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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10.19 劉小楓 現代學問題 

1993.10.20 劉小楓 現代學的新觀念 

1993.10.25 高行健 中國當代戲劇在西方：理論與實踐 

1993.10.29 劉小楓 審美主義與現代性 

1993.10.29 高行健 中國當代戲劇在西方 

1993.11.26 金觀濤 《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

書評 

1993.12.02 賀躍夫 20-30 年代對中國農村社會的調查研究 

1993.12.09 賀躍夫 日本對中國近現代的研究 

 

 

1994.01.20 劉小楓 特洛爾奇的社會思想 

1994.01.27 閻雲翔 中國農村的禮物交換與人際關係網絡 

1994.02.19 陳鼓應 道家對儒家的影響 

1994.02.24 Prasenjit Duara 搶救歷史：中國近代史上的聯邦主義與民族主

義 

1994.03.17 劉小楓 布迪歐與哈貝馬斯 

1994.03.19 劉小楓，金觀

濤 

宗教類型與現代文化 

1994.03.25 金觀濤 中國超穩定系統的近代演變 1840-1956 

1994.04.27 李歐梵 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民族主義的模式 

1994.04.28 陳海文 社會學與中國文化啟蒙 

1994.05.04 李歐梵 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從中國現代小說看

民族主義 

1994.05.30 何懷宏 傳統良知的社會轉化 

1994.06.28 劉小楓 基督教的「天國」理念與二十世紀的宗教社會

主義 

1994.07.21 金觀濤 儒家經濟倫理的結構及其轉型 

1994.08.09 鄭子瑜 汪逆精衛的一封遺書 

1994.08.18 劉青峰 中國當代政治文化中的道德理想主義 

1994.09.01 劉小楓 知識社會學的發展邏輯 

1994.09.08 樂正 近代城市發展主題與中國模式 

1994.09.29 盧邁 中國鄉鎮企業的第二次快速增長 

1994.10.06 John Lagerwey 從解放後民間宗教的演化看共和國的歷史 



1994.10.07 Gideon Toury Linguistic, Textual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Texts 

1994.10.11 Tejaswini 

Niranjana 

Colonial Govern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1994.10.19 何光滬 儒教的改革與儒學的反本 

1994.11.10 王小強 中國工業企業改革概況 

1994.11.22 劉小楓 評金觀濤的中國現代經濟倫理觀 

 

 

1995.01.19 印紅標 毛澤東與文革中的造反運動 

1995.01.26 崔之元 我們能否同時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和文化相對主

義 

1995.02.23 陳方正 現代西方文化根源的問題─讀布文的《法律與

革命：西方法律傳統之形成》 

1995.03.15 王小強 談廣東省農民工問題 

1995.04.06 盧邁 中國的大米短缺與通貨膨脹 

1995.04.27 汪丁丁 交易費用與知識結構 

1995.05.24 阿城 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 

1995.06.08 陳維綱 當代美國的中國研究的幾個問題 

1995.06.15 雷頤 九十年代中國大陸學術文化思潮 

1995.09.07 曹日新 「公民社會」與「自然社會」中國學界理解 Civil 

Society 概念的幾個問題 

1995.09.28 艾曉明 昆德拉在中國的接受和理解 

1995.10.19 劉小楓 現代性問題與現代中國 

1995.11.02 陳方正(主持) 與劉再復對談：廣義革命文學的反省 

1995.11.17 劉再復 中國現代文學的整體維度及其局限 

1995.12.05 劉夢溪 中國九十年代新國學運的檢討 

1995.12.05 劉笑敢 自然無為的古代意含與現代意義 

1995.12.14 高行健 法國當前的罷工和文化界的反應 

 

 

1996.01.11 尤西林 百姓日用是否即道？─關於中國哲學世俗主義

傳統的檢討 

1996.01.18 葉啟政 傳統與現代的鬥爭遊戲 

1996.02.07 鄭宇健 動機與理性 

1996.03.12 陳學霖 (主持) 與張灝教授對話：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若干

問題 



1996.03.15 張灝 轉型時代 (1895-1921) 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

的 

重要性 

1996.05.10 陳方正 論產生現代世界的機制─讀麥尼爾白《競逐富

強》 

1996.07.11 陳方正 法律的革命與革命的法律─論西方法制形成的

兩個對立觀點 

1996.07.25 許寶強 學科、權力、知識─從華倫斯坦的「開放社會

科學談起」 

1996.10.10 王小強 跨國公司與中國產業發展的路向 

1996.11.06 陳俊杰 當代中國人口研究的反思─從農民的生育需求

談起 

1996.11.12 張惠培 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 

1996.12.06 陳曉明 當代中國大知識份子的文化選擇 

1996.12.11 葉朗 從朱光潛接著講 

 

 

1997.01.07 孫隆基 第三性—中西性別角色差異 

1997.01.22 陳忠信 台灣目前政治生態 

1997.02.27 劉小楓 歷史思想的世俗化探源─Lowith 論現代歷史哲

學 

1997.03.14 張玉發 1920 年代的中國政治思潮 

1997.04.10 楊念群 西醫東傳中的文化變遷 

1997.04.30 劉軍寧 自由主義在中國當代學界的處境 

1997.05.29 秦暉 90 年代東歐社會變遷─與中國比較 

1997.06.13 金觀濤 中國文化的常識理性精神 

1997.06.24 陳方正 現代科學為什麼源起於西方 

1997.07.31 王小強 信息技術對中國產業發展的挑戰 

1997.08.28 劉小楓 儒家與民族性思想 

1997.10.24 余華 我能否相信自己 

1997.10.24 張承志 牧人的筆記 

1997.11.13 汪暉 現代中國思想與文學中有關「民族形式」的論

爭 

1997.12.04 何清漣 十五大經濟政策及風險評析 

1997.12.18 徐友漁 關於中國當前自由主義的幾個問題 

 

 



1998.03.20 呂宗力 從魏晉到隋代禁絕圖讖的歷史真象 

1998.05.19 李亞虹 當今中國中央與地方立法權限的劃分 

1998.06.29 宋永毅 文革中的異端思潮和中國思想界的未來趨向 

1998.07.02 許紀霖 現代中國的民粹主義 

1998.07.23 Wolfgang Kubin 現代憂鬱症：中國與西方 

1998.07.28 墨子刻 格格不入：為什麼當代中西方政治理論總是南

轅北轍 

1998.08.21 金雁 十年來的東歐左派 

1998.08.25 秦暉 民粹主義與轉型期的社會 

1998.09.16 高華 毛澤東的革命話語與延安知識份子 

1998.09.23 秦暉 中華帝國的農村基層控制 

1998.09.24 徐海亮 泛談‘98 長江洪水 

1998.09.28 Torbjorn Loden Chinese Studies in Sweden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21
st
 Century 

1998.12.09 張隆溪 在烏托邦的陰影下─千年紀末的雜感 

1998.12.18 劉東 大陸學界對美國漢學的介紹與反思 

 

 

1999.09.14 宋曉霞 從中國出發─中國藝術現代性的自我確認 

1999.10.07 蘇智良 慰安婦問題與當代中日關係 

1999.11.25 何懷宏 世紀之交的中國倫理學 

1999.12.09 高力克 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上的道德繼承問題 

 

 

2000.01.07 唐振常 陳寅恪先生治史方法 

2000.01.13 資中筠 全球化國際關係中的強權與道義 

2000.03.07 王小強 南水北調與西部大開發 

2000.03.24 呂芳上 近代中國轉折時期：1920 年代的歷史意識 

2000.05.15 陳意新 美國對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研究 

2000.07.14 劉述先 從比較的視域看世界倫理與宗教對話─以東方

智慧信仰為重點 

2000.11.16 金觀濤 經濟決定論在中國的興起 

2000.12.06 王則柯 從經濟討論看《讀書》雜誌的語境變遷 

 

 

2001.02.08 白巍 從唐代墓室壁畫談唐代人物畫風格的演變 

2001.04.04 鄧曉芒 中西法制思想比較 



2001.09.04 孟大志 中國文字與 Data Mining 

2001.11.30 馬振犢 「八一三」淞滬抗戰若干史實的考驗 

2001.12.06 沈志華 中蘇同盟和亞洲冷戰的起源 

 

 

2002.01.30 金觀濤 「氣論」與儒學的近代轉型─中日思想史的比

較研究 

2002.02.25 劉小楓 科耶夫與歐洲理念─歐元流通的思想史意義 

2002.03.19 石元康 羅爾斯「正義論」的政治哲學意義 

2002.04.30 劉小楓 詩與哲學的衝突—柏拉圖與福柯 

2002.05.29 陳方正 從「君主之兩體」說起：西方神學與政治觀念

互動的一些觀察 

2002.06.26 陳少明 對《莊子》「魚之樂」的一種解讀 

2002.07.30 張志林 重看休謨問題 

2002.08.26 馮耀明 文本詮釋與理論轉移—中國哲學文本詮釋三例

2002.09.25 王慶節 知識與懷疑—當代英美哲學關於知識本性的討

論探析 

2002.10.30 李天綱 跨文化詮釋：經學與神學的相遇 (關於《明末

天主教論教文箋注》) 

2002.12.03 翟振明 虛擬實在影響人類文明的可能方式 

 

 

2003.01.28 陳方正 在正統與異端以外：當外科學哲學的反思 

2003.02.25 金觀濤 中國近現代觀念起源研究和數據庫方法 

2003.03.25 石元康 現代化與中國哲學的前景 

2003.04.29 陳建華 關鍵詞與思想史研究 

2003.05.28 周振鶴 清代對民眾的教化—《聖論廣訓》及其相關文

化現象 

2003.06.24 周保松 自由主義、平等與差異原則 

2003.07.30 石元康 談談社群主義 

2003.08.27 馮耀明 Davidson’s Chari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hilosophy 

2003.09.23 梁元生 In Search of Yin Chi-ho :  Where Two Intellectual 

Journeys Intertwined 

2003.12.02 王慶節 Universal Ethics or Exemplary Ethics 

 

 



2004.03.31 陳方正 在科學與宗教之間：從畢達哥拉斯說起 

2004.04.23 馮耀明 中西哲學中的思想實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