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屆漢傳佛教與聖嚴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2021/06/09 暫定)   

6月 29日（星期二） 

時間 A 廳 B 廳    C 廳 D 廳  E 廳 

08:30-09:10 會議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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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5-09:40 大合照 

09:40-10:30 

主持人：林鎮國 

專題演講：于君方 

主題：漢傳佛教的創新性：再論禪淨雙修 

10:30-10:50 中場休息 

10:50-11:50 

【聖嚴思想體系建構與實踐】 

主持人：釋果光 

1. 經濟富足與心靈安樂—「心靈環保」、廠商

經濟行為與永續發展（許永河）  

回應人：釋果光 

2. 心五四能否提升經濟行為的利他傾向?     

（謝俊魁） 

回應人：陳定銘 

【禪學思想史】 

主持人：周玟觀 

1. 禪宗在東亞：人脈網絡與相互觀看的歷程

（劉家幸） 

回應人：郭珮君 

2. 元代禪淨合一思想探析（吳孟謙） 

回應人：周玟觀 

【禪學思想史】 

主持人：陳玉女             

1. 晚明清初禪宗思想史——臨濟宗文字禪論

辯之聚焦、轉化與論述開展（張雅雯） 

回應人：吳芬錦 

2. 火中出紅蓮-圜悟克勤禪師之入世禪法 

（吳芬錦） 

  回應人：張雅雯    

 

主持人：鄧偉仁 

1. 二十一世紀香港的《金剛經》：以兩

粵語講座系列作個案比較（李慧心） 

回應人：釋果幸 

2. 聖嚴法師與馬丁布伯—淨土與對話哲

學的相遇（Hune Margulies） 

 回應人：鍾可力 

 

主持人：涂艷秋 

1. 探索《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的

前二章和 《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

羅蜜經》的互文性关系（張巨岩） 

回應人：嚴瑋泓 

2. 重訪「執拗低音」：日本鎌倉新佛教中

心史觀之近代性與普世化轉向      

（釋道禮） 

回應人：林佩瑩 

11:50-12:10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12:10-13:10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13:10-13:30 會議預備 會議預備 會議預備 會議預備 會議預備 

13:30-14:30 

【聖嚴思想體系建構與實踐】 

主持人：楊蓓 

1. 「溝通與修行」課程之研發與自我覺察 

（釋果光） 

回應人：林以正 

2. 禪修過程中的經驗變異狀態：一個現象學的

探究（李維倫） 

回應人：彭榮邦 

【禪學思想史】         

主持人：廖肇亨 

1. 諸說並立—早期禪宗的發展樣貌 (曾堯民) 

回應人：宣方 

2. 唐末五代的禪宗變遷（柳幹康） 

回應人：嚴瑋泓 

 

 

主持人：蕭麗華        

1. 台灣五股寶纈禪寺的佛教圖像初探    

（黃韻如） 

回應人：陳清香 

2. 宗教社會空間中的世俗化建構—— 

以房山石經唐刻《大般若經》的刊鐫為中心

（管仲樂） 

回應人：釋演本 

【變遷中的現代中國寺院】   

主持人：釋融道 

1. 南京時期對大報恩寺及其琉璃塔的再

發現（林凡） 

回應人：歐陽楠 

2. 佛教聖地與中國近代文化認同       

（史瑞戈） 

回應人：林凡 

 

主持人：陳劍鍠 

1. 慧苑及其傳承對《華嚴經》的重視 

（平燕紅） 

回應人：蔡金昌 

2. 從會通的旨趣到人間佛教的先聲— 

   略論聖嚴法師對宗密《華嚴原人 

   論》的解讀（釋德安）  

   回應人：蔡金昌 

14:30-14:50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14:50-15:10 中場休息 中場休息 中場休息 中場休息 中場休息 

15:10-16:10 

【聖嚴思想體系建構與實踐】 

主持人：越建東 

1. 聖嚴法師天台教學之研究──以《天台 

心鑰──教觀綱宗貫註》為主 （辜琮瑜） 

回應人：越建東 

2. 從西方視角來看聖嚴法師的默照禪法—以

《如月印空：聖嚴法師默照禪講錄》為依據

（雲惠遠） 

回應人：釋果鏡 

【禪學思想史】          

主持人：郭朝順 

1. 宋代禪學思想樣態的再省思 （廖肇亨） 

回應人：徐聖心 

2. 非自然敘事學視閾下的禪宗公案研究 

（巫阿苗） 

回應人：郭朝順 

        

 

主持人：劉家幸               

1. 聖嚴法師對《楞嚴經》的立場與解讀   

（陳陶）  

回應人：李治華 

2. 建設人間淨土：聖嚴法師復興漢傳禪佛教

的現代化特徵（劉怡寧） 

回應人：林佩瑩 

【變遷中的現代中國寺院】   

主持人：史瑞戈 

1. 論戰後香港佛教寺院經濟（釋融道） 

回應人：史瑞戈 

2. 動員佛教徒進行社會主義生產：毛時

期九華山的寺院經濟研究 (1949–

1976)（歐陽楠） 

回應人：釋融道 

 

 

 

 

X 

16:10-16:30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X 



6月 30日（星期三） 

時間 A 廳 B 廳 C 廳 D 廳 E 廳 

09:00-09:30 會議預備 
會議預備 會議預備 會議預備 會議預備 

09:30-10:10 **本專場時間調整為 9:30～12:00 

 

「如何再相信」—《本來面目》        

 【文化社會專場】 

專場引言人：楊蓓      

主持人：陳浩                  

與談人：1. 林皎宏(傅月庵)  

        2. 段鍾沂 

        3. 張釗維 

        4. 蔣顯斌 

         

10:10-11:40 

【東亞佛教的傳播】    

主持人：甘懷真 

1. 論大寶守脫(1804-1884)《教觀綱宗

釋義會本講述》（簡凱廷） 

回應人：王芳 

2. 十世紀東亞佛教王權與禮儀空間：以

日本平安朝的京都仁和寺與醍醐寺為

中心 （李志鴻） 

回應人：林韻柔 

3. 東亞文化交流中的漢傳佛教信仰表

現： 以日本平安時代的如法經為線

索 （郭珮君） 

回應人：林韻柔 

【華韻流芳—天台教觀、治病、儀式與空間】 

主持人：郭秀年 

1. 智顗與聖嚴觀心法門於禪病之對治   

（郭秀年） 

    回應人：釋宏育 

2. 天台一心三觀與佛身觀運用之異解-以知

禮與仁岳之觀點為主（釋宏育） 

    回應人：郭秀年 

3. 「形而下」之聖域創造與觀音禪行—法鼓

山三尊觀音造像之考察（楊秀娩）  

    回應人：林美容 

【禪需要文字嗎？—審視經教禪籍對於禪修與開悟之關聯】 

主持人：釋果幸 

1. 從仁山寂震〈參禪第一步要訣〉論三峰派之禪鍛與文字

（張雅雯） 

回應人：釋果幸 

2. 從「虛空粉碎」論聖嚴禪法與泰國森林傳統的「開悟經

驗」（釋覺心） 

回應人：林悟石 

3. 飲水由波：紫柏真可的禪教觀與兩種歷史解釋進路的方

法論難題（林悟石） 

回應人：釋覺心  

 

主持人：釋果鏡                      

1. 從宗教到倫理：以和辻哲郎的道

元研究為中心 （朱坤容） 

回應人：何燕生 

2. 論明代天臺宗僧人幽溪傳燈對止

觀思想的運用和發揮（崔韓穎） 

回應人：曾堯民 

3. 中國古代編年體佛教通史敘事中

的時間與空間建構（郭琳） 

回應人：陳玉女 

11:40-12:00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12:00-13:00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13:00-13:20 會議預備 會議預備 會議預備 會議預備 會議預備 

13:20-14:20 

「如何再相信」—《本來面目》 

 【心靈成長專場 I】 

專場引言人：楊蓓 

主持人：王浩威           

與談人：1. 丁興祥 

        2. 尹立 

        3. 彭榮邦 

        4. 鄭文郁 

                    

【江戶佛教的思想與學問】   

主持人：陳玉女 

1. 戒定與江戶時代《唯識二十論》的講論

熱潮（林鎮國） 

回應人：郭朝順 

2. 江戶佛教宗學論爭的一個斷面：《挫

僻打磨編》的成立及其影響     

（陳繼東） 

回應人：孫亞柏 

【承先啟後的禪宗思想】    

主持人：辜琮瑜 

1. 聖嚴法師的禪修史觀與教學(李玉珍） 

回應人：越建東 

2. 聖嚴法師的念佛禪法--參究念佛的演變

（釋果鏡） 

回應人：曾堯民 

【六〜七世紀的佛教經院哲學：從印度到中國】 

主持人：林恕安 

1. 如何將清辨的遮詮理論應用在其著作中？以《大乘掌珍

論》為例（林芳民） 

回應人：林恕安 

2. 邏輯與唯識：護法《成唯識寶生論》對因明之使用 

（胡志強） 

回應人：林恕安 

 

主持人：宣方   

1. 佛教律典中調達謀殺佛陀相關記

錄的對比研究（鍾昊沁） 

回應人：涂豔秋 

2. 從寫經、梵磚到墓葬—論大理密

教的起源與發展（尹恒） 

回應人：吳國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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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場休息 中場休息 中場休息 中場休息 中場休息 

15:00-16:00 

「如何再相信」—《本來面目》 

 【心靈成長專場 II】 

專場引言人：楊蓓 

主持人：王浩威           

與談人：1. 丁興祥 

        2. 尹立 

        3. 彭榮邦 

        4. 鄭文郁 

                    

 

【江戶佛教的思想與學問】   

主持人：林鎮國 

1. 在日本重新發現印度實在論—以基辨

的『勝宗十句義論釋』為中心   

（何歡歡） 

回應人：林鎮國 

2. 老樹新花牆外香：山家山外論爭在日

本近世的發展—以鳳潭《十不二門指

要鈔詳解選翼》為中心（王芳） 

回應人：簡凱廷 

【承先啟後的禪宗思想】 

主持人：越建東 

1. 聖嚴法師心靈環保「學」之意義與開展 

（辜琮瑜） 

回應人：釋果光 

2. 聖嚴法師「人性論」之研究及啟示（紀俊吉） 

回應人：翁開誠 

【六〜七世紀的佛教經院哲學：從印度到中國】 

主持人：林恕安 

1. 圓測唯識學具有「本覺思想」的嫌疑?來自於《仁王經

疏》的線索（楊得煜） 

回應人：胡志強 

2. 脈絡化與再脈絡化：聖嚴法師於華嚴與如來藏思想之現

代詮釋與教學（鄧偉仁） 

回應人：郭朝順 

 

 

 

 

 

X 

16:00-16:20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X 

16:20-16:50 

綜合討論 

主持人：廖肇亨 

與會學者：越建東、郭朝順、郭珮君、楊蓓、釋果幸 

16:50-17:00 閉幕式：楊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