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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邁入數位新時代，人文學科必須結合科技新知的研究方式，已是現代學術
發展的重要一環，為了因應資訊時代需求，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緊跟世界學
術發展潮流，近年來積極規畫開設「佛學資訊學程」以培養兼具佛學與資訊知
能之人才，運用資訊科技的媒體與工具，以有效管理資料文獻，改進佛教的教
學、研究、服務、行政等各個層面。此舉首開國內外佛學教育風氣之先，更為
佛教打造終身學習環境寫下嶄新的一頁，此將使學生的學習領域更為多元、以
及推動嶄新的佛法傳播型式。 
  中華佛學研究所成立二十年來，培育佛學研究人才不遺餘力。近年更積極
投入許多佛學與資訊之相關工作─ ─ 例如協辦 CBETA 電子佛典、佛學數位圖
書館暨博物館合作計畫、國家數位典藏、貝葉及各種經典文獻之數位化與資料
庫的建置等。中華佛學研究所 2001 年底遷至台北縣金山鄉法鼓山，除環境清
靜優美外，亦建設有法鼓山教育園區網路、圖書資訊館、多媒體電腦教室、多
功能電腦網路教室等各種設施；2003 年夏天繼承中華佛學研究所目前在佛典
電子化與佛學網路資料庫建構上的卓著成果，並結合先進的佛學資訊研究、圖
書資訊館等軟硬體設備，增設「佛學資訊學程」，期能在經典文獻數位化保
存、知識管理與線上學習，以及佛教的流通推廣上，挹注一股連結時代發展趨
勢的新動力，以及未來佛教弘傳資訊化的基礎。 
  本文擬就中華佛學研究所開設「佛學資訊學程」的緣由與籌設過程、作業
流程、課程規畫、師資簡介、實驗室軟硬體架構與未來規畫等作一簡單的說
明，以就教專家學者。 
 
關鍵字：1.佛學資訊 2.學程 3.佛教教學 4.佛學方法 5.佛學與資訊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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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學資訊學程」設立緣由與背景 

  網際網路資訊時代，改變了人們溝通和處理資料與知識的方式，新的數位
化資訊或電子媒體的取得、記錄、整理、搜取、呈現、傳播的效率，史未曾
有；學習和知識的重要性及必要性亦與日俱增。而數位內容的豐富和品質優良
與否，將影響人類的學習與知識建構、甚至生活環境、社會結構和文明的發
展。 
  佛教是源遠流長的宗教，其相關的資料與知識浩瀚如海，可說是人類精神
文明及智慧的寶藏。而學佛更是有益於生命、生活的終身學習；尤其在複雜多
變、容易迷失的現代社會，佛學的推廣學習更有其重要性及意義。因此，若能
運用資訊、傳播以及教育科技等理論與方法，將資料文獻數位化保存及有效地
管理，並且改進佛教的教學、研究、推廣、服務等各個層面，不僅是佛教教育
的創舉，也將是宗教教育乃至所有人文教育的新潮流。1 誠如「佛學資訊學
程」招生宗旨所言，設置本學程之時代需求與重要性，故於本段略述籌設「佛
學資訊學程」的緣由與背景。 
  中華佛學研究所為因應網際網路的資訊時代來臨，於 1998 年成立「佛學
網路資訊室」（Buddhist Studies Internet Network Center，簡稱「網資室」），
延聘德國籍 Christian Wittern（維習安）博士為顧問。繼而，中華佛學研究所
於 1998 年 2 月 15 日協助「北美印順導師基金會」成立「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http://ccbs.ntu.edu.tw/cbeta）。於五年內將《大正新脩大藏經》中，漢譯佛典
與中國撰述部的五十五冊藏經及第八十五冊，進行電子檔輸入、校對、電腦缺
字處理及做標記（Markup）等標準化工作，完成高品質且完整的電子版佛
典，達一億多字，並附有全文檢索及校勘多版本比對等功能。並利用網際網路
及 CD 版，將漢譯及漢文電子版佛典公開提供各界使用。 
  此外，中華佛學研究所於 1999 年 10 月至 2003 年 3 月與台灣大學合作進
行原台大佛學中心「佛學網路資料庫」（http://ccbs.ntu.edu.tw） 的建構與發
展。該資料庫自 1994 年起至今已經完成的佛學書目資料約計 10 萬筆，建置中
英文學術論文全文資料庫有 2000 篇左右，以及「佛學網路梵文、巴利文、藏
文佛典語言教學」、「佛學網站資源」（Buddhist Internet Resource）、「佛
教工具」等資料庫提供學界檢索應用。 
  同時，近年來「網資室」並完成多項大型計畫，所建構的資料庫有：數位

                                                   
1  中華佛學研究所佛學資訊學程招生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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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玄奘西域行（國科會計畫：國立台灣大學．國立台北藝術大學．中華佛
學研究所合作執行 1999-2001）、台灣佛教數位博物館－蓬萊淨土遊（國家數
位典藏計畫：國立台灣大學．國立台北藝術大學．中華佛學研究所合作執行
2001-2002）、台灣佛教文獻數位資料庫（蔣經國國際學術計畫：國立台灣大
學．國立台北藝術大學．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中華佛學研究所
合作執行 2001-2003）、法鼓全集電子版光碟專案（中華佛學研究所與法鼓文
化事業合作執行 2001-2003）、《瑜伽師地論》資料庫─ ─ 電子佛典製作與運
用之研究（行政院國科會計畫案：1999-2002）、《法華經》多種語文版本數
位資料庫的．建構與研究（蔣經國國際學術計畫：日本立正大學、日本德島大
學以及中華佛學研究所合作執行 2003-2004）等計畫。同時，中華佛學研究所
也建構有緬甸聖典寫本簡明目錄電子資料與發行穆克紀教授訪台講學紀念專輯
以及各項學術資料文獻資料庫等。2 
  以此「網資室」所建構的資源為基礎，中華佛學研究所歷年來曾經開設

「佛學電腦網路輔導」（Guide to Buddhist Net Resources, 1996 上）、「資訊時
代中的佛教文獻」（Electronic Buddhist Texts in New Era, 1996 下）、「佛學
網路數位資源簡介與應用」（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s and Applications, 1997
上）、「佛學網路數位資源簡介與應用」（The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s, 1997 下）、「佛學電子資料庫的運用」（ The 
Excises of Buddhist Electronic Databases, 1998 上）、「電子佛典與佛學研究方
法 ─ ─ 以 《 華 嚴 經 、 十 地 品 》 為 例 」 （ Buddhist Electronic Resources and 
Research Methods, 1998 下）、「佛學網路資料庫的製作」（The Creation of 
Buddhist Net Databases, 1999 上）、「佛學網路資料庫的製作」（The Creation 
of Buddhist Net Databases, 1999 下）與「佛學知識管理實務」（Knowledge 
Management for Buddhist Studies 2000-2003）等課程培訓學生。 

二、籌備過程與作業流程 
  為因應網際網路（Internet）資訊時代來臨，中華佛學研究所既已具備如

                                                   
2  因篇幅關係，詳細資料請參閱杜正民，〈以 CBETA 為例談大量文獻之建立─ ─ 漢文藏經電子化

作業簡說〉，《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通訊》第 15 卷第 13 期，1999.06，頁 117-123。及〈「佛學網
路資料庫」的建構過程與內容簡介〉，《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 23 期，2000.01，頁 313-
335。及〈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台大與中華佛研所共同開啟新的里程碑〉，《佛學研究中
心學報》第 5 期，台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2000.07，頁 341-351 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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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的教學資源與經驗，因此從 1998 年起開始規畫佛學與資訊相關課程。3 於
2001 年遷至金山法鼓山現址，即積極籌備「佛學資訊組」以及規畫「電腦與
佛學研究學程」，此結合佛學研究與資訊科學等領域的教學資源，提供電腦科
技運用在佛學研究與教學的課程，後因種種因緣，於 2002 年正式更名為「佛
學資訊學程」（Buddhist Informatics Program，略稱 BIP），提報校務會議後
旋即成立籌備中心。 
  經由一段時間的籌畫，2002 年由中華佛學研究所圖資館網資室開始執行
相關作業。是以，「網資室」又一次擔負起佛教資訊化的責任，為學生籌畫一
系列兼具多元、實用、生活化等特性的學程課程，以期修畢學程學分的學生具
備佛法數位學習及知識管理的應用、研發能力，運用資訊科技的媒體與工具，
有效管理資料文獻，改進佛教的教學、研究、服務、行政等各層面。茲將進行
的作業步驟簡述如下。 
  首先，於教研會中擬定相關規章以利作業進行，如依據「中華佛學研究所
學程設置準則」擬定「中華佛學研究所佛學資訊學程實施辦法」、「中華佛學
研究所佛學資訊學程修業規定」以及「中華佛學研究所佛學資訊學程管理辦
法」等規章辦法。接者，成立「佛學與資訊學程」籌備委員會，開始進行佛學
與資訊學程發展計劃、招生作業流程、徵聘專兼任教授、申請研究計劃、佛學
資訊學程實驗室規畫以及學程教務與教學網站的設計等。已經完成實驗室規
畫，以及軟體預備工作，同時也初步完成網路溝通環境架設。行政作業，則已
經完成「佛學資訊學程」簡介網頁，並透過雜誌、網路等媒體進行宣傳與招生
廣告。目前已完成招生作業，今 2003 年共招收三位素質與專業水準甚高的學
生，並接受在學學生的選課申請，共計學程學生六位。 
  進而，並依據「中華佛學研究所學程設置準則」設置「佛學資訊學程委員
會」，以研議教學與行政事務及推動相關學術活動，並協助學程計畫的執行方
針。初期規畫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立基於人文資訊的基礎，發展電子佛典、佛學
數位典藏之評鑑研究，如資訊分類與收集（Data Classifying and Clustering）、
資訊探勘與統計分析（Data Mining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網路與資料庫管
理（Database and Web-site Management）、設計及使用評鑑等方向。同時，亦
擬發展佛教資訊知識管理系統，如佛學知識庫的建立、資訊分析工具及應用軟
體、佛教資訊探勘軟體與版本比對之工具及方法等。而在呈現方面則以佛學數

                                                   
3  釋惠敏，〈資訊時代之教教育課程規劃初探─ ─ 以中華佛學研究所「佛學資訊組」課程規劃草

案為例〉，發表於輔仁大學承辦之「宗教教育研討會」，19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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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習為主，如建立佛學知識入口網站、學習社群及教學創新以及佛學與認知
科學、系統理論及學習科技等等，都是目前規畫中的方向。  
  至於學生就讀的管道，依本所「修業規定」，申請參加學程者有二種方
法，一般是入學考試選考佛學資訊學程，如非上列入學管道之學生，則可向

「佛學資訊學程委員會」申請核可。而開放的學生對象以本所學生為主，但如
有需要亦得開放給與本所學術合作之學校的學生提出申請。申請入學的方式，
以參加本所全修生入學考試時選考「電腦概論」以替代「中印佛教史」考試，
並且符合本所入學標準者為主。在學學生則可填寫「佛學資訊學程申請表」並
檢具成績單向學程委員會提出申請，學程學生以上兩種方式選修相關課程。  
  學程規畫的目的乃是擬透過平台化的知識學習與資源共享，佛學資訊將成
為結合佛學研究與資訊科學等領域的教學資源，提供電腦科技運用在佛學研究
與教學的一組課程。希望，經過「佛學資訊學程」的課程安排及有計畫的訓
練，修畢學程學分之學生，能夠具備足夠的能力，在未來能夠更進一步積極參
與佛學資訊專案、建構佛學知識庫、研發多媒體教材及 e-learning、致力於佛
學電子出版，甚而從事佛教相關機構資訊化工作。  
  「佛學與資訊學程」的成立，誠如鼎力協助規畫與設立課程的施郁芬教授
所言：佛學資訊組（學程）的成立，除了能讓浩瀚的佛教教典文獻有效管理，
佛學要應用落實在生活層面，也有待科技來實現。至於科技不限時空的特性，
亦將形成更寬廣、更主動且參與性高的新學習社群。總結現代佛教教育與佛法
弘法所面臨的興革需求，處在生活化的終生學習環境裡，佛教作為終生學習的
一環，當然不能自外於資訊科技的潮流。4 所以，進而於「佛學與資訊科學
整合課程規畫草案」5 對課程的基本設計做了基本的釐定。  

三、佛學與資訊科學整合課程規畫 
  於佛學與資訊科學整合課程規畫草案中，規畫選考學程的學生必須另外選
擇「中國佛學組」或「印度佛學組」或「西藏佛學組」的一部分作為主修

（major），而「中國佛學組」或「印度佛學組」或「西藏佛學組」的學生也可
選擇此學程的一部分作為副修（minor）或選修旁聽某些課程。 
  設立本學程的目的在使對佛學與資訊的應用與研發有興趣的研究生能有
更深層的認識，並促進佛學研究的發展。為鼓勵研究生有系統的學習跨領域課

                                                   
4  林純綾，〈結合現代資訊科技 打造佛學研究新環境〉，《法鼓雜誌》，149 期 2002.05.01 
5  釋惠敏，〈資訊時代之「佛學資訊組」課程規劃〉，http://www.chibs.edu.tw/academic/c_buin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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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增加多元學習之機會。學程以具整合性課程規畫為原則，是以學程規畫以
佛學資訊學研究（例如：標記語言、程式語言等）、佛學科技應用（例如：互
動式多媒體設計、電腦與學術出版、佛學教學科技等），以及佛學知識工程

（例如：知識工程、知識探勘、知識庫等）三方面為課程規畫導向，並且將三
年的學程依序從電腦硬體、軟體與應用的理論與實作，以及基本概念與使用的
標準及通訊協定等循序規畫。 

  如教授資料庫（ database）、作業系統（ operating system）、網絡管理
（network administration）等主題，以及介紹電腦軟體如何運用在人文科學的理
論與實作。以電腦為基礎的教學（computer-based instruction）、研究、學術出
版（academic publishing）、服務（Service）以及資料庫（databases）、網路
資源（on-line resources）及媒體發展略史等主題。並學習如何運用電腦軟體在
學術文書處理（配合 MLA 等的理論與格式，特別以撰寫報告、論文為學習目
標）。再循序進入，運用於人文科學的通用標記語言的基本理論與實作。如文
獻編碼（text encoding），SGML（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標
準通用標記語言）， HTML（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超文件標記語
言），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擴展性標記語言）的基本課
程。學習電腦科技在語言學、文獻學上的基礎運用，如開設文獻分析（ text-
analysis ） 之 concording, KWIC （ Key Words In Context ） concordance, 
Frequencies, Collocations and KWIC, Text-analysis program 等課程。進而，運用
進階的電腦科技於學術寫作與出版領域的基礎，如教授學術刊物與通訊、桌上
型出版（desktop publishing）、網路電子出版品（electronic publishing on the 
Internet）等。 
  為了充分展現資訊科技的多元特性，「佛學資訊學程」在課程規畫上，除
了將學程分為核心必修課程、選修課程及專案研究外，並將朝「佛學資訊研
究」、「佛學知識工程」及「佛學科技應用」等方向發展。而學生至少須修畢
二十四學分，包括三門核心必修科目、一門專案必修科目及至少二門選修科
目。必修的核心科目主要是以佛學與資訊的相關科目為主，如負責教授的京都
大學教授唯習安博士的規畫該課程為一個三年佛學資訊課程計畫，安排本計畫
未來課程中所有應用的基礎。學生將學到電腦的文書呈現，學習使用某些用於
研究及文書處理的基礎工具等，並瞭解電子通訊、出版的基本概念以及其中使
用的標準及通訊協定，以及獲得重要的思維及研究技能等。  
  身處於網路資訊時代之中，不管是從事科學與人文的研究，皆需要對知識
進行管理，有組織的知識就能被再度利用與創造，即是一種「資訊」，而「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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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資訊」的整合可以幫助對各項佛學知識進行有效利用。是以中華佛學研究
所「佛學資訊學程」以「佛學資訊研究」、「佛學知識工程」及「佛學科技應
用」等三個面向為主軸。依此三個主軸，學生可以進行不同的專案計畫，如佛

學資訊學研究專案，以包括電子佛典數位資料庫研究、數位文獻標記語言應用

研究、佛典閱讀環境開放源碼研究等為研究標的。佛學知識工程專案，以知識

工程發展及應用研究、佛學資料擷取技術發展研究、佛學知識庫建構等為主。

佛學科技應用專案，佛學教學及傳播科技研究、佛學超媒體及虛擬實境技術發

展研究、佛教藝術影音技術發展研究等可有相當多的發展。 

  「國內著名的資訊學家謝清俊教授，除了肯定佛法的新傳播型式外，他進
一步提出前瞻的人文關懷看法。他認為佛法應該對現代科技所衍生的各種問題
進行瞭解，而佛學資訊學程正是一個媒介管道，學生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省思
科技，並思考佛法的因應之道。」6 誠如這段報導所說，謝教授多年來推動
與執行各項國家數位計畫不遺餘力，對於學程課程的規畫，他提供了相當多的
寶貴意見。目前他正依這些概念，於本所開始教授學程相關的教學。 

  本學程教授課程的老師皆為國內一時之選，包括中研院資訊所謝清俊教
授、台灣大學資工所歐陽彥正教授、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所長許
素朱教授、日本京都大學維習安博士，以及本所老師等多位學有專精的教授
群，本學程並將不定期邀請國外學者前來客座講習及邀請各界專家舉辦專題演
講等活動，未來更會配合課程需求，延聘學有專長的教授加入教學研究的行
列。僅將本學期課程表及師資簡介於後。 

                                                   
6  黃文玲，〈首開「佛學資訊學程」接軌世界潮流〉，《法鼓雜誌 》，161 期 200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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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開設課程表 

 一 年 級 二 年 級 三 年 級 四 年 級 

人文資訊學專題   佛學資訊研究專案 

佛學資訊、工具
與技術（I） 

佛學資訊、工具與
技術（II） 標記語言與標記方法 佛學知識工程專案 

電子佛典實習   佛學科技應用專案 

三選一 

知識工程導論 知識探勘 知識庫  

 電腦研究工具與方
法（I） 

電腦研究工具與方法
（II）  

佛學知識管理實務 資訊社會學概論 媒體資訊學概論  

必 
修 

互動式多媒體設計 電腦程式人文科學
應用（I） 

電腦程式人文科學應用
（II）  

備註 

九十二年度第一學期擬開設五門課程及一門實習課程，分別為：  

佛學資訊、工具與技術（一），由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字情報研究中心 

維習安博士開設互動式多媒體設計，由台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 許素朱所長開

設 知識工程導論，由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 歐陽彥正教授開設 人文資訊學專

題，由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謝清俊教授開設 佛學知識管理實務，由中華佛

學研究所 杜正民老師開設 電子佛典實習，由中華佛學研究所 周邦信老師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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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擬開設課程參考資料： 

１、核心必修科目 

101. 人文資訊學專題 2 學分 
201. 佛學資訊、工具與技術（I）  2 學分 
202. 電腦與教學（I） 2 學分 
205. 電腦與學術出版（I） 2 學分 
301. 佛學資訊、工具與技術（II）  2 學分 
302. 電腦與教學（II） 2 學分 
305. 電腦與學術出版（II） 2 學分 

２、專案必修科目 

401. 佛學資訊學研究專案 4 學分 
402. 佛學知識工程專案 4 學分 
403. 佛學科技應用專案 4 學分 

３、選修科目 

100. 電腦概論 2 學分 
102. 互動式多媒體設計 3 學分 
103. 知識工程導論 2 學分 
104. 佛學知識管理實務 2 學分 
203. 電腦程式人文科學應用（I） 2 學分 
204. 電腦研究工具與方法（I） 2 學分 
206. 資訊社會學概論 2 學分 
303. 電腦程式人文科學應用（II） 2 學分 
304. 電腦研究工具與方法（II） 2 學分 
306. 媒體資訊學概論 2 學分 
* 以上課程規畫將依實際開課情形做適當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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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佛學資訊實驗室規畫與網頁設計 
  為使對佛學與資訊整合之研發與應用有興趣的研究生，能有多元的電腦資
訊學習環境，進行佛法推廣與教學科技研究。故實驗室的空間及網路規畫也是
重要的籌備工作之一環。初期以圖書資訊館五樓網資室作為實驗室地點，實體
網 路 係運 用中 華佛 學研 究所 現 有伺 服器 與輸出 設 備， 以高 速乙 太網 路 卡

（10/100Mbps）連結 Intel Pentium 4 等級 PC，建置獨立區域網路（LAN），包
括個人電腦、彩色影像掃描器及噴墨印表機等設備，網路架構初期規畫如下
圖，未來隨研究生人數及專案規模彈性調整。  軟硬體設備除配合佛學資訊研
究發展，除使用佛學研究所現有實體網路及伺服器設施外，並擴充硬體設備、
開放軟體（OpenSource）或商用軟體，依預算額度增購。  
 
 
 
 
 
 
 
 
 
 
 
 
 
 
 
  於軟硬體規畫的同時，也進行網頁與虛擬教務等規畫，如網務、教務、學
務、研發、推廣、管理、總務與最新公告、學程實驗室、線上學習、虛擬教
務、討論區、生活集錦、心情留言板以及各項活動等的規畫。於學程開設之
前，已經建構相當的資料量完成網頁設計，供考生與外界參考，詳見網頁
http://bip.chibs.edu.tw。 
  本項實驗室與網頁的規畫概念，主要以虛擬與實物的結合為考量，亦即先
建構一虛擬辦公室，然後依實務需求再建構上述的佛學資訊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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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下列圖示可看出，本計畫是整合現有的「網資室 BSIN」人力與電子佛
典資源，將歷年來佛典電子化經驗，結合新資訊與外來師資，以支援學程的作
業開發未來佛學資訊的發展。於「佛學資訊學程 BIP」下分設，虛擬的「網路
辦公室 Virtual Office」與實物的「佛學實驗室 BI LAB」，分別進行各項業
務，以協助學生學習，達成完成專案計畫的學程需求。  
  本規畫期能開展學生新視野與未來的發展，以進行佛學與資訊相關研究及
教育工作，發展佛學數位學習，建立資訊時代之佛教終身學習環境，以促進資
訊時代佛教教學研究之創新與變革。7 
  佛學資訊學程軟硬體架構圖： 

 

  

                                                   
7  有關中華佛學研究所佛學資訊學程相關資料，請參閱佛研所網頁http://www.chibs.edu.tw或

http://www.chibs.edu.tw/bud_info/revised/c_lp_f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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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發展與願景 
  總之，中華佛學研究所成立至今累積了二十餘年的佛學教學經驗，近年來
在網路科技的蓬勃發展下，網路資料室更率先從事佛典電子化的工作，目前已
完成一定數量的電子佛典，為因應訊時代的佛學研究發展，不但需要有特別規
畫建立相關學程，整合過去佛典電子化的經驗以及電子佛典資源，除本所既有
師資之外，再加入外來資訊方面的師資，以期能培養佛學資訊人才。 

  同時，為提供選修「佛學資訊學程」的研究生優良的學習環境以推動佛學
研究的發展，本學程將規畫提供下列研究方向與環境供學生選擇，如建立佛典
數位文獻研究環境，運用於人文科學語言的實作與發展，以運用標記語言

（Markup Language）及超文件（Hypertext）技術，研究如何將佛典以電子數位
方式儲存、呈現，並學習文書處理、學術論文、刊物及網路電子出版等。開發
數位佛典閱讀環境的開源碼研究，可建立跨作業系統、跨佛典語文、整合應用
的軟體平台，作為普及性佛典閱讀、學術性佛學研究的共同環境，進行佛法推
廣與教學科技研究。建置佛學知識庫研究環境，包括佛學知識管理（KM）系
統發展運用、學習 WWW 網站與資料庫系統整合技術，並運用於知識管理系
統建置或資料擷取（Data Mining）技術研究。建置佛教藝術影音研究環境，
可使用影音卡、光碟機、掃描器、數位攝影機、彩色印表機及多媒體編輯軟體
設備，研究將佛教文物藝術以多媒體方式展現。佛學超媒體發展研究環境，提
供學習互動式多媒體設計技術，發展修行輔助工具，開創色、聲、香、味、觸
等多元資訊運用技術，結合虛擬實境（VR）技術，發展修行輔助工具，開創
新的佛學資訊領域。以及，建置佛法資訊傳播研究環境，提供學習網頁排版編
輯網頁多媒體編輯與網站建置管理等課程，運用網路教學領域，整合文獻、圖
像、影音等超文件（hypertext）教材，以推廣佛法線上教學，簡言之，以建構
佛學研究工作台的大方針為導向。期能結合現代資訊技術發展，運用網際網路
媒體的快速傳播，進行佛學教育推廣與教學科技研究，故規畫上列研究環境與
方向讓學生可以充分的學習與發揮。 
  因此，立基於上述的基礎，透過佛學與資訊課程的規畫及設計，希望未來
除了能夠培養兼具佛學與資訊知能的人才之外，更能推動發展佛學數位學習，
以建立資訊時代佛學終身學習環境，促進佛教教學、研究之創新與變革，進而
建構教學、研究、行政三環結合之知識網路，讓佛學資訊之相關研究及教育工
作更符合時代脈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