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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25 日，經西南交通大學第十四屆黨委會第 115 次常
委（擴大）會議的決定，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英文名稱：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簡稱：CSCR-SWJTU）正式成立。中心屬學校二級虛體研究機構，掛靠人文
學院，主管部門爲文科建設處。

>>>>>>點擊瞭解更多<<<<<<

中心主任

呂鵬志

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中心簡介

中心名譽主任

勞格文（John Lagerwey）

法國高等研究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

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

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學監教授

https://cscr.swjtu.edu.cn/intro?sort_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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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將這部譯稿盡快處理付印，這並

非僅僅爲了漢語佛教學界需要了

解他極其出色的研究，也非僅因爲

他溫良、寬厚、淳樸、友善的個人

品性，而是要告慰一位在漢語佛教

文獻學領域默默耕耘多年的偉大、

孤寂的靈魂！回想我們交往的這麼

些年，尤其是他從日本返回威尼斯

之後我們隔洋閒聊時他的笑顏與

苦悶，雖然人世浮沉，但何曾料到

如此之速！在此，我只能對冠明的

研究成果稍作介紹，來聊以宣洩心

中無盡的悲涼！

（來源：紀贇）

>>《簡述》全文

左冠明（Stefano Zacchetti, 1968 -2020）的漢語佛教文獻學貢獻簡述

日本創價大學辛嶋靜志（1957-2019）教授於年前突然去世，之後不到一年，2020 年 4

月 29 日，英國牛津大學沼田惠範講座教授左冠明先生亦因疾疫猝然離世，當今漢語佛教文

獻學界兩位最具影響力的學者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相繼去世，這實在是國際佛教學界莫大的

損失。

早在 2015 年 10-11 月、次年 3-4 月我用了約三個多月的時間爲左冠明編輯一部論文集

（共十篇論文），並譯成了漢語。譯稿完成後就交給了左冠明本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

大學陳金華教授與浙江大學孫英剛教授，準備由後者主編在中國中西書局出版的佛教譯叢

內出版。但此後三年多我們都各自忙於雜事，未能將此稿及時付梓。去歲末，蒙復旦大學

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ICSCC-FUDAN）陳引馳師不棄，我打算於 2020 年 2-3 月前往復旦

短訪，並計劃在此期間舉行一個宗教研究的工作坊，順便也想邀請左冠明來華。交談之中，

我們終於想起以前的譯稿。左冠明提及終於要將花費多年精力的《大智度論》研究付梓，

他難掩興奮地提到隨後即會給我發來草稿供我一閱，等這部《大智度論》的專著殺青後他

就可以與我把這部漢語譯稿再重新過一遍，尤其是要處理若干在翻譯過程中暴露的技術性

與文獻本身的問題。畢竟其中有他過去十幾二十年前的舊稿，故稍作更新升級也屬題中應

有之意。我們商定每週至少用 SKYPE 聊天一次，好處理當週遇到的文本問題。然而，至今

年一月底全球疫情局勢已然急轉直下，我被困在了新加坡的家中無法前往復旦，而到了四

月二十九日晚竟然又聽到了陳金華老師帶來的噩耗！在最初數日的震驚之後，我終於決定

左起，那體慧（Jan Nattier）、左冠明（Stefano Zacchetti,1968
-2020）、方一新、辛嶋靜志（1957-2019）

https://cscr.swjtu.edu.cn/information/detail?sort_id=39&id=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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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心川教授（1928-2021）

佛教學者黃心川（1928-2021）先生的傑出貢獻

黃心川教授是我國著名
的東方哲學史家、印度哲學
史家、宗教學家、佛學家、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
員。他知識淵博，涉獵廣泛，
學養深厚，筆耕不輟，從遙
遠的古代到近現代，從印度
到中國，從佛教到印度教和
其他宗教，從哲學思想到政
治和經濟，從國內學界到國
際學界，黃老先生都能駕輕
就熟，遊刃有餘，無不體現
出大家風範。本文謹從老先
生諸多研究領域中佛教學術
研究的角度，著重談一談黃
老先生對佛教所作的貢獻，
以略表對黃老先生的崇敬與
追思之情。

01 在創建多所佛教研究機構上的貢獻

黃心川教授主要推動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南亞研究所、亞洲太平洋研
究所、玄奘研究中心、長安佛教研究中心等機構創建，是創建中國佛教研究平臺最多、影
響力最廣、成效最大的一位學者。

1964 年，爲貫徹落實毛澤東主席關於建立宗教研究機構的批示精神，黃心川老先生協
助所長任繼愈，積極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籌建工作。當時籌備工作的分工
是任繼愈先生主持全面工作，黃老先生負責學術工作，並且擔任伊斯蘭教與佛教研究室主
任，趙復三先生負責對外聯絡。其中受到了“文革”的影響，宗教所的研究工作時停時做。

改革開放以後，1980 年，黃老先生擔任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長，主要負責科研管理工
作，在他的組織和推動下，世界宗教研究所出版了我國第一本宗教著作，其中《世界三大
宗教》雖然只有不到十萬字的篇幅，卻引起了國內圖書市場的震動，先後印了七版，許多
人也是在讀了這本書以後，走上了學術研究的道路。人民出版社鑒於此書的影響與銷路，
又組織黃老先生主編了《世界十大宗教》一書，此書同樣獲得了殊譽，一直再版。宗教研
究所的優秀成果也在不斷湧現，在學術界聲名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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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在宗教哲學研究方法上的貢獻

黃老先生是世界上知名的印度哲學專家，經常在印度的報紙上發表有關印度哲學的文
章。

他認爲，“研究宗教要從整體上把握它的教義思想的發展，要注意它在思想上的源與
流的關係。中國佛教是從印度（包括中亞）傳來的，傳到中國後經中國人吸收消化後成爲
中國的佛教，哪些是源，哪些是流，這些還需要我們去認真地加以研究才行”。

他把這些想法融入到寫作之中，在寫作《印度哲學史》時，注意到充分利用中國保存
在佛教中的印度哲學史料，這些資料極大地開拓了中國學者對印度哲學的貢獻，也使中國
的印度學走向了世界，受到了世界學術界的重視。

這一研究方法，還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體現在黃老先生對歷史人物史實問題的
重視上；二是體現在黃老先生結合現實社會與時代發展進行研究與探討上。

其代表作主要有《嚴佛調與中國佛教文化》《釋迦牟尼的哲學和社會思想》《玄奘及
唯識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現代中國佛教》《都市寺院的特點與展望》《法顯大師與改
革開放精神》等系列論文。

黃老先生都是從這些歷史人物的生平與時代背景入手，挖掘影響其思想形成的各種因
素，由此加深對這些歷史人物的理解，再在此基礎上展開這些人物思想理論的研究，他對
玄奘精神的提煉，是我國學者對玄奘的最好總結。

黃老先生對現代中國近幾十年的佛教情況進行了系統梳理，最早向海外撰寫了介紹當
代中國佛教的文章，並對未來佛教的發展走勢進行了展望，這些研究成果對於我國堅持改
革開放、構建和諧社會有著重要的時代意義。

時至今日，黃老先生的宗教研究方法同樣適用於指導後輩學人的佛教研究。

1992 年 7 月 30 日，在黃老先生帶頭簽名的倡議下，玄奘研究中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成
立，黃老先生任中心主任，趙朴初任名譽主任。自成立以來，玄奘研究中心成功舉辦了四次
國際玄奘學術研討會和國內專題研討會，並且審閱多本玄奘的影視劇本，徹底改變了社會上
過去只知道《西遊記》中唐僧的形像，以及推動社會瞭解了真實的玄奘，出版了《玄奘研究》，
極大地推動了國內玄奘研究和中外學術交流。

03 在佛教學術研究成果上的貢獻

黃心川教授在佛教學術研究領域上涉獵較廣，曾出版《印度佛教哲學》《古代印度哲
學與東方文化研究》《玄奘研究文集》等多部佛學專著，發表百餘篇論文，其中一部分已
經被譯成英文、日文、韓文、孟加拉文等。所主編的《世界十大宗教》獲得了 1988 年全國
優秀圖書獎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成果獎。

所撰寫的《隋唐時期中國與朝鮮佛教的交流——新羅來華僧侶考》獲第四屆國際佛教
學術獎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他撰寫的《印度佛教哲學》，被學界認爲是最
簡練的研究著作，並被香港考試局指定爲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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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在教授培養高僧大德上的貢獻

無論是對佛教出家僧眾，還是對各大院校的佛教研究人員，黃老先生都不吝餘力，獎
掖後學，提攜晚進。

黃心川教授在保持學術獨立性和嚴謹性的基礎上，還對佛教文化和佛教信眾表現出高
度尊重，一方面相續教授了傳印長老、淨慧長老、無相長老等一大批高僧，另一方面培養
出諸多日後成爲佛教研究中堅力量的碩士生與博士生。

1956 年，中國佛教最高學府——中國佛學院開始創建，從各地招收了 70 餘名學僧。
當時的黃心川教授尚在北京大學哲學系東方教研室，被派到佛學院去講印度佛教史與印度
哲學後，與傳印長老、淨慧長老、無相長老等當代高僧結下緣份。這些學僧後來都成爲了
中國佛教界的領袖人物。

1978 年，黃老先生招收了第一批碩士研究生，即主攻印度近現代哲學的朱明忠、主攻
印度古代哲學的姚衛群，主攻印度佛教哲學的方廣錩。20 世紀 90 年代，黃老先生開始招
收博士生。

後來，這些同志都在各自工作崗位上成爲國內研究印度哲學與佛教領域的學科帶頭人
和骨幹，出版了不少學術著作。現在朱明忠已經是著名的印度哲學與印度教研究專家，姚
衛群在印度佛教哲學方面很有建樹。方廣錩也是著名的佛教學者和版本專家，在佛學界影
響很大。

從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在黃心川老先生的倡導下，國內許多社科單位和高等院校陸
續建立宗教學專業。比如，北大哲學系建立東方哲學研究室，由佛學家樓宇烈任主任；中
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成立東方哲學研究室，由佛學和梵文專家巫白慧任主任。

2003 年，鼎力相助寧波寶慶講寺編輯出版《寶慶講寺叢書》，是推動出版《寶慶講寺
叢書》第一輯的功臣，也是推動寧波寶慶講寺走上文化興寺道路，迅速發展的引路人。

黃老先生的佛教學術研究成果既體現在佛教思想與佛教藝術上，也體現在佛教與文化、
佛教與經濟、佛教與政治之間關係等多個方面。這些成果在改革開放伊始，宗教學研究一
片空白，重新起步之時，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比如，在佛教思想方面，代表作主要有《試論龍樹的中觀哲學》，並對印度哲學與中
國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行了深入探討。在佛教藝術方面，主要有《從印度到中國：佛教
造像的藝術之路》《印度、中國佛教造像藝術的發展過程及其特點》二文，體現了對佛教
造像藝術的探索。先生在這方面的研究有助於相關研究者瞭解佛教造像的發展情況與基本
特點。

在佛教與經濟方面，主要有《當前東亞佛教的復興情況及其對社會經濟的影響》等論
文。先生是站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探討佛教與經濟之間的互動作用。在佛教與政
治方面，主要有《隋唐時期中國與朝鮮半島佛教的交流——新羅來華佛教僧侶考》《沙俄
侵略蒙藏與喇嘛教》《論中國歷史上的宗教與國家的關係》《前景廣闊的中韓關係》《中
韓文化的共同特點及其相異性》《東北亞的文化模式與合作關係》《中國傳統文化與東亞
文化模式》《佛教在東亞》等論文。諸如此類，等等。

這些研究考察並梳理了佛教與國家政權、外交關係、國際文化交流等之間的關係，並
對佛教如何與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等議題進行了較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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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在政、教、學三界合作交流上的貢獻

黃心川教授直接參與了國內主要佛教學術會議的發起和組織工作，是中華大地上召集
學術會議最多的老一代學者之一，爲推動中國佛教學術研究交流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
獻。

1979 年由世界宗教研究所召開的中國宗教學會在昆明成立，標誌著我國的宗教研究開
始啟動，黃老先生作爲主要的組織者之一，出面召集了這次會議。這次會議還有另一個成
果就是徐梵澄先生自動來參加會議，最後邀請他回國，成爲宗教研究所的研究員。

1986 年黃老先生幫助西安學術界召開了“隋唐佛教會議”，這次會議也是很重要的一
次會議，會後陝西社會科學院成立了長安佛教研究中心，標誌著長安佛教的研究開始啟動。

1988 年，“印度宗教與中國佛教”學術研討會在黃老先生的家鄉江蘇常熟召開。這次
會議是中國當代佛教研究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事件。這次會議是中國佛學歷史上首次由
學術界與佛教界合作的嘗試，開啟佛教界與學術界共同舉辦學術活動之先風。這種在佛教
學術研究中，將政、教、學三界組織在一起，共同召開高級別全國性佛教學術會議的舉措，
使佛教學術研究獲得政策、信仰、經濟等多方面的協調和支撐的局面，一直延續到今天。
2006 年 9 月，成都大慈寺召開的“第三屆玄奘國際學術研討會”得到黃老先生的悉心指導
並題詞。

又比如，黃老先生對禪宗文化深有研究，對千年禪宗祖庭雲居山真如禪寺的歷史與發
展頗爲關切，曾親臨出席首屆虛雲禪師佛學思想國際研討會，並爲論文集《巍巍雲居 千年
真如》作序，還爲雲居山“國際禪修院”的建設指明方向。

黃心川教授還是法門學的發起人，曾長期擔任法門寺博物館特邀研究員，參加了數次
法門寺國際學術研討會，對法門寺的學術研究工作特別是法門寺文化給予了大力支持和幫
助。諸如此類，等等，難以盡述。

總之，黃心川教授是現代中國佛教學術研究的拓荒者與開創者。上述幾個方面的梳理
與闡述，既不足以總結老先生在佛教學術上的建樹與貢獻，也難以概括老先生對佛教事業
發展所付出的大量心血與努力。只是在黃老先生世緣已盡、騎鶴西去的時刻，寫出此篇短
文，略表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無上敬仰之情。

（來源：李玲、黃夏年、菩薩在線www.pusa123.com）

http://www.pusa12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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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 1934-2021）教授

作者和施博爾教授的合影

· 呂錘寬/泉州師院閩江學者講座教授、台灣師範大學退休教授

悼念施博爾教授
日前從呂鵬志教授處得知，道教科儀研究的權威施博爾（又名施舟人）教授仙逝，特

爲文將與他的接觸所獲得學術上的啟發與收穫，撰述爲文以表悼念之情。
最初知道施博爾的名號，係在臺南的南管文化圈，南聲社的絃友們皆稱他爲“阿博”。

背景原因爲：施博爾教授於 1960 年到臺灣，隨即前往臺南向陳聬道長學習靈寶派的科儀，
期間也致力蒐集臺灣傳統音樂的有聲資料，他從唱片中獲知，臺南南聲社有一位傑出的演
唱者蔡小月，因而專程於 1981 年前來臺南，爲法國廣播公司洽談聘請蔡小月等，赴法國等
歐陸五個國家演出，最後確定於 1982 年 10 月邀請蔡小月與南聲社前往演出。施博爾教授
的名聲，乃在以臺北爲主的文化界與音樂界傳播開來而廣爲人知。

本人起始係研究南管音樂（本稱
爲絃管，爲保存於泉州晉江等地的古
樂），於 1984 年獲得法國政府獎學
金，前往巴黎索邦大學（Université
Paris-Sorbonne）音樂學院就讀，當
時的博士研究論文爲南管音樂方面，
故而指導教授之一即爲施博爾教授，
因此在巴黎一年期間，大抵爲每星期
到他家討論，才初次認識建醮與道教
科儀，及宣行的相關文化現象。

1985 年 12 月，陳榮盛道長於臺
南縣七股鄉九龍宮主持一科三朝醮，
施博爾教授特地前來實地調查，他每
到臺南都會拜訪南管演唱家蔡小月，
由於本人與蔡小月爲結拜關係，故而
相約前往陳榮盛道長的法事道場探
訪，這也是本人第一次見識到蘊含豐
富傳統音樂的傳統文化場域，也得以
知曉施博爾教授與道士、樂師熟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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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舟人教授與陳榮盛道長

作者在施博爾教授家（1985 年）

及親密的關係。1991 年 6 月，陳榮盛主持臺南縣
西港鄉慶安宮醮典，施博爾教授仍特地前往，且
於朝科中擔任都講職。夜間的鬧壇奏樂，他拿著
銅類樂器參與演奏，我親眼目睹他既熟識道教的
人事，又對科儀本體具有實際操作執行的能力。

從學術眼光言之，施博爾教授堪謂爲本人在
道教科儀與音樂方面研究的啟蒙老師。在他家討
論期間，有機會瞭解到道教的相關文獻，以及他
從臺南蒐集的手抄本的類型，諸如：科儀書、文
檢、玉訣、雜記等。這些認識或概念，儼然成爲
後續的道教科儀研究的指引。

1990 年第二次到巴黎，此次係註冊於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註冊的論文題目
爲“道教早朝科儀方面的研究”。除了進一步瞭
解施博爾教授在道教科儀方面的造詣，在巴黎期
間，還見識到了他與民間藝師熟悉的程度：1990

年 11 月，他再次引介法國國家
廣播公司，聘請蔡小月與南聲
社至巴黎演出與錄音，將蔡小
月所能的南管曲全部予以錄
音，日後並發行一套六片的“蔡
小月南管曲專輯”CD；1991 年
12 月，再次聘請陳榮盛道長至
巴黎講授道教科儀，期間施博
爾教授並邀請陳道長前往阿爾
卑斯山賞雪，由本人爲陪賓，
因而能有機會更深入認識施博
爾與道士的關係，以及他的思
想與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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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博爾教授在道教科儀方面
研究的成果，爲歐美漢學界熟知
與推崇，對歐洲社會而言，他對
漢族傳統音樂中的南管音樂之提
倡，成爲法國文藝界的盛事，顯
示他生前在道教科儀研究的成
就，以及倡導漢族傳統音樂的貢
獻。親眼所見，他仍爲富於情感
的學者，陳榮盛道長於 2015 年
過世的時候，亦專程到臺南參加
告別式。施博爾教授在臺南學習
道教科儀、傳播南管音樂的事蹟，
已成爲臺灣道教文化圈與傳統音
樂文化圈的美談。

相關鏈接
中心悼念施舟人先生合集：https://cscr.swjtu.edu.cn/information/detail?sort_id=40&id=86
施舟人教授道教研究論著選目：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13022477/

施博爾教授鬧壇演奏（1991 年）

施博爾教授科演（1991 年）

從耳聞至認識以及實際
接觸施博爾教授的過程，除
了具體吸收他在道教科儀方
面的研究方法與觀念，最重
要者爲經由對他的觀察獲得
的啟發，亦即學術研究的實
務經驗，此經驗係從不斷的
田野調查而來，實際情形爲
持續保持與臺南道士的密切
關係，而非爲輾轉抄襲引用
的歷史材料或空談的理論。

（來源：呂錘寬、巫能昌、呂鵬志）

https://cscr.swjtu.edu.cn/information/detail?sort_id=40&id=86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13022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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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張教授關注到大乘（Mahāyāna）的音譯詞“摩訶衍”，具體分析了真諦所譯《大乘起信論》

中除標題之外的三處“大乘”，七處“摩訶衍”，並考察了《大乘起信論》中的“摩訶衍”與《勝鬘

經》等經論中“摩訶衍”的關係。

最後，張教授探討了《大乘起信論》中的“摩訶衍”與中國佛教中“大乘”的關係，指出：從《大

乘起信論》的“摩訶衍”和“大乘”概念的並用，我們可以看出，至少在六世紀中葉，“大乘”概念

的內涵還是多義的，尚沒有被大家普遍接受的、統一的“大乘”概念存在。但經過南北朝佛教的集大

成者、隋代淨影寺慧遠在《大乘義章》中的闡釋，“大乘”與“摩訶衍”概念區分開來，“大乘”作

爲與“小乘”相對的概念基本固定下來。之後的“如來藏”思想不再通過“摩訶衍”的概念來表達，

而是直接以“如來藏”概念來表達。由此之故，後世的《大乘起信論》的注釋者逐漸忽略“大乘”一

詞原本具有的多元內涵，將其解釋爲一般意義上的“大乘佛教”。這些解釋阻礙了我們正確把握《大

乘起信論》中的“大乘”的原意，不利於我們認知《大乘起信論》作爲如來藏系統論書的性質。”

講座結束後，張文良教授就中國佛教的大小乘觀、《大乘起信論》的作者問題和參與講座的學者

進行了交流。

中國人民大學張文良教授學術講座紀要：

《大乘起信論》與“大乘”觀念的嬗變

（來源：甘沁鑫）

2020 年 12 月 1 日 20 時，中國人民大學

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副所長張文良教授

應邀在騰訊會議室舉行題爲“《大乘起信論》

與‘大乘’觀念的嬗變”的線上學術講座。

這次講座爲西南交通大學“人文思躍”系列

講座之一，由人文學院助理教授甘沁鑫主持，

人文學院呂鵬志教授、趙川老師、吳楊老師

及來自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大

學、中國人民大學、四川大學、上海社會科

學院、西南交通大學、新加坡佛學院等國內

外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師生 250 餘人參與了本

次講座。張文良教授首先介紹了對《大乘起

信論》題目中的“大乘起信”的多元解釋，

指出從結構上分析，這四個字至少有三種可

能的解釋：讓衆生生起“大乘”之信心，“大

乘”是“信”的修飾語；讓衆生生起對於“大

乘”之信心，“大乘”是“信”的對象語；

“大乘”讓衆生生起信心，“大乘”是“信”

的發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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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R. Bokenkamp, A Fourth-Century Daoist Family:

The Zhen'gao, or Declarations of the Perfected, Volume 1

Stephen R. Bokenkamp，A
Fourth-Century Daoist Family: The
Zhen'gao, or Declarations of the
Perfected, Volume 1，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20.

This volume is the first in a series of
full-length English translations from one of the
foremost classics in Daoist religious literature,
the Zhen gao or Declarations of the Perfected.
The Declarations is a collection of poems,
accounts of the dead, instructions, and
meditation methods received by the Daoist Yang
Xi (330-ca. 386 BCE) from celestial beings and
shared by him with his patrons and students.
These fragments of revealed material were
collected and annotated by the eminent scholar
and Daoist Tao Hongjing (456-536), allowing us
access to these distant worlds and unfamiliar
strategies of self-perfection. Bokenkamp's full
translation highlights the literary nature of Daoist
revelation and the place of the Declar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etters. It further
details interactions with the Chinese throne and
the aristocracy and demonstrates ways that
Buddhist borrowings helped shape Daoism
much earlier than has been assumed. This first
volume also contains heretofore unrecognized
reconfigurations of Buddhist myth and practice
that Yang Xi introduced to his Daoist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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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三洞”經之首洞真上清經發端於東晉哀帝興寧年間（364－370）在江南句容出現的一系列真人降授活

動，當地奉道世家許氏父子（許謐、許翽）禮聘的通靈道士楊羲聲稱有十多位真人向其降授了十幾篇上清經、諸

真傳和零星誥示。南朝齊梁高道陶弘景（456－536）收集整理了楊羲和二許抄錄的零星誥示，增添了“三君在世

自所記錄及書疏往來”以及陶本人撰寫的跋語“敘錄”（包括誥示內容體例、上清“真經始末”和許氏“真胄世

譜”），編成《真誥》一書。《真誥》記錄的是真人口頭告訴楊羲並讓其抄錄、轉達二許及其親友的一系列神諭

（間或以詩歌、書信的形式來表達），內容包括冥數感對、禍福命運、修真方法、修真勸誡、茅山史地、死後生

活等等。《真誥》與上清經、諸真傳皆是上清經派教內文獻，反映上清經派既承傳又發展了養生修仙的方士傳統，

是研究早期道教信仰及實踐的重要史料。因爲《真誥》提供了上清經派道士修道的具體信息，它不僅是解讀上清

經、諸真傳的指南，而且可與後兩類文獻互相印證和解釋。又因爲《真誥》記錄的是奉道世家內部秘傳道教知識，

可以大大彌補《世說新語》和《晉書》等教外文獻少有記載晉代社會宗教信仰的缺陷。《真誥》內容瑰奇，語言

典雅，不僅是道教文學也是世界宗教文學中的奇葩，其水平可與但丁《神曲》媲美。可惜現代學者對《真誥》的

研究遠遜於《神曲》，迄今只有日本道教學者完整譯註了《真誥》。

本書係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出版社出版的《真誥》英譯第一卷，這是譯者柏夷教授在同一出版社出版

Early Daoist Scriptures（《早期道教經典》）之後推出的又一精品之作。爲方便現代學者更好地理解《真誥》，

譯者重新編排了《真誥》的文本順序，根據陶弘景註中提到的互見文字內容，將分散在不同篇卷的同一事件或主

題集中翻譯。每一事件或主題均加上標題，並有簡要導言予以說明。第一卷包括《真誥·敘錄》、愕綠華詩、司

馬昱之子、“（從前卷有待歌詩十篇接戒來至此凡）八紙”等四個子目。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八紙”抄錄的是

與佛教相關的文字內容，包括諸真相互唱和的有待無待歌詩、漢明帝夢感神人佛現及佛教傳入中土之始、方諸島

上多有奉佛道者、源出佛教《四十二章經》的眾真教戒，等等。譯者翻譯和研究的“八紙”真誥有力證明東晉中

葉上清經派開始吸取外來佛教的教義和實踐，修正了學術界普遍認爲佛教全面深刻地影響道教始於東晉末劉宋初

古靈寶經的舊說。

Stephen R. Bokenkamp (Ph.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6) specializes in the study of

medieval Chinese Daoism, with a special emphasis on its literatures and its relations with Buddhism. He

is author of Early Daoist Scriptures， Ancestors and Anxiety， A Fourth-century Daoist Family, the Zhen’

gao , as well as over forty articles and book chapters on Daoism and literature. Among his awards are

the Guggenheim Award for the Translation of a medieval Daoist text, a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Translation grant and the invitation to present the Xuyun and Yanfu lectures for the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Beijing University. In addition to his position at Arizona State, he has taught

at Indiana University,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short courses for graduate students at Beijing, Princeton

and Fudan Universities. He was also part of the National 985 project at the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Sichuan University from 2006-2013.

（來源：Stephen R. Bokenkamp、呂鹏志）

作者簡介

柏夷（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博士，1986 年）教授，專長於中國六朝隋唐道教史，特別關注

中古道教文獻和佛道關係。在其漫長的學術生涯中，他出版了《早期道教經典》《祖先與焦慮》

和《公元四世紀的一個道教世家——<真誥>英譯第一卷》三部專著以及超過三十五篇學術論文。

他的研究貢獻爲其贏得了許多榮譽和獎項，比如古根海姆獎、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基金, 北京

大學哲學系的虛雲講座， 嚴復學術講座等等。除了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任教之外，他此前曾任

教於印第安納大學、斯坦福大學，並在普林斯頓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爲研究生開設短期

密集討論班。他也是 2006-2013 年四川大學國家九八五項目工程特聘海外專家。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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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森林《道經英譯史》

俞森林，哲學博士、西南交通

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中國語言文

學譯介學方向博士生導師、外國語

言文學翻譯學方向碩士生導師、加

拿大女王大學語言文學文化系訪問

學者、唐立新優秀學者。主要研究

方向：譯介學（道教經籍英譯）、

翻譯學、海外道教學。主編《郭沫

若翻譯研究》，獨著《中國道教經

籍在十九世紀英語世界的譯介研

究》，發表研究論文 30 餘篇。

《道經英譯史》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道教經籍的譯介與傳播研究”最終研

究成果。首次對中國道教經籍的英譯歷史進行較爲系統的梳理，填補了翻譯史研究和

道家道教典籍在國外的譯介與傳播研究領域的空白。對於相關領域的研究及當今中國

文化走出去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內容簡介

《道經英譯史》，上海：三聯書店，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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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朴永萬（法眼
法師）是大韓佛教曹溪
宗魚山作法學校校長，
佛教儀禮文化研究所
理事長，文學博士。多
年來致力於佛教儀式
研究，在韓國學界有著
舉足輕重的地位。

朴永萬《韓國佛教水陸齋儀文研究》

朴永萬：《韓國佛教水陸齋儀文研究》，首爾：淨友 books，2020 年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

《韓國佛教水陸齋
儀文研究》一書資料詳
實，立論嚴謹，是研究韓
國以至東亞佛教儀式至
關重要的著作。

目錄

Ⅰ. 緖論
1. 硏究 目的 18
2. 硏究 方法 19
3. 先行 硏究 30
Ⅱ. 의문儀文 成立과 도량건립

道場建立 儀文
1. 儀文의成立과特徵 36
1) 儀文 成立의약사略史 36
(1) 水陸齋 設行의根源 36
(2) 水陸齋 儀文의成立 40
2) 主要 儀文의特徵 49
(1) 中國 佛敎 水陸齋 儀文 49
(2) 韓國 佛敎 水陸齋 儀文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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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무외시無畏施와 법시法

施등의차제次第 243

1) 結手文의次第 243

2) 中禮文의次第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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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경신봉송敬伸奉送 265

(1)도배송都拜送 265

(2)각단배송拜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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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甘沁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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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大乘起信論》是一部充滿謎團的千
古奇書，自南北朝時代的敦煌本《疏》的
作者，隋唐時代的曇延、淨影寺慧遠、法
藏至近現代的太虛、印順等，歷代佛教思
想家從不同的立場詮釋其微言大義，形成
了蔚爲大觀的《大乘起信論》思想史。本
書以《大乘起信論》的闡釋史爲線索，從
新的視角探討佛教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和
思想特徵，進而考察《大乘起信論》對整
個東亞佛教思想的影響。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 年

作者簡介

張文良《〈大乘起信論〉思想史研究》

張文良（1966- ），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教授、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副所長、博士生導
師。主要研究領域爲中國佛教和日本佛教。發表論
文 120 餘篇，出版專著有：《澄觀華嚴思想研究》
（日文，山喜房佛書林 2006 年版）、《“批判佛教”
的批判》（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日本當代佛
教》（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5 年版）、《東亞佛教視
野下的華嚴思想研究》（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2017 年
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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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大乘起信論》與明代佛教
第二節 蕅益智旭的《大乘起信論裂網疏》
第八章 清代佛教中的《大乘起信論》
第一節 續法的“《大乘起信論》觀”
第二節 楊文會的“馬鳴宗”及其思想史意義

目錄

(來源：張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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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定源《佛教文獻論稿》

王招國，又名定源，上海

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副

教授。2008 年畢業於日本京

都花園大學大學院佛教學專

業，獲文學碩士學位；2011

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國際佛教

學大學院大學佛教學專業，獲

文學博士學位；2011-2013 年

任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日

本古寫經研究所研究員。主要

從事敦煌遺書、日本古寫經研

究，並長於佛教文獻學的研

究。已出版《敦煌本〈御注金

剛般若經宣演〉の文獻学的研

究》（日文）專著一部，并在

國内外雜誌發表學術論文三

十餘篇。

本書收錄了作者近年來撰寫的十四篇論

文，所研究的文獻種類有敦煌遺書、日本古寫

經以及一些珍稀刻本。每篇論文均從文獻學的

角度進行論述，涉及內容包括考訂文獻作者、

追溯版本源流、分析文本系統、評述文獻價值

等方面。本書是作者研究佛教文獻的嘗試之

作。

內容簡介

序言 方廣錩 1
【敦煌遺書】
斯 1087 號背《金剛般若義記》作者考述 3
敦研 178 號背《佛説八師經》譯者小考 34
敦煌遺書《比丘含註戒本》之基礎研究——寫本系統與成書年代 51
敦煌·吐魯番出土新羅元曉《大乘起信論疏》殘卷研究——兼論東亞“書
籍之路”傳播的另一側面 111
敦煌遺書所見道氤《設齋贊願文》及其研究價值 135
【日本古寫經】
日本新出古寫本《護淨經》的考察 151
論《大周録》的疑經觀——日本古寫經發現的意義 173
《慧琳音義》所據《高僧傳》傳本略考——以《高僧傳》卷五音義例 206
日本古寫經《高僧傳》所見“釋法和傳”異文考辨 222
無準師範傳記之新資料——日本藏《佛鑒禪師行狀》寫本 248
日本新出《徑山佛鑒禪師行狀》考論 268
【珍稀刻本】
日本藏《鐔津文集》版本及其文獻價值 303
永明延壽傳記之新資料——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録》
325
有關《天竺靈籤》的考察 351
後記 383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目錄

(來源：定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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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ying Kuo,“Dh�raṇ� Pillars in China: Functions and Symbols”

漢傳佛教陀羅尼經幢的功能與象徵

漢傳佛教陀羅尼經幢一般指一八面石柱，稱為“石幢”，幢身刻有多種佛教陀羅尼經文及供養題記等。幢

底基座常有雕塑，幢頂大約有七或五層，刻有蓮葉花瓣和佛、菩薩、金剛力士等石雕像。本文係作者多年收集

和研究相關資料的成果，這些資料來自佛教經典文獻（包括敦煌寫卷和梵文抄本）、金石史料、近幾十年考古

報告、國內外各地古佛寺及博物館藏品、實地調查，等等。論文以公元 697－1285 年間所立 280 座經幢作為基

本研討資料,依照其年代、內容分析幢身所刻各種經文之演變、立幢供養人之題記願文和幢刻文之各種稱名等

問題，並敘述此等經幢在漢傳佛教所及地域的傳佈,國內包括中原、華北、華南各地,國外遠及韓國和日本。論

文特別指出，越北十世紀丁氏朝代都城華閭曾立一百座“加句靈驗陀羅尼寶幢”。石經幢上最早刻經為七世紀

下葉譯自梵本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其漢譯經文強調抄寫佛頂尊勝陀羅尼於“高幢”上以為行者淨身滅罪

之用。石幢傳達了通過“高幢”消災往生的期盼。事實上,中國六世紀的石造像碑刻文本身也有自稱為“幢”

者。 隨著年代變遷，其他經典（如《大悲心》、《大佛頂》等陀羅尼和《心經》及《金剛經》等，以及一些

用於消災滅罪往生儀式的真言）也跟著刻於石幢。本論文最後討論敦煌幾幅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特別是經變

上所畫的“高幢”。本文配有多種經幢、石塔和敦煌經變等彩色插圖。 >>論文全文

(來源：郭麗英）

in Dorothy C. Wong and Gustav Heldt,
eds. , China and Beyond in the
Mediaeval Period: Cultural Crossings
and Inter-Regional Connections, New
Delhi:Manohar Publishers，in association
with Cambria Press, 2014, pp.351-385.

Dhāraṇī Pillars in China: Functions and Symbols
The so-called “dhāraṇī pillar” is a stone column composed of several

sections: Its socle and upper portion are sometimes sculpted as lotus
petals and Buddha images; the main section, generally octagonal, is
engraved with Buddhist sūtras, or incantatory formulas known as dhāraṇī
or mantra; and following is typically a dedicatory text or eulogies with
references to both lay and religious donors. These pillars were built to
benefit soteriologically both living and deceased laity and clergy. This
paper discusses a current database of 280 pillars dating from 697 to
1285, which together provide a multiplicity of documentation for the role
of these objects in Chinese Buddhism in terms of scriptures, practice,
religio-political and socio-economics. This introduction to dhāraṇī pillars
is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of the interesting word chuang “banner” used
to self-designate these dh ā ra ṇ ī -pillars from their very inception. It
conclude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iconography of several Dunhuang
wall paintings illustrating the Sūtra on the dhāraṇ ī of the Victory from
the Buddha’s head-summit (Buddhoṣṇīṣavijayā dhāraṇī), the scripture
which constitutes the central inscription on most dhā raṇ ī pillars. This
paper is richly illustrated with photos of inscribed pillars from several
Chinese provinces also Ninh Binh province of Vietnam and of Dunhuang
wall paintings.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9&id=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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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皎（497—554)《高僧傳》是一部集錄從東漢明帝至梁代武帝時期约 450 年中的僧人傳記，爲

研究中國早期佛教史、文化史、社會史的案頭必備之書。有關本傳記的文献整理，迄今爲止，僅有

中華書局出版湯用彤先生校註、湯一玄先生整理的“湯校本”。该校本 1992 年 10 月初版，1997 年

10 再版。再版中對初版誤脱作了若干修訂的同時，亦存在初版中不誤，再版時反而致误的情况。“湯

校本”是湯先生晚年的未竟之作，後来雖由賢嗣湯一玄先生整理成稿，但在校點方面尚有不少可議

之處。故而自初版以来，時彦諸贤亦多有舉誤訂正。

近年，筆者負笈東瀛，有機會参加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的日本古寫經研究，並獲得多種《高

僧傳》古寫經，這些古寫經均是“湯校本”當時所未見。中國學者中，较早關注古寫經《高僧傳》

的是南京師範大學董志翘先生，他曾利用古寫經中的石山寺本和七寺本校訂了若干“湯校本”中的

错误。其實，通過我們初步考察顯示，古寫經《高僧傳》舆“湯校本”用作底本的《大正藏》本等

刊本之間，内容上存在较大差異，它可能是有别於刊本的另一種異本。爲了詳细探討古寫經舆刊本

之間的異同，筆者近日在課餘之暇通讀了幾遍“湯校本”，不意發現除了前此諸家所舉誤校、誤點

以及誤錄之外，其中依然存在些許瑕疵。本稿即是筆者在閱讀“湯校本”（中華書局 1997 年版）過

程中，随手檢舉了一些尚可商議部分，共近百條，其中有些是利用已掌握的古寫經進行對校，提出

了一些商榷意見，以並就教於方家。

摘要

《版本目錄學研究》第三輯，2012 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第 331-348 頁

>>論文全文

定源《中華書局版<高僧傳>校點商榷》

(來源：定源）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9&id=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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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僧人念常於至正元年（1341）撰成《佛祖歷代通載》廿二卷，至正四年（1344）

前後付梓，是爲初刻本，此本旋即東傳日本，而有五山版之刊刻。本文通過對五山版四位

刻工抵日時間及刻書生涯進行考察，認爲五山版大致在 1367－1395 年之間開雕。時值元

末明初，社會的動蕩不但未曾令中日文化交流中斷，反而促進了大量漢籍的東傳。重點探

討了五山版的底本問題，認爲五山版的底本是至正四年初刻本，至正七年本是念常在初刻

本基礎上進行過修訂與補充的增訂本，二者關係極爲密切，在初刻本已佚的情況下，五山

版因保存了初刻原貌而獨具價值。此後，五山版又衍生出慶長活字印本、慶安刊本，可見

日本對漢文佛教史籍之需求持久不衰，也反映出中國佛教及漢籍在日本的影響力。

(來源：楊志飛）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 15 輯，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第 363-381 頁

楊志飛《五山版<佛祖歷代通載>考述》

>>論文全文

內容提要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9&id=49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9&id=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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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李薇）

摘要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65(1):186-189，2016.

阿毗達磨文獻是解釋經與律的文獻，其中經常引用經、律。但律藏中引用阿

毗達磨文獻的記述卻是非常少見的，本文所討論的《十誦律》中狂心的解釋便是

其中一例，筆者認爲這些解釋是受《婆沙論》的影響後添加到《十誦律》中的。

因爲《婆沙論》中明確記載了解釋狂心的原因，即經與律中雖有狂心的記述，但

沒有詳細的解釋，所以爲了彌補經與律說明上的不足，《婆沙論》才做了詳細的

解釋。可以認爲《婆沙論》的編纂者所依據的經藏與律藏中並沒有關於狂心的解

釋，但現存《十誦律》之中卻存在狂心的解釋，而且對比其他律藏也可以發現，

並不存在這些解釋，所以筆者認爲現存《十誦律》中的這些解釋並不是律藏原有

的記述，而是受《婆沙論》的影響附加進去的。
>>論文全文

李薇《『十誦律』「雑誦」における「狂心等の解釈」――

『婆沙論』から影響を受けた可能性をめぐって》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9&i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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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聞《傳法紫宸：敬宗之師昇玄先生劉從政考》

《中華文史論叢》125 期，2017，第 59-88 頁

在中晚唐道教史上，活躍著一批具有濃厚政治色彩的著名道士，他們或是

成爲帝王之師，如爲武宗皇帝傳授道籙的劉玄靖與鄧延康；或是成爲禍亂朝綱

的妖道，如爲憲宗煉製丹藥的山人柳泌、會昌滅佛運動的推手趙歸真等。在這

些道士中，還有一位曾爲敬宗皇帝授籙的高道，即曾獲賜“昇玄先生檢校光祿

少卿”的劉從政，此前我們只知道他在敬宗一朝的宗教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由於資料的限制，我們對他的生平所知甚少，因此也缺乏系統的研究。事實

上，劉從政的碑銘有全文存世，但幾乎沒有被利用，而隨著近年來大量墓誌材

料的出土，我們還發現了與他相關的一些重要信息，從而使得勾勒他的生平乃

至傳法譜系成爲可能。

(來源：雷聞）

摘要

>>論文全文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9&id=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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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學年春季學期西南交通大學“道教儀式”線上課程教學大綱

【課程簡介】2019－2020 學年春季學期，本

課程首次以國際研討班的形式在線上開展，講

授道教儀式的歷史和現狀，培養研究生閱讀儀

式文獻的能力和對儀式研究的問題意識，獲得

了較好的教學成效和較大的學術影響。本學期

該課程繼續在線上舉行，即以此次國際研討班

的教學錄像爲主要教學內容，但形式略有調

整：

（a）課程時間調整爲每週三 20:20-21:55，並

於 22:00-22:30 間增加線上討論環節，每講播

放錄像之後，由主講人或本校教師就該節課程

內容引導學生討論，或回答相關問題；

（b）第一講課程導論及第十七講課程總結不

設預習人，其余各講將重新安排預習人，課程

預習人開放報名，歡迎參加；

（c）課後由預習人在主講人指導下撰寫課程

紀要，並登載在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

心通訊《神州研究》“教學活動”欄目。

【上課地點】Zoom 視頻會議室

【任課教師】校內：呂鵬志，吳楊，甘雪松，甘沁鑫，趙川；校外：勞格文，李志鴻，陳文龍，

許蔚，祝逸雯，劉婧瑜，楊三善，林振源，巫能昌，羅丹，徐天基，潘君亮，任宗權，劉紅。

【課程助教】趙允嘉（電子郵箱：zhao.yunjia@foxmail.com），旁聽人員請聯系助教登記註冊。

【課程大綱】參見中心官網 https://cscr.swjtu.edu.cn/information/detail?sort_id=40&id=68

武漢大道觀程誠金道長供圖

(來源：呂鵬志、吳楊）

https://cscr.swjtu.edu.cn/information/detail?sort_id=40&id=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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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文獻”線上课程第 7-12 講紀要

第七講 佛教文獻 · 漢譯佛經（之一）：大乘經典《般若經》

2020 年 10 月 28 日 20 時

20 分，由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

教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宗教

文獻”課程迎來了佛教部分的

首次課程，主講人爲新加坡佛

學院副教授紀贇，題目爲“早

期佛教文獻與般若文獻簡介”。

纪老師的精彩課程分爲大

致以下 7個板塊。

1 佛祖生平

紀老師提到佛祖誕生於印度的邊陲迦毗羅城

（kapilavastu），早期可能是操拘薩羅語，因其爲

拘舍羅國（kosala）的臣屬國。紀老師展示了豐富

的阿育王石柱的考古資料和銘文，介紹近代西方學

者通過石柱上的銘文認定了釋迦牟尼是真實存在過

的歷史人物而非虛構。佛祖爲釋加族，“釋迦牟尼”

爲“釋加族的聖人” 之意。喬達摩或者悉達多都不

是他的真名，真實姓名現在已不可考。佛祖爲部落

酋長（而非國王）之子，生活條件很優越。後來到

摩揭陀國，其一生主要在摩揭陀國進行傳教，傳教

時主要操摩揭陀語。紀老師提醒大家：佛祖涅槃之

後最有文獻依據的舍利於1898年發現於尼泊爾邊境

的迦毗羅衛城東南十四英里的一個石灰石方櫃裏，

目前保存於泰國和日本。

2 佛滅的具體時間

紀老師對佛滅具體時間進行考證，梳理了漢傳

傳統、斯里蘭卡、西方學者和日本學者宇井伯壽對

於佛滅具體時間的考證，經過阿育王登基時間作爲

參照的測算，得出實際佛滅時間要比我們中國認定

的公元前 486 年要晚一百多年，爲公元前 390-387

年。

3 佛教文獻發展過程

最早是口傳文獻，因爲脫胎於吠陀傳統，認爲

經典太過神聖，只能通過聲音記憶而不能被寫下來。

早期佛教傳道非常注重傳道，是通過跟商隊一起傳

教。傳教的語言有演變過程：早期傳教時候都是用

當時古印度各地的俗語，包括犍陀羅語等各種印度

次大陸方言，到混合梵語、最後標準化了的經典梵

語。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北印度與中亞地區的犍陀羅

語，其本身是中期印度的雅利安語，其文字形式爲

驢唇文或者佉盧文，主要使用於以白沙瓦河谷爲中

心的犍陀羅地區，後又在中亞地區包括中國的新疆

等地流行開來。現在發現的最早期般若經典使用的

就是這門語言。從犍陀羅地區出土的陶罐裏面發現

的樺樹皮寫經有一部《譬喻經》殘片，根據碳十四

斷代在公元前 184-46 年之間，是目前爲止發現的最

爲古老的佛經。紀老師特意指出玄奘認爲早期的一

些佛經譯文有錯誤，其實譯文本身沒錯，是因爲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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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譯本來源於犍陀羅語以及其他俗語，而唐代的譯

經對早期犍陀羅語幾乎沒有研究，所以譯經時就認爲

有譯音上的問題。二十世紀的犍陀羅語佛經大發現主

要是由於阿富汗地區的戰亂，導致了大量經典流散到

了西方，後來發現的寫經文本材料被運到歐美進行研

究。這些犍陀羅語寫經有三個團隊在研究，即美國的

華盛大學、德國的柏林自由大學與慕尼黑大學，以及

日本創價大學高等研究所，2019 年剛過世的傑出佛

教文獻學家辛島靜志就曾經研究過犍陀羅語《八千

頌》。

4 大乘佛教的興起

紀老師反復强調：早期佛教本身在歷史上處於印

度宗教和文化的邊緣位置。佛教中心在歷史上曾經有

幾次重大轉移。早期中心在阿育王孔雀王朝的前身摩

揭陀國，之後是南印度的安達羅（Andhra），再其後

就是犍陀羅地區。隨著犍陀羅地區大乘佛教的興起，

佛祖造像從早期的沒有具體的佛祖形象，只有金剛座

等法器與菩提樹等來指代佛陀，到後期希臘化了的犍

陀羅的佛像，對此紀老師展示了豐富的犍陀羅早期佛

陀造像圖片加以佐證。

5 般若類經典

般若類經典屬佛教中的空宗，與瑜伽行派的有宗

相對應，而前者對於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都有著更大

的影響。中觀學派的龍樹，甚至有八宗共祖之說，因

此般若類經典就對漢傳佛教與東亞佛教有著巨大的

影響力。以後，紀老師介紹了整個般若類經典的分類

原則與各類經典的情况。其中第一類爲《八千頌》般

若經群，紀老師介紹了此類般若經的梵藏漢本，以及

在東亞與南亞佛教世界的流傳情况；第二類爲《大品

經》的版本和文獻群，《大品經》的版本系統非常複

雜，它從最初的《八千頌》通過切面包似的方法擴展

而來，其版本情况從《一萬八千頌》，到《兩萬五千

頌》，再擴展成《十萬頌》，都是對於原本一些核心

內容的“預製性構建式”的“術語串”進行系統運用

並擴展增加的結果。其中大量的重複一些佛經已有內

容，但並沒有做出任何删减。

《大品經》的漢譯本包括 3-6 世紀一共六個譯

本，其中竺法護譯的《光贊經》，于闐沙門無叉羅譯

《放光經》是任何語言中最早的譯本，這也說明了漢

文佛經文獻在佛教學術中的重要性。而玄奘在去世前

兩年一直在翻譯《大品般若經》，其卷軼浩繁，以譯

經速度快著稱的玄奘甚至花了兩年時間，在去世前

一個月才完成翻譯。《大品經》有兩部重要注釋。

一個是在藏傳佛教流傳甚廣的《現觀莊嚴論》，一

個是在漢傳佛教頗受重視的《大智度論》，據傳其

造論者爲龍樹菩薩。通過對《大智度論》文本的分

析，結合今年去世的意大利著名佛教文獻學家左冠

明（Stefano Zacchetti）老師的研究，紀老師得出

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大品經》的“經”與《大

智度論》的“論”的“經論互通”模式：即後期版

本的《大品經》會利用《大智度論》中的一些注釋

來對經文進行修正或者增補。（筆者按：一般我們

所知的論要晚於經，並且論要依托對經文的注釋産

生。其先後順序經文爲因，論爲果；而在這裏恰恰

倒過來了）這種現象有的時候可能是用來“匡正”

過去佛經正文中有缺陷的教義。

6《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這一部分紀老師更新了《心經》的最新研究成

果，除了既有的研究，學界遵循從窺基時代開始的

基本原則，即《心經》與《大品經》有直接的關聯

之外，還提醒除了我們要注意西方學者那體慧(Jan

Nattier)對《心經》的梵語本研究之外，她認爲此

一梵語本乃是由漢語本重新回譯，還需要注意目前

在《房山石經》中發現的《心經》乃是玄奘生前時

代由他人所刻，因此可以確定玄奘本人確實與目前

題名爲其所譯的《心經》有關。但玄奘與梵語本《心

經》的關係至今仍有等更多的研究。

7《金剛經》

1）羅什：創造性的用五千言重新書寫了般若波

羅蜜多思想，六種漢譯裏面最流行的是鳩摩羅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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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

2）達摩岌多譯本《金剛能斷經》：怪異，語言不通的一個譯本，紀老師利用梵語知識，解釋此譯本原是

一個針對梵文原本每個句子中各個單詞譯出的半成品，可能是因爲後期達摩岌多因爲戰亂等故，並沒有來得及

將單詞最終按照梵文性數格和句法結構組合起來“回綴”，形成完整的可以理解的中文句子。例如根據漢語的

主謂賓的語序，應該是“應說名”，而梵語的語序一般是賓語置於動詞之前，因爲沒來得及調整成漢語的語序，

所以岌多的譯本就出現了“名說應”這樣怪異的梵語語序。

3）在介紹左冠明老師的研究時，紀老師特意關注了羅什譯本和玄奘譯本關於“相”和“想” 譯文有何不

同。左老師結論是，玄奘的譯本中，關於想的翻譯是來自於“想蘊”（Saṃjñā），或者“想陰”，屬色受想行

識五蘊中的一種，是一種心理活動。而羅什譯本裏面翻譯成了“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相”這個

譯法主要側重於其名詞詞義：“想法”，而不是具體的心理活動這個動作，而這種翻譯傳統，則是與說一切有

部的解經傳統有關。

4）通過幾個譯本的對比，紀老師還指出，玄奘可能在翻譯過程中喜歡增加詞句，不遵循原文，這一點是

值得注意的。

此次課程內容豐富，歷時兩個多小時，紀老師深入淺出、圖文並茂的講解受到了聽課師生的一致好評。

課後，呂鵬志教授與紀老師就佛道信仰和組織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呂教授認爲與崇尚書面崇拜的中國上古

宗教及道教比較而言，小乘佛教强調音聲崇拜，大乘佛教亦沿襲之，只是後者又增添了（書面）文字崇拜。另

外在教團組織方面，道教成立初期也有教團，如天師道建立了類似天主教會的二十四治，與佛教出家人教團不

同。紀老師認爲，即使在今天，佛教也非常重視音聲，除了各類持咒之外，也包括密教化影響的各類儀軌層面，

都特別重視音聲。至於佛道之間的差異，對於特定時代的佛教而言，道教是最好的參照系。

(來源：韓笑、薛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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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講 佛教文獻 · 漢譯佛經（之二）：密教經典《大日經》《金剛頂經》

2020 年 11 月 25 日 20 時 20 分，
由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
開設的“中國宗教文獻”在線課程第
八講“佛教文獻·漢譯佛經（之二）：
密教經典《大日經》《金剛頂經》”
在 ZOOM 視頻會議室開講，本講由西
南交大中國宗教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吳楊博士主講，聆聽課程直播和錄播
的師生逾百人。

吳楊博士的講授分爲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中國密教：研究、歷史與文獻”主要包括中國密教的研究史、

中古時期的中國密教和密教文獻簡介。中國密教研究歷史悠久，吳博士重點介紹了日本學者大村西崖的《密

教發達志》和周一良先生在《哈佛亞洲學報》上發表的《TANTRISM IN CHINA》（中國的密教）一文。指出

中國密教研究史的兩大理論問題，即印度密教與中國密教的關係，以及中國密教是否是一個獨立於大乗佛教

的、具有獨特教義、組織、實踐的教派。通過最近的研究，學界已有共識，應當以中國人自己對密教的認識

爲標準分期，不再以經典教義的發展爲分期標準的做法。對於第二個問題，學界還有不少分歧，有認爲密教

吸收了大乗佛教中的一些元素，但本質上是不同的兩種類別；也有認爲密教有獨特的教義、組織等。接下來，

吳博士介紹了中國密教研究的基本文獻和工具書。

第二部分“《大日經》、《金剛頂

經》導讀”以善無畏譯《大毗盧遮那成

佛神變加持經》和不空譯《金剛頂一切

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爲主，

重點閱讀了其中關於灌頂儀式的部分。

授課結束後，參與課程的師生在課

程微信群中就密教研究的進展、術語考

辨等問題展開了討論。

(來源：吳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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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講 佛教文獻 · 漢譯佛經（之三）：律部經典《四分律》

2020年 11月 11日 20時 20分，

由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

開設的“中國宗教文獻”在綫課程

第九講“佛教文獻·漢譯佛經（之

三）：律部經典《四分律》”在 ZOOM

視頻會議室開講，本講由蘇州大學

哲學系講師李薇博士主講，聆聽課

程直播和錄播的師生逾百人。

李薇博士的講授分爲五個部分。在第一部分“律藏文獻概况”中，李薇博士介紹了巴利語律藏文獻、

梵文律藏文獻、藏文律藏文獻、漢文律藏文獻的基本概况。漢文律藏文獻分爲三個時期，敦煌本《說一

切有部戒經》及竺佛念譯《鼻奈耶》屬古譯時期，說一切有部《十誦律》、法藏部《四分律》、化地部

《五分律》、大衆部《摩呵僧祇律》等四大廣律屬舊譯時期，說一切有部《根本說一切有部律》以及《律

二十二明瞭論》屬新譯時期。李博士比較了三個時期的譯語，以此說明三個時期的翻譯特點。李博士還

指出律藏文獻有三點特質：第一，異本多，有共通性，且漢譯文獻豐富，適合比較研究；第二，印度佛

教中，一個部派只能傳承一部律藏，可以從細節比較找出部派佛教的不同特點；第三，律藏傳持有其客

觀性。

在第二部分“《四分律》構成”中，李博士分別介紹了構成《四分律》的經分別、犍度部、附隨。

律藏經分別是對出家者遵守戒條的逐條解釋說明，《四分律》經分別包括了對比丘及比丘尼戒條的解說，

其中每一戒條的經分別又可分爲因緣故事（nidāna）、條文（sikkhāpada）、條文解釋（padabhājana）

等內容；犍度部主要爲比丘日常所遵循的行爲規定及僧團運營必要的規定，《四分律》中以說戒犍度爲

始，之後有布薩犍度、安居犍度、自恣犍度直到雜犍度，一共二十犍度，其後是對兩次結集的記述（李

博士介紹有學者認爲這部分內容不屬犍度部）；最後的調部、毗尼增一可歸爲附隨。

在第三部分“《四分律》選讀”中，李博士重點講解了第三波羅夷法斷人命戒的經分別，即斷人命

戒的制定因緣、條文、條文解釋。《四分律》斷人命戒條文的因緣故事是比丘們因修習不淨觀而厭生求

死，導致周邊居士非難沙門釋子，佛陀因此制定條文禁止比丘親自殺人或輔助殺人；條文解釋則包含了

對條文的逐詞解釋及各種殺人方式的舉例說明。李博士還比較了《四分律》與其他五部律藏中的斷人命

戒經的差異，以此爲例具體說明律藏文獻比較研究的特點。隨後李博士還詳細講述了《四分律》犍度部

的布薩犍度、受戒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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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部分“《梵網經》介紹”中，李博士簡要介紹了最具代表性的大乘

菩薩戒經典《梵網經》。菩薩戒與律藏最大的區別是，律藏針對出家人（比丘、

比丘尼爲主），出家受戒之後有利於修行，成爲阿羅漢；但菩薩戒沒有出家在家

的區別，都是平等的菩薩，所以可以在在家人中迅速普及。李博士重點講解了《梵

網經》中的修行階段、十重戒四十八輕戒。她還一一介紹了十重戒與律藏條文之

間的對應關係，比如十重戒第一條殺戒與律藏第三波羅夷罪斷人命戒（以《四分

律》爲參考）、第二條盜戒與律藏第二波羅夷罪偷盜戒、第三條淫戒與律藏第一

波羅夷罪、第四條妄語戒與律藏第四波羅夷罪及第一波逸提罪、第五條酤酒戒與

第二十捨墮罪有對應關係，諸如此類。李博士指出十重戒條文中有共通的句式，

並强調十重戒條文的內容不只承接了律藏條文的內容，還受到律藏經分別的影

響，特別是其中的條文解釋部分。

(來源：李薇、甘沁鑫）

最後，在第五部分“菩薩戒與律藏的比較”中，李博士比較了《四分律》中

的受戒儀式和《菩薩戒義疏》中的梵網受法。平川彰曾從受戒持續時間、請師、

懺悔、問遮四個方面比較律藏與菩薩戒的受戒法，在此基礎上，李博士又補充了

兩點：第一，雖然律藏與菩薩戒的受戒目的並不相同，但單就受戒作法次第來講，

律藏與菩薩戒受戒法的共通之處有很多；第二，《梵網經》條文中出現了有二師、

教誡師等稱呼，這很明顯繼承了律藏受戒法的稱呼。

授課結束後，參與課程的師生在課程微信群中就《四分律》受戒揵度中和尚

與阿闍梨的關係、何爲“黃門”、道教中“三師”與佛教中“三師”的異同等相

關問題展開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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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講 佛教文獻 · 中土著述（之一）：護法論集《廣弘明集》

2020 年 11 月 18 日 20 時 20 分，

由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開

設的“中國宗教文獻”綫上課程第十

講在 ZOOM 視頻會議室進行，由復旦大

學中文系李猛老師主講，主題爲“佛

教護法論集之《廣弘明集》”。

李猛老師主要從文獻學角度介紹了《廣弘明集》的基本面貌，涉及道宣生平及著述、《廣弘明

集》編纂背景與緣起、版本狀况、文獻來源與體例框架等。李猛老師指出，唐初佛教屢見抑制，武

德中後期廣泛廢省寺僧；李世民雖一度停廢省事，但仍於貞觀十一年頒行道前佛後之詔；高宗時又

强令僧尼致拜君親，唐廷佛教政策的改變是促使道宣全力編集護法文獻的主要動因。《廣弘明集》

的版本狀况大致可分爲《大藏經》系統與單行明吳惟明刻本系統，李老師特別指出吳刻本乃大藏經

本之外的首次單刻，故最爲通行易得，但此本常妄加增删，文獻價值遠不及早期寫刻本藏經。現今

多種早期寫刻本大藏經已陸續公布，李猛老師提醒大家在利用此書乃至這類佛教文獻時，儘量選好

的本子，遇到讀不通或重要異文處，最好覆覈早期藏經。《廣弘明集》以篇、卷統屬，前附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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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與課師生繼續在課程微信群中展開討論。定源法師補充介紹了對敦煌遺書所見道宣《比

丘含注戒本》的整理發現。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陳志遠老師則分享了《集古今佛道論衡》版本問

題的新近研究成果。呂鵬志老師另就《笑道論》參引道經所見異文提出疑問，經由衆人檢討補證，

發現道經系統《三元品戒經》皆作“上元一品天官”，佛經則誤引作“上元一品天宮”。這一案例

爲貫通佛道文獻、梳理相同文本在不同系統中的流布情况提供了趣味細節。

(來源：聞惟）

其目錄與正文多有出入，如篇數、標題、作者結銜等，可用於進一步分析撰作時間及文本形態等問

題；又篇章首尾多附介紹性文字，涉及文本來源、作者身份等，尤具價值。

同時，李猛老師也分享了他個人研讀《廣弘明集》的若干心得體會，如《廣弘明集》亦存在對

原始文獻的删節改損，提示研究者探討删改行爲背後的深層原因；道世《法苑珠林》大量移錄《廣

弘明集》，故可資參校訂補；又如相同事件，《廣弘明集》與《續高僧傳》《集古今佛道論衡》《集

沙門不應拜俗等事》等會稍有不同，也提醒大家注意平行文本的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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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甘沁鑫）

第十一講 佛教文獻 · 中土著述（之二）：華嚴宗典籍《華嚴五教章》

甘博士首先點明了《華嚴五教章》的重要性，指出“法藏撰寫的《華嚴五教章》是瞭解華嚴思想

的入門書、必讀書目。《華嚴五教章》以五教判爲基礎組織整個華嚴學的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講，它

是一部華嚴學概論，華嚴思想的綱要。另一方面，它包容了佛教內部不同觀點、不同立場，從這個意

義上講，它又是一部佛教概論，佛教思想的綱要，當然它是從華嚴的立場出發撰寫的佛教概論。《華

嚴五教章》廣受中日韓各國佛教徒喜愛，在華嚴宗史、佛教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甘博士的講授分爲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背景知识：印度、中国、东亚”介紹了有關《華嚴五教

章》的相關背景知識，如《華嚴經》的傳譯情況、華嚴宗人的“《華嚴經》觀”、《華嚴經》的結構

和重要内容、華嚴宗的祖統說、東亞華嚴宗簡史、華嚴學體系的組成内容，等等。

2020 年 11 月 4 日 20 時 20 分，由西

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開設的“中

國宗教文獻”線上課程第十一講“華嚴宗

典籍：《華嚴五教章》”在 ZOOM 視頻會

議室開講，本講由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講師甘沁鑫博士主講，聆聽課程直播和錄

播的師生逾百人。

第二部分，甘博士從作者、年代、版

本、標題、內容五個方面對《華嚴五教章》

做了導讀，重點講授了《華嚴五教章》中

每一部分的大致内容。

授課結束後，甘博士在課程微信群中

就華嚴宗人的“《華嚴經》觀”、《華嚴

五教章》的版本等問題和參與課程的師生

進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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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講 佛教文獻 · 中土著述（之三）：禪宗典籍《壇經》

2020 年 12 月 5 日 20 時 20 分，由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宗教文獻”課程在 ZOOM

視頻會議室進行，由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侯沖教授主講，主題爲“佛教文獻·中土著述（之三）：禪宗典籍

《壇經》”。

在旅博本《壇經》出現以後，2011 年侯教授比對了諸本，發現旅博本與其他本的出入並不大，只是在

出版的過程當中錄文標點問題比較多。在此過程中寫作了《讀旅博本〈壇經〉三得》，後來經過修改成爲《現

存〈壇經〉的祖本》一文（《古典學集刊》第一輯），指出菏澤神會系“傳宗”本《壇經》就是現存諸本《壇

經》的祖本，在後來的傳抄、流傳過程中有所增减。

2014 年，侯教授於“孔夫子舊書網”發現並拍得了“洪武六年”閭山雙泉寺刊本《壇經》以及其他三

個覆刻本，考訂其爲契嵩本《壇經》。通過列表分別比較《壇經》諸本的文字內容，他指出契嵩本《壇經》

的編纂是用《壇經》的“曹溪古本”（惠昕本《壇經》）校正了“俗本”《壇經》（“傳宗”本《壇經》），

並且大量采納了宋代才出現的佛教文獻《景德傳燈錄》，從此全面開啓了《壇經》加注的模式。

本次講授的第三部分探討了“《壇經》的演變與版本”。侯教授首先梳理了前輩學者的相關研究，依

次展示了胡適、石井修道、楊曾文、《慧能研究》、黃連忠等所列的《壇經》演變圖。侯教授在 2018 年《契

嵩本〈壇經〉新發現》一文中做了一個新的壇經演變圖。2020 年侯教授對此表進行了更新，增加了《景德

傳燈錄》這一影響來源；對永樂南藏本、永樂北藏本、房山石經本做了簡化，統歸爲“語錄本”；與德清

勘校本相比，增加了宗寶本加品（宗寶本“行由第一”，無“品”字。後來改爲“行由品第一”，與德清

勘校本相似）、德異本分卷並改品題（契嵩本、過渡本、德異本、宗寶本都沒有分卷，但明代以後有的德

異本在傳抄過程中分爲了上下卷，改動了十品的品題）等變異本。從敦煌本演變過來，在內容上有變化，

而不是不同的版本有變化。以往的研究將版本跟演變混在一起，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如果從內容上的比

較出發進行說明，可能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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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結束後，呂鵬志教授感嘆參禪悟道要不立

文字，但研究禪宗要“咬文嚼字”、文字比勘、版

本校對，而且要不厭其煩。然後就陳寅恪先生《禪

宗六祖傳法偈》一文中所發現的偈子文義乖舛、半

通不通的問題向侯教授請教原因。侯教授認爲《壇

經》不是記述歷史事實，而是編纂，故而難免與正

常的認知有差別。比如《壇經》中詳細描寫了神秀

在寫偈之前複雜的心理活動，而實際上這部分慧能

是不太可能知道的。禪宗六祖傳法偈應該就是類似

這類不按照事實來寫的文字。

紀贇教授隨後也提出問題，即《景德傳燈錄》

是契嵩本的重要來源，但恐怕不是唯一的來源，比

本次講授的第四部分是“從傳衣到《壇經》傳宗”。如上所述，敦煌本是神會系的《壇經》，即今《壇

經》“祖本”。而《壇經》的出現與神會强調慧能的傳法是“傳衣”有密切的關係。《菩提達摩南宗定是

非論》是神會强調傳衣的著作，通過慧能得到了達摩以降歷代祖師相傳的袈裟，從而確立這一法脉的正統

性。《景德傳燈錄》中保存的神會的《顯宗記》也對衣法二者的密切關係進行了强調。但是後來袈裟輾轉

流入無住系手中。神會系沒有了袈裟，便沒有了强調自己是正宗的依據。於是只能聲稱由於以往傳袈裟惹

是非，故而改傳《壇經》。敦煌本《壇經》中已經有了《壇經》傳宗的說法。這就是《壇經》創作的背景，

即作爲“傳宗”的依憑而非著重於內容精確無誤，所以《壇經》的正文中讀不通的地方就很好理解了。

侯教授通過比對《壇經》諸本對於

同一件事情的記載，來分析諸本之間哪

些部分互相印證、哪些部分是獨有的。

由於敦煌本與存中本共同獨有的文字，

遠多於敦煌本與惠昕本共同獨有的文

字，而契嵩本與惠昕本共同獨有的文字，

又遠多於契嵩本與存中本共同獨有的文

字，表明《壇經》演變的軌迹，是依次

從敦煌本、存中本、惠昕本到契嵩本。

在這個演變過程中，契嵩用興聖寺刊惠

昕本一類《壇經》校正了存中本一類《壇

經》。就目前所見《壇經》而言，並沒

有“曹溪古本”，元明清時期的《壇經》

都是契嵩本改編或影響而編成的。

如有的部分則抄自《聯燈會要》。此外，通過比對《壇經》諸本，紀教授推論敦煌本（完整本）大概是在

九世紀初慧能往生一百年後産生的；神會與慧能沒見過面；傳法偈也是比較晚才加進去的；目前看來應該

有個比敦煌本更早的版本。不知敦煌本《壇經》具體年代形成的情况到底如何？侯教授回覆說契嵩本的確

大量采用了《景德傳燈錄》；至於敦煌本形成的源頭，從傳衣到《壇經》傳宗的這樣一個轉變過程來講的

話，因爲慧忠國師提到南方宗旨《壇經》傳宗有問題，可見他在世時《壇經》已有，這是下限。神會在世

時，《壇經》應該還沒出來。據此推論《壇經》最早的版本出現的時間應是在神會圓寂到慧忠圓寂之間。

(來源：孔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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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鵬志《贛西北流傳的正一籙》

作者近年在贛西北發現了大批罕見的道教正一籙，當地正一派火居道士不僅

藏有正一籙及相關的填籙秘訣、行移文書，而且還在實際傳行。本文簡明扼要地

向讀者介紹和講解這批正一籙實物，並通過它們說明籙與符的區別和聯繫，以及

籙的性質、構成和功能。文章最後舉例證明，它們是可與《道藏》和藏外文獻互

相印證或解釋的田野資料寶庫。

點擊了解更多：https://mp.weixin.qq.com/s/imq15gpM_VD8gXj4X5L8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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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yi Registers in Northwest Jiangxi

I have recently discovered some rare Zhengyi Daoist registers in northwestern Jiangxi. Not

only do local hearth-dwelling Zhengyi Daoists have Zhengyi registers and the related secret

instructions for filling in the blanks on these registers and for associated documents, they are still

using and transmitting them. On the basis of these actual Zhengyi registers, the present essay

will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and the links between registers and talismans, as well as the nature of

registers, their construction and their functions. In conclusion, I will give concrete examples that

prove that these Zhengyi registers have a very high academic value, and that they are precious

fieldwork-derived materials that can be used together with the Daoist Canon and non-canonical

sources for mutual explanation and demonstration.

(來源：呂鵬志）

https://mp.weixin.qq.com/s/imq15gpM_VD8gXj4X5L8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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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呂鵬志、毛春力）

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推出網站和通訊

2021 年 1 月 26 日，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

中 心 經 過 數 月 準 備 ， 正 式 推 出 中 心 網 站

（https://cscr.swjtu.edu.cn）及電子期刊《神州研究

——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通訊》第一、二

期。

中心網站除“首頁”“聯繫我們”之外，包括“中

心簡介”“研究人員”“學術活動”“研究成果”“人

才培養”“圖書資料”“電子資源”“資訊鏈接”等

欄目。出於客觀原因，網站建設未能畢其功於一役，

個別欄目只有框架或樣稿，尚待日後逐步補充完善。

中心通訊《神州研究》主要刊載海內外中國宗教

研究資訊，包括“學術活動”“近期論著”“教學活

動”“交流討論”“其他資訊”等欄目。通訊第一、

二期本應在去年下半年發佈，因受疫情影響，推遲至

今年一月與網站同時推出。

中心推出網站和通訊的主要目的是搭建高水平

的國際學術交流平臺，推進中國宗教與中國文化的研

究。雖然當今新冠病毒全球肆虐，但並不能阻斷文化

交通。中心將通過網站和通訊，聚合東西方熱愛中國

文化的學人，共同講述神州大地的生動故事。

https://cscr.sw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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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R. Bokenkamp（柏夷）：

Please know that I am willing to do everything that I can to continue
to support your Center. Your work is very important and I am proud of you
for constructing such an important scholarly resource in the middle of a
pandemic! As the pandemic recedes and I am able to acquire necessary
injections, I will be much more available to help you.

Liying Kuo（郭麗英）：

今於西南交通大學成立中國

宗教研究中心，建立中西專題教

學研討機構，更是錦上添花，值

得慶幸恭賀。

海內外百八十位學人加盟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

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在推出網站和通訊之前，爲了促進中外學界在中國宗教研究
領域的交流，中心主任呂鵬志教授曾致函邀請往昔及近期通過兩門網課結識的專家學者和研究生
擔任中心名譽職位。中心的邀請得到了積極響應，目前海內外已有百八十位學人加盟中心（名單
附於文末）。

大部分參與者在回函或微信交流中對中心表示祝福、鼓勵、支持和讚揚，言辭充滿正能量，
有助於中心同仁增漲士氣，砥礪前行。故在此摘錄部分言辭，公諸同好，以此共勉。

Patrice Fava（范華）：
Ta présentation du Centre pour l’étude des religions de la Chine

est un véritable manifeste avec un programme colossal.... Only by
deeply studying Chinese religion can one truly understand China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appreciate
Chinese psychology, society and culture. Mais oui, Trop peu de gens
ont compris cet impératif. Chaque mot est pesé, mais peu de gens ont
atteint le « en profondeur ». Je vais pouvoir te citer à l’occasion d’une
prochaine conférence.

徐靖焱：

伏蒙先生鴻恩，靖焱以愚駑之質猥廁明師教席，仰荷“道教儀式”“中國宗教文獻”諸師教導，且熏且

陶，受益匪淺。欣聞呂師不棄駑鈍，靖焱有望敬忝呂師團隊末座，不勝慚懼感恩激切屏營之至。願盡綿薄，

勉力駑鈍，或幸得呂師再賜教，去惑開智，則靖焱之福也。歲末將至，靖焱焚香祝禱，願呂師清泰安朗，福

祿常伴，兼濟天下。

胡劼辰：

恭喜貴中心正式開通網站，

中心網站設計得非常漂亮，也很

期待數據庫的後續建設，相信又

是一件嘉惠學林的大功德。

姜守誠：

熱烈祝賀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

究中心的成立。我們期待在呂鵬志教授

的帶領下，貴中心在不久的將來建設成

爲國內宗教學研究的重鎮之一，提升中

國宗教研究的水平，並在國際上發揮重

要影響力。

Gil Raz（李福）：

非常感謝您的來信，西南交

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的建

立有利於提升道教研究水平。旁

聽“中國宗教文獻”課程也讓我

了解到中國宗教研究有美好的

未來。我很高興與貴中心合作，

亦有興趣加入你們的團隊。

廣田律子：

能夠收到您的邀請，我感到非常

榮幸。我謹代表瑤族文化研究會願意

參加您的計劃。我們瑤族文化研究會

的研究成果向世界學術界公開，如果

有需要的地方，我們都協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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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cent Goossaert（高萬桑）：

I am extremely glad and honored to join! your
dedication to our field and energy in building collaborative
work is truly impressive.

孔雁：

通訊內容豐富多彩，非常精良；中

心人員“眾神雲集”，陣容強大！非常

感謝您這三年多來的辛苦經營，爲學

界、教界進行學術交流提供了這麼好的

平台。晚輩才疏學淺，深感慚愧。新的

一年當以您爲榜樣，努力精進，在學術

上更進一步。同時祝老師新年快樂，工

作順利，吉祥安康！祝願西南交大中國

宗教研究中心蒸蒸日上！

于金鐸：

在上老師您的課之前閱讀過劉屹老師的《中國道教史研究入門》和道教史方面的書籍，但是對於道教

研究的動向和方法依然非常模糊。直到上個學期旁聽了道教儀式課，感覺就像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一樣—

—老師幽默風趣的講解、對文獻校勘一絲不苟的嚴謹態度以及淵博的知識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前

在微信課程群裏老師還開示了如何學習道教的方法（《“中國宗教文獻”課程導言——兼以〈靈寶真一五

稱經〉爲例談道教經典研究方法》），對我而言真的是非常殊勝。後來因爲換手機，一度以爲這篇文章弄

丟了，整個晚上都在翻老手機的記錄，最後終於找到了。老師的課功德無量，謝謝老師爲我們後輩開山！

松本浩一：

很感激收到您的邀請，我

對你們的計劃很有興趣。希望

疫情早日平息，以便一起討論

種種問題，謝謝。

郭武：

多謝來信並將敝人列入學術委員之中！短短數年，西南

交大中國宗教研究中心的建設成就令人注目，所做工作令廣

大學子深受其益，特表示祝賀與敬佩！希望今後更上層樓，

取得更多成績，成爲促進學術研究、凝聚中外學界的“中心”。

楊欣：

無論是此前的“宗教文獻”課程，

還是現在的中心網站以及《神州研究》

雜誌，又或是即將緊鑼密鼓推出的《道

教儀式》課程，都體現了中心和您的

砥礪心血。

如此用心，如此規模，其中各個

環節組織安排，沒有巧思、虔敬和身

心灌注的投入，都是萬難誕生的。

在此惟願中心越辦越好，成爲西

南道教研究一顆閃亮的明星。上承道

教源發之氣，下接一代學人之風。我

亦爲家鄉再有這樣一個自己專業領域

的學科重鎮而感到驕傲欣喜！

王秋桂：

通訊內容豐富，可喜可賀。

Stephen F. Teiser（太史文）：

I send my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ppointment at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and the recent establishment of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These ar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the first two issues of Shenzhou yanjiu are a treasure that bodes
well for the future as well.

David A. Palmer（宗樹人）：

Congratulations! I am delighted to see the news of the centre,
which will lead to great advances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
both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bringing together all of the world's
leading talents and research.

趙益：

吾兄以一人之力建成西南交大中國宗教研究中心，數

年來持續開展學術活動並已蔚爲道教研究重要基地，令人

欽佩無比。益才疏學淺，承蒙不棄而邀爲一員，不勝榮幸

之至！願今後繼續不吝指教，並多賜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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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成員名單

Members of the SWJTU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按照中文姓名拼音字母排序 listed in alphabetical order according to Chinese names)

I. 中心名譽主任 Honorary Director
• 勞格文John Lagerwey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法國高等研究學院;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

II. 中心主任 Director
• 呂鵬志Lü Pengzhi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西南交通大學)

III. 學術委員會 Academic Board
III.1 學術委員會主任 Director
• 柏夷 Stephen R. Bokenkamp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III.2 學術委員會顧問 Advisors
• 安德遜 Poul Andersen (University of Hawaii 美國夏威夷大學)
• 常志靜 Florian Reiter (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 德國柏林洪堡大學)
• 丁荷生 Kenneth De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國立大學)
• 段玉明 Duan Yuming (Sichuan University 四川大學)
• 范華 Patrice Fava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國人民大學)
• 傅飛嵐 Franciscus Verellen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法國遠東學院)
• 廣田律子 Hirota Ritsuko (Kanagawa University 日本神奈川大學)
• 郭麗英 Kuo Li-ying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法國遠東學院)
• 金天鶴 Kim Chon-hak (Dongguk University 韓國東國大學)
• 康儒博 Robert Ford Campany (Kang Rubo; Vanderbilt University 美國範德堡大學)
• 李剛 Li Gang (Sichuan University 四川大學)
• 李建欣 Li Jianxi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
• 李遠國 Li Yuanguo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 劉勁峰 Liu Jingfeng (Musuem of Ganzhou, Jiangxi 江西贛州市博物館)
• 劉永華 Liu Yonghua (Fudan University 復旦大學)
• 羅柏松 James Robson (Harvard University 美國哈佛大學)
• 呂錘寬 Lü Ch’ui-k’ua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臺灣師範大學)
• 呂敏 Marianne Bujard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法國高等研究學院)
• 穆瑞明 Christine Mollier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 蒲慕州 Mu-chou Po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
• 祁泰履 Terry Kleeman (University of Colorado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
• 森由利亞 Mori Yuria (Waseda University 日本早稻田大學)
• 山田俊 Yamada Takashi (Prefectural University of Kumamoto 日本熊本縣立大學)
• 松本浩一 Matsumoto Kōichi (University of Tsukuba 日本筑波大學)
• 太史文 Stephen Teiser (Princeton University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 譚偉倫 Tam Wai Lu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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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丸山宏 Maruyama Hiroshi (University of Tsukuba 日本筑波大學)
• 汪桂平 Wang Guiping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
• 汪啟明 Wang Qimi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
• 王秋桂 Wang Chʻiu-kuei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臺灣清華大學)
• 王宗昱 Wang Zongyu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學)
• 肖平 Xiao Pi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
• 葉明生 Ye Mingsheng (The Academy of Art of Fujian 福建省藝術研究院)
• 詹石窗 Zhan Shichuang (Sichuan University 四川大學)
• 張文良 Zhang Wenlia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國人民大學)
• 張勳燎 Zhang Xunliao (Sichuan University 四川大學)
• 張總 Zhang Zong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
• 鍾思第 Stephen Jones (University of London 英國倫敦大學)
• 周裕鍇 Zhou Yukai (Sichuan University 四川大學)

III.3 學術委員會委員 Members
• 白彬 Bai Bin (Sichuan University 四川大學)
• 曹淩 Cao Li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上海師範大學)
• 陳懷宇 Chen Huaiyu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 陳金華 Jinhua Che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 陳平 Chen Ping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電子科技大學)
• 程樂松 Cheng Lesong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學)
• 褚國鋒 Chu Guofeng (doctoral candidate, Sichuan University 四川大學博士研究生)
• 甘沁鑫 Gan Qinxi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
• 甘雪松 Jacopo Scari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
• 高萬桑 Vincent Goossaert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法國高等研究學院)
• 郭武 Guo Wu (Shandong University 山東大學)
• 侯沖 Hou Cho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上海師範大學)
• 汲喆 Ji Zhe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明學院)
• 紀贇 Ji Yun (Buddhist College of Singapore 新加坡佛學院)
• 姜守誠 Jiang Shouche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國人民大學)
• 雷聞 Lei We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
• 李福 Gil Raz (Dartmouth College 美國達特茅斯學院)
• 李志鴻 Li Zhihong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
• 林振源 Lin Chen-yuan (Chengchi University 臺灣政治大學)
• 劉長東 Liu Changdong (Sichuan University 四川大學)
• 劉紅 Liu Hong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上海音樂學院)
• 劉屹 Liu Yi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首都師範大學)
• 羅寧 Luo Ni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
• 梅紅 Mei Ho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
• 梅林寶 Mark Meulenbeld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香港理工大學)
• 莫達夫 David Mozina (Ph.D., Harvard University 美國哈佛大學博士)
• 歐福克 Volker Olles (Sichuan University 四川大學)
• 沈如泉 Shen Ruqua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
• 唐麗娟 Tang Lijua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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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崗 Richard G. Wang (University of Florida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
• 王家葵 Wang Jiakui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成都中醫藥大學)
• 王頌 Wang Song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學)
• 王招國（定源） Wang Zhaoguo (Dingyua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上海師範大學)
• 吳楊 Wu Ya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
• 蕭霽虹 Xiao Jihong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雲南社會科學院)
• 謝世維 Hsieh Shu-wei (Chengchi University 臺灣政治大學)
• 許詠晴 Yung-Ching Hsu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
• 學愚 Xue Yu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
• 楊浩 Yang Hao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學)
• 楊志飛 Yang Zhifei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西安外國語大學)
• 尹翠琪 Maggie C K Wa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
• 尹志華 Yin Zhihua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央民族大學)
• 游子安 Yau Chi On (Chu Hai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 香港珠海學院)
• 俞森林 Yu Senli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
• 曾維加 Zeng Weijia (Southwest University 西南大學)
• 張粲 Zhang Ca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
• 張超然 Chang Chao-ja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臺灣輔仁大學)
• 張素琴 Zhang Suqing (Shanghai Theatre Academy 上海戲劇學院)
• 張曉宇 Cheung Hiu Yu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
• 張雪松 Zhang Xueso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國人民大學)
• 趙川 Zhao Chua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
• 趙靜 Zhao Ji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
• 趙益 Zhao Yi (Nanjing University 南京大學)
• 周廣榮 Zhou Guangrong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
• 周作明 Zhou Zuoming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西南民族大學)
• 宗樹人 David Palmer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大學)

IV. 客座研究員 Guest Research Fellows
• 白若思 Rostislav Berezkin (Fudan University 復旦大學)
• 白照傑 Bai Zhaoji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上海社會科學院)
• 陳文龍 Chen Wenlo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福建師範大學)
• 陳志遠 Chen Zhiyua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
• 杜康 Du Kang (Chengdu Museum 成都博物館)
• 郜同麟 Gao Tongli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
• 高振宏 Kao Chen-hung (Chengchi University 臺灣政治大學)
• 胡劼辰 Hu Jiechen (Hunan University 湖南大學)
• 胡小柳 Hu Xiaoliu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雲南社會科學院)
• 黃建興 Huang Jianxi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福建師範大學)
• 蔣馥蓁 Chiang Fu-chen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
• 酒井規史 Sakai Norifumi (Keio University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
• 鞠熙 Ju X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北京師範大學)
• 孔雁 Kong Yan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上海社會科學院)
• 李靜 Li Jing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澳門城市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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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猛 Li Meng (Fudan University 復旦大學)
• 李薇 Li Wei (Soochow University 蘇州大學)
• 梁辰雪 Liang Chenxue (Fudan University 復旦大學)
• 劉婧瑜 Liu Jingyu (Harvard University 美國哈佛大學)
• 羅丹 Luo Dan (Sun Yat-sen University 中山大學)
• 呂永昇 Lui Wing S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
• 牟和諦 Costantino Moretti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法國遠東學院)
• 潘君亮 Pan Junliang (Université de Paris 法國巴黎大學)
• 祁剛 Qi Gang (Wenzhou University 溫州大學)
• 孫齊 Sun Qi (Shandong University 山東大學)
• 王大偉 Wang Dawei (Sichuan University 四川大學)
• 王皓月 Wang Haoyue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
• 巫能昌 Wu Nengchang (Fudan University 復旦大學)
• 謝波 Xie Bo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廣州美術學院)
• 徐靖焱 Xu Jingyan (Sichuan University 四川大學)
• 徐天基 Xu Tianji (Shenzhen University 深圳大學)
• 許蔚 Xu Wei (Fudan University 復旦大學)
• 祝逸雯 Zhu Yiwen (Center for the Studies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上海宗教文化研究中心)

V. 通訊研究生 Correspondent Postgraduates
• 安虹宇 An Hongyu (master’s degree candidate, Sichuan University 四川大學碩士研究生)
• 白海涵 Bai Haihan (doctoral candidate,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博士研究生)
• 卞冰夏 Bian Bingxia (doctoral candidate,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法國高等研究學院博士研究生)
• 崇劍 Chong Jian (doctoral candidate,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澳門城市大學博士研究生)
• 鄧宏亞 Deng Hongya (doctoral candidate, Sichuan University 四川大學博士研究生)
• 杜俊基 To Chun Kin, Allen (M.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碩士)
• 段鵬 Duan Peng (Ph.D., Lanzhou University 蘭州大學博士)
• 馮婉嫻 Fung Yuen Han (M.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碩士)
• 高翔 Gao Xiang (master’s degree candidate,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碩士研究生)
• 高昱 Gao Yu (doctoral candidate, Universität Hamburg 德國漢堡大學博士研究生)
• 郭慧雯 Guo Huiwen (master’s degree candidat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碩士研究生)
• 郭振新 Guo Zhenxin (master’s degree candidate, Sichuan University 四川大學碩士研究生)
• 韓笑 Han Xiao (doctoral candidate, 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

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利爾分校博士研究生)
• 虎恩博 Hu Enbo (doctoral candidate,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德國慕尼黑大學博士研究生)
• 李紅揚 Li Hongyang (doctoral candid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博士研究生)
• 李沛林 Li Peilin (master’s degree candidat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碩士研究生)
• 李璞妮 Polly Li (M.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碩士)



- 44 -

• 梁梓敦 Leung Tsz Tun (M.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碩士)
• 廖嘉俊 Liu Ka Chun (M.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碩士)
• 林法璋 Lin Fazhang (master’s degree candidate, Sichuan University 四川大學碩士研究生)
• 林於明 Lin Yuming (doctoral candidate, Wuhan University 武漢大學博士研究生)
• 劉傲然 Liu Aoran (master’s degree candidate, Sichuan University 四川大學碩士研究生)
• 劉鴻輝 Lau Hung Fai (M.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碩士)
• 劉培 Lau Pui (M.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碩士)
• 羅嗣超 Luo Sichao (M.A., Fudan University 復旦大學碩士)
• 呂燁 Lü Ye (doctoral candidat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臺灣政治大學博士研究生)
• 吳雲霞 Wu Yunxia (doctoral candidate, Lancaster University 英國蘭卡斯特大學博士研究生)
• 謝孟謙 Martin Tse (master’s degree candidat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大學碩士研究生)
• 許世聰 Hui Sai Chung (M.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碩士)
• 延易橋 Yan Yiqiao (doctoral candidate,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法國高等研究學院博士研究生)
• 楊柳 Yang Liu (M.A.,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碩士)
• 楊欣 Yang Xin (doctoral candidat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香港理工大學博士研究生)
• 尹薇 Yin Wei (doctoral candidate, University of Oxford 英國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 于金鐸 Yu Jinduo (master’s degree candidate, Fudan University 復旦大學碩士研究生)
• 余倩倩 Yu Qianqian (M.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碩士)
• 張金林 Zhang Jinlin (doctoral candidate, Xiamen University 廈門大學博士研究生)
• 張琬容 Zhang Wanrong (doctoral candidate,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法國高等研究學院博士研究生)
• 張媛 Zhang Yuan (doctoral candidat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研究生)
• 張元傑 Zhang Yuanjie (doctoral candidate,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法國高等研究學院博士研究生)
• 莊銳輝 William Chong (M.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碩士)
• 左旭華 Christopher Chor (M.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碩士)

VI. 助理研究生 Postgraduate Assistants
• 曹艷紅 Cao Yanhong (master’s degree candidate,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
• 毛春力 Mao Chunli (master’s degree candidate,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
• 王蔚林 Wang Weilin (master’s degree candidate,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
• 薛聰 Xue Cong (master’s degree candidate,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
• 閆瑞 Yan Rui (master’s degree candidate,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
• 楊金麗 Yang Jinli (master’s degree candidate,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
• 張晨坤 Zhang Chenkun (doctoral candidate,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
• 趙光偉 Zhao Guangwei (master’s degree candidate,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
• 趙允嘉 Zhao Yunjia (master’s degree candidate,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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