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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中華文化與宗教大同
國際研討會
台灣省南投縣日月潭/天帝教鐳力阿道場
2011 年 12 月 16-19 日
主辦單位：
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
協辦單位：
河南鑫山道學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
財團法人極忠文教基金會
中華天帝教總會
中華紅心字會
佛光大學生命與宗教學系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真理大學宗教學系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學院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研究所
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研究所
第一屆中華文化與宗教大同國際研討會將於 2011 年 12 月
16-19 日在風景秀麗的台灣省南投縣日月潭舉辦。西方人
長久以來稱呼台灣為福爾摩沙，意即美麗的島嶼，這是
16 世紀葡萄牙人航海時為台灣所取的名字，我們將在日
月潭歡迎各國學者與會。

4. 請於通信作者姓名右上角加上星標，並提供其完整的地
址、電話號碼、傳真號碼、電子郵件地址 。
摘 要 請 以 12 點 大 小 的 新 細 明 體 ( 中 文 ) 或 Times New
Roman 字型(英文)、單行間距排列、左右對齊；作者簡介
使用斜體字，勿用粗體字；作者簡介以下用 12 點字的行
距；特殊符號字型用希臘字母。

領域
本研討會舉辦之目的為提供來自世界各地之宗教、哲學
及科學領域的研究人員、學者和科學家一個交流平台，
在友善合作的氛圍下交流新知和經驗。論文範疇以研究
中華文化與各種不同宗教的核心思想，以及科學、哲
學、宗教和中華文化的關係為主，竭誠歡迎就下列相關
題目發表文章。

題目
1.中華文化與宗教融合
2.科學與宗教之結合與會通
3.兩岸未來宗教發展趨勢
4.世界未來宗教發展趨勢
5.天人合一與宗教大同
6.兩岸和平與宗教大同
7.世界和平與宗教大同
8.其他

選取論文、流程、期刊出版
論文選取分二階段並透過網路執行：(1)收到摘要、初審
並通知結果；(2)被錄取者提交完整原稿(中文以 7000 至
10000 字為原則，英文以 4000 至 6000 字為原則)，並進
行複審，再由作者進行必要之修改。所有被錄取的論文
在預先註冊繳費後，將以論文集與光碟版在研討會上發
行(作者群中至少須有一位註冊並在研討會現場發表論
文)。研討會論文將擇優提交審查以便出版於：宗教哲學
期刊。相關資訊請參看網站 http://ssrp.info/，或聯絡執行
秘書 Dr. CC Liou(劉見成): editor.ssrp@gmail.com

截稿時間
 提交摘要個人資料：
 摘要錄取通知：
 提交標準長度的原稿：
 論文錄取通知：
 最後定稿截止日：

2011年10月20日
2011年10月31日
2011年11月15日
2011年11月20日
2011年11月30日

發表
本研討會的官方語言為中文與英文。

資訊
相關訊息，請參看網站：http://ssrp.info/

提交摘要
論文摘要請提交至 editor.ssrp@gmail.com
摘要以 300~500 字為限，並包含下列各項：
1. 論文題目、作者姓名、作者簡介
2. 背景、目標、方法、主要的論述內容和結論
3. 關鍵詞 5~7 個

郵寄地址
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 (研討會地點：鐳力阿道場)
55543 台灣省南投縣魚池鄉中明村文正巷41號
傳真： + 886-49-2898-448(轉宗哲社)
電話： + 886-49-2898-446(代表號)
聯絡人：+ 886-49-2898-446，+ 886-932-585-766 趙敏柔小姐

大會主席
大會副主席

謝長倭
翁明珠
劉煥玲
徐肇誠

劉通敏
宋光宇

註冊登記 * (請以新台幣付款 )

巨克毅

中興大學(台灣)
清華大學(台灣)
佛光大學(台灣)

亞洲大學(台灣)
崑山科技大學(台灣)
南台科技大學(台灣)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台灣)

榮譽顧問團 (暫定)
李子弋
王邦雄
高騏
劉仲宇
李利安
湯一介
趙敦華
樓宇烈
李中華
李剛
卓新平
王蓉蓉

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理事長(台灣)
淡江大學(台灣)
成功大學(台灣)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大陸)
西安西北大學(大陸)
北京大學(大陸)
北京大學(大陸)
北京大學(大陸)
北京大學(大陸)
四川大學(大陸)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大陸)
洛杉磯羅耀拉大學(美國)

國際籌備委員會 (暫定)
Vincenzo di Ieso
Daoist Association of Italy（義大利）
Geir Sigurdsson
University of Iceland（冰島）
Andre van der Braak Radboud University（荷蘭）
Verner Worm
Confucius Institute（丹麥）
Hans-Georg Moeller University College Cork（愛爾蘭）
Loreta Poskaite
University of Vilnius（立陶宛）
James Miller
Queen’s University（加拿大）
Livia Kohn
Boston University（美國）
Jason Wirth
Seattle University（美國）
David Jones
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美國）
Martin Schonfeld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美國）
冀建中
北京大學(大陸)
張學智
北京大學(大陸)
王宗昱
北京大學(大陸)
王 駿
北京大學(大陸)
張新鷹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陸)
金 澤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陸)
李華民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陸)
鄭筱筠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陸)
楊 健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陸)
周廣榮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陸)
梁恆豪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陸)
潘德榮
華東師範大學(大陸)
張曉林
華東師範大學(大陸)
Lauren
香港浸信大學(香港)
Tan Sor-hoon 新加坡大學(新加坡)
蔡輝彥
中國醫藥大學(台灣)
李豐楙
政治大學(台灣)
曾春海
文化大學(台灣)
陳國鎮
東吳大學(台灣)
曾昭旭
淡江大學(台灣)
蔣義斌
台北大學(台灣)
蕭登福
台中科技大學(台灣)
鄭志明
輔仁大學(台灣)
林安梧
慈濟大學(台灣)
李顯光
中華宗哲社常務理事(台灣)

國內籌備委員會 (暫定)
劉劍輝
劉見成
呂賢龍
何英俊
劉曉蘋
王秀畹
楊憲東
石朝穎
林進郎
林本炫
劉久清
張家麟

中華宗哲社秘書長(台灣)
大會執行秘書/弘光科技大學(台灣)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主任秘書(台灣)
財團法人極忠文教基金會秘書長(台灣)
中華天帝教總會秘書長(台灣)
中華紅心字會秘書長(台灣)
成功大學(台灣)
文化大學(台灣)
國防管理學院(台灣)
聯合大學(台灣)
銘傳大學(台灣)
真理大學(台灣)

一般身份
隨行配偶 ‡
學生

提前註冊
(2011年10月31日以前)
3000
2400
1500

延遲註冊或
現場註冊
4500
3000
1800

*全部費用包括一本論文集、論文光碟、歡迎酒會、研討會期間餐飲、
茶敘、日月潭環湖半日遊 (未註冊者將無法提供上述服務)
‡ 歡迎酒會、研討會期間餐飲、茶敘、日月潭環湖半日遊
§ 會場日月潭附近住宿資訊可參閱相關網站訊息
(論文作者群中至少須有一位註冊並在研討會現場發表論文)
※註冊匯款資訊
戶名：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
帳號：0700-872-060962 (合作金庫銀行埔里分行 代號：006)

報名截止日

2011年11月30日 (含未發表論文者)

會場及旅遊資訊
本研討會將在日月潭附近之鐳力阿道場舉行，可以從機場搭乘
高鐵於台中(烏日)站轉乘巴士抵達。欲進一步了解研討會地點及
相關旅遊資訊，可參看地理位置資訊
http://www.sunmoonlake.gov.tw/EN/02000465.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