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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生認為最沒用的「通識課」，為何在國外卻被認為
是最重要的教育之一？

 by: BuzzBookworm  y 2016-01-30   教育、文化、閱讀

所謂「博雅教育」，又譯為文科教育、人文教育、通才教育、通識教育、素質教育，原是指在

西方古典時代中，一個自由的城市公民所應該學習的基本學科。一開始，人們對於博雅教育的

目的有不同意見。認為博雅教育應具實用工具性質，以及認為教育本身即為目的兩種主張的爭

辯，至今依然。無論如何爭辯不停，實際上博雅教育一直是實用與哲學兩者的「綜合體」。

文 / 法理德．札卡瑞亞

當你聽到有人標榜博雅教育的益處時，你聽到的理由大概是：「它能教導我們如何思考。」我相信這

個說法是真的。不過對我個人而言，博雅教育最寶貴的一點是教導我們如何寫作，而寫作能促使我們

思考。無論你從事什麼工作，若能在合理的時間內，快速完成內容清晰簡潔的文章，這將是一種價值

不菲的技能。

思考與寫作

剛進大學時，我修了一門英文作文課。授課老師是位上了年紀的英國紳士，不但談吐暗藏機鋒，他手

上那支紅筆更是尖刻，不輕易給高分。他打過分數退回的論文中，我會在頁面空白處看到幾十條評

語，把我寫得太粗略含混或詞不達意的地方挑出來。這時候我才明白，雖然以印度留學生來說，我算

是很會考試，也懂得將背誦過的知識反芻消化；但我仍不擅長表達自己的想法。進大學之前，我參加

過無數大大小小的考試，卻幾乎沒寫過任何一篇論文。一九七○年代，在亞洲即使是一流的高中差不

多都是這種情況。其實就算是到了現在，多數的亞洲學校依然如此。

經過那一學期，我察覺到自己開始能夠將所想與所寫連結起來。做到這一點可真不容易。要寫出條理

清楚的文章，表示你得先把事情想透徹。於是我逐漸瞭解，思考與寫作是兩個密不可分的過程。我聽

過一個不知真假的故事，傳說專欄作家華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給問到他對某個主題的看

法時，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自己對它有什麼看法。我還沒寫過那個主題。」

現代哲學有個大爭論：究竟是先有思想，還是先有文字。也就是說，人類是先產生了抽象思維，然後

將這些想法形諸文字；還是先有了文字，然後透過既有文字來建立思考架構？我只能透過我的個人經

驗來提供答案。當我開始下筆時，我察覺到自己的「思想」通常只是一堆還不成熟的想法，糾結成一

TAIWAN NO.1

專題：糟了，是世界奇觀！ 台灣的教育很有事 立委真的這麼笨？ 抓書蟲：報橘精選書單

3866

http://buzzorange.com/
https://googleads.g.doubleclick.net/aclk?sa=L&ai=ByZ6MMpu8Vta5Gsr_9QWwvLfYA7uJ1aoKAAAAEAEgi676HTgAWOP-spvRAWCfAbIBDmJ1enpvcmFuZ2UuY29tugEJNzI4eDkwX2FzyAEC2gFBaHR0cDovL2J1enpvcmFuZ2UuY29tLzIwMTYvMDEvMzAvaW4tZGVmZW5zZS1vZi1saWJlcmFsLWVkdWNhdGlvbi-pAjSKVChnTGA-wAIC4AIA6gImLzE2ODYwMTU1L0J1enrlhajnq5nosqvnqb_nva7poILmkanlpKn4AvfRHpADsAmYA7AJqAMByAOZBNAEkE7gBAGQBgGgBhTYBwE&num=0&cid=5GjXIHqzsBozo177NbYy-olJ&sig=AOD64_2lkyRD8rSGURW2FP9K5XMsXQQECQ&client=ca-pub-5797932843412464&adurl=http://buzzorange.com/techorange/creative_copywriter_2016/&nm=1
http://buzzorange.com/author/buzzorangebook/
http://buzzorange.com/author/buzzorangebook/
http://buzzorange.com/tag/education/
http://buzzorange.com/tag/culture/
http://buzzorange.com/tag/reading/
http://www.googleadservices.com/pagead/aclk?sa=L&ai=C1jPbPZu8VtKSJ9a48AW0iIioB_mHlukHiayB-rQCwI23ARABIIuu-h1gnwGgAceYvcADyAEDqQLl1ZipckVgPqgDAcgDwQSqBKoBT9B7R-W0JTtfrD_HuXWEq0eg0zGw5U6jfod55AKJTIajIxADbk96bz_ymKQ-dhpZBq-fWn5TeggmRFr1Sr0C1aUzjK8ZMAu459pJH2UvdoudwjKBdkURy-TwhHOTPS335yXmSnqI6u8IeTSL2ZoD6tR18OaPxSW5Y6RgeRoLraQLYY_1KFExSmuZ1McA7Pe6qxdB4hlfy90dVFovDtO0AbYRFEmtqMjoXq2IBgGgBgOAB6Hnwj-oB6a-G9gHAQ&num=1&cid=5GgYJoVWN9O7HC4tw6QnCfAy&sig=AOD64_3R75YRaVwYOM7qw0av3H4s4tlqgg&client=ca-pub-5797932843412464&adurl=http://www.britishcouncil.org.tw/english/courses-adults/myclass
http://buzzorange.com/category/amazing-taiwan/
http://buzzorange.com/category/main-problem-with-our-educational-system/
http://buzzorange.com/category/legislators/
http://buzzorange.com/category/bookstore/


2016/2/11 台灣大學生認為最沒用的「通識課」，為何在國外卻被認為是最重要的教育之一？ | BuzzOrange

http://buzzorange.com/2016/01/30/indefenseofliberaleducation/ 2/5

團漏洞百出。

寫作逼我必須理出頭緒。專欄文章或論文的初稿往往是作者既有知識的表達，呈現作者對特定主題的

看法、作者所陳述的概念之間是否邏輯相通，以及作者是否能從掌握的事實中歸納出明確結論。無論

你的身份為何，無論你投身政治界、商界、法律界，抑或身為歷史學家或小說家，寫作都能促使你為

自己的想法進行篩選、化為有條有理的清晰表達。

假如你認為寫作沒什麼世俗用途，不妨問問亞馬遜創辦人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貝佐斯要求

高階主管寫備忘錄，往往長達六頁。一級主管會報的開始，會先有一段靜默時間，有時候時間達半小

時。這時候主管們各自低頭讀手上的「敘述」，在上頭作筆記。如要為新產品或新策略提案，備忘錄

就必須以新聞稿的形式寫成，而且文中不能有任何行話術語，必須用最通俗簡單的文字讓任何外行人

都看得懂。貝佐斯接受《財星》雜誌編輯亞當．拉辛斯基（Adam Lashinsky）專訪時說：「要寫完

整的句子，難度較高。句子裡必須有動詞。而段落內必須有主題句。沒有清晰的思考，就無法完成一

篇長達六頁、敘事結構完整的備忘錄。」

諾曼．奧古斯丁（Norman R. Augustine）談到他當年在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Martin）擔

任執行長時，回憶道：「我的職涯最後幾年待的公司總共僱用十八萬名員工，多半是大學畢業生。當

中超過八萬人是工程師或科學家。我從觀察中得到的結論是：一個人能否在管理階層順利往上爬，很

大程度取決於他是否有能力透過寫作來清楚表達個人看法。」

口語表達能力不可或缺

博雅教育第二大優勢是教導你如何說話。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的報告指出，該校希望讓「善於

表達溝通」成為知識經驗中的核心。這當然包括寫作，但具備說服力的口語解釋能力亦不可或缺，譬

如解釋科學實驗，或進行簡報或演說，不管人多人少。往深層來看，善於表達溝通有助於說出你心底

的想法。這不意味隨時能把所有的想法一股腦傾倒出來。我的意思是學著理解自己的思想，過濾其中

尚未成熟的想法，然後透過邏輯順序將自己的思想向外界傳達。

印度大學與美國大學之間，還有個令我大開眼界的差異。那就是口語能力竟然佔了成績的重要部份。

教授給我的評分，不僅是根據我能否將課堂主題想透徹，連我是否能大聲說出自己的分析與結論也在

考量範圍。由老師帶領的專題討論課，在博雅教育的教學與學習中扮演著要角，有助於學生閱讀理解

與詳盡剖析。更重要的是，它還能幫助學生表達自我。

博雅教育所重視的「善於表達溝通」能力也透過許多課外活動來強化，包括戲劇、辯論、政治社團、

學生自治會、抗議團體等幾乎每一所人文學院都有的活動。要在人生中博得成功，我們常常得爭取同

儕的注意、說服他們相信我們的理念，而你的機會往往只有短短幾分鐘時間，譬如一場電梯裡的偶

遇。

研習演講在博雅教育萌生的初期數百年猶比現代要來得更受重視。修辭在當時是最重要的學科之一，

而且往往是最最重要的；不但涉及哲學領域，也和政府治理與公共行動密切相關。印刷術問世之前，

口語溝通是公共生活與專業生涯的核心。直到十八與十九世紀，英國與美國的學院仍將演說術視為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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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重心。

到了二十世紀，大型大學開始以研究為導向，書面文字成了大眾傳播的主要方式，口語溝通能力的重

要性自此逐漸下降，特別是在美國。英國有詩歌朗誦、演說、辯論和朗讀的傳統，演講能力仍然是教

育中的重要的一環。再者，下議院是英國政治的主要舞台，政治人物必須有能力在這裡進行言詞攻

防，意見才能受到同儕重視。這就是為什麼許多英國人聽起來聰明、機智、口齒清晰，這可不只是因

為他們的口音。除此之外，電視與數位影音的流行，也讓口語能力變得相當實用、甚至不可或缺。無

論是在公開場合或私下的溝通，善於表達個人想法的能力都是一大利器。畢竟再好的想法都需要說服

人家支持。

自古以來便有一種跟上述主題相關的學習方式，而往往只視之為純粹的樂趣，那就是：對話。前耶魯

大學校長惠特尼．格理斯沃（Whitney Griswold）曾寫道：「對話是人類族群最古老的教育形

式。」他將對話定義為：「一種了不起的創造性藝術，人類藉此詮釋感受、將之化為理性，進而與同

儕分享這些文明賴以建立的內心深層想法與理念。」科學家暨哲學家阿弗烈．諾夫．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曾坦承：「除了專業訓練不可或缺的書本知識，我個人的長進，多半得歸功於

生平有幸參與的精采對話。」這或許是提倡「開放式辦公室」的慧識，藉由鼓勵上班期間同事的聚

會、聊天和對話，來達到懷海德所說的專業提昇。就我個人而言，我發現無論人物專訪、與同儕或朋

友交換意見、或編輯會議上的爭論詰辯，都是非常重要的學習經驗。

（本文為《大寫出版 》授權刊載，作者： 法理德．札卡瑞亞；譯者：劉怡女；首圖來源：Francisco

Osorio，CC license， 非經允許，不得轉載；欲閱全文請見新作《為博雅教育辯護：當人文課熄

燈，大學正讓青年世代失去遠大未來》）

延伸閱讀

教育不是扼殺孩子的感受！這位老師將寫作課搬到戶外，讓學生用沾滿泥巴的雙手寫出好文章

台灣的教育很有事》若不擺脫「排名迷思」的功利主義，台灣再怎麼教改都沒有用

一個留美教育家的真心話：台灣要改的不只是教育制度，而是以「功名利益」主導的社會風氣

少了一堂課？從法國哲學課程看台灣人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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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真的這麼笨?
立委真的這麼笨？但他們也是你們選出來的。選舉時亂

投，立委選上後當然也亂搞；選舉時不為自己負責，接下

來的後果你也只能自己負責。台灣民主悲劇的起源，到底

是立委笨，還是你比較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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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提出的「多數黨組閣」其實是
想拖垮台灣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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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學院邀請 Android App 資深開發者

「莫希爾」（Mosil，葉承達），針對

「完全不懂任何程式語言」的 Coding

麻瓜，設計一系列入門開發課程，一個

月用八堂課讓你循序漸進從「開發環

境」、「開發工具包」最基礎的內容學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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