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心於二○一六年一月九日及十

日，與中華佛教文化院及香港西

方寺合辦，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遼

寧大學永惺佛學研究中心、佛光大學、

南華大學、珠海學院、香港菩提學會、

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智度會弘法慈

善基金、觀音講堂協辦「人間淨土與彌

陀淨土」國際學術研討會。此次研討會

邀請了海內外專家學者，共同研討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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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術研討會於香港中文大學舉

行，邀請了中華佛教文化院執行院長及

香港西方寺住持寬運法師、香港民政事

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女士，以及香港中文

大學文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致辭。寬運

法師認為此次的研討會是推動及傳播淨

宗思想的一個很好的契機，同時藉由學

者及大會的努力，期盼能為未來的淨土

思想研究與實踐，探索出一個明確、可

行的方向。許曉暉女士則認為世界愈來

愈需要去探討心靈上的安樂與淨化，期

盼此次研討會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可以

往後輻射到社會更廣闊的角落，讓大家

可以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進一步去推動

人間淨土的踐行。梁元生教授也盼望此

次研討會能夠促進不同佛教傳統思想之

間的交流和融合，為佛教研究及佛教文

化的未來作一點貢獻。

大會特別邀得寬運法師、香港理工大

學榮休校長潘宗光教授，以及日本淨

土綜合研究所所長藤本淨彥教授擔任主

題演講的嘉賓，分別講授「人間淨土與

彌陀淨土」、「彌陀淨土的科學觀」

及「Honen's (1133-1212) Nenbutsu--on 

the bases of "Humanistic Pure Land and 

Amitabha Pure Land"」(法然的念佛：關

於「人間淨土與彌陀淨土」的思考。日

語演講，由何燕生教授翻譯)。會中邀

請了來自中國、台灣、香港、日本、韓

國、美國、英國、越南等十二個國家和

地區，將近六十位學者發表論文。由於

學者眾多，大會安排的五場論文發表，

均於三個演講廳同時進行，吸引超過

一百多名法師、學者及公眾到場旁聽，

研討會場熱絡。

論文題目包括各地區的人間淨土思

想、各高僧大德的淨土思想及其影響、

佛教經論上之人間淨土與彌陀淨土研

究、淨土思想的理論及實踐等等。每場

發表後，均設討論時段，學者積極發問

及提出意見，促進了學界互動與交流。

閉幕總結移師西方寺轄下之觀音講堂

進行，除了邀請了主辦機構的代表─

中華佛教文化院執行院長兼香港西方寺

住持寬運法師及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擔

任總結嘉賓外，還邀請了中國社會科學

院黃夏年教授、復旦大學劉宇光教授及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副教授廣興法師

教授發表感言。會後，學者於觀音講堂

內享用自助晚餐後，便至山頂欣賞夜

景，以夜景結束緊湊的研討會。有關研

討會的的回顧，請見本中心網頁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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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ml?f=forum&p=new。

人間淨土與彌陀淨土
國際學術研討會

香港中文大學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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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講演

彌陀淨土的科學觀
潘宗光教授從學術研究的層面上探

討彌陀淨土。當中討論兩個主題：

（一）  淨土法門的科學觀、（二）

十八，十九與二十願的接引對象。

潘教授指出一般凡夫對淨土法門常

常有以下幾個疑點。淨土真的是阿彌

陀佛從零創建出來？真的那麼殊勝？

如果淨土不停接引十方世界一切眾

生，淨土可容納那麼多眾生？單念阿

彌陀佛名號就可以往生？淨土離開我

們十萬億佛土那麼遙遠，可以去到

嗎？他嘗試從現在所掌握的最新科學

知識，去探討凡夫對淨土的四大疑

點。

另，在眾多介紹淨土三經的著作

中，不難發現一個共通特色，作者一

般都是從娑婆世界凡夫的角度去看淨

土三經。對於四十八大願中三大接引

願，即十八、十九及二十願的註解，

絕大多數的作者均認為這三大接引願

都是為接引凡夫眾生。潘教授卻對這

三大接引願有不同的體會。阿彌陀佛

在因地法藏比丘發的四十八弘願，廣

義上是救度十方法界一切眾生到極樂

淨土，實質是為了接引六乘眾的三大

類別：菩薩、聲聞（包括緣覺）及凡

夫眾（包括天人及阿修羅）。他們是

完全不同的三類眾生，所以佛有三種

不同的接引方法是很自然的。

論文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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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ongmyong Universit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aith of Amitabha’s Pure Land in the Hyŏnhyaeng Sŏpang 
Kyŏng

 /   The Story of Phra Malai and its 

application to Pure Land Buddhism

 Ven. Prof. Chongdok/ Joongang Sangha University  
The Power of the Samboilbae The Korean experience of three 

steps and one bow for the Humanistic Pure Land

 /   Good and Evil in the Early Pure 

Land S tra: On the basis of the view of Human

 /   

  /   

  /   

  /   

  /   

  / Association of Anthropology in HCMC  
Buddhist Pure Land Sect in Southern Vietnam

 Mr. Robert Shaw / Murdoch University  The 

Venerable Monk Xuyun's thoughts on and cultivation practices of 

the Chan and Pure Land Dharma Doors

 Prof. Charles B. Jones /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Western Pure Land, Mind-Only Pure Land, or 

Humanistic Pure Land: Intersections in Practice and Social 

Action

  / Cornell University  Promoting Humanistic 

Buddhism across the Seas Yen Pei in Singapore

 Prof. Natasha Heller / UCLA  Physical Healing And 

Internal Transformation: The Efficacy of Recitation in Pure Land 

Miracle Tales

 Prof. James C. Dobbins / Oberlin College  D. T. 

Suzuki and the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Japanese Pure Land 

Buddhism

  /   

  /   

  /   

 Prof. Georgios T. Halkias /   Tibetan Pure Land 

Buddhism: Hermeneutic Perspectives and Humanitarian Ideals

  /   

  /   The Plac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in China-Transnational Impacts on the Local Practice 

in Urban Shanghai

  /   

  /   
: 

  /   

  /   

 Prof. Brian Victoria / Oxford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D.T. Suzuki: Different Horse, Same R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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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546-

1623)

 /  

 /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s 

Contribution to Vesak

 /   

 /   

  (Prof. Juree 
Suchonvanich)/  
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 )  

 /   

 /   

 /   

 /   

 /   

 /   

 /   

 /   

 /   

論文
發表

二○一六年四月十六、十七日，中心與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及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合辦「人間佛教的生命書寫與家國關懷」

圓桌論壇，共同探討星雲大師的《貧僧有話要說》及《慈悲思路‧

兩岸出路》二書之影響與貢獻，並研討人間佛教的生命書寫與家國

關懷相關問題，推進當代人間佛教之深度研究。

此次論壇邀請得佛光山港澳地區總住持及國際佛光會

香港協會祕書長永富法師、國際佛光會香港協會會長鄺

美雲院士及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於開幕

典禮中致辭。梁院長指出圓桌論壇提供平等、互相對談

的機會，期盼與會者暢所欲言，各有所得。鄺院士亦期

盼學者們可集思廣益，把佛教發揚光大，把人間佛教

的理念帶至世界各地。永富法師也期許透過學者對大師

作品的研究，能為社會帶來引導影響，使人在面對生命

時，會懂得感受及思考。

此次論壇邀請了七個地區將

近二十名學者參與，深入對談

人間佛教的相關議題。七場發表分別於香

港中文大學及香港佛光道場舉辦，均吸引

超過三十名法師、學者及公眾到場旁聽。

討論環節時，與會學者及公眾也就發表內容踴躍提出問題，涉獵男

女平等、佛教與政治的關係、佛光山的運作模式之討論等等。

圓桌論壇
人間佛教的生命書寫
與家國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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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場對話 
  場場精采

2016講座紀實

4/8

/

十六世紀時，王陽明與其後學從儒學的立場倡導三教合一，在義理上

多所發揮，揭示出儒、釋、道三教的共義和不共義。到了二十世紀，

當代新儒家學者為要重建傳統中國文化，作了牟宗三所謂的時代之判

教；對內平章三教，對外與基督教及西方哲學相摩盪，可以說是三教

合一的現代回響。此講析述王學的三教合一論與當代新儒家的時代之

判教，繼而指出其中對我們思考何謂宗教以及如何進行宗教對話所能

帶來的啟示。講座吸引了約七十餘名人士參與。

4/9-4/10

/

中心與台灣大華嚴寺合辦之講座，兩天的講座分別講授：(一) 生命學

的價值與意義、(二) 生命學中的結構及生命改造工程、(三) 靈性經濟學

中的三大要素、(四) 靈性教育的靈性資源、(五) 華嚴學與生命學、(六) 

時代發展的弊端與省思。海雲和上於每場結束後也預留充裕時間予聽

眾發問，在場人士也把握機會向和上請教。兩天的講座均吸引了超過

一百二十名人士參與。

4/11

/

透過介紹佛光山星雲大師促進兩岸佛教組織之交流，轉而介紹中國的

玉佛寺、柏林寺、慈雲寺及太虛大師曾主持的雪竇寺，由此帶出太虛

大師、印順導師、星雲大師及趙朴初居士等人對人間佛教詮釋，點出

廣義及狹義的人間佛教的概念。鄧教授指出了佛教界的缺陷不足，如

子孫制寺院的「房頭患」及寺院財產透明度低的問題。佛光山鑒此透

過制度與運作模式彌補制度不足之處，例如：財務獨立、公有、法師

三年一調、設有等級階位，按學歷、年資、經歷晉升，藉以杜絕以上

弊病。講座吸引了約五十餘名人士參與。

4/22

/

「空」是佛學中最困難且最有趣的概念之一。藏傳佛教主流傳統把空

的觀念劃分為「自空」與「他空」兩類，且視後者為異端；兩派在歷

史上有過激烈的鬥爭。此講試圖說明這種分別可以上溯到印度佛學

中，它其實是中觀、唯識兩派論爭的一個重要背景。此講亦處理了一

些學界較少注意的文獻材料，以追尋印度佛學中兩種空觀的分別與爭

執。講座吸引了約七十餘名人士參與。在場人士對「自空」、「他

空」深感興趣，提出問題。

4/29

/

此講介紹《參學知津》的歷史背景，並點出書中所提及的五十六條路

線，當中包括佛教、道教、儒家等聖地。馬教授根據書中對路線各點

的描述，以Geo-reference的形式，把路線呈現在地圖上，繼而進行相關

探討。講座吸引了約三十餘名人士參與。在場人士對於Geo-reference等

軟件應用、研究內容等積極發問。

5/6

/

此講主要就：「人間佛教」理論的提出與建立、「人間佛教」的弘

揚、「人間佛教」的定義問題、「人間佛教」的未來走向、如何成就

「人間淨土」等方面進行解說，對當代人間佛教所涉及的幾個重要問

題，提出一些檢討與反省。根據太虛大師及慈航法師所言，建設人間

淨土應從「三皈」、「五戒」、「十善」入手，並將之推至社會大

眾。至於甚麼是人間佛教，講者指出至今學界還未有統一的定義。由

此，衍生出人間佛教解釋權之爭的問題等等。講座吸引了約四十餘名

人士參與。在場人士紛紛發問，場面熱絡。

5/10

/

本講說明研究當代中國大陸佛教之重要，接著就：中共統治初期至文

革前的佛教變革、佛教在文革浩劫中的遭遇、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佛

教、當前大陸佛教所面臨的問題等方面進行分析，提供一種研究當代

中國大陸佛教的視角與方法。講者指出當代大陸佛教以商業管道發

展，如何在發展的同時，又符合佛教倫理規範，是它們需要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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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台灣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主任戴華教授，率領副主任兼國立台灣

文學館館長陳益源教授及行政助理李栴滌小姐到訪中心，並與香港中文大學文

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及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會晤，研究合作的機會。就戴華教

授提出的推廣閩南文化研究

上，梁院長指出香港以華南

文化為主，研究閩南的學者

較少，因此在港推動閩南文

化研究，相對較難。另外，

梁院長就海港城市研究方

面，表示中大對此有研究的

興趣，惜礙於人力不足，亦

未能成事。台灣文學館館長

陳益源教授亦關心在港設立

文學館的可行性，梁院長表

示由於香港內部對此意見不

一，興建文學館之可行性也比較低。雖然如此，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及香港中

央圖書館也設有文學館館藏，收藏圖書、檔案等。

4/6 

國立屏東大學古源光校長率領行政副校長

劉英偉教授、國際事務處國際事務長劉育忠教

授、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組組長王詩評教授及

祕書室助理謝熙樺小姐參訪香港中文大學，並

由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及學術交流處(國內事務)

相互之安排下，與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許敬文

教授及文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會晤，了解中大

概況。並在學術交流處(國內事務)助理主任梁卓

楠先生帶領下，遊覽校園。

此後，訪問團至中心訪問。此次參訪主要尋

找中心與國立屏東大學(下稱屏大)之合作機會。

中心主任陳

教授指出中

心 出 版 之

《人間佛教

研究》，以

達至國際期

刊水平為目

標，現主要

收集教授級

文稿。屏大

古校長表示

屏大學者如有興趣也將投稿，同時亦請陳教授

邀請屏大教授審評期刊的文章，以促進彼此的

合作及增加相互學習的機會。

4/22 

中心邀得香港理工大學張雁東先生到訪中心，就未來中心開

辦的佛學碩士課程，洽談重新設計中心網頁的事宜。會上，張

先生點出形象 /品牌建設的重

要性，同時指出網頁的設計及

結構應與時並進，例如：應增

設手機版的網頁界面，便利用

家。張先生表示將為中心設計

新網頁版面事宜，邀請其學生

成立小組跟進處理。由於新網

頁建設需時，張先生亦就中心

現有網頁提供意見，如焦點的

設置、網頁空間使用等，務求

提升現有網頁的便民性。

5/24 

台灣國立中央大學張立杰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楊叔卿教授、國立

臺南大學施如齡教授、莊宗嚴教授、國立嘉義大學許于仁教授，一眾

資訊科技、學習科學及教育技術之專家學者到港訪問，其中一站至本

中心訪問，聯同香港中文大學莊紹勇教授與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討論

本中心研發遙距課程的方式。會議中談及模組、經費、課程的寬度、

廣度、密度、深度等問題。莊紹勇教授建議本中心可聯繫中文大學

之「學能提升研究中心」(CLEAR)下的ELITE (Centre for e-Learning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以及KEEP (Knowledge and Education 

Exchange Platform)，了解這兩個單位為大學各部門所提供的器材支

援，以及如何製作遙距課程等。

參訪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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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通訊》第二期）

布施、愛語、利行、同事的四攝法；布施、持戒、忍

辱、精進、禪定、般若的六度，都是人間的佛法。雖然西

方國家不是佛教國家，但我感覺西方人是比較有人間佛

教、大乘菩薩的性格與精神。

以布施來說，西方人肯布施，上教堂，或多或少都會樂

意捐助。社會有什麼事情，都會歡喜的盡一點心力。尤其

見到人，會給你一個微笑，一聲親切的招呼：「Hello！

How are you？」「你好！」這就是布施。一個笑容，是容

貌的布施；一句問好，是語言的布施。他們把布施融會在

生活裡，隨時都在實行布施。

持戒，戒律就是法律，西方人是很守法的。他們是法治

的國家，但不一定在法院中講法。在馬路上遇到紅燈，沒

有車子、警察，也不會隨便搶越馬路，只要一個「Stop」

的記號，他就不會直行過去，總是停一下再通過。即使排

隊也是如此。

在一些觀光景點，有時候參觀的人太多，守衛來不及分

配座位，就在路口用一條繩子圍起來，指揮大家坐次。不

管是各國的國王、州吏，各州的州長、議員，這一條繩子

一拉，個個都守法地站在那裡。為什麼？這條繩子就象徵

法律，不能踰越過去。法律尊嚴、神聖，已知西方人士的

生活、思想融和為一體，老百姓守法，國家自然是法治的

國家。

相反地，開發中的國家是什麼情形呢？不要

說一條繩子，就是一道牆，他都會想盡辦法爬

過去。所以，守法就是守戒，守法與否，關係

一個國家的形象，也關係一個國家的進步、富

強，我們應該建立人間佛教法制的觀念。

談到忍辱。忍，不是你罵我，我不回口；打

我，我不回手的忍一口氣；這些都不是忍。

忍，是擔當，是能消除，是能化解；忍，是有

力量的，也是一種積極、向上、犧牲，是一種

忍辱負重。西方人士工作的時候，難道不辛苦

嗎？他在忍受辛苦；排隊依序不超越，這也要

忍。所以彼此互相忍讓，社會就能井然有序，

不會有脫序的現象。

說起西方人士的精進，如積極、奮發、努力，也是眾所

皆知。我們常說西方國家像天堂，那是由於西方人士很勤

勞，對工作認真，講求效率，不偷懶、不苟且的敬業精

神所致。佛教說精進，有所謂的四正勤──「未生善令生

起，已生善令增長，已生惡令斷除，未生惡令不生」。他

們不斷研究、突破，精益求精，因此西方國家大都成為強

盛、進步的國家。

提到禪定，有時候我們在西方國家的街上看不到人，大

人小孩都在家裡。講話時，以彼此能聽到為主，不喧嘩、

不吵鬧人。坐火車，都是一副悠悠然不計較的樣子，這就

像禪定一般。

至於智慧，有人說西方人好笨，兩塊錢一個，跟他買六

個，十二塊錢，他算不出來，要兩塊加兩塊加兩塊再加兩

塊⋯⋯。其實他們並不笨，中國人雖然機巧，但機巧得過

頭，變成投機取巧。西方人笨拙、呆板，可是他不隨便亂

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所以他們研究科技，能夠發達

精確，做任何事也很穩靠。

說西方人的優點，並非我認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我

只是慨嘆：我們是推行大乘佛教，實踐佛法的國家，為什

麼那麼慳吝、勢利、自私、逃避，沒有愛心，只顧自己？

所以我們要提倡人間佛教，實踐布施、利行、同事、愛

語，這才是今天人間及社會所需要的佛教。五戒可以安定

社會，六度可以建設國家，四無量心可以普利大眾。

（待續《通訊》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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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人自在 觀事自在 任何境界 都是自由自在

多面向講題深化思考2016中心講座
2016/07/15 7:30-9:30

2016/07/18 7:30-9:30

2016/09/07 7:30-9:30

2016/09/09 7:30-9:30

2016/09/23 7:30-9:30

2016/10/07 7:30-9:30

2016/10/21 7: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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