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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漢的學術履歷 

 
 出版與發表 

 

(一)  經出版審查之期刊論文   

 

(A) 

 

1. 許漢（2020年 09 月）。〈假設性思考與倫理學方法〉。《歐美研究》第五

十卷第三期  (民國一○九年九月)，pp. 483‐521。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MOST‐107‐2410‐H‐194‐093)之部分成果。 

2. 許漢（2020 年 09 月）。〈政治爭議與公共理性自由主義的方案〉。《人文

及社會科學集刊》。（已接受）。 

3. 許漢（2018 年 09 月）。原則、情境與道德規範性。《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第三十卷第三期（107/9）, pp. 313–347。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4‐2410‐H‐194‐104‐MY3)之部分成果。   

4. 許漢（2010 年 03 月）。〈常識、錯誤與道德客觀性〉。《人文及社會科學

集刊》，第二十卷一期，pp.1‐39。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NSC96‐2411‐H‐194‐006‐MY3)之部分成果。   

5. 許漢（2009 年 03 月）。〈容忍之困難及其解決之道〉，《政治與社會哲學評

論》第 28 期（2009 年 3 月）：1-48。 

6. 許漢（2004 年）。〈羅爾斯與全球正義中的人權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

論》第 9 期（2004 年 6月）：113‐149。 

7. 許漢（2002 年）。〈論權利的概念〉，《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第  3    期

（2002 年  12  月）：179‐213。 

8. 許漢（2001 年）。〈自由民主社會中的容忍問題〉，《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第十三卷第三期（2001年 9月）：345‐381。 

9. 許漢（2000 年）。〈理性與規範：霍布斯在《巨獸》一書中的理論〉，《台

灣哲學研究》第三期（2000年 3 月）：185‐216。台北：台灣哲學學會。 

10. 許漢（1999 年）。“Rawls’s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Toleration,”  《國立政

治大學哲學學報》第五期（1999‐1）：143‐162。 

 

 

(B)  共同作者 

 

1.      甘偵蓉、許漢（2020年6月）。〈AI倫理的兩面性初探  —人類研發AI的倫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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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AI倫理〉。 《歐美研究》第五十卷第三期  (民國一○九年六月)，231‐292。

甘偵蓉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貢獻度:甘偵蓉佔60%，許漢40%)。 

 

(二)  經出版審查之專書論文   

 

1. 許漢（2015 年 04 月）。〈道德規範、道德實踐與行為主體：經驗主義與道

德規範性〉，於謝世民主編《理由轉向：規範性之哲學研究》（ISBN：

978‐986‐350‐059‐9），pp. 257‐284。台北，台灣：台大出版中心。   

2. 許漢（2004 年）。〈全球化與疆界外的正義序論：合理政治多元主義〉，收

在張世雄主編之《社會正義與全球化‐‐‐福利與自由主義的反思》，台北：桂

冠圖書公司：103‐164。 

3.  

 

(三)  其它經審查之論文 

 

(A)  華文哲學百科全書之詞條論文 

1.  許漢（2020年）。〈正義〉。 

2.  許漢（2020年）。〈權利〉。 

 

(四)  其他 

 

1.  許漢（2175 年）。〈布雷克本是怎麼想的—布雷克本(Simon Blackburn)的The 

What Do We Really Know?（中譯本《這一切究竟是為什麼》）導讀〉，收在《這一切究

竟是為什麼》》，,邱振訓譯，台北，聯經，2017：5‐17。 

2.  許漢（2005 年）。〈在多元衝突的世界中尋求正義的實現—羅爾斯的The Law 

of Peoples（《民族間的律法》）中譯本導讀〉，收在《萬民法》，李國維、珂洛緹，汪慶華

譯，台北，聯經，2005：i‐xiii。 

 

(五)  研討會論文   

 

1. 甘偵蓉/許漢 （2020 年 6 月）。〈AI與民主〉於「AI與民主工作坊」，中央研

究院歐美所，台北。共同作者:甘偵蓉博士。 

2. 許漢 （2019 年 10 月）。〈假設性思考、公共理性契約論與倫理學方法〉，台

灣哲學學會學術會議，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新竹。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MOST 107‐2410‐H‐194‐093)之部分成果。 

3. 許漢（2018 年 11 月）。〈假設性思考與倫理學方法〉。台灣哲學學會學術

會議。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7‐2410‐H‐194‐093)之部分成果。   

4. 許漢（2017 年 11 月）。〈假設性思考與倫理學方法〉於「假設性思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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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台北，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4‐2410‐H‐194‐104‐MY3)之部分成果。   

5. 許漢（2015 年 11 月）。〈政治正當性與公共理性自由主義〉。中央研究院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 「正義、自由與平等──現代

性的規範涵蘊」學術研討會，2015 年 11 月。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1‐2420‐H‐194‐004‐MY3)之部分成果。   

6. 許漢（2009 年 10 月）。〈依循道德規則與規範性〉。台灣哲學學會年會。

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高雄。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 

96‐2411‐H‐194‐006‐MY3)之部分成果。   

7. 許漢（2009 年 09 月）。慾望與理性：理由的規範性。國科會成果發表會。

國科會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 96‐2411‐H‐194‐006‐MY3)之部分成果。 

8. 許漢（2008 年 10 月）。〈理由與規範性〉於台灣哲學學會年會暨研討會。 

9. 許漢（2007 年 5 月）。〈我們最好相信有道德客觀性〉於【德我肯之哲學】

工作坊，中正大學哲學系。 

10. 許漢（2006 年 10 月）。〈常識、錯誤與道德客觀性〉於台灣哲學學會年會

暨研討會。 

11. 許漢（2006 年 3 月）。〈哲學，公共事務與公共政策〉於【公共事務與公共

政策】研討會，中正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12. 許漢（2005 年 11 月）。〈如何理解人權〉，台灣哲學學會年會暨研討會。 

13. 許漢（2005 年 8 月）。〈孟子的道德實踐理論〉於【分析哲學與中國哲學】

研討會，政治大學哲學系。 

14. 許漢（2005 年 3 月）。〈國家定位與民族主義〉於【國科會哲學學門  87‐92 

年度成果發表會】，中正大學哲學系，嘉義。 

15. 許漢（2003 年 10 月）。〈羅爾斯全球正義中的權利與義務問題〉於【羅爾

斯紀念研討會】，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社與中正大學哲學系合辦，台北。 

16. 許漢（2003 年 1 月）。“道德地位的概念與生命倫理學”於【應用倫理學學術

研討會】，浸會大學，香港。 

17. 許漢（2001 年 12 月）。〈論人權：政治理論中的一個理據問題〉於【台灣哲

學會  2001 年會暨學術研討會】，新竹。 

18. 許漢（2001 年 4 月）。〈基因工程的倫理思考〉，於張昭鼎紀念基金會主辦

之【回應 21  世紀生物科技之衝擊與挑戰】，台北。 

19. 許漢（2000 年 12 月）。〈羅爾斯的假設契約論的理據（證立）問題〉於【台

灣哲學會 2000  年會暨學術研討會】，台北。 

20. 許漢（2000 年 5 月）。〈論羅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與自由社會中的容忍問

題〉於淡江大學【自由與責任學術研討會】，台北。 

21. 許漢（2000 年 4 月）。〈生物科技的倫理思考〉，於張昭鼎紀念基金會主辦

之【科學的人文面向探索】，台北。 

22. 許漢（1999 年 12 月）。〈國家之理據與合法性–對於契約論的證立理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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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初步反省〉於【台灣哲學會 1999 年會暨學術研討會】，台北。 

23. Hahn Hsu (2018, Oct). Mill, Sanctions, and the Practical Normativity of Morality. 

Internal National Workshop on Punishment and J. S. Mill‐‐Themes from C. L. 

Ten.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香港。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4‐2410‐H‐194‐104‐MY3)  之部分成果。 

24. Hahn Hsu (2016, Oct). “Motivation and the Normativity of Morality”.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Ethics, 28‐30 October 2016 at Hokkaido 

University, Japan.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4‐2410‐H‐194‐104‐MY3)  之

部分成果。   

25. Hahn Hsu (2016, Jul). Mill's Utilitarianism and the Normativity of Morality. ISUS 

2016（The 14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Utilitarian Studies, 

6‐8 July 2016 at Lille Catholic University, France）,  法國里爾(Lille).  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MOST 104‐2410‐H‐194‐104‐MY3)  之部分成果。   

26. Hahn Hsu (2015, Nov). On an Alternative Conception of Moral Objectivity ‐ A 

Normativity Account. The Second Taiwan Metaphysics Colloquium (TMC‐2015) 

Deartment of Philoso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3 November, Friday, 

2015 .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 99‐2410‐H‐194‐013‐MY3)  之部分成果。   

27. Hahn Hsu (2014, Nov). ‘Political Disagreements, Public Reason, and Social 

Stability’.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Ethics, Hokaido 

University, Saporo, Japan. 2014‐10/31‐11/2）.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1‐2420‐H‐194‐004‐MY3)  之部分成果。   

28. Hahn Hsu (2014, Aug). ‘Duty, Supererogation, and Utilitarianism'. The 2nd 

Conference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 Kyoto, 

Japan) 2014‐8/28‐8/29.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 99‐2410‐H‐194‐013‐MY3) 

之部分成果。   

29. Hahn Hsu (2014, Aug). Mill’s Utilitarianism and His View of Moral Normativity. 

The 13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Utilitarian Studies 

(ISUS)2014, Yokohoma University, Yokohoma, Japan. 2014‐8/20‐8/22.  國科會專

題研究計畫(NSC 99‐2410‐H‐194‐013‐MY3)  之部分成果。   

30. Hahn Hsu (2008, Nov).「Toleration, Reason, and Virtue」於【社會正義與人類

發展】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 

31. Hahn Hsu (2008, Aug).  「An Approach to Meeting the Difficulties of Toleration」

於【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 2008】，，首爾，南韓。 

32. Hahn Hsu (2008, Aug).  「Moral Reasons」於【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 

2008】，首爾，南韓。 

33. Hahn Hsu (2006, Jun).  〈Wittgenstein and Ethics〉，【Rule following and 

Wittgenstein】工作坊，中正大學哲學系。 

34. Hahn Hsu (2006, Jun). “McDowell on Moral Reasons”【麥克道威爾的哲學】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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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清華大學哲學系。 

35. Hahn Hsu (2002,Dec). “Moral Status, Moral Decision Procedure and Metaethics”

於【台灣哲學會  2002  年會暨學術研討會】，台北。 

36. Hahn Hsu (1999,Dec).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於紐西蘭澳洲哲

學會之【NZ Philosophy Conference 1999】，旦尼丁，紐西蘭.。 

37. Hahn Hsu (1999,Mar). “Nationalism as a Legitimating Political Principle?”  於中

研院社科所與國科會主辦之【Nationalism: The East Asia Experience】國際學術

研討會宣讀，台北。 

38. Hahn Hsu (1999,Jan). “Lib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Toleration”  於政治大學哲

學系主辦之【哲學˙社會˙文化】學術研討會，台北。 

 

 受補助之學術研究計畫 

 

1. 許漢（2019/8）。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實踐推理、假設性思考與倫

理學方法》(MOST 108‐2410‐H‐194‐033‐MY3)。 

2. 許漢（2018/8‐2019/7）。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實踐推理與道德推理

中的假設性思考：倫理學方法論的探究》(MOST 107‐2410‐H‐194‐093)。 

3. 許漢（2017）。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倫理學方法論》(MOST 

104‐2410‐H‐194‐104‐MY3)。 

4. 許漢（2015）。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倫理學方法論》(MOST 

104‐2410‐H‐194‐104‐MY3)。 

5. 許漢（2015）。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倫理學方法論》(MOST 

104‐2410‐H‐194‐104‐MY3)。 

6. 許漢（2014）。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建構台灣公共論述的倫理基礎

與合理規範－公共論述中的理性與激情》(MOST 101‐2420‐H‐194‐004‐MY3)。 

7. 許漢（2013）。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建構台灣公共論述的倫理基礎

與合理規範－公共論述中的理性與激情》(MOST 101‐2420‐H‐194‐004‐MY3)。 

8. 許漢（2012）。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建構台灣公共論述的倫理基礎

與合理規範－公共論述中的理性與激情》(MOST 101‐2420‐H‐194‐004‐MY3)。 

9. 許漢（2012）。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規範倫理學的規範功能》(NSC 

99‐2410‐H‐194‐013‐MY3)。 

10. 許漢（2011）。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規範倫理學的規範功能》(NSC 

99‐2410‐H‐194‐013‐MY3)。 

11. 許漢（2010）。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規範倫理學的規範功能》(NSC 

99‐2410‐H‐194‐013‐MY3)。 

12. 許漢（2008/12– 2009/11）。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補助人文及社會科

學研究圖書計畫規劃主題：倫理學  3‐1》(NSC 97‐2420‐H‐194‐033‐2E3)。 

13. 許漢（2008/8 – 2009/7）。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實在，理由與道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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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性  3‐2》(NSC 96‐2411‐H‐194‐006‐MY3)。 

14. 許漢（2007）。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實在，理由與道德客觀性  3‐1》

(NSC 96‐2411‐H‐194‐006‐MY3)。 

15. 許漢（2006）。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容忍或尊重？‐‐多族群社會中的

族群關係與社會正義II》(NSC 95‐2411‐H‐194‐017)。 

16. 許漢（2005）。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容忍或尊重？‐‐多族群社會中的

族群關係與社會正義I》(NSC 94‐2411‐H‐194‐033)。 

17. 許漢（2004）。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轉變中全球政治裡的權利、責

任與義務II》(NSC 93‐2411‐H‐194‐011)。 

18. 許漢（2002）。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轉變中全球政治裡的權利、責

任與義務I》(NSC 91‐2411‐H‐194‐008)。 

19. 許漢（2001）。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面對全球化：轉變中世界秩序

裡的政治哲思考II》。 

20. 許漢（2000）。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面對全球化：轉變中世界秩序

裡的政治哲思考I》。 

21. 許漢（2000/1 – 2001/12）。殷海光基金會專題研究  －－《自由主義、社會

平等與全球正義》。 

22. 許漢（2001/1  –  2001/12）。教育部專題研究計畫  －－《整合型學校道德教

育改進方案》。 

23. 許漢（1999/8 – 2000/7）。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民族主義在道德上可

有辯護的理由嗎？》。 

24. 許漢（1999/2 – 2000/1）。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全球政治多元化與容

忍：現實條件下的妥協？》。 

25. 許漢（1998 /11 – 1999/6）。中正大學學術研究計畫  －－《理性與規範：理性

在  Hobbes之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的理論建構中所扮演的角色》。 

 

 學術演講/學術研究成果報告 

 

1. 許漢  (2019 年 5 月).  『政治爭議、其難題與可能的化解之道:一個公共理性

自由主義的方案』，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南港。 

2. 許漢  (2019 年 5 月). 『假設性思考與倫理學方法』，中正大學哲學系，嘉義。 

3. 許漢  (2011 年 6 月).  『人權的客觀性與規範性』，東海大學哲學系，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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