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心於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及

十六日，與佛光山人間佛教研

究院於佛光山寺合辦「2018佛．商對

話—人間佛教的管理與創新」論壇，邀

請二十一位來自中國、香港、台灣、日本、

馬來西亞及美國的佛教及商管學者、中外企業家代

表及商界佛子名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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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空間。

佛光山開山寮特助慈惠法師、台灣南華大學校長

林聰明教授、台灣屏東大學校長古源光教授及美國西來

大學校長張錫峯教授擔任致詞嘉賓。慈惠法師代表星雲

大師歡迎嘉賓遠道而來，他認為人間佛教的管理學是值

得探究的。從兩千多年前的佛陀時代，至近代的佛教教

團，均發展出適合的管理方法。時至今日，佛光山在全

球開設三百多個道場及各類文教事業，並有一千多名出

家眾，慈惠法師表示星雲大師的管理方針為「規矩要

嚴，執行要寬」，即制定嚴厲的規矩，但在執行時需考

量到人性，取其平衡。

佛光山在全球開設三百多個道場及各類文教事業，並

有一千多名出家眾，慈惠法師表示星雲大師的管理方

針為「規矩要嚴，執行要寬」，即制定嚴厲的規矩，

但在執行時需考量到人性，取其平衡。

人間佛教的
管理與創新

2018 佛．商對話

南華大學校長林聰明教授認同「佛」、「商」對話

極具時代意義。他表示若企業以人為本及利人利己，將

對社會有所幫助。屏東大學校長古源光教授指出他以經

營一個企業的方式經營一所大學，大學校長如同企業中

的行政總裁。大學要如企業般需有妥善的管理，才得以

整體成長。美國西來大學校長張錫峯教授表示若以佛教

的正見看待現在的經濟學及管理學理論，可以發現當中

有不少漏洞。張校長認為佛教的基礎是最好的理論，特

別是星雲大師倡導的人間佛教。

論文題目包括星雲大師的管理思想、寺院管理、佛

教理念與企業經營等等。兩日共六場的研討會吸引了約

二十多名兩岸四地的大專學生，遠程前來參與。短短兩

日的論壇，大會安排了參觀藏經樓、佛陀紀念館、叢林

學院等，星雲大師更親臨會場開示，祝福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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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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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
大陸

 ∙佛商之般若智慧與創新策略   
蘇忠陽　廣州阿育王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長

 ∙醫者仁心，藥者佛心——讓天下沒有難找的藥  
王李珏　廣東阿康健康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 CEO

 ∙佛商如何成就人才   
張博棟　克明麵業股份有限公司博士 /副總經理

 ∙當前大陸漢傳寺院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探討  
楊玉輝　西南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 /教授

 ∙創新融合視野下的宗教文化遺產開發——以牛首山為例  
胡勇　南京大學商學院文化產業研究中心博士 /副總經理

 ∙佛教思想對企業文化的影響   
普鈺法師　江西省九江市能仁寺方丈

 ∙佛教商業化芻議  
黃夏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教授

 ∙試論家族企業傳承中的人間佛教精神——以星雲大師的演講與文
集為中心  
周孜正　華南師範大學講師

 ∙佛教文化與企業行銷——以福州阿彌陀佛大飯店為例   
甘滿堂　福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系主任

 ∙大乘菩薩道在企業管理中的應用——以六波羅蜜為例   
陳肯　金財互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品牌官

台灣

 ∙從《摩訶止觀》談管理創新  
鄭振煌　中華維鬘學會名譽理事長 / 教授

 ∙佛光山僧團管理模式的共識結構   
妙凡法師　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院長

 ∙從人間佛教思維打造商管學院之教育「心」管理——以南華大學
管理學院為例  
知賢法師　南華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香港

 ∙簡易主義的營銷策略與彌陀法門的應用   
陳劍鍠　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佛教慈悲精神與現代慈悲管理：以稻盛和夫管理智慧為中心  
吳有能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副教授

 ∙論佛教理念對企業經營和管治的幫助——以當代華人佛教徒企業
家 (佛商 )為例  
黃建業　香港蜆売電器控股有限公司房地產發展部總經理

 ∙從正見引發創見——佛法思維與管理創新   
吳志軒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名譽助理教授

 ∙慈悲管理——觀音入世精神與現代管理學的共融和應用   
駱慧瑛　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日本

 ∙逐利大潮下佛教文物的厄運——以上金貝古墓為例
邢東風　日本國立愛媛大學法文學部教授

馬來西亞

 ∙「僧伽為導，白衣為輔」：居士在現代寺院管理中的角色——以
沙巴州寂靜禪林護法會為例 
陳秋平　南方大學學院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研究院院長

美國

 ∙ Wisdom-based Economic Theory as Informed by Buddhism(佛
教智慧與經濟理論 )   
張錫峯　西來大學校長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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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大師

今日見到大師，我真是驚喜萬分。大師今日講話，與十年前

我聽大師開示時是一樣的，一點都不像大腦開過刀，希望大

師長壽健康。

吳有能教授

見到師父上人依舊慈悲莊嚴、靈巧機智，令人深深感動。

感恩師父在世界各地廣播菩提種子，我才有緣在二十年前皈

依三寶，並且在叢林學院就讀時獲多位法師及老師的悉心栽

培，弟子會在菩提道上繼續精進，自利利他。祝願師父上人

法體安康。

駱慧瑛博士

大師在《佛法真義》「慈悲」一文中提到，一般人大都是做

到「一時的慈悲」、「熱鬧的慈悲」，很少人能做到「寂寞

的慈悲」、「永恆的慈悲」。我們學者專家大多專注在理

論，而大師是一位真正實踐者。

大師建設佛光山和佛陀紀念館，其五十年來的悲心和願力，

實在是慈悲真義的實踐。今日與會大眾最喜出望外的是能夠

拜見大師，他耐心與大家一一合照滿大家的願，也祝福大家

吉祥，那種對大眾的關懷，是慈悲最佳的身教。

吳志軒博士

今次能與大師有一面之緣，真是千年一遇的機緣，感恩不

盡。

邢東風教授

能見到大師慈容及親近他的威儀，太震撼了，大師精神這麼

好，我與太太都深受感動。

王李珏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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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中心講座

2019/02/19 晚上 7:30-9:30 陳繼東教授 /日本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系教授 互為他者：中日佛教在近代的相遇——小栗栖香頂
的中國佛教改革論

2019/02/20 晚上 7:30-9:30 陳繼東教授 /日本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系教授 互為他者：中日佛教在近代的相遇——楊文會的日
本淨土思想批判

2019/03/12 晚上 7:30-9:30 黃繹勳教授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教授 漢傳佛教中禪淨交涉和發展

2019/03/13 晚上 7:30-9:30 黃繹勳教授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教授 明代漢月禪師的禪教思想

2019/04/01 晚上 7:30-9:30 鄧家宙博士 /香港史學會總監 香港的天台宗發展史

那一刻  在驚喜與感動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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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研究期刊 第九期
每年 1 月出版一期 / 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 HK$140 

《人間佛教研究期刊》第九期已於二○一九年一月出刊，由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主

編，中國華僑大學張云江教授編輯，載有八篇論著，採取嚴格的雙盲審查制度，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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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書寫之特徵及其詩學要義／高文強

• 以空為有，以眾為我—析論星雲大師的般若觀及其在人間生活禪之應用／蕭愛蓉

• 人間佛教之在地化實踐—論新加坡漢傳佛教的「知識化」與「組織化」／姚彬彬

• 澄清之必要—社會對佛光山人間佛教的評議／簡逸光

• 當代雲南傣族上座部佛教的毀滅與重生（上）：國家政權的清洗與改造／劉宇光

• 從「一葦渡江」到「一葦渡海」—菩提達摩新神化形象探研／白照傑

• 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維摩詰經注》寫卷校錄／陶家駿

•  Avalokiteśvara Is the Buddha-to-Be: Intertextual Analyses Between Three Mahāyāna 
Texts and the Northern Āgamas／Juyan Zhang

中心邀請香港古文字協會副會長暨香港詩書聯學會執委

揭建章老師，分別於二○一八年九月十日至十一月十二

日，以及二○一九年一月七日至三月四日，開授「人間

佛教的藝文化：心經行楷書法班及佛光菜根譚行楷書法

班」，各吸引了四十名大專院校師生參與，參與者不乏

基督徒、無信仰人士等。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及副研究

員駱慧瑛博士於每一節書法課前均講授佛法概念，學員

於書寫過程，領悟經文意涵。

農曆年前夕中心特別邀請揭老師書寫揮春。揭老師現場

示範「福」字的三種寫法，除贈送「福」字及吉祥揮春

外，更即席揮毫為學員送上滿滿的祝福。

星雲大師說：幽微高深的佛法透過藝文的傳媒，可以收到三根普被、事
半功倍的效果。一般人所熟知的《維摩經變文》及《八相成道圖》等，
都是佛法藝文化的呈現。今後的人間佛教應將教理與藝文結合，才能使
弘法多元化。

人間佛教的藝文化
心經行楷書法班及佛光菜根譚行楷書法班

【揭建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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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培養佛教研究人才，中心與中國人民大學宗教高等

研究院、臺灣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及宗教研

究所於二○一九年一月十日至十二日於香港中文大學聯

合主辦「佛教與近代中國」學術論壇。中心邀得八位與

談教授，就青年學者的文章給予意見和指導，包括北京

大學哲學宗教學系王頌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宗教高等研

究院何建明教授、臺灣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及宗

教研究所李玉珍教授、法國多學科佛教研究中心汲喆教

授、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吳有能教授、香港中文

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Prof. Douglas Gildow、中心主

任陳劍鍠教授及副研究員駱慧瑛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賴品超教授及佛光山人間

佛教研究院院長妙凡法師擔任致詞嘉賓。賴院長表示此

次論壇是具有時代性及學術研究的指標性意義。妙凡法

師認為好的學術、思想，便要讓人看得懂，期許各位青

年學者的學術走入大眾影響更多人，這就是知識份子的

承擔。同時也希望大家效法星雲大師，能對社會有貢獻

並承擔責任。

除七場發表外，陳劍鍠教授、何建明教授、妙凡法

師展開「星雲大師《佛法真義》對談」，討論《佛法真

義》對佛教教義的詮釋意義及影響、對淨土及修行觀的

看法等。妙凡法師更帶來二十套《佛法真義》贈予與談

教授及青年學者。

在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的帶領下，與談教授及青年

學者於一月十二日至香港佛光道場參訪，由佛光山港澳

深地區總住持永富法師親自接待，他指出道場整體是依

據星雲大師的理念設計而成，處處可見佛法。適逢道場

舉辦「臘八送粥傳光明」活動，透過影片介紹道場送臘

八粥、傳遞熬煮臘八粥背後的星雲大師理念。

佛教與近代中國
學術論壇

此學術論壇研究重點為近百

年中國佛教與社會之研究，

共收到四十一位來自大陸、

香港及臺灣的碩、博士生、

博士後人員、講師及助理教

授的申請。經篩選後，共有

二十一位青年學者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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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與香港佛光道場於二○一九年

一月十一日下午在聯合書院湯若望宿舍前

草地舉辦「茶話臘八送粥迎光明」活動。

此場活動由香港佛香講堂覺勤法師和張碧

玉老師策劃，以「四給」理念設計活動：

「給人信心」（臘八粥緣起介紹）、「給

人希望」（對對碰遊戲）、「給人方便」

（茶話臘八）、「給人歡喜」（送粥分

享）。參與「佛教與近代中國」學術論壇

的學者、與會人士、義工一起吃粥品茶，

分享佛成道的喜悅。

論文發表
大陸

 ∙佛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國共異趣而合流——以大陸佛教 80
年代重新認可太虛大師的歷史進程爲例
王佳 /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研究生

 ∙在精英與大眾之間：印順人間佛教佛陀觀研究
伊家慧 /南京大學博士候選人

 ∙「四眾」之外：近代佛寺工役群體與寺院經濟
朱明川 / 復旦大學碩士研究生

 ∙法舫法師的唯識哲學觀與民國佛教的理性調適
沈庭 / 武漢大學講師

 ∙魯迅選購佛書的偏好
沈傑 / 蘇州大學博士研究生

 ∙近代禪凈之爭芻議——以劉大心與淨土宗人的諍論為中心
翁後發 /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

 ∙進化論、線性時間觀與近代佛教——以太虛改革為例
馬麗娜 /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

 ∙民國佛教女性平等意識的覺醒——以《佛教女眾》為中心
常紅星 /上海大學博士後

 ∙口述歷史與近百年中國佛教（1912-2018）研究：經驗與反
思
張佳 /東南大學助理教授

 ∙人間佛教興起之社會倫理進路及現實意義
楊家剛 / 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候選人

 ∙安遠柔邊：近代中國治理蒙藏區域的佛教實踐——以民國時
期戴季陶與九世班禪政教互動為中心
韓敬山 / 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後研究人員

 ∙近代台灣佛教道場推動「大專青年群體學佛」的趨勢——以
「佛光山道場」及「福智團體」為例
釋光持 / 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研究生

 ∙佛教與岡倉天心的「亞洲一體論」
盛鈺 / 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研究生

 ∙佛門義工的自我認知和實踐體會研究——基於南海 TH寺的調
查
程肖力 / 中山大學博士後研究人員

香港

 ∙近百年來曇鸞、道綽、善導研究現狀和問題史的回顧與展望
張婷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研究生

台灣

 ∙ Confucian Morality and Rebirth into the Pure Land of 
Amitābha——The Compartmentalist Thought of Ven. 
Jingkong
顧頡鋒 / 政治大學碩士研究生

 ∙從華嚴宗「十玄門」論唐君毅「心靈九境」的儒佛詮釋
蕭愛蓉 / 成功大學博士

 ∙佛性如來藏思想與人間佛教推行之關涉——以法鼓山為例
黃玉真 /中山大學博士研究生

 ∙一九五零至六零年代港、台地區佛耶互動與佛教現代化之研
究
徐鳴謙 / 政治大學博士研究生

茶話臘八

第八期 │ 二○一九年四月TOPICS TOPICS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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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年一月，中心共舉辦

了七十二場公開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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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2

講 題 敦煌與東西方文化交流

主講人 趙聲良教授（敦煌研究院副院長）

中心邀請敦煌研究院副院長趙聲良教授講授「敦煌與東西方文化交

流」。自漢代張騫出使西域後，絲綢之路發展繁榮，給中外文化藝

術的交流帶來了契機。佛教藝術從印度經中亞而傳入中國，敦煌作

為絲綢之路上的重鎮，發展成為佛教藝術的中心。通過中國北方的

古代青銅器，可以了解古代草原絲綢之路的交融情況，從佛教藝術

中的射獵圖、菩薩的頭冠、忍冬紋、聯珠紋、飛天的形象，以及藻

井形式等，可以看出古代印度文化、西亞和波斯文化、粟特文化、

古希臘文化傳入敦煌並與中國文化進行交融的歷史，而敦煌藝術就

是在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的交融中發展興盛的。在場人士積極

發問，場面熱鬧。講座吸引了二百名人士參與。

Topic: Dunhaung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 of the East 
and West

Speaker: Dr. Zhao Sheng-liang (Associate Director, 
Dunhuang Academy)

The Silk Road had prospered since Zhang Qian, a Chinese 

diplomat in Han dynasty, was dispatched to the Western 

Regions in order to establish commercial ties with distant 

lands. With such opportunity for cultural and artistic 

exchang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Buddhist arts 

entered China via Central Asia. As an important town 

along the Silk Road, Dunhuang developed into the centre 

of Buddhist arts. Through antique bronze items, we can 

understand how ancient grassland merges with the Silk 

Road. The paintings of hunting, the crown of bodhisattva, 

honeysuckle and welded bead patterns 

etc., all indicate the historical 

i n t e rweave  be tween  the 

cu l tu r es  f r om anc i en t 

I n d i a ,  We s t e r n  A s i a , 

Persia, Sogdia, Greece 

and China. The Art of 

Dunhuang thr ived in 

the exchange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ultures from outside.

2018/11/9

講 題 佛教、佛商與企業管理的智慧

主講人 妙智法師博士（福建省開元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福建省開元佛教文化研究所妙智法師博士受邀至中心講授「佛教、

佛商與企業管理的智慧」。傳世悠久且為世界性宗教的佛教，在不

同語系的佛經文本，或是各地修行團隊的管理實踐裡，蘊含著豐富

而獨到的管理文化與智慧。如今佛教組織遍及全球，膚色、語言、

地域文化迥異的佛教團體，其管理模式與制度呈現多樣化，佛教教

義及圓融精神，作為其順利發展的根本依據。這個優勢包含個人管

理與組織管理的智慧，與現代西方管理學思想有眾多相通之處，當

下企業界也不乏從中汲取精華，因而有不少成功案例。妙智法師博

士通過數個「佛商」企業管理的真實案例，探討佛教管理思想在現

代商業環境，如何應用的具體內容、操作方式及可能產生影響的幾

個問題。超過四十多名學生、教職員及公眾參與講座。

Topic: Wisdom of Buddhism, Buddhist-businessmen and 
Corporate Management

Speaker： Ven. Dr. Miao Zhi (Researcher, Kaiyuan 
Buddhist Research Centre)

Buddhism has a long history and has grown as a major 

religion globally. From Sūtra-s of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operation of Buddhist groups and organization, the 

Buddhist unique yet rich wisdom on management shines. 

2018/9/13

講 題 臨終關懷的實作與教學

主講人 紀潔芳教授（山東大學、南華大學兼任教授）

紀潔芳教授介紹臨終關懷的理念，包括善終、安寧療護、緩和醫療

意願書、預立遺囑、病情告知藝術、臨終和初終的現象等，並介紹

大學生命教育的教學綱要和目標，「臨終關懷」是其中一個重要單

元。生命教育的教學可從三方面入

手，即生動活潑的教學法、多元教

學資源的運用，包括繪本、視聽媒

體、書籍，及體驗活動的設計與

實施。講座吸引了約一百三十多名

人士參與。

香港中文大學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4 EVENTS

EVENTS



2018/11/9 11/21

講 題 漢語佛教文獻的歷史構成與類型分佈 / 作為方法的東亞
唯識學

主講人 傅新毅教授（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中心邀請南京大學哲學系傅新毅教授至中心主講兩場講座。第一場

講題是「漢語佛教文獻的歷史構成與類型分佈」。作為時間跨度最

長、數量最為龐大的佛教文獻群，漢語佛教文獻具有無可取代的地

位和價值。從兩漢到近代，從中國到海外，從寫本到刻本，從藏經

到藏外，漢語佛教文獻呈現出形態的多樣性與傳承的複雜性。傅教

授從基礎性的目錄、版本談起，並結合藏經編撰的經驗，特別就有

關藏外文獻及新出文獻的問題予以歷史的檢討與現狀的分析。約

五十名學生、教職員及公眾參與講座。

第二場講題是「作為方法的東亞唯識學」。認為玄奘及其所開創的

法相唯識宗只是將古印度瑜伽行派的學說傳入中國，由於沒有體系

性的中國化而難以為中土社會所接受，實際上消解了以《成唯識

論》的糅譯與注疏為中心而形成的東亞唯識學傳統的獨創性價值。

傅教授以語言、文獻、義理為基礎，通過檢討東亞唯識學建構的操

作策略與歷史脈動，以東亞唯識學為方法，來重新審視佛教中國化

問題。講座吸引了約五十名學者、學生及公眾參與。

Topic: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Historical Composition 
and Type Distribution / The Methodology of East-Asia 
Consciouness-only School

Speaker: Prof. Fu Xinyi (Associate Professor, Philosoph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As the longest history and the largest number of Buddhist 

literature groups, the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has 

irreplaceable status and value.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modern times, from China to overseas, from written 

scriptures to printed scriptures, from The Tripitaka to 

the Buddhist canon beyond The Tripitaka, the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presents the diversity of forms and the 

complexity of inheritance. This lecture begins with a basic 

catalogue and version, and combin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mpilation of The Tripitaka, and to provide a historical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issues related to 

Buddhist canon beyond The Tripitaka and the Buddhist 

canon which in newly published.

                                 ＊ ＊ ＊ ＊ ＊

It is commonly acknowledged that Monk Xuanzang, who 

has founded Faxiang School and Consciouness-only 

(Vijñānavāda) School, has introduced Yogācāra to China. 

However, the doctrine of Yogācāra has not been wildly 

accepted by the Chinese, as it has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merged into mainstream Chinese culture. In fact, Yogācāra 
has developed into a unique East-Asia Consciouness-

only School, based on the Discourse on the Theory of 

Consciousness-only(Vijñaptimātratāsiddhi-śāstra) and related 

annotations and footnotes.  In this 

l ec ture ,  the  speaker  examines 

the methodology of  East-Asia 

Consciouness-only School in the 

field of languages, documents 

and doctrine, and how Buddhism 

merged into the mainstream 

Chinese culture.

2018/12/6 12/7

講 題 《大乘起信論》與東亞佛教 / 日本的「批判佛教」與
呂澂的佛教研究

主講人 張文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
教授、副所長）

中心邀請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張文良教授至中

心主講。第一場講題是「《大乘起信論》與東亞佛教」。《大乘

起信論》自六世紀中葉問世以來，受到歷代佛教思想家的關注，

注釋書層出不窮，並在唐以後深刻影響到中國的華嚴宗、天台宗

等佛教宗派，成為中國佛教思想發展的重要理論源頭。其中，法

藏的《大乘起信論義記》既是一部關於《大乘起信論》的注釋

書，同時又具有思想獨創性的著作，其揭櫫的「如來藏緣起宗」

成為後世思想家爭論的焦點，直接推動了華嚴思想和天台思想的

轉型和發展。如在早期注釋書中，注釋家關注的是「真妄別相」

與「真妄共相」的問題，而從法藏的《大乘起信論義記》開始，

注釋家關注的重點轉移到「法性宗」和「法相宗」的關係問題。

直到近代，隨著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導入，《大乘起信論》的真

偽問題成為關注的重點，相關的討論持續至今。通過考察法藏、

澄觀、宗密、子璿等華嚴思想家的相關注疏，我們可以從一個側

面看到華嚴思想的發展軌跡；同樣，通過考察湛然、知禮、仁

Buddhist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globe, with their own 

cultural and ethnical backgrounds, have established 

various models on management; however, it is Buddhist 

idea on wholeness and harmony that allows such models 

to develop and flourish.

Buddhist idea of management in both 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al levels resonates with western style 

management. Indeed, there are many successful case 

o f  c oope ra t i on  app l y ing 

Buddhism into management. 

In the talk, the speaker 

shares a few case studies 

of Buddhist-businessmen, 

to discuss how Buddhist 

management being operated in 

var ious  enterpr ises ,  and the 

related applications and consequences.

EVENTS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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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4

講 題 名山與大寺：探索中國佛教的社會地理學

主講人 汲喆教授（法國多學科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中心邀請法國多學科佛教研究中心汲喆教授至中心講授「名山與大寺：探索中國佛教的社

會地理學」。近年來有關中國宗教神聖空間的研究已經取得長足的進展，但是，如何將宗

教地理資訊與人文、歷史和社會事實結合並形成有意義的研究，一直是這類研究爭論的焦

點。汲教授在分析既有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嘗試依據多種地理資訊，對中國佛教的名山大

寺的社會建構邏輯作出初步的分疏和解讀。講座吸引了九十多名學者、學生及公眾參與。

在場人士積極發問，場面熱絡。

Topic: Sacred Mountains & Grand Temples: Explorating the Social Geography 
of Chinese Buddhism

Speaker: Professor Zhe Ji (Director, Centre for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Buddhism (CEIB)

In recently years,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study on sacred sites of 

Chinese religion. However, how to combine religious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with humanity, history and social facts and form meaningful research has 

been the focus of this kind of research debat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xisting research methods, this 

lecture tries to analyze the foundations of current 

methodologies, and to make a prel iminary 

classif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logic of the sacred Mountains and 

grand Buddhist temples in China based on a 

variety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2019/1/9 1/11

講 題 佛教的歷史觀與人生哲學 / 儒釋道三教融合的人間精神

主講人 王頌教授（北京大學哲學宗教學系教授）

北京大學哲學宗教學系王頌教授受邀至中心主講兩場講座。第一場講題是「佛教的歷史觀

與人生哲學」。佛教經典雖缺少對歷史觀的明確表述，但事實上，歷史觀是大小乘佛教思

想的重要理論基石之一。王教授從三個面相闡述：首先，對佛教緣起性空說、輪迴說與其

歷史觀之間的關係，進行哲學性分析，突顯佛教歷史觀的思想內涵和價值。其次，運用比

較宗教學的研究方法，把佛教歷史觀與基督宗教進行對比分析，以說明佛教歷史觀的本質

和特色。如剖析歷史上佛陀一生所具有的宗教學內涵，並與耶穌的生平進行比較，從而闡

發佛教歷史觀與基督宗教歷史觀的不同，揭示二者所分別代表的東西方歷史哲學觀的根本

差異。最後，通過對末法說與末世論，天堂與地獄等學說的比較辨析，說明佛教歷史觀對

人生觀等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的指導意義。講座吸引了約八十多名學者、學生及公眾參

與。

第二場的講題是「儒釋道三教融合的人間精神」。儒釋道三教的融合是中國傳統文

化的基本特質，然而，三教融合的人間精神為何？學人卻眾說紛紜。王教授演繹

三教融合的精神氣質以及其人間性，認為「俯仰天地的宇宙觀、安然曠達的生命

觀、民胞物與的群分觀、立身行道的價值觀」等觀念理趣，能夠予以概括。這四

觀說明了儒釋道三教如何相互補充、相互完善，滋養培育中國人的共同精神，發展

出了由己推人的人間性格，由小我以參贊天地，積極進取、勇於擔當的傳統美德。超

過九十名學生、教職員及公眾參與講座。在發問環節時，大家也爭取機會向王教授請教。

岳 、 智

旭 的 相 關

注疏，也可以 看到

《大乘起信論》對天台思想的深刻影響。

不特如此，《大乘起信論》對韓國佛教和

日本佛教的影響亦甚巨，通過考察鳳潭、

普寂的相關注疏，可對《大乘起信論》在

整個東亞佛教中的地位和影響有更準確的

認知。講座吸引了約六十名學者、學生及

公眾參與。在場人士積極發問，場面熱

絡。

第二場講題是「日本的『批判佛教』與呂

澂的佛教研究」。「批判佛教」是二十世

紀八十年代日本佛教界出現的理論思潮。

以松本史朗、袴谷憲昭為代表的日本學

者，對中國和日本的如來藏思想、本覺

思想做了否定評價，認為它們都是實體

論，是一種非佛教的思想。基於此，批判

佛教論者提出回到佛陀，以重新發現佛教

以緣起和空為核心的真理。以客觀性為指

歸的文獻學研究，在日本佛教學術界佔有

主流地位，這種從特定佛教理念出發對佛

教理論作出的批判性研究，顯得很另類，

但他們提出的問題仍然在國際學術界引起

反響。實際上，在中國佛教學術界，呂澂

先生也曾從對《楞伽經》、《大乘起信

論》和《楞嚴經》的「性覺」思想批判入

手，延展到對中國華嚴宗、天台宗和禪宗

的批判。呂澂先生對「性覺」說的批判，

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方法論上，都與日本

的「批判佛教」有諸多相同之處。通過對

兩者的對比研究，可以重新思考學術的客

觀性問題，同時思考批判性研究方法的有

效性和邊界問題。講座吸引了約五十名學

者、學生及公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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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日記
訪問學者

2018/11/7-10 妙智法師博士 / 福建省開元佛教文化研究
所研究員

工商管理專業博

士。曾問學於江西佛學

院、南京大學，並於北

京航空航天大學取得碩

士、澳門城市大學取得

博士，曾任台灣法鼓文

理學院訪問學人。主要

研究興趣為宗教文化與

現代管理、宗教組織網

絡輿情問題、佛教思想

與歷史等，發表相關論

文十餘篇。受邀至中國大陸、香港、澳門、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等各大佛教社團與寺院，講授佛學課程。現為澳門普濟禪院僧

侶慈善會理事、福建省開元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2018/11/18-23 傅新毅教授 / 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二○○一年獲南京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先後任南京大學

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講師、副教授，哲學系副教授。兼任《中

華大藏經（漢文部份）．續編》副主編，《佛教文化研究》副

主編，峨眉山佛學院等研究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佛教哲學

與佛教文獻，特別是唯識學和因明學的研究。著作有《玄奘評

傳》等兩部，論文三十餘篇。

2018/12/6-9 張文良教授 /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
論研究所教授、副所長

日本東京大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

所教授、副所長。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佛教、日本佛教。專著

有《澄觀華嚴思想研究》（日文）、《批判佛教的批判》、

《日本當代佛教》、《東亞佛教視野中的華嚴學研究》等，譯

著有《禪的歷史》、《中國法華思想研究》等。發表學術論文

一百餘篇。兼任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評議員、日本東亞佛教研

究會理事等。

2019/1/8-12 王頌教授 / 北京大學哲學宗教學系教授

北京大學哲學宗教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佛教

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中國宗教學會理事。長期致力於東亞漢文

化圈佛教研究，以中日兩國佛教為對象，析理其共性和特性，

尤專長於華嚴宗的歷史與思想研究。出版專著《宋代華嚴思

想研究》、《日本佛教：自佛教傳入至二十世紀》、《華嚴法

界觀門校釋研究》等，主編著作多種，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以中

文、日文和英文發表學術論文四十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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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8/6 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獻研究所副所長趙曉星博士

敦煌研究院趙曉星博士於二○一八年八月六日參訪中心，

並與中心副研究員駱慧瑛博士會面。十多年前她們在敦煌莫高

窟內有一千多年歷史的洞窟裡認識，其後每年在西安、蘭州等

地的敦煌學會議上見面。趙博士著有《吐蕃統治時期敦煌密教

研究》、《敦煌落蕃舊事》等著作。此次趙博士是次專程至中

心訪問，關心駱博士在佛學研究方面的工作環境，並互相分享

研究方向及未

來發展計劃。

會晤時討論人

間佛教研究中

心與敦煌研究

院進行合作的

方式，例如：

兩個單位的研

究人員互訪、

進行研究，以

及合辦敦煌藝

術圖像的相關

研討會。

2018/8/14

慈山寺就讀香港中文大學佛教文化文憑課程學僧

四位至香港慈山寺參訪遊學的學僧証道法師、耀空法師、

真妙法師和如雲法師，日前就讀香港中文大學佛教文化文憑課

程，於二○一八年八月十四日到訪中心，並與中心主任陳劍鍠

教授及中心副研究員駱慧瑛博士會面。會上，法師向中心主任

申請旁聽佛學研究文學碩士課程。會談中分別介紹他們在內地

的常住寺院雲居寺及大佛寺等情況，期待中心未來的碩士課程

遊學團，也可至其寺院參訪。陳教授亦告知中心興辦的佛學研

究碩士課程，設有出家僧人全額獎學金，期待他們努力爭取正

式的就讀機會。

2018/9/24 日本九州大學長谷千代子教授

九州大學長谷千代子教授至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

系進行短期訪問研究兩個月，參與本中心所舉辦的講座，並於

九月二十四日至本中心訪問。長谷教授主要於雲南芒市地區從

事傣族民間佛教的研究，並在雲南發現淨土法門廣泛流傳，尤

其是當代淨空法師的教法在雲南亦頗為風行。她與中心主任陳

劍鍠教授討論有關淨空法師弘揚《無量壽經》會集本的問題，

以及教導《弟子規》的得失問題。其中亦探討學術的知識取向

與宗學的實踐取向等。在實踐取向的過程裡，民間宗教或民間

信仰的利益交換，具有強烈的功利傾向，尤其她在雲南所見到

的「放生」行為極為流行，但皆是為了求福、求壽，由於缺乏

般若智慧，導致「放生」變成「放死」。此外，談及太虛大師

在近代對於佛教改革的議題，彼此交換心得。學界目前在重編

《太虛大師全集》，蒐集更多檔案資料，並且遍及日本、東南

亞、台灣等以前所未解密的文獻。由於資料的出現，未來對於

太虛大師的研究，將掀起另一高潮。會談之後，中心主任陳劍

鍠教授贈送長谷教授中心出版品，刊載許多討論太虛大師的相

關文章。

2018/9/27 華南師範大學周孜正博士

華南師範大學周孜正博士至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進行

短期訪問研究，並於九月二十七日至中心訪問。與中心主任陳

劍鍠教授會晤時，討論到華南師範大學、華南農業大學與人

間佛教研究中心的合作事宜，及可能開展的合作方向，擬訂

幾項策略：一、合作建立「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作為交流

平臺，並且開展大灣區的佛學研究，將來繼續發展粵港臺、

粵港斯（斯里蘭卡）、粵

港越（越南）等國際性的

研究團隊，並且每年聯合

舉辦國際學術會議。二、

以「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為基礎，申請省級重點學

科，未來申請教育部重點

學科項目。三、共同發展

人間佛教管理碩士課程，

大陸內地支持招生。四、

落實佛學研究專業的研究

生互相訪學。

第八期 │ 二○一九年四月
香港中文大學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6 EVENTS



茶禪研習體驗營

中心與香港佛光道場於二○一八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一月

十五日，舉辦為期六週的「茶禪研習體驗營」，共有六十一位

大專院校師生及公眾參與。授課內容包括茶的歷史發展、茶席

擺法、小壺及茶器使用方法與流程、六大茶類的認識與賞析及

相關的禮儀。張碧玉老師表示如何在倒茶時不滲漏茶水，除了

茶壺、茶人姿勢外，茶人的心是否靜定，亦是關鍵。

學員是否已能運用所學泡一壺好

茶？於是張碧玉老師在二○一八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舉辦佛香講堂「戊

戍年小雪．茶會」，驗收成果。

由學員擔任茶人，為親朋好友泡

茶。張老師也分享珍藏的茶具供

學員使用，體驗不同茶具的泡茶手

感和滋味。場面溫馨，茶香四溢。

• 五次茶禪體驗對我來說是個入門階，學習如何專注、平定，耐心

及安靜感受茶的色澤、溫度、香氣和心情，也許這是活在當下的

自己。―鄭惠儀

• 短短的六堂課時間，只是剛到了博大精深的茶禪的門口，要學的

東西還很多。但不管以後會到那一階段，老師已將最重要第一步

「說好話、做好事」教給我們了。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喝懂茶人

的心、喝懂自己的心。―麥泳恩

• 老師一步步教導我們取茶、賞茶、溫壺、注水、溫杯、巡杯、奉

茶。雖然步驟繁瑣，但就是因為這些步驟，讓我的心更專注在泡

茶上，把煩惱暫時忘卻，就像人生一樣，不用急，一步一步把每

樣事情用心做好。簡單的事情，用心去做便是專業。―黃佩茵

• 茶是一種藝術，禪是一種態度，兩者都有著一個共通點，便是懂

得欣賞才能體會當下心情，這種感覺是多麼舒暢、恬靜，心裡的

滿足感無法用筆墨形容，卻是整天的愉快心情。―譚淑萍

星雲大師說：茶的清純、知性，在精神上和禪自有其相應之處。若
在喝茶當中體會「無我」、「無味」，這就與禪的至高境界相通
了。所以「茶禪一味」就是將茶的清、純，和禪的靜、寂融和而成
一體。

NOTE

2018/10/4 凌雲寺到訪

香港凌雲寺與本中心洽談舉辦「安心關懷」系列課程，此

「安心關懷」的宗旨是希望透過義工助念團，藉由稱念阿彌陀

佛名號及契理契機的開導，關懷及援助臨終者成就往生大事為

宗旨。此服務可令有緣眾生，壽未盡者，消災延壽，信願念

佛，求生淨土；令壽終者，信願念佛，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極

樂世界。

人生每個階段都要為將來做好準備，而晚年的照顧包括身

體、醫療決定、護理需要、財務處理、心願安排、靈性需求等

等。義工們藉着理論學習與操作實踐訓練，瞭解照顧所需並把

佛理融入。初期服務對象為老年、病危及臨終者。課程規劃共

二十四小時，上課時間分成四週。課程內容包含理論學習與操

作實踐，將由中心協助指導及邀請學者、專家進行授課及實際

演練。上課地點設於凌雲寺。

2019/1/9 美國路德學院 (Luther College)Gereon Kopf

教授率領學生團參訪

Gereon Kopf教授帶領二十名本科生及研究生至亞洲參訪

遊學。香港為訪問的第一站。在港的首站先至本中心進行訪

問，由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及中心副研究員駱慧瑛博士接見。

Kopf教授十多年前曾在香港大學任教，其後返回美國路德學院

任教，每隔二至三年便會帶學生至中國、香港、南韓及日本等

地的大學，參訪其佛學研究機構。參學團成員大多為來自美國

的本科生、兩位來自冰島的研究生、一位來自非洲的老師及兩

位來自德國的學者。他們對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習環境及制度深

感興趣，亦對本中心舉辦多項課程和講座表示非常讚歎！會晤

期間，五位佛學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學生也分享了他們的學習感

受及互相交流學習心得，當中有美國學生希望畢業後能到本中

心升讀佛學碩士課程。

• 為鼓勵及支持在家眾鑽研佛學，成立「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

文學碩士課程一般學生獎學金」，中心向江蘇省無錫中育科教技術有

限公司募得捐款，資助在家眾就讀中大佛學研究文學碩士課程，特此

銘謝。

• 旭日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林耀明先生、環亞機場服務管理集團、達承

國際有限公司捐助「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出家

僧人獎學金」。

• 范偉廉先生慷慨解囊將連續五年捐助碩士課程，支持中大佛學研究文

學碩士課程的日常營運，特致謝忱。

銘謝

香味氣韻 一泡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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