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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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克果哲學與基督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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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俊輝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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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相關]
  3.資訊[直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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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相關]
  2.積極傾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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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相關]
  12.合作[直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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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相關 環境保護     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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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相關 法制教育 間接相關

服務學習 直接相關 生涯教育 直接相關

家政教育 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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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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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將介紹祁克果的生平、主要著作、其哲學產出的歷史因緣，以及其哲思之要義。此間，將著重基督思想對祁
克果哲學的影響之介紹。最後，則擬論評祁克果哲思的歷史地位，以及它對後世學界的啟發暨貢獻。
二、期待修習本課程之學員,能從祁克果哲學的教示中,嘗試去了解:基督思想在世上出現的意義與價值,以及它之與一
個人存在人生的關聯性。
 
First, it introduces Kierkegaard's life, major works, the sources of hi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s well as the essence of his philosophizing. Here, it will 
focus 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Kierkegaard upon which the Christian 
thought impacts. Finally, it proposes to comment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Kierkegaard ‘s philosophizing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future generations .
Second, it especially expects students attending this course, from the leading of 
Kierkegaard ‘s philosophizing ,to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the 
Christian thought appeared in the world ,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a person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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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7 一、序論：祁克果哲學出現的時代背景暨
社會環境

(一)時代方面〈第一週〉

2 09/24 一、序論：祁克果哲學出現的時代背景暨
社會環境

(二)社會方面〈第二週〉

3 10/01 一、序論：祁克果哲學出現的時代背景暨
社會環境

(三)哲學方面〈第三-四週〉

4 10/08 一、序論：祁克果哲學出現的時代背景暨
社會環境

(三)哲學方面〈第三-四週〉

5 10/15 一、序論：祁克果哲學出現的時代背景暨
社會環境

(四)宗教方面〈第五-六週〉

6 10/22 一、序論：祁克果哲學出現的時代背景暨
社會環境

(四)宗教方面〈第五-六週〉

7 10/29 二、祁克果哲學的歷史傳承與改造之一 (一)在人性思想方面〈第七週〉

8 11/05 二、祁克果哲學的歷史傳承與改造之一 (二)在文學思想方面〈第八週〉

9 11/12 第九週　期中考 舉行期中考試(或繳交學術報告;二中擇一)

10 11/19
三、祁克果哲學的歷史傳承與改造之二

〉

(三)在哲學思想方面〈第十-十一週

11 11/26

三、祁克果哲學的歷史傳承與改造之二

三、祁克果哲學的歷史傳承與改造之二
(三)在哲學思想方面〈第十-十一週

12 12/03 三、祁克果哲學的歷史傳承與改造之二 (四)在宗教思想方面〈第十二-十三週〉

13 12/10 三、祁克果哲學的歷史傳承與改造之二 (四)在宗教思想方面〈第十二-十三週〉

14 12/17 四、祁克果存在思想的生活實踐暨運用

---從與大陸學者張飛 :〈涉及宗教的一
個重要數學集合映射〉(按:〈神思想和教
會思維之關係邏輯〉)一場哲學、科學暨宗
教的對話談起〈第十四-十五週〉

15 12/24 四、祁克果存在思想的生活實踐暨運用

---從與大陸學者張飛 :〈涉及宗教的一
個重要數學集合映射〉(按:〈神思想和教
會思維之關係邏輯〉)一場哲學、科學暨宗
教的對話談起〈第十四-十五週〉

16 12/31 結語 : 評論 / 反思〈第十六週〉

17 01/07 第十七週
五、影片賞析

─地球:生命/存在的庇護所

18 01/14 第十八週　期末考 舉行期末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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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影片欣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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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作教學 0 個別指導 0 其他 0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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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課程綱要暨教材：                
＊第一學期 ＊
第一～六週
一、序論：祁克果哲學出現的時代背景暨社會環境
(一)時代方面〈第一週〉
(二)社會方面〈第二週〉
(三)哲學方面〈第三-四週〉
(四)宗教方面〈第五-六週〉

第七～八週
二、祁克果哲學的歷史傳承與改造之一
(一)在人性思想方面〈第七週〉
(二)在文學思想方面〈第八週〉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十三週
三、祁克果哲學的歷史傳承與改造之二

(三)在哲學思想方面〈第十-十一週〉

(四)在宗教思想方面〈第十二-十三週〉

第十四~十六週
四、祁克果存在思想的生活實踐暨運用
─從與大陸學者張飛 :〈涉及宗教的一個重要數學集合映射〉(按:〈神思想和教會思維之關係邏輯〉)一場哲學、科學
暨宗教的對話談起〈第十四-十五週〉
─結語 : 評論 / 反思〈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五、影片賞析
─地球:生命/存在的庇護所
 
第十八週　期末考

教科書

主要用書 : 
1. 陳俊輝著：《祁克果》。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
2. 陳俊輝著：《祁克果與現代人生》。台北 ,黎明文化公司 , 1987。
3. 陳俊輝編譯：《祁克果語錄》。台北，業強，1987；揚智，1993。
4. 陳俊輝著：《祁克果新傳：存在與系統的辯證》。台北 ,水牛出版社 , 1994。
5. 陳俊輝著：《祁克果存在詮釋學》。台北：師大書苑 , 2002。

參考書目
Reference

參考資料 ： 
1.Kierkegaard, S.,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o the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translated by David F. Swenson, completed after his death and provid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Walter Lowri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846 & 1941).
2.Kierkegaard, S., Sickness unto Death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Walter Lowri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849 & 1941).
3.Kierkegaard, S., Works of Love (translated by David F. Swenson and Lillian Marvin 
Swen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847 & 1946).
4.《聖經》，香港，聖經公會出版。
5.陳俊輝：〈祁克果《對哲學片簡之最終非學術的附筆》的「思考」概念〉。台北，台大哲學系，台大創校四十週年，
國際中國哲學研討會，1985年11月3~7日。
6.陳俊輝：〈存在與激情──祁克果的知識批判暨主體真理觀之探討〉。台北，哲學雜誌，第三十六期，業強出
版社，2001年8月。
7.陳俊輝：〈祁克果「真理」觀之研究〉。台北，哲學年刊，第四期，中華民國哲學學會，民國75年10月。
8.陳俊輝：〈存在與「永福」的追尋──從祁克果的宗教反思談起〉。新北市，輔仁大學‧多倫多宗座中世紀研究院‧
美國天主教大學合辦，基督宗教哲學與人性尊嚴學術研討會，2002年12月12-14日。

教學平台網址 http://goo.gl/lllb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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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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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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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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平時成績（佔30%〕的計算方式: 應繳交兩篇心得感想。
1.請從【陳俊輝老師的講義與教材】當中，以教師指定必讀的講義遴選兩篇，自訂題目，撰寫兩篇心得感想，當作必交
之習題。（每篇以1000字為宜）
2.如果欠繳者，該部份的平時成績以不及格計算。
3.繳交日期：期末考之前三周（即第十五周）的上課期間，逾期必扣分。
4.整學期全點或抽點之次數不定，同學為了自身的權益，應該用心，踴躍出席。
例如：全學期若點名六次，六次皆無缺席紀錄者，則得2*6=12分，再給加權分數3～5分。如果六次當中有一次缺席者
，則倒扣2分，以此類推。因此，全勤者與缺課一次者之間，將相差至少14分以上。
5.〔技術加分部分:〕為了課程之需要，在期中考之前、後，擬將播映相關之DVD影片一或兩部，以輔助教學。學生可
就其觀賞後撰寫觀賞報告一篇或兩篇，當作加分報告（每篇以1000字為宜）；成績之計算方式，每篇以1～7分為度。
有繳交者，加分；未繳交者，不扣分，也不給分。
6.特別注意：平時總成績若破百的話，則多出的分數，將外加於佔40%的期末考之成績上。

二、期中成績〔佔30%〕計算方式:〔以下,二者擇其一;由師生共同決定〕 
1.舉行期中考〔申論題;筆試〕。
2.繳交一篇學術性報告。〔字數以2000字為宜〕  
(1)題目：自訂。
(2)內容：可參考教師於課堂中所播放之「投影片內容」，以及教師指定必讀的「講義」，當作參考資料來源。經自己
吸收整理後，自訂妥適的論題而撰寫之。
(3)形式：即一般學術性的格式，可參考【陳俊輝老師的講義與教材】中若干講義、論文的寫作格式（如：有妥適的
論題、正文、頁下註、參考書目或資料...等）。
(4)繳交日期：在期中考當天繳交，逾期則拒收。
(5)特別注意：學術性的報告，應自行構思與撰寫，嚴禁抄襲；也不宜從網路資料直接下載、剪輯或拼湊而成。

三、期末成績〔佔40%〕計算方式:
1.舉行期末考〔申論題;筆試〕。 
2.試題由六中選五，或五中選四作答〔題號可顛倒〕，不必抄題；考完之後，試題紙與答案卷一併繳回。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備註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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