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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3111 

先秦儒家哲學 Pre-Qin Confucian Philosophy 

 

課程大綱 Course Outline (tentative) 

 

教學模式（Mode of Teaching）: 待定 TBC 

時間（Time）：周二 T 9:30am-11:15am 

           11:30am-12:15pm (tutorial) 

授課語言：普通話 

（課堂討論歡迎廣東話、普通話與英語） 

 地點 Location： KKB 101 

KKB 101 

Course overview 

本科通過研讀先秦儒家的典籍如《論語》、《孟子》、《荀子》等，探究先秦儒家

的哲學思想及其發展。 

給主修生的建議：於第二修業學年或以上修讀。 

Learning outcomes 

1. 理解先秦儒家哲學的主要觀念與理論； 

2. 閱讀和詮釋課程相關文獻； 

3. 反思先秦儒家哲學對現代世界的意義； 

4. 能參與批判性的討論，在儒家哲學領域提出和論述自己的見解。 

Topics 

    本課程重點閱讀《論語》、《孟子》和《荀子》，適當結合《禮記》與出土文獻

展開討論，引導學生熟悉經典，既初步了解傳統注疏，又掌握現代的研究方法，深

入理解相關哲學話題。每周主題請參考日程表。 

Learning activities  

Assessment scheme  

Task nature Description Weight 

Essays 
第八周：提交 800字小論文一篇，分數佔比為 20% 

期  末：提交課程論文一篇，4000字左右，分數佔比為 50% 
70% 

Presentation 
導  修：本課程設有三次導修課，導修課的報告和討論的

分數佔比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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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hil.arts.cuhk.edu.hk/~phidept/UG/Grade_descripto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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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ed learning resources 

一、《論語》《孟子》《荀子》的注釋本：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最經典、哲學性最強，值得收藏] 

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09。 [入門首選書籍] 

劉寶楠：《論語正義》（全二冊），中華書局，1990。 

楊樹達：《論語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程樹德，《論語集釋》，中華書局，1990。 

楊逢彬：《論語新注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楊伯峻：《孟子譯注》，中华书局，2005。 [入門首選書籍] 

焦循：《孟子正義》(全二冊) ，中華書局，1987。 

楊逢彬：《孟子新注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 

王天海：《荀子校釋》（全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入門首選書籍] 

王先謙：《荀子集解》， 中華書局，1988。 

 

二、現代學術參考文獻：請見下列表格中的每周建議閱讀材料（suggested reading）。建議

閱讀材料僅供參考，學生在上課前，可選讀一兩種材料，為預習之用。 

 

Course schedule： 

周 日期 網
上 

/ 

面
授 

內容 Suggested reading 

 

1 Jan 12 待

定 

先秦儒學概述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導論下：孔子所

承中國人文之道 

唐君毅：《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第一部 壹 中國人文

精神之發展 第（一）至（三）節 

第五部 拾伍 宗教信仰與現代中國文化（上）——世界

宗教之價值及其衝突之銷融 

拾陸 宗教信仰與現代中國文化（下）——儒家之宗教

精神 

2 Jan 19 待

定 

孔子論仁、德與

禮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第一、二章 孔子

之仁道（上）、（下） 

鄭開：《德禮之間：前諸子時期的思想史》，第 5章 文

化視野：從文化模式與精神氣質的角度看 第三節 政治

理念 （關於德與天命、革命、哲命），頁 265-282。 

3 Jan 26 待

定 

孔孟論仁、勇與

命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第十六章原命上：

先秦天命思想之发展 

鄭澤綿：<老子的“慈故能勇”與孔子的“仁者必有勇”──

德性倫理學上儒道二家的會通與差異> ，《道家文化研

究》2018年, 第 31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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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泽绵：<正命與復命——再論德性倫理學上的儒道會

通>，《道家文化研究》，2020年，第 34輯。 

4 Feb 2 待

定 

《論語》、《孟

子》、《禮記》、

《荀子》中的誠

與信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第二十一章 《中

庸》之誠道 

佐藤將之：〈戰國時代「誠」概念的形成與意義：以《孟

子》、《莊子》、《呂氏春秋》為中心〉，《清華學報》

2005年，35期2號 

5 Feb 9 待

定 

克己復禮與慎

獨 

黃俊傑：<孔子「克己復禮為仁」說與東亞儒者的詮釋>,

《外國問題研究》 2017年 01期 ( 2017/06) , 4-29。 

戴璉璋：《儒家慎獨說的解讀》，《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二十三期 2003 年 9 月，頁 211∼ 234。 

陳來：<“慎独”与帛书《五行》思想> ,《中國哲學史》，

2008年 01期，第 5-12页。 

6 Feb 16

春節假 

   

7 Feb 23 待

定 

孟子人性論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第一章：中国人

性观之方向与春秋时代之对德言性，孔子 之對習言性、

告子之即生言性與孟子之即心言性 

牟宗三：《圓善論》，《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22冊，臺

北：聯經，2003年，第一章 基本的原理 <告子篇上>

疏解，頁 1-55. 

A.C.Graham, “The Background of the Mencian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n A. C. Graham. 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 Albany: SUNY 

Press, 1990, pp. 7-66. 

Kwong-loi Shun, Mencius and Early Chinese Though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6.3 “Hsing is Good,” 

pp.210-223. 

劉述先：<孟子心性論的再反思>，《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4(2), 1994，頁 1-14。 

8 Mar 2 待

定 

導修課  

9 Mar 9 待

定 

孟子、《管子》

四篇與出土文

獻中的心、意、

志、氣 

李明輝：<孟子知言養氣的義理結構>,見《孟子重探》，

臺北：聯經，2001，頁 1-40。 

陳鼓應：<《管子》四篇的道論>, <《管子》四篇的心學

與氣論>, 見《管子四篇詮釋》，頁 28-54。 

李零：《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附錄<郭店楚簡校讀記>

之二 <性自命出> 

鄭澤綿：<告子思想淵源考>，《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

科版），2013年，第 66卷第１期，頁 36-42。 

10 Mar 16 待

定 

《荀子》中的

心、性、情、欲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第二章：莊子之

復心言性、荀子之對心言性與《中庸》之即性言心 

鄭澤綿：<荀子論欲望與人的自我轉化──性、情與欲

的道德心理學詮釋> ，《哲學評論》2014年 4月。 

11 Mar 23 待

定 

導修課  

12 Mar 30    



 4 

閱讀周 

13 Apr 6 

假日 

   

14 Apr 13 待

定 

《禮記》、《荀

子》中的身體、

禮樂與習俗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第十三-十五章：

荀子之成人文統類之道（上）（中）（下） 

第二十二章 《禮記》中之禮樂之道與天地之道（上） 

第二十三章 《禮記》中之禮樂之道與天地之道（下）

並論《孝經》之孝道 

楊儒賓：《儒家身體觀》（臺北：中國文哲研究所，1999

年），第六章 德之行與德之氣 

15 Apr 20 待

定 

導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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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
http://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p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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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eachers. Only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assignment should be submitted via VeriGui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