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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期刊審稿，撰寫報紙社論或投書，也

要紀錄下來；接見學生，接待外賓，指

導社團，帶團出訪，更不能省略。這些

事情，在十年前的知識界，是每個人都

該在一定的程度上，量力而為去做的義

務，沒有什麼好誇示的。但是在今天這

樣的評鑑制度之下，卻變成是一件件功

德，除了紀錄下來之外，還要吹牛說這

些事情有多麼重要。學校設計的評鑑表

格就在逼問，說說你們這些茶米油鹽醬

醋茶的清單，各有什麼了不起？

現在的教授們花費大量的精力在

準備評鑑資料上，蒐集自己各種活動的

證據，向各單位要求出示自己參與的證

明，撰寫自己的偉大貢獻。過去比較

不活躍的教授，現在受到壓力，也要四

處討機會證明自己有參與社會與學術活

動。過著這樣的教授生活，當然無法享

受知識，盡情教學。更嚴重的是，在替

自己張羅與吹噓的過程中，教授們抱著

被校方檢查的卑微心態，失去對自己的

專業興趣與信心，磨光自己教學研究的

精力與耐性，甚至感到教學與研究不過

就是一本本粉飾的材料。諷刺的是，這

些材料還要由校方聘請的所謂校外專家

煞有介事的檢查，浪費的不但是教授們

與評鑑委員們的精力，也因為累積起來

耗費為數可觀的紙張與舟車往返，可說

是禍害無窮。知識之不值，莫此為甚。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教授）

病危通知：
一身是病的大學教育

▓李學濤

前言
若 就 我 國 大 學 之 數 目 ， 可 稱 得

上是世上的「台灣第一」。我國人口

二千三百萬，卻有一百六十餘家四年制

大學，傲人一等的數目卻掩蓋不了各種

或明或暗之缺失。人們競相詢問如何發

展經濟？如何提振社會正義？如何加強

國防安全？然而卻鮮有人在問─如何拯

救我們的大學教育？因為我們的教育有

病了，而病得最嚴重的就得首數大學教

育了。可是這一現象卻不為人重視，自

滿自得是第一病症，亂出點子是第二病

症，麻木不仁應是第三個病因。我們這

些升斗小民除了頻唸「阿門」或是「阿

彌陀佛」之外，就是啞言。

我國大學教育正走向死巷，問題

才剛出現，有些病可以醫治，有些則是

絕症。表面上大學是錦繡滿大地，我們

可自豪地說：「看！咱們有如許多的大

學，哪一個國家可以比美！」這種自我

陶醉的得意，向來就是國人之所以得大

頭病的主因。然而教育終究是樁神聖的

工作，不容這般「阿Q」的病狀移植到教

育政策決策人士的腦中。究其實，這遍

地開花的大學教育正是當前教育不治之

首症。另外如「教授治校」思維也是不

知所云的異想。而教授應重教學還是重

研究又是一個找不到答案的難題。事實

上，大學教育渾身「癢又癢」的毛病卻

不是幾根手指就可數完的。本文提不出

根治之道，祇能舉其重大有缺失者來把

把脈、聽聽心跳耳。

驚人的大學數量
根據教育部的資料，目前我國四

年制大學約有一百六十餘所。讀者的第

一反應大概是為何如許之多？答案很複

雜；就是有，也要看一看這回答之人是

誰？雖然真正原因不易尋覓，還是要試

一試。不過，大多數的回答者可能都會

把原因推向別人。筆者則要試試是否可

找到一些比較客觀的答案，造成今日大

學泛濫的推手就是民意代表。

遠在二十多年前，民意代表就對教

育部施壓，他們認為國家應給予高中畢

業生更多就讀大學的機會。立法委員頻

頻發動攻勢，時任總統之李登輝就命令

教育部研擬有關政策，這就有了寬鬆的

方案，其一就是要求既有之國立大學增

加班級，多收學生；其二就是增設國立

大學。一時之間如暨南、東華、中正、

金門、澎湖等校均應時而生；其三是鼓

勵私校設立，例如真理大學之斗六分校

等；其四就是在十來年前鼓勵三年制之

技專學校升格為技術學院。在這幾樣重

大政策下，學生人數隨著學校之數量大

大地有所增加。

101年端午節會員聯歡餐會，6月17
日於鐵城堂舉行，理事長陳三井主持，

會員二百餘人參加，氣氛熱烈。

陳三井說，今天舉行端午節會員聯

歡暨第二壽星餐會，他祝福壽星公包括

他自己在內、壽星婆，生日快樂。同時

宣佈兩項新的會員活動，一是7月12日
「跟著王曉祥看電影」欣賞活動，王曉

祥口才很好，講話很生動，經常在《僑

協雜誌》發表電影文章。二是7月19日
「跟著良醫找健康」，邀請高富芝醫師

講演。我們銀髮族什麼都不求，所求的

就是要身體健康、活得長壽，不需要他

人陪伴照顧。

今天餐會是口腹之慾就是口福，電

影欣賞是眼福，健康講座聽演講就是耳

福，說起來就是口福、耳福、聽福三福

齊發，多福多壽多喜。（編輯室）

三福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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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如 此 推 波 助 瀾 下 ， 教 育 部 一

不做二不休，大開方便之門，鼓勵一

些本以技職為主之學校改制成技術學

院，而技術學院又要進步到科技大學，

最後則走向綜合大學（Comprehensive 

University）。這一政策就成為今日學校

太多之真正原因。這政策就捏死了技專

教育。一般人或認為年青人應有大學文

憑，讀技專的就是低人一等，而技專也

在虛榮心下趕緊申請加入四年制大學之

行列。再加上李遠哲曾說過要提高台灣

人素質，就要讀大學。這種高調是否鐵

定了技專生的底層命運。於是在短短的

十年間，大學數量大增，總分七分也能

入大學，更令人摸不着頭腦的現象是有

些學校因招不足學生的怪異現象。

這一無厘頭的大學膨脹最終引起

了後遺症，目前就有一在教育界傳來傳

去的說法，這就是預測2016年將發生大

學崩盤的說法。這一說法的基礎在於

「虎」年的出生率一向是十二生肖年

中最低者。在1998年適逢虎年出生者，

到2016年正是18歲入大學的年紀。到時

是否如坊間所議將有些在鬧學生荒的學

校，面臨降旗關門之危，就要注意觀察

了。

問題是主持教育者常受到政治性之

干擾，例如陳水扁在其任內倡言每一縣

都應有一校，今天台澎金馬僅連江縣沒

有大學，其他各縣市均有一所以上公立

大學。但這難道就證明台灣高等教育之

發達了嗎？而後遺症則是人口不多的縣

也有好幾間大學。例如宜蘭縣，人口僅

四十六萬，卻有宜蘭大學、蘭陽技術學

院、佛光、淡江分部及聖母醫護管理專

校。這或許已經說明了為何今天多數大

學均面臨學生人數不足現象之原因。

過多的研究所「等嘸人」
另外一個學生人數增加之原因是

研究所大幅度增加。由於過去二十年來

國內研究生數量噴向天空，成為全世界

「台灣之光」。今試舉最新教育部之數

據以為佐證。例如在一百學年度全國之

博士生為三萬三千六百八十六人，碩士

生則有十八萬四千一百三十人。試問如

此多之博碩士生最終畢業之後有可能有

這麼多就業機會嗎？不要搞到最後，高

學歷反倒是就業之負面因素。一個青年

學子大學四年畢業之後再以二年至三年

之久取得碩士文憑，有可能拿到碩士

後，在金錢、時間上所付出之代價皆相

當大的情況下，再以四年至六年習得博

士學位嗎？另一問題則是我們需要這麼

多的高學位者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然而大錯已然

鑄成，誰都無法更正。目前的現象是：

就教育部而言，幾句話就想搓掉此一燙

手山芋。教育部人士說這要合併或退出

才行。問題是辦學校不是開店，客人多

就加幾張椅子，客人少則早點打烊，再

沒生意就貼個告示牌─「裝修內部，暫

停營業」。當年為了討好民眾，教育部

大開方便之門，如今出了問題，又無法

拆掉這顆地雷之引信。未來是否可能因

而造成社會問題實未可知。教育部祇會

將問題丟回校方，他們卻忘記了當年是

誰在鼓吹擴張大學之事情。

事實上，在十幾年前技專升級時就

陸續發現了問題，例如教育部規定每一

校要有合乎比例之博士教師，在此一要

求下，當年在技專任教之老師就面臨大

考驗，他們有的就此被迫退出教職圈，

另找工作，有的就報考學校，力求攻得

博士學位；另外則有些老師既找不到新

工作，也無力再寒窗苦讀，不知所措。

這種翻天改變就成為自己覆地的源頭。

然而另外一個現象也令人不知所以，就

是缺少博士級教授之技專學校一旦升格

為技術學院，則立即發生求取博士教授

之緊急狀況。一時之間國內相當多具有

博士班之研究所為很多學校相中，希冀

這些未來博士能來校任教。一時之間，

這些準博士，成為技術學院最愛之人

選。然而這祇是待各校有了足夠之博士

老師，情況就有所改變。這些博士畢業

生在七、八年前確實過了一段黃金的歲

月。然而待這些新升格的技術學院、科

技大學等一旦有了足額之博士教授，就

立刻出現過多博士的現象。時至今日，

每下愈況，當有些洋博士在僑居地求職

碰壁後就祇好回國一試，本土博士畢業

生之工作機會大為減少，此乃造成這兩

年報考碩、博士班人數直線下垂之主

因。而這一情況祇會愈來愈不順。

回憶二十多年前各校爭先恐後發

展學生人數時，相當多的系所也就搭上

順風車要求設立碩士班，一旦有了碩士

班，再經所務會議通過就設博士班。各

校多認為一旦博士班多，就代表這個系

所在上升，並且可以多開課，多設教

席，這就是過去這段時間中很多系所如

此容易擴大起來的原因。對於如此擴充

有否後遺症卻不是校方或系所所在意

的。因此嚴格地說，系所才是擴充研究

所之製造者。如今因為學生不夠乃有了

一些奇異之現象，例如某所錄取博士生

名額為十人，結果報名者為十人，而到

考者祇有八名，最後乃錄取了八名。這

種百分之百之不正常錄取率正是有些系

所不能說也不能想的秘密。

教授治校等同美麗口號
有些在美國求學之回國學人大倡教

授治校之口號，其結果又是一場迷踪遊

戲。這教授治校口號最終落實在選校長

一事上，於是學校就有了此一新現象，

那就是院長多由該院最大系之教授當

選。以此類推，就知道當選的校長不就

是教授人數最多的院嗎？這就是人海戰

術之妙了。例如台大文學院長常由英文

系教授當選，很難想像該院之人類考古

系教授會當選，這種人海戰術就是今天

某些國立大學選舉校長之情況。

事實上教授治校是個虛景，因為

校長要治理學校，靠投票部隊當選者怎

有能力治校。今天台大選校長改由一選

舉委員會擔綱就可避免此一缺失了，而

政大還是靠投票部隊，這一陋習快改了

吧。從許多實例以觀，有些口號有創

意，也許立意可嘉，然而如行使有礙則

宜儘速匡正。

除此之外，還有兩件日趨嚴竣的問

題。其中之一就是學生評量老師之舉。

當今多數大學正面臨學生人數不足之

時，學生對校方而言，就是金主。某位

刻在北部一科大執教者一日被請至教務

長辦公室談話。他被這位長官軟硬兼施

地告知對學生要有耐心，更要有愛心。

這位被約談的老師事後一想才明白之所

以有此談話，就是因為在期中考試時

down了幾個同學之故。在上有長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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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關切，下有學生在期末打老師的分

數，識時務者該如何給學生打分數就很

明確了。

最令教授們氣結的是在學期終了的

最後一堂課，同學好意地說：「老師，

您放心，我們會給您高分的。」教授聽

後不知該說「謝謝各位同學」，還是

該奪門而出，抱著自己的頭痛哭？學校

主事者對此事也多有意見，然而在「公

開、公評任課老師的表現」口號之下，

莫之能禦，只好因循而為。時至今日為

了取悅於同學們，上課多從二十多年前

早上八點上起，後來改為九點。有些老

師為了迎合學生坐息，儘量將課從九點

推到十時。有些教授不能自外，也像迎

合時尚品牌般，將早九時上課改為下午

一時。自此「以學生為尊」之原則實施

後，才保障了選課學生人數。當然在打

學期成績時，也要嚴加管控自己，不要

又被召到教務長辦公室去個別談話。

另外一個對大學教育有所傷害的

是，提高對教授學術研究之要求。美國

學術界有句順口溜：「無出版，就再見

（publish or perish）」。如今這句話就

是各大學教授面臨的另一挑戰。因為根

據各大學之規定，如在助理教階段不能

晋升副教授，則就「再見」了。一般來

說，新進助理教授到職後應在六至七年

後有一篇論文發表。其要點是要發表在

學術期刊上，上焉者如有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或EI（Engineering Index）

認可者最佳；中等者則要有公信力者，

如中研院歐美所出版之《歐美季刊》，

或各大學出之學報，如《政大學報》，

有些是院為單位出版者亦可。

問題是這對理工科不難，然而對文

法學科者，則是一樁高難度之任務。因

為國內具有SSCI者太過稀少，如投至國

外，則又是一番挑戰，確實不易。然而

在大限來前，總要儘量一試。假如大限

已到，如無出版，則將被解聘。所以教

授們均視出版為第一任務。在這種情形

下，就有人非議，認為今日教授們過於

重視研究，而忽略教學。這一爭論，沒

有贏家，因為任何一方均不可懈怠。試

想某教授為了將所有精力皆放在教學，

而忘略研究，最終則被迫「再見」。不

過話說回來，這出版是全球相當多學校

之政策，要與國際接軌，恐怕明知這一

方策不盡完善，也祇好因循了。

結語
要說清今日大學面臨之難題，筆者

再寫一篇「下集」也寫不完。魔障是自

己招來的，今日各種教育問題，不單在

大學，在其它各層次之教育面也多有困

境。當年之教改搞成今日之大難，套句

李登輝所說「這要李遠哲負責」，我們

才知真相。然而大錯已鑄，升斗小民除

了哀號外，還有何計可施。

教育是百年大計，不學有術之政治

人物卻將之視若玩具，未經思索就常常

發出幻想。教育在這些人物一試再試之

餘，成了今日模樣。作為一個老牌從事

教育者實是病心，期盼民意代表放教育

一馬，自己外行，就請安靜些，也懇請

政府領導想想我們的災難是怎麼來，要

怎麼去解決。千萬不要再倡言「每縣都

要有大學」之白目口號了。（作者從事

大學教職四十年）

快樂的員工  滿意的顧客
企業管理輕鬆談 

▓柯 南
沒幾個人知道誰是楊紀華，但沒幾

個人不知道鼎泰豐。鼎泰豐的老闆就是

楊紀華。鼎泰豐靠賣小吃起家，竟能賣

出盛名，實在是異數，不能不佩服楊紀

華。

鼎泰豐麵點可不可口，雖見仁見

智，但他服務的周到，的確沒什麼可挑

剔的。客人進門有一套接待的規矩，點

菜上菜有規矩，甚至連洗手間的清掃都

有規矩。餐飲業就是服務業，店員能按

照這個規矩來，當然就讓客人滿意。

定規矩不難，守規矩很難
定規矩不難，讓店員守規矩，而且

自動自發守規矩，學問可就大了。楊紀

華的箴言是：「沒有快樂的員工，就沒

有滿意的顧客。」簡單一句話，道盡企

業管理的精粹。

Wal-Mart連鎖店的創辦人山姆．沃

爾頓（Sam Walton），是上個世紀80年

代的美國首富。創業之初，他制定Wal-
Mart經營守則，是他邁向成功的第一

步。摘錄其中三句於下：

一、竭盡全力為顧客服務，讓他們

完全滿意。

二、不斷改進服務技術，為顧客提

供最佳和最新的服務。

三、讓員工均能享受藉由服務創造

的利潤與快樂。

這三句話可總結為：讓顧客滿意的

先決條件，就是優質的服務，而服務由

員工提供，不快樂的員工，必然會把不

快樂的情緒投映在顧客上，讓顧客也不

快樂。

小籠包因服務好而與眾不同
美國知名企管專家大衛．阿姆斯

壯（David Armstrong）說過：「任何東

西，即使是一杯冰茶，都可以因服務特

別好而變得與眾不同。」事實顯然如

此。固然鼎泰豐的麵點有特色，但服務

做得好，才能讓他家的小籠包與眾不

同。

楊紀華和沃爾頓之能讓員工服務徹

底落實，靠的是快樂而非畏懼。森嚴的

紀律與威權，固然會讓員工服從，但再

仔細的規定，也管不到員工內心。沒有

服務之心的員工，服務是假的，是做出

來的，顧客很容易就能感覺到中間的差

異。

但要怎樣做才能讓員工快樂但又不

至於荒嘻誤事？中間有一條界線，就是

北科大企管系教授黃黎香說的：「將可

能的好處與壞處，依公平正義的程序，

分配給所有員工。」經營者必須要注意

以下二點：

一、分配正義。例如獎勵員工，是

根據員工的付出與績效，不受其他因素

的影響。

二、程序正義。例如員工的升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