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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臺灣地區的佛學研究 
──以「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為例

（1990∼2010） 
釋自衍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館長 

【摘要】「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每年舉辦一次，自 1990年開始至 2010年已舉辦了二十一屆，

是一個提供佛學院所及大學院所學生論文發表、鼓勵學生進行佛學研究的園地，歷經二十一年之後，

本研究發現很多發表者後來都成為佛教學領域的研究者、指導者。因此，本文擬就已舉辦過的二十

一屆論文發表會進行研究分析，瞭解二十一年來佛學論文發表會的研究主題，藉此探討二十一年來

臺灣地區的佛教研究概況。全文共分前言、會議概況、發表論文分析、結語四個部分。 

關鍵詞：佛學研究；佛學院；佛學研究所；佛學論文 

 

 

一、前言 

臺灣地區的佛學研究指標有：學位論文、會

議論文、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學報論文等，透

過這些指標可以約略掌握臺灣地區的佛學研究概

況。而這些發表平臺所產出的研究成果及對人才

的培育，是不容忽視的。「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

表會」（以下簡稱「發表會」）是一個提供佛學

院所及大學院所學生論文發表的平臺，也是鼓勵

學生進行佛學研究的園地，自 1990年起，每年舉

辦一場，迄 2010年，歷時二十一年，已舉辦了二

十一屆會議。這樣的發表會能在臺灣地區相續二

十一年，由不同單位負責輪辦，實屬難得稀有。

因為這樣的平臺孕育了不少佛學研究人才，讓人

不禁好奇究竟是什麼因緣、什麼願力，能讓一個

會議持續二十一年而不輟？ 

緣於 2010年香光尼眾佛學院（以下簡稱「本

院」）負責主辦第二十一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

發表會」，本館特將歷年來所發表的論文進行整

理，編製論文的分類目錄、作者索引等，於會議

當天提供各協辦單位參考。筆者閱讀了這些資

料，從中發現了很多寶貴的研究資訊，故在此擬

從相關文獻資訊整理該會議舉辦之緣起及就已舉

辦的二十一屆論文主題進行研究分析，據此瞭解

二十一年來佛學院所及大學院所的學生佛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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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題趨勢，希望能藉此探討臺灣地區二十一年

來佛學研究概況，以勾勒出未來佛學研究的動向。 

二、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會議概況 

「發表會」的會議緣起，於佛光大學主辦第

二十屆時（註 1），邀請會議的發起人恆清法師於

會中致詞，她說「『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成立

於 1989（民國 78）年，當時任教於臺灣大學哲學

系教授及擔任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有感於

要培養佛學研究人才，使佛研所及佛學院學生有

機會直接參與學術論文發表，藉此培養訓練學生

發表、討論和研究的能力，並讓國內各佛學研究

機構可以相互交流，達到互相切磋之目的，故成

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由此可知，此會

議的成立目的在培養佛教學術研究之人才及促進

國內各佛學研究機構之廣泛交流，歷經二十一

年，確實已達成目的。另外，也發現經過二十一

年的歲月，很多與會的發表者如莊國彬、莊崑木、

越建東、黃俊威、黃國清、黃連忠、黃繹勳、廖

本聖、賴賢宗、關則富、釋見曄等，今日都成為

佛教學領域的研究者、指導者。 

發表會的名稱隨著大專院校的參與也產生改

變，如第一屆會議名稱是「佛學論文聯合發表

會」，之後曾改為「佛學研究所學生佛學論文聯

合發表會」，至第十四屆（2003 年）玄奘人文社

會學院為主辦單位時，即改為「全國佛學論文聯

合發表會」，一直沿用至今。 

第一屆會議於 1990（民國 79）年 9月，由妙

林巴利佛教研究所、財團法人慧炬雜誌社主辦，

各參與單位為協辦，假高雄元亨寺舉辦第一屆佛

學論文聯合發表會，會中邀請聖嚴法師、菩妙法

師蒞會致詞勉勵學人。部分屆次於會後在雜誌上

有整理成專文或專頁的會議報導。（註 2） 

其後，每年由各佛學院所或大學院校輪流主

辦，至 2010年第二十一屆為止，筆者整理歷年來

的主辦單位，計有十二個團體（依團體名稱排

序）：中國佛教學院（靈山禪林、靈山文教基金

會）、（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佛教學

院）、中華慧炬佛學會（財團法人慧炬雜誌社）、

元亨（妙林）巴利佛教研究所（元亨寺慈仁文教

基金會）、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系（玄奘大

學文理學院籌備處）、佛光大學佛教研修學院、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香光尼眾佛學院、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圓

光佛學研究所、福嚴佛學院（註 3）。主辦地點主

要集中落在中、北部，少數在南部。其中，同一

個單位主辦三次，共有五個單位：（法鼓山）中

華佛學研究所（法鼓佛教學院）、中華慧炬佛學

會（財團法人慧炬雜誌社）、法光佛教文化研究

所、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圓光佛學研究所；

主辦二次的，共有一個單位：元亨（妙林）巴利

佛教研究所（元亨寺慈仁文教基金會）。 

發表會最初只由佛學院所主辦，然而隨著大

專院校宗教系所的成立，主辦單位也擴及到教育

部所設立的院校，自 2001年第十二屆開始有「南

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2003 年第十四屆「玄奘

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系、玄奘大學文理學院籌備

處」、2008 年第十九屆「法鼓佛教學院」、2009

年第二十屆「佛光大學佛教研修學院」加入主辦

的行列。由此可知，發表會的主辦單位雖隸屬於

教育部所設立的院校，但仍是以佛教單位所創辦

的學校為主。（詳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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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第一屆至第二十一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會議資訊 

屆次 主辦單位 時間 地點 

一 妙林巴利佛教研究所、財團法人慧炬

雜誌社 
1990年 9月 6日至 9日 元亨寺 

二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1991年 9月 6日至 7日 法光寺 

三 中國佛教學院（靈山禪林）、靈山文

教基金會 
1992年 9月 2日至 4日 靈山禪林 

四 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 1993年 9月 10日至 13日 華嚴蓮社二樓最吉祥殿 

五 圓光佛學研究所 1994年 9月 1日至 3日 圓光佛學研究所 

六 中華佛學研究所 1995年 8月 25日至 27日 中華佛學研究所 

七 元亨寺慈仁文教基金會、元亨巴利佛

教研究所、中華慧炬佛學會 
1996年 7月 26日至 28日 元亨寺 

八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1997年 9月 5日至 7日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九 華嚴專宗佛學研究所 1998年 7月 31日至 8月 2日 華嚴蓮社 

十 圓光佛學研究所 1999年 8月 20日至 22日 圓光佛學研究所 

十一 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 2000年 8月 26日至 27日 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 

十二 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2001年 9月 7日至 8日 南華大學藐姑射會議

廳、成均館會議廳 

十三 中華慧炬佛學會 2002年 9月 14日至 15日 逢甲大學 

十四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系、玄奘大

學文理學院籌備處 
2003年 9月 6日至 7日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白

聖樓國際會議廳 

十五 福嚴佛學院 2004年 9月 11日至 12日 福嚴佛學院 

十六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2005年 9月 10日至 11日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十七 華嚴專宗研究所 2006年 11月 24日至 25日 台北市華嚴蓮社 

十八 圓光佛學研究所 2007年 9月 15日至 16日 圓光佛學研究所 

十九 法鼓佛教學院 2008年 9月 20日 法鼓佛教學院 

二十 佛光大學佛教研修學院 2009年 9月 26日 佛光大學雲水軒 

二十一 香光尼眾佛學院 2010年 9月 25日 香光尼眾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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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協辦單位則由各屆參與單位組成，每年要

推薦論文給主辦單位。自第十屆「南華管理學院

佛教學研究所」開始參與之後，計有逢甲大學教

職員工佛學社、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等

隸屬教育部的大學院所參與。由於參與因緣不

同，每年的協辦單位也經常變動。 

發表會的舉行是由各參與協辦的單位輪流主

辦，舉辦的天數及方式皆由各主辦單位自行決

定。此外，由歷屆的議程表可以得知，發表會也

有策畫其他相關活動，如書展、佛教資訊展等，

提供與會觀摩交流。 

發表會的主持人，早期是由發表的研究生擔

任，近幾年來才開始聘任學者專家，使得會議規

模逐年增大，會議的主持費、講評費、食宿費及

其他庶務費，亦由主辦單位負擔（註 4）。一個發

表會每年由不同單位主辦，又能維持每年舉辦一

次，未曾間斷，甚屬難得。 

三、第一屆至第二十一屆發表論文分析 

為瞭解發表會所發表的議題與佛學研究發展

的相關性，本文收錄第一屆至第二十一屆發表會之

發表論文，篇目的資料來源以各屆會後論文集的資

料為主；若無會後論文集，則依會議當日所發的論

文集為主；若議程之論題與全文不同者，則依全文

所載論題為主。以下分為發表論文篇數統計、主題

分析兩部分進行說明。 

（一）發表論文篇數統計 

第一屆至第二十一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

會（1990年至 2010年）發表的論文篇目資料，計

470篇。各屆發表篇數大部分都在 20篇以上。其

中，以第七屆發表 36篇，為二十一屆之冠；其次，

是第六屆的 32篇；第三屆及第五屆最少，各只有

15篇（見表二）。由發表論文篇數大部分都在 20

篇以上，可見此發表會確實持續提供研究者作為

學術交流的平臺。 

表二：第一屆至第二十一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

表會論文發表篇數 

屆次 發表篇數 百分比 

一 20 4.3% 

二 16 3.4% 

三 15 3.2% 

四 17 3.6% 

五 15 3.2% 

六 32 6.8% 

七 36 7.7% 

八 22 4.7% 

九 29 6.2% 

十 30 6.4% 

十一 30 6.4% 

十二 24 5.1% 

十三 21 4.5% 

十四 26 5.5% 

十五 21 4.5% 

十六 20 4.3% 

十七 20 4.3% 

十八 22 4.7% 

十九 17 3.6% 

二十 19 4.0% 

二十一 18 3.8% 

總計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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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第一屆至第二十一屆參與論文發表

的作者進行統計，共有 390 位；其中，有 1 位自

第十一屆至第十六屆連續六年都有發表論文，為

逢甲大學中文研究所劉靜宜，其論題都是研究敦

煌本的佛經文獻，如《佛說阿彌陀經》、《妙法蓮

華經》、《金剛經》等，該同學由碩士班開始一直

到博士班每年持續的發表，如此也成就了研究敦

煌文獻的學者（註 5）；發表三屆的有 15位；發

表兩屆的有 49位，其中有一篇是同一個論題發表

兩屆。由上述發現，重複參與的發表者只占全部

發表者的六分之一，其重複性可謂不高，參與意

願相對是蠻高的。 

雖然從前述統計分析中，可見該論文發表平

臺有被持續使用，不過從歷屆論文發表篇數的變

化來看（見圖一），該平臺疑似有重要性逐漸下

降的趨勢。於 1995年第六屆發表數量從之前的 15

篇激增為 32篇，隔年又增加為 36篇，但至 1997

年第八屆論文發表的數量就呈現波動式地下降。

此現象可能肇因於，隨著佛學學術交流平臺的增

加，使本平臺有部分功能被取代。如 1997年除了

《中華佛學學報》之外，另創刊《中華佛學研究》，

提供青年學者學術發表的園地，是否有關，值得

探究。 

相對的，國內宗教研究所的成立是否增益了

學生利用此平臺，亦值得關注。國內九所宗教系

所的成立，除了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所（1988年）、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所（1997 年）之外，其他宗教

所都在 2000年以後成立。（註 6）但這些宗教系

所的成立是否有增加論文發表會的篇數呢？由以

下發表單位的統計可以瞭解。 

曾經參與發表會的發表單位高達四十九個，

計有四個單位發表的篇數最多，分別為：中華佛

學研究所 66 篇，發表的屆數從第一屆至第十八

屆；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54篇，發表的屆數從第

一屆至第十六屆；圓光佛學研究所 53篇，發表的

屆數從第一、三屆至第二十一屆；華嚴專宗佛學

研究所 47篇，發表的屆數從第一、三、四、五、

七屆至第二十一屆；其他發表單位發表之論文篇

數，則可參閱表三。另外，由

發表會的資料可以得知，發表

的篇數和發表會之主辦單位有

關，發表篇數較多的單位，如

「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佛教

學院）」、「法光佛教文化研究

所」、「圓光佛學研究所」、「華

嚴專宗佛學研究所」此四個團

體，都分別主辦過三屆。而由

佛教團體所辦的宗教系所，亦

有帶動發表論文篇數增加，如

玄奘大學 12 篇、佛光大學 18

圖一：第一屆至第二十一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發表論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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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南華大學 36篇。由此可知，發表論文的篇數

與各佛學院或佛教團體參與主辦有相關。 

表三：第一屆至第二十一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

表會論文發表單位統計 
（依發表單位名稱筆畫排序） 

發表單位 篇數 

中山大學 3 

中央大學 13 

中正大學 2 

中國文化大學 7 

中國佛教學院 1 

中國佛學院 2 

中華佛學研究所 66 

中興大學 2 

元亨佛學研究所 20 

台北科技大學 1 

台灣大學 4 

台灣師範大學 4 

玄奘大學 12 

玄奘學術研究院 4 

成功大學 3 

佛光大學 18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 5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 1 

佛教學研究所 1 

妙林巴利佛教研究所 3 

發表單位 篇數 

東方專校 2 

東海大學 2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54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 1 

法鼓佛教學院 7 

南京大學 2 

南華大學 36 

政治大學 2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 1 

香光尼眾佛學院 8 

財團法人慧炬雜誌社 3 

國立空中大學 1 

妙雲講堂 1 

崑山專校 1 

淡江大學 4 

清華大學 1 

淨覺佛學院 2 

逢甲大學 9 

華梵大學 22 

華嚴專宗佛學研究所 47 

圓光佛學研究所 53 

慈光禪學研究所 3 

慈明佛學研究所 1 

彰化師範大學 1 

福嚴佛學院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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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單位 篇數 

輔仁大學 7 

銘傳管理學院 1 

靈山講堂中國佛教學院 1 

靈泉寺 1 

*註：有 4篇論文之作者掛名兩個單位，因此篇數總計變成

474篇，這 4篇論文分別為： 

1. 第六屆，釋德志，國立空中大學、妙雲講堂，〈增

一阿含與大乘思想〉。 

2. 第八屆，劉嘉誠，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輔仁大學

宗教研究所，〈《中論》解脫思想之論證邏輯〉。 

3. 第十一屆，梁麗玲，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生、

高雄東方工商專校講師，〈《賢愚經》在敦煌的流

傳與發展〉。 

4. 第十六屆，吳明興，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研究所博士班，〈天臺智顗

學統研究〉。 
 

然而發表的論文數，自第十二屆開始，呈現

下降後維持穩定的發表量，由「圖一」可以瞭解，

此曲線繼續下降後又上升，這

和主辦單位有關，或是學生人

數減少，或研究佛學相關主題

的減少，或是還有其他原因造

成此平臺逐漸喪失功能，值得

進一步觀察。 

另外，由參與發表者之單

位，於「圖二」圓餅圖可以得

知第一屆至第二十一屆佛學院

所與大專院校論文發表數之總

計，佛學院所發表篇數占 64%，

大專院校 36%。由此可知，發

表會仍是以佛學院所為主，來自一般大專院校的

亦有二十多所，顯示此平臺也受到大專院校學生

的認同。 

由「圖三」第一屆至第二十一屆佛學院所與

大專院校論文發表數歷屆百分比區域圖，可以瞭

解論文發表的篇數仍以佛學院所為主，快近一

半，不過自第十二屆（2001 年）開始，一般大專

院校學生參與本發表的篇數明顯比佛學院所多，

幾乎超過一半以上的篇數，推測其中原因可能和

很多宗教所於 2000年以後成立或一般大專院校學

生研究與佛教主題的增多有關。 

另外，發表會由各單位輪流主辦的型式，間

接使臺灣不同佛教團體所成立的研究單位能齊聚

一堂，避免各自閉門造車，也提供集體性知識創

造的條件，藉由意見交流而形成不同的詮釋，應

是發表會具有的重要功能。 

因此，下文擬由各論文主題分析，觀察發表

會是否促使佛學研究在意見交流中，浮現新的詮

釋傳統。 

圖二：第一屆至第二十一屆佛學院所與大專院校論文發表數總計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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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表論文主題分析 

本文對發表論文進行分

類，分類表的擬製，主要以《佛

教圖書分類法. 1996年版》為參

考藍本，必要時並斟酌文獻實

際情況調整增補之，以符合「文

獻保證」原則。分類表共分為

二十個一級類目。一級類目下

如有必要，再細分二級類目，

如「02 佛教思想」一級類目下

細分「佛教思想（史）總論」、

「因緣論、空有論」、「唯識思

想」、「與各思想比較」、「中國

佛教思想」五個二級類目。二級類目下若有必要，

再細分三級類目，如「0601 阿含部」二級類目下

細分「北傳阿含經」、「中阿含經」、「雜阿含經」、

「增一阿含經」、「南傳經典」五個三級類目。（詳

見本期〈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論文分類目錄

（1990～2010）〉一文） 

依所擬分類表將第一屆至第二十一屆發表論

文進行分類，統計各類篇數如表四，並製成長條

圖（見圖四）。 

就分類結果得知，以「06 經典研究」主題為

最多，有 141 篇，占所有發表論文的 30%；其次

為「04佛教人物及其思想」，有 71篇，占所有發

表論文的 15.1%；第三是「02 佛教思想」與「16

佛教各宗」，各有 52 篇，占所有發表論文的

11.1%。前述四類主題所發表的論文，占全部發表

論文的 67.2%。透過此分類統計可以約略觀察到，

利用此佛學論文發表平臺所發表的論文主題，明

顯集中於佛教相關思想或理念之詮釋。 

推測其原因：參與發表會最積極之單位，如：

中華佛學研究所、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圓光佛

學研究所或華嚴專宗佛學研究所，都是由佛教團

體所成立的研究所。在此情形下，發表會之論文

主題明顯集中於佛教思想之詮釋，可能是因為佛

教團體是佛教知識的承載團體，詮釋佛教思想乃

是其傳承、發揚佛教理念之基本方式有關。 

表四：第一屆至第二十一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

表會發表論文分類統計 

類別 篇數 百分比 

01佛教文獻學 3 0.6% 

02佛教思想 52 11.1% 

03佛教史 13 2.8% 

04佛教人物及其思想 71 15.1% 

05佛教地誌 3 0.6% 

06經典研究 141 30.0% 

圖三：第一屆至第二十一屆佛學院所與大專院校論文發表數歷屆百分

比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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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篇數 百分比

07戒律研究 8 1.7%

08論書研究 47 10.0%

09僧制及僧制史 7 1.5%

10信仰、修持、儀制 36 7.7%

11佛教事業 4 0.9%

12佛教語文 4 0.9%

13佛教文學 7 1.5%

14佛教藝術 9 1.9%

類別 篇數 百分比 

15佛教應用 5 1.1% 

16佛教各宗 52 11.1% 

17西藏研究 4 0.9% 

18敦煌學 2 0.4% 

19宗教與信仰 1 0.2% 

20其他 1 0.2% 

總計 470  

 

圖四：第一屆至第二十一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發表論文分類統計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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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論文的各類內容，略述如下： 

「01佛教文獻學」有 3篇，研究主題以佛學研

究法為主，如探討數位時代的佛學研究、印順治學

方法的理解與詮釋和當代的佛學方法論。 

「02 佛教思想」主要以總論性質文章為主，

計有 25篇，內容多屬部派佛教思想與大乘佛教思

想的論述；其次是論述中國佛教思想的文章有 10

篇，論述範疇包括末法思想、報應思想等；此外，

還有研究因緣論、空有論 10篇，唯識思想 6篇，

與各思想比較有 2篇，如大小乘思想等。 

「03佛教史」有 13篇，研究地區包括印度、

中國、菲律賓。其中主要以研究中國歷代佛教史

為主，計有 9 篇，其論述範圍包括民初佛教史對

時代之回應、帝王與法王、達賴的政教關係等。 

「04 佛教人物及其思想」，主要以中國佛教

人物為主，有 60篇之多，就歷史年代來看，以研

究隋唐人物的傳記及思想為最多，計有 27篇，其

次是民國的 10篇；就研究的人物而言，以智者大

師的 6 篇為最多，其次是憨山德清、宗密的各 4

篇。其他地區佛教人物及思想的研究有印度 8篇，

日本 2篇，泰國 1篇。 

「05佛教地誌」有 3篇，2篇探討單一寺院，

圓山臨濟寺、開元寺，1篇是研究臺灣的宗教與通

志中有關佛教的部分。 

「06 經典研究」，就單一經典的研究而論，

以《華嚴經》的研究為最多，有 36篇，主要是研

究該經某一理論為主，如四諦、信位、海印三昧、

梵行等有 16 篇，其他 20 篇是針對該經單一品的

研究，以〈十地品〉最多，計有 6 篇。經典研究

的文獻量其次為南北傳的《阿含經》，有 29篇，

主要以《雜阿含經》為主，有 10篇；第三是《大

般若經》，有 12篇，其中又以「第二會」的研究

為最多，計有 3篇；第四是《維摩詰經》有 11篇。

而《華嚴經》若加上 12篇「華嚴宗」及 1篇「華

嚴思想」的研究，則共有 49篇論文；其他經典的

研究，如般若部經典有 14篇，普遍流行的《金剛

經》卻只有 2 篇文章；法華部經典有 7 篇；寶積

部經典有 14篇，主要以研究《大寶積經》為最多，

有 9篇；經集部有 30篇，除《維摩詰經》11篇之

外，《思益梵天所問經》卻意外的有 4篇研究（包

括一篇重複發表兩屆），較《解深密經》的研究

篇數多；最後，密教部經典有 4 篇，其中《楞嚴

經》就占了 3篇。 

「07戒律研究」有 8篇，研究主題包括五戒、

菩薩戒、梵網經等，其中四分律及比丘戒的探討

則有 4篇，大乘戒有 2篇。 

「08論書研究」，以研究「釋經論」14篇為

最多，其中又以《大智度論》為主，有 13篇；研

究毗曇部的論典有 7篇，中觀部有 10篇（以《中

論》及其注釋書《淨明句論》為主），瑜伽部有

13 篇（以研究《瑜伽師地論》、《攝大乘論》為

多），論集部有 3篇。 

「09 僧制及僧制史」研究的主題包括僧團、

飲食、出家等，共計 7篇。 

「10信仰、修持、儀制」計 36篇，以「修持」

15篇為最多，其中與修持止觀法門相關的有 8篇。

「信仰」有 12 篇，研究內容包括藥師、彌勒、觀

音及明王等。「儀制」有 9篇，研究內容包括懺法、

懺儀、水陸法會等，其中研究「梁皇懺」的有 3篇。 

「11 佛教事業」有 4 篇，以佛教事業管理和

佛教教育事業為主；其中，佛教教育事業以人物

的教育思想及辦學為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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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佛教語文」有 4 篇，研究佛典語言、音

義、語法等主題。 

「13 佛教文學」有 7 篇，研究主題包括中國

及東方的文學。 

「14佛教藝術」有 9篇，研究主題包括圖像、

書法、繪畫、雕塑、建築等。 

「15佛教應用」有 5篇，研究主題包括素食、

臨終關懷、醫學等。 

「16 佛教各宗」，以「天臺宗」的研究為最

多，計有 25篇，其中以研究「止觀」主題最多；

其次是「華嚴宗」、「禪宗」；其他還有淨土宗、

地論宗及日本宗派的研究，但數量不多。 

「17 西藏研究」有 4 篇，研究內容包括西藏

歷史、派別等。 

「18敦煌學」有 2篇，研究敦煌文獻。 

「19 宗教與信仰」僅有 1 篇，內容是談佛教

與基督教。 

「20 其他」僅有 1 篇，是研究非佛學領域的

「論語」。 

由以上研究主題分析得知，在佛學研究方面，

以佛教文獻學、佛教地誌、佛教事業、佛教語文或

佛教應用部分，文獻量明顯較少，值得關注。 

再者，論文的主題方向，本研究將發表者、

指導老師及單位研究特色交錯比對，得知發表會

的論文主題受指導老師專精領域及各單位開課內

容影響最深，此以佛學院所最顯著，如福嚴佛學

院院長厚觀法師專精《大智度論》及該院開設《十

住毗婆沙論》、《大毗婆沙論》，因此歷來數屆，

如第九屆至二十一屆幾乎每屆都有《大智度論》、

《十住毗婆沙論》、《大毗婆沙論》等相關論文

的產生。同樣的，單位研究特色也是影響論文的

產生的原因，如華嚴專宗佛學研究所，亦是每屆

都有「華嚴」研究的論文產生。然而一般的大專

院校的學生，則無明顯持續有一主題在發展。 

另外，透過以上論文各類內容之介紹可以看

出佛學研究主題的廣泛，其中有部分研究主題累

積了一定數量之論文。由於新詮釋傳統能夠浮

現，其前提條件是特定主題之研究有持續累積，

否則廣泛的另一層意義就是分散難以形成累積。 

因此，本文將焦點放在較受到持續關注的研

究主題，以最明顯有累積現象的華嚴相關研究為

例，作進一步考察。發現研究華嚴相關論文雖然

累積了 49篇之多，但是彼此間沒有形成明顯而持

續的對話關係。舉例來說，在「0605 華嚴部」這

個分類下，還有關於〈離世間品〉、〈十地品〉、

〈入法界品〉等次級討論主題，不過如果考察圍

繞著這些次級討論主題的研究論文就會發現，諸

論文間各自處理各自更細的主題，並沒有形成對

話關係。在此情形下，論文累積只停留在量上的

累積，而沒有進入論點累積的層次，在此情形下，

難以看到新的詮釋傳統（特定論點的鞏固成形）

的浮現。 

華嚴相關研究除了累積只停留在量的層次上之

外，臺灣不同佛教研究單位間的對話激盪關係也不

明顯。華嚴相關研究論文大多是由華嚴專宗佛學研

究所發表，以「0605華嚴部」共 36篇文章來說，其

中有 34篇是由華嚴專宗佛學研究所發表，只有 2篇

是由別的單位發表。這也就是說，縱使華嚴專宗佛

學研究所形成了詮釋華嚴經的特定觀點，但這個觀

點並非在諸研究單位相互爭論激盪的考驗中浮現，

而是仍停留在「不同觀點，各自表述」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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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目的在提升佛學研

究水平，為國內佛學研究團體建立合作的模式，

除了致力於紮根佛教研究工作，藉此提高國內佛

學院所學生的論文撰寫、會議主持、學術討論的

能力，以增長研究實力之外，也是整合國內各佛

學院所及佛學界青年學子們之研究成果與學術資

源，促進彼此學術資訊交流的平臺，達到學術、

教育加以整合的目的。概括而言，可說其目的就

是希望提供臺灣佛學界集體性知識創造的條件。 

發表會之辦理確實達成了部分目標，由此可見

發表會持續辦理了二十一屆，諸佛學院所的持續參

與，累積了 470篇論文，且論文的研究主題也十分

廣泛。不過透過本研究的觀察，本發表會之發表論

文數似有逐年下降的趨勢，是否與其他佛學研究發

表平臺的出現，如「南山佛教文化研討會」、「台中

市正覺堂佛學論文獎學金」、「印順導師論文獎學

金」等各種藉由頒發獎學金徵選論文的方式出現有

關，是值得再觀察。 

雖然如此，本文仍肯定發表會之目的，即提

供臺灣佛學界集體性知識創造的條件，避免閉門

造車，而能在意見交流中，透過引入西方學術工

具以形成經得起考驗的當代佛學詮釋。 

從貫徹集體性知識創造這個目的的角度，觀

察發表會中發表的論文，亦可以見到值得更努力

之處。發表會的論文，數量龐大、主題寬泛，但

出現研究主題分散的情形，只有少數重要主題持

續有研究者投入，但是研究者往往只是各自針對

更小的主題進行研究，而沒有彼此對話，建立爭

論焦點。除此之外，諸佛教研究單位縱或有持續

投入特定主題、建立特定的詮釋觀點，但也看不

到不同研究單位對同一問題的對話，由此發表會

容易流於表面上的交流而無實質交集。鑑於此，

本文最後提出對於未來發表會舉辦的一點小小建

議，亦即可規畫會議主題，邀請佛學院所學生針

對議題提出看法，如此，應可讓發表會實際達到

各單位間的切磋、交流與對話，也可以讓每一個

佛學主題的研究更具廣度與深度。 

本文感謝林瑋婷小姐協助資料分析。 

【附註】 
註 1：佛光大學佛教研修學院於 2009年 9月 26日主辦「第

二十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地點在佛光大學

雲水軒。 

註 2：第一屆的報導有 3篇：〈聯合論文發表會開鑼！〉，

《法光》，12期（民 79年 9月 10日），第 1版；

妙林月刊編輯室，〈第一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妙林》，2卷 10期=總 22期（民 79年 10月 1日），

頁 17-18；〈第一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慧炬》，

317期（民 79年 11月 15日），封底裡頁。第四屆

的報導：〈全國佛研所佛學論文發表會上月中假華

嚴專宗學院舉行〉，《萬行》，106期（民 82年 10

月 10日），頁 1。 

註 3：本文所整理之歷屆主辦單位資料來源是出自各主辦

單位編印的會議論文集或會議手冊，實際上有些屆

次屬同一團體主辦，但列出多個機構名稱合辦，因

此本文計算單位時，視為同一單位計算，但亦分別

列出，如元亨（妙林）巴利佛教研究所、元亨寺慈

仁文教基金會等。 

註 4：出自「第十三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手冊」頁 3。 

註 5：劉靜宜，目前服務於「暨南國際大學華語文教學研

究所」從事敦煌學研究，詳見網址： 

http://www.tcsl.ncnu.edu.tw/web/Liu%20Jing-Yi%20
%20profile.htm。 

註 6：國內於 2000年成立的宗教系所有中原大學宗教所、

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所、國立政治大

學宗教所、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所；2001 年成立的

有佛光大學宗教學系所、東海大學宗教所；2007 年

的長榮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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