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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科的污名化：以學干祿 

二、教育規模：政府強力管制而限縮 

陸、結語 

參考文獻 

摘要 

清末民初，中國社會興起學習法政的熱潮，直至1930年代國民

政府時期依然如此。其後，法政教育卻因發展蓬勃而遭國民政府打

壓。二次戰前中國，法政教育從盛極一時到積弱不振，與其專業知

識是否被各政權視為治國之術，或只是干祿之階，有重大的關係。

再者，由於清末實施學堂獎勵出身、留學獎勵出身辦法，使得新式

教育與舊式功名間，產生直接的對應連結關係，新式教育的「學

位」與當官的「官位」，有了制度性連結。種種措施，雖非專門針

對法政人才，在實踐上，卻呈現大量法政人才藉此為官的情形，社

會上對法政之學的看法，逐漸導向集中在「求官」。這種印象，導

引了清末民初法政教育的興盛，於此同時，也形成了日後國民政府

打壓法政教育的重要理由。 

 

關鍵字：清末民初、國民政府、法學教育、法律專業、廢科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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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筆者研究臺灣法學教育之發展，從二戰後的發展趨勢來看，在

1990年代高等教育政策轉向大眾化之前，在臺灣的高等教育體系中，

法學教育一直以一種小規模、受限制的狀態慢慢發展，至1990年以

後，設有法學系所的學校，才快速增加。法律科系躍升為文組的第一

志願、發展前景受到社會重視，也是1991年起才有的轉變。1 

習慣於臺灣法學這種規模小、發展遲滯且地位不高的狀態，初次

接觸日本法學教育史料時，赫然發現在日本高等教育史上，法學教育

始終具有一種特殊地位，頗感新奇。在新式教育引入的過程中，日本

近代法律學校不但數量龐大，而且備受重視，不少學校成為日本近代

高等教育的發源地，眾多日本知名大學以法學起家，傳統悠久、傳習

不輟。其後，筆者進一步檢視清末民初法學教育的發展，發現法政教

育在引入初期，受到日本的影響，其實也曾盛極一時，無論在學校數

或學生人數上，都鰲頭獨占，居當時新式教育之冠。然而，此種獨大

的局面，到了南京國民政府訓政時期，即因官方政策刻意扭轉而急轉

直下。在近代中國法學教育的發展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變

化，引發政策上劇烈的轉變，激起筆者研究的動機。 

如從法學學科知識的地位考察，亦可發現，法學在戰前日本，類

同於在歐洲智識發展史上的情形，擁有相對崇高的地位。2日本自西歐

                                               
1 1940年代，僅有台大、中興法商2間大學設有法律系；1950年代增加了東吳；1960年增加在

台復校的政大、輔仁2校，以及新設的文化；1970年代未有任何增加；至1980年代，多了東
海1所；在1987年解嚴之前，台灣僅設了7所法律系。至1990年以後，設有法律系所的學
校，才快速增加，至2003年底，已一路爆增至29所，而新設的法律系所，多以「財經法
律」的形式建立。在大學招生志願選填方面，1991年起，台大法律學系法學組才首度成為
大學聯招社會組第一志願。參見劉恆妏，〈從知識繼受與學科定位論百年來臺灣法學教育
之變遷〉（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頁170-191、245。 

2 有關歐洲法學發源的探討，可參考 Wieacker 從德國繼受羅馬法歷程為中心，追索「法律
學」（民法學）的產生，綜觀近代歐洲法學意識、法律思想發展，如何影響著歐洲近代國
家、社會變遷，以及不同時期的法律家階層、法律養成教育更易情形之研究。詳參（德）
Franz Wieacker 著，陳愛娥、黃建輝譯，《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發展為觀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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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受而來的法學，帶著國家學（allgemeine Staatslehre）的廣義傳統，到

了日本，逐步被尊為一套依法律統治的治國之術（雖然被批評並非

“rule of law”，僅為“rule by law”），發展成明治時期絕對王權國家領

導人才的基礎教養學問。3戰前日本發展成「獨尊法學」的「法科萬

能主義」情形，4實為二次戰後臺灣，乃至戰前中國大部分的時期

裡，所難以想像。何以西歐法學知識繼受到日本，與繼受到中國的過

程，產生重大的差距，此種差距又如何而來？亦為困擾筆者的問題。 

本文試圖透過清末新政繼受西方法制，以及廢科舉、興學堂等制

度變遷的過程，重新思考近代法學教育（或法政教育）在戰前中國因

何而興？其後，又為何而衰？探討其轉折與變遷對科舉廢除後的近代

中國，乃至於當代臺灣社會可能的意義。 

在既有的研究成果方面，針對近代中國高等教育轉型或新式學門

建立過程的討論者，有左玉河、劉龍心等人之著作，然其討論多半集

中於文、史、哲類科，5較少著墨於法政諸學。6而專門針對中國法學

教育的討論，如葉龍彥、湯能松等人之著作，7側重於描述法政教育

                                               
（台北：五南，2004）。 

3 參見（日）天野郁夫，《近代日本高等教育研究》（東京：玉川大学出版部，1989），頁
458-459。 

4 參見（日）福島正夫，〈明治初年における西欧法の継受と日本の法および法学〉，
（日）福島正夫著，吉井蒼生夫編，《福島正夫著作集 第1卷 日本近代法史》（東京：勁
草書房，1993），頁191-192。 

5 參見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
海：上海書店，2004）。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台
北：遠流出版社，2002）。 

6 左玉河於第六章中專章探討「近代『法政諸學』各門類的初建」，在第四節「從刑名之學
到近代政治學、法學」中，亦從西方法學著作典籍之翻譯情況、新式大學分科設學的實證
研究，專節討論西方法學與政治學在中國的建立。惟著墨亦少，且認為法學與政治學，是
中國傳統學術中缺乏與落後的學術學科，無固有學術傳統可以「轉化」，是清季鴉片戰爭
之後，直接將西方學術學科「移植」到中國的方式所建立者，較少討論其建立過程特殊
性。參見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
頁1-7、266-281。 

7 參見葉龍彥，〈清末民初之法政學堂（1905-1919）〉（台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
所博士論文，1974）。湯能松等，《探索的軌跡──中國法學教育發展史略（上）》（北
京：法律出版社，1995）。康雅信著，王健譯，〈培養中國的近代法學家：東吳大學法學
院〉，賀衛方編，《中國法學教育之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1997），頁248-249。
（美）劉伯穆（W. W. Blume）著，王健譯，〈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法律教育〉，《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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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門制度史發展，與筆者的關懷略有不同。張亞群曾專章討論科舉

廢除對清末民初法政高等教育所能立見的影響，就高等教育轉型的一

個側面，分析科舉廢除對清末民初十餘年間法政教育一度興盛的影

響，8唯該文尚未言及法政教育遠程發展上萎縮的情形。承續上述研

究，本文試圖針對二次戰前中國近代性法政教育之發展，作一制度性

考察，嘗試在更長、更廣的脈絡下，解析科舉廢除與其後制度更替的

效應，以及其對於法學教育多層次的影響，藉以解釋法學在戰前中國

的劇烈性轉折。 

在名詞使用上面，由於清末起「法政學科」的引入，仿自二次戰

前日本，祖述德意志國家主義。在學制設計與學科分類上，並不嚴格

區劃法律、政治、經濟、社會學等科，而合稱為「國家學」。這種併

同法政諸學的「國家學」、「國法學」（Staatsrecht）傳統，9多以

「法政學校」、「法學院」的形式出現，在二次戰前，蔚為主流。其

中，法律與政治兩學科在公法領域上「法政不分家」的緊密傳統，更

是至二次戰後美國「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主導政治學路

線轉向，改走觀察現實政治過程的行為科學實證研究路線後，才漸漸

變化。10因而，早期常將「法」、「法學」、「法科」等用語混用，

                                               
大學法學評論》1999年春季號，頁22-27。 

8 參見張亞群，《科舉革廢與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的轉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頁202-224。 

9 德國學者將「國家學」分為「記述上之國家學」與「理論上之國家學」兩大類。前者為歷
史與統計，後者則包括國家通論、公法、國家道義學與政治學。「國家通論」者，泛論國
家之性質起源及其組織方法；「國家道義學」者，論治國家之道德規則；「政治學」者，
論國家欲達成其目的之適宜行為；「公法」者，論有人格之國家所定之法，尚可大分為國
際法與國法學兩種。另有認「公法」中，除國際法而代之以行政法，稍足近之。總之，
「國法學」屬公法，為理論上國家學之一部，為有人格之國家自定自認之法，對人民所行
之權力行為。參見岩畸昌、中村孝著，章宗祥譯，《國法學》（東京：譯書彙編社，
1901），頁8-9。 

10 至1990年代，行政法等重視規範面討論的公法類科，雖然仍被保留在政治學門之中，但在
逐漸走向實證研究的政治學門中，這類傳統研究典範日益式微，被視為法學延伸至政治學
的現象，屬於公共行政領域中，還未能改採政治分析實證方法以跳脫法學性質，尚不能與
政治學主流研究接軌的一個次領域。參見吳玉山，〈政治與知識的互動：台灣的政治學在
九○年代的發展〉，何思因、吳玉山主編，《邁入廿一世紀的政治學》（台北：中國政治
學會，2000），頁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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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指法政之學。以今日的學科分劃回溯觀察，經常包含了好幾門學

科，並非限縮於民刑訴訟的狹義「法律學」概念。11 

此外，以臺灣的發展為例，在高等教育體系裡，培育相當於今日

專業法律人才的處所，在日治時期，主要為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的

「政學科」。至二次戰後，台北帝國大學為國民政府接收改制為臺灣

大學，在「法商學院」之下，設有法律系、政治系等科系，至1999

年，「法律學院」才正式與「社會科學院」從「法學院」裡分家。早

先「法商學院」或「法學院」的規劃，某種程度亦反應這種國家學的

傳統，包括了政治、經濟、社會等系所。而其中，法律系與政治系的

科目與師資，在過去亦有不少重疊、共通之處。再者，在戰後臺灣司

法官的考試資格規定裡，政治、公行與法律科系，均具備報考資格。

於此，因應歷史發展上學科分化的複雜性，在從事長時期的學科發展

回顧時，不得不權宜地採取「法學」、「法政」甚至「法科」混用的

廣義用法，廣泛地加以考察，難以嚴格區分。 

貳、科舉取仕對中國傳統法學與法學

教育的影響 

一、流動法律專家手中實用的邊緣知識 

在過去，主流看法多半認為，傳統中國並非沒有規範制約社會生

活的法律，但是，相當輕視有關法律的知識。傳統中國不存在現代意

義的「法學」，而是以先秦荀子、韓非等強調法術勢的「法家」思

想，或是窮究律令、刑名刀筆之學的「律學」技術為代表。12在中國

                                               
11 此概念用語本身理念與內涵的變遷，並非不變的歷史事實，可專文另為分析討論。 

12 有關律學之研究著作頗豐，歷來重要研究成果之彙整，詳參何勤華編，《律學考》（北
京：商務印書館，2004）。日本學者滋賀描述中國傳統「律學」是「關於刑罰上下輕重的
學問」，頗能抓住其技術性實用之特徵。（日）滋賀秀三，〈中國法文化的考察──以訴
訟的型態為素材〉，王亞新等譯，《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法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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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的知識傳統中，涉及法律的知識僅僅擁有一種實用但非正式的地

位，既缺乏研究法律的職業法學家存在的空間，也一直未能形成法律

專業團體。13 

在官方知識分類系統中，法學知識並未被承認為一類專門學問。

以清代御制叢書「四庫全書」選編過程為例，法律著作遭到「經、

史、子、集」分類方法的支解、摒除。換言之，官方並不認為法學具

有自成一格的專門性。再者，在匯編四庫全書的書籍蒐羅過程中，附

帶了沒收私人藏書的目的，反而嚴重影響了法學的傳播。14然而，在

民間流傳的，數量龐雜的行政書籍、官吏行政須知手冊、訟師秘本

等，卻顯現出實務上對法律的需求與活力，15以及中國古老法律傳統

的持久與更新。16 

總體而言，或許因為唯一有權授予官職的科舉制度的荒謬勝利，

讓一切技術課程均被抹煞；或許因為儒家獨大，「以德化民」始終遠

高於「以法治國」，使得法學以及法律的實務功能逐漸邊緣化，在官

方學問體系中長期受到排擠。非但在官方知識體系中，攸關國家大政

的法律成為隨著流動法律專家來來去去、微不足道的邊緣知識，清代

中國的法學專家，也從未像西方同儕般，制度性地獲得肯定，17其學

門的獨立地位一直不被承認。 

                                               
社，1998），頁16。 

13 參見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台北：禮仁書局，1984），頁410-411、426-
428。（美）德克‧布迪（Derk Bodde）、克拉倫斯‧莫里斯（Clarence Morris）合著，朱
勇譯，《中華帝國的法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1-5。林端，《韋伯論中
國傳統法律──韋伯比較社會學的批判，儒家倫理與法律文化：社會學觀點的探索》（台
北：自版，巨流經銷，1994）。張偉仁，〈清代法學教育 上〉，《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
叢》18：1（台北：1988.12），頁1-35。 

14 參見（法）鞏濤（Jérôme Bourgon）著，林惠娥譯，〈西方法律引進之前的中國法學〉，
《法國漢學‧教育史專號》8（北京：2003.12），頁222、226-227。 

15 （法）鞏濤（Jérôme Bourgon）著，林惠娥譯，〈西方法律引進之前的中國法學〉，《法
國漢學‧教育史專號》8，頁223。 

16 （法）鞏濤（Jérôme Bourgon）著，林惠娥譯，〈西方法律引進之前的中國法學〉，《法
國漢學‧教育史專號》8，頁241。 

17 （法）鞏濤（Jérôme Bourgon）著，林惠娥譯，〈西方法律引進之前的中國法學〉，《法
國漢學‧教育史專號》8，頁22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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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成制度的知識傳承方式 

學者研究認為，傳統中國並不存在近代意義的法學與制度化的法

學教育。然而，由於社會中確實存在著法制和執法人員，當然，也存

在著各類法制工作者所需的法律知識。18但此類知識係由團體成員中

通過科舉考試的人（亦即具有學識教養者），扮演起家族、氏族及村

莊裡相關問題的顧問。19 

由於儒家思想與主政朝廷都不重視法學，在傳統教育單位（如私

塾、官學與書院等）及國家掄才的科舉考試裡，僅看重以經義為憑的

道德判斷，不在意法律知識，20「法學」亦被輕忽。 

學者將傳統的法律工作者分為三類。一為「幕友」：半官方的法

學家，將法律服務租給地方官的流動性專業幕僚；二為「訟師」：為

私人客戶服務的私人法律顧問，受律法禁止；三為「刑部官員」：是

在中央刑部職司律例應用、刑案覆查、執行的法律專家。21從事法制

工作者之法律知識，大多由自力修習、歷練而得，不成制度。22即使

是專司刑案的刑部官員，仍由科舉取仕，完全是法律的門外漢，僅因

吏部抽籤分官職時，被分發到刑部，才因職務需求在職自修。23刑部

                                               
18 參見張偉仁，〈清代法學教育 上〉，《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叢》18：1，頁3-4。 

19 參見（德）韋伯（Max Weber）著，康樂、簡惠美譯，《法律社會學》（台北：遠流，
2003），頁253-254。（德）韋伯（Max Weber）著，簡惠美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
教》（台北：遠流，2002），頁289、301-304。 

20 清代科舉考試中雖有制義、論、策、詔、誥、表、判、詩等項，事實上除了制義與策論之
外，其他幾項時設時停。看似唯一需要依據法律擬寫的「判」的考核方式，原本規劃以大
清律例門目為題，但並非以實例題考核，而是聽任考生揣摩其義，自行擬定一事，加以判
斷，不需要引用條文，做成具體判決。漸漸成了無須過多法律知識，僅以經義為憑據的道
德性判斷。甚至到清代中葉，這項考試竟因題目有限，易於揣摩等缺點而被取消。張偉
仁，〈清代法學教育 上〉，《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叢》18：1，頁18-25。 

21 （法）鞏濤（Jérôme Bourgon）著，林惠娥譯，〈西方法律引進之前的中國法學〉，《法
國漢學‧教育史專號》8，頁224-225。 

22 例如日後到哈佛燕京學社擔任研究員的洪業（洪煨蓮）追憶，1906年，他13歲時起，即追
隨科考中舉外派山東濟南任七品候補知縣的父親洪曦，在衙門生活。他回憶父親洪曦在審
理刑案時，經常參考宋朝傳下來的《折獄龜鑑》，依賴書上記載來判斷被毒死的人中的是
什麼毒。到魚台就任後，還自費買了很貴的純銀筷子，遇到命案用以驗屍。參見陳毓賢
著，《洪業傳》（台北：聯經，1992），頁38、40。 

23 根據民國後曾任大理院院長、最高法院院長，清末曾在刑部任職的許世英回憶，當年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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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地位之取得，與法學能力的關係不大。24反而是官員私聘的幕

友，通常透過從師受業、隨師辦事的學徒制方式學習，25相形之下，

較有制度。26是以，幕友之學，被學者視為清代法學教育的正科；而

刑名幕友，一面實習辦案、一面自修群書，被視為清代法制筋脈。27 

總體而言，由於官方不重視，傳統中國並未建立起制度性的法學

專門人才培育傳統。法學知識的傳播，長期依賴個人的主動性，透過

人脈關係來拜師傳承。這種不成制度的知識傳承缺失，使得法學知識

無法穩定的代代相承。28 

三、同治中興：舊制自我更新之嘗試 

值得注意的是，學者認為清末「同治中興」（1862-1875）後，

                                               
科舉考取「丁酉拔貢」一等，初以七品小京官官銜（大約是高考及格分發在各部中擔任薦
任科員）由吏部依照「抽籤」方式，於光緒二十四年四、五月間分發刑部，派任浙江司任
副主稿。吏部依抽籤分發，是為了避免人事關說紛擾。當他被分發到刑部時，也是個法律
的門外漢，如果不是被派去校對薛允升尚書的法學名著，也不會對法律懂得這樣多。參見
許世英口述，冷楓撰記，《許世英回憶錄》（台北：人間世月刊社，1966），頁23-27、
29-31、99-102。 

24 （法）鞏濤（Jérôme Bourgon）著，林惠娥譯，〈西方法律引進之前的中國法學〉，《法
國漢學‧教育史專號》8，頁224-225。 

25 知縣手下的「刑名師爺」及「錢穀師爺」大半都是浙江紹興人，他們以學徒制專業出身；
而管理文件的「文案師爺」則是受過教育的人，通常是待考的秀才。參見陳毓賢著，《洪
業傳》，頁18、35-36。另阮毅成先生回憶其先祖父，亦因少年應考不成，師事吳客塵習金
穀，22歲就任清河縣幕，其後於各縣遊幕，曾代理兩年知縣。參見阮毅成，《八十憶述 上
下》（台北：作者自版，1984），頁10。 

26 張偉仁，〈清代法學教育 上〉，《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叢》18：1，頁3。另參見張偉仁，
〈清代法學教育 下〉，《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叢》18：2（台北：1989.06），頁48。 

27 張偉仁，〈清代法學教育 上〉，《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叢》18：1，頁33-35；張偉仁，
〈清代法學教育 下〉，《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叢》18：2，頁1-55。該文並透過對清乾隆
年間名幕汪輝祖的《汪龍莊遺書》15卷等著作、清末曾業幕的陳天錫先生1970年出版的
《遲莊回憶錄》、以及謬全吉先生先前有關清代幕府的研究與訪談、張偉仁先生自己進行
的訪談紀錄等資料，搜索其等一面實習辦案、一面自修群書的軌跡，重建清代幕友的養成
過程。有關幕友的研究，另可參見張偉仁訪問，〈清季地方司法：陳天鍚先生訪問記
（上）、（下）〉，《食貨月刊》1：6-7（台北：1971.09），頁319-339、388-397。張偉
仁，〈良幕循吏汪輝祖：一個法制工作者的典範 上、下〉，《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叢》
19：1-2（台北：1989），頁1-49、19-50。 

28 （法）鞏濤（Jérôme Bourgon）著，林惠娥譯，〈西方法律引進之前的中國法學〉，《法
國漢學‧教育史專號》8，頁225-226、241。 



144 《法制史研究》第十八期 

 

中國傳統「法學」（或「律學」）的內涵，發生了從下向上的更新。

這樣的發展，最高曾達巡撫，最終則表現在刑部內部改革派法學家幕

僚之設立。29雖然，其力圖復興中國法律的成果有限，但對此後法律

現代化的過程，帶來了深刻、持久的影響。30 

至此，中國「法學」（或「律學」）作為一種官僚技術，已漸漸

發展成一門淵博的學問，既有實務判例集、亦有理論特點、學派區

分。31這套專門知識，呈現在大量公私文獻（執行手冊、律例文本、

判例文集、理論專著）裡，蘊含將法律條文應用到實際案例的理論與

技術。32法學家們博覽群書、諳熟掌故，研究功令並融會貫通，將傳

統科舉學科邊緣發展出的校勘、考證技術，應用到法律文本與司法檔

案，並以此法教導後人；33而學習者，亦以過去研讀經典及準備科舉

應試的背誦技巧，熟讀背誦法律律典，將之應用在法律事務上。34 

學者分析，這種法學研究的復興，正是清末主張「中學為體、西

學為用」的一種表現。從過去的歷史中找到前例，應付新事件，以古

人理論對抗西方概念，律學專家以傳統律學來對抗他們所負責監督引

進的西方法律，影響了新舊法律學問的重新組合。35 

                                               
29 （法）鞏濤（Jérôme Bourgon）著，林惠娥譯，〈西方法律引進之前的中國法學〉，《法

國漢學‧教育史專號》8，頁241。 

30 （法）鞏濤（Jérôme Bourgon）著，林惠娥譯，〈西方法律引進之前的中國法學〉，《法
國漢學‧教育史專號》8，頁241。 

31 在此，學派指的是中央「刑部」內所謂的「律學博士學會」組織，這類學會通常具有學派
及地方派系的特色。其中，陝西派由編纂《讀例存疑》的薛允升、趙舒翹與張麟閣組成，
其下尚有沈家本、許世英等幾十個門生；另一個派系則是豫派。（法）鞏濤（Jérôme 
Bourgon）著，林惠娥譯，〈西方法律引進之前的中國法學〉，《法國漢學‧教育史專號》
8，頁239、242。 

32 （法）鞏濤（Jérôme Bourgon）著，林惠娥譯，〈西方法律引進之前的中國法學〉，《法
國漢學‧教育史專號》8，頁222。 

33 （法）鞏濤（Jérôme Bourgon）著，林惠娥譯，〈西方法律引進之前的中國法學〉，《法
國漢學‧教育史專號》8，頁240。 

34 例如許世英於清末服務於刑部時，負責校對薛允升編纂的40冊《法律全書》（即《讀例存
疑》）2年。此書在當時被認為是最完整的唯一「經典」，只要熟讀這部書，便可成為法學
權威。由於負責校對及職業上的強迫性，必須熟讀它，即使尚不能全文照背，至少已經可
以熟記無訛。這一點，對於以後經常問案時，實獲得了極大的幫助。許世英口述，冷楓撰
記，《許世英回憶錄》，頁39-40；另參（法）鞏濤（Jérôme Bourgon）著，林惠娥譯，同
〈西方法律引進之前的中國法學〉，《法國漢學‧教育史專號》8，頁240-241。 

35 （法）鞏濤（Jérôme Bourgon）著，林惠娥譯，〈西方法律引進之前的中國法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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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中興之後，地方省級單位，為培訓地方官，出現創立法學書

院、調整教學、更新理論，並開設書局出版私人藏書的的舉措。而中

央刑部內的專業法學家，亦在刑部職務上培訓官員，對通過科舉的官

員，進行訟案的專業實務訓練，邊做邊學中，逐漸形成饒富技術性的

律學專業幕僚。這樣的革新，改變了傳統中國法律從業人員的訓練方

式。36 

然而，由於科舉取仕的制度一直存在，新式教育體制亦未引入，

在大環境的框限下，法學人才始終沒有被系統性的培育，傳統律學內

部更新的自我嘗試，成效有限。 

總言之，在仿照二次戰前日本體制的法政學堂設立之前，法學知

識的傳播，仍持續依賴個人主動性，透過家族或特定團體圈內人脈關

係來拜師傳承。刑名幕友如此、承審聽訟的知縣如此，即便是中央層

級刑部灌輸給官方法學家的律學，其實也只是一個圍繞主官小團體的

家族式培養訓練，頂多只能培訓出幾十個門生。37 

參、廢科舉、興學堂等新政措施 

一、新政變法下法制與學制之變革 

日本明治維新勵行西方法化，成功於1899年撤廢所有不平等條

約、收回法權，此經驗鼓舞了中國。清廷實施新政，積極變法、廢科

舉、興學堂，種種興革，帶來清末中國制度性改革的重要契機。 

在變法方面，自1902、1903年新訂中英商約開始，英國允諾當中

                                               
國漢學‧教育史專號》8，頁221。 

36 （法）鞏濤（Jérôme Bourgon）著，林惠娥譯，〈西方法律引進之前的中國法學〉，《法
國漢學‧教育史專號》8，頁230、239。另參許世英口述，冷楓撰記，《許世英回憶錄》，
頁36-37、39-41、51。 

37 （法）鞏濤（Jérôme Bourgon）著，林惠娥譯，〈西方法律引進之前的中國法學〉，《法
國漢學‧教育史專號》8，頁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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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改定律例而與各西國律例改同一律時，願意放棄治外法權。38自

此，為廢除不平等條約，撤廢領事裁判權，中國決定追隨日本，採歐

陸成文法為修法範本，39展開西方法制的全面繼受。1902年，上諭以

沈家本、伍廷芳為修律大臣，考訂擬議律例，開始修訂律法。40 

而在教育方面，清末新政改採近代新式高等教育。自1903年起，

開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至1905年，更正式宣布自丙午年（1906）

起，停止科舉，廢除了施行1300年之久的科舉制度。41 

在新式教育引入的過程中，法學教育以仿自日本「法政教育」的

類型率先出現。清末中央與各地封疆大吏，紛紛開辦課吏館、校士

館、仕學館等，展開現職官吏的在職教育，42各部亦紛紛自辦學堂。43

在此風之下，法部最初為了本署司員肄習律例，自行核辦「律學

館」。其後，再仿日本《欽定大學堂章程》、《奏定學堂章程》、

《法政學堂章程》等規劃設置，開辦法律學堂者。44其後，系統化的

西式法學知識，從法政學堂、法政專校至大學法學院、法律系所，在

                                               
38 1902年7月，張之洞與英國代表會談簽訂之中英商約第12條「中國深欲整頓本國律例，以期

與各西國律例改同一律，英國允愿盡力相助，以成此舉，一俟查悉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
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英國即允棄其治外法權」。其後中美商約、中日商約等，
亦作出相同規定。參見王健朗，《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歷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
社，2000），頁12-13。 

39 清末修訂法律的重臣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多以日本法學風土人情近、同文種等「資
取較易」之理由，偏重借資日本法律。連精研傳統中國律例的沈家本與身為英國大律師、
精通英美法學的伍廷芳亦認同，並未見激烈的法典繼受國爭論。見程燎原，《清末法政人
的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頁198。 

40 詳參黃源盛，〈晚清法制近代化的動因及其開展〉，《中國傳統法制與思想》（台北：五
南，1998），頁271-306。張德美，《探索與選擇──晚清法律移植研究》（北京：清華大
學出版社，2003）。韓秀桃，《司法獨立與近代中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3）。張生，《民國初期民法的近代化──以固有法與繼受法的整合為中心》（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陳剛，〈清末司法制度現代化進程研究〉，陳剛編，《中
國民事訴訟法制百年進程（清末時期 第一卷）》（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頁
363-413。 

41 〈（清帝）諭立停科舉以廣學校〉，沈桐生輯，《光緒政要（五）》，卷31，頁59，轉引
自張亞群，《科舉革廢與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的轉型》，頁112-114、117。關曉紅，《晚清
學部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頁82-83。 

42 最初各部開設對口專門學堂之各類學堂，原本是短期培訓，而非學歷教育，只在系統內得
到認可，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頁248。 

43 參見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頁242。 

44 參見葉龍彥，〈清末民初之法政學堂（1905-1919）〉，頁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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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趨中央集權與高度管制的近代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中，逐步提供。

在學科知識的分類上，隨著西方學科發展日益細密，法律與政治學門

知識日益分道揚鑣，在學制中，法政學門逐漸發展為法律與政治不同

的兩個學門。 

二、獎勵出身制度 

實行千餘年的科舉制度，並非系統性的教育制度，僅是一種官方

人才考選制度。這樣的制度，牢牢地將求取知識的目的跟為官仕途結

合在一起。在這個制度中，朝廷訂出知識的官方規格，給予相應高官

厚祿，誘導民間社會遵行，並成為具備此類知識人才的最大雇主。 

清末新式教育體系由官方主導引入，彰顯出官方轉換知識規格的

企圖。但是，官方僅提供系統性的新知識規格，並不保證畢業後的出

路，其對社會的吸引力，即大打折扣。這也是新式教育引入之初，僅

能吸引已有功名或公職的舊學人才「在職進修」，發揮「已仕成人法

學教育」成效，45不能廣泛吸引社會大眾投入的重要因素。 

為了增加誘因，在舊式科舉取士往新式教育過渡的期間裡，清廷

採行了「學堂畢業獎勵出身」與「留學畢業生獎勵出身」制度，結合

學歷（學力）與功名，給予新式教育體系為官的出路保證。這項制度

雖屬過渡，卻意義深遠。代表新式教育不但為官方所認可，更正式被

官方宣告為科舉之外的官吏選拔新管道。亦即，在新式文官考選制度

建立，正式切斷新式學制與官吏任用的直接關連之前，新式教育同時

兼具了官吏選拔與培訓的功能。這種發展，對中國新式教育的轉型，

帶來了很大的影響。法政教育傳入中國，約莫亦於此一時期。此種過

渡制度，與清末民初十餘年間法政教育盛極一時、一枝獨秀的發展盛

況，關係密切。46 

                                               
45 參見湯能松等，《探索的軌跡──中國法學教育發展史略（上）》，頁142-143。 

46 參見張亞群，《科舉革廢與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的轉型》，頁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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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堂畢業獎勵出身」制度首由張之洞、劉坤一於1901年7月12

日《會奏變法自強第一疏》中提出，47早在廢科舉前即已實施，原係

為解決新舊教育過渡問題，試圖連接科舉功名與學堂出身，逐漸使學

堂教育取代科舉。1902年1月起，清廷正式訂定《奏定各學堂獎勵章

程》，按程度區別學業等差，給予學堂出身者相應之科舉功名與實

官。48同時，政務處與禮部的《遵旨核議學堂選舉鼓勵章程折》亦經

清廷核准頒佈實施，該折承認學堂學生入仕具有與科舉仕人同等的資

格，給與相應出身以示鼓勵，其選拔程序與科舉接近，但機會優於科

舉。至1904年1月，張之洞主持制定《奏定各學堂獎勵章程》，詳細

規定各級各類學堂畢業獎勵的實施細則，授予學堂出身者科舉功名及

實官，讓其在各衙門盡先補用。49 

此制自1902年1月實施至1911年9月。施行期間迭有批評，亦有主

張仿效日本，改授各類學士、博士學位即可，議裁學堂獎勵，但此制

一直繼續實施。50至1911年9月9日大清帝國崩潰前夕，學部方以《學

部會奏酌擬停止各學堂實官獎勵並定畢業名稱折》，請廢學堂畢業生

實官獎勵及遊學畢業生廷試，但仍保留舊式進士、舉人、貢生等功名

之名義，認為對於刺激學人入學，仍有一定作用。51 

至於「留學畢業生獎勵出身」制度，與「學堂獎勵出身」類似，

是以科考功名錄用留學生任官的考試制度。洋務運動時期，科舉為取

                                               
47 參見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頁188。 

48 「分科大學」程度甚高，畢業考試獲中等以上者，均作為進士出身，按其等第分別授予翰
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各部主事，入通儒院，或委以相應官職。其考列下等者，作為
同進士出身，留堂補習一年，再行考試分等錄用。如第二次考仍下等者，及不願留堂補習
者，以知縣分省補用。「高等學堂」及其他程度相等之學堂程度次之，畢業可獲舉人出
身，分受內閣中書、中書科中書、各部司務、七品小京官、知州、知縣、州同、通判等
職。凡考列下等者，也准其補習一年再考，按等錄用。「中等學堂」程度又次之，畢業按
等獎予優、拔、歲貢生。「高等小學堂」畢業分等獎以廩、增、附生，生入中等學堂。
「初等小學堂」則不設畢業獎勵。參見劉海峰等著，《中國考試發展史》（武漢：華中師
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218。 

49 參見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頁188。 

50 參見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頁188-189。 

51 參見張亞群，《科舉革廢與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的轉型》，頁179-186。關曉紅，《晚清學部
研究》，頁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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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正途，「出身不維科第，所言多不見重」，為鼓勵留學，乃在少數

洋務部門，權宜且非正式地授予部分從事洋務的留學生功名與實官。

52至新政，留學生獎勵出身開始制度化。1901年，清廷通令自費留學

生學成獲有優等憑照回華，准照派出學生一體考驗獎勵，均分別賞給

進士、舉人各項出身，以備任用。1903年，張之洞奉命擬定《獎勵遊

學畢業生章程》10條，視留學生文憑程度，相應給予拔貢、舉人、進

士、翰林、翰林升階等各種獎勵出身、分別錄用。原本，僅針對留日

學生而定。其後，批轉全國，成為各省通行的獎勵歸國留學生依據。

1904年，學部正式頒佈《考驗出洋遊學畢業生章程》共8條，全面採

用考試方法獎勵回國留學生。531905至1911年，清廷先後舉辦過7屆

歸國留學畢業生獎勵出身考試，從考試科目來看，以法政科最多，其

次為工、農、商科，國別上則以留日、美為多。54其中，尤以留學日

本（以攻讀法政為主）為最，一時之間，出國留學，成為替代科舉的

求官新途，55致使當時社會流傳「科舉停辦，日本為我國一大貢院」

的說法。56 

1908至1911年，清廷又辦4屆遊學畢業生廷試。57這些被稱為

「洋翰林」、「洋進士」、「洋舉人」的遊學畢業生，所學之知識結

構，明顯異於舊式官吏，這種僵化又略嫌荒謬的對應關係，名實不

                                               
52 參見劉海峰等，《中國考試發展史》，頁270。 

53 參見劉海峰等，《中國考試發展史》，頁272。 

54 留學畢業生獎勵出身考試之錄取人數逐年上升，依宣統年間之《政治官報》記載，共有
1976人選考、1598人獲准報考、最後授予1399人進士、舉人出身，有些並給與相應官職。
另有進士館的遊學畢業生的學部考試，4年間考試獎勵進士館遊學畢業生共計約147人。參
見劉海峰等，《中國考試發展史》，頁274-278。 

55 參見（日）實藤惠秀著，潭汝謙等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增補版）》（北京：三聯書
店，1983），頁18-37。 

56 張元濟，〈議改良留學日本辦法〉，《張元濟詩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頁
136。轉引自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頁388。 

57 清末留學生畢業考試參照近代外國文官考試制度，逐步區分「學成考試」與「入官考試」
兩階段。先由學部考驗，遊學生考獲出身之後，再依《遊學畢業生廷試錄用章程》，仿照
從前科舉殿試之例，每年舉行廷試，已得出身者，按照成案分別授予翰林、主事、內閣中
書、小京官、知縣等職。凡經學部考試獎給進士、舉人者，則參照部試、廷試結果，分別
授予相應的官職。從1908年始，清廷每年對上年學部考試及第的遊學畢業生進行廷試，先
後4屆，共錄取829人。參見劉海峰等，《中國考試發展史》，頁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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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格格不入，顯而易見。至1911年8月，終告取消。58 

清末這種將新式教育與舊式科舉功名結合的過渡規定，直接促進

了新式學堂發展與留學風氣。但這種功名與官位的授予辦法，將新式

學制與當官直接對應，產生緊密的制度性連結，運作的結果，扭曲了

新式教育追求高深學術研究的宗旨，助長「以學干祿」的不良風氣。

在正規文官考試制度尚未建立之前，成為清末官僚人才選拔的新途

徑，強化了「官本位」的社會意識。59 

肆、廢科舉、獎勵出身對法學教育近

代化的近程影響 

一、學科地位之確立與傳承方式之改變 

在中世紀歐洲，法學是一門與神學、醫學併立的傳統世俗專業知

識。這門學問在大學學院等組織內，逐漸取得學科地位，維持其在知

識與職業上的階級壟斷、杜絕競爭。至16、17世紀，大學除了訓練牧

師等神職人員外，也成為供應政府法學學位官員的機構。60這套機

制，幾經演變，為二次戰前日本所繼受。 

至清末新政，官方引入新式的教育體制。在官辦新學中，亦包含

了法學。在中國，法學之學科地位，由是確立，而法學人才的培育、

法學知識的組織和生產方式，亦因而有了制度。前述刑部京官、刑幕

等不成制度的人才培訓方式，漸漸為新式學制所取代。在這波風潮

中，過去習幕、任職刑名幕友之人，開始放棄科舉、轉向新式教育，

例如前往日本留學，攻讀法政。611912年，一批傳承清末刑部在職京

                                               
58 參見劉海峰等，《中國考試發展史》，頁278。 

59 參見劉海峰等，《中國考試發展史》，頁218。 

60 參見（英）彼得‧柏克（Peter Burke）著，賈士蘅譯，《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
羅》（台北：麥田，2003），頁56-57、60、64-65。 

61 阮毅成回憶，其先祖母深知教育重要，認為諸兒必須放棄科舉，到日本求學，舉債送子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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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律學傳統的京派法學家，更集結私人學會的力量，依西式教育制

度，設立了有「無朝（陽）不成（法）院」美譽的北京朝陽大學（朝

陽學院）。62舊學人士逐步轉入西學體制，使得傳統律學式的京官在

職訓練、非正規、小範圍的傳承模式，逐漸為西式法學教育制度所吸

納。自此，學校正式成為法學知識傳授的新陣地，而其傳播的知識內

容，也從下班後私人校注《讀律存疑》等律例實務訓練，改為新式的

西方法學知識。 

在清末，一套新的學科知識體系，逐步透過新學制的採用於中國

建立。然而，在民族存亡危機感之下，中學與西學之爭，帶來整個知

識體系的轉換問題。在官方主導下，高教與學科體制均照著西方形式

建立。傳統中國的知識體系（「經史子集」的國學、儒學體系），63

在官方知識架構上所享有的正統地位，逐步被打破；以四書五經等儒

家經典為主的士人養成方式，受到嚴厲挑戰。外來西方知識體系透過

新式大學學制、學科知識分類架構，逐漸為官方採行，經史子集體系

逐步被瓦解，各類知識幾乎完全參照近代西方學科分類形式，重新被

編排、認識。這種知識架構的動搖，造成劇烈的波動，顛覆並挑戰了

中國固有知識體系安身立命之基，動搖了幾千年來中國帝制王朝的統

治命脈。 

在此背景下，外來的新式法學（法政）知識，也逐步被建立、承

認為一門學科。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學科內傳授的內容都是西方法學

（法政）知識元素，法學的發展卻展現出不同於西方發展的獨到特

色。到了中國，獨尊儒術的知識架構雖被動搖，但僅僅是動搖，並未

取代其原有主流的地位。受到傳統儒學輕視「法家」、「律學」的想

                                               
赴日，幸而後多取得官費，減輕負擔。其父阮性存與其母、三姑丈、三叔與三嬸、四叔、
五叔，俱皆前往日本求學。父親與先祖均曾習幕，並任刑幕，與其三叔均赴日本私立法政
大學學法政。參見阮毅成，《八十憶述 上下》，頁27、34。 

62 有關朝陽大學之書籍文章甚多，參見熊先覺等主編，《法學搖籃：朝陽大學》（北京：北
京燕山出版社，1997）。朝陽大學校友會編印，《朝陽校友通訊》1-5（北京：1997-
2002）。 

63 參見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頁19-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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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影響，西方法學來到中國，並未取得其在西方知識體系中舉足輕重

的重要地位。即使在清末官方興辦的新式教育體系裡，法政之學的學

科地位已告確立，被視為一門專業學門。但律學式的思維架構，仍影

響了西式法學（法政）進入中國後，被解讀與吸納的理解方式，逐步

地，將法學（法政）界定在學科體制知識版圖的邊緣位置。64 

二、教學目標的設定：從為「官」到為「司法官」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走過幕末儒、洋學「和魂洋材」之爭，確立

以繼受西歐法律為主的法制近代化為主軸來進行改革。因此，明治維

新史，被學者認為是「一段連續實行法律改正的歷史」。65在此背景

下，「法科萬能主義」搭配了官尊民卑的傳統，開啟了日本以西方法

政之學作為統治階層文官任用取材標準的發展路線。這樣的轉折，使

得法學在日本取得一種獨特的崇高地位。由於官方在政策與制度上的

強力主導，法學與國家官吏任用間緊密扣連，發展出強烈的「官僚法

學」特色。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法學被視為絕對王權國家領導人才的

基礎教養學問。66 

清末新政仿效日本維新，亦引入國家學傳統，發展較為廣義的

「法政教育」，並不精密區分法律與政治，以培訓具西式法政素養之

治國棟梁人才為主要的教育目標。然而，或許是因為法政之學普遍被

認為較易學習，加以實用性高，官方早期確實曾將法政教育當作舊制

已仕官員的在職進修知識，成為舊學人才轉型的重要途徑。從清廷採

行「獎勵出身」制度，以「學歷」作為連結功名官位的設計來看，清

                                               
64 參見劉恆妏，〈從知識繼受與學科定位論百年來臺灣法學教育之變遷〉，頁272-293。 

65 參見（日）天野郁夫，《近代日本高等教育研究》，頁422。 

66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司法權在絕對王權的國家中，地位遠弱於獨強的行政權。因
此，有志擔任行政官者普遍多於司法官，這樣的循環，亦使得戰前日本司法官相對於行政
官而言，社會評價較低。而在官尊民卑的傳統下，在朝法曹「判官」、「法官」之地位，
在當時，顯然又凌駕於在野法曹「辯護士」之上。參見劉恆妏，〈從知識繼受與學科定位
論百年來臺灣法學教育之變遷〉，頁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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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雖繼受了新式教育、認同新式學制與學歷，但即便外在的制度設計

仿照了日本體制的形態，實質上，並未如戰前日本一樣獨尊法學，在

官吏的選拔上，並未強調法學知識的重要。 

詳言之，清末學堂、留學獎勵出身制度，或可認為是一種以新式

學堂、留學教育的「學歷」（學力）資格來選任官吏的文官選拔制度

（雖然當時尚未建立「學位」制，仍以「科考功名」名義行之）。在

制度設計上，依照形式學歷（學力），不分文、法、商、理、工、

醫、農等不同學科專長，廣泛地選拔任用各種人才。換言之，並未特

定化或標舉某類學科知識內容。 

廢科舉後的中國，不再獨尊經義儒學，但也未如二次戰前日本般

獨尊「法學」，直接授予帝大法學院畢業生高等文官任用資格，給予

「法科獨佔」（Juristenmonopol）特權；並以法學科目為各類（行

政、外交、司法三大類科）官吏任用的考選標準，確立「法學」為國

家文官的學識標準。67然而，或許是受到日本風氣影響，清末最初引

入的新式教育，數量最多者，仍為法政學堂；而留學類別中，攻讀人

數最多者，亦屬法政科。加以前述法政學科進入、學習的門檻，比起

理工醫農等科，感覺較低，選擇就讀法政科系的人數，事實上確實最

多。因而，透過獎勵出身制度為官的人，確實以法政人才最多。 

綜言之，身為法政知識的最大雇主，清廷並未制度性地以法政或

特定學科知識作為國家取仕的標準。然而，透過獎勵出身制度，因緣

際會地，順應了當時教育市場的發展趨勢，使得清末選任官員的標

準，事實上與法政學門產生某種連結。連帶使得當時之人，視新式教

育中的法政教育為求官的干祿之階，造就了新式教育（尤其是其中的

「法政學科」）取代科舉，成為終南新捷徑的心態，影響了之後中國

法學教育的發展。 

這段時期雖不長，但因為社會上攻讀法政的人數眾多，確實造成

                                               
67 參見（美）Herbert Passin 著，劉焜輝、洪祖顯譯，《日本的現代化與教育》（台北：幼
獅，1973），頁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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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法政之學或法科，短期取代傳統「儒學」（國學），成為國家選

任官吏的事實上標準。這種知識地位的轉型，衝擊到仰賴傳統儒家

「尊君」思想維繫命脈的大清帝國傳承，助長了革命之風。68也使法

學或法政之學的教育目標，在「替代科舉」的求官登龍術意義下，被

視為一種治國之術。 

至民國初成，獎勵出身制度已不行。然而，清末對法政知識的想

法，繼續被民初社會所接受。在新式西方民主共和政體之下，學習法

政之風更熾。在新式文官考試制度未確立前，或受到日本影響、或延

續清末替代科舉的為官想法，法政之學繼續被視為致仕任官的知識。

法政學門蓬勃發展，在公、私立法政學堂、法政專門學校中普遍地提

供，而在一些數量仍少的大學裡，也開始設置。 

民國成立後，開始規劃文官考選制度。在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的

《文官考試令草案》中，高等文官的必擇考試科目為「憲法、刑律、

行政法、國際公法與經濟學」6種；69而1913年1月北京政府的《文官

考試法草案》亦規定，初試必考「國法學、刑法、民法、國際公法、

行政法、經濟學與財政學」7科。兩種草案，明顯受到日本維新的影

響，走獨尊法學路線，擬以「法學科目」為考選文官的主要學門知

識。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兩案最後「均未實施」。70 

至1915年，真正被實施的北京政府《文官高等考試令》裡，大幅

更動了先前草案的設計。文官考試分為四試，第一試改以「經義」、

「史論」與「現行法令解釋」各一道，「經義」等傳統知識元素，重

新成為國家官吏選拔的標準。但與法學有關的「現行法令解釋」，亦

首次正式被官方列入考選標準中。自第二試起，廣泛細分23科，不特

                                               
68 學者認為清末留學風潮引入大量法政之學，即使程度不高，絕大多數僅為今日中學程度，
但這類西式自由民主之法政思潮，對民國革命之成功，具不可抹滅的影響。參見（美）任
達（Douglas R. Reynolds）著，李仲賢譯，《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南
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69 參見楊學為總主編，《中國考試通史 卷四 民國》（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4），頁21-22。 

70 參見楊學為總主編，《中國考試史文獻集成 第七卷 民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頁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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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獨尊某類科，各別訂定考試科目。另外，外交、司法等職務，則另

以其他考試舉行。71此考試自1916年起實施4年，共錄取1379人。 

當然，必須注意的是，事實上，文官考試不是當時最重要的官吏

選拔方式，在北京政府所有文官裡，經高等文官考試而錄取的人數，

比例低微。沿用前朝、前政府舊有人員，或甄別、甄用或依仗人事勢

力「保薦」的他途，才是北京政府文官晉用的大宗。然而，國家取才

的高考科目如何設計，仍帶有官方對「文官基本素養」想法是否轉變

的宣示意義，72進而在這樣的意義上，影響了社會對學門知識的觀

感。透過考試科目的選定，社會人士對於何種知識受到官方所重視，

何種知識可以為官治國，自然會有不同的認知。是以，北京政府的文

官考選制度，展現出政府拒絕獨尊法學、改走綜合學門路線，並且回

頭擁抱傳統知識的態度。 

相較於一般行政類科的文官考選，在權力分立體系下，司法權被

劃出行政權，出現了「司法官」考試。從1915年北京政府《司法官考

試令》起，即採行非法學者不得充任法官之新式制度。73因而，司法

官考試成為民國以來國家官吏考選制度中，明白高舉以法學知識為篩

選標準的領域，誘導了法學教育的發展方向。其後，法學教育逐步在

制度上直接與司法院、司法官培訓機制作出連結，成為提供國家建設

司法人才之場所。74 

整體而言，無論清末或民初北京政府，在官方人才的考選制度

上，並未正式將法政知識列為一般「為官」的主要智識，但法政教育

的教學目標，仍與「治國」功能連結，延續著清末民間法政之學可替

                                               
71 參見楊學為總主編，《中國考試史文獻集成 第七卷 民國》，頁108-109。 

72 參見楊學為總主編，《中國考試通史 卷四 民國》，頁46-47。另參朱偰，〈中國考試制
度〉，載於楊學為總主編，《中國考試史文獻集成 第七卷 民國》，（原載於《東方雜
誌》1927年第24卷第20號），頁158-159。 

73 1915年9月30日公布教令第53號「關於司法官考試令第三條甄錄規則」，收於〈法令〉，
《東方雜誌》第12卷第11號（年份不詳）。轉引自韓秀桃，〈略論北洋時期的司法發
展〉，載於《安徽大學法律評論》2002年第2卷第2期，頁60。 

74 有關中國法學朝向「司法官僚法學」發展的情形，詳見劉恆妏，〈從知識繼受與學科定位
論百年來臺灣法學教育之變遷〉，頁13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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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科舉為官的想法。自文官考選制度逐漸確立，排除了法學在一般文

官任用的獨尊性，僅在「司法」領域標舉法學知識的重要性，確認司

法人員必須具備法學知識。此種走向，逐漸轉化了近代中國法政教育

的教學目標。 

三、盛極一時的教育規模 

受到明治維新經驗影響，在新政與預備立憲時期，清廷均積極添

設法政學堂，培養新式法政人才。不過，法政教育雖然是由官辦的天

津中西學堂、京師大學堂來主導與推廣，75卻被官方視為涉及朝廷

「官權」的敏感危險知識，希望將法政知識控制在官方掌握下。清廷

對西方法政知識中自由、民權、以法治國知識的普及，始終持保留態

度。為「防空談妄論民權自由種種悖謬之流弊」，一度禁止私人設學

堂講習政治法律專科，76呈現由官方壟斷的「官學」型態。然而，此

項禁令，最後迫於預備立憲的人才需求而解體。77 

由於仕途吸引大，兼以辦學經費少，學習門檻低，刺激私人投

入，清末之際，公、私立法政學堂如同雨後春筍般興起，蜂擁氾濫。78

至民國成立，法政教育仍熱，雖然北京政府袁世凱當政時，一度以法

政學校為造亂淵藪，將民元時上海8所法政學校全數封閉。79然而，

官方對法政知識的避忌與控制，難擋社會對法政之學的需求。加上自

                                               
75 參見湯能松等，《探索的軌跡──中國法學教育發展史略（上）》，頁119-120、160-

161、164-165。 

76 參見（法）蒲依蓮（Lilian Pudles）著，許苗杰譯，〈二十世紀初中國留日學生的法政教
育〉，收於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法國漢學‧教育史專號》8，頁260。另參阮毅
成，〈條文主義的法律教育－法律教育的失敗及其補救〉，收於阮毅成，《法語 下》（台
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頁478-479（原載於《教育雜誌》1935年第25卷第4號）。
另參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頁348。 

77 參見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頁348。 

78 參見康雅信著，王健譯，〈培養中國的近代法學家：東吳大學法學院〉，賀衛方編，《中
國法學教育之路》，頁248-249。 

79 參見沈雲龍訪問，謝文孫、胡耀恒紀錄，《上海法政大學之創立，張知本先生訪問記錄》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49年6月9日至9月1日接受訪問，1996），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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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起，律師制度正式推行，為法政知識開創了民間專門職業的

新出路，法政學校的畢業生與教師，擁有免試取得律師證照之經濟利

益。80利之所在，私人興辦的法學教育機構仍急速膨脹，盛極一時。81 

根據清政府學部「第三次教育統計圖表」，1909年，全中國共有

高等教育學堂127所，學生23,735人。其中，法政學堂47所、學生

12,282人，分別佔學堂總數的37%與學生總數的52%，82在各類教育

中，法政教育可以說是一枝獨秀。 

1918年，北京政府教育部之統計資料顯示，在公立專門學校部

分，各省區法政專門學校校數計22所，而其他農、工、商、醫、外國

語各專門學校，合計僅23所，法政專門學校幾乎過半。而在私立專門

學校部分，法政專校校數雖從1915年的21所，剩下13所，但其他私

校，卻僅存商業專校1所與醫學專校3所。83可見法政教育仍然興盛蓬

勃。 

另依國民政府教育部「歷年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統計表（1912-

1937年度）」（如表1，數字可能有點疑義，但仍有參考價值）所

載，從民國肇建至1937年，全中國大專畢業生總人數約104,095人，

「法科」（此概念在統計中為一集合式概念，涵蓋法律、政治、社

會、外交諸系之總稱，但承如前言所述，在長時期的歷史發展上，很

難嚴格只看法律系的部分）部分32,713人，占31.4%。84總體而言，26

                                               
80 有關民國時期中國律師考選，歷來僅以「律師考試與司法官考試合併舉行」為說詞，維持
名義上的律師考試制度，從未舉辦過任何一次專門之律師考試。中華民國首次律師考試，
為「民國35年台灣省律師臨時考試」，錄取1人。此前律師資格之取得，除有段時間規定與
司法官考試併同取得之外，一律採取學經歷檢覈、甄拔等寬鬆認定方式，這種幾乎是依學
歷認證來發給執照的方式，成為法政教育蓬勃發展的另一利多，唯此部分非本文討論重
點。詳參孫慧敏，〈建立一個高尚的職業：近代上海律師業的興起與頓挫〉（台北：台灣
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頁152。任拓書，《中華民國律師考試制度》（台
北：正中書局，1984），頁168-170。 

81 參見劉伯穆著，王健譯，〈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法律教育〉，《南京大學法學評論》1999
年春季號，頁23。 

82 參見湯能松等，《探索的軌跡──中國法學教育發展史略（上）》，頁135。 

83 參見北洋政府教育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三輯 
教育》（無錫：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頁111-114。 

84 僅憑簡單加法，即可發現本統計表數據錯誤很多，有刻意為「實類」灌水之嫌，唯目前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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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各年度之法科畢業生人數，一直是所有類科中最多的。從「歷

年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統計圖（1912-1937年度）」，亦可輕易看

出，法科的畢業生人數，甚至長期超越所有以「理工醫農」各科合計

的「實類」畢業人數總和。此一蓬勃態勢，自1935年之後，才有所改

變。 

表1 「歷年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統計表（1912-1937年度）」 

文類 實類 
年度別 共計 

小計 文 法 商 教育 小計 理 工 醫 農 師範 

1912年度 490 361 110 181 27 43 129 30 58 15 26  

1913年度 976 717 213 363 55 86 259 59 116 31 53  

1914年度 1,048 770 227 390 60 93 278 64 124 33 57  

1915年度 1,364 997 291 507 78 121 367 83 167 43 74  

1916年度 1,470 1,080 314 552 84 130 390 90 175 47 78  

1917年度 1,155 853 246 439 66 102 302 70 137 37 58  

1918年度 900 661 192 338 51 80 239 55 107 28 49  

1919年度 1,137 845 243 435 65 103 292 68 135 36 53  

1920年度 1,446 1,072 309 548 87 128 374 88 172 46 68  

1921年度 1,428 1,059 305 541 86 127 369 87 170 45 67  

1922年度 1,742 1,274 372 648 99 155 468 106 207 60 95  

1923年度 2,005 1,467 428 746 115 178 538 122 239 68 109  

1924年度 2,397 1,759 504 892 136 227 638 146 286 76 130  

1925年度 2,272 1,666 478 845 140 203 606 139 271 72 124  

1926年度 2,841 2,052 603 1,031 164 254 789 176 364 92 157  

1927年度 2,714 1,958 571 1,010 155 222 756 166 355 87 148  

1928年度 3,253 2,514 477 1,420 219 398 739 285 302 79 73  

1929年度 4,164 3,230 827 1,681 276 446 934 280 434 122 98  

1930年度 4,583 3,576 883 1,898 234 581 1,007 305 412 137 153  

1931年度 7,034 4,996 1,541 2,560 427 468 1,987 435 932 232 388 51 

1932年度 7,311 5,173 1,404 2,713 445 561 2,074 512 897 259 406 64 

1933年度 8,665 5,982 1,156 3,175 561 1,090 2,584 698 1,008 383 495 99 

1934年度 9,622 6,729 1,267 3,478 669 1,315 2,834 924 1,163 309 438 59 

                                               
無其他更可靠數據可資參照。故本文略帶保留地以「依表載」方式引用其數據。該表所載
文類65,346人、實類46,748人，兩類合計已為112,094人，遠超過其所記載總人數104,095
人，如再計入師範類人數，總數應為112,458人。假設以表載各年度記載人數為真，一筆一
筆逐年重行核算，則26年來畢業生總人數為92,907人（100%）、文類為65,317人
（70.3%）、實類為27,226人（29.3%）、師範類仍為364人（0.4%），其中，法科系畢業生
仍為32,713人（35.2%）。畢業生總人數在最後加總時憑空多了上萬人，但「實類」人數更
多了近兩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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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類 實類 
年度別 共計 

小計 文 法 商 教育 小計 理 工 醫 農 師範 

1935年度 8,673 5,745 1,741 2,596 707 701 2,837 996 1,037 388 416 91 

1936年度 9,154 6,118 2,014 2,667 719 718 3,036 935 1,322 418 361  

1937年度 5,137 2,692 797 1,059 324 512 2,445 749 969 400 282  

總計 104,095 65,346 17,513 32,713 6,089 9,031 46,748 7,673 19,347 3,643 4,486 364

備考：民元以前畢業生總數為3,184人。 

出處：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收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

彙編 第五輯 第一編 教育（一）》（無錫：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頁

334-337。「粗體斜線」部分係筆者自行標示，是筆者計算後認為有問題的數

據。 

圖1 「歷年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統計圖（1912-1937年度）」 

歷年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統計圖（1912-193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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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本圖為筆者依表一數據自製，出處同表一。 

 

在留學教育方面，與國內新式教育的發展趨勢類似，仍以攻讀法

政者最多。清末學部面對此種「避難就易，紛紛講習法政，以致實業

人才愈見其少」的現象，於1908年10月起，開始限制官費生攻讀法

政。85直至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法政仍為熱門選擇，觀諸整體

留學概況，在學科類別上，仍以法政為多。 

                                               
85 《學部議復御史俾壽奏請選派子弟分送各國學習工藝折》（1908年10月15日），學部總務
司案牘科編，《學部奏咨輯要》，卷四，宣統二年刊本。轉引自關曉紅，《晚清學部研
究》，頁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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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1931年1月26日「教育部報告民國19年度高等教育概況」記

載，1928年度之國外留學生狀況調查，研究科別最多者為法科，計

554名，佔全部人數的27.7%。1930年教育部核發的留學證書，全年共

計1,484張，亦以法科最多，計460名。86 

伍、廢科舉、獎勵出身對法學教育近

代化的長期效應 

一、學科的污名化：以學干祿 

伴隨近代國家的思潮，南京國民政府視教育為國家建設重要的一

環，重視教育體系的設置與內容的提供，希望其更符合國家建設的實

際需要。87在中央集權之下，政府的教育管制能力也大幅提升。自

「九一八」之後，教育政策丕變，朝民族精神教育、生產教育、實科

教育等救國、建國的國難教育改革方向，猛力推進。88調整高等教育

結構、整頓教育機構，以符合國家需求為當務之急。面對法政教育獨

大的現象，官方對法政教育的論述與作法，也相對改變。 

中國的科舉制度，重在考選官吏。「學而優則仕」一直是非常明

確的求學目標。透過科舉考試，熟讀儒家經典便可以謀取高官厚祿。

中國士人對知識的價值觀，長久以來一直重在「經世致用」。各式知

識之最高價值與核心議題，都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

                                               
86 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

編 第五輯 第一編 教育（一）》（無錫：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1994年，頁272-
279。 

87 參見（加）許美德（Ruth Hayhoe）著，許洁英譯，《中國大學1895-1995：一個文化衝突
的世紀》（北京：科學教育出版社，1999），頁53、78。 

88 中外學者視1931年「九一八」事變為中國高等教育大轉型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學者研究
「九一八」之後教育政策偏重實科之現象，認為提倡實科教育，與當時各學院學潮洶湧，
致令當局懷疑大學功能，銳意整頓有關。關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國難與1930-1932年各地
狂暴學潮帶來中國高等教育方針之轉向研究，參見陳能治，《戰前十年中國的大學教育
（1927-193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頁11-12、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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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面向尋求實踐。最深奧的學問，是通過國家權威以科舉所考

選出來的士大夫（經認證之知識權威），對於儒家治國信念全面而廣

泛地實踐所融貫、達致者。任何不合這層篩選機制的學問或個人，都

是較低層次者。在這種價值體系下，也不在乎特殊專門知識之學術研

究。89 

或許因為前述清末獎勵出身制度，使得新式法政教育與為官之

間，產生短期的事實上連結。這種可以當官的「利多」效應，鼓動了

法政教育市場。此後，制度雖廢，但法政教育市場的人才供應量仍

大。當然，搶辦學校的結果，就是法政教育辦學品質下滑，產生良莠

不齊的弊端。 

此外，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以國民政府考選文官（公務員）

的標準來看，在訓政時期黨國體制下，要求以黨領政，實施公文行

政。但與北京政府時期相同，法政知識雖然在新式教育體系裡，取得

一席之地，成為一門學科，仍然非國家考選文官的重點科目。文言式

道德文章、「等因奉此」的行政文書製作能力，以及政治意識型態掛

帥的黨政資歷，才是考選的要點。如略去大量黨政人員從政甄審等管

道不看，僅從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高考考試科目檢視，1931年舉辦的

第一屆高等文官考試，共同必考之第一試，為「國文」（論文與公

文）與「黨義」（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中國國民黨重要

宣言及決議案）；第二試，則依各種類科選考不同的必試與選試專業

科目。90至1933年第二屆高考，第一試改為6科，除「國文」、「黨

義」，新增「中國歷史」、「中國地理」與「憲法」3科與另一選考

科目。91雖然增加「憲法」，但法政類科的比重，顯然不高。 

再者，考選法規體系看似現代化卻無法落實，資格寬泛且不乏非

法任用情形，是南京國民政府文官考選制度飽受批評之處。透過其他

                                               
89 參見（加）許美德（Ruth Hayhoe）著，許洁英譯，《中國大學1985-1995：一個文化衝突

的世紀》，頁29-32。 

90 參見楊學為總主編，《中國考試通史 卷四 民國》，頁94-96。 

91 參見楊學為總主編，《中國考試通史 卷四 民國》，頁9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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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考試管道進入文官體系者，反居多數且佔優勢。至1948年5月止，

經高等、普通、特種考試錄取之人員約16萬餘人。92惟依國民政府主

計處統計局1946年統計，中央機關及各省市政府公務人員約35萬人，

如併計司法、外交官、領事官及其他公務人員，總數在70萬人以上，

93顯見考試及格任用人員所佔比例甚低。國家文官考選制度的失靈，

非但使考試機制為國求賢的功效不彰，也讓專業學養沈淪。94 

很明顯地，除了司法官之外，南京國民政府一般官吏的考選標

準，與北京政府相同，亦不重視法政知識。當國家公部門體系的門檻

不以法政專業為標準，法政知識與「為官」間的連帶已相當薄弱，南

京國民政府並不積極吸納法政人才進入政府體系，僅著力於填補部分

審判體系的司法人力需求。由於法政知識的最大雇主──公部門機

關，對法政人才的需求不高，造成了供過於求的現象。過去以為官為

目標教育出的法政人才，其所學不能致用情形，可想而知。但清末民

初已然成形的法政教育市場，仍然依循過去既成的結構，大量提供法

政人才，衍生出人力供需失調情形。 

面對中國教育這種人力供需結構失調情形，1932年10月，國聯教

育考察團發表的《中國教育之改進》考察報告認為，中國傳統知識份

子「求作官」的心態，使得大學生選擇文法科系，造成中國教育的文

法科過度發展。95這樣的結論，立刻被政府當局接受。 

雖然，法政學門與「當官」之間的制度關連已十分薄弱，但在當

時黨國明令提倡「農工醫理」實科教育的政策論述裡，迅速發展出近

乎仇視法政知識的污名化言論。法政教育（或被稱「法科」）被認為

                                               
92 參見李里峰，〈民國文官考試制度的運作成效〉，載於《歷史檔案》2004年第1期。 

93 參見梁之碩，〈中國現行公務員考試制度之檢討及改進（手稿 節錄）〉，中國第二歷史檔
案館藏：全宗號27，案卷號457，1948年，載於楊學為總主編，《中國考試史文獻集成 第
七卷 民國》，頁505-510。 

94 參見梁之碩，〈中國現行公務員考試制度之檢討及改進（手稿節錄）〉，載於楊學為總主
編，《中國考試史文獻集成 第七卷 民國》，頁505-510。 

95 參見國聯教育考察團著，國立編譯館譯，《中國教育之改進》（台北：正中書局，
1963），頁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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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引青年求官享福」；96文法教育的各種社會科學被認為不當駢

設、不合社會建設之需要。97法科的一枝獨秀，尤其是過去私立法校

良莠不齊的蓬勃發展趨勢，成為眾矢之的，被解讀為最不需要但卻膨

脹過度，是排擠其他學科正常發展資源的罪魁，甚至，被歸責為「內

容腐敗」、「徒造就一般無職業能力之高等流氓而已」，是「導致國

家產業不能發達，社會秩序，日趨於崩潰」、阻礙中國政治發展的禍

首。98換言之，中國近代教育之不振，都被歸到法科一枝獨秀的蓬勃

發展上。 

誠如前述，綜觀清末至民國各時期官方考選人才之制度，其實從

未正式標舉法學或法政學科知識，亦未曾制度性地將法政之學尊為治

國之術、為官的基礎知識。法政之學在歷史上真正與「求官」發生關

係，成功發揮所謂「以學干祿」的求官功能者，似乎僅在清末新政廢

科舉、興學堂，採行獎勵出身這段過渡性變革時期。然而，即使是清

末獎勵出身制度，其實也僅是以形式上學歷（學力）規格作為官吏選

                                               
96 此類對法科的看法，見羅家倫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總理紀念週上講演之〈中國大學教育之危
機〉一文。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檔案，載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
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五輯 第一編 教育（一）》（無錫：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頁
286-295。 

97 1932年11月15日，教育部長朱家驊表示「中央最近明令提倡農工醫理諸科實科教育，本部
切實奉行，使現有文法諸科教育不事擴張而於現有農工醫諸實科與理科則力求充實，農工
醫諸實科並需注意實習，期其先行調節充實，再事提倡發展。而文法教育諸社會科學，其
為超過社會需要或社會需要未臻迫切者，為節省教育力量計，自不應任其於同區之內隨意
駢設。」參見朱家驊，〈九個月來教育部整理全國教育之說明〉，載於黃季陸主編，《革
命文獻 第五十三輯 抗戰前教育與學術》（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
員會，1970），頁116（原載於《教育部公報》1932年第4卷49-50期，頁22-44）。 

98 1932年，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提出的〈改革高等教育案原文〉中，展現出歸罪法政
教育之態度。該案認為「產業落後的中國，原應注重生產教育，以求產業發達，但各大學
獨立學院中，多無此類院系之設置，或有設置但經費人才缺乏、內容不充實。最奇者，極
不需要之私立法學院及法政專科學校，反如雨後春筍，遍立各處，其內容甚為腐敗，徒造
就一般無職業能力之高等流氓而已。似此情形，無怪國家產業不能發達，社會秩序，日趨
於崩潰。」參見中央組織委員會，改革高等教育案原文，收於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 第
五十五輯 抗戰前教育概況與檢討》（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
1971），頁109-112（原載於《中央週報》1933年第239期，專載頁1-3）。對法政不懷好感
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首長陳果夫，在1933年10月出任江蘇省主席時發表談
話表示：「…後來我聽到蘇北鹽城等縣，讀書人甚多，大學畢業生尤夥，其中大半為習法
政者。照理地方政治應當進步，但結果適得其反，他們反而阻擾了政治的改革。因此，我
對教育的效果越加的擔憂。…」參見徐詠平，《陳果夫傳》（台北：正中書局，1978），
頁35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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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任用標準，並非以特定學門知識（如法學）內容為準。 

在大力提倡「實學」的政策下，教育注重普通與實業兩途，「實

學」一詞，逐漸被詮釋為專指有形、船堅炮利式的實業發展。經世致

用性格強烈的法科，並未成為民國以降國家官吏選拔之基準，在被逐

步排除於官吏任用大門之外後，功能亦不能有效發揮，便與其他文科

一道，被官方認定為無用「虛學」。早已無力求官干祿的法政之學，

在政府積極朝向實業教育發展之際，因為民間教育體系因循清末舊有

規模，繼續提供大量法政人才，造成人力供需失調、教育結構不均衡

之情形。 

對此，南京國民政府並未提出協助人才就業等擴大需求面的解決

方案，也未對整體教育結構應如何發展比例方屬均衡提出通盤規劃。

在論述上，直接點名選擇攻讀法科的人民「心態可議」，以心態論的

方式，讓法科概括承受千年來科舉制度造成民間「學而優則仕」想法

的責任。在此論述下，法科被官方仇視，貼上「以學干祿」的污名標

記。是以，雖然清末民初社會裡透過制度實踐殘存的，認為法政之學

可以為官治國、可以經世致用的期待與印象，至此已與現實發展出現

落差，成為一種不能實現的虛幻妄想。這種無效的期待心理，繼續被

南京國民政府加以污名化。 

至19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更著手以嚴峻的行政管控手法，調整

高等教育，大量削減文法科的發展空間，進行「文類」、「實類」學

科結構的「矯正」措施。其管制行為，即是在這種污名化法科不當

「引導青年求官享福」、「以學干祿」，攻擊法校腐敗、禍國，將文

法科併同視為「無用虛學」的論述中，取得了正當性基礎。 

二、教育規模：政府強力管制而限縮 

上述論述內容，成為1930年代以降，中國國民黨「發展實業，改

革文法科」之《關於整頓學校教育造就適用人才案》整頓高等教育，

全面性地禁止新設文法學院的重要依據。該案於（丁）關於「人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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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第六點」部分，通過「各省市及私立大學或學院，應以設立

農工商醫理各學院為限，不得添設文法學院」。99這樣的決議，引發

當時文、史、法學各學界輿論的不滿，100但此決議仍被國民政府教育

部，選列為影響教育發展既深且巨的重大決議，並恪遵其指示辦理。 

如考察政策被具體實踐的情形，依據教育部表示，自1933年暑假

起，中央議決案已付諸實施，歷年院系之調整亦本此指示辦理。平、

滬、廣州等地之文法科學校，因辦理不善，撤銷立案或勒令停辦者計

有8校。文法科自限制增設之後，實科逐漸發展。1933年度起，為使

文、實兩科學生平均發展起見，訂定「限制招生辦法」，規定每校

文、實兩科之新生須維持均衡比例。實施的結果，使得原本超過實科

學生人數甚多的文類學生人數漸見減少，實類學科因而逐年增加。101 

政府直接從教育供給面之控管著手，透過裁汰停招文法院校

（1933-1935年秋）、102限縮文法類科教育經費、停止文法科公費留

                                               
99 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

編 第五輯 第一編 教育（二）》（無錫：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頁1049-1052。又同
年中央政治會議改革教育初步方案決議「改革大學文法科，發展實科，其要義在限制文法
科之過份發展，必以節省之經費，充實及發展實科，期為國家儲備建設之技術人才」。參
見〈教育部關於國民黨歷屆會議對於教育決議案及其實施情形之檢討總述 1942年〉，國民
政府教育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五輯 第二編 教
育（一）》，頁287-288。 

100 這種裁汰文類以發展實類的政策，引發當時教育界眾多批評，認為此舉無異扼殺在中國處
於萌芽階段之文法教育，走回提倡「中體西用」、技術職業教育的老路。史學家蔣廷黻甚
至不客氣的在《獨立評論》雜誌上撰寫〈陳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一文，表示不相信有人
會提出這種意見，還以為這是報紙「造謠生事」的言論。參見陳能治，《戰前十年中國的
大學教育（1927-1937）》，頁91-93。在法學界方面，阮毅成當時就為文反駁法學院停辦
10年之建議過於偏頗、短視，恐是不樂見中國培養出自己的法政大家。中國工農醫人才過
少，與就讀法科人數多之間並無因果連帶關係，不應以停辦法科因應。且中國若能實行專
家政治，重用法政人才，以中國之需求量，現有法治人才恐不敷使用，不會無出路。如單
就中國法院近日無擴充或改良可能，故應停辦法科，實為偏見。國家教育應當就全國長遠
發展通盤規劃，如認訓政6年，司法可以不必獨立，政治可以不必改進，未免過於遷就事
實。參見阮毅成，〈中國法治前途的幾個問題〉，載於阮毅成，《法語 下》（台北：台灣
商務印書館，1970），頁314-317。 

101 〈教育部關於國民黨歷屆會議對於教育決議案及其實施情形之檢討總述（1942年8月）〉，
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收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五輯 
第二編 教育（一）》，頁280-298。 

102 裁汰過劣院校的措施，原訂自1933-1936年起，實施4年，後提前1年結束；教育部方面表
示，至1935年秋天，已因風氣大有轉變、所存校系水準已差強人意等等理由，提前1年結
束。參見陳能治，《戰前十年中國的大學教育（1927-1937）》，頁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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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限制文法科招生名額（1933-1937年）等手段，積極調節科系發

展。根據教育部的報告表示，至1938學年度，雖未實施限制文法科招

生名額的辦法，然錄取新生中，實類佔53.8%、文類僅佔26.1%、師範

佔19.9%，足見著重實科的政策已收成效。103 

在限縮文法科的政策下，被歸為「文類」的所有學門規模，通通

被強制削減。此其中，原本一枝獨秀的法政教育學門，更是大幅銳

減、萎縮，受到的影響最大。如從前開「歷年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統

計表（1912-1937年度）」來看，自1935年之後，法科的畢業生人數

確實呈現驟減趨勢。以1935年為例，相較於1934年，1935年的文類畢

業生人數較前一年減少了373人，減少人數約佔1934年文類畢業生人

數的5%；而其中，1935年的法科畢業生人數較前一年則減少了882

人，減幅達1934年法科畢業生人數的25%。 

雖然行憲後，法學教育一度重獲教育當局重視，提出了仿美制設

置新式法學院等規劃，並試行了4校。然推行未幾，大陸淪陷，並未

獲預期成效。104戰前中國這種重視實類、限縮文類（尤其是法科）教

育發展的政策，繼續被延用至戰後台灣，影響了戰後臺灣教育長期重

理工、輕文法的教育結構。 

陸、結語 

科舉的廢除，直接帶來了學科知識結構的變動、新式教育體制的

建立以及人才選拔方式的巨大變革。在這個變革過程中，外來的西式

法政知識也被中國繼受，得以被納入學科體制內，正式成為學科知識

                                               
103 限制招生名額的手段，從1933-1937年，至少實施了5年。教育部，〈十年來之高等教

育〉，杜元載主編，《革命文獻 第五十六輯 抗戰前之高等教育》（台北：中國國民黨中
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71），頁199-200。 

104 參見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三次中國教育年鑑（民46年7月）（全）》（台
北：正中書局，1957），頁449。吳惠齡、李壑編，《北京高等教育史料第一集（近現代部
份）》（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2），頁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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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圖的一塊。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法學知識被建立且承認為新式學

科的一種，傳統律學原本不成制度的傳承方式被徹底改變，法律人員

的知識高度與知識專業性，亦在制度性的學歷認證甚至專業執照認證

下，逐漸被確立，使人員的流動性降低。 

或因受日本維新經驗影響，在清末官方並未制度性獨尊法學知識

的情形下，民間教育市場仍看好法政知識遠景，在高等教育朝新式教

育體制轉型之際，大量投入於法政教育。而清末有關學堂獎勵出身、

留學獎勵出身等辦法，以新式教育的「學歷（學力）」為任官標準，

使得新式教育體制與舊式登科功名之間，產生了直接的對應連結關

係。種種轉型期之過渡措施，意外使得進入門檻低、最多人就讀的法

政知識與仕途緊密連結。在科舉之路不通之後，一時之間，進入新式

學堂或赴國外學習西方法政知識，成為時人心中求官干祿的新終南捷

徑，一度儼然有取代傳統道德文章之勢。但由其後各時期文官考試的

科目設計，某程度即可看出，在選拔官員的文官考選體制裡，除了必

須依法律審判的司法人才之外，諸如行政、立法等人才之考用、選

任，並不十分重視法政素養。 

由於清末獎勵出身制度的實踐，使得大量法政人才，事實上得以

進入清政府體系為官，「新式教育」可以替代科舉為官的制度設計，

以「法政知識」最容易替代科舉為官的印象出現。在短程影響上，鼓

動了清末民初法政教育的熾熱發展，奠定了法政教育獨大的市場規

模。 

然而，雖然在清末，法政之學建立起學科地位，受到民間社會歡

迎，此門學問卻未曾被官方重視。其後，在民初各政權的文官考選制

度設計中，法學知識依然不受重視，除司法官領域外，法政知識與國

家官員選拔的連結已逐漸淡化。但是，在既存的新式高等教育結構

裡，法科仍一枝獨秀。此種法科獨大、人力供需失調的情形，成為亟

欲發展實業、調整高等教育結構的南京國民政府心頭之大患。 

對此，南京國民政府並未提出協助人才就業等擴大需求面的解決

方案，也未對整體教育結構應如何發展比例方屬均衡提出通盤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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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直接從教育供給面削減文法科的規模著手。為有效執行削減文法

科的政策，在論述上，藉助法學知識曾經短暫在歷史上發揮過「求

官」功能的既定印象，污名化法科知識。是以，法政知識雖然與為官

間已無太大關連性，但其曾經可以謀官的歷史卻在長期效應上，成為

民國政府調整教育結構、文法類科發展的論述基礎。而在發展實學的

政策之下，文法科等「虛學」被一體裁併，其中受到影響最大的，便

是法政教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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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igma of ‘Trickery for Official Job’: the 

Influence of the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e late-Qing Dynasty 

over the Legal Education of Modern China 

Liu, Heng-Wen * 

Abstract 

From the late Qing period on, a trend of learning western 

jurisprudence and government rose among Chinese intelligentsia. The heat 

of this trend did not cool down until the 1930s under Republican rule. 

There after this trend was constrained by the same government. This 

constrain-policy was derived from an idea that learning jurisprudence and 

government was a trick to obtain an official position rather to serve the 

purpose of a modern state.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exam 

system and modern school system was built during the reform of late Qing 

Imperial court, when it bestowed official positions to students who 

completed western style education. Institutionally, the graduates thus 

became equivalent to those intellectuals who were selected through the 

imperial exams. Although this arrangement did not serve students of 

jurisprudence and government exclusively, most of the official positions 

were taken by them. General impressions to contempories judged it as an 

usual channel to access official positions. This impression resulted to the 

enlargement of the school attending in the courses of jurisprudence and 

government around revolutionary era, while triggered the constrain-policy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ivic Education and Leadership,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Ph.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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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epublican government later on. 

Keywords: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Republican Government, 

Legal Education, Legal Profession, The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Examin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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