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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2009 年 2月 14 日（週六）上午 時 間 2009 年 2月 14 日（週六）下午  第一組（中山講堂） 第二組（逸仙放映室） 14：00 ↓ 16：00 
（（（（一一一一））））、 1、主持人：鄭乃文 2、宣讀論文：王  傑（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孫中山民生主義的和諧理意孫中山民生主義的和諧理意孫中山民生主義的和諧理意孫中山民生主義的和諧理意」」」」 3、評論人：葛永光 （（（（二二二二））））、、、、    1、主持人：高希均 2、宣讀論文：李育民（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孫中山民生主義中的對外理念與主孫中山民生主義中的對外理念與主孫中山民生主義中的對外理念與主孫中山民生主義中的對外理念與主張張張張」」」」    3,評論人：王建朗 （（（（三三三三））））、、、、    1、主持人：葉明德 2、宣讀論文：陳爭平（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民生主義思想與抗戰前中國經濟發民生主義思想與抗戰前中國經濟發民生主義思想與抗戰前中國經濟發民生主義思想與抗戰前中國經濟發展展展展」」」」    3、評論人：尚建新 （（（（四四四四））））、、、、    1、主持人:李桐豪 2、宣讀論文: 楊天宏（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孫中山民生思想中的資產權屬理念孫中山民生思想中的資產權屬理念孫中山民生思想中的資產權屬理念孫中山民生思想中的資產權屬理念」」」」    3、評論人：劉阿榮 

（（（（一一一一））））、 1：主持人：高崇仁 2、宣讀論文：章清  （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民生主義民生主義民生主義民生主義的現代迴響的現代迴響的現代迴響的現代迴響」」」」 3、評論人：高崇雲 （（（（二二二二））））、、、、    1：主持人：王玉璞 2、宣讀論文：樂  正（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孫中山的現代化方略與深圳濟特區孫中山的現代化方略與深圳濟特區孫中山的現代化方略與深圳濟特區孫中山的現代化方略與深圳濟特區發展實踐發展實踐發展實踐發展實踐」」」」    3、評論人：李桐豪 （（（（三三三三））））、、、、    1、主持人：韓水法 2、宣讀論文：田  彤（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孫中山雙重人格下的民生主孫中山雙重人格下的民生主孫中山雙重人格下的民生主孫中山雙重人格下的民生主義義義義」」」」 3、評論人：黃藿 （（（（四四四四））））、、、、    1、主持人：邱榮舉 2、宣讀論文：馬  勇 （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孫中山民生主義構想及其實孫中山民生主義構想及其實孫中山民生主義構想及其實孫中山民生主義構想及其實現現現現」」」」 3、評論人：謝瑞智 4：00 ↓ 4：30 點 心 時 間 

9：00 
↓ 

10：30 

 
（一）、主辦單位致詞 

1、李子弋董事長（10 分鐘） 

      2、國父紀念館鄭館長（10 分鐘） 

3、國立中央大學蔣校長（10 分鐘） 

（二）、大陸參訪團致詞：  

     1、步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所

長) 

       （10 分鐘） 

     2、趙敦華 (北大哲學系主任)（10 分

鐘） 
     3、王玉璞 (中國孫中山研究會 秘書

長)  

       （10 分鐘） 

（三）貴賓致詞 

1、王作榮院長（10 分鐘） 

2、梅可望校長（10 分鐘） 

3、許歷農會長（10 分鐘）             點 心 時 間 

          10:30—11:00 11:00 
12:30 

 

（一）主題演講（50 分鐘） 

孫震  前台大校長 

 (二) 討 論  (20 分鐘) 

      主持人:李子弋教授 

（五）全體合影（20 分鐘） 

4：30 ↓ 6：30 （（（（一一一一）、）、）、）、    1、主持人：李炳南 2、宣讀論文：鄭大發（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社社社社會主會主會主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義還是資本主義義還是資本主義義還是資本主義————————民生主民生主民生主民生主義性質的再探討義性質的再探討義性質的再探討義性質的再探討」」」」（暫定） 3、評論人：曲兆祥 （（（（二二二二））））、 1、主持人：賴澤涵 2、宣讀論文：賀 淵（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民生主義與陳儀治閩民生主義與陳儀治閩民生主義與陳儀治閩民生主義與陳儀治閩」」」」 3、評論人：楊天宏 （（（（三三三三）、）、）、）、    1、主持人：齊茂吉 2、宣讀論文：柴怡贇（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抗戰時期關於孫中山民生主義的討抗戰時期關於孫中山民生主義的討抗戰時期關於孫中山民生主義的討抗戰時期關於孫中山民生主義的討論論論論」」」」        3、評論人：馬  勇 （（（（四四四四）、）、）、）、    1、主持人：馮滬祥（5 分鐘） 2、宣讀論文：趙敦華（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從民權到人權的普世道路從民權到人權的普世道路從民權到人權的普世道路從民權到人權的普世道路」」」」    3、評論人：李炳南 

（（（（一一一一）、）、）、）、        1、主持人：黃藿 2、宣讀論文：尹保雲（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孫中山民生思想的當代意義孫中山民生思想的當代意義孫中山民生思想的當代意義孫中山民生思想的當代意義」」」」    3、評論人：章英華 （（（（二二二二）、）、）、）、    1、主持人：李瑞騰 2、宣讀論文：尚新建（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孫中孫中孫中孫中山與啟蒙山與啟蒙山與啟蒙山與啟蒙」」」」    3、評論人：趙敦華   （（（（三三三三）、）、）、）、    1、主持人：林德昌 2、宣讀論文：郭寶平（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和諧社會與大陸民生現狀和諧社會與大陸民生現狀和諧社會與大陸民生現狀和諧社會與大陸民生現狀」」」」    3、評論人：黃富源 （（（（四四四四）、）、）、）、    1、主持人：步 平 2、宣讀論文：韓水法（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論代議制民主論代議制民主論代議制民主論代議制民主」」」」    3、評論人：謝瑞智 



    

    

 時 間 2009 年 2月 15 日（週日）上午(合組) 時 間 2009 年 2月 15 日（週日）下午（合組） 
9：00 
↓ 10：30 

（（（（一一一一））））、、、、    1、主持人：孫效智 2、宣讀論文：沙宗平（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孫中山民族主義的當代價值孫中山民族主義的當代價值孫中山民族主義的當代價值孫中山民族主義的當代價值」」」」 3、評論人：曾祥鐸 （（（（二二二二））））、、、、    1、主持人：尚新建 2、宣讀論文：謝瑞智（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論民生主義看經濟政策論民生主義看經濟政策論民生主義看經濟政策論民生主義看經濟政策」」」」    3、評論人：王傑 （（（（三三三三））））、、、、    1、主持人：周陽山   2、宣讀論文：傅佩榮(台大教授)（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中山先生的和諧思想中山先生的和諧思想中山先生的和諧思想中山先生的和諧思想」」」」    3、評論人：趙敦華  
2：00 
↓   4：00 

（（（（一一一一））））、、、、    1、主持人：楊建國   2、宣讀論文：邱榮舉(台大)(暫定) （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民生主義如何藏富於民生主義如何藏富於民生主義如何藏富於民生主義如何藏富於民民民民」」」」    3、評論人：楊天宏 （（（（二二二二））））、、、、    1、主持人：章清   2、宣讀論文：李酉潭(政大)(暫定)（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民生主義之均富思民生主義之均富思民生主義之均富思民生主義之均富思想想想想」」」」    3、評論人:郭寶平 （（（（三三三三））））、、、、    1、主持人：金以林 2、宣讀論文：林德昌(中山大學)(暫定)（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民生思想的現代啟發民生思想的現代啟發民生思想的現代啟發民生思想的現代啟發」」」」 3、評論人：鄭大發 （（（（四四四四））））、、、、    1、主持人：樂正 2、宣讀論文：石慧瑩（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中山倫中山倫中山倫中山倫理思想的現代意義理思想的現代意義理思想的現代意義理思想的現代意義」」」」    3、評論人：尹保雲 10:30 ↓   11:00 點 心 時 間 4:00 ↓    4:30                        點 心 時 間   4:30     ↓    5:30 （（（（一一一一））））    1,主持人 賴澤涵：    2,論文宣讀:鄭竹園教授論文（美國）（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中山思想與中華民族復興中山思想與中華民族復興中山思想與中華民族復興中山思想與中華民族復興」」」」    3,評論人  王  駿 （（（（二二二二））））：：：：    1,主持人  賀  淵     2,論文宣讀  王  駿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三民主義思想與兩岸關係思三民主義思想與兩岸關係思三民主義思想與兩岸關係思三民主義思想與兩岸關係思考考考考」」」」（10 分鐘） 3, 評論人  邵銘煌 

12：30 ↓ 14：00 午         餐   6：30     ↓   8：30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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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 
（（（（三三三三））））、、、、    1、主持人：葛永光   2、宣讀論文：葉明德(文大) (暫定)（10 分鐘）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民生主義的民生主義的民生主義的民生主義的實踐實踐實踐實踐」」」」    3、評論人：章清     5:30 ↓    6:30  閉 

幕 

典 

禮 

(一)、閉幕演講:    馮滬祥教授 (30 分鐘) (二)、討論 :主持人 李子弋教授 (10 分鐘)                                      (三)、閉幕致詞： 1、步  平團長(10 分鐘) 2、李子弋(極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10 分鐘) 12:30 14:00 午         餐 6:30 8:30 晚        餐 說明:1,個論文因為已經印出,故宣讀時間列 10分鐘,以利充分討論。      2,每篇評論約為 5分鐘,討論約有 15分鐘,每篇論文共列 30 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