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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必修 Required/Elective Topics in Philosophy and Life

Education
學分數學分數 2 Credits 2

課程目標課程目標

透過基本思考方法之介紹與訓練，強
調實際案例之運用以引導學生批判性
地反省日常生活與現代世界情境，建
構獨立思考能力與價值觀，進而為基
本學術與生活能力奠下根基。

Objectives

This course is emphatically connected
with daily matters, examples and
entertainment, aiming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 rational and independent
thinking.

教材教材

一、主要教材： 
1、《蘇格拉底之死-柏拉圖作品選
譯》呂健忠 編譯。台北市：書林出
版。1993年。
二、參考教材： 
1、《世界哲學史》漢斯•約阿西姆•
施杜里希 著，呂叔君 譯。山東畫報
出版社。2006年。
2、《哲學的邀請-人生的追問（An
Invitation to Philosophy）》〔西〕費
爾南多•薩瓦特爾（Fernando
Savater）著，林經緯 譯。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3、《柏拉圖全集˙第一卷、第二卷》
柏拉圖著，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
版社。2003年。
4、《柏拉圖的會飲（Plato’s
Symposium）》柏拉圖著。劉小楓等
譯。華夏出版社。2003年。
5、《柏拉圖文藝對話錄（Plato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柏
拉圖 著。朱光潛譯。台北市：應屬
蓋曼群島網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2006年。
6、《西方哲學史—從古希臘到二十
世紀》（A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Greece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挪〕G.希爾貝
克（Gunnar Skirbekk），N.伊耶
（Nils Gilje）著，童世駿 郁振華 劉
進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
7、《哲學概論》（About
Philosophy）〔美〕羅伯特•保羅•沃
爾夫（Robert Paul Wolff） 著，郭實
渝 但昭偉 蘇永明 林逢祺 林建福 翻
譯與校閱，黃藿 總校閱。桂林：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8、《哲學入門九堂課 (What does It
All Mean? )》湯瑪斯•內格爾
（Thomas Nagel）著，黃惟郁 譯。
台北市：究竟出版社。2007年。
9、《柏拉圖理想國導讀》史偉民，
沈享民 編著，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2004。
10、 “Mythology” Edith Hamilton, 書
林，1994.
11、《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Plato. Ed. by Edith Hamilton
& Huntington Cairns. 1961.
12、《The Last Days of
Socrates》Plato. Trans. by Hugh
Tredennick. 1954.

Teaching
Materials

一、主要教材： 
1、《蘇格拉底之死-柏拉圖作品選
譯》呂健忠 編譯。台北市：書林出
版。1993年。
二、參考教材： 
1、《世界哲學史》漢斯•約阿西姆•施
杜里希 著，呂叔君 譯。山東畫報出
版社。2006年。
2、《哲學的邀請-人生的追問（An
Invitation to Philosophy）》〔西〕費
爾南多•薩瓦特爾（Fernando
Savater）著，林經緯 譯。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3、《柏拉圖全集˙第一卷、第二卷》
柏拉圖著，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
版社。2003年。
4、《柏拉圖的會飲（Plato’s
Symposium）》柏拉圖著。劉小楓等
譯。華夏出版社。2003年。
5、《柏拉圖文藝對話錄（Plato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柏拉
圖 著。朱光潛譯。台北市：應屬蓋曼
群島網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2006年。
6、《西方哲學史—從古希臘到二十
世紀》（A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Greece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挪〕G.希爾貝
克（Gunnar Skirbekk），N.伊耶
（Nils Gilje）著，童世駿 郁振華 劉進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
7、《哲學概論》（About
Philosophy）〔美〕羅伯特•保羅•沃
爾夫（Robert Paul Wolff） 著，郭實
渝 但昭偉 蘇永明 林逢祺 林建福 翻譯
與校閱，黃藿 總校閱。桂林：廣西師
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8、《哲學入門九堂課 (What does It
All Mean? )》湯瑪斯•內格爾
（Thomas Nagel）著，黃惟郁 譯。
台北市：究竟出版社。2007年。
9、《柏拉圖理想國導讀》史偉民，
沈享民 編著，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2004。
10、 “Mythology” Edith Hamilton, 書
林，1994.
11、《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Plato. Ed. by Edith Hamilton &
Huntington Cairns. 1961.
12、《The Last Days of
Socrates》Plato. Trans. by Hugh
Tredennick. 1954.

(不克到課需請假告知) Grading



成績評量方式成績評量方式

1、聽講25%：課堂表現、出席聽
講、討論回應等。不到課需請假。
2、測驗25%：期中測驗、隨堂測
驗、學習單、回饋單。
3、作業25%：每週作業，將上課心
得寫於個人網站。
4、測驗25%：期末測驗。

Grading

1. At ordinary
performance:25％(present, quiz,
feedback) 
2. Assignments:25％
3. Midterm exam:25％
4. Final exam:25％

教師網頁教師網頁 http://tw.myblog.yahoo.com/philiaphilia-philiaphilia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第一週 哲學簡介(課程規定之說明)
第二週 柏拉圖對話錄簡介 
第三週 蘇格拉底之死 
第四週 柏拉圖對話錄：《答辯辭
(Apology)》談智慧 課堂報告（一）
第五週 柏拉圖對話錄：《答辯辭
(Apology)》談真理 填寫回饋單
（一）
第六週 思考與反省 影片欣賞（一）
第七週 柏拉圖對話錄：《柯賴陀篇
(Crito)》談靈魂的高尚 課堂報告
（二）
第八週 柏拉圖對話錄：《柯賴陀篇
(Crito)》談正義 填寫回饋單（二）
第九週 期中評量 
第十週 柏拉圖對話錄：《費多篇
(Phaedo)》談勇氣 
第十一週 柏拉圖對話錄：《費多篇
(Phaedo)》談死亡 課堂報告（三）
第十二週 柏拉圖對話錄：《費多篇
(Phaedo)》談靈魂不朽 填寫回饋單
（三）
第十三週 思考與反省 影片欣賞
（二）
第十四週 Mythology (希臘神話學)
《理想國》第三卷 談西方文明的起
源 
第十五週 「雅典的社會倫理與道德
觀念」：《蘇格拉底之死-柏拉圖作
品選譯》 談希臘民族的悲劇觀 課堂
報告（四）
第十六週 「雅典的社會倫理與道德
觀念」：《蘇格拉底之死-柏拉圖作
品選譯》柏拉圖之愛 填寫回饋單
（四）
第十七週 「真善美聖的人生」 
第十八週 期末評量

Syllabus

The class will discuss about abstract
value of life. It will indicate that “What
invaluable life is”. We will read many
related contexts to understand the
abstract conception. “How and Why
should we think about our individual
benefit have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community” is the important issue in
this class.
The goal of the course is to introduce
the philosophical truth, good,
aesthetics, sacred. We also get in
touch with the task of life and discuss
how we can make the challenge of life
to be dealt with.

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非法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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