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化的腳步快速進展，多元知識不斷累積，國

際情勢更是複雜萬變，優質人才成為國家競爭力

提升的重要關鍵，也是國家邁向卓越創新、國富

民強的發展基石。教育很重要的一個目標是培養

學生帶著走的能力，透過學校系統化、統整性的

課程及相關教學活動規劃，引導學生觸類旁通、

反思明辨，並懂得通權達變，更希望其進入社會

後，更能成為終身學習者。

要培養學生多元的能力，高等教育不能只是提供

學生專業知識，培養專業能力，更要透過通識教

育課程，涵養學生的人文情操及社會關懷，擴展

人生視野，使其人格成長更加茁壯。因此，教育

部自 96年起推動「通識教育中程綱要計畫」，

特別創辦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鼓勵優秀教

師投入通識課程教學的行列，並透過遴選傑出教

師，彰顯通識教育的意義，並增加各界對通識教

育精神與內涵的了解。今（101）年度舉辦第 5

屆選拔，教育部遴聘公正客觀的學者專家組成評

選小組，秉持嚴謹、審慎的立場，歷經初審、複

審及決審的過程，在 76位教師中評選出 4位得

獎人：國立臺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莊榮輝特聘教

授、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劉瑞琪副教

授、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梁家祺副教授，以及亞

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林智莉助理教授。

本屆獲獎的 4位教師各有其學術專長，卻能以

自己的專業領域為起點，向外延伸，結合通識教

育的理念，透過深入淺出的教學，引領其他學科

的學生進入不同知識的寶庫，自由探索並發現問

題，進而解決問題。這些得獎教師共同的特質就

是熱愛教學，關切學生的學習成效，建立良好的

師生互動關係，使學生體認美善的人生價值與生

命意義。4位教師真正展現如沐春風的風範，受

頒全國性最高的教學榮譽獎，不僅實至名歸，也

令人可喜可賀！

今年各校推薦教師參選情形踴躍，欣見此獎項獲

得高度肯定與重視。在此感謝所有身處高等學府

殿堂，為培育莘莘學子而默默付出的通識教師，

你們傳遞通識教育的核心價值，更改變學生學習

的態度，培養其獨立思考、溝通等多元軟實力，

為國內人才培育奠下深厚基礎。期待透過本獎

項，激發教學工作者的熱忱，鼓勵更多教師投入

通識教育，一起攜手努力耕耘灌溉通識教育的園

地。

教
育
部
長
序
言

教育部部長

中華民國 101年 12月

謹誌



目
次

壹、評選委員推薦書

貳、得獎教師介紹

　

參、遴選及獎勵要點與計畫

肆、遴選過程大事紀

伍、歷屆獲獎人名錄

陸、特別感謝

柒、附錄
設計理念

編輯資訊

林智莉助理教授

梁家祺副教授

莊榮輝特聘教授

劉瑞琪副教授

亞東技術學院　

元智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1
5
6
16
26

36

46
53
57
60

61
62

評選委員 
推薦書

壹
chapter 01

page 1



亞東技術學院　林智莉助理教授

林智莉老師曾經開授國文、紅樓夢、台灣廟會文

化等課程。林老師秉持著「以學生為學習中心」

的教育理念，以因材施教的精神試圖在這類通常

易使學生感到枯燥的語文課程中，透過多元活潑

的授課方式影響學生。令人讚佩的是，多年來，

林老師配合學生的程度與資質不斷改進、調整自

己的課程內容，有效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

機，讓學生不但能在語文課程中鍛鍊獨立思考的

能力，而且也能將課堂所授的語文知識轉化為日

常生活中可用的知識。

林老師認真教學的態度也展現在她和學生的互動

中。她的親和力使得學生在修完了她的通識課程

之後，仍然珍惜過去的師生關係，在遇到疑難困

惑時向她請益。審查委員對於接受訪談的學生因

為修習林老師的課程而獲得的知性、感性的啟發

與成長，咸表印象深刻。

在訪談過程中，每個學生顯然都能有條有理而且

非常生動地回答審查委員的提問，對於過去上課

的內容也都記憶猶新。學生的應答表現，足可用

來印證林老師因材施教的傑出成果。

國立臺灣大學　莊榮輝 特聘教授

莊榮輝老師可說是專業系所教師支援通識教育的

典範。莊老師的專長為生化科技，投入通識教育

之理念是希望所有大學生都能瞭解生物學的基本

原則，發現人類與所有動植物、細菌都是使用相

同的「A、T、C、G」遺傳密碼，進而發現原來

古人所說的「天人合一」真實不虛，天地間所有

生物、現象、原理都是相通的。

莊老師所開設之通識課程有兩門，分別是「細胞、

分子與生命」及「細胞、分子與人類」。課程設

計有結構性，由淺入深，嘗試讓非主修自然學科

的學生能夠瞭解生命現象，尋求生命科學與其他

學科間的關聯與對話，並由了解生命現象與啟示

來反省人類社會的行為。經過數年的努力耕耘，

由修過本課程學生的表現與反思可以看出，非主

修生物的同學不但對生命有了新的知覺，也發現

了自身在地球、社會、家庭中真實的身分與角色。

莊老師非常重視教材，尤其是經由精心設計把教

材轉化成學生容易接受的形式。每門課程均收集

精彩的生物學相關影片，經過精心的編排與剪

輯，組合成極為精彩的一系列「影片、投影片及

討論」單元，並結合電腦網路運用，將課程資料

隨時更新、公開，並與學生交流，教學效果極佳。

莊老師能克服大班授課的困難，雖然沒有安排討

論課助教，但利用各種方法誘導同學發問，加上

運用表決器，成功的在大班課程中帶動同學互動

與討論。莊老師充分展現教學熱情，帶動學生學

習氣氛，可為通識教育大班授課之典範。

國立陽明大學　劉瑞琪副教授

劉瑞琪老師所開授的西洋繪畫史、性別與影像的

歷史、近代視覺文化及攝影與近代文明等都有精

心設計的課程內容與教學策略。劉老師以議題式

的教學方法，由不同的角度切入課題，增強學生

的學習效果。劉老師透過所開授的課程，啟發學

生思考藝術作品背後的思想、文化、意涵以及反

省的過程，令人印象深刻，足以成為典範。

課程具相當高的學術承載度，除豐富的自備講義

外，尚有課外預習、複習的教學策略，要求學生

搜尋資料，善用網路資源，在課後提供同學更多

資料與討論的空間。課程設計重視雙向溝通，鼓

勵同學表達並從各種角度探討問題，讓同學能夠

對日常生活的視覺經驗，有更深入且不同視角的

看法。學生期末報告多樣化且能論述己見。藝術

教育在臺灣常被忽視，劉老師深入淺出的教學方

式，啟發學生感受藝術的能力，誠屬難得。

學生在訪談時大都表示在修課前，未曾接觸過藝

術課程，但修課後不再懼怕談藝術。學生除了瞭

解藝術史的架構外，也培養出欣賞藝術作品的能

力，瞭解作者的時代背景與思維，面對藝術作品

時由浪漫的欣賞轉變為理性思考。學生在修課後

生活有很大的轉變，他們開始關心在地文化、用

寬容的心看社會。週遭環境的任何作品 (即便是

捷運站中某個角落的建築等 )，都可引發他們的

深沉思考與做出結合社會文化的批判。希望台灣

將來能有更多這種優質藝術類課程，以改變臺灣

目前的氣質。

元智大學　梁家祺副教授

梁家祺老師對科學教育、課程與教學、認知與學

習等學有專精。梁老師所謂的三位一體 (知識、

態度跟行動 ) 的教學理論，以及她的課程的操作

方式，都相當具體，可以啟發很多老師並作為教

學改進的參考。梁老師用心的將她的教育理念規

劃在課程中，在她的引領下，學生不知不覺中受

到她的啟發，並且不斷地累積知識。學生在課程

中透過概念的討論、案例的分析，閱讀，體驗，

最後能夠有自發性的行動方案。

被訪談的學生幾乎都對修過的記憶猶新且印象深

刻。學生能侃侃而談所修過的課程內容，並表現

出關懷社會及自我反省的能力，足以證明梁老師

的課對學生產生深刻影響。

梁老師有一個特質，就是在遭遇到挫折跟困難

時，能夠勇敢面對，持正向的思考面對問題，然

後提出一些解決問題的對策跟方案，最後突破困

難。這種態度我覺得是通識教育的老師們可以學

習的。例如梁老師在通識教育的教學、研究、服

務上遇到困難的時候，她可以在看到學生因她的

教育而得到知識或能力的成長時，找回解決困難

的動力，這一點特別可貴。梁老師克服挑戰且

持續地精進所授課程，並獲得修課同學普遍的認

同。梁老師可說是具傑出通識教育教師典範的特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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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東
技
術
學
院
林
智
莉
助
理
教
授

學術專長

傳統戲曲、宗教文學、詩詞曲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

經歷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2006/08 迄今）

榮譽事蹟

亞東技術學院 100 學年度全校績優教師奬

亞東技術學院 100 學年度「公民素養課程補助計畫：美學與生活」特優獎

亞東技術學院 97 學年度「優良教材教具之創新創意組：詩歌美學」特優奬

亞東技術學院 96 學年度全校績優教師奬

五年內通識課程開課資料
 
95 學年度第 2學期

96 學年度第 1學期

96 學年度第 2學期

97 學年度第 1學期

97 學年度第 2學期

98 學年度第 1學期

98 學年度第 2學期

99 學年度第 1學期

99 學年度第 2學期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

 
國文

中國古典戲曲欣賞

實用中文

國文

台灣民俗文化講座

中國詩歌選讀

國文

詩歌美學

國文

詩歌欣賞與創作

美學與生活

國文詩歌欣賞與創作

美學與生活

國文

台灣廟會文化

紅樓夢

國文

紅樓夢

國文

紅樓夢　

國文

紅樓夢

國文

美學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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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文學、藝術與生命作連結的領航員
－林智莉老師專訪

「萬物一體之仁，學生更無良窳之分。天底下沒有真正頑劣的學生，每個人的行為背後都有原因。

有很多學生從小就被放棄，可能是家庭、社交、自我認同產生問題，他們不知道學習的目的在哪

裡、不曉得為何要學習，而這些迷途羔羊正需要我們付出更多的關懷，用心一步一步的引領前

進。」林智莉老師語重心長地道出身為一位教師無可旁貸的責任。她說從事教學工作的最大心願，

便是希望可以串起文學與人生之間的關係，讓學生能夠在其中照見自己、認識自己，思考如何適

性地生活。

「老師教學都是與學生互動為主，而且老師會給學生很多需要思考的作業。教到古人的哲理時，

老師也要同學分組，每組選一則有興趣的論點闡述，每個論點都有正負觀點，同學就必須為了自

己所選擇的觀點與另一方辯論。」修課同學張哲融娓娓道起他在林老師課堂上的經驗和收穫。林

智莉老師便是這樣透過各種方式，請同學思考、選擇、學習應對，期盼學生在這些過程當中能領

悟人生的價值，也在現實生活中發揮作用。

學思歷程

林智莉老師自小熱衷閱讀各式各樣的文學作品，

尤其喜歡小說及散文。在國小時就大量閱讀瓊

瑤、金庸、倪匡等作家的小說，也接觸《紅樓

夢》、《西遊記》、《聊齋誌異》等經典文學，

並且容易投入書本所描寫的人情世故情境中。這

份對文學的熱情，驅使她進入中文系所就讀，開

啟了她與文學的不解之緣。

除了在文學領域上的興趣，林老師也對從事教育

工作有著一份憧憬，於是在就讀中文系時，也輔

修了教育學分，取得擔任中學教師的資格。大學

畢業後，原本可能走上中學國文老師的任教之

路，林老師卻在為期一年的實習過程中有了不一

樣的想法：「中學的教學框架太制式化，這些

為了考試、針對題目的教學方向似乎不是我想要

的，也不適合我。」於是在實習完成後，林老師

毅然決定繼續攻讀研究所，一路念到了博士班畢

業。

林老師的學術專長是古典戲曲研究，師事臺灣大

學曾永義教授。林老師回憶她第一次聽曾教授的

課時，曾教授談到他在資源匱乏的情況下，如何

披荊斬棘地推廣傳統戲曲文化，課堂上曾教授慷

慨激昂的神情與對戲曲的熱情每每令林老師震撼

及感動，於是她自我期許，在未來教學與研究的

路上，也要效法恩師，永遠保有這樣的熱忱，用

來感動更多的人。

談到進入亞東技術學院服務的機緣，林老師笑著

說：「真的是機緣，起初這不在我的生涯規劃之

中。」2006年間，由於家中的經濟因素，林老

師需要儘快畢業以進入職場，因此打亂原先規劃

的博士論文完成時程，當所有畢業程序安排妥當

之際，已經是暑期的 7月，各大專院校多已完成

教師聘任，沒有太多缺額，剛好亞東技術學院獲

得教育部的教學卓越計畫補助，要增聘一名通識

中心的國文老師，無形的牽引，讓林老師來到了

這個給她機會、更給她挑戰的學校。在前幾年的

任教期間中，林智莉老師也曾想過回到中文系所

任教，並且有很好的機會，送給他校中文系的申

請資料已經通過審查，當時同校的通識中心主任

在關鍵的時刻積極慰留：「總要有人留下來為這

些技職體系的學生付出。」林老師深受感動，對

於這樣的理念產生共鳴：「是啊！每一個領域應

該都要有老師認真教學和奉獻。」也許通識課程

的內容設計和中文系所很不一樣，需要耗費更多

心力，但是在這裡，和學生的互動很溫馨，課業

回饋引發的學習進步非常有意義，同事之間的相

處也十分愉快；最後，林老師選擇繼續陪著亞東

技術學院的學生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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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理念

以學生為學習中心：他們需要甚麼？

剛到亞東技術學院服務時，林智莉老師滿懷鬥志

地投身通識教育工作；本於中文系所多年嚴謹的

訓練，林老師規劃了很多紮實的課程，介紹中國

文學的歷史流變、賞析理論、國學知識，並提供

大量的經典文學閱讀，希望將之前所學教給學

生。但一兩個學期下來，林老師遭受很大的打擊

與挫折：「雖然學生上課很專心，努力作筆記，

但期末回饋總是一句『老師很用心，準備很多資

料』，我感覺不到他們的學習熱忱，我們之間沒

有互動，從他們茫然的眼神中，我相信這些知識

他們沒有真正吸收與內化。」她決定要重新設計

課程，改善學生的學習困境。在不斷自我調整、

參與教學研習的過程中，林老師逐漸領略到「以

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精神。通識課程不應是由老

師單方面決定「該教甚麼」或認為學生「該學甚

麼」，而是要思考「學生需要甚麼」。於是她開

始思考文學在通識教育中扮演的角色，該如何讓

學生學以致用，並且將文學作品中的概念與生命

作連結。

通識是能照見人生的教育

林智莉老師提到，技職體系學生的專長是職業技

能，但他們之中很多同學不諳做人的道理，不擅

表達與交際，也不懂得如何處理感情和生活中的

問題。林老師發自內心地說：「人活在這世界上，

很多時候不是在工作，而是在做人和過生活，但

我們很缺乏這方面的教育。」因為有幸浸淫於文

學領域，她體會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在

談人性，而人性就表現在各種人與人的相處當

中。林老師認為，文學探究個人的內心與所處的

環境，也闡明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關係，藉由文學

引發深層的討論，可以深刻反思自身的問題，在

面對感情、家庭、社會、人生困境、甚至個人自

身存在的價值問題時，均極有助益。依循這個體

認，她將那些對學生而言艱澀難解或索然無味的

文學經典與現實生活作連結。她常在課堂討論這

些古典文學時反問學生：「如果換作是你，你會

怎麼做？」林老師舉了一個例子，她說她常向學

生提問：「每個人一生的路上都有很多大石頭阻

礙，屈原選擇玉石俱焚；陶淵明此路不通便選擇

另一條路；蘇軾因無往而不樂，直接在石頭附近

住了下來；莊子則完全無視石頭阻礙，穿了過去，

因為他無待，所以無所礙。若是你，你會怎麼

做？」透過問答思考，讓同學將書中的體悟內化

到自己的生活經驗之中，學習在沒有標準答案的

人生旅途上如何作選擇。林老師認為通識教育就

是教導學生「生活態度」的教育，一種「適性的

生活態度」，讓他們的生命變得更美好，更有意

義與價值，而文學正好提供這樣的滋養。通識教

育中的文學不應該只是「純文學」，更應該是「生

命文學」、「生活文學」。

教學方法

技職體系的學生多半已習慣了「動手」的實作學

習方式，林智莉老師說，要他們好好的坐在位子

上聽課並不是件簡單的事情，常常上課沒多久就

會分神、無法專注。對此，她慢慢摸索出一套漸

進式的教學觀念：首先必須讓學生不排斥學習，

打開心裡的門；其次引發他們的學習興趣，喚醒

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再來便是要能夠用他們

可以接受的方式，把課程內容和理論概念傳授給

學生。

與學生打好關係

林老師初進入教學現場時，覺得老師與學生是一

種絕對教與學的對立關係，每學期第一堂課就把

課程中所有的要求說清楚、講明白，撂下「若無

法負擔就退選」的話，而結果往往有大半學生「遵

循指示」。林老師開玩笑說：「但也會有另一批

學生被其他的老師趕過來。」這些狀況讓她漸漸

反省到，為什麼要和學生樹立這種緊張的關係？

於是林老師便嘗試用另一種方式介紹課程，例如

肯定學生選這門課的眼光，告知學生他們會獲得

的知識與收穫，並承諾她會和學生一起達成每一

項作業與目標，最後告訴他們選了這門課 對不

會後悔。用這種鼓勵的方式把學生留了下來。林

老師說，因為她領悟到，如果這門課對學生是重

要的，那就應該把學生留下來，之後才有可能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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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一連串共同學習的過程，慢慢帶領他們認識這些有趣的知識內容。林老師

也開心的表示，很多學生期末給她的回饋正是「我不後悔選了這門課。」

停頓的藝術　玩樂中學習

林智莉老師非常瞭解，如果只聽課，學生不容易維持專注，於是課程中會搭

配許多學習單與討論單，如此不但可以讓學生更專心，也可以透過討論釐清

某些重要概念或澄清自己的想法。林老師一再強調課程進行的節奏一定要

慢，每一個段落的停頓是要給學生思考吸收的空間。通識教育的訴求不是硬

梆梆地傳授知識，而是要漸進和緩地教到學生心裡，才可能實踐到生活中。

「老師上課很活潑生動，不會很無趣地一直講述課本的東西，重點是她授課

的方法不像一般的國文老師⋯⋯，既豐富有趣，當中又隱含老師要傳達給我

們的深遠意義，不會讓同學只坐在位子上聽課，所以整學期上完讓我們覺得

充實又有趣。」機械系大四的張哲融這麼說。林老師擅長將多元的活動融入

課程，讓同學們彷彿是在玩樂中學習。如「紅樓夢」的期中與期末，林老師

不採用紙筆測驗方式評量學生的課業表現，而是舉辦期中「紅樓宴」和期末

「紅樓劇場」。「紅樓宴」中，林老師模仿《紅樓夢》裡吟詩作對的場景，

將期中測驗內容設計成一系列的謎語讓學生搶答；另外，她也事先編好詠紅

樓人物的詩詞格式，透過抽籤，讓學生們把紅樓人物寫成詩詞歌詠，在活潑

的測驗中展現學生們的學習成果。「紅樓劇場」則是讓學生改編《紅樓夢》

情節演出，林老師表示，學生除了可以依書中內容改編，她更希望學生能將

《紅樓夢》所欲傳達的主旨精神化作現代生活的情節，在以古鑑今、融會貫

通的過程，挖掘自己的生命、傾聽自己的聲音。其它如「美學與生活」課程，

林老師舉辦改造校園活動，鼓勵學生將美學知識化為素養，用來反省、改造

他們每天接觸的生活環境。「台灣廟會文化」課程除了安排許多有趣的講座，

如請陣頭團體到課堂表演並替同學裝扮畫臉；期末更帶領學生實際參與廟會

活動，進行田野調查，透過親近土地的感動，將課堂所學與生活連結。

拉學生一把

在大部分人的認知當中，技職體系學校的學生總會被貼上「不喜歡讀書」的

標籤。對此，林智莉老師談到：「這些孩子會來到這裡，就是因為他們在以

前的求學過程中某種程度上是受到挫折的，在成長過程中已是從小被責備到

大，所以應該用鼓勵的方式，好的學生會更好，程度跟不上的學生也會願意

慢慢跟上。走慢一點、拉他一把，他會願意學習。」林老師認為師生之間不

是對價的利益關係，而是一起學習的夥伴，甚至是一種朋友之間「義氣相挺」

的感覺。她舉了一位因為打工太累而幾乎不來上課的同學，在不斷的關懷與

溝通過後，從不來上課到願意出現在教室、從整堂課睡覺到慢慢願意聽課、

繳交作業、與老師互動，所以林老師深信只要給予體諒與時間，學生一定會

漸漸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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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建言

通識教育並非一連串的課程活動，知識承載度是

很重要的課程基礎，如何將理論融入教學？如

何讓學生接受並活用知識？這是老師要思考的功

課。「只要能讓學生不排斥、引發他們的興趣、

鼓勵學習，就會有好的成效。看著學生有所收穫

及成長，就是老師最大的前進動力。」林老師邊

說邊細數著同學們的學習成果，不難感覺到她語

氣中洋溢的欣慰與滿足。老師舉了「詩歌美學」

這門課為例，她每堂課都要求學生創作詩歌，課

業分量很重，學生對此也有過抱怨，然而期末

的教學滿意度卻很高，甚至有一位學生告訴林老

師，這是他大學上過最棒的一門課。因為過程雖

然辛苦，但學生從中獲得了很大的成就感，學生

們甚至還笑稱要把最後集結編印的小詩集當作傳

家之寶，因為收穫良多，因此由衷珍愛這一門課。

全人教育觀念的深耕　 

通識體系架構的規劃

在台灣，通識教育是較弱勢的一環，因為台灣社

會普遍認為就業技能比甚麼都重要，因此忽略了

技能之外不易看到的部分。林智莉老師認為，我

們必須肯定通識教育的價值，也應長時間培養全

人教育的觀念。現下很多學校仍不太看重通識教

育，因為在觀念上還是以系所的非通識專業課程

為優先，所以在學分規劃方面，會將通識學分挪

給系所其他學分或是英文學分等，這對於通識教

育的推廣是很大的傷害。通識領域在高等教育中

的地位已是弱勢，學生普遍也不太看重，認為通

識課程就挑營養學分修過了就好，若校方不能給

予支持，老師們會很辛苦。此外，學校的行政主

管若對通識教育有一定的理念，並且願意推廣，

對於老師及同學們會有很直接的幫助。亞東技術

學院非常重視通識教育的發展，也極力爭取各項

補助計畫支持通識教學，因此老師們在課程方面

有較大的發揮空間，林老師表示，也因為有這樣

的支持，她才能完成各個課程的規劃與通識教學

理念的執行。

林智莉老師同時表示，教育部透過各項計畫支持

通識教育發展，其方式與成果均佳，希望也能藉

由政府的力量，促使各個學校建立一套符合其理

念的通識課程架構。若要將通識課程納入評鑑，

則通識中心的層級應該推升至教學單位而非行政

單位，尊重通識教育，應該先給予良好的體系發

展空間；作為教學單位，通識中心更能妥善規劃

師資、課程結構、教師培訓等重要事務，更能完

成通識教育的目標。

通識放大鏡

在採訪的前一天上午，林智莉老師捎來訊息，表

示因前些天感冒，嗓子有點沙啞，隔天有可能失

聲而無法上課及受訪。還好，很幸運的，隔天我

們仍依計畫到亞東技術學院旁聽課程及採訪，林

老師在迎接我們以及講課時所展現的朝氣與活

力，若非她聲音未完全復原，還真看不出有任何

恙態。觀察老師與同學之間的互動，我幾乎要忘

記這是在一間大學的通識課堂之中。林老師對於

學生的熟稔程度近乎中學班導師般親近自然、毫

無距離，難怪修過老師兩門課的張哲融同學會這

麼說：「老師讓我覺得很像朋友，雖然在認知上

她是老師，但一見到面就又覺得格外的親切！」

值得一提的是，無論老師在台上丟出甚麼問題，

台下幾乎是有問必答，也不時會有同學提問。在

這門課堂上所能感受到的投入與熱忱，在大學通

識課中應該是不多見的吧！

訪談過程中，聽老師分享著她的學習歷程、技職

經驗、師生互動等，著實敬佩老師的付出，也羨

慕這些學生的幸福。她細數著這些年的教學點

滴，如同一位母親在回顧她與孩子的成長歷程。

老師言談間的活潑與爽朗，想必是她能與學生們

有如兄弟姊妹般相處的原因，也在這些學習與相

處過程中，同學們能漸漸有所收穫，甚至展現成

果。「老師的課有趣也很有意義，很吸引我，所

以我上課的時候沒有睡過。老師每門課都會有類

似學習成果驗收的活動，而這時候就是我大展身

手的時候。」這是邱自勵同學的修課感想，其中

也可以感受到他的自信。

可能因為在技職體系環境，林智莉老師接觸過不

少較特別的學生。她談起每學期國文課中的「親

情」單元，在導讀完相關文章後，她都會請學生

寫一封家書當成作業，之後再幫他們寄出去。在

這個過程中，她常常發現一些學生的家庭問題，

但也有不少學生透過寫家書的機會，修復他們與

家人的關係，林老師開心的秀出一位學生傳給她

的簡訊，感謝她當年這份作業使他重拾家庭的溫

暖。林老師曾遇過一位有情緒管理及社交障礙的

延畢學生，平時獨來獨往，有時甚至在報告或發

言時會突然失控，但林老師不曾拒絕他，而是鼓

勵及肯定他的課業表現。這位同學陸續修了老師

的三門課，也接受林老師建議開始學習情緒的自

我管理。在《紅樓夢》最後一堂課結束後，他依

依不捨跟到林老師的研究室聊了一個多小時。林

老師說聽著這位學生滔滔不分享對《紅樓夢》的

看法，她很難相信他就是之前那位封閉自己的孩

子。這位學生對《紅樓夢》中探春與生母的衝突

感觸特別深刻，聊天過程不斷的提到自己與母親

的關係，原來他也是成長環境充滿挫折的小孩。

林老師分享經驗：「當文學與生命相遇的時候，

就是文學發揮它最大意義的時候；而遇到有個別

問題的學生時，我們真的要給予關心，他們很多

時候是缺乏愛。」

林智莉老師秉持著「生命文學」的通識理念，在

學生的學習過程中，扮演著溫暖親切如朋友及母

親的角色，同時更是貫通連結文學、藝術與生命

的領航員。這些分享讓我體會到，原來通識教育

是可以這麼有溫度而深刻的。

採訪撰稿：黃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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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智
大
學
梁
家
祺
副
教
授

學術專長

通識教育、科學教育、課程與教學、學前教育

學歷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科學教育博士 (公費留學 )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學系學士

經歷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專任副教授（2012/08 迄今）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專任助理教授（2011/08 ～ 2012/07）

元智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2003/09 ～ 2011/07）

榮譽事蹟

97學年度元智大學教學傑出獎

98 學年度第 2學期、99 學年度第 1學期教育部顧問室通識教育課程計畫之「績優計畫獎」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教育部顧問室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B類）之「績優計畫獎」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教育部顧問室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A類）課群計劃之「績優計畫獎」

五年內通識課程開課資料
 
96 學年度第 1學期

96 學年度第 2學期

97 學年度第 1學期

97 學年度第 2學期

98 學年度第 1學期

98 學年度第 2學期

99 學年度第 1學期

99 學年度第 2學期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

 
自然科學講座

生命科學講座

自然科學講座

生命科學講座

大腦與學習　

自然科學講座

生命科學講座　

環境保護與自然文學

大腦與學習

自然科學講座

環境保護與自然文學

大腦與學習　

生命科學講座　　

環境保護與自然文學

大腦與學習

自然科學講座

環境保護與自然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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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感性視野體會理性與環境之美
－梁家祺老師專訪

「我以前沒上過這麼有趣的通識課」、「科學其實沒有想像的艱澀，充滿著想像不到的趣事」、

「讀工科讀了那麼多年，越讀越深入，卻也越來越失真，我喜歡的科學，是能替生活解惑的科學，

而不是艱難的公式，這是上了這門課才了解到的。」這些修課學生的心得，顯示梁家祺老師總能

用最貼近學生的方式，用自身經驗帶領他們認識科學的曼妙之處。

梁老師也透過實地探訪走讀，讓學生親身感受土地與環境之美。「在這純樸而幽靜的國度，體驗

我從未做過的事－學習與大自然共處」、「開枝散葉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蓮，意外出現的蜻蜓卵

和蝴蝶翅膀就當作插曲……疲憊的身軀少的是體力，不過卻有東西在心中默默滋長……」這些都

是學生在陽明山的八煙聚落體會自然純淨力量後，受感動寫下的詩句。

學思歷程

自小在學業方面表現就相當不錯的梁家祺老師，

高中與大學皆就讀人們心目中的第一志願。然而

在看來十分順遂的求學旅程中，她其實也曾經感

到迷惘，因此有過一段探索自我的歷程。梁老師

早先在臺大的農業化學系就讀至碩士班畢業，隨

後也申請到國外相關領域的博士班入學資格，家

人原期待她可以就這樣一路進修上去，但她心中

始終有一絲猶豫。這是因為在碩士班的研究歷程

中，梁老師覺得自己的生命和這個學科似乎存在

著一層隔閡，沒有辦法適切地對話，這層隔閡促

使梁老師決定先放棄旅外進修的機會，直接投身

職場。這段任職期間，梁老師擔任過研究助理，

也曾進入業界，但一直無法找到適合自己的位

置。於是她又回到校園，邁步至科學教育領域，

一段時間之後，梁老師覺得很有意義，也發現自

己在教育上的熱情，於是透過公費留學考試，到

美國攻讀科學教育的博士學位，回國後即進入元

智大學的師資培育中心服務。

從師培中心到通識中心的轉換蛻變

談起在師資培育中心的任教時期，梁老師笑著

說：「那是讓人非常懷念的一段時光。」因為願

意額外修教育學程的學生都十分認真，有些在職

專班的學生和自己年齡相仿，因此有更多談得來

的話題，梁老師在這些與學生交換生命經驗的過

程中，與學生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可惜，校方

於 98學年度基於少子化、教師需求下降等因素，

決定關閉師資培育中心，師培中心的老師們便轉

移至通識教育中心；然而，這也開啟梁老師另一

段自我轉換的歷程。

在中心轉換的銜接期間，梁老師同時教授教育學

程課程與通識課程，在剛開始的第一個學期，她

坦言感到非常挫折。對比在教育學程的課堂中，

與學生良好互動所帶來的成就和愉悅，通識課程

的經驗可說是慘況連連。梁老師說，她是被教育

學程的學生寵壞了，覺得通識課程的學生們，在

課堂表現和學習態度上都很不理想。

「那時候常站在通識課教室的門外，在心裡喊著：

我真不想進去上課！」梁家祺老師苦笑著說，學

生上課不看老師、缺席等問題都困擾著她。在驚

覺好日子不多的警醒下，梁老師認真反省這些現

象的原因。她領悟到，自己不該把教育學程的課

原封不動地搬來通識課堂，因為這些學生未來並

不是要當老師，當然受不了傳統以教科書為主的

授課模式，也無法吸收相對而言較為生硬的教育

理論。於是梁老師回過頭思考通識課程之於學生

的價值，透過反覆閱讀相關文獻，她沉潛與醞釀

著全新的通識課程。終於，「環境保護與自然文

學」這門課誕生了，並一舉通過教育部的優良通

識計畫。對於梁家祺老師和她的學生而言，也揭

開了一連串精彩旅程的序幕。

通識理念

梁家祺老師認為，通識教育是學生不可或缺的養

分，是在系所專業科目的學習外，得以看見世界

圖像、認識生命全貌的機會。作為如此重要的跨

界通道，通識教育須以不同的視野，引導學生擴

展知識廣度、提升思考高度、促進多元閱讀、充

實心靈與探索生命價值，讓生活跳脫出既定的框

架。

知識、態度、行動三位一體

從這幾年來開設的通識課程內容中可以發現，梁

老師確實在課程中實踐了通識教育的價值。梁老

師的課程內容包含自然文學、環境倫理、物種起

源與演化、藝術、科學家的探索歷程、腦部發展

和認知科學等不同領域的知識。她認為：「通識

課程是一個擴展學生視野跟廣度的教育，如果

連老師都不夠寬廣，如何帶領學生走進這個領

域？」梁老師興趣廣泛，她所規劃的課程脈絡，

就是本身豐富想法跨越交疊之下的產物。例如，

她在大學時期接觸的許多自然文學作品，帶給她

很多感動，也拓展了自己的視野，她便精心設計，

透過這些文學作品，將她的經驗分享給學生。

每次要規劃一門課程時，梁老師都會反覆思索：

課程是否符合通 教育的本質與  ？是否對課程內

容有豐沛的知 與 解？是否瞭解學生的背景與學

習態 ？是否使用適當且多元的教學策 ？是否有

妥善的評 方法？同時，她也會要求自己要盡量

做到「三個三合一」：(1)自己要能將教學、研

究與服務結合。(2)課程要能將知識、態度與行

動融合為一體。(3)活動要能貫穿文本概念、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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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演講和校外教學的脈絡。梁家祺老師強調通識

課程不是專業知識的淺化，更不是絢爛活動的拼

接，通識教育必須具備知識承載度與知識歷程的

脈絡；她鼓勵學生挖掘自己有興趣的議題，將知

識與生活接軌，甚至進一步以行動實踐公民參

與。

研究與教學的相互支撐與反饋

此外，梁老師也認為課程要能培養學生良好的學

習態度。她表示，她的教學理念簡而言之就是要

增進學生「作學生」的能力，這遠比「如何學習」

的層面廣泛，不但涵蓋知識與學習方法的精進，

還有學生與老師互動、同儕共學、提問、思考、

資訊處理與報告撰寫⋯⋯等學習能力的提升。

她將教室當成實驗室，每次的調整都是嘗試與

實驗，學生的回饋也都架構著未來的教學研究走

向。她秉持著「讓研究的養分支持教學，從教學

的實踐中反饋研究」這個信念。這也是梁老師源

源不絕的熱情所在。

修過梁家祺老師兩門課的楊邵軒同學是這麼說

的：「梁家祺老師是我在目前大學生活裡遇見最

有自己想法的老師！不同於以往制式的教育，老

師非常用心的想出各種不同的方式讓我們體驗課

堂所學，並且加以實踐。」在「環境保護與自然

文學」的課程網站上，梁老師的自我介紹欄裡寫

著：「專長－認識學生」，也許這正是她一直在

努力想達成的、「試著拓展學生生命的寬度與視

野，試著陪學生一起成長」的理念。

教學方法

梁家祺老師課堂的氛圍非常愉快。良好的師生互

動、小組成員間熱切的討論，都可以看出梁老師

在班級經營上的用心。她認為大學生普遍已不重

視通識課程，這時，老師就更應了解班級經營的

重要性。梁老師除了善用多元的授課方式，使上

課節奏有起伏變化，維持同學們對學習的高度專

注，也能記住修課同學的名字，甚至在課堂問答

之間與同學開無傷大雅的玩笑，創造溫馨愉悅的

凝聚力。她也提到，除了班級經營之外，還有一

點很重要的，是要思考課程之於學生的價值、期

待課程能夠對學生帶來甚麼影響，而規劃出相對

應的教學方法。

環境倫理的內化： 

感性、知性、體驗、行動

環境保護與自然文學是梁家祺老師反覆閱讀相關

研究文獻、琢磨思考後規畫出來的課程。在準備

的過程中，她發現了一件事：「知識的給予，和

態度及實踐是沒有關係的，我們可能熟記『節能

減碳』、『隨手關燈』等等的口號，但真的有化

為行動嗎？答案是沒有。」梁老師了解到這一點

之後，決意要將正確的態度和價值觀帶給學生，

促進環境友善的實踐。

她想起了自然文學所帶給她的感動，認為這是一

個好的切入點，可以透過文學的形式，領略大自

然寧靜無價的美感與樂趣，讓學生感受自然環境

的內在價值。藉由導讀和校外體驗的行動學習，

讓學生反思人與環境的關係，進而關心臺灣環境

相關的公共議題，在課程最後請各小組針對自己

所關心的問題，發展行動計畫，在期末分享行動

成果並討論。梁老師規劃以感性、知性、體驗與

實際行動四個面向來形塑學生正向的環境態度，

促成環境倫理的內化。

在每學期的這堂課中，梁家祺老師都會帶學生前

往桃園新屋溪口溼地以及陽明山的八煙生態農村

聚落探訪走讀，讓學生親自下田插秧、割稻、種

蓮花。99學年度第一學期更配合時事，增加國

光石化專題，前往大城溼地體驗感受。梁老師希

望學生從這些實際的行動訪查中，省思開發與保

育之間雙贏的可能性：開發往往是為了經濟利益

與眼前的便利，但我們都忘記去質疑，在開發的

利益背後，對於社會的貢獻到底在哪裡？

「對普羅大眾而言，黑黑的泥灘地和這些牛隻，

既不漂亮也無用途，長年欠缺自然生態體驗教學

的我們，也缺乏深入思考環境衝擊帶來長遠影響

的習慣和能力。」「來到八煙，我羨慕這裡空氣

中所瀰漫的寧靜感，似乎萬物在這裡都放慢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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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似乎在快要遺失自己的時候，在這裡就能夠

慢慢的、細細的尋回那最根本的、生命中最大的

意義與美妙。我相信我能在更單純且原本的環境

中，找到那存在於生命核心的價值。」這些都是

學生在走讀探訪回來後的深刻體悟。

科學與美學的跨界

在開設「科學之美」課程之前，梁家祺老師曾以

問卷調查的方式了解目前學生的科學素養情形。

結果發現學生們的基本科學知識不差，因此她希

望能帶給學生正向的科學態度，也認識科學的思

考方法，這是不同於知識性的科學素養。她有感

於很多非理工領域的學生對科學的抗拒，甚至很

多本科系學生也未能認識科學知識中深層的理性

之美，於是設計了這門課程。她讓學生藉由閱讀

經典，體會科學家追求自然界真理規律的喜悅和

迷人之處，認識他們的心路歷程與思考脈絡，也

透過安排專題演講和校外參訪，讓學生將理論與

實務做更有意義的結合。梁老師希望學生可以領

略科學與人類生命的連結，並不是如此偉大而難

以進入。

除了希望帶領學生認識科學之美，梁老師也會請

學生自己蒐集科學相關資訊，針對一些時事議題

作反思與判斷，如日前臺灣的美國牛和瘦肉精議

題等，讓學生認識科學也可能牽扯政治，在這些

複雜因素之下，公民應該要有可以正確判斷的能

力，這些便是科學素養的生活實踐。

梁家祺老師在校內最受歡迎的課程，其實是較為

靜態的「大腦與學習」。她會一步步帶領學生去

認識，我們從出生之後的每一個成長階段，大腦

都在發生甚麼事情。當人在學習、開心或悲傷的

時候，大腦也在我們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運作

著。梁老師透過學理證明、影片中的實驗證據、

學生彼此的經驗分享與討論等等，讓學生體驗大

腦的研究與個人生活的重要連結。有很多學生反

映說透過這堂課，知道日後可以用什麼樣合適的

方法教育自己的孩子，非常有趣且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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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質與教學方法的相輔相成

針對每一門課程，梁老師都會經過充分的思考與

規劃，預想甚麼樣的教學方法最可以達到她理想

中設定的課程目標。她提到，行動導向和社會參

與是目前在公民素養課程中受到重視的元素，但

好的行動參與要在充足的知識及好的態度下才會

發生，學生從面對問題情境、蒐集資料、行前觀

察與紀錄反思這一系列的脈絡歷程必須更加重

視，否則零碎的活動無法讓學生融會貫通，也不

能產生知識轉化的效果。梁老師談到：「想清

楚為何行動，這是一個教學方法上的策略而非結

果。像是大腦與學習這門課其實不適合行動導向

設計，更重要的是搭建起學理基礎的鷹架。」她

認為，帶領學生將課堂所學與生活實務做結合，

需要授課教師認真思考規劃，然而如何讓體驗學

習不只是一個個片段活動的拼接，是更需要費心

的部份。

通識建言

梁家祺老師自稱是憑藉著教育部通識課程計畫補

助而成長茁壯的，從這邊獲得很多資源和支持。

在開設通識新課程之前，梁老師就已特地去觀摩

課程計畫的成果發表會兩次。梁老師除了詳閱整

本計畫書，也與其他通識老師們交流，她溫暖地

說這些可愛、有熱忱又樂於分享的夥伴給了她很

多正面力量。在不斷接受刺激與閱讀思考、咀嚼

醞釀的努力之下，梁老師第一次申請便很幸運地

通過課程補助，此後的幾個學期也都善加利用這

些機會，來為自己的課程增添充實與精彩的內

容，連續兩年的績優成績，讓梁老師更進一步嘗

試帶領課群團隊，將自己的經驗與同事們分享。

談起這些過程，梁老師心中充滿感激，但她也進

一步道出在課程計畫之外應該認真反思的問題。

課程計畫之後的特色維持與永續經營

梁老師認為補助機制的優點，在於計畫老師們因

為這些資源，能夠精緻化自己的課程；也因為有

外在的壓力，有動能趨使自己妥善運用資源、提

升教學品質。但如此一來，老師們更應該反過來

思考：當課程沒有計劃資源支撐的時候，該如何

維持課程的品質與特色？她認真提到：「有計畫

時課程可以很精采，但沒有計畫時會不會甚麼都

沒有了？課程能否存在與永續是非常重要的。」

梁老師表示她在開課之初便會這樣提醒自己，所

以在她的課程安排中，邀請講者分享的次數不會

超過兩次。在這幾年未申請補助的課程當中，她

將活動轉化成服務學習，這樣一來便可以向學校

申請經費支援。但各個學校的狀況都不一樣，該

如何依據校方財務的變動來保留課程特色、維持

活動規劃是很困難的，因此她也希望教育部可以

針對這些問題來思考，期待是否能有課程計畫後

續的評選機制，規劃專款來維持優良課程的永續

運作。此外，梁老師也提到，由於教育部有這個

課程計畫的資源，很多學校漸漸形塑了一種申請

氛圍，老師們也要提醒自己不要落入制式化的框

架，導致教學藝術精神的消逝。為了不要讓通識

老師成為教書匠，這也是值得思考的部分。

以臺灣目前整體的通識教育環境而言，真正本質

上認真推動的學校仍在少數。若學校高層可以更

了解通識教育對學生的重要性、加強由上至下的

支持程度，就能鼓勵教學現場的基層教師。梁老

師認為在新生甫進大學時就是一個很好的宣示機

會，可以試圖營造校園普遍重視通識教育的氛圍：

所有人一起努力，就可能發生巨大的改變。她也

很樂意以自己為案例來分享經驗，透過去各個學

校演講，推廣好的課程理念和課程設計、教學方

法等等，期待這些努力能有一些效果，「面對現

在的學生，認真要有很多方法，用力但方式不對

是沒辦法有成效的。」梁老師覺得在教學的路上

挫折難免，但我們可以藉由這些機會思考並改

進，這會是更紮實的成長。

通識放大鏡

首次來到元智大學，陌生的校園映照著心裡對採

訪的些許緊張，但這些細微的不安都在見到梁家

祺老師後立即消失。梁老師是非常貼心且溫暖的

人，她在上課前笑著對我們說：「剛考完期中考，

同學們可能會比較鬆懈一點喔！」可見她對學生

的包容和體貼。課堂中同學們在面對較難的問題時，偶而有無法應答的情

況，老師也總能用開玩笑的方式，緩解學生的心情，並且清楚的解說。從

梁老師和學生的互動中不難理解，為什麼會有很多學生跟著她一連就修了

兩三門梁老師的課：因為在這麼愉快的氣氛中，學習到豐富且實用的知識

是很幸福的吧！梁老師對於學科知識的熱情有十足的感染力，在教學過程

中即便遭遇挫折也反求諸己，她說：「檢討別人很容易但沒有效果啊！因

為覺得自己沒有錯就不會成長。」

在與老師言談之間處處能感覺到老師的謙虛與不斷學習的熱忱，修過梁老

師三門課的陳家寬同學這麼說：「當許多各個專業領域的講者來演講或是

帶活動時，我會感受到老師是與我們一起學習的。能夠學到許多的學習方

法，以及感受學習的樂趣是梁老師課程迷人的地方吧！」梁家祺老師高標

準的自我要求也反映在學生的學習上，不遺餘力地期許自己跟著同學成

長。「我很喜歡老師跟我們討論期末行動方案時的氛圍，感覺就像是對待

自己的小孩般循循善誘。」這是賴立頃同學和梁老師互動的心得。

梁家祺老師的溫暖也反映在對於環境與土地的情感上，最讓我感動的是他

們與蔡嘉陽博士在大城溼地走讀探訪回來後，老師的一段話：「那天走在

偌大溼地的最後一段路，與蔡博士和幾位同學見證了一位當地居民努力抓

青蟳的過程，看到他五體投地的在溼地中努力，最後抓到一隻好大的公青

蟳，大家都為他歡呼，那時心中充滿感動，感動的是他努力的身軀，感動

的是這一片溼地無私的孕育⋯⋯。」

採訪撰稿：黃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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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灣
大
學
莊
榮
輝
特
聘
教
授

學術專長

生物化學、蛋白質生化學、酵素學、免疫化學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生化營養組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分子生物所碩士

臺北醫學院藥學系學士

經歷

國立臺灣大學教務處教務長暨共同教育中心主任（2012/08 迄今）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生物科技研究所合聘教授（2006/08 迄今）

國立臺灣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特聘教授（2006 迄今）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化科技學系教授（2003/08 迄今）

國立臺灣大學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教授（2003/08 ～ 2009/07）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教授（1991/08 ～ 2003/07）

美國農業部 ARS 基因表現中心 PGEC 訪問研究（1990/08 ～ 1991/08）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副教授（1986/08 ～ 1991/07）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講師（1984/08 ～ 1986/07）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助教（1980/08 ～ 1984/07）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助理（1979/08 ～ 1980/07）

中華民國藥師證書（1977 迄今） 

中華民國陸軍 816 醫院衛材補給士（1975/10 ～ 1977/06）

榮譽事蹟

87 學年度國立台灣大學教學優良獎

88 學年度、94 學年度國立台灣大學教學傑出獎

國立台灣大學「個別型通識教育改進計畫」績優計畫 6次：

五年內通識課程開課資料
 
95 學年度第 2學期

96 學年度第 1學期

96 學年度第 2學期

97 學年度第 1學期

97 學年度第 2學期

98 學年度第 1學期

98 學年度第 2學期

99 學年度第 1學期

 
細胞、分子與生命

細胞、分子與人類

細胞、分子與生命

細胞、分子與人類

細胞、分子與生命

細胞、分子與人類

細胞、分子與生命

細胞、分子與人類

細胞、分子與生命 (1)

細胞、分子與生命 (2)

95 學年度第 2學期「細胞、分子與生命」

96 學年度第 1學期「細胞、分子與人類」

97 學年度第 2學期「細胞、分子與人類」

98 學年度第 1學期「細胞、分子與生命」

98 學年度第 2學期「細胞、分子與生命」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細胞、分子與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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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化學了解自己的生命
－莊榮輝老師專訪

「老師很樂觀，而且充滿熱情。」化工系的林洺安同學這樣形容老師。這份熱情展現在莊榮輝老

師的課堂上，是深入淺出的教材、豐富生活的內容、老師講課時的投入以及同學們發亮的眼神。

「質子、中子、電子這三種東西組合成週期表上一百多種元素，太令人震驚了，基礎物質世界太

簡單了！」談到宇宙形成時總止不住興奮語氣的莊老師，以熱忱將重要而深刻的生物化學知識帶

給學生，希望藉此讓學生從生物的角度瞭解人類、也瞭解自己。

學思歷程

莊榮輝老師的父親是小學教師，才華洋溢，熱愛

教學，他的身教與言教是莊老師日後熱心教學的

第一道啟蒙之光。談到求學歷程中影響最多的人

物，莊老師提起就讀大直初中時幾位剛從師範學

校畢業的年輕老師，「很有熱忱，而且很有方

法。」莊老師說，這些年輕老師樹立了許多典範，

例如展現對人類的基本關懷，散發領導的魅力，

以及凝聚一份俠氣，滿懷正義感而改革不對的事

情。莊老師見賢思齊，力求師法，他覺得自己

很幸運能夠在那麼年輕的時候，就遇到這些好老

師，直至今日，都還與這些初中老師們保持聯繫。

經過三年在建國中學「玩得很瘋」的高中生活後，

進入臺北醫學院藥學系，說自己不適合當醫生的

莊老師笑稱，好在自己沒有考上醫學系。大學畢

業、在軍醫院服役兩年之後，莊老師更確定自己

不想在醫院裡當藥師，決定步研究與教學之路，

其後分別在清華大學分子生物研究所與臺灣大學

農業化學系生物化學組完成碩士與博士學位，進

入臺灣大學任教。

至於為什麼從原本的藥學系轉為生化研究，莊老

師說，其實藥學裡面很大的一部分是生化，「生

化」就是以化學的方法、模式、哲學去看生物，

包括人類，「以原子和分子的模式去看生命現象，

是很有趣的。」莊老師解釋說，像人的情緒變化，

高興或不高興，都跟化學物質有關；而精神上的

疾病，憂鬱症、躁鬱症等也都跟神經傳導物質相

關。莊老師認為，這些有趣而真實的知識應該傳

達給更多人，尤其是沒有生物化學背景的學生。

「如果讓他們知道這些生命的現象，對他們是很

大的好處，因為我們都是生物；能夠具備更清晰

的知識，便能更正確透徹地了解自己。」因為這

樣的一個想法，原本以教授專業科目課程為主的

莊老師，收集了豐富的影片、照片、故事等材料，

1996年就開始上通識課，中間曾經因為專業課

程太重而中斷過一陣子，直到 2007年因為學校

的通識教育改革之故又繼續開課。

這門通識課的名稱原為「細胞與分子」，分子就

是化學，細胞就是生物，意思便是以化學的角度

來看生命現象、生物體，同時也正是莊老師的專

業「生物化學」。隨著時間和老師教材的累積，

內容越來越多，一門課講不完，便分成「細胞、

分子與生命」以及「細胞、分子與人類」兩學期。

「生命」的內容比較基礎，例如宇宙誕生、生命

源起、演化論到 DNA、蛋白質、細胞等等，「人

類」則比較偏向人、社會、生物科技等方面，像

是複製羊的衝擊、胚胎移植等問題的影響。但其

實有更多關於人類意識、生死的部份，即使同學

們非常有興趣，還是無法完全納入課程中，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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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同學建議老師再開第三門課，由此可見課程

受歡迎的程度，也啟發了許多同學對生物學的興

趣。

通識理念

「通識課會影響一個人的基本素養。」莊榮輝老

師表示，通識教育的重要性在於培養一個人的基

本素養，像是社會價值、美感品味、人文素養等；

教育者總是不希望見到學生將在學校獲得的專業

能力，誤用在不對的、惡的事情上。要避免利用

化學知識製造毒品這種令人遺憾的事例，需要仰

賴好的通識教育來培養學生健全的素養，但通識

課程似乎常有開課數目不足的問題。莊老師認

為，要開一門好的通識課程不容易，要如何讓更

多優秀的老師願意加入通識教育的行列，是很重

要的事情。

通宇宙  貫古今

       一門好的通識課應該具備哪些特質？莊老師

舉「夏季學院」為例，這是以臺灣大學為首、結

合十二所大學組成的北二區教學資源中心推動的

一系列跨校通識教育課程，其目標是培養學生

「通宇宙、貫古今」的格局。其實「細胞、分子

與生命」一開始就是以此為目標，在時間和空間

上，以生物為基礎，無論如何鋪陳，到最後一定

會與整個宇宙空間、古今時代有所關連，畢竟全

人類的事物一定都在這個宇宙和古今的座標軸當

中發生。「如果要問我對於通識課的標準是什麼，

那就是這個課的東西一定要能夠通宇宙、貫古

今。」

莊老師提到，在通識課教生物學，最困難的地方

在於名詞的運用，因為修課的同學大多數完全沒

有相關的知識背景，因此使用任何一個專有名詞

都必須很謹慎，依學生的程度適度說明。莊老師

說：「通識一定要跟人生、跟社會有關係。」因

此在授課內容會盡量與生活、社會連結，這些連

結也是通識教育的重要要素；但也必須注意，不

能只專注於實用性知識的傳授，更重要的是引

誘、鼓勵學生做更深的思考。化工系四年級的林

洺安同學以前對於要背很多名詞的生物課完全沒

有興趣，因此高一之後再也沒有碰過生物課本，

然而上過莊老師的通識課之後說：「我不會再排

斥它了。」開始比較樂意接收相關的資訊，對於

生活上的認知也明顯增加不少。

學生找到生化知識與自己生命以及社會的連結之

後，莊老師會要求學生省思這些知識與自己專業

科系所學的關連，有沒有可以互相運用、印證的

地方。「我相信全世界所有東西都是可以互通的，

就像所有的東西最後都會回到那一百多種元素，

甚至是基本的中子、質子。」莊老師透過生物化

學引領學生統整跨領域的知識，而同學們也確實

在學期報告中展現成果，無論是醫學、甚至文學、

經濟學等領域，都能夠與生化有所關連。

一位最近獲得臺灣大學傑出青年獎的醫學系學

生，幾年前特意選修莊榮輝老師的通識課，他的

同學在報告中提到，醫學院的生物課和莊老師的

生物是「十里不同天」，莊老師表示：「我眼中

的生物學和他們眼中的生物學不太一樣，我的生

物學強調對人類整體的反思、喜悅和天地萬物合

一的觀念，而醫學的生物則是拆成骨頭、肌肉等

等很細的名詞和功能，反倒看不到人文的本身，

也看不到社會。目前醫學院也正在努力改善這樣

的情形。」臺大醫學院距離校總區恰好約十里之

遙。        

教學方法

引發興趣的教學資料與互動設計

如果有上過莊老師的通識課，一定都會對老師

豐富而生動的講義及投影片印象深刻，除了滿

滿的圖片、照片之外，還有許多來自 NHK、

Discovery，甚至 YouTube的影片資料，這些都

是老師多年來收集的教材。莊老師從小喜歡美

術，因此花費許多心力與時間製作、設計教學投

影片，一方面備課，一方面發揮美術長才，其實

是樂在其中。「教生物是非常需要影像輔助的。」

老師說，他在「細胞、分子與人類」的第一堂課，

先寫一段描述某樣生物的文字，要同學猜猜是什

麼：「此虫身長十丈高六丈、四足長尾、頭大如

斗、口長尖牙、手生利爪、前足如手、後足強大、

快奔如飛、身披硬皮、刀槍不入、橫行無阻。」

最後再給同學看一張暴龍的圖片，頓時大家恍然

大悟。這個有趣的安排，也讓同學了解圖像在學

習生物時的重要性。林洺安同學也說：「老師會

用淺顯易懂的概念去講，加上影片示範。我印象

最深刻的就是突觸，老師用影像的方式講解神經

元傳遞訊息，即使課程已經上完了這麼久，到現

在都還記得那是怎麼運作的。」

除了豐富的影像資料外，莊老師總會花很多時間

準備課堂的「爆點」，差不多十分鐘就要爆一個，

讓同學們不斷驚呼「啊！原來如此！」比如說你

身體細胞中的粒線體，百分之百來自於母親，跟

父親沒有關係，以生物的觀點看來，其實母系社

會是正確的，因為生物是以母性為本體。莊老師

說，每次收到的課堂心得報告總是會不斷出現

「震驚」、「驚嚇」等字眼，而他的用意就在於，

一旦同學們有震撼、有感之後，就會深入查閱相

關文獻，透過這樣的方式，喚起他們對於生物問

題的興趣，引領他們去追索進一步的生命知識。

林洺安同學也說：「我覺得通識課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投入，在課堂上聽到一個議題或有一個疑

問，你會想再去查資料、再去學習；所以一堂課

重不重，應該是看你自己有沒有興趣，想不想投

入。」正回應了莊老師如此設計課程的意義。

另一個引起同學們興趣的部分，是 clicker（意

見即時回饋系統）的使用。在課堂中會安排一些

即時問題，或是在上到重要的結論時，就會出相

關的選擇題，讓大家投票並且馬上計算出表決結

果，除了能讓大班的同學們有互動和參與之外，

也能現場驗收同學對課程的吸收、理解程度。莊

老師表示，雖然從沒有過一次百分之百答對的，

甚至會出現很離譜的答案，但大致上同學們的吸

收狀況都還不錯，大多都能選出正確的答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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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們也都很喜歡這個設計，除了好玩，也是讓自

己可以在課堂上有思考問題的時間，而不只是一

味坐著聽講。

「上莊老師的課真的會有一種『不去上課是自己

損失』這種感覺。」洺安說，「會讓你覺得有學

到東西，而且又很快樂。」即使老師上課不點名，

哲學系四年級的陳玟曦同學還曾在重感冒下仍然

戴著口罩堅持去上課，「那是我上大學以來第一

次有這種『我好想去上課』的感覺。」

大班的難題 

「老師的課如果只開一百人以內的名額，大家應

該會爆走吧。」林洺安同學笑著說，她提到莊老

師的課在學期初加退選時，總是會有大批沒選上

的學生跑來加簽，「老師會希望讓同學想學就有

機會可以學，因為臺大實在有太多好的通識課是

選不到的。」莊老師兩門通識課的修課人數一向

維持在一、二百人左右，人數已經不少，還曾經

有過一學期開到四百人的大班。莊老師表示，他

對此感到很後悔，因為這麼大班的教學，不但困

難，而且成效非常差，「臺灣的學生還沒有上超

大班課的能力。」許多同學只是覺得躲在大班級

裡很有安全感，不聽課、做自己的事情也不會被

老師發現，影響老師教學，也影響到其他想聽課

的同學，紛紛在教學意見中向老師反應。

莊老師說，理想的課程設計是上完講授課後，還

能有小班的討論課，雖然訓練討論課 TA相當辛

苦，需要花費很多額外的時間與心力，目前已經

有很多其他老師的通識課程加有討論課，期許自

己的通識課程日後也能比照進行。

回饋與挑戰

莊老師的通識課除了期中考、期末考之外，至少

要繳交兩篇延伸報告，主題自訂，要同學自己檢

視、思考在課堂上學到了什麼，哪些與自己的生

活有所連結，以及上完課的心得。例如化工系的

林洺安同學分析自己的習慣性胃痛、哲學系的陳

玟曦則以自己家中爺爺失智的經驗寫關於腦部老

年退化的問題；老師說，到現在回頭去看之前同

學們寫的報告，仍然很感動，因為這些報告都是

抄不來的，都是同學自己將課堂得到的東西消化

與反思之後，才能完成的。

提到同學們給的回饋，莊老師印象最深刻的其中

一件是，曾經有同學因為來上了這門課，而了解

為什麼自己的生命是這樣，感動到坐在教室後頭

掉眼淚。之後這位同學在報告中寫出她與男友同

為憂鬱症所苦的經歷，因為看到報導說吃巧克力

心情會變好，於是就跟男友互相以巧克力鼓勵；

直到在課堂上聽到老師解釋巧克力因為含有神經

傳導物質，可以激發像是戀愛般的愉快情緒，才

明白其中的道理是什麼，她非常感動。如同老師

期待這門課帶給同學的收穫，「更了解自己的生

命」應該是同學能夠帶給老師最好的回饋吧！

當然，除了同學回饋帶來的鼓勵之外，也會有些

讓老師感到氣餒的事，「有些同學費盡心思選上

了，我卻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來上這堂課。」莊

老師說。同學在課堂上的某些行為往往成為老師

上課時的干擾。例如放影片時，一關燈就發現幾

位同學桌面上亮亮的，不外乎是智慧手機、平板

電腦或筆電螢幕，而同學們就低著頭專心玩自己

的東西，幾乎整堂課頭都沒有抬起來。老師頗有

感觸地表示，那些同學的臉他永遠忘不掉，那種

打擊實在太大了。不過，老師也舉了一個他在專

業課程的經驗為自己打氣，儘管班上有些同學精

神不濟，但他卻看到更多眼睛發亮的同學努力地

上課，老師說：「只要有一個人在努力上課，我

就會繼續努力地講下去，當然我還是會想辦法或

講笑話叫醒打瞌睡或已經失神的同學，但我覺得

更重要的是把這些想好好上課的同學帶下去。」

通識建言

莊老師認為，目前的同學對於通識課的重視還是

普遍不及自己系上的必修課，投入不夠，大多把

通識課當做附屬品；要如何讓同學們在通識課自

發性地花時間去看、去思考，並且自動自主學習，

仍然是很大的挑戰。因此老師必須設計各種方式

引起同學的興趣，讓同學進一步思考。

另一個全面性的問題則是，臺灣高等教育的很多

課程都是「淺碟式」的，而非「深碗式」，學生

們上的課很多，但卻都不夠深入，通識課也是如

此。如果能夠從增加學分的方向做起，例如原本

四學分的課增為六學分，並且增加很多課前、課

後的學習負擔，則老師們不用教太多門課，可以

教得更集中更深入；或是在正課後多安排一堂討

論課，其實就是一種體質改變，如此一來，「營

養學分」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課程的質量變得厚

重，同學也比較不會濫選；而且，課程的數量變

少之後，開設不佳、不必要的課也就會先淘汰。

這學期開始擔任臺大教務長的莊老師說，目前第

一優先的事情，還是要把優質通識課開足，讓同

學們在大一、大二的時候有足夠的通識課可以

修。為了讓同學有空間、時間多修通識課，老師

提出一個想法，因為大一的必修課太多，影響到

同學修通識課的時間，可以把一些大一課程挪到

高三先上，或者採用考試認證過關的方式，像是

普物、普化等，因為通識課到大三、大四才修，

其實已經來不及了。

提到對於政府與學校的建議，莊老師認為，其實

像北二區教學資源中心「夏季學院」在做的跨校、

跨領域選修通識課，以及校際互相承認學分等，

很值得推廣，但卻沒有獲得足夠的支持與資源。

我們應該要去發掘哪些東西是好的，然後鼓勵他

們把整個體系做起來，全面擴大戰果。至於各校

則應該努力做出自己的特色，把通識課程開好。

談到最後，莊老師也發表了一點接任教務長之後

的心得：「我們對於教育的投資，其實不多，花

在研究上面的資源很可怕，而且那些研究還不一

定看得到實質成果⋯⋯還是希望臺灣可以投資多

一點資源在教育以及未來。」

通識放大鏡

理性且寬容

「這個宇宙一直在做組合，組合是有層次的。就

像週期表上的一百多種元素都有自己的特性，兩

個氫和一個氧組合起來成為水，這是分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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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會變成大分子，然後組合成生物細胞，一路上去⋯⋯我們的身體也差

不多是這一百多種元素組成的。人會不會繼續有某種層次的組合我們不知

道，而宗教可能就是另外一個層次。」在談到課程中如何處理演化論與宗

教教義有所衝突的問題時，莊老師這段理性並且寬容的話讓人印象深刻，

陳玟曦同學說：「老師其實很貼心，他希望課堂中學到的東西是給學生的

輔助，而不是獨斷而排斥其他的東西。」

莊老師說，自己從小喜歡美術、喜歡手塚治虫的漫畫，辦公室牆上則分別

掛著一幅父親的畫作以及傳家的書法作品；可以感受到老師不同於一般刻

板印象中的科學家，除了理性邏輯之外，還有浪漫與人文的一面。

除了對於教育之外，莊老師在言談間也不時流露對科學的熱愛，以及一種

從科學出發，謙遜而包容的、看世界的態度：「我們人類在某一個層次，

再往上層次的東西就很難了解。科學上說我們什麼都知道是不可能的，哥

白尼之前我們都還認為世界是平的⋯⋯ 科學要謙卑，很多事情其實我們是

不知道的，但同時我們也要快樂，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了那麼多事情。」除

了瞭解自己的生命，保持一種對已知的讚嘆與對未知的熱情，應當也是莊

榮輝老師帶給同學們最深刻的價值之一。

採訪撰稿：江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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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陽
明
大
學
劉
瑞
琪
副
教
授

學術專長

西洋近、當代藝術史、視覺文化（攝影、電影、時尚、身體史）、性別研究、文藝理論

學歷

美國布林莫爾學院藝術史博士

美國布林莫爾學院藝術史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士

經歷

國立陽明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兼籌備處主任（2012/08 迄今）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院聘副教授（2009/08 ～ 2012/07）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2006/02 ～ 2009/07）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2005/08 ～ 2006/01）

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副教授（2003/08 ～ 2005/07）

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1999/08 ～ 2003/07）

榮譽事蹟

88、89 學年度國科會甲種獎勵國立成功大學 91 學年度分類通識課程教學優良教師

92 學年度第 1、2學期、93 學年度第 1學期教育部顧問室個別型通識教育改進計劃之「績優計劃獎」

2004 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2005 年中央通訊社臺灣十大潛力人物

2006 年國立清華大學第九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2006、2007 年國立清華大學教師學術卓越獎勵

2010/10 ～ 2011/07 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2011 ～ 2013 年國科會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2011/08 ～ 2013/07 國立陽明大學教師學術卓越獎勵

五年內通識課程開課資料
 
95 學年度第 2學期

96 學年度第 1學期

96 學年度第 2學期

97 學年度第 1學期

97 學年度第 2學期

98 學年度第 1學期

98 學年度第 2學期

 
當代視覺文化（清華大學核心通識）

當代視覺文化（清華大學核心通識）

當代視覺文化（清華大學核心通識）

當代視覺文化（清華大學核心通識）

當代視覺文化（清華大學核心通識）

性別與影像的歷史

近代視覺文化

性別與影像的歷史

近代視覺文化

 
98 學年度第 2學期

99 學年度第 1學期

99 學年度第 2學期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

 
性別與影像的歷史

近代視覺文化

性別與影像的歷史

近代視覺文化

攝影與近代文明　

近代視覺文化

西洋繪畫史　

攝影與近代文明

近代視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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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藝術的世界中活得精彩
－劉瑞琪老師專訪

「在台灣，小學、中學的美術教育以往大都只教學生畫畫，這絕對是很有問題的，我們其實更需

要他們成為有美感的公民。」劉瑞琪老師說。因此，她的課程注重討論作品背後的文化以及社會

思想，沒有要死記的藝術史派別年代；透過「看圖說故事」分析作品，開啟學生對藝術的敏感度。

「深入淺出」是修課同學們對於劉老師教學的一致印象，「如果要說這堂課有什麼比較重的地方，

那就是每次上課都要專心投入，自然就會吸收很多。」醫學系的邱薰頡同學說，劉老師以各種議

題的多元角度，透過與生活、環境的連結，讓同學們在課堂上得到的東西，是誰也帶不走的。

學思歷程

劉瑞琪老師自幼展現對繪畫的興趣與天賦，雖然

沒有受過科班訓練，卻一直有很好的創作表現，

更曾於就讀北一女時勇奪全校寫生比賽第一名。

在繪畫與藝術的才華之外，劉老師也對於探索生

命的課題充滿興趣，高中曾一度考慮未來唸哲學

系或物理系，好探索更多世界和生命的奧祕。儘

管家人希望她選擇未來出路穩定的師範大學，她

最後還是選擇就讀臺灣大學外文系。「基本上我

是一個自己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的人，從小就有

很多投注熱情或是希望能去關懷的事情。我不會

太顧慮太多現實的狀況，是有點非現實的人，所

以非現實的人事物也很容易吸引我。」劉老師笑

著說。

在臺大外文系的四年中，除了接觸許多文學作

品，劉瑞琪老師依然保持著對藝術的興趣，選修

相關的課程，並擴及中文系、哲學系的課程，甚

至在哲學系修了二十多個學分；然而在修習哲

學系課程的過程中，她發現哲學並非適合自己的

路。劉老師本著對藝術的興趣與敏感度，決定在

畢業後進入當時初成立的臺大藝術史研究所，將

原本對於哲學的熱情，轉為對於文學理論、藝術

理論的熱情，投入視覺藝術的研究。

碩士班畢業後，劉瑞琪老師到美國費城著名的布

林莫爾學院（Bryn Mawr College）繼續進修，

正好遇上 90年代美國藝術史教育的兩個重要改

革，對於日後的教學生涯有極大影響。第一個改

革，是將傳統以一本教科書講述和介紹經典作品

的方式，改為議題式的探討，從多元的角度切入，

例如種族、階級、性別、性傾向等，每個角度都

會為作品帶來不同的看法和分析，課堂上不再是

講授同一套沒有爭議的藝術史。劉老師肯定這樣

的作法：「他們把大學部的學生想得聰明很多，

大學生也可以像我們從前的研究所這樣教。」

第二個改革，則是對視覺文化的教學與研究，

90年代早期由芝加哥大學W. J. T. Mitchell教授

首開風氣，於大學中開設「視覺文化」課程，供

全校學生修習，取代原有的藝術史入門課程，同

時美國也在這個時期開始設立視覺文化研究所。

在現代生活中，我們每天都會面對不同的視覺和

圖像，培養對於視覺文化的觀察與批判力是必要

的，「我們訓練學生、其實不只是要會欣賞美術

館的藝術作品而已，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每天都碰

到視覺文化，這是跟他們關係最密切的。」

藝術研究的啟蒙與教學的開始

「我覺得很重要的還是，你有沒有遇到一些有啟

發性的老師，能夠讓你對於所學的東西投注熱情

並且有吸引力的老師。」劉老師認為在臺大藝術

史研究所就讀時遇到的好老師，對她有相當的影

響和啟發，石守謙老師便是其中一位。此外，劉

老師在美國留學時的指導老師 Steven Levine以

及另一位教授當代藝術的老師 Lisa Saltzman，

也都對她有相當重要的影響。這三位老師的共同

特質是：「他們的教學能夠刺激你去感受或思考，

也很懂得從學生的想法、看法中去給你進一步的

刺激和回饋，我覺得這是最棒的老師所做的事。」

1999年回國後，老師先後任教於成功大學、清

華大學以及目前的陽明大學，除了通識課程之

外，也在成大藝術研究所、清大社會學研究所授

課。十三年來，劉瑞琪老師一直致力於專業課程

與通識課程並進，彼此相互激盪增長的教學。關

於在非藝術相關系所開課的心得，劉老師回憶在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授課心得，她感覺社研

所的同學比較具有批判力，因此教起來相當有挑

戰性，也相當有趣；當然在初期會有一些磨合，

但在該所授課三年半的時光，引發劉老師對於很

多社會面向的藝術、視覺文化研究越來越關心。

除了藝術史與視覺文化的研究之外，劉老師也是

一名女性主義學者，她的碩博士論文都與女性藝

術家有關，過去十年則投身於女性攝影家研究，

曾經開設「性別與電影」、「性別與影像的歷史」

的通識課程，同時也將多元性別意識融入各門課

程內容中。劉老師帶領同學分析作品時，一定會

納入性別面向的討論，她表示：「因為我是女性，

所以我從大學就開始關懷女性的世界，一直到現

在。」劉老師不只重視女性藝術家，也探討男性

藝術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或男性形象，以及男藝

術家創造的女性氣質或男性氣質。在性別議題的

討論上，劉老師收到不少同學的回饋，有些同學

更是從修課中尋找自我認同，例如同性戀或其他

性傾向的同學們，都可以在劉老師的課堂上得到

很多力量，並且透過做報告或是與老師互動，獲

得支持。

通識理念

對於通識教育在大學中應該要扮演的角色，劉老

師認為，通識教育的目的應該是「讓學生成為一

個精彩的人」，藉由各種通識課程的訓練，學生

可以擁有理解這個社會、世界以及生命的能力，

不論在學校裡或是未來出社會，都可以成為一個

精彩的人，而不會讓生活只剩下專業工作。

「通識課的學生常常會給你意想不到的啟發，他

們的發言比起已經有相關背景知識的研究所學

生，常常是更靈活、更異想天開而且讓人耳目一

新。」「每學期常收到很多讓我很驚艷的、很棒

的報告。其實我很喜歡教大學部的同學，很多都

很聰明，我甚至覺得他們來唸相關的研究所更合

適。」劉瑞琪老師笑著說。面對這些英才，劉老

師在教學相長的過程，逐漸發展出兼具學術訓

練、生活連結與跨領域融合的視覺文化課程。

寓學術訓練於藝術通識課程

劉瑞琪老師是一位十分優秀的藝術史學者，她將

探討藝術與視覺文化的方法與訓練，融入通識課

程授課的內容與要求當中。「我要讓他們知道這

是一堂很學術研究、要花很多投注力的課，雖然

很有趣，可是要很認真。」無論是自編教材或授

課內容，劉老師總是引領學生運用多種研究方

法，來分析各個派別與作品。劉老師也會藉由分

組口頭報告或是小組討論，將自編教材中的重要

論文，或是每個派別的重要學術論辯，適時在課

外或課堂跟學生做進一步的討論，訓練學生掌握

學術論文要點，並依自己對學術論辯的立場相互

切磋。譬如，在教授印象派的課程，劉老師會討

論現代主義／形式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

切入方法，讓同學瞭解除了欣賞印象派做為現代

主義繪畫，有別於傳統的形式美感之外，還會從

畫面分析出發，藉由比較一對作品異同的方式，

引導同學觀察、分析與批判繪畫中的階級與性

別意涵。劉老師還說，儘管課程的學術密度頗

高，但是授課內容卻不玄奧艱難，只要同學專心

上課、聽課、討論，做口頭報告時認真準備，並

預先跟老師討論，對課程的內容都可以吸收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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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畢竟上課內容要讓學生能夠進入、能夠聽懂，

是對教書的老師基本的要求。劉老師也會藉期中

考試瞭解同學的學習成果，提供一些需要幫助的

同學適度的額外輔導。

在推動藝術與視覺文化的通識課程上，劉老師表

示，這種課程對學生很有吸引力，因為多以圖像

導引學生進入課程，內容具體且容易理解，加上

與學生的生活連結，因此是一堂學生很有學習動

力，也願意花很長的時間做報告的課。劉老師認

為：「藝術不是玄奧的東西，是跟他們的生活密

切相關的。他們要自己去感受，然後就會有很多

深入、有趣的看法。」劉老師也鼓勵不同科系的

同學，將期末報告延伸到所屬科系的視覺文化上

面。例如，牙醫系的同學探討了某區域牙醫診所

的內部空間設計與醫病關係、建築系的同學分析

自己的作品、政治系的同學分析自己所創作攝影

蒙太奇對選舉現象的批判⋯⋯等等，在劉老師的

通識課期末報告中有相當多這樣的例子，都是跨

領域結合的最好表現。

談到劉老師期望台灣的大學生具備怎麼樣的審美

能力，老師笑問：「你不覺得台灣的環境很醜

嗎？」劉老師希望，同學們在離開課堂之後，至

少可以注重居家的裝潢美感，注重社區該如何選

擇與居民互動較好的公共藝術；從自己居住的環

境做起，再到促進工作上的、街頭上的視覺環境

美感。生活在當代這樣一個視覺的、圖像的世界，

要能夠具備對於視覺文化的敏銳度，擁有視覺的

觀察、分析、批判、創造能力。

教學方法

醫學系四年級的郭育均同學說：「劉老師不會給

我們一大本藝術史，然後要我們在幾天內把某個

派別看完，那期末考就考這派別的五個特性，其

實這樣的話，考完就忘記了。老師的課是用討論

的方式把主題帶出來，而不是硬塞文字，我覺得

這樣的學習方式可以加深印象，因為是透過自己

的思考和大家的討論，學習才會深入。」劉瑞琪

老師的課程設計與開課使用的讀本都是多元的、

議題式的，而非以一本大部頭教科書上完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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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爭議的藝術史」，每個作品和時代都有很

多不同的切入角度探討。同時，老師也非常注重

畫面視覺上的分析，作品背後的文化、社會思想，

都必需要可以落實在作品的分析上，所以上課多

以「看圖說故事」的方式進行。尤其對於大學部

的同學，應該要先訓練他們對於作品的敏感度，

用看作品的方式來引起不同角度的討論，同學們

比較能夠說出多元的看法，分析作品背後的思

想，一方面能夠培養批判能力，一方面也比較能

有對不同看法的寬容度。

因為這樣開放、自由而具啟發性的教學方式，使

得不少本來對藝術感到陌生和距離感的同學，能

夠打開自己去感受和表達想法。醫學系三年級劉

士朋同學說：「因為高中唸私立學校，幾乎沒有

美術課和音樂課，本來對於藝術有些害怕，但劉

老師用引導的方式，讓同學自由感受、表達自己

在作品中看到了什麼，從討論中再歸納出一幅作

品的模樣是什麼。原來藝術也可以這麼有趣，有

一種我可以跟藝術家對話的感覺。」

從生活中看到藝術

以「近代視覺文化」課程為例，許多年代較久的

藝術作品和風格，影響我們現代生活中的許多事

物，對於年輕的大學生而言，講授這些經典作品

不能只是介紹，而必須與他們的生活有連結。劉

瑞琪老師舉例，Piet Mondrian於 1943年完成的

＜ Broadway Boogie-Woogie＞，除了教同學如

何欣賞抽象形式的美感之外，老師還帶領同學分

析作品中的音樂性，並探討這幅作品與紐約這個

大都市脈動的關係；然後再看在捷運站附近的大

樓裝飾陽台的鮮艷方格，以及 KTV電梯裡的牆

面裝飾，其實都有著 Mondrian的風格元素。最

後，劉老師還以送海報的方式，同學討論要把海

報貼在家裏的什麼地方？為什麼？讓同學理解到

這些是跟他們生活密切相關的。雖然 Mondrian

是活躍於 1910年代到 1940年代的藝術家，然

而他的風格至今仍在我們周遭的環境被運用著。

「他們會發現，他們在課堂上學的東西，是可以

放在家裡某處，也會出現在捷運站的公共藝術，

街上的建築物也會運用到同樣的元素，會讓他們

對於生活的環境比較有敏感度，這也就是視覺文

化教育的意義。」劉老師說。

學生多樣化的期末報告，具體實踐了劉老師多元

切入的教學理念。無論在劉老師的校方或自設教

學網頁上，都張貼了許多歷年來學生的優秀期末

報告，學生們在思考期末報告的過程，經常到這

些網頁汲取靈感，並觀摩學長姊的創意與研究成

果。劉老師相當重視學生的期末報告，總是樂於

在課外跟同學約時間討論他們，從題目的醞釀，

到中英文論文與書籍的搜尋，到報告結構與切入

方法，同學總是可以在一對一的討論中，得到許

多啟發與幫助，並在報告中寫出自己的觀察與見

解。醫學系四年級的郭育均同學，在進大學之前

也是對於藝術缺乏自信甚至害怕，為了期末報

告，一人跑遍台北捷運沿線車站，觀察捷運站內

的公共藝術，探討這些作品的背景、設計含意，

並分析作品的風格，被選為該學期優良作品。 醫

學系三年級的王育婷同學則選擇分析「雨傘在公

共空間中的藝術意涵」，從雨傘的傳統意義討論

到當代公共藝術作品的運用實例。另一位醫學系

劉一宏同學結合本身對搖滾樂的喜好，將搖滾唱

片封面設計師 Storm Thorgerson與超現實藝術

家 René Magritte做分析比較⋯⋯可以看出同學

選擇的主題範圍相當廣，而且都是由自身有感、

有興趣的題材發揮，正是對課程內容最好的回饋

和運用。

除了對在美術館、藝廊中的經典作品有更多的知

識和熟悉，並能夠思考作品背後意義之外，從日

常生活中，同學們也逐漸找到與藝術、視覺文化

的連結。有的同學從捷運站的遊民景象連結到法

國畫家 Honoré Daumier的作品，有的則比平常

更加注意公共空間中的藝術作品。透過課程的啟

發，同學們確實感受到「藝術」、「視覺文化」

在自己生活中的存在，進而去做更多的觀察。劉

老師說：「未來他們這種能力訓練好了，他們走

出學校，仍然能保有這個能力去觀察生活中各種

視覺的東西，我覺得這是這種課程應該要給他們

的東西。」 

通識建言

制度改革與經費挹注

劉瑞琪老師認為目前大學生修習通識課的狀態，

仍然有些不健全的地方，「我們希望通識教育是

與他們每天的生活有關的東西，應該是經常性的

接觸，而不是只趕在大學的前兩年，學分修完之

後就與他們的生命無關。」老師說，目前學校排

課和修課還不是很自由，希望能夠開放讓同學更

自由地修課，四年之內都可以平均地修通識。學

生其實對很多通識的課程有興趣，但卻迫於專業

科系壓力和制度面的問題，無法很好地吸收通識

的東西，或是選上自己有興趣的通識課，因此很

多問題還是必須從制度面著手改變才行。

目前陽明大學正在推動將通識課擴展為三學分，

劉老師認為是很好的，但是相關的配套措施也要

注意。雖然三學分的通識課程可以教得更深入，

但畢竟課程內容還是以授課老師為主，就要看老

師們是否有熱忱提供給同學們一門好的通識課

程，而不只是學分數的改革。

劉老師也期望政府能挹注更多經費給各校進行改

革通識教育的工作，而且必須是專門提供給通識

教育的經費。畢竟設計執行一門好的通識課程需

要資源和人力，比如說 TA制度，儘管目前教育

部的計畫大力鼓勵 TA的訓練，但許多學校往往

是因為經費不足而無法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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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放大鏡

非現實的熱情

如同許多同學所描述的，對於劉瑞琪老師，你絕對不會忽視的特質，就

是永遠充滿熱忱，對於教育和藝術的熱忱，「老師的熱忱不只在上課的

時候而已，是延伸到課堂之外的。」醫學系的劉士朋同學說，學生在課

餘時間有問題想找老師討論，劉老師總是會展現她的熱情和耐心，也很

珍惜同學們給的回饋。曾經有位同學在期末時寫了一封短信給老師，說

他在上完課之後發現自己系上使用的醫學教科書插圖，每次被解剖的案

例不是黑人就是黃種人，於是想跟老師分享他的發現和想法，劉老師說，

收到這種回饋他很開心。

劉老師說：「儘管在學校裡有很多事情、問題，或是在學術研究上遇到

的困難，但是去教書的時候總是滿愉快的經驗，表達自己對藝術作品的

熱情，並且讓學生跟你分享，是非常快樂的一件事。」從老師的言談中，

總是隨時能夠感受到對於教學的熱忱和愛，不禁好奇擔任老師是否是一

直以來的志願呢？「我是個非現實的人，所以也沒有特別想志願要當老

師，是言談之間被朋友說我真的是對教學有熱忱的人，我自己都不知道。

不過當老師很適合幫助我去探索想探索的事物、做想做的事。」老師笑

著說，同時也分享了一件可愛的童年趣事：小時候和弟弟玩角色扮演遊

戲的時候，總是特別喜歡扮老師的角色。

採訪撰稿：江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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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 (以下簡稱本部 )為表彰通識教育教師典範，鼓勵優秀教師投入通識教育，以提昇教師
教學績效及提高教學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獎勵對象為公私立大專校院通識教育教師。

三、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二年辦理一次。

四、遴選機制

（一）候選資格

           各大專校院推薦通識教育教師一或二人參加本獎項之遴選。

（二）遴選方式

1.由本部遴選專家學者十一人至十三人，組成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遴選評選小組（以下
簡稱評選小組）。

2.由評選小組委員審議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實施計畫（含推薦原則及遴選作業須知），並
經本部核定。

3.各大專校院依前開推薦原則推薦通識教育教師參加本獎項之遴選。

4.評審小組委員迴避之義務，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遴選結果於媒體公布之。

五、獎勵名額

（一）遴選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至多四名，本部得參酌大專校院各類型學校之數量分布情況，

考量得獎教師人數配置。

（二）本部得視當年度經費狀況及施政重點調整各年度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給獎名額，並經

評選小組議決且過半數委員之同意後，得從缺。

六、經核定獲頒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之教師，由本部公開表揚，頒給獎狀、獎座及獎金新臺

幣三十萬元。

七、曾獲得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者，不得重複被推薦。

　        前項教師得受邀參加頒獎典禮。

教育部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
遴選及獎勵要點
MOE Directions Regarding the National 
Teacher Awards in General Education

 中華民國 96 年 4 月 25 日台顧字第 0960054493C 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97 年 12 月 26 日台顧字第 0970232327C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11 日臺顧字第 1000045772C 號令修正 

第三點、第五點

遴選及獎勵
要點與計畫

參
chapter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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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教育部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遴選

及獎勵要點。

貳、主旨：為表彰通識教育教師典範，鼓勵優秀

教師投入通識教育，以提升教師教學

績效及提高教學品質。

參、主辦單位：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

肆、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

伍、計畫期程：自 101年 1月 1日至 102年 1
月 31日止。

陸、獎勵名額：

一、遴選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至多 4名，本
部得參酌大專校院各類型學校之數量分布

情況，考量得獎教師人數配置。

二、本部得視當年度經費狀況及施政重點調

整各年度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給獎名

額，並經評選小組議決且過半數委員之同

意後，得從缺。

柒、給獎內容

獎項名稱：第 5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

給獎內容：獎狀乙紙、獎座乙座、獎金新臺幣

30萬元

捌、獎勵對象：公私立大專校院教學卓越足為楷

模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

玖、候選資格

一、各大專校院依本部所訂傑出通識教育教師

推薦原則推薦通識教育教師 1或 2人參加
本獎項之遴選。

二、曾獲得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者，不得

重複被推薦。

拾、傑出通識教育教師推薦原則

一、具有明確的通識教育理念與目標，並能充

分體現於所開設之通識課程中，若兼能體

現於研究成果中亦佳。

二、通識課程教材及內容，足為同類型課程楷

教育部第 5 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
獎遴選及獎勵實施計畫

模。

三、通識課程教學方法能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養成學生對知識、價值與生命進行反省、

批判、探索與統整之能力，並以此為學生

的創新與行動抉擇能力奠基。

四、課程實踐能充分達成通識教育目標，教學

成效深受同儕與學生肯定。

拾壹、推薦暨遴選作業須知

一、學校推薦作業

（一）各校依據傑出通識教育教師推薦原則

進行推薦，每校至多推薦 2名。

（二）學校推薦候選人應注意事項

1.各校應建立公正之評選推薦機制以
產生該校候選人。

2.候選人基本資格如下：

（1）應為該校專任師資，專任師資指
該校之全職教師。

（2）應有開設通識課程至少 6學期以
上之經歷（包含 100學年度第 2
學期）。

（三）候選人報名作業

1.由學校統一作業，於公告期限內完
成線上報名（網址 http://www.ccu.
edu.tw/fineofge/index.html）及書面
資料繳交作業，始完成應有程序。

2.書面資料請分兩部分：

（1）學校推薦公函（如附表 2）、校
內推薦會議文件、通識教育相關

經歷（教學、研究與服務）及成

就證明文件等影本、其他有利於

評審之資料，應加裝封面（如附

表 1）依序裝訂成冊，1式 2份。

（2）候選人資料表（如附表 3）、候
選人 5年內開設通識課程之學生
成績評量暨教學滿意度概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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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及 5年內開設之全數通識課程之課程大
綱，無須加裝封面與封底，依序裝訂，一式11份。
如設有教學網頁，其資料請一併附上。

（3）以上書面資料於收件期限內，以郵戳為憑，郵寄
至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廖蕙玟老師收。郵件封面

請標明「第 5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候選人
資料」。文件應力求完備，不接受補件或抽換。

凡不齊全、未裝訂完備、不符規定或逾期送件者，

不予受理。若有疑問可向計畫助理黃敏展先生洽

詢，辦公室電話：(05)272-0411轉分機 25004；
手機：0934335232。

3.各校應負候選人資料查證之責，若候選人所送資料有
偽造或變造等不實情事，影響遴選結果者，經本部

查證屬實，將取消其當選資格，追回所頒給獎內容，

並請求重新製作獲獎人影音專輯與文字專刊之損害

賠償。

　二、本部遴選作業

（一）由本部聘請 11位專家學者組成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
獎評選小組 (以下簡稱評選小組 )。評選小組設正、副
召集人各 1人，由評選小組委員推選產生。評選小組
採合議制方式決議遴選有關事項。為達成公平、公正

與公開遴選之目標，評選小組委員應遵守利益迴避之

原則。

（二）遴選程序：遴選作業分程序審查、初審、複審與決審

4階段進行。

1.程序審查：針對未符「教育部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
獎遴選及獎勵要點」及「教育部第 5屆全國傑出通
識教育教師獎遴選及獎勵實施計畫」資格規定或提送

遴選資料不全者做成紀錄，提初審會議討論前開候選

人是否得以進入初審。

2.初審：由評選小組委員採書面及會議型式進行審查，
評定通過初審進入複審之入選名單，以 8名為原則。

3.複審：視遴選作業之必要性，得依初審會議決議邀請
進入複審之候選人面談或教學觀摩，或由評選小組委

員代表赴學校實地瞭解及查閱資料。未依初審會議決

議提供複審資料者，視為棄權。但有不可抗力之原因

者，不在此限。

4.決審：

（1）由評選小組召開決審會議議決當選名單。

（2）決審會議應有委員 2/3以上人員出席，當選者應
獲得出席委員 2/3以上之同意，始得當選。

　三、預定作業期程

（一）候選人報名及繳交資料：自公告日起至 101年 5月 31
日止。

（二）程序審查、初審：101年 7月完成。

（三）複審：101年 9月完成。

（四）決審：101年 10月完成。

（五）第 5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頒獎典禮：101年 12
月完成。

（六）第 5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獲獎人座談會：102
年 1月完成。

四、以上推薦暨遴選作業須知，若有異動，以本部公告為準。

拾貳、頒獎典禮

　於當選名單公告後，擇期舉辦頒獎典禮，並敦請教育部長頒獎。

拾參、推廣作業

一、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座談會 
為推廣傑出通識課程教學經驗，提升通識教育品質，規劃

辦理深度座談活動，邀請獲獎教師參與分享通識教學心

得。

　二、媒體宣傳

（一）發布本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頒獎遴選相關重要

訊息。

（二）計畫承辦單位製作獲獎人文字專輯，寄發各校，並邀

請各大平面或電子媒體採訪得獎教師，刊登或播出其

傑出之教學貢獻，以擴大對社會與學校的影響力。專

輯內容亦將放置於計畫網站供隨時點閱，廣為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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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01

委請國立中正大學承辦教育部第 5 屆

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遴選與頒獎

典禮計畫

2012/03/01
教育部召開第 1 次評選小組會議通過第

5 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遴選及獎

勵實施計畫

2012/09/17
評選小組委員赴國立臺灣大

學、東吳大學與入圍教師及學

生訪談

2012/05/31
教育部第 5 屆全國傑出通識

教育教師獎遴選與頒獎典禮

計畫候選人報名收件截止

2012/12/26
假教育部 5 樓大禮堂

舉行頒獎典禮暨獲獎

人座談會

2012/03/12
教育部臺顧字第 1010039887 號函檢

送第 5 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遴選

及獎勵實施計畫於全國各大專院校，請

各校推薦 1 至 2 名候選教師參與

2012/08/17
評選小組於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

18 樓第 16 會議室召開初審會議，由

76 位推薦名單中選出 8 位入圍候選

人，並確認複審實地訪談方式

2012/10/25
評選小組委員於教育部 215 會議室召開決審會議，經投票決定最

後獲獎人推薦名單為亞東技術學院林智莉助理教授、元智大學梁

家祺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莊榮輝特聘教授、國立陽明大學劉瑞

琪副教授等 4 人，並撰寫推薦書送教育部核定

2012/09/28
評選小組委員赴國立陽明大學、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亞東技術學院與入圍

教師及學生訪談

2012/09/26
評選小組委員赴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與

入圍教師及學生訪談

2012/10/01
評選小組委員赴萬能科技大

學、元智大學與入圍教師及學

生訪談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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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獲獎人
名錄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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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
歷屆獲獎人名錄

黃俊儒副教授 
廖蕙玟助理教授 
蔡介裕副教授 
魏國彥教授 
羅竹芳教授

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文藻外語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動物學研究所

第 1 屆（96 年度）

林文琪副教授 
林幼雀副教授 
梅家玲教授 
黃美玲副教授 
薛清江助理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第 2 屆（97 年度）

王若嫻助理教授 
陳以愛副教授 
曾華璧教授 
齊肖琪教授

環球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東海大學共同學科暨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

第 3 屆（98 年度）

林明炤教授 
陳炳宏教授 
陳建良副教授 
黃俊傑特聘教授

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經濟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第 4 屆（99 年度）

2007

2008

200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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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感
謝

設
計
理
念

評選小組委員

臺北醫學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林從一院長

國立臺灣大學動物學研究所羅竹芳特聘教授

華梵大學朱建民校長

國立政治大學吳思華校長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吳金洌特聘研究員

逢甲大學李秉乾副校長

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黃藿合聘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生理學研究所湯銘哲特聘教授

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院黎建球院長

國立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蔣丙煌特聘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戴華主任

專刊中的基座、螺絲孔等視覺元素，傳達關於通識教育的核心理念。基座的

四面向，代表通識教育涵蓋不同領域的知識基礎；鑲嵌其中的十字型，代表

通識教育以銜接跨領域知識、培養並深化具全人意涵的公民素養為職志。本

期專刊封面，以純淨沙灘，象徵台灣近年來愈來愈受重視的環境議題。通識

課程的全人教育，讓我們將各項專業領域與自身、社會、文化及環境的多重

關係，甚至是生命的意義，重新連繫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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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者

執行單位

編輯委員

撰稿者

平面攝影

文字編輯

美術編輯

地址

電話

出版日期

教育部

教育部顧問室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廖蕙玟副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簡妙如副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經濟學系陳建良教授

江映青

黃馨慧

劉嘉圭

鄭智謙

黃敏展

LucAce WorkShop盧卡斯工作室

臺北市中山南路 5號

02-77129103

101年 12月

教育部第五屆
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
得獎人專輯

page 62

The Fifth Annual Distinguished Award
for General Education Teachers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