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改善人生到造福社会

佛法哲学为和平



创价学会概览
创价学会是一个扎根于社

区的全球性佛教组织，秉持生
命尊严至上的精神，促进和平、
文化及教育。遍布在全世界 192

个国家与地区的会员学习并实
践日莲佛法人本主义的哲学。
创价学会会员致力开启自

己生命中无限潜能，积极地贡
献所处的社区并应对人类共同
面临的全球问题。
创价学会致力于推进对话

与非暴力的活动，坚信个人幸
福与实现和平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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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伟大的 
人间革命 
（人性变革）， 
终将转变 
一国的宿命， 
进而能转变 
全人类的宿命。”

池田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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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价学会的渊源可以追溯到 1930年的日本，当时牧口常三郎与户田城圣成立了创价教育
学会，为创价学会前身。
牧口是创价学会首任会长，成立之初原是一个教育家组织，以扶正当时社会的教育制度为

目标，后来发展为以日莲佛法为基础的运动，透过个人的内在变革致力贡献社会。
1943年，牧口和户田因拒绝接受军国主义政府用以控制人民思想的国家神道，导致他们

被冠上“思想犯”的罪名遭逮捕入狱。牧口死于狱中，户田于 1945年获释，着手重建创价学会，
其后就任第二任会长。

1947年，战后的日本社会一片混乱，池田大作值遇人生导师户田城圣，随后加入创价学会。
1960年，池田就任第三任会长，组织自此飞跃发展至全世界。

1975年成立“国际创价学会”，作为一个全球性组织，联系于世界各地独立运作的创价学
会团体，而池田就任会长一职。

1983年，国际创价学会（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简称 SGI）作为非政府组织获得联
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认证。创价学会会员为世界和平奋斗不懈，尊重生命尊严，为和平、
文化及教育作出贡献。

历史渊源

创价学会的思想源自 2500多年前诞生于印度的释迦牟尼（释尊），其核心价值观是生命的
珍贵，人类尊严至上的思想。
释尊得道后游历各地，说法挽救众生。随后的几个世纪，释尊的弟子们将他的教导汇编成

诸多经典。于《法华经》中，释尊阐述了其悟得的真谛，明示佛界的慈悲、智慧、无畏精神是
人人与生俱来的，被认为是大乘佛法的至高经典。
《法华经》由印度传入中国和日本，在这两个国家得到诸多佛学大师和佛教学者发扬光大，

包括中国的智顗（天台大师）和日本的日莲（1222–1282）。
在十三世纪，日莲把《法华经》的精华诠释为“南无妙法莲华经”，确立了唱念此文的修行，

为万众敞开超越苦恼、享有幸福及充实人生的大门。
创价学会在全世界拥有 1200万会员，于基层社会进行活动，致力将《法华经》精神和日

莲佛法教义宣扬于现世。

佛教源流

印度的桑吉佛塔一号遗址（或称桑吉大塔） 
建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

公元九或十世纪的《法华经》写本 敦煌位于中国西部，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 
拥有数百个具有早期佛教艺术和雕塑特色的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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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价学会由牧口常三郎与户田城

圣所成立。

池田大作就任创价学会第三任会

长，进行首次海外访问鼓励会员。

广宣流布誓愿堂于东京落成启

用。创价学会会员于此处加深其

为和平作出贡献的决心。

户田城圣发表《禁止原子弹氢弹

宣言》，坚决呼吁废除核武器，此

成了创价学会和平运动的起点。

创价学会通过对话、鼓励并与国际性组织

合作，在全世界推广各种活动以实现个人

幸福与和平文化。

1930年

1957年 1980年代 

1960年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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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镰仓是日莲居住和弘教的地方



日常修行
创价学会会员每日的基本

佛道修行是在自己家中唱念
“南无妙法莲华经”（Nam-

myoho-renge-kyo）和《法华经》
的部分经文。
会员们定期聚集召开小规

模座谈会，一起学习佛法，探
讨如何将之实践在日常生活当
中。与会者也在会上分享自己
透过佛教信仰，跨越生活中各
项挑战的亲身经历。

© 美国 S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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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为一切财宝中 
第一之财宝。 
经有‘遍满三千界，
无有直身命’之说，
谓虽有遍满 
三千大千世界之财宝， 
亦不可抵得生命也。”

日莲

美国

意大利

英国

肯尼亚

印度

澳大利亚

秘鲁

日本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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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们自觉 
日常生活与环境问题
是息息相关的； 
每一个人都具有 
使全球产生正面变化的
‘力量’和‘使命’。”

池田大作

人道主义救济 
及减少灾害风险

性别平等与妇女自强

和平与裁军 可持续发展教育 
和气候行动

人权教育

为了应对自然灾害，在日本的
创价学会会员组成了“志愿者
救援小组”，协助受灾居民清
理受暴雨和洪水毁坏的房屋等。
（日本，2018年）

于纽约举行的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六十三届会议期间，讲者们
在一场由 SGI共同主办的活
动中分享了年轻女性领袖在教
育、和平与安全、影视和数字
媒体（或称数位媒体）的领域
中激励人心的故事。（美国，
2019年）

巴拿马 SGI为了庆祝并推广
和平，在巴拿马的三个城市举
办“和平由我开创”（Yo Creo 

La Paz）的五公里健走活动。
（巴拿马，2019年）

加纳的创价学会青年于国立大
学筹办“希望的种子”展览，
不少当地小学生前往参观。（加
纳，2017年）

佛教组织欧洲 SGI和其他合
作伙伴在巴黎的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的总部共同举
办人权教育展览和研讨会，主
题为“生命的变革──人权教
育的力量”。（法国，2019年）

为全球问题努力
创价学会与 SGI投入各

种推广和平文化的活动，各地
的创价学会团体亦依循各自的
社会文化背景展开行动。
其活动包括提升大众对五

项主要全球问题的意识，旨在
早期解决这些面临的问题，包
括和平与裁军、可持续发展教
育与气候行动、人权教育、人
道主义救济及减少灾害风险、
性别平等与妇女自强。活动类
型包括展览会、研讨会、跨宗
教对话、文化艺术活动、支援
联合国活动等。
自 1983年起，池田大作

每年均向国际社会发表《和平
倡言》，以佛法为立足点，就
人类共同面临的诸多问题提出
应对的建议。
这些倡言成为了创价学会

深入草根，致力解决全球问
题与建立亘久和平文化的依据
和动力。

© Ludhiana／印度创价学会

©巴拿马 S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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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会长的精神：
佛法哲学为和平
创价学会依循的信仰源自

约 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释
尊），而后由印度、中国及日
本的佛教大师传承下来，其中
又以日莲（1222–1282）所诠
释的教义最为精辟。
创价学会的首三任会长，

牧口常三郎、户田城圣以及池
田大作为日莲佛法在现代带来
了新生命，也为其发展成普及
全世界的哲学打下了根基。他
们三人在这方面共同的努力更
为佛法中的“师弟关系”树立
了典范。牧口、户田及池田被
本组织视为重要的三任导师。

1964年取得东京大学经济学学位。其后于组织中多次担任领导职务， 
并于 2006年就任创价学会会长，为创价学会实现和平的理念奋斗不懈。

“教主释尊 
出世之本怀 
在示为人之道。”

日莲

除另有标示出处，其余的照片皆源自 
©圣教新闻

现任会长
原田稔

牧口常三郎（1871–1944）同弟
子户田城圣于 1930年 11月 18日
创办创价学会 *，是第一任会长。
身为教育家、哲学家的牧口，因
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身陷囹圄，
最终于狱中逝世。

第一任会长
牧口常三郎

https://www.tmakiguchi.org

第三任会长
池田大作

https://www.daisakuikeda.org/chs

池田大作（1928–）19岁时邂逅户
田城圣，加入创价学会。池田将
户田视为毕生追随的导师，与之
密切合作，建设创价学会，并在
1960年，就任第三任会长。1975年
成立“国际创价学会”，作为一个
全球性组织，联系于世界各地独
立运作的创价学会团体，而池田
就任会长一职。池田相信，对话
是和平的基础，他开始与全球众
多领导人及文化界人士进行对谈，
也与其中多位人士分别合作出版
对谈集。他亦创办多所机构，推
动对话、和平研究与文化交流。
池田积极地将创价学会缔造成一
个推展和平、文化及教育的多面
向全球性网络。

第二任会长
户田城圣

https://www.joseitoda.org

户田城圣（1900–1958）是牧口的
弟子也是教育家，同导师牧口携
手创立创价学会，并于战争期间
一齐被捕入狱。出狱后，户田重
整创价学会，其临终前，将日本
的组织扩大到拥有约 75万户会员
的规模。户田彻底反对战争，他
在 1957年发表的《禁止原子弹氢
弹宣言》被视为创价学会和平运
动的起点。

*创价学会的前身为创价教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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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价学会
〒 160-8583 日本東京都新宿区信濃町 32番地
电话：+81-3-3353-7111

https://www.sokaglobal.org/ch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