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大學管理學院九十九學年度
第一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會議記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零零年一月十九日(星期三) 13：30～。

地

點：台北淡水校區：管理學院 B1－資訊室會議室。
台南麻豆校區：教學大樓－2F 會議室。

主

席：許芳誠

院長。

出席人員：台北淡水校區 4 人、台南麻豆校區 3 人，總計 7 人。
管理學院：許芳誠院長。
資管系：王台平主任。
工管系：喬國平主任。
資應系：鍾峻任主任。
工商系：黃啟誠主任。
知管系：陳志忠主任。
業界代表：叢樹人先生。
工作人員：台北淡水校區 1 人、台南麻豆校區 1 人，總計 2 人。
楊惟婷小姐(管理學院)、邱偉哲先生(資應系)。
請假人員：台北淡水校區 2 人、台南麻豆校區 0 人，總計 1 人。
林志斌(企管系)。
校友代表：楊筱芳小姐。
記

錄：楊惟婷小姐。

壹、工作報告：
一、主席報告(附件一、附件二)。
貳、討論事項：
議題一、討論真理大學管理學院「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及基本素養」案。
決

議：全數無異議通過，詳如附件三。

議題二、討論真理大學管理學院「核心課程與基礎課程」案。
決

議：此案緩議。

參、臨時動議：
無。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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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大學教育的演進
資料來源: 江宜樺，從博雅到通識：大學教育理念的發展與現況，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No. 14，2005, 37-64.

A. 希臘時代
蘇格拉底：
重視德性甚於財富與名利，德性的憑藉在知識，大家應勇於探尋真理，不斷以理
性態度檢驗自己及他人言行。

柏拉圖《理想國》（The Republic）：
城邦統治者與輔佐階層必須接受嚴格而井然有序的教育。
1. 幼年期；
「樂教（music）」
（詩歌、戲劇、文學、演奏）與「體育（gymnastic）」
（體能訓練及良好生活習慣）。
2. 成年後：資質佳者需接受「數學」、「幾何」、「天文」、「音樂」等四種學科的
教育，讓年輕人得以從感官世界的觀察，提升到抽象世界的掌握。
3. 30 歲後：考試脫穎而出者，開始學習「辯證法」（dialectic）。
/**「辯證法」是哲學思考法，使人超越現象拘絆，直接掌握到「善」的理型（the Idea of the
Good）及萬事萬物的理型。**/

B.羅馬時代的自由人教育
1. 「自由人教育」( studia liberalia / liberal studies）指的是「適合自由人、而非
奴隸的教育」。原本專門服務王公貴族，學習方式著重記憶背誦，目的在使
子弟不加思索地同化於傳統文明。
2. 「自由人教育」的學習科目：修辭、文法、詩歌、音樂、哲學、數學及其他
基本科學知識，統稱為「自由技藝」（artes liberales, liberal arts）。
3. 這些學科基本上是從哲學出發，不全然分析其物理屬性，羅馬人經常簡稱「自
由技藝」為「人文學」
（humanitas, humanities）
。也就是說，
「自由教育」
、
「自
由技藝」與「人文教育」是相通的。

1/4

1

C.中世紀大學的七藝
1. 中世紀歐洲經歷蠻族入侵動亂後，逐漸回復有利於學術發展的社會條件。
2. 12 至 13 世紀間，歐洲最早的大學陸續成立。大學前身是教會所辦的學校，
主教所在的總教堂、教區教會、修道院都設有教會學校，訓練僧侶讀寫思辨、
闡釋聖經的能力。12 世紀部分教會學校發展俗人教育課程，訓練教師。
/**
「大學」
（university）最初意指類似現代「行會」
（corporation or guild）的組織，提供某些
特定知識技能的教育訓練與資格檢定。
12 世紀之前，較高等級的教育隨著知名教師所在而轉移；
12 世紀之後，特定地方逐漸形成學生聚集學習的固定場所。
大學變成一個集合「學科」（faculty）、「住宿學院」（college）、固定課程（curriculum）、考
試（examination）與畢業文憑（degree）等要素的機構。**/

3. 中世紀大學基礎學科數目確定為七門，分成兩組：
1)「文法」、「修辭」、「邏輯」，稱為「三文」（trivium
2)「數學」
、
「幾何」
、
「天文」
、
「音樂」
，稱為「四文」或「四藝」
（quadrivium）。
3)修畢前一組可獲「學士學位」（Bachelor of Arts degree），修畢後一組可獲
「碩士學位」（Master of Arts degree）。
/** 中世紀是基督教支配一切的時代。在基督教影響下，無論是七藝的內涵或教育目的，
都發生了變化。《聖經》幾乎成為所有初階學習者的教材。譬如，「文法」以教導《聖經》
的詩篇開始，然後及於《聖經》其他篇章，...，最後才是古典拉丁文學作品。再以「數學」
為例，學生首先注意到的《聖經》之中所記載的各種數字，老師必須以此為基礎，逐步教
導學生瞭解各種度量單位及抽象的形式。
「邏輯」的目的也不在於學會有效推理，而在於有
效詮釋經文。**/

4. 中世紀教育體系，除前述「三文」及「四藝」外，還發展出「醫學」
（medicine）
、
「法學」（jurisprudence）與「神學」（theology）三種博士學位（ Degree of
doctor）。
/** 通常一個學生要花幾年的時間學習「文法」、
「修辭」、「邏輯」取得學士學位，
再花五、六年的時間學習「四藝」獲得碩士學位。
取得碩士後，可選擇離開學校、留在學校教初階課程、或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博士學位訓練少則數年，多則十餘年。是研究所教育（post-graduate studies）的前身，也是
最早建立在博雅教育基礎上的「專業（或職業）學院」
（ professional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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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近代百科全書式學科
1. 中世紀晚期，大學教育的學科架構越感到擴張的壓力，百科全書式的學術分
類逐漸取代七藝或七藝加上三種博士學科的十項分類。
2. 文藝復興後，傳統七大博雅教育的架構正式走入歷史，百科全書式的學習途
徑開始成為近代大學組織課程的原則。
1)

「歷史學」與「政治學」因新興國家管理知識的需要而上升；

2)

「地理學」因地理大發現及帝國殖民時代的來源而日益重要；

3)

「自然哲學」分化為「物理」、「化學」、「自然」、「植物學」

4)

「藥物學」與「經濟學」也由附庸的地位攀沿而上，成為獨立的學科。

E. 20 世紀的通識教育
1. 過去二、三百年來知識急劇擴張，新科系及研究所不斷出現。大學生人數
直線上升，許多大學放棄以博雅教育作為大學核心教育的理想，任由學生
自己選擇一種專門學科，或選擇一些感興趣的科目。這種做法很快就出現
問題。
1) 學生只熟悉單一學科的知識體系，對其他科系或領域的知識一無所
知，因此在溝通上極為困難，
2) 在欠缺傳統博雅教育的薰陶下，大學生似乎逐漸喪失了自我探索、批
判反省、以及創新突破的能力。
2. 許多大學又紛紛恢復要求學生修習某些共同基礎學科的制度。當然，這種
發展並不是普世皆然，
1) 譬如，德國與英國的博雅教育主要集中於高中階段，大學本身並不熱
衷推行任何共同必修的基礎教育。
2) 美國的大學則比較堅持專業主修之外，還要有某種「專業之外、普遍
相通」的教育。
/**
在美國這種「專業之外、普遍相通」的教育有不同名稱：「博雅教育」
（ liberal education）
/ 「大學教育」
（university education）/ 「核心教育」
（ core education, core curriculum）
。最
普遍的名稱則是「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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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同課程究竟應該提供一套相同的學習科目給所有學生，還是要求學生到
自己專業領域之外的其他領域自由選修若干科目？
1) 「核心課程」模式：學校主動規劃體系清楚的課程，做為所有大學生必須
選修的科目。
/**
哥倫比亞大學要求全體學生都修習五 大領域的套裝課程，包括「當代文明」
、
「音樂」
、
「主
要文化」
、「文學」
、「藝術」等。**/

2)「平均選修」模式：學校不規定成套的必修共同科目，但要求學生除主修學
系的課程外，還要到性質不同的領域分別選修若干規定的最少學分。
/**
譬如一個經濟系的學生，必須在人文領域選修一些文學或藝術課，在自然科學領域選修一
些微積分或天文物理，甚至在生命科學領域選修一些基礎生物或遺傳工程學等等。
就理念而言，「核心課程」模式比較接近古典博雅教育的理想。「平均選修」模式則代表文
藝復興以迄啟蒙運動時代百科全書式的知識體系所要求的最起碼整合。**/

4. 有許多學校試圖調合兩種模式，以求創造一種兼顧二者優點的通識教育模
式，哈佛大學即為其中一例。
/**
20 世紀以前，哈佛的大學教育有一套統一適用的課程。
Charles Eliot 擔任校長期間（1869-1909）
，轉向允許學生完全自由選修。
1914 年 開 始 ， 在 A. Lawence Lowell 校 長 的 領 導 下 ， 哈 佛 建 立 了 「 集 中 與 分 配 」
（“concentration and distribution”）的課程規劃原則，要求學生除主修某特定學科外，還
要在其他領域有相當程度的涉獵。這套選課架構試圖兼顧深度與廣度，但是它的選修部分
沒有任何規範，性質上比較接近「平均選修」模式。
二次大戰期間， James Bryant Conant 校長提倡通識教育的理念，並於戰後的 1945 年完成
了著名的「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報告書（簡稱「紅書」），強調傳統與創新必須兼顧。但
是，報告書最重要的作用是要求學生在自由選修的部分，必須就「人文學」
、
「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等三大領域各選修一門全學年的課程。其後哈佛又經過一兩次的調整，而得
出目前實施的「核心─分配」綜合模式。
哈佛目前的核心課程分成七大領域：外國文化、歷史研究、文學與藝術、道德思維、量化
推理、自然科學、社會分析。但是，哈佛的領域內課程有選修的彈性空間，不像哥倫比亞
大學的統一要求，因此這個模式可算是介於「核心」與「平均」之間的綜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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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各位委員，平安：
關於學校要求各院、系依據真理大學之宗旨、特色、願景、目標策略，制定各院、
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基本素養一事，弟就個人所知，整理一些要點供做參考，
若有缺誤請不吝賜正。
一、背景：
(1) 「基本素養(libera arts)」
(2) 「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緣起於 Prahalad 與 Hamel (1990) 的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1990 年代公司與對手的競爭優勢主
要建立在：(i) 擁有降低成本的能力 (ii) 擁有差異化的能力 (iii) 擁有資源
的能力等。現代公司擁有或學會上述能力皆不再困難。因此，Hamel 認為：
企業應擁有核心能力，形成難以抵擋的競爭優勢。
二、重點：
(1) 資源並非任何組織所能獨享，擁有相同（或相當）資源的公司應該不少。
(2) 能力指的是如何使用資源。有資源不見得有能力，有些公司確實因為有能
力善用資源獲致成功。
(3) 問題是，很多能力是可以學得到的，但就算有些公司真都學會了善用資源
的能力，也不見得能成功，到底原因何在？
(4) 原因在於這些能力中，有部份是難以透視、模仿、甚至根本不為人所知，
這就是所謂的核心能力，造就了難以抵擋的競爭優勢。
三、高等教育機構的核心能力與學生的核心能力
(1) 21 世紀強調國家競爭力，而國家競爭力取決於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因
此不管願不願意，當前高等教育被賦予一重任：培養具核心能力的大學生。
(2) 教育原為百年樹人，旨在培育具理性與追求完美之人才。原始高等教育著
重啟發，但今日身為高等教育機構的大學，必須開始思考如何建立大學教
育的核心能力，以確保學生具備核心能力。
(3) 問題是，大學如何建立起讓競爭對手「難以透視，難以模仿，甚至根本不
為人所知」的所謂教育核心能力，造就自己具備「難以抵擋的競爭優勢」？
且從準備傳授給學生的一些能力中，訂出「難以透視、模仿、甚至根本不
為人所知」的核心能力，足以造就他們具備「難以抵擋的競爭優勢」？
四、範例：美國哈佛大學

美國哈佛大學前校長伯克（Bok, 2006）在其新作「大學教了没？」（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一書中，提出一個建構大學教育與大學生核心能力的
框架。當中傳達一個重要概念：大學第一個核心能力是訂製明確教育目標的能力。
培養 21 世紀大學生具備「難以抵擋的競爭優勢」有許多選擇，訂製明確教
育目標的能力包括：有能力選擇哪些探索力和知識力是關鍵的，可以做為大學生
的核心能力？以及這些核心能力應該達到的水準為何？
伯克提出 21 世紀大學生的八項核心能力為：1. 寫作與口語溝通的能力，2.
精準的思辨能力，3. 道德倫理議題的論理能力，4. 履行公民責任的能力，5. 因
應多元化生活的能力，6. 面對更全球化社會生活的能力，7. 就業能力，8. 具備
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史哲的通識。
另一方面，伯克認為教師本身不但應該具備上述核心能力的競爭水準，還需
發展有效的教學法，讓學生完全學到教師的水準，而且畢業時還可帶得走。
也就是說，伯克認為 21 世紀大學的教育目標為：大學教師針對學生八項核
心能力，必須有發展有效「教學方法」及提升教學品質的能力，從而培養大學生
可以學會，並帶得走八項核心能力。
事實上，伯克書中想傳達的另一個概念是：大學在有發展有效「教學方法」
及提升教學品質的能力上，還有所不足（從書名 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 可
略知一二）。
伯克提出的八個核心能力，兼顧表達、道德、生活知能、就業、通識各層面
的發展，針對時代需求，提出切中 21 世紀社會需求的能力。顯示伯克其實已經
看到的願景(visions)是：
21 世紀的大學已經普遍有能力培育具學術專業能力的學生，接下來除了專
業學術能力外，還需具備傳授學生擁有八項關鍵能力的本事。
換言之，大學的教育目標朝向：尋求結合學校特色、環境等優勢資源，發展
有效發揮資源的教學法及提升品質能力，建立學生具備「難以抵擋的競爭優勢」
。

五、資管系的經驗
為讓伯克上述說法更具體，以策略草圖配合例子說明其操作方式如下。下圖
是資管系 94 學年度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課程的簡例。
願景之一：本校資管系畢業生以推甄方式進入國立大學碩士班就讀。
目標策略：重視基礎教養及專業學科能力，維持不要拉大差距。提升「英文
能力、溝通能力」至公立大學水準、權衡系上教師能力及相關資
源，建立「研究能力、國際交流能力」二項關鍵能力。
核心能力：英文能力、溝通能力、研究能力、國際交流能力。
教育目標：本系教師針對學生四項核心能力，發展有效「教學方法」及提升
教學品質的能力，學生可以學會，並帶得走四項核心能力。
（課程設計與教學法：略）

附件三

真理大學 管理學院 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基本素養
宗旨
培育兼具人文素養、公民能力與服務知能的人才。

教育目標
1.
2.
3.
4.
5.

提升寫作與口語溝通的能力水準。
一般水準的思辨能力。
提升音樂與藝術表達能力水準。
提升道德倫理議題的論理能力水準。
提升履行公民責任的能力水準。

6.
7.
8.
9.

提升因應多元化與面對更全球化社會生活的能力水準。
提升就業能力水準。
具備一般水準的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史哲的通識。
具備一般水準的基礎商學與管理學知識、服務與探索能力。

核心能力/專業能力
核心能力：
1. 寫作與口語溝通的能力。
2. 音樂與藝術表達能力。
3. 道德倫理議題的論理能力。
4. 履行公民責任的能力。
5. 面對多元化、全球化社會生活的能力。
6. 就業能力。
專業能力：
1. 具備基礎商學與管理學之知識。
2. 具備基礎商學與管理學之服務能力。
3. 具備基礎商學與管理學之探索能力。
基本素養：
1. 寫作與口語溝通的能力。
2. 精準的思辨能力。
3. 音樂與藝術表達能力。
4. 道德倫理議題的論理能力。
5.
6.
7.
8.

履行公民責任的能力。
面對多元化、全球化社會生活的能力。
就業能力。
具備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史哲的通識。

能力指標
1.
2.
3.
4.

語言與專業證照。
服務學習表現。
專題製作、觀摩或竸賽表現。
創造力表現。

未來展望
1. 發展更有效的「教學方法」。
2. 提升「教學品質」。
3. 培養學生具備可以帶得走的探索力和知識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