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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議程： 

二、詳細議程（如篇幅不足請另紙填寫） 

0820-0850 報到 

圓桌論壇學者群： 

林維杰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  研究員 

孫雲平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副教授 

張旺山 清華大學哲研所 教授 

陳振崑 華梵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郭朝順 華梵大學哲學系 教授 

陸敬忠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教授 

陳榮華 台灣大學哲學系 教授 

黃信二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黃冠閔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 副研究員 

Hans-Rudolf  

Kantor(康特)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教授 

黃筱慧 東吳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曾慶豹 輔仁大學哲學系 教授 

楊植勝 台灣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共 13 位。 

註：此以下「圓桌論壇」將邀請「圓桌論壇學者群」共同參與

會談 

0850-0900 開幕式 

0900-0945 成果發表圓桌論壇第一場 

（發表 20 分鐘，評論 10 分鐘，圓桌論壇 15 分鐘） 

主持人 黃冠閔(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 

發表人 陸敬忠（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子計畫一 黑格爾《邏輯學》〈概念論〉發展辯證法及其

體系性詮釋學轉化 

評論人 楊植勝（台灣大學哲學系） 

圓桌論壇與談

人 

曾慶豹（輔仁大學哲學系） 

張旺山（清華大學哲研所） 

0945-1000 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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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45 成果發表圓桌論壇第二場 

（發表 20 分鐘，評論 10 分鐘，圓桌論壇 15 分鐘） 

主持人 曾慶豹(輔仁大學哲學系) 

發表人 黃筱慧（東吳大學哲學系） 

子計畫二 在顯示與隱藏之間的迂迴：呂格爾詮釋學之隱

喻視野下的「禪意之顯與空如之喻」 

評論人 陳學毅（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圓桌論壇與談

人 

林維杰（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 

黃冠閔（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 

1045-1100 休息時間 

1100-1145 成果發表圓桌論壇第三場 

（發表 20 分鐘，評論 10 分鐘，圓桌論壇 15 分鐘） 

主持人 張旺山(清華大學哲研所) 

發表人 黃信二（中原大學通識中心） 

子計畫三 從「祭百神」至「動心忍性」：論孟子心性學

機制下之儒學宗教性 

評論人 郭芳如（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圓桌論壇與談

人 

陳榮華（台灣大學哲學系） 

孫雲平（中央大學哲學所） 

1145-1310 午餐時間 

1310-1400 Keynotespeaker：蔡仁厚教授 

主題：當代新儒家對漢語哲學之新詮釋 

1400-1415 午餐時間 

1415-1500 成果發表圓桌論壇第四場 

（發表 20 分鐘，評論 10 分鐘，圓桌論壇 15 分鐘） 

主持人 陳榮華（台灣大學哲學系） 

發表人 林維杰（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 

子計畫四 程伊川論知行與解經 

評論人 陳振崑（華梵大學） 

圓桌論壇與談

人 

黃信二（中原大學通識中心） 

陸敬忠（中央大學哲學所） 

1500-1515 休息時間 

1515-1600 成果發表圓桌論壇第五場 

（發表 20 分鐘，評論 10 分鐘，圓桌論壇 15 分鐘） 

主持人 孫雲平（中央大學哲研所） 

發表人 郭朝順（華梵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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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五 宗密的解經方法及其詮釋學轉向──以《圓覺

經大疏》為主的考察 

評論人 李幸玲（臺灣師範大學教授） 

圓桌論壇與談

人 

康特（Hans-Rudolf Kantor）(華梵大學東方人

文思想研究所) 

嚴瑋泓（東海大學哲學系） 

1600-1615 休息時間 

1615-1700 成果發表圓桌論壇第六場 

（發表 20 分鐘，評論 10 分鐘，圓桌論壇 15 分鐘） 

主持人 郭朝順(華梵大學哲學系) 

發表人 康特（Hans-Rudolf Kantor）(華梵大學東方人

文思想研究所) 

子計畫六 Emptiness of Transcendence – The Inconceivable 

and Invisible in Chinese Buddhist Thought 

評論人 王晴薇(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圓桌論壇與談

人 

陳振崑（華梵大學哲學系） 

黃筱慧（東吳大學哲學系） 

1700-1715 休息時間 

1715-1805 圓桌綜合座談與總結： 

主持人：陸敬忠 

圓桌評論學者群共 13 位（負責會議討論之引言與評析） 

1805-1815 閉幕式 

1805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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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狀況： 

本次圓桌學術研討會為第六屆西方詮釋學與東方漢語哲學圓桌學術研討會，其中

進行的方式仍然延續東西方哲學之對話關懷，其中今年度會議的主題為【溯源、

對比、會通】，分別以六個場次進行更為聚焦的討論。每個場次的討論為時 45

分鐘，發表人與評論人分別有 20 分鐘的發表時間及 10 至 15 分鐘的評論時間，

爾後則有 10 至 15 分鐘供指定評論人及開放提問環節。 

 

首先，陸敬忠教授的《黑格爾《邏輯學》〈概念論〉發展辯證法及其體系性詮釋

學轉化》嘗試對《邏輯學》〈絕對理念〉進行文本乃至體系內在性的詮釋，藉此

嘗試讓體系性詮釋學與黑格爾之玄思性辯證法關於方法的探討進行對話，尤其指

出後者作為絕對理念之體系性發展的方法乃緊密關聯於其玄思性神哲學體系的

兩個基設——無限絕對性存有及主體性自思，從而使得其方法之概念似乎難以移

植至其他脈絡而有著運用的疑難，然而概念論中的「發展」或「理念」辯證法作

為黑格爾辯證法之方法學仍然可與體系性詮釋學進行對比對化之處；其中前者所

論及的抽象普遍性之於後者所談論的先結構及前結構，特殊性之於對話辯證法，

具體普遍性之於語言之道成肉身真理觀的談論。其次，黃筱慧教授的《在顯示與

隱藏之間的迂迴：呂格爾詮釋學之隱喻視野下的「禪意之顯與空如之喻」》透過

呂格爾的三重模擬迂迴地解讀東方慧能與神秀的禪宗公案，藉此表達出迂迴的詮

釋將原意鬆動且空出原有意義有種近似解構的 erasure，使得解構在這般禪意之

顯與空如之喻的迂迴被呈現於一個路程之中。接著，黃信二教授的《從「祭百神」

至「動心忍性」：論孟子心性學機制下之儒學宗教性》指出孟子在談論攸關生死

的宗教議題上所提出的「以道殉身」、「舍生取義」、「苦其心志」於其心性之

學中既保存且轉化了原始宗教的部分，進而透過四端之心、道德主體與一些文本

案例指出孟子心性論所具備的哲學與宗教之中介功能，以此證成儒學宗教性之當

代意涵。 

 

午休後，由東海大學榮譽教授蔡仁厚教授主講《當代新儒家對漢語哲學之新詮釋》

作為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演講。蔡教授的講演不僅將牟宗三先生所處的脈絡交代，

更環繞著牟先生畢生的哲思工作及關懷，言簡意賅地透過五點陳述之：闡明三

教、開立三統、暢通慧命、融攝西學、會通中西。 

 

午後的第一場次由林維杰教授發表《程伊川論知行與解經》，其中首先區別程尹

川所提出的「知行先後論」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而程氏知行論乃奠基於

《大學》格物的先後論，並揭示了知作為行的條件，而行作為知之證成，進而指

出讀書解經為格物進路中至重要的一項，從而橫跨了認識論及詮釋學的探討。接

著，郭朝順教授的《宗密的解經方法及其詮釋學轉向──以《圓覺經大疏》為主

的考察》探討華嚴宗五祖宗密結合《圓覺經》與《起信論》對《華嚴經》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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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立起的心性論形上學不但化約了華嚴思想之豐富，乃至更易了其中的思想，

更是破壞了法藏及澄觀思想中的多元性格，繼而使禪在知識化及體系化的過程中

由強調實踐化約為真心形上學，以致日後宋初值山家山外之爭與宋明儒家形上思

想中心性論形上學皆受此影響。最後，康特教授的《Emptiness of Transcendence – 

The Inconceivable and Invisible in Chinese Buddhist Thought》探討著漢傳佛教中關

於「空」之探討作為一種對超越性之強烈否定，因為空性維繫著相互依存而否定

著一種具有內在本性之個別者的同一性，以致對於空的真知正是認識到妄知的生

存關聯及由此辨識出幻有與真有，尤其聚焦於僧肇與法藏對空的超越性、本體無

限定性及妄知之意識的討論。 

 

每場論文發表中，除了評論人及與談人的評析及提問外，與會學者之間的相互交

流亦使得本次圓桌論壇激發更多的思考和延續的部分，同時各個論文之間亦有相

似的關懷主題而貫穿著全天的討論與省思，從而再次凸顯圓桌會議的特質。最後，

本次會議在綜合討論與總結，在各個與會學者的討論及反饋中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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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討會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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