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 

《紀念傅故校長孟真先生 110 年冥誕

學術研討會》紀錄 ∗ 

 

本校（台灣大學）於民國 95 年 3 月 24 日（五）
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在校總區第 1 會議室舉辦「紀
念傅故校長孟真先生 110 歲冥誕學術討論會」，由李校

長主持，邀請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黃俊傑教授演

講〈傅斯年在臺大的辦學理念與策略〉，並發表由傅故

校長所著、臺大出版中心出版之《臺灣大學的辦學理

念與策略》一書，研討會上出席師生同仁討論熱烈。

特將全文轉載如下：    

主講人：黃俊傑教授    

主持人：李嗣涔校長    

回應 ：孫震前校長、陳維昭前校長    

                                                      
∗ 原刊於《臺大校訊》第 831 號（2006 年 4 月 19 日）及 832 號（2006 年 4
月 26日）。承孫震、陳維昭兩位前校長與李嗣涔校長同意將他們對我演講的

回應收錄於此，敬申謝意。 



188 轉型中的大學通識教育：理念、現況與展望 

  

一、主持人李校長致詞： 
孫前校長、陳前校長、黃主委、各位老師、各位

貴賓大家好：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在我們臺灣大學

第 4 任傅斯年校長第 110 週年的冥誕，來舉辦學術討

論會，臺大校長至今是第 10 任，可是在所有臺大人的
印像裡，一般覺得傅校長在大家的心目中留下了最顯

明的印像，這當然跟我們有傅鐘、傅園有關係。今天

我們已經進入 21 世紀，在傅校長去世近 55 年的時候，

來舉辦學術討論會，我個人認為意義更加深遠。大家

對傅校長記憶最深的，就是他在民國 38 年第 4 次的校
慶大會上提出了「敦品勵學、愛國愛人」這 4 項，也
就是我們今天的校訓。去年我接任校長之後，召集所

有的行政主管在金山舉辦腦力激盪營，一起檢討如何

恢復或強調大學的核心價值，經過兩天的討論，結果

發現也就是我們的校訓「敦品勵學、愛國愛人」，更顯

示傅校長早在半個世紀前的遠見，他提出的校訓便是

一個大學的核心價值。  

我在此簡單介紹傅校長的生平，傅校長是山東聊

城縣人，1896 年出生，1916 年 20 歲時進入北大文科，

1919 年五四運動的時候是北大學生代表之一，畢業後

到英國愛丁堡大學留學後來又到倫敦大學，他學的是

實驗心理學、生理學兼至數學，1923 年又轉到德國柏

林大學哲學研究院，1926 年回國，那時中山大學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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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他在該校擔任歷史系及國文系主任，後來又兼文

學院院長；到了 1928 年中央研究院成立歷史語言研究

所，是由他所成立同時兼任所長，那時才 32 歲，到了

1945 年抗戰勝利，他回到北京，擔任北大的代理校

長，到了 1949 年 1 月 20 日到我們臺大擔任第 4 任校
長，同年他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在臺大的任期只有

1 年 11 個月，於 1950 年去世。傅校長留給臺大豐厚

的精神資產，如我們的校訓「敦品勵學、愛國愛人」

以及對本校的學術自由、教育自主的理念，他在校慶

時 也 曾 提 出 哲 學 家 史 賓 諾 沙 （ 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的話「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所
以他留給我們很多寶貴的精神資產，歷久彌新、永垂

不朽，很高興今天來開這個討論會，也祝福討論會成

功，謝謝各位。    

二、主講人黃俊傑教授演講： 
李校長、孫前校長、陳前校長、各位貴賓先進、

各位老師同學、大家早安。    

在今天這樣一個風雨交加的日子，兩位前任校長

回到母校，及本校師生共同來紀念傅故校長孟真先生

110 年的冥誕，古人說「最難風雨故人來」，我覺得今

天是一個非常感性的場合，承蒙李校長的好意，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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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40 分鐘的時間來報告傅故校長在臺大的辦學理念

與策略，我覺得非常光榮，今天的活動是在李校長就

任第一年，而且是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剛剛起動

之際，我們溫故而知新，回顧一下傅故校長的辦學理

念，確實具有深刻的意義。正如李校長剛才開幕致詞

所講的，傅孟真先生是 20 世紀中國知識份子的典範人

物，一生和中國的憂患和亂離相終始，他是孫前校長

的同鄉，記得兩年前在傅故校長的老家山東聊城舉辦

了一個盛大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討論傅故校長的行誼

與思想。他是五四時代的北大學生運動的重要人物之

一，後來負笈英德兩國。抗戰勝利 1945 年的秋天，當

時政府任命傅孟真先生擔任北京大學校長，但是他一

再謙辭並且推薦胡適（ 1981-1962）擔任北大校長，當

時胡適滯美未歸，所以由傅先生來代理。他於 1949
年就任臺大第 4 任校長，1950 年 12 月 20 日在省參議

會接受參議員諮詢時因腦溢血而逝世於會場。    

傅孟真先生主持臺大的時候是一個歷史上風雨飄

搖的時代，我在這裡引用他的話「我們現在在這個島

上，正是檢討過去一切的時候」，那是一個前無去路後

有追兵的歷史困局的時代。在那樣的一個時代裡面，

傅斯年怎麼樣來辦理一個從日本殖民政府之下的台北

帝國大學轉型為國立臺灣大學，他的理念及辦學策略

以及他心目中大學的任務如何？他如何進行改革？他

在臺大有何具體措施？以下是我今天報告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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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傅斯年的大學的理念    

首先，向各位報告傅先生的大學的理念。在 1950
年 2 月，也就是他去世之前一個禮拜所撰寫但尚未完

稿的一篇文章，題為〈中國學校制度的批評〉，他在文

中很明確的區分大學和專科學校的區別：大學必經預

備學校，專科則不然；大學以每一種學科的基礎訓練

（多為理論訓練）為主，專科則以每一種科目的應用

為主；大學生在入學之始，至少在第一年級以後，即

須能閱讀外國專門書報；專科學校用書應編繹；大學

的實驗常是解決問題的實驗，較少練習手技，但在專

科學校則一切實驗除了解原理的少數以外，以練習工

作技巧為原則。    

此外，他認為大學教育應特重以下四項要義：大

學不可揉雜職業學校的目的；大學以學術為本位，專

科學校以應用為本位；大學的教學必須與專科學校不

同，專科學校不應模仿大學，而且大學的多數部門也

不過是專科的程度，偏又不能作到專科學校的實踐

性；大學畢業的任用資格除在大學或研究機關之外，

不應優於專科學校。傅斯年的大學理念接近於 20 世紀
初期歐洲型的大學，以學術研究為主要目標，大學與

就業導向的專科或職業學校，有其本質上的不同。    

傅斯年指陳現代中國的大學之缺失說：「中國的大

學，創設在清朝末季，當時管學大臣所『奏定』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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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章程』，有『分科大學』一項，這裡面包括經、法、

文、理、醫、工、農、商等科，這個制度可以說大體

是抄自日本的，而日本的制度，又大體是抄歐洲大陸

的，尤其是普魯士。北京大學，就是照這個章程辦的

一個大學，也是當時僅有的一個國立大學，不過當時

客觀的條件，並不具備，所以辦的不倫不類，這是清

朝光緒末年的情形。到民國初年，美國影響來了，自

南而北，即自所謂江蘇省教育會發動，教育制度從大

學到小學，一齊受這影響，因而生了很大的變化。不

過，原來的輪廓並未改變，只是德日的軀殼之內加上

了一個美國的肉體，所以中國大學不能不說是中國的

產物，非常特別，不過這個特別實在是一團亂糟糟而

已。」傅斯年強調包括大學在內的中國各級學校制度，

不應盲目抄襲外國學校之制度，應注意本國特殊的社

會文化背景。    

二、傅斯年的教育改革原則及其在臺大的作為   

傅斯年在窘迫的歷史時空環境之中展現工作的狂

熱情操。 1949 年國府退處臺灣，傅斯年在 1950 年說

道：「我們現在在這個島上，正是檢討過去一切的時

候，正是我們出問題給自己的時候。」  

傅樂成（ 1922-1984）教授回憶傅斯年在臺大的情

景說：「他對校務，幾乎是無事不做。校長辦公室的秘

書那先生，住在我家中，時常被半夜裡叫起來處理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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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這種辦法，平時即連家中人都不大贊成。他那種

希望臺大趕快辦好的意念，竟使他坐臥不安。」    

傅斯年強調教育改革的原則應在計畫教育與自由

發展之間求其均衡：學校應循分層推進的道路求其多

元化；同樣的學校不必只許有一個型態；都市和鄉村

的學校不必用同樣的章程；異地的學校不必採取一致

的辦法。傅斯年主張，辦教育應在理想與現實之間求

其平衡，並在傳統與改革之間求其平衡，傳統中國文

明必須注意工業化、大眾化之現代要求。辦教育應在

技能訓練與通才教育之間求其平衡，在教堂與市場之

間求其均衡。    

傅斯年在臺大推動臺灣大學的改革策略主要有以

下幾項：    

（ 1）大學精神的重建：他致力於改造深具日本殖

民工具性的臺北帝國大學為以學術研究為目的的臺灣

大學，傅斯年說「日本時代這個大學的辦法，有他的

特殊目的，就是和他的殖民政策配合的，又是他南進

政策的工具。我們接收以後，是純粹的辦大學，是純

粹的為辦大學而辦大學，沒有他的那個政策，也不許

把大學作為任何學術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問辦大學

是為什麼？我要說：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年，

為的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不包括工具主義，所

以大學才有他的自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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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帝國大學是日本殖民當局於 1928 年 4 月創
立，設文政學部與理農學部。 1936 年 1 月，增設醫學
部。1937 年 4 月，原臺北醫院改制為臺北帝大醫學部

附屬醫院， 1939 年增設熱帶醫學研究所， 1943 年 3
月，增設南方人文研究所與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臺

北帝國大學之設立，原始目的係為配合日本帝國向南

洋各地之侵略，作為日本帝國「南進政策」之學術基

地。籌設臺北帝國大學之中心人物，後來出任臺北帝

國大學第一任校長的幣原坦（ 1870-19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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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臺灣人在《臺灣民報》、《臺

灣青年》等報刊，指責教育機會不均等，認為當時日

本殖民當局在臺灣所執行的是「內地人本位教育」，不

是「臺灣人本位教育」（《臺灣民報》，199 號，昭和 3
年 3 月 11 日，第 10 版）。《臺灣民報》批判臺北帝大

1928 年 4 月開學後，文政科學生 17 名，但臺灣人只
有 3 名；理農科學生 37 名，臺灣人只有 3 人，全校職
員 58 人的狀況。傅斯年針對臺北帝大之工具性角色而

痛下針砭，呼籲大學應重其自主性，並提出「敦品」

「勵學」「愛國」「愛人」與臺大師生共勉。這八個字

後來成為臺大校訓，原文作「力學」二字，但現在臺

大正式的校訓文字均作「勵學」。  

我們先看看臺北帝大創立時（ 1928）1920 年代的

臺灣與世界的歷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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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臺灣來看，1920 年代是台灣歷史轉型的一個關

鍵年代。經過二十餘年的武裝抗日運動之後，台灣人

從 1920 年代開始轉向議會鬥爭。 1918 年，台灣留日

學生在東京組成「六三撤廢期成同盟會」。 1920 年該

會創辦《台灣青年》月刊， 1922 年易名為《台灣》。

1922 年再度易名為《台灣民報》（半月刊，後來改為

旬刊）。 1927 年 7 月開始，《台灣民報》獲准在台灣發
行。 1921 年 11 月，「台灣文化協會」創立，林獻堂

（ 1881-1956）出任該會之總理。 1923 年，「台灣議會

期成同盟會」經歷了創立，被日本殖民政府打壓、查

禁，並再度建立的過程。 1926 年，「台灣文化協會」

發生內部鬥爭，傾向社會主義的人士在新的文化協會

中佔多數，積極動員群眾，發表政治演說，鼓動風潮，

造成時勢。 1930 年 10 月，台灣發生霧社事件。    

從世界局勢來看， 20 世紀的 20 年代，也是世界

政治風雲變幻，歷史扉頁快速翻動的時代。在歐洲方

面，莫索里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於 1922
年 10 月在義大利組成政府，11 月獲得獨裁權力。1922
年 12 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聯邦」成立（USSR，
簡稱「蘇聯」）成立。 1923 年 11 月，希特勒（Adolf 
Hit ler， 1889-1945）在德國興起。 1924 年 1 月蘇聯領

袖列寧（Vladimir Lenin， 1870-1924）逝世。 1926 年

史達林（ Joseph Stalin， 1879-1953）打倒托派。 1929
年 10 月，美國證券市場崩潰，從 1930 年開始歐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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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發生經濟大恐慌。1920 年代的西方世界獨裁體制逐

漸興起，經濟趨於蕭條，確實是西方歷史動盪的十年。   

再從東亞局勢來看，1920 年代也是風雷激盪的歲

月。從 1919 年五四運動起至 1931 年九一八事變為止，

1920 年代的中國是一段憂患的歲月。1921 年中國共產

黨成立於上海。1922 年 4 月發生一次直奉戰爭，軍閥
混戰，民不聊生。1923 年 2 月孫中山（ 1866-1925）在
廣州就任大總統，組成第三次廣東政府。同年 3 月，
中國要求日本廢除〈二十一條要求〉，日本悍然拒絕。

5 月至 8 月，中日之間因中國收回旅順事件發生衝突，

中國各地掀起抵制日貨運動。同年 12 月，中國因為關
稅問題而在全國各地掀起反帝國主義運動。 1924 年 1
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行，開

始進行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5 年 3 月 12 日，廣東大
元帥府大元帥孫中山逝世於北京。 1926 年 7 月 7 日，
蔣中正（ 1887-1975）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令，誓師北

伐。1928 年台灣共產黨成立於上海。1928 年 5 月，日
本侵略山東濟南； 6 月，日本人暗殺張作霖（雨亭，

1873-1928）。 1928 年 6 月，國民革命軍入北京城，北

伐成功，完成中國初步的統一。    

臺北帝大創立於以上所說的歷史背景之中，在當

時日本帝國南進政策之下，扮演工具性角色。臺灣光

復之初，原「臺北帝國大學」之名曾有人主張改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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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臺北大學」，民國 34 年（ 1945）年 11 月 10 日，教
育部以高字第 57333 號公函，提請行政院院會討論將

「臺北帝國大學」更名為「國立臺北大學」，但經民國

34 年 11 月 20 日行政院第 721 次會議決議「通過，名
稱應改為國立臺灣大學」，行政院秘書處並於 34 年 11
月 24 日以公函復知教育部。民國 92 年教育部以臺高

（二）字第 0910192456 號函行文臺大，檢附民國 34
年 12 月 15 日高字第 63242 號代電通知「臺北帝國大

學經部提請行政院會議改為國立臺灣大學已決議通過

合電知照」之公文，可見 1945 年臺大係由「臺北帝國

大學」直接更名為「國立臺灣大學」，「國立臺北大學」

並未正式定名。傅斯年在臺大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

重建大學的精神。    

（2）通識教育的加強：傅斯年曾在校務會議有力

地宣告：「我大膽向諸位先生提議，我們要在一年半之

內，集中精力，改進本校各種通習科目，建設本校的

教育制度，務使來校的學生，一進大門來，便得到第

一流的教授教他們的普通課，教課之需要實習者，得

到充分的實習機會，有富於教本參考書的閱覽室可

用，有優良的助教改他們的卷子，國文和外國文的程

度，一年之內頓然改觀。學生的求知慾，是應該加以

鼓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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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堅守學術專業，提昇臺大的師資水準：1950
年《新聞天地》 105 期〈週末隨筆〉就報導傅斯年先

生在臺大兩年最大的成就，「在保持了學術獨立和尊

嚴，擴大了研究空氣；但遭遇到最嚴重的打擊、攻訐、

阻撓，種種的困難也在此。許多不學無術的黨棍子，

想混進臺大；許多翻雲覆雨的官僚政客想染指，⋯兩

年來明鎗暗箭，栽贓誣陷，就地打滾，集無恥之大成

的各種手段，都對傅先生施用過。而傅先生英勇堅定

地絕不為所動，貫徹自己主張，且與這些醜惡勢力對

壘作戰。」這段報導很能說明傅斯年在臺大的改革成

就。    

（ 4）推動自由選課制度，發展臺大各學院之特

色：傅校長廢除臺北帝大時代之講座制度；落實歐洲

大學教學自由的精神；主張讓臺大六個學院依其學術

特性而各自發展。傅斯年要求各學院大一及大二修讀

必修課程，文法學院三四年級則充分選修，理、農、

工、醫等學院則參酌自由選課之精神排課，他認為學

生若無選課之自由，就不成其為大學。    

三、結論：臺大核心價值的再闡釋   

綜合以上的報告，我們可以得到幾點結論。第一，

傅斯年心目中理想的大學近於歐洲的大學之典型，但

是他的改革原則特別著重本國之具體社會文化脈絡，

並強調專業訓練與通識教育的動態平衡。  



附錄：《紀念傅故校長孟真先生     
110年冥誕學術研討會》紀錄 199 

  

第二，傅斯年在臺大所堅持的學術自主、學習自

由、各院系發展特色等等理念，在臺大的發展過程中，

都獲得不同程度的發揚。不但他與臺大師生共勉的「敦

品勵學，愛國愛人」成為臺大的校訓，他所提出的「貢

獻這個大學於宇宙的精神」之理想，更是成為臺大人

永恆的鄉愁！    

最後，傅校長所奠定的臺大核心價值：「敦品勵

學、愛國愛人」值得我們再進一步闡釋。我覺得「敦

品」和「勵學」屬於「己」的範圍（是私人領域的問

題）、「愛國」和「愛人」屬於「群」的範圍（是公共

領域的問題），傅斯年當年提出這八個字是以他個人生

命的體驗和 1950 年臺灣特殊的時空情境而提出的，剛

才李校長講去年臺大主管以兩天時間討論，將「敦品

勵學、愛國愛人」進一步詮釋，將「敦品」引申為「誠

信」、「正直」，將「勵學」引申為「敬業」、「卓越」，

將「愛國」引申為「關懷」、「熱情」，將「愛人」引申

為「包容」、「樂群」。這樣的引申與發揮，除了「愛國」

一點引申為「關懷」、「熱情」我個人有一點保留之外，

其餘我認為都是很好的落實於此時此地的脈絡的辦學

理念，但是我想強調的是，我們如果將傅斯年的脈絡

與我們當前臺灣高等教育的脈絡，以及台灣社會的脈

絡，進行一種所謂的「視域的融合」的話，就可以推

出以下的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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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品：建立頂天立地，自作主宰的精神。程滄波

曾 認 為 胡 適 是  "conservative l iberal"， 傅 斯 年 是  
"radical  l iberal"，傅斯年一生彰顯一種「自作主宰」

的人格與風格。    

勵學：致力於探索真理，創造新知。傅斯年強調：

「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年，為的是中國和世

界的文化」（〈國立臺灣大學第四次校慶演說詞〉）    

愛國：弘揚中華文化，熱愛中華民國。民國 24
年「九一八事變」爆發，傅斯年鼓吹抗日，反對華北

特殊化；民國 34 年秋，傅斯年任北京大學代理校長，

屏除偽北大教職員、檢舉漢奸；民國 36 年 2 月，傅斯
年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不可〉一文，都彰

顯這種愛國情操。    

愛人：「自己為眾人而生存」，民國 36 年 4 月，傅
斯年為子仁軌題紀念冊有這一句話，台灣早期經濟發

展的領導人物，如李國鼎、孫運璿先生等人的一生所

體現的精神價值，豈不就是傅斯年先生所說的「自己

為眾人而生存」的精神價值嗎？    

以上是我閱讀傅斯年的相關歷史文獻，作為一個

史學工作者向各位老師和同學提出來的讀書心得報

告，也許論點不是很成熟，等一下請兩位前任校長批

評以及各位先進多多指教，我的報告完畢，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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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孫震前校長回應: 
傅斯年校長 13 歲以前住山東聊城，他 5 歲進私

墊，另一方面接受祖父親自教育，他祖父文武雙全、

仗義好俠、行醫治病，是位學問廣博之士，傅斯年先

生在 11 歲已將十三經唸完，在他小時受國學訓練，並

不是給他很好的印象，甚至反抗中國傳統學問，至傅

先生 50 多歲時，我覺得他年青之時所受之訓練對他往

後有很大影響。    

傅先生 13 歲至天津唸中學，三年後考進北大預

科，他在數學、物理、化學、英文、國文的表現皆非

常優異，在北大預科以第 1 名畢業進入北京大學國文

系，他在北大之時非常有名，可能是與他小時所受訓

練有重要之關係，在王汎森先生所寫之傅斯年傳中，

提到北大當時有很多英才，傅先生是眾多英才中表現

最優異之一位，有人說他是山東孔子後之第一人，也

有人說他是黃河流域裡最有才華的年青人，在北大中

文系畢業後，至英國留學修實驗心理學，一面修大學

部之數學、物理、化學也涉獵很多文學著作，三年後

轉德國柏林大學修 Einstein 相對論、語言及文字之考

據，當時在柏林留學的中國學生後來很多在學術界中

很有名，據趙元任夫人說當時有二位最用功的學生，

一位是歷史學家陳寅恪、另一位即是學問廣博之傅斯

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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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先生個性深受祖父、母親之影響，廉潔、正直、

率真、剛正，是山東人之典型代表，在抗戰勝利後，

蔣介石先生聘他當北大校長，他委婉請辭，因深切瞭

解自己個性不適合從事行政工作，只想作研究、唸書

及寫文章，故推薦胡適之先生，當時胡先生在美國無

法立即回國，由傅先生代理校長至第 2 年胡先生返

國，在北大代理校長那段時間發生了重大爭執事件，

因當時北大、清大、南開在後方形成西南聯大，傅校

長將這些學生遷回北京後，北京尚有個偽北大，傅先

生認為大學以上應表現出禮、義、廉、恥之精神，故

堅拒偽北大之教師及職員進入北大，其實當時爭執是

可以討論，是、非難以定論，因那些人不是自願留北

京，而是當時政府無法保障他們，至於學生在經過一

段時間之補習，以可以考慮讓他們有機會再進入北

大，傅先生和他弟弟說祖父教導他忠、孝、節、義的

思想，表現他後在來北大及臺大強調倫理教育的重

要，另他在德國接受語言及文字的訓練也影響了他後

來治學方向及重視史料學。    

民國 41 年時我進入臺大，當時流行一句傅校長的

話：「上窮碧落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料」，是他研究

歷史的一種方法，也就是他成立及帶領中研院史語所

重建中國古代上古歷史之基本精神，他是位有創意、

開創性之人物，在他重要的歷史著作〈夷夏東西說〉

中，認為中國文化之來源不只是一個來源，是從好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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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地方，夷是東夷、夏是中原，後來史料各種歷史事

證證明，不僅是夷、夏還有其他地方，他對歷史的看

法及對史料小心求證，是他對史語所最重要的見解。

當初由於他的史命感代理北大校長及當臺大校長，當

時的臺大百廢待興，在安頓好學生生活後，即成立了

「清寒獎學金」，學生申請獎學金之時要求學生誠實，

學校信任，是培養學生誠信觀念、人格的陶冶的一種

方法，同時對大一學生之通識教育非常重視，他在年

青時雖有一段時期認為中國學問對國計民生一無用

處，但在臺大他主張大一應教孟子和史記，他一生不

願作官且沒階級觀念，他辦大學的二個理念，如黃教

授所言我完全同意：（ 1）、大學是追求知識的地方，知

識學問本身就是一個目的；另學術研究求真，追求真

理然後才產生西方的科學，相對目前教育體系，把教

育知識化，而知識工具化，我想傅校長之辦學理念認

為大學是追求知識、求真的。（ 2）、人格培養，故其在
北大之時主張禮、義、廉、恥，要求老師要作為學生

表率，我本人是較能體量他當時的作法，因他的性格

是如此，「敦品勵學」是在台灣大學第 4 屆校慶時他提
出之主張，至傅校長去世時由中文系、哲學系及心理

系老師建議成為校訓，「敦品勵學、愛國愛人」各位是

否覺得有點類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覺得他

對大學生之人格培養、倫理之重視是我們中國傳統的

文化，他小學是受傳統教育，大學以後接受西方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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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國至 50 多歲到臺灣大學後又主張學生修孟子
及史記，又回到他之前所反對的部份，中國傳統教育

以倫理為主，不是以知識為主，而知識也不要工具化。   

四、陳維昭前校長回應： 
今天我們在此舉行「紀念傅故校長孟真先生 110

年冥誕學術討論會」，聆聽了黃俊傑教授有關〈傅斯年

在臺大的辦學理念與策略〉的精闢闡述，更加令我們

緬懷傅故校長的德澤以及他為本校留下來的珍貴精神

遺產。傅故校長領導臺大只有短短的一年十一個月，

但卻為臺大留下了豐沛的遺產，形塑了近六十年的臺

大精神。    

十年前在一場由本校通識教育中心所舉辦的通識

教育講座中，本人曾以〈邁向 21 世紀的臺灣大學：回
顧與展望〉為題，與學校師生共勉並一起思考臺灣大

學的未來發展，談到傅斯年傳統與臺大精神，對我個

人最有啟發性者有三點：    

第一、傅故校長提出鮮明的大學理念：在傅校長

的大學理念中，比較重要的有幾點：其一、大學是一

個學術單位，應以學術為本位，以學術研究為其主要

任務。大學教育旨在對學生進行學術訓練，培養學生

的研究能力，因此大學應不同於職業教育，大學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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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學校有所區隔。其二、大學必須教學、研究並重：

傅故校長認為大學的研究所決不能等同於大學之外的

研究院。研究所的教授要承擔教學任務、把訓練與教

育學生做為重要的職責。其三、大學必須有良好的學

風：傅故校長所謂良好的學風包括四個內容（一）自

由的思想（二）規律的生活（三）求學的志願（四）

師生間的友愛，乃至愛校、愛國、愛人民的情操。這

也正是臺大校訓「敦品、勵學、愛國、愛人」的核心

價值。    

第二、傅故校長辦學行事堅定捍衛大學自主與學

術自由：傅故校長可以說是這一代教育獨立思想的主

將，除了主張「大學不能置之一般教育系統中，而應

有其獨立的意義」，更大聲疾呼：「教育如無相當的獨

立是辦不好的」，傅故校長就任臺大校長後，極力將其

教育獨立的思想，付諸實踐。他大力整頓師資，解聘

許多專兼任教授，得罪不少官場人物，他不但不畏壓

力，更在報紙發表文章公開說明、堅持理想。他辦理

新生入學考試絕對避免人情關說；更拒絕白色恐怖，

堅持非經校長核准，軍警不得隨便入校捕人，1950 年

（新聞天地）第 105 期評論說：「傅斯年先生掌臺大兩

年最大的成就，在保持了學術獨立和尊嚴，擴大了研

究空氣」。    

第三、傅故校長主張辦學應注意均衡原則與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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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關於均衡原則他主張辦教育應該要在「計畫教

育與自由發展」、「理想與現實」、「傳統與改革」、「技

能與通材」以及「教堂與商場」之間取得平衡。關於

本土取向，傅故校長說：「我以為學外國是要選擇著學

的，看看我們的背景，看看他們的背景。⋯⋯⋯ .既如
學校制度上學外國，要考察一下他們，檢討一下自

己」，避免「一學國外，便先學其短處」。傅故校長所

提示的均衡原則及本土取向，在今日仍有其價值。    

記得在十三年前，我曾提出一篇〈我的服務計

畫〉，表達我個人的一些理念，我當時曾說：「臺大不

是牛津，也不須做哈佛、柏克萊，她要做的是臺灣的

臺大、國內學術的標竿」。臺大之所以為臺大，有她自

己擁有的獨特性：第一、臺大是國內歷史最悠久、規

模最大、科系最完整的大學，是國內培育知識份子的

最大人才庫，在過去四分之三世紀以來，它一直和臺

灣的發展息息相關，是引領臺灣認識本土、放眼世界

的燈塔，也是臺灣與世界接軌互動的重要窗口，第二、

臺大擁有特殊的文化，這種臺大文化乃是以大學自主

與學術自由為其核心價值，也正是傅故校長斯年先生

所留下來的精神遺產。以上兩種實際的建制與精神遺

產，構成臺大的獨特面貌，蘊育了臺大人的特質。1996
年 5 月本人於校務會議，提出了「純淨、自主、均衡、

卓越」四大信念，個人認為唯有透過校園文化與學術

倫理的重建以及絕對價值之肯定，大學的真正自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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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才能健全發展、屹立不搖，唯有提昇研究水準、

改善教學環境、發揚大學之世界精神，才能立足本土、

走向國際，唯有強化大學之推廣與服務功能，才能發

揮大學的力量，把大學內真正的自主、自由、純淨帶

入社會各階層，促進社會整體的進步。一個理想的大

學必須在教育與研究間、專業與通識間、科學與人文

間、內在與外在間、本土與國際間，取得均衡，必須

在學術純淨與自主的基礎上，力爭上游、追求卓越。    

1999 年 5 月個人進一步指出「從完整走向精緻、
從臺灣走向世界」是臺大邁向世界頂尖必走的一條

路。臺大在追求知識、學術領域的完整之外，更須力

求內在的精緻。「完整」可以使臺大教育更具「通識」

的功能；「精緻」可讓我們的教育更具「卓越」的品質。

而所謂「從臺灣走向世界」則有兩層意涵：其一是臺

灣大學不只是臺灣第一學府，也要是世界一流學府，

其二是臺灣大學的學術研究不只要融入世界的潮流，

更要能凸顯本土的特質。個人提出上述主張與同仁共

勉，其目的無非是一方面要維護傅斯年傳統與其所建

立的臺大精神，另一方面更要能將此優良傳統與精神

予以發揚光大。    

在民國八十二年，個人曾提出下列七個理念作為

努力的方向：一、維護臺大校園自由風氣；二、建立

學術自信、提高學術地位；三、改善教育體質、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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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品質；四、規劃校園整體發展方案；五、積極爭

取經費並合理分配；六、改善組織架構、提高效能；

七、建立臺大人的共同精神圈。    

校務發展是持續性的工作，傅故校長不僅為臺灣

大學留下豐富的精神遺產，也建立許多重要的典章制

度，籌集資金，進行基本建設，延聘一流教師，為臺

灣大學建立可長可久的厚實基礎。以下是近年來臺大

師生同仁為實踐傅斯年傳統與臺大精神的工作策略：    

一、重建校園文化：校園文化是校園中成員共享

信仰、價值觀與行為模式的綜合，經過長時間粹煉與

世代傳承逐漸形成。具體的做法則是：    

（一）加強通識教育、回歸通材教育理念：成立

「共同教育委員會」積極改革通識教育課程，期能就

本校通識教育發生具體性及結構性的改革。    

（二）辦理「勞動課程」、落實服務精神：以培養

學生負責、自律、勤勞、服務與互助合作的美德。    

（三）創辦臺大藝術季、杜鵑花節、醉月湖音樂

會等，營造校園藝文氣息，落實結合社區、關懷社會

之理念。    

（四）頒行「臺大教師倫理守則」，凝聚教師共識

建立共同的道德規範，發揚學術倫理，落實自主、自

律的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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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護大學自主與學術自由：本校在新大學法

授予大學享有自治權前，即首開各系所推舉系所主

任、院長、校長之先例，並竭盡心力維護大學的人事、

財務、課程自主權。軍訓選修、共同課程由校自訂之

實踐，為大學自主邁出重要的一大步。    

1993 年 10 月成立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1995
年 6 月校務會議對調查報告達成原則性處理共識，並

完成十項精神性宣示，呼籲任何政治力量均不應介入

大學。「哲學系事件」調查告一段落後旋即成立本校「四

六事件資料蒐集小組」於 1997 年 6 月提出總結報告，
並供校史參考。凡此均展現臺大人追求真理、崇尚自

主、堅拒外力介入的傳統精神。    

三、提昇研究水準、提高學術地位：臺大各項學

術成果指標，不論是教育部國家講座、學術獎，國科

會特約研究人員、傑出獎等獎項的獲獎人數，所發表

國際期刊論文，研究計畫，或專利、技術移轉等，均

居國內大學之冠，但同仁仍精益求精，邁向世界一流，

所採取的具體措施包括：（一）辦理研究單位評鑑及教

師評估（二）整合研究、重點發展（三）延攬優秀人

才、激勵教師研究。期能加速本校學術發展，早日躋

身世界頂尖大學之林。    

四、改善教育體質、提昇教育品質：本校近年從

豐富教學內涵、實施教學評鑑及獎勵兩大方向，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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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求教學品質之改善。豐富教學內涵的措施有：（一）

加強基礎核心課程（二）廣設跨領域學程（三）推動

非同步網路及遠距教學。教學評鑑及獎勵方面，辦理

課程評鑑，並對教學表現優良之教師透過「教學傑出

獎」及「教學優良獎」予以獎勵及表揚。    

五、規劃校務長期發展方案：1995 年完成首部「臺

大長程校務發展白皮書」，並據此規劃每五年一期的

「中期校務發展計畫書」作為校務規劃之依據，由於

近年學生人數逐年增加，系所組織不斷擴增，校區空

間頗見窘迫，因此一方面積極收回外借校產並對校產

做有效運用，一方面增建校舍，推動校園環境規劃，

並籌設新校區多管齊下，以拓展教學、研究及學生活

動空間。    

六、加強國際交流、擴大校友聯絡 :致力拓展與國

際知名學府之合作關係，透過學生與教師交換、研究

計畫合作、雙學位制以及國際學術組織之參與等，讓

世界知名大學之師生走入臺大，也讓臺大師生走向世

界。目前臺大已與世界 180 餘大學建立學術合作關

係，每年交換教師及學生人數迭有成長。為配合此一

發展趨勢，一方面透過「進階英語課程實施辦法」加

強學生英語能力，一方面增加英語授課課程，設置獎

學金，以吸引更多優秀的國際人才。擴大校友聯絡方

面 :成立「校友聯絡室」，負責校友聯絡工作；發行校



附錄：《紀念傅故校長孟真先生     
110年冥誕學術研討會》紀錄 211 

  

友雙月刊做為校友與母校、校友與校友之間交流的園

地；與校友們合作成立校友總會及國內外各地區之分

會，以建立臺大人的共同精神圈。    

七、擴大社會服務：本校除了探究真理、追求卓

越外，並積極回應社會之期待，擴大推廣及服務工作。

具體作法為（一）藉由建立產學合作聯盟，協助教師

技術轉移，成立育成中心，推動學界科專計畫等，將

研究成果貢獻於企業之發展與經濟之成長。（二）擴大

辦理在職進修班、遠距教學、網路教學，以增進各產

業從業人員專業技術素養，提供社會大眾更多終身學

習之機會。（三）善用附設機構之資源，協助發展社區

醫療，提振地方產業。    

結語   

臺灣大學自民國 34 年迄今，已歷經六十餘載，這

期間傅故校長斯年先生當年所揭櫫的「學術本位」、「大

學自主」、「學術自由」、「均衡發展」之大纛早已成為

臺大的精神，塑成臺大的風貌。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

今天，我們緬懷傅故校長的德澤，並思考臺灣大學未

來的發展，必須一方面堅持傅故校長傳承的大學理

念，發揚臺大的優良傳統，一方面審視當前國家、社

會的環境，以前瞻的視野與寬廣的胸懷全心充實臺大

的面貌，再創臺大教育與學術的高峰，讓臺大不僅是

國人的驕傲，更是世人所推崇的學術殿堂，並為人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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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做出偉大的貢獻，如此方能不辜負傅故校長所建

立的傳統與精神。    

五、綜合討論 

李嗣涔校長：綜合討論的進行方式，就是請各位

聽講人針對黃教授的演說及兩位校長孫校長及陳校長

的一些回應，提出各位的觀點及看法。我們會請主講

人來回應。我先起個頭，剛剛對於黃教授特別引到胡

適之先生所說普林斯頓的高等研究院，認為它是一個

大學的典型。裡面比較沒有壓力，不用計算 SCI 和
SSCI。我個人有一個看法，我記得 R. Feynman，被譽
為美國最聰明的物理學家，他就認為美國 Insti tute for 
Advanced Study 的設立是一個錯誤。認為它缺少學生

的挑戰，缺少壓力。很多創新的事物是從挑戰中才能

產生。其實我們去觀察它的 Record 也可以看得出來，

Insti tute for  Advanced Study 基本上請的人都是得過諾

貝爾獎或是做過很大的貢獻的人，像愛因斯坦他已經

將他的狹義相對論及廣義相對論導出來，受到世界肯

定並邀請他來。但是很不幸的，得過諾貝爾獎大部分

的人，大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一生就只得過一次諾

貝爾獎。諾貝爾物理獎得過兩次的人只有一個人，就

是 John Bardeen。他因為發明 t ransistor 和超導體理

論，得了兩次諾貝爾物理獎，其他則沒有。化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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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概有三位四位是得過兩次諾貝爾物理獎。這代

表的意義就是，當你得到諾貝爾物理獎後，你今生的

貢 獻 大 概 都 不 會 比 這 個 還 大 。 所 以 Insti tute for 
Advanced Study 邀請去的人，基本上都不會有太大貢

獻。所以這麼多年來，它的成就並不是很好。楊振寧

第二個重大貢獻，所謂 Yang-Mills theory 是在普林斯

頓高等研究院產生的，但是這樣的人非常少。所以我

自己並不認同 Inst i tute for Advanced Study 這種作
法。它不見的是一種最好的模式，還是需要學生的挑

戰和壓力，才能產生較好的成果。    

陳教授：李校長、孫前校長、陳前校長、包副校

長及各位先進。剛剛聽黃教授的演講，覺得獲益很多。

雖然今天來聽演講的人不多，但是我建議還是將演講

內容登在《臺大校訊》，這樣能讓我們年輕的教師及在

學的學生，對我們傅校長真正知識份子的風骨，能有

深切的了解。傅校長常被稱為臺大的守護神，這核心

的問題是他對學生非常的重視。傅校長說，他徵求學

生對校務或選課的意見以後，他整整一個禮拜每天都

看意見看到半夜兩三點。很多好的意見都採納，並給

學生獎勵。另外，書卷獎的開始也是傅校長的創建。

其它臺大各個可長可久的制度與典章，都是在傅校長

任內完成。在民國三十八年三十九年風雨飄搖的年

代，情治機構往往會給同學帶來壓力。那時傅校長在

報紙公開發表大學不再扮警察的業務。在那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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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政治環境下，傅校長當時的舉動充分代表他對學

生的愛護。我們的校訓，「敦品勵學、愛國愛人」，適

用於全校的教職員工生。現在臺大拿到五年五百億，

並在邁向世界百大的過程打拼。我個人認為這只是一

個過程，邁入世界百大算是攻頂，但是攻頂不是我們

的目標，我們最後的目標就是要奪標，奪標的意思就

是每個臺大人都能夠實踐傅校長所提出的校訓，「敦品

勵學、愛國愛人。」    

林教授：普林斯頓高等研究院是非常奇特的個

案，它強調理性與思維，但是卻缺乏實驗或與經驗世

界的互動。這是一個特殊的典範，但是臺大將來希望

能邁入世界頂尖大學之列，所以各種典範都需要參

考。我們在推動一流大學時，有因應的客觀指標固然

重要，但是有些重要的東西絕對不是光靠數量就能決

定。    

王教授：我剛進來臺大的時候，曾讀過一份記錄，

其中記載傅斯年校長強調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有十

分證據，最好也只講九分話。另外傅校長不願窮的學

生繳不起學費而失學。所以我們流亡學生都得到免學

費的優待。還有窮的學生若因太窮繳不起醫藥費，還

可申請免費的「傅斯年紀念病床」。    

徐老師：大學不應該盲目抄襲國外制度。我們大

量採用國外的評估制度之下，是否該想想我們還有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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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地方跟他們不一樣，我們要堅持的到底是什麼東西。   

李嗣涔校長：其實我們臺大有很多作為都是獨創

於校園的。譬如說，拿博士之前要記點數。在國外也

很少計算 SCI 和 SSCI，這並不是抄襲國外制度，而是

從本土衍生出來的。    

陳教授：我個人認為， SCI 評量只是階段性的任

務。等到大家都用功了，就不需用 SCI 了。等到研究

做的很好， SCI 就不用算的那麼緊。    

李嗣涔校長：我也認同陳教授的說法， SCI 評量

只是階段性的任務。就像當初拿博士前要記點數的政

策也被大家反對，但是到了今日大家對這個制度好像

已經習慣。應該說這已是一種氛圍，而大家自然會超

過該有的點數。    

陳教授：黃教授的演講中，有一部分非常重要就

是教育理念跟時代互動的關係。傅斯年先生當時對德

國的教育非常推崇，他是期待臺大未來能朝德國的大

學體制去建設。但是戰後德國大學的發展開始相當程

度採用美國，但這兩種大學體制的互動關係，特別追

溯到時代背景或整個哲學思想背景或教育理念背景，

可否請黃教授下點註解？    

黃教授：對於剛才各位先進的意見，我有以下幾

點的回應。第一點，李校長認為 Inst i tute for 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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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缺乏學生的挑戰，因此它是不完備的。這一點我

完全同意，一個完整的大學應該是師生學術志業共同

體。第二點回應，陳教授剛剛提到傅斯年在臺大時非

常重視學生，對抗情治單位，這一點是非常正確。第

三點，還是回應到 Insti tute for Advanced Study 本校剛
剛創立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現在臺灣社會壟罩一種

拼經濟、拼選票的氣氛，而這氣氛彷彿也影響到研究

領域。所以從某種觀點來看，獲得較多經費的研究型

的大學，一方面是受益者，一方面也是受害者，而人

文社會科學更是深受量化思維的傷害。如果有一天臺

灣能從臺灣式的「拼業績」的思維走出來，也許我們

在學問上會比較好一點。第四點回應，對於徐教授所

提全球化時代與高等教育的問題，我個人將在五月的

時候有一場演講，針對全球化趨勢對華人地區高等教

育的衝擊與影響有所討論。    

孫前校長：傅斯年校長具有時代的意義，而也是

臺灣唯一具有代表性的校長。傅斯年幾乎是和胡適之

有同樣的地位，他不要做官，但他人有受人尊敬的地

位。就是因為前人所留下來的風骨，讓我們後人有效

法的機會。    

陳前校長：傅斯年校長之所以受到我們這樣的尊

敬，是跟他的個性和時代背景有關。就如剛剛孫校長

提到，傅校長很有力量。記載中，傅校長還可以在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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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先生前面翹著二郎腿，不用站起來。然而重要的，

還是整個社會環境對學術還是非常尊重。但是現在的

社會就不一樣了，將來李校長可能會面臨到，當在堅

持一些理想時，大家就會用意識形態把你的意義淡化

或扭曲，這是我們的悲哀。但是這是身為臺大校長的

宿命，不管環境怎麼變，我們就是要堅持道理、堅持

我們的獨立和堅持我們的自由。    

李校長：我們的時間剛好也已經到了。今天非常

感謝我們的主講人和各位的參與。今天傅校長的一百

週年冥誕學術研討會就在這邊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