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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甚麼是通識教育課程

通識教育課程指甚麼？是指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

核心課程？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

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課程（Humanities,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簡稱

HASS）？還是中國內地及港台高校的通識教育選修課？它是否應該包

括公共基礎課？由於不同國家、不同大學的教育理念不同、課程體系

結構不盡相同，所以人們對通識課程的理解和界定也常常混亂不清。

通識課程究竟所指是甚麼，還應根據通識教育的內涵來界定。

通識教育作為一種教育理念，之所以產生並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受

到推崇，是基於以下幾點認識：（一）大學過分偏重專業教育，導致

大學生所學知識割裂、目光局限、視野偏狹，學習只為謀得一份好

職業，很少考慮社會責任，不會做人；（二）作為一位社會公民，應

該掌握人類文明的基本知識、方法，擁有做人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質	

（赫欽斯，2001，頁35–51）。通識教育就是要教給大家基本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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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這既是進一步學習專業的基礎，更是做一個健全人的要求；	

（三）每個人都具有相當大的可塑性，很少人狹隘到只能在一門學科

專業裏出入。大學施以通識教育，可以使畢業生具有高度自我調整的

能力，以適應快速變遷的社會，無論就業、轉換職業或繼續深造，都

有伸縮、取捨的空間（虞兆中，1989，頁98）。

正是基於這些認識，通識教育理念主張大學教育除了專業教育內

容之外，還應該重視通識教育的內容。如果說專業教育旨在培養學生

在某一知識領域的專業技能和謀生手段，那麼通識課程則要通過知識

的基礎性、整體性、綜合性、廣博性，使學生拓寬視野，避免偏狹，

培養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社會責任感和健全人格，也就是教化他們

學會做人。美國一般將通識教育目標表述為使受教育者成為一個「富

有責任感的公民」（羅索夫斯基，1996，頁90–92）；1　香港和台灣則表

述為培養一個「健全的人」、「完整的人」。

正如哈佛紅皮書指出的：通識教育一詞，它既不是指通用知識	

（如果這種知識存在的話）的教育，也不是指教育的全部，通常是指

一個學生所受的全部教育中的一部分—即培養其成為富有責任感的

公民的那部分。與之相對應，「專業教育」強調的是培養學生職業能

力的那部分教育（Harvard Committee, 1945, pp. 51–52）。

據此，筆者認為，通識教育內容可以分為廣義的、一般的和狹義

的，如圖1–1所示。

廣義的通識教育內容是指除專業教育之外的所有內容，既包括正

式課程G1，也包括非正式課程G2，如社團活動、社會實踐、各類講

座、校園文化等等，目的均在於培養健全的人格。

狹義的通識教育內容僅指冠以「通識教育課」稱號的課程	

（G12）。在中國內地及台灣，初期實施通識教育時，主要是通過一定

1	 羅索夫斯基給出了健全人的種種標準，詳見羅索夫斯基（Rosovsky, H.），頁90 –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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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6–8學分）的通識教育選修課來進行的，所以，一些人非常狹

隘地認為「通識教育」就是指「通識教育選修課」。目前，通識教育

選修課仍然是內地、港台很多高校進行通識教育的主要形式，只是從

6到18學分不等。而事實上，僅靠少量的通識教育選修課很難實現培

養健全人的通識目標，所以，這種狹義的理解並不可取。

一般的通識教育內容主要指在本科培養計劃中非專業教育課程的

那部分（G1）。該部分課程應當為體現通識理念、實現通識目標而設

計，目的不是培養學生在某一知識領域的專業技能，而是著眼於使受

教育者成為一個「健全的人」，使他們具備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富

有責任感等。無疑，這是大學教育體現通識教育理念的主要途徑和核

心內容。下文也將重點分析一般意義上的通識教育內容，即正式的通

識教育課程。

美國大學的本科教育課程是基於通識教育理念構建的，一般由

三大部分組成：通識課程+主修的專業課程+自由選修課程。2　其通

識課程包括（一）兩三門的共同必修科，一般為英文寫作、外國語

言、電腦等；（二）不同形式的通識課程，最常見的有分佈必修、

2	 自由選修課程是學生根據興趣的自由選擇，既可以選修通識課程，也可以選擇主修
的專業課程，還可以選擇與本專業毫不相干的其他課程。

G 廣義的通識教育內
	 容：除專業教育之
	 外的所有內容

廣義的 一般的 狹義的

G1	 通識教育課程

G2	 非正式課程：大學生活指導、社團、社會實踐、

	 校園文化、講座等

G11　共同必修課

G12　其他形式的通識

圖1–1   通識教育內容構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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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課程、自由任選等，其內容一般涵蓋人文、社會、自然科學三

大知識領域，目的是向學生提供不可缺少的知識領域的主要方法和

思維方式，也為進一步學習奠定共同的基礎。以哈佛大學為例，本

科畢業需修滿 32門課程，其中需要修習通識教育課程 12門，包括

3門共同必修課和 9門核心通識課（見表1–1），佔總課程的37.5%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4, p. 60）。

表1–1   哈佛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一覽表（2006）

麻省理工學院的學士課程主要由公共必修課（general institute 

requirements）和專業課程（含自由選修課）構成（表1–2）。公共必

修課部分即相當於通識課程，包括自然科學基礎、人文藝術和社會

科學、科學技術及實驗等，課程合計17門，約佔本科課程總量38門

課程類別 內　容

共同必修課（共3門） Expository Writing寫作1門

Foreign Language外語2門

核心課程（共9門）

　11個領域

　〔學生必須至少選修7個領域

　（非自己主修領域）的課程〕

外國文化（Foreign Cultures）；

歷史研究（History Study）A；	

歷史研究B；

文學與藝術（Literature and Arts）A；

文學與藝術B；

文學與藝術C；	

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

數量推理（Quantitative Reasoning）；

科學（Science）A；

科學B；

社會分析（Soci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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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44.7%。其中，人文、藝術和社會科學課程8門，佔總課程量的

21.1%。

表1–2   麻省理工學院學士學位課程及學分要求

中國內地高校的本科課程體系一般由「公共基礎課+學科基礎課

+專業課」三部分構成。二十世紀末開展文化素質教育後，各大學在

公共基礎課中專門開設了通識教育（或文化素質教育）選修課，要求

本科生選修一定的學分。以北京理工大學為例（表1–3），獲得學士學

位需要修讀180學分，包括81.5學分的公共基礎課、31.5學分的學科基

礎課，以及67學分的專業教育課。其公共基礎課與麻省理工學院的公

共必修課相似。根據前文（圖1–1）的界定，北京理工大學的通識教育

課程絕不是僅指8學分的通識選修課，所有公共基礎課均應「視作」

通識教育課程。事實上，中國內地高校的通識教育課程構成大同小異	

（如表1–4所示），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理論課（以下簡稱「兩課」）、

課程類別 說　明

學院公共必修課

（17門）

自然科學共6門 包括：生物 1 門，化學 1 門，物理

2門，微積分2門。

實驗課12學分，1–2門 從四十多門實驗課中選取，鍛煉動手

能力。

科學技術限選課

（REST）2門

至少有 1門在本專業以外的課程中選

取，拓寬視野。

人文、藝術、社會科學

課（HASS），8門

學生至少修讀8門課程，每門課程至少

9學分。

其他 體育4門 8學分

專業課程 主修專業課共15–17門 必須完成系定的180–193學分的專業課

程，其中包括無限制選修4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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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和電腦、體育和軍訓、通識選修課，理工類大學一般還有自然科

學基礎課。那麼，這些課程是否體現了通識教育理念？是否為培養健

全人的目標而設計？教育效果如何？下文將逐一進行分析。

表1–3   北京理工大學本科教育課程及學分（2007）3

3	 以北京理工大學某工科類專業2007屆本科畢業生的培養計劃為例。

北京理工大學本科教育課程（總學分180）

公共基礎課（81.5學分，佔總學分的45.3%）

1. 思想政治理論課（14學分）

思想道德修養、法律基礎、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

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等

2. 自然科學基礎（31分）

數學（微積分、線性代數、概率與數理統計）17學分、大學物理、物理

實驗11學分、化學3學分

3. 電腦（6學分）

電腦基礎和程式設計

4. 體能訓練（6.5分）

軍訓2.5學分、體育4學分

5. 外語（16學分）

大學英語12學分、專項外語（選修）4學分

6. 通識教育選修課（8學分）

要求在六類課程：歷史與社會、經濟與法律、文學藝術、語言、自然科

學、工程技術中修滿8學分

學科基礎課（31.5學分，佔總學分的17.5%）

必修課、選修課

專業教育（67學分，佔總學分的37.2%）

必修課、專業選修課、實踐教學與畢業設計〔含實踐教學，實驗選修，畢業	

設計（論文）〕



龐海芍：中國高校的通識教育課程 97

表1–4   內地部分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2007）�

北京大學

力學與工程科學系（總學分140）

1. 公共必修課（共30學分，佔總學分的21.4%）

大學英語8學分

思想政治理論課10學分

電腦與資料結構6學分

軍訓2學分

體育4學分

2. 通識選修課（共16學分，佔總學分的11.4%）

5個基本領域：

「數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與心理學」、「歷史學」、

「語言學、文學與藝術」

4	 內容來自各大學本科生2007培養方案。

清華大學

資訊科學技術學院（總學分170）

1. 公共必修課（共67學分，佔總學分的39.4%）

大學英語6學分

思想政治理論課14學分

數學及自然科學基礎40學分

軍訓3學分

體育4學分

2. 文化素質教育課程體系（理工科學生修滿13學分，佔總學分的7.6%）

8個課組：

「歷史與文化」、「語言與文學」、「哲學與人生」、「科技與社會」、	

「法學、經濟與管理」、「當代中國與世界」、「藝術教育」、「科學與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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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內地部分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續）

，

華中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製造及自動化專業（總學分195.5）

1. 通識基礎必修課（共64.5學分，佔總學分的33.0%）

大學英語14學分

政治思想理論課14學分

數學18.5學分

物理10.5學分

工程化學2.5學分

軍事理論1學分

體育4學分

2. 通識教育選修課（理工類專業修滿10學分，佔總學分的5.1%）

兩大系列：

「人文社會科學公選課」、「自然科學公選課」

復旦大學

飛行器設計與工程專業（總學分142）

1. 綜合教育必修課（合計32學分，佔總學分的22.5%）

大學英語12學分

政治與德育12學分

電腦基礎3學分

軍訓1學分

體育4學分

2. 通識教育核心課程（需修13學分，佔總學分的9.2%）

六大模組：

「文史經典與文化傳承」、「哲學智慧與批判性思維」、「文明對話與世

界視野」、「科技進步與科學精神」、「生態環境與生命關懷」、「藝術

創作與審美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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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識教育課程存在的問題

僅從學分比例看，內地高校的通識教育課程佔總學分的比例與哈

佛、麻省理工學院相比並不低（圖2–1）。但具體分析通識教育課程的

內容構成，則差異較大。

圖2–1   部分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佔總學分比例圖

「兩課」是內地大學教育內容的一大特色。它是指現階段在普通

高校開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課和思想政治教育課，是中共中央宣傳

部、國家教育部規定的各級各類大學的必修課程，內容主要包括：馬

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原理、毛澤東思想概論、鄧小

平理論概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思

想道德修養、法律基礎、形勢與政策等課程，高達10–14學分。「兩

課」的主要目的是對大學生進行政治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培養他們

成為具有較高政治理論素質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此類課程是

各大學最主要的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內容，與麻省理工學院的人文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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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課程（HASS）地位相似。但與麻省理工學院的HASS課程

相比，教育內容及學習形式過於單一。麻省理工學院要求學生至少修

讀 8門HASS課程，佔總課程的21.1%，目的在於「使學生對人類社

會及其傳統、制度有寬廣的理解，加深各種文化和專業知識的理解，

激勵他們作為一個人、一個專業人員、一名社會成員很好生活擁有必

需的情感和能力」。為了保證學生在人文社科領域學習的「廣度」和	

「深度」，麻省理工學院對HASS課程體系及修讀規定進行了精心

設計（如表2–1），採取了「分類選修制」（HASS-D）、「專修制」	

（HASS-C）以及自由選修相結合的原則。要求每個本科生：

（一）必須修完至少8門HASS課程（包括2門寫作技巧和交際能力	

	 課），每門課程至少9學分，保證每個學生都能對人文、藝術和	

	 社會科學領域有一定的瞭解；

（二）8門課程中的3門必須選自不同門類的HASS分類課程，目的是	

	 保證學生在人文社科知識領域的「寬度」；

（三）8門課程中的3或4門必須選自其中一個由學院界定的人文、藝	

	 術和社會科學「專修」領域，保證學生對某一領域認識和理解	

	 的「深度」，避免認識浮淺、流於表面；

（四）8門課程中既不屬於「分類選修制」，也不屬於「專修制」的課	

	 程。它是屬於HASS自由選修範疇，鼓勵學生選修更多的	

	 HASS課程。

可見，麻省理工學院為實現通識教育目標，對人文、藝術和社會

科學課程進行了精心設計。在課程內容方面，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

可以使學生廣泛理解自然和人類，瞭解多種價值觀；在課程修讀形

式上，既有「分類選修」以擴展學生學習人文社科的「廣度」，也有	

「專修要求」以保證學生在某一領域的學習「深度」，還有「自由選

修」來滿足學生的興趣，三種形式結合有利於學生拓寬視野，並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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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人文社會科學的思維方式和方法。相比之下，內地高校「兩課」

的教育內容和學習形式均過於單一，課程均為必修，且全國規定了統

一的教學大綱，內容主要是政治思想理論和道德教育，說教色彩濃

厚，不利於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需要反思的是，「兩課」所佔學

分很多，教育效果卻不如人意，據筆者調查，學生投入的學習精力最

少、學習收穫也最小（龐海芍，2009，頁118–123）。

表2–1   麻省理工學院HASS課程結構

外語和電腦主要是提高基本技能的工具性課程，也是當代大學生

必須掌握的重要技能。這本無可厚非，但內地高校的大學英語所佔學

分比例之高、學生投入精力之多難免有些「異化」，不能排除極強的

功利學習目的。相比之下，美國的大學都把本國語言作為必修課程，

HASS-D課程

5個門類：

文學和原著閱讀、語言思想和價值觀、視覺與表演藝術、文化與社會研究、

歷史研究

課程要求：學生可以在5類課程中的3類選3門課程

HASS-C課程

29個領域：

美國研究、人類學、東亞研究、經濟學、工藝建築史、音樂、哲學、科學技

術與社會、戲劇藝術、城市研究、婦女研究、政治科學、宗教研究、俄國	

研究……

課程要求：學生可在29個集中學習的領域中任選一個作為自己的專修學習領域，

　　　　　學習3–4門專修課程

HASS自由選修

可在上面兩個課程體系中任意選修

課程要求：多出的HASS學分可以沖抵專業課程中無限制選修學分



102 通識教育的發展與願景

訓練大學生清晰表達與有效溝通的能力。中國的「大學語文」作為

公共必修課從1952年學習前蘇聯專才教育即消失，從此中斷。直到

1978年以後，一些高校如南京大學、南開大學自發地恢復了。目前，

大學語文只是在一些綜合大學或文科專業開設，而頗需要加強人文素

養的理工科專業反而開設不多。事實上，語言應該是非常重要的通

識教育內容，誠如錢理群先生所言，「大學語文應該定位為通識教育

課，它對人類精神文化傳承、學生人文素養培養、健全人格形成、審

美能力提高有著重要的作用（張英，2007）。」

自然科學基礎課程在理工科大學和綜合性大學有較大差異，或者

說理工科專業和文科類專業要求不同。理工科專業一般把數學、物

理、化學等自然科學基礎作為公共必修課程，學分多達30–40。但目

前這類課程的教學更側重於為進一步的專業學習奠定基礎，服務於專

業教育的目的，遠遠大於通識教育的目的。文科專業學習用到的自然

科學知識少，因此，文科學生僅學習數學等非常少的自然科學課程。

事實上，自然科學的思維方式、推理能力等基本素養和技能，不論文

科還是理科的大學生都非常需要，其通識教育作用同樣不容忽視。

通過分析發現，中國大學的通識教育必修課過分突出了政治教育

功能、工具技能掌握，以及服務於專業學習的自然科學基礎教育，沒

有很好地體現通識教育精神。事實上，中國的大學普遍沒有立足於通

識教育的辦學理念和目標而專門設計公共必修課，也沒有把公共必修

課看作是通識教育課程的一部分，而是把通識教育的重任交給了「通

識教育選修課」。

在現階段，通識教育選修課是各大學專門為通識教育目標而設的

科目，也是大學自身有較大自主權的課程。課程普遍仿效哈佛的核心

課程分類方式，內容都力爭涵蓋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三

大知識領域，採取了分佈選修的模式，學分要求從6至16分不等（見	

表1–4）。但是，無論是課程的品質還是份量，中國大學的通識選修課



龐海芍：中國高校的通識教育課程 103

與哈佛大學的核心課程都難以同日而語。筆者的調查結果表明，「內

容雜、結構亂、品質差、地位低」已經成為中國大學通選課的通病，

並因此導致其「邊緣化」、「次等化」，形成了惡性循環，難以贏得教

師和學生的尊重（龐海芍，2009，頁118–123）。再加上內地高校通選

課學分很少，實難擔負起實現通識教育目標的重任。

以北京某大學為例，要求理工專業學生本科期間選修8學分通選

課，共計4門課程，每門課程 32課時，共計4×32=128課時。該校通

識教育選修課包括六大門類，2007–2008學年該校共開設通識選修課

87門，類別分佈如表2–2。可以看出，在87門通識教育選修課中，類

別數量從二三門到十三四門、四十餘門不等，且無一定規律可循。

表2–2   北京某大學通識教育選修課程分佈一覽表5（2007年3月）

那麼，每個類別中的課程內容如何呢？表2–3給出了「歷史與社

會」、「經濟與法律」兩個門類所開設的具體課程。在「歷史與社會」

類的14門課程中，心理及健康教育類課程就有8門，佔57%，而很難

5 此處資料引自北京某大學的《通識教育選修課手冊》。

通識教育選修課

六大門類：

文學藝術 41門

經濟與法律 	2門

自然科學 14門

歷史與社會 14門

語言類 	3門

工程技術 13門

合共 87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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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真正的「歷史」課。在僅有的2門「經濟與法律」類課程中，課

程內容與所屬類別又有些南轅北轍。可以看出，每個類別中的具體課

程內容龐雜，實用性內容較多。

表2–3   北京某大學通選課部分課程目錄（2007年3月）

事實上，通識教育選修課內容結構雜亂無章的情況在內地各大學

普遍存在。究其原因，則在於中國大學的本科教育教學目標難以擺脫

專業教育模式的影響，奉行的依然是社會本位的知識—道德教育教學

歷史與社會類（14門）

1.	 人際關係與團體行為

2.	 腦資訊特徵與心理測量

3.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防護

4.	 性健康教育

5.	 孫子兵法解讀

6.	 大學生自我發展與心理健康

7.	 應用心理學		

8.	 職業生涯開發與管理

9.	 國防戰略及相關熱點問題

10.	 健康教育

11.	 現代西方哲學

12.	 現代心理學

13.	 運動與健康

14.	 中國帝王創業思想及治國方略

作者評價：歷史課程有多少？

經濟與法律類（2門）

1.	 公共關係學

2.	 企業品質管制及 ISO9000標準

作者評價：難覓法律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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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觀，即主張教育和教學目的應該使學生確立以社會為本位的道

德，「培養共產主義社會全面發展的積極建設者」。具體的教學目的和

任務是：傳授和學習系統的科學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在此基礎上發

展學生的智力和體力；在這個過程中培養學生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和

道德品質（施良方、崔允漷，1999，頁48–49）。這是上世紀五十年代

全面學習前蘇聯、進行專才教育而樹立的教學觀。

中國內地高校的本科課程結構也學習前蘇聯形成了「三層樓」的

設計模式，即從培養一個專才的需要出發，構建專業所需要的學科基

礎課和公共基礎課，形成了「公共基礎課—學科基礎課—專業課」體

系；在課程內容上，則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具技能教育、自然科

學基礎教育及專業教育。1978年以來，內地大學開始提倡糾偏專業

教育、強調拓寬基礎、淡化專業教育。近年來，有的大學也採取了新

的課程規劃方式，如復旦大學將本科課程劃分為：（一）綜合教育課

程、（二）文理基礎課程、（三）專業教育課程、（四）任意選修。6	

華中科技大學劃分為：（一）通識教育課、（二）學科基礎課、（三）

專業課程、（四）實踐教學環節。7　但是，目前主要還是課程形式結

構的改變，課程的實質—包括內容、價值取向、教學目的及方式方

法—還沒有根本改變。

三、通識教育課程建設的出路

教育學家葉瀾認為，教育系統是功能選擇在先、結構形成在後。

只有確定了希望教育發揮甚麼作用，才能進一步制定教育目標、構

建教育制度、選擇教育內容、安排組織具體的教育活動等（葉瀾，

6 詳情可參考復旦大學網頁（http://www.fudan.edu.cn）中的《復旦大學2006年教學培
養方案修訂說明》。

7	 詳情可參考華中科技大學網頁（http://www.hust.edu.cn）中的《華中科技大學機械設
計製造機器自動化專業本科培養計劃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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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頁319）。實施通識教育實際上是對大學教育目的的重新思考，

是對本科教育教學目標的重新定位。目前，針對通識教育課程存在的

問題，亟需澄清兩點認識。

一是對教育的政治功能的認識問題。不可否認，教育是具有政治

性的，政治對教育有著直接的制約作用。問題的關鍵不是教育要不要

為政治服務，而是如何為政治服務。以目前中國大學公共必修課的構

成為例，思想政治理論課、軍訓、外語均是教育部明確規定必開的

課程，其學分合計佔去了公共基礎課的50%至80%。在有限的學分和

課時總量內，大學的必修課程受國家干預過多。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論	

教育效率低下，不但對教育資源造成很大的浪費，也容易造成學生的

逆反心理。因此，在注重發揮教育的政治功能時，還必須尊重教育	

自身的發展規律，根據人的身心發展特點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如在基

礎教育階段，學生的身心發展還很不成熟，國家對思想政治教育進行

標準化的統一要求很有必要，而大學教育更崇尚理性、獨立思考與判

斷，應該多樣化和個性化，思想政治教育如果簡單地用統一課程進行

強制灌輸已經很難奏效。

二是對通識教育在大學教育中的定位問題。這主要取決於大學決

策者對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關係的定位。目前，通識教育還遠沒有成

為中國大學的辦學理念，通識教育並不是作為一種獨立的教育模式，

而是作為專業教育的基礎、補充、糾正。「通識」只是使學生知識拓

寬、視野開闊，為他們進一步的專業學習打下更好的基礎（王義遒，

2006，頁2–8）。在這樣的定位下，很多大學的公共必修課承擔的主要

功能便是為專業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理工科專業需要堅實的數理化

基礎，所以就開設了大量的自然科學基礎課程；文科專業缺乏自然科

學基礎並不直接影響專業學習，所以修習的自然科學課程非常少，相

反則開設了有利於文科專業學習的「大學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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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識教育課程要想擺脫困境，必須從「大處著眼、小處著

手，實行三步走」的推進策略。「大處著眼」，就是要轉變教育觀念，

著眼於把通識教育作為整所大學的辦學理念，建立通識教育的人才培

養模式。但這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還要立足現實，從「小處著

手」，就是從通識課程建設入手，從易到難，實行「三步走」的推進

策略。

第一步，從現有的通識教育選修課入手，精心設計和管理，使其

精緻化、核心化、規範化，提高品位和地位。

各大學的通識選修課大多是從全校公共任意選修課演變而來，經

歷了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發展過程。最初，為了能開設出更多的課

程，滿足廣大同學的選課需求，各大學普遍採取了教師自願申請開課

的方式，雖然也仿照哈佛大學的核心課程進行了不同的分類，但由於

缺乏更深入的整體規劃和精心設計，所以課程因人（教師）開設、隨

意開停（課），導致通選課結構雜亂無章、品質差、地位低，難以保

證通識教育的效果，而且嚴重影響了通識教育課程的聲譽。當務之急

是要給予通選課足夠的重視，一改以往粗放管理、隨意開設、無人重

視的「雜亂差」現狀，最好有專門的機構進行管理，從教學目的、課

程體系、教學方式、授課師資、學習要求等多方面進行精心設計和嚴

格管理，有專項經費和相關制度予以支持。這樣，才能改變其「雜亂

差」的現狀，使有限的通選課學分真正發揮作用。此項措施因為不涉

及整個課程體系及學分的調整，相對比較容易改進。目前香港、台灣

的一些大學，以及內地的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等均採取了此項舉措。

第二步，在保持現有課程結構的前提下，將一些公共必修課程通

識化，使其真正發揮通識教育作用。

通識課程改革首先遇到的困難便是有限的課程總量與各方面需求

的矛盾。從中國大學課程的學分結構看，公共基礎課和通選課所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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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並不小，通識教育選修課學分有限，發揮作用的空間也十分有限。

因此，在保持學校現有課程結構不變的前提下，要想謀求通識教育更

大的發展空間，關鍵在於將共同必修課「通識化」。如可以適當減少

外語學分，增設大學語文課程；可以將現有的「兩課」擴展到更廣闊

的歷史、哲學、文化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讓學生廣泛領略人類文明

帶給人的精神愉悅和震撼；也可以將「兩課」與現有的通識選修課整

合設計，釋放出更多學分構建通識課程體系等。

在此方面，台灣的經驗頗值得內地借鑒。目前內地高校公共必修

課中的「兩課」非常類似於台灣以前的「黨化」教育課程—即作為

「共同必修科」的三民主義、國父思想、憲法精神等。台灣於1984年

開始大力提倡通識教育時，同內地一樣，也主要是通過讓學生選修

6–8學分的通識選修課進行的。但通選課的地位和品質都沒有得到保

障，被戲稱為「營養學分」、「裝飾課程」，批評之聲不絕於耳。直到

1994年，台灣教育行政部門取消了對黨化課程的硬性規定，許多大學

將通識選修課程與共同必修課一起規劃，共同體現通識教育理念，這

樣一來，通識教育課程的學分由8個增加到三十個左右，品質和地位

得到迅速提升（龐海芍，2007，頁79–82）。

第三步，逐步改革大學四年的課程體系，建立通識教育的人才培

養模式。

由於中國長期實行專業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不論是教育目標、

課程體系、教學方式方法，還是行為習慣、相關制度，都已經與專業

教育模式相適應，僅靠局部的課程改革很難真正體現通識教育理念。

以課程的組織和管理為例，在本科課程體系的三大類課程中，學

科基礎課和專業教育主要由各專業院系組織和管理，並為「自己的學

生」講授；公共基礎課（通識課程）則由專業院系為全校各個院系的

學生提供，一般由教務處進行組織和協調，並根據各院系承擔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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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核算編制或經費。在這樣的課程管理機制中，顯然親疏有分，

內外有別，相對於專業課程，通識課程不受重視。更何況在學科、

專業佔主導地位的大學裏，教師首先追求的是在專業研究領域的成就

和同行認可，院系也更重視自身的學科專業建設，很少花大量的精力

和資源來精心規劃和執行通識教育課程。這種現象在其他國家和地區

的大學裏也普遍存在。如85%的美國大學採取的是「分類必修」的通

識教育課程，即學生需要到各院系開設的課程中修讀一定的科目作為

通識課程學分，由於科系本位主義的影響，各院系一則更重視所開課

程的專業教育目的，二則因為來修讀通識課程的不是本院系的主修學

生，因此並不十分受院系重視，通識課程的品質也因此常常得不到保

證（黃坤錦，2006，頁217–218）。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的發展史

上，也常常出現相關部門難以統籌和安排院系的教學資源，專業院系

對通識教育的認識不足、投入不夠，難以開設出滿意的通識課程等問

題（梁美儀，2005，頁72–78）。

那麼，如何在專業教育佔主導地位的大學裏加強通識課程？成立

通識教育專門機構、給予相應的激勵政策和經費投入不失為一條捷

徑。目前，美國、台灣和香港的大學大多設立有通識教育中心，作

為與院系平行的教學組織，專門進行通識課程的規劃、實施、組織、

管理等，對提升課程的地位和品質有很大的幫助。如台灣清華大學

1989年成立了通識教育中心，專門從事通識教育規劃、管理、部分

課程教學及組織有關講座活動等；同時還設有共同（通識）教育委員

會來統籌、協調各院系開設通識課程事宜。同樣，香港中文大學設有

大學通識教育部，負責統籌由7個學院四十多個學系提供的兩百多門

通識科目，發展通識課程教材，舉辦通識活動如專題研討會、讀書會

等。校方還為通識教育部提供了充足的資源，支持通識課程建設（香

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2006，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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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某些中國內地的大學也建立了類似組織，如清華大學的文

化素質教育基地、復旦大學的復旦學院等。但如果讓它們真正肩負起

規劃和統籌通識教育課程的重任，既要賦予他們一定的課程規劃和管

理許可權，也要提供足夠的課程建設經費以保證能夠吸引到各專業院

系的優秀師資開設高品質的通識課程。即便如此，在專業院系林立的

大學裏，沒有學科專業歸屬的通識教育機構還常常處於「無權無勢」

的尷尬地位。

近幾年，內地一些高校嘗試成立了專門的、具有通識教育性質的

學院（以下簡稱「通識教育學院」），專門負責大學一、二年級本科

生的教育教學管理。從目前運行以及長遠發展來看，這些通識教育學

院面臨着以下困境：首先，它們大多只負責本科一年級和二年級的教

育管理工作，經過一兩年的通識教育之後，學生依然進入到各個專業

院系，通識教育學院並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學生或畢業生，久而

久之，可能會淪為大學「預科班」；其次，通識教育學院大都是只有

管理人員，沒有專業教師，當然也沒有學科專業、科研經費和成果，

長此以往，在學科專業佔主導地位的大學裏，通識教育學院恐怕難以

和其他專業院系取得同樣平等的地位。第三，即使通識教育學院擁有

了一批通識課程專任教師，如果離開了本學科專業的滋養，教師也很

難得到進一步發展。這樣下去，通識教育學院很難靠自身的「實力」

謀求發展，其地位和權利只有靠大學領導來賦予，而一旦失去了領導

的重視和支持，通識教育學院的發展就會處於被動局面。

因此，要從根本上提高通識教育的地位，還需要更深層次的組織

制度變革。實際上，大學的院系既是一級行政機構，也是將某一類學

科、專業連接起來的機構。也就是說，院系這一組織形式將不同學科

專業的人員維繫在一起，使不同學科之間的界限進一步明晰化，並以

行政機構的方式形成學科壁壘。那麼，與之相適應，課程與教學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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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以學科為中心組織進行的，由此又實現著專業化的人才培養目標

（余東升，2005，頁4–6）。實施通識教育，表面看需要改革課程設

置，實際上將涉及到大學的教學制度乃至組織制度變革。因此，必須

在通識教育辦學理念的統領下，重新全盤考慮大學生應具備何種知識

與素養，改革課程體系，建立有關制度，最終建立通識教育的人才培

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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