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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種籽招募
◎莊璦淳 在

強調營收、績效、競爭

的企業經營中，如何應

用佛法使企業更幸福、更凝

聚、更創新，進而達成兼顧企

業與社會永續發展的目標， 法
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與本校合

辦了「良興公司心幸福體驗二

日營」，於2020年 11 月 6日
至8日展開。此為企業量身訂
作的心幸福企業營，希望透過

禪修觀念方法與企業管理結合

的「心藍海策略」，將法鼓山

「心靈環保」、「心五四」及

「心六倫」之核心價值推廣到

職場，共同建構高效而不貪

婪、競爭而不鬥爭的幸福企

業。

體驗營第一晚，由禪文化研

修中心主任果鏡法師與心六倫

宣講團林知美團長給予祝福，

希望首次來到法鼓山的學員

們，能籍由此次的體驗成為生

命的轉捩點。第二天在動中禪

讓企業更幸福
◎陳文億

▲		托水缽活動練習專注力。

中展開序幕，接續的五堂課程

由淺入深，引領學員們形塑能

共同建設幸福企業的心力、願

力與能力。第一堂「團隊凝聚

篇」課程，洪建銘老師以同心

圓活動、呂漢欽老師以托水缽

活動凝聚團隊向心力；第二堂

「價值觀遊戲」課程由陳建郎

老師設計，以桌遊引導學員認

識自我，更進一步了解利他更

能利己；第三堂「禪修體驗」

由常乘法師帶領學員認識、體

驗禪修，進而將禪修的方法應

用到日常生活及工作中；第四

堂「引領創新」課程，由張允

雄老師主講，分享如何經由發

展個人優勢得以游到創新藍海

的概念；第五堂「幸福企業、

幸福人生」課程，由陳昆榮老

師以人生經驗說明「心五四」

的智慧。

兩天下來，學員們不僅身心

得到沉澱與洗滌，體驗到不一

樣的價值觀，也學到許多可以

帶回職場運用的智慧。多位學

員在回饋時感動地表示，感謝

家人、感謝同事、也感謝公司

栽培。相信所有學員同心帶著

這樣利他又利己的願力，將使

企業朝著更成功幸福的方向前

進。

本
校於2020年10月25日北
投農禪寺舉辦「終身學

習菩薩行」工作坊，適逢碩士

班甄試報名之際，讓更多人了

解聖嚴師父的辦學理念與本校

的目標方向，共有十多名在校

師生與近百位學員一同參與。

大願校史館主任辜琮瑜老

師開頭表明，這的確是場招生

會，但「為什麼而招？要招什

麼？」辜老師說法鼓山的三大

教育正是需要人才進入學習才

能繼續推動，身為「大學院教

育」的文理學院亦是如此，並

提到藉由「內修」的進修而能

「外化」推動即是心靈環保的

終身實踐。佛教學系主任鄧偉

仁老師則以「有盡人生，無限

學習」為題，以豐沛的學思歷

程，分享東西方文化與佛學宗

教教育，也說明佛教學系的重

任是於社會國際培育佛法現代

化人才。

下午的專題時間由生命教育

學程主任楊蓓主持，與法鼓山

三學研修院女眾部副都監果光

法師、學群長陳定銘老師、心

靈環保中心主任黃信勳老師與

▲		各學程老師和學員們一同討論「安心之道」。

社會企業與創新學程主任葉玲

玲老師共同與談，從各專業領

域切入文理學院的特殊而基本

的「安心之道」。

黃老師從當代環境問題之根

源提出「守身安心」之法──

少欲知足、簡樸生活；葉主任

則介紹產生情緒壓力的神經運

作過程，分享「心腦操練」的

止觀安心法；陳學群長以社會

企業的心法出發，結合聖嚴師

父「六和敬」的團隊工作法

門；最後果光法師則分享兒時

摯友的親身故事，再次反思與

面對生死等生命苦難時佛法與

自身能扮演的角色。此外，辜

老師也帶領學員以自身的學習

地圖與抽到的「心」卡，向組

員分享、學習與他者的生命對

話。

Q&A時間，學員們也熱烈提
問，不論是對於課程內容、報

考方式或是分享自身動機等，

師生、學員之間深度對話，使

得這場工作坊不僅僅是招生，

更是接心。

恭賀本校榮獲Buying Power經 濟 部

2020年12月16日本校於經
濟部中小企業處．社會創

新實驗中心舉辦之2020年度
「Buying Power社會創新產品
及服務採購獎勵機制」頒獎典

禮上，榮獲參獎。

本校近年來校慶活動紀念

禮品儘量採購公益團體推出

之產品，如2017年度採用愛盲
基金會之手工皂禮盒；2019
年12月，本校有幸協辦「2019
社會價值國際研討會」，討論

國際上對「社會價值」（Social 
Value）與企業之「影響力管
理」（Impact Management）的新
觀念與政府於此發展之角色。

「芙彤園」（Blueseeds）也是參

與此會議的社會企業單位，因

此有緣得知其產品原物料來源

是來自自然農法種植的農場，

並且輔導原民一起復育台東、

屏東的土地，既維護土地健

康，又重視與原民的互動與參

與等經營理念。2020年本校校
慶紀念品便採用芙彤園的「香

草精油」產品，且大家對芙彤

園願意將公司營收5%（不論
獲利與否），捐助公益的社會

使命列入公司章程，隨喜讚

嘆。也因此，本校很榮幸成

為歷年「Buying Power社會創
新產品及服務採購獎勵機制」

中，第一所獲得鼓勵之學校。

「Buying Power社會創新產

品及服務採購獎勵機制」之目

的是推動社會創新發展，協助

社會創新組織拓展行銷通路，

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主辦，鼓

勵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國營

事業、民營企業及團體率先

採購社會創新組織產品或服

務，鼓勵踐行企業社會責任

（CSR）之企業組織將相關資
源投入，協助社會創新組織取

得資源及開拓市場商機。

頒獎當日惠敏校長親自代表

學校受獎，不僅對本校於推動

大學社會責任USR（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之相關
媒合服務享有權利，並為拓展

社會創新發展增加一特色。

社會創新產品及服務採購獎
◎簡淑華

▲		本校於社會創新產品及服務採購獎中榮獲參獎，校長惠敏法師（左）代表受

獎。

終身學習菩薩行終身學習菩薩行終身學習菩薩行

心 幸 福 體 驗 營

佛法佛法佛法



20 2 0年1 2月初，美國「時代周
刊」雜誌封面，白底黑字的2020

被打了紅色的叉叉，於下寫著「有

史以來最糟的一年The worst year 
ever」。12月1日，日本公布「2020
年新語．流行語大獎」，由防疫口號

「三密」奪冠。所謂「三密」是日本

厚生勞動省在今年3月間推出的「不
密集、不密閉（換氣不佳的場合）、

不密切接觸」防疫呼籲，成為今年日

本的流行語。12月14日，日本公布年
度漢字為「密」，也反映避免「三

密」的防疫宣導。

2020年12月9日，聯合報公布台灣
「年度代表字」前十名，依序為

「疫、蓄、悶、安、韌、惜、

勇、偽、茫、封」，這是該報

自2008年起仿效日本今年的漢
字，對台灣民眾徵集投票選

出，希望了解該年台灣的

社會面貌與心靈風景。

報章分析今年前十名

代表字，認為「疫、

悶、偽、茫、封」是

「現象」，「蓄、安、韌、惜、勇」

是「解方」。

我們也可參考華嚴宗用「六相

圓融」來解釋《華嚴經》各種

十句法門，第一句為總相（同

相、成相／略相或合相），

其餘九句為別相（異相、

壞相／廣相或開

相）。「六相」源

自於《華嚴經》對歡

喜地之菩薩之第四大

願「總相、別相、

同相、異相、成相、壞相」描述，二

祖智儼（602-668）用此解釋法界緣
起，乃至開展華嚴宗「十玄緣起」的

法門。

如此，我們可將今年的新冠肺炎

「疫」情作為「總相」，其餘九句為

「別相」，期許我們面對「疫」情之

「茫」然、煩「悶」的「封」城與

「偽」假新聞時代，珍「惜」每個人

的自家寶藏（自性清淨心）、「蓄」

積正確行動，以「勇」氣和「韌」性

面對困難，重建「安」樂社會。

2020年度代表字「疫」極泰來長Tea
Time

校

惠敏法師

本
人研究以「老莊思想」為基礎，

「生命教育」為面向，目的在實

踐聖嚴法師所提倡的「心靈環保」理

念，目前正執行109年教育部教學實
踐計劃─以老莊思想實踐「心靈環

保」理念之教學實踐研究，並藉此展

開相關延續之研究。

儒釋道同為中國人文之精神底蘊，

儒家思想為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施行的

內容，佛教思想為佛教徒所研修，道

家思想之部分亦為道教信仰所轉化引

用；至於「原始道家」之老莊思想，其

豐富內涵則限於學術研究。長期以來，

老莊思想處於邊陲位置，常人無法一

窺其奧；至於古代文人在生活蹇澀

時，卻又多以之為生命轉化的契機，

老莊思想到底有何魅力？牟宗三先生

曾言儒釋道思想是「生命的學問」，是

「實踐的智慧」，其主張都是親自驗證

生活之所得；「道家思想」雖為三家之

一，卻明顯地與一般人脫節，因為無法

理解其內在之深刻性而以為「玄虛」且

「消極」，當然無法落實在生活中。

提倡自然無為、無用大用的價值，

使人順性發展而完成生命的獨特性；

透過致虛守靜、心齋坐忘的工夫，使

理想不再虛無而有實踐的可能；打破

二元對立、道通為一的思維，開啟天

地造化、宇宙萬有一體和諧的生命理

境。老莊思想除了勇於表達批判性觀

點，體會人性普遍之集體制約外，更

積極主張生命主體的絕對價值，所有

存在都能夠自由發展，並在群際中達

到尊重差異；對於目前科技文明進步

已呈瓶頸之狀態下，無疑地可作為未

來和諧永續之明燈。

聖嚴法師以佛法為內涵，主張「心

靈環保」的理念，目的在透過自我內

在的淨化，以成就全地球、全人類永

續的共同性利益，亦認為「心靈環保

是應該不分古今的、不分地域的、不

分宗教的」；而老莊思想主張「道法

自然」，期盼人人經由修養以開展心

靈的境界，更是「心靈環保」之另一

種證成方式。因此，以「老莊思想」

為課程內容，擴展及呼應聖嚴法師主

張「心靈環保」的理念，需要啟發生

命主體的人性自覺與價值意義的意識

覺醒，於是解決學習「思想理論」與

化為「實踐行動」間的斷裂，亦是本

人之研究重心。

◎蕭麗芬（生命教育學程助理教授暨諮商輔導暨校友聯絡中心主任）

▲		蕭麗芬老師任教於本校生命教育學程，研究

領域為道家思想。

經
常有人會問我：「研究與修行是

否會衝突或矛盾？」我認為研究

的時候就專心研究，修行的時候就專

心修行，既不衝突也不矛盾，當然能

夠研究與修行結合是最好不過了。但

是如何結合？這是一個大哉問！ 
我的研究可以分為幾類：一、高僧；

二、禪淨；三、禪茶；四、中日交流。

一、高僧類：碩論主題《大悲心陀羅

尼經的研究》，在日本期刊發表過兩

篇相關研究。博論主題是《北宋慈雲

遵式的研究》，在日本期刊發表過三

篇相關研究。另外，《高橋弘次先生

古稀記念論集》收錄一篇，《三友健

容教授古稀紀念集》收錄一篇，《法

鼓佛學學報》收錄一篇，懺悔與救度

研討會論文集收錄一篇，有關慈雲遵

式相關研究一共發表了七篇論文。此

外，〈六祖下第三十四世天童密雲禪

師生平及其悟境〉以及〈徑山法欽禪

師與其師徒小考〉分別發表於浙江寧

波及杭州的研討會論文集。二、禪淨

學術

動態

類：〈禪宗公案中的耳根圓通法門及

其現代應用〉收錄於《禪和之聲》，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聖嚴研

究》專輯收錄〈聖嚴法師淨土思想

之研究─以人間淨土為中心〉、

〈試論《楞嚴經》耳根圓通法門─

以聖嚴法師的講要為主〉、〈再探聖

嚴法師的淨土思想—有無二相的念佛

觀〉、〈數數念佛禪法之研究─

以聖嚴法師的教學為主〉與〈佛教

「無情說法」的學理探究─以聖嚴

法師為例的現代應用〉，一共五篇。

另外〈參禪與念佛不二之挑戰與發

展〉發表於禪淨研討會，以及“An 
Exploration on Master Sheng-yen’s Chan 
Buddhist Lineage through His Teaching on 
the Dharma-door of Cultivating the Perfect 
Penetration of the Ear”發表於2011年
IABS研討會。三、禪茶類：〈探討明
末清初湛然圓澄師徒四人之茶話〉發

表於湖北黃梅研討會，〈從茶話觀湛

然圓澄師徒三人之禪風〉收錄於《法

▲		果鏡法師解行並重，除佛學研究外，長年亦擔任禪修教學工作。

鼓佛學學報》。四、中日交流類：

〈唐‧北宋時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考

─以天台山與比叡山為主〉收錄於

《求法與弘法》法鼓文化出版。

我目前正在撰寫《參究念佛的演變

─聖嚴法師的念佛禪》，準備明年

六月發表於聖嚴思想與漢傳佛教國際

研討會。

以老莊思想實踐 理念「心靈環保」「心靈環保」「心靈環保」

果鏡法師研究成果分享研究與修行研究與修行研究與修行研究與修行
◎釋果鏡（佛教學系副教授暨禪文化研修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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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陳紹韻於「台灣晚緣」五周年展擔任導覽。

由
中華佛學研究所長期支

持的中國佛寺志數位典

藏專案，為使這個豐富的史料

庫得以被充分運用，專案主持

人洪振洲老師與佛教學系曾堯

民老師擬結合對佛寺志素材有

興趣的學者建立協作社群，促

進交流合作與應用，於2020年
11、12月開辦了三場工作坊，
展開推廣活動。

由於疫情的關係，此三場活

動在現場座談的同時，也開啟

線上直播。首先登場的「明清

地方志面面觀」，邀請到清華

大學張繼瑩教授蒞校講演。張

老師從方志的起源談起，繼而

提到方志的形式與體裁，侃侃

神聖場域上的雲端◎林智妙

▲		中華佛研所所長果鏡法師（左）、專案主持人洪振洲老師（中）與成大簡凱

廷教授（右）於工作坊活動後合影。（法鼓山文化中心攝）

人生如 戲戲品味人生
◎賴子翰

▲		三位同學操作人偶，一位同學模仿人偶動作，透過人與偶的互動對話，即興

演出。

大
鴨小鴨的故事，總是給我很大的鼓勵，在《本來面

目》紀實電影裡，又再次聆聽到聖嚴師父的講述：

「大鴨游出來的是大的路，小鴨游出來的是小的路。不

管是大路還是小路，都是自己游出來的路。」我顯然是

隻小小鴨，沒有專長特色，也稱不上勤奮努力，但自

1996年至1999年於中華佛學研究所修學之後，卻也在善
緣遍佈的環境和引領下，游出了屬於自己的路。

感恩2002年至2007年赴澳洲昆士蘭大學攻讀宗教研究
時，佛研所的大力支助與師長們的提攜鼓勵，我才得以

完成學位，但在回國後超過十年的歲月裡，才疏學淺的

我，福德因緣不足，沒有正職的機會，因此過著單純教

學、奔波兼課的日子，一開始很不安定，親友們也為我

擔心，但漸漸地，我適應了並享受著這種「勞碌命」的

生活，有時一天要跑三間學校，還有進修部、進修學院

的課，雖然結了很多的師生緣，但經常因為趕路而隨便

吃，甚至邊走邊吃，回想起來真是對不起我這已不再年

輕的色身。

因為單純教學，不需從事研究與行政工作，閒暇之餘

我便學習自己有興趣的事物，並投入理念相合的團體，

像是退休人士般，回歸本性、做自己喜歡又有意義的

事。近年來加入了台灣晚緣長者陪伴的服務，加入後才

知道負責此專案的見寂法師與慧萍菩薩是校友，那裡的

學習體系完備，我先是擔任志工、被培訓，慢慢累積經

驗成為培訓師、擔任導覽員、參與紀錄片拍攝，甚至到

北京見習，生命因此被延伸與擴展了。後來又因緣際會

加入中華佛教青年會，剛好理事長開善法師、常務監事

悟常法師、理事宗鐘法師與惟慈法師也都是校友，熱情

充滿活力的他們，給了我到桃園女子監獄毒品戒治班擔

任團體輔導教師和帶領生命教育工作坊的機會，讓我擁

有不同於校園裡的體驗與感動。

小小鴨在小小路上不斷巧遇善緣並承蒙關照，每每心

裡都想著，讀佛研所還真是讀對了，溫暖與光明一直照

亮著我！現在，我繼續慢慢游，帶著無限感恩的心，迎

接前方的新挑戰⋯⋯。

小鴨游的路  善緣遍佈
◎陳紹韻（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本
校人文社會學群學會與

生命教育學程「自我覺

察與成長」課程合作，邀請

「BearTheater熊暖劇團」到校
進行「艾瑪－互動教學式演

出」，於2020年11月9日午後
在木地板教室，帶領參與的同

學討論與分享，進一步覺察自

己對於老年與孤獨的生命議

題。

人社學群的學生臥虎藏龍，

有來自社會各專業人士，進入

文理學院學習，也將自身所長

一同帶了進來！此次活動主講

者與表演者邱米溱即是生命教

育學程二年級的學生，同時也

協助邀請BearTheater熊暖劇團
的製作人兼小提琴樂手邱明瑩

與藝術總監兼編導演的許 文

共同演出，三位講師透過演出

與聽眾互動討論，聽眾含括佛

教學系、生命教育與社會企業

的同學，不同的背景讓每一位

同學可以從不同的觀點來討論

議題。

老年與孤獨一直是現代人很

重要的生命課題，不論長幼也

不論僧俗，都需要面對。活動

中含有艾瑪演出片段，讓現場

的同學進一步思考：如果自己

是獨居老人，會怎麼樣面對自

己在72歲生日派對後的孤寂？
接著活動中也藉由音樂、律

動、現代偶戲的互動體驗，讓

這群似「黑天鵝」的同學們能

夠盡情地開放，意識到其實老

了也不一定是悲傷難過的，只

要願意深度覺察自己並且願意

與外在世界連結，就會了解自

己是與世界同在，對孤獨將有

另一番不同的感受。

課程最後，有位同學分享自

己雖然不善於舞蹈，更對音樂

一竅不通，但是在跟著大家跳

著舞時是充滿信心與快樂，自

己的笑聲更是打從心底散發出

來的，感謝有這麼一個機會認

識到原來自己是個這麼有活力

的人！最後就在大家的歡笑中

結束這次活動。

敘述方志的作用，以及編纂方

志的過程和修志的要點建議。

最後以他自身閱讀方志的經

驗，分享幾張有趣的圖片和幾

則感人的故事。從終場時大家

既響又長的鼓掌聲中，可以感

知這是一場溫暖又成功的交流

會。

第二場接力的是「中古寺

院巡禮─以DocuSky平台再
讀《洛陽伽藍記》」，主講者

是台大數位人文研究中心曹德

啟博士。曹老師以《洛陽伽藍

記》為題材，帶領大家嘗試在

DocuSky平台上處理資料，以
嶄新的樣貌呈現古老的文獻，

跳脫傳統文本線性結構的模

式，使學者在閱讀和資料的取

得上，有更寬廣的視角和更靈

活的理解。

最後一場壓軸的是「佛寺志

的利用與研究：從『中國佛教

寺廟志數位典藏』談起」。邀

請了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簡凱

廷教授擔任主講。座談中，簡

老師很接地氣地分享自身做研

究時的經驗，敘述如何運用數

位典藏工具來蒐索資料，擴充

到以寺志作為研究材料，甚至

以寺志作為研究對象。活動最

後，聽眾的提問很踴躍，看來

經過這場座談，已然觸發大家

對於佛寺志文獻的好奇探索之

心。

校 友 園 地

中國佛寺志數位典藏工作坊

戲戲戲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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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June 2016,  the "Dharma 
Healing" project was launched, 

and a comprehensive screening of 
the Buddhist texts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was undertaken using digital 
humanities technology, lead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uddhist 
medical literature database.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assist 
researchers in researching Buddhist 
medicine-related topics, and to 
more effectively extract Buddhist 
medical literature from Buddhist 
scriptures from a macro or micro 
perspective. The current "Dharma 
Healing" project website is based 
on relatively traditional modes of 
operation such as directory search, 
keyword search,  condit ional 
compilation of scriptures, and 
scripture passage display. In order 
to provide web users with a more 
effective way to find the scripture 
passages they need, the latest 
"post-classifi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added to this 
project, which will update the 
project website making it easier for 
users to learn, and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Project

This project  was ini t iated 
when Professor Tu Cheng-min of 
our college was diagnosed with 
liver cancer during a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2005. He treated 
the process of hospitalization as a 
"Ten-day Sickness Chan retreat", 
and adopted the topic of "How 
does the Buddha teach critically 
ill or dying people to face illness, 
life and death?" as a hua-tou . 
This opportunity prompted Prof. 
Tu to rethink and to verify the 
Dharma. After being discharged 
from hospital, Prof. Tu began to 
carry out related research work, 
trying to find relevant teachings 
from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the writings of eminent monks, 
through the study and experience of 
the scriptures focusing on disease 
response, such as the Gilana Sutta 

Dharma-Healing Database
Study and Data Building of Buddhist Medical Texts in the Chinese Tripi aka
◎Wen-Yi Lu

Collection, in order to compile a set 
of practice methods that could be 
specifically applied during illness 
and implemented in daily life.

After a long period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Prof. Tu officially 
launched 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Buddhist medical literature in 
September 2014, leading students 
to study religious, medical and 
Buddhist literature from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and viewpoints. 
Beginning in March 2016,  a 
class with Prof. Hung Jen-jou, 
of the Department of Buddhism 
and curator of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er, led the students 
to build the accumulated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into the database. 
During this period, they were invited 
to Germany to participate in the 
"Situating Medicine and Religion 
in Asia Worksho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ay 2016, and gave 
a special lecture "DBMHA: A 
Database of Medicine & Healing 
Approaches in the Chinese Buddhist 
Tripiṭaka", which earned the 
approval and encouragement of 
many scholars. In June of the same 
year, the "Dharma Healing" project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to continue 
to promote related research, 
teaching, and the elaboration of 
the database. After Prof. Tu passed 
away, Prof. Hung Jen-jou and 
Prof. Mei Ching-hsuan from the 
Department of Buddhism continued 
to lead and carry out related research 
on this project.

Project Website Introduction

The "Dharma Healing" project 
webpage (http://dhd.dila.edu.tw/) 
divides the Buddhist and medical 
literature into two levels in order to 
present it. The first uses a thematic 
structure to classify the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appropriate topics, 
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subject-
tree catalog, users can find the 
required items. The documents and 
canonical scriptures included are 
compiled from papers and books 
on topics related to Buddhism and 
medicine, as well as the scriptural 
passages related to medicine 
and diseases mentioned in the 
Tripitaka. The second bases itself 
on Buddhist medical keywords 
to classify the literature in order 
to help users find the textual 
items they need using keyword 
cues. The Buddhist medicine 
keywords provided are derived 
from the keywords included in the 
three categories of "Psychology," 
"Physiology;  Hygiene,"  and 
"Medicine; Pharmacy," of the fifty 
classification items of the Index to 
the Taisho Tripitaka. With the help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criptural 
passages  that  ment ion these 
keywords in CBETA are identified, 

and passages related to medical 
treatment are then compiled.

"Post-Classification" Search 
Method

In the document and word 
search functions, a topic-based 
post-classification search interface 
has been created. Users can select 
relevant subject i tems in the 
subject catalog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s they want to find, or 
type in possible keywords to search 
for, and the system will compile a 
list of Buddhist scriptures that may 
meet their needs based on those 
paramet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system will also provide parameters 
based on these items. Users can 
click on the parameters provided 
in each category according to 
their search requirements, and the 
system will further search for a list 
of Buddhist scriptures that better 
meet their needs. For example, if we 
want to use the "Dharma Healing" 
project website to find the scriptural 
passages of the "Ākāśagarbha Water 
Mantra," we can first select the 
topic "Secret Mantra Healing" in 
the topic list, and the system will 
list the information on all canonical 
scriptures classified under "Secret 
Mantra Heal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system will also provide further 
classification parameters such as 
"Mantra Reciter," "Mantra Hearer," 
"Sickness," "Purpose of Mantra," 

"Mantra," and so on, for users 
to choose advanced parameters. 
Under the category of "Mantras", 
we should be able to find the item 
"Ākāśagarbha Water Mantra." 
Then, the known information can 
be selected, and the system will 
perform a search based on the 
selected advanced parameters.

"Post-Classification" Display 
Method

On the scripture display page, 
in addition to displaying scripture 
paragraphs based on user search 
results, the system also marks 
the Buddhist medical keywords 
ment ioned  in  the  sc r ip tu ra l 
paragraphs  and  l inks  to  the 
"Buddhist Medical Dictionary 
Corpus";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interpretation and 
definition of a certain Buddhist 
medical keyword in the major 
dictionaries, you need only click 
on the keyword to link to the 
corresponding definition. The 
entries in the "Buddhist Medical 
Dictionary Corpus" are based on 
the keywords in the Index to the 
Taisho Tripitaka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Psychology", 
"Physiology;  Hygiene,"  and 
"Medic ine ;  Pharmacy."  The 
sources  o f  t e rm def in i t ions 
include the Ding Fubao Buddhist 
Dictionary , the Yiqiejing Yinyi , 
the Continuation to the Yiqiejing 

▲  Prof. Aming Tu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Buddhism.

▲    The "Dharma Healing" project webpage will be updated soon.

Yinyi, the New Collected Record 
of the Glossaries of Buddhist 
Sutras , the Sanskrit Lexicon, the 
Nanshan Vinaya Dictionary , the 
Fa-xiang Dictionary, the Dictionary 
of Common Buddhist Vocabulary,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 supplemented with the 
co r respond ing  en t r i e s  f rom 
the Chinese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the Foguang Dictionary, 
the Foguang  Tripitaka-Agama 
Sutras, Zhuang Chunjiang’s Agama 
Dictionary , and other relevant 
entries from Chinese dictionaries.

Conclusion

This project currently continues 
to conduct further in-depth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various Buddhist 
medicine-related topics and texts 
to establish a more complete post-
classification databas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creation of a more 
professional and user-friendly 
project website.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is "Dharma Healing" 
project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canonical scriptures in the 
field of Buddhist medicine research, 
provide an interface to help 
researchers find and read scriptural 
passages, and provide readers with 
valuable knowledge of practices on 
how to face and deal with illness 
and physical pain, and how to face 
and transcend life and death from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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