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實業知識的傳授與成效 

實業教育除需硬體的建設外，更重要的是實際知識的傳授與運用。從師資

的培育、教材的編譯、學生的招收，種種環節均關係著實業教育的實質成效。

對於從未大規模設置實業學堂的中國而言，如何聘得具有專業知識的教師、取

得切合學生程度的教材，為教學上的首要問題。再者，實業學堂所授者為傳統

社會所輕視的農工商學，如何吸引學生入學又是另一項挑戰。本章從師資培

育、學生來源等問題切入，並以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南通各項實業學堂為例，

瞭解當時實際的授課情形。同時，也藉由畢業生的出路狀況，瞭解整體實業教

育興辦的成效，何以黃炎培會極力要求以職業教育取代實業教育？也是本章欲

進行討論者。 

第一節 師資與學生來源 

(一) 師資來源與培育 

1.晚清實業學堂師資培育辦法 

在實業學堂的師資方面，根據《奏定學堂章程》的規定，各級實業學堂教

員分為正、副兩等級，分由各大學堂、高等實業學堂畢業生或出洋學生擔任。

但如表3-1-1所列，這些符合資格教員都是「將來」形式，傳統中國未有興設

實業學堂的經驗，當下自然沒有適用的教員可供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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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  晚清實業學堂教員資格表  

 正教員 副教員 

高等實業學堂 以將來大學分科畢業考列優等及中

等及遊學外洋得有大學堂畢業文憑

暨大學堂選科畢業考列優等者充

選，暫時除延訪有各科學程度相當之

華員充選外，餘均擇聘外國教師充

選。 

以將來大學選科畢業考列優等及中

等，及遊學外洋得有大學選科畢業文

憑充選，暫時延訪有各科學程度相當

之華員充選 

中等實業學堂 以將來大學堂實科畢業及高等實業

學堂考列優等者及遊學外洋高等實

業學堂畢業得有畢業文憑者充選，暫

時只可以實業傳習所較優之畢業生

充選 

以將來高等實業學堂畢業考列中等

者及遊學外洋得有高等實業畢業文

憑者充選，暫時只可以實業傳習所其

次之畢業生充選。 

初等實業學堂 以曾入實業教員講習所及中等實業

學堂得有畢業文憑者充選 

以曾入實業教員講習所及中等實業

學堂得有修業文憑者充選 
資料來源：〈任用教員章程〉，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清末編》，頁394-395。 

 

為解決師資不足的困境，在《奏定學堂章程》中的〈實業學堂通則〉中

提出三項應對之道，一是聘用外籍教師以為應急；一是派學生出洋，學習後再

回國任教；一是在國內開辦實業教員講習所，自育人才。 

在清末新式教育推展的過程中，聘用外籍教師是相當普遍的情形。雖然

自強運動時期，中國就已採用此法，也深知聘請外籍教師有其弊端，但實業

學堂教育教授西方實學，傳統教育在師資缺乏的情況下，此為不得不然的作

法。 

在派遣學生出洋方面，清廷擬派兩批學生出洋，一批學習中等實業，以速

成的方式辦理，以期能儘速畢業回國，擔任初、中等實業學堂教員；另一批學

生則學習高等實業，但求完備，回國後可為高等實業學堂教員。1光緒34年

(1908)，清廷開始推動此項政策，將中學畢業且能通外語的學生酌送出洋，學

 
1 〈實業學堂通則〉，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清末編》，頁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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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實業，僅有學習實業的學生得以領取官費，且不得改就他科。2適時美國剛

好通過退還庚款及派遣學生赴美辦法，學部正好利用此機會，派遣學生出洋學

習。宣統元年 (1909)學部在〈會奏為收還美國賠款遣派學生赴美留學辦法摺〉

中就規定，派往美國的留學生「以十分之八習農、工、商、礦等科，以十分

之二習法政、理財、師範諸學」3，就是為了本國實業發展及實業教育培養人

才。只是，這些留美學生均在民國時期才學成回國，對晚清實業教育尚未能

有所助益。 

至於實業教員講習所，主要用於培養各類初等實業學堂及補習學校的師

資，也是被視為應積極推行的培養師資方式。4實業教員講習所主要採附設於

農工商大學或高等實業學堂之內，在高等學堂尚未開辦時，各省可先暫時特設

一所，5教員養成後應比照師範學生，盡義務六年。6除了專門設立的實業學堂

外，也令師範學生各自認習一科，亦可為將來初等實業學堂、實業補習普通學

堂、藝徒學堂教員之選。7 

2.實際師資情形 

上述為清廷擬訂的師資養成及聘用政策，而實際的聘用情形，可以根據光

緒33年(1907)學部的統計資料來加以討論。以圖3-1-1來看，當時全國實業學堂

教員有半數是本國學校的畢業生擔任，外國教習占7%，留學生占12%，尚未

畢業或是未曾入學堂修習者則約占29%。  

 

 
2 〈議覆御史俾壽奏請選派子弟分送各國學習工藝摺〉、〈奏定自費游學生考入官立高等〉，

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清末編》，頁508。 
3 本文轉引自田正平，《留學生與中國教育近代化》，頁9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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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實業教員講習所章程〉，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清末編》，頁339。 
6 〈實業學堂通則〉，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清末編》，頁39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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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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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 實業學堂教員資格比例圖 (光緒33年 ) 

資料說明：本圖是根據(清)學部，《光緒三十三年教育統計圖表》內之實業學堂資格背景資料

加以統計繪製而成。 

從這樣的比例來看，實業學堂師資仍多源於本國人士，但如再參酌表3-1-2

所列舉的各學堂師資教授科目，可以發現，外籍教員及留學生主要教授專門科

目，本國教員則以教授國文、歷史、體操等科目為主，比例上雖以本國畢業生

為多，但實際上卻是外籍教師及留學生扮演較重要的角色。 

從表3-1-2中也可以發現，在外籍教師中，日本教習的比例最高，這是緣

於當時中國的留日風潮，故有許多日本人應邀到華擔任教育顧問或教師8。根

據統計，日本教習的高峰點為光緒32年(1906)，時中國約有500-600名的日本

教習，這些日籍教師在各級學堂中多擔任理科和實科教習，在實業學堂者約

有80名。9 

另一項值得觀察的是，在下列學堂師資中，並沒有實業教員講習所畢業生

的出現。這是因為晚清高等實業學堂興設本來就不多，又受限於經費短缺，能

開設實業教員講習所者甚少。根據所見資料，當時僅有奉天中等農業學堂、浙

江中等農業學堂、惟精工業學堂、山東夏津縣的實業補習普通學堂附設有教員

 
8 中日甲午戰後，中國即開始注意日本此一國家，張之洞的勸學篇就積極鼓吹學生留日，日

俄戰爭後，此股習日風潮更盛，然因學生留日出現許多問題，如思想、紀律等因素，加以

國內新式教育逐步創設，故改以聘請外人為教習的方式以為因應。見汪向榮著，《日本教

習》(北京：新華書店，1988年)，頁61-62。 
9 蔭山雅博，〈清末　　　　教育近代化過程　日本人教習〉，見阿部洋編，《日中教育文

化教流　摩擦—戰前日本　在華教育事業》，頁8-9。 

在本國畢業者

52%

在外國畢業者

12%

未畢業未入學堂者

29%

外國人

7%
在本國畢業者

在外國畢業者

未畢業未入學堂者

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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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所，且是在宣統2年至3年間創設，無法適時發揮師資養成的功能。10也正

因國內師資培育進度嚴重落後，故當時許多學堂均有一師難求之嘆，一些專

門科目的教師，「即優定俸金聘之，正復不易」11，故學堂授課常有師資不足

或教師素質不佳的情形，在學部的調查報告中，常有希望各學堂深化師資的建

議，以提升實業教育的教學品質。12 

實業學堂師資中還有一項較為特別者，即是女子職業教育的師資多以女性

為主。因為傳統社會本就有嚴謹的男女之防，當時女子走出家庭進入學堂已

引起一些保守分子的非議，若再聘用男性教師，恐怕會流言四起，造成女學發

展的困擾，所以女子職業學校多以女性教員擔任授課工作。13再者，女子職業

學校程度較淺，所授又以蠶桑、絲織為主，女子教員反較男性較員能夠勝任。

如果女子學堂真欲聘男性教員，則以「德高望重者」較為恰當，以免造成社會

的誤解。14 

 整體而言，晚清實業學堂的教員是相當缺乏的，外籍教員所需經費較高，

一般學堂無力負擔；出洋學生又需花費時間學習，無法立即進入學堂授課；

加上國內實業教育初行，尚無能力進行師資的培育，終造成無良師可用的窘

境，對實業教育施行的成效也因此大打折扣。 

 

 

 

表3-1-2 晚清實業學堂教員出身及授課科目表  

 
10 見《教育雜誌》1911年4期、《東方雜誌》丁未11期、及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

第2輯(下)，頁179、203。 
11 〈上海金業公立商業學堂大事記〉，見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輯(下)，頁53-58。 
12 〈京外學務報報〉，《學部官報》44期。 
13 〈兩江學務處批常州溪山學堂瀝陳女學實在情形稟〉，《申報》光緒32年6月1日(1907年7
月21日)。 

14 〈論辦理女學堂之法〉，《申報》光緒32年5月11日(1906年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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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農林學堂教員出身調查表 

姓名 籍貫 出身 擔任科目 
高橋昌 日本 農學士 農學、理化 
陶迺方方土 浙江 委用訓導 通繹助教 
宇野家治 日本  博物 
周翼 

 

直隸 北京東文學社保定師範學生東文專修科畢 通譯助教 

小金龜次郎 日本  東文 
趙錚 甯武府 大學堂西齋預科畢業舉人 算學、圖畫 
張凌漢 趙城縣 舉人師範簡易科畢業生 國文 
朱濤 江蘇 上海龍門師範學堂畢業附生 體操 

直隸高等工業學堂教員出身調查表(宣統元年) 
姓名  籍貫 出身 擔任科目 
顧琅 河南 翰林院庶吉士 教務長 
卜郎 美國 大學畢 化學 
葛婁姆 美國 大學畢 機器 
袁翼 浙江 日本高等工業畢 化學製造 
松長長三郎 日本 美術學校畢 圖繪 
徐田 廣東 北洋大學畢 英算 
何賢樑 廣東 船政學堂畢 英算機器 
趙濟舟 浙江 日本師範畢 博物 
杜大麒 靜海 水師畢業 英算物理 
李鶴鳴 天津 附生 漢文 
王映庚 保定 舉人 漢文史地 
武鴻勛 廣東 日本體育會畢 體操 

直隸高等農業學堂調查表(宣統元年) 
姓名 籍貫 出身 擔任科目 
黃立猷 湖北 舉人，湖北農科 農業兼教務長 
范裕章 深澤 舉人 漢文兼齋務長 
梁奎齡 天津 北洋大學 英文 
王德涵 蠡縣 稟生 測量 
宋如璋 祁州 舉人 理財 
成振春 江蘇 日本農林畢 漢文 
高橋太吉 日本 日本蠶桑傳習所畢 蠶桑 
酒井親輔 日本 日本騎兵中尉 種藝 
米倉又記 日本 農學得業士 農學 
王蕃清 清苑 本堂本科畢 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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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杭 清苑 本堂本科畢 助教 
馬德潤  陸軍速成學堂 體操 

直隸保定商業學堂調查表(光緒33年) 
姓名 籍貫 出身 任教科目 

雨森良意 日本  教育長 
村木謙吉 日本 日本理財學士 商務學 
金井寬三 日本 日本法學士 商務學 
馬應圖 河間 舉人 國文 
王汝賡 河間 廩貢生 國文 
俞彭年 江蘇 上海聖約翰書院畢 英文 
丁岏 安徽 直隸優級師範東文專修科畢 東文 
張家騂   體操 
佟占元 直隸 武備師範畢 珠算 
楊承樹 江蘇 電報學堂畢  筆算 
劉濤 直隸 北洋陸軍速成學堂醫官 礦學 

山東省城農林學堂教員調查表 
姓名 籍貫 出身 擔任科目 

鄭辟彊 浙江嘉善 浙江蠶桑學堂畢業生  
單朋錫 山東高密 揀選知縣  
薛維庠 山東沂水 日本畢業生  
徐樹人 山東肥城 日本畢業生 東文翻譯兼體操 
段蔭遠 山東蘭山 日本畢業生  
谷井恭吉 日本 農學士  
福井寬 日本 日本札幌學校農藝科畢業  
川上精一 日本 東京農科大學林業實科畢業  

江西實業學堂教員調查表 
夏敬恂  候選訓導 修身、歷史、國文 
齋籐豐善 日本 林學士 理化、博物、算學、農林 
王濂源 浙江鎮海 曾習理化學 理化 
馮尚泰 湖南湘潭 廩貢生 輿地 
曾伯沅 江西吉水 日本專門語言學校畢業生 東文 
熊桂森 安徽潛山 南京東文學校畢業生 翻譯 
朱璜 江蘇江甯 南洋陸師學堂畢業生 體操圖畫 
蔡國華 湖北監利 日本宏文學校畢業生 博物、音樂 
資料來源：見《學部官報》21期、71期；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輯(下)，頁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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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初的師資培育與聘任 

民國教育部對實業學校教師資格及聘任也有其規定，其主要來源有四：

一是外國畢業的留學生；一是國內大學或專門學校畢業生；一是實業學堂畢

業生；一是師範學校畢業生，詳細內容可參考表3-1-3。晚清為培育實業學堂

師資所設實業教員講習所則未再設置，但晚清各級實業學堂或師範學堂畢

業，且經學部及該主管官所核准者，也得有充任各項教員之資格；在實業教

員講習所完全科畢業者，得為甲種實業學校教員。在簡易科畢業者，亦得暫

充乙種實業學校教員。此項命令是讓晚清的實業學堂教員及畢業生得以繼續

為民國實業教育所用，以補師資不足之問題。 

表3-1-3 民初實業學校教員資格表   

專門學校 1.在外國大學畢業者； 

2.在國立大學或經教育部認可之私立大學畢業者； 

3.在外國或中國專門學校畢業者； 

4.有精深之著述經中央學會評定者。 

具有上列各款資格之一，且曾充專門學校教員一年以上者，得充校長。 

甲種實業學校 1.在國立專門學校畢業者； 

2.在外國專門學校畢業者； 

3.在高等師範學校畢業者； 

4.在教育部認定之公立私立專門學校畢業者；

5.有中等學校教員之許可狀者； 

6.在甲種實業學校畢業，積有研究者。 

乙種實業學校 1.在甲種實業學校畢業者； 

2.在師範學校畢業者； 

3.有高等小學正教員或副教員之許可狀者； 

4.在乙種學校畢業，積有研究者。 

甲種實業學校資格第六款及乙

種實業學校第四款之資格，因程

度較低，必須先任副教員三年以

上，才得任為正教員。實業補習

學校教員依乙種實業學校教員

資格，但其補習學業有甲種程度

者，其教員資格亦依甲種實業學

校定之。 

 

資料來源：《公立私立專門學校規程》，見《中國近代教育史資料匯編‧高等教育》，頁462-463。
《實業學校規程》，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3輯(下)，頁184。 

 

不過，民國實業教育開辦不久後，教育部就發現現行師資及高等教育畢

業生仍不足以應付實業學校的師資需求，尤其是甲種農工業學校的師資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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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覓。為解決此問題，教育部最後仍決定設立實業學校師資養成所，只是獨

立設置所需經費龐大，所以採取附設於實業專門學校的方式以節開支。民國4

年，教育部根據晚清實業教員養成所的設置辦法，頒布了《實業教員養成所

規程》，其中規定實業教員養成所以造就甲種實業教員為宗旨，實業教員養

成所分成農業教員養成所、工業教員養成所兩種，養成所應附設於性質相當

之專門學校內，其經費由省款支給之，其設立及處數由省行政長官視地方情

形定之。學科目得參照農業專門學校、工業專門學校規程辦理，但須酌加教

育學、教授法諸科目。學生不納學費，四年畢業，畢業後須於本省服務三年

以上。15只是此規程頒布後，各省遵辦者少，民國5年福建、湖南兩省各成立

一所；民國6年，教育部於北京成立一所，其它各省並未見相關學校的設立。

16 
在實際上的師資來源，因為缺乏全國性或大規模性的統計資料，故很難

一窺當時師資來源的全貌，現以師資統計資料較為完整的江蘇第二農校及浙

江甲種農業學校來進行瞭解。 

 

 

 

 

 

 

 

 

 

 

 
15 〈實業教員養成所規程〉，見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3輯(下)，頁196。 
16 〈全國實業學校事項〉，《教育部行政紀要》(台北：文海出版社影本，民國75年)。 



94 追求富國裕民：清末民初中國實業教育研究(1904-1922) 
圖3-1-2 江蘇第二農業學校及浙江甲種農業學校師資情形統計圖  

江蘇第二農業學校

國內大學專

門學校

20%

中學

4%

師範

4%

其它

13% 留日

9%
實業學校畢

業後留日

9%

實業學校

41%

浙江甲種農業學校

留日

22%

實業學

堂畢業

生

37% 師範

3%

國內高

等學校

20%
其它

18%

 
資料來源：本圖根據《江蘇省立第二農業學校十年概況錄》中之〈現任教職員一覽表〉及《浙

江省農業學校十週紀念刊》之〈現任教職員一覽表〉資料統計繪製。 

 

從圖3-1-2來看，可以發現兩校的師資多來自實業學校的畢業生及留日學

生，兩校均不見外籍教員的身影，曾於浙江省立甲種農校就讀的沈宗翰17就提

及，其於民國2年入學時，該校校長吳庶晨、教務長余良模，均為日本甲種農

業職業學校畢業生，英、算、理化、博物教員多為杭州高等學堂畢業生，18由

此可見晚清開始的新式人才培育已開始發揮其成效，逐漸取代外國教習的地

位。只不過這些國內培育出來的學生卻也常有不適任的情形發生，有些實業

學校畢業生雖有專業知識，但卻不懂教學的辦法；師範畢業生則是實業的相

關能力不足，造成教學生的諸多問題，如江蘇許多農業學堂，因師範畢業生

對於農業不熟，很多課程根本很難勝任；19奉天公立工業專門學校校長，本身

 
17 沈宗翰(1895-1980)，浙江餘姚人，曾於浙江省立甲種農校及北京專門農業學校就讀，1926
年赴美國康乃爾大學攻讀農學，學成回國後即投身農業教育，並於1936年組織「中央農業
試驗所」。政府遷台後，開始積極從事台灣地區農業發展，並曾任台灣農業復興委員會主

委。 
18 沈宗翰，《克難苦學記》，頁37。 
19 《江蘇第三次省教育行政會議彙錄》(民國7年9月)，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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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師範畢業生，雖具教育訓練，但因工業知識不足，很難帶領該校發展。20

為解決此問題，在民國6年的全國實業校長會議中提出改造實業教員之法，認

為現有教師應擇一、二科目，分赴國內、外實習場或工廠進行實地的研究與

練習，且應組織實習教授研究會，聯合同類各校共同研究，以收集思廣益之

效。對於實業學校畢業生也應加以養成，選擇專門或甲種實業學校畢業生之

成績優秀者，派赴國內外場廠練習工作，專攻技能，修畢後有專任本校實習

助教之義務。特別的是，此次會議擬定的師資培育辦法中還包括了模範職工

的養成，農工各業學校附設職工養成所，招收有經驗之農夫、工匠、教以應

用知識及技能，畢業後擇優留校為模範職工或技手，以供校校實習場廠之臂

助。此案主要是在深化師資的教學方法及強化教員實習教學的能力。此外，

在民國7年6月教育部抄發的《全國教育會聯合會職業教育進行計劃案》中，

「師資培育」一項中擬定，高等師範學校應酌設關於職業教育之專修科，並

於第二部兼收甲種實業學校畢業生，甲種實業學校及實業專門學校附設實業

教員養成所。此辦法主要是要讓實業學生能習得教育知識，師範學生亦能有

實業知能，讓兩系統培育出來的人才均能進行更為優質的實業教育教學。 

(二)實業學堂學生的招收 

1.晚清實業學堂的入學資格 

在學生入學方面，《奏定實業學堂章程》中對於各級實業學堂的招生資格

均有所規定，高等實業學堂以招收中等學校畢業生為主；中等實業學堂則以

高等小學堂畢業生為招收對象，初等實業學堂招收初等小學畢業生。至於實

業補習普通學校則是針對以已實際從事實業工作者為主；藝徒學堂則是以對

從未進入學堂接受過教育，但對實業有興趣者為招收對象。各實業學堂學生

 
20 〈教育部視察奉天公立工業學校報告書〉，《教育公報》4年6期(1917年4月)，報告，頁36。 



96 追求富國裕民：清末民初中國實業教育研究(1904-1922) 
的入學資格可參見表3-1-4。 

表3-1-4 清末各級實業學堂學生入學資格及修業年限表  

 入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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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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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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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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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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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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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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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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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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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等農業學堂 畢業於初等小學者 每星期鐘點視學科為差，三年畢業。  

初等商業學堂 畢業於初等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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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星期三十鐘點以內，二年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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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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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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定期，至多四年為限  

資料來源：《奏定初等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奏定藝徒實業學堂章程》、《奏定實業補習

普通學堂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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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輯(下)，頁35、38、、40、64、98。 

 

以上為章程中對招生的規定，但在學制初行時，符合入學資格者甚少，為

了推廣實業教育，許多學堂都對學生入學資格採彈性方式，只要在限定的年

紀內，並通過該學堂的入學考試，品性表現亦優良者，即使資格不符，仍可

入堂就學。如唐山路礦學堂招選學生是不論資格，只看程度，只要通過入學

考試即可入學堂就學；21雲南農業學堂採取「從寬節取」的方式，以便吸引更

多的學子入學22，甚至有隨考隨即插班的情形，方便考生。此外，為恐學生因

學年太長而不願前往就學，章程中也有修業可視情形縮短年限的彈性政策，

 
21 〈學部會奏查明唐山路礦學堂罷課情形摺并酌擬整頓辦法摺〉，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

史料》第2輯(下)，頁162。 
22 〈雲南省會農業學堂章程〉，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輯(下)，頁79。 



98 追求富國裕民：清末民初中國實業教育研究(1904-1922) 

不但可以求速成，且可增加強學生入學意願，23如雲南省會農業學堂，將預科

縮減為一年，本科縮減為二年，計三年得以畢業，24河北中等蠶桑學堂亦採用

相同方式辦理；25山東兗州初級農業學堂其中一班學生，畢業年限由三年改為

兩年。26此外，部分學堂也會以低學費或免學費的方式來招生，如上海高等實

業學堂就採取此種方式，讓許多學子前往就讀，凌鴻勛即是一例。宣統2年(1910)

凌鴻勛自廣州中學畢業，適時上海高等實業學堂於廣州招考四十名官費生，

由省府補助學堂每生每年銀二百兩，學生不須繳納學膳宿一切費用，此項優

惠吸引凌鴻勛前往一試，結果以廣東第一名考入，對於家境不甚優沃的凌鴻

勛來說，這是不能放棄的機會。27 

彈性招生為各學堂的普遍現象，但各學堂也常依其經費來源，針對特定

對象進行保護政策。如果經費是由各省提撥興設者，就以該省學生為主要招

收對象，再酌量招收它省學生。28學堂經費來自商界者，其子弟入學也常享有

名額上的保障，如常郡油業私立初等商業學堂以商業子弟為其主要招收對象，

而且「經費既歸油業獨認，擬專招油業子弟八十名公費生，另招別業子弟四十

名曰自費生」29，上海金業公立商業學堂是由金業公立小學堂改辦，其目的在

於「培植本業子弟及其他商人子弟」30；鎮江絲業公會所設學堂專招同業各商

 
23 〈咨覆安徽巡撫劄行安徽學司阜陽縣初等農業學堂不得援引節縮期限辦法學鞥年齡准變通

辦理文〉，《學部官報》，128期。 
24 〈雲南省會農業學堂章程〉，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輯(下)，頁79。 
25 《東方雜誌》1905年第3期，教育。 
26 〈試辦兗州初級農業學堂詳文〉，見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輯(下)，頁46。 
27 凌鴻勛，《凌鴻勛年譜外紀》(台北：中油油花出版委員會，民國70年)，頁4。 
28 〈皖撫咨送農工實業預科說略〉，《學部官報》。 
29 〈咨農工商部湖南巡撫劄湖南學司據湖商務總會呈稱以油業陋規興辦初等商業學堂應由該

府查明辦理文〉，《學部官報》，138期。 
30 〈上海金業公立商業學堂大事記〉，見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輯(下冊)，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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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31其他如天津商務總會設立的半夜學堂、安徽省的商務半日學堂、四川

巴縣商務學堂、北京商業半日學堂、山東東牟公學設商業中學班、江蘇金業公

立商業學堂等均以商人子弟或學徒為主。32商人對實業學堂的挹助，保障了其

子弟的入學資格，同時，商人為培養後進以承其業，也願意將子女送入新式學

堂內。此種將子女送往各式商業學堂、實業學堂而非傳統私塾或設館延師，可

謂是近代紳商觀念變遷的最佳體現33。 

2.畢業獎勵辦法與流弊 

雖然清廷對招生採取彈性政策，但一般民眾對於新式學堂多抱持著觀望

的態度，尤其在科舉未停之前，招收學生更為困難。為使學生有入學動機，

清廷制定了新式學堂《各學堂獎勵章程》，對於通過考試的新式學堂畢業生授

予功名，並給予升學或任官機會，利用傳統功名和新式學堂結合的方式，讓社

會群眾願意入堂學習。在實業學堂方面，根據規定，高等實業學堂畢業者可

取得舉人資格，可任知州、知縣或州同等官職或是擔任教員；中等實業學堂

畢業者，給予貢生資格，可任官或是選擇繼續升學。(詳見表3-1-5)光緒34年

(1908)，清廷以高等小學堂以上學生畢業均訂有獎勵章程，初等實業學堂學生

畢業卻無所獎勵，為提高實業學堂畢業生的待遇和社會地位，增強學生的入

學動機，增訂初等實業學堂獎勵辦法，初等實業學堂畢業生，最優等為廩生，

優等作為增生，中等作為附生，下等作為佾生，34以此實業學堂畢業生的獎勵

更為全面完整。 

 

 
31 《申報》，光緒33年6月15日(1907年7月24日)。 
32 參閱各期《東方雜誌》之〈各省教育彙誌〉。 
33 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頁267。 
34 〈奏增訂初等工業學堂課程及初等實業學堂獎勵章程〉，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

資料‧清末編》，頁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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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5 清末實業學堂畢業生畢業獎勵辦法  

 高等實業學堂畢業獎勵 中等實業學堂畢業獎勵 

資格 三年畢業，程度與高等學堂同 三年畢業，程度與普通中學堂同 

考列最優等者 作為舉人，以知州儘先選用，令充中

等實業學堂教員、管理員 

作為拔貢，升入高等實業學堂肄業(比照中學

堂例)，不願升入者，以州判分省補用，即不

能作為拔貢，給以畢業執照，聽自營業 

考列優等者 作為舉人，以知縣儘先選用，令充各

中等實業學堂教員管理員 

作為優貢，升入高等實業學堂肄業，不願升入

者，以府經分省補用，即不能作為優貢，給以

畢業執照，聽自營業 

考列中等者 作為舉人，以州同儘先選用，令充各

中等實業學堂教員、管理員 

作為歲貢，升入高等實業學堂肄業，不願升入

者，以主簿分省補用，即不能作為歲貢，給以

畢業執照，聽自營業 

考列下等者 令其留堂補習一年，再行考試，分等

錄用，如第二次仍考下等，及不願留

堂者，給以修業年滿憑照，令充各高

等實業學堂管理員 

令其留堂補習一年，再行考試，分別按等辦

理，如第二次仍考下等，及不願留堂者，祇給

以修業年滿憑照，聽自營業 

考列最下等者 給考試分數單 給考試分數單，均聽自營生業 
資料來源：〈各學堂獎勵章程〉，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清末編》，頁402-404。 

 

雖然清政府以功名獎勵吸引學生入學，但在科舉未廢之前，學堂畢業獎勵

尚無太大吸引力，大多士子仍心向科考，直至光緒31年(1905)，科舉停辦，士

子乃轉往新式學堂求學，以取得功名，清廷也比照舊科舉方式，發予畢業生執

照，使其出身有俱。35光緒33年(1907)，清廷明定，欲擔任官職者必須以學堂

出身為正宗36，此舉讓更多民眾走進新式學堂，期在新學堂裏求個舊功名。 

學部對實業學堂的積極推廣及獎勵章程的影響下，進入實業學堂就學者

日多。從圖表中可以發現，實業學堂學生是呈現每年遞升的情形，尤其受科

 
35 〈奏定學堂畢業請獎學生執照章程摺〉，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清末編》，

頁501。 
36 〈會奏限制調用人員辦法摺〉中規定：專門、高等學堂以上畢業生，經過考試後，可授予
職位。未經考試，且原來沒有官階的畢業生，將文憑送交學部，經到差兩年後，在京師者，

可獲主事或以七品小京官學習行走職銜；在外各衙門，則以知縣試用，至學習期滿、甄別

後奏留補用。未畢業之學生，可由各衙門隨時考選，以八九品官委用。文見多賀秋五郎，

《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清末編》，頁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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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停辦影響，光緒32年及光緒33年學生入堂成長速度最快，光緒31年的全國實

業學生人數為1,251人，至光緒32年躍升為4,355人，光緒33年時更達9,186人，

均是兩倍以上的成長。宣統元年(1909)全國共有16,649名實業學堂學生，其中

以實業預科的4,038人最多，這和多數學生尚未奠立普通學科的基礎有關。如

前文所述，凌鴻勛以官費生資格進入上海高等實業學堂，但因英文程度不佳，

故只能先進預科學習，待一年後才能正式進入本科。37在其他各類學堂人數方

面，農業學堂學生最多，工業學堂次之，這應是學堂設置情形有關，而非學

生的志向選擇後的比例分部。 

圖3-1-3 清末實業學堂學生成長趨勢圖 (光緒28年至宣統元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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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凌鴻勛，《凌鴻勛年譜外紀》，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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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6 清末實業學堂學生統計表 (光緒28年至宣統元年 ) 

 農業 工業 商業 
  高等 中等 初等 高等 中等 初等 高等 中等 初等 

實業

預科 
計 

光緒28年    100 100 
光緒29年 284 178  180 642 
光緒30年 429 295 28 217 969 
光緒31年 559 278 118 296 1251 
光緒32年 1384 1207 1104 660 4355 
光緒33年 459 1681 726 449 698 1653 0 754 863 1910 9186 
光緒34年 493 2602 1504 1184 1080 2381 213 635 619 2905 13616 
宣統元年 530 3226 2272 1136 1141 2558 24 973 751 4038 16649 
資料來源：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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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教育史》資料統計而成。 

 

不過，和普通學堂學生相比，實業學堂學生仍屬少數。以光緒34年(1908)

的學生人數為例，初等實業學堂學生人數和同程度的高等小學堂人數比約為

1：21；中等實業學堂和中學堂的學生人數比約為1：8；高等實業學堂和高等

學堂的學生人數比則是1：9左右，實業學堂學生比例仍顯偏低。38探究其因，

可以發現實業學堂雖放寬與多入學限制以利民眾入學，但其招生仍是相當困

難的。首先，實業教育須以普通學科為基礎，故招生時，須選擇有基礎的學

生，如果沒有基礎者，也必須先進預科修習後，實業學堂對於學生的要求讓

許多學生卻步。加上實業學堂的修業年限較普通學堂要長，但是其獎勵方式

卻是一致的，以取得功名的角度來看，普通學堂是條較方便的途徑，捨近求

遠而入實業學堂者較少，這是實業學堂招生時的困境。雖然清廷也曾針對實

業學堂學生的畢業年限提出修正，將所有實業學堂，除航海科及機輪科改為四

年畢業外，其餘學堂均統一為三年畢業。39如此，實業學堂的修業年限就和普

通學堂一致，藉以吸引學生入學，但成果顯然不盡理想。 

 
38 根據學部統計，當年全國的各類高等學堂人數(不含實業)為16,590人，高等實業學生約為

1,890人；全國中學堂學生為35,006人，中等實業學生約為4,317；全國高等小學堂學生93,579
人，初等實業學生約為4,404人。參見學部《光緒三十四年第二次教育統計圖表》中所列資

料。 
39 〈奏釐訂實業學堂畢業年限分別辦理摺〉，《學部官報》，1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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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獎勵實官本是新式教育推行的一大動力，但該項政策推行後卻發

生許多流弊，反而造成新式教育辦理上困擾。其實在〈畢業獎勵章程〉頒布之

時，即有官員深以為不妥，認為獎勵實官會造成「學堂與仕進混合」、「所學

非所用」等問題，所以應該只發文憑，不應授實官。40當時任學部總務司的張

元濟也認為，將功名與學堂相混是不甚妥當的作法，應該加以廢除。41然就在

此議方興時，當時主張獎勵學堂出身最力的張之洞剛好進入主學部，造成「部

員異常恐慌，自形紛擾，裁獎勵者亦更初議，但曰緩裁」42，廢除獎勵實官之

議乃不了了之。等到實際推動後，發現問題尤為嚴重。首先，為了廣招學生，

實業學堂常有隨招即插班入學的情形，不但造成學生程度不齊，且入堂年月不

一，對於日後獎勵也造成困難。43如山西農林學堂，於光緒34年為該校畢業生

請獎，但學部發現，請獎學生名單中，從光緒28年入堂到光緒30年入堂者均有，

其中有修業未滿三年者十人，學部認為不符規章，最後裁定不予以給獎。44 

學部為防範有學生利用插班方式，取巧速得獎勵，還要求各校將學生到校

時間報部，以做為日後畢業獎勵的考核。45有些學生則是給予學校當局好處，

甚至請監督私改名次，以取得較好的獎勵。46 此外，地方官浮濫請獎的情況

也經常出現。很多地方官都認為實業教育推行之初，與其它學堂有所不同，故

多從寬獎勵，以示提倡，故有各種規章外的請獎要求，如湖北高等農業學堂就

曾為預科畢業生請獎；47奉天農業試驗場附屬學堂速成班畢業生希望比照初級

 
40 《光緒政要》卷31。 
41 見關曉紅，〈張之洞與晚清學部〉，《歷史研究》2000年3期，頁87。 
42 〈學生獎勵緩裁〉，《盛京時報》1907年9月29日。 
43 〈咨覆贛撫公立中等農業學堂改為官立附屬高等農業學堂並改課程辦法文〉，《學部官報》，

99期。 
44 〈學部奏山西農林學堂畢業獎勵并限定中等農業畢業年限摺〉，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

史料》第2輯(下)，頁188。 
45 〈咨山東巡撫高等農業學堂辦法應由提學司調查報部文〉，《學部官報》，99期。 
46 《筆雄萬夫—葉楚傖傳》(台北：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75年)，頁12。 
47 〈奏湖北高等農業學堂預科第三班畢業學生請獎摺〉，《學部官報》，1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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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範學堂獎勵，48這些請獎案均被學部以資格不符加以退回。 

以上種種，可以看出當時學子汲汲於功名的情形，畢業後只願當官，不

願升學，完全喪失了實業教育培育人才以興實業的本意。種種弊端讓時人感

慨，「學堂獎勵，國家行誑，蓋名器之濫，權利之薄，較科舉時代而尤甚」49，

廢除獎勵實官之議也再次被提起。宣統元年(1909)，李家駒奏請將全國學堂獎

勵大加變通，應該只給文憑，不予獎勵。50當年，學部即在獎勵章程上做了限

制，凡二十五歲以下的中等實業學堂畢業學生，一律以升學為獎勵，不得改就

官職。51宣統2年(1910)，各省諮議局陳請停止學堂獎勵，其所持原因有三：一

是認為學堂獎勵政策是「國家懸官職以誘學生」利祿以誘，造成學生品格日

下；再者，造成學生所學非所用的問題；三是學生數額必會超過舊時科舉定

額，而「官吏之擁擠日甚一日，將鑽營奔競，其流弊不可勝言」52。宣統3年

(1911)，學部宣布，各學堂考試畢業者，均不給予實官獎勵，但進士、舉貢等

名稱仍然保留，所有中、高等學堂畢業學生均加某科進士或某科舉人53。清廷

已知獎勵實官之弊，也欲廢其制，但是舊功名仍需空懸於這些新式學堂的學

生身上，就像「穿洋裝的老八股」，54傳統價值影響之深可見一般，故民國成

立後此項政策完全被廢止，功名與學堂的關係才正式斷絕。 

圖3-1-4 獎勵實官諷刺圖  

 
48 〈咨覆東三省總督奉天巡撫農業試驗場附屬學堂速成班礙難比照初級簡易師範減等給獎

文〉，《學部官報》，93期。 
49 顧實，〈論普通教育與實業教育之分途〉，《教育雜誌》2年3期，言論，頁34。 
50 〈李學士奏請變通學堂獎勵〉，《申報》，宣統元年10月18日(1909年11月30日)。 
51 〈學部奏高等實業豫科改照中等實業功課教授並限制中等實業畢業改就官職片〉，多賀秋
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清末編》，頁660。 

52 〈資政院廢止學堂獎勵之意見〉，《申報》，宣統2年12月16日(1911年1月16日)。 
53 〈學部會奏酌擬停止各學堂實官獎勵並定畢業名稱摺〉，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

資料‧清末編》，頁693。 
54 古　，《現代中國及其教育》，頁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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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星期畫報》第46期。轉引自Sally Borthw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The 
Beginnings of the Modern Era,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3)p.142. 

  

3.民初實業學校招生情形 

民初實業學校的招生辦法主要是根據〈實業學校令〉規定來辦理的。甲種

實業學校招收高等小學畢業生或同等學力者，年十四歲以上，預科修業一年，

本科三年，得延長一年；乙種實業學校招收初等小學畢業生或同等學力者，年

十二歲以上，本科三年；實業補習學校須年在十二歲以上，有初等小學校畢業

之學力，或初小未畢業，已過就學年齡者。55至於實業專門學校則按照〈農工

商專門學校規程〉辦理，預科修業年限為一年，本科三年，且可為本科畢業生

設研究科，年限為一年以上。56民國元年至民國6年各級實業學校實際招收的

學生人數可參考表3-1-7。 

 

 

表3-1-7 民國初年實業學校學生人數統計表 (民國元年至民國6年 ) 

 
55 〈實業學校令〉，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3輯(下)，頁183-192。 
56 〈農業專門學程〉，《中國近代教育史資料匯編‧高等教育》，頁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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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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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26 10952 12738 11521 11500 9787 
工 5192 5455 5699 4706 3238 1692 
商 2539 3127 3637 4440 4827 3827 

乙種 

計 17257 19534 22074 20667 19565 15306 
農 4512 4698 4698 4659 4982 6365 
工 3128 3442 3207 3923 3436 4093 
商 1829 2116 1695 1969 2106 2598 

甲種 

計 9469 10256 9600 10551 7524 13056 
農 1341 1554 1274 1305 985  
工 2312 2394 2488 2558 1807  
商 1236 1034 987 940 680  

專門 

計 4889 4982 4749 4803 3472  
總計 31615 34772 36423 36021 30561 28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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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書中所列兩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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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列資料。 

 

從表3-1-7數字來看，民初實業學校學生多維持在三萬多人左右的規模，

和宣統元年全國實業學校學生約1萬6千餘人相比，呈現人數倍增的情形。當

然，因資料中缺乏宣統2年及3年的數字變化，故不能將增加的數字全歸為民

國的成長值，但從民國元年至民國3年的數字來看，學生數字仍是逐漸成長

的，至民國4年以後，才因政局變動，學生數字出現小幅下滑。 

再將實業學校學生數和普通學校相比，民國時期實業學校的學生則仍是

偏低的，以民國5年為例，當時乙種實業學生約有19,465人，同級的高等小學

校學生有328,270人；甲種實業學生有10,524人，中學校學生有60,924人，兩者

相差相當懸殊。專門實業學校學生有3,472，大學生有3,609人，看似相仿，但

當時法政學堂的學生卻有8,803人，為實業學校學生人數的兩倍以上，故整體

來說，實業學校招生情形並不理想。 

其實，民初實業學校招生其實是遭遇許多困難與挑戰的。民國剛成立時，

各校招生就曾出現過混亂的情形，許多晚清實業學堂的學生趁局勢混亂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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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入法政學堂，學堂也濫招資格不符的學生入校，讓實業學校教育產生危機。

鑑於當時學校招生亂象，教育部曾下令清查，但成效不得而知。57再者，教育

部發現，大多學生仍將甲種及乙種實業學校視為上下銜接的系統，所以出現

甲種實業學校的學生多為乙種實業學校的畢業生的情形，此和當初教育部將

晚清初、中、高等級實業學堂改為甲、乙種實業學校以造就不同層級實業人

才的本意相違。民國7年，教育部令甲種實業學校不得盡收乙種實業學校畢業

生，以改善此種招生不宜的情況。58 

實業學校招生面臨最大的困難是民眾根本不願進入實業學校就學。造成此

種情況的原因頗多，其較要者有幾。一是民國成立後，傳統功名已派不上用場，

各級學校取消畢業獎勵，民眾入學動力減少。一是因為當時實業學校多設於省

城，在省城外的學生入學不易，如山東的實業學校多為省立，「外縣招生較難」

59。且晚清實業學校畢業生多無出路，社會對其觀感不佳，如江西陶業學校學

生數不多，因為社會對其不重視，青年也不勝作工之苦，所以招生困難；60奉

天甲種商業學校畢業生可以發往官有各營業機關學習，但位置甚少，招生仍

不見起色，一般民眾對教育抱悲觀看法61。加上在校費用太大，據南京高等師

範農科所作調查，江蘇省的乙種農校每生每年在校費用最多者為六十元，最少

者亦有十數元，農民貧困，無財力供子弟入學。62種種因素影響下，造成學生

入學意願低落。 

為解決招生困難的問題，部分學校採不收學費的方式吸引學生入學，如

民國5年，奉天省立工業專門學校及甲種農業學校因招生不易，即以酌加公費

 
57 〈教育部通咨實行入學轉學辦法〉，《教育雜誌》5卷5號(民國2年8月10日)。 
58 〈教育部咨各省區甲種實業學校肄業生不得盡收乙種畢業生〉，見朱有　，《中國近代學

制史料》第3輯(下)，頁202。 
59 《全國教育行政會議各省區報告彙錄》，山東，頁3。 
60 《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第1集，頁112-114。 
61 《全國教育行政會議各省區報告彙錄》，奉天，頁3。 
62 鄒秉文，〈吾國乙種農業學校之現狀及其改進方法〉，《新教育》3卷1期，頁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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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以廣招學生；63山東、山西等地專門實業學校也採用此法。64在民國6

年教育部召開的全國實業學校校長會議中，廣西委員提出實業學校採公費方

式吸引學生入學的議案。該委員認為在偏遠省份的實業學校多設在省城，各

縣交通不便，造成招生產生困難。若採公費方式，一方面吸引學生，一方面

學生畢業後可於本省或地方實業機關工作，對實業學校推廣有所助益，故邊

區各省可以參酌實施。教育部後也根據此議，令各省實業學校以公費辦理，

以廣招學生。65只是此項政策實際施行的情形並無相關資料或學生入學統計數

來做為參考，故難以評估其施行成效。 

綜觀上述，可以發現傳統價值的深植與學堂課程的繁重均讓學生對實業學

堂缺乏興趣。雖然政府採用獎勵實官與官費補助的方式來吸引學生入學，但整

體成效並不佳，甚至因為這些政策而扭曲了政府培育另類人才的本意，在社會

經濟尚未轉型、傳統為官觀念仍濃的情況下，以進入實業學校為志業的學生是

相當少數的，畢業後投入實業界者也就更為稀少了。關於實業學校畢業生的出

路情況將於本章第三節進行討論。

 
63 《全國教育行政會議各省區報告彙錄》，奉天，頁3。 
64 〈教育部視察江西農業專門學校報告書〉，《教育公報》4年13期(1917年10月)，報告，頁

5-9。 
65 〈教育部通咨實業會議議決實業學生給予公費辦法〉(1918.2.4)，朱有　，《中國近代學
制史料》第3輯(下)，頁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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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課程規畫與實際授課 

(一)課程規畫與教材編定 

1.實業學堂的課程規畫 

晚清實業學堂的課程可以先以預科和本科兩大類別來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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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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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奏定實業學堂》規定，中等實業學堂預科的科目包

括修身、中國文學、算術、地理、歷史、格致、圖畫、體操，並可以加設外

國語。高等實業學堂預科則是除上述科目外，加設動物學、植物學、物理學、

化學、簿記、法學通論等專業基本課程，以為日後進入本科打下基礎。66 

進入本科後，課程可分成三大類型，一是普通科目，一是專業科目，一

是實習課程。普通科目和預科科目相仿，但程度較深；專業科目則視所入科

系有所不同，詳細資料可參見附錄一。除了課堂講授外，實業學堂也安排實

習課程，以供學生練習。 

在普通科目中，學部認為「除修身及中國文理外，餘可酌卻一至數科」67，

可見實業學堂教學仍深受「中體西用」觀念影響，認為所有科目或可縮節，

但中學絕不能偏廢。只是，在實業教育逐步發展的過程中，中、西學地位卻

開始出現變化，因為實業學堂的課程繁重，許多專業知識必須有良好的西學

底子，才能繼續精進，一般中國學生的西學程度不夠，必須花費相當時間在

西學的吸收學習，於在學堂授課時間有限的情況下，中西學很難並重，所以

 
66 《奏定初等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見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輯(下)，頁36。 
6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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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官員認為「學科宜行變通也，目前振興實業最為急務，招生既擇其中文明

順，則入堂後國文、修身、經史諸學皆可暫置」68。 

在基礎西學方面，又以外國語最受重視。實業學堂的知識多為外來學科，

均賴翻譯才能進行知識傳授的工作，但在翻譯過程中，極易發生錯誤或無法將

原意妥善譯出，故非知識吸收的長久之道，應該培養學生閱讀原文的能力，

才能正確學習西學。在學堂章程中雖設有外國語一科，但實業學堂初辦時並

未強制要求列為必修，直至宣統元年(1909)，學部認為實業教育興辦有年，學

生程度應較先前為高，所以各校均應教授外國語，使學生能直接學習外國知

識。在各國語言中，又以英文最為通行，所以各實業學堂應將英語列為必修科，

以使各科能夠更確實地學習。69宣統2年(1910)，學部明令各級實業學堂均應學

習英文，如果學科應兼習其他國家語文者，則兩者一併辦理，外國語正式列為

必修課程。70 

專業科目的安排上，《奏定學堂章程》中有相當詳細的規定，但如果全

部課程均設，功課會相當繁重，學生難以在指定年限內修畢，且因各地經費、

師資缺乏，許多學堂也難以照章開設所有課程，所以學部允許各學堂在開課

時，可以參考當地實際需要，酌量節縮，不必全部課程均設。 

到了民國時期，課程安排上較晚清略有增減，清代每週上課時數為30小

時，民國後則為將課程及實習時間做較明確的規定，關於實習及實驗時間，需

占總教授業時間五分之二以上，但在商業學校得酌量減少，主要就是希望各校

能確切實行實習課程。民初實業學校課程可參見附錄二。 

 
68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輯(下)，頁10。 
69 〈奏實業教育宜擇定外國語文並擬修改課程摺〉，《學部官報》，125期。 
70 〈學部奏實業教育宜擇定外國語文並修改課程摺〉，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

清末編》，頁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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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材編譯與使用 

在教材使用方面，因為新式教育推行未久，所以各式教材均相當缺乏。在

晚清〈學務綱要〉中對新式學堂所用教科書有所規範，認為在中國尚未編纂

適宜的教科書前，可以先採用譯本或是直接使用原文書以為教學所用，但在

使用這些教材時，教員須將文中與中國不相宜之字句刪節，以防止流弊。71實

業學堂所授課程多是西方學說，要覓得適用教材是相當困難的，所以大多的

學堂均採教員自編教材的方式，程度較高者，則直接使用西文書授課。不過，

因為清廷對於各學科程度並無明文規定，造成教員使用教材上相當大的困擾，

各校各行其事，將造成教學的進度、難易度、教學內容等極大的差異，各地

教學雜亂無序，難以銜接。學部也深覺學科程度及如何分年教授均應及時編

定，否則各處將會有所歧異，只是學部為於學校程度到底為何？何者適合自行

編纂，體例為何？何者適合採用譯本，採用何本為善？諸多問題學部似乎沒有

明確答案，只能要求各省提學使集思廣益。72 

宣統元年，學部對於實業學堂教材如何採用提出初步看法。學部認為高

等實業學堂除人倫道德、中國文學、歷史、地理各科外，均應採用英文課本並

以外國語直接聽講。至於中、初級學堂，化學電氣等科是中國較缺乏的知識，

可取用外國教材；染織、窯業、漆工等科是中國固有的，可以考察中國情形，

加上外國學理，編譯課本以為用。工業法規、農業經濟、商事法規、商業地

理等科就必需根據本國情形加以編訂。各教員編譯之教材應送部審核，以為

學堂之用。73學部此令只是將教材簡單分類，看何種課程可以採用西書，何者

應由國人自行編審，對於教材程度、編纂體例等仍置之不提，應是尚未對各

級實業學堂教授進度有所掌握，所以無法提出具體的意見，教材問題也因此

 
71 〈學務綱要〉，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清末編》，頁5。 
72 〈咨覆湘撫工業農業各學堂學科程度學年獎勵各項辦法文〉，《學部官報》，70期。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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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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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得到較完善的解決之道，直至民國成立，實業教育教材使用仍是雜亂不

一，無一定標準。 

(二)學堂實際授課情形 

關於學堂實際上課情形，因缺乏完整性資料，故本文僅以資料較全的上海

高等實業學堂及南通各類實業學堂為例，這些學堂為近代實業教育推行中頗

有成效者，為中國培育出許多現代科技人才，且資料保存較多，故以其為例，

以為近代實業學堂授課過程進行瞭解。 

1.晚清實業教育中心：上海高等實業學堂 

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的前身為南洋公學，該校是光緒22年(1896)年，盛宣懷

鑑於培養新式人才有其重要性，故以輪船局及電報局中撥款，於上海成立南洋

公學以教授新學。光緒29年(1903)，因學制推行，該校改為南洋商務學堂，光

緒31年(1905)，南洋商務學堂改隸商部，並改為商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光緒

32年又轉隸郵傳部，故又改名為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上海高等實業學

堂設有預科及本科三科，分別為鐵路科、電機科、輪船科。 

該校課程主要按照奏定章程規定加以設置，同時也參酌各國實業教育制度

加以編訂，對於中文教學也相當強調，尤其在唐文治擔任學堂監督時，因其

對國學相當重視，認為中文是一切學問的基礎，所以對學生的國文程度有相

當要求。74所以除平時課程外，星期天時唐文治會在學校大禮堂自備教材，教

授國文課，並每年舉辦一次國文大會考，以提升學生的國文能力。此外，該

校還創設國文研究會，「每當開會講經義與古文時，則座常為之滿」75，學生

對國文之熱忱由此可見。 

 
74 〈《交通大學校史》記教學情形〉，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輯(下)，頁144-145。 
75 陳容，〈南洋公學之精神〉，見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輯(下)，頁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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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國文外，上海實業學堂對於外國語也相當重視，預科每星期36鐘點

的課程中，有15小時的英語課程，比重之高，可見該堂對英文能力的重視。76

此外，唐文治還要求學生於課餘尚會留校補習英文一小時77，凌鴻勛憶及其在

校學習情況，除國文課外，其餘課程均用英文上課，剛入校時還因為英文程

度不佳，只能先入附科就讀，待英語能力提升後始升入本科。78也就是這樣的

嚴格要求下，該校學生「大都西文粗通」79，為其學習專業科目奠下基礎。 

在專門科目的教學方面，該校多採取專而深的方式，不用廣而淺的方式授

課。80上課時老師均用英文教學，並採用外國進口的西書，如向美國麻省理工

學院和哈佛大學購來成套教科書，以求學生素質達到歐美大學生水準。81不過

該校教員覺得西書仍有不敷使用之感，所以該校也對西書進行翻譯或自行編纂

教科書，以方便使用。82 

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對於實驗和實習相當重視，實習課程安排在整個教學環

節中占有很大的比重，例如鐵道科學生的鐵路測量課程，教師每講授3小時，

便安排4小時的實驗時間，學生臨近畢業時還要進行畢業設計，具體設計一條

鐵路線，通過後才予以畢業；航海科的學生，三年在校學習各類航海理論知識，

第四年即赴輪船招商局實習。為讓實習課程順利推展，該校設置有鐵道測量儀

器室、金工廠、木工廠、電機實驗室等，以為學生實驗練習之用。除校內實

驗外，尚有校外實習。宣統元年(1909)，該校鐵路科進行第一次校外測量實習，

實地練習各種測量方法，以將課堂所授知識活化，使學以致用。83 

 
76 見〈商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章程〉，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輯(下)，頁126-127。  
77 唐文治，〈正課以擬添設西文補習課〉，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2輯(下)，頁146。 
78沈雲龍訪問，林能士、藍旭男紀錄，《凌鴻勛先生訪問紀錄》，頁10-11。 
79 《交通大學校史資料》第1卷，頁62。 
80 福開森，〈南洋公學早期歷史〉，《交通大學校史資料選編》第1卷，頁35。 
81 陳貽芳，〈馳名珠外的上海交通大學〉，《上海文史資料》59輯，頁77。 
82 《交通大學史資料》1卷，頁289。轉引自陳先元，〈先師風範名校風采—盛宣懷與上海交
通大學〉，見陳先元、田磊《盛宣懷與上海交通大學》，頁37。 

83 〈郵傳部高等實業學堂鐵路科第一次校外實習概況〉，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



114 追求富國裕民：清末民初中國實業教育研究(1904-1922) 

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的教學是相當嚴謹的，規定教員每講完一章即考試一

次，歷次小考平均即為該科學習成績，對於成績差的學生則予以補習，但因

要求嚴格，學生留級情形相當多，「每當暑假總有不少同學留級，特別到三

四年級時更多」，例如宣統元年(1909)錄取14名插班生，至民國元年(1912)能

夠畢業的只有8名，學堂要求之嚴格可見一般。84 

學堂內的功課雖然繁重，但該校校園生活是非常精彩的。上海高等實業

學堂規定學生一律住校，學生每月繳交六元的膳費，學校即供應三餐，「早

餐除稀飯以外也有點或炒麵，午晚兩餐不少肉食，故學生都很滿意」85。學生

在校，除修習功課外，也常從事體育活動，該校對體育是相當提倡的，在南

洋公學時期，學校即宣布，「體育一事與中西各課一律并重」，所以學校內

有各類的球類運動，並在光緒25年(1899)舉辦第一次運動會，為近代中國的第

一場運動會。86到唐文治主校時，對體育仍相當提倡，該校還曾組過足球隊和

聖約翰、南洋、滬江、南京的金陵大學、蘇州的東吳大學等華東五校進行比

賽，最後取得冠軍，該事直為許多該校校友所津津樂道者。87此外，該校還教

授操槍課程，當時學校由上海製造局領有步槍200支，配有若干子彈，學生平

時就以此做為上課器材，宣統二、三年(1910-1911)，校方還帶領學生到蘇州

郊外進行實彈練習，此種練習連當時的新式學堂中也是相當少有的。88以此觀

之，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的教學不僅限於學生智識的培養，對於學生體能的訓

練也相當重視，也讓學生在繁重的功課壓力下，也得以享有輕鬆活潑的校園

生活。 

                                                                                                                                             

二輯(下)，頁147。 
84 《交通大學史資料》1卷，頁289。轉引自陳先元，〈先師風範名校風采—盛宣懷與上海交
通大學〉，見陳先元、田磊《盛宣懷與上海交通大學》，頁17-18、24。 

85 凌鴻勛，《七十自述》，頁17。 
86 王道平，〈交通大學半世紀體育風雲〉，見陳先元、田磊《盛宣懷與上海交通大學》，頁

224-225。 
87 見周浩泉，〈回憶南洋公學十二年〉，見陳先元、田磊《盛宣懷與上海交通大學》，頁206。 
88 凌鴻勛，〈交通大學十年憶舊〉，見陳先元、田磊《盛宣懷與上海交通大學》，頁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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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等實業學堂以「保存國粹，講求實業」為教學準則89，對中西學均

相當重視，且知識與運用並重，對於學生的學習也毫不馬虎，近代中國許多

傑出的工程技術人才均由此出，如發明中文打字機的周厚坤、設計組裝無線

電台的張廷金、建築鐵路的凌鴻勛等等，在晚清推展的實業教育中，該校可

算是最有成效者。 

2.民國時期實業學校的典範：南通各類實業學校 

在民初實業教育辦理最全、最有成效者當屬張謇在南通創設的多所實業學

校。甲午戰敗，張謇目睹國家陷入危亡之境，即開始尋找中國自強之徑，其中

實業與教育發展深為張謇所重，有「教育與實業相迭為用」、「父教育、母實

業」的想法，認為教育可為實業提供人才，實業發展則可提供資金以利教育

發展。光緒21年(1895)，張謇開始投入南通各項實業及教育發展工作，在實業

方面，先後創辦了大生紗廠(1895)、墾牧公司、大生輪船公司、大達小輪公司、

上海大達輪步公司、資生鐵冶公司、大興麵粉廠(1902)、廣生油廠(1902)、大

隆皂廠(1902)、阜生蠶桑染織公司(1903)等等。在教育方面，張謇認為興學應

有其次第，發展教育的第一步是要進行師資的培育，所以於光緒29年(1903)創

設了南通師範講習所，於內設置了農科、測繪、蠶桑、土木科，為日後的實業

教育打下基礎。1905年創立了吳淞商船學校、1909年創立通海五屬中學，並於

其中設立了初等商業學校、銀行專修科，開始實業人才的培育。光緒28年（1902）

張謇創設墾牧公司，並於其中附設農學堂，該校於光緒32年(1906)歸併於通州

師範學校農科，後又獨立建制。 

在大生紗廠發展的過程中，張謇發現中國技術人才是相當缺乏的，致使該

廠常需聘用外籍專才，甚至有受其鉗制的情形，以致張謇有「下走從事紡廠者

 
89 盛毓度，〈我祖父創辦南洋公學的經過〉，見《上海文史資料選輯》59輯(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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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有八年，以是為恫恫者亦十有八年矣」之嘆90，故於民國元年(1912)成立了

南通紡織專門學校。該校以美國費城紡織學校畢業生黃秉淇主持，主要目標即

是在培養本國人才以為紗廠所用。該校內開紡織、電工、機械三班，並設染色

實習所。教學多按照章程辦理，除圖畫、算學參以中文講義外，其餘各科均用

英文講義，口授則仍用中文。專科教員多英美留學生，但教員常因薪水微薄

而離職，造成教學上的困難。該校特重棉紡織，絲織還另聘專門人員教授，

校內設有化學、漂染、紡紗、鐵織機、木織機等學習工廠，以為學生實習之用，

化學室設備雖不甚完全，但甚有條理。畢業學生得以在紗廠實習，整體而言，

辦學態度與教學情況均佳。91 

圖3-2-1 南通紡織學校實習圖  

 

 

 

 

 

 

 
資料來源：南通友益俱樂部編，《南通實業教育慈善風景附參觀指南》(上海：商務印書館，

民國9年12月)。 

 

南通紡織學校從創校到二○年代，共培育八百多名畢業生，遍布通海地

區、上海、漢口、天津、無錫等地。民國10年時還發生一起讓張謇引以為傲的

事情。該年大生紗廠向外國所訂的機器運抵南通，並請英國工程師進行安裝，

 
90 張謇，〈南通紡織專門學校旨趣書〉，見《張謇全集》4卷，頁130。 
91 〈教育部委託羅聽餘視察南通私立紡織專門學校報告〉，《教育公報》4年15期(1917年11
月)，頁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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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洋人以招待不周為由拒絕安裝，故轉請該校畢業生擔任此項工作，這些畢業

生在沒有洋人協助的情況下，獨立完成了大生三廠全部紡織新機的排車設計和

安裝工程，且試車效果良好，此讓張謇深感欣慰，也顯示其實業人才培育工作

有其成效。92南通紡織學校畢業生有入穆藕初的慎昌洋行擔任工程師翻譯；有

入恒豐養成所；青島的華新紗廠，鄧禹聲任工程師；大生一廠、三廠均有校友；

山西的晉生、晉華、雍裕等無論是組織或器械等亦有南通畢業生進行協助。93

在1949年前南通紡織學校共培養紡織工程技術人員1700多人，約佔當時中國

紡織業工程人員的四分之一，其影響力可想而知。94 

除了紡織學校外，張謇也創立了南通農業學校，該校又分甲種、乙種兩級，

學校設植棉試驗，一為普通試作地，一為學生擔當地，且在校外設自營農場，

其所種植出的產量是附近農家的兩倍以上，辦學成績頗佳。95農校種植出的棉

花不但可以提供給大生紗廠使用，學生還將學習到的成果向周邊農民推廣，攜

帶各種作物圖畫、良種標本，用通俗的語言向農民進行宣傳，並辦棉作展覽

會，以為農業改良的示範，「觀者過萬人」96。 

 

 

 

 

 

圖3-2-2 南通甲種商業學校  

 
92 《大生系統企業史料》，頁146。 
93 〈二十五年來之紡織學友與紡織事業〉，南通學院紡織科學友會出版，《紡織之友》6期(民
國26年6月)，頁4-9。 

94 見衛春回，《張謇評傳》，頁421。 
95 〈黃炎培記南通實業學校〉，見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3輯（下），頁223。 
96 〈本縣農校歡迎暨南學校參觀團演說〉，《張謇全集》第4卷(事業)，頁147；〈泰興孫潤
江行述〉，《張謇全集》第5卷(上)，頁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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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南通友益俱樂部編，《南通實業教育慈善風景附參觀指南》(上海：商務印書館，

民國9年12月)，頁39。 

 

除了以男子為主的紡織、農業學校外，張謇也積極發展女子職業教育工

作，張謇分析海關貿易統計，發現編織髮網每年可賺取外匯420萬元，「以此

荏弱女子空手吸取外人巨萬之金錢供生計者」97，應積極加以提倡。民國2年，

張謇成立南通女工傳習所，並邀請沈壽任所長兼織繡局局長。沈壽曾擔任過京

師農工商部繡工科教習，為當時知名的蘇繡名家，其於民國3年起開始於南通

教學，前後共計八年，培養刺繡人才150多名，民國8年(1919)，張謇將沈壽的

繡譜加以整理，定名為《雪宧繡譜》，是我國最早的一部刺繡理論專著。98女

工傳習所學生畢業後常到贛皖浙閩蘇滬等地傳習，「而藉以謀生者，不知凡幾」

99，對於女子啟蒙與走進社會有其幫助。 

 

圖3-2-3 南通女工傳習所及紡織學校教室  

 
97 〈蠶桑髮網女工招生兩則〉，《張謇全集》4卷，頁178。 
98 朱榮華，〈為刺繡藝術開創一代新風〉，《南通文史資料》(4)(1984年11月)。 
99 〈女工傳習所全體學員祭文〉，《張季子九錄‧榮哀錄》卷7(中華書局，1931年)，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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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南通友益俱樂部編，《南通實業教育慈善風景附參觀指南》(上海：商務印書館，

民國9年12月)，頁44、49。 

 

民國3年，張謇鑑於當時中國雖然創立了許多新銀行，但卻還是難脫錢庄

票號的舊習，「將來逐漸擴張而改革之，勢必胥賴於新進之人才」100，所以成

立了銀行專修科，以培養新式商業人才，這些銀行專修科畢業生成為張謇開辦

淮海銀行重要的骨幹。101 

張謇於南通的辦學經驗因有大生集團作為基礎，學堂經費無虞，且畢業

不患無事，故辦學甚有成效，可謂產學合作的最佳典範。許多實業學校均以

南通學校為模範，赴其學校參訪，學習其經驗，在民國政治紛擾、財政窘迫

的情況下，南通經驗可謂是相當難得。 

 
100 張謇，〈銀行專修科演說〉，《張謇全集》第4卷(事業)，頁109。 
101衛春回，《張謇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年)，頁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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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女子職業學堂的授課情形 

女子職業學堂的教學和一般實業學堂有其不同之處，因為大多女性並未

受過基礎教育，無識字能力，如江蘇寶山女子職業學堂，學生程度差異頗大，

高者國文或能作百餘字，其低者國文或竟未識一字102，故學堂必須針對學生

的基礎能力進行補強，以上海女子蠶業學校為例，其預科每周34小時的課程

中包含修身、國文、數學、蠶學、博物、習字、家政等科，其中國文佔12小

時，習字佔6小時，兩者已超過總時數的一半，至本科後每周仍要上12小時的

國文課程，故基礎教育可謂是女子職業教育的主要重心。103 

在專門學科方面，女子職業學堂多以蠶桑與織造為主要課程。只是女學

生上課時仍會有些較為特別之處，如包天笑認為女學生通常有些嬌縱，男老

師若較為嚴苛，則垂淚以對。在課堂上，常一邊聽講，「一面在桌底下織那

絨線生活」104。不過，女子職業學堂也要進行辛苦的實習課程，上海女子蠶

桑學堂的學生年紀多在十八歲以上，因為學校在招考時，就規定要十六歲以

上的學生始能報考，沒有太年輕的學生，原因有二： 
第一、他們在養蠶時期，有一個很辛苦的服務，時常要輪流守夜，而

且很沉重的蠶匾，要掇上掇下，非幼稚女生所能勝任。第二、在育種

的時候，須用顯微鏡，仔細觀察，而且對於蠶蛾的交配，詳細解釋無

遺，在交尾中，還要輔以人力，這也是那種幼稚女生所非宜。105 

如上文所述，女子蠶業學堂中的授課並不輕鬆，對學生的要求甚高，不論是

實習或觀察，均相當注重，只是或許是因為女性初出家門，傳統氣息仍在，

故有邊上課邊作女工的情形，讓新式教育中仍流轉著傳統的味道。 

 
102 〈學堂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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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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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104包天笑，《釧影樓回憶錄》(中)(台北：龍文出版社，民國79年)，頁408。 
105包天笑，《釧影樓回憶錄》(中)，頁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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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地教學問題 

前文雖以上海高等實業學堂與南通各類學堂最為例子，以瞭解實業教育的

實際教授情形，但因為實業教育為首次在中國推行，所以各省教學仍有許多不

合定章的混亂情形，如貴州農林學堂辦法中採取分期分科教授法，一學期僅授

一門專科，學部曾加以嚴厲駁斥，認為無此種速成、簡易的辦學方法，故要

求加以改進；106有的學堂則認為預科可仿照中學、小學科目辦理，至於本科，

反而無從下手，所以只專注在預科，反而不重實科；107山西平定州初等農業

學堂在預科中加入實習課程，也被學部認為不宜；108天津中等商業學堂，教

員資格及堂上講授均未合宜，雖名中等，實是初等程度亦不及；109江甯實業

學堂的學生程度多不齊，師資也似不能勝任專門科目，教學品質受到質疑。110

以沈宗翰於浙江省立甲種農校的求學經驗為例： 
當時農校老師多譯述日文筆記充教材，不切合實際情況。昆蟲學常以

日本《千蟲圖解》充當標本，從未領導學生至野外採集，余偶採蟲問

之，彼即以之與《千蟲圖解》對照，加以臆測，亦從未教余等飼蟲研

究。園藝教員授蔬菜，則亦多迻譯日文講義數冊，而未嘗實地認識蔬

菜，亦不調查栽培留種等方法。作物教員因在日本學畜牧，乃譯述牧

草講義，而於筧橋最著名之藥用作物，從未提及，教室與環境完全隔

絕。田間實習僅僅蘿蔔、白菜，或做整地、除草施肥等工作，余常覺

實習教員之經驗，遠不及三哥也。111 

沈宗翰的求學經驗顯示出幾項問題，一是教材外來，不合國情；一是教員缺乏

實際經驗，教學僅限於教材，無法切合實用。  

 
106 〈咨駁貴州農林學堂辦法文〉，《學部官報》65期。 
107 〈京外學務報告〉，《學部官報》44期。 
108 《學部官報》140期，文牘。 
109 《學部官報》21期，京外學務報告。 
110 〈江督派員調查實業學堂〉，《申報》，光緒33年8月4日(1907年9月11日)。 
111沈宗翰，《克難苦學記》，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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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學專家鄒秉文從美國後，對中國農業學校的觀察也反映出當時實業

學校辦學的諸多問題。民國5年，鄒秉文從美國康乃爾大學農科畢業回國，其

同學金邦正任安徽省甲種農業學校校長，邀他任安慶農業試驗場場長，但他

到農業試驗場一看，發現不過農田數十畝，劃為幾區，每區播種一種作物，

標其名曰某某作物試驗區。技師一人，是無農業技術的前南京兩江師範農博

科畢業生。全年經費僅數千元，除支付場長、技師、農業工人的薪資外，再

沒有供研究、試驗的費用，一無發展前途。鄒秉文的另一位康乃爾同學過探

先在南京任江蘇第一甲種農業學校校長，該校欲成立農業推廣部，邀鄒任推

廣部主任，鄒問如何推廣，過答，依凌道揚推廣林業的辦法，應作兩篇改進

農業的文章，分赴江蘇各地演講，鄒不認同此種作法。112 鄒秉文認為當時全

國所有農事機構、農業試驗場以及農業學校形同虛設、毫無作為，即使是規

模較大、辦理較善者如北京農業試驗場總場，其場長竟由一對於現代農業毫

無所知的清朝狀元劉春霖擔任，對該場無所建樹，致使該場成為一個供人觀

賞的植物園；少數的高等農業專門學校所授仍是一般的課程，和甲種農校不

相上下，每年經費不過三、五萬元，既不做研究試驗，更無推廣可言。雖然

已有一些留學回國的農業專才投身於農業教育事業，但由於學校的經費與設

備的限制，也無法容留學有專長的農業家在校做研究試驗工作，只能安於現

狀不能有所更張。113 

鄒秉文所見的問題在其他實業學校並不罕見，如奉天公立工業專門學校

的師資與設備均不符要求： 
各種機械儀器，以之供甲種實習生之用已可敷衍，若供專科則尚嫌不

足也。⋯⋯又查該校管理亦甚廢弛，儀器設置，均未合法，且該校校

長為師範畢業生，於工業知識甚缺乏。114 

在師資、設備均無法到位的情況下，辦學成效自然不佳。江蘇地區的乙種農校

 
112惲寶潤，〈農學家鄒秉文〉，《文史資料選輯》88輯，頁158-159。 
113惲寶潤，〈農學家鄒秉文〉，《文史資料選輯》88輯，頁159。 
114 〈教育部視察奉天公立工業專門學校報告書〉，《教育公報》4年6期(1917年4月)，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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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則是因各校教員鐘點太多，所以難以根據地方情形編列講義，但坊間教科

書又多不適用，讓教學產生許多問題。115江蘇第二農校預科學生入學時無明

確的宗旨，在教學上則有普通之學無法完足，專門之學無法致用的問題；在實

習一科，因學生的體質精神薄弱，所以難有成效。116 

在上述各項教學問題中，實習課程是各學校最感苦惱者，多有學校均有實

習課程難以推動的情形。有些實業學堂雖有實習場地，但卻沒有安排實習科

目，或是僅由教員講授實習科目，學生並未實際實驗，實驗成效不佳。117且當

時學生多有驕墮習氣，對實習不感興趣，有些學業學堂還雇用工人來進行各項

實習事業，完全脫離實業教育培養人才的本意。晚清學部在進行實業學堂整頓

時就指出，有些學校有實習場地，但講堂不講相關科目；或講授但無實習，以

致學堂辦學成績低落，故曾要求各學堂各級實業學堂能增訂實習的時數與成

績，農工約佔整體成積三分之一；商業學堂實習時數較少，約佔五分之一，按

年將成績報予學部，以為稽核。118只是各校是否按章遵行，就不得而知了。到

了民國時期，實習課程仍是實業教育推動的一大難題，再以沈宗翰的求學經驗

為例，其在農校的農場實習時曾出現下述景況： 
先集牛糞與稻草，層疊堆上，然後用水及糞尿潤溼之，以腳踐踏。人

以為苦，余獨輕易完工，師生頗驚奇之，蓋余沉默不願以自己身世告

人也。119 

對於除草、堆肥此種粗重、不潔的工作， 實為許多學生所不能接受者，很多

學生對實習課程是相當排斥且深以為苦的。 

教育部也曾針對實習課程成效不彰的問題，提出改進方案，民國6年教育

 
115 王企華，〈江蘇省乙種農校調查報告〉，《教育與職業》3卷1期。 
116 王舜成，〈述本校之過去與未來〉，《江蘇省立第二農業學校十年概況錄》，頁3。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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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18 〈學部奏增訂實業學堂實習分數算法摺〉(宣統2年4月26日)，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
育史資料‧清末編》，頁660-661。 

119沈宗翰，《克難苦學記》，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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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要求日後實業學校必須設有完備的實習工廠始能成立，以供學生實習。120到

民國8年時，更進一步要求各實業學校學生應於暑假時期進行實習或實地調

查。121希望藉由設備提升與較長時間的實習來改善學生訓練不足的問題。 

實業教育推行以來，出現種種問題與弊端，民國6年時任教育部次長的袁

希濤認為主要歸因於經費不足、教材不符合現實所需、學生喜勞心不喜勞力等

因素。122為了解決諸多問題，該年10月12日於北京召開了全國實業學校校長會

議，此次會議總共進行20餘天，通過了39條決議案，藉以改善實業教育推行中

的各項問題，然在檢討修正的同時，職業教育思潮已襲捲而來，在教育界興

起一股熱潮。民國6年為實業教育轉至職業教育的最要轉戾點，而造成此種轉

變的一項因素即為實業學校學生畢業的出路問題，實業教育以富國裕民為目

標，但許多實業學堂畢業生出社會後卻面臨失業的問題，顯然當前實業教育

政策有極大缺失，故應以職業教育代之。關於實業學校畢業生的出路及其與社

會接合情形，將於下節進行討論。 

 
120 〈教育部咨各省甲乙種工校實習工場應照普通工廠組織俾學生實地工作〉，見朱有　，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3輯(下)，頁198。 
121 〈教育部公布各實業學校暑假內應令學生輪流實習或實地調查令〉，見朱有　，《中國

近代學制史料》第3輯(下)，頁203。 
122 〈全國實業學校校長會議本部袁次長訓辭〉，〈奉天巡按使復函〉，多賀秋五郎，《近

代中國教育史資料‧民國編(上)》，頁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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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業教育推行的成效與職業教育的提出 

（一）實業學校畢業生出路 

實業教育從晚清開辦以來，至民國初年已有十數年的時間，畢業學生日

多，其辦學成效開始接受檢視，社會對實業教育的評價也逐漸成形。晚清實

業學堂畢業學生因享有畢業獎勵，所以畢業後除選擇繼續升學外，多投入官

場或擔任教職，故有「實業人才一躍為翰林進士，師範出身者一變為大令貳尹」

的情形，所學非所用，社會已對其產生不良的觀感。123到民國後，獎勵實官

政策取消，大批實業學校畢業生必須開始面向社會，社會也開始對這批新式

人才進行更深刻的檢視。關於實業學校學生畢業後的出路，目前並無全面性

的統計資料，故僅能由部分學校學生畢業後的情形來進行瞭解。民國8年，南

京高等師範學校［專修科學生對全國乙種農業學校畢業生就業狀況進行的調

查，該項資料可以顯示當時農校畢業生出路的一個基本輪廓。 

表3-3-1 全國乙種農校狀況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農業專修科民國八年之調查 ) 

概況 人數 百分數 

升入農校者 1157 15% 
服務農業機關者 77 5% 
經營農業者 917 55% 
就他事業者 176 11% 
無事業者 234 14% 
總數 1661 100% 

資料來源：鄒秉文，〈吾國乙種農業學校之現狀及其改進方法〉，《新教育》3卷1期，頁34。 

 從上表來看，乙種農校畢業後繼續升學者約有15%，進入和農業相關機構

服務者約5%，直接進行農業服務者約55%，無業者約14%。也就是說乙種農業

 
123 賈豐臻，〈教育界之歲暮感言〉，《教育雜誌》4卷10號(民國2年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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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畢業者有將近七成五的學生從事和農業相關的工作，如參酌表3-3-2的學

生背景狀況，出身於農家子弟者約是61%，或許可以假設畢業生中55%投入農

業者即是這批農家子弟，如果以此來看，農業學校的確是提供了一般農家學

習農業知識的機會。只是鄒秉文認為這樣的比例過低，根本沒有發揮培養學

生投入農業的本旨。124 

表3-3-2 乙種農校學生在校概況表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農業專修科民國八年之調查 ) 

概況 人數 百分數 
屬農家子弟者 1220 61% 
非農家子弟者 433 22% 
未詳者 241 17% 
總計 1994 100% 

資料來源：鄒秉文，〈吾國乙種農業學校之現狀及其改進方法〉，《新教育》3卷1期，頁34。 

  

再以浙江甲種農業學校的畢業生出路來進行觀察，該校的前身即是林啟所

創的浙江蠶學館，其學生畢業後多數從事教育工作，或是到農業機關任事，

到民國後，該校也會請教育廳等協助畢業學生到各縣或行政單位就職工作。125

該校以其學生多往相關學校任教或擔任農業推廣員，學生出路情形頗佳。126只

是鄒秉文仍認為甲種農校投入農業經營者太少，他也曾估算過，培養一名甲

種農業學生，三年約需800元左右，但中國一般農民收入每月僅5-6元工資，在

投資報酬率不高的情形下，學生投入農業者甚少是必然的情形。127 

 

 

 

 
124 鄒秉文，〈吾國乙種農業學校之現狀及其改進方法〉，《新教育》3卷1期，頁34-40。 
125 〈浙江教育廳訓令第七七五號：據省立甲種農校呈送畢業生各單仰轉所屬聘用由〉遂安

縣勸學所編印，《遂安教育公報》2年8期(民國9年10月)。 
126 《浙江省立蠶科職業學校卅週紀念特刊》(戊辰六月)，頁66-78。 
127 鄒秉文，〈對於吾國甲種農校宗旨辦法之懷疑〉，《新教育》3卷3期，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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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1 浙江農業學校畢業生在社會各界狀況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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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浙江省農業學校十週紀念刊》，頁47-62。 

 

如以江蘇第二農業學校的畢業生概況來看，該校學生也以在教育單位任職

者為多，約39%，經營農業者約有11%。升學者約6.5%。整體視之，出路還甚

為得宜，但江蘇農校校長王舜成卻指出學生畢業後的情況其實是相當窘困的： 
學生畢業出校後，實業機關無練習之餘地，社會經濟無相當之助力。

獨立自營，能力不足，上進求學，程度不及，大多數側身於小學教育

界，無從發展其所學。從此以後，學生對於農業學校之信仰心，亦日

漸薄弱矣。其中未嘗不有抱真實目的而來者，但鑒於先進者畢業後之

結果，其興味未免因之減少，畢業愈近，前途之顧慮愈深，而意志亦

愈灰。128 

也就是說，有些實業學校教育出來的學生常有高不成，低不就的感覺，讓學生

深感沮喪。其他學校也有類似情況，如民國2年，湖北蠶業講習所的養蠶別科

第一期畢業，蠶桑講習所向實業廳磋商，給每個學生一封介紹信，各生回本縣，

請給工作，但各縣均置之不理，所以很少人真正獲得工作。居鄉間的有空間便

 
128 王舜成，〈述本校之過去與未來〉，《江蘇省立第二農業學校十年概況錄》，頁1。 



128 追求富國裕民：清末民初中國實業教育研究(1904-1922) 

飼養春夏蠶，依照土法繅絲，照新法繅出的絲沒有銷路，於是紛紛改業。129沈

宗翰的求職過程，也可看出當時實業學校學生求職的困難，民國7年，沈從北

京農業專門學校畢業，並開始謀事，因不想求師長代為推薦尋找工作，但在農

界又無熟稔之士，所以向南京高等師範農科求職無果，後託美國牧師蘇美格

(Rev.S. M. Shoemaker)介紹予金陵大學農科芮主任(J.H. Reisner)，盼能前往該

校任教，金大本已應允其職，卻在就任前告知要將該職位轉予該校某位畢業

生，讓沈宗翰再次落空。在沈多次求職未果的同時，其同學蔣某卻因有親戚

任杭州省議員，已在湖州林業公司求得一職，此更讓沈宗翰心懷鬱鬱，家人

亦笑其：「苦學何用，終究回家吃飯了。」130後沈到北京擔任家教工作，其

間仍向多方謀求農業職務，仍未果，直至民國九年，才至湖南常德植棉場從

事其第一份工作，可見實業學校畢業生在投入社會的過程並不是相當順利的，

除機運外，人脈的運用更是重要。 

圖3-3-2 江蘇第二農校畢業生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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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表根據《江蘇省立第二農業學校十年概況錄》中的〈學生畢業狀況一覽表〉整理

統計，繪製而成。 

學生出社會後面臨到的挫折和社會普遍對實業學堂學生觀感不佳也有關

 
129 吳逸，〈我少年時所住的湖北蠶業講習所〉，《武漢文史資料》1986年第2輯，頁132。 
130沈宗翰，《克難苦學記》，頁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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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其原因包含實業學校所教授者和實際社會需求不同，如工業學校紡織科

多教機織，但一般工廠多為手織，畢業學生可能無處可納；131在商業教育方面，

通商口岸地區所需的人才，以縮寫、打字、簿記為最，但商校學生多因為西文

程度太淺、縮寫、打字、簿記等科目學習時間太短，不合商埠業者需求；在內

地商埠所需的人才則是以精珠算、舊式簿記及中文精通者為最，商校畢業生也

多不合格。商業學校造就出不新不舊的人才，在新式公司與舊式商行均不適

用。132農業學校開辦農業試驗所者，也常是是敷衍了事，難得老農信任。133 

學生的習氣深重也是造成其和社會接合不良的原因。上海某銀行行長一

次和黃炎培交談時提到，銀行錄用學校畢業生有年，但是「今之學生，學力

不足而欲望有餘，不適於指揮，徒艱於待遇耳」。134有商人就認為，「目下

學校畢業生，眼高於頂，心如其面，加之皮靴一雙，眼鏡一付，吾商家實無用

處」。工業學生見習而甘居人後，農林學生逢灌溉而掩鼻不前。135學生驕傲

卻又怠惰，完全不能符合業界要求勤勞刻苦的精神，為社會所拒自不意外。 

另一項造成學生與社會隔閡的原因在於整個中國社會仍是相當保守與傳

統，如商店習慣以學徒制培育自己的人才，學校若向商店實地詢問問題，商

家總是守秘，也不願學生來實習。136農業學校的畢業生也自覺到和社會接軌

的困難，江蘇省立第二農校的畢業生劉望貴就指出，其進入農業社會困難的原

因在於農業社會的智識程度太低且均是紳董式的人們把持農業社會，讓其很難

將新的農業理念帶入。137 

 
131 蔣維喬，〈實業教育談〉，《教育雜誌》9卷4號(民國6年4月20日)。 
132 俞希稷，〈與諸生討論我國商業教育〉，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料》第3輯(下)，頁

283。 
133 黃豹光，〈予之實業教育觀〉，無錫縣教育會，《無錫縣教育會年刊》(民國7年11月)，
頁3-8。 

134 黃炎培，〈宣言書〉，《教育雜誌》9卷7號。 
135 賈豐臻，〈教育與諸方面〉，《教育雜誌》7卷2號(民國4年2月15日)。 
136潘文安等編，《中國商業教育》(南京書店，民國22年)，頁17。 
137 劉望貴，〈與校友商榷〉，《江蘇省立第二農業學校十年概況錄》，頁83。 



130 追求富國裕民：清末民初中國實業教育研究(1904-1922) 

以上種種，穆藕初曾提出一個整體的看法。穆藕初認為實業學校學生，除

農學生尚能自用其才外，餘則非政府用，即社會用，但學生又與社會少接觸，

且政治混亂，經濟停滯，實業也難以推展，加上實業學校學生大多懶惰，常有

不願在場練習的情形，眼高手低、貪於逸樂、缺乏社會信用，加上社會求效過

速，眼見沒有成效就加以詆毀，終造成實業教育的亂象。138 

為了解決學生失業或無法發揮長才的問題，民國6年的全國實業學校校長

會議中提議，要求教育部咨請各大部制定公立實業機關及受公家補助的私立實

業機關用人資格條例，公立者必須須按其機關的性質，確實有相當實業學校的

畢業生才得以任用，私立者則必須參用。同時關稅、郵政局、鹽務及各財政機

關簿記及其他適用商業學科的職員，規定非商科畢業生不能有考試資格。至於

國家金融機關及各省官錢局人才之錄用大半由推薦，商業畢業生無從攀附，故

請中央主管官廳通令所屬金融機關廣招商業畢業生為練習生。139只是，針對教

育部的「強迫推銷」，農商部以用人資格早有標準，應照原標準行之，並未予

以接受。140民國8年，教育部通過〈專門以上學校畢業生處置辦法文〉，再次

要求實業機關職員須用實業學校畢業生，以解決實業學生的出路問題，141可見

實業學堂畢業生問題仍未得到解決，學生畢業即面臨失業，實業學堂也成為

了「失業學堂」。 

 
138穆藕初，〈中國實業失敗之原因及補救辦法〉，《穆藕初文集》，頁142-146。 
139 〈咨財政、交通、農商部實意校長會議議決實業機關應訂用人資格條例希酌辦由〉，《教

育部採錄全國實業校長會議分別令、咨行各案之彙刊》(民國7年3月)。頁23-24。 
140 〈農商部咨復規定農商會法應俟修改規程時酌辦再實業機關用人資格早經訂定標準飭遵

在案由〉，《教育部採錄全國實業校長會議分別令、咨行各案之彙刊》(民國7年3月)。頁26。 
141 古　，《現代中國及其教育》，頁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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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實用主義思想與職業教育的提出 

1.職業教育思想的提出 

在實業教育受到各方批評的同時，中國社會也開始吹起一股職業教育風

潮。所謂的職業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蔣夢麟則認為，「職業，英文曰

vocation，言操一技之長而藉以求適當之生活也，可分為農業教育、工業教育、

商業教育、家政教育」142，此種解釋雖然點出職業教育強調生計的特點，但其

範圍仍是以實業為主體，並納入以女性為主的家政教育。黃炎培的解釋則較為

廣泛，黃氏認為，「凡用教育方法使人人獲得生活生之供給及樂趣，一面盡其

對人群之義務，此教育名約職業教育」143。時於北京高等師範學院就讀的常道

直則認為，職業教育可分廣狹兩義：狹義的職業教育指專門教育，如法、醫、

師範等及實業教育；廣義則指如何在社會上做一個有用的人。一切職業均含有

兩種要素：一是要考量個性，要充分留心個人的發展；一是社會的需要與情況。

144若以常道直的定義來看，蔣夢麟所指的應是較為狹義的職業教育，黃炎培所

指的是較為廣義的職業教育。另外，常道直也指出，職業教育和實業教育實有

不同，一般民眾常將職業教育等同為實業教育，是將職業教育的範圍窄化了。

145關於職業教育與實業教育的差異，當時的教育學者顧樹森有較深入的討論： 
 職業教育與實業教育，名雖似而實異，蓋實業教育為少數力能升學之

子弟，已受過普通教育者，再予以實業上之知識技能，故其設施之範

圍狹，其種類少，其程度高，其所造就之人才，以養成實業界之中堅

人物為主，而其所研究之學科，亦多含專門學理方面。若夫職業教育

 
142見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頁210-211。 
143 見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頁213。 
144常道直，〈職業教育的目的與範圍〉，北京高等師範編，《教育叢刊》2卷7期(上海中華書
店，1922年1月)，頁3、4、13-14。 

145常道直，〈職業教育的目的與範圍〉，北京高等師範編，《教育叢刊》2卷7期(上海中華書
店，1922年1月)，頁3、4、13-14。 



132 追求富國裕民：清末民初中國實業教育研究(1904-1922) 

則專為多數不能升學之兒童，授以關於職業上之技能，其所造就在使

個人得有一技之長，足以就相當職業以維持其生活，故其設施之範圍

廣，種類多，其程度淺，而其學科多趨於藝術及實習方面，各有其目

的之所在，不可混而為一也。146 

根據顧樹森的解釋，實業教育主要在培育社會經濟專才，職業教育是在讓一般

民眾擁有一計之長以維生計。其實，中國施行的初等實業教育目的，也在於

培養人民謀生的能力，具有職業教育的意涵在內，但其範圍僅限農工商等類

別，故仍和職業教育所倡者有別。 

職業教育的思想根源可上溯至民國2年時提出的實用主義，時任江蘇省教

育司司長的黃炎培在進行了五省教育考察後，深感學校教授的知識實和社會

所需有所不同，實業教育固為重要，但只設專校、專科並不足以改善生計問

題。黃炎培研究各式歐美教育學說後，以實用主義最為當時教育所適用，認

為學校教育應與實際的生活漸相接近，即使普通的學科也應活用於生活實際

各事物上。所以辦學不應只設專門學校，而是應該注意普通學科的改良，應

於普通教育中加職業科，且使其活用，才能使教育發揮其效能。147當時莊俞

曾為文呼應黃炎培的說法，認為要欲救中國之弊，非勵行實用主義不可，平

時所授學科，應均致於實用。148此為中國最早提及實用主義，也是最早提倡

職業教育者。 

民國4年，黃炎培隨農商考察團赴美，黃炎培的只要目的市要對美國的教

育進行調查，尤其是美國職業教育的狀況，及美國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聯絡的

方式最為其深感興趣者。赴美後，黃炎培對美國經濟大感佩服，且認為職業教

育是推動美國農業工業等國民經濟大放異彩的有力工具，所以回國後積極主張

教育應該「鼓吹實用，注重職業」。149之後，黃炎培更進一步指出，與其談

 
146 《教育雜誌》9年11期(民國6年11月20日)。 
147 黃炎培，〈學校教育采用實用主義之商榷〉，《教育雜誌》5卷7號(民國2年10月10日)。 
148 莊俞，〈採用實用主義〉，《教育雜誌》7卷9號(民國4年9月15日)。 
149 〈黃炎培君調查美國教育報告〉，《教育雜誌》8卷4號(民國5年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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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實用主義，不如談具體的職業教育，正式提出其職業教理念150。適當

時許多留美學生歸國，也將美國實用思想與職業教育引入，讓黃炎培的理念得

到呼應。民國6年，胡適由美回國，發現中國推動的新教育只重數量，不重方

法上的改革，胡適認為： 
我們這裡最需要的是農家常識、蠶桑知識、商業常識、衛生常識，列

位卻把修身教科書去教他們做聖賢。⋯⋯切莫注重課程的完備，須要

注意課程的實用。151 

郭秉文自歐美歸後，曾在江蘇教育會報告調查戰後歐美教育狀況。郭秉文

發現一次世界大戰後，歐美的職業教育相當發達，藉以解決戰時對工程家及技

師的需要；同時，職業教育可讓戰後軍人投入社會，俾資謀生152。此篇演說讓

當時學界對職業教育更為傾心。民國8年，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來華訪

問，當時杜威提倡的教育思想，如「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從

做中學」等幾成了教育界的口頭禪，153加上當時正值五四學潮，學生對國家

社會更為關心，認為學校所授課程應減少理論、增加實驗之課，以貼近社會脈

動。154至此，職業教育已成一波不可扼抑風潮，襲捲中國。 

2.中華職業教育社的成立 

民國6年，黃炎培等人於上海成立中華職業教育社，並創辦《教育與職業》

雜誌，藉以推廣職業教育。在黃炎培的〈宣言書〉中指出其推行職業教育的

原因有：一是鑑於先前教育常造成學生失業或是所學非所用的情形。根據江

蘇教育會於民國3年及4年間就江蘇公私立各中學所作的調查：民國3年畢業後

 
150 黃炎培，〈實用主義產出之第三年〉，《教育雜誌》9卷1號(民國6年1月20日)。 
151 胡適，〈歸國雜感〉，見《胡適文存》1 集卷4。 
152 〈郭博士調查教育報告〉(抄錄轉載)，遂安縣勸學所編印，《遂安教育公報》，二年第一

期(民國九年一月發行)，附錄，頁6-7。 
153 見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理論在中國的傳播》，頁146。 
154 范祥善，〈學潮後之教育問題〉，《教育雜誌》11卷8號(民國8年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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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者為23%，民國4年則為39%，此外大都是無業的情況，即使有工作，也

大都非正當者的。即使是實業學校、專門學校，有畢業於紡織科，卻為普通

小學校的圖畫教員；有留學歐美大學校專門畢業，歸國只為普通編譯員，所

學非所用，滔滔皆是。155 

黃炎培認為實業學校畢業生失業者多的原因有幾：一是其設置拘統系而

忽供求。應先調查社會的需求再加以設立，而非全設或符系統。二是其功課

重理論而輕實習。農無農場，商無商品，不過加讀農商業教科書數冊，偏理

論輕實習。三是其學生貧於能力而富於欲望。此外，黃炎培還點出一項關鍵

性的問題： 

夫人才而有待夫現成之事業耶？抑事業實待人才而興也？156 

黃炎培此句話正點破近代中國實業教育的主要困境，到底是要培育人才後經濟

才會振興？抑或是依社會的需求來培育學生？從晚清開始提出「富國裕民」的

理想，欲以教育為前導，經歷近二十年的發展後，已幾近失敗，實業教育雖然

不全然變成「失業教育」，但和社會難以接融卻是現實的現象，國富民裕更成

為不可及的理想，可見實業教育的確有其問題。黃炎培提出的職業教育的理念

則是以配合社會狀況為原則，其教育目標在於「為個人謀生之預備、為個人服

務社會之預備、為世界及國家增進生產能力之預備」。157不再高懸教育領導社

會的理想，講求教育和社會相互配合，此為實業教育和職業教育很大的不同。 

黃炎培推動職業教育是從職業學校及普通學校兩方面同時並進的。在職業

學校方面，黃炎培認為現有的甲乙種實業學校並不足以包括所有的職業，所以

應改為職業學校，以廣教育範圍。普通教育也必須施授職業教育是鑑於當時中

國升學率過低，中學畢業能升學者，或不及十分之一；高等小學畢業能升學

者，或不及二十分之一，所以應在高等小學及中學分設職業科，讓未能升學

 
155 黃炎培，〈宣言書〉，《教育雜誌》9卷7號。 
156 黃炎培，〈宣言書〉，《教育雜誌》9卷7號。 
157 黃炎培，〈年會詞〉，《教育與職業》第7期(民國7年6年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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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也能習得一技之長。158 

在職業教育的推動方面，黃炎培認為最重要的工作是社會需要的調查，因

為各地的物產及風土民情不同，社會各業對人才的需求也不同，應要加以考

察，瞭解當地情形，以確定適於該省之職業教育政策。159民國8年時，中華職

業教育社就曾針對各實業家進行調查，希望各實業家可以提供其對雇用畢業生

服務上必要之條件的看法，當時一些企業家也給予回覆，提出其對人才的看法： 

德大、厚生紗廠經理穆藕初： 
(一)學徒服務上必須備具之性情：樸實、溫和、耐勞、謹慎、勤儉、精

細、安分、盡心、惜物、睦群 
(二)學徒服務上必須備具之才能：通事理、有決斷 
(三)學徒服務上必須備具之體力：無暗疾、無嗜好 
(四)現在雇用之學徒服務上種種缺點：浮滑、鹵莽、虛假、茍且、懈怠、

妒忌。 

福新麵粉、申新紡織公司總理榮宗敬： 
(一)學徒服務上必須備具之性情：學徒性情要以服從為天職。 
(二)學徒服務上必須備具之知識：學徒知識最關緊要，現在外洋各廠所

造機器均有標本 
 (三)現在雇用之學徒服務上種種缺點：應熟讀英文以了解各種機器名

目。 

啟明染織廠經理諸文綺： 
(一)學徒服務上必須備具之性情：學徒不能守，怠惰、畏難、驕囂，故

應培養堅忍之精神。 
(二)學徒服務上必須備具之知識：需有普通科做為基本之知識。 
(三)學徒服務上必須備具之才能：要能隨機應變，處理得宜。 
(四)學徒服務上必須備具之體力：現學校畢業生投入實業界者多為體弱

多病，不能耐勞，故應養其強壯之體力。 
(五)現在雇用之學徒服務上種種缺點： 

 
158 黃炎培，〈宣言書〉，《教育雜誌》9卷7號。 
159 黃炎培，〈年會詞〉，《教育與職業》第7期(民國7年6年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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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求利心太急，初出學校即挾極奢之希望 
2.好高心太勝，易入驕囂一流 
3.嗜好未盡絕，如吸香煙 

 4.不肯耐勞苦 
 5.體力不夠強壯 

久記木材、久恒德火柴桿公司經理朱吟江： 
(一)學徒服務上必須備具之性情：須備具勤儉、誠實、謹慎。 
(二)學徒服務上必須備具之知能：文墨須能作往來信札文字及出筆迅速

書法端整；珠算、簿記，最好新舊式通知；須有普通英文能力，最好

能對答及書寫。 
(三)學徒服務上之良習慣：營業上之寫算、無外務、睡眠定時、不飲酒、

不賭博、在適當的時間閱報。 
(四) 現在雇用之學徒服務上種種缺點：怠惰，不肯留心練習、敷衍、

浪費。160 

中華職業教育社認為這些資訊對於職業教育的推動是很重要的，這些實業家普

遍認為現今學生的德性、知能均有些缺失，故職業學校可以針對這些實業家提

出的意見，在教學上的進行補強與參考，以培育出符合業界所需的人才。 

3.中華職業學校的成立 

在理論之外，黃炎培也進行實際辦學的工作。民國7年，黃炎培於上海設

立中華職業學校，以做為職業教育研究試驗之用。161該校教育強調，除知識外，

應特別注重應用及實習，並且為改善學生怠惰茍安的態度，所以提倡勞動服

務。此外，該校還重視學生自治組織，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盡力將畢業生納

入社會既有行業，希望將來得一藝之長足以自謀生活，且為善良的公民，以益

 
160 〈各實業家答後本社徵求對於雇用學校畢業生服務上必要之條件〉，《教育與職業》2卷

3冊(民國8年10月31日)，頁1-5。 
161 〈中華職業學校概況〉，《教育與職業》20期(民國9年5月25日)，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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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162中華職業教育學校的校歌，正可以表現出其辦學的精神： 
努力！努力！自己的努力，過自己的生活。 
努力！努力！我的努力，幫助別人的生活。 
努力！努力！一致的努力，養成大眾共同的生活。 
用我手，用我腦，不單是用我筆， 
要做，不單是要說， 
是我中華職業學校的金科玉律。163 

從自身生計開始，逐漸往他人與社會發展，除書本文字上的知識外，更強調實

際的行動，符合黃炎培一貫強調的實用理念。 

該校設科前先，先以上海西南地區為調查對象，進行周邊環境的瞭解。調

查後發現該區以木、工業為最多，故決定以此二科為主，開始進行招生。初次

招考時共招收七十餘人，本地報考者不過十餘人，外縣來者約六十餘人。164在

教學上，該校注重「自動」與「實驗」，教師提供教材後，共同研究、分析，

再進行實地試驗，此外，該校也重視課外學習，要求學生於課外蒐集資料、閱

讀、分析，以深化學習。165 

中華職業學校是具有實驗性質的學校，該校培育出來的學生日後也多能於

社會謀得工作，黃炎培覺得該校畢業生不會為工商界所擯棄的原因有三：一

是其課程教學強調實際學習，常令學生先做後學，讓技能與知識能夠兼得；

再者，該校要求學生每天一定要做工半小時至一小時，以養成其勞動精神；

最後，該校學生畢業後必須到指定機關服務，滿一年取得服務證明者始能取

得畢業證書。在該校的要求訓練下，其學生畢業多能夠適應社會，符合社會

所需。166當時中華職業學校和三友實業社、穆藕初經營的企業均進行合作，

 
162 〈中華職業學校概況〉，《教育與職業》20期(民國9年5月25日)，頁4。 
163 〈最近之中華職業學校〉，《教育與職業》113期，轉引自朱有　，《中國近代學制史廖》
第3輯(下)，頁376。 

164 〈中華職業學校概況〉，《教育與職業》20期(民國9年5月25日)，頁6。 
165 同前註。 
166 〈中華職業學校概況〉，，《教育與職業》20期(民國9年5月25日)，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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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人才的實習與培育，五洲還商請黃炎培成立五洲店員培訓班。167若以實

驗的角度來看，該校應可算是有所成效，但以整體教育發展而言，該校僅限

於上海一隅，功效無法擴大，職業教育理念的擴展推動仍待民國11年新學制

的頒行。 

圖3-3-3 中華職業學校校舍與鐵工科實習情形  

 

 

 

 

 

 

 
資料來源：《職業與教育》2卷8號(民國9年5月25日)。 

 

 (三)學制改革與職業教育制度化 

在職業教育的風潮下，當時創設的許多學校已不用實業而改用職業學校為

校名，根據黃炎培的統計，民國10年時，全國已有51所職業學校，其中11所為

女子職業學校。168民國7年，教育部在訓令〈甲乙種實業各校呈請備案應將該

地土產及建設計劃一并具報〉文中提出： 
實業學校之目的，在使學生畢業後，即能處應相當之職務，個人裕有

生活能力，社會之經濟亦得以漸圖發展。169 

 
167 陶水木，《浙江商幫與上海經濟近代化研究，1840-1936》，頁288。 
168 黃炎培，〈民國十年之職業教育〉，《新教育》4卷2號。 
169 〈甲乙種實業各校呈請備案應將該地土產及建設計劃一并具報〉，朱有　，《中國近代
學制史料》第三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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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話已表現出當時教育部已對學生畢業出路的重視，認為個人發展後，國家

社會也會跟著進步。民國8年9月，北京政府教育部訓令重申實業教育之主旨在

「使學生畢業後，得應用所學，圖地方生產事業之改進」，強調教學必須有實

用性，要能學以致用，其實已蘊涵職業教育的理念於其中。 

在實用主義及職業教育思想的影響下，壬子‧癸丑學制也開始被檢視，許

多學者覺得此套學制並不符合中國所需： 
制度太劃一，太不活動，不管社會的需要，不管地方的情形，也不管

學生的個性，總將這呆板的幾樣科目，盡量去灌輸，致學生在學校裏

所受的知識和訓練，用到社會上去，動有枘鑿之虞。學校生活和社會

生活，每不相應。至於升學呢？又復極感困難，因為學生在學校裏所

受係普通教育，科目紛繁，雜而不精，同大學或專門學校的課程，往

往不相銜接。170 

正因既行學制有以上諸多問題，故當時學界開始有改革學制的聲音出現。學制

改革其實在民國4年全國教育會聯合會第一次年會中就有人提出，但鑑於學制

修改茲事體大，故未進行決議，而是邀請專家學者進行研究討論。直至民國10

年，全國教育會聯合會會議才以以改定學制為主要議題，會中共有十一個省分

提供其研究後擬定出的學制草案，其中又以廣東所提的議案最為完整、最符合

中國社會所需，故該會以廣東所提的草案為藍本，修改為學制草案。全國教育

會聯合會提出草案後，在教育界中激起許多回響，《教育雜誌》、《教育與職

業》等雜誌均出版學制專號，對於學制草案進行討論與對話，中國掀起一鼓「新

學制運動」。民國11年9月20日，教育部在北京召開學制會議，會中草擬出的

學制和全國教育會聯合會所擬者幾無差異。同年10月11日全國教育會聯合會召

開年會，再次將部定草案進行討論，修正通過後報送教育部。11月1日教育部

正式通過《學校系統改革案》，即為壬戌學制。 

壬戌學制的特點主要是以美國教育制度為仿效對象，且改革最多者，即

是職業教育。廢除了舊有的實業教育，將甲種實業改設為職業學校，招收高

 
170 朱叔源，〈改良現行學制之意見〉，《中華教育界》10卷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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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小學畢業生，施以完整的職業教育；同時，在普通中學中加設農、工、商、

師範、家事等職業科，讓普通中學的學生也得以有一技之長。乙種實業學校

酌改為職業學校，收高級小學畢業生，也得依地方情形，招收相當年齡的初

等小學學生。此外，小學高年級者亦可進行職業之準備教育。 

從實業教育到職業教育，代表的是晚清以教育領導社會理念的，同時也代

表教育目標已由富國裕民的國家高度，轉換成以個人生計為主的，職業教育制

度的推行代表中國以日為師時代的結束，開啟以美國教育為典範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