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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ademic fields differ from one another. They can be generally briefly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Arts and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 and Natural Science. However, each of these
three categories are neither completely independent nor oppose 企om one anoth成Instead， they
shall be supporting and supplementing each other. Only by fully merging and integrating these
three fields together could they attain their maximum efficiency and capacity. In troducing and
promoting the idea of Gener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reformation of our higher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emphasizes on basic general knowledge and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a
balanced educational training. It's aimed to attain the goal of having a holistic education, an
education that i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Four Balancing Principles. A thorough general education
would enable an individual to become knowledgeable and build a well-developed personality.
Engineering Education or other technological educations belong to the field of Natural Science.
However, they shall not be specialty-oriented or technical-oriented. Technology originated
from humanity.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even has its social function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has provided its College of Engineering with a good general education by enabling
the College of Engineering to (1) offer cross-field courses , (2) broaden international visions , (3)
encourage students to take courses offered by other departments and make cross-de仰的nent
study plans. The College of Engineering has illustrated the actual value of general education by
its successfully training of highly desirable students and 如何re workers for the potential
employers.
Key Words: Engineering Education, Technologies, Natural Science, General Education,
Holis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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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學術領域歧異殊勝，一般可分為人文藝街、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等三大類，但三大領
域之間並非獨立，更非對立，彼此應為互補互利及相輔相成，也必須相互融合與會過，才
能產生綜效，進而增益其所能O通識教育的引進及提倡是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部份，

通識教育強調基礎知識與均衡學養的重要性，期以達成全人教育為目標;而全人教育以追
求四大平衡為理念。完善的通識教育可以造就出涵養豐宮、人格健全的人才
o工程教育或

科技教育均屬自然科學之範疇，唯皆不應趨於專業導向或技術導向。科技始終來自人性，
科技發展更有其社會功能，中國文化大學已為工學院提供了優良的通識情境，工學院則可

以1.問授跨領域科目、2 .提升國際視野、及3 .鼓勵選修外系學分等課程與教學規劃'達成
垮育受職場肯定及歡迎之學子的目標，就是發揚通識思維的其體價值了
O
關鍵字:工程教育、科技、自然科學、通識教育、全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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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領域的融合與會主矗

為共創文化而努力，不應形成了所謂「兩種文化 j

的因境， r 第三種文化 」 拍的是科技與人文的相互交

學術領域歧異殊勝，一般大致可分成為人文藝
街、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等三大類。「人文藝術」係

談成溝通，也就是兩種文化的聯結與互動 O

通識教育與高教改革

追求心靈充實與精神滿足，是誰:r 美 」 的學術 ; r 社

會科學」係追求人際和諧與社會成長，是唯「當」
的學lllq

; r 自 然科 學 」

國人向重視教育，識者也都肯定教育對於台

貝司係追求事實 真相與物質，進

灣五十年來經濟繁榮、社會進步及政治成長的根基

步，是唯「真 j 的學術 O從各學域韻域的特性觀察，

與貢獻，近 A、二十年以來，台灣的高等教育報歷

「人文藝術」重思想與情感， r 社 會科學 」 重生活與

了使前無例的快速擴充，已經由精英型走向大眾

現實， r 自 然科學 」 別 重;理則與邏輯 ; 在理性與感性

型，甚至進…步成為普及型教育，進入了高等教育

的思維光譜中， r 人文藝111~j J 居於感性的 一 寸品 ， r 自

大眾化與市場化的時代。但從教育哲學與理論的角

然科學」居於理性的另一端， r 社會科學 」 則居兩 者

度觀之，通識教育的引進與興起貝司扮演了相當重要

之中;但三大領域之間必非獨立，更非對立，彼此

的角色，台灣的各大學院校從民國 74學年度起全f:lli

時、為互補互利及相輔相成，也必須相互融合與會

實施通識教育課程選修制度，至今已逾二十餘年。

通，才能產棕效，進的j增益其所能 O

這二十多年來，過識教育從當初少數學者的呼籲，

科技與文化

到獲得學界人士的重視與提侶，近年來更已成為教
育部及國科會的政策趨勢，認定通識教育是我國高

工程教育是科技教育的(喂，抖翠，與技術皆屬

等教育改革的重要部份，應予特別加強。回顧過去

自然科學之範疇，殆無疑義。許多人將科技與丈化

大學通識教育的發展，雖然也獲得了定的績效，

視為對立之物，其實，交化和干斗技並不對立或衝突，

但是整體而言有待改善之處仍多，如何以通識教育

文化包含了科技，而科技僅是構成文化的個重要

的思維來思考不同教育韻域，當然包括工程教育的

因素，不過，現代科技已逐步成為文化中的主導因

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應該是很好的切入點及探討

'並把文化帶向普世化及運作化。廣義的「科技」

主題 O

是指「科學」和「技衛」的統稱，而狹義的「科技」
貝 IJ單指技術，是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的工程技術'現

通識教育與全人教育

代技術的特性在於其深具運作性，其中包含了轉換
通識教育或稱博雅教育，其理論基礎包括精義

性、形式性、可概括性與系統性等四種特性，這也

論、均衡論、進步論及多元文化論等，通識教育強

是造成科技對於文化威脅的根源。

TAO

調基礎知識與均衡學養的重要性，其內涵擷係E奇古頁

第五種文化

域及跨文化的;通識教育以達成全人教育為日標，

而全人教育則以追求凹大平衡為理念，那「專業與

文化是一個歷史性的團體表現其創造力的歷程

通識的Zf嗎J J、「學養與人格的平衡」、「偕人與群體

與結果，其包含了終極信仰、認知系統、規範系

的平衡」、及「身心靈的平衡 J 0 規劃通識課程必須

統、表現系統和行動系統等五個次系統 O現代t-W't~

符合培養基礎能力、引介學，你?有頁域、拓展時間深度

在認知系統中成為主導，並入侵於其他各文化的認

及整合不同學門等項原則，完荐的通識教育可以使

知系統;現代技研討則在行動系統中成為主導，投入

學子涵養豐富、人格健全，也才能造就出一流的、

侵於其他各文化的行動系統;而文化中的終極信

大師級的人才。

仰、倫理道穗及藝術表現三者，則與人文精神密切

相關。科技發展已儼然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現代社

科技、人性與社會

會的必切方而如果都被科學的技術性和邏輯性所主
不論是工程教育或科技教育都會使人有專業導

，即生活 [jf非技術性、藝術性及非邏輯性部分可

向或技術導向的直覺，似乎與其他領域是不相關聯

能就會被忽視。科技與人文都共同屬於文化，也應

的。科技雖已是時代顯學， r社科技始終來 自 人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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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外語能力，加強學術交流及產學合作，立v.

科技發展之方向，取決於人性之好惡與取J杏，
工程建設之品質與成敗，工程人員的品格操守絕對

逐步訂為畢業門檻。

是關鍵因素。科學的本質雖然是為了探棠宇宙的奧

一、承認外系選修學分，並進而鼓歸正學習外系、外

|昆、學程及夕件交課程。

路，唯科技更有其社會機能，而此社會機能即是以

促進入類生活進步為目的，從時間縱軸來看，科技

主這識思維的價值

成長必須以謀求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為巨標。現代
科技雖正逐步發展成為將文化帶向普世化、運作化

此項規劃原則的立意與主旨，並不在於讓學生

的主導|去!素，但人類文明是否因為科技的進步而增

多選幾門課程或多修幾個學分，更重要的是培養學

加了幸福感?似乎一直是人們見仁見智及討論爭議

生跨領域及多元文化的興趣與觀念 O工學院的學

的話題。總之，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 r 社會幸V事 」

生，固然必須有紮質的「工程」實力，但絕不能不

終究不可能與「人文藝術」及「社會F時': J 完全分

食人間煙火， r 倫理 」 探討 的是為人處 世是非善惡的

離或脫勾的。

準則， r 管理 J 的功能:tEE令幫 助管理者運用資源達成
組織的目標， r 法律 」 則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基本規

工程教育在文大

範，…學仁程的學生怎能自外於這些人文及社會的
知識。科技發達以後， r 天j 主若比臨 」 已成為事實 ，

工程教育在中國文化大學，或許不是學校的重

點項目或特色領域，其「三館齊下 ' d各領先 j的努

作為地球村的公民，正確的國際觀及良好的外語能

力，己創建了「人文藝術」與「現代科技」兼具的

力，必然會是生存與成功的某礎條件 O鼓勵跨系選

環境與氛圍，基本上也為工學院提供了優良的通識

修課程，知識廣博了，視野擴增了，學叫反三、觸

情境，準此通識思維引f巾，工學院的課程與教學規

類旁通，庶幾11]避免「狹隘的專家」之識;學生畢

艷，可以依循下列三個基本原則:

業以後，進入社會，表現出 r EQ與 IQ雙高」及「態

開授「科技管理 J ' r 干什支法律 」 、 「 工程倫理J

度決定高度」的優質形象，人人成為職場肯定及歡

等跨領域課程，並逐步訂為必修科目。

迎的對象，這就是發揚「通識思維」最具體的價值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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