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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遵憲對晚清引介日本教育制度

及建立西式教育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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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兩學制係仿日制，而黃遵憲最先完整介紹並建議仿日。他使日時親身經

歷明治維新，藉蒐集文獻、代譯書籍、訪談友人及實地參訪等法撰成《日本雜事

詩》與〈日本國志> '開研究日本先河，提倡設學興教，鼓勵清仿日變法。後書

於甲午戰敗後問世，戊戌維新時，皇帝及變法重臣都讀過。梁歐超將《國志》列

為時務學堂必讀之書，倡辦師範教育;盛宣懷創南洋公學，首建師範齋及附設小

學;戊戌時康梁議設各級學堂及京師大學堂以統各省學堂等，均當受黃氏歐迪。

但因日持續變革，故不易掌握新況。當制定學制時，他雖未參與但擬藉書喚起朝

野正視日本之幅起，對引介日制及建立西式教育實有貢獻。可情主政者未重視，

再派員赴日短期考察，歸國後未參與規畫~ ，報告僅供參考，還無法設計符合國情

的新學制。本文旨在探討黃遵憲對引介日本教育及建立新學制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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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ang Zunxian was the first Chinese to compile a description of the Japanese

education system and to suggest that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it. While serving as a

Chinese diplomat in Japan, Huang witnessed the Meiji Restoration reforms at first

hand. The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s that Huang undertook while in Japan provided

the basis for his Poems on Japan and General History of Japan; Huang urged the Qing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educational reforms along Japanese lines.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Huang Zunxian to the introduction

of aspects of the Japanese education system into China during the last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Huang's writings influenced other educational reformers such as Sheng Xuanhuai,

Kang Youwei and Liang Qichao. However, the Japanese education system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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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to evolve during this period, which made it difficult for China to keep up

to-date with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When the Qing government did finally begin

to establish a new education system, Huang Zunxian was not directly involved.

Nevertheless, Huang Zunxian can be said to have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wards the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of aspects of the Japanese education system and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Western-style education in China. Unfortunately, the

authorities did not recognize the full value of Huang's recommendations. As a result,

the new education system that was eventually designed was not fully suited to China's

real needs.

Keywords: a general history of Japan, Japan educational system, Meiji

reform, school systems, Huang Zun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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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國近代正式全面引入西式學制，是始於清光緒二十八年( 1902年) I 朝

廷頒布《欽定學堂章程} (又稱「王寅學制 J ) (張百熙， 2008 '頁26-27 )

但實施未久，光緒二十九年( 1904年)再頒布〈奏定學堂章程} (又稱「癸卯

學制 J ) (張之洞， 1963 '頁 1081-1083 )。而這兩個學制的構想來源，在光緒

二十七年( 1901年)湖廣總督張之洞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會奏〈變通政治人才為

先遵旨籌議摺〉中，曾對東西各國學制進行比較，認為「大約西繁而東簡，西

遲而東速、音專壹而今變通 J '主張仿效日(張之洞， 1963 '頁942 )。而光緒

二十八年正月底張之洞〈致京張冶秋尚書〉電中，特別強調「日本學制，尤為切

用 J .建議他派員考察日本教育(張之洞， 1963 '頁3279-3280) 0 於是，張百

熙同意即將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吳汝綸考察日本教育(後詳)。稍後，當張氏

草擬《欽定學堂章程》時，在〈進呈學堂章程摺〉中說該學制是「謹上溯古制，

參考列邦 J (張百熙. 2008 .頁27) ;而草擬〈奏定學堂章程》時，張之洞、榮

慶及張百熙合上〈釐訂學堂章程摺〉中說是「並博考外國各項學堂課程門目，參

酌變通，擇其宜者用之 J (張之洞， 1963 '頁 1081 )。表面上看來'是參考歐美

等國制度，但實際上，晚清的兩個學制主要都是模仿日本，間接取法歐美(徐宗

林、周愚文， 1997 .頁 175 '178) ，而日本又仿自法國與德國(王炳照主編，

1994 '頁211 )

當時，清廷為何要以日本為師而不直接學習西方，前人已有研究。例如:衛

道治( 1998 '頁 101 )分析，維新派的理由有三點:一是認為日本學習西方已卓

有成效，中國透過日本學習西方，事半功倍;二是認為日本維新模式透過天皇

由上而下來推行改革最為理想，而法國與美國採用暴力手段，中國萬不可仿效;

三是以日本為師有諸多便利，例如:地理相近、風俗相似、文字易懂等。針對

教育，肖玉敏 (2002 '頁 16-1 7)以為是因日本教育歷經從西洋化到日本化的過

程，已對西方教育去蕪存菁、吸收、西化和融合，中國教育學習西方以日本為媒

1 本文時間係採陰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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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可減少摸索嘗試的代價。

然而，清朝以日制為師，應非自「圭寅學制」始，因為在此之前，除了翻譯

論著外，已有親身經歷的國人先後出版〈東遊日記? '介紹日本教育，例如:光

緒三年( 1877年)清廷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在所撰〈使東述略》中，記載日本學

校的狀況是，都內所設有師範、開成、理法、測算、海軍、陸軍、礦山、技藝、

農、商、光、化、各國語、女師範等，分門別類，節目繁多，全國大學區有七，

中小學區以萬數，學生數十萬人(衛道治主編， 1998 '頁97)

此外，兵部郎中傅雲龍於光緒十三年 (1887年)由總理街門選派赴日、美考

察，於光緒十五年 (1889年)歸國後撰成《遊歷日本圖經? 30卷，卷二十下錄

有學校合表、己未入學表、小學校師弟子表、尋常中學校表、尋常師範學校表、

專門學校表、高等女學校表、官立學校表、雜學校表、雜學校科表、幼稚園表、

書籍館表、日本人留學別國計費表、公學費歲入表、公學費歲出表等(傅雲龍，

2003 '頁364-375 )。另'漸江文士黃慶澄於光緒十九年( 1893年) 5月初受安徽

巡撫沈秉成及駐日使臣汪鳳藻資助，訪日兩個月(鍾叔河， 2000 '頁382) ，次

年出版〈東遊日記? '對日本近代學制的介紹較為詳盡(熊賢君， 2006 '頁87 ;

衛道治主編， 1998 '頁97)

不過，相較於前人，最深入介紹日本教育制度的著作，當屬黃遵憲所撰並於

光緒十五年(1 889年)付梓的《日本國志〉。黃遵憲於光緒三年( 1877年)出任

日本使館參贊，該書應是首部完整介紹日本歷史及明治維新的專書，其中述及日

本的教育制度，反映出他早期的變法思想與改革主張，例如:在政治上學習日本

改採君主專制，建立議會制度和立憲政體;在經濟上採西方科技，發展生產與商

業，開發資源，實施「訓工惠民 J '在軍事上採西法練兵;在教育上廢八股科舉

而興新式學校，教授科技，以代四書五經，改革舊文字文體，倡通俗新文體(鄭

海麟， 1988 '頁2)

百年間對黃遵憲的研究，有關詩集、文集及詩文集已整理出版，各類專書、

論著16部，論文逾250篇，受到文學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學史、法律史、教

育史等領域研究者的重視(黃勝任， 2006 '頁 19 )。不過，教育方面的研究則相

對有限。本文旨在探討這位引介日本教育先驅的貢獻，以下將先簡述其生平，之

後說明他所介紹的日本教育為何，再分析他所敘述的日制是否正確，以及他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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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和他對之後晚清整體教育制度發展的影響。

貳、黃遵憲生平簡介

黃遵憲( 1848-1905) ，字公度，廣東嘉應州人。生平中有三方面與本文有

關，略述如下:

一、雖是科舉正途出身但考場不順，因而轉入外交領域。他於同治六年

( 1867年)入州學(吳天任， 1985 '頁 10) .同治十年( 1871年)補鷹膳生，次

年取拔貢生(吳天任， 1985 '頁 14-15 )。屢次應考後，於光緒三年( 1876年) 8

月中順天鄉試舉人(吳天任， 1985 '頁25 )。惟廷試末中，旋捐費為道員(梁歐

超， 2005 '頁 1570 )。因僅是舉人身分，未來仕途將艱難，遇有機會使日時，還

踏入外交領域。

二、先後出使日、美、英等國，眼界日開而有變法改革之志。光緒二年

(1876年) 12月翰林侍講何如璋奉命為駐日正便，邀黃氏充參贊宮。光緒三年

( 1877年) 10月隨何赴日(吳天任， 1985 '頁25-26) ，年29 。直至光緒八年

( 1882年)春，奉派使美任舊金山總領事(吳天任， 1985 '頁39) ，前後居日四

年多。光緒十一年( 1885年) 8月任滿歸國(吳天任， 1985 '頁48 )。光緒十六

年( 1890年) ，出任駐英使館參贊，佐正使薛福成。光緒十七年( 1891 年) 7月

調任新加坡總領事(吳天任， 1985 '頁72)

三、返國後實際參與維新變法，失敗後倖以身兔，無法一展抱負。光緒三十

年 (1894年)中日戰爭爆發， 11 月奉調返上海。光緒二十一年( 1895年)奉張之

洞派充江寧洋務局總辦，處理五省教案(吳天任， 1985 '頁91 )。受張蔭桓之

薦，列名上海強學會漸江文士，始與康有為結交。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與梁

歐超及汪康年創辦上海〈時務報} ，和梁氏結交(吳天任， 1985 '頁99) .日後

影響康、梁甚多。後奉旨入觀，一度帝擬派出使英及德，但受阻未成。軍機大臣

翁同串串覽其書，愛其才，於光緒二十三年 (1897年) 6月密保之，補湖南鹽法長

寶道，署湖南按察便，湖南佐巡撫陳寶麓首先推行諸新政，其中設時務學堂，聘

梁敢超為總教習(吳天任， 1985 '頁 114 )。戊戌變法前，光緒帝欲改革庶政，

效法日本維新，於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2月向翁同串串索〈日本國志〉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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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備之，次日翁進呈兩部(翁同轍， 1973 '頁521 )。後帝欲重用黃氏，受李端

棄推薦(康有為， 20肘，頁68) '6月命充出使日本大臣，但8月因變法失敗而告

終，他差點受株連。後罷官回原籍興學，不再入仕。光緒三十一年( 1905年)病

卒，享年58歲(黃遵庚、黃子甫， 2005 '頁 1598-1603 )

參、日本教育的引介

黃氏書出版前，雖有一些關於日本教育的譯介資料及避歷日記，但他是首位

正科舉人出身、親身長期使日的官員，他所介紹的日本教育情況更值得重視。本

文的重點將放在他介紹了什麼 (what) 、是否正確及如何得知 (how) 。本節先

說明日本官方對制度的描述，之後再說明黃氏書所記載的狀況。至於他的認知是

否正確及如何得知，則留待下節。

一、日本明治維新後學制簡述

日本實施西式學制，是從明治維新開始，但歷經數度修正。明治元年( 1868

年) 8月，頒布學制。明治四年 (1871) 7月因廢藩置縣，設文部省，行中央集

權。明治五年( 1872年) 7月太政官發布214號令，廢原制新頒「學制 J '共 109

章(文部省， 1922 '頁22-25 )。明治十年( 1877年)開始著于改革(文部省，

1964 '頁6) 。明治十二年 (1879年) 9月又頒布《教育令》而廢止前學制，學校

分為小學校、中學校、大學校、師範學校、專門學校及其他各種學校(文部省，

1922 '頁87)。明治十三年( 1880年)底又修正(文部省， 1922 '頁98-91 )

之後又再修正。明治十八年( 1885年)修改內閣官制。明治十九年 (1886年) 3

至4月間陸續新頒〈帝國大學令》、〈師範學校令》、〈中學校令》、〈小學校

令》、《諸學校通則) (文部省， 1922 '頁 132-133 )。中日甲午戰爭後，明治

三十二年( 1899年)起陸續頒布《師範教育令〉、修正〈中學校令》、〈實業

學校令》、〈高等女學校令》、修正〈小學校令》及《專門學校令) (文部省，

1922 '頁206-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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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雜事詩》與《日本國志》的分析

黃氏介紹日本教育制度的書，依成書先後，主要有〈日本雜事詩~ (簡稱

〈詩~ )及〈日本國志~ (簡稱〈志~ )兩種，並以後者為主。茲分述如後。

(一)成書背熹

1. {詩》

他在該書〈自序〉中自述，書草創於戊寅(按光緒四年( 1878年) )之秋，

脫稿於己卯(光緒五年， 1879年)之春(黃遵憲， 200缸，頁5 )。而〈後記〉則

說，光緒五年( 1879年)詩上譯署，其以同文館緊珍版初次印行。之後，香港循

環日報館、日本鳳文書坊復印行。至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定本已第九次刊印

(黃遵憲， 200缸，頁7)。之前，光緒十六年 (1890年)他在改訂該書〈自序〉

中提到， ，.擬草《日本國志〉一書，網羅舊間，參考新政。輒取其雜事，衍為小

注，串之以詩，即今所行雜事詩是也 J (黃遵憲， 200缸，頁6) 。由此可知，這

是他在撰寫《志〉書稿時的輔助資料，但卻先出版後再修訂。

該書共兩卷，初刻原本共錄詩 154首，後定本時刪增為 200首。《詩〉是採竹

枝詞加注文的形式，其內容卷一包括日本的歷史、園 'I胃、刑法、賦稅、政治、

氏族、山川、物產等;卷二則述風俗民情，包括飲食、居室、服飾、工藝等(黃

濤， 2011 '頁 121 )。而定本新增的內容，更全面性地反映了日本社會狀況，首

先補充原缺漏之明治維新重大政治事件，例如:創立各政黨、發行印花稅、改用

陽曆;其次說明社會的服務保障體系，例如:博物館、醫院、消防局、警察局、

新聞媒體、新式監獄;復次介紹日本的文化與風俗等。而前後對日的態度也有改

變，例如:對日本文化起源問題日趨客觀，不再處處歸於受中國文化影響;刪去

原本對日政治制度變革的批評，而採幾乎全面肯定態度(王立群， 2006 '頁88

90)。至於有關教育部分，是第 54至60首等七首七言絕句，每首詩後小註分別涉

及西學、海外留學生、師範學校、海陸士官學校、女子師範學校及幼稚園等事

(黃遵憲， 200缸，頁22-25 )

2. {志》

〈志〉是以史志體裁寫成的專書(鄭海麟， 1988 '頁 176) ，他撰書的原因

是，到日後兩年問，公餘之暇稍學習日文(黃遵庚、黃干甫， 20肘，頁 1591)

可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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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其書，與日士人交避，欲仿《周禮》小行人之職， 2 採風問俗，遂開始撰寫

《志》。光緒八年( 1882年)奉派使美任舊金山總領事，寫作遂中斷。光緒十一

年( 1885年) 8月任滿乞假返國，不仕居家，兩年書成。《志》共40卷分 12類，

主要包括國統、鄰交、天文、地理、職官、食貨、兵、刑法、學術、禮俗、物產

及工藝等志。黃遵憲 (2005a '頁818-819) 在自序中嵐嘆， I 以余觀日本士夫，

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足以自封，於外事不屑

措意 J '搜寫該書是希望「以質之當世夫之留心實務者 J (黃遵憲， 2005a '頁

819)。光緒十三年( 1887年) 5月書成，他將稿本請人膳繕成四份，分送總理

衛門、李鴻章、張之洞，自留一份，約50萬字，徐圖刊印(黃遵庚、黃干甫，

2005 '頁 1593 )。在呈張之洞稟文中，並請張代呈總理衛門，函曰. I 不遠千

里，挾書自呈，欲得一言以為定論，可否俯賜大咨徑送總理街門，統候卓裁?J

(黃遵憲， 200缸，頁339 )。今人王立誠 (2007 '頁42-43 )查考發現，北洋大

臣李鴻章及兩廣總督張之洞收到黃遵憲稟文後，先後於光緒十四年( 1888年) 11

月及光緒十五年( 1889年) 6月咨文總理街門，並推斷黃氏的目的不只是為了讓

總理街門內部「以備查考 J '而是希望依例由官方代為刊印流布 o 除此原因外，

李長莉 (2007 '頁57)則認為他欲以該書自薦，尋求用世的出路。 3 但結果是，

書稿及推薦咨文一併被存查(王立誠， 2007 '頁42-43) 0 不得已，他只好在使

英前，於光緒十五年(1889年)底將該書交廣州富文齋初次刊印(黃遵庚、黃干

甫， 2005 '頁 1593 )。直到光緒二十年( 1894年)始刊成(吳天任， 1972 '頁

31 7)。光緒二十三年( 1897年)時改刻本印七百部，擬分京、津各百部存售，

四百份存上海時務報館代售(黃遵憲， 2005d '頁407)。光緒二十四年(1898

年)先後有漸江官書局商得黃氏同意翻印該書，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又以鉛印排

印與匯文書局本;及至上海書局石印本( 1901年)、麗澤學會石印本( 1902年)

等版本(鄭海麟， 1988 '頁821) ，該書才開始大量流通。

該書〈凡例〉中說，書寫的時間範圍因自維新以來:

2 <周禮﹒秋官》﹒小行人的職掌是掌諸侯賓客之禮，以待四方的使者。因為黃氏只是參

贊非公使，遂自比為小行人 o

3 作者並認為李鴻章對諸書的評價是明褒暗貶，要為該書延遲問世負主要責任(李長莉，

2007 '頁 71 . 80)



86 教育研究集刊 第 60輯第 2期

舉凡政令之沿革，制度之損益，朝令夕改，月異而歲不同。至明治

十一、二年，百度修明，規模較定，但以時更張者，仍復不少。(黃遵

憲， 2005b '頁821 )

因此，該書以明治十三年至明治十四年 (1880'"'-'1881年)為斷限。明治十五

年( 1882年)以後的變化，則留待補編(黃遵憲， 2005b '頁821 )。總之，他所

介紹的日本教育，應是明治五年至明治十二年間(1872'"'-' 1879年)的情形，而這

段期間也是制度草創與劇烈變動的時期。

(二)肉容兮析

在〈詩》中，黃遵憲表達了對日本的觀底有三:1.肯定明治維新的歷史作

用，並嚮往西學、民權; 2.強烈希望中國步日後塵，實行君主立憲; 3.雖強烈反

對日本侵華，但希望彼此消仇化怨，世代友好，共同興亞(黃濤， 2011 '頁 123

124 )

在《志》中，系統表達了變法維新的想法，介紹了日本的歷史與明治維新的

現況。鄭海麟( 1988 '頁202-252 )分析，書中傳達了史學即經世之學、進化論

歷史觀及日本尊王攘夷思想，並指出明治維新時，在政治上改革官制、兵制、學

制、地稅、殖產興業及地方制度，推動議會制度、自由民權思想、政黨及團體組

織觀念、法治思想;在經濟上倡移民墾闢、群工眾商，改革租稅、財政管理制度

與貨幣制度，發放國債及振興商務;在軍事上仿西法建陸海軍練兵，並建立警察

制度。

至於教育改革，茲依教育行政制度、普通教育制度及軍事教育制度等三方面

分別歸納〈詩》及《志》所介紹的內容如後。

1.教育行政制度

〈志》卷 14 <職官志> r 文部省」條，說明了文部省的沿革。明治元年

(1868年) 3月開學習院 '6月開昌平校， 8月開大學寮。明治二年3月建教導局，

6月改昌平校為大學校 '7月宣教使，廢教導局， 12月改大學校稱大學。明治四

年( 1871年) 7月，廢大學，建文部省迄今，置文部卿一人、大輔一人、少輔一

人，書記官、屬官若干，凡修文教、建學校、育人才之事，由文部卿率所屬議

定之。另'註記明治十三年( 1880年)頒《文部省職制章程) ，下設有官立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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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地方學務局、編習局、報告局、會計局等，所屬學校有五所:東京大學校、

東京師範學校、東京女子師範學校、東京外國語學校及大阪英語學校(黃遵憲，

2005b '頁1112-1113 )。由此可知，日本中央教育行政機關的組織與職掌。

行政管理上， <志》卷33 <學術志) r 學制」載，全國各學區內之事，由府

知事、縣令負責，而上受轄於文部省。全國學校直轄於文部省。學校依經費來

源分為三類:一是以官費支給者，稱官立學校，即前述文部省直屬六校;二是以

地方稅或盯村公費設置者，稱為公立學校;三是一人或數人以私費設置者，稱私

立學校。凡兒童6 ，-.....， 14歲，名為學齡，必使就學。管理上，公立學校的興廢，必

經府知事、縣令裁許，其教必經文部卿查核。私立學校，只需具報府知事、縣令

即可。另，各盯村設小學校，由其人民舉薦學務委員，經府知事、縣令任命並管

轄，職司兒童的就學、學校的設置，並將情況申報。府知事、縣令以時查察轄內

學事，申報於文部卿;而文部卿也以時派官員巡視諸學區，將實況分年編報並公

布(黃遵憲， 2005b '頁1421)

至於教育經費，則是:官立學校之費，皆出於官(按應指中央文部省)

公立學校之費，來自地方稅、盯村費及各處捐助金，此皆出於人民。另，文部

省會發給各府縣「小學補助金J '但不久因公庫支細遂停(黃遵憲，2005b '頁

1422)。由此可知，地方教育行政的運作。

2. 普通教育制度

配合推動普及初等教育， <志〉卷3 <國統志〉則載，明治五年7月，定學

制，分學區(黃遵憲， 2005b '頁923 )。卷33 <學術志) r 學制」條細說，全

國分為七大學區:第一區合東京府等一府七縣，第三區合愛知縣等五縣，第三

區合大阪、京都二府及等五縣，第四區合廣島縣等五縣，第五區合長崎縣等五

縣，第六區合新瀉縣等三縣，第七區合宮城縣等五縣(黃遵憲，2005b '頁1420

1421 )。各學區均命建立學校，其僻陋小皂，無力設小學校者，則聯合數學校共

設一教員，俾巡迴教授(黃遵憲， 2005b '頁1422 )

而除了說明宏觀的制度面外，該書也注意到學校的微觀面狀況。關於課程，

《志〉卷32 <學術志) r西學」條說，外國語學校，主習英語。小學校，學科包

括讀書、習字、算術、地理、歷史、修身，兼及物理學、生理學、博物之淺者，

益以掛畫、唱歌、體操諸事。中學校，學科亦如小學，而習其等級之高者、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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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者(黃遵憲， 2005b '頁1411) 0 {詩》第56首則註日，學校諸書，除西學

外，日本書有史地，中學有唐宋八家文、〈通鑑攬要》、《二十一史約編> '但

嘆〈四書〉、〈五經〉皆束之高閣(黃遵憲， 200缸，頁24) 0 {志> !學制」

條說，凡學校皆有規則，如教科之書必經文部省查驗;規定學期入學及畢業時

間;學期分為三期;規定一年上課約220至260日，每天授課三至六小時，即可放

假;教師教學方法;學生按程度分級;男，規定有關小考、大考等考試及畢業證

書授予。小學畢業升中學，畢業又進入專門學校(黃遵憲， 200狗，頁1421 )

在大學教育方面， {詩》云，東京大學生百餘人，分法、理、文三部。四年

畢業，給予文憑。課程是，法學有英、美法，日本古今法;理學有化學、氣學、

重學、數學、礦學、畫學、天文地理學、動物學、植物學、機器學;文學有日本

史學、漢文學、英文學(黃遵憲， 200缸，頁22-23) 0 {志〉卷32 <學術志〉載

東京大學校，自註其沿革，今分法學、理學及文學等三學部，四年制。課程上，

法學專習本國法律及英、法律及中國唐、明、清律，以及公法;理學分為化學

科、數學、物理及星學科、生物學科、工學科及地質學及採礦學科等五科;文學

分為哲學、政治學及理財學科與和漢文學科。此與《詩》所載，稍有不同。男，

東京醫學校也隸該校(黃遵憲， 200兒，頁1412) 0
4

此外，黃遵憲還介紹了各類學校，例如:實業學校。〈志〉卷32 <學術志〉

「西學」條說，有工部大學校，以教電信、鐵道、礦山之術;農學校，以教種

植;商學校，以教貿易;工學校，以教技巧;女學校，以教婦職(黃遵憲，

2005b '頁 1411 )

有關外國語學校， {詩》第54首註日，學校甚盛，專以西學教人。經他考查

西方之學，本東來法，源自墨子之學，男述英、法、德語言學校隨處而有，故通

西語者甚多，學校隸屬文部省(黃遵憲， 200缸，頁22-23 )

有關專門學校， {志》卷32 <學術志> r 西學」條載旨在研窮學術，以期專

精。自註此類學校，明治五年( 1872年)初始設，後分法學、理學、工學、諸藝

學及礦山學等五科，後再分建築、化學等(黃遵憲， 200兒，頁1411 )

有關師範學校， {志》卷32 <學術志〉載，師範學校旨在養成小學教員。

4 另，文部省 (1922 '頁 59-60 )載，明治十年4月東京開成學校與東京醫學校合併'稱為

東京大學，設法、理、文、醫四學部。

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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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註說，因為改設西學，苦於無師。該制是仿自美國，聘美人開設(黃遵憲，

2005b .頁1411) 0 {詩〉第55首註日，師範學校畢業，則許為人師。教生之

法，分為七級，有性理學、天文學、地學、史學、數學、文學及商賈學，分年

授業，循第七級至第一級，由淺入深，由粗入細，由約而博。其書皆歸實用，

課程皆有定則(黃遵憲. 200缸，頁23 )。不過，他特別注意到女子師範學校，

《志〉卷3 <國統志〉載，女子師範學校則設於明治七年( 1874年) 3月(黃遵

憲. 200鉤，頁924) 0 {詩〉第59首白註日，女師範學校多治西學，但有女紅一

科。班昭《女誡〉有譯本。校內等級次第，大略與中學相同。另有女私學，人數

達一、二百人(黃遵憲. 2005e .頁24 )。叉，第58首則註日，明治九年( 1876

年)日皇后出藏金，命擇士族、華族女百人，延師教之，稱女子師範學校，三年

得為女師。開學日，皇后親臨。校中勤慧者，后時賜書賜衣(黃遵憲. 2005e •

頁24 )

對於學校圖書儀器設備. {志》卷32 <學術志〉載，學校有動物室、植物

室、金石室、古生物室、土木機械模型室、製造化學諸品室及古器物室，羅列各

品，以供學生實地考驗之用。又載各官省爭譯西書，以為學生分科學習之用。又

有書籍館，匯聚古今圖書，以縱人觀覽，有博物館，陳列歐亞器物，以供人考

證(黃遵憲， 2005b '頁 1413 )。此外，日本政府為了推動西學，爭延西人為教

師，人數曾至五、六百人(黃遵憲.200鉤，頁1413 )

有關幼稚園. {詩》第60首註日，附女子學校，有幼見園，皆教四、五歲小

見。在教學上，用圖畫或形塑，教以鳥獸草木及日用器具之名;教剪紙畫掛、

搏土偶、跌方勝;教唱歌、說話、習字;陳列蹦鞠、轍髓，於放學時讓學生避

戲。課程皆有一定不易之刻，坐立起止，皆如兵法部勒之。叉，學校中有保母、

訓導(黃遵憲， 200缸，頁25 )。按該園是附設於東京女子師範學校，明治九年

( 1876年)開辦(文部省. 1922 '頁46 )

對於各類學校的狀況，黃氏除文字敘述外，也蒐集相關統計數據與表格，以

客觀事實反映實際狀況。例如: {志〉卷32 <學術志> r 西學」列出全日官私書

籍館數及藏書量，博物館數，新聞紙種(黃遵憲. 2005b '頁1413) ;卷33 <學

術志> r 學制」條載，明治十年(1877)全日各級學校數，男女教師數、男女

學生數，各類教育經費數。並附七大學區學事統計表(黃遵憲，2005b '頁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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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6)。日後，傅雲龍(2003) {避歷日本團經》及吳汝綸 (2002a) {東游叢

錄》中也蒐集此類資料。

有關留學生， {詩》第55首註曰，學校畢業者，則遣往各國，稱海外留學生

(黃遵憲， 2005巴，頁23) 0 {志》卷32 <學術志〉說，最初只派諸藩貢進生留

學外國，後改擇專門學生、大學生中學有小成者，以官費留學。另各府縣子弟私

費留學者尤眾(黃遵憲， 200兒，頁1413 )

3. 就軍事教育制度言

《詩》第57首註日，海陸軍皆有士官學校，專以教率兵者。教學時，均有

成書，繪以圖，貼以說。圖說未盡，則做士木模型，一覽可知 0 日人陸軍取法

於法、德，海軍則學英(黃遵憲， 2005e '頁24) 0 {志〉對軍校做更詳細的說

明，例如:卷14 <職官志> ，.陸軍省」條言，陸軍省下轄士官學校、戶山學校，

主教習士官(按尉官) ; ，.海軍省」條言，海軍省下轄兵學校，主教習將校(黃

遵憲， 2005b '頁1111-1112) ;卷32 <學術志> ，.西學」條也載，有陸海軍兵學

校，以教練兵、製器、造船之術(黃遵憲，2005b '頁1412 )

針對陸軍部分，卷23 <兵志﹒陸軍> ，.教習」條又說，教士官者，有士官學

校及戶山學校。自註明治元年( 1868年)始設兵學校，後改兵學寮。明治六年

( 1873年)設士官學校。明治七年( 1874年)設戶山學校。至明治八年( 1875

年)廢兵學寮'士官學校及戶山學校改隸陸軍省。另設幼年學校，後併士官學

校，兩校皆以少將為學校長，學生兼收陸軍諸卒、華士族及平民。入學前，問年

齡( 15'"'-'25歲間) ，驗身體，考其才能。合格後，入校按年及程度分部學校。在

校中，學業、起居、飲食、游息均有規定，不受規短者有罰。學生分為步兵、騎

兵、砲兵、工兵、輯重兵、各兵喇叭等六科。另外，該卷詳細介紹各部生徒的課

程、教師的教法、考試的規定，並表列各類生徒、教導團等人員及海外留學生人

數(黃遵憲， 200狗，頁1277-1280 )

海軍部分，卷26 <兵志﹒海軍> ，.海軍兵學校」條載，海軍兵學校，設校

長。學舍分為幼年、壯年及專業等三類。幼年選的'"'-' 19歲，在學五年;壯年取20

'"'-'25歲，在學三年;專業則不拘年限。每年4月招募學生， 8月入學。入學前，檢

查筋骨是否強壯，能否書信，曾否讀書，合格者則錄取。入學後，幼年前二年為

預科，後三年為本科。另在校中學業、起居、飲食、游息均有規定，不受規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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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罰。此外，該卷詳述三類學舍學生修習之科目、教師的教法、考試的規定，學

生分官學生及私學生兩類，前者定額 148名(黃遵憲， 200狗，頁 1316-131 7)

(三) ~卜結

總之，黃遵憲應是日本明治維新初，清朝首位親身經歷變革而仔細介紹其教

育制度的官員。透過《日本雜事詩〉及《日本國志~ ，他介紹了日本中央及地方

教育行政機關、行政管理及教育經費，說明了學制的學區劃分與初等教育普及，

學校由小學、中學、大學，逐級而上，另有農工商實業學校、外語學校、師範

學校、專門學校及幼稚園等，最後，還有陸海軍學校。黃遵憲不僅描繪出學制的

宏觀架構，更注意到學校的課程、教學、考試、入學、畢業、圖書、儀器設備

等微觀層面，也提到留學及圖書館與博物等社教機構，這應是中國人首次全面且

完整地介紹日本的教育制度。黃遵憲更強調設學興教對明治維新的重要性，他在

《志》卷 3 <國統志〉末評論說，維新以來，悉以西法，設學校，用西法以做民

智(黃遵憲， 200鉤，頁929-930 )。但在中國則排斥西學，在卷 32 <學術志〉中

厭嘆，日本叢爾小國，年來奮發自強，學校分門別類，有富強之勢，但西學是自

東來，原墨子之學，國人卻誤認為格致之學非中國固有而拒之，並以效法之為可

恥(黃遵憲， 2005b '頁 1415 )

肆、分析與討論

本節將檢討黃氏所認知的日本教育是否是它的原貌，以及他如何瞭解，最後

分析其影響。

一、黃氏認知的內容是否正確

黃遵憲所引介的日本教育制度是否正確，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以下分幾

部分討論:

(一)關於學制部分，按明治五年( 1872年) 7月所頒學制規定，全國分為

八大區，稱為大學區，每區設一所大學校。第一大區合東京府等一府13縣，第二

大區合愛知縣等七縣，第三區合石川縣等六縣，第四大區合大阪、京都兩府及 11

縣，第五區含廣島縣等九縣，第六大區合長崎縣等11縣，第七大區含新瀉縣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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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第八大區合青森縣等八縣，合計三府72縣。每一大學區分為32個中區，稱

為中學區。每個中學區設中學校一所，每個中學區再分為210個小區，稱為小學

區，每小學區設小學校一所，每大區6.720所，全國53.760所。每大學本部設一督

學局，秉承文部省意圖，協同地方官對大區內各學校的教學情況、學生增減情況

進行督促、檢查及討論改進方法。叉，學校分為大、中、小學三等。尋常小學分

為上、下二等。中學校分為上、下二等。中學除高中外，男有工業學校、商業學

校、翻譯學校、農業學校及大眾學校。大學分為理學、文學、法學、醫學四部

(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編， 1938 '頁 123-132' 154' 173' 214-215)

由上所述可發現，最初大學區是八個，因廢併部分縣，明治六年(1873年)

7月改為七個，第一區含東京府等一府12縣，第二區合愛知縣等九縣，第三區舍

大阪、京都二府及等10縣，第四區含廣島縣等八縣，第五區含長崎縣等九縣，第

六區合新瀉縣等八縣，第七區合宮城縣等八縣，之後又有異動(文部省，1922 '

頁26 ;倉澤剛， 1979 '頁573-574) ，但可發現黃氏書所載各區的縣數，都較實

際數目少。此外，日本學制從傳統中國的大學、小學二層制，大轉變為仿西方的

大學、中學、小學三層制以及整個學制組成，包括由此小學、中學、大學所構成

三級學制的正系及與教師養成機關與產業技術教育機關所構成的旁系(井上久

雄， 1991 '頁 132-133) ，但這些大差異似乎未引起黃氏的關注。

(二)就大學機構的性質言，已不單純是學校，也是行政機關，有督導區內

各級學校之責，其上則是明治四年( 1871 年)新設的文部省。此點，黃氏未敘

明，他恐亦不知此制為英、美、德大學所無，而主要是仿自法國，因為日本認

為他國學制均未較法制秩序井然(文部省， 1922 '頁34-35 )。考察法國的制度

構想起於十九世紀初的Napoleon (1769-1821) 。拿破崙稱帝後， 1806年制定法

律設立帝國大學 (Imperial University) ，專門負責全國教育。 1808年在大學組織

未完成立法前，直接詔論宣告: I 全帝國之內的公共教育，一律由大學負責辦

理」、「任何學校或教育設施均不能脫離帝國大學而獨存，未經帝國大學首長

許可不得成立」。男成立法蘭西大學，其性質與德國的柏林大學不同，它不是個

純學術的大學，而是一個負責教育管理、教育監督及教育付款的機構，大學設校

長 (general master) 及委員會 (counsul) ，由皇帝親命，對全國各級教育進行監

督與管理。在大學校長及委員會之下，全國設27個學區( academies) ，每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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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學監( rector) 及委員會管轄(楊亮功譯. 1967 .頁628-629) 0 5 1824年成

立教會事務與公共教育事務部，首長既是國立大學校長，又是巴黎學區的學監

(學區長) 0 1828年新大學校長被任命為國務大臣及內閣成員，可視為首任公共

教育部長(安延譯. 2007 .頁4) 。學區數1848年減少為19個。 1850年法律規定

每省設一個，共86個(安延譯. 2007 .頁87)。之後還有增滅。或謂此種行政機

器目的不在歐發或認知其文化價值，而在於控制人的心智(李正富譯. 1968 .頁

687 )

(三)他雖提及五類的專門學校，但未齊全。依明治六年 (1873年) 4月所

公布的《專門學校規定〉﹒包括外國語、獸醫、商業、農業、工業、礦山、諸

藝、理、醫、法等多類，黃遵憲也未進一步敘明其招收對象為小學畢業、 16歲以

上者，修業年四至七年不等，且多分預科(三年)及本科(二至四年)兩段(惟

外國語分下等及上等) (倉澤剛. 1979 .頁738-739) .以致無法掌握其定位與

性質，應不屬中等教育範圍，而與大學一樣，同屬高等教育範疇。大學是培養

學術人才，而專門學校則培養各類專門人才，此制也是法國所特有。1802年法

律規定，須設立供給法國高等教育之下專門學校或學院(楊亮功譯. 1967 .頁

627)

(四)關於中學及小學，均未區分上、下等及交代修業年限。

(五)關於師範學校，雖介紹東京師範及東京女師，但黃遵憲認為其目的在

培養小學師資。事實上，明治八年(1875年)起，東京師範增設中學師範學科，

以培育中學師資，與小學師範學科並立。原同修業兩年，但同年7月改為小學師

資兩年半、中學師資三年半(文部省.1922 .頁65 )。叉. ~詩〉中提到的教學

之法分七級，經查尚未見有關記載，不其何所本。

(六)至於私學校、幼稚園、圖書館的設置及廢止，主要權責在府知事或縣

令，府縣立者則報文部卿，這是明治十三年( 1880年)修正《教育令〉的新規定

(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編. 1938 .頁 141-142 )

整體而言，黃氏雖注意到日本學制的變動，也儘量引介最新的狀況，但是卻

未點出學制變動的兩個關鍵時間點:明治五年( 1872年)與明治十二年( 1879

5 安延譯 (2007 .頁 87)載最初為29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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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以及其修正的背景原因、重點及新舊學制間的爭議。明治五年( 1872年)

的學制主要是學習法國，明治十二年( 1879年)則是轉學習美國(井上久雄，

19例，頁319 )。當初草擬明治五年( 1872年)學制，主要是參考內田正雄「和

蘭學制」及左澤太郎「佛國學制」的譯稿本(井上久雄， 1991 '頁 138-139) 0
6

實施後，遭到相當指摘與批判，推動時太急進，內容是直譯的船來品 ， I 學制的

非現實的性格 J (井上久雄， 1991 ﹒頁 185-193 )。由於立法過程中出現用語的

不統一、脫字誤字與誤記、誤算、生硬為熟翻譯案文、精疏混淆等缺失，以致不

久即進行修正(井上久雄， 19例，頁的2-160 )。明治十二年 (1879年)才廢前

制，另頒《教育令》。如果日本本身都是在嘗試錯誤中模仿引入歐美教育制度，

而不斷地修改，身為局外人如何能精準地掌握不斷的變化，抓住制度的核心呢?

雖然黃氏已注意到變動的現象，但是要掌握，挑戰難度甚高。

二、透過何種途徑認識日本教育

黃遵憲是如何瞭解當時日本教育制度?居日逾四年，他主要是透過資料蒐

集、與友人筆談、請人代譯及實地參訪來瞭解，此與之後關係圭寅及癸卯學制制

訂的羅振玉、吳汝綸等人，經由實地數月短期密集參訪、聽講演及蒐集相關日文

資料來掌握仍有不同。茲分述如後。

(一)資料蒐書長

黃氏使日逾四年( 1877年 10月至 1882年 1 月) ，時間較羅、吳三人為長。而

該書撰寫時，薛福成 (2005 '頁818) <日本國志序〉說 I 採書至二百餘種，

費日力至八九年」

而他所蒐集的資料種類，有專書，也有關官方年報及法規文件。光緒五年

( 1879年) 12月他與龜谷省軒筆談，論及該書，恐明年方能脫稿及分為12 目約

五、六十卷。省軒問「所引用之書已具否 J '黃氏答云: I 其不備不全者，當

一一請教。僕之此書，期於有用，故詳近而略古，詳大而略小，所據多佈告之

書，及各官省年報也 J (鄭子瑜、實藤惠秀編校， 1968 '頁284 )。他在該書

〈凡例〉中說， I然各官省之職制、章程、教條、號令，雖頗足徵，而概用和

6 和佛兩國， lip;荷蘭與法國 o

可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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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不可勝譯 J '造成採輯的困難(黃遵憲， 200鉤，頁821 )

光緒七年( 1881 年) 6月 22 日他致函宮島誠一郎，表示《日本志》將近脫

稿，但所撰海軍一門，因尚無年報，拉雜採集，慮不免有誤，有一些問題想請教

他任職海軍的弟弟小森澤，問題共五條，其中有關教育者為「問海軍學校規則，

明治四年 (1871年)正月 10日太政官布告者，今猶用否，若有新規則，可以借示

否? J (黃遵憲， 2005f' 頁331 )在此之前二天，兩人曾有筆談，表示有不明之

事要請教，將開列一紙(黃遵憲， 2005g ，頁781) 0 7月 8 日宮島誠-e~ (20肘，

頁331-332 )回信說，已轉告其弟，其弟表示所問諸事已查，固當明告， ，.但密

史之職，事無大小，非受省卿之命，則不能私告 J '建議他轉照會海軍省書記，

則容易相告，且俄、德二公使已有前例。

另'光緒二十三年 (1897年) 3月黃氏〈致汪康年函〉中提及， <日本國

志》初屬稿時，地理志附數圖(兵制分管之圖、學校分區之圖、裁判所分設之

圖、物產圖)。當時擬託日陸軍參謀部木村氏以精銅刻版，當簽約付定金後，木

村被告賣國下獄。後黃氏代為澄清始獲釋，但刻版事遂作罷(黃遵憲， 2005d '

頁405 )

(二)筆談弓之請人代譯

黃氏雖習日語，可能溝通能力仍有限，遂常用筆談方式與日土人溝通，部分

內容紀錄今仍流存，惟查閱現存筆談遺稿後發現其中涉及教育者甚少，例如:

光緒四年 (1878年) 6月與宮島誠一郎討論日本人民的自由民權事，黃氏表示此

事萬萬不可求急效，當先多設學校以教之，後定取土之法以用之。宮島則表示日

前議論紛耘，但學校造士如黃所說。黃又表示教士取士為當務之急，鐵道等屬次

要者(劉雨珍編校， 2010 '頁458 )。光緒五年 (1879年) 4月又向宮島表示，曾

想在日本開一日語文學校，招收聰穎少年習之，有三年可成材，但因琉球事而未

成。另'去年公使曾建議在東京設一學校，招中日生徒各20人，共聘四位教師，

但後未成(劉雨珍編校， 2010 '頁487) 0 11 月透過筆談，黃氏願出資請日友人

石川英(鴻齋)將日文《國史略~ ，.政體」以下代譯為漢文，並提及使館有人譯

新聞布今(鄭子瑜、實藤惠秀編校， 1968 '頁255-256 )。

(三)實地學訪

按理，黃氏使日四年多期間應有許多參訪機會，但目前僅見一則紀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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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雜事詩》第55首自註，有關師範學校的教學. r 同方同業，群萃州處，以

一先生教數十人，則師逸而功倍 J .因教法皆得之泰西。他曾綜觀其地，而嘆其

善(黃遵憲. 200缸，頁23-24 )。由此可知，此應是實地觀課的心得。

三、影響

黃遵憲引介的日本教育制度對晚清新教育制度建立的影響，可從以下四方面

分析:

(一)對湖商時務學堂的影響

光緒二十三年 (1897年) 6月，黃遵憲受命將任湖南鹽法道，行前拜謂軍機

大臣翁同魯平時，建議第一事即是開學堂(翁同轍. 1973 .頁518 )。至湖南後協

助巡撫陳寶麓首先推行新政，重要事項中包括開辦時務學堂及武備學堂(吳天

任. 1972 .頁 155 )。雖請梁歐超為總教習，但開辦之初，所有章程、授課科目

均由黃遵憲參酌東西各國教育制度，一手訂定(吳天任. 1972 .頁 197-198)

當時，梁歐超所定西學書目表附卷地志門，將《志》及《詩〉列為必讀之書

(吳天任. 1972 .頁370) ;另〈讀西學法〉中，有關西方官制之議院部分，提

及 r {日本國志》略述一二 J (楊家駱主編. 1973a .頁455 )。他主持時務學堂

時. <湖南時務學堂學約〉中，第一年讀書分月課程表，第三至五各月份涉獵之

書中，普通學列有〈志> (朱有端主編. 1986 .頁301-302 )

(二)對商洋玄學成立的影響

光緒二十二年( 1896年)底，黃遵憲致函大理寺卿盛宣懼，表示前獲盛公

來函索《志> '因手邊樣書己送完，無法應命。現正校定，將加印500部，日後

另送10部指正。 7 另，隨函附有學堂章程(黃遵憲. 2005h .頁395 )。由此可推

知，盛氏應當看過該書。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 4月盛氏奏請在上海創辦南洋

公學，奏摺中說，西國學堂必探源於師範，西國學程必植基於小學。故請先設師

範學堂，並仿日本師範學校設附屬小學校之法，設外院學堂，令師範生分班教之

(舒新城編. 1928 .頁36-40 )。在此之前，梁歐超在光緒二十二年( 1896年)

時於《時務報〉發表〈變法通議﹒論師範) .一開頭即介紹日明治興學，在普

7 現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有盛宣懷的該書鈔本，當知之後有補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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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小學校前，便先設師範學校，以培養小學教習，故建議變法必自小學堂始，

而輔之以師範學堂，以其生徒為小學之教習(梁歐超， 2001 '頁41-42 )。林本

( 1970 '頁371 )以為其議，首開討論師範教育之先河。盛氏的奏章，可能受到

梁氏想法的影響。而梁氏重視師範教育的觀點，又可能是受到黃氏理念的影響。

(三)對戊戌維新的影響

該書正式刊出是在甲午戰敗後，國人始推崇之。當時任職總理街門章京的袁

昶曾說， r 此書稿本，送在總署，久東高閣，除余外，無人翻閱」。甲午之役，

如此書早布，主戰者不敢輕言，則戰機可兔，可省償銀二萬萬(吳天任， 1972 '

頁368 )。梁毆超 (2001 '頁 140 )在光緒二十三年( 1897) 3月《時務報〉發表

〈日本國志後序〉一文，指出中國人寡知日本，他知日本之所以強，是靠黃氏。

但也責備黃氏成書10年，久謙讓不流通，以致中國人寡知日，不鑑不備，不患不

↑束，以至於今日。其弟黃遵楷(200鼠，頁的)曾云. r 先兄之書，至今談時局

者未嘗不推崇之」後。慨嘆對該書， r 然至甲午以後，始知有者。雖風行一世，

而時已晚矣J (黃遵楷， 200鉤，頁1577)

黃氏對於康有為的影響，早有林文慶、傅斯年、左舜生及梅卓琳等人予以認

定。然山根幸夫則否定前說，認為康氏《日本變政考》是根據《明治政史〉

之後，鄭海麟再考證，舉出康、黃二人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上海相識，

並為《詩》作序，而斷言他不僅認真讀過黃氏二書，且對其思想表示欽慕。鄭

氏再將三書比對後，認為康氏書採自〈志~(鄭海麟， 1988 '頁269-275 )。之

後，肖朗( 1999 '頁 174 )及馮琳 (2007 '頁86-87 )都從鄭氏之說。經查，康氏

( 1976 '頁 125-127 )於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2月所呈《日本變政考》中有大

段有關日本教育制度的敘述，是引自《志~ <學術志> r 西學」及「學制 J (黃

遵憲， 2005b '頁1411-1413 ' 1421)

由上述可知，在戊戌維新時，清廷上至光緒帝，下至翁同麟、康有為、梁歐

超等人，都讀過黃氏的《志》。有人認為晚清轉而學習日本的思想源頭，首倡者

當歸於黃遵憲(張利，2007 '頁33 )

至於黃遵憲是否影響到教育方面的改革?早期Milner於〈黃遵憲所著日本國

志的維新思想及其對戊戌變法之影響> (The reform ideas of Huang Tsun-hsi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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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可 of Japa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hundred day's reform) 8 一文中，分析戊

戌維新時期內之奏摺詔令，所有興革措施大率依循黃氏述評日本之意見為主，經

濟方面最顯著，行政次之，軍事居末(吳天任， 1972 '頁371-377 )。然對教育

部分則分析欠詳。

關於設立京師大學堂之議，早在光緒二十二年 (1896年) 5月初刑部左侍郎

李端菜〈請推廣學校摺〉中，即建議自京師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府州縣學、

省學及京師大學各以三年為期，另命每省每縣各改其一書院為學堂(楊家駱主

編 '1973b' 頁293-294 )。相傳該摺係梁敵超手筆(鄭金洲、塵謀奎， 2002 '頁

2) 。之後，經總理各國事務街門、管理官書局及相關人士往返研議無果。延擱

直到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4月 23 日上論(楊家駱主編， 1973b '頁 1 7) : r 京

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

同妥速議奏」。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5月 15 日總理各國事務街門始奏陳〈籌

議京師大學堂章程> '第一章規定，京師大學堂為各省之表率，而各省學堂皆

當歸大學堂統轄。叉，各省之中學堂草設創立，猶未普遍，故今當於大學堂兼

寓小學堂中學堂之一意。另於堂中別立一師範齋(朱有珊主編， 1986 '頁654

655 )。而此已包括了整個學制系統(商麗 i告， 1997 '頁91-92 )。同日上論，同

意照所擬辦理，派孫家鼎管理大學堂事務(朱有珊主編， 1986 '頁639 )。總理

各國事務街門奕助等6月上奏說，已通知日使裕庚蒐集日本大學規制咨送其參辦

(朱有珊主編， 1986 '頁639-640 )。到7月裕庚才回報說:日本仿西法設立大

學，分為法、醫、工、文、理、農等六科，並將大學科目及初學功課，分繕清單

呈覽(朱有嘯主編， 1986 '頁640 )。而之前5月奉准的章程則是梁歐超代擬，日

後他說，當時軍機大臣及總署大臣命人囑其代擬時，他是「略取日本學規，參以

本國情形，草定規則八十餘條 J (梁歐超， 1964 '頁46-47 )。稍後，管學大臣

孫家肅奏請派辦辦事人員赴日考查學務(朱有珊主編， 1986 '頁64 1)

由上述可知，京師大學堂之設基本上是仿日制，但需進一步釐清的是黃氏有

無影響。就章程奉准後，具體規劃學制而言，明顯是透過使館直接蒐集當時日

8 原文以英文撰寫，刊 1962年〈南洋學報》第 17卷第 2期(黃遵憲研究專號)。前鄭海麟

譯為梅卓琳，澳洲人，香港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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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規章及派員考查。但是，李端葉之議及梁氏章程構想從何而來，則待分析。

觀李氏之議，雖主張設京師大學，但未主張以其統轄各省學堂。而梁代擬總理街

門章程中卻出現「各省學堂皆當歸大學堂統轄」此條規定。然此時尚未命日使館

蒐集最新資料，而該法亦非英、美、德等國之例，獨有法國實施大學區制，日本

明治五年( 1872年)改學制正是仿法制(文部省. 1922 .頁34-35 )。因此可推

知，其當仿日制。而資料來源可能就是黃遵憲之前所呈報的《志》。

又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5月康有為( 1973a .頁218-219) 上〈請開學校

摺〉說:

請違法德國，近採日本，以定學制，乞下明詔，偽令省府縣鄉興學，鄉

立小學， ，縣立中學，其省府能立專門高等學大學，各量其力皆立

圖書儀器館。京師議立大學數年矣，宜督促早成之， .

同月議奏請改各省書院為中學堂，鄉巴淫祠為小學堂。其體作法是，省會

之大書院為高等學，府州、|縣之書院為中等學，義學、社學為小學(康有站，

1973b .頁220 )。稍後上論:

著各省督撫督錫各地方官，即將各省府州廳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

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應以省會之大書院為高等學，郡城之書院為中

等學，州縣之書院為小學，皆頒給京師大學章程，令其仿照辦理。(楊

家駱主編. 1973b .頁 34)

由此可知，各級學校也是仿日制，而康氏的構想來源也應當源自黃氏。

儘管百日維新失敗，除京師大學堂外所設各新式學堂均遭廢，但是稍後實施

新政時，所擬學制仍不脫此架構。

(四)與新政弓之商學制的廟前.

辛丑議和後，清廷改行新政。光緒二十七年( 1901 年)下詔整頓京師大學

堂. 8月 2 日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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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各

州、縣均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草草鑫圭、唐良炎編， 1991 '

頁 5-6 )

西式學制已然成形。初五，上命各省督撫一律仿照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選

派學生出洋肆業(噱鑫圭、唐良炎編， 1991 '頁6) 0 12月初上派吏部尚書張百

熙兼管學大臣，總理京師大學堂一切事宜(噱鑫圭、唐良炎編， 1991 '頁7)

光緒二十七年( 1901年) 11 月，湖廣總督張之洞與兩江總督劉坤一，奏派羅

振玉至日本調查教育，隨行有湖北兩湖書院監院劉洪烈及漢教習陳毅等六人。

光緒二十八年( 1902年)正月回國，為期兩個月，主要停留於東京，後轉往京

都與奈良參訪(羅振玉， 2010a '頁93) ，但未發現羅氏等人行前先讀過黃氏之

書。 9照理，張之洞曾代薦《志} ，黃氏曾為其下屬，理應讓羅氏等人讀其書，

但是否因黃自負而得罪張之洞(康有誨，2005 .頁67) ，或因其涉及維新黨禍遭

罷返鄉，張還與他劃清界限，或因張氏主「中體西用」而黃氏主仿日的「全盤西

化 J '則不得而知。至於羅氏等人返國後，張之j同五次接見，並命他為學務處幕

僚及各學堂提調、教習與令守講說教育事十日，而所擬教育制度允商請兩江總督

劉坤一會奏。 2月羅氏親至江寧拜見劉督，但因劉督屬官阻礙而未行(羅振玉，

2010c '頁363 ' 366) 。之前，張之洞曾致電張百熙提及，等赴日考察人員返國

擬妥章程後再送張參考(張之洞， 1963 '頁3279) ，至此也不了了之。

男光緒同年 12月管學大臣張百熙奉命主持重敵京師大學堂，光緒 28年( 1902

年)張氏奏舉吳汝綸為大學堂總教習(張百熙. 2008 '頁28 )。吳一再堅辭，後

不得已應允但請先准赴日考察學制。同年5月，他以63歲高齡東j度，四個月內考

察長崎、神戶、大阪及東西京(姚永概， 2002 '頁 1146 )。之前，他〈與陸伯奎

學使〉建議的中學堂西學書目中列有《志} (吳汝綸， 2002b .頁377 )。而黃氏

曾致函吳汝綸說(黃遵憲， 1991 '頁219 )

9 羅氏與汪康年交情i菜，但戊戌時汪、梁交惡，官方將接管《時務報» .黃氏錫汪 Up 日

交代，兩人因而交惡(羅振玉， 201帥，頁29-30) .由此推斷羅氏應不喜黃氏而未請其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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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輩居束時，為新舊交替時代。盧騷、孟德斯鳩'甫露其名。而爾時謬

謂東文境狹，不足深究。所粗識者，僅片假名。能自譯者，僅和漢相間

之文。〈日本國志》改訂事實，匯集材料，往往托之僚友，假書鈔胥。

以視今日哲學科學政治過長之書，汗牛充棟'i.e!不件矣。今日東游，實

足以長學識，拓聞見。吾意欲勸駕，所可惜者，學堂失一良師耳。

由信尾勸其任總教習及赴日之語，推斷時間當在吳訪日前. 10且推知兩人應

有往來。

此外，戊戌以後至「圭寅學制」訂頒前，還有多位地方官員奉派赴日考察，

例如: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間，湖北武備學堂兼白強學堂總督姚錫光奉張之

洞之命赴日考查軍事教育兩個月，兼及普通教育(姚錫光. 1999 .頁4) ;同年

夏湖江候補知縣張大鏽遍觀日本學校(張大鋪. 1999 .頁25) ;叉，江蘇朱緩亦

訪日(朱緩. 1999 .頁94 )。光緒二十五年( 1899年) 7至11 月四川提督統領丁

鴻臣率員八人，赴日視察兵制及學制(丁鴻臣. 2004 .頁353-384) ;同年8至 11

月福建船政局道臺沈翊清奉蜀帥命至日本觀察演習，兼及教育(沈翊清. 1999 •

頁124 )。光緒二十七年( 1901年)關庚麟訪日(關庚麟. 1999 .頁166-167 )

這些人回國後，都將考察結果刊印，但均未從其中發現有人先讀過〈志》。不

過，在戴鴻慈為沈翊清《東遊日記〉作序中提到. I 惟近人嘉應黃氏《日本國

志? .括三島之要，成一家之言，而簡帳頗繁，未易卒讀 J (沈翊清. 1999 .頁

125) .或許道出可能未讀的原因是內容太多。

如果這些人行前多數未讀過黃氏《志〉等書，對日本教育的來龍去脈缺乏背

景暸解，則一切都要重新摸索，只憑短短數月密集參訪，欲藉此一窺日本教育的

全貌恐不容易，而難以避免「走馬看花」、「瞎子摸象」的盲點。正如吳汝綸訪

日時，於7月 13 日〈答羅存農〉信中所說. I 前月到東京，值各學校將放暑假，

文部所轄各學，匆匆一覽，不能遲得要領J (吳汝綸. 200泊，頁406) 。他在返

國前9月 11 日給張百熙的信中也坦言:

1日惟編校者將事繫在光緒二十九年，時間可能有疑問，應在此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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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察學制，居此三月有餘，仍未得其要領，緣到時適各學已放暑假，

教育家亦多避暑他往，及入秋開學，又因文部聽講，不能四出遊覽。

惟學校規模，日本全國一律，得見數處，可以推知其餘。(吳汝綸，

2002b .頁435 )

正當吳氏在日考察時，張百熙急於制定《欽定學堂章程} .並於光緒二十八

年( 1902年) 7月 12 日頒布，故吳氏來不及直接參與。不過，期間他曾五度致函

張百熙(吳汝綸. 2002b '頁392-418) 。吳氏在5月 27 日的信中初步提及考察日

人的建議:勸中國先小辦，後漸擴充，勿遲起大房;勸講體操，興醫學及興女學

(吳汝綸， 2002b '頁394) ;於6月 12 日的信提及「學堂衛生之術最重要J (吳

汝綸， 200泊，頁395) ;直到9月 11 日信，始向張百熙提出訪問總結及呈送所收

蒐集資料(吳汝綸. 200泊，頁437)。至於實際負責起草者，羅停聶(1986 .頁

456) 在〈京師大學堂成立記〉中提到，各學堂章程多出於張百熙門人、京師大

學堂副總教習沈兆祉之手。吳汝綸(200站，頁394 )於5月 28 日致函另位副總教

習張小浦時表示己寄書管學，而所請代查各事尚未及訪詢，且都屬深微細節，須

待訪問專家後再覆 ;6月 12 日致函編譯書局李亦園時提及文部大臣及外務大臣皆

建議興醫學(吳汝綸， 2002b .頁396 )。吳氏的考察經過與影響，另文再談。由

此可知，王寅學制主其事者仍是靠書面資料做規劃'並未結合之前國人考察日本

的一手經驗。

光緒二十八年 (1902年) 5月黃氏曾致函梁歐超，表達對當時興學方向有六

點不苟同:

天下詩然言學校矣，此豈非中國之幸。而所設施、所經營，乃皆與吾意

相左:吾以為非有教科書，非有師範學堂之為先，貝11 學校不能興，而彼

輩竟貿然為之，一也;吾以為所重在蒙學校、小學校、中學校，而彼輩

棄而不講，反重大學校，二也;吾以為所重在普通學，......而彼輩反重

專門學，三也。......。吾以為興學所以教人，授官所以任人，此不能一

貫之事， ......而彼輩仍用取士官人之法施之於學校，六也。且吾意此朝

廷大政，斷非督撫所能畫疆而治者。(黃遵憲， 2005i .頁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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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未指出彼輩是誰?但照時間推斷，正值〈欽定學堂章程〉頒定前兩個

月，故黃氏當是對政策的方向有所批評，而督撫疑指張之洞及劉坤一。

至於〈奏定學堂章程> .雖由張之洞總其成，但是，王國維( 2011 .頁

641 )認為實際起草者是隨同羅氏訪日的陳毅. II羅氏並未直接參與。雖羅氏於光

緒二十七年( 1901 年) 4月創辦〈教育世界〉雜誌，譯介了大量日本教育制度與

法規，至光緒二十九年底占前的期的 34.6% (王映文. 20日，頁 164) .而陳毅

也曾於6至8月間翻譯日本的《師範教育令》、《中學堂令》、〈高等女學堂令》

及相關法規等 24種(王映文. 20日，頁 194-195 )。但其參訪經驗只有短短兩個

月，且限於東京、京都及奈良等都市，規劃時能否將書面資料與實地考察經驗結

合，做出合於國情的設計，難度很高。

據王映文 (2013 .頁 184 )研究，姚錫光、羅振玉及吳汝綸的赴日考察報

告，因三人未參與癸卯學制的規劃，故對其制定只有間接影響。

伍、結語

晚清新學制的建立，主要是模仿日本。而日制的引介，並非自「王寅學制」

始，甲午戰後，已有相關的翻譯文獻。但是，最早根據長期親身見聞而全面引介

的中國人，當首推黃遵憲。他以使館參贊身分，居日四年多間，透過蒐集相關書

籍資料、代譯書籍、友人筆談及實地參訪等途徑，以八年的時間先後撰成《詩》

與〈志~ .開國人研究日本的先河。黃遵憲首先介紹明治維新，並鼓勵中國效法

改革。他對日本的認識與瞭解，與前後負責教育決策的官員相較，無疑是較全

面、長時間且深入。《志》雖於光緒十五年 (1889年)底付梓，但遲至光緒二十

年 (1894年)甲午戰敗後始問世。戊戌維新期間，關鍵人物光緒帝、翁同扁平及康

梁等都讀過該書，甚至他被視為首倡向日本學習維新的人。

他對引介日本教育的影響，可從友人梁歐超主持湖南時務學堂時，將《志》

11 陳毅，湖北黃映人，原附生，兩湖書院優等學生，兩度獲派赴日遊歷。他隨羅氏訪

日，歸國後任湖北師範學堂堂長，當年 9月張之洞推薦應經濟特科(張之洞. 1963 .頁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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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必讀書，倡議辦師範教育;盛宣懷在上海設南洋公學，設師範齋及仿日本師

範學校附設小學;戊戌維新期間，康梁議設各級學堂及京師大學堂以統轄各省諸

學堂等作法，都可看到日本學制的影子，而這些措施的發想多直接或間接受到黃

氏的做迪。

黃氏著書的工作是艱辛的，因為他所面對明治草創的日本制度尚未穩定，正

不斷透過嘗試錯誤與修正去學習歐美教育，其先後由仿法轉仿美。身為一個外

國人，要即時精準掌握日制的變動及其前因後果，甚為不易。其書雖仍有些錯誤

處，但瑕不掩瑜。

然而，當清廷辛丑議和後推行新政，則延續戊戌時作法，詔改各省書院為大

中小學堂(噱鑫圭、唐良炎， 1991 '頁5-6 )。光緒二十八年( 1901 年)訂定學

制前，曾先後派羅、吳等人訪日。羅氏等未讀《志》而吳氏應有，但其影響如何

則待考。不過已知主導兩學制制定的張百熙及張之洞受到黃氏的廠發恐很有限，

如此一來，當二十世紀初，清廷要學習日本教育建立自己的學制時，並未能珍情

並借鑑前人的寶貴經驗，而是一再重起爐仕，不斷分別派人赴日考察。雖不再全

是閉門造車，但想要經由數月短期、密集的參訪， 'I吏速掌握日本經驗以資利用，

此種求速成、炒短線心態，實難瞭解明治時期 30年間引進西式教育制度的來龍去

脈，並深入掌握其現況、問題與教訓。可惰的是，此種片段理解外國教育及橫向

移植外國經驗的作法，在晚清卻一再重複發生。且黃氏在王寅學制頒布前，曾致

函梁敵超批評政府興學時不參考日本經驗，以師資與教材為先務，反而重大學而

輕中小學、重專門學而輕普通學、養士與任官分離，但均未獲重視。

總之，親身經歷了日本明治維新初期新舊制度交替的黃遵憲，希望透過他的

書，讓晚清朝野認識到日本如何靠教育改革引進西學而由弱變強，雖然不在教育

決策核心，直接左右政策與制度的訂定，但他己努力提醒國人要正視日本的帽起

及如何帽起，並強調變法改革要以辦學校為要務，他對日本教育的介紹，是結合

文獻及個人四年多生活體驗，其對日本教育的引介是有所貢獻。只可情，主政者

們並未加重視，當其規劃王寅與癸卯學制時，仍是靠書面資料或重複派人短期密

集考察，而此種學習外國教育制度的模式，難免落入片面移植的陷阱之中，無法

設計出符合國情的制度。

001: 10.3966/1028870820140660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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