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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EA2150A 中國文化及其哲學（2017-18 下學期） 
本科網頁：http://www.hkshp.org/kp/philosophy.htm 

講者：劉桂標博士 

（電話：92155754，電郵：kwaipiu@i-cable.com，臉書：http://www.facebook.com/kwaipiu） 

 

一、 科目簡介 
內容將引介儒、道、佛三家的哲學思想，以瞭解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儒家之貢

獻在確立人極，肯定人的道德主體性；道家在明事變，上通道境；而佛家則明業

識，把握生命中的無明性。其他中國哲學思想如墨家、法家等亦會涉及。 
 
二、 學習成果 
1.認識中國傳統哲學的主要流派的核心思想和了解其與其他中國文化元素的關

連。 
2.把握中國哲學的歷史和文化背景。 
3.了解如何從傳統哲學思想掌握和欣賞中國文化。 
4.說明傳統哲學思想如何應用於分析和理解一些當代世界的文化和倫理問題。 
 
三、 課題 
 

單元 課題 日期 
1.概述 1. 中國哲學概述 1 月 
2. 儒家哲學 2a. 儒家的中心觀念 1 月 

2b. 孟子的性善論與民貴思想 2 月 
3. 道家哲學 3a. 道家的中心觀念 2 月 

3b. 莊子的逍遙無待之道 2 月 
4. 佛家哲學 4a. 佛教的中心觀念 3 月 

4b. 禪宗的教外別傳 3 月 
5. 墨家哲學 5. 墨子的兼愛說 3 月 
6. 法家哲學 6. 韓非子的法制思想 4 月 
 
四、 考核 
1. 學期末考試，以課堂所講內容為主，回答選擇題及長問題。（試題預習見最後

「附錄」一項）。（佔總分 70%） 
2. 4 月 7 日或之前在網上呈交中國哲學名篇閱讀報告一篇，字數在 1800 至 2200

之間，在指定閱讀中國哲學名篇中選其中一篇，內容主要為中心思想及讀書

心得兩部分（兩者約各佔一半篇幅左右或夾敍夾議方式），互相抄襲或或抄襲

他人者不得合格；報告在網上以檔案形式呈交中大「維誠」(VeriGuide)網頁，

不須交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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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課堂上作口頭報告，詳情見下項「課堂活動」。（佔總分 30%） 
 
五、 課堂活動 
3 月 14 日：課堂上由 3 位同學集體報告（每人 15 分鐘，共 45 分鐘）中國哲學

名篇「自然與名教：自由與道德」（牟宗三著《才性與玄理》第十章）；報告後全

班同學集體討論（約 20 分鐘）。 
4 月 4 日：課堂上由另外 3 位同學個別報告（每人 15 分鐘，共 45 分鐘），題目

為「中國哲學的生死觀」（可選擇儒家、道家、佛教或三家觀點）；報告後全班同

學集體討論（約 20 分鐘）。 
 
六、 指定閱讀中國哲學名篇 
1. 孟子告子上 

選自徐洪興著《孟子直解》（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2. 莊子逍遙遊 

選自方勇、陸永品著《莊子詮評》（巴蜀書社，1998） 
3. 壇經選讀 

選自王月清注評《六祖壇經》（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4. 墨子兼愛中 

選自李小龍譯注《墨子》（中華書局，2007） 
5. 韓非子五蠹 

選自張覺著《韓非子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七、 指定閱讀材料 
1. 牟宗三著《中國哲學十九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 勞思光著《新編中國哲學史》（三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3. 馮達文、郭齊勇主編《新編中國哲學史》（二冊）（人民出版社，2004） 
  著述 

單元   
牟著《中國哲學十九講》 勞著《新編中國哲學史》 馮郭著《新編中國哲學史》 

1 第一至三講 上卷序言,第一章 緒論 
2a 第四講 上卷第三章上 第一編第一章 
2b 第四講 上卷第三章下 第一編第四章 
3a 第五至七講 上卷第四章 第一編第二章 
3b 第五至七講 上卷第四章 第一編第五章 
4a 第十二至十七講 中卷第三章 第二編第六章 
4b 第十二至十七講 中卷第三章 第二編第七章 
5 ／ 上卷第五章 第一編第三章 
6 第八至九講 上卷第七章 第一編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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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課程參考資料 
本課程講者編訂了一份六百多頁的參考資料，選錄了中、港、台中國哲學著述中

與本課程相關的討論，資料只供參考，可於網上下載，路徑為： 
http://www.hkshp.org/kp/chi_phil/_reference2013-01.pdf 
 
九、 參考書目 
1.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研究室編《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共

六部）（中華書局，1984） 
2. 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選注《中國哲學史教學資料選輯》（上、

下冊）（中華書局，1981） 
3. 勞思光：《中國文化要義（新編）》（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 
4. 勞思光著《哲學淺說新編》（中大出版社，1998） 
5. 項維新、劉福增主編《中國哲學思想論集》（八冊）（水牛出版社，1988 再

版） 
6. 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開明書店） 
7. 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新編》（人民出版社，1999） 
8. ＊牟宗三著《心體與性體》（三冊）（正中書局，1969） 
9. ＊牟宗三著《從陸象山到劉蕺山》（學生書局，1979） 
10. ＊牟宗三著《才性與玄理》（學生書局，1983 修訂六版） 
11. ＊牟宗三著《佛性與般若》（學生書局，1982 修訂三版） 
12. ＊唐君毅著《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人生出版社，1966） 
13. ＊唐君毅著《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新亞研究所，1968） 
14. ＊唐君毅著《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三冊）（學生書局，1980 修訂四版） 
15. ＊唐君毅著《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二冊）（學生書局，1977） 
案：有＊者為艱深的哲學鉅著，只適宜深入研究之用。 
 

------------------ 

 

附錄：試題預習 

 

考試要求：以課堂所講內容為主，有選擇題及長問題。選擇題以理解關鍵概念為

主；長問題四題任答二題，部分問題自試題預習中出。二小時完卷。 
 
一 中國哲學概述 

1. 中國哲學有些什麼特質？試說明之。 

2. 試從內容與方法兩方面概述中國哲學的特質。 

 

二 中國主流哲學一：儒家哲學 

http://www.hkshp.org/kp/chi_phil/_reference2013-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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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儒家的中心觀念 

3. 儒家的仁與禮的觀念有什麼涵義？兩者有什麼關係？ 

4. 利益在孔孟的義利之辨觀點中的道德地位是什麼？你是否同意這種看法？

為什麼？ 

 

II 孟子的性善論及四端說 

5. 試說明和評論孟子的性善論。 

6. 孟子在工夫論方面有什麼主張？ 

 

三 中國主流哲學二：道家哲學 

I 道家的中心觀念 

7. 試說明老子的「自然、無為」及莊子的「逍遙」、「無待」觀念的涵義及它們

之間的關係。 

8. 《莊子‧逍遙遊》中通過一系列的人物和對象表示出逍遙、無待的人生境界，

請說明之。 

 

II 莊子的逍遙無待之道 

9. 試說明莊子如何通過去除人生的種種束縛而實現自由的精神。 

10. 莊子叫人要擺脫經驗知識的束縛是否要否定經驗知識？為什麼？試以具體

事例加以說明。 

 

四 中國主流哲學三：佛家哲學 

I 佛教的中心觀念 

11. 試說明佛學的「緣起性空」、「般若」及「佛性」等中心觀念。 

12. 一般人認為人生有苦有樂，但佛教卻認為眾生皆苦。為什麼？試依「緣起性

空」、「三法印」與「八苦」等觀念加以說明。 

 

II 慧能的教外別傳 

13. 有人將禪宗的宗旨概括為「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四

句，試說明之。 

14. 請詳細解釋禪宗的方法論和工夫論。 

 

五 墨子與墨家哲學 

15. 墨子主張「兼相愛，交相利」，試詳言其觀點。 

16. 墨子所講的兼愛是什麼意思？這種觀點與儒家所講的等差之愛有沒有根本

的矛盾？ 

 

六 韓非子與法家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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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韓非子的的中心哲學主張是什麼？試從現代政治觀點看其不足之處。 

18. 韓非子對法的觀念十分重視，他的觀點是合就是現代的法治思想？ 

 

七 綜合 

19. 儒家講道德，道家講自由，兩者有沒有矛盾衝突？為什麼？ 

20. 價值主體是什麼意思？儒家、道家和佛教講價值主體的主要分別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