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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開學偈】 

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是無益的！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是無益的！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是無益的！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是無益的！    
It’s no good crying over spilt milk. 

*** 
沒有打翻牛奶的人，請接受我的致敬！ 

──鄭志成  

 
 助理教授 鄭志成 博士 

Office: SS 544 

Tel: (04) 23590121#36318 

E-mail: ccj@thu.edu.tw 

Office Hours: 依約訂時間 

2014-02-18 / 19 

社會思想史 

一百零二學年度第二學期 

大學部一年級必修課程 

星期二 9:10-12:00（B 班）／星期三 9:10-12:00（A 班） 

 

 

讀思想史── 

    

••••有所感有所感有所感有所感•••• 

在充斥著反智民粹，理盲濫情的臺灣社會裡， 

需要的不是反對的力量， 

而是反省的能力， 

讀思想史多少可以幫得上忙。 

鄭志成 

*** 

••••有所知有所知有所知有所知•••• 

美麗的古物總是可敬的，美麗的古物總是可敬的，美麗的古物總是可敬的，美麗的古物總是可敬的， 

但我從不但我從不但我從不但我從不相信相信相信相信它值得崇拜，它值得崇拜，它值得崇拜，它值得崇拜， 

我平視我平視我平視我平視古人古人古人古人而不屈膝。而不屈膝。而不屈膝。而不屈膝。 

Charles Perrault, Le Siècle de Louis le Grand, 1687 

*** 

••••有所為有所為有所為有所為•••• 

思想的對立面不是行動， 

而是蒙昧； 

讀思想史不是為了接受影響， 

而是為了獲得啟發。 

鄭志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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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課程心態：非誠勿擾！ 

上課前的忠告：非誠勿擾！非誠勿擾！非誠勿擾！非誠勿擾！ 

不無俚俗地說，就是醜話說在前面。 

請先看看下列的統計數字吧！這是上個學年度本課程的及格人數一覽： 

成績 A 班（79人） B 班（81人） 合計 

及格 53 53 106 

不及格 26 28 54 

滿分 2 3 5 

告知各位上列修課結果的目的並不在於恫嚇威脅，而是請各位認清處境，正視課

程。長久以來，荒謬的高教政策，短視的高教決策，釀成今日高教的悲慘世界。末端

私校掙扎於存亡關頭，明星國立學校焦慮於排名不前。教師多求自保，致力生產論

文，累積點數，教育不如研究，樹人不如救己。至於學生，只能自生自滅；有識者迎

合市場需求，將自己包裝鍛練為產業預備軍，只求證照；無知者終日打混，只要文

憑，但求好過。連產業界也對大學頤指氣使，肆無忌憚地責怪埋怨大學所提供的人力

資源不能用、不合用、不好用。以追求知識之真、涵養人格之善、陶冶生活之美的大

學殿堂已質變成為謀生場所。大學校園裡，人人著眼於現實，遷就社會需求，以業績

（招生、升等、發表、證照）置換理想，用數據（報到率、論文數、產學數、就業

率）描繪願景。 

我以為，若大學盲目趨附市場，媚俗失格，則社會思想史可以廢矣！ 

如果本課程以不論任何理由繼續存在下去，那麼就尊嚴地、優雅地、辛勤地生活

得像個大學老師、像個大學生吧！因為我不曉得社會思想史課程要如何打混摸魚？上

課看影片、分組討論？分組討論，即興閒扯，憑常識聊聊？下課沒事，不需備課，不

要複習？作業報告東抄西剪，拼貼應付了事？九點的課十點到，十點到了十一點走

人？心情差、沒意思、起晚了，就稱病有事請假？考試簡答、填充加選擇？學期成績

all pass？總是大家好聚好散，皆大歡喜？ 

抱歉！我還有格，我還要臉，見不得、容不下，也看不慣大學教師與大學生作賤

自己、互相糟蹋。 

老實說，我還蠻喜歡黃小琥的「沒那麼簡單」。 

學習思想史猶如相愛，沒那麼簡單。 

這一門課，真的「沒那麼簡單」 

──學習沒有那麼容易，每個思想家有她／他的脾氣…… 

──思想沒有那麼容易，才會特別讓人著迷…… 

想想想想打打打打混混混混摸魚摸魚摸魚摸魚，，，，懇懇懇懇請退選請退選請退選請退選，以免自誤！，以免自誤！，以免自誤！，以免自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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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課前作業：認識妳／你們！ 

� 題目：一個大學生的一天一個大學生的一天一個大學生的一天一個大學生的一天    

� 寫作目的： 

○ 提供任課教師對於妳／你們的印象，認識妳／你們； 

○ 審視自我，自我觀察省思如何生活，以及應如何生活。 

� 撰寫注意事項 

○ 請描述做為一位大學生的日常生活：作息、上課、讀書、思考、休閒、心

情、感觸、情感、打工、上網、用餐、運動、興趣、白日夢…… 

○ 並非某一特定時日的專題特寫； 

○ 字數：至少 5,000 字以上；意謂著深度省察，細膩書寫； 

○ 撰寫格式：一般學期報告格式，請加封面； 

○ 繳交期限： 

� B班：2014年 2月 25日（星期二）上午； 

�A 班：2014年 2月 26日（星期三）上午； 

○ 本作業當然影響學期成績！ 

*** 

 

參、 課程旨趣 

以用心認真證明自己的天資稟賦 

──寫給妳／你們 

這是我第二年面對大一新生，雖然已經下學期了，妳／你們也稱不上「全新」的

了，甚或已些許世故老成。但是我還是敬謹地面對妳／你們，充滿好奇地迎接妳／你

們： 

歡迎妳／你們來到人類智力的競技場！ 
根據我返臺十年有餘的觀察與經驗，由於臺灣的中學教育──其實可以說是各級

教育──的學習多以考試為導向。沒有時間，也不需要認真地面對如何思考這件事。

只要考試成績衝高，排名前茅，那就表示學習有成。學校的教育不在鍛鍊思考，只在

訓練考試選手。率直地說，妳／你們應該都不是最好的考試選手，至少不是最頂尖的

考試選手。除非認命，東海大學也應該不是妳／你們大學四年的首選學府。在這裡，

我想陳述事實，也不無安慰地告訴妳／你們，就學測指考成績相較，妳／你們被標籤

為不是最好的。是的，妳／你們不是最好的……，不是最好的考試選手。無法成為最

好的考試選手，可能妳／你們沒有補習，可能妳／你們補得不夠，可能妳／你們國中

畢業就沒有考上明星高中，可能妳／你們考運不佳，可能妳／你們不夠用功，可能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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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文化資本不足，可能妳／你們根本就不在乎，可能妳／你們還沒有開竅，可

能妳／你們課餘還要分心操持家務，可能妳／你們……。總是存在著太多太多的可

能，千萬種變項。當然，也有可能妳／你們就是天生資質不如人。最後一個可能的原

因極為殘酷，也只好束手無策，安份認命，因為這完全不是妳／你們所能負責的。可

是，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檢測、更沒有任何機制能夠真正確切地告訴妳

／你們，證實妳／你們沒能成為優異的考試選手，根本原因出在資質魯鈍。在一個價

值混淆、教育扭曲、知識僵化、學習填鴨、考試呆板的環境裡，天資稟賦自然失真受

阻，蒙昧壓抑，難以盎然自得，盡情揮灑。臺灣的各項考試，自小到大，從來也不能

如實地反映各式各樣的資質才能。如果天資稟賦無法歸因診斷，那麼妳／你們就沒有

理由聽天由命，自信不足，甚至自暴自棄。妳／你們究竟擁有多高的天資稟賦，這個

答案，除了上帝神明，無人得知，連妳／你們自己也無從知曉。 

現在，我告訴妳／你們一個可以積極證明妳／你們具備足夠天資稟賦的方法。那

就是在無從得知自己智愚巧拙的情況下，面對學習，認真以對，全力以赴。以自己的

辛勤投入，用努力投入證明自己的天資稟賦。 

如果努力的成果不如預期呢？是否反而證成了自身的天資魯鈍？ 

我再問問妳／你們，有沒有聽過 Malcolm Gladwell的「一萬個小時」定律？簡單

地說，根據 Gladwell 的研究與分析，要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都要經過一萬個小時的

不斷練習，才能成為頂尖高手。如果每天工作四個小時，一週工作五天，那麼要成為

某個領域的專家就需要十年的功夫，這就是所謂的「一萬個小時」定律。我以為，

「一萬個小時」定律的重點不在於計較是否真的需要「一萬個小時」，而是持之以恆

地認真以對，用心投入。請妳／你們反躬自省，在妳／你們過往的學習過程裡，有哪

一門科目，那一項嗜好，妳／你們下了「一萬個小時」的功夫？所以如果努力的成果

不如預期，那是還不足一萬個小時，也就是投入的時間不夠，必須再認真面對，用心

投入！ 

妳／你們若是問我，我如何能夠解讀並破解韋伯手稿的謎團？我說，韋伯法律社

會學總計 170 頁的手稿，我早也看，晚也看；走路的時候想著，搭車的時候也想著；

用餐時惦記著，沐浴時也惦記著；臨睡時，還望著浮貼在牆壁書櫃上的手稿，甚且還

盼著夢裡相見。如果妳／你們不知道，也無法揣摩這樣的身心狀態，我告訴妳／你

們，那是一種戀愛的滋味，深陷熱戀更可體會。是一種忘我捨我，將自己交出去的義

無反顧。我說，這就叫做認真面對，用心投入！那段時間念茲在茲，朝思暮想，手稿

的每一頁皆歷歷在目，瞭然於心。每日用功超過十四個鐘頭，兩三年下來，早已超過

了一萬個鐘頭，更何況我浸泡在韋伯手稿前後長達十年。就這樣，在德國、回臺灣，

我被稱為韋伯專家，不論我是否同意在意。若是我以常識性的想法，區區一介外人，

母語既非德語，更何況面對的是韋伯思路縱橫的深廣遼闊、手跡細膩卻漫無章法，如

何可能拼勝得過德國學者，又如何可能解讀韋伯手稿之謎？若是這麼想的話，反而自

貶了自己的資質不足，條件不利，環境欠佳，早早就棄戰繳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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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段文字若有驕矜之嫌，我也是為了妳／你們才甘冒此大不諱，以親身經歷感受

與妳／你們分享，這實非我本性，務請包涵。我只是想告訴妳／你們：用心認真可以

證明自己的天資稟賦。 

以上，我操演了一遍韋伯的新教倫理命題的論證手法。十六世紀的新教徒以積極

入世的態度，節制守份地生活，認真勤奮地工作，努力追求世俗上的成就，只為了證

成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妳／你們呢？能不能以此為範，用這樣戰戰兢兢，用心投入，

並充滿勇氣地面對妳／你們的大學生活？我說，這叫做所學所用。 

不曉得，妳／你們讀了這一封信之後，有沒有感受到一絲絲的鼓舞作用？ 

*** 

自我到東海任教以來，已教授過「社會思想史」課程五次，其中 92、93、98、99

等四個學年度皆為學年課程，101 學年度則縮簡為學期課程（101-2）。過往五年的課

程構思，皆從古典希臘時期開始講授，歷經希臘化、古羅馬、中世紀、文藝復興、人

文主義、理性主義，至啟蒙運動止。作為社會學系必修課程的「社會思想史」旨在勾

勒社會學興起之前的社會思想脈動，以為接續同樣必修的「社會學理論」課程。整個

西方現代性的開展不論回首高舉理性大纛的啟蒙運動，還是再往前追溯到十五世紀現

代資本主義的萌芽，都必須同時交代人文主義、文藝復興所從而來的中世紀基督宗教

時代。基督宗教如何由古羅馬時期眾神林立的多神宗教信仰中脫穎而出，以及上帝概

念如何從新柏拉圖學派繼受接榫，自然不能從略。於是一路就到了希臘化、古典希臘

時期。講述歷史，不論是思想史，還是文化史、社會史、經濟史，都不能去頭斬首，

斷其源頭，無中迸生。對於晚近臺灣諸面向歷史考察的去中國化，充斥意識形態的專

橫，陷入統獨情緒的盲目，當是學界最大的醜聞。研習西方社會思想，自然也不得不

追本溯源地回到古典希臘。然而，自一百學年度起，本課程遭攔腰硬砍為一學期十八

週的課程，致使思想史的考察時間維度難以從容兼及中世紀，更遑論古典時期。上個

學年度猶費心嚐試，但時間緊湊，頗失教與學興味與效果。故本學期擬調整從文藝復

興開場，以避免進度倉皇，顧此失彼。所失源頭，只能擱置，並非棄絕。計畫於課程

前兩週綱領提示，並指定閱讀 Claude Delmas的《歐洲文明》簡史相關章節。餘只能極

力建議自行參閱 Daniel J. Boorstin敘事流暢的《探索者──問「為什麼」的人》以及

Richard Tarnas深具啟發的《西方心靈的激情》兩書之相關章節。這是一個嚐試。 

本學期課程的另一項重大變革，為助教課程由往例的文本選讀，改為專書研讀及

討論。本學期擇定閱讀 Peter Gay體大思精，但可讀性極高的巨構《啟蒙運動（下）─

─自由之科學》。也就是本學期課程除了演講課程內容之外，必須逐章逐節地讀完這

一本 654頁的大書。對於大一新生，是一個考驗理解力與耐力的挑戰。 

社會思想史課程所觀摩之思想，「如時雨之化」。一經時雨之降，妳／你們所自

有的天資稟賦，便自化了。學習思想史可讓一己思想中不斷有生機有生意，可以培育

內在思想之成長。我可以預見，能夠通過這一門課，這一本書的操練與重荷，當有蛻

變新生之喜悅。這才是大學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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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評鑑項目及方式 

本學期課程評鑑以下列項目為依據，除第五項獎勵分數，課程參與者必須參與第

一至四項所有評鑑項目： 

一、 課前作業：撰寫「一個大學生的一天一個大學生的一天一個大學生的一天一個大學生的一天」 

二、 筆試（60%） 

1. 期中考（25%） 

2. 期末考（35%） 

3. 考試內容、範圍、形式、配分，將於考前以期中／期末備忘錄說明。 

4. 考試日期暫訂為期中考週末日（2014年 4 月 19日，星期六）以及期末考週首日

（2014年 6 月 14日，星期六）；考試時間皆為 9:10-12:00。 

三、 社會思想史專書研讀整理與討論（助教課課程）（21%）： 

1. 上課參與之用心與態度由任課教師及課程助教之觀察考核評定。 

2. 討論課程研讀 Peter Gay之《啟蒙運動：自由之科學》。研讀詳細進度及內容請

參閱附錄：102-2-「社會思想史」演講課程主題暨助教課程專書研讀進度。 

3. 課程參與者依每週所安排之進度仔細研讀，留意章節旨趣、寫作構思、論述脈

絡、方法策略，以及批判質疑與獨立見解；此外需提出並適當闡述三個議題或

問題（總計約 2,000字）。 

4. 上述研讀整理及提問將做為助教課程討論之材料，由討論課程助教隨機指定闡

述提問並進行討論。 

5. 研讀整理於每週助教課上課當日繳交書面紙本予課程助教，請勿遲交！ 

四、 課堂出席（20%）：課程參與者每次上課務必親自簽到，以為課程出席之證明。 

1. 課程參與（16%） 

2. 助教課課程參與（4%） 

3. 上列課程之參與評分依下列表項實施： 

缺席次數 四次以上 三次 二次 一次 

課程（16%） 0分 5分 10分 15分 

助教課課程（4%） 0 分 1分 2分 4分 

五、 獎勵分數 

本項成績係依據上述課程評鑑項目之外，非課程要求──即自願而為自願而為自願而為自願而為──之學習

成就進行評鑑。所獲得之獎勵分數獨立於原課程成績之外，目前依課程構想設計下列

四項獎勵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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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中考前上課筆記：原則上最高加計學期總成績「3」分；筆記請於期中考試當

日繳交，並於期中考試次週審閱完畢後發還。 

2. 期末考前上課筆記：原則上最高加計學期總成績「3」分；筆記請於期末考試當

日繳交，並於期末考試後一週內審閱完畢；筆記將於下學期第一週轉請班代發

還。 

3. 參與通識中心構思籌辦之「人文三缺一」或「神學沙龍」活動心得： 

（1） 修習本課程者，得參與由通識中心構思籌辦之下列活動，並於活動後撰寫

心得（約 3,000字）： 

� 2014年春季「人文三缺一」系列活動：星期四，18:30-21:00； 

� 2014年春季「神學沙龍」系列活動：星期二，18:30-21:00。 

（2） 活動心得於各場次活動後次週上課次週上課次週上課次週上課以書面紙本繳交，逾時逾時逾時逾時恕恕恕恕不受理不受理不受理不受理； 

（3） 活動心得視撰寫內容評定成績。 

4. 影片賞析：本學期課程預訂於期中考後發還試卷當週播映影片《鵝毛筆》

（Quills, 2000）。影片觀賞後得撰寫「觀後心得」，撰寫要點於影片播映時公

告，並請於觀賞後次週繳交，逾時恕不受理逾時恕不受理逾時恕不受理逾時恕不受理。「觀後心得」成績視撰寫內容評

定。 

除上列項目外，若有任何促進或鼓舞課程學習之活動，將隨時提出實施，亦歡迎

課堂參與者建議或提供與課程相關之學習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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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課程指定必讀及基本參考書目 

 

一、 指定必讀書目指定必讀書目指定必讀書目指定必讀書目（書目購置事宜於第一週上課說明及安排） 

� Delmas, Claude著／吳錫德譯：歐洲文明。臺北市：遠流，

1989， 頁 39-83［ ＝ 第 二 章 ： 中 世 紀 的 大 轉 變 ］ 。【Orig. 

Delmas, Claude: La Civilisation européen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0.】 

 

� Gay, Peter（彼得‧蓋伊）著／劉森堯、梁永安譯：啟蒙運動

（下）──自由之科學。臺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2008。

【Orig. Gay, Peter: The Enlightenment: The Sciences of Freedom. 

New York: Knopf, 1976-78.】［簡稱：《啟蒙運動》］ 

 

 

 

二、 基本參考書目 

� Boorstin, Daniel J.（布斯汀）著／劉喬譯：探索者──問「為什

麼」的人。臺北市：貓頭鷹，2005。【Orig. Boorstin, Daniel J.: 

The Seekers: The Story of Man’s Continuing Quest to Understand 

His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 Tarnas, Richard（理查‧塔那斯）著／王又如譯：西方心靈

的激情。臺北市：正中書局，1995。【Orig. Tarnas, Richard: 

The Passion of the Western Mind. Understanding the Ideas That 

Have Shaped Our World View.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3.】 

 

 

涉及課程內容之相關參考文獻將隨時於課程中介紹、補充及說明。 

陸、 本課程評鑑項目、成績配置及實施辦法若有任何建議、變更或未盡事宜得隨時於

課堂中討論及說明，確定後公告於教學互動網。 

教學互動網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site/thusocccj/home 

*** 

 



- 9 -

附錄：102-2「社會思想史」 

演講課程主題暨助教課程專書研讀進度 

【說明】助教課程文本及專書研讀分為十四週次，每週文本研讀整理成績配分為

「1.5」分，合計全學期十四篇總成績為「21」分。文本研讀整理經課程助教評閱後，

總計各週次繳交之文本研讀整理成績為本課程項目成績。 

週次 日期∗ 
演講課 

課程主題 

助教討論課 

專書研讀進度 

1 
0218 

0219 
課程旨趣與進行方式說明；分組並協調助教課時間及地點 

2 
0225 

0226 

導論； 

中世紀的轉變 

� Delmas, C.著／吳錫德譯：歐洲文明。臺北市：遠流，

1989，頁 39-83［＝第二章：中世紀的大轉變］。 

3 
0304 

0305 
文藝復興 

1. 膽氣之復甦 

� 《啟蒙運動》1：膽氣之復甦，頁 27-88。 

4 
0311 

0312 

人的尊嚴 

與人文主義 

2. 進步：從經驗到行動綱領 

� 《啟蒙運動》2-1：文人共和國，頁 89-117。 

� 《啟蒙運動》2-2：從過去到未來：大轉向，頁 118-131。 

5 
0318 

0319 
培根 

2. 進步：從經驗到行動綱領 

� 《啟蒙運動》2-3：樂觀地理學，頁 132-167。 

6 
0325 

0326 
馬基維利 

3. 自然之用 

� 《啟蒙運動》3：自然之用，頁 170-215。 

7 
0401 

0402 
春假（停課） 

8 
0408 

0409 
笛卡兒 

4. 人之科學 

� 《啟蒙運動》4：人之科學，頁 218-271。 

9 
0415 

0416 
期中考（停課） 

10 
0422 

0423 
宗教改革 

5. 藝術之解放：過去的包袱 

� 《啟蒙運動》5：藝術之解放：過去的包袱，頁 273-310。 

                                                 
∗  助教課各分組得視該分組課程參與者實際需求調整上課、討論日期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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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0429 

0430 

影片賞析 

《鵝毛筆》 

6. 藝術之解放：摸索現代性 

� 《啟蒙運動》6-1：狄德羅與萊辛：兩個循規蹈矩的革命分

子，頁 312-350。 

12 
0506 

0507 

基督新教倫理

與資本主義精

神 

6. 藝術之解放：摸索現代性 

� 《啟蒙運動》6-2：藝術品味的發現，頁 351-388。 

13 
0513 

0514 

社會契約論 

（3-1）霍布斯 

7. 社會之科學 

� 《啟蒙運動》7-1：第一批社會科學家，頁 389-393； 

� 《啟蒙運動》7-2：社會學：事實、自由與人道，頁 394-

412； 

� 《啟蒙運動》7-3：政治經濟學：從國力到財富，頁 413-

434。 

14 
0520 

0521 

社會契約論 

（3-2）洛克 

7. 社會之科學 

� 《啟蒙運動》7-4：史學：科學、藝術與宣傳，頁 435-470。 

15 
0527 

0528 

社會契約論 

（3-3）盧梭 

8. 仁善政治學 

� 《啟蒙運動》8：仁善政治學，頁 471-525。 

16 
0603 

0604 
孟德斯鳩 

9. 經驗政治學 

� 《啟蒙運動》9：經驗政治學，頁 527-579。 

17 
0610 

0611 
啟蒙運動 

10. 教育政治學 

� 《啟蒙運動》10：教育政治學，頁 581-654。 

18 
0617 

0618 
期末考（停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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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1-2「社會思想史」 

課程綱要之「課程旨趣：大學生了沒？」 

2013-02-19 / 20 

大學生了沒？ 

好好地想想！ 

──寫給未知的妳／你們 

「社會思想史」──這一門課程被腰斬成半，反映了臺灣社會以及本系對於思想

訓練的無知與輕賤。對此，我已不再關心。 

然學生何辜？我在乎的是做為大學生的妳／你們。都大一下學期了，敢問妳／你

們是否已經習慣了大學的生活？是否適應了大學的學習方式？更重要地，是否都已經

認知了大學生的身分使命？面對妳／你們，我懷著些許不安，因為我返臺任教近十年

以來，從來沒有擔任過大學一年級的課程，從來沒有教過大學一年級的新生。說老實

話，我不曉得，妳／你們──大學生了嗎？ 

「社會思想史」做為必修課程，對妳／你們而言，或許多少充滿了無奈，因為不

論妳／你們是否樂意參與這一門課程，是否喜愛任課教師，都得度過從今日起算一十

八週的課程。總是緣分──我這麼地想著。 

為什麼我如此地在乎妳／你們「大學生了沒？」？大學生和非大學生最大的不同

並不在於學習與就業。大學生遲早要畢業進入職場，就業謀生。證照、公職，以及各

行各業的職業訓練，不一定要擁有大學文憑方能勝任。我的認知，以及我對於大學的

理念，大學固然是知識涵養與成長的場所，但社會何處無知識。雖然當前臺灣所有的

大學都爭先恐後做為校園牆外職場業界的人力資源部門，業界要什麼人才，大學就卯

足全力提供所需貨色，並以此迎合沾沾自喜，爭相炫耀，將辦學績效窄化為就業指

標。然而，自歐洲大學的興起與發展，大學自外於習得一技之長，以謀求生計，以就

業為導向的手工匠傳統，最重要的任務當然不是職前──說得市儈些：值錢──訓

練，而是思想的鍛鍊，並且是獨立思考的鍛鍊。 

正是如此，這一門課程被我定義為一門典型的大學課程──思想史做為思想思想史做為思想思想史做為思想思想史做為思想家家家家的的的的

競技場競技場競技場競技場。在尚未開講的一開始，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訴妳／你們，這一門課程勢必無法

滿足業界職場的輕薄需索，既不教導求職謀生的技法，也不傳授職場晉升的攻略，更

是缺乏證照的需求認可，因為我只在乎──讓妳／你們有沒有機會「好好地想一

想」。 

為什麼要好好地想一想呢？老師傅會這麼說：「別多問，跟著唸、學著想就是

了！」但我會告訴妳／你們：「不為什麼！」這一門課的終極旨趣就是──不為什不為什不為什不為什

麼！麼！麼！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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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什麼」不同於「無所求」。「無所求」目的飄渺，「不為什麼」是不成為

達到特定目的的工具，因為思想的鍛鍊自身就是目的，一種無目的的目的。試想，一

習武之人若問，為何要辛苦站樁打坐，修習內力，而非勤練招式，精熟技法？學力，

一如內力，不能獨立思想，儘管懂得概念理論、鑽營技巧訣竅，終有黔驢技窮之日。

果能用心思維，行業規矩、職業技術，方能瞭然於心，才能得心應手。這是思想之大思想之大思想之大思想之大

用！用！用！用！思想史之課程內容自是思維競技場，得以觀摩古今思想；藉觀摩以為鍛鍊，勤鍛

鍊則思慮深遠。這是思想史之大用！思想史之大用！思想史之大用！思想史之大用！ 

妳／你們方才大一，大學畢業後的謀職就業也許仍在摸索確認之中。我以為要在

各行各業中出類拔萃，脫穎而出，除卻謀略心計、各方資本、機運巧合，最重要的就

是獨立思考。用日常語言來說，就是「有想法」、「有 sense」。並且，獨立思考不若

前述成事要件，處處倚仗他人外物，或訴求天命；「有想法」、「有 sense」只能靠自

己，親力為之，他人給不來，自然也拿不走。獨立思考是一己自身的永懷寶藏與利

器。 

說了這許多，妳／你們覺得思想史有用嗎？ 

我無法具體端出修習思想史之後的績效表現，只能不無語重心長地跟妳／你們

說：臺灣社會文化的短視淺薄，癥結正在於大家都不知，不願，也不能──好好地想

一想！ 

這一門課程的旨趣也許向妳／你們展現了歷來思想家的所思所想，但最最重要的

是藉此提供了一個可以讓妳／你們好好想一想的機會。好好想一想──只為了讓妳／

你們能夠擔得起「大學生」的身分；然後可以在全臺滿城盡是大學生的芸芸眾生當中

──昂首闊步，只因為妳／你們會好好地想想！ 

我壓根兒就不認識妳／你們，尚且無從與妳／你們體貼相知。這一段話做為課程

旨趣，只盼著妳／你們能夠理解體會我對於大學的理念，對於一個真正「大學生」的

期待。足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