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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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系
學制別
Education
System

大學部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4 學期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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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哲學諮商:理論與實務

選別
Required/
Elective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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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嫈雰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專任/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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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哲學與宗教[直接相關]
  

核心能力-技能與態度

  1.閱讀理解[間接相關]
  2.積極傾聽[直接相關]
  4.口語表達[直接相關]
  7.批判思考[直接相關]
  8.主動學習[直接相關]
  12.合作[間接相關]
  17.解決複雜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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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關聯性

品德教育 直接相關 環境安全 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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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關聯性

服務學習 間接相關 生涯教育 直接相關

家政教育 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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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接相關  

五、課程學習目標五、課程學習目標   Top

課程學習目標

課程重要性：促進學生對自我的瞭解與關懷；啟發學生的整全人觀；進而透過哲
            學諮商的學習達到自我療癒。
課程目標：
1、建立哲學諮商體系及架構。
2、融攝哲學理論及實踐應用。
課程內容：
1、講授「哲學諮商」的來源及理論。
2、分別從中國哲學、西洋哲學以及當代思潮中介紹如何發展出哲學諮商方法、哲
   學諮商所具備的理論基礎。
3、解析哲學諮商與心理諮商的不同。
4、簡介哲學諮商目前國內發展的現況。

This course encourages students to have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 for themselves and 
invites them to have their own comprehensive world view. The course also offers 
philosophy counselling to students as a self-healing method.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course is to create a framework for philosophy counselling 
and to integrate philosophy theory with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course includes:
1) Lectures on the origin and theory of philosophy counselling
2) Discuss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counselling methods while carefull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Chinese philosophy, Western philosophy, and modern thought; 
establishment of a sou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philosophy counselling
3)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hilosophy counselling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ling
4)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counselling in Taiwan

先修課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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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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7 簡介「哲學諮商」的來源
一
※授課方式以及成績考核說明

2 09/24 講授「哲學諮商」的來源 二

3 10/01 簡介「哲學諮商」的理論 三

4 10/08 講授「哲學諮商」的理論 四

5 10/15 中國哲學的哲學諮商理論基礎介紹 五

6 10/22 西洋哲學的哲學諮商理論基礎介紹 六

7 10/29 當代哲學的哲學諮商理論基礎介紹 七

8 11/05 解析哲學諮商與心理諮商的不同 八

9 11/12 期中考週 ※筆試測驗

10 11/19 哲學諮商專題（一）：〈尊重是什麼？〉 ※書面及口頭報告

11 11/26 哲學諮商專題（二）：〈真誠是什麼？〉 ※書面及口頭報告

12 12/03 哲學諮商專題（三）：〈節制是什麼？〉 ※書面及口頭報告

13 12/10 哲學諮商專題（四）：〈道德創意是
什麼？〉

※書面及口頭報告

14 12/17 哲學諮商專題（五）：〈賦權是什麼？〉 ※書面及口頭報告

15 12/24 哲學諮商專題（六）：〈感同身受是
什麼？〉

※書面及口頭報告

16 12/31 哲學諮商專題（七）：〈正確判斷是
什麼？〉

※書面及口頭報告

17 01/07 哲學諮商專題（八）：〈遠見是什麼？〉 ※書面及口頭報告

18 01/14 學期考週 ※筆試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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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影片欣賞 0 討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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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電子教學 0 體驗教學 10 角色扮演實境
教學

10

競賽讀書會 0 產業實習 0 自主學習 0

對話教學法 10 樣本觀察 0 校外參訪 0

實作教學 10 個別指導 0 其他 0

說明：1、 口頭講述：針對課程進度與內容，配合課前預錄影片Power Point給予學生詳細說明與解析。 2、
問題討論：針對課程內容，使用Zuvio系統提出生活實際相關之問題與看法。 3、 共思活動：從潛藏性問題
的提出，透過分組討論、活動，立體化呈現提出可能性的解答。

 

備註：  

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Lou Marinoff, Plato, not prozac!: applying eternal wisdom to everyday problem. New 
York, 1999.
Peter B. Raabe,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Theory and Practice. Westport, 
2.Connecticut, 2001.
Shlomit C. Schuster, Philosophy Practice: An Alternative to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Greenwood Psychotherapy, 1999.
Elliot D. Cohen, What Would: Aristotle Do? :Self-control through the power of reason. 
Amherst, New York, 2003.
Elliot D. Cohen, The new rational therapy: thinking your way to serenity, success, 
and profound happiness ,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7.
Elliot D. Cohen, The Dutiful Worrier: How to Stop Compulsive Worry Without Feeling 
Guilty. New Harbinger Publications, Inc.,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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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Material 《你是盡責憂慮者嗎?：別再杞人憂天，找回平靜人生》，伊利特‧科恩 (Elliot D. Cohen)著，李惠美譯，臺
北市，心靈工坊文化，2015年4月。
《亞里斯多德會怎麼做？：透過理性力量療癒自我》，伊利特‧科恩 (Elliot D. Cohen)著，丁凡譯，臺北市，心
靈工坊文化，2013年9月。
《這麼想就對了：哲學家教你破除11種負面想法》，伊利特‧柯恩著，蔡淑雯譯台北市，心靈工坊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2012年7月。
《正視困擾：哲學輔導的實踐》，溫帶維著，香港，三聯書店，2010年5月。
《哲學諮商：理論與實踐》，彼得‧拉比（Peter Raabe）著，陳曉郁等譯，台北市，五南出版社，2010年8月。
《哲學診治：諮商和心理治療的另類途徑》，舒斯特（Shlomit C. Schuster）著，張紹乾譯，台北市，五南出
版社，2007年1月。
《柏拉圖靈丹：日常生活的哲學指南》，馬瑞諾夫（Lou Marinoff）著，吳四明譯，台北市，方智出版社，2001。

教科書

《哲學與文化月刊－哲學諮商專題》第卅一卷第一期，黎建球主編，台北縣，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社，2004年1月。
《哲學與文化月刊－哲學諮商方法論專題》第卅四卷第一期，黎建球主編，台北縣，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社，2007年
1月。
《哲學與文化月刊－哲學諮商理論與實踐專題》第卅七卷第一期，黎建球、尤淑如主編，台北縣，哲學與文化月刊雜
誌社，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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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里斯多德會怎麼做？：透過理性力量療癒自我》，伊利特‧科恩 (Elliot D. Cohen)著，丁凡譯，臺北市，心
靈工坊文化，2013年9月。
《這麼想就對了：哲學家教你破除11種負面想法》，伊利特‧柯恩著，蔡淑雯譯台北市，心靈工坊文化事業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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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平台網址 ICA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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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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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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期末考 20 隨堂考（小考
）

0

書面報告(含小
組或個人) 10 課堂參與 10 心得或作業撰

寫
10

口頭報告 10 面試或口試 0 自評與小組互
評

10

參加競賽 0 展演 0 筆記 0

其他 0   

說明：

1、 上課表現（30%）：視出缺席、主動發言、熱心參與討論等情形而定。（上學期包含4次哲學諮商服務回饋表/1次哲學諮商紀錄表；下學期包含團
體諮商心得或2次個人哲學諮商/1次哲學諮商紀錄表，佔平時成績10%。）（選擇好書分享/好影共賞/好文共讀擇一寫心得500字，佔平時成績10%。
）
2、 期中考試（20%）：採用命題筆試測驗。
3、 期末報告（30%）：採用書面及口頭報告方式。（自評+老師佔10%，觀察組佔20%）
4、 期末考試（20%）：採用命題筆試測驗。

備註Remark

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1、 針對課程內容，提出生活實際相關問題與活動，學生必須實際參與討論。
2、 學生務必參與學期哲學諮商實務的諮商實習課程。
3、 學生務必參與學期哲學諮商個人及專題的口頭報告。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備註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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