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梧教授受邀參加之學術會議暨學術講座
2018 年部分
▓4 月 12 日，應臺灣中央大學之邀，參加「2018 唐君毅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
紀念唐先生逝世 40 周年」
，發表主旨演講，講題為：
【唐君毅先生的意識現象學：
以《邁向意味世界之導言》為核心的探討】。
▓4 月 13 日，應弘揚孝道聯合會之邀，前往香港參加「2018 闡釋現代世界中的
孝道：孝道的實踐、態度與社會影響國際道研討會」，於會議中發表主題講演，
講題為：【華人的價值觀與“善”的治理】。
▓4 月 28 日，應嶽麓書院之邀，參加「天命與上帝：中西比較與儒耶對話」學
術研討會，主講：【絕對一神論、斷裂型的理性」與「萬有在道論、連續型的理
性」：以「基督宗教」與「儒家宗教」為對比】。
▓6 月 4 日，應「第十屆海峽論壇」之邀，於廈門海滄參加「書院建設與文化自
信」分論壇， 主講：
【書院教養、精神家園與文化自信：從【元亨書院】談起兼
及於廿一世紀的人類文明】。
▓6 月 16 日，應復旦大學哲學學院之邀，參加「後習俗責任倫理和儒家倫理的
重構」學術研討會，發表主旨講座，講題為：【我是如何開啟「公民儒學」思考
的：「後新儒學」的反思】。
▓6 月 21 日，應台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之邀，參加兩岸國學教育研討會，主
講：【漢語、漢字、漢詩與漢思：我學習中國語文的體悟】。
▓6 月 29 日，應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之邀，參加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與當
代鄉村振興國際學術研討會，於會議中擔任主席，並主講：【鄉村建設、文化教
養及公民意識――由梁漱溟鄉治運動而引發的思考】。
▓6 月 30 日，應韓國檀國大學及山東社會科學院之邀，參加「2018 年人文學論
壇：知識遷移及其在東亞地區的流通學術研討會」
，發表主題講演，講題為：
【儒
道佛的遷移與東亞現代化的關係：以 1949 之後的臺灣為例】。
▓7 月 4 日，應南京大學及安徽社科院哲學所之邀，參加倫理學與社會哲學研討
會，主講【關於「公民儒學」的發想：「後新儒學」的反思】。
■8 月 9-13 日，應博鼇儒商論壇及馬來西亞南方學院大學之邀，參加儒商論壇國
際學術討論會，發表講論，講題為：
【「企業儒學」
、
「儒商智慧」 與「陽明心學」
------兼及于人類文明對話與和平的開啟可能】。
■9 月 7-9 日，在廈門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之邀，參加「重新認識傳統
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發表講論，講題為：【論東亞華人社會凝聚力及其人格教
養之構成─從「儒道佛」文化教養說起】
▓9 月 26-28 日，在山東曲阜參加「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同命同運，相融相通：
文明的相融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學術研討會」
，發表講論，講題為：
【迎接人類

文明新軸心年代的來臨――以中國王道思想與西方文明之對比】
■9 月 28 日，在山東泗水尼山聖源書院，參加全國書院及讀經運動之檢討會議，
發表講論，講題為：
【中國大陸書院熱、國學熱的一個哲學理解：從「權變之宜」
到「歸返常道」】。
▓10 月 9-10 日，應中國文化書院及福建漳州平和縣之邀，參加首屆海峽兩岸陽
明心學高峰論壇，發表講論，講題為：【陽明心學、文化自信 與 文明交談
――以「一體之仁」為核心的展開】。
■10 月 12-13 日，在山東泗水，應尼山聖源書院之邀，參加「尼山聖源書院成立
十周年暨中國文化傳統學術討論會」
，發表講論，講題為：
【關於「書院教養、精
神家園 與 文化自信」――從【尼山聖源書院】起論】。
■10 月 20-21 日，在武漢，應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暨國學院之邀，參加「中國哲學
史的多元書寫范式暨紀念蕭萐父先生逝世十周年學術研討會」，發表講論，講題
為：
【關於中國哲學研究的「本體、話語與方法」
：從一九八八年香港唐君毅先生
逝世十周年會議的兩岸邂逅說起】。
▓10 月 25 日，在貴州貴陽，參加「2018 中國•貴陽（修文）第六屆國際陽明文
化節暨陽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講論，講題為：【從陽明心學「一體之仁」
論文明交談、王道天下】
■10 月 28-30 日，在福建莆田，參加「第五屆世界佛教論壇：海峽兩岸暨港澳佛
教論壇（主題“佛教與中國文化”）
，發表講論，講題為：
【佛教經典智慧與廿一
世紀的人類文明──以《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為核心的詮釋】。
■11 月 17-18 日，在廣州，參加由中山大學哲學系、中山大學現象學文獻與研究
中心暨《南京大學學報》主辦的「現象學與易學研討會」
，發表講論，講題為：
【易
經》現象學――對《易經》
〈繫辭傳〉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的一個理解】。
■12 月 8-9 日，在珠海，參加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校區主辦的「三教匯通與中國
哲學當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講論，講題為：【論「儒、道、佛」三家
之區別與融通兼及於其對現代化之後的可能反思】
2019 年部分
■1 月 5 日，在臺灣•台中教育大學中文系，發表講論，講題為：
【儒家思想、天
命道統與讀經教育】
■1 月 10 日，應浙江省儒學研究會之邀，為“余姚陽明古鎮”規劃設計提供專
家論證。學會組織邀請陳來、楊國榮、舒大剛、林安梧等 10 余位著名學者，為
專案方寧波開投藍城公司的規劃設計初步方案進行可行性論證。
■16 日-17 日，在福建平潭，於第七期兩岸國學大講堂（兩岸國學中心），發表
講論，講題為：
【陽明心學——致良知】
，平潭網官方微博“中國平潭”、新浪福
建和騰訊大閩網還將對現場情況進行直播。
■2 月 27 日在澳門城市大學，參加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文化與教育國際論壇：
創新與傳播（澳門，2019 年）
，發表講論，講題為：
【從「五四後」到「後五四」：
兼論 21 世紀文明的可能向度】

■3 月 9 日，在上海，參加由商務印書館上海分館與北京大學文化資源中心合作
舉辦的「治學與問道——《龔鵬程述學》新書發佈暨學術研討會」；發表主題講
演，講題為：【論「學」必然通極於「道」：回首與龔鵬程先生四十餘年的交誼】
■3 月 20 日，在山東大學，應山東大學 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山東大學哲
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山東大學劉庚子弘道教育基金之邀，作為【天人講堂】第
106 講講座主講，講題為：
【「經典就是一個生活世界」
：從「當代新儒學」起論】
■4 月 2 日，在西安，應西安市高陵區教育局之邀，作為講座，講題為：【中國
文化經典對廿一世紀的可能貢獻】
■4 月 3 日，在西安，應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之邀，作為講座，講題為：【從「五
四後」到「後五四」：兼論 21 世紀文明的可能維度】
■4 月 4 日，在西安，應西北大學之邀，參加「2019 年清明祭黃帝陵與中華優秀
傳統文化學術論壇」，發表主旨講演，講題為：【「儒道經典智慧」與廿一世紀的
人類文明——由《論語》及《道德經》的講學起論】
■4 月 6 日，在臺灣台中，參加「蔡仁厚教授九十壽慶－當代新儒家的奮鬥」學
術會議，發表主旨講演，講題為：【深仁厚澤──蔡仁厚老師與我：從師問學四
十年】
■4 月 12 日，在浙江紹興，應紹興市王陽明研究會之邀，發表講演，講題為：
【陽
明心學及其當代意義】。
■4 月 13 日，在杭州，應中和文教書院、太一書院之邀，發表講演，講題為：
【從
「孔孟之道」到新儒家及「後新儒家」】
■4 月 20 日，在蘇州，應蘇州大學之邀，參加「“生活儒學”全國學術研討會」，
發表主旨講演，講題為：【從生活儒學看儒學的生長：從黃玉順的生活哲學談
起】：。
■4 月 22 日，在南京，應唐仲英基金會、南京大學中華道德傳播研究中心、馬
克思主義學院之邀請，在仲英道德講堂講座，講題為：
【「道德」是來自天地的生
長：以儒道兩家經典為核心的展開道德哲學】：
■5 月 4 日，在新加坡，應南洋孔教會、新加坡東亞人文研究所、山東大學儒學
高等研究院、臺灣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鵝湖月刊社、香港法住文化書院研
究所之邀請，參加「中國五四運動百年紀念： “從反傳統到回歸傳統”學術研討
會，發表主旨講演，講題為：【”五四”到”後五四”—“花果飄零”與”零根
自植”】
■ 5 月 9 日在臺灣中壢，參加「2019 年唐君毅先生與牟宗三先生誕辰 110 周年
紀念學術研討會」
，主持會議，並發表講論，講題為：
【牟宗三之後與公民儒
學的確立】
■ 5 月 13 日，在南京，應東南大學之邀，前來吳健雄學院訪問，並為吳院學子
做主題講座，講題為：【陽明心學的當代意義】。
■5 月 25-26，在南京，應南京大學管理學院之邀，作為講座，講題為：道家哲
學的生命智慧與廿一世紀的人類文明。

■ 5 月 27 日，在南京，應南京大學人文基金之邀，作為校慶系列講座暨東林學
術講壇第二期講座，發表講論，講題為【中國哲學研究的困境及其克服之道】。
■5 月 30 日，在濟南，應山東省教育廳、省語辦辦公室之邀，於山東省經典誦
讀及中華文化教育培訓班擔任講座，講題為：
【儒家經典、通識教育與文化復興】、
【漢語、漢字、漢詩與漢思：我學習國學語文及經典的一些體悟】
■6 月 13 日，在廈門，應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學院之邀，發表講論，講題為：
【儒
學轉向：從「君子儒學」到「公民儒學」：從王陽明的「一體之仁」談起】。
■6 月 14 日，在廈門海滄，應廈門閩南文化基金會、城鄉發展基金會之邀做社
區講學，講題為：【「人倫孝悌」與「家風家教」：從陽明心學的「一體之仁」說
起】。
■6 月 15 日，在廈門海滄，應廈門海商投資區管理委員會之邀，參加“融合發
展的海滄探索──兩岸專家海滄行”主題系列活動，會議主旨講演，講題為：
【迎
接文明的新軸心年代──從「鄭和下西洋」、「大航海」到「互聯網」起論】。
■6 月 16 日，在廈門，應廈門篔簹書院之邀，前往書院演講，講題為：
【儒家經
典智慧與廿一世紀人類文明：以《論語》為例】
■6 月 22 日，在青海西寧，應青海師範大學之邀請，做專題講論，講題為：
【道
家思想的生命智慧】
■6 月 23 日，在青海西寧，參加「儒家文化精神論壇」，作主旨講演，講題為：
【陽明心學的當代意義】。
■6 月 26 日，在尼山聖源書院，參加 “尼山「對話與回歸」論壇”，發表主旨講
演，講題為：【文明新交談時代的來臨：一個後五四的反思】
■7 月 10 日，在臺北輔仁大學，參加輔仁大學主辦的「邁向多元他者--當代中華
新士林哲學及其未來展望學術研討會暨沈清松教授七秩冥誕追思紀念會」，發表
主旨講論，講題：【邁向「多元他者」的一個可能：論「覺性」與「信靠」──
從《論語》與《聖經》的對讀說起】
■7 月 13 日，在山東煙臺，參加由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儒家文明創心協
同中心主辦的「牟宗三與中國文化的重建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牟宗三誕辰一百一十
周年紀念大會」
，發表主旨講論，講題為：
【牟宗三先生之後：
「後新儒學」的「公
民儒學」的思想緣起】。
■7 月 17 日，在山東濟南，參加山東大學周易及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主辦的
「中國哲學起源問題的新探索國際論壇」
，發表講論，講題為：
【中國哲學研究所
涉的三個基本向度：「經典詮釋」、「生活世界」及「本體探源」】
■8 月 23 日，在雲南昆明，參加雲南大學主辦的「意象哲學與意象詮釋學學術
研討會」，發表主題講論，講題為：【中國詮釋學的詮釋五階論】。
■8 月 24 日，在雲南昆明，應雲南大學哲學系之邀請，擔任東陸哲學講座 53 期
主講，講題為：【中國哲學研究之困難及其克服之可能】以及東陸哲學講座 54
期主講，講題為：【中國哲學的特質與方法：我學習哲學的一些理解與心得】。
■8 月 29 日，在上海，應復旦大學之邀，參加「江南儒學國際研討會」
，提出論

文，題目為：【江南儒學的“現象學”轉向——以王陽明及劉蕺山為例】
■8 月 30 日，在臺北，應中華道教總會、龍虎山嗣漢天師府之邀，參加第十一
屆海峽兩岸道文化論壇，發表主旨演講，講題為：【道教經典智慧與廿一世紀人
類文明】。
■9 月 26 日，在山東濟南，應山東中醫藥大學之邀，前往中醫文獻與文化研究
院“海右講壇”系列講座第八期講座，講題為：
【儒道思想與「天人合一」
：道德」
是來自天地的生長】
■10 月 26 日，在山東青島，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山東社會科學院之
邀，參加「第六屆泰山文明論壇：“生命儒學與身心健康”全國學術研討會」，
發表主旨講論，講題為：
【「生命儒學」與「存有三態論」
：從「生生之德」與「繼
善成性」及儒家的「四個生命共同體」起論】
■10 月 29 日，在湖南省衡陽，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衡陽市人民政
府、 國際儒學聯合會之邀，參加「王船山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
，發表論文，論
文題目為：【王船山哲學研究的誤區之克服及其發展之可能──關聯“當代新儒
學”到“後新儒學”的哲學反思】。
■11 月 2 日，在臺北，應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之邀，參加「近現代中國價
值觀念史學術研討會」，於【圓桌論壇】，作為主旨引言人。
■11 月 28 日，在山東濟寧，參加「第六屆海峽兩岸（嘉祥）曾子思想研討會暨
禮孝文化論壇」
，發表主旨講論，講題為：
【論曾子《大學》的身心哲學及其道德
理想國：兼及于朱子與陽明相關的討論】。
■12 月 21 日，在臺北，參加「釣魚臺教育協會」「聯經出版公司」主辦的《從
科學月刊、保釣到左翼運動：林孝信的實踐之路》，新書發表會，發表講論，講
題：【深志孝信、永懷老林：兼論通識教育的根源性回溯】。
■12 月 22 日，在廣東湛江，應交通大學老子書院、及湛江企業管理講堂之邀請，
前往講座，講題為：【施王道於人間：國學智慧與企業管理思維、領導力修為及
企業文化提煉】
2020 年部分
■1 月 18 日，在山東濟南尼山書院，應山東省圖書館及尼山書院之邀，參加【明
湖會講】，講題為：《儒家、經典與詮釋》，講會參與者：林安梧、黃玉順、傅永
軍三人。
■3 月 25 日，在臺灣花蓮，應東華大學之邀，於通識教育中心講座，講題為：
《如
何學習《論語》
：談孔子的生命智慧》。
■4 月 3 日，應北京市視野名師大講堂之邀，於網路上講座，講題為：
《「文化中
國」的崛起及其對人類和平應有的貢獻》。
■4 月 24 日，應博鼇儒商研究院之邀，於網路上直播主講，講題為：
「陽明心學」
對「儒商智慧」的啟發與應用。ˇ
■4 月 25 日應邀參加網路“哲思群”專家講座，由倪培民教授主講：
「心性之學

與當代儒學的世界化」，擔任特邀與談人，發表評論。
■5 月 4 日，應臺灣高雄師範大學心理與輔導諮商學系之邀請，前往講座，講題
為：「經典智慧與身心療愈」。
■5 月 22 日，應邀參加趙法生、王緒琴主持之網路“哲思群”專家講座，擔任
主講，講題為 “關於人性論的一些討論——以孟子及荀子為中心”。
■6 月 2 日，應東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邀請，於 “雲中漫道”學術講堂，在網路
上講座，講題為：《儒家倫理與社會正義──從「公民儒學」談起》
■6 月 14 日，在高雄佛光山佛陀紀念館，應財團法人夏荊山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人間文教基金會、夏荊山研究中心邀請，參加「似相非相見如來：2020
夏荊山國際學術研討會」
，發表會議論文，講題為：
《佛教經典智慧與廿一世紀的
人類文明——以《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為核心的展開》。
■6 月 19 日，應台南大學及本土社會科學研究會之邀，參加「中西文明下的生
命意義與心理治療」的研討會與讀書會，主講「中國宗教與意義治療：關聯著生
活世界的理解與詮釋」
■7 月 4 日，應武漢大學電子計算機學院之邀，參加【奇点 O 论坛（7）会议】，
經由互聯網，與蔡恆進教授展開對談，對談題目為：
【坎陷内蕴与 AI 认知的实现
与关怀】
■8 月 15 日，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平潭綜合實驗區管理委員會之邀
請，參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研究基地籌備研討會，討論〈新時代兩岸國學的傳承
與創新〉經由網際網絡作主旨發言。
■9 月 19 日 參加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中國國際文化研究中心、河南華夏
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基金會共同舉辦的【第九屆嵩山華夏文明與世界文明論壇】，
經由互聯網，發表講論，講題為：
《從「文明的衝突」到「文明的互鑒與融通」：
華夏文明對世界的可能貢獻》
■9 月 25 日接受慈濟大愛電視台之訪問，由謝佳勳小姐主持，講題為：
【生活中
的哲學】，於 11 月 6 日播出。
■ 9 月 22 日接受浙江陽明學及浙江儒學研究中心主辦之【吾心自有光明月：中
秋詩歌朗誦節目】之邀請，經由互聯網，吟誦所作詩一首，詩題為：《庚子中秋
紀念陽明先生祈願抒懷》。
■10 月 9 日應邀參加南華大學生死學系所舉辦的【2020 宗教文化與性別平等學
術論壇】發表演講，講題為：《從「性」到「性別」：一個宗教文化的哲學反省》
■10 月 15 日參加東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本土社會科學會研討會所舉辦：【以
多重哲學典範建構涵攝文化的心理學理論：
「心性」與「心理」的對話 本土學術
研討會】，發表主題講演：《科技、人文與存有三態論》、《儒家的生命教育觀》，
並作為黃光國講座之討論人，討論其思路：「心理」與「心性」的核心問題。另
外又發表主旨講座：《主客對立與天人合一：談現代科學哲學之功夫理論建構：
從「存有三態論」說起》。
■10 月 22-23 日，參加中央大學儒學研究中心所舉辦的【2020 年宋明清儒學的類

型與發展(VII)學術研討會，作為會議主持人及評論人。
■10 月 25 日，參加東莞台校建校二十週年慶祝酒會，會議在台北市圓山飯店舉
行。
■10 月 25 日 接受廣州中山大學黎紅雷教授邀請，於華夏儒商論壇作為網上講
論，講題為：《陽明心學與企業儒學》。
■10 月 30 日 應邀參加平潭兩岸國學研究中心所舉辦之學術研討會，經由互聯
網，主講《兩岸國學研究教育及交流》。
■11 月 6 日~8 日 參加本土社會科學研究會(思源學會) 所舉辦之【本土社會科學
學術研討會】
，主講：
《疫情之後的哲學反思：人文與科學的底依與融通及重整之
可能：跨越「國族主義」、朗現天下和平。《從「本土的哲學」到「哲學的本土」
以及國際交流對話》、《關於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推進與契機》。同時獲得頒贈作為
本土社會科學研究會第一屆會士及榮譽會員。、
■11 月 21 日 參加由浙江傳媒大學、中國陶行知研究會所主辦之【第八屆海峽
兩岸大學生生命教育高峰論壇】
，經由互聯網，發表主旨講演，講題為：
《「生生」
與「愛生」
：從「人倫」與「自性」的回歸說起：後疫情時代大學生的生命教育》。
■11 月 22 日 接受 福建師範大學的邀請，於福建省重點教師訓練營，經由互聯
網，發表專題講座，講題為：朱子哲學及詮釋方法論的省思：從「繼別為宗」到
橫攝歸縱」
。■11 月 23 日 參加海峽兩岸(鷹台)【「道」文化論壇：道承古今、德
行天下 學術研討會】 發表主旨講座：
《「道教養生」
、
「返本歸元」與「世界和平」：
從道教內丹學「取坎填離」暨《易經》「乾坤並建」起論》
■11 月 29 日 參加上海交通大學哲學系所舉辦之【哲學之創意：溫故何以知新
專題高峰論壇】
，於互聯網上，發表主旨講座：
《論語一書所呈現的「本體詮釋學」
問題之檢討》。 ■12 月 26 日 參加鵝湖月刊社、東方人文學術基金會及中央研
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聯合舉辦的【第七屆當代新儒學的「創造性轉化」國際學術
研討會】
，發表演講，講題為《論「新儒學之後」與「後新儒學」
：歷程、結構與
創造、轉化》， 並且參加 26 日當天的創造性轉化核心圓桌論壇，作為引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