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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教育目標為何？大學應如何幫助正值人生可塑期的年輕人成長與

發展？大學如何詮釋、提升和傳遞文化價值？當前是知識經濟的時代，需

要有專業、有創意、有視野、能與國際接軌的人才投入社會的各行各業

中，此亦是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的目的。因此，大學教育所需面對的問題

是：如何因應各大學的發展目標與特色，以及回應社會需求等現實條件所

產生的個別差異，規劃並建置合適的大學教育目標與課程？本文的基本觀

點是，大學之建立與發展，應以培育當代世界公民的素養為核心理念，而

不應僅是某種職涯上的專業能力訓練機構。故作為全校性、跨學門基礎教

育的通識教育課程，應作為發揮此理念的實踐途徑。國立臺東大學以發展

成為一所「具有特色的優質教學型大學」為教育目標，因此，教學品質的

提升乃是辦學的第一要務，再與區域文化及自然資源環境整合，建立學校

特色。通識教育以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備公誠愛嚴情操、術德兼備、博雅

涵養的現代公民為理念，並以作為大學基礎與核心教育為定位，以廣博涵

養建構宏觀視野，強化通識與專業課程之融通。自 102 學年起開始推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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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教育學程與組織的改革，建構新的通識課程架構，並預計於 103 學年正

式實施。新制通識課程架構將透過「語文能力課程」的強化、「跨領域核

心課程」奠基與「博雅課程」的拓展，以及「大學探索體驗潛在課程」的

參與，建構「作為進入公共領域閘門入口」的大學通識教育，鼓勵社會參

與及實踐，以培養學生在堅實的專業技術能力外，仍然擁有溝通學習、批

判思考、塑造品格、尊重他人、關懷生命、創造美善、迎向全球化的能

力，使其有自覺地培育自身成為具有公民素養的大學知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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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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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大學前校長德克‧伯克 (Derek Bok) 在《大學教了沒?--哈佛大學

提出的 8 門課》中提出大學教育最根本的問題：大學究竟要學生四年後帶

走什麼呢？大學應如何幫助正值人生可塑期的年輕人成長與發展？（張善

楠譯，2008，頁81）他指出任何增益大學教育的討論，皆需回答這個基本

問題，以釐清大學教育所追求的目標。然而，是否有哪個宏偉單一的教育

目標，能回答這個根本問題？大學除了提供課程，是否還有其他方式來幫

助學生成長？大學如何在教室內外，塑造一種學習環境，在智識的追求

外，仍能培養良好的品格、宏觀的視野與積極的公民參與？甚至，能使學

生在其間探究「我們是什麼？我們該如何存在？」等生而為人的大問題？

有沒有一種較完善的課程規劃，能鼓勵學生在專業知識的追求之外，同時

為培育學生的重要情操與生命價值而努力？大學教育是否能使學生在其畢

業後，為社會國家貢獻所長，同時過著充實有成就感並且熱愛生活、珍惜

生命？上述問題，皆沒有簡單的答案，但卻是所有關心大學高等教育者，

所無法迴避的思索與使命。

    尤其，當前是知識經濟的時代，更需要有專業、有創意、有視野、能

與國際接軌的人才投入社會的各行各業中，此亦是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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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然而，在此資本主義全球化與知識型態急遽變化的時代中，大學

生畢業後將進入高度專業分工化的經濟職業體系，而此體系將會要求更多

的專業學科訓練，使得大學教育漸漸朝技術取向發展，而許多大學在建立

精神價值、傳承人類文化、型塑品德情操的教育功能亦日益式微。因此，

大學教育所需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在博雅教育與職業教育、通識教育與專

業教育中取得平衡？如何因應各大學的地域性、發展程度等現實條件所產

生的個別差異，而規劃建置較為合適的大學教育目標與課程？而本文的基

本觀點是，不論時代如何變遷，大學之建立與發展，自始至終都應以培育

當代世界公民的素養為核心理念，而不應僅是某種職涯上的專業能力訓練

機構。故作為全校性、跨學門基礎教育的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應作為發揮

此理念的實踐途徑。

    在此理念下，國立臺東大學以發展成為一所「具有特色的優質教學型

大學」為教育目標，因此，教學品質的提升乃是辦學的第一要務，再與區

域文化及自然資源環境整合，建立學校特色。通識教育以培養學生成為一

個具備公誠愛嚴情操、術德兼備、博雅涵養的現代公民為理念，並以作為

大學基礎與核心教育為定位。國立臺東大學自 102 學年起開始推動通識教

育學程 (general education program) 與組織的改革，建置新的通識課程架

構，並於 103 學年正式實施；同時配合教學發展中心執行教育部顧問室第

二期「公民素養陶塑計畫」，依據八項校級基本能力指標進行各類課程發

展，以建立具有本校特色的通識教育。

    本文將闡述通識教育作為培育當代世界公民素養之理念，以及通識教

育作為大學基礎與核心教育的角色定位，並以本校新制通識課程架構與行

政措施為例，說明新制課程將透過「語文能力課程」的強化、「跨領域核

心課程」的奠基與「博雅課程」的拓展，以及「大學探索體驗潛在課程」

的參與，建構「作為進入公共領域閘門入口」的大學通識教育，鼓勵社會

參與及實踐，期待培養學生在堅實的專業技術能力外，仍然擁有溝通學

習、批判思考、塑造品格、尊重他人、關懷生命、創造美善、迎向全球化

的能力，使其有自覺地培育自身成為具有公民素養的大學知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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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資本主義全球化與知識型態急遽變化的時代中，學科分化更加多

元，大學中的新興系所隨著世界經濟發展所趨與科學技術的創發而紛紛設

立，使得大學教育的目標日益複雜，大學何以成其「大」的理念受到忽

視。當代著名思想家哈貝馬斯 (J. Habermas) 提出當代大學的現實處境，他

創用新的術語－「綑紮多重職能 (a bundling of funcitons) 」、「內在分化

的複合體 (the internally differentiated complax) 」來說明當代大學擔負多元

而紛雜的職能：

      在這個大學機構的屋頂下，有許多不同的職能傳統地綑紮在一起，因      

      而我們可以察覺：在大學中獲取科學知識的歷程不僅僅和專業技術發

      展及職業準備相互交織在一起，而且也和通識教育、文化傳遞，以及

      公共政治領域的啟蒙相互交織在一起，這對於學術研究本身而言，可

      能具有核心的重要性。(引自鄒川雄，2012，頁 35 )

    這段引文說明當代大學教育的複雜性，它同時需兼負學術研究的開創

與傳授，亦需為學生的職業培訓作準備，同時，仍需致力於文化的傳承與

學生心智的啟蒙。但即使大學教育需為學生未來的就業提供有用的知識與

技能，但它仍和以技術導向的職業訓練不同。因為，大學存在的重要意義

之一，是提升個人與民族的整體教養。因此，筆者以為大學本質中維護

人文精神價值的理念不應消失。不論時代如何變遷，大學之建立與發展，

應以培育當代世界公民的素養為核心理念，故做為全校性、跨學門基礎與

核心教育的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應在實踐校訓精神與學校辦學目標下，作

為此理念之實踐途徑。然本文在此所稱「當代公民素養」，是立足於當代

社會所需的一種精神與素質。其中包含著與功利、技術取向相對立的概

念，即廣義的人文精神，故筆者在此先為「人文精神」及「公民素養」下

一明確定義：

人文精神－是對於人的本質與活動上的一種關懷與理解，進而能使所有人   

          類過著更好的生活，這應是我們身而為人的一種基本精神。



公民素養－是促使公民形成和具備現代社會所應有的知識涵養，著重在具    

          有發掘公共性議題並以創造性解決問題之倫理、民主、科學、          

          美學及媒體素養等現代公民核心能力。

    教育部於 2011 年推動「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其中子計畫

「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的目的為「加強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鼓勵大學校院

發展統整性及融貫性之課程及活動」，並「為建立核心能力之基礎平台，

著重倫理、民主、科學、美學及媒體素養等核心能力與各學門知識領域之

有效連結，並培育具備創新、跨領域及知識統整等特質之人才」 。其強

調大學教育方式將從過去「廣泛知識」的傳授，轉換成「核心能力」的鍛

造，也強調多元思考、團隊合作、溝通協調、價值判斷能力、解決問題的

能力、行動力等能力的養成。筆者以為此概念比廣義的「人文精神」更強

調培育學生對於生活世界中公共領域之事物，具統整性價值之體會，提昇

體認層次，豐富美感之領受與實踐。而本文所稱「當代公民素養」即是指

在人文精神為基礎上，同時將強調公共性、自主性及多樣性的現代公民素

養精神納入。身處當代社會，大學教育應培養學生未來在民主運作過程

中，成為一個通情達理的積極參與者，故需透過大學基礎課程培養學生具

有人文精神的現代「公民素養」。正如當代知識社會學家德蘭迪  (G. 

Delanty ) 在《知識社會中的大學》一書中認為，大學在知識社會應成為各

種可能知識型態相互溝通交流的場所，藉以重新建立大學與社會之間的聯

繫，並恢復學科之間的交流，以及大學與社會及國家之間的新互動關係

（黃建如譯，2010，頁 184~191 ）。此觀點，亦指出大學教育應促使學生

具備現代社會所應有之涵養，成為型塑公民素養的基地。

    此外，美國知名哲學家 Martha C. Nussbaum 在《培育人文—人文教育

改革的古典辯護》中，亦以她在哈佛、布朗和芝加哥大學二十年的教學經

驗，提出她對大學教育的理想：「培育人文」。她認為大學人文教育即是

1

1

79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入口網（2014 年 9 月 12 日）。現代公民核心能力

養成計畫。網址:http://hss.edu.tw/wSite/ct?xItem=3059&ctNode=301&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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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培育全人，使之成為公民的高等教育」（孫善豪譯，2010，

頁 18 ）：

      我們現在想要建立一所學院，使女性、各種宗教和少數族群、男女同      

      性戀者，以及生活在非西方文化裡的人，都可以在這裡被看到、被聽

      到，都被尊敬、被愛，都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在這裡，世界被看成

      擁有各式各樣的公民，在這裡，我們都可以學會怎樣做一位整個世界

      的公民。（孫善豪譯，2010，頁16）

      我們的大學校園教育著我們的公民。作一個有教養的公民，意味著多

      識的事實，並且掌握說理的技術；此外，也學習如何成為一位能夠去

      愛、能夠去想像的人。（孫善豪譯，2010，頁24）

    Martha 在此提出大學教育應培育現代公民對多元文化的尊重理解，

以及建立在對所有異己文化的深刻理解下所能展現的愛與包容。「作一個

有教養的公民，意味著多識的事實」的概念，與教育部推動「公民素養陶

塑計畫」中標舉出現代公民需有「倫理、民主、科學、美學及媒體」五大

核心能力相呼應，亦說明通識博雅教育的重要性。確實，隨著高等教育的

普及化，幾乎所有人皆有機會進入大學，大學校園成為一種公共領域，其

本身即涵蓋多元的閱聽公眾，培育著未來的世界公民；而身在一個文化多

元並日益趨向全球化的時代中，作為現代公民，我們愈來愈被要求懂得有

關農業、人權、生態、甚至是政治與經濟層面的議題，才能對未來可能發

生的問題，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法；同時，我們亦可能常需對公共議題做出

決定，而這些決定，往往需要對族群、宗教或性別議題有所了解，才能做

出明智的判斷。換言之，我們期望每位大學畢業生，未來不論從事何種職

業，或是單純成為一位人民，都能成為了解並尊重差異且睿智地參與各種

議題討論的公民。

    當然，要實現這樣的願景，需考量大學專業系科與通識教育的定位與

功能。大學中的許多專業系科的學術訓練皆可以成為進入公共領域討論的

基礎，但在學科自主性的要求下，其知識發展易脫離其公共性質而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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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應用性質」及學科自身的專業性轉化。故大學中的通識教育便承擔起

重要功能，通識教育的定位若能堅強挺立，就能在各種多元的學術職能

中，發揮貫穿、統整與平衡的作用，讓我們從任何單向性或偏狹性思維中

解放出來，亦促使不同學術場域的學術活動均能浸染人文化成的精神。故

我們可以說，通識教育是以公民養成作為重要的教育目標，而公民的培養

亦必須以通識教育為基礎。因此，每所大學所設立的教育目標與貫穿在所

有系所之上的全校課程基本素養應具體在通識教育的課程中落實。如此，

通識教育應可透過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的規劃，以及各種文化與學術活動

（如學術研究、研討會、藝文交流等），使身處其間的學習者，培育自己

成為具有公民素養的大學知識份子。

    上述通識教育及其內含的人文精神必須貫穿於大學之中，使大學成為

公民素養的養成中心的理想，是需仰賴高度人為設計的學術性學習歷程。

臺東大學以「教育卓越、關懷社會、深耕研究、邁向國際」為發展願景，

以朝向「優質的教學型大學」為教育目標，期望發展以 5000 名學生規模

的「精緻且具有競爭力」的大學。本校雖位於交通較不便利的臺灣東部，

校園特色或許「小而美」，但無損大學何以成其「大」的理念與自我挺立

的價值。通識教育中心自 89 學年度正式成立，原為校內行政單位一級中

心，自 102 學年起改為一級學術單位，開始推動通識教育課程與組織的改

革，建置新的通識課程架構，並預計於 103 學年正式實施。中心理念與發

展目標經「通識教育諮詢委員會」及「通識教育行政運作及課程推動研商

小組」多次討論及辦理通識座談會凝聚共識，配合學校的發展，共同研討

訂定。期望透過嚴謹而精緻的課程規劃，並與區域文化及自然資源環境整

合，發展在地特色的主題課程，以建立學校通識課程之特色。主動邀請校

內各領域優秀師資協助通識教育中心開課，給予教學資源補助以落實學校

優質教學的目標與立足東臺灣特色的校園文化。本文將以 103 學年新制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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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規劃為例，說明本校通識教育做為大學基礎課程及對培育當代公民素

養的理念實踐。

    任何組織與制度的靈魂是理念，而組織在理念的依據下，具體展現在

制度的規劃與執行上。通識教育中心做為全校基礎課程，應實踐校訓的精

神，期望培育學術有專精、好學深思，而同時具備廣闊視野與民胞物與胸

懷的大學知識份子。臺東大學的校訓是「公誠愛嚴」，雖是從師專時代即

標舉的立校精神，但其中所蘊含公義正直、誠意正心、愛己利他與自律嚴

謹的期許，仍是學生身處社會、立足當代的重要素養，故臺東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理念為：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備公誠愛嚴情操、術德兼備、博雅

涵養的現代公民。

    在本校通識教育理念下，確定通識教育應作為大學基礎與核心教育的

定位，以廣博涵養建構宏觀視野，重新建立課程之層次性，並強化通識與

專業課程之融通，提供學生均衡之視野，以對不同領域之學科有基本尊重

與瞭解，並對人所生存之人文與自然環境建立互為主體性的關係。故在課

程改革的過程中，更釐清了通識教育中心的發展目標為以下五點，並以此

建構新的課程架構：

（一）培育基本語文能力、獨立思考的能力以開闊國際視野

    規劃「中英文能力課程」，培養學生能活用中、英（外）文表達或書

寫個人思維，在人際活動中溝通協調、解決問題，進而培養宏觀的國際視

野。

（二）建構跨領域核心基礎知識的永恆價值與知識的整體性

    規劃「跨領域核心課程」，以「均衡選擇模式」的理念，要求學生跨

領域的選課，使學生學習不同領域之基礎概念，並能以不同的知識觀點解

釋人類的生活處境，包括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領域，並透過

這些不同的知識取徑，掌握人類所面臨的重要議題。

（三）強調知識取徑的均衡性以培養廣博涵養與建構宏觀視野

一、通識教育中心理念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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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博雅課程」，強調知識的均衡與完整性，以架構「美學、哲學

與文化實踐」、「公民、社會與全球視野」、「科技、自然與環境生

態」、「自我、人際與成長調適」四大向度課程，提供學生較為全面而完

整的知識圖像，以了解：人與自我（包括生理與心理）、人與他人、人與

社會環境、人與自然世界相互的關聯。

（四）促進身心健康、拓展興趣與培養團隊合作

    規劃「體適能課程」，以各類身心促進之體能活動與理論課程，培養

學生運動的技能與習慣，樂於參與戶外活動，促進壓力調適與身心平衡。

使學生擁有廣泛的興趣，讓學生可以從更寬廣的角度面對人生的選擇，可

以多方滋潤心靈，豐富生命。

（五）啟發性向與生命探索以創造無所不在的自主學習

    規劃「大學探索體驗潛在課程」，以啟發學生性向與生命探索，並培

養其參與公共事務、社團、服務學習等，進而培養關懷情操、溝通協調及

領導統御的能力。強調與生活結合以及無所不在的學習，期盼學生思索並

創造自身的學習歷程以達到自主學習的目標。

    臺東大學在 98 學年度訂定八項校級基本能力指標 ，如下：

（一）人文關懷與藝術涵養

（二）專業知識與社會實踐

（三）多元文化與國際視野

（四）尊重生命與關懷環境的態度

二、通識核心能力與素養

2

2 在大學評鑑與教學卓越的趨勢下，各大學皆訂定「校級基本能力指標」與「院級

核心能力指標」。前者為畢業生應用專業知能應具備之一般性能力與態度，主要

透過通識課程來培養；後者為透過學院課程所培養之應用專業知能之能力與態度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2013 年 7 月 25 日）。臺東大學在 98 學年

度訂定八項校級基本能力指標，並納入通識課程教學大綱，由各授課教師填列課

程達成基本能力之配分。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2(3)，75-108



84 黃雅淳、劉金源    通識教育作為大學基礎與核心教育

（五）身心健康促進能力

（六）科學與資訊能力

（七）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能力

（八）獨立思考與創新能力

    以上八項校級基本能力是立足於當代社會所需的一種精神與素質、能

力與態度，故應落實在全校基礎性的通識課程中，並納入通識課程教學大

綱，由授課教師依課程內容屬性規劃，以完成各自側重的基本能力與

素養。

    其中「素養」乃指在培養個人成為獨立個體的過程中，成功的與內外

在環境互動溝通所具備的能力，包括認知、情意與技能。而通識教育中心

在此八項基本能力指標下，擬定出通識教育中心的六大素養：文化涵養、

社會關懷、科學精神、環境意識、國際視野、生命倫理。並分別透過「語

文課程」、「跨領域核心課程」、「博雅課程」、「體適能課程」與「大

學探索體驗潛在課程」的規劃來培育，下以先詳細定義各項素養的內涵：

（一）文化涵養：

    能欣賞人類歷史、文化與藝術之精華，提升生命層次、生活品味與美

學素養。

（二）社會關懷：

    透過公民參與式學習，轉化並實踐專業知識以進行社會服務、關懷

圖一： 校級核心能力

人文關懷與

藝術涵養

身心健康

促進能力

專業知識與

社會實踐

多元文化與

國際視野

尊重生命與

關懷環境的態度

專業知識與

社會實踐

多元文化與

國際視野

科學與資訊能力

校級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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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

（三）生命倫理：

    能夠對生命有正確的認知，認識和了解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所在，以及

知曉如何珍惜生命，並進一步維護生命的尊嚴，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起責

任。

（四）科學精神：

    追求事物的真理性、客觀性和辯證性，理解科學觀念及方法，能運用

科學解釋身邊的事情，並恰當地運用結論來引領自己的行為。

（五）環境意識：

    能夠合理地使用環境，了解人類無法與其他生物分離而完全獨立，而

與環境的其他成分互相關聯，並以節能減碳的行動，促進生態永續發展。

（六）國際視野：

    能夠以全球或更廣闊的角度上觀照事物，尊重多元族群與性別，消除

歧視與偏見，維護普世自由人權與人性尊嚴，具備國際觀並實踐世界公民

責任。

    故本校通識素養乃是透過融入課程設計，培養學生建立身而為人的

基本精神，理解人的本質、肯定自我與他人的價值、關懷群體社會、看

見地方與世界的需要、活用所學的知識與技能，進而能透過自身的實踐

與行動，使所有人類過著更好的生活。

圖二： 通識教育六大基本素養

通識教育

六大基本素養

環境意識

科學精神

生命倫理

社會關懷

國際視野

文化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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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凝聚上述通識理念、目標與素養外，更重要的是如何透過課程架構

的設計與規劃來實踐，臺東大學在 102 學年之前的舊制通識課程分為五大

向度的博雅課程，著重在知識的融通與整合性，以全人教育為目標；但為

避免課程之逸樂化與過於著重生活情意與技能之培養，故於 103 學年起實

施的新制課程，則以基礎核心教育為定位，重新建立課程之層次性，並強

化通識課程之知識傳承與發展，其中所引用的設計理論與規劃模式說明如

下。推動臺灣通識教育發展的重要學者黃俊傑教授於《大學通識教育的理

念與實踐》提出通識課程設計的三種理論（黃俊傑，1999，頁 136~148）：

（一）精義論：

    主張以經典研讀作為通識教育課程的主要內容，主張者認為人類文明

雖與時俱進，但在變遷中有其永恆不變之核心價值存在，因此通識教育課

程應以思考這些問題為中心而設計。

（二）均衡論：

    主張知識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必須統觀兼顧。為避免學術過於分

化所導致的「隧道效應」 (tunnel effect) ，必須以通識教育課程提供學生

均衡之視野。

（三）進步論：

    主張教育之內容必須與學生未來之生活相結合，為受教育者解決問

題，對其生活有所助益，故通識課程內容應力求前瞻性，為學生因應未來

生活而預作準備。此外，就通識教育的模式而言，Allen 曾就美國發展於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模式而區分為三類：

（一）分類模式 (The Distribution Model) 

    採學科為主的課程，此類課程由各領域導論式選修課程構成，課程著

重於概念、理論、經典研究結果。

（二）核心博雅模式 (The Core Liberal Model) 

    以培養跨學科思考的經典課程為主，強調公民資格 (citizenship) 及「

當代文明」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師生共同討論閱讀經典以增加批

三、通識課程規劃的理論與模式



87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2(3)，75-108

判思考能力，及對人類複雜行為的深度理解。

（三）學生個別發展模式 (The Individual Student Development Model) 

    強調學生的個別發展，著重思考歷程更甚於內容，學生在此類課程中

從事反思性思考 (reflective thinking) ，思索自身的學習，並統整自身所

學、創造深度的終身學習。（黃心怡譯，2010，頁 8~12）。

    上述通識課程設計理論與模式有相近的對應關係，如探究人類永恆不

變之核心價值的「精義論」對應於「分類模式」；視通識教育為溝通人文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橋樑的「均衡論」則對應於課程的「核心博雅

模式」；而「進步論」強調教導受教育者解決問題，又似與強調學生思索

自身的學習，並統整自身所學的「學生個別發展模式」相對應。但後者不

易展現在課程的基本架構中，而較屬於對開課科目上的審定標準，以及在

教學內容與方法上的實踐，如以學術論辯的溝通方式或以工作坊的研討、

課外活動等，來對知識的發展與生活世界的深化有所反思。

    因此，臺東大學的通識課程設計，乃是結合以上的課程發展理論與其

圖三： 臺東大學通識課程架構圖



黃雅淳、劉金源    通識教育作為大學基礎與核心教育

模式的概念元素，兼納各說之長而規劃新制課程，課程架構分為「語文課

程」、「跨領域核心課程」、「博雅課程」、「體適能課程」及「大學探

索體驗課程」五類，共計 28 學分。以上詳述其規劃：

    其中正式課程中的「語文課程」、「跨領域基礎核心課程」的規劃分

類，較著重於概念、理論、經典研究結果的「分類模式」去規劃，強調基

礎性課程的永恆價值與知識的整體性；而「博雅課程」規劃四大項度則強

調知識的均衡性，以「核心博雅模式」為概念去規劃；「體適能課程」與

「大學探索體驗課程」強調與生活的結合，較以「學生個別發展模式」去

設計。然而，各類課程的概念劃分不是絕對的，而是彼此融通，各有側

重。以下圖示之：

以下分述其詳細規劃與修課方式：

（一）語文課程：必修共 12 學分

    1. 國語文能力：必修 4 學分。

    2. 英語文能力：必修 6-8 學分。

    語文課程乃是培養學生的溝通表達能力。所有大學生皆需發展和不同

對象的溝通能力，準確而優雅的書寫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次是清楚及有說

服力的口語表達。這不論是在學期間，或在公民生活及各行各業中都是不

88

圖四：臺東大學通識架構與通識課程規劃理論與模式對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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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劉金源 (2009) 。《大學通識教育實務：中山大學的經驗啟示 1996-2006 》。

高雄市：中山大學出版社。頁 11~15 。然而，劉金源校長在此書中是以中山大學

的規劃為例進行說明，包括：基本學術能力與基礎素養培訓的「基礎課程」（國

文、英文、運動與健康、服務學習等）、人文與自然博雅涵養的「分類通識課

程」（人文、社會、自然、跨領域課程等）、以及常識性的「輔助課程」。與目

前臺東大學通識課程的規劃概念相近，但分類方式及名稱有所調整。特別是本校

的「博雅課程」並非是以常識性的「輔助課程」概念去規劃，而以黃俊傑教授以

拓展視野、消除偏見的「多樣性」；整合領域以啟發心智的「整合性」；問題探

究以穿越專業知識的「穿越性」的理念去設計課程。

可或缺的能力，這種「可以寫得很清楚，且有說服力」的素養，即 Martha

所說的「掌握說理的技術」（孫善豪譯，2010，頁 24 ）。本校將語文能

力課程設定為12學分，將近佔二分之一的通識學分數，即是期盼透過大一

到大三長期的訓練，培養學生可以準確、清晰的以中英文說和寫，將語文

學習層次提高到語文運用能力。以達到「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能力」的素

養；同時亦能透過教師課程內容的安排，達到培養「多元文化與國際視

野」、「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能力」的基本能力與「文化涵養」、「國

際視野」的通識素養。

（二）跨領域基礎課程：必修共 6 學分

    為建構跨領域學習所需具備之基礎知識，結合思想廣度與時間深度，

均衡人文、社會與科學之基本素養，以期符合本校通識教育作為基礎與核

心教育之理念與目標。此基礎課程分三領域，共15門課，每位學生應跨兩

領域選修本中心所核定之基礎課程 6 學分（由各系自訂並排除與系專業課

程相似之科目），並於一年級進行選修完畢。其課程如下：

    劉金源 (2009)   曾具體指出，為保有通識課程做為大學基礎與核心教

育的精神，此類課程必須適當分類與規劃，且應有相當的學術承載度，強

調基礎性與統整性，但亦不應過度專業；科技類的通識課程須避免技術枝

節，而應以思考討論科技與人類、社會與環境的關係為教學重點，對時代

問題、文化問題、全球問題或地域問題，加以分析辯解、集思分享，強調

各學科發展對文化、社會與對人類文明的貢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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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均衡選擇模式」的規劃，要求學生跨領域的選課，由各系自訂並

排除與系專業課程相似之科目，其目的在於使人文與理工背景的學生選修

自身較為缺乏素養的科目。如每一位理工學院的學生若能因此培養出一項

在人文藝術或社會科學領域中以興趣為導向的輔助興趣，即是大學通識教

育之成功。再者，此類基礎性課程，為學生奠定寬廣而札實的基礎，將使

他們在知識日新月異的數位時代，不斷地通過自我學習與成長，而與時俱

進，日新又新。

    跨領域核心課程的目標是培養「人文關懷與藝術涵養」、「專業知識

與社會實踐」、「科學與資訊能力」的基本核心能力與「文化涵養」、

「社會關懷」、「科學精神」、「環境意識」的通識素養。

    此外，本校在語文課程與跨領域課程的學分數高達 16 學分，便是為

了落實「通識教育應以基礎核心教育為定位」的理念。

（三）博雅課程：至少 8 學分

    大學通識教育除了應提供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等基礎知識外，亦應提

供博雅課程供學生選擇，並在課程設計上強調能力導向與問題解決導向的

教學，發展能培養學生知識反思、整合與創新能力。本校此類課程規劃四

大向度以強調知識的均衡性，而開課審核指標包括：包含人類文明基本要

素的「基礎性」；透過批判、思辯，完成人的自我解放及與人文與自然關

係的「主體性」；拓展視野、消除偏見的「多樣性」；整合領域以啟發心

智的「整合性」；問題探究以穿越專業知識的「穿越性」為主（黃俊傑，

2002 ）。此為積極性原則，而凡屬技術性、應用性、專精性、枝節性、

世俗性、市場導向性、職業唯用性之課程則不予列入。

    1. 博雅課程分成四向度，包括

      向度一：美學、哲學與文化實踐。

      向度二：公民、社會與全球視野。

      向度三：科技、自然與環境生態。

      向度四：自我、人際與成長調適。

    2. 四種向度至少選修三種向度。限大二以上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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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博雅課程每向度學分若超過上限，超過部份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

      分。

    博雅課程之設計，用意不在於灌輸各學科龐雜瑣碎的知識，而在於讓

學生透過這些課程來了解：人與自我（包括生理與心理）、人與他人、人

與社會環境、人與自然世界，相互間的關聯，使學生知道如何自在的處於

當代社會中，並提供學生較為全面而完整的知識圖像。而此類課程亦傳授

人類取得這些知識的方式，讓學生日後對其他學科知道如何入門，知道如

何在自身的專業工作上，借助其他學科的方法，以利科際整合。

    此外，每學期搭配一個博雅課程的向度，規劃「通識教育講座」，以

主題式的系列講座，邀請校內外的學者專家，從學理面或實務面，探討該

向度的相關時事議題、闡述該領域的重要理念與在現實生活中的實務經

驗，來深化豐富通識課程，此講座課程並與教育電台臺東分臺合作，將每

週講座內容經剪輯後播出，以達到資源共享及發揮更大的教學效益。

    博雅課程的目標是培養「人文關懷與藝術涵養」、「專業知識與社會

實踐」、「多元文化與國際視野」、「尊重生命與關懷環境」的態度、

「身心健康促進能力」、「科學與資訊能力」、「獨立思考與創新能力」

的基本核心能力與「文化涵養」、「社會關懷」、「科學精神」、「環境

意識」、「國際視野」的通識素養。

（四）體適能課程：必修 2 學分

    由本校「運動與健康中心」規劃授課。以各類身心促進之體能活動與

理論課程，培養學生運動的技能與習慣，樂於參與戶外活動，促進壓力調

適與身心平衡。此類課程主要培育學生具備「身心健康促進能力」、「溝

通表達與團隊合作能力」。

    大學教育的目標，除了培養學生的各方面知識能力，同時亦希望拓展

學生的興趣，以便享受豐富的人生。這些興趣可以是智識性的，如自然科

學或宗教哲學；也可以是藝術性的，如欣賞繪畫、戲劇與音樂，也可能是

終身喜愛的運動，如爬山、游泳或籃球。擁有廣泛的興趣，將避免短視的

人生觀，讓學生可以從更寬廣的角度面對人生的選擇，可以多方滋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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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豐富生命。

    課程目標是培養「身心健康促進能力」、「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能

力」的基本核心能力與「生命倫理」的通識素養。

（五）大學探索體驗潛在課程：

    成為民主社會的公民，除了課室中對智識性的理解與探究，更可透過

學生會、社團活動、社區服務及其他課外場域來學習進行，在活動參與中

驗證課堂所學，在其中有所省思，激發個人的成長。故規劃本類課程為必

修 0 學分，強調與生活結合以及無所不在的學習，並提供學生培養公民素

養的空間；期盼學生思索並創造自身的學習歷程以達到自主學習的目標，

是以「學生個別發展模式」去設計的潛在課程。包括：

    1. 必修項目：

      (1) 參加經通識教育中心認可之校內外藝文或學術活動 6 場。

      (2) 生活知能講座 4 場。

      (3) 服務學習活動 18 小時。

    2. 「成長體驗學習」活動（四項選兩項）：

      (1) 初級急救訓練 12 小時。

      (2) 參加一種校內社團。

      (3) 參與校內外競賽活動或生涯輔導講座活動 6 次。

    由於「大學探索體驗潛在課程」所強調的是學生的自我探索，結合大

學生活的歷程，主動參與規劃各種適性的活動，並發展對課室外的關懷，

故學習的環境並不僅限於校內。各個項目雖結合校內各單位規劃完善的認

證方式，但基本上，仍將採取鼓勵的方式，讓學生在大學生活中，自行創

造更豐富的學習體驗，為自己的大學生活品質負責。而通識中心亦定期規

劃各項多元文化潛在課程：如主題書展、讀書會、玩味電影座談會、有聲

情書工作坊、世界英語櫥窗、食在有趣－創意生活美語、彩繪牆，以及立

足東臺灣的山海體驗活動（太平洋黑潮賞鯨、山林足音─都蘭山體驗營、

原住民山林文化）等，期盼透過這類潛在課程，培養學生在所有公民人文

素養的能力，特別是在自主性強的課外活動中，強化其在整合各種「專業



93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2(3)，75-108

知識與社會實踐」下的體驗，培養其「獨立思考與創新能力」與「溝通表

達與團隊合作能力」等校級基本核心能力與融入通識六大素養。

肆、推動新制通識課程的整體措施

    本文雖主要探討透過課程的規劃理念與實施，落實通識課程以基礎與

核心教育為定位，以培養學生具備現化公民的素養。然而，課程的實施有

賴健全的組織、制度與充裕的經費來運作，方能更有效地來實踐理念達成

目標。臺東大學自 102 學年起推動通識教育中心組織與課程的改革，以下

簡述之：

    通識中心原屬於一級行政單位，人員編制僅有主任與行政助理一名，

並沒有正式編制教師員額。中心負責協調開授通識課程領域，由各系所支

援師資。中心下設有「通識教師評審委員會（系、院兩級）」負責通識課

程的規劃及審查；「通識教育委員會」主要任務為遴聘本中心兼任教師，

委員會成員皆由中心主任向校長推薦，簽請校長遴聘之。

    但自 102 學年起，通識教育中心提升為院級學術單位，行政上設行政

事務組組長一名，組員三名；學術任務上設有「人文與社會學群」與「自

然與應用學群」兩個領域的召集人 ，並各分該學群的「課程委員會」與

「教師評鑑委員會」。中心編制陸續加入數位專任教師、研究員、專案教

師，對於通識業務的推展，以及課程的規劃、審查、教學品保有更高的主

導權。

一、組織的調整擴編與制度建立

4

新制課程中的「跨領域核心課程」分為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三大領

域；但在學術任務上則設「人文與社會學群」與「自然與應用學群」兩大學群，

其理由主要是人文藝術與社會科學兩領域之授課教師，部份重疊，而學術任務分

組需審議課程與教師等相關議題，各別召開課程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故為

提升行政效率，在學術任務上將人文藝術與社會科學合併於「人文與社會學

群」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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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設置各項委員會（如：通識教育諮詢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院課

程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會議委員會

等），落實三級三審制度，健全中心組織，並協助審議中心相關議案、規

劃及開設通識課程。以下以 圖示之：

    值得一提的是，特別組成由校長主持的任務編制「通識教育革新推動

小組」，成員組成含教務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及通識教育中心所有人

員，包含 2 位學術組召集人；此外，視當月討論議題，邀請相關師長列

席。每個月定期召開會議討論，以有效督促通識教育之轉型與革新。

圖五：國立臺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組織與行政運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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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教學發展中心」於 2013 年 3 月開始執行教育部顧問室第二期

「公民素養陶塑計畫」，該計畫乃基於深切檢討大學的困境與應有定位，

乃是具有前瞻性、實驗性的全校型計畫，正好賦予臺東大學推動通識改革

之契機與協助。在此簡要提出幾點以「公民素養陶塑計畫」進行通識新制

課程的具體實施方式：

（一）定位東臺灣的通識課程特色

    臺東大學地處臺灣邊陲，故需找到立足東臺灣、放眼世界的教育使

命。而就地理環境而言，本校倚山面海，自然資源豐富；在人文環境上，

擁有史前文化遺址與六個原住民族群，文化多元共存；而偏鄉兒童教育的

弱勢，更提供學生社會關懷與實踐的場域，故本校通識教育即以「永續自

然生態、探索多元文化、實踐社會關懷」為特色，並在此精神下規劃相關

課程與活動，提供學生有別於在西部就讀大學所能觀照學習並親身實踐的

教學環境。

1. 永續自然生態

    本校位於臺灣的後山淨土，位於太平洋與海岸山脈及中央山脈之間，

自然資源極為豐富。為培養學生對生態環境的關懷，故定期與行政院農委

會水產試驗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等單位，合作開設與環境生態相關的

課程，如「海洋生態學概論」等課程以介紹環境與生態。同時，校內教師

定期協助開授「環境災害與生活」、「生態工法概論」、「環境保護與永

續發展」等課程，期讓學生瞭解全球環境變遷對整體生態之影響、生態變

化之間，人們所應扮演的角色及態度。此外，亦發揮臨近太平洋的特色，

開設如潛水、帆船、獨木舟等水域類的體適能課程，使學生更親近海洋、

愛護海洋。

    此外，並與「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合作規劃「海洋人文體驗營─我

們一起看海賞鯨去」；及與林務局合作辦理「山林足音─都蘭山體驗

營」；另外結合本中心「通識星光影展」，與「荒野保護協會」舉辦一系

列「2013 世界海洋日─愛上大海我的家」等活動，以幫助學生了解臺東

二、配合「公民素養陶塑計畫」進行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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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美的自然環境與山海資源，並以節能減碳的行動，促進生態永續發展，

提升生命價值。此項特色可重點培養學生「尊重生命與關懷環境的態

度」、「身心健康促進能力」的基本核心能力與「環境意識」、「科學精

神」的通識素養。

2. 探索多元文化

    臺東地區有阿美族、卑南族、魯凱族、布農族、排灣族、達悟族、噶

瑪蘭等七族原住民族，且擁有史前文化遺址及國家級的「國立臺灣史前文

化博物館」。因此中心規劃結合本校特色與在地文化精神之相關課程，如

「南島社會文化通論」、「臺灣原住民與西洋藝術的對話」、「臺灣當代

原住民文學」、「地方的認同記憶‧想像與認同」、「那山‧那海‧那人

─發現東臺灣」、「臺灣南島民族誌」、「南島社會文化通論」、「從鏡

頭看東臺灣之美」、「閱讀後山：東臺灣文藝影像」、「東臺灣影像故事

的反思與創作課程」、「紀錄片製作」等課程，成為「原住民及東臺灣」

議題的主題導向課程。將幫助臺東學生了解東臺灣的地理景觀、人文特色

及對原住民文化的欣賞理解。而本校「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碩

士班」為全臺唯一以南島文化為研究發展的研究所，師資專長十分優秀，

故能在支援中心開設相關課程。此外，中心亦辦理相關主題書展，並鼓勵

教師組成專業社群與學生讀書會共同研討相關議題。

3. 實踐社會關懷

    學生來到擁有多元族群和南島文化的臺東就學，為培養學生欣賞文化

多樣性之美，同時能關懷偏遠弱勢的社會環境，故規劃相關課程，提供學

生深化社會參與的能力。如 101-2 學期的「紀錄片製作」，由學生自主發

掘社會及族群議題，完成了論述阿美族文化議題的《潮男正傳》、討論排

灣族青年會與文化傳承的《當陽光再度升起》、關注家庭老人養護議題的

《心中的日月》、討論交通不便造成臺東音樂教育師資不足問題的《東海

岸的號角》、單親家庭個案討論的《太陽花》及記錄臺東鐵人三項選手挑

戰極限的《鐵悍》等六部紀錄片，並於 102 年 6 月 30 日舉辦第二屆「寶

桑之眼公民影展」於臺東美學館公開播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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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消費與文化」課程則引導學生反省影響個人欲求和消費行為

社會文化價值，實地至臺東聖母健康農莊參與有機農業與有機食品生產過

程，並省思綠色消費對環境的積極意義；主題不僅涵蓋食衣住行等日常消

費，也包括網路、臉書、手機等數位消費，並依性別、年齡、族群等差異

來看消費與文化的關聯。

    此外，通識教育中心規劃於 103 學年度起實施「大學探索體驗潛在課

程」，目的即為培養學生自主參與校內外公共事務，落實社會關懷。

（二）確立跨領域基礎課程的定位

    新制通識課程架構中，新增以強調基礎性課程的永恆價值與知識的整

體性的「跨領域核心課程」，分為為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三大

領域。此類課程強調基礎性、採學科為主的課程，由三大學術領域中選定

數門導論式課程構成，供學生跨領域選修；每門課程皆有召集人，成立教

師專業社團，從通識教育的意義出發，共同討論課程內容與教學大綱，以

穩定課程發展與教學品質，課程內容著重於概念、理論、經典研究結果。

此類課程已先於 102 學年以選修課開設，經試教與評鑑後的修定成果，於

103 學年正式納入通識課程架構中三大領域的「跨領域核心課程」，供全

校大一生選修。

（三）強化「博雅課程」與五大公民核心能力的融貫

    由於「公民素養陶塑計畫」鼓勵大學校院發展統整性及融貫性之課程

及活動，並能將現代公民核心能力中的倫理、民主、科學、美學及媒體素

養等核心能力與各學門知識領域之有效連結。此與本校強調公民資格

(citizenship) 及「當代文明」的博雅課程理念相應，故於新的課程向度：

「美學、哲學與文化實踐」、「公民、社會與全球視野」、「科技、自然

與環境生態」與「自我、人際與成長調適」中，先擇數門具本校代表性與

特色的課程，調整課程設計，融入五大素養，如「東臺灣影像故事的反思

與創作課程」（倫理、美學、媒體）、「閱讀後山：東臺灣文藝影像」（

倫理美學及媒體）、「科幻小說與當代世界之形成」（科學、美學、媒

體）、「民主社會與公共選擇」（倫理、民主、媒體）、「南島文化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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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宗教」（倫理、美學）與「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倫理、科學）等課

程，以培養學生統整反思的能力。並給予教師戶外參訪、協同教學講座與

教學助理之補助，期望建構具備創新、跨領域及知識統整，並能培育具公

民素養的博雅課程。

（四）配合「大一年」、「生活學習圈」項目發展「大學探索體驗潛在

      課程」

    通識中心期望培育學生的自我探索，結合大學生活的歷程，並發展對

課室外的關懷等特質，故結合過往校內各單位舉辦的「新生入學始業輔

導」、「服務學習活動」、「初級急救訓練」等活動整合於「大學探索體

驗潛在課程」中，在電算中心的協助下，規劃完整的認證制度。故而結合

公民素養陶塑計畫中的「大一年」與「生活學習圈」等項目，集注資源來

試辦規劃校外的特色活動，使學生自主安排學習進程，充實大學生活的

品質。

    以下以圖示呈現臺東大學通識課程改革架構與公民素養陶塑計畫配合

之關係：

圖六：臺東大學通識課程改革架構與公民素養陶塑計畫關係圖（王前龍，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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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所述通識新制課程的革新，重點置於課程的規劃理念與目標及制

度面上之執行措施，而未論及通識課程的教學內容與方法。然而，正如哈

佛大學前校長伯克指出，學生從大學帶走的知識和心智習慣，較少取決於

他們上了什麼課，而是取決於課是怎麼教和教得多好。學生對學科內容資

訊的記憶消逝得很快，但興趣、價值觀、認知能力以及經由自己的思考努

力所獲得的觀念或知識，則會保留得較長久。因此，教學品質遠比課程的

內容與分量來得重要，對學生的影響也較深遠（張善楠譯，2008）。不可

否認的，通識課程之教學品質向來為人所詬病，其中包括課程內容缺乏深

度、學術承載度低、學生學習意願低、評分寬鬆等問題，以致形成通識教

育邊緣化，通識課程學分淪為「營養學分」的困境。因此，推動通識課程

之革新，其中釐清通識教育做為大學基礎教育與核心教育的重要性，並建

立通識教師之理念共識有其迫切性。然而，對於提升通識教學品質乃一重

大議題，宜另撰文論述，本小節僅簡述說明在推動臺東大學通識教育革新

中，對凝聚通識教師共識之途徑。

（一）聘任通識特約教師

    臺東大學通識中心在組織調整下，亦僅有1 位專任教師、 2 名研究

員；並於 102 學年增聘 3 名專案教師，所有課程仍由全校教師依專長屬性

支援，故不論是開課數量與科目，或行政業務，皆不易穩定發展。故自 

102 學年開始，經由通識中心主任與兩位學術召集人於各系推薦的名單

中，簽請校長同意邀請 40 名教師擔任「通識中心特約教師」。預期「特

約教師」可協助中心開課及擔任各項委員會議委員，並成為本校通識教育

革新之種子教師。定期參與中心舉辦之座談會及工作坊，互相交流及精進

教學經驗。擔任「通識特約教師」之教師，因需在原來專業系所的學術負

擔上，多增加教學與行政的工作，故在教學資源、教學助理的申請上，將

優先予以補助。

（二）教師專業社群研讀通識經典

    由「特約教師」組成專業社群，定期研討通識教育之經典閱讀，凝聚

三、凝聚通識教師共識之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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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的共識，並以教學觀摩或主題式之經驗分享，以促進通識教育教師之

教學成長。本中心特約教師已於 101 學年上學期以《教育部通識譯著系列

叢書》10 冊，分組研讀，並於 2013.6.28 舉辦第一次通識專業社群教師研

讀經典成果發表會，交流彼此的看法與省思。

（三）定期舉辦通識教師座談會

    本校通識課程之革新由通識教育中心先期規劃，然後藉由公聽會或研

討會的方式，深入探討及核心價值以達成共識。故每學期將辦理全校性

「通識教育座談會」或「通識課程精進工作坊」，藉由座談或工作坊的形

式，邀請校外優良通識教師經驗分享，期望達成校內教師溝通通識教育理

念、課程觀摩與交換意見，以提升通識教學品質。如本中心於 101 學年上

學期 (2012.11.29) 辦理「國立臺東大學通識教育革新座談會」，由劉金源

校長分享通識教育理念，並邀請國立暨南大學經濟系陳建良教授，以「通

識與專業教學的琴瑟和鳴─以經濟學課程為例」為題，分享如何將「專業

課程」融入「通識理念」之示範教學。另於下學期的「通識教育座談會」 

(2103.6.28) 中邀請屏東教育大學簡光明教授以文學在通識課程的融入為

題，進行專題演講，並進行通識課程理念之實踐與課程規劃之交流，以達

到提升通識教學品質之目的。

（四）通識教師學術研討會

    鼓勵通識教師將教學研究經驗，轉化為研究議題，並發表論文，再將

此成果回歸教學面。除鼓勵教師參與校外通識學術研討會以增進通識教育

智能外，由本中心亦將定期舉辦相關研討會、出版學刊，鼓勵教師結合專

業，進行研究與交流。如舉辦於 102 學年舉辦「2013 年通識教育理念與

實務學術研討會」 (2013.4.19) ，期望透過學術論文研討會之方式，提升

本校通識教育之教學品質，同時促進臺東、屏東及澎湖地區大專校院通識

教育之合作機制，激發各界對通識教育之重視。教師之教學品質是通識教

育是否成功的關鍵，新制課程雖幾經討論而有較完整的規劃，但能否引起

校內師生對通識教育的認同與重視，並整體提升教學品質才是需持之以恆

的努力，期盼國立臺東大學能在新的組織與課程架構下，建立實踐校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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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與具有臺東大學在地特色的通識教育。

伍、結論

    本文雖主要探討透過課程的規劃理念與實施，落實通識課程以基礎與

核心教育為定位，以培養學生具備現化公民的素養。然而，課程的實施有

賴健全的組織、制度與充裕的經費來運作，方能更有效地來實踐理念達成

目標。臺東大學自 102 學年起推動通識教育中心組織與課程的改革，以下

簡述之：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與知識型態急遽變化、以及少子化的衝擊時代中，

大學教育確實面對前所未有的遽變，開始追求績效與卓越，而優質且深化

的大學通識教育，正是迎向 21 世紀大學教育轉型的重要基石。而本文的

立足點在於筆者確信強調以人文精神為依歸的通識教育，應該堅持對大學

精神與校訓的實踐，並成為當代公民文素養的養成中心。以下歸納幾點結

論說明：

一、當代大學教育需兼負學術研究的開創與傳授，亦需為學生的職業培訓  

    作準備，故有其複雜性，然而大學存在的重要意義之一，是提升個人    

    與民族的整體教養。因此，筆者以為大學本質中維護人文精神價值的

    理念不應消失。不論時代如何變遷，大學之建立與發展，應以培育當

    代世界公民的素養為核心理念，故做為全校性、跨學門基礎教育的大

    學通識教育課程，應作為發揮此理念的實踐途徑。

二、通識教育是以公民養成作為重要的教育目標，而公民的培養亦必須以

    通識教育為基礎。因此，每所大學所設立的校訓精神、教育目標與貫

    穿在所有系所之上的全校課程基本素養，應具體在通識教育的課程中    

    落實。

三、臺東大學的通識課程設計，結合「精義論」、「均衡論」、「進步

    論」的課程發展理論與「核心博雅模式」、「分類模式」、「學生個

    別發展模式」三種模式規劃新制課程，課程架構分為「語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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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課程」、「博雅課程」、「體適能課程」及「大學探索體驗課

    程」五類，共計 28 學分。透過課程落實當代的公民素養（即全本校

    課程基本能力）。

四、規劃新制課程的同時，亦同步進行通識中心組織的變革，並配合「公

    民素養陶塑計畫」建構具備創新、跨領域及知識統整，並能建構臺東

    大學特色的主題課程。同時，亦執行一系列改善教學品質、提升通識

    教師共識的措施，期盼在理念的確立、課程的改革、計畫的支持與師

    資的培育上，共同開創臺東大學通識教育的新氣象。

    大學通識教育的改革是一種永無止境、日新又新的過程，本文只是初

步提出新制課程對大學精神與通識理念的實踐，本校新制通識課於 103 學

年度正式實施，此規劃亦有待未來成效之實踐，對於通識教育的改革精進

仍有許多議題與工作項目需持續推動，例如：

一、持續不斷的凝聚共識，並強化師生對通識教育的認識，使通識教育確

    立其作為基礎與核心教育的角色，深植於大學教育當中。

二、學校當局宜持續關懷通識教育的發展，投入適當的資源，使通識教育  

    中心運作順暢。通識教育中心本於職責，不論在師資改進、課程開

    發、教學品質提昇等各方面，應不斷的加強。

三、通識教育中心應與各系所強化交流，建構更完善師資與課程整合，包

    括教師合聘、核心課程發展、專業基礎課程通識化等。

四、加強與通識教育策略聯盟的合作，並建構遠距教學模式，以利補充本

    校師資與課程的不足，並善盡服務推廣之責，提昇區域整體水準。

    因受限於篇幅，此新規劃架構之實行細節，如各課程向度及不同學群

間如何開出符合現實師資結構與專長並能堅持課程理念的適切課程，或如

單一課程如何落實公民素養理念等，皆無法在本文中詳細討論，有待未來

進一步討論及闡述。筆者期望國立臺東大學通識教育在組織與課程的改革

下，可以逐步穩定踏實的成長，以彰顯大學教育的信念與理想，同時可提

供大學規劃通識教育實務之參考。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2(3)，75-108 103

參考書目

王前龍 (2012)。以公民素養陶塑計畫強化培育學生基本能力之通識改

革途徑。論文發表於 2013 年通識教育理念與實務學術研討會暨屏東臺

東澎湖地區大專校院第六屆通識教育聯合學術研討會，國立臺東大學。

孫善豪（譯） (2010)。培育人文—人文教育改革的古典辯護。臺北：

政大出版社。

張善楠（譯） (2008)。大學教了沒？-- 哈佛大學提出的 8 門課。臺

北市：天下遠見出版社。

黃心怡（譯） (2010)。通識教育課程評鑑。臺北縣：韋伯文化。

黃俊傑 (1999)。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臺北：中華民國通識教

育學會。

黃俊傑 (2002)。邁向 21 世紀大學通識教育的新境界：從普及到深化。

交通高教研究，4，3-8。

黃建如（譯） (2010)。知識社會中的大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劉金源 (2009)。大學通識教育實務：中山大學的經驗啟示1996-2006。

高雄市：中山大學出版社。

鄒川雄 (2012)。大學通識教育與當代公民人文素養：哈貝馬斯對大學

之診斷的意義反思。大學通識，7，17-55。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入口網（2014 年 9 月 12 日）。現代公

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

網址：http://hss.edu.tw/wSite/ct?xItem=3059&ctNode=301&mp=4

  1.

  

  2.

 

  3.

  4.

  5.

  6.

  7.

  8.

  9.

10.



104 黃雅淳、劉金源    通識教育作為大學基礎與核心教育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2(3)，75-108

        What are the goal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How can university education 

help young students grow? How can the university education interpret, 

promote, and pass on the cultural value? In this new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we need more professional human resources with creativity and 

vision to involve in all kinds of business. That is the mission of cultivating

talented young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Therefore, the university education 

needs to face the challenge of how to compete with the development goals and 

characteristics from all universities and meet the need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ociety and plan and build the suitable goals and curriculum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Taitung University is to develop a high 

quality teaching university with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the first priority is to 

promote the teaching quality. The next is to integrate the regional 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The ideal of general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to 

become modern citizenship with decency, good morals, and talents, and to 

become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the year of 2013, Taitung 

University has begun to promote the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the 

reform of organization. The new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has been

A Study on the Ideal and Implement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as the University Foundation and 

Core Education: The Goals and Strategies of 
Taitung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Innovation

Ya-Chun Huang * ,  Jin-Yuan Li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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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designed and been implemented in 2014. The new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will strengthen the "language proficiency course", establish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re curriculum", develop the "liberal arts curriculum", 

explore the "university experienti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construct the 

gate of “public affairs" in university education. The new curriculum will also 

encourage university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activities, enhance the 

solid technical expertise, learn better skills of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 

thinking, and foster better characters of respect for others, caring for life, and 

goodnes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globalization ability in university and become

intellectual persons with civic literacy.

Keywords: the spirit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basic and core 
                 curriculum, civic literacy, curriculu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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