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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不少對社會科學感興趣的人，其實也包括一般學習文科的人，總會面臨這

樣的挑戰，那就是在讀文本時，不時會遭遇康德、黑格爾、觀念論、海德格、現象學、

尼采……，當然也會遠溯巴門尼德、亞里斯多德、新柏拉圖學派、托馬斯主義……面

對這樣的處境，通常我「安慰」學生的回應，不論是大學生還是研究生，就是「量力

而為」、「適而可止」。因為遇著一位這樣的思想大家，若要追根究柢，弄個水落石

出，往往因此陷入與該思想家的搏鬥糾纏中，難以重返來時路。但若繞道而行，跳過

不理，又覺心虛不踏實。這是有心讀書人的不安哪！ 

怎辦？難啊！是難！ 

癥結在於： 

這是台灣的大學教育眼界短淺，課程褊狹所致，說穿了，當是功利心態所驅使。

我們只在乎眼前現象的片面解釋，對於現象的生成緣由的追究，以及深層脈絡興趣，

顯得沒有耐心，只因為費神耗時，不能立竿見影。對待知識亦然，一方面，思想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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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繼受傳承被切割得支離破碎，康德是哲學系的，馬基維利是政治系的，亞當‧斯密

是經濟系的；另方面，只重當代，不顧歷史，遑論古典。更讓人搖頭的是，台灣歷史

僅稱四百年，這種自斷文化臍帶的獨斷，不知是蒙昧無知，還是另有所圖，都是悲哀！ 

在這樣短視以及政治正確的雙重扼殺下，社會學也就只是「現代」＋「台灣」的

社會學，以前的人事物早已入土，連陳列在博物館展示的機會也無。這麼說不會有失

公允吧：台灣社會學既不重哲學思想繼受（多少也無能吧！），也無視歷史脈絡作用

（多少也無心吧！），使得社會學的理論與經驗都侷限於「眼前」，窒息著這個學門

的深度與廣度。 

東海社會系還存在著一學期的必修課程「社會思想史」，恐怕是碩果僅存。但師

資缺乏，勉力撐持，早已奄奄一息了。 

台灣的學門分科既不強制，也不鼓勵兼修輔系，使得大學生只學一門所謂的專業

科目。對於對象皆為人群，界域重疊的人文社會學科來說，無疑畫地自限。尤其是社

會學門，更需要倚仗對於社會各分支領域的認識，方能以社會學觀點入手，例如政治

社會學、藝術社會學、環境社會學皆然。我一直這麼認為，我的學術養成也如此（哲

學與「憲法－社會－經濟史」），一個人文社會學科的大學生應該要修習輔系，至少

一門，最好兩門。只是這樣的要求，在追求速成速食的台灣社會，是奢望吧！ 

如上所述，我們進入某一門專業領域，往往就只在該領域中打轉。雖然學分要求

上有所謂的通識教育，但在大學裡，通識教育的名與實，我們都心裡有數。通識課程

的教學旨趣說得好聽是生動、有趣、簡單、易懂、有用。簡單地說，約莫就是營養學

分，非本科學分無關緊要的印象與心態吧！師生皆然，學校行政執事者更是如此。修

課人數要滿 50 人的大班上課，說得好聽是避免選不到課，實際上就是省錢！課程時間

則往往要避開系上必修主修課程。總之，通識教育的課程像是私生子或者庶出子女般

地被對待。也因此，我們只留意「專業」科目，對於非專業領域，或者並不直接相關

的專業領域之背景知識、學說承繼，只能自求多福。向學者到它系旁聽，有心人以讀

書會滋補。大部的學習者便視而不見，繞道而行。結果是，我們的專業只能是表面鍍

金的皮毛專業，無法經久深耕，遑論開花結果。晚近自教育部以降，連同各大學一窩

蜂地爭相倡議、提供跨域學習。這跨域學習也是在一種急功近利的心態下進行的教與

學，猶如要一位蔥燒煨麵的師傅和一位義大利麵的廚師聯手烹飪，看看能否迸出新滋

味。就當做是──好玩吧！嚴肅地說，炒冷飯的通識也好，趕時髦的跨域也罷，最關

鍵之處在於，對該通識／跨域課程的教與學，皆應以本科專業的心態及要求教與學。

給社會系的統計學不是比較簡單的統計學，那是羞辱社會學學習者的智商與能力；而

是社會學所需要的統計學，這才是統計學的社會應用。同樣的道理，通識／跨域課程

的藝術課程，不是比較簡單，作為休閒活動的聽音樂看電影，而是考察藝術與各面向

社會生活的相互作用。通識／跨域課程的教與學不能降低標準，誰要是打折扣，便是

瞧不起人／自取其辱，便是歧視／自我貶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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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思維邏輯，這一門課程──社會科學的哲學基礎──並

的 ，更不是一知半解，表面膚淺地學習與

認識各家學說；而是嘗試地理解、掌握 六家的思想學說，如何影響作用

於社會學的觀點思想理論。也就是說，本課程的重點不細究各學說的論證邏輯，而強

調思想旨趣；不鑽研各文本的字句註解，只在乎字裡行間對於社會科學──一種事實

科學──的意義與啟發。明白地說，就是 。

這個「所需」與「為用」皆源自於各門學科知識興趣與知識企圖的內在關聯。亦即，

本課程學習認識理解康黑尼胡海維，不是為了熟悉康黑尼胡海維各家，而是為了有助

於掌握社會科學的繼受緣由；不是為了認祖歸宗，而是瞭然己所從出；不是成為哲學

專家，而是對於社會科學自身的理解更為完整。例如韋伯的新教倫理學說，社會學者

不必然要像宗教學家考察教派教義的分歧緣由，但會思索路德天職說與喀爾文預選說

對於十六世紀歐洲人的心態作用；而經濟學門的知識興趣未必在於教義的社會心理意

涵，但至少會意識到做為行動導引的宗教倫理，如何對於經濟活動發生作用。 

當然，這樣的「區分」──不論就知識目的，還是學習過程──自非涇渭分明，

可以楚河漢界劃清分際，反而是籠統模糊，糾纏不清。也就是說，不存在也無此需求

一種專屬社會科學的哲學思想，以區別哲學專業的哲學思想。我們學習我們需要的哲

學，意謂著我們從我們的知識興趣掌握哲學思想。也因此，這一門課程不是簡易入門

的哲學課程，而是為社會學求索思想觀點的哲學課程。 

並且，社會科學要獲得其他學門的尊重，不被自然科學瞧不起不科學，不被認為

是哲學思想的殖民地，就必須自重。所謂自重便是學習統計時，就要像個統計學者；

學習哲學思想時，便要像個哲學家。千萬不要抱持著副業非本科、玩票次要的遊戲或

輕忽心態。 

總之，面對知識，當然包括哲學思想，並無正副主從的心態差異，亦無難易深淺

的內容區別，不同之處只在於 。 

* 

如前已述，本課程「僅」嘗試學習康德、黑格爾、尼采、胡塞爾、海德格、維根

斯坦等六大家。從古典到現當代社會理論，皆無法迴避這六位思想家。當然，影響社

會科學的哲學思想，不只此六家。這一門課程是一個嘗試，也是一個開始。嘗試如何

各取所需；開始於此六家，意謂著尚可繼續其餘各家，例如古希臘諸哲、笛卡兒、霍

布斯、啟蒙思想家（盧梭、蘇格蘭啟蒙學者）、新康德學派、狄爾泰、語言哲學（J. L. 

Austin, John Searle）、精神分析等遺珠。現實上，任何的安排都是在限制中的選擇。 

另一個說明關於認識各思想家文本的選擇，除了尼采、海德格兩位直面原典，其

餘四家皆擇取二手詮釋。主要的理由在於原著經典（例如《純粹理性批判》、《精神

現象學》）難以擇取相對完整篇章片段。或有一可能性，即本學期閱讀課程文本，下

學期閱讀原典。自然，亦可伴隨課程自行閱讀原典。不論如何，總盼著能夠殊途同歸，

亦即對於社會科學的哲學基礎之掌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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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課程評鑑以下列項目為依據，所列項目皆為修習本課程基本義務，亦即課

程參與者必須參與所有評鑑項目： 

 （40%）： 

 出席本課程為當然義務，亦不希望在場沉默聆聽，不發一語。冀盼踴躍發言，積

極參與討論，是訓練，也是要求。 

 （15%） 

1. 文本導讀以自選及協調方式依序輪流進行，導讀人需備妥書面綱要（約 1-2
頁即可），提供所有課程參與者參閱。 

2. 導讀請勿照本宣科，冗長唸稿朗讀，而是以講解闡述方式，梳理文本綱要，

提出 及 。

 

3. 導讀綱要之電子檔案亦請傳寄給所有課程參與者。 

◦ 檔案名稱格式：「導讀綱要-{xxxxxxxx 八位數日期}-{姓名}」 

◦ 範例：「導讀綱要-20190911-鄭志成」 

4. 導讀時間不宜超過 分鐘。 

 （35%）： 

課程參與者依每週所安排之進度仔細研讀，留意 、 、 、

，以及 與 ；並構思整理如下，以為課程參與討論之基礎： 

1. 重點（約 500 字）：針對每週閱讀文本扼要闡述旨趣及重點。 

2. 提問（約 500 字）：針對每週閱讀文本提出問題，並對此問題加以闡述。 

文本研讀提問於各週討論課前一日（星期二）以電子檔案傳寄至所有課程參與者，

並於上課當日繳交書面紙本予任課教師，恕不受理補交。 

◦ 檔案名稱格式：「memo-{xxxxxxxx 八位數日期}-{姓名}」 

◦ 範例：「memo-20190911-鄭志成」 

  

1. 課程參與者針對本學期閱讀及討論之哲學思想，自行構思課題，撰寫期末報

告。 

2. 對於期末報告議題是否合宜或不確定，請隨時與任課教師討論。 

3. 期中考後第一週（11 月 13 日）上課繳交初步構想； 

4. 期末作業格式同一般學術論文，以書面紙本形式繳交，期限為 2020 年 1 月

8 日。 

 課程閱讀文本請於開學後逕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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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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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2-1）：Kant (1724-1804) 

 Gardner, Sebastian（薩巴斯丁‧加納）／劉育兆譯：康德與《純粹理性批
判》。臺北市：五南，2009，頁 17-44［＝第一章：形上學的問題］；頁
45-69［＝第二章：對象的可能性］。 

3 0925 

康德（2-2）：Kant (1724-1804) 

 Gardner, Sebastian（薩巴斯丁‧加納，1960-）／劉育兆譯：康德與《純粹
理性批判》。臺北市：五南，2009，頁 71-85［＝第三章：先天綜合判斷
如何可能？（〈導論〉）］。 

4 1002 

黑格爾（2-1）：Hegel (1770-1831) 

 Taylor, Charles（查爾斯‧泰勒，1931-）／張國清、朱進東譯：黑格爾。
南京：譯林，2002，頁 191-225［＝第 4 章：意識辯證法］；頁 226-261
［＝第 5章：自我意識］。 

5 1009 

黑格爾（2-2）：Hegel (1770-1831) 

 Taylor, Charles（查爾斯‧泰勒，1931-）／張國清、朱進東譯：黑格爾。
南京：譯林，2002，頁 262-300［＝第 6 章：意識辯證法］；頁 301-325
［＝第 7章：通往實證宗教之途］；頁 326-337［＝第 8章：作為解釋性
辯證法的現象學］。 

6 1016 

尼采（3-1）：Nietzsche (1844-1900) 

 Nietzsche, Friedrich（尼采）／趙千帆譯：論道德的系譜：一本論戰著
作。新北市：大家，2017，頁 45-57［＝序言］；頁 59-103［＝第一篇：
「善和惡」，「好和壞」］。 

7 1023 

尼采（3-2）：Nietzsche (1844-1900) 

 Nietzsche, Friedrich（尼采）／趙千帆譯：論道德的系譜：一本論戰著
作。新北市：大家，2017，頁 105-162［＝第二篇：「虧欠」、「壞良
知」及與此相關者］。 

8 1030 

尼采（3-3）：Nietzsche (1844-1900) 

 Nietzsche, Friedrich（尼采）／趙千帆譯：論道德的系譜：一本論戰著
作。新北市：大家，2017，頁 163-257［＝第三篇：苦修理想意味著什
麼？］。 

9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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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爾（2-1）：Husserl (1859-1938) 

 Held, Klaus（克勞斯‧黑爾德，1936-）／倪良康譯：導言。收錄於
Husserl, Edmund（埃德蒙德‧胡塞爾）著／Held, Klaus（克勞斯‧黑爾
德）編／倪良康譯：現象學的方法（修訂本）。上海：上海譯文，2005，
頁 1-41。 

11 1120 

胡塞爾（2-2）：Husserl (1859-1938) 

 Held, Klaus（克勞斯‧黑爾德，1936-）／倪良康譯：導言。收錄於
Husserl, Edmund（埃德蒙德‧胡塞爾）著／Held, Klaus（克勞斯‧黑爾
德）編／倪良康、張廷國譯：生活世界現象學。上海：上海譯文，2002，
頁 1-45。 

12 1127 
海德格（2-1）：Heidegger (1889-1976) 

 Heidegger, Martin（海德格爾）／孫周興譯：論真理的本質。收錄於同作
者／同譯者：路標。北京：商務，2001，頁 205-233。 

13 1204 

海德格（2-2）：Heidegger (1889-1976) 

 Heidegger, Martin（海德格爾）／王慶節譯：形而上學的基本問題。收錄
於同作者／同譯者：形而上學導論（新譯本）。北京：商務，2015，頁
1-57。 

14 1211 

維根斯坦（2-1）：Wittgenstein (1889-1951) 

 Sluga, Hans（漢斯‧斯魯格，1939-）／張學廣譯：維特根斯坦。北京：
北京，2015，頁 64-93［＝第三章：語言的界限］；頁 94-126［＝第四
章：語言遊戲的驚人多樣性］。 

15 1218 

維根斯坦（2-2）：Wittgenstein (1889-1951) 

 Sluga, Hans（漢斯‧斯魯格，1939-）／張學廣譯：維特根斯坦。北京：
北京，2015，頁 127-158［＝第五章：家族多樣性］；頁 159-186［＝第
六章：我們不可綜覽的語法］。 

16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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