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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問存在：生活者孟東籬  
Spring, 2018 

Monday 18:1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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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教師：黃崇憲  

上課時間：星期一 18:10-21:00 

授課教室：SS304 

聯絡電話：04-23590121轉 36313 

電子郵件：momo@thu.edu.tw  

辦 公 室：SS539 

約見時間/地點：週二早上 7:30-8:30／東海大學伯朗咖啡館（請事先約定） 

 

v 課程簡介  
 

這是一門「談心」的課，因此必須以小班討論課（seminar）的方式進行，

最理想的上課人數是 15 到 20 人，所以在課程設計上有相關規定及篩選門檻之

機制如下： 

一、第一週上課未到者，視同棄選，也不接受加選。 

二、本課程不開放旁聽。 

三、本課程是 reading-intensive 及 memo-centred 之課程設計，包括整學期要讀

七本書，每週須繳交 1,000-1,500 字左右之心得分享，並在課堂上口頭報告，

乃屬非常吃重之選修課，請同學們務必審慎考慮是否每週能投入七至十個

小時細讀文本與認真書寫 memo。修課同學需有強烈的學習動機，非誠者

勿試。上課態度怠慢輕忽者，將不假辭色，並立即要求自動退選。容

我直白地說，本課程為選修課，大家都可以行使自由意志，同學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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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適宜的課程，為了顧及我預期的課程品質，我也在篩選與課者。  

四、承上，第二週上課時修課同學需繳交第一份作業，內容如下： 

（1）成長過程中，有何「個人困擾」（Personal Trouble，C. Wright Mills的

用語）？ 

（2）影響你最深的人、事、物？ 

（3）闡述對生命意義與人終將一死之思索 

（4）有何人生之終極關懷？ 

（5）並回答「何謂人文素養」？ 

（6）最後，對本課程的期待或讀完課綱之後對課程進行方式有何建議？（對

此問題請多著墨，勿聊備一格、敷衍以對，同學們可參照過去的學習經

驗，具體回答） 

文長約 3,000 字到 4,000 字，未繳交者不得選修本課程。因為此作業的

主題與本課程之核心關懷與基調高度相關，可當成試金石與自我檢驗是否

適宜選修。此作業在第二周上課繳交，並準備 5 分鐘精簡的口頭報告，每

位修課同學都需要發言，因為心得分享與論述表達能力之訓練，也是本課

程非常重要的部分。授課老師也可藉由此分享進一步了解同學，此作業可

視同本課程整備隊伍出發之起點。 

五、第二份作業請於 6/25 前繳交，本作業之基調可寬泛定位為本課程之學習心

得，同學們可自由發揮。文長約 3,000 至 4,000 字，不得少於 1,500 字，但

一定要涵括不可或缺的面向如下： 

（1）魏劉邵著有《人物志》，為中國品評人物的開山之作。品鑒人物實難，

但知人論事卻是我們一生必修的功課。透過本學期對孟東籬小全集式

之閱讀，你非常主觀地（請勿四平八穩式的人云亦云與中規中矩）品

評孟東籬這個人。下筆前與行文中，反思性的推敲自己品評人物的標

準，才是真正的重點。對孟東籬的褒貶、笑罵、讚嘆，皆可直抒胸臆。

孟東籬一生力求說真話，掂點斤兩，此部分為本課程之主要學習目標。 

（2）也歡迎同學們對整學期的課程評論、建議與感想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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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孟祥森，筆名孟東籬，1937 年生於中國河北省，1948 年來台，就讀鳳山誠

正小學，1957 年考上高雄中學，後進入台灣大學哲學系、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

畢業。曾任教於台灣大學、世界新專、花蓮師專。 

自 1967 年到 2005 年止，孟祥森先後翻譯《齊克果日記》、《沉思錄》、

《異鄉人》、《如果麥子不死》等西洋文、史、哲、心理、宗教書籍共計約八

十二本，譯作品質與數量為當代少見。 

早年以漆木朵為筆名，發表《幻日手記》、《耶穌之繭》。1983 年起，轉

向生活札記體寫作。共計出版《萬蟬集》、《濱海茅屋札記》、《野地百合》、

《念流》等十七本自然及禪學著作。 

曾在花蓮鹽寮海邊築茅屋而居，被認為是台灣實踐環保生活的作家代表。

孟祥森一生特立獨行，具體履行其倡導的愛生哲學，蔣勳曾以「第一個，或許

也是唯一一個——台灣在生活裡完成自己的哲學家」稱之。 

1997年，移居台北陽明山平等里磚屋。2009年 9月，罹患肺腺癌辭世，享

年 72 歲；「那花，就那樣兀自開著」，是孟東籬為自己一生，所下的最後註腳。 

 

v 課程主旨  
 

本課程透過對孟東籬的小全集式閱讀，深入探討生而為人活著之存在感、

日常生活之「活在當下」、愛慾之纏縛與糾葛、生死大哉問之奧義、及如何活

出精彩的自我方能不枉此生。 

再者，本課程是向孟東籬致意之深情回眸，年逾花甲之年，想對影響自己

一生重要的人鄭重道謝，感念從輕狂的慘綠年少一路走來的陪伴與相知相惜。 

就像希臘人發明悲劇，羅馬人創立了書信體，文藝復興開啟了十四行詩，

工業革命帶來小說的興起，在我們這個忙與盲、大家都嫁給了工作的時代中，

孟東籬留下了粒粒珍珠般的生活札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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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東籬的作品大都以生活札記的方式呈現，文學就是他的生活，他的心。

他直掬生活之水，感知其冷暖，並加以記錄。孟東籬的文學，就是他一顆誠摯

純樸心靈的投影和寫真。在文字的背後，我們可以感到他的心跳、脈動、和溫

暖。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既雍容大度、又質樸的聲音。在他的書寫中，我們的

心和他的心，素面相見。 

 

v 課程進行方式及要求  
 

將視修課同學的人數進行必要機動調整。 

（1）每週上課將先由同學分享 issue memo（文長約 1,500字），每人 3至 5分

鐘。 

（2）由小組同學 1至 2人認領導讀，在課堂上報告。報告內容做成 PPT，導讀

時請勿照本宣科及唸稿，而是以講解、闡述方式提出小組之閱讀心得、評

論與提問。 

（3）小組報告完後，即開放全班問題討論。 

（4）本課程整學期以討論課（seminar）的方式進行，因此是一門以學習者中

心（learner-centered）為導向之課程設計。每位同學務必做好課程之「積

極公民」。 

 

v 評分標準  
 

本學期評分的依據如下： 

評分項目  評分比重  

課堂口頭報告 20% 

Issue Memos 50% 

作業 I & II  30% 
**相關規定與要求將在課堂中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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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指定閱讀書目  
 

² 「孟祥森／孟東籬作品精選集」： 

（此作品精選集，共七冊，定價 2,250 元，授課者已取得水牛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羅文嘉先生慨然相允，以作者價六折 1,350 元之友情價提供同學研

讀學習之用） 

孟祥森，2014，《萬蟬集》。台北：水牛文化。 

孟祥森，2014，《濱海茅屋札記》。台北：水牛文化。 

孟祥森，2014，《野地百合》。台北：水牛文化。 

孟祥森，2014，《素面相見》。台北：水牛文化。 

孟祥森，2014，《念流》。台北：水牛文化。 

孟祥森，2014，《那花兀自開著：宇宙戀人孟祥森》。台北：水牛文化。 

孟祥森，2014，《愛渴：孟東籬最後日記》。台北：水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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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課程進度與主題  
 

Week 1      
02/26 l 課程簡介：課程結構、授課方式與評分標準的說明講解  

Week 2 
03/05 

生命視閾之分享與融合：繳交作業 I及口頭報告  

² 繳交作業 I。未繳交者不得選修本課程。 

Week 3 
03/12 l 孟祥森，2014，《萬蟬集》。台北：水牛文化。 

Week 4 
03/19 l 孟祥森，2014，《濱海茅屋札記》。台北：水牛文化。頁 1-145。 

Week 5 
03/26 

l 孟祥森，2014，《濱海茅屋札記》。台北：水牛文化。頁 146-
285。 

Week 6 
04/02 l 孟祥森，2014，《野地百合》。台北：水牛文化。頁 1-132。 

Week 7 
04/09 l 孟祥森，2014，《野地百合》。台北：水牛文化。頁 133-265。 

Week 8 
04/16 

「相思林講座」  
講題：從慘綠年少到備課漢 

講者：黃崇憲 
時間：19:00-21:00 
地點：SS102 

² 本周上課配合相思林講座課程，由授課者進行專題講演。 

Week 9 
04/23 期中考週  

Week 10 
04/30 l 孟祥森，2014，《素面相見》。台北：水牛文化。 

Week 11 
05/07 

紀錄片播映  
人性聖稜線的走索者：孟東籬  

l 孟祥森，2014，《念流》。台北：水牛文化。 

Week 12 
05/14 

l 本週上課彈性調整為參加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在 2018年 5月 18

日（五）舉辦的第五屆藝術社會學研討會。 

本研討會以「文學與社會」為主題，目前構思議題列舉如下： 

（請參見：http://soc.thu.edu.tw/news/201712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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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論探究：文學理論與文學研究中的社會學轉

向、社會學式的文學分析、社會學方法如何可能從事文學研究？ 

○ 文學界的社會學探索：文學場域、文學世代研究、文學生產、傳播

與消費、出版業研究、文學獎與文藝價值標準評析。 

○ 文學家個案研究：作為社會存有的文學家、文學家的出身、社會網

絡與作品分析。 

○ 文藝作品的社會意涵：文學中的社會性、世界觀、文學的社會角色

與社會作用。 

○ 社會衝突與文學論戰：文壇論戰中的集體議題、文學論點之爭與價

值分化。 

○ 讀者研究：文藝的社會接受、文學與公眾、閱讀的社會學與心理

學、文學銷售量與排名、作者已死、讀者再創作的歡愉

(jouissance)。 

○ 文學翻譯、改編與文化轉譯：文學作品翻譯的入境隨俗和因地制

宜、不同譯本的比較研究，文學作品改編成其他藝術形式的意義

遷徙。 

○ 文學批判的再批判：文學評論的意識形態解析、文學批評中的論述

分析。 
○ 以社會學取徑進行的廣義文本分析。 

Week 13 
05/21 

l 孟祥森，2014，《愛渴：孟東籬最後日記》。台北：水牛文化。頁
1-151。 

Week 14 
05/28 

l 孟祥森，2014，《愛渴：孟東籬最後日記》。台北：水牛文化。頁
152-295。 

Week 15 
06/04 

l 孟祥森，2014，《那花兀自開著：宇宙戀人孟祥森》。台北：水牛
文化。頁 1-160。 

Week 16 
06/11 

l 孟祥森，2014，《那花兀自開著：宇宙戀人孟祥森》。台北：水牛
文化。頁 161-319。 

Week 17 
06/18 端午節假期  

Week 18 
06/25 

期末考週  

² 繳交作業 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