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實業學堂的設置推行與困難 

學制制訂後，更重要的是實際的推行設置工作。因傳統中國缺乏實業學堂

的辦學經驗，加以該類學堂所需經費甚繁，故初期推行成效並不明顯，尤其在

科舉未停之前，民眾心繫仕途，更造成實業學堂推行的阻力。各種阻力從晚清

延續到了民國，尤其在軍閥主政時期，政治混亂、教育經費短缺，造成實業學

堂設置情形仍不理想。本章即是針對清末民初實業學堂的推行政策、經費籌

措及推行時所遭遇到的困難進行討論，同時也對此時期的辦學成果進行討

論，以對此制度的實際推行情況有更進一步的瞭解。 

第一節 實業學堂的設置 

(一)晚清的推行情形 

 1.《奏定實業學堂章程》中的興學辦法 

清廷對實業學堂的規畫是相當全面且完整的，但在實際的設置推行上，卻

缺乏一套較為詳細且完整的施行辦法，僅在《奏定實業學堂通則》中指出實

業學堂辦理的兩大原則：一是各級政府可因地制宜，選擇最適合當地需要的學

堂辦理；一是初、中級學堂優先於高等學堂，應先行辦理。1 

因地制宜政策乃是鑑於中國地廣物博，各地區經濟發展情形不同，很難要

求各地設學步調一致。再者，新式教育處於初行階段，在師資、經費、經驗

 
1  〈奏定實業學堂通則〉，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輯(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出版社，1990)，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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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足的情況下，農工商各業難以兼顧，將實業各科全設，所以清廷將權限下

放，由各省官員根據當地情形，於農工商中選擇對地方最有幫助者，設立相關

學堂，培養相關人才，以厚實地方產業實力。 

至於初、中等實業學堂先行辦理此項政策，張之洞、劉坤一等人曾持不同

看法。張、劉認為，外國設學均由小學校辦起，層累而上，但是中國若是依循

此種方式，欲將學堂完整設置，需時十年以上，緩不濟急。在需才若渴的情

況下，中國應權宜變通，由中等、高等學堂開始辦理，立即培養當前所需的

人才。2不過，清廷考量當時中國設學的條件，仍擬定由初等學堂先辦的政策。

首先，以整個教育發展面來看，新學始創，若不先設初、中等學堂，則日後會

面臨到沒有學生可以遞升到高等學堂的問題；再者，中、初等實業教育以培育

民眾謀生的知識，以多設為宜，至於高等學堂則是用來培養專門之人才，不求

量多，以完備為貴，可以緩設，所以各地應以初等實業學堂設置為優先，使一

般群眾得以受其利3。從師資層面上來看，當時國內實業相關師資有限，須待

留學生回國及實業教員講習所有所成效後，始能推行較高等的實業教育。從經

費的角度來看，清廷經濟狀況不佳，實業學堂章程內規定，藝徒學堂、實業

補習學堂可於各處小學堂內附設，使用其校舍、器具、師資，所需經費較少，

可以及時興辦，故應由此處著手推行。4從成效上言，初等學堂收效較速，也

符合此時國人求強心切的心理，故在設置的優先順序上，應先普設中、初等實

業學堂，高等實業可較緩設。5根據以上種種考量，由下而上興辦的政策於焉

確定。 

清廷雖已頒定學堂設立章程，同時也擬定出主要的施設方向，但初期實業

 
2 劉坤一，〈變通政治籌議先務四條摺〉，見陳景磐、陳學恂主編，《清代後期教育論著選》

(上)(北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頁329。 
3 〈又奏高等實業預科改照中等實業功課教授並限制中等實業畢業給就官職片〉，《學部官
報》，90期。 

4  〈奏定實業學堂通則〉，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輯(下)，頁2。 
5 〈論宜多設徒弟學堂〉，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輯（下），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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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堂的設置情形卻不甚理想，各地興設實業學堂並不踴躍。根據學部統計，光

緒30年(1904)，該年為學制正式施行的第一年，當時全國僅有直隸、京師、山

東、山西、湖南、湖北等地設有實業學堂，其餘地區則付之闕如。但如上節所

述，這些地區的學堂大多設於學制推行之前，在地方官員、仕紳的推動下所

設置的實業學堂，並不是學制推行後催生的產物，也就是說在學制推行的第

一年，各地實業學堂設置幾無動靜。至學制推行的第二年，也就是光緒31年

(1905)，各地始有實業學堂設立，但數量仍相當稀少。該年京師成立農務學堂、

安徽將大學堂改為農工學堂、廣東成立農工商學堂及蠶學館、直隸設立高等

工業學堂、江蘇成立工藝、農桑學堂、福建成立蠶務學堂、安徽成立礦務學

堂、四川成立蠶桑傳習所，並將合州蠶桑公社改為中等實業學堂；廣西創設

農業學堂；江西成立實業學堂；湖南則有醴陵磁業學堂，計該年全國共有16

所實業學堂，約莫為一省成立一所，部分省分尚未設立的情形。當然，此項

統計並不完整，清廷是在光緒33年(1907)才開始進行學務統計，並要求地方將

數據上溯到學制推行之初，許多省分的提學使無法補足先前資料，造成統計

上有相當的疏失。不過輔以其它相關資料一併觀察，學制推行的前兩年，各

地實業學堂創設數量的確較少，其中包含經費不足；或因地方官員對於實業

教育的陌生，使其難以立即著手興辦外，科舉未廢及清廷未有明確的推行政

策更是實業教育推行的絆腳石，須待兩項問題解決後，實業教育才有較為顯

著的發展。 

2.科舉廢除與學部成立 

晚清實業學堂推展困難的首要因素在於科舉制度尚未廢除，社會民眾注

意力仍在仕途上，使新式學堂興設的進度緩慢。正如魯迅所言： 
因為那時讀書應試是正路，所謂學洋務，社會上便以為是一種走投無

路的人，只得將靈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落而且排斥的。6 

 
6 魯迅，《吶喊‧自序》，見《魯迅全集》第1卷(台北：谷風出版社，1980)，頁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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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癸卯學制推行前，袁世凱、張之洞等人就已經提出學堂興設的最大困難

就在於科舉未停，致使天下學子未能專意於學堂，故希望清廷能請遞減科舉，

以助學堂之興設。7至學制正式頒布推行後，張百熙、榮慶、張之洞等人再次

上奏請遞減科舉，以各省學堂未能多設，經費難籌，實因科舉未停之故，故應

遞減科舉額數，使新學得以推行。8光緒31年(1905)，清廷正式宣布停辦科舉，

傳統晉升之路已絕，轉辦學堂可以得到清政府的獎勵，學堂畢業生也可以得

到功名，新式學堂的創設才得到各界的重視，實業學堂創設的情形也才稍有

改善。 

另一個影響實業學堂設置的因素在於清政府的施行政策太過模糊且沒有

專門負責的機構。清廷採取因地制宜方式鼓勵各地興設實業學堂，雖是給予

地方方便的彈性措施，但在沒有明確要求地方設學速度，且無專責督導單位

的情況下，地方反是便宜行事，未積極推廣辦理，致使因地制宜變成各行其

事。熊希齡就曾指出，讓各級政府自行設立是很難有所成效的，應要設立實

業學務局來負責整體教育的推廣與規劃。9其實在學制推行之初，張之洞就曾

奏請設立總理學務大臣，以領轄全國學務，清廷採納其意見，於光緒27年(1901)

設立總理學務處，置學務大臣，負責各地辦學、協助籌措經費等工作，但新

處成立，舊制禮部卻未廢除，造成學務處和禮部並存，權責不清的情形，許

多學務工作無法順利推動。光緒31年(1905)，科舉廢除，學務工作更形繁重，

設學部之議再起，山西學政寶熙專摺奏請設立學部，以利新教育的推動，之

後順天學政陸寶忠、翰林院編修尹銘綬等人也奏請設立學部。10在各方努力之

下，清廷始於該年12月設立專司教育工作的學部，其下設有總務司、專門司、

 
7 〈奏為擬請試辦遞減科舉注重學堂俾經費易籌學堂早設以造真才而濟時艱〉，多賀秋五郎，

《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清末編》，頁205。 
8 張百熙、榮慶、張之洞，〈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摺〉，見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

史教學參考資料》（上）(北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頁570。 
9 熊希齡，〈湖南實業學堂推廣辦法呈撫院稿〉，見璩鑫圭等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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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10 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頁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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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司、實業司、會計司，其中實業司負責「調查各省實業情形及實業教育

與地方行政財政之關係，並籌劃實業教育補助費」11，為專門負責實業教育的

工作部門。至此，中央有了獨立而專責的中央教育行政機構，實業教育也有

了專門的負責單位。 

學部成立後，以榮慶為學部尚書，嚴修為侍郎，當時榮慶辦學，重視民智

的開啟，尤其在立憲風潮的影響下，普通教育被視為辦學重心，其中「初級小

學為教育基礎，學務經濟應以此為重」12，相對而言，實業教育的推動則稍顯

緩慢。光緒32年(1906)，學部針對實業學堂設置問題行文各省，要求地方按照

當地情形，先設中、初等實業學堂、實業補習補習學堂，以及專收貧民子弟的

藝徒學堂，並限六個月內，將籌辦情形報部立案。13此次行文是將《奏定學堂

章程》中所規定的實業學堂施行辦法再次重申，並沒有對實業學堂設置提出具

體辦法及明確要求，僅在時間上給予地方官壓力，期各地能在實業學堂興設上

有更明確的動作，直至光緒33年（1907），張之洞任學部尚書，實業學堂的設

置開始有較為明顯的進展。和榮慶、嚴修等人重視普通教育的辦學理念不同，

張之洞對實業教育極為重視，在擔任湖廣總督期間即大力興辦各項實業學堂，

如湖北自強學堂、農業學堂等等，使湖北成為近代中國實業教育發展的先行

地。此時擔任學部尚書一職，也秉其素來對實業教育重視的態度，對各地實業

學堂設置不甚理想的情形進行改善。張之洞接任後，立刻對實業學堂設置的進

程明確規定，在〈議覆閩浙總督請款興辦實業學堂〉一摺中，要求每府應在兩

年內設中等實業學堂一所，每州縣應設初等實業學堂一所，實際要求地方著手

進行實業學堂的創設14。此項要求提出後，各地督撫、提學使儘可能地籌款辦

 
11 〈奏定學部官制暨歸併國子監改定額缺事宜摺〉，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

清末編》，頁419。 
12 〈論關於學務之經濟宜撥充初級小學〉，《申報》光緒32年1月8日(1906年2月1日)。 
13 〈通行各省舉辦實業學堂文〉，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清末編》，頁427。 
14 〈本署司通飭各屬准部咨飭設中初等各項實業學堂文〉，《四川教育官報》6期(宣統元年

6月)。 



50 追求富國裕民：清末民初中國實業教育研究(1904-1922) 

學，以達學部訂立的目標。張之洞還規定官費出國的留學生一律要學習實業專

科，增訂初等實業畢業獎勵章程等等，在在顯示張之洞大力推行實業教育的決

心。以圖2-1-1的晚清實業學堂設置統計圖來看，光緒31年清廷廢除科舉，使

次年的實業學堂數量有小幅度的成長，至光緒33年，學部要求每州、府興設初、

中等實業學堂後，實業學堂的創設則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可見科舉的存廢與清

廷的施政態度對於實業學堂推行具有相當的影響力，但也反應出晚清實業學堂

設置實是仰賴政府的推動，社會的自發性並不強，能否培育出符合社會實際需

求的人才則有待進一步的檢視。 

圖2-1-1 晚清實業學堂設置數目統計圖 (光緒28年至宣統元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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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清)學部，《光緒三十三年第一次教育統計圖表》、《光緒三十四年第二次教育統

計圖表》；陳啟天，《近代中國教育史》(台北：台灣中華書局，民國58年)，頁164-1。 

3.學制推行過程中的問題 

官紳商各界的努力下，實業學堂設立初有成果，但因實業教育是第一次大

規模於全國推行，所以創辦過程中也出現了相當多的問題，其中包含了校名混

亂、辦學避難就易、學級辨視不清、經費不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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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實混亂不一方面，實業學堂實為農工商學堂的總稱，但許多學堂設置

時，即以某某實業學堂為校名，卻未指出該校到底是教授何種實業，如江甯實

業學堂、吉林實業學堂等，讓人無法立即清楚該校性質；或是學校級別與實

際授課程度不符，如名為中等實業學堂，但所授內容卻屬初等，名實不符。針

對以上情形，學部於宣統元年時(1909)要求各省提學使整頓各實業學堂，要求

各學堂訂明等級種類及科別，名實不符者，也應加以改正。當時進行校名更正

者不在少數，如上海縣私立中等學堂重視商業，應改為中等商業學堂；江蘇長

洲縣紗緞業公立初等實業學堂，較著重商業，應該為初等商業學堂；江蘇省太

倉州私立中斌商業學堂未定學堂等級，後經學部糾正，改為初等商業學堂。15

福建蒼霞中學堂，因附設電路兩班，故改為中等工業學堂。16更名最繁者當屬

浙江蠶桑學堂，該學堂創辦於光緒24年(1898)，宣統元年(1909)奉提學使之命，

改為初等農業學堂，後經同鄉京官改為高等蠶桑學堂，宣統2年又改設為高等

農業學堂附設中等蠶科，最後以浙省蠶桑中學堂定名。17此種混亂情形的發

生，因是官員對於實業教育系統不夠熟悉，對於各級學堂應授課程的程度不甚

瞭解所造成的，應是學制初行時難以避免的問題。 

實業補習普通學堂和藝徒學堂的性質相混不清是實業教育發展過程中的

另一個問題。學部發現地方辦學常有實業補習學堂、藝徒學堂、小學堂相互

混淆的情形，如實業補習普通學堂開設後，較重視普通教育的官員，就專授

普通之學，和兩等小學辦法相混；重視實業者，則和初等實業學堂相混，而

分不清實業補習學堂和藝徒學堂差別的官員也不在少數。為解決此問題，學

部不斷聲明，實業補習普通學堂主要是針對已在外面工作者進行招生，而未

入初等小學而粗知書算者，則進入藝徒學堂，以學習簡單的學科為主，無升

學之階。18不過，同年，清廷下令將藝徒學堂改為初等工業學堂，一方面可以

 
15 以上參見〈京外學務報告〉，《學部官報》，89期。 
16 〈閩督奏蒼霞中學堂改名官立中等工業學堂摺〉，《四川教育官報》10期(宣統元年10月)。 
17 〈推廣全省蠶桑議案〉，《浙江教育官報》17期(宣統2年正月)。 
18 同前，頁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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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整個學制更形完整，一方面也可以使民眾更願意入學，同時也可以讓藝徒

學堂和實業補習普通學堂相混的問題得到解決。19 

此外，晚清實業學堂設置的另一問題在於地方官辦學多有避難就易的情

形。根據《奏定實業學堂》所定，各地可依當地特質，因地制宜創設學堂。但

根據表2-1-1可以發現，各地辦理最多者為實業學堂預科，預科的設置是學堂

初設時的權宜措施，以充實學生的普通知識，但許多學校卻只辦預科，不辦

本科，以此便宜行事。光緒34年(1908)，清廷針對高等實業學堂預科問題提出

修正，規定自該年6月開始，不准招考未經各中等學堂畢業的學生，預科停設，

但中等實業學堂預科則仍繼續施辦。20除了預科之外，多數農業學堂只設蠶桑

一科，工業學堂多設染織一科，這兩科是一般社會民眾所熟悉，且其設備費

較省，所以許多地區均創設此種學堂以為敷衍，成為辦理實業學堂的通病之

一。以此，學部也對各地方政府提出糾正，要求地方除專為所長設學外，更

應補其不足者，才能符合發展實業的需要。21 

 

 

 

 

 

 

 

 

 
19 〈農工商部會奏藝徒學堂課程較高擬請改為中初兩等工業學堂摺〉，多賀秋五郎，《近代

中國教育史資料‧清末編》，頁614。 
20 〈奏各項學堂分別停止招考及考選詳細章程摺〉，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

清末編》，頁496。 
21 〈學部札各省提學使整頓各實業學堂文〉，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輯（下），
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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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 晚清實業學堂設置情形表 (光緒28年至宣統元年 ) 

農業學堂 工業學堂 商業學堂 
  高等 中等 初等 高等 中等 初等 高等 中等 初等 實業預科 總計 
光緒28年 1 0 0 2 3 
光緒29年 4 2 0 3 9 
光緒30年 15 4 0 4 23 
光緒31年 15 9 5 5 34 
光緒32年 27 21 18 9 75 
光緒33年 4 25 22 3 7 36 0 9 8 23 137 
光緒34年 5 30 33 7 12 45 1 9 10 37 189 
宣統元年 5 31 59 7 10 47 1 10 17 67 254 
資料來源：《光緒三十三年第一次教育統計圖表》、《光緒三十四年第二次教育統計圖表》、

陳啟天，《近代中國教育史》，頁164-1。 

 

上述問題出現的主因在於官紳對此學制太過陌生，實業教育是一個外來思

維與制度影響下的產物，而非自身文化所衍生出來的體制，其系統又遠較普通

教育及師範教育複雜，對於初次接觸此學制的官員而言，從理解到實際推行無

一不是困難，在設置過程中難免會有許多舛誤出現。其次，官員推委應付的

心態也是造成實業學堂問題叢生的原因之一，晚清新政的推行不僅限於教育革

新，在政治、社會各方面也有許多新制的推行，對於行事的地方官而言，其

擔負壓力甚為沉重，在無法諸事俱全的情況下，部分地方官避難就易，選擇

容易辦理且可交差的事項辦理自是無法避免，尤其學堂所耗經費的多寡更是

官員設置與否的主要考量，在此種情況下很容易造成官員集中設置某種實業

學堂的情形，關於實業學堂經費與學堂種類問題，在本章第二節將有更進一

步的討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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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民國時期的推行情形 

1.實利教育主義的提出 

晚清實業教育屬開創時期，民國初年的實業教育則是屬於延續與檢討階

段。民國成立後，許多學者都在思索未來教育的走向，首任教育總長在其發

表的〈對於新教育之意見〉一文中，提出民國教育應以軍國民教育、實利主義

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五者為教育方針，以培養出德、

智、體、美育兼修之國民。其中實利主義之教育，以人民生計為普通教育之中

堅，我國「地寶不發，實業界之組織尚幼稚，人民失業者至多，而國甚貧」，

而實利主義可以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同時培養有用人才，故應加以提倡。莊俞

回應此教育方針，認為中國的問題的確在於貧與弱，故在教育上應以實利主義

為主，軍國民主義、道德為從，對此加以呼應。22《教育雜誌》主編陸費逵則

是發表〈民國教育方針當採實利主義〉一文，認為五項方針中應以實利主義最

為重要，根據陸費逵的解釋： 
所謂實利主義，非惟實業，非惟手工圖畫，蓋此特其形式也，其精神

所在則勤儉也、耐勞也、自立自營也，舉凡一切為人之德義，實利主義

教育無不令之。23 

陸費所說的實利主義包含實際的經濟生產活動，即實業發展，還包含自立克儉

的精神於其中。陸費逵認為中國的問題在「貧」，實利主義不僅可以解決此項

問題，進一步還可厚植國力，培養高尚人格，是養成「人」的重要關鍵，故該

主義應先於其它主義。24蔡元培閱過此篇文章後，還親自拜訪陸費逵，向其請

教民國教育的相關事宜。至民國元年7月，教育部召開臨時教育會議，會中針

對民國方針多所討論，後以蔡元培所提之意見取得較大共識，但於世界觀教育

 
22 莊俞，〈論教育方針〉，《教育雜誌》4卷1號(民國元年4月10日)。 
23陸費逵，〈民國教育方針當採實利主義〉，《教育雜誌》3卷11期(宣統3年11月)。 
24 陸費逵，〈民國教育方針當採實利主義〉，《教育雜誌》3卷11期(宣統3年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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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與會學者覺得太過抽象，故不予納入。同年9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教育

宗旨為：「注重德育教育，以實利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更以美感教育完成

其道德」，25實利主義正式列入民國教育發展的。 

實利主義可謂是延續晚清重實的熱潮，主要是希望能增強國民的自存能

力，並求國家的富裕。即使袁世凱上台後，也仍對其相當強調，民國4年袁世

凱政府頒布〈教育綱要〉，也認為中國教育應以道德、實利、尚武教育為體，

以實用主義為用。26在此教育理念下，實業教育推行仍是民初教育部的重要工

作之一。 

2.學制變革下的實業教育體制 

除教育方針外，蔡元培等人也針對晚清學制進行改革，重訂新制以符民

國所需，在民國元年7月的臨時教育會議中也針對學制的審訂進行討論。當時

參與學制定訂者有蔡元培、許壽裳、王雲五、黃炎培等學者，以及從各國回

來的留學生，會中並將各國學制譯出，以為制定學制的參考。與會學者本是

想遍採歐美各國的長處，加上中國的情形，創制一套完美的學制，但當時從

歐美回國的留學生顯少有學習教育者，所以對歐美制度沒有深刻的瞭解，且

歐美制和中國國情差距頗大，其制可能不適用時中國，所以會中決議，仍延

續清廷所用的日本學制並參酌中國實際情形來加以定訂，將晚清學制中「于

舊制之抵觸國體者去之，不抵觸者仍之，以維持現狀」，27也就是以晚清學制

為主體，再加以變革。在此種理念下，民國第一個學制於焉創制出來，民國

元年9月，教育部正式公布學制，稱為壬子‧癸丑學制。也因為是晚清學制的

 
25教育部教育年鑑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教育年鑑》1(台北：出版社不明，民國70年)，頁4。 
26實用主義(pragmatism)、實利主義(materialism)本為兩套不同之學說，實用主義在教育上講

求的是所學能於社會上運用；實利教育主義強調的是教育應能發展經濟，但仍有許多學者

將實用與實利混用，庄俞即認為兩者「辨之甚微」(見庄俞，〈採用實用主義〉，《教育雜
誌》7卷9號)著眼點可能在於兩者皆重「實」，但在此〈教育綱要〉中已對兩者加以分別。 

27 蔣維喬，〈民元以來學制之改革〉，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輯(下)，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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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故日本色彩仍是相當濃厚，日後陶行知曾批評民初的學制仍是對日本

學制的隨意抄襲，28蔣維喬則認為，在晚清新式教育的推廣過程中，除小學教

育較有成效且較符合國情外，中等教育、專門教育、高等教育實未發達，除

增減日制，易以本國課程外，實無經驗可言，有人詆毀教育部只知抄襲日制，

蔣認為不能完全歸咎於教育部，實是時代背景所造成。29從民初學制的討論過

程中可以發現，官紳學者多希望能制訂出一套符合中國需求的制度，但卻又

因為缺乏經驗，只能繼續延用前制，雖知不妥，卻也是不得不然的作法。 

壬子‧癸丑學制中有幾項是普遍性的變革，如廢除獎勵出身、縮短學制

年限、將學堂改為學校。將清朝的官公私立學堂改為公私立兩種，凡該學務

局所立及各旗由主管旗務機關所立，舊稱官立者，均為公立學校。私人或私

法人團體所立，無論經費出自私人財產或團體財產，或其它寄附金、公款補

助，均為私立學校。30 

在實業教育制度方面，在學制中將實業教育分成甲種實業學堂、乙種實

業學堂兩種，不設高等實業學堂而改設專門學堂。屬高等教育的實業專門學

校由專門教育司管轄，中等以下的實業教育則由普通教育司管轄，晚清專設

的實業司則取消。民國2年8月，教育部公布〈實業學校令〉，對實業教育設

置辦法提出更具體的規畫，〈實業學校令〉第一條即指出，「實業學校以教

授農工商業必需之知識為目的」。31甲種實業學堂施完全之普通教育；乙種實

業學堂施簡易之普通實業教育，女子職業教育也納入學制中，「女子職業學

校得就地方情形與性質所宜，參照各項實業學校規程辦理」。實業學校之種

類有農業學校、工業學校、商業學校、商船學校四種。 

 
28 陶行知，〈我們對於新學制草案應持之態度〉，見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系編，《中國現代教

育文選》(北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頁274。 
29蔣維喬，〈民國教育部初設時之狀況〉，見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史料》第4冊(台北： 天
一出版社影本，民國74年)。 

30 〈學校通則〉，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民國編(上)》，頁404。 
31 〈實業學校令〉，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民國編(上)》，頁44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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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將日本明治33年學制、晚清癸卯學制、民國學制一併比較，可以發現

民國學制和日本學制更為相似，將實業教育分成甲、乙兩級，高等實業學校

歸類於專門學校等作法，都是日本學制的本貌。會有此種改變，主要是因為

晚清的實業教育一味求完整，故在學制上增設高等實業學堂，但此類學堂實

和專門學堂相仿，只是實業設多科，專門學堂專設一科，其它並無二別。為

解決此種重覆的問題，民國學制將高等實業學堂全改為農工商專門學堂，以

免堆疊之弊。至於甲種、乙種之制，主要是鑑於晚清分成初、中、高等實業

學堂，易造成官員民眾以為此三者是垂直遞升之階，初等學堂畢業後應進入

中等實業學堂，最後再進入高等實業學堂。民國特將實業學堂分成甲、乙兩

等，主要就是要突顯此兩者為水平並列，要培育出不同類型的實業人才，一

改晚清制度給予的誤解印象，希望能確切培育出各級各類人才，以應社會所

需。 

 

 

 

 

 

 

 

 

 

 

 

 

 

 
表2-1-2 民國學制實業教育之宗旨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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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旨、目標 種類 設立原則 分科 招生 

專

門

學

校 

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

專門人才為宗旨 

法政、醫學、藥學、農

業、工業、商業、美術、

音樂、商船、外國語等

   

甲

種

實

業

學

校 

以教授農、工、商業必

須之知識、技能為目

的，施完全之普通實業

教育 

農、工、商、商船四種 其設立以省

立為原則，

各縣亦可酌

量情形設立

分本科與預科 預科招收年在

十四歲以上，具

有高等小學畢

業程度，或經試

驗有同等學力

者為合格。本科

由預科升入。 

乙

種

實

業

學

校 

以教授農、工、商業必

須之知識、技能為目

的，施簡易之普通實業

教育 

農、工、商、商船四種 其設立以縣

立為原則，

城鎮、鄉及

私人亦可設

立 

設本科，不設預科 本科三年，招收

年在十二歲以

上，有初等小學

畢業學力者。 

實

業

補

習

學

校 

主要是為已有職業或志

願從事實業者授以應用

之知識，並使補習普通

學科 

 教授時間不

拘 寒 暑 晝

夜，擇學生

修業最便宜

者 

 入學資格以年

在 十 二 歲 以

上，有初等小學

畢業之學力，或

初等小學校未

畢業，而已過就

學年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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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 民初壬子‧癸丑學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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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治更迭下的實業教育發展 

民國鼎新後，一方面延續晚清推行新學的政策，同時也針對晚清設學問題

進行修正。在實業學校的設置辦法上，先是延續晚清的設學成果，將高等實業

學堂改為專門學校，中等實業學堂改為甲種實業學校，初等實業學堂則改為

乙種實業學堂。再者，採用分級設學制，甲種實業學校以省立為原則，縣及

城鎮鄉或農工商會，得設立乙種實業學校，亦可酌量情形設立甲種實業學校

及實業補習學校，實業學校直就工廠及農事試驗場的所在地籌設，一可節省

經費，一可就近實習。32經費由省出者為省立實業學校，由縣經費設立者為縣

立實業學校，至於設立何種類別的實業學校，仍視地方情形而定。在普通教

育與實業教育的設置比例上，教育部希望各省能緩設中學，先辦甲種實業，

讓兩者比例維持為三比七或五比五，以補晚清實業與普通教育發展不均衡的

情形；33已設立實業學校的地區，則先將學校發展完全再推廣他校，也就是說，

不追求數量上的增加，強調教學品質的提升。 

整體而言，民國實業學校設置辦法延續晚清因地制宜的辦學特色，以分

級辦理的方式進行實業學校。同時，教育部也注意到晚清實業教育和普通教

育發展不均衡、教學品質不佳等問題，希望在推動實業教育的過程，能將此

些辦學弊端加以改善，只是民初的政局變動急劇，從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

討袁護國運動及接下來的軍閥政治等，局勢動蕩不安，對教育施行也造成不良

影響，許多教育政策因時局的混亂而難以順利推行，實業教育的推動也因此倍

感艱辛。 

民初實業教育推行的第一個問題，起因於當時兵連禍結，許多地方的學堂

遭受到破壞。以湖南為例，教育事業因受兵事影響，致使經費無著，尤其民國

 
32 〈預備議案主任員會沈信卿君交到議案四種〉，江蘇省教育會，《教育研究》19期(民國4
年1月10日)，頁18-19。 

33 〈預備議案主任員會沈信卿君交到議案四種〉，江蘇省教育會，《教育研究》19期(民國4
年1月10日)，頁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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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年10月，袁世凱的親信湯薌銘任湖南都督兼民政長，湯一到湖南，即把學校

視為「亂黨策源之地」，所以封閉搜查許多學校，也挪用教育經費他用，在

湯主政期間，湖南教育幾近停頓。34袁垮台後，譚延闓任湘督，但未有建設即

被迫離開，軍閥入湘主政，民國7年(1918)段祺瑞以張敬堯為湘督，張通令各

校於該年秋季不准招生，並扣留教育經費，將甲種工業學校實習工廠的機器

拆往陸軍工廠，乙種工業學校的機器也被軍隊佔用，讓教育推行受到極大挫

折。根據表2-1-3的統計，民國元年至3年湖南省的實業學校總數是呈緩慢成長

的趨勢，到了民國4年以後急速下降，尤其以乙種工業學校情形更為嚴重。此

和湖南地處南北之間，戰亂不斷，許多學校設備被改為軍用，加上主政者對

教育的冷漠，終使湖南實業教育日形沒落。 

表2-1-3 湖南省實業學校創設情形表 (民國元年至5年 ) 

級別 類別 民國元年 民國2年 民國3年 民國4年 民國5年 民國6年 
農 6 7 8 3 4 5 
工 34 38 36 21 18 5 

乙種 

商 1 3 4 1 0 2 
農 3 2 3 2 2 4 
工 3 3 4 9 2 6 

甲種 

商 1 1 1 1 1 2 
農 0 0 0 0 0 - 
工 1 1 1 1 1 - 

專門 

商 0 0 0 0 1 - 
總計 49 55 57 38 29 24 
資料說明：1民國4年的甲種工業學校增為9所，其中有5所是女子職業學校，但到民國5年時又
降為2所，原因不明。 

2.民國6年資料並未列入專門學校數，故無法列入統計。 
資料來源：本表元年至五年資料是根據《中華民國第一次教育統計圖表》、《中華民國第二次

教育統計圖表》、《中華民國第三次教育統計圖表》、《中華民國第四次教育統計圖表》、《中

華民國第五次教育統計圖表》等書中所列學校數加以統計而成。民國6年資料則參考朱有　，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3輯(下)，頁262-265所列數據。 

 

 
34 教育部編，《全國教育行政會議各省區報告彙錄》(台北：文海出版社影本，民國75年)，
湖南，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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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省份也有相同的情形發生，如廣東各學校於革命期間均停辦兩個

月，民國2年又因廣東獨立，停辦月餘；民國3-4年該省遭受水患，停辦三至四

個月；到了民國5年又獨立，且戰火不熄，學校均為民軍所佔，經費全失，造

成教育難以施辦。35學校經過戰火或是停辦後，即使日後復開，教學也多難以

為繼，如民國2年，安徽省都督停辦全省學校，後來學校雖然重開，但仍無法

恢復先前的景況： 
去冬都督停辦全省學校之令下，蕪湖各校校長或教員之有能力者，強

自籌款支持，然已不絕如縷，今歲停辦之限滿，而死者不可復生，廢

者不可復興，雖經地方人士竭力經營，而各校學生皆寥寥若晨星。36 

由此可見，政局紛擾對於民初教育發展的確產生莫大干擾，且上述省分情形並

非個案，在教育部行政會議中，各省代表均表示教育深受兵害影響，致使民初

教育難以推行。 

此外，因為政治上的變動，整體教育行政體系也深受影響。從表2-1-2中

可以看出，民初教育行政首長的更換相當頻繁，在十餘年間有三十餘位總長

或代理職位者任職，平均任期不到一年，致使教育政策難以有效推動，對實

業學校的推動也有所影響。 

 

 

 

 

 

 

 

 

 
35 《全國教育行政會議各省區報告彙錄》，廣東，頁2。 
36 黃炎培，《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第1集，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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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4 民初教育部長表 (1912-1923) 

機關名稱 職務 姓名 在任時期 備註 
總長 蔡元培 1912年1月  
 范源濂 1912年7月  
兼署總長 劉冠雄 1913年1月  
 陳振先 1913年3月  
代理部務 董鴻禕 1913年4月  
總長 汪大燮 1913年9月  
 嚴  修 1914年2月 未就職 
署總長 蔡儒楷 1914年2月  
總長 湯化龍 1914年5月  
兼代總長 章宗祥 1915年9月  
總長 張一麐 1915年10月  
 張國淦 1916年4月  
代理部務 吳闓生 1916年6月  
總長 范源濂 1916年7月  
代理部務 袁希濤 1917年6月  
總長 傅增湘 1917年12月  
代理部務 袁希濤 1919年5月  
 傅嶽棻 1919年12月  

教育部 

總長 范源濂 1920年8月  
廣東軍政府

教育行政委

員會 

委員長 陳獨秀 1920年12月 1921年9月辭職 

代理部務 馬齡翼 1921年5月  
總長 黃炎培 1921年12月 未就職 
兼署總長 齊耀珊 1921年12月  
 周自齊 1922年4月  
總長 黃炎培 1922年6月 未就職 
兼代總長 高恩洪 1922年6月  
代理部務 湯爾和 1922年7月  
署總長 王寵惠 1922年8月  
 湯爾和 1922年9月  
 彭允彝 1922年11月  

教育部 

 黃  郛 1923年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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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民初政局的變動造成實業教育推行上的困難，直至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國

內經濟開始有初步的發展，以棉紗的進出口為例，從圖2-1-3中可以看出，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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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3年(1914)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開始，中國首次將棉紗出口，且有逐年增長

的情形。此波經濟的發展，讓許多工商發達之區深感實業人才之不足，開始

要求教育界培育相關人才以為社會所用，給予民初實業教育推展一股動力，

使其能在政治動亂中仍能持續推展下去，但也因為企業界對於新式人才的迫

切需求，實業教育培育出的人才是否符合社會需求的問題也被提出討論，各

界積極檢討實業教育的教學成效，實業教育發展也在此時期有了關鍵性的發

展，關於此一時期的討論將於第三章進行討論。 

圖2-1-3 民初國產綿紗輸出曲線圖 (民國元年至民國12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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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說明：本圖是根據古　，《現代中國及其教育》，頁154所列資料繪製而成。 

(三)女子職業學堂的創設 

在實業學堂推展的過程中，除了以男學生為主的農工商學堂外，從晚清

開始即在部定體制外開始創設的女子職業學堂。以女子職業學堂為名，不稱

女子實業學堂是當時普遍的現象，此應是受到日本的影響，當時日本對於女

子技藝性的學堂均稱為女子職業學校，中國援引日本制度，故也以此名之。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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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技藝教育稱為職業教育而非實業教育，目前並未見明確的解釋，但由民初

企業家與教育家經亨頤(1877-1938)的一段話中或許可一窺一二。經亨頤曾言： 
女子亦不可不別圖生計，則曰女子職業學校，亦必不可少。職業學校

與實業學校不同，實業學校如農工商，亦均非女性，省垣有私立女子

實業學校，其內容為職業。男子既有實業學校，女子當有職業學校，

至少省垣當由公家先設一所。37 

經亨頤點出職業學校與實業學校並不相同，實業學堂所指涉者，為農工商等

業，而職業學校所指涉者，為農工商之外，且適合「天職」者，如經亨頤就

認為女性可以接受師範教育以為職業，因其較符合女性特質之故。從此觀點

切入，當時女性雖能走出家庭，開始接受新式教育，但仍因需符合女性天職，

故被排除在農工商教育之，此或許可為女子有職業學堂而無實業學堂之原因。 

女子職業教育的出現可謂近代教育發展中值得關注的問題。傳統中國有

天「女子無才便是德」的觀念，認為女性無接受教育的必要。自晚清西風東

漸，始有發展女子教育的呼聲，梁啟超、嚴復等人都認為女子有接受教育的

必要性。梁啟超認為中國婦女無法生利，僅能分利，是中國積貧的一大主因，

西方國家無論男女「皆可各執一業以自養，而無能或不能之別」38，中國女性

也應起而效之，以為強國之本。從梁啟超的觀點來看，近代國女學提出的本

就具有強烈的經濟色彩，認為女子接受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習得一技之

長，以為生計之所需。 

赴日考察的經驗也是女子職業學堂創設的動力之一，如吳汝綸就是女子

職業教育的提倡者。吳汝綸在參訪手島精一所創的東京共立女子職業學校

時，看到女子入堂學藝，除接受教育外，其在校製成的作品尚可出售，利潤

半歸學校，半歸學生，雙方盡得其利，覺得此法頗妙，相當適合中國推行發

 
37 經亨頤，〈全浙教育私議〉，《教育週報》第5期(1913年4月)。 
38 梁啟超，〈變法通議‧論女學〉，見陳景磐、陳學恂主編，《清代後期教育論著選》（下）

（北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頁447-448。 



66 追求富國裕民：清末民初中國實業教育研究(1904-1922) 

展。39吳汝綸對新學的推動有相當的影響力，其帶回來的觀念，對當時國人應

有所啟發。此外，傳統中國本來即有男耕女織的觀念，中國女教中的四德，

也包含婦工一項，如果讓女子接受相關教育，也算是國粹的保存。40且女子習

藝後，一方面可為社會推出新品，又可充家庭補充金，對國家及個人均有其意

義。41 

在諸多觀念的影響下，女子職業教育開始受到重視，雖然《奏定學堂章

程》中並沒有女子實業教育的規畫，但仍有熱心的官紳加以提倡興辦。光緒

30年（1904）史量才捐資創了上海女子蠶桑學堂，以「擴充女子職業，挽回我

國利權」為辦學宗旨，為中國最早的女子職業學校。42此外，光緒30年(1904)，

仕紳姚義門在上海創辦速成女工師範傳習所，教授編織、縫紉、刺繡等，以期

「吾國之女子人人能精工藝，俾得自立於文明世界」43，可算是女子工業學堂

的首設。光緒31年，周學熙開辦廣仁堂女工廠，並收學生二百餘人，由其夫

人及兩女前往親自提倡，以教授手工為主，屬北方女子職業教育的先河。44浙

江、四川、湖北、山東等省分也有女子職業學校的設置，詳細情形可參考表

2-1-5。 

 

 

 

 

 

 

 
39 吳汝綸，《東游叢錄》，頁31。收錄於呂順長編，《教育考察記》(上)，頁275。 
40 〈本司支浙省蠶桑女子學堂訓詞〉，《浙江教育官報》6期(宣統元年正月)。 
41 〈本司支杭州女子工藝學堂畢業訓詞〉，《浙江教育官報》12期(宣統元年7月)。 
42 〈上海女子蠶業學校章程〉，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輯(下)，頁633。 
43 〈上海速成女工師範傳習所簡章〉，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輯(下)，頁639。 
44 《周止菴先生自敘年譜》(台北：文海出版社，民國74年)，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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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5 晚清女子職業學校設置情形表  

學  校 創辦人 創辦時間 資料來源 

上海女子蠶桑學堂 史量才 光緒30年(1904)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

第二輯下，頁633 

上海速成女工師範傳習所 姚義門 光緒30年(1904) 同上，頁639。 

上海愛國女學校附設女子手工

傳習所 
 光緒30年(1904)  

揚州女工傳習所 吳逴民 光緒31年(1905)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

第二輯下，頁645 

杭州女工傳習所 張章夔、高孫嶷 光緒31年(1905) 同上。 

湖北女工傳習所 不纏足會 光緒31年(1905) 《東方雜誌》乙巳2期 

江淮女工傳習所 郭梅生夫人 光緒31年(1905) 《東方雜誌》乙巳2期 

浙江仁和縣工藝女學堂 林司后 光緒31年(1905) 張彬《從浙江看中國教

育近代化》，頁290 

四川女工師範講習所 趙漁卿、姚建勛 光緒32年(1906)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

第二輯下，頁645 

杭州蠶桑女學堂 樓文鏢 光緒33年(1907) 同上，頁638 

濟南公立女學附設女工傳習所  光緒33年(1907) 《東方雜誌》丁未7期 

浙江大端工藝女學堂  光緒33年(1907) 《東方雜誌》丁未4期。 

浙江震旦女子實業學校  光緒33年(1907) 《東方雜誌》丁未7期 

福建女子職業學校 林伯棠 光緒33年(1907) 《東方雜誌》丁未7期 

湖南實業女學校 查振華 光緒33年(1907) 《東方雜誌》戊申6期 

福建蠶桑女學堂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

第二輯下，頁637 

湖北女子職業學堂  光緒34年(1908) 同上，頁207 

 

上表所列，僅是所見資料的整理，並不是女子職業學堂設置的全貌。但

可以發現，女子職業教育雖在體制之外，但仍有十數所此類學堂的設置。晚

清正為中國工業發展之際，尤其紡織業更為發展的重心，傳統中國女子即習

於紡織刺繡，其手巧心細，最適合從事繅絲養蠶工作，45也因此晚清的女子實

 
45 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繅絲工業同業工會」檔案，S37-1-115，張軼歐 ，「致總公所
函：抄錄留日學生宋傑所呈〈改良蠶絲業意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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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學堂多以蠶桑及紡織學堂為主體，以符合傳統女性之所長。不過，舊時女性

均以家庭為依歸，女子職業教育卻讓其開始面向社會，錫金教育會辦的《白

話報》中曾有提倡女子職業教育的文章，希望在女子職業學校創設後，所有女

性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職業。46積極提倡女子職業者甚至抨擊賢妻良母的思想

47，認為賢妻良母主義只會讓女子專注於其應盡義務，結果使女子終身為社會

附屬品、補助品48。以此觀之，女子職業教育雖以傳統出發，但已注入現代的

精神，讓女子對自身價值有更深的思索，這應是在學習技藝之外，更重要的

教育成果。 

到了民國時期，女子職業教育有了更進一步的發展：一是將女子職業教

育納入教育系統中，並鼓勵各省積極設置；一是在男女平等及五四風潮下，

女子解放意味更為濃厚。民國2年教育部公布的〈實業學校令〉第三條中指出：

「女子職業學校得就地方情形與其性質所宜，參照各項實業學校規程辦理」，

49而所謂女子職業者，以家政為重，兼及手工圖畫、刺繡造花各科，以每一省

均能設置一所為宜。50由此看來，民初教育部在男女平等的概念下，將女子職

業教育列入學制中，但對女性職業的設定卻仍是相當傳統，直到了五四時期，

女子職業教育的範圍開始有較突破性的發展。在當時婦女解放風潮影響下，

傳統女子職業學校以刺繡、圖畫、織造等課程為主的情形受到挑戰，認為此

種課程規畫對於女子職業太過設限，其實男子所能擔任的工作，女子應多能

 
46 〈本鄉要聞〉，錫金教育會，《白話報》2期(光緒34年11月)。 
47 所謂的賢妻良母主義為甲午戰後日本相當流行的思想，但在日本是稱為良妻賢母。甲午戰

後，日本對於女子教育更為重視，認為女子若接受教育，可為良妻賢母，不但可以持家，

同時也可以教育出氣質優雅的下一代。且將良妻賢母主義和國家主義相連接，所謂「教育

為國家富強之根本，女子教育又為教育之根本」，見唐澤富太郎，《學生　歷史》，頁132。
近代中國「賢妻良母」一詞，應就是將日本「良妻賢母」引進後再加以轉變而來的。參見

陳姃湲，〈簡介近代亞洲的「賢妻良母」思想—從回顧日本、韓國、中國的研究成果談起〉，
《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第10期(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年12月)，頁201-202。 

48 《民立報》1911年6月5日。 
49 〈實業學校令〉，見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3輯(下)，頁183。 
50 江蘇省教育會，《教育研究》20期(民國4年2月10日)，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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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要求擴大女子職業的範圍。51同時，許多女性對於賢妻良母主義將女性

限定在家庭的作法深不以為然，開始出現「超賢妻良母」的呼聲52。所謂超賢

妻良母的人生觀「即是一種獨立自主，對國家社會要盡相當責任的人生觀」53，

強調女性得以和男性一樣，得以出外謀職，取得經濟獨立的地位，欲將女性

從家庭解放到社會。 

在此波婦女解放風潮也影響了部分學校的辦學下，以江蘇省立女子蠶桑

學校為例，此校為史量才所創設的上海女子蠶桑學堂改制而來，在民國7年

(1918)史量才邀請浙江農業學堂畢業生鄭辟疆接任江蘇省立女子蠶業學校校

長，鑑於當時婦女就業者極少，該校畢業生多數未能踏入蠶絲界，史量才寄

語鄭辟疆，希望將來該校的畢業生可以為蠶絲界服務。因此，鄭辟疆為女蠶

訂了四條教育方針： 
一、啟發學生的事業思想； 
二、樹立技術革新的風尚； 
三、以自立更生和節約辦法充實實習設備； 
四、堅決向蠶絲改進途徑進軍，使學生有用武之地。54 

這四條方針中的第一款「啟發學生的事業思想」及第四款「堅決向蠶絲改進途

徑進軍」，正是要養成學生經濟獨立並積極參與社會的精神，和以家庭為主要

依歸的賢妻良母概念已有所不同。此外，民國8年10月全國教育聯合會議決〈職

業教育進行計畫〉，其中有促進女子職業教育一款；《教育與職業》雜誌也推

出「女子職業教育專號」，積極提倡女子職業學校的設立。在各方鼓吹下，民

國11-12年間，全國各省已有八十餘所女子職業學校創設。55但值得注意的是，

 
51 陳問濤，〈提倡獨立性的女子職業〉，見中華全國婦女聯合會婦女運動歷史研究室編，《五

四時期婦女問題文選》(北京：三聯書局，1981)，頁312-313。 
52 陳東原，〈中國女子教育—過去的歷史與現在的缺點〉，見鮑家麟編著，《中國婦女史論

集續集》(台北：稻鄉出版社，民國80年)，頁251-255。 
53 黃嫣梨，〈中國婦女教育之今昔〉，見鮑家麟編著，《中國婦女史論集續集》，頁275。 
54 鄭辟疆，〈江蘇省女子蠶業學校對蠶絲業改進事跡的紀要〉，轉引自《中國科學技術專家

傳略‧農學篇》。 
55〈職業調查錄〉，見璩鑫圭等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料匯編—實業教育‧師範教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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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女校的生存時間並不長，如蔡和森的母親葛健豪就曾在湖南永豐鎮上創設

了一所雙峰女子職業學校，蔡和森的妹妹蔡咸熙也到該校任教，只是該校辦理

不到一年，就有保守仕紳批評女子職業學校是敗壞社會風氣，最後該校被迫停

辦56。上述情形在當時社會是相當常見的，從中可以看出，女子職業教育雖然

日受重視，但面臨的挑戰仍是相當嚴竣的。 

                                                                                                                                             

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年)，頁320-330。 
56 蘇平，《蔡暢傳》(北京：中國婦女出版社，1990)，頁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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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業學堂經費的籌措 

(一)晚清實業學堂經費的籌措 

實業學堂的推行，除要有政策的制訂與推行外，更需有經費以為學堂開辦

及常年的維持，故經費籌措是相當重要的工作。晚清實業學堂的經費主要是以

地方自行籌措的方式進行，此和清廷中央財政困窘及地方自治觀念崛起有關。 

鴉片戰爭後，清廷財政就已出現虧空情形57，此種財政問題持續至太平天

國平定後，國庫收支才逐漸平衡。甲午戰爭之後，清廷財政再度瀕臨破產，

龐大的戰費支出及馬關條約中的兩億庫平銀賠款、贖回遼東半島的三千萬

兩，造成清廷財政極大壓力，當時清廷的歲入約8,800萬兩，歲出達10,100餘萬

兩，每年虧空達1,300萬兩。至光緒26年(1900)，又因庚子拳亂導致八國聯軍，

中國再次戰敗，列強要求的庚子賠款高達4億5千萬兩，超過先前賠款數的總

和，讓清政府的財政更形窘絀。以光緒29年(1903)清政府的財政收支為例，該

年中央收入10,492萬兩，支出13,942萬兩，共計虧空3,000餘萬兩，超過甲午戰

後赤字的兩倍以上58。面對此種財政危機，清廷除不斷對外舉債之外，只能運

用裁釐加稅、地方攤派等方式來增加國庫收入，至新政推行，中央實無力負

擔各項舉措所需經費，僅能要求地方自行籌措，以利各項政策推行，實業教育

推展屬新政中的一環，所以也採取地方負責籌集經費的方式進行。 

地方自治風潮的影響也是實業教育經費由地方籌措的原因之一。甲午戰

後，西方的地方自治思想開始於中國傳佈，許多知識分子將其視為立憲的基

礎而大力提倡，並積極投入地方事業的推展工作中。光緒32年(1906)學部表示

 
57 從道光20年(1840)到道光29年(1849)間，除道光20年及道光27年未出現赤字外，其餘年份

均呈現財政虧空情形，合計此十年間，清政府共虧空10,935,982兩。見周育民，《晚清財政

與社會變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67。 
58 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頁316、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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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興，貴於普及，而興辦之責，係於地方，東西各國興學成規，莫不分

採學區，俾各地方自籌經費，自行舉辦」59，已將新式教育推廣視為地方事業

之一，至光緒34年(1908)，清廷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其中明訂各級

學務為地方政府專責工作60，經費的籌集也成為地方政府的必然工作。 

地方政府教育經費來源可分成三種類型：一是官款，為原留存的地方經費

或應解中央的正款將其截留，做學堂經費；一是公款，為政府向百姓加捐或

舉辦地方事業所需的經費61；一是私款，如官員或私人的捐款。清廷對於捐款

者，會依其捐資的多寡從優予以獎勵，希望以此鼓勵各界積極推展實業學堂的

創設。實業學堂的經費也是由此三源而出。從表2-2-1的晚清官公私立學堂設

立情形表來看，早期設置的實業學校以官立或是地方官籌集公款所辦理的公

立學堂為多，至於私立學校，雖然清廷勉勵私人捐資設學，但私立實業學堂比

例是相當低的，光緒30年前尚無私立實業學堂設立，光緒31-34年間也僅佔

5%~7%。 

 

 

 

 

 

 

 

 

表2-2-1 晚清實業學堂官公私立設立情形表 (光緒28年至光緒34年 ) 

 
59 〈學部札各省提學使分定學區文〉，見朱有　、戚名秀、錢曼倩、霍益萍編，《中國近代

教育史資料匯編—教育行政機構及教育團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頁63。 
60 故宫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清末籌備立憲檔案史料》下冊(北京：中華書店，1976)，頁

728-729。 
61 商麗浩，《政府與社會：近代公共教育經費配置研究》，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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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28年 光緒29年 光緒30年 光緒31年 光緒32年 光緒33年 光緒34年  

官

立 

公

立 

私

立 

官

立 

公

立 

私

立 

官

立

公

立

私

立

官

立

公

立

私

立

官

立

公

立

私

立

官

立

公

立 

私

立 

官

立 

公

立 

私

立

農業 1 0 0 4 0 0 15 0 0 14 1 0 23 3 1 32 3 1 47 12 0

工業 0 O 0 2 0 0 2 2 0 7 2 0 14 7 0 20 7 1 32 11 2

商業 0 O 0 0 0 0 0 0 0 1 2 2 3 12 3 7 13 3 6 11 2

預科 2 O 0 3 0 0 4 0 0 4 1 0 8 0 1 11 1 2 23 5 4

計 3 0 0 9 0 0 21 2 0 26 6 2 48 22 5 70 24 7 108 39 8

百分比 100 0 0 100 0 0 91.3 8.7 0 76.5 17.6 5.9 64 29.3 6.7 69.3 23.8 6.9 69.6 25.2 5.2

資料來源：《光緒三十三年第一次教育統計圖表》、《光緒三十四年第二次教育統計圖表》資

料統計而成。 

造成實業學堂以官、公立為多，私立較少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為晚

清實業教育的推行乃是朝廷及知識分子為求富國裕民的理想下，由上而下推

行的教育政策，而非應實際經濟需要而產生的教育體制，故需官方大力推動

始能見其成效；一是因為實業學堂所需經費相當繁浩，一般民眾無力負擔。

實業學堂的創設，除一般學堂所需的教室及教具設備外，尚需各項機器設備以

及實習用的訓練場以供學生練習，當時有官員推估，一所可以容納千人的高

等工業學堂的開辦費約需五、六十萬金，常年經費約需二十萬金。62實際上，

清廷並未如此耗資鉅金，創設過如此大型的實業學堂，但以當時實際推行所需

的經費來看，如表2-2-2所列，當時設立一所高等實業學堂所需的開辦費約在

五萬兩左右，農業學堂因附有農業試驗場，所需經費更高；各校常年經費則

需三萬至四萬，所貲不匪。初中等實業學堂所需經費較低，依學堂的種類及規

模不同，從數千兩至萬兩的情形皆有。 

 

 
62 〈議覆閩督奏請籌辦實業學堂並議限兩年內每府州縣各設中等初等實業學堂摺〉，多賀秋

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清末編》，頁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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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2 晚清實業學堂經費開銷情形表  

學校 開辦經費 常年經費 來源 備註 
天津初等工業學堂 2000餘兩 官紳士商捐籌  
浙江中等工業學堂 15000兩 22000兩   
直隸高等工業學堂 38987兩   
天津工業學堂 46000兩 24000兩

續購機器35000兩
  

直隸保定商業學堂 3400兩 6000 武學官書局籌撥  
江南中等商業學堂 12336兩 大生紗廠餘息 此校後併入南洋

高等商業學堂 
南洋高等商業學堂 7360兩 25800兩  此開辦經費為中

高兩等合計 
直隸高等農業學堂 30086兩   
山東高等農業學堂 80000兩 40000兩  常年經費包含試

驗場各項支出 
江北中等農業學堂 4500餘兩   
山東青州官立中等

蠶桑學堂 
10000兩 5000兩   

官立江南蠶桑學堂 8000兩 銅元餘利  
官立江南實業學堂 38800兩 大生紗廠餘息 含農、電、礦科 
吉林實業學堂 59000兩 50000兩 官府籌撥 含農工商科 
山西農林學堂 24000兩   
山東農林學堂 2400兩  試驗場開辦及常

年約一萬兩 
資料來源：《東方雜誌》乙巳第五期，實業；3。王鍾琦、吳邦珍，《寶山勸學所光緒三十三
年學事一覽》(上海：光緒34年7月)；《江甯學務雜誌》10期(1910年12月)；朱有　，《中國近
代學制史料》第2輯(上)，〈宣統元年直隸高等農業調查表〉、〈宣統元年直隸高等工業調查

表〉、《浙江教育官報》47期、《學部官報》71期。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輯(下)，
頁171。 

 

和其它類型的學堂相比，實業學堂所需經費高出甚多，由表2-1-4中各級

各類學堂學生歲出經費比較中即可以看出，除初等實業學堂外，其餘各級實

業學堂所需的經費均較同級學堂來得高，能籌集大筆款項來設置學堂的民眾

僅為少數，在避難就易的心態下，民眾多傾於辦理經費較省的普通教育。 

 



第二章 實業學堂的設置推行與困難 75 

表2-2-3 光緒34年各級實業學堂與各級學校學生平均歲出表       單位：元  

高等教育  中等教育  初等教育   

文科  法科  農業  工業  商業 中學堂 農業  工業  商業  高小  農業  工業  商業  

江蘇  198.19 58.871  236.95 89.076 106.211 31.93 44.026   14.078 

湖北  176.821 52.196 336.501  50.126 102.311 148.646 77.583 34.386 21.186 31.056 31.766 

湖南  90.41 29.973  158.384 60.492 161.05 218.505 34.936  50.12 23.743 

資料來源：《光緒三十四年第二次教育統計圖表》江蘇、湖北、湖南等省統計資料。 

 

官方力量為實業學堂創設的主力，各地督撫依其所能動用的經費，盡力

籌撥興學，如光緒29年(1903)創設的北京工業專門學堂，為利用慈禧脂粉費餘

款撥充創設；63光緒30年(1904)，商部創設實業學堂，其經費是由路礦總局款

項撥支，再由學務處每年撥助銀兩萬兩後開辦；64光緒32年(1906)，奉天省城

中等農業學堂創設，經費由農工商局供給；65山東高等農業學堂開辦費八萬

兩，常年經費與試驗場兩項共需銀四萬兩，全由司局各庫以正開銷支出。66江

南高中兩等商學堂所有經費，則分由財政、商務、釐捐、官錢等局隨時籌撥。

67四川實業學堂經費主要由火柴官廠餘利及保商局公費餘存項下撥資，不足者

再由督撫設法籌撥；68蘇垣地區甚至有利用白紙扇業的罰款來開辦工業學堂。

69可見實業學堂的經費多非正常預算支出，多為挪用籌撥的方式進行，在經費

難籌的情況下，還有部分地方官員就以企業經營的方式來募集民間資金以作

為學堂經費，如湖南臨江府欲創辦一所農工商礦實業學堂，需開辦經費一萬

 
63 見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大事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年)，頁135。 
64 〈商部奏辦實業學堂摺〉，《東方雜誌》甲辰7期(1904年)。 
65 參見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輯(下)，頁179。 
66 〈山東巡撫奏設高等農業學堂摺〉，《江西農報》12期(光緒34年2月15日)。 

67〈清理蘇皖兩省公共款產報告〉，《江蘇教育行政月報》第4號。 
68 《商務官報》，戊申年第1冊，頁6。 
69 〈本省要聞〉，《江甯實業雜誌》第5期(宣統2年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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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另需一萬兩作為常年經費的本銀。該地官府以一股定洋十元的方式湊股集

資，待畢業人眾，出貨暢銷即可分紅；70浙江鄞西也有招集股貲，仿西方有限

公司辦法以創辦實業學堂的例子。71也有部分實業學堂則是採取對學生收取學

費的方式，以貼補學堂經費之不足，72如江蘇督撫就認為高等實業學堂所繳學

費不足支付各項實驗器具、耗材，應額外向學生收取，以利學校經營。73根據

學部的規定，公、私立學校的學費可根據學堂常年經費的額度，自行酌定；

官立學堂則根據部定額數收費，初等實業學堂每月不得超過銀元三角；中等

實業學堂每人每月一至二銀元；高等實業學堂則為二至三銀元。74不過也有部

分學堂以不收取學費來吸引學生入學，如北京學部創設的工業學堂即是學生

的所有房膳費用皆由官費供給，以鼓勵學生向學，不過學生不得無故退學。75 

地方官盡力籌款以興設實業學堂，但仍有部分省分因財政窘困，遲遲無

法辦學，如河南、陜西等省分就因財力不足，而無法興設實業學堂；76安徽省

本欲以利用官辦農工公司中的官款利息，開辦農工商學堂，但因學堂經費浩

繁，只利用息款根本不敷使用，所以也未能開辦77；奉天省想要辦理一所水產

學校，但經費不足，所以求助於各省督撫，希望各省能協助籌解，以助學堂開

辦，不過各省因自顧不暇，實難再分解經費協助他省，所以此議最後無疾而終。

78 

 

70〈節錄臨江府實業學堂文告章程〉，《申報》，光緒32年1月13日（1906年2月6日）。 
71《申報》，光緒32年閏4月6日（1906年5月28日）。 

72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二輯下，頁2。 
73 〈江督為增收高等實業各學堂用費札甯學司文〉，《申報》光緒33年6月17日(1907年7月

26日)。 
74 〈定立京外各學堂收取學費章程〉，《東方雜誌》3年13期。 
75 〈學部工業學堂之擴大〉，《申報》光緒33年8月3日(1907年9月10日)。 
76 〈浙江道監察御史王侍御步沄奏請飭直隸山西山東河南陜西合辦實業學堂摺〉，見朱有　，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卷（下），頁9。 
77 〈皖撫恩飭藩司等照擬開辦農工實業學堂札文〉，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卷
（下），頁197-198。 

78 〈通咨各省措籌水產學校經費〉，《申報》，光緒32年6月24日(1906年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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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述，可以發現實業學堂經費的籌集是相當困難的，在各式新式教

育同時推行但資源卻相對有限的情況下，實業學堂因所費較繁，故常被列為

緩辦之列，即使學堂開辦，常年經費維持亦相當不易，如山東官立農桑學堂

原議由農工商務總局每年撥款，以作為常年經費，不過自開辦以來，從未進行

撥款，只能以其他公款暫代，致使教習、教具均無法備齊，影響教學甚深。79

江西公立中等農業學堂以租用民房做為校舍，每年租金需銀五百餘兩，造成

經費上極大的壓力，最後只能將學校轉為高等農業學堂的附屬學校，以省房

租及教員經費，否則學堂教育無法繼續。80在經費窘迫的情況下，還出現過中

央與地方互推經費的情形，如浙江蠶桑學堂欲改制為高等農業學堂時，地方督

撫以地方經費困竭，實無款項可撥，希望可以利用正開銷方式撥集經費，但

度支部認為教育經費應由地方自行籌設，不應列入正開銷，最後在藩司顏鍾驥

的堅持下，度支司才予以核准。81顯然中央與地方都為了教育龐大的經費開支

苦惱不已，成成實業教育推展過程中的一大難題。 

(二)商人與商會角色 

在官、民力量不足的情況下，民間團體的力量成為另一股重要的推動力

量，尤其是和實業學堂關係密切，經濟能力較佳的商人團體更是大家重視的

對象，在晚清實業學堂興設的過程中，商人及商會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事實

上，清廷在推動實業教育時，即有意借助民間的力量以為協助，尤其是商人的

配合。當時已有人在報紙上呼籲商人積極參與教育活動： 

近以我國整厘學務，凡官立、民立諸學堂一時尚難完備，即教育未能普

及，亟宜輔以商立，設法醵金，急謀進步，以補官立、民立不足。82 

 
79 〈京外學務報告〉，《學部官報》56期。 
80 〈咨覆贛撫〉，《學部官報》99期。 
81 〈浙江巡撫增韞奏浙省附郭設立高等農業學堂經費作正開銷摺〉，《學部官報》123期，
京外奏牘。 

82 〈論滬商各業宜興學育才以防禦商戰〉(光緒31年11月9日)，見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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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後，官商關係更形密切，清廷頒布《商人通例》、《公司律》等法

令，以保護工商發展，積極獎勵民營企業，光緒29年(1903)商部成立，頒布《商

會簡明章程》，積極鼓勵商人團體組成，以推展實業。清廷對於商人的保護與

扶植，一方面是為了保障中國的利權，一方面則是欲利用商人的力量以推行新

政，故在興辦實業學堂方面，也希望各地商會能廣為提倡、積極創設。83以天

津地區為例，光緒31年(1905)，直隸提學使發文照會天津商會，以天津為北洋

的巨埠，雖已有農工學堂，「獨商學尚付闕如，亦合埠巨商之恥也」84，故希

望天津商會能籌設商業學堂。同年，安徽蕪湖商務局也收到商部札諭，請其設

立實業相關學堂85。光緒32年(1906)，農工商部飭札全國商會，希望各商會能

「勸導本行商人，合力群策群力，籌辦學堂」86，明確地希望利用商人的力量

來推動新式教育。 

除了政府的積極鼓勵外，商人自身對於新式教育也相當投入，其原因主要

在於受整個環境思潮的影響，商戰與學戰觀在當時社會甚為風行，商人與西人

接觸甚繁，對於整個時代風潮也有較高的察覺度，所以願意投身於實業教育的

創設，如近代實業家經元善(1840-1903)就曾提及「振興農工，實富強之本」，

要興農工，則應先設農工學堂。87 

再者，商人自身即有人才培養的需要。晚清商人面對西方經濟的入侵以及

新的商業貿易形態，認為傳統學徒教育已不符時代需求，為能增進自身的競爭

力，培育新式人才刻不容緩。天津商會鑑於「自五洲互市，文化競爭以商戰實

                                                                                                                                             

料》第2輯(下)，頁30。 
83 參見章開沅、馬敏、朱英主編，《中國近代史上的官紳商學》（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

2000），頁502、504。 
84 〈直隸提學使天津府等為津埠應速立商務學堂及具體步驟事會銜照會津商會〉，《天津商

會檔案匯編(1903-1911)》，上冊，頁172。 
85 〈各省教育彙誌〉，《東方雜誌》，光緒31年2期。 
86 同前註。 
87 經元善，〈農工學堂起始辦法大略六則〉，見虞和平編，《經元善集》(武昌：華中師範
大學出版社，1988)，頁248-250。 



第二章 實業學堂的設置推行與困難 79 

以學戰，故培養商界後進，洵根本切要之圖也」88。蘇州商務總會章程也指出，

「泰西商人皆從學堂績學而出，不獨通文義、算術、歷史、地輿、製造見長也，

且能知各國之情勢」，89中國也應效法西方國家，積極興辦新式學堂。上海商

務總會也在其章程中規定，「本會日後經費充裕，應隨時酌議設立商務學堂，

以期造就人才，興起商業」90 

如果再進一步觀察晚清商人的特質，可以發現，晚清社會的「紳」與「商」

有逐漸融合的情形，在張仲禮對於清末紳士的研究中就指出，十九世紀末期

有許多的商人以捐官的方式買得職銜，而進入紳士階層，91另一方面，也有許

多士紳投資商業，因此兼俱商人的身份。92這批「商紳」或是「紳商」，均俱

有傳統士紳對於社會公益及文教事業的關懷93，正如張謇所稱的「言商仍向儒」

的特質，許多商人對於新式教育也會投注相當的心力，使商人辦學成為晚清

新式教育推動的一大力量。 

在商人自身需要以及清官方的鼓勵督促下，商人團體儼然成為實業學堂興

設的重要力量，如再參考表2-2-4，近代商會興辦的實業學堂約有30餘所左右，

這些學堂多是配合本業的需要，其中又以初等商業學堂或補習學堂為多，以

其經費較省、成效較快，故興設較多。 

 

 
88 〈直隸提學使天津府等為津埠應速立商務學堂及具體步驟事會銜照會津商會〉，《天津商

會檔案匯編(1903-1911)》(上)，頁172。 
89章開沅、劉望齡、葉萬忠主編，《蘇州商會檔案叢編》第1輯(武昌市：華中師範大學出版
社，1991)，頁729。 

90 嚴廷楨，《上海商務總會歷次奏案稟定詳細章程》，頁20。 
91 張仲禮著，李榮昌譯，《中國紳士—關於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的作用的研究》(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年)，頁27。 

92 張仲禮著，費成康、王寅通譯，《中國紳士的收入》(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
年)，頁139。 

93 見馬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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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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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4  清末民初商會創辦實業學校情形表  

校  名 創  辦  者 時  間 學 生 數 備   註 
中等商業學堂 天津商務總會 1906 120  
商業半夜學堂 直隸彭城鎮商會 1907   
實業補習學堂 直隸秦皇島商會 1906   
初等商業學堂 直隸高陽商會 1907 41 1910年改中等* 
初等實業學堂 蘇州商會紗緞業 1906 60  
初級小學 蘇州商會經緯業 1907 40  
梅里商業學堂 江蘇梅里商會 1906 40 附設補習班 
振華堂補習學校 上海商會洋布業 1905  附額20名 
振華堂英文補習學校 上海商會洋布業 清末   
振華義務學校 上海商會洋布業 清末   
豆米公學 上海商會豆米業 1906   
商船學堂 上海商會商船業 1906   
煙膏實業學堂 上海商會煙膏業 1906  1910年增設高等小學 
染業公學 上海商會染業 1907   
水木藝徒夜學 上海商會水木業 1907   
初等商業學堂 江蘇川沙商會 清末  繼續設立4所 
惟一學堂 長沙商務總會 清末   
銀行專科學校 通崇海泰商務總會 清末   
商業學校 通崇海泰商務總會 清末   
商徒啟智學校 江西商務總會 清末   
半日學校 常州商務分會 清末   
乙種商業學校 蕪湖商務總會 清末 20  
甲種商業學校 南昌商務總會 清末  附設初等小學 
啟智貧兒學校 南昌商務總會 清末 200  
寶貞貧女小學 南昌商務總會 清末   
商業函授學校 中華全國商聯會 1917   
商業補習學校 上海總商會 1922 94  
資料來源：虞和平，《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台北：東大圖書公司，民國84年)，頁229 
資料說明：上列表中所列的小學均設有工商業課程或實習，故也列入實業學堂之列。 

(三)民初實業教育經費的籌措 

晚清財政瀕臨崩潰，至民國成立，財政問題仍相當嚴重，其原因主要有

三：一是減政主義的推行，造成教育經費大幅縮減；一是因為稅制變革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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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育經費銳減；一是因為經費為軍閥挪用，讓教育經費無著。 

民國2年，財政總長賈士毅提出量入為出的減政措施，「惟有除軍政、外

交、司法、財政四者外，凡屬教育、政務、農林、工商、交通等政，其性質

上可歸諸自治團體，或私人辦理者，悉數屏除於國家行政之中，任其自然發

達，以免叢脞而節經費」94，是為減政主義之始。在此主義下，教育經費大量

縮節，民國2年至3年的中央教育財政預算由714萬餘元下降為327萬餘元，降

幅高達54%，造成教育推動的困難，又加以民國初年的稅制變革，更讓民初教

育經費雪上加霜。根據民國元年的〈財政部整理財政總計畫書〉，教育經費

應由中央經費和地方經費共同負責，民國2年，政府成立國稅廳，將稅款畫分

成國家稅和地方稅兩種，國家稅為中央行政所需，地方稅只要為地方自治所

用，開始施行兩稅法，各地教育尚可以地方自治經費推行教育，但袁世凱上

任後，取消了國地稅劃分方案，實施中央統收方式，地方經費多納於中央，

教育經費再次銳減，造成辦學上的困難。95 

民國4年，教育部提出全國教育經費預算案，咨行財政部後，被財政部削

減為原定數額的半數，當時教育總長湯濟武提出，教育經費數應至少與清宣

統3年所辦的預算經費相同，否則既辦學堂將難以持續。96當時教育部以各地

因減政主張而刪減預算，加上新稅制的推行造成教育發展的困難，故要求各

省調查教育經費的使用情形，以瞭解各省辦學上的困難，發現各省經費均相

當困窘，情況甚至比晚清時期惡劣，如奉天於民國2年時，省經費尚有100萬

元，後減至80萬，民國3年又減至40萬，民國4年則不到40萬，教員薪水皆減

少，教育有停頓之勢。97黑龍江省在清宣統2年時的教育經費約56萬4000餘元，

改建民國後許多學款被挪用，民國元年的概算數約36萬3000餘元，民國2年為

 
94 賈士毅，《民國財政經濟問題今昔觀》(台北：正中書局，民國43年)，頁21-22。 
95 賈士毅，《民國續財政史》，頁147。 
96 〈湯濟武經營教育之建白〉，《教育雜誌》7卷3號。 
97 《全國教育行政會議各省區報告彙錄》，奉天，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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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萬7000餘元，民國3年為39萬2000餘元。98山東省教育經費年約65萬元，和

晚清無太大差距，但多由專門學校轉用到中小學教育。99浙江省於民國3年的

教育經費約為66萬，民國4年的教育經費減為41萬元。100湖北省的教育則是一

落千丈，晚清時期，中央補助湖北學款約為50萬兩，民國後，鹽款提歸中央，

歲入銳減，加以旱潦蝗災，地方款項難以收齊，造成地方經費短缺，教育難

以推行。101吉林省於民國4年之前的省教育經費約為43萬元，4年改為28萬元，

5年為29萬元。江蘇省教育經費於民國2年時最充裕，後雖因兵事影響，但全

省收入尚有1600萬元，地方稅有800餘萬，內撥216萬尚可維持。後國稅擴充，

地方稅頓減至300萬，教育經費也因此減少，五年度實支115萬，僅能維持現

狀。影響較少者為四川，一是因為川省掌權者多為教育界人士；一是因為川

省財產多為田地房產，恢復秩序較快，故教育現況較能維持。102 

民國5年6月(1916)，政府恢復國家稅及地方稅分別徵收的方式，但財政總

長仍陳錦濤採用減政主義，加上地方軍閥割據情形日益嚴重，多經費均被挪

為軍事費用，教育經費更為縮減。以民國5年的國家支出來看，軍費高達中央

財政支出的37%，民國8年更高達44%，但教育經費卻始終只佔全國歲出的1%

左右，兩者相差相當懸殊，讓民國初年的教育經費問題遲遲無法有效解決。

參考表2-2-5。 

 

 

 

 

 
98 〈黑龍江巡按使復函〉，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民國編(上)》，頁207。 
99 〈山東巡按使復函〉，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民國編(上)》，頁207。 
100 〈浙江巡按使復函〉，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民國編(上)》，頁208。 
101 〈湖北巡按使復函〉，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民國編(上)》，頁208-9。 
102 《全國教育行政會議各省區報告彙錄》，四川，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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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2-5  民國歲出歲入預算案 (民國2年至民國8年 )         單位：萬元  

全國國家行政經費歲出 民國2年 民國3年 民國5年 民國8年 

外交 482 422 580 596 
民政（內政） 4081 4267 4568 4816 
財政 39499 5333 22418 17526 
教育 714 327 502 651 
陸軍 16169 13758 16731 20782 
海軍 898 481 814 937 
司法 1889 725 935 1032 
農商 7940 227 400 369 
交通 1061 193 164 174 
理藩部 106 113  
各機關費 2655 
償還公債 9856 12796 
國家行政費共計 64635 35702 47283 49576 
國家歲入預算 64635 38250 47283 49041 
教育費占中央財政歲出

經費之比 
1.1% 0.91% 1.06% 1.3% 

資料來源：商麗浩，《政府與社會：近代公共教育經費配置研究》(石家庄：河北教育出版社，

2001年)，頁106。 

 

整體教育經費縮減，實業學校的辦學也深受影響，如廣西因缺乏經費，

無法開辦甲種實業學校，專門實業學校更是付之闕如。103熱河省認為要求乙

種實業學校每縣各設一所，不僅無師資可用，也浪費經費，故緩辦。104山西

對於專門實業、甲種實業盡力經營，乙種實業則以各縣財力之不及，因地制

宜之不易言，適宜之教員不易得，畢業生之知識技不能應用，所以各縣多將

學校停辦或改辦高等小學。105安徽第二農業學校因為經費不足，所以將商科

停辦。106許多實業學校則因經費短缺，故不設實習場所，以節經費。107 

 
103 《全國教育行政會議各省區報告彙錄》，廣西，頁2。 
104 《全國教育行政會議各省區報告彙錄》，熱河，頁3。 
105 〈山西之政治與教育調查錄〉，《新教育》1卷8期(民國8年8月)，頁545。 
106 黃炎培，《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上海：上海商務印書館，民國3年)，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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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政主義、地方經費裁減等因素造成官方興學力量不足，私人力量本應

是要大力借助者，教育部也對於民眾興學抱持鼓勵態度，在民國2年6月時還頒

布民眾興學褒獎條例，按捐貲多寡頒予特獎、金質、銀質獎章等以為鼓勵。108

商人或商會也如晚清時期一樣，對實業教育會予以協助推行，如上海總商會設

商業學校；上海銀行學社設商業夜校等等，109但民國時期私立學校卻仍是驟

減的情形。因為政局變動及經費短縮的影響，常造成學堂生存不易，如私立

淮東實業學校在晚清還頗具規模，到民國後反因經費不敷，漸致衰微，最後由

該縣行政機關接收，規畫為乙種實業學堂始能延續。110此外，因當時學生仍多

喜入法政學堂，真有能力興學者也多設立法政學校以圖利，願意設立實業學

校者甚少，111在整體資源缺乏的情況下，實業學堂難以遍設、設備難以俱備，

也讓實業教育推行的成效有所折扣。 

 

                                                                                                                                             
107 《全國教育行政會議紀略》(上海：上海商務印書館，民國5年12月)。 
108 〈捐貲興學褒獎事項〉，《教育部行政紀要》，頁25。 
109 潘文安等編，《中國商業教育》(南京書店，民國22年)，頁17。 
110 〈視察阜甯縣各學校評語清單〉，《江蘇教育行政月報》第3號。 
111 〈湖北巡按使復函〉，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民國編(上)》，頁2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