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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304 丁福寧教授碩專班講綱 

希 臘 的 人 學 

 
Human nature and reason are the pillars of Greek culture. 

W. Jaeger, Humanism and Theology, p.18. 
 
That is why a man should make all haste to escape from earth to heaven; and escape 
means becoming as like God as possible; and a man becomes like God when he 
becomes just and pure, with understanding. 

Plato, Theaetetus, 176 b. 
 
The destiny of man lies in his soul. 

Herodotus. 
 
古希臘時期有關人學（anthropology）的探討是有關靈魂（psychological）的探討。

靈魂（psyché）的思想有著漫長的發展過程。在荷馬時期還沒有一完整的身體概

念，人的身體（soma）非真正的人的一部份。直到亞理斯多德時方有一完整的

人的概念。 
 
一、在荷馬史詩時代 

軀體：各部份的肢體 
氣：人死之時離開人 
 人受傷時從傷口離開 

 
二、奧爾菲思想：靈魂、身體的二元 

靈魂：形上的主體 
身體：靈魂寄居之處 

三、哲學思辨時期 
世界有一原理，人也當有一原理統治人 
靈魂是人的原理 

 
四、蘇格拉底 

你是你的靈魂 
認識你自己–認識你的靈魂 

 1



20070310 葉海煙教授碩專班講綱 

                       道家的人文精神  

                     東吳大學哲學系                               

葉海煙                                            

  道家出現於古中國的南方社會──老子與莊子就在「南方文化」的薰陶之下，

蘊釀出「道」的思維，以及樸實恬淡、回歸自然的人生觀，而這恰恰是中國人文

精神的重要內涵，和儒家的成德之教、佛家的成佛之道，共構出一體用兼備、本

末通貫的義理系統。 

 

一、人文的證成之道： 

〈一〉人間價值思維的反省 

〈二〉世俗感官文化的批判 

〈三〉道德真實意義的豁顯 

〈四〉知識與智慧之間的辯證 

〈五〉公共生活世界的建構 

〈六〉道進乎技的生命智慧 

二、人性的體現之道 

〈一〉尊道貴德、全生保性 

〈二〉虛心弱志、歸根復命 

〈三〉見素抱樸，少私寡欲 

〈四〉心齋與坐忘──精神的鍛煉與靈性的開發 

〈五〉逍遙而自得、遊心而物化、安時而處順 

三、人道的開展之道 

    〈一〉「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人道與天地共在，同時和良

善的理想偕行並進。 

    〈二〉「柔弱勝剛強」、「深根固柢」──尊生保生全生的生命價值原則 

    〈三〉「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公正無私的善良原則 

〈六〉慈、儉、不敢為天下先 

〈七〉「以天下觀天下」的人道關懷 

〈八〉「夫佳兵者不祥之器」的和平主義 

四、人倫的履踐之道 

〈一〉你我之間──互為主體的溝通之道 

〈二〉天人之間──「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一體共生

之道 

〈三〉天下大戒：命與義的對話 

〈四〉公私兩行而無礙──「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五〉平等的理想與解放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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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311 黃藿教授碩專班講綱 

國立中央大學 黃 藿 教授 主講 2007/3/11 

亞理斯多德的德行倫理學與當代德行論研究 

一、 何謂德行倫理學？何謂德行？ 

1. 德行倫理學（virtue ethics）是一套特別重視品德或德行的倫理學理論，主張我們

的行為與生活都應以培養品德或德行為主。德行倫理學源於古希臘，近年來重

新受到西方學者重視，而蓬勃發展，與義務論(deontology)、效益論(utilitarianism)
倫理學體系分庭抗禮。 

2. 德行倫理學重視良好品德的培養，因此對於有德行的人加以推崇。 
3. 德行(arête)，希臘文原義本是「卓越」(excellence)，可分為理智卓越，與品格卓

越。理智卓越或德行又分為科學知識(epistemé)、技藝(techné)、理性直觀(nous)、
實踐智慧(phronesis)、哲學智慧(sophia)。 

4. 簡單的說，德行就是個人本有能力的卓越化與良好人際關係的滿全。 

二、 亞理斯多德的德行論與幸福論－－德福相容與否的問題 
1. 目的論的倫理學(teleological ethics)：目的與善的層級性與連環性。／ 三種人生

觀：享樂、名位與財富、默觀。／ 幸福與最高善：最高善並不只存在於理型

世界。 
2. 希臘人的幸福觀： “…being happy [is] equivalent to living well and acting well.” 
3. 理論哲學與實踐哲學；倫理學與政治學 

4. 亞氏對幸福的定義：“Happiness is an activity of soul in accordance with perfect 

virtue.” 
三、 亞理斯多德的中庸論－－情緒管理與情緒教育 

1. 什麼是德行？ “Next we must consider what virtue is. Since things that are found in the 

soul are of three kinds ─ passions (pathe), faculties (dynamies), states of character (hexis)─ 

virtue must be one of these. By passions I mean appetite, anger, fear, confidence, envy, joy, 

friendly feeling, hatred, longing, emulation, pity, and in general the feeling that are 

accompanied by pleasure or pain; by faculties the things in virtue of which we are said to be 

capable of feeling these, e.g. of becoming angry or being pained or feeling pity; by states of 

character the things in virtue of which we stand well or badly with reference to the passions, 

e.g. with reference to anger we stand badly if we feel it violently or too weakly, and well if we 

feel it moderately; and similarly with reference to the other passions.” (NE, Bk.II, 5) 
2. 道德德行的定義：道德德行 ＝ 品格狀態 (hexis) ＋ 中庸 (mesotes) 
3. 六種道德人格類型：神聖的勇者、德行(arete)、自制(enkrates)、缺乏自制力

(akrasia)、惡行(kakia)、獸行。／品格類型與其在情緒、行動、抉擇等方面表現

中庸的關係 

4. 亞理斯多德與康德的差異：樂而行之與勉強而行之。 
5. 培養德行就是對個人的情欲做恰當的控管，讓這些情欲表現得恰如其分，符合

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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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318 李賢中教授碩專班講綱 

墨家哲學－方法論 
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  李賢中              96.3.18. 
 

就思想方法而言，所謂「方法」是指：「達成既定目的之規則性思想歷程。」 
墨家哲學相較於先秦各家，具有較強的方法意識，對於達成目的所使用的方法有

相當的自覺。並且建立了有關方法的理論，藉著這些方法來展示、提倡、辯護他

們的思想。以下分別就：效與法、三表法、推類法、故式推論與反駁法等加以說

明。 

一、 效與法 

在古代「效」與「法」的意義相關而接近，是同一個推論作用的兩個要素，

「法」有法則、標準之意，「效」則是仿效之意，所仿效的對象即為「法」，兩者

的關係可由〈小取〉看出：「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

則是也；不中效則非也；此效也。」其中「效者，為之法也」之「效」，是作為

某種標準或根據，及驗證思想或言論。凡是符合「效」的為正確，可以成立；凡

不合「效」的，為不正確，不可成立。 
〈法儀〉：「百工從事，皆有法可度。」由此可見，從墨家來看，「法」的原意

是含有工具性的法度與標準。之後擴大到工藝製作範圍之外，用以檢驗思想言論

是否成立及運用於施政的方法與法則，如〈天志中〉稱：以矩測方乃「方法明也」，

解「順帝之則」為「帝善其順法則也」進而論及墨子之有「天志」此一「法」將

可「上將以度天下王公大人為刑政也，下將以量天下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 
〈法儀〉篇也說：「天下從事者，不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

也。雖志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法」的應用

就是「效」，「效」的標準就是「法」。符合標準就是中效，不符合標準就是不中

效，如此「效」與「法」的意義就十分接近了。 
在墨家思想中，作為「效」的標準包括：1.最高設準如：天志、天意；2.其以

為真的命題，如：治乃善政、得為政者乃貴且知者、辯乃是非之爭，必有勝負……

等等。3.思想準則，如：三表或三法。 

二、 三表法 

墨學十論的思想大多以三表法為其論證的骨幹，雖然只是墨家獨特的思想準

則，而不具備有效論證的嚴格性，但三表法的提出卻有一定的價值，它在中國哲

學的發展歷程中呈現出以方法為研究探討對象的新階段。在《墨子‧非命》篇中

明白的提出三表法。 
〈非命上〉說：「言必有三表」〈非命中、下〉說：「使言有三法。」可見三表法

是檢證言論以及言論所代表的思想的三個標準。綜合〈非命上、中、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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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29 陳榮華教授碩專班講綱 

前言：方法論詮釋學(hermeneutics as methodology)與存有學詮釋學

(hermeneutics as ontology) 

我們大致可以區別詮釋學的兩個陣營。首先是 Schleiermacher 和 Dilthey 的

詮釋學，他們是希望提出詮釋的原則，指導詮釋者去理解文本，獲得文本的

真理──一個客觀有效的知識。基本上，他們關心的是方法論，因為他們認

為，自然科學有它的方法論，而人文科學不同於自然科學，其真理的性格也

不同於自然科學的真理，故人文科學要有不同的方法論。但是，要提出詮釋

時的方法論，首先要明白，詮釋是什麼？這是說，人的理解是什麼？這是一

個更基本的問題。因為即使方法論詮釋學的工作是要提出方法，讓我們根據

方法得到文本的意義，但提出方法必需預設我們能夠理解、詮釋或得到方

法。因此，在接受、肯定或提出方法前，已經有另一種詮釋活動──對方法

的理解。我們沒有一種方法可以讓我們獲得或理解方法，換言之，理解、詮

釋或得到方法，是一種在方法論尚未有使用前的詮釋。於是，更基本的詮釋

學是探討人的理解是什麼？這不是方法論的工作，而是討論在方法尚未出現

時的理解是什麼？可是，探討人的理解是什麼？這亦即是探討理解的存有。

如果我們更深入反省，則甚至可以說，人之所以是人，是由於他能詮釋。不

能詮釋的人不能理解任何東西，不能理解任何東西，則就不可稱之為人。那

麼，若人之所以為人是由於他能詮釋，則探討詮釋是什麼，就是探討人是什

麼。但探討人是什麼就是存有學。這亦正如探討人性是什麼時，就是人的存

有學。於是，更基本的詮釋學不是提出方法，而是探討詮釋或理解是什麼─

─它的存有是什麼。詮釋學從方法論變成存有學。這是海德格和高達美的詮

釋學。 

一、方法論詮釋學：Schleiermacher and Betti 

(一)Schleiermacher: general hermeneutics 

在 Schleiermacher 以前，尚未有詮釋學這門學問。當時只是有一些學者，針對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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