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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宗教研究所的佛學研究概況 

 
 

劉國威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 

 
 
  個人於去年年初取得博士學位後，於八月份有幸得以至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宗教研究所就任教職，並於今年八月份忝任本所所長一職。本校創設至今不過
四年，而本所的設立也不過三年，在台灣算是相當年輕的學術單位，目前仍屬
於草創階段，正逐漸邁入穩定發展的時期。有鑒於外界對我們這所學術研究單
位的瞭解仍不甚多，因此藉著此次研討會的機會向大家簡單介紹本所目前的發
展狀況以及未來的發展計畫。 

本校特色與本所簡史 
  本校創辦人星雲大師及其所創立之佛光山教團，向來以推動教育文化工作
為職志，立意要本諸佛教徒喜捨奉獻之精神，為社會辦一所台灣不可或缺的大
學。本校自八十二年開始籌設，其間歷經七年的環境影響評估及校區雜項工程
施工，投入十數億資金，及無數人力物力，在八十九年（公元 2000 年）九月
開始招生。 
  本校在台灣高等教育體系中，以發揚人文精神、結合書院傳統自許，期望
朝此目標建立特色。 
  發揚人文精神是相對於國內大學現今缺乏人文精神之弊病而說。其現象，
一在人文學科之建置與重視程度遠低於科技、實用、工具學科。依教育部九十
學年度《中華民國大專院校概況統計》，我國現有大專院校學生 1,187,225
人，人文類科僅占 93,944 人；社會學科更少，僅 37,476 人。但商業及管理類
科占 278,030 人，工程類更高達 303,003 人，比人文類科多了二十幾萬。若再
加上數學電機、醫藥衛生各一萬餘人，以及自然科學、工業技藝、運輸通
信……等相關類科，更可以發現人文學科在整個高教體制中甚為孱弱。故本校
建立初期，在結構上即以設置人文社會學科為主，以人文社會學院為大學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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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現今大學體制越來越龐大，已形成龐大複雜的科層體制，組織管理及企業
經營的理念，則已成為大學新的運作模式。在這個新科層體制中，進行的又主
要是知識的生產與傳遞活動。森冷的組織關係、計算成本效益的經營模式、乾
硬的知識交換，加上升等、晉級、占職位、得高分、謀出路等現實利益的考量
以及所形成的爭奪，大概就是如今大學中實際的狀況。這是非人文或反人文的
環境。本校同仁等，於此深有感慨，故希望能營造一個有人文精神的生活空
間。師生在此，以道義相勗，優游論學，人與人彼此能親切覿面、誠篤交談。
這須透過校園空間的規劃、建築設備的搭配、徵聘人才時的抉擇、導師制度的
設計、交談氣氛的塑造……等方法才能達成。學校的組織文化與經營模式，也
須突破恆蹊。本校在此，已初具雛型。未來將再逐步完善之，發展相關配套措
施。 
  在結合書院傳統方面，敝校走的是師徒式小班制，現今大學體制越來越龐
大，大學人數動輒數萬人，師生比動輒一比三、五十，師生感情疏隔、漠不關
心。教師除教課、做研究外，對學生甚罕人格之啟迪、價值之濬發或生活之照
顧。依八十九年《遠見雜誌》調查，各公立大學學生對課程、師資之不滿程
度，亦多達 70%以上。本校對此，除鼓勵師生住校，以增加互動機會外，又
重新規劃導師制度，教師每人都有擔任導師的義務、輔導學生。同時，本校將
大學部規劃為研究所預科，每班招生在三十名以內，結合系所，形成師徒式小
班制的精緻教學體系。師生相得，有古代書院講習之風。九十一學年度調查，
學生滿意度為 85%以上。 
  古代書院講學，與「學校」最大的不同，在於古代政府所設學校，以培養
科舉人才為主。學生入學，即以應付考試、求取出身為業，這不是真學問。其
求學動機也是「祿利之途使然」。學問是世俗化、工具化的。私人學院講學，
則以學問講習為主，故學有宗旨，師生相砥礪者為道術，非科名。本校一方面
提倡這種精神，一方面鼓勵並營造自由論學的風氣。已形成若干講會，講會方
式也非常靈活，或在山顛水涯、或在雲起樓自在天、或在餐聚茶會之頃，期使
大學成為一個學術社區、師生以學術為生活。校園建築及創意休憩空間之設
計，亦朝此目標，期使學校成為可以遊、可以居、可以坐而論道的「智慧花
園」。 
  書院講學之特點，是師生互動，並不以知識傳授為唯一內容，所論知識也
不偏於某一領域。本校強調知識整合，亦本於此。一方面是各學門不同知識的
整合。透過跨學門的學程、跨系所的選修課、跨系所的合開課程，或非正式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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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研討會、專題講座、講會、移地協同教學等方式，進行整合。一方面還要
讓知識與美感、見識、宗教情操、生活體驗結合。以打破知識分工所造成的偏
狹，以及唯知識所造成的生命枯澀現象。 
  書院講學，多在山林。本校所擅山海之美，極易令人興發書院生活重現之
感。但書院講學，雖在山林，其志卻在人文化成於天下。故書院議論，以「風
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為旨。議政
論理，為其常態。因此，大學若要發揚書院精神，便不能只是象牙塔，必須關
心生活世界的發展，使其良２。但天下甚大、其事甚繁，關心之事，宜由所處
社區開始。朱子在閩、陽明在贛，均由「鄉約」著手，期以化民成俗為書院講
學之效，即以此故。本校也本此精神，積極與社區結合。除開辦推廣教育、發
展終生學習、協助各地方團體辦理文化教育活動之外，又成立宜蘭地區社會文
化研究中心、原住民發展中心、民意調查中心等等，對蘭陽地區歷史文化進行
研究、參與提升原住民文化技能，更對蘭陽之未來及「大學城、科技縣」提出
規劃、承辦人文小學及台北市文化局林語堂故居等。  
  本校宗教學研究所成立於民國九十年（2001），同年秋季招收第一屆碩士
班（目前國內有九所宗教研究所），至今已收三屆學生。九十一年奉教育部批
准成立宗教學系，開始招收學士班，目前有大一、大二兩個年級。本學系是國
內大專院校中僅有的四個教學系之一（其餘為輔仁大學、真理大學、玄奘人文
社會學院），位於宜蘭縣礁溪鄉林美山上，俯瞰蘭陽平原和太平洋，風景十分
優美。 

系所特色與師資 

  本系（所）研究發展方向涵蓋各主要宗教教義、史料等比較研究，宗教現
象的社會解析、宗教與其他學門間跨領域整合研究，以及宗教的文化性研究
等。目前本所所規劃的教學特色與目標如下：  
一、基礎宗教學程規劃與發展。  
二、推展專業宗教語文及文獻之研究教學。  
三、理論與實務並重，加強實地宗教考察研究之實力。  
四、與台灣宗教界專業人士之密切交流，提昇宗教實務的範疇。  
  在如此的架構下，本系於去年首先成立「佛教研究中心」（藍吉富教授即
擔任此中心主任），試圖對今日的佛教文化與佛教研究作整體性的協調規劃，
並進行與其他國家、學校之相關研究單位之交流與合作。除此之外，本系擴大
學術研究領域，未來將強化對台灣民間宗教與新興宗教等研究議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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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創立至今方滿兩年，從初期僅有陳玉璽與藍吉富兩位教授，到今年爪
女已有五位專任教授師資，未來當再繼續增聘一至二位。目前的專任師資如
下： 

職稱 姓名 學經歷 專 長 
教授 陳玉璽 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所博士 

香港浸信會大學新聞系系主任 
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教授 

社會科學研究、宗教心理分析與
治療 

副教授 藍吉富 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 
中華佛學研究所研究員 

佛教史、佛教史料學、佛教文化
型態 

助理教授兼任
系主任 

劉國威 美國哈佛大學梵文與印度研究學博士 藏傳佛教、印度佛教、喜瑪拉雅
地區宗教 

助理教授 姚玉霜 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社會宗教學博士 宗教社會學、宗教人類學、新興
宗教運動、非洲宗教 

助理教授 許鶴齡 輔仁大學哲學博士 宗教藝術、禪宗思想、道家思想 

  此外，本校其他系所師資亦有宗教相關科目之支援，如心理所的楊國樞教
授、王震武教授、社會所的謝劍教授、文學所的趙孝萱教授、歷史所的卓克華
教授等；在過去兩年間亦曾聘任以下數位客座教授：  

職稱 姓名 學經歷 專 長 
客座教授 王孝廉 日本廣島大學文學博士 

日本西南學院大學國際文化學部教授 
民族神話學 
比較神話學 
中國民族文化史 

客座教授 何耀華 雲南大學歷史系民族史碩士 
雲南社科院民族學研究員 

中國民族史 
中國民族學 

客座副教授 趙 靜 南開大學生物系 
南開大學生命科學院副教授 

道教生命觀研究 
中國藥理研究 

本所之佛學相關課程 
  本所是宗教學研究所，並非佛學研究所，故在師資與課程的安排上必須多
元化，以照顧到宗教領域的各個層面以及學生的各類興趣與需求。雖然如此，
以目前已進入所內就讀的三屆研究所學生來看，大約百分之七十左右仍是偏向
佛學研究，這當然一方面是與本校乃佛教單位所創辦有關，就讀宗教研究所的
學生自然偏向此領域；另一方面，本所師資中以佛教為專業研究領域自然地也
偏多些。以下我簡單列出目前所內曾開過的佛學相關科目：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學分 
佛教史料學 Historical Data of Buddhism 2 
佛教哲學專題 Topical Studies of Buddhist Philosophy 3 
佛教經典名著選讀 Selective Readings in Buddhist Sutras 2 
佛教文化專題 Topical Studies of Buddhist Culmre 3 
佛教與文學 Buddhism and Literature 2 
中國佛教專題 Topical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m 3 
印度佛教專題 Topical Studies of Indian Buddhis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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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佛教專題 Topical Studies of Tibet Buddhism 3 
日本佛教專題 Topical Studies of Japanese Buddhism 3 
禪宗哲學 The Philosophy of Zen 3 
禪藝術專題 Topical Studies of Zen Art 2 
佛教藝術與佛教文化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 2 
造像藝術與佛教文化 Sculptural Arts and Buddhist Culture 2 
梵文 Sanskrit 2/2 
藏文 Tibetan 2/2 

兩年來所曾進行的學術研討 

  在成立的第一年中，因人力與財力有限之故，我們僅有與社會研究所、政
治研究所合辦過一場「社會與文化發展討論會」；但是從去年至今年九月，本
所平均每一學期均辦一場小型的學術研討會，像是去年十二月初的「密教文化
學術研討會」、今年四月份的「宗教與社會研討會」、乃至上個月中在日本本
栖寺所舉辦的「宗教與當代世界學術研討會」，都獲得了相當好的迴響與參
與，將這幾場研討會的發表內容大致列表如下： 

密教文化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第一場研討會 

主持人：蕭金松 發表人：陳玉璽 
題 目：榮格的密教心理分析及其批判 

 發表人：藍吉富 
題 目：中日兩國密教發展的基本差異 

10:00~12:00 
1.論文發表每篇 30 分鐘 
2.聽眾發問 30 分鐘 

 發表人：林光明 
題 目：《滿漢蒙藏合璧大藏全咒》的整編 

12:00~13:30 午餐 
第二場研討會 

發表人：劉國威 
題 目：時輪教法在中世西藏的發展與爭議 
發表人：見悲青增 
題 目：略談西藏密宗教法 

13:30~15:30 
1.論文發表每篇 30 分鐘 
2.聽眾發問 30 分鐘 

主持人：陳玉璽 

發表人：阿旺年札 
題 目：綜觀西藏顯密佛教的中陰身理論 

15:30~15:40 茶點交誼 
15:40~16:40 綜合討論（藍吉富、游祥洲主持） 
16:40~17:30 座談會：大悲咒之梵語讀音研習（林光明主持） 
17:30 會議圓滿 

註：下列三篇論文，因發表人無法在場，僅提供論文資料。  
1.慧曼法師《佛教密宗修習語言的結構與自我整理》  
2.呂建福《法門寺出土捧身菩薩蓮座頂面梵字釋證》  
3.稻谷祐慈《現代日本真言宗的法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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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09:20~10:10 專題演講 龔鵬程校長：宗教的社會功能 
10:10~10:30 茶點交誼 

楊惠南教授：從「時空分延」到「時空壓縮」福利
國之終結的佛教省思 
陳玉璽教授：世界宗教衝突的心理與文化根源 
劉國威教授：十一、十二世紀時期西藏的在家宗教
活動記錄 

10:30~12:00 第一場 
主持人：蕭金松教授 

綜合討論 
12:00~14:00 午餐 

永本法師：佛光山的人間事業─ ─ 以社會教育為例 
林本炫教授：宗教與社會關係的一個側面 
宋光宇教授：中共查禁民間教派政策之回顧與評估 

14:00~15:30 第二場 
主持人：陳玉璽教授 

綜合討論 
15:30~16:00 茶點交誼 

藍吉富教授：日本佛教與部落民 
林美容教授／蘇全正：台灣的民間佛教與嚴仔的觀
音信仰之社會實踐 
姚玉霜教授：台灣當代宗教演變與生活研究 

16:00~18:00 第三場 
主持人：宋光宇教授 

綜合討論 

宗教與當代世界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2003 年 9 月 16 日（週二）～2003 年 9 月 17 日（週三） 
研討會地點：日本本栖寺法輪堂  
13:30~14:00 報到 
14:00~14:30 開幕典禮 星雲大師開示 
14:30~14:45 致開幕詞 王明蓀教務長 
14:45~15:10 茶點交誼 

陳玉璽教授：邁向「創造緣起論」的新思路 
─ ─ 佛教義理的現代省思 
陳 兵教授：中國佛教圓融精神與當代意義 

15:10~16:30 第一場 
主持人：劉國威教授 

綜合討論 
17:00~19:00 交誼 晚餐 

黃柏棋教授：凝想印度─ ─ 試論茲繆（Zimmer）、
伊利亞德（eliade）與杜蒙（Dumonr） 
劉國威教授：近代尼泊爾的佛教發展 
藍吉富教授：印度教種性制度的賤民問題 

19:00~20:40 第二場 
主持人：王明蓀教授 

綜合討論 
20:40~21:00 茶點交誼／休息 

2003 年 9 月 17 日（週三） 
08:30~09:00 報到 

趙明濟教授：中世東亞禪宗史研究之課題和展望 
李守愛講師（中文通譯） 

09:00~10:30 第三場 
主持人：王孝廉教授 

金繩初美講師：摩梭人傳統宗教活動之變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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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 
10:30~10:50 茶點交誼 

謝正一教授：當代宗教信仰與科學之互動 
郭冠廷教授：「人間佛教」與「人間大學」芻議 
林光明教授：論咒語持誦的梵音化─ ─ 密教全球化
的起跑點 

10:50~12:30 第四場 
主持人：陳一標教授 

綜合討論 
12:30~14:00 午餐 

翁玲玲教授：失序的亡魂─ ─ 從人類學的宗教研究
談起 
姚玉霜教授：社會剝奪與宗教訴求─ ─ 以台灣的慈
濟功德會為例 

14:00~15:20 第五場 
主持人：林文瑛教授 

綜合討論 
15:20~15:40 茶點交誼 

宋光宇教授：佛教辦大學的時代意義─ ─ 回顧二十
世紀宗教辦學傳統、前瞻二十一世紀世界文化思潮 
釋慧開法師：宗教的宗教性詮釋─ ─ 兼論現代宗教
教育的定位與取向 

15:40~17:00 第六場 
主持人：王震武教授 

綜合討論 
17:00~19:00 交誼 晚餐 

釋妙覺法師：人間佛教的推動─ ─ 以佛光山海外道
場弘法為例 
李  亮 神 父 ： Orthodoxy Explained for the 
Contemporary World─ ─ 從當代東西方人士的觀
點，簡單闡述東正教會的一些主要觀點 

19:00~20:20 第七場 
主持人：藍吉富教授 

綜合討論 
20:20~20:50 主持人：慈惠法師 閉幕謝詞 
20:50~21:30 閉幕茶會  會議圓滿 

  此外，在 2000 年 11 月底，由學校出面主辦，與哈佛大學梵文與印度研究
系曾合辦「佛教文化研討會」，於台北舉行；去年十月底，與越南社會科學院
宗教研究所合辦「越台佛教研討會」，在越南河內召開。 

  與其他學術團體的合作交流 
  自本所成立以來，在短短兩年中即與不少宗教研究學術團體進行了一些學
術交流，也與其規劃了相當程度的學術合作計畫，希望能在近兩年內一一賦予
實施。 
  1.哈佛大學梵文與印度研究系─ ─ 這主要是因為本人原來在那裡就讀所牽
的線，未來希望是能夠每兩三年合開學術研討會，並將相關學術論文在台灣與
美國分別出版。預計明年下半年在哈佛亞洲中心召開第二次合作研討會，但主
題尚未訂好。 
  2.史丹佛大學佛教研究中心─ ─ 史丹佛大學的宗教系在佛教研究方面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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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向東亞佛教，它們的佛教研究中心主任將於下月應邀來訪，我們希望能在東
亞佛教研究領域中有進一步的交流。  
  3.越南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 ─ 去年本校一行人去河內參加「越台佛教
研討會」時，與他們簽有學術合作協約，由越南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負責蒐
集越南所保存之漢文佛教典籍，待整理完成後，由本校負責於台灣出版。進一
步之細節在今年十二月初時，其宗教研究所之所長與副所長將蒞台與我們洽
商。 
  4.西北民族大學─ ─ 八月底本校教授（包括我在內）一行八人至蘭州開
會，至西北民族大學拜訪時，彼校宗教系欲與敝宗教系所合作一些項目，特別
因為我的研究領域與藏傳佛教相關，進一步的合作計畫內容仍在討論中。 
  此外，由於我的研究領域關係，這一年來與尼泊爾國家檔案館（Nepal 
National Archives ） 與 在 紐 約 之 「 西 藏 佛 教 資 源 中 心 」 （ 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均有初步的合作討論，希望能為本校暨本所蒐集較完整的梵
藏文獻手稿等，但這可能還要較長期的計畫資源。  

  結論 
  本所乃是一所相當年輕的宗教研究機構，在研究路線及相關之軟硬體設施
上都在逐漸摸索與擴充中，藉著這一篇相當簡短的報告，希望外界能對我們有
較多的瞭解認識，也希望在佛教文化的研究境地中，本所的研究成績與貢獻能
漸漸展露出頭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