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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校生物學系的初建 

——以清華大學和中山大學生物學系為 

中心的考察 

徐丁丁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摘要  20世紀 20年代是中國近代國立各高校生物學系普遍建立與初步發展的時期。在

此過程中，由於基礎薄弱、人才缺乏、社會動盪等原因，這些學系在建立初期遭遇了諸

多困難。本文以國立清華大學和國立中山大學（廣東大學）兩所高校的生物學系為中心，

考察兩系建立初期的情形，並對影響其發展的幾個重要因素進行初步的總結與評價。 

關鍵詞：國立高校，生物學系，初建時期，困難 

 

一、前言 

20世紀 20年代是國立高校生物學系的初生時期。在此之前，中國生物學高等教育

的主要場所是教會大學理科中的生物科以及高等師範的博物部或農業專修科。從 1921

年國立東南大學（即此後的中央大學）設立國人自辦的第一個生物學系開始，一批高校

陸續設立生物學系。到 1930年，設有生物學系的高校已有 32所（其中國人自辦的 21

所，教會大學 11所）。1生物學高等教育特別是國立高校生物學系的建立，產生了中國

近現代生物學的若干「據點」，同時培養起一批優秀的生物學人才，初步形成了中國近

現代生物學共同體。 

受到社會環境、經費來源、地理位置、師資力量、辦學方針等條件的限制，國立各

大學生物學系的發展水準參差不齊。1931年，中國近代生物學的奠基人、動物學家秉志

認為「國立大學之有設備較為完善之生物學系者，已有五所，即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北

平清華大學、遼寧東北大學、廣東中山大學及北平之師範大學是也」。2其中，北方的

清華大學經費較為充裕、設系辦學更多地基於學科建制方面的考慮；南方的中山大學則

是高師博物科轉型的一個代表。它們在辦系環境、師資傳統等方面有著顯著的不同，但

又面臨著許多相似的問題。本文擬以此二所高校為例，對國立高校生物學系的建立和早

                                                      
本文係中國科學院 2015年科學技術史青年人才研教特別支持項目「『德日派』主持下的民國時

期國立高校生物學系之研究」的中期成果之一。 

 

徐丁丁，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電郵：xudd@ihns.ac.cn 

 
1 〈民國二十五年度全國高等教育概況統計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檔案資料

彙編》第 5 輯第 1 編，「教育」（1），江蘇古籍出版社（南京），1994 年，頁 300－311。 
2 秉志，〈國內生物科學（分類學）近年來之進展〉，《科學》1934 年第 3 期，第 414—434 頁。

按，該文首刊於《東方雜誌》1931 年第 13 號（1931 年 7 月 10 日出版），當時東北大學生物學

系聚集了昆蟲學家劉崇樂、植物細胞遺傳學家李先聞等知名生物學者。然而兩個月後就爆發了「九

一八」事變，教師紛紛入關，該校生物學系從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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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發展情況進行初步探討。 

 

二、兩校生物學系的建立 

清華大學的前身是 1911年在美國第一次退還庚款的基礎上成立的清華學堂（辛亥

革命後改稱清華學校）。此後十餘年間，它一直是一所中等程度的留美預備學校。1923

年底，植物學家錢崇澍3應邀來到清華，並於次年開始講授生物學和植物學課程，同時

又請來美國昆蟲學家克乃升4講授動物學。兩位高水準教師的到來，對清華生物學教學

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 

清華學校成立大學部，是生物學系成立的直接基礎。1924年 2月，受時任校長曹雲

祥之邀，范源廉、胡適、丁文江等 5位聲望卓著的社會名流擔任清華大學籌備顧問，為

改辦大學建言獻策。他們主張清華辦成一所文理科大學，並對生物學系的成立起了積極

的推動作用。校刊稱「生物學自達爾文以來，不但是近世科學革命的前驅，且於哲學心

理學以及各種社會科學都有絕大影響」，「當代教育家如范靜生、梁任公、丁在君諸先

生均以為，要中國科學化，須從生物學入手」。5范源廉畢業于東京高等師範博物科，

同時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對博物學的興趣保持終生。晚年他常自行採集、研究，並

且試圖在北平設立一座自然歷史博物館。6在他去世後，1928年成立的靜生生物調查所

即為紀念他而命名。梁啟超素來關注並推崇生物學，他很早就表示「動、植物學推其本

原，……乃格致中最切近有用者也」。7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成立時，梁氏出席並

致辭說：「講到學問力量之偉大——一種學問出來能影響於一切學問而且改變全社會一

般人心，我想自有學問以來，能夠比得上生物學的再沒有第二種」。8丁文江是中國近

代最早到西方學習動物學的學者之一，他的《動物學》也是民國時期較早的以西方相關

教材為藍本編寫的生物學新教科書。9在校內外的共同推動下，1925年 5月，清華學校

大學部成立，在當年 10月的校務會議上，生物學門作為第一時期應當開辦的 4個專業

之一獲得通過。1926 年 4月，清華生物學系正式成立，錢崇澍成為第一任系主任。 

除清華這樣在建校之初自行設系的高校之外，各地的高等師範博物科則是國立高校

生物學系設立的一個重要源頭，其中較為知名的有南京高師、武昌高師、廣東高師等，

其設系更多地是在「改大潮」10中轉型升級的結果。廣東高師的前身兩廣優級師範，模

仿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設有文、史、數理化、博物四科。1912年後改為文史、英語、數

                                                      
3 錢崇澍（1883—1965 年），浙江海寧人，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1910 年考

取清華庚款留美，获植物学学士学位。 
4 克乃升（Peter Walter Claassen，1886—1937 年），美國昆蟲學家。1918 年獲康奈爾大學博士

學位（與秉志同屆）。1924—1925 年任教於清華學校。 
5 佚名，〈調查本校人才設備〉，《清華週刊》，1925 年，第 357 期，頁 18—19。 
6 任鴻雋，〈靜生生物調查所開幕記〉，《科學》，1928 年，第 9 期，頁 1263—1264。 
7 梁啟超，〈讀西學書法〉，《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專集補編，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

2005 年，頁 1162。 
8 梁啟超，〈生物學在學術界之位置（八月十八日在南京應科學社生物研究所開幕講演）〉，《飲

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華書局（上海），1989 年，頁 19—20。 
9 羅桂環，《中國近代生物學的發展》，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北京），2014 年，頁 47。 
10 《學校系統改革案》規定高等師範學校應在一定時間內提高程度，改為師範大學。1923 年以

後，各地高等師範學校紛紛升格，多數改成普通大學。故稱為「改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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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博物四部。1924年初，國立廣東大學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廣東公立法科大學、

廣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 3校的基礎上成立，11高師原有的數理化部和博物部改組為理科

學院。1924年 3月，在第一次籌備會議上，生物學系作為理科 5系之一規劃開設。12在

5、6月的籌備會議上，廣東大學籌備委員會著重討論了添聘教授等問題。其中，理科準

備添聘「物理課〔學〕教授二人、化學教授二人、生物學教授二人、地質學教授一人、

數學教授一人」13。是年 8月，年僅 24歲的動物學者費鴻年14，懷著「在教育工作上幹

一番事業」的志向，「欣然接受了聘請」，15離開北京農業大學前往廣州任教，成為廣

東大學生物學系教授兼第一任系主任。 

 

三、兩校生物學系的初期發展 

清華生物學系成立之初，受到校方相當之重視。除了前述范源廉等籌備顧問的作用

外，另一深層因素是「本土化」觀念的影響。清華改辦大學的宗旨，即是從「全盤美化」

向自行發展、為國服務轉向。曹雲祥曾表示「無論何種學術，皆須先明其研究之法，然

後用之以研究中國問題」。16在「科學救國」的呼聲中，生物學以其研究材料和研究對

象的區域化特徵，又成為自然科學「本土化」的代表性學科。校方和學界在這一價值觀

上的交匯，遂使生物學系脫穎而出，成為清華發展規劃中的一塊重要拼圖。在經費方面，

生物系也大有先聲奪人之勢。在生物學門設立之初，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即許諾，如清

華能自籌一半資金，該會即願意補足另一半資金、襄贊清華建築生物學館。171925年初，

借助東南大學發生「易長風潮」之機，錢崇澍邀請原東南大學的動物學教授、中國第一

代動物遺傳學家陳楨18來清華擔任兼職教授。1926 年初，陳楨計畫將金魚等實驗材料運

往北京，曹雲祥即應允補助「開辦費常年費各二千元」。19初生的生物學系可以說承載

著清華校內外人士的厚望。 

清華的建立依託美國第一次退還庚款，又受外交部直管，經費得到較好的保障。然

而，與清華「世外桃源」般的內部情境相比，此時的北方政局卻每況愈下。20世紀 20

年代，北京政府財政枯竭、內外交困，1926年後更是學潮紛起，罷課、罷教時常發生，

局勢混亂。在這種情勢下，錢崇澍和陳楨先後離開。而校方有意聘請的秉志和植物學家

張景鉞，均不願前來。以至於當年 9月開學時，生物學系的教授一度只有剛回國的昆蟲

                                                      
11 1925 年又合併廣州公醫大學，增設醫科。 
12 易漢文，《中山大學編年史（1924—2004）》，中山大學出版社（廣州），2005 年，頁 3。 
13 〈國立廣東大學籌備處第十三次會議記錄〉（1924 年 5 月 12 日），廣東省檔案館藏，國立廣

東大學檔案，31/1/4。 
14 費鴻年（1900—1993 年），浙江海寧人，動物學家，水產學家。1921 年在東京帝國大學理學

部攻讀動物學，1923 年 10 月回國，任北京農業大學講師、教授。1924 年到廣東大學任教。 
15 費鴻年，〈五進中大——歷史回顧片段〉．黃仕忠 編，《老中大的故事》，江蘇文藝出版社

（南京），1998 年，頁 157。 
16 曹雲祥，〈西方文化與中國前途之關係〉，《清華週刊》，1924 年，第 326 期，頁 34。 
17 這也是清華第一個為專門學科所設的建築。 
18 陳楨（1894—1957 年），字席山，祖籍江西鉛山，生於江蘇邗江，動物遺傳學家。他是在遺

傳學家摩爾根（Thomas Hunt Morgan）的實驗室進行過研究的第一個中國學生。他專注於中國金

魚的遺傳學研究，對金魚的變異、發育、遺傳與進化提出了系統的資料。此後在動物行為學、中

國生物學史等方面亦有出色的工作。 
19 佚名，〈金魚研究〉．《清華週刊》，1926 年，第 367 期，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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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劉崇樂20一人，清華生物系的發展幾乎陷於停頓。1926年 11月，清華校方向外交

部呈報了有關建築生物學館的贊助及籌款事項，請外交部准予撥款。21然而已是風雨飄

搖的北京政府顯然不敢在此時批准大的基建支出，清華的申請月餘之後為外交部所駁

回。雖然此後清華校方並未放棄此一計劃，但一直無法落實。1928 年初安國軍政府上台

後，曹氏黯然去職，生物學館的建築計畫只得擱淺。 

與北方相較，20 年代初期的廣東政局也處於軍閥相爭的混亂局面之中。1923年之

後，孫中山開始實行聯俄聯共方針，建立一武一文兩所學校，以圖培養革命的核心力量。

「武」即黃埔軍校，「文」即廣東大學。而廣東教育當局也希望借助時機成立一所「國

立」高校，以吸引海內外飽學之士和莘莘學子，意在使廣東成為全國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22這對原本人才和硬體基礎都相對薄弱的廣東高師而言，是一個從外到內全面升級的良

機。費鴻年南下不久，很快受聘擔任了廣東大學的選科指導委員會委員、校務會議會員、

出版委員會委員等職。生物學系亦開始擴充師資，一年多的時間裡，陸續前來的有黎國

昌23、郜重魁24、蘇汝銓25、林喬年26等人。1926 年 4月，以廣東大學生物學系為主體，

成立了中國南方生物學會。短短一年有餘的時間裡，該系迅速崛起成為華南地區近代生

物學的一個最重要的「據點」。 

在引進人才的同時，廣東大學生物學系也開始漸次增添儀器設備。經過一年的發

展，生物系有了「學生實驗室三間、標本室三間，本年度下期增添實物影畫機切片機等

儀器多種」，27顯微鏡已有 30台。在高師博物部歸入生物學系的第一屆學生任國榮看來，

「雖不能比美東西洋各大學，然關於生物之研究，稍可敷用矣」。28當然，在教師的眼

裡，這只不過是「比前稍覺進步」，與真正的大學生物學系相比，距離尚遠。 

在經歷了一個短暫的上升勢頭後，廣東大學卻遭遇了國民黨內部鬥爭引起的校內風

潮，元氣大傷。1925 年 3月，孫中山在北京逝世。當年 10月，廣大發生所謂「查辦風

波」。大批教授聯名辭職，其中就包括馮友蘭等知名學者。費鴻年亦在此時離開廣州，

前往武昌大學任教。1927年 5月底，郜重魁、黎國昌因所謂向中大委員會委員長戴季陶、

委員丁惟汾謀求黎國昌為中大29委員以及「勾結鄒魯」等名目，引起學生攻擊。一番波

折後，此事不了了之，但卻不免使郜、黎二人心中鬱悶，于當年 9月掛冠他去。此前他

                                                      
20 劉崇樂（1901—1969 年），字覺民，福建閩侯人。1920 年赴美入康奈爾大學農學院，1926 年

博士畢業後回國。此後歷任清華大學、東北大學、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清華大學農學院教授。 
21 〈譯呈洛氏醫社贊助建設生物館報告書請籌撥進行〉（1926 年 11 月 11 日），清華大學檔案

館藏，清華學校檔案，1/1/16。 
22 李興韻、袁征，〈國立廣東大學的成因與格局變動〉，《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 年第 3 期，頁 134。 
23 黎國昌（1894—1983 年），字慎圖，廣東東莞人。1921 年留學法國里昂中法大學，1924 年 7

月獲理科博士學位。 
24 郜重魁，生卒年不詳，字幼顯，雲南鶴慶人，國立武昌師範大學博物部畢業。1921 年由雲南

省選送赴美，獲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植物學碩士。 
25 蘇汝銓，生卒年不詳，廣西容縣人，留法農業博士。 
26 林喬年，生卒年不詳，字展君，廣東遂溪人，法國里昂大學農科學院碩士。 
27 徐甘棠，〈理科學院周年報告——十三年度經過情形概備〉，《國立廣東大學成立一周年紀

念特刊》，1925 年 11 月 11 日，第 6 版。 
28 任國榮，〈國立廣東大學生物學系之後顧前瞻〉，《生物學雜誌》，1926 年，第 1 期，頁 117。 
29 1926 年 8 月，國立廣東大學改名國立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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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僅是動、植物兩個學系的主任，還分別擔任理科（自然科學科）主任和教務處主任、

中基會科學教授席，他們的離開，對中大生物學系有不小的影響。30 

 

四、國立大學生物學系初建時期的幾點共性 

20世紀 20年代是中國近代大學轉型的一個重要時期。自 1922年頒佈《學校系統改

革案》（壬戌學制）之後，中國高等教育體制從日式向美式轉變，同時催生了「改大潮」。

然而，由於近代大學在中國發展的時間十分有限，自然科學的各學科又先天不足，升格

改大雖然名義上完成了各個學系的建立，但其名實並不相符。正如國聯教育考察團所看

到的那樣，「大學發達之速度，超過其組織，無穩定基礎之大學，相繼以起，因而高等

教育所必要之經費及合格教師之供給，均感不足」31。這一點同樣反映在國立大學生物

學科的建設上。以基礎設備為例，近代生物學是觀察性和實驗性的學科，要開辦一個生

物學系，必須有一定的儀器設備為支撐。1923 年，周太玄32曾批評說「各種科學雖均幼

稚，而尤以對於生物學一科為最。國內無論公私大學，乃無一具備其主科之設備者」。

33廣東大學成立時，「關於心理及生物兩科書籍，購存尚多，可供參考。惟于儀器一項，

實為急需」。34清華設立大學部時，生物學系最好的器材乃是一台投影儀，且正借與西

洋史學課使用。因此，為合乎基本需要，這些生物系在成立初期的第一個任務往往即是

突擊購買基本的儀器設備。然而，即使儀器相對便於購得，師資的匱乏卻難以迅速補充。

除了東南大學等少數幾所高校之外，大多數生物學系設立之初普遍缺乏合格師資，一位

教師往往要執教多門課程，如一位教師離開而無人相繼時，數門課程即陷入無人可講的

窘境。而受到 20年代國內政局不靖的影響，國立大學的教師流動性較大，又進一步增

加了生物學系發展的難度。 

由於缺乏辦理大學的經驗，各校對設系的理念也很不成熟。東南大學、中山大學生

物學系均於建系不久後拆分為動物、植物兩個學系，「俾該兩系遂其充分之發展」。35但

在主幹尚不發達的情況下，這種拆分很難達到預期的目的，因而幾年內又都重新合併成

一系。此外，這一時期的高校也普遍缺乏對科學研究的認識。費鴻年到廣東大學之前，

「教授夾著皮包到校上課，時間到了下課就走了」。費氏到後，「首先在校內劃出小房

間作上班之用，另辟實驗室，添置圖書儀器，為教師之間討論研究問題提供條件。接著

物理、化學等系起而仿效」。36陳楨初到清華時也曾批評說，除了國學研究院，「本校

大學普通科和專門科教員，如若做研究，就像是不合宗旨」。37而他預備在清華開展金

魚遺傳學研究後，「專門科因各教授亟需預備中國教材，對於此種研究頗思提倡」。可

                                                      
30 馮雙 編著，《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生物學系）編年史 1924—2007》，中山大學出版社（廣

州），2007 年，頁 20。 
31 國際聯盟教育考察團，《中國教育之改進》，國立編譯館，1932 年，頁 159。 
32 周太玄（1895—1968 年），四川新都人，生物學家。1919 年留學法國，1930 年獲理學博士學

位。1932 年任國立四川大學理學院院長、生物系主任等職。 
33 周太玄，〈中國教育界與生物學之提高與普及〉，《中華教育界》1923 年，第 7 期，頁 1。 
34 〈本校新購儀器〉，《國立廣東大學週刊》，1925 年 12 月 28 日，版 2。 
35 〈本校理科學院之新計畫〉，《國立中山大學校報》，1927 年 1 月 1 日，版 2。 
36 梁山 等，《中山大學校史 1924—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1983 年，頁 7。 
37 陳楨，〈清華大學的第二種事業〉，《清華週刊》，1926 年，第 366 期，頁 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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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在近代學術研究進入國立高校的過程中，不少生物學者扮演著開拓者和領路人的角

色，這種功勞是不應當被磨滅的。 

在課程教育和培養目標上，培養中學教師和研究人員則同為課程設計者所重點考慮

的問題。廣東大學生物系建立後，「學生物學者亦可兼習物理、化學、數學等科，對於

研究上固覺便利，即將來出任中等教員時，亦可多擔學科，為生活上之幫助，以繼續其

研究工作」。
38
其後在清華擔任生物學系主任的陳楨亦多次表示「本系的必修學程注重

在建築一個廣博的堅實的基礎，將來如果到中學擔任教學，可以有一個很充足的預備，

到精深研究方面去工作，也可以免去專門太早，只知有樹，不知有林的弊病」。
39
這些

情況一方面表現出高師升格後的慣性，同時也反映了「科學救國」思潮下推進「科學教

育化」對大學培養人才目標的影響。 

觀察國立高校生物學系早期發展的情形，還可以發現地緣因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

用。就動植物資源的豐富程度而言，華南地區可謂得天獨厚。但作為文化中心的北京，

在吸引人才、佔有學術資源和學術影響力方面，有著廣州無法比擬的優勢。而江浙自明

清以來，向為士人之淵藪，人才濟濟、學術氣氛濃厚。加以中國科學社等團體回國後植

根於此，對海外留學生特別是學習自然科學的學者而言，不啻為一個最具號召力的學術

中心。相比之下，廣州在這些方面就不免遜色。鄒魯對此深有體會。在辦校之初，他即

表示「對於學校本身，我注意兩件事：一是著重教授的質素，多聘有專門心得的學者；

一是擴充教材的設備。因此我特派易培基先生長駐北方，與當時文化中心的背景互通消

息，延攬北方著名學者來校任教，並就近採購教材，40但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此計畫並

未達到目的，「簡單言之，則國中教才本不足用，加以廣東地方多故，天氣語言複足令

人卻步故也」。41其後戴季陶、朱家驊時期的中大之所以能夠吸引到不少學者南下，很

大程度上是北伐時期的政局變化所致。正如黃福慶所言，「中山大學因為地理與語言關

係，很不容易聘請到好師資，惟當時北方政局不安，許多北方著名的教授都紛紛南下，

皆被朱延聘到中山大學」。42中大得以在短時期內雲集了一批國內知名的學者。 

然而，這畢竟只是一時之機。隨著北伐的推進和結束，南京和上海作為政治中心和

經濟中心的地位益形重要，學術地位也得到鞏固；作為故都的北京雖然政治地位衰退，

文化地位反而得到彰顯，亦成為學者們理想的治學之所。朱家驊說：「自民國十六年國

民政府定都南京，華中地區局勢逐漸穩定，及至北伐成功，華北情勢亦告安定，這些地

區的大學，在地理環境、交通、先天條件上，都較中山大學優越，於是不少教師紛紛他

去」。43因此，借助這種地緣優勢，清華始終保持著一所全國性的國立大學的姿態，而

清華生物系也藉此吸引著全國優秀的師資和生源。1929年後，在陳楨的帶領下，它形成

                                                      
38 任國榮：《國立廣東大學生物學系之後顧前瞻》，頁 118。 
39 陳席山先生講演，〈各系系統講演錄：生物學系〉，《國立清華大學校刊》，1932 年 6 月 10

日，版 2。 
40 鄒魯，《回顧錄》，嶽麓書社（長沙），2000 年，頁 119。 
41 陳哲三，《鄒魯研究初集》，華世出版社（臺北），1980 年，頁 93。 
42 黃福慶，《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國立中山大學（1924—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臺北），1988 年，頁 90。 
43 王聿均、孫斌 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北），1977 年，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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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個以實驗生物學為特色、以均衡發展為特點的知名學系。中山大學（廣東大學）則

成長為一所區域性高等學府。憑藉華南、中南地區豐富的動植物資源，中大生物系成為

動植物調查與分類學研究的一處重鎮。兩所大學生物學系的走向，也代表著民國時期中

國近現代生物學兩條不同的發展路徑。 

 

五、「德日」與「英美」之別：餘論 

學術界的「派別」之爭向來是一個敏感而又真實的問題。正如今天的生物學史家所

評述的那樣：「在不同學校成長起來的學者，尤其是不同國家留學背景的學者，甚至不

同研究領域的學者在開拓自己的學術領域時，或多或少都會形成自己的圈子，乃至學術

幫派」。44分析清華和中大生物學系的情形，即可以發現一個明顯的現象：清華的教師

基本都是留美背景，如庚款直接留美的錢崇澍、清華學校畢業留美的劉崇樂、考取清華

專科留美的陳楨等等。而中大的教授大多出身武昌高師45，此後又多留日、留法及留德

（僅郜重魁為留美）。在各自引進師資人才和送赴海外深造時，亦涇渭分明，有著明顯

的「派別觀念」。 

從主要教師的留學背景看，清華生物系無疑屬於「英美派」的範圍，而中大生物系

則是「德日派」的中堅。自 1927年 9月郜重魁、黎國昌二教授離開後，中大引進了留

德的辛樹幟和留美的陳煥鏞，並由陳氏擔任植物學系主任。兩人均是中國近現代著名的

動、植物分類學家，在中國近代生物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然而，是年 11月辛樹幟

赴廣西十萬大山的調查採集、12月陳煥鏞赴廣東北江的調查採集，彼此均互不參與，門

戶之見甚深。次年 3 月，陳氏更是提出將植物學系遷入農科。雖然並未成功，但陳氏終

於在當年 9月離開植物系，于農科另設植物研究所。究其緣由，蓋陳煥鏞雖然身為系主

任，但此時的植物學系乃至動、植兩系之中，有英美背景的僅他一人。而農科的鄧植儀、

沈鵬飛等人，均是留美的學者。陳氏離開時，似還將植物系所有之圖書和儀器設備盡數

帶走。1930年來到中大的植物生理學家羅宗洛46看到生物系設備簡陋，「至於儀器，除

解剖用的剪刀和小刀外，毫無所有。見此情形，不能不令人心灰意冷」47。這種情形，

體現出學術之外更為紛繁的人事問題。 

平心而論，無論是 19世紀近代生物學發源地的德國或是 20世紀生物學的後起之秀

美國，當然也包括法、英、日等在內，以研究範式而言，並不存在什麼以國家劃分的學

術「派別」。從課程設置、教育理念和學術研究幾個方面看，清華、東南、中大也並不

存在由於「派系」造成的明顯差異。之所以產生「派別」之爭，除了留學背景和學術領

域的不同之外，還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是政治的影響。以廣東大學為例，該校的籌備

委員大多為國民黨高層人士48，而 20年代國民黨有留學背景者，又大多為德、法、日等

                                                      
44 羅桂環，《中國近代生物學的發展》，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北京），2014 年，頁 401。 
45 該校生物學教師如張珽、薛德焴，均為留日學生。 
46 羅宗洛（1898—1978 年），植物生理學家，浙江黃岩人。1930 年獲日本北海道大學農學博士

學位。 
47 羅宗洛 遺著，〈回憶錄（續）〉，《植物生理學通訊》，1999 年，第 1 期，頁 83。 
48 該校雖然也聘請了諸如胡適、任鴻雋等人為籌備委員，但人數很少，而且也無法來校參加籌

備會議，實際影響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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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其後的中大高層更幾乎全數是國民黨人物，其辦學方針深受政治因素和領導層干預

的影響，人為地設置學科發展模式。校史有雲：「戴、朱二人在積極推行他們的『黨化

教育』的同時，力圖把中大醫科辦成德國式，農科辦成美國式，文科辦成北大式」。49其

二是實際利益的驅動。以中基會所資助的科學教席、研究教授席為例，由於它為受資助

者提供一筆不菲的薪金和訪學費用，往往競爭激烈。仍以中大為例，黎國昌辭職後，費

鴻年接替其擔任科學教席，1929年費氏離開後，陳煥鏞又繼之。陳氏到農科後，卻一直

未將此講席交出。辛樹幟向中基會抗議未果、羅宗洛也未能爭回。他們認為這是因為陳

煥鏞背後有秉志撐腰，大為不平。而此後對「派別」問題不滿的，更遠遠超出了「英美」

和「德日」的範圍。 

歸根到底，這些紛爭主要還是由於，在國立高校生物學系的初建乃至中國國人自辦

的生物學事業起步之時，自身力量還相當弱小，所有的資源過於貧乏，對生物學如何在

中國發展也缺乏統一的認識，處於放任自生的階段；而外部環境的動盪和嚴苛，又總是

對新生的生物學事業造成更多的障礙。開拓者們正是在克服這些困難的基礎上，一步步

完成了近代生物學在中國的建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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