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一五年十一月十四、十五日，

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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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

討會提供了討論平台，聚焦東亞和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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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術研討會於香港中文大學舉

行，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院

士、珠海學院校監李焯芬院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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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國際佛光

會香港協會會長鄺美雲院士於開幕典

禮中致辭。

沈祖堯校長表示支持校內各項中外學

術交流活動，並期盼學者們在研討會

中，能有很好的討論與交流。永富法

師肯定研討會的主題意義，認同透過

與會學者的參與，人間佛教在未來得

以開展。李焯芬院士、鄺美雲院士均

期待本中心可推展人間佛教至歐美等

國家，讓更多不同地區人士可參與及

研討人間佛教的議題。

特別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黃夏年教授

及浙江大學董平教授擔任主題演講的

嘉賓，分別演講「人間佛教與南亞、

東南亞佛教」及「佛法與眾生法的協

和：論人間佛教的價值取向」。會中

邀請來自中國、台灣、香港、日本、

韓國、越南、馬來西亞、澳洲等地區

共四十位學者發表論文。

論文題目包括各地區人間佛教的發

展、比丘尼的發展情況、星雲大師在

東亞與東南亞推動人間佛教之影響、

人間佛教的社會關懷與救濟、生活禪

的發展等等，並由不同角度切入，進

行研究討論。每篇論文均安排與談

人，針對文章內容作提問或提供意

見，並於討論時間積極發問。兩日共

七場的研討會吸引超過一百多名法

師、學者及公眾到場旁聽，場面熱

絡。

有關研討會的報導及活動回顧，請見

本中心網頁www.cuhk.edu.hk/arts/cshb/

conference.html。

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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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夏年教授認為佛教保留著國際友好

交流的傳統作用，他指出二千年來，中

國佛教在與世界佛教發生互動。由唐代

之前單向輸入佛教文化，至唐代轉為

雙向交流。時至今日，佛教已成為各國

「軟實力」博弈和文化相互滲透的重要

平臺，並認為佛教因此應承擔新的任

務，發揮新的作用。中國人間佛教亦應

善用中國地理優勢，推動與南亞、東南

亞佛教界的交流。

文中提及「人間佛教」成為南亞和東

南亞佛教國家的共同理念，是因為亞洲

各國佛教界面對相若的問題，為了復興

佛教，也都採取了相似的方式，即是中

國台灣慈航法師所說的慈善、文化、教

育這三個佛教救生圈。

文章最後指出目前全亞洲的佛教國家

或受佛教影響的地區都有受「人間佛

教」不同程度的影響，可以預期人間佛

教將是全世界佛教的未來走向，亦是世

界佛教界的共識。新的中國佛教進入了

人間佛教時代，若充分發揮人間佛教的

整合功能，在傳統的歷史文化基礎上，

用新時代的人間佛教理論進一步推動與

南亞、東南亞佛教界的交流，促使世界

佛教界在人間佛教潮流影響下共同走人

間佛教道路，這將成為中國人間佛教對

當代世界佛教所能作出的最大貢獻。

現代以來，「人間佛教」逐漸成為中

國佛教發展的一種新趨勢。對於這一新

趨勢，佛教界與學術界都展開了各種理

論上的探討，試圖釐清「人間佛教」

的概念內涵及其在實踐上的合理性。儘

管僧學二界對「人間佛教」大抵持肯定

態度，但在理論上如何對「人間佛教」

進行闡釋、在現實上如何對待「人間佛

教」及其實踐形態，則似乎遠未達成普

遍共識。董平教授提出從三個維度來對

「人間佛教」進行觀審，從而切入關於

「人間佛教」之現代意義與價值的基本

理解與領會。這三個維度是：一、從歷

史的維度來看，「人間佛教」是對佛教

中國化進程中所體現出的根本精神的繼

承，是針對中國佛教之沒落形態的一種

具有現代意義的改革運動；二、從現實

的維度來看，「人間佛教」是對佛陀之

教義在現代生活場域之中的一種新型的

實踐形態；三、從理論的維度來看，

「人間佛教」是對佛教之根本義理及其

價值的重新揀擇，基於化法的更新而實

現了佛陀之教義的普遍傳播，而成為中

國佛教發展的一種新形態。

黃夏年教授：人間佛教是南亞、東南亞佛教國家共同的選擇

董平教授：佛教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實際上也正是人間主題
的不斷凸現

主題
講演

活動預告

2016 / 1 / 9~10

中心與中華佛教文化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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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基金及觀音講堂協辦。香港理工大學榮休校長潘宗光教授

及日本淨土宗綜合研究所所長藤本淨彥教授將分別擔任主題演

講的嘉賓。將有超過六十名來自美國、英國、日本、韓國、中

國、台灣、香港、越南、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國家的學者參與

盛會，研討人間淨土與彌陀淨土的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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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48-1953)

 /   Modern Religious 

Tourism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Fo Guang Shan Buddha 

Memorial Center(

)

 /   

 /   

 /    

 /   

 /   

 /   : 

 /   -

1946-1950

 /   1980

 /   
 

 /   

 /   

 /   

 /   

 /   The Doctrine of Wisdom in the 

Larger Sukh vat vy ha

 /   
(1133-1212)

(A Change Point of Japanese Buddhism: HONEN(1133~1212)

in the topics of Humanistic Pure Land and Amida Buddha Pure 

Land

 /   

 /   

 /   

 Dr. Phramaha Suthit Oboun /

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  The 

Coexistence of the ASEAN Community : Concepts and Practices 

in accordance with Religions

 Mr. Robert Shaw / Murdoch University  The 

Venerable Monk Xuyun's Life as an Exemplar for Humanistic 

Buddhism.( )

2016 / 4 /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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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預計邀請十五至二十位

不同區域的學者參與，深入對談人間佛教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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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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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及紀志昌教授訪問中心，由中心

主任陳劍鍠教授接待，參訪香港道場

及學術機構等，並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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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中，雙方均積極尋求課程及學術活動上的合作機會。如陳教授

邀請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於二○一六年四月合辦人間佛教圓桌論

壇，邀請國內外著名學者參加，深入對談人間佛教的生命書寫與家國

關懷相關議題。

為促進雙方交流及聯繫，雙方的官網相互連結對方的網頁，同時同

意相互惠寄出版刊物，保持交流。是次訪問有助雙方建立良好的關係

及合作，日後有更多交流訪問的機會並逐步建立長遠的合作關係。

8/17

為了培訓中心人員製作中心通訊

及其他設計工作，中心邀得香海文

化出版公司主編賴瀅如，與中心人

員會面及分享製作通訊的技巧及心

得，由選材、下筆，至排版時應用的軟件、圖片的焦點及如何吸引讀

者等，賴主編亦一一講解。該心得有助中心人員籌備及編製往後的通

訊。陳主任亦於會晤時再次邀請賴主編為未來數期的中心通訊設計版

面及美編工作，讓中心人員有更多學習的機會，以利掌握該技巧及未

來銜接製作。

9/2

佛光山紐澳地區總住持滿可

法師率領南天大學覺瑋法師（院

長特助、「人間佛教中心」主

任）、覺舫法師（國際關係經

理）、妙友法師（董事會秘書）

等人至中心訪問。在會談上，中心及南天大學分別匯報雙方的工作及

學術活動。為推動人間佛教在澳洲的發展，南天大學在不同層面上努

力，例如與牛津出版社合著高中教科書、拓展佛誕節於當地的活動、

舉辦禪學營等。該大學的代表也邀請中心合辦研討會，希望在學術層

面上推展澳洲的人間佛教發展。同時，雙方提出人間佛教在西方推展

之困難等問題。雙方均強調需增加以英文撰寫或翻譯的佛教學術書籍

的數目，以便有意研究人間佛教的西方學者進行資料搜尋。

9/25

韓國東國大學中文系主任朴永煥教授

專研禪宗思想與佛教文學，曾任東國大

學國際學院院長。此次主要商討人間佛

教在韓國推展之相關問題，並討論佛學

研究人才培育計畫及合作舉辦佛學論壇等事宜。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

歡迎東國大學博士生到訪中心作短期訪問，以及研究香港地區的佛教

議題，及參訪香港道場及會見本港佛學學者。雙方均認為佛教如果能

夠走入群眾，增加對社會關懷，及與學術界互動，將有助推動本地佛

教的發展。

11/2

台灣佛光山勝鬘書院知信法

師率領十二名學員海外參學，本

中心為首站。中心於會上匯報工

作、學術活動及未來之計畫，並

進行交流，學員對中心未來計畫開辦碩士課程感興趣。會後，參訪團

參觀香港中文大學景點之一的天人合一亭，學員紛紛拍照留念。

11/4

位於美國加州的美國華嚴蓮社第

五任住持兼顧問天因法師，率領天融

法師（國際交流事務主任）及天寧法

師（美國華嚴蓮社雜誌編審）參訪

中心。雙方匯報其組織和辦理的各項活動，並於會談中提及佛教在西

方推展之困難等等問題。由於美國與亞洲文化不同，增加了美國華嚴

蓮社在當地推展佛教的困難。其中主要原因是語言的隔閡，針對此問

題，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建議美國華嚴蓮社可考慮以教師的專長設計

課程，提升課程素質，以吸引更多外籍人士報讀。另可邀請海外學者

至華嚴蓮社短期參訪，於參訪期間提供短期課程，增加課程多元化。

11/5

常諗法師蒞臨訪問，其目的在於了解

本中心推動比丘尼研究、佛教兩性問題等

情況。常諗法師畢業於美國紐約城巿大學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取得社

會學博士，論文撰寫方向是關於中國大陸

網路上的女同志認同問題。他取得博士學位後不久，旋即出家，於聖

嚴長老座下剃度。常諗法師一直關注佛教與性別議題，目前於法鼓山

及中華佛學院任教，並從事相關研究工作。

陪同來訪的是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碩士課程曾薰慧助理教授，中心主

任陳劍鍠教授鼓勵其進行比丘尼的相關研究。未來，有關性別或比丘

尼之研究，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將列入研究項目之一，預訂於二○一六

年十一月召開一次有關佛教與女性或比丘尼的圓桌論壇。

圓桌論壇的召開乃有感於近半世紀以來，台灣佛教發展所獲得的成

就，背後有一群功不可沒的比丘尼默默的耕耘、奉獻。除此，佛教的

女性議題一直備受關注，近來學者亦反省佛教經論對於女性的貶抑問

題，有重新審視的必要。

參訪
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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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場對話 
場場精采

2015講座紀實

8/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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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討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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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講座特別邀請了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

心廣興法師教授、香港能仁專上學院駱慧瑛博士及香港理工大學佛學

會會長甘耀權先生伉儷等參與。約九十餘名人士參與。

8/14

/

該場講座除了引出周夢蝶的生平背景外，講者還略為分析及朗誦了周

氏之作品，引領聽眾進入周夢蝶的詩禪國度，賞析其作品。講座吸引

了約五十餘名人士參與，當中不乏青年人士。在場人士會後踴躍發

問，以期更加了解詩僧的作品。

9/25

/

從北涼佛教藝術看初期人間佛教的開展，通過觀察五胡十六國時期的

豐富文物、圖像及經典，了解當時如何運用佛教藝術與文化推展人間

佛教。約九十餘名人士參與。

10/16

/

為照顧不同背景人士的需要，潘教授首先概論部分佛學概念，並介紹

及解釋最新的科學理論，再逐一分析與佛教的共通點，讓公眾可以從

科學的角度理解佛教對宇宙本質和真理的體會。講座吸引了約一百名

人士參與，並踴躍發問，期待進一步了解兩者關係。

11/6

/

/

兩位教授針對現代化在香港的開展現況進行對話，由中心主任陳劍鍠

教授擔任主持並提問，探討如何更有效利用網上平台作佛學教育和佛

法傳播、討論香港佛教未來發展的重點、如何發揮香港佛教的特殊

性、討論佛教如何面對和解決現代社會的矛盾等等。超過一百名人士

參與，場面熱絡。

11/12

/

Extraordinari ly Human Re-Introducing the 
Buddha through A Biography of Sakyamuni Buddha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

)

由佛陀的人間性格呈現人間佛教的真實義。講座吸引約五十名人士。

12/18

/

比較以儒家為主的中國人的人生觀和佛教的人生觀，點出當中的五個

共同點和四個不同點，及佛教對中國人的人生觀的六方面貢獻。為與

觀眾互動及回應他們的問題，廣興法師教授預留充裕時間解答。在場

人士積極發問，互動熱絡。講座吸引了約九十餘名人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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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人間佛教的思想
佛教有小乘、大乘，有顯教、密教，無論如何區分，都必

須具有人間性，才能適合時代的潮流。這種不僅承繼傳統，

而且是時代所趨，人間佛教必然是未來的一道光明。人間佛

教具有哪些基本思想？以下提出六點作為說明：

佛教分為五乘：即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人天乘的

佛教，重於入世；聲聞、緣覺乘的佛教，重於出世。具有人

天乘入世的精神，再有聲聞、緣覺出世的思想，那就是菩

薩道。我們要以菩薩為目標，自利利他，自度度人，自覺覺

人，把人我的關係，看成是分不開，是一致的。這五乘佛法

調和起來，就是人間的佛教。

五戒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亂吃刺激性

的東西、不飲酒。不殺生，是對於他人生命的尊重，不侵犯

他人，生命就能自由。不偷盜，對於他人的財產，我不去侵

犯，財富就能自由。不邪淫，是對於他人的身體、名節不侵

犯，身體、名節就能自由。我不說謊，對於名譽、信用不侵

犯，他人的名譽也不會受傷害。不飲酒，不吃刺激的東西，

對於身體健康不傷害，對於智慧也不傷害，更不會對他人傷

害。如果一個人能夠持五戒，一個人的人格道德就能健全。

十善是五戒的再擴大。身業修持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

口業修持不妄言、不兩舌、不綺語、不惡口；意業修持不

貪、不瞋、不邪見。所以，受持五戒，奉行十善，可以讓我

們免除煩惱、恐怖，獲得身心的自由、平安、和諧、快樂，

也是人間佛教的基本思想。

四無量心就是慈、悲、喜、捨。

有人說：「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每個人把家中最

好的正廳用來供奉觀世音菩薩，為什麼？因為觀世音有慈悲

的功德。慈悲，才能走進每個人的家庭；慈悲，才能受到每

個人的尊重；慈悲，才能真正降伏人心，讓大家心悅誠服，

恭敬供養。

佛教不知從何時開始，染上悲觀的色彩。佛教徒開口閉口

就是：「人生苦短、無常⋯⋯」其實，佛教有喜樂的性格，

有歡喜的精神，所謂喜無量、悲無量，要把歡喜布滿人間。

講苦，是讓我們認識苦的實相，如何解脫苦惱，得到歡喜，

才是佛陀說苦諦的真正用心，「苦」不是最終的目的。佛說

諸行無常，無常很好，無常可以變幻，壞的可以變好；不幸

的命運，因為無常，就會否極泰來，時來運轉，另有生機；

因為無常，所以命運不是定型的。我們要散布歡喜的種子，

讓舉世之人都得到佛法，讓大家都在幸福美滿歡喜中過日

子。

有時候，物質上的生活豐富，經濟成長繁榮，不一定能解

決人的痛苦。金錢多、物質多，帶給人的煩惱也很多。佛法

的歡喜，是要我們從法喜、從禪悅、從真理中去體會內心

的自在、內心的安樂。如果我們的信仰，只是建立在貪求上

面，向菩薩、一切神明要求貪取，要平安，要富貴，要家庭

美滿，要長壽，中獎券⋯⋯這種以貪婪為出發點的宗教層

次，並不高尚。我們應該把信仰建立在「捨」的上面，信仰

宗教是奉獻的，是犧牲的，是利眾的。人間佛教的利他性

格，應該具有這種慈悲喜捨的精神；所以，慈悲喜捨四無量

心，是人間佛教的主要內容。（續 第三期中心通訊）

 (本文摘錄自香海文化出版《人間佛教系列˙慧解篇》十冊套書)

觀人自在 觀事自在 任何境界 都是自由自在

08/04/2016 7:30-9:30

15/04/2016 7:30-9:30

22/04/2016 7:30-9:30

13/05/2016 7:30-9:30

17/05/2016 7:30-9:30

多面向講題
深化思考

2016中心講座

第二期 │ 二○一六年一月
香港中文大學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6 人間．心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