，在整個學制規畫上，中國的年限較日本為長，尤其在小學教育的年限上，

中國比日本長了四年，其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學制受「中體西用」觀念影響甚

深。羅振玉由日本考察回國後，認為新教育雖然必須推行，但保存國粹與道

 
73 阿部洋，《中國　近代教育　明治日本》(東京：福村出版社，1990)，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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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教育也是新教育必須加以強調者，張之洞在制訂學制時深受其言論影響，

加上張之洞本身即是中體西用的積極提倡者，故於課程中加入讀經科目，以

求中西學兼備。74從表1-2-1中可以發現，癸卯學制中的小學生每週上課時數較

日本為多，尤其讀經一門即佔所有課程時數的三分之一以上，清廷對於儒學

的重視可見一斑。在中西學並重的情況下，清廷勢必延長學制年限始能將所

有課程教授完畢，故有此一和日本學制的相異處出現。 

表1-2-1 癸卯學制與日本學制小學課程比較表  

日本1887年小學課程 癸卯學制小學課程  
初等小學 高等小學 初等小學 高等小學 

修身 1.5 1.5 2 2 
讀經   12 12 
本國文字 14 10 4 8 
算術 6 6 6 3 
歷史  2 1 2 
地理  2 1 2 
格致  2 1 2 
圖畫  2  2 
體操 6 5 3 3 
裁縫(女生)  2-6   
週總課時數 27.5 男30.5 

 女32.5-36.5 
30 36 

資料來源：錢曼倩、金林祥主編，《中國近代學制比較研究》(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
頁108。 

中日學制的另一個相異處，在於中國學制中完全沒有女子教育的規畫。此

和張之洞對女學的保守政策有關，張之洞認為女子的任務僅止於「持家教子而

已」，所以「女子只可於家庭教之」，75故未將女子教育列於學制之中，直至

光緒31年正月(1907)，學部頒定〈女子師範學堂章程〉、〈女子小學堂章程〉，

 
74 趙建民，〈清末吳汝綸赴日考察與中國近代學制的啟始〉，見胡令遠、徐靜波編，《近代

以來中日文化關係的回顧與展望》(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年)，頁34。 
75 見盧燕真，《中國近代女子教育史(1895-1945)》(台北：文史哲出版社，民國78年)，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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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子教育才正式列入學校系統中，起步較晚。 

晚清學制的另一項特點則是在於實業教育的高度重視。觀察癸卯學制可

以發現，其對於實業教育的規畫較日本更為完整、全面。中國實業教育的規

畫大體承襲日本，將實業教育分為工業學校、農業學校、商業學校、商船學校、

水產學校、實業補習學校及徒弟學校等類別，但日本實業學校僅分成甲、乙兩

等，程度和高等小學堂、中學堂相等，再往上的實業教育則歸為專門教育之

類，並無高等實業學堂之名；癸卯學制則是在各階段均設置實業學校，在中等

實業學堂之上再設高等實業學堂，不入專門學堂之列，讓實業教育體系自成

一脈。此外，癸卯學制中還設有實業教員講習所，以培養實業教育師資，此亦

日本學制中所無者，清廷自視當時中國尚無實業教育可用之師資，故增設此

制以為補救，期使實業教育能順利推行。關於實業學堂制度較日本學制更為

完整此種情形，錢曼倩、金林祥在其《中國近代學制比較研究》一書中指出，

此應是和學制推行前中國已有部分技術學堂辦學經驗，故和其他學堂章程相

比，更接近中國實際情況，也得以更為完整。76但在學制推行前，中國推動的

技術教育多是以軍事、技術為主，以農工商為主的學堂實為少數，與其說是

因為經驗累積，所以有更完整的設置，不如將其視為中國追求富強的強烈企

圖心展現，故規畫出來的是一張超越日本經驗的藍圖，其理想性是遠超過實

際性的。 

 
76 錢曼倩、金林祥，《中國近代學制比較研究》，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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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1 癸卯學制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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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2 明治5年日本學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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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3 明治33年日本學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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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實業教育宗旨與體系規畫 

在《奏定學堂章程‧實業學堂通則》中，清政府指出，「實業學堂所以振

興農工商各項實業，為富國裕民之本計」77，此正是回應知識份子「實業救國」

的呼聲，期能以實業人才的培育來促成國家經濟的整體發展，同時改進人民

生活，達到國富民強的目標。清廷對於實業教育的重視在其頒布的教育宗旨

中也可以看出，光緒32年3月(1906)，學部頒布「忠君、尊孔、尚公、尚武、

尚實」五項教育宗旨，其中「尚實」一項強調發展實業、講求實學的重要性。

清廷以世界各國均在競逐實利，實業成為國家發展的重要工作，所以應使全

國人民，「必人人有可農可工可商之才，斯下益民生，上裨國計，此尤富國

之要圖，而教育中最有實益者也」78。在此教育宗旨中，實業教育的重要性再

次被強調，同時也展現了清廷欲藉實業教育以達「富國裕民」的強烈企圖心。 

在實業學堂的系統規劃方面，根據《奏定學堂章程》所定，實業學堂可分

為三大系統：一是包含初、中、高三個等級的普通實業學堂；一是實業補習

學校、藝徒學堂等補習性質學堂；一是師範性質的實業教員講習所。在實業學

堂類別方面，可分為農、工、商三部分，其中商船學堂歸於商業學堂之列；

在《學務綱要》中則更進一步指出電報、鐵路、郵政、礦務亦屬實業學堂之

列。以整個章程來看，專研各科學理者列入大學堂；法政、醫學則屬專門學

堂，其它需專門知識及技能者，均被歸為實業學堂類別之中。 

以學堂的級別來看，各類學堂又分為初、中、高三等，但工業學堂不設

初級，另設藝徒學堂。 

農、商初等學堂招收初等小學畢業生，主要授以較淺近的知識和技能，

以能自為生計為主要目標。中等實業學堂招收高等小學畢業生，授予各相關

的知識和技能，以能發展各地各項實業為目標，三年畢業。除本科外，另設

預科，二年畢業。預科的設置主要在於實業學堂為修習專門知識與技能之所，

 
77 〈實業學堂通則〉，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清末編》，頁389。 
78  〈奏陳教育宗旨摺〉，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清末編》，頁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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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學生必須具有普通學科的知識，始能學習專業學科，但學制初行，各式

新式學堂尚未有畢業學生，為解決此種招生問題，故於實業學堂設預科，專

授普通基礎課程，以奠定學生基本的學習能力。 

高等實業學堂主要招收普通中學畢業生，農學堂以培養公、私農務產業

的經理，以充當各農業學堂教員、管理員為目標，預科一年畢業，農學四年

畢業，森林學、獸醫學、土木工學，三年畢業。高等工業學堂主要以培養各公、

私工業事務的經理或各局廠工師，或可充各工業學堂之管理員、教員為宗旨，

三年畢業。高等商業學堂主要在培養通知本國、外國之商事商情，及關於商業

之學術法律，將來可經理公私商務及會計者，并可充各商業學堂之教員、管理

員，希望能促進全國商業、使貿易繁盛、增強國力。 

在補習系統方面，主要有藝徒學堂及實業補習學堂兩種，其主要對象是針

對已在社會上從事實業工作者，對其提供簡易的普通、專門知識，以為其工作

所用。程度較高，受過初等小學教育者，可進入實業補習學堂。如果非初等小

學畢業生，又已過學齡七至十六歲者，別無就學之途，經監督核准就得以入學，

未過學齡者應使其進入普通學堂，使學習資源能真為失學者所用，不致浪費，

修習三年畢業。藝徒學堂則以未入初等小學而粗知書算的十二歲以上幼童為主

要招收對象，尤以貧家子弟為主。授予一般程度的工業技術，以為工匠，並使

地方粗淺工業日益進步，無固定畢業年限，至多以四年為限。 

整體實業教育規畫，以縱深來看，其中、高等實業教育以發展國家經濟、

實業為主要目標，以求「國富」；初等實業教育及實業補習教育則主要在培養

民眾的一技之長，以為「民裕」之基礎。以廣度來看，實業教育包含農、工、

商、商船各科，電報、鐵路、郵政、礦務亦列入實業教育的範疇，以培養各

業人才。實業教育立意之高、面向之廣可謂癸卯學制中最甚者，但也是清廷

最感陌生者。在高懸的理想之下，如何將學制條文付諸實現，成為清廷推行

新式教育中最困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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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 各級實業學堂的入學資格、辦學宗旨及修業年限  

 入學資格  教育宗旨  修業年限  備註  

高 等

農 業

學堂  

普通中學之畢業學生。  

本地鄉村農民，有欲入高等農業學

堂之農場學習農事者，准其入場學

習，稱為傳習農夫。  

使將來能經理公私農務產業，并可充

各農業學堂之教員管理員為宗旨，以

國無惰農，地少棄材，雖有水旱，不

為大害為成效。  

每星期三十六點鐘，預科

一年畢業，農學四年畢

業，森林學、獸醫學、土

木工學，三年畢業。  

 

高 等

工 業

學堂  

普通中學之畢業學生。  使將來可經理公私工業事務及各局廠

工師，并可充各工業學堂之管理員、

教員為宗旨，以全國工業振興、器物

精良，出口外銷貨品日益增多為成效。

每星期三十六點鐘，三年

畢業。  

學生畢業之後，欲出從事各製

造所或自營實業者，尚須受本

學堂之監督一年，以便請業請

益。  

高 等

商 業

學堂  

普通中學之畢業學生。  以施高等商業教育，使通知本國、外

國之商事商情，及關於商業之學術法

律，將來可經理公私商務及會計，并

可充各商業學堂之教員、管理員為宗

旨，以全國商業振、貿易繁盛、足增

國力而杜漏卮為成效。  

每星期三十六點鐘，預科

一年畢業，本科三年。

 

高 等

商 船

學校  

普通中學之畢業學生。  以授高等航海機關之學術，使可充高

等管駕船舶之管理員，並可充各商船

學堂之教員、管理員為宗旨，以輪船

管駕司機各業，不必借才外國為成效。

每星期三十四點鐘，末年

鐘點臨時酌定，航海科五

年半畢業，機輪科五年畢

業。  

 

入高等各實業學堂之學生，其必已畢業官立公立自立中學堂，並經該學堂監督出具保結，證明其品性端謹，學力優等，身體強健者，可不

須考驗而使入學，其有志願入學，自行投考者，則須年在十八歲以上，經本學堂監督考驗，實係身體強健，品性端謹，學力與中學同等者，

始准入學，但此時創辦，難得此合格之學生，應變通選年十八歲以上，二十二歲以下，品性端謹，身體強健，文理明達者，先補習中等普

通學二年，再升高等實業學堂。  

中 等

農 業

學堂  

高等小學之畢業學生  以授農業所必需之知識藝能，使將來實能從

事農業為宗旨，以各地方種植畜牧日有進步

為成效  

每星期鐘點視各

學科為差，預科二

年畢業，本科三年

畢業。  

 

中 等

工 業

學堂  

高等小學之畢業生  以授工業所需之知識技能，使將來實能從事

工業為宗旨，以各地方人工製造各種器物日

有進步為成效。  

每星期鐘點視各

學科為差，預科二

年畢業，本科三年

畢業。  

 

中 等

商 業

學堂  

高等小學之畢業生  以授商業必需之知識藝能，使將來實能從事

商業為宗旨，以各地人民至外縣外省貿易者

日多為成效  

預科二年畢業，本

科三年畢業。  

 

中 等

商 船

學校  

高等小學之畢業生  以授駕運商船之知識技術，使將來實能從事

商船為宗旨，以江海行輪駕駛司機等人才日

有進步為成效  

預科二年畢業，本

科三年畢業。  

 

中等各實業學堂之本科學生，須選年齡十五歲以上，其學力已修畢高等小學堂之四年課程者，經考驗合格而使入學，其入預科之學生，則

須選年齡在十三歲以上，其學力已修畢高等小學堂二年課程者，但此時初辦，難得此合格之學生，應變通准年齡十五歲以上，十八歲以下，

文理已通順者，入學預科一年，再入本科學習，俟將來出有高等小學堂畢業生時，即遵照正常辦理。  

初 等 畢業於初等小學者  以教授農業最淺近之知識技能，使畢業後能 每星期鐘點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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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業

學堂  

實能從事簡易農業為宗旨，以全國有恒產人

民皆能服田力檣(禾部)，可以自存為成效。

科為差，三年畢

業。  

初 等

商 業

學堂  

畢業於初等小學者  以教授商業最淺近之知識藝能，使畢業後實

能從事於簡易商業為宗旨，以無恒產人民皆

能以微少資本，自營生計為成效。  

每星期三十鐘點

以內，三年畢業。

 

初 等

商 船

學堂  

初等小學畢業生  以教授商船最淺近之知識技術，使畢業後實

能從事於商船之簡易執務為宗旨，以沿江沿

海貧民，得以充小輪傳駕駛司機等執事為成

效。  

每星期三十鐘點

以內，二年畢業。

 

初等各實業學堂之學生，須選年齡十三歲以上已畢業於初等小學堂者，此時初辦，難得此等合格之學生，應變通准十三歲以上，十五歲以

下，已略讀經書，能執筆作文者，入堂學習。  

實 業

補 習

普 通

學堂  

令已經從事各種實業及

欲從事各種實業之兒童

入焉  

入實業補習普通學堂之

學生，其學力程度須已畢

業 於 初 等 小 學堂以上

者，但非畢業初等小學

堂，而其年歲已過學齡

(自滿七歲至滿十六歲為

學齡 )，別無就學之途

者，茍特經本學堂監督核

准，亦得入學，若非畢業

初等小學，而其年歲尚未

過學齡者，決不可令其入

學，致以補習教育，侵占

補習教育。  

以簡易教授實業所必需之知識技能，補習小

學普通教育為宗旨，然較之他種專施普通教

育及專施實業教育之學堂不同，以各項實業

中人，其知能日有進步為成效  

三年畢業   

藝 徒

學堂  

未入初等小學，而粗知書

算之十二歲以上幼童  

 

以授平等程度之工業技術，使成為良善之工

匠為宗旨，以各地方粗淺工業日有進步為成

效  

無定期，至多四年

為限  

入藝徒學堂之學生，以已畢業初等小學堂

者為合格，今酌量變通，雖非畢業初等小

學堂者，茍由本學堂堂長選取，亦得入

學。入藝徒學堂之學生，年齡必須滿十二

歲以上，其未滿十二歲者，恐體力不勝工

作，不可令其入學  

資料來源：〈奏定初等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奏定藝徒學堂章程〉、〈奏定實業補習普通

學校章程〉、〈奏定中等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奏定高等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見多賀

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清末編》，頁389-3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