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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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含研討會名稱、會議主協辦單位等資訊） 

 第四屆【東西方哲學之宗教向度】圓桌學術研討會--天道，人性，感通 

舉辦時間：108 年 06 月 14 日 (五)  08:30-17:30 

舉辦地點：中央大學藝文中心 107 電影院（LS-107） 

主辦單位：中央大學詮釋學與文化際哲學研究室、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詳細議程 

0830-0900 報到 

0900-0950 中央大學哲研所蕭振邦教授主題演講： 

《老子》天道觀與體現天道思想新詮 

 圓桌論壇學者群：主持人，評論人和與談人 

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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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0-1040 成果發表圓桌論壇第一場 

（發表 25 分鐘，評論 10 分鐘，圓桌論壇 15 分鐘） 

主持人 輔仁大學宗教系蔡怡佳副教授 

發表人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陸敬忠教授 

主題一 宗教諸特徵與範疇芻議：一種體系性宗教詮釋學的

嘗試 

論文評論人 輔仁大學宗教系張名揚助理教授 

 與談人 輔仁大學宗教系蔡怡佳副教授 

1040-1050 休息時間 

1050-1140 成果發表圓桌論壇第二場 

（發表 25 分鐘，評論 10 分鐘，圓桌論壇 15 分鐘） 

主持人 佛光大學 佛教學院/佛教學系郭朝順教授 

發表人 東海大學哲學系嚴瑋泓副教授 

主題三 「無我」與「假我」：三論宗之倫理學義蘊的難題與

解決之道 

論文評論人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康特教授 

 與談人 慈濟大學宗教研究所林建德教授 

1140-1150 休息時間 

1150-1240 成果發表圓桌論壇第三場 

（發表 25 分鐘，評論 10 分鐘，圓桌論壇 15 分鐘） 

主持人 華梵大學哲學系陳振崑教授 

發表人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黃崇修副教授 

主題五 論程明道識仁言說之實踐性義涵 

定靜工夫視野下之還原與展開 

論文評論人 政治大學哲學系馬愷之副教授 

 與談人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陳振崑教授 

1240-1330 午餐 



1330-1420 成果發表圓桌論壇第四場 

（發表 25 分鐘，評論 10 分鐘，圓桌論壇 15 分鐘） 

主持人 中研院文哲所黃冠閔研究員 

發表人 中研院文哲所林維杰研究員 

主題二 唐君毅的感通論述 

論文評論人 中研院文哲所黃冠閔研究員 

 與談人 臺灣大學哲學系陳志強助理教授 

1420-1430 休息時間 

1430-1520 成果發表圓桌論壇第五場 

（發表 25 分鐘，評論 10 分鐘，圓桌論壇 15 分鐘） 

主持人 政治大學哲學系汪文聖教授 

發表人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陳佩君副教授 

主題四 試論《莊子》才性觀的張力──「才無貴賤」與「才

有聖凡」 

論文評論人 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高君和助理教授 

 與談人 台灣大學哲學系林明照教授 

1520-1530 休息時間 

1530-1620 成果發表圓桌論壇第六場 

（發表 25 分鐘，評論 10 分鐘，圓桌論壇 15 分鐘） 

主持人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孫雲平教授 

發表人 東吳大學哲學系黃筱慧副教授 

主題六 寬恕與遺忘--呂格爾與詮釋學神學初探 

論文評論人 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陳學毅副教授 

與談人 政治大學哲學系汪文聖教授 

1620-1630 休息時間 

1630-1720 圓桌綜合座談與總結： 

主持人：陸敬忠 

1730 晚餐 
 

 

 



二、 預期效益達成狀況 

請勾選以下欄位，並另以文字詳述達成狀況及其原因 

■全部達成□部分達成□全部未達成 

※預期效益請依原送審之申請件所述內容進行評估 

繼上年度國內首次在科技部整合型專題計畫案下關於東西方哲學之宗教向度研

究所組成的團隊之第二期第一年度案成果發表會，而且也承續以往相關主題與團

隊的圓桌研討會而具有學術研究之延續性，故本次本次為國內第四次東西方哲學

之宗教向度圓桌會議，應可促成國內關於此嶄新的文化際、對比哲學、科際整合

以及詮釋學領域之發展，專業學者間透過論文發表與討論密集的交流、辯證與對

話，乃至促使對下一代研究新血（碩博士生）之學思啟蒙與刺激，以及其與當下

國內其他教師級學者以及其他同輩間的認識與溝通。 

所有的論文都涉及到聖俗二界或我所謂神聖精神與物俗世質界的交互關係。我對

我們團隊之期許是，更進一步，我們應該走向東西哲學宗教向度之會通與對話。

例如，在宗教倫理學向度上，由於西方哲學倫理學議題開始從個體主義走向社群

主義，嚴教授之研究方向或可亦進而走向此方向之對話，因為宗教總是有某種社

群形式與生活而以此方式影響個人，正如宗教之倫理及社會向度等層面所顯示。

個體與群體的倫理張力，其實東西方皆有，附帶一提，個人主義的興起其實皆晚

於社群文化與思想，例如古希臘哲學之倫理學以及先秦的儒學，甚至如這次主題

演講所原創性地揭示，即使道家始祖老子之思想亦然，其第一讀者乃殷商遺族。

另一方面，就宋明理學之宗教向度而言，現在西方流行的德性（行）倫理學或許

可以讓我們有別於近現代主體論之論述，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孔孟的思想，使得我

們可以理解主題自身及其德性與形上學之關係。而這也可以跟柏拉圖及亞里斯多

德之倫理思想對話。就此而言，柏拉圖以城邦之正義與個體身心之健康為類比乃

至符應關係，可與黃崇修教授關於儒醫的研究進行交流。而林維杰研究員關於唐

君毅天人感應思想更可能直接自與黑格爾之精神哲學底會通！至於黃筱慧教授

有關晚期呂格爾寬恕與遺忘之省思，及其所觸碰有關寬恕與記憶之現代禁忌，除

為被害者的抉擇，而非加害人可定奪外，亦可與道家之心齋及坐忘哲學或佛學之

我執與空性之辯證進行對比與對化。總結此次圓桌會議應不只是我們團隊一年研

究之成果發表，也是新研究思路與進路之開始！ 

至於學生，參與人數可見簽到表，人數並不少，在當中也多有許多提問，可見錄

影。所以本研討會，不只學者間思想相互激盪，學生的思想也在當中得到成長，

並因此有所啟蒙。 

 

 

 

 



三、 辦理情形及參與狀況（須含參與人數） 

這次研討會人數，依簽到表所示，共有 83 人。 

演講（蕭振邦教授）: 

《老子道德經》（今簡稱《老子》）為众庶皆知的華夏古代經典，其初至少是由老

子倡言，後來被奉為墓葬時加入祖先行列的標籤——多年來《老子》被人們從地

下墓穴中挖出來，它們是提供給死人的陪葬品，而不是讀物，或即是當作一種聲

望和智慧的象徵；後世《老子》才成為各個時代的思想經典，而「理解」《老子》，

就是一種「領會」(comprehension)過程，解讀者的任務在於促使特定的「理解事

件」發生，並藉由相關「經驗」的重構，使作品顯現其道理和活力。 

自王弼注老起始，《老子》即被通解為華夏古來「存有論」之張本，以講論宇宙

原始、萬物生成等主題為務。然而此種詮解不免與《老子》文本載記內容有所扞

隔，而且，自 1993 年中國湖北荊門郭店楚墓的《竹簡本老子》出土以後，比對

1973 年中國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老子．甲本∕乙本》，方知通俗本王弼

注《老子》內文後人改動甚多，經仔細對照新出土文獻重新解讀之，才發現《老

子》的「存有論」詮釋取徑及其揭露之涵義，實為魏晉正始時期諸君子之雅好，

而泰半不是《老子》文本原初的「作者意向」。 

是此，針對學者專家憑藉新出土文獻仔細校勘之後的《老子》經文，重新加以詮

釋，實為當今要務。本文即循此取徑嘗試重新揭露《老子》思想之實義

(signification)，首先提供一個看待與詮解《老子》及其思想的全新觀點，其次再

循以釐定《老子》的宇宙天道論與聖人的體現(embodied)天道論，最後，以「人–

法 中介–道」中介嵌結關係(intermedium connection)講明《老子》「唯道是依的

(Dao-dependent)人本創造論」，以及超越神道設教的人本思想內涵。 

《老子》原本是陪葬品，代表聲望和智慧的象徵，到很後世才成為時代的經典，

兩漢對《老子》的理解還不是那麼普遍，只有兩個註解本，到魏晉以後就普遍對

《老子》有很深入的理解。從王弼註以來，王弼就是喜歡有無的辯證的存有論式

的探討，然而從 1970 年代到 1990 年代，新出土的文獻發現王弼通行本把許多《老

子》的字給改掉了，所以老子的原義非常值得重新探討，可以說老子給出了他那

個時代，也就是神道設教到周王朝的宇宙天道論，再來就是他強調聖人的體現天

到，《老子》思想其實展現了一種唯道是依的人本創造論，一般我們講《老子》

的時候，發現其中有很多內在的衝突，他很多都不是普世性的看法，例如「處眾

人之所惡」，對於一般在社會上有充分發展、有才華的人，這是很奇怪的觀點，

這值得我們思索，探討《老子》的作者意向的問題。老子在他的書裡面提供的寫

作模式就是正言若反，其實老子的敘事原理除了正言若反之外，可能還擁有後設

評價，正言若反意指正面的講法看起來都像是反面的，考其緣由，都是因為老子

的道理與周文都是相左的，對照來看，老子的言說就像是負面的看法，是以其中

就蘊含了對周文的批評，因此在文面上形成反向、負面的價值訴求，暗寓周王朝

智者的主張是錯的這種後設語法。即使有前述的原則，其中還是有很多看法難形



成普適的命題，根據蕭教授的探究，老子是為殷遺民而寫的，這是一個全新的觀

點。春秋晚期亂象叢生，寄人籬下的殷遺民更加憂心忡忡，《老子》果真要拯救

之，就得先安他們的心。再來，在《老子》看來，「聖人」就是能夠「體現天道」

的人，「聖人」能助殷遺民靠一己之力獲得解救。《老子》把天地和聖人的作為比

作風箱，來指點殷遺民，指點殷遺民，多說無益，不如自己好好的在心中感應體

會一下，人如何待己。〈第八十一章〉把聖人的能耐加以確立，可以安周王朝的

智者的心，確保殷遺民不會跟周王朝起衝突。〈第三章〉則展示了聖人的實際作

為，一般通則就是「不爭」、「不為道」和「心不亂」，然後又深入說明其特殊作

法——聖人牧民，放空其心。總是要讓民去掉心知執著，並且沒有多餘欲求，這

樣一來就使智者沒有借力使力、因勢利導的餘地，而不敢有所作為了。聖人這樣

要求的理由就是，要讓殷遺民自給自足，只要能依照聖人提示的方式有以安立，

就能夠得以保命、長生久視，《老子》終是透露了他的變調——生命悲歌。哪種

人間世需要這麼冷酷？強大的人的生活不可能自我閉鎖，因此可以推斷，《老子》

所論是針對弱勢集團——殷遺民而發，是提示一干階下囚的殷遺民自救之道。假

如人身處的存在的場域，假如他沒有辦法知道它的實在性、根源，這就是超現實，

老子的小國寡民就是這樣一種超現實。根據史記和莊子的記載，老子不論是離開

散關或函谷關而西去，都是去當時的秦國，或可推斷，老耽最後死於秦國，果爾

如是，為什麼老子離開周王朝會去秦國？李學勤曾根據《清華簡》，力倡「秦始

皇一族是崇尚儒學的殷商遺民」，鄭吉雄先生的考據也是老子與殷遺民存在著某

種關係。 

從聖人的天道觀與體現天道來看，要用什麼方式幫助殷遺民？肯定是老子自己曾

經體現過的，也就是聖人的親身體驗，並有以證成者，另一方面，也是聖人期望

要令其民有以實現而能夠遂行自救的手段。由「身－＞家－＞鄉里－＞邦國－＞

天下」的層層遞進開展，而達到善建不拔、善報不脫之境，簡言之，透過修養讓

自己達於是境，華夏思想一直有這種有修養的人就能得到福報的觀點，這種觀點

就是來自老子，老子的體現天道說從個人一直照應到天下，老子第十四章又說道

是不可究，「道」超乎人的知覺攝受能力，第五十二張又說「體現天道」的實踐

要點，在體現天道時，要把（身體的）不相干出口和通路都關閉，不能任意打開，

否則終身無可救藥。這是老子裡面寫得比較少的，涉及到法術的部分。天道畢竟

是的體現，可道可名之「道」，都是隨人創發而內容各異。 

《老子》已經弱化了「天道」對萬物的主宰性，這就是神道設教到人本主義最大

的分野，神道設教是靠巫跟天神溝通，後來巫的地位慢慢下降，如孔夫子講「敬

鬼神而遠之」，更重要的是對萬物的主宰性（人格天）漸漸退化為自然，這是非

常重要的轉折。體道者把自己的體驗和體悟講明白。萬物是由「道」所生，尤其

玄妙的作用來養育，以「物」而有形，以「玄德」的「勢力」而得以完成。是以，

萬物成其為萬物，咸其自取，這就是所謂的「自然」。天道的選妙作用就是養之

但不因而加以宰制，第二十五章展示了《老子》對宇宙生成與萬物存在的態度、

推想和對待之道，人士怎麼領會、把握「道」的呢？不論是「地道」、「天道」、「大



道」以及「自然法度」，都是由人自己創發、制定的，固用來約束人自己，讓人

自己得以措手足。小結地說，《老子》在這一章中由「體驗」講到「體現」，人與

居處環境互動，而創發地針對它而制定一套法則，讓人民來遵守，以其人人適任

於居處環境。「人亦大」當事「人本主義」開始擅揚的寫照，是依天道為藍本。 

總解以上，總結文本解讀、歷史考證和史料記載，《老子》所言必定有其觀點限

縮，而非普世之論。老子只能以思想改造以促進殷遺民自族自保，這正是「報一

為天下式」的內涵。 

 

第一場論文發表（陸敬忠教授）： 

從傳統的宗教哲學至當代宗教學研究，欲給予繁殊的宗教種類及其現象下定義乃

至梳理出其本質，不如嘗試對具體宗教之諸特徵乃至其可理解的範疇進行研究與

論述。本文首先接續〈體系性宗教詮釋學之類型學基本構思：從宗教哲學定/意

義之詮釋學轉向談起〉一文所揭示的宗教哲學九類型：神學形上學，神學/宗教

批判，宗教性主體論，宗教史學，比較宗教學，狹義的宗教科學，宗教現象範式，

宗教語言學以及.宗教詮釋學等，繼續提出宗教詮釋學整合前八類型之可能性。

接著試圖從這些既有的宗教（哲）學之研究關懷與成果中，亦即由這些類型所凸

顯的各種宗教次級向度重新體系性地論述宗教諸特徵與範疇：宗教觀及其教義，

宗教情感及宗教態度，宗教價值與規範，宗教社群及組織，宗教儀式與藝術，宗

教語言與經典等。 

 

這篇論文主要是處理傳統的宗教學或宗教哲學裡的一個問題，即宗教是否有一些

範疇或特質，前問題是宗教的定義問題，或者說宗教哲學或宗教學的分類問題。

陸教授採取了一種委曲求全的作法，不直接給宗教定義，看能不能找到宗教的基

本特質或範疇，來呈現出宗教本身的特殊性的樣貌，從宗教詮釋學的角度來講，

不再從傳統的命題主義出發，也就是不給出命題式的、本質式的、功能式的定義。

宗教哲學發展到宗教比較學，這個時候範疇就漸漸開始出現，以作為比較的基

準。陸教授把宗教哲學的各種類型收攝到宗教詮釋學，然後開始談宗教的範疇。

第一個，從形上學，或者是說從理性的宗教哲學衍伸出來的，所有宗教第一個會

擁有的向度，必須要從宗教本身的特質的來看，也就是義理的向度來看，簡單地

說，宗教是神聖界與世俗界之間的象徵，宗教的義理層次就是神聖界或精神界如

何向世俗界或物質界顯示它自己，它顯示的方式區分成三種類型，一，自然崇拜，

新石器時代，主要透過薩滿傳達神聖界的信息；二，智慧宗教，即轉向人本，有

一種智慧的宗教出現，例如印度教轉乘佛教，智者和聖人來呈現神聖界的言說。

第三種是神透過歷史或語言上的行動來啟示祂自己。義理的內容分三種，神聖界

本身，宗教如何講神聖界，第二個，神聖界與人界的關係，第三個神聖界與自然

界的關係，第四個宗教如何探討宗教作為神聖界與自然界的整體的目的、意義與

價值。宗教在人類的文化行程中有一種價值意義導向的作用，這使得宗向和歷史

文化脈絡有一種互動，會受到影響卻有引導發展，因為它具有目的。傳統在談論



宗教情感和宗教經驗時，都集中在特殊的宗教情感，例如神祕主義。陸教授在談

一種所有人都會有的宗教經驗，作為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不一定是很特殊的人，

他們就會有宗教經驗，宗教經驗這個論述最了不起的地方在於他揭發出每一個常

人都是透過宗教經驗使得他的信仰有義意或是被證成，然而，沒有人是一直活在

高峰的宗教經驗，因此，宗教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對一個人的生活的方式和價值

意義的指導，就宗教的規範向度來講，我們區分成自然宗教、起是性宗教、智慧

宗教，各自有不一樣的價值規範，自然宗教的價值規範來自於禁忌，陸教授認為

禁忌是一種非常標準的宗教特質是一樣禁忌正好顯現出神聖界與世俗界的界

線，禁忌是非常清楚的象徵系統，神聖的特質顯現在不可言說性和不可觸摸性，

禁忌也顯現出在禁忌規範下的人，他不能夠去干涉神聖界，他也透過禁忌使得神

聖界不會干擾他世俗的生活，禁忌對兩方面都有所保護，禁忌作為界線的象徵，

是神聖界與世俗界的辯證關係。宗教社會學裡面從功能論、行動論、結構論分別

探討宗教不同的模式，事實上，21 世紀的宗教社會學有一個重要的轉向，就是

「去世俗化」，發現到宗教是沒辦法被去掉的，我們越來越需要重視宗教在社會

中的功能，然而功能的對反面是本質，這樣會忽略掉宗教有一些本質的東西，宗

教有它本身的社會性，甚至是社會性的來源之一，宗教永遠都是有一個社群在

那，但是它有一般社群所無法達到的社會功能，宗教更大的功能就是，宗教作為

神聖界與物質界的媒介，宗教賦予一個社會文化一個終極的價值、意義和目的，

正因如此，它才能拯救社會，這個宗教的特質是無法被化約的，宗教的語言的特

別的規定就是，它一定是象徵語言，永遠是雙義的，即在物質界中呈現神聖界，

另一方面，神聖界也只能透過它來呈現自己，宗教語言不會是指涉語言。 

評論人張名揚教授： 

嘆為觀止，怎麼可以掌握這麼多不同的面向，都可以有深度的去論述，我看的時

候留意到老師在這個論文跟上一篇你說的中間的不同向度，有一個轉變，把之前

這九個不同的宗教哲學的領域換成是這次用一個體系性的詮釋來討論，有六個不

同的向度，用詮釋學這個典範來貫徹不同的向度，從九個變成六個，從歷史性的

階段的分類轉換成系統性的分類，有三個分類已經是劃進每個宗教的向度當中，

我想這個作法有其意義，這種體系性的思想是補足這種系統性的思想，我的理解

是這種體系性的思想也可以視作一種整體性的思想，從ｈｏｌｉｓｔｉｃ的角度

去理解宗教，關於那個體系性思想在詮釋性的循環或螺旋中，從部分得到整體的

理解，或把整體連結到對每一個部分的理解，我也會以我比較熟悉的呂格爾的詮

釋學來嘗試我的理解，這種討論很重要的就是部分與整體的關係，如果用詮釋學

的循環來說，理解部分，也要對整體要概略性的理解，才能了解每個部份在整體

裡的意義，另外就是很辯證的，每一個部分的理解加起來就會幫助我們理解整體

理解，這個循環讓我們知道，不能脫離對每一個部分的理解。我還另外想要回應

一下，在六個向度中，就我比較熟悉的，宗教語言的向度，我覺得這也是六個向

度中最特別的一個，陸老師稱之為精神物質互動的向度，我比較好奇這個過程是

怎麼思考的，為什麼會說這是「大膽的」呢？我覺得你很成功地去聯繫這兩者，



象徵怎樣成為精神與物質的互動呢？我理解到人不是被動地接受象徵的意義，而

是一方面人的想像力去理解象徵的所指，在呂格爾的詮釋學中，他稱為一種立體

的視覺，因為人的左右眼可以接受兩個有差別的影像，所以產生立體的視覺，一

方面看到物質的方面，一方面看到精神的方面，所以象徵有其意義，呂格爾在惡

的象徵裡也提出，如果以詮釋的角度去處理，象徵可以引起思考，而且人也可以

透過信仰和理解象徵的意義，雖然老師在這裡用很多的努力把宗教的範疇去分開

不同的範疇來討論，我現在也大膽地提出一些跨向度的可能性，譬如說公共神

學，我想多問一個問題，在這個宏大的藍圖，應該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因為

它牽涉到太多不同的領域，我想請教老師一下，在你這個藍圖裡面，哪一塊是你

下一步想要拓展的部分。 

蔡怡佳老師：老師在這篇文章特別著重在範疇，我第一個想要請教的是，Smart

把物質當作比較的其中一個向度，可是老師會把物質和精神從頭到尾放在所有的

範疇中去談，為什麼在這種種的辯證關係中，老師是選取物質和精神，而不是選

取聖與俗，好像精神和物質這個辯證關係有種特別的重要性？期待老師有更多的

說明，再來是說老師好像是以分類作為基本的思考方式，可是這些分類是這麼出

現的？這種思考好像是名詞的思考法，在動力的部分可能就沒有談到，這樣一種

系統性的思考，可以和動力的部分可以有什麼交疊？一方面是老師好像提供了大

的體系，可是另一方面，我可能期待看到的部分就是，他對於宗教學研究的蠻根

本的問題，如何在老師所發展的宗教詮釋學的架構下去回應？那因為宗教學在西

方有一個發展的動力，他要去澄清他跟神學的分別，宗教學跟其他種種學術知識

的一種關聯。因為這篇文章目前處理的可能比較偏體系、範疇之類的東西，這七

個向度如何去問題化宗教現象？宗教學可以透過不同領域的眼睛去問問題，老師

如何能在書寫中把問題化的思考模式帶進去？希望老師也可以把一些本土的宗

教例子帶進去談，這樣的宗教詮釋學可以處理到在地的宗教處境。 

 

提問人：不曉得您關於「宗教科學」的「狹義」是怎麼論述的？ 

提問人：您有提到把宗教經驗跟生活實踐來分割，如何在社會當中去實踐宗教層

面的影響？ 

提問人：請教陸老師，宗教特殊的價值和意義是什麼？ 

 

陸老師：非常感謝張、蔡兩位老師和各位的提問，我想時間有限，所以我用總體

性的回答。我提出的這個體系性哲學基本是要解決各位的問題。我這篇文章並沒

有把體系性的概念開顯出來，事實上我下一步就要走上向度之間的關聯互動，這

才是體系性概念。這篇文章比較像詮釋性的概念，到底宗教特殊的價值和意義是

什麼？我們從宗教現象學以來的關懷就是，宗教作為神聖界或對於神聖界的呈顯

和理解，宗教科學可能對於神聖界要採取中立，我之所以採取詮釋學的立場，我

認為絕對的客觀中立是不可能的，即使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去研究宗教，他的興趣

就不可能使他中立，我們對宗教的價值和意義的理解在於，我們不可能客觀，但



是要有批判性地理解，要採取某種價值判斷，我批判一定有我批判的立場，詮釋

學認為批判要進一步轉化為對話，理解方和被批判方之間要有對話，對話會使得

宗教的內外界相互理解，宗教要理解 outsider，宗教的目的是要讓所有的人瞭解

他所關懷的意義和目的，如果不理解，如何說服他們宗教能給予他們終極的意義

和價值？這篇文章是先分析有什麼東西，接下來才會看各個向度之間的關係，例

如宗教藝術就是要引發宗教情感，事實上在我所有的範疇裡面，比如我在講規範

的部分，有種宗教類型叫功德論的宗教，這就是一個分析論，這就可以用在本土

的宗教上。 

 

第二場論文發表（嚴瑋泓教授）： 

佛教初傳中國，般若與中觀哲學佔據了哲學史的重要地位。在中國哲學史裡，三

論宗繼承了印度佛教「般若」與「中觀」哲學的根本立場，從緣起法的存有分析

到一切法空的理論建構，徹底地以空性的理論內涵發展其存有學的根本立場，此

種立場包含了無我、無常，也指向超越性的涅槃解脫，更涵括了大乘菩薩道自利

利他的理論基礎與實踐內涵。 

然而，既然三論宗的存有學立場包含了「無我」的概念，吾人又如何能從三論宗

的理論體系中談論道德實踐主體甚至是談論宗教哲學上超越意義之解脫實踐

呢？本文作者將從中觀學乃至於三論宗「不二中道」與「二諦」的哲學觀點為基

始，進一步論證勝義的「空性」與「無我」並不妨礙世俗結構中「假我」的主體

實踐活動。本文作者也將指出，依照三論宗的哲學主張，若缺乏了世俗結構中的

實踐活動，可能就缺乏了指向勝義的超越性意義。 

本文將從「二諦」、「不二」與「中道」等哲學觀點，論證世俗的「假我」與勝義

的「無我」不必然是矛盾的，此如三論宗集大成者吉藏之「我、無我不二」或「真

俗不二」的主張，均可幫助我們思考三論宗在一切法空、無我的前提下談論倫理

實踐如何可能的問題。 

 

在義理上會產生一種直覺的矛盾，佛教哲學主張「無我」，如何從「無我」導出

倫理實踐，因為這會涉及到實踐主體的問題，嚴教授從漢傳的中觀學提出一些回

應和討論。三論宗繼承了印度的中觀哲學，抱持著否定自性，據此來發展所謂的

空性，這顯然是一種存有論的分析，這種存有論的分析在三論宗有一種無德的正

觀。很多人會質疑佛教會有倫理學的論述嗎？現代佛教倫理學大部分都是從西方

倫理學系統性的論證想法去討論佛教倫理學類似哪一種，有些學者認為佛教的倫

理學是一種結果主義。因為「無我」是一個存有論的問題，存有論如何轉而為一

個倫理學問題，其中一定有一個東西，這個東西是怎麼介入，用中觀學的講法，

就是有一個「假名為我」，這個「甲我」是指在緣起的脈絡，每個人在不同的條

件聚合身心合何而成的我，這個我不會恆常地保持他的存有地位。很多學者會主

張所有的倫理學的討論必須仰賴不同的形上學。兩種「自我」的觀點，一是「我」

(ātman)；二是「人」(person)，主張前者自印度哲學的傳統是恆常且單一的實體，



但後者卻是由不同條件身心和合的存在，因此是無常且非單一的。中觀學還是可

以談倫理學，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還有一個假我的存在。三論宗其實主張「我」跟

「無我」是一件事情，這一個「假我」應該要可以跟勝義地溝通，「我」跟「無

我」不二，其實在漢傳的中觀學，不再視為一種二分。什麼樣的慈悲是可能的？

其實在三論宗裡面談慈悲的概念，必須對存有論的真實的體驗，也就是了解到實

相，才能理解真正的慈悲。存有論的真實透過「假我」的倫理學實踐，在朝向勝

義的解脫涅槃之歷程當中養成無得正觀的態度或德行，據此饒益有情、自利利他

並臻得涅槃。 

評論人： 

剛剛嚴教授所提出，在歐美佛學研究，這種倫理學特別被重視，這篇論文非常重

要，這個倫理的問題當然和嚴教授所提出的中觀學所提出的「我」和「自我」非

常有關係，因為實踐主體的問題其實是中觀學最重要的關鍵問題。不過我們要考

慮一下，佛教所講的「假我」的問題，方便說法和倫理學的理論如何可以調適，

這是非常重要的觀點，倫理學一般來說會牽涉到善惡的問題，是不是可以在善惡

的理論條件之下，可不可以這樣的方便說，也許還可以深入討論。「真諦」和「俗

諦」都沒有實在的根據，「我」和「無我」也是一個意思，都是在「假」的層次

講的，我們要納入中道第一諦的觀點去講，「無我」「假我」的問題就是二諦中道

的問題，「真」和「俗」都是假，講「我」。不是真實的東西不可得，假的東西都

是依賴於實相而存在，不可能自己獨立出來。 

 

與談人：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到底一切皆空，所有的道德規範，業、因果，到底是

否還存在？這些常常在做價值判斷的概念，是不是不復存？佛教基本上主張無

常、無我、空性、自性，如何安立人世間既存的一切？這裡提到三論宗的倫理學

難題和解決之道，我會想進一步去問，印藏中觀學有哪些限制、不足，是漢傳中

觀學可以去補足的？我們應該去想漢傳中觀學有哪些獨到的洞見可以去提供答

案。 

 

第三場論文發表（黃崇修教授）： 

本文乃延續筆者近二年執行科技部「宋代『中正』概念的繼承與轉型—以周敦頤

與張載之言說為核心」專題所進行之系列性研究。也就是說，筆者將在先前研究

周敦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定靜工夫架構下，就周敦頤、張載中正概念

與《管子》「中靜形正」之思維相似性，進一步沿著「中靜形正，天仁地義淫然

而自至」之論述邏輯，陸續依「天仁地義」形式，還原出二程「仁」、「義」概念

在此視點下之可能性詮釋義涵。 

當然，就筆者研究成果來看，即便我們可由《通書》「生仁、成義」等義理分析

結果，接受《管子》論述形式的確可與周敦頤所指涉之仁義概念相吻合，但是眾

所周知，周敦頤此種宇宙本體論式的思維到了二程之後已經有了重大之革新，因



此周敦頤乃至張載以來之仁義概念是否真如有些學者所言ㄧ般，周、張之說已然

被二程仁義概念取代而失其學術價值；或者說，實際上二程是以嫁接方式對於

周、張言說進行繼承性之革新而有進一步之推進。此中輾轉曲折之變化，實有待

進一步還原以檢證說明。鑑此，筆者為了證成本文之假設而彰顯周敦頤仁義概念

在二程思維中所形成之轉折以及內在連結可能，筆者將就當今學術界之研究成

果，分別針對程明道之「仁」，以及程伊川之「義」概念進行分析，藉以顯明二

程仁義概念在「天仁地義」視點下之哲學特色。 

另外，由於本文之研究視角乃立基於工夫論之身體實踐基礎，因此在此思維脈絡

下，副標題「定靜工夫視野之嘗試性解讀」則成為筆者研究二程仁義概念之際，

有別於目前學術界立場之另一重要切入點所在。簡而言之，筆者今後將以定靜工

夫立場，立專篇依序針對程明道「識仁」、「定性」、「仁者樂天知命故不憂」;程

伊川「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以及朱子「只以覺為仁，若不認義理，只守得

一箇空心」等義理概念進行分析以逼顯出二程「仁義」概念的立體輪廓。 

試想此預設之研究成果一旦能夠獲得完整之建構，那麼此實踐系譜便能呈現出周

敦頤「中正仁義」之義理全貌及發展軌跡。於是透過此系統性之定止工夫義理建

構，將促使筆者近年研究「中正以防治思鬱」、「仁以防治憂鬱」、「義以防治怒鬱」

之醫學哲學防治理論獲得義理上之重大突破。因此本文先行選擇以程明道仁之概

念還原為題，並非尋求既有之文獻成果堆積，而是在一種中國哲學當代詮釋之關

懷下，試圖活化其內在應用原理的時代要求。  

 

評論人： 

從論文結構來看，這個論文似乎還沒寫完，希望您能早點寫出結論，希望多聽聽

黃老師的高見。仁者不憂，所以仁跟憂跟樂的關係成為歷代儒者關注的問題，黃

老師把經典詮釋拉到現代的語境，有現代的關懷。但是理論觀點可能還不夠清

楚，關聯再釐清一些，許多引文希望能多用現代白話來詮釋，現代的憂鬱症人恐

怕不會用到程明道的語言，這裡或許可以多多討論現代的例子。黃老師提到蠻多

經典依據，可以再多一些跟現代人的經驗的連結。 

  

第四場論文發表（林維杰研究員）： 

儒家關於感通（義通感應）概念的論述有三個典型的哲學模式，分別是「德性感

通」、「氣化感通」以及「德性與氣化相交織」之感通。「德性感通」包含了「道

體」與「主體」之「在自」及「自與他」的交感；「氣化感通」是就「陰陽五行」

諸元素於存在之「個體內部」、「諸個體間」以至「全體內部」等大小宇宙的交互

感應；「德性─氣化感通」之表現則有諸多型態，其共同點在於「德性」對「氣

化」的主導性或軌約性。 

本人曾有數篇論文處理宋儒與越儒的感通、感應思想，這些論文歸納出以下幾個

特點：（1）在「德性」方面，感通（感應）論解釋了道德實踐的動力根據（如程

明道〔1032-1085〕以身體知覺為譬喻而言道德感的「不痿痺」）及宇宙生化的創



造根據（如《周易．繫辭》的「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2）在「氣化」方

面，感通論提供了萬物的存在基礎（陰陽五行等氣化元素的交衍相感），人與鬼

神（如先祖與後嗣的血氣生命）的溝通基礎，以及人與自然（自然之氣與人物之

氣）感發響應之可能；（3）在「氣化與德性交涉」方面，感通論說明了各式災異

在政治、民情、日常生活等領域作為道德缺失的警戒徵象（災異是惡行或冤情的

象徵），以及宗教祭祀的人文及倫理基礎（如《孝經‧感應》，《論語》之〈學而〉、

〈八佾〉，《中庸》第十六章以及程伊川、朱熹論祭祀之誠可感召先祖）；（4）藉

由對宋儒與越儒的相關研究，本人將德性與氣化的三種模式置入「理氣關係」架

構予以考察，從而提出五種感通、感應的「理氣論模式」：理之自感（道體的自

我感通），「同質」的同理相感（天理與人心之間的感通）與同氣相感（天氣與人

氣之交感，祖先與子孫的血氣相通），以及「異質」的理氣相感（人心與鬼神、

精神與軀體之間的互動感知）與異氣相感（二氣五行的相生相勝及沖和）。 

在上述的研究基礎下，本人也展開對當代新儒家牟宗三（1909-1995）、唐君毅

（1909-1978）與徐復觀（1904-1982）的感通論研究，並初步完成〈當代新儒家

的感通論〉一文。此文以孔子之「仁」做為核心議題，並兼及牟、唐、徐對《易》

之易道與卜筮活動的解析與考察。依該文所得，新儒家的主要論述乃是遵循「德

性感通」的思維線索，並分別就道體與主體兩面所涉及的面相進行解析，尤其是

唐、牟兩位提出了道體的對外感通，以及主體之向內、向外與向上的三面相感通。

由於必須兼顧三人的對比性，故該文雖曾討論《周易》的卜筮活動，但不深入，

也沒有處理他們對宋代理學文獻的耙梳。對宋儒文獻的詮解，一直是新儒家大師

的重頭戲，其詮解中不僅表現各自對理學家的獨特見解，也呈顯其哲學的基本立

場。對於本文的討論對象唐君毅而言，情形更是如此。唐君毅對《周易》的形上

面感通有很精微的見解，對於二程兄弟的人性感通論細節，也有特別的分析。對

於孔子仁說時提出的三向度感通，更是由主體感通出發的全面開展。從論述的「由

外而內」角度來看，本文將從《易經》卜筮、二程論感與孔子論仁三個角度，重

新且深入考察唐君毅遵循「德性感通」線索，以別於前儒依循理氣關係提出的五

種「理氣論感通模式」（理的自感、同理與同氣相感、理氣與異氣相感），而解析

他甚具創意的五種「德性論感通模式」（道體的對他感通，主體的對自、對他與

對超越感通，以及作為感通對象之事物的相互感通）。 

 

唐君毅在「生生的交感」中放入了心學，道體有一種內感，他有別於外感，內感

是道體的自我感應，道體的自我感應才有外感，唐先生把道體的內感看成是心體

的內感。在孝順的例子中，我完成了孝的本分，在孝順的過程中，和父母感通，

又和大父母（天地）感通。 

評論人：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唐君毅的感通的論述，主要寫作方式還是依照唐先生

對宋明儒學的詮釋，但是我的想法是在唐先生在另外能夠表達他的想法的著作

中，更多能表達他的創發，而不是只是他自己的詮釋。 

 



主持人：從詮釋學的角度來看唐先生的這一套感通形上學，他的詮釋學意義會是

什麼？ 

 

林維杰：淺層的討論是說，每一次的感通都包含新的創造。深入一點講是說，所

有的感通都是一種詮釋學活動。感通一定是雙向性的。 

 

提問者：我覺得唐先生有點從主體性跨到交互主體性。 

 

林維杰：交互主體性其實費希特就已經有類似的想法，所以很難說唐先生是黑格

爾的系統，還是介於康德與黑格爾之間。 

 

第五場論文發表（陳佩君教授）： 

《莊子．駢拇》：「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

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這裡莊子雖然

是從不同物種的物性來談，但實際上是要類比人類群體中個體與個體的殊別之

性，從內涵上來看，接近魏晉時代所言的「才性」。 

一方面，「以道觀之，物無貴賤」（《莊子．秋水》），個體殊性縱有自然的長短之

別，卻無價值上的高下優劣之差，同為自然真性的呈顯，體現了「道通為一」的

齊物精神。個體雖有先天才性上的限制，但最終可透過鯤鵬之喻中的「積厚」之

功，超越小大的對立而臻至理想人格的逍遙境界。 

另一方面，在〈大宗師〉女偊語南伯子葵的寓言中卻有著「才有聖凡」之差的觀

點，「傳道之才」和「聖人之才」都是天生而不能從後天的培養來成就的，存在

著理想人格實有賴於先天才性、非後天可學而成的看法，有著並非人人皆能達致

理想人格境界的思想傾向。 

於是乎，莊子對個體殊性的看法，形成了先天才性在「才無貴賤」與「才有凡聖」

兩者間的張力，在工夫論上產生了個體能或不能突破自我的區別，在境界論上則

有是否人人皆能達致理想人格境界的不同主張。本文嘗試由道物關係、氣化流行

觀、小大之辯去處理相關問題。 

那其實呢對於人性論探討的方向，先秦比較重性普遍的人性，人之為人的本質，

到了魏晉則是比較強調才性的問題，每一個個體內在之中所具備的獨特的才能，

未盡的才性論是一種政治上選拔人才的實用性的考量，因此就會有關於選拔人才

的理論建構的須求，增進了對個體價值的肯定。莊子的才性觀在陳述個體殊性的

同時，是否如魏晉才性論一樣，也有先天限制之義，及個體才性間的高下優劣之

別呢？由動植物性論才性，動植物有不同的本性，優長才能構成了才性的成分，

屬於人的自然本性。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即才無貴賤。可以透過後天修養突破

先天才性的限制嗎？才如果有聖凡的差異，才性上就會有可以成聖和不能成聖的

分別，就會產生優劣的分判。如果因為先天才性上的限制，那麼就只能擬聖。聖

人之才是不是成聖的必要條件？或者不能成聖只能擬聖？聖凡之別的價值分判



會消融在以道觀之的視域下，從氣化流行觀來看，先天才性是可以改義的，從小

大之辯來看，人人皆有由凡入聖的可能。從境界上，才有聖凡和才無貴賤得到了

辯證的統一。人人皆有坤化為鵬的可能性，體現了真正的齊物精神 

 

評論人：工夫論跟境界論這兩個概念，才無貴賤跟才有凡聖間的張力，這邊的工

夫論和境界論有什麼不一樣？工夫論是一般人可以透過各種方式訓練，突破先天

限制，可以得到體道的狀態，這個體道的狀態不就是體道的境界嗎？聖人之才學

習聖人之道就可以很快地達到，另一種沒有聖人之才的人反覆學習之後達到的狀

態，這兩種狀態是等同的嗎？ 

 

答：工夫論比較著重在方法的部分，指成聖的方法的部分；境界論是指聖人的心

靈境界，可以通過工夫論達到，在中國哲學中這兩種沒法斷開來講。如果是常人，

庖丁由反覆的鍛鍊得到入道的境界，但有沒有可能他也有得道之才？所以他才能

透過反覆的鍛鍊才能進入體道的境界？得到的境界的結果是一樣的。 

 

第六場論文發表（黃筱慧教授）： 

本論文以當代詮釋學者呂格爾之寬恕概念出發，探討如何將寬恕視為一種態度與

表達。詮釋學的神學的面向，希望將這個面向導向於基督宗教之天主教信仰內的

文本表詮的活動之中，如果無人不能理解當代的人文科學下的詮釋學走向，是否

能推動出一種哲學的神學研究？這將是本論文的出發點之一，神學研究中對於神

的研究，人類的貢獻應該可以提供出一種透過作為人的，由自身出發的表詮，透

過經文，理解我們作為人，我們的被寬恕與被允許，是基督宗教的一個主要出發

立足點，而非將人的理解與表詮看作自身的功能，以為人本就能夠理解所有對

象，我們是否應該透過我們不能理解的情況，進而尋求寬恕？而在被寬恕的情況

之下，我們遺忘我們作為肉身的限制，去面對一個大的奧秘，並期待自身能被允

許，得以理解？本文將透過這個主軸進行。 

 

呂格爾之詮釋學方法對於寬恕與遺忘的解析 

 

在筆者研讀呂格爾的時間與敘事階段的思想概念的過程中，我們針對本研討會的

主題，提供出：在模擬中進行的寬恕之可能。當代的西方哲學的進路，使人面對

存有者的角色，我們試問，一個具有過去的某個事件的記憶之存有者，他或她的

存在旅途中，為何需要有被寬恕的活動？或朝向某一個事件的人事物寬恕的需

求？ 

 

當代的東西方的宗教研究中，本整合計畫的最需要跨越與超越的一個焦點，筆者

認為應該是將放下執著之心，對比於西方的詮釋學的進路之實。我們試以呂格爾

的進路做一個有關寬恕的模擬： 



 

在一個模擬一(mimesis 1)的境地，我們已經具備的是一個已經成形構成為主人翁

認為需要被寬恕的、或要去從事寬恕的一個事件內容，作為這次模擬的在前形式

的模擬。透過模擬二，我們可以由我們的敘事，將時間中的整個表達，以時間之

中的敘事，進行時間『中』的敘事計畫。這個部份可以參見筆者的其他論文所描

述的內容。在我們進行了之『中』與『間際』的模式之後，模擬一，與二與三，

分別提供出的是已知的內容之模擬，然後將之結合到我們的現況，再進行顯現

出：再模擬的動作。寬恕，在當代的華文化之進行中，是否能夠聚足東西方的文

化、文本、與文字的諸種面向，一一進行之？這將是本整合計畫被挑戰的一個關

鍵點。 

 

寬恕之：透過當代的法國詮釋學者呂格爾的見解，我們試用這個進路處理，寬，

可以是距離的實踐。恕，是指出如心的動態顯現。以詮釋學的進路，我們可以處

理有關間 距化的與間際 化的兩個進路 (這個部分也請參見其他拙作)。恕的可

能性。間距可以是一個量，在某個量的距離之下，我們進行對比於某個他者的詮

釋。恕，是 類比於他或她的心境，境遇感之下的各種可能。探問他或她如何顯

現？可以如何被理解？而間際，則是透過我們的間際 化的動作，to distanciate，

以期待得到 distanciation。筆者曾以時光與時間的概念探討這個整體的異與同。

在時間的度量下，我們可以運作出一個兩面或兩點之間的間距與間際。本文正是

以呂格爾的時間與敘事之詮釋學之整體對於文本與論述、書寫與固定、以及模擬

論的整個動態，探討這個路線。 

 

面對寬恕的真正實踐，我們希望在思想上的提供能夠給予當代社會重要的一個方

針，這一套思想概念，如果能運用出來，特別是在時間的操作上，間際化將不只

是一個語詞，在時間中的間距可以度量出差異，在間際的動態上，這種詮釋學可

以提供出際性的研究面向。例如，在人生的事件上，如何以一種過去若干日子之

前的景象，連接到現在需要將寬恕實現出來的需求上。寬，不只是空間也是時間

的。將某個時間的度量寬之，可以透過霎那轉為千年。特別是在人生的境遇上，

我們需要這種詮釋的角度：一種在時間之『中』的敘事。而非敘述，非寫出過程，

也非僅僅寫出內容。 

 

在如心之境這個面向上，我們應該以何者的心？作為度量？恕在英文上是指出

forgiving。當然也可以運用已得的，重新模擬出如何寬恕之？吾人可以給予的是

否又可以給出，以求得到？遺忘之符號上的 forgetting，正好可以給我們一個新

的表詮的可能性：一種透過了 giving，進行的 getting。 

詮釋學的建構與那屬於神學的 

在寬恕與遺忘中，本文希望提供出的是一種真正屬於詮釋學實踐化的過程。我們

如果能夠在當代的各種理論中探討寬恕與遺忘，在人的存在上，唯有透過主動性



的寬恕，否則有關於受到傷害的那種事件的遺忘，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本文希望

提供的是一種透過當代呂格爾方式的，一種在時間之中詮釋學的路線，探討神的

學理。寬恕如果有如人朝向神追問我們如何模擬祂，那麼，在人的世界上的所有

可被寬恕的內容，可以透過祂的眼光，重新被寬恕之，也因而被遺忘之。而人的

有限，是否也能試由神的角度，寬恕其他人？ 

我們建議透過模擬神，透過對祂的模擬一二三的步驟，但不以祂的時間，而以人

的時間，模擬有限，在屬於人的過程內寬恕與遺忘。而我們將這種詮釋學提供出

來作為神學的可能基礎。 

不管是寬恕還是遺忘，這個東西是不是可以作為神學？在一排靜默的祈禱，每一

個人在私人或公共的場合，可以用這場以詮釋活動為主的意向性來做詮釋神學的

研究？每一個活動裡面常常有一些是經文的禱念，但是教徒跟普通人有什麼不

同？詮釋學神學的特質是還有一個任務，就是不是屬人的解讀。經過這種經文，

我們理解到作為人的時候，存在本身在被寬恕或被給予允許的時候，是宗教信仰

中的一個主要立足點，什麼是叫做被允許？ 

 

提問：呂格爾在講寬恕或遺忘時，其實跟二戰的歷史非常有關，如果你忘記了，

你就沒辦法寬恕，所以那些事情其實應該被記錄下來，無論是以前和之後的受害

人，都不應該 forget，呂格爾曾經提過一點就是，關於寬恕與人的行動的關係，

我覺得很有趣，因為我們記憶的是一個事件，但我們寬恕的是一個人，我們可以

被寬恕，或者我們覺得被寬恕，是因為我們的行動會犯錯，會被指責，須要為此

負責，被寬恕則表示我這個人不是只是有我的錯誤行動所呈現出來的那個人，因

為我還是有比較好的一面，所以我還是可以被寬恕。為什麼我們可以寬恕或需要

寬恕？在宗教裡面，是說我得罪人或被人得罪，就多了一個債，這在哲學中就說

不太通。 

提問：要遺忘才能夠寬恕，所以遺忘是不是寬恕的前提？不曉得遺忘有沒有什麼

方法？ 

 

圓桌會議結論（陸敬忠教授）： 

我的論文主要為各位呈現宗教的基本型態與特質乃至基本向度，可導入本團隊之

其他研究。例如嚴瑋泓教授的論文，就是我的所謂宗教的倫理規範向度議題。黃

崇修教授的論文則是宗教中的情感問題。陳佩君教授的論文則還涉及宗教人類學

的問題，也論及聖俗二界的交通問題。同樣，林研究員探討的就是道體與主體的

感通問題。而黃筱慧教授探討的就是神學教義如何在塵世中產生宗教意義與實踐

的影響。 

如此，所有的論文都涉及到聖俗二界或我所謂神聖精神與物俗世質界的交互關

係。我對我們團隊之期許是，更進一步，我們應該走向東西哲學宗教向度之會通

與對話。例如，在宗教倫理學向度上，由於西方哲學倫理學議題開始從個體主義

走向社群主義，嚴教授之研究方向或可亦進而走向此方向之對話，因為宗教總是



有某種社群形式與生活而以此方式影響個人，正如宗教之倫理及社會向度等層面

所顯示。個體與群體的倫理張力，其實東西方皆有，附帶一提，個人主義的興起

其實皆晚於社群文化與思想，例如古希臘哲學之倫理學以及先秦的儒學，甚至如

這次主題演講所原創性地揭示，即使道家始祖老子之思想亦然，其第一讀者乃殷

商遺族。另一方面，就宋明理學之宗教向度而言，現在西方流行的德性（行）倫

理學或許可以讓我們有別於近現代主體論之論述，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孔孟的思

想，使得我們可以理解主題自身及其德性與形上學之關係。而這也可以跟柏拉圖

及亞里斯多德之倫理思想對話。就此而言，柏拉圖以城邦之正義與個體身心之健

康為類比乃至符應關係，可與黃崇修教授關於儒醫的研究進行交流。而林維杰研

究員關於唐君毅天人感應思想更可能直接自與黑格爾之精神哲學底會通！至於

黃筱慧教授有關晚期呂格爾寬恕與遺忘之省思，及其所觸碰有關寬恕與記憶之現

代禁忌，除為被害者的抉擇，而非加害人可定奪外，亦可與道家之心齋及坐忘哲

學或佛學之我執與空性之辯證進行對比與對化。總結此次圓桌會議應不只是我們

團隊一年研究之成果發表，也是新研究思路與進路之開始！ 

 

四、 活動照片（須含各論文發表場次現場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