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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儒學國際學術會議：儒學之國際展望」國際學術會議 

議程表 

 
9 月 26 日（週三） 

8：30～9：00 來賓報到（地點：國際會議廳） 

9：00～9：40 

開幕式（地點：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代表及貴賓致詞：李  誠（中央大學代理校長） 

周俊吉（信義房屋董事長） 

衛友賢（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 

主持人：楊祖漢（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李瑞全（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9：40～10：40 

【主題演講一】（地點：國際會議廳） 

主 題：關於「儒家人文教」與「儒學的在地化」 

演講人：蔡仁厚（東海大學哲學系榮譽教授） 

主持人：李瑞全（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10：40～11：40 

【主題演講二】（地點：國際會議廳） 

主 題：儒學慧命與人文德業 

演講人：戴璉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前所長） 

主持人：楊祖漢（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11：40～12：00 全體與會來賓合影（地點：文學院一館前） 

12：00～13：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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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13：00～15：00 

第一會場（國際會議廳） 第二會場（大講堂） 

主持人：王邦雄（淡江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 
主持人：黃勇（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Kutztown 

University） 

顏炳罡（山東大學哲學系教授）： 

仁與義：人類的「普適價值」──從儒家的「人禽之辨」談起 

Stephen C. Angle（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Wesleyan 

University）： 

Self-Restriction (自我坎陷) and Progressive Confucianism 

鄭仁在（西江大學校哲學科名譽敎授）： 

韓國當代儒學者李相殷之儒家的人文主義 

朝倉友海（Associate Professor, Hokkaido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On the Basic 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East Asian Philosophy: 

Nishida Kitaro and Mou Zongsan 

吳明（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副教授）： 

 尋思普世價值──是在實踐中展開或是在約化中終結？ 

陳榮灼（Professor, Brock University）： 

程伊川與朱子之基本分歧—— 一希臘哲學的視點 

李瑞全（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當代新儒家之普遍意義──圓教與普遍哲學之理念 

劉紀璐（Associate Professor,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Cultivating Moral Self and Moral Personality – Resituating 

Neo-Confucian Moral Philosophy in the Context of Moral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15：00～15：15 茶敘 

第二場 

 

15：15～17：15 

第一會場（國際會議廳） 第二會場（大講堂） 

主持人：林月惠（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 主持人：李明輝（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 

楊儒賓（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積累與當下——時間隱喻下的經典詮釋 

金炳采（漢陽大學校名譽敎授）： 

當代新儒學的現在和未來 

林維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牟宗三的經典詮釋觀 

鄺錦倫（東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康德與席勒之間：牟宗三的美學思想 

吳啟超（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劉國強（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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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新儒家與英語哲學界對孟子之「端」的詮釋 心靈九境與儒學智慧 

陳榮開（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 

 《四書集注》中的天命觀 

張星（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泰州學派“身”的意義——以王艮為中心 

17：15～18：30 【主題座談一】（地點：國際會議廳） 

主 題：儒家經典與當今德行教育 

主持人：朱建民（華梵大學校長） 

引言人：戴璉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前所長） 

    顏炳罡（山東大學哲學系教授） 

    謝大寧（佛光大學文學系教授） 

    李明輝（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研究員） 

林月惠（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18：30～20：30 晚宴（地點：南方莊園） 

 

9 月 27 日（週四） 

8：30～9：00 來賓報到（地點：國際會議廳） 

9：00～10：00 

【主題演講三】（地點：國際會議廳） 

主 題：間距與之間：如何思考中歐之間的文化他者性 

L’écart et l’entre 

Ou comment penser l’altérité culturelle entre la Chine et l’Europe 

演講人：François Jullien 朱利安教授（Titulaire de la Chaire sur l’altérité au Collège d’Etudes mondiales de la 

Fondation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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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翁文嫻（成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10：00～10：20 茶敘 

第三場 

 

10：20～12：20 

第一會場（國際會議廳） 第二會場（大講堂） 

主持人：JeeLoo Liu 劉紀璐（Associate Professor,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主持人：鍾彩鈞（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 

Jason Clower（Asst. Prof. of Comparative Religion,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Chico）： 

A Confucian Awakening of Faith? 

鄭炳碩（韓國嶺南大學哲學科教授）： 

韓國孔教運動中的人文宗教的取向 

黃勇（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Kutztown University）： 

Confucius' Attitude toward Wrongdoers: Why You Ought Not to 

Turn the Other Cheek 

盧雪崑（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教授）： 

試通過康德的宗教理論說明孔子哲學傳統包含純粹的理性宗教 

彭國翔（北京大學哲學系高等人文研究院教授）： 

A Confucian One-Body Ecological Vision: A Rereadingof the 

Inquiry of the Great Learning 

鄭志明（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以生命實踐儒家人文教的史作檉 

Jean-Yves Heurtebise 何重誼（Associate Researcher Aix-Marseille 

University,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Dong Hua University）： 

Geopolitics of Value: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ld War 2.0 

劉樂恒（武漢大學哲學學院講師）： 

馬一浮的六藝互攝論：以詩教和易教為中心 

12：20～13：20 午餐 

第四場 

 

第一會場（國際會議廳） 第二會場（大講堂） 

主持人：景海峰（深圳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 主持人：陳榮灼（Professor, Brock University） 

鄭宗義（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 田炳述（建國大學校學術硏究敎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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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14：50 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學及其現代意義  從牟宗三看退溪與栗谷 

王興國（深圳大學哲學系教授）： 

孔子「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探本——兼評「親親互隱」之論

戰 

王福海（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博士生）： 

對王陽明「心即理」命題的再討論 

李宗桂（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董仲舒政治哲學與趨善求治的傳統文化 

陳儀（中央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論康德的永久和平 

14：50～15：00 休息 

第五場 

 

15：00～16：30 

第一會場（國際會議廳） 第二會場（大講堂） 

主持人：林志明（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教授） 主持人： 蕭振邦（中央大學哲學所教授兼所長） 

黃兆強（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 

文章經世——徐復觀先生政論文章中的道德意識 

楊自平（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方以智《東西均》的生死哲學及其現代意義 

Esther Lin 卓立（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圖書館編目組及期刊部主

任） 

哲學概念的中譯問題：以法國哲學家暨漢學家朱利安教授所提

出的哲學概念為例 

辛本京（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博士生）： 

唐君毅儒學宗教性思想研究 

岑詠芳（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兼漢學研究所圖書館漢籍

部主任）： 

儒學近年在法國的發展——自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 余蓮）

與程艾藍 (Anne Cheng) 兩篇就職講詞分析說起 

梁奮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生）： 

論儒家圓教新模型的可能性——程明道一本論與胡五峰詭譎相

即教法的融合 

16：30～16：40 休息 

第六場 

 

第一會場（國際會議廳） 第二會場（大講堂） 

主持人：黃瑩暖（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副教授） 主持人：吳明（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副教授） 

楊祖漢（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蕭振邦（中央大學哲研所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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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18：40 論朱子所說的「誠意」與「致知」關係的問題 當代儒學研究中的天人問題探究 

 

吳震（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格物誠意不是兩事——關於朱熹工夫論思想的若干問題 

安載皓（韓國中央大學教養學部教授）： 

由船山心概念統合理性之兩種功能 

岑溢成（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 

董仲舒陰陽五行觀的「認知」意義 

張崑將（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兼主任）：  

當代天下與王道文化理論的比較及其侷限 

賴柯助（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朱子「格致功夫」的理論效力是否具必然性初探——以康德兩

層因果性作為考察的進路 

劉滄龍（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精神實體」與「內在多元的主體」――當代新儒學如何面對

差異 

18：40～20：30 晚宴（地點：全家福） 

 

9 月 28 日（週五） 

8：30～9：00 來賓報到（地點：國際會議廳） 

第七場 

 

9：00～10：30 

第一會場（國際會議廳） 第二會場（大講堂） 

主持人：黃慧英（香港嶺南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李宗桂（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劉錦賢（中興大學中文系教授）： 

儒家之一體觀及其當代價值 

蘇新鋈（前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南洋孔教會副會長）： 

天賦良知全球開展的期望 

吳有能（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副教授）： 

從關係性反省現代儒者的民主論述 

景海峰（深圳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 

全球化與儒家倫理 

沈享民（東吳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新儒家哲學與德性倫理學的比較研究：Stephen Angle 近著

Sagehood: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Neo-Confucian 

林安梧（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後新儒學論 「儒、耶通」之可能 

10：30～10：50 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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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場 

 

10：50～12：20 

第一會場（國際會議廳） 第二會場（大講堂） 

主持人：曾昭旭（淡江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 主持人：萬金川（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 

何乏筆（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修養論與民主政治：熊十力和牟宗三對《大學》的詮釋及其當

代意涵 

彭文本（臺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牟宗三論「現象與物自身」的超越區分 

何淑靜（政治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Immortality in Aristotle and Mencius 

黃敏浩（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 

從《圓善論》看德福一致的不同型態 

黃漢忠（中國醫藥大學中區區域性研究倫理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劉蕺山合一觀評析 

尤惠貞（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從人間佛教論析佛教之儒家化 

12：20～13：20 午餐 

第九場 

 

13：20～15：20 

第一會場（國際會議廳） 第二會場（大講堂） 

主持人：黃漢光（東華大學社會暨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主持人：高柏園（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副校長） 

金基柱（順天大學校智異山圈文化硏究院 HK 敎授）： 

論性理學對朝鮮佛敎之影響：從儒敎裏面的佛敎到佛敎裏面的

儒敎 

黃慧英（香港嶺南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過化存神—儒學與現代心理治療 

蔡家和（東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唐君毅論船山人性論中的心、性、理——以中國哲學原論原教

篇為例 

高瑋謙（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羅近溪思想旨趣之衡定——當代學者觀點之檢討與反思 

廖曉煒（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講師）： 

道德與宗教——唐君毅論「超越的信仰」及其意義 

高海波（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基層團體組織之重建——梁漱溟鄉村建設運動理論與實踐 

陳志強（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從事商業，哪有倫理？」——試論「儒」「商」結合的理論基

礎 

江日新（佛光大學哲研所兼任講師）： 

唐君毅、牟宗三的老子解讀：在切磋中的哲學性質之規定與定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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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5：30 茶敘 

15：30～16：30 【主題演講四】（地點：國際會議廳） 

主 題：從軸心文明到對話文明的儒家 

演講人：杜維明（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 

主持人：李瑞全（中央大學哲研所教授） 

16：30～17：30 【主題演講五】（地點：國際會議廳） 

主 題：當代新儒家的理氣論重探 

演講人：劉述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研究員） 

主持人：楊祖漢（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17：30～18：30 【主題座談二】（地點：國際會議廳） 

主 題：儒學之國際展望 

主持人：李瑞全（中央大學哲研所教授） 

引言人：劉述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研究員） 

Stephen C. Angle（Prof.,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Wesleyan University） 

黃勇（Prof,.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Kutztown University） 

楊祖漢（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18：30～18：40 閉幕式（地點：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代表及貴賓致詞 

18：40～20：30 晚宴（地點：聚風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