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與台科大締結姊妹校
當牛頓遇到佛陀  開啟資訊科技與人文宗教的對話

當
牛頓遇到佛陀」可謂本校與台灣科

技大學交流互動的最佳寫照。今年

初，本校與台科大互訪，討論雙方締約合

作計畫，並預定於四月八日本校校慶日簽

訂協議，活動當天將邀請本校創辦人聖嚴

師父共同參與合約簽署。台灣科技大學為

國內首屈一指的科技學府，而本校為國內

第一所單一宗教研修學院，兩校結盟，讓

佛法與科技相輔相成；加上此為本校與國

內學府締結為姊妹校的首例，意義重大。

校際結盟 結合科學與人文

今年二月二十七日，台灣科技大學校

長陳希舜、教務長彭雲宏、人文社會學院

院長林茂松等一行五人蒞臨本校，由校長

惠敏法師、行政副校長果肇法師、副校長

杜正民、佛學系主任果暉法師、研修中心

主任果鏡法師、圖資館館長馬德偉接待。

座談會上，校長惠敏法師表示，研修

學院秉承中華佛學研究所二十五年的辦學

基礎，為培養理論與實踐並重、傳統與創

新相融，具有國際宏觀視野的宗教師及學

術文化兼具的人才，目前已與十七所研究

單位簽訂學術交流同意書，包括日本的佛

教大學、立正大學佛教學部、駒澤大學佛

教學部、花園大學國際禪學研究所，美國

的密西根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維吉尼亞

大學宗教研究所、史丹佛大學佛學研究中

心，澳洲雪梨大學宗教學系、俄羅斯聖彼

得堡大學東方研究所、比利時根特大學，

中國大陸的中山大學比較宗教研究所、南

京大學中國哲學與宗教文化研究所、中國

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山東

大學宗教科學與社會問題研究所、新疆塔

里木大學、中國藏學中心與泰國的國際法

身禪修中心。這次與台科大締約，希冀能

開啟更豐富、多元的交流合作。

台科大校長陳希舜表示，佛法注重實

踐與實修，如能將科技運用在與生命、生

活息息相關的宗教裡，更是意義非凡。他

希望透過兩校的合作，結合科學與人文，

達到資源整合、科技與人文宗教互惠互

利，進而達成提昇人品的願景。座談會

中，雙方並達成博士班聯合招生、遠距課

程、學術講座等初步的資源整合計畫。

回訪台科大 共植「行願之樹」

二月會談後，本校於三月十二日回訪

台科大。校長惠敏法師、副校長杜正民、

佛教學系主任果暉法師、圖書館館長馬

德偉、研發組組長莊國彬、資訊組組長

洪振洲和英國牛津大學電算中心主任Dr. 

Sebastian Rahtz等人代表本校拜會台灣科

技大學，並參觀「資訊通訊安全研究與

教學中心」、「綠色建材與智慧建築中

心」，以及「劇場機器人計畫」等單位。

當日適逢植樹節，因此在兩校校長的

帶領下，於台科大校園中一起種下「行願

之樹」。「行願」除了代表普賢菩薩行願

的大行精神之外，也代表著法鼓山「好願

在人間」之年度目標。而「行願之樹」旁

即為保育專家珍古德博士所種的「希望之

樹」，這兩棵樹代表著台科大與本校未來

在學術界共同努力的希望與行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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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雙向 交流座談中，兩校校長分別提出合作構想。

▲ 台灣科技大學一行人來訪，並與本校行政主管座談。

▲   在校長惠敏法師以及台科大校長陳希舜的帶領下，兩校

代表共植「行願之樹」。                     （許朝益 攝）

圖資館典藏「西藏文獻微片集成」 

今
年初，本校購入日本佛教大學

小野田俊藏教授（Prof. Shunzo 

Onoda）畢生蒐集的「西藏文獻微片集

成」，其中包括「PL480保存計畫微縮

膠片」，總數達五萬七千餘張。本校將

於四月八日校慶當天舉辦正式收藏儀

式，並邀請社會大眾，共享法寶。

這一批微縮膠片為一九七○年中

葉，由長島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tony Brook）完成製作，文本來源為

美國賓州大學圖書館（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ibrary），該文獻的主

要內容，除賓州大學圖書館所收購的

藏文文本之外，最珍貴的部分莫過於

「PL480文獻保存計畫」所蒐集的藏文

文獻。「PL480文獻保存計畫」是指在

一九六○年與一九七○年間，由金史密

斯（Gene Smith）於美國國會圖書館所

主持的文獻保存計畫，此一計畫資助並

蒐集在印度、尼泊爾與不丹等地，各類

藏文文獻的刻印出版，其中包括了許多

西藏各派大師之著作文集，有別於一般

所熟知的「甘珠爾」、「丹珠爾」西藏

大藏經經典。

除了「PL480文獻保存計畫」的微縮

膠片外，「西藏文獻微片集成」亦包括

了四種版本「甘珠爾」的微縮膠片，包

含德格版、拉薩版、奈塘版及竇宮版版

本。其中，「竇宮版」甘珠爾在西藏藏

經版本傳承譜系中，為一個重要的譜系

版本。本校圖資館收齊這四套佛經版本

微縮膠片，不僅保存了西藏歷史、醫

學、語言，以及清代中國佛教的重要文

獻，同時也提供了更為豐富的藏傳佛典

供學術界及教界研究使用。

▲  圖資館典藏多種大藏經版本，包括拉薩西藏大藏經（右圖上）、甘珠爾西藏大藏經（右圖下）等；
年初購入的西藏文獻微片集成（左圖）更豐富了本校藏傳佛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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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校週年大事記

．2007.11.02
本校舉辦首場「大師講座」，邀請國際腦神經權威，同時亦是暢銷書《禪
與腦》（Zen and the Brain）的作者奧斯汀教授（Dr. James H. Austin），以
「東西方心靈探索的匯集：禪與腦科學觀」為題發表演說。

．2007.11.10
本校召開「佛學研究與佛教修行研討會」，針對佛教傳統注釋、資訊科技
與禪法、水陸法會等議題進行討論。

．2007.11.26～28
澳洲雪梨Santi Forest Monastery住持和尚阿姜蘇嘉多禪師（Bhante Sujato）一
行四人蒞校參訪，並舉行「部派佛教略談」座談會。

．2008.02.15～17
本校與中華佛學研究所、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國際電子佛典推
進協議會（EBTI）共同舉辦「數位佛學研究國際會議」，各國學者齊聚法
鼓山園區，討論整合各國數位佛學資源。

學術研討

．2007.05.31
比利時根特大學（Ghent University）校長高文貝
基（Paul Van Cauwenberge）、漢學系系主任巴德
勝（Bart Dessein）一行人至法鼓山園區參訪，由
校長惠敏法師、中華佛研所所長果肇法師與法鼓
山僧伽大學佛學院副院長果鏡法師等人接待；雙
方達成四點共識，開啟學術合作契機。

．2007.11.15
校長惠敏法師代表本校與美國史丹佛大學佛學
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 
SCBS）簽署交流協定，並與該中心締約為姊妹學
校。

．2007.12.17
本校與澳洲雪梨大學締結姊妹校，雙方協議具體
合作計畫，包括學術交流、研究人員互訪、學生
交流、出版物及資訊的交流等。

．2008.02.27
台灣科技大學校長陳希舜、教務長彭雲宏、圖書
館館長吳瑞南、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林茂松、企管
系主任吳克振等一行蒞校參訪，雙方並就四月締
結校際學術合作一事進行初步討論。

校際結盟 

．2007.04.08
法鼓佛教研修學院正式揭牌運作。

．2007.09.16 
法鼓佛教研修學院碩士班開學，迎接敲擊法鼓第一響的十五位新生。

．2007.11.28～2008.02.17
圖資館舉辦「東初老人圓寂三十週年暨台灣佛教環島推廣影印『大藏經』
五十載紀念文獻展」。

．2008.02.23
舉辦首屆學士班考生輔導說明會。

校園動態

．2007.07.15～26
本校應蘭州大學邀請參加「二○○七絲路中段學術
考察活動」，由副校長杜正民及法鼓山僧伽大學佛
學院副院長果鏡法師領隊，考察唐代佛教文化地
圖，並於蘭州大學研習。

．2007.08.02
日本鎌倉佛教研究學會（K a m a k u r a  B u k k y o 
Kenkyukai）訪問團蒞臨法鼓山園區，由校長惠敏法
師及果鏡法師等人接待。

．2007.09.27
比利時根特大學（Ghent University）漢學系主任巴
得勝教授（Prof. Bart Dessein）來訪，並發表「南北
方大眾部和大乘佛教的起源」專題演講。

．2007.10.11
加拿大卡加利大學（Calgary University）宗教系巴博
教授（Dr. A.W. Barber）來校參訪，與校長、副校長
會晤。

．2007.10.16
中國大陸四位法師來校參學兩個月；四位法師分別
是中國佛教協會綜合研究室副主任釋宏度、北京龍
泉寺監院釋賢禪、中國佛教協會港澳台聯絡辦公室
專員釋曙正、中國佛學院講師釋印照。本校安排參
訪各佛學院所，協助他們深入瞭解台灣佛教的發展
與現況。

．2007.11.20
不丹中央圖書館館長兼榮譽教授Mynak Tulku仁波切
前來參訪本校圖資館。

．2007.11.22
澳洲格利菲斯大學（Griffith University）榮譽教授沙
學漢博士（Dr. David Schak）蒞校訪問，並針對其研
究計畫「台灣現代佛教對社會影響力」，與研發組
莊國彬老師晤談。

．2007.11.28
加拿大卑詩省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寇斯比博士（Dr. Kate Crosby）蒞校參訪，並商談日
後交換學生計畫。

．2007.12.05
澳洲雪梨大學教授兼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客座教授Dr. 
Edward Crangle蒞校參訪，並交換雪梨大學資訊。

．2007.12.27
姊妹校新疆塔里木大學文理學院、農業工程學院、
植物科技術學院等各學院院長、教授至法鼓山園區
參訪。

．2008.01.11
斯里蘭卡強帝瑪法師帶領斯里蘭卡法輪兒童基金會
，一行共二十二人參訪法鼓山園區，除了拜會法鼓
山僧團外，並與佛學系籌備主任果暉法師座談。

．2008.01.16
校長惠敏法師接受法國佛音頻道（Buddhachannel）
專訪，暢談本校創校理念以及數位佛典的成果。

．2008.01.30
泰國法身寺副住持率領泰國及台灣道場的比丘、在
家居士共四十八人參訪本校，雙方就如何建設國際
化的佛學教育進行座談交流。

參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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