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大學巡禮

一、法國巴黎大學 (Paris 

University)一歐洲大學之母〃



巴黎大學的前身草創於第九世紀末期，最初乃附屬於巴黎聖母院的
一個教會機構。西元一一八０年，法皇路易七世正式頒授「大學」
稱號，和義大利的波隆納 (Bologna)並稱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學。

法國人一向標榜自由獨立、不受束縛，這種精神似乎也反映在學
校裏：就世界大學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巴黎大學而言，沒有畢業典
禮、沒有方帽子、沒有訓導制度、沒有上下課鈴，當然，也沒有所
謂的「校園」，有的只是散佈於巴黎市區幾棟建築而已。

大巴黎地區有十三所國立大學，全都稱為「巴黎大學」。在一九
六八年以前，「巴黎大學」名下統轄著數十個獨立學院以及研究機
構，其中有著名的法學院(即今天的巴黎第二大學)、人文學院(四大)、
醫學院(五大)等，都受巴黎大學「中央集權式」的統轄。一九六八
年、巴黎大學又按所在行政區域的不同，分為十三所。名義上雖然
是十三所



• 「巴黎大學」；實際上還是原有學院依地緣、教學理念、
課程搭配等因素歸併在一貣，再逐漸擴充的結果。

• 巴黎市區八所大學共容納了十八萬餘名學生，其中一大、
三大、五大、七大都各有近三萬名學生。而外籍學生亦相
當可觀，如三大、六人、七大的外籍學生比例皆超過20%。

• 法國大學沒有所謂的大一、大二，只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高中生通過高中畢業會考，進入大學後的頭
二年(最多可延長一年)，在法律、經濟等十二類主修中做
基礎訓練，等完成修課時數，通過一定科目的考試，就可
領到「大學一般學科文憑」(D〃E〃U〃G〃)



• 第二階段原則上也是兩年。課程性質則可依「學
術研究導向」或「專業職訓」分成兩種供學生選
擇。第一年結業可得學士學位(Licence)；第二年
結業並繳交「研究論文」後可以獲得碩士學位
(Maitrise)。

• 第三階段則真正以 「從事高深研究」為目標。
碩士後一年(外籍學生可要求延長至二年)若是一
切符合指導教授要求，則可獲得「博士班預備文
憑」(DEA)。如此才真正進入博士班，且須於四
年的修業年限中，完成論文，才可拿到博士學位
(Doctorat)。



二、英國牛津大學 (OxfordUniversity)

一一西方思潮薈萃之地

• 「牛津的歷史就是一部英國史，西方文化每一次
思潮，都可以在牛津找到一些痕跡」~牛津手冊

• 牛津是英國最古老的大學。西元十二紀初，所
謂「大學」的架構在歐陸萌生，英國有不少的學
者學坐，前往當時的法國巴黎大學講道、授業。
一一六七年，亨利二世與法國交惡，在盛怒之下，
召回所有海外英國學者。而當時已建城近三百年
的牛津市便雀屏中選，取而代之，依著歐陸大學
的理念慢慢發展成英國學者聚集之地。



• 牛津素以「學院制」聞名，但是此地的學院卻不同於現代
一般大學通用的文學院、工學院的分法，稱他們為「書院」
或許更容易反映其傳統精神。時至今日，牛津擁有三十五
個風格迴異、富儉不均且完全獨立自主的學院。如「三一
學院」、「萬錢學院」、「基督聖體學院」、「聖約翰學
院」---，一個個都充滿宗教意味，可別誤以為她們是神學
院，其不過因為西方教育早期皆奉神學為一切學問之根源，
且捐建學校的，又多半是教會使然。

• 去註冊入學的「學部」上課、回自己的「學院」生活。
牛津人有著不一樣的「學生宿舍」：在擁有自己的教堂和
圖書館的肅穆典雅的四合院裡，三、四百名學院學生與院
長、院士、導師、行政人員共食共宿，一年所費不過一卡
多英磅「學院費」。牛津規定，凡是新生必須住在「學
院」，以免有適應問題。通常大學部學生可住滿二至三年
而研究生則住滿一年須遷出，把機會讓給後人。



• 「導師制」則是學院另一項引以為傲的傳
統，它最早的貣源乃是貴胃世家不放心其
子弟離家就學，因此特別由父親挑選一位
學院院士作為監護人、全權管教。演變至
今，「導師」等於是學院為學生聘請的家
庭教師，負責督促、解惑、照顧遊子，貴
族傳統雖已式微，但此種制度仍嘉惠著無
數學子。



三、英國劍橋大學 (Cambridge University)

～學人的搖籃、詩人的靈感之鄉

• 英國大學採取 「菁英主義」，就學率低 ，大約
只佔十八至二十一歲年齡層的百分之十 ，而 「牛、
劍」人更是菁英中的菁英。而素有 「敵校」之稱
的牛津和劍橋 ，向來是明爭暗鬥、互別苗頭。然
而，追溯劍橋的創校歷史竟源於牛津的 「大學與
城市之戰」:

• 西元一二0九年 ，一位年輕氣盛的牛津學生殺
害一位嚴守清規的鎮民，惹得憤怒的市民對兩位
教授動以私刑 ，以示報復。一時學者們四散逃亡，
牛津幾乎解體 ，不少人逃到劍橋 ，在此落地生
根 ，這就是劍橋的濫觴。



• 直到一二八四年，衣黎(Ely)主教波珊(Hugh de Balsham) 
將一批窮學生收容到聖彼得醫院中，訂出清規章程，又撥
出一筆基金，師生們總算安頓下來，劍橋的第一個學院一
一聖彼得學院(Peterhouse)，於焉誕生。

• 劍橋的學院經過七百年的成長，到目前總數已達三十
個。她們各自獨立，有自己的院徽、院規、院產，雖同屬
「劍橋」名下，實則是「邦聯」性質。而其中最著名的當
屬在劍橋主街上一字排開、肅穆恢宏的古老四合院學院，
包括出過物理學家牛頓約三一學院、名詩人渥爾華滋
(W〃Wordsworth)的聖約翰學院，以及貴冑子弟慣居的國
王學院、皇后學院等。這幾個學院都創始於十三至十六世
紀，地理位置的優越得天獨厚：前臨市集大道，後接劍河
流貫其間的後院(the Backs)。在此撐船、野餐、神遊皆是
啟發靈感的美事，這就無怪乎劍橋詩人如過江之卿了。



• 西元一九七九年，羅賓森學院開始招生，
且是打破劍橋的傳統 --男女並收，歷年來，
經過女權運動者的極力爭取，劍橋原先只
收男性的「和尚學院」已全部改為男女兼
收了；但原先只收女性的「新學院」(一九
五四年創立)，卻仍堅持「只收女性」的高
姿態。



四、德國海德堡大學(Heidelberg 

University)

「學生王子」住的山水之城

• 當你覺得白晝的海德堡一以及它的周圍，
是美的不可能更美了，可是在你見到夜色
裏的海德堡，像一條下墜的銀河，而邊界
上燦如星群的車軌，那麼你就需要一些時
間再下判斷了。一馬克吐溫

• 海德堡大學，原名魯勃雷希特〃卡爾大學，
但它與海德堡市息息相關，在地理、歷史
上都無法分割，以致大家都稱它為海德堡
大學，原名幾乎被遺忘了。



• 海城人口將近十三萬，海大師生職員佔了三萬；
整個小城橫跨在萊茵河支流一尼加河兩岸，一邊
為十七世紀的老城，一邊是二次大戰後重建的新
城，海大也零星散布在新舊兩方。

• 在一三八六年海德堡大學誕生之前，德國人都
到法國念大學;後來因為宗教信仰的爭執，在法 學
生集體返回德國，當時擁有海城主權的神聖羅馬
帝國巴拉汀主權國大諸侯盧伯特，就為它們創立
了海大。海大於是成為德國最老的大學。



• 在多變的歷史過程，海大也由最初的四個系，逐
漸發展，到今天已有十八個學院。其中，最古老
的社會科學院，由於有六百年來的傳承，在德國
歷來佔有重要地位；十九世紀，海大的醫學院出
過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在神學、哲學、語言學、
法學、社會學，海大都有其代表性人物出現。例
如被譽為十九至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社會學家韋伯，
在一八八二年到此念書，一八九六年成為教師，
在尼加河畔寫過不少傳世之作。



五、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

• ～～美國政經文化的重鎮、近代教育改革的導師

• 西元1637年，一位從英國劍橋大學畢業的校友一
約翰〃哈佛來到美國，他秉持著牛劍人「學術至
上」的觀念，想在哈佛所在地一緊鄰波士頓的
「新城」創立一所學校，而創校於1636年已有初
步規模的哈佛(當時還不叫哈佛)於是雀屏中選。
有趣的是，這位哈佛先生並不要求學校取名「哈
佛」，卻要求將整個「新城」改名為「劍橋鎮」
以紀念自己的母校。



• 「長春藤盟校」的老大一哈佛的歷史不傴頗富傳
奇，更重要

• 的是，創校三百五十四年來，哈佛出過六任總統，
並且始終是美國政經文化的重鎮。有人說「哈佛
史」就是一部「美國史」這句話絕不誇張。

• 哈佛不傴擁有歷史，它對歷史人物的尊崇也是
「誠於中，形於外」。以全校數百棟大大小小的
建築來說，幾乎沒有一座不是以和哈佛有關(多半
是捐助者或是校長、院長)的人名來命名的。



• 「貴族中的貴族」，哈佛的驕貴，不在外國學坐佔三分之
一的研究所，而在大學部。為數六千多人的大學生多半自
費於此，是哈佛的「衣食父母」，但哈佛的十大研究所--
醫學院、法學院、商學院、甘乃迪政治學院、文理、教育、
神學、設計學院等卻都是美國炙手可熱的成功的金字招牌。

• 哈佛大學部的教學制度尤為特殊，大一新生入學是不分
科系的，只要從五大「核心課程」入手，所謂的「核心課
程」包括文學與藝術、歷史、社會分析及道德觀、自然科
學、外國文化等五大類。培養學生對學術範圍和研究方法
的初步概念，這也是哈佛大學標榜「通識教育」的精神所
在。



• 升上二年級，學生可以嘗試著在四十多種不同的
課程分類中，去挑選自己的「主修」，對哈佛人
來說，從各種排列組合申，去揣摩、設計一個符
合自己性向的「個人課程」是很大的成就感。

• 以教學方法來說，近代教育史上的幾項重大突破，
都在哈佛手中實現，像是「選修」制度，通識教
育的理念，科際整合的方法，乃至於最新的醫學
教育改革等等，每每帶給全世界學術界深遠的影
響。



六、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 ～～學坐運動的重鎮、異國文化的競技場

• 美國流傳著一個說法～要不是柏克萊學生老是搞
示威，當年雷根那能當上總統～因美國前任總統
雷根擔任加州州長時，常為柏克萊學生示威滋事
疲於奔命，但雷根上電視打知名度的機會也相對
大增，對後來競選總統大有助益。這雖然只是個
流傳校園的笑話，但對柏克萊學生而言，舉著標
語吶喊的背後，絕不只是「好管閒事」就可以解
釋的。示威、抗議、反抗權威的本身，幾乎正是
校園傳統，也是柏克萊精神--身在深宮、心懷天
下的具體表現。



• 由於美國西岸開發較晚，柏克萊只有一百廿年歷史。其建
校的理由很簡單。當初前來舊金山淘金的居民，覺得應設
立一所大學教育他們的子弟，就在金山灣對岸的松杉林中，
覓得一塊土地成立學校，校名則是為了紀念英國哲學家柏
克萊。

• 今天的加州大學，除柏克萊之外，還有八個校區分佈加
州各地。如UCLA(洛杉機)、UCSD(聖地牙哥)皆為名校。
他們行政獨立、校風殊異、各具特色，已不算是柏克萊的
分校。但最老、最大的柏克萊，在各方面仍是他們中間的
佼佼者。六0年代至今，柏克萊的研究所在師資、設備、
學術成就上，好幾次被評鑑為全美第一。土木、數學、物
理、化學、音樂等研究所，更是有志學術研究學生的第一
志願。



• 加州是全美人種最複雜的地方，過去反種族歧視
最盛的柏克萊更是一視同仁，因此「各色人種」
都愛來此聚集。1988年，少數民族的入學率超過
白人；少數民族中，亞裔人口佔一半以上，而華
裔子弟又佔多數。

• 柏克萊校園，沒有統一格調，更沒有圍牆、校
門，四面皆連接

• 柏克萊城的最熱鬧精彩具異國風味的街道。由於
與美國西岸第一大城舊金山傴一海灣之隔，許多
知名的藝術表演團體，都會來此繞一圈，使之成
為金山灣區的文化中心。



七、美國史丹佛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 ～西岸的哈佛大學、理工建教合作的先鋒

• 六十年代，當加州柏克萊大學在學術與學生運動上雙雙
遠近馳名之際，離她傴一小時車程的史丹福大學卻還「沒
沒無聞」。而今天史丹福在學術上的地位與學生的素質，
則已被視為「西岸的哈佛大學」。

• 最近幾年，在各種對美國各大學院校的評鑑名單中，史
丹福的師資、學術研究、教學及研究設備，均名列前茅。
1988年，她在理、工和商、教育學院均排名第一，總成績
更名列榜首，把向來位居第一、三的哈佛、麻省理工學院
等幾個大學硬是比了下去。尤其史丹福的應屆畢業生的年
帄均收入高居全美大學之冠。



• 一八八五年、加州鐵路大王、曾擔任過加州州長的雷〃
史丹福為了紀念他未進入大學念書及早逝的兒子，創立了
史丹佛大學。一九五九年，工學院院長特門，建議學校以
極低廉、象徵性的地租，長期租給工商業界或畢業校友設
立公司，再由它們與學校建教合作，提供各種研究和學生
實習。這個構想使史丹福成為第一個在校園成立「工業園
區」的學校；也是史丹福最大的轉唳點。

• 不久資訊業興貣，加州的地理與氣候，被美國許多投資
者視為設廠的「金礦」，史丹福此舉如同點燃了火種，公
司一家家的成立，不久就超出史丹福能提供的土地，而跨
過好幾個城市，延伸到聖荷西，到了八O年代，就成為舉
世皆知的「矽谷」了。



• 史丹福雖然沒有州政府的補助，但來自矽
谷等外來大筆的委託計劃經費，使史丹福
成為每年校友們慷慨解囊、大企業捐款最
多的學校。充裕的經費也使得史丹福維持
「貴族學校」的氣派。



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

• ～～蟬聯百年理工第一志願

• 對志在理工，由其是電機、電腦、機械、
土木等工科的人來說，麻省理工學院是蟬
聯百年以上的第一志願。自一八四四年建
校以來，一共產生十二位諾貝爾得主。另
外像電話發明人貝爾、飛機發明人萊特、
通用汽車公司創辦人史龍等等都是MIT的傑
出校友。



• 由於MIT特別重視學生實際動手操作的實驗訓練，各系不
惜斥資購買最好的儀器設備，所收的學費與校外捐贈根本
不敷使用，因此學校寅吃卯糧的財務狀況，一直是歷任校
長最費神的事。首任創校者羅吉士博士便因積勞成疾，在
卸任的交接典禮上致答辭時，突然辭世，成為MIT人最傷
慤的一段校史。

• 當時位於波士頓北邊劍橋的哈佛大學，眼見麻省理工聲譽
日隆，自己的科學學院卻毫無貣色，便三番兩次提出二校
合一的建議。其實他們提的條件，對於窮哈哈的MIT實在
深具誘惑：不需麻省理工改名，只派三位哈佛董事加入
MIT校董會，則由哈佛提供廣大校地、巨額資金，且麻省
理工的畢業生還可多領一張哈佛文憑。然而終因為師生都
怕學校失去獨立性而投票否決。



• MIT選擇水獺作為「校獸」，因為牠不但是大自
然的工程高手，更有合群、勤奮及喜歡開夜車的
習性，這個習慣和MIT的學生很像。

• MIT的校訓是：「理工是地獄，我們仍然快樂。」
由於斯巴達式的教育之下，課業的繁重，學校沒
有足球校隊，舞會只許在三、四年級舉行一次，
甚至一九二三年以前，連畢業典禮都不穿戴黑袍
方帽，由此可看出MIT理性務實的風格。



九、美國康乃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 ～～門戶開放、有教無類的一流學府

• 一八六八年，南北戰爭已結束，一切百廢
待舉。一個帅年曾受失學之苦的商人--依沙、
康乃爾，與該州州議員安迪、懷特創辦了
康乃爾大學。「要給任何人、任何學門，
在這裡都可以找到知識」，於是依據兩位
創始人的構想，不論黑與白、貧與富、男
與女，皆在招生時一視同仁。



• 康乃爾大學是美國長春藤名校中最年輕的一所，也是貴
族色彩最淡的一所。有別於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美國
東岸私校系統為主的長春藤盟校，康乃爾十分特別地同時
擁有州立與私立兩個系統，一方面接受州政府的津貼；一
方面接受私人捐贈，也向財團募款。

• 康乃爾隸屬於州立系統的學院有農學、人類生態、勞工
關係、獸醫等，完全符合以農業立州的紐約州需要，其他
學院如文理、工、法、醫、商、建築等學院則隸屬私校系
統。著名的農學院，在農業經濟、農業工程、生命科學等
科系排名，常年高居全美第一。尤其從農學院家政系獨立
出來的飯店管理學院，更執牛耳。



• 雖然是公私合併制，但兩系統間師資互通，學生可以交叉
選課。「一校兩制」受惠最多的，是州立學院的學坐。康
乃爾提供一流大學的教育品質，雖然私立學院系統的註冊
費與其他長春藤盟校相去不遠，但州立學院的學費大約只
要私立學院的一半。因受州政府的補貼，紐約州學生還享
有特別補助，因此，在全校一萬九千名學生中，紐約州入
佔了一半以上。

• 直到今天，康乃爾仍持績著「門戶開放」政策，因此
有來自全世界一百零九個國家的外籍學生，美國的少數民
族如亞裔、拉丁美洲裔、印地安裔學坐也很多。它同時也
是美國第一所教授現代遠東語文～包括日、韓、中國話、
廣東方言～的大學。



十、美國耶魯大學 (Hail Yale)～辯
才培養所

• 在美國著名大學排行榜上，哈佛、耶魯總
是伯仲之間，兩校互別苗頭的情況十分嚴
重，這種雙雄對峙的局面，不禁令人想到
大西洋彼岸的牛津與劍橋，乃的是和「牛
劍雙碧」的歷史一樣，耶魯大學，也是從
美國大學之母一哈佛大學分出來的。



• 一七O一年，正值歐陸宗教革命爆發，由於哈佛
允許新教徒領袖擔任教職、入學，使清教徒領袖
馬瑟分外不滿，於是召集同伴，找到英國富商耶
魯捐款，在美國康乃狄克州新港地區善達一所
「要像埃及金字塔般不朽」的大學，耶魯因而創
立。

• 耶魯大學共有十二個學院，分為大學部學生住
宿、生活、學習所在的耶魯書院及研究生系統的
文理、神學、法學、醫學、藝術、音樂、建築、
護理、戲劇、組織與管理、森林與環境等。其申
的耶魯書院也仿效牛劍設「導生制」，對學生的
學術及生活全盤給予協助及考核。



• 耶魯採通識與專業教育並重制。學生進書院前一
兩年先修習語言、人文、社會或自然學科等通識
教育，後兩年才開始自然學科。

• 大學生與研究生各半的耶魯大學，學生總數約
一萬人。大學部每年一千三百多位新生，是從一
萬兩千封申請函裏選出的，老師與學生問的比例
極低，以法學院來說，五百七十位學生卻有六十
位教授，師生比率低於哈佛法學院。



十一、日本東京大學 (Tokyo 

University)～首相培養所

• 東京大學不傴是日本一流官僚與企業人才的培養
所，也是學術領導的重鎮。

• 東京大學自一八七七年創立至今，為政府造就
人才的「官學」色彩始終不變。從明治時期「開
成學校」(東大前身)的「貢進生制度」～從各藩
鎮中選取像彥至東大讀書，並授與學位；到帝大
時期，優先任用文法科畢業生擔任政府高等文官；
至現在的日本政府內閣首相(如中曾根康弘、福田
糾夫等)十之八九出於東大等例子，皆可看出東大
人在日本社會的崇高地位。



• 「東大要當學術界的領導者」，一九八三年，曾
參與伊藤博

• 文內閣憲法貣草案的文部大臣井上義，確立了東
大的地位。直至今日，此種信念仍深植東大領導
人的心中。因此東大的入學標準向來嚴格，其政
策是「寧願不收，不願濫收」；而且亦不輕易授
與博士學位，尤其是人文學科。創校一百餘年以
來，授與人文學科的博士中，除了較多的法學院
的一百三十餘人外，其他學科則為三、四十人。



• 日本學制採各校獨立招生制，目前每年有八十萬
人報考東大，但只錄取三千人，錄取率為千分之
三點七五。

• 本國人如此，外國人亦然。目前東大共有來自
六十個國家的一千零五十名外藉學生，約二百名
來自台灣。

• 「本鄉三丁目」是離東京大學最近的地鐵站名，
一下車就可

• 以看到斗大字體的指示招牌：「往東京大學」，
但除此之外，想要看到校名很不容易。東大有好
幾個校門，但沒有一個掛校牌。沒有校牌，卻是
日本第一學府，只因其歷史背景與傳承。



十二、我國台灣大學(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台灣大學前身為日據時期之「台北帝國大
學」，成立於1928

• 年，也就是申華民國十七年。民國三十四
年政府抗戰勝利，台灣

• 光復，於十一月十五日接收該校，經改組
後更名為「國立台灣大

• 學」，由羅宗洛博士擔任首任校長。



• 台北帝大原用講座制度，其初設有文政及理農兩個學部，
有學生六十人，光復前擴展為文政、理、農、醫、工五個
學部，有學生三八二人。改組後，依照我國學制，分設系、
科，各「學部」改稱「學院」，並將文政學部劃分為文學
院及法學院，加上理、醫、工、農共為六個學院，設二十
二系。學生人數，三十四學年度為五八五人，之後院系逐
漸增加。

• 民國五十六年開辦新制夜間部，民國七十六年成立管
理學院，迄民國八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已發展為入學院，
五十學系，七十二研究所(其中五十九個研究所設有博士
班)及夜間部，學生人數已增至二萬三千零九十二人。



• 台灣大學校地，大部分設在台北市地區，除位於
羅斯福路的「校總區」外，尚有法學院設在徐州
路;醫學院及新醫院主體設在仁愛路；醫學院附設
醫院設在常德街；農學院附設之農業試驗場，部
分設在基隆路。

• 其他校地設在台北縣境者，有農學院在安坑之
農業試驗場實驗用地；設在南投縣境者，有農學
院之實驗林場及霧社山地農場；另外在陽明山有
客座教授宿舍兩處。



十三、我國中正大學(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民國七十五年，政府為紀念先總統 蔣公，並帄衡國內高

等教育的發展，經行政院院會決議，於雲嘉南地區籌建中
正大學。次年二月，組成籌備委員會，由李登輝先生擔任
召集人，進行各項建校籌劃工作。民國七十八年七月一日
正式成立，由林清江博士擔任首任校長。校訓為「積極創
新 修德澤仁」。

• 中正大學位於嘉義縣民雄鄉，校地面積佔一三五十四三
公頃。目前已成立之系所包括文、理、社會科學、工、管
理共五學院十五學系及二十六個研究所(其中八個研究所
含博士班)。未來將視國家及社會需要，陸續擴充其他學
門之學院及系所。



• 社會科學院中之社會福利學系，以培養社會福利
規劃、行政及研究人才為宗旨，為國內之首創。
理學院中之數學系，在八十三學年度擁有二十一
住專任教師，且全部具博士學位。在研究所方面，
因雲嘉南地區住處地殼板塊斷層地帶，特設立地
震研究所。

• 校內主要建築各具特色，由多位國內著名建築
師參與設計，包括行政大樓、各學院教學大樓、
共同教室大樓、圖書資訊大樓、

• 學生活動中心、大禮堂、致遠樓、學生宿舍、
運動休間設施、污

• 廢水處理廠及圾垃焚化爐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