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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 

 

106-2-大學部選修課程 

星期三，14:10-17:00 

 

上帝對人說： 

亞當，我們沒有給你固定的位置或專屬的形式，也沒有

給你獨有的稟賦。這樣，任何你選擇的位子、形式、稟賦，你

都是照你自己的欲求和判斷擁有和掌控的。其他造物的自然一

旦被規定，就都為我們定的法則所約束。但你不受任何限制的

約束，可以按照你的自由抉擇決定你的自然，我們已把你交給

你的自由抉擇。我們已將你置於世界的中心，在那裡你更容易

凝視世間萬物。我們使你既不屬天也不屬地，既非可朽亦非不

朽；這樣一來，你就是自己尊貴的而自由的形塑者，可以把自

己塑造成任何你偏愛的形式。你能墮落為更低等的野獸，也能

照你靈魂的決斷，在神聖的更高等級中重生。 
Pico della Mirandora，《論人的尊嚴》，1486 

�� 

對古代人之研究之所以有價值， 
乃因他們是人的模範。 

而仿效他們之努力之所以不致落空， 
則因為人性是亙古不變的。 

Niccolo Machiavelli 

�� 

壹、 課程旨趣：憂思人文 

☉ 「人文」處境：神疲而氣衰的人文 

人文精神！這也可以是一門課？ 

沒錯，在這個演算法統治世界，智慧科技改變社會的時代，獲取新知未必非得要

到學校在課堂中學習。但是在學校，尤其是大學，要學的、能學的就只有實用知識，

就只能是就業技能嗎？講白了，唸大學就只是要成為一個找到工作的職業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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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問題若設成是非題，那麼答案一定是「×」。學校裡要教導的，要學習的，當

然不能只有實用的、技術的課程。但若上述問題是選擇題，那麼可以想見，實用知識

與就業技能是壓倒性的課程選項。 

人文課題，是選剩餘下的。 

因為，人文──有什麼用？ 

這一個提問便將人文精神的課題打入知識冷宮，少人聞問。但是，當文化、社會、

教育、科技、醫療、組織……，出了問題時，「沒有人文精神」、「缺乏人文素養」

又被視為這些問題的病灶。 

那麼，究竟人文精神是什麼？為什麼平日沒事時，為了競爭，為了績效，為了客

觀，甚至為了便捷，將人文拋得遠遠的；往往要等到出事成問題時，才又呼喊人文、

需要人文、感恩人文、讚嘆人文？ 

對此問題──什麼是人文精神？──，我們可以在許多位高權重領導者的認知中，

窺見「人文」概念的庸俗化：聽樂賞畫、讀詩品茶。彷彿「人文」就是做為調劑身心

之用，是附庸風雅的悠閒小事。如是相較於專業技能的競爭、緊張、爆肝，「人文」

被視為與放鬆、抒壓、休閒的同義字。亦即「人文」充其量只能是副業或者消遣。最

為典型的對照是，行政官員或技術專家在百忙之餘，看看小說，聽聽音樂，就會被視

為頗有人文素養，為其形象加分不少。總之，「人文」令人賞心悅目，是美好的，是

正面的，卻不是必要的、重要的。 

「人文」成為現代社會的飾品，甚至炫耀飾物。 

我以為，上述是臺灣的「人文」現狀。 

☉ 「人文」困境：大化而無形的人文 

臺灣人文處境若此，除了上述無用論，淪為風雅飾品之外，何以致之？這要歸咎

人文的自身特徵：無形難測。「人文」是看不見的，更是難以測度的。在講求實證的

現代科學規範下，看不見又測不準的東西便被排除在外，知識殿堂之外，政策大廳之

外。是啊！「人文」不若論文，可以篇數計；不若建物，可以算棟數；不若證照，可

以設指標。人文是看不見，摸不著，只可感知，並且不是事物的感知，而是表達的感

知。也因此，與人文連接慣用的辭彙多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人文氣息人文氣息人文氣息人文氣息」、「人文素養人文素養人文素養人文素養」

等不著邊際，沒有指標的無形實在。科技無法解析人文，管理無能計算人文，人文無

法測量，無從評比，致使整個社會、所有大學的治理者只好放逐人文。若又要裝飾炫

耀，推展人文業績，便只好統計舉辦了幾場演奏會，提供了幾場畫展，開了幾門藝術

欣賞的課程，計數進場聽眾觀眾的人次；圖書館也計算進出館人次，統計借閱量前十

名的系所及讀者。只有只有只有只有變變變變成了數字的人文，成了數字的人文，成了數字的人文，成了數字的人文，成為可以管理的人文，成為可以管理的人文，成為可以管理的人文，成為可以管理的人文，上了報表的人文，上了報表的人文，上了報表的人文，上了報表的人文，

才才才才是人文是人文是人文是人文，才被承認為人文，才被承認為人文，才被承認為人文，才被承認為人文。 

☉ 「人文」絕境：被廢棄的人文 

人文被放逐，人文成了社會遊魂，若能自我充沛，自得其樂，倒也談笑逍遙。只

是現代性開展的弔詭，如同 Y. N. Harari扼要指點，「農業革命促成了有神論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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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革命則是催生了人文主義的宗教：以人取代了神。有神論者崇拜的是神，人文主

義者則是崇拜人。」本來，現代性給了人希望。但繼之，以揭櫫人類理性的啟蒙運動

所帶來的副作用，甚或是反作用，開始了滅絕人文的科技統治壟斷的專制時代。晚近，

連社會學都競逐大數據研究，企圖從將個人群體化約為數據的，建構常態模型，進而

發展可預測的趨勢，甚且可監控的機制，例如消費行為、醫療紀錄、安全城市、軍事

偵察。 

 一旦人的想像與理解被化約為數據，個體的差異性也被形態化為類屬範疇。個體

性、獨特性都將成為模型秩序建構的廢棄物。因為無法被安置於秩序設計或模式中的

個體差異，皆遭排除，或者棄置，以免破壞了秩序與設計的完美性。這將加速人文的

滅絕。 

☉ 人文，是人性，是個性！ 

 對於人文的介紹到此，還欠缺一個必要的說明，也必須註解一個暫時性的回應，

那就是──究竟什麼是人文呢？ 

在上課閱讀文本，思考討論前的日常思考，我先提供一個概括性的說法：人文就

是與人有關的種種，也就是涉及人的所有事項。人文的概念意涵可以普遍到訴諸集體

共有共享的人性，亦可以只針對個體的獨特性與差異性。這一門課程便從對人的普遍

人性與差異個性之常識認識出發。人文，是人性，是個性！ 

開篇從人文的現下處境，檢視人文在科學的關照下，無法具形指標化的困境，並

診斷科技統治的專制時代，去人化集體秩序的設計，將使得人文遭棄置，瀕臨滅絕。

如是對人文處境、遭遇，以及前景的悲觀闡述，是否意謂著本課程的旨趣在於面對人

文，瀕滅絕就「拯救」，既棄置便「重拾」？壯哉斯言！然世道若此，實不存奢想。

這一門課程當然不是，恐怕也無能教導如何拯救人文精神，如何重拾人文精神，而是

藉由文本的閱讀與討論，進一步理解人文意涵，以及省思人文在現代性進程的質變下，

由人類理性所帶來的殺傷力，如何反而扼殺了人文精神，內噬了人文素養，窒息了人

文氣息。本課程的目的與能力，僅能提供做為人類自我省思的契機。 

至於奄奄一息的人文，就任由死活嗎？我自然不會見死不救，但我不是「生命會

找到自己的出口」那種樂觀主義者，不會盲目地相信人文找得到自己的出路。要拯救

人文，於我而言，這個任務實在過於崇高，負擔過於沉重，反而我只能就身為人類的

一份子，心中人文尚存氣息，不焦躁，不絕望，踏踏實實地反省思索前代人類的所作

所為，以無愧於後代人類。人類或可將上帝神明遺忘，但不能膨脹自己。這是人類對

自己負責──將整個過去和未來都掌握在人類自己手中。 

這一門課，與其說是對人類文明的不滿，不如說是對人文精神的憂思。人文精神

的式微，要由人文精神自身振衰起敝，因為──我們的心靈只能是人文的！我們的心靈只能是人文的！我們的心靈只能是人文的！我們的心靈只能是人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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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課程進行與評鑑方式 

 本學期課程評鑑以下列項目為依據，課程參與者必須參與所有評鑑項目。詳細實

施辦法於第一堂課說明及討論後確定。 

一一一一、、、、    課堂出席課堂出席課堂出席課堂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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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證有簽到不

實事宜（例如代簽、早退），本課程學期總成績以零分計算。課程出席之評分依

下列表項實施： 

缺席次數 四次以上 三次 二次 一次 全勤 

出席分數 0分 5分 10分 15分 20分 

 

二二二二、、、、    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提問（30%）： 

課程參與者依每週所安排之文本進度仔細研讀，並構思整理，提出三個討論

議題或問題，並扼要闡述（約 1,500字），以為課程參與討論之基礎。 

（一） 課程閱讀文本請於開學後逕至萬翰影印店萬翰影印店萬翰影印店萬翰影印店付費取得（台中市龍井區新東村臺灣

大道五段 33號／TEL: 04-26325389, 04-26337805）。 

（二） 文本提問寫作要點： 

1. 請從文本旨趣、寫作構想、證成命題、論述脈絡、方法策略，提出批判質疑

與獨立見解； 

2. 請勿重述、摘要或剪貼文本； 

3. 務必以自己的話語、想法闡述，嚴禁抄襲； 

4. 文本提問於每週上課繳交書面紙本。 

三三三三、、、、    課堂闡述課堂闡述課堂闡述課堂闡述提問提問提問提問及及及及參與討論參與討論參與討論參與討論（（（（35%）））） 

1 任課教師每週上課隨機點名課程參與者闡述提問，提供大家討論； 

2 課程參與者參與討論情形。 

四四四四、、、、    「「「「何以不人文？」」」」專題報告專題報告專題報告專題報告（（（（15%））））：：：： 

 視修課人數，課程參與者（分組或個人）需考察日常生活中一個「不人文」／

「去人文」／「反人文」的經驗事實，並於期中考後課程第三節課提出報告，並全班

進行討論。 

1. 期中考後，即自第十週起（5 月 2 日）每週課程最後一節課（14:10-17:00）

進行專題報告，闡述並分析日常生活中的「不人文」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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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專題報告視修課人數安排次序及時間；於第八週上課安排及協調後決定； 

3. 專題報告必需備妥簡報（ppt）； 

4. 專題報告不需繳交期末書面報告。 

***   

參、 課程閱讀文本及進度 

 

週次週次週次週次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主題及研讀、討論文本主題及研讀、討論文本主題及研讀、討論文本主題及研讀、討論文本 

1 0228 【和平紀念日，停課】 

2 0307 

課程旨趣與進行方式說明 

生命的意義──即席閱讀 Camus的「薛西弗斯的神話」 

� Camus, Albert（卡繆）／嚴慧瑩譯：薛西弗斯的神話。臺北市：大塊，

2017，頁 181-188［＝薛西弗斯的神話］。 

3 0314 

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徵（2-1） 

� Gadamer, Hans-Georg（伽達默爾）／洪漢鼎譯：詮釋學 I：真理與方法

──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修訂譯本）。北京：商務，2010，頁 11-

66，本周進度頁 11-33［＝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一節：人文主義傳統對於精

神科學的意義］。 

4 0321 

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徵（2-2） 

� Gadamer, Hans-Georg（伽達默爾）／洪漢鼎譯：詮釋學 I：真理與方法

──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修訂譯本）。北京：商務，2010，頁 11-

66，本周進度頁 33-66［＝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一節：人文主義傳統對於精

神科學的意義］。 

5 0328 

人文研究 

� Dilthey, Wilhelm（狄爾泰）／李家沂譯：人文研究。收錄於 Alexander, 

Jeffrey C.（杰夫瑞‧C.‧亞歷山大）、Seidman, Steven（史蒂芬‧謝德

門）主編：文化與社會。台北縣新店市：立緒，1997，頁 40-51。 

6 0404 【民族掃墓節，停課】 

7 0411 

現代世界 

� Kolb, David（大衛‧庫爾珀）／臧佩洪譯：純粹現代性批判──黑格

爾、海德格爾及其以後。北京：商務，2004，頁 21-47［＝第一章：現代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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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418 

歐洲人的危機 

� Husserl, Edmund（胡塞爾）／王炳文譯：歐洲人的危機與哲學。收錄於

同作者／同譯者：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北京：商務，

2001，頁 367-404。 

9 0425 【期中考週，停課】 

10 0502 

西方文化的衰落（3-1）：馬克思＋達爾文 

� Carroll, John（約翰‧卡洛爾）／葉安寧譯：西方文化的衰落：人文主

義復探。北京：新星，2007，頁 177-200［＝九 嘲弄，無所不在的嘲

弄：馬克思和達爾文］。 

11 0509 

西方文化的衰落（3-2）：祈克果＋尼采 

� Carroll, John（約翰‧卡洛爾）／葉安寧譯：西方文化的衰落：人文主

義復探。北京：新星，2007，頁 201-224［＝十 進入黑暗的心臟：克爾

愷郭爾和尼采］。 

12 0516 

西方文化的衰落（3-3）：佛洛伊德 

� Carroll, John（約翰‧卡洛爾）／葉安寧譯：西方文化的衰落：人文主

義復探。北京：新星，2007，頁 225-244［＝十一 無意識：佛洛伊

德］。 

13 0523 

人文主義的挑戰（4-1）：科技統治 

� Postman, Neil（尼爾‧波斯曼）／何道寬譯：科技奴隸。臺北市：博

雅，2010。 

○ 第二章 從工具時代到技術統治時代，頁 21-43； 

○ 第三章 從技術統治時代到技術壟斷時代，頁 45-63； 

○ 第四章 難以把握的世界，頁 65-81。 

14 0530 

人文主義的挑戰（4-2）：人工智慧與人類智慧 

� Brynjolfsson, Erik（布林優夫森）、McAfee, Andrew（麥克費）／齊若

蘭譯：第二次機器時代：智慧科技如何改變人類的工作、經濟與未來？

臺北市：遠見，2014。 

○ 第 6章 人工智慧與人類智慧，頁 119-127； 

○ 第 7章 成長的終結，還是延遲的豐收？頁 129-140； 

○ 第 8章 GDP無法衡量的事，頁 141-162； 

○ 第 9章 貧富落差，頁 163-188。 

15 0606 

人文主義的挑戰（4-3）：人文主義革命 

� Harari, Yuval Noah（哈拉瑞）／林俊宏譯：人類大命運：從智人到神

人。臺北市：遠見天下文化，2017。 



- 7 -

○ 第 6章 與「現代」的契約，頁 224-246； 

○ 第 7章 人文主義革命，頁 248-315。 

16 0613 

人文主義的挑戰（4-4）：科技人文主義 

� Harari, Yuval Noah（哈拉瑞）／林俊宏譯：人類大命運：從智人到神

人。臺北市：遠見天下文化，2017。 

○ 第 9章 自由主義大崩解，頁 346-395； 

○ 第 10章 新宗教：科技人文主義，頁 396-413。 

17 0620 綜合討論 

18 0627 【期末考週，停課】 

*** 

肆、 基本參考書目： 

� Bullock, Alan（亞倫‧布洛克）／董樂山譯：西方人文主義傳統。臺北市：究竟，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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