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屆慈濟論壇」 

佛教普世性與慈濟宗門的開展 

 
2016 年慈濟創立屆滿五十周年，全球慈濟人在證嚴上人的帶領下，

秉持付出無所求的精神，力行人間菩薩道。值此歷史時刻，慈濟大學、

慈濟科技大學與慈濟基金會聯合舉辦「第四屆慈濟論壇」，希望藉由

「佛教普世性與慈濟宗門的開展」之探討，呈顯現代佛教團體如何傳承

二千多年前佛陀的教法，以慈悲喜捨的入世行動，積極回應時代議題。 

 

一、 主辦單位：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慈濟基金會 

二、 指導單位：中國佛教會  

三、 協辦單位：中華佛教青年會、新北市佛教會 

四、 時間：2016年 10月 1日（六）～10月 2日（日） 

五、 地點：臺北慈濟新店靜思堂 

六、 論壇主題：佛教普世性與慈濟宗門的開展 

七、 專題演講： 

1、樓宇烈教授 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 

2、龔布齊教授（Richard Gombrich）牛津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主席 

3、赫曼‧李奧納教授（Herman Dutch Leonard）  

   哈佛大學商業管理學院暨甘迺迪政府學院 

4、趙文詞教授（Richard Madsen）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社會學系 

六、專題研討： 

1、佛教菩薩道與慈濟宗門 

2、慈善之開展與慈濟宗門 

3、慈濟宗門之全球化發展 

4、慈濟宗門跨宗教的融合 

七、專題座談： 

1、菩薩道與當代漢傳佛教之發展 

 －淑世理想 

 －修行方式 

2、菩薩道與佛教全球化 

 －理念弘揚 

－組織運作



第四屆慈濟論壇【佛教普世性與慈濟宗門的開展】議程表 
 

2016年 10月 01日 (星期六) 

08:00～08:30 報到（靜思堂國際會議廳） 

08:30～09:50 開幕式 

一、慈濟教育志業執行長蔡炳坤 致歡迎辭 

二、貴賓致辭 中國佛教會理事長 圓宗長老 

             新北市佛教會理事長 淨耀法師 

三、主辦單位致辭：靜思精舍德凡法師 

法脈宗門中心秘書長黃麗馨 

09:50～10:00 大合照 

10:00～10:30 休息 

10:30～11:10 專題演講一：樓宇烈教授 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 

11:10～11:50 專題演講二：龔布齊教授（Richard Gombrich） 

英國牛津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主席 

11:50～13:30 午餐 

13:30～14:30 

(含口譯) 

專題演講三：赫曼‧李奧納教授(Herman Dutch Leonard)   

            哈佛大學商業管理學院暨甘迺迪政府學院  

14:30～14:50 休息 

14:50～16:20 

專題研討一：佛教菩薩道與慈濟宗門 

主持人：張風雷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所長      

發表人： 

何建明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 

宣方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宗教學高等研究院 

劉元春教授 上海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 

何日生教授 慈濟基金會人文志業發展處主任、慈濟大學

宗教與人文研究所  

講評人： 

魏德東教授 哥倫比亞大學孔子學院 

 林建德教授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 

綜合討論 



16:20～16:50 茶敘 

16:50～18:20 

專題研討二：慈善之開展與慈濟宗門 

主持人：周德禎教授 慈濟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發表人： 

姚玉霜教授 佛光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林建德教授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 

葛雷・薩奇神父/教授（Gregory Sharkey） 波士頓學院 

尼泊爾學生交換計畫主任、加德滿都大學喜

馬拉雅宗教與文化教授 

        呂芳川先生 慈濟基金會慈善發展處主任 

講評人： 

龔雋教授   廣州中山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主任 

昭慧法師   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主任 

綜合討論 

18:20～20:30 歡迎晚宴 

2016年 10月 2日 (星期日) 

08:30～08:45 慈濟大學校長王本榮 

08:45～09:25 專題演講四：趙文詞教授（Richard Madsen）  

美國「復旦大學─加州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地點：靜思堂國際會議廳 B1 地點：靜思堂感恩堂 2F 

茶敘 09:25～10:00 09:25~09:55 

10:00～12:00 

專題研討三： 

慈濟宗門之全球化發展 

主持人：馮燕教授 

臺大社工系、臺灣公益團

體自律聯盟理事長 

綜合座談一：（全長 55分鐘） 

09:55-10:50 

菩薩道與當代漢傳佛教之發展 

〈淑世理想〉 

主持人：明毓法師 

    中華青年佛教會理事長 

發表人： 

1. 施振榮先生 宏碁集團創

辦人 

2. John Hoffmire教授 牛津

大學薩伊德商學院 

3. 魏德東教授 哥倫比亞大

學孔子學院 

4. 陳皇曄教授 慈濟科技大

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與談人：  

1. 常輝法師 中國大陸河北省

佛教慈善基金會副會長 

2. 靜思精舍 德悅法師 

3. 江萬里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

院東方文化研究中心 

4. 安虎生先生 佛教在線創始

人暨總幹事 

綜合討論 



講評人： 

1. 趙文詞教授（Richard 

Madsen）美國「復旦大學

─加州大學當代中國研究

中心」主任 

2. 阿尼爾‧釋迦法師（Anil 

Sakya） 泰國摩訶瑪古德

佛教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

長、泰國僧王秘書 

 

綜合討論 

 

10:50～10:55換場 

綜合座談二：（全長 65分鐘） 

10:55-12:00 

菩薩道與當代漢傳佛教之發展 

〈修行方式〉 

主持人：宣方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宗教學高等研究院 

與談人：  

1. 何日生教授 慈濟基金會

人文志業發展處主任、慈

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 

2. 吳有能教授 香港浸會大

學宗教及哲學系 

3. 桑海先生 清華大學中文

博士、澳門理工學院學報

編輯 

4. 崔明晨女士 鳳凰網資訊

中心總監兼鳳凰佛教主編 

綜合討論 

12:00～13:30 午餐 

13:30～15:50 

專題研討四： 

慈濟宗門跨宗教的融合 

主持人：盧蕙馨教授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 

研究所所長 

綜合座談三：（全長 65分鐘） 

13:30-14:35 

菩薩道與佛教全球化 

〈理念弘揚〉 

主持人：游祥洲教授 世界佛教

友誼會執行理事  

影片放映：慈濟國際難民關懷 

發表人： 

1. 范德祿先生 德國慈濟志

工 

2. 潘明水先生 慈濟南非分

會前執行長 

3. 胡光中先生 慈濟土耳其

負責人 

4. 謝景貴先生 慈濟基金會

宗教處主任 

5. 烏蜜・瓦黑達女士

與談人：  

1. 果暉法師 法鼓文理學院

佛教學系主任 

2. 修懿法師 中國佛教會秘

書長 

3. 靜思精舍 德懷法師 

4. 賴皆興先生 靈鷲山佛教

教團研究中心主任 

5. 史利偉先生 大公網副總編

輯 

綜合討論 



（Umi Waheeda）印尼

奴魯亞‧伊曼（Nurul 

Iman）習經院院長  

講評人： 

1. 蔡源林教授 政治大學宗

教學研究所所長 

2. 林安梧教授 慈濟大學宗

教與人文研究所 

 

綜合討論 

14:35～15:00茶敘 

綜合座談四：（全長 55分鐘） 

15:00-15:55 

菩薩道與佛教全球化 

〈組織運作〉 

主持人：許木柱教授 慈濟大學

副校長 

與談人：  

1. 明毓法師 中華青年佛教

會理事長 

2. 阿尼爾‧釋迦（Anil 

Sakya）法師 泰國摩訶瑪

古德佛教大學社會科學院

副院長 

3. 葛雷・薩奇神父/教授

（Gregory Sharkey）波士

頓學院尼泊爾學生交換計

畫主任、加德滿都大學喜

馬拉雅宗教與文化教授 

4. 靜思精舍 德勷法師 

5. 肖占軍副秘書長 中國佛

教協會  

綜合討論 

茶敘 15:50～16:10 15:55~16:10 

16:10～17:30 

閉幕式 地點：靜思堂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許木柱教授 慈濟大學副校長 

貴賓致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