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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禪淨中道是人間的佛教

佛學的內容浩瀚無涯，宗派也林立繁多，不管禪

宗、淨土，或中觀的空、中道，都是人間的佛教。

講到禪，歷代的祖師們參禪都不求成佛，只求開

悟，只求明心見性。他們在人間悟道以後，當下的生活

能夠解脫、能夠安住身心，獲得現在身心的自在，所以

禪者是最有人間性。

淨土行者希望求往生淨土，也是要現世念佛，念佛

功夫不夠，是無法往生的。除了以現實的世界作為立足

點，老實念佛、修持，別無捷徑。尤其對現在家庭，對

忙亂的社會人生，淨土是安定我們身心的良方。能夠禪

淨雙修，更能契合人間的佛教思想。

中道的思想，就是空有融和的智慧，可以直接契

入世間實相。有了中道的般若智慧，就能在現世生活中

幸福快樂。有些人太重視物質生活，流於世俗狂熱的追

逐，容易忘失自己。有些人則遠離人間，到深山裡一個

人獨處，如枯木死灰，冷冰冰的，對世間生死疾苦，不

知關懷。人生太過熱烘烘或太過冷冰冰都不好，缺乏中

道的圓融。

所謂中道，是中觀的般若智慧，有了這種智慧，

遇到事情，就懂得事待理成，懂得把握其中的原則。遇

到一切果，知道果從因生，種什麼因就會結什麼果，不

會隨便怨天尤人，會去追查原因。「有」的現象，是由

於「空」理，「不空」就什麼都沒有了。沒有虛空，宇

宙萬有如何建設？「空」中才能生妙「有」。所以，人

間佛教是過著有物質也有精神的生活，物質、精神的生

活是同等的重要。有向心外追求的，也有內心的世界；

有前面的世界，也有回頭的世界。不是盲從，一味往前

衝；衝得頭破血流時，要懂得回頭是岸。人間佛教有擁

有的生活，也有空無的生活；有群居的生活，也有獨處

的生活。把世間所有的一切都調和起來，使人間成為最

美好的生活。

我所提倡的人間佛教，正如我為佛光山所訂定的

工作信條：「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

便。」肯給人的，肯服務的，肯助人一臂之力的，肯跟

人結緣的，肯給人歡喜的，那就是佛的教示，是佛在人

間所給我們的教導。佛光山提倡人間佛教，就是要讓佛

教落實在人間，落實在我們生活中，落實在我們每個人

的心靈上。佛在哪裡？在我的心裡。淨土在哪裡？在我

的心裡。眼睛一閉，宇宙三千大千世界，都在我這裡。

縱使天下的人都捨我而去，但佛祖在我心中，沒有離開

我。

在今天的社會裡，每個人的負擔都相當沉重，家

庭、事業、親人的種種責任，緊緊地壓迫著我們。假如

我們擁有了人間佛教，就能擁有整個宇宙大地，如無門

慧開禪師說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

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所謂「心中有事

世間小，心中無事一床寬」，能夠擁有心內的世界，不

一定要求心外世界的廣大。如果能擴大心內的世界，則

人間所有一切眾生、所有一切世界，都離開不了我們的

心。以眾為我，心、佛、眾生，等無差別時，才是真正

幸福圓滿的人生，也才是人間佛教的真正精神所在。

（本文完）（摘錄自香海文化出版《人間佛教系列˙慧解篇》十冊套

書）

跨
領域的佛學研究在當今世

界各地蓬勃發展，成為當

代宗教研究的重要範疇。為致力

於推展佛教教育及佛學研究，本

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

研究系合辦佛學研究文學碩士課

程，培育有志於佛學研究之人

士，理解漢傳佛教之整體歷史脈

絡及各個學派、宗派之思想理

論，既而繼續深研、拓展其佛學

研究之深度與廣度。課程將於二

○一七年九月開課。

此課程為有志鑽研漢傳佛

教之思想義理、歷史文化的人士

提供專業、系統及全面的佛教研

究訓練，重視長時段之歷時性探

討，延及當代社會議題之討論，

貫穿古今。此課程從多元化的不

同視角探討漢傳佛教，包括文

本、哲學思想、歷史文化、倫理

道德等各方面研究，致力於推廣

佛教教育、人間佛教研究，促進

亞洲多元的佛教歷史文化之

學習，孕育專業人才，推動

佛教研究。

課程簡介會已於二○

一七年三月十一日舉行，本中

心與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

究系邀得珠海學院校監李焯芬院

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梁

元生教授及佛光山住持心保和

尚致辭。簡介會除介紹課程及設

有提問時間外，陳劍鍠主任邀請

心保和尚就「凝視人間 悲智雙

運」進行主題演講。超過一百餘

名公眾人士參與，場面熱絡。此

次簡介會獲得佛門網、《溫暖人

間》、《鏡報》、《人間福報》

及人間通訊社等媒體採訪，相關

報導已陸續刊出。有關課程詳

情，請瀏覽http://www2.crs.

cuhk.edu.hk/mabs/about-

mabs。

（左起） 佛光山叢林學
院院長妙凡法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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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學院校監李焯
芬院士、香港中文大學文
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人
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陳劍
鍠教授。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重視此

佛碩課程的成立，親臨課程簡介會，

並以「凝視人間 悲智雙運」為題，主講

人間佛教的修行重點及普世價值。指出佛由

人成，把人的生命價值提升到最高的境界就

是佛，學佛可說是對自己生命的期許。

心保和尚表示，這個課程的開設，給希

望在文學、宗教、佛學等方面深入研究的有

心人，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學分課程。就人文

而言，這是每個人身心的依靠。綜觀佛教從

印度傳到中國，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因此中

華文化可說與佛教密不可分。今日印度或中

華文明源遠流長，與我們以文化作為身心的

依靠，有很大的關係。

「若說佛教還能生存到現在，那正是因

為它強調調伏內心。從宗教來說，自我教育

十分重要，也就是修行。」在學術或教育，

終究會發現自我教育或學習是非常重要的。

在課程裡，可以講修行、宗教，也可以講文

化。香港中文大學有這麼一個課程，極為可

貴，大家應該會感到非常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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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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中心講座

2017/05/29 下午 7:30-9:30 賴賢宗教授

海德格論尼采與虛
無主義並論禪宗哲
學的回應：人間佛
教的當代詮釋與實
踐

2017/05/31 上午 10:00-12:00 賴賢宗教授 禪美學、海德格與
詮釋學

2017/06/09 下午 7:30-9:30 苗昱教授
佛經音義與佛典研
讀——以《玄應音
義》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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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及十五日之「人間佛教在

東亞與東南亞的開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為推廣

及深化「人間佛教」的研究內涵，進一步探索「實踐」

結果，檢核與反省「人間佛教」的推行成效，本中心與

香港佛光道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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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南華大學人間佛教

研究推廣中心於二○一六年十二月二日及三日共同舉辦

「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的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

此次研討會邀得珠海學院校監李焯芬院士、香港

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佛光山叢林學院院長

妙凡法師及佛光山港澳地區總住持及國際佛光會香港協

會祕書長永富法師於開幕典禮中致辭。妙凡法師指出要

把佛法生活化，以佛法來服務社會、公平政治及社會道

德、淨化感情生活等。不單是要念佛、拜佛、學佛，更

重要是人人要行佛，承擔「我是佛」的責任。梁元生教

授指出「東亞與東南亞」這地區為香港中文大學其中一

個研究重點，而這亦是佛教傳播的重要區域。他期許佛

教中求同存異這核心精神及價值能在香港發揚開來，令

社會可以包容、接受不同意見，解決現今問題。李焯芬

院士表示雖然現今科技進步及物質豐富，但競爭激烈、

壓力大、工時長、人與人關係疏離、矛盾紛爭愈來愈

多，他認為星雲大師所推動的人間佛教，確實切合時代

需要。李院士亦期望中心可再接再厲，舉辦更多佛教學

術活動，並拓展南傳佛教與人間佛教相關之研究。永富

法師表示道場借出場地及相關設備來舉辦首日的研討

會，正可見人間佛教的實踐。正如佛教所強調的「解行

並重」，道場就是其中一個的實踐者，而這亦與研討會

主題相配合，在實踐中闡揚人間佛教。

此次研討會，分別邀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蘭卡斯特教

授（Prof. Lewis Lancaster）及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趙文詞教

授（Prof. Richard Madsen）為專題講座的講者，分別

講授「Buddhism and the Realities of Demographic 

Shifts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及「The 

Practice of Compassion: Humanistic Buddhist 

Ethics for the Modern World」。另，邀請得來自中

國、台灣、香港、日本、南韓、新加坡、馬來西亞、澳

門、越南、荷蘭、美國、澳洲十二個國家或地區，超過

五十多位佛教學者參與。論文題目包括各地區人間佛教

的發展、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對社會關懷與救濟的

實踐、星雲大師在東亞與東南亞推動人間佛教之影響

等，論述議題相當廣泛。兩日共六場的研討會吸引了超

過七十名同學及公眾人士到場旁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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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此

次論壇的詳情，可參閱http://www.cuhk.edu.hk/

arts/cshb/conference.html。

中國

 ∙當代雲南傣族上座部佛教的毀滅
與重生 （下）：跨境支援的復甦
與週旋

劉宇光教授  ̸復旦大學

 ∙鑒真精神視野下的人間佛教思想 釋克能法師  ̸鑒真佛教學院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和平理念及
其實踐

桑寶靖教授  ̸南開大學

 ∙人間佛教神聖性建構的「社會機
制」 ——南北傳佛教社會學的比
較視角

李向平教授  ̸華東師範大學

 ∙星雲大師對大陸生活禪的影響 韓煥忠教授  ̸蘇州大學

 ∙大道至簡，行之無違──佛光山
人間佛教修持理論

簡逸光教授  ̸福建師範大學

 ∙佛教促進北方民族與漢地文化交
流與融合的歷史貢獻

孫昌武教授  ̸南開大學

 ∙《星雲禪話》公案選擇與創作的
道意與匠心

張培鋒教授  ̸南開大學

 ∙千山剩人函可的生平與思想 邱高興教授  ̸中國計量大學

 ∙星雲大師文學創作觀探析 高文强教授  ̸武漢大學

 ∙星雲大師的宗教融和思想與實踐 梁世和教授  ̸河北省社會科學院

 ∙「人間佛教」的現代心性論和修
行論

沈庭博士  ̸武漢大學

台灣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視域下的核心
淨土觀

李聖俊先生  ̸國立成功大學

 ∙空有融合，同體共生─人間生
活禪的身心涵養與處世之道

蕭愛蓉小姐  ̸國立成功大學

 ∙要依附？還是該自主？─對
1997年前後香港佛教的觀察

侯坤宏教授
 ̸國史館 
（前任編纂處處長）

 ∙星雲大師的環保思想 李枝憙小姐  ̸屏東縣新埤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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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闞正宗教授  ̸佛光大學

 ∙宋代醫僧的醫療行為與社會影響 黃惠菁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

 ∙淨土佛教與其現代社會的建立：
一個社會學觀點 

鄧偉仁教授  ̸法鼓文理學院 

 ∙人間佛教在東南亞開展的修持
─佛光人間生活禪

釋依昱教授  ̸義守大學

 ∙從《人間佛教佛陀本懷》 探討平
等精神的展開與其影響

釋妙凡教授  ̸台灣佛光山叢林學院

 ∙檳城佛學院的經咒課誦本與檳城
福建話

嚴立模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

 ∙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Precept-conferral Procedure in 
Eighth Century China 

林佩瑩教授  ̸天主教輔仁大學

 ∙清初漢僧國師憨璞性聰初探 廖肇亨教授  ̸中央研究院

 ∙ 1949年的台灣人間佛教行者─
以東初法師為例

林其賢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

 ∙《維摩詰經 ·弟子品》意旨疏解及
其人間性

杜保瑞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香港

 ∙佛光山對佛教心理學的貢獻 潘啟聰博士  ̸恒生管理學院

 ∙生命歷程增長與生命素質增長
──香港中學佛化生命教育初探
並與小學作對比研究

馮樹勳教授
江浩民先生

 ̸香港教育大學

 ∙五代時期印度佛教文化與中土儒
道元素的融會——以敦煌遺書
S2614號和 P4523號為中心

洪濤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讀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
懷》有感

廣興教授  ̸香港大學

 ∙星雲大師對「四聖諦」的 詮釋及
其人間佛教思想動向

陳劍鍠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轉女成男：女性在佛教修行解脫
方面的局限

蒲成中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天台宗的「性具善惡」論與全人
教育對「人」之理解

唐秀連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新加坡

 ∙新加坡漢傳佛教的三位奠基者 許源泰博士  ̸新加坡國立大學

 ∙星洲彌陀學校的在地關懷及海外
聯繫

徐郁縈小姐  ̸新加坡國立大學

 ∙八重法中的文獻斷代嘗試及阿難
與尼眾僧團的宗風

紀贇教授  ̸新加坡佛學院

澳洲

 ∙ H u m a n i s t i c  B u d d h i s m  a t 
Cross-Roads: relevance of the 
Buddha ’s original  intent in 
Australia

釋覺瑋博士  ̸南天大學

馬來西亞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念下的馬來
西亞佛教青年運動

陳金輝教授  ̸善導佛教學院

荷蘭

 ∙ Renjian Fojiao from Taiwan to 
South East Asia Yinshun, Yanpei 
and… a ‘renjian fojiao network’?

史芬妮教授（Prof. Stefania 
Travagnin）

 ̸格羅寧根大學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越南

 ∙當代越南女眾寺院的管理制度

釋安妙法師（Dr. Nguyen Thi 
Ngoc Diep）

 ̸胡志明市佛教大學（Vietnam 
Buddhist University in Ho Chi Minh 
City）

 ∙從越南佛教的「入世精神」到太
虛大師的「人間佛教」

釋福念法師（Phan Thi Thanh 
Hai）

 ̸胡志明市佛教大學（Vietnam 
Buddhist University in Ho Chi Minh 
City）

南韓

 ∙淺析當代韓國佛教界對外國籍佛
教徒的公益善舉

田英淑博士（Dr. Jun Young-
suk）

 ̸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

 ∙ Buddhist Universal Morality and 
its implication to Contemporary 
Society

黃淳壹教授（Prof. Hwang 
Soonil）

 ̸東國大學（Dongguk University）

 ∙ Mallikā: The Buddhist Cinderella
釋正德教授（Ven. Prof. 

Chongdok）

 ̸中央僧伽大學校（Joongang 
Sangha University）

美國

 ∙ A Re-examination of Ven. Taixu 
‘s 太 虛 Jiànshè rénjiān jìngtǔ 
lùn 建設人間淨土論（“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ure Land 
in the Human Realm”）

周文廣教授（Prof. Charles B. 
Jones）

 ̸美國天主教大學（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日本

 ∙臨濟到底是誰？還有《臨濟錄》
存在嗎？：關於近代中日禪學研
究的一種方法論省察

何燕生教授

 ̸郡山女子大學 （Koriyama 
Women's University）

 ∙《臨濟錄》的傳本與中日臨濟宗
邢東風教授

 ̸愛媛大學（Ehime University）

中國
 ∙佛法在人間，不離世間覺 ——對
黃益泉居士彌陀信仰與佛化家庭
建設的再勘察與再思考

黃家章教授  ̸廣西社會科學院

 ∙佛光山人間佛教的生態實踐、理
念及其模式

景天星先生  ̸西北大學

 ∙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對社會
關懷與救濟的實踐——以天津市
佛教慈善功德基金會的慈善實踐
為例

郭延成教授  ̸遼寧大學

 ∙舍利崇拜與當代南亞、東南亞人
間佛教 ——以當代中國高僧本煥
長老的舍利為中心

黃夏年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

 ∙從佛教宇宙觀的科學性解讀——
反思台灣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
理論

趙東明博士  ̸華東師範大學

 ∙蓮睡未開：澳門蓮花苑「洋觀音」
建造始末及問題研究

白照杰博士  ̸上海社會科學院

 ∙「人間佛教」思想之現代詮釋中
的哲學化途徑及其反思

張云江教授  ̸華僑大學

 ∙誰之高僧？何等高僧？：妙峰福
登與晚明宮廷及社會

張德偉博士  ̸中山大學

中心於二○一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及十五日及二○

一六年十二月二日及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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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研討會及「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

的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

本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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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二○一八年一月六日及七日接續舉辦

「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的傳布」國際學術研討會。從

實踐到理念，從個案到通則，乃至從實然到應然，集思廣

益地共同思考現代公民社會，在「人間佛教」的視野上如

何透過肩負佛教在現代社會的公共責任，得以同時維護宗

教權利與自由。會中將邀請數十位來自世界各地的佛學專

家、學者蒞臨會議，就相關問題深入討論。

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的傳布 國際學術研討會

美國

 ∙ Buddhism and the Realities of Demographic Shifts 
in Southeast Asia

蘭卡斯特教授（Prof. Lewis Lancaster）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The Practice of Compassion: Humanistic Buddhist 
Ethics for the Modern World

趙文詞教授（Prof. Richard Madsen）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趙文詞教授

（左起）釋覺瑋博士、唐秀連博士、黃淳壹教授、釋正
德教授。

周文廣教授 陳劍鍠教授

（左起）杜保瑞教授、嚴立模教授、韓煥忠教授、紀贇
教授、邱高興教授。

全體合照

蘭卡斯特教授

研討議題

1. 星雲大師在東亞與東南亞推動人間佛教

之影響

2. 佛光山比丘尼在東亞與東南亞推動人間

佛教之貢獻

3. 東亞與東南亞之人間佛教的婦女（或性

別）議題

4. 東亞與東南亞之人間佛教的社會關懷與

救濟

5. 東亞與東南亞之人間佛教的管理文化

6. 東亞與東南亞之人間佛教對社會環境、

環保議題的主張

心保和尚

「凝視人間 悲智雙運」

主題演講

香港中文大學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第五期 │ 二○一七年五月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馮景禧樓
204室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www.cuhk.edu.hk/arts/cshb/
E-mail : cshb@cuhk.edu.hk

TEL : (852)3943 5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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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期 │ 二○一七年五月
香港中文大學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2

第五期 │ 二○一七年五月

第五期 │ 二○一七年五月

香港中文大學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3 TOPICS

TOPICS TOPICS

TOPICS

人間·心間



3/30 台灣金山寺住持宗音法師及監院堅意法師到港並與
中心交流

台灣基隆金山寺住持宗音法師及監院堅意法師，於二○一七

年三月三十日拜訪本中心。金山寺建於台灣日據時代的昭和二年（一九二七），當地人稱齋堂或菜堂，屬於齋教龍

華派，為基隆暖暖地區頗負盛名的佛寺，大殿一樓供奉觀世音菩薩聖像，二樓大雄寶殿供奉本師釋迦牟尼佛。現任

住持宗音法師是佛光大學宗教學碩士，受聘於龍山寺文化廣場教授佛學課程，弘法利生。監院堅意法師是玄奘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講師、玄奘大學禪學社指導老師、台灣宗教學會執行祕書，目前亦受聘於龍山寺文化廣場教授佛學課

程。宗音法師及堅意法師與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談論人間佛教的弘傳事宜，以及中心辦理各項學術活動的情況，期

待雙方於未來能夠展開合作，推動人間佛教。除此之外，宗音法師及堅意法師此次至香港，希望多了解香港的佛教

情況，陳主任與之深入交流，並且比較台灣佛教與香港佛教在弘傳上的異同。

2016/10/10-2017/4/9 張云江教授（中
國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

二○○五年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

所碩士畢業，師從陳兵教授，二○○八年中國

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理論研究所博士畢業，師

從張風雷教授。二○○八年迄今在華僑大學哲

學與社會發展學院任職，教授，宗教學方向碩

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中國佛教哲學與文

化。出版有：《法眼文益禪師》、《禪史與禪

思》、《湘山事狀全集校釋》等著作、《新教

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西太平洋上的航海

者》等譯著，發表論文有五十餘篇，主持有

國家社科重大委託專案子課題《東南亞地區國

家的宗教與衝突及對中國的影響》、國家社科

後期資助專案《唐君毅佛教哲學思想研究》

（15FZJ002）等。

2017/3/27-30 紀玉春博士 （美國 Universal Soul Service，LLC

教育主任）

獲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頒授環境科學與技術碩士及獲澳大利亞悉尼大

學頒授水文學博士學位。為科學研究員、水文學家、水文地質工程師及認證

環境審計員。為多份科學雜誌審稿人和編輯，包括歐洲水資源管理學報評審

員、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營養與肥料科學學報英文版評審兼編輯。曾於著名的

國際學術期刊和會議上發表多篇專業論文。現任美國Universal Soul Service

（LLC）教育主任。主要負責將其教育系統升級至全球大學標準，並為其全球

各地的教育學院設計課程，以及負責其國際專業治療協會的一切領導事物。

2017/4/3-7 龔雋教授 （中國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中山大學比較宗教研究所教授，副所長、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山

大學人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主任，兼任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

中心榮譽研究員（2013-2015年），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通訊研
究員（2014-2015年）、 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研究員（2015-

2016年）、《新史學》（中華書局）學術編委，《漢語佛學評論》
（上海古籍出版社）主編，《人間佛教研究》（香港中文大學）編

委，《人文宗教研究》（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主辦）編委等。主

要從事中國佛教思想史的教學與研究。

2017/4/9-12 胡勇教授（中國南京牛首山文化旅遊集團副總經
理 / 南京牛首山佛學研究中心主任） 

南京大學哲學博士，師從著名佛學專家賴永海教授。主要從事中國

哲學史、中國佛學方向的研究。近年來，出版專著一部，在《哲學研

究》、《孔子研究》、《道德與文明》、《國立台灣大學哲學評論》等

期刊雜誌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南京大學文化部文化產業研究中心博士

後工作站研究員，致力於當代中國佛教文化產業發展模式研究。

2017/3/1-2017/8/31 苗昱教授（中國南京曉莊學院文
學院副教授） 

文學博士，南京曉莊學院文學院副教授。長期從事佛經音義

的整理與研究工作，主持完成國家教育部青年基金項目「兩種日

寫本《新華嚴經音義》文獻整理與研究」，現主持國家社科基金

項目「日寫本《玄應音義》校證」，著有《〈新譯大方廣佛華嚴

經音義私記〉整理與研究》，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

4/3 台灣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參訪團

台灣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系主任劉明宗教授帶領三名

學生於二○一七年四月三日訪問中心，由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接

待，並解說中心的成立宗旨與工作，場面熱絡。陳教授亦盡地主

之誼，引領參訪團參觀中大，以了解中大的學習氛圍。

4/20 佛門網林國才總編輯及鄺志康編輯來訪深化合作

佛門網林國才總編輯、鄺志康編輯於二○一七年四月二十日參訪中心，以深化兩個單

位的交流合作。自二○一六年初，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已受邀主持佛門網Channel B節目

「念佛基本法」，為其錄製有關淨土法門的節目。此次到訪，佛門網提供出版品《一門超

出》數期，並委託中心代為惠贈予有興趣之公眾。陳教授亦為此刊物的顧問。

參訪日記 參訪日記
與中心有約 歡迎蒞臨交流 訪問學者

2/10

主講人 朱慶之教授 /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中國語言講座教授

講題 漢文化中印度（佛教）影響的幾個實例――如何從語言中發現問題

多元性是古代中國文化富有強大生命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今天我們了解和

認識中國文化本質特點必須關注的重要方面。印度佛教及其文化對於東漢以降

的中國文化的發展有過十分重要的影響。

語言是文化的基本載體，講者從語言入手，來具體說明印度文化對於中國文

化，如文學和通俗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和深入影響。講者從他的研究成果中，選

出幾個實例，並加以說明。如以「過去、現在、未來」為例，在佛教傳入中國

之前，漢語中沒有這三個詞。講者表示經過梵漢對比，這三個詞是佛經翻譯者

以仿譯的方法，根據三個梵語詞的內部結構而仿造而成。這是其中一個印度文

化元素融入了中國文化中的例子。如不透過文本、梵漢對勘，亦難於察覺印度

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超過八十名學生、教職員及公眾參與是次講座。在發

問環節時，大家也爭取機會向朱教授請教。

2/17

主講人 張云江教授 / 中國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

講題 人間佛教：佛教的一種現代社會形態

所謂社會形態，是指社會功能分配及其所呈現出來的主要社會面貌。講者指出

中國佛教的傳統社會形態具有「依附性」、「（多）神鬼崇拜（祭祀為主）」

和「邊緣化」三個特點，並由此展開其論述，例如為何佛教是以「嫁接」，即

依附中國宗教主幹而進入中國，而以具有相對自主性及獨立性的「移植」方

式，進入日本、越南等地。亦由此解釋為何佛教在中國傳統社會的發展不及儒

教及道教這些主幹宗教等等。

講者由傳統社會形態的特點論及人間佛教的現代社會形態的特徵，包括「自主

性」、「現代性」及「人間化」等。講者言及人間佛教的任務，一是回應現代

西方科學及理性主義，二是革除自身數百年的積弊。講座吸引了七十餘名學

生、教職員及公眾參與。

3/10

主講人 危丁明博士 / 香港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講題 丹禪與坐修──民間教派的永恆之道

此講座可分為兩大部分，講者先講述道教信仰中之「民間宗教」、「神仙信仰」、

「不死的追求」及「神仙方術」，繼而論及民間信仰中的「內丹術」、「內丹與

禪」、「先天道的九節玄功」、「一貫道的三寶修持」、「同善社的靜座功法」及

「紅卍字會的先天靜座功法」。超過七十名學生、教職員及公眾參與是次講座。

4/6

主講人 龔雋教授 / 中國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講題 近代經學與佛典研究—一種思想史的解讀

此講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討論晚清今文經學運動中所涉及到的佛教經學部分，分別闡述了

龔自珍、魏源及康有為、梁啟超等不同時期今文經學與佛教經典學之間的關係，並考察了儒

門經學對於中國佛教的推重是如何經由台、賢而法相的轉變。第二部分以近代新史學的佛教

經學研究類型為例，說明近代中國史學諸大家是如何應用近代知識史的方式去以史化經，而

具有化約論傾向地探究佛教經典學。第三部分以支那內學院為中心，批判地分析了楊文會、 

歐陽竟無、呂澂等三代學人的佛教經史學研究，闡明了其各自的成就與特點，並比較了內院

與武昌佛學院在佛教經史學研究上的異同。第四部分以太虛和印順為中心，探究並闡析了武

院在佛教經史學方面的研究路向和特點。第五部分主要對近代新史學及內院為代表的不同類

型的佛教經學研究，從思想史的角度作了評論，並指陳其經學研究背後的複雜矛盾與緊張

性。約五十餘名學者、學生及公眾人士參與。

4/10

主講人 胡勇教授 / 中國南京牛首山文化旅遊集團副總經理、南京牛首山佛學研究中心
主任

講題 一部《華嚴經》，兩座牛頭山

從佛教歷史文獻、考古和圖像學的角度，考察于闐和潤州 （今南京） 兩座牛頭山與《華嚴

經》、五台山、文殊菩薩之間的關係。中國佛教發展的歷史上，有兩座牛頭山非常重要，一

是古于闐國境內的牛頭山，一是南京江寧境內的牛頭山 （唐代屬於潤州）。兩座牛頭山的佛

教神聖性都與《華嚴經》有著密切的關係，同時也與文殊信仰及文殊道場的五台山分別有著

緊密關聯及殊勝的淵源。加上辟支佛以及敦煌牛頭山圖與牛頭瓦當高度相似等因素，講者認

為有理由把這兩座地理上相隔幾千里的牛頭山關聯起來，他亦指出這應是法藏把《華嚴經》

中的牛頭山確定為潤州江表牛頭的原因所在。超過四十名學者、學生及公眾參與是次講座。

4/11

主講人 胡勇教授 / 中國南京牛首山文化旅遊集團副總經理、南京牛首山佛學研究中心
主任

講題 覺悟的力量：宗教經濟學視閾中的佛教信仰

中國佛教作為傳統宗教的當代發展，衍生出很多社會和經濟現象，為宗教經濟學研究提供了

特殊的素材；中國宗教的良性發展和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也對宗教經濟學研究提出了期

待。基於宗教經濟學的兩個面向：面向經濟的宗教學分析和面向宗教的經濟學分析，講者探

討宗教經濟學視域中的佛教信仰，目的在於回應當代中國日益發展的佛教文化產業，對於中

國社會經濟、文化，尤其佛教本身的影響。講座吸引了約四十餘名學者、學生及公眾參與。

4/27

主講人 吳有能教授 /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副教授兼副主任

講題 當代佛教的社會與政治參與

主講人以慈悲的角度入手探討佛教徒的社會與政治參與，指出佛教徒應持慈悲心行事，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並推己及人，關心社區及社群，服務社區等等。即使是極其微不足

道的事情，也不應輕看。參與政治工作，亦不應持有既定立場而局限自己，而是應想不

同的政黨可以如何改善社區，解決社會問題。在場人士積極發問及發表意見，場面熱

鬧。參與者均表示獲益良多。講座吸引了約七十餘名學者、學生及公眾參與。

3/28

主講人 Dr. Sarah Bennett 紀玉春博士 / 美國 Universal Soul Service，LLC 教
育主任

講題 Water, Environment, and Buddhism （水，環境，與佛法）

一開始即引述水資源的相關數字，並指出水資源所面對的困境，如因氣候變化、人口增

長、人類各式汙染等，令可使用淡水更趨短缺。繼而從水文學家角度剖式解決方法，除

了著手節流外，亦可嘗試開源，如海水化淡、廢水再造等等，希望解決淡水短缺的問

題。紀博士亦以佛教角度，解讀佛教與水資源的關係，以及如何以三學及八正道解決水

資源危機和相關的環境問題。講座吸引了約四十餘名學者、學生及公眾參與。

4/3

主講人 龔雋教授 / 中國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講題 鈴木大拙與東亞大乘觀念的確立——從英譯《大乘起信論》（1900 年）到
《大乘佛教綱要》（1907 年）

主講人以鈴木大拙於二十世紀初以英文譯注的《大乘起信論》與英文撰著的《大乘佛教

綱要》兩個文本為案例，全面分析了鈴木大拙早年英文佛教學著述中有關大乘的論述。

講者把鈴木大拙早期大乘觀念放置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即明治後期日本佛教與西

方交涉的脈絡下進行討論，詳細解讀了其大乘觀念形成的原委、主要內容和思想特點，

並對其大乘觀念在西方產生的效應也作了具體的分析與評論。同時也著力闡釋了鈴木大

乘觀念背後所隱含的文化政治等權力論述的關係，如東方學觀念與日本意識等。講座吸

引了約五十餘名學者、學生及公眾參與。在場人士積極發問，場面熱絡。

2/27

主講人 1. 黃國清教授 / 台灣南華大學宗教所副教授兼所長（上）

2. 鄭振煌教授 / 台灣社團法人中華維鬘學會名譽理事長（下）

講題 1. 人間佛教應用於現代管理的探索性研究

2. 企業禪

講座分為兩部分， 黃教授先介紹儒、道、法諸家與基督宗教的管理思想，並以此作為參

照，探討人間佛教應用於現代管理的意義與價值。他指出星雲大師所推行的人間佛教學

說，將佛教從山林隱逸的消極形式拉回到現世人間的入世修行，適應當代世界的人類精

神需求。透過闡釋佛陀教說，使佛法能與各類社會活動緊密結合。因為佛教的人間轉向

與現代轉化，使得佛教學說容易與現代管理學進行銜接，可補當代管理訓練側重智能與

技術層面之不足。他總結應從人間佛教學說當中挑選管理運用的資料，透過進行系統性

整合與詮釋，建構一套「人間佛教管理學」，以作為社會各界在管理方面的參考資源。

再由鄭振煌教授接續就「企業禪」為大家分享其經驗。講座吸引了約六十多名學生、教

職員及公眾參與。在發問環節時，大家也爭先請教兩位講者。

臨場對話 
  場場精采

2017 講座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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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及公眾人

士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截止本年四月，中心共舉辦了

三十五場公開講座。如欲重溫以下講座內容，可瀏覽

http://www.cuhk.edu.hk/arts/cshb/video.html。

為促進各地佛學研究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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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之興趣及深入了解佛教之內涵。

中心將於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及二十七日。舉

辦「人間佛教的經濟與管理文化」論壇，邀請大學校長、

管理寺院庵堂的高僧大德、學者以及商界佛子名流，圍繞

「雙向布施，雙倍獲益」的理念，探討佛教發展與商旅活

動的關係、佛法如何裨益商業活動、佛理如何助人經商、

僧團如何受惠於企業管理經驗等。敬請密切關注。

人間佛教的經濟與管理文化論壇
研討議題

1. 寺院經濟的管理文化

2. 佛教倫理與企業管理

3. 佛法對企業管理的啟發

4. 佛法對大學管理的啟發

5. 佛道精神與企業的社會責任

活動預告

第五期 │ 二○一七年五月
香港中文大學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4

第五期 │ 二○一七年五月
香港中文大學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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