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4.(2017.4.(2017.4.(2017.4.11116666 修訂版修訂版修訂版修訂版))))    

2017201720172017 年跨校宗教交談系列會議年跨校宗教交談系列會議年跨校宗教交談系列會議年跨校宗教交談系列會議：：：：交談中的佛教徒與基督徒交談中的佛教徒與基督徒交談中的佛教徒與基督徒交談中的佛教徒與基督徒    

    

◎ 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宗教交談宗教交談宗教交談宗教交談    ――――    從早期來華傳教士之著述文獻到現代從早期來華傳教士之著述文獻到現代從早期來華傳教士之著述文獻到現代從早期來華傳教士之著述文獻到現代    

◎ 法鼓文理學院法鼓文理學院法鼓文理學院法鼓文理學院：：：：對痛苦與環境危機的回應對痛苦與環境危機的回應對痛苦與環境危機的回應對痛苦與環境危機的回應    

◎ 靜宜大學靜宜大學靜宜大學靜宜大學：：：：面對生命告別與環境危機的正向思惟面對生命告別與環境危機的正向思惟面對生命告別與環境危機的正向思惟面對生命告別與環境危機的正向思惟    

 

 

◎ 主辦單位：輔仁大學、法鼓文理學院、靜宜大學、義大利  

 上智大學、普世博愛運動宗教交談總中心 

◎ 承辦單位：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院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生命教育中心 

◎ 會議日期：2017 年 4 月 24─29 日 

◎ 會議地點：輔仁大學/法鼓文理學院/靜宜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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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    輔輔輔輔仁仁仁仁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2017/4/24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會議網址會議網址會議網址會議網址:::: https://goo.gl/x5tCME 

報名網址報名網址報名網址報名網址:::: https://goo.gl/8KbZVb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2017/4/24（（（（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輔仁大學國璽樓二樓國際會議廳輔仁大學國璽樓二樓國際會議廳輔仁大學國璽樓二樓國際會議廳輔仁大學國璽樓二樓國際會議廳    

宗教交談宗教交談宗教交談宗教交談 ―――― 從早期來華傳教士之著述文獻到現代從早期來華傳教士之著述文獻到現代從早期來華傳教士之著述文獻到現代從早期來華傳教士之著述文獻到現代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  

09:00~09:30 報到  

09:30~10:00 

開幕式暨貴賓致詞 

- 歡迎及介紹 

- 致詞人 

- 輔仁大學校長：江漢聲 

- 輔仁大學使命副校長／天主教學術研究院院長：聶達安神父 

- 法鼓文理學院校長：惠敏法師 

- 義大利上智大學教授：Roberto Catalano  

- 義大利普世博愛運動宗教交談中心負責人：Rita Moussallem 

10:00~10:05 合影／茶敘 

場次一場次一場次一場次一：：：：宗教交談在文獻中的多種樣貌宗教交談在文獻中的多種樣貌宗教交談在文獻中的多種樣貌宗教交談在文獻中的多種樣貌 

10:05~10:35 

【【【【主題演講一主題演講一主題演講一主題演講一】】】】 

魏思齊（德國聖奧古斯丁華裔學志研究所） 

在台灣與中國的基督宗教與佛教的交談：邁向彼此欣賞之路

― 一個基督徒的觀點 

主持人 

柯博識 

（輔仁大學） 

10:35~10:50 茶敘 

10:50~11:15 

【【【【專題一專題一專題一專題一】】】】 

江日新（醒吾科技大學） 

晚明三教論與早期來華耶穌會士的陌生讀解：一個結算與解釋 

主持人 

潘鳳娟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11:15~11:40 

【【【【專題二專題二專題二專題二】】】】 

黃渼婷（輔仁大學） 

早期來華傳教士著述對於佛教人物形象與概念的圖像詮釋 

11:40~12:0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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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3:30 午餐 

場次二場次二場次二場次二：：：：天主教會與天主教會與天主教會與天主教會與佛教經典文獻中的宗教交談佛教經典文獻中的宗教交談佛教經典文獻中的宗教交談佛教經典文獻中的宗教交談 

13:30~14:00 

【【【【主題演講二主題演講二主題演講二主題演講二】】】】 

Donald W. Mitchell（美國普渡大學） 

   聖若望保祿二世關於感謝與理解之對話，教宗本篤十六的

真理對話，以及現任教宗方濟各關於普世手足的對話 

主持人 

司馬忠 

（輔仁大學） 
14:00~14:25 

【【【【專題三專題三專題三專題三】】】】 

周景勳（香港聖神修院） 

「慈悲寬恕仁愛和平信義不爭」的宗教交談 

― 反思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的融和合誼 

14:25~14:40 綜合討論 

14:40~14:55 茶敘時間 

14:55~15:20 

【【【【專題四專題四專題四專題四】】】】 

Roberto Catalano（義大利上智大學） 

  平信徒團體對履行《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的貢獻：

以盧嘉勒與佛教領袖庭野日敬(Nikkyo Niwano)的情誼為例 

主持人 

賴効忠 

（輔仁大學） 

15:20~15:45 

【【【【專題五專題五專題五專題五】】】】 

鄧偉仁（法鼓文理學院） 

佛教文獻對於宗教交談的觀點  

15:45~16:10 

【【【【專題六專題六專題六專題六】】】】 

Kwangsoo Park 

（韓國圓光大學宗教研究中心） 

南北韓宗教領袖對於佛教文獻中的宗教交談 

16:10~17:00 分組工作坊 主持人 

 

子題子題子題子題（（（（一一一一）））） 

宗教交談之理論與實踐 

主持人：Roberto Catalano  

發表人：范重光（輔仁大學） 

天主教與佛教信仰對比之論述：以台灣大專生命教育教學中

的宗教臨終關懷課程為例 

林之鼎 

（輔仁大學） 

子題子題子題子題（（（（二二二二））））  

佛教文獻與宗教交談 

主持人：鄧偉仁 

發表人：Phramaha Boonchuay Doojai（清邁僧伽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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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ha Srisujikan（普世博愛運動） 

佛教經典中的宗教交談與泰國目前宗教教談的現況 

子題子題子題子題（（（（三三三三）））） 

天主教文獻與宗教交談 

主持人：周景勳 

發表人：柯士達 Paolo Costa 

梵二大公會議光照下的聖經與藝術史中的宗教交談 

子題子題子題子題（（（（四四四四）））） 

電影中的宗教與文化交談 

主持人：鄭印君 

發表人：尚宏玲 

電影《沉默》中的宗教與文化交談 

子題子題子題子題（（（（五五五五）））） 

宗教交談在亞洲各區的實踐情況 

主持人：Rita Moussallem、林之鼎 

亞洲地區的宗教交談 

韓國的宗教交談 

Soon Young LEE（Christina Lee, 普世博愛運動） 

菲律賓東方宗教學院與宗教交談（SOR） 

Roberto Signor（普世博愛運動） 

Lolita Licuanan Castillo Chigia（普世博愛運動） 

台灣與香港的宗教交談  

羅乾生（普世博愛運動） 

邵燕玲（普世博愛運動） 

17:00~17:40 

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主持人：魏思齊 

與談人：Roberto Catalano、鄧偉仁、Don W. Mitchell、Prof. Park、周景勳 

17:40~17:50 
閉幕式閉幕式閉幕式閉幕式 

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黃渼婷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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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    法鼓文理學院場次法鼓文理學院場次法鼓文理學院場次法鼓文理學院場次 2017/4/26-28（（（（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報名網址報名網址報名網址報名網址:::: http://www.dila.edu.tw/node/13433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 2017/4/25（（（（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法鼓文理學院法鼓文理學院法鼓文理學院法鼓文理學院 

17:00 外賓報到 

18:30 晚餐 

第三天第三天第三天第三天 2017/4/26（（（（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法鼓文理學院法鼓文理學院法鼓文理學院法鼓文理學院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 

09:30~10:00 報到 

10:00~11:00 

開幕式暨貴賓致詞歡迎及介紹 

- 致詞人 

- 普世博愛運動宗教交談總中心 Roberto Catalano  

- 輔仁大學校牧：賴効忠神父 

- 法鼓文理學院校長：惠敏法師  

11:00~12:00 校園導覽  

12:00~13:50 午膳 

14:00~16:00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導覽（參觀活動） 

16:00~17:30 

【祈福儀式】 

法鼓文理學院代表：果鏡法師（法鼓文理學院研修中心主任） 

泰國代表：Phrakhruvithitpanyaporn (Luang Phor Suchart) 

輔仁大學代表：范重光神父  

普世博愛運動代表：Rita Moussallem 

日本代表：Isao Fukada、Yanagida、Kinuyo Saito (RKK) 

竹内日祥 Rev. Nissho TAKEUCHI (Nichiren-shu) 

18:00 歡迎晚宴 

20:00 佛教晚課體驗  

第四天第四天第四天第四天：：：：2017/4/27（（（（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法鼓文理學院法鼓文理學院法鼓文理學院法鼓文理學院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對現代普世痛苦的回應對現代普世痛苦的回應對現代普世痛苦的回應對現代普世痛苦的回應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講題講題講題講題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  

07:00 早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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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A. 泰國：Ajahn Suphan（Phrakru 

Bhavanavirach） 

B. 美國 Donald W. Mitchell （普

渡大學）–盧嘉勒的神秘經驗 

C. 討論（20 分鐘） 

面對痛苦的心

靈力量 

溫宗堃老師 

（法鼓文理學院） 

10:00~10:20 茶敘 

10:20~11:20 

A. 日本 Rev. Ryoko NISHIOKA 

（Tendai-Shu） 

B. 韓國：Kwangsoo Park 

C. 討論（20 分鐘） 

宗教面對現代

社會危機所扮

演的角色 I 

Rita Moussallem 

（普世博愛運動） 

11:20-11:30 茶敘 

11:30-12:30 

A. 普世博愛運動：Roberto 

Catalano 

B. 鄧偉仁（法鼓文理學院） 

C. 討論（20 分鐘） 

宗教面對現代

社會危機所扮

演的角色 II 

 

12:30~14:00 午膳 

14:00~15:30 

論文分組發表  

鄭曉楓老師 

（法鼓文理學院） 

子題（一）主持人：鄭曉楓老師 

從正向心理學看生命的意義 

子題（二）主講人：鮑霖（輔仁大學） 

與痛苦交談-宗教交談的核心召叫 

子題（三）主講人： 

Rev. Shokei STEFFENS（Nichiren-shu） 

面對現代社會危機與痛苦的態度 

子題（四）主講人：薛君浩（普世博愛運動） 

全球倫理與宗教交談 

子題（五）主講人：Rev. Eigen Onishi（Kiyomizu 

Temple） 

日本佛教團體面對痛苦的觀點 

子題（六）主講人：  

Phramaha Thongratana Thavorn 

泰國團體面對痛苦的觀點 

15:30~16:00 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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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7:30 

全場分享：六組代表分享與座談  

評論人：惠敏法師（法鼓文理學院） 

     陳德光（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院） 

Roberto Catalano（義大利上智大學） 

辜琮瑜老師 

Aries GU 

（法鼓文理學院生命教

育學程主任） 

18:00 晚膳 

第五天第五天第五天第五天：：：：2017/4/28（（（（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法鼓文理學院法鼓文理學院法鼓文理學院法鼓文理學院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環境危機與宗教環境危機與宗教環境危機與宗教環境危機與宗教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講題講題講題講題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  

07:00 早膳 

08:30~09:00 報到 

09:00~10:30 

A. Luca Fiorani：介紹天主

教現任教宗方濟關於

環保的通諭 

B. 泰國 Phra Narvi 

C. 張長義教授&黃信勳助

理教授（共同） 

D. 討論（30 分鐘） 

佛教徒與基督徒對 

大自然與環境的看法 

Donald W. 

Mitchell 

（美國普渡大

學）    

10:30~11:00 茶敘 

11:00~12:30 

A. 日本：Mr. Isao Fukada 

（RKK） 

B. 泰國：Prof. Wasan 

Jomphakdee 

C. 法鼓山代表-果祥法師 

D. 討論（30 分鐘） 

環保工作分享  

張長義教授

（法鼓文理學

院環境與發展

學程主任） 

12:30~14:00 午餐 

14:00~15:00 

與談人： 

A. 惠敏法師 

（法鼓文理學院校長） 

B. 竹内日祥 Rev. Nissho 

TAKEUCHI 

（Nichiren-shu） 

C. Donald W. Mitchell 

（美國普渡大學） 

大會分享（開放發言） 

果暉法師 

（法鼓文理學

院佛教系系主

任） 

15:00~15:30 

A. 惠敏法師 

（法鼓文理學院校長） 

B. Roberto Catalano（義大

利普世博愛運動宗教

交談中心負責人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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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ita Moussallem（義大

利普世博愛運動宗教

交談中心負責人） 

15:30~ 前往靜宜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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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 靜宜大學場次靜宜大學場次靜宜大學場次靜宜大學場次 2017/4/29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報名網址報名網址報名網址報名網址::::    http://activity.pu.edu.tw/act2/events_management.php?Sn=7712 

2017/4/29（（（（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靜宜大學靜宜大學靜宜大學靜宜大學    任垣樓國際會議廳任垣樓國際會議廳任垣樓國際會議廳任垣樓國際會議廳 

面對生命告別與環境危機的正向思惟面對生命告別與環境危機的正向思惟面對生命告別與環境危機的正向思惟面對生命告別與環境危機的正向思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  

08:15~08:45 報到 

08:45~09:00 

開幕式暨貴賓致詞 

歡迎及介紹 

 致詞人 

- 台中市政府：林依瑩副市長 

- 台灣天主教台中教區 蘇耀文主教 

- 靜宜大學：唐傳義講座教授兼校長 

09:00~10:30 

與談人： 

A. 財團法人天主教康泰醫

療教育基金會全人關懷

師 陳怡如 

B. 台中市副市長 林依瑩 

C. 慈濟大學醫學系解剖學

科副教授 何翰蓁 

D. 法鼓文理學院生命教育

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兼主任 辜琮瑜 

【【【【主題一主題一主題一主題一】】】】    

生命告別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

年福利學系 

紀金山教授 

10:30~11:00 茶敘 

11:00~12:30 

與談人： 

A.南華大學教授兼科技學

院院長 陳世雄 

B.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

會董事長 賴曉芬 

C.上下游 News & Market

共同創辦人 馮小非 

D.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

發展基金會執行長   

蘇慕容 

【【【【主題二主題二主題二主題二】】】】    

環境關懷、 

友善土地 

靜宜大學企業管理系 

吳成豐特聘教授兼

通識中心主任 

12:30~13: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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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4:10 

綜合會談綜合會談綜合會談綜合會談 I     

與談人與談人與談人與談人 

A. 義守大學  

 曾秀梅：〈共融經濟的

環境策略〉 

B. 中山大學講座 

李宗霖：〈如何面對台

灣海域的環保危機〉 

C. 輔仁大學 

余哲安：〈關於童貞瑪

利亞以及重建真實大

自然的幾點想法〉 

面對環境危機的正向思

惟 

文藻外語大學 

高明瑞教授 

14:10~14:20 茶敘  

14:20~16:00 

與談人與談人與談人與談人 

A. 日本：Rev. Munehiro 

NIWANO （RKK） 

〈宗教交談與合作〉 

B. 台灣：唐傳義講座教

授兼校長 

C. 韓國：Soon Young LEE 

（Christina Lee，普世

博愛運動） 

D. 泰國：Luce Ardente 

（Phramaha 

Thongratana Thavorn） 

跨宗教交談與合作 

靜宜大學西班牙語

文學系助理教授兼

任校牧 

沈拉蒙 

16:00~ 
閉幕式閉幕式閉幕式閉幕式 

靜宜大學唐傳義講座教授兼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