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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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2016/11/5-11/6兩天會議議程。 

二、參與狀況： 

臺灣哲學學會為國內最大的哲學社群，每年定期舉辦年會。臺哲會年

會是台灣哲學界的盛事，除了數量眾多的論文發表之外，亦為學界成

員會面聯絡的重要管道。今年台哲會年會公開徵稿，共計發表 69 篇

論文，並安排二場主題演講，分別由南華大學宗教研究所 何建興教

授(103 年度科技部人文司學術類哲學學門傑出研究獎獲獎人)及陽明

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 鄭凱元教授(101 年度科技部人文司學術類哲學

學門傑出研究獎獲獎人)分別擔任主題演講人。同時，我們亦舉辦三

場座談會，主題及主持人分別為「創新作為哲學研究的核心價值」，

主持人:謝世民教授(中正大學哲學系)；「美國哲學學會與台灣哲學學

會國際合作交流座談會」，主持人:米建國教授(東吳大學哲學系)；「東

亞哲學會議之籌備與參與」，主持人:林正弘(台灣大學、東吳大學哲

學系退休教授)。兩天與會共計 323人次，為歷年舉辦最佳。 

參加人數及國別、發表論文篇數 

場次 參加人次 國別 發表論文篇數 

11/5 210人 臺灣、大陸、港澳 35篇 

11/6 113人 
臺灣、大陸、港澳、

美國 
3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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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討會活動照片 

2016/11/05-11/06會議活動相關照片： 

 

 

邀請東海大學文學院-江丕賢院長致詞 11/5特邀演講-何建興教授 

  

11/6特邀演講-鄭凱元教授 研討室討論實況-H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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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05-11/06會議活動相關照片： 

 

 

 

 

研討室討論實況-H436 研討室討論實況-H418 

 

 

 

研討室討論實況-H452 研討室討論實況-H417 

 



 Nov 5, 2016 (Saturday) 

08:30 -09:00 報到 [H104] 

09:00 -09:10 

開幕 [H104]  

主持人：史偉民 (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台灣哲學學會會長)  

開幕式致詞：江丕賢（東海大學文學院院長） 

09:10 -10:10 

特邀演講 [H104]  

主持人：鄭光明 (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台灣哲學學會副會長) 

特邀演講：Causation and Ontic Indeterminacy: A Chinese Madhyamaka Perspective 

發表人： 103年度科技部人文司學術類哲學學門傑出研究獎獲獎人 何建興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教授) 

10:10 -10:20 休息 

 
會場 A [H417] 會場 B [H418] 會場 C [H436] 會場 D [H452] 會場 E [H535] 

10:20 -11:50 

[小組討論]  

當代新儒家之工夫論與詮釋學 I 

  

主持人：沈享民(東吳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題目：儒家工夫詮釋學之哲學意
義：從先秦、宋明到當代新儒學之
發展 

發表人： 

李瑞全(中央大學哲學所教授) 

評論人： 

陳振崑(華梵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題目：探討儒學與民主的相容
性問題：以牟宗三先生的「良
知自我坎陷開出民主」為焦點 

發表人：  

梁奮程(中央大學哲學所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 

沈享民(東吳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 
洪子偉(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助
研究員) 
 
題目：On Zhong’s Defense of 
Mental-to-Mental Causation 
發表人： 
陳希敏(中正大學哲學系碩士生)， 
王一奇(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評論人： 
 
題目：為什麼我應該去做我最
有理由去做的行動？——從第
一人稱觀點與第三人稱觀點給
出的不同答覆  
發表人： 
陳奕融(台灣大學哲學所博士候選
人)，鄧育仁(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
所研究員)  
評論人： 
謝世民(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題目：一個提綱:海德格如何介
入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爭議 
發表人： 
紀金慶(靜宜大學生態人文學系助
理教授)  
評論人：  
林靜秀(靜宜大學生態人文學系助
理教授)  

主持人： 

張旺山(清華大學哲學所教授) 

  

題目：神話作為關於社會如何
可能的一個芻議——兼論周代
禮樂的非神話性格 

發表人：  

蔡翔任(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

任助理教授) 

評論人： 

蔡偉鼎(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名理探》論公者：明
末清初的共相討論 

發表人： 

楊濟鶴(台灣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評論人： 

林熙強(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博

士後研究員) 

主持人： 

劉見成(弘光科技大學通識學院教授) 

  

題目：儒家的欲望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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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以責任概念為主導的《孟
子》人性論研究 

發表人：  

陳士誠(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

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  

  

臺灣哲學學會2016年學術研討會：傳統、詮釋與創新 
地點:東海大學人文大樓H104 

主辦單位:臺灣哲學學會、東海大學哲學系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東海大學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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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場 A [H417] 會場 B [H418] 會場 C [H436] 會場 D [H452] 會場 E [H535] 

11:50 -13:00 午餐 

13:00 -14:30 

[小組討論]  

當代新儒家之工夫論與詮釋學 II 

  

主持人： 

沈享民  (東吳大學哲學系副教

授) 

  

題目：唐、牟二先生莊子工夫
論探微——以〈齊物論〉、〈大
宗師〉為比較核心 

發表人： 

錢怡君(中央大學哲學所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 

葉海煙(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題目：從道德實踐之進路詮釋
周濂溪《通書》「成聖」之意義 

發表人： 

金美華(中央大學哲學所博士生) 

評論人： 

沈享民(東吳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題目：Theravada Buddhism 

Attitude towards Reproductive 

Cloning 

發表人： 

許文鳳(中央大學哲學所博士生) 

評論人： 

黃漢忠(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醫

學系社會醫學科專案助理教授) 

主持人： 

劉希文(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東海大學哲學系兼任教授) 

                                   

  

題目：有限因果觀點下自由意志
行使的合理性 

發表人： 

蕭銘源(清華大學哲學所博士後研究員) 

評論人： 

張智皓(中正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題目：論黑格爾的「市民社會」、 

「國家」與公民社會 

發表人： 

戴  勁(華中師範大學哲學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 

[小組討論]  

海德格哲學—想像、時間、處境 I 

  

主持人： 

汪文聖(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題目：圖像與情態:海德格論先
驗想像力的「純粹自發接受力」 

發表人： 

林東鵬 (柏林自由大學哲學博士) 

評論人： 

林薰香(東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題目：藝術作品的時間性——
海德格的《尼采 I》與〈藝術作
品的起源〉 

發表人： 

林薰香(東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 

汪文聖(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題目：《存有與時間》中「畏」
現象析論 

發表人： 

姜  達(東海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評論人：  

紀金慶(靜宜大學生態人文學系

助理教授) 

[座談會] 
創新作為哲學研究的核心價值 
 
主持人： 
謝世民(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與談人：  
史偉民(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  
 
蔡政宏(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  
 
何建興(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教授) 
 
藍  亭(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
研究所教授) 
 
方萬全(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兼任
研究員、東吳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 
 
鄧育仁(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林正弘(台灣大學哲學系、東吳大
學哲學系退休教授)  
 
鄭光明(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曾國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14:30 -14:40 休息 休息 

臺灣哲學學會2016年學術研討會：傳統、詮釋與創新 
地點:東海大學人文大樓H104 

主辦單位:臺灣哲學學會、東海大學哲學系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東海大學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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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場 A [H417] 會場 B [H418] 會場 C [H436] 會場 D [H452] 會場 E [H535] 

14:40 -16:10 

主持人： 

李庭綿(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個人理性與傳統價值 

——回應艾文賀對《荀子》道
德規範的定位 

發表人： 

王靈康(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

程中心助理教授) 

評論人： 

張忠宏(中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題目：「人異義」的多元問題 : 

墨家在先秦哲學的突破點 

發表人： 

林怡妏(台灣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鄧育仁(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研究員) 

評論人： 

  

題目：化西宗《墨經》之“侔”
新詮：三款六式（九式）十二相 

發表人： 

錢  爽(比利時根特大学漢學系

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  

張耀南(北京行政學院教授) 

主持人： 

顏均萍(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

哲學博士) 

  

題目：關於賭徒論證的不同思考 

發表人：  

張國一(真理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

教授) 

評論人： 

鄭鈞瑋(台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兼任助理教授) 

  

題目：明末耶儒對話：以楊廷筠
鬼神觀為中心 

發表人： 

郭芳如(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

任助理教授) 

評論人： 

[小組討論] 

海德格哲學—想像、時間、 

處境 II 

  

主持人： 

林薰香(東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題目：怎樣的死亡才能召喚出
良知：從《存有與時間》中的
本真共在到共同體的重構 

發表人：  

李雨鍾(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

系博士生) 

評論人：  

黃冠閔(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

副研究員) 

 

題目：海德格論上帝的體現問題 

發表人： 

汪文聖(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評論人： 

吳俊業(清華大學哲學所副教授) 

 

題目：海德格的「黑筆記」及
其詮釋學問題 

發表人： 

蔡偉鼎(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蔡翔任(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兼任助理教授) 

   

16:10 -16:20 休息 

臺灣哲學學會2016年學術研討會：傳統、詮釋與創新 
地點:東海大學人文大樓H104 

主辦單位:臺灣哲學學會、東海大學哲學系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東海大學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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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場 A [H417] 會場 B [H418] 會場 C [H436] 會場 D [H452] 會場 E [H535] 

16:20 -17:50 

主持人： 

齊婉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華語文

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東海

大學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題目：禪宗傳統的詮釋與創新 

——以禪宗 16字標誌為例 

發表人：  

陳之華(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

究所博士) 

評論人： 

張忠宏(中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題目：楊岐方會之文獻、生平
探究 

發表人：  

張國一 (真理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

教授) 

評論人：  

鄭鈞瑋(台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兼任助理教授) 

  

題目：王陽明論他人之惡 

發表人： 

陳志強(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香

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兼任講師 ) 

評論人： 

盧盈華(浙江工商大學哲學系講師) 

                                   

主持人： 

鄭光明(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題目：How to think about an 

external-world-knowledge 

sceptical argument? 

發表人： 

侯維之(中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 

鄧敦民(台灣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How to Be a Semantic 

Holist? 

發表人：  

顏均萍(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

哲學博士) 

評論人：  

李國揚(中正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Another look at the 

proportion problem 

發表人：  

陳湘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助

研究員) 

評論人：  

王一奇(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主持人： 

方萬全(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兼任

研究員、東吳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 

                                  

題目：論莊子對辯者認知理論
的反思——以「去己」與「無
己」展開的探究 

發表人： 

吳惠齡(台灣大學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評論人： 

葉海煙(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題目：試論《莊子》的「神人
无功」 

發表人：姚彥淇(臺北護理健康大

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評論人：  

[小組討論]  
哲學史研究的意義與方法 
 
主持人： 
史偉民(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 
 
與談人：  
汪文聖(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黃冠閔(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副
研究員) 
 
吳俊業(清華大學哲學所副教授) 
 
孫雲平(中央大學哲學所教授) 
 
陳士誠(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
系副教授) 

[南海碩士論文獎論文發表] 

 

主持人： 

李蕙容(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獲獎名單—— 

 

傑出獎 

題目：康德法權論在其道德哲
學中之定位 

發表人： 

王冠龍 (政治大學哲學研究所）  

 

佳作獎 

題目：德沃金與藍騰論仇恨言論 

發表人：  

張原斌 (政治大學哲學研究所） 

 

題目：論竺道生從毘曇到般若的
轉向 

發表人： 

謝獻誼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

所） 

17:50 -18:00 休息 

18:00-18:40 
會員大會/南海碩士論文獎頒獎 

主持人：史偉民（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台灣哲學學會會長) 

18:40 晚宴 

 

臺灣哲學學會2016年學術研討會：傳統、詮釋與創新 
地點:東海大學人文大樓H104 

主辦單位:臺灣哲學學會、東海大學哲學系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東海大學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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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 6, 2016 (Sunday)  

08:30 - 09:00 報到 [H104] 

09:00 - 10:00 

特邀演講 [H104] 

主持人：史偉民 (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台灣哲學學會會長、) 

特邀演講 ：Time and Consciousness in the Zhuangzi 

發表人： 101 年度科技部人文司學術類哲學學門傑出研究獎獲獎人  鄭凱元 (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教授兼人文與社會科學院院長) 

10:00 - 10:10 會場 A [H417] 會場 B [H418] 會場 C [H436] 會場 D [H452] 會場 E [H535] 

10:10 - 11:50  

主持人： 
姜文斌(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康德對觀念論的駁斥 

發表人： 

鄭志忠(清華大學哲學所副教授)  

評論人： 

彭文本(台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題目：羞恥現象學 

——一個基於馬克斯·捨勒與
儒家思想的澄清  

發表人： 

盧盈華(浙江工商大學哲學系講師)  

評論人： 

陳志強(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香

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兼任講師 ) 

                                   

主持人： 
林久絡(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The Self and Others in 

Self-Transformation : Exploring 

Autonomy in Xunzi 

發表人： 

王  華(政治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鄭凱元(陽明大學心智研究所教授) 

 

題目：形而下的「性惡」——荀子
政治經濟學下的人性論建構 

發表人： 

曾暐傑(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師) 

評論人： 
王  華(政治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 
程諾蘭(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題目：「恐怖主義者」的愛恨情仇 

發表人：   

劉俊麟(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洪世謙(中山大學哲學所助理教授) 

 

題目：從儒家的觀點省察器官移植
的倫理問題 

發表人： 

黃漢忠(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社會醫

學科專案助理教授) 

評論人： 

 

題目：無因果差異之積極與消極安
樂死 

發表人： 

張智皓(中正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評論人： 

李凱恩(中央大學哲學所副教授)  

[座談會]  

美國哲學學會與台灣哲學學會國
際合作交流座談會 

 

主持人： 

米建國(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TPA

前任會長) 

 

與談人：  

史偉民(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TPA

現任會長) 

Peter Graham (APA 現任國際合作委

員會主席) 

Sven Bernecker (APA 前任國際合作

委員會主席) 

Sergio Tenebaum (APA 現任委員) 

主持人： 
楊秀宮(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副教授) 

  

題目：自由、決定論與道德責任：
休謨相容論的觀點 

發表人： 

梁弘瑋(東海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評論人： 

杜迺翔(輔仁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題目：論「地位焦慮」——以唐君
毅與艾倫．狄波頓之觀點為對照基
礎 

發表人： 

蕭美齡(朝陽科技大學通識學院兼任

助理教授) 

評論人： 
張一中(東海大學共同學科暨通識教

育中心兼任講師)  

11:50 - 12:50  午餐  

臺灣哲學學會2016年學術研討會：傳統、詮釋與創新 
地點:東海大學人文大樓H104 

主辦單位:臺灣哲學學會、東海大學哲學系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東海大學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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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 - 14:20 

主持人： 
陳湘韻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助研究員) 

 

題目： How Significant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dicative and 

subjunctive conditionals? 

發表人： 

李國揚(中正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鄧敦民(台灣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王一奇(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題 目 ： Collective Belief and 

Assertion  

發表人： 

梁慧川(澳門科技大學通識教育部助理

教授)  

評論人： 

侯維之(中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題目：在 CCCP 中的條件句機率  

發表人： 

林景銘(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科兼

任助理教授)  

評論人： 

王一奇(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主持人： 
何建興(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教授) 

  

題目：范因瓦根（van Inwagen）
論神之隱密性（Hiddenness） 

發表人： 

趙之振(清華大學哲學所副教授) 

評論人： 

鄭凱元(陽明大學心智哲學所教授) 

  

題目：「內在建構之道的佛教進
路」的反思、批判、與前瞻 

發表人： 

李明書(台灣大學哲學系博士侯選人) 

評論人： 

嚴瑋泓(東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 
楊婉儀(中山大學哲學所副教授) 

 

題目：有可容許的道德錯誤行為嗎?  

發表人： 

何宗興(中正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王  華(政治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審議民主的系統性轉向 

發表人：  

吳澤玫(台灣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謝世民(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題目：品德理論的方法論問題 

—— 以一個經驗化的品德理論
為例 

發表人： 

林素純(中正大學哲學所博士後研究員) 

評論人： 

許  漢(中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14:20 - 14:30  休息 

臺灣哲學學會2016年學術研討會：傳統、詮釋與創新 
地點:東海大學人文大樓H104 

主辦單位:臺灣哲學學會、東海大學哲學系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東海大學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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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 - 16:00  

主持人： 
黃繼立 (東海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題目：論《莊子》「魂交」的兩
種解讀：夢魂說與夢象說 

發表人： 

謝君讚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

助理教授)  

評論人： 

陳康寧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題目：觀點、時間與變化：《莊
子‧秋水》的倫理反思  

發表人： 
李  姍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 
李庭綿 (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小組討論]  

法國當代哲學 I  

 

主持人： 
李櫻蕊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學院副

教授) 

 

題目：「動物是我的朋友」： 

德希達的《我所是(跟隨)的動物》
中動物政治倫理學初探 

發表人： 
蔡士瑋 (法國里昂第三大學哲學博士)  

評論人： 
姜文斌 (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主體詮釋學及正義：呂格
爾和傅柯的對話 

發表人： 
陳妙芬 (台大法律系副教授)  

評論人： 
洪菁勵 (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論傅柯對現代哲學人類學
思想之批判 

發表人： 
姜文斌 (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黃雅嫺 (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小組討論]  

女性主義論壇 I  

 

主持人： 
陸品妃 (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與

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題目：Jen and Care: a Debate 

between Compatibilism and 

Incompatibilism 

發表人： 
吳秀瑾  (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評論人： 
鄧育仁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

究員） 

 

題目： Christine de Pizan 與性
別 —— 一個初探 

發表人： 
何珮瑩 (台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

科助理教授)  

評論人： 
李麗芳 (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

士候選人） 

[座談會] 

東亞哲學會議之籌備與參與 

 

主持人： 

林正弘 (台灣大學哲學系、東吳大

學哲學系退休教授)  

 

與談人：  

陳思廷 (清華大學哲學所教授) 

鄭凱元 (陽明大學心智哲學所教授) 

王  華 (政治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方萬全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兼任

研究員、東吳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 

  

[小組討論]   

網路哲學 I  

 

主持人： 
蔡偉鼎 (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物質/非物質？數位新世界
的反思 

發表人： 
洪世謙 (中山大學哲學所助理教授) 

評論人： 
高國魁 (政治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題目：數位人文的現象學還原：擬
象、檔案和聖像  

發表人：  

高國魁 (政治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洪世謙 (中山大學哲學所助理教授) 

16:00 - 16:10  休息 

臺灣哲學學會2016年學術研討會：傳統、詮釋與創新 
地點:東海大學人文大樓H104 

主辦單位:臺灣哲學學會、東海大學哲學系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東海大學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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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 - 17:40  

主持人： 
黃繼立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

教授) 

 

題目：莊子安知魚之樂 

發表人： 
李庭綿 (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林久絡 (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真實存在——從莊子「天」
試論「自然」 

發表人： 
洪千雯 (台灣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評論人： 
李庭綿 (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小組討論]  

法國當代哲學 II  

 

主持人： 

姜文斌 (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 從傅柯批判觀點探討知識
論中「自我指涉」之問題  
發表人： 

洪菁勵 (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助理

教授) 

評論人： 

黃雅嫺 (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感覺的生成邏輯：梅洛龐
蒂與德勒茲 

發表人： 

李櫻蕊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學院副

教授) 

評論人： 

黃雅嫺 (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形上學的起源問題：德希
達對孔迪亞克的《人類知識起源
論》討論 

發表人： 

黃雅嫺 (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李櫻蕊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學院副

教授) 

[小組討論] 

女性主義論壇 II  

 

主持人： 

陸品妃 (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與

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題目：自主與女性主義直覺 

發表人： 

林雅萍 (長庚大學人文及社會醫學

科副教授)  

評論人： 

吳豐維 (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專題討論]  

女性、性別與哲學教學與研究 

 

與談人：  

吳秀瑾 (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陸品妃 (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與

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何珮瑩 (台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

科助理教授) 

林雅萍 (長庚大學人文及社會醫學

科副教授)  

吳豐維 (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吳澤玫 (台灣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陳湘韻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助

研究員)   

[小組討論] 

網路哲學 II  

 

主持人： 

洪世謙 (中山大學哲學所副教授) 

 

題目：數據的演算正義 

發表人： 

楊士奇 (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

業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蔡偉鼎 (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數位理性批判 

發表人： 

蔡偉鼎 (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楊士奇 (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

業系助理教授)  

17:40 閉幕式[H104] 

      

 

臺灣哲學學會2016年學術研討會：傳統、詮釋與創新 
地點:東海大學人文大樓H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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