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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敏哲

印公壇經 
校正本的價值

六月二十五日，很歡喜

邀請到馬來西亞的繼

程法師來主講人文講座，

其內容簡介如下。

一、法師與導師因緣

法師自述當年受戒時，

戒和尚是導師，但導師因

身體虛弱，只開示幾次，戒

期沒有圓滿，即由其他長老

替代，實際親炙的機會就少

了。所以跟導師最深的是法

緣：就是閱讀導師的著作。

在台灣佛光山研究部時，讀

完妙雲集一遍，很佩服導師

的佛學功力，也深受導師的

思想所影響。

作品中尤其《印度之佛

教》給我的影響很大，回

馬來西亞閉關時，就攜帶入

關研讀。因為佛教源流在印

度，這部書有條理、有系統

地把印度佛教思想源流變

化，透徹的釐清，從當時佛

教所處內、外因緣的背景

中，分析思想的脈絡，為何

會有中觀思想的產生？為何

會有唯識學的出現？不像其

他的印度佛教史書，只介紹

佛教發展過程、一些理論以

及派系的爭辯而已。

《印度之佛教》的分析原

則，如同湯恩比的《歷史研

究》說，在大歷史的發展脈

絡中，一個文明的興起或毀

滅，往往都有它內、外的因

素。所以佛教思想的演變也

是一樣，導師都有詳細的分

析交代。

另外法師又說，在馬來西

亞佛學院教書，高級班採用

《成佛之道》，作為 3 年的

教材，初級班一樣 3 年，教

材用《佛法概論》。

法師回憶說曾當面請益導

師兩個問題，一

是：人死要器官

捐贈，但一般傳統說 8 個小

時內不能搬動，因亡者會痛

會有影響。導師說：不會的，

如病到六識不起（等於一般

所說的「腦死」）身體部分

變冷，那時雖有微細意界 –
唯識學稱為末那識與阿賴耶

識，但那是捨受，不會有痛

苦的感受。移動身體，或分

割器官，對病（近）死者，

是沒有不良後果的。另一個

是：大乘三系與根本佛法思

想有什麼相通處？導師說：

虛妄唯識系立五位百法，廣

說法相，所以與「諸行無

常」印相通。性空唯名系，

立緣起無自性空，以現觀法

性空為主要目的，所以與

「諸法無我」印相通。真常

唯心系，從佛的果德出發，

說眾生都有佛性，立近似神

我的如來藏說，這是與「涅

槃寂靜」印相通。

二、《壇經》校正本的緣起

近幾年來，法師往返各地

指導禪修，2008 年在波蘭帶

領禪修時，從禪七、禪十、

禪十四，到 2015 年他們要

求，希望開辦禪二十一。我

想那禪修期間有二十一天，

總要加些教材內容，所以就

想到講《壇經》。後來剛好

法鼓山也有因緣，所以我就

隨順率先於 2015 年 6 月 5
日開始，在法鼓山禪二十一

期間講演《壇經》。

在法鼓山開講《壇經》，

是有相當意義的。但這部禪

宗最重要的典籍，版本很

多，有《壇經》敦煌本、惠

昕本、契嵩本、德異本、

宗寶本等等，內容長短也

不一。於是

想到印老的

《壇經》校

正本，印老

依其原本的

內容作適當

的編輯，並

重分章節，是最適當、最詳

實、我最信任的。

法師說：因緣不可思議。

如果沒有胡適當年，在巴黎、

倫敦發現了敦煌寫本中，有

關神會的作品，在東京知道

了敦煌本《壇經》，於是論

斷說：敦煌寫本《壇經》，

此是《壇經》最古之本，其

書成於神會或神會一派之手

筆。掀起了《壇經》原本以

來是六祖學說的質疑，學界、

佛教界，熱烈的交互筆戰。

也因此因緣才有導師為──

評胡適禪宗史的一個重要問

題──〈神會與《壇經》〉

一文的發表，平息了諍論，

還原《壇經》是六祖說的歷

史地位。也因此因緣，而

有《中國禪宗史》一書的產

生，以及「精校敦煌本《壇

經》」。真是因緣不可思議，

後來因《中國禪宗史》的學

術價值，日本大正大學頒贈

博士學位給導師。

三、《壇經》校正本的價值

在浩瀚如海的禪宗典籍

中，最能代表它的菁華，無

疑地是《六祖壇經》。只有

《六祖壇經》，是在佛陀之

外眾多的祖師、論師、禪師

的著作中，唯一被稱為「經」

的一部書，可見它在佛教

裡，尤其在中國佛教系統中

的重要性了。它不但是禪宗

最重要的典籍，也是探討中

國文化必讀的典籍之一。

拜讀了《壇經》校正本，

法師說：只有讚歎導師深入

經藏、義學思辨的功力，也

唯有導師才有資格來精校

《壇經》。印公《壇經》校

正本的價值，簡單說有下列

四點：

1、《壇經》與《壇經附錄》

的分別

《壇經》本從慧能大師，

於韶州大梵寺開法傳禪，法

壇施法得名，弟子法海所

記，應成立於六祖生前。

《壇經附錄》是慧能接引弟

子的機緣，臨終付囑，及臨

終與身後的情形。有人次第

的集錄出來，附編於《壇

經》之後，後來也就被看做

《壇經》了。現在分別為《壇

經》與《壇經附錄》二部分，

以免讀者誤會。

2、本與增補的分別

《壇經》敦煌本，是現存

《壇經》的最古本，不是

《壇經》的最古本。《壇經》

演變到「敦煌本」，至少經

過了三個階段，就是「曹溪

原本」，「南方宗旨本」，

「《壇經》傳宗本」。「《壇

經》」的演變為「南方宗旨

本」，「《壇經》傳宗本」，

不是重寫，而是在「原本」

上，一段一段地增補，或插

幾句進去。因為添糅，沒有

注意到文字的統一性，文義

不啣接，重複，或文筆前後

不一致。憑這些，可以理解

出增補的部分出來。

有關「《壇經》傳宗」及

「南方宗旨」，可依文義而

分別出來。「南方宗旨本」

的特徵，是身（心）無常而

性是常。「《壇經》傳宗本」

的特徵是：為了傳授一卷

《壇經》，以證明學有稟承，

是南宗弟子，所以處處說明

《壇經》傳承的重要，法統，

及暗示神會的得到正法。

導師依據文義與文字的特

徵，將《壇經》及《壇經附

錄》，可推定為「曹溪原本」

的，用四號宋體字。推定為

「南方宗旨本」的，文末加

一「南」字。推定為「《壇

經》傳宗本」的，文末加一

「傳」字。推定為「南方宗

旨」後，或「《壇經》傳宗」

後附入的，不同寫本而寫者

綜合一處，成為重複的，文

末加一「附」字，這都改用

四號楷體字。這樣的分別排

列，相信「曹溪原本」，可

以明顯的表示出來。

3、章節的分別

鈴木大拙分「敦煌本」全

部為五十七節。宇井伯壽採

用五十七節的分類，除去他

所認為是後人附加的部分，

如南頓北漸、神秀作偈等，

保留了三十七節。導師認

為，這都是弟子的集記，即

使是原始的，也不免有弟子

的意見。南北、頓漸等傳說，

是東山門下的事實，決非神

會個人所造出的。導師以文

義及文字的差別為主，原本

與增補部分，每每是夾雜在

一起的，所以不能說哪幾節

是《壇經》原本。由於分別

為《壇經》及《壇經附錄》

二部分，所以分《壇經》為

十七章，《壇經附錄》為十

章。章又分節，以便檢查。

4、文字的校正

用作校正的底本，是「大

正 藏 本 」（ 編 號 2007）
及通行的《六祖大師法寶

壇經》（「大正藏」編號

2008），本為「明藏本」。

校正的有四：一、脫落的，

或是文義不完全，增補一二

字，並注明依「明本」補，

或今補。二、訛誤的，或是

音聲相近而誤的，如名、

明，五、吾，之、知、智

等。或是字形相近而誤的，

如須、順，傳、縛，元、无

等。都依據意義，改為常用

的正字，注明依「明本」改

或今改。三、倒亂的，並注

明依「明本」改正，或今改。

四、衍文，一概刪去，並注

明依「明本」刪，或今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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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曆 農曆 星期 活動名稱

07/09 06/16 日 八關齋戒

09/03 07/13 六 ~ 日 盂蘭盆報恩法會

10/08 08/19 日 八關齋戒

11/17~19 09/29~10/02 五 ~ 日
藥師佛三法會 

（淨照法師晚上開示）

12/09~10 10/22~23 六 ~ 日
安般念禪二 
（開印法師）

12/31 11/14 日 八關齋戒

共修法會行事曆
慧日
講堂

106年度下半年

第2版

三
月二十六日慧日講堂人文講座，邀請到南

華大學教授李芝瑩博士演講：「印順導師

傳記所呈現人間比丘內涵」。李教授的演講，

非常生動活潑，而且準備充分，內容充實，以

現代方法論為框架，搭配挑選精彩的影片播放，

並與現場聽眾的靈敏互動，讓人感受到李博士

對這次演講的用心、誠懇與認真，是一場高水

準的演講。

李博士首先介紹，導師自傳式的著作——《平

凡的一生》，是民國 60 年寫的。過了二十多年，

民國 83 年，對舊作做了補充，另成一部《平凡

的一生增訂本》。民國 87 年，再做修訂和補充，

便成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李博士說，她

為了此次的講座，除了重讀導師的《平凡的一

生重訂本》外，還閱讀了傳道法師的「妙心文

集」（一）《印順導師與人間佛教》，國史館

出版的《人間比丘之

路——宏印法師訪談

錄》、《人間佛教的

理論與實踐——傳道

法師訪談錄》，以及

佛光山有關人間佛教

的著作。

李教授指出，導師的自傳是以第一人稱的敘

述來行文，其特色是論述和敘事互為表裡。導

師在撰寫時的視角，對過去的自己，進行重組

建構，顯現論述的主軸為首尾呼應的規則。其

內容，導師是以「佛法」為依據，立基於僧伽

的身分，以佛教因緣觀，對事件和經歷來評述，

建構自己生命的歷程，以呈現生命的內涵。顯

示導師的心中，時時與「佛法」相應的特質。

對於導師與星雲法師弘揚的人間佛教的異同，

李博士認為，兩人在不共世俗的內涵上，沒有

甚麼不同，但在共世俗法的方法、工具、著力

點，以及偏重上，有所不同。星雲法師近年提

倡回歸佛陀本懷，與導師以人為本、佛陀在人

間成佛的思想，是相同的。

印順導師傳記所呈現
人間比丘內涵

◎詹進才

◎張秀丹

四
月二十三日慧日講堂人文講

座，邀請鄧偉仁教授主講「佛

教禪修與西方正念──佛教現代主

義的審視」。鄧教授開場以四點方

向來說明佛教現代主義的審視：1、

現代性與現代佛教，佛教現代主義

的建構。2、現代性與佛教禪修發

展。3、西方正念減壓與現代佛教

禪修。4、現代佛教禪修推廣的喜

憂參半。

鄧教授說明現代佛教發展以理性

主義、科學主義、去宗教化、浪漫

主義與全球化來發展。1、理性主

義：以歷史文獻考證的價值為宗教

價值，強調文獻原典語言。2、科

學主義：佛教的心理學應用，用心

理學解釋

佛教心意

識，用腦神經科學解釋禪修，用科

學理解宗教，故有學者稱此時出現

了科學佛，用科學（偽科學）之能

量、粒子、量子、宇宙論等等解釋

佛法力量、業力、佛菩薩、佛教宇

宙觀、三世輪迴。3、去宗教化：

淡化信仰，淡化宗教傳統──戒

律、清規、證悟，淡化宗教儀式（去

魅）。4、浪漫主義：對物質主義

的反思強調心靈，重觀輕教──禪

修浪漫化（快樂的經驗）與生活化，

如所謂的茶禪、畫禪、水果禪、放

鬆禪、生活禪、快樂禪、強調自然

（無為）等，淡化系統性或傳統教

義的學習，強調放鬆、身心和合，

強調回歸本來自性。

佛教在西方的發展

喬． 卡 巴 金（Jon Kabat-Zinn）

博士，生於 1944 年，麻省理工學

院分子生物學博士、麻州大學醫

學院醫學名譽教授，「正念減壓」

（MBSR）課程和麻省大學醫學院

「正念中心」的創立者，「心智

與生命研究院」（Mind and Life 

Institute）董事，更是將佛教正念禪

修帶入西方主流醫學界的第一人，

致力於將正念禪修帶入醫療、健康

照護、教育等主流社會領域。美國

至今已有二百多家醫療院所和相關

機構提供正念減壓課程，幫助各種

身心疾病的患者學習運用自己的內

在資源，活出更幸福、圓滿的生命。

科學實驗證明「正念」的效果

幫助各種心理疾病：憂鬱症、降

低高血壓、提高免疫力、減輕失眠

問題；幫助與壓力有關的身體疾病

正念改變大腦結構型塑：直驗神經

迴路和敘事迴路；增加與記憶、學

習相關的海馬迴灰質、減少與壓

力、焦慮相關的杏仁核灰質。

結論：佛教禪修在所謂「人間佛

教」或入「入世佛教」的大勢所趨

下，已不僅僅利益僧人的修行，不

再是僅僅為了達到解脫，而是希望

能利益所有人，以及應用在各種領

域──心理健康療愈、疾病的緩和

或治療，甚至有助於世俗專業的發

展──教育、企業、運動、軍事訓

練等等。佛教禪修的現代推廣是佛

教所樂見的，因為能更廣泛的利益

眾生。但伴隨佛教的「禪修」普化、

俗化、商業化與全球化，佛教禪

修的「佛教」內涵相對的就越來越

模糊，而無法與非佛教禪修區分，

這點倒是有心人可致力去彌補的地

方。

佛教禪修與西方正念
──佛教現代主義的審視

四、總結

因緣真不可思議，法師在法鼓山禪二十一講演

《壇經》，不是依序《壇經》原有章節內容，作

逐字消解，而是消化了整部《壇經》精義，才開

演講出，後來也集結「《壇經》講記」一書，流

通法寶嘉惠後人，深令人欣喜。

最後想以，法師「《壇經》講記」中的一段法

語作總結。

「六祖在修行的體悟上，真的是很深，於此同

時，他又能以當時中國佛教業已建設完成的思想

體系為基礎，將之化繁為簡，並更進一步往上提

昇。所以他的思想，融合了大乘佛教三個系統，

講自性清淨，是從如來藏系統切入，也就是從真

如的角度，探討自性；再者，他也告訴我們，要

轉迷為悟。迷的時候就像唯識所現的一切，皆是

迷惑、雜染的，但只要一念清淨，就能轉識成智、

轉迷為悟，換言之，只要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

當體即是清淨自性；但這個過程要怎麼轉呢？那

就要空掉一切，這就又回到中觀思想了。中觀在

修行的方法上，特別強調般若，所以六祖也援引

了不少般若系統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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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得民國 102 年初訪新竹福嚴佛學院，即被

山門的對聯所吸引：「即人成佛，佛在人

間，人佛一如真法界；因智興悲，悲依智導，

智悲無礙大菩提。」那天因緣殊勝在大雄寶殿

由院長親授三皈依，看到莊嚴大殿的對聯是：

「福德與智慧齊修，庶乎中道；嚴明共慈悲相應，

可謂真乘。」在最醒目之處的這兩副對聯，應

是代表導師人間佛教人菩薩行持之以恆地堅持。

離開福嚴上車前猶回首凝望，但盼來日能更理

解他老人家的心情與思想。

此期慧日導師著作導讀班的主題是〈菩薩道

的深觀與廣行〉，導讀妙雲集第一冊的《般若

經講記》包含《金剛經》、《心經》，與《華

雨集》第一冊的《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

記》。菩薩道的深智與廣行是成佛的正常道，

但也是難行之道，所幸共有八位福嚴的師長引

領學生們暸解何謂「般若」，菩薩道的修學歷

程：二道五菩提，《金剛經》的三句論法，以

及《心經》的「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

空，空即是色」等等性空唯名系的重要觀念。

每一位善知識都學有專精各有優點，專心致志

的解說經義圓滿我們的每一堂課。雖是講演《般

若經》，但那對聯的字字句句似乎慢慢地躍然

於講義中……。任重道遠的智慧與慈悲，不正

是法師們諄諄地教誨嗎？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的如是法音令人嚮

往！經文的開頭充滿了戲劇張力，很類似《維

摩詰經》及《妙慧童女經》。這位八地以上的

大菩薩普現色身三昧，以森林的大樹（表大功

德）為名化為音樂神，用微妙的音聲勸發大眾

發菩提心、修菩薩行乃至成佛。很像西方極樂

世界的五塵說法、眾鳥演法；又似觀音菩薩耳

根圓通法門的「反聞聞自性」，此與世間的靡

靡之音是大相逕庭的。

導師說：「這棵菩提樹以什麽為其樹幹呢？

六度萬行即是這棵樹的樹幹；而一切行的根本，

即是般若波羅蜜，……摩訶般若與悲行是一切

行的根本，若缺乏此二者，其他的也都無法成

其為菩薩行了。」以故，眾生是菩薩的福田！

沒有眾生，無法測試菩提心；沒有眾生，菩薩

不可能成佛。若要契理契機度眾，菩薩必需遍

學一切法。

《大智度論》卷 30：「菩薩法者，常與眾生

種種利益，不應有捨。所以者何？初心但欲令

諸眾生行大乘法；以不堪受化，次與聲聞、辟

支佛道；若復不能，當與十善、四梵行等，令

修福德。若眾生都不樂者，如是眾生不應遺捨，

當與今世利益，所謂飲食等也。」這就是慈悲

菩薩教化的用心，明白眾生的根基因材施教，

而不把自以為是的價值施在對方身上。所以在

慧日這個大光明地上課是很幸福的，不僅有勤

行弘法的師長，也有機緣學習南傳的四護衛禪，

可以作義工累積資糧等。

《般若經講記》：「受持與講說般若，是思

想的文化的救濟，能拯拔墮落的人格，開發錮

蔽者的智慧，使他趨向光明，一直到究竟的解

脫。」然而，信解般若空法不易，單開一期的《般

若經》可能仍無法在同學心中駐足。今欣聞慧

日講堂規劃於 2017 年 9 月起以兩期的時間，導

讀龍樹菩薩造論注釋共九十品的《摩訶般若波

羅蜜經》，以助同學更能遊心於般若性空的法

海中。

學習佛法不可劃地自限，始則勉強終則泰然，

而「堅持」是要學習和鍛鍊的。一旦養成聞熏

習的習慣，對法的希求心不斷，則善法就是您

的貴人。講師曾叮嚀：「無法深入經論，也要

結法緣……，期許自己能成為團體中的清淨份

子，而非破壞因緣。」這是我們要體會的深意！

般若無盡藏
〈菩薩道的深觀與廣行〉學習心得

◎張玉芳

2017 印順導師思想巡迴講座，

於 3 月 11 日假慧日講堂舉行。

講題是《空之探究》──阿含的

空、部派的空。講師及負責的範圍

如下：開仁法師講解「自序」及

「第一章的前五節」，厚觀法師講

解「第一章的後五節」；圓波法師

講解「第二章的前五節」，長慈法

師講解「第二章的後五節」。

自序裡，導師說明撰寫此書的動

機：「阿含」的空，是重於修持的

解脫道；「部派」的空，漸漸傾向

於法義的論究；「般若」的空，是

體悟的深奧義；「龍樹」的空，是

《般若經》的假名、空性，與《阿

含經》緣起、中道的統一。

釋尊的原始教說，實際上並沒有

以「空」為主題來宣揚，但佛法的

特性，確乎可以「空」來表達。所

以在佛法中，空義越來越重要，終

於成為佛法甚深的主要論題。

說到《阿含》的空與解脫道是不

相離的。其中，慧的重點有二：1、

般若是解脫道的先導，也是主體。

2、如實知見：有緣起與四諦的正

見，才能獲得解脫，方法綜合起來

不外乎七處善的說明。

與空密切關係的定法即四種心三

昧：無量、無所有、無相、空，觀

想的方便不同，但能達的究竟目標

卻相同。這些都是以觀慧為下手處

的修法（也有此而能成就定），跟

一般先修禪定再修觀是不相同的。

不過，如動機不純或心有樂著即達

不到解脫！如修無相三昧者，假如

無法超越執取心的話，命終將隨業

而受生有頂處之果報；相反，若心

無取著，那就能達至無相心解脫了。

以空為主題而集出的《小空

經》，修法是由下而上的，豎的層

層超越，順著禪定的次第，最後以

無相心三昧，不取著而漏盡解脫。

而《大空經》卻是由外而內，橫舉

四類空作意是：1、外空作意，2、

內空作意，3、俱空作意（或作內

外空），4、不動作意。

導師說「空」不只是否定詞，離

妄執煩惱是空，也表示無累的清

淨、寂靜。「空性」是空的名詞

化。初期聖典中的「空性」，並無

「空所顯性」的意義；只有「出世

空性」，是甚深的涅槃。三法印與

三三昧（三解脫門）之關係：空對

應諸法無我，無願對應諸行無常，

無相對應涅槃寂靜。三法印與三解

脫門合一，雖晚期所譯，但也不失

原始佛教的本意。

部派空義之開展：在佛法的發揚

中，空更顯著的重要起來；從原始

佛法的注重修證，慢慢的對法義的

重視。所以對從佛而來的文句，從

事於聽聞、思惟，是慧學不可或缺

的方便。這樣空與無相，不只是實

踐的聖道──三昧、解脫，也是所

觀、所思的法義了。佛教初期的聞

思教法，雖重於事類的分別抉擇，

而「空」義也依聞思而發揚起來，

這是部派佛教的卓越成就！

在有部的思想開展中，對「一切

法空」是有極大影響的，真可說是

相破相成。導師舉《勝義空經》、

《撫掌喻經》、《幻網經》三部

經來說明，無來無去

之生滅如幻，我不可

得，諸行也不可得。

有為是虛妄的，虛偽

的，由於剎那生滅的

探求，得出「生時無

所從來，滅時往無所

去」──不來不去的

生滅說，這無疑為引

發一切法空說的有力

因素。

從聲聞學派的我法

二空說到常空、我我

所空，甚至於有為空、

無為空、無際空、本性空、散壞空

等等多種空，然空依然是離一切煩

惱的意思。離一切煩惱而畢竟空

寂，以空來表示涅槃。實際上，涅

槃是不可表示的，空與不可得等，

都是烘雲托月式的表示涅槃。涅槃

以遮遣方式表示但不等於沒有，用

以表示超越、不思議之涅槃義，如

甚深、廣大、無量、寂靜、清涼、

真實等，即有超越相對之積極意

義。法空主要是從涅槃空來觀一切

法的，這與大眾部系的思想有關，

都強調我與法皆空的思想。

這次的內容雖有點深，但出席者

依然超過 250 位，實在難得，大家

都期待下次《空之探究》後半的內

容，將這本具有特色的空義著作，

完整的學習一遍。

◎杜春蓮

2017 年印順導師思想巡迴講座暨座談會報導

空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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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式：1. 電話報名：(02)2771-1417 慧日講堂 2. 慧日講堂網站：http://www.lwdh.org.tw
3. Email 報名：syoung.judy@msa.hinet.net

▉ 主辦單位：慧日講堂

▉ 協辦單位：中華佛教青年會、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台北市佛教青年會

▉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36 號    網址：http://www.lwdh.org.tw

日 期 主      題 主持人 主講人

106/09/24
14:30~17:00

妙法蓮華經暨經變 謝水庸老師 寬謙法師

106/10/22
14:30~17:00

佛教禪修心要：
四念處的當代應用

開仁法師 溫宗堃教授

106/11/26
14:30~17:00

佛教養生學之理論與實務 葉瑞圻老師 性廣法師

1 0 6 年 下 半 年

人文講座

▉ 時間安排：主講人演講 90 分鐘，休息 20 分鐘 --- 洗手及用點心，開放大眾提問及解答 35 分鐘。

▉ 講師介紹：

寬謙法師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因長年海外弘法，放下博士班修學。1986年出家。研讀佛

學，深契印順導師思想，服膺導師所倡導的「人間佛教」。法師乃楊英風大師之後，自幼熏

習藝術涵養，因此法師說法，乃結合藝術及圖解弘法為其特色，1987~1997 年間，因緣際會

參與新竹福嚴佛學院與台北慧日講堂的建築重建規劃設計與工程。2000年起於國立交通大

學擔任『楊英風藝術研究中心』負責人。2007年接任永修精舍住持。2012年設立北投『覺

風佛教藝術學院』，2017年於永修精舍設立『覺風書院』。期融合佛教的修行理念及建築、

藝術的特質，乃當代深入佛法與藝術的法師。

溫宗堃教授
澳洲昆士蘭大學宗教研究博士、臺灣正念發展協會創會理事長、麻省大學醫學院正念中心合

格正念減壓教師。現任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專任助理教授。曾任福嚴佛學院、壹同寺女眾

佛學院、圓光佛學研究所教師。學術興趣為正念的理論與應用、上座部佛教禪修、初期佛教。

近年致力推廣正念的普世運用，於醫院、政府機構，小學、大學院校、企業帶領正念工作坊，

亦受邀至新加坡、大陸多個城市教授正念。

性廣法師
玄奘大學碩士，國立中央大學哲學博士。1981年出家，受學於昭慧法師，深入印順導師思想，

並曾多次追隨法師投入護法衛教行動。1986 年，創辦佛教弘誓學院，講授導師著作，強調

解行並重。曾向多位禪師學習南北傳禪法，致力於建立與弘揚“人間佛教禪法”。著作有：

《人間佛教禪法及其當代實踐——印順導師禪學思想研究》、《禪觀修持與人間關懷》，被

譽為“當代新禪學思想家”。常受各佛寺之邀聘，主持禪七，甚受好評。法師現任佛教弘誓

學院院長，桃園鹿野苑住持，並於東吳大學哲學系任教。

宗旨：激勵佛教界對「人文」的重視，進而提升人文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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