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漢傳佛教青年學者論壇」議程
YOUNG SCHOLARS’ CHINESE BUDDHISM FORUM

9 月 9 日星期五
Friday Sept. 9
時間 Time

活

動 Activities

08:45-09:10

報到‧入座 Registration

09:10-09:30

開幕典禮 Opening Ceremony

09:30-10:10
10:10-10:30

交流座談 Discussion
休息‧拍團體照 Break and Group Photograph

第一場 論文發表 First Session
主題：五至七世紀中亞與漢地觀想禪修的文本與實踐
題目 Title

發表人 Presenter

主持 Chairperson
評論 Discussant

念佛與佛身──從原始佛教到漢譯禪觀經 趙文
主持人兼評論人
典中概念的嬗變
德國慕尼黑大學佛教研究 張文玲教授
項目
國立故宮博物院
10:30-12:05
三人組發表

12:05-13:30

試論龜茲石窟第二種畫風洞窟券頂壁画的 王芳
禪觀意涵──從克孜爾171窟、110窟與森 德國慕尼黑大學佛教研究 評論人
項目
木塞姆48窟出發
蔡耀明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
北齊的禪觀與義理──從僧稠與小南海石 曾堯民
哲學系
窟談起
臺灣大學歷史學博士
午餐‧休息時間 Lunch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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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論文發表 Second Session
主題：日唐漢傳佛教文化交流中的受容與創新──從文學、儀式、王權的角度出發
題目 Title

發表人 Presenter

東亞佛教交流與日本平安佛教王權的建構 李志鴻
──以空海為核心探討
臺灣大學歷史學研究所
13:30-15:35 中日佛教文化交流中的儀式──以平安時 郭珮君
代日本佛教儀式中的漢傳成分為核心
臺灣大學歷史學研究所
四人組發表

主持 Chairperson
評論 Discussant
主持兼評論人
林韻柔教授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文體與聲韻──東亞漢傳佛教文化交流中 林青青
評論人
的韻文體
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 林佩瑩教授
輔仁大學宗教系
修行與修辭──空海與日本九想文藝的發 龔嵐
展
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
15:35-15:50

休息‧茶敘時間 Break

第三場 論文發表 Third Session
主題：晚明清初唯識、因明學研究──新文獻的觀點
題目 Title

發表人 Presenter
Ernest Brewster 白立冰

What is Our Shared Sensory World?
Evidence from Ten Ming Yogācāra
15:50-17:25 Commentaries
三人組發表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Manuel Sassmann
Heidelberg University

Ouyi Zhixu’s Yogācāra and Yinming
Studies

空印鎮澄對《成唯識論》｢同處各變｣說的 簡凱廷
批評及其反響
臺灣清華大學中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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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Chairperson
評論 Discussant
主持人
鄧偉仁教授
法鼓文理學院
佛教學系
評論人
胡志強先生
政治大學哲學系

9 月 10 日星期六
Saturday Sept. 10
時間 Time
08:30-08:45

活

動 Activities

報到‧入座 Registration

第四場 論文發表 Fourth Session
主題：曾幾佛場·何時梵剎?──多重視角下的寺院空間變化研究
題目 Title

發表人 Presenter

雲岡曇曜五窟圖像組合分析

主持 Chairperson
評論 Discussant

王友奎

主持兼評論人

北京清華大學
美術學院藝術史論系

王三慶名譽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系

08:45-10:50 唐代敦煌石窟的內部空間與主題變化之攷 簡佩琦
索
臺灣南華大學文學系
四人組發表
宋代寺院的制度改革及空間重組
國威
四川大學
文學與新聞學院
峨眉山詩中的「普賢聖境」與「心靈圖景」黃郁晴
臺灣清華大學
──以清初至乾嘉為主的討論
中國文學研究所
10:50-11:05

休息‧茶敘時間 Break

第五場 論文發表 Fifth Session
主題：民間佛教與女性文化——以寶卷及方志文獻為依據
題目 Title

發表人 Presenter

晚明文人女性傳記中佛教活動的書寫模式 賀晏然
11:05-12:40
三人組發表

12:40-13:45

王晴薇教授

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中華佛學研究所

評論人

徐郁縈

蘇美文教授

新加坡國立大學中文系

中華科技大學

午齋‧休息時間 Lunch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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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香港中文大學

女尼．私娘．佛頭──寶卷宣講與女性的 蘇芸若
宗教參與
新加坡國立大學中文系
蓮池做會──劍川白族女性的誦經活動

主持 Chairperson
評論 Discussant

第六場 論文發表 Sixth Session
主題：長溝流月去無聲-第六到八世紀漢傳中觀學流播路線及其相關問題之考查
題目 Title

發表人 Presenter

由江南到關中──三論吉藏晚年學思歷程 余淑芳
轉變原因及真實性之考查
華梵大學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13:45-15:50

澄觀懺罪思想源流略考

林銘光
華梵大學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四人組發表

僧肇思想源流的史地考察──草堂寺的田 周延霖
野與地誌
華梵大學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唐代天台宗的中日佛教交流──以國清寺 范明麗
為中心
華梵大學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15:50-16:05

休息‧茶敘時間 Break

16:05-16:50

綜合座談 Concluding Discussion

16:50-17:10

閉幕典禮 Clos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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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Chairperson
評論 Discussant
主持人
康特教授
華梵大學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
所
評論人
闞正宗教授
佛光大學
佛教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