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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通識教育中的生命科學教學之研究? 
 

裴晉國? ?  
 

摘 要 
 

生命，是神聖的；尊重生命的真正價值，更是學界努力維護的重要議題。因

此，過去對於生命科學的探索、了解並進而成為應用性的科學，成為生命科學中

重要的領域。然而，在教育中對於生命的關懷，仍然必須特別強化出生命教育的

主題，以加以深化生命的其教育的理念。生命教育的推動，可溯源自前台灣省政

府教育廳時期，在民國八十六年起展開台灣省中等學校的生命教育。民國八十九

年起，教育部組成「推動生命教育委員會」，結合地方政府、各級學校、民間團

體之資源，系列規劃生命教育推動方案。在大學中，生命教育自然而然成為通識

教育的一環。根據通識教育目的，在於促進現代知識青年不但是一個自然人、科

技人，更是一個社會人、文化人；或者說，通識教育就是促進學生自我啟蒙、自

我開發、自我提昇及自我擴展的「全人教育」。因此，生命科學結合了生命教育，

其教學內容及教學目的與通識教育之理念幾近吻合。 

本研究認為，在大學中生命科學的教學具有多元的面向，其教育範疇主要可

區分為五類：第一、生理科學；第二、心理方面；第三、社會科學；第四、哲學

思維；第五、跨領域研究。 

最後，經由開南管理學院生命科學領域之「人與醫學」課程之設計介紹，期

待透過各種教學內容及不同之教學方式，激發大學生對於自我、人我及社會整體

的認識與關懷的教育目標。 

關鍵詞：通識教育；生命科學；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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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science and educ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Pei, Jin - Kuo? 
 

Abstract 

 
Life is so honor. To respect the true value of life is the mission and important 

issue of the academic field of general education. Most of us regard the education of 

life science as the applied science such as physiology or medicine. But the nature of 

the life science should be reconsidered in a broader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emphasize 

the topic of the educational proportion. The promotion of life education in Taiwan 

Province was started from 1997.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establishes the council of 

the promotion life education on 2000. In the university, the life education naturally 

becomes a part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The mission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is to 

create the “holistic person” who has the self-enlighten, self-development, 

self-promotion and self-expansion. The life science and life education both match the 

mission above. 

In this paper can indicate the pluralism perspectives of the life science and life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The five educational categories will be written down here: 

physiological approach, psychological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philosophical 

approach,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Eventually we introduce the course of Human and the Medicine in Kai Nan 

University. Hope the teaching contents and the setup can bring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life science, life education and students in University to achieve the aims of life. 

 

Keywords :General Education, Life Science, Lif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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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通識教育中的生命科學教學之研究 

 
裴晉國 

 
壹、前 言 
 
我國自民國七十三學年度起，臺灣地區的大學教育開始全面實施「通識教育

課程選修制度」至今已近二十年。對於大學理念──尤其針對專精與通博、人文

與科學兩種文化的對壘問題──其討論似乎未曾間斷。對於大學教育的專精發

展，導致學界認為衍生了許多問題，各學科間缺乏對話形成科學發展的嚴重問

題，甚至同行的學者亦往往無法溝通其所見所學（金耀基，1983）。學術以及教

育的過度專業化，除形成學術知識屏障之外，更可能導致人性本質的淪喪。對於

學生而言，對於生命意義認知的缺乏，產生對生命價值的混淆，顯現於外的是青

少年暴力行為、飆車、鬥毆、自殺、殺人等事件層出不窮1。這些問題如果單純

由所謂的「生命科學」角度切入時，顯然缺乏了深層的教育本質。因此，對於生

命的教育問題，是必須嚴肅正視的。 

放眼國內對於生命科學學門之課程設計之多元發展，本文試圖由通識教育的

實施目標及教育的理念，發掘在通識教育中的生命課題。透過各種類型的課程目

標、課程設計，解析當前國內對於生命科學及生命教育的課程內容與目標，並且

結合於通識教育的整體內涵之中。 

 
貳、通識教育與生命科學 
 

一、,通識教育的基本理念 

通識教育是建立人的主體性，以完成人之自由解放，並與人之所生存之人文

及自然環境建立為主體性之關係的教育（黃俊傑，1999）。對於大學通識教育的 

                                                 
1 例如台中女中資優生自殺、民國八十七年清華大學發生女研究生以所學知識使用王水殺人毀屍
案件等，這些事件的發生，的確引發教育當局的重視，形成了對生命教育的高度重視，並且陸
續成立相關單位之生命教育委員會。尤其心理學界出身的前教育部長曾志朗，更於民九十年宣
示該年為生命教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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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可見諸於近年來整體之教育發展取向，在大學教育普通化、通識教育普

及化、大學教育適性探索、課程統整的關連性、學程制的重要、社會化歷程的延

長等（謝文英，2001），形成通識教育在大學教育中所佔有的份量日趨重要。 

 

黃俊傑（2001）綜合了國外多位學者專家關於通教育的研究，提出了關於通

識教育主要目標的七點意見： 

第一、培養學生基本的能力，使學生具有基本溝通、思考、批判的能力，以

及進一步研究學問所需的各種基本能力。 

第二、培養學生各種主要知識領域的認識與了解。 

第三、培養學生對自身的了解，啟發人文素養，提高個人的生活品質，並對

人生意義及價值有完整的概念。 

第四、培養對社會的關懷，使學生成為積極參與並能解決社會問題的現代公

民。 

第五、培養具有世界觀的公民，不僅了解自己所生存的社會，更要對其他文

化包容和探索，並瞭解自身與他人、與宇宙自然的關係。 

第六、讓學生對人類過去歷史、文明的了解，並進而鑑往知來，為未來二十

一世紀預做準備，學習各種所需的知識與技能。 

第七、強調對倫理與道德的思考，使之面臨道德問題時，能作敏銳的判斷與

正確的選擇。 

 因此，通識教育的教育目的，是運用人文學、社會科學、生物科學及物理科

學四大方面的概念、思想、知識及方法，重新設計一套融會貫通的課程，讓每一

位修習這套課程的大學生，都有可能使自己內在的各種秉賦、潛能、情操、需求

及意志，獲得高度的發展與實現，並進而體認啟蒙及開發的自我如何與他人、社

會、自然及超自然相關連，從而使個人之社會的、自然的及超自然的意義獲得最

大的拓展。因此，通識教育如能行之有效，應可使很多大學生形成對自然、人生、

生命及價值之更開闊的看法。總之，大學通識教育可以說是一種自我啟蒙、自我

開發、自我提昇及自我擴展的全人教育（楊國樞，1999）。通識教育藉由「統整

的知識」，進而培養「統整的人格」（郭為藩，1987）。 

對於大學通識教育的需求，由個人之內在，至個人的心理層面，以至於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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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之關懷，均成為教學內容之重要的成分。因此，做為大學通識教育的生命科

學，其課程設計，教育目標是否與上述之通識教育目標相吻合？有待進一步的討

論。 

 

二、生命科學與生命教育 

生命，是神聖的；尊重生命的真正價值，更是學界努力維護的重要議題。因

此，過去對於生命科學的探索、了解並進而成為應用性的科學，成為生命科學中

重要的領域。然而，在教育中對於生命的關懷，仍然必須特別強化出生命教育的

主題，以加以深化生命的其教育的理念。生命教育的推動，可溯源自前台灣省政

府教育廳時期，在民國八十六年起展開台灣省中等學校的生命教育。民國八十九

年起，教育部組成「推動生命教育委員會」，結合地方政府、各級學校、民間團

體之資源，系列規劃生命教育推動方案。 

近二十年來，國內各大專院校的通識教育課程，大體上主要區分為三大學

群，亦即：自然科學（含生命科學）、社會科學、人文藝術學科等三大部份。然

而，因為如此之區隔，加上過去生命科學的開課系所多半為醫、理學院為主，當

課程設計所強調的是生物性、健康實用性的課程取向時，極易導致上述之自然、

人文、生命等價值無法有效的開拓。事實上，醫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

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學、哲學⋯⋯等學科，所有的知識都足以提供人們作為理

解生命現象的背景，所以廣讀這些學科的知識，將協助人們廣泛的理解生命現象

（郭靜晃等，2002）。因此，缺乏對生命意義的探索所形成的生命科學及教育，

基本上並無法達成通識教育所賦予的使命。  

因此，在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中程計畫中，特別強調，處在科技高度發達的

今天，所謂「E世代」的學生受到科技的影響，對於生命的價值、人生的意義、

人我關係、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以及生死問題，常無法真正的了解，衍生出許多

不尊重他人生命或自我傷害的事件。這些事件期待透過教育的方式而大大改善現

況，使每個青少年學得人我生命共同體的意識，不但擁有專業知識，更能悅納自

我、關心家庭、熱愛他人、尊重生命與大自然，使生命教育成為時代需求下的產

物，更彌補現行教育之不足2。 

                                                 
2 教育部於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函頒「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中程計畫」，以九十至九十三年
度為實施時程，具體說明現今生命教育之缺失及推動策略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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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到底生命科學及生命教育的意義為何？生命教育的內涵為何？ 

學界試圖以哲學角度、歷史脈絡、諮商輔導、宗教取向、生死教育等不同之

取向為生命科學及生命教育加以定義。黃培鈺（2002）認為，最早期的生命教育 

是致力於「藥物濫用、暴力與愛滋病的防制」的教育與宣導，後來逐漸擴及有關

愛惜生命、防患自殺、暴力殺人傷人、死亡教育等教育的宣導及實施。如此的取

向比較傾向於基本之生命理解。吳庶深與黃麗花（2001）的定義則較完備。論者

認為，生命教育是關乎全人的教育，目的在促進個人生理、心理、社會、靈性全

面均衡之發展；就個體與外界的關係而言，是關乎與他人、與自然萬物、與天（宇

宙主宰）之間，如何相處互動的教育3。因此，從上述定義，生命教育可發展如

下之理念4： 

第一、生命教育的理念為全人教育：活在天、人、物、我的均衡關係中。 

第二、生命教育的方向有二：以為何而活探討生命意義與本質；以如何生活

尋求生活目標並進而豐盛人生。 

第三、生命教育具備四個向度，包含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環境、人與

宇宙等四種不同的尊重、倫理、環保、宗教等課題。 

第四、生命教育可形成五種不同的取向。分別是1.宗教教育取向：生命意

義、死後歸宿、終極信仰；2.健康教育取向：生理衛生、心理衛生、

生態保育；3.生涯規劃取向：認識自我、發展潛能；4.倫理教育取向：

思考能力、自由意志、良心道德的培養；5.死亡教育取向：珍惜人生、

超越悲傷、臨終關懷、安寧照顧等。 

 

對於通識教育課程的設計，黃俊傑（1997）提出國內大學實施通識教育課程

的四種理論：精義論、均衡論、進步論，以及多元文化論。其中更以多元文化論

來作為通識教育的新理論，期盼通識教育的課程設計呈現「多元主體並立」的精 

神和強調「並列原則」而非「從屬原則」，使各種文化和價值能夠從競爭關係轉 

                                                 
3 論者並認為其目標在於使人認識生命（包括自己和他人），進而肯定、愛惜並尊重生命；以虔
敬、愛護之心與自然共存，並尋得與天（宇宙）的脈絡關係，增進生活的智慧，自我超越，展
現生命意義與永恆的價值。 

4 吳庶深與黃麗花在生命教育概論一書中以生命教育的主要理念與實施原則製表，將生命教育區
分為一理念、二方向、三大目標、四個向度、五種取向及六項實施原則。本文特別著重於理念、
方向、向度及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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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協調關係。而張國聖（2002）更提出了通識教育課程設計具備傳統主義、現

代主義、折衷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四種理論取向之思維方式，讓當今大學的通識

教育呈現繽紛的發展風貌5。 

經檢視國內各大學開授之生命科學與生命教育領域課程名稱，本文以為似可

以第一、生理科學面；第二、心理科學面；第三、社會科學面；第四、哲學思維

面；第五、跨領域研究等五個層面加以分別探討生命科學與教育之取向6。 

首先是生理科學方面，各大學開授包含了生物學方面、健康方面、實用保健、

急救教育、生命的探索、遺傳工程與基因等方面名稱之課程。基本上，從生理面

為主要導向所開授的課程，著重於認識人體與保健實用為主。因此，在分類上，

此類課程設計較傾向上述之精義論及傳統主義。 

其次，以心理方面取向之課程，包含生命關懷、兩性關係、婚姻與家庭、感

情與婚姻生活、人際關係、疏離與憂鬱課程等，主要內容在於心理健康、人際關

係等涉及心理層面之輔導、諮商及心理層面之生命課題，因此，在分類上，較傾

向於進步論、均衡論的設計，並且對於學生就心理層面的開展與生活能力的強

化，有重要的成效，因此也較具備現代主義的色彩。 

再者，以社會科學層面加以設計的課程，包含醫事政策與法規、醫療衛生發

展史、醫療管理、醫療社會學等，主要策重於生命科學與社會結合之課程，因此，

相關之法律、經濟、歷史方面的生命課題，成為與生理、心理層面截然不同之生

命議題。因此，此類課程基本上具備了進步論的規劃，並帶有多元文化論的色彩，

而由於此類課程設計知識工具價值及其所側重的經驗與實務內涵，兩者皆不偏

廢，因此也比較屬於折衷主義色彩的課程。 

                                                 
5 論者在文章中認為，採傳統主義思維方式的課程設計在於強調教育所本有的古典教化本質以及
重視知識所具有的內在意義不僅是亙古不變的並且是歷久彌新的，它的價值是與普遍的人性相
共鳴的；採現代主義思維方式的課程設計在於強調教育的功能必須與時俱進，尤其必須結合現
實世界的進化需求，經由對時代特性的理解以及對大學的任務要求，來將知識的多元化發展過
濾，並以此來建構出具有工具性價值及優位層級的課程需求；採折衷主義思維方式的課程設計
是既重著傳統主義所強調的經典內在價值與知識的超時代性特點，但同時也兼顧現代主義所強
調的知識工具價值及其所側重的經驗與實務內涵，兩者皆不偏廢，並將兩者以一定之比例展現
在課程之設計與教學資源之分配上；採後現代主義思維方式的課程設計在於強調要透過通識教
育的課程設計，來打開並解放現今教育體制所加諸於學生學習上的各種束縛，它以解構傳統課
程的異類姿態來達到建構另類通識教育的目的，以批判、質疑乃至師生關係主客互異的教學方
法來呈現當今教育的限制，並由此來創造學生學習上的主體性。 

6 此處主要以國內各大學通識教育中有關「生命科學」或「心理」領域為名之實質生命科學或生
命教育之課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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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就哲學思維層面而言，生命科學與生命教育可說因此有層提升。例如

生命意義、人生哲學、生命尊嚴、生死學、生命禮讚、生死教育等。簡言之，對

於生命的討論，課程設計重點不在於要呈現多元，而更重要的是透過核心課程的

設計來激起普遍的人性共鳴，尤其對於社會各界常忌諱避談之死亡問題，透過哲

學思維、討論的方式，從認識生命的意義，規劃生命，甚至規劃死亡。因此，由

哲學思維面所發展的生命教育，基本上雖然由精義論為基調，但其外顯方式卻帶

有極度的後現代主義開展學生在學習上的束縛，解構同學傳統思維，形成同學對

於生命與死亡的主體看法。 

最後，就跨領域研究而言，由於生命科學與教育的特殊多元性，因此，上述

四大學科領域間的交互討論，將形成多元文化競爭、並立，以至協調，成就生命

教育的終極目標。此類課程如：人權與人性尊嚴、科技與倫理、科技與生活、科

技與人類文明、醫療史與社會⋯⋯。對於跨領域統整式的生命科學與生命教育課

程，所亟欲形塑具有思想對話、文化並立、科學互動，以及科際整合的重要目標。

因此，具有多元文化論的此類跨領域生命科學課程，其展現的就是全然的後現代

主義的 

因此，正如前文所述，學術界長久以來一直存在著「科技」與「人文」兩種

文化對立的思想氛圍，並且在這種思考方式下來尋求兩種文化的溝通與對話。直

到今日，這種企圖透過對話來消解對立的思維仍然可以在國家發展政策以及各大

學的通識教育課程設計上清晰見到。然而，如果我們不能將這種對立思維還原到

「人的意義」等攸關人自身的根本命題上來解決的話，那將無法解消那些存在於

知識客體之間的矛盾（張國聖，2002）。進入生命科學與生命教育的文化思考時，

更顯現了兩種文化必須加強溝通對話，還原「人」的意義上。因此，生命科學之

教育必須與通識教育之目標相結合，尤其必須配合教育與生活相互結合，展現生

命教育的意義，追求高品質的生命價值與生活 

 

參、生命科學的教育例證：人與醫學 
 

本文以開南管理學院為例說明管理學院的生命科學領域的通識教育課程設

計。該校正式開辦招生至今（2004）已歷四年，其通識教育中心已開授生命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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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之課程，計有人與醫學、醫事政策與法規、健康與運動、生物科技與醫事倫

理、中醫的科學觀、生命關懷，以及老人照顧與福祉等七種課程，授課對象為管

理學院之學生。一般而言，文、法、商、管的學生在生物學、心理學及哲學等方

面的知識及基礎較為缺乏；然而，透過學生於社會生活中與醫學所產生之相關互

動，可引導學生朝生命之意義加以研討。此外，該校生命科學領域之課程尚有運

動傷害及復健、生死與人性尊嚴、婚姻與家庭、營養科學與生活、意外事故防治、

醫藥通論，以及醫療與保健等7。由課程名稱來看，該校之生命科學領域之課程

設計已具備生命教育之內涵，並且在生理面、心理面、社會面、哲學面及跨領域

整合等五個層面來看，均已設計相關之課程，惟該課程是否開授，以及課程能否

更加多元發展，有待更長時期加以觀察。 

以下就開南管理學院「人與醫學」之課程設計為例，加以說明生命科學與生

命教育的該課程如何著手進行之8。該課程主要源於人文與科技對話加以設計，

期待經由人的主體性討論，對於人與醫學間的關係，得到深層的思考與分析，使

大學生對於健康知識的取得、健康生活的增進、生命哲學的建立，均能透過課程

設計及教學，得到身、心、靈的和諧調適。課程可區分為六大單元，涵蓋健康知

識、生物科技、人文與醫療、醫療政策與社會、醫療社會學，以及生命關懷等六

大主題。以下就課程設計方向做簡單的描述。 

 

第一單元：健康知識 
如前所述，開南管理學院學生以人文及管理學院同學為主體，對於生物方面

的知識較為缺乏。因此，對於基本的人體生理構造的介紹，是首要的教學內容。

此外，青少年常見的疾病病因、症狀、處置等，均為此單元的教授重點。 

 

第二單元：生物科技 
當前科技的發達，對於人體基因、DNA的研究，生命的奧祕又更進一大步

的加以解析。此一生物科技領域的介紹，主要可以使同學了解當前無為科技的發

展、人類的起源、癌症的基因治療、複製技術，透過媒體教學的方式，使同學得

以輕鬆獲取相關的最新科技，並且由師生共同討論科技與倫理的關係。 

                                                 
7 有關開南管理學院通識教育生命科學領域已開設之課程名稱，以及可開課之課程名稱等，均請
參考開南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編印之「通識教育手冊」，以及該中心網站。 

8 請參考開南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網站 http://www.knu.edu.tw/knu1/web/teach/IG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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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人文vs.醫療：台灣醫療發展史 

醫療發展的歷史，事實上結合的是台灣整體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縮影，

也是台灣在國際政治下的依賴與發展史。台灣醫療發展史主要可分為五期，分別

為原始醫學期（西元1675年前）、荷蘭據台時期（1625-1661年） 、明清治台時

期（1661-1895年）、日據時代（1895-1945年） 、光復之後（1945迄今）。各時

期的醫療特色與社會間的關係可說相當密切。此外，光復之復的醫療史分期，又

可分為支配性醫療政策時期（1945-1973）、放任性醫療政策時期（1974-1984），

以及整合性醫療政策時期（1985迄今）。醫療史的發展，配合學生在歷史人文方

面的基礎，較容易吸引同學進入此一單元的學習。 

 

第四單元：醫療政策與社會 

完整與全面性的健康照顧體系而言，它應包括三部份的醫療保健服務。第一

級是公共衛生預防保健服務，其中包括促進健康服務、篩檢預防工作、以及緊急

救護。第二級屬急性醫療服務，由各級醫院、診所等醫療衛生單位提供治療之醫

療服務。第三級是復健及後續服務之復健療養體系，包含慢性醫療、日間醫院、

復健、護理之家、居家照顧、療養照顧及安寧照顧等。公共衛生體系建立，是極

為重要的醫療政策。 

我國自一九九五年開辦全民健保，成為國家整合醫療體系的重要工具，並可

提供全體國民之健康保障。事實上，全民健康保險的制度設計，蘊含了保健服務

與社會福利的共同成分，因此，絕不能單純視全民健康保險為社會福利或是醫療

政策，應視其為國家介入社會之重要的社會政策之一。比較世界各國的健康照顧

體系，如全民健康服務類型、社會保險類型，以及民間保險類型的異同與優缺點，

使同學更能了解健康保險的國際比較，也更加了解我國全民健保的現況與未來發

展方向。 

 

第五單元：醫療社會學 

事實上，每個參與課程的同學，均有著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看病經驗，或

是陪同家人看病的經驗，其中所許多深刻的個人與專業間互動的醫療社會學實

體。二者的資訊不對等、權力不對等的醫療場域中，往往病患成為一種無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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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聖人救贖的弱勢族群。透過同學們經驗分享，並且以醫療社會學的分析方

式，體現出醫療社會中的權力關係，並試圖破解此一不對等權力關係。 

 

第六單元：生命關懷 

面對生命，不能不面對生命中的真實面及死亡面。因此，人與醫學課程在生

命關懷的設計中，著眼於同學對於生命的尊重，可以透過與身心障礙者的接觸、

互動、了解，更加珍惜個人的生命，以探索個人生命的意義與生命的價值。因此，

安排收容身心障礙者的社會福利機構參訪、醫療機構的安寧病房參訪，可以使同

學在平時課堂上所了解的身心障礙、臨終關懷，不再是遙不可及的事，而能夠實

質的參與、接觸，在特殊的場域中，深入感受生命。 

 

因此，透過人與醫學課程的開授，期待大學生得以經由六大單元的設計，真

正能夠增進生活的智慧，自我超越，展現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肆、結  語 
 

在大學中，生命教育自然而然成為通識教育的一環。根據通識教育目的，在

於促進現代知識青年不但是一個自然人、科技人，更是一個社會人、文化人；或

者說，通識教育就是促進學生自我啟蒙、自我開發、自我提昇及自我擴展的「全

人教育」。因此，生命科學結合了生命教育，其教學內容及教學目的與通識教育

之理念幾近吻合。 

展望未來十年的生命教育發展趨勢，因應生物科技及網路科技帶來之倫理衝

擊，應特別著重現代科技引發之倫理爭議，提出較具生命教育之解答9，是極為

重要的課題。 

民國九十二年起，全球遭逢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的重大肆虐，並且持續的造成人類社會的關注，每每傳出可能

病例時，均成為全球的重大新聞事件，影響極為深遠。從本文所剖析之生理面、

心理面、社會面、哲學面等生命科學與教育之研究途徑，均可突顯出不僅在大學 

                                                 
9 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中程計畫，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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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命科學與教育的重要，更顯現整體社會缺乏生命教育的認知，造成許多無謂

的紛擾10，更引發重大的災情。後SARS時代的來臨，或許更是生命科學與生命

教育開展的新頁。 

 

 

 

 

 

 

 

 

 

 

 

 

 

 

 

 

 

 

 

 

 

 

 

 

                                                 
10 醫療改革基金會、醫教會對於醫療人員面對 SARS的醫德不足、重利輕義的問題著墨很深，
相關的醫學教育及醫學倫理議題的討論雖然很多，但因為授課的對象並非醫學院學生，因此
並沒有成為授課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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