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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各大學與新亞文商書院聯學課程計劃書 

一、緣起 

自鴉片戰爭以降，中國遭遇現代化西方的侵襲，遭遇“三千年未

有之變局”，歷經磨難，文化命脈與民族精神幾欲斷絕。然百八十年

來，中華文明堅持自強不息、發奮圖強、吐故納新，終於否極泰來，

在二十世紀末於山重水複之際尋出一條柳暗花明的出路。 

1、中華文化之復興需要既具深厚國學根基、又能與世界文明對話的國

際國學人才 

今日之中國，無論兩岸三地，經濟建設雖可謂小有成就，然而中

國本位文化之靈根再植、自新重建仍是一未完成之偉大事業。此事業

一日未完成，則中國傳統文化之魂一日不得安頓，全體華人之精神亦

一日不得安頓，中國之分裂狀況亦不易整合，中華文明與世界其他文

明之對話亦難以開展，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的復興亦無從談起。此事

業之完成，需要一大批既具深厚國學根基、又能與世界文明對話的國

際國學人才的長期共同努力。 

2、西方文明走出困境需要向東方特別是中國傳統文化尋找智慧 

過去幾百年，西方現代化文明在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物質文明的同

時，也為這個美麗星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造成了史無前例的生態危

機、社會危機、信仰和精神危機，甚至於威脅到整個人類在地球上的

持續生存。為了避免災難的發生，西方的有識之士呼籲將視線投向東

方文化，學習東方尤其是中國的“和諧”、“無為”和“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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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這一東、西方文明交融的事業，也需要一大批學貫中西的國

際國學人才來開展。 

3、海外新儒家傳統振興的契機 

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錢穆先生、唐君毅先生、張丕介先生、牟

宗三先生等有志之士南渡香港， 矢志傳承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創立新

亞學院， 當時名為亞洲文商學院， 後於易名為新亞書院。其教育宗

旨在於「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

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 

後來新亞書院加入香港中文大學後，歷經大學多次制度上的改

革，自主性日漸低落，新亞精神喪失殆盡，錢穆、唐君毅等創辦人憤

然離開新亞書院，重回原址接辦新亞文商書院和新亞研究院 。 

今日位於香港中文大學之內的新亞書院，已不堪擔負承載創校初

期新亞精神之重任。而位於原址之新亞文商書院和新亞研究院，雖仍

有頒佈學士、碩士、博士學位之資格（由臺灣教育部門認證），但也

由於生源不足，舉步維艱，難於維繫。 

2017年，楊永漢博士接手管理新亞文商書院，即積極重整課程。 

希望能回到孔子的道路，以教育的國際化支持中國文化之重建，培養

既具傳統根基、又具國際視野、適應全球化時代的人才，造福國家和

社會。這正是新亞精神的具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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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亞文商書院歷史 

一九四九年，錢穆、唐君毅、張丕介諸先生為保存及發揚中國文

化，在香港創立了新亞書院。四年後以一貫辦學宗旨，創立了新亞研

究所。一九六三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後，結束了新亞書院私立大專

時代。 

一九七一年新亞教育文化會成立，並取回新亞書院舊址，繼續辦

理新亞研究所，一九七三年並於創辦新亞中學。新亞教育文化會雖然

開辦研究所及中學，但在教育事業上獨缺大專教育的一環。新亞教育

文化會仝人乃於一九八一年九月創立新亞文商書院。 

新亞文商書院繼承早年新亞書院發揚中國文化，吸收西方文化，

堅持社會講學的精神。新亞文商書院設有文學院和商學院，下設文史

學系、文哲學系、藝術系、中英語文及翻譯學系、新聞與傳播學系、

工商管理學系、會計與財務學系。書院為廣大青年和社會在職人士提

供修讀四年制大專課程，並由臺灣教育部頒授學位。 

2004年鄺健行教授出任校監，2011年陳志誠教授出任校監，先

後為有志青年提供國學、語文、國樂等多元化文憑課程。2012年郭少

棠教授出任校監及校長，為配合香港新學制的發展，更大力拓展國學

課程。2016年葉鉅志教授署任院長之職，2017年由楊永漢教授繼任。 

 

三、港台聯學課程 

 與台灣結盟大學合作籌辦大學 “1+3” 或 +2+2” 課程。以台

灣教育部承認大一共修課程為主幹，其餘課程由新亞文商書院設計。

新亞文商書院負責招生及推行，課程的設計須根據臺灣教育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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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指導，配合香港的教育理念及新亞文商書院的精神。新亞文商負責

安排上課地點，聘請獲台灣教育部認可教授任教，評分及頒發修業證

書。台灣聯盟大學需確定收生標準，獲雙方同意。新亞文商推展及負

責教授課程，完成大一課後，符合結盟大學入學標準，即可入讀有關

院系。 

文商書院將開辦台灣教育部大學一年級課程，此課程銜接台灣各

大學大二課程。 

大一課程初擬： 

1. 入學資格 

本課程從應屆香港高中畢業生（或具同等學歷者）中錄取，對留學

台灣有興趣者，提供課程及升學協助。 

2. 學期安排及學位 

(1) 本課程為一學年，每學年設二個學期：秋季學期、春季學

期(有需要會開辦和七、八兩個月夏季學期 ）。 

(2) 第二學年，代辦理入讀台灣各聯盟大學。 

 

3. 專業設置 

本課程與不同聯盟大學商議，只選擇其中一至二學系，供香港學生

選擇，以便利集中收生，更可保證大部份友校能有學生申請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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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博雅教育和書院教育的精神，大學第一和第二年的教育強調以

學生為本，採取靈活而綜合、跨學科的學習設計，為中國創辦真正

的博雅育，使中國教育得與國際優質教育接軌。 

4. 課程特色 

本課程是具備濃厚中國文化根基的國際化博雅課程，以中英文授

課。 

(1) 堅實國學根基：包含特別設計的中國傳統文化和國學經典

內容 

(2) 開闊國際視野：與國際接軌，課程以英語為主，輔以雙語

授課， 

(3) 創新全人教育：開展一系列體驗學習課程，助學生養成健

全人格 

(4) 獨特文化體驗：大中華區兩岸三地以至亞洲學習生活學習

經驗 

5. 學分要求 

(1) 學生在一年兩學期內須修滿至少 36學分方可畢業； 

(2) 所修學分須滿足以下條件 

1. 英文必修共 6學分 

2. 思想藝術、IT必修共 6學分 

3. 中文、國學必修共 1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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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業最低 6學分 

5. 通識選修最低 6 學分 

6. 全人教育體驗學習 4門必修，零學分課程 

7. 其他選修不限 

 

第
一
學
年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 性質 

秋季 

(9月-1

月) 

中文 I 3 必修 

英文 I 3 必修 

思想藝術 I 3 必修 

IT 3 必修 

通識 3 選修 

全人教育／生活倫

理 
0 必修 

春季 

(2月-6

月) 

中文 II 3 必修 

英文 II 3 必修 

專業 3 必修 

國學 3 必修 

通識 3 選修 

全人教育／義工服

務 
0 必修 

夏季 專業／通識／國學 6～12 選修 



 8 

第
二
學
年(

只
適
用
於
選
修
文
史
哲
課
程
同
學)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 性質 

秋季 

英文 III 3 必修 

國學 3 必修 

通識 3 選修 

專業 3 必修 

專業 3 必修 

全人教育／情緒智

慧 
0 必修 

春季 

英文 IV 3 必修 

國學 3 必修 

國學 3 必修 

專業 3 必修 

專業 3 選修 

全人教育/藝術體驗  必修 

夏季 專業／通識／國學 6～12 選修 

課程可能有所改動，惟必需經過校董會批准，方可實行。 

        
四、 協辦學術機構 

 

(一) 孔聖堂及孔聖堂中學 

 

楊永漢教授為孔聖堂中學校長，對推動港台學術交流不遺餘力。楊

教授乃著名經濟史學家全漢昇院士的高足，已出版兩部專著及刊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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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學術論文。楊教授曾留學英國，得教育碩士，也進修文學，得文學

博士銜。自接任文商院長即積極推行改革，發展院務。 

香港孔聖堂中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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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文化協會 

中國文化協會乃歷史悠久，推動港台活動的機構。會方負責人駱

雅文女士，畢業於新亞研究所，對文商的發展，抱有極大的期望。協

會將會提供適當的協助，包括宣傳、招生等。 

 

為弘揚中華文化，推動文化自由運動，香港文化界及熱心公益人士

於 1956 年成立了「援助港澳自由文化人士委員會」，綜合辦理香港、

澳門有關弘揚文化及援助事宜，以「中國文化協會」為名向港英政府

申請，於同年 10月 10日在香港正式成立。 

本會成立之初，宗旨為鼓勵自由文化人士寫作，促進自由文化運

動，以寫作之稿費代替實物之救助，藉以維護文化學術尊嚴。時設

有：專題匯文、學術推廣、出版、書畫展覽、戲劇、音樂等六個小

組。 

1958 年後，大陸嚴重天災與飢荒，數十萬災民南下逃抵港澳，其中

有很多文化界人士和青年學子。遂於 1962 年將原設六個小組調整擴充

為九個組，分別為：文化人士救助組、徵文組、新聞記者聯誼組、僑

生聯誼組、自由僑校聯絡組、文化學術推廣組、國際文化組、藝術組

及大陸逃港學生救助組，加強推廣自由文化及救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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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本會聯合香港各界舉行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大會，張發奎將

軍、徐季良先生等諸位賢達提議應設立一紀念性圖書館，以示香港僑

胞對 國父的崇高敬仰。在各方人士大力襄助下，中山圖書館於 1970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進一步拓展本會推動中華文化之範疇。為因應

時代變遷，中山圖書館經轉型為以紀念中山先生為主的研究型圖書

館。 

本會於創立之初，工作以文化救助為經，弘揚中華文化為緯，歷年

辦理救助與推動中華文化之活動無數；在香港地區的經濟和人民生活

素質大幅提昇後，原文化救助工作早已轉型各項文化及文創活動，如

文化展覽、講座和研習交流，以及社區服務。 

中山圖書館的業務經諮詢、評估和整合後，已塑造為一有特色的華

文研究型圖書館。「港九救委會」在完成維持了四十餘年的歷史性工

作之後，亦於 2006年 6月正式卸名。  

走過一甲子，本會弘揚中華文化的使命不變，現今兩岸四地往來日

益頻繁，為順應時代發展，本會近年亦開啟港台文化交流的服務，大

力推廣台港兩地的人文風采、文化產業與創新等活動，讓中華文化兼

具傳統及創新，豐富而多元的內涵。 

 

(三) 新亞文化基金屬下及有關教育機構 

新亞研究所、新亞校友會、新亞中學均與新亞文商有極好的關

係，相信推展合作課程，將提供適切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