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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金川

 108.01〈《維摩詰經》的身份話語：一個文學社會學的解讀—以
Ratnâkara 的身份敘事為例〉，《佛光學報》新五卷第一期

郭朝順

 106.08.1-108.07.31【華嚴鏡映哲學：華嚴經覺悟經驗的詮釋與開
展】研計計畫獲得科技部補助
 107.08.01 出刊專書論文之〈天台宗山外派真心論與宗密思想關
系之考察－－以源清與智圓為主〉
，可祥主編，
《首屆天台佛教學
術研討會—唐宋天台佛教論文集》
 107.12.07 於「佛教存有論工作坊」發表研討會論文－〈擱置、
描述、安立：論漢傳佛教對存有論的三種態度〉
 108.05.02-04 於「五四運動 10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研討
會論文－〈論歐陽竟無與太虛對西方哲學的雙向格義〉

鄭維儀

 「共住共食與教育理念－以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為例」，獲得 107
年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補助
 107.11.01-02 擔任 2018 年佛光山大學校長論壇現場英文即時口
譯
 107.12 Transitioning the Vietnamese Ullabama Festival to
Taiwan,Transnational Religious Spaces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107

their Interaction in Africa, East Asia and Beyond

陳一標

 107.09「第四屆華嚴論壇」發表研討會論文〈從外延式定義看華
嚴四法界的差異〉
 107.11.01 佛教學系與韓國威德大學佛教文化學科簽定 2+2 學生
交換合約
 107.11.01 佛教研究中心與韓國威德大學密教文化研究院簽定合
作契約
 108.06「第七屆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學術研討會」發表研
討會論文〈三界唯心與星雲大師的經典詮釋〉
 執行「107 年度教師專業成長社群：佛教學英文教學社群」計畫，
擔任計畫主持人（107 年高教深耕計畫：107 深 3-1-1 提升共識

林純瑜

強化社群）
 107.08.01 至 108.01.31 指導大學部學生林于涵申請「107 大學生
參與專題研究補助案」獲得補助
 108.01.22 擔任台大哲學系博士班學生陳洵渼博士論文大綱口試
委員
 108.05 指導大四生林于涵完成畢業論文《西藏佛教修心教法之

研究》
 108.05 指導大四生陳銳文完成畢業論文《伏藏研究》
 指導大四生林于涵申請「科技部 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黃繹勳
曾稚棉

 佛教研究中心由副主任黃繹勳教授領隊於 107 年 11 月 14 日，
遠赴德國漢堡大學，與其 Numata 沼田佛教研究中心 和 AsienAfrika-Institut 亞非學院合辦佛學工作坊，名稱為："Current Issues
in Buddhist Studies（佛教研究新議題）"，由佛教學系三位教授
和德國漢堡大學三位教授分別進行發表。德國漢堡大學師生共
30 人參與，其沼田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Zimmermann 教授表示：
漢傳佛教師資是漢堡大學亞非學院所缺乏之專才，而此次佛光
大學代表之發表皆為漢傳佛教研究主題，內容扎實又深具研究
開展性，他非常歡迎將來二中心繼續共同舉辦類似活動，增進歐
洲學界對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和佛教學院之認識，並且拓展
該校研究生對漢傳佛教研究之興趣和知識
 透過佛教研究中心之協助，佛光大學佛教學院已開始與德國漢
堡大學亞非學院商談簽訂 MEMORANDUM，以奠定二校將來學
術研究合作和交換學生等基礎
 107.03.29-30 於 University of Arizona 主辦 “Creating the World of
Chan. Sŏn .Zen” 國 際 研 討 會 ， 發 表 論 文 : “Chan Isn’t Just
Meditation: The Role of Zhizheng zhuan 智 證 傳 in Chan
Buddhism.”
 107.05 出 版

“Chan Master Hanyue’s Attitude toward Sutra

Teachings in the Ming.” Oxford Journal of Centre for Buddhist

黃繹勳







宗玉媺

Studies 15
107.08.1-108.07.31 執行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近世東亞佛教
文獻和研究-明清禪宗三峰派稀見文獻點校與研究】研究計畫
108.01〈明清三峰派稀見文獻解題（一）〉
，
《佛光學報》5：1 期
108.01「《六祖壇經》與中華禪宗學術研討會」發表研討會論文
〈六祖於明末漢月禪師生平和禪法之意義〉
108.04 佛光文化出版《漢月法藏禪師珍稀文獻選輯(一)》
108.05「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訪問學者工作坊“佛
法與方法：明清佛教及其周邊”」發表研討會論文〈明清佛教
研究新文獻與新審思─ 以碩揆禪師尺牘為例〉

 107.06-107.11 參與佛光教師社群獲得補助並共同編定佛教英文
教材一本
 107.08.01-108.07.31 107 年度【解脫軍《現觀莊嚴論釋》中特殊
的梵語和藏語的現象以及文法】研究計畫獲得科技部補助
 107.10.20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2018《大智度論》的世界」國際
學術研討會發表研討會論文〈從煩惱在菩薩道上的作用看《大智
度論》的編撰〉

 107.11.17-11.20 在 丹 佛 參 加 美 國 宗 教 研 究 年 會 並 發 表 論 文
「Transformed Bodies of Duhkha: Suffering Fetuses and Mothers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t Transformation Texts and Images」獲得
科技部出國會議補助

林欣儀

 107.11.30 至法鼓文理學院演講「法藥療產-中國中古佛教裡三產
孕經典和歷史實踐」
 107.12.14 新竹法寶寺進行佛教走入生活演講「佛教也有末世論
嗎？」
 108.03.11 宜蘭蘭陽別院進行佛教走入生活演講「佛教也有末世
論嗎？」
 108.04.26-04.28 參加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晉
唐時期漢譯華嚴經中的醫藥譬喻與療病觀」
 108.05.24-25 參加樂成宮第三屆媽祖學術國際研討會，主題宗教
與性別，並發表論文「女神、女仙、女真：近年中外研究回顧與
方法論的省思」
 108.07.01-07.05 參加佛教研究中心越南工作坊，由黃繹勳教授領
隊前往河內的越南漢喃院與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介紹自身研究課
題與佛研中心，進行越南古經版調查，並與漢喃院和河內國家大
學洽談合作計畫
 107.08.01 起升等為副教授
 107.08.01-108.07.31 執行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近世東亞佛教
文獻和研究-近世馬來西亞華人佛教的傳播和研究】研究計畫
 107.09 於佛光出版社出版《宜蘭弘法十年記─青年星雲的人間


闞正宗







佛教之路》
107.12 於「戰爭下的城市」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研討會論文〈抗
戰下的重慶僧侶救護隊（1940-1945）〉
108.04 於「108 第八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研討會論
文〈民國華嚴經疏鈔編印始末─以徐蔚如（1878-1937）的問題
發現為中心〉
108.05 於「近世東亞佛教的文獻和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研
討會論文〈晚清華僧移民大馬的宗派研究─以漳州南山寺「喝雲
派」為中心〉
108.07〈日本殖民時期日僧在艋舺龍山寺的活動─以佐佐木珍龍
及曹洞宗為例（1895-1901）〉，《圓光學報》33 期

曾稚棉

 107.08.02 於 佛 光 山 2018 國 際 青 年 生 命 禪 學 營 演 講 「 An
Appreciation of the Elegance of Life with Buddha-nature」
 107.09.13 受邀至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專題演講「A Practic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The Lotus Sutra」
 107.12.15 受邀至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專題演講「西方華嚴學
研究方法介紹與分析」

 107.12.18 受邀至「107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專題演講「西方
華嚴學研究方法介紹」
 107.12.18 擔任「107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主持人
 獲得「107 學年度優良教師」

萬金川

 108.08.01-109.07.31 執行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近世東亞佛教
文獻與研究」第四期研究計畫
 108.08.09 於「2019 佛教藏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發表研討會
論文〈異文的類型分析與藏經的源流考辨——以《集沙門不應拜
俗等事》諸本對勘為例〉
 108.12〈《金藏》興國院本與廣勝寺本《毗沙門天王經》對勘〉
，
《正觀》91 期
 108.08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研究．第十二輯》

郭朝順

 108.09.05 於「文化詮釋與諸傳統之衝擊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
發表研討會論文〈一心法界：智儼法界緣起思想的文化義涵〉
 108.11 中研院文哲所出版《中國哲學義理的詮釋類型與論爭》
 108.12〈從「緣起法」的哲學思維回應勞思光先生對佛教的評判〉
《中國哲學與文化》19 期
 109.01 擔任「佛教念住禪法與正念療法工作坊」之主辦人
 109.03〈論歐陽竟無「內學」與太虛「真現實論」對西方哲學的
批判與融攝〉《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108.04-109.4 執行「齋教在臺發展及無形文化資產潛力評估調查
計畫」計畫
 108.08.01-109.7.31 執行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清代台灣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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闞正宗





與齋教交涉」計畫
108.08.10 於「2019 中國現代佛學文化論壇」發表研討會論文〈晚
清民國閩僧下南洋之內外因素〉
108.09.01〈人間佛教先行者-慈航法師的海外弘法（1930-1948）〉
《玄奘佛學研究》第 32 期第 32 卷
109.01〈清代治臺初期的佛教—以《蓉洲詩文稿選集．東寧政事
集》為中心〉《佛光學報》第一期第六卷
109.05 由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院出版《南洋「人間佛教」
先行者—慈航法師海外、臺灣弘法記（1910-1954）》

 「明清稀見禪宗典籍研究 III」獲得 108 年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

黃繹勳






心補助
108.08.01-109.7.31 執行「明清佛教禪宗文獻與研究 III」計畫
108.08〈大隨法真生平、語錄和思想之研究〉
《中國禪學》第八九卷
108.08.09-8.11 於佛光山辦理「2019 佛教藏經國際研討會」
108.08.09 於「2019 佛教藏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發表研討會
論文〈上海圖書館藏明代漢月禪師稀見文獻解題〉

 108.10 主辨佛教專家講座系列（一）
：越南社科院漢喃院研究員
范文俊主講〈越南竹林禪派〉
 108.10 與上海大學合辦「108 禪籍研究的新材料、新視野、新方
法」佛教工作坊，發表〈禪宗語言詮釋方法〉
 108.10.10 榮譽獲「108 年度《臺灣出版與閱讀》出版社選書宗教
類」獎
 108.12 主辨佛教專家講座系列（二）
：日本花園大學國際禪學研
究所副所長柳幹康主講〈永明延壽成為「禪淨一致」祖師的歷史
發展〉
 108.12 應德國海德堡大學和哥廷根大學之邀，進行佛學講座，講
題："Chan Studies based on the Rare Material Collection at Fo Guang
University"
 108.12 擔任政大宗教研究所博士班學生許志常博士論文口試委
員
 109.01 完成與上海大學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簽訂合作備忘
錄
 109.01 完成與哥廷根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簽訂合作備忘錄
 109.05 執行「第四屆「近世東亞佛教的文獻和研究」國際學術研
討會」計畫
 108-1 學期升等為教授
 108.08-110.07 執行「梵語解脫軍《現觀莊嚴論釋‧第二現觀》的
校勘、譯注以及研究」計畫
 108.08.28-08.29 參與佛光大學佛教學系主辦「東亞佛教青年學者
宗玉媺

陳一標

論壇」並擔任評論人
 108.11.15-11.16 於「2019 年第九屆台灣印度學學術研討會：從印
度到大乘佛教」發表研討會論文〈解脫軍《現觀莊嚴論釋·第一
現觀》中特殊的梵語現象以及文法〉
 109.06 藏典出版社出版《空性與菩薩道──聖解脫軍《現觀莊嚴
論釋‧第一現觀》》
 獲得「108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109.01.08〈從真理的「如實性」與「無顛倒性」 看瑜伽行派三
種勝義的成立脈絡與內涵〉《正觀》
 109.01.14〈《大乘莊嚴經論》漢譯作「相」的 lakaa 和 nimitta 的
研究 ──以三性說和幻喻為中心〉《正觀》
 109.01《華文哲學百科》：詞條「阿賴耶識」

鄭維儀

 109.02 “Transnational Buddhism and Ritual Performance in
Taiwan” , Contemporary Buddhism
 109.06 “ Humanistic Buddhism & Volunteerism- an analysis of
Ven. Master Hsin Yun's Teachings ” , Studies in Humanistic
Buddhism, 第 10 期

 109.07 De Gruyter 出版” Transnational Religious Spaces: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interactions in Africa, East Asia, and beyond”

林純瑜

 108.11.6 印度那爛陀大學巴利語系 Rajesh Ranjan、越南佛教學
院清達法師參與 2019 年佛光山大學校長論壇
 108.12.17 新馬媒體妙開法師參與新馬媒體人「心的旅程」暨佛
光山深度尋根參訪

曾稚棉

 108.08.09-11 參與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
院、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主辦「2019 佛教藏經國際學術研討會」
，
並擔任與會者
 108.12.07-12.08 參與國際專宗學院國際華嚴研究中心主辦「2019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並擔任評論人
 108.08.09 於「108 佛教藏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發表研討會

釋覺冠

論文〈異文的類型分析與藏經的源流考辨——以《集沙門不應拜
俗等事》諸本對勘為例〉
 108.08.01-109.07.31 佛學研究-中亞佛教之研究以絲路地區古國
和 Buryatia 為例
 108.08.01-109.07.01 執行佛教研究中心研究子計畫：中亞佛教之
研究
 108.08.11 於「佛教藏經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研討會論文〈《大
理叢書》佛經 與歷代刻本藏經之關聯：以《佛說長壽護諸童子
滅罪經》為例〉，台灣：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
 108.08.28 參與佛光大學佛教學院主辦「東亞青年佛教論壇」並
擔任評論人

林欣儀

 108.09.20-09.22 發表研討會論文：〈中國中古時期佛教、產孕與
醫療課題的回顧與展望〉
 108.09.21 於「第三屆南開中古社會史工作坊：中古中國的女性
與社會」發表研討會論文〈中古中國時期佛教、產孕與醫療課題
的回顧與展望〉
 108.10.01〈中國中古的佛教與醫療──以產孕為主的研究回顧
與展望〉《中國史學》第 29 卷
 108.10.10-10.13 發表研討會論文：〈六朝唐宋時期天台與禪宗典
籍中「禪病」一語初探〉
，禪籍研究的新材料、新視野、新方法
工作坊
 108.10.12 於「禪籍研究的新材料、新視野、新方法」發表研討
會論文〈六朝唐宋時期佛典中禪病一語初探〉
 108.11.18 於「臨水文化與女神信仰學術研討會」發表研討會論
文〈敦煌密教文獻中觀音信仰與胎產護祐〉
 108.11.27 計畫「中國中古時期的佛教產孕文獻、傳播與療癒實
踐」獲科技部新進人員計畫補助

 108.11.29 於臺灣宗教學會發表題目「六朝唐宋時期佛典中禪病
一語初探」
 108.12.2-12.6 於隨同佛教研究中心至德國哥廷根大學和海德堡
大 學 辦 理 佛 學 研 究 講 座 ， 演 講 題 目 「 Chan Sicknesses: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Chanbing in Chinese
Buddhist Texts」
 108.12 獲頒美國宗教學會 Collaborativ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Grant
 109.01-110.12 執行「中國中古時期的佛教產孕文獻、傳播與療癒
實踐」計畫
 109.08.01-110.07.31 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以佛教學術為主軸
的跨域教學與研究：佛教學與心理學】總計畫主持人

郭朝順

陳一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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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20 主持「佛教念住禪法與正念療法工作坊」
 線上講座【110 走在「線」上 · 進入 buddhist life】：110.04.10
「漢傳佛教與圓融思想」
 110.04.12 於淡江大學演講「空性作為創新的基礎」
 「110 佛教走入生活系列講座：110.04.18 至台南講堂演講「從
《華嚴經》談生命中的種種覺悟經驗」
 110.06.26 主持「苦與苦之療癒工作坊」
 109.08.01-110.07.31 執行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佛教對情緒與
性格的分析與歸類──以和心理學的對比分析為線索】研究計
畫
 109.12《華文哲學百科》：詞條「成實論」
 線上講座【110 走在「線」上 · 進入 buddhist life】：110.05.15
「語言學習與佛教研究」
 通過 109 學年度教師評鑑
 109-2 通過升等教授案，110 學年度起升為教授

釋覺冠

 109.08.01-110.07.31 執行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禪定學與正念：
佛教學的觀點】研究計畫
 109.08.01-110.07.31 執行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正念與禪修課
程研發暨成效評量】研究計畫
 109.09.26 擔任「第 31 屆全國佛學論文發表會」之與會者
 通過 109 學年度教師評鑑

闞正宗

 109.09.10〈晚清華僧移民大馬的宗派研究──以漳州南山寺「喝
雲派」為例〉《佛光學報》
 109.12.28〈臺灣殖民時期「佛教教化」與「迷信陋習改革」的推
動─以曾景來（1902-1977）為中心〉《法鼓學報》
 109.12 於「第六屆近現代漢傳佛教論壇」發表研討會論文〈慈航
法師的佛學教育及其理念〉

 110.04.25 於「公司與帝國之間-鄭成功來台 360 年論壇」發表研
討會論文〈鄭成功與佛教淵源〉
 「110 佛教走入生活系列講座」：110.04.25 至屏東講堂演講「圖
說台灣佛教Ⅱ」
 線上講座【110 走在「線」上 · 進入 buddhist life】：110.05.29
「臺灣的觀音與媽祖信仰」
 110.06.04 於雲林科技大學演講「眾神有靈―臺灣寺廟對災變的
應對」
 109-2 通過升等教授案，110 學年度起升為教授
 109.10.01 美國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視訊學術專題演講：
黃繹勳

CHAN ISN’T JUST MEDITATION
 109.12.01〈明末漢月禪師《三峰和尚心懺》略探和點校〉
《佛光
學報》
 通過 109 學年度教師評鑑

宗玉媺

 109.08.19 受邀在政治大學哲學系演講「如何解讀佛教梵文原
典？—聖解脫軍的思想與《現觀莊嚴論釋》校勘與譯註舉隅」
 109.09.26 於「109 年第三十一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擔任
主持人與評論人
 109.11 獲 108 學年度執行校外計畫績優獎
 線上講座【110 走在「線」上 · 進入 buddhist life】：110.04.24
「佛教經典的研究」
 110.04.09 於「第十屆台灣印度學學術研討會議程 The 10th
International Taiwan Indology Conference 回顧與展望」發表研討
會論文〈從《現觀莊嚴論釋。第二現觀》看解脫軍對佛教名相與
義理的解釋〉
 「110 佛教走入生活系列講座」
：110.05.21 至台北普門寺演講「觀
苦諦的意義」
 110.06.05 於「空性、方法與現代性」
：林鎮國教授七秩壽慶學術
研討會」發表研討會論文〈The Comparison of Śūnyatā with the
Liberating insight of the Śrāvaka according to Ārya-Vimuktiṣeṇa〉
 通過 109 學年度教師評鑑
 110.03 Gender, Migration, and the Transloc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Buddhism: The Case of a Vietnamese Nun in Taiwan,Association for

鄭維儀

曾稚棉

Asian Studies Annual Conference,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線上講座【110 走在「線」上 · 進入 buddhist life】：110.05.08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Buddhism”
 「110 佛教走入生活系列講座」
：110.05.22 至新竹法寶寺演講「走
向佛教，走向世界」
 109.11.27 擔任「臺灣高等教育教學專業發展學會會員大會暨全
球疫情下國際高等教育教學策略的轉變研討會」之與會者

 110.01 參加「全國椰林講堂 自學力與未來教育」研習活動
 「110 佛教走入生活系列講座」
：110.04.11 至苗栗大明寺演講「佛
教生命教育：生命因不完美而更美」
 線上講座【110 走在「線」上 · 進入 buddhist life】：110.05.22
“A Dialogue Between Buddhism and Daoism: A Comparison of the
Concepts of Buddha-nature and Dao-nature of Medieval China”
 109.09.26 於「109 年第三十一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擔任
評論人
 109.10 於台灣宗教學會演講「佛教與醫療以唐宋時期的產孕課
題為例-上」
 109.11 於台灣宗教學會演講「佛教與醫療以唐宋時期的產孕課
題為例 -下」
 109.11 獲得美國宗教研究年會國際合作計畫獎助：Project title:
Religion, medicine, and women’s health in premodern East Asia.
Sponsored by Collaborativ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Grant,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109.11 發表研討會論文：“An Examination of Dunhuang Esoteric
Talismans for Childbirth Protection: Taking Guanyin’s Cult as an
Example, ” Annual Virtual Meeting of American Academy of
林欣儀









Religion (AAR), Boston, MA, USA
109.12.08 An Examination of Dunhuang Esoteric Talismans for
Childbirth Protection: Taking Guanyin’s cult as an example,2020
AAR(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Annual Meeting
110.02〈《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與佛教產孕觀－兼
論與大理叢書本《佛說長壽命經》之關聯〉《佛光學報》
110.03.06 台中惠中寺通俗演講「敦煌畫與佛傳故事」
線上講座【110 走在「線」上 · 進入 buddhist life】：110.04.17
「佛教與醫療：兼論古代產孕課題」
110.05.29-30 辦理佛教研究中心第四屆近世東亞國際學術研討
會，並於當中場次擔任主持人
110.07.01 出版期刊論文：〈《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
與佛教產孕觀—兼論與大理叢書本《佛說長壽命經》之關聯〉，
《佛光學報》，新七卷第二期

 110.07.01 出版期刊論文：
〈敦煌密教文獻中的觀音信仰與胎產護
佑—以四份寫本為中心的考察〉，《華人宗教研究》第 18 期

萬金川

 109.08.01-110.07.31 執行「以佛教學術為主軸的跨域教學與研
究：佛教學與心理學、近世東亞佛教文獻與研究」計畫
 「110 佛教走入生活系列講座」：110.06.19 至板橋演講「藏經閣
的世界」

 109.08.01-110.07.31 執行「因材施教實驗課程補助計畫-團體諮商
與實務課程」

黃國彰

 109.08.01-110.07.31 執行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正念與禪修課
程研發暨成效評量】研究計畫
 109.11.01-110.07.31 執行「探討正念減壓應用於增進幸福感與降
低精神困擾之成效」
 110.03.30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Awareness Efficiency Scale for
Helping Professionals,The 11th Asian Conference on Psychology &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10.07〈校園中青少年同志諮商的困境與因應策略〉
《輔導季刊》

林純瑜

 109.08-110.07 執行「藏文本《維摩詰經》的葉面編輯」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