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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致謝 

本中心從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由曾華璧特聘教授擔任「通識核心課程

規劃委員會」召集人，規劃三學分制的「通識核心課程」，以「讓長庚看見世界 讓

世界看見長庚」(Chang Gung Global)為努力的目標，在人文藝術學科與社會學

科兩個領域，進行「教師講述兩小時、討論一小時」的「2+1」教學模式，目的

在強化學生的閱讀與表述、思辨與美學鑑賞等能力。每門課程都需閱讀兩本經典

著作、三篇學術論文、撰寫至少 2000 字以上的主題論文兩篇；在每週的討論課

之外，另外規劃兩次統整性的思辨討論課程。這些規定，由許多相關學科專長的

教學助理們，協助教師進行。 

本中心的教師們從課程規劃開始，通過嚴謹的課程外審，之後進入新制授課

的實踐，至今已經是第六個學期，投入的心血甚多。為了檢視課程實踐的成效，

本中心規劃了這次的研討會。每一位專任教師都撰寫一篇論文，經過審查程序之

後，推派兩科共八位教師，代表報告；另由規劃委員會召集人代表中心報告課程

規劃的緣由丶發展與反思；並有學生組織的團隊，以口訪方式，調查全校修課學

生的意見，並推派代表報告調查結果。 

每一項革新，都仰仗許多因素的配合，本校核心課程亦然。本中心很幸運能

夠有包家駒校長與陳君侃副校長的鼎力支持，每年撥付校外教學助理經費，課程

的改革才能一步步的往前進。先前為此制度打下重要基礎的通識精進計畫主持人

黃寬重講座教授、曾華璧召集人的規劃丶人文藝術科林美清與社會科王光正召集

人的協助推動、在第一線無私貢獻的所有專兼任教師和所有辛勞付出的校外教學

助理們，皆功不可沒。 

感謝校外諮詢委員陳東升教授與陳竹亭教授，與一直擔任課程綜合審查的沈

宗瑞教授，他們看著本中心從無到有的孕育出此一課程制度，且不吝給我們諍言。

感謝醫學院楊智偉院長、工學院賴朝松院長、及管理學院古思明院長，時時提供

建言；新任諮詢委員林從一教授也關切我們的規劃；這些都讓課程的推動，獲得

寶貴的支持力量。 

所有的制度都不可能立即達到完善無缺的境地，所以本次會議很榮幸能夠邀

請許多關心與推動通識教育改革的專家學者們，前來參與，期待您們為長庚的核

心課程，提供評論與建言，讓課程的未來發展，可以朝向更好的方向邁進。我謹

代表本中心，致上最深的謝意。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敬上 

                                                      2016 年 4月 22日 



3 
 

會議議程 
 
 
 

時間 場次 說明 

8:30-9:00 報到  

9:00-9:10 開幕式 包家駒校長 

9:10-10:10 

主持： 

黃寬重講座教授 

（醫學系合聘） 

主題報告： 

重探通識核心的課程目標與教

學：反思、借鏡與對話\暨學生團

隊調查核心課程執行成效成果報

告 

報告人：曾華璧特聘教授 

學生代表：曾沁筑（醫學三） 

評論人： 

陳東升教授（臺灣大學社會系） 

陳竹亭教授（臺灣大學化學系） 

10:10-10:25 茶敘  

主題：長庚大學通識教育核心課程的實踐與反思（一）（社會學科） 

10:25-11:45 

主持人： 

林美清特聘教授

（人文藝術科召

集人） 

社會心理學教學與學生學習評估

研究：以長庚大學為例 

發表人：胡正申副教授    

評論人：王佳煌學務長（元智大

學社會系） 

問題導向課程設計之實作與反

思：以「現代公民的社會學想像」

為例 

發表人：陳麗如助理教授 

評論人：王佳煌學務長（元智大

學社會系） 

「近代東亞的歷史變遷與發展」

課程設計與運作 

發表人：楊明哲副教授 

評論人：廖蕙玟副教授（中正大

學法律系） 

法律文件寫作:以科技法律課程

為例 

發表人：蘇詔勤助理教授 

評論人：廖蕙玟副教授（中正大

學法律系） 

11:45-12:30 午餐  

12:30-13:45 

主持人：李仁盛教

授（通識中心主

任） 

海報展示、 

學生作業展示 

討論交流  

 

中心全體授課教師 

主題：長庚大學通識教育核心課程的實踐與反思（二）（人文藝術學科） 

13:45-15:05 

主持人： 

王光正教授（社

會科召集人） 

閱讀故實,書寫自己「傳記文學選

讀及寫作」課程的實踐與反思 

發表人：陳姿蓉副教授 

評論人：李新霖教授（臺北科技

大學前社會與人文學院院長) 

從「台灣八景詩」到「長庚八景

詩」―談「台灣詩鄉土情」課程

「知情意行」的教學與成果 

發表人：徐慧鈺助理教授 

評論人：李新霖教授（臺北科技

大學前社會與人文學院院長) 

倫理與美學：電影與戲劇中的莎

士比亞 

發表人：鄭惠芳教授 

評論人：范銘如特聘教授兼所長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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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件百襉裙」到「一片天空」

「文學中的現代軌跡」所見之女

性議題 

發表人：林美清特聘教授 

評論人：范銘如特聘教授兼所長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15:20-17:20 

主持人： 

陳君侃副校長 

曾華璧特聘教授 

問題導向課程設計之實作與反

思：以「現代公民的社會學想像」

為例 

與談專家： 

沈宗瑞（清華大學榮譽教授） 

林從一（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17:20-17:30 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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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規則 

一、會議時間分配： 

開幕致詞：10 分鐘 

主題報告：60 分鐘 

茶敘：15 分鐘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核心課程的實踐與反思 (一) (社會學科)：80 分鐘 

海報展示、學生作業展示、討論交流：75 分鐘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核心課程的實踐與反思 (二) (人文藝術學科)：80 分鐘 

茶敘：15 分鐘 

主題報告：60 分鐘 

閉幕致詞：10 分鐘 

 

二、討論規則： 

1.社會科、人文藝術科每場會議時間：80 分鐘 

2.報告人時間：每人最多 12 分鐘  （共 48 分鐘）(10 分按鈴一聲；11 分按鈴兩

聲，請準備結束報告；12 分三聲，請立即結束) 

3.評論人時間：評論人一人 10 分鐘（兩篇）（共計 20 分鐘）（每一評論人時間在

第 8 分鐘時按鈴一聲，9 分鐘二聲，預備結束；10 分鐘三聲） 

4.每一科的前面兩位報告人一組，接著是評論人評論；然後是另外兩位報告人、

評論人。結束後，進入提問與總回應。 

5.全場提問與報告人總回應：12 分鐘 

(1)發言提問每人以 1 分鐘為限（計時人員確實掌握時間，超過時間者，請按鈴

提醒）。 

(2)本段時間由主持人審視情況，分配提問與回應時間（報告人如果來不及回覆

的部分，可於會後再與評論人或提問人交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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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教師課程論文摘要 

通識課的學養與學習──統一與分裂：歷史現象的分析 

 

 

黃寬重、陳肇萱* 

 

 

摘要 

大學通識教育的重要目標在於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教學目標應在於提供學

生各學科的初階認識，並能了解其他學科領域的思維理路與關懷。本文以長庚大

學通識歷史課程「統一與分裂：歷史現象的分析」為例，簡介課程的設計概念與

教學活動內容，並從學生的回饋中，整體性地討論如何在人文社會科學通識課程

中，透過共同規範、建立通則，以提升通識教學課程品質的觀察與經驗。 

本課程以中國歷史上的統一與分裂為主題，擺脫既有朝代史的框架限制，思

考文化與社會結構的議題。本課程論述有三，分為：一、遊牧民族的生存危機與

國家組織的建構；二、從上古、中古直至近世中國各時期，依時序描述分裂時期

的胡漢關係；三、以南宋國防、軍事、政治、貿易、社會、經濟與海外貿易為例，

論述背海立國的政局環境與士人文化。從這些議題討論中，期使學生從更寬廣的

視野中看中國史，及了解現今個人與群體的處境。配合學習進度，本課程設計階

段性的作業，讓學生以培養「學養」作為人文社會核心課程的訓練基礎，並能同

時兼具開發創意性的發想，以及議題式的論述。作業的引導式核心課程訓練中極

為重要的一環，也是師生間互動的橋樑，由此教師可分享學習經驗與思考方式，

促進師生間彼此教學相長。學生、教師及 TA 之間的良好互動，方能使寶貴的教

學經驗轉化成實質提升教學成效的利器。 

 

 

關鍵字：學養、統一與分裂、胡漢關係、征服王朝、東亞世界秩序 

  

                                                      
*
 黃寬重現職為長庚大學人文及社會醫科講座教授，E-mail: huangkc@asihp.net、陳肇萱現為

國立清華大學 歷史研究所博士生，E-mail:chen.zhaoxuan2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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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思維與文化的融通： 

以一門大一通識教育課程為例的分析 

 

曾華璧* 

 

摘要 

「文化與歷史思維」是長庚大學社會科的通識核心課程，探討二十世紀不同

空間下的文化課題，包括「中國文化的傳統與現代化」、「二十世紀西方文化」與

「當代台灣文化與社會」等三大單元，以「長時間、多層次、整體系」、「同情的

諒解」與「言之有據」等歷史思維，做為詮釋問題與訓練學生撰寫作業的方法依

據。其中「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角色）及其和時代變遷的關係，是課程的一

大主軸。 

本文以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課綱為主，輔以自 102 學年度起實施狀況的說

明，分析課程中有關「閱讀和寫作」的設計，及其與歷史學科要素的關係。要言

之，本課程的閱讀與寫作，其第一階段訓練的目的，重在培養學生觀察問題，理

解閱讀資料的要點，以及能夠客觀書寫的能力。第二階段藉由兩篇小論文的撰寫，

引導學生統整數份閱讀資料，綜合分析後，書寫對問題的觀點；這兩份作業的設

計，運用了歷史學科對「理性思辨」與「同情感知」的要素。第三階段注重培養

學生問題意識的能力，由其獨自構思期末報告的主題，蒐集資料，從草案出發，

逐步鋪成論述架構，完成報告書寫，並須表達對問題的詮釋與自己的論點． 

本文以為：能夠傳達「文化」的有機性與複雜性，探討在時間長河中的承續

與轉變，以及內在的衝突與抉擇的必然，是大學歷史通識教育應該具備的基本教

學觀念。換言之，「歷史思維」是認識「文化」所憑藉的方法之一，「文化與歷史

思維」就是作者以此為念，所規劃的一門大學歷史通識教育課程，藉由「閱讀和

寫作」上的設計與實踐，論述歷史思維在大學非歷史學專業學生的歷史通識教育

中，可以扮演的角色。 

 

關鍵字：歷史思維、文化、社會變遷、理性思辨同情感知 

 

  

                                                      
*作者為長庚大學通識中心社會科特聘教授，E-mail: hptseng111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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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核心課程會議論文 

法學緒論 

 

陳英淙* 

 

摘要 

法學緒論乃瞭解法律之起點，亦是邁入現代化民主法治國家的必備要件，本

課程之目的，在於使同學更易於掌握法律的全貌與精義，並培養自己的價值判斷

能力。在課程內容上，除基礎法學概念之介紹外，並經由國家賠償、侵權行為及

正當防衛等實際及預擬案例之邏輯分析，增加同學之邏輯分析能力，使其得將各

種狀況以法學三段論法之邏輯推論方式，順利運用至各式各樣的實際狀況，而非

僅是單純背誦法律條文，同時傳達法律與生活的緊密關連，以破除法律無用論之

迷思。 

另指定「丹諾自傳」、「隱私的權利」兩書及其他代表性學術著作，在專業教

學助理的協助下，採用分組撰寫之方式，藉由經典文獻之閱讀、思考、溝通、合

作及寫作，以期由初期之資料蒐集、爭議化解、意見形成，到最後提出結論之過

程，增進同學分工合作之精神，與進行統合性寫作之能力。 

在思辨性討論活動部分，除於隱私權議題採取分組報告後討論之方式外，特

別在在死刑存廢的議題上，混合奧瑞岡 333 辯論制度及人民觀審制，以模擬法庭

進行思辨性討論活動。在此種近似於辯論攻防之過程及後序之討論中，增進同學

多元思辨之能力，以及迅速透過邏輯分析等思辨程序，釐清相關議題之爭議點所

在，並對其進行批判與分析之能力。 

本課程經由相關課程活動之安排，應能有效提升同學對於經典文獻之閱讀與

評析能力、對於知識與生活的思維與統整能力、以及以問題為導向的邏輯與理解

能力，以期達成「讓長庚看見世界、讓世界看見長庚」之終極目標。 

 

 

關鍵字：法學緒論、基礎法學、死刑、隱私權、多元思辨 

  

                                                      
*作者現為長庚大學通識中心社會科教授及長庚大學學務長，E-mail: ycchen@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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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門經濟通識課程的成長與建立-「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王光正* 

 

 

摘要 

本文介紹一門經濟通識課，由「經濟學概論」成長演變至「經濟學與現代社

會」的過程。「經濟學與現代社會」和之前課程的差別在於，它是問題解決導向

的主題式教學；同時，它也滿足長庚大學核心通識課程的所有要求。本文也介紹

國內與長庚大學通識教育的改革，並藉以梳理出這些教育改革政策對個別教師課

程改革的影響。最後，本文討論「經濟學與現代社會」課程成長演化過程中，長

庚大學學生對此課程的滿意度變化，並且將此課程與目前國內幾門優良的經濟通

識課進行比較。  

 

 

 

關鍵字：通識教育、核心通識課程、經濟學、長庚大學、經濟學概論 
 

                                                      
*
作者為長庚大學工商管理學系與通識中心社會科合聘教授,台塑企業文物館館長,通識中心 社

會科召集人。E-mail: andywang@mail.cgu.edu.tw。  

 



10 
 

「近代東亞的歷史變遷與發展」課程設計與運作 

 

楊明哲* 

 

 

摘要 

東亞地區為當今世界上重要的政治與經濟關注焦點之一，「近代東亞的歷史

變遷與發展」課程列為通識中心核心課程，是希望藉由東亞近代史切入，引導學

生了解 19 世紀中葉以來東亞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歷史的變遷，

並能對各種媒體的相關時事報導加以批判吸收，達到關心國家發展並理解東亞各

鄰國現況的教學目標。同時，期望學生經由選修本課程，加強其深度閱讀與批判

思考的訓練，並結合知識與生活實踐，使其具備世界公民素養與社會變遷的適應

力。 

在教學方式上，本課程主要分為教師的口頭講授、學生的分組報告(含口頭

與書面)及教學助理帶領閱讀與討論三部分。在教學成效上，由主題思辨課程的

實施、教學助理的運用、時事分享報告的進行等三方面加以檢討。學生經由教師

授課、經典研讀、口頭報告、書面作業、發問討論等方式，得以充分了解近代東

亞歷史的整體發展與變遷，並對個別國家的歷史與文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這些

學習成效，對於學生的人文素養的提昇與國際觀的擴展，應有正面的影響意義。 

 

 

關鍵字：近代東亞、核心課程、教學理念、教學方式、教學助理 

  

                                                      
*
作者現為長庚大學通識中心社會科副教授及長庚大學教務處研教組組長， 

 mjyang@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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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理學教學與學生學習評估研究：以長庚大學為例 

 
胡正申* 

 

摘要 

本研究以長庚大學通識教育社會科核心課程「社會心理學」之教師教學成效

與學生學習成果進行評估為目的。研究方法採取質量並濟之多元評估方式，針對

102 及 103 學年度修習社會心理學課程之 531 位學生，作課程核心素養、教學成

效、學習成果、學生學習歷程及學習成就(績)評估分析。 
研究結果，教師教學成效方面：1.該課程培養學生通識社會科核心素養，以

「加強深度閱讀與批判思考的訓練」最佳，其次為「提升寫作與溝通能力」。2.
教師教學成效，整體而言以 103 學年（下）教師「教學態度」4.7(0.61)最佳，學

生意見一致性高且有逐年攀升趨勢；又學生對 103(下)「老師上課的態度熱誠、

認真、負責」4.71(0.55)及 102(上)「老師樂於隨時解答學生疑惑，並能與學生討

論」4.71(0.54)兩項，平均分數最高，學生意見最一致。3.教學課程評價方面，以

「教學行政管理」、「經典閱讀」及「實作練習」等三項，學生回應最多，值得

作為教學課程設計之參考。 
學生學習成果方面：1.整體學習產出，102 至 103 學年度學生共完成 84 篇社

會心理相關研究主題報告，其中研究對象以長庚大學 53 篇(63.1%)居高，顯見符

合在地日常生活之社會心理現象探析之目的；在研究議題方面，學生撰寫之報告

皆屬社會心理學研究範圍，又以「從眾行為」16 篇最多，「人際互動」、「助人行

為」各 15 篇次之；研究方法方面，學生均採用實證性研究法，其中以「問卷調

查法」45 篇（54.76%）最多，「實驗法」32 篇（38.09%）次之，「深度訪談法」

6篇（7.14%）最少。2.學習自我評估方面：學生「投入程度」以 103(上)學期 8.16(0.86)
最高，102(下)學期 6.42(1.02)最低；另學生對課程的「喜歡程度」8.12(0.69)、「有

用程度」7.88(0.84)及「有意思程度」8.46(0.70)等三項，皆以 103(下)最高，顯示

學生學習自我評價逐年增高；整體觀察，修課學生均對課程「有意思程度」

8.46(0.70)評價最高。3.學生學習成就方面：觀察學生每學期修課之學習成就（績）

有逐年上升趨勢，迄至 103(下)學期學生總平均 84.63(10.56)；以性別來看，除

102(下)之外，女性學生學習成就（績）都比男生來得好。 

最後，本研究針對研究結果提出幾項具體建議：(一)教師教學成效層面：1.
建議發展社會科核心素養以量化測量方式進行評估；2.制定獎勵課程教學助理工

作考評制度；3.適時調整課程內容以提昇學生學習興趣。(二)學生學習成果層面：

1.為使學生研究社會心主題更為多元，應於學期中提前告知學生社會心理相關議

                                                      

*
作者現為長庚大學通識中心社會科副教授及長庚大學學務處課外組組長，Email：

hjs_74709@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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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2.除學生於學習期末自評外，學期初應增加學生對課程之期待評量，以瞭解

學生對社會心理學之學習成長自我評估；3.學生學習成就(績)之評估分析，應加

入更多自變項交叉分析，以了解學生學習全貎。 

 

關鍵字：社會心理學、課程設計、成效評估、成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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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國家如何面對全球化的挑戰 

 

王賀白* 

 

 

摘要 

本文嘗試回應當今民族國家的一個重大挑戰：亦即強調貿易全球化的「新自

由主義」是否已使得，傳統民族國家的權力核心，逐漸讓渡給不須民選、不被公

民透明監督的跨國大企業。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在近 20 多年來的全球化下，其

所帶來的：並不是其原本應許的「大家都能互惠成長、生活更加美好」的願景；

我們更多看到的是，自然與人文生態的嚴重破壞，以及全球性的貧富差距更加快

速擴大。傳統民族國家如何面對全球化的挑戰，甚至是民主自由的民族國家，如

何鞏固一國之內的選民應許，這是當今資本主義文化霸權下，一直被邊緣化的重

要議題。本文結論提出一種源自社會契約論傳統的新共和主義，揭示大企業與社

會整體福祉如何尋求共存共榮方向。也就是，大企業在賺取合理利潤時，也擔負

合理的社會責任，創造積極正面的社會形象。 

 

 

關鍵字：民族國家，全球化，拍賣民主，生態惡化，貧富差距，新共和主

義 

 

  

                                                      
*
 作者現為長庚大學通識中心社會科助理教授，Email：w1103@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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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導向課程設計之實作與反思： 

以「現代公民的社會學想像」為例 

 

陳麗如* 

 

摘要 

培養學生具有「以問題為導向的理解與批判思考能力」是長庚大學自 102 年

所推動的通識核心課程希望達成的課程目標之一，本文以筆者所規劃的「現代公

民的社會學想像」課程為例，探討筆者如何藉由執行三次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

能力》課程計畫，在以關懷社會真實議題-「全球化」-的前提下，嘗試發展出一

門能充分反映社會學領域的核心價值，且具有明確問題意識的入門基礎通識課。

基本上本課程是以「社會學的想像」為經，「全球化」牽動的種種挑戰和新興現

象為緯，帶領學生運用社會學式的思考來理解個人處境與更廣大社會之間的關聯，

並聚焦在三個對台灣社會有重要意涵的全球化議題，引導學生深入討論，反思台

灣社會如何被捲動及參與在全球化的過程，以及台灣社會的文化、性別與族群關

係、階層結構，以及個人的生活機會如何受到全球化的影響。 

另一方面，在教育部課程計畫的鼓勵下，本課程曾兩度與政治、經濟兩門社

會領域的課程組成通識課群，並以「全球化」作為連結課群的總議題，嘗試建立

不同學術領域對話、溝通的可能性，促進課程與課程之間的整合性。本文將說明，

透過課群的合作機制，筆者如何在課程設計中協助學生認識不同學術領域在特定

議題觀點上的異與同，鼓勵學生從不同角度對議題進行思辨，培養批判思考的能

力。 

 

 

關鍵字：問題導向、全球化、《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 

 

  

                                                      
*
作者為長庚大學通識中心社會科助理教授，E-mail:lijuchen@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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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件寫作:以科技法律課程為例  

 

 

蘇詔勤* 

 

 

摘要 

科技法律做為通識教育的核心課程並且忝列為通識教育中心精進計畫具體

實施的一部分，因此自要持續對話、回應究竟該如何去詮釋其符合「核心」及具

備「精進特質」這兩項要求。研究者認為「要言不煩」、「具體而微」及「轉化融

入」應是科技法律課程應該追求的方向。  

就「轉化融入」這部分，研究者始終認為，通識課程應還有許多值得運用的

特質還未被充分運用到。例如，通識課程要講授的內容多、但是上課的時數少是

通識課程普遍的大挑戰，因此如何「轉化融入」，或者說是夾帶融入，自是可嘗

試突破的，而本文所討論的，正是一個努力嘗試的實例。  

本文將科技法律課程所應繳交的書面整合成一個學習體系，換言之，即是將

本來做為多元評量同學學習成效的書面作業、書面報告同時賦予另一層教學意義， 

就像隱藏版的課程般，科技法律這門課實質上是夾帶了另一門法律文件寫作課。

而經由本文所述的「法律文件寫作」的具體規劃、具體實踐及學習成效評估，這

樣的實踐是具體可行的，研究者將持續在現有的基礎上力求精進。 

 

關鍵字：法律文件、科技法律、通識法律、智慧財產權、醫療法律 

 

  

                                                      
*
作者為長庚大學通識中心社會學科助理教授，Email：succ@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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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藝術科教師課程論文摘要 

從「一件百襉裙」到「一片天空」 

「文學中的現代軌跡」所見之女性議題 

 

林美清* 

 

摘要 

「文學中的現代軌跡」主要講授的內容是現代小說，一學期大約月十次的分

組報告，各組就所選篇章與單元議題，先作口頭報告；待各組報告完畢，進行開

放討論；討論結束再由教師與 TA 進行總結。 

在「30 年代女性小說」的主題中，有一篇林海音的作品（金鯉魚的百襉裙），

表達對女性命運的關注，進而揭示造成婦女不幸命運的原因和背景，表現出 30

年代的社會現象。「一條百襉裙」對當時的「金鯉魚」而言，是無法實現的夢想。

金鯉魚要什麼？關鍵不在「裙」的珍貴或「價格」，而是「裙」象徵的意義，而

這意義是金所追求卻落空的「價值」。 

在「80 年代女性小說」的主題中，（自己的天空）是女作家袁瓊瓊 1980 年

聯合報文學獎的得獎作品，（自己的天空）問世後，80 年代這個篇名幾乎成為女

性自覺的代名詞，女人要從第二性、附屬品、生育的工具這些弱勢的處境中走出，

走出廚房找尋自己的天空。 

這兩單元各有指定小說文本及相關論文，學生先進行分組報告與討論。待各

組報告完畢，再進行思辨性之課堂討論。除了各組進行回饋意見的書寫與彙整，

繼續進行思辨性討論。討論則由學生自行設計題目，教學助理也會視情形拋問小

說中與現代社會相關的議題。「30 年代女性小說」與「80 年代女性小說」兩次思

辨性之課堂討論，恰可結合「性別角色」與「時代」蛻變之課題，使學生得以透

過文學視窗，觀察「性別」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蛻變與軌跡，符應課程之教學目標，

兩學年的課程實施，取得了相當不錯教學的成效。 

 

 

關鍵字：現代、小說、30 年代、80 年代、女性 

                                                      
* 作者現為長庚大學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科特聘教授，Email：ching@mail.cgu.edu.tw。 



17 
 

倫理與美學：電影與戲劇中的莎士比亞 

 

 

鄭惠芳* 

 

 

摘要 

本文探討長庚大學通識核心課程「倫理與美學：電影與戲劇中的莎士比亞」

在課程設計上的理念與規劃初衷，試圖說明構成課程安排中的四大元素——(1)

莎士比亞這位距離現今已有四個世紀的英國作家；(2)倫理這個可讓人爭議不休

的議題；(3)美學這個似乎與現實脫節的領域；以及(4)長庚大學的學生——如何

在課程中交會產生文化的影響力。 

首先以莎士比亞的文化份量為起點，論述如何得以藉由對其作品的基本理解，

展現更好的文化涵養。藉用亞里斯多德在其作品《詩學》中為文學作品所做的辯

護，再次強調虛構的文學作品有可能比世上的事物更趨近真實，並且說明其能架

構想像的空間，進而影響我們對現實的理解。此外，並以荷馬史詩中阿基里斯這

個英雄人物為例，說明一般都認為目前的醫學用語阿基里斯腱是源自於荷馬之作；

「阿基里斯之踵」也引申到現在的語言用詞中，彷彿告訴我們：虛構的有時候可

能比真實的還更具有影響力，而且能夠一直留存在文化記憶之中。 

本文主張在學習賞析虛構的文學作品的同時，納入美的感受，並以倫理的議

題為主軸，可以培養通識核心素養。倫理與美學原本就是現代公民素養中不可或

缺的重要元素，也是通識核心素養中所重視的項目。文章並將長庚大學之特質放

在通識教育的原型構想中加以考量經典薰陶的必要，並以學生所關注的「營養與

否」問題做為總結。 

 

 

 

關鍵字：莎士比亞、倫理、美學、通識教育、經典 

 

 
                                                      
* 作者現為長庚大學語文中心教授，Email：cheangwf@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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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故實,書寫自己 

「傳記文學選讀及寫作」課程的實踐與反思 

 

陳姿蓉* 

 

摘要 

「傳記文學選讀及寫作」作為核心課程，是由原本開設之「傳記文學賞析」

與「中文寫作」兩門課合併而成的。課程規畫的理念，是因應核心課程「2+1」

的設計，「2」堂課由老師負責講解，即傳記文學選讀，相當於「傳記文學賞析」

的部分；「+1」堂課則主由 TA(教學助理)協助第三節課堂活動的進行。為了深化

閱讀效果並加強思辨能力，故將課程由「選讀」擴及「寫作」，因為藉由實際寫

作，除了可鍛鍊思考外，更能引導同學對此文類的特性認識得更加深刻。這部分

就彷若「中文寫作」般，讓 TA 於協助帶領思辨討論議題之餘，還能協助寫作分

析的釋疑與批改等，而 TA 助教的功能也得以充分發揮。經過五個學期的授課，

本課程業經多方修訂，如增加辯論活動以加強思辨討論與口語論述表達，調整閱

讀文本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前者藉辯論以進行議題的思辨與討論練習；

後者則從古典文選改為現代白話文作品．本文旨在針對上述課程修改進行檢討反

思，尤其聚焦在閱讀文本、寫作分析與思辨討論練習的改變上．冀盼持續的修訂

努力，能使整體教學效果逐年提升，精進課程品質，同時更能回應到本校通識核

心課程「讓長庚看見世界，讓世界看見長庚」的目標。 

 

 

關鍵字：通識教學、通識核心、文學傳記、記憶文學、寫作分析 

 

 

  

                                                      
*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學科副教授，Email：tzulung@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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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經典與多元思考課程 

 

 

韓學宏、郭彧岑*  

 1* 

 

摘要 

生活中，我們所「給與受」的方式，無論是學習方式或溝通方式，都傾向單

方面傳達以及片面的溝通，相互理解的可能情況少之又少。閱讀作品時也是如此，

從小學到大學即只單獨吸收作者所要傳達的，幾乎沒有獨立思考以及判斷的空

間。  

因此，「寓言—經典與多元思維」這門課的目標，便是希望藉由重新研讀經

典的方式，能夠訓練並幫助升上大學的同學們具備多方面思考的能力。本文以先

秦寓言為例，分別舉出法家韓非的寓言〈守株待兔〉、道家莊子的寓言〈曳尾塗

中〉、以及雜家《戰國策》的寓言〈畫蛇添足〉為例，由一般的閱讀進而詳述寓

言的意義，包括寓言的正面肯定的價值，以及反面否定的觀點，再以原有的這兩

個為一組的正反寓意為基礎，翻轉出另一組的兩個視角。至此閱讀寓言便不再侷

限於「單一視角」或「正反視角」兩個視角，而可以從「正之正」、「反之反」、「正

之反」、「反之正」四個視角來解析，在看待事物時，也能更多元與包容。 

 

 

關鍵字：寓言、多元思考、守株待兔、曳尾塗中、畫蛇添足 

 

 

  

                                                      
*
韓學宏現職為長庚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E-mail:hon15@mail.cgu.edu.tw、郭彧岑現為長庚大

學通識中心教學助理，E-mail:vagrancy.k27@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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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詩的寫作教學：拼貼與剪裁 

 

 

劉德玲* 

 

 

摘要 

現代詩自五四文學變革以來，現代詩的意象堪稱風情萬種、千姿百態，現代

詩的名稱、類型與風格多樣，從白話詩到新詩、現代詩，許多文學愛好者對於現

代詩的語言藝術感到艱澀難懂，相較散文與小說，閱讀詩的人口相對較少，本課

程設計之理念與目標，在透過名家作品之講授與分析，引導修課學生掌握現代詩

之諸多面貌，培養欣賞批評作品之能力，並經由多種寫作的練習，開發學生的詩

意潛能，本文試以「拼貼」和「剪裁」為題，羅列課程中學生的相關佳作，重塑

文字可能的創意，經由課程的練習，讓學生體會文字的多變性與可塑性，創作屬

於自己的現代詩。 

 

 

 

 

關鍵字：拼貼詩、剪裁詩、新詩、現代詩、現代詩教學 

 

 

  

                                                      
* 作者現為長庚大學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科副教授，Email：raindy88@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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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他人」的苦難： 

《舊約》和《新約》中的倫理與美學 

 

 

張玉燕* 

 

 

摘要 

本文摘要「西洋文學概論」這門課變革、突破與改善，從介紹性質的課程、

到文學賞析、到提升通識核心價值、到增進思辨能力，本課程的閱讀材料或增或

減，但仍守著原初開課的理念，希望透過本課程，學習與分享「尊重生命、享受

生活」的理念，也就是倫理學與美學的終極目標。這幾年，本課程通過多次不同

的審核，列入本校核心課程之一，配合新的架構，課程中特別安排小組討論的議

題，期待學生從討論中提升思辨能力與練習語言表達技巧等功課。並摘要一部分

討論與成果，主要目的在於思索倫理學與美學的問題。我們希望減少資訊的傳遞，

學習專注並融入文字的字裡行間，更能深刻體會不同作品之美。我們討論與主題，

儘量避免固定的思維或是常見的題目，這樣學生發現網路根本找不到答案，必須

親自用心思索；我們也鼓勵學生大膽地說出自己的想法，而不要受限於「標準答

案」，盡可能幫助學生找到自己的特質。下面將從本學期的實際課程主題運作舉

例，穿插比較與前幾年的課程實施，討論與反省「西洋文學概論」作為通識教育

核心課程的意義與模式，期待精益求精，在不斷學習與反思中進步與成長 

 

 

  

                                                      
* 作者現為長庚大學語文中心副教授，Email：yuyenc@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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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的語言」課程規劃與實行 

 

 

周悅如* 

 

 

摘要 

人文、藝術是人類憑藉不同的媒材、在不同年代、對生活的不同層面所表達

的記實、發想及感悟，如同作家運用文字抒發意念，對作曲者而言，音樂也有其

通用之文字，架構出音樂的語彙並傳達給聆聽者，但這一切看似抽象，卻能感染

聆聽者情緒的「聲音」傳遞，卻是有方式帶領理解的，但一般學生對於人文、藝

術科目，總先入為主，認為那是艱澀、難入門的，害怕接觸它。因此門功課的設

計，是先經過帶領，透過實作，讓學子們恢復敏銳的感官，能夠對週遭事物注視、

觀察、關懷，體認，進而進入豐富的人文、藝術知識領域，喜悅的擁有人類這份

財產。課程由「聽」為出發點，有系統的帶領學生認識音樂的基本構成元素，與

常見的曲式及曲型，並在每階段安排動手做簡易的音樂創作，深化感知樂曲存在

應有的結構、培養學生欣賞各種音樂的能力。 

本課程以音樂元素與音樂如何構成作為基礎，爾後延伸至「世界音樂」、「古

典音樂」、「流行音樂」這三大範疇。音樂方面從最簡單熟悉的民謠、巴洛克對位

音樂、到複雜的器樂作品與交響樂，讓學生認識不同類型的音樂語言與作曲家的

創作動機。更藉由簡單的樂曲分析，引導學生深入的了解各時期音樂的特有形式

與風格。同時在課後進行延伸閱讀與學習單寫作，達到加深閱讀的目的。使音樂

不再是抽象的名詞，而是有系統的培養學生音樂鑑賞的能力。 

 

 

關鍵字：核心課程、通識教育、音樂語言、教學、創作 

 

 

  
                                                      
*作者現為長庚大學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科副教授，Email：chiochiio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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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灣八景詩」到「長庚八景詩」─ 

談「台灣詩鄉土情」課程「知情意行」的教學與成果  

 

徐慧鈺* 

 

摘要 

「承襲古典精神，將長庚寫入傳統；描繪長庚校景，讓世界瞻賞長庚」，是

「核心課程：台灣詩鄉土情」第一單元「八景集勝」課程設計的初衷。本課程本

課程以「臺灣詩．鄉土情」為題，希望從臺灣古典詩中，找回臺灣曾經擁有的鄉

土人情，希望臺灣古典詩歌中鄉土之豐美、人情之溫暖，能溫潤靈魂，感動人心。

課程共有四個單元「八景集勝」、「竹枝風情」、「捍衛台灣」與「擊缽雅集」，其

中第一單元的「八景集勝」，是筆者綰合研究、教學與寫作三位一體，是本課程

最具特色的主題式教學。在教學方面本課朝向全人教育中「知情意行」統整的教

學，讓整個教學活動環環相連，不但有助於學生學習，也可以引發同學的學習興

趣，更容易彰顯學習成果。尤其是由「台灣八景詩」的講授，延伸而來的「長庚

八景詩」寫作，除了引導同學練習寫作古詩，發思古之幽情外；在同學遊賞長庚

校園、每組合組八景詩之際，不但重新品賞長庚校園之美，也激盪創作靈感、凝

聚團隊精神、建立深厚友宜；此外，更為長庚大學尋找文化地景。希望透過同學

詩作所共構的「長庚八景」，不但能為長庚校園增添幾許人文氣息，也可逐漸形

成長庚人的傳統文化特色，引領長庚人朝「讓世界瞻賞長庚」的理想邁進。 

 

 

 

 

  

                                                      
* 作者現為長庚大學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科助理教授，Email：s3315004@mail.cgu.edu.tw。 



24 
 

「歐美戲劇」:通識核心課程的設計與實踐 

 

 

黃尹瑩* 

 

 

摘要 

本課程的概述、目標與設計理念如下:戲劇是一種多采多姿，以人為主體的

藝術形式，不但反映各種文化和時代的思想和美學，且能表達豐富的人類情感及

傳遞各種寶貴的人生經驗。本課程期透過對歐美戲劇的介紹，以課堂講授和閱讀

經典戲劇劇本，文字和影像資料，小組討論，及戲劇等活動，引領學生認識歐美

戲劇風格及其組成成份，增加學生欣賞西方文化及歐美戲劇的美感經驗。 

除了透過劇作家生動的對白與文字，體驗感受各個時代風格迴異的戲劇面貌，

本課程探討的面向也包括戲劇的形式與風格，劇場的建築與功能，表演者，劇作

家，和觀眾等的互動，並思考戲劇和各時代的精神思潮，美學思想，及歷史文化

背景的密切關係。透過本歐美戲劇課程，期能激發學生的創造力和想像力，增進

人文藝術涵養，成為更具有世界觀的人。 

本論文說明並探討本核心課程的設計過程，思考課程中對經典閱讀、小組討

論、創意戲劇活動的安排與執行，學生對課程的反應及回饋，以及反思教學助理

對課程的協助及在本課程中的功能，期能使本課程的教學更上一層樓。 

 

 

 

 

關鍵字：歐美戲劇，核心課程，設計與實踐 

 

 

  

                                                      
* 作者現為長庚大學語文中心助理教授，Email：yinying100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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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itting Novels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rapeutic Knitting 

 

 

Florence G. H. Yap* 

 

 

Abstract  

Why does knitting occupy a place in the hearts of so many writers? What is so 

special about knitting? How does knitting help us get through life-changing events 

and inspire joy? Knitting is a chance to be productive and work on something 

beautiful. It is like meditation, a calming balm for the brain. In crafts therapy, knitting 

and other art forms can be a type of therapy, and knitting could be similar to people 

who keep a journal, using a creative output to feel relief.  

Besides therapeutic benefits of knit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is greater in the 

circle of knitters. It is this sense of community that is often mirrored in the knitting 

novels where the power of healing actually comes from strong bonds of sisterhood.  

 

 

Keywords: Knitting Novels, Therapeutic Knitting, Craft Therapy  

 

 

  

                                                      
* Florence G. H. Yap, Assistant Professor, Language Center, Chang G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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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科蘇詔勤助理教授、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廖蕙玟副教授。 

(2)四月 22 日下午：長庚大學通識中心主任李仁盛教授、長庚大學通識中心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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