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大學社會系 104學年第二學期課程大綱】 

《社會思想史》 

授課者：楊友仁博士   

Email: yyren@ms34.hinet.net; yyren@thu.edu.tw  

1A：：：：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00~12:00  @SS323 

1B：：：：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下午三下午三下午三下午 2:00~5:00    @SS322 

2016 年年年年．．．．春春春春 

 

Office hour：：：：每週五下午每週五下午每週五下午每週五下午 2:00-5:00(請事先預約請事先預約請事先預約請事先預約) 

助教助教助教助教    1A：：：：潘昕學潘昕學潘昕學潘昕學(s1019162@thu.edu.tw)、、、、李勃良李勃良李勃良李勃良(apple5566c@gmail.com) 

1B：：：：廖婕安廖婕安廖婕安廖婕安(jane3483741@gmail.com)、、、、侯宜妗侯宜妗侯宜妗侯宜妗(yichin033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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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課程介紹課程介紹課程介紹 

研修思想史是一種社會系學生的啟蒙方式，思想史課程是一種思想訓練，藉由研

讀、論辯古往今來他人的思想內容，鍛鍊參與者的思辯方式與思想勇氣，並開展自身

的獨立批判思維。本課程為社會系的核心課程之一，課程目標在於引介西方重要社會

思想的源起、脈絡、流變與影響，及重要思想家的論述理念，旨在勾勒現代社會學興

起之前的社會思想脈動與歷史泉源，並銜接大一的社會學以及大二的社會學理論課程，

以根植社會系學生之知識縱深，培育更廣泛的全球視野以及思辯批判能力。 

鑑於社會思想史的範圍極為廣泛，課程將環繞著幾個西方思想史上重要而有影響

力的課題，選取相關思想家來進行討論。課程的主軸結構由希臘城邦興起、柏拉圖、

亞里斯多德等政治社群思想的興起展開，扣著西羅馬帝國滅亡、中世紀、基督教世界、

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英國資本主義萌芽直到 1848年歐洲革

命、清末民初中國革命等重要歷史過程，規劃十一個主題，介紹羅馬法、日耳曼習慣

法、唯實論、聯治主義、原罪論、新教倫理、理性主義、社會契約論、德國唯心主義、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烏托邦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演化論、中國現代思想起源等

重要的思想史發展，希望提供較廣泛的社會歷史與思想脈絡來深植學生知識縱深，從

而能銜接大一上接觸的社會學，到足以進入大二的社會學理論課之更深度的概念化。 

針對核心能力的培養—包括敏銳的社會學的想像力與觀察能力、論述與表達能力，

在授課方式上，授課者的方法與評量的方式將是嚴謹而多元，透過訓練閱讀及理解能

力、磨練持續不懈的學習耐力與社會學想像力，並設計蘇格拉底式教學法，進一步鍛

練學生的思辯論述表達與分組簡報的能力。我們亦鼓勵、引介學生參與各式各樣的學

術討論與演講活動，培育多元開放的學習氛圍(如出席本校通識中心籌辦之各種講座、

「神學論壇」、「人文三缺一」，以及不定期之課外講堂等與課程題旨相關的活動，並於

參與後撰寫心得)。 

 

主要教科書主要教科書主要教科書主要教科書 

金觀濤、劉青峰(2000)《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第

一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陳銳(2015)《西方思想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McClelland, J. S./彭淮棟譯([1998]2000)《西洋政治思想史》，台北：商周。 

Nisbet, R./徐啟智譯([1973]1979)《西方社會思想史》，台北：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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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nyi, K./劉揚、馮鋼譯([1944]2007)《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有電子檔) 

Schmidt, J./徐向東、盧華萍譯([1996]2005)《啟蒙運動與現代性：18世紀與 20世紀的

對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Skirbekk, G.H. and Gilje, N./童世俊、郁振華、劉進譯([2000]2012)《西方哲學史：從古

希臘到二十世紀》(上、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Stromberg, R.N./劉北成、趙國新譯([1992]2012)《西方現代思想史》，北京：金城。(有

電子檔) 

Tarnas, R./吳象嬰、晏可佳、張廣勇譯([1991]2011)《西方思想史》，上海：上海社會科

學出版社。 

 

參考書 

于海(2010)《西方社會思想史》(第三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Delmas, C./吳錫德譯([1980]1989)《歐洲文明》，台北：遠流。 

Dewitt, R./唐澄暐譯([2010]2015)《世界觀：現代年輕人必懂的科學哲學和科學史》，新

北：夏日。 

Dirlik, A./孫宜學譯([1991]2006)《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 

Foucault, M./林志明譯([1960]1998)《古典時代瘋狂史》，台北：時報。 

Foucault, M./林志明譯([1979]1992)《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時報。 

Horkheimer, M. and Adorno, T.W./林宏濤譯([1947]2008)《啟蒙的辯證—哲學的片簡》，

台北：商周/渠敬東、曹衛東譯([1947]2006)《啟蒙辯證法—哲學斷片》，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此版本有電子檔)。 

Moore, B. Jr./蕭純美譯([1966]1995)《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台北：遠流。 

Stumpf, S.E. and Fieser, J./鄧曉芒、匡宏譯([2008]2014)西方哲學史：從蘇格拉底到沙特

及其後，台北：麥格羅希爾。 

指定閱讀文本均已按照每周進度編入書面教材，請前去萬翰影印店付款領取，參考文
本的電子檔均已 Po到教學平台上，請妥善利用 



4 

 

課程要求 

 

課堂出席課堂出席課堂出席課堂出席 

� 同學因故無法出席者，須事先向教師請假。 

� 本課程將進行隨堂簽到與點名，分為加分式與扣分式，加分式點名一次加總成績

兩分，扣分試點名一次不到扣總成績五分；兩次不到扣總成績十分，三次不到扣

總成績二十分。 

� 上課時主動回答老師提出的問題，一次加總成績二分。 

 

閱讀閱讀閱讀閱讀指定教材指定教材指定教材指定教材、、、、參與討論參與討論參與討論參與討論 

� 本課程主要由教師講授，並運用「蘇格拉底教學法」，兼及同學與師生間的發問、

討論與對話，所有同學都被期待應在上課前完成當週指定教材的閱讀(必讀份量約

五十頁/周)，以在課堂上參與討論。除書面教材外，有電子檔的所有文本均 Po在

教學平台供下載。 

� 請依照各主題閱讀清單的先後順序，依次閱讀。 

 

參與參與參與參與 TA 輔助課程輔助課程輔助課程輔助課程 

� 每班有兩位 TA，將進行分組助教課，就授課內容與文本進行輔導，解決同學疑惑，

並輔助各組完成、演練上台 present報告(包括導讀與提問)。 

 

分組分組分組分組導讀導讀導讀導讀、、、、提問提問提問提問與與與與交叉辯論交叉辯論交叉辯論交叉辯論 

� 上台做出好的簡報，是本課程訓練的重點之一。修課者分成十組，每組 6-8 人，

認領每周主題報告(主題一除外)，每組中最少需有男生與女生各一人，每一組都要

上台兩次，一次擔任「導讀組」，另一次擔任「提問組」，閱讀指教教材，每周的

導讀與提問組均需進行 PPT簡報、提問。 

� 「導讀組」負責報告每周教材的若干重點，時間 15 到 20 分鐘。本課程導讀不需

要包山包海地報告全部閱讀材料，更不是標題式地、蜻蜓點水般羅列，而是希望

導讀組能夠突出幾個能掌握的重點，訓練同學順暢、條理分明地表達能掌握的題

材，透過具創意的圖面製作，清楚而完整地表現若干重點，最好能像表演般地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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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聽眾目光。 

� 「提問組」負責就每週上課的主題與閱讀材料，提出二至三個清晰、細緻、可以

進行討論的「合格問題」，是具有社會學意義的問題，在授課者的引導下，與導讀

組進行多個回合的交叉問答，進而帶動其他同學參與討論。 

� 老師會在簡報兩到三天前，將該主題的建議問題意識，寄給導讀提問組參考。 

 

繳交書面報告繳交書面報告繳交書面報告繳交書面報告 

1. 導讀提問導讀提問導讀提問導讀提問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兩份兩份兩份兩份，，，，各各各各 2000字字字字，，，，各各各各 6分分分分。。。。針對針對針對針對所負責之所負責之所負責之所負責之導讀導讀導讀導讀或或或或提問主題的文本提問主題的文本提問主題的文本提問主題的文本

撰寫心得撰寫心得撰寫心得撰寫心得，，，，上台報告後一周內繳交上台報告後一周內繳交上台報告後一周內繳交上台報告後一周內繳交。。。。 

2.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memo。。。。四份四份四份四份，，，，各各各各 1000 字字字字，，，，各各各各 3 分分分分。。。。從上下半部各挑選導讀提問之外兩個從上下半部各挑選導讀提問之外兩個從上下半部各挑選導讀提問之外兩個從上下半部各挑選導讀提問之外兩個                        

主題撰寫心得主題撰寫心得主題撰寫心得主題撰寫心得，，，，期中考前交兩份期中考前交兩份期中考前交兩份期中考前交兩份，，，，最後一周上課前交兩份最後一周上課前交兩份最後一周上課前交兩份最後一周上課前交兩份。。。。  

� 主要視閱讀理解能力，均為個人報告，由分組助教評分，須交紙本跟寄電子檔給

助教。 

� 將運用高科技，檢視電子檔是否有抄襲網路資料情事，除了適度引用外(需標明出

處)，若發現不當抄襲，將予以處分乃至於當掉。 

� 所有報告的電子檔，請務必按照以下格式寫好檔名，否則不收： 

學號學號學號學號_姓名姓名姓名姓名_社思社思社思社思(A/B)班別班別班別班別_導讀提問導讀提問導讀提問導讀提問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or一般一般一般一般memo_第第第第 n份份份份 

E.g.：S985502_唐珩翔__社思 A班_導讀提問報告_第 1份 

� 所有報告內文請務必按照以下格式編排，否則不收： 

學號_姓名_社思(A/B)班別_導讀提問報告 or一般 memo_第 n份 

主題名稱 

與前段距離 0.5行 

內文：標楷體，13 級，1.25 倍行高，左右對齊 

 

期中期末考期中期末考期中期末考期中期末考 

� 本課程將進行期中與期末教室考試，OPEN BOOK，時間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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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賞析 

� 本課程將運用多媒體素材輔助教學，播放相關影片。 

 

 

戶外教學與演講 

� 本課程將配合授課內容，安排戶外教學與期末演講。 

 

 

 

預期成果 

(1) 基本掌握西方重要社會思想的歷史源起、脈絡、流變與影響，及重要思想家的論述

理念。 

(2) 培育較廣泛的全球視野及思辯批判能力，及對於社會思想的興趣。 

(3) 培育獨立思辯之耐心和思想勇氣。 

(4) 培育敏銳的社會學想像力，以及順暢的論述和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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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方式(將白紙黑字地執行，運用 EXCEL逐項累積分數) 

課堂出席參與討論課堂出席參與討論課堂出席參與討論課堂出席參與討論 20%  主要視出席率及回答問題積極度，由老師評分 

 

分組上台分組上台分組上台分組上台簡簡簡簡報報報報      24%  主要視重點掌握與表達效果，及帶動課堂討論情況，需製 

作 PPT，由老師評分(給整組分數) 

導讀            18%  

提問               6%   

 

指定指定指定指定文本閱讀報告文本閱讀報告文本閱讀報告文本閱讀報告  24%  主要視閱讀理解能力，均為個人報告 

由助教評分，須交紙本跟寄電子檔給助教 

導讀提問 memo     12%  兩份，各 2000 字，針對導讀提問主題的文本撰寫心得， 

                        上台報告後一周內繳交 

一般 memo        12%  四份，各 1000 字，從上下半部各挑選導讀提問之外兩個 

                        主題撰寫心得，期中考前交兩份，最後一周上課前交兩份  

 

期中期末考期中期末考期中期末考期中期末考   32%  Open book，四個小時，視整體吸收程度、寫作表達與分 

析思考能力，由老師評分 

期中考       16%   

期末考            16%   

合計             100% 

 

Bonus 

助教印象分數           -3%~3%   與助教課出席狀況有關，由分組助教給分 

個人活動/讀書心得報告  額外加 6%  最多兩份，由老師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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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進度 

Week 1   2/17 

導論 

課程介紹、取得權利義務共識、確認分組名單與報告主題、確認助教與助教課 

� Nisbet, R./徐啟智譯([1973]1979)《西方社會思想史》，<緒論>。 

� 甯應斌(2013)<現代進步觀及其自滿：新道德主義與公民社會>，甯應斌編，《新道

德主義：兩岸三地性／別尋思》，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pp.1-12。(電子檔) 

延伸閱讀： 

� 江宜樺(2005)<西方“政治”概念之分析>，《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2: 1-57。(電

子檔) 

 

 

Week 2   2/24 

主題一  希臘城邦、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政治社群思想 

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柏拉圖柏拉圖柏拉圖柏拉圖(B.C.427~B.C.347)、、、、亞里斯多德亞里斯多德亞里斯多德亞里斯多德(B.C.384~B.C.322) 

� Nisbet, R./徐啟智譯([1973]1979)《西方社會思想史》，<軍事社群，><戰爭與希臘

的城邦：克里斯蒂尼的思想>，pp.1-31。 

� Nisbet, R./徐啟智譯([1973]1979)《西方社會思想史》，<城邦的危機>、<柏拉圖與

政治社群的出現>，pp.104-126。 

� Nisbet, R./徐啟智譯([1973]1979)《西方社會思想史》，<亞里斯多德的思想：對柏拉

圖主義的反叛>，pp.435-441。 

延伸閱讀： 

� 蕭高彥(2002)<共和主義與現代政治>，《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 85-116。(電子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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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3   3/2 

主題二  奧古斯都革命、羅馬法與政治知識分子興起 

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斯多葛學派斯多葛學派斯多葛學派斯多葛學派、、、、西賽羅西賽羅西賽羅西賽羅(B.C.106~43)、、、、馬基維利馬基維利馬基維利馬基維利、、、、(1469-1527)、、、、波丹波丹波丹波丹

(1530~1596)、、、、亞休斯阿斯亞休斯阿斯亞休斯阿斯亞休斯阿斯(1557~1638) 

� Nisbet, R./徐啟智譯([1973]1979)《西方社會思想史》，<奧古斯都革命(西元前27年)>，

pp.32-44。 

� Nisbet, R./徐啟智譯([1973]1979)《西方社會思想史》，<政治知識分子的興起>、<

近代西方的羅馬化：馬基維利與波丹>，pp.126-149；<亞休斯阿斯與現代多元論的

興起>，pp.442-450。 

� 郭琳(2014)<馬基雅維利的國家政治共同體意識>，《上海師範大學學報》，43(2): 

25-33。(有電子檔) 

延伸閱讀： 

� 鄭祖邦(2006)<韋伯的政治社會學：對「民族國家」與「支配」的分析>，《政治與

社會哲學評論》，16: 153-205。(電子檔) 

 

 

Week 4   3/9 

主題三  中世紀、基督教世界、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 

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奧古斯丁奧古斯丁奧古斯丁奧古斯丁(354~430)、、、、阿奎奈阿奎奈阿奎奈阿奎奈(1225-1274)、、、、路德路德路德路德(1483~1546)、、、、喀爾文喀爾文喀爾文喀爾文

(1509~1564) 

� Nisbet, R./徐啟智譯([1973]1979)《西方社會思想史》，<奧古斯丁上帝之城>，

pp.211-225。 

� 王亞平(2005)<淺析西歐中世紀社會中的權力與權利>，《天津師範大學學報( 社會

科學版)》，181: 30-36。(有電子檔) 

� Tarnas, R./吳象嬰、晏可佳、張廣勇譯([1991]2011)《西方思想史》，<文藝復興>，

pp.253-261。 

� Nisbet, R./徐啟智譯([1973]1979)《西方社會思想史》，<對宗教社群的反叛：路德與

喀爾文的思想>，pp.23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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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 張曉華、李柏玲(2000)<奥古斯丁基督教世界觀的特質>，《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188: 66-68。(電子檔) 

� 王越旺(2004)<西歐封建制新解>，《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9): 

25-28。(電子檔) 

 

 

Week 5   3/16 

緩衝周，完成課程進度 

 

 

Week 6   3/23 

主題四  科學革命、哲學革命與現代世界觀的基礎 

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培根培根培根培根(1561-1626)、、、、笛卡兒笛卡兒笛卡兒笛卡兒(1596-1650)、、、、牛頓牛頓牛頓牛頓(1643-1727) 

� Tarnas, R./吳象嬰、晏可佳、張廣勇譯([1991]2011)《西方思想史》，<科學革命>，

<哲學革命>，<現代世界觀的基礎>，pp.276-321。 

延伸閱讀： 

� 胡德平(2006)<論西方近代國家起源觀的社會契約論轉向>，《東方論壇》，2006年

第 2期，pp.107-113。(電子檔) 

� Stromberg, R.N./劉北成、趙國新譯([1992]2012)《西方現代思想史》，Ch2，<17世

紀的科學、思想革命>，pp.28-64。(電子檔) 

� Dewitt, R./唐澄暐譯([2010]2015)《世界觀：現代年輕人必懂的科學哲學和科學史》，

Part II，「從亞里斯多德的世界觀到牛頓世界觀的轉變」，pp.102-224。 

 

 

Week 7   3/30 

主題五  自然狀態、自然權利與社會契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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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格勞秀斯格勞秀斯格勞秀斯格勞秀斯(1583~1645)、、、、霍布斯霍布斯霍布斯霍布斯(1588~1679)、、、、洛克洛克洛克洛克(1632~1704) 

� McClelland, J. S./彭淮棟譯([1998]2000)《西洋政治思想史》，Ch11, <社會契約(一)：

霍布斯>，pp.226-266。 

� 曾國祥(2004)<現代自由的思想根源(二)：霍布斯、洛克與英國的政治革命>，《歷

史月刊》，193: 82-90。(有電子檔) 

延伸閱讀： 

� 楊曉東(2008)<自然權利在近代歐洲政治自由主義形成中的作用>，《深圳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25(5): 42-46。(電子檔) 

� 黃其松(2010)<霍布斯的兩副面孔：施米特、施特勞斯論霍布斯>，《學海》，2010.3: 

104-109。(電子檔) 

� Stromberg, R.N./劉北成、趙國新譯([1992]2012)《西方現代思想史》，Ch3，<17世

紀的政治思想革命>，pp.65-95。(電子檔) 

 

 

Week 8   4/6  

主題六  自然狀態、自然權利與社會契約(二) 

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洛克洛克洛克洛克(1632~1704)、、、、盧梭盧梭盧梭盧梭(1712~1778) 

� McClelland, J. S./彭淮棟譯([1998]2000)《西洋政治思想史》，Ch12, <社會契約(二)：

洛克>，pp.268-290。 

� McClelland, J. S./彭淮棟譯([1998]2000)《西洋政治思想史》，Ch13, <社會契約(三)：

盧梭>，pp.291-321。 

延伸閱讀： 

� 肖丹(2009)<從霍布斯到盧梭－近代西方社會契約論思想析理>，《武漢科技大學學

報(社會科學版)》，11(5): 15-19。(電子檔) 

� 陳嘉銘(2014)<「創造出公民，要什麼就都有了」？論盧梭的自由、愛國主義和實

現共和的弔詭>，《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6(2): 175-218。(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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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9   4/13 

期中考 OPEN BOOK，四小時 

 

 

Week 10   4/20   

主題七  啟蒙運動與啟蒙政治：關於法國大革命(1789~1794) 

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伏爾泰伏爾泰伏爾泰伏爾泰(1694~1778)、、、、休謨休謨休謨休謨(1711~1776)、、、、盧梭盧梭盧梭盧梭(1712~1778)、、、、亞當斯密亞當斯密亞當斯密亞當斯密

(1723~1790)、、、、康德康德康德康德(1724~1804)、、、、伯克伯克伯克伯克(1729-1797) 

� 康德(1784)<對這個問題的一個回答：什麼是啟蒙?>，Schmidt, J./徐向東、盧華萍

譯([1996]2005)《啟蒙運動與現代性：18世紀與 20世紀的對話》， pp.61-67。 

� 《法國人權宣言》(電子檔)。 

� McClelland, J. S./彭淮棟譯([1998]2000)《西洋政治思想史》，Ch15, <啟蒙運動的政

治學>，pp.346-366。 

� Nisbet, R./徐啟智譯([1973]1979)《西方社會思想史》，<法國大革命與激進民主主義

者>，pp.319-336。 

延伸閱讀： 

� 尹虹(1997)<伯克與潘恩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論戰>，《史學集刊》，1997年第三期：

53-58。(電子檔) 

� 陳志瑞(1997)<柏克、盧梭與法國大革命>，《史學月刊》，1997年第五期：75-83。

(電子檔) 

� Horkheimer, M. and Adorno, T.W./渠敬東、曹衛東譯([1947]2006)《啟蒙辯證法—哲

學斷片》，<啟蒙的概念>，pp.1-35。(電子檔)。 

� Stromberg, R.N./劉北成、趙國新譯([1992]2012)《西方現代思想史》，Ch7，<浪漫

主義和革命>，pp.206-244。(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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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1   4/27 

主題八  德國唯心主義的知識論及法政哲學 

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康德康德康德康德(1724~1804)、、、、黑格爾黑格爾黑格爾黑格爾(1770~1831) 

� Skirbekk, G.H. and Gilje, N./童世俊、郁振華、劉進譯([2000]2012)《西方哲學史：

從古希臘到二十世紀》(下)，Ch15, <康德—哲學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pp.435-465。 

� Skirbekk, G.H. and Gilje, N./童世俊、郁振華、劉進譯([2000]2012)《西方哲學史：

從古希臘到二十世紀》(下)，Ch17, <黑格爾—歷史和辯證法>，pp.488-511. 

� McClelland, J. S./彭淮棟譯([1998]2000)《西洋政治思想史》，Ch22, <黑格爾及馬克

思主義的黑格爾背景>，pp.602-627. 

延伸閱讀： 

� Scruton, R.著/康自強譯([2001]2006)<從霍布斯到黑格爾的政治哲學>，《鵝湖月刊》， 

370: 49-59。(電子檔) 

� Stromberg, R.N./劉北成、趙國新譯([1992]2012)《西方現代思想史》，Ch9，<進步

的理念：黑格爾、孔德、馬克思>，pp.284-314。(電子檔) 

 

 

Week 12   5/4 

主題九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功利主義、自由主義 

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亞當斯密亞當斯密亞當斯密亞當斯密(1723~1790)、、、、湯森湯森湯森湯森(1739~1816)、、、、邊沁邊沁邊沁邊沁(1748～～～～1832)、、、、歐文歐文歐文歐文

(1771～～～～1858)、、、、馬爾薩斯馬爾薩斯馬爾薩斯馬爾薩斯(1766～～～～1834)、、、、李嘉圖李嘉圖李嘉圖李嘉圖(1772～～～～1823)、、、、穆勒穆勒穆勒穆勒(1806~1873) 

� Polanyi, K./劉揚、馮鋼譯([1944]2007)《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

Ch10, <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發現>, pp.118-137。 

� Skirbekk, G.H. and Gilje, N./童世俊、郁振華、劉進譯([2000]2012)《西方哲學史：

從古希臘到二十世紀》(下)，Ch14, <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 pp.413-433。 

� Stromberg, R.N./劉北成、趙國新譯([1992]2012)《西方現代思想史》，「政治經濟學」，

pp.262-268。(有電子檔) 



14 

 

延伸閱讀： 

� Stromberg, R.N./劉北成、趙國新譯([1992]2012)《西方現代思想史》，「自由主義」，

pp.256-262。(電子檔) 

 

 

Week 13   5/11 

主題十  烏托邦社會主義與近代無政府主義 

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莫爾莫爾莫爾莫爾(1478~1535)、、、、聖西門聖西門聖西門聖西門(1760~1825)、、、、歐文歐文歐文歐文(1771~1858)、、、、傅立葉傅立葉傅立葉傅立葉

(1772~1837)、、、、普魯東普魯東普魯東普魯東(1809~1865)、、、、克魯泡特金克魯泡特金克魯泡特金克魯泡特金(1842~1921) 

� Nisbet, R./徐啟智譯([1973]1979)《西方社會思想史》<莫爾的「烏托邦」>，

pp.38*-390。 

� Stromberg, R.N./劉北成、趙國新譯([1992]2012)《西方現代思想史》，「社會主義」，

pp.268-272；「1848年革命」，pp.293-297。(有電子檔) 

� 陳銳(2015)《西方思想史論》，<早期馬克斯和恩格斯對德國社會改革的分析>，

pp.245-259。 

� Nisbet, R./徐啟智譯([1973]1979)《西方社會思想史》<現代無政府主義的背景>，<

蒲魯東與互助論>，<克魯泡特金與互助論>，pp.394-423。 

延伸閱讀： 

� Polanyi, K./劉揚、馮鋼譯([1944]2007)《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

Ch14, <市場與人>, pp.174-188。(電子檔) 

� 徐百軍(2012)<空想社會主義：一種被遺忘的共和主義敘事—基於聖西門、傅立葉

和歐文烏托邦思想之考察>，《延邊黨校學報》，27(4): 31-35。(電子檔) 

� 羽離子(2003)歐文的實驗村—新蘭那克的今昔>，《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21(3): 6-9。(電子檔) 

� Stromberg, R.N./劉北成、趙國新譯([1992]2012)《西方現代思想史》，<19世紀末的

社會和政治思想>，Ch12，pp.390-426。(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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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4   5/18 

主題十一  西方近代社會思想、進化論與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 

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主要思想家：：：：達爾文達爾文達爾文達爾文(1809~1882)、、、、斯賓塞斯賓塞斯賓塞斯賓塞(1820~1903)、、、、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啟蒙思想啟蒙思想啟蒙思想啟蒙思想、、、、

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社會主義 

� 金觀濤、劉青峰(2000)《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

(第一卷)》<8.1 西方近現代思想變遷的大趨勢>，<8.2 為甚麼科學一元論取代二

元論>，<8.3 不同於道德的正當性—權利的起源>，<8.4 經驗主義、理性主義和

社會主義>，pp.339-368。 

� 金觀濤、劉青峰(2000)《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

(第一卷)》<8.7 中國文化如何選擇西方近現代思想>，<8.8 第二次融合的三個階

段>，pp.392-407。 

延伸閱讀： 

� 張灝(1999)<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52: 29-39。(電子檔) 

� 劉小楓(1995)<中國無政府主義與現代烏托邦思維>，《二十一世紀》，27: 43-52。(電

子檔) 

� 石婉婷(2010)《民報》對法國大革命的介紹與詮釋，《新北大史學》，8: 1-17。(電

子檔) 

� 宋新軍(2002)<“五四”時期空想社會主義與歐文空想社會主義>，《福建廣播電視

大學學報》，2002年第 3期，pp.22-24,33。(電子檔) 

 

Week 15   5/25  緩衝周，完成所有課程進度 

 

Week 16   6/1  戶外教學/期末演講 

Week 17   6/8  期末演講/戶外教學 

 

Week 18   6/15  期末考  OPEN BOOK  四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