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伍 

全球化趨勢對華人地區大學教育的 

衝擊：挑戰與回應 

一、引言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餘年，是世界歷史扉頁快速翻

動的關鍵年代。前蘇聯瓦解、歐盟組成、北美自由貿

易區的建構、東協「 10+3」的出現，以及中國的崛起，
都互相影響並且帶動全球政經文化板塊的劇烈移動。

在學術研究領域中，基因體科學、生命科學、奈米科

技、通訊科技以及認知科學等新科技的發展，則加速

了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也強化了全球化發展趨勢

中，強國與富國對弱國與窮國的宰制與剝削。  

以上這些世界歷史的新潮流，都對各國的高等教

育產生前所未有的衝擊。在全球化的大潮流之中，世

界各國的高等教育都在不同程度之內面臨全球性的競

爭，使各國的大學院校所面對的「國家化」與「國際

化」的拉距更加激烈，也使各國的大學在教育機會平

等與能力取向之間，在保存傳統文化與展望未來變遷

之間、在大學教育功能的多元化與一元化之間、在個

人利益之追求與整體社會規範建構之間，艱辛擺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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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平衡。 1為了因應二十一世紀對高等教育的新挑

戰，聯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UNESCO）曾邀集世界
各國教育界人士，經過長期討論後，在 1998 年發佈〈二

十一世紀高等教育世界宣言：願景與行動〉。 21998 年

5 月 2 日至 4 日中國大陸北京大學慶祝百年校慶，也

舉辦高等教育論壇，邀請各國大學校長，討論二十一

世紀大學教育的課題。3臺灣大學也在 2005 年 11 月 13
日，舉辦世界大學校長論壇，探討二十一世紀高等教

育的潮流與議題，集中討論高等教育之全球化與本土

化、知識經濟對高等教育之影響及大學領導管理在民

主與效率之辯證等問題。在諸多高等教育所面臨的新

問題之中，大學因應科技創新與經濟生產方式之改

變，而必須進行的結構與教學的轉型備受學者之重

視。 4 

                                                      
1 參看：Clark Kerr et.al., Higher Education Cannot Escape History: Issu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2 World Declar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Vision and 

Action (UNESCO, 9 October, 1998),刊於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1/001138/113878eb.pdf. 

3 Wei Xiu and Ma Wanhua, The University of the 21st Century: Proceeding of the 
Foru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entennial of Peking 
University, May 2-4, 1998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4 參考：James J. Duderstadt, A University for the 21st Centu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2002)，此書有中譯本：（美）詹姆斯‧杜

德斯達著，劉彤等譯：《21世紀的大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
郭為藩：《轉變中的大學：傳統、議題與前景》（臺北：高等教育文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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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人地區的大學院校邁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新

時代之後，各大學院校一方面面臨許多全世界的大學

普遍性的問題，諸如新大學院校型態的出現、財政管

理與大學治理方式的改變、新評鑑機制的建立、課程

結構與內容的改革以及科技研究的創新等，5都出現於

海峽兩岸的大學教育之中，其中尤其是近年來海峽兩

岸大力推動的大學評鑑工作，國外所見的普遍問題，

如對研究成果的「量」的重視遠大於對「質」的重視，
6以及政治力的介入與主導等， 7都逐漸出現。但是，在

全球化新時代中，華人地區大學教育雖然各自面臨不

同的問題，但也卻面臨許多在華人地區具有特殊性意

義的挑戰，例如：  

(1)如何在本國文化的傳承與全球視野的拓展之間，保

持動態的平衡？  

(2)如何在二十一世紀新科技快速發展的新時代中，建
構並維持大學教育的主體性與自主性？  

                                                                                                              
有限公司，2004）。 

5 參考：Tamil Salmi,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erspectives: Policy & Practice in Higher Education, Vol.6, Issue 1, (Feb., 
2002), pp.8-12. 

6 參考：Kauko Hämäläinen, “Common Standards for Programme Evaluations and 
Accredit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38, No.3, 2003, p.291-300. 

7 參考：Lee Harvey, “The Power of Accreditation: Views of Academics,”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 Vol.26, July 2004, pp.20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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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在貧富鴻溝加深的大中華社會中，在大學教育
為個人創造利益與為社會創造福祉之間取得平衡？  

這三項問題雖然也具有其普遍性之意義，但對二

十一世紀華人地區的高等教育之實際狀況而言，都是

更具有特殊意義的挑戰，因此也特別值得加以探索。  

本文主旨在於探討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中，華

人社會的高等教育所面臨的上述三項特殊的新挑戰，

分析其形成的歷史背景，並展望因應這三項新挑戰的

教育政策。  

二、全球化時代大學教育中的傳統價值理念

與文明對話 

華人地區的大學教育，在二十一世紀所面臨的第

一項挑戰是：如何在全球化潮流中，厚植大學生的傳

統文化素養，以適存於文明對話的新時代？  

(一 )「傳統」與「現代」的斷裂  

這個問題對於華人社會的高等教育之所以是一項

重大的挑戰，最重要的原因在於近百年來中華文化圈

所經歷的「傳統」與「現化」之間的斷裂。  

二十世紀的東亞，經歷一段風狂雨驟的歷史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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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國人則更是在百年的歷史風暴之中，以血和淚

撰寫中國的近現代史。中國現代的高等教育，正是在

西方列強侵凌，中國國勢風雨飄搖，瀕於亡國亡種的

空前危機的歷史背景之中，作為富國強兵的重要手段

而艱辛發展興辦起來。1895 年創辦的北洋大學堂以科

學技術的發展為其重點，1898 年創辦的京師大學堂則

主要是官僚的培養機構。二十世紀以後，中國各地所

興辦的高等教育機構，基本上都是為了在科技上迎頭

趕上西方列強，以早日脫離被殖民、被奴役的危機。  

在這種功利主義的時代背景之下，二十世紀中國

的大學教育基本上只是作為達到國富民強的手段，所

重視的是教育的邊際效益，至於教育本身作為目的的

意義並未受到重視。綿延至於今日，以「科教」為「興

國」之手段，仍是中國高等教育的基本方向。除了中

國大陸之外，日本殖民政府在 1928 年在臺灣所創立的

第一所現代大學──臺北帝國大學（即國立臺灣大學的

前身），也是為了配合當時日本帝國侵略南洋地區的南

進政策，而特別強化熱帶醫學研究與南洋人文研究。 8

                                                      
8 參看：黃得時：〈從臺北帝國大學設立到國臺灣大學現狀〉，《臺灣文獻》第

26-27卷 41期（1976），頁 224-245；吳密察：〈從日本殖民地教育學制發展
看臺北帝國大學的設立〉，收入：氏著：《臺灣近代史研究》（臺北：稻香出

版社，1991）；歐素瑛：〈光復期的國立臺灣大學（民國 34-38 年）〉,《國史
館館刊》復刊第 24期（1998 年 6月），頁 5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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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帝大首任校長幣原坦（ 1870-1953）在創校之前就
曾強調臺灣是日本帝國前進南洋之據點，在人文及自

然科學研究上，均具有重大價值，並指出創立帝大就

是為了完成這項政治目標。 9 

近百餘年來華人地區的高等教育，是在西方列強

壓力之下以辦學作為國家求生存之手段，與此同時，

資本主義的幽靈盤桓於大中華地區，竊取中國人的靈

魂，使得近百餘年來大中華文化圈內的教育領域與非

教育領域之間出現緊張性，教育領域受到非教育領域

的主宰，教育商品化日益嚴重。在這種歷史背景之下，

近百年來中國的高等教育，相當忽略傳統文化及其價

值理念，所以，受過大學教育的中華青年知識份子，

對於傳統文化普遍感到陌生，甚至頗持鄙夷之態度。  

二十世紀大中華地區高等教育中這種「傳統」與

「現代」嚴重斷裂的問題，使得華人知識份子在二十

一世紀難以因應新時代的挑戰。如果說在二十世紀的

世界史上，政治力、經濟力與文化力是在地緣政治的

脈絡中互動運作，那麼，我們就可以說：隨著通訊科

技的飛躍發展，愈來愈多的各國「公民」（ cit izens）
變成了超越國界的「網民」（ netizens）。取代二十世紀

                                                      
9 幣原坦：〈臺灣の學術的價值〉，《臺灣時報》（大正 12【1923】年 12
月號），頁 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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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緣政治疆界的，則是後冷戰時代文明之間的疆

界，文明衝突的可能性大為增加。 102001 年將紐約世

貿大樓夷為平地的 911 恐怖攻擊事件，宣示了在二十

一世紀諸多不同文明與宗教之間親切對話的重要性。  

正是在這樣一個文明對話的新時代中，隨著中國

大陸近三十年的改革開放與崛起而正在形成中的「中

華經濟圈」就備受注目。 11這個「中華經濟圈」，以大

陸的勞動力及天然資源、臺灣的高科技與經濟發展經

驗，以及港澳地區的國際化經驗與資源，很可能是繼

歐盟與北美之後，成為二十一世紀舉足輕重的經濟重

心。  

但是，從百年來大中華文化圈中高等教育的發展

及其當前的實況來看，高等教育所培育的中華知識青

年，因為「傳統」與「現代」的斷裂，使他們對自己

的傳統文化及其價值理念過於隔膜，以至於難以深入

自己的文化資源，也難以在文明對話新時代中，扮演

應有的角色，發揮應有的作用。  

                                                      
10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Y: Simon and Schuster, 1996)，中譯本：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
的重建》（臺北：聯經出版公司，1997）。 

11 參考：Barry Naughton, ed., The China Circle: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P.R.C., Taiwan and Hong Kong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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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化」的潮流  

除了上述植根於百年來中國歷史的憂患的原因之

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波濤汹湧的全球化浪

濤，對於大中華圈的大學教育中的「傳統」與「現代」

的斷裂問題，更是推波助瀾，雪上加霜。正如我過去

所說，所謂「全球化」趨勢，在很多情況之下，實際

上是經濟上的富國將其支配力擴張到全球各地的一種

發展趨勢。這種經濟的富國大多是政治與軍事的強

國，也是能源消耗最多的國家。這種國家控制國際性

的銀行及金融體系如世界銀行（World Bank）及國際
貨幣基金會（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 IMF）
等機構，也有能力主導國際性的資本市場，如號稱「經

濟 聯 合 國 」 的 世 界 貿 易 組 織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 WTO）。這種國家是高科技如資訊
科技、航太工業、太空科技與生物醫學科技的領先國

家，並且控制最先進的武器工業。這種國家常結合成

為超國家聯盟，對其他國家進行干涉或侵略。於是，「全

球化」趨勢常不免淪為為經濟及軍事的強國助長威勢

的發展。 12 

                                                      
12 黃俊傑：《全球化時代大學通識教育的新挑戰》（高雄：通識教育學會，

2004），第一章：〈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的大學理念與大學教育：問題與

對策〉，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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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之所以演變成強凌弱富暴貧的宰制性

武器，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全球化」在強國與富國的

強勢主導之下，成為某種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巨大的強

制力，而不是存在於各個不同國家之具體情況及其國

際互動之間的生活實體。「全球化」趨勢是一種不可遏

止的政經強制力，在近數十年來實質上發揮了「以理

殺人」的效果。亞非拉各地的弱國與窮國，在「全球

化」潮流主宰之下，毫無招架之力，必須向世界銀行

與國際貨幣基金會貸款，必須加入世界貿易組織，也

無可避免地被加速加深整編入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資

本主義體系之中，輾轉呻吟。換言之，「全球化」成為

凌駕各國之上
‧‧

，而不是在各國國際關係之中
‧‧

的一種工

具，因此，「全球化」就很容易成為強國與富國的禁癵，

正如同在國內脈絡之中，「國家」之淪為資產階級管理

內部事務的俱樂部。  

在「全球化」潮流之下，大中華文化圈的大學教

育開始面臨民族文化傳統及其價值理念快速流失的問

題。這個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兩個方面：  

第一，傳統中華文化教育在現代華人地區的大學

教育中日益受到忽視：在培育大學生基本能力的共同

及通識教育中，傳統中華文化所佔的比重日益式微，

不僅在課程結構與學分配置上受到其他科技類課程的

擠壓，而且在教師專業研究取向之下，中國文史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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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學內容之文化素養的意涵，也受到壓縮。  

第二，華人地區現代大學在「全球化」或「國際

化」的口號之下，常臣服於英語霸權之下，強調以英

語授課，有些大學並以英語開授課程之多寡，作為大

學「國際化」程度之指標。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任何

語言都不僅是溝通的工具而已，語言同時也是價值理

念的載體。在英語已成為國際教育與學術界共同語言

的客觀形勢之下，華人地區的大學院校重視英語教學

固然無可厚非，但是，在「全球化」的壓力之下，過

度地強調以英語為工作語言，並以英語授課之結果，

使非英語國家的學者面臨：「你必須在一組於你極為不

利的條件的綜合制約下，與數目龐大的來自各國的同

行們進行持續不斷的競爭」13的壓力，固然有助於使研

究成果邁向國際並與國際接軌，但是如果過度強調以

英語教學，也會使非英語國家的大學之作為民族文化

傳統保存並發揚之場所的功能，為之日益減殺。  

 

(三 )「傳統」的接筍  

在全球化巨流衝擊之下，華人地區的大學如何通

過教學活動與傳統文化及其價值重新接軌？這的確是

                                                      
13丁學良：《什麼是世界一流大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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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重大的挑戰。  

面對「傳統」與「現代」的斷裂，以及西方文化

宰制東方文化的新挑戰，大學所能採取的回應策略，

最直接而有效的當然是對本國文史哲教學與研究的加

強，尤其是在教學中融入中華文化中的經典及其價值

理念，以提升學生對「傳統」的熟悉度與親近感。  

所謂「經典」，是偉大心靈對話的記錄，但中西經

典又有同中之異：西方經典中與人對話的「他者」是

神，東方經典中與人對話的「他者」是人，是人中的

聖人。東方的聖經《論語》曾被德川時代（ 1600-1868）
日本儒者伊藤仁齋（ 1627-1705）稱為「最上至極宇宙
第一書」。 14伊藤仁齋之所以推崇《論語》，乃是有見於

《論語》在「人倫日用」之中啟示人生的永恆真理。

二十世紀日本的漢學家吉川幸次郎（ 1904-1980），也
對中國經典的日常性推崇不已。 15 

其實，中國經典之所以值得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

                                                      
14 伊藤仁齋：《論語古義》，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

（東京：鳳出版，1973 年），第 3 卷，論語部一，頁 4。亦見於：伊

藤仁齋：《童子問》，收入：家永三郎等校注：《近世思想家文集》（東

京：岩波書店，1966，1981），卷上，第 5 章，頁 204。  
15 吉川幸次郎：《支那人の古典とその生活》（東京：岩波書店，1943），
中譯本：林景淵譯：《中國之古典學術與現實生活》（臺北：寰宇出版

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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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中加以研讀，更是因為中國經典常常體神化不測

之妙於人倫日用之間，在具體性中悟入抽象性的普世

價值。王陽明（守仁， 1472-1528）說： 16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

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

也；通人物，達四海，塞天地，亙古今，無有

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

道也！ 

誠如王陽明所說，讀經以契入常道，我們在文明

對話的新時代中，應該經由對本國經典的教研活動，

而使華人地區的大學生可以攜古人之手，與古人偕

行，經由經典閱讀而與經典作者對話，厚植學生的本

土文化資源，而成為有本有源的新知識份子，才能在

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中，與異文化的青年，進行跨

文化的對話，瞭解異文化的價值理念。 

三、二十一世紀新科技發展與大學教育的主

                                                      
16 王陽明：〈稽山書院尊經閣記〉，收入：《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 古籍出
版社，1992），上冊，頁 25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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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性 

二十一世紀華人地區大學教育的第二項挑戰就

是：在新科技快速發展的巨流中，如何保持並發揚大

學教育的主體性？這項挑戰對於華人地區大學院校之

所 以 是 一項 嚴 肅 的課 題 ， 主要 是 由 於史 諾 （ C. P. 
Snow，1905-1980）所謂「科技」與「人文」兩種文化

的斷裂，17在近百年來華人地區的高等教育特別嚴重而

深刻。  

正如上文所說，近百年來中國的高等教育以追求

國家之富強為主要目標，所以，現代中國的大學校園

中，傳統的教育理念及其價值觀，如果不是被摧殘殆

盡，至少也是在西風中顫抖。在這種歷史背景之中，

二十世紀末葉以降各種新科技突飛猛進之發展，對大

學教育的衝擊至深且鉅。影響所及，使華人地區大學

之本質與內涵為之丕變，從而使大學教育之主體性頗

有淪喪之虞。我們進一步闡釋以上看法。  

(一 )科技發展對大學教育的衝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科技發展突飛猛進。

                                                      
17 史諾於 1959 年 5月 7日在英國劍橋大學演講，指出這個問題，參看 C. P. 

Snow, The Two Cultu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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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例言之，1945 年美國成功試爆第一顆原子彈，1946
年第一部電子計算機出現，1950 年人類完成首例腎臟

移植， 1953 年人類 DNA 解碼， 1957 年蘇聯人造衛星

史普尼克 1 號（ Sputnik I）升空成功， 1959 年發明積

體電路，1960 年發明雷射，1961 年首次發射載人太空

船， 1969 年美國太空人阿姆斯壯（ Neil  Armstrong, 
1930-）在月球漫步， 1969 年美國國防部完成 Arpanet
網路，發展成為 1980 年代網際網路以及 1990 年代初

期 WWW 網路，改變人類的生活方式。1978 年首例試

管嬰兒出生， 1982 年首例人工心臟移植手術， 1990
年人類基因研究計畫開始推動， 182001 年人類基因圖

譜草圖初步完成。最近二十餘年來，通訊科技、奈米

科技、基因體醫學、生命科學以及認知科學的發展，

使大學社群中的學術生態為之丕變，從而使大學社群

出現以下兩個引人注目的新現象：  

第一，大學中知識商品化之程度大幅提昇：上述

新科技的快速發展，大幅改變舊有的生產方式，帶動

龐大的商機，使新知識成為快速創造財富的手段。而

且，現代大學社群存在於巨大的資本主義體系之中，

並在資本主義生產脈絡之中發展，所以，大學中所創

造的新知識之商品化程度日甚一日。近年來各大學院

                                                      
18 參看：The New Age of Discovery (Time: Special Issue) (January,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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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紛紛設立「創新育成中心」（ Center for  Innovation 
and Incubation），以作為業界與學界的橋樑，正是這
種知識商品化趨勢的具體表現。  

由於科技發展所帶動的知識商品化趨勢，一方面

在大學社群中逐漸形成某種「學術資本主義」， 19從而

逐漸瓦解甚至顛覆大學之作為追求真理的殿堂之本

質；另一方面大學的科技研究所創造的巨大商機，也

促使國家的介入活動日益增強，而且，科學與技術的

互相依賴性也與日俱增，20其結果則是使大學中的科技

創新成為新的「權力合法化」（ legi t imation）的基礎，
21使大學與政治權力的關係日益密切。  

以上所說的發展趨勢，都使作為社會良知的大學

所應具有的批判功能為之大為減殺，使大學淪落為資

                                                      
19 Sheila Slaughter and Larry L. Leslie, Academic Capitalism: Politics, 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20 參考：哈貝馬斯著，李黎等譯：《作為意識型態的技術與科學》（北京：學

林出版社，1999）。 
21 韋伯（Max Weber, 1864-1920）論政治統治的正當性的支配（legitimate 

domination），曾提出支配的三種純粹類型：「理性的支配」、「傳統的支配」

與「卡理斯瑪（charisma）的支配」。參考韋伯著，康樂編譯：《韋伯選集（III）：
支配的類型》（臺北：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5），頁 29。參看Max 
Weber, On Charisma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p.46-47. 但是，在科技發展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的新時代中，科
技政策的成功實已成為「政權合法性」的新型態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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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的研發工廠，成為資本主義社會既

得利益階級接班人之培育場所，甚至為官方意識型態

而服務。 22 

第二，大學師生很容易陷入數量性思維的陷穽：

科技的快速發展使現代華人地區大學院校師生的世界

觀與學術觀，也逐漸轉化為某種「數量性思維習慣」。

所謂「數量性思維習慣」，是指現代大學師生在現代科

技文化的氛圍之中，常傾向於從「定量」而較少從「定

性」之角度，思考學術研究與教育問題。最近數年來

國內外評鑑大學的水準之指標，多半是量化之指標，

例如收錄於 SCI 論文之篇數、研究成果獲得專利之件

數、產學合作所創造之利潤總額等，而較少注意或根

本忽略教師是否啟發學生之心靈、大學是否協助學生

生命之成長與豐盈、大學對社會的不公不義是否提出

批判、大學對人類精神福祉是否有所貢獻等問題。近

年來海峽兩岸大學院校，每年所進行各種教師升等評

審、學科評鑑等，大多以數量為依歸。舉例言之，上

海交通大學所公布的「 2004 年全球大學學術排行榜」

                                                      
22 大學有其追求真理的使命，本不應為特定的權力集團、政權或既得利益團

體而服務，嘉塞特有發人深省的申論，參看 José Ortega y Gasset, ed.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Lee Nostrand,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1992), esp. pp.47-56，但是這種大學
之理想，在今日海峽兩岸大學校園中都面臨重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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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核標舉是依「各大學諾貝爾得主人數」、「被廣泛

引述的研究學者人數」，以及「獲得知名學術雜誌《自

然》和《科學》刊載的論文數目」。英國《泰晤士報》

的《高等教育增刊》在 2004 年所發佈「全球 200 所頂
尖大學排名」。這項排名由全球 88 國、1300 名學者評
分，依五項標準評比：「國際聲望」占 50%，「平均每
位教師論文被引用率」、「師生比」各占 20%，「國際教
師人數」與「國際學生人數」各占 5%。這項評比標準
中「國際聲望」占 50%，不免流於主觀，而且有利於

大國的歷史悠久之大學。我國教育部在民國 94 年 10
月 9 日由高教司發布「《邁向頂尖大學計劃》審議結果
與說明」新聞稿，文中第 4 點第 1 項指出，獲補助之
大學未來將由教育部參考現行國際評比、本計畫書預

期效益等，建議考核指標如下：  

1 .人才培育：高級科技或特色領域人才培育及相關

產業實用人才培育質與數增加。  

2 .國際論文總數及影響指數排名之提昇。  

3 .延攬國外傑出教師及研究人員數增加。  

4 .與國內外大學或學術研究機構進行實質合作數

增加。  

5 .平均每年輔導學校之產學合作計畫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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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種種大學評比的指標，都在不同程度之內顯

示「量化思維的陷穽」。這種「量化思維的陷穽」深深

地傷害大學的靈魂，顛覆大學的本質，使大學的教育

功能為之解消。正是在這種「量化思維」之下，大學

已經從追求真理的殿堂與提昇學生心靈成長的書院，

被轉化為收錄於 SCI 之論文的生產機器，使大學的主

體性日益淪喪，使大學裡的知識創新成為達成大學以

外之目的（如富國強兵）的手段，使大學教師淪為 SCI
論文生產工人，使大學生成為「量產」之下的數據，

其情可憫，其事可哀！  

(二 )大學主體性的重建  

展望未來，華人地區的大學院校應如何因應上述

嚴峻的挑戰呢？  

華人地區大學院校因應知識商品化，以及過度的

數量性思維傾向之挑戰的方式當然不一而足，但是，

最重要的策略應在於大學的自主性之重建。所謂「大

學自主性之重建」要義有二：  

1.相對於將大學加以工具化的潮流，我們應堅持

大學為教育而存在之目的。欲使大學回歸作為教育機

構之原初的存在目的，大學必須特別加強大學部的共

同及通識教育的改革，尤其應提倡研讀中西經典著作

之課程，以接引大學生與中外偉大的心靈，進行親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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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話。  

2.相對於大學之運作與評鑑過度重視形式主義的

傾向，我們應重視大學的教學與研究之本質在於對學

生生命之啟迪與人類福祉之提昇。  

四、經濟發展、貧富鴻溝與大學的社會責任  

華人地區大學教育的第三項挑戰是：在隨著經濟

發展而來的貧富鴻溝日益加深的新形勢之下，大學如

何在為社會創造公理、正義與群體福祉，以及為個人

創造利益之間，獲取一個平衡？  

這項挑戰之所以是一項新挑戰，主要是起於近年

來海峽兩岸社會貧富差距之加大。進入二十一世紀之

後，臺灣社會的貧富差距逐漸拉大。臺灣的行政院主

計處 2004 年度的統計顯示，臺灣個人所得依可支配所

得按戶數五等分位組觀察，最高 20%家庭平均每戶可
支配所得為 179.2 萬元，最低 20%家庭為 29.7 萬元，
高低所得差距 6.03 倍，較 2003 年之 6.07 倍略縮 0.04
倍，但貧富差距甚大則是不爭之事實。23在臺灣大學的

                                                      
23  統計資料來源為行政院主計處網站所公布之統計資料，網址如下：

http://www.stat.gov.tw/public/Attachment/5991130237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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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裡，來自臺北縣市的比率占 57.6%，至於苗栗縣、

嘉義縣、花蓮縣、新竹縣、臺東縣等則都低於 1%。24就

大陸的情形而言，統計資料顯示，全大陸最高收入戶

與最低收入戶的差距，在 1998 年是 4.4 倍， 1999 年

4.5 倍，2000 年 5 倍，到 2001 年是 5.3 倍。 25據統計，

2002 年與 1985 年比較，最高收入戶人均全年收入與

最低收入戶之間的相對差擴大了 3.74 倍，高低絕對差
由 1985 年的 901 元擴大到 2002 年 17680 元，擴大了

19.6 倍。 26據北京市統計局相關數字顯示， 2004 年北

京城市居民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的差距由 2003
年的 4.7：1 上升到了 5.8：1。江蘇省城鎮居民家庭高

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由 2000 年的 5.39 倍，
擴大到 2003 年的 9.91 倍， 2004 年達到了 10.71 倍。
據對全國五萬戶城鎮居民調查，2004 年上半年佔調查

戶總數 10%的高收入戶組家庭與 10%的低收入戶組家
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達到 9.5 倍。 27總而言之，臺灣

                                                      
24 郭奕玲：〈一個臺灣．兩個世界〉，見： 

http://magazines.sina.com.tw/businessweekly/contents/800/800-001_1.html 
25 《天下雜誌》，272期，2003 年 4月 1日，頁 89。 
26 統計資料來源為《中國勞工通訊》電子報，網址如下：

http://big5.clb.org.hk/public/contents/article?revision_id=65105&item_id=651
04 

27  統計資料取自新華網〈中國貧富差距有沒有被誇大〉一文：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5-03/
11/content_26820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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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貧富懸殊之狀況，近年來並未拉近或大幅改

善。28中國大陸近年來在改革開放的浪潮之下，不但豪

富階級與赤貧階級的差距日益擴大，最高所得與最低

所得群體之個人收入差距大幅增加，而且沿海繁榮城

市或地區如上海，與大西北赤貧縣份的對比也日益強

烈。  

在海峽兩岸這種社會經濟的新形勢之中，大學教

育就站在歷史的十字路口上。大學教育所傳授的知

識，可以奠定學生畢業後在職場之競爭力，為學生在

資本主義分工體系中，取得相對較為有利的位置，從

而為學生個人創造利益。這就是大學院校中凡是愈具

有市場價值，愈具有就業競爭力的科系，就愈受學生

與家長的青睬而愈能成為所謂「熱門科系」的根本原

因。  

但是，從更深一層來看，大學之生產並傳授知識

的活動，是在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經濟體系之中進行，

因此，就受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邏輯所制約。大學

校園中充斥著消費主義的文化氛圍，大學的運作也具

                                                      
28 請參閱網站

http://www.dgbas.gov.tw/public/data/dgbas03/bs7/yearbook/ch8/8-13&14.xls#
a28 
http://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58181455207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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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微地體現公司文化的特徵。29這種傾向，也在海峽

兩岸大學院校中加速發展。而且，隨著全球化浪潮之

蔚為二十一世紀歷史的主流，學生因接受大學教育而

可以在就業市場中獲得選擇較好職業的「自由」，但卻

在世界市場經濟的運作之中，捲入更大的不自由。正

如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所說： 30 

單獨的個人隨著他們的活動擴大為世界歷史性

的活動，愈來愈受到異己力量的支配⋯⋯，受

到日益擴大的、歸根到底表現為世界市場的力

量的支配。  

當個人被捲入世界市場而被世界市場所支配，他

（她）只能被迫成為資本主義「共犯結構」的一份子，

盡情地為資本主義生產而貢獻一己的力量。  

後冷戰時代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潮流，對大學造

成巨大的衝擊。大學教育日趨市場化，大學所傳授的

                                                      
29 參看 Eric Gould, The University in A Corporate Cultur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中譯本：吳博、張鹿譯：《公司文化中的大學》（北

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 
30 Karl Marx,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1985). 
中譯本：《德意志意識型態》，收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北京：人民出

版社，1965），第 1卷，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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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日趨商品化，31大學通過教學與研究活動而一步步

演化成為大學原初存在目的之對立物，大學的「自我

異化」乃成為不可避免的必然性悲劇。在這種生產脈

絡之下，海峽兩岸許多大學院校，早已將 1949 年臺大

校長傅斯年（ 1896-1950）所提出「辦大學為的是學術，
為的是青年，為的是中國和世界的文化」32的偉大理念

拋到九霄雲外，愉快地為培育資本主義社會既得利益

階級的後備部隊而努力！  

更雪上加霜的是，經濟的自由主義者更大力鼓吹

教育市場化。當經濟學者高喊讓學生有更多選擇教育

的自由的時候，33他們完全忘記了將大學教育等同於市

場經濟，就是使經濟既得利益階級獲得更大的複製該

階級的「自由」，也使廣大的農工階級繼續保持因未受

良好教育而繼續被壓搾的「自由」！  

因此，到底是加入全球資本主義「共犯結構」，或

是堅持大學創造全民整體福祉的社會責任？這正是二

                                                      
31 參看 Derek Bok, University in the Marketplac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32 傅斯年：〈國立臺灣大學第四次校慶演說詞〉（1949 年 11 月 17 日），
收入《傅斯年選集》，第 9 冊，引文見頁 1573-1574。  

33  參看：Milton Friedma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ducation,” i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Chapter 
VI; 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Friedman,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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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世紀海峽兩岸大學教育所必須面對的第三項嚴肅

的課題。  

五、結論  

隨著「全球化」與「知識經濟」之發展，以及中

國大陸經濟的發展及其所帶動的社會與文化變遷之趨

勢，二十一世紀海峽兩岸四地的高等教育面對諸多新

的挑戰，本文扣緊其中較為重大的問題： (1)傳統文化
的傳承與發展， (2)科技快速發展對大學的衝擊， (3)
大學的社會責任，分析這三大挑戰的形成及其發展，

並探討因應的策略。  

我們主張，二十一世紀華人地區的高等教育，應

厚植學生的民族文化之根基，使大學生免於在「全球

化」的巨流中，淪為「失根的蘭花」而隨波逐流，失

去自我的「文化認同」。我們也主張，大學應從功利性

與形式性的思維習慣中掙脫而出，回歸教育的本質性

之目的。大學也應重新挑起社會責任，堅持大學作為

社會良心的角色，為全民創造更大的福祉。  

以上這三項因應挑戰的策略，都著眼於呼喚大學

的靈魂，使大學在中西拉距以及科技與人文斷裂的時

代中，重新挺起大學之精神，使大學成為探索真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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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堂，也成為人類良知之所寄的場所。也只有重新挺

起大學之精神，海峽兩岸四地的大學，才能成為引導

二十一世紀歷史發展方向的動力，才能在二十一世紀

世界文明對話與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新時代裡，發揮積

極的作用。（ 2006 年 5 月 10 日，胡適紀念講座演講論

文，台灣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