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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群旨在以儒釋道文化作為基底，吸納西方近代文明的菁華，「中學為

體，西學為用」，擺脫西方學術的宰制，建立自主學術傳統，建構本土社會科學

理論。其中最重要的目標是集結了不同領域的學者們在個人研究興趣所屬領域中

提出初步各自有興趣建構的本土的社會科學理論，並發表研討會與期刊論文，而

不是一味引用西方理論做為研究的基礎。希望能建立華人自主社會科學的學統與

打造儒釋道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對國際與大陸學術界產生積極影響。 

 本成果報告收錄執行期間一年間的學術活動紀錄與相關資料，共計 13 場次

集會，內容包含超過 40 場演講與學術討論，吸引近五百位各領域專家、學者、

學生等參與，詳細結果摘要如下： 

 

1. 本學術研究群初始成員共 20 位，執行期間陸續新增十位，共 30 位來自各領

域學者，研究領域包含心理、教育、文學、哲學等，並發表各式跨領域論文

與建構跨領域本土社會科學理論。 

2. 執行期間內舉辦社群集會與講座共計 13 場次，參與人數達 497 人次。社群

集會分別於北、中、南各地大學舉辦，包含高雄師範大學、高雄醫學大學、

中山大學、彰化師範大學、宜蘭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大學等，為各地

皆注入學術資源。 

3. 學術研究群召集人夏允中教授與黃光國教授及成員越建東教授擔任 Frontier 

in Psychology 期刊特邀主編 (SSCI, Impact factor = 2.36, Ranking in 

Psychology, Multidisciplinary = 23/129 = 17%)，邀請研究群成員共同發表跨

領域理論，目前已刊出 12 篇，將台灣學術成果邁向國際。 

4. 本學術研究群特邀請國外文化心理學研究學者 Alvin Dueck 前來與研究社群

成員進行學術交流與對話，增加國際學術視野，並提高國際學術認同度。 

5. 本年度的社群集會，吸引眾多碩博士學生及國內學者參與，埋下未來本土社

會科學建構者的種子以及學術研究鏈結的發展機會。 

6. 未來持續發表跨領域本土社會科學理論相關文章於國際期刊，並邀請國內各

領域專家學者來參與，營造台灣成為世界的本土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關鍵字：跨領域整合、本土社會科學、理論建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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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主題 本土社會科學理論的建構 

日期 2016.8.1 

時間 18:00-19:00 

地點 日月潭青年活動中心 

主講人 黃光國、王智弘、夏允中 

內容摘要 

 

本研究群主旨在促進本土社會科學發展。藉由舉辦相關講座及讀書會，帶動

學者及學生共同來發展本土社會科學，以期促成東西方社會科學集大成。 

 

一、講題一：本土社會科學主題性的難題 

二、講題二：以多重哲學典範建構含攝文化的心理學理論 

 

本場次主要以黃光國老師的演講做為主軸，說明本土社會科學的發展，以及

建構含攝文化心理學理論的方法與實踐性，透過社群成員的互動討論，也增

進了彼此的學術視野與拓展了思考架構。 

計畫執行心得 

本次社群在風光明媚的日月潭青年活動中心舉辦，成員們透過黃老師的演講

了解目前本土社會科學主題性的難題，以及如何建構含攝文化的心理學理

論，以圖建立與西方不同的學術論點與發展。 

照片記錄 

講座實況 成員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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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主題 修養心理學與諮商本土化 

日期 2016.9.9 

時間 9:30-17:00 

地點 彰化師範大學 

主講人 黃光國、劉淑慧、夏允中 

內容摘要 

本場次在彰化師範大學舉辦，主要有三場演講，包含： 

一、講題一：修養心理學與諮商本土化：由黃光國教授分享修養心理學的內

涵，以及如何透過修養心理學的發展建立本土化的社會科學理論。 

二、講題二：華人生涯網的理論模型 

由劉淑慧教授說明目前正在發展的華人生涯理論模型，藉由華人的文化

觀點，建構出不同於目前西方的生涯理論。 

三、從自我到無我心理學 

由夏允中教授說明目前藉由佛教的重要概念「無我」，來發展出無我的心

理運作模型，達到個體心理健康的狀態。 

計畫執行心得 

本場次在彰化師範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進行，由王智弘教授協助主持本場集

會，過程中成員們互相交流想法，氣氛融洽愉悅，很感謝王教授本次詳細周

到的張羅本次集會相關事宜，也讓本次集會順利圓滿完成。 

照片記錄 

講座實況 講座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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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主題 台灣學術將何去何從：人文社會學術的現況與展望 

日期 2016.10.21 

時間 9:30-17:00 

地點 宜蘭大學通識教育中心教委會大會議廳 

主講人 黃光國、陳復、王智弘、張蘭石、越建東 

內容摘要 

本場次在宜蘭大學舉辦，主要有五場演講，包含： 

一、講題一：人文社會學術的現況與展望 

二、講題二：如何建構華人本土社會科學 

三、講題三：我對黃光國難題的突破與回應 

以上三個講座，皆由黃光國難題的回應作為出發及思考點，演講人提出

個人觀點，由現場成員交流回應。 

四、講題四：佛學角度對黃光國難題的思考一 

五、講題五：佛學角度對黃光國難題的思考二 

 

由兩位佛學專家學者，透過佛學的角度，對黃光國難題進行思考回應，再由

現場成員回應。 

計畫執行心得 

本場次感謝宜蘭大學陳復教授規劃本次集會相關行政事宜，吸引非常多學者

以及研究生共同參與，透過不同的角度來與黃光國教授進行對話，過程精采

豐富。 

照片記錄 

講座實況 講座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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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主題 中西文化的匯通－朱熹、榮格與王陽明之跨時空對話 

日期 2016.11.7 

時間 9:30-17:00 

地點 高雄醫學大學濟世大樓 CS915 

主講人 黃光國、鍾昆原、陳復、張蘭石 

內容摘要 

本場次在高雄醫學大學舉辦，主要有四場演講，包含： 

一、講題一：中西文化的匯通－朱熹、榮格與王陽明之跨時空對話 

二、講題二：觀功念恩：佛化正向心理學的知識與行動 

三、講題三：由黃光國難題建構華人修養心理學 

四、講題四：台灣殯葬業的中道 

 

本場次內容包含儒、佛的內容討論，符合本社群的宗旨以及學術焦點。 

計畫執行心得 

本場次在高雄醫學大學心理系辦理，過程除了社群的演講互動之外，也針對

未來的學術整合研究案進行討論，更加的彰顯本社群在學術發展上的專精與

努力。 

照片記錄 

講座實況 講座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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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主題 由「黃光國難題」到「我們的難題」 

日期 2016.12.23 

時間 10:00-16:00 

地點 台灣大學心理學系南館地 A 教室 

主講人 黃光國、翁士恆 

內容摘要 

本場次在台灣大學心理系辦理，包含兩場講座： 

一、講題一：由「黃光國難題」到「我們的難題」 

二、講題二：受苦經驗與修養心理學 

 

兩個專題演講主要從黃光國老師的演講出發，與現場的成員交流互動，我們

共同覺得台灣社會正面臨著「理性」與「良知」分裂的困境，並期待台灣能

建構華人自主社會科學。 

 

計畫執行心得 

本場次大家除共同探索「黃光國難題」外，研究群成員並暢談準備共同提出的

整合型研究計畫。結束前黃光國教授贈送每人一本其著作《人情與面子：中國

人的權力遊戲》，大家都覺得收穫良多。 

 

照片記錄 

講座實況 講座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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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主題 本土心理學的過去、現在及未來 

日期 2017.2.16 
時間 9:30-17:00 

地點 國立台灣大學心理系北館 N100 視聽教室 

主講人 黃光國、邱獻輝、李思賢、王明雯、林俊德 

內容摘要 

本場次在台灣大學心理系辦理，包含五場講座： 

一、 講題一：儒家文化系統的主體辯證 
二、 講題二：親密暴力諮商：華人關係主義觀點 
三、 講題三：檢康心理學的本土模式探討 
四、 講題四：本土心理治療模式的建構：易經思維 
五、 講題五：慧能禪的身心靈整合模式 
 
本場次主要由黃光國老師分享「儒家文化系統的主體辯證」一書，與成員互

相交流互動，並藉由其他老師的分享，瞭解心理治療領域的本土諮商模式發

展。 

計畫執行心得 

本場次吸引眾多博碩士生共同參與，也與現場的舍群老師們有相當多的互動

回應，大家在學術想法上也有相當多的激盪與收穫。 

照片記錄 

講座實況 成員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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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主題 當東西方相遇: 儒家倫理療癒 vs.和平心理學的對話 

日期 2016.3.13 
時間 9:30-17:00 

地點 高雄醫學大學濟世大樓 CS915 

主講人 黃光國、Alvin Dueck、簡晉龍 

內容摘要 

本場次於高雄醫學大學心理系舉辦，並邀請國外學者與社群成員進行學術交

流對話，內容包含： 

一、講題一：Peaceable Psychology  

二、講題二：Confucian ethic healing 

三、講題三：東西方心理學的對話 
 
由 Dr. Dueck 介紹和平心理學的內涵，以及黃光國老師介紹儒家的倫理療癒內

涵，進行互動交流。 

計畫執行心得 

本場次邀請於美國 Fuller School of Psychology 任教的 Dr. Alvin Dueck 與黃

光國老師進行專題演講與互動對話，內容精彩豐富，增加社群成員的學術國

際視野。本場次亦吸引相當多的青年碩博士生共同加入學習，為來學術的延

續及展望皆指日可待。 

照片記錄 

講座實況 參與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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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主題 文化與諮商心理學 

日期 2017.3.14 
時間 10:00-12:00 

地點 高雄師範大學 1313 教室 

主講人 Alvin Dueck、李岳庭 

內容摘要 

本場次在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理與復健諮商心理所舉辦，講座主題包括： 

一、講題一：Cultural and Pathology 

二、講題二：文化在諮商心理學的重要性 

 

本場次主要討論文化在生理和心理層面的影響，以及在諮商心理學中的重要

性。 

計畫執行心得 

本場次吸引非常多碩博士班的研究生參與，與 Dr.Dueck 請教關於文化在心理

治療中的影響層面，以及如何處理在諮商中發生的文化議題。參與成員皆表

示本場次收穫良多，以及給予自身在實務工作上有非常多的提醒。 

照片記錄 

與研究生合影 講座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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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主題 本土諮商心理學的學術發展契機與挑戰 

日期 2017.3.24 
時間 9:30-17:00 

地點 彰化師範大學演講廳 

主講人 黃光國、葉光輝、王智弘、劉淑慧 

內容摘要 

本場次在彰化師範大學舉辦，主要講題包含： 

一、講題一：如何透過學術期刊推動本土諮商心理學的發展 

一、講題二：如何透過整合型研究推動本土社會科學的發展 

二、講題三：從科技部心理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談本土心理學的研

究方向 

三、講題四：從本土心理學到修養心理學的理論應用 

 

本場次主要聚焦於本土諮商心理學研究的理念與執行應用，並邀請中研院葉

光輝教授分享目前科技部計畫的發展趨勢。 

計畫執行心得 

本場次感謝王智弘教授的行政協助，讓活動流程能順利進行。本場次在成員

們能對於在本土諮商心理學的研究上能有更清楚的理解，並藉由中研院研究

員的分享，也能對於目前在科技部心理學門中，熱門及前瞻的研究議題有所

了解。 

照片記錄 

成員交流互動 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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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主題 中西會通之難題與解套（一） 

日期 2017.4.27 
時間 9:30-16:30 

地點 中山大學文學院 7006 

主講人 黃光國、越建東、黃創華 

內容摘要 

本場次在中山大學舉辦，共包含四場講座： 

 

一、講題一：中西會通及其哲學的「相應的理解」 

二、講題二：佛法的哲學思考與本土心理研究的鏈結 

三、講題三：正念在本土心理學的應用 

四、講題四：道德教育的發展現況 

 

本場次邀請文學院以及中研院的研究員來與社群成員進行跨領域的對話互

動，增加社群在學術交流上的豐富性及可看性。 

計畫執行心得 

本場次感謝中山大學越建東教授的行政協助，邀請多位學術背景深厚的學者

來與社群成員進行對話交流，本場次也吸引相當多位的研究生及學者專家共

同參與。此外，在環境非常優美的中山大學進行學術盛宴，也增添了許多詩

意在裡頭。 

照片記錄 

講座實況 講座實況 

 

  



 

11 
 

場次主題 中西會通之難題與解套（二） 

日期 2017.4.28 
時間 10:00-15:00 

地點 中山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GE1008 

主講人 黃光國、莊勝發、越建東 

內容摘要 

本場次在中山大學舉辦，共包含三場講座： 

 

一、講題一：智的直覺與康德的知識論 

二、講題二：正念在本土心理學研究的發展 

三、講題三：佛法與本土社會科學的發展 

 

本場次主要以黃光國老師在哲學上的理路加以說明，並增以其他社群成員的

互動討論，更加的豐富了本場次的豐富度。 

計畫執行心得 

本場次感謝中山大學越建東教授的行政協助和講員安排，除了邀請多位學術

背景深厚的學者來與社群成員進行對話交流，本場次也吸引多位的碩博士研

究生及學者專家共同參與，更加增添了學術延續的機會和未來展望。 

照片記錄 

成員合影 講座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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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主題 當易經遇見心理 

日期 2017.5.11 
時間 9:00-17:00 

地點 宜蘭大學藝文沙龍教室 

主講人 黃光國、陳復、林俊德、吳胤辰 

內容摘要 

本場次在宜蘭大學舉辦，內容包含： 

一、講題一：我心如秤：術數與科學在我心理的平衡與拿捏 

二、講題二：當易理遇見心理：黃光國難題背後的天人會通困境 

三、講題三：當易理遇見心理：如何應用術數來解答人生的困惑 

四、講題四：我如何從《易經》汲取智慧從事生涯抉擇與社會實踐 

 

本場次主要藉由「易理」與「心理」這兩大領域，透過面對面交流的機會，

從而讓華人本土心理諮商獲得紮根與新生。因此，我們邀請這兩大領域的頂

尖研究者展開極其難得的亮點對話，熱烈歡迎關注心理諮商，未來趨勢發展

的研究者與工作者，來共同參與這場別開生面的盛會。 

計畫執行心得 

本次感謝宜蘭大學陳復教授的行政協助，邀請多位在易學方面有相當鑽研的

學者，來和社群成員進行對話交流。透過不同領域的彼此碰撞接觸，不僅打

開了彼此相互合作的可能性，也促進了兩者在學術領域上的鏈結，是一場相

當難得的學術饗宴。 

照片記錄 

講座實況 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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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主題 修養在中西文化社會科學的體現 

日期 2017.6.9 
時間 9:00-17:00 

地點 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第二會議室 

主講人 黃光國、釋自鼐、釋恆定、李思賢、田秀蘭 

內容摘要 

本場次於台灣師範大學舉辦，主要包含： 

一、講題一：「中西會通」中的知識份子（士）與臺灣的學術社群 

二、講題二：東西文化交會下的另類視野：模糊、容攝與修養 

三、講題三：明朝憨山大師與老莊之學的交涉：以「工夫論」為中心 

四、講題四：本土心理健康促進的議題 

五、講題五：台灣本土諮商心理學的發展現況 

 

本場次主要邀請兩位法師與在場社群成員進行互動對話，以東西不同的思考

觀點來談目前台灣的學術發展現況，以及如何進行中西會通。 

計畫執行心得 

本次感謝台師大李思賢教授的安排，非常難得邀請兩位法師來與社群成員進

行對話，透過佛學領域的思考脈絡，與心理學、教育、哲學領域進行不同的

交流互動，除了增加彼此在思考上的開放度，也增加了不同領域之間鏈結的

可能性。此外，本場次也是社群最後一次的聚會，持續一年的聚會與學術討

論，相信豐富了所有社群成員的學術涵養和思考能力，期待未來我們仍可以

再次共同創造不同的學術互動，和增進學術視野的機會。 

照片記錄 

講座實況 講座實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