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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5511 儒學專題：孟子、朱子與王陽明 
Topics in Confucianism:  

Mencius, Zhu Xi and Wang Yangming 
 

Course Outline 
 

Mode of Teaching: Face-to-face Teaching (面授) 

Term: 2022-23 Term 2 (2022-23 學年第 2 學期) 

Time：Thursday (周四) 18:30 – 21:30 

      

 Location：WMY 502  

    

 

課程簡介 

 

本課程旨在深入探討儒家哲學，分別以孟子、朱子和王陽明作為先秦儒學、宋

代儒學與明代儒學的代表，探討儒家哲學思想的發展史。本課程將涉及儒家的人生

哲學和倫理學論證，以及儒家對道德意識、道德知識、自我修養和人性等論題的思

考。本課程還將探討儒家與道家、佛教、墨家等學派之間的互動。 

 

課業要求 
 

學員須輪流作報告及參與討論，此部分佔總成績 30%。  

學員須於期中呈交一篇習作（不多於二千字），佔總成績 20%。  

最後學員須呈交一篇期終論文（不少於五千字），佔總成績 50%。 
 

Grade Descriptor 

Please refer to: http://phil.arts.cuhk.edu.hk/~phidept/UG/Grade_descriptors.pdf 
 

Details of course website 

Relevant announcements and course documents will be posted on Blackboard. 

http://phil.arts.cuhk.edu.hk/%7Ephidept/UG/Grade_descripto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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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孟子參考文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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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09。 [入門首選書籍] 

3. 劉寶楠：《論語正義》（全二冊），中華書局，1990。 

4. 楊樹達：《論語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 程樹德，《論語集釋》，中華書局，1990。 

6. 楊逢彬：《論語新注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7. 楊伯峻：《孟子譯注》，中华书局，2005。 [入門首選書籍] 

8. 焦循：《孟子正義》(全二冊) ，中華書局，1987。 

9. 楊逢彬：《孟子新注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 
朱子參考文獻 

10. 黎靖德 編：《朱子語類》（全八冊），中華書局，1986。[入門首選其中前兩冊] 

11. 徐時儀 楊艷 匯校：《朱子語類匯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2. 朱傑人 等主編：《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3. 陳榮捷：《近思錄詳註集評》， 學生書局， 1992。[入門首選書籍] 

14. 陸九淵：《陸九淵集》，中華書局，2008。 

15.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正中書局, 1968。 

16.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學生書局，2004。 

17. 錢穆：《朱子新學案》，（全 5 冊），台北：聯經，1994。 

18.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0。 

19. 陳來：《宋明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入門首選書籍] 
王陽明參考文獻 

20. 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台灣學生書局，1992。[入門首選書籍] 

21. 鄧艾民：《傳習錄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2. 吳震：《傳習錄精讀》，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23. 吳震：《朱子學與陽明學：宋明理學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 年。 

24.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 《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8 冊，臺北市：聯經，

2003。 

25.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1997。 

26. 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27. 陳立勝：《王陽明萬物一體論：從「身-體」的立場看（修訂版）》，北京燕山出

版社，2018。 

28. 陳立勝：《入聖之機：王陽明致良知工夫論研究》，三聯書店，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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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鄭宗義：《明清儒學轉型探析：從劉蕺山到戴東原》，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增

訂本。 

30. 耿寧：《人生第一等事：王陽明及其後學論「致良知」》，商務印書館，2014。 

31. 鄭澤綿：《誠意關——從朱子晚年到王陽明的哲學史重構》，人民出版社，2022。 
 

 

Course schedule 

Week Topics 

第 1 周（1 月 12 日） 孟子基本義理：人性論 

第 2 周（1 月 19 日） 孟子基本義理：工夫論、政治思想 

第 3 周（1 月 26 日）

春節放假不上課 
 

第 4 周（2 月 2 日） 孟子研究前沿：「天下之言性」章詮釋 

第 5 周（2 月 9 日） 北宋五子與朱子 

第 6 周（2 月 16 日） Tutorial: 第一次導修課 

第 7 周（2 月 23 日） 朱子基本義理：朱子的理氣論、心統性情論 

第 8 周（3 月 2 日） 朱子基本義理：朱陸之爭 

第 9 周（3 月 9 日） Tutorial: 第二次導修課 

第 10 周（3 月 16 日） 朱子研究前沿：朱子晚年誠意思想 

第 11 周（3 月 23 日） 陽明基本義理：王陽明的「知行合一」 

第 12 周（3 月 30 日） 陽明基本義理：「心即理」、「心外無物」與「四句教」 

第 13 周（4 月 6 日） Tutorial: 第三次導修課 

第 14 周（4 月 13 日） 陽明學研究前沿：王陽明良知見知說與儒家時間意識的突破 

第 15 周（4 月 20 日） Tutorial: 第四次導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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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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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