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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基本資訊一、課程基本資訊  Top

開課單位
Department/
Institute

全人基礎課程-人生哲學
學制別
Education
System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1 學期
Semester

□  第一學期(Fall) ■  第二學期(Spring)
■  全學年(Entire Year)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人生哲學

選別
Required/
Elective

擋修課程 無
學分數
Credits 2

課程語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

中英文

教材語言 
Language
for
materials

中英文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聶達安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助理教授

此課程是否
符合教師專
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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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素養二、基本素養   Top

學科學習能力--關聯性

  1.中文[無關聯性]
  2.英文[直接相關]
  3.資訊[無關聯性]
  

三、核心能力三、核心能力    Top

核心能力-知識

 

核心能力-技能與態度

  2.積極傾聽[間接相關]
  11.人際覺察[直接相關]
  12.合作[間接相關]
  14.協調[無關聯性]
  16.服務導向[間接相關]
  17.解決複雜問題[間接相關]
  36.創意力[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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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    Top

課程學習融入下列議
題的程度
Immersing the
Following Issues

議題（Issues） 關聯性 議題（Issues） 關聯性

性別平等 間接相關 環境保護     直接相關

品德教育 直接相關 環境安全 無關聯性

生命教育 直接相關 智慧財產權 無關聯性

人權教育 間接相關 法制教育 間接相關

服務學習 間接相關 生涯教育 無關聯性

家政教育 間接相關 資訊教育 無關聯性

海洋教育 無關聯性
本土教育(含多元文
化教育) 無關聯性

生活防災教育 無關聯性  

五、課程學習目標五、課程學習目標   Top

課程學習目標

以輔仁大學宗旨及其全人教育的理念為背景，協助學生
1. 增進對自我了解及肯定。
2. 促進對他人生命的關懷以及對不同人生觀的尊敬。
3. 加強倫理上的反省及判斷能力。
4. 引起追求更高等的生命價值。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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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授課進度六、授課進度   Top

授課進度 Course Progress Outline

週
次Week 日期Date 主題Topic 單元主題Unit 備註Remark

1 02/19 課程介紹
1. 對第一學期之回音
2. 說明課程的安排、要求及進行
的方法

2 02/26 環境的變遷與發展(一)：
全球化之影響

1. 全球化之意義以及其不同幅度
2. 反全球化運動
3. 全球化與西方主要價值
4. 「新自由主義」之影響
5. 「現代」及「後現代」主義對
台灣傳統的主要價值之挑戰

3 03/05 環境的變遷與發展(二)：
環境之關懷

1. 明顯的現象
2. 「全球暖化」
3. 影片：Inconvenient 
truth (abbreviated)
4. 與大多數不同：「哥本哈根
輿論」 ( Copenhagen 
Consensus )
5. 我如何能關懷環境？

4 03/12 耽溺﹝吸毒、酒精中毒、賭博等﹞
與人的自由 

1. 耽溺的種類
2. 耽溺與法律
3. 人的自由之問題

5 03/19 影片欣賞 Clean

6 03/26 聖週及復活節的意義

1. 介紹波蘭人如何慶祝聖週及復
活節
2. 生活中的痛苦及生命之更新
3. 生命的超越 

7 04/02 生與死(一)：
「死亡文化」

1. 自殺的不同原因 
2. 關於自殺的哲學思想
3. 墮胎與法律
4. 問題何在？討論不同立場
5. 安樂死的法律基礎
6. 荷蘭為個案
7. 協助他人自殺與
法律:Dignitas組織為個案
8. 死刑之問題

8 04/09 生與死(二)：對於「生命」主要挑
戰

1. 死亡不是終點站死亡不是終
點站
2. 面對死亡
3. 影片：Song of Life

9 04/16 期中考 筆試

10 04/23 美感與生活品味(一) ： 藝術與生
活中之「美」

1. 美的定義
2. 美的屬性
3. 天之「美」
4. 地之「美」
5. 建之「美」
6. 住之「美」
7. 行之「美」 
8. 食之「美」
9. 衣之「美」

11 04/30 美感與生活品味(二)：
輔仁之美

校園欣賞

12 05/07 Economic agents: rational 
versus irrational choices

1. Importance of 
rationality to economics
2. How rational human 
choices are? 
3. Exploiting human 
irrationality (excerpts 
from the movie “Century 
of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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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elf”) 
4. Humans as copying 
desires of others 
(Giroux)

13 05/14 宗教與信仰(一)：
人對超自然的追求

1. 何謂宗教?
2. 超越性的概念
3. 宗教的本質
4. 中國傳統中的對「聖」的概念
5. 世界大宗教
6. “Secularization” or 
“de-secularization”?

14 05/21  宗教與信仰(二)：宗教之社會幅
度

 
1. 宗教與經濟
2. 宗教與道德及法律
3. 宗教與慈善事業
4. 宗教與科學的關係
5. 宗教與教育
6. 宗教與建設及藝術
7. 宗教與人的精神﹝心靈﹞

15 05/28 Competition: does it 
really matter?

1. Market and commodity
2. The economic ideal of 
perfect competition
3. Is human progress a 
result of competition?
4. Competition 
(Darwinism) versus 
cooperation (Kropotkin)
5. Competition as an 
ideological tool

16 06/04 The free market: how free 
should it be? 

1. Short presentation 
“The Crisis of Credit 
Visualized”
2. Where Milton Friedman 
got it wrong?
3. State at the heart of 
market capitalis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4. From Keynes to 
deregulation; from 
deregulation to bailouts
5. “Freedom from” or 
“freedom within” (soft 
paternalism)

17 06/11 建立整全的人生觀(一)：
意識型態與真理

1. 追求「真理」與人的幸福有關
係嗎？
2. 真理的意義
3. 對真理的誤解
4. 實證主義之影響
5. “Pregnant man”: Case 
of Thomas Beatie 
6. 意識型態
7. 錯誤產生的原因

18 06/18 期末考 小組計畫

七、教學方法七、教學方法   Top

教學方法
Pedagogical

Methods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講述 45 影片欣賞 15 討論 10

個案研討 10 服務學習 0 問題導向學
習

0

競賽遊戲 0 專家演講 0 專題實作 10

電子教學 0 體驗教學 10 角色扮演實
境教學

0

競賽讀書會 0 產業實習 0 自主學習 0

對話教學法 0 樣本觀察 0 校外參訪 0

實作教學 0 個別指導 0 其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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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備註：  

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1. 課程講授用PowerPoint
2. 視聽影片教學

教科書
黎建球〈人生哲學〉，台北市：五南圖書公司，2004
傅統先〈哲學與人生〉，台南市：信宏出版社，1998
薛保綸〈哲學與人生〉﹝第二版﹞，台中市：宏明圖書有限公司，1998

參考書目
Reference

曾明泉〈人生哲學〉，中和市：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2006
郭秀娟〈人生哲學：信仰與生活〉，中和市：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2004
傅佩榮〈哲學與人生〉，台北市：天下與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
余德慧、石佳儀〈生死學十四講〉，台北市：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米奇‧艾爾邦﹝白裕承譯﹞〈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台北市：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1998

教學平台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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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習評量九、學習評量   Top

學習評量 
Learning

Evaluation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課堂之前測 0 學生表現側
寫報告

0 個案分析報
告撰寫

0

專題發表 0 課堂上實作
演練

0 專業團體之
證照檢定

0

期中考 40 期末考 40 隨堂考（
小考）

0

書面報告(含
小組或個人) 0 課堂參與 0 心得或作業

撰寫
20

口頭報告 0 面試或口試 0 自評與小組
互評

0

參加競賽 0 展演 0 筆記 0

其他 0   

說明：

備註Remark

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上課要準時出席、參與討論及報告、按時交作業
缺課一次扣學期總成績4分
上課遲到一次扣學期總成績 1 分 
若上一節課，每一次扣學期總成績 2 分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備註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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