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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2020 年雖為疫情蔓延的一年，輔仁大學華裔學志

漢學研究中心、德國聖奧古斯丁華裔學志研究所、國家

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輔仁大學宗教系以及波蘭華沙大

學漢學系等單位，仍有幸能共同攜手推動國際漢學交流

與相關跨文化系列活動。

本會議由於疫情，歷經了二次改期之後，最後拍板

定案，於 9 月 23 日至 25 日舉行，共計 3 日。前二日的

交流主題為「基督宗教與道家／道教的會遇：經典、詮

釋與對話」，邀請了國內外專精於研究基督宗教與道家

／道教，在相關主題的學者們齊聚一堂，進行交流與對

話。第三天則以青年學者為邀請對象，以「青年學者論

壇：漢學的跨領域交談」為主題，提供甫拿到博士學位

的青年學者以及碩博士生一個漢學跨領域交談的平臺。

前兩天的會議共有 12 篇專題演講，第三天的青年學者

論壇則共有 15 篇論文發表。發表學者除了臺灣，分別

有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俄羅斯、捷克、德

國、波蘭、瑞典、法國以及美國等國家，與會者包含學

者總人數約有上百人。

第一天的會議由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院院

長司馬忠、國家圖書館館長暨漢學研究中心主任曾淑

賢、德國聖奧古斯丁華裔學志研究所所長暨主編魏思齊

（Zbigniew Wesołowski）、波蘭華沙大學漢學系系主任李

周（Małgorzata Religa）、輔仁大學宗教系系主任鄭印君

以及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主任黃渼婷致詞揭

開序幕。致詞嘉賓對於在疫情期間仍能舉行此會議感到

十分珍惜，也表達了希望此會議能夠為關注基督宗教與

道家道教主題的學者們提供深入的學術觀點，同時也能

帶動對青年學者的培養之期盼。

二、專題演講

第一篇論文由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院研究員

陳德光講述，主題為「葛麗果與古琴—宗教音樂的

對話」。主講人彈奏古琴音樂與葛麗果聖歌，說明此二

種音樂雖皆為調式音樂（modal music），其比調性音樂

（tonal music）豐富，皆具有修身的功能。此篇論文的呈

現方式相當特殊，以音樂的實踐帶領聽眾進入基督信仰

與東方修身的實踐氛圍中。

第二篇論文進入了視覺的討論。主講者為輔仁大

學歷史所教授兼博物館研究所所長張省卿主講，主題為

「由易經二元圖像，論 17、18 世紀中西藝術與科學之交

流」。講者以 17、18 世紀中西方科學與藝術圖像交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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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要點，探討中西方科學文明之交互影響。其分析與

探討中國易經之陰陽二元圖像，如何藉由西方傳教士之

媒介，對歐洲當時代科學與藝術之發展造成影響，同時

如何藉由宇宙觀、機械動力、二元概念，以及圖像創作

理念，促進歐洲科學研究的現代化，並衍生出造形藝

術、建築、園林、城市空間的多元發展。

第三篇論文主講人為輔仁大學宗教系助理教授顧孝

永（Piotr Adamek）。他以「在中國與日本的東正教傳教

使命以及其對於俄羅斯道學研究的影響（The Orthodox 

Mission in China and Japan and Its Impact on Russian Daoist 

Studies）」為題，講述東正教基督徒與道家／道教在北京

的接觸以及其翻譯工作。講者以史觀的方式梳理二者在

19、20 世紀的交流史以及相關文獻資料。

第四篇論文則關注譯介《道德經》時所產生的重要

議題，主題為「翻譯中老子《道德經》的讀解興趣—

一個概觀」。講者華梵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江日新認為

目前對於《道德經》並未有公認的標準解讀視角，各種

研究角度皆有其重要性。因此，學者認為對於《道德

經》中所呈現的老子的思想，應擴展其觀察與分析的廣

度。

第五篇論文由德國聖奧古斯丁華裔學志研究所所長

暨主編魏思齊主講。講題為「吳經熊（1899-1986）與其

《道德經》翻譯：一些靈性的範疇（John C.H. Wu (1899-

1986) and His Translations of Daodejing : Some Spiritual 

Dimensions）」。講者講述吳經熊博士對於中西文化交流

的貢獻，以及他的《道德經》的譯本展現了何種以基督

信仰為基底的翻譯策略元素。主講者認為吳經熊在其翻

譯中，同時體現了中華文化與基督信仰的靈修傳統。

第六篇專題演講講題為「『終極實在』之自我攬鏡

與對話—由基督徒的角度觀『三位一體之神』與『有

無相生之道』」。講者為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助理

教授林之鼎。講者以融合道家思想的基督徒哲學為平

臺，透過器物性（physical）與形上（metaphysical）不同

層次卻相通的探討，指出何以道家陰陽二而一的哲學性

表述能與基督徒三位一體啟示性的表述於某方面匯通，

藉此論證東西方邏輯的共通性，以及其對於終極的不同

關懷。

第一天的會議探究了基督信仰與道家／道教在音樂

靈修、視覺、哲學比較、歷史、翻譯與終極關懷面向的

異同與關聯。主講者和與會者亦在這些主題上進行了相

當深入的交流與對話。

第二天的主題多聚焦於對道家／道教本身的研究

以及其在 18 世紀以前與基督宗教的相遇。第一篇論文

由俄羅斯阿穆爾大學教授，同時亦為外交部「臺灣獎助

金」訪問學人的 Sergei Filonov 教授主講。講題為「上

清經派研究的現狀芻議：以臺灣學界貢獻為中心的初

探（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Shangqing 

Taoism. Exploring: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Contribution of 

Taiwanese Researches）」。主講者詳細地梳理上清經派研

究的歷史與現況，嘗試梳理臺灣目前學界已進行以及進

行中的相關文獻研究，試圖梳理出臺灣相關研究的發展

脈絡與研究趨勢。

第二篇論文主講人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研究

員李豐楙，講題為「三官考校—道教的賜福、赦罪及

解厄」。主講者以廣州三元宮正殿上供奉的三官大帝圖

像為例，解釋各殿對聯的含義，同時也解釋了在文革之

後，三元宮獲得修復所透露的訊息。另外，講者對宋元

明初三官信仰的新變化，對於赦罪以及解厄觀皆進行了

詳細的探究與講述。講者也在其講題中試圖翻轉一般人

認為道教之畫作不適合收入國家級收藏的刻板印象。

第三篇講題由東南科技大學副教授鄭素春主講。講

題為「13 至 14 世紀基督教傳教士、道士與蒙古人的會

遇—宣教內容之比較」。在此篇專題演講中，主講者

探究 13 世紀蒙古勢力強大時期，成吉思汗所建立了大

帝國後，與全真道士丘處機（1148-1227）、羅馬教皇英

諾森四世（Innocent IV, 1195-1254）派出之使徒三者的

相遇，以及此相遇對於爾後兩教至 14 世紀發展的影響。

道士、傳教士的宣教內容以及他們與可汗的互動為本篇

講述的重點。

第四篇講題為「德國來華傳教士花之安對於道家／

道教的詮釋與理解」，主講者為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

研究中心主任黃渼婷。主講者以早期來華天主教傳教士

對於道家／道教的理解為基礎，接續闡述新教傳教士花

之安（Ernst Faber, 1839-1899）對於道家／道教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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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題以花之安對 Frederic Henry Balfour (1846-1909）之

著作《道教的歷史特徵》（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aoism）所做的書評開展整篇講題。旨在探究花之安從

其對於此部著作的評論中，呈現了何種對於道教的理解

與詮釋觀點。

第二天會議的最後一篇由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博

士候選人莊心恬主講。講題為「16 世紀傳教士對道教神

仙的初探（First Approaches of Taoist Deities by Missionaries 

in the 16th Century）」。 講者梳理耶穌會傳教士入華著作

中對於道教神仙的描述與觀點，並以《明心寶鑑》的義

大利文與西班牙文的翻譯為討論材料，論述此二譯本描

繪出何種道教神仙的形象。

第二天的會議聚焦於中西交流史中基督宗教與道家

／道教的會遇，以及在會遇中產生的理解與詮釋，同時

也探究道教本身對於賜福、赦罪的觀點與臺灣研究三清

信仰的進展。「基督宗教與道家／道教的會遇：經典、

詮釋與對話」主題在兩天的會議中展現了大幅度的開展

與深入的討論。許多學者在會後仍繼續對這些議題進行

對話。

三、青年學者論壇

第三天的「青年學者論壇：漢學的垮領域交談」，

主題不局限於前兩天的討論議題，重點在給予青年學者

自由論述各種與漢學相關主題的機會，期盼青年學子們

能夠藉由學術對話，豐富彼此的視野，同時對其後續研

究有所幫助。

第一場次共有 3 篇論文。第一篇論文由捷克馬薩

里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同時也是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

中心獎助訪問學人的羅子毅（Roman Shapiro）主講，講

題為「華裔作家成功的秘密」。主講者介紹旅居法國與

美國而以外語寫作的華裔作家山颯以及林語堂、哈金的

作品。這些作家的作品在西方和俄羅斯相當受歡迎。

講者旨在研究其寫作是否有利於譯介以及在外國推動中

文文學的策略。第二篇論文講題為「臺灣近代戲劇對

外傳播—以馬來西亞為例」，為馬來西亞心向太陽劇

坊（Persatuan Kesenian Belia Heart Towards The Sun）刊物

主編沈國明主講，他目前是外交部臺灣獎助金學人。此

篇講題主要探究日治時期的臺灣的部分劇團因「皇民化

運動」而遭取締，演劇人員為了生活被迫移居到馬來亞

演出，並因為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政府，獲得東南亞各

國廣大華僑的支持，而選擇以演劇來宣傳革命，在馬來

亞播下了「文明戲」的種子。講者探究「海外劇藝推廣

中心」的設立與海外華人華僑戲劇工作的密切的聯繫，

以及近代臺灣戲劇在東南亞華文戲劇的發展史。本場次

第三篇論文由荷蘭萊頓大學國際亞洲研究院研究員，同

時也是外交部「臺灣獎助金」訪問學人的陳英傑主講。

講題為「傳道獵虎— Harry R. Caldwell 與 20 世紀中國

的自然史」。本篇主要講述新教傳教士 Harry R. Caldwell

（柯志仁）在中國福建傳教時，教導當地居民獵虎的事

蹟。柯志仁既是基督徒，也是獵人。此講題試圖以比較

的觀點申論此位傳教士與當時中國自然史的發展中可能

的聯繫與其影響。

第二場次為平行場次，其中一場的內容有關跨文化

主題，另一場則與中國老莊思想有關。共有 6 篇講題。

跨文化主題的第一篇講題由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助

理吳柏岳主講，講題為「隔牆之眼—明代世人筆下的

澳門與文化地景」。講者聚焦於明代文人的記述，探究

澳門此座城市飛速成長時期所建構的城市及文化地景，

同時觀察葡萄牙人及澳門在明人眼中的生活、消費、宗

教等各種文化景觀，試圖管窺 16、17 世紀世紀中西交

流的縮影。第二篇講題為「通過『承認』而思—《荀

子》禮治論的跨文化解讀」。主講人為國立政治大學中

國文學系兼任講師李松駿。此篇講題旨在由跨文化的角

度來檢視荀子與黑格爾主義的思想內容，是否能夠開

啟對話的可能性。說明荀子如何透過禮法所建立的客觀

規範，使社會互動達成秩序整合；接著進一步探討，

人在相互承認的社會制度中，怎樣從中獲得主體自由與

倫理生活的統一實現。第三篇由印度新德里 Jawaharlal 

Nehru 大學的博士候選人 Nishit Kumar 主講。講題為「華

文 與 印 度 文 學：從 諾 貝 爾 獎 談 起（Chinese and Indian 

Literature: Through Nobel Prize）」。本篇講題以諾貝爾文學

獎以及世界文學框架為基礎，論述並比較華文文學與印

度文學在 21 世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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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論文由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兼任助

理教授謝嘉文主講，講題為「澀澤榮一《論語講義》研

究—體現『知行合一』的現代價值」。講者探究被譽

為「日本近代之父」的澀澤榮一對《論語》的解讀。並

探究其偏重「行」的層面，對於臺灣教授《論語》的目

標有何助益？第六篇論文講題為「從衝突到融合—論

敬天祭祖之宗教現象」，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員劉韋廷主講。此篇主要探究天主教之祭

祖觀點，從衝突到轉化的過程，並分析輔大的于斌樞

機、羅光總主教對於祭祖禮儀的改造。本篇涵蓋歷史變

遷與禮儀變革的宗教對話，試圖重塑敬天祭祖的現代

性意義。第七篇講題由南京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博士生

Marcin Damek 主講，講題為「天國滅亡還是天國持續？

巴色會、太平天國與 19 世紀基督教傳播」。主講者主要

探討巴色會與太平天國運動之間的關係，特別是聚焦於

太平天國運動是否動影響了巴色會以及基督教在中國的

傳播，以及巴色會如何看待太平天國，太平天國又如何

看待基督徒？太平天國史與基督教在亞洲傳播史於此講

題中獲得了清晰的梳理。第三天青年學者論壇的內容相

當豐富，其中來自印度的 Nishit Kumar 與波蘭的 Marcin 

Damek 皆以遠端視訊的方式參與會議，並與現場學者們

進行了深入的交流。

整整三天的會議深入地探討了基督宗教與道家／

道教的相關議題，以及建構了青年學者們在漢學跨領域

交流的學術交流平臺。講題相當豐富多元，交流也相當

地踴躍熱情。透過遠端視訊，德國、波蘭、印度學者也

能在疫情當中參與會議，實屬可貴。其中波蘭華沙大

學的系主任李周教授，特別於凌晨 3 點參與大會開幕致

詞，德國華裔學志研究所所長暨主編魏思齊教授也排除

萬難，以預錄致詞以及講題方式參與會議。這一切，若

沒有所有講者的支持與熱情，以及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

中心、科技部以及輔仁大學于斌樞機天主教人才培育基

金、宗教系與天主教學術研究院在人力、經費上的支

持，此會斷不能成就。漢學的跨領域交流需要一群真心

熱情的有志之士共同成就。此會議能順利舉辦，應向所

有講者，支持的單位致上最高敬意。

另一場次的 3 篇論文皆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

應用研究所吳進安教授所帶領的碩士生們主講。第一篇

論文主題為「馬叔禮先生對《老子・道德經》章序的改

易初探」，主講者呂梅華。講題主要探究馬叔禮先生追

隨孔老所教的「格物」之法，並以此為基礎推演所得之

《老子・道德經》章序改易的版本。第二篇主講者為林

宣里，主題為「論太極拳與精、氣、神之探討」。講者

以多年修習太極拳的經驗，嘗試由道家《莊子》等經典

脈絡以詮釋太極拳的精、氣、神諸觀念，以建構相關理

論成立的可能性。第三篇主講者為黃郁茜，講題為「從

《莊子・齊物論》論人類生命之雙重結構」。此篇講題主

要論述《莊子・齊物論》中對於人類的生命結構所做出

的解讀，藉以進行生命意義與價值評斷的探討與詮釋。

下午場次共有 7 篇講題。第一篇主講者為輔仁大

學宗教研究所博士黃懿縈，講題為「Martin T. Gilligana

蒙席以及他對中國的外交使命（Msgr. Martin T. Gilligan 

and His Diplomatic Mission to China）」。此講題主要透過

對相關史料的研究，探究美國辛辛那提教區的 Martin T. 

Gilligana 蒙席在中國以及香港的傳教使命與外交模式。

第二篇講題為「耶穌會的文化適應倡議：利瑪竇《交

友 論》研 究（Jesuit Cultural Accommodation Initiative: A 

Study of Matteo Ricci’s On Friendship）」。主講人為輔仁大

學跨文化研究所博士生葉蕙依。主講者旨在討論耶穌會

早期來華傳教士利瑪竇如何在適應策略的框架之下，透

過書寫在士人階層中傳遞基督信仰並進行耶儒文化協

商。第三篇論文主講者為國立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

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衛易萱（Barbara Witt），講題為

「以改編情節表達思想內容—《封神演義》對其故事

原文的批評」。此篇講題探討有關哪吒「還骨肉」的佛

教寓言如何變成一個充滿道教風味的儒家孝順典範、楊

戩收梅山七怪情節如何表示人類優於動物神、而殷郊與

黃飛虎的故事如何比原文更加強忠孝倫理的要求。第四

篇講題主題為「《莊子》的『真人』說與艾克哈的『神

元神秘主義』之間的相通之處」，主講者為輔仁大學宗

教系博士生張明仁。本篇講者描述《莊子》的「真人」

說與艾克哈的「神元神秘主義」，並探究二者的聯繫與

會通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