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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 請 函 

第七屆世界華人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主題：世界關聖帝君民間信仰文化 

 

邀請函 

 
我們決定於 2016 年 9 月 25 日（星期日）上午八點半在台灣台北市師大綜合大
樓會議室（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舉辦第七屆世界華人文化國際
學術研討會，主題：世界關聖帝君民間信仰文化。目的在結聚台灣、大陸、港
澳及東南亞學者，推展世界華人民間信仰文化的傳播、討論世界華人民間信仰
文化本土化的進程及其未來的發展。誠摯邀請你來參加，我們將提供本次研討
會論文集、當天便當與茶點。 
課題範圍如下： 
1、關公信仰文化的特色 
2、移民與關公信仰 
3、關公信仰的文化內涵 
4、南洋的關公信仰及其特色 
5、關公信仰與其他民間信仰的互動 
6、中華文化特色的關公信仰文化 
7、其他 
 
                             世界華人民間信仰文化研究中心 
                             主席團主席       謝正一 
                             學術顧問團主席   楊松年 
 
                                       2016年 8月 10日 
 
主辦單位：世界華人民間信仰文化研究中心、南洋文化學會 
承辦單位：中華兩岸事務交流協會 
合辦單位：中華全球華僑總會、中華古玉文化研究會 
          台灣推廣教育學會 
地    址：10841 台北市開封街2段24號2樓 
電    話：02-2311-8247 
傳    真：02-2371-6056 
E-mail：crngroup@ms47.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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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行 程 

日程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第一天 

9/24(六) 
15：00後 飯店自行報到 

谷墨商旅師大館 

地址：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47號 

電話：02-2395-5953 

第二天 

9/25(日) 

08：30-09：00 大會報到 

台北市師大綜合大樓會議室 

地址：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29號 

09：00-12：30 上午研討會 

14：00-17：30 下午研討會 

第三天 

9/26(一) 
08：30-17：00 參訪台灣寺廟 行天宮、法鼓山 

第四天 

9/27(二) 
全天 離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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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討 會 議 程 

時間 2016 年 9月 25日（日） 

08：30-09：00 報到 

09：00-09：50 

大會開幕： 

主持人：   謝正一教授 

主席致詞： 南洋文化學會名譽會長 

           中華兩岸事務交流協會總會長               謝正一 

           世界華人民間信仰文化研究中心執行主席               

貴賓致詞： 開南大學校長                             梁榮輝 

主題演講 1：楊松年：世界的關聖帝君 

主題演講 2：龔鵬程：儒學與儒教，文廟與武廟 

09：50-11：00 

第一場會議：福建東山的關帝信仰 

主持人：陳隆昊、林佳燕 

發表人： 

陳 彤教授：福建關帝廟文化探微 

林緯毅教授：新加坡關帝信仰的兩個源頭：東山關帝廟與泉州關嶽廟 

葉之樺教授：福建東山關公廟研究 

蔡玄暉教授：福建東山關帝信仰探討 

蔡桂芳女士：關帝信仰的跨境傳播：以福建東山、新加坡和印尼廖省丹市

為例 

11：00-11：20 交誼時間   

11：20-12：30 

第二場會議：臺灣的關帝信仰 

主持人：晏揚清、陸亦群 

發表人： 

鄧文龍教授：高雄五甲關帝廟的敬惜字紙 

林佳燕教授：台南地區關公信仰崇拜之研究―以台南關廟下湖關帝廟暴牙

文衡聖帝為考察對象 

吳煬和教授：台灣六堆客家地區恩主公信仰源流與特色 

張家麟教授：誰在封神：當代台灣關公信仰脈絡及其形成 

殷必雄先生：淺論哥老會中的關聖信仰 

12：30-14：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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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5：10 

第三場會議：東南亞的民間信仰 

主持人：練卜鳴、連石磊 

發表人： 

阮玉詩教授：文化增權―越南文化中的關公 

范 軍教授：泰國華人關帝信仰之研究―以曼谷地區的關帝廟為中心的考

察 

葉昌桔先生：東南亞九皇民間信仰研究 

辜美高教授：從明刊《三國演義》蠡測關公為伽藍護法的理論根據 

黃君榑先生：從會館到廟宇的象徵轉移—澳門三街會館關帝古廟關帝水神

形象的探討 

15：10-15：30 交誼時間 

15：30-16：40 

第四場會議：關於關帝、一般信仰文化 

主持人：鄧文龍、姚玉霜 

發表人： 

宋志軼教授：從關林說起 

王海燕教授：民間信仰與藏傳佛教―試論多傑雄登信仰的符號象徵 

霍文勇教授：古代兩河流域民間信仰―以西帕爾城隱修院女書吏社會 

角色為例 

閻  濤先生：山陝會館與關公信仰文化研究 

16：40-17：10 

大會閉幕式 

主持：楊松年、謝正一 

第七屆世界華人文化學術研討會圓滿閉幕 

17：10-17：30 大會攝影留念 

18：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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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加 學 者 專 家 名 錄 

台灣 

1. 謝正一教授  南洋文化學會名譽會長 
              中華兩岸事務交流協會總會長 
              世界華人民間信仰文化研究中心執行主席 

2. 龔鵬程教授  北京大學客座教授 
              佛光大學創校校長 
              南華大學創校校長 
              南洋文化學會會長 

3. 張家麟教授  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 
4. 鄧文龍教授  文藻外語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5. 林佳燕教授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基礎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6. 殷必雄先生  民間文史工作者 
7. 吳煬和教授  美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8. 卓克華教授  佛光大學歷史系教授 
9. 劉國威教授  原佛光大學佛學院院長 

              台灣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10. 晏揚清教授    義守大學教授 
11. 陳隆昊社長  唐山出版社社長 

              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會長 
              世界華人民間信仰文化研究中心執行副主席 

12. 姚玉霜教授  佛光大學宗教系教授 
13. 練卜鳴教授    青島求實職業技術學院副校長 
14. 吳毓星教授    台灣推廣教育學會計畫經理、華人文化主編 
15. 連石磊先生    中華全球華人琉球之友會會長 

大陸 

1. 陳 彤教授  福建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2. 葉之樺教授  廈門市台灣藝術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3. 王海燕教授  陝西師範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 
4. 霍文勇教授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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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閻  濤先生  南開大學歷史學博士後 
6. 宋志軼教授  蘇州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7. 彭武警先生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香港、澳門 

1. 蔡玄暉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師 
2. 冉多文先生    港澳國際傳媒集團董事局主席 
3. 鄭偉力女士    港澳國際傳媒集團副總經理 
4. 冉  祥先生    天網科技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 
5. 白素貞女士    中華全球華僑總會澳門分會會長 
6. 黃君榑先生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碩士研究生 

日本 

1. 陸亦群教授  日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越南 

1. 阮玉詩教授  胡志明市國家大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院教授 

泰國 

1. 范 軍教授  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 
2. 葉昌桔先生    泰國華僑崇聖大學道教文化館學術顧問 

              泰國道教華光寶殿主人 
              泰國道教文化學習院執行長 

新加坡 

1. 楊松年教授  原新加坡國立大學漢學研究中心副主任 
              原台灣佛光大學文學所教授 
              世界華人民間信仰文化研究中心學術顧問團主席 

2. 辜美高教授  原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新躍大學聯辦課程組諮詢員 

3. 林仰章先生    新加坡點墨廬負責人 
4. 林緯毅教授  新加坡道教學院學術顧問 

              馬來西亞南方大學院教授 
5. 蔡桂芳女士  華僑大學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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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席 學 者 專 家 及 社 會 人 士 名 錄 

1. 黃啟聖先生  高雄大觀書院院長 
2. 陳如聖先生  台灣推廣教育學會執行長 
3. 張寶樂先生    中華道教學院學務長 
4. 龔春生教授    真理大學國貿系副教授 
5. 方顯光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財經系副教授 
6. 劉源俊教授    前東吳大學校長、名譽教授 
7. 習賢德教授    輔仁大學教授 
8. 孫治本教授    城邦論壇社長 
9. 林光輝先生    台灣抗日親屬協進會會長 
10. 巫曉天先生    台灣人民報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1. 黃  史先生    中華道家始祖老子第四十七代傳人 

                  世界道教總會主席、國際老子道教總會會長 
12. 張世良先生    彰化縣八卦山大佛風景協會董事長 
13. 江明錠先生    苗栗天福宮常務管理委員 
14. 李鎔任先生    中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 
15. 劉瑞麟女士    中華農業文經振興協會策略長 
16. 蘇家堃先生    中華農業文經振興協會副會長 
17. 楊樹清先生    燕南書院院長 
18. 張孟剛先生    太平洋醫材公司董事 
19. 張光海先生    金門縣義消總隊總隊長 
20. 王譽茹女士    中華全球華僑總會前會長 
21. 黃崇明先生    合興資訊整合有限公司 
22. 黃錫麟先生    中華保釣協會秘書長 
23. 曾文龍先生    大日不動產研究中心主任 
24. 林煒鈞先生    台灣工黨秘書長 
25. 蕭宏緯先生    台北市文山國際青年商會會長 
26. 盧根陣先生    金門縣文化園區管理所所長 
27. 黃裕翔先生    泰崴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28. 歐陽台先生    台灣新住民福利黨創黨主席 
29. 錢  達先生    民主團結聯盟秘書長 

7 



 

30. 郭仲卿先生    台灣整復師聯盟工黨創黨黨主席 
31. 蔡龍紳先生    中國新洪門黨主席 
32. 沈春雷女士    中華新住民黨副秘書長 
33. 戚嘉林先生    中國統一聯盟主席 
34. 林際健先生    宜蘭縣觀光大使協進會理事長 
35. 陳拓環先生    全球和平聯盟台灣總會副理事長 
36. 謝杰修先生    全球財經台董事長 
37. 王淑美女士    中華古玉文化研究會秘書 
38. 王語禎女士    中華古玉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 
39. 王桂嬌女士    珠海土植寶農業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40. 尤泳智先生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綜合計畫處簡任技正 
41. 潘美月教授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42. 陳博彥教授    宜蘭大學化工與材料工程學系教授 
43. 李錫敏先生    南華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 
44. 黃文吉教授    開南大學教務長 
45. 許庭禎先生    台灣工黨中央常務委員 
46. 吳佳璋先生    台灣工黨中央委員 
47. 張國禮先生    台灣工黨中央委員 
48. 余惠芳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財經系副教授 
49. 羅秋昭教授    台灣抗日家屬協進會理事 
50. 施光恆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51. 張瑞霞女士    金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52. 趙文傑先生    趙族宗親總會秘書長 
53. 林碧珍女士    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54. 李清煌先生    國家寶藏博物院創辦人 
55. 魏成光先生    台灣地球出版社社長 
56. 黃東秋教授    佛光大學應用外語系教授 
57. 李德鐘先生    中華古玉文化研究會鑑定師 
58. 張雪貞女士    中華文物收藏學會理事長 
59. 林青鋒先生    台灣推廣教育學會專業講師 
60. 張秀蕙女士    台灣推廣教育學會專業講師 
61. 苗其盛先生    台灣推廣教育學會專業講師 
62. 陳達弘先生    中華合氣道聯盟總會長 
63. 宗孝安先生    福茗藝文會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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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詞 
我們於 2016 年 9 月 25 日在台北市召開「第七屆世界華人文化國際學術研

討會」，這次的主題是「世界關聖帝君民間信仰文化」。出席研討會的學者專家

來自台灣、大陸、香港、澳門以及日本、東南亞的越南、泰國、新加坡等約 40
位，同時邀請出席的台灣學者專家及社會人士約 80 位。大家齊聚一堂，相互交

流，相互認識，相互交換彼此對於民間信仰文化的研究及學習心得，這就是我

們舉辦研討會的目的。 
  我們在第四屆研討會，確認在南洋文化學會的架構下，成立「世界華

人民間信仰文化研究中心」，這個的鬆散的組織，設有主席團以及學術顧問團，

聘請各地資深學者、專家、文史工作者一起來耕耘和推動華人民間信仰文化的

研究及活動，本中心並設有秘書處、出版處，目前定期半年出版的「華人文化

研究」，已出版了四卷一期，共七次。現在已成為華人世界研究民間信仰的一個

很重要期刊。 
  本中心經過學術顧問團楊松年主席的推動，已在 2015 年 12 月於泉州

成立了「大觀書院」，後續我們在台灣亦陸續成立了台北、台中、高雄的「大觀

書院」。今年年底前，本中心期望在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成立各地的「大

觀書院」。我們在各地成立「大觀書院」，是希望書院能成為當地的中華文化以

及民間信仰文化的交流中心，並成為世界華人文化交流與合作的橋頭堡。 
  這次研討會，感謝中華古玉文化研究會、中華全球華僑總會、中華兩

岸事務交流協會、台灣推廣教育學會的支持，以及海內外研究民間信仰文化學

者專家的支持，才能有這麼大的盛會，我們也匯集了 22 篇的論文，相信對與會

與邀請出席的學者專家以及社會人士等，都是ㄧ次難忘的盛會。 
  世界華人民間信仰文化研究中心在以後的日子裡，仍將繼續推動各種

民間信仰的研討會，以及在華人世界，特別是東南亞成立「大觀書院」。我們期

望大家的支持，共襄盛舉，讓中華文化和民間信仰文化能不斷地精進和發展。 
 
                        世界華人民間信仰文化研究中心 
                             主席團主席       謝正一 
                             學術顧問團主席   楊松年 
                                 2016 年 9 月 25 日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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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決定於2016年9月25日（星期日）上午八點半在台灣台北市師大綜合大樓會議室（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29號）舉辦第七屆世界華人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世界關聖帝君民間信仰文化。目的在結聚台灣、大陸、港澳及東南亞學者，推展世界華人民間信仰文化的傳播、討論世界華人民間信仰文化本土化的進程及其未來的發展。誠摯邀請你來參加，我們將提供本次研討會論文集、當天便當與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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