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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挑戰與機會：
跨域、社群與熱情



跨域研究、教學與學習



• 我自己就是一個典型的跨領域學習者。我受了二十年嚴
格的哲學訓練，卻來到了另外一個領域。

• 在任教之初，我在教育領域的專業或許只有幼稚園的程
度，例如我剛回國的時候，適逢國內推行九年一貫政策，
我卻連「九年一貫」這四個字的意思都不了解。

• 我在教育大學的第四年面臨了第一次升等考核的
挫折，當時我常常反問自己：「為什麼我不多等
一會兒，也許就可以待在哲學系任教」，原來十
多年在哲學領域的累積並不能加乘於升等上，取
得正職的我一切於「從零開始」。

我的跨域美麗與哀愁



• 教育哲學領域我遇見了一群雖是以教育背景出身，卻熱
衷於發展、鑽研哲學與教育哲學的老師。這群老師在非
哲學的領域中，積極地汲取哲學的資源，組成跨領域讀
書會研讀原典，至今已進行三十多年了。

• 讀書會—系上必修課程—共同指導學生--台灣教育哲學學
會、台灣通識教育-期刊。

• 哲學領域相對保守。哲學理論雖然被廣泛應用，國內很
多人耗盡畢生的力氣克服艱深、拗口哲學文本，卻很少
有哲學工作者關心專業以外的領域，

我的跨域研究的美麗與哀愁



因為有過這段經驗，我能深刻體會跨領域的困難。現在的
我擁有比這兩個單一專業更寬闊的視野與思維，這就是跨
領域學習衝撞的成果。

如果當時願意等待，說不定我就有機會在哲學系任教，那
麼我就能如同現在的哲學研究工作者一樣鑽進一個學派，
努力地理解文本的意涵，寫幾篇對某個學派或某個哲學家
艱深的分析文章。

走過跨領域以及行政的歷練，現在若自問是否願意把一
輩子的歲月都奉獻給哲學文本，

我的答案很清楚是否定的。

我的跨域研究的美麗與哀愁



我的跨領域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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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明天的人:
多力人種：專訪典範人物

多力 學校名稱 大學校長 進度 企業名稱 企業領袖 進度

創新力 政治大學 吳思華

已完成第一次
訪談

3-4月規劃第二
次訪談

廣達集團創辦人、董
事長

林百里 1/16
14：00-16：00

12-2月預定完成
第一次訪談
3-5月規劃第二
次訪談

宏觀力 陽明大學 曾志朗
公益平台基金會董事
長

嚴長壽

自學力 交通大學 吳妍華
宏碁集團創辦人、智
融集團董事長

施振榮 12/27
10：00-12：00

道德力 華梵大學 朱建民 台達電董事長
鄭崇華 2/8
14：00-16：00

就業力 元智大學 彭宗平
聯強國際集團總裁兼
執行長

杜書伍 12/13
15：00-17：00



1.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學士；教育研究所碩士
2. 1973年得到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博士（認知心理學）。
3. 曾任教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和加州大學河濱校區心理學系
4. 1981年升正教授，曾任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語言學系客座副
教授、耶魯大學Haskins Laboratories客座研究員

5.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客座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客座教授。

6. 1990年全家回台灣定居，歷任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兼
主任、兼社會科學院院長。

7. 1997年8月轉任國立陽明大學教授兼副校長兼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

8. 1999年7月接任陽明大學校長。
9. 2000年5月接任教育部長

尋找明天的人:
多力人種：專訪典範人物



「見識」＝「宏觀力」
• 我們應該不斷地思考能不能超越自己專業的限制，統整
不同領域的知識與經驗，開創更宏觀的視野，讓自己到
達「見識」的程度：

• 就是你能評估做出一個決策的後果是什麼？會不會產生
什麼後遺症？

• 有沒有碰撞出其他的問題？
• 其實任何決策都是環環相扣的，唯有當我們更宏觀地看
事情，才能盡量地杜絕這類事情的發生。

跨域與宏觀的見識力：專訪曾志朗先生



• 譬如我們發現某一植物瀕臨滅絕，過去科學家常選擇引進
A的天敵去解決A的問題，往往發現又造成B問題，並導
致更嚴重的後果，因為單一專業知識通常是片面的視角，
無法有效地解決全面性的問題。

• 當代科學家也開始意識到單一知識不足以因應複雜的人類
問題，嚴肅面對任何單一研究結果可能對這個世界造成的
負面影響，改以更宏觀、多元、永續的視野，檢視每一個
解決方案的可能後果。

• 「宏觀力」也就是一種跨越當下的時空以及單一專業知識
的侷限，尋找更周延統整的見識，才能真正解決人類的問
題。

跨域與宏觀的見識力：專訪曾志朗先生



高體會與高感性時代

農業時代

（農夫）

工業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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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時代

（知識工作者）

感性時代

（創作者與諮商者）

18世紀 19世紀 21世紀20世紀



建置教研跨域的環境機制



TU Delft Teaching Lab

資料來源https://www.tudelft.nl/teachingacademy/teaching-lab/



資料來源https://www.tudelft.nl/teachingacademy/teaching-lab/



資料來源https://www.tudelft.nl/teachingacademy/teaching-lab/



建置友善的跨域機制

• 評鑑制度：評鑑辦法、升等辦法、績效評量辦法
• 跨域教學的機制：共時授課、獎勵措施
• 跨域教師的專業成長：研究發表的可能性、計畫申請
• 養成教育：設置跨域碩、博學制



學生的跨領域學習



•未來領導人有什麼重要的特質？
• 我開始思考，為何美國學子們在各種包括PISA測
驗的成績遠不及台灣，奧林匹亞競賽也沒我們厲害，
但他們培育的人才總能上窮落下黃泉，不斷以創新、
發明來塑造未來世界？

• 首先必須具備內在驅動的熱忱（passion）、好奇
心（curiosity）及定義並架構問題的能力（ability 
to define and frame worth solving problems）。
也就是必須有「學問」——學會問對的問題
（learned how to ask rightful ques-tions）。

交大校長張懋中：台灣最缺的，是發明未來的人才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667期



知識性質與統整

資料來源:詹志禹(2013)政治大學通識教育評鑑示意圖



• 就拿沒有紅綠燈但設有「停」這
個標誌的繁忙十字路口來說，行
經的汽車不是不守交通規則，就
是喜歡臨場發揮，比方說車主這
裡揮個手、那裡用粗魯的動作示
意，或甚至有些車龜速到被後方
心急的車主催著跑。

為何自駕車要找「人類學博士」一起研究？

資料來源: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8/11/08/self-driving-car-with-anthropology-
design/?fbclid=IwAR2TiRtQI7aIE9jaBdOwceCCQbJO7KbUFjXekiaY4Iavgzlur9psmsM6QRs

• 自駕車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人的「無理取鬧」
• 機器是可以設定成講求效率又守規矩，但愛找麻煩的人類
喜歡破壞規則，總是用複雜到很難讓機器也學會的詮釋方
式，對各個狀況逐一分析。



•在台灣，學位和科系緊緊綁在一起。學生隸
屬於一個科系，進什麼科系，畢業時就拿什麼學位證明。

• 台灣的大學教育，有一件事情教得很成功：各自為政、本
位主義─因為多數教授都徹底地認真親身實踐：你們系的
學生／我們系的學生；你們系的課／我們系的課⋯⋯往往
分得一清二楚，同系的教授之間都不太互相往來，跨系的
合作與協力更是少見。

• 台灣現在有少數學校推動學程制，但卻是一科系主持一學
程，一學程隸屬一科系，如此只是名稱改變，其實無益於
建構彈性、動態、更多元的教學環境。如果看哈佛的網站，
就可以發現它如何大力減少「科系」的門戶之見。

還在考慮念什麼系？科系早就落伍了

資料來源：作者：謝宇程，風傳媒想想論壇 2016-04-01， 999885人氣，1.3萬人分享



•在台灣科系綁定教學，造成課表僵固不變，是
無法動彈的石像。但是劍橋、哈佛、史丹佛將科系
與學位脫勾，讓學程可以適應情勢快速變化，是千
變萬化的樂高積木。

• 在台灣，學校內部各自為政，互不往來，各科系之
間只是被放在一起的零件。但是劍橋、哈佛、史丹
佛增強內部的有機聯繫，讓學校有整體的認同感及
合作交流的默契，成為一輛跑車。

•台灣所有大學的管理思維，還在五十年前
的版本，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升級更新呢？

還是石像和零件嗎？該升級了

資料來源：作者：謝宇程，風傳媒想想論壇 2016-04-01， 999885人氣，1.3萬人分享



政治大學博雅教育的改革歷程



芝加哥大學



東京大學
1st - 2nd Year 3rd Year 4th

Year
Comments

大一大二
不分系

基礎課程 綜合課程 主題課程 主
修(專業
課程)

主
修(專業
課程)

1、2年級修習通識等基
礎課程
2、在綜合課程D~F中至
少修8學分。

文科
一
二
三
類

外語 思想與藝術 自由開設

信息處理 國際與地域

基礎方法論 社會與制度

基礎演習 人與環境
體育 物質與生命

數理與信息

理科
一
二
三
類

外語 思想與藝術 自由開設 1、2年級修習通識等基
礎課程
2、在綜合課程D~F中至
少修8學分。

信息處理 國際與地域

基礎授課 社會與制度

基礎實驗 人與環境
體育 物質與生命

數理與信息

學分數 文科共34學分
理科共42學分

文理科各需18學
分

學生自行修習 約60~80學分，後期
課程約佔畢業學分
40~50％。

合計至少124學分，前期
課程約佔40~50％畢業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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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大學課程架構



教育資源是一項公共財，當國內外眾多教師紛紛將其課程分
享在雲端，2015年五位年輕人在柏林也創立了Kiron Open 
Higher Education for Refugees。
是民間非營利機構，也是全世界第一所致力於為難民提供高
等教育機會的線上教育機構，創始人Markus Kreissler和
Vincent Zimmer。
平台上活躍著4000名學生，並成功招募400多名志願者。
資料來源：https://kiron.ngo/

Kiron Open Higher Education for Refugees



Kiron Open Higher Education for Refugees

為了提升難民即時就學的機會，在前兩年，學生僅需提供難民身
份證明，就可以在Kiron上免費學習edX、哈佛、MIT等線上
MOOC課程。
Kiron目前與54所大學合作，等難民差不多集齊身份證明之後，
他們就可以申請加入與Kiron大學合作的大學，完成最後兩年的
課程並取得學位。

資料來源：https://kiron.ngo/





金融科技創新趨勢與監理
政治大學/NCCU MOOCs

比特幣與區塊鏈
政治大學/NCCU MOOCs

資訊安全
與身分辨識

清華大學/Sharecourse

大數據分析
與機器人理財
清華大學/Sharecourse

FinTech
系列課程

(與清大合作)

進
修

有價

大數據分析
應用

數位理財與
人工智慧應用

金融科技
監理沙盒創新

保險科技應用

區塊鏈
金融應用

行動支付與
物聯網應用

智能合約應用
智慧資產與

專利創新應用

群眾募資與P2P應用



微學分機制示意圖 自修磨課師線上課程認列
學分流程圖



政治大學X書院學習基地：廚房

資料來源：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94%BF%E6%B2%BB
%E5%A4%A7%E5%AD%B8X%E6%9B%B8%E9%99%A2&sour
ce=lnms&tbm=isch&sa=X&ved=0ahUKEwjhyYGCq_7gAhUK8bw
KHZBbCD4Q_AUIECgD&biw=1098&bih=469&dpr=1.75#imgrc=
MBGLMCFYyDRTTM:



資料來源：
https://www.kyoto-su.ac.jp/facilities/index.html

京都產業大學
學生學習空間



京都產業大學
學生學習空間

資料來源：
https://www.kyoto-su.ac.jp/facilities/index.html



經營跨域教師社群：政大經驗





經營教師社群
校園重要資產



跨單位案例：建置數位學習生態環境
陳樹衡、陳幼慧（2018）。2022政治大學數位學習教與學的圖像。





「高教深耕」計畫：
建置「輕鬆點」教學評
量人工智慧平台

建置智慧教室



尋找教學典範



教師與學生學習熱情



教師＝冷漠者
• 當大學將其發展焦點放在如何減少教師的教學時數，以提升
教師從事研究的時間與比重；怎樣增加研究生的人數和補助
津貼，藉以爭取研究資源等議題上的時候，是在狠狠斲喪大
學培育人才的使命(陳幼慧，2006)。

• 一個國家、民族與文化的興衰，常常取決於社會知識份子是
否擔負應有的社會責任，以及高等教育是否發揮它教育英才，
深化社會人文素養的使命與天職。

• 當一群高知識份子，大部分的時間、精力，均埋首於當權者
所設定的知識權力遊戲中，一心期盼能夠「刊登於SSCI收發
之期刊，做為『學術有成』的『客觀』標準，從而穩固了
『霸權』」（葉啟政，2003，頁28）



• Herbert Simon（1916-2001）：人類最有限的資源是
「注意力」；然由於資通革命後訊息量體的爆增，不僅加
重心理學家在上世紀就已注意到的「資訊焦慮感」（資訊
超負荷），也益突顯他們在本世紀初所提出的「選擇矛盾」
（選擇超負荷）現象。

• 這些現象的意涵是學生們分「心」乏術，注意力被嚴重瓜
分。超負荷的數位社會已使人的決策行為有愈來愈高比例
是來自於人大腦的「反射系統」（快思），而非其「反思
系統」（慢想）（Kahneman, 2011）。

如何贏回「數位原生民」的注意力？

資料來源：陳樹衡、陳幼慧（2018）。2022政治大學數位學習教與學的圖像。



• 學生在實體課堂上被智慧型手機吸引而失去專注力，下一波
教學創新的首要工作在於用科技贏回學生注意力。

如何贏回「數位原生民」的注意力？
？



https://www.minerva.kgi.edu/academics

https://www.minerva.kgi.edu/academics


• Ben Nelson於2011年創辦Minerva Project，2012年獲得
Benchmark Capital挹注兩千五百萬美元，在當時是創投公司
歷史上最大的種子階段資金。

• 2013年Minerva Project 與美國加州Claremont University所
屬的Keck Graduate Institute合作成立Minerva Schools at
KGI，2014年開始招生，學生來自許多不同國家，錄取率遠低
於哈佛(5.2%)、史丹佛(4.69%)等名校。

Year 申請人數 錄取率

2014 2,464 2.8 %

2015 11,000 2.0 %

2016 16,000 1.9 %

2017 20427 1.88％



1. 著重經驗與知識的統整：學生在大學四年期間將在全球7個城市學習
生活，將學習延伸到教室外，拓寬同學的視野與體驗，從中建構知
識，第四年每個人要完成「Capstone」專案。

2. 善用科技大幅提高學習效率：Minerva Schools沒有校園與教室，
所有課程都透過線上學習平臺ALF（Active Learning Forum）進
行。

3. 課堂沒有考試：上課每分每秒和每一次的作業，就是評量依據。系
統自動計算每一位學生的發言時間，方便教師在課後評量學生在課
堂上的參與和表現。

4. 每一堂課最多18位學生參與：教師不負責基礎知識的講述，而是帶
領討論，學生不再是腦袋空空進教室，被動地等待教師餵養知識。

5. 透過螢幕，每位同學如同坐在教室第一排，方便教師班
級經營，也大幅提高學生的注意力。



畫作上我特別喜歡的構圖：
在浩瀚知識的河流中，有一隻不成比例的手~
老師是知識的載體，也是知識傳遞的橋樑~
我們也許永遠不知道學習在哪裡發生~
我們在那裡影響了學生~

存在主義與自主學習景觀



“Tell me, I forget. Show me, I remember. Involve me, I 
understand”. 
討論、做中學及教別人的教學法，學生親身參與學習活動，成
為學習的主體後，才會真正理解教學內容。



• 以往的「教師→學生」的單向知識傳遞已經過時，學生
的課堂學習如今已不能滿足於知識的汲取。

• 當所有知識都能輕易的找到，因此學生缺乏在教室中主
動學習的誘因，導致學習意願逐漸下滑。

• 教師必須調整教學與評量策略，運用更多的教學創新方
法，課程也需要密集的互動、參與與回饋，才能拴緊
「數位化的原生代」的學習注意力。

• 如何讓習得的知識內化為個人的思想基礎？
• 如何將所學實際應用於生活情境裡去解決問題？
• 如何規劃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評量策略規劃課程？

如何贏回「數位原生民」的注意力？

資料來源：陳樹衡、陳幼慧（2018）。2022政治大學數位學習教與學的圖像。



第一人稱涉入的學習景觀

•從第一人稱涉入的立足點開始自我的學習之旅。
• 存在主義哲學家莫里斯（ Morris, 1966 ）主張：
• 任何教育活動必須回到一個關鍵的問題上，就是學
習者應該以最個人的方式去感受自我的責任與自由，
因此教育活動的目的在於提供學習者擴大及強化第
一人稱的涉入經驗（pp. 117-8）。

• 當前教育並沒有做到將學習者引入生活周遭的切身
問題中，尤其是讓個人涉入道德和倫理情境的真實
討論（p. 119）。

資料來源：陳幼慧（2019）。存在主義教育思潮對高教教學創新實務的啟示



納為己有（appropriate）的學習模式

• 知識的發生與學習的經驗，必須先進入主觀意識
中並加以持有。在它對於意識是真實的之前，它
必須是被選擇的，亦即納為己有的。

• “appropriate”在字源上的意思是“to make 
one’s own”，這意謂大家所擁有的東西，也能夠
挪作個人使用。

• 真正的意義在於個人如何挪用這些材料，而做出
對這個世界的詮釋。

資料來源：陳幼慧（2019）。存在主義教育思潮對高教教學創新實務的啟示



建構個人的知識地圖與學習景觀

• 學習的過程必須將學習經驗納入個人「學習景觀」（the 
landscape of learning）的建構之下。

• 學習景觀是學習者站在自己的生命歷史中，去環顧、去描
述、去理解自己真實處境的發生意義，因而形成屬於學習
者自身的知識地圖（Greene, 1978）；

• 學習者覺知到屬於自己學習之旅的所見所聞，還有何去何
從的下一步方向。

• 學習者不僅需要理性，還要帶著感情地將自己全人地牽
連進去，才能為自我建構出具有存在性思考的一種學習
景觀，也是自主學習的最佳印證。

資料來源：陳幼慧（2019）。存在主義教育思潮對高教教學創新實務的啟示



沒有依憑的價值抉擇（baseless choice）

• 我是我所有抉擇的創造者，我的抉擇是沒有依憑
的，我即是沒有價值依憑的抉擇之基礎，是價值
的創造者，個人也須為此價值負起全責。

• 由於「價值抉擇」沒有依憑並且獨斷，決定者向
自己揭示其於作決定時之原則，在此種情況下，
一個決定即為「個體正在創造價值了」。

資料來源：陳幼慧（2019）。存在主義教育思潮對高教教學創新實務的啟示



自主學習

• 「自主學習」的定義可以描述為當一個人被世界
上的實在所深深吸引，經由自我覺察所獲得經驗
的習得。這樣的定義肯定個人投入的心力是學習
的首要元素。

• 「學習的自主性」在於以自身的努力去覺察，因
為覺察正是學習的核心。(Ayeni, 2011, p. 509)

• 自主性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概念，它蘊含了有能力
去成為、有能力去做、有能力去變成以及有能力
在群體中主張。( p. 510)

資料來源：陳幼慧（2019）。存在主義教育思潮對高教教學創新實務的啟示



行動實踐
社會參與
教師成長
社群







capstone 
course



• 聆聽講座後，教發中心主任陳幼慧興奮地表示，執教這
麼多年來，這場演講對她而言是一種教學法的震撼教育，
也是一場腦內革命的教學過程。

• 在司徒老師身上更看到教師無可取代的價值與專業，今
天的演講成功地示範如何培養同學思辯、推理的能力。



More PBL

More traditional

組合課程

整合課程

引述自關超然教授政大教學工作坊內容：PBL靈魂之深處

問題導向
學習法(PBL)



對我而言，每個教師社群都是Teaching Lab，每位社群的
老師都是帶領政大邁向教學新典範的種子老師，也許現階
段我們還不清楚「自主學習」人才養成教育的Know-how，
但是我們已經開啟這樣的尋找，也在自己的教室實驗，在
不同的社群分享，我相信輪廓越來越清楚～



跨域共振：
培養未來等待的人才
發展新的教育典範

讓我們為孩子的未來一起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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