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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96 學年度辦理「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 

實施計畫 

ㄧ、宗旨與目標： 

1.近年台灣社會各式之亂象造成社會各階層的人心不安，且嚴重

動搖社會之根層結構，使得家庭倫常大變、社會秩序脫軌，是

前所未見的社會近況。此乃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對生命不

尊重所產生的現象。希望藉由研討會與宗教界的共同討論，重

新建立家庭倫常和社會秩序的概念，重新認識與尊重對「生命

關懷」的重要性。 

2.由於社會急速的發展與轉型，社會普遍對於文化延續的調適有

著斷層的危機，也阻礙了社會整體理性的發展。近年來各宗教

團體將「生命關懷」之課題也成為「文化建設」的主要目標，

因此結合各界的社會力量，來共同有效地推動新時代的文化發

展，是值得嘗試的文化更新運動。 

3.藉由本研討會落實對本土文化的關懷，促進本校與學術界及地

方宗教社團彼此之間的對話，嘗試塑造良善的社會環境。 

 

二、辦理單位： 

1、主辦單位： 

正修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研考處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協辦單位： 

       財團法人龔金柯文教基金會 

       中國儒教會 

 

三、活動時間： 

2007 年 11 月 02 日，早上八點二十分起至下午五點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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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地點： 

正修科技大學圖書科技大樓 10 樓至善廳 

高雄市陽明國中視聽教室 

 

五、邀請對象： 

國內外學術界、宗教界及社會各界約二百六十人。 

 

六、活動方式： 

    1.邀請各宗教團體負責人參加本次交談會議。 

    2.會議分成專題演講、論文發表。 

    3.會議時間ㄧ天。 

    4.專題演講：邀請國內知名學者針對宗教生命關懷作專題演講。 

    5.論文發表：每場邀請二位學者發表論文，全天共九篇。 

    6.主題座談：主題討論後，安排主題座談，讓與會人士發表高見，

共同分享對生命關懷新價值的不同詮釋。 

 

七、預期成果： 

    1.藉由本研討會可以讓學術界與宗教界之間增加對話關係， 

      嘗試塑造良善的社會環境。 

    2.藉由本研討會重新認識個體或群體「生命」關懷在於人生價值

的新詮釋。 

    3.藉由研討會與宗教界的共同討論，重新建立家庭倫常和社會秩

序的概念，重新認識與尊重對「生命關懷」的重要性。 

 

八、活動經費： 

本實施計畫所需經費計貳拾伍萬陸仟元，其中拾萬由高雄市政府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補助，其餘經費由本校支應。 

 

九、本實施計畫奉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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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會議議程 
時間 

       地點 
程序          演講人或發表人 / 主持人 / 引言人 / 討論人 

8:20~9:00         報    到 正修科技大學 

9:00~9:20 

（正修科大） 
開幕典禮 

正修科技大學 校長龔瑞璋 

  高雄市政府研考會許立明主任委員 

9:20~10:30 

（正修科大） 

        專題演講 

   傳統社會殯葬祭禮 

演講人:鄭志明教授 

天主教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10:30~10:50 茶      敘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論文題目 討論人 

    楊濟襄 
 國立中山大學 

中文學系副教授 

大學通識課程對「生命關

懷」的實踐－以國立中山

大學通識課程「生命禮儀

與文化詮釋」為觀察 

李金鴦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副教授 
10:50~11:50 

（正修科大） 

 第一場次 
發表 20 分 

10 分提問 

共二篇論文 

徐漢昌 
文藻 

外語學院 

應用華語系

系主任 

    歐崇敬 
 南華大學世界 

 中國哲學研究 

   中心主任 

靈魂與神性 

、神明的世界 

釋聖玄法師 
佛陀教育基金會講師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美國紐約長島大學交

流計劃執行長兼講師

11:50-13:30          午餐 
12:20~13:25  宗教生命禮儀演示(受邀單位：中國儒教協會) 

正修科技大學圖書科技大樓十樓至善廳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論文題目      討論人 

丁孝明 
正修科技大學 
通識中心講師 

佛教輪迴觀 

的辨證與應用 

鄭卜五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經學研究所教授 
13:30~14:30 

（正修科大） 

 第二場次 
發表 20 分 

10 分提問 

共二篇論文 

鄭志明 
天主教 

輔仁大學 

宗教學系 

教授 

釋聖玄法師 
佛陀教育 

基金會講師 

佛教生死觀的經典啟示

─以《藥師琉璃光如來

本願功德經為例》 

許洋主 
如實佛學研究室 

負責人 

14:30~14:50 茶      敘 

    余永湧 
華梵大學推廣教育

中心生命事業講師

民俗生死文化與 

生命關懷 

鄭志明 
天主教輔仁大學 

宗教學系教授 14:50~15:50 

（正修科大） 

 第三場次 
發表 20 分 

10 分提問 

共二篇論文 

丁旭輝 
高雄應用 

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

展系副教授 

龔瑞祥 
正修科技大學 

通識中心講師 

談死後關懷─ 

以高雄地區墳場為例 

     歐崇敬 
南華大學世界中國

哲學研究中心主任 

15:50~16:00 休     息 

伍純嫻 
正修科技大學 

通識中心講師 

試探王維山水詩中之禪

意境界與其人生觀 

康義勇 
文藻外語學院 

應用華語系副教授 16:00~17:00 

(陽明國中) 

 第四場次 
發表 20 分 

10 分提問 

共二篇論文 

吳百祿 

正修 

科技大學 

通識中心 

主任 

洪志明 
正修科技大學 

通識中心講師 

從印光祖師 

《臨終三大要》 

淺談臨終助念的意義 

丁孝明 
正修科技大學 

通識中心講師 

17:00 研討會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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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第一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經費概算表 

計畫經費總額 : 256,000 ，申請金額 : 156,000 ，高雄市政府補助款 : 100,000 
 
製表人                      研考處                           主任秘書 

單位主管                    會計室                           校    長 

 

項目 單位 數量 單價 合計 備註 
一、人事費     本校經費 校外經費 

1.主持費 人 6 2,000 12,000 12,000  

2.評論費 人 8 2,000 16,000 16,000 
 

3.專題演講費 次 1 6,000 6,000 6,000 
 

4.撰稿費 4 千字 9 3,000 27,000 27,000  

二、旅運費       

 人 5 3,600 18,000 18,000  

二、業務費       

1.研討會手冊 本 200 260 52,000 
 

52,000 

2.場地佈置 

  (含陽明國中) 
式 2 5,000 10,000 5,000 5,000 

3.海報製作費 式 1 16,000 16,000 6,000 10,000 

4.便當 個 260 100 26,000 26,000  

5.茶敘 式 2 12,000 24,000 24,000  

6.工作人員工作費 人/次 20 500 10,000 10,000 
 

7.成果彙編 

  (含申請 ISBN 及市

 府研考會成果報告)

式 1 30,000 30,000 4,000 26,000 

三、 雜    費 其他雜項 9,000     2,000     7,000 
     總    計  256,000 156,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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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 

簽到處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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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 

開幕式活動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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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 

專題演講活動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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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 

論文發表活動剪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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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 

論文發表活動剪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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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 

茶敘活動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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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 

宗教禮儀演示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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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 

陽明國中論文發表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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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社會的宗教喪葬祭禮 
 
 

鄭志明 

輔仁大學 

宗教學系 

 

摘  要 

 從原始社會到現代社會是有著一脈相傳的文化結構，在新的時代發展

中仍保有其固有的傳統性格，殯葬的宗教祭祀禮儀即是流傳數千年的社會

習俗，是各個民族文化傳統的源頭。顯示出原始社會的靈魂信仰與祖先崇

拜一直是永續綿延傳承，經過儒家、佛教與道教等儀式的詮釋，更鞏固了

其牢不可破的文化形式，以莊嚴隆重的祭祀儀式來傳達人們慎終追遠的親

親之情。本文是採宏觀論述的立場，探討傳統社會喪葬禮儀中祭祀的起源

與發展，從先秦時代祭祀禮制的原由與內涵談起，接著探討儒家、佛教與

道教等祭禮的繼承與擴充，理解到三教的兼容並蓄，豐富了傳統社會喪葬

禮儀的文化活動與宗教色彩，彼此間不是強烈的對立與排斥，是採相互的

融合與傳承，在儀式上可以合流與轉化，形成傳統社會集體共有的生命禮

儀與生活習俗，顯示出殯葬的祭祀禮儀是可以超越出宗教的界限，昇華祭

祖情感的神聖內涵，擴大了生者與亡者精神交感的生命體驗。最後討論當

代傳統宗教祭祀禮儀的變遷與調適，追究多元宗教儀式有無再度合流共生

的可能性，以及各個宗教如何對應時代的挑戰進行自我的更新與發展。祭

祀禮儀可以說是殯葬文化最為核心的部分，是緊扣著靈魂觀與死後世界觀

而來的宗教實踐，可以加強人際間的倫理運作與社會的和諧發展。 

關鍵字：殯葬、祭祀、宗教、天地人鬼神五位一體、儒家、道教、佛教 



大學通識課程對「生命關懷」的實踐－    

以國立中山大學通識課程「生命禮儀與文化詮釋」為觀察．43 
 

 

 
 

大學通識課程對 
「生命關懷」的實踐－ 

以國立中山大學通識課程 
「生命禮儀與文化詮釋」為觀察 

 
 

楊濟襄 

國立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兼通識教育中心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組組長 

 

「生命禮儀與文化詮釋」課程基本資料 

開課屬系：通識課程--博雅深化 

課程性質：學期；跨學院選修 

開課時數：93學年度迄今，每學期2學分 

榮獲獎項：教育部顧問室個別型通識教育改進計畫 

    941、951榮獲教育部顧問室個別型通識教育改進計畫【績優計畫】 

 

一、「生命關懷」在課堂裡的深耕： 

「生命禮儀與文化詮釋」與通識教育的核心關聯 

長久以來，「生命關懷」在大學通識課程中的實踐，給外界的第一印象，

往往只是在「服務課程」上打轉。然而，通識教育的核心精神在於培養學生適

當的文化素養、生命智慧、分析思辨能力、表達溝通技巧、以及終身學習成長

的動力；「生命關懷」在通識課程的規劃裡，難道只能立足於社會志工服務的

少數個案，而無法在課堂裡結合社會觀察與文化理論，進行更深層的對話與討



靈魂與神性、神明的世界．63 

 

 

 
 

靈魂與神性、神明的世界 
 
 

歐崇敬 

南華大學 

世界中國哲學研究中心主任 

 

摘  要 

靈魂學當然包含神性的問題，神性的問題當然也就包含屬於

神的體系的問題。特別就是道教的一種很經常性的討論，就是有

關於分靈的問題。我們大致上知道分靈就是進入我們所膜拜的偶

像，不管是木造或是金造、玉造、石造或者是木雕、石雕、玉雕

的偶像裡面，基本上有一個理解就是本靈是在天上。在凡間受到

膜拜的大致上都是分靈，當然也有少數例外。 

關鍵字：靈魂、神性、神明、本靈、分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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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輪迴觀的辨證與應用 
 
 

丁孝明 

正修科技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講師 

 

摘  要 

本文主在論述佛教輪迴觀的理論與其在生命終極關懷上的應

用。佛教輪迴觀由於堅持徹底「無我」的主張，只言及業報輪迴的動

力，捨棄有輪迴主體的觀點，而常遭到教外甚至是教內人士的質疑，

認為佛教既然主張「無我」、「無靈魂」的觀點，既無我又無靈魂，那

麼究係是誰在輪迴？甚至質疑真有輪迴嗎？本文即在說明佛教「無我

輪迴」的生死觀及其在內部義理上溝通的契機，從「無我」的觀點，

來闡明去除「靈魂」、「我執」的根本無明及從「緣起」、「中道」的觀

點才能臻至「涅槃解脫」，才是佛教所謂「生命終極關懷」的最高體

現。 

關鍵字：業報、輪迴、緣起、無我、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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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生死觀的經典啟示－ 
以《藥師琉璃光如來本願功德經》為例 

 
 

釋聖玄 

輔大宗教學系－美國紐約長島大學 

2007 年「佛教與文化」合作專案 

執行長兼講師 

 

摘  要 

生命是一種「狀態」，它象徵著一股「生生不息」的力量; 生命

的意義是內省而且是自發性的(spontaneous)，因此它能無所不包、

無所不感通，有如大地之母。而「觀想死亡」指的不是「人人必死」

那種被動而無奈的事實，其所指涉的是一種主動或有所自覺的面對死

亡、接近死亡。 

藥師佛的生死智慧不只圓滿生死的四大目標，更以其浩翰的思想

內涵，透過善巧方便的「消災延壽」與「隨心滿願」法門，不僅令生

者蒙受其益，讓社會整體醫療其功能意義與效用，不再只局限於主體

醫學之氛圍; 其次，平日之修持更可延伸為往生救度營造冥陽兩利，

令生死兩造同霑法益，足見藥師信仰與社會之間的互動展現出相互依

存性; 最後，藥師信仰更藉由其豐富的信仰實務性，於喪葬儀禮中開

展出其神聖性，社會生活對宗教信仰的充份需求與仰賴，據此展露無

遺。 

宗教社會學家涂爾幹主張宗教是一種社會的神化，足見宗教信仰

不可能超越自然或社會而存在。本文希望藉由佛教「生死觀」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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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俗生死文化，記錄著我們從出生到死亡的「出生禮」、「成年

禮」、「婚禮」、「壽禮」、「喪禮」與「祭禮」等六大「生命禮俗」，而

且各階段的「生命禮俗」儀式皆擁有著我們「生命關懷」之傳承內涵。

在人生的民俗「過關儀式」裏，我們面對時代的變遷過程，傳統「民

俗生死文化」皆具有「生命關懷」，它是一種出自於我們日常生活中，

對「生命」所呈現的最佳「關懷」。本文就「物質民俗」、「社會民俗」、

「精神民俗」與「語言民俗」四大類民俗，來探討促使我們「身、心、

靈」達到平衡的一系列「生命禮俗」所擁有的「生命關懷」。 

關鍵字：民俗生死文化、生命關懷、生命禮俗、身心靈、民間禮俗 

 

 

 



談死後關懷─以高雄地區墳場為例．183 

 

 
 

談死後關懷－ 
以高雄地區墳場為例 

 
 

龔瑞祥 

正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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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台灣文化習俗中談死亡是屬於禁忌的領域，死亡更是任何人都

無法經驗與體會的，更何況如何談死後世界呢？死後世界又到底長成

什麼樣子呢？筆者認為幾乎是每人都會非常好奇的話題。於是本文嘗

試從華人社會對喪葬禮的尊重與遵守，進入台灣社會中對死後世界存

在之價值架構，從中去了解每一不同年代的墳塚型態的變化，藉由這

些的變化了解每一型態的情感世界意涵，也藉由對死後關懷的尊重來

肯定生命存有的重要性。 

關鍵字：公墓、墳塚、墓碑、死亡、死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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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王維的詩歌創作中，素來最為人所稱道的即為其山水田園詩。王維的山水

田園詩豐富多彩，往往在詩中蘊藏著不同的風格和情調，在其詩作中有氣象雄

偉、意境開闊者，也有清淡雅緻、閒適幽靜者。在王維的筆下無論寫何處的山水，

他都能精確、傳神地表現出其鮮明的個性特徵。而這是因王維對於大自然的感覺

非常敏銳，觀察十分仔細，擅長捕捉自然景物的色彩、聲息和動態，並藉此寫出

自己細緻深刻的感覺。王維喜歡並擅長在詩中創造一種靜謐的意境，但這樣的意

境他卻不以靜寫靜，而是巧妙地採用以聲音寫靜和以動態寫靜相結合的藝術手

法。他以詩人兼畫家的眼光觀察景物，並把繪畫的技法融入詩歌創作中，因此，

他的許多山水田園詩寫得形象鮮明，色彩豔麗，構圖精美，富於空間層次感，詩

情和畫意非常濃郁。所以讀王維詩，可以深刻的體會到「詩中有畫」的境界，而

其中最大的感受就在於他透過文字所描繪出的那幅畫面，總是那麼樣的清新，那

麼樣的生動自然，因為在詩作中他擅長以文字代替繪畫中的線條色彩來展現出具

有詩意的鮮明畫面。這也難怪蘇軾會以「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

畫中有詩。」1 這樣的言論來讚揚他的作品，而這讚美之詞也道出了王維詩的迷

人之處。又皮師述民在其《王維探論》一書中也指出： 

                                                 
1  參見蘇軾《書摩詰藍田煙雨圖》，《東坡題跋》下卷，（台灣台北:廣文書局，民國 197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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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世人之不了生死，依然輪迴不息，究因在於看不透生死大事，致心生恐懼。

貪生怕死，因此一味在腐朽軀殼利益上打點，而不知令神識得所。捨本逐末，愛

之適以害之，如竈上添薪點火，而不釜底抽薪，禍害無窮。時至今日，台灣醫療

設備日新月異，世人共讚，甚至有組醫療觀光團來者。然國人癌末絕症重症病患

仍是有增無減，他們本應瓜熟蒂落，仰賴進步的醫療照護體系，重複地打針吃藥、

急診療護，終日臥床，度過風燭餘年。壽命是延長了，心寧終究不能平靜踏實。

有些則久病厭生，一心想死，徒增諸多苦痛。因此安寧療護、臨終關懷等機構如

雨後春筍，相習成風，病患確也有了付託。 

    然而隨著死神的漸漸到來，病患對生死之恐懼絲毫沒有減低，面對渺渺茫茫

的未來，不知何去何從。因此宗教的臨終關懷遂應運而生，施以善巧地安慰開導，

解決了許多心坎深處的疑惑。今日科技先進壓力吃緊的年代，宗教臨終關懷的所

扮演的角色，顯得更形重要。 

    生死，是人人皆須面對的一件大事，人命無常，轉瞬即至。何不趁身強體健

之時，先將資糧預備穩妥？古詩云：「我見他人死，我心熱如火，不是熱他人，

看看輪到我。」人生最後一段大事，豈可須臾忘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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