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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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高等教育中更整全的環境教育－宗教生態學與環境教育 學術研討會 

議程表 

時間:109 年 7 月 4 日(星期六) 8:30~ 18:30 

地點: 高雄市 台灣公論報 會議廳 

主辦單位: 大仁科技大學護理系 

指導單位: 大仁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08:30~08:50 報到及開幕 主持人:謝鎮群大仁科大副教授 

08:50~10:00 

 

論文發表: 荀子思想對生態倫理的啟發 

發表人:  楊秀宮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論文發表: 先秦墨家生態、環境哲學發微 

發表人: 蕭宏恩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中心教授 

主持人: 程進發 

中央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評論人: 周慶華 

台東大學退休教授 

與談人: 林朝成  

成功大學教授兼中文所長 

10:00~10:10 交誼、休息 
 

10:10~11:20 

 

論文發表: 基督教信仰對當今環境、生態的啟發 

                    羅斯頓--環境倫理學之父 

發表人: 黃伯和 長榮大學教授  

                陳惠世 長老教會牧師 

論文發表: 環境哲學家羅斯頓的 

                    自然美學與生命教育 

發表人: 程進發 淡江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主持人: 張淑美 

高師大教育系所教授 

評論人: 陳立言  

文藻大學生命教育中心主任 

與談人: 鄭金川 (鄭維棕 ) 

台灣公益新聞網副總編 

東海大學哲研所博士侯選人 

11:20~12:30 

 

論文發表: 佛教護生思想與人間淨土 

發表人: 林朝成 成功大學教授兼中文所長   

論文發表: 佛教與生態保護— 

          以我執和業因兩概念為主的思維 

發表人: 張展源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主持人: 蔡瑞霖  

國家文官學院簡任研究員 

評論人: 越建東  

中山大學通識中心教授 

與談人: 黃美英  

暨南大學 歷史系講師 



12:30-13:20 午餐、交誼、休息 

13:20-14:30 

 

論文發表: 高山的聖石信仰： 

          族群文化認同與生態觀 

發表人: 黃美英  暨南大學 歷史系講師 

                台灣社會改造協會理事 

論文發表: 二十四節氣把你顧好好- 

          由關懷照護觀點談國民健康曆之建構 

發表人: 陳凱莉 大仁科技大學護理系 助理教授 

主持人: 劉正元  

高師大台文所 所長 

評論人: 陳惠世 

長老教會台東鹿野教會牧師 

與談人: 陳志豪 

全球環境教育夥伴亞太中心研

究員 東海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14:30~14:40 交誼、休息 
 

14:40-15:50 

 

論文發表: 神仙教全護型生態觀 

發表人: 周慶華 台東大學退休教授 

論文發表: 自然與自由─尼采哲學的生態性詮釋 

發表人: 李德材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主持人: 林倩綺 

南華大學旅遊系所助理教授 

評論人: 楊劍豐  

南台科大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與談人: 張展源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15:50-16:50 

專題演講: 國際參與學習下的永續城市 

發表人: 蔡宛恬 博士 

ICLEI 聯合國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 

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 主任 

主持人: 蕭宏恩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中心教授 

與談人:蔡曜陽 台灣公論報主任 

16:50-17:40 

論文發表: 宗教教育環境教育的結合: 

          可能的貢獻和挑戰 

發表人: 謝鎮群 大仁科大副教授 

 

主持人: 楊秀宮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評論人: 蘇嘉宏  

輔英科技大學教授 

台灣公論報總主筆 

與談人: 李德材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17:40- 18:30 

綜合座談: 建立高等教育中更整全的環境教育 

引言人及與談人: 黃伯和 長榮大學榮譽教授  

                蔡宛恬 博士 ICLEI 主任 

與談人包括所有論文發表者、主持人、評論人、

與談人及與會人員。 

 

地點：高雄市 台灣公論報 會議廳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 22 號 4 樓 1B 

從高雄火車站搭捷運紅線往小港方向 在美麗島站 換橘線 往西子灣方向 在舊

市議會站下捷運 出站 步行 1 分鐘即抵達 



二、 經費執行率 

請填妥以下欄位，如經費執行率未達百分之九十，請另以文字詳述原因 

核定金額【 50000】元 

會議實際使用金額【46978 】元 

經費執行率【93.95 】%（會議實際使用金額 ÷ 核定金額 ＝ 經費執行率）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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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時所列預期效益如下: 

1. 延續國內宗教生態學的比較研究  

2. 拓展跨域合作  

3. 結合社會力發展更整全的環境教育 

4. 撰寫大專院校有關環境教育的跨域合作的教科書 

5. 與國際學界接軌作出全球性貢獻 

 

1. 2018 年 6 月曾經辦理台灣第一次的宗教生態學會議，開啟台灣宗教生態學的

研究。此為國內首創，會議主題為台灣首例。兩年來參與學者持續致力於宗教生

態學的研究、教學及推廣，今年再次辦理。 

2. 今年再次辦理，會議重點在跨域合作，以及落實在大專院校中的環境教育課

程，並且結合社會實踐以及社會力。因此特別邀請聯合國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

會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蔡宛恬主任及全球環境教育夥伴亞

太中心研究員陳志豪加入。 

3. 除了聯合國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

心及全球環境教育夥伴亞太中心的加入，還有台灣公益新聞網及台灣公論報兩個

媒體加入。 

4. 規劃撰寫大專院校有關環境教育的跨域合作的教科書。本研討會的成果可轉

化為專業和通識課程，並進一步結合社會實踐和文化改造。 

5. 本研討會之成果將擇要翻成英文，提供給 Forum on Religion and Ecology (at 

Yale University)。以此為基礎，預計兩年內和耶魯大學、新加坡大學、北京大學

等合辦國際研討會。 

 

四、 辦理情形及參與狀況（須含參與人數） 

 因為疫情影響 會議時間延後 原先預定的參與人員 行程也有調整 因此參與人

員略有變動 大多仍盡可能的 參加研討會  

因為論文已先已經先傳給與會人員 所以會議重點放在討論交流 討論熱烈 會後 

各個與會者 仍然持續進行交流討論  

大家也對編寫教科書 有高度興趣  

對於和耶魯大學合作也寄予厚望  

此次會議結合不同領域 跨域合作仍會持續進行  

參加人數 不包括學生有 30 位 



五、 活動照片（須含各論文發表場次現場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