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以「推廣佛教教育、人間

佛教研究及培育佛教研究人才」為宗旨，承擔人間佛教研究

發展的重任。

為慶祝成立十五週年，中心舉辦網上校友聚會及公開講

座系列。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佛

學研究校友會合辦校友聚會，並以「飲水思源．懷恩行願」

為旨。此沿於星雲大師在一次演講時提及求法的態度：「故

凡學法明理的人，都應謹記『飲水思源』、『師恩如山』的

古訓。懷著感恩的心，知識才能躍進，也才能得到佛法的樂

趣。」此聚會原於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內進行，好讓各校友重

溫昔日校園生活，同時舉行茶禪、禪修、交流等活動。鑑於

疫情反覆，改以網上形式進行，聚集一眾於不同地方深耕細

作之校友，於空中共聚一堂，分享彼此。校友會除報告會

．�2005年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與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教授共同主持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開幕典禮，正式成立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積

極推展人間佛教學術研究與培養佛學研究人才。

．�2017年中心與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推出佛學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培育有志投

入佛學研究的人士。

．�2020年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成立十五週年，立足香港，放眼全

球，在亞太地區積極推動人間佛教之研究與推廣。

務，為新知舊雨進行問答交流外，更邀得香港佛光道場永富

住持蒞臨致辭，以及由香港佛香講堂禪修指導妙浩法師主持

網上禪修。短短的數十分鐘，使校友們能在此紛擾、煩憂的

世道中靜下來，收攝散亂的心。

公開講座系列匯萃傑出學者專家的學識與實踐，傳承佛

陀的智慧，凝視人間，悲智雙運。此系列以「星雲大師《佛

法真義》當代實踐與再詮釋」為核心主題，探討回歸佛陀本

懷、佛法真義與民間信仰問題、近現代佛教思想脈絡的佛法

真義、行佛之路、佛法真義與戒律問題、佛法與文體藝術、

般若理論與修持，以及《佛法真義》對信仰判攝等等範疇。

中心邀請十二位專家學者深入淺出與公眾分享《佛法真義》

的理趣與要義。

飲水思源．懷恩行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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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題 堅守佛陀本懷、順應時代潮流

講　者 邢東風教授
（日本國立愛媛大學法文學部教授）

星 雲 大 師 是 人 間 佛 教 的 旗

手，始終不渝地致力於弘法利

生和佛教改革事業。《佛法真

義》再次指明佛教改革的基本

方向：一方面忠於佛陀本懷，

遵守佛教的基本精神，一方面順應時代潮流，根據現代文

明的理念，對傳統佛教進行調整。本著這個原則，建設現

代性的佛教，實現佛教的人性化、平等化、合理化。「佛

法真義」主要是就佛教的問題而發，然而這些問題並不限

於佛教，而且在世俗社會也許更為嚴重，所以大師的教

導，對於佛教改革和社會進步，都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講座吸引了一百六十餘名學生、教職員及公眾參與。

講　題
��《 初轉法輪經》&《佛法真義》──
法的異時空探析

講　者 覺明法師教授（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所長）

法（巴利文Dhamma，梵文

Dharma）是真理。指世間萬法

的不變的軌則、宇宙自然運轉

的定律。印度的哲學和宗教視

為重要的專有名詞，富含多義

及蘊含思想。傳統印度社會，

法被廣泛呈現於吠陀儀式、道德指導、種姓制度和民法與

刑法。印度宗教中，印度教、佛教對於「法」，分為解脫

目標的出世法及幸福人生的入世法。此講座透過《初轉法

輪經》及《佛法真義》論述佛教的核心法義。《初轉法輪

經》是佛陀成就佛道後最初的說法。佛教歷經兩千六百

年，佛法在不同時空，隨傳播的區域及國土民風，必有詮

釋及運用的共性與不共性。《佛法真義》乃星雲大師把握

佛說本懷，將佛法於人間物換星移的適應過程，恐有詮釋

的質變或偏執，他以一生八十載修行淬鍊所體解之大道。

大師重新估定「佛法真義」，目的在於不離佛法真諦卻給

予新時代契理契機的審視及重新估定佛法的內涵及運用的

價值。這套論著也是星雲大師以畢生提倡及實踐人間佛教

的生命具現，建構易懂能行卻不失其體系的佛法真義；更

提供觀點、觀念之反思、重構的機會。超過二百名學生、

教職員及公眾參與是次講座。在發問環節時，大家也爭相

向覺明法師教授請教。

講　題 ��微觀．諦聽．佛法真義

講　者 �黃惠菁教授（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星 雲 大 師 八 十 年 的 僧 侶 生

涯中，廣弘教化，致力宣揚佛

法。一生著作無數，卻在2017

年 將 平 時 所 遇 偶 感 ， 彙 整 出

三百多個主題，出版《佛法真

義》。考察大師著作之用心，

蓋因其認為長期以來，正道不昌，邪說橫行，社會各角隅

充斥著個人的私見、繆誤，乃至迷信，而所有說法或見

解，又借「佛說」名義，以為流行，讓佛陀無端承擔許多

邪見與虛妄，違背佛陀真實本懷。循此，做為佛陀的追隨

者，大師耿耿心上，希望正本清源，讓佛陀真正的教化，

普現在人間。三冊《佛法真義》，充分體現了大師「其言

也，約而達，微而臧」的特色，在其三千餘萬字的著作

中，可謂極其精微，針對性突出，也是其一生對佛法在人

間的深刻體悟。做為人間佛教的導師，星雲大師對「佛法

真義」的省思，成就了《佛法真義》的箴言。這些箴言，

或對普羅大眾，或對信眾，或對僧侶，乃至寺院、教制，

2020

09.04

10.16

09.18

十五週年紀念活動——線上講座
十二場講座橫跨二○二○年及二○二一年。截至第八場講座，共有超過一千三百多人次參與，參加者除了來自

亞洲國家／地區，如中國、香港、台灣、日本、南韓、泰國、馬來西亞、越南、印尼、新加坡等外，也有遠至

美國、法國、英國、德國、荷蘭、阿根廷、巴西、智利的聽眾。問答環節亦共收集到接近一百四十道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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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誣妄、似是而非，甚者根深柢固，難以拔除之成見

者，大師皆由佛陀本懷，提出論見，廓清疑慮。古人云：

「見微知著，睹始知終。」緣此，閱讀《佛法真義》，不

妨以微觀、聆聽模式，細細省思佛法，以局部反映整體，

藉觀其上，而知其下，體會大師之用心，以行解惑，亦不

負佛陀的心懷。逾一百八十名學生、教職員及公眾參與是

次講座。

講　題
�在近現代中國佛教思想的脈絡中看
《佛法真義》

講　者 程恭讓教授
（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道安佛學研究中心主任）

星雲大師是當代世界佛教中

盛倡人間佛教，並在現代人間

佛教理論、實踐諸多方面做出

艱辛探索並取得重要成就的一

位佛教領袖。對其人間佛教的

理論旨趣展開系統及深入的研究，已是很多學者所著意的

學術工作。

以佛教的智慧而言，一切世間的文化，當然也包括佛教

的思想文化，無非是世間歷史、現實各種因素綜合作用之

結果，這就是所謂「緣起法」的見地。要更好地理解星雲

大師的人間佛教，也不可脫離這樣的觀察視角，並且由這

樣的觀察視角，可以說明我們在思想史的譜系中更準確地

定位大師思想的來源、實質及其價值、意義等問題。此講

座在近現代中國佛教思想發展的整體脈絡中，再次檢視大

師晚近著作《佛法真義》中的人間佛教思想理論。講座吸

引了約二百三十名學生、教職員及公眾參與。

講　題
   求真與務實──
 依《佛法真義》探索行佛之路

講　者
��張興女士
 （江蘇省常熟市佛教協會文化研創中心主任）

我 們 熟 知 的 每 一 部 佛 教 經

典，都是以「如是我聞」作為

開頭，以「依教奉行」作為結

束。星雲大師認為，學佛不能

只在義理上鑽研，唯有透過親

身實踐，將佛法在生活中運用、體悟和印證，才能融入

身心，成為自己生命的養分；唯有真正落實「信仰生活

化」、「生活佛法化」，自覺自悟的「行佛所行」，才能

獲得佛法的真實受用，佛教才能根植於人間。

《佛法真義》是一套便於當代社會大眾了解佛教、學佛

行佛的指導手冊，通過還原佛教本來的面貌，以此啟發人

們用「求真」的精神去信仰，用「務實」的態度去修行。

此演講以星雲大師獨闢蹊徑的佛教革新思想為主旨內容，

通過研究整理散落在《佛法真義》三百零七篇文章中的創

新理念，以期更好地實踐與探索當代佛教的發展之路。逾

一百名學生、教職員及公眾參與是次講座。

講　題
 點石成金──
《佛法真義》對民俗佛教的提煉

講　者 �顧偉康教授（新加坡佛學院副教授）

星 雲 大 師 《 佛 法 真 義 》 的

最大特色，用他自己的話說，

就是「非佛不作」。大師弘揚

「 人 間 佛 教 」 ， 以 「 合 乎 人

性、合乎人心、合乎人和、合

乎人道」為中心，涵蓋了全新

的、合乎時代潮流的佛法觀、出家觀和弘法觀。縱觀三卷

《佛法真義》，全部都是活潑的生活經驗，沒有死板的經

典教條，既不迷信經典，也不盲從權威。這是大師智慧的

結晶，更是佛光山這麼多年弘法經驗的寫照。

顧教授多年前發表過〈論中國民俗佛教〉一文，曾對

「民俗佛教」的相關問題，有所思考，提出了問題：「在

本來就富於理性傳統的中國，佛學對當代科學和哲學的挑

戰之回應，首當其衝的就是如何消除中國民俗佛教那低

級、迷信的成分。具體而言，就是怎樣在當代的水準上，

恢復佛學的理性色彩，以真正精純的佛法攝導大眾。」

今天，大師在《佛法真義》中給予了答案──佛法生活

化、生活佛法化，不是枝節上斤斤於民俗佛教「低級、迷

信」，而是從根本上「人間佛教」的建設。就是顧教授所

謂的「點石成金」。講座吸引接近一百四十名學生、教職

員及公眾參與。

（接第四版）

11.06

12.18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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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題
當代人間佛教視域下的佛法再思考與 
再詮釋──以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為核心

講　者 �唐忠毛教授
（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

《佛法真義》是星雲大師在

出家近八十年歲月之際，立足於

佛陀的本懷，探求佛法真精神，

以期糾正過去人們對佛法的種種

誤解、曲解與偏見而作出的契理

契機的再思考與再詮釋。《佛法

真義》既是來自大師遙契佛陀本懷的本心流露，也是大師

將佛陀教法融入到當下現實生活的實踐與領會。

唐教授認為，從詮釋學的角度來看，釋迦牟尼佛圓寂之

後，佛法在本質上就進入到一個詮釋發展的階段，這就如

同儒學在孔子之後就進入到儒學的詮釋發展階段一樣。人

們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生存境遇中，都會以其身處的時

代新問題與新視野來領會、詮解久遠時代的佛陀教法。星

雲大師《佛法真義》對於佛法的詮解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時

代背景與思想視域下展開的？又是依照什麼原則對佛法的

真精神進行再思考與價值重估呢？其主要詮釋特色集中表

現在哪些方面呢？此講座以《佛法真義》的文本分析為基

礎，引導我們閱讀、理解星雲大師的《佛法真義》一書，

回答上述問題。

唐教授認為，從當代人間佛教的視域來看，星雲大師

的《佛法真義》對佛法真精神的詮釋集中體現為以下幾方

面的特點：其一，彰顯佛法的「人間性」關懷；其二，糾

正人們過去對佛教習以為常的錯誤知見與誤解；其三，以

「中道」的立場，詮釋佛法積極陽光、肯定的面向；其

四，《佛法真義》詮釋旨趣最重要的一點在於宣導敢於

「做佛」、「當下承擔」的行動精神。逾一百六十多名學

生、教職員及公眾參與是次講座。

講　題 《佛法真義》的現代意義

講　者 ��闞正宗教授（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系主任）

佛 法 時 代 意 義 與 實 踐 ， 星

雲大師念茲在茲的是「究竟能

不能把佛法真義講出來而不去

違背佛陀的本義」。這就如同

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佛陀本

懷•序》所說的：「有一些愚

昧的指示，一再講解消極的佛

法，不從積極上去宣揚；只想著出世的了生脫死，不想積

極入世去服務大眾。」如何讓佛法落實於人間，但又不離

佛陀本懷，這是人間佛教的核心價值。

佛法義理高深，談玄說妙非星雲大師風格，平易近

人，深入淺出，講述人人能聽得懂的法義、人人能夠實踐

的教義，佛法真義的現代意義即在此也。講座吸引了約

一百四十餘名學生、教職員及公眾參與。

01.08

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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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第十四屆漢文佛典語言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

古代漢文佛典是人類歷史上最大宗的宗教文獻遺存，具有極高的語言學研究價值。「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是

一個從語言學的角度研究漢文佛典語言的國際性學術論壇。歷屆曾於台灣、中國、日本、南韓等地舉辦，至今已經十三

屆，成為有國際影響的學術交流平台。

為深入了解宗教的傳播與語言變化的關係，尤其是印度佛教在東亞地區的傳播與東亞各國家與地區語言變化的關係，香港

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中國語言與中文教育研究中心將與中心合辦「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第十四屆漢文佛典語言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此研討會原延至二○二一年六月舉辦。由於疫情影響的關係，經籌委會慎重考慮後，決定順延至二○

二一年十二月十日及十一日舉辦。

主題：佛教傳播與語言變化

子題：1.古代印度佛教的傳播導致的相關地區（中日韓越及其他）語言變化的研究，微觀和/或宏觀；
2.從古代佛教文獻所見的相關地區（中日韓越及其他）語言變化的研究，微觀和/或宏觀；

3.漢譯佛經語言的本體研究，包括梵漢對勘研究，同經異譯比較研究等；

4.佛經與非佛經的語言及文字的比較研究；

5.佛經音義研究；

6.其他宗教在傳播過程中對相關地區語言的影響，單獨或比較研究。

活動預告 2021 學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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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佛法真義──

回顧與前瞻研討會

中國
．張　興（興福佛教文化研創中心）／《佛法真義》──當代中國佛教的正道之光

．許榮霞（寧夏大學）／星雲大師《佛法真義》一書的當代價值與意義

．譚　潔（山東師範大學）／《佛法真義》的文學特色及理論成就

．釋源妙（杭州佛學院）／星雲大師《佛法真義》所論之「體相用」的真義

．�宋　浩（蘇州弘化社慈善基金會）／正信佛教的圓滿慈善觀的時代化展現──

以印光大師和星雲大師的慈善思想為例

．黃家章（廣西社會科學院）／《佛法真義》：通過故事與義理來闡述佛法智慧

．黃　敏（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從《佛法真義》看星雲大師的女性教育觀

．張蕾蕾（深圳行政學院）／社會學裡的佛法真義

．謝志斌（西北大學）／星雲「行佛」理念的理論內涵與實踐途徑

．張　佳（東南大學）／從《佛法真義》看星雲大師的「僧俗平等」觀

．�陳　肯（西有文化）／稱念「阿彌陀佛」的真義──讀星雲大師《佛法真義》有感

．�張云江（華僑大學）／星雲大師的宗教觀

．�姚彬彬（武漢大學）／通達明智的佛學態度──讀《佛法真義》劄記二則

香港
．�駱慧瑛（香港中文大學）／從《佛

法真義》看星雲大師心中的觀世音菩薩

──星雲大師對觀音法門的詮解與實踐

．�陳劍鍠（香港中文大學）／說真話的

大師──談論佛法真義，表述佛法正義

．�釋妙智（香港中文大學）／佛教組織

傳統管理思想精髓與現代管理理念創新

──以星雲大師《佛法真義》為中心

台灣
．�釋覺明（南華大學）／星雲大師「佛

法真義」：以《正見經》為本之論述

．�李聖俊（成功大學）／星雲大師《佛

法真義》對華嚴思想之詮解──以「四

法界」與「普賢十大願」為脈絡之考察

．�張家豪（南華大學）／「耶輸免難消

災障」探源

．�釋永有（南華大學）／星雲大師《佛

法真義》中的生命觀之探討

．�張晏菁（嘉義大學）／現代修行指

南：星雲大師《佛法真義》所詮釋的正

見與正行

．�黃惠菁（屏東大學）／從《佛法真

義》論星雲大師的初心與無我之念

．�陳立驤（高苑科技大學）／星雲大師

《佛法真義》讀後管見

新加坡
．�顧偉康（新加坡佛學院）／星雲大師

的智慧

張晏菁教授永有法師教授

陳劍鍠教授 覺明法師教授

張家豪博士

黃家章博士

駱慧瑛博士姚彬彬教授

顧偉康教授李聖俊博士

張蕾蕾教授黃敏教授 謝志斌博士

張佳教授 張云江教授

陳立驤教授

源妙法師譚潔教授

中心於二○二○年一月十七至十八兩日，與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及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於香港中文大學合辦「2020佛法真義──回顧與前瞻」研討會，邀得二十多位來自中國、香

港、台灣、新加坡的佛教專家、學者共聚一堂，討論星雲大師2018年所出版《佛法真義》

的文學特色、當代意義，以及星雲大師之教育觀、宗教觀、生命觀及「僧俗平等」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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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說：「佛教認為：生、老、病、死，人之常

情，而死並非生命的結束，只是另一場輪迴的開始，所以

說『生死一如』，要我們看淡生死，進而勘破無常。但是

在大限將至之際，如何讓病者身心安樂，無苦而終，才是

最實際的一種做法，這也就是所謂『臨終關懷』」。

鑑於近年香港學童不堪各方壓力而了結人生的數字大幅

增加，中心籌畫及撰寫有關「佛教生死兩安關懷課程──

種子教師培訓計畫」的計畫書，並成功向香港凌雲寺募得

捐款，為期兩年，支持每年約四十名佛教中、小學教師及

醫護人員學習佛教的臨終關懷、身心安寧、臨終助念等方

法，以福利社會，淑善人心。

此計畫邀請南華大學生死學系慧開法師教授、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永有法師教授、台灣淨覺僧伽大學大乘佛教研究

所所長鄭振煌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主任陳劍鍠教授主持一系列活動，使學員認識生死課題、

死亡態度和處理方法，以協助有需要人士積極面對。課程

透過舉辦四場公開講座、七場工作坊、讀書會及念佛襌修

各六場，來介紹有關解決生死兩安的學理，並從分享個別

教案、生活故事、遊戲、影片及討論活動等加強學習成

效。

線上講座

2020.10.09 
講題：�印光大師的「十念記數」、「都攝六根」念佛法

講者：�陳劍鍠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蓮宗十三祖印光大師在近代中國佛教具有極大影響力，

他弘揚淨土法門不遺餘力，提出的教法常為學界及教界

所探討。此次講座以印光大師經過一段摸索期而創出的

「十念記數」念佛法，剖析他運用此方法到《楞嚴經勢至

菩薩念佛圓通章》之「都攝六根」，教導念佛行者如何證

入一心不亂，在這過程裡印光大師還特別結合「念佛圓

通」與「耳根圓通」，深化念佛方法的意涵。講座吸引逾

二百三十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大專院校知名學者、研究生及

公眾人士參加，全程氣氛熱烈。

佛教生死兩安關懷課程

生死兩安  悠然自在
──種子教師培訓計畫

凌雲寺住持衍悌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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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09
講題：前世今生你我他

講者：永有法師教授（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副教授）

佛教如何看待生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只有一生一世或

多生多世？遇到人際關係的十字路口該怎麼辦？此講座透

過佛教對生命看法，超越時空的解析人際關係，並藉由結

合四大菩薩的精神和溝通技巧，提供可行的改善良方。

講授內容主要分成兩部份：一、人際關係。說明其重

要性，以及可能遇到的十字路口。二、佛法與人際關係。

敘說輪迴中的幾則啟發人心的前世今生的故事，再結合四

大菩薩的精神和溝通技巧，提供可行的改善人際關係的良

方。講座吸引超過二百七十名專家學者、學生及公眾參

與。在發問環節時，大家也爭相向講者請教。

2021.01.22
講題：�人間佛教的「心」管理：生死探索，尊重生命

講者：�陳劍鍠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我們在生活中面對許多管理的問題，如工作、家庭、

情緒、身體以及跟他人的關係等等。最好的管理是對自己

內心的管理，「心」是萬物之本，未能把根本管理好，只

管理枝末，人生不會圓滿。佛陀設教就是倡導「心」的管

理，所謂：「佛說一切法，為治一切心；若無一切心，何

用一切法？」修學「心的管理」這門學科，不能完全依靠

別人，必得依靠自己，把自己的真心、慧心、慈心、信

心、定心、忠心等，呈現出來，並且以這些善心、好心，

來管理自己、管理環境、管理事物。此講座旨在淺釋遠古

佛教智慧，啟發個人潛能，使學員找到安寧、祥和與平靜

的心靈，以解決生活中的大小問題，從而融修行於生活，

探索生死，尊重生命。接近二百二十名學生、學者及公眾

參與。

學員匯報

中心助理研究員陳肯女士於二○二○年六月中旬到任。陳女士擁有企業管理碩士學

位，曾於金財互聯擔任首席品牌官，以及微軟、IBM等IT公司擔任品牌傳播管理要職，

擁有多年的品牌和企業管理經驗。陳女士多年來學習佛法，深入經藏，結合「佛法與

管理」的實踐經驗及研究理論，頗有一番見解，曾發表相關論文三篇。

陳女士入職本中心後，進行「人間佛教與管理」及「香港佛教發展史」等研究項

目，並且負責中心與專業進修學院合作開辦的「人間佛教管理文化課程」。

中心布告欄

活動透過個別教案、生活故事、遊戲、影片及討論等，理解學習如何生死自在。

課程主持人陳劍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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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八送粥 傳光明
看似平凡的臘八粥，除了豐富的食材，

也包含了法師、功德主、義工們滿滿的心意，

是一份珍貴的祝福。

二○二○年一月二日，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

心主任陳劍鍠教授、副研究員駱慧瑛博士；文化及宗教研

究系Douglas Gildow教授及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

李貴生教授，率領三十餘名香港中文大學佛學研究文學碩

士課程學生、畢業生及中心一眾義工，至香港佛光道場參

與由道場及佛香講堂合辦之「臘八送粥傳光明」活動。

為響應「臘八送粥傳光明」，中心原訂與佛香講堂於二

○二○年一月初於香港中文大學舉辦「茶話臘八送粥迎光

明」活動。由於中大校方提早結束第一學期，考慮到在校

學生數目下降等原因，本年之活動改為率領同學及義工們

參訪香港佛光道場，同時分享佛陀成道之喜悅。

法師先播放由道場製作的影片──「臘八的祝福」，由

信眾擔任一眾角色，短短十數分鐘，介紹臘八粥的由來及

佛陀成道的故事。臘八粥看似平凡不過，但箇中包含了法

師、功德主、義工們的心意，實是一份珍貴的祝福。臘八

粥食材豐富，包括在佛前加持了近一個月的蓬萊米、糯

米、薑末、芋頭、紅蘿蔔、紅棗、蓮子、豆乾、花生、眉

豆、青江菜、油條等等，各類材料的大小均按佛光山統一

2015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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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21年2月，中心共舉辦了九十一場公開講座。中心義工將陸續為講座影片配上繁體、簡體字幕，及後將上

傳至http://www.cuhk.edu.hk/arts/cshb/video.html，歡迎各位重溫。

義工活動

的準則所預備，入口即溶，達到互相融和之道。各類食

材的精華化在粥中，甘甜味美，新鮮的臘八粥味道更為可

口。大家紛紛報名領取臘八粥帶回去，把臘八粥的祝福帶

給家人及好友。及後，一行人參加上供法會及參觀佛光緣

美術館的「呂卓君、招國美書畫聯展：初涉梵境」展覽。

短 短 半 晝 ， 行 程

豐富，眾人除能感

受到臘八粥帶來的

正能量，還能了解

道場的功能和參與

法會。大家在法喜

充滿下圓滿當天的

活動。

公開講座

我們在疫情中精進
因應疫情反覆及為遵守政府所頒布之限聚措施，兩輪的義工活動皆以網上形式舉辦，在空

中與義工們相聚、交流。

第一輪線上活動於二○二○年七月舉行，由中心副研究員駱慧瑛博士主講，以「無言說法

──人間佛教藝文化」為主題。兩場講座的題目為「佛菩薩聖像欣賞與分析」及「經文與經

變比較與分析」，探索佛教藝術的真義。透過欣賞佛教藝術，領悟佛陀教育，增長智慧和慈

悲，進入淨化的世界。

第二輪義工線上活動由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主持，講授彌陀淨土法門，內容包括欣求極樂、厭離娑婆、淨業三福、執

持名號、發菩提心與往生消息等等。七講橫跨二○二○年八月至十一月，深入探討彌陀淨土法門及解答義工們對此題目

的問題及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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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
中心於2015年推出「東亞與東南亞人間佛教『專書寫

作』獎助計畫」，以資助學者從事東亞/東南亞有關人間佛

教之相關研究，並撰寫高水準的專著。經學者專家審查後，

本中心以「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為名，於2020

年出版其中的七本專著，包括：高文強教授、王婧博士、陳

舒楠博士及王楊博士所著之《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

書①星雲大師文藝思想研究》、白照傑博士及李騰博士之

《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②十字門內飄法雨：澳門

當代佛教問題研究》、洪濤博士之《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

研究叢書③佛教跨文化傳播的個案研究》、潘啟聰博士之

《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④東亞地區佛教心理學發

展探析》、許源泰教授之《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

書⑤獅城佛光──新加坡佛教發展百年史》、闞正宗教授之

《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⑥南洋「人間佛教」先行

者──慈航法師海外、臺灣弘法記（1910-1954）》，以及

李聖俊博士之《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⑦在娑婆建

設淨土──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淨土觀》，每本定價為港幣

$140至$160不等。

人間佛教管理叢書
人間佛教管理文化為本中心積極拓展之研究範疇之一。中

心於過去數年曾舉辦與此有關之研討會及講座等學術活動。

何方耀教授、宋躍華博士、夏志前教授及江泓博士以管理學

的角度切入佛教寺院管理的研究，合著之《人間佛教管理叢

書①當代漢傳佛教寺院管理初探》於2020年年底出版，定價

為港幣$160。

研討會論文集
2016年舉辦之「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的實踐」國際

學術研討會，以及2018年舉辦之「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

的傳佈」國際研討會，分別結集出版為《深入緣起．集眾法

寶﹕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的實踐》（上、下）及《無礙

法界．正教弘傳：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的傳佈》，已於

2020年7月及4月出版，每套定價為港幣$500。

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
繼2020年出版七本「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

外，餘下之專書將於2021年陸續出版，包括預計於上半年

出版之《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⑧新加坡人間佛教

的起承轉合》、《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⑨論近代

香港佛教》、《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⑩論馬來西

亞近代漢傳佛教：一個局外人的觀察》及《人間佛教東亞、

東南亞研究叢書 人間的一朵蓮──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

路》。以及預計在2021年下半年出版之《人間佛教東亞、東

南亞研究叢書 般若智，菩提心──星雲大師人間生活禪之

理論與弘化》、《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 星雲大

師與人間佛教》、《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 一生

參學事──香港佛化生命教育研探》及《人間佛教東亞、東

南亞研究叢書 人間佛教在東南亞》。

「人間佛教管理」及「人間佛教系列之企業家」系列
結集「人間佛教的管理與創新」論壇及「跨宗教修行理論

與實踐方法」國際學術研討會修訂稿之《人間佛教管理叢書

②人間佛教管理思想與實踐修持》，預計於2021年中旬出

版。《人間佛教管理叢書③旭日集團的經營之道：楊釗居士

的管理思想》及《人間佛教系列之企業家①旭日集團──佛

商楊釗居士的入世與出世》將於近日開始編輯校對之工作，

預計於2021年年底出版。

研討會論文集
二十多位專家學者參與2020年1月「2020佛法真義──回

顧與前瞻」研討會，其就《佛法真義》相關範疇之討論，將

結集成書，預計於2021年下半年出版。

最新出版

出版預告

出版
預告

最新
出版

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

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 

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

人間佛教管理叢書 研討會論文集

如欲購書，可直接與中心聯繫：cshb@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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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上博客來、誠品等網路書店及通路訂購
人間佛教研究期刊 

研究論著

˙佛教化現代的挑戰與機遇／釋覺培

˙�世間與出世之間──探討佛教哲理與現代企業管理學的

共融與區分／駱湛才

˙人間佛教之財商論綱／段玉明

˙以經營佛教社會企業方式修行佛法／黃運喜

˙ Humanistic Buddhism & Volunteerism: An Analysis of 
Ven. Master Hsing Yun's Teachings／Cheng Wei Yi

˙�佛教「整體主義」環境理念對經濟管理制度的啟示／姚彬彬

˙星雲大師的「應用管理」心法／陳劍鍠

˙「知識佛教」與馬來西亞華人佛教的轉型／陳秋平

˙馬祖道一禪法思想之研究──以心性論為中心／釋耀緣

書評

˙�三教關係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評牟鐘鑒先生《儒道佛三

教關係簡明通史》／韓煥忠、高亮

˙讀丁建華新著《近現代佛教空有之爭研究》／姚彬彬

研究論著

˙佛教慈悲精神與稻盛和夫的慈悲管理／吳有能

˙�家族企業傳承中的人間佛教精神──以星雲大師的人間

佛教思想為中心／周孜正

˙�戴季陶「安遠柔邊」思想的佛教實踐──以與九世班禪

的政教互動為考察中心（1927—1937）／韓敬山

˙佛教與岡倉天心的「亞洲一體論」／盛鈺

˙�中國大陸佛教80年代重新認可太虛大師的歷史進程／王佳

˙ Confucian Morality and Rebirth into the Pure Land of 
Amitabha: The Compartmentalist Thoughts of Ven. 
Jingkong／Stefan Kukowka
˙�佛教居士組織參與地方社會生活：以當代西樵為例／

���程肖力

˙�「四眾」之外：近代上海佛寺的工役群體與寺院經濟／ 

朱明川

˙�教會、教育：聖嚴法師早期以基督宗教為鏡像的佛教改

革理念／徐鳴謙

《人間佛教研究》期刊第11期
2021年1月出刊，包括數篇「佛教與近代中國」學術

論壇之修訂稿，由成功大學李聖俊博士編輯。 

《人間佛教研究》期刊第10期
2020年5月出刊，包括數篇「人間佛教的經濟與管理

文化」論壇之修訂稿，由華僑大學張云江教授及成功

大學李聖俊博士編輯。

‧ 陳劍鍠教授主編 ‧ 每年出版一期 
‧ 採取嚴格的雙盲審查制度 ‧ 香海文化出版發行

• 香港中文大學以「結合傳統與現代，融合中國與西方」為創校精神，重視人文與生命教育；星雲大師弘傳人間佛教，

以「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為核心理念，是未來世界的一道光明，更是全人類的財富。因此，香港中文

大學與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簽訂合作協議，2005年於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共同推動人間佛教理念，以

及推展佛教文化思想之研究。

• 歷經三期的合作協議，承蒙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持續的支持，使中心能繼續推動人間佛教研究及文化教育、推廣佛教中

外學術交流，以及培養佛教研究人才之工作。

• 2020年，佛光山文教基金會與中大繼續攜手，為「人間佛教研究中心」第四期合作開啟新局，支持中心未來五年

（2020-2025）之營運。中心將本著創立宗旨，延續第三期之業績，擴大發展方向，為可持續發展累積因緣條件，發

揮實際影響力，落實人間佛教的理念。

• 旭日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再次捐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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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致謝忱。

˙ 自2018年起，范偉廉律師事務所慷慨解囊將連續五年捐助香港中文大學佛學研究文學碩士課程，支持師資聘任及日常

營運，特致謝忱。

˙ 為支持本中心出版學術專著及日常營運，廣州市大佛寺及關韶峰先生分別捐助，中心將謹慎使用捐款，以達善款最大

效益，特致謝忱。

˙ 香港凌雲寺捐款支持「佛教生死兩安關懷課程──種子教師培訓計畫」，讓學員學習佛教的臨終關懷、身心安寧、臨

終助念等方法，以福利社會，淑善人心，特別謝忱。

 廣聚十方善緣  共締人間佛教
銘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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