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2301
中國／東方哲學原典導讀（《朱子語類》
）
Guided Studies in Chinese/Eastern Philosophical Classics

Course Outline
教學模式：待定
時間 Time：周四 H 3:30am-5:15pm

地點 Location：

SC L5
SC L5

周四 H 5:30pm-6:15pm（tutorial）
授課語言：普通話
（課堂討論歡迎廣東話、普通話與英語）

Course overview (as shown on CUSIS)
本科以小組討論形式指導學生研讀中國或東方哲學名著，討論由該名著引發的詮釋
問題與哲學問題。研讀內容由授課老師決定。學生最多可修讀教授不同課題的相同
科目及取得相關學分兩次。
Learning outcomes (as shown on CUSIS)
1. 理解哲學經典的歷史和文化背景。
2. 閱讀和詮釋文本，分析其內容，發現哲學問題，評價其論證。
Topic
本課程集中閱讀《朱子語類》，課題包括：理氣、太極陰陽、心性情、知行觀、居
敬窮理、朱陸之爭、儒佛互動、四書詮釋學等，詳情參考課程表每周內容。
Learning activities
Assessment scheme
Task nature
Essays
Presentation

Description
Weight
第八周：提交 800 字讀書一篇，分數佔比為 20%
70%
期 末：提交課程論文一篇，4000 字左右，分數佔比為 50%
導 修：本課程設有三次導修課，導修課的報告和討論的
30%
分數佔比為 30%

備用考覈方案：由於本課程不設期終考試，導修課與論文寫作都可以遠程 online
完成，因此無須備用方案。
Grade Descriptor
Please refer to: http://phil.arts.cuhk.edu.hk/~phidept/UG/Grade_descripto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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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ed learning resources

黎靖德 編：《朱子語類》（全八冊）
，中華書局，1986。
徐時儀 楊艷 匯校：《朱子語類匯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
朱傑人 等主編：《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周敦頤：《周敦頤集》，中華書局，2009。
張載：《張載集》，中華書局，2012。
程顥、程頤：《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
陳榮捷：《近思錄詳註集評》， 學生書局， 1992。
陸九淵：《陸九淵集》，中華書局，2008。
[清] 黃宗羲原著 / [清] 全祖望 補修：《宋元學案》（全四冊），中華書局，1986。
陳榮捷：《傳習錄詳註集評》，學生書局，1983。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正中書局, 1968。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
，學生書局，2004。
錢穆：《朱子新學案》，（全 5 冊）
，台北：聯經，1994。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0。
陳來：《宋明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Course schedule：

周

日期

網上 / 面授

內容與閱讀材料

1

Jan 14

待定

《語類》卷一：理氣上

2

Jan 21

待定

《語類》卷二：理氣下

3

Jan 28

待定

《語類》
，卷四：性理一：人物之性、氣禀之性

4

Feb 4

待定

《語類》卷五：性理二：性情心意等名義

5

Feb 11 春節假

待定

6

Feb 18

7

Feb 25

待定

《語類》卷七至十三：
（關於工夫論）

8

Mar 4

待定

導修課

9

Mar 11

待定

《語類》卷十六：釋《大學》三綱領八條目

10

Mar 18

待定

《語類》卷九十五：程子之書一

11

Mar 25

待定

導修課

12

Apr 1 閱讀周

13

Apr 8

14

Apr 15

待定

《語類》卷 126：釋氏

15

Apr 22

待定

導修課

《語類》卷六：仁義禮智等名義

《語類》卷 124：陸子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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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s of course website

Contact details for teacher(s) or TA(s)
Teacher
Name:

Zheng Zemian

Office location:

Room 424A, Fung King Hey Building

Telephone:

3943 7154

Email:

zemianzheng@cuhk.edu.hk

TA
Name:
Office location:
Telephone:
Email:

Academic honesty and plagiarism
Attention is drawn to University policy and regulations on honesty in academic work, and to the
disciplinary guidelines and procedures applicable to breaches of such policy and regulations. Details may
be found at http://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
With each assignment, students will be required to submit a signed declaration that they are aware of these
policies, regulations, guidelines and procedures. For group projects, all students of the same group should
be asked to sign the declaration.
For assignments in the form of a computer-generated document that is principally text-based and
submitted via VeriGuide, the statement, in the form of a receipt, will be issued by the system upon
students’ uploading of the soft copy of the assignment. Assignments without the receipt will not be graded
by teachers. Only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assignment should be submitted via Veri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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