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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百年大學知多少 
 

劉源俊 

（東吳大學物理系） 

 
1 
大學是研究學術、培育人才的重鎮，從大學的發展狀況可以瞥見一國文化發展的

情形。一所大學的重要性及影響力，與其傳統、聲譽、教育與環境都有關係。當然歷

史悠久的大學不一定好，許多力爭上游的新興大學後來居上，但一所大學的資歷總有

其參考價值。 

好些大學為彰顯其重要性，炫耀其「創校」年份是多麼早。但若仔細考察，則發

現多為「灌水」，因而真相混淆。 

西方廣泛公認最古老的大學是義大利的 Università di Bologna，稱創立於公元 1088

年（迄今 934 年）。但其實它開始時乃是一研究學問的「行會」（guild）。此校之所

以被認為最古老，實是因為它創用了 Università（拉丁文 Universitas）這一名詞，為後

人所沿襲。若如是說，則中國漢朝的太學（西元前 124 年開始收弟子），肯定是最早

的公立大學。而湖南大學聲稱創校迄今一千多年，也並不為過，因為其校園內保存岳

麓書院（創立於 976年）的古蹟。 

這樣的比較，由於標準自訂，莫衷一是，當然無甚意義。近代中國在清季，由於

西學東漸，各種新式學校出現，或名為學堂或名為書院，其實程度多相當於現在的中

學或專科。但由於許多這些學校後來演變成為大學，這些大學現在多將其歷史向前

推，把創立年代等同於那些學堂或書院。於是景象一片混亂。 

網上查得到有篇 2017 年發表的文章，列出一份「中國百年大學」的「史上最全名

單」，包括 86 所學校——排名最前的是武漢大學（說創始於 1893 年的「自強學

堂」）、其次是河北醫學大學（說創始於 1894 年的「北洋醫學堂」）、其三的天津大

學（說創始於 1895 年的「北洋西學學堂」），等等。在這份名單裡，四所交通大學

（說都創始於 1896年）排名第 6到 9，北京大學（說創始於 1898年）排名第 13。 

本文不以為然，認為要比較各大學的年齡，需先將「大學」一詞定義清楚。首

先，名實應相符；據 1903 年清廷頒佈的《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制），「大學堂」

（三到四年）是在高等學堂（及大學預科、高等實業學堂、優級師範學堂或進士館

等）之上的學府，適合入學年齡在 18-24 歲。其次，該校應該名為大學（Xxxxx 

University）或學院（獨立學院，Xxxxx College）。其三，雖名為學院（college），也

開設大學課程，但其實質上屬初級學院（junior college，二年制）的，則不能算。 

在中國土地上設立現代學制的大學，毫無疑問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清末）才

發生的事，歷史不過百多年。總的而言，在 1920 年前，中國土地上的大學係以私立大

學為主體，其中主要有基督新教教會辦的大學，如聖約翰大學（上海）、東吳大學

（蘇州）、文華大學（武昌）、協和醫學院（北京）、滬江大學（上海）、金陵大學

（南京）、之江大學（杭州）、華西協和大學（成都）、華南女子大學/文理學院（福

州）、嶺南大學（廣州）、福建協和大學（福州）、金陵女子大學/文理學院（南

京）、齊魯大學（濟南）、燕京大學（北京），及基督舊教（天主教）教會設立的震

旦大學（上海）。此外，其他私人設立的大學有中華大學（武昌）、中國大學（北

京）、朝陽大學（北京）、復旦大學（上海）、南開大學（天津）、廈門大學（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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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等等；1920 年代，又有大同大學（上海）、大夏大學（上海）與光華大學（上

海）。 

公立大學則多不上軌道，如北京大學是到 1910 年才開始有大學正科，先前成立的

北洋大學、山東大學及山西大學都發展得不順利，只有南洋公學的上院較為像樣。到

1910 年代，北洋政府先後設立六所國立的高等師範學校，是公辦高等教育的亮點；後

來在這些學校的基礎之上，發展出了一些重要的國立大學。其他許多國立大學是到

1920年代之後才出現的。 

而在 1949 年之前，面臨戰亂頻仍，政權更迭，幾乎所有大學都歷經滄桑，不得順

利辦理——或暫時遷徙、或更名、或與他校合併、或改隸、或遷址、或中止又復校、

或停辦，總之面目全非。若嚴格說，則中國土地上並沒有一所大學稱得上是百年大

學！本文決定採取較寬鬆些的標準，以各校認定的精神上的聯繫為判準。停辦了的大

學則都不算數。 

以上海交通大學為例：該校的前身是 1896 年創立的「南洋公學」，但當年該校開

設的是師範院，該校有大學課程是自 1900 年開辦「上院」（頭等學堂）後才開始。又

以武漢大學為例：其創立宜自 1913 年的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起算，而不是 1893 年

的「自強學堂」。至於清華大學，該校聲稱創立於 1909 年，其實當年立的是教育部

「遊美學務處」附設「肄業館」；1912 年「清華學堂」改為「清華學校」，是為留學

美國大學的預備學校。該校大學部於 1925年始設，因此不能算是百年大學。 

以下是二十四所中華百年大學的名單（本文寫作於 2022 年，這些大學的大學部都

成立在 1922 年之前，所以 1923 年成立的同濟大學（上海）、1923 年開始的雲南大學

（東陸大學，昆明）、1925 年成立的清華大學（北京）、1925 年天主教本篤會建立的

輔仁大學（北京）、1926 年組建的湖南大學（長沙）、1927 年成立的暨南大學（廣

州）、1928 年成立的浙江大學（杭州）、1929 年成立的重慶大學（重慶）均不在

列。）各大學依開始開授大學部課程的先後排序，用的都是現今正式立案的校名。其

中除中國大陸地區外，也涵括臺灣及香港地區的百年大學。 

 

一、天津大學  

其前身是盛宣懷主持下辦理的北洋大學堂（或稱「中西學堂」），於 1895 年 10

月 18 日在天津開辦，當時從報名的千餘學生中錄取十餘人。初設頭等學堂和二等學

堂。頭等學堂學制四年（參考美國大學的本科階段教育），開設工程學、電學、礦物

學、機器學、律歷學五門；二等學堂則為大學預科。1900 年，王寵惠在頭等頭班（法

科）以第一名畢業，獲得「欽字第壹號考憑」（大學文憑）。然不久逢庚子拳亂與八

國聯軍，其頭等學堂遷至上海南洋公學上院上學；1902 年改學制為三年，逐漸演變為

工科學校。1913 年，北洋大學校改名為國立北洋大學。後又歷經種種變革及遷徙；

1946 年國民政府聘請王寵惠為北洋大學籌委會主任，恢復國立北洋大學。1951 年北洋

大學與河北工學院合併為天津大學迄今。 

 

二、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三校的前身是盛宣懷於 1896年創辦的南洋公學。1897年 4月開學，先設師範院。

1900 年增設上院（頭等學堂），於是躋入大學之林。起初宗旨在為國家培養內政、外

交、理財三方面的人才；但其後因政局發展，辦學目標改變，1907 年後以培養工業交

通人才為主。校名歷經改變，1921 年名為交通大學，隸屬交通部，1946 年國立交通大

學從交通部劃歸教育部。1952 年中國大陸高校全面「院系調整」，該校許多學系併入

他校；1956 年半數師生及設施又西遷西安，於是元氣大傷。1959 年，中共中央決定分

別辦上海與西安兩所交通大學，以工科為主。1982 年 9 月，兩校從國防科學技術工業

委員會重新劃歸教育部領導，後一起被確定為全國五所重點建設的大學之一，兩校校

徽樣式雷同，都註明 1896字樣。1987年上海交通大學開始使用閔行校區，逐漸發展為

完整大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B8%E7%BE%8E%E5%AD%A6%E5%8A%A1%E5%A4%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2%84%E4%B8%9A%E9%A6%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D%B8%E9%8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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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海峽此岸，則國立交通大學 1958 年在新竹市復校，初設電子研究所，後設

工學院，1979 年恢復國立交通大學名義。2021 年與國立陽明大學合併為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校徽校訓都更改，傳統行見式微。 

 

五、東吳大學與蘇州大學  

兩校前身是 1900 年基督教監理會在蘇州創辦的東吳大學堂（美國傳教士 Young 

John Allen 林樂知任董事長），1901 年 3 月開始招生，6 月向美國田納西州註冊為

Central University of China（後於 1907年更名為 Soochow University）。1904年開始有

大學課程，1907 年頒授第一個文學士學位（B.A.），1917 年頒授兩化學研究生碩士學

位（全中國第一個 M.A.）。1915 年該校在上海開設法科，1918 年頒授第一批法學士

學位（LL.B.）。1929 年該校向國民政府立案，校訓採「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及

基督《新約》裡的一句 “Unto a Full-grown Man”。1949年大陸易幟，1951年該校校友

在臺北延續香火先辦東吳補習學校，1954 年向教育部立案成為「私立東吳大學法學

院」，1968年恢復東吳大學迄今。 

在臺灣海峽彼岸，則 1952 年該校在蘇州的校區被劃歸江蘇省屬的江蘇師範學院，

1982 年再更名蘇州大學迄今。1998 年，蘇州大學恢復 Soochow University 的英文名稱

（之前為 Suzhou University）及之前東吳大學的校訓；校徽設計與東吳大學雷同。 

 

七、山東大學  

1901 年，山東巡撫袁世凱上奏申請創辦大學堂。10 月，官立山東大學堂在濟南創

建，第一批招收新生 300 名，是最早興辦的省立大學堂，影響深遠。分專齋、正齋、

備齋，分齋督課；其正齋修習四年，相當於大學；備齋修習二年；專齋修習二到四

年。正齋分政、藝兩門；政學分為中國經學、中外史學、中外治法學三科，藝學分為

算學、天文學、地質學、測量學、格物學、化學、生物學、譯學八科。不久（1904

年），學校改為山東高等學堂，學制改為三年，相當於專科學校；1914 年又停辦，是

山東大學堂只曇花一現。後因時局變動，歷經復校、改名、停辦、遷校與併校種種過

程，現今位於濟南的山東大學與當年的山東大學堂間的繼承關係，其實甚為薄弱。 

 

八、山西大學  

1902 年，山西大學堂在太原成立，費用來自英國撥還的庚子拳亂賠款部分。當時

山西巡撫岑春煊接受英國傳教士 Timothy Richard 李提摩太的建議，設西學書齋與中學

書齋兩部分，李提摩太為西學書齋總理；西齋於 1902 年 6 月開學。該校 1912 年更名

為山西大學校，1918 年更名為國立山西大學。1953 年中國大陸全面院系調整，改為山

西師範學院；1961年，又重新組建為山西大學。 

 

九、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1879年美國聖公會上海主教施約瑟（S. I. Joseph Schereschewsky）在上海籌建聖約

翰書院（Saint John's College），該校自 1892年起開設大學課程。1905年 11月，該校

在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註冊為 Saint John's University，設有文、理、醫、神等四學

院，及一所附屬預科學校；大學部稱為正館，分高、上、中、初四級。1907 年授予第

一批文學士學位。1949 年中國大陸易幟，1950 年起中國大陸實施高校院系調整，教會

學校全數被拆併消滅。該校校董會主席歐偉國乃聯同其他教會大學於 1951 年在香港設

立崇基學院，以期傳承當時美國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U.B.）所支持的十三所

教會大學（該學院校徽圖案取材自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並書校訓「止於至

善」）。1963 年，崇基學院併入香港中文大學，成為中大建校三所書院之一（最大的

一所）。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 

 

十、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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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歷史要追溯到 1898 年因戊戌維新成立的京師大學堂。但不久維新失敗，又逢庚

子拳亂與八國聯軍，該校未能正常運作。到 1902 年恢復招生，但開始只辦速成科（分

為仕學館、師範館）與預備科，不算是大學課程。1910 年，該校始辦分科大學，設經

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農科、工科、商科七科，共計十三學門。中華民國成立

後，北洋政府於 1912年 5月將京師大學堂改名北京大學校，到 1916年 12月蔡元培出

任北京大學校長十年，才「奠定了北大的傳統和精神」。1932 年 6 月，北京大學實行

學院制，設文、理、法三個學院。 

1937 年，對日抗戰爆發，國民政府訓令北大與清華、南開兩校遷至長沙，組成國

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 年又遷址雲南昆明，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勝利後，1946

年 10 月 10 日，北京大學復員，新設醫、工、農三個學院，總共有六個學院、33 個學

系、兩個專修科。1952 年的「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北京大學校址遷入燕京大學，變

成一所以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基礎教學和研究為主的綜合性大學。2000 年後，北

京大學與北京醫科大學合併組建新的北京大學，逐漸有發展成為兼具自然科學、人文

學科、社會科學、醫學以及新型工科的綜合性大學。 

 

十一、香港大學 

位於香港島，1911 年成立，1912 年 3 月正式辦學。當時是英國在東亞殖民地成立

的唯一一間大學，一直以英文為主要教學語言；該校早期興辦者的期望，是發展為一

所中西合璧的大學（該校校徽上印有拉丁文校訓及其中譯「明德格物」）。1989 年後

香港政府推行大專教育本地化，大幅增加大學學位和課程種類，讓港人不用遠赴英國

讀大學。自 1995年後該校校長除一人外均為華人。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 

 

十二、北京師範大學  

其前身是北洋政府於 1912 年建立的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分設預科、本科、研究

科，且可設專修科，預科及專修科均收中學畢業生，修業年限預科一年，本科三年，

研究科一年或二年，專修科二年或三年）。其更前身是 1902 年創立的京師大學堂師範

館、1908 年的京師優級師範學堂。1923 年更名北京師範大學，是中國史上第一所師範

大學。1931年北平女子師範大學併入，1952年輔仁大學併入。 

 

十三、中山大學（廣州）與國立中山大學  

中山大學的前身主要是 1912 年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的廣東高等師範學校。1924

年，孫文（中山）大元帥令將該校及其他兩校合併升格為國立廣東大學。1925 年，孫

文逝世，乃更名為國立中山大學，1950 年 9 月更名中山大學。1952 年的「院系調

整」，使該校由原來的文法理工農醫師七學院和一個研究院共 31 個學系的多科性綜合

大學拆分重組爲只有文理雙科的綜合大學，同時校址遷入原私立嶺南大學康樂園。

2000年 9月後。該校重新發展為多校區多科的綜合大學。 

另外，在臺灣海峽此岸，則 1980年國立中山大學在高雄復校。 

 

十五、西北大學  

位於西安的西北大學成立於 1912 年，其歷史可追溯到 1902 年的陝西大學堂；

1923年 8月改稱國立西北大學。1937年抗戰爆發，1938年合併內遷諸校為國立西北聯

合大學；1939年 8月復稱國立西北大學。1950年再改名為西北大學，1958年改隸陝西

省主管。 

 

十六、武漢大學  

其前身是北洋政府於 1913 年建立的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當時在原自強學堂和

方言學堂的部分校舍上重建。（自強學堂為張之洞於 1893年創辦，1902年更名方言學

堂。）武昌高師後經數度更名，於 1928年定名為國立武漢大學，1949年更名為武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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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1950 年代中國大陸的院系調整使該校成為一所文理科的大學。2000 年 8 月更合併

組建，為新的綜合性大學。 

 

十七、南京大學、東南大學與國立中央大學  

三校的前身乃是北洋政府於 1915 年建立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其校史更可追溯到

1902年的三江師範學堂與 1906年的兩江師範學堂。之後該校曾數度改組更名，包括國

立東南大學、國立第四中山大學、江蘇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及國立南京大學；中國大

陸易幟後，1950 年 10 月改稱南京大學。1952 年「院系調整」，南京大學成為文理綜

合性大學；原南京大學工學院與農學院的六個學系兼併其他大學的工科學系則另成立

南京工學院，居於原中山大學的主校區。1978 年以後，南京大學逐步恢復發展為新的

綜合大學。1988 年，南京工學院復更名為東南大學，開始由工科大學向以理工科為主

的綜合性大學轉變。 

而在臺灣海峽的此岸，國立中央大學於 1962 年籌備復校，初在苗栗縣設地球物理

研究所；1968 年遷址於中壢市，恢復大學部，改名為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1979 年恢

復校名國立中央大學，擴大發展為綜合性大學。 

 

二十、四川大學  

四川大學的前身是北洋政府於 1916年成立的成都高等師範學校。1926年，該校一

分為二，為國立成都大學和國立成都師範大學。1931 年，國立成都大學、國立成都師

範大學、公立四川大學三所學校又合併成立國立四川大學。經 1952 年的全國院系調

整，該校從綜合型大學轉變為文理科綜合大學。1994 年後，該校又重新發展為新的綜

合性大學。 

 

廿一、復旦大學  

震旦學院創辦人馬相伯因不滿天主教耶酥會廢除學生自治的措施，率領部分師生

在上海創立復旦公學，於 1905 年正式開學。1917 年，復旦公學改制為為私立復旦大

學，創辦大學本科，設文、理、商三科及預科和中學部。對日抗戰期間該校先遷江西

廬山再遷重慶北碚，於 1941年改為國立。1952年中共厲行「院系調整」，將江、浙、

皖、滬等地大批文理學科的專家學者調入復旦，於是塑造復旦大學成為人文社會和理

科的重鎮。2000年 4月復旦大學又與上海醫科大學合併，組建新的復旦大學。 

 

廿二、東北大學  

1923年成立的東北大學，其前身是北洋政府於 1918年成立的瀋陽高等師範學校與

奉天文學專門學校（原奉天法政學堂）。當時瀋陽高等師範學校設有國文部、史地

部、英語部、數學部、理化部、博物部，其歷史更可追溯至 1902年的奉天大學堂。 

 

廿三、南開大學  

南開大學的前身是 1904 年嚴修在其私塾嚴氏家館的基礎上建立的私立南開學校

（張伯苓任校長）；1916 年嚴修與張伯苓開始試辦高等教育。1919 年 4 月，大學部校

舍開始興建；9 月開學，設文、理、商三科，後曾更名「天津私立南開大學」。1937

年 7月，遭日軍轟炸，損失慘重；8月國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南開大學與北京大學、清華

大學在長沙合組「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 年 4 月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對日抗戰勝利後，1946 年 4 月改為國立南開大學，設文學院、理學院、政治經濟學院

和工學院四個學院，16 個學系及 2 研究所。1952 年，中國大陸「院系調整」使該校改

為文理科的綜合性大學。1980年代中後期，南開再發展成為一所多學科綜合性大學。 

 

廿四、廈門大學  

1919 年新加坡華僑陳嘉庚開始組成私立廈門大學籌備委員會。1921 年 4 月廈門大

學借集美學校舉行開校式，設有師範（包括文、理科）、商學兩部；後陸續增設工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7期（2022年 12月） 

122 

學、新聞、法學、醫藥等科系，為一多學科的綜合性大學。1937 年 7 月，經陳嘉庚函

請，私立廈門大學改為國立。1952 年的「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廈門大學被定位為文

理科綜合性大學。1980年代後，該校又逐漸發展為綜合性大學。 

 

附記 

一、臺灣有一所學校，究其淵源，算得上是百年大學，但通常以其隸屬國防部而

忽略，那就是國防醫學院。該校歷史要追溯到 1902 年 11 月袁世凱練新軍，在天津成

立的北洋軍醫學堂。開辦時招收舊制中學（高等學堂）畢業，年 17 至 21歲之青年，

授以四年醫學教育、一年見習。1906 年更名為陸軍軍醫學堂，1912 更名為陸軍軍醫學

校，並設附屬醫院；1936 年改名軍醫學校，對日抗戰期間弦歌不綴。1947 年 6 月，該

校與陸軍衛生勤務訓練所（協和醫學院的林可勝於 1938 年戰時創辦）合併，改組為國

防醫學院於上海。1949 年，因國共內戰，學校遷到臺北，在臺灣建立了榮民總醫院體

系。1999 年該校與其直屬教學醫院三軍總醫院等中華民國國軍軍醫機關合稱國防醫學

中心（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enter）。 

二、在臺灣土地上最早建立的大學是今國立臺灣大學的前身臺北帝國大學，設立

於 1928 年，尚不及百年。該校創始時主要收的是日本籍學生；1928 年共有學生 55

人，其中臺灣籍 6 人。到 1945 年羅宗洛校長接收該校改為國立臺灣大學時，各部日/

臺籍學生數如下：文政部 206/12，理學部 50/6，農學部 140/0，工學部 168/11，醫學部

132/136；合計日籍學生 696 人，臺籍 165 人，主要在醫學部。又，接收前有臺籍教授

1 人，助教授 3 人，講師 6 人，助手 53 人。該校基本上是日本在臺辦理的一所殖民地

大學，與 1945年在原址成立的國立臺灣大學，在精神上並不連續。 

三、1946 年，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後，先後設立了三所省立大學：臺灣省立工

學院（今國立成功大學的前身）、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前身）

及臺灣省立農學院（今國立中興大學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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