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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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屆【東西方哲學之宗教向度】圓桌學術研討會 

從神聖言說到經典詮釋 

 

 

 

時間：106 年 6 月 23 日（五）08:40 至 17:50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文學二館 224 大講堂（C2-224） 

主辦單位：國立中央大學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國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詮釋學與文化際哲學研究室 



一、議程 

詳細議程 
0820-0840 報到 
0840-0930 陳文團教授主題演講： DOING PHILOSOPHY RELIGIOUSLY - 

CHRISTIAN PHILOSOPHERS IN TAIWAN 
0930-0945 休息時間 
0945-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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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文聖(政治大學哲學系) 

發表人 陸敬忠（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子計畫

一 
精神，辯證法與詮釋學：宗教改革之歐陸哲學效應歷

史 
評論人 曾慶豹教授(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與談人 黃文宏 

1030-1040 休息時間 
104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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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遠澤(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發表人 孫雲平（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子計畫

二 
一解消所有矛盾的「絕對者」―海德格存有論的宗

教哲學溯源(II)：庫撒努思的上帝觀 
評論人 汪文聖(政治大學哲學系) 

 與談人 張名揚、曾慶豹 
1125-1135 休息時間 
1135-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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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文宏（清華大學哲研所） 
發表人 黃筱慧(東吳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子計畫三 論象徵的勾勒形構與宗教的向度--呂格爾詮釋學視

野下的敘事之虹與敘事認同 
評論人 張名揚 (輔大宗教系助理教授) 

 與談人 汪文聖 
1220-1340 午餐 



1340-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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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振崑 
發表人 黃信二(中原大學通識中心教授) 
子計畫四 儒家道德語言形態之可能理據 
評論人 黃崇修(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副教授) 

 與談人 林遠澤 
143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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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朝順（華梵大學哲學系） 
發表人 林明照(臺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子計畫五 以《淮南子》的修養論與政治實踐 
評論人 陳佩君(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與談人 蔡家和 
1520-1530 休息時間 
153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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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家和（東海大學哲學系） 
發表人 林維杰(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 
子計畫六 朱熹論感通與感應 
評論人 陳振崑（華梵大學哲學系） 

 與談人  
1620-1710 成果發表圓桌論壇第七場 

（發表 20 分鐘，評論 10 分鐘，圓桌論壇 15 分鐘） 

主持人 林維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 
發表人 嚴瑋泓（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子計畫七 《大智度論》對智顗之禪學詮釋的影響 
評論人 郭朝順（華梵大學哲學系） 

 與談人 陳佩君 
1710-1750 圓桌綜合座談與總結： 

主持人：陸敬忠 
1750 晚餐 

 

 



二、參與狀況（含參與人數） 

本次學術研討會全題為：第二屆【東西方哲學之宗教向度】圓桌學術研討會，

主題為【從神聖言說到經典詮釋】，共分為七個場次進行聚焦且深入之討論，以

期開展東西方哲學與宗教之對話暨關懷。本次學術研討會之主辦單位如下：（一）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二）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三）中央大學人文研

究中心（四）中央大學詮釋學與文化際哲學研究室。會議之議事規則如下：主題

演講共計 50 分鐘；圓桌論壇則共計 45 分鐘，其中包括發表人 20 分鐘，評論人

10 分鐘以及圓桌論壇 10 分鐘；最後，圓桌綜合座談與總結共計 50 分鐘。一整

日活動中雖學生社會人士之參與人員並未皆全程參與，但是共計一整天人數約為

55 人，另包含講者主持人、評論人、與會人，共計達 70 人以上。 

專題演講在主題演講部分，本團隊上次邀請到大學楊儒賓教授以【道家與神

話】為題啟發與引導此次圓桌會議：這次則請到台灣大學哲學系及輔仁大學天主

教學術研究院及長榮大學榮譽教授暨神學院院長陳文團教授題目是：「DOING 
PHILOSOPHY RELIGIOUSLY -CHRISTIAN PHILOSOPHERS IN TAIWAN」以揭

示台灣本土基督宗教，特別是天主教之哲學界之宗教哲思之省思來開啟本次圓桌

會議之對話。本專題以東西方哲學之宗教向度為宏大敘事，在其中一方面企圖構

思宗教詮釋學作為對話平台或後設理論，二方面在當代西方歐陸哲學中分別以德

系海德格哲思以及法系呂格爾詮釋學為典型進行其宗教向度之呈現，三方面在東

方中國哲學傳統中分別處理先秦儒學與宋明理學中關於宗教人文化之轉化典

範，亦即心性論與理氣論之典型，在道家傳統中探討氣論貫通宗教宇宙論與倫理

學之典型，在佛家方面則探究早期佛教傳法中經典之詮釋與傳承對於義理與宗派

之差異化效應。 

本專題可能是國內甚至國際上首次企圖以一種體系性宗教詮釋學之架構與

進路研究傳統中國哲學三大典範以及當代西方歐陸哲學兩大系駱中對於宗教脈

絡性（包含宗教之前結構如形上學或人文化脈絡等）、宗教事理性（包含宗教經

驗或義理等）、以及宗教語言性（包含敘事或經典等）之整體性又不失專業性之

整合型專題研究，期許能對在全球性跨文化研究乃至宗教際對話提供哲學之詮釋

學之轉向的觸媒。 

 本次圓桌研討會之構想乃緣起於申請人所主持中央大學「詮釋學與文化際

哲學」所發起的一個跨校型的研究團隊「東西方哲學之宗教向度」。敝團隊已獲

科技部跨校整合型專研究案，另則已申請 A＆HCI 期刊【哲學與文化】專題，以

團隊形式發表研究成果。本團隊已於去年六月十八日舉辦第一次圓桌研討會，今

年將於六月二十三日舉辦團隊第二年度之成果發表與圓桌研討會。如是，這次首

先提出專題之主題構想在於：如何在一種可以作為哲學省思宗教向度之後設理論

及對話平台下，呈現傳統中國哲學典範乃至經典以及當代西方歐陸哲學代表乃至



典型對於宗教向度之哲思。 

第一場陸敬忠〈精神，辯證法與詮釋學：宗教改革之歐陸哲學效應歷史〉必

須能就上述宗教哲學巨型理論進行基本構思與論述，以提供其他具體研究東西方

哲學中宗教向度之議題與主題提供後設理論及對比平台。其次，本專題自需區分

東方及西方哲學兩大領域；在西方哲學方面，一方面就系統向度而言，需一則重

現傳統宗教哲學之主要向度亦即形上學或存有學，另則凸顯當代宗教研究之轉向

宗教語言向度，因此可以交集出關於上帝之言說底基本主題（這本是神學 theology 

一詞之含意之一），而這則又會呈現出上帝言說及言說上帝之神哲學辯證；另一

方面，就歷史向度而言，則需同時注重德系與法哲學在此兩向度、甚至是其交集

中、亦即關於上帝之言說的代表人物，例如海德格及呂格爾。及第二場孫雲平之

＜一解消所有矛盾的「絕對者」―海德格存有論的宗教哲學溯源(II)：庫撒努思

的上帝觀＞，以及，第三場黃筱慧之＜論象徵的勾勒形構與宗教的向度--呂格爾

詮釋學視野下的敘事之虹與敘事認同＞。 

在東方、特別是中國哲學方面，儒家、道家及佛家三大傳統不但有自身的哲

學系絡，也有相應的宗教體系，自然是本團隊必須探討的領域。東方宗教與哲學

最本的特質應是哲思省思宗教過程中從原始神明論轉向人文文明論之轉化，而這

正是發生在雅斯培所謂文明軸心時期：早期印度大河文明中乃是從原始期印度教

發展出原始佛教之思想，在華夏上古文明則是從黃河流域之商朝宗教文化轉入周

朝人文文化而出現儒家，以及長江流域從部落巫術文化轉成自然哲思及道家。首

先在作為中國哲學主體的儒家方面再歷史性地區分成先秦儒學及宋明理學兩次

級系統。相對於西方在希臘化後接受基督宗教信仰及其上帝觀時必須以古希臘的

形上學理性與以言說啟示的上帝會通，中國在周文化成功地革商朝宗教文化之命

後，需轉向以人文立國，這起碼是先秦儒家在面對宗教時人文精神出現的意識背

景，這特別是從孔子尊崇文武周公以易經轉化宗教之宿命宇宙觀並且以禮樂改變

神權政治及庶民迷信可見一班，尤其是在孟子將仁義之說心性論化後更加明顯，

宗教不但人文主體化而且主體性內化。這正可呈現上述宗教哲學架構中從形上

學、特別是神話宗教形上學發展至主體論、特別是人文主體性之進程。 

第四場黃信二之＜儒家道德語言形態之可能理據＞便在此問題意識下展開

研究。但這也使得在現象學向度中原始宗教經驗、特別是對於個體或主體關於整

體或超越界宗教情感之疏通變成問題。這應是為何在道家方面開啟氣（化）論與

感通論之宗教哲學義理脈絡所在。因此本團隊一則需探討道家的氣論及感應論，

另則也將探討與道家會通後的宋明理學又如何融攝氣論及感應論於儒家宗教哲

思之底蘊中，遂有第五場林明照之以＜《淮南子》的修養論與政治實踐＞以及第

六場林維杰之＜朱熹論感通與感應＞。 

於是，在中國哲學方面其宗教諸次級向度中尚需處理極其重要性者如義理向

度及語言向度，同時本團隊還需面對在中華文化中佛家這可謂最具宗教色彩的哲



學傳統。從詮釋學觀哲學之宗教向度，在漢語世界中的佛家正與宗教向度中最具

哲思意義的次級向度亦即宗教義理與宗教語言密切相關，源自印度的大乘佛學一

則一向以義理體系龐大又精微著稱，另則自龍樹中論後便一直注重超越的義理是

否能以文化語言表達的問題（例如二諦與四句等），而佛教傳入中土後更有經典

之翻譯、註解即傳承問題，因此在本團隊中自然需處理中華佛家之經典詮釋學，

遂有第七場嚴瑋泓之＜《大智度論》對智顗之禪學詮釋的影響＞。 

陸敬忠教授在最後的圓桌會議總結時，將宗教哲學置放在 21 世紀的背景在

申論之。陸教授認為哲學家之志業雖為學術，但不可不對現實情況有所體察，意

即：研究之面向應有助於理解，甚至解決文化、宗教、政治之衝突問題。要言之，

陸教授重申是次會議不僅是為了紀念基督宗教改革 500 年所辦，更是希冀藉由

國內學者聚力之研究，能使東西方之哲學及宗教相互理解；同時，在此基礎之上，

他希冀此次研討會能使台灣學界跨出第一步，為世界、宗教、文化、政治之溝通

與實踐奉獻綿力。 

如是，本專題以東西方哲學之宗教向度為宏大敘事，在其中一方面企圖構思

宗教詮釋學作為對話平台或後設理論，二方面在當代西方歐陸哲學中分別以德系

海德格哲思以及法系呂格爾詮釋學為典型進行其宗教向度之呈現，三方面在東方

中國哲學傳統中分別處理先秦儒學與宋明理學中關於宗教人文化之轉化典範，亦

即心性論與理氣論之典型，在道家傳統中探討氣論貫通宗教宇宙論與倫理學之典

型，在佛家方面則探究早期佛教傳法中經典之詮釋與傳承對於義理與宗派之差異

化效應。本專題可能是國內甚至國際上首次企圖以一種體系性宗教詮釋學之架構

與進路研究傳統中國哲學三大典範以及當代西方歐陸哲學兩大系駱中對於宗教

脈絡性（包含宗教之前結構如形上學或人文化脈絡等）、宗教事理性（包含宗教

經驗或義理等）、以及宗教語言性（包含敘事或經典等）之整體性又不失專業性

之整合型專題研究，期許能對在全球性跨文化研究乃至宗教際對話提供哲學之詮

釋學之轉向的觸媒。 



三、活動照片 





 



 



四、活動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