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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決定發行電子報，這對於中華本土社會科學
未來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想借這篇「發刊詞」，說明我對
這個問題的看法。
　　在中國歷史上，庚子年是大凶之年。一百二十年前的庚子年，發
生了「八國聯軍」之禍；去年四月，美國川普總統發動對中國的     
「文明對抗」，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搞得風風火火。今年又逢庚子
年，很多人早已憂心在先。不料春節過後，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迅速
擴散到世界各國，也改變了全世界許多國家的生活型態。
　　在人類歷史上，像新冠肺炎這種重大疫情的發生，同時也是人類
反省自身文明發展的契機。十四世紀，歐洲發生黑死病，使得將近一
半的人口喪失生命，當時意大利作家薄伽利丘寫的「十日談」，深入
反思天主教會的無能和腐化，導致後來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十七世
紀，牛頓趁著倫敦疫病流行的時機，回到故鄉，集中精力從事學術創
作，促發了後來的歐洲啓蒙運動。在當前美中「文明對抗」的格局之
下，我們也應該思考未來整個世界的發展方向。我因此出版了「潛龍
與禿鷹的文明對抗」，徹底批判西方「新自由主義」對於世界文明的
負面作用。
 　　在研究成果的呈現方式上，我也作了大幅度的調整。以前我在講
「知識論與方法論」的時候，是從「邏輯實證主義」開始講起，學生
不容易看出歷史發展的方向。現在我則是從最近發展出來的「批判實
在論」開始講，特別強調「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希望學生們能夠
了解每一個哲學家在這個系譜中的位置。
　　我原本寫了一本「致中和：儒家修養論的科學詮釋」，現在則依
照「文化系統」的思維方式，改寫為「中西會通：傳承儒家的科學進
路」，用科學哲學說明如何研究「儒家文化系統」中的每一個子系
統，包括「天道觀」、「関係論」、「心性論」、「修養論」。
　　這個學期，我將在台大上「知識論與方法論」，並且在東華大學
和陳復敎授合開「儒家文化的開展」，我會把每一次上課的內容都拍
成youtube，譲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學習，也接受學術社群的公開批
判，希望藉此可以形成華人社會科學學術社群的「知識論主體」。
　　這個調整方向和「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出版電子報的方向是一
致的。更清楚地說，我們必須了解自己的研究在中、西兩大文化系統
的定位，並且不斷地跟學術社群中的同道交流與辯論，讓同道們能夠
了解自身的學術主張，惟有如此，「思源學會」才能獲得生命力，中
華本土社會科學才能繼續往前蓬勃發展。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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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刊詞

　　結合了許多學者長期的努力與期待，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終於
在2018年成立，學會成立之後，在秘書長夏允中老師的積極規畫之
下，我們原則上每一個月會辦理一場小型的學術研討會，每年則辦
理一場大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除了要感謝秘書處的辛勞之     
外，更要感謝本會許多理監事與會員的努力，使得這些可貴的學術
活動能夠持續的推動，榮譽理事長黃光國老師更是南北奔波、不辭
辛勞、每役必與，學術熱情令人欽佩，本會也在李思賢主編、陳復
主編、陳舜文副主編、陳惠如副主編，與林之丞執行編輯的努力
下，正積極籌備《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期刊》的編輯與發行工作，去
年我們成功舉辦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去年在11月6-8
日舉辦並擴大會議的內容與規模，而為因應新冠肺炎的疫情，將採
實體與網路整合的方式進行，學會同仁非常努力以展現推動社會科
學本土化的決心與主張。這次電子報的發行則是在持續舉辦學術研
討會以及學會網站建設之外，我們期待透過網路的媒介以進一步擴
大我們對會員的服務以及對本土化思潮的推動。感謝電子報主編也
是本會學術委員會主委林美芳老師的辛勞，希望電子報的發行讓中
華本土社會科學會與會員們更接近，也讓我們與世界更接近，以實
現本學會章程所揭示的設立宗旨：「以推廣本土社會科學、期許世
界各國學術研究工作能基於自身文化脈絡來發展本土社會科學，並
展開溝通與交流，發展全球本土社會科學」，疫情的威脅不能澆熄
我們推動本土社會科學的熱情。各位師長與各位同道，讓我們共同
努力，在台灣、在亞洲與全世界推動社會科學的本土化。

一起來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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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這次研討會，深感黃光國老師對於中西文化下心理哲學的啟
發與探討。當我們多年來受西方心理學教育，戴上了西方理論的眼
鏡，如同「文化視盲」，對於本土文化的認識少之又少。本土心理
學的發展相信是刻不容緩的，在儒、釋、道文化千百年來的薰陶，
華人對於「意義」的尋求與探索，到意義的建構與重建，都是值得
我們研究的。生命意義不外乎是各家學者的大哉問，透過黃光國老
師的「自我曼陀羅」模型，簡明的呈現了自我的內在世界與外在世
界交織成了個人人格，以立體化的方式將自性的中心提高到「至
善」的境界，走出自我之道與自我實現，強調了療癒的功能，幫助
我們對於個人意義的追尋有更清晰的洞見。
      在儒家思想所強調的「相對倫理」中，也更加了解人倫與關係的
運作方式，探討個人存在關係中的倫理意義，亦在自我曼陀羅模型
的詮釋下瞭解箇中動力的發展，個人可以藉此整合生命意義中所獲
得「為人之道」的概念，形成「自我認同」，也可以在某個特定的
社會團體裡，形成自身的「社會認同」，而能夠以「智」來推動個
人行動與實踐之效能，如此形成更為適應華人文化之關係探討。期
望未來，本土心理學能夠在這東方千年文化深厚養分的土壤中更加
成長茁壯，在先輩與後進持續交流之下締造出以本土為根基之大
樹，傳承華人文化與心理之知識。

許儷馨
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 

      近年來，諮商領域不斷拓展多元文化諮商的專業素養，希冀培
養助人者對多元文化的敏銳度，並透過反身性視角讓助人者體證
自身文化所蘊涵的意義與哲學基礎。在臺灣在地文化中，處處深
受儒釋道三家的華人文化影響，因此身為華人的助人者所抱持的
人性觀，便與西方文化下的諮商理論有許多截然不同之處，而這
也是我參加此次研討會最大的收穫。
　　相對於西方哲學直接談論生死命題，儒家對於生命意義的追
尋，體現於日常生活實踐，強調人自覺本身所擁有的「自性」，
端正其心，而心即理，反身而誠。儒家思想的存在形式並不拘泥
於以精神實體作為靈性主體的存有（余英詩，1984），而是用自性
認同達到成己、成物，並在人我之間的關係做到安身立命，以大
為我。

蕭舒婷
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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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孟子所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用自性的
體證去認識物性，當其思考進到天地合一的格局便不再輕易陷入我
執的煩惱，儒家此知行合一的方式也和同體大悲的佛家、自然無為
的道家接納萬物的態度不謀而合，或許三者間對現世的存有仍有許
多辯證，但對於心性的通達卻是殊途同歸，因而對華人文化產生如
此大的漣漪。

　　生活於各式文明下的人們都有一共通點，需不斷反思、尋找
生命意義與議題是一生必經的課題，透過本土化觀點能看見心理
學、心理諮商不同角度的理論建構與療癒歷程，研討會的分享與
辯證思維帶領我們對於此相關主題有更貼近實務工作的探討。
　　「中西文明下的生命意義與心理治療」的內容安排循序漸進
的介紹華人心理學藍圖，從西方意義治療相關的理論，對照、延
伸回中華文化對看待生命意義的精神與內涵，使我們了解理論與
文化脈絡結合後的轉型，而下午講師們則將本土化的應用透過排
列與引導、生涯諮商模式、中國宗教主題呈現，具體化呈現當今
的角色與意義。
　　「華人文化中的倫理療癒」對話式的進行，依照參與者的提
問更加貼近諮商心理學視角，深入勾勒中華文化可以如何融入諮
商實務中的西方理論後，並建構出華人文化之人性觀、治療觀
等。
　　兩場研討會給予我的新觀點為華人中存在理性科學、西方裡
也有東方精神，從古至今許多好的、滿意的人、事、物皆為剛柔
並濟、和諧辯證，在社會科學底下的心理學是全球共構的，而在
東西方理論中找到平衡就如太極一樣，看似不同，但相互消     長，
如此才能生生不息，創造心理學的不同面向。

連翊安
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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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一生中，總是會冒出許多對於生命意義的疑問，為何我們
生而為人呢？有什麼意義呢？因此本次研討會便帶領大家瞭解在中
西方不同文明之下，其所展現的生命意義與心理治療，藉由許多講
者的分享，能讓我們對於生命意義有更深入的探討。
　　一開始黃光國老師提到，「自我」只是現在這刻，「自性」則
是包含過去、現在與未來，一直以來西方都相當重視自我的概     念，
然而卻忽略了時間的向度。自我只存在於當下，但自性卻是能體現
我們所有的面向。平常我們總是透過意識來思考自己的生命意義，
卻忽視了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潛意識，聽了老師的演講後，深刻瞭解
到生命意義是需要綜合許多面向來探討，且「自性化」將會是我們
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個目標。
　　此次研討會不僅帶來許多知識，同時也讓我們瞭解到若只從西
方理論去探討各種議題，便容易產生文化視盲的現象，導致有所偏
誤。期許我們往後能以更開闊的眼界去看待世界，同時發展屬於本
土化的心理學概念，以便更貼近本土文化。

黃韵婷
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個體在不同文化脈絡下，所經驗到的世界不盡相同，從個人信
念至生命意義追尋，若無法考量價值觀差異帶來的影響，強行將西
方思維套入華人世界，文化上的落差將使我們無法貼近與理解，突
顯本土化的重要性。黃光國老師提及「自性」的概念，是個體與外
在環境交互作用後，決定個人生命的發展，而形成的個人人格，除
了意識的探討，超越意識層面，存於個體的生命經驗中被壓抑在潛
意識的情結亦須被重視，此外納入時間軸向度，使我們對個體的理
解立體化，輔以對文化差異的敏銳，將能協助我們更全面的看待個
體。
　　在此次的研討會中，講師們對於意義的探尋、結合中西方不同
文化的講解，使我們對於生命的意義有深一層的反思。追尋生命意
義，是每個人終其一生的課題，即便沒有刻意探索，生命的意義也
會於存在、死亡間出現，生命的每個時刻都有待實現的使命，必須
以負責任的態度去實現，也在實現的過程，點滴的累積自身生命意
義。

楊濰瑄
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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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本土，胸懷世界」，這是第三屆社會科學本土化學術研
討會暨第四屆本土諮商心理學學術研討會的期許，該研討會於11月6
日至11月8日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王金平活動中心、輔導與諮商學系
明德館召開，這場盛大的研討會由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主辦，吸引
線上與線下的兩百餘名學者與會。

　　11月6日上午中華本土社會學會理事長王智弘教授主持研討會會
前會的開幕式，並舉辦第三屆社會科學本土化學術研討會的會前論
壇，第一場是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副校長張景然教授負責
主持，由黃光國教授針對「全球疫災後的省思」，主講「中西社會
科學的困境」，林安梧教授則擔任與談人。
　　下午由國立東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陳復教授負責主持兩場
論壇，由林安梧教授與黃光國教授各自針對「全球疫災後的省     思」
，主講中西社會科學的重整與開展，楊祖漢教授則擔任與談人。圓
桌論壇（英文場次）則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
究所夏允中教授主持，黃光國教授主講「亞太地區在全球社會科學
發展中的重要性」，全體與會學者討論得非常熱烈。 
　　11月7日，在彰化師範大學王金平活動中心四樓于敦德演講廳舉
辦了本次研討會的開幕式，彰化縣王惠美縣長蒞臨致詞。由於疫情
關係，很多國外學人用線上參與，親自蒞臨的全體與會者在于敦德
演講廳大合照，並由彰師大校長陳明飛教授頒發中華本土社會科學
會終身成就獎給六位已過世的學者，該獎項的榮譽稱作「思源學者
」，取其「飲水思源，繼往開來」的意涵。
　　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在黃光國教授的倡導下，於兩年前攜手國
內七十餘名學人成立的，並選出黃光國教授擔任榮譽理事長、王智
弘教授擔任理事長、陳復教授擔任副理事長與夏允中教授擔任秘

陳復
國立東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兼主任、秘書室公關宣傳組長、

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副理事長、

海峽兩岸心理諮詢協會榮譽理事長

張勻銘 
閩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心理系

助理教授、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

副秘書長

 8



書長。該學會希望從中西會通與儒佛會通的角度，架構出能真實面
對與解決社會問題的本土社會科學。
　　第一屆思源學者旨在選出已過世十五年內的大師級學人，其著
作等身且人格高尚，享譽海內外，終生學術成績已能完整評斷，足
資後繼學者效法，特頒贈這一崇高榮譽，由其家屬或弟子來接受頒
獎，藉此表達學會對其深刻緬懷，藉此「飲水思源」，並惕勵青壯
學者能「繼往開來」。
　　首屆思源學者榮銜頒發給六人：韋政通教授（1927—2018）、張
春興教授（1927—2014）、胡佛教授（1932—2018）、楊國樞教授（
1932—2018）、王鎮華教授（1946—2020）與余德慧教授（
1951—2012），他們都是曾經影響華人社會人文社會學術的大師級學
人，由家屬胡蕙女士、王采元女士與顧瑜君教授；暨弟子陳復教授
、劉威德教授與吳旺霖老師共同接受陳明飛校長的頒獎，現場的氣
氛極其溫馨感人。
　　11月8日，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來到又一高峰，由榮譽理事長黃
光國教授頒發會士給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與國立臺灣大學心理
學系合聘的葉光輝教授與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林安梧教授（
元亨書院院長）會士的榮譽，並頒發榮譽會員的金質證書給張德聰
教授、林安梧教授、李瑞全教授、陳秉華教授與林金源董事長，並
與這些資深前輩合影留念，黃光國教授表示：「這些學者都是思源
學會的精神資產，得獎實至名歸。」
　　本研討會並有多名國外學者，如亞太道德教育學會(APNME, The 
Asia-Pacific Network for Moral Education)榮譽理事長Monica Taylor、紐
西蘭梅西大學心理學院前院長劉豁夫教授、日本東海大學心理社會
學科芳川玲子教授、馬來西亞工藝大學教育學院陳如湘高級講師等
人在線上與會演講與座談。王智弘理事長表示：「我們期待藉由跨
領域的對話與研討，面向全球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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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樞（1932－2018），山東膠縣人，中學未畢業即因國共內戰，於
民國三十六年隨父母移居台灣。楊國樞教授係中央研究院院士，曾
任中研院副院長，曾任《大學》雜誌總編輯，號召學者成立澄社並
擔任首屆社長，他是華人本土心理學之父，畢生關注人格心理學與
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他認為華人心理學研究的盲點在於全盤套用西
方心理學的理論與方法，積極倡導貼進華人社會文化特徵的本土心
理學。著有《臺灣的社會問題》、《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理念與
方法篇》、《華人心理的本土化研究》與《華人本土心理學與華人
本土契合性》等書。

胡佛（1932－2018），浙江杭州人，胡佛教授係中央研究院院士，擔
任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榮任國立臺灣大學首位「連震東法
政講座」教授。他對台灣政治改革與民主轉型曾發揮極為關鍵的作
用，曾任《思與言》雜誌的主要發起人，與楊國樞、張忠棟、韋政
通與何懷碩等學者創辦澄社，秉持「論政而不參政」的態度關懷國
事。他繼承並闡發孫中山先生的治國理念與革命學說，後來號召資
深學者成立「中流文教基金會」，積極展開兩岸人文與社會科學領
域頂尖學者的對話，共同探索中國人在二十一世紀的地位，認識中
華文明對促進人類可持續性發展的時代新意。

韋政通（1927－2018），江蘇鎮江人，韋政通教授係自學有成的思想
家，曾任聯合報系《中國論壇半月刊》編輯委員會召集人，他在臺
灣推出長達百萬字的《中國思想史》，震撼海峽兩岸哲學界，曾任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後受聘擔任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與杭
州師範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畢生出版過三十多種哲學、思想與文
化的學術專著，影響無數青年學子，對海峽兩岸的學術思想貢獻卓
著。晚年獲聘為國立宜蘭大學生命教育研究室榮譽顧問，並頒發     「
政通學者」的榮譽給其九名學生，這些學生繼續在傳播著自由開放
的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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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興（1927－2014），山東昌樂人，民國三十八年來台，畢業於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美國夏威夷大學教育碩士，俄勒岡大學哲
學博士，張春興教授曾任台師大教育心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台師
大終身職名譽教授及博士生導師、美國普渡大學客座教授，作育英
才無數，深耕兩岸學術文化，於北京師範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山
東師範大學、山西大學、吉林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一生勤奮講學且
著作等身，1995年獲Who’s Who 世界社會科學名人獎，2000年獲美
國新世紀學術名人獎，2001年獲美國名人學院心理學炬光獎，2003年
獲香港世界文化優秀論文獎。主要出版書籍包括《張氏心理學辭典
》等三十八種。

王鎮華（1946—2020），江蘇武進人，鎮江出生，童年住蘇州，台灣
長大。王鎮華教授在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畢業後，早年在大學
任教十三年，後來毅然放棄大學教職，自己獨立創辦德簡書院並擔
任山長，著重中道今來的體證，主張「主/體/位/心/台/文」六大區塊
的《易經》體系，誓做一個謀道不謀食的君子，傳承中華文化的天
命。著有《黃河性情長江行》、《百年中國的反省》、《兩岸文化
的關懷》、《書院教育與建築》、《覺者之路》、《生活裡的智慧
》與《道不遠人，德在人心》等書三十餘種。

余德慧（1951－2012），台灣屏東人。余德慧教授畢業於國立臺灣大
學臨床心理學博士，後至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任
教於國立台灣大學心理研究所、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
所與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曾任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
理學系的創系主任。余德慧教授跟楊國樞教授在臺大開設台灣第一
門生死學課程，曾長期擔任《張老師月刊》總編輯，期間開創新穎
的本土心理學研究領域，關注詮釋現象心理學、生死學、臨床諮商
與宗教現象學等前瞻性議題，著有《生命史學》、《生死學十四講
》、《生死無盡》、《臺灣巫宗教的心靈療遇》、《臨終心理與陪
伴研究》、與《生命轉化的技藝學》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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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光輝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
究所副所長、行政院科技部心理學門召集人、中華心理衛生學刊主
編；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合聘教授、Hong Kong Gratia Christian College心理學院榮譽教授、台
灣心理學會理事長。葉光輝教授專長為性格及本土心理學；研究課
題包括華人孝道及代間交換行為、自主性發展、情緒調節、社會化
歷程、親子衝突與轉化，以及高齡社會的家庭調適等。著有《中國
人的孝道：心理學的分析》、《從親子互動脈絡看華人性格的養成
》；主編《家庭心理學：系統思維觀點的探討與應用》、《情感、
情緒與文化：台灣社會的文化心理研究》、《華人的心理與行為：
全球化脈絡下的研究反思》、《華人家庭、代間關係與群際認同》
、《Asian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in the Global Context》、《Global 
Psychology from Indigenous Perspectives: Visions Inspired by K. S. Yang》
等專書。近15年間進一步提出三項原創理論－「孝道雙元」、「雙元
自主性」及「親子衝突歷程」模型，對本土社會行為及人文科學有
極為重大的貢獻。

台灣大學第一位哲學博士，著名哲學家、宗教學家。先後擔任台灣
清華大學教授暨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台灣師範大學教授，慈濟大學
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所長，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元亨書
院院長、台灣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山東大學儒家文明協
同創新中心傑出海外訪問學者及儒學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山東大
學易學及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林安梧教授對於儒家及
新儒家有著極為專業的研究，發展出許多對新儒家的獨到觀點，並
關注儒學的現代適應性問題，不斷深研哲學治療學之可能；除了研
究外，在推動民間書院講學之風也不遺餘力，曾以普通話及閩南語
開講《四書》《金剛經》《易經》《道德經》等！並深入探討臺灣
儒、釋、道文化之繼承與發展，在中華文化的保留及傳承有著舉足
輕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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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生於廣東，臺灣師大美術系畢業，紐約聖若望大學藝術碩士。
畢業後持續從事藝術教育，書畫創作，以及藝術論、文化評論與文
學寫作。曾任臺灣師範大學、臺北藝術大學及清華大學、中國文化
大學等校教授，曾獲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十大傑出青年、瑞士
克茲銀行當代藝術獎等，為國內外著名20世紀中後期至今中國水墨畫
家、書法家、理論家、藝術與文化評論家與作家。在藝術創作與研
究之餘，何懷碩教授還關心國事與台灣社會的民主發展，是著名政
論團體「澄社」的七位發起人之一。其作品以中國傳統的精華去採
擷西方的優長，融匯貫通，創造現代中國的繪畫，在臺北、香港及
歐美舉辦多次個人展覽，更時常應邀參加各地聯合展覽，作品廣為
中外著名美術館、博物館與著名收藏家所收藏。

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在
學術專業方面，早期以美國哲學、宋明理學為主、中期轉以實用主
義、後期則深入發展應用倫理學、環境倫理。朱建民教授曾任中央
大學學生事務處學務長、文學院院長、哲學研究所所長、共同學科
主任、秘書室主任秘書、終身榮譽教授、華梵大學校長、東吳大學
哲學系客座教授、東吳大學端木愷講座教授，教學及研究能力備受
各界推崇；除了學術研究外，亦全力投身台灣通識教育工作的發展
，不斷推動台灣通識教育的重大改革。現任東吳大學哲學系客座教
授、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美國南伊利諾州大學哲學研究所博
士。曾任教於東海大學哲學系、香港中文大學，並擔任國立中央大
學哲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現任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兼任教授，東
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中國哲學研究中心主任。在學術上，李瑞全
教授專精研究於當代新儒學、生命倫理學、康德哲學、應用倫理     學
，對於儒學的發展及流變有著獨到的研究，在中西哲學、文化交流
的貢獻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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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第一位哲學博士，著名哲學家、宗教學家。先後擔任台灣
清華大學教授暨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台灣師範大學教授，慈濟大學
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所長，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元亨書
院院長、台灣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山東大學儒家文明協
同創新中心杰出海外訪問學者及儒學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山東大
學易學及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林安梧教授對於儒家及
新儒家有著極為專業的研究，發展出許多對新儒家的獨到觀點，並
關注儒學的現代適應性問題，不斷深研哲學治療學之可能；除了研
究外，在推動民間書院講學之風也不遺餘力，曾以普通話及閩南語
開講《四書》《金剛經》《易經》《道德經》等！並深入探討臺灣
儒、釋、道文化之繼承與發展，在中華文化的保留及傳承有著舉足
輕重的地位。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曾
任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專任教授、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法律與政府
研究所教授、通識教育中心主任，並擔任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院長
。黃藿教授對於亞里斯多德倫理學、存在哲學、通識教育理念等不
同層面，皆有十分深入的研究及觀點，其研究融合東、西雙方哲學
的不同史觀，對哲學的本土化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貢獻。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台灣政治學者，曾任美洲中國時報
主筆、聯合報主筆、台大新聞所暨三民主義研究所專任教授、政大
中山所暨俄羅斯研究所兼任教授、新黨立法院黨團召集人等。
 周陽山教授於新聞、學術、政治等不同領域，皆有長久且豐富的實
務經驗，廣泛瞭解各國政治制度，並進行了廣泛的比較、研究與探
索，專業的論文與報告，為台灣政策發展提供極為重大的助力。 

 14



 15

吳武典教授為美國肯塔基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
理系教授、特殊教育中心主任、特殊教育學系主任、教育學院院長
、行政院國科會教育學門召集人、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理事長、世
界資優教育協會(WCGTC)會長。現任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名
譽教授。吳武典教授於資優教育、特殊教育政策、學校輔導工作等
，皆有深入且重要的研究，曾獲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終身成就獎
」。其從資優教育出發，將生涯與多元智能做成連結，發展生涯輔
導的新架構，開創出學術上對於智能的新視野。

美國伊利諾大學諮商心理學博士，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
與輔導學系專任教授、學生輔導中心主任、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理
事長、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主編，曾獲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傑出研
究「木鐸獎」。 除了上述豐富的實務經驗外，陳秉華教授在本土化
諮商、多元文化諮商、融入靈性的心理諮商也有深入且豐富的研究
，曾創建「人我關係協調之諮商理論」，主編《多元文化諮商在台
灣》一書，並著有《融入宗教與靈性的心理諮商》，內容結合宗教
、靈性與心理諮商，為本土諮商帶來嶄新的觀點。

美國伊利諾大學諮商心理學博士，現為台灣師範大學榮譽教授，曾
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與澳門大學教育學院，並
曾任台灣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主任、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主任、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理事長。曾獲美國心理學會(APA)諮商心理學分
會「優秀國際學者表揚狀」、美國生涯發展學會(NCDA)「華人生涯
發展傑出專業獎」、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傑出研究「木鐸獎」與「
終身成就獎」。其著作《生涯諮詢與輔導》融合東、西雙方生涯理
論，為台灣生涯發展理論打下扎實穩固的根基，其並創建「心理位
移書寫」治療理論，對結合方智慧與西方療癒理論之本土諮商心理
學發展貢獻重大。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博士。曾任空中大學教務長、教學媒
體處處長、輔導處處長、生活科學系主任、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
局戒菸諮商專線計劃負責人、「張老師」基金會執行長、董事長、
救國團主任、中華心理衛生協會理事長、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理事
長、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協會理事長、華人家庭婚姻心理健康協會
理事長、群我倫理促進會理事長、大華學校財團法人大華科技大學
董事長等。對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皆貢獻卓著。著有《諮商技術訓
練手冊》、《團體輔導》、《生涯輔導》、《張德聰的自助舒壓手
冊（上）：美好人生的心理維他命》等無數著作，將寶貴的諮商實
務經驗，以深入簡出的方式傳承，對團體輔導、學習輔導、壓力管
理等多個領域皆有深刻且重要的研究與推廣。

清華大學應用物理學碩士，曾任工研院電子所副研究員、台灣區醫
療器材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現任台灣超現代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
、奇林樂活心法平台創辦人。於1981年成立百略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擔任公司董事長暨總經理，並不斷開發強調環保的醫療量測工
具，其產品注重社會福祉及經營，銷售遍佈世界50餘國。林金源董事
長以「社會創業家」自許，不斷透過社會創新與公民治理，提倡永
續發展的終極理想，其理念及付出，對國人健康福祉有著十分重大
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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