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 年台灣宗教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會議議程 

主題：「宗教比較視野：宗教研究全球化與在地化」 

第一天：七月一日（週日）A 場次：牛津會議室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 

09:00 
報    到 

09:00 
09:30 

開幕 
主持人：真理大學校長葉能哲博士 

貴賓致詞 

09:30 

10:30 

專題演講 

主持人：陳志榮（真理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兼台灣宗教學會理事長） 

演講人：Dr.Theo Sundermeier（Heidelberg University） 

主題：「Globalisation and Ethical Reorient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10:30 
10:45 

休息，茶點 

主持人：Theo Sundermeier（Heidelberg University） 
主題：「宗教研究的全球化」 

10:45 

11:45 發表人：Dr.Christine Lienemann（University of Basel, Switzerland） 

題目：「'Success' and 'failure' in conversion narratives」 

與談人：黃懷秋（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1:45 
13:35 

用餐、開年會（會務報告及投票） 

主持人：陳延輝（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 

主題：「宗教區域研究的本土性」 

發表人：Dr. Markus Roser 

題目：「Mission and / or proselytism?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 of the 
church building processin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與談人：查時傑（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 

13:35 

15:10 

發表人：Dr. Andreas Heuser（Pastor / Ecumenical Department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 in Hesse and Nassau） 

題 目：International Crusades and Local Contexts of Pentecostal-type Christianity

與談人：陳延輝（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 

15:10 
15:25 

休息，茶點 

15:25 

17:00 
主持人：謝邦昌（輔仁大學統計資訊系教授） 

主題：「宗教全球化與地區宗教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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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Dr. Michael Koch（University of Mannheim） 

題目：The Christian-Moslem dialogue in Germany –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instructing handout of the Council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 in 
Germany “Clearness and good neighbouring” 

與談人：陳利甫（真理大學通識學院助理教授）【暫定】 

發表人：Dr. Benjamin Simon（Makumira University College, Tanzania） 

題  目：�Not by bread alone“ – Global and Local Responsibilities of Christian 

Communities  

與談人：謝邦昌（輔仁大學統計資訊系教授） 

 

 

第一天：七月一日（週日）B 場次：101 教室 

時間 活動內容 

10:30 
10:45 

休息，茶點 

主持人：潘英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所長） 

主題：宗教與社會 

發表人：Seth Devere Clippard 谷永誠（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題目： “Arguing for Survival: The Rhetorical Uses of the Platform Sūtra in 
Late-Eighth Century Chan Communities” 
與談人：張國一（真理大學通識學院助理教授）【暫定】 

10:45 

12:20 

發表人：黃柏棋（國立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助理教授） 

題目：How to deal with aboriginal culture—Ancient Champa as an example
與談人：潘英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所長） 

12:20 
13:35 

用餐、開年會（會務報告及投票） 

主持人：張家麟（真理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兼所長） 

主題：「宗教對話與區域研究的本土性」 

發表人：徐鳳林（北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題目：「當代東正教與天主教對話的神學問題」 

與談人： 張家麟（真理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兼所長） 

13:35 

15:10 

發表人：王鏡玲（真理大學宗教學系助理教授） 

題目：「現象與田野----宗教學徒的告白」 

與談人：武金正（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15:10 

15:25 
休息，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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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林長寬（政治大學阿拉伯語文學系副教授） 

主題：宗教儀式與宗教修煉  

發表人：蔡宗德（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樂學研究所副教授） 

題目：「印尼伊斯蘭宗教儀式的融合主義」 

與談人：林長寬（政治大學阿拉伯語文學系副教授） 
15:25 

17:00 
發表人：蕭進銘（四川大學宗教所博士） 

題目：「連接根源、重建秩序及對於土地的懺謝：台灣道教「奠土」儀式

的「土地觀」及其現代意涵」 

與談人：謝聰輝（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副教授） 

 

 

 

第一天：七月一日（週日）C 場次：102 教室 

時間 活動內容 

10:30 
10:45 

休息，茶點 

主持人：陳祥水（清華大學人類學研究所教授） 
主題：宗教儀式與實踐 

發表人：呂玫鍰（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助理教授） 

題目：儀式社群及其浮動的邊界：南桃園客家伯公與新加坡大伯公的比

較 

與談人：游謙（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10:45 

12:20 

發表人：陳文玲（東京都立大學社會人類學博士候選人） 

題目：「民間佛教」的微觀探討──以台灣西北部Ｋ寺的宗教實踐為例 

與談人：陳祥水（清華大學人類學研究所教授） 

12:20 
13:35 

用餐、開年會（會務報告及投票） 

主持人：蔡宗德（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樂學研究所副教授） 

主題：宗教音樂與文學 

發表人：江玉玲（東吳大學音樂學系副教授） 
題目：從興瑟論文提及的「1000 本詩篇集」跨出解讀荷蘭治臺時期詩篇

吟唱的一小步 

與談人：蔡宗德（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樂學研究所副教授） 

13:35 

15:10 

發表人：林光明（佛光大學宗教所佛教研究中心副主任） 

題目：試析佛教咒語音譯的在地化與國際化——以羅馬轉寫及漢日韓藏

音譯為例 

與談人：萬金川（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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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 
15:25 

休息，茶點 

主持人：陳文政（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主題： 宗教法律與社會化 

發表人：張永明（高雄大學法律學系副教授） 

題目：從宗教訴訟案例探討宗教國際化之問題 

與談人：陳文政（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15:25 

17:00 

發表人：游祥洲（佛光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題目：john hick 對佛教的研究 

與談人：林志欽（真理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第一天：七月一日（週日）D 場次：103 教室 

時間 活動內容 

13:30 
13:40 

報    到 

主持人：林本炫（聯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經濟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題目：「研究生論文發表會」【一】 

發表人：李建弘（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題  目：當代臺灣讀經運動之研究 

與談人：林本炫（聯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經濟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江孟勳（佛光大學宗教研究所） 

題目：當代伊斯蘭復興運動之研究  

與談人：林長寬（政治大學阿拉伯語文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羅涼萍（輔仁大學宗教研究所） 

題目：瑜伽修煉法與道教養生功法之探究 

與談人：黃柏棋（政治大學宗教學研究助理教授） 

13:40 

15:15 

發表人：曾如芳（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題目：論基督宗教神聖經驗的身體感與意義生成—以內在醫治活動為例

與談人：張世強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全人教育中心） 

15:15 
15:30 

休息，茶點 

主持人：盧蕙馨（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題目：「研究生論文發表會」【二】 

15:30 

16:45 

發表人：陳建安（真理大學宗教研究所） 

題目：安貝卡（B.R. Ambedkar）與皈依佛教運動：一種脫離種姓制度壓迫

的選擇 

與談人：何建興（南華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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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陳宜樺（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題目：青年熱愛宗教？---以理性選擇理論觀察佛教團體青年組織營隊參與

人數情況 

與談人：盧蕙馨（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發表人：王永成（南華大學宗教研究所） 

題目：祈禱經驗的原生性之探究--以台灣天主教聖神同禱會為例 

與談人：張世澤（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通識學院助理教授） 

 

第二天：七月二日（週一）A 場次：牛津會議室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 
09:00 

報    到 

主持人：李豐楙（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暫定】 

主題：「宗教全球化研究」 

發表人：Dr. Karl-Heinz Schell（Universitaet Mannheim） 

題目： Rediscovering Mission – Future Challenges for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Secularized Germany 

與談人：李豐楙（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暫定】 
09:00 

10:35 
發表人：Jonathan H.X. Lee (李順化)（Graduate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題目：「Buddhist Compassion Relief Tzu Chi Foundation U.S.A.: Globally 

Local?」 

與談人：蔡源林（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助理教授） 

10:35 
10:55 

休息，茶點 

主持人：胡其德（師範大學歷史系教授） 

主題： 「宗教研究的本土性與神秘主義」 

發表人：王宗昱（北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題目：「道教研究的本地化和國際化」 

與談人：胡其德（師範大學歷史系教授） 

10:55 

12:30 

發表人：張家麟（真理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題目：「宗教儀式的神秘經驗--以『拜斗』為焦」 

與談人：王志宇（逢甲大學歷史與文物管理研究所副教授）  

12:30 

13:40 
用餐、及交接 

13:40 主持人：陳志榮（真理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兼台灣宗教學會理事長） 

主題：基督宗教理論與社會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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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Prof. Erika Schuchardt（Universität Hannover） 

題目：Lebenskrisen – Lebenschancen 

與談人： 

15:15 

發表人：趙星光（東海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題目：台灣靈恩教會的現代性與在地性 

與談人：陳志榮（真理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兼台灣宗教學會理事長） 

15:15 
15:30 

休息，茶點 

主持人：趙星光（東海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主題：宗教現象的研究途徑 

發表人：Dr. Silja Joneleit-Oesch（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CEO of World Vision 

Germany） 

題目：「The Global Christian Forum: a new awakening of the ecumenical 
idea」 

與談人：陳志榮（真理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兼台灣宗教學會理事長） 

15:30 

17:05 

發表人：鄭印君（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助理教授） 

題目：全球化下的跨宗教敘事研究 

與談人：趙星光（東海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17:05 

17:15 
閉幕 

主持人：陳志榮（真理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兼台灣宗教學會理事長） 

 

 

第二天：七月二日（週一）B 場次：101 教室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 
09:00 

報    到 

主持人：何建興（南華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主題：「宗教研究的本土性」 

發表人：蔡維民（真理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題目：「全球化趨勢下台灣宗教之變遷」 

與談人：游謙（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09:00 

10:35 

發表人：邱美華（橋光技術學院助理教授） 

題目：「一貫道生死觀念在地化」 

與談人：林榮澤（佛光大學宗教學系助理教授） 

10:35 
10:55 

休息，茶點 

10:55 主持人：林光明（佛光大學宗教所佛教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題：「宗教研究的全球化與在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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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謝世維教授（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博士後） 

題目： 印度「梵」概念之中國化--以靈寶經典為核心 

與談人：林光明（佛光大學宗教所佛教研究中心副主任） 

12:30 

發表人：Jennifer Eichman（美國普林斯頓大學博士） 

題 目 ： Unregulated Religious Space: Contemporary Buddhist-Inspired 
Calligraphy 

與談人：王鏡玲（真理大學宗教學系助理教授） 

12:30 
13:40 

用餐及休息 

主持人：劉國威（佛光大學宗教學系助理教授兼系主任） 

主題：「研究生論文發表會」【三】 

發表人：陳良智（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題目：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的政教關係：一個處境化神學的觀點 
與談人：游謙（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陳秀蓉（輔仁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題目：葛印卡內觀禪修十日課程的心理健康研究 

與談人：王榮昌（真理大學宗教學系助理教授） 

發表人：蔡業聖（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題目：當代以巴衝突的宗教因素－以忠信社群(Gush Emunim)之發展和影

響為例 

與談人：姚玉霜（佛光大學宗教學系助理教授） 

13:40 

15:15 

發表人：吳建昇（成功大學歷史研究所） 

題目：台灣二次移民社會的信仰研究－以台南市安南區的保生大帝信仰

為例  

與談人：王志宇（逢甲歷史與文物管理研究所副教授） 

15:15 
15:30 

休息，茶點 

主持人：查時傑（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 

題目：「研究生論文發表會」【四】 

發表人：王旻臻（東海大學宗教研究所） 

題目：王功基督長老教會的成立與早期發展之研究—社會網絡的觀點  

與談人：黃柏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助理教授） 

發表人：黃子軒（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 
題目：《敵基督者》中的耶穌形象 

與談人：蔡維民（真理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15:30 

17:05 

發表人：雅衛依‧撒韻（輔仁大學宗教研究所） 

題目：族群接觸之宗教性影響初探—以賽夏族之民間信仰現象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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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高怡萍（真理大學宗教學系助理教授） 

發表人：張仙武（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 

題目：清代民間宗教寶眷研究初探  

與談人：李麗涼（真理大學宗教學系助理教授） 

 

17:05 

17:15 

閉幕 

主持人：陳志榮（真理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兼台灣宗教學會理事長） 

 

第二天：七月二日（週一）C 場次： 

時間 活動內容 

13:30 

13:40 報    到 

主持人：黃俊威（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 

主題：「研究生論文發表會」【伍】 

發表人：鄭凱文（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 

題目：從證嚴法師對《無量義經》的詮釋探究其「人間菩薩」思想意涵

與談人：黃俊威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 

發表人：曹郁美（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題目：「三士道」思想對近代漢傳佛教的影響與發展——以《廣論》與《成

佛之道》為探討中心 

與談人：陳美華（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博士後研究） 

發表人：周佩璇（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 

題目： 啟動「人間菩薩道」之鑰──證嚴法師靜思語 

與談人：游祥洲（佛光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13:40 

15:15 

發表人：蕭貞貞（輔仁大學宗教研究所） 

題目：佛法的今古對話──從「廢除八敬法運動」論教義的解釋  

與談人：林志欽（真理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15:15 
15:30 

休息，茶點 

主持人：吳永猛（保生道教文化學院校長）  

主題：「研究生論文發表會」【六】 

發表人：洪寧徽（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樂學研究所理論組） 

題目：宗教、儀式與音樂：高雄清真寺回民來台初期的宗教儀式與唱誦

活動 

與談人：李秀琴（台北藝術大學傳統音樂學系助理教授） 

15:30 

17:05 

發表人：劉智豪（真理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題目：傳統宗教儀式堅持與效果－以獅山勸化堂扶鸞儀式為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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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李世偉（花蓮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楊喻翔（中華佛學研究所） 

題目：初探業及懺悔－以佛教經濟學方法論述 

與談人：吳永猛（保生道教文化學院校長） 

發表人：邱碧玲（真理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題目：「禮斗儀式」的宗教感受與宗教發展-以淡水行忠宮個案研究-- 

與談人：蕭進銘（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博士） 

 

17:05 

17:15 

閉幕 

主持人：陳志榮（真理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兼台灣宗教學會理事長） 

附註 1.教授論壇  主持人：10 分鐘   發表人：25 分鐘/人  與談人：10 分鐘/人     

開放討論：15 分鐘 ；合計 95 分鐘。                             

2.研究生論壇 

（1）四篇論文場次  主持人 5 分鐘  發表人：10 分鐘/人  與談人：10 分鐘/人  

 開放討論：10 分鐘；合計 95 分鐘。 

（2）三篇論文場次  主持人 5 分鐘 發表人：10 分鐘/人   與談人：10 分鐘/人 

開放討論：10 分鐘  ；合計 7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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