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張其昀教育思想在黨政任職中的實踐 

 91

第五章  張其昀教育思想在黨政任職中的實踐 

 

第一節  新竹升學的試辦 

 

張其昀真正開始參與黨政要職是從1949年6月渡海來台，應邀出

任中國國民黨蔣介石辦公室秘書組主任，並任革命實踐研究院院務委

員兼第一組（教務）組長，參加該院之籌備工作。1950年3月1日張

其昀出任中央黨部宣傳部部長，創辦中國新聞出版公司，出版《中國

一周》等書刊。同年8月，中國國民黨改造，受任中央改造委員會兼

秘書長，蔣介石且將個人日記與文件供張其昀參考並准許引用，先後

撰《黨史概要》
1
，藉以激發國人之革命熱情；並與當時的教育部長、

台灣省教育廳長合作成立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2
。接下來就是在

1954年6月至1958年7月張其昀授行政院長俞鴻鈞之邀，擔任行政院

政務委員兼教育部部長，開始從事於教育思想的實踐。並且在1958年

8月行政院改組時，張其昀被任為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
3
，之後又奉命

籌備國防研究院
4
，在職十四年之久。 

張其昀在教育部長任內四年，時值台灣海峽平靜之時，當時國家

力求安定與進步號召之下，百廢待舉，尤以人口生殖率年有增加，故

                                                 
1 《黨史概要》是張其昀經兩年的努力，於 1951年 4月撰述完成，本書一名為「近六十年中國革
命史」，全書共分上、中、下三冊。上冊述至孫中山逝世而止；中冊述至七七事變之前夕而止；抗

戰以後至今為下冊。其中包括思想史（國民黨主義與理論之發展）、政治史（國民黨政綱政策之實

行）、人物史（國民黨先烈犧牲奮鬥可歌可泣之事蹟）三部分。 
2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主要是邀請各大教授執筆，編印國民基本知識叢書與學術期刊；除了
改善學人生活之外，更使「文化沙漠」的台灣，文風為之一振。 
3 1958年至 1972年張其昀先後任革命實踐研究院與國防研究院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是在蔣介石
親自領導下，調訓全國黨、政、軍、文教、社會高級幹部，施以研究、教育、訓練三者並重之「總

體戰教育」（華岡學會，1982：624）。 
4 1959年秋專任國防研究院主任，該院係國家政略與戰略之最高研究機構，合研究、教育與訓練三
者於一爐，選訓高級文武官員，每期八個月。學術系統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與敵情等五組與

五研究所，負教育與研究之責，受訓者多肩負國家復興之重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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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學校必須增加方能適應教育的需要。張其昀可以說是為了國家的

「保種」與「強種」，更不忍見證在發育的學童，身心受到「惡補」的

戕害，例如：「一到小學五六年級，全家都緊張起來，惡性補習，深夜

未休，孩子們用功的程度，不下於老先生，影響睡眠，有害健康，且

使全家寢食不安。兒童為民族幼苗，正在發育時期，何忍橫加摧殘，

在無形中斲喪國脈。絕大多數家長怨聲載道，責備政府無能，教育當

局難辭其咎（張其昀，1989a：8604）」。為了迎接世界各國延長義務教

育之趨勢，在我國作實行前的準備，於是在1956年9月秋季始業，在

台灣新竹縣試辦小學升初中的「免試升學」，它唯一不同之點即這祇是

實驗的、志願的、收費的；而不是如各國義務教育之為普遍的、強迫

的、免費的。並且實行這一免試方案的理由，尤在台灣升學競爭過於

激烈，各級學校尤其國民學校的惡性補習，不僅損害兒童身心健康，

使國民義務教育完全變成升學主義（張其昀，1982h：216）。故張其昀

創立此一方案，使志願升學者以均等的機會，即為矯正升學主義的弊

害，使國民學校惡性補習消弭於無形。 

但要實行這一方案，顯然牽涉到多方面，尤其是在教育的經費、

校舍、設備、師資均感不足的情況下推行，自然更是困難；而中國民

情一向是習於樂成而不慮始，於這一方案進行之初，各方反應不一，

見仁見智均有理由，但反對者由多於贊成者。但是，張其昀仍然堅持

這一個最受攻擊的「免試升學」方案，其動機是：「對日抗戰八年，後

方物質缺乏，兒童營養不良，影響所及，到現在還可察覺到。現在大

陸上天翻地覆，億兆同胞淪於飢餓、死亡邊緣，⋯⋯不知要多少年後

才能恢復。台灣省是唯一的乾淨土，家給人足，安居樂業，這裡是兒

童的樂園。奈因教育上不能大刀濶斧的興革，致兒童呻吟於惡性補習

之下，而莫能為之援手。難道教育的負責當局能夠置身事外，熟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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覩，束手無策嗎（曹聖芬，1982：752）？」就是這一片惻隱之心加重

了張其昀對教育的責任感，於是提出了「在新竹縣實施免試升學方

案」，但很可惜在1958年7月，張其昀卸除教育部長之職時，同年秋，

這一方案就停止在新竹縣的試辦了。 

說起張其昀辦理國校畢業生免試升學，可以說是從張其昀在就任

教育部長任內做了一樁最有意義的工作，也是成為後來實施「九年國

民教育」的肇始
5
。而起始是在1954年11月11至12日，參加當時與

日本前文部大臣前田多門的晚宴，談及日本戰後辦理延長九年義務教

育的詳情才有其動機，據說當時日本全國人民對延長九年義務教育的

措施非常反對，幸得美國駐日麥克阿瑟將軍（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的大力支持，始能勉強實施
6
。張其昀受到此措而施影響

到辦教育，也避談延長九年義務育會受國人之反對，於是稱此為「國

校畢業生免試升學」。在1956年2月9日教育部的決策中，張其昀首

先提出要辦中學會考及小學畢業生免試升學兩案的構想，希望省政府

能夠支持實施；經過多日的討論，並審查其預算，覺得問題困難重重，

於同年3月22日，得蔣介石的支持與鼓勵，並囑先行試辦三年，終於

省政府決定採分期分區實施辦法進行，在4月1日經張其昀的指示，

以新竹縣為實驗區
7
。除教育部的決策通過之外，台灣省政府對於在新

                                                 
5 我國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應以在新竹縣與高雄市兩處所辦之國校畢業生免試升學為其肇始，
因為 1968年台灣省及台北市所辦之延長九年國民教育，與當年在新竹縣及高雄市所試辦者，名稱
雖異，實質相同，均係以志願升學者予以入學之機會，並非強迫，故不稱之為義務教育而名為九年

國民教育者。 
6 張其昀在〈景福門回憶錄〉中，提及當時日本在喪敗之餘，民窮財盡，國家預算赤字無法彌補，
辦理九年義務教育困難重重；主要問題厥為教室不敷，多係利用神社及公共場所上課，以後逐年解

決，故當時先從小學五年級開始（日本當時學制與我國相同）祇辦初中一年級。要不是日本戰後盟

軍總部麥克阿瑟將軍依美國調查團之建議，將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把初中部分包括在內；數年後，

就學比率達百分之九九.五，使日本全國國民積極進取，而戰後的日本經濟復興之速，乃得力於九
年義教之實行成功（張其昀，1982h： 215）。 
7 1956年 4月 25日，立法院開會部分委員曾一度反對免試升學方案，已予否決，如此，教育部今
後推動本案當較順利。同年 4月 30日，張其昀在教育部長之職中，囑對免試升學方案，務必決定
在新竹縣試辦；7月 22日，張其昀偕同教育廳科長黃季仁、縣長朱盛淇、教育科長覃吉生、各鄉
鎮長、有關學校校長等數十人，參加新竹縣舉行之免試升學座談會，又與蔣建白、王亞權兩司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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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縣試辦免試升學方案實施計劃，也在同年12月4日亦獲通過；並得

執政黨暨省議會的支持
8
，與教育廳的規劃與協調

9
，終於得到新竹縣

的試辦成功，並於1957年7月23日亦獲得高雄市通過試辦實施
10
（劉

先雲，2000：343-352）。 

我們知道教育乃為力國之本，世界上強國，莫不以辦好教育為根

本。像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失敗之後，能夠很快復興成為世界上強

國，就是教育為其成功的要件；然而日本是從1946年開始的，我國開

辦免試升學為1956年，其中又遇到國家教育上財政、設備與師資等嚴

重不足之困難有所停頓，直到1967年再開始恢復辦理，因此我國百行

百業，大概都落後日本二十年左右就是這個原因。因此張其昀極力於

免試升學之方案，就是希望可以提昇國民教育之水準，但是仍然有人

視為好大喜功，恍若高不可攀，甚至是極力反對此案，但仍然有人極

力支持
11
；因為「過去為求升學，只知注重補習，雖殘害兒童身心，在

所不願。舉凡降旗、早操及一切課外活動，均行停止，音樂、美術、

勞作等科目，亦幾乎取消，而實行填鴨式的反常教育，致學生放棄許

多修習之學科，不能獲得健全平衡之教育。今施行免試升學制，則上

述弊病自能矯正，對學生誠有益無害（張其昀，1982h：217）。」 

                                                                                                                                               
換意見，終於在 10月 1日，參加孫中山紀念週，由張其昀報告免試升學方案在新竹縣試辦情形，
彼認為以獲初步成功。 
8 1956年 3月 31日，執政黨中央黨部召集立法委員同志集會於中山堂光復廳，商討教育部免試升
學方案。同年 6月 21日，參加省黨部黨員大會，獲原則通過；6月 23日，列席省議會，討論免試
升學方案，未獲結論；6月 25日，至省議會列席，報告免試升學方案內容並將五年計劃詳加說明
後，即獲一致通過。 
9 1956年 2月 18日，召集台北縣市的私立學校校長，商談免試升學與私立學校之影響；並於 2月
27日至 29日，經師範大學召集全省地方教育行政會議討論；3月 27日，召集地方教育行政座談會，
交換意見，惟各縣市經費不足，應起省府幫忙，否則無法辦理。同年 4月 15日，請新竹縣縣長朱
盛淇、教育科長覃吉生、林清輝與余瑞麟兩位校長於教育廳開會，決議補助新台幣二百一十餘萬元，

給新竹縣為第一年試辦免試升學方案之用。 
10 1957年 6月 22日，首次張其昀部長約王亞權司長商談如何在高雄市辦理免試升學作為第二實驗
區；並於 29日云，高雄市為辦理免試升學之第二實驗區已成定案，亦勢在必辦。 
11張其昀在〈景福門回憶錄〉中，當新竹縣免試升學停辦時（民國四十七年度第二學期告一結束），

在 1959年 1月 24日中華日報新竹訊曾登出，新竹縣縣議會議長鄭玉田曾說：「我代表新竹縣四十
三萬民眾，反對此種決定。」監察委員報告所稱大多數家長認為識政府德政，完全可以證實；蔣介

石曾說：「這一次新竹教育實驗是成功的」（張其昀，1982h：21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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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免試的試辦」，有不少人誤認為此種量的擴充勢必造成質的

低落，但是，事實卻否定了這種成見。因為新竹縣第二女子中學學生

朱以錚，是免試升學方案實行後新辦的初中第一屆畢業的，榮膺1959

年台北市高級中學聯合入學考試的榜首；體育家紀政也是朱君同校同

班畢業的。所以蔣介石曾嘉許說：這次教育實驗是成功的；因此，1967

年，蔣介石宣佈延長義務教育為九年。如今活潑可愛的學童，健康的

比例大幅度地提高，如享譽世界的中華少棒隊的輝煌成績，不都是義

務教育所帶來的？所以張其昀的教育思想，在教育部長任內的「免試

升學」的構想與實驗，可說是為九年義務教育舖下平坦的成功路基（魏

偉琦，1982a：700-701）。因此，在新竹辦免試升學時，新竹縣教育科

中等教育股股長梁宗鯤，在1960年3月出版過一本《新竹縣實驗免試

升學的成果》的書，前言內述：「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不久的將來，

終於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將來寫教育史的人，必有公平的評論。無論

如何，這一次的實驗，是我國教育史上的創舉。其辦理的成果與經驗，

對於今後發展初中教育，以至延長義務教育年限，都有重大的參考價

值（宋晞，2000b：78）。」 

總之，聯合國文教組織曾規定，學齡兒童就學率在百分之七十以

上時，政府便應考慮延長義務教育；在當時試辦「免試升學」時，台

灣兒童已有百分之九十五入學，故延長義務教育勢不容緩；何況發展

「社會中心教育」
12
亦可解決經費之問題，以便輔助「免試升學」方案

之推廣。故從今天再來看過去的「免試升學」，不僅動機極為正大，而

且方案亦簡易可行，不過是取消小學升初中的入學考試而已；教育部

                                                 
12 所謂的「社會中心教育」即學校與社會雙方交流；學校社會化、社會學校化，以真正做到建教
合一。張其昀說：「要把教育與實業冶於一爐，學校與社會打成一片，讀書與生活、學習與工作凝

為一體。」四年之內，做到了臺灣省每縣市至少有此類示範的中學一所。較著名的，如新竹竹東中

學、嘉義東石中學、宜蘭羅東中學等；彰化鹿港中學與當地水產試驗所密切合作，從事水產養殖與

加工製造等（魏偉琦，1982a：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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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有其決定之權。「免試升學」實行以後，學生家長和新竹縣議會均

表示支持，雖然當時缺乏法律的依據，並且巧遇政府的財政困難，以

及家長的溝通與協調工作做的不夠，但是為了徹底根除惡性補習，與

救救我們的孩子，張其昀的「免試升學」方案可說是對症下藥，亦是

教育上的未雨綢繆，為國儲才。直到1968年9月政府全面推行九年義

務教育，足以見得張其昀之目光遠大。 

 

 

第二節  南海學園的設立 

 

張其昀出任教育部長之前，全台北僅有新公園裡在日據時代設立

的一所博物館，和同址一座聊勝於無的圖書館，但在任職教育部長之

職時，做一個重要的決定，就是「南海學園」的設立。從中央政府播

遷來台之初，台灣的社會教育是一片荒涼的沙漠，但經過張其昀辛苦

耕耘的結果，就變成了有中央圖書館、歷史博物館、科學館與藝術館

等；那時教育部的預算少得可憐，許多建築開工，經費不足，只得接

受民間捐款。落成之初，除史博館陳列安陽出土的周初銅器，足資號

召之外，其他各館內容難期充實，於是又招來各種指摘，有的說張其

昀「公私不分」（指建築經費中有私人捐款），有的說「好大喜功」（做

事過分積極）；但張其昀總是對教育、學術、藝術與文化界中付出卓越

的貢獻，恰如降下一陣甘霖，使得台灣的社會教育從沙漠奇蹟似地便

成了綠洲園地。 

張其昀所設立的「南海學園」各機構，因為集中於南海路植物園

東首，形成一文化中心，擬合稱為「南海學園」，內容重點如下： 

一、國立中央圖書館－是在1954年8月正式恢復，由蔣復璁出任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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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館除一般業務外，並為國家對外圖書交換之法定機構。與該館

有交換關係者，凡六十一國，圖書館及學術機構五百一十二處，

一百九十三名研究中國學的專家，進行贈送與交換圖書工作，此

名單仍繼續增加。該館館址係利用日劇時代之神社，房屋甚感不

敷，現在添築書庫一座，當時經費新台幣四十四萬元，預算業經

通過。 

我們知道，1896（清光緒二十二）年9月，孫中山在倫敦蒙

難脫險後，每日必赴大英國博物院（British Museum，其性質除

博物館外，兼為英國之中央圖書館），瀏覽書籍，凡政治、經濟、

風俗、人情等，極深研幾，故圖書館為建立學術思想的寶庫。全

世界最著名的圖書館，首推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書甚多，它是美

國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其命名的由來，就是因為它特別畫出一部

分館舍，專供國會議員參考研究之用。而國立中央圖書館之性質，

與美國國會圖書館相似，該館自1933年成立以來，國家多難，阻

力重重；自中央圖書館隨政府遷台後，於1954年8月恢復工作，

1955年9月遷入南海學園新址，具有與世界各國交換書刊與負責

溝通中外文化的任務。故中央圖書館是全國圖籍總匯之區，也是

集大成的地方，負有輔導全國圖書館事業的責任（張其昀，1982h：

251）。 

 

二、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及中央博物院在台中霧峯，其  

陳列室已局部開放。惟台北市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外觀瞻所繫，

需要有一象徵中國文化之地址。教育部爰救故宮中央兩院收藏之

外，即河南省立開封博物館及戰時日本在我國所掠劫而戰後歸還

我國之歷史文物，以及其他本部所保管之文物，於台北市設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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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歷史博物館，於1956年3月成立。該館館址係利用日據時代之

商品陳列館，房屋亦感不敷，現在添築鋼筋水泥之陳列室一座，

以供展覽珍貴古物之用，當時建築經費新台幣四十萬元，由教育

部社教經費內支付（張其昀，1989c：9563-9564）。包遵彭先生為

國立歷史博物館首任館長，在尋覓館址時，他與張其昀和劉先雲
1

三位先生看中以植物園內之原日本商品陳列館為館址，但內部住

有交通部郵政人員眷屬六十餘戶，要他們搬家頗非易事，幸承當

時之交通部長袁守謙（企止）先生慷慨支援，由交通部新建眷舍

一批他們全部遷出後加以整修使用。 

        我國歷史博物館是文物的寶庫，但在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華

北局勢動盪，歷史文物曾南遷而達南京，並經倫敦的展覽，轟動

歐美，又在抗戰爆發時，故宮文物亦分兩路輾轉播遷，最後集中

戰時陪都重慶對岸的臨時院址；然而此時共匪全面叛亂，文化重

寶，復由軍艦護送來台
2
，共二、九七二箱，合計二三一、九一○

件，妥藏於台中故宮博物院陳列（張其昀，1989c：9574-9577）。

總而言之，故宮博物院二十三萬多件的寶藏，不僅是民族光榮的

遺產，也是國力真實的源泉；所以張其昀曾說：「國立歷史文物美

術館（後改稱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宗旨，不僅在展覽幾千年來光

榮史蹟，而欲以此為憑藉，為象徵，以激發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

為我反攻復國精神力量的泉源（張其昀，1989c：9517）。」 

 

                                                 
1 劉先雲於 1957年 8月交卸臺灣教育廳長職務後，復承張其昀聘任教育部教育委員會專任兼國立
教育資料館館長，不久，又奉派兼任教育部社會司司長，並協助張其昀完成「南海學園」。 
2 張其昀在 1957年 3月 24日，在台中故宮博物院開幕典禮致辭〈中國歷史文物〉中，提及運台文
物作一概括的統計，甲、古物類：1.銅器，61箱，2382件。2.瓷器，895箱，19934件。3.玉器，
203箱，3894件。4.書畫，94箱，5760件。5.漆器，34箱，381件。6.琺瑯，70箱，817件。7.雕
刻，8箱，105件。8.文具，24箱，1261件。9.雜項，145箱，19958件。乙、圖書類，1334箱，
150561件。丙、文獻類，204箱，28920件（張其昀，1989c：9575-9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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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立教育資料館－本館於 1956年 4月 5日在台北縣板橋公園正

式成立，這是一個教育實驗室，也是一個教材教法的研究中心，

其重點是教育部鑒於中小學校程度不齊，設備未充，擬實施電化

教育 3，利用教育廣播與教育電視，供給標準化之教材，統一施

教，以期提高水準，由國立教育資料館為教材研究之中心，其成

果可直接播送各校教室，此為改進教學最新工具與捷徑。當時建

築設備費合計二百四十萬元，美援經費及教廳協款各佔半數。所

址在科學館上層（第五層至九層）正興建中，預定雙十節落成。

廣播與電視果能興辦，一般民眾亦可享受，為社會教育之利器（張

其昀，1989c：9564）。國立教育資料 4館的宗旨是以陳列展覽為

其手段，而以研究實驗為其目的，是具有專門的博物館與研究所

的規模，彷彿是法國的教育博物館（Education Museum）與丹麥

新設的中央教育研究所（Central Educational），兩者兼而有之（張

其昀，1989a：8320）。國立教育資料館原係於國立教育科學館樓

上加建五層之圓形建築，是劉先雲任職館長時爭取美爰協助所興

建，特請時任考試委員之名建築師盧毓駿先生所設計者，初展風

貌時可說是美侖美奐矗立在「南海學園」內萬人矚目。 

         我們知道，二十世紀可稱為電世紀，故電化教育隨電世紀而

俱興。這是一種新教育的實施，故國立教育資料館與聯合國教育

科學文教組織技術援華處合作，訓練師資，灌輸基本知識與技

能，使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更有聲有色，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教

                                                 
3 張其昀在〈景福門回憶錄〉中，提及電化教育之內容，包括了教育電影、教育播音、教育電視及
視聽教材（audio-visual aids，包括攝影、幻燈、錄音等），這一整套的工具，堪稱為教育上的原子
武器；故是現代文化的總表現，也是現代人類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張其昀，1982h：247）。 
4 張其昀在〈教育行政的研究中心〉中，教育部「國立教育資料館」分為七個部門：（一）比較教
育館（二）公民教育館（三）社會中心教育館（四）勞作教育館（五）視聽教育館（六）校舍建築

館（七）師範教育館，該館與教育部教育研究會密切配合，相信對我國教育發展，一定能有所貢獻

（張其昀，1989a：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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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效率，並且能深深地印入人們的心坎裡。因為電化教育的發

展，是科學、教育、工程、藝術綜合運用的成果，故蔣介石認為

「我們在革命建設過程中，電化教育事業必須先要由國家經營，

更要特別重視電視電影的內容與廣播的節目，充實其內容，提高

其品質，已達成保持與增進國民心理康樂的目的（張其昀，

1982h：248）。」故電化教育可稱為戰鬪的文藝，亦稱為戰鬪的

教育。 

     

四、國立台灣科學館－此館與國立教育資料館互相配合，其有關科學

教育之陳列與表現，除供一般學生與市民參觀外，並可藉電化而

擴大其功效。科學館共四層，已經落成，當時建築費共新台幣三

百萬元。設備費一部份出於本部預算，已向美國購到全套中學科

學教育適用之儀器，以供實驗；一部份由於捐助，如底層星象儀

室
5
，由國立清華大會基金利息捐助，開放以來，觀眾極感興趣（張

其昀，1989c：9564）。國立台灣科學館的地址，是設在台北縣板

橋公園內，於1955年7月開始建築，1956年4月開幕，除了陳列、

展覽、講演、實驗、示範表演及放映科學教育電影多用途之外，

全國專門學術團體亦得以該館為活動中心。該館是仿照1945年成

立「甘肅科學教育館」的名稱與組織，定名為「國立台灣科學館」；

而科學館更是具有教育性的，也就是科學教育館或科學實驗館的

簡稱。 

        蔣介石曾經說道：「中國的現代化，就是工業化，也就是科學

化（張其昀，1989c：9378）。」故特別指示1954年為科學年，教

                                                 
5 張其昀於 1957年 11月 12日，在國立台灣科學館星象儀室開幕典禮講述〈太空世紀的出現〉中，
他認為：「真知特識必自科學研究而來。」而天文學在科學中歷史最古，以星象儀表演天文現象的

動態，在我國尚屬創舉，星象儀室成立典禮，乃是以天文的新知，介紹於國人，並且使國人面對太

空時代向上努力的一種表示。張其昀（1958），〈太空世紀的出現〉，《中國一周》，第 403期，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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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為要實踐此一指示，特別籌建「國立台灣科學館」，以為科學

運動的中心。對於科學館的管理，必須有一專家組織之團體或委

員會隨時就科學發展情形，補充新的資料，或新的設備，或就原

有設施不斷加以改進；對於科學館的工作項目
6
，業經「教育部科

學委員會」
7
加以規定。總之，我們必須使科學之原理與實驗與民

眾相接近，使科學方法與精神為民眾所了解，使全國國民皆能認

識科學與國民生計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因而喚起廣大民眾對科學

的興趣、同情與贊助，相信我國科學才能有與歐美先進國家並駕

齊驅，這也就是建立國立台灣科學館的最大意義。 

     

五、國立台灣藝術館－本館為「國立藝術學校」之實習場所，兼為各

種藝術如美術、音樂、戲劇、舞蹈、電影等之活動中心。該館劇

場雖僅能容納七百餘人，但梯形座位，收音良好，為一適宜之實

驗劇場。於1957年四月成立，當時建築經費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教育部與省教育廳各負擔半數（張其昀，1989c：9564）。張其昀

曾在1955年10月31日，國立藝術學校成立典禮致辭中講述〈美

育的新發展〉，其中指出希望國立藝術學校能添設專科程度的影劇

編導科，以培養電影之編劇導演人才；而教育電影製片廠
8
，負有

製片之任務，國立台灣藝術館則為音樂、戲劇、舞蹈與電影經常

表演、映演與訓練之場所，希望將來能夠左提又挈，密切配合，

                                                 
6 張其昀於 1954年 12月 19日，在中國自然科學促進會年會講〈科學發展的四大柱石〉中，「國立
台灣科學館」的工作項目內容，如下：1.放映科學教育電影；2.舉行公開通俗科學演講會；3.舉行
科學座談會及研討會；4.舉行科學團體科學著作、科學論文檢討會；5.設置科學實驗設備，以備舉
行科學實驗表演；6.試製科學儀器及標本；7.展覽應用科學模型及表演；8.陳列本省各地工藝產品，
供大眾觀摩，並研究改進生產的方法（張其昀，1989c：9382）。 
7 「教育部科學委員會」是在 1954年 7月間成立的組織，教育部希望此組織能成為自由中國科學
會與科學家聯繫的中心。 
8 張其昀在〈民國四十四年之教育〉中，教育部於 1955年 10月恢復原有之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
以板橋公園為廠址，先行建立技術室，聘郎靜山為廠長。當時拍攝有新竹小學、寶島風光、社會教

育中心、故宮名畫、中國歌劇等影片，今後工作重點在拍攝台灣歷史影片，以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張

其昀，1989a：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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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現代藝術發展擁有表演之場所，也能培養出真正的藝術人才。 

 

六、獻堂館－台灣耆宿林獻堂先生逝世後，其友好親屬為紀念其生平

在經濟文化上之貢獻；當時爰集資新台幣一百萬元，捐助於教育

部，建築獻堂館，為我國與國際文化合作之一中心，用意至善。

該館現為中國文化研究所所址，國際學人來華考察及通訊詢問，

由該所任聯繫之責，並發行英文本中國文化季刊，頗受外國漢學

家之重視（張其昀，1989c：9565）。總之，獻堂館為紀念台灣耆

宿林獻堂而興建，建築經費係幾家銀行捐獻省政府亦為補助，張

其昀以此館為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及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並利用館

內會議室、貴賓室等處接待學人之用；在南海學園獻堂館，原有

國立音樂研究所之設置，因張其昀離職後即停辦。 

 

七、教育廣播電台暨教育電視台－此均為國立教育資料館附屬單位，

教育廣播電台在當時已逐漸完成全國廣播網，每日播送教育節目

影響頗大；教育電視台為了發揮更大功效，在1970年由教育部與

國防部合作改組為中華電視台，由劉先雲負責籌備於一年內完成

建台工作，1971年10月31日正式開撥，該台原係公立不以營利

為目的，嗣因開支浩大國教兩部無法負擔，不得已乃改為民營以

做廣告維持，其名稱旋亦改為中華電視公司。該台的特點，一為

對軍中的政治教育，一為對社會大眾的「空中教學」
9
（劉先雲，

2000：355-356）；另外，教育部設有「廣播事業管理委員會」
10
，

                                                 
9 中華電視公司與當時省立台北商業職業學校合作辦理「空中商校」；而後進一步發展與台灣大學、
政治大學及師範大學等校合作，辦理「空中商專、空中師專及空中行政」等專科空校以及大學科目

教學。總之，這些都是張其昀在教育部長任職時大力倡導，並且聽取劉先雲空中電化教育的建議，

建議在國立教育資料館組織內有教育廣播電台及教育電視台（劉先雲，2000：356）。 
10張其昀在〈民國四十四年之教育〉中，「廣播事業管理委員會」分設節目、資料、技術三組，每

月舉行節目會議一次，約集有關機關代表及臺北各公民營電台負責節目部門的人員參加，共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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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輔導廣播事業之發展，以求其發生教育的影響。 

我國「社會教育法」於1953年9月24日明令公佈後，教育當局

對社教的的新設施如：圖書館、博物館、科學館、美術館、歷史文物

館、音樂台、體育館等，就有所依據。故張其昀在教育部任內，對於

「南海學園的設立」，就努力於育樂中心的建設，使教育部的職掌，不

僅是為教育與學術，更是兼及藝術與文化。總之，張其昀認為教育之

設施非限於學校，是整個社會均為教育之園地；而教育的設施亦不限

於青年，是整個民族均為施教之對象。因此所提倡的社會教育，也就

是一種育樂中心的建設，是以文藝復興為目標，而著重於音樂、美術、

戲劇、電影、舞蹈等，且以中國歌劇為中國倫理所寄託
11
。所以除臺北

市「南海學園」設立以外，另設台北縣「板橋學園」
12
與台北縣「蘆洲

學園」
13
，最後又創辦中國文化大學，廣設藝術各科系，均有輝煌的成

就與貢獻，這也就實即發揚張其昀所提倡以育樂為中心的社會教育的

一貫宗旨。 

 

 

第三節  高等教育的建設 

 

張其昀在教育部長之職時，當時在四十三年度的自由中國，各方

面都在同流並進，國家軍事力量日益壯大，政治經濟亦臻於安定與繁

榮，教育學術與教育文化也有很多進步與成就。而其背後有一種原動

                                                                                                                                               
廣播節目之改進；當時各電台所廣播的節目，大體可分為新聞（佔 16%）、文教（佔 36%）、音樂
（佔 32%）、戲劇（佔 15%）四項（張其昀，1989a：8409）。 
11 張其昀在 1954年 10月成立「歌劇改良研究委員會」，聘請齊如山先生為主任委員，以改良我國
固有戲劇，使其有助於國民倫理教育與美育。 
12 台北縣「板橋學園」，當時設有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國立華僑中學及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
三個機構，合藝術教育、華僑教育與國民教育於一處（林子勛，1986：82）。 
13 台北縣「蘆洲學園」，擬於國立道南中學鄰近，創設國立建築研究所和私立體育研究所，使成為
體育與建築之研究中心。後因離職，也就停辦了（林子勛，198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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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作為最高的指導者，那就是蔣介石所倡導的革命哲學。革命哲學

不但是革命教育的基礎，也是自由中國思想領導和精神動员最大的力

量，故蔣介石說：「教育是指導國民從舊社會瓦解中建設新社會的唯一

道路（張其昀，1989a：8369）。」因為這樣的一句話，張其昀在隔年

的教育工作重點上，著重於（一）高等教育方面，為提高專科以上學

校之水準，逐漸造成中國學術獨立之基礎；並努力解決青年之就學與

就業問題。（二）普通教育方面，除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外，當力求科學

教育與社會中心教育之進步；尤以提高師資素質，為正本清源之要道。

（三）社會教育方面，則以提倡戰鬥文藝與普及電化教育二者為中心

課題。（四）國際文教方面，則以發展各大學之國際合作計劃、與國際

原子能研究合作計劃二者為中心課題（張其昀，1989a：8277）。 

張其昀自接任教育部長，其後四年之間，把自由中國荒蕪的教育

環境，滋潤得欣欣向榮。首先著手於大陸原有大學及學術機關之恢復，

1954年秋天，國立政治大學首先復校。張其昀准許政大在臺復校，親

自戡定校址，引起了社會反應不同。當時有立法委員質詢：「何以許多

大學，淪陷大陸，都不准復校，獨准國立政大？」他反問：請問大陸

許多大學被中共接收，有那幾所學校與共軍一戰？政治大學遷到四

川，最後四川淪陷，政大學生與中共流血一戰！這就是教育部准其單

獨復校之原因（蔡棟雄，1986：201-202）。我們知道，中央政府播遷

來臺之初，教育是一片沙漠，繼張其昀接任教育部長之職時，我們的

教育才使成一片綠洲；故有人說張其昀作事不畏阻難，堅持定見之嚴

正作風，讓許多學者、教育專家都認為他是歷任教育部長貢獻最多的！ 

在高等教育方面，除了先後使國立政治大學復校之外，清華大學

隨即在新竹復校，先後成立電子科學研究所，兩年後，交通大學也在

臺復校，成立電子研究所；同時核准省立師範學院和台南工學院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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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格而為國立師範大學和國立成功大學。此外，當時台灣省自實施三

七五減租及耕者有其田以後，人民生活水準提高，各級學校學生亦因

逐年增加，教育部為顧及政府財力與社會需要，特修訂私立學校章程，

簡化申請手續，並鼓勵私人捐資興學，於是在四十三年度業經核准新

成立了私立東海大學、東吳大學、中原理工學院、高雄醫學院等紛紛

成立；在培養藝術人才方面，張其昀創設了國立音樂研究所與國立藝

術專科學校；在國內專科學校方面，核准設立私立實踐家專與銘傳商

專設校；除此之外，為迎接太空世紀，曾有核子科學、地球物理、電

子科學等研究機構的創辦與籌設；為了振新孔學運動，倡導中華學術

研究，籌設中國文化研究所，致力於中國之文藝復興；在國內大學研

究所博士學位的頒授，也是在張其昀教育部長任內首創的。總之，在

張其昀的努力之下，一時高等教育蓬勃發展而起。 

談到高等學校，一方面著重於量的發展（如表5-3）：四十四學年

度專科以上學校學生人數，較四十三學年度增加百分之三十四，至於

各大學研究所研究生人數，四十三學年度共計八十二人，四十四學年

度共計一百六十九人，增加一倍以上（張其昀，1989a：8388-8389）。

另一方面著重於質的提高：如教本之編訂
1
、設備之充實

2
、建築之擴 

充
3
、師資之進修

4
、研究所之增設

5
、建教合一制度之推行

6
、學術研

究的獎勵
7
與恢復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

8
等，作為當前高等教育的工作

                                                 
1 張其昀於 1955年 9月 5日，在中央聯合紀念週演講〈當前教育的工作重點〉中，提及「教本之
編訂」，大學用書有關基本學程者，以有三十六種在編印中，其他各院系各選修科教本及參考書約

兩百種，已著手編纂，分兩年完成。 
2 「設備之充實」，以臺大為例，四十三年度此項經費，共約六百萬元。 
3 「建築之擴充」，以臺大為例，同年度此項經費共約一千萬元。 
4 「師資之進修」，四十三學年度臺大出國進修之教師共四十六人。 
5 「研究所的增設」，現政大、臺大、師大三校，共有研究所十八所。博士學位實施法，從四十四
學年度起，以得碩士學位者可在國內繼續研究，取得博士學位。 
6 「建教合一制度」，學術機構與經濟機構聯繫合作的加強，及青年反共救國團暑期戰鬥訓練的舉
辦，增加學生在工廠農場等實習與實地考察之機會，進一步解決青年就業問題。 
7 「學術研究的獎勵」，其用意在於表示對大學文理學院基本學術之重視，使大學各院系之發展漸
趨於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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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張其昀，1989a：8278），由此得知，張其昀對我國高等教育之

重視。至於發展情況如下： 

一、國立政治大學－當大陸淪陷前夕，舉國騷然，政大師生誓矢忠貞，

追隨政府，遠道入川，至成都諸生投比從戎者四百餘人，編為一

中隊，在四川大邑與共匪作戰，壯烈犧牲。他們雖未能親來寶島，

但政府何能一日忘懷？又因當時大學師資缺乏，亟需建立研究

所，授予碩士與博士，經蔣介石亦首肯，是為政大在台復校做起。

經過行政院在1954年6月10日第三四六次會議的決議
9
，與教育

部在1954年中，籌備委員會舉行五次會議的決議
10
，終於教育部

曾以臺四十三人字第一四○三五號令派陳大齊代理國立政治大學

校長，並由陳雪屏、邱昌渭、崔書琴、陶希聖分別任公民教育、

行政、國際關係、新聞四研究所主任。後陶希聖因故未就職，改

聘曾虛白為新聞研究所主任。1955年5月秋季招收大學部一年級

生，先設有教育、政治、新聞、外交及邊政等五學系（張其昀，

1982b：464-467）。總之，張其昀首先讓政大在台首先復校，其主

要為紀念大陸死難同學，重振旗鼓，以慰忠魂而勵士氣。 

 

二、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大學的復校，為1955年8月12日蔣介石在

國防會議所指示。當時蔣介石認為反共抗俄的戰爭，是文化的戰

爭，也是科學的戰爭，故清華大學的復校，要秉持著「清華精神」

                                                                                                                                               
8 「恢復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運用清華基金歷年積存息金，籌設各科研究所，羅致科學專家，
從事科學研究，藉以配合經濟建設，適應國防需要。 
9 會議決議：（一）恢復設置國立政治大學原則通過。所需經費除照原案所擬以現有關單位之原有
經費撥充外，….，報院核定。（二）恢復國立政治大學籌備委員會可即成立，….，由張其昀為召集
人。（三）以上兩項，仍先由院呈報總統核定（張其昀，1982b：465）。 
10 教育部於 1954年 7月 3日，舉行國立政治大學復校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同年 8月 21日、9
月 30日、10月 15日與 28日，分別舉行第二、三、四、五次會議。會議內容談及有關經費、追加
預算、增設研究所、聘請教授與錄取、保送學生等事宜（張其昀，1982b：46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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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並且在學術研究工作上有所精進，對國家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

有所裨助，尤其是培養後起之人才，更為當務之急。除此之外，

復校是動用清華大學基金利息有關
12
，在當時國家財政困難之時，

利用學校本身的經濟基礎設法運用，以應當前之急需，才能夠儘

先恢復的（張其昀，1989b：8825-8826）。「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3

在1955年9月17日舉行第三次會議時，決定以清華大學核子科

學研究所為原子能研究與訓練人才之中心機構，故清華大學復校

之任務，就是政府重視基本科學研究的證明。同年12月16日，

清華大學研究院籌設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梅貽琦校長出席報

告，決議校址設在新竹，並決定1956年秋季始業，招收研究生。 

 

三、省立師範大學－教育部為培養中等學校健全師資與提高高等師範

教育地位起見，於1955年6月5日，將當時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改

制為台灣省立師範大學，設文、理、教育三學院。文學院設國文、

史地、英語、藝術、音樂五學系。理學院設數學、理化、博物三

學系。教育學院設教育、社會教育、工業教育、體育衛生、家政

五學系。為加強學術研究計，增設教育研究所。並為提高國民程

度，及培養僑教、童教、工教師資，附設國民教育專科、華僑師

資專修科、童子軍專修科、及工場師資訓練班（張其昀，1989a：

                                                 
11張其昀於 1955年 12月 16日，在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致辭〈清華大學復
校經過〉中，提及共匪在大陸要「粉碎清華精神」，清華能在臺復校是對大陸學人一個極大的激勵；

所謂「清華精神」就是現代大學的精神。其內容如下：（一）大學應以文理二學院為其重心。（二）

大學對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應均衡發展。（三）大學對純粹研究與應用研究應兼顧並重。（四）大學

分前後兩期，前期為大學本部，後期為研究院，兩者並進，相得益彰（張其昀，1989b：8825-8826）。 
12 清華大學基金總數為四百三十四萬美元，再加上三十八年以後歷年利息積存數合計共達五百五
十七萬美元。教育部認為如果不用基金，只用利息，則一兩年每年希望能用息金約六十萬美元；能

利用該校基金利息充設備費之用，有一比較完善規模（張其昀，1989b：8827）。 
!3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為我國原子能研究之決策中心，於 1955年 6月 2日舉行第一次會議。
委員十五人，包括外交、國防、經濟、教育四部代表及有關之科學家，由張其昀為召集人。7月 18
日，中美民用原子能合作協定在華府正式簽字；美國允許我國價購研究用之原子爐，並將提供必需

的技術援助。8月 8日我國派代表參加日內瓦「國際原子和平會議」開幕（張其昀，1989b：
8826-8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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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0）。 

 

四、私立大學－「私立高雄醫學院」於1954年10月16日成立，此為

私立大學最先開辦者。當時省府曾補助該校圖書設備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資鼓勵。「私立東吳大學法學院」，亦於1954年7月經教

育部核准在台復校，設法律、政治、經濟、會計四學系，並附設

外國語文學系，當時決定在陽明山士林鎮外雙溪建築新校舍。1955

年度新成立的有「私立東海大學」與「私立中原理工學院」，均為

教會所設立。東海大學校址在台中市郊外西屯區大度山，當時先

設文、理兩學院，文學院分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歷史學

系；理學院分物理學系、化學系、生物學系、化學工程學系，該

校為實踐手腦並用之原則，配合工讀自助辦法，推行勞作教育，

平均每一學生，每週勞作五小時。中原理工學院校址在桃園縣中

壢鎮浦里村，當時設有物理、化學、土木工程、化學工程四系（張

其昀，1989a：8391）。 

 

五、其它方面－張其昀在高等教育之貢獻，如：大學系科之增設
14
、課

程教材之研究改進
15
、學術獎勵之舉行

16
、獎學金額之設置

17
、輔

                                                 
14 張其昀在〈民國四十四年之教育〉中，教育部為充實高等教育之內容，自 1955年第一學期起，
指定「國立台灣大學」理學院增設地理學系、氣象兩組；法學院原附設之法律專修科，改為法律系

司法組；法學院商學系，分為會計銀行與國際貿易兩組；農學院之農化系分土壤肥料與食物加工兩

組、植物病蟲害分病害與蟲害兩組、畜牧獸醫系分畜牧與獸醫兩組。「省立台南工學院」，經指定增

設水利工程、工商管理、交通管理、會計統計四學系。「台灣省立農學院」，經指定增設農業教育學

系。「台灣省立農業專科學校」，特增設森林科（張其昀，1989a：8391）。 
15 教育部指示各大學應特別注重「國文教學」，就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中之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作為國文精讀教材，藉以啟發民族精神與增進學生發表能力，並在省立師範大學與各師範學校實

施。並對於三民主義基本教材、英語教學、各大學用書之編審等，都特別注意相關適宜之改進（張

其昀，1989a：8392）。 
16 教育部設有「學術獎金」與「文藝獎金」，其主要係獎勵在學術研究及文藝創作有崇偉之貢獻，
以期端正學風，激勸後進（張其昀，1989a：8392）。 
17 教育部為鼓勵各校院學生研究中國文化及自然科學之興趣，並促使文理學院學生人數與其他學
院學生人數平衡，爰聯合經濟部、交通部、台灣省政府，於當時國立台灣大學及台灣省立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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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僑生回國升學
18
、大學推廣教育

19
、原子能委員會

20
、科學教育

委員會
21
、中央建教合作委員會

22
等（張其昀，1989a：8391-8395）。 

總之，張其昀對高等教育之貢獻可說是不於餘力，尤其大學教育

後辦理研究所更是認真，考試亦是嚴格。在1957年4月2日國立中央

研究院院士會議開幕典禮報告時，指出「1954年國立政治大學在台復

校，先成立四個研究所；1955年國立清華大學復校，亦先創設核子科

學研究所。這是我國大學注重研究部門之證明。1956年起，政治大學

與省立師範大學首次招收修習博士學位之研究生。於是高等教育之完

整體系，始行建立（張其昀，1989b：8872）。」張其昀對高等教育之

目標是希望每一專門學科，在國內至少有一個研究所，以供大學畢業

生有志深造者之需求；對於高等教育所遭受如師資
23
、學生

24
、圖書

25
、

                                                                                                                                               
設置「中國文化及自然科學獎學金」；另還特設置「三民主義獎學金」，以玆鼓勵研究（張其昀，1989a： 
8392-8393）。 
18 教育部將各校院之僑生補習班改為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並附設國立華僑中學，以便輔導港澳
及海外其他地區高中畢業僑生回國升學。 
19 教育部為擴大大學教育，故於 1955年 4月令台灣大學於秋季開辦「夜間補習班」，這是一個大
學程度的成人補習班，也是在當時國內的一個新嘗試。補習班的學歷資格不加限制，入班也不須經

過考試，但必須由班收費，政府不另撥款，凡有志進修並具有高中畢業相當程度者，均可報名入班。

之後，師範大學與台南工學院亦如同開設夜間補習班，作為公務人員與社會青年之進修（張其昀，

1989a：8393-8394）。 
20 行政院為促進全國原子能的研究、應用以及有關國際合作事宜，爰設立「原子能委員會」，由教
育部部長兼主任委員，外交、經濟、國防、教育四部各派代表一人，展開中美民用原子能合作協定、

組織代表出席日內瓦國際原子能和平用途會議、決議以清華大學研究院為中心、出版核子科學季刊

等工作（張其昀，1989a：8394）。 
21 教育部於 1954年 8月設立「科學教育委員會」，主要任務是調查科學研究機構之設備與科學人
才，並聯合專家編輯中華民國科學誌等書（張其昀，1989a：8394-8395）。 
22 「中央建教合作委員會」於 1955年 5月 28日舉行第一次會議，由教育部長兼主任委員，經濟、
交通、財政等部及建設事業機構均有代表參加。主要是希望大專高職畢業學生，參加研究及實際工

作，以期改進科學技術，提高生產能力，並解決青年就業問題。建教合作者，如：當時省立台南工

學院與經濟部中央水利實驗所組合「台南水利工程試驗室」、省立台北工業專科學校與台灣紙業公

司合作設立「造紙實驗示範工廠」、又與公賣局及工礦公司合作開辦「二年制化學工程科」、與紡織

公司合作開辦「短期訓練班」等（張其昀，1989a：8395）。 
23 張其昀於 1957年 4月 2日，在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開幕典禮報告〈我國大學研究所之現況〉
中，教育部鼓勵旅外學人回國服務外，並計劃利用暑假，延聘留居國外之教授回國講學，以提供搞

等教育師資方面之需要（張其昀，1989b：8874）。 
24 教育部希望除各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外，並經規定助教兼任研究生之辦法。除能一面研究，一面
協助教學，待修學分後，加以考試，授予學位，藉以為鼓勵後進之用意（張其昀，1989：8874）。 
25 大陸淪陷之前，以將我國歷代經典文物運送來臺，收入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國
立中央研究院三大機構所收藏，並編目錄為世界學人所注意。至於外國新出圖書，須自當設法徵購，

並商訂合作辦法，亦至感切要（張其昀，1989b：8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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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26
與國際合作

27
等事宜都能相互重視，以期我國高等教育之成功發

展。 

 

表5-3  1954年與1955年高等教育量的比較發展表 

 大學 獨立學院 專科學校 先修班 合計 

校數 2 5 7 0 14 四十三 

學年度 學生數 4853 4532 4465 0 13670 

校數 4 6 5 1 16 四十四 

學年度 學生數 8267 6586 3321 115 18289 

校數 2 1 （減）2 1 2 

增加數 
學生數 3414 2234 

（減）

1144 
115 4619 

學生增加數百分比 70% 51% （減）26%  34% 

資料來源：〈民國四十四年之教育〉，（張其昀，1989a：8399-8389）。 

 

 

 

 

 

 

 

 

                                                 
26 對於高等教育之各項重要設備，自不能多方設法，以資補助。例如清華大學為了原子能之研究，
是動支清華基金利息，以設置機器設備；國立台灣大學實驗林，每年林產收益可供該校建設之用（張

其昀，1989b：8874）。 
27 我國政府與各友邦訂立文化協定，進行交換教授與學生等事，以期促進國際間文化交流與合作。
例如台灣大學農學院與加州大學之合作、師範大學與賓州大學之合作、省立成功大學與普渡大學之

合作，均有良好之開端（張其昀，1989b：8874-8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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