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心於二○一五年十一月十四、十五日及二○一六年

十二月二、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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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佛教研究推廣中心共同舉辦「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

南亞的開展」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人間佛教在東亞

與東南亞的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為更深入研究及探

索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的弘傳情況，本中心與香港

中文大學佛學研究碩士課程、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於

二○一八年一月六、七日接續舉辦「人間佛教在東亞與

東南亞的傳佈」國際學術研討會。

開幕典禮由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

佛光山港澳地區總住持永富法師、中國人民大學佛教及

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所長張風雷教授、武漢大學國際禪文

化研究中心主任何燕生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

究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主持。梁元生院長表示，研討會

已邁入第三年，亦是相關研討論題三部曲的終結篇，由

東亞、東南亞、美國和歐洲的學者集思廣益，將人間佛

教的精神及實踐弘揚到世界。永富法師勉勵與會專家學

者，期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人間佛教能在世界各地

進一步落實，為生命帶來歡喜和光明。永富法師也感謝

陳劍鍠教授自上任以來的貢獻，以及梁元生院長協力推

動佛教學術研究。張風雷教授非常認同人間佛教，經過

數代高僧大德的努力，已成為六祖惠能大師後的佛教新

標誌。何燕生教授指出武漢大學國際禪文化研究中心於

二○一七年五月成立，蒙佛光山的鼎力支持，邀請佛光

山寺副住持暨南華大學副校長慧開法師教授親臨成立典

禮及一週年紀念典禮，並擔任主禮嘉賓，期待能與佛光

山建立長遠的合作交流關係。

來自中國、香港、台灣、美國、韓國、日本、越

南、馬來西亞、荷蘭、新加坡、斯洛文尼亞等國家或地

區，共四十八位佛學專家、學者在兩天的研討會中，展

開一系列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交流，論文題目包括人

間佛教的護生與動物權益、性別議題、現代經濟觀等

等，論述議題及地區相當廣泛。兩日共六場的研討會吸

引了約一百名同學及公眾人士出席。討論環節時，與會

學者及公眾也就發表內容踴躍發問，場面熱鬧。

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的傳佈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 二○一五開展篇 ｜ 二○一六實踐篇 ｜ 二○一八 傳佈篇 ｜ 三部曲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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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起來的寶藏並非寶藏  要讓人真正懂得才是寶藏─星雲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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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從「正念」現象看佛教教義的世
俗化與理性化趨勢

唐秀連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太虛與國家社會主義 姚治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人間菩薩行者 ——觀音信仰在東
南亞的傳佈

駱慧瑛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從「 以 人 為 本 」 到「 同 體 共
生」——淺談星雲大師對當代動
物權益議題的回應

潘啟聰博士  ̸恒生管理學院

 ∙愛護動物的佛教觀念基礎初議 吳有能教授

陳家富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

 ∙ Animals, Animal Symbolism, and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 in 
Buddhism

Prof. Frank J. 
Hoffman

 ̸香港佛法中心

 ∙《臨濟錄》的傳佈與日本、美國
學者之間的學術因緣

洪濤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彌陀淨土的人間性：從「欣求極
樂，厭離娑婆」談起

陳劍鍠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 Learning to believe﹖ Baifo 
and Xuefo in the Discourse of 
Buddhist Monks and Nuns in 
Contemporary Shanghai 

黃維珊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台灣

 ∙人間佛教的理論承傳與實踐開
展——從天台智顗到佛光星雲的
詮釋進路

尤惠貞教授  ̸南華大學

 ∙人間佛教在菲律賓——以覺生法
師為中心

林其賢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

 ∙從香港道風山——觀察佛教與基
督教的互動

侯坤宏教授  ̸前國史館纂修

 ∙空間視域中的人間與世間之反思 蔡耀明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達摩禪與《楞伽經》： 人間佛教
禪法思想探源

賴賢宗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

 ∙當代管理問題與人間佛教所提供
的對策

黃國清教授  ̸南華大學

 ∙慈航法師在緬甸的文化弘法事業
(1930-1936) ——兼論歸國後的
上海弘法

闞正宗教授  ̸佛光大學

中國

 ∙法舫法師在印度弘法活動考略 崔紅芬教授  ̸河北師範大學

 ∙「左翼佛教」譯詞再議：在現代佛
教、社會主義及左翼之間

劉宇光教授  ̸復旦大學

 ∙論星雲大師的自然審美觀 高文强教授  ̸武漢大學

 ∙試論星雲大師的藝術觀 王婧博士  ̸武漢大學

 ∙ The Media Ec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umanistic Buddhism：The Case 
of Beijing Longquan Temple's 
Digitalized Management

趙冬教授  ̸北京外國語大學

 ∙「人間佛教」概念成立與日本「佛
陀人間論」之關係考

姚彬彬教授  ̸武漢大學

 ∙啟明星冉冉升起——論人間佛教在
東南亞傳播三階段

鄧子美教授  ̸江南大學

 ∙舒拉克．西瓦拉克沙的「入世佛
教」思想

雷曉麗博士  ̸中國政法大學

 ∙初期大乘文殊法門與人間佛教之入
世精神

張正博士  ̸中央民族大學

 ∙星雲與馬雲現代經濟觀之比較 譚潔教授  ̸山東師範大學

 ∙當代中國大陸地區漢傳佛教公選公
派留學問題研究

張雪松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

 ∙星雲大師的救濟理念及其實踐譾論 桑寶靖教授  ̸南開大學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佛儒交融思想 梁世和教授  ̸河北省社會科學院

 ∙人間佛教思想的現代性問題 劉成有教授  ̸中央民族大學

 ∙淨戒莊嚴：慈舟法師的修行觀 溫金玉教授  ̸中央民族大學

 ∙竺摩法師與中國現代佛教 何建明教授  ̸中央民族大學

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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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 Buddhist Environmentalism for 
Children

Prof. Natasha 
Heller

 ̸University of 

Virginia

 ∙人間佛教之本土性與全球性：淺
析近現代佛教高僧的印度朝聖之
旅及其影響

陳懷宇教授
 ̸亞利桑那州立

大學

 ∙Where is the Human Realm﹖ 
An Examination of Ven. Taixu’s 
Concept of Renjian in his Pure 
Land Writings

Prof. Charles 
B. Jones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南韓

 ∙ The Stereotyped Male 
Superiority in the Process of 
Enlightenment as seen in the 
Mūlasarvāstivādavinaya

釋正德教授  ̸東國大學

 ∙韓國近現代佛教的發展與星雲大
師人間佛教對其之影響

郭磊博士  ̸東國大學

 ∙ Sustainable Happiness among 
the Buddhist Laity

黃淳壹教授  ̸東國大學

日本

 ∙日本人眼中的「人間佛教」——
以佛光山為中心

邢東風教授  ̸愛媛大學

 ∙佛教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嗎？——太虛大師佛教革新運動
與日本

何燕生教授
 ̸武漢大學

 ̸郡山女子大學

越南

 ∙越南佛教中的的女性主義文化內
涵探析

釋安妙博士
 ̸越南胡志明市

佛教大學

 ∙當代越南頭頓市僧侶的經濟觀探
討

釋福念博士
 ̸越南胡志明市

佛教大學

荷蘭

 ∙ Turning Prayers into Action： 
History and Achievements of 
Buddhist Women Practicing 
Renjian Fojiao in 20th and 21st 
Century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Prof. Stefania 
Travagnin

 ̸格羅寧根大學

斯洛文尼亞

 ∙ The Social Action of Humanistic 
Buddhism： Possibilities for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Prof. Anja 
Zalta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馬來西亞

 ∙ Enlightened Vegetarian 
Restaurants in Malaysia： 
Buddhist Ethics in Contemporary 
Buddhism Practices

李健友博士  ̸University of Malaya

 ∙文教作方便，示教以利喜——論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念在馬來西
亞的傳播與開展

陳金輝教授
 ̸馬來西亞善導佛教研
修學院

新加坡

 ∙終其一生為他人：探討新加坡女
性佛教徒的慈悲心、慈悲行

許源泰博士  ̸新加坡國立大學

 ∙國際化拓展與地方互動：新加坡
視角中的太虛大師首次星洲行

紀贇教授  ̸新加坡佛學院

為鼓勵僧侶用功向學、鑽研佛教，中心成立「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佛

學研究文學碩士出家僧侶獎學金」，以資助僧侶就讀中大佛學研究文

學碩士課程。本中心向旭日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環亞機場服務管理集

團、達承國際有限公司及林耀明先生募得捐款，特此銘謝。

為持續支持中心進行人間佛教相關研究，林耀明先生再次慷慨解囊捐

助中心推動「人間佛教管理文化研究」，中心將謹慎運用專款，以達

善款最大效益。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亦捐出部分薪金，作為中心日常

營運經費，特致謝忱。

中心將於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五、十六日兩天，與佛光山人

間佛教研究院於台灣佛光山寺合辦「人間佛教的管理與創新」論

壇，邀請佛教學者、商管學者與企業家代表，共同探索「佛商精

神」及「寺院經濟」，為全球化時代的商業倫理提供新的精神資

源，同時提供佛教學者與企業家的公共對話空間。

為深化兩岸四地各大專學生對於此課題之認識及研究，此次

論壇歡迎申請旁聽，並為通過審查的與會人士提供食宿接待。全程

參與者，另頒發結業證書。詳情及報名方法，請見中心網頁。

人間佛教的管理與創新

研討議題 / 議題一

1.	 星雲大師的管理思想

2.	 佛光山寺的管理文化

3.	 寺院管理文化的重塑

4.	 寺院商業化再度檢討

研討議題 / 議題二

1.	 佛商之利樂喜捨與企業倫理

2.	 佛商之般若智慧與創新策略

3.	 佛教理念與企業經營

4.	 佛教倫理與企業重塑

5.	 佛教精神與社企責任

6.	 佛法思維與管理創新

銘謝

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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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副研究員駱慧瑛博士到任
中心副研究員駱慧瑛博士於二○一八年二月一日到任。駱博士於二○一二年獲香港

大學文學院頒授佛學博士學位。早年獲英國根德大學榮譽學士及佛光山叢林學院榮

譽學士。研究範疇為敦煌佛教圖像。學術論文有：〈饒公觀音貫古今——淺談饒宗

頤教授筆下唐代觀音菩薩畫像〉《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	(上海古籍2017)、

〈新疆出土古佛經——考究古佛經六片十二面出處與因緣〉《探索西域文明——王

炳華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中西2017）、〈《觀音感應記》與《觀音經》〉

《佛教文化與現代實踐》（中華2014）、〈倓虛法師與「感應觀音」〉《東北三老

佛學思想研討會論文集》（書作坊2014）；編輯著作有：《饒宗頤佛學論文集》

（天地2013）。現兼任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藝術顧問、嗇色園文化委員會顧問

等，及為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員。

中心公布欄

中心於二○一八年舉辦了二十五埸講座，為了感謝最高出席率的三位

參與者，特於五月十七日進行了一個簡單的頒獎儀式，由中心主任陳

劍鍠教授頒贈其著作和小禮物給三位最高出席率者。

誰最愛中心講座

第 1名
鄭明健先生

在25場講座中
出席超過20場

第 2名
羅惠珠小姐

在25場講座中
出席超過15場

第 3名
黃思濃先生

在25場講座中
出席約15場

人間佛教研究期刊 第八期
每年 1 月出版一期 / 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 HK$140 

採取嚴格的雙盲審查制度，刊載九篇研究論著，包括數位「東亞與東南亞人間佛教專書寫作獎助計
畫」得獎者文章。

‧星雲大師「同體共生」之理念—以平等、慈悲、華嚴法界為線索/陳劍鍠

‧星雲大師對彌陀淨土法門的弘傳與行持/李聖俊

‧星雲大師文學創作觀探析/高文強、陳舒楠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以《星雲詩偈》為例/李枝憙

‧人間佛教對人心的關懷—佛教與中醫調心方法之比較研究/釋永有

‧佛教心理學發展的省思—建議設立符合人間佛教藍圖的「應用佛教心理學」/潘啟聰

‧「白色恐怖」下的辦學與弘法—慈航法師主持「臺灣佛學院」與環島布教（1950–1952）/闞正宗

‧湛然的「無情有性」論與「色心不二」觀/唐秀連

‧三種《華嚴》文獻分析/桑大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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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日記
訪問學者

2017/11/16-17 劉宇光教授 /上海復旦大學哲學學院
副教授

上海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復旦佛教研究團隊 

(FDTBS)主任、復旦大學甘地與印度研究中心成員、美國加

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C. Berkeley)訪問學人 (2010年2-6
月)。劉教授專研心識論、中觀及知識論等大乘佛教哲學議

題，兼治東南亞—南亞左翼佛教 (Le bouddhismeengagé)案

例、宗教衝突、僧伽教育、跨國佛教與

國家政權，及佛教公共外交等現代佛

教的政教關係議題。先後在北美、

台、港、東南亞學術期刊發表上述

相關中、英論文約五十篇。

2018/1/25-26 路易斯．蘭卡斯特教授 (Prof. Lewis 

Lancaster)/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東亞語文系終身榮譽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語文系終身榮譽

教授，當代佛教經典電子化、數位化的開

創者，曾任美國西來大學校長。退休

後，至香港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高

麗大學、西來大學等校擔任客座教授

或交換學者。

2018/3/9-14 何建興教授 /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現為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曾於台灣南華大學任教。學術專

長為佛教哲學與印度哲學，兼及比較哲學與宗教哲學等，曾於Philosophy East and 

West、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th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Asian Philosophy以及the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等國際期

刊發表多篇英文論文。晚近研究以漢傳佛教思想為主，特別關心三論宗哲學的研究。

2018/3/14-17 唐忠毛教授 /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
展學院教授

現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華東師範大

學學報》(哲社版)編審、華東師範大學宗教與社會研究中

心副主任，兼任中國宗教學會理事、上海市宗教學會理事

兼副秘書長、上海市趙朴初研究會副會長。主要從事佛教

學、信仰民俗學、宗教社會學研究。出版專著五本，發表

學術論文四十餘篇，代表著作有《佛

教本覺思想論爭的現代性考察》、

《中國佛教近代轉型的社會之

維》、《經卷遺存：長江流域民

俗文化與藝術遺存》等。

2018/6/6-10 徐文明教授 /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
教授

現任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從事禪學研究三十

年，茹素持齋，學修並重。主要著作有《中土前期禪學

史》、《輪迴的流轉》、《出入自在：王安石與佛禪》、

《六祖壇經注譯》、《中國佛教哲學》、《頓悟心法》、

《壇經的智慧》、《維摩經譯注》、

《唐五代曹洞宗研究》、《維摩大

意》、《佛山佛教》、《苦樂人

生》、《廣東佛教與海上絲綢之

路》、《青原法派研究》等。發

表論文二百餘篇。

為促進各地佛學研究之交流，本中心歡迎各地各校學者來

訪。除至中心訪問、交流外，中心亦會邀請到訪學者就其學

術研究為本校師生及公眾演講，以提高公眾對佛學研究之興

趣及其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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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日記
與中心有約 歡迎蒞臨交流

2017/11/17  靈機文化協助中心拍攝佛學研究文學碩士
課程宣傳短片

靈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創始人丁志鋒先生率領四位公司同仁於二

○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參訪中心。靈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成立於二

○○○年，總部設於香港，內地及台灣均設有分部。靈機文化通過互

聯網科技，為中華文化愛好者提供中華傳統文化學習、諮詢和服務。

是次來訪，主要促進相互的認識，討論合作計畫。為協助中心於內

地宣傳佛學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十一月二十二日再次到訪，並拍

攝宣傳短片，以利製作網上平台

的宣傳資訊。

2018/3/15  新任國際佛光會香港協會黃勤道會長到訪

國際佛光會香港協會於二○一七年十二月中選出第十一屆香港協

會會長及副會長。會長由黃勤道理事擔任，副會長則由范偉廉理事及

蕭灝東理事擔任。中心歷年的活動蒙香港佛光道場及國際佛光會香港

協會支持，為了解中心的運作及

二○一八年將舉辦之活動，黃勤

道會長於三月十五日到訪中心，

並與陳教授會面。

2018/3/19  國際佛光會香港協會督導長率團參訪

國際佛光會香港協會督導會下設大專青年組，為促進協會與中心

之合作及互動，國際佛光會香港協會督導長招家驊先生率領曾文潔督

導、張潔妍督導及謝祖容督導於二○一八年三月十九日參訪中心。有

鑑香港學生課業及生活壓力沉重，為緩減他們的精神壓力，恢復身心

健康，中心提議督導會可定期派員為有需要之同學進行佛法與心理諮

詢，督導會表示將把該意見上呈住持。中心同意協助宣傳協會的活

動，包括為大專學生而設的佛誕嘉年

華導覽團。為吸引更多學生參與中心

及協會活動，雙方均認為可舉辦與佛

教相關活動如禪修班、梵唄班、寺院

巡禮、行山禪、抄經禪等等。

2018/5/18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廖明
活教授到訪關心中心未來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休教授廖明活先生於二○一八

年五月十八日訪問中心，並與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會

面。廖教授是中心期刊《人間佛教研究》的編輯顧問，

著有《嘉祥吉藏學說》、《淨影慧遠思想述要》、《懷

感的淨土思想》、《中國佛性思想的形成與開展》、

《中國佛教思想述要》、Madhyamaka Thought in 

China等等重要著作；另有〈吉藏的佛性觀〉、〈莊子

郭象與支遁的逍遙觀試析〉、〈僧肇物不遷義質疑〉等

中英文論文數十篇。廖教授是中心主任陳教授於香港大

學中文系攻讀博士學位時的指導教授，他此次專程至中

心訪問，主要對於陳主任推展佛學研究所作努力，予以

關懷與鼓勵。會晤時談及中心未來五年的發展方向，

如「人間佛教的生活

禪」以及「人間佛教

的管理文化」等議

題，表示讚許。

2018/6/5  雪豬基金會法師桑丹格西強調弘法
者應該以教導信眾修心為主

雪豬基金會法師桑丹格西於二○一八年六月五日至

中心訪問，席間與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交換香港佛教弘

法現況的心得。桑丹格西曾於印度留學十年，隨後至香

港弘法，至今已十四年。他密切觀察香港佛教界的信仰

問題，並且強調弘法者應該以教導信眾修心為主，不宜

令信眾走向心外求法的歪路。他指出常常看到佛教界許

多法師在教導信眾時只教導人天福報，無法進一步指導

眾生以修心為主，對治自己的貪瞋癡，殊感可惜。雖然

普羅大眾大抵停留在祈福求壽求財求子等類似民間信仰

的層次上，這屬於佛教五乘共法中的人天乘，雖然佛教

不否定這方面的修持，但是這須清楚辯證，不能只是停

留在這個階段，須以此階段作為誘引眾生信奉佛教的方

便法，如同「以利勾牽，令入佛智」的教示，漸漸地進

一層次教導受

眾走上菩提大

道，這才是修

學佛法的真正

要義所在。

第七期 │ 二○一八年九月EVENTS EVENTS



2017 11/16、11/17

主講人 劉宇光教授 /上海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

講題  ∙ 從所知障 (Jñeyāvaraṇa) 論大乘佛教的知識視野：以玄奘《成唯識論》為據
 ∙ 現代泰國上座部僧團的基本特質：以三次僧伽教育改革為核心

劉宇光教授講授「從所知障論大乘佛教的知識視野：以玄奘《成唯識論》為據」，此講以五明

處、一切智及阿僧衹劫三個大乘概念所織成的脈絡為線索，根據《成唯識論》闡明作為重要大

乘義理之一的「所知障」說的三項主要含義，並藉此綜合地說明大乘佛教之為「大乘」，其對

知識與文明的基本視野與態度。講座吸引了約六十餘名人士參與。

隔日，劉宇光教授另講授「現代泰國上座部僧團的基本特質：以三次僧伽教育改革為核心」。

此講以一八四○年代蒙固比丘 (1804-1864) 創立重振教與律的法宗派、一九一○年金剛智 

(1860-1921) 建立全泰僧伽教育及考核統一標準，及一九六○年代毘蒙曇長老 (1903-1989) 

創立摩訶珠叻隆功僧伽大學三輪僧伽教育大型改革為線索，說明三輪教育改革是如何塑造出現

代泰國有異於同屬上座部其他傳統的多項僧團特質，包括相對較溫和、重視理性、對現代知識

與西方文明持寬容態度、高度社會參與（尤其農村）、接納社會世俗化，亦妥善適應與國家政

權的關係等，但同時亦會論及所一併造成，過猶不及或仍然不足的缺點與盲點。講座吸引了約

四十餘名人士參與。

2017 12/11

主講人  ∙ 陳沛然博士 /香港佛學研究所所長

 ∙ 陳劍鍠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 張惠能博士 /香港中華密教學會會長、中華智慧管理學會會長

講題 禪、淨、密的人間智慧

適逢中心舉辦第五十場講座，中心邀請香港佛學研究所所長陳沛然博士、香港中華密教學會會長暨中華智慧管理學會會長張惠能博

士與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共同講授「禪、淨、密的人間智慧」。陳沛然教授以「禪宗教學之方法論」為子題，根據佛家哲理，引

用不同的禪公案說明。陳劍鍠教授以「彌陀淨土之人間智慧」為子題，以釋迦牟尼佛於淨土三經裡主要教示及歷來祖師大德所強

調的，點出這些教說所主張的核心要義在於以此岸的人間智慧，作為通向彼岸的往生資糧。張惠能博士的子題為「密教之生活智

慧」，指出為能活現密教智慧，必需對日常生活行為，予以反省，透過檢討「密教之物慾觀、物慾之活現法、密教精神與生活、密

教生活與其姿態、密教生活之樣式、密教與無礙生活」，來開啟人之智慧心眼。講座吸引了約六十多名學生、教職員及公眾參與。

會後，聽眾踴躍發問，場面熱絡。

臨場對話 
  場場精采

2017-2018

第 50 場講座

二○一五年八月起，中心定期舉辦專題講座，邀請研究佛教各領

域的學者與香港中文大學師生及公眾人士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

截止二○一八年七月，中心共舉辦了六十二場公開講座。

如欲重溫以下講座內容，請瀏覽 http：//www.cuhk.edu.hk/arts/

cshb/video.html。

講座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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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1/25、1/26

主講人 Prof. Lewis Lancaster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語言學系終身
榮譽教授

講題  ∙ Buddhist Pilgrimage： “The Four Sacred Mountains of 

Chinese Buddhism： Presence of   Bodhisattvas”

 ∙ Buddhist Pilgrimage： “Fixed and Portable Sanctity for 

Chinese Buddhist Pilgrims” 

中心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語言學系終身榮譽教授路易斯．蘭卡斯特教授 

(Prof. Lewis Lancaster)，第一場講座題目為「Buddhist Pilgrimage： The Four 

Sacred Mountains of Chinese Buddhism： Presence of Bodhisattvas」。蘭卡斯

特教授指出前往中國四大佛教名山朝聖的人數，可堪比前往麥加朝聖的人數。蘭卡斯特

教授在此講座主要探索當中的緣由。講座吸引了約六十多名學生、教職員及公眾參與。

另一場講座的題目為「Buddhist Pilgrimage： Fixed and Portable Sanctity for 

Chinese Buddhist Pilgrims」。蘭卡斯特教授透過分析佛教神聖性的移動及擴散的過

程，以了解其如何影響佛教在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的發展及傳佈。講座吸引了約四十餘名

學生、教職員及公眾參與。

2018 3/9、3/14

主講人 何建興教授 /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講題  ∙ 禪宗的弔詭語言

 ∙ 中國佛教的「遮詮」(Apoha)概念

何建興教授受邀至中心講授兩場講座。第一場講題為「禪宗的弔詭語言 」。此演講討

論禪宗對於弔詭語言的使用。講者依國際學界的一般見解，區分唐代禪師的上堂語以

及後世的機鋒問答二者，分別就這兩者擇要討論禪宗的弔詭語言使用。超過七十名學

生、教職員及公眾參與是次講座，大家也爭取機會向何教授請教。另一場講座的題目

為「中國佛教的『遮詮』概念」。本演講簡介陳那的遮詮理論，並整理唐代法相宗學

者對於「遮詮」概念的相關討論，也概述中國佛教傳統對於「遮詮」一詞的理解。講

座吸引了四十名學生、教職員及公眾參與。

2018 3/15、3/16

主講人 唐忠毛教授 /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

講題  ∙ 人間佛教的「現代性」、「傳統性」與「超越性」——從太虛大師到星雲大師 

 ∙ 中國佛教的生活世界及其民間民俗化向度——以江南「寺 -鎮」關係為例

唐忠毛教授至中心的第一場講座題目是「人間佛教的『現代性』、『傳統性』與『超越性』——從太

虛大師到星雲大師」。此講座試從太虛大師到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發展歷程，從佛教思想史與宗教社

會學理論的視角論述人間佛教的「現代性」、「傳統性」與「超越性」特質，並就人間佛教發展過程

中與此相關的問題與疑問進行分析與回應。講座吸引了約六十多名學生、教職員及公眾參與。

另一場講座，講題為「中國佛教的生活世界及其民間民俗化向度——以江南『寺-鎮』關係為例」。

此講座以江南地區的「寺-鎮」互動關係的生活史為例，來具體論析中國佛教在民間的生活世界及其

民俗化向度與特徵。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從「佛教信仰生態關係」的角度探討中國佛教的不同信仰層

次、信仰階層以及信仰類型的差異性與生態一體性，並從人間佛教的發展視野，討論其對待佛教民間

民俗化應有的態度。逾五十名學生、教職員及公眾參與是次講座。

EVENTS EVENTS

人間·心間



2018 3/23、4/20

主講人 慧開法師教授 /台灣南華大學教授、佛光山寺副主持

講題  ∙ 生死兩無憾——認識安寧照顧與臨終關懷 

 ∙ 現代人如何修持「正念現前」與「一心不亂」

慧開法師教授受邀至中心主講「生死兩無憾——認識安寧照顧與臨終關懷」。慧開法師教授介紹聽

眾認識並了解「安寧照顧」與「臨終關懷」的精神、內涵與實務，並特別從「人間佛教」的生死達

觀以及「生命永續經營」的宏觀思維來看生死的安頓與超克，為「臨終關懷」與「往生助念」提出

一個超越佛教淨土宗觀點的跨宗教視野，希望不但能協助臨終病人克服其負面的心理恐懼及精神

焦慮，並且能為臨終病人及其家人親友，提供一些確實可行的臨終關懷實務參考。講座吸引了約

一百七十多名學者、學生及公眾參與。

另一場講座慧開法師教授主講「現代人如何修持『正念現前』與『一心不亂』」。「正念現前」與

「一心不亂」的功夫，其實是共通於「世間法」及「出世間法」兩方面的，同時也包含「靜態」與

「動態」的功夫。我們不論是在日常生活當中，希望能夠身心康寧，或者從事各行各業時，要能夠

有所成就「所作皆辦」，甚至於當我們面臨即將往生的情境時，希望能夠「生死自在」，「正念現

前」與「一心不亂」的功夫是不可或缺的。「正念現前」與「一心不亂」的功夫成熟時，其念力可

以貫穿三世——從過去世到現在世，從現在世到未來世——乃是實踐「生命永續經營」的根本法門

與關鍵力量。講座吸引了約二百名學者、學生及公眾參與。在場人士積極發問，場面熱絡。

2018 5/24

主講人 劉雅詩博士 /英國蘭卡斯特大學宗教研究博士

講題 人間佛教與佛法療癒：早期漢文佛典啟示

中心邀請英國蘭卡斯特大學宗教研究博士劉雅詩博士至中心講授「人間佛教與佛法療癒：早期漢

文佛典啟示」。該講座從三段早期漢文典藉，了解佛法療癒觀點對人間佛教的啟示：一、《金光

明經》於五世紀由天竺僧人曇無讖所譯，其中〈除病品第十五〉提出了適時飲食和治病等概念，

成為了漢傳佛教醫療智慧基礎﹔二、相傳由安世高所譯的《佛說溫室洗浴眾僧經》，透過佛陀與

大醫王耆域的對話，提倡個人衛生、治病、清淨、福報等觀念﹔三、天台始祖智顗所撰的《小止

觀》〈治病第九〉，建議修禪者以止觀方法檢查病相和治病。上述內容，帶給聽眾有關理論與實

踐兼顧的佛法療癒身心的觀念。超過一百一十名學者、學生及公眾參與是次講座。

2018 6/7、6/8

主講人 徐文明教授 /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講題  ∙ 禪宗史研究體會

 ∙ 禪與生活信仰

徐文明教授為中心講授兩場講座。首場講座的題目為「禪宗史研究體會」。徐教授在此講上分享他研

究禪宗史的經驗及看法。由禪學的歷史演進，至禪宗的各個重要宗派和支系等，徐教授都一一言及。

講座吸引了約五十餘名學者、學生及公眾參與。另一場講座——「禪與生活信仰」。講者先討論禪修

次第的四步——「信解行證」，並介紹禪法的五門——數息觀、不凈觀、念佛觀、慈悲觀、因緣觀。

講者也分享個人體驗心得及禪公案，指出禪宗公案是借用古人悟道的故事，使大眾容易悟道，每一個

公案都是開悟之門。講座吸引了約九十餘名學者、學生及公眾參與。

2018 5/17

主講人 廖肇亨教授 /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講題 新文獻、新觀點、新方法：從新出資料看明清佛教研究的新趨勢

廖肇亨教授為中心演講「新文獻、新觀點、新方法：從新出資料看明清佛教研究的新趨勢」。講者

指出近年來明清佛教文獻大量出土，這些新出土史料及敦煌的資料，有助擴大研究明清佛教文化的

層面，亦對研究近代佛教發展歷史起了清晰的作用。約七十五名學者、學生及公眾人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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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佛道  先結人緣 義工活動與培訓

星雲大師說：「義工是發心的，是有情有義的，是以人義胸懷

在為人服務⋯⋯它是力量、時間和心意的布施。」

義工是中心推展活動重要的環節之一，為感謝他們持續的支持

並傾聽其建議，中心於二○一八年二月九日及三月七日，舉辦兩場

義工聚會及講習。更於三月三十日舉辦「中大校園行山活動」，帶

領義工認識他們服務的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區。中心還邀請佛學研究

文學碩士課程學生，少林寺延惠法師示範教導簡易的少林拳法。並

於四月二十六日舉行義工培訓班，由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及副研究

員駱慧瑛博士為大家講授淨土法門及敦煌圖像的知識。

一日禪修營
透過禪修
通往光明和善美

現今社會環境丕變，競爭日益，學子壓力甚大，中心分別於二

○一八年三月三日與香港佛光道場、香港中文大學和聲書院，以及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與香港佛光道場於香港中文大學內舉辦了

兩場「一日禪修營」，透過禪修減低功課及生活壓力所造成的情緒

困擾。

佛光山港澳地區總住持永富法師開示，指出透過靜慮把心定下

來，認識自己和眼前因緣，調整身心，釐清生命的目標，透過一日

禪往光明和善美的方向發展。佛光山寺副主持暨台灣南華大學教授

慧開法師開示，表示禪宗強調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以現代概念來

說就是自我對話，自我坦白。禪修活動由佛香講堂禪修指導妙浩法

師及香港佛光道場禪修指導如菴法師主持，活動包括坐禪、跑禪及

茶禪，合共八十八位大專院校師生參與。

義工活動

歡迎蒞臨聆聽、指導，詳情及報名方法，

請見		http://www.cuhk.edu.hk/arts/cshb/lecture.html

多面向講題 深化思考
2018 中心講座

2018/9/13 晚上 7:30-9:30
紀潔芳教授 /山東
大學、南華大學兼
任教授

臨終關懷的實
作與教學

2018/10/2 上午 10:30–12:30 趙聲良教授 /敦煌
研究院副院長

敦煌與東西方
文化交流

2018/11/9 晚上 7:30–9:30
妙智法師博士 /福
建省開元佛教文化
研究所研究員

佛教、佛商與
企業管理的智
慧

2018/11/19
晚上 7:30–9:30 傅新毅教授 /南京

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漢語佛教文獻
的歷史構成與
類型分佈

2018/11/21 作為方法的東
亞唯識學

2019/1/4 晚上 7:30–9:30
汲喆教授 /法國多
學科佛教研究中心
（CEIB）主任

名山與大寺：
探索中國佛教
的社會地理學

2019/1/9
晚上 7:30–9:30

王頌教授 /北京大
學哲學宗教學系教
授

佛教的歷史觀
與人生哲學

2019/1/11 儒釋道三教融
合的人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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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海洋，在佛光山聆聽暮鼓晨鐘，抄寫經文，深度感受佛光山人間

淨土，沉浸在佛光山靜心修行道場中⋯⋯ 在台灣的短短幾日，是一次

心靈之旅，輕輕抹去心靈的陰霾。看到這青山綠水，聽著暮鼓晨鐘，

感受著清靜和自在。

我本身並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我對佛教帶有好奇心及想認識更深，

便參與這次不一樣的旅程。此次佛光山遊學之旅和我前年到法鼓山很

不一樣。之前參訪法鼓山感受的是出家人每天的生活，體驗較深。而

這次旅程較為學術性，有不少地方聽得不是很明白，但也令我獲益良

多。人類有思想及智慧，若只為生活而生存，那和動物沒有太大分

別。要怎樣提高智慧？我相信在佛陀身上會找到答案。

參學團的行程從高雄到嘉義，從宜蘭到台北。此行是為了充實知識、

增長見聞。此行能夠廣結善緣、培植善因。一路上，我們飛揚自在、

安然遨遊。旅途中，我們到處欣賞、心曠神怡。感歎法師大德的智慧

如海，感恩眾善知識精采的分享，也感受團友們的互助友愛。這一趟

心靈之旅，沿途都能得到佛法沐浴和滋潤，領會佛光山人間佛教的落

實。道在無言中，唯有滿心的歡喜，滿心的感恩。

本只抱著期末後清靜幾天的簡單想法，但在中心的陳教授和佛光山各

位法師的悉心安排下，心境在佛光山的晨鐘暮鼓和甘霖清風中逐漸變

得溫潤平和。佛光山弘揚人間佛教的廣闊視野和與時俱進，也令我眼

界大開。在佛光山，我看到了佛教的出世與入世結合得最好的狀態。

生命體驗之旅
遊學佛光山寺
尋找心中的佛光

為使佛學研究文學碩士課程的學生更加認識佛光山及其學術

系統，並透過參訪寺院及佛教大學，擴展心靈視野，提昇心靈和生

活質素，改善生活，離苦得樂，邁向幸福人生，中心與香港佛光道

場、香港中文大學佛學研究文學碩士課程、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

院、南華大學及佛光大學於二○一八年五月八日至十二日合辦「生

命體驗之旅——尋找心中的佛光」遊學團。遊學團共有二十二名香

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及香港公開大學的師生參與。

首兩天安排參訪佛光山總本山的多個單位，包括不對外開放的

佛光山叢林學院，以及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編藏處等等，並與

叢林學院院長妙南法師、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院長妙凡法師及副

院長妙光法師、編藏處主編滿紀法師、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及

人間福報社長金蜀卿女士會面及交流。遊學團成員充分掌握機會，

爭相發問，增長智慧。文化體驗方面，遊學團於西淨抄經堂抄寫了

「善賢菩薩十大願」，團員藉由抄經靜下心來，並感受寺院的寂靜

和祥和的氣氛。

接著參觀佛光緣美術館欣賞「佛誕特展」及「星雲大師藏書常

設展」。之後，在妙凡院長的帶領下在藏經樓參觀「星雲大師一筆

字」，並各自與喜愛的一筆字合照。在星雲大師揮筆的「十修歌」

墨寶前，妙凡法師帶領大家以揚州調來頌唱。十修歌譜上大家熟悉

的曲調，令十修內容更容易朗朗上口。二○一一年落成的佛光山佛

陀紀念館，由如常法師擔任館長，此館每年有近千萬信眾到訪。星

雲大師說：「佛陀紀念館是歷史的建設，是人心的建設。它是十方

的，是大眾的，只要有人需要它，誰都可以來親近它；它也是文化

的，是教育的，無論個人、家庭、學校、機關團體，都可以在這裡

團聚、聯誼，都可以在這裡圍繞、教學。」遊學團由叢林學院畢業

的韓籍師姐負責導覽，韓師姐雖是韓籍人士，但普通話流利，團員

從中深刻了解佛光山成立的背景及星雲大師對佛教的貢獻。佛光山

的國際化，由接領我們的法師及工作人員的背景和行事作風、處事

態度，可窺其一二。

除本山外，是次遊學團也參訪了兩所道場——高雄南屏別院及

台北道場。兩所道場屬於現代化多功能的寺院，各有佛堂、禪堂、

齋堂、會議廳、佛光緣美術館、人間大學分校等，結合文化、藝

術、社教、傳播、弘法、共修等作用。南屏別院妙仲法師還示範以

其他曲調，如「捕魚歌」及至今仍膾炙人口的「上海灘」頌唱「十

修歌」。

佛光教育系統下設有五大學一中心，台灣南華大學、台灣佛

光大學、美國西來大學、澳洲南天大學、菲律賓光明大學及香港中

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此遊學團訪問了其中兩所台灣大學。遊

學團參訪南華大學時，適逢佛誕將至，佛光山圓福寺於南華大學內

設有流動浴佛車，大家也把握機會浴佛淨心。林聰明校長特別為大

家主講「三好南華薰香 璀璨生命樂章」，介紹南華大學及佛光教

育系統。生死學系永有法師教授為大家講授「前世今生的畫像與故

事」，論及輪迴，為大家上了一課生命教育課程。至宜蘭的佛光大

學時，遊學團先拜訪佛教學院，由院長萬金川教授及佛教研究中心

副主任黃繹勳教授接見，兩位教授介紹了佛教學院及中心，並引領

大家參觀佛教學院的禪房、佛學圖書館及齋堂等。之後由許文傑主

任秘書會見遊學團，除介紹佛大之外，還解答團員提出的問題。會

上有兩位來自香港的佛大代表學生，述說著如何與佛大結緣、佛大

又如何成就他們，讓大家感受到佛大不僅為同學提供知識，亦為他

們開闢了一片天空。

短短五天的遊學之旅，由南至北，遊走寺院及大學，感受到常

人難以體會的佛光。團友們也寫下感想﹕

陳肯

陳芷苓

林玉鳳

林思貝

第七期 │ 二○一八年九月
香港中文大學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6 人間·心間



它是一場震撼靈魂的心靈之旅，也是一場無可預期的情景體驗，更是

一場足以改變一生信仰的探索之旅。二十二位團員，相信會有二十二

種不同的生命體驗，因為每個人的過往經歷、人生際遇、學術領域、

宗教信仰不盡相同，加之各人的參悟能力不同，但是從大家每天的分

享中可以看出每個人都欣喜地找到了自己心中的佛光，從洋溢的笑臉

可以看出，從溫潤的話語可以聽出。

一直以來我覺得我的一些想法和佛教中的思維方式很相似。我之前並

沒有宗教信仰，不過這次旅行讓我認識到包括我在內的很多年輕人過

去都對佛教有所誤解。很多年輕一代認為它是守舊且無用的，但是現

在我更加認識到，就像歌詞中寫道的「愚人求佛不求心，聖人求心不

求佛」。佛教、佛經最根本的是在教我們智慧，而拜佛只是一個形

式，了解佛教中的智慧是最重要的。佛光山之行是我的啟蒙之旅，我

是第一次來，且必定不是最後一次。

在來佛光山之前，從基督教系統教育裡出來的我完全不知道有「人間

佛教」，星雲大師也只是聽過他的名字，對他並沒有什麼了解。我對

佛教的理解，只停留在寺廟裡的佛像和那濃濃的而刺鼻的燒香味，可

以說這次來台灣遊學，讓我大開眼界的同時，也在我心裡還原了一個

佛寺背後的真面目。

尋找佛光，目的是為了尋找自己內心深處的佛光、智慧之光與本來面

目——自性、佛性。發掘個人潛能，把佛教智慧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包括在靜態中、在動態中。透過參訪遊學寺院及佛教大學，擴闊心靈

視野，提昇心靈和生活質素，改善生活，離苦得樂，得大自在，廣發

菩提心，行菩薩道，自利利他，自悟悟人，莊嚴國土，利樂有情。

敦煌參學
走訪絲路上的博物館
體驗世界文化遺產

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和聲

書院於二○一八年七月五日至

十一日合辦「敦煌餘馥—體驗

世界文化之旅」參學團。由中

心主任陳劍鍠教授帶領，敦煌

佛教學者駱慧瑛博士作導師，

帶領參與者走入敦煌這座絲路

上的博物館，置身其中見證這

有形無價的世界文化遺產，領

略其超然物外、無形無價的精

神力量。

參學團共有三十五名師生

參與，包括和聲書院創院院長

劉允怡教授、地球系統科學課

程主任黃庭芳教授、物理系主

任吳恆亮教授、校園發展處處

長馮少文先生等，以及來自香

港大學的博士及碩士畢業生參

加。大家除實地考察四至十四

世紀的敦煌壁畫及塑像瑰寶

外，中心更邀得敦煌研究院趙

聲良副院長為大家講授「走向

人間的淨土——敦煌經變畫藝

術」，團員獲益不少，並踴躍

發問與分享。此趟短短七天的

文化之旅，敦煌之美及共聚之

美好回憶已烙印大家心中，餘

馥永存。

劉艷華 郎玉皎

劉陶琳延惠法師

香港中文大學和聲書院院長劉允怡教
授及其夫人夏文綺女士

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贈書敦煌研究院
趙聲良副院長表達感謝之意

▲麥積山的佛像▼

敦煌莫高窟內釋迦牟尼佛以手撫其愛子羅睺羅

香港中文大學佛學研究文
學碩士課程學生黃佩茵，
參訪敦煌後的畫作「大漠
中的甘泉——	月牙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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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劍鍠教授主編
《人間佛教的生命書寫與家國關懷》
《眾力莊嚴．一佛圓滿 
 —人間淨土與彌陀淨土 上 下 》

聽
講
思
辯  

創
新

論
壇
智
慧  

匯
聚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馮景禧樓204室/（852） 3943 5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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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據點

人間佛教的生命書寫
與家國關懷
2017.12出版 / HK$200
集結2016年「人間佛教的生命書寫與家國關懷」
圓桌論壇十八篇會議論文：

• 從《貧僧有話要說》看星雲大師一生的不斷超越/鄧子美（中國）

• 人間佛教的公共意識與公共領域—以星雲大師的「問政」理念為

中心/李向平（中國）

• 《法華經》一些涉及「女人」經文的解讀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性

別平等思想/程恭讓（中國）

• 《貧僧有話要說》的管理思想/陳劍鍠（香港）

• 人成即佛成—太虛、印順、星雲的人間佛教/蔡振念（台灣）

• 書寫亦修行—論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書寫之意義/高文強（中國）

• 同中存異與異中求同—星雲大師與其他宗教文化和諧相處的大智

慧/韓煥忠（中國）

• 星雲大師《慈悲思路．兩岸出路》的當代意義/朴永煥（南韓）

• 人間佛教的政治涉入與公民社會—星雲法師政論的一個側面/吳

有能（香港）

• 探討佛陀與阿羅漢住世人間的本懷—從《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申

論之/釋覺明（台灣）

• 《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的辯證之美/王美秀、潘沚玄（台灣）

•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Contribution to Vesak/釋覺瑋（澳洲）

• 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金蜀卿（台灣）

• 泰國華僧對家國關懷的體現/邢曉姿（泰國）

• 梁漱溟的佛儒生命書寫/鄧小虎（香港）

• 挑戰皇帝以獲成功—憨山德清與五台山法會新解/張德偉（澳

門）

• 儒者行．菩薩道—管東溟的生命書寫與修行理念/吳孟謙（台

灣）

• 《續高僧傳．道紀傳》所反映的人間佛教傾向/蒲成中（香港）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Humanistic Buddhism
香港中文大學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BOOKNEWS



眾力莊嚴．一佛圓滿—

人間淨土與彌陀淨土
2017.12出版 / HK$500（上下冊）
集結2016年「人間淨土與彌陀淨土」國際學術研
討會五十一篇會議論文，分上下冊：

【上冊】

哲學義理探微

• 彌陀淨土的科學觀/潘宗光（香港）

•	 法然の念仏‐「人間浄土と弥陀浄土」について考える（法然的念佛：

關於「人間淨土與彌陀淨土」的思考）/ 藤本淨彦（日本）

• 人間淨土與彌陀淨土/釋寬運（香港）

• D. T. Suzuki and the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Japanese Pure Land 

Buddhism/ James C. Dobbins （美國）

• 印順彌勒與彌陀淨土思想的比較與解讀/麻天祥（中國）

• D.T. Suzuki： Different Horse, Same Rider/ Brian Victoria （英國）

• 唯心淨土與西方淨土之學理依據及其人間踐行/鄧子美（中國）

• 當代新儒家與佛學的交涉——以唐君毅「心通九境」的心靈哲學為例/

葉海煙（台灣）

• 論倓虛大師的淨土思想/郭延成（中國）

• 以般若經典為依據探討往生佛土：以自力與佛力的不二中道義理為視角

/蔡耀明（台灣）

• 中日淨土教實踐模式的探究/陳敏齡（台灣）

• 《大乘大義章》的念佛見佛與成佛/杜保瑞（台灣）

• 蕅益智旭淨土觀論證之得失/徐聖心（台灣）

• Western Pure Land, Mind-only Pure Land, or Humanistic Pure Land： 

Intersections in Practice and Social Action/ Charles B. Jones（美國）

• 大乘菩薩道當中信願的角色：以所知障為線索/劉宇光（中國）

• Reflections on Pure Lands in Tibetan Buddhist Texts and Contexts： 

Humanitarian Ideals in Hermeneutic Perspectives/ Georgios T. Halkias（香

港）

• 似小實大——省庵大師論淨土法門/李勇（中國）

• 明末蕅益智旭的淨土念佛思想/黃國清（台灣）

• 蘇軾惠儋時期建構人間淨土之哲理基礎/鄧城鋒（香港）

• 《十住毘婆沙論》淨土思想初探/陳金輝（馬來西亞）

• 星雲大師唯心淨土思想研究/李萬進（中國）

• The Venerable Monk Xuyun’s thoughts on and Cultivation Practices of the 

Chan and Pure Land Dharma Doors/ Robert Shaw（澳洲）

• 當代越南南方佛教人間淨土的思想/釋安妙（越南）

• 彌陀淨土法門初探/伍先林（中國）

【下冊】

經典文獻研習

• 近世禪者淨土詩義蘊探析：從玉琳通琇的淨土詩談起/廖肇亨（台灣）

• The Story of Phra Malai and its Application to Pure Land Buddhism/ Hwang 

Soonil（南韓）

• 楚石梵琦《西齋淨土詩》研究/吳光正（中國）

• The Doctrine of Faith in Amitabha’s Pure Land/ Kim Suah（南韓）

• 西夏阿彌陀經典及其信仰考略/崔紅芬（中國）

• 試從傳統禪法闡析《觀經》定善的念佛法門/陳雁姿（香港）

• 試論《無量壽經》漢譯本對阿彌陀佛大願的翻譯方式—兼談基於梵

漢對勘的佛教漢語研究/李博寒（香港）

歷史文化鉤沉

• 人間淨土與彌陀淨土的轉換及其現代意義/黃夏年（中國）

• 延壽大師與淨土法門/黃公元（中國）

• 紅螺寺與徹悟大師/溫金玉（中國）

• 北京地區淨土信仰史蹟小考—以徹悟大師住持過的寺院為中心/邢東

風（日本）

• 「人間淨土」在山中：日本東北地區山嶽信仰特徵的宗教學分析/何燕

生（日本）

• 關於人間佛教未來走向的若干思考—兼及「人間淨土」的省思/侯坤

宏（台灣）

• 對照淨土立宗史，看當代人間淨土的應然特色/顧偉康（新加坡）

• 明末天主教「淨土」之辨/張曉林（中國）

• 淨空法師對彌陀法門的弘傳/陳劍鍠（香港）

• 由士僧交結觀察北宋彌陀信仰的群集—以辯才、楊傑、蘇軾等為核

心/黃惠菁（台灣）

• 再論慧能開創的南禪宗與淨土教的盛衰因果—從南禪宗的革命到淨

土教的保守到兩者的融合與再革命/譚世寶（澳門）

• 慈莊法師與西來寺：佛光山比丘尼對國際弘法的貢獻/李玉珍（台灣）

• 戰後台灣佛教結社與淨土行人（1949-1987）/闞正宗（台灣）

• 南嶽承遠與淨土宗的發展/王公偉（中國）

• 星雲大師與趙樸初居士/韓煥忠（中國）

• Buddhist Pure Land Sect in Southern Vietnam/ Tran Hong Lien（越南）

•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晚近趨向—以人間淨土為線索/簡逸光（中國）

• 普應國師中峰明本對淨土文化的影響/葉憲允（中國）

• 略論慧遠與淨土/林律光（澳門）

• 敦煌彌勒經變中「老人入墓」的印度文化影響/崔中慧（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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