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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二○○五年起，香港中文大學便

與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合作，在香

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成立人間

佛教研究中心，致力於人間佛教相關學

術研究、交流及推廣。並於二○一○年

簽訂「人間佛教研究中心第二期合作協

議」，繼續深入人間佛教的相關研究及

推動中外學術界交流與互動。

在十二所港台大學校長、副校長等人

的見證下，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

與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於本年

(二○一五)四月一日在台灣佛光山簽訂

了「人間佛教研究中心第三期合作協

議」，繼續彼此密切的合作，加強佛學

人才的培養及推展人間佛教的發展。

沈祖堯教授在致辭中感謝佛光山文教

基金會慨允捐款，繼續支持研究中心的

發展。星雲大師表示，未來希望能締結

更深厚的緣分，亦期盼透過佛光山文教

基金會與香港中文大學的長期協議，進

一步推動人間佛教研究中心的研究和發

展。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第 三 期 合 作 協 議

中心圖徽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自二○一四年八月，升格隸屬文

學院。中心在升格後，陸續更新資訊，例如﹕中心

的圖徽和網頁。為宣揚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的定義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升格

後的中心以此作為圖案的一部分，並分別加入香港

中文大學的校徽，及佛光教育體系的圖案，以代表

香港中文大學及佛光山在持續合作下，中心將繼續

為推動人間佛教研究、推廣佛教中外學術交流，以

及培養佛教研究人才，作出應有的貢獻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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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心於二○一五年六月十

日及十一日，與澳門大

學哲學與宗教學專業課程，

以及澳門中華宗教與文化研

究會合辦了「第一屆港澳青

年佛教學者論壇」，題目為

「佛教在歷史中的轉型：從

山林佛教到人間佛教」。

是次論壇分別於香港佛光

道場及香港中文大學內舉

行，共邀請了二十一位來自

香港、澳門及台灣地區的青

年佛教學者發表論文。論文

題目上至唐代的寺廟碑記研

究、下至現代佛教的發展及

管理，並由不同角度切入，

進行研究討論，如文化、歷

史、社會等方面。論文由香

港浸會大學吳有能教授、香

港大學廣興法師教授、澳門

大學鄭慶雲教授及中心主任

陳劍鍠教授點評。教授們給

予每位青年學者全面性的建

議，青年學者也珍惜機會踴

躍發問，希望在增長知識的

同時，其固有想法、研究盲

點也可被打

破，刺激思

維。青年學者

不僅獲得教授

們的指導，還

與研究不同範

疇的青年學者

相互認識及交

流。

香港中文大

學文學院院長

梁元生教授於

會上感謝各位

的參與，並鼓

勵關心佛教、

佛教文化及華

人社會傳統文

化傳承的學

者，可以積極支持及參與中

心的活動，合力推展幾千年

文化及思想哲學等各方面的

發展。

歷史學講座教授暨人文學

科研究所所長熊秉真教授在

會上認同論壇主題有意思，

並指出佛光山所代表歷史轉

型中的力量是值得繼續思

考。

兩日共五場的論壇均吸引

了超過三十名法師、學者及

公眾到場旁聽，場面熱鬧。

旁聽的法師亦表示有興趣參

與下屆論壇，可見論壇之成

功。有關論壇的報導及活動

回顧，請瀏覽本中心網頁

www.cuhk.edu.hk/arts/cshb/

conference.html。

在此鳴謝香港佛光道場免

費借用場地、安排住宿及膳

食予參加之青年學者、點評

教授及工作人員。

台灣國立成功大學
中文系參訪團

台灣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葉海煙主

任，偕同陳益源教授、林朝成教授、蘇

敏逸副教授及研究生們於二○一五年五

月十四日參訪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

研究中心是其訪問首站。參訪團由中心

主任陳劍鍠教授接待，並解說中心的成

立宗旨與未來發展目標，場面熱絡。

與會的研究生們也表達對人間佛教的

理念有了深入的瞭解，體認到佛教不僅

是對身心安頓有所啟發，更是學術的重

要範疇，影響深遠。

透過此次的訪談，與會師生均盼望未

來人間佛教研究中心能與成功大學中文

系有密切的聯繫，建立穩定的學術交流

模式，開拓彼此對話的空間。

第一屆港澳青年
佛教學者論壇

佛光山港澳地區總住持永富法

師致辭

文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於第二

天論壇致辭

香港大學廣興法師教授講授

「中國佛學研究的現狀與未來- 

以漢傳佛教為主」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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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立臺南大學
施如齡教授到訪
為了美化網頁及設立電子資料庫，中心邀

請台灣國立臺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施如

齡教授，於七月初到港與中心人員及義工講

解注意事項及給予寶貴意見。

施教授針對中心網頁，指出可改善之處，

特別是版面設置方面，如何讓讀者可以更清

晰瞭解中心發布的消息及活動預告。中心人

員及義工獲益良多。

由於中心希望設立具規模的學術性電子資

料庫，此舉對於中心人員和義工來說，工程

浩大，又涉及學術專業知識，難以計日程

功。有鑑於此，施教授特意提出一些範例，

供義工們參考，並建議可使用之軟件，縮短

製作及準備時間。在場義工及中心人員俯拾

仰取，無非至寶。現中心已努力設置中，資

料庫將不日上傳至中心網頁上。

人間佛教在東亞
與東南亞的開展

除了六月中的青年佛教學

者論壇外，中心將於本年(二

○一五)十一月十四日及十五

日於香港中文大學舉行「人

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的開

展」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

對象為亞洲各國學者，如香

港、中國、台灣、日本、韓

國、越南、馬來西亞等。

「人間佛教」理念的推

動，是關懷與提升世俗社

會生存品質的一種宗教運

動。經由長期的宣揚、倡

導，「人間佛教」已在亞

洲各國形成多樣化的理論

與實踐面貌。鑒此，中心

將與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

院、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

心、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

心、南華大學人間佛教推廣

中心共同舉辦是次的國際學

術研討會，提供討論平台，

聚焦東亞 /東南亞人間佛教

與人間淨土之研究，以期促

進不同地區專家學者及宗教

人士的對話交流，推進當

代人間佛教之深度研究。

詳情請瀏覽http://www.cuhk.

edu.hk/arts/cshb/conference.

html?f=csfr&p=new

人間淨土與
彌陀淨土
中心將於二○一六年一月

九日及十日舉辦「人間淨

土與彌陀淨土」國際學術

研討會，與香港西方寺、中

華佛教文化院、香港大學

佛學研究中心、佛光山人

間佛教研究院、南華大學

人間佛教推廣中心、佛光

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及遼寧

大學永惺佛學研究中心合

辦，預計將有五十名來自美

國、加拿大、英國、日本、

韓國、中國、台灣、香港、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地的學

者參與盛會，研討人間淨土

與彌陀淨土的相關問題，從

而建構相應之學術理論，促

進不同佛教傳統間的融合交

流，展望佛教的未來發展。

詳情請瀏覽http://www.cuhk.

edu.hk/arts/cshb/conference.

html?f=csfr&p=new

【訪問團】

中心邀請台灣國立中山大

學中國文學系系主任蔡振念

教授、劉昭明教授、賴錫三

教授及紀志昌教授於八月中

旬訪問中心，討論佛學研究

人才培育計畫及合作舉辦佛

學國際研討會等事宜，期盼

是次訪問及會談有助雙方建

立良好的關係及促進合作，

造福佛學界。

【講座】

台灣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

學系賴錫三教授及系主任蔡

振念教授將分別於八月十二

日及十四日舉辦講座，題目

為「男女雙修的工夫理路與

批判反思——以內丹傳統與

藏密傳統為例」及「詩僧周

夢蝶及其孤獨國」。

「男女雙修」除了略為追

溯明代道教內丹東派代表人

物陸西星雙修的來源、背後

的思維基礎及實踐分析外，

將討論命修採藥和性修煉己

的次第過程中，身體實踐和

心性實踐的複雜互動關係，

並對之提出一些現代性觀點

的批判觀察。

周夢蝶習禪時久，詩作中

受佛禪思想影響極深。作品

《孤獨國》一書是典型的禪

思詩，周氏因此而有詩僧之

稱謂。「詩僧」即是引領大

家進入周夢蝶的詩禪國度，

賞析其作品。此兩場講座將

於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

術園二樓 LT8（大學火車站

D出口）舉辦，歡迎蒞臨聆

聽、指導。

中心將於九月至十二月，

每月舉辦一場公開講座，日

期、講者及講題如下，有關

詳情及報名方法，請瀏覽中

心網頁http://www.cuhk.edu.

hk/arts/cshb/lecture.html:

國際學術研討會

活動預告

2015/09/25 下午 7:30-9:30 崔中慧博士 從北涼佛教藝術看初期人間佛教的開展

2015/10/16 下午 7:30-9:30 潘宗光校長 佛教與科學

2015/11/06 下午 7:30-9:30 李焯芬院士、淨因法師 佛教現代化：香港的開展現況   對話

2015/12/04 下午 7:30-9:30 廣興法師教授 《父母恩重經》的研究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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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

真正的人間佛教，是入世

重於世、生活重於生死、利

他重於自利、普濟重於獨

修。

佛 光 山 提 倡 「 人 間 佛

教」，「人間佛教」的理

念，不但早在我的心裡，在

我的行為裡，也時時在我的

思想裡。

究 竟 什 麼 是 「 人 間 佛

教」？佛教的教主──釋迦

牟尼佛，就是人間的佛陀。

他出生在人間，修行在人

間，成道在人間，度化眾生

在人間，一切都以人間為

主。佛陀為什麼不在其他五

道成佛？為什麼不在十方法

界中的其中一法界成道，而

降世在人間成道？再深入

看，佛陀為什麼不在過去時

間、未來時間成道，而在

我們現世的婆娑世界成道？

這就說明，佛陀是以人間為

主的。人間的佛陀，他所展

現的人間佛教，具有六個特

性：

一、人間性：佛陀不是來

無影、去無蹤的神仙，也不

是玄想出來的上帝。佛陀的

一切都具有人間的性格，他

和我們一樣，有父母、有家

庭、有生活，在人間的生活

中，表現他慈悲、戒行、般

若等超越人間的智慧，所以

他是人間性的佛陀。

二、生活性：佛陀所發展

的佛教，非常重視生活，對

我們生活中的食衣住行，乃

至行住坐臥，處處都有教

導。甚至對於家庭、眷屬的

關係，參與社會、國家的活

動等，都有明確的指示。

三、利他性：佛陀降生這

個世界，完全是為了「示教

利喜」，為了教化眾生，為

了給予眾生利益，以利他為

本懷。

四、喜樂性：佛教是個給

人歡喜的宗教，佛陀的慈悲

教義，就是為了解決眾生的

痛苦，給予眾生快樂。

五、時代性：佛教因一大

事因緣，降誕於世，特別與

我們這個世間結緣。雖然佛

陀出生在二千五百年前，並

且已經證入涅槃，但是佛陀

對於我們世世代代的眾生，

都給予得度的因緣。所以到

今天，我們還是以佛陀的思

想、教法，作為我們的模

範。

六、普濟性：佛教雖然講

過去、現在、未來，但重

在現世的普濟；空間上，

雖然有此世界、他世界、無

量諸世界，也重視此世界的

普濟；講到眾生、雖然有十

法界眾生，更重於人類的普

濟。

佛教是以人為本的佛教，

佛陀在各種經論中，一直強

調：「我是眾中的一個」，

表示他不是神。《維摩詰

經》則說：「佛國、佛土在

眾生身上求，離開了眾生，

就沒有佛；離開群眾而求

道，是沒有道可求的。」六

祖大師更說：「佛教在人

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

提，猶如覓兔角。」我們要

成佛，必須在人道磨練、修

行，才能成佛，在其他諸道

中，是無法成就佛道的。

(本文摘錄自香海文化出版《人

間佛教系列．慧解篇》十冊套書)

人間佛教的思想

中心布告欄

人間佛教資料中心

為集中及妥善收藏佛教書籍、文

獻、圖片及相關資料，便利研究

佛學的學者進行研究資料的搜

集，中心逐步建立及擴展人間佛

教資料中心。佛光山對此十分支

持，並捐贈了九百二十七本佛教

書籍予中心，特此鳴謝佛光山對

中心的支持。另，中心亦打算於

社區進行募捐書籍、文獻、文物

等佛教資料的活動，有關詳情，

將不日於中心網站公布，請大家

踴躍支持，共襄盛舉。

東亞與東南亞人間佛教
專書寫作獎助計畫

為支持學者進行東亞 / 東南亞有

關人間佛教之相關研究，中心特

設「東亞與東南亞人間佛教專書

寫作獎助計畫」，獎助名額為十

名，為成功申請之學者提供港幣

五萬元的經費。學者於兩年內完

成一部十五至二十萬字之專書，

經專家學者審查後，本中心將

補助出版。截止申請日期為二○

一五年八月二十日。詳情請參閱

http://www.cuhk.edu.hk/arts/cshb/

research.html。

《人間佛教研究》
投稿相關

自二○一一年開始，中心每年

會出版一至兩期的《人間佛教

研究》。截止二○一四年，中

心已出版了六期，刊登論文、書

評超過五十篇。自第七期開始，

中心改為每年出版一期，本期的

截稿日期為八月三十一日，預定

於十二月出刊。有關投稿資料

表、撰稿體例及其他文件，可於

http://www.cuhk.edu.hk/arts/cshb/

publication.html下載。

人間．心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