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2912 

狀態 NC087FJU00183004 

助教

查核  

索書

號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宗教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84906018  

研究

生(中) 
趙永吉 

研究

生(英) 
Yung-Chi Chao 

論文

名稱

(中) 

高達美《真理與方法》中的遊戲觀念研究 

論文

名稱

(英) 

The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of Play in Gadamer''s 《Truth and Method》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武金正 

指導

教授

(英) 

Vu Kim Chinh, S.J.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檔案

說明  

電子

全文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87 

出版

年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中) 
遊戲 高達美 真理與方法 詮釋學 哲學詮釋學 人文科學之理解 方法 進路 

關鍵

字(英) 

Play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Hermeneutic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he Understanding of Humanities Method Approach 

摘要

(中) 

綜觀本論文的敘述，第一章是從高達美的生平、求學、遇到海德格並從

事學術思想工作為開始，並簡介哲學詮釋學在詮釋學的領域中，如何因

著存有哲學的巨大影響，為當代詮釋學提出新的反省和啟發。接續著的

第二章，是由介紹哲學詮釋學的奠基之作《真理與方法》，並按照其行

文脈絡，探究在不受自然科學方法論及現代哲學主客二分誤導下，人文

科學理解的可能進路。在此，依據高達美的建議，由理解藝術的詮釋經

驗作為開端，提出以遊戲觀作為存有論的入門概念的敘述，對遊戲概念

進行描述與分析。而第三章是依循《真理與方法》的章節，對遊戲觀向

創造物的轉化，而提出在藝術、歷史、語言領域中，可能的對比與運



用，並進而結論出遊戲觀實可視為人文科學理解的有效進路。最後在第

四章評估說明，僅管高達美不提倡方法，但遊戲觀仍在其運用的方法

中，佔有正面的意義和定位，當然也照筆者所知指出其部份侷限，並以

嘗試提出遊戲觀在中國哲學詮釋、社會研究、神學論述和宗教哲學之方

法論等諸多領域範圍中，可能的類比與運用做為結束。 

摘要

(英) 

In this thesis the concept of "Play" in Hans-Georg Gadamer''s 《Truth and 

Method》 is investigated. The first Chapter begins from the Gadamer''s life, 

study, meeting Heidegger and putting in work on the academic research. Then we 

briefly introduce how the huge influences of Existential Philosophy make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brings new reflections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area 

of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In the second Chapter we introduce the 

fundamental work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ruth and Method》. And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of this writing, we investigate the possible approach of 

humanities without the misguidances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dichotomy of subject 

- object. Depending of the suggestion of Gadamer, we take the interpretation 

experience of understanding art as beginning, address the concept of Play as the 

inductive concept of Existentialism, and proceed depiction and analysis into the 

concept of Play. The third Chapter is under the context of 《Truth and Method》. 

We bring the possible contrasts and applications in the region of Art, History and 

Language, and issue the concept of Play can be seem as the effectual approach of 

understanding Humanities. In the last Chapter''s inventory and explanation, 

Although Gadamer doesn''t advocate Methodology, the concept of Play still stands 

on an importantly constructive meaning and position in his thinking. Then we 

bring the limits of this concept and attempt addressing the possible analogy and 

use in Chinese Philosophy, Sociological research, The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Religion Philosophy etc. as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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