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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課程規劃內容 

一、 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重點項目 
本系授課 

師資人數 

他系授課 

師資人數 
聘任業師人數 修課人數 

問題解決導向(PBL)課程     

教

學 

創

新 

實

驗 

通識課程革新 1   68 

程式設計課程     

創新創業課程     

推動教師專業社群 參與教師數  
教學或領域

主題 
 

 

二、 問題解決導向(PBL)課程/教學創新實驗課程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負責老師 
學分數/ 
學時數 

修課人數 

哲學概論 張盈馨 2/2 68 人 

 

三、 預期成果 

（一） 量化成效指標 

指標項目 量化績效 

教師

教學 

哲學基本概念 確實教授哲學基本概念 

西方哲學史 確實教授西方哲學史發展脈絡 

哲學思維型態 確實教授哲學特殊思維型態與及特殊性 

學生

學習 

哲學基本概念 學生明確清楚了解哲學基本概念 

西方哲學史 學生確實了解西方哲學史發展脈絡 

哲學思維型態 學生確實了解哲學特殊思維型態與及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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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質化成效 

  本課程之預期質化成效有五項： 

1. 認識哲學基本問題 

2. 認識哲學思索 

3. 陪養哲學思考與判斷 

4. 關懷自我與人間世界 

5. 理解人生、科技的意義及面對問題之解決 

  細分述如下： 

1. 認識哲學基本問題： 

本門課程是為讓學生對哲學基本問題有正確的認識。哲學問題包含：

哲學研究對象、哲學基本概念、哲學史發展主要轉折、西方史中重

要之哲學家、西方思想史之主要發展歷程。 

2. 認識哲學思索： 

本門課主要讓學生清楚了解哲學思維模態、哲學價值觀、哲學關懷

對象，以及於現今的哲學思維的可能性。 

3. 培養哲學思考與判斷： 

本門課培養學生以哲學思維角度反省自身及關懷社會時事、思索人

生、拓展心懷。 

4. 關懷自我與人間世界： 

本門課程在提供學生關於哲學基本概念及思想後，進一步促使同學

關懷自我、審視自我生命、自身價值觀，及對社會時事之審度與對

社會之關懷。 

5. 理解人生、科技的意義及面對問題之解決： 

本門課在進行過程中，即不斷促使同學反思自我人生、思考及反省

人生價值。除此之外，亦藉由課程促使同學反思「科技」之意義與

價值，以及未來可能面對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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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執行與成果 

一、 具體作法 

（一） 教學目標與課程規劃 

1. 教學目標 

本課程之教學目標有五項： 

1. 認識哲學基本問題 

2. 認識哲學思索 

3. 陪養哲學思考與判斷 

4. 關懷自我與人間世界 

5. 理解人生、科技的意義及面對問題之解決 

 

2. 課程大綱 

  本課程目標期能培養學生對哲學產生興趣，並對西方哲學史有基本

的認識。本課程核心能力包含：人文素養、溝通能力、創新能力、國際

視野及社會關懷。 

  本課程主要教授內容如下： 

 先蘇哲學家對真理之看法 

 希臘三哲（蘇格拉底、柏拉圖及亞里斯多德）之主要哲學思想 

 中世紀聖•奧古斯丁及聖•多瑪斯 之主要神哲學思想 

 理性主義哲學家（笛卡爾、斯賓諾莎及萊布尼茲）之主要思想 

 經驗主義哲學家（洛克、巴克萊及休謨）之主要思想 

 盧梭之人性思想 

 德國觀念主義哲學家（康德及黑格爾）之主要思想 

 叔本華之主要思想 

 十九世紀思想家（馬克思、尼采、佛洛伊德）之主要思想 

 二十世紀思想家（海德格、萊維納斯、巴塔耶）之主要思想 

  本課程除主要教授內容以外，另輔以聆聽演講、反思討論等教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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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促使學生達成課程目標。 

 

3. 現有可教授課程師資清冊 

項次 教師姓名 教師所屬系科 

1 張盈馨 通識教育中心 
兼任助理教授 

   

（二） 課程教學創新作法 

本課程「哲學概論」在未申請先導計畫之前的教學目標，僅是為使學生

具備哲學基本概念及觀念為目標。申請到先導計畫後，本課程之教學目標，

不僅是為使學生具備西方哲學基本概念及知識。另外，亦配合教學互動模式，

使學生將哲學基本概念深入生活當中，在生活當中得以見得哲學思想痕跡。

亦促使學生將哲學活用於對生命思考及規劃當中。 

「哲學」因屬抽象思考類之學問，又「哲學」實難對應於現實世界實際

課題，故而「哲學」或抽象類學問常被認為不切實際或對於安定心性之類的

功效感到無感。在一般大學中，哲學若不是作為主要學習科系，而是通識課

程，又為科技大學的通識課程，更讓學生對哲學感到可有可無。無論是學生

選課或是修課、作業，乃至於考試成績，科技大學學生對於哲學通識課程，

常常是應付的心態。學生往往不知道哲學的重要性在哪裡，學生也無法在短

時間當中看到學習哲學的成效。對於現今追求實際、時效、迅速的知識觀中，

學生對於哲學通識課程的偏見，實是人之常情。然而，修習哲學進而獲得一

種新視野、新態度、新生命，不正也是教育部推行先導計畫的心意之一嗎？

因此，本課程授課教師首先必須要面對的是，第一，如何使學生見得哲學通

識課程的價值與意義。第二，如何使學生明白或體驗純粹抽象的哲學思維對

人生活及生命的重要影響力。 

若要讓學生明白哲學通識課程的價值與意義，必須提供給學生一廣大的

視野。一種在量上面的充實性，以及在質上面的豐富性。關於前者，作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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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仍必須提供給學生不同地域、不同時間，在文明歷史的向度上，讓學生開

展視野。如果無法做到此，而只是講述哲學概念，學生較不易有歷史感，也

難感受到思想的力度。鑑於此，作為老師必須提供許多哲學材料，例如：西

方哲學，由古至今的思想脈絡；東方哲學與西方哲學在思維方法上之不同；

印度哲學作為東西雙方文明影響下的一種新視野等等。在授課上列項目內容

時，若學生無法自學或自修習得，就必須倚賴授課老師講述清楚、確實、明

白。 

在先導計畫施行中，常發現科技大學通識課程學生，一來心態上對通識

課程之偏見。另一方面，科技大學學生在世界不同文明、不同歷史、思辨能

力，普遍較為薄弱。最常的情況是，學生聽得懵懵懂懂，知道有幾個不同文

明、不同思維，但無法進一步深入明白，也難感受到所謂「思想」的力度。

在這情況下，授課教師的一般講授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授課教師能講得好、

講得踏實、思路清晰、明確，那麼，這種傳統的授課方式仍是讓學生最迅速、

最有感受的一種教學方式。 

現今，常追求新穎的「翻轉式教學」，這不是不好，但是需要某些條件。

比方，這種教育型態必須在學生主動、有背景知識或技術，甚至需要有所體

驗，也需要在小空間、小範圍、密集的互動……等等種種條件中，才能進行

所謂的「翻轉式教學」。在科技大學的大班制通識課程，且只有一個學期的

課程中，實是沒有條件進行「翻轉式教育」。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哲學」

的通識教育仍必須是由授課教師掌握住一星期上一次課程的節奏，在短時間

當中，將哲學背景清晰、明確提供給學生。 

由於以上原因，本課程授課方式主要仍以講授為主。但對於作為授課老

師的我而言，力求使學生聽起來不無聊、聽得懂、提供有效的資訊給學生。

並在課堂上，常用詰問方式引誘學生思考、引起學生反思。我花了許多時間

備課、進一步思考，並在課堂中與同學討論。表面上，這沒有甚麼，但若能

將哲學講得使同學明白、使學生有感受，這實是非常困難的。 

參與本課程先導計畫學生，一開始並不知道本課程是為符應教育部先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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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設計。因而修了課之後，才知道本課程參與先導計畫。 

學生一開始對於「哲學」幾乎已有既定的刻板印象，且多半是負面的印

象。比方：認為「哲學」無聊、抽象、不實際、可能會聽不懂、就算聽懂，

也沒甚麼實際用途……等等。因而本課程一開始實是花了非常大的力氣與時

間，使學生感受哲學思想之力度。 

本課程一開始即由西方哲學之父泰利斯開始教授。引導學生注意西方古

聖先賢哲學家之追求真理的特殊性格，以及西方哲學家所崇拜理性之緣由。

另外，亦透過教授哲學家所提出之理論，展示給學生看到西方「真理觀」之

變化與痕跡，以及對後世之影響。 

在課程進行一個半月後，即可感受學生有所回饋。不過，僅幾位學生回

饋，對大部分同學而言，仍較為是以應付的心態來應付此門課程。幾位同學

回饋的內容大致仍以授課教師為主。比方覺得老師很會說哲學家的故事、覺

得老師能說到聽得懂的哲學。對哲學內容的部分，仍尚未能有所掌握，或有

所感觸。 

直至課程開始講授古希臘哲學家巴門尼德(Parmenides, c. 515-c. 460 BC)，

同學開始較為能夠掌握哲學所研究的主題或是哲學家的性格。原因在於，巴

門尼德實是在西方哲學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哲學所研究的對象――存有

(Being)。因此，上課至此，學生開始接觸真正的哲學研究主題及範圍。授課

教師於此實是用盡力氣力求學生明白「存有」、「是其所是」、「真理」、

「價值」……等概念。於此，幾乎已是奠定學生對哲學的基本認識。上課至

此，綿顯感受到，學生在上課當中，有所反應，有所體驗。表面而言，「存

有」似是一難懂的詞彙、抓不住對象的詞彙。但授課教師將其解釋到，作為

一般人、作為平凡的學生，都能捫心自問其「存有」問題。這「存有」問題，

並非是高高在上遙不可及，而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捫心自問自己是否真實、

是否踏實、是否誠懇之問題。當引導學生至此，多半學生已開始有所感觸，

這也是在傳統哲學訓練與教學過程當中的突破。因為，先導計畫中的哲學通

識課程，並不要求學生專門研究所謂的「存有」或是「存有」在歷史上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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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與演變。先導計畫中的哲學通識課程，提供更多的是這個「存有」問題如

何與我們作為一般人息息相關。本課程更需要提供時間與空間讓學生思考作

為一個普通、平凡人，如何讓我的生命感到有所價值、我如何能夠對得起自

己，這其實也就是哲學中「存有」原初的意思。因此，課程進行至此，學生

並不會覺得自己在學習哲學理論，而是在學習如何面對自己的生命，如何讓

自己活得踏實。先導計畫講求創新與轉變，這絕對並非是指教學形式的創新

與轉變，它更是指教學的過程中，讓學生覺得學習哲學有所用處、讓學生覺

得學習哲學受惠一生。也讓學生在學習哲學的過程中，打開視野、為自我創

新與轉變。 

課程進行至柏拉圖(Plato, 427-347 BC)，學生實是更感受哲學力度，但也

開始察覺西方哲學的限制與偏見。例如：柏拉圖將「知識」等同於「德行」，

或者柏拉圖以為最真實的乃「理型」價值觀等等。學生亦開始由此反思，偉

大的哲學家如柏拉圖，他們的想法真的正確嗎？真的合理嗎？這於上課中一

問一答的對話中，處處可見學生在思想上的成長，在反省上的逐漸成熟，以

及明顯開始對思想的關心，開始重視真理、重視真實等等。這種無法量化呈

顯的創新與轉變，卻是更令人值得欣慰的。 

本課程之課程教學型態，主要仍以講授方式為主，以「學習活動」為輔。

在本課堂當中，授課教師除講授之外，亦進行問題設計，促進學生思考與反

省。本課程截至目前為止，共授課 26 個單元，分別依照西方哲學家來設計。

26 個單元分別為：1. 課程介紹。2. 泰利斯。3. 米利都學派。4. 畢達哥拉斯。

5. 赫拉特利特。6. 巴門尼德斯。7. 德謨克利特。8. 先蘇哲學家。9. 蘇格拉

底。10. 柏拉圖。11. 亞里斯多德。12. 狄奧根尼。13. 伊比鳩魯。14. 拉菲

爾-雅典學院。15. 聖奧古斯丁。16. 聖多瑪斯。17. 文藝復興。18. 笛卡爾。

19. 斯賓諾莎。20. 萊布尼茲。21. 盧梭。22. 康德。23. 黑格爾。24. 叔本華。

25. 馬克思、尼采、佛洛伊德。26. 海德格、萊維納斯、巴塔耶。除此之外，

本課程亦於學期末舉行一場學生期末成果發表會，此成果發表會定於 107 年

1 月 11 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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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概論」通識課程之學習活動包括：邀請校外專家學者演講、課後

線上測驗，以及本課程於 107 年 1 月 11 日舉行學生期末發表會。關於「邀請

校外專家學者演講」，本課程共邀請了七人演講。講題除以哲學課題之外，

亦包括以哲學思維參與公共議題。演講相關訊息如下： 

 

  講者 學歷/現職 時間 講題 備註 

1 王之相 
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 
南開科技大學福祉科技與服務

管理系副教授 
106.10.19 科技與人心 

  

2 王震邦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博士、臺灣

文化中心博士後 
中央研究研院、中國社會科學

院訪問學者 

106.11.02 
博雅的 
大學生 

  

3 黃偉雄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博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兼任助理教授 
106.11.16 

談談 
社會正義 

  

4 許炎初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博士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

教授 
106.12.07 

我的 
哲學之旅 

  

5 馮明珠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碩士 
國立故宮博物院前院長 

106.12.01 

我對北溝故

宮的重整與

再生的看法 

配合「北

溝故宮的

重整與再

生」學術

研討會 

6 莊  靈 

省立農學院（今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系 
國家文藝獎得主、攝影家 
朝陽科技大學兼任學門講座 

106.12.01 

從歷史影像

憶談當年 
北溝故宮 

配合「北

溝故宮的

重整與再

生」學術

研討會 

7 趙永茂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兼任學門講座 

106.12.15 
氣候變遷 
與地方治理 

 

 

關於「課後線上測驗」，「哲學概論」課程每次授課之後，皆進行一次

課後線上測驗，以幫助學生專注上課，亦提升學生對於課程的連續性。而關

於「學生期末發表會」，本課程「哲學概論」訂於 107 年 1 月 11 日上午



9 

8:30-11:50 舉行學生期末成果發表會。 

 

（三） 學生學習評量方式 

本課程學生學習評量方式主要有二：一為學生平時上課情況，此包含學

生出缺席及學生上課態度及反應。二為學生平時複習測驗成績，此主要是為

幫助學生於課餘時間，熟悉並進一步反思上課內容。詳細的分數計算為，平

時成績佔總成績之 40%，平時測驗佔總成績之 60%。 

「哲學」固然最終應是由內而外、甚至是能影響其他人事物的一種能力。

但「哲學」始終是無法以量化來衡量的能力。「哲學」本質上而言，不是外

顯的能力。 

在衡量學生的哲學學習成效，亦是難以以量化方式衡量一個學生的哲學

思辨高度或其心意。對於哲學能力的鑑量，終究必須是長時間、深入溝通、

了解，甚至是為師者必須亦有相當程度的心胸與思辯能力，始能真正明白學

生的哲學能力程度為何。這在一般大學或科技大學的通識課程中，是不可能

的。原因是通識課程中的一門課，上課時數只有 18 週，以及一星期一次上課

的頻率，本身條件即難以做如此深入的評量。另外，普遍而言，通識課程幾

乎為大班制，1 個老師對於六、七十位學生，無論如何皆難以深入考察一個

學生的哲學能力。 

但無論如何，在現有的制度或計畫中，始終必須給予學生一個成績――

哲學成績。在有限的條件下，考試是最為便利的評量方式，也是最快速有效

的衡量方式。本課程仍為求較為客觀的評量標準，故不採取一次性大考來決

定學生的哲學成績。而是每週皆安排一次小測驗，一學期下來，在數十次的

測驗中，挑選最高的十次測驗成績作為「平時測驗 60%」成績。 

另外「平時成績 40%」成績，此成績是為鼓勵學生保持應有的上課態度。

嚴格而言，作為一個大學生，應具備主動的學習力。但長久教學經驗，我感

覺，大學生還是需要許多鼓勵。「平時成績 40%」的成績，是一個有效的鼓

勵，但從另一角度而言，也是一種規範和限制。就需看為師者如何引導，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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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覺這種「平時成績 40%」成績是種壓力，還是無負擔的鼓勵。 

在本課程中，大部分學生頗能接受每週測驗的評量方式。一來是因為能

夠複習、深化上課內容之方式；二來是學生不會感覺在期中考或期末考，需

要突然背誦大量的哲學概念。大部分學生對於每週測驗之感受，不會覺得是

過重的負擔，反而因為如此，而更能使學生於課餘時間思考哲學、感受哲學。 

每週平時測驗的學習評量方式，若學生有心向學，則此種方式對學生而

言，實較其他評量方式更有益處。只是對於授課教師而言，則是必須花費更

多心力和時間來設計測驗題目、檢測題目，以及藉由同學的測驗結果來分析

學生的學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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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情形與成果 

(一)教學歷程記錄 

本課程共授課 18 週，下表列出本課程所進行的與課程相關的主要活動： 

 日期 教學主題 

1 106 年 9 月 21 日(四) 課程介紹 

2 106 年 9 月 28 日(四) 教授哲學家泰利斯、米利都學派、畢達哥拉斯 

3 106 年 10 月 5 日(四) 
教授哲學家赫拉特利特、巴門尼德斯、德謨克利特及

總結先蘇哲學家 

4 106 年 10 月 12 日(四) 教授哲學家蘇格拉底思想 

5 106 年 10 月 19 日(四) 
王之相教授演講 

演講題目：《科技與人心》 

6 106 年 10 月 26 日(四) 教授哲學家柏拉圖思想 

7 106 年 11 月 2 日(四) 
王震邦教授演講 

演講題目：《博雅的大學生》 

8 106 年 11 月 9 日(四) 教授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思想 

9 106 年 11 月 16 日(四) 
黃偉雄教授演講 

演講題目：《談談社會正義》 

10 106 年 11 月 23 日(四) 
教授哲學家狄奧根尼、伊比鳩魯思想，並以拉菲爾《雅

典學院》一圖總結希臘哲學思想 

11 106 年 11 月 30 日(四) 
教授中世紀主要哲學問題，及教授神哲學家聖•奧古

斯丁及聖•多瑪斯思想 

12 106 年 12 月 1 日(五) 

馮明珠故宮前院長演講 

演講題目：《我對北溝故宮的重整與再生的看法》 

莊靈先生演講 

演講題目：《從歷史影像憶談當年北溝故宮》 

13 106 年 12 月 7 日(四) 
許炎初教授演講 

演講題目：《我的哲學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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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06 年 12 月 14 日(四) 
介紹文藝復興時代重要精神，及教授哲學家笛卡爾主

要思想 

15 106 年 12 月 15 日(五) 
趙永茂教授演講 

演講題目：《氣候變遷與地方治理》 

16 106 年 12 月 21 日(四) 
教授哲學家斯賓諾莎及萊布尼茲思想，及經驗主義哲

學家主要思想 

17 106 年 12 月 28 日(四) 教授哲學家盧梭主要思想 

18 107 年 1 月 4 日(四) 教授哲學家康德主要思想 

19 107 年 1 月 11 日(四) 期末成果發表會 

20 107 年 1 月 18 日(四) 補充介紹黑格爾、叔本華、19 及 20 世紀重要哲學家 

 

以下為每次課程活動之教學歷程記錄： 

１ 

課程活動日期：106 年 9 月 21 日(四) 

教學主題：課程介紹 

教學主要內容： 

 介紹授課教師 

 介紹學期成績計算方式 

 說明本課程獲得「教育部 106 年度技專校院教學創新先導計畫」 

 簡介本課程主要教授內容 

 說明「哲學」(philosophy)字源意思 

 說明「哲學」研究對象 

延伸思考： 

 人為什麼要研究 「真理」？ 

 真理在哪裡？ 

 我們如何認識真理？ 

 有真理的可能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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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測驗目標： 

 檢測學生是否明確瞭解本門課程獲得「教育部 106 年度技專校院教學創

新先導計畫」 

 檢測學生是否清楚本課程主要授課內容 

 檢測學生是否清楚了解學期成績計算方式 

 檢測學生是否了解「哲學」字源與意義 

 檢測學生對「哲學」研究對象是否清晰明確了解 

 

２ 

課程活動日期：106 年 9 月 28 日(四) 

教學主題：教授哲學家泰利斯、米利都學派、畢達哥拉斯 

教學主要內容： 

 簡介「先蘇哲學家」 

 說明在古希臘時代，要成為哲學家的背景、條件 

 教授古埃及思維型態 

 說明「理性」思維型態 

 說明「水為萬物本源」之重要意義 

 解釋米利都學派，其內部思想之轉變 

 解釋畢達哥拉斯在哲學史上的意義――其提出以一抽象之物（數學）作

為真理 

延伸思考： 

 對於「理性」思維模態之反省 

 對人而言，除了「理性」思維型態之外，思維還有甚麼可能性？ 

 希臘哲學家與希臘哲學家出現之前的古希臘思想，二者間有何差異？ 

 進一步比較希臘哲學與古希伯來傳統思想之間的差異 

 荷馬及赫西俄德之史詩、希臘悲劇之思想核心 

 米利都學派之三位哲學家（泰利斯、阿那克希曼德及阿那克希美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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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差異之意義 

 畢達哥拉斯對於哲學所研究的對象抽象化之意義 

平時測驗目標： 

 檢測學生是否清楚「先蘇哲學家」之定義 

 檢測學生是否清楚古埃及之主要思維型態 

 檢測學生對於「理性」之定義是否清楚 

 檢測學生是否真正了解「水為萬物本源」之意涵 

 檢測學生是否清楚理解米利都學派思想上之轉變 

 檢測學生是否清楚了解畢達哥拉斯在哲學史上之意義 

 

３ 

課程活動日期：106 年 10 月 5 日(四) 

教學主題：教授哲學家赫拉特利特、巴門尼德斯、德謨克利特及總結先蘇哲

學家 

教學主要內容： 

 簡介艾菲斯所在特色及人文風情 

 說明赫拉克利特在哲學史上提出一純抽象但不是數學的「邏各斯(logos)」

作為真理所在 

 說明巴門尼德在哲學史上所奠定哲學研究之對象――存有(Being) 

 說明巴門尼德認為作為人之心態問題：是寧願庸庸碌碌活在盲目的世界

裡，或是願意放下偏見去探索真實 

 說明巴門尼德認為人可以「理性」（是即是，不是即不是）之思達至「存

有」 

 說明德謨克利特所提出不同於前面哲學家的真理觀――原子論。真理不

在脫離世俗（經驗世界）的「存有」，真理即在我們經驗世界之中，亦

即真理就在我們生活當中。我們，作為人，即不斷在成就自己、成就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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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學生總整理先蘇哲學家中主要流派。 

延伸思考： 

 請同學反思對於自己的生命，是願意如哲學家般追求真實，還是只願將

生命關注在現世價值之中 

 德謨克利特對於真理的看法，必然會發生一問題。請問有可能是甚麼問

題？ 

平時測驗目標：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知道艾菲斯所在位置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赫拉克利特提出「邏各斯(logos)」之意義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巴門尼德提出哲學研究對象――存有(Being)――

之意義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德謨克利特「原子論」背後所蘊含之意義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先蘇哲學家各個學派之間的區別 

 

４ 

課程活動日期：106 年 10 月 12 日(四) 

教學主題：教授哲學家蘇格拉底思想 

教學主要內容： 

 說明蘇格拉底時代背景 

 說明蘇格拉底生平事蹟 

 講解蘇格拉底的《自辯詞》，其中包括： 

 對蘇格拉底控詞 

 德爾斐神廟神諭 

 蘇格拉底比別人多知道一件事情：「自己實是無知的」 

 蘇格拉底將雅典城邦比喻為駿馬，將自己比喻為馬蠅 

 蘇格拉底名言：「一個未經考驗的人生是沒有價值的。」 

 說明 Jacques-Louis David 於 1787 年所繪之畫“The Death of Soc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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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蘇格拉底所呈顯的個人哲學家態度及風格 

延伸思考： 

 請思考如何的環境和氛圍才能培養哲學思想 

 為何蘇格拉底強調自己的「無知」？其用意為何？ 

 「一個未經考驗的人生是沒有價值的」，這句話中的「考驗」是甚麼意

思？ 

平時測驗目標：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對蘇格拉底的控詞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德爾斐神廟神諭的來龍去脈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蘇格拉底為何與「政治人物」、「詩人」及「手

工藝人」辯論 

 

５ 

課程活動日期：106 年 10 月 19 日(四) 

教學主題：王之相教授演講 

演講題目：科技與人心 

延伸思考： 

 在古希臘中哪一神明掌管「科技」？ 

 科技無限制發展，是否代表人類的欲望無限發展？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心」，如此說法正確嗎？ 

 科技無限制發展，可能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心靈距離越來越遠嗎？為什

麼？ 

 人心最重要的事情是甚麼？ 

 人為何需要科技？ 

 科技越進步，可能意味著甚麼？ 

平時測驗目標： 

 學生是否能掌握王教授所演講之主題及所探討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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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是否能進一步掌握關於演講之延伸思考問題 

 學生是否能掌握王教授於演講中所提及名人之名言名句 

 

６ 

課程活動日期：106 年 10 月 26 日(四) 

教學主題：教授哲學家柏拉圖思想 

教學主要內容： 

 說明柏拉圖的時代背景、生平經歷 

 說明柏拉圖之視野及真理觀 

 解釋柏拉圖主要著作 

 說明《理想國》中著名的四個比喻： 

a. 太陽喻――知識即德行 

b. 線喻――世界圖像(結構) 

c. 洞穴喻――尋求真理時之模態 

d. 床喻――三種存有樣態 

延伸思考： 

 請思考柏拉圖何以如此肯定人之「知性」能力 

 請思考柏拉圖的「理型」說突顯出柏拉圖重視甚麼 

 請思考柏拉圖思維方式與視覺式思維之關係 

平時測驗目標： 

 檢測學生是否大致明瞭柏拉圖時代背景 

 檢測學生是否清楚了解柏拉圖「太陽喻」結構與其所要闡述之內容 

 檢測學生是否清楚了解柏拉圖「洞穴喻」結構與其所要闡述之內容 

 檢測學生是否清楚了解柏拉圖「床喻」結構與其所要闡述之內容 

 

７ 

課程活動日期：106 年 11 月 2 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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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主題：王震邦教授演講 

演講題目：博雅的大學生 

延伸思考： 

 請同學思考如何才是一個大學生應該要具備的素養 

 請思考「博雅」一詞內涵為何？ 

平時測驗目標：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知道高更《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往何處

去？》之畫作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知道康德說：「未成年狀態是無他人底指導，即無法

使用自己的知性的那種無能。如果未成年狀態底原因不在於缺之知性，

而在於缺乏不靠他人底指導去使用知性的決心和勇氣，這種未成年狀態

便是自己招致的。勇於求知(dare to know, sapere aude)吧！因此，鼓起勇

氣去使用你自己的知性吧！這便是啟蒙底格言。」 

 檢測同學是否大致知道哈佛「核心課程」的七個板塊：Foreign Cultures；

Historical Study；Literature and Arts；Moral Reasoning；Quantitative 

Reasoning；Science；Social Analysis. 

 檢測同學是否大致知道季淳教授所提出的 9 大 Intellectual standards，包

括：Clarity、Accuracy、Precision、Relevance、Depth、Breadth、Significance、

Logic、Fairness 

 

８ 

課程活動日期：106 年 11 月 9 日(四) 

教學主題：教授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思想 

教學主要內容： 

 介紹亞里斯多德的時代氛圍及背景 

 講授亞里斯多德之心懷與真理觀 

 解釋「逍遙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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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亞里斯多德文集著作 

 教授亞里斯多德形上學中之四因說 

 教授亞里斯多德形上學中之第一因（神） 

 教授亞里斯多德形上學中「潛能至實現」 

 說明亞里斯多德如何解釋人「惡」之起源 

延伸思考： 

 請同學進一步思考亞里斯多德之世界圖像 

 請同學進一步思考亞里斯多德與赫拉克利圖斯思想之間之異同處 

 請同學思考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二人思想上之差異 

 請同學思考亞里斯多德世界觀對後世之影響 

平時測驗目標：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逍遙學派」之意 

 檢測同學是否確實理解亞里斯多德文集著作中分類之意涵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理解亞里斯多德之四因說：物質因、形式因、動力因

及目的因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理解亞里斯多德之第一因之概念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理解亞里斯多德之「潛能至實現」之變化概念 

 

９ 

課程活動日期：106 年 11 月 16 日(四) 

教學主題：黃偉雄教授演講 

演講題目：談談社會正義 

延伸思考： 

 思考何謂「正義」？不同的文明是否對於「正義」的定義有所不同？ 

 為何社會中需要強調「正義」？ 

 甚麼事件算是社會正義的表現？ 

平時測驗目標： 



20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黃教授演講的大致內容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黃教授所提出盧梭及康德對正義之看法 

 

１０ 

課程活動日期：106 年 11 月 23 日(四) 

教學主題：教授哲學家狄奧根尼、伊比鳩魯思想，並以拉菲爾《雅典學院》

一圖總結希臘哲學思想 

教學主要內容： 

 簡介狄奧根尼時代背景與其軼事 

 教授「犬儒學派」之宗旨與信念 

 教授犬儒學派創世人安提西尼 

 教授犬儒學派中之禁欲主義 

 教授狄奧根尼自稱為「世界公民」之意 

 簡介伊比鳩魯時代背景與身處環境 

 教授「花園哲學家」一詞意涵 

 教授伊比鳩魯「至善」之概念 

 解釋伊比鳩魯所主張之「快樂主義」 

 簡介拉菲爾時代背景及其氛圍 

 簡介拉菲爾《雅典學院》一畫之背景 

 教授《雅典學院》中主要幾位人物及其樣態。主要人物包含：柏拉圖、

亞里斯多德、蘇格拉底、亞歷山大大帝、希帕提婭、畢達哥拉斯、伊壁

鳩魯、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狄奧根尼、阿基米德、天文學家托

勒密及拉斐爾 

延伸思考： 

 請同學思考犬儒學派所禁之欲，是人先天本身的欲望，抑是後天所養成

之欲望？ 

 請同學思考現今「世界公民」與狄奧根尼所自稱的「世界公民」有何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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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請同學思考知識的目的是為了甚麼？是如同伊比鳩魯所言「知識是為了

擺脫恐懼」嗎？ 

 請同學思考真正的「快樂」是甚麼？ 

 請同學思考人生最大的恐懼可能是甚麼？ 

  

平時測驗目標：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明瞭犬儒學派之宗旨與信念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明瞭狄奧根尼自稱為「世界公民」之意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明瞭伊比鳩魯「至善」之內涵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明瞭伊比鳩魯所主張之「快樂主義」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明瞭拉菲爾《雅典學院》中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手勢

上之意涵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明瞭拉菲爾《雅典學院》中人物，包含：蘇格拉底、

狄奧根尼……等等 

 

１１ 

課程活動日期：106 年 11 月 30 日(四) 

教學主題：教授中世紀主要哲學問題，及教授神哲學家聖•奧古斯丁及聖•

多瑪斯思想 

教學主要內容： 

 講解「位格」、「三位一體」及「自由意志」等概念意涵 

 介紹聖•奧古斯丁之背景及教授其「光照說」思想 

 介紹聖•多瑪斯之背景及教授其「五路論證」思想 

延伸思考： 

 請同學思考「位格」與「本質」之差異 

 請同學進一步思考「三位一體」此概念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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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同學進一步思考「自由意志」之內涵 

平時測驗目標： 

 檢測同學是否了解「位格」此一概念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光照說」思想中對上帝之看法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五路論證」思想中對上帝之看法 

 

１２ 

課程活動日期：106 年 12 月 1 日(五) 

課程活動說明：配合「北溝故宮的重整與再生」學術研討會 

教學主題：馮明珠故宮前院長演講      

演講題目：我對北溝故宮的重整與再生的看法 

教學主題：莊靈先生演講 

演講題目：從歷史影像憶談當年北溝故宮 

 

１３ 

課程活動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四) 

教學主題：許炎初教授演講 

演講題目：我的哲學之旅 

延伸思考： 

 哲學對人可能有的幫助是甚麼？ 

 如何充實自身的哲學能力？ 

 曾經看過甚麼電影讓自己深受啟發？ 

平時測驗目標：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許教授演講大致內容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知道許教授對於同學的建議：如果不知道自己的生命

方向，不妨多看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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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課程活動日期：106 年 12 月 14 日(四) 

教學主題：介紹文藝復興時代重要精神，及教授哲學家笛卡爾主要思想 

教學主要內容： 

 說明「文藝復興」名稱由來和其意涵，以及其時代背景 

 簡介但丁《神曲》、薄伽丘《十日談》、馬基維利《君王論》、拉伯雷

《巨人傳》、康帕內拉《太陽城》、達•文西《最後的晚餐》及《蒙娜

麗莎》、米開朗基羅《創世紀》、拉斐爾《美麗的女園丁》、波提切利

《維納斯的誕生》、提香《烏爾賓諾的維納斯》等作品 

 說明法蘭西斯•培根言「知識就是力量」之意義 

 說明哲學「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之定義與對後來哲學之影響 

 簡介經驗主義哲學家洛克、巴克萊及休謨之基本思想 

 說明笛卡爾所身處時代之背景 

 說明笛卡爾〈方法導論〉中的四個方法及三個臨時行為規範 

 說明笛卡爾前期主體性存在論哲學 

 說明笛卡爾後期客體性存在論哲學 

 說明笛卡爾之「我」與中世紀「位格」之關係 

 解釋笛卡爾在《沉思錄》中「我思，故我在」一語 

 說明笛卡爾哲學對後來哲學之影響 

延伸思考： 

 請思考在西方的文明史中，何以發生「文藝復興」？ 

 請思考在西方思想史上，何以分為「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 

 請思考中世紀「位格」思想與傳統希臘哲學家所言之「本質」有何區別？ 

 請思考「存在論」的世界圖像是甚麼樣子？ 

平時測驗目標： 

 檢測學生是否清楚了解「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之差異 

 檢測學生是否清楚了解笛卡爾在〈方法導論〉中所提及的四個方法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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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臨時行為規範 

 檢測學生是否了解「我思，故我在」一語 

 檢測學生是否了解「存在論」與「存有論」之區別 

 

１５ 

課程活動日期：106 年 12 月 15 日(五) 

教學主題：趙永茂教授演講 

演講題目：氣候變遷與地方治理 

 

１６ 

課程活動日期：106 年 12 月 21 日(四) 

教學主題：教授哲學家斯賓諾莎及萊布尼茲思想，及經驗主義哲學家主要思

想 

教學主要內容： 

 介紹斯賓諾莎與笛卡爾思想上之主要差異 

 介紹斯賓諾莎《倫理學》一書 

 解釋斯賓諾莎在《倫理學》中提出情緒產生之原理 

 解釋萊布尼茲單子論基本思想 

 講解洛克「白板」理論 

 講解貝克萊「存在即被知覺」 

 講解休謨「懷疑論」 

延伸思考： 

 請同學思考何以經驗主義最後會落入懷疑論思想 

 請同學思考經驗主義和人本教育、精神病理學之間可能的關係 

 請同學思考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之間的矛盾 

平時測驗目標：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笛卡爾、斯賓諾莎及萊布尼茲理論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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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洛克「白板」理論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貝克萊「存在即被知覺」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休謨「懷疑論」 

 

１７ 

課程活動日期：106 年 12 月 28 日(四) 

教學主題：教授哲學家盧梭主要思想 

教學主要內容： 

 講解盧梭在哲學史中之意義 

 教授盧梭《愛彌爾》基本思想 

 講解盧梭對文明之看法 

 講解盧梭對人性之看法 

 講解盧梭對後來哲學之啟發與影響 

延伸思考： 

 請同學進一步思考「啟蒙運動」、「人本主義」、「浪漫主義」之精神 

 請同學進一步思考西方 18 世紀思想上所關懷的焦點為何 

 請同學進一步思考盧梭與傳統儒學對人性看法之差異 

平時測驗目標： 

 檢測學生是否清楚盧梭對文明及人性看法之立場 

 檢測學生是否清楚了解盧梭對侯萊哲學之啟發與影響為何 

 

１８ 

課程活動日期：107 年 1 月 4 日(四) 

教學主題：教授哲學家康德主要思想 

教學主要內容： 

 說明康德之「哥白尼式轉向」之世界觀及於哲學史上之地位 

 教授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之主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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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康德《實踐理性批判》之主要思想 

 教授康德《判斷力批判》之主要思想 

 說明康德對哲學史後來之影響 

延伸思考： 

 請同學進一步思考與過去傳統哲學觀法全然不同的康德「哥白尼式轉向」

世界觀，對於當代思潮有何影響 

 請同學進一步思考「時間」與「空間」為何由先驗主體所提供 

平時測驗目標：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康德「哥白尼式轉向」世界觀之意涵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康德三大批判是分別針對甚麼來做批判 

 

１９ 

課程活動日期：107 年 1 月 11 日(四) 

教學主題：期末成果發表會 

教學主要內容： 

 邀請六位同學析論六則哲學課題 

 邀請兩位評論人（蕭美玲教授、吳元豐教授）評論六位同學論題 

 邀請通識中心主任劉振維教授評論此課程 

 

２０ 

課程活動日期：107 年 1 月 18 日(四) 

教學主題：補充介紹黑格爾、叔本華、19 及 20 世紀重要哲學家 

教學主要內容： 

 講解黑格爾哲學在哲學史中之意義與地位 

 講解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主要理路 

 講解叔本華於哲學史中之意義 

 講解《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書之主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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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解馬克思《資本論》中「商品」之意義 

 講解尼采「超人」之意涵 

 講解佛洛伊德《超越快樂原則》之主要思想 

 講解海德格所提出之哲學問題 

 講解萊維納斯「面對面」之主要思想 

 講解巴塔耶「佔有」與「排泄」之基本思想 

 以巴塔耶總結目前當代西方哲學之發展現況 

延伸思考： 

 請同學進一步思考西方哲學整體關懷甚麼 

 請同學進一步思考當代西方哲學思潮主流為何 

 請同學進一步思考東方中國傳統哲學思想與西方哲學之根本上差異為何 

平時測驗目標：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黑格爾在哲學史中之意義與地位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叔本華在哲學史中之意義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馬克思《資本論》中所指出「商品」之意義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馬克思《資本論》所指出人類困境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尼采「超人」之意涵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佛洛伊德《超越快樂原則》之主要思想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萊維納斯「面對面」之主要思想 

 檢測同學是否清楚了解目前當代西方哲學之發展現況 

 

(二)教具、教材內容 

本課程之教學型態，主要仍以講授方式為主，以「學習活動」為輔。在

本課堂當中，授課教師除講授之外，亦進行問題設計，促進學生思考與反省。

本課程共授課 26 個單元，分別依照西方哲學家來設計。26 個單元分別為：

1. 課程介紹。2. 泰利斯。3. 米利都學派。4. 畢達哥拉斯。5. 赫拉特利特。

6. 巴門尼德斯。7. 德謨克利特。8. 先蘇哲學家。9. 蘇格拉底。10. 柏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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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亞里斯多德。12. 狄奧根尼。13. 伊比鳩魯。14. 拉菲爾-雅典學院。15. 聖

奧古斯丁。16. 聖多瑪斯。17. 文藝復興。18. 笛卡爾。19. 斯賓諾莎。20. 萊

布尼茲。21. 盧梭。22. 康德。23. 黑格爾。24. 叔本華。25. 馬克思、尼采、

佛洛伊德。26. 海德格、萊維納斯、巴塔耶。除此之外，本課程亦於學期末

舉行一場學生期末成果發表會，此成果發表會於 107 年 1 月 11 日舉行。 

以下將呈列每一單元之教材，以及每一單元所設計之教學目標。 

 

1. 課程介紹 

 

 

在第一次上課的「1. 課程介紹」單元中，主要教學目標有以下幾點： 

 介紹授課教師 

 介紹學期成績計算方式 

 說明本課程獲得「教育部 106 年度技專校院教學創新先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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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本課程主要教授內容 

 說明「哲學」(philosophy)字源意思 

 說明「哲學」研究對象 

 提問：人為什麼要研究 「真理」？（相關問題有：真理在哪裡？我們如何認

識真理？有真理的可能性嗎？） 

 

2. 泰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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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 泰利斯」單元中，主要教學目標有以下幾點： 

 介紹「先蘇哲學家」 

 說明在古希臘時代，要成為哲學家的背景、條件 

 說明「理性」思維型態 

 說明「水為萬物本源」之重要意義 

 

3. 米利都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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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 米利都學派」單元中，主要教學目標是為解釋米利都學派，其內部思想之轉

變。 

 

4. 畢達哥拉斯 

 

 

在「4. 畢達哥拉斯」單元中，主要教學目標是為解釋畢達哥拉斯在哲學史上的意義

──其提出以一抽象之物（數學）作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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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赫拉克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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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 赫拉克利特」單元中，主要教學目標有以下幾項： 

 簡介艾菲斯所在特色及人文風情 

 說明赫拉克利特在哲學史上提出一純抽象但不是數學的「邏各斯(logos)」作為

真理所在 

 

6. 巴門尼德斯 

 

在「6. 巴門尼德斯」單元中，主要教學目標有以下幾項： 

 說明巴門尼德在哲學史上所奠定哲學研究之對象──存有(Being) 

 說明巴門尼德認為作為人之心態問題：是寧願庸庸碌碌活在盲目的世界裡，或

是願意放下偏見去探索真實 

 說明巴門尼德認為人可以「理性」（是即是，不是即不是）之思達至「存有」 

 

7. 德謨克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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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 德謨克利特」單元中，主要教學目標是為說明德謨克利特所提出不同於前面

哲學家的真理觀──原子論。真理不在脫離世俗（經驗世界）的「存有」，真理即

在我們經驗世界之中，亦即真理就在我們生活當中。我們，作為人，即不斷在成就

自己、成就真理。 

 

8. 先蘇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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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 先蘇哲學家」單元中，主要教學目標是為學生總整理先蘇哲學家中主要流派。 

 

9. 蘇格拉底 

 

 

在「9. 蘇格拉底」單元中，主要教學目標是為說明蘇格拉底所呈顯的個人哲學家態

度及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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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柏拉圖 

 

 

 

在「10. 柏拉圖」單元中，主要教學目標有下列幾項： 

 說明柏拉圖之視野及真理觀 

 說明《理想國》中著名的四個比喻： 

a. 太陽喻──知識即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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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線喻──世界圖像(結構) 

c. 洞穴喻──尋求真理時之模態 

d. 床喻──三種存有樣態 

 

11. 亞里斯多德 

 

 

在「11. 亞里斯多德」單元中，主要教學目標是為說明亞里斯多德之心懷與真理觀。

其中特別說明： 

 亞里斯多德的四因說 

 第一因（神） 

 潛能至實現 

 及，特別說明：亞里斯多德如何解釋「惡」之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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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狄奧根尼 

 

 

在「12. 狄奧根尼」單元中，主要教學目標是為說明「犬儒學派」之宗旨與信念。 

 

13. 伊比鳩魯 

 

在「13. 伊比鳩魯」單元中，主要教學目標是為說明「享樂主義」之宗旨與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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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拉菲爾-雅典學院 

 

在「14. 拉菲爾-雅典學院」單元中，主要教學目標是為總複習之前所教授過的哲學

家。亦藉由此幅畫，為後來即將要講授的「文藝復興」時期做一連結。 

 

15. 聖奧古斯丁 

 

在「15. 聖奧古斯丁」單元中，主要教學目標有下列幾項： 

 說明中世紀政教合一時代之背景 

 說明「位格」在哲學史上對傳統哲學存有論之突破 

 說明「三位一體」之奧蹟 

 說明「上帝之城」之意涵 

 說明聖奧古斯丁之「光照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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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聖多瑪斯 

 

在「16. 聖多瑪斯」單元中，主要教學目標是為說明聖多瑪斯運用亞里斯多德第一

因之模態，以類比方式證明上帝存在。亦比較聖奧古斯丁與聖多瑪斯在面對上帝問

題時之不同態度與觀法。 

 

17. 文藝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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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 文藝復興」單元中，主要教學目標有以下幾項： 

 說明「文藝復興」意義 

 說明法蘭西斯‧培根言「知識就是力量」之意義 

 說明哲學「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之定義與對後來哲學之影響 

 簡介經驗主義哲學家洛克、巴克萊及休謨之基本思想 

 

18. 笛卡爾 

 

 

在「18. 笛卡爾」單元中，主要教學目標有以下幾項： 

 說明笛卡爾〈方法導論〉中的四個方法及三個臨時行為規範 

 說明笛卡爾前期主體性存在論哲學 

 說明笛卡爾後期客體性存在論哲學 

 說明笛卡爾之「我」與中世紀「位格」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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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笛卡爾哲學對後來哲學之影響 

 

19. 斯賓諾莎 

 

在「19. 斯賓諾莎」單元中，主要教學目標有以下幾項： 

 說明斯賓諾莎基本一元論思想 

 介紹斯賓諾莎《倫理學》一書 

 解釋斯賓諾莎在《倫理學》中提出情緒產生之原理 

 

20. 萊布尼茲 

 

在「20. 萊布尼茲」單元中，主要教學目標為說明萊布尼茲單子論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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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盧梭 

 

在「21. 盧梭」單元中，主要教學目標有以下幾項： 

 說明盧梭的時代背景 

 以盧梭的《愛彌爾》講述其教育觀 

 說明盧梭對文明之看法 

 說明盧梭對人性之看法 

 講述盧梭對後來哲學之啟發與影響 

 

22. 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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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2. 康德」單元中，主要教學目標有以下幾項： 

 說明康德時代背景 

 說明康德之「哥白尼式轉向」之世界觀及於哲學史上之地位 

 簡介康德三大批判 

 說明康德對哲學史後來之影響 

 

23. 黑格爾 

24. 叔本華 

25. 馬克思、尼采、佛洛伊德 

26. 海德格、萊維納斯、巴塔耶 

 

在「23. 黑格爾」、「24. 叔本華」、「25. 馬克思、尼采、佛洛伊德」及「26. 海德格、

萊維納斯、巴塔耶」等單元中，主要教學目標有以下幾項： 

 說明黑格爾在哲學史中之意義 

 解釋《精神現象學》主要理路 

 說明叔本華於哲學史中之意義 

 解釋《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書之主要思想 

 講解馬克思《資本論》中「商品」之意義 

 講解尼采「超人」之意涵 

 講解佛洛伊德《超越快樂原則》之主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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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解海德格所提出之哲學問題 

 講解萊維納斯「面對面」之主要思想 

 講解巴塔耶「佔有」與「排泄」之基本思想 

 以巴塔耶總結目前當代西方哲學之發展現況 

 

以上為 26 項單元之教材及各項之主要教學目標。 

 

 

(三)教學、學習成效 

  本課程依據平時測驗題目及同學成績之分布圖，加以分析其授課教師之

教學及學生學習之成效。本課程平時測驗共進行 13 次，分述如下： 

 

１ 

平時測驗資訊及題目： 

 

哲學概論 2017/9/21 線上考試 

 
考試期限：2017/9/21 22:30 – 2017/10/05 23:59 
考試次數：1 次 
考試時間：15 分鐘 
考試類型：2 題單選題、5 題是非題 

 
 
1. 關於本課程成績計算方式及相關事宜，下列說法何者較不正確：(10

分) 
A. 平時課後線上 iLMS 測驗佔總成績 60% 
B. 於整學期課程結束後，挑選十次線上測驗較高成績作為平時測驗

成績 
C. 本課程期中考及期末考，各佔總成績 20% 
D. 本課程申請到教育部 106 年度技專校院教學創新先導計畫，將安

排四次校外學者演講 

 
2. 關於本課程計畫，下列說法何者較不正確：(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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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課程將由「先蘇哲學家」開始講授 
B. 「先蘇哲學家」的「蘇」乃指蘇格拉底 
C. 本課程主要講授中西方哲學比較 
D. 本課程以哲學史脈絡介紹哲學 

 
3. （○）畢達哥拉斯之所以是哲學家而不僅僅是數學家，是因他以數學

解釋天地萬物一切事理，包括他以數學解釋人類的道德倫理問題。(15
分) 

 
4. （○）希臘三哲：蘇格拉底、柏拉圖、亞理斯多德。柏拉圖是蘇格拉

底其中一位學生，亞里斯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之一。(15 分) 

 
5. （○）「文藝復興」指的是復興希臘羅馬時代之文藝氣息。(15 分) 

 
6. （○）笛卡爾曾說過一句著名的話：「我思，故我在。」(15 分) 

 
7. （Ｘ）「啟蒙運動」主要訴求為追求人類之最高理性，使理性能力達到

極致。(15 分) 

學生成績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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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之分析： 

  由成績分佈表可知，大部分同學成績落於 70-89 分之間，此為合理範

圍。由於是此乃第一次線上測驗，學生需要熟悉數位平台系統，也需要適

應授課教師教學方式，因此，大部份同學第一次測驗成績介於 70-89 分之

間，是一合理結果，也是能促進學生適應本課程授課教師教學方式。 

  其中，較多同學答題錯誤乃第七題是非題，題目為「『啟蒙運動』主

要訴求為追求人類之最高理性，使理性能力達到極致。」此題答案為不正

確。卻有 77%（49 位）同學選擇該題為正確。此亦表示同學實尚未掌握授

課教師授課時之重點，此乃需要於接下來課程中加強之部份。強化學生學

習效果。 

 

２ 

平時測驗資訊及題目： 

 

哲學概論 2017/9/28 線上考試 

 
考試期限：2017/9/29 12:00 – 2017/10/13 12:00 
考試次數：1 次 
考試時間：15 分鐘 
考試類型：10 題是非題 

 
 
1. [X] 泰利斯(Thales, 624-546 BC)堪稱為西方哲學之父，因其曾撰寫《第

一哲學沉思集》。 

 
2. [O] 泰利斯出生於愛奧尼亞(Ionia)最繁榮的城市米利都(Miletus)，他的

家境富裕，早年遊學各地。曾至巴比倫及埃及等地遊學。 

 
3. [O] 米利都位於地中海東岸小亞細亞地區的一個古希臘城邦，地處東西

方往來的交通要衝。 

 
4. [X] 小亞細亞(Asia Minor)乃古希臘對兩河流域的稱謂，意為「（兩條）

河流之間的地方」，大體位於現今的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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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 泰利斯至巴比倫遊學時，巴比倫正是新巴比倫迦勒底帝國這個時

代，這是巴比倫強盛的時代。 

 
6. [O] 迦勒底王國的國王曾為了討王后開心，故建立空中花園。空中花園

為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蹟之一。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蹟現今多已消失，只

留下唯一一個古代世界的奇蹟──埃及金字塔。 

 
7. [O] 泰利斯至巴比倫或至埃及遊學，所學到最重要的學問乃為理性的學

問。 

 
8. [O] 古埃及人認為人死後將會復活，復活後將會再死，死後又復活，復

活又死……如此生生世世輪迴不斷。 

 
9. [O] 古埃及的聖經為《死者之書》。此書一開始是畫一個大眼睛，一個

死人的眼睛，意指人應以一個死人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生命。 

 
10. [O] 哲學思維乃理性之思維型態，此為古埃及文明的思想性格。 

 

學生成績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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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之分析： 

  本次測驗，學生成績大部份介於 70-99 分之間，是一正常且合理之分

數。能顯示學生能有效吸收課程大部份內容。其中學生作答感到較為困難

題目為第四題，有一半人數答題錯誤。第四題為是非題，題目為「小亞細

亞(Asia Minor)乃古希臘對兩河流域的稱謂，意為「（兩條）河流之間的地

方」，大體位於現今的伊拉克」。此題答案為非，小亞細亞乃大約是指今

日的土耳其。學生作答錯誤，應是分辨不清「小亞細亞」與「美索不達米

亞」二處。 

 

３ 

平時測驗資訊及題目： 

 

哲學概論 2017/10/5 線上考試 

 
考試期限：2017/10/6 20:30 – 2017/10/20 20:30 
考試次數：1 次 
考試時間：15 分鐘 
考試類型：10 題是非題 

 
 
1. [X] 泰利斯(Thales, 624-546 BC)曾藉沙羅週期(Saros Cycle)準確預測過一

次月蝕，而阻止兩個國家長久以來的戰爭。 

 
2. [X] 泰利斯曾指導古埃及人搭建胡夫金字塔。因其計算成熟的技術，而

使得胡夫金字塔不致倒塌。 

 
3. [O] 「泰勒斯定理」即若 A、B、C 是圓周上的三點，且 AC 是該圓的直

徑，那麼∠ABC 必然為直角。 

 
4. [O] 亞里斯多德曾撰寫泰利斯因低價購買油坊，後又高價賣出而致富之

事蹟。 

 
5. [X] 泰利斯說「水為萬物本源」，是因他發現任何事物中皆含有水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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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X] 泰利斯說「萬物有靈」，是因他發現萬事萬物皆有人類無法準確操

作之處。 

 
7. [O] 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os, 610 - 546 BC)說萬物的本源為「無定」

(無限、無形)，乃指萬事萬物沒有最終能被確定之物。 

 
8. [O] 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 570-526 BC)說「氣」是使本無定之物聚

合在一塊，成為一有形之物。 

 
9. [O] 畢達哥拉斯之所以將發現√2 為無理數的希帕索斯淹死，是因畢達

哥拉斯以為不能讓世人知道世界有一人類無法掌握之處。無理數如同一

魔鬼在世界的彼岸。 

 
10. [O] 畢達哥拉斯以為完美之數，乃其本身正因子（除本身數之外）之和。 

 

學生成績分佈圖： 

 

 

 

 

 

 

 

 

 

 

 

 

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之分析： 

  本次測驗結果，學生成績曰落於 60-79 分之間。本次題目亦較為細膩，

而顯得些許困難。若學生作答時不深入思考，或僅憑印象作答，則不容易得

到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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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此學生作答結果，其中大多數錯誤的題目有第一題和第六題，此兩

題皆為是非題。第一題題目為「泰利斯(Thales, 624-546 BC)曾藉沙羅週期

(Saros Cycle)準確預測過一次月蝕，而阻止兩個國家長久以來的戰爭」，此

題答案為錯誤描述；第六題題目為「泰利斯說『萬物有靈』，是因他發現萬

事萬物皆有人類無法準確操作之處」，此題答案為非。 

  第一題實為本課程之常識題，換言之，如有專心聽課，是能做出正確的

回答。換言之，學生對於本課程進行至此，實開始有些散漫、不夠專注。也

有另外一種可能，即學生並不仔細閱讀題目，將「月蝕」看成「日蝕」，而

做出錯誤的判斷。第六題實為檢測學生是否能清楚掌握授課教師所講授的哲

學概念。這一題學生的表現呈顯，學生可能上課時以為聽懂老師在說甚麼，

但實際上尚無法真正了解老師授課之深義。 

 

４ 

平時測驗資訊及題目： 

 

哲學概論 2017/10/12 線上考試 

 
考試期限：2017/10/15 18:30 – 2017/10/29 18:30 
考試次數：1 次 
考試時間：15 分鐘 
考試類型：10 題是非題 

 
 
1. ［X］畢達哥拉斯之所以無法接受無理數，主要是因無理數代表不正義。 

 
2. ［X］赫拉克利特以為萬物的本原為火。此指的火，即我們日常生活中

所見之火。只是這樣的火是一種永恆的活火，故所指為地心之火。 

 
3. ［○］赫拉克利特以為萬事萬物皆環繞邏各斯(logos)運轉。邏各斯指

的是一種規律。 

 
4. ［○］傑夫‧詹森(Jeff Johnson)1971 年為體育用品命名時，從勝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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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石像得到靈感，因而創造出打勾標誌的 Nike。 

 
5. ［○］愛非斯(Ephesus)的塞爾瑟斯圖書館(Library of Celsus)傳說它的對

面是一條通往妓院的地道。當時很多男人打著去圖書館看書的幌子，

卻從地道迂迴到自己真正感興趣的地方。妻子還以為她家男人如此好

學，能在圖書館一待就是一整天…… 

 
6. ［X］巴門尼德有兩位老師，一位是克塞諾芬，另一位是色諾芬尼。 

 
7. ［X］柏拉圖曾言他真正的老師是巴門尼德，是因他曾受巴門尼德提

點，後才又接受蘇格拉底教誨。 

 
8. ［○］巴門尼德在其斷簡殘篇中提到一輛馬車載著他往天上奔去，直

到正義大門之前。換言之，巴門尼德以為「真理」不在世俗世界當中。 

 
9. ［○］巴門尼德進到正義大門中見著「存有」。「存有」，一言以蔽之，

即「是其所是」。 

 
10. ［X］古希臘作品《論自然》一書，其為赫拉克利特及巴門尼德共同創

作而成。 

 

學生成績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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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之分析： 

  此次測驗學生成績多落於 80-89 分之間，此亦為正常且合理的分數分

佈。除 80-89 分之外，其他多落於 70-79 分或 90-99 分之間，亦顯合理。本

次答題中，最多錯誤的題目為第六題是非題，題目為「巴門尼德有兩位老

師，一位是克塞諾芬，另一位是色諾芬尼」，此題答案為非。此題所檢測

的並非是哲學概念性問題，而是是否專注上課問題已矣。本題作答錯誤，

純屬學生上課不夠專注。 

 

５ 

平時測驗資訊及題目： 

 

哲學概論 2017/10/19 線上考試 

 
考試期限：2017/10/21 19:30 – 2017/11/4 19:30 
考試次數：1 次 
考試時間：15 分鐘 
考試類型：3 題是非題、2 題選擇題 

 
 
1. ［O］10 月 19 日我們邀請王之相教授演講，演講題目是《科技與人心》

(Technology and State of Mind)。演講結束後，我們沒有點名。 

 
2. ［X］授課老師已將演講者的 PPT 資料放在 LMS 系統上。 

 
3. ［O］演講者以為「我愛你，所以我需要你」不等於「我需要你，所以

我愛你」。 

 
4. 請問演講者提到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曾提出哪一種看法： 

A. 不能制約自己的人，不能稱之為自由的人 
B. 人是理性的動物 
C. 無知即罪惡 
D. 寧願做痛苦的人，不願做快樂的豬 
E. 人生最遺憾的是，莫過於輕易放棄了不該放棄的，堅持了不該堅

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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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幸福就是身體的無痛苦和靈魂的無困擾 
G. 書籍是橫渡時間大海的航船 
H. 命運如同市場，如果老待在那裡，價格多半是會跌的 
I. 知識就是力量 

 
 

5. 請問演講者提到王守仁(1472-1529)曾說過哪一句話： 
A. 心即理也。心外無理，心外無物，心外無事 
B. 謙者眾善之基，傲者眾惡之魁 
C. 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 
D. 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缽效貧兒 
E. 為學大病在好名 

學生成績分佈圖： 

 

 

 

 

 

 

 

 

 

 

 

 

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之分析： 

  本次考試結果有 16 位同學得到滿分，72.42%同學考試及格。此測驗顯

得過於容易，不太具能有效評判學生之學習成效。本次測驗乃針對本計畫

所邀請演講者之演講主題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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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平時測驗資訊及題目： 

 

哲學概論 2017/10/26 線上考試 

 
考試期限：2017/10/29 19:30 – 2017/11/12 19:30 
考試次數：1 次 
考試時間：15 分鐘 
考試類型：4 題是非題、1 題選擇題 

 
 
1. ［O］德謨克利特提出萬物的本源是原子與虛空。虛空是指亦無空間、

時間。 

 
2. ［X］德謨克利特所提出的原子，實為今日觀測到的中子（Neutron）。 

 
3. ［O］德謨克利特的哲學思想反應出真理不在經驗世界之外，而在我

們生活或人生體驗之中。 

 
4. ［O］亞里斯多德與德謨克利特碰巧皆出身於色雷斯，且二人所提出

的真理觀與柏拉圖相較之下，較為入世。 

 
5. 相傳一位先蘇哲學家為了表示自己的神性，故跳入埃特納火山。但火

山噴出他的鞋子，請問這是誰： 
A. 畢達哥拉斯 
B. 巴門尼德 
C. 色諾芬尼 
D. 恩培多克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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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績分佈圖： 

 

 

 

 

 

 

 

 

 

 

 

 

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之分析： 

 本次測驗，竟高達 21 位同學拿下滿分成績。65%同學於本次測驗中獲及

格分數。之所以造成本次測驗結果，乃因測驗題數少，僅五題，故而較難

有效呈顯學生學習成效及程度性。 

 

７ 

平時測驗資訊及題目： 

 

哲學概論 2017/11/2 線上考試 

 
考試期限：2017/11/3 23:00 – 2017/11/17 23:00 
考試次數：1 次 
考試時間：15 分鐘 
考試類型：9 題是非題、1 題選擇題 

 
 
1. ［O］11/2「哲學概論」課程邀請王震邦教授為我們演講《博雅的大學



57 

生》。 

 
2. ［X］蘇格拉底如「先蘇哲學家」一般，皆出生於貴族家庭，得以出外

遊學增廣見聞，並於雅典創立學院。 

 
3. ［X］蘇格拉底著有《自辯詞》一書。 

 
4. ［O］蘇格拉底的父親是雕刻師，其母親為助產士。 

 
5. ［O］蘇格拉底最後是被判死刑而身亡。 

 
6. ［O］古希臘人以為人應懂得「明智」(phronèsis)，亦即懂得自己只是

凡人 

 
7. ［O］古希臘人以為人與神的差異，即神的生命是永恆的，人的生命

並非是永恆的 

 
8. ［X］古希臘人所崇拜的「英雄」，即人定勝天之人 

 
9. ［O］古希臘人以為一個人的自大，將會為他造就悲劇性的命運 

 
10. 請問這幅畫的作者及標題為何： 

 
A. 秀拉《阿尼埃爾浴場》 
B. 莫內《印象．日出》 
C. 梵谷《星夜》 
D. 高更《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往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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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績分佈圖： 

 

 

 

 

 

 

 

 

 

 

 

 

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之分析： 

  此次測驗學生成績分佈主要為 80-99 分之間，此為一合理且有效衡量

學生學習成效之測驗。本次測驗除了檢測學生上課專心度及對於課程之思

考力之外，亦檢測學生聆聽校外專家學者演講之專心度。 

  在本次測驗中，學生最容易混淆及答錯的題目為第三題是非題。第三

題題目為「蘇格拉底著有《自辯詞》一書」，此題答案為非，但 56%同學

選擇「是」。此題目是為測試學生上課專心度。顯然，蘇格拉底沒有任何

著作，觀於蘇格拉底思想的言論，幾乎為柏拉圖所著。《自辯詞》為柏拉

圖為蘇格拉底所載的一本書。 

 

８ 

平時測驗資訊及題目： 

 

哲學概論 2017/11/9 線上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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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期限：2017/11/13 12:30 – 2017/11/27 12:30 
考試次數：1 次 
考試時間：15 分鐘 
考試類型：12 題是非題、2 題選擇題 

 
 
1. [X]蘇格拉底因常撰寫不合時宜的言論而導致被判死刑。 

 
2. [O]蘇格拉底被控訴的罪條有：1. 作為不當。2. 專門顛倒是非。3. 將

不正確的知識傳授給學生。 

 
3. [X]蘇格拉底曾至德爾斐神廟(Delphic oracle)問神：「是否有人的智慧比

蘇格拉底更高？」 

 
4. [X]皮媞亞(Pythia)乃德爾斐神祇。 

 
5. [O]蘇格拉底曾找智者做辯論，希望可以反駁神諭。換言之，蘇格拉底

希望透過與智者辯論，找出比蘇格拉底更有智慧的人。 

 
6. [O]蘇格拉底分別找了政界人士、詩人及手工藝人辯論。比爾·蓋茲(Bill 

Gates)、馬克·祖克柏(Mark Elliot Zuckerberg)等即相當於古希臘時期的手

工藝人。 

 
7. [O]蘇格拉底與智者辯論過後發現蘇格拉底確實是最有智慧的人，因為

蘇格拉底比智者多知道了一件事情。這件事情就是，蘇格拉底知道自

己實是一無所知的。 

 
8. [X]蘇格拉底曾把雅典城邦比喻為一隻馬蠅，而蘇格拉底自己則比喻為

一匹駿馬。 

 
9. 蘇格拉底最後是怎麼死的? 

甲、飲鴆而死 
乙、絞刑致死 
丙、五馬分屍 
丁、沉塘而死 

 
10. [O]柏拉圖生於一個富裕的貴族家庭，據傳他的家庭是古雅典國王的後

裔。公元前 399 年，蘇格拉底受審並被判死刑，柏拉圖對當時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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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徹底絕望，於是開始遊遍義大利半島、西西里島、埃及、昔蘭尼

加等地。 

 
11. [O]據傳柏拉圖在四十歲時，約公元前 387 年結束旅行返回雅典，並在

雅典城外西北角創立了自己的學校，即著名的柏拉圖學院(Plato 
academy)。 

 
12. [X]柏拉圖的對話錄可分為早期對話錄、過渡期（轉型期）的對話錄、

中期對話錄及晚期對話錄，此主要是按照柏拉圖的年齡來區分。 

 
13. [X]《理想國》(Republic)一書共分為十卷，主要是按照十個主題來區分。 

 
14. 《理想國》裡的「太陽喻」中，柏拉圖以蘇格拉底的角色說：「……雖

然眼睛裡面有視覺能力，具有眼睛的人也企圖利用這一視覺能力，雖

然有顏色存在，但是，如果沒有一種自然而特別適合這一目的的第三

種東西存在，那麼你知道，人的視覺就會什麼也看不見，顏色也不能

被看見。」其中提及的「第三種東西」是甚麼？ 
甲、自然 
乙、動物 
丙、道德 
丁、光 

 

學生成績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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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之分析： 

  本次測驗中，大部分同學分數集中在 70-79 分或 50-59 分之間。此亦

為一合理有效衡量學生學習成效之試題，由成績中亦顯示題目之困難度。

學生必須在課程當中專心聆聽，亦須要相當思辨力，才較能得到較好的成

績。本次測驗中，同學較常回答錯誤的題目有第一題、第四題及第十三題

等是非題。 

  第一題題目為「蘇格拉底因常撰寫不合時宜的言論而導致被判死刑」，

此題答案為非。因為蘇格拉底並不常撰寫，而是常說話惹事。第十三題題

目為「《理想國》(Republic)一書共分為十卷，主要是按照十個主題來區分」，

此題答案亦為非。以上二題為是否專注上課之問題。若專心上課，是能正

確回答此二題答案。 

  第四題題目為「皮媞亞(Pythia)乃德爾斐神祇」，此題答案為非。此題

於課程中並未詳細講授，但學生應可以自尋答案。在此亦顯示學生仍稍顯

被動，不夠充滿活躍精神探索知識。 

  由本次測驗成果顯現出，學生於此次課程活動中，較缺乏專注力，也

較缺乏主動性。 

 

９ 

平時測驗資訊及題目： 

 

哲學概論 2017/11/23 線上考試 

 
考試期限：2017/11/27 11:30 – 2017/12/11 11:30 
考試次數：1 次 
考試時間：15 分鐘 
考試類型：9 題是非題 

 
 
1. [O] 柏拉圖以為太陽光是能使我們視覺見到東西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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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 「知識即德行」，其中「知識」指的是各學門理論知識。 

 
3. [O] 人在理解一對象時，若以「善的理念」之心意理解對象，則始有

正確的理解。其中「善的理念」乃指人撇開個人私慾、情緒等主觀意

見，代之以客觀、理性觀法理解對象。 

 
4. [O] 當人並非是以「善的理念」之心意來理解對象時，所得到的結論

充其量不過是意見，而非真正的知識。 

 
5. [O] 柏拉圖藉由《理想國》中的洞穴喻來說明人追尋真理時，多半是

在旁人不解或世俗價值無法認同的狀態下進行的。 

 
6. [O] 柏拉圖在洞穴喻中，將我們現實生活中追求世俗價值的人們比喻

作那始終坐在洞穴裡看向牆壁上之陰影的人們。 

 
7. [O] 《理想國》中的線喻是為了說明柏拉圖心目中之存有等級。 

 
8. [X]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的床喻中，最為肯定的是藝術家所繪之床。 

 
9. [X] 柏拉圖的《理想國》中的洞穴比喻，乃發生在荷蘭阿姆斯特丹之

傳說。 

 

學生成績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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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之分析： 

  由本次測驗結果可顯出大部份同學成績落於 60-89 分之間，其中以

70-79 分為大宗。成果亦顯示有 18.64% 11 位同學得到滿分。如此的成績顯

示，乃合理有效呈顯學生學習成效，亦有判別度。且，也開始能觀察到該

課程、該計畫對於部份學生而言，引起較為顯著之作用。此次測驗，已是

一學期中的後半學期，學生對於該課、該計畫，已是熟悉老師教學方式，

也大略明白哲學研究之對象和哲學思維之作用。 

 

１０ 

平時測驗資訊及題目： 

 

哲學概論 2017/11/30 線上考試 

 
考試期限：2017/12/4 22:30 – 2017/12/18 22:30 
考試次數：1 次 
考試時間：15 分鐘 
考試類型：16 題是非題 

 
 
1. [O] 柏拉圖的「線喻」，其中由上往下的第二個層次，指的為「數學」。 

 
2. [O] 亞里斯多德在其《詩學》中給予「藝術」一肯定性地位。 

 
3. [O] 亞里斯多德對「人」定義為「人是理性的動物」。 

 
4. [O] 亞里斯多德曾言：「我不想讓雅典人再犯下第二次毀滅哲學的罪

孽。」暗指雅典人第一次毀滅哲學，乃雅典人判蘇格拉底死刑。 

 
5. [O] 亞里斯多德所建立的學校，常被稱之為「逍遙的哲學」或者「漫

步的哲學」，是因亞里斯多德上課時常邊走邊講課，漫步於走廊和花園

之中。 

 
6. [O] 亞里斯多德所提出的「四因說」乃指世間萬事萬物皆可以四因剖

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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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X] 亞里斯多德以為「四因說」中，最為重要的乃「物質因」（matter）。 

 
8. [O] 對亞里斯多德而言，如果是一張木桌子，那麼木桌的物質因可能

是木頭。 

 
9. [O] 對亞里斯多德而言，如果是一張木桌子，那麼木桌的形式因，可

能是四支桌腳、具有高度、頂端是一平面……。 

 
10. [O] 對亞里斯多德而言，如果是一張木桌子，那麼木桌的目的因，可

能是這張木桌為人所使用。 

 
11. [X] 對亞里斯多德而言，如果是一張木桌子，那麼木桌的動力因，可能

是指正在使用這張木桌的你。 

 
12. [O]對亞里斯多德而言，世上所有事物皆為由「潛能」轉變為「實現」

目的因的有機狀態變化之中。 

 
13. [O]對亞里斯多德而言，世上所有事物的目的因皆朝往一「善」的方向

實現。 

 
14. [O]最高的目的因，亞里斯多德稱之為「第一因」、「神」。 

 
15. [O]對亞里斯多德而言，世上所有事物的目的因可做一排列。換言之，

世上所有事物亦有一「存有等級」之排列。 

 
16. [O]對亞里斯多德而言，之所以會有「惡」，是因該事物之目的因被阻

礙，而導致該物往不善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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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績分佈圖： 

 

 

 

 

 

 

 

 

 

 

 

 

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之分析： 

  在本次測驗中，大部份同學成績落在 80-89 分之間，也有 17.54% 10 位

同學滿分。該滿分的同學幾乎於上一次(哲學概論 2017/11/23 線上考試)義

拿滿分。本次測驗亦是一合理亦能有效呈顯學習成效之測驗。 

  本次測驗，答題錯誤最多的題目乃是非題第十一題，題目為「對亞里

斯多德而言，如果是一張木桌子，那麼木桌的動力因，可能是指正在使用

這張木桌的你」，該題答案為非。卻有 70%同學答是。該題主要是測試學

生在哲學概念上之辨識度，意即測驗學生是否清楚明確了解亞里斯多德「動

力因」之概念。換言之，學生實是對此哲學概念不夠清晰明確。 

 

１１ 

平時測驗資訊及題目： 

 

哲學概論 2017/12/14 線上考試 



66 

 
考試期限：2017/12/16 13:00 – 2017/12/30 13:00 
考試次數：1 次 
考試時間：15 分鐘 
考試類型：10 題是非題 

 
 
1. [O] 安提西尼和狄奧根尼皆屬於犬儒學派哲學家。 

 
2. [O] 「犬儒」之意為像狗一樣的哲學家。 

 
3. [O] 犬儒學派之所以強調禁欲主義並鼓勵放棄舒適環境，是因犬儒學

派以為如此才能獲得真正的人生自由。 

 
4. [X] 「希臘化時代」是希臘最強盛時期，以軍事、政權、文化統一西

方的時代。 

 
5. [O] 在拉菲爾的《雅典學院》一幅畫中，柏拉圖手指天是因他認為真

理不在現實生活當中，真理在思想的典範概念之中。 

 
6. [O] 在拉菲爾的《雅典學院》一幅畫中，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的手勢

不同，顯現出二人對真理的位置和看法不同。 

 
7. [O] 在拉菲爾的《雅典學院》一幅畫中，亞里斯多德手按下地，是因

他以為真理即在經驗世界之中。 

 
8. [X] 在拉菲爾的《雅典學院》一幅畫中，亞里斯多德以為經驗世界中

所有的人事物，皆為合理、真實。 

 
9. [O] 犬儒學派代表哲學家狄奧根尼，曾對亞歷山大大帝說：「我希望你

閃到一邊去，不要遮住我的陽光。」 

 
10. [X] 拉菲爾在其《雅典學院》一圖中，將柏拉圖的手指繪其朝天。意

指柏拉圖的中心思想乃具同一性、普遍性、客觀性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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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績分佈圖： 

 

 

 

 

 

 

 

 

 

 

 

 

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之分析： 

  此次測驗結果顯示大部份同學測驗成績約落在 70-99 分之間，無人滿

分。亦顯示此測驗為合理且有效判斷學生習成效之測驗。測驗結果顯示，

同學大部分答錯題目為是非題第四題、第八題及第十題。 

  第四題題目為「『希臘化時代』是希臘最強盛時期，以軍事、政權、

文化統一西方的時代」，此題答案為非。此題為基本常識題，也是測驗同

學上課是否保持專注的題目。第八題題目為「在拉菲爾的《雅典學院》一

幅畫中，亞里斯多德以為經驗世界中所有的人事物，皆為合理、真實」，

此題答案為非。這一題是較為困難，但也不是不能正確回答的題目，上課

時授課教師亦有提及此。此題算是一細膩的思辨問題，需要專注力及細心

思考，才能正確作答。第十題題目為「拉菲爾在其《雅典學院》一圖中，

將柏拉圖的手指繪其朝天。意指柏拉圖的中心思想乃具同一性、普遍性、

客觀性之神」，其答案為非。這一題是檢測同學專注力及基本常識能力。

這一題有 63% 33 位同學作答錯誤，實表示同學上課時並不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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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平時測驗資訊及題目： 

 

哲學概論 2017/12/28 線上考試 

 
考試期限：2017/12/30 18:30 – 2018/1/13 18:30 
考試次數：1 次 
考試時間：15 分鐘 
考試類型：16 題是非題 

 
 
1. [O]聖‧奧古斯丁所提出的「光照說」，主要是預設人的有限性終究無

法理解無限的上帝。 

 
2. [X]聖‧奧古斯丁所提出的「光照說」，所用的理論架構乃摹仿柏拉圖

《理想國》中的「太陽喻」。 

 
3. [O]聖‧多瑪斯的「五路論證」，主要是以類比的方式推論出上帝的存

在。 

 
4. ［Ｘ］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說「知識就是力量」，

這句話中的「知識」之意等同於柏拉圖所言「知識即德行」的「知識」

之意。 

 
5. ［Ｏ］「理性主義」主要是指「知識」乃先天客觀存在，作為主體（人），

必須運用正確的方法明白「知識」。 

 
6. ［Ｘ］「經驗主義」訴求「知識就是力量」，因此，「經驗主義」以為只

要有正確的方法，便能認識客觀的知識。 

 
7. ［Ｏ］大致而言，「理性主義」哲學家思想較由歐洲大陸產生；「經驗

主義」哲學家思想較由英美產生。 

 
8. ［Ｏ］洛克的「白板理論」，主要是指人的心靈原如一塊白板。意指人

的所有概念、觀念、知識，皆為後天經驗中所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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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Ｏ］巴克萊的「存在即知覺」，主要指一事物之所以存在，是因我知

覺到此事物。因而，理論上如果我未知覺到艾菲爾鐵塔，那麼，艾菲

爾鐵塔便不存在。 

 
10. ［Ｏ］巴克萊以為上帝為我知覺一切，故一切皆存在。 

 
11. ［Ｏ］休謨的「懷疑論」，主要是指一切皆不是客觀、必然存在。包括：

心靈的感受，不是必然存在的；事物不是必然、客觀存在的；事物的

規律，也不是客觀必然存在的。 

 
12. ［Ｏ］笛卡爾 1596 年生於法國中部，一歲多時母親患肺結核去世，笛

卡爾受到傳染，日後體弱多病。八歲時進入耶穌會學校就讀，因其身

體孱弱，學校允許笛卡爾在床上渡過早晨。笛卡爾利用這段時間進行

研究與思考，並終生保持這樣的習慣。 

 
13. ［Ｘ］笛卡爾的〈談談方法〉是笛卡爾在撰寫《沉思錄》之前所出版

的一本小書。 

 
14. ［Ｏ］笛卡爾《沉思錄》，乃用拉丁文撰寫而成。本書共分為六章，其

乃仿製上帝創作天地萬物六天之意。 

 
15. ［Ｏ］笛卡爾之死乃因笛卡爾於清晨五點教導瑞典公主哲學，笛卡爾

身體無法承受，故得肺炎而死。 

 
16. ［Ｏ］笛卡爾的〈方法導論〉，原本的標題是〈談談正確運用自己的理

性在各門學問裡尋求真理的方法〉。該書一開始以為，只要是人都應具

備理性，都有能力使用正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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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績分佈圖： 

 

 

 

 

 

 

 

 

 

 

 

 

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之分析： 

  此次測驗較之前測驗困難。大部份同學成績約落在 60-89 分之間，無

人 90 分以上。此測驗亦具合理且為有效測量學生學習成效之測驗。其中較

多同學無法正確回答的題目有是非題第二題、第四題、第六題及第十三題。 

  第二題題目為「聖•奧古斯丁所提出的「光照說」，所用的理論架構

乃摹仿柏拉圖《理想國》中的「太陽喻」」，此題答案為非。此題屬教困

難題目，需要專注聽課，也需要多加思慮才能正確回答。第四題題目為「法

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說『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中

的『知識』之意等同於柏拉圖所言『知識即德行』的『知識』之意」，此

題答案亦為非。第四題如同第二題，屬較為困難題目。第六題題目為「『經

驗主義』訴求『知識就是力量』，因此，『經驗主義』以為只要有正確的

方法，便能認識客觀的知識」，此題答案為非。此題乃檢測學生是否細膩

辨別答案。第十三題題目為「笛卡爾的〈談談方法〉是笛卡爾在撰寫《沉

思錄》之前所出版的一本小書」，此題答案為非。此題屬常識性題目，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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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答錯此題，則較為表示學生上課並不專注或細膩思辨。 

 

１３ 

平時測驗資訊及題目： 

 

哲學概論 2018/1/4 線上考試 

 
考試期限：2018/1/6 18:00 – 2018/1/20 18:00 
考試次數：1 次 
考試時間：15 分鐘 
考試類型：7 題是非題、3 題選擇題 

 
 
1. [O] 笛卡爾身體太虛弱，無法早起。後來，他因太早起床教瑞典公主

讀書，而重病過世。 

 
2. [O] 康德的生活十分有規律，常在下午固定時間散步。唯一一次錯過

散步時間，而導致附近居民誤以為康德死了，是因康德讀盧梭《愛彌

兒》太過入迷，以致錯過散步的時間。 

 
3. [O]叔本華雖和黑格爾為同事關係，叔本華卻極其討厭黑格爾。 

 
4. [X]「希臘化時代」是希臘最強盛時期，以軍事、政權、文化統一西方

的時代。 

 
5. [O]「中世紀」主要以基督宗教為政權的時代。 

 
6. [O]「文藝復興」是指復興希臘羅馬光輝亮麗的文藝氣息。 

 
7. [O]「啟蒙運動」標誌著對人的重視及對人性的關懷。 

 
8. 下列各個作者及著作，何者配對錯誤： 

A. 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B. 馬克思‧《資本論》 
C. 佛洛伊德‧《精神現象學》 
D. 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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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列各個作者及著作，何者配對錯誤： 
A. 笛卡爾‧《方法導論》（談談方法） 
B. 盧梭‧《愛彌爾》 
C.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 
D. 黑格爾‧《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10. 下列說法何者較不正確： 

A. 中世紀之哲學思想，主要是闡明或論述上帝及其神性問題 
B. 文藝復興思潮主要是為復興希臘羅馬光輝歲月 
C. 傳統哲學至黑格爾，便已發展完成，意即傳統哲學達到最高峰。

因此，普遍而言，在黑格爾之後的哲學家，幾乎是反黑格爾思想

（反傳統哲學）而出現 
D. 當代哲學主流乃以數理邏輯思想為主 

 

學生成績分佈圖： 

 

 

 

 

 

 

 

 

 

 

 

 

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之分析： 

  此次測驗有一人滿分，其他大部份同學成績落在 60-89 分成績之間。

此測驗亦為合理且有效呈顯學習成效之測驗。其中較為困難題目應屬選擇

題第十題，應須學生透過思辨進而判斷正確答案。第十題題目為「下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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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何者較不正確：1. 中世紀之哲學思想，主要是闡明或論述上帝及其神性

問題。2. 文藝復興思潮主要是為復興希臘羅馬光輝歲月。3. 傳統哲學至黑

格爾，便已發展完成，意即傳統哲學達到最高峰。因此，普遍而言，在黑

格爾之後的哲學家，幾乎是反黑格爾思想（反傳統哲學）而出現。4. 當代

哲學主流乃以數理邏輯思想為主。」此題正確答案為 4。不少同學選擇 3，

實為專注力不夠，或思辨能力不足等原因所造成。 

 

 

(四)學生學習回饋或學習記錄 

學生對於課程單元評價 

序

號 

受益最多

的單元 
原因 教師教學 原因 

1 無 無 不錯 上課用心 

2   很喜歡 
很喜歡老師講希伯來文明的

部分 

3 都很多 豐富 很用心 有趣 

4   

因為課程範

疇極大，需要

挑重點式的

講解分析。 

老師除了投影片上面的資料

之外，口頭上也講述了非常豐

富的教學內容，讓我受益良

多！也很感謝老師於下課時

間詳細解答學生疑問，是個相

當用心的好老師！ 

5 聖經 

用新的角度去

看一個宗教，

與一個民族 

老師總是能

親民活潑的

講解給我們

聽 

如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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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課程整體評價 

 老師你好棒！！！ 

 可惜因為時間關係能講的有限，但每一堂課都覺得很充實。 真的很喜歡

這堂課，也喜歡老師上課的方式，讓我對哲學更有興趣。 希望老師不要

因為大家都不回答而感到挫折(因為不管哪堂課大家通常都是這樣的) 

 上課感覺很放鬆，同時可以吸收到很多東西~老師真教得很好~ 

 很喜歡老師上課的內容，讓我學到很多有關哲學的知識，雖然有時候可能

大家沒什麼回答問題，但是個人覺得老師上課的內容真的很有趣! 

 學期剛開始上課時，在課堂中對於老師的提問真的不太知道方向，但之後

就漸漸能了解老師想問甚麼，謝謝老師很耐心的解釋問題。雖然一開始很

不能理解為什麼要探討哲學，感覺只是一門永遠沒有答案的學問，但逐漸

聽下來，每次下課後都會思考自己的人生、現況，總覺得如果依照哲學家

所說的，那自己還真的生活的不像是個學生，也會思考自己到底要的是甚

麼。很喜歡上這門哲學課，而且課後測驗大部分都能作答，雖然有些會有

點疑惑，但都還有不錯的成績。上完課覺得這些哲學家真的很厲害，而且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我能理解哲學的重要了，甚至還覺得是很必要的，深

深影響著人的思考模式，真的很酷！謝謝老師辛苦的教學，忍受大家上課

的沉默，老師講的很好，只是現在的學生都比較不願意發言。 

 很喜歡哲學相關課程 

 老師上課很有活力，雖然我們都沒反應但其實都有默默在聽啦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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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執行前後差異 

 

指標項目 
量化績效 

預估數 實際數 

教師

教學 

哲學基本概念 68 68 

西方哲學史 68 68 

哲學思維型態 68 68 

學生

學習 

哲學基本概念 68 68 

西方哲學史 68 68 

哲學思維型態 68 68 

 

 

(六)活動規劃與教學品質相關性 

  本課程為哲學類課程，哲學課程之教學品質主要目標是為達到： 

1. 學生對於課程有所感受、反應與回饋 

2. 學生學習反省自身生命價值觀及處世之道 

3. 引發學生對於生命有所熱情、有所展望 

4. 學生能具備獨立思考之潛能 

  鑑於上述目標，故而該課之教學活動皆為啟發上述目標而設計。教學活

動包括：演講活動、線上測驗及學生期末成果發表會。演講活動是為讓學生

有機會拓展相關於哲學面向之訊息。讓學生除授課教師之外，亦能夠透過相

關哲學主題演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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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附錄 

一、 產出作品 

 

  本課程於 107 年 1 月 11 日舉行期末成果發表會，當日有六位同學根據上課內容及

個人感受最為深刻之單元，發表相關主題及闡述個人心得。六位同學所發表的主題有：

「論泰利斯『水為萬物之本源』」、「論巴門尼德斯『存有』」、「討論兩則悖論」、

「說明柏拉圖之洞穴喻」、「論亞里斯多德之形上學思想」，以及「論先蘇哲學家、柏

拉圖及亞里斯多德之「理性」思維」。以下列出六位同學所發表之 PPT 或文字 Word 檔，

並加以說明之。 

 

1. 谷佳蔚――論泰利斯「水為萬物之本源」 

  主要乃論述泰利斯何以作為西方哲學之父，並闡明哲學所研究之對象與哲學性格，

最後分享對於泰利斯哲學思想之心得與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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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瑤璁――論巴門尼德斯「存有」 

  此位報告同學對於哲學家巴門尼德斯相當有感觸。巴門尼德斯明確指出哲學的研究

對象為「存有」，因此該位同學特別論述巴門尼德斯心目中之「存有」。該生原撰寫一

份於期末發表會所要報告之草稿，後又重新整理，詳盡論述巴門尼德斯「存有」議題。

兩份文件皆列於此。 

論巴門尼德斯「存有」（草稿） 

陳瑤璁 

 

巴門尼德斯認為人透過理智的「思」，可以達到「永恆」的目標 ，他所認為的「思」是㇐種純粹

的「理智之思」，這種理智的思可以達到㇐種真理。這種真理也是後來理性所依據的真理，他對「存

有」的「思」的真理是「是即是，不是即不是」，它是沒有歧異性。 

巴門尼德斯認為他所說的「存有」，是完全離開人世，與俗世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他認為「存

有」與俗世雖然是不同的世界，但是人們可以藉著「理智」達到「存有」。因為如此他認為「存有」

是不能從「模擬」人世中某物或是某狀態達到的。 

 

論巴門尼德斯「存有」（報告檔案） 

陳瑤璁 

 

1. 講巴門尼德斯《論自然》中的故事 
（ 1 ）我乘坐的駟馬高車拉著我前進，極力馳騁隨我高興，後來它把我帶上天下聞名的女神大

道，這條大道引導著明白人走遍所有的城鎮。 於是我的馬車沿著那條道路趲行，拉車的馬兒十

分聰明，載著我前進，少女們為我指點出途徑。 車軸磨得滾燙，在軸函中發出震耳的嘯聲，因

為它的兩端被旋轉的車輪帶著飛速地翻騰。 那時太陽的女兒們離開夜宅，掠過頭上的紗巾，把

馬車趕向光明。  

那裡矗立著㇐座大門，把白天和黑夜的道路劃分，上邊有門楣，下邊有石頭的門檻；這天門上巨

大的雙扉閉得緊緊，保管啟閉之鑰的是狄凱，那專司報應的女神。 少女們用恭維的詞令央告這

位尊神，機靈地勸她同意把插牢的門閂拿開。 於是門閂除去，兩根嵌著釘子的黃銅門軸在軸函

中㇐根接著㇐根轉動，門道洞開。 少女們驅著駟馬高車筆直地走進門來，女神親切地將我接待，

握著我的右手，用下面的話語向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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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你在不朽的馭手陪同下，乘著高車駟馬來到我的門庭，十分歡迎！ 領你走上這條大道

的不是惡煞（因為這大道離開人間的小徑確實很遠），而是公平正直之神。 所以你應當學習各種

事情，從圓滿真理的牢固核心，直到毫不包含真情的凡夫俗子的意見。 意見儘管不真，你還是

要加以體驗，因為必須通過徹底的全面鑽研，才能對假像作出判斷。  

要使你的思想遠離這種研究途徑，別讓習慣用經驗的力量把你逼上這條路，只是以茫然的眼睛、

轟鳴的耳朵或舌頭為準繩，而要用你的理智來解決紛爭的辯論。 你面前只剩下㇐條道路，可以

放膽遵循。  

（ 2 ）要用你的心靈牢牢地註視那遙遠的東西，㇐如近在目前。 因為它不會把存在者從存在者

的聯繫中割裂，以致分崩瓦解，或者聚集會合。  

（ 3 ）在我看來存在者是㇐個共同體，我就從這裡開始；因為我將重新回到這裡。  

（ 4 ）來吧，我告訴你（我的話你要諦聽），只有哪些研究途徑是可以設想的。 ㇐條是：存在

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 這是確信的途徑，因為它遵循真理。 另㇐條是：存在者不存在，這

個不存在必然存在。 走這條路，我告訴你，是什麼都學不到的。 因為不存在者你是既不能認識

（這當然辦不到），也不能說出的。  

（ 5 ）因為能被思維者和能存在者是同㇐的。  

（ 6 ）必定是：可以言說、可以思議者存在，因為它存在是可能的，而不存在者存在是不可能

的。 這就是我教你牢記在心的。 這就是我吩咐你注意的第㇐條研究途徑。 然後你還要注意另

㇐條途徑，在那條途徑上，那些什麼都不明白的凡人們兩頭徬徨。 因為他們的心中不知所措，

被搖擺不定的念頭支配著，所以像聾子和瞎子㇐樣無所適從。 這些不能分辨是非的群氓，居然

認為存在者和不存在者同㇐又不同㇐，㇐切事物都有正反兩個方向！  

（ 7 ）因為勉強證明不存在者存在，是根本不可能的。 你要讓自己的思想遠離這條研究途徑。  

（ 8 ）所以只剩下㇐條途徑，就是：存在者存在。 在這條途徑上有許多標誌表明，存在者不是

產生出來的，也不能消滅，因為它是完全的、不動的、無止境的。 它既非過去存在，亦非將來

存在，因為它整個在現在，是個連續的㇐。  

因為你願意給它找出哪種來源來呢？ 它能以什麼方式、從什麼東西里⾧出來呢？ （它既不能從

存在者裡生出，這樣就會有另㇐個存在者預先存在了）我也不能讓你這樣說或想：它從不存在者

裡產生；因為存在者不存在是不可言說、不可思議的。 而且，如果它來自不存在，它有什麼必

要不早㇐點或遲㇐點產生呢？ 所以它必定是要么永遠存在，要么根本不存在。  

真理的力量也決不容許從不存在者中產生出任何異於不存在者的東西來。  

因此正義決不鬆開它的鎖鏈，聽任存在者產生和消滅，而是牢牢抓住存在者不放。 關於這個存

在者，我們要判斷的是：它存在還是不存在？ 所以我們必須斷定：要把㇐條途徑當做不可思議、

不可言說的途徑拋在㇐邊（這確實不是真的途徑），而把另㇐條途徑看做存在的、實在的途徑。 這

樣看來，存在者怎樣能在將來產生，又怎樣能在過去產生呢？ 因為如果它在過去或將來產生，

現在它就不存在了。 所以產生是沒有的，消滅也是沒有的。  

存在者也是不可分的，因為它全部都是㇐樣的，沒有哪個地方比另㇐個地方多些，妨礙它的連續，

也沒有哪裡少些。 因此它是整個連續的；因為存在者是與存在者連接的。  

而且，存在者是不動的，被巨大的鎖鏈捆著，無始亦無終；因為產生與消滅已經被趕得很遠，被

真信念趕跑了。 它是同㇐的，永遠在同㇐個地方，居留在自身之內。 因為強大的必然性把它用

鎖鏈從四面八方捆著，不能越雷池㇐步。 因此存在者不能是無限的，因為它沒有缺陷；如果無

限，那就正好是有缺陷的了。  

可以被思想的東西和思想的目標是同㇐的；因為你找不到㇐個思想是沒有它所表達的存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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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者之外，絕沒有、也絕不會有任何別的東西，因為命運已經用鎖鏈把它捆在那不可分割的、

不動的整體上。 因此凡人們在語言中加以固定的東西，如產生和消滅，是和不是，位置變化和

色彩變化，只不過是空洞的名詞。  

然而，由於存在者有㇐條最後的邊界，它在各方面都是完全的，好像㇐個滾圓的球體，從中心到

每㇐個方面距離都相等，因為不能在哪個地方大㇐點或小㇐點。 因為既沒有㇐個不存在者破壞

團結，也沒有㇐個存在者在這里或那裡比存在者多點或少點，因為它是完全不可損毀的。 因為

那個與哪㇐方面距離都相等的點是與邊界距離相等。 

2. 解釋何謂「存有」 
簡要地說，「存有」是「是其所是」的「是」，是「真實」。 

所謂「真實」，即㇐件事情(或事物)之「本質」。 

3. 作為凡人可以如何達至「存有」 

簡要地說，唯獨當人保持「理性之思」時，始能達至「存有」。 

 

3. 謝和育――討論兩則悖論 

  該同學主要討論兩則悖論，其中分為三部份。首先其解釋何謂「悖論」，其二講述

「忒修斯之船(ship of Theseus)」悖論，其三講述「薛丁格的貓(Schrödinger's Cat)」悖論。 

 

 

 

 

 

 

 

 

 

4. 林哲賢――說明柏拉圖之洞穴喻 

  該生對於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所講述的洞穴比喻感受特別深刻，故而於期末成果

發表會中論述該議題。該生於報告中，所討論之結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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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時所使用 ppt 如下： 

 

 

 

 

 

 

 

 

 

 

 

5. 王宇晟――論亞里斯多德之形上學思想 

  該報告同學對於亞里斯多德形上學中之「四因說」感受較為深刻，故而於期末發表

會中除簡介亞里斯多德之生平事蹟，及比較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三人主要學



82 

說之差異，另外亦特別析論亞里斯多德之「四因說」。其報告之 ppt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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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洪謝生――論先蘇哲學家、柏拉圖及亞里斯多德之「理性」思維 

  該生是一上課認真的學生，也是本次發表會最為用心的同學。他所報告的題目可算

是能夠繼續發揮、鑽研之題目。在他的報告中，以「理性」作為核心主軸，分別探討先

蘇哲學家、柏拉圖及亞里斯多德對理性之看法有何異同。探討的過程中，層次清晰明確。

首先，其論及古希臘人對理性之看法。其「古希臘」一詞之界定，乃指「理性」如何萌

芽於「先蘇哲學家」之視野中。這裡的「先蘇哲學家」所指的乃「古希臘」之意。該生

報告的第二部份乃哲學之父泰利斯對「理性」做出明確的說詞――水為萬物之本源。接

下來，報告中分述蘇格拉底、柏拉圖及亞里斯多德對於「理性」看法之異同。以下為該

生為報告所設計的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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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為本課程所產出作品。 

 

二、 活動、會議記錄 

  本課程包含七次演講活動及一次期末成果發表會，以下為活動與會議內容記錄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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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6 年 10 月 19 日(四) 活動內容：演講 

講者：王之相教授 

講者學歷與現職： 

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 

南開科技大學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系副教授 

講題：科技與人心 

演講海報： 

 

 

 

 

 

 

 

 

 

 

 

 

演講內容大綱： 

一、Technology 的涵義 

 Technology = 生產(production)之技巧、工具、方法或程序。 

 一事無成&主體的外在化或具體化：把自己帶出來 

 文字符號、數字量化、寫日記…… 

二、科技與自我的互動 

 科技協助人性的外在化，同時也侷限人性的外在化。 

 科技帶出哪一部分自我？ 

三、Technology 演化史：從「工具」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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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運用整合於人類文化之中（工具與人合一） 

 工具與文化對立、並改變部份文化（科技與人分離） 

 培根：「知識就是力量」，「科學與進步」的信念 

If something could be done, it should be done. 

 科技壟斷文化 

四、不受控制的科技與其後果 

 對人心與社會關係之衝擊 

I am more concerned about people thinking like computers. (Cook) 

 「我愛你，所以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所以我愛你。」區別何在？ 

 高速向前衝的時代，「拋卻自家無藏，沿門托缽效貧兒」（王陽明） 

 Slow movement 

 我打不過你，不代表你是對的。 

《閱讀資料》 

隨著這種科技形勢而變的，是人的生活世界的「去政治化」。隨著工具和策略理

性的高漲，導致在交互主體性基礎上的政治辯論被取消。在資訊社會中，政治辯

論被要求必須符合資訊充分的原則，參與者首先必須被要求成為資訊的化身，如

果不具有這種條件就會被認為不具有參與政治和辯論的資格；政治被資訊化的結

果，價值理性的向度更加被認為是多餘的，而正義和道德的訴求如果不符合資訊

技術規則也會被認為是抽象和多餘的；於是，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隨著生

活世界的去政治化，事實上趨於萎縮或被取消。 

《資訊科技與人的處境》；李英明、羅曉南 

 

日期：106 年 11 月 2 日(四) 活動內容：演講 

講者：王震邦教授 

講者學歷與現職：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博士、臺灣文化中心博士後 

中央研究研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訪問學者 

講題：博雅的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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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海報： 

 

 

 

 

 

 

 

 

 

 

 

 

演講內容大綱： 

 引子 

 

 

 

 

 

 

 

圖為畫家高更（Eugène Henri Paul Gauguin, 1848-1903）的《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

誰？我們往何處去？》 

 

 物超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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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輝「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 

 視野和胸襟 

 德國哲學家康德(1724-1804)：「未成年狀態是無他人底指導，即無法使用自

己的知性的那種無能。如果未成年狀態底原因不在於缺之知性，而在於缺乏

不靠他人底指導去使用知性的決心和勇氣，這種未成年狀態便是自己招致

的。勇於求知(dare to know, sapere aude)吧！因此，鼓起勇氣去使用你自己的

知性吧！這便是啟蒙底格言。」 

 哈佛的“核心課程”分成七個板塊：Foreign Cultures；Historical Study；

Literature and Arts；Moral Reasoning；Quantitative Reasoning；Science；Social 

Analysis. 

 哈佛的“核心課程”分成七個板塊：外國文化、歷史學、文學和藝術、道德

倫理、定量推理、科學和社會分析。 

 

 季淳教授 

 季教授首先就批判思考的定義切入，澄清「批判」與「批評」的不同，批判

思考是超越窠臼的思考方式，在演講中，批判思考的重點，在於作為一種「驗

證並提出知識」的過程，而且這些知識必須對社會有益，有振聾發聵之功，

甚至能夠激起後續的行動，改善社會與世界。季教授繼而提出批判思考的 9

大 Intellectual standards，包括：Clarity、Accuracy、Precision、Relevance、Depth、

Breadth、Significance、Logic、Fairness。 

 批判思考的結構： 

1.Think About Purposes； 

2.State the Questions； 

3.Gather Information（data）； 

4.Watch Your Inferences（judgments）； 

5.Clarify Your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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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heck Your Assumptions； 

7.Understand Your Points of View； 

8.Consider the Implications（consequences）。 

 哈佛大學校長對今年新生的講話，確保畢業生能辨別，「有人在胡說八道」。 

 

日期：106 年 11 月 16 日(四) 活動內容：演講 

講者：黃偉雄教授 

講者學歷與現職：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博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講題：談談社會正義 

演講海報： 

 

 

 

 

 

 

 

 

 

 

 

 

演講內容大綱：以下為黃教授演講時所使用之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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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6 年 12 月 7 日(四) 活動內容：演講 

講者：許炎初教授 

講者學歷與現職：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博士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講題：我的哲學之旅 

演講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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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內容大綱： 

  許教授講述自身學習哲學經歷，勉勵同學努力求知、反省，以及在哲學上的

努力。最後許教授勉勵同學，如果尚不清楚自己生命方向，那麼不如多看看電影。

從電影情節中思考、反思，進而思考自己生命的方向。 

 

日期：106 年 12 月 1 日(五) 

活動內容：演講 

備註：配合「北溝故宮的重整與再生」學術研討會 

說明：本活動旨以哲學思維參與公共議題 

講者：馮明珠 女士 

國立故宮博物院前院長 

講者學歷與現職：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碩士 

國立故宮博物院前院長 

講題：我對北溝故宮的重整與再生的看法 

講者：莊 靈 先生 

攝影家、國家文藝獎得主 

講者學歷與現職： 

省立農學院（今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系 

朝陽科技大學兼任學門講座 

講題：從歷史影像憶談當年北溝故宮 

演講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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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集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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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函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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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6 年 12 月 15 日(五) 

活動內容：演講 

備註：配合「北溝故宮的重整與再生」學術研討會 

說明：本活動旨以哲學思維參與公共議題 

講者：趙永茂 教授 

講者學歷與現職：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兼任學門講座 

講題：氣候變遷與地方治理 

演講海報：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11 日（四）舉行學生期末成果發表會。以下分別列上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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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條訊息、會議議程、佐證照片、主持人簽到單，以及參與學生名單。 

 

 

「哲學概論」學生期末成果發表會議程 

發表會時間：107 年 1 月 11 日 上午 8:30-11:50 

 

開場致詞 主持人：張盈馨 老師 

8:30-8:50 
第一場發表會 主持人：蕭美玲 教授 

8:50-9:50 
發表同學 發表題目 
谷佳蔚 論泰利斯「水為萬物之本源」 
陳瑤璁 論巴門尼德斯「存有」 
謝和育 討論兩則悖論 

第二場發表會 主持人：吳元豐 教授 

10:10-11:10 
發表同學 發表題目 
林哲賢 說明柏拉圖之洞穴喻 
王宇晟 論亞里斯多德之形上學思想 
洪謝生 論先蘇哲學家、柏拉圖及亞里斯多德之「理性」思維 

總評論人：劉振維 教授 

11:10-11:40 

總結 主持人：張盈馨 老師 
拍照及合影 

11:40-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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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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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概論」學生期末成果發表會 

主持人 簽到單 
發表會時間：107 年 1 月 11 日 上午 8:30-11:50 

主持人 簽到處 

張盈馨 
 

蕭美玲  

吳元豐 
 

劉振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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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概論」學生期末成果發表會 
發表會時間：107 年 1 月 11 日 上午 8:30-11:50 

 參與學生名單  
課程名稱：哲學概論【0017】 

 
＊ 學號 姓名 學生班級 
1 10120431 謝承樺 傳播四進四 A 
2 10130100 黃致豪 資通四日四 B 
3 10315009 李致穎 工管四日四 A 
4 10315025 賴柏全 工管四日四 A 
5 10325094 施翰穎 環管四日四 B 
6 10329136 張繼芸 社工四日四 B 
7 10330120 蔡宗 資通四日四 B 
8 10424185 張媛涵 會計四日三 B 
9 10525075 巫文豪 環管四日二 A 
10 10567051 郭嘉興 資工系陸生二日專班四 B 
11 10611053 盧湘閔 營建四日一 A 
12 10611061 張韜玄 營建四日一 A 
13 10611075 黃楷甯 營建四日一 A 
14 10612009 鄭湘蓉 建築系建築組四日一 A 
15 10612025 吳賢 建築系建築組四日一 A 
16 10612038 陳品睿 建築系建築組四日一 A 
17 10614037 黃以涵 資管四日多媒體組一 A 
18 10614040 孫育瀅 資管四日多媒體組一 A 
19 10614075 汪澤軒 資管四日資管組一 C 
20 10614085 蔡淑靖 資管四日多媒體組一 A 
21 10614088 劉奕伶 資管四日多媒體組一 A 
22 10614127 謝朝安 資管四日多媒體組一 A 
23 10616004 張育靜 財金四日一 A 
24 10616010 余芳妤 財金四日一 A 
25 10616013 陳佳禎 財金四日一 A 
26 10616018 陳怡欣 財金四日一 C 
27 10616021 林育群 財金四日一 C 
28 10616028 杜佳紜 財金四日一 A 
29 10616037 陳詩敏 財金四日一 A 
30 10616040 王思華 財金四日一 A 
31 10616048 張育禎 財金四日一 C 
32 10616051 李孟諶 財金四日一 C 
33 10616054 康晉銘 財金四日一 C 
34 10616066 洪安祺 財金四日一 C 
35 10616073 王婉恬 財金四日一 A 
36 10616084 卓家宇 財金四日一 C 
37 10616088 盧宥汝 財金四日一 A 
38 10616106 羅唯展 財金四日一 A 
39 10616109 蔡旻 財金四日一 A 
40 10616111 施雯慈 財金四日一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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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10616117 徐瑞鍹 財金四日一 C 
42 10616126 楊斯涵 財金四日一 C 
43 10616136 蔣雅雯 財金四日一 A 
44 10616138 張斯淳 財金四日一 C 
45 10616147 蔡沛辰 財金四日一 C 
46 10616148 蔡能乾 財金四日一 A 
47 10616165 吳嘉輝 財金四日一 C 
48 10620411 劉汭鑫 傳播四進一 A 
49 10627001 王宇晟 資工四日一 A 
50 10627085 謝和育 資工四日一 A 
51 10627087 洪謝生 資工四日一 A 
52 10628017 谷佳蔚 景都四日一 A 
53 10628025 王予恩 景都四日一 A 
54 10628041 黃奕勛 景都四日一 A 
55 10628081 蔡宛廷 景都四日一 A 
56 10630021 林哲賢 資通四日一 A 
57 10630037 張書瑋 資通四日一 A 
58 10630040 張育祥 資通四日一 B 
59 10630042 林致祥 資通四日一 B 
60 10630056 張宏濬 資通四日一 B 
61 10630059 徐鈺翔 資通四日一 A 
62 10630077 蔡潮慶 資通四日一 A 
63 10630089 楊証傑 資通四日一 A 
64 10630100 陳致祥 資通四日一 B 
65 10630112 陳瑤璁 資通四日一 B 
66 10635067 廖振淇 銀管四日一 A 
67 10635101 蔡承祐 銀管四日一 A 
68 10635105 姚思妤 銀管四日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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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照片 

  

相片說明：王之相教授與演講海報 相片說明：王之相教授演講 

  

相片說明：同學聆聽王教授演講 相片說明：王之相教授演講 

  

相片說明：黃偉雄教授與通識中心主任 相片說明：黃偉雄教授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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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許炎初教授與通識中心主任 相片說明：許炎初教授演講 

  

相片說明：許炎初教授演講 
相片說明：期末成果發表會 
     谷佳蔚同學發表 

 

 

相片說明：谷佳蔚同學發表 相片說明：同學聆聽谷佳蔚同學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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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谷佳蔚同學發表 相片說明：陳瑤璁同學發表 

  

相片說明：陳瑤璁同學發表 相片說明：陳瑤璁同學發表 

 

 

相片說明：謝和育同學發表 相片說明：同學聆聽謝和育同學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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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同學聆聽謝和育同學發表 相片說明：謝和育同學發表 

  

相片說明：謝和育同學發表 相片說明：蕭美玲教授講評 

  

相片說明：蕭美玲教授講評 相片說明：同學聆聽蕭美玲教授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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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蕭美玲教授講評 相片說明：蕭美玲教授講評 

  

相片說明：蕭美玲教授講評 相片說明：蕭美玲教授與任課老師張盈馨 

 

 

相片說明：任課老師講評 相片說明：林哲賢同學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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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林哲賢同學發表 相片說明：林哲賢同學發表 

  

相片說明：王宇晟同學發表 相片說明：同學聆聽王宇晟同學發表 

 

 

相片說明：洪謝生同學發表 相片說明：洪謝生同學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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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洪謝生同學發表 相片說明：洪謝生同學發表 

 

 
相片說明：同學聆聽洪謝生同學發表 相片說明：吳元豐教授講評 

  

相片說明：吳元豐教授講評 相片說明：吳元豐教授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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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同學聆聽吳元豐教授講評 相片說明：同學聆聽吳元豐教授講評 

  

相片說明：吳元豐教授講評 相片說明：吳元豐教授講評 

  

相片說明：拿紅布條合照 相片說明：拿紅布條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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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問卷調查 

1、內容規劃符合我的需求與期待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人數 28 24 16 0 0 
百分比% 41.2% 35.3% 23.5% 0% 0% 

2、課程安排有助於提升我的教學品質與內容(教師) 

課程有助於作品或作業的展示與呈現(同學)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人數 19 36 13 0 0 
百分比% 27.9% 52.9% 19.1% 0% 0% 

3、內容規劃符合我的需求與期待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人數 22 32 14 0 0 
百分比% 32.4% 47.1% 20.6% 0% 0% 

4、對本次課程整體滿意度為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人數 38 27 3 0 0 
百分比% 55.9% 39.7% 4.4% 0% 0% 

5、其他意見 

無 

 

五、 其他成果資料 

  關於其他成果資料部份，僅列出授課教師為學生所撰寫之兩份教材，提供給學

生作為參考。 

 

 

哲學通識課 

 

 

 

今年，是我在大專院校通識教育中心兼課的第八年。八年對職場生涯而言，並

不算漫長。但對人的一生來說，還是會訝異自己竟投擲八年的光陰在教書這事上，

人生年富力強能有幾個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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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來，我主要教授哲學概論、西洋哲學史、邏輯學……等等。對專業哲學系

所而言，這些都算是輕而易舉的科目。但對哲學通識教育來說，若要將哲學深入淺

出、引人入勝，還是得費一番工夫。哲學離我們很遠，也離我們很近。每個人都有

一顆大腦，誰不想事情？誰未曾有過夢想？這些都是每個人的人生哲學。但若問哲

學家究竟在做什麼？就不僅是人生的體驗與感受，也不能只是個人的見解和堅持。

大體而言，哲學家還是在追尋真理，追尋世界最終的秘密、人生最後意義。哲學家

多半就是在反反覆覆、塗塗抹抹、兢兢業業的過程中，提出人生真理、存在價值。

世界缺了個哲學家，可能無關痛癢，但缺了個科學家，感覺就像是文明的黑暗時代。

但科學家終究是研究科學的人，給予最後價值判斷的，還是哲學家。意思就是說，

缺了個科學家，也就缺了，但哲學家會說：唉，那真是個黑暗時代呀！ 

 

細究起來，我還在當哲學系學生時，都不及出來教書後用功。教哲學課，最怕

的就是搬出一套又一套的哲學理論，還有沉重的哲學家所處時代背景。這種成份講

得越多，學生越覺得哲學遙不可及。他又不是活在那個年代、那個地方，知道這些

要做什麼？等捱過十八週拿到學分後，他以後再也不碰哲學。聽到「哲學」兩個字，

就覺得那是歷史課。但如果不提哲學家背景，又把哲學理論講得過於簡單…… 

 

柏拉圖說「理型」 

亞里斯多德說「實體」 

康德說「先驗主體」 

黑格爾說「絕對精神」…… 

 

學生也同樣覺得空洞。就像進到店面很大的超商，裡面能挑的商品卻是少之又少。

八年來，我在哲學通識教育上所做的努力，也只是希望能將哲學理論講得讓未曾接

觸過哲學的學生們聽得懂，也讓學生感受到一點點哲學家的理想與心懷。我想，但

凡還有一點教書熱情的老師，都力求於此。 

 

剛開始教書時，我的確抱持著這樣的熱情去上課，學生的回應也不錯。每學期

末學生對我的教學評量，我鮮少拿到四分以下，滿分也不過五分啊！但我心裡不踏

實，總像是在不明究理的分數中安慰自己、虛榮一番。安慰自己應該真的教得還不

錯吧？虛榮地以為自己還真是個好老師。就像如履薄冰，那看似寧靜的冰層下卻是

波濤洶湧。冰層哪時要裂？自己都不知道。還沾沾自喜以為船過水無痕，學生大概

會永遠記得你是個好老師。 

 

教書教久了，哪時要添個笑話、哪時要切入時事或看個短片，來龍去脈一清二

楚。學生被逗樂了，我的心卻是空虛了。學期末，學生來向我道謝，他們說著自己

是如何被哲學感動，也想轉系或考個哲學研究所，我聽來卻是膽顫心驚。我可能是

他們人生中的一個轉淚點，也可能是他們人生中一次判斷的失誤。學生可能把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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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得太過浪漫，但生活卻是現實的。 

 

學生畢業終究要面對工作，除了研究員或哲學類教職之外，沒有任何一個工作

與哲學相應。大部分哲學系畢業學生，後來從事的工作幾乎與哲學無關。台灣大學

教育的目的幾乎是為因應職場需求，若不是對哲學有深切了解與熱愛，走上這條路，

心中注定是忐忑不安。 

 

除了工作問題，念哲學也不是常有收穫感之事。念哲學需要具備讀原典的能力，

無法讀原典，便難以準確，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哲學系學生花大量的時間學習各式各

樣語言。另外，讀哲學必須沉得住氣深讀、深思哲學家的著作及思想，這個過程比

學語言更為辛苦。許多人在這階段為求速成，往往直接參考二手資料、道聽塗說、

糊里糊塗，最後為堅持己見，虛耗在不真實的辯論之中。十年磨一劍，讀哲學必須

是扎扎實實一步一腳印，力求深入，這速度怎麼樣也快不了的。如果是急性子的人，

走上哲學這條路，將備感辛苦。 

 

最後一點，讀哲學即讀思想，若無勇氣突破自己思想的囿限、若無法「過則勿

憚改」、若不誠懇面對自我的偏執與脆弱，哲學只會成為工作，而非生命之事，也不

可能是生命所愛。當思想變成工作，生命只剩軀殼，那會成為虛無，還不如從沒唸

過哲學。 

 

各行各業都有辛苦和艱深之處，不是只有念哲學。只是人生不能重來，人生怕

的不是沒志氣，而是沒有克服困難、繼續深入的勇氣，各行各業皆是如此。如果沒

想清楚或一時興起，人生一過便是數十載……只會落得埋怨過去、怨天尤人。 

 

我在這行工作八年了，這之中不乏意興闌珊之時。每當如此，我問自己，只能

看到哲學思想這層景色嗎？如果我再一次用功、不再顧及學生的評價和臉色，我可

以再深入嗎？我可以看到更深一層的風景嗎？這幾乎是支持我繼續走在哲學這條路

上最重要的動力。 

 

哲學風景確實迷人，它讓我體驗到世事無論如何紛擾，內心都藏著能夠努力、

能夠感到安慰的一塊良田。哲學應該是讓人心胸越來越寬廣、世界越來越大、歷史

越來越豐富和深沉，人心深處……原來是一步又一步。在哲學通識教育上，我希望

帶給學生的不是花拳繡腿的哲學理論和自圓其說，我希望讓學生感受到哲學對我生

命的影響，希望讓學生體驗哲學就在我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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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的身影 

 

 

「一輛馬車」和「一隻精靈」，哪一個故事的起頭比較令人感興趣？可能是「一

隻精靈」。 

 

很久以前，國王在森林中獵捕一隻精靈。當國王好不容易抓到精靈時，國王逼

問：「對人而言，什麼是最幸福的東西？」精靈聽到國王的問題便哈哈大笑，怎麼樣

也難以停止。國王生氣了，他逼著精靈回答。精靈好不容易鎮定後說：「最幸福的東

西是人永遠也得不到的。」國王問這是什麼東西呀？精靈說：「最幸福的東西就是從

來沒有降生， 也從來沒有死亡。」 

 

對人而言，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人已經降生於世上了。國王想了想又問精靈：

「那麼對人而言，什麼是第二幸福的東西？」原本瘋瘋癲癲的精靈聽到國王問這問

題，便用那清澈無底的雙眼盯住國王：「對人而言，第二幸福的東西……」 

 

是什麼？ 

 

這是古希臘的一個神話故事。古希臘人如同我們現代人，有家人、有朋友、用

頭腦想許多事、用雙手創造許多東西。人跟人之間有和諧，也有發生爭執的時候。

儘管時代更迭，但我們都是人，人性大體上還是差不了多少。 

 

公元前十世紀，甚至更早之前的古希臘人，當他們看到太陽升起、照耀大地，

使得天地萬物生生不息時，他們感到驚訝不已。太陽何其偉大！人類怎麼可能創造

得出第二個太陽？因此，古希臘人覺得「太陽」應該是個神──太陽神‧阿波羅。

古希臘人也察覺天地間春、夏、秋、冬四季變化，古希臘人也覺得人類怎麼可能創

造得出四季？四季對世界、對人的影響是多麼巨大。因此，「四季」應該也是個神─

─地母神‧德墨忒爾。同樣地，古希臘人覺得人類沒有能力創造橫屍遍野、流離失

所恐怖的戰爭形象，所以有戰神──阿瑞斯。人類也無法單靠自己的力量創造科技，

所以有科技之神──雅典娜。古希臘人甚至把一個城市命名為「雅典」，就是為了紀

念雅典娜神。不過，古希臘時代還沒有「科技」這個詞彙，所以他們稱雅典娜為「工

藝之神」，但事實上就是科技女神之意。古希臘人覺得一個人美麗、漂亮，這也並非

是人可以成就的美麗，所以有美麗之神──阿芙蘿黛蒂。當阿芙蘿黛蒂降臨在一個

人身上，這個人便顯現出光輝亮麗、青春美麗。 

 

古希臘人擬想了許多神，這些神的能力都是古希臘人以為人類無論如何也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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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事情。火神‧赫菲斯托斯、先知之神‧普羅米修斯、暴食女神、懶惰女神、謙

虛女神、無奈女神、爭吵女神……等等各式各樣的神。這意味著，古希臘人以為人

沒有能力創造火，沒有能力先知先覺，也沒有能力暴食、懶惰、謙虛、無奈、爭吵……

人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神驅使人使然。 

 

那麼，古希臘人覺得人能夠做什麼？幾乎沒什麼可做。即便是一個罪犯，亦是

神降臨於人身上，使人犯罪。人本身卻是沒有犯罪的能力。不過，犯罪者還是必須

接受城邦法律制裁。大家都知道、犯罪者自己也知道，這不是他個人的錯。是神讓

他如此，是命運本該如此。 

 

古希臘人會不會對人太悲觀了？或許吧。但我們可能也多少帶著人定勝天的想

法，以此評論古希臘人的人生觀。 

 

古希臘人把人類做不到的事虛擬為神，甚至讓自己的一生，活在這虛擬的神話

世界中，這也表示古希臘人的心是多麼嚮往神。嚮往神永恆不朽的本質，永恆的美

麗、永恆的火、永恆的太陽、永恆的四季交替……永恆，是人類窮盡一輩子也做不

到的事。 

 

人沒有辦法達到永恆不朽的本質。人活在世上，只能學習承擔。承擔神降臨在

自己身上的命運，負擔住自己一生無法有所作為的命運。能夠努力承擔命運的人，

古希臘人稱之為英雄。英雄對古希臘人而言是很有德行的人。古希臘人說這樣的德

行是「明智」，希臘文是 phronèsis。一個明智的英雄，不會自以為是。因為英雄清

楚地知道，人不可能像神一樣擁有永恆不朽的力量，人沒有能力為自己改變命運。

人活在世上，注定是承受世界種種的永恆性加諸於人。人，只是一個個體，一個碰

巧來到世上的偶然。 

 

即便是一個充滿科技與力量的今時今日，我們不也常常只能承擔住無法預期、

不能控制的厄運降臨在我們身上？我們試圖振奮、試圖扭轉、試圖控制命運，古希

臘人卻訕笑不已，就像那隻活蹦亂跳的精靈。你以為努力會有代價、以為善行會有

善報、以為有了科技和力量便能人定勝天，殊不知天空下了一滴雨，就剛好落在你

身上。流離失所、妻離子散、生老病死……人生來不及控制，便不得不向命運低頭。

就像希臘悲劇中的伊底帕斯王，挖瞎了雙眼，承擔住自己可悲的命運，流放自己。 

 

 

不過，人總是有著不知從哪生出來的信心，文明總是樂觀。人決定還是奮力一

搏，不甘向命運低頭，不甘屈服於神、屈服於天。人類試圖努力、試圖創造、試圖

有所作為、試圖改變命運、試圖人定勝天，試圖從神的手中奪回世界的真理。 

 

公元前五世紀，一輛從天而降的馬車載著一個年輕人，遊遍凡塵俗世中的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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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貴。這名年輕人叫巴門尼德斯。當巴門尼德斯隨著馬車享盡人世間一切美好時，

馬車卻突然往天上奔去，直至正義大門前才停下來。莊嚴的正義女神給了巴門尼德

斯兩條路，一條是返回世間繼續享受榮華富貴，但終身不得進入正義大門。另一條

路是進來正義大門裡吧！親眼見識見識那至善至美的真理吧！那個掌握世界、掌握

生機的真理，它是大地之母、是一切的永恆、是本質。凡人若親眼見著正義之門中

的真理，便能領會紅塵俗世中的一切不過是虛妄。 

 

巴門尼德斯知道，若要見著正義大門中的真理，放棄的不只是榮華富貴。他將

與社會主流價值脫軌，他可能引起世人不解的眼光，他可能被邊緣化，他可能連最

基本維持三餐的五斗米都必須放棄。因為，他想擺脫世俗，他想去追尋在世俗之外

的永恆真理、永恆的價值。他的身體活在凡塵，心卻遠如天際，那星光燦爛的永恆。 

 

如果巴門尼德斯是為師者，那麼他應該停下教鞭，反省甚麼是真正的老師。他

不應再汲汲於教師評鑑、論文產量、升等、年資。如果他是母親，那麼他應該停下

來反省什麼才是真正的母親，而非日日夜夜自以為是地為孩子付出、為孩子奉獻。

如果我們未曾反省什麼是「母親」？「母親」的本質是什麼？我們怎能說自己已是

一位真正的母親？執政者若從未反省何謂真正的執政者，那麼他的所作所為不過是

為符應民意、為了選票，而從未真正作為一位執政者。我們都是人，但如果我們未

曾反省什麼才是真正的人，我們怎能說自己已活在「人」道之中呢？ 

 

以巴門尼德斯的角度衡量一切，世間多為虛偽。我們以為自己真誠，以為埋頭

苦幹奮鬥，以為自己付出青春和體力，以為種種的勞動就是真實。我們或多或少也

得到應有的代價，比五斗米更高的收入、富足的物質生活、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愛情、

父慈子孝的人倫關係……但這之中又有多少只是陰錯陽差、因緣際會下偶然的成

果？忽然世界不再平衡，善行不見得有善報、努力未見成果、付出得不到回報……

我們才恍然大悟，世間的一切不過是偶然。我們開始如巴門尼德斯往天上奔去，推

開正義大門，終於願意放下世間的虛妄，往前一步，窺一窺生命的意義、人生的價

值、一切最終的秘密。 

 

古希臘人、巴門尼德斯和我們所面對的都是同一個世界，一個變化多端、局勢

詭譎的世界。古希臘人覺得人注定只能承擔世間的虛妄，因為人生在世沒有能力找

到多舛世界背後的真理。巴門尼德斯卻不以為然，他認為人有這能力，尋找並找著

真理的能力。一切的問題只在於人願不願意放下世間「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

雲和月」、人願不願意放下主流價值、個人欲望與愛惡……直奔真理。只要我們的心

願意朝往真理，我們便與真理同在。只要我們願意進到正義大門中，我們便如同神，

那個掌握永恆真理的神。 

 

對古希臘人而言，巴門尼德斯是多麼狂妄、多麼缺乏德行、毫不「明智」。凡

人本該如英雄般承擔命運的偶然，如今巴門尼德斯卻告訴人，人有能力使自己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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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的真理，如同神掌握世界的秘密。一切端視人究竟願不願意掌握真理、願不願

意成為神。 

 

柏拉圖說巴門尼德斯是真正的哲學之父，尼采則說巴門尼德斯真是一個充滿樂

觀主義的哲學家呀！樂觀到以為人真能尋找到真理，一個永恆不變的真理。說起來，

尼采會覺得哲學家太過樂觀也不奇怪。尼采本身並非從哲學傳統中出發，他原本是

學古希臘古文獻學出身的。他在處女作《悲劇的誕生》中說了精靈的故事，精靈嘲

笑國王自以為能追求所謂的幸福，殊不知對人而言那第二幸福的東西竟是「立刻就

死」。不用再承擔命運的捉弄、不用再受人生多舛之苦。生命本身即偶然，曇花一現，

過往雲煙。只是哲學的力量卻維持了兩千多年，那股人定勝天、知識就是力量的思

潮，帶領凡人成就多少的光輝歲月。直到這個哲學大巨人行至暮年，驀然回首，卻

還是不得不嘆息……老了，終究是塵歸塵、土歸土，回到本是荒蕪之地。 

 

解構主義像是蠶食殆盡哲學大巨人的最後一點軀體。它試圖解開哲學家那自以

為是的永恆真理！像大樹般的真理！然而這大樹的根卻來自一個微不足道、充滿偏

執的小欲望。解構大師德希達這輩子花最多力氣、最樂此不疲的事大概就是證明每

個哲學家所提出的永恆真理，不過是每個哲學家偶然的一個小欲望罷了。尼采《偶

像的黃昏》也嘲諷了這夕陽產業，一切也不過是偶像的虛榮。哲學家所追尋的真理，

即如偶像。一個人崇拜偶像，把偶像形容崇高到高不可攀，但不過就是心生愛慕的

一個偶像罷了。 

 

但若仔細瞧瞧，大部分年輕人在體力尚好、意氣風發、不可一世之時，不也如

哲學家一般？總覺得自己努力就能成功，總安慰自己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總以

為願意犧牲玩樂、奮鬥不懈便有收穫……只有在僥倖偶然活到暮年、垂垂老矣，才

能體會命運終究只是因緣際會，也是難能可貴。是上天一次的祝福，卻也只是學習

承擔命運的深沉、世間的多舛。 

 

人越活越古了，越像古希臘人，不過新的一輩還是頭角崢嶸、揚帆待發。「少

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

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辛棄疾的《醜奴兒》，這詞還是蠻有味道的。大

概也只有走過千山萬水的人，才能……卻道天涼好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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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畫經費 
 

計畫經費總額：138,600 元，自籌款 12,600 元，教補款 126,000 元 

經費項目 自籌款 教補款 

業 
務 
費 

學術研究費- 
講座鐘點費 

0 12,800 

工讀助學金- 
工讀費 

0 31,920 

學術研究費- 
交通費 

0 3,710 

學術研究費- 
印刷費 

0 36,170 

學術研究費- 
膳費 

0 8,400 

學術研究費- 
資料蒐集費 

0 30,000 

學術研究費- 
主持費 

0 3,000 

臨時人員勞健保勞退- 
工讀費勞保勞退 

1,779 0 

學術研究費- 
補充保費 

911 0 

學術研究費- 
場地布置費 

1,500 0 

雜支 8,410 0 

小計 12,600 126,000 

合計 138,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