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一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及二十七日，中心與佛光山人

間佛教研究院合辦，香港鏡報及佛門網協辦「人間佛

教的經濟與管理文化」論壇，邀請中、港、台三地約二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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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探討佛教與大學、寺院及企業的管理等問題。

此次論壇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珠海

學院校監李焯芬教授、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院長覺培法

師、國際佛光會香港協會會長鄺美雲院士、西方寺方丈寬運

法師、香港鏡報副社長徐世和博士及佛門網編務總裁林國才

先生於開幕典禮中致辭。

梁元生院長認同星雲大師的觀點，認為「最好的管理，其

實是自己內心的管理；心治則身治，身治則一切皆治。」李

焯芬教授指出，企業應把人間佛教自利利他的理念，落實在

經濟和管理文化上，成就團隊成員，就等於成就了自己的事

業。覺培法師表示，過去以西方文明的方式來思考，演變成

更多的知識，創造了更多的財富及握有更多的權力，「人腦

可以複製，但人心不能複製，人心會左右世界的未來。我們

不得不從東方的佛教智慧角度重新檢視這個時代的價值觀。

自利利他是大乘佛教的精神，五戒十善是現代社會非常需要

的依據」。鄺美雲院士認為心的管理非常重要，「把心管理

好，必定有經濟效益。正如星雲大師教導『三好四給』，心

量有多大，成就就有多大」。寬運法師表示「佛教為了人生

改善，先要管理好自己」，同時也感謝星雲大師把香港的山

林佛教推向學術研究層面。徐世和博士指出，佛教理念對於

承擔社會責任，有正面的引導作用，人間佛教也能幫助企業

的長遠發展。

為增加校長、方丈及學者們對於香港寺院的認識及建立合

作橋梁，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於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引

領各與會人士前往香港佛光道場、西方寺及慈山寺拜訪及交

流。佛光山港澳地區總住持永富法師及國際佛光會香港協會

會長鄺美雲院士於香港佛光道場接待與會人士。永富法師為

諸位學者介紹香港佛光道場的歷史因緣、建築格局及僧眾法

會細節等，並贈送紀念書籍和中秋月餅。西方寺方丈寬運法

師接見學者們，並安排寺廟參拜、敬香和住持開示等環節。

慈山寺為是次參訪的最後一站，寺院安排與會人士觀看該寺

3D的宣傳短片，並請專人帶領參觀寺院及講解，住持洞鈜

法師與參訪者共進茶點，並致送紀念品。

（由左至右）佛門網編務總裁林國才先生、珠海學院校監李焯芬教授、西方寺

方丈寬運法師、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院長覺培法師、國際佛光會香港協會會長鄺美雲院士、香港鏡報副社長徐世和

博士、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

人間佛教的經濟與管理文化 論壇

香港佛光
道場

西方寺

慈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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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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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

觀功念恩的大學治理

古源光教授 /台灣 /國立屏東大學校長
曾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長、屏東縣副縣長

佛教思想對企業文化的影響

普鈺法師 /中國 /江西九江能仁禪寺方丈

現代佛教團體經濟來源的開拓與管理制度的
建立響

王聯章先生 /香港 /慈氏文教基金會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信銀行獨立董事、恒基兆業地產集團副主席高級
顧問、香港特區政府榮譽勳章

佛學緣起法則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規範

宋躍華博士 /中國 /華南農業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人間佛教之財商論綱

段玉明教授 /中國 /四川大學佛教與社會研究所所長、
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

星雲大師「集體創作，制度領導，非佛不作，
唯法所依」的管理思想

陳劍鍠教授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主任
曾任﹕國立屏東大學系主任、校長室主祕

以經營佛教社會企業方式修行佛法

黃運喜教授 /台灣 /印尼金剛山佛教大學研修院副院
長、教授、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系兼任教授、大千
佛教文化社會企業（股）公司創辦人、慈恩地政士事
務所負責人
曾任﹕玄奘大學宗教學院院長、教務長

六祖壇經之商道

鄭振煌教授 /台灣 /淨覺僧伽大學大乘研究所所長、
中華維鬘學會名譽理事長

世間與出世之間—探討佛教哲理與現代應
用管理學的共融與分別

駱湛才教授 /香港 /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研究院訪
問學人
曾任﹕智度會前秘書長、前醫療輔助隊總參事

星雲大師的管理思想

韓煥忠教授 /中國 /蘇州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哲學
系教授

Humanistic Buddhism and Volunteerism

鄭維儀教授 /台灣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副教授

城市佛寺發展於都市更新規劃中的契機—
以當代上海為例

黃維珊教授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助理教授

星雲法師人間佛教的心本管理

黃國清教授 /台灣 /南華大學宗教所所長、副教授

成就眾人就是成就事業

李焯芬教授 /香港 /珠海學院校監、中國工程院院士 
曾任﹕香港大學副校長、美國西來大學校長

佛教六和精神與企業管理

寬運法師 /香港 /西方寺方丈、全國政協委員、遼寧
省佑順寺住持、澳洲菩提寺住持、東林念佛堂住持、
觀音講堂住持、香港佛教聯合會執行副會長

學校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因果關係

黃經國博士 /香港 /友邦保險 (國際 )有限公司區域
執行總監、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董

佛教「整體主義」環境理念對經濟管理制度的
啟示

姚彬彬教授 /中國 /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副教授

佛法對大學管理的啟發

林聰明教授 /台灣 /南華大學校長
曾任﹕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長、台灣教育部次長

佛教化現代的挑戰與機遇

覺培法師 /台灣 /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院長、金光
明寺住持、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秘書長、中華人間
佛教聯合總會秘書長

大學校長

寺院方丈

企業家居士大德

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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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張惠能博士與趙卓凡先生來訪，
商討合辦「香港中文大學佛學週」
香港中華密教學會會長張惠能博士與香港中文

大學學生會佛教同學會會長趙卓凡先生，於二

○一七年六月十三日訪問中心。商討合辦「香

港中文大學佛學週」，擬由中大佛教同學會規

劃，邀請禪宗、淨土宗、密宗等學者或是資深

修習者，進行座談，以及進行禪、淨、密的對

談，題目擬訂為「禪、淨、密的人間智慧」。

8/3 崔紅芬教授與宋躍華博士來訪，商討佛教經濟與管理
文化的推展
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崔紅芬教授及華南農業大學人文學院講師宋躍

華博士，於二○一七年八月三日到訪，由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接待。崔教

授主要研究西夏佛教，對於河西地區的寺院及寺院經濟、西夏僧人及管理

等，皆有專著出版。另外，宋躍華博士跟隨陳兵教授研習佛教的管理思

想，有關應用佛教於現代企業管理方面有許多專著。此次兩位學者來訪，

與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深入交流，探討人間佛教的經濟與管理文化，並且

初步規畫發展目標。

8/4 菲律賓光明大學參訪團
菲律賓光明大學校長Helen V. Correa博士率領五名光明大學同仁及兩位
菲律賓學者，包括教務長妙淨法師、學生事務及國際交流處處長Maru 
Bautista女士、表演藝術課程主任Paul Alexander Morales先生、舞台藝術課
程副教授Katherine Mae Sabate教授及表演藝術課程統籌員Nazer Salcedo先
生，以及菲律賓德拉薩大學文學系教授兼菲律賓人間佛教讀書會召集人

Marjorie Evasco教授及佛光大辭典翻譯者Marlene Lao女士於二○一七年八
月四日到訪中心。

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與訪問團分別介紹中心及光明大學的背景、工作，及

各自的課程。參訪團此次至香港，希望多了解香港表演藝術學士課程的情

況，並期待與香港中文大學於未來能夠展開學生及職員交流計畫或合作。

此次到訪，Helen V. Correa博士也邀請陳教授參與二○一八年三月於光明
大學舉辦之學術研討會。

7/3 台灣華梵大學中文系胡健財教授
來訪
胡建財教授於二○一七年七月三日到訪。胡教

授是研究《楞嚴經》的專家，並從事開發高中

佛教課程與教材。他此次至香港訪問，主要參

訪多家佛教開辦的高中，了解其對於佛教教材

之使用情況。胡教授擬在香港舉辦「國、高中

佛學課本教材」相關方面的研討會，期待與本

中合辦此研討會。

參訪日記
與中心有約 歡迎蒞臨交流

中心公布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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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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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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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舉辦「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的傳
佈」國際研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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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將邀請約五十位來自中國、香港、台灣、美
國、韓國、日本、越南、馬來西亞、澳洲、荷蘭、新加坡及斯洛

「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的傳佈」國際研討會

文尼亞等十二個國家或地區的佛學專家、學者蒞臨會
議，就相關問題深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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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代經濟觀
7. 東亞與東南亞之人間佛教的社會環境、環保議題
8. 東亞與東南亞之人間佛教的護生與動物權益
9. 東亞與東南亞之人間佛教與非政府組織(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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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將於二○一七年十二月二日、

九日及二○一八年一月二十日與香港中文大

學學生會佛教同學會合辦，與香港中華密教學會及

香港法雷念佛會協辦「第一屆香港中文大學佛教文化

節 2017」，從宗教研究及文化研究角度探討密宗、禪宗

及淨土宗之要旨、修證立場及所遇到的機遇和挑戰。文化

節將分為專題演講、座談會及行儀示範/禪修體驗三個部份

進行。專題演講邀得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香港法雷念佛

會住職淨覺法師及香港中華密教學會會長張惠能博士講

授。詳情及報名方法，請留意中心網頁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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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16 晚上 7:30-9:30 劉宇光教授 /上海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

從所知障論大乘佛教的知識視野：
以玄奘《成唯識論》為據

2017/11/17 晚上 7:30-9:30 劉宇光教授 /上海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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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2/1 晚上 7: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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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淨、密的人間智慧

星雲大師有言﹕「每個人都需要禪的智慧與自在。禪，

是圓融的生命。禪，是藝術的生活。」故此，中心與香港

佛光道場及香港中文大學佛學會於二○一七年十月十四日

及十五日舉辦為期兩天的「大專青年二日禪修營」，招募

各院校大學生、研究生及剛畢業的同學，參與是次活動。

活動吸引了四十名來自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理

工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珠海學院等院校的同學參

與。兩天的禪修活動於香港佛光道場進行，由永富住持、

佛香講堂禪修指導妙浩法師、香港佛光道場禪修指導如菴

法師及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擔任導師。禪修營活動包括坐

禪、跑禪、行禪、茶禪、抄經，以及佛光三昧修持。

中 心 講 座

2017

第一屆香港中文大學
佛教文化節 2017

大專青年
二日禪修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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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場對話

講 座 紀 實

5/8、5/9

主講人 王美秀教授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

講題  ∙ 從《人間佛教．佛陀本懷》談星雲大師文學的辯證美

 ∙ 陽光．花朵．淨水——談星雲大師文學中的善敘事

中心邀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王美秀教授為中心主講兩場

講座。第一場講座講題「從《人間佛教．佛陀本懷》談星雲大師文學的辯

證美」。從哲學與文學的雙重視角，以《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為中心，

結合《往事百語》、《獻給旅行者們365日》、〈結緣/結怨〉等著作，分

析星雲大師的文學作品中獨特的辯證之美，及其文學作品蘊涵人間佛教思

想的情形。第二場講座講題「陽光．花朵．淨水—談星雲大師文學中的

善敘事」。以星雲大師所說語言要像陽光、花朵、淨水的譬喻為題，結合

《無聲息的歌唱》、《合掌人生》、《一池落花兩樣情》等作品，分析星

雲大師的文學作品中，善用譬喻，善於講述的技巧，並一起體會大師通過

圓熟的敘事，使文學之美與佛教義理相互輝映的情形，正有如陽光、花朵

與淨水。兩場皆超過五十名學者、學生及公眾參與。

5/5

主講人 賴慶芳教授 / 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講題 中國古代俊男美女﹕佛像與佛心的投影

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副教授賴慶芳教授受邀講授「中國古代俊男美

女：佛像與佛心的投影」。淺談中國古代俊男美女與我佛之關係，例如﹕

俊男美女之中可有信奉佛祖之士或虔誠佛教教徒？若諸人非信奉佛教之

士，彼等與佛有何關聯？俊男美女的外表會否與我佛形象有共通之處？亦

探討古代的俊美男女於其短暫人生如何展示佛心、審美觀與佛心緣起緣滅

等。講座吸引了超過七十多名學生、教職員及公眾參與。在發問環節時，

大家也爭先發問請教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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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年十月，中心共舉辦了四十七場公開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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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hb/video.html

2017

場場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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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5/31

主講人 賴賢宗教授 / 國立台北大學中文系教授、人文學院東西哲學與詮釋學研究中心主任

講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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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禪美學、海德格與詮釋學

國立台北大學中文系教授暨人文學院東西哲學與詮釋學研究中心主任賴賢宗教授受邀為中心主講兩場講座。賴教授的首場講座題

目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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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講座回到海德格和西谷啟治關於「虛無

主義」討論的德文和日文文本，並對西谷的見解提出一些批評，藉以從生命哲學的立場釐清人間佛教的當代詮釋與實踐。在場人

士積極發問及發表意見，場面熱鬧。講座吸引了超過七十餘名學者、學生及公眾參與。

第二場講座的講題為「禪美學、海德格與詮釋學」。從本體詮釋的觀

點，對比研究意境美學的三個環節和海德格存有思想和藝術觀的三個

環節，從而解明意境美學與現象學詮釋學的對比研究理論基礎。又，

海德格與禪美學家久松真一的對談錄〈藝術與空間〉討論藝術與空性

的存有思想具有下列三個環節: Das Nichts selbst nichtet 與自性空、寧

靜與遊戲的二重性與禪美學的色空相即、Ereignis 與禪宗的本來現成。

以思想的跨文化溝通來看，這三個環節就是由諸法自性空，到法性的

色空相即，到法界的本來現成的思想脈動，以三個環節來探討「藝術

與空性」的課題，釐清海德格與禪美學思想家們所展開的思想對話意

義。講座吸引了約四十餘名學者、學生及公眾參與。

9/15

主講人 宋海西先生 / 環亞機場服務管理集團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講題 佛教之實務應用、魅力與價值—個人分享

環亞機場服務管理集團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宋海西先生受邀至中心講

授「佛教之實務應用、魅力與價值—個人分享」。他以服務行業作 

例子，分享如何借助佛學的智慧與原則，讓佛教理念在現代社會中得

到實踐。講者也分享思想層面的一些轉變，如何令其社交、生意營運

帶來裨益，積極面對人生。講座吸引了超過五十餘名學者、學生及公

眾參與。

6/9

主講人 苗昱教授 / 南京曉莊學院文學院副教授

講題 佛經音義與佛典研讀—以《玄應音義》為例

中心邀得南京曉莊學院文學院副教授苗昱教授主講「佛經音義與佛典

研讀—以《玄應音義》為例」。佛經音義是為漢譯佛經中的字詞注

音釋義的一類註釋書。《玄應音義》是現存最早的佛經音義專書，

學界對它的語言、版本、輯佚等方面的研究已經做得較充分，但是它

最基本的功能—佛典註釋，往往被今人所忽視。本講結合《玄應音

義》與其所釋佛典，探討它在佛典研讀中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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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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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9/22

主講人 慧倫法師 / 佛光山寺副住持

講題  ∙ 人間佛教的生活禪

 ∙ 佛光山的管理學—星雲大師《貧僧有話要說》〈我簡單的管理學〉

中心邀請佛光山寺副住持慧倫法師主講兩場講座。第一場講題是「人間佛教的生活

禪」。第二場講題是「《佛光山的管理學—星雲大師《貧僧有話要說》〈我簡單的管

理學〉」。禪是大自然、禪是我們的心，禪是我們的本來面目。禪，不是理論，禪是

生活，禪是我們自性、禪是無。禪不是從知識上去理解的，是從境界上去體會實踐。

禪必須從生活中去修行、體驗，而後證悟。講者探討「人間佛教生活禪」生活中最重

要的兩件事—心要能回得來及回到那裡來。而在佛光山的管理學，他認為佛光山的

管理學就是在大雄寶殿的規矩裡，在禪淨法堂的法制裡，在人我關係的和諧裡，在佛

法正信的悟道裡。所謂「有佛法就有辦法」，有了佛法，又怎麼會去怨天尤人、慨嘆

自己？兩場講座吸引了超過七、八十多名學生、教職員及公眾參與。在場人士積極發

問，場面熱絡。

9/29

主講人 慧東法師 / 佛光山美國西來寺住持

講題 人間佛教中的內心修持

佛光山美國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受邀至中心講授「人間佛教中的內心修持」。「人間佛

教」已成為當今佛教的潮流和趨勢。一方面，它通過積極參與社會教育、文化、慈善等

活動，展現出它積極活潑的人間性。同時，人間佛教把佛法的修持與生活、工作完美地

結合起來，使人們的生活處處是道場，每刻都在開啟著自己的般若智慧。人間佛教在內

心的修持上與傳統佛教在內心的修證上到底有什麼不同？現代人生活繁忙，應如何運用

人間佛教的「心法」，使自己的生活、工作與佛法修持完美融合，乃至成為生出智慧的

「道場」？講者從佛學的思想、生活與工作的具體實踐等方面，分享人間佛教的奧妙與

內心修持的方法。講座吸引了約一百三十餘名學者、學生及公眾參與。在場人士積極發

問，場面熱絡。

10/6、10/7

主講人 吳言生教授 / 陝西師範大學佛教研究所所長

講題  ∙ 人間佛教財富觀的修證意義

 ∙ 禪宗智慧與心靈修煉

陝西師範大學佛教研究所所長吳言生教授主講的兩場講座。第一場講座講題是「人間

佛教財富觀的修證意義」。人間佛教是當代佛教發展的主要方向，星雲大師關於佛教

財富觀的相關論述，對當代人樹立正確的財富觀有重大的啟迪價值。本講座以此為基

點，梳理佛經中的相關史料、觀點與典故，從修證的角度闡明人間佛教財富觀對當代

社會的指導意義。主要包括：壹、世財與法財；貳、正命與邪命；叁、佛教財富的最

高形態；肆、佛教財富的終極價值；伍、《法華經》「寶塔從地湧出」的現代解讀；

陸、證悟財富空性，跨越財富輪迴；柒、使財富興旺的佛教真言；捌、結語：「要想

富貴的人兒，大家都到佛前來！」。超過六十名學者、學生及公眾參與是次講座。

另一場講座「禪宗智慧與心靈修煉」。禪宗智慧是當代精英人士提升智慧最為有效且直接的途徑，是現代管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的寶藏。此講從佛教經典源頭出發，呈現禪學精髓要義。禪修的本質是修心，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是仁者心動。在八萬四千法門

中，契合現代人根機的最有效的法門有四項：壹、證悟空性。《心經》蘊、處、界的空性；《金剛經》的三段論公式；貳、增強定

力。《壇經》禪定觀；三則經典禪門公案。叁，淨化種子。天臺宗十法界觀、唯識宗「種現互生」說；肆、廣種福田。大乘佛學的

本懷；悲智雙運的現代解讀；空性之中了夙緣。此講立足原典，與現實生活緊密結合，是人間佛教生活禪在當代社會的具體應用。

講座吸引了超過八十多名學生、教職員及公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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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28-31 賴賢宗教授 ( 國立台北大學中文系教授暨人文
學院東西哲學與詮釋學研究中心主任 )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博士，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現任國立台北大學中

文系教授暨人文學院東西哲學與詮釋學研究中心主任。著有 Gesinnung und 
Normenbegründung: Kants Gesinnungsethik in der modernen Diskussion（存心與規
範證立，德國arsuna出版社出版，1998）、
《海德格爾與道家禪宗的跨文化溝通》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意
境美學與詮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佛教詮釋學》（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9）、《道家詮釋學》（北京大學
出版社，2009）、《儒家詮釋學》（北京
大學出版社，2008）、《茶禪心月》（北
京，2015） 等20多部著作及論文百餘篇。

1/3/2017-31/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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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持國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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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9/21-22 慧倫法師 ( 佛
光山寺副住持 )

現任佛光山寺副住持，台北市人。俗

姓蔡，法名心法，號慧倫，法子傳法

名智宏。曾任都監院頭單書記、佛光

祖庭宜興大覺寺籌建處主任兼監寺。

曾於人間大學教授《大智度論》課

程、人間佛學院《六祖壇經》錄影講

授，佛光山修持中心《人間佛教法

要》專題佛學系列講座。

2017/10/5-7 吳言生教授 ( 陝西師範大學佛教研究所所長 )

安徽廬江人。文學博士，哲學博士後。現為陝西師範大學佛教研究所所長、博

士生導師；中國宗教學會理事；國際佛教禪修學會執行會長。撰寫有「禪學

三書」（《禪宗思想淵源》、《禪宗哲

學象徵》、《禪宗詩歌境界》，中華書

局出版）；《中國禪》（英文版、波蘭

語版）、《中國禪詩》（英文版）；主

編有《中國禪學》（中華書局出版）、

《佛教與基督教對話》（中華書局出

版）等。 吳言生教授是中國當代最有影
響力的禪學家之一，近年來應邀擔任北

大、清華、復旦、華商書院等高校與機

構國學班禪宗智慧課程特聘教授。其禪

學講座善於將禪宗智慧和現實生活、現

代管理結合起來，案例豐富，深刻睿智，互動性強，深受聽眾喜愛。曾作客鳳

凰衛視講說「禪宗哲學象徵」；作客東方衛視講說「禪的智慧」（1－20集）；
作客中國教育電視臺講說「禪宗智慧」（1－10集）。

2017/5/7-10 王美秀教授 ( 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 )

英國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UK.）博
士，現任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講

授科目包括：東亞古代宗教與文化專題、東亞

宗教文學、東亞神話與傳說等。研究領域主要

在於中國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文化、佛教文學，

特別喜愛《水經注》、《佛國記》、《高僧

傳》等佛教典籍。著有《玄奘傳》、《歷史、

空間、身分—洛陽伽藍記的文化論述》，以

及〈從經典翻譯到救贖之道—論《法苑珠

林》中「法華」故事的轉變及其文化意義〉等

數十篇學術論文；近年來多關心現代高僧的文

學著作。

參訪日記
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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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