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程序表	

第一天會議議程表	

日	 期：民國 110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六）	 線上會議	

報	 到	 08：30－09：00	

開	 幕	 式	 09：00－09：15	
中國經學研究會理事長	 李威熊	

政治大學中文系主任	 	 張堂錡	
致詞	

場次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特約討論人	

一	
09：15	

10：35	 李威熊教授	

宋惠如(國立金門大學

華語文學系副教授)	

論江戶時期古學派《春秋》學與相

關論題：伊藤仁齋、伊藤東涯與荻

生徂徠	

楊濟襄教授	

陳惠美（中國文化大

學中文系文學組副教

授）	

黃奭《爾雅古義》輯佚方法探論	 王國良教授	

黃忠天(國立清華大學

中文系兼任教授)	 	
嚴靈峰經學成就初探	 孫劍秋教授	

休	 	 息	 10：35－10：45	

二	
10：45	

12：25	
蔣秋華教授	

古育安（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試說清華簡〈成人〉「刑之無赦」

的觀念背景──兼談《尚書大傳》

的「五刑」之說	

許文獻教授	

李友廣（西北大學中國

思想文化研究所）	

消解與建構：《韓非子》文本中的

孔子形象	
蔣秋華教授	

李德山（東北師範大學

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西晉至十六國時期漢文化東傳高

句麗研究	

	

葉泉宏教授		

范麗梅（中央研究院中

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

員）	

披言以求道──寫本視野下的經

學研究	
林素英教授	

午	 	 餐	 12：25－13：20	



三	
13：20	

15：20	
賴貴三教授	

孔令宜（淡江大學中國

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孔子的《易》學	 賀廣如教授	

林素英（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國文系退休教授）	

論《周禮》「以為民極」開展的民

本思想	 林素娟教授	

齊婉先（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

位學程副教授兼主任）	

程頤「深求有得」讀書方法與《論

語解》的創造性詮釋	 許朝陽教授	

楊自平（國立中央大學中

國文學系教授兼文學院儒

學研究中心主任）	

明代馬理的《易》學師承與治《易》

特色論析	 	賴貴三教授	

馬 瑞 彬 Ribbing	

G.Magnus	(中研院史

語所博士後研究)	 	

Han	 Learning	 Elitism： Chen	 Li	

on”Gentry	 Education”and	 his	

compilation	for	Beginners	 	

曹美秀教授	

	

休	 	息	 15：20－15：40	

四	
15：40	

17：40	

兩岸三地學

報期刊學術

平台分享論

壇	

楊明璋教授	

彭彥華	 《孔子研究》	

	

盧鳴東	 《人文中國學報》	

涂艷秋	 《政大中文學報》	

蔣秋華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趙中偉	 《孔孟學報》	

	

	

	

	

	

 	



	

	 第二天會議議程表	

日	 期：民國 110 年 11 月 21 日(星期日)	 線上會議	

報	 到：08：30－09：00	

場次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特約討論人	

五	
09：00	

10：40	
蔡信發教授	

陳亦伶（香港浸會大學

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韓儒柳僖《尚書》學研究	 許華峰教授	

吳智雄（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共同教育中心特聘

教授）	

秩序的講求：論《公羊》「大一統」

與《穀梁》「不以亂治亂」之義	

──《公》、《穀》思想比較研究之

一	

張曉生教授	

史甄陶（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論輔廣《詩童子問》的「言外之

意」	
陳志峰教授	

陳逢源（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道統」與「心體」：明代蔡清《四

書蒙引》朱學深化與衍異考察	
馮曉庭教授	

休	 	 息	 10：40－10：50	

六	
10：50	

12：30	
金培懿教授	

李昤昊（韓國成均館大

學東亞學術院漢文學科

首席研究員）	

朝鮮儒學的三個層面:朝鮮朱子

學派經世學的新面貌	
張崑將教授	

藤井倫明（日本九州大

學人文科學研究院副教

授）	 	

朱子《孟子》詮釋及其心性論之建

構	
陳逢源教授	

盧鳴東（香港浸會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兼

系主任）	

居處與治心──朝鮮時代嶺南家

訓中的讀書空間	
金培懿教授	

邱惠芬（長庚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數位人文視野下的詩經研究──

以朝鮮正祖為例	
楊晋龍教授	

午	 	 餐	 12：30－13：20	



七	

	

13：20	

15：00	
董金裕教授	

李蕙如（淡江大學中國

文學系副教授）	

理學與經學的交融：陳淳蒙學著

作探析	
王俊彥教授	

侯美珍（國立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系教授）	
南宋段昌武《詩義指南》研究	 蔡長林教授	

田富美（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

授）	

清初心學家視域下的朱陸異同論

爭—論李紱《朱子晚年全論》	
趙中偉教授	

程克雅（國立東華大

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

授）	

圖像、譜牒、世系――論《傳經

圖》、《授經圖》	
陳恆嵩教授	

休	 	息	 15：00－15：20	

八	
15：20 

17：00	

陳逢源	

教授	

劉德明（國立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教授）	 	

同事異評：黃仲炎、黃震與呂大圭

解《春秋》方法研究與反省──以

對文姜諸事的解說為核心	

	張素卿教授	

劉文強（國立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系教授）	
《論語》中的「仲尼」	 賴明德教授	

楊晋龍（中央研究院中

國文哲研究所退休研究

員）	 	

衛湜及其《禮記集說》在明朝士人

著作內的身影考述	
侯美珍教授	

劉柏宏（中央研究院中

國文哲研究所助理研究

員）	

陳澔「自注己意」對《禮記》的詮

解探析	
程克雅教授	

閉幕式	
17：00	

18：00	

政治大學中文系	張堂錡主任	

中國經學研究會理事長	李威熊教授	

中國經學研究會祕書長	陳逢源教授	

■	 	說	明	

1.每場次主持人 5分鐘，發表人各 10分鐘，特約討論人各 8分鐘，發表人回應各 3

分鐘，其餘為綜合討論時間。	

2.綜合討論時間於該場次發表人回應完後進行之，每人每次發言以 2分鐘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