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屆南北五校哲學博⼠⽣論壇： 

會議⼿冊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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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議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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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章 

本屆南北五校哲學博⼠⽣論壇，各篇發表⽂章存於線上雲端。 

請移駕以下網址：https://docs.qq.com/s/3pLc0zp1x9ydjtnp29kruG  

網址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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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qq.com/s/3pLc0zp1x9ydjtnp29kruG


 

⼆. 議事規則 

1. 本次論壇以線上會議室進⾏，請直接點選超連結，或於騰訊會議軟體

Voov輸入會議號，以進入會議室。 

2. 進入會議室請將名稱修改為以下格式：單位—姓名。 

3. 入場後如非必要，請關閉⿆克風，以利會議進⾏，並請於發⾔時開啟

視訊鏡頭。 

4. 每位發表⼈ 20 分鐘，第 17 分鐘於會議聊天室中第⼀次提醒，第 19 分

鐘第⼆次提醒，第 20 分鐘告知發表時間結束。 

5. 每位評論⼈ 15 分鐘，第 12 分鐘於會議聊天室中第⼀次提醒，第 14 分

鐘第⼆次提醒，第 15 分鐘告知評論時間結束。 

6. 每個場次開放討論 10 分鐘，請發表⼈先對評論⼈的評論及提問作簡明

的回應，然後開放給在場與會者提問。每位與會者請於 3 分鐘內發表

意見完畢，時間⼀到將於聊天室告知提問時間結束。 

7. 以上時段，請主持⼈明確切換並告知所有⼈⽬前所屬時段。開放討論

中，如有必要，請主持⼈協助釐清問題及協調提問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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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議程

第⼗五屆「南北五校哲學博⼠⽣論壇」 第⼀天

2022/11/18（五）
0830-0840 準備進會議室

0840-0900

開幕致詞

騰訊會議號：966-068-693

備⽤會議號：253-045-080

主  持  ⼈：林遠澤教授兼哲學系主任

中⼭⼤學－張偉教授兼哲學系主任

北京⼤學－王彥晶教授兼哲學系副系主任

復旦⼤學－林暉教授兼哲學學院副院⻑

武漢⼤學－黃超教授兼哲學學院副院⻑

政治⼤學－林遠澤教授兼哲學系主任

0900-1020

第⼀場  A 第⼀場 B

倫理學場次 歐陸哲學場次

騰訊會議號：703-000-754
備⽤會議號：631-005-194

騰訊會議號：949-022-493
備⽤會議號：304-097-368

主持⼈：李勇教授（武漢⼤
學）

主持⼈：⽅博教授（北京⼤
學）

發表⼈1：張⼤偉（北京⼤
學）

發表⼈3：劉又仁（政治⼤
學）

混雜與分離：盧梭論政治國
家的建⽴

⾼達美 VS. 阿多諾：重探詮
釋學與意識形態批判之爭

評論⼈：王興賽教授（中山
⼤學）

評論⼈：⽅博教授（北京⼤
學）

發表⼈2：向富緯（政治⼤
學）

發表⼈4：王夢婷（中山⼤
學）

反思Alasdair MacIntyre對於
⾃由主義的批評：⼀種新的
正義問題的可能性

藝術應否醜︖——論阿多諾
關於醜的美學理論

評論⼈：李勇教授（武漢⼤
學）

評論⼈：蔡偉鼎教授（政治
⼤學）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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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oovmeeting.com/dm/NYtzBKP3J14m
https://voovmeeting.com/dm/WfLoiTlGBUHW
https://voovmeeting.com/dm/zWZQASzoDLh4


1020-1030 中場休息

1030-1225

第⼆場 A 第⼆場 B 第⼆場 C

中國哲學場次 宗教哲學場次 ⾺克思哲學場次

騰訊會議號：536-054-197
備⽤會議號：648-046-329

騰訊會議號：347-058-757
備⽤會議號：495-013-788

騰訊會議號：595-068-998
備⽤會議號：656-031-518

主持⼈：⾺愷之教授（政治
⼤學）

主持⼈：傅新毅教授（復旦
⼤學）

主持⼈： 王興賽教授（中山
⼤學）

發表⼈5：喬婷婷（中山⼤
學）

發表⼈8：嚴家森（中山⼤
學）

發表⼈11：⿈歡（中山⼤
學）

意志薄弱與荀⼦的“知道”
錦⽯岩寺：⼀座山區千年古
刹的寺院經濟樣本

重思⾺克思對鮑威爾的批判
——以“猶太⼈問題”為中⼼

評論⼈：⾺愷之教授（政治
⼤學）

評論⼈：蔡震宇教授（北京
⼤學）

評論⼈：⽅博教授（北京⼤
學）

發表⼈6：許驍（復旦⼤學）
發表⼈9：王維昊（北京⼤
學）

發表⼈12：翁路（武漢⼤
學）

荀⼦“虛⼼”說探賾 法藏異體“相即相入”義辨析
從“基督教國家”到“完成的基
督教國家”：⾺克思早期政治
批判的邏輯

評論⼈：宋健教授（中山⼤
學）

評論⼈：胡志強教授（政治
⼤學）

評論⼈：王興賽教授（中山
⼤學）

發表⼈7：李斯源（復旦⼤
學）

發表⼈10：溫珍⾦（武漢⼤
學）

發表⼈13：李思銘（復旦⼤
學）

“知類明統”——唐君毅論荀
⼦的⼼道關係

⾺祖禪法體系與佛教中國化
的現代意義

重建起源和有效性的關聯
——論哈⾙⾺斯的後形⽽上
學理性譜系學

評論⼈：廖璨璨教授（武漢
⼤學）

評論⼈：傅新毅教授（復旦
⼤學）

評論⼈：林遠澤教授（政治
⼤學）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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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oovmeeting.com/dm/oHGXBXmbsrrM
https://voovmeeting.com/dm/LPOyne1oh5pW
https://voovmeeting.com/dm/jBlV8iYxg324


1225-1330 午餐時間

1330-1450

第三場 A 第三場 B

中國哲學場次 歐陸哲學場次

騰訊會議號：335-074-269
備⽤會議號：739-071-509

騰訊會議號：580-043-099
備⽤會議號：462-047-108

主持⼈：王鑫教授（北京⼤
學）

主持⼈：錢康教授（復旦⼤
學）

發表⼈14：董耀民（中山⼤
學）

發表⼈16：聶彩新（中山⼤
學）

“明德”與“本明之體”——朱
⼦敬論新解

作為“模型”的第三者：功能
視域下的定⾔命令式如何可
能︖

評論⼈：王鑫教授（北京⼤
學）

評論⼈：錢康教授（復旦⼤
學）

發表⼈15：梁時（北京⼤
學）

發表⼈17：尚興紅（武漢⼤
學）

陳淳“太極渾淪”之義試探 康德不可以是後果主義者

評論⼈：吳啟超教授（政治
⼤學）

評論⼈：謝昭銳教授（政治
⼤學）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1450-1500 中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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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oovmeeting.com/dm/bauRa5TVnHr1
https://voovmeeting.com/dm/L35HRNbtIZad


1500-1620

第四場 A 第四場 B

倫理學場次 科學哲學場次

騰訊會議號：575-059-353
備⽤會議號：219-073-062

騰訊會議號：341-025-780
備⽤會議號：447-038-670

主持⼈：葛四友教授（武漢
⼤學）

主持⼈：陸俏穎教授（北京
⼤學）

發表⼈18：王剛（復旦⼤
學）

發表⼈20：詹⼼怡（北京⼤
學）

沒有合法性的權威：評估拉
茲服務性權威觀中通常證成
命題（NJT）的地位

主觀性策略能回應解釋鴻溝
對物理主義的挑戰嗎︖

評論⼈：王華教授（政治⼤
學）

評論⼈：鄭會穎教授（政治
⼤學）

發表⼈19：莊詠濤（政治⼤
學）

發表⼈21：唐瑞雪（武漢⼤
學）

對錯之外：試就道德證成比
較《論語》和斯坎倫的契約
主義原則

內容同⼀與同⼀

評論⼈：葛四友教授（武漢
⼤學）

評論⼈：陸俏穎教授（北京
⼤學）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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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oovmeeting.com/dm/DKAjlQfzlUl8
https://voovmeeting.com/dm/fCBQfJphiYVZ


第⼗五屆「南北五校哲學博⼠⽣論壇」 第⼆天

2022/11/19（六）

0850-0900 準備進會議室

0900-1020

第⼀場 A 第⼀場 B

中國哲學場次 歐陸哲學場次

騰訊會議號：135-019-320
備⽤會議號：232-057-352

騰訊會議號：688-027-920
備⽤會議號：102-039-741

主持⼈：廖璨璨教授（武漢⼤學） 主持⼈：謝裕偉教授（中山⼤學）

發表⼈22：魏思遠（武漢⼤學） 發表⼈24：張哲鵬（復旦⼤學）

⼈的有限性——劉宗周論惡之來源
在過去中存活：論柏格森《物質與記憶》
中的本體論記憶

評論⼈：詹康教授（政治⼤學） 評論⼈：張國賢教授（政治⼤學）

發表⼈23：陳磊（中山⼤學） 發表⼈25：邱逢霖（政治⼤學）

“在天之極“與”在地之極”——王船山《正
蒙注》中的天地結構析論

作為學問的Wissenschaft：從海德格與狄
爾泰的科學觀論起

評論⼈：廖璨璨教授（武漢⼤學） 評論⼈：謝裕偉教授（中山⼤學）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1020-1030 中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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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oovmeeting.com/dm/NqCT5odaaDUI
https://voovmeeting.com/dm/pkQrFZuCEmrM


1030-1150

第⼆場 A 第⼆場 B

倫理學場次 科學哲學場次

騰訊會議號：381-036-306
備⽤會議號：379-060-500

騰訊會議號：483-080-618
備⽤會議號：724-052-096

主持⼈：詹康教授（政治⼤學） 主持⼈：鄭會穎教授（政治⼤學）

發表⼈26：朱慧蘭（武漢⼤學） 發表⼈28：李懿迪（武漢⼤學）

The Reciprocity Principle Respect 現實性運算元的引入動機研究

評論⼈：詹康教授（政治⼤學） 評論⼈：鄭會穎教授（政治⼤學）

發表⼈27：崔鴻宇（中山⼤學） 發表⼈29：何婕（復旦⼤學）

價值倫理學的開創——布倫塔諾的價值倫
理思想研究 從⼲預主義視角看機制中的構成關係

評論⼈：錢康教授（復旦⼤學） 評論⼈：陸俏穎教授（北京⼤學）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1150-1330 午餐時間

1330-1450

第三場 A 第三場 B

中國哲學場次 歐陸哲學場次

騰訊會議號：360-088-065
備⽤會議號：552-068-368

騰訊會議號：611-087-296
備⽤會議號：425-088-775

主持⼈：宋健教授（中山⼤學） 主持⼈：賀騰教授（復旦⼤學）

發表⼈30：蔡天翊（北京⼤學） 發表⼈32：⾺⾬喬（復旦⼤學）

“本體之念”如何綜合主客意識——以湛⽢
泉“念”之三重⾯向為中⼼

西塞羅的義務論倫理學:⼀種康德主義的
考察

評論⼈：吳啟超教授（政治⼤學） 評論⼈：賀騰教授（復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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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oovmeeting.com/dm/MaGyfhQIsD1b
https://voovmeeting.com/dm/uKNf4Rao3jUn
https://voovmeeting.com/dm/0BcB51q1kjWv
https://voovmeeting.com/dm/s1XLEJ6EZhrn


發表⼈31：黎競檜（政治⼤學） 發表⼈33：李⽂琪（北京⼤學）

從儒家理念的遷化看⾺華⽂化主體性：以
吉隆玻仙四師爺廟為主

Aristotle on Decision as Deliberative Wish

評論⼈：宋健教授（中山⼤學） 評論⼈：劉曉⾶教授（武漢⼤學）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1450-1500 中場休息

1500-1620

第四場 A

歐陸哲學場次

騰訊會議號：145-008-404
備⽤會議號：453-045-167

主持⼈：李志教授（武漢⼤學）

發表⼈34：卓洪峰（武漢⼤學）

理解“否定意志”的⼀種早期路徑——青年叔本華的“更好的意識”概念初探

評論⼈：謝裕偉教授（中山⼤學）

發表⼈35：王玥（北京⼤學）

“社會性格”：資本發展的情感維度—以弗洛姆對“市場型”性格的闡釋為例

評論⼈：李志教授（武漢⼤學）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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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oovmeeting.com/dm/J2Uy1w1m4KJ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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