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屆聖嚴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 
6 月 29 日（星期日） 

時間 國際會議廳 柏拉圖廳 蘇格拉底廳 洛克廳 阿基米得廳 

08：50~09：10 報到 

09：10~09：20 開幕式：方丈和尚致詞 

09：20~09：30 蔡清彥董事長致詞 

09：30~10：30 專題演講：Robert H. Sharf 
主 持 人：于君方 

10：30~10：40 回應與綜合討論／回應人：任博克 

    

10：40~10：50 休息／   主持人：釋惠敏 主持人：釋昭慧 主持人：林榮春 主持人：謝世維 主持人：馬海燕 

10：50~11：50 

1. 反一元論的二分法：論聖嚴批判耶穌

人格特徵及教義之重要性（任博克） 
回應人：羅梅如 

2. 聖嚴法師中華禪法鼓宗的教理基礎 
（俞永峯） 
回應人：于君方 

1. 漢傳禪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中華

禪法鼓宗禪修體系之建構 
（釋果暉） 
回應人：龔雋 

2. 探索聖嚴法師對居士傳法的「演派

名號」—從臨濟宗鼓山派的法脈傳

承談起（釋果興、林其賢） 
回應人：張志強 

1. 數數念佛禪法之研究—以聖嚴法

師的教學為主（釋果鏡） 

回應人：陳劍鍠 

2. 聖嚴法師的淨土念佛法門 
（黃國清） 

回應人：陳劍鍠 

1. 破邪顯正論「默照」─默照禪法的

安心學理（陳平坤） 

回應人：林建德 

2. 論「五停心」與「四念處」在聖嚴

禪學中的意義（涂艷秋） 
回應人：釋果光 

1. 論凈影慧遠的佛身思想—兼論與

《大乘起信論》思想的關聯 
（張凱） 

回應人：李玉珍 

2. 心六倫的時代意義—從職場倫理

看資訊倫理的實踐（釋演德） 

回應人：胡健財 

11：50~12：10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12：10~13：20 午餐／   主持人：王浩威 主持人：Robert H. Sharf 主持人：陳伯璋 主持人：林其賢 主持人：羅凡晸 

13：20~14：20 

（漢傳佛教與心理治療論壇） 

1. 轉識成智，治癒與轉化（申荷永） 

2. 以基礎佛法作為心理治療的轉化機制

之芻議（釋成峰） 

1. 以付法藏因緣傳，法華經的救世思

想—禪宗之前法脈的嬗遞 
（Stuart H. Young） 

回應人：羅梅如 

2. 農村在家佛教徒誦經會（趙昕毅）

回應人：Richard Madsen 

1. 禪修與教師自我成長（陳淑瓊、翁

樹澍、高金成、陳昱君） 

回應人：林安梧 

2. 《自我提升日課表》與人間淨土之

實踐—由倫理道德的實踐走向成

佛之路（吳芬錦） 

回應人：越建東 

1. 聖嚴法師人間淨土之建設─以「三

大教育」為中心（周柔含） 

回應人：蔡源林 

2. 聖嚴法師人間佛教之思想與實

踐—以大陸寺院對人間佛教地繼

承與發展為例（吳小麗） 

回應人：林建德 

1. 以心為筆，翰墨說法—聖嚴法師

《遊心禪悅》書法藝術研析 
（陳靜琪） 

回應人：杜忠誥 

2. 聖嚴法師旅行書寫中的禪學與禪

修（王美秀） 

回應人：吳光正 

14：20~14：40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14：40~15：00 休息／   主持人：王浩威 主持人：羅梅如 主持人：胡健財 主持人：周柔含 主持人：游祥洲 

15：00~16：00 

（漢傳佛教與心理治療論壇） 

1. 佛法與心理治療典範轉移可能性之探

討—從 MBSR 的發展經驗省思 
（楊蓓） 

2. 「相宗」對心理治療的啟示（許文耀） 

1. 佛教與經濟：中國當代政經風貌之

推動策略（Courtney Bruntz） 

回應人：俞永峯 

2. 漢傳佛教籌集資金：大陸上市首次

公開募股與臺灣捐贈的經濟 
（張健） 
回應人：Adam Y. Chau 

1. 漢晉佛教寫經與官方組織的建立

（崔中慧） 

回應人：林朝成 

2. 啓迪的字：聖嚴教育思想與修辭分

析（谷永誠） 

回應人：越建東 

1. 聖嚴法師的遊記研究（吳光正） 

回應人：蕭麗華 

2. 多情乃佛心—聖嚴法師的文學人

間行（蔡淑慧） 

回應人：蕭麗華 

1. 聖嚴法師「以禪攝淨」的詮釋及

其運用（陳劍鍠） 

回應人：林安梧 

2. 聖嚴法師談「禪宗對俱解脫之看

法」（張瓈文） 

回應人：涂艷秋 

16：00~16：20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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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聖嚴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 
6 月 30 日（星期一） 

時間 國際會議廳 柏拉圖廳 蘇格拉底廳 洛克廳 阿基米得廳 

08：30~09：10 報到 

09：10~10：30 
專題演講：Richard Madsen、林鎮國 
主 持 人：俞永峯 

    

10：30~10：50 休息／   主持人：Robert H. Sharf 主持人：許永河 主持人：越建東 主持人：張志強 主持人：釋果鏡 

10：50~11：50 

1. 禪宗語錄的形成：青原行思和南嶽懷

讓的記錄（魏雅博） 

回應人：于君方 

2. 文人眼中的宏智正覺禪師（釋果幸） 

回應人：俞永峯 

1. 「心靈環保」組織—二十一世紀之

「修行型組織」（釋果光） 

回應人：楊蓓 

2. 新/心經濟倫理：經濟學與佛法的

相會（江靜儀） 

回應人：高長 

1. 語境傳承—聖嚴法師的文字化禪修

（李玉珍） 

回應人：釋果暉 

2. 在研究中體現的教學理路：從聖嚴

法師的學位論文與著作談起 
（張梅雅） 

回應人：杜正民 

1. 最後的抉擇：選擇植存影響因素的

先驅研究（江弘基） 

回應人：釋澈定 

2. 佛法對自殺防治應用之探索─以聖

嚴思想為起點（蔡源林） 

回應人：江弘基 

1. 聖嚴法師《修行在紅塵：維摩經六

講》之禪觀義涵（王晴薇） 

回應人：釋果鏡 

2. 性別與般若的對話—當代禪女性

對「大丈夫」的新詮釋與修行實踐

（釋常諗） 

回應人：王美秀 

11：50~12：10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12：10~13：20 午餐／   主持人：吳光正 主持人：蔡耀明 主持人：許仁壽 主持人：杜正民 主持人：釋果鏡 

13：20~14：20 

1. 略論佛教近代化改造中的教義系統

化建設（張志強） 

回應人：鄧偉仁 

2. 傳承與創新：聖嚴法師所建構之漢傳

禪佛教中的天台思想（鄧偉仁） 

回應人：黃國清 

1. 曆代法寶記作者再探 
（Wendi L. Adamek） 

回應人：Robert H. Sharf 

2. 民國時期的佛教教育和身份認同

（釋融道） 

回應人：Adam Y. Chau 

1. 從佛法觀點探討高齡化社會的所得

分配問題（許永河） 

回應人：徐美 

2. 聖嚴「老人」談「老人」（陳美華）

回應人：王美秀 

1. 論聖嚴法師菩薩戒思想之佛教文化

哲學義蘊（郭朝順） 

回應人：釋果暉 

2. 聖嚴法師菩薩戒思想之研究—基於

菩薩戒傳承思想之對照與詮釋觀點

之理解（王惠雯） 

回應人：林其賢 

1. 從《公案一○○》探討聖嚴法師對

「公案」的詮釋特色—比對巴壺天

對「禪公案」的詮釋觀點（高麗卿）

回應人：陳平坤 

2. 從「海底泥牛銜月走」探索禪法的

精神徑路（劉興松） 

回應人：陳平坤 

14：20~14：40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14：40~15：00 休息／   主持人：林其賢 主持人：Richard Madsen 主持人：俞永峯 主持人：蔡源林 主持人：陳美華 

15：00~16：00 

1. 聖嚴法師的佛教通史著述與近代佛

教史學（龔雋） 

回應人：林義正 

2. 聖嚴法師與印順導師之思想比較：以

人間淨土和人間佛教為例（越建東） 

回應人：黃國清 

1. 如何之謂和尚，兒童文學裡對僧團

的描述，視覺線索及人格特質 
（賀耐嫻） 

回應人：羅梅如 

2. 近代中國第一次生產的大藏，頻伽

精舍校刊大藏經（史瑞戈） 

回應人：Adam Y. Chau 

1. 明末時期佛教的孝道研究─以蕅益

智旭為中心（林林） 

回應人：鄧偉仁 

2. 六至八世紀中國的末法思想與初期

禪宗的興起（林佩瑩） 

回應人：釋融道 

1. 明清以來佛教的授戒法系、儀軌與

革新─兼論聖嚴法師的戒律學研究

（馬海燕） 

回應人：蔡耀明 

2. 聖嚴法師戒律思想之倫理學義蘊

（嚴瑋泓） 

回應人：林建德 

1. 逆流而行：聖嚴法師漢傳佛教之主

張與其時代背景（陸柯） 

回應人：谷永誠 

2. 人間淨土與他方淨土的融會：以太

虛與聖嚴為例（林益丞） 

回應人：陳美華 

16：00~16：20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16：20~16：50 綜合討論主持人：楊蓓／與談人：于君方、釋果暉、龔雋 

16：50~17：00 閉幕式：蔡清彥董事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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