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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出版

聖嚴法師曾在《聖嚴法師學思歷程》一書中說：「如果不做學術性的研討，便不

會知道如何運用既有的資源，來給每一個時代的社會，提供多功能的服務與高品質的貢

獻。」而學術著作的出版，便是促進「學術性的研討」所不可或缺的墊腳石。本所歷年

來一直致力於學術著作的出版，分別有期刊、論叢與會議論文等，介紹成果如下：

（一）《中華佛學學報》（Chung-Hwa Buddhist Journal）

《中華佛學學報》前身為《華岡佛學學報》（Hwa-Kang Buddhist Journal），於1968

年創刊，出版八期後，於1987年正式更名為《中華佛學學報》，並邀集海內外知名學者

五十餘人擔任審稿人及組織編輯委員會，每年出刊一期，以中、英、日等數種語言，發

表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之後，為了使在本學報發表的研究成果，能讓國際上更多的人

利用，於2008年第21期起全面改為英文版。

＊華岡佛學學報　1968-1985　1-8期

各期之目錄與各篇全文，可見於網址http://www.chibs.edu.tw/publication/hk_pub.html

＊中華佛學學報　1987-2007　1-20期　中、英、日三種語言

2008以後　  21期起　英文版

各期之目錄與各篇全文，可見於網址http://www.chibs.edu.tw/publication/ch_pub.html

（二）《中華佛學研究》（Chung-Hwa Buddhist Studies）

《中華佛學研究》期刊在1997年發刊，2006年停刊，共發行十期。後於2009年決

議復刊，並成立獎學金辦法，以鼓勵國內外在學博、碩士生與碩士畢業生從事「漢傳佛

教」之學術研究。2010年12月將出版復刊後第一期。詳情請參考本所頒布之「《中華佛

學研究》期刊徵文獎學金辦法」。

＊中華佛學研究　1997-2006　1-10期

各期之目錄與各篇全文，可見於網址http://www.chibs.edu.tw/publication/ch_sdy.html

（三） 中華佛學研究所論叢（Series of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自1994年起，不定期出版學術專著，內容包括：梵、巴、藏、日等語文的佛典譯

註，原典語文教材，學術工具書，及佛教文獻、歷史、思想等專案的學術著作。至2009

年5月「中華佛學研究所論叢」共出版51本，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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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書　　名 作　譯　者

1 量理寶藏論
薩班．慶喜幢　編著

明性法師　中譯

2 中國沙門外學的研究─漢末至五代 曹仕邦　著

3 太虛大師佛教現代化之研究 洪金蓮　著

4 季羨林佛教學術論文集 季羨林　著

5 天台緣起中道實相論 陳英善　著

6 僧肇思想探究 涂艷秋　著

7 中國大陸宗教文章索引（上）（下） 王雷泉　主編

8 佛教譬喻文學研究 丁敏　著

9
生命緣起觀─梵本《淨明句論．第二十六品觀十二

支分》初探
釋惠敏、釋果徹　合著

10 《敦煌寶藏》遺書索引 釋禪叡　編著

11 梵語初階　 釋惠敏、釋齎因　編譯

12 《菩提道燈》抉微 釋如石　著

13 六度四攝與《瑜伽論．戒品》之關係 釋體韜　著

14
大乘止觀導論─梵本《大乘莊嚴經論‧教授教誡

品》初探 
釋惠敏、關則富　合著

15 《雜寶藏經》及其故事研究 梁麗玲　著

16 敦煌寫卷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 釋果樸　著

17 《雜阿含經．受相應》之研究 釋天襄 　著

18 敦煌禮懺文研究 汪娟　著

19 傅大士研究 張勇　著

20 戒律與襌法 釋惠敏　著

21 中國佛教史學史──東晉至五代 曹仕邦　著

22 佛教文獻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一） 水野弘元　著、許洋主　譯

23 佛教教理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二） 水野弘元　著、釋惠敏　譯

24 巴利論書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三） 水野弘元　著、釋達和　譯

25 天台懺法之研究 釋大睿　著

26 漢月法藏之襌法研究 釋見一　著

27 潑墨仙人圖研究 ──兼論宋元禪宗繪畫 嚴雅美　著

28 紫柏大師生平及其思想研究 范佳玲　著

29 漢族佛教僧伽服裝之研究 郭慧珍　著

30 摩訶止觀之研究（上）（下） 李志夫　編著

31 龍藏‧維摩詰所說經考 林純瑜　著

32 實用西藏語文法 廖本聖　著

33 現觀莊嚴論一滴 釋如石　著

34 《賢愚經》研究 梁麗玲　著

35 維摩斗室空間美感之研究　 陳嘉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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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書　　名 作　譯　者

36 律制、清規及其現代意義之探究 釋能融　著

37 明末清初律宗千華派之興起     釋果燈　著

38 唐代禪宗心性思想 張國一　著

39 智者大師判釋「三藏教」之研究 釋大常　著

40 聖嚴法師佛教教育理念與實踐 釋常慧　著

41 巴利語佛典精選 水野弘元　著、釋達和　譯

42 無明即法性──天臺宗止觀思想研究 陳堅　著

43
Integrating Chinese Buddhism: A Study of Yongming 
Yanshou's Guanxin Xuanshu （永明延壽《觀心玄樞》
之研究） 

黃繹勳　著

44 《申曰經》研究 釋章慧　著

45 明末佛教發展之研究──以晚明四大師為中心 釋見曄　著

46 山東佛教史跡──神通寺、龍虎塔與小龍虎塔 鄭岩、劉善沂　編著

47 《華嚴經‧入法界品》空間美感的當代詮釋 陳琪瑛　著

48 元代中峰明本禪師之研究 釋有晃　著

49 經集 釋達和　譯著

50 禪宗典籍《五燈會元》研究 黃俊銓　著

51 楊郁文──其佛法之理解與實踐 黃侃如　著

（四）漢傳佛教論叢（Series of the Chinese Buddhism）

「漢傳佛教論叢」於2006年籌辦規劃，並於2008年開始徵稿。範疇為研究「宋代至

清末」與漢傳佛教相關之各個層面，研究素材不限於佛教典籍為主，凡釋、儒、道、皆

可為研究切入點，亦可與社會、文化面相關議題結合闡述。詳情請參考本所頒布之「漢

傳佛教論叢徵稿辦法」。

（五）佛教會議論文彙編

從1990年至2006年，本所共舉辦了五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從第三屆起，即將

學者所發表的論文，於會後收集出版，因此而有了「佛教會議論文彙編」系列。目前總

共出版六冊，細目如下：

冊 書　名 作　編　者

1
人間淨土與現代社會

──第三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中文論文集

釋聖嚴　等著

釋惠敏　主編

2
佛學與文學

──佛教文學與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學部分）

丁　敏　等著

李志夫　主編

3
佛教與廿一世紀

──第四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中文論文集

釋聖嚴　等著

釋惠敏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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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書　　名 作　譯　者

4

The Role of Buddhism in the 21st Century: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Chung-Hw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ddhism（佛教與二十一世紀──第四屆中華國際佛學

會議英文論文集）

Edited by Ven. Huimin

5

觀世音菩薩與現代社會

──第五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中文論文集

釋聖嚴　等著

黃繹勳、William Magee 

主編

6

Bodhisattva Avalokitesvara (Guanyin) and Modern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Chung-Hw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ddhism（觀世音菩薩與現代社會──第

五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英文論文集）

Edited by William Magee 

& Yi-hsun Huang

（六）歷年會議論文資料

＊1991《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實錄》，中華國際佛學會議編輯委員會 編。

＊1993《第二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實錄》，中華國際佛學會議編輯委員會 編。

＊ 1998《兩岸佛學教育交流座談會暨博覽會實錄》，中華佛學研究所編審委員會 編。

＊ 2002《鑑往知來─兩岸佛學教育研究現況與發展研討會論文專集》，林郁芝 編。

＊ 2005《承先啟後─兩岸佛學教育研究現況與發展研討會論文專集》，郭麗娟、

林郁芝編。

（七）其它書籍

＊2001《耕耘播種─中華佛學研究所廿週年特刊》，中華佛學研究所 出版。

（可見於網頁http://www.chibs.edu.tw/intro/CHIBS20/ch/i.htm）

＊ 2001《東アジア佛教の諸問題──聖嚴博士古稀紀念論集》，中華佛學研究所/聖

嚴博士古稀記念論集刊行會 編，東京都：山喜房佛書林。

＊2002《臺灣佛學院所教育年鑑》（第一輯），中華佛學研究所 主編。

（可見於網頁http://www.chibs.edu.tw/others/college/index.htm）

＊ 2003《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圖書資訊館遷館週年暨圖館週紀念特刊》，法鼓山

中華佛學研究所圖書資訊館 發行。

＊ 2003《札西德勒 法鼓山─第一屆、第二屆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結業紀念

冊》，中華佛學研究所/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 出版。

＊ 2004《佛教與藝術》（壹 佛教藝術；貳 典藏文物；參 書畫篆刻），中華佛學研

究所佛教藝術研究中心 編印。

＊ 2008《法鼓與法螺的奏鳴曲─第四屆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翻譯研究班翻譯作品

集》，中華佛學研究所/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