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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管理學院

隨着香港「3+3+4」學制改革於2012年「啟航」，各間受政府資助 

及可頒授學位的私立專上院校1 　紛紛投放資源於設計或完善四年制 

學士學位課程上。院校其中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設計或改善通識（或

核心）課程的目標、學習成果、修讀安排及修讀科目的種類。八間 

受政府資助院校自2007年起已開始這項課程改革的「大手術」， 

並且獲得不同機構的資助，邀請海外通識教育專家來港舉辦研討會、

撰寫研究報告及親身作教學示範（Freake, 2013, p. 108）。反觀，私立

專上院校除面對財力及人力不足的壓力外，更受制於欠缺課程自主的

能力，2　以及對通識教育理念缺乏充分理解，令其通識課程發展受到

不少阻礙。不過，目前香港大部分私立專上院校的特徵：包括「新成

立」、「規模小」和「獨特辦學宗旨」，卻成為它們通識課程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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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評審局（HKCAAVQ）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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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遇，因為這些院校既沒有歷史包袱，其相對簡單的行政及學術組織 

架構亦較易作院內溝通及協調，以至院校能按其辦學團體的理念和 

特色，設計相應的通識（或核心）課程。

本文首先闡述目前香港私立專上院校的發展概況。然後，說明通

識課程於不同私立專上院校實施的情況及指出它們所遭遇到有關通識

課程的「定義」與「執行」問題。接着，筆者會分享一間新成立並提

供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的香港私立專上院校―恒生管理學院（以下

簡稱「恒管」）―如何檢視及改革通識課程，藉以配合學院辦學理

想及培養學生「博雅融通」的能力，迎接廿一世紀全球化下的機遇與

挑戰。

一、香港私立專上院校的發展及運作概況

香港的高等教育在殖民地時代一直實行精英制。直到二十世紀 

九十年代中，港英政府雖然開始擴充公帑學士學位名額，但是，最終

增加學額只佔適齡學生的百分之十八左右，遠遠低於社會對人才的 

需求。自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後，私立專上院校隨着特區政府的政策

改變而得以發展。2010年以前，可頒授特區政府承認學位的私立專

上院校只有兩間。3　2010年成為分水嶺，因為時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曾蔭權大力支持自資學位課程（香港教育局，2010），以彌補因內地

生、海外「回流」香港生和國際學生的競爭而使公帑學位嚴重不足的 

問題。在短短兩年之間，HKCAAVQ批准了五間可頒授特區政府承認

3 這兩間院校分別為香港樹仁大學和珠海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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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的私立專上院校成立。4　目前，就讀自資全日制經評審學士學位 

修讀人數共超過12,000人（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n.d.）。

香港私立專上院校的運作是以學術課程為單位，由HKCAAVQ 

審批及檢視每一個院校學術課程的開設和運作（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

評審局，n.d.）。所以，雖然部分院校或許有一套以全校視角為定位的 

課程框架，但是嚴格來說，就算在同一間院校內，不同的學術課程都

可以有不一樣的課程結構、學分要求和學科種類。

二、香港私立專上院校的通識課程

若要清楚了解各私立專上院校通識教育課程的實施情況，首先必

須知道各院校如何界定通識教育及設計通識課程內容。在過去數十年

間，高等教育界對通識教育的理解仍有不少的討論。廣義的通識教育

強調大學是培育學生成為有教養的人（educated person）的地方，而狹

義的通識教育則強調非專業的教育，藉以補充學生對人文與自然的認

識不足（參張壽松，2005，頁30–31）。不過，大體上，通識教育都包

含了以下五個特質：（一）建立學生基礎學習能力―語言、數理、

資訊科技、思考及溝通能力（參黃慧英、盧傑雄，1997，頁87）； 

（二）平衡專業知識教育，擴闊學生的視野（參林安梧、石齊平， 

2000，頁114–115）；（三）培養學生的批判能力，能了解不同範疇

如自然、社會和人文；（四）提升學生的思辨意識及能力，應對道德

和倫理挑戰；（五）最終幫助學生成為一個能接納和包容差異的自由

人。若綜合這五大通識教育的特質，現今通識課程可包括兩大類：

4 這五間院校分別為恒生管理學院、東華學院、明愛專上學院、明德學院及職業訓 
練局―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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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礎學習技巧課程（generic skills courses）及（二）視野拓闊 

課程（broadening courses）。前者集中訓練學生不同基本學習技能， 

包括語文、批判思考、數理、資訊科技等具體能力，以應付在知識建

構的實際需要。而後者則強化學生對不同學術領域的觸覺與理解， 

使他們能面對現今社會迅速變化所帶來的挑戰。

那麼，香港私立專上院校又如何界定通識教育和實施相關的通識

課程？所有院校都很自然地接納通識教育的五大特質，不過在通識課

程設計上卻有不同。部分院校的通識課程包含了語文運用、資訊科技

或數理統計等基礎學習技能課程及視野拓闊課程。換言之，除了本科 

以外的修讀要求外，其他學分大都可以算是通識教育或自由選修的 

學分。少數的院校如明德學院，只計算視野拓闊科目為通識課程，並

將基礎學習技能課程分別出來。筆者認為大部分香港私立專上院校

接受兩類課程同算為通識課程學分，是基於資源及行政管理角度的 

考慮。私立專上院校的規模較小，將基礎學習技能及視野拓闊課程視

為通識課程，可簡化課程設計的複雜性，甚至減省了選課上的成本。

不過，依筆者之見，這類設計卻將兩類本質上截然不同的課程 

「混為一談」，不能明顯地分辨它們在整個學術課程的比例，以至未

能清晰量度它們對學生的影響。由於大部分院校都有提供工商管理或 

相關課程，所以筆者以此為例說明這個問題。表 1描述這些課程內 

基礎學習技能及視野拓闊課程的比例情況。一般來說，修讀基礎學習

技巧科目都比視野拓闊科目為多。更重要的是，讀者不難發現課程內

通識學分比例高未必能拓展學生視野，因為視野拓闊科目的學分要求

相對較少。例如：東華學院的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中有關通識必修

部分，共要求學生修讀12科（36學分）。若仔細了解通識必修課程的 

分布，會發現至少有10科（30學分）是基礎學習技能科目，而視野 

拓闊課程則只有2科（6學分）。雖然，學生仍然可在選修學分中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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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名稱 基礎學習技能

課程學分

（佔課程畢業學分

要求百分比）

視野拓闊

課程學分

（佔課程畢業學

分要求百分比）

課程畢業

學分要求

視野拓闊科目共4科（12學分）；但是，在比例上視野拓闊課程仍較 

基礎學習技能科目為少。

表1   私立院校中的工商管理或相關課程中通識必修課程要求的比例5

樹仁大學 6 22學分  30學分 124–135
  (17.7%) (24.2%) 學分

珠海學院 7 12學分  10學分 135學分

  (8.9%) (7.4%) 

東華學院 8 30學分 6學分 120學分

  (25%) (5%) 

明愛專上學院 9 24學分 15學分  132學分

  (18.2%) (11.4%) 

明德學院 10 27學分  15學分  120學分

  (22.5%) (12.5%) 

職業訓練局 15學分  21學分 132學分

―香港高等 (11.4%) (15.9%) 
科技教育學院 11

這種普遍情況只會令通識課程偏重了實用的基礎學習技能而忽略了視

野拓闊元素（參張壽松，2005，頁271），對學生整體發展科際整合能

力的培養大打折扣。

5 有關對恒管的分析，筆者將於本文第六節「恒管通識課程改革的經驗：分析與 
討論」作深入剖析。

6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n.d.).
7 珠海學院工商管理學系（n.d.）。
8 東華學院（n.d.a）。
9 明愛專上學院（n.d.）。
10 明德學院（n.d.）。
11 The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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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院校內部不同學術課程對通識學分的要求不盡相同，影響

所有學生通識課程經驗的完整性，最終有機會未能達致通識課程的 

目標。部分院校對學生的通識教育課程有一致的要求：

• 明愛專上學院：所有學術課程要求學生至少修讀13科（39學

分）通識及基礎學習技能必修課程（明愛專上學院，n.d.）；

• 明德學院：所有學術課程要求學生修讀14科（42學分）通識

及通用才能課程（明德學院，n.d.）；及

•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所有學術課程要求

學生修讀12科（36學分）通識及基礎學習技能課程（The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n.d.）。

可是，其他院校包括樹仁大學、珠海學院及東華學院就出現了不

同學術課程有不同修讀要求（學分或科目）的情況：

• 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課程要求學生修讀至少18科（52學

分）基礎學習技能及視野拓闊課程（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n.d.），12　心理學課

程要求學生修讀至少11科（38學分）基礎學習技能及視野拓

闊課程（Department of Counselling and Psychology,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n.d.）；

• 珠海學院：工商管理課程要求學生修讀共同必修共9科（22學

分）（珠海學院工商管理學系，n.d.），13　而新聞傳播課程則要

求學生修讀共同必修共9科（21學分）（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

學系，n.d.）；14　及

12 「拓展視野課程」的30學分中，學生可選修工商管理或會計學科為通識。
13 工商管理學系只要求學生修讀3科外系科目。
14 新聞傳播學系指定學生修讀社會及政治學概論、中國現代史及國際關係（只佔 

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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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學院：工商管理課程要求學生修讀16科通識及基礎學習

技能課程（共48學分）（東華學院，n.d.a），而社會科學課程

則要求學生修讀15科通識及基礎學習技能課程（共43學分）

（東華學院，n.d.b）。

綜合而言，目前香港私立專上學院的通識教育從課程設計、學分

要求以至學生修讀要求，都各有特色。不過，這個不一致情況是否反

映了院校內部對通識教育的理解及對通識課程的目標存在分歧？不同

學術領域或專業的「需要」就會要求不同通識教育的「支援」。筆者

希望透過分享恒管在通識課程設計上的經驗，分析香港私立院校如何

面對這充滿機遇與挑戰的時刻。

三、恒管現行的通識課程

恒管於2010年獲香港特區政府行政會議批准成立，15 　目前提供 

五個學士學位課程―（一）工商管理（榮譽）學士學位課程、 

（二）供應鏈管理工商管理（榮譽）學士學位課程、（三）商務翻譯

（榮譽）學士學位課程、（四）新聞及傳播（榮譽）學士學位課程、

（五）英國語文（榮譽）學士學位課程，以及工商管理副學士課程 

（恒生管理學院，n.d.a）。2012–2013年度，恒管的本科生及副學士生

人數分別為2851及430，而全職教研人員數目約為115人。未來幾年，

學院將推出更多與工商管理有關的學士學位課程，從而成為一間以商

業管理課程為主的高等院校。

恒管自成立以來，通識課程一直由中文系、英文系、數學及統計

學系、電子計算系和通識教育系共同提供。與很多私立院校已開置課

程相似，通識課程包括基礎學習技能及視野拓闊課程；目前涵蓋幾個

15 恒管的前身是恒生商學書院（恒商）。恒商於1980年成立，曾提供工商管理文憑課
程，並在1991年起到2012年提供中學預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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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包括中英文運用、數學及統計方法、資訊科技應用和視野拓展

的科目。表2列出每一個課程對通識課程的不同要求。在通識必修學分

上，各學術課程的要求由9至48學分不等，並以基礎學習技能課程為

主。視野拓闊課程則只佔其中3至18學分而已。

表2   恒管目前五個學術課程對通識教育的要求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

（供應鏈）

商務翻譯* 新聞及傳播 英國語文

畢業學分要求 129學分 129學分 138學分 129學分 129學分

通識必修學分
及科目總數
（佔畢業學分
比例）

27學分
9科

(20.9%)

30學分
10科

(23.3%)

48學分
16科

(34.8%)

36學分
12科

(27.9%)

9學分
3科
(7%)

基礎學習技能
必修科目、學
分、科目總數
（佔畢業學分
比例）

中國語文
高效傳訊英語
演說英語

學術寫作英語
批判思考
數學及統計

商貿普通話
高效傳訊英語
演說英語

學術寫作英語
批判思考
數學及統計

中國語文
商業中文
行政中文
商貿普通話
專業普通話
演說英語

學術寫作英語
商業傳訊英語
高級英語

批判性閱讀英文
批判思考

中國語文
行政中文

高效傳訊英語
學術寫作英語
批判思考
創意思考

中國語文
商貿普通話

18學分；
6科 (14%)

18學分；
6科 (14%)

33學分；
11科 (23.9%)

18學分；
6科 (14%)

6學分；
2科 (4.7%)

視野拓闊必修
科目、學分、
科目總數
（佔畢業學分
比例）

中國文學欣賞
香港社會
國際政治

中國文學欣賞
香港社會
國際政治
倫理學

中國文學欣賞
香港社會
國際政治
倫理學

歷史與文明

個人與社會
心理學與生活
香港社會
國際政治
倫理學

文化、傳媒與
社會

中國文學欣賞

9學分；
3科 (7.0%)

12學分；
4科 (9.3%)

15學分；
5科 (10.9%)

18學分；
6科 (14%)

3學分；
1科 (2.3%)

通識選修科學
分、科目總數
（佔畢業學分
比例）

6學分
2科

(4.7%)

9–18學分
3–6科

(7–14%)

9–15學分
3–5科

(6.5–10.9%)

36學分#
12科

(27.9%)

18學分
6科

(14%)

* 商務翻譯課程將語文科目（屬於基礎學習技能）與通識視野拓闊科目分開。
# 新聞與傳播課程內有36學分（12科）自由選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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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描述及一些觀察，我們可以歸納出恒管面對與香港其他 

私立專上院校一樣的挑戰：（一）學院（包括個別教研人員，以至學

生）對通識教育的理念未有一致的看法―如何界定哪些學術範疇是

通識教育？究竟語文、資訊科技或計量技巧是否屬於通識教育？抑或 

通識教育只着重擴闊視野，而沒有特定學術界線？（二）學院對通識

教育的修讀學分未有一致的準則―如何制定一套適合而統一的通識

教育修讀要求？究竟每一個學術課程應否保留「獨特」的通識教育 

要求？

另外，從學生在學期末所做的評鑑（End-of-Module Evaluation）

可以發現，不少學生對修讀通識必修科目意欲不大，認為與本科專業

無關，卻又想藉此「閒科」拿取高分去提高成績平均積點（GPA）。

如何令學生對「功利」的學習態度有所改變，讓他們了解通識課程中

科際整合的特質與功效？（參鄒川雄，2006，頁122–123；Hu & Cao, 

2013, pp. 76–79）

學院不久將來會發展更多學術課程。16 由於通識課程亦被視為學術

課程的支柱之一，有效釐清以上的問題與挑戰，會有助恒管重新檢視

以至重新策劃通識課程。17 自2012年3月開始到2013年6月，通識教育

系以至整個恒管就從（一）通識理念的重整，（二）探討實施一致課程

要求，以及（三）提升學生對通識教育的興趣，來改革通識教育課程。

四、檢視及重組恒管通識課程：兩層檢討的過程

恒管自成立以來不斷檢視自己的定位、願景和目標，銳意於可見

將來成為一所傑出及專注於商業與管理領域的私立大學。所以，學院

16 目前，5個新課程已獲HKCAAVQ審批，現正等待特區政府行政會議通過。
17 不斷檢示通識課程的目標及實施，有利於課程的「教」與「學」，同時對學院的發

展以至學生都有裨益。見Bresciani (2007), pp.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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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於2012至2013年分別透過兩次全院學術退修會，推動研究及制

定2013–2018的五年策略計劃。

而整個通識課程的重組亦是一個兩個層次的過程：整所學院及通

識教育系同時進行。這緣於2012年1月18日學院學術人員第一次全院學

術退修會對通識課程提出從理念到實踐的問題。18　簡單而言，參與者

首先辨識及界定定義問題與挑戰，並以當時學院的使命宣言及課程理

想為準則，制定新課程架構，從而讓學生得到最大的教育效益。

在學院層面，常務副校長和副校長（機構發展）委任了一個跨

學系的專責工作小組，由通識教育系系主任為主席，其成員包括各

學系代表及學術課程代表，負責檢討所有非主修學系所提供的課程

（service modules）及作出建議。19　在2012年5至8月期間，工作小組 

共開了 5次會議。在討論過程中，有關通識課程部分（參恒生管理 

學院，2012，頁29–33），與會代表以至所羅列出的相關意見都指出，

目前各學術課程的通識必修科目未能「有效」使學生感到與自己主修 

科有關。學生覺得現行課程內通識必修科太多並只集中在首兩年， 

而通識選修科目又較少；甚至，有意見批評個別通識必修科的評核 

方法及教學法。20　筆者認為這是通識課程發展的挑戰―如何能在有

限的通識學分內讓學生獲得最大的教育效益。這正好也是建立一個共

識的機遇―通識課程必須成為主修學科或學術專業的輔助好伙伴。

建基在這個願景下，通識教育系作了一次全面檢討，並於同年7月提交

18 在會上，與會者提出了（一）究竟語文、資訊科技或計量方法的相關課程―基礎
學習技巧是否屬於通識？及（二）通識教育課程應否「分散」於四年學士課程？參
恒生管理學院（2012）。

19 跨學系專責小組的職權包括（一）重組非主修課程，藉以達致跨學科教與學的 
特色；（二）研究引進在中英文科學生分流的可行性；（三）研究提供專業課程； 
（四）加強科學、科技及倫理的通識課程；（五）討論成立英國語文中心及普通話
測試中心及（六）探討聘請校外顧問檢討非主修課程。參恒生管理學院（2012），
頁6。

20 這些對通識教育的意見或批評是一個普遍現象。參徐慧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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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改革建議書》。在最後一次會議中，與會代表對建議書內

容提出意見，並交回通識教育系作修訂，最終制定了21學分的「博雅

融通」的通識核心課程（參恒生管理學院，2012，頁43–49）。21

從學系的層次進行檢討，通識教育系分別在 2012年 3月及 5月 

舉辦了兩次會議，會上討論到通識課程的不足，令學生既未能有系統

地擴闊知識的基礎，也未能掌握跨學科的視野和建立融通主修科與 

通識科的能力。面對這些挑戰，通識教育系決定成立系內課程小組 

委員會（Curriculum Sub-Committee）統籌及撰寫建議書。成員首先

透過文獻回顧，22　重新建立對通識教育的理念，並以此為新核心課程

的基礎。在分析過程中，筆者認為管理學院容易側重專業培訓，惟商

界領袖如鍾普洋23　卻認同現今僅僅掌握商科知識，不足以成為商界的

領袖。他表示他的通識課程學習經驗，讓他跳出自己的商業思考框架 

（Chung, 2013, p. xiii）。所以，管理學院的課程亦要認真顧及通識課程 

的重要性，從而建立融通不同學科視野且富有分析的能力，並培養學

生良好品格（integrity），面對廿一世紀的機遇與挑戰（參金耀基， 

2008；張燦輝，2007）。

通識教育系同時參考了本地其他院校情況，學習別人的長處和 

虛心接受批評。自2012年3月底至6月初，通識教育系分別舉行了五次

21 經與會者建議並通識教育系討論後，通識教育系決定將通識修讀學分由30減至21 
及學術範圍由5個減至4個。

22 從文獻回顧的過程中，筆者及其他系內同事把文獻分為兩類―理論和院校經驗。 
根據Howard (1992)，前者有四大理論：（一）紐曼（J. H. Newman）的理想主義
（idealism）；（二）赫欽斯（R. M. Hutchins）的本質主義（essentialism）；（三）杜 
威（J. Dewey）的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和（四）柯爾（C. Kerr）的現實主義 
（pragmatism）。四大理論中，（一）及（二）太着重理想知識追尋而忽略現實 
生活；（三）及（四）則缺乏全面人文發展方向。院校經驗的文獻分別為有關課程 
內容、教學或學習成果。同時，筆者發現提及以管理課程為主的院校對通識教育 
發展的文獻較少。

23 鍾普洋（Po Chung）是DHL Internationa l榮休主席、太平紳士，他認為他在美國
所接受的通識教育是他事業成功的基礎，他並捐錢贊助富布萊特學人（Fulbright 
Scholar）來港協助受政府資助的大專院校改革通識課程。參Chung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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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富布萊特學人（Fulbright Scholar Program）活動，包括圓桌

會議、工作坊及講座，藉以學習美國通識教育的策劃、實施和教與學

的經驗。另外，通識教育系亦積極參與通識教育的學術討論及發表相

關文章，並參考本地或海外通識教育同儕對改組通識教育的意見及批

評。24　通識教育系亦於2012年7月提交〈通識教育課程改革建議書〉， 

於跨系專案小組討論。事實上，學院陸續推出的新學術課程大致上 

都接納建議書內的通識課程框架。25　2013年6月，學院教務委員會正式

接納《檢討非主修課程專責委員會：最終報告》中對通識教育課程改

革的建議，並於新學術課程中實施。26

通識課程的目的是輔助履行恒管最新修訂的學院使命（參恒生 

管理學院，n.d. b）。現階段的工作是檢視每一個科目是否符合通識課

程的目標，能否達到其設計的學習成果及修讀最恰當年份，並嘗試尋

求有效的教學方法，令通識課程與本科課程融通。當然，這目標有賴

於對通識的教與學持續地研究。所以，通識教育系內研究小組委員會

（Research Sub-Committee）亦同時成立，期望開展一個四年的通識

研究計劃，以便深入並細緻地查察四年的通識課程，是否真的可以

及如何達致通識教育的目標和學習成果。最後，為配合推動通識教育

以及加強未來的定位，通識教育系成立了迎新活動及宣傳小組委員會 

（Orientation and Publicity Sub-Committee）。這小組委員會分別協辦

各學術課程的迎新活動（包括選科介紹及指引），藉以提升學生對 

通識教育的認識、興趣和支持。而通識沙龍（GE Salon）系列則透過

不同的活動（包括電影欣賞、時事圓桌會議等）培育學生學習分析、 

包容、尊重及欣賞不同的觀點、理論及做法。

24 所有通識教育系的教學人員在2012年6月14至16日參加了由香港城市大學及港美中
心合辦的通識教育國際學術會議。同時，部分教學同事分別發表了兩份有關恒管通
識教育改革及個別通識學科的會議文章。

25 詳細內容見下一節「恒管新的『博雅融通』通識核心課程：目的及結構」。
26 不過，教務委員會委員對通識課程結構（尤其是修讀年份）的爭議較大。最後，委

員的共識是容許個別專業學術課程可以有較彈性的安排，並與通識教育系作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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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恒管新的「博雅融通」通識核心課程：目的及結構

為了達到恒管開辦以商業管理課程為主，並融合跨科際視角的

「全人」大學教育宗旨，通識教育系在檢視及重組過程中，辨識

了恒管學生在四年的學士課程內應該建立五大類別能力：（一）理

性—分析能力（intellectual-analytical ability）；（二）美學—欣賞能力

（aesthetic-appreciative ability）；（三）道德思辨能力（moral reasoning  

ability）；（四）基礎學習技能（skill-based ability）及（五）自我管理

能力（self-management ability）；而這五大能力的相互關係，可以用一

個三層架構顯示出來（圖1）。

圖1   「全方位」學院學術課程（Holistic College Academic Program）

精專

學術專業課程

博雅融通

通識核心課程

提供各類擴濶視野且跨學科的課程，

藉以建立學生的融通能力

（基礎學習技能）

  中國語文

（1） 語文能力

  英國語文

（2） 資訊科技能力（使用電腦設施收集和管理來自不同 
 來源的資訊之能力）

（3） 數學/統計學能力（明白數據和閱讀學術期刊文章/ 
 報告之能力）

（4）思考技能（邏輯、批判和創意思考之能力）

（5）自我管理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包括管理時間、金 
 錢、技能、關係、情緒、苦難、失敗和成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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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兼顧全人發展的全方位課程結構，是以基礎學習技能作為基石，

有了深厚堅實的語文（包括中、英文）能力、邏輯思維、批判創意 

思考能力、數學及統計能力、資訊科技的認知和自我管理能力，學生 

便能有效地攻讀主修專業的學術課程。而一個跨科際、擴闊視野， 

並以博雅融通為目標的通識核心課程，則可以幫助學生攻讀主修專業

學術課程的學習過程中，將主修科目套落在一個多元、跨學科的學術

視角中檢示、研究和分析。

（一）目的

恒管的「博雅融通」通識核心課程的目的，是幫助學生在不同學

術領域，如人文、社會科學、科學和倫理中，擴闊知識基礎，藉以建

立融會貫通的能力，面對廿一世紀的機遇與挑戰。這個課程框架明確

地培養學生上面提到的首三項能力：

• 理性—分析能力：讓學生從跨學科視角，找出不同學科知識

的相互連繫，並能分析日常生活的議題；

• 美學—欣賞能力：使學生能欣賞不同性質及形態的美，藉以

學懂包容、尊重和欣賞別人，欣賞自己；

• 道德思辨能力：使學生能明辨是非黑白。

至於另外兩種能力―基礎學習技能及自我管理能力，學生可以

分別從其他學系（中文系、英文系、數學及統計學系及電子計算系

―過去到目前都被劃分為通識課程的一部分）所提供的課程、學生

事務處所提供的活動及工作坊而培養出來。換言之，這兩項能力的培

養在新的課程框架結構內不算是通識課程。從理念層面來看，這是學

院對通識的理解有着本質上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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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結構

1. 修讀要求

2014年9月將實施的「博雅融通」通識核心課程佔整個學術課程約

16.2至17.5%。與現行課程不同，27　這課程強調每一個恒管學生大體上

都應該有相同的通識學習經驗（表3）。每一位學生須修讀至少7門通

識科目（合共佔21學分）。28

表3   恒管新「博雅融通」通識核心課程結構

上述的修讀要求，有助學生建立一個相對全面的知識基礎，並掌

握融通能力，以多元視角及跨學科取態，加強對主修科的學習。學生

27 現行課程會否實行新通識課程，有待課程複審（programme re-validation）時才 
決定。

28 某些學術課程可以加大對通識的要求。如剛通過的一個課程，它除了要求學生修讀

21通識學分外，還要求他們修讀中國文學賞析。這正好反映了學院在建立一種共同 
通識的文化之餘，每個學術課程仍具有「彈性」，可以設計更具專業特色的通識 
元素。

通識教育核心課程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GEN1000透視通識教育
上或下學期修讀

3

通識選修科的四大範圍

a. 範圍1：人文學

b. 範圍2：社會科學

c. 範圍3：科學、醫學及

 科技

d. 範圍4：道德思辨

15–18
至少於每一個範圍選讀一科（共 
4科），其餘學分（3–6）可在任

何範圍選修（包括GEN4001）

GEN4001通識整合研習

學生已修讀15通識學分及

成績平均積點達3.3或以

上方可申請修讀

0–3

合共學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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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至4年級，均要在四個範圍內至少選1科修讀。29　這樣，通識教育便

可均衡地分散在四年的學習過程中，令通識與主修科在學術上的融通

整合更能發揮作用；30　更重要的是，學生有更大的自由度選擇自己所

喜歡的通識科目，從而達致更佳的學習效能。

2. GEN1000透視通識教育

所有一年級生都要修讀此3學分（一學期）的通識基礎必修科。 

這個要求的目的是幫助「恒管新鮮人」（i）理解大學及通識教育的 

本質、目的與學習過程；（ii）初步探究不同學術領域的本質、互連 

關係與整合可能；（iii）加強學生理性—分析能力，並能對廿一世紀的

議題及挑戰作跨學科的探索。

本課程由通識教育系統籌，形式包括講論課（包括校外嘉賓 

講者）、導修及專題研習。每班約40人。講論課的目的是向學生介紹

大學及通識教育的本質與目的和各學術範疇（人文、社會科學、科

學）的基本內容、發展、概況及研究重點，並幫助學生透過特選議

題，嘗試整合各學術領域。邀請校外嘉賓講者演講時，各班可以集合

在一起，舉行嘉賓講者、任教老師和學生的三方互動討論會。導修的

目的是透過不同活動（包括閱讀、討論、遊戲、角色扮演、匯報等）

及老師的引導，幫助學生整合講論課的內容，從而分析當代政治、經

濟、社會和文化議題。最後，專題研習的目的是通過小組匯報及個人

文字報告，訓練學生溝通、表達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29 個別專業學術課程的修讀安排或略有不同。這視乎該學術課程發展委員會與通識教
育系的相互協調。

30 很多院校只會安排學生在首兩年修讀通識課程。Baker & Prenshaw (2007) 批評這種
設計可能符合修讀通識教育的「量」，而忽略了通識教育可協助學生在不同年級中
融通本科知識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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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1000無疑是一個「大膽」的嘗試。31 　課程的設計是建基於 

一個教育理念：通過涉獵不同學術範疇，找出它們相互關連的重點，

並整合和建立一個跨學科的視角去分析現代複雜的議題。可是，從學

術層面，「新鮮人」能否在15周內認識和掌握不同學術範疇？而授課

老師又是否具備足夠學術訓練，引導學生作跨學科的討論？另外， 

從實際運作上，人力資源和班房安排對私立院校也是一種壓力。面對

這些困難，通識教育系抱着「迎難而上」的態度，尋求不同出路。 

例如：使用資訊科技及多媒體技術，令學生較容易初步掌握不同學術

領域。通識教育系在2013年暑假期間投放資源製作教材，並於9月會開

設二班，供工商管理一年級生選修，作一次小規模預習測試。這次試

驗正好提供一個機會，讓老師了解困難所在，從而作出適當改善。

3. 四大課程範圍的學習成果

現行通識課程內的科目，還未有一個明確的分類系統及修讀要

求。換言之，學生可以選讀任何通識科目作選修科，沒有任何限制。

可是，在新制下，通識教育系把所有通識選修科目，按學術範疇分類

放在四大課程範圍內（表4），並清楚說明所期望達致的學習成果：

表4   通識選修科目的四大課程範圍及其學習成果

31 大部分大專院校的通識課程都是建基於不同學術範疇的個別科目組合而成，惟只有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和香港教育學院（教院）與恒管一樣開設通識基礎課程。中
大的通識教育基礎課程着重經典閱讀及回顧，而教院的通識基礎課程則與恒管的類
似，包括一門基礎科及通識專題。這類型課程並不普及，因為與教授內容廣泛及實
施過程複雜有關。參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n.d.）；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d.)。

課程範圍1：人文學（Humanities）

在此範圍的科目應該︰

• 讓學生以中西文化視角去學習文化、文學、藝術、歷史、哲學和 
宗教，從而建立普世性人文精神

• 幫助學生探討人類文明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提出的重要議題

• 提升學生對文學、文化、藝術、歷史、哲學和宗教的學習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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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通識選修科目的四大課程範圍及其學習成果（續）

4. GEN4001通識整合研習

這是一門3學分（1學期）高年級的通識選修科。本科旨在集合 

2至 3位不同主修的學生，以小組形式，在 1位通識系老師指導下， 

對一個自選議題作跨學科深入的學術探討。學生定期繳交小組研究 

計劃書、個人進度報告，作小組匯報及個人文字報告。筆者認為這有

助學生掌握跨學科研究的本質與過程。因為這小組是由不同學系學生

組成，由於背景不同，能令小組討論更多元化。在整個學期中，老師

會介紹跨學科研究的性質及方法，以便同學辨識和將所研究的問題概

念具體化，建立相關的觀察及計量工具，以整合不同觀點的取態分析

課程範圍2：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

在此範圍的科目應該︰

• 教授至少一種研究人類行為的社會科學學科，包括其性質、領域、方

法、假設和從而引申的後果

• 介紹不同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 於特選問題上應用多個社會科學視角去辨識其影響社會的因素

課程範圍3：科學、醫學及科技（Science, Medicine and Technology）

在此範圍的科目應該︰

• 教導學生了解人類文明和日常生活中科學與科技的歷史、發展、重要

性和影響

• 明辨多種可以觀察到的現象與現象之間的科學關係，現象的原理，其

科技應用和社會含意

• 幫助學生發展科學精神去處理他們日常的生活挑戰和觀察到的現象

課程範圍4：道德思辨（Moral Reasoning）

在此範圍的科目應該︰

•  向學生介紹東西方傳統中的道德信念與實踐

• 教導學生考量和權衡正反兩面倫理概念的理論與理由，從而作出道德

推論和判斷

• 提升學生對道德的美和善的熱愛，以及分辨是非好壞的能力

• 發展學生個人的倫理分析系統和對當代倫理議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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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發表所收集的數據。最重要的元素是學會用跨學科角度去分析一個

議題。目前，筆者建議只准3或4年級學生並已修讀15通識學分（其中

包括GEN1000），和成績平均積點達3.3或以上方可申請修讀。筆者認

為這種比較嚴格的學術要求，對跨科際的整合研習是必要的，倘非如

此，這門高年級通識選修科的學習成果是不容易取得的。

六、恒管通識課程改革的經驗：分析與討論

恒管的通識課程改革是否達到一定的成效，仍是未知之數。 

不過，至少直到目前為止，整個改革過程都十分「緊貼」學院的 

發展。經修訂後的恒管使命宣言是「發掘新知，開拓新學，探究人類 

文明，尤其關注商業及管理領域；培養未來領袖，鼓勵同學創新， 

力求上進，成為知識型社會的棟樑；提供全人教育，理論探索、技能

應用與商德實踐，三者並重；鼓勵自由的知識探索，培養嚴謹的治學

態度。」（恒生管理學院，n.d.b）。筆者嘗試配對「博雅融通」通識

課程與學院的使命宣言，以顯示新通識課程如何輔助學院實踐其使命 

宣言。

表5   學院的使命宣言與新「博雅融通」通識課程的配對

 

 

 

 

學院的使命宣言 新「博雅融通」通識課程

發 掘 新 知 ， 開 拓 新

學，探究人類文明，

尤其關注商業及管理

領域

新通識課程要求同學對人類文明及其相關學科

有一定的認識。課程要求學生除了必須修讀

GEN1000透視通識教育外，還要在人文學範圍

內至少選修一科。

培養未來領袖，鼓勵

同 學 創 新 ， 力 求 上

進，成為知識型社會

的棟樑

新通識課程進一步建立理性—分析能力：讓學

生從跨學科視角，找出不同學科知識的相互連

繫，並能分析日常生活的議題。這無疑有助學

生面對知識型社會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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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學院的使命宣言與新「博雅融通」通識課程的配對（續）

另外，對於其他本地或海外院校而言，32　通識課程改革大都用上好

幾年的時間去討論，才見到一些成果。恒管通識課程的重組過程，只是 

在一年內便已訂定了一個新的學術及修讀框架，可算是「奇蹟」。 

這有賴學院管理層的支持和學系同人的衷心合作，以及恒管的私立院

校特質。就學院角度而言，恒管是一所「新」成立的私立院校，所以

它沒有太多歷史及政治包袱，能接納大膽而又可行的建議，令課程改

革得以事半功倍，特別是對通識課程的定義，爭議較少。學院願意

採納通識教育系不少的建議，如GEN1000的推行。正如前面提到， 

這科的教學內容跳出傳統學科框架，讓新生涉獵不同的學術領域。 

這個「大膽」嘗試令恒管通識課程與別不同。

此外，由於私立院校的規模較細，面對各學系對改革的「阻 

力」，相對會較少。恒管的架構較為簡單，沒有太多繁瑣的程序及 

可能出現的山頭主義，行政效率比較高。學院接納把基礎學習技能與

通識課程分開，並把通識課程定義為各類擴闊視野且跨學科的課程， 

32 美國哈佛大學用了至少三年時間（2004–2007）才能完成通識課程的檢討。參
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2006)。

學院的使命宣言 新「博雅融通」通識課程

提供全人教育，理論

探索、技能應用與商

德實踐，三者並重

新通識課程的科目，旨在建立學生不同範疇的

能力，達至全人教育的目標。通識科目是理論

與實踐並重的。在商德實踐上，課程要求學生

必須在道德思辨的課程範圍內選修至少一科。

這可加強學生分辨是非好壞的能力。

鼓 勵 自 由 的 知 識 探

索，培養嚴謹的治學

態度

新通識課程要求學生至少於每一個範圍選讀一

科（共4科），其餘學分則可在任何範圍選修或

修讀GEN4001通識整合研習。這安排給予學生

自由度，在自己感興趣的範疇進深學習，甚至

嘗試完成一個科際整合的研究，最終培養嚴謹

的治學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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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建立學生的融通能力。至於通識課程學分和修讀計劃的討論，

通識教育系與其他新課程的負責人都有充足的溝通，尊重和理解對方 

的立場，一起尋求共識。不過，筆者必須強調恒管內有一套清晰及 

有效的品質保證制度，經常用來檢討和改進學院的行政及課程質素，

以確保學生得到教育的效益。另一方面，學院規模較細也令學生能有

效地提出意見，給院校管理層及老師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回應訴求， 

如選修科目的「質」與「量」。在新的通識課程結構下，恒管通識 

選修科目共有多達五十餘科，並分散於四大課程範圍。這足以反映 

學院管理層在人力及財力許可下，願意讓學生有較多選擇，擴闊他們

的思維及知識基礎。

更重要的是，恒管的辦學宗旨一直都是期望成為一間提供商業管

理課程為主的私立大學，並打造它的學生成為德才兼備和擁有跨科際

視野的未來商界領袖。事實上，任何商業決策、組織和活動都不可能

在一個真空狀態中存在和運作；相反，它們都受到政治、社會、文化 

和經濟因素的影響；因此，一套跨科際和擴闊視野，並以博雅融通為

目標的通識核心課程，對成功達到「全人教育」的學習目標，起了積

極的推動作用，而且更有利於恒管實踐訓練未來商界領袖的願景。

七、總結及展望

總括而言，恒管的新「博雅融通」通識核心課程，着眼於與主

修課程建立有效的增補及互補作用。從個別通識科目到整個通識課

程，都在幫助所有學系的學生能更有效地學習，藉以融合不同學科知

識，減少科際的分割及最終增強學術的融和。同時，筆者必須強調通

識教育的定義雖然不再包括基礎學習技能，但是語文能力、資訊科技

認知、數理能力、思考方法、以至自我管理的培養，對學習「博雅融

通」的通識課程和精專的主修課程，尤為重要。事實上，基礎學習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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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課程比重，尤其是中文與英語的必修學分，各已增至9個，這對

主修科的學習將更為有利。

恒管的「博雅融通」新通識課程設計和重組，反映了「私立」 

專上院校的「新成立」、「規模小」及「獨特辦學宗旨」的特點。縱然

面對不同的意見及批評，這些特色無疑「加速」了學系之間以至全所

學院對通識課程的討論，最終達至共識。目前整個新通識核心課程仍

處於預備期，無論在GEN1000試驗，還是其他通識選修課的檢討或仍

在準備籌辦的研究計劃，甚至一些行政或資源相關問題，已開始浮現

出來。筆者當然不會低估推動這新通識課程的難度，但相信未來恒管

學生所得的教育效益會遠超於所預計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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