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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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學制別
Education
System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2 學期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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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先秦學術專題研究

選別
Required/
Elective

擋修課程 無
學分數
Credits 2

課程語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

中文

教材語言 
Language
for
materials

中文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趙中偉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專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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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相關]
  2.英文[間接相關]
  3.資訊[間接相關]
  

三、核心能力三、核心能力    Top

核心能力-知識

  12.藝術[間接相關]
  13.歷史與文化[直接相關]
  14.傳播與媒體[間接相關]
  15.教育與訓練[間接相關]
  17.社會學與人類學[間接相關]
  18.哲學與宗教[直接相關]
  20.本國語文與文學[直接相關]
  21.外國語文與文學[間接相關]
  

核心能力-技能與態度

  1.閱讀理解[直接相關]
  2.積極傾聽[直接相關]
  3.文字表達[間接相關]
  4.口語表達[間接相關]
  7.批判思考[直接相關]
  8.主動學習[直接相關]
  15.教導[間接相關]
  16.服務導向[間接相關]
  17.解決複雜問題[間接相關]
  36.創意力[直接相關]
  37.原創力[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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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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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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接相關

家政教育 間接相關 資訊教育 間接相關

海洋教育 無關聯性
本土教育(含多元文
化教育) 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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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瞭解學術源流，掌握學術脈絡　我國文化從何而來？何時產生？為何先秦學術如此璀燦？
其主要的內涵為何？這是研究我國學術，必須要探討的問題。我國的文字，最早的資料是甲骨文；
我國的書籍，最早的則是《周易》的「經」、今文《尚書》及《詩經》的雅頌。它們有何重要的
思想，以及不朽的價值，使我們傳頌不絕，賡續不斷？這些在在需要我們探索與瞭解，方能「超以
象外，得其環中（唐•司空圖（837-908）《詩品•雄渾》）」。先秦學術，是我國文化及學術的
淵藪及源頭；我們若能瞭解及掌握，方能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因此，本課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
是瞭解學術源流，掌握學術脈絡，以承繼傳統，開創新局；並使其光大發揚，傳之久遠。
（二）、增進思維能力，提升邏輯判斷　學術的提升與發展，主要在於哲學；而哲學的深化，則重
在增進思維能力，提升邏輯判斷。所謂思維，是指在理智控制之下的一種有目的、有計劃的活動。
思維的開始於直觀思維、形象思維，臻於邏輯思維、辯證思維，使思維達到盡善盡美。然而，邏輯
本身又是指推論和證明的思想過程。先秦哲人為何思維能力特強，邏輯構思特深？是周文疲弊造成
？或是軸心思想的煥發？或是王官書籍的散失？這都需要我們去研究與探求的。同時，我們在研究
與探求當中，研讀其人的書籍，師法其人的智慧，精益求精，慮深通敏，藉以增進思維能力，提升
邏輯判斷，這也是本課程學習目的之一。
（三）、訓練獨立思考，強化價值判斷　人類之可貴，就在於能夠獨立思考，進而判斷是非對錯。
思考，就是思索考慮，是人腦對現實事物間接的、概括的加工形式，以內隱或外隱的語言或動作表
現出來。思考是由複雜的腦機制所賦予的，對客觀的關係、聯繫進行著多層加工，揭露事物內在的
、本質的特徵，是認識的高級形式。思考是高級的心理活動形式，人腦對信息的處理包括分析、
抽象、綜合、概括、對比系統的和具體的過程。思考即是此具體過程的反照與展現。
　１、分析　是把一個事件的整體分解為各個部分，並把這個整體事件的各個屬性都單獨的分離的
過程。 
　２、綜合　就是分析的逆向過程，它是把事件裡的各個部分、各個屬性都結合起來，形成一個整
體的事件。 
　３、抽象　是把事件的共有的特徵，共有的屬性都抽取出來，並對與其不同的，不能反映其本質
的內容進行捨棄。 
　４、概括　是以比較作為其前提條件的，比較各種事件的共同之處以及不同之處，並對其進行同
一歸納。
有了思考的過程，進而必須判斷其價值。價值與功利聯繫在一起，是指能帶給人們某種實際功效或
利益稱之。訓練思考，進而價值判斷，可作為我們立身行事的方向。因此，研究先秦學術，有助於
我們訓練獨立思考，強化價值判斷，這是我們不可或缺的能力之一。
（四）、培養道德情操，展現淑世精神　「道德」一詞，是指以「道」為理想人格、品質；以「德
」為立身根據和行為準則（方克立（1938-）《中國哲學大辭典》）。又指以善惡評價為標準，依
據社會輿論、傳統習慣和內心信念的力量，來調整人們之間相互關係的行為原則和規範的總和（馮
契（1915-1995）《哲學大辭典》）。「道德」，是先秦哲人共同實踐的基石，無論是儒家重視
的社會道德，道家強調的自然道德，皆是藉由此上與最高本體「道」的合一，臻於生命意義與價值
的完成與不朽。先秦哲人除了強調個人自身的完善「道德」外，更重視由內而外，「淑世（即
濟世）」精神的展現。推己及人，兼善天下，是先秦哲人共同的目標。因此，培養道德情操，展現
淑世精神，是研究先秦學術的共同目標之一。
（五）、承繼聖賢志業，肩荷文化使命　當代哲學大師馮友蘭（1895-1990）說：「然『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乃吾一切先哲立說之宗旨。無論其派別為何
，而其言之字裡行間，皆有此精神之瀰漫（《中國哲學史•自序（二）》）」）。
　１、為天地立心　即是在天地之中建立一套具有生命意義價值體系的核心思
想。
　２、為生民立命　即是此核心思想作為民眾安身立命的根本目標。
　３、為往聖繼絕學　即是承繼文化薪傳，賡續不絕，生生不息，加以發揚光大。
　４、為萬世開太平　即是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大道能行，天下大同。
先秦學術是我國傳統文化的寶藏，海納百川，源遠流長。我輩承繼發揚，任重道遠，必須力行不怠
，克底於成。因此，承繼聖賢志業，肩荷文化使命，舍我輩其誰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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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6 互勉辭、先秦學術專題研究課程介
紹

先秦學術專題研究課程介紹

2 09/23 先秦哲學產生因素及重要的先秦典
籍

先秦哲學產生因素及重要的先秦典
籍

3 09/30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從「意義
治療」詮釋孔子的生命意義與
價值〉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從「意義
治療」詮釋孔子的生命意義與
價值〉

4 10/07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從「意義
治療」詮釋孔子的生命意義與
價值〉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從「意義
治療」詮釋孔子的生命意義與
價值〉

5 10/14 〈孔門「為己」之學的闡釋──以《
論語》為例〉

〈孔門「為己」之學的闡釋──以《
論語》為例〉

6 10/21 〈孔門「為己」之學的闡釋──以《
論語》為例〉

〈孔門「為己」之學的闡釋──以《
論語》為例〉

7 10/28 顏回介紹 顏回介紹

8 11/04 〈「仁」的詮釋之轉化與延伸──以
朱熹《論語集注》為例〉

〈「仁」的詮釋之轉化與延伸──以
朱熹《論語集注》為例〉

9 11/11 〈「仁」的詮釋之轉化與延伸──以
朱熹《論語集注》為例〉

〈「仁」的詮釋之轉化與延伸──以
朱熹《論語集注》為例〉

10 11/18 宗法制度探索 宗法制度探索

11 11/25 經學建構的意義與價值 經學建構的意義與價值

12 12/02 經學建構的意義與價值 經學建構的意義與價值

13 12/09 形上學介紹 形上學介紹

14 12/16 形上學介紹 形上學介紹

15 12/23 知識論介紹 知識論介紹

16 12/30 知識論介紹 知識論介紹

17 01/06 倫理學介紹 倫理學介紹

18 01/13 倫理學介紹、繳交學期報告 倫理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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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影片欣賞 0 討論 20

個案研討 10 服務學習 0 問題導向學
習

10

競賽遊戲 0 專家演講 0 專題實作 0

電子教學 0 體驗教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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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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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教學 0 個別指導 0 其他 0

說明：（一）、教師講授　由教師針對課程主題講解，補充相關教材，以建立本課程之　
　基本知識。 （二）、製作講義彙編　就課程內容相關主題與補充教材，製作講義彙編，
作深 入闡釋。一則深化內容，延伸教學；二則增進思考，建立體系，以對主題完整的 認
識和瞭解。 （三）、交叉辯論　由學生針對課程主題，採取即席式的正、反、合辯證，
相互 研討，激盪腦力，以強化思維與反應能力。 （四）、相互討論　師生針對課程相關
問題、各項疑難，進行雙向溝通，相互討 論切磋，以增進對問題的釐清及內涵的深化。
（五）、學術性論文發表及討論　針對同學所作的研究報告或心得，以學術論文 公開發表
的方式，由全班同學公評。一則加增臨場反應及辯證能力；另一則提高 專業素養及學術
水準。

 

備註：  

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一）、先秦學術專題研究課程介紹
（二）、先秦哲學產生因素及重要的先秦典籍
（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從「意義治療」詮釋孔子的生命意義與價值〉
（四）、〈孔門「為己」之學的闡釋──以《論語》為例〉
（五）、顏回介紹
（六）、〈「仁」的詮釋之轉化與延伸──以朱熹《論語集注》為例〉
（七）、宗法制度探索
（八）、經學建構的意義與價值
（九）、形上學介紹
（十）、知識論介紹
（十一）、倫理學介紹
（十二）、重要概念介紹
（十三）、詮釋方法介紹
（十四）、〈形而上者謂之道──《易傳》之「道」的本體詮釋與創造詮釋〉
（十五）、〈《周易》的兩個詮釋角度──以朱熹易學「陰陽」觀為例〉
（十六）、〈《易傳》之德性本體論詮釋──以「憂患九卦」為例〉
（十七）、〈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由《詩經》及《周易》探析「天」之本體詮釋的發展歷程〉
（十八）、老子的形上學
（十九）、〈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老子》及《易傳》之「一」意涵的轉化與發展〉
（二十）、莊子思想介紹
（二一）、莊子的道
（二二）、墨家思想介紹　
（二三）、法家思想介紹
（二四）、名家及雜家思想介紹　
（二五）、《黃帝四經》思想介紹　
（二六）、出土文獻介紹
（二七）、〈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上海戰國竹簡〈性情論〉與郭店竹簡〈性自
命出〉之人性論剖析〉

教科書 編輯講義彙編

參考書目
Reference

（一）、《形上學》  　　　　鄔昆如（1933-）   1冊   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二）、《物理之後──形上學的發展》 沈清松（1933-） 1冊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三）、《知識論：心靈與存有》  王臣瑞（1920-2013）   1冊   　學生書局
（四）、《倫理學》  　　　　鄔昆如（1933-）  1冊   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五）、《詮釋學導論》　　　潘德榮（1951-）　1冊　　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六）、《葛達瑪詮釋學與中國哲學的詮釋》　陳榮華（1951-）　1冊　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七）、《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　傅偉勳（1933-1996）  1冊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八）、《本體與詮釋》　成中英（1935-）　1冊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九）、《活出意義來》　弗蘭克（1905-1997）　　　1冊　　　光啟文化事業
（十）、帕瑪（Richard E. Palmer，?） 《詮釋學》 1冊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中國哲學發展史》   任繼愈（1916-2009）　　4冊　　人民出版社
（十二）、《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天道、人道篇）張立文（1935-）　2冊  五南圖書出版有
限公
（十三）、《中國哲學問題史（又稱《中國哲學史大綱》）》 宇　同（本名張岱年
（1909-2004）） 1冊　　　彙文堂出版社
（十四）、《中國哲學範疇導論》葛榮晉（1935-）　1冊　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十五）、《中國思想通史》　　侯外廬（1903-1987）　　　6冊　 中國史學社　
（十六）、《中國哲學史大綱》　胡　適（1891-1962）　1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七)、《中國大百科》(哲學)             2冊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十八)、《中國思想史》　　　　葛兆光（1950-）　 2冊　  復旦大學出版社
（十九）、《中國哲學史綱》　　曾春海（1948-）　1冊　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二十）、《哲學大辭典》　　　　馮　契（1915-1995）　　　1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二一）、《中國哲學大辭典》  方克立（1938-）   1冊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二二）、《西洋哲學辭典》  　項退結（?）       1冊   　　華香園出版社
（二三）、《西洋哲學史》  傅偉勳（1933-1996） 1冊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二四）、《西洋哲學史》  　柯普斯登（Frederid Copleston，1907-1994）  8冊    
黎民書局
（二五）、《中國百位哲學家》  黎建球（1943-） 1冊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二六）、《西洋百位哲學家》 鄔昆如（1933-）　1冊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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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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課堂上實作
演練

0 專業團體之
證照檢定

0

期中考 0 期末考 0 隨堂考（
小考）

0

書面報告(含
小組或個人) 40 課堂參與 40 心得或作業

撰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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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組討論　全班分成若干組，討論相關主題，以增強學術深度。
（二）、繳交學期報告　針對相關主題，製作報告，以提升學術水平。
（三）、成績核算方式　學習精神佔20％、平常成績（包括小組報告）佔20％、
學期報告60％（上課遲到10分鐘以曠課論；請假2次，折算一次曠課；每學期
上課點名3次，凡無故不到者，則學期成績不及格）。
（四）、繳交學期報告　字數不得少於壹萬字。可針對上課內容，尋找相關主題（題目不限，必須以授課內容為主），撰寫學
期報告。如有抄襲，則以零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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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一）、分組討論　全班分成若干組，討論相關主題，以增強學術深度。
（二）、繳交學期報告　針對相關主題，製作報告，以提升學術水平。
（三）、成績核算方式　學習精神佔20％、平常成績（包括小組報告）佔20％、
學期報告60％（上課遲到10分鐘以曠課論；請假2次，折算一次曠課；每學期
上課點名3次，凡無故不到者，則學期成績不及格）。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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