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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的
創新教學機制

    教育部自民國 101 年推動「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固然有其效

益，然面臨最主要的問題，就在於該計畫並未直指通識教育如何構思其教

學理念、教學架構與教學方法來改革，計畫期程完畢後，很難持續且有效

影響通識教育的發展。本文從三個層面來認識通識教育的創新教學機制：

創新教學理念、創新教學架構與創新教學法。從創新教學理念而言，通識

教育應該加強大學生在「精神鍛鍊」與「知識思辯」這兩大層面的陶鑄，

意即應該著重品格通識教育與知識通識教育這兩大理念，各自結合生命教

育與科學教育這兩個跨領域學門來發展，纔能使得大學生完成自身的「心

靈覺醒」，有機會成為「完整的人」；從創新教學架構而言，通識教育應

該將生命教育與科學教育融貫至基礎課程、核心課程與多元課程來實施，

並著重經典通識教育、國際通識教育與在地通識教育這三大重點，來作為

創新教學的架構，大學則應該設立實踐這三大重點的教學單位，彼此獲得

對話與整合；最後，通識教育應該採取問題本位學習法、行動學習法與服

務學習法這三種配套的創新教學法，大學教師則應該通過教學仔細梳理與



壹、前言

關鍵詞：通識教育、創新教學、生命教育、科學教育、心靈覺醒

    本文雖不是針對教育部推動「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而撰寫，

然希冀對通識教育未來成熟發展，展開嶄新的省思。臺灣是個非常親歐美

的社會，但如果拿曾任美國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總校長柯爾 

(Clark Kerr) 在《大學的功用》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的說法來檢視

（楊雅婷譯，2009：1-7）臺灣高等教育的發展，卻既沒有像十九世紀後

半葉樞機主教紐曼  (Cardinal Newman) 主張的英國模式（牛津大學 

(University of  Oxford) 是理想典範），大學像個「鄉村」，應該將「博雅

知識」 (liberal knowledge) 視作重要性遠高於「實用知識」 (practical 

knowledge) ，提供民眾真實的信條並替大眾的抱負設立目標，故實用知識

對紐曼而言，最終只是「一堆垃圾」；亦沒有像二十世紀前半葉佛雷斯納 

(Abraham Flexner) 《現代大學的理念》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 主張的德國模式（柏林大學 (Universitatzu Berlin) 是理想典

範），其認為大學像個「鄉鎮」，不應該置身社會外，必須關注整個社會

的需求，尤其應該成為研究機構，針對社會正在發生的實際問題，來從事

於專業的研究，故不應該培養「通才」而是「專才」；更沒有像柯爾本人

於二十世紀後半葉主張的美國模式（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是理想

典範），其認為美國發展的大學就實際規模而言已是個「巨型大學」

 (multiversity) ，像個「城市」，其實踐者主要是管理人員，服務項目包羅

萬象，由於其成員組織與管理體制都極其龐大，教授關注的焦點常不在教

學層面，而在如何獲取更多的研究經費來供應開銷與維繫影響。置身於學

驗證這三種教學法，結合教學來從事研究，使得通識教育獲得堅強的研究

依據，最終完成華人本土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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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殖民地的臺灣高等教育，學者常從事著學術自我殖民的工作，眼觀歐美

各領域的最新研究卻置身於學術象牙塔內，對社會實況正面臨的變化失去

敏感度與警覺性，全然沒有歐美高等教育如此複雜的變化歷程。

    臺灣的大學教育向來著重專業教育的訓練，旨在培養專門技能為首要

目標，這種專門技能並未真正關注整個社會的需求，針對社會正在發生的

實際問題，從事相關研究後再提出解決辦法，而只是在技術層面不斷向企

業靠攏，從事與企業媒合的產學合作，看不出高等教育本身宏觀的戰略視

野，這種視野其實需要更寬廣的通識素養。雖然早在民國七十三年 (1984) 

教育部頒佈「大學通識教育選修科目實施要點」，但實施過程中並未引起

太深度的關懷，各校常未經思索與規劃就繼續沿用往日共同科目的課程，

儘管民國八十五年 (1996) 九月經由大法官會議釋憲宣告「部定共同必修」

違憲，認為課程的規劃與設計實屬高等教育學術自主的環境，從此揭開大

學通識教育改革的浪潮，但實施至今已二十年，各校對於通識教育的認知

程度不足，使得其學術內涵並不深厚紮實，導致通識教育理應擔任大學基

礎教育與核心教育的角色隱而不彰，無法獲得應有的尊重，外加通識教

育與專業教育間依然很難取得適當的協調與平衡，甚至存在對峙與緊張的

狀態。

    然而，如按照黃崑巖教授的看法（見上圖），健全的高等教育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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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大學教育理念架構圖（黃崑巖，引自劉金源，2006）。



人文學術 (humanities)、基礎科學 (general sciences)、專業知識 (professional 

knowledge) 與專長 (specialties) 實是發展全人教育的根基。人文學與基礎

科學即是通識教育的範疇，在大學教育中理應扮演基礎與核心教育的角

色，裨益作為專業教育的基石，然而，該定位卻因我國大學生入學後即採

專業分流教學，長年未曾獲得落實，使得通識教育在強勢的專業教育排擠

裡日益邊緣化，徹底變成專門教育外的補充性教育，這顯然偏離通識教育

的精神，畢竟通識教育雖並不是不能融入怡情養性與生活知能這類情意

與實務的內涵，但更不能喪失通識課程本應具備的知識深度與批判特質

（劉金源，2006）。

    國內各大學通識教育發展面臨最大的瓶頸與困境，就在課程本身常沒

有架構並依據完整的教學理念來開設，發展出自成脈絡的系統，並通過相

關配套的實體教學單位，落實在通識教育課程的規劃與實施裡。面對社會

分工日趨複雜精細，相應的知識自然而然跟著越來越零碎化，大學通識教

育的主事者常因各種現實的因素，將自己學校專業科系的基礎知識課程，

加強其生活應用內涵，綜合拼裝出各種類型的「知識大雜燴」，誤認僅使

用輕鬆有趣的語言講解給學生聽，就是在落實「通識教育」，卻因尚沒有

對通識教育本身的內涵展開兼具深度與廣度的釐清，或已能滿足各系學生

選讀與本來專業無關課程的需要，卻使得學生或只選讀與未來謀職就業有

關的實用知識，或選讀不需費神準備的生活娛樂課程，重點關注在哪個老

師開授的課程比較輕鬆有趣，最後只挑不會把自己當掉的課程來選讀，學

生如有這些投機心態，當然值得檢討與檢視，但，這何嘗不正反映出通識

教育被置身在大學教育的邊緣位置，越來越遠離創設的初衷？各領域的知

識縱然被梳理得越來越細密，產業應用的需要，使得專業教育固然在大學

裡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反而更應該共同作為大學教

育的兩大元素，如同鳥高飛的雙翼般，具有相互補充與圓滿的意義，否則

理論型學術領域沒有獲得紮根的機會，學生更無跨領域的視野來思索應用

層面，反而會對專業素養的陶鑄形成重大障礙。筆者深感如欲亟思突破通

識教育面臨的瓶頸與困境，需要通盤架構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並將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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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落實在通識教育的課程裡。

    這樣的困境早年同樣充斥於美國大學校園。譬如現今已成為美國通識

教育典範的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早在 1960 年代初期就瀰

漫著拿專業教育作為主流思維的氣氛，教師升等更被教師在專業領域的表

現給主宰，其中爭取研究經費與發表學術論文更成為學術生涯的主流價

值，教師不只輕忽通識教育，更輕忽教學本身，甚至覺得參與通識教學只

會阻礙專業發展，成為被嘲諷的對象。但 1970 年代哥大開始改革教育體

制，每位來哥大就讀的新生都知曉未來八個學期要學習的四十門課程裡，

有一半要拿來充實自身的通識背景，不論他渴望成為律師、醫生、詩人或

太空物理學家，他都需要在念大學二年級前上完 68 到 78 個學分數，其中

「當代文明」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與「文學人文」 (literature 

humanities) 都是大一與大一合計 8 個學分數，採取大量閱讀經典並密集討

論的小班上課（每班 22 人），這兩門課就此成為哥大通識教育的傳統。

此外，「大學英文寫作」 (university writing) （一學期 2 學分數）與「科

學前鋒」 (frontiers of science) （一學期 2 學分數）都是核心課程，後者採

取群體授課與討論的型態，來介紹現今科學各領域最先進的發展。再者，

還有「藝術人文」 (art humanities) 與「音樂人文」 (music humanities) 這兩

門課（都是一學期 3 學分數）是持續從「文學人文」與「當代文明」延伸

下去的課程，都結合紐約大都會得天獨厚的藝文環境，使學生有機會瞭解

與欣賞藝術與音樂的各種表現，藉此培養學生的藝文素養（謝明珊譯，

2009：35-45）。

    除這些必修課程外，再加上兩門各系所開設而被通識教育單位認可自

然科學領域課；兩門有關世界主流文化的課程 (global core reguirement)；

一門外語課與體育課（兩學期，須通過游泳測驗），這構成哥大的整體通

識課程，這些課程歷經各種衝擊與考驗，儘管內容略有調整（譬如「當代

文明」就增加中國與日本的社會與政治相關教材），但整體架構至今沒有

太大差異。共同撰寫《傳統與創新》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的哥大斯

拉夫語文學系榮譽教授貝爾納普 (Robert L. Belknap) 與哥大哲學系榮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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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庫恩 (Richard Kuhns) 指出（謝明珊譯，2009：35-45），哥大的通識教

育是要面對大學正變成專業教育 (sophisticated education) ，只「訓練」卻

不「教育」學生帶來的弊端，因為這可能會嚴重影響到專家本身的培育品

質，譬如在哥大的某個研討會中，有位文學評論家問某個傑出的醫生其在

墮胎案例中給予病人的建議，是否會因黑人或白人而有不同？該名醫生突

然意識到自己從未想過拿社會學來理解自己的實際行為。哥大希望藉由通

識教育改革來融合訓練與教育的落差，組織教學團對來恢復大學各專業知

識間的連貫性。劉金源 (2009) 教授則指出 ，哥倫比亞大學通識教育能依

照理念來實踐通識教育，除有良好的課程規劃外，其投注的大量經費與人

才更是絕對關鍵點，諸如教學團隊的組成、教材的研議、教學方法與小組

討論層面都有嚴謹的規劃與實施，並有相關考核制度，這是我國目前通識

教育面臨的最大困境，我們固然應該汲取國外發展通識教育的經驗，更亟

需針對國內高等教育面臨的實況來對症下藥。

    揭櫫我們正面臨的共同事實：全球氣候異變、人口爆炸、資源的配置

日益緊張，經濟的發展使得能源需求日亟，多極化的國際秩序尚在盤整，

人心在這些外在環境的壓抑與推擠裡充滿動盪不安，青年普遍對自己人生

有著強烈的迷惘與困惑，國內高等教育如果只顧著通過學術研究來證明自

己是「頂尖大學」，專業科系的教學卻越來越「技術化」與「職業化」，

實無法回應整體環境對吾人的嚴肅質問，如欲振興大學作為培育社會菁英

的風氣，通識教育更應該肩負傳統古典大學教育的機能，真實回應青年面

對人生的各種疑難雜症，尤其應該呼喚心靈的覺醒（黃俊傑，2011b：

33-46），裨益青年做個有熱情與理想，並能付諸實踐的社會人。就國內

通識教育的長遠發展而言，其理念應該同時含攝東亞文明傳統裡稱作「尊

德性」與「道問學」這兩大概念的性質與內涵，加強大學生在「精神鍛

鍊」（尊德性）與「知識思辨」（道問學）這兩大層面的陶鑄，畢竟大學

不應只是作為知識的單向供給機構，更應該提供大學生思辨知識的機會，

不斷反省己身獲得知識的過程，從而瞭解其真偽與虛實，進而能創發新知

識，這就是「道問學」這個層面需要提供的內涵；再者，大學教育不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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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作為知識的養成教育，更應該提供大學生更堅實的身心磨練，讓大學

生明白知行合一的重要性，對自己立身處事產生宏觀的洞見與懷抱，這就

是「尊德性」這個層面需要提供的內涵。唯有把握住通識教育這個雙重性

質，纔能使得大學生完成心靈覺醒，具有整體性的視野，使得大學生有機

會「成為完整的人」 (to be a whole person) ，發掘東亞文明傳統中的通識

教育理念，當能使得人從「自我的轉化」通向「世界的轉化」，不再淪為

孤伶伶的個體，完成「成己與成物不二」的生命狀態（黃俊傑，2011a：

51-145）。

    「尊德性」與「道問學」這兩個觀念最早出現於《中庸》這本書，該

書第二十七章說：「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

中庸。」（朱熹，2003：35），從東亞文明傳統的角度來思考，精神的德

性與知識的問學獲得整合，當有益於陶鑄學生健康的身心，且不會與學生

如何規劃職涯發生抵觸。筆者觀察到這個現象已出現在大學校園：當前人

類的知識正在快速且劇烈的發展，學生在學校認真學習獲得的專業知識，

很快就會因各種條件與事實都發生改變而自然而然過期，知識裂變的速度

加快，知識更新的週期跟著變短，這就出現「知識半衰期」 (half-life of 

knowledge) ，這個說法首先出自美國數學家 Arbesman (2012) 說：「為什

麼我們知道的全部事情都有保存期限？」 (Why Everything We Know Has 

an Expiration Date？) 他指出事實不斷在改變甚至重新創發，但我們大多

數人都不能跟上變化，其做出的決策往往來自大學課堂裡傳授著已變成錯

誤的事實 (Arbesman，2012：1-6) 。知識半衰期目前已縮短到 3 年，這表

示學生在校內學習某門最新的專業知識，很可能尚未畢業，該領域的知識

就已經過期，包括大學教師在內，任何人即使在某一領域具有豐富的專業

知識，只要他不懂得持續整合其他多元新知識，很快就會落伍。由這個現

象來看，當學生在專業科系的學習無法獲得突破，通識教育即使不能徹底

解決某專業知識本身具有半衰期的現象，卻能幫忙大學生整合舊知創發新

知，開展出不同意義脈絡的知識，意即大學通識教育如提供多元的通識核

心課程與通識選修課程，讓學生將自己在通識課程裡學到的觀念與系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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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專業知識結合，就有可能碰撞出嶄新的創意發想，奠立未來在職場工

作的利基，這是最實際的產學合作。將專業知識用通識語言「轉譯」給不

同領域的學生認識，這就是知識通識教育。

    知識通識教育是通識教育的硬體 (hardware)，意即通識教育須因應知

識快速變遷，專業知識很容易因過期而失效，大學應積極從事通識教育與

專業教育的整合與對話，引導專業學院教師藉由通識教育引領學生展開跨

領域的學習。更重要的事實是說：大學生如果只具備專業知識，卻未曾認

識從事專業工作該具備的人格與倫理，諸如精敏內斂的自覺、認真負責的

態度、樂觀進取的精神與團隊合作的胸襟，將很難置身在這個高度競爭的

社會裡。大學生如果要具備這四大生命素養，斷然無法只是從事專業知識

的學習，而不注意鍛鍊自己的精神。古人稱鍛鍊精神為「尊德性」，並不

是單純指道德規範的理解與落實，這些外在的道德規範背後有個內化的過

程，首先需要從自身的反思 (reflection) 著手，這種反思具有身體性，或稱

作「體知」 (embodied knowing)，意即用身體來感知，其需要將外在世界

內化到生命裡來做工夫，整合身心最終獲得的體驗。這就是曾子為何會在

《論語‧學而》第四裡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

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錢穆，1998：9）他的反思都不是抽象

的思考，而是由外部具體事件往自家生命探問底細。將「尊德性」的概念

應用到通識教育，就可發展為品格通識教育。品格通識教育是通識教育的

軟體 (software)，意即通識教育內涵的傳習需配合健全成熟的人格素質養

成教育，重點在喚醒學生的生命自覺，課程設計看重培養學生做人處事的

態度與方法，鍛鍊其應對進退該有的生命智慧，能由多元的角度來思考問

題，共構多元社會的價值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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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問學」，意即品格通識教育與知識通識教育，這兩者有如太極的陰陽

兩儀，並不是各自獨立運作的兩端，而是在課程裡相互交會融貫實施的兩

大理念，現階段最能與這兩大理念對應的學術領域就是「生命教育」與「

科學教育」。這兩大領域並不是概念狹隘的學門，其學門都具有跨領域的

特質，從型塑這兩者作為學術領域的角度來說，知識的最重要特徵就在於

「除魅」 (disenchantment) ，意即去除意識的蒙蔽，讓人獲得可靠的知識

內容，獲得可靠的知識內容不能通過信仰，而得通過思辨，如此大學就不

能只作為獲得生活技能的技術教育，提供完全停留在應用層面的專業知

識，意即大學不能只是作為供給知識的機構，更應該提供大學生思辨知識

的方法，更深層來看，大學教師不應該灌輸學生「自己的信仰」（甚至信

念），而應該教育學生「理性的思考」，理性的思考需要師生不斷在課程

裡反省己身獲得知識的過程，從而瞭解知識的真偽與虛實，如此纔有機會

繼續創發新知識，這就是科學教育需要提供的內涵；再者，大學教育不應

該只作為外在概念的養成教育，更應該擴充大學生更精密與踏實的內在圖

像，讓大學生認識自己，進而認識自己該置身在社會的位置，從而對自己

立身處事產生宏觀的洞見與懷抱，這就是生命教育需要提供的內涵。當我

們把握住通識教育這種雙重性質，共同融貫在基礎課程、核心課程與多元

課程裡落實，纔能使得大學生完成心靈覺醒，具有整體性的視野。相關內

容圖像示意，請見「通識教育理念暨課程融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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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通識教育理念暨課程融貫圖（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因生命教育重視「人本身」的教育，科學教育重視「知本身」的教

育，「尊德性」的概念主德；而「道問學」的概念主智，前者著重的對象

在「人」；後者著重的對象在「知」，因此現階段對應的學術領域主要就

是生命教育與科學教育。國內當前的高等教育縱然有「知」，卻只是「見

聞之知」 (epistteme) ，而不是德性之知 (gnosis) ，前者只是面對物質獲得

的技術型知識，卻沒有經過人主體的經驗、反思與再創，從而駕馭物質獲

得的創發型知識。創發型知識就需要回到人本身，當人內在的心靈因覺醒

而獲得涵養與擴充，進而讓「知」與「行」獲得整合，共構出真知，這種

次第就是前面引《中庸》指出「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的意思。如張載在

《正蒙‧大心》說 (1978：24)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

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

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

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

見聞。」德性與知識整合論學，這是中華文化主導裡的東亞文明傳統，曾

經長期是東亞儒學教育的共識，內容詳可見筆者所著《書院精神與中華文

化》 (2005) 。除跨領域的性質外，生命教育與科學教育兩者共同具有「

元學術」 (meta study) 的性質，該詞彙脫胎自「元科學」 (metascience) 產

生的概念，元科學是關於科學的理論或關於科學的科學，意即將科學當作

研究對象，研究科學本身的性質、特徵、形成和其發展規律的學術領域，

科學教育具有元科學的性質，但因這裡將生命教育與科學教育共同並列討

論，並視生命教育同樣具有本質性（意即其將生命本身當作研究對象），

故採取「元學術」這個詞彙來稱謂。

    這兩種學術都是站在對學術本身展開思考的學術，掌握住這兩種學術

的性質與思維，跨越衝突來共融，則全部的學術內容都將被掌握住，並能

回應前面黃俊傑教授指出「成己與成物不二」，前者可連結到「生命

教育」（尊德性），後者連結到「科學教育」（道問學）。生命教育與

科學教育都不應該只被視作單一學術領域，而是作為通識教育的雙引擎，

融貫在各學門與各課程裡，尤其教師應該教育學生不能只從「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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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ology) 的角度來學習自己的專業，這會擁有技術知識卻不知不覺流

於「科學盲」，大學生應該從各門課程的學習裡，對科學概念、科學方法

與科學態度三個環節都有認識，纔能帶著寬闊的視野，瞭解自己學習的

專業在整個科學與其技術甚至人類文明長流中的位置，這就需要通識教育

的深層陶鑄（趙金祁，2011：48-64）；大學生更需要學習聆聽與體貼生

命，善待自己與他人，能有敏銳的精神，坦然接受加諸在生命歷程裡的磨

練與考驗。更具體來說，在生命教育層面，我們需要讓學生瞭解「生命三

問」，這包括：「我如何認識自己？」、「我如何規劃生活？」與「我如

何活出意義？」大學生如果都還不認識自己是誰，無法從各種角度來觀察

自己的潛能與限制，更不瞭解自己置身整個宇宙裡的角色，他就很容易會

對自己為何活著感到困惑，這就是現在大學生常因極細微的生活挫折就會

痛苦到想自殺的癥結；大學生要對自己此刻的生活有更清醒的自覺與安

頓，不會對自己為何要念大學感到無所適從，對生活充滿著積極進取的態

度，知道自己該補充與強化的專業知能，這更是大學教師從事教育工作應

該心懷的責任；大學生最終需要瞭解自己人生的意義，並積極奮勉活出

這個意義來，纔會感受到生命獲得收穫的喜悅，這最終就是在「成己達

人」。請見「生命三問圖」：

    孫效智教授指出（2008），通識的基本精神在於提供認識世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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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生命三問圖（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存有的多元觀點，從而形塑學生在世界觀與人生觀的共識與理想。不過，

在建立共通價值或整合理想前，應先喚醒學生意識到生命共通的根本問

題，否則，在崇尚多元的社會文化中，無共通的問題意識，而欲建立共同

價值則殊屬不易。學生如果能對人生的根本課題先建立起共通的問題意

識，便有機會在彼此的同理同感中，建立共通的核心價值與理想。探索人

生根本問題的最早提出者是孫效智教授，筆者對「生命三問」的看法與內

容與孫效智教授的「人生三問」略有差異。孫教授從該問題意識出發，開

展三個獨立面向：(1) 終極關懷與實踐；(2) 倫理思考與反省；(3) 人格統

整與靈性發展。這三大面向都屬於抽象思辨型的課題，或可濃縮在「認識

自己」這個層面來探索、反思與體驗，卻無法完整回答人有關「規劃生

活」與「活出意義」的各種複雜需要，因為該範疇並未涵蓋從生至死，人

置身在社會裡要面對的各種具體困難，諸如情感的安頓、職涯的抉擇、財

富的經營與知識的獲取，大學生這四項如未獲解答，正處於「四大皆空」

的狀態裡，如何能回應終極關懷與實踐、倫理思考與反省暨人格統整與靈

性發展這三大高度抽象的問題？筆者故提出有關生命三問的整體思維，來

避免生命教育流於片段化的困境。但筆者同意孫效智教授認為應該採取跨

領域對話與整合來作為生命教育的方法；並同意如只停留在古老傳統裡咬

文嚼字的人文學者，依其心靈架構的世界觀很可能與今日科學的世界觀有

重大扞格。如要瞭解心靈的奧秘，腦神經認識科學的新知實不容忽視，科

學家更不應持續陷溺在科學主義 (scientism) 的迷思，誤認實驗獲得的經驗

就是真理，而漠視人文領域內藏的洞識。誠如孫教授指出 (2008) ，當各

種學術領域願意更開放且謙卑來展開對話，纔能可能避免極端的化約主

義，並產出更統整且更趨近客觀真理的生命智慧。

    在科學教育層面，科學概念、科學方法與科學態度這三個環節相互牽

引著彼此的架構，意即科學教育的內涵不應該再只是依循並反映著傳統科

學典範社群認知的價值，更應該承認科學概念結構的真實特徵，轉而將提

高人的素質當作科學教育應當面對的實體，這是在藉由對科學態度的提

倡，反而徹底釐清科學概念的實質內涵，並產生對既有科學方法的反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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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生命三問圖（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轉型，從而整體拔高人的科學素養（趙金祁，2011:107-115）。除「科學

三環」外，我們如要解決大學技術化與職業化引發的問題，就應該在通識

教育讓大學生瞭解各類科學發展的歷史（如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

質與天文⋯），並瞭解這些科學背後的哲學意義，通常專業科系幾乎不大

會教自己的科系作為科學其發展的歷程，大學生如瞭解各種專業會成為一

門專業領域的科學史，就更能通過認識該科學的過去來思索其未來；大學

生瞭解各種專業背後運作的科學哲學，這種思維訓練就能幫忙學生更精確

掌握該科學，通常專業科系幾乎同樣不大會教自己的科系作為科學其哲學

的理念，大學生如果對每門具體科學的學理有更清晰的認識，進而對純粹

科學本身的哲學意涵（性質、結構與內容）有完整的理解，這對專業知識

的陶鑄同樣有益。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具有互為表裡的關係，誠如匈牙利科

學哲學家 Lakatos (1978) 說：「沒有科學史的科學哲學是空洞的；沒有科

學哲學的科學史是盲目的。」由於專業科系不太容易處理自身典範已經被

轉換的專業知識，但認識各種科學領域的發展歷程卻能讓人瞭解人類文明

如何從過去邁往未來，這對人把握自己置身於社會的位置有益，並且，各

種科學領域的內容都有其哲學理念的支撐，這卻不是專業科系會特別開課

探討的課題，通識教育著實應該加強各類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的訓練，這對

專業教育具有關鍵性的補強意義。請見「科學三環圖」：



    科學哲學的釐清對科學教育而言具有核心的意義，因為科學素養強調

科學概念、科學方法與科學態度的養成教育，卻在科學態度這個層面特別

顯得成效不彰，其癥結就在科學態度與道德規範常被混為一談，道德規範

本來就具有高度的主觀性，即使獲得該文化全部人的同意遵從，只要跨過

該文化，就不見得能繼續獲得其他文化的共識，致使其無法化約成具有普

遍性的科學標準。科學發現具有普遍性（或反覆驗證性），這來自人們相

信科學知識是個累積的過程，會隨著時間的增加與實驗的累積，讓人對外

在世界的認識有越來越清晰的輪廓。但 Kuhn 提出科學發展總會經歷革命

的歷程，科學知識系統的架構來自其核心信念組織出相互支持的融貫系

統，科學知識的累積都只是在各自的典範 (paradigm) 內運作，共構典範內

的常態科學 (normal science) ，如若經歷觀念革命，則過去的說法就有可

能會被全盤推翻（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與錢永祥譯，2010：53-65）。

當發生科學革命，科學立即出現典範轉換 (paradigm shift) 的現象，兩個前

後不同時期典範獲致的發現，彼此間卻具有「不可共量性」  

(incommensurability) ，不同的知識系統背後不同的觀念脈絡，根本無法比

較其對錯（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與錢永祥譯，2010：203-205）。通

過認識科學史來釐清我們正置身在如何的科學典範內，並懂得選擇或轉換

科學典範來獲得科學知識，這是我們為何要在通識教育思索科學哲學的

原因。

陳 復    革新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的創新教學機制134

    有鑑於通識教育對振興國內高等教育具有相當的重要性，我國教育

部為落實通識教育改革，自民國 101 年推動「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

畫」，其認為現代公民是面對 21 世紀風險挑戰而能適應的人，這樣的公

民並不是獨善其身，還應該建立與他人良好的互動關係，關注臺灣與世界

重要議題，積極參與公共事務，藉由實際行動來關懷社會。教育部希冀從

五大素養作為重點來培養現代公民，包括倫理素養、民主素養、科學素

參、雙重理念如何融貫發展出特色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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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媒體素養與美學素養，冀圖學生發掘公共性議題並從中創造性解決問

題。基於這樣的思路，教育型態應從過去「廣泛知識」的傳授，轉換成「

核心能力」的鍛造，強調多元思考、團隊合作、溝通協調、價值判斷、解

決問題與行動實踐的養成，藉此提升高等教育品質，進而養成具備創新與

統整知識的跨領域人才（教育部，2012）。該計畫除強調通識課程本身的

系統性外，更重視加強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間的融通，希望營造具組織性

與整合性的環境教育與生活教育。該計畫具有長時間與切身性兩大特色：

(1) 倫理、民主、科學、媒體與美學這五大素養的培育，需要適當生活環

境的長期浸淫，各大學宜規劃校園的制度與環境，使得師生能產生綿密且

有意義的長期互動學習；(2) 未來的教育場域與其教育主題已逐漸向外擴

散，轉型為關注社會與職場這類議題，故現代公民的培養需運用真實情境

來展開（教育部，2012）。這些觀察誠然是一大突破，且與本文的觀點不

謀而合，然而值得思考如下問題：該計畫並未直指通識教育如何構思其核

心理念、教學方法與課程架構來改革，計畫期程完畢後，該如何持續落實

改革成果呢？

    前面從生命教育與科學教育的角度來詮釋品格通識教育與知識通識教

育，希冀指出落實通識教育該有的具體理念，通過釐清雙重理念當前適合

對應的學術領域，裨益大學教師更精確引領學生認識品格通識教育與知識

通識教育的宗旨，意即品格通識教育並不是單向灌輸的道德教育，而是思

索存在本質並落實於人事的生命教育；知識通識教育並不是重複學習的專

業教育，而是思索概念本質並應用於環境的科學教育，這兩種教育的統

整，將能裨益通識教育獲得更實質的內涵。並且，生命教育與科學教育如

欲獲得有效統整，大學教師本身需要具有紮實的學術涵養，尤其我們置身

在華人社會，學者應該要具備華人本土學術的理論思維訓練，研究的內容

應該直視本土並回應我們共有的生活經驗，纔能進而成為通識教育的優質

教學工作者。本文進而想釐清這雙重理念如何融貫發展出特色通識課程。

首先，我們應該來思考通識教育應該著重發展的子項目，這些子項目首先

應該思考如何讓通識教育的基礎課程、核心課程與多元課程真正完成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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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旨趣，而不再停留於往日「共同科目」呈現的概念瓶頸，因此，如

果結合前面雙重理念來思考，就可進而探討如何藉由這三種類型的課程來

實施生命教育與科學教育的內容，尤其基礎課程應該將工具型的內容轉換

成開拓「人」對「知」的視野；核心課程應該將根本型的內容轉換成關注

「人」與「知」的內涵；多元課程應該將生活型的內容轉換成豐富「人」

對「知」的體驗，從這三大角度出發，裨益雙重理念獲得堅實的骨幹，筆

者基於「核心課程義理化」、「基礎課程通識化」與「多元課程社區化」

的原則，僅提出三大重點（或稱亮點）來作為通識創新教學的架構：

陳 復    革新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的創新教學機制136

    通識教育應該要設立負責通識核心課程的單位，藉由經典通識教育來

關注核心課程的實施。任何課程會被視作核心課程，除表示該課程應該被

安排為必修類課程（或某學群範圍內作為必選課）外，更意謂該課程應該

提供大學生不可不理解的知識或不可不具備的品格，尤其需要通過「經典

傳習」來培育學生具備該素質。人類文明的各種結晶，不論是文化藝術領

域、社會科學領域與自然科學領域，都各自有「開宗立派」的經典，其內

蘊著歷久彌新的義理，使得該領域獲得學者的承認，並持續展開相關研

究，這些內容不論滋補著人的知識或品格，都應該作為師生共同傳習的資

產，在教學裡實施，我們可在核心課程內再設置實踐具有生命教育與科學

教育內涵的各種學群（其細項內容可按照各大學發展核心課程綜合衡量的

義理脈絡來因革損益），著重開發其含攝的經典通識教育，意即不同學群

開的課程，都要釐清各自學術的源頭與脈絡，引領學生思考其內含的科學

教育或生命教育義理，設計相關核心課程的教學目標，旨在裨益學生奠立

深厚的知識與踏實的品格，深化人文與科學這兩大範疇的對話與平衡，通

過己身的奮勉，再將學術統合，誠如《莊子‧雜篇‧天下》該篇第三十

三說：「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

裂。」（錢穆，1989：269-271）從事經典通識教育的大學教師本身應該

具備統整的學術訓練，使其「學術恢復道術」，讓學生有機會認識學問的

一、經典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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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藉此看見整個宇宙生成變滅最純淨的本質，讓裂變的道術再復

歸如一，這就是經典通識教育責無旁貸的使命。

137

    華人社會的文化正逐漸在交融與引領國際潮流的發展，通識教育應該

要教導我們的大學生具備更恢弘的國際視野，其基礎課程應該設立負責語

言課程的單位來發展國際通識教育，並將其通識化，因為這類課程往日在

各大學常只是純粹的語言教學，尚沒有意識到其可作為通識教育的載體，

讓語言蛻變為文化交流的載體，通過語言教學讓本校學生打開國際視野，

認識各國文化，從而思考不同文化脈絡背後的義理，並練習跟外國人士闡

發自己的文化，各大學更應該接納國際交換生來推廣華語教學與中華文

化，培育學生成為具備國際溝通技能的菁英，引導其到國外大學交流並參

與國際性活動，使得大學校園就成為國際合作舞台，裨益大學生培育國際

通識教育的素養。國際通識教育重點在藉由各國不同的語言來認識通識教

育（不僅是英語），其教材不能再只是閱讀支零破碎的短篇文章，只是解

釋其單字、片語與文法，大學教師更應該在語言教學外，具有通識教育的

訓練與素養，課程應該規劃有完整結構的教學大綱，其課程內容應該關注

生命教育或科學教育的傳習，譬如就生命教育層面而言，可藉由閱讀國際

外語新聞報導的時事認識生命教育議題；或藉由閱讀印度新世紀思潮的大

師著作來思考其生命觀；或藉由舉辦國際交流營隊交流與體會各國人民對

待生死的不同態度⋯。就科學教育而言，可藉由蒐集歐美的能源政策相關

資料來探索再生能源議題；或藉由閱讀歐美科學史的發展歷程來釐清科學

典範的轉變；或藉由觀看與討論外語科學影片來學習科學領域的新知，來

作為打開大學生國際視野的教學策略。

二、國際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應該設立負責通識多元課程的單位，藉由在地通識教育來關

注多元課程的實施。相對於核心課程常會採取具有必修意義的制度，多元

三、在地通識教育



課程則應該儘可能提供大學生自由選擇各種通識教育課程的機會，但臺灣

各大學發展通識教育的缺失正出現在這裡，有些大學就在多元選修課程裡

開設博弈課，儘管開設的教師表示其教學目標在學習數學機率或工商管

理，但這種完全按照社會脈動來開設的課程本身正反映出社會問題，如果

在職業學校開設相關課程或能理解，但開設在大學，則已遠離藉由通識教

育的實施來澄清與恢復大學精神的本意，這正是大學教育不應該直接完全

變成職業教育的原因。包羅萬象的通識選修課程最終要有個「萬變不離其

宗」的原則，尤其應該著重發展這個特點：不論生命教育類型或科學教育

類型的課程，都應該儘可能運用校外自然與人文的在地化資源，常讓師生

有機會踏出校園，離開平日只是在教室坐著聽講的習慣，來到校外實作，

藉由服務學習與觀察體驗的辦法來深化學習內容。相對來說，經典通識教

育確實比較重視「文本的學習」；國際通識教育則比較重視「語言的學

習」；在地通識教育則應該特別重視「生活的學習」，儘管學習性質不

同，都無法離開認識生命教育與科學教育的相關內涵。這三種不同的學習

型態應該有不同的教學法。大學發展通識教育，其間要有個層面引領大學

生低頭回眸我們的鄉土，仔細觀察並認真參與自己生活的環境，與社區民

眾來往（包括到各社區舉辦各類講座活動來深化民眾的通識素養），從中

汲取正向的營養，當學生願意深度凝視這片滋養你我的水土，自會獲得品

格與知識豐富的回饋。

陳 復    革新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的創新教學機制138

    通過品格通識教育與知識通識教育這雙重理念融貫落實到經典通識教

育、國際通識教育與在地通識教育，預期將使得三大各具特色的通識教育

獲得堅強的骨幹與架構，內涵不至於太發散與擴張，但，有理念支撐的通

識教育如望落實，我們還需要具有創新性的教學法，來讓這三大通識教育

真正影響到學生的心底，並藉由這些創新教學法在教學過程中探索與回應

生命教育提出的「生命三問」與科學教育提出的「科學三環」。首先，這

肆、落實通識教育：三種配套的創新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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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要提出問題本位學習法 (prolem-based learning,PBL) 來作為通識教育主

要採取的創新教學法。問題本位學習法是指教師藉由結構模糊的問題作為

學習情境，讓學生扮演問題的持有者 (stake-holder)，主動應用整合新舊知

識，合作討論提出問題並尋覓答案（由已知推向未知），來共同架構課程

的內容，藉此培養學生對社會的關懷，並懂得如何解析、省察與解決問題

（楊淳皓，2012：2-12）。教師使用該創新教學法提出的問題絕不能流於

虛無，都是取材自真實世界中發生的疑惑，藉由大家共同的經驗來作為課

程內容，把學習放置到複雜而有真實性的問題情境裡，從事情境化教學 

(contextual teaching) 與情境化學習 (contextual learning) ，很自然就會激勵

學生主動思考來探索的精神，從而學習隱含在問題背後的科學知識或生命

品格，獲得「跟著一輩子」的觀念，進而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這是比職

業教育更實際在影響大學生整體人生的教學法。問題本位學習法預設著建

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的哲學，意即知識不再是由上游到下游的灌輸，而

是教育者與學習者共同架構出的成果，該教學法應該落實到包括經典通識

教育、國際通識教育與在地通識教育在內全部通識教育課程裡實施。

    在大學使用問題本位學習法來作為主要教學法，其背景因素需要從臺

灣教育的長期弊病來認識。因為升學主義的長年影響，在「考試領導教

學」的僵化學習環境裡，臺灣學生從小學、國中到高中都只是在學習「套

裝知識」，意即由各專業科目的學者根據其研究成果來編撰相關教科書，

並按照教科書的內容來作為課堂教學、成績評量與學校分發的依據，致使

學生只能從事反覆記憶與演算的學習，完全沒有機會從自己實際生活來整

合與歸納出「經驗知識」。這種十二年一貫的教育型態，只能像是罐頭工

廠製作罐頭產品般，使得臺灣學生的優異表現變得標準化，卻普遍不具有

自學精神，更不容易激發潛能，展開各種需要靈活頭腦纔能從事的發明與

創作。由通識教育的角度來發展問題本位學習法，目的在改變大學生往日

被動與依賴的教育習慣，引領大學生懂得如何藉由蒐集資訊、自發思考與

合作討論，來共同架構出對議題的認識，其最適合於通識教育的原因就在

通識教育不再是「給標準答案」的教育，而是「給探索問題」的教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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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探索問題的辦法常會引發出不同角度的答案，這正是最有意思的思維過

程。大學教師應該藉由問題本位學習法讓大學生體會思索的焦慮、困頓與

複雜，最終洞見實相，而不是再拿紙筆測驗來評估學生是否「忠於教師個

人講授的知識」，這正是大學旨在培養知識份子的教育目標。問題本位學

習法因對答案抱持著開放的態度，不只能給學生靈活的學習空間，更能給

教師本身靈活的教學空間，使得教師同樣能藉由教學來充實自身的「經驗

知識」，這正是「教學相長」的經典呈現。

    除問題本位學習法外，這裡在還要談行動學習法 (action learning) 。

行動學習法有廣義與狹義兩種角度。廣義的行動學習法包括各種教師引領

學生自發學習的教學法，這包括問題本位學習法與後面要談的服務學習

法在內都可稱作行動學習法；狹義的行動學習法則專指教師引領學生直接

在實踐的過程裡，通過掌握相關專業知識來面對具體問題，從而釐清問題

的存在本質與引伸現象。行動學習法最早出自英國管理學大師 Revans，

不過他本來只是將行動學習法用於組織培訓工作，共構學習型組織

 (Revans，1982) ，並未注意將其應用在大學通識教育的教學場域。

行動學習法有個公式：L=P+Q，意謂著其學習 (L) 要通過把握專業知識

 (P) 並提出深刻問題 (Q) ，將兩者相互結合來完成，這個專業知識主要是

指有關深刻問題的相關資訊，該教學法很適合國際通識教育與在地通識教

育，當教師希冀在課堂外展開教學，就可將校外的某個國際環境或在地環

境視作學習的場域（對象），先蒐集有關該環境的資訊（包括歷史資訊與

實務資訊），再藉由實際踏查獲得今昔對照來發掘問題，並因師生在該場

域的共同討論來釐清資訊的正誤，藉此獲得經驗知識的學習。行動學習法

是對傳統課室教學的重大調整，當通識教育的學習對象不再只是課本，而

是具體的「人、事、時、地、物」，英文稱作 5W (who, what, when,

where, why) 要領，該學習就能變得靈活有趣，能與課本相互印證，上課

過程很適合與問題本位學習法相互搭配來運作，令學生在藉由討論與合作

來發掘問題並獲得共識。

    最後，還要探討服務學習法 (service learning)。該學習法本來不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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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卻相當適合通識教育的教學，尤其可應用於經典通識教育與在

地通識教育。服務學習法強調「服務」與「學習」這兩端的相互結合，在

服務的過程中獲得學習效益。美國學者 Jacoby 認為服務學習是種經驗教

育，學生在這種型態的教育裡，參與經過縝密規劃的社會性服務與結構化

設計，應用學校所學的知識與技能，結合該社區民眾的需求，在服務學習

中反思 (reflection) 和互惠 (reciprocity)，藉此提昇學習成效，反思是指學

生在服務學習過程中對問題的思考與省察，互惠則意指學生不再僅把被服

務者視為被幫助的對象，更是自己從中省察與成長的泉源，並使得包含學

生、學校與社區這三端都發生改變與進展 (Jacoby,1996: 5-7)。服務學習法

除適合在地通識教育外，會特別需要應用於經典通識教育的原因，就在該

通識教育如果只從事文本的學習，未曾通過服務學習來印證，則很容易變

得讀死書的教育，尤其經典通識教育內蘊著各領域大師的智慧結晶，這些

學說都是通過實際考驗來證實成立，大學教師更應該在課程裡設計服務學

習的機會給學生，裨益學生對文本獲知的內容有更深刻印象。大學不只對

校內大學生負有教育的責任，更對周圍社區民眾有服務的責任，結合校內

學生與社區民眾共構出服務學習，使得通識教育變成實踐大學精神的教

育。問題本位學習法、行動學習法與服務學習法這三種創新教學法的最大

共同點，就在強調經驗知識的養成，不再繼續拿套裝知識來填塞大學生的

學習歷程。有關通識教育的教學架構與教學方法，其完整配套關係請見

「通識教育羅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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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通識教育羅盤圖（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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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103 年 7 月，新任教育部長吳思華接受《聯合報》專訪表示（林

秀姿，2014），他上任後將要扭轉「重理工輕人文」的慣習，他覺得研究

須跟在地發展連結，纔能提供產業轉型參考，他舉以色列發展科學的初衷

在解決本土問題，最後世界聞名為例，指出臺灣學者如果倒果為因，只希

望登上國際期刊拼點數，是否曾反省論文刊登後，替臺灣或世界帶來什麼

貢獻呢？他覺得學術最終要能解決社會的問題，滿足大眾需求，纔算是有

價值。筆者很樂見吳思華部長上任就提出這麼深刻的看法。請容筆者繼續

指出，臺灣學術環境如果有「重理工輕人文」的現象，人文學者（其實包

括人文藝術領域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工作者）自身要最重要的負責任，

我們學者要不投身於激烈抗爭的社會運動，要不投身於莫測高深的「I 級

論文」，究竟有沒有從專業出發，直視我們生活的環境，針對我們社會正

在發生的問題，不只提供符合學理經得起論證的研究，更將這些實徵研究

歸納整合成理論，完成具有人文素養的華人本土社會科學呢？答案恐怕並

不樂觀。理工與人文本不是兩個對立的領域，臺灣高等教育的問題癥結並

不是「重理工輕人文」這六個字，癥結在於理工與人文這些領域各自學有

專精的學者，都不見得在意人文素養，更不在意各自領域該有的科學哲學

根據，致使即便在人文科系從事專業學術工作的學者，都只鑽研專業議

題，其研究成果很難展現全人角度的整體關懷；在理工科系從事專業學術

工作的學者，則不大關注其學門依據的本體論與知識論，兩者更顯見我國

高等教育長年通識教育不彰產生的影響，並且，在英文的語意與語境裡，

「general education」這個詞彙反映其確實具有專業教育某種補充性質，

國內翻譯成「通識教育」卻豁然張開該概念大可內蘊的廣度與深度，本文

正企圖提供一條思索的路徑。

    當筆者看見身為知名數學家的中研院士邱成桐教授回應吳思華接任教

育部長，接著表示一流的科學家絕對是從人文素養中孕育出來，而不是「

膚淺的通識教育可以補足」，基於這個思路，他因此建議教育部再增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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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系。筆者同意其上半段發言，卻無法同意其下半段發言。正因我們理

工與人文的學者常沒有機會養成通識教育這種跨領域的視野，只在意純粹

應用性的研究成果，當研究成果與環境需要脫節，則無法因應變局來整合

與創發新知，這不正是未曾孕育人文素養所致？但，人文素養並不是加強

學習人文相關專業知識就能輕易獲致，人文相關專業知識越精深的學者，

都不能保證具備人文素養，不加強學生甚至教師的通識教育涵養，再增設

幾間人文科系，最終依然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如欲徹底解決「重理工輕人

文」的現象，我們就應該慎思這種現象背後反映的根本問題，而不僅是單

純調整學門經費的比重，否則只增加某幾項人文專業領域的研究經費，恐

怕依然無補於學術研究與社會脫節的問題。教育部應該重視通識教育的跨

領域教學，尤其應該重視通識教育本身都需要有相應的通識研究來做實踐

的基石，並支持學者最終架構與發展具有人文素養的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理

論，各大學自身則應該將通識教育歸類出經典通識教育、國際通識教育與

在地通識教育這三大架構，設立實踐這三大子項目的教學單位來各自著重

發展，大學教師則應該通過教學來仔細梳理這三大子項目的三大教學法，

裨益結合教學與研究，讓通識教育澄清與恢復大學精神，纔能真正挽狂瀾

救時弊，再創臺灣高等教育的新氣象。

    誠如美國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前校長柯南特 (James Bryant

Conant) 於西元 1943 年召集該校文理學院與教育學院的教授組成「自由社

會通識教育委員會」，並共同提出《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這本報告，裡面指出我們正處於專門主義

 (specialism) 的時代，這導致知識的驚人擴張，並反過來更滋長專門主

義，卻更使得公民因關注自身領域的知識反而變得彼此疏遠，並對自身領

域外的知識更顯得無知。專門訓練奮勉在提供學生各種不同的人生道路；

共同教育則期待培養學生公共精神，這兩股能量應該保持何種關係呢？該

報告指出每個人為營生都必須精通某個職業，正因如此，通識教育才有其

重要性。由於沒有人能樣樣精通，每個人在多數領域都得完全相信他人的

判斷（譬如相信醫生、律師、水電工人或投資顧問的建議），每個人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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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需要某種智慧，裨益辨識專門行家與江湖術士，甚至辨識較優與較差的

專家，通識教育的目標就在於提供人宏觀的批判意識來認清任何領域的專

家，畢竟每個領域都有自身的規範與風格，包括工藝、體育、藝術或學

術，受過良好教育者都應該要能辨識自身專業領域外的內行人與冒牌貨。

因此，筆者認為通識教育亟需作為科學與人文的平衡點，讓每個接受通識

教育的學生都能辨識自身專業領域外的行情。但，如欲具備這種「通識技

能」，需要高度的精神鍛鍊與知識思辨，該報告的優點在指出知識思辨的

重要性，卻因文化與時空的背景差異，使得其並未提出品格陶冶對提升學

生素養的核心意義（謝明珊譯，2010：56-62）。並且，實踐兼顧德性與

知識的通識教育理念，宜考量各校通識著重的教學目標與教學方法，做精

確且縝密的評估與調整，並在實施過程中看見學生個人特質的差異，纔能

獲致「因材施教」的效益，從人本身的角度來教育人，這同樣是種奠基於

東亞文明傳統的風格。

    上圖稱作「生命教育與科學教育融貫教學架構圖」，生命教育與科學

教育應該要有如「漏斗」般，潛移默化滲透到經典通識教育、國際通識教

育與在地通識教育這三種教學架構，讓大學教師的授課自然呈現相關議題

的探索。筆者曾深入研究中華民國科學教育之父趙金祁教授的理念，發現

生命教育與科學教育這兩大角度乍看關注的層面與思考的理路頗有不同，

圖六：生命教育與科學教育融貫教學架構圖（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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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卻完全不相違背，甚至具有相輔相成的深意，故特別整合這兩大角度

來提倡通識教育的實施，裨益師生意識到「人社學習中有科學，理工學習

中有生命」。趙金祁 (2011：239-253) 教授在〈大學教育中通識化科學課

程的必要及實踐進向〉指出：大學的通識教育應該促進人的主體自覺，最

終回歸學習者個體「身，心，靈」三者的陶冶與教化，培育學生對「天，

人，物，我」四者的認識與應對，知曉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定位和角色，

這個主張開設的課程就會具有生命教育的特徵；趙教授主張開設「通識化

科學課程」，藉此探索科學的人文面向，來讓非理工背景的大學生認識科

學，增加學生的科學素養，趙金祁 (2011：220) 教授冀圖通過通識教育平

衡科學與人文這兩端，讓大學生學習科學教育的過程裡，除「求真，求

善，求美」外，同時應該再把握住「求如」，意即不受外界的干擾，取得

理性與感性的平衡點，生命做出自問良心而無愧的判斷。該論點可令我們

看出這種具有前瞻性的科學教育，其實與生命教育兩者具有異曲同工的特

質，臺灣各大學日益滑向職業教育，通識教育實已成為維護大學精神的脊

樑骨，通過這兩大角度來落實通識教育的理念，當能恢復通識教育的理想

性，讓大學生更清晰認識自己來大學展開精神鍛鍊與知識思辨的意義，意

即通過「尊德性」與「道問學」這兩條路徑重新「成為完整的人」，使得

通識教育對維護大學教育品質產生關鍵性的貢獻。

    文末，基於對「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的關注，筆者建議教育

部宜思考這個攸關通識教育發展的核心問題：「公民」 (citizen) 並不是個

驀然從雲端冒出的觀念，本不能純粹只在教學現象面從事於精進育成工

作，任何希冀指向未來社會的公民素養陶鑄，都需要打開其時間向度與空

間向度，意即縱向溯源到自身文化的脈絡，並橫向連結到自身社會的實

況，才能完成公民素養陶鑄的立體構面。如果這個大根大本的說法立基無

誤，我們就應該掙脫英文語意對「general education」的概念侷限，不再

將通識教育單純視作專業教育的補充性課程，而宜架構通識教育自身的專

業性，使得通識教育變成「中庸教育」，真正完成《中庸》第二十七章

說：「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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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自身的專業性就來自「致廣大而盡精微」裡，其專業性的開展則不能

沒有厚實的通識教育研究做基石，從相關理論研究出發，回應與對照當前

社會實際的發展與需要，教育學生面對從國家到自己的各種具體問題時，

能具備真誠的生命關懷並具有堅實的科學素養，不再人云亦云的使用民粹

語言來認知與討論事情，果真如此落實「精微面」與「廣大面」，難道不

是最實在的公民陶鑄？這就是筆者為何會希冀指出：「通識教育應該成為

完成華人本土社會科學指標性學術領域。」因此，教育部未來如辦理新的

通識教育計畫，或可思索如何完成通識教育的立體構面，從這個關鍵思路

展開對外徵件，讓從事通識教育的教師藉由這種思路發展的計畫展開「知

行合一」，獲得在高等教育的工作尊嚴與工作價值，執行該計畫的大學通

識教育單位能不再僅是專業教育聊備一格的附屬機構，更轉型成為維護大

學精神於不墜的學術堡壘。

陳 復    革新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的創新教學機制146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4(2)，121- 152 147

參考文獻

朱熹 (2003)。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受訪人：趙金祁，訪談人：陳正凡（陳復） (2011)。趙金祁回憶錄。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

林秀姿 (2014)。吳思華上任將扭轉預算「重理工輕人文」。線上檢索

日期：2015 年 4 月 2 日。網址：

http://mag.udn.com/mag/beijing2008/storypage.jsp?f_ART_ID=528130

林秀姿、陳皓嬿 (2014)。扭曲的高教：拚論文 預算向理工科傾斜。線

上檢索日期：2015 年 4 月 2 日。網址：

http://mag.udn.com/mag/edu/storypage.jsp?f_ART_ID=528120

孫效智 (2008)。以生命教育為核心的通識教育。通識在線，19，3-5。

張載 (1978)。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

教育部 (2012)。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說明。線上檢索日期：

2015 年 4 月 2 日。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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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復 (2005)。書院精神與中華文化。臺北市：洪葉出版公司。

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 (2010)。科學革命的結構。臺北市：遠流出

版公司。

黃俊傑 (2011a)。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臺北市：中華民國通識

教育學會。

黃俊傑 (2011b)。大學通識教育探索：臺灣經驗與啟示。臺北市：中華

民國通識教育學會。

楊淳皓 (2012)。問題本位學習 (PBL) 的理念。載於楊淳皓（主編），

大學 PBL 課程教學實務：宜蘭大學的經驗與省思（2-12 頁）。宜蘭

縣：國立宜蘭大學人文暨科學教育中心。

楊雅婷（譯）(2009)。大學的功用。臺北市：韋伯文化國際出版公司。

趙金祁 (2011)。趙金祁科教文集（下冊）。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科學教育中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48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陳 復    革新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的創新教學機制

劉金源 (2006)。我國大學通識教育的現況、問題與對策。通識學刊－

理論與實務，1(1)，1-30。

錢穆 (1989)。莊子纂箋。臺北市：東大圖書公司。

錢穆 (1998)。論語新解。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

謝明珊（譯） (2009)。傳統與創新。臺北市：韋伯文化國際出版公司。

謝明珊（譯） (2010)。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臺北市：韋伯文化國際

出版公司。

Arbesman, S.  (2012). Half-life of Facts: Why Everything We Know Has an 

Expiration Date？ New York: Current Hardcover.

Jacoby, B., & Associates. (1996). Service-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Concepts and practic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Lakatos, I. (1978).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ational reconstructions. 

In J. Worrall & G. Currie (Eds.), The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pp. 102-13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vans, R.W. (1982). 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Action Learning. Bromley: 

Chartwell-Brat.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4(2)，121- 152 149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Support Mechanism to
Reform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a of the University

Fu Chen

        Since 2012,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d ever promoted the “The project

of core competencies to develop modern citizens” with expectations of bringing 

positive benefits. One of the critical challenges of the project has been the lack 

ofteaching ideas, teaching architectures and teaching methods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More importantly, its sustainability for future development with 

consistency and efficacy has also been concerned by the general education 

community.Three aspects were used by this paper to understand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echanisms of General Education, namely innovative teaching ideas, 

innovative teaching architectures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From 

innovative teaching ideas, university studen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on two 

aspects of “spiritual exercises” and “intellective speculation” to shape up their 

characters, meaning that they should be focused on two concepts of character 

general education and knowledge general education. Each of them should be 

developed through combining two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es of life education 

and science education to allow students to accomplish their personal “spiritual

awakening” an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a whole person. From 

innovative teaching architecture, life education and science education should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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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rector of the liberal arts education center, Convenor of Life Educ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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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cohered into the basic curricula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implemented along 

with core curricula and multiple curricula. Meanwhile, it should also be focused 

on teaching three major priorities of classic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general 

education and indigenous general education to construct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architecture. These three major teaching unit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practiced by universities to mutually achieve dialogue and integration. 

Finally, three supporting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action learning and service learning should be adopted by general 

edu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university teachers should be qualified to 

carefully acknowledge and verify these three teaching methods by integrating 

teaching in research activities, training teaching assistants to practice three 

teaching methods, allowing general education to achieve a firm research basis 

and eventually become an Chinese indigenous social science. At a first glance, 

the concern aspect and logical thinking of these two major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es of life education and science education are quite different, but their 

natures are totally non-contrary to each other, and even have a complementary 

significance. When they are integrated and implemented under the general 

education domain, they are beneficial to attain a bala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science, allowing general education to generate crucial contributions to 

maintain the quality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Keywords: general education, innovative teaching, life education, science 

                    education, spiritual awak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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