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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朝陽科技大學自民國八十三年創立之後，即成立通識教育中心，歷經全體同

仁綜合各校發展的經驗，及本校創校建校的歷史背景，戮力以赴，精心擘畫，在

教育部委託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辦理技職校院通識教育評鑑中，脫穎而出，

榮獲特優的成果，顯示朝陽辦學對於通識教育的認知，具有前瞻性和獨特性。筆

者在朝陽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服務七年，其中八十六到八十八學年度擔任中心主任

一職，任內完成新課程結構的規劃，以及日後為因應時代需求，逐年修正課程的

機制，至今已行之有年，本文僅就朝陽通識教育的發展經驗，作系統化的介紹和

說明。 

關鍵詞：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評鑑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 

  



 12

2                         通識研究集刊 第三期                    

                                                                       
 
 

The Ideals and Fulfillments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in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ChanWang 

            
 
Abstract 

  
The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YUT, was established in 1994, the same year 

when the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YUT) was established. Our faculty, 
integrating valued experiments of the other developed colleges with CYUT’s particular 
historic conditions into a whole, dedicated to create a praiseworthy program. This 
program was evaluated as “excellent” grade in the investigative review, host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General Education under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R. O. C., for the technological universities or colleges’ general education 
programs. As a result, CYUT’s academic program is especially forerunning in its ideals 
about the general education. The author, who worked at CYUT’s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for seven years, led the faculty to complete a new structure of its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to create a system which could improve its courses according to 
the contemporary needs when he served as the chair of the center from the academic 
year 1997~1998 to 1999~2000.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will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 
and illuminate the experiences and development of CYUT’s general education. 
Keywords: CYUT、 investigativ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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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和實踐 

  

                              王怡辰 

 

 

    環顧國內外各大學發展的現況，雖然各校作法容或不一，但肯定通識教育施

行之必要性，已是無庸置疑的共識。而朝陽科技大學自民國八十三年創立之後，

即成立通識教育中心，歷經全體同仁綜合各校發展的經驗，及本校創校建校的歷

史背景，戮力以赴，精心擘畫，在教育部委託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辦理技職

校院通識教育評鑑中，脫穎而出，榮獲特優的成果，顯示朝陽辦學對於通識教育

的認知，具有前瞻性和獨特性。筆者在朝陽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服務七年，其中八

十六到八十八學年度擔任中心主任一職，任內完成新課程結構的規劃，以及日後

為因應時代需求，逐年修正課程的機制，至今已行之有年，本文僅就朝陽通識教

育的發展經驗，作系統化的介紹和說明。 

民國八十六年朝陽自技術學院改名科技大學，為因應學校發展的要求，並面

對當前急遽變遷的社會形勢，及日趨激烈之技職教育競爭，通識中心全體同仁稟

持「發展具有朝陽特色的通識教育」的理想，在校長和歷任教務長及各單位主管

之支持下，由通識中心、應用外語系、體育室、軍訓室全體教師、教官全力參與，

歷經數個月之分組密集討論、策劃，才呈現規劃後的成果。此後年年檢討規劃通

識教育的落實，企圖在社會的脈動中，確保前瞻性，讓朝陽學子擁有更深層的思

考、更宏觀的視野，小處見樹，大處見林。 

面對通識教育的理念，我們認為教育的對象是人，而通識教育的實施，則主

要在啟導受教人主體之自覺，開發人性豐富之潛能，並促成其知、情、意均衡的

發展，進而確立其價值方向，已達致永續自我發展及自我實現之目標。這也正是

朝陽建校以來，所揭櫫的教育方針：「除了重視對學生專業知能的傳授和實務的教

學外，更注重生活與品德教育、語文教育及人文素養之陶鑄」之具體落實。 

    每學年通識中心在學校的支持下，在風光明媚的風景區，如角板山、烏山頭、

東勢林場等，舉辦通識教育價值落實研究研討會，對來年在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

育的推展，擬定明確的目標和發展的方向，並更進一步謀劃通識教育的非正式課

程和潛在課程，塑造校園文化，落實全人教育的理念，以腦力激盪的方式，同仁

們在熱烈討論下，積極付出熱誠和心力。誠如朝陽科大曾前校長騰光勉示的，「在

當前價值觀混亂，人心日趨功利、冷漠的社會，朝陽要逆反這種社會潮流，走出

自己的道路及特色來」，而這正是通識教育責無旁貸之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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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劃朝陽通識教育的本質 

 

(一)塑造通識教育的特色 

 

1、 通識教育凝聚全校認同樹立朝陽精神。 
 

2、 健全人格教育，支持並配合勞作教育，除了要求傳統知識份子放下身段實施勞         
作外，更要發揚灑掃、應對、進退的教育精神，培養長幼尊卑、忠孝節義的美

德，全力推動禮儀教育。讓本校畢業同學都能成為有禮貌、身段低、知分寸的

社會中堅。 

 

3、 尊重生命價值，尊重自己及他人的生命價值，以豐富的生活經驗，加深自省的
生命體悟，使人類的社會環境得以永續生存。 

 

4、 塑造校園文化，以舉辦民主辯論培養知識份子的使命感和愛國心，認養學校空
間成立文化走廊、舉辦全校師生各項表演競技、持續推動紅磚文學、普遍設立

讀書會建立書香校園、創設讀經班陶冶性情，讓同學有發表的園地，使文學之

美點染校園，並定期舉辦通識教育動態展、通識教育節豐富校園文化。 

 

5、 推動精緻生活，陸續規劃以花道、茶道、武術、禪定、文學、戲劇、音樂、美
術、等正式課程及非正式課程的配合，讓同學日常生活中，能夠擁有博雅的精

緻生活。 

 

6、 嚴格審核落實通識教育，確立課程的知性和覺性，強調啟發性、持續性、前瞻
性及生活化的需求，以多元化教學、觀摩教學、協同教學輔助提升教學品質，

在學校的財務支持下，逐步推動精緻小班的互動教學。並嚴格要求同學的學習

態度，加強成績考核，建立擋修制度，讓通識教育透過正式課程，在朝陽落實。 

 

7、 積極服務社區，九二一震災後，朝陽為受災最嚴重的大學之一，復建受到社會
極大的關注，雖然同為災民，但朝陽仍積極參與霧峰鄉社區服務、社區營造，

使當地災民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恢復昔日的生活，並藉此塑造社區特色。在

常態課程方面，重視鄉土教材，結合地方文史工作，以耆老的專訪、重要家族

族譜的製作，參與地方的發展，並積極加入地方民俗節慶，加強與地方互動。 

 

8、 建立同學終身學習的概念，培養同學自主的學習，不只要求同學學些什麼，更
要讓同學了解如何去學習。重視「學習」的教育，而非「學會」的教育，「學

習」的基本意義在認知的過程與方法，「學會」只是記憶或熟悉的結果，通識

教育要教育學生積極的「學習」而非消極的「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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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通識教育是認識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一種教育，通識教育的重點要教導學生
適應社會，在現代的社會中，應該重視民主與生活、自由與法治、人際與溝通、

環境與生存、自然與生命、美麗與鑑賞等範疇的教授。 

 

10、通識教育要教育學生學習的領導和溝通，人是群體性的動物，教導學生如何

「領導」，是進入社群重要的訓練，領導的本身便包含了「溝通」、「負責」、「解

決問題」等等積極性的行為；經由領導的訓練，也同時可以讓學生容易「被

領導」，達到社會協作的目的。 

 

  (二)落實具有朝陽特色的通識教育 

 

             除了檢討正式課程的規劃外，並積極研擬通識教育發展的新方向—非正式課

程和潛在課程，企圖在正式課程規劃外，透過動態的校園活動、啟發悟性的校園

環境，全力落實通識教育在朝陽生根、發展。 

 

1、正式課程方面 

     未來發展的方向，將維持既有特色，如：講座課程—台灣未來研究、生死 

 學、動態的社區營造與社區服務等之外，積極發展協同教學，發展統合性的通識

教育，老師們以各自不同的專業領域，相互支援，讓同學能夠更完整的吸收新知。 

     在授課內容方面，重視體悟、反省的能力，教導學生具備適應社會、體驗人

生的價值和意義，並採取多樣化上課方式，規劃動態與靜態的教學，讓學生能參

與教學活動。 

 

 2、動態的校園活動—非正式課程方面 

                 建立朝陽精神的校園文化，除了以團體作、定期升旗典禮、運動會、各類社團

等活動，塑造勤學、敦品、力行的朝陽人外，還要結合師生情誼，積極推動如：

體育競技、議題辯論、戲劇表演等，各項聯誼活動；建立書香校園，推動如：紅

磚文學、文化走廊、演講朗誦、讀書會、讀經班等，各項文學活動；推動終身學

習的概念，舉辦如：選課展、學習成果展、學習豐年祭等，建立同學吸收知識的

習慣；推動民主概念的生根，舉辦如：民主擂台、時事辯論等活動，激發知識的

使命感和愛國心；推動學術與地方民俗、文化事業的結合，帶領同學參訪古蹟、

訪問地方耆老、參與民俗節慶，造就現代化科技與傳統兼顧的知識青年；引導同

學確立終身運動的觀念，除例行體育課程之外，將積極辦理各項體育競技，推動

「健康體適能護照」，重視身體健康；培養學生領袖，透過演講、訓練，以密集的

意見交換和互動，推動「溝通與領導」的學習概念，陶冶未來領袖的特質；試圖

推動採訪與編輯的技能，配合長億週報的資源，使同學對刊物、媒體的運作，有

更深層的認識，並成立學生社團，提升校刊、系刊或各項學生刊物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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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啟發悟性的校園環境—潛在課程 

                 以校園及週遭環境，發展具有朝陽特色的通識教育潛在課程，讓同學在良好的

環境中啟發悟性，積極學習各項專業知識。如：校園中規劃了尊重生命的無障礙

空間、照顧弱勢的資源教室、恬和寧靜的中庭造景、兼作舞台的紅磚廣場、幼吾

幼的幼稚園、統一規劃的校舍、科技的圖書館、寧靜的酷豆咖啡和幼獅書城、運

動場館、照顧同學的導師制度、設計完善的諮商中心、舒適的宿舍生活等，良好

的環境教育空間；校外環境如地震災區的特殊情境、霧峰的林家古厝等，都是啟

發悟性的「境教」良好題材。 

               

       4、活動的規劃 

                 學習豐年祭：在同學選課的時段舉行選課展，各教學組老師安排輪值，為學生

作課程的解說、介紹；並擇期在紅磚道上設攤位，舉辦學習成果展。 

         師生各項競賽表演：如體育活動、民主擂台、議題辯論、戲劇表演等，促進師

生情誼，塑造校園文化。 

         設計文化走廊：舉辦校園大樓、走道、廣場的命名活動，使校園涵蘊文化精神；

並在紅磚道燈下文學框的設計及宿舍文學欄設置，由國文老師輪值選輯詩、詞、

佳言等，使文學之美點染校園。 

         紅磚文學獎之堅持：以徵文比賽繼承傳統，帶動寫作風氣。以文學興趣提升精

緻生活：藉文學教學觀摩、戲劇表演及演講、朗誦等活動，使學生在參與中提升

對文學興趣。 

         時事議題的討論：舉辦民主擂台，以有獎徵答的方式，提升同學的政治參與，

並舉辦辯論會，牽引同學關心時事發展，激發知識份子的使命感和愛國心。 

         校外的參觀或觀摩：如地方法院、監獄、縣市議會鄉鎮市公所及行政院中部辦

公機構等，達到「空間」的境教功能，並讓學生古蹟參訪，身歷其境，達到「時

間」的境教功能。 

         結合社區資源：以社區營造課程，參與社區發展，塑造社區文化；以社區服務

課程，服務社區居民敦親睦鄰；訪問地方耆老，並透過參與地方文化事業或民俗

節慶活動，讓學生和社區相互結合。 

         書香校園：成立讀經班，如讀佛經、聖經或是儒家的經典，陶冶同學品德；成

立常態性讀書會，在網站加掛中心所介紹的好書，並將封面掃描，且以短篇的心

得介紹書籍，固定一個時段由老師輪流提供書籍並作介紹；也可以訂定時間召開

讀書會，讓有興趣的師生一起參與，由當組的老師負責與大家互動。 

         規劃、推動健康體適能護照，培養同學終身運動的習慣。 

         採訪與編輯課程與社團的規劃：讓同學對刊物、媒體的運作，有更深刻的認識，

並藉此成立學生編輯社團，提升本校校刊、系刊或各項學生刊物的水準。計畫利

用校內、外刊物資源，與校內刊物長億周報合作，邀請周報主管授課，如採訪主

任陳順先上課三次，講授新聞寫作及採訪；專欄組主任林棋上課三次，講授深度

及專題報導；並以長億周報為實習園地，獎勵學生投稿。在媒體聯繫方面，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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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系見李建立關係，帶領同學參觀編輯部作業流程、印製廠印報、發行流

程，與中國時報總編輯座談。 

         溝通與領導訓練：透過訓練、講演，加強領導統御、民主素養的薰陶，培養學

生領袖及未來社會的意見領袖，引領社會的主流價值，貢獻社會國家。 

 

       (三)表達通識教育的內涵 

 

      1、通識教育式一種專業的教育 

                 通識教育不應該是共同科的延伸，所有通識教育的老師都應該要有通識專業的

認知，要有推廣通識教育成為大學校園主流的膽識和氣魄；但同時通識教育與專

業教育也不該是對立的，專業是老師個人研究的領域，但在通識教育的範圍中，

老師要透過專業的能力整合為通識的知識。 

      2、通識教育要教導真實生活適應能力 

                 教育不應該只是專業的職業訓練，教育本來便應該是傳遞人類智慧的結晶，使

人類能適應生存，在分科日細的現代，通識教育應該是統合學科，使受教育者能

夠適應真實生活的一種教育。 

      3、通識教育追求終身學習，幫助同學在一生終追求專業能力的使命 

通識教育不只是人文教育，是重視跨領域學習的教育，和專業課程是密不可分

的。 

 

 4、通識教育要培養知、識、情、行的能力 

              通識教育的目的在培養學生有「基本事實認知」的能力，有「辨識事物」的

智慧能力，有適度「情性反應」的能力以及能夠「實踐」的能力。 

 

 5、通識教育識一種包含身、心、靈三個層次的全人教育 

              通識教育可以分為「生存、生活、生命」三個層次，也就是包含人的「身、

心、靈」三個層次的全人教育；讓人在受教育後，不僅僅只是維持基本的生存，

更要和整體的社會結合與溝通；最後則達到「天人之際」的心靈融合，讓人的生

命是有意義的存在。 

 

 6、通識教育是一種以多元角度觀看世界的教育 

              人類生活在空間與時間交會的四度空間中，僅由平面的空間來理解事件的發

生，是不周延的，通識教育要教育學生以立體的角度作考量，以有深度的智慧作

判斷，才不會有偏頗的理解，錯誤的選擇。 

 

 7、通識教育是結合智慧與體能的教育 

              人類不能僅有軀殼，也不能僅有思想，體能的培養是人類生存第一件需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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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事，「健康體適能」能夠健康身體預防疾病，競技體適能則可以蓄積體力，建

立終身運動的條件和概念。透過體能的訓練，更能培養心靈與社會的開發。 

 

 8、通識教育是反映學校總體的教育 

              學校教育與補習班教育，其最大的不同就是總體教育的成就。一所學校的特

色，與其說會表現在專業科目的訓練上，不如說會反應在總體教育的成果上，在

分科日細的教育制度下，通識教育識負擔學校總體教育的重要關鍵，也是反映學

校特色的重要機制。 

 

 (四)推廣通識教育的標的 

 

            通識教育識學校總體教育的反映，加強了通識教育的通能，對於建立有特色

的校園文化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本校為科技大學，對於專業的訓練要求更超出一

般的綜合大學，但如何讓朝陽畢業的學生除了專業的能力外，能讓企業認同，快

速的融入社會，更需要加強實施全人的通識教育。 

 1、建立有特色的校園環境 

                  教育的內容，除了正式的課程外，應該有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的輔助，也

就是全校性的活動與環境的配合教育，利用生活化的活動，與環境潛移默化的功

能，對學生進行正式課程之外的教育。 

                  認同學校環境，是認同學校的第一步。通識教育中心將陸續舉辦以人文環境

美化校園等活動，建立學生對於校園的認同；繼而建立有特色的校園環境。 

 

     2、建立持續性研討互動的機制 

                  藉著教師的互動、研討，增加老師充電的機會教學相長。初期可以邀請老師

就個人專業，進行小型議題的講演或討論，與中心同仁互動或分享經驗，或以私

人聚會為名，約校外學者進行學術、教學意見之交換，繼而確立固定集會的時間，

組織教師間的小型讀書會，藉不斷吸收新知，以更宏觀的視野，豐富課程內涵。 

 

     3、勞作教育內涵的強化 

                  「勞作教育」是朝陽極大的特色，但是「勞作教育」真正的意義，並不在「做」

的本身，而是實踐的能力，實踐的本身，除了「做」的行為外，應該包括「參與」

「合作」「解決」等等更為積極得意涵，因此，勞作教育的推展，不是在學分的認

定，而是加強「勞作」與「教育」的內涵，應加強中國傳統社會中，灑掃、應對、

進退的精神，由勞作中體會做人處事的分寸，讓同學體現勞作教育的真諦。強化

勞作教育的實施，可以完成「禮節」、「合群」、「整潔」、「勤勉」的基本要求，加

強學校整體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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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進入真實的社會生活 

                  九二一震災，帶給霧峰破壞，也帶來新生，帶領同學進入社區，參與社區的

整體營造，讓學生認同學校，也同時認同整個社區，讓霧峰在災後快速的重新站

起來，如此才能放下「知識的傲慢」，快樂的加入真實的社會生活。通識教育中心

在今後的課程設計中，將重視學生對於社區營造的投入，因為這是一項整合型的

教育方式，再進行與社區結合的時刻，空有理想而無方法，反而是有害的，因此

我們需要跨領域合作的方式規劃通識課程。 

 

     5、強化導師制度 

        導師是同學敬畏、仰慕的對象，因此身教至為重要，老師要有樹立榜樣的精

神和準備，而由於每班同學人數過多，導師能夠提供輔導、照顧的時間相對不足，

是否能以全校教職員全面投入導師工作，讓每個同學都能從中自行選擇登記心目

中的導師人選，讓全校人力投入導師制度，而每位導師輔導的同學人數，也可以

降到二十人左右，以雙管齊下提供更多的幫助，加強生活輔導和課業協助，為求

不增加學校財政負擔，是否可取消導師費，讓導師制度成為朝陽全體教職員共同

的義務。 

 

一、朝陽通識教育的理念：以人、社會、自然之「圓融教育」的理念，展現全人

教育的目標。 

 

  朝陽所舉辦的校園價值基石票選活動中，同學們心目中價值觀排行榜依序

為：樂觀進取、認真紮實、獨立思考、自信自律、敬業樂群和和諧圓融等。此正

反映了朝陽青年對人格獨立成長與價值方向確立之要求，亦展現了「勤學、敦品、

力行」之朝陽人特質。這也是我們揭櫫以人格發展為主要訴求之「全人教育」理

念，作為本校通識教育方針的主要原因。 

  我們的基本理念是，教育的對象是「人」，而通識教育之實施，則主要在啟導

受教人「主體之自覺」，開發人性豐富之潛能，並促成其知、情、意均衡之發展，

進而確立其價值方向，以達致永續自我發展及自我實現之目標。這也正是朝陽所

揭櫫的教育方針：「除對學生專業知能的傳授和實務的教學外，非常注重生活與品

德教育、語文教育及人文素養之陶鑄」之具體實落。 

人與社會、自然和諧之圓融教學 

  所謂的「全人教育」，絕非將人隔絕於社會與自然整體關係網絡之象牙塔式教

育。反之，我們認為，人活在社會中，社會又存在於整個自然界中；社會因人之

存在而得以永續發展，自然更因人之主動創造而顯發意義。人與社會、自然，乃

是一同心圓之關係：以「人」為核心而互融互攝之機體關係。因此，我們認為，

通識教學之主要內容乃在使受教者「了解自身與自身(包括生理或心理之自身)、自

身與社會環境、自身與自然界等，相互之間的種種關聯，使學生生活於現代社會

而善知何以自處」。 

  基於上述理念，我們認為通識教學之首要場域乃學生之「生活經驗」。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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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經由對自身生經驗之深度詮釋，俾能接納人文素養之陶成，達致身、心之統

合，並經由主體自覺之實踐，以開創出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方向。再者，透過受

教者對所屬「生活世界」及種種法政、制度之批判性理解，俾其能掌握國內及國

際政治、社會、文化之脈動，進而能於周遭世界中創造種種合理之制度運作模式，

以達致和諧之群我關係。最後，就人與自然界之關係而言，除了增進學生對自然

之理解及科技運用能力外，通識教學之主要方向，乃在養成學生面對自然正確態

度，俾其能與自然界建立和諧之關係，本校通識教學即以這種「天人和諧」之圓

融為終極理想。究極地說，我們秉持的是儒家「內聖外王」之傳統理想，及老子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基本理念。 

 

二、課程的實施原則與定位 

 

（一）「通識化」之課程規劃原則 

 

    為達致上述教學目標，在課程規劃上，通識中心取消傳統上所謂的「大學共

同必修科目」與「通識課程」之區分，而以「課程通識化」作為規劃之大原則。

具體地說，我們將所有的課程區分為「基礎通識課程」(必修)與「分類通識課程」

(選擇性必修)。前者仍維持共同必修之性質，後者則以「類科」(學門)之方式設計，

每一類下開設若干課程供學生選修，學生必須在每一類科下休息二個學分。 

基本上，我們視「基礎通識」為大學生作為一個「現代人」所必須具備基本

技能與知識，主要教育內容包括：文武合一之體魄鍛鍊，健康生活之實現方式，

中英文表達能力之基本訓練，對生活週遭歷史文化之真誠關懷，現代公民之基本

素養，及國家意識之養成等；「分類通識」則是大學生作為一「知識份子」所應具

備之人文素養與通識視野，包括：文學藝術之涵養，深度自我理解與群我關係之

處理能力，獨立思考能力與倫理道德意識之養成，對當代社會法政制度之批判理

解能力，對人類文明發展軌跡之宏觀視野，對現代科技運用能力與正確態度。 

各類科課程的實施與定位 

    就課程定位來說，我們以文學欣賞、基礎英文、思想與倫理、生活與生涯及

體育等類科較偏向於「人」之自我理解與創造力之養成；實用歷史、法政與社會、

軍訓等類科則較偏向於「人與社會」關係之認識；自然與應用科技類科則較偏向

於「人與自然」關係之建立。統整類則統合「人、社會、自然」類科而設計。但

依「人、社會、自然之圓融教學」原則，各類科課程之施行街指向這一「全人教

育」之核心理念，於是「人、社會、自然」各類科乃形成一同心圓之關係。 

1、成就「人」之自我理解與創造力之養成 

   國文與文學欣賞類學科 

   英文與主題英文類學科 

   思想與倫理類學科             

   生活與生涯類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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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類學科 

  統整類學科 

 

2、「人與社會」關係之認識 

   台灣史與實用歷史類學科 

   中華民國憲法與法政社會類學科 

   軍訓、軍護類學科 

 

3、「人與自然」關係之建立 

   自然與應用科技類學科 

 

（二）各類課程的規劃原則 

 

1、 各類科並不特別強調其課程分化之專業主體性，反之，在通識化大原則下，每
一類科皆由其自身之課程定位往其他方向穿透，以達致「全人教育」之方針。 

 

2、 順此，每類科間乃形成一「機體」之關聯，雖然偏向有所不同，但如「思想與
倫理」、「生活與生涯」、「法政與社會」等類間之課程必然是互相穿透與融攝的，

蓋人、社會、自然間本就是一體而難以分割的。 

 

3、基本上，我們並不預設學生對各類科之專業知識水平；反之，各類科課程皆強

調其與學生生活經驗之關聯性。同時我們也要求課程必須具備某種程度之實

用性或應用性，如「職業倫理」、「生涯規劃」等課程即有直接實用性；「實用

中文」、「邏輯與生活」或「實用歷史」等課程則強調間接應用性。 

 

二、課程架構與教學目標 

 

(一)日間部四技 

 

1. 基礎通識(共同必修) 

國文                2學分 

基礎英文            6學分 

台灣史              2學分 

中華民國憲法        2學分 

實用中文            2學分 

基礎體育            0學分               (一、二年級必修) 

軍訓、軍護          0學分               (一年級必修) 

          合計十四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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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通識(選擇性必修) 

文學欣賞類              2學分 

主題英文類              2學分 

實用歷史類              2學分 

思想與倫理類            2學分 

生活與生涯類            2學分 

法政與社會類            2學分 

自然與應用科技類        2學分 

選項體育類              0學分                (三年級同學適用) 

統整類                  2學分 

           總計十六學分 

 

(二)日間部二技 

 

1. 基礎通識(共同必修) 

進階英文                2學分 

進階應與會話            2學分 

台灣史                  2學分 

中華民國憲法            2學分 

實用中文                2學分 

              總計十學分 

 

2.分類通識(選擇性必修)       

國文類                  2學分 

選項體育類              0學分                (三年級同學適用) 

生活智能類              2 學分 

               註：生活智能類即四技思想與倫理類、生活與生涯類、自然與應用科技類及 

      統整類等四類總稱，可任擇一類課程修習 

       總計四學分 

 

(三)進修部四技 

 

１. 基礎通識(共同必修) 

 國文                     2學分 

  實用中文                 2學分 

英文                     4學分 

進階英文                 2學分 

台灣史                  2學分 

中華民國憲法             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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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體育                0學分                (一、二年級必修) 

軍訓、軍護              0學分                (一年級必修) 

          合計十四學分 

 

２. 分類通識(選擇性必修) 

文學欣賞類              2學分 

實用歷史類              2學分 

選項體育類          2 學分                 (三年級同學適用) 

思想與倫理類            2學分 

自然與應用科技類        2學分 

生活與生涯類           2學分 

統整類                 2學分 

法政與社會類            2學分 

               總計十四學分 

 

(四)進修部二技 

 

1. 基礎通識(共同必修) 

在職英語會話          2學分 

體育              0學分       (三年級必修) 

    總計2學分 

 

2.分類通識(選擇性必修) 

文學欣賞類               2學分 

實用歷史類               2學分 

生活智能類               2學分 

法政與社會類             2學分    

在職英文             2學分 

    總計8學分 

註：如英文成績在全系前段之同學，須修習二技文學欣賞類、實用歷史類、生活智

能類、法政與社會類4類，每類修習一門2學分。但英文入學成績在全系後段

之同學必須必修在職英文2學分，不得以其他類課程折抵學分，再於上述4類，

任選3類，每類修習一門2學分。 

 

(五)校定選修課程(非通識課程，但列入畢業學分) 

 

體育類 

軍訓類 

外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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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類通識及校訂選修各類課程名稱 

 

(一)分類通識課程 

 

1、文學欣賞類 

古典小說                             應用修辭學 

現代小說                             旅遊文學 

現代文學賞析                         中國文學中的禮制 

現代文學選讀                         詩詞曲賞析 

散文習作與賞析                       易經與人生 

中國經籍與說話藝術                   文學與生活 

戲劇選讀與習作                       台灣文學賞析 

影劇與文學                           中國短篇小說 

戲劇與人生                           文學與影像的對話 

媒體文學批判                         中國文字概論 

通俗文學面面觀                       通俗文學選讀  

戰國群雄：史記的蘇秦與張儀           現代詩賞析與習作 

經典選讀—老子、莊子                 現代文學 

現代詩賞析                           文字寫作春秋筆法 

人相學與人物評鑑                     佛經美文選讀 

文學與東方神話              

 

2、法政與社會類 

 國際關係                             政黨政治 

 國際公法                             社會變遷與社會問題 

法學緒論                            憲政與民主 

社會學概論                          中國外交關係 

政治學概論                          台灣外交關係 

公民社會                            社團經營與領導 

國家發展                            社區營造與文化生態 

兩岸關係與大陸政策                  台灣當代政治課題 

社會福利                            法律與生活 

社會安全                            利益團體 

 

3、實用歷史類 

中國傳統社會生活                    歐美文化史 

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遷                  日本社會史 

歷史人物與中國                      中國文物與考古 

中國文化史                          日本政治經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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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史                            中國共產黨史 

中國文物與考古                      中國社會史 

台灣歷史專題研究                    中國歷史專題研究 

中國民俗史                          世界古代文明史 

中國邊疆民族史                      台灣考古與原住民 

中國政治社會史                      中國科技史 

台灣文物與民俗                      中國民間風俗 

 

4、選項體育類 

籃球                                 桌球 

排球                                 高爾夫球 

太極拳                               游泳 

瑜珈                                 網球 

保齡球                               羽球 

足球                                 有氧舞蹈 

慢速壘球                             社交舞 

防身術 

 

5、主題英文類 

綜合英文                             英語聽力 

英文閱讀                             英語會話 

     

6、思想與倫理類 

人生哲學                             職業倫理 

哲學概論                             哲學名著選著 

邏輯與生活                           哲學與現代世界 

邏輯與思考方法                       宗教與社會 

新時代思想                           科學與人生 

心靈經典導讀                         現代生死學 

人文思想與生命成長                   佛學概論 

 

7、生活與生涯類 

人際關係心理學                       兩性關係 

創造力與生活                         生涯規劃 

婚姻與家庭                  心理學與人生 

就業與生活                  社會心理學 

人際關係與溝通                社會教育與終生學習 

終生學習與生活品質              適應與心理衛生 

親子溝通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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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自然與應用科技類 

科技創新與未來                圖書資訊運用 

建築作品與思想                虛擬圖書館 

環境台灣                   台灣地形景觀 

生活與化學                  建築作品賞析 

商務資訊蒐集與應用              科技與生活 

消費與生活                  科技資訊蒐集與應用 

講演學                    休閒理念與實務 

報紙採訪與編輯                休閒產業趨勢研究 

環境與生態                  環境未來學 

災難預防與危機處理              圖書館應用實務 

生界演化                   化妝品化學 

生命科學概論                 公共衛生與保健 

藥物生活與化學                公害與疾病預防 

電子商務概論                 食品營養 

語言的奧妙 

 

9、統整類 

台灣未來研究講座               社區休閒與人生 

組織行為                   電影藝術 

考古與文明                  古典音樂欣賞 

電影鑑賞                   禪與管理 

社區服務                   情境管理 

西洋美術鑑賞                 日本文學賞析 

中國美術鑑賞                 中醫養生與保健 

 

(二)校訂選修課程 

 

1、 選修體育類 
網球                     高爾夫球 

羽球                     游泳 

桌球                     有氧舞蹈 

籃球          

 

2、選修軍訓類 

軍訓(三)                   戰爭概論 

軍訓(四)                   孫子兵法與現代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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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選修語文類 

日文(一)                   電視英文 

日文(二)                   英文閱讀 

日文(三)                   英文發音練習 

日文(四)                   德文(一) 

日文閱讀                  德文(二) 

商用英文寫作 

 

三、各類科課程的教學目標 

 

  為更詳細說明起見，玆再統合基礎通識與分類通識，就各類科之課程設計意義

及實施方向，分別簡介如下： 

 

 (一)以「人」自身為主之類科 

 

 1.中國文學類課程 

     本類課程包括基礎通識國文必修課程、分類通識文學欣賞類課程兩種。中

文是以人為本的教育，也是涵詠心靈美的一項課程。因此，在課程設計方面，

本類科以語言及現代文學之訓練，以提升學生之溝通表達能力，深化其生活經

驗，豐富其人文素養；再透過選擇性必修分類課程，使其具備深入賞析文學作

品之能力，提升生命境界，進而能以藝術之心靈，照自身之社會存在意義，領

會大自然無言之美。 

 

  2.英文類課程 

      本類課程包括基礎通識英文必修課程、分類通識主題英文類課程兩種。Whole 

Language哲學的中心思想是：Whole Language、whole person、whole being.此外，外

語教學的哲學基礎並不僅侷限於教好學生語文，更藉著語言文字，關懷作為每一

個獨立個體的學生，協助他們自由自主的學習、成長、進而自我實現。我們也充

分認識到：如果老師由衷的尊重學生的成效更會因此而有顯著之提升。同時，藉

由「主題英文類」課程之開設，除英文能力之精進外，也可作為學生進一步了解

西洋社會文化發展之基礎，並豐富其國際視野。 

    

  3.思想與倫理類課程 

      本類為分類通識課程。傳統上，哲學是「窮究天人之際」的學問，倫理更是

個人安身立命與民族精神之具體呈現。我們秉持朝陽重視品德與倫理之創校精

神；特以此類科之開設，培養學生尋求自我生命方向，關懷他人之道德情操；進

而成為積極明理，敬業樂群之時代青年。在課程設計上，我們首重學生獨立思考 

     與理性判斷能力之培養，「邏輯與生活」、「哲學導論」等課程正提供此一教育資源。

「人生哲學」等課程無疑是學生於宇宙中自我定位之指南針。而面對急遽變遷中 



 28

     18                     通識研究集刊 第三期                    
                                                                       

 
之現代世界，及激烈之職場競爭，「哲學與現代世界」、「職業倫理」等課程，則是

同學們掌握世界脈動，開創錦繡前程之探照燈。我們深信，此一類科之成立，將

是朝陽通識教育特色之指標。 

 

  4.生活與生涯類課程 

      本類為分類通識課程。大學生活是人生歷程中之黃金時代，但也是最容易徬

徨的時期。本類科開設之主要用意，即是針對年輕人之心理特性，提供自我了解、

自我管理，乃至生涯規劃之教育資源。因此，本類科以開設心理、輔導、人際關

係、生涯規劃等生活相關課程為主。在課程設計上，則首重個體心理之深度認識。

蓋心理學本即是套討個體行為與心靈活動之科學，透過日常生活經驗事實之自我

分析、子我理解，學生當能對個體身心存在之各層次有一基本之認識；輔導課程

則帶領學生嘗試更深入之自我摸索，自我定位，進而展開生活藍圖之規劃工作。

另一方面，本類科非常強調群我關係之教學，蓋所有的自我實現工作，都不能脫

離群、我之互動關係，如「兩性關係」、「人際關係」、「婚姻與家庭」等即是這方

面相當實用且頗受學生歡迎之課程。 

 

  5.體育類課程 

      本類課程包括基礎通識體育課程、分類通識選項體育類課程兩種。奧林匹克

運動會之舉辦代表古希臘人對人類完美追求之巔峰。因為，體育除了體魄之鍛鍊

外，更可紓解壓力、提振精神，達致身、心之統合，奠定完美人格培育之基礎；

若於青年期即能養成運動習慣，乃至培養出某種運動專長，更是日後人生幸福、

生活圓滿的基礎。再者，就人與社會之關係而言，如網球、高爾夫球等，藉由所

謂「以球會友」的方式，更是我們拓展人際關係、開創事業必要之「潤滑劑」。甚

且，所謂的「弱」國無外交，體育活動更是最佳之外交工具與國際「語言」。大學

生是社會承先啟後之中尖份子，也是國家希望之所繫。向來台灣的教育都是輕體

育而重智育，學生普遍地缺乏肢體之敏捷性與反應能力，我們則希望朝陽的學生

非但專業技術一流，體力、活動力、反應力及事業開創力也都是一流的，這也是

本校體育教學之終極目標。 

  

  (二)以「人與社會」為主之類科 

 

        6.歷史類課程 

      本類課程包括基礎通識台灣史必修課程、分類通識實用歷史類課程兩種。中

國是重視歷史的民族，而歷史亦被稱為「通古今之變」的學問。作為通識教育課

程，除了介紹歷史知識外，我們更強調「歷史意識」及「史觀」之養成。同時，

我們更認為，歷史是關懷人、關懷土地的教育；而歷史教育之起點，即應從我們

生於斯、長於斯的這片土地之關懷開始。在課程安排上，乃採取由內而外，由鄉 

     土而區域(將台灣史列為四技、二技之共同必修)，終至放眼天下，拓展國際視野(如

分類學科之中國專題史、世界國別史等之開設)的方式。面對歷史意識日漸薄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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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青年，透過以上課程之設計，我們期望朝陽學生不僅能成為關懷本土文化之

知識青年，更是關懷自己、關懷社會的地球村民。 

 

    7.法政社會類課程 

     本類課程包括基礎通識中華民國憲法、分類通識法政社會類課程兩種。我們

認為，置身於當代社會中，一個圓善生活的達成，必然與法律、政治、社會脫離

不了關係。其中，憲法更是法治國家之根本大法。因此，我們以「中華民國憲法」

課程培養學生之國家意識，並建立起基本之法治觀念。至於分類通識課程，旨在

使學生進一步了解政治權利運作模式，及現代社會形態之變遷歷程等法政社會問

題，以養成具「公民文化」素養之世界公民。細部地說，本類科又分成基本知識

與應用知識兩部份。前者開設「法學緒論」、「政治學概論」、「社會學概論」等課

程；後者開設「公民社會」(公民素質與社會提升)、「國家發展」(政經互動與國家

現代化)、「政黨政治」(政黨與公共利益)等課程。 

  

    8.軍訓類課程 

      本類課承包括基礎通識軍訓、校訂選修軍訓類課程。在秉持文武合一之教育

理念，實踐學生軍訓目標：(一)振奮民族精神，激勵學生愛國情操(二)充實學生軍

事知能，實現文武合一教育(三)陶鑄學生武德武藝，強種強國(四)培養學生良好生

活習慣，陶冶高尚品德(五)保持校園安寧維護學生安全。軍訓護理教學在使學生

了解如何實現一個健康的生活方式，學習如何調適身心與人相處；如何增進疾病

預防與自我照護的能力，達到提升生活品質，強種強國之目標。故軍訓、護理乃

為個人應具備之基本認識與素養，擁有此項能力方可成為健康、樂觀、進取之現

代國民。 

 

  (三)以「人與自然」為主之類科 

 

  9.自然與應用科技類課程 

     本類為分類通識課程。亙古以來，人類即以有限之技術開發自然，創造舒適

的生活空間，因而人安祥地活在自然的懷抱裡；現代科技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姿

態，徹底地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型態，也全面地扭轉了人類的價值觀及存在處境。

然則，我們認為科技知識(尤其是資訊科技)依然是現代知識份子必備之工具。因

此，本類科首重資訊(尤其是圖書館資訊)運用能力之訓練，以使同學們能快速有

效地蒐集、篩選、分析資料，進而邀游於古今知識之無盡藏中。其次，諸如「科

學與人生」、「科學、創造與未來」、「環境與生活」等課程，則在使同學們能一覽

現代科技之新面貌，並充分了解到人與自然、科技與吾人生活處境間之密切關聯。

「大自然是我們永恆且唯一的家園」，而如何以天工般之技術來開物，且遠致與自

然共存共榮，生息一體之境地，則是本類科教育之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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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社會、自然的圓融統整 

 

  10.統整類課程 

     本類科為分類通識課程，是通識中心近年來亟欲開發之課程。在開課方向上，

我們要求課程最好是具備啟發性、開創性、前瞻性等特質，如我們可開發「台灣

未來研究」、「藝術欣賞」、「生死學」等相關課程。 

 

四、結語 

 

           歷史的時序已進入21世紀，通路革命席捲全球，潮流在變，人心在變。適

應新的時代來臨，無疑的，是現代教育工作者面對的難題，究竟我們教授的知識，

是不是應該向罐頭一樣，標示出有效期限五年? 還是繼續教導同學，靠體悟和反

省學習追求永恆不變的真理、鍛鍊健康的身體、和諧情趣的家庭生活、樂觀積極

的人生觀？很明顯的，專業教育和通識教育理念間的拔河，絲毫無法動搖通識教

育的價值。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的推動，就是秉持著這種捨我其誰的精神，追求通識

教育的永恆信念，老師們以無比的熱誠，擔負起專業通識教育工程的推手。我們

深信，通識教育站在時間的優勢上，經得起歷史的檢視，因為不管擁有什麼樣的

專業知識，但生活上、做人處事上所面對的困擾，永遠都是屬於「人」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