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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思維與生活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蔡淑麗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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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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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9053167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中文
（Chinese） 思維與生活 學分數
Credit Hours 2
 英文
(English)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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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中文 課程網站
Course Web http://night.ntcc.fju.edu.tw/edu/ethicEco/
教材上傳本校iCAN：■是 □否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s  建議續修課程
Continuing Courses 

課程目標（Course Objectives）：
1.認知方面
(1) 講述教學法：有系統地教導哲學相關知識。
(2) 啟發學習法：啟發學生主動地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3) 問題教學法：以問題為導向，協助同學們藉著解答問題以掌握重點。
2. 技能方面
(1) 練習教學法：在教師示範舉例說明哲學相關理論後，讓學生透過個別練習或合作練習，也能舉例說明。
(2) 發表教學法：鼓勵學生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等，透過語言、文字、動作、圖形、戲劇等方式，充
分表達出來。
3. 情意方面
(1) 價值澄清法：協助學生離清自己和他人的價值差異，並由此建立自己的價值體系。
(2) 欣賞教學法：引導學生對學習的內容和活動，由不會欣賞到欣賞，由懂得欣賞到更加欣賞。
(3) 角色扮演法：讓學生經由對問題情境的扮演和討論，探究人際關係中的情感、態度、價值問題，以及共
謀問題解決的策略。

課程教材（Course Materials）：
無固定教科書，以老師所編講義為主，同學分組報告所收集資料為輔，參考資料標示於每個單元講義之參考
資料部分。上課講義請同學自行至教師個人教學網頁下載，網址開學後於課堂上公佈。

參考書目（Reference）：
一、 Irving M. Copi 著，張身華譯，《邏輯概論》，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九年五月第
十八印。
二、 錢志純著，《理則學》，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四版。 
三、 Siweifangfa Daquan著，《思維方法大全》，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一月第二次
印刷。      
四、  沈清松，《現代哲學論衡》，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七十四年八月。
五、  鄔昆如，《存在主義論文集》，先知叢書，台北：先知出版，民國六十四年一月。
六、  鄔昆如，《發展中的存在主義》，先知叢書，台北：先知出版社，民國六十一年六月。
七、  Edo pivcevic 著，《胡塞爾與現象學》，桂冠叢書，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八、湯京士及柏德著，薛絢譯，《植物的祕密生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初版
四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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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珍古德著，楊淑智譯，《大地的窗口》，台北：麥田出版，十月初版。
十、傑佛瑞˙史瓦茲&夏倫˙貝格利著，張美惠譯，《重塑大腦》，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二○○
三年十二月初版。
十一、瑞塔˙卡特著，洪蘭譯，《大腦的秘密檔案》，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二○○三年十月初
版七刷。
十二、張春興著，《教育心理學》，台北︰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九年修訂版十一刷。
十三、葉保強、余錦波著，《思考與理性思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八年出版十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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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課堂參與 10% 心得或作業撰寫 0%
口頭報告（含小組或個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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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所列之評量方法未使用，只需於百分比欄位中填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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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影片欣賞 15% 討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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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備註：若使用其他教學方法，請自行說明。若所列之教學方法未使用，只需於百分比欄位中填0。

核心行為（Core Behaviors）：請說明課程學習預期協助學生獲得下列行為的程度
行為（Behavior） 程度
(Degree) 行為（Behavior） 程度
(Degree)
問題分析與解決行為 4.5 整合與運用資源行為 4
人際溝通行為 4.5 應變行為 4
團隊合作行為 4.5 規劃行為 4
創新行為 4 洞察環境（國際化）行為 3
備註：請填寫0-5分，0分代表完全沒有協助此行為，5分代表非常高，請自行依序給分。

課程學習與本校宗旨與辦學目標的符合程度（Degree of Conforming with the School Mission 
and School Objectives）：
宗旨
（Mission） 程度
(Degree) 目標
（Objectives） 程度
(Degree) 目標
（Objectives） 程度(Degree)
真 4 人性尊嚴 4.5 宗教合作 0
善 4 人生意義 4.5 服務人群 4
美 4 團體意識 4 學術研究 4.5
聖 4 文化交流 0  
備註：請填寫0-5分，0分代表完全不符合，5分代表非常符合，請自行依序給分。

課程學習融入下列議題的程度（Degree of Immersing Following Issues）:
議題
(issues) 程度
(Degree) 議題
(issues) 程度
(Degree) 議題
(issues) 程度
(Degree) 議題
(issues) 程度
(Degree)
性別平等 0 品德教育 4 生命教育 4 人權教育 0
環境保護 0 環境安全 0 智慧財產權 0 法治教育 0
備註：請填寫0-5分，0分代表完全未融入，5分代表融入程度非常高，請自行依序給分。
 
各週授課進度（Course Outline）
週次
Week 日期
Date 主題
Topic 課程內容或指定閱讀
Course Content or Required Reading
1 2/17 認識彼此及課程簡介 講解課程安排與導引同學了解課程的存在意義等。
2 2/24 何謂思維與人如何思維 思維是一種精神活動與過程。
3 3/3 六頂思考帽 不同的思維模式可用不同的色彩表示。
4 3/10 人的思維對其生活世界的影響 用對比的方法了解思維對其生活世界的影響。
5 3/17 垂直思維之定義、特色及優缺點 輔以案例說明何謂垂直思維。
6 3/24 水平思維之定義、特色及優缺點 輔以案例說明何謂水平思維。



7 3/31 垂直思維與水平思維的關係 輔以案例說明垂直思維與水平思維兩者必須相輔相成。
8 4/7 正面思維與負面思維 輔以案例說明何謂正面思維與負面思維。
9 4/14 如何透過正面思維以確保身、心、靈的健康 輔以案例說明為什麼透過正面思維以確保身、心、靈
的健康。
10 4/21 逆向思維與正向思維 輔以案例說明何謂逆向思維與正向思維。
11 4/28 如何透過談判溝通時的逆向思維以開創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 輔以案例說明為什麼透過逆向思維可
以讓判溝通時，可以開創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
12 5/5 快樂思維與不快樂思維 輔以案例說明何謂快樂思維與不快樂思維。
13 5/12 如何透過快樂的思維方式以達成幸福的人生目標 輔以案例說明為什麼透過快樂的思維方式可以營
造幸福美滿的人生。
14 5/19 分組報告 請同學針對人的生命故事編導一短片，分享全班。
15 5/26 分組報告 請同學針對人的生命故事編導一短片，分享全班。
16 6/2 分組報告 請同學針對人的生命故事編導一短片，分享全班。
17 6/9 彈性運用 
18 6/16 期末考 
註︰課程進度會視課程需要作彈性修正。

備註：依據本校性別平等委員會決議，以下課程請務必於98學年度起於課程授課進度中納入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議題。
1. 大學入門：4小時（兩性交往、性別平等相關法規介紹）。
2. 人生哲學：一學年需含6-8小時（社會中的性別關係、角色互動等）。
3. 專業倫理：4小時（職場中的性別關係與互動倫理）。
4. 體育：每學期2小時（運動中的性別身體接觸、互動關係）。
為避免課程間討論之性別議題重複，各課程相關參考議題與內容，將於開學前提供，但請教師於課程規劃時
先納入於課程進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