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第三屆維摩經與東亞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時間：2016 年 10 月 15-17 日（週六、日、一） 
二、地點：宜蘭佛光大學雲水軒佛教學院 109 講堂 
三、主辦：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佛光大學佛教學院 
四、協辦：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議程表】 

10 月 14 日（五） 地點 

15:00 報  到 
百萬人興學 
會館中庭 

17:30 晚  餐 興學館滴水坊 

10 月 15 日（六） 地點 

07:00~08:00 早  餐 興學館滴水坊 

08:30~09:00 
開  幕  式 

主持人：楊朝祥（佛光大學校長） 
雲水軒 

109 講堂 

第一場 
09:00~10:30 

主持人： 釋慧峰（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助理教授） 

Jan Nattier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The Weimojie jing (T474) and the Corpus of Zhi Qian＂ 

Michael Radich (Senior Lecturer,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Was T474 revised by 'Dharmarakṣa'?＂ 

雲水軒 
109 講堂 

10:30~10:50 茶  敘 
雲水軒 

115、117 教室 

第二場

10:50~12:20 
 

主持人： 林鎮國（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蔡耀明（台灣大學文學院哲學系教授） 
《維摩詰所說經．入不二法門品》梵文本白話翻譯及其入

門條理分析 
劉宇光（上海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 

從中觀哲學二諦說初探《維摩經》的般若思想 
越建東（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副教授） 

《維摩經》對偶文句之比對 

雲水軒 
109 講堂 

12:30~13:50 午  餐 興學館滴水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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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14:00~15:20 

主持人：謝大寧（佛光大學佛教學系教授） 

謝獻誼（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論淨影慧遠對「不二」意義的翻轉：以《維摩義記》為主 
回應人：郭朝顺（佛光大学佛教学系教授) 

林益丞（台灣大學中文系碩士生） 
以「華嚴」釋《維摩》：月霞顯珠《維摩詰經講義錄》初探 
回應人：曾稚棉（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助理教授） 

雲水軒 
109 講堂 

15:20~15:40 茶  敘 
雲水軒 

115、117 教室 

第四場

15:40~17:10 

主持人：潘襎（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系主任） 

潘亮文（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副教授） 
北朝時期的維摩詰經美術研究（二）——以單體石刻造像

作品為中心 
鄭阿財（南華大學文學系教授） 

單注到集注：從敦煌吐魯番寫本遺存看僧肇注維摩詰經的

流傳 
朱慶之(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教授) 

從平行梵本看支譯〈維摩經〉「某者，某某是」句中「是」

的性質 

雲水軒 
109 講堂 

18:00~19:30 歡  迎  晚  宴 蘭陽別院 

10 月 16 日（日） 地點 

07:00~08:00 早  餐 興學館滴水坊 

第五場

08:30~10:00 
 

主持人：廖肇亨（中央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西野翠（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研究員） 
『維摩経』と在家仏教 

龔 雋（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初期禪宗對《維摩經》的應用 

尤惠貞（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系副教授） 
《維摩詰經》與人間佛教的弘化——以「《維摩詰經》生命

教育專題」為例之論析 

雲水軒 
109 講堂 

10:00~10:20 茶  敘 
雲水軒 

115、117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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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 
10:20~11:50 

主持人：萬金川（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暨佛教學院院

長） 
陳淑芬（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維摩詰經》中「異」與「惡」二詞語意探析 

廖湘美（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從《維摩詰經》異譯管窺音譯詞歧異的現象 

孫致文（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試探玄應對《維摩詰經》漢譯三本語詞差異的辨析 

雲水軒 
109 講堂 

12:10~13:30 午  餐 興學館滴水坊 

第七場

13:40~15:20 

主持人：林煌洲（華梵大學佛教學系系主任） 
李心苑（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院博士生） 

《維摩詰經》對小乘佛教的超越 
回應人：越建東（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副教授） 

竇敏慧（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生） 

窺基三性說之詮釋──以《說無垢稱經疏》為核心 

回應人：蔡伯郎（法鼓文理學院副校長） 

林育民（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 

窺基《說無垢稱經疏•序品》中三性注釋特色──以玄奘

「有趣、無趣」譯文為探討 
回應人：蔡伯郎（法鼓文理學院副校長） 

雲水軒 
109 講堂 

15:20~15:40 茶  敘 
雲水軒 

115、117 教室 

第八場 
15:40~17:10 

主持人：汪娟（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 
張 弘（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教授） 

《維摩詰經》的戲劇人物衝突 
蕭麗華（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主任） 

唐宋佛教居士形象的兩種典型——王維與蘇軾 
陳平坤（台灣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如何觀看眾生」之佛法教學——以吉藏《維摩經義疏》及

《淨名玄論》為典據 

雲水軒 
109 講堂 

17:30~18:40 晚  餐 興學館滴水坊 

10 月 17 日（一） 地點 

07:00~08:00 早  餐 興學館滴水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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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場

08:30~10:00 

主持人：紀志昌（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姜 南（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漢譯佛經中「為」的係詞用法與語義複製 

涂豔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論竺道生不斥二乘 

郭朝順（佛光大學佛教學系教授） 
窺基《說無垢稱經疏》的解經方法與羅什本詮釋傳統的衝

突與融攝 

雲水軒 
109 講堂 

10:00~10:20 茶  敘 
雲水軒 

115、117 教室 

第十場 
10:20-11:50 

主持人：劉國威（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處研究員） 

林純瑜（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助理教授） 
再論敦煌藏文寫本殘卷 PT610、PT611──《維摩詰經》

早期藏文寫本研究 
黃繹勳（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副教授） 

清代稀見本嵩嶽自塏《維摩詰經隨疏》略探 
陳清香（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 

維摩圖像與居士佛教探討 

雲水軒 
109 講堂 

12:10~13:30 午  餐 興學館滴水坊 

第十一場 
13:40~15:20 

主持人：鄧偉仁（法鼓文理學院學院助理教授） 

釋修暢（中山大學中文所博士生） 

智圓《維摩經略疏垂裕記•佛國品》中「心淨土淨」之思

想 

回應人：黃繹勳（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副教授） 

釋慧通（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生） 

僧肇《注維摩詰經》「不可思議解脫」之研究 

回應人：覺冠法師（佛光大學助理教授） 

邱琬淳（台灣大學中文學系博士生） 

以善方便智，隨意皆能現──論《維摩詰經》中菩薩的自

我表演 

回應人：張弘（四川大學俗文化研究所教授） 

雲水軒 
109 講堂 

15:20~15:40 茶  敘 
雲水軒 

115、117 教室 

15:40~16:40 
綜合座談 暨 閉幕式 

主持人：萬金川（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雲水軒 

109 講堂 

17:00~18:20 晚  餐 興學館滴水坊 

18:3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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