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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理念

於大學教育之前兩年加入許多通識教育之科目後，如大
學教育之年限仍維持四年時，專業教育之時間就不夠，因此，

較深入之內容。

教育之科目是)。這種內容之通識教育
甚難引起學生之興趣，
隨而，乃無通識教育之效果可、
-z:
因此 ，乃必須重新編 排通
識教育之教材才行。例如，欲把經濟做
學為通識教育之科目，
則不能將經濟系學生所念之經濟學原原
本本搬來，而需 將其
改為，例如，經濟學與社會生活之關係'或在日常生活 所需
之經濟知識等﹒'欲把氏法做為通識教
、育
之科目，則不能
教民
法概要，而要將其改為，例如，氏法與社會生活之關係 ，或
氏法在社會生活中之功能等走。中國通史、中國近代史之情
形亦同，應將其改為非歷史系之學生亦能引起興趣，而且，

廣泛之有教養之社會人，因此，通識教
育乃顯得格外重 要。
不過，現在我國大學所施行之通識教育，並不理想 。首
先，有許多大學之通識教育一班之人數
太多。一班之學生人
數太多，教育之效果必然降低，因此，通識教育之學生 人數
最多不能超過六十個。其次，現在大學通識教育之內容 需要
改進。在大學通識教育之內容，不是高
中教育之重複(例如，
中國通史、中國近代史、國父思想等)，就是把別系之專業
教育之科目拿來做為通識教育之科目例
(如，把政治學 、社
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等拿來做為法律
系之通識教育科 目，
而把法學緒論、氏法、刑法、憲法等拿 來做為其他系之 通識

教育又可分為通識教育與專業或學理教育。通識教育係以培
育有教養之社會人為目的。當然，透過學理教育也可以培育
有教養之社會人，但因學理教育太偏狹，而不能培育出見識

[大學之任務﹒﹒現代之大學具有三項任務，亦即，@教
育，@研究學術'@服務社會。首先，就教育觀之，大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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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須注重研究所之教育。尤其'於科學發達.，文明水準提高
之今天，如不發展研究所教育，大學之專業教育、學理教育
乃不能達成培育人才，提昇文化之宗旨，對促進圓家發展吏，
無幫助 D因此，為避免加強通識教育之結果，而使大學忽略
專業教育、學理教育起見，將來之重點大學應使其走向研究
所大學之路，始妥當。同時，為使大學教師能認真於學術研
究，亦有必要發展研究所教育。
服務社會既亦為現代大學之一項任務，則大學之推廣教
育亦應使其有制度化地推行才行。尤其，將來大學之經費有
一部分需由大學本身來自籌，則大學之推廣教育實有必要使
其制度化，否則，難有持續不斷之財源。關於此點，淺見認
為，大學每一個學院均須設置推廣教育部門，使各學院依其
學院之情況，而有計畫地推行包括研究所階段之推廣教育。
社會服務之另一項為 ，廣泛接受政府機關與氏間企業、
財團之委託研究。為使委託研究之研究成果能獲得委託單位
之肯定起見，以及為使大學之學理教育、通識教育能落實、
發展起見，大學各學院之重要學科應組成如日本之講座制，
使屬於同一領域之教師、研究人員，無論在教學(例如，教
學方法、教材內容之改進)或學術研究方面均能群策群力、
互助合作。
2大學教育之目的﹒﹒大學教育之目的係因國家、因時代
之不同而有不同。在十九世紀，德國之大學係以學理教育為
中心，，而法國在大革命後，以學理教育為中心之綜合大學乃
告解體，而以職業教育為中心之單科大學代之而起。不過，
桐後受到德國柏林大學學理教育成功之刺激，再走回以學理
教育為中心之路。與此相對，英國之大學乃一向維持非專業
教育、非職業教育之培育有教養之社會人為目的之教育。不
過，桐後，亦受德國、法國之影響，而除培育有教養之社會

人之教育外，並導入學理教育。美國在十九世紀末葉以前，
亦與英國相同，大學教育乃以培育有教養之社會人為中心，
但桐後，亦受德國之影響，創設研究所而施行學理教育。不
過，美國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除傳統之大學以外，並發展
以職業教育為中心之州立大學。美國 之此種動向亦對德國產
生影響，而十九世紀後期，德國亦創 設許 多 以職業教育 為中
心之單科大學，但綜合大學仍維持以
學 理教育為中心。 至一
九三 0 年 以後，美國由於州立大學之普 及化 ，以職業教育為
中心之大學乃更加發達。日本於第二 次 世界以前，乃模 仿德
國，除以學理教育為中心之綜合大學 以外，並設立許多 以職
業教育為中心之高等職業學校、專科 學 校，但於第二次世界
學 理教育為中心， 大學
大戰後，乃完全模仿美國，研究所以
部則除培育有教善之社會人以外，並以職業教育為中心 。除
此以外，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並創設完全以職業 教育
為中心之五年制專科學校。我國大學 在 一九五0 年代以 後亦
走向日本之路。
不過，我國大學在培育有教養之社會人方面之教育 ，並
不盡理想，故今後實有必要加強這方面之教育。除此以 外 ，
研究所教育既屬學理教育，則在其前 階 段之大學部教育 ，乃
不能完全忽略學理教育。而學理教育如俟大學部後兩年才實
施，恐在時問上有不足 ，故學理教育 乃須貫通於前兩年 與後
兩年來 實 施。亦即，大學部前兩年， 除 通識教育以外， 並應
接雜基礎之學理教育，而後兩年，則將職業教育與學理 教育
混今實施。為使上述理念具有可行性，在大學中，應設置課
程研究委員會，不斷研究改進課程之問題。從此觀點言
之，
綜合大學殊有設置教育系或教育學院，以便有充分之教育專
家來不斷研究課程改進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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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興大學將來之發農
中興大學原來係以台中農學院與台北法商學院合併而成，

但台中校區之人士一直認為中興大學係以農為中心。這種觀
念如不打破，則中興大學甚難發展成一所真正之綜合大學。
由於以農為中心之觀念一直維持到現在，故除法商學院在這
三十幾年來稍有獨自之發展以外，文、理、工三學院一直振
作不起來。因此實中興大學將來之發展，除努力於繼續維持
農學院之成就以外 ，並應努力於文、理、工三學院之發展，
使文、理、工三學院能與農學院並駕齊驅，否則，中興大學
台中校區乃應恢復以前之台中農學院之單科大學。同時，將
來於台北大學成立後，中興大學並需於台中校區成立法商學
院。蓋一所綜合大學，法商學院，尤其，法學院為應有之學
院。尤其，臺灣省之省會在台中，因此，為要培訓臺灣省政
府之法政人才，中興大學殊不可無法學院。
如情況九許，並獲教育部支持時，中興大學亦應有培育
通識教育之師資之研究所(∞岳。已乳白。口。
戶。
5 】∞宮門戶2
日本稱為「教養學院」)。蓋如無培育通識教育之師資之研
究所，以整個國家來看，通識教育乃難期待有理想之發展。
為發展文、理、工三學院，在最近期間內，宜採質重於量之
政策，逐漸提高文、理、工三一學院之水準之後，再做量之發
展。不過，關於此點，中興大學已有校園發展委員會，故以
後就將上述構想委請委員會仔細研究。
同時，各學院與先進國家之大學之間之學術交流亦極為
重要。關於此點，淺見認為，不妨多與日本之大學作學術交
流。蓋日本離我國最近，而且，國情、文化亦極相似，企業
問之合作亦甚緊密，故如能與日本之大學作學術交流，將來
必有一番收獲。所謂學術交流，除舉辦學術研討會外，尤應
重視兩國教授之互訪作短期講學，及對共通於兩國之間之問

題，由兩國教授、研究人員來做共同研究。

三、擔任校長三年內擬推行之事項
[努力於成立「中興大學出版社」'專出版本大學教師
及其他研究人員之學術論著(非教科書)，並給與優厚稿費，
以刺激本大學教師及其他研究人員研究
慾望。
2定期舉辦本大學教師及其他研究 人員學術著作展 覽及
，發給獎金、獎 狀，
評審會?對優良之著作給與獎勵(例如
並優先考慮由其來擔任學術行政主管) 。
3發展現有之文、理、工三學院， 以使其與農學院 、法
學農學院為全國 最優
商學阮並駕齊驅，但仍努力於維持本大
秀之農學院。關於此點，將與校園發展委員會充分溝通 、研
究。

四、擔任校長後急須推行之事項
[極力防止浪費、貪污等情事之發生。

4努力於台北大學成立時，在台中 校區設立法商學 院。
關於此點，亦將與校園發展委員會溝通、研究。
5努力發展各學院之推廣教育，並 使推廣教育制度 化 O
G在本大學之每一學術領域設立「
講座制」，以前 輩帶
後輩，使屬於相同學術領域之教師及其 他研究人員得不 斷切
之研究。
員同
磋暉，磨，並促進教師及其他研究人共
7以教育之一環極力推行「學生自
治」'並於本大學之
學生自治會成立時，有關學生之事務(
例如，學生宿舍 、學
生餐廳、學生活動中心)，逐漸移由學
生自治會自行管 理。
同時，不僅有關學生之獎懲許學生自治會之代表參與審 議，
而且，於大學行政方面，抵要在性質上適合學生代表參與之
事項，均許學生代表參與謀議，以培養學生獨立自主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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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力，方有可能推行、實現。校長祇不過扮演帶頭作用，知
人善用，監督、督促之角色而已。而幫助校長扮演上述角色
，

包含力，及品德，亦屬影響其領導能力之重要因素。關於此
點，東熊必繼擔任一年七個月之法商學院院長之經驗 ，而更
加努力磨練。
謝謝各位。

，乃

者為三長及主任秘書

因此，三長及主任秘書起用何人

2提高學校行政效率。
3消除大學內特權階級，職員、工友之升遷採公開評
議
制，新進人員一律採公開招考制，不許有循私介紹之情事發

關係到校長之領導能力。同時，校長之判斷能力、親和力、
關於此點，將充分

。

生。
4樹立校園倫理，以維持校園秩序
發揮東熊專才，努力以赴 。
5促進校園和諧，以溝通代替對立。
6極力保護學生權益。關於此點，將定期與學生舉行座

談，並在校園設置學生意見箱。
1在建教合作基金中，經校務會議之同意，提撥一部分

經費給予校際學術合作委員會，使其發揮應有之功能，以便
東熊所構想之國際學術交流能落實。
8組織通識教育課程改進委員會，不斷研究改進教育之
課程及課程內容，以便使通識教育能收到應有之效果。同時，
為使台中校區與台北校區之通識教育平衡發展起見，利用束
熊之個人利點，對台中校區之通識教育老師與台北校區之通
識教育老師互作交流(亦即，台中校區缺乏法政方面之通識
教育老師，而台北校區缺乏理科方面之通識教育老師，故在
此方面使兩校區之老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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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組織校務諮商委員會，以校長、三長、各學院院長，

,..

夜間部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總教宮、主任秘書，
及教授會會長為當然委員，並由各學院，以任期一年，選出
二名教授為委員組成之，以校長為召集人，於遇有技務重要
事項，則召開會議，以商討其方案。
五、結語
學校為一部機器，任何個人之理想、抱負，均不可能由
一個人來推行、實現，而係須依靠學校同仁集思廣益，群策

，可-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