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y 1 Dec 26, 2020 (Saturday) 

08:20 -08:40 報到 [中央大學文學院一館 國際會議廳] 

08:40 -09:00 

開幕   

開幕式致詞： 

周景揚 (中央大學校長)  

朱建民 (財團法人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林文淇（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 

09:00 -10:40 

大會發言 

主持人：王邦雄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榮譽教授)  

題目：朱子的哲學方法論 

發表人：陳榮灼 (加拿大 Brock University 哲學系榮譽教授) 

題目：論楊澤波教授對牟宗三先生圓善論之批評 

發表人：楊祖漢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題目：從「美是道德善的象徵」到「共同心 [共感] （sensus communis）」：以黃振華先生<論康德美學>為例 

發表人：李淳玲 (美國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基金會董事) 【視訊】 

題目：當代新儒學之哲學反思：如何開展文化宣言之中國哲學之方向與發展 

發表人：李瑞全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題目：公德、私德之分與儒家傳統 

發表人：李明輝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10:40 -11：10 茶 點 

 會場 A [文學院一館 國際會議廳] 

11：10 -12:00 

特邀演講   

主持人：朱建民 (財團法人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特邀演講：梁漱溟先生的全盤西化論 

發表人：黄玉順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視訊】 

 

特邀演講：新儒家對西方思辨歷史哲學的回應——以梁漱溟、唐君毅為例 

發表人：陳  贇 (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 【視訊】 

12:00-13:40 午 餐 

 會場 A [文學院一館 國際會議廳] 會場 B [文學院二館 人文講堂] 



13:40 -15:00 

主持人： 
曾昭旭(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榮譽教授) 
 
題目：牟宗三先生論江右王門 
發表人： 
黃敏浩(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 【視訊】 
 
題目：以逆覺體證中的超越論證反駁朱子學的懷疑論 
發表人： 
梁奮程(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蔡仁厚的陽明後學研究 
發表人： 
龔開喻(湖北大學哲學學院助理教授) 【視訊】  

主持人： 
蔡家和 (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 
  
題目：文明衝突與儒家文化系統的理論建構 
發表人： 
黃光國(台灣大學心理系榮譽教授) 
 
題目：曲當人情——王陽明論正人之道 
發表人： 
陳志強(臺灣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韓國 當代 創造的 生成哲學者 金敬琢 
發表人： 
鄭仁在(西江大學校哲學科名譽敎授) 【視訊】 

15:00 -15:20 茶 點 

15:20-16:10 

主持人： 
游騰達(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題目：天理在王陽明哲學中的定位 
發表人： 
盧盈華(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視訊】 
 
題目：內在論與外在論：康德倫理學的定位問題 
發表人： 
黃漢忠(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社會醫學科專案助理教授) 
 

主持人： 
楊祖漢(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題目：論「新儒學之後」與「後新儒學」-- 歷程、結構與創造、轉
化 
發表人： 
林安梧(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 
 
題目：臺灣“鵝湖學派”的理論淵源、代表人物及義理走向 
發表人： 
程志華(河北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 【視訊】 

16:20 -17:30 

綜合座談（圓桌會議）：當代新儒學的創造性轉化(一) 
主持人： 
楊自平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引言人:  

王邦雄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榮譽教授) /曾昭旭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榮譽教授) /  

李明輝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 楊祖漢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張品端 (武夷學院朱子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視訊】 / 鄭仁在 (西江大學校哲學科名譽敎授) 【視訊】/  

周國良 (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 【視訊】 

17:30 晚 宴 

Day 2 Dec 27, 2020 (Sunday) 



08:40-9:00 報到 [中央大學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會場 A [文學院一館 國際會議廳] 會場 B [文學院二館 人文講堂] 會場 C [文學院一館 304 教室] 

09:00-10:20 

主持人： 
劉德明(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題目：牟宗三對儒家“內聖外王”之道的接
續與重建 
發表人： 
俞秀玲(西北政法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視訊】 
 
題目：由「心統性情」圖式探討哲思具象化
之方法與限制 
發表人： 
游騰達(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題目：淺析栗谷李珥之道德實踐力量說 
      --以「心-意」爲主 
發表人： 
安載晧(韓國中央大學教養學部教授) 【視訊】 

主持人： 
孔令宜(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題目：責任倫理學在儒學之詮釋如何可能?  
----以唐君毅之先驗分析與辯證綜合說起 
發表人： 
陳士誠(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副教授) 
 
題目：試論唐君毅先生之德性倫理思想 
發表人： 
張海龍(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院博士生) 
【視訊】 
題目：程明道「成聖工夫」位階之分判與「聖
人境界」之展開－以牟宗三先生圓善論觀點
試申論之 
發表人： 
金美華(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主持人： 
廖俊裕(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副教授)  
 

題目：“響應西方：嚴復對中國古代氣哲學的

改造與迷失” 

發表人： 
曾振宇(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視
訊】 
  
題目：牟宗三與胡塞爾現象學的交涉 
發表人： 
肖  雄(湖北大學哲學學院講師) 【視訊】 
 
題目：康有為的「四書注」－兼論錢穆對康
有為的評價 
發表人： 
王慧茹(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副教授) 

10:20-10:40 茶 點 

10:40-12:00 

主持人： 
陳振崑(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  
  
題目：程伊川「義理」概念之實踐性展開：
以「集義養氣」詮釋中的天人思想為視點 
發表人： 
黃崇修(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題目：陽明心學的接引工夫及其當代哲學諮
商價值 
發表人： 
張  星(東南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視訊】 
 
題目：由「生生之仁」論二程哲學體系 
發表人： 
孔令宜(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題目：良知“附套”與“納方於圓”：唐君
毅對儒學與科學關係之型塑 
發表人： 
韓立坤(南京林業大學教授) 【視訊】 

主持人： 
黃瑩暖(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題目：唐君毅的文學理論初探 
發表人： 
劉毅鳴(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方東美古典詩詞中釋道的境界問題及
現代價值 
發表人： 
常  新(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視訊】 
題目：程兆熊的學思 
發表人： 
田炳述(韓國建國大學校學術硏究敎授)  
【視訊】 

主持人： 
黃光國(台灣大學心理系榮譽教授)  
  
題目：熊十力：以經學為基礎的新儒家哲學
建構——以《讀經示要》為中心 
發表人： 
韓  星(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視訊】 
 
題目：牟宗三對“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的詮釋 
發表人： 
伍曉明(四川大學講座教授) 【視訊】 
 
題目：從心理諮商視角探究儒學中的助人觀
與倫理觀 
發表人： 
王智弘(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12:00-13:40 午 餐 

 會場 A [文學院一館 國際會議廳] 會場 B [文學院二館 人文講堂] 會場 C [文學院一館 304 教室] 

13:40 -15:00 

主持人： 
李瑞全(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題目：王船山心性論的道德哲學義涵 
發表人： 
陳振崑(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 
 
題目：論孟荀之同異:從內聖外王之詮釋切入 
發表人： 
張子立(復旦大學哲學學院研究員) 【視訊】 
 
題目：韓儒的「未發心體有無善惡」之辯與
唐君毅的朱子學詮釋 
發表人： 
呂政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
員) 

主持人： 
劉毅鳴(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唐君毅先生的家庭理論及其可能之發
展 
發表人： 
廖俊裕(南華大學生死系副教授) 
 
題目：中國“家庭”的近現代困境與解
決——梁漱溟鄉村建設中的家庭思考 
發表人： 
王  正(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視訊】 
題目：馬一浮易學思想研究 
發表人： 
陳明彪(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
系助理教授) 【視訊】 

主持人： 
朱建民(財團法人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
董事長)  
  
題目：當代新儒家的學術發展歷程暨未來展
望 
發表人： 

王建寶(長江商學院教學研究員) 【視訊】 

 

題目：當代新儒學的現代性轉化:儒家自性覺

醒修養心理治療模式 

發表人： 
夏允中(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諮復所教授) 
 

題目：朱子「心」之位相的再衡定 

發表人： 



黃瑩暖(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15:00 -15:20 茶 點 

15:20-16:30 

主持人： 
黃思超(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参觀訪問：中央大學崑曲博物館 
欣賞崑曲折子戲：牡丹亭 遊園 

 

16:30-18:30 行程：前往台中東海大學 

Day 3 Dec 28, 2020 (Monday) 

08:40-09:10 報到 [東海大學人文大樓 展學廳 H321] 



09:15-09:20 

開幕   

開幕式致詞： 

蔡家和(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會場 A [人文大樓展學廳 H321] 會場 B [人文大樓 H452] 會場 C [人文大樓 H417] 

09:20 -10:20 

主持人： 
嚴瑋泓(東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題目：天台教觀底實踐的智慧學 
發表人： 
尤惠貞(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兼任副教授) 
 
題目：唐君毅與牟宗三有關佛性問題之析辨 
發表人： 
黃漢光(東華大學社會系教授) 

主持人： 
李宗定(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副教授)  
  
題目：牟宗三先生對王門二溪思想異同之洞見 
發表人： 
高瑋謙(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當代新儒學的學術旨趣與轉型 
    ——以當代新儒家的陽明學詮釋為中心 
發表人： 
陸永勝(東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視訊】 

主持人： 
張莞苓(致理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題目：情本體與天道論-當代儒家的兩種《論
語》解讀向度闡析 
發表人： 
廖崇斐(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天人之際的曲折——漢宋之間儒者關
於道德安立與天人匯通之思考的發展軌跡 
發表人： 
竇晨光(陝西師範大學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視訊】 

10:20 -10:40 茶 點 

10:40-12:00 

主持人： 
黃漢光(東華大學社會系教授) 
  
題目：現代新儒家的公羊學觀點之比較——
以熊十力、牟宗三、徐復觀三先生為例 
發表人： 
任新民(上饒師範學院講師) 【視訊】 
 
題目：唐君毅《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觀照
境工夫論 
發表人： 
錢怡君(財團法人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 
中國哲學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題目：牟宗三儒家視野下的倫理社會主義思
想建構 
發表人： 
李  強(西北大學(西安)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視訊】 

主持人： 
陳章錫(南華大學文學系教授)  
  
題目：從新儒學觀點論《周易》需卦與儒家
的關係 
發表人： 
鄭志明(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題目：牟宗三詮釋象山思想的困難及其解決之道 
發表人： 
介江嶺(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博士後/助理研究員) 
【視訊】 
 
題目：儒家工夫論之現代的意義 
      ----以易傳爲中心 
發表人： 
千炳敦(韓國大真大學敎授) 【視訊】 

主持人： 
陳佳銘(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題目：AHIE 定位下的陽明學、康德學與朱
子學：證成與動力的來源 
發表人： 
賴柯助(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題目：試論熊十力“格物致知”的新詮
釋——以《讀經示要》為中心 
發表人： 
劉元青(湖北大學哲學院教授) 【視訊】 
 
題目：朱子哲學中太極論與理氣論之異同 
發表人： 
朱光鎬(韓國同德女子大學副教授) 【視訊】 

12:00-13:40 午 餐 

 會場 A [人文大樓展學廳 H321] 會場 B [人文大樓 H452] 會場 C [人文大樓 H417] 



13:40-15:00 

主持人： 
黃兆強(東吳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  
  
題目：從朱熹、李贄到嚴複(復)——兼論中
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發展 
發表人： 
張品端(武夷學院朱子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視訊】 
 
題目：中國當代新儒家對苦難的「體知」與
其學術特質：以熊、牟、唐、徐四先生為核
心 
發表人： 
關啟匡(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沙）哲學
博士後研究員) 【視訊】 
 
題目：從徐復觀先生《兩漢思想史》論漢初
儒道思想「綜合」與「分野」之「本／末」
架構模型 
發表人： 
李宗定(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 
鄭志明(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題目：從憂患意識、體知（ Embodied 
Knowing）到動力之知（Knowing to）：良知
的知識轉向與道德動力困境 
發表人： 
王順然(深圳大學人文與藝術高等研究院助
理教授) 【視訊】 
 
題目：從朱熹「理氣同異」說看「氣質之性」
的當代意義 
發表人： 
張莞苓(致理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題目：新儒家創造性轉化與外王之道-以牟宗
三《政道與治道》為討論中心 
發表人： 
譚宇權(台北大學專案研究員) 
 
題目：從孟子的升格運動談牟宗三對朱熹的
判定及商榷 
發表人： 
陳永寶(廈門理工學院助理教授)【視訊】 
 

主持人： 
廖崇斐(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試論當代新儒學的內在超越觀——以
牟宗三為例 
發表人： 
程海霞(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  
【視訊】 
 
題目：朱子學的制度化及其對當代儒學復興
的啟示 
發表人： 
鄧慶平(江西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視訊】 
 
題目：王船山的氣論在儒家道德哲學中的定
位問題 
發表人： 
陳佳銘(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15:00-15:20 茶 點 

15:20-16:10 

主持人： 

尤惠貞(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兼任副教授)  

  

題目：仁者所人文關懷：唐君毅先生
（1909-1978）論「施與「原諒」 

發表人： 

黃兆強(東吳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 

 

題目：體用範式下的圓善問題 

發表人： 

謝遠筍(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國學院講師)  

【視訊】 

主持人： 

梁奮程(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當代新儒學音樂思想析論 

發表人： 

陳章錫(南華大學文學系教授) 

 

題目：論唐君毅先生對漢象數《易》學之論
述及評價―略論其中國哲學史書寫 

發表人： 

周國良(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
教授) 【視訊】 

主持人： 

高瑋謙(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性惡、性善抑或性樸：荀子人性論重
探 

發表人： 

廖曉煒(華中科技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 【視

訊】 

 

題目：京都學派「絕對無」蕩奪「價值自覺
性」進路試論 

發表人： 

周博裕(鵝湖月刊社執行長)  



 會場 A [人文大樓展學廳 H321] 

16:10-17:10 

綜合座談（圓桌會議）：當代新儒學的創造性轉化(二) 

主持人： 

朱建民 (財團法人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蔡家和 (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 

引言人:  

陳  贇 (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 【視訊】 

黃兆強 (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 

林安梧(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 

李瑞全(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陳榮灼 (加拿大 Brock University哲學系榮譽教授) 
賴柯助(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17:10-17:30 

閉幕   

閉幕致詞： 

朱建民 (財團法人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蔡家和 (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7:45 晚宴 (東海大學人文大樓四樓哲學系研討室) 

發表人：每人 15 分鐘，於 13 分鐘時一短聲，於 15 分鐘時一長聲，15 分鐘後每兩分鐘一長聲。 

評論人（主持人兼）：評論每篇 5 分鐘，4 分鐘時一短聲、五分鐘一長聲，五分鐘後每分鐘二長聲(不排評論) 。 

開放討論：每人二分鐘，一分半鐘一短聲，二分鐘一長聲，二分鐘後每半分鐘二長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