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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程： 

臺灣哲學學會 2013年會議程 
時間：102年 10月 26 日（六）．第一日議程 

地點：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時  間 議   程 

8:20 報到  【清大人社院二樓 A 區大廳】 

8:50 開幕  【A202 鴻遠軒】 

 

9：00 

｜ 

10：20 

 

會場一 【A202】 

題目：哈伯瑪斯法律哲學之形成過程其及其對法律與道德的關係之轉折理解 

發表人：林  立（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 副教授） 
評論人：林遠澤（政治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題目：從「精神分析」反思公共領域議題的傳播研究  
發表人：丘忠融（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林遠澤（政治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會場二 【A309】 

題目：多瑪斯人學的形上基礎 
發表人：丁福寧（輔仁大學哲學系 教授） 
評論人：徐學庸（台灣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題目：海德格爾晚期“神”的真義—兼對流俗解讀的批評 
發表人：李紅霞（蘇州大學 講師） 

評論人：汪文聖（政治大學哲學系 教授） 

會場三 【A302】 

題目：性道與德教：馬一浮《孝經》學思想述論 
發表人：于文博（北京大學哲學系 博士班） 
評論人：劉又銘（政治大學中文系 教授） 

題目：志於道的多元詮釋及現代意義  



發表人：黃麗娟（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 副教授） 
評論人：李賢中（台灣大學哲學系 教授） 

會場四 佛學專題小組討論：變化是實在的嗎？－僧肇〈物不遷論〉的哲學

解讀 【D302】 

主持人兼與談人：林鎮國（政治大學哲學系 教授） 

題目：Why things are (moving and) not moving in time: Sengzhao on change  
發表人：何建興（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副教授） 
題目：〈物不遷論〉以「正言若反」為主之語文策略 
發表人：康  特（華梵大學東方思想研究所 副教授） 

會場五 古希臘哲學專題小組討論【A306】 

主持人：張旺山（清華大學哲學所 教授） 

題目：模仿的界限與價值：論柏拉圖文藝評論的標準 

發表人：馬靜茹（中國文化大學哲學 博士班） 
題目：藝術如何威脅到倫理？—當代存有學視野下柏拉圖美學遭逢的挑戰與

辯護  
發表人：李雨鐘（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 碩士班） 
題目：論柏拉圖的靈魂三分說：國家正義即個人正義  

發表人：鄭依書（東吳大學哲學系 碩士班） 

10：20 休  息（20 分鐘） 

 

 

 

10：40 

｜ 

12：00 

 

會場一 【A202】 

主持人： 

臺灣哲學學會 2013年南海碩士論文獎得獎人： 

楊穎茜（政治大學哲學系 博士生） 

臺灣哲學學會 2013年紀念蔣年豐教授博士論文獎得獎人：  

吳澤玫（東吳大學哲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劉俊麟（中正大學哲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會場二 【A309】 

題目：休謨（David Hume）個人同一性理論之探究 

發表人：釋禪松（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 博士班） 
評論人：吳豐維（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 教授） 

題目：Hit by the Semantic Sting? ─  A Critical Analysis of Dworkin’s 
Semantic Sting Argument   

發表人：張逸群（臺灣大學法研所基礎法學組 碩士班） 



 
 

評論人：吳豐維（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 教授） 
會場三 【A302】 

題目：從演化倫理學觀點整合儒家人性論的嘗試 

發表人：李雅明（清華大學電機系 榮譽教授） 
評論人：王榮麟（臺灣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題目：試論唐君毅「生之理」義  
發表人：鄧秀梅（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評論人：李宗澤（中央研究院文哲所 博士後研究員） 

會場四 佛學專題小組討論：變化是實在的嗎？－僧肇〈物不遷論〉的哲學

解讀 【D302】 

主持人兼與談人：林鎮國（政治大學哲學系 教授） 

題目：解讀僧肇〈物不遷論〉的關鍵句：『性各住於一世』  
發表人：耿  晴（政治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會場五 古希臘哲學專題小組討論【A306】 

主持人：徐學庸（台灣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題目：從醫學到精神形上學：論亞理斯多德第一哲學之困局與精確性 

發表人：黃哲翰（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 博士班） 
題目：Striving for Unity: The Unity of Action and Moral Integrity in 

Sophocles' Antigone?   
發表人：魏同安（清華大學外語系 學士班） 

題目：《國家篇》關於善的討論 

發表人：蔡學皇（中山大學哲學 碩士班） 

12：00 午  餐（60 分鐘） 

 

13：00 

︱ 

15：00 

會場一 【A202】 

題目：The Problem of Gettier's Problem 

發表人：王志銘（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副教授） 
評論人：鄭光明（政治大學哲學系 教授） 

題目：論美感經驗是特殊經驗 
發表人：林致妘（東海大學哲學系 博士班） 

評論人：李宗澤（中央研究院文哲所 博士後研究員） 
題目：Nonmonotonic Reasoning and Defaults: On Rott's Counterexamples 



發表人：傅皓政（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評論人：李瑞麟（虎尾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合聘助理教授 ） 

蔡行健（中正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會場二 【A309】 

題目：Emptiness as Subject-Object Unity: Sengzhao on the Way Things 
Truly Are 

發表人：何建興（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副教授） 
評論人：鄭凱元（陽明大學心智哲學所 教授） 

題目：如何反對實在論？──對比世親《唯識二十論》與陳那《觀所緣緣論》

之論證 

發表人：林芳民（政治大學哲學系 學士班） 
評論人：耿  晴（政治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題目：汾陽善昭之研究 

發表人：張國一（真理大學通識教育學院人文社會學科 助理教授） 
評論人：李崇信（真理大學宗教學系 助理教授） 

會場三 【A302】 

題目：何謂先驗時空及四維時空連續體?史賓諾沙、康德及德勒茲 

發表人：陳櫻珊（臺灣科技大學 兼任講師） 
評論人：林志瑋（宜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題目：Religion and Morality 
發表人：韓賀伯 Herbert Hanreich（義守大學應用英語系 教授） 

評論人：文  哲（臺灣大學哲學系 教授） 
題目：The Embodiment of Ecstasy: On the Allegory of Dionysus’s Dismemberment in 

Nietzsche’s The Birth of Tragedy  
發表人：陳孟熙（東方設計學院通識中心 專任助理教授） 

評論人：張旺山（清華大學哲學所 教授） 
會場四 專題小組討論：返回臨床治療的醫療倫理【D302】 

題目：物體(Körper)，身體(Leib)－醫學生在大體解剖課程中的感知游移/猶
疑 

發表人：林雅萍（長庚大學人文及社會醫學科 助理教授） 
評論人：黃冠閔（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副研究員） 
題目：梅洛龐蒂作為存有要素的肉身：倫理空間的開啟 

發表人：林靜秀（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評論人：蔡錚雲（政治大學哲學系 教授） 

題目：身體的倫理學 

發表人：王心運（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副教授） 
評論人：許樹珍（陽明大學護理學系 副教授） 

會場五 古希臘哲學專題小組討論【A306】 



主持人：丁福寧老師（輔仁大學哲學系 教授） 

題目：赫拉克利圖斯的 λόγος 概念—從「認識」問題談起 

發表人：黃麗綺（輔仁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題目：《歐瑞斯特斯的故事》中的正義觀  

發表人：徐學庸（臺灣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題目：Eryximachus’ Medicine in Plato's Symposium and the Disease of Eros 

發表人：何畫瑰（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題目：Democracy and Law in Plato’s Statesman 
發表人：黃俊龍（中正大學歷史系 助理教授） 
題目：奧古斯丁對斯多噶學派物理學的批判 
發表人：苑舉正（臺灣大學哲學系 教授） 

        ＆楊濟鶴（臺灣大學哲學系 博士班） 

15：00 休  息（20 分鐘） 

 

 

15：20 

︱ 

17：20 

 

會場一 【A202】 

題目：本真性的三種說法 
發表人：徐永康（政治大學教育系 博士班） 
評論人：周明泉（輔仁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題目：知態二維論下的分析/綜合區分  
發表人：陳今偉（中正大學哲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評論人：林從一（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教授） 
題目：彈弓論證與大事實  

發表人：林景銘（台灣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學科 兼任助理教授） 
評論人：傅皓政（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會場二 【A309】 

題目：The Problem of Higher-order Misrepresentation and Its Solutions 
發表人：顏宏住（中正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評論人：藍  亭（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教授） 
題目：研究倫理審查制度中的「傷害」概念探究 

發表人：甘偵蓉（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 
評論人：林素純（中正大學哲學系 博士候選人） 

題目：論羅爾斯的穩定性論證 
發表人：吳澤玫（東吳大學哲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評論人：許漢（中正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會場三 【A302】 

題目：李光地釋張載神化觀論析－以《注解正蒙》為中心 

發表人：陳政揚（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 副教授） 



評論人：蔡家和（東海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題目：論儒家的倫理思考—以道德衝突為線索  

發表人：蕭美齡（東海大學哲學系 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陳政揚（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 副教授） 

題目：論《周易本義》中的理神論疑義  
發表人：郭芳如（臺灣大學哲學系 博士） 
評論人：蔡家和（東海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會場四 專題小組討論：返回臨床治療的醫療倫理【D302】 

題目：倫理照護的美學實踐 

發表人：楊婉儀（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評論人：汪文聖（政治大學哲學系 教授） 
題目：從現象到敘事——敘事倫理的真理觀 

發表人：林慧如（高雄醫學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副教授） 
評論人：林遠澤（政治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題目：倫理的回歸或者遠去──台灣人文臨床與日本臨床哲學的對話 

發表人：余安邦（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廖欽彬（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員） 

評論人：彭榮邦（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 助理教授） 
會場五 古希臘哲學專題小組討論【A306】 

主持人：高凌霞老師（輔仁大學哲學系 教授） 

題目：亞里斯多德論視覺 

發表人：王志輝（東吳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題目：陳康先生博士論文: Das Chorismosproblem bei Aristoteles 初探  

發表人：劉  康（輔仁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題目：Aristotelian Modalities 

發表人：鄧敦民（臺灣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題目：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Nicomachean Ethics: On Aristotle’s Theory of 

Deliberation and Action 
發表人：胡宗文（國立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助理教授） 

題目：A Much-Less-Decisive Role of Desire and Choice in Aristotle’s 
Metaphysics IX 

發表人：陳斐婷（清華大學哲學所 助理教授） 

17：20 休  息（10 分鐘） 

17：30 報告與討論台哲會事宜，並頒發優秀博、碩士獎 

19：00 晚  餐 



臺灣哲學學會 2013年會議程 
時間：102年 10月 27 日（日）．第二日議程 

地點：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時  間 議   程 

8:30 報到  【清大人社院二樓 A 區大廳】 

 

 

9：00 

｜ 

10：20 

 

會場一 【A202】 

題目：成就君子學的異他教學法(hétérodidactique)：解構的《論語》閱

讀策略  
發表人：蔡士瑋（里昂第三大學 博士生） 

評論人：魏德驥 
題目：從《性自命出》到《孟子》--早期儒學的氣論轉變  
發表人：詹民紳（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碩士班） 

評論人：魏德驥 
會場二 【A309】 

 

題目：可修改性與先驗知識 

發表人：蕭銘源（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 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趙之振（清華大學哲學所 副教授） 

題目：Knowledge with Luck 
發表人：林欣梅（東吳大學哲學系 碩士班） 
評論人：趙之振（清華大學哲學所 副教授） 

會場三【A302】 

 

會場四【D302】 

 
會場五【A306】 

 

10：20 休  息（20 分鐘） 

 
會場一 【A202】 

題目：Emotions, Rationality, and Decision-Making  



10：40 

｜ 

12：00 

 

發表人：黃沐恩（香港恆生管理學院通識教育系 講師） 
評論人：吳瑞媛（清華大學哲學所 副教授） 

題目：意義的建構-試論 Ernst Cassirer 的符號形式哲學 
發表人：張存華（輔仁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評論人：林遠澤（政治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會場二 【A309】 

題目：約翰‧希克的宗教多元論及其限制 
發表人：李彥儀（英國伯明罕大學神學與宗教學系博士 / 政治大學哲學

系博士生） 
評論人：鄧元尉（靜宜大學生態人文學系 助理教授） 

題目：葛雷馬斯符號學方陣的邏輯解讀  
發表人：徐金雲（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兼任助理教授） 

評論人：邱建碩（輔仁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會場三 德國哲學專題小組討論─存有、思想與語言－論海德格對傳統「存

有–神–邏輯學」思想的批判與開展 【A302】 

題目：海德格的形上學轉向 

發表人：黃雯君（政治大學哲學系 博士班） 
評論人：林薰香（東海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題目：從《存有與時間》到《時間與存有》──海德格的時間觀初探  
發表人：唐晉濱（政治大學哲學系 碩士班） 
評論人：吳俊業（清華大學哲學所 副教授） 

會場四 當代法國哲學專題小組討論【D302】 

主持人：黃冠閔（中研院文哲所副研究員） 

題目：「手的禮讚」：論福西永（Henri Focillon）的形式生命能動性 
發表人：李櫻蕊（弘光大學通識學院 副教授） 
評論人：黃品堯（大葉大學通識中心 助理教授） 

題目：與海德格和德希達一起探討摩塔拉比《矩陣》的藝術性質 

發表人：黃品堯（大葉大學通識中心 兼任助理教授） 
評論人：尤煌傑（輔仁大學哲學系 教授） 

會場五【A306】 

題目：論胡塞爾現象學之被動概念—從物的意義和文化意義之差別著手 
發表人：楊穎茜（政治大學哲學系 博士生） 

評論人：楊婉儀（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題目：Realism, Holism and a Weak Thesis of Under-determination  

發表人：侯維之（中正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評論人：米建國（東吳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12：00 午  餐（60 分鐘） 

 

13：00 

︱ 

15：00 

會場一 與作者面對面 【A302】 

《認知與評價：科學理論與實驗的動力學（上、下冊）》 

 

作者：陳瑞麟（中正大學哲學系 教授） 

 

與談人：王榮麟（臺灣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陳思廷（清華大學哲學所 副教授） 

歐陽敏（中正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15：00 休  息（10 分鐘） 

 

15：10 

︱ 

17：10 

 

會場一 【A202】 

題目：Rules as Reason-Giving Facts: A Difference-Making-Based Account of the 
Normativity of Rules  

發表人：王鵬翔（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王一奇（中正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合著 
評論人：謝世民（中正大學哲學系 教授） 

題目：A New Societal Self-Defense Theory of Punishment  
發表人：李心文（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系 客座助理教授） 
評論人：王鵬翔（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題目：Family, Gender, and the Scope for Principles of Justice 
發表人：陸品妃（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與通識教育中心 兼

任助理教授） 

評論人：吳秀瑾（中正大學哲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會場二 【A309】 

題目：阿多諾《美學理論》中的藝術雙重性 
發表人：吳冠緯（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碩士班） 
評論人：黃聖哲（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 副教授） 

題目：海德格前期哲學的時間起源問題 
發表人：林熏香（東海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評論人：李燕蕙（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副教授） 

會場三 德國哲學專題小組討論─存有、思想與語言－論海德格對傳統「存

有–神–邏輯學」思想的批判與開展【A302】 

題目：「有」、「無」與「泰然任之」︰海德格的思與存有  
發表人：林淑芬（政治大學哲學系 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紀金慶（政治大學哲學系 博士候選人） 
題目：從聖言到人言 - 在海德格「存有-神-學」的視野來看 

發表人：汪文聖（政治大學哲學系 教授） 
評論人：孫雲平（中央大學哲學所 副教授） 

題目：論海德格的返回步伐（der Schritt zurück） 

發表人：梁曉涵（政治大學哲學系 碩士班） 
評論人：楊婉儀（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會場四 當代法國哲學專題小組討論【D302】 

主持人：黃冠閔（中研院文哲所副研究員） 
題目：合法與善之間的正義 -- 論呂格爾對於羅爾斯正義論之商榷 

發表人：姜文斌（東海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評論人：沈清楷（輔仁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題目：德希達的動物式認同問題進路－從回應德勒茲的動物(bête)談論開

始 

發表人：蔡士瑋（法國里昂第三大學 博士生） 
評論人：洪世謙（中山大學哲學所 助理教授） 

題目：從 il y a 概念與元素概念論列維納斯早期思想的自然向度 
發表人：鄧元尉（靜宜大學生態人文學系 助理教授） 

評論人：黃冠閔（中研院文哲所副研究員） 
會場五 專題討論：德性：智德與道德【A306】 

主持人：米建國（東吳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題目：Where is Ren (Benevolence)? (仁在那裡?) 

發表人：馮耀明（東吳大學哲學系 客座教授） 
題目：Reflection as a Virtue   

發表人：米建國（東吳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題目：朱熹哲學中的「知覺」 

發表人：沈享民（東吳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題目：荀子與德性知識論   

發表人：蔡政宏（東吳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題目：Was Iris Murdoch a Kantian? Further Thoughts on Maxims and 

Virtues  
發表人：馬愷之（東吳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評論人： 

李瑞全（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教授） 
王華（政治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17：10 休  息（10 分鐘） 

 

17：20 

︱ 

18：40 

 

會場一 【A202】 

題目：The Availability Principle and the Semantic Theory 
發表人：古秀鈴（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評論人：蔡政宏（東吳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會場二 【A309】 

題目：「性惡」與「本惡」──從「性」的內涵探尋荀子性惡論的意義 
發表人：曾暐傑（政治大學中文系 博士班） 
評論人：佐藤將之（臺灣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題目：荀子道德心理學初探：對「情」的概念考察與實證探究 

發表人：王  華（政治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評論人：張忠宏（中正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會場三【A302】 

題目：傅柯與德希達在歷史方法論的差異──空間配置的考古學與時間延

異的歷史學 

發表人：林群越（政治大學哲學系 碩士班） 
評論人：謝宗宜（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專案助理教授） 

題目：海德格的「物之追問」  
發表人：紀金慶（政治大學哲學系 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吳俊業（清華大學哲學所 副教授） 

會場四 當代法國哲學專題小組討論【D302】 

主持人：黃冠閔（中研院文哲所副研究員） 
題目：論呂格爾與德希達的隱喻之爭 

發表人：沈清楷（輔仁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評論人：姜文斌（東海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題目：德希達的翻譯論 

發表人：黃雅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員） 
評論人：張一中（東海大學哲學系 講師） 

會場五【D306】 

 

18：40 閉  幕 

18：50 晚  餐 



二、參與狀況： 

臺灣哲學學會 2013 年「語言、詮釋與公共理性」年度學術研討會，由臺灣

哲學學會、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臺北醫學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共同主

辦；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協辦。於

2013 年 10 月 26~27 日，假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舉行。 

本研討會每年舉辦一次，已是臺灣哲學界規模最大的學術活動，以大家對哲

學活動的共同興趣為號召，吸引不同專長的學者一起來參與，希望參與者能夠找

到更多匯通之處，在未來創造出更多對談與合作的空間。為此，除了單篇的研究

論文發表外，我們特別徵集並設立不同的分組專題研討（Panel）場次，另外，為

促進相互的思想激盪，同時亦鼓勵研究者的辛勤精進，特別為年度優秀的碩、博士

論文獎得主設立發表場次，並有近期出版之哲學專著的「與作者面對面」(“the author 
meets critics”)場次。本屆研討會共設有五個會場同時進行，計有 48 篇單篇論文（教

師 28 位，博士 1 位，學生 19 位）、6 場分組專題研討內含 42 篇論文、碩士論文獎 1

位、博士論文獎 2 位，共計 93 篇論文進行發表。此外，10 月 27 日舉辦一場「與作

者面對面」座談會，邀請陳瑞麟教授介紹其近期著作：《認知與評價：科學理論與實

驗的動力學（上、下冊）》，並設三位與談人。發表的研究論文領域涵蓋了中國哲學、

佛學、歐陸哲學、道德政治哲學、英美語言與心靈哲學、知識論、哲學史等。會

後統計，第一天共有 150 人與會，第二天共有 112 人與會。 

 

三、研討會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