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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討會議程： 

第十四屆比較哲學學術研討會 
哲學教育與教育哲學 

主辦：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      時間：民國 102 年 5 月 16 日（四）、17 日(五) 

協辦：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地點：南華大學成均館三樓會議室 

  

五月十六日（四） 

09：00  報    到 

09：45－10：00  開幕式暨校長致辭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論       題 

第一

場 
10:00 

| 
12:30 

釋慧開 

楊祖漢 從朱子思想看道德教育 

陳德和 論老子《道德經》教育哲學的義涵 

陳章錫 《禮記》教育哲學之總體考察 

12：30－14：20  午餐時間 

第二

場 
14:20 

| 
16:00 

尤惠貞 

紀潔芳 從佛經研讀中探討生命關懷 

黃文宏 從西田哲學來看海德格「實存論的獨我論」 

16：00－16：20  休息時間 

第三

場 
16:20 

| 
18:00 

龍武維 

林妙貞 人間佛教思想中的道德教育 

高瑋謙 論羅近溪「赤子之心」說的教育哲學義涵 

18：10 簡餐、自由討論 

五月十七日（五）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論       題 

第四

場 
10:00 

| 
12:30 

紀潔芳 

李淳玲 牟宗三先生與康德哲學之磨盪：一條思想發展的線索 

尤惠貞 天台哲學教育的生命關懷與實踐方法 

黃國清 智顗懺悔思想的生命教育意涵 

12：30－14：20  午餐時間 



 

第五

場 
14:20 

| 
16:00 

苑舉正 

林永崇

游惠瑜 
關懷倫理取向的幸福教育探究 

徐慧真 
透過視覺藝術法培養技職學生對於痛苦感知之能力及 

同理心 

16：00－16：20  休息時間 

第六

場 
16:20 

| 
18:00 

謝青龍 

苑舉正 我國哲學教育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 

楊植勝 黑格爾的「愛的教育」──意識從知性到理性的發展 

18：00－18：10  休息時間 

         18：10－18：40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18：40        晚餐 

 

 

 

 

 

 

 

 

 

 

 

 

 

 

 

 

 

 

 

 

 

 

 

 

 

 



 

二、參與狀況： 

 
    二○一三年五月十六、七日于南華大學舉辦之「比較哲學學術研討會：哲學教育與

教育哲學」，承蒙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鼎力支持，不僅籌備工作順暢進行，研

討會也達致預期成果；同時獲得學界先進、與會師生及校方的高度肯定。 

 

    在此次為期兩天的議程中，我們除了邀請對相關論題有所專精的哲學學者外，另邀

請一些深具創作背景、同時亦極具哲學涵養的學者針對此次的研討會主題：「比較哲學

學術研討會：哲學教育與教育哲學」，展開了總共六個場次的學者報告，以及綜合座談。

本次研討會以「哲學教育與教育哲學」為主軸，並嘗試透過比較哲學的視野，探討中外

哲學在哲學教育與教育哲學上的豐富義蘊。     

  本次研討會的籌備工作主要由尤惠貞主任與系上老師的熱情參與為統籌主軸，系上

同學為輔。系上師生皆對研討會籌備工作相當嫻熟。哲學系全體師生的熱情參與兩天的

研討會當裡展現完美流暢的運作，達到與會嘉賓與系上師生賓主盡歡的完滿結局。在這

長達半年的籌備工作中，全體師生們的義務參與、勞而不怨，讓研討會最終得以圓滿完

成，全體工作人員莫不欣喜快慰，許多不足為外人所道的辛苦也可說是有了代價。除此

之外，眾多學者長期對於本系研討會之支持，不辭千里路途之苦、依舊懷抱著真摯的學

術熱忱赴會，亦令人十分欽佩。 

   

(一)會議簡介: 

哲學沒有教育是空的 

教育沒有哲學是盲的 

 

哲學是愛智之學，也是反省的學問。重要的思想家、大企業的執行長、社會運動的

推動者，許多在大學或研究所階段主修哲學，哲學的訓練，讓他們一輩子終身受用。哲

學的重要性無庸致疑，但在現實就業考量下，台灣只有不到 1/400 的學生願意將哲學當

成志業，是所有學門中最少的。叫好卻不叫座，是因為哲學無用？還是因為哲學冷僻？ 

隨著時代變遷，大學的意義也有重大變革，大學生不再是天之驕子，大學也不再是

學術象牙塔。扮隨大學的社會功能日益增強，不同科系專業訓練也需因革損益，以面對

不同的挑戰。哲學一方面是反省性的學問，是後設的思辨，讓它不可能成為職業訓練式

的應用知識；但是，作為反省性的學問，哲學也有義務針對教育體系與現實社會問題，

扮演啟迪提昇的積極角色。 

如何在課程架構中安排兼具反省思辨訓練，以及積極面對現實問題，進而提出正面



 

應對可能性的知識系統，成為哲學科系面對未來挑戰的重要課題。課程架構之外，應整

體考量如何教哲學，如何學哲學，如何將現實關懷以及社會實踐融入到哲學科系的教學

系統中。其次，哲學本身之教育設計，對哲學科系之發展固然重要，但哲學如何省思教

育，使教育在理想與現實中均衡發展，使國家教育能有一個更為合理之安排，亦是哲學

科系必須嚴肅思考之課題。上述諸多議題都應該成為公共議題，經由公開討論與檢討，

以供台灣哲學界未來發展之參考。 

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將在明年五月中旬舉辦第十四屆比較哲學研討會，這

次會議主題訂為：「哲學教育與教育哲學」，希望能廣徵博議，邀請學界先進提供卓見，

以利交流對哲學的教育與教育的哲學之不同想法。誠摯地邀請大家共襄盛舉，讓哲學教

育成為公開論辯的社會議題，提供台灣哲學界未來發展之參考。 

 

會議籌備處：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 
執行秘書：賴錦蝦小姐　  電話：05-2721001 轉 2111  
電子信箱：shrimp1716@mail.nhu.edu.tw 
聯絡地址：622 嘉義縣大林鎮中坑里南華路一段 55 號  

 

      (二)媒體報導: 

    南華大學「比較哲學研討會」 從哲學探索生命教育 

 

【嘉義訊】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於本月 16、17

日舉辦第十四屆比較哲學研討會，為期兩天的研討活動匯

集多位哲學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探討「哲學教育與教

育哲學」， 並從朱子思想、老子《道德經》、《禮記》中

探討其道德教育及教育哲學的義涵；除此之外也從多元面

向探索生命關懷與生命教育，包含從佛經的研讀、人間佛

教的思想以及天台哲學教育等。此次研討會聚焦於探討教

育與哲學之間的對話，透過十五位專家學者所發表研究成

果，引發了哲學與教育學思考的新方向，同時亦延伸哲學

與教育對於生命教育之關懷。  

  由宗教辦學的南華大學致力推動生命教育，南華大學林聰明校長主持研討會開幕式時表示，哲學是包羅萬

象的，生命教育更是人文素養的薰陶，不只是教育界要重視，各界皆應共同關注生命教育的課題。林校長也期

 

引發哲學與教育學思考的新方向  

 



 

望透過研討會的舉辦，可以助於生命教育的推動，培養學子的人文素養。  

  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主任尤惠貞教授指出，「哲學」普遍來說常被認為無用武之地，其實哲學就

在我們的生活中，並且可以運用在很多地方，自創校以來即設立哲學研究所，爾後又成立大學部，可見南華對

學子人文素養的培育相當重視，近年來更結合生命教育領域，讓學生從哲學中學習關懷社會及尊重生命。尤惠

貞教授說，哲學可以訓練學生的觀察力及思維，對學子未來在職場上或社會上都有相當大的助益。  

  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所舉辦的「比較哲學學術研討會」，是該系所的重點學術研討活動，歷年來

探討的主題包括：比較美學、文化哲學比較、宗教哲學比較、跨文化視域下的中國哲學、東西方的生命哲學、

生命學問與生命教育、哲學與生命教育、經典與生命的對話等；此次研討會聚焦於探討教育與哲學之間的對話，

以期能引發哲學與教育學思考的新方向，同時亦延伸哲學與教育對於生命教育之關懷。  

   此次「哲學教育與教育哲學」兩日的學術研討活動，除南華大學陳德和、紀潔芳、尤惠貞、陳章錫、林

永崇、林妙貞等教授以外，亦邀請臺灣大學哲學系主任苑舉正及楊植勝、中央大學楊祖漢、清華大學哲學研究

所黃文宏、臺中教育大學語教系高瑋謙、醒吾科技大學國際商務系游惠瑜、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徐慧真等教

授，乃至美國加州之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基金會研究員李淳玲，共十五位發表研究成果；希望藉由本次學術研

討活動，讓哲學教育、教育哲學，成為台灣學術界共同關心的議題，並作為台灣哲學界或教育學界未來發展之

參考。 

2013/05/17
 



 

三、研討會活動照片: 

(一)五月十六日(四): 

 
林聰明校長蒞臨主持開幕典禮。 

 
陳章錫老師簽到 。                    林妙貞老師簽到 。

 
紀潔芳老師簽到。                     陳德和老師簽到。 



 

 

 
圖左至右為陳章錫、尤惠貞、楊祖漢、陳德和老師一同合影留念。 

 
圖左為楊祖漢老師與尤惠貞老師互相討論。 

 
 
 
 



 

 
開幕致詞，圖右為林聰明校長。 

 
第一場主持人釋慧開副校長，圖左至右發表人陳章錫、楊祖漢、陳德和老師發表。 



 

 
第二場主持人尤惠貞老師，圖左至右發表人黃文宏老師、紀潔芳老師。 

 
第三場主持人龍武維老師，圖左至右發表人林妙貞老師、高瑋謙老師。 

 



 

 

大家都很認真聽台上老師發表論文呢！ 

 

 

                      第一天的大合照 

 



 

(一)五月十七日(五): 

 

第四場主持人紀潔芳老師，圖左至右發表人黃國清老師、尤惠貞老師、李淳玲老師。 

 

第五場主持人苑舉正老師，圖左至右發表人林永崇老師、徐慧真老師。 

 

 



 

 
第六場主持人謝青龍老師，圖左發表人苑舉正老師。 

 
第六場主持人謝青龍老師，圖右發表人楊植勝老師。 



 

 
研討會綜合座談會，每位老師都上台與參與者對話。 

 

 

最後一天的合影，大家都辛苦了！ 

 

 
 



 

                    研討會花絮 

 

 

現場陳設南華大學哲生系往年研討會論文集及揭諦期刊。 

 

滿座的參加者，正專心聆聽台上發表者論文。 



 

 

與會老師參與討論。 

 

與會同學參與討論。 

 
 
 
 



 

四、研討會邀請函 

南 華 大 學 哲 學 與 生 命 教 育 學 系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Life Education, Nanhua University 

622 嘉義縣大林鎮中坑里南華路一段 55 號 

TEL:05-2721001#2111, FAX:05-2427141, E-mail:philosophy@mail.nhu.edu.tw 

第十四屆比較哲學學術研討會 

102.5.16-17 

- 哲學教育與教育哲學- 

邀  請  函 

               鈞鑒： 

 本系謹訂於 102 年五月十六、十七日兩（星期四、五）假本

校成均館 C334 會議室舉辦第十四屆比較哲學學術研討會，主題

為：哲學教育與教育哲學，敬請撥冗指導。 

 本屆學術研討會延續一貫傳統，採取精緻的會議研討型態，

邀請校內外學有專精之學者專家參與。茲附上會議議程，敬請卓

參。 

誠懇邀請 尊駕蒞臨指導，順頌  

崇祺 

南華大學哲學系系主任 

 謹稟 



 

第十四屆比較哲學學術研討會  

──哲學教育與教育哲學 

 

邀  稿  函 

 
教授道席： 

 

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擬於 102 年 5 月 16 日、17 日（星期四、

星期五）於本校舉辦「第十四屆比較哲學學術研討會」，主題訂為「哲學

教育與教育哲學」。素仰 先生學養精湛，特敬邀出席發表論文。茲附上

會議簡介，敬請參閱。如蒙 惠允，請於 101 年 12 月 15 日前填寄所附研

討會報名表（含論文題綱及個人資料），經大會議決後，將專函通知。並

請於 101 年 4 月 15 日前惠寄論文全文（請惠賜 pdf 檔或 word 檔），論

文字數請勿超過兩萬字。耑此 敬頌 

道安 

                  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主任  

尤 惠 貞 敬邀 

 



 

五、研討會報名表 

 

 比較哲學學術研討會—哲學教育與教育哲學 

報名表 
時間：102 年 05 月 16、17 日(星期四、五兩天) 

地點：南華大學成鈞館 C334 會議廳 

 

姓   名  性別  

服務學校  職別  

聯絡電話 (O) 

(H) 

E-mail  

聯絡地址  

論文題目 (中文) 

  或 

(英文) 

論文提要  

 

 

 

 

 

 

 

 

 

 

 

關鍵詞 (中文)  

  或 

(英文) 
※ 請於 101 年 12 月 15 日(星期一)前傳真至 05-2427141。 



 

※ 或 email：nhuphilife@gmail.com 回覆，謝謝。 

 

論文格式 

壹、正文 

一、文字書寫 (一) 文字書寫請以橫式寫作。 (二) 請用繁體字。 

二、章節層級 (一) 中文請按「壹、一、(一) 1. (1) a. (a)」等順序標示。 (二) 西文請按

「I. A. (A) 1. (1) a. (a)」等順序標示。 

三、分段 (一) 每段首行前空兩格。 (二) 直接引原文時，短文可逕入內文。中文論文

以「」標出，西文論文以“ ”標出。 (三) 獨立引文自成一段落，每行前空三格。 

四、引文 (一) 請用新式標點符號，直接引文用冒號“：”時，中文引號用「」，西文引

號用“ ”。 (二) 直接引文不用冒號“：”時，中文引號用「」，西文引號用“ ”。 (三) 

引文中有引文，中文單引號「」內之引文符號為雙引號『』；西文雙引號“ ”內之引

文符號為單引號‘ ’。 (四) 獨立引文不加引號。 

五、書刊符號 (一) 書名、報刊名用《》。 (二) 單篇論文及篇名用〈〉。 (三) 書名與

篇名連用時，省略篇名號，如《史記．項羽本紀》。 (四) 西文書名用斜體，篇名

用“ ”。 

六、附加原文 (一) 引用西文人名、著作、專有名詞時，請盡量譯為中文。 (二) 第一

次引用西文人名、著作、專有名詞時以括號附加原文全名，其後引用時不需重複附

加。 

七、年代 (一) 文中若有中國朝代名，請使用國字，並以括號附註西元年代，如明正德

十六年（1521）。 (二) 西元年代用阿拉伯數字，如董仲舒（176－104 B.C.）。 

八、註釋 (一) 於本文中註明出處，請按（作者，年代/縮寫：頁數）之格式加註，如：

（Fine, 1994: 7-9），（Kant, KRV: 25(B)）。 (二) 欲註明出處，但行文已有作者姓

名時，按（年代：頁數）之格式加註，如：「Fine 指出…，…(1994: 11)。」。 

九、縮寫、圖表名稱及註解位置 (一) 縮寫可使用約定俗成之簡稱，但須於參考文獻中

註明清楚。 (二) 表名在表上方、表註在表下方；圖名、圖註在圖下方。圖表在文

中的位置。 

貳、參考文獻曾於正文中引用之文獻，請列入參考文獻；正文未引用者，

不得列入。 
編排順序 (一) 中文資料與西文資料須分開，並按作者名稱之筆畫、字母順



 

一、序編排。 (二) 同一作者之不同文獻，以出版日期先後順序編排。 (三) 同

一年之不同出版品，於年份後加上小寫英文字母以區分時間順序。(四) 同

作者之不同文獻，除第一篇須列作者全名外，其餘均以三個短破折號 ---代

替作者姓名。 

二、縮寫簡稱表引用文獻之縮寫除註明於書目之中，亦可全數列於參考文獻之頁

首。 

三、格式參考文獻請按以下格式列出。  

(一) 期刊論文中文期刊論文：「作者（年代）。〈論文標題〉，《期刊名》，卷，

期數：頁碼。」如：王文方（ 2007）。〈虛擬條件句理論述評〉，《臺灣

大學哲學論評》，33：133-182。西文期刊論文：“Author’s last name, author’s 

first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Title of the Periodical, series number, 

volume number: page numbers.” 如： LePore, Ernest.,Loewer, Barry (1987). 

“Mind Matter.” Journal of Philosophy, 84: 630-71.  

(二) 專書論文中文專書論文：「作者（年代）。〈論文標題〉，編者（編），《書

名》，頁碼。出版地：出版者。」如：張旺山（ 2001）。〈行動人與歷史

世界的建造：論狄爾泰的「生命的詮釋學」〉，黃俊傑（編），《中國經典

詮釋傳統（一）：通論篇》， 51-75。臺北市：喜馬拉雅基金會。西文專書

論文：“Author’s last name, author’s first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Editor(s) (ed.), Title of the book (page numbers).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如： Haugeland, John (2002). “Heidegger on Being a Person.” 

Hebert Dreyfus (ed.). Heidegger Reexamined (vol.1): Dasein, Authenticity, and 

Death (73-84). New York: Routledge.  

(三) 專書中文專書：「作者（年代）。《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如：牟宗

三（1983）。《心體與性體》。臺北：正中書局。西文專書：“Author’s last 

name, author’s first name (Year).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如： Allison, Henry E. (2001). Kant’s Theory of Taste: A Reading 

of the Critique of Aesthetic Judg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四) 古籍古籍原刻本：「作者（朝代）。《古籍標題》（版本說明），卷。」如：

劉向（清）。《列女傳》（道光 17 年振綺堂原雕，同治 13 年補刊，梁端

校讀本），卷 2。古籍複印本：「作者（朝代）。《古籍標題》（出版地：

出版者，出版日期，複印版本），卷。」如：王鳴盛（清）。《十七史商榷》

（台北：樂天，1972，影廣雅書局本），卷 12。  

(五) 研討會論文中文研討會論文：「作者（年 .月）。〈論文標題〉，「研討會

名稱」。地點：主辦單位。」如：陳文團（2004.04）。〈馬克斯的正義與



 

薪資分配制度〉，「馬克斯的正義研討會」。北京：北京清華大學。西文研

討會論文：“Author’s last name, author’s first name (Year, Date). “Title of the 

artic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me of the Conference, Place.” 如： Tran Van 

Doan (2006.11). “Harmony as the Principle of Eco-Ethic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Ethics. Denmark: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Copenhagen.  

(六) 博士論文中文博士論文：「作者（年代）。《論文標題》。博士論文。發表

地點（學校及科系名稱）。」如：林雅萍（2008）。《意識、觀視與德行—

梅朵論道德能動性》。博士論文。臺北：臺灣大學哲學系。西文博士論文：

“Author’s last name, author’s first name (Year). Title of the dissert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me of the University, Place. ” 如： Carlo 

Kwan (1985). The Dimension of Time in Mythology.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Philosophy.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Louvain.  

電子出版本中文電子出版品：「作者（年代）。〈文件標題〉，文件發表日期。

電子出版品的出版資訊（出版平台名稱，主編，出版單位）。資料取得方式（取

得日期，網址）。」如：凡國棟（ 2009）。〈也說《凡物流形》之「月之有軍

（暈）」〉，2009 年 1 月 3 日。《武漢簡帛網》，陳偉主編，武漢大學：武漢

大學簡帛研究中心。2009 年 4 月 17 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941>。西文電子出版品：“Author’s last 

name, author’s first name (Year). “Title of the Document.” Information of Electronic 

Publication. Access Information (Date of access, <URL>).”。如： Ross, Don (1997). 

“Game Theory.” 25 Jan. 1997.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ward N. 

Zalta(ed.), Stanfo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 

 

 

 

 

 

 

 

 

 

 

 

 

 

 



 

 

六、研討會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