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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大學 

科目大綱 

第一部分 

 

課程名稱 : 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 

課程 QF 程度           : V 

科目名稱 : 正向人生與道家、道教 

(Positive Life and Daoist School, Daoism) 

科目編號 : GEK1014 

負責學系 : 中國語言學系 

學分 : 3 

教學課時 : 39 

先修科目 : 無 

授課語言 : 中文 

程度 : I 

 

第二部分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 )的畢業生素質 (Graduate Attributes)及七個通用學習成果 (Seven 

Generic 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s, 7GILOs) 分別代表了教大畢業生應具備的素質及能

力。學習成果分為大學層面(GILOs)、課程層面(PILOs)以及科目層面(CILOs)，三個層面

的學習成果相輔相成，共同培育學生發展所需的重要畢業生素質。 

 

本科生、修課式研究生以及研究式研究生的畢業生素質包含以下三個範疇「英文簡稱 

“PEER & I”」： 

- 專業卓越 (Professional Excellence)  

- 道德責任 (Ethical Responsibility)  

- 創新精神 (Innovation)   

 

就上述三個範疇，大學為本科生、修課式研究生以及研究式研究生訂立了不同的指

標，以反映其素質水平。 

 

七個通用學習成果(7GILOs)分別是： 

1. 解決問題能力 (Problem Solving Skills) 

2. 批判思考能力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3. 創造性思維能力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 

4a. 口頭溝通能力 (O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4b. 書面溝通能力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5. 社交能力 (Social Interaction Skills) 

6. 倫理決策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7. 全球視野 (Global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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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目概要 

 

本科目旨在探討神仙與長生對現實人生的正面價值與意義，並引導學生從中國傳

統思想及信仰中提取養分，面對生命中不可預期的景況與挑戰。在學習過程中，學

生研習神仙與長生的產生背景、思維模式、實踐途徑和表現特色。通過宮觀考察、

與修道者交流、學者講論、文本閱讀以及撰寫研習報告，讓學生探究神仙與長生思

想對現實生活的正面價值與意義，以及其中可能產生的失誤與不足。 

 

 

2. 預期學習成果 

 

成果一： 闡述道家與道教的區別與承傳，及其產生背景、思維模式、實踐途徑

和表現特色﹔ 

成果二： 通過多種學習活動，綜合分析道家道教思想與生活取向在現代社會中

的正面價值與意義，以及其中的失誤與不足； 

成果三： 辨析神仙與長生的精粹，建構自身對正向人生的理解和實踐態度。 

 

 

3. 內容、預期學習成果及教與學活動 

 

教授內容 預期學習 

成果 (CILOs) 

教與學活動 

 神仙與長生的由來與承傳 成果一 

 

 文本閱讀、小組討論 

 神仙與長生的發展變化及不同

時期的表現特色 

成果一 

 

 專題講座、電子教室、

小組研習 

 神仙與長生思想與生活在現代

社會中的正面價值與意義 

成果二 

 

 宮觀考察、道堂訪問、

修道者分享、小組討論 

 神仙與長生在現實社會中出現

的迷誤與缺失 

成果二  資料蒐集、小組評講、

專題講座 

 建構自身對正向人生的理解和

實踐態度 

成果三 

 

 處境遊戲、小組討論、

個人反思 

 

 

4. 評核 

 

評核課業 所佔比重 預期學習 

成果 (CILOs) 

(a) 線上測驗：蘇軾與道家道教正向人生觀的實踐。 

 

20% 

 

成果一 

成果二 

(b) 人生遊戲設計及操作：學生組成小組設計或

改良一個棋盤或紙卡遊戲，表達對人生終極

意義的理解，及生活行為和表現達致終極目

20% 成果二 

成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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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過程。學員須在課上講解及帶領其他學

員一起參與。 

(c) 研習報告 

個人研習報告：學生在指定範圍內選取一個

專題，撰寫一份不少於 2900 字的報告；可從

思想和生活的角度理解正向人生的意涵，也

可探索神仙與長生的現代價值。 

60% 成果一 

成果二 

成果三 

 

 

5. 指定教科書 

 

無 

 

 

6. 推薦書目 

 

陳鼓應（2012）：《道家的人文精神》，北京，中華書局。 

葛榮晉（1991）：《道家文化與現代文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葛兆光（1987）：《道教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胡孚琛（1999）：《道學通論：道家道教仙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胡孚琛、呂錫琛（1999）：《道學通論：道家道教仙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 

許地山（1999）：《道教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大華（2011）：《隋唐道家與道教》，北京，人民出版社。 

劉仲宇（1996）：《道家與道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2000）：《道教神仙信仰研究》(上下冊)，臺北，中華道統

出版社。 

孫亦平（2009）：《道教文化》，南京，京大學出版社。  

文英玲（1998）：《陶弘景與道教文學》，香港，聚賢館文化有限公司。 

小林正美著，王皓月譯（2010）：《中國的道教》，濟南，齊魯書社。 

詹石窗（2009）：《中國道家之精神》，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張夢逍（2007）：《圖解道教：揭示中國人最隱秘的夢想》，西安，陝西師範大學

出版社。 

鄭素春(2002)：《道教信仰、神仙與儀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

司。 

Adams, J. Robert. (2003). Prospects for Immortality: a Sensible Search for Life after 

Death. Amityville, N.Y.: Baywood Publications. 

Edwards P. (Ed) (1997). Immortality.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Fowler, Jeaneane D. (2005).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of Taoism: 

Pathways to Immortality. Portland: Sussex Academic  

Robinet, Isabelle. (1997). Taoism: growth of a relig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library.ied.edu.hk/search~S5?/aFowler%2C+Jeaneane+D./afowler+jeaneane+d/-3,-1,0,B/browse
https://library.ied.edu.hk/search~S5?/aRobinet%2C+Isabelle./arobinet+isabelle/-3,-1,0,B/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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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相關網絡資源 

 

蓬瀛仙館：《道教文化中心 - 資料庫》 

http://www.daoinfo.org/ 

 

 

8. 相關期刊 

 

無 

 

 

9. 學術誠信 

 

本校堅持所有學術作品均須遵守學術誠信的原則，詳情可參閱學生手冊 

(https://www.eduhk.hk/re/modules/downloads/visit.php?cid=9&lid=89)。 同學應熟讀

有關政策。 

 

 

10. 其他資料 

 

無 

 

 

 

2019 年 04 月 24 日 

https://www.eduhk.hk/re/modules/downloads/visit.php?cid=9&lid=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