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屆漢傳佛教與聖嚴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 
6 月 28 日（星期四） 

時間 國際會議廳 柏拉圖廳 洛克廳 阿基米德廳 蘇格拉底廳 

08:30-09:10 報到 

X X 

X 

X 

09:10-09:20 開幕式：方丈和尚 致辭 

09:20-09:30 蔡清彥董事⻑ 致辭 

09:30-09:55 聖嚴漢傳佛教研究中心成立 

09:55-10:45 

主持人：林鎮國 
專題演講：魏雅博 

主題：佛教融入中國文化：文人僧侶作為法門君子

（“儒家”紳士）––了解佛教的本質和它的社

會角色的含意 
10:45-11:00 茶敘 

11:00-12:00 

主持人：于君方 
1. 尋找「人間淨土」的根源–以晚清文獻為線索

（孫亞柏）

回應人：魏雅博

2. 與張九成同笑：《嘉泰普燈錄》的幽默作為理解

無二的關鍵（艾倫‧瓦格納）

回應人：林鎮國

主持人：楊蓓 
1. 渡台僧侶的生命書寫──以印順法師與聖嚴

法師的自傳為探討（釋德晟）

回應人：林以正

2. 跨界：以禪觀整合生命歷程的二元對立

（釋果光）

回應人：張沛超

主持人：釋果鏡 
1. 論晚唐詩僧貫休與齊己的「自我書寫」

（鍾曉峰）

回應人：林盈鈞

2. 詩情無別怨：晚唐五代敦煌文獻中僧人詩

偈的書寫特徵與自我形象之描寫（張梅雅）

回應人：釋法幢

主持人：蔡振豐 
1. 再探《名僧傳抄》的編選特點及其抄記

意義（謝獻誼）

回應人：黃敬家

2. 《藏要》是怎樣編成的（丁徐清）

回應人：簡凱廷

主持人：蔡金昌 
1. 佛教歷史的建構——以中國古代編年體佛

教通史為中心的考察（郭琳）

回應人：曾堯⺠

2. 中古時期的虎變問題再探（陳懷宇）

回應人：鄧偉仁

12:00-12:20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12:20-13:20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13:20-14:20 

主持人：魏雅博 
1. 二十世紀科學角度之於空的探討（白康地）

回應人：鄧偉仁

【佛教經濟學論壇⼀】 
主持人：許永河 
1. 佛法與公司財務管理（詹場）

回應人：沈大白

2. 四福與企業永續發展（謝俊魁、顏美惠）

回應人：尤淨纓

主持人：蒲傑聖 
1. 系譜、權力與祖統建構：中唐禪師形象的歷

史書寫——以百丈懷海為中心（陳文慶）

回應人：釋果鏡

2. 唐代佛教王權與寫本大藏經：以皇帝的譯經

序為線索（李志鴻）

回應人：耿晴

【天臺研究⼀】 
主持人：釋果暉 
1. 比較聖嚴法師和天台智者大師的念佛

（釋修優）

回應人：周玟觀

2. 真心與妄心：聖嚴法師（1930-2009）何以

接受澫益智旭（1599-1655）的天台學？

（郭朝順）

回應人：陳劍鍠

14:20-14:40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14:40-15:00 茶敘 茶敘 茶敘 茶敘 茶敘 

15:00-16:00 

主持人：孫亞柏 

1. 漢傳大藏經律藏中之藥物（釋衍德）

回應人：陳懷宇

2. 連結佛教，中醫與⻄方思想：探討王肯堂對於

眼睛以及眼識之概念（高蓮安）

回應人：陳懷宇

【佛教經濟學論壇二】 
主持人：池祥麟 
1. 佛法與快樂經濟：實證研究（江靜儀）

回應人: 林以正
2. 宗教信仰、社經因素與幸福感：佛教的幸福

觀（許永河）

回應人：詹場

主持人：釋果暉 
1. 吳之鯨《武林梵志》對杭州佛教發展的解讀

（徐維里）

回應人：蔡金昌

2. “大藏經”的再認識—探索《徑山藏》編撰、

成書與特點（釋法幢）

回應人：趙飛鵬

【天臺研究二】 
主持人：陳劍鍠 
1. 調適或批判？聖嚴法師天台學與佛教

現代主義（鄧偉仁）

回應人：陳劍鍠

2. 聖嚴法師《大乘止觀法門研究》：論其

天臺研究的基礎（林佩瑩）

回應人：胡健財

16:00-16:20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X 

X 



6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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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0-09:00 報到 

X X X X 

09:00-10:00 
主持人：釋果鏡 
專題演講：陳劍鍠 

主題：聖嚴法師的禪法及「以禪攝淨」的詮釋向度 

10:00-11:00 
主持人：釋果賢 
主題：聖嚴法師數位典藏暨如來藏思想 

發表人：洪振洲、林其賢、越建東 

11:00-11:20 茶敘 

11:20-12:20 

主持人：于君方 
1. 旃闍摩暴志：⼀個關於大藏經編纂、演化與流通的

個案研究（艾倫‧瓦格納）

回應人：魏雅博

2. 神僧傳──自傳性詮釋之創造（谷乃曦）

回應人：徐維里

主持人：蔡榮婷 
1. 正史中的佛教敘事及其現代闡釋：以漢魏

六朝為中心（彭沁沁）

回應人：紀志昌

2. 金光明經之內容思想及傳播與影響

（文志勇）

回應人：曾堯⺠

主持人：陳玉女 
1. 聖嚴法師語境中的「佛教復興」及其意涵

（徐鳴謙）

回應人：蘇美文

2. 白聖法師與⾺來⻄亞佛教：開啟⾺台漢傳

佛教邁向全球化（釋繼旻）

回應人：越建東

主持人：蔡伯郎 
1. 從玄奘-窺基對他心知的辯護看漢傳

唯識學的理論特色（茅宇凡）

回應人：黃國清

2. 中日密教法身觀的演變——以不

空、空海為例（狄宣亞）

回應人：郭珮君

主持人：鄧偉仁 
1. 菩薩心行：《太虛自傳》的生命敘事、身分

認同與思想內涵（林盈鈞）

回應人：林其賢

2. 追慕與超越——夷齊在明清之際遺⺠“逃禪”

群體中的重構與迴響（孫國柱）

回應人：吳孟謙

12:20-12:40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12:40-13:30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13:30-14:30 

【佛教與心理論壇⼀】 
主持人：王浩威 

主講人：張沛超 

題目：轉病成智——⼀位心理治療師與佛法的親近歷程 

回應人：林以正 
呂旭亞 
李維倫 

【明代佛教⼀】 
主持人：李治華 
1. 聖嚴法師《教觀綱宗貫註》對江戶註書的

應用及其啟示（簡凱廷）

回應人：曾堯⺠

2. 「徹底顯性」——晚明論「性」諸諍與蕅

益智旭《大佛頂經文句》（徐聖心）

回應人：李治華

主持人：陳平坤 
1. 榮格自性化與禪宗見性及其比較

（⾺宏偉）

回應人：彭榮邦

2. 禪病與當代社會：探討聖嚴法師的見解

（劉雅詩）

回應人：釋果光

主持人：釋果鏡 
1. 日本原古志稽《大施餓鬼集類分

解》與宋元佛教施食科儀（康昊）

回應人：釋果鏡

主持人：郭朝順 
1. 離散法緣：橫跨中國南海的佛教網絡

（19世紀—1949）（謝明達）

回應人：越建東

2. 當代佛國圖像：台灣僧尼印度朝聖記實研究

（李玉珍）

回應人：鄧偉仁

14:30-14:50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14:50-15:10 茶敘 茶敘 茶敘 茶敘 茶敘 

15:10-16:10 

【佛教與心理論壇二】 
主持人：馬宏偉 

主講人：張達人 

題目：⼀次〈不可能的真實〉之人生奇遇 

回應人：呂旭亞     
李維倫     
張沛超 

【明代佛教二】 
主持人：廖肇亨 
1. 聖嚴法師的晚明居士佛教研究（李瑄）

回應人：吳孟謙

2. 僧俗互動視角下的江南佛教團體：以早期

方冊藏刊刻為中心（王啟元）

回應人：蔡金昌

主持人：劉淑芬 
1. 《天台座主記》所見日本平安時代天台宗

的發展（郭珮君）

回應人：凃玉盞

2. 論唐代寺院經濟與《道僧格》中的“不得私

蓄”條（段知壯）

回應人：詹場

主持人：陳玉女 
1. 房山石經遼、金刻經題記研究

（莊惠萍）

回應人：周伯戡

2. 金朝遺僧龍川大師考略（崔紅芬）

回應人：陳玉女

主持人：林朝成 
1. 聖嚴法師的殯葬革新社會運動（周柔含）

回應人：曾漢珍

2. 藉相求知、縱我制物、取形棄神—淺析太虛

大師之現代性批判與融攝（陳維武）

回應人：孫國柱

16:10-16:30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6 月 30 日（星期六）

時間 國際會議廳 柏拉圖廳 洛克廳 

08:40-09:10 報到 

X 
X 09:10-10:20 

主持人：單德興 

專題演講：廖肇亨 

主題：漢傳佛教中自我書寫的身心與家國 

10:20-10:40 茶敘 

10:40-11:40 

主持人：孫亞柏 

1. 因果、群體與魅力：台灣藍領居士團體講因果故事方式的個案研究

（芮哲）

回應人：于君方

2. 「平凡」作為佛法「因緣」的框架：印順法師自傳的⼀種閱讀（李慧心） 

回應人：張瓈文

主持人：劉錦賢 

1. 聖嚴法師曹洞宗法脈傳承的幾個問題（釋果興、林其賢）

回應人：釋果暉

主持人：林韻柔 

1. 敦煌文獻中的“新羅”元素（郭磊）

回應人：林韻柔

2. 河北涉縣鹿兒寺石窟調查與分析（朱己祥）

回應人：王晴薇

11:40-12:00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12:00-13:00 午餐 午餐 午餐 

13:00-14:00 

【醫學與佛學論壇－再⽣醫學與器官移植⼀】 

主持人：蔡耀明 

1. 形已逝，愛永隨（龍藉泉）

2. 台灣移植醫學的省思（李伯璋）

【禪⾨修證指要⼀】 

主持人：徐聖心 

1. 《禪門修證指要》與明清禪學（廖肇亨）

回應人：于君方

2. 權威、歷史與方便——《禪門修證指要》編纂隱藏之觀念散論（張德偉）

回應人：徐聖心

主持人：顏娟英 

1. 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壁畫十六羅漢圖像考察（范麗娜）

回應人：陳靜琪

2. 敦煌北涼石窟再探—由禪觀的角度切入（黃韻如）

回應人：崔紅芬

14:00-14:20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14:20-14:40 茶敘 茶敘 茶敘 

14:40-15:40 

【醫學與佛學論壇－再⽣醫學與器官移植二】 

主持人：蔡耀明 

1. 器官捐贈的倫理難題（林明慧）

2. 佛教與醫學（釋果鏡）

【禪⾨修證指要二】 

主持人：廖肇亨 

1. 爐鞴與兵法—晦山戒顯《禪門鍛鍊說》的兩種概念譬喻探析（周玟觀）

回應人：李瑄

2. ⻑蘆宗賾《坐禪儀》及《勸化集》⿊水城善本（蒲傑聖）

回應人：越建東

主持人：王晴薇 

1. 從“心靈環保”看漢傳佛教的現代敘事與傳播路徑（楊洋）
回應人：釋果光

2. 聖嚴法師的性別論述及其之於性別平等的省思（李明書）

回應人：李玉珍

15:40-16:00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16:00-16:30 綜合座談／主持人：廖肇亨 

16:30-16:40 閉幕式：楊蓓 執行⻑致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