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屆聖嚴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 
7 月 1 日（星期五） 

時間 國際會議廳 柏拉圖廳 洛克廳 阿基米德廳 蘇格拉底廳 

08:40-09:10 報到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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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10:20 

主持人：釋惠敏 

專題演講：陳金華 

主題：從菩提迦耶到奈良：佛像由南亞到東亞的

傳遞 

10:20-10:40 回應與綜合討論／回應人：釋昭慧 

10:40-11:00 茶敘 

11:00-11:40 

主持人：楊朝華 

專題演講：杜正民 

題目：聖嚴法師的如來藏教法與時代意義 

11:40-12:00 回應與綜合討論／回應人：蔡耀明 

12:00-13:20 午餐 

13:20-14:20 

主持人：釋果暉 

1. 聖嚴法師的觀音思想與法門研究（黃國清） 

回應人：龔雋 

2. 聖嚴法師的觀音感應書寫與觀音法門教學 

（王晴薇） 

回應人：曾稚棉 

主持人：俞永峯 

1. 佛教史學史：一封晚明佛教信札中的騙局 

（艾靜文） 

回應人：賀耐嫻 

2. 比丘是否有乞食的義務？從第一批傳入中國

並譯為漢文的律（Vinaya）來探討 

（Nicholas Witkowski） 

回應人：釋融道 

主持人：陳劍鍠 

1. 當代佛教僧侶年譜的編寫研究：以聖嚴法師

為例（林其賢） 

回應人：廖肇亨 

2. 現代性與禪的心靈實踐—中華禪法鼓宗的

入世社會建構意涵（劉怡寧） 

回應人：嚴瑋泓 

主持人：陳伯璋 

1. 法鼓山禪悅境教的教育功能及其理想

之實現（胡健財） 

回應人：林朝成 

2. 漢傳禪佛教的實用活用—禪修進校園

（釋演德） 

回應人：陳伯璋 

【醫學與佛學論壇一】 

主持人：陳維熊 

1. 佛教禪修活動對人類身心療育力量之

實證回顧（林明慧） 

2. 正念減壓與慈悲焦點治療在癌症心理

調適之運用（石世明） 

14:20-14:40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14:40-15:00 茶敘 茶敘 茶敘 茶敘 茶敘 

15:00-16:00 

主持人：蔡耀明 

1. 聖嚴法師禪學詮釋中的倫理向度（嚴瑋泓） 

回應人：俞永峯 

2. 念佛禪法的安心學理（陳平坤） 

回應人：越建東 

主持人：賀耐嫻 

1. 中國中古佛教動物成佛敘事之探討（陳懷宇）

回應人：韋聞笛 

2. 聖嚴法師的淨土思想：綜合傳統與現代的教門

（周文廣） 

回應人：任博克 

主持人：黃國清 

1. 漢傳佛教美術中乘象菩薩圖像和尊格的 

演變略論（殷博） 

回應人：陳靜琪 

2. 從戒定慧三學研析聖嚴法師《遊心禪悅》 

書法風格與意涵（陳靜琪） 

回應人：廖肇亨 

主持人：龔雋 

1. 當代漢傳佛教發展之新探索（桑寶靖） 

回應人：李向平 

2.《楞伽經》與聖嚴禪學—定慧雙修的傳

統與當代性（林佩瑩） 

回應人：胡健財 

【醫學與佛學論壇二】 

主持人：陳榮基 

1. 佛法在失智症照顧的運用（黃宗正）

2. 佛法在臨終照護的運用（陳秀丹） 

16:00-16:20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7 月 2 日（星期六） 
時間 國際會議廳 柏拉圖廳 洛克廳 阿基米德廳 

08:40-09:10 報到 

X X X 
09:10-10:20 

主持人：鄧偉仁 

專題演講：杜贊奇、大衛．麥克馬漢 

主題一：世界格局之下的佛教，世俗主義和現代化 

（大衛．麥克馬漢） 

主題二：在世昇華：亞洲傳統與永續的未來（杜贊奇） 

10:20-10:40 綜合討論 

10:40-11:00 茶敘 

11:00-11:40 

主持人：陳金華 

1. 智顗對觀音的處理：幻想與現實之外，有神論與無神論

之外（任博克） 

回應人：Bart Dessein 

2. 玄奘的神格化：初期（Ben Brose） 

回應人：王晴薇 

主持人：廖肇亨 

1. 漢傳禪宗「無情說法」之真意及其現代應用—以聖嚴

法師為例（釋果鏡） 

回應人：蔡耀明 

2. 試論聖嚴法師對「空性」與「佛性」之詮解與貫通 

（林建德） 

回應人：蔡耀明 

主持人：涂艷秋 

1. 開山宗長與「寰遊自傳」的角色意識（吳光正） 

回應人：蕭麗華 

2. 聖嚴法師旅行書寫中的病與佛法（王美秀） 

回應人：吳光正 

主持人：龔雋 

1. 聖嚴法師倡導的念佛方法及對「念佛禪」的詮釋 

（陳劍鍠） 

回應人：釋果暉 

2. 聖嚴法師於「漢傳佛教」中之傳統與創新—由《大乘止

觀法門之研究》談起（胡順萍） 

回應人：黃國清 

11:40-12:00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12:00-13:20 午 餐 

13:20-14:20 

【近現代佛教論壇一】 

主持人：廖肇亨 

1. 漢傳佛教的《維摩經》疏傳統與聖嚴法師的維摩經思想 

（龔雋） 

2. 聖嚴法師結合漸禪法門與頓禪法門之教法和宗風意義

（越建東）  

主持人：俞永峯 

1. 學僧與當代佛教史書寫（釋融道） 

回應人：韋聞笛 

2. 圓融與排他：漢傳大乘佛教的特性與蘭莘學佛會的族

裔融合（胡曉蘭）  

回應人：杜贊奇 

主持人：釋果鏡 

1. 人間性與世俗性：聖嚴法師的日本佛教研究 

（朱坤容） 

回應人：釋果暉 

2. 從《入唐五家傳》看九世紀中葉來華的日本真言 

宗僧人（姚瀟鶇） 

回應人：釋果鏡 

主持人：林佩瑩 

1. 蘇北僧人在江南：民國時期的僧人流動及其影響—兼以

聖嚴法師為例（邵佳德） 

回應人：蔡伯郎  

2. 生態佛學視域下聖嚴法師心靈環保思想研究 （陳紅兵）

回應人：商能洲  

14:20-14:40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14:40-15:00 茶敘 茶敘 茶敘 茶敘 

15:00-16:00 

【近現代佛教論壇二】 

主持人：鄧偉仁 

1. 佛教信仰方式及其現代性建構——以聖嚴法師佛教建

設的相關理念為中心（李向平） 

2. 跨地同坐一門禪修：法鼓山的國際法脈觀（李玉珍） 

主持人：俞永峯 

1. 進步與自由意志：佛教的時間，解脫道的概念，及其

現代化的可能性（Bart Dessein） 

回應人：任博克 

2. 聖嚴法師與「宗教學」：探討而判斷中國佛教之「世界

宗教觀」（Stefania Travagnin）  

回應人：俞永峯 

主持人：釋果光 

1. 民國佛教慈善團體的資金募捐研究（明成滿） 

回應人：許永河 

2. 中國近世佛教清規中的金錢觀（徐維里） 

回應人：謝俊魁 

主持人：越建東 

1. 關於漢傳佛教修學體系的反思與重建（林嘯） 

回應人：陳平坤 

2. 全球化下的漢傳禪修培育模式轉型—以法鼓山道場為例

（釋常諗） 

回應人：釋融道  

16:00-16:20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7 月 3 日（星期日） 
時間 國際會議廳 柏拉圖廳 洛克廳 阿基米德廳 

08:40-09:10 報到 

X X X 
09:10-10:20 

主持人：杜正民 

專題演講一：聖嚴法師文物史料數位典藏理念與技術開發

（洪振洲） 

專題演講二：典藏內容之時代意義（林其賢、越建東） 

回應人：釋果鏡 

10:20-10:40 綜合討論 

10:40-11:00 茶敘 

11:00-11:40 

主持人：林佩瑩 

1. 演揚瑜伽—中華帝國晚期儀式佛教正統性之建構 

（楊朝華） 

回應人：賀耐嫻 

2. 繪本和佛教育兒（賀耐嫻）  

回應人：釋融道 

主持人：李向平 

1. 永續發展與建設淨土：全球倫理架構（江靜儀） 

回應人：嚴瑋泓 

2. 「四種環保」理念與當代人間淨土的建立（崔红芬）

回應人：釋果光 

主持人：林其賢 

1. 聖嚴法師與南通狼山廣教禪寺—兼論聖嚴法師早期

佛教思想的形成（葉憲允） 

回應人：杜正民 

2. 試論聖嚴法師戒學思想的早年人生因緣（李萬進） 

回應人：林其賢 

主持人：陳劍鍠 

1. 漢傳禪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中華禪法鼓宗話頭禪修行

體系之建構（釋果暉） 

回應人：俞永峯 

2. 臨濟宗「無」之參話—兼論聖嚴法師對臨濟宗的繼承與

創新（王麗梅） 

回應人：陳平坤 

11:40-12:00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12:00-13:20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13:20-14:20 

主持人：任博克 

1. 禪宗與基督教之間的深度學習：弗朗西斯．克鲁尼比較

神學下融通聖嚴法師與约翰·基南的《心經》評論（趙冬）  

回應人：胡曉蘭 

2. 敵友與亞洲佛教國家家族的創造（30 年代—50 年代） 

（史瑞戈） 

回應人：任博克 

【佛教經濟學論壇一】 

主持人：高長 

1. 幸福社會的經濟幸福—佛教的幸福經濟（許永河） 

回應人：高長 

2. 「四要」消費者的需求函數（謝俊魁）  

回應人：李娓瑋 

主持人：吳光正 

1. 唐宋时代慧遠傳記的衍生與慧遠形象的變遷 

（李勤合） 

回應人：李玉珍 

2. 信仰建構與歷史書寫：惠皎《高僧傳》敘事意圖分析

（周驊） 

回應人：吳光正 

主持人：林其賢 

1. 聖嚴法師提倡「漢傳禪佛教」之考察─從中國禪法源流、

天台宗與禪宗交涉的歷史脈絡述之（釋宏育） 

回應人：陳平坤 

2. 五代十國時期主要禪系——以《景德傳燈錄》為文本的

考察（張琴） 

回應人：涂艷秋 

14:20-14:40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14:40-15:00 茶敘 茶敘 茶敘 茶敘 

15:00-16:00 

主持人：楊朝華 

1. 「常樂我淨」在淨影慧遠（523-592）的『大乘義章』 

（韋聞笛） 

回應人：王晴薇 

2. 神聖的誕生：中古漢地佛傳與僧傳中的產孕場景 

（林欣儀）  

回應人：楊朝華 

【佛教經濟學論壇二】 

主持人：薛富井 

1. 佛法與金融市場（詹場） 

回應人：薛富井 

2. 佛法、企業社會責任與社會責任投資（池祥麟） 

回應人：沈大白 

主持人：鄧偉仁 

1. 宗派、宗風與北宋後期曹洞宗正宗地位的構建（李熙） 

回應人：陳金華 

2. 聖嚴思想與漢傳佛教傳統之融合（王宣曆） 

回應人：桑寶靖  

主持人：廖肇亨 

1. 翻轉妙蓮華─聖嚴法師《絕妙說法：法華經講要》在 

現代性語境裡的傳統與創新（蔡淑慧） 

回應人：王美秀 

2. 漢傳佛教歷史寫作與敘事文本之探討──以聖嚴法師 

《摩根灣牧牛》為例（林孟蓉） 

回應人：李向平 

16:00-16:20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