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講 人：弘光科技大學  林孝信  特聘教授 

第 八 講：科學的核心素養 

時    間：97 年 05 月 08 日 

 

［演講大綱］ 
一、 前言： 
二、 為甚麼需要科學核心素養？ 

 知識就是力量 
 科學是知識的典型 
 實用的科學知識與人文的科學知識 

三、 迷信在台灣社會 
 從創辦「科學月刊」談起 
 愛因斯坦的宗教觀 
 近代文明對信仰 (或迷信) 態度的演變 
 你相信「星座」會影響人的性格與命運嗎？ 

四、 科學素養與通識教育 
 西方通識教育原來意指人文教育 
 古希臘的人文精神包括今日的科學理念─追求真理的精神 
 人文精神的去科學化 
 近代科學革命以及科學文明的興起 

 

 

『科技與人文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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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與科學的再結合 
 以通識教育來培養科學素養 

五、 我們在怎樣的時代氛圍下考慮核心科學素養？ 
1.全球化 
2.重視技術性知識 
3.工具理性：機械地了解事務，缺乏全局性，長遠性的考慮 
4.強調競爭：有助於競爭的知識 
5.主體與客體的割裂，個人與集體的對立 
6.畏懼知識→不可知論→迷信的流行 

六、 全球化挑戰的國民科學核心素養： 
1.抽象思考能力，理解公理化的精神 
2.認識科學對人類文明的巨大作用，包括物質上的與思想上的。 
3.理解科學的侷限：科學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人定勝天，等等 
4.分辨認知與價值。科學知識對價值觀作用的範圍與侷限 
5.區別科學與非科學 (雖然這是一條不容易劃的界線，也不要陷

入邏輯實證主義，Popper 等爭議)，從而減少無知與迷信 
6.培養追求真理的態度 (雖然，真理是否存在，還是爭論不休)：

如何培養，可沒有定規，或許身教典範可以促進 
7.生態與環境觀念，能量可利用性的侷限(熱力學的兩個定理) 

七、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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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的科技通識教育 

 

一、前言 

全球化時代的來臨，造成社會巨大的變遷。許多社會價值以及社會建制，都

不斷在檢討與重構。 

教育也不例外。特別是通識教育，由於它和全球化時代所普遍重視的專業知

識底深化與創新大異其趣，很可能在教育決策者思維中，不知不覺中，將之列為

可以妥協或犧牲的項目。探討全球化時代通識教育的重要性與內容的調適，是非

常有意義，而且迫切需要的。 

二、全球化的競爭特徵與通識教育  

全球化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徵，乃是將競爭的規模擴大到全球的範圍。激烈的

競爭，往往令人容易追求速效。在追求速效的要求下，任何事情都容易趨於功利

化與工具化。在功利化與工具化的驅策之下，比較缺乏立即可見功效的通識教育

就容易被犧牲了。 

台灣過去教育功利化與工具化的色彩十分濃厚，這是黃俊傑教授分析實施通

識教育之前台灣教育的主要特徵之一1。但是，這並不是台灣才有的問題。如何

在競爭的壓力下，清醒地看到通識教育的重要，這是近兩、三百年來，影響通識

教育發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 

回顧十九世紀，當時歐洲各國在工業革命的背景下，競爭普遍劇烈化，傳統

的通識教育逐漸衰微，因而造成紐曼大主教高度的擔憂，才有《大學的理念》2序

列演講與著作的出現。今天，由於全球化的浪潮再度高漲，國際競爭的劇烈程度，

猶勝於十九世紀的歐洲諸列強。在各國教育決策人士普遍強調「追求卓越」的氣

氛中，通識教育再度受到無形的壓力，會不會重蹈十九世紀的覆轍，正考驗各國

教育決策者的智慧。 

三、全球化的時代需要通識教育嗎？ 

首先該考慮的是，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需要通識教育嗎？如果是，我們才

來討論全球化時代的通識教育應有甚麼內容。 

對於問題的第一部分，筆者的意見當然是肯定的。主要理由如下： 

 許多知識原本就含有普遍意義與價值的成分。正是這些普遍意義與價值知識

的存在，才能維繫人類社會於一體，並促成人類知識不斷的累積，從而推動

文明的發展。競爭的劇烈化，並不能否認這些較具普遍意義知識的重要性。

相反地，具備這些普遍意義知識的人，往往在競爭中佔有優勢。因此，就算

                                                 
1 黃俊傑教授的輪舒暢發表於各種通識教育研討會的發言中。黃教授並探索其跟原為「民主化的

困境」與「資本主義化的困境」。見：黃俊傑,當前大學教育的困境及其對應策略, 收入：黃俊傑

編，大學理念與校長遴選, 中華民國通識教育學會，1997 
2John H.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1852, republished in 1996 by Yale Univ. Pr., CT: New 
H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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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功利的角度來考慮，通識教育還是重要的。美國許多大企業越來越重視員

工的通識能力。他們在招募新進員工時，對於申請者在學通識學分的重視程

度猶高於企管課程。當然，通識知識的價值，遠遠多於這些。在全球化高度

競爭的時代，這些價值並未消失。競爭劇烈化不能成為忽視通識教育的藉口。 

 全球化並不必然造成「世界村」的均質化與和諧化。相反地，貧富不均、社

會矛盾、國際衝突等等問題的嚴重程度在近十年來反而上升。如何解決這些

全球性的矛盾與衝突，已經是二十一世紀教育面臨的主要課題之一。專業教

育也許可以提供工具性的必要知識來協助解決這些問題，但是，許多矛盾於

衝突的解決，更需要的是智慧，而不僅只是工具知識。工具理性不能取代價

值理性。培養人們更多的智慧，很難從專業教育獲得。通識教育比較有可能

發揮這種作用。二十世紀初，美國哥倫比亞大學重行提倡通識教育，正是基

於這種考慮，以克服紐約居民在資本主義專業化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移民社會

對立的背景下，所產生社會分化的問題。今天，資本主義專業化的程度猶勝

於二十世紀初，而世界大戰的陰影雖因冷戰的結束稍有緩和，但是由於美國

的單邊主義，國際之間的對立與民族的衝突依然瀰漫全球。處在全球充滿衝

突、矛盾與不平等的狀況下，通識教育不僅不宜偏廢，還需強化。 

 前述通識教育的作用，多在促進社會的一致化，強調知識的普遍性。這通常

被認為是通識知識的重要特徵。但是，過分地強調普遍性會造成對於弱勢文

化的歧視。這是後現代主義者對於啟蒙運動以來，現代社會差異性不斷受到

壓抑現象批判的來由。通識教育的內容不能造成社會思想的過度單一化，並

形成對弱勢者無形的壓迫。但是也不能推到另一個極端，認為人類知識毫無

普遍的成分。這種極端極易導致教育學習的徹底市場化，而高度市場化一樣

會壓抑弱勢文化，正是後現代主義者所要批判的。 

 全球化的另外一個重要特色，乃是人們對與時間與空間的觀念改變了。在人

們的感覺中，世界變小了，時間變快了。空間的壓縮與時間的飄跳，容易造

成人們失去對外在世界連貫性的認識。世界彷彿是由一連串毫無因果關聯的

事件構成的。由於因果關係的不易辨識，人們就不容易建立穩定的社會互動

關係，甚至社會責任觀。可以說，全球化時代，人們對於外在世界的認識方

式，發生了一種深刻的變化，影響了人們的倫理觀念。這種變化勢將深度地

改變人類文明的進展。如何因應這個深刻的變遷？這是一個大問題，無法在

此深入討論。然而，通識教育肯定可以幫助人們較好地面對這個巨大的變遷。 

以上略舉幾點，表達筆者對於全球化時代，通識教育必要性的部分意見。這幾點

意見必然是掛一漏萬的。這裡不求全面，目的只要說明其必要性而已。 

四、科技融入通識教育 

從 1946 年美國哈佛大學紅皮書發表以來，科學知識如何融入以傳統人文教

育為主的通識教育，成了美國通識教育學者熱烈討論議題。1970 年代，「科學、

技術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課程普遍地成為美國

許多大學通識教育的核心課程，表明科學之外，技術也成為通識教育的重要內容

之一。因此，在 1980 年代全球化浪潮席捲世界之前，科技知識已經成為通識教

育的重要內容了。 

由於全球化相當程度地歸因於通訊科技的發展，通訊科技之事也就順理成章

地成為科技通識教育的主要內容之一。台灣許多大學的通識教育，電腦、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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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等等課程，往往作為通識教育的核心課程，可為旁證。前述美國大學的 STS

課程，也常包含這類課程。 

五、純技術課程與通識教育 

通訊科技課程，誠然是現代人的必備知識。大學裡開設這類課程應有必要。

然而，這類課程基本上以技術操作為主。這種技術性的課程是否應視為通識教育

課程，實有討論的餘地。推到更基本的考量，純技術性的課程可以不可以作為核

心的通識課程呢？這還有待更深入的討論。 

類似的問題也發生在科學課程上。許多科學課程也屬於高度技術性。歷史

上，通識知識專屬人文類別。至今美國國會圖書的分類中，一直把通識教育等同

為人文教育，可見一斑。許多人在談及通識教育的作用時，也常常表示通識課程

可以讓學生具有更多的人文素養，顯示在這些人的心目中，通識教育就是要培養

學生的人文素養。在十九世紀時，英國的牛津、劍橋兩大名校基本上並不教授科

學課程。演化論思想推動者赫胥黎終生進不了這兩所學術殿堂，與他們對科學知

識的歧視有關。也因此，前述科學課程在被融入通識教育時，曾經引起許多討論。 

從知識的本質來說，科學知識與人文知識還是具有不少共同之處。科學是要

求真，而古希臘的人文精神的一個重要特色，正時在於追求宇宙的終極真理。許

多科學知識都可追溯自古希臘的哲學思辯。歐洲早期大學通識教育所推崇的七藝

教育，不少內容都和科學有關。然而，這麼多科學與人文的血緣關係，還是未曾

為科學進入以人文為主流的通識教育掃除所有障礙，從而在二十世紀為了把科學

課程完全地引進通識教育，還曾經引起相當多的討論。 

科學課程如此，技術類課程理當更加需要論述。然而，這方面的討論反而沒

有預期中的尖銳。原因之一，應當是 STS 的引入，正值西方學界關懷科技對於環

境與社會造成破害的時期。從 1960 年代下半期以來，受了越戰與其他社會運動

的影響，歐美知識份子進行了一個在西方文化歷史中罕見的對科技文明的反省運

動。這種深刻的反省，促使教育學者也注意科技對社會影響的學習，是每個現代

知識份子都要參與的。這正是 STS 課程出現在通識教育的背景。 

從另個角度來說，1960 年代知識份子的反省運動改變了部分學者對通識教

育的看法。自從古希臘以來，西方通識教育的教學內容往往高度象牙塔化而與社

會環境脫節。他們主張真正的知識應當是超越時空的、具有永恆的價值。這種主

張造成正統名牌大學府對於比較實用知識的鄙視，認為這些實用性的知識只能適

用於特定的時間與空間的範圍，因而不具永恆的價值，從而不能列入通識教育的

課程。這也是過去科學教育一直難以進入名牌大學殿堂的一個潛在原因。1960

年代知識份子的反省運動基本改變了這種心態。STS 課程在這背景下適時引入，

就沒有引起較大的爭議。從此，通識教育的內容變得比較「入世」。 

但是，「入世」的通識教育，並不能等同為技術性知識的傳授。許多技術性

知識是高度繁瑣而機械化，裡頭沒有多少追求真理的成分，更沒有什麼關懷人文

的內涵。個人認為，在大學裡傳授這種實用、但卻繁瑣機械的知識，或許是必要

的，卻不宜列為通識課程。同時，這類課程也不宜太多。本質上，這類技術知識

的傳授只是一種訓練〈Training〉，而不是真正的教育〈Education〉。訓練性質

的課程多半可以在職場中獲就職前傳授，而不應佔用大學教育太多的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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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全球化下科技通識教育的內容—代結論 

如前所述，在全球化下，通識教育應當包含科技教育。但是，科技通識教育

的內容應當避免淪為純技術性的訓練。筆者認為，以下幾點是全球化時代，科技

通識教育需重視的內容。 
 科學教育部分，應加強科學知識的人文面向，並重視學生對於科學基礎

的系統性學習與興趣的培養，是學生在全球化時代知識高速爆炸性增長

的趨勢下能夠終生隨時吸收新知； 
 科技教育部分，應該以增進學生對現代科技對社會的互動關係的了解為

目標； 
 從科技的角度，增加學生對於全球化所可能造成的各種不平等、社會矛

盾、國際衝突等等方面的認識，而不能僅僅傳授純屬技術性的知識，從

而培養學生對於全球問題的關懷； 
 協助學生了解過度性的全球競爭所可能造成的副作用。這些副作用甚至

會影響人類文明的健全發展，雖然競爭的問題主要係屬於社會科學的領

域； 
總結地說，全球化時代對通識教育提出許多新挑戰。科技知識融入通識教育雖然

已經廣被接受，但是容易淪為純屬技術性的傳授。這種趨勢在全球化的競爭壓力

下，特別需要注意。在全球化時代，不僅科學知識要與技術知識結合，科技知識

也要結合社會科學的知識。這些變化，促使人們需要更貫通的通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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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紀念愛因斯坦談 

通識教育與科學精神 

 

一、前言 

愛因斯坦在 1905 年發表的三篇論文，分別在光電效應，布朗運動與狹義相

對論具有革命性的創見。在同一年內三個不同的科學領域出現革命性的理論，這

在科學史上是空前的。如果我們再注意到這三個不同領域的革命性創見都由同一

個人提出的，則 1905 年在科學史上不僅使空前，恐怕也會是絕後的。為了紀念

科學史上這個唯一的歷史里程碑，聯合國將 2005 年定為國際物理年，以紀念百

年前愛因斯坦的偉大發現。 

愛因斯坦為甚麼能夠有這麼偉大的創造力？我們能不能從愛因斯坦所受的

教育獲得啟發？特別在科學精神方面，作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

的科學精神是怎麼形成的？非凡的專業成就是否需要犧牲通識？本文將試圖探

討這一系列的問題，作為對愛因斯坦偉大成就的百年紀念，也藉此了解通識教育

與科學精神的內在關聯。 

二、通識的愛因斯坦 

專業與通識的拔河，一直是推動通識教育的難題。在知識爆炸空前迅速的時

代，專業所需要的知識日益艱深。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論公認是理論物理的最高

峰，不僅在概念上深奧難懂，其所使用的數學工具也需專門引介或是新創。依通

俗智慧的判斷，愛因斯坦必然要高度集中注意力於專業的學習與工作上，從而，

愛因斯坦不可能兼備寬廣的通識修養。 

與這種通俗智慧的判斷相反，愛因斯坦是非常通識的。他不但知識廣博，而

且深具人文素養。更難得的，愛因斯坦還是一個非常「入世」的知識份子。他關

懷社會，而且常常以行動來表示他對社會的關懷。最有名的例子，是他在 1914
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積極投入反戰的活動。其時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論研究

工作正在進入最後階段。但是，愛因斯坦並未把自己關在研究室；儘管這個研究

工作將是人類科學史上最深刻而重大的科學理論，而且非他不可。3 

                                                 
3參見林孝信，從愛因斯坦反戰活動談起，科學月刊，401(2003-5),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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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的通識學養以及熱心於參與社會運動，並未妨礙他在科學上的偉大

成就。相反地，廣博的通識學養，或許是他能夠在科學上具有如此非凡科學創見

的因素之一。 

三、科學精神與通識教育 

通識教育往往被認為只是一種人文教育，並不包含科學知識的傳授在內。以

英國的牛津與劍橋大學為例，這兩所學府素以重視通識教育聞名。然而，一直到

十九世紀下半頁，科學課程還是很少登上這兩所大學的殿堂。科學的探討多半在

大學之外的科學社團內進行。例如，有名的法拉第電學研究便是在英國的皇家學

會裡發展出來的。此外，英國著名的民間科學團體──大英科學促進會，她的成

立與壯大，也因為英國大學對科學知識的忽視才另行發展出來的。這些歷史告訴

我們，西方早期的大學通識教育並不重視科學知識！ 

但是，科學知識畢竟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成分。古希臘的燦爛文明中，涵有不

少科學知識的種子以及追求真理的科學精神。哥白尼革命以來，迅速而大量發展

的科學知識以及相關的科學精神更是成了近代歐洲文明的主要特色。如何將科學

知識與科學精神融入高等教育，成了大學通識教育的重要課題。 

其實，西方通識教育的原始根源：畢達哥拉斯的七藝教育，便包含了算術，

幾何，天文學等接近今日科學的課程。固然，在畢達哥拉斯的心目中，這幾門知

識的傳授目的是要幫助學生進行哲學思辯，而非當作數學與經驗科學來傳授；但

在古希臘，科學與哲學本就是一體的，其目的都是在於追求世界的真理。至少我

們可以說，西方大學的根源，就包含追求真理的科學精神。因此，在大學的通識

教育中融入科學知識與相關的科學精神，完全符合西方高等教育的傳統。 

雖然如此，但是由於近代科學知識大量的成長以及科學知識兼具工具性質，

使得通識教育整合科學知識的困難遠比想像中來得巨大。困難至少有這幾點。首

先，太多的科學知識，造成通識教育難以系統而全面地傳授；學生有限的在學時

間，不容易「通識」地學好科學知識的精粹，並掌握科學精神。 

其次，科學知識高度系統化，理論層次分明而嚴謹，使得一般對理性思考與

邏輯推論能力較為欠缺的學生難以吸收，甚至缺乏興趣而極力排斥。尤其台灣的

高中文、理分流，文科學生不僅根基不足，而且害怕學習科學知識，愈加增大通

識教育中的科學教育的困難度。 

再次，科學知識不僅在追求真理，同時也是產業技術以及生活世界的原理。

科學知識因而同時具備了技職知識的角色，具有濃厚的工具性格。工具性的科學

與追求真理的科學雖然都傳授相同的科學現象與規律，其背後的精神是很不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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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識教育要傳授的，應當是追求真理的那一類，而非工具性的一類。但是台

灣推動通識教育的歷史還很短，許多通識教育的老師以及學校主管人員對科學的

這兩種並存的角色缺乏理解。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總結出兩個主要的結論：一，科學應當成為通識教

育的主要內容之一；二，通識教育裡的科學教育，重點在於培養學生的科學精神。

接下來的問題就在於：科學精神是甚麼？在通識教育裡，我們需要傳授怎樣的科

學精神？我們且回到愛因斯坦來談談科學精神。 

四、從愛因斯坦談通識教育中的科學精神 

愛因斯坦在 1936 年於「美國高等教育三百週年紀念會」應邀演講「論教育」

指出， 

「學校的目標應當是培養有獨立行動與獨立思考的個人，而且要把為社會服

務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的」 

為了達到這個目標，愛因斯坦強調學生對於學習要有「誠摯的興趣與對真理的追

求與理解的願望」。興趣的培養與追求真理願望的建立，是愛因斯坦對於教育方

法的基本看法。這個看法顯然也可以應用到科學教育上。愛因斯坦認為，每個人

在幼小年齡時，對於外在世界都充滿了好奇心。教育卻常常把這種可貴的好奇心

磨損掉了。對於好奇心的維護，以及對於追求真理的堅持，是他認為教育的主要

目標。 

愛因斯坦對一般教育的看法，也可以理解為通識教育中科學教育的主要目

標。好奇心的維護以及對追求真理的堅持，都是科學精神的重要層面。表面看來，

愛因斯坦的這個見解似乎鄙之無甚高論，但真正能夠落實者卻寥寥無幾。愛因斯

坦本人則是真正身體力行對好奇心的維護以及對真理的堅持。我們分別舉例來說

明。 

愛因斯坦在五歲時，收到他叔叔送給他一個指南針，他立刻為磁針老是指向

空間的特定方向 (南北方向) 而驚奇不已。從日常經驗中，人們看不到南北方向

有甚麼特別之處；那麼，為何磁針總會指向那個方向？這種與既有的觀念相違背

的現象在我們的生活經驗中常常會出現，而且幼童極易覺察到 (因此，小孩子常

常有問不完的題目) ，可是到了成年，這種好奇心往往消失了。愛因斯坦則是一

直保持這種「童心」，因此他才能「於無聲處聽驚雷」。例如，光速是定速，這

個結論從 1872 年馬克思威爾的電磁理論便已經確立了，相對性原理更是從三百

多年前的伽利略時代便被提出，而且潛在地成為科學共同的假設，可是就是沒有

人注意到這兩者之間的結論會顛覆了幾千年來人們對於時間的觀念。許多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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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成年人消失了對不尋常事情的敏銳性，只有「不失童心 (好奇心) 」的愛因

斯坦才注意到這個看似正常的現象，因而發現了相對論。 

對於真理的堅持，更是貫徹在愛因斯坦的一生。人們常會好奇地問：為何愛

因斯坦會在研究繁忙之際而投入反戰的活動。但是，這正是反映了愛因斯坦對於

正確事物的堅持。正是由於這種堅持，他才能夠孳孳不息地完成廣義相對論這種

高度艱深的理論建設；他也才能契而不捨地批判量子力學的正統詮釋，儘管量子

力學的建設他有一份關鍵性的貢獻，而且幾乎所有量子力學理論的建設者都受到

他的啟發才建構出這些理論。 

五、科學精神的通識教育意義──代結論 

好奇心以及對於真理的堅持，這兩個愛因斯坦強調的教育要點，並不僅僅應

用在科學研究上。愛因斯坦本人把這兩個精神貫徹到他一生的行誼。這兩者也正

是台灣社會所最欠缺者。這或許是台灣通識教育需要努力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