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N2042 邏輯

課程編號：7N2042

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
夏季學院通識教育課程
課程計畫書
學校名稱

國立臺灣大學

課程中文名稱

邏輯

課程英文名稱

Logic

授課教師姓名

曾漢塘

單位/系所

哲學系

7N2042 邏輯

第一部份、課程規劃
開課學校
中文課程名
稱

國立臺灣大學
邏輯

全英語授課

■否

課程類別

■C 類一般課

課程領域

哲學與道德推理

修課人數上
限

特殊限制

學分數

50 人
是否開放準大學生 (高三升大一之新生) 修課
■ 是
□ 否
是否開放研究生修課
■ 是
□ 否
是否開放旁聽
■ 是
□ 否
2

學分

上課起迄日

106 年 7 月 11 日至 8 月 17 日

上課總週數

上課共 6 週，是否連續每週排課？
■是，上課時間連續數週不中斷

上課時間
及節數

日期 7/11, 18, 25, 8/1, 8, 15 週 二 09：10 ～12：10 每次 3 節、共 6 次；
日期 7/13, 20, 27, 8/3, 10, 17 週 四 09：10 ～ 12：10 每次 3 節、共 6 次；
上課時數共計 36 節

上課地點

■ 國立臺灣大學

是否提供住宿

■ 否
1. 了解基本邏輯概念
2. 培養學生正確推理思考能力
3. 將之應用於日常生活思考或高深研究

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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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上課日期/時間
別

教學內容
及進度

課程內容

本講次第一節屬課程簡介，會分別說明課程名稱、學習的範圍、及學習本科目
該注意事項等。
第二節起便會開始介紹實質課程內容。因為本課程重心在教導演繹推理
(deductive inference)，課堂上，老師會以實例來引導學生初步了解各種不同形
式的推理，以及推理的實際妙用。
第三節則進入更專業概念的介紹與說明。諸如何謂推理？何謂判斷？兩者有何
差異？有何關聯？一般人是否常混淆這二種思考功能？簡言之，這一節課會詳
細介紹論證推理、語句判斷、論證推理之有效或無效、語句陳述之真假等基礎
概念。
今天的課程有三個基本目標：
一、初步了解邏輯若干基本概念。諸如了解邏輯的
核心關懷是推理，推理的基本結構是論證。就演繹邏輯言，我們會要求使用有
106/07/11 (二) 效論證形式來推衍，而不要使用無效論證形式來推衍等；又如了解論證有效性
1
09：10-12：10 和語句真假值是二個彼此有關聯、意義卻不相同的概念。這二者沒有釐清，聽
他人說話就常會產生似是而非的感覺等。
二、激發後續學習動機。透過今天的舉例說明，同學們應該會激起想要讓自己
思考更清晰的強烈動機。諸如怎樣的論證形式才算是有效論證形式？判斷語句
的真假有那麼簡單嗎？這些我都會在第一天的講解中埋下伏筆，也會在往後課
程中逐一介紹。
三、開始懂得將課程所學帶回日常生活中來檢視。事實上，每人每天都在思考，
卻不見得都能正確思考。本課程雖然重心在形式訓練，但每堂課都會有日常生
活的實例來說明，用心的學習者應該很容易就可以將所學帶回生活周遭的實際
所聞來檢視。舉實例來說，很多人都可能有類似經驗，聽名嘴在談話性節目中
侃侃而談，聽起來頭頭是道，卻總覺不對勁，但就是找不到問題出在那裡？至
少，上了課的同學就比較容易找出其問題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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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次主要介紹語句判斷。
第一節將介紹認知語句與情感語句的差異。一般說來，因為認知語句比較容易
獲得普遍的真假認同，而情感或價值語句較不容易獲得普遍的真假認同，在演
繹邏輯中我們會要求盡量使用認知性的陳述語句來架構論證。然而這並不表示
要忽視人類的情感和價值，只是要提醒學習者，另有道德哲學或美學等專門領
域的學問來探討，本課程則專注於認知語句的鑽研。本節會有二點提醒學習
者，一是認知性議題使用認知模式來處理，情感議題用情感模式處理，盡量不
要越界。二是針對帶有情感價值的語言，我們要有能力來純化它。這都是現代
公民應具備的素養。
106/07/13(四) 第二節集中介紹幾種認知語句判斷困難的類型。一是不同知識理論預設間判斷
09：10-12：10 的困難，這方面的議題可連結到知識論得探討；二是未來事件判斷的困難，這
方面的議題可與未來學聯結；三是涉及空論域語句判斷的困難，這方面的議題
可與語言哲學或可能世界相關專業連結，稍後更深入的邏輯內容也會觸及。這
些議題專業，卻非常有趣。
第三節則專注於講解日常語句的形式化。這屬於語句邏輯的基礎訓練，學生學
習過程中不得有任何分神否則會產生學習的困難。本節會從簡單句介紹到各種
複合語句。詳言之，我們會介紹否定句、連言句、選言句、條件句、雙條件句。
同時也會介紹真值表的表述模型。其實，我們日常生活常使用這些複合語句模
式，卻不見得能精確掌握其邏輯真值意義。透過本節的講解與課後的練習，應
該對提升自己的思辯敏銳度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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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次第一節介紹語句的種類和語句彼此間的關係。語句種類共分
Tautology、Contradiction、和 Contingent sentence 三種。語句彼此間關係有相
互等值、相互矛盾、相互一致、相互不一致四種。這些區辨是後續學習的基礎。
106/07/18(二)
第二節起則開始由語句帶入論證，本節借用條件語句的了解來檢視論證有效
09：10-12：10
性。檢查方式主要藉助真值表。
第三節則如何利用一致性概念來判別論證的有效性。檢查方式除真值表法
外，還介紹簡易真值表法和真值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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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20(四) 本講次開始介紹自然演繹法。分別介紹直接證法中八個證明論證有效的「蘊
。也會以實例來說明詳細的規則運用。
09：10-12：10 含性規則」和十個「等值性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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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次接續介紹上講次未教完的自然演繹法中的直接證法。也會介紹自然演
繹法中三大證法的其他二個證法─間接證法與條件證法。進而說明如何證明定
106/07/25(二)
理。每一規則的介紹都會詳細以實例來說明。
09：10-12：10
自然演繹法的學習不能僅靠聽老師的講解，更要靠自己動手動腦地實際演
練，原則上，第三節將會實際出題給同學及時練習，老師再根據實況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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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次第一節開始介紹字詞的定義。字詞是語句更根本的結構成份，它本身
106/07/27(四) 就是ㄧ門獨立的學問。原則上，定義在本課程的講解還沒有那麼深入和細緻，
09：10-12：10 今天主要介紹其基本表述模型。
第二、三節用來考期中考。

7

本講次介紹各種不同的定義分類和好定義的判準。
第一節先說明由下定義的目的所做的不同定義分類。
第二節講解由下定義的方法所做的不同定義分類。
106/08/01(二)
第三節則討論好定義的若干判準。
09：10-12：10
別以為這些綱要單調枯燥，講解內容中會涉及字詞之內含與外延等概念，也
會提及字詞表述時可能會有含混、歧義等現象，這些對我們的閱讀了解或人際
溝通都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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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次介紹傳統定言命題和定言三段論。
第一節先介紹傳統定言命題。包括定言命題的質與量，A, E, I, O 四種命題間
106/08/03(四) 的四角對當關系，各種命題間的位換、質換、互換，及直接推論等概念。
09：10-12：10 第二節起介紹傳統定言三段論。首先說明大前提和小前提的判別，定言三段
論的標準模型，定言三段論的樣式與格式等概念。
第三節則集中說明如何使用范恩圖解及傳統規則來判別論證有效性。

9

本講次介紹現代述詞邏輯。
第一節講解現代述詞邏輯的符號表述模型。內容包括全稱量詞、特稱量詞、
性質常元、個體常元、個體變元等基本表述符號。並介紹第一個述詞邏輯的推
106/08/08(二)
論規則─量詞否定規則(簡稱 QN 規則)。
09：10-12：10
第二節講解四個基本述詞邏輯證明規則及其練習。
第二節則專注講解關係述詞及其運用。
同一模型的表述等。

本講次第一節接續介紹介紹述詞邏輯中的同一模型。
106/08/10(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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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節則介紹演繹邏輯以外的其他思考方法。包括歸納法、科學方法、
09：10-12：10
辯證法、類推法、超驗冥思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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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15(二) 本講次介紹各種不同類型的非形式謬誤。這一部分的學習最有趣，也最有用。
09：10-12：10 同學可迅速在日常活中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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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17(四) 第一節接續介紹非形式謬誤。
09：10-12：10 第二、三節期末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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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勾選教學助理類型，並預估需求人數：
■申請 C 類一般課教學助理，預估 TA 1 人
教學助理規劃

請說明運用教學助理之規劃：
邏輯是一門專業且需要練習的學科，同學們的學習很需要一位學有專精的助教來帶
領，包括引導學生解題、澄清許多基本概念、協助批改作業等。原則上，會邀請一位
哲學研究所的學生來擔任此一工作。

指定用書

陳張培倫等著，
《邏輯與生活》
，新北市，空中大學出版，2013。

參考書籍

劉福增，《基本邏輯》
，台北市，心理出版社，2003。
莊文瑞編譯，《邏輯與哲學》
，台北市，雙葉書廊，2005。

作業設計

本課程每週都會有練習，但有些作業練習是不用繳的，同學在家練習後，若有不懂，
可迅速跟隨助教研究；有些是要繳的，列入平常成績。原則上，要繳的作業不超過四
次，期中考前二次，期中考後二次。
一、 平常成績 40%。

成績評定方式

二、 期中考 30%
三、 期末考 30%

特殊創意規劃

無

課程網址

無

其他補充資料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