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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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第十五屆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 ：人的靈性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 

社團法人台灣生命教育學會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19 年 10 月 26 日（週六）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霖澤館國際會議廳 

08:30 – 09:00 (30’) 報  到 

09:00 – 09:20 (20’) 
開幕式 

貴賓致詞：教育部潘文忠部長 

                                生命教育與靈性教育 

09:20 – 10:10 (50’) 
專題演講：生命教育的哲學基礎 

主講人：孫效智（臺灣大學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主任） 

10:10 – 10:40 (30’) 

專題座談 

主持人：朱建民（東吳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 

與談人：孫效智 

10:40 – 11:00 (20’) 茶  敘 

11:00 – 11:25 (25’) 

發表篇章（一） 

在大地的腹肚中遨遊——從生態繪本談自我與生態靈性教育 

發表人：蔡怡佳（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11:25 – 11:50 (25’) 

發表篇章（二） 

從 Paul Wong 第二波正向心理學談幸福與靈性修養 

發表人：張淑美（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陳智鴻（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11:50 – 12:20 (30’) 

綜合座談 

主持人：馮朝霖 

（政治大學教育學系退休教授/教育基金會道禾書院院長） 

與談人：蔡怡佳、張淑美 



12:20 – 13:50 (90’) 午  餐 

                                  靈性教育的實踐 

13:50 – 14:15 (25’) 

發表篇章（三） 

Introducing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in Spiritual Education 

發表人：釋聖因（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生） 

14:15 – 14:40 (25’) 

發表篇章（四） 

臺灣青少年的靈性健康及其對靈性的看法 

發表人：林佑真（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王思涵（新北市三多國中教師） 

14:40 – 15:10 (30’) 

綜合座談 

主持人：王秀槐（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與談人：釋聖因、林佑真 

15:10 – 15:30 (20’) 茶  敘 

15:30 – 16:30 (60’) 
專題演講：香港職前及在職教師對教授「快樂與幸福感」的觀感研究 

主講人：李子建（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講座教授） 

16:30 – 17:00 (30’) 

專題座談 

主持人：謝小芩（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與談人：李子建 

 

2019 年 10 月 27 日（週日）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霖澤館國際會議廳 

08:30 – 09:00 (30’) 報  到 

靈性修養與靈性教育 

09:00 – 9:50 (50’) 
專題演講：現代人與現代社會的心靈課題 

主講人：釋慧開（南華大學講座教授） 

9:50 – 10:20 (30’) 

專題座談 

主持人：黃榮村（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生物醫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與談人：釋慧開 

10:20 – 10:40 (20’) 茶敘 

10:40 – 11:05 (25’) 

發表篇章（五） 

從卡爾．拉內的「無名基督徒」概念來反省基督信仰的靈性教育 

發表人：胡淑琴（輔仁聖博敏神學院副教授） 

11:05 – 11:30 (25’) 

發表篇章（六） 

第四世紀沙漠教父伊瓦格魯斯的靈性教育 

發表人：崔國瑜（政治大學歷史系暨宗教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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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原送審預期效益及實際執行狀況敘述如下： 

 

1. 開啟生命教育學術與實務的對話平台，增進兩岸各領域人士對生命教育的理解與共識。 

本研討會兩日研討內容包含生命教育與靈性教育的理論基礎、靈性教育的實踐、靈性修

11:30 – 12:00 (30’) 

綜合座談 

主持人：陳尚仁（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助理教授） 

與談人：胡淑琴、崔國瑜 

12:00 – 13:10 (70’) 午  餐 

                               中、西哲學的靈性修養觀 

13:10 – 13:35 (25’) 

發表篇章（七） 

「無知之知」與「無為之為」——莊子非主體的實踐之知 

發表人：劉滄龍（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13:35 – 14:00 (25’) 

發表篇章（八） 

道德的定位與落實——以劉蕺山《人譜》為核心 

發表人：蔡龍九（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14:00 – 14:25 (25’) 

發表篇章（九） 

自我關照、聖凡兼修——論臺灣一貫道的修行觀 

發表人：陳祈蓁（輔仁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博士生） 

14:25 – 15:05 (40’) 

綜合座談 

主持人：杜保瑞（上海交通大學哲學系教授） 

與談人：劉滄龍、蔡龍九、陳祈蓁 

15:05 – 15:25 (20’) 茶  敘 

15:25 – 16:25 (60’) 

焦點論壇：靈性觀與修養論 

主持人：潘小慧（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與談人：李彥儀（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黃鼎元（輔仁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鍾隆琛（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16:25 – 16:55 (30’) 

綜合座談  

主持人：潘小慧 

與談人：李彥儀、黃鼎元、鍾隆琛 

16:55 – 17:20 (25’) 閉幕式 



養與靈性教育，以及中、西哲學的靈性修養觀。從哲學、教育、宗教、心理學、繪本‥‥等

各種不同面向的觀點對靈性議題進行研討。參與學者及與會學員包含國內哲學、宗教、教育

學、生死學等各領域專家學者、研究生以及來自香港教育大學的李子建講座教授、上海交通

大學的杜保瑞教授，從不同專長領域以多元互融的方式對生命教育與人的靈性議題進行探究

交流。 

 

2. 提供論文發表園地，鼓勵優秀學者彼此交流溝通，提升生命教育之學術發展。 

本研討會透過特約邀稿和公開徵稿兩種方式徵求稿件。特約邀稿以相關領域具相當學術

成就之專家為邀請對象。公開徵稿則於來稿後以雙向匿名方式進行審查，以確保收稿品質。

本屆研討會共有 3 篇專題演講、9 篇論文發表，以及 1 場焦點論壇，除了口頭發表外，每場

發表後均安排座談時間，進行交流討論，現場交流相當踴躍。 

 

3. 邀請兩岸對生命教育相關議題感興趣之學者、專家、各級教師、學生或關心此議題之人士

參與，促進生命教育學術交流，並有助於社會與各級學校生命教育之推廣。 

    本次研討會邀請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育講座教授李子建進行專題演講，以「香港職前

及在職教師對教授『快樂與幸福感』的觀感研究」進行實務分享。在「中、西哲學的靈性修

養觀」場次發表中，邀請上海交通大學哲學系杜保瑞教授主持該場次發表後與談，並給予深

刻的回饋。除了前述受邀學者外，也有數位來自中國的訪問學者報名參與本次研討會。國內

的與會者包含教育、哲學、宗教學等跨領域學者、專家、各級教師、相關系所碩士生、博士

生，以及來自社會不同專業關心生命教育的業界人士，從不同專業領域提出對靈性教育的見

解進行研討。 

 

4. 研討會手冊彙整重要成果，對未來持續推動生命教育的計畫，可提供鑑往知來的參考。 

    本會議手冊收錄發表者論文、演講者及與談人 PPT。除了會議期間提供與會者使用外，

並於會後郵寄國家圖書館收錄館藏，供未來相關研究者參考查閱。  

 

三、 辦理情形及參與狀況（須含參與人數） 

2019 第十五屆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於 10 月 26-27 日假臺灣大學霖澤館國際

會議廳舉行。研討會主題為「人的靈性」，透過專題演講、論文發表和焦點論壇

的方式進行交流對話。本次會議報名學員人數 166 人，單天出席人數（含學員、

專家、貴賓及工作人員）分別為 188、144 人，合計兩天共 332 人次出席。本屆

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學者，專題演講、論文發表、綜合座談、焦點論壇之專家學

者共計 24 位。在兩天的研討會中，總計安排 3 場專題演講、1 場焦點論壇以及 9

篇論文發表，參與情況相當熱烈，以下分別描述之。  

 

10 月 26 日安排兩場專題座談。上午由本中心主任孫效智教授以「生命教育

的哲學基礎」為題進行專題講座。孫教授首先介紹臺灣生命教育的發展背景與歷



程，以及在這個歷程中生命教育的內涵如何被逐漸且有系統地形塑與提出。接著

探討哲學在什麼意義上是生命教育的基礎。如何透過哲學方法來界定生命教育範

圍、組織根本的生命課題、並以系統性的方式探索生命課題，建構假設與理論，

從而發展出生命的學問。下午的專題座談則邀請到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講座

教授李子建副校長以「香港職前及在職教師對教授『快樂與幸福感』的觀感研究」

為題發表專題演講。職前及在職的教師對於快樂的教授有不同程度的認知，但教

師正向教學態度會大大影響學生。兩場演說兼具理論基礎與應用實務，演講後均

有專題座談，與現場與會者交流，相當精采豐富。 

   

論文發表的部份，上午先由輔仁大學宗教學系蔡怡佳教授發表〈在大地的腹

肚中遨遊——從生態繪本談自我與生態靈性教育〉。從生態心理學中所提出的生

態自我討論生態繪本如何成為靈性教育的媒介。將生態心理學的視角運用於生態

繪本的分析，以生態繪本的閱讀與分析做為人與自然重建關係、重建人格完整的

可能途徑，並討論生態繪本如何成為陶養生態自我、與地球萬物和諧共生、提昇

生態靈性的媒介。接著由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張淑美教授發表〈從 Paul Wong

第二波正向心理學談幸福與靈性修養〉，介紹第二波正向心理學對幸福與靈性修

養的觀點，關注苦難的超越與意義建構、以具有易經陰陽思想的「雙系統模組」，

整合負面和正向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讓受苦的人也可以得到內在的真實喜悅與

幸福感，藉此學說提供臺灣生命教育的理論基礎與拓展實務應用做為參考。 

下午場次先由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釋聖因法師發表〈由跨文化觀點探討

靈性教育〉，根據靈性教育三個相關要素：歷史發展、健康幸福感和教育課程進

行研究，以提供對於靈性教育推動，讓學生在健康靈性與幸福的環境下成為更好

的公民。接續由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林佑真副教授發表〈臺灣青少年的靈性健

康及其對靈性的看法〉。該文採質性與量化混合研究之設計，透過研究分析了解

目前臺灣青少年對靈性健康各面向的重視程度以及了解其對各面向的看法與經

驗：超過七成的臺灣青少年重視靈性健康的個人與人際面向，只有四成重視超越

面向，並與其宗教信仰及超自然經驗有關。四篇論文從不同角度切入，探索靈性

教育、靈性健康等子議題，許多在教學現場的老師，非常關心輔導與教學實務相

關的案例和研究，相繼提出疑問、想法與意見，討論氣氛十分熱烈，學者與聽眾

互相交流，為第一天的會議畫下美好句點 。 

 

10/27 上午由專題演講揭開序幕。主講人是南華大學生死學系釋慧開講座教

授分享現代人與現代社會的心靈課題，啟發帶動學生以生命力融入己身的成長歷

程與學習活動中，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接下來，由輔仁聖博敏神學院胡淑琴副

教授發表〈從卡爾．拉內的「無名基督徒」概念來反省基督信仰的靈性教育〉一

文，從卡爾．拉內的思想架構來說明「無名基督徒」的意涵，並面對臺灣教育環

境試提出靈性教育的可能方向，包括啟發面對真實的奧祕意識，引導向無限奧祕

開放的渴望，面對生命的張力做出自我超越的選擇，以及投身於愛的服務以創建



關係秩序，以答覆「無名基督徒」之豐盛生命的召喚。隨後，由政治大學歷史系

暨宗教所崔國瑜副教授發表〈第四世紀沙漠教父伊瓦格魯斯的靈性教育〉，闡述

伊瓦格魯斯所展望之靈性教育的發展階段、內涵、方法、態度，以及靈性教育的

目的。兩篇論文引發與會學者和聽眾極多思考，紛紛提出問題，與發表學者進行

雙向交流和討論。 

 

下午的議程首先由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劉滄龍教授發表〈「無知之知」與

「無為之為」——莊子非主體的實踐之知與美學活動〉，以暫時放下認知的模式、

停止心知的判斷，保持開放性的感受，放下自我保存與擴張的欲望，讓「物」跟

自身建立持續更新的感通與連結關係。接著由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蔡龍九副教授

發表〈道德的定位與落實——以劉蕺山《人譜》為核心〉。該文探究劉蕺山論「本

體」於人身上的定位及其發露、維持時應留意的內涵。接著由輔仁大學宗教學研

究所陳祈蓁博士生發表〈自我關照、聖凡兼修——論臺灣一貫道的修行觀〉。該

文以傅柯晚期思想之「自我技術」、「自我關照」理念，探討臺灣一實道「聖凡兼

顧」的修行觀。隨後展開「靈性觀與修養論焦點論壇」，由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

系李彥儀助理教授、輔仁大學哲學系暨全人教育課程中心黃鼎元助理教授、慈濟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鍾隆琛助理教授三位學者進行交流與對話，分別討論「儒家靈

性觀與修養論——以《大學》義理為核之的開展」、「靈性修養與知識的層級」、「儒

家靈性修養觀的定位」進行討論，主持人則是輔仁大學哲學系潘小慧教授，對話

過程十分精彩，與會人員非常投入，也提出問題和與談學者充份交流，第十五屆

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就在大家熱烈的交流、互動和討論之中圓滿地落幕。 

 

本次大會收得與會人員所擲回之有效意見回饋單共 124 份，意見統計結果顯

示，活動總滿意度平均數達 4.56（五分量表）。分項統計結果如下： 

 

（一）與會人士身份： 

日  期 

調查項目 
10 月 26 日 10 月 27 日 

總 計 
1.參與學員 157 124 

2.貴賓與發表人 31 20 

小 計 188 144 332 

 

（二）與會人員性別： 

日  期 

調查項目 
10 月 26 日 10 月 27 日 總 計 

1.男性 45 43 88 

2.女性 143 101 245 



小 計 188 111 332 

 

（三）與會人員基本資料： 

 

（四）消息來源： 

 

 

（五）研討會內容與行政安排： 

 

日  期 

調查項目 
10 月 26 日 10 月 27 日 總 計 

1.專題演講 4.45 4.68 4.56 

2.焦點論壇 N/A 4.54  4.54 

3.論文發表 4.33  4.49 4.41 

4. 行政安排 4.68 4.74 4.71 

總平均 4.56 

 

 

四、 活動照片（須含各論文發表場次現場照片） 

日  期 

調查項目 
10 月 26 日 10 月 27 日 總 計 

1.學生 36 29 65 

2.教師 84 69 153 

3.貴賓與發表人 31 20 51 

4.其他 37 16 53 

小 計 188 144 332 

日  期 

調查項目 
10 月 26 日 10 月 27 日 總 計 

1.收到 EDM 25 15 40 

2.本中心官網、臉書 31 30 61 

3.電子公文 4 3 7 

4.親朋好友、師長推薦 24 20 44 

5.其他 8 5 13 



 

潘文忠部長於開幕式致詞 

 

孫效智教授進行專題講座 

 

朱建民教授主持專題座談 

 

現場參與狀況 

 

馮朝霖老師主持綜合座談 

 

張淑美教授進行論文發表 



 

蔡怡佳教授進行論文發表 

 

釋聖因法師進行論文發表 

 

林估真教授進行論文發表 

 

王秀槐教授主持綜合座談 

 

李子建教授進行專題演講 謝小芩教授主持專題座談 



 

黃榮村教授主持專題座談 

 

釋慧開法師進行專題演講 

 

胡淑琴修女進行論文發表 

 

崔國瑜教授進行論文發表 

 

陳尚仁教授主持綜合座談 

 

劉滄龍教授進行論文發表 



 

蔡龍九教授進行論文發表 

 

陳祈蓁博士生後發表於進行座談 

 

杜保瑞教授主持綜合座談 

 

潘小慧教授主持焦點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