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改善人生到造福社會

佛法哲學為和平



「一個人偉大的 
人間革命 
（人性變革）， 
終將轉變 
一國的宿命， 
進而能轉變 
全人類的宿命。」

�價學會��
創價學會是一個扎根於社

區的全球性佛教組織，秉持生
命尊嚴至上的精神，促進和
平、文化及教育。遍布在全世
界 192個國家與地區的會員
學習並實踐日蓮佛法人本主義
的哲學。
創價學會會員致力開啟自

己生命中無限潛能，積極地貢
獻所處的社區並應對人類共同
面臨的全球問題。
創價學會致力於推進對話

與非暴力的活動，堅信個人幸
福與實現和平密不可分。

© Sarah Woollard © Debra Williams

池田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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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價學會的淵源可以追溯到 1930年的日本，當時牧口常三郎與戶田城聖成立了創價教育
學會，為創價學會前身。
牧口是創價學會首任會長，成立之初原是一個教育家組織，以扶正當時社會的教育制度為

目標，後來發展為以日蓮佛法為基礎的運動，透過個人的內在變革致力貢獻社會。
1943年，牧口和戶田因拒絕接受軍國主義政府用以控制人民思想的國家神道，導致他們

被冠上「思想犯」的罪名遭逮捕入獄。牧口死於獄中，戶田於1945年獲釋，著手重建創價學會，
其後就任第二任會長。

1947年，戰後的日本社會一片混亂，池田大作值遇人生導師戶田城聖，隨後加入創價學
會。1960年，池田就任第三任會長，組織自此飛躍發展至全世界。

1975年成立「國際創價學會」，作為一個全球性組織，聯繫於世界各地獨立運作的創價
學會團體，而池田就任會長一職。

1983年，國際創價學會（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簡稱 SGI）作為非政府組織獲
得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的認證。創價學會會員為世界和平奮鬥不懈，尊重生命尊嚴，為和
平、文化及教育作出貢獻。

歷史淵源

創價學會的思想源自 2500多年前誕生於印度的釋迦牟尼（釋尊），其核心價值觀是生命
的珍貴，人類尊嚴至上的思想。
釋尊得道後遊歷各地，說法挽救眾生。隨後的幾個世紀，釋尊的弟子們將他的教導彙編成

諸多經典。於《法華經》中，釋尊闡述了其悟得的真諦，明示佛界的慈悲、智慧、無畏精神是
人人與生俱來的，被認為是大乘佛法的至高經典。
《法華經》由印度傳入中國和日本，在這兩個國家得到諸多佛學大師和佛教學者發揚光大，

包括中國的智顗（天台大師）和日本的日蓮（1222–1282）。
在十三世紀，日蓮把《法華經》的精華詮釋為「南無妙法蓮華經」，確立了唱念此文的修行，

為萬眾敞開超越苦惱、享有幸福及充實人生的大門。
創價學會在全世界擁有 1200萬會員，於基層社會進行活動，致力將《法華經》精神和日

蓮佛法教義宣揚於現世。

佛教源流

印度的桑吉佛塔一號遺址（或稱桑吉大塔） 
建於公元前三世紀的孔雀王朝阿育王時代

公元九或十世紀的《法華經》寫本 敦煌位於中國西部， 是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要據點，
擁有數百個具有早期佛教藝術和雕塑特色的石窟

© Katsuhisa Yam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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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價學會由牧口常三郎與戶田城
聖所成立。

池田大作就任創價學會第三任會
長，進行首次海外訪問鼓勵會員。

廣宣流布誓願堂於東京落成啓
用，創價學會會員於此處加深其
為和平作出貢獻的決心。

戶田城聖發表《禁止原子彈氫彈
宣言》，堅決呼籲廢除核武器，
此成了創價學會和平運動的起點。

創價學會通過對話、鼓勵並與國際性組織
合作，在全世界推廣各種活動以實現個人
幸福與和平文化。

1957年 1980年代 

1930年 1960年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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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鎌倉是日蓮居住和弘教的地方



日常�行
創價學會會員每日的基本佛

道修行是在自己家中唱念「南
無妙法蓮華經」（Nam-myoho- 
renge-kyo）和《法華經》的部
分經文。
會員們定期聚集召開小規

模座談會，一起學習佛法，探
討如何將之實踐在日常生活當
中。與會者也在會上分享自己
透過佛教信仰，跨越生活中各
項挑戰的親身經歷。

© 美國 S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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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為一切財寶中 
第一之財寶。  
經有『遍滿三千界，
無有直身命』之說，
謂雖有遍滿 
三千大千世界之財寶， 
亦不可抵得生命也。」

日蓮

美國

義大利

英國

肯亞

印度

澳大利亞

秘魯

日本

泰國

© 英國 SGI



「教育人們自覺 
日常生活與環境問題 
是息息相關的； 
每一個人都具有 
使全球產生正面變化
的『力量』和『使命』。」

池田大作

人道主義救濟 
及減少災害風險

性別平等與婦女自強

和平與裁軍 可持續發展教育 
和氣候行動

人權教育

為了應對自然災害，在日本的
創價學會會員組成了「志願者
救援小組」，協助受災居民清
理受暴雨和洪水毀壞的房屋
等。（日本，2018年）

於紐約舉行的婦女地位委員會
第六十三屆會議期間，講者們
在一場由 SGI共同主辦的活
動中分享了年輕女性領袖在教
育、和平與安全、影視和數字
媒體（或稱數位媒體）的領域
中激勵人心的故事。（美國，
2019年）

巴拿馬 SGI為了慶祝並推廣
和平，在巴拿馬的三個城市舉
辦「和平由我開創」（Yo Creo 
La Paz）的五公里健走活動。
（巴拿馬，2019年）

迦納的創價學會青年於國立大
學籌辦「希望的種子」展覽，
不少當地小學生前往參觀。
（迦納，2017年）

佛教組織歐洲 SGI和其他合
作伙伴在巴黎的聯合國教育、
科學及文化組織的總部共同舉
辦人權教育展覽和研討會，主
題為「生命的變革──人權教
育的力量」。（法國，2019年）

為�球問題�力
創價學會與 SGI投入各

種推廣和平文化的活動，各地
的創價學會團體亦依循各自的
社會文化背景展開行動。
其活動包括提升大眾對五

項主要全球問題的意識，旨在
早期解決這些面臨的問題，包
括和平與裁軍、可持續發展教
育與氣候行動、人權教育、人
道主義救濟及減少災害風險、
性別平等與婦女自強。活動類
型包括展覽會、研討會、跨宗
教對話、文化藝術活動、支援
聯合國活動等。
自 1983年起，池田大作

每年均向國際社會發表《和平
倡言》，以佛法為立足點，就
人類共同面臨的諸多問題提出
應對的建議。
這些倡言成為了創價學會

深入草根，致力解決全球問題
與建立亙久和平文化的依據和
動力。

© Ludhiana ／印度創價學會

© 巴拿馬 S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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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長的�神�
佛法哲學為和平
創價學會依循的信仰源自

約 2500年前的釋迦牟尼（釋
尊），而後由印度、中國及日
本的佛教大師傳承下來，其中
又以日蓮（1222–1282）所
詮釋的教義最為精闢。
創價學會的首三任會長，

牧口常三郎、戶田城聖以及池
田大作為日蓮佛法在現代帶來
了新生命，也為其發展成普及
全世界的哲學打下了根基。他
們三人在這方面共同的努力更
為佛法中的「師弟關係」樹立
了典範。牧口、戶田及池田被
本組織視為重要的三任導師。

1964年取得東京大學經濟學學位。其後於組織中多次擔任領導職務， 
並於 2006年就任創價學會會長，為創價學會實現和平的理念奮鬥不懈。

「教主釋尊 
出世之本懷 
在示為人之道。」

日蓮

除另有標示出處， 其餘的照片皆源自 
© 聖教新聞

現任會長
原田稔

牧口常三郎（1871–1944）同弟子
戶田城聖於 1930年 11月 18日創
辦創價學會 *，是第一任會長。身
為教育家、哲學家的牧口，因反對
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政策，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期間身陷囹圄，最終於
獄中逝世。

第一任會長
牧口常三郎

https://www.tmakiguchi.org

第三任會長
池田大作

https://www.daisakuikeda.org/cht

池田大作（1928–）19歲時邂逅
戶田城聖，加入創價學會。池田將
戶田視為畢生追隨的導師，與之密
切合作，建設創價學會，並在
1960年，就任第三任會長。1975
年成立「國際創價學會」，作為一
個全球性組織，聯繫於世界各地獨
立運作的創價學會團體，而池田就
任會長一職。池田相信，對話是和
平的基礎，他開始與全球眾多領導
人及文化界人士進行對談，也與其
中多位人士分別合作出版對談集。
他亦創辦多所機構，推動對話、和
平研究與文化交流。池田積極地將
創價學會締造成一個推展和平、文
化及教育的多面向全球性網絡。

第二任會長
戶田城聖

https://www.joseitoda.org

戶田城聖（1900–1958）是牧口
的弟子也是教育家，同導師牧口攜
手創立創價學會，並於戰爭期間一
齊被捕入獄。出獄後，戶田重整創
價學會，其臨終前，將日本的組織
擴大到擁有約 75萬戶會員的規
模。戶田徹底反對戰爭，他在
1957年發表的《禁止原子彈氫彈
宣言》被視為創價學會和平運動的
起點。

*創價學會的前身為創價教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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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價學會
〒 160-8583日本東京都新宿区信濃町 32番地
電話：+81-3-3353-7111

https://www.sokaglobal.org/c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