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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行事曆
教育部 104 年 1 月 21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40007157 號函備查
東海大學 104 年 3 月 25 日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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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
研究生繳交論文截止日
暑假終了
教職員恢復正常辦公（上午 8:00～10:00 單位清潔日）
行政同仁業務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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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生入學輔導講習
日間部大一新生大學入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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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會議（因考量大學入門課程安排，改至 9 月 8 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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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特殊紀念日

補假日

調整放假日

高壓設備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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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學
4 年度上下學期學校行事曆

東海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行事曆
教育部 104 年 1 月 21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40007157 號函備查
東海大學 104 年 6 月 24 日第 1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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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通識教育理念選篇
〈我所欲見設於台灣之基督教大學的形態備忘錄〉（1952 年 4 月 2 日）
芳威廉（Dr. William P Fenn）撰、文庭澍 譯

我建議聯董會對於台灣基督教團體欲在台灣設立一所基督教大學的構想予以支持，
我認為這所大學不應只是大陸任何一所大學的翻版，台灣需要的是不一樣的大學，既
然是從無中生有，我們大可有機會創立一所不同形式的大學。我了解心想因襲過去大
陸傳統大學的念頭很強，但如果我們不能成功地抵制這種想法，我們註定會失敗。以
下是我心目中一所理想大學所應具備的特色：
一、這所大學應依籌備委員會上所說的：「造就具有特殊視野與終生奉獻精神的人，
希望他們中的大多數將來以服務教會及國家為職志。」雖然我們應以最好的教育設備
培育每一位學生的領導才能，但是我們不只以培育領導人才為唯一的目的，我們同時
也希望造就一些「僕人」。
二、這所大學應與其所屬的環境密切連繫。雖然長久以來這些環境一直維持農業的形
態，但是我們並不打算把這所大學建成一所農業大學，也不打算訓練這方面的畢業生，
或造就一大批回農村工作的人。但畢業生不論將來在都市或在鄉村工作，他們應該不
要忘記整個台灣至少有 80 ﹪以上農村人口的利益。以最廣泛而又最富意義的話來說，
這所大學應以服務台灣島上的居民為目的。
三、這所大學的課程設計雖以專業的性貫穿整個課程，但不應以技術性的專業為取向。
大學教育不應只是某些工作或職位的訓練班，而是訓練出可以馬上適應社會、服務人
群的人才，它以不限制一個學生未來的發展為目的。
四、這所大學使學生生活在各種觀念刺激的氣氛中，許多課程可以為適應台灣社會需
要而設計，但所有課程可以為適應台灣社會需要而設計，但所有課程都應涉及基本的
以及充滿挑戰的觀念。科學的課程要以文化為背景，而人文、社會學科的課程應賦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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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通識教育理念選篇

實質的意義，不可自限於象牙塔中，應由校外真實範疇提供的活動中達到此一目的，
課程所應著重的是通才教育。
五、這所大學不是白領階級的養成所，不論男女同學都要養成勤勞的習慣，有朝一日
他們出了社會了才不會怕髒物沾身。勞動意味著學校用最少的服務人員、師生過著最
儉僕的生活，勞動同時意味著對校外社區提供實際的社區服務，我認為貝利亞（Berea）
和安提克（Antioch）兩所學院的獨特理論可以部分在台灣採行。
六、民主觀念在行政上以及師生關係間都應有實際的表現，全體教職員都應投入。這
意指學生儘管有成熟度的限制，但仍可決定他們自己的活動並在教育上參與行政與學
術事務的討論。也意指教員有責任參與學校的基本決策，此為教育過程中學校逐步成
長的要素。
七、這所大學應避免各系自己閉門造車，教員追求的是真理而非自築高牆。學校應幫
助學生了解狹隘本科系中更廣闊的關連性與其涵義，學校同時應鼓勵教師從事集體研
究而非只埋首於個人計畫之研究。
八、這所大學將是一所不超過五、六百人的小型大學，因為人數太多會危急基督教理
想氣氛的發展與維持。雖然學校應維持學術上的高水準，但入學資格除了學業成績外，
也應在學生性格與志向上與以充分了解。學費應從學生平均財力中核定，合於資格而
無力繳交學費者不應摒除門外。
九、為了配合學校的目標與資源，科別的設置應有限制，不是應有盡有而是有選擇性
的幾個科目不斷的予以加強。適合設置的科目包括社會科學（理論與實際並重）、教
育（理論盡可能少、實際內容盡可能多）、英語（實用與了解西方文化並重）、基礎
科學（既不是不實際的純科學，也不是僅以職業為導向的應用科學）另外全體學生應
修哲學與宗教課程。
十、這所大學的校舍樸實，但並不是一無特色，事實用而不虛飾。此一校舍不僅由目
前的條件所決定，且希望有一天這所大學能得到本地的支持。此校舍應與周圍景觀及
所屬的環境相配合。
十一、教員必須專任，因為只有全心奉獻教學與研究工作，才能充分以其理想與理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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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學校，長遠看來，這正是一所大學成形的基本要素。每一位教職員都可獲得較佳
的的生活待遇，這並非意味著高薪，而是指較公立學校待遇為優。薪資的給付也應顧
及家庭的大小，譬如只有一個孩子的主任薪資與兒女成群的雇員薪資差別不大。
十二、這所大學的教職員應是基督徒。我知道要求教師學術與基督教資格並列並不容
易，可是過去在大陸的基督教大學十分強調這個條件的重要性。
十三、這所大學雖具有國際性，但強調國際性並不表示抹煞其台灣的特性。國際性的
合作在開始的階段有其重要性，西方人士的參與也在歡迎之列，不過我們需要的是一
所真正為台灣人辦的基督教大學，所以西方人士與中國大陸人士應為從屬地位。
十四、這所大學一開始即與教會保持連繫，因聯董會代表教會，所以應與其合作無間。
為了防止因用人不當而使學校管理脫軌，教會組織對學校的事務應有最高的決定權。
這所大學不只是基督教大學，而且是與基督教會相連繫的大學，它不以狹隘的意義為
教會服務，應支持並強化對台灣教會的貢獻。
總之，我希望申明我的信念是——只有以上的十四條或其他要項共同成為台灣某些
人及某些團體的想法時才有意義，如果有任何與聯董會的目標不相符的計劃，加上共
同合作的人無法全心全意地參與其事，聯董會參與的意願都會大大降低，因為這種合
作並非明智之舉。最後，我們應認清楚，聯董會面臨的最基本、也是最首要的任務乃
是教育。
收入：特刊編輯委員會編，《東海風》（台中：東海大學出版社，1995），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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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通識教育理念選篇

〈東海的教育理想和特色──為紀念芳衛廉博士而寫〉（1994）
吳德耀
芳衛廉博士（Dr. William P. Fenn），已於公元 1993 年 4 月 21 日在美國逝世，享
年九十歲。回想四十多年前初春，當我們二人在馬來亞考察華文教育的時候，芳博士
對我說，過去中國大陸基督教大學在台灣的校友和熱心教育的教會人士，聯名寫信
給美國紐約中國基督教大學聯合董事會（Associa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表示有意在台灣創辦一所基督教大學。芳博士告訴我董事意見分歧，有主張在
台灣開辦大學的，也有相反意見的。鑒於此，聯合董事會特派芳博士在中華民國 42 年
2 月到台灣做調查。
整整兩個月之後，芳博士向聯合董事會提出《我心目中的台灣基督教大學》備忘錄，
建議聯合董事會對在臺灣設立基督教大學的構想予以支持。他認為這所大學不應是大
陸任何一所教會大學的翻版。他說：「這是一個新的開始，我們有機會去創立一個不
同形態的大學。」所謂不同形態，這份備忘錄詳列了十四點說明，包括：這所大學應
造就具有獨特眼光並能投入生活的人；它不是一個製造白領階級的大學；學生對其週
邊的生活環境應有不斷的體驗，以避免陷入象牙塔，流為士大夫；這所大學要有民主
觀念的實際表現；學生要生活在思想自由的氣氛中；課程內容不限於和謀職直接有關
的技術性題材，而應比較廣泛；避免嚴格的分科，要讓學生選擇有限的、但相關的科
目；要建設純樸而不虛飾的校舍；一個學生人數不超過五百至六百人的小型大學；師
生全體住校；教職員應是基督徒，且必須專職，由學校提供較佳的生活條件；學校要
注重國際性及國際文化的交流，但並不失民族性及中國的特殊需要；與教會保持關聯，
但不必受教會導引；學校不是為教會服務，但要支持並強化教會。
這份備忘錄最後以「這些，或任何其他說明，只有在成為台灣個人或團體的想法的
一部份時，才具有意義」一語作為結論。
接著，聯合董事會又擬定了《計劃中基督教大學之方針與目的說明》，共十四點。
該說明表示：「因為選擇基督作為信仰，所以我們對於教育的性質有了極大不同的看
法。在我們看來，宇宙及其一切，都屬於上帝。沒有祂，我們對生命及我們的世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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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得到正確的了解。不接受祂，對真理的追求也將受到阻礙。我們相信基督教的信
仰是道德勇氣的唯一力量，它讓我們去創造最高尚的教育理想，啟示我們去達到目標，
進行真正的自由探討，並能在各種壓力下保持這種自由。本著這些信心，我們希望創
辦一所寄託於耶穌是真理的大學。更具體的說，這意指著教職員及一部分的學生必須
是基督徒，課程中要有基督教的教育和活動，但這並不意指教師的講台是宣教的場所。
在課堂上，使徒馬可，或馬克斯，約翰 ‧ 杜威，托瑪斯 ‧ 阿奎那斯都應被一視同仁，
都要受到客觀的質疑和批評。但我們要明瞭，沒有事實的根據，質疑是不可能的。沒
有可接受的標準，批評是毫無價值的。我們的事實根據和標準就是基督教的信仰。這
所大學不是過去十三所教會大學的翻版，它要有不同的特質。」據我所知，這方針和
目的的說明也出自芳博士一人之手。仔細看來，東海當年的教育理想和特色皆包含其
中了。
綜合其含義，歸納起來，教育理想有「五」，此所謂東海大學之「五育」是也。
1. 勞作教育
2. 通才教育
3. 社會教育
4. 榮譽教育
5. 環境教育
這五育是東海大學的特色，也即東海大學創新和拓荒精神之所在。可以說，東海大
學在沒有校名，校址和校舍之前，東海的教育理想和方針已予以擬定了。
勞作教育的概念起於芳博士。他早年曾在美國 Kentucky 州的 Berea College 任教，
覺得該校的勞作制度可在東海實行。他說過去中國大陸的大學，包括基督教大學在內，
所造就的是動腦不動手的「士大夫」，而東海要造就的是手腦並用的人才。因此，沒
有開學之前，芳博士安排曾校長和我到 Berea College 去了解該校的勞作制度。Berea
地區很窮，勞作的動機起於經濟，因此學生勞作有報酬，以所得來補繳學膳宿費等。
學生代表對我們說「工資太低，不公平，學校在剝削我們。」台灣的環境與 Berea 不同，
經過研究，決定不全部採取 Berea 大學的勞作制度。我們把勞作當為一種教育，因此東
海有兩年的義務勞作，這是沒有報酬的，這是每一個到東海來唸書的學生，不分家庭
背景，社會地位，必須要做的，包括諸如清潔宿舍、整理校園環境、洗碗掃地、洗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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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等二十多種工作。
除了兩年義務勞作之外，還有工讀，是為家境清寒的學生而設，有報酬以資助他們
解決學宿膳費的問題。有好幾位校友對我說：「我是當年接電話的」，「我是當年寫
鋼版的」，「若不是工讀勞作，我就不能在東海畢業了 ！」
勞作教育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是個創舉，幾千年勞心和勞力的傳統之分，合而為一。
故此，東海的學生和校友都是勞心勞力，手腦並用的現代士大夫。
有一年我到台北參加教師節的宴會，先老總統蔣公對我說：「東海大學的勞作制度
很好。」是的，東海大學的勞作教育很好，大可繼續發揚光大。
通才教育是當時美國高等教育的潮流，深受哈佛大學通才教育理論的影響。聯合董
事會，徵得曾校長的同意，聘請賈爾信博士 Dr.Arthur L.Carson（前菲律賓 Silliman 基
督教大學校長）來東海擬定大綱，繼之又聘請對通才教育素有研究的朱有光博士（紐
約州 Slidmore 大學的教育系主任，前嶺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前來進一步研討通才教育
的課程，在幾天之內就把大家的意見綜合起來，編成東海大學通才教育的藍本。內容
恰與備忘錄中的「課程內容不限於和謀職直接有關的技術性題材，而應比較廣泛」不
謀而合。同時朱博士也把通才教育的課程和專才教育的課程銜接為一個體系，是為東
海兩者得兼的「通專」教育。
榮譽教育的概念也源自東海建校的宗旨。「...... 透過了耶穌，我們相信人生是有固
有的價值和尊嚴的。個人的思想，受了祂的靈感以後，一定能自由地、誠懇地去尋求
真理，以達到真善美的境地」，實踐這個教育理想的措施有二：
1. 開架式的圖書館。一方面是鼓勵學生到圖書館閱讀，另一方面是訓練他們自己找書
的習慣。最重要的是培養他們的公德心和責任感。
2. 考試時不需監督。學生自己擬定生活規範，培養自覺，自發，自治，自愛的精神，
也即人格尊嚴的精神。
社會教育的理想在備忘錄與目的和方針的說明裡也已談及服務人群，為人群圖福
祉，以歸榮上帝是東海大學的核心教育宗旨。一個例子是當年由教師和學生自動組織
的工作營，下鄉為民服務。先老總統蔣公也曾對我說：「基督教的服務精神很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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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東海大學的第五育也在備忘錄和方針的說明裡說得清清楚楚。純樸而不
虛飾的校舍，師生全體住校，專任教師，和有學術氣氛的校園。
這樣的校園在那裡找呢？芳衛廉博士看了很多地方，最後選了台中市西屯區大肚山
上一百四十甲地為校址。他對我說，如果校園近台北，台大的教授可以來兼課，東海
很快就變成台大的附屬學校了，而且靠近中央政治中心，東海難能獨立發展。如果在
台南，東海可能受到教會的影響，台北的長老會也不會高興。校園在台中可以中立，
離市區遠些，學生可以安心讀書教師可以定心做學問。這是何等有遠見之言啊！
第二步是找一位建築師把這個環境教育的理想轉為現實。芳博士找到貝聿銘先生為
東海的總建築師，陳其寬先生和張肇康先生為助理建築師，從平地起樓台，建築了環
境幽美的東海校園，茂盛的花草樹木，古色古香的唐朝建築模式，成了莘莘學子讀書
求學的好所在，是陶冶育人的「一大本書」，雖不能與白鹿洞書院媲美，但可向之看齊。
誰知道東海不會作育出一位朱子呢？
東海的教育理想、目的和方針，即可以校訓的「求真、篤信、力行」來概括。「求
真」是學術的追求，不偏不倚，勇往直前，無止境的追求；「篤信」是宗教信仰，是
不可缺乏的精神糧食；「力行」是身體力行，以身作則的傳統作風。最能代表東海的
創新和拓荒精神的是收容了一位盲生柯燕姬同學和一位聾啞學生謝茂昌同學。他們是
中國教育史上首兩位拿到大學文憑的殘障人士。柯燕姬和謝茂昌的母校是東海大學，
這是何等的光榮啊！他們是開路先鋒，是拓荒著，為世世代代殘缺男女青年帶來希望，
無窮的希望。
總而言之，從以上所述東海校史，五育的理想歸納起來，可以說芳衛廉博士，我的
老師，我的恩師是東海大學真正的創辦人。芳博士是一位有遠見（farsight）和洞察力
（insight）的教育家，也是一位有獻身精神的基督徒。他的為人處世永遠在我的腦海裡，
在我的懷念中。
收入：陳瑞洲、謝鶯興編，《吳德耀校長──東海自由學風的播種者》，頁 1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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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如何讀書〉（1959）
徐復觀

在二千四百多年以前，子路已經說：「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在今日，讀書在整個
為學中所占的分量，當然更見減輕。可是，讀書固然不是為學的唯一手段，但世間決
沒有不讀書而會做出學問，尤其在大學裡的文科學生。所以對於青年學生而言，「應
當如何讀書」，依然不失為重要的發問。
我是讀書毫無成績的人，所以只有失敗的經驗，決無成功的經驗。但從失敗的經驗
中所得的教訓，有時比從成功的中所得的，或更為深切。同時從民國三十六年辦《學原》
起，在整整的十二中，讀過各個方面、各種程度的許多投稿，也常由作者對問題的提
出和解決，而聯想到個人讀書的態度和方法問題，引起不少感想。這便是不足言勇的
敗軍之將，還敢提出此一問題的原因。
不過，我得先聲明一下：我的話，是向著有誠意讀書的青年學生所說的。所謂有誠
意讀書，是懇切希望藉由讀書而打開學問之門，因而想得到一部分真正知識。若不先
有假定有這樣的一個起點，則橫說豎說，都是多事、白費。
首先，我想提出三點來加以澄清：
第一，讀書的心情，既不同於玩骨董，也不同於看電影。言骨董，便首先求其古；
看電影，便首先求其新。僅在古與新上去作計較，這只是出於消遣的心情。若讀書不
是為了消遣而是為了研究，則言就是以問題為中心，不論是觀念上的問題，或是事實
上的問題。問題有古的，有新的，也有遊古到新的，問題本身便是一種有機性的結構。
研究者通過書本以鑽進問題中去以後，只知道隨著其有機結構的演進而演進，在什麼
地方安放得上古與新的爭論、計較？
第二，「讀書應順著各人興趣去發展」的原則，我認為不應當應用到大學生的必修
課程上面。一個人的興趣，不僅要培養，並且需要發現。人從生下來知道玩玩具的時
候起，因生活接觸面的擴大，每個人的興趣，實際是在不斷地變更修正。就求知識的
興趣來說，大學各院系的必修課程，正是讓學生發現自己真正興趣的資具。假定一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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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大學的門，便存心認為哪一門功課是合於我的興趣，哪一門卻是不合的，這便好像
鄉下人只坐過板凳，就認定自己坐的興趣只是板凳一樣。就我年來的觀察所得，真正
用功的大學生，到了四年級，才能漸漸發現自己真正興趣之所在。凡在功課上，過早
限定了自己興趣的學生，不是局量狹小，便士心氣粗浮，當然會影響到將來的成就。
何況各種專門知識，常需在許多相關的知識中，才能確定其地位與方向，並保持其發
展上的平衡。所以認真讀書的大學生，對大學的必修課程，都應認真地學習。並且課
外閱讀，也應當以各課程為基點而輻射出去。對於重要的，多輻射出一點；其次的，
少輻射或只守住基點。隨意翻閱，那是為了消磨時間，不算得讀書。
第三，一說到讀書大家便會想到讀書的方法。不錯，方法決定一切。但我得提醒大
家，好的方法，只能保證不浪費工力，並不能代替工力。並且任何人所提出的讀書方法，
和科學實驗中的操作手續，性格並不完全相同。因受各人氣質、環境影響，再好的方法，
也只能給人一種啟示。並非照本宣科，便能得到同樣效果。真正有效的方法，是在自
己讀書的探索中反性出來的。師友乃至其他幫助，只有在自己的探索工作陷於迷惘、
歧途時，才有其意義。希望用方法來代替工力的人，實際是自己欺騙自己。
談到方法，或者有人立刻想到胡適先生“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有名口號，尤其是
最近正對此發生爭論。其實，假設與求證，無疑地，是科學解決問題的兩個重要環節；
把這兩個環節特別凸顯出來，也未嘗不可以。但是將杜威的《思考的方法》及《確實
性的探求》兩部三十多萬字的著作，乃至許多與此同性質的著作，簡化為兩句口號，
這是從中國人喜歡簡易的傳統性格中所想出的辦法。簡易，有其好處，也有其壞處，
我不願多說下去。不過有一點我得加以指出，即是讀書和作自然科學研究，在一下手
時，便有很大的差異。自然科學的研究，是從材料的搜集與選擇開始。材料只能呈現
其現象於觀察者之前。至於現象系如何變成，及此現象與彼現象之間有何相互關系，
材料自身，並不能提出解答。於是研究者只好用假設來代替材料自身的解答，並按研
究者的要求，來將材料加以人工的安排、操作，即系從事於實驗，以證實或否定由假
設所作的解答。但我們所讀的書，除了一部分原始數據外，絕大多數，其本身即是在
對某問題作直接的解答。因此，讀書的第一步，便不能以假設來開始，而只能以如何
了解書上所作的解答來開始。在了解書上所作的解答遇到困難，或對其解答發生疑問，
亦即是遇到問題，解決問題時，大體上用得到假設；但一般地說，在文獻上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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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是以懷疑為出發點，以相關的文獻為線索，由此一文獻探索到彼一文獻，因而得
到解決。在此過程中，如有假設，則其分量也遠不及在自然科學研究中的假設的重要。
有時可能只有疑問而無假設，並且這種對文獻所發生的疑問、解決，只是為了達到讀
書目的的過程，而且也不是非經過不可的過程；我們可能讀某一部書，並不發生此類
疑問，或者前人已解決了此類的疑問。如讀此一部書覺得不滿意，盡可再讀其他的書
來補充，犯不著去假設什麽。讀書真正的目的，有如蜜蜂釀蜜，是要從許多他人的說
法中，釀出新的東西來，以求對觀念或現實作新的解釋，因此而形成推動文化的新動
力。在此一大過程中，分析與綜合的交互使用，才占了方法上的主要地位。方法，實
際即是一種操作；操作是要受被操作的對象的制約的；被操作的對象不同，操作的程
序亦自然會因之而異。許多人似乎忽略了這一點，於是無意中把方法過於抽象化，不
僅將文獻上的求證，混同於自然科學中的實驗，忽略了在中國文化中不是缺乏一般的
求證的觀念，而是缺乏由實驗以求證的觀念，並且將自然科學研究中的假設，以同樣
的分量移用到讀書上面來，於是產生了：（一）讀書專門是為了求假設，做翻案文章，
便出了許多在雞蛋中找骨頭的考據家，有如顧頡剛這類的疑古派。（二）把考據當作
學問的整體，辛苦一生，在文獻中打滾，從來沒有接觸到文化中的問題，尤其是與人生、
社會有關的文化問題。這種學者，才真是不生育的尼姑。（三）笨人將不知讀書應從
何下手假設，聰明人為了過早的假設而耽擱一生。因此，我覺得胡先生這兩句口號，
可以有旁的用場，但青年學生在讀書時，頂好不必先把它橫亙在腦筋裏面。
現在，我簡單提出一點積極的意見。我覺得一個文科的大學生，除了規定的功課以
外，頂好在四年中徹底讀通一部有關的古典，以養成良好的讀書習慣，並借此鍛煉自
己的思考能力，因而開辟出自己切實做學問的路。讀書最壞的習慣，是不把自己向前
推動、向上提起，去進入到著者的思想結構或人生境界之中，以求得對著者的如實的
了解；卻把著者拉到自己的習心成見中來，以自己的習心成見作坐標，而加以進退予奪。
於是讀來讀去，讀的只是自己的習心成見；不僅從幼到老，一無所得，並且還會以自
己的習心成見去栽誣著者，栽誣前人。始而對前人作一知半解的判斷，終且會演變而
睜著眼睛說瞎話，以為可以自欺欺人。這種由浮淺而流於狂妄的毛病，真是無藥可醫
的。所以我覺得每人應先選定一部古典性質的書，徹底把它讀通。不僅要從訓詁進入
到它的思想，並且要了解產生這種思想的歷史社會背景；了解在這些背景下著者遇到
些什麽問題，他是通過怎樣的途徑去解決這些問題；了解他在解決這些問題中，遇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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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什麽曲折，受到了哪些限制，因而他把握問題的程度及對問題在當時及以後發生了
如何的影響；並且要了解後來有哪些新因素，滲入到他的思想中，有哪種新情勢對他
的思想發生了新的推動或制約的力量，逐步地弄個清楚明白，以盡其委曲，體其甘苦，
然後才知道一位有地位的著者，常是經歷著一般人所未曾經歷過的艱辛，及到達了一
般人所未曾到達的境界。不僅因此可免於信口雌黃的愚妄，並且能以無我的精神狀態，
遍歷著者的經歷，同時即受到由著者經歷所給與讀者的訓練，而將自己向前推進一步，
向上提高一層。再從書本中跳了出來，以清明冷靜之心，反省自己的經歷；此時的所
疑所信，才能算是稍有根據的。自然這須要以許多書來讀一部書，必須花費相當的時
日，萬萬不可性急的。但是費了這大的力來讀一部書，並非即以這一部書當作唯一的
本錢，更不是奉這一部書為最高的圭臬；而是由此以取得在那一門學問中的起碼立足
點；並且由此知道讀這一部書是如此，讀其他的書也應當如此；以讀這一部書的方法，
誘導出讀其他書的方法。鉆進到一部書的裏面過的人，若非自甘固蔽，便對於其他的
書，也常常不甘心停留在書的外面來說不負責的風涼話。讀書的大敵是浮淺，當今最
壞的風氣也便是浮淺。說起來，某人讀了好多書，實際卻未讀通一部書；這才是最害
人的假黃金、假古董。我過去有三十年的歲月，便犯過這種大罪過。讀書有如攻擊陣地，
突破一點，深入窮追，或者是避免浮淺的一條途徑。至於進一步的讀書方法，我願向
大家推薦宋張洪、齊同編的《朱子讀書法》。朱元晦真是投出他的全生命來讀書的人，
所以他讀書的經驗，對人們有永恒的啟發作用。
收入：徐復觀，《徐復觀全集：青年與教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頁 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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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的意義〉（1985）
牟宗三

「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此一概念是由美國學界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首次
提出。因為當時的學界有感於教育分工太細，只造就了許多擁有個別專業知識的專家，
卻使專家們往往對人生、社會的狀況，以及時代問題一無所知，因此便希望藉著「通
識教育」來提供人們專業以外一般性的教養。
通識教育的主要目的
所謂一般性的教養，亦即「通識教育」，並不是要每一個人對各種學科都要有概括
性的知識，生物理化各懂一些，那樣只會變成「大雜燴」，這並不是通識教育的本意。
通識教育的主要精神與「專業知識」在層次上有根本的質的差異。如果只想藉著增加
學科類別，要求同學修習一些自然科學或人文學科的概論課程，而想達成通識教育的
目的，在基本的方向上便已有偏差。
「通識教育」主要有三個目的，期使學生（一）瞭解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和各種永
恆的問題；（二）認識所處時代的特性及其面臨的困境；（三）進一步對這時代中人
所共同迫切關心的問題有所瞭解。
大學生在人格的發展過程未臻成熟，必須對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和人生的永恆問題
有所瞭解，不可以因其是自然物理數學等科系的學生而得以忽視。畢竟人是個「人」
（person），不是個「數目」（number）。一個唸數學的學生或許可以不唸歷史、文學、
哲學，也可以不唸社會科學，甚至可以放棄數學；但是無論如何，他既然是個人，就
不可以不瞭解人之所以為人之道。這是通識教育的第一個目的。
瞭解人之所以為人
然而人的存在並不是抽象的，是具體存在於一個時代之中，因此一個大學生必須對
這個時代問題有所認識。就這一點來說，自然科學很可能無能為力，必須得仰賴人文
學科或社會科學所長。這是通識教育的次要目的。
有了以上的認識，通識教育還要幫助學生瞭解這個時代中人們最迫切關心的事情。
例如：今天我們為什麼逃離？是什麼因素使許多人離鄉背井？這是這個時代的人們心
中常有的疑問。目前世界上自由與極權、民主陣營與共產的對立已擴散為一種全球性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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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舉凡美國、英國、歐洲、韓國和台灣都面臨二十世紀最大的難題──共產主義。
這個難題使得東西德、南北韓和中國陷入無法統一的僵局。通識教育的第三個目的就
是要使同學對這些問題有一適當的認識與真切的感覺。
理想師資不易尋覓
然而「通識教育」在實施的過程中，卻因師資和教材的限制，使其成效大打折扣。
一個足以擔任「通識教育」的教師，首先必須對上述的問題有真切的感受，先具備
「通識」的條件──其實也就是中國人所講的「識大體」。但是專業分工、壁壘分明
的現代教育下，通識是極為不易獲致的。往往愈是「博士」，愈是「不通」；愈是「專
家」，愈是「不識大體」。就算是位能把專門知識講得精采內行的大教授，也不一定
能真正勝任「通識教育」的課程。反之，如果以為一位能同時間兼具文學、法學、數學、
理學、工學等各科知識的教授就是通識教育的理想師資，那麼這也犯了觀念上的錯誤。
因為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兼具這種超強本事；有人講人文哲學學科。結果一學期下來，
學生們可能上了幾個禮拜的邏輯、幾個禮拜的藝術、幾個禮拜的宗教。最後又成了「大
雜燴」，離通識教育的真正目的依舊很遠！培根曾謂：「對每件事情都要略知一二，
但對某些事情則要徹底瞭解。」（knowing something of everying,knowing everything
of something）認為人應對每件事情都略知一二，但為了避免「樣樣通，樣樣稀鬆」的
毛病，他也必須對某些事情熟悉精通已變成為專家。雖然培根的建議勉勵人們不要孤
陋寡聞，進而求專，意指學自然學科的人應瞭解一些人文知識，學人文學科的人亦應
對自然學科有所認識，但根本上培根的意思仍與通識教育有根本的差異。換句話說，
通識教育不但不是找幾種「專家」共教一門課，也不是培根所講的求學要博要專，而
是在教育內容上與各科知識有層次上的質的差異。也就是因為如此，師資難尋的問題
才會顯得這般棘手，無法解決。
陷入分殊專化窠臼
一般來說，哲學應該是一個能為通識教育多作貢獻的學門，但是今日的哲學也同樣
陷入分殊專化的窠臼；不通不達不識大體的哲學研究者今日比比皆是，這便使得哲學
應有的功能逐漸萎縮，如同今日的宗教一般。例如美國就有許多研究邏輯分析的哲學
專家只專注於他們特有的興趣，而毫不關心做人的道理即時代的問題。此一現象也增
加了師資困難的嚴重性。

18

教師手冊封面-完稿-2015.11.10.indd 18

2015/11/30 下午 09:34:55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理念選篇

隨著師資問題而來的是教材的問題。到底這些教材應該由誰來編？內容應該如何？做
人的道理要由何處著眼？時代的問題是什麼？而人們所共同迫切關心的又是哪些事
情？這些問題是當前通識教育無法正確發展的癥結所在。過去東海大學曾在此問題上
討論甚久，只是後來決定的作法仍是偏離了通識教育的中心意涵。美國社會在教育分
工、專家充斥的狀況下，發出通識教育的呼籲，無非是感於真正知識份子的難求。因
為知識份子（intellectuals）與專家（specialists）是不一樣的，一個專精電腦的專家不
一定是個真正的知識份子。只有當他對人類本身的生命問題、時代特性有真切的瞭解
時，他才是名副其實的 intellectuals。像羅素、愛因斯坦不但在其專門領域是個專家，
他們同時也對世道、人心、道德、宗教、時代的問題提出看法。愛因斯坦便曾說道，
這個時代不應太過科技化，應該加強人們道德的教育和宗教的意識，否則這個時代遲
早會出問題。羅素雖然是邏輯專家，可是他也時時關心著自由、文明、落後民族等各
種問題。雖然這些事情本與邏輯無關，但是他是個真正的知識份子，他心中便時時回
應著時代脈動的聲音。
先求孕育完善環境
由此可知，要使一個人有「通識」、「識大體」是極為不易的。而要實施「通識教育」
便必須從培養人才、儲備師資、編篡教材、研究適當的內容，逐一著手，方能奏效。
現代的社會固然需要各行各業的專業人才貢獻他們的力量，但是如果這些「專家」都
是一些未具通識、不識大體的人，反而可能對整個大局有不良影響。近代中國的歷史
之所以有種種的不幸，缺乏「識大體」的知識份子便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人們應
冷靜下來好好想想，到底要如何才能使通識教育在正確的方向下，健康落實地踏出腳
步，造就出一個孕育真正「知識份子」的教育環境。
收入：牟宗三，《牟宗三全集：時代與感受續編》（台北：聯經出版，2003），頁
30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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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思想與教育〉（1986）
牟宗三

關於人文教育這個問題，幾十年前就己經發生了，學校裡也常常關心這個問題。一
般所說的人文教育指的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這兩種學問的平衡的問題。
二次大戰後，美國也感覺到這個時代的學問分門別類，區分得太過瑣碎，所以就
感覺到需要有實施「通識教育」的必要。因為學科分得太瑣碎，培養出來的都是些專
家，反而對於基本的人生問題、時代問題缺乏了解。當然，這裡所說的時代問題和人
生問題並不是籠統地說，最顯明的例子，當前世界的重要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統治半
個世界，如果知識分子都是些專家，對時代與個人生命的問題沒有切身的感受，則他
們不能了解馬克思主義何以會統治半個世界，他們會以為即使統治了全人類，這於我
又有什麼嚴重關係呢？因此，美國當時就感到人們需要有點通識教育才好。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當初介紹到台灣來時是翻譯為通才教育。當時東海大學首先提
倡這個觀念。那時我恰好在東海任教，大家當時就討論：何謂通才教育、如何實施等
等的問題，經過好幾年也沒結果，到現在為止還繼續在討論，而且每個學校還是照樣
實施，實施的結果究竟令人滿意與否，也沒有人知道。去年十二月，《聯合報》有位
記者來訪問我，又談起這個問題，所以我當時就隨意表示了一點意見，那些話就登在
《聯合報》上，所談的就是通識教育的問題。也引起大家的注意，一般人也表示好像
有這個同感。
因此，人文教育的實施在今天來說是很困難的。因為今天的學校教育，它的本質就
是專家教育，不論講的是那一門學問，譬如物理、化學、數學固然是屬於專家的知識，
就是一般人所說的人文科學，在學校當成一門知識，站在知識的立場上來講這套學問，
它立刻就成為一個專家的知識，所培養出來的人都成了專家，而問題就在於當成了專
家以後，越是專家越是不通，越是專家越是不識大體。所以要講通識教育，照我的直
覺想起來，並不是在學校分門別類開課程的問題，學校是只培養專家而不培養通識的。
什麼叫通識呢？有通識的人不一定有許多專精的知識，我們中國有一句現成的老話，
就是「呂端大事不糊塗」，這句話的意思即代表一個通識。呂端這個人不一定有許多
專門的知識，通識所指的就是這個問題。所以我們現在把通識教育安排在學校裡面，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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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質上是有齟齬的。
那麼，人文思想從那個地方著眼？從什麼地方來講人文思想這個觀念？教育是使一
個人如何能發展完成他的人格的道路。這就是教育的定義。但是，我們生長的這個時
代，學校教育和以往的教育已經不同了，譬如說《禮記》裡＜大學＞這一篇就是對著
古代太學講的，頭一句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今天
我們心目中所要求的通識教育似乎應該套在「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
善」這類意思上講，雖然我們現在所講的不一定完全依照著它講，但大體上不出這個
規模。可是，現在的大學教育，有哪一門課程的內容講的是「明明德」，又哪一門課
程講的是「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這很成問題。現在的大學教育重視分門別類
知識的傳授。這種學校教育的傳統，嚴格說起來，並不是中國古來的傳統；中國以往
雖然也有小學，也有大學（即所謂的太學），但和現在的學校教育的傳統不同。現在
學校教育的傳統，其實乃是西方希臘傳統，這個傳統我們名之曰「學統」，其內容以
分門別類的知識作主。人不能離開知識，也不能沒有知識。每一個人是一個主體，一
個主體生存在世界裡，不能不和周圍的環境發生關係；和周圍的環境發生關係，就不
能不和外物發生關係。外物就是客體，就是對象。和對象發生關係就會想到要了解對
象，這是人發展其成為一個人所必不可少的一環。
了解對象就是知識問題，所以培根（Bacon）的格言說：「知識即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知識為什麼是力量呢？因為有了知識才能控制自然。如果想要控制自然，首
先要認識自然，了解自然。了解自然就是知識問題，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環。這一環
是任何人都不能反對的，也不能取消的。這一環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也就是時下一
般人所指的科技問題。科學技術所代表的就是知識。科技是很重要的，我們要求現代
化，大家都知道現代化的這一步就是科技化，是個很重要的觀念。嚴格說起來，要求
這一步的現代化並不十分困難，這是另一個問題，暫且不說它。現在只說人要了解對
象，成就知識。既然是屬於科技的問題，就是屬於自然科學方面。那麼人文思想從那
方面講呢？假如是從一般人所說的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相平衡方面講，則這其實已經
平衡了。也就是說，作為科學來看，這已經科學化了，沒有所謂平衡不平衡的問題。
在我看來，這人文思想都是科技層面的問題。因此，若要真想講人文思想，則應該是
另一個層次的問題，它不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如何相平衡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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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會處理了。現在大家所想的事實上不是這個問題，譬如說今天我申論的主題是「人
文思想與教育」，這裡所說的人文思想，依我的理解，已經不是和自然科學相平衡或
是在同一層次上的科學問題了。因此，我簡單的表達我的意思如下：
了解對象，當成一個對象來了解的就成為知識，對象不止是自然現象而已，社會現
象也是一個對象，研究社會現象就成為社會科學，社會科學也是一般人所說的人文科
學，但是這種人文科學和我們這個時代所要求的「通識」，所要求的「人文思想」相
同不相同呢？事實上是不相同的。如果說大家所要求的就是社會科學，那麼社會科學
已經多得很，各大學都有，研究人員也很多，而且研究的人儘量使其科學化，動輒說
所根據者是某某科學的觀點，已經向科學看齊，以科學為標準，並以模仿科學模式、
以科學化為極則。但是一旦經過科學化，就不是我們所想的人文思想了。那麼人文思
想究竟定在那裡呢？人文思想不是定在了解對象這個層次上，而是定在從對象上撤回
來，回到自己，回到每個人當一個主體上。對象是客體，從對象上撤回，回到每個人
身上，把每一個人自己當主體，人文思想當是定在主體性這裡。定在主體上是什麼意
思呢？假如諸位想的是：我就把思想放在主體上，把主體當做一個了解的對象，那麼
這個時候主體又變成了客體。研究這個主體有許多的學問，有心理學、生理學、人類學、
生物學等等的學問，現在人動輒根據這些科學觀點來了解人，其實根據這些科學觀點
所了解的主體，已經不是人了，問題的發展就成了這麼一個弔詭的現象。當用上述各
種科學觀點來了解這個主體時，這時主體又轉成為外在的客體了，主體性立刻喪失了。
因此，落在這裡講，只有和自然科學平頭並列的社會科學，是沒有我們所要求的人文
思想的。前面說人文思想要歸到主體上來，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簡單的一句話──
要把人當人看，千萬不要把人劃歸到什麼心理現象、生理現象、生物現象上來了解，
如果劃歸到這些現象上來看人，人就被看沒了。西方人從亞理斯多德開始就對人下定
義，說人是理性的動物，這個定義一般人看起來是不錯的，其實這個定義沒道理，「人
是理性的動物」已經先把人劃到動物類裡面去，和動物同，人都沒有了。雖加上「理性」
這個限制，然這個限制究能彰顯人之多少價值性呢？人就是人，要把人當人看才行，
人文思想就是在這個地方著眼。但如此講，仍是些空話，既然不根據心理學、人類學、
生理學、生物學的科學觀點講，要把人當人，回到主體上來，這裡面具體內容是什麼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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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當人，回到主體，關心人的問題，它的內容為何？關連著什麼問題？大體上可
以如此講，把人當人看可以歸納為兩方面來看：一個是生命的永恆問題，一個是終極
關心的問題。這是每個人都會關心到的，所謂終極關心的問題是什麼呢？照西方的傳
統說是宗教問題、上帝的問題，這些問題都不在心理學裡，也不在人類學、生理學和
生物學裡，這些科學中沒有這種關心。除了終極的關心外，一層層往下講，還有各階
段的關心，一時是說不盡的。我這裡根據中國的傳統講，不管是終極的關心或開始的
關心，或是開始到終極過程中的種種關心，不論是那一方面，它有一個中心，這個中
心就是「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這句話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家庭，家庭是把人當人看，一切幸福薈萃的地方，一切的信仰、學問因為有了這
個核心而有意義；假如沒有這個核心，一切的學問、一切的信仰都沒意義。最直接的
就是幸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就是屬於幸福的問題，也就是中國人所說的命的
問題。這些命和幸福問題最後的關鍵在於家庭，家庭的問題便是每個人所關切的。
現在正值文化轉折的時代，家庭問題在這兒便成為很重要的問題，也就是說每個人
關心自己幸福的問題。家庭在傳統社會中維繫了幾千年，但是到了現代社會中出了問
題，所以也影響每一個人做人之道。對於自己的關心，人際的關懷，大體在這個時代
都出了問題，這是個很麻煩的時代。所以人文思想，首先不在於各種分門別類的各種
學科之內。因此，掌管教育的人應該在這方面多用點心思，多講講話。這些話不在課
程之中，在現有的課程中是找不出來的。從這個核心還可以牽連好多的問題，都是和
個人切身有關的。
然而生在這個時代，個人最切身的問題尚不止是家庭問題而已。這個時代最切身的
還有一個大威脅，就是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統治半個世界的問題。在中國而言，是
統治整個的中國大陸，要不然為什麼大家要離鄉背井，要逃難呢？這也是應該關心的
重要問題啊！這問題是什麼問題呢？這個問題也不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裡面，所以現
在的人不能了解共產黨究竟是什麼？打哪兒來的？依照中國文化的傳統，中國怎麼會
被馬克思主義所統治呢？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但這卻是個事實，大陸在共產主義統
治下總是個事實，為什麼會淪落到這個地步呢？這也是每個人最切身關心的問題。這
種問題是屬於人文思想的，不屬於一般所說的和自然科學平列的那個人文科學。一般
所說的人文科學不能了解個人問題，不能了解生命方向的問題，也無法了解我們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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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代為什麼逃難的問題，也就是說它不能了解共產主義，不能了解馬克思主義今
天為什麼能統治中國大陸的問題。共產主義何以能發出如許的魅力，統治半個世界？
這類的問題就是屬於人文思想。這是時代的悲劇，而我們所要求的人文思想正是指的
這些思想。譬如說念數學的人主要的對象是數，這裡面沒有馬克思主義；研究物理學
的人，他的研究對象是原子、電子，原子和電子並不含有馬克思主義；研究社會科學
的人也一樣，社會科學中談什麼社會學、社會型態學等等，社會型態學把台灣當成是
一個社會型態，大陸也是一個社會型態，平等視之就可以加以研究。所以我常有一個
非常痛切的感覺，當念社會科學的人抱持著這種態度，說大陸上也是個社會型態，也
可以去研究它。當說這種話時，這種態度就是科學的態度，在這裡，科學的態度就是
一種很令人可悲的一種態度。而當有人說要以社會科學的態度來研究大陸上的社會型
態時，毛澤東可以在後邊嗤之以鼻地恥笑他：「這社會型態是從哪裡來的呢？是我毛
澤東一手造成的。我在這兒創造，你們這些當教授的人在那兒放馬後砲，在那兒做研
究。」所以我說人文思想是很難在和自然科學並列的社會科學的關連之下講的。
我們現在講的是人文思想，是通識教育的問題。通識教育是個教養問題，屬於個人
的問題。要教養一個人發展完成他自己的人格，固然不能離開知識，但也不止是知識。
要注意這句話，開始時我就說過，我並不反對科學，知識是人生極重要的一環，但是
人之為人，發展自己的人格，完成自己為一個人，關心自己的生命問題，關心自己處
在這個時代為什麼要逃難？就不止是個知識的問題。當然了解這些問題需要有知識，
但是有許多專精知識的專家對這些問題一樣不能了解，一樣的糊塗，這又是算什麼呢？
幾年前，在美國有個很有名的歷史學家何炳棣，他原來是最反共的，後來去了大陸，
出來時路過香港，說了一些沒有良心的話，他說：「人要求自由，自由是資產階級的
奢侈品。」這種歷史專家有什麼用呢？自由怎麼能是奢侈品呢？這就是人文思想的問
題，而不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平衡的問題。還有一個例子，在美國有一個很有名的
邏輯學家王浩，聯大畢業，是個很有名的邏輯學家，按理說這樣一個成名的邏輯學家
說話不應該隨便亂說的；他說什麼叫自由呢？自由在現實上是沒有的，肚子餓了要吃
麵包；演講的時候要靠擴音器，假如沒有擴音器，大家就聽不到我所說的是什麼，因
為我的聲音不夠大，我演講的活動就要受到擴音器聲音高低的制約，既然是受條件制
約的，我哪有自由呢？所以要求自由是多餘的，是過分的。一個成名的邏輯學家，在
美國受了自由民主多年的教育薰陶，竟然說得出這種話來？這種知識分子有什麼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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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人有專家的知識，但沒有但沒有通識，這就是缺乏人文思想。
所以講人文思想必須對於自己的生命及自己生命的發展，，所受的挫折、阻礙要有
關切，才能了解這個時代，也才能了解自己。如果對於這兩方面不能了解，就不是我
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人文思想。這只是籠統的說，在這個大原則之下，我們這個時代
的年輕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把自己當一個人看，當一個主體看。而所關心的問題各
時代不同，這個時代當然和以往不同，在老的社會裡有青年人的問題，也有中年人的
問題，也有老年人的問題，這個時代亦復如此，但都不像老的社會那麼簡單，而意思
還是相通的。我在開頭時說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這
才是真正人文思想的典型、標準。古時候的教育是如此，而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的教
育沒有一門學問所講的是明明德，也沒有一門學問講的是新民、止於至善，因此就成
了這個時代的問題。所以大家可以對照一下，仔細想想，我們是否只要知識？需要不
需要另一方面的教養？是否只需要科技呢？這時候，大家就要靜下來想一想，想想看；
若不止是需要科技，那還需要什麼呢？這時候便有一份責任，這個責任就是實施通識
教育，人文思想的教育。至於如何來進行，是否可以用學校裡開列課程的方式來實施，
我很懷疑。
但我也不能肯定的說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不過我自己有個直覺，認為通識教育是個
人的教養問題，教養問題也就是所謂的教化，也就是《中庸》裡面所說的「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教；《大學》所說的「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還是個教化的問題；這個教養教化的問題在老的社會裡太學制度是相互配合的，但是
現在社會不同，而學校制度又不復是當年的太學制度，所以如何能保存得住是相當困
難的。所以我才說教養問題完全是屬於個人的問題。一個人有沒有通識，糊塗不糊塗，
識大體不識大體，這是個人教養的問題。徒有許多的專門知識，百科全書的知識仍然
不能識大體，仍然沒有通識。這個時代教育的問題就是如此，這話也許有點兒洩氣悲
觀，但我想不出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可以在大學裡開課程來實施通識教育。我就提供這
個意思給大家參考。
收入：牟宗三，《牟宗三全集：時代與感受續編》（台北：聯經出版，2003），頁
347-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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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教育即大學教育〉（1976）
楊牧

現代的大學分科非常細密繁複，統攝在幾個學院之內，其中較常見而重要的是文學
院，理學院，法學院，農學院，醫學院，工學院，商學院。文學院在一般大學體系中，
一向為諸院之首，這表示傳統大學觀念對於文學院所擔負的教育責任之期待與贊許。
論語「先進」篇：「文學，子游子夏」，有人以為根據古代注釋儒家的了解，文學不
外乎「善先王典文」，乃是指子游子夏二人博學古文一端罷了，於德行，言語，政事
方面，則不如他子。其實孔子授徒，絕對不是如此拘泥偏頗的，他所要造就的理想人才，
應該是兼及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的通才。何則？按詩可以興觀羣怨，這是孔子的
主張；孔子更進一步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之四方，不能專對──雖多，
亦奚以為？」詩經乃「先王典文」，自然是文學了，於文學造詣特別傑出的子游子夏，
若非能達於政事，專對於四方，如何可能獲得孔子之提名讚美？
要之，我們仔細體會孔子的教育理念，即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端乃是共同
的科目，整體的理想；而這四端，更以文學為根本基礎。誦詩三百之後，可以興觀羣
怨，邇事父遠事君，這是文學對於一人德行的潛移默化，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這是文學對於一人言語之淬礪豐采；能達於政，專對四方，這是文學對於一人政事的
鍛鍊預備。文學的重要性犖犖可見，蓋文學絕非孤立的科目，文學是人生內斂外放的
牽引動力，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能邇能遠，開明狂狷，莫非文學教育的意
義。如此，則中國現代大學體系以文學院為諸院之首，以文學為各種繁複科目的根莖，
促成其餘學識之葉蓁華灼，並保持其本身繼絕興滅及紹介傳播的莊嚴承諾，其理可謂
甚明。
根據這個了解，中國傳統的「文學」正是西方傳統的「人文」。所為西方傳統，指
的是古代希臘和羅馬文化所指導下的精神及意識。西方在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曾經遭
遇過一段長久的黑暗時代──如果我們說「羅馬既滅，文物隨之」，這也不算是誇張
的話。到了十四世紀，文藝復興自義大利開始，西方人終於奮起重尋「人」的價值，
「人」的尊嚴。他們回頭發掘古代希臘羅馬思想對於人的肯定，首先鑽進故紙堆中，
學習古典的文學 ( 亦即皇侃注論語「先進」篇所說的「博學古文」)，並於其中獲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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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增益其德行，言語，政事的能力。文藝復興的終極意義是「人文主義」(humanitas)
的主張和發揚，而人文主義的具體開花，正是「德藝」(virtu) 的把握，virtu 一字來自
vir( 意為「人」)，乃德藝包括了一個人於德行，言語，政事各方面的內在素養，更泛
指此人基於這種素養所發而為對現實生活的欣賞和批判的能力。簡言之，西方文藝復
興所努力追求的，正也是古代希臘羅馬文明中最輝煌不朽的人文精神，這人文精神相
當於儒家之所謂文學，包括我們今天所認識的文學 (literature)，卻又超越了文學，強調
其外發的力量，所以也不是孤立的學業而已。
今日的大學文學院所負擔的，就是上述兩個教育傳統結合下的理想教育。所謂文學，
實即人文主義；文學院的課程，嚴格說來，實即通稱「人文科學」(humanities)，而其
中以文，史，哲為最重要。文學院以文史哲的研究和教學來訓練那些選擇人文主義為
傳承事業的青年，並以文史哲的闡釋和發揮支援其他學院的教學，提供他們以人文主
義的理想，進取樂觀的心情，和憂患恤人的意識。所以我們可以說，文學院乃是一個
大學校園裡精神生命的標竿，雖然人文的研究不能給出試管儀器所提供的科學的「真
理」，也不能給出統計條例所提供的報表數字，更不見得能造林種稻，開刀驗血，架
橋修路，可是人文的思維和傳授直指人心，肯定人性超越現實物質的力量，探索人的
光明和黑暗；為一種更廣大的真善美下定義，提倡健康開朗的智慧，譴責陰暗暴戾的
心態。只要你相信人類的生命是一波又一波的延續，卻又有可能淪於愚昧的毀壞，只
要你相信物質的享受之外有精神的福祉，你就知道人文教育負有興滅繼絕的道德使命；
只要你承認甚至在我們一己的心臆之中，有時我們也會和別人一樣遭受罪惡思想的誘
惑，沉迷於非人性的狂言符咒之中，你就會了解為什麼一個人文主義者 (humanist) 要進
入文學，歷史，和哲學裡，且又從古典中毅然走出，面對現實，不惜為降魔驅邪而戰鬥。
這是人文主義者的知識勇氣。大學的文學院無時不強調人類知識勇氣的培養。
人文主義的知識勇氣，其實就是士的弘毅。今天一提到「士」，必遭少數自以為進
步的人之側目。今日的知識界有人說，讀書人 ( 尤其是專治文史哲的讀書人 ) 是無賴
漢，社會的渣滓，沒有用的東西；而所謂士，據他們的指控，正是社會利益的剝削者，
騎在人民頭上的優遊份子。持這種理論的人，其實患了時間混亂的錯誤。他們總是說
古代家有恒產的書人，不須努力，不須勞心，好整以暇，詠誦些傷春悲秋的文章，收
租包訟，驅馬逐酒，便是典型的士，便是可惡的讀書人，不識民間飢苦的讀書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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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天的讀書人，他們覺得，也不免乎是這種典型裡不知恥的士，也在打倒之列。提
出這種控訴的人，其實應該知道今天的台灣已經沒有古代那種士了，他們應該知道在
三七五減租之後，在大學聯考的制度下 ( 姑不論這個制度的是非成敗 )，今天的讀書人
當中，根本沒有幾個能夠符合袁枚那種士的標準了；至少在家庭經濟背景上，我們看
不出今天大學文學院的學生，一定優於農學院或工學院或商學院的學生，尤其甚者，
今天台灣又何嘗有不必工作以養家餬口，而專致傷春悲秋談玄說理的讀書人呢？士照
樣要上下班，勞心勞力；他們和一般識字之人之不同，也許只是月入較少，卻有不知
如何有效地逃稅而已；他和他們的另一層不同，卻更是他之不惜滔滔放言，乃至於招
損引謗罷了！這樣的士，何辜之有？我覺得他不但無辜，他的弘毅，他的知識勇氣，
更是值得鼓舞讚揚的。人文教育下的理想讀書人，何嘗不是安貧樂道的讀書人！
雖然這是一個講究物質鑽營的社會，我們還是相信，我們提出「安貧樂道」為從事
文史哲研究的知識份子共同信守的生活情調和生命信仰，對真正有志於人文主義的傳
承和發揚的人，應該是可以了解的。人文教育是大學教育，因為大學教育不能保證達
官富豪的養成，大學教育的目的「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最近有一位自
稱「榮任政治大學的客座教授」在報章為文，主張台灣只需要兩種大學，一是師範，
一是工商技術大學。根據他的文章，我歸納出他的意思是，師範教育的加強，乃是為
了讓教育家「先教育自己」，如此乃可以「普遍和實踐地提高國民教育的水平，要下
一代認識國家和社會，不只是知識，更在四育心態上，成為健康的國民；」工商技術
大學是為了「培養專門的管理和技術人才作各種生產和建設國家的接班人。」這位客
座教授主張廢除一般大學教育，他稱今天的大學為「新娘準備大學，或公子優遊大學」。
根據這位客座教授的主張，在他的工商業技術大學裡，人文學科當然是不存在的，可
是我們不知道他的「師範」容不容許人文學科的教學，說不定也在驅逐之列。可是既
然他說台灣只需要這「二類型的大學」，人文學科遭逐也是活該，何況理學院，法學院，
農學院，醫學院都得取消了，文學院和他們一起消滅也不算太慘，只不知道將來有人
生病了找誰看病？別的問題更不必談了。有些客座教授的言論真使人不寒而慄！可是
客座教授總有走的時候，我們可以姑妄聽之，加以是非的判斷，信不信由你。我們擔
心的倒是今天這個物質鑽營的社會對於人文教育的懷疑，擔心這個社會不相信大學文
學院的教育對於校園內外所負的道德責任。這才是我們這個社會今天所必須積極面對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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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業技術人才當然能夠直接顯示出他們對於現實社會建設的貢獻，我們不但欣賞
他們，也欽佩他們，正如我們也欣賞安份守己的數理學家，生化學家，農學家，法學家，
醫學家對於我們社會的貢獻。可是一個沒有人文景象的社會，是多麼貧乏黯淡的社會
啊！中國人常以文化自豪，以精神自重，因為中國人是具有強烈文化意識和精神傳統
民族，尤其在文學的移化，歷史的教訓，和哲學的超越上，中國人最見本色，遠勝世
界上許多民族。那時代是一個多麼荒涼的時代。有人以嘲笑的語氣說，美國不過是一
個科技大國而已，沒有可觀的人文建樹；然而我們都知道，美國是今天全世界以聯邦
政府的參與對人文學科投資最鉅的國家，它的「國家人文基金」已經普遍開花，也可
預見其結果收穫的日子了。我想我們在倡議「文化復興」的時候，應該對於傳統文史
哲的教育加以鼓勵，不可任其荒蕪，更不可橫加打擊。對於文史哲興趣的鼓舞，方法
當然很多，但我以為積極勉勵大學文學院參與全校性的知識活動，領導校風，進而影
響整個社會，使今日開口經濟閉口科技的人認知文學，歷史，哲學的絕對意義，應也
是當務之急。
西方文藝復興時代所標榜的人文主義以「德藝」為中心，前文已經提到，所謂德藝，
特指人的潛力之無限發揚，是知識的擴充，是人生的擁抱，也是真理的追求，這正也
是傳統中國思想的「大學之道」：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我們比較中西兩種文化
傳統中對於教育所下的定義，覺得人文教育實即理想的大學教育的根本。
收入：楊牧，《柏克萊精神》（台北：洪範書店，1977），頁 15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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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引導讀本 ‧ 推薦書單
東海人，東海事
1. 東海大學校史編輯委員會編，《東海大學校史（民國四十四年至六十九年）》，台中：
東海大學校史編輯委員會，1981 年。
（電子書：http://140.128.103.27/virthu/detail.php?ar_id=2&cate_id=43&p_id=164）
2. 特刊編輯委員會編，《東海風──東海大學的歷史》，台中：東海大學出版社，
1995 年。
（電子書：http://140.128.103.27/virthu/detail.php?ar_id=2&cate_id=36&p_id=155）
3. 周聯華等，《基督教大學的角色與任務》，台北：雅歌出版社，1995 年。
4. 東海大學勞作教育處編，《東海大學勞作風格》，台中：東海大學，2005 年。
5.B.A. Garside 著、甘燿嘉翻譯、彭海燕校譯、周聯華審訂，《勇往直前──路思義的
心靈世界》，臺北：雅歌出版社，1999 年。
6. 東海大學建築系編，《建築之心──陳其寬與東海建築》，台北：田園城市，2003 年。
7. 鄭惠美，《一泉活水──陳其寬》，台北：INK 印刻出版公司，2006 年。
8. 羅時瑋、陳格里編，《游藝化境：懷念陳其寬教授》，台中：東海大學建築研究中心，
2007 年。
9. 陳其寬等，《意：陳其寬 90 紀念展》，台北：陳其寬文教基金會，2009 年。
10. 周聯華，《周聯華回憶錄》，台北：聯合文學，1994 年。
11. 趙建中，《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校園回憶錄》，台北：田園城市，2012 年。
12. 蔣勳，《大度 ‧ 山》，台北：爾雅出版社，1987 年。
13. 楊牧，《奇萊後書》，台北：洪範，2009 年。
14. 司馬中原，《啼明鳥》，台北：皇冠，1970 年。
15. 鄔錫芬，《傾耳傾聽：宣教士歐保羅夫婦的跫音》，台北：雅歌出版社，2001 年。
16. 曹永洋等編，《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台北：時報文化，1984 年。
17. 孫清山主編，《紅土上的學術殿堂──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五十年 1956-2006》，台中：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2006 年。
18.《相思林裡的練老師：一位信仰的實踐者》，台中：自印本，2013 年。
19. 林俊義，《活出淋漓盡致的生命：林俊義回憶錄》，台北：玉山社，2014 年。
20.《東海作為形容詞──東海美術系 30 週年》，台中：東海大學美術系所，2014 年。
21.《相逢路思義－ The Luce Chapel1963-2013 路思義教堂五十年紀錄片》，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JZhVc4Jb34
22.《遇見人文－通識在東海》，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e2gjBcBk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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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城市綠洲：東海大學的一天》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nAa6R69xP0

大學的性格，大學生活

推
‧ 薦書單

1. 金耀基，《大學之理念》，台北，時報文化，2003 年。
2. 蔡元培等，《大學精神》，台北：立緒文化，2001 年。
3. Arthur F. Holmes 著、張維麟譯，《基督信仰下的大學信念》，台北：宇宙光，2008 年。
4. 陳平原，〈中國大學百年？〉（1998），收入氏著，《歷史、傳說與精神──中國
大學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09 年。
5. 楊東平編，《大學精神》，台北：立緒文化，2001 年。
6. 何秀煌，《從通識教育的觀點看──文明教育和人性教育的反思》，台北：東大圖
書公司，1998。
7. 易社強（John Israel）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台北：傳記文學，
2010。
7. 金耀基，《劍橋語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 年。
8. 金耀基，《海德堡語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 年。
9. 孫康宜，《耶魯、性別與文化》，台北：爾雅，2000 年。
10. 吳詠慧，《哈佛瑣記》，台北：允晨文化，2009 年。
11. 楊牧，《柏克萊精神》，台北：洪範書店，1977 年。
12. 陳之藩，《劍河倒影》，台北：天下遠見，2006 年。
13. Derek Bok 著、張善楠譯，《大學教了沒──哈佛校長提出的八門課》，台北：天下，
2008 年。
14. Rebekah Nathan 著、張至璋譯，《當教授變成學生》，台北，立緒文化，2012 年。
15. 徐進鈺等編，《專業通才理想的實踐：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訪談錄（一）》，
上下冊，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15 年。

知識人的胸襟和文化視野
1. 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台北：學生書局，1985 年。
2.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台北：學生書局，1992 年。
3. 余英時，《人文與民主》，台北：時報文化，2010 年。
4. 杜維明，《文化中國的認知與關懷》，台北：蹈香出版社，1999 年。
5. Edward Said 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台北：麥田，2004 年。
6. 李懷宇，《世界知識公民：文化名家訪談錄》，台北：允晨文化，2010 年。
7. 李懷宇，《知人論世：旅美十二家》，台北：允晨文化，2012 年。
8. 殷海光、林毓生，《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0 年。
9. 趙剛，《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台北：聯經，2011 年。
10. 齊邦媛，《巨流河》，台北：天下遠見，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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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楊逵，《壓不扁的玫瑰》，台北：前衛出版社，1985 年。
12. 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 1970 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聯經，
2001 年。
12. 周保松，《相遇》，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 年。

閱讀與生活
1. Mortimer J. Adler 著，郝明義、朱衣譯，
《如何閱讀一本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2009 年。
2. 許達然，《素描許達然》，臺北：新新聞文化事業，2001 年。
3. 黃崑巖，《談教養》，台北：聯經，2004 年。

探索的樂趣
1. Richard P. Feynman 著、吳程遠譯，《別鬧了，費曼先生：科學頑童的故事》，台北：
天下，1995 年。
2. 吳大猷述，《早期中國物理發展的回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 年。
3. 楊玉齡、羅時成，《肝炎聖戰──台灣公共衛生史上大的大勝利》，台北：天下遠見，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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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學
4 年度上學期活動

104 學年度上學期活動
基督立校精神的實踐──過去、現在與未來
日期

講題

講者

 月  日

東海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從創校理想說起

曾紀鴻老師
陳錦生老師

 月  日

耆老話校長──東海那些校長們

洪銘水老師
詹耀文老師

 月  日

亨德教授、工作營和社會實踐

陶蕃瀛老師
吳秀照老師
彭康健老師

 月  日

遺世獨立中的家園──
漫談大度山上的索居與團契生活

林益仁老師

 月  日

「勞心更勞力」──勞作精神今昔

 月  日

「專業復宏通」──
博雅教育的博雅教育的活水源頭

黃淑燕老師

林惠真老師
黃聖桂老師
卓逸民老師
陳以愛老師

日期：週三晚上 18：30-21：00
地點：東海大學圖書館共享區（入門處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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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沙龍

日期

講題

講者

 月  日

洛可可‧印象派‧東方

顧素琿老師

 月  日

天地有大美

鄭宜玟老師

 月  日

美在生活裡的實踐

謝美珍老師

 月  日

陳其寬的建築與繪畫

羅時瑋老師

 月  日

當羅密歐遇上杜麗娘

高禎臨老師
蔡奇璋老師

 月  日

京都美學

林希娟老師

 月  日

品味這回事

黃宏昭老師

 月  日

旅行與夢想

楊天豪老師

 月  日

舊時台南味

吳超然老師
邵美華老師

日期：週二晚上 18：30-21：00
地點：東海大學角落習齋（C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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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

人文三缺一
講題

講者

 月  日

戲劇追索之路：東西經典對談

蔡奇璋老師
高禎臨老師

 月  日

侯孝賢的電影美學Ⅰ：聶隱娘的孤獨

張義東老師
洪儀真老師

 月  日

科學普及的挑戰：為什麼我們需要科學？

劉德祥老師
陸子鈞老師

 月  日

科學普及的挑戰：科普網站與科博館的對話

劉德祥老師
陸子鈞老師

 月  日

侯孝賢的電影美學Ⅱ：紅氣球的旅行

洪儀真老師
張義東老師

 月  日

畫與人的凝視：我們怎麼「看」？

張一中老師
沈裕昌老師

10學
4 年度上學期活動

日期

期中考
 月  日

時代的瞭望者──
希望政治的夢想家YV責任政治的清醒者

黃崇憲老師
鄭志成老師

 月  日

異化 YV合理化──
馬克思與韋伯對資本主義的診斷

鄭志成老師
黃崇憲老師

 月  日

演化論：物種起源──
我們從何而來？

林仲平老師
胡承波老師

 月  日

演化論：演化論與我們的日常

胡承波老師
林仲平老師

 月  日

當我們走入社會

大夥一起

日期：週四晚上 18：30-21：00
地點：東海大學角落習齋 (C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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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相關規定與說明
通識教育中心選課方式說明
一、網路加選
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依學校規定網路加選的課程，請授課老師鼎力配合，不接受
學生加簽要求。若須調整課程人數上限者，請告知中心負責助教，由中心統一處理；
並請老師告知欲選課學生，應依學校規定時程辦理選課。
二、教師自主加選
教師於本學期「開課調查表」中勾選「教師自主加選」，請老師全權自主處理學
生之加選事宜，老師於上課前請列印最新選課名冊（惟因學校課務系統無法限制退
選），依實際選課人數及教室容納量斟酌加選名額（因學校教室有限，再則恐造成學
生上課困擾，恕不更換教室），請老師於第一週第一次上課便確定刪除和加選學生名
單，並於隔日將名單送 / 寄回通識中心處理（C209），學生加選登記表，通識中心會
於上課前 e-mail 給老師。
三、公民文化課程一律依網路選課方式進行
請授課老師鼎力配合，不接受學生加簽要求。

東海大學鼓勵教師以英語授課辦法
91.4.23 教務會議通過
102.11.12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提昇學生英文程度，增加學生就業競爭力，除開設英語語文課程外

並訂定「東海大學鼓勵教師以英語授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鼓勵教師以英語講
授一般課程。
第 二 條

本辦法鼓勵範圍以選修課程、研究所課程及通識課程為原則，但不含規定

以英語授課之課程、非講授類課程 ( 實驗、實習、專題討論、演說等性質之課程 ) 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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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相關規定與說明

師以英語為母語授課之課程。
第 三 條

採「英語授課」之課程內容須以全程英語教學方式授課，其方式包括教材

採用英語書籍，授課、研討及作業皆採用英語方式為之。
第 四 條

本校教師擬以英語授課者，請於前一學期配合開課作業，向課程委員會提

出申請，經教務長核准後該課鐘點數以 1.5 倍計算。前項課程由授課教師於開學前在本
校校園網路教務系統公告教學內容大綱，俾便學生選課。
第 五 條

依本辦法開設之課程應由系院校課程委員會定期檢討改進。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考試規則說明
一、所有學士班課程（含進修學士班課程）除會考由課務組統一排定外，其餘課程皆
須於期中、學期考試週以隨堂方式考試。考試資訊請教師於考試週前自行向學生宣佈，
或可至「考試調查系統」，設定授課科目之「隨堂考試」、「統一排考」或「不考試」
等考試條件。
二、各課程依教育部規定每學期授課須滿 18 週，除畢業班課程得於第二學期之畢業考
試週舉行考試外，其餘課程皆在學期考試週舉行考試。教師授課課程之修習系級設定
為 4 年級（或以上）之畢業課程，可於「考試調查填寫系統」選擇參與畢業考試或學
期考試，其餘低年級或高低年級混合修習之課程，一律須參加學期考試。
三、合開課程之考試調查設定，由合開課程之主試教師至「考試調查系統」填寫考試
資訊。
四、應舉行期中、學期考試之課程，若因測驗方式特殊（如聽力測驗、上機測驗 ...），
無法在原授課教室舉行考試者，請自行借用其他教室應考。
五、隨堂考試說明：
（一） 實行隨堂考之班級，任課老師應於行事曆規定之期中、畢業考或學期考
試週，利用原上課時間與教室舉行考試。
（二） 於「考試調查填寫」系統選擇「隨堂考試」之課程，請依序填寫「考試
日期」、「考試起始時間」、「考試結束時間」及「考試是否可參閱其
他資料或書籍」等考試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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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選擇「隨堂考試」之課程，教師在設定好考試日期與時間後，系統會自動
帶出該科的考試地點（即為原上課教室之代號）。但若該課程上課地點在
C 或 H 棟，由於上課地點桌椅相連，不適合應試，故若修課人數超過教
室一半座位數者，可於調查系統上申請由本處課務組安排試場。
六、統一排考說明：
（一） 若同一主試教師開授 3 門以上相同科目名稱者，可於「考試調查填寫」
系統選擇「隨堂考試」或「統一排考」。
（二） 選擇「統一排考」課程者，可申請由本處課務組統一安排考試時間與地
點。
（三） 統一排考課程，由於學生人數眾多，為避免衝堂，安排考試時間將以第
10 節（18：20 PM）以後考試時段為主，考試地點則為中正堂。
七、集中會考說明：
（一） 會考於星期六舉行。
（二） 教師授課課程若屬大一英文、大二英文、日文、微積分、商用微積分、
會計學及普通物理實驗等課程，教師無須於「考試調查填寫系統」填寫
此課程考試資訊，相關考試資訊由本處課務組統一輸入。

東海大學學士班學生學業預警制度及輔導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99 年 4 月 20 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19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落實對學業成績低落及學習成效不佳學生之輔導，以強化學生在校學習
成效，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學業成績及學習成效不佳之輔導對象如下：
一、 期初預警學生：曾有過一次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超過學期修
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
二、 單科預警學生：於期中學業預警作業結束後，該學期有任一修習科目遭授
課教師預警之在學學生。
三、 預警學分達二分之一學生：於期中學業預警作業結束後，遭預警科目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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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相關規定與說明

分數超過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之在學學生。
四、 重點預警學生：於期中學業預警作業結束後，如有本辦法期初預警或預警
學分達二分之一之在學學生。
第三條 期初預警學生名單於每學期加退選課程截止日後，由教學資源中心統一以電子
郵件方式寄至各學系信箱，並由導師針對期初預警學生進行主動關懷與晤談，瞭解學
生學習需求，提供學習輔導建議。
第四條 學業預警作業之登錄，由各科目授課教師於學期期中考試結束兩週內，透過學
業期中預警系統進行。 學業預警作業結束後，由教務處註冊組彙整學生預警資料，分
別通知系所、學生本人及學生家長。
第五條 重點預警學生之輔導，由該生所屬之導師進行，並透過導師資訊系統詳作記錄；
各學系應依據所屬學生預警資料，安排補救教學或課後輔導。
第六條 重點預警學生經由導師晤談輔導後，認定該生有學習負擔過重或對某一科目有
學習障礙之情形，得向教務處申請預警停修。學生申請辦理預警停修每學期以兩個科
目為限，且停修後之學分數，非畢業年級不得低於該學期應修最低十六學分，畢業年
級不得低於該學期應修最低九學分 ( 不含延長修業年限之學生 )，唯延長修業年限之學
生停修後至少應修習一門科目；學生申請辦理預警停修之科目，需經該科目授課教師、
導師及系主任同意，並於每學期上課日第十五週結束前申請。學生申請辦理預警停修
之科目，若屬於畢業考試科目，則需於畢業考前一週申請。停修課程仍須登記於該學
期成績單及歷年成績表，於成績欄註明「停修」，停修課程之學分數不計入該學期修
習學分總數。依規定應繳交學分費（學分學雜費）之課程預警停修後，其學分費（學
分學雜費）已繳交者不予退費，未繳交者仍應補繳；因預警停修而未達開課人數之課
程仍可續開。對申請預警停修之學生，導師及系主任須告知辦理後可能導致擋修、影
響修業年限等情形。
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東海大學教師繳交及更正成績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四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一○一年四月十七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39

教師手冊封面-完稿-2015.11.10.indd 39

2015/11/30 下午 09:34:59

一、本校為處理教師繳交及更正成績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各科目學期總成績，由任課教師參酌平時成績、期中考試成績及學期考試成績計
算，各科學期總成績以四捨五入法計算，不採用小數點。
三、同一科目由二位以上教師授課者，授課教師應自行協調一位教師負責總合學生學
期成績，並送交註冊組。
四、授課教師應於開課學期及暑期授課班期末考試結束後，依本要點規定期限繳交學
生成績報告單。學期考試成績應於「學期考試完畢」之翌日起七日內送交註冊組；畢
業考成績應於「畢業考試完畢」之翌日起五日內送交註冊組；暑期班成績應於「暑修
期末考結束」之翌日起五日內送交註冊組；補考成績應於「補考結束」之翌日起三日
內送交註冊組。繳交截止日期若遇假日則順延；碩、博士班學期成績繳交期限 比照學
士班，至遲於次學期註冊日前。
五、授課教師送交註冊組之學生學期成績，均請按學生實得成績給分，如有學生成績
未完成，請於學期成績欄內註明「缺」。授課教師所送學期成績若有學生缺成績，經
通知授課教師，至成績補登截止日仍不處理者，該生該科成績以零分計。成績補登截
止日為次一學期成績更正截止日。
六、學生對其學期成績有疑問時，得於次一學期開學後一星期內，檢附學期成績單向
開 課單位（系、所、室或中心）申請複查。申請複查學生可要求開課單位說明該科成
績計算方式及學生本人各項成績之評分；經複查後如有評分或計算錯誤情形時，任課
教師應依本要要點規定辦理成績更正。開課單位處理學生成績疑問時，除非各項評分
及成績計算方式有明顯不當，應尊重任課教師決定。學生對複查結果如仍不服，可檢
附評分或成績計算方式明顯不當影響其權益之事實，向本校學生申訴委員會提起申訴。
七、學生學期成績經授課教師送交註冊組後不得更改（網路傳送者為資料傳送後不得
更 改）。但如因教師疏忽造成錯誤者，得由授課教師以書面並檢附足資證明資料，向
所屬系（所）提案更正。更正成績案，應由系（所）主任召開系（所）務會議議決，
通過者須依序送經院長、教務長核定後，成績始得更正，惟事後須提報教務會議報備。
八、更正成績至遲應於次一學期開學後三星期內完成，但涉及退學情形時，除依前項
程 序外並應於兩星期內經院務會議通過。情形特殊個案，得提教務會議議決。
九、學生成績分學業（學士班含體育、軍訓、護理）、操行二種。各種成績之評定採
用百分計分法。學士班每科之學期成績（含操行）達六十分者為及格；研究生每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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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成績（含操行）達七十分者為及格。性質特殊之科目，經系 ( 所 ) 院課程委員會
及教務會議審定通過後，得採「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但依本校「學生出
國（境）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赴國（境）外研修所修得之成績，得由所 屬
系所決定採「通過」及「未通過」方式承認其學分，計入畢業學分，但得不併入 畢業
總成績計算。
十、國外修課學分登錄為本校成績時，非百分制成績得依原校提供之轉換為百分制對
照 表轉換為百分後登錄；原校未能提供轉換百分制說明者，得參考下表轉換：

大學部
研究所

A+

A

A-

AB

B+

B

B-

C+

C

C-

D

96
98

90
92

84
86

81
85

78
84

75
80

72
76

68
74

65
70

62
66

50
50

十一、學生成績等第記分法、百分記分法、學期成績平均點數（Grade Point Average，
簡稱 G.P.A.）記分法對照表如下：
百分記分法
80 至 100 分
70 至 79 分
60 至 69 分
50 至 59 分
49 分及以下
		

等第記分法
甲等（A）
乙等（B）
丙等（C）
丁等（D）
戊等（E）

G.P.A.
4
3
2
1
0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其他相關網址
一、登入教學平台
1. 新版數位教學平台網址：http://moodle.thu.edu.tw/
2. 進入教學平台後，點選「登入」，輸入 THU-NID 帳號進行登入作業。
3. 若您尚未開通帳號，請至本校帳號中心：http://ussc.thu.edu.tw。
4. 登入後，網頁主畫面為本學期開設的課程名稱，點選課程即可進行設定。
二、數位教學平台基礎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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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版數位教學平台網址：http://moodle.thu.edu.tw/
2. 進入教學平台後，輸入 THU-NID 帳號進行登入作業
3. 若您尚未開通帳號，請至本校帳號中心：http://ussc.thu.edu.tw
三、東海大學圖書館借閱申請辦法網址
1. 借閱申請辦法網址：http://www.lib.thu.edu.tw/ct.asp?xItem=4657&ctNode=1053&mp=1
四、通識活動
FACEBOOK 臉書關鍵字搜尋
1. 通識在東海
2. 品味沙龍
3. 人文三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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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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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行政團隊
中心主任：
陳以愛副教授
yichen@thu.edu.tw 04-23590121*22708

行政同仁：
人文領域：顏清苓專員
chling@thu.edu.tw 04-23590121*22704
社會領域、文明與經典領域：游麗瑾組員
lj@thu.edu.tw 04-23590121*22700
自然領域、公民文化、多元學習：劉麗珠組員
lichu@thu.edu.tw 04-23590121*22701
卓越計畫：李安娜助理
ge.inthu@gmail.com 04-23590121*22705
角落習齋：04-23590121*28811

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
王崇名教授
潘兆民副教授
陳以愛副教授
曹淑瑤副教授
陳永峰副教授
黃書林講師

通識各領域召集人：
人文領域：朱岐祥教授
社會領域：趙剛教授
自然領域：胡承波教授
文明與經典領域：鄭志成助理教授
公民文化：陳永峰副教授
多元學習：王崇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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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李安娜
美術編輯：廖瑞君

印製單位：東海大學共同學科暨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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