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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人生哲學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蔡淑麗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0 學期
Semester 2

天主教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課程大綱
Course Syllabus, Holistic Education Center,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學制別（System） ■日間部（Day Division） □進修部（Night Division）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0 學期
Semester □ 第一學期
（Fall） □ 第二學期
（Spring） ■ 全學年
（entire year）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蔡淑麗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專任（Full-time）  □兼任（part-time）
   職級（position）：副教授
聯絡方式
Contact (O) 
(E-mail)：025106@mail.fju.edu.tw 辦公室
Office (Room) 
(Hours) 02-29052823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中文
（Chinese） 人生哲學 學分數
Credit Units 4
 英文
(English) Philosophy of Life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社會科學通識    □人文藝術通識    □自然科技通識
□國文  □歷史與文化  □外國語文-英文  □外國語文-非英文 
□大學入門  ■人生哲學  □專業論理  □體育  □軍訓
課程語言Medium of Instruction ■中文 □中英文 □英文
□其他                 課程網站
Course Website http://night.ntcc.fju.edu.tw/edu/ethicEco/

教材上傳本校iCAN：■是 □否
教材語言
Language for materials ■中文   □英文    □中英文   □其他            

� 課程目標（Course Objectives）：
      學生能夠藉哲學思考，理解自己在變遷環境中的定位，發展與天人物我的和諧關係，運用多元思維、
問題解決、反省、溝通等方法，建立敬天愛人的人生觀。
單元 目標
哲學思維與方法 1. 理解正確的哲學意涵。
2. 認識哲學對人生的意義與價值。
認識自我 1. 理解人的本質與定義。
2. 探索並接納自我。
與他人的關係 1. 了解與他人互動的重要性。
2. 瞭解影響互動關係的重要元素。
3. 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婚姻與家庭 1. 理解婚姻與家庭的價值及對人的影響。
2. 重視性別議題在婚姻建構中的重要性。
3. 扮演在家庭中建設性的角色。
社會正義 1. 分辨並反思社會中正義與不正義的實況。
2. 認識人性尊嚴與基本人權，並落實於生活中。
環境變遷與發展 1. 體認環境變遷中人與自然的關係。
2. 養成愛物惜物、簡樸知足的態度。
美感與生活品味 1. 理解美、美感與生活品味的意涵。
2. 發現生活之美，欣賞自然之美，成為生活的藝術家。
生與死 1. 理解生命的限度與超越，體認死亡宜有的尊嚴。
2. 展現對生死的正確態度。
宗教與信仰 1. 認識宗教經驗的意義，並體驗信仰對人生的重要性。
2. 瞭解天主教與多元的宗教文化。
建立整全的人生觀 認識不同的人生觀，並建立具真善美聖向度之幸福人生。

� 課程教材（Course Materials）：
無固定教科書，以老師所編講義為主，課堂補充為輔。上課講義請同學至學校ican教學平台下載。



課程大綱

� 參考書目（Reference）：
一、張岱年，《人生哲學寶庫》，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發行，1992年。
二、陶陽、鍾秀編，《中國神話》，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
三、袁廷棟，《哲學心理學》，台北：輔大出版社，1984年。
四、波伊曼編著，《生死的抉擇》，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7。
五、波伊曼著，《生與死》，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5。
六、姜國柱、朱葵菊，《論人‧人性》，河北：海洋出版社，1988年。
七、鄔昆如，《人生哲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89年。
八、林麗珊，《人生哲學》，台北︰三民書局，1999年。
九、安‧艾莉森著，鄭美芳譯，《自我概念與人際關係》，台北︰伯樂出版社，1991年。
十、楊極東，《人生理念的探索》，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十一、黎建球，《人生哲學》，台北︰三民書局，1976年。
十二、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台北︰正中書局，1984年。
十四、段?智，《死亡哲學》，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年。
十五、艾立勤，《維護人性尊嚴》，台北︰光啟文化事業，2001年。
十六、Mitch Albom著，《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台北︰大塊文化，1998年。
十七、王臣瑞，《倫理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1年。
十八、莊慶信，《中西環境哲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2年。
十九、張曼濤，《思想、宗教、信仰》，台北︰廬山出版社，1973年。
二十、謝扶雅，《宗教哲學》，台北︰圖鴻印刷公司。
二十一、傅佩榮，《宗教與人心安頓》，台北︰旭昇圖書有限公司，2009年四月第一版第一刷。
二十二、約翰.希克，《第五維度》
二十三、鄭印君，「藝術與人生」教案。
二十四、陳旭光，《藝術為什麼》，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二十五、漢斯-格奧爾格‧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
的基本特徵》。台北：時報文化，1993。
二十六、湯瑪斯.佛里曼著《世界又熱、又平、又擠》，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10.01。
二十七、盧蕙馨、陳德光、林長寬主編。《宗教神聖－現象與詮釋》。台北：五南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2003。

� 學習評量（Learning Evaluation）：請說明各評量方法占總成績比率
方法（method） ％ 方法（method） ％ 方法（method） ％
期中考 0% 期末考 30% 隨堂考（小考） 0%
書面報告（含小組或個人） 20% 課堂參與 10% 心得或作業撰寫 15%
口頭報告（含小組或個人） 10% 面試或口試 0% 自評與小組互評 5%
出席狀況 10%    
備註：若使用其他評量方法，請自行說明，並填寫總成績比率。若所列之評量方法未使用，只需於百分比欄
位中填0。所有使用的評量方法百分比率合計為100%。
� 教學方法（Pedagogical Methods）：請說明各教學方法占總授課時數比率
方法（method） ％ 方法（method） ％ 方法（method） ％
講述 20% 影片欣賞 15% 討論 15%
個案研討 0 服務學習 10% 問題導向學習 15%
競賽遊戲 0 專家演講 5%0 專題實作 20%
     

備註：若使用其他教學方法，請自行說明，並填寫總成績比率。若所列之教學方法未使用，只需於百分比欄
位中填0。所有使用的教學方法百分比率合計為100%。

100-1各週授課進度（Weekly Course Progress Outline）
週次
Week 日期
Date 主題
Topic 課程內容或指定閱讀
Course Content and/or Required Reading 備註
Note
1 9/13 課程介紹 讓學生理解學校開設人生哲學課程的意義及本課期全學期課程設計 
2 9/20 哲學思維與方法(一) 哲學是什麼及定位
思維方法如何幫助人生議題的探討 
3 9/27 哲學思維與方法(二) 探討哲學與人生的關係 
4 10/4 認識自我(一) 請同學上台報告及分享個人學習單內容或小組討論結果 
5 10/11 認識自我(一) 探索自我
認識人的本質與定義 
6 10/18 認識自我(二) 接納自我
整合反省「探索自我」及「人的本質與定義」 
7 10/25 與他人的關係(一)  
8 11/1 與他人的關係(一) 與他人互動的重要性
影響互動關係的重要元素 
9 11/8 與他人的關係(二) 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10 11/15 討論與對話分享(三) 請同學上台報告及分享個人學習單內容或小組討論結果 
11 11/22 婚姻與家庭(一) 婚姻與家庭的意義
婚姻、家庭價值的混淆所產生的危機 
12 11/29 婚姻與家庭(二) 婚姻生活的經營，家人相處的智慧
重視性別議題在婚姻建構中的重要性 
13 12/6 婚姻與家庭(三) 欣賞影片與討論 
14 12/13 討論與對話分享(四) 請同學上台報告及分享個人學習單內容或小組討論結果 
15 12/20 社會正義(一) 社會正義與不正義的現況



正義的意涵 
16 12/27 社會正義(二) 人性尊嚴的意涵
基本人權的內容 
17 1/3 討論與對話分享(五) 請同學上台報告及分享個人學習單內容或小組討論結果 
18 1/10 期末考週  

100-2各週授課進度（Weekly Course Progress Outline）
週次
Week 日期
Date 主題
Topic 課程內容或指定閱讀
Course Content and/or Required Reading 備註
Note
1 2/14 課程介紹 讓學生理解學校開設人生哲學課程的意義及本課期全學期課程設計 
2 2/21 環境的變遷與發展(一) 體認環境變遷中人與自然的關係 
3 2/28 放假 和平紀念日 
4 3/6 環境的變遷與發展(二) 養成愛物惜物、簡樸知足的態度 
5 3/13 美感與生活品味(一) 理解美、美感與生活品味的意涵 
6 3/20 美感與生活品味(二) 發現生活之美、欣賞自然之美、成為生活的藝術家 
7 3/27 生與死(一) 理解生命的限度與超越，體認死亡宜有的尊嚴 
8 4/3 民族掃墓節 調整放假 
9 4/10 生與死(二) 展現對生死的正確態度 
10 4/17 討論與對話分享(六) 請同學上台報告及分享個人學習單內容或小組討論結果 
11 4/24 宗教與信仰(一) 認識宗教經驗的意義並體驗信仰對人生的重要性 
12 5/1 宗教與信仰(二) 瞭解天主教與多元的宗教文化 
13 5/8 宗教與信仰(三) 欣賞影片與討論 
14 5/15 討論與對話分享(七) 請同學上台報告及分享個人學習單內容或小組討論結果 
15 5/22 建立整全的人生觀(一) 認識不同的人生觀 
16 5/29 建立整全的人生觀(二) 建立具真善美聖向度之幸福人生 
17 6/5 討論與對話分享(八) 請同學上台報告及分享個人學習單內容或小組討論結果 
18 6/12 期末考週  

備註：以下課程請於規劃授課進度中納入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議題。【經99.3.18中心98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
課程委員會修定】
1. 大學入門：兩性交往、性別平等相關法規介紹。（建議時數：至少2小時）
2. 人生哲學：社會中的性別關係、角色互動等。（建議時數：一學年至少4小時）
3. 專業倫理：職場中的性別關係與互動倫理。（建議時數：至少2小時）
4. 體育：運動中的性別身體接觸、互動關係。（建議時數：每學期至少2小時）
� 為避免課程間討論之性別議題重複，請教師於課程規劃時，根據全人中心提供之各課程相關參考議題與內
容融入於課程進度中。
� 上列課程進度於融入各項議題時雖不須明訂授課時數，然為有助於推動各項議教育題，若融入於課程中請
務必於進度中明確呈現所融入之議題內容，或於備註欄中加以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