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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申請表 



東吳大學教學精進補助計畫課程結合實務補助案申請表 

執行單位 哲學系 計畫聯絡人 
姓名：胡儀婷 

分機：6212  e-mail：ilgur@scu.edu.tw 

執行期間  105 年 2 月 1 日至 105 年 6 月 30 日 

申請內容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規劃活動內容 

(請說明活動執行方式、及預計

辦理時間) 

預期效益 

(請說明與教學目標之關

聯性與預期達成程度) 

預計參

與學生

數 

所需

經費 

哲學與創意 

 

□網路課程 

實體課程 

莊文瑞 為配合學校校務發展計畫

規劃總結性課程，並在 104

學年度規劃「哲學與創

意」、「符號學與文化行

銷」課程做為總結性課程

前導課程，以「哲學與創

意」課程建立業師群組，

邀請業界講師至課堂授

課，教授創意之研發。再

安排於其他時間邀請系友

至校進行創意相關主題之

演講或諮詢 

一、執行內容： 

本系高達八成至九成的畢

業生，於畢業後隨即進入

就業市場，必須將所學轉

為職能，以利尋求未來的

工作機會。本系規劃深度

結合業界職能之課程實屬

必要，並善加利用業界系

友資源投注學生之教育訓

練。此課程需要經費投入

用以提升哲學教學的實用

品質，並促進哲學系學生

的學習成效。希望透過教

學改進計畫，務實且有效

地增進哲學系學生的就業

力，希望能達成三項目

標： 

1.強化哲學知識的應用與

創新，以期學用合一。 

2.善用社會資源與系友力

量，學習職場寶貴經驗。 

本系為配合開設總

結性課程，先行開

設本課程檢視學生

哲學應用與創意思

考的能力。 

創意意味著新奇，

具有創意的想法，

包括了生產、製作

出不同於既存的新

奇事物。哲學討論

的某些洞見指出，

創意是一項創造活

動，甚至遠超過單

純的新奇。本課程

提供機會並藉由一

些職場經驗分享，

思索討論創意與主

體自由之關係。在

「哲學與創意」課

程中有系統的推出

系列主題，邀請 3～

4位業師開設群組課

程，另再搭配「符

號學與文化行銷」

課程的講授，培養

學生就業職能，我

們的目標是：為

「哲學」尋求一個

屬於自己的「創

意」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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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合產業專家充實教學

內容，增進學生就業力。 

二、具體實施方法 

本系擬申請教學改進計畫

經費補助，在現有課程中

強化哲學職場的實用價

值，邀請業師或本系在職

場中表現優異並具有代表

性的系友至課堂開設群組

課程，給予學生最貼近所

學的相關建議。另再搭配

「符號學與文化行銷」、

「符號與敘事」等文化創

意課程進行教學改進。 

希望藉由相關課程的相互

配合，實質地幫助學生掌

握就業的先機，增進學生

自信心，藉由課程改進計

畫之實施，於 105學年度

規劃本系總結性課程。最

主要作法是利用「哲學與

創意」課程，推出一系列

工作坊課群，加強學生職

場職能訓練，使學生與業

界的連結更加緊密。 

（擬邀請之講者待通過審

查後邀請，多數為本系於

業界表現優異之系友。） 

(若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注意事項： 

1.申請經費明細請至作業平台填寫，本表請填列各活動預估經費總額，俾利審查。 

2.於課堂上邀請校外專家學者蒞班授課之費用為講座鐘點費，每學期一門課以 5次為編列上限，且

該堂課授課教師需在課堂協同教學。 

3.若屬演講、授課類型之活動，活動內容欄位請說明預計邀請講者姓名並概述講題內容。若屬校外

參訪見習，請說明預計參訪地點與內容。 



 

 

 

 

 

 

 

 

二、成果報告表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東吳大學教學精進補助計畫 

課程結合實務課程成果報告表 

執行單位 哲學系 
計畫聯絡

人 

姓名：胡儀婷 

分機：6212 e-mail：ilgur@scu.edu.tw 

計畫名稱 哲學創意與文化行銷教學精進補助計畫 

執行期間  105年 2 月 1 日至 105 年 6 月 30 日 

申請內容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執行內容 

效益說明 

(請說明與教學目標之關聯性及

實際達成程度) 

實際參與

學生數 

 

 

是否為網路課程 

□是否 

莊文瑞 一、執行內容： 

本系高達八成至九成的

畢業生，於畢業後隨即

進入就業市場，必須將

所學轉為職能，以利尋

求未來的工作機會。本

系規劃深度結合業界職

能之課程實屬必要，並

善加利用業界系友資源

投注學生之教育訓練。

此課程需要經費投入用

以提升哲學教學的實用

品質，並促進哲學系學

生的學習成效。希望透

過教學改進計畫，務實

且有效地增進哲學系學

生的就業力，希望能達

成三項目標： 

1.強化哲學知識的應用

與創新，以期學用合

一。 

2.善用社會資源與系友

力量，學習職場寶貴經

驗。 

3.結合產業專家充實教

學內容，增進學生就業

力。 

二、具體實施方法 

本系擬申請教學改進計

畫經費補助，在現有課

配合學系於 108學年度正

式開設總結性課程，先行

規劃前置課程。 

本課程檢視同學哲學應用

與創意思考的能力，創意

意味著新奇。具有創意的

想法，包括了生產、製作

出不同於既存的新奇事

物。哲學討論的某些洞見

指出，創意是一項創造活

動，甚至遠超過單純的新

奇。在一項設計或一項產

品中，有創意的創作者冀

望保持並且提升主體的主

動性和自由。藉由一些職

場經驗分享，本課程也提

供機會思索討論創意與主

體自由之關係。 

實際執行時另搭配、「符號

學與文化行銷」、「東亞儒

學與企業倫理」課程做為

總結性課程前導課程，並

以多年的教學改進計畫所

建立的業師群組進行授課

演講，教授哲學之於創意

研發。再安排於其他時間

邀請系友至校進行相關主

題之演講或諮詢。在教學

改進方面，達到學用合

一、強化學生學習與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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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強化哲學職場的實

用價值，邀請業師或本

系在職場中表現優異並

具有代表性的系友至課

堂開設群組課程，給予

學生最貼近所學的相關

建議，例如「東亞儒學

與企業倫理」。另再搭

配「符號學與文化行

銷」、「符號與敘事」等

文化創意課程進行教學

改進。 

希望藉由相關課程的相

互配合，實質地幫助學

生掌握就業的先機，增

進學生自信心，藉由課

程改進計畫之實施，於

105學年度規劃本系總

結性課程。最主要作法

是利用「哲學與創意」

課程，推出一系列工作

坊課群，加強學生職場

職能訓練，使學生與業

界的連結更加緊密。 

□另檢附光碟附件 

發展，一方面導引學生發

現哲學的各種可能的實踐

面貌，另一方面也能幫助

學生在未來的職能市場，

掌握就業的先機，對於促

進學生學習成效、開發產

學合作皆有頗為深遠之影

響。 

執行實際成果包含： 

1.教學成果影音光碟。 

2.教學網站與系友 FB結

合，擴增相關資源。 

3.學生聽講心得與成果報

告。 

原計畫所擬積極加入授課 3

人次，所指為本系專任教

師：莊文瑞老師（「哲學與

創意」）、黃筱慧老師（「符

號學與文化行銷」、「符號

與敘事」）、黃崇修老師

「東亞儒學與企業倫理」。 

本系藉由教學改進計畫累

積葉施群祖，待 108學年

度正式開授總結性課程時

將做相關課程規劃，以建

立完善之總結性課程。 

 

 

 

是否為網路課程 

□是□否 

  

 

 

 

□另檢附光碟附件 

  

 

 

 

是否為網路課程 

□是□否 

  

 

 

 

□另檢附光碟附件 

  

 

(若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注意事項： 

1.若申請計畫因故未執行，請於該課程名稱之執行內容說明未執行原因與經費流用方式。 

2.可另補充附件，若附件檔案較大，請另以光碟繳交，光碟請標明單位、計畫名稱及執行期間。 



 

 

 

 

 

 

 

 

三、授課計畫表 



東吳大學教師授課計劃表 

檔案產生時間：2016/3/29 下午 03:59:28 

本表如有異動，於 4 小時內自動更新  

一、課程基本資料 Course Information 

科目名稱 Course Title： 

(中文)哲學與創意ＩＩ 

(英文)PHILOSOPHY AND INNOVATION II 

開課學期 Semester：104 學年度第 2 學

期 

開課班級 Class：哲學三 

授課教師 Instructor：莊文瑞 CHUANG, WEN-RUEY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BPH86001 

單全學期 Semester/Year：

單 
分組組別 Section： 

人數限制 Class Size：31 
必選修別 

Required/Elective：選 
學分數 Credit(s)：2 

星期節次 Day/Session： 二

78  
前次異動時間 Time Last Edited：104 年 12 月 30 日 16 時 15 分 

哲學系基本能力指標 Basic Ability Index 

編號 

Code 

指標名稱 

Basic Ability Index 

本科目對應

之指標 

Correspondent 

Index 

達成該項基本能力之考評方式 

Methods Of Evaluating This Ability 

1 

邏輯論証與批判思考 

Proficiency in logical and critical 

thinking. 

    

2 

道德推理與倫理實踐 

Ability to make good moral reasoning 

and being well-disposed to put morality 

into practice. 

    

3 

發展自我與終極關懷 

Developing one’s self and proper 

sensitivity to and concern with ultimate 

issues in human’s life. 

● 

》出缺席狀況 

》課堂討論與表現 

》報告(含個人或小組、口頭或書

面、專題、訪問、觀察等形式) 

4 

社會與多元文化關懷 

Being sensitive to social problems and 

to issues related to multi-cultures. 

● 

》出缺席狀況 

》課堂討論與表現 

》報告(含個人或小組、口頭或書

面、專題、訪問、觀察等形式) 



5 

哲學應用與創意思考 

Good at applying philosophy to 

practical matters and to creative 

endeavors. 

● 

》出缺席狀況 

》課堂討論與表現 

》報告(含個人或小組、口頭或書

面、專題、訪問、觀察等形式) 

6 

哲學史觀與哲學主題詮釋 

Both historically well-informed and 

interpretatively competent with 

respective to issues or topics in 

philosophy. 

    

7 

表達與論述 

Good communicative and argumentative 

skills. 

● 

》出缺席狀況 

》課堂討論與表現 

》報告(含個人或小組、口頭或書

面、專題、訪問、觀察等形式) 
 

二、指定教科書及參考資料 Textbooks and Reference 

(請修課同學遵守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 

●指定教科書 Required Texts 

自編講義。 

●參考書資料暨網路資源 Reference Books and Online Resources 

三、教學目標 Objectives 

配合學系開設總結性課程，開設本課程檢視同學哲學應用與創意思考的能力。創意意味著新

奇。具有創意的想法，包括了生產、製作出不同於既存的新奇事物。哲學討論的某些洞見指

出，創意是一項創造活動，甚至遠超過單純的新奇。在一項設計或一項產品中，有創意的創

作者冀望保持並且提升主體的主動性和自由。藉由一些職場經驗分享，本課程也將提供機會

思索討論創意與主體自由之關係。 

 

四、課程內容 Course Description 

●整體敘述 Overall Description 

分組排訂報告與討論日程。 

●分週敘述 Weekly Schedule 

五、考評及成績核算方式 Grading 

配分項目 Items 
次數 

Times 

配分比率 

Percentage 
配分標準說明 Grading Description 

學期考   20% 成果報告 

   



平時成績   80% 含出席率、分組口頭報告及參與討論。 

配分比率加總 100%   
 

六、授課教師課業輔導時間和聯絡方式 Office Hours And Contact Info 

●課業輔導時間 Office Hour 

每週三第 5、6、7、8 節，請預約時段。 

●聯絡方式 Contact Info 

研究室地點 Office：第二教研大樓 D0830 室 EMAIL：chuang@scu.edu.tw 

聯絡電話 Tel：(02)2881-9471 ext.6212 
其他 Others：可請哲學系辦公室代

為連繫。 
 

七、教學助理聯絡方式 TA’s Contact Info 

教學助理姓名 Name 連絡電話 Tel EMAIL 
其他 

Others 
 

八、建議先修課程 Suggested Prerequisite Course 

建議修習過《哲學與創意Ⅰ》再修本課程。 

九、課程其他要求 Other Requirements 

 

十、學校教材上網及教師個人網址 University’s Web Portal And Teacher's Website 

學校教材上網網址 University’s 

Teaching Material Portal： 

1、東吳大學 Moodle 網路課程平

台：http://isee.scu.edu.tw(104 學年起

主要教學平台，建議使用) 

2、舊網路學園平台

http://elearn.scu.edu.tw(於 99.09.啟

用 ，因無法升級，不建議繼續使

用） 

 

教師個人網址 Teacher's Website： 

其他 Others： 

十一、計畫表公布後異動說明 Changes Made After Posting Syllabus 

 

 

http://isee.scu.edu.tw/
http://elearn.scu.edu.tw/


 

 

 

 

 

 

 

 

四、演講座談一覽表 



104-2《哲學與創意》課程授課安排 
 

上課日期 任課老師/講師 教室安排 備註 

2/22~3/15 莊文瑞老師 D0308  

3月 22日 蔡承原 D0308 陳伊棠主持 

3月 29日 蔡承原 D0308 陳伊棠主持 

4月 5日 學術交流週  放假 

4月 12日 蔡承原 D0308 項建亨主持 

4月 19日 期中考   

4月 26日 陳伊棠 D0825 張育仁主持 

5月 3日 陳伊棠 D0825 張育仁主持 

5月 10日 
莊文瑞 

陳伊棠（諮詢） 
D0825  

5月 17日 

莊文瑞 

陳伊棠（諮詢） 

蔡承原（諮詢） 

D0825 成果驗收Ⅰ 

5月 28日 

汪千洋 D0825 

由汪千洋學長帶領《小營隊》創意活

動 

鄭文菁（主持、諮詢） 

10：00~12：00 
12：00~13：00 
午餐團體諮詢 

13：00~14：50 

15：00~17：00 

6月 7日 
莊文瑞 

蔡承原（諮詢） 
D0825 成果驗收Ⅱ 

6月 14日 莊文瑞老師 D0825 課程總檢討 

6月 21日 期末考   

 



 

 

 

 

 

 

 

 

五、主講人簡歷與講綱 



蔡承原(93級系友) 

 
學經歷介紹 

 
高中同等學歷(建國中學肄業/建中補校肄業)東吳哲學系肄業台大哲學系畢業  

----畢業後--- 

美國運通信用卡公司 電銷專員  

必亨商業軟體 業務經理  

冠英語感英文 南京分校主任  

英雄魅力故事學 講師  

 

 

英雄魅力故事學  
 
多年後...我才發現那些成交，可能都因為我說了一個「好故事」。 

人生就是不斷地交易：認識新朋友、約會、面試、銷售、演講... 即使是最簡單的自我介紹，

都是試圖把你自己賣出去。 

人與人真正在交易的，其實是故事。（你現在一定可以說出：身上任何一樣東西背後的故

事 ）  

那麼，怎麼說好一個故事呢？  

我第一次上台簡報非常緊張，手跟聲音都在抖，幾年後的現在，我可以自然表現到好像曾經

在數百陌生人面前演講過幾萬次一樣。 

我是從世界級的銷售高手身上學的。  

一開始我只是研究業務如何說服人，簡報如何呈現， 後來才發現觀眾會愛上你的手法，原

來都在 TED及脫口秀笑匠身上... 

而另一個秘密來自好萊塢：導演、編劇與演員聯⼿手創造了一場魔幻催眠，讓觀眾無抵抗地

進入另一世界。 

從他們身上，我發展出了英雄魅力故事學。 

目前除了授課與講座之外（計畫寫書中），所有時間都在鑽研故事：這一門迷人的古老技

藝。 



「哲學與創意」課程大綱： 

 

3/22 被愚弄的新世紀哲學家  

你是誰？ 

停止思考的誘惑 

蘇格拉底也嘆氣的萬神時代 

反填鴨反洗腦的明白之旅  

3/29 哲學人質的解脫之道  

我是誰? 

一個人人不敢碰觸的問題 

藏於哲學系的明鏡與聖劍 

哲學家的英雄之路 

4/12 街頭重生的哲學魂  

我們是誰？ 

無知與偏見的重新定義 

思考：最稀有卻最難賣的文創產品 

街頭哲學家的生存之道 

 

版權所有/ Hara Tsai  

以上講綱文字歡迎作為參考, 嚴禁照抄使用 法律必究  

任何問題請來信 hara1026@msn.com  



陳伊棠(85 級系友) 

 
學經歷介紹 

 

台南女中畢 

 

東吳大學哲學系畢   

 
----畢業後---- 

 

新光三越百貨公司台南中山店 販促課企劃/公關發言人 

 

佳和集團 公關室主任 

 

星美國際集團 副總經理 

 

絕對零度密室逃脫 負責人 

 

 

 

絕對零度密室逃脫 
 

密室逃脫遊戲原先是一種在網路上流行的 flash 解密小遊戲。 

遊戲的基本背景是玩家離奇地被鎖在一個密閉的房間內，房間中有很多奇怪的

道具、密語、謎題。玩家需要在遊戲中尋找線索，一步一步走出密室。 

『絕對零度密室空間』，就是這種網頁解密遊戲的現實呈現。 

特色： 

此種遊戲模式強調團隊協作的重要性，使它更適合多人參與。 

不管善於細節推理，長於觀察發現，還是精於邏輯分析，甚至是身體協調性，

每個玩家都可以各展所能。 

在享受解謎樂趣的同時，增進了朋友間的互動和瞭解，在真人密室逃脫盛行的

其他國家，社交功能也成為它能夠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快來一起解開謎題吧!



 

「哲學與創意」課程大綱： 

 

4/26 現實版鋼鐵人的超級工廠——特斯拉的使命 

特斯拉執行長依隆·馬斯克，他是發明家、創業家和億萬富豪；他是好萊塢賣座

片《鋼鐵人》主角的靈感來源；他跟蘋果創辦人賈伯斯一樣，都被稱為「改變

世界的科技狂人」。 這堂課正是要透過馬斯克的案例談談，如何設定人生願景

與使命。 

5/3 打造第一個身分標籤——關於明片的選擇 

當離開校園之後，學歷已經無法再代表你的人生，取而代之的將是經歷。而代

表你的第一個身份標籤正是第一份工作。 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將是

這堂課想跟大家討論的重點。 

5/10 一份打動人的履歷表——運用 NLP 寫出好履歷  

NLP 神經語言學常被運用在溝通的實務中，這堂課中，我們將簡單說明 NLP 的

vak 狀態，並且利用 vak 的語態寫出一份有感覺的履歷表。 

 

版權所有/ 陳伊棠 Minnie Chen 

以上講綱文字歡迎作為參考, 嚴禁照抄使用 法律必究  

任何問題請來信 minnie@tenorten.com.tw 

 

mailto:minnie@tenorten.com


汪千洋(94 級系友)	

	

學經歷介紹	

東吳大學哲學系畢業 

‐‐‐‐畢業後‐‐‐ 

儒林補習班招生工讀生、組長 

遠流補習班招生組長、主任 

赫偉補習班招生組長 

梣儒補習班主任 

高進補習班班主任 

金牌專業全科班班主任 

金牌教學團隊執行長 

 

金牌專業全科班	
我們是專業的,擁有堅強且穩定的國、英、數、自、社五科師資，提

供學生全方位的學習方向。 

再配合完整的行政體制，提供有別於一班補習班的導師制度，建構一

個學生、家長、老師三方互動網。 

在金牌 我們堅信 「態度改變 學習關鍵」，任何贈品與宣傳花招，比不

上名師親自授課的成效與威力; 

擁有正確的學習態度才是成為頂尖高手與成績提升的後盾!



5/28《小營隊》創意活動 

給學弟妹的一封信 

感謝你參加這堂課程，很榮幸能在這個場合跟各位分

享，今天就以我在補習教育界與孩子及夥伴們曾分享的主題

做為內容跟大夥互動、學習、成長。 

  

你的人生目標是什麼?你曾經花時間好好思考過這個問

題嗎? 

 

人生本來就是充滿挑戰的過程，不斷的在發現問題、面

對問題與解決問題中度過，今天，讓我們試著敞開心胸，用

開放跟正向的態度來面對這些問題。 

  

如果你還沒有認真想過你人生的目標是什麼，那我先大

膽的、沒創意的但卻又務實的先定一個目標吧-----「追求

事業的成就和財富累積」，除此之外還能「享受過程及活出

平衡優質的人生」，朝五大面向「工作或事業」、「財富獲取與

累積」、「感情生活」、「家庭」、「健康」，建立-----平衡優質

的人生。 

  

今天也許無法找出標準答案，但期待的是能提供思考模

式及不同的觀點，一起建立「突破舒適圈」的概念。 

 

在教育第一線，突破舒適圈不是口號，更不是噱頭，是

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引導學生喜愛學習，並發掘天賦增加價

值；在各位學弟妹身上，期待也可以為你們燃起突破與成長

的火花，讓自己成為自己的貴人。 



 

寫下你人生五個面向目前遭遇的瓶頸或覺得無力的情況 

1.「工作或事業」 

 

 

 

2.「財富獲取與累積」 

 

 

 

3.「感情生活」 

 

 

 

4.「家庭」 

 

 

 

5.「健康」 

 



找出五個目前還沒能解決的原因 

 

 

 

 

 

 

 

 

 

寫下五個解決突破這些困難後會得到的快樂 

 

 

 

 

 

 

 
 

 



正向教育 
 

正向教育就是去學習如何 

激發學生的               

引導學生的               

發掘學生的天賦並使用天賦去為他人                         

正向教育就是刻意訓練學生 

在面對困難、挫折、壓力、失敗時 

不把問題            

反而要保持              

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就是教學生 

『                  』 

 

 

問題的力量 

 

我專注的焦點決定了我的感覺 

我問自己的問題決定了我專注的焦點 

 

 



寫一封信給自己最感謝的人，把你/妳心裡的話

告訴他/她!) 

 

 

 

 

 

 

 

 

 

 

 

 

 

 

 

 

 



請從成功的未來寫一信給現在的自己，要如何開

始改變?該改變些什麼? 
 

 

  



 

 

 

 

 

 

 

 

六、學生心得報告 



































































































































 

 

 

 

 

 

 

 

七、學生學習成果發表 





















































 

 

 

 

 

 

 

 

八、學生學習成果 PPT 































































































 

 

 

 

 

 

 

 

九、課程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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