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錄 

 

論壇議事說明 .................................................................................... 1 

議程  .................................................................................................. 2 

學者簡介 ............................................................................................ 4 

近世佛教研究論式的再省思：從荒木見悟與聖嚴法師爭論談起 .. 6 

淨土學論爭──從江戶中期到晚清的展開 ..................................... 7 

日本殖民時期福建鼓山禪派在宜蘭的發展(1898-1945) .................. 8 

比較視角下湘中民間應門佛教的出師儀式初探 ............................ 9 

陸鉞巖、井上秀天與臺灣佛教──兼論其禪學觀點 .................... 10 

佛法與經營管理之跨領域結合──重要性與未來展望 ................ 11 

聖嚴教育基金會論文獎助學金 ....................................................... 12 

 



 

  

1 

 

論壇議事說明 

壹、論文發表 

每場 80 分鐘： 

一、 主持人介紹 5 分鐘。 

二、 發表人每位發表 25 分鐘（第 23 分鐘時響鈴乙次提醒；響

鈴兩次時請結束。） 

三、 與談人綜合回應 8～10 分鐘（第 8 分鐘時響鈴乙次提醒；

響鈴兩次請結束。） 

四、 開放討論 20 分鐘。 

 

貳、圓桌論壇 

每場 80 分鐘： 

一、 主持人介紹。 

二、 與談人每位發表 15～20 分鐘。 

三、 開放討論 20 分鐘。 

 

參、午餐與休息 

一、 大會備有午齋，請自備環保餐具（筷）。 

二、 大會提供飲水，請自備環保杯。 

 

➢ 本屆論壇採「實體會議同步視訊會議」方式進行。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本論壇未經主辦方授權，禁止錄音、錄影。 

➢ 如有異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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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簡介 

（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學者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池祥麟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全球變遷與永續科學研究中心 

特聘教授 

主任 

何燕生 
武漢大學／武漢大學國際禪文化研究中心 

日本郡山女子大學／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講座教授／主任 

教授 

吳成豐 靜宜大學企業管理系 終身特聘教授 

吳孟謙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副教授 

李豐楙 
國立政治大學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名譽講座教授 

兼任研究員 

汲  喆 
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明學院 

法國多學科佛教研究中心 

教授 

主任 

周玟觀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副教授 

林鎮國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名譽教授 

林韻柔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 副教授 

邱敏捷 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兼人文學院 教授／院長 

侯  沖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 

教授 

特邀研究員 

侯坤宏 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 教授 

宣  方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 副教授 

徐聖心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 

康  特 華梵大學東方思想人文研究所 教授 

曹德啟 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 兼任博士後研究員 

連瑞枝 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教授 

陳玉女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副校長暨教授 

陳定銘 法鼓文理學院暨人文社會學群 校長暨教授 

陳繼東 日本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系 教授 

曾堯民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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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清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副教授 

楊 蓓 
法鼓文理學院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學程兼人文社會學

群 

特聘副教授／學群

長 

廖肇亨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研究員 

鄧偉仁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 系主任暨副教授 

謝世維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教授 

簡凱廷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助理教授 

譚偉倫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教授 

嚴瑋泓 東海大學哲學系 教授 

蘇全正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 助理教授 

闞正宗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教授 

釋果光 法鼓文理學院生命教育學程暨心靈環保研究中心 助理教授／主任 

釋果鏡 
法鼓文理學院 

中華佛學研究所 

副校長／教授 

所長 

龔  雋 
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 

廣州中山大學人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教授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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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佛教研究論式的再省思： 

從荒木見悟與聖嚴法師的論爭談起 

廖肇亨 

   聖嚴法師雖然著作等身，然而每一言及學術領域專長，往往自謙的

表示自己學術領域鑽研最深的領域是明代佛教，其以蕅益智旭為主要研究

對象的博士論文幾乎是華語地區關於蕅益智旭最早的專著。綜觀聖嚴法師

的學術研究歷程，其碩士論文仍是傳統的天台宗智者大師研究，在當時指

導教授坂本幸男指引之下，轉向進行蕅益智旭大師的研究，幾乎是橫空開

出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聖嚴法師在回憶坂本幸男討論博論開題當下，曾

經提及日本江戶時代天台宗僧人靈空光謙（1652-1739），也就是說：坂本

幸男之所以注意到蕅益智旭大師，主要來自江戶時期佛教界的評價，特別

是江戶時代的日本天台一脈的評價。日本學界另有一位明代佛教研究荒木

見悟，也曾對蕅益智旭大師有所研究，他主張晚明的佛教復興乃是受到當

時陽明學的觸發。兩人曾對晚明佛教復興所致之由表示不同的看法。簡言

之，聖嚴法師主張佛教發展自有其內在理路，而荒木見悟則強調陽明學的

觸發之功。兩人之說各自成理，更重要的是：兩人的交集對話反映了明代

佛教研究，乃至於對於近世佛教研究的學術範式。透過一代學術重鎮的互

動，提供反思近世佛教研究範式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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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學論爭──從江戶中期到晚清的展開 

陳繼東 

江戶時期發生了多次與淨土教學有關的論爭。其初期（1608 年），日

蓮宗與淨土宗發生了宗論之爭。至中期，淨土宗與天台宗之間則有了稱名

念佛與即心念佛的念佛爭論，而淨土真宗內出現的異安心論，也對本宗定

型的宗學提出了異議和挑戰。這一時期最為激烈的論爭莫過於淨土宗與淨

土真宗之間的宗名之爭。淨土宗僧統譽圓宣（1717-1792）於 1775 年前後

用漢文體撰寫的《挫僻打磨編》，則是這場論戰的最為重要的文獻。該書對

淨土真宗創始人親鸞的《教行信證》一書進行了全面的批判，不僅如此，

這場宗學之爭，在二十世紀前期，又由淨土宗僧伊藤祐晃將此書譯成訓讀

體日語，改書名為《教行信證破壞論》（1924），挑起爭端，遂有淨土真宗

僧人富田貫了（生平不詳）和石川舜臺（1841-1931）先後撰寫《教行信證

破壞論辨妄》（1925）、《教行信證破壞論駁言》（1927），進行反駁，使得江

戶時期的淨土教學的論爭延續到了二十世紀。 

而在晚清中國，隨著淨土真宗在中國的傳播，其獨特的教義引起了南

京居士楊文會（1837-1911）的不滿和警覺。自 1899 年至 1902 年，楊文會

針對淨土真宗僧人小栗栖香頂撰寫的《真宗教旨》這一傳教手冊，從戒律

與淨土教義兩方面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小栗栖香則逐一反駁，而楊文會的

批判更為猛烈，遂成為中日佛教歷史上極為罕見的教義之爭。 

因此，本文試圖通過整理這些論爭，釐清圍繞淨土教學的富有爭議的

理論問題，揭示各自的宗學依據，比較中日淨土思想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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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時期福建鼓山禪派在宜蘭的發展 

（1898-1945） 

闞正宗 

 

在日本殖民時期前期，西部臺灣逐漸發展出傳承福建鼓山禪的四大法

派，於此同時，宜蘭地區的鼓山僧侶真精與通本法師，其法派不僅與五股

凌雲寺、臺南開元寺、苗栗大湖法雲寺同出一源，其開展歷史與祖師傳承

輩分亦不稍遜。 

1898 年之後，真精與通本回到宜蘭，闢建寺院、傳播佛法，其衍傳之

法系迄今仍影響的宜蘭佛教的發展，但因僻處東部而鮮為人知。他們在蘭

陽平原活動不限於佛教道場，與齋教、齋姑往來頻密。本文旨在探討殖民

之初鼓山禪派在宜蘭的傳播與宗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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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視角下湘中民間應門佛教的出師儀式初探 

譚偉倫 

中國湖南中部的（民間）「應門」佛教與（官方／主流）「禪門」佛教

對應，「應門」實為當地的一種地方民間佛教儀式傳統。本文擬從應門佛教

（簡稱應教）出師儀式來探究這種儀式傳統，原因是出師儀式除了是一種

向地方群眾發佈一位新的儀式專家已誕生，隨時接受委聘之訊息以外，還

是對新出師的儀式專家的一種公開考核；因此從中可以窺見這種儀式傳統

的核心所在。本文採取文獻與田野雙軌的進路，田野方面除調查應門的出

師儀式以外，還注意同樣盛行於湘中的地方道教與師教（一種巫教）的出

師儀式，以見不同傳統在當地的互動和交涉，如是亦能把應門佛教放在當

地的宗教文化處境來考察。「應門」一詞容易令人聯想起明朝的「應赴僧」。

本文希望以有限資料，嘗試探究應教的歷史根源，以對湘中應教作一種歷

史人類學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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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鉞巖、井上秀天與臺灣佛教── 

兼論其禪學觀點 

邱敏捷 

東亞佛教交流史是東亞文化發展史上重要的面向，而日治時期的臺灣

佛教是邁向現代的轉型階段，在那期間臺灣佛教與日本佛教的交會，自然

是東亞佛教史關鍵的環節之一。自 1896 年至 1900 年間，日本曹洞宗重要

僧侶陸鉞巖、井上秀天，他們兩人在臺灣致力於傳教弘法。陸氏掌理大臺

南的布教事業，設立國語學校，組織臺南婦人會，成立碧巖會，主持共修

會等，推展文教工作且講授禪學，撰述禪學論著。因其德高望眾，感化力

強，成效顯著。井上秀天除了參與陸氏的布教事業外，在與陸氏返回東瀛

後，於 1902 年井上氏再復來臺南並孜孜於創辦義塾，裨益於地方。井上

氏之於禪學，不限於曹洞宗禪法，他揭示自由開放取向，並與臨濟宗鈴木

大拙論辯，展現其禪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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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與經營管理之跨領域結合──重要性與未來展望 

池祥麟 

近年來企業永續受到產官學高度重視，尤其氣候變遷引起極端氣候造

成人命財產損失，企業財務風險也因此大幅增加，更凸顯出企業永續/企業

社會責任與推廣心靈環保的重要性。事實上，企業倫理的教學與研究早在

1930 年代就已經開始萌芽；1960 年代考量企業經營管理的社會議題；1970

年代企業倫理成為一個學術研究的領域，並特別討論企業社會責任；1980

年代企業倫理趨近成熟，特別討論利害關係人理論；1990 年代開始考量企

業倫理的制度化；直至今日，企業經營管理越來越複雜，從而企業倫理學

者提及：個人自家庭、宗教、學校所習得之道德，不足以對於目前複雜的

企業經營所遇到的道德難題提出明確指引。因此，本次報告想透過以下七

個議題，跟大家共同討論佛法與企業經營之跨領域結合的重要性：(1)企業

倫理教育已經發展近 100 年，為何直至今日，企業醜聞與違反社會責任的

行為仍然時有所聞？佛法對於此難題能有解決之道嗎？(2)個人自家庭、宗

教(包括佛法)、學校所習得之道德，真的不足以對於目前複雜的企業經營

所遇到的道德難題提出明確指引嗎？原因為何？該如何解決？(3)就企業

倫理的經典教科書而言，佛法有可能融入各個章節嗎？如果能，應該如何

融入？(4)如果能將佛法融入企業倫理，會如何改變企業倫理對於企業經營

管理的影響？(5)資本主義注重效率而不重視公平，所以會造成企業經營的

負面外部性(如環境污染)與貧富差距擴大。如果我們透過企業倫理搭配佛

法來修正資本主義，那麼資本主義會因此更重視公平，但也會因此降低效

率嗎？(6)佛法的「空」其實不是一種消極的觀念，而是超越於積極與消極

的一種最積極的思想，因此若將佛法運用於企業經營，會產生何種影響呢？

(7)佛法與企業經營之跨領域結合的未來展望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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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教育基金會論文獎助學金 

 
為培養並鼓勵年輕研

究人才，從事當代漢傳佛

教以及聖嚴思想之學術研

究，特設置「聖嚴漢傳佛教

碩博士論文撰寫獎助」、

「聖嚴漢傳佛教傑出博士

論文獎」。實施辦法請見聖

嚴教育基金會聖嚴漢傳佛

教研究中心官網或來電詢

問。歡迎踴躍申請！ 

聖嚴法師深信：「學術研究雖然是少數人的工作，但卻足以

影響一整個時代。」於此，聖嚴教育基金會成立【聖嚴漢傳佛教

研究中心】，致力於推廣漢傳佛教學術研究，期能厚積成果、廣

植人才，並自期為全球漢傳佛教研究的領導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