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多年前，在美國弘法的聖嚴師父，由於沒有道場，以致居無定所，流浪街頭，連

每晚要落腳的地方都不知道，於是有感而發地說：「若要傳宗接代，鳥須有巢、人當有

家、僧該有寺。」

十六年前，位於關渡平原的農禪寺，由於可能被徵收拆遷，眼看著經營多年的場所就

要化為幻影，僧俗弟子們無不焦急不已，聖嚴師父便帶領大眾祈求觀世音菩薩。

於是，開始有了法鼓山。到今年2005年，法鼓山終於要正式落成開山了。

十六年的開山歷程的確漫長，即便是當年呱呱落地的嬰兒，也已是翩翩少年了；更何

況這期間，台灣政經幾翻變革，國際社會更是數度風雲，而法鼓山，從一方草萊，得以

成為世界知名的漢傳佛教道場，考驗的是眾人的信心與毅力，成就的則是不可思議的功

德。

這不可思議的功德不是因為屋宇殿堂的雄偉，而是因為法鼓山的理念，因著全體法鼓

人盡心盡力做著導迷化俗、利益眾生的工作。更殊勝的是，這十六年來，聖嚴師父要所

有參與法鼓山的僧俗弟子們，不只蓋山中那座法鼓山，更要蓋自己心中的法鼓山，並進

一步蓋大家心中的法鼓山，讓佛法的智慧、慈悲，為人間帶來清涼。

而這不就是世尊告訴我們的「自燈明，法燈明」嗎？唯有燈燈相傳，佛法才得以流佈

人間。

《1989~2001法鼓山年鑑》，讓我們有機會回顧這段極為艱辛的開山歷程，並溯及東初

老和尚的事蹟。在歷史的河流中，看到這麼多人的奉獻與付出，看到佛法的命脈在延

續，心中的感動，實是無可言喻的。展閱這段歷史，也讓我更堅信，我們一直都是沐浴

在佛菩薩的慈光中，以及聖嚴師父慈悲的帶領中，從來沒有離開過。

最後，要感謝所有協助年鑑工作的法師、居士菩薩們，他們以極高的配合度，幾乎是

翻箱倒櫃地幫我們蒐集資料、撰寫記錄。而歷經二年的製作期，編輯人員的辛勞讓我不

忍，他們的全心付出令我敬佩。在此，僅代表法鼓山，為成就本年鑑的所有人、事、

物，致上最深的謝意。

總編輯 釋果毅

蝕荋荋穌年蜿荋月

燈燈相傳　佛法永續



一、本年鑑，輯錄法鼓山於西元1989年至2001年間之記事，並分「國內篇」、「海外

篇」二大部分，依年度順序編列；而在1989年之前的發展過程，則以「總論」

方式綜述，另以「前法鼓山時期：蓽路藍縷」一文記述。並於每年「記事報導」

之前，有一篇「主題年」短文，扼要陳述該年度的重要活動，以使讀者全面瞭

解法鼓山該年度對社會奉獻的記錄。另外，對於特別重大的事件或聖嚴師父的

重要開示，並闢「特別報導」、「創辦人語」二種篇幅，做深入的報導或呈現。

二、同一類型活動若於不同時間舉辦多場時，於「記事報導」處合併敘述，並依第

一場時間排列報導順序。但於「大事記」則不予合併，依各場舉辦日期時間分

別記載。

三、內文中之年、月、日一律以阿拉伯數字書寫，如：2004年3月21日。確定之金

額、人數，以阿拉伯數字書寫，如101人、3,728,500元；不確定之金額、人數與

其他數詞，則一律以國字書寫，如一百多萬元、大約有三千人。

四、人物稱呼：聖嚴法師皆稱聖嚴師父。其他法師若為監院或監院以上職務，則一

律先職銜後法名，如東初禪寺住持果元法師、農禪寺副都監果廣法師。一般人

員敘述，若有職銜則省略先生、小姐，如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校長曾濟群；若無

職銜，則視情況加上居士、菩薩、師兄、師姊等敬語。

五、法鼓山各事業體單位名稱，部分因名稱過長，只在同一則記事中第一次出現時

以全名稱呼，其餘以簡稱代替，詳如下：

中華佛教文化館簡稱「文化館」

法鼓山佛教基金會簡稱「佛基會」

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簡稱「慈基會」

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簡稱「獎基會」

中華佛學研究所簡稱「中華佛研所」

法鼓山僧伽大學簡稱「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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蓽路藍縷：前法鼓山時期 8

1989 法鼓開創年 22

1990 理念宣揚年 44

1991 共識凝聚年 84

1992 環保淨化年 118

1993 心靈環保年 164

1994 禮儀環保年 210

1995 人品提昇年 270

1996 菩薩成長年 322

1997 人間淨土年：成長篇 372

1998 人間淨土年：關懷篇 420

因著觀世音菩薩指引與眾人的成就，開始有了法鼓山。聖嚴師父期望

建設法鼓山成為一個教育、文化、學術、修行的中心。

宣揚「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

聖嚴師父確立了法鼓山的八句共識，從理念、精神、方針、方法，達

成法鼓山建設目標。

聖嚴師父提出「心靈環保」的觀念，希望每個人都從心靈淨化做起，

才能達成淨化社會的目標。

聖嚴師父提出「萬行菩薩」的觀念，勉勵應學習菩薩精神，做個自立

立他的菩薩行者。

聖嚴師父提出「禮儀環保」的觀念，從個人身、口、意三儀的清淨，

落實惜福精神，以彰顯各儀典的精神內涵。

推動「安心、安身、安家、安業」的四安運動，以此安定人心及社

會。

以佛法成長自我、感化自己，才能感動他人、影響他人。

用佛法的觀念淨化人心，用佛教徒的生活芳範淨化社會。透過心靈淨

化、生活淨化，完成社會環境、自然環境淨化。

推動「法鼓大悲願，持誦千萬遍」活動，鼓勵大眾持誦〈大悲咒〉為

親友及全人類祈福，以「我為你祝福」來祝福每一個人。



1999 祝福平安年 492

2000 祝福平安年 580

2001 大好年 648

推動心靈環保、禮儀環保、生活環保、自然環保；鼓勵大眾多念佛、

多拜佛、多感恩，推動法鼓山理念，使社會祥和、人心穩定。

「心安就得平安」，關心他人平安，自己就有平安。以智慧面對一切，

以慈悲心面對所有人，使自己及大家都平安。

大家說好話，大家做好事，大家轉好運。「好」不在豐富的物質享

受，而是心靈的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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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大好年 237

● 附錄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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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法鼓山正式成立，

聖嚴師父總結前十年的弘化精

神，歸納出「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來做為法鼓山

的理念。為達成這項理念，法

鼓山每年推行不同的活動，一

方面對內凝聚共識，一方面對

外推廣提昇人品的智慧和方

法，隨著內涵的不斷擴展，法

鼓山理念的體系愈加完整。

首先，在1990年決定了代表

法鼓山精神的山徽，聖嚴師父也完成了做為生活修行指導的「四眾佛子共勉

語」，進一步又在1991年提出「法鼓山的共識」。這二年比較集中在建立團體的

共識、宣揚法鼓山的理念上，而後鑑於世界紛擾與災難不斷，人心煩惱積重難

消，故在1992年針對社會大眾提出「心靈環保」運動。當時師父於開示中指

出，心靈環保的內容是「惜福培福的因果觀，自愛愛人護生的慈悲觀、保護自

然生態乃自利利人，利益所有眾生的智慧與自覺」，其中即蘊含了「心五四」及

「四環」的內容。

1994年，聖嚴師父繼心靈環保後提出「禮儀環保」的觀念，並訂定本年度為

禮儀環保年。師父在10月2日於板橋市立體育館舉行的「護法信眾聯誼大會」

中，明白提出法鼓山的工作重點為「一大使命，三大教育」，進一步提出法鼓山

推行心靈環保的具體方法與途徑，開示中也明確指出大關懷教育的內容為「包

括生活、心靈、禮儀在內的三大環保運動」，四環的內容呼之欲出。

1995年，為使心靈環保運動能持續進行，故接著提倡「四安」運動。所謂四

安即「安心、安身、安家、安業」，然而要如何「安」呢？聖嚴師父指出，唯有

法鼓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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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篇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才能化解煩惱，達到真正的心安，也才能

安心、安身、安家、安業。而「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就是所謂

的「四它」。

接著在1998年3月13至15日，聖嚴師父於台北國父紀念館主持「我為你祝福─

─新世紀共修祈福法會」，三天演講以「《心經》談如何觀心、修心」、「從〈普

門品〉談如何自助助人」、「從〈大悲咒〉談祈福之意義與功能」為題，分別

從：認清「需要、想要、能要、該要」、學習「感化、感動、感謝、感恩」、用

心「知福、惜福、培福、種福」為主題，陸續提出四要、四感、四福。

1999年7月25日，聖嚴師父於「南區信眾大會」中首度提出「心五四」運動，

並於8月23日在台南二中舉行的「全球會員代表感恩大會」中，正式對外提出。

聖嚴師父為普及佛法，以自身的修行經驗為基礎，創作了許多琅琅上口的標

語，因此每個精神標語都蘊含了實際可行的方法，只要在面對問題時覆誦，即

能提醒自己面對煩惱的正確態度，無形中對於佛法的運用也更加熟練。

但也因為提出的內容很豐富，以致外界不清楚法鼓山的定位。為了讓大眾更

清楚法鼓山的理念與資源，並且加強對社會的關懷，法鼓山於2002年1月起正式

推出「事業識別系統」（CIS），而聖嚴師父在2001年10月4日一場針對全體專職

菩薩的精神講話中，便明白指出法鼓山推動的整體關懷是以「心靈環保」為核

心主軸，並正式建構出以「心靈環保」為核心主軸的法鼓山理念體系。

法鼓山的理念核心即心靈環保，而心靈環保其實就是佛法。佛法叫做「心

法」，中國的禪法也叫做「心」法，這個「心」就是觀念及心智，是一種智慧，

部分是先天的，部分是後天的，換句話說，具備了先天的條件，然後再加上後

天的培養和開發。

觀念是自小慢慢養成的。在童年時代，我們會有自己的想法但未成熟；到了

成年以後，就逐漸形成了成熟的觀念，變成個人的主張和想法。觀念是可以改

變的，尤其是當一個人遭受到無法解決的痛苦、困境或災難的時候，如果遇到

有人告訴他某種觀念，把他的問題解決了，就可以讓他轉變觀念。譬如心理醫

生的諮商、宗教師的開導，還有親友間的心靈對話，都可能幫助這個人找到適

應環境，和大家和諧相處的方法。其實，一個人的觀念如果不能和環境裡的人

事物調和，他將會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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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鼓山的理念，就是運用佛法來調整我們的觀念，開發我們的心智。

以往因為佛經內的專有名詞

都不太容易令人理解，再加上

有許多人都把佛法變成了一種

玄妙深奧的學問，或是一種神

奇的體驗，所以感覺上不太容

易跟我們日常中的生活及觀念

相應。事實上，這並不是佛陀

的本意。

佛陀告訴我們的佛法，是不

管有無學問、知識，任何人都

可以用來開發自己的心智，轉

化自己的觀念，改善自己的行為，以適應當下的生活環境。所以，聖嚴師父將

佛法深奧難懂的名相和學理，轉化為一般人都能夠理解，並在生活中運用的觀

念及方法。名詞雖是新創的，而其精神內涵依舊是佛陀的本懷。

釋迦牟尼佛在人間示現說法，因主要的對象是人，乃普遍地弘揚佛法在人的

生活中，使人能夠得到助力來改善自己的困境，並開發自己本有的心地光，又

稱心智或智慧。同時，在生活之中用佛法的觀念和方法，調伏自己的煩惱、習

氣，隨時隨地建設自己心中的清涼淨土。

「在人世間遍弘生活佛法」就能夠提昇人的品質，改善生活品質；「在火宅中

建設清涼淨土」，就可以保護我們不被「火」灼傷。所謂「火宅」是指欲、色、

無色三界，包括我們人間，「火」則譬喻為憂苦、焦慮、憤怒、恐懼、多疑、

妒嫉等種種煩惱。釋迦牟尼佛在三界中，希望把佛法普及之後，人們不論遇到

任何或順或逆的因緣，皆能不憂慮、不恐懼、不驕狂、不氣餒、不失意、不沮

喪，在每一個人心中顯現出清涼的淨土。這也是我們法鼓山的理念。

因為是把佛法普遍地運用在生活中，所以是「生活化的佛法」；因為以人性

為本，所以是「人性化的佛學」；因為佛教是屬於人間的，所以是「人間化的

佛教」。「生活化」的佛法就是用佛法的觀念來生活，我們在生活中就可以運用

佛法，不一定非要到深山裡。不論是出家人或在家人，日常起居、行住坐臥，

從早到晚都是生活。在生活中，你能夠運用佛法，這就是生活化的佛法。



釋迦牟尼佛所說的法，就是生活化的佛法。當然也有人說，修行的人就應該

到深山裡修苦行，但是「修苦行」這個觀念，釋迦牟尼佛並不贊同。佛法講中

道，既不主張縱欲享樂，也不主張無意義的苦行，所以「生活化的佛法」是最

正確的佛法。不論出家或在家，都有一定標準的佛化生活為依據。

之所以強調「人性化的佛學」，是因為有很多人把佛學當成資料，或當成一種

玄學、一種高深的學問，結果把佛學關在象牙塔裡，變成冷冰冰的學問，這就

跟人間脫離了密切的關係。而只是為了研究而研究的人，大都不會把佛學用在

生活中，他們只是把佛學當成一門學問，因此往往就變成是「學問化」，非「人

性化」的佛學。「人性化」的意思，是指以人的立場來研究佛學，研究的成果

是適合人用的，能夠提昇人的素質，淨化人間。一如中華佛學研究所的「所訓」

中，就有「利他為重，實用為先」二句話，提倡利他及實用的佛學，也就是

「人性化的佛學」。

什麼叫做佛教？一個有悠久歷史的正統宗教，必須具備三大條件，就是教

主、教理、教團，也就是要有創教的歷史人物、理論基礎、修行或實踐教理的

團體，佛教就具備了這三個條件。所謂「人間化」，就是這三個條件都是以人為

中心、以人為基礎而設立的，不是為了玄學而設，也不是為崇拜鬼神而設。

現在有許多人不斷地強調開悟，也不斷地強調神祕經驗的神通感應，強調他

們能夠接觸並差遣非人的靈界鬼神，這就已經脫離了人的本位，都不是「人間

化的佛教」。

總之，法鼓山理念之中沒有一個是佛學的專用名詞，淡化了宗教的色彩，便

可讓具有各種民族文化及宗教背景的世界全人類共同使用。但其內涵即是佛法

的「心」法，不是狹義的宗教信仰，而是淨化了的人文社會的價值觀及其實施

的方法。

它可以深入佛法，卻未必會與任何其他的民族文化及宗教背景相抵觸，所以

法鼓山理念的推廣必將是可久又可大的。

法鼓山為推廣生活化的佛法，逐年推出不同標目的心靈提昇運動，包括「四

眾佛子共勉語」、「法鼓山的共識」、「心靈環保」、「心五四」、「一大使命，

三大教育」、「四環」等，漸漸匯聚成法鼓山的理念體系。

乍看之下似乎名相繁多，其實均不離「心靈環保」一義。如果說每個提出的

理念都是珍珠項鍊的珍珠，那心靈環保就是串珠成鍊的那一根繩子，而「提昇

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就是鍊墜，也就是法鼓山最終要達成的目標。那

麼，要如何實行心靈環保呢？心的轉變，必須藉著觀念的教育與方法的練習。

13

理
念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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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五四」不僅是觀念，也是一種方法，而這觀念和方法必須透過「一大使命，

三大教育」來推廣，才能完成全面的心靈環保工程。

三大教育包含大學院教育、大普化教育、大關懷教育，這三者雖有層面深淺

廣狹不同，但都是一個整體且環環相扣。總括而言，三大教育的目的不外是完

成心靈環保；而教育的內容，具體可分為心靈、禮儀、生活和自然四種環保，

雖分為四個面向，但均叩緊心靈環保，因為心靈淨化了，禮儀、生活、自然環

保便自然完成。

所以，法鼓山為了建設人間淨土，提出了種種以心靈環保為核心的提昇人品

的方法、方案、活動，雖然內容多元，但最終都是回歸於心靈環保，並以「提

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為目的。

法鼓山的核心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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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要將正信的佛法傳布於世間，聖嚴師父認為一定要從培養佛教人才，推

廣佛教教育做起。師父於1985年以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的場地，創設中華佛學

研究所。十幾年來，學生及教職人員愈來愈多，教學設備也愈加擴充，場所不

敷使用。另一方面，文化館的下院農禪寺僧眾逐漸增加，參加念佛、禪修等修

行活動的人數也愈來愈多，雖已擴建房舍，場地仍然不敷使用。

因此，覓地擴建成為刻不容緩的事，但經數年的奔波，仍無法找到適合的地

點。1989年3月25日晚上，農禪寺念佛會舉行共修，聖嚴師父親自帶領僧俗四眾

弟子共同持誦〈大悲咒〉二十一遍，祈求感應，希望覓到一處具有長久性、安

定性和未來性的道場建築用地。幾乎在同時，3月26日，台北縣金山鄉三界村，

命名．山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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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位全度法師在觀世音菩薩像前持誦〈大悲咒〉，祈盼菩薩的指引，早日找

到具有經管叢林寺院能力的理想人選。這般地巧逢機緣，再加上諸多的因緣和

合，法鼓山於是成立了。

之所以命名為「法鼓山」，聖嚴師父曾指出五點原因：

1.以這座山的地理形貌而言，左似青龍昂首，右如白虎低頭；左視高崗如古

鐘懸空，俯瞰本山似大鼓縱臥。

2.此地屬金山鄉，經過山下的三界村，上山即進入坐落此地的西勢村，若在

此處撞鐘擊鼓，其聲響徹三界村，村民聞聲，象徵超越三界。

3.弘揚佛法即如二軍相對，一鼓作氣，衝鋒陷陣，所向披靡。佛法之鼓，如

「塗毒鼓」，眾生聞者，無不調伏，心中貪、瞋、癡三毒，無不消除。

4.1982年，在美國紐約創設的英文佛書出版社，即以「法鼓」為名。

5.1989年開始，東初出版社開始整理聖嚴師父的著作，預定編集成一套有系

統的書，命名為《法鼓全集》。

綜合以上五點因緣，故將本山命名為法鼓山。

「法鼓」二字在佛典中有多處提及，例如《妙法蓮華經》卷三中即說：「惟願

天人尊，轉無上法輪，擊於大法鼓，而吹大法螺，普雨大法雨，度無量眾生，

我等咸歸請，當演深遠音。」此段的意思是說，惟願偉大的人天導師釋迦世

尊，給我們開示無上的佛法，就像擂擊大鼓、吹奏大螺一樣喚醒世人，並普降

大法雨，滋潤人心。以廣度無量的眾生，讓我們一同禮請佛陀，開演甚深難得

而永遠常新的妙法之音。

因此法鼓的意思，是以佛法的鼓聲，像暮鼓晨鐘般的震聾發瞶，使聽不進佛

法的人也能聽得懂，使從未見過佛教的人也能看得見，祈禱並期待人人都能夠

得到佛、法、僧三寶的利益，人人都能沐浴在慈悲與智慧的光明之中。

另外，鼓聲也可以比喻佛法的功效、作用，只要眾生聽到法音宣流，一切煩

惱、瞋怨、懷疑、驕慢便會通通放下，而且順利接受佛法的指引，進而做一位

善良、和平而積極行善的人。

法鼓山的山徽，圖形純樸，輪廓鮮明，一眼就能讓人產生深刻的印象，就算

列於全世界的標誌之中，也是一幅極有創意而又獨具風格的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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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1日，從六十五件應徵作品中決選出此圖做為法鼓山的山徽。這件作品是

陳志成先生的傑作，當時他還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的學生。而評審除了

聖嚴師父之外，尚邀請了名雕塑家楊英風先生、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任黎志

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陳景容、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組主任劉平

衡、中華佛學研究所遷建工程建築師陳柏森擔任評審委員。

不過，現今所見的山徽是經專家討論並徵得作者同意後，將原圖略微修改而

得的。此圖的圖案雖抽象，但其涵義卻融合了在法鼓山轉大法輪、在法鼓山修

行禪定等多項精神，無論整體或部分來看，均呈現不同的精神意義。茲敘述如

下：

整幅圖形，是佛陀轉法輪時的手勢，名為「說法印」，佛陀以說法來為眾生解

除心中的煩惱之結，便用雙手做了一個解結的手勢；解結之後左手未動，右手

上揚，表示問題已經解決了。 的圖形，便是佛的那隻上揚的右手。左邊是三

隻張開的手指，代表著法鼓山的那座山，右邊二隻手指畫成一個抽象化的修行

人，在山中禪修入定。

左邊（圖 ）三隻手指代表著佛教的全體，那是象徵佛、法、僧三寶。它又

代表著佛法的準則，那是象徵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的三法印。它也

代表著修學佛法的根本，那是象徵戒、定、慧的三無漏學。

整個手勢，象徵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佛的五乘共法；方便為五乘，究

竟一佛乘，所以五根手指皆不離同一隻手。一手加五指，便成六數，象徵著布

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的六度。

手勢的大拇指及食指（圖 ），可以看成只有一隻手指，與左邊的三指相

加，共為四指，是象徵佛法化世的基本思想和根本方法，那就是苦、集、滅、

道的四聖諦，也象徵著菩薩化世的功德：布施、愛語、利行、同事的四攝法。

食指僅有橢圓形的一個點（圖 ），象徵著一個人頭，將此連接拇指指尖

看，是禪修者的頭，若將之置於左右兩側的中間空隙上方來想像，又是一個從

下向上脫空而出的人頭，象徵人間受到佛法的救濟，解脫了三界的苦難。

1 2 3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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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論中所見的淨土，大略可分四類，即：人間淨土、天國淨土、佛國淨

土、自心淨土。

人間淨土，是指我們現實的生活環境就是淨土。雖然佛經中稱凡夫所處的大

環境為苦難重重的「娑婆世界」，或是如《阿彌陀經》所形容的：劫、見、煩

惱、眾生、命，都是不淨的「五濁惡世」。不過，當我們聽聞佛法，修行戒定慧

而體驗到身心清淨時，淨土就在我們的眼前展現。所以，有智慧的人雖然生活

於此娑婆世界的五濁惡世，卻能享受到佛國淨土的無礙自在，因此說「人間」

淨土。

而天國淨土，凡是修行十善者均能得生。在天國中，沒有髒亂，沒有罪犯，

沒有災變，沒有疾病，思食得食，思衣得衣，飛行自在，來去自如，身輕如虛

空，所求無所缺，伎樂隨身，永無黑暗。但因尚在三界的範圍，所以還是有漏

有限的，一旦欲天的福報享盡之時，或是禪天的定力退失之際，又會從天國下

降到人間或更向下而墮落到三塗惡道。所以縱然天國可愛，有朝一日又成過眼

法鼓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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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的雲煙。故對一般人來說，天國就是淨土，但對佛教徒來說，則寧願生在人間

修學佛法，卻不想生到天國享天福。

佛國淨土則是指以諸佛的福德智慧及本誓願力所成就的國土，此有二種作

用：一是示現佛的功德果報；二是接引化度一切有緣的眾生，修學佛法，同成

佛道，便稱為佛國淨土。而眾多佛國淨土中，與我們最最有緣的應該是西方極

樂世界的阿彌陀佛淨土。阿彌陀佛的淨土是上、中、下三根普被，不論上智下

愚，只要相信阿彌陀佛的願力，願生西方淨土，即蒙慈悲攝受，接引往生。

最後一種是自心淨土，所謂自心淨土即是說，在每一個人的心中，不論凡

聖，本具佛性，也就從來未曾離開過佛國淨土。眾生的心既與佛心相同，眾生

所處世界便與佛國無異。不過眾生的心尚有煩惱覆障，無法見到清淨不動的本

心，也就無法體會到生活於佛國的淨土。若能穿透煩惱塵網，往心的深處看

去，就會發現佛心即是自心，此界即同佛國。因為心若清淨，所見世界就是淨

土；心若不清淨，生活的環境就是無邊的苦海。以此可見，若能不受環境所

動，自心之中便是淨土；自心淨土雖不在心外，外在的環境也會隨你的心轉。

念佛便見佛，心淨國土淨。

法鼓山所提倡的不是空中樓閣似的幻景和夢想，而是能夠在每一個人的現實

生活中體驗得到的事實，所以法鼓山要建設的是人間淨土。建設人間淨土的理

念，不是要把信仰中的十方佛國淨土，搬到地球世界上來；也不是要把《阿彌

陀經》、《藥師經》、《阿 佛國經》、《彌勒下生經》等所說的淨土、景象，以

及《起世因本經》所說的北洲建設，展現在今天的地球世界，而是用佛法的觀

念來淨化人心，用佛教徒的生活芳範淨化社會，通過思想的淨化、生活的淨

化、心靈的淨化，以聚沙成塔、水滴石穿的逐步努力，來完成社會環境的淨化

和自然環境的淨化。

只要你的一念心淨，此一念間，你便在淨土；一天之中若能有十念、百念、

千念的心靈清淨，你便於此十念、百念、千念之間，體驗到淨土。在我們的生

活環境中，只要有一人的一念心清淨，就有一人見到一念的淨土，若有志同道

同的十人、百人、千人願意體驗一念清淨，就有十人、百人、千人見到了一念

的淨土。

這個觀念在宋初永明延壽禪師（西元904∼975年）的《宗鏡錄》內就常常說

到：「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到了明末，蕅益智旭大師（1599

∼1655年）在其《靈峰宗論》內，也有多處引用了這二句話。到了近代，太虛

大師主張人生佛教，倡導人間淨土；東初老人繼此思想而創辦《人生》雜誌，

鼓吹人生佛教；印順長老主張「佛在人間」，則是依據《增一阿含經》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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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皆出人間。」

我們從佛教的原始聖典中，例如四種《阿含經》及諸部律藏所見的釋迦牟尼

佛，是非常人性化的聖人，佛的言教身教都是為了淨化人心及社會的目的，教

導人們如何生活得清淨、精進、簡樸。例如《阿含經》揭示的主要內容，就是

善、信、戒、定、慧的五種增上，鼓勵大家即使是俗人，至少當具備善、信及

五戒（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加上定及慧，便能得解脫。如果世間人類都能接受

佛的勸告，縱然不能人人解脫，人與人之間也不會有戰爭殺戮、爾虞我詐、恐

怖邪惡等行為，那樣的世界，不就是人間的淨土了嗎？諸部律典的對象，也都

是為了人類行為的淨化而做的規定，是跟《阿含經》彼此呼應的。

在大乘經典之中，也處處提示，只要人的心念淨化、行為淨化，便可體驗到

這個世界，就是佛國淨土。《華嚴經》開頭就說：「一時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

場，始成正覺，其地金剛，具足嚴淨。」也就是說，佛初成佛，他所住的這個

世界，對佛而言，便是淨土。《法華經．方便品》說：「諸佛出於五濁惡世」

的現實世界，以方便力度此五濁惡世的人類眾生「令入於佛道」，乃至教導：

「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這就是說，縱然是一

個妄想雜念很重的凡夫，如能進入佛教的道場，乃至只稱一句「南無佛」，他的

這一念心，便與佛道相同，也同處於佛國。

在《維摩經》的〈佛國品〉說：「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不依佛

慧，故見此土為不淨耳」。又說：「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此處所指

的「佛慧」，性質與《阿含經》所示的慧增上性質相同，在大小乘的諸聖典中，

以戒定慧的三無漏學為基礎，八正道、六度、三解脫門等，都以開發佛的智慧

為學佛的目標。不論哪一宗、哪一派，終極點無一不是以開佛智慧為圓滿。

一旦用佛的智慧看世界，便見無處不是淨土，凡夫雖然尚未開出佛慧，若能

運用學習開啟佛慧的觀念及其方法，便可盡量地不存惡心，不做惡事，不造惡

業，雖不能完全清淨，總比不想接受佛法、不願修學佛法的人，更容易避免從

自己內心產生邪念及惡行。大乘佛法的《維摩經》主張「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華嚴經》主張「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心如工畫師，畫種種五陰」，

都是強調由於人類的心不淨與心淨，便能造成人生觀及宇宙觀的改變，便能決

定其所處世界的或濁或淨。

因此，要想淨化世界，首先要著重人心的淨化；要拯救人類世界，必先要搶

救人類的心志。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多年，為的也就是拯救人心。

人間淨土可分為三個方向來建設：一是物質建設，二是政治制度，三是精神

建設。前二者可從科學、行政、法制等方面去努力，後者則由對佛法的信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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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修行努力。從佛法的立場

看，物質建設及政治制度的

有無固然重要，然精神建設

更為重要。因為物質的需求

往往貪得無厭，人有了一棟

洋房後，還會想第二、第三

棟，即使物質條件都有了，

也不見得會覺得生活在淨土

裡面。

我們所處的環境，實際上

是心境的寫照。不同的人因

為各自的心境，而感受到不

同的境界。當心中感到歡喜愉悅時，所見到的世界也比較美滿；倘若心理不健

康或有煩惱苦悶時，所見到的世界、所處的環境也就不盡如意。在未成佛、未

解脫之前，環境影響我們的心，所謂心隨境轉；當然我們的心也可以改變我們

的環境，即境隨心轉。

在古代，孟母三遷的目的是為覓得好環境，讓她的孩子在人格心理上更臻健

全。在佛教的立場，這世界的誘惑、障礙太多，無法使我們順利修行，因此釋

迦牟尼佛介紹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以其有宏大的慈悲願力，凡有意願往

生西方極樂世界的眾生，他必接引。到達西方之後，處在很好的環境，修行很

容易就可以成功。所以一定要改善環境，或到清淨的環境，所謂「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讓環境影響我們，使人格昇華、使心得清淨。

而境隨心轉，是另一個方向。這世界雖非淨土，可是若靠自己的努力，在未

達到西方極樂世界之前，所見到的世界也是比較清淨的。心是什麼？心可分物

質的和精神的二類。所謂物質的心，是指心臟、頭腦。一般人說「我心裡很難

過」、「這樣的麻煩事，使我很頭痛」，心裡難過就是心急、心臟負荷過多，頭

痛就是心裡很煩惱、心情暴躁。精神的心，包括感情、理性、思想、觀念等。

這些雖然和頭腦都有關聯，但頭腦卻不等於精神，頭腦是精神所依，精神是頭

腦產生的功能。

從佛學的立場來看，頭腦細胞的意根加上意識才是心。人死後，頭腦雖在，

但是已經沒有感情、思想。電腦可以記憶，錄音帶可以記憶，但是它們沒有思

想，有生命、有精神的頭腦才是心。

佛教所謂的「心」，是指煩惱心和清淨心。你、我、他，貪、瞋、癡，無常、



22

19
89
�2001

苦等，是煩惱心。所謂「你、我、他」就是分別的意思，對接觸到的人、事、

物產生的反應。雖然佛經說無執著就是無分別、無煩惱，但我們不可能沒有分

別，譬如一個女人，對其父親而言是女兒；對她的丈夫而言她是妻子；對她的

兒女而言，她是母親；對她的老師而言，她是學生等。雖然是同一個人，從不

同的角度、層次見到的並不是同一個人。如此，怎麼可能無分別呢？雖然一切

事、一切現象、一切人，有不同的位置、立場和環境，但對自己的感覺而言，

不要當做是和自己有衝突或無衝突。這種感覺愈減少，見到的世界愈和諧。

貪瞋癡是你我他的具體表現。所謂你我他，其實就是「我執」。有「我」才知

道有「你」、有「他」、有「我希望……」、有「我不希望……」等念頭。一般勸

人不要貪、不要瞋的人，若要他本身完全不貪不瞋是不可能的。若能完全不貪

不瞋，就是聖人。若以聖人的尺度期許是對的，卻不必要求他人或自己都是聖

人。凡人即使不貪財，也貪名、利；不貪名、利，也貪五欲，身體是依五欲而

生存，既然生在欲界，未真正入定或解脫時，對於色、聲、香、味、觸任何一

樣，無不是貪。一般人貪五欲，修行的人，即使修苦行不貪求五欲，也有貪，

貪的是聖果、聖位。得解脫，才真不貪。

對於不喜歡的人、物或環境等，欲離不能離，想要而得不到，就有瞋心。這

和身體與觀念有很大的關係。身體和生活是密切相關的，對生活有利的就貪，

貪不到就瞋。對自己身體有利的，不希望離開，強迫離開，便起瞋心。與自己

的名利起衝突，和自己的想法不一樣，生不歡喜心，也是瞋。

清淨心也是智慧的佛心。煩惱心使我們痛苦，使我們生生流轉六道中。煩惱

心愈少，投生的層次愈高，智慧愈增長。智慧如鏡子，煩惱如塵土，鏡上蒙塵

是愚癡，拭去塵埃現智慧，即如六祖惠能大師所作的偈子：「菩提本無樹，明

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但是法身應依色身修，要以血肉之軀的色身修行佛道，才有可能開悟、解

脫、成佛，所以身體是很重要的，它是修行的工具，也是煩惱的淵藪。

我們的心，非貪即瞋，愚癡而不知智慧，所以從減少貪瞋著手，才能發現智

慧是什麼。有人在念佛或誦經時，生不清淨的雜念、妄想，這是正常的情況。

就是因為心不清淨，所以要修行。開始修行的人應該相信自己有煩惱，才要追

求智慧。煩惱斷盡則見智慧，智慧圓滿便與佛心相同，佛心與眾生心原是一

樣，不同的是眾生心有煩惱、佛心無煩惱，這就是明心、明佛的清淨智慧心，

便能見佛的不動性和空性。

清淨心是自照照人的智慧，佛性是在凡不減、在聖不增的本來面目。有位禪

師開悟以後，有人問他發生了什麼事，他回答：「早晨起床後，轉身碰到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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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壁，才發現我的鼻孔是朝下的。」意謂佛性到處存在，本來具足。當煩惱心還

在的時候，即在迷中，就看不到佛性。智慧顯現時，即已開悟，不論看到什麼

都是佛性，又稱為無分別心或無差別性。

「心淨國土淨」出自《維摩經》的〈佛國品〉，即是「隨其心淨則佛土淨」的

經句。那是說心清淨後，環境也清淨。所謂環境，是指眼所見、耳所聞、鼻所

嗅、舌所嚐，身所觸到的五欲境界，又稱五塵。好看的彩色及形色就是好看，

好聽的聲音就是好聽，美味的飲食就是美味的飲食，面對這些種種，心雖明白

而不起愛著貪執，便是清淨的不動心，所謂心不動或心不污染，不在於我們對

環境的接觸，而在於我們放不下、丟不開。若能慢慢地練習，不為過去的事煩

惱，也不為未來的事煩惱，心就漸漸地與清淨的境界接近了。

雖然對環境有接觸到，但不因接觸到而心波動，或生瞋心或生貪心，當時接

觸什麼就是接觸什麼。其次，對接觸的環境，過去的已過去，不在心裡牽掛

著，這樣就是心清淨。也許經常保持心清淨並不容易，但是按照上述的觀念試

著做，雖然對所有的事不能常保心不動搖，但總可以藉此減少一些煩惱。

心清淨並不是非常困難，不能永遠清淨，能得一小時清淨，乃至一分鐘清淨

也好，只要練習了清淨，就能享受到一分鐘清淨自在的快樂。誤解佛法或不會

修行的人，很可能與現實的世界產生隔閡、討厭、逃避的現象。所以，不受環

境污染的意思是需要認識環境，但不受其動搖。心淨後，環境就可清淨。

如何使環境清淨、國土清淨，首先要從內心開始，那便是從觀念的糾正和信

心的建立，同時要用戒定慧的修行方法來淨化身心。在修行過程中，便會發覺

身不清淨、心不清淨，當發覺身心不清淨時，就是漸漸趨向清淨的表徵。由個

人的自我清淨，再用關懷和勸導付出時間與耐心，影響各自的家庭和生活環境

內所接觸到的人。也就是自己本身要在行為、觀念和心念上，漸做檢討。同時

潛移默化，影響所及，便能使得國土清淨了。

法鼓山建設的目標是：「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其意義是從每個人

的內心開始改善，當有煩惱時、對人不友善時，要及時發現自己正在起什麼

心、動什麼念。我們當然無法如聖人一般地不動壞念頭、壞舉動，可是要漸漸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經常要反省，或許是說錯話，或許是做錯事而生慚愧心、

懺悔心。能坦白、誠懇，人的品質一定提昇，人格一定比一般人高尚，所以會

受敬重。做為佛教徒，若能人人都朝這方向走，環境就會愈來愈清淨。「建設

人間淨土」不是口號，不是空洞的理想，乃是全體關懷現代社會的全民，人人

都應努力的事業，人間淨土，方能很快地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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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3日，聖嚴師父於護法會「勸募會員聯誼會」中，首次揭示了「法

鼓山的共識」，它包含四個面向：第一為理念，第二為精神，第三為方針，第四

為方法，每項皆以二句話勾勒它的精神與意義，內容為：「我們的理念：提昇

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我們的精神：奉獻我們自己，成就社會大眾。我們

的方針：回歸佛陀本懷，推動世界淨化。我們的方法：提倡全面教育，落實整

體關懷。」

人的品質是指人的品格、品德和品質，在經過了教育的薰陶和社會的歷練

後，人品會有所改變，這就是提昇人的品質。要提昇人的品質，則應先從自己

開始，進而幫助他人提昇品質，以種種恰到好處的方式來幫助人，使得共同生

活在我們環境裡的每一個人，都能夠得到利益。

同樣地，建設人間淨土也要從每一個人建起。在平凡和歷練中奮力向上，一

邊建立自己，同時進而推廣到周遭環境裡的他人，讓他們都能夠得到佛法的滋

法鼓山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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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潤，接受佛法的因果觀念，體會佛法對人間很有用，也來認同佛教，修學佛

法。而人間的一切，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都是人類所創造，若人

的品質能提昇，所創建的人間品質愈高，人間淨土的達成也就指日可待。

現今社會混亂、人心險惡，是由於大多數人的自私自利，缺乏抱有「奉獻自

己，成就大眾」精神的人。如果人人都想成就自己，不想奉獻，社會將會是你

爭我奪的一片亂象，好比一碗飯大家搶著吃，就會沒有足夠的飯食可吃。但

是，如果能夠奉獻自己、成就別人，則人人都能更好，自己相對地也更好，人

人都能獲得利益，自己本身也能受益。

此外，「奉獻」和「犧牲」之間也是有所不同的。「奉獻」表示我們已有且

擁有，而有能力成就他人，例如佛法一定是自己先有所瞭解，才能介紹給別人

聽；但「犧牲」則是說有所捐捨，捐捨之後自己便沒有了。

佛陀的本懷是以慈悲為懷，我們稱佛陀為大慈悲父，是世界上最慈悲的人。

因此，「回歸佛陀的本懷」是希望能成為佛陀的化身，不僅希望自己發揚佛陀

慈悲的精神，也希望世界所有的人都能學習佛陀的慈悲和智慧的精神；同時也

希望凡是有人煙的地方，也都能夠建設為人間淨土。

因此，淨化人間的活動要廣布全世界，而這份工作首先要從本土開始，從每

一個人的自心做起。

雖然佛教有愈來愈盛的景象，但是到今天猶有絕對多數的人未能聽聞正確的

佛法。因此，必須興辦教育以培養弘法人才，接引大眾學佛。而佛教的弘法人

才是有層次的：例如有些老師專門教導小學生，有些老師則從事於中學、大專

或研究所程度的教育；另外還有些人可以專精於高深哲理的研究。各層次的人

才，都必須有計畫性的培養，才能在社會上各階層而全面化的弘法。

所以，法鼓山的建設也將興辦各種層次的教育，培育各種層次的人才。其課

程的設計，有長程、中程、短程；人才的培育法，有長期、中期、短期的分

別，也有函授部的設立，從兒童教育到研究所的高深教育都包含在內，除了培

育僧寶人才，也能培養在家弟子，讓四眾佛子都能參與弘法利生的工作。

此外，法鼓山也將興辦佛教的修行教育，例如朝山、念佛、助念、打坐等，

是修行也是教育；而吃飯、睡覺、談話的威儀，也屬於教育範疇之一。參加護



法 會 、 聽 開

示，也都是教

育的一種。接

觸 法 鼓 山 會

員，將法鼓山

的理念精神告

訴別人，也是

教育。因此，

凡是法鼓山的

參與者，現在

就是教育家，

也是在接受教

育的人。將來

每個有志願的人，都有機會接受到法鼓山各種層次的教育。

事實上，教育與關懷是一體的二面，教育的功能便是關懷。至於為什麼要辦

教育，這是因為現今社會上有人需要佛法助其離苦得樂，獲得智慧、安全、健

康。為了教育別人，自己一定也要受教育，達到教學相長的效果，可見這種方

法非常好。

雖然法鼓山的共識分為四項，但四者是構築一立體的必要條件，因為一個理

念的完成，必須有方法來推動，也必須有精神來貫徹、方針來指引，所以四者

缺一不可。並且這四者同時也都彰顯出佛法的意義，唯有以佛法無我的精神來

做教育與關懷的弘化事業，才能真的完成佛法所說的人間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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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5月15日，聖嚴師父完成了二十句的「四眾佛子共勉語」，以做為法鼓

山僧俗四眾用以自利利人的銘言。這二十句共勉語，並沒有前後一定的連貫關

係與次第，不過前二句：「信佛學法敬僧，三寶萬世明燈」，與後二句：「處處

觀音菩薩，聲聲阿彌陀佛」，是「四眾佛子共勉語」當中最重要的。

若能將這二十句熟讀背誦，並瞭解其中的涵義，不但可自勉自勵，也可勉勵

他人，是自利利他的菩薩行。

「佛」，是覺悟的意思。是大徹大悟、自覺又能覺他、圓滿徹底覺悟的聖者，

尊稱為「佛寶」。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到現在為止只有釋迦牟尼佛成佛。

釋迦牟尼佛在悟道以後說，所有的眾生如果照著佛所修行的方法和道理去修

行，每一個人都有成佛的可能。而且在這個世界以外的他方世界還有許多佛，

如藥師佛、阿彌陀佛等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未來有許多眾生會成佛，乃至所有

的眾生都可能成佛。為了離苦得樂、自覺覺他，我們要信佛學佛。

「法」，是指佛所

體悟到的人生宇宙

的道理，和佛所經

驗到的修行離苦的

方法。這些道理和

方法，告訴我們如

何修行？為什麼要

修行？如何才能達

到離苦得樂的目

的？故被尊稱為

「法寶」。

佛出現世間是應

化人間，為人間帶

四眾佛子共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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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法寶。用法寶來幫助我們離苦得樂，讓我們有修行的方法並懂得修行的道

理，使我們從生老病死等種種的苦難和苦惱中得到解脫。因此，佛教的教義就

是要教大家學法。

但是要向誰學呢？要向僧學。「僧」是指釋迦世尊住世時代所度化的比丘

僧、比丘尼僧。他們自己修行佛法，同時也教人修持佛法，是住持佛教的僧

團，被敬稱為「僧寶」。出家僧眾是住持佛法的中心，代表佛教的離欲精神及解

脫精神。

眾生的苦惱，都是由於放不下、離不開種種貪欲而產生；出家的形象和生活

就是一種離欲及解脫的象徵。出家僧的生活方式、生活型態最接近佛的本懷，

因此佛教以出家僧做為住持佛法的中心。學佛就是修學佛法的生活方式、實踐

僧眾的生活理念，我們能聽到佛法、修學佛法，正常情況下，也要靠僧寶來傳

授，所以要敬僧。

「三寶」，就是佛、法、僧。只要三寶住世，人類就有光明，人類就能得到救

濟，就有未來的希望，所以三寶是萬世的明燈。正信的佛教，三寶必須具足，

缺一不可。如果只信佛，卻不信法、不信僧，就等於是拜神、拜天，只是求佛

加持、保護、給我們幸福，卻不知修行的方法和道理，會被視為盲從的迷信。

如果只信法，而不信佛、不信僧，就等於是一種學問知識的研究，並不算是

佛教徒；等於只是在圖書館裡，把書一本一本的看完，雖知道書上的知識，但

沒有用來做為自己行為的標準。這就等於光點菜不飽，數他財物不富。如果只

相信僧中的某一個人，而不信佛也不學法，那就像崇拜英雄一樣，也像認義父

母、認大哥一般。

對佛教而言，如果只是崇拜、皈信某一位師父而說自己是佛教徒，便不是正

信。正信的佛教徒是依僧寶而來信佛、學法，修行佛法的目的是在增長智慧、

自利利他。所以，三寶具足的重要性之於佛教徒，正如鼎有三足，缺一不可。

人的品質：就是人的品格、品德、氣質。氣質是可以改變的，有的人小時候

土頭土腦、傻里傻氣不懂事，年紀漸長，經過了教育的薰陶及社會的歷練，氣

質就會變好。改變人的氣質，就是提昇人的品質。

學佛以後，應該以佛法的威儀、禮儀、行儀來自利利人，不應該再有自傷傷

人、自害害人的行為。身口如此，心念也應如此。身為佛教徒，就要對自己的

家庭、社會、國家、所有的人類，乃至一切的眾生，負起責任。我們有權利生



29

理
念
篇存在世間，更有義務和責任來幫助世間、改善世間。

所謂自利利他──佛教的修行方法很多，比如要提昇人的品質，應先從自己

開始，進而再幫助他人提昇品質，自利又利他。又與人相處之時要想自利，應

先利他，這之間是互相關聯的。在家裡，如果對自己的家人態度改善，家裡的

人也會受到你的影響而有所改善。自己能和顏悅色，處處以禮相待，時時關懷

他人，以成全別人做為成全自己的心態來處理事務，周圍的人也都會受到影

響。我們要學習佛法的慈悲，開發內心的智慧，健全自己，協助他人，為全體

而顧大局，敦品勵學，奉獻自己而盡心盡力，溫厚謙恭。

但是成為佛教徒，並不是要你做鄉愿、爛好人、傻瓜，佛法的目的是在利益

眾生，而真正的利他，是要使得頑者廉而懦者立，感謝恩人，寬恕仇人；學習

賢人，救濟苦人；調伏狂人，感化惡人；慰勉失意的人，關懷受難的人；把懈

怠的人勸導成精勤的人，使兇狠的人轉變為慈悲的人。用種種恰到好處的方式

來幫助人，使得共同生活在我們環境裡的每一個人，都能夠得到利益。這才是

真正自利利他的人，也才是真正品質高尚的人。

要使我們所處的世界變成淨土，需要靠大家的努力。不管外在的環境如何，

最要緊的是先從個人做起。首先自己不做有損他人的事，才有希望人人都不會

做自損損人的事；一個影響十個，十個影響百千個，才可能使整個環境裡的人

都成為悲智雙運的菩薩。

縱使不成為三寶弟子，也希望他們都能相信三世因果的道理；相信因果，就

不致於殺人、放火、為非作歹、為社會製造不安。因果觀念能使人心悅誠服地

改過遷善，心平氣和地接受現在，再接再厲地開創明天。相信因果的人增多，

我們的社會就會更光明、更安定、更和諧，那便是人間淨土的開始實現。

但是這個社會上雪中送炭的人少，錦上添花的人多；井底撈人的人少，落井

下石的人多，所以不是淨土，而是濁世或塵世。我們要多做雪中送炭、牆倒扶

牆、井底撈人的工作，並且寧為幕後的英雄，不做表面的好人。一般人都只知

道指責他人、要求他人，而捨不得檢討自己、付出自己；很多人都希望站在人

前，希望得到他人的讚歎，而不喜歡推舉賢者、讚歎好人，這樣的話，淨土就

不容易出現。我們要讓他人站到前面去，成就仁人賢者、讚歎好人好事，如果

多數人都能如此做，我們這個世界便能漸漸地成為淨土了。

由此可知，建設人間淨土要從每一個人建起，就在平凡和失敗中奮力向上，

一邊建立自己，同時也照顧好自己的家人、影響家人，進一步再推廣到自己的

工作環境，以及認識或不認識的人，讓他們能夠得到佛法的滋潤，體會佛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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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間很有用，也來認同佛教、修學佛法。能夠接受佛法的「善有善報、惡有

惡報」的因果觀念，便是推廣人間淨土、建設人間淨土的最好方法。

受了別人的恩，一定要知恩、報恩。恩從哪裡來？從四面八方來。從小到

大，到老死，我們都在接受各種人的幫助與協助，父母、師長、朋友、親戚、

同事，以及所有直接、間接與我們產生種種關係的人，都是我們的恩人。

即使父母未曾養育你，但母親懷胎十月，而父親與你的關係也是過去無量劫

以來結的緣，所以從過去世來看，父母對你都有恩。我們要飲水思源。這個身

體得自於父母，是父母就是父母，要知恩報恩。此外，只要有人曾經給我們一

碗飯、一杯水、一張車票，乃至於僅是一個動作、一句話，幫我們解決問題，

也該心存感謝，感謝他對我們的布施。

而報恩，可有下列二種方式：一、直接報恩：誰對你有恩，你就報答他。對

父母盡孝養，對師長盡恭敬，對國家盡忠誠，對社會盡責任，對家人盡義務，

對友人盡道義，對眾生盡關懷……，這些都是直接報恩。二、間接報恩：別人

培養你、護持你、幫你的忙，都是希望你能夠有成就，能夠有利於社會、有利

於眾生。你也以同樣的方式培養人、護持人、幫助人，不為自求回饋，但為報

答恩人，便是間接報恩。例如出家人要報施主的恩，就是好好修行幫助眾生，

以一切功德迴向給所有眾生，這就是報施主的恩。施主布施給僧尼，僧尼若拿

金錢還給施主，那就不是報恩了。

報恩的觀念就是：得到了恩，先回報給對我們有恩的人，要念念不忘地想著

他、懷念他；在適當的時候要表揚他、讚歎他，這是念恩。念了恩之後，自己

就要好好地努力修行來幫助眾生，利益人群。人家如何幫助我，我也要如此助

人，而且要付出更多，來幫助他人、回饋社會、影響世人，這就是報恩。

一個人如果事事都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做任何事都只想到對自己有什麼好

處，一定是煩惱很多的人，對一個非常自私的人，要叫他沒有煩惱是很難的。

我們一定要把心量放大、放寬，個人是極其渺小的，因為我們與生存的環境

關係密切。從時間上說，跟漫長的歷史相關，跟整個世界，乃至無盡的宇宙、

所有的一切人、一切眾生都是息息相關。因此，若從宇宙看個人便無法自大，

若從個人看宇宙便不能不負責任。

佛經裡記載著一個故事：有一座山林失火了，火勢蔓延整座山，這時有一隻

鳥很慈悲的想著：「經過這一場大火的延燒，山上所有的動物、眾生都將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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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燒死，實在很可憐！」因此牠想到要去救火，於是飛到大海裡把身上的羽毛打

溼，沾著水再飛回山林把水抖下去救火。

用羽毛沾水救山林的大火，比起「杯水車薪」還要無濟於事。可是牠化不可

能為可能，牠一次次地飛，終於感動了帝釋天。天神說：「這隻鳥真偉大，有

這麼大的慈悲心！這些眾生本來都將死的，但是如果我們不救火，這隻鳥最後

一定會死掉，為了要救這隻鳥，山林的火一定要熄掉。」

結果雷聲大作，濃雲密布，大雨傾盆而下，森林的大火一下子就被澆熄了。

天神救了這隻鳥，這隻鳥也救了整個山林。這隻鳥就是釋迦牟尼佛在過去世中

行菩薩道時的一個階段，是釋迦牟尼佛的本生故事。他很慈悲，一心為救眾

生，所以最後能夠完成佛果。

我們學佛的人應該要有這種信心，要盡其可能地做利他的事，要一點半點地

做好事。力量大就做多，力量小就做少。不要以為人輕言微，或抱持與其少做

不如不做的念頭，好事就是好事，不應有大小之分。點點滴滴地做，就會做出

大事來。別忘了，你一個人做好事，還能影響他人做好事，當下沒有，過後一

定會有。

有錢有力的人當然可以下傾盆大雨去救整座山的火，沒錢少力的人也可以學

那隻鳥救整座山。山上的眾生沒有成佛，而那隻鳥最先成佛；釋迦牟尼佛沒有

想到自己的問題，只是想到如何去幫助眾生？如何使眾生脫離苦海？所以，釋

迦牟尼佛成佛了。因此利人就是利己，而且是息息相關的。

當你把家裡的人照顧好、安頓好的時候，每一次回家，還有人會跟你吵架

嗎？家和萬事興，自己也得到幸福，這不等於是利己嗎？利了人才能真正可靠

的利己。如果你是個自私鬼，把家裡兒女的零用錢拿去買酒喝、太太的買菜錢

拿去賭撲克，當你回家時，家裡的人將會用什麼樣的態度對待你呢？所以若想

真正利己，最好先去利人。利人一定更能夠利己，這是顛撲不破的道理。

人的身材有高有矮，人的力量有大有小，人的智慧有深有淺，人的才華有智

有愚，人的動作有快有慢，這些不同的人來做相同的事，雖然不能表現出同樣

的成績，但是只要盡心盡力，就可以做出同樣的功德。我常說：「聰明和身體

好的人，應該要為那些頭腦笨、身體差的人做奴隸、做僕人；不做奴隸、僕

人，至少也要為他們服務。

能者多勞，仁者多忙，在這個世界上，有一些人就是專門來照顧人的；也有

更多的人，就是來讓你幫助和照顧的。」一般人是既被人照顧又在照顧人，我

們要想辦法盡自己的心力、體力、智力和財力，來幫助需要我們幫助的人。

在釋迦牟尼佛的時代，有一位富可敵國的大富翁名叫須達，他能以金磚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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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園林，從一位太子的手上買下它，布施給佛及佛的弟子們做為修道弘法的

道場，他的功德當然很大。另外有一位以乞食維生的貧女，發願要供佛，但是

她不知道該供養什麼？有人教她用她乞食的破碗向人家討來燈油，在晚上佛陀

說法的時候拿去點燈照明道場，她照著做之後，佛就讚歎她的功德最大。

可知力量大的人，若能有心做好事，有願護持三寶，福被人間，固然可被視

為修行菩薩道的大德；另外有一些人力量雖小，卻也有心向善，我們可以把他

們看做是悲心的菩薩，發願示現一種卑賤、殘障或者低能的身分來人間幫助

人。當然對這些人來講是很殘酷的，但也更加顯出他們的偉大。

為什麼他要以這個樣子來幫助人？因為他有這樣的缺陷以後，才可以影響更

多人產生同情心、產生因果報應的警惕心，希望人們改過遷善，影響大家共做

好人、同做好事。因此，我們活在世上，誰都能做好人，誰都是該做善事的，

不論是體力的強弱、心力的大小、智力的高低、財力的貧富、權力的有無、地

位的貴賤，都當盡心盡力地修善積福。

凡夫的習性，往往愛跟他人比長論短，爭多爭少。其實從佛法的觀點看，表

面的長短多少是不重要的，但問自己盡心盡力了沒有。譬如有一位菩薩為度一

個眾生，上天下地度無量生死，結果成就佛道；而另一位菩薩在天上天下度了

無量眾生，結果也成佛道。從數量的多少而言，此二菩薩形同天壤，以功德而

言，卻是相等。

凡事只要盡心盡力去做，成績如何可以不必放在心上，也不必期望別人一定

要知道自己做了多少。做了多少功德，自己知道就好。這筆帳永遠會被記在你

自己的功德簿上，誰也撿不走、抹不掉，善業、惡業永遠都是跟著你的，因此

不必爭、不能爭，只要盡心盡力就好。

可憐人、同情人、原諒人、愛護人、關懷人等，都可以算是慈悲精神的表

現。慈悲的主要目的是心中無敵，無敵就是心中沒有敵人，沒有過去的宿仇，

也沒有現在的怨家，更不製造未來的對頭。所以不是仗權勢而稱無敵，也不是

憑財力而稱無敵，更不是靠武力打敗一切人而稱無敵，乃是以慈悲心照顧、原

諒一切人。慈悲心愈大，就愈能夠感化人。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夠免於受人批評，即使佛陀也不例外。縱然未

得罪過人，卻無法不讓人討厭、不讓人仇視；就算你不跟人鬥，人家也會找你

鬥，你不跟人爭，人家也會跟你競爭。但你不必介意人家如何，你自己要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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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敵人。如何用慈悲？要常常往相反的方向說、往相反的方向看、往相反的方向

解釋。比如有人無緣無故地瞪你一眼，你心裡一定毛毛的，此時你應該要用相

反的方向來解釋、體會：「他瞪我一眼，可能是我的臉長得不大好看；或者我

今天有什麼不對勁，他提醒了我，我要感謝他」、「人家的表情，就是我的鏡

子」，見他面目可憎，自己的面目大概也不大好，所以會遇到這樣的人。

此外，你也要想：可能他雖是在瞪我，卻不是生我的氣，不知道在生什麼

氣？他這時候應該受到關懷。所以不要「以眼還眼」，該避開他或者替他念一句

阿彌陀佛，願他能夠心裡平安，這樣就是慈悲心。否則的話，一旦生起對立

心，你就離開慈悲心了。若能為他設想，原諒他、可憐他、關懷他，就能轉敵

對心成慈悲心了。

如果一個滿不講理的人在你面前出現，你的心裡一定會毛毛的，這時你要

想：他已經不講理了、生氣了，我應該講理、不要生氣，否則氣上加氣更麻

煩。因此不論任何時間，只要我們能用一種相反的念頭來轉變對人、事、物的

看法，這就是慈悲心。但是當我們還是凡夫的階段，要想做到完全心中無敵很

難，所以要時時想到慈悲心，至少就不會老是生氣了。

不要以為開悟才是智慧，智慧是頭腦冷靜，是理智、理性。人的煩惱都是從

情緒、情感產生，一碰到情一定會有煩惱。若能用客觀的理性來處理、權衡輕

重的智慧去分析的話，煩惱就會減少。

有些人一遇到困難就到神前丟筊杯，這不是究竟的方法。如果用智慧、理智

來處理，問題根本不會存在。犯了法要坐牢，可以委請律師設法減輕罪刑，應

該坐的牢還是要去坐牢，那就沒有煩惱了。有病的人要去看醫生，醫生救不

好，可以念阿彌陀佛、念觀世音菩薩。往往有人在醫生宣布即將死亡的狀況

下，因為念了阿彌陀佛、念了觀世音菩薩而沒有死，這種例子很多。

佛經中的智慧，是指無私無我的觀察力、抉擇力、判斷力，不論遇到任何

事，都只有應當怎麼做就怎麼做，不為自身的利害得失設想，只為應不應該處

理，如何來處理而做應對。由於凡事不為自己的私利求，所以就不會為自己招

致煩惱。佛經中的智慧，是因洞察世事無常，所以沒有一事一物能夠不變；凡

夫因為不解世事無常，所以把暫時的身心世界，當做小我大我，爭人我、爭多

少、爭內外、爭對錯，結果惹生許多的煩惱。

其實，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庸人是沒有智慧的人，不用理智、理性處

理事情的人，若知佛法，情況就會改善。佛法是講因果及因緣的，講因果，凡

事不會怨尤；講因緣，凡事不會強求。那還會煩惱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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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日常生活所需花費的時間不需要很多，做任何一件事都可以節省

時間，不要拖泥帶水地浪費時間。譬如有人漱個口就要花二十分鐘，一天漱上

五次，就要耗掉一百分鐘，這是很不經濟的做事方法。

因此，諸位在處理自己的日常生活時，可以安排順序，精簡時間，你就能夠

很快地把許多事情處理完畢。時間太多的人，常常是不知不覺地就把時間耗磨

了。像身居高位的人或者經營大事業的人，每天要處理許多事，他們怎麼應付

呢？其實，特別忙的人一定有時間；不忙的人反而沒有時間，為什麼？因為寶

貴生命、珍惜時間，就會善用時間；不知生命可貴、不懂時間無價，就不會爭

取時間。

這句話是絕對的真理。健康應該是指身心正常，少病少惱，活得積極而又愉

快自得。但是身體雖然重要，心理健康尤其重要。

譬如今天台灣的佛教界，有好幾位大德都是身體很不好的，以印順長老來

說，他從年輕到老總是害著病，但他的學識之深廣、著作之等身，在我們佛教

史上堪稱罕見。這是因為他有悲願，願心無窮，所以健康問題對他沒有太大的

影響。

所以要趕快勤勞，勤勞以後才有健康，因為不勤勞所以才害病。因此每當害

病之時，就提醒自己：「因為你這傢伙偷懶，所以才有時間害病。」只要發起

勤勞的精進心，諸佛菩薩、護法龍天、一切善神都會給你加持，使得你的心力

幫助你的體力。

但這也不是叫大家不要害病，因為生病是正常的事，但是害病以後，心裡不

要認為自己已經沒辦法了。心理要保持健康，相信自己還可以做一點事。如果

真的病倒，什麼事情都不能做的話，你們還能做一件事──念佛。嘴巴念不動

時還可用心念，只要心裡在念佛，也算是勤勞。

「廣種福田」的意思，是多結人緣。福田有四種，大別為二類：一為「敬

田」，一為「悲田」。敬田包括三寶恩、國家恩、父母恩；悲田包括眾生、窮人

及病人。窮人包括物質及精神的二種；病人也包括身病及心病的二種。不論是

生活的窮或精神的苦，對眾生的一切急難若能給予救助，都是種悲田。

要廣種福田，任何人都可以是我們服務、幫助的對象。不論是悲田、敬田，

我們都要有田就種，隨時隨地都要助人離苦、予人得樂。給人物質的幫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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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以使人離苦得樂於一時；助人信佛學佛，可以使人離苦得樂於永遠。

在任何一個時間、任何一個地方，遇到任何一個人，我們都不要錯過廣種福

田、予人為善、予人為樂的因緣。對於目前已經遇到的，我們要先做、早做、

快做；尚未出現的，要想出辦法，促成因緣的成熟。

「任」又可稱為「忍」，就是負責擔任和忍辱負重。你待人好，別人不一定會

感謝你，得到的回饋很可能是恩將仇報，但是念頭要馬上轉過來，念這二句

話：「為了廣種福田，哪怕任怨任勞。」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別人如何反應

不必計較，也不要怕；只要不是為了自己，不必顧慮也不要在乎不禮貌的反

應，如果心裡還是在乎的話，就把「為了廣種福田，哪怕任怨任勞」這二句話

當咒語來念。念一遍不靈，再念第二、第三遍，多念幾遍以後，你心裡的悶氣

就會不消自消了。

佛經告訴我們，學佛的人要以慈悲為父，智慧為母，精進為鎧甲，忍辱為披

衣。誰能有忍，誰就有福，大忍得大福，小忍得小福，不忍便無福。

為了保障未來的安全幸福，我們不能沒有儲蓄的習慣。凡是懂得儲蓄的人，

便會考慮哪一家銀行的哪一種辦法，才是信用最好、利率最高的。

以佛法來說，儲蓄存款可分為有限及無限、暫時及永久的二大類。存於個人

的銀行戶頭，是有限而暫時的；存在社會，是無限而永久的；存於三寶則是無

限永久而無盡的。

因為個人的銀行存款，只有你

個人及少數人可以提用；社會存

款則可大至全世界，久至地球毀

滅時；而存於三寶卻可大至十方

的無量世界，久至無盡的未來三

世。我們的生命是分段的，故在

這三種存款的帳戶之中，我們都

應當及時儲蓄。

布施，是度眾生最好的方法，

也是修行菩薩道的基礎方法，更

是無盡藏的存款方法。布施可以

分成財施、無畏施、法施三種。



36

19
89
�2001

（一）財布施：財有內、外二類：1.若以一切動產、不動產等身體的附屬財物

做布施，這是外財施；2.若以做義工，以體力、智力、技術、知能乃至用身體

生命來布施，這叫做內財施。

（二）無畏施：協助別人，讓人獲得無威脅、無恐怖的自由，叫做無畏施。學

佛的人，能持五戒：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便可給他人五種

安全感。例如持殺戒的人，能施予人不被殺害的無畏。因此，五戒又被稱為五

大布施。

（三）法施：布施之中，以法施為最上乘。凡是以自己所瞭解的佛法教化眾

生，即是行法布施。法施不一定要說像四聖諦、八正道等這些較深奧的道理，

只要告訴他人：「布施的人有福」或是「慈悲沒有敵人」，或是念一句「阿彌陀

佛」，都算是法布施。

好人不寂寞，善人最快樂。時時處處助人利人，也就會在時時處處你最幸

福。看到別人因為你的幫助而解決了困難，你便會有一種安慰。例如你曾在馬

路上救過一個差點被汽車壓倒的小孩，以後你再看著他長大，一直到他年紀老

了，看到他時，你都會感覺很高興，他能活到那麼大，因為是你救了他。

又比方你曾牽著一位老人家過馬路，以後你再看到這位老人家，你的心裡都

會很高興，你會想到自己曾經牽過他的手過馬路，自己曾做了一件好事。如果

你曾經或經常做好事，你的心裡就不會有壞念頭，不會有煩惱。常常成人之

美，就不會計算人家，做了好事你就不會計較，你見到任何人心裡都會很歡

喜。「青年守則」中也有：「助人為快樂之本。」所以行善的人一定快樂，身

為佛教徒，更應該多行善、多幫助別人。

《法華經》中把凡夫世界形容為火宅，把佛法形容成出離火宅的交通工具。我

們在信仰佛教、聽聞佛法以前，常常被煩惱火燒得焦頭爛額，像隻熱鍋上的螞

蟻，東奔西闖，失魂落魄，不知何處是歸宿。聽到佛法，信了佛教以後，才能

免於煩惱火的煎迫，就像得到船票，登上渡船，已在航向清涼的安樂世界。所

以我們應該時時慶幸，常常感到歡喜。

中國的儒家聖賢，曾有「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名言，表示一個人當他已經

知道歸宿在何處的時候，便可以放心、安心了。更何況佛法能給我們修行的道

理、步驟、方向、方法和目的，不論是誰都能學會、都能做到。所以，當你遇

到佛法之後，怎能不喜悅不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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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正在修行佛法，應該感到難得；手上拿一串念珠表示自己是一位佛教徒，沒

離開佛法，信的是佛法、修的是佛法，應該感到很高興、很歡喜。就像彩券的

特獎難中，而你遇到佛法，便等於中獎，而且已經提到現款；哪怕僅懂一句佛

法，已是富甲天下。無量眾生之中，得到人身的極少；人類之中見聞佛法、修

學佛法的人數不多，而我們正是這些極少數中的幸運者。

佛說人身難得，我們已經得到了人身；佛說佛法難聞，我們已經聽聞；一般

人對於佛法不容易聞信起修，我們已經正在修行。至少我們已經知道修福、修

慧，已經曉得慈悲與智慧的道理，已經會念這二十句話，心裡應該高興，時時

刻刻生起歡喜心。見到任何人時，能以佛法和大家結緣，尤其值得歡喜。

禪悅是指心念的安定、平衡、平靜、和平的意思。透過聞法、念佛、禮佛等

修行的方法，能使人心中漸漸減少恐慌、憂愁、悔恨、驕狂、疑慮、貪欲、瞋

忿等煩惱現象，這就是一種禪悅。

不是老僧入定、盤腿一坐幾小時才算禪悅，心不混亂、心不波動，便是一種

禪悅。禪悅也不是狂喜，身無負累、心無牽掛，便是禪悅。這樣的體驗有一秒

鐘，便得一秒鐘的禪悅。若能經常處在平靜、穩定、安定的狀態，就是念念不

離禪悅了。只要大家能夠時常念著本文所說的二十句話，就能夠達到這樣的境

界，所以體驗初淺的禪悅，並不是件非常困難的事。

觀音菩薩在哪裡？在心裡。觀音菩薩救苦救難，尋聲救苦，無處不現身，當

你有苦難，你念著觀音菩薩的聖號，觀音菩薩就會來。

事實上，觀音菩薩根本沒有離開過你。只要我們遇到任何困難、有任何問

題，比如說在生死交關的情況下、遇到大的災難時，或害病到沒辦法醫治、得

不到任何人的幫助時，什麼希望都沒有了，快把問題交給觀音菩薩，勤念觀音

菩薩，觀音菩薩就會幫助我們。所以我們要常念觀音菩薩，同時也要勸人念。

不論發生任何事：急事、難事、凶事、喜事，不要忘了常念觀音菩薩，或念

阿彌陀佛。急時念，定有感應；平時念，保你安全；勸人念，廣結善緣。因此

師父常要求在法鼓山體系裡服務的菩薩們，不管是要說什麼話（或打招呼）之

前，都先念一句「阿彌陀佛」，講完話也念一聲「阿彌陀佛」，認識的人如此，

不認識的人也如此，隨時隨地不離阿彌陀佛，這樣就會使得諸事皆大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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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聖嚴師父正式提出「心靈環保」的觀念，並訂定本年度為「心靈環

保年」。

心靈環保其實很簡單，就是心理衛生、心理健康，如何使我們自己清淨、安

定，進而影響協助他人生活愉快，這就是心靈環保的目的。人經常貪得無厭，

貪不到就會憤怒，希望事事順利，稍微有點挫折，就造成心理衝突，對外在的

環境產生一種抱怨，乃至於覺得環境、人、事、物都和自己過意不去，造成自

己心裡更加痛苦和煩惱。

我們如果能時時刻刻注意心理的平靜，遇到任何不如意的時候，能夠回心轉

意想一想，設身處地為他人想一下，他人的錯誤可能是很有道理的，即使是沒

有道理的道理，也是一個道理。如何來解決問題，而不是彼此之間增加更多的

問題、更多的困擾，這就是心靈環保。也就是時時刻刻從自己的心裡邊來安

定、淨化，以期幫助自己過著平安、快樂的生活，同時也使他人過得很愉快。

心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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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為什麼要講「心靈環保」呢？因為環境的污染是由人造成的，「環境」本身

不會製造任何污染，植物或礦物也不會為人類環境帶來污染。唯有人類會製造

髒亂，不但污染物質環境更是污染精神環境，從語言、文字、符號種種形象及

各種思想觀念等都會為人類的心靈帶來傷害。物質環境的污染不離人為，而人

為又離不開人的「心靈」。如果人們的「心靈」清潔，則我們的物質環境不會受

到污染。因此，我們討論環境的污染，就必須從根源著手，也就是要從「心靈」

開始。

「心靈環保」雖然是新名詞，但是我們中國自古以來講「仁」、「義」、「愛」

等，都屬於此一範圍。佛教講「慈悲」、「智慧」也屬此範疇。西方宗教提倡

「博愛」，亦不離「心靈環保」。因此，欲使國家社會富強康樂，必先建設「人

心」。

什麼是「人心」呢？人心是極為抽象的，凡是人的觀念、人的想法、人的欲

望或人的願望，都叫做人心；而「自我」，就是自私的我。

人生而自私，這是事實；大家嘴上都會說是為社會、為國家、為民族，如果

捫心自問，恐怕就不是事實了。所以說：「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朝聞名天下

揚」，究竟讀書是為了誰？又是誰在聞名呢？出名後，又是誰會衣錦榮歸呢？說

穿了，這一切都是為了自己。

通常我們對別人的狀況都能夠分析得很清楚，並且提出自己的看法，凡是對

他人的批評、指責、要求，都能說得頭頭是道。雖然說：「知己知彼、百戰百

勝」，但事實上，瞭解自己比瞭解他人更困難。因為人的眼睛、耳朵都是向外

看、向外聽，很少有人會向內看、向內聽；如同伸出手來，都是指著你、指著

他，指東、指西，很少是指往自己的良心，或者是聆聽自我內心審查的聲音。

也因此，我們很容易對自己的成就誇大，對別人的貢獻雖然不一定會全部抹

煞，但是心裡常常不見得認同，有時候只是覺得不好意思，口頭上勉強鼓勵幾

句，也算是捧了場，至於是否真正能發自內心誠懇的讚歎，那就很難說了。

所謂「我」，具體的說就是個人的身體，包括頭、手、腳等都是我的，而身體

又在哪裡呢？身體是生活在我們所生存的環境裡，它包括自然及社會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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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只有短暫的存在，從出生開始，一天天成長，也一天天接近死亡。雖然

身體是暫有的東西，但是在未離開這個世界之前，仍要愛惜這個身體，好好照

顧它、運用它；即使有人說，這個世界很危險，即使某些宗教也說世界末日快

到了，但畢竟末日尚未來到，仍要好好保護它。

如果說身體是我，那麼誰知道這是「我」呢？如果說，我的心知道這是我

的；那麼，我的心又是什麼呢？「心」是念頭、思想、觀念、信仰及精神的連

貫和延續，一個念頭一個念頭連接起來，就是心的活動，當念頭停止時，心就

不存在了。「心」具有相當大的功能，它能創造世界和宇宙，也能毀滅世界和

宇宙；能為我們帶來幸福，也能為我們帶來災難；世界上有許多的哲學理論及

宗教信仰，都是源於人類的「心念」。

近幾年來，宗教、種族的紛爭頻頻，就是因為觀念的衝突、思想的不同與理

念的不調和，使得人與人之間產生種種矛盾。照理說，政治家是救國救民，宗

教家是救世救人的，但是為什麼許多的政治家為了推行自己的理念，不惜發動

戰爭？而宗教徒為了宣揚愛人的信仰，也不惜殺人如麻呢？為了救世，反而對

世界的和平造成破壞；為了救人，結果是殺人。可見每個人的自我都有其範

圍，一旦與外界有衝突時，便會產生對抗的態度。

「自我」的內容，從小至大可分幾個層次來看：1.我的心，2.我的身體，3.我

所生存的社會及環境，4.整個地球，5.整個宇宙就是我的身體。如果能將自我提

昇擴大到第五個層次，自私心就會減少，安全感自然增長。

很多人為了求保障而保險，事實上，保險的本身就已經說明我們的生命沒有

保險、財產沒有保險、安全沒有保險。換句話說，這個世界沒有絕對的安全，

既然知道如此，更要面對事實來解決問題，這樣心裡才會覺得安全；否則為了

追求安全，結果很可能會使得身心更不安全。

人心淨化之後，環境一定會淨化；環境的淨化是治標，而人心的淨化才是治

本。釋迦牟尼佛成佛之後，是先從人心的糾正、改善做起，那就是心靈環保的

工作；他是一位成功的環保運動大師。

佛教中講的「修行」，便是修正我們身心行為的偏差；尤其首重心理行為的淨

化，因為心理淨化後，其語言和身體行為自然就會修正。如果心理行為未修

正，僅僅是外表守規矩，可能只是為了畏懼法律的制裁或輿論的指責，那麼當

他獨自一人或與觀念行為有偏差的人在一起時，就會原形畢露，甚至說服自

己：「大家都這麼做，我為什麼不能這樣做呢？」或是「不吃白不吃，不拿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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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這都是一些歪理，

當這種歪理形成風氣之後，就

會為社會帶來災殃。

因此，人心的糾正必須從內

心的觀念上做起，往往只要念

頭一轉，觀念也會隨之糾正過

來。

雖然我們從小到大已經發展

出的思想觀念，一時間要想扭

轉過來是很困難的。但是人有

可塑性，透過教育可以轉變人

心，只要付出愛心、耐心，處處體諒，充分瞭解，溝通商量，久而久之對方是

會接受的。

但是當前的教育制度偏重科技和經濟，忽視人格的教育。因此，希望今後的

教育能多關心人格教育，平衡科技與人文的發展，以淨化社會的人心。

從小我們就被父母期待著長大能夠「出人頭地」，於是我們必須做種種的爭

取，爭榮譽、聲望、財物、權力、地位，爭同情、支持等。當然爭取成功的本

身並沒什麼不好，但是在過程中如果因為自己想要出頭而打壓他人、抹煞他

人，那就是不道德的行為。

不如改變觀念，以奉獻來取代爭取，奉獻得愈多就愈能顯出自己的成就；若

有許多人因我們的奉獻而得到幫助，解決困難，那才是榮譽。

在一般人的觀念裡，自己有福報時，就會運用各式各樣的資源來享受生活、

享受權力、享受成果，總認為既然得到而不去享受，那不是很愚蠢嗎？

但是從佛教的觀點來說，一個人的福報是極為有限的，就像任何人在銀行裡

都不可能有無限量的存款，即使是大資本家，他的存款也是有限的。而且，無

論是存股票、存黃金、存美金，都不一定穩當，只要世界局勢丕變、政治制度

改革、社會環境混亂，所有的存款都很可能在一夕之間隨風而去。因此，佛陀

告訴我們：財產為五家共有──惡政、盜賊、水、火、不肖子。

可是，沒有惜福觀念的人會說：「管他呢！至少我這一生，地球的資源還不

會全部用光吧？我兒子、孫子那一輩，地球也應該沒有問題，還不致於到毀滅

的程度。」從佛法的立場來看，時間是無盡的，眾生也是無窮的、無盡的、無



42

19
89
�2001

量的，只要地球存在一天，眾生就能在這個地球多活一天。

而地球本身的資源有限，如果我們揮霍無度，自己認為是享福，實際是糟

蹋、是損福；糟蹋得愈多，損福就愈多。這不僅是物質的糟蹋，也是對眾生心

靈的損害所造成的惡果，到頭來仍然必須由我們自己承擔。

「因果」是從時間的關係來看，我們現在所做的，未來一定會有結果；而現在

我們所接受的，是由於過去所造的因而得到的結果。「因果」又可分二大類，

第一是共業：例如全地球、全人類共同的因果；第二是別業：每個人的生命過

程，從無量世的過去到無量世的未來，一個階段一個階段所應負的因果責任。

一般人只能看到、承認和瞭解歷史的因果，因為過去人的種種行為，不論是

好是壞，對人類是有貢獻或破壞，我們都在受其餘蔭或餘殃，也就是承受前人

的成果。

儒家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意思是說如果祖上有德，子孫自然繁

榮；祖上無德，做了許多壞事，必定殃及子孫。這樣的因果觀念有時正確，有

時又似乎不符事實，因為有的家庭很努力，卻絕了後代；諸如此類遺憾又無奈

的事，在這世界上很多，於是有人會說老天瞎了眼，這麼好的家庭都沒有得到

好的果報。

佛教徒相信，一個人此生幾十年生命，只不過是無窮生命之流中的一個小小

段落；過去生之前又有無量的過去，此生之後仍有無盡的未來。但這個「三世」

的觀念，是許多非佛教徒所無法接受的。因此，曾有人告訴我：「如果你能證

明給我看，我就相信三世因果。」我告訴他們，從信仰的角度來看，這是一項

事實，透過過去、

未來及現在，因果

就能講得通，就很

合理了。

所以，我們必須

面對現實，因為目

前的現實是從過去

一直到現在的，同

時對過去的所做所

為負起責任，並且

接受這樣的責任、

這樣的結果。

常言道：「種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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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未種豆的吃到豆；有人平步青雲，有人坎坷一生。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呢？

因果必須還有因緣的配合。「因緣」就是在由因到果的過程之中，種種主客

觀的因素，有許多不是人為的力量所能掌控的，而是環境的關係。

各人有各人的因緣，因此最重要的是，必須要以因緣的觀念，盡心盡力戮力

以赴，這就是面對現實。

人間淨土這個名詞，是今日台灣佛教界都在提倡的觀念。《維摩經》裡說：

「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意思是說，如果你的心清淨，你所處的世界就是清淨

的。這並不是自我陶醉，而是只要你的心清淨，不管這個世界如何，都不受其

影響時，那麼你所見到的世界就是清淨的。當釋迦牟尼佛成佛時，他看到芸芸

眾生都具有佛性，娑婆世界就是淨土，就是這個道理。

在平常生活中，我們也可以很容易感受到所謂「境由心轉」，心裡快樂時，下

雨天會覺得雨景詩情畫意，天冷時舒服，天熱時溫暖。當心裡不舒服、煩亂、

憂愁時，看到別人笑，都會覺得人家在對他冷笑。

所以，我們隨時都要保持內心充滿喜悅，這在佛教中稱為「隨喜」──隨境

而喜、隨事而喜、隨人而喜。其實這並不容易，因為賺錢、升官、生孩子、娶

媳婦、抱孫子時，一定可以隨喜。

如果家中發生不順的事，或者聽到背後有人批評、指責你時，還能隨喜嗎？

孔夫子說：「聞過則喜，知過必改。」聽到別人說你的過失時還會歡喜，這是

不簡單的，即使是修行人，雖然不會形之於色，也不會去反駁對方，但內心有

時候還是會有一點點的波動。

不能隨事、隨人、隨時而有喜悅感的話，倒楣受損的是自己。因為人家已經

跟你過不去了，你還跟自己過不去，這不是很愚蠢嗎？不如將念頭一轉，自然

可以體驗到「心淨國土淨」了。譬如夫妻吵架時，如果某一方能心存隨喜，以

喜悅的心感謝有機會來關懷對方，這個架自然就吵不起來了。

夫婦之間若能彼此隨喜，互受影響並且夫唱婦隨，就會影響他們的兒女及家

人，在工作的環境中，自然也能影響共事的夥伴。一個人又可能間接或直接影

響幾個人，最後可以影響到無數的人；在時間上拉長，空間上擴大，這便是

《維摩經》裡所說的「無盡燈」。

《維摩經》中的這個比喻，是把我們的本性形容為燈的光明，叫做「無盡

燈」。又像是佛像背後或頭上刻畫出的光環、光圈，這個光就是智慧的光、慈悲

的光，也就是清淨心的光。相對的，煩惱的心、不清淨的心是黑暗的，看不到

智慧與慈悲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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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聖嚴師父在「法鼓山全球會員代表大會」中，開示了「心五四」運

動的內涵，指出這些理念雖是來自佛法的心法，卻不是宗教的信仰，而是淨化

了的人文社會的價值觀及其實施的方法。

而在此全球人類即將跨越到二十一世紀的關鍵時刻，有鑑於世紀末人類生活

普遍的心靈不安和精神匱乏，法鼓山提出「心五四」運動，期望為未來新世紀

人類生活的安定與秩序，貢獻精神指導方向，為未來人類的生活奠下良好的心

靈與環境的基礎。

我們要把佛法真正落實在人間社會，把佛法送到每一個人的家庭裡，讓每個

家庭都能接觸佛法的「慈悲之光」、「智慧之光」。為人間帶來溫暖，讓人人都

能身安、心安、家安、業安，這才是真正可靠且究竟的平安。

心五四運動



45

理
念
篇

人是應該工作，但光工作不等於人生，人生也不僅是為了物質的富裕而工

作，更不僅是為了滿足物欲的享受而勤勞地工作，乃是為了健康的身心及感恩

的奉獻而工作。

勤勞努力除了讓身體健康、心裡平安，還多半會得到物質的報酬，但是有了

物質的報酬，必須節制使用，否則為了享受物欲，對身心又會產生不健康的行

為。換句話說，也就是勤勞以後應該要儉樸，所以「勤勞」、「節儉」這二個原

則是身體健康的祕訣。同時，儉樸的結果便會擁有很多福利，可以提供給他

人，到那時候你將會是一個人人都喜歡、人人都讚歎的人。

少欲知足，就不會有強烈的欲望而貪得無厭，就能夠安自己的心了。安他人

的心是一種菩薩行為，也是一種慈悲願心，發起悲願來福利眾生，為他人謀求

福利；否則僅僅少欲知足，不但不夠積極，甚至還有可能是消極的。

上等人安心於道，發菩提心、行菩薩道；中等人安心於事，給他適量而較忙

的工作，他就不會自尋煩惱，或為他人製造煩惱；下等人只知安心於名利物欲

的追求。希望大家至少能做到安心於事，而非做個追逐名利的下等人。

家庭的溫暖在於互相敬愛，家庭的可貴在於互相幫助。互助的意思，是讓需

要接受幫忙的人，能夠得到幫助。幫助對方的時候，不要趾高氣昂，不要認為

自己是施恩者，別人應該感謝你；而是應該心存感謝，感謝他讓你有機會來做

奉獻，有機會在為他服務之中獲得成長。

安家的要領，是互相尊敬、互相學習、互相體諒、彼此關懷、彼此感恩、彼

此奉獻。光在物質上把自己的家安頓好，不算是真正的安家；真正的安家，是

要使得家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各盡其力，各守其分。

一般人所講的安業，是指對他自己的職業、工作要有安定和保障。可是若以

身、口、意三類行為的清淨與精進為範圍，便已經將個人行為及工作都包含在

內了。

我們應該注意自己的行為，安於身、口、意三業的本分，不要輕舉妄動、沒

有準則，不胡言亂語、信口開河，也不要心猿意馬、三心二意，這些都是我們

日常生活中必須遵守的修養。

敬業樂群雖是老生常談，但很不容易做到，縱然在平常做得事事成功、稱心

如意，一旦有一些波折、困擾、難題出現的時候，就會懷疑所做的工作是為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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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為誰忙？若出現了這些想法，就不是敬業樂群了。敬業就是對自己所從

事的工作，負責認真；精進是努力不懈，全心投入。如果你的心力、體力、能

力樣樣都是持著保留的態度，就不叫敬業精進了。

對自己的任何行為，都應以「利人便是利己」的觀點來考量，不為自己的利

益而追求，但為他人的福利而努力，並且是以他人的遠利與近利來考慮、來設

想。不論在家中、在公司，乃至在任何場合，如果都能夠用這樣的心態來面

對，相信你就會很有人緣，也會很得人心。

現代社會由於物質文明過度蓬勃、結構變化太快，造成人類價值觀念混淆，

以致於不清楚什麼是真正的需要，什麼是貪求的想要，什麼是實至名歸的能

要，什麼是責任所在的應該要。

因為無法釐清這四要：「需要」、「想要」、「該要」、「能要」的分際，所以

大部分的人都是跟著社會潮流而人云亦云，只要別人有的，我也要有。而且現

代人往往是：「需要的東西不多，想要的東西太多。」加上不應該要的也要，

不能夠要的也要，結果想要得不到，便會導致人心不安定，社會問題叢生。

「需要」是什麼？就是少了它就不能活，例如陽光、空氣、水分、食物、禦寒

衣物，避風遮雨的房子，在我們這個時代，基本的交通工具、電腦、電話也成

為需要的，有這些必需品並不算是欲望。

欲望是什麼呢？是除了必需品之外的奢侈品、裝飾品，只為了滿足自己的虛

榮或撐場面用的東西。不過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地位，為了配合當時的環境

因緣，還是要有一定

程度的莊嚴，那也可

算是一種需要，但一

定要有適度拿捏的分

寸。

生命中真正需要的

東西並不多，只是從

主觀的立場看，才覺

得沒有它生命很空

虛、很無奈，覺得活

得沒有意義，這純粹

是個人的價值判斷。



47

理
念
篇所以，如果只是講「需要」，定義非常模糊，在衡量與「想要」間的差異時，

應該分別從自我觀點及總體客觀的立場來考量。

「能要」的意思是說，在個人能力範圍許可下，以努力付出而獲得所需要的東

西，但若能力不足，就該讓賢，不必強求。在我們的一生中有很多事情，包括

名、利、權、位、感情等，著實引人欣羨與渴求。

但是在要想得到它時，必須仔細想想：自己的能力及付出是否實至名歸？是

否已經水到渠成，而不是過度強求？如果付出不夠多，能力、因緣皆不具足，

還希望能得到它，這便是貪圖非分，只會增加痛苦與傷害。

至於「該要」、「不該要」，就時下年輕人流行的一句話：「只要我喜歡，有

什麼不可以！」而言，便是沒有分清楚該要、不該要的分際。一般人的欲望無

窮，喜歡的、想要的事物太多了，應該要自問：該不該喜歡？該不該取得？例

如名位、財勢人人都喜歡，可是非分之名是虛名；非分之財是橫財、不義之

財，非分之位是虛位，這些都不應該要。當然如果是實至名歸，自是受之無

愧，甚且是一種鼓勵。

其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需要的東西並不多，想要的東西非常多；需要的

東西應該要，想要的東西不重要。我們應該從「心靈環保」的角度出發，一方

面保護我們的心不受環境的污染，增強對環境的「免疫系統」；一方面內心不

會有妒嫉、憤怒、猜忌、自私等種種不好的心念，使得環境變得更糟糕。並從

中覺察到自己的起心動念，清楚知道自己的「需要」，化解個人欲望的「想

要」。在人生的過程中，若能清楚明白這「四要」，便能有明確的方向感，而且

也會過得很平安。

生活中難免出現逆境，我經常勸勉大家，處理棘手的問題時，應該坦然地面

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也就是說，遇到任何困難、艱辛、不平的情

況都不逃避，因為逃避不能解決問題，只有用智慧把責任擔負起來，才能真正

從困擾的問題中獲得解脫。

如何面對問題？即是告訴自己：任何事物、現象的發生，都有它一定的原

因。我們不須追究原因，也無暇追究原因，唯有面對它、改善它，才是最直

接、最要緊的。

很多人都說，我是好人，為什麼我還要遭受這麼多的苦難？我們要知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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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之身就有果報、障礙，如同

有山川大地，就有風雨雲霧。

大修行者也要受果報的，佛陀

曾遭大石塊擊傷，也曾罹患重

病。但是果報和障礙未必會招來

煩惱，大修行者跟凡夫的差異就

在於此。凡夫被自身的遭遇所

苦，信心就會退轉；大修行者可

以放下自我，不被煩惱所障。我

們學佛，就是要學習佛的智慧，

清楚辨知煩惱的緣起，面對它、

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因果必須配合因緣。對於任何

情況，如果能夠改善它，當即予

以改善，若不能改善，便面對

它、接受它，絕不逃避，但是要

盡力改善。

逃避責任、果報是不合算的，改善情況才是最聰明的。經過計畫的事物也不

一定完全可靠，也會發生意料之外的情況，這時候就應該要接受它，然後想辦

法處理它，因為因緣就是如此。

所以，如果計畫好的事在過程中發生問題，不必傷心也不必失望，應該繼續

努力促成因緣，還是有成功的機會；如果經過詳細的考慮，判斷因緣不可能促

成，那也只好放下它，這和未經努力就放棄是截然不同的。

放不下自己是沒有智慧，放不下別人是沒有慈悲。能做如此想，對一切人都

會生起同情心與尊敬心。同情人家也是具縛的凡夫，尊敬人家也有獨立的人

格。

平常生活中，禪如何教人安心呢？禪的態度是：知道事實，面對事實，處理

事實，然後就把它放下。無論遭遇任何狀況，都不會認為它是一件不得了的

事，如果已經知道可能會發生什麼不如意的事，能讓它不發生是最好的；如果

它一定要發生，擔心又有什麼用？擔心、憂慮不僅幫不了忙，可能還會令情況

變得更嚴重，唯有面對它才是最好的辦法。

我常常遇到一些好像正被困在火海中的人來向我求救，通常我會傾聽他們的

問題，知道他們所焦慮的什麼，但不會將他們的焦慮，變成我自己的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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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我給他們的建議有一個原則：對感情的問題，宜用理智來處理；對家族的問

題，宜用倫理來處理；即使發生不得了的大事，也應用時間來化解、淡化；如

果真是無法避免的倒楣事，那只有面對它、接受它；能夠面對它、接受它，就

等於是在處理它，既然已經處理了，也就不必再為它擔心，應該放下它，不要

老是想著：「我怎麼辦？」而是睡覺時照樣睡覺，吃飯時照樣吃飯，該怎麼生

活就怎樣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具體實踐自助助人的修行呢？可從「四感」──感化、

感動、感謝、感恩來著手。

隨時隨地心存感恩，以財力、體力、智慧、心力來做一切的奉獻。奉獻的時

候，態度是恭敬的，而不是以施捨心來付出，否則便會自以為是施恩者，產生

自以為了不起的心態，認為自己做了很多的功德，而且一心期待對方回饋，這

是不知慚愧。

相反地，接受布施或服務的人，要把對方當成恩人，感謝其恩德。也就是彼

此都存著奉獻、供養、感恩、報恩的心，一方以感恩的心奉獻，另一方以感恩

的心來接受。很多人嘴上說是奉獻，其實心裡是在做投資生意，今天給了些什

麼，明天就希望得一些回饋，事實上這是投資生意，不是報恩，也不是奉獻，

真正的奉獻是沒有條件的。

應該以感謝的心來接受順、逆二種助緣。很多人只能夠感謝對自己有利的

人，例如做生意資本不夠，有人願意資助你，幫你把問題解決，這是貴人；或

是遭受冤獄，有人出面幫你平反，這人也是貴人。助我們一臂之力的是貴人，

理當感謝；而以逆境激勵我們成長的也是貴人，也應該感謝。

事實上，我們應該把所有我們遇到、見到的每個人都當做貴人、當成恩人，

都是有利於我們的人，心中便能常保平安。

許多佛教徒都是拿經典來教化他人、感化他人，拿佛法的標準來要求別人。

佛法是來幫助我們修行的，不是拿來度量人的。可惜很多人不僅以佛法度量

人，並且以世間的道德標準來要求人，卻不能以身作則，如此不但不能以佛法

幫助自己，又怎能對別人有助益呢？感化自己，就是要常慚愧、常懺悔。慚愧

是因為自己做得不夠好，希望能夠做得更好、更努力；懺悔是因為知道自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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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錯的地方，提醒以後不要再犯錯。

經典中告訴我們，修行大乘佛法的菩薩要到了八地以上，才成為無學；而小

乘的菩薩也要證了阿羅漢果後，才是無學。無學，就是不再需要學習懺悔、慚

愧。或許有人會說：「菩薩怎麼還會有過失？菩薩還需要慚愧嗎？」事實上，

菩薩要常慚愧、懺悔，才會愈來愈精進、愈來愈清淨、愈來愈能夠感動人。

有人會抱怨家庭裡的成員不夠好、不能滿自己的願，或覺得社會混亂，人心

不安定。總認為別人都變好，自己就安全了；其他人都變得認真、負責，自己

就幸福了，以此標準期待他人，認為只要別人都好，自己就有福報。但卻忘了

要求自己，看看自己是否滿了別人的願。

這個世界需要佛法，自己實踐佛法是最可靠的，希望人家做到是不容易的。

如果大家都能用智慧來處理事、以慈悲來對待人，自然能夠產生力量感動他

人。

「四感」就是要我們感化自己、感動他人、感謝順逆緣、感恩奉獻，學習觀世

音菩薩的慈悲心，發廣大願心，如此就能夠經得起苦難，而且不以苦難為苦

難，同時又能夠在苦難之中救濟苦難，這就是自利利他、自助助人。

佛法的教義與修行觀念，是修福與修慧。同時運用慈悲來修福報，運用智慧

修智慧，運用智慧培育福報，用福報來配合智慧。福報與智慧或慈悲與智慧，

這二項如缺少一樣，修行不會圓滿。

因此，福報圓滿的人一定是智慧圓滿，智慧圓滿的人一定是福報圓滿，這就

是「佛」。我們尊稱佛是「兩足尊」，就是指福報及智慧都圓滿的人。如能實踐

「四福」：知福、惜福、種福、培福，並且為別人祝福，就是有大福報的人。

知道自己有福報是很重要的。人活在世上，最起碼還有一口呼吸，有呼吸就

等於擁有一切希望，人生充滿一切的可能，因此呼吸是很可貴的。常言道：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若能知福，更應該說「我還有呼吸，當然滿足

了」。

但是有很多人不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不知道這就是我們的福報。尤其現今

的台灣社會豐衣足食，很多人是人在福中不知福，看到別人有的，也不管對方

是如何努力獲得的，就希望自己也擁有，甚至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自害害人。

如果我們能夠知福，就能知足，知足就能常樂。不過，知足並不等於什麼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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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不要，而是「多也好，少也好，好到皆大歡喜」，這才是真正的知足。

我們除了擁有呼吸外，還擁有很多東西，包括生命、財物等，在台灣即便再

窮的人，至少身上也還有衣服穿，這也算是財物；而且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

就是人際關係、人緣，這也是你所擁有的。

惜福，就是要珍惜我們所擁有的，包括自然資源、社會資源等一切資源。珍

惜而不浪費、不糟蹋，尤其不要糟蹋身體，不要傷害名譽、品格，甚至理念、

理想，進一步還要飲水思源、感恩圖報，這就是惜福。

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要來種福田的，每個人都有自

己的福田可種，例如自己的家人、鄰居，以及社會上沒有親人照顧的窮人、病

人，還有社會、國家的利益和一切眾生的幸福，都是我們的福田。

知道要隨時隨地種福的人，是有福的人；為了要種福，必須要努力成長自

己，在知識、人格、智慧，以及技能各方面都要增長，才能有更多的資源來種

福田。

培福就如同把今生得到的福報種到田裡，它就可以長出更多的福來。若能把

全世界、全宇宙所有十方一切眾生，都當成是種福田的對象，不斷地種福，那

就是有大福報的人，最後就會和佛陀一樣福德圓滿。

業障的果報，有時會讓人誤以為是「福報」。例如見人養尊處優，站在佛法的

角度來看不是福報，因為享福不是有福，惜福、培福才真有福。

如果能應用佛法觀念，世間的福報不就是苦報的開始嗎？福報享盡了，緊接

著就是苦報的降臨。如果我們現在能把握機會，無視於辛苦，不計較侮辱，且

又能幫助別人解決苦難，更不為自己的名聞利養，不斷地努力求進步，盡自己

所能奉獻給需要幫助的人，實際上這就是在求福、培福。

「心五四」運動是一項精神啟蒙運動，啟蒙是指心智的開發、觀念的轉變。如

今社會上有許多人因為心智或觀念有問題，結果自害害人。因此，法鼓山即以

「心五四」運動的生活教育，來實踐我們法鼓山所提倡的三大教育──大學院教

育、大關懷教育、大普化教育，最終完成「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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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0月2日，聖嚴師父於「護法信眾聯誼大會」中，提出法鼓山的工作重

點為──「一大使命，三大教育」，乃以推動全面教育為使命，落實大學院教

育、大普化教育、大關懷教育為方法，描繪出法鼓山的發展目標及藍圖。

「佛法這麼好，知道的人這麼少，誤解的人這麼多。」這是聖嚴師父數十年來

經常說的沉痛話，也是師父數十年來苦學苦修矢志弘揚佛法的原因所在。法鼓

山的籌建，便是為了承擔這項重大的使命。

人類在近五十年來的物質生活已經改善很多，但在豐衣足食之後的人類，並

沒有感覺到比五十年前更快樂。其實是物質愈豐富，人心愈空虛，欲望無止

境，貪婪不已的結果，乃為我們的生存環境，帶來更多的恐懼、憂慮、焦躁、

混亂、不安。人的身心不安、家庭不安、工作不安，社會豈能有安寧之日？

一大使命，三大教育



53

理
念
篇今日的有識之士都已

經瞭解到，要想安定人

心、安定社會，已不是

光靠政治制度、法令規

章及社會設施所能為

力。

因為挽救社會風氣，

必先挽救人心，挽救人

心的根本方法，便是提

供大家最好的安心之

道，那就是用佛法來淨

化人心、淨化社會。

佛法一方面能從信仰諸佛菩薩及護法善神的層面，讓人有受到呵護保佑而免

於危險無助的恐懼。一方面能從信仰因果報應及因緣聚散的層面，讓人有面對

現實、接受現實的責任感，也讓人惜緣惜福、努力不懈的使命感，更能讓人有

洞察世態、心胸豁達的超越感。

一方面又能從增長智慧及增長慈悲的層面，讓人不受環境影響，不起煩惱無

明，不計利害得失，不爭你我多少；但求知恩報恩，但求盡心盡力。這也是

「四眾佛子共勉語」中所說的──「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

由上可知，佛法實是挽救人心、社會的根本之道，只可惜接受正信、正行、

正知、正見及正統佛法的人還是很少，誤解佛法及將似是而非的外道法當做佛

法的人還是很多，不知佛法、不信佛法、拒絕佛法的世界人口比例，則更多。

因此，如何以全面教育來推廣佛法，實為刻不容緩的事。

所謂百年樹人，必須在理論的慧學及實踐的戒學與定學等三方面，都已打下

了堅固的基礎，才能勝任弘法利生、化導社會的工作。

但是，目前修學正確佛法又能弘揚正信佛教的人數太少。因此，籌建法鼓山

的目的，便是在於大量培養弘揚佛法的人才，朝向高深與普及二個方向，努力

培養佛教人才。不能成為專業專職的弘法人才，至少也是普及基層的弘法人

才。但是我們對於戒定慧三無漏學的修為還太少，對於戒定慧三無漏學的修為

還是很淺，對於社會人心的影響力還是很弱。

法鼓山是屬於整體佛教的，也是屬於全民教育的一個地方，法鼓山不是一座

普通的寺院，而是涵括了學校與提昇人品的修行中心；法鼓山不僅是台灣的，

也是國際的，不但關注現在，更要放眼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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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法鼓山的硬體設備分為三期：第一期工程，是中華佛學研究所的興

建；第二期工程，是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的創建；第三期工程，是法鼓禪寺的興

建。因此，法鼓山完成後，將能發揮教育、研究、弘法的功能，也為一般信眾

提供一個修學佛法、淨化身心的良好環境，以及休假時或退休後的修行、安養

的場所。

此外，更重要的意義是，法鼓山將以佛法的信仰及佛教的精神，培養人文社

會科系及研究所的青年人才，一方面增強弘法人才服務社會的知能，另一方面

也培養一般青年能以佛法的智慧及慈悲，服務社會，淨化社會。

對於教育與佛教推廣的密切關聯，聖嚴師父曾指出：「今天不辦教育，佛教

就沒有明天。」透過學院教育以提昇佛教的國際學術地位，並提振正面的形

象，正是未來佛教發展命脈之所寄。

因此，法鼓山的大學院教育是方法也是過程，其出發點與目的並非專為培養

佛教學者，而是希望藉此提昇人們對於佛法的認識與理解，培養僧才的素質，

提高服務社會的能力與品質，以利正法的弘化。故而大學院教育正是藉由正規

的教育機構，提供完整而有次第性的學程，以造就高層次的專業研究、教學、

弘法及服務的人才。

就實際面來說，大學院教育主要從二個方向進行：第一個面向，為創辦法鼓

大學及延續廣為好評的中華佛研所，招生對象不分僧俗，廣及大眾。第二個面

向，則為創辦僧伽大學，以養成宗教專業人才，招生對象為出家僧眾或預備出

家者。

法鼓山所推動的大普化教育，涵括二大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運用傳統佛教各種修行活動賦予大普化的使命及教育的功

能，進一步推廣法鼓山的理念。

第二個層面，則是運用現代文化的各種活動賦予教育的功能，用它來提昇自

己的人品，影響周遭的社會環境。

簡單地說，為了普及佛法對社會人心及風氣習俗的淨化，法鼓山致力推動的

大普化教育，包括禪修、念佛、傳授菩薩戒及八關戒齋、講座、文字、音聲、

影像的出版，以及各種集會、儀典、營隊、課程等，希望透過種種活動，對社

會大眾提供佛法的教化。

多年來，法鼓山不僅倡導許多具啟蒙價值的觀念，帶動無數心靈成長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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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動，同時亦開風氣之先，為當代提供許多重要移風易俗的觀點，例如「不燒冥

紙少燒香」、「不要放生要護生」、「心靈環保」等，均屢獲廣大迴響，並透過

種種的共修活動，使佛法解行並重、福慧雙修的精神與方法，深入到人們的生

活中，成為得以真正受用的清涼妙方。

廣義地說，大關懷教

育是以關懷完成教育的

功能，又以教育達成關

懷的任務。因此可以

說，法鼓山的三大教育

都是關懷教育。狹義地

說，對於每個人的一

生，從最初受孕開始就

需要的胎教，一直到死

亡時的臨終、往生關懷

之間，每一個階段、每

一個層面的關懷，都是

大關懷教育。大關懷教

育的每一個環節，都為實現法鼓山入世化世的菩薩心行。

因此，多年來法鼓山在推動大關懷教育的實際行動上，是從推動「四環」的

落實，到社會急難救助和婚喪喜慶貧病的關懷，以及社區關懷和聯誼活動等，

都是希望社會大眾能夠安心、安身、安家、安業，得到「四安」的關懷與祝

福，為社會注入一股安定的力量。

法鼓山對內、對外都是一個教育團體。它不僅是一座寺院，更是一座學府、

一個提昇人品的修行中心，也是世界性的佛教修學中心。不僅屬於台灣，也屬

於全世界；不僅是現在需要，相信長遠的未來也都會需要法鼓山。

多年來，法鼓山推動「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受到社會大

眾的認同，為了落實這項理念，法鼓山更以「推動全面教育」為一大使命，展

開三大教育──大學院、大普化、大關懷，在社會推動各種教化人心的活動，

企盼過各種教育管道，將佛法深入每一個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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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四環，即四種環保，包含心靈環保、禮儀環保、生活環保、自然環保。

四種環保的根本內涵即佛法，事實上「心靈環保」的心法就是佛法，而以

「禮儀環保」來看，佛法是講禮儀的，這就是戒律、威儀，持戒、守律儀是佛法

的根本基礎，還有「生活環保」就是佛法生活化。

所謂「自然環保」，以佛法來講，我們的身心是正報，我們所處的世界環境是

依報，依、正二報就是我們自己的道場。用正報在依報中修道，所以我們必須

要愛護環境，就像愛護我們自己的身體一樣。

四種環保不是口號，而是具體的行動。它以心靈環保為主導，落實生活、禮

儀、自然三大環保，相對地，藉由生活、禮儀、自然環保的實踐過程，也會幫

助我們的心愈來愈純淨，愈來愈光明，進而成就心靈環保。

「心靈環保」，便是人心的淨化，由人心的淨化，推展到社會及自然環境的淨

化，始能落實、普遍且持久。「心靈環保」雖然是一個新名詞，但其實佛教很

早就主張，要使我

們的煩惱心淨化成

為 慈 悲 心 和 智 慧

心。

人心的淨化，必

須放下自私自利，

確信利人便是利己

的 道 理 。 這 種 觀

念，正是我們現在

的社會及永遠的人

間所需要的。如果

人人都能不為私利

而為利他的話，我

四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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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們的世界當然不會有罪惡及紛爭了。但利他行並不等於做爛好人，必須智慧與

慈悲兼顧，方能使我們的世界真正的淨化。

《維摩經．佛國品》說：「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晉譯《華嚴經》卷十〈夜

摩天宮菩薩說偈品〉云：「心如工畫師，畫種種五陰，一切世界中，無法而不

造。」《楞嚴經》卷一云：「汝之心靈，一切明了。」可知佛法教人改造環境，

首先在於改造自心。

以上三部大乘經中所講的心，有淨、有不淨，若心淨，環境即淨。此有二層

意思：自心若清淨，亦能不受影響、不起煩惱，所以大乘菩薩們為救濟眾生而

入三界火宅，猶如身居清涼佛土。若能以無私無貪無瞋之心，處理日常生活，

待人接物，影響所及便能形成心靈環保的連鎖反應。一人影響二人，二人影響

四人，乃至百千萬人。

「心靈」一詞，可指思想及感情，也可泛指人心。人心本質無染，但受環境及

物欲的影響而有污染，所以佛經稱人間的環境為「欲界」，欲的產生是為使人的

色身肉體獲得官能的滿足及心理的寄託；基本的需求是謀生的本能，如果貪得

無厭，私欲難滿，便會為自身帶來種種的苦惱，更為他人製造出災難及困擾。

以佛法的立場講心靈環保，必須雙管齊下：1.淨化人心，少欲知足；2.淨化社

會，關懷他人。少欲知足，便會珍惜天然資源，養成惜福的習慣，等於推動環

保。關懷他人，便不會因為一己之利而造成整體環境的破壞。

可見，法鼓山的理念：「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便是在做著淨化人

心和淨化社會的工作，也正是做著最重要的心靈環保工作。

山河、大地、陽光、空氣、水和我們生存的空間，都是自然環境，更重要的

是，不能沒有土地讓我們生存、活動。而從佛教的觀點而言，不論地面、地

下、空中、水中、城市或山林，無一處不是眾生的家園。

本來大地無處不是眾生生存的家園，現在眾生的家園愈來愈少，不僅城市受

到污染，鄉村和山林也一樣被污染。人類生存的空間與環境愈來愈少，人口卻

增加，未來環境的問題將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佛教也認為，任何一個空間方位，無一處不是佛菩薩救濟眾生的

地方及修行的道場，因此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沙，都被看成是修道的地

方，所謂：「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如來」青青翠竹、鬱鬱黃花都是如來說法的

型態，我們要把整個的自然環境都當做是諸佛的法身，為我們說法，給我們恩

惠。

所以，對任何一樣東西都要珍惜，用它、吃它是為了要維持生命，而生存是

為了要修行，要自利利人。除了必須吃、用的東西之外，便不該浪費，否則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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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傷慈悲。譬如地球上的原始森林已經很少了，但我們卻砍了很多樹木製造

紙張。

每天我們可以從每戶人家信箱中發現許多廣告印刷品，每次只要一有群眾運

動，馬路邊上便可以看到很多宣傳紙張，實際上這些都是一棵一棵的樹被砍倒

後製造而成。這樣一來，一方面破壞自然，另一方面又污染了自然。還有許多

台灣本土生長特有的野花、野草，也因濫墾開發而愈來愈少。

另外，生態本身有其循環，譬如法鼓山上有一棵榕樹，二個星期前還是滿樹

的葉子，不到一個星期，葉子就被一種非常漂亮的蟲給啃食精光，而這蟲吃了

以後又變成蝴蝶。若從這角度來看樹葉被吃光是值得的，因為它能養活許多蝴

蝶，雖然多數的蟲吃完後便死亡，沒有蛻變為蝶，但這是自然界生態的自我調

節，而且樹葉雖被吃光，明年一定又會長滿一樹的綠葉。

但若我們使用農藥噴死這些蟲，樹是否會受到保護是一回事，但生態的循環

卻受到破壞了。所以在法鼓山，我們都不會刻意去理會這些蟲，牠們自己會去

找東西吃，生與死是自然的循環。人類知道不要做危害自己生存的事，但更進

一步要做到尊重其他生物生存的權利。

但是若因為放生而破壞自然環境，就必須仔細考慮了。以前放生是把鳥放到

森林裡，把魚放到潭裡，可是並沒有考慮到南部的鳥可以放到北部嗎？高山上

的鳥可否放到平地？人工養殖

的鳥可否放到高山野外？深水

魚、溫水魚都可以任意放到淺

水裡及冷水裡嗎？

我們要改變放生、護生的觀

念，應該把放生的錢拿去做珍

稀野生動物的保育、醫療，讓

這些動物有一個調養的地方，

復健後再放回原來生存的環

境，這才是真正的放生，否則

就不是慈悲，而是殺生。

慈悲，是認為地球上一切眾

生都應該受到人類的平等關

懷，因為只有人類有慈悲心，

其他動物則不知何謂慈悲。

「慈悲」二字是佛教對人類的定

義：人受到教育的影響、佛法

的薰陶，而產生了慈悲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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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了慈悲心，便應該平

等地關懷一切眾生，

因為所有的眾生皆享

有生存的權利。

自然界的生物，有

一個循環的生存原

則，就是食物鏈，什

麼樣的生物吃什麼樣

的東西，然後回過頭

來產生同樣的循環，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由於人為的破壞，

現在生存於地球環境

的眾生，已不能自然地循環滋生，許多動物已失去生存的權利。

人類也是眾生的一份子，我們無權剝奪、破壞其他眾生的生存權利，而是應

該讓他們也有生存的環境與空間，這也是慈悲的佛教徒應該要做到的地方，因

此我們至少要做到不濫捕、不濫殺。

在台灣，環保觀念才剛起步，許多人對於環保意識尚很模糊，如果不為全面

設想，那好像是一個人的二手二腳相互抗爭，為了彼此自衛，豈非愚蠢？如果

不能從每一個人內心做起，如果不能把眼光投向現在的全人類及未來的世界，

縱然能把某些人的生活環境保護得像天堂一樣，那座天堂卻被包圍在地獄的中

央，還能算是天堂嗎？

今天，我們共同生活在這個地球上，它就像一條船，如果不小心弄破船底，

大家都會遭到沈船落海的命運；又如同在一個魚缸裡，只要其中有一尾魚產生

排泄物，其他的魚都會受到污染。

「各家自掃門前雪」，只管自己安危，不顧他人死活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因為

環境本身就是一個整體，連我們每個人的呼吸都是息息相關的。所以只要生存

在同一個環境裡，不要只看到別人受害，似乎跟自己沒有關係，其實直接、間

接的後果都會回報到自己身上。

為了做好自然環保，在生活中就要養成「惜福重於享福」的習慣，但有一部

分的經濟理論家卻說：「鼓勵消費便是刺激生產，消費得愈多，生產量愈高。」

他們忽略地球本身是個「有限公司」而非「無限公司」，不可能無限的供應，所

以世界上的資源只會愈來愈少，不可能愈來愈多，而說把資源從外太空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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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球運回來的可能性也

很小。

這就如人的身上有皮

膚、血、肉與骨骼一

樣，地球也有骨、有

血、有肉，我們使用自

然資源，等於是把骨頭

一塊塊拿出來用，把血

液一桶桶地抽出來用，

抽多了以後會貧血，沒

有血便死亡，那時候的

地球就成為一個死掉、

無人居住的星球。為了

人間淨土能在地球上實現，我們應該珍惜自然資源。

所以，佛教的生活觀念是一種惜福的生活觀，就是要知福、惜福、培福、種

福，才叫做「有福」。大家都希望有福報，例如中國人過年時，喜歡把「春」、

「福」二字倒過來貼，象徵春到、福到，春天到了，希望也來了；希望來了，福

報也跟著來。但是真正的福，應該是先知道「有福」，才可能會珍惜福報，因為

福報得來不易。「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可是種瓜不一定得到瓜，種豆也不一

定得到豆，有瓜一定是種了才能得，有豆也一定是種了才能得，即所謂種善因

才能結善果，一定要珍惜得來不易的福報。

我們應該知道自己生活在福報之中，不要浪費，揮霍福報。這就等於我們存

在銀行的錢，是辛辛苦苦賺來的，不是不勞而獲從天上掉下來的，我們必須珍

惜它才能保有它，不但珍惜它還得增長它，使福更多，福一多，生存的保障也

愈多。否則有多少福報就用多少福，生活便沒有安全的保障了。

為了更安全、更幸福，我們必須培福、種福，才能有福。可是自然資源似乎

是來得太容易，我們往往浪費了還不自知，不管吃的、用的，我們都在不知不

覺中浪費了許多。譬如因為資源豐裕的緣故，我們工作一天可以買到許多食

物，如果不好吃或吃不完便覺得可以丟掉，但是沒有想到丟掉這些東西，等於

是浪費資源，同時也製造了環境的污染。

一天之中，如果製造的垃圾愈少，我們的生活便可以保持得愈清淨，若任意

浪費資源，對環境的破壞便愈多，這是相互循環的道理。許多人把自己家裡的

垃圾往外丟，卻在走過街頭聞到這些垃圾臭味時，都會忍不住地掩鼻而過，就

是沒想到這都是自己製造出來的惡果。

有一項統計顯示，在美國食物被吃掉的只有百分之四十至六十，被丟掉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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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是百分之四十至六十；也就是說，一半被吃掉，一半被糟蹋掉了。其實我們吃

東西時，只要拿夠吃飽的分量就可以了。

現在不論在台灣或西方的餐廳用餐，大家都有一種習慣，如果不剩下一些，

就表示不懂禮貌，是貪吃。請問：這種習慣好嗎？淺而易見的，這樣不但增加

清洗碗盤的人麻煩，流出去的菜渣也會污染大地及海洋，既浪費資源也破壞環

境。

台灣現在沒有人餓死，但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還生活在飢餓的邊緣，如

果我們不惜福，不過簡樸的生活，將來台灣可能會發生同樣的問題。所以，佛

教徒的另一個生活觀念，就是寧靜、清淨、整潔、簡樸，這便是修行。

「禮儀環保」，

是為了保護人間

社會環境的祥和

及安寧，包括對

於家族倫理、社

會倫理，乃至於

職業及政治倫理

的提倡與維護。

「社會」，是人

與 人 的 結 合 ；

「倫理」，是人與

人之間的關係，

也就是尊卑、高

下、長幼、先後等軌範。不過，假相的倫理，往往是單向的要求另一方要盡什

麼責任；真正的倫理是雙向的，而且是要求自己盡分盡責，這也正是佛教的觀

點。人和人之間的倫理關係，應該是站在自己的立場，盡自己的本分，恰到好

處地盡到自己的責任。

比如說，一個母親可能同時也是一個太太，同時又是一個女兒、媳婦、婆

婆、學生、老師或老闆、職員等；同一個人在不同的場合，具有不同的身分。

能在不同的場合以不同的身分，恰如其分地盡到應盡的責任義務，便是實現了

人間應有的倫理關係。

千萬不要只站在自己的立場和以自己的身分，去要求別人。譬如一個做母親

的，只知要求子女應如何，或做太太的只知要求先生應如何，而不知要反求諸

己，這樣會為家庭帶來不安、困擾和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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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個人都能自我要

求，盡自己的倫理責任，那

麼光明的世界就在我們的面

前，因為盡責任就是放光發

熱，互送溫暖的力量。

而人與人的關係是建立在

禮貌之上，但是今天社會上

懂禮貌的人太少了，發自內

心真正懂禮貌的人更少。有

些人是為了自己的生意，和

自己有利害關係時，不得不

說幾句有禮貌的話，表現出

禮貌的行為，若對於不相

干、疏遠的人，卻沒有禮

貌。

站在佛教的立場，有三個

禮儀項目：

（一）身儀的禮讓、禮

敬：佛教徒合掌、軍人敬

禮、一般人鞠躬都是禮貌，

行住坐臥、待人接物中，謙讓、誠懇的態度也是一種禮貌。

（二）口儀的讚美、慰勉：有時即使對方錯了，也要慰勉一下，對的更應該讚

美才是。對方如有二點正確、八點錯誤，我們應該讚美他對的二點，而慰勉錯

誤的八點，告訴他現在雖錯了，但是下次一定會改善。

對父母、師長等長輩，對諸佛菩薩乃至祖先，也可用身儀、口儀來表示我們

的尊敬。對活著的人要讚美、慰勉，對亡者也該讚美他們在世時的美德。

（三）心儀的真誠、懇切：我們應該用真誠、懇切的心來敬上禮下，對人對事

都以感恩感謝的心來接觸，如果心裡不誠懇，任何一個外在的禮儀做得再莊

重，都不能感動人。

在任何儀典中，若用物質的浪費來鋪張，只是資源的損失，講究場面僅是虛

榮的滿足，不是真正的禮儀。唯有以真誠懇切的心儀，讚美慰勉的口儀，謙恭

整潔的身儀來舉行儀典，才是真正有益於社會的禮儀。時下的台灣，在喪葬、

祭祀的禮儀方面，尚有商討、改良的必要。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大出殯的排場，

送葬的隊伍長達幾百公尺，甚至幾里路，阻礙交通。隊伍中又是西樂又是國

樂，加上出家人誦經、念佛都透過揚聲器、麥克風大聲播放，對沿途的住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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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成噪音污染。

這是毫無意義的事。家中如果有人往生，應該念佛菩薩的名號，若是自己念

累了或是沒有那麼多人輪流念，可以放「阿彌陀佛」聖號的錄音帶。念佛讓亡

者及活人都有一種安慰感，讓亡者往生西方，令活著的人相信將來自己也會往

生西方，如此一來，生與死之間便沒有那麼恐懼，距離亦不再遙遠。

法鼓山所推動的三大教育，是一種全面性的人本教育，每一舉措均同時具有

關懷與教育的功能，以心出發，由內而外，推己及人，所以能在自我關懷、自

我教育的基礎上，擴大到對社會、人類、環境、自然、生態的整體關懷。

當人們得以於關懷自己與親朋之外，同時關懷周遭的人、事、物，乃至社會

與環境，則無論做什麼事，必定會生起為他人著想的直心誠懇與慈悲為懷──

這便是心靈環保的作用；有了這一基礎，形諸於外的言行舉止、待人接物必定

謙和有禮、知所進退，與人相處彼此有尊嚴──這便是禮儀環保所展現的莊嚴

氣度與行事風格。

至若日常生活，必定能少欲知足、簡樸自然，知福、惜福，不追求奢華，更

懂得造福、培福，關懷、重視人類全體──這就是生活環保的自然呈現與精神

實踐；推而廣之，也會懷抱著感恩，落實對於自然環境、生態保育各層面的具

體實踐，讓大地留下美好的明天──此即自然環保。

事實上，法鼓山的三大教育與四種環保不但關係緊密，且環環相扣，蔚為完

整的體系。此即聖嚴師父所謂：「以三大教育為契機契理的設施，以四種環保

為契機契理的方便。」

因 此 ， 法 鼓 山 以

「三大教育及四種環保

來建設人間淨土」的

要義極為清晰，所提

供的觀念與方法，則

次 第 分 明 而 逐 步 漸

進。

概括地說，法鼓山

是以三大教育來引領

我們如何實踐四種環

保，而以實踐四種環

保來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在大時代的洪流中，東初老人對於聖嚴師父來說，

本來只是當代一位可欽的前輩、長老，但是在1959

年，台北新公園舉行的佛誕節慶祝大會上，二人的生

命開始有了交集。

二人正式見面雖是在1959年，但其因緣可追溯至

1948年。當時聖嚴師父正就讀上海靜安佛學院，倉卒

間即與正遊化京、滬的東初老人有過一面之緣，而後

到了台灣，師父也曾於北投法藏寺向正在閉關的老人

拜年。因此，嚴格說起來，此次會面已是第三次。

由於在會面之前，聖嚴師父已用「醒世將軍」的筆

名在《人生》雜誌上發表了許多文章，所以一經當時

擔任《人生》雜誌主編性如法師的介紹，東初老人立

刻對師父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後，二人不但成了師

徒，老人也成為影響師父至深的人。

東初老人的一生行誼可分三期：一為中國大陸時期

（1907∼1948年）、二為台灣前期（1949∼1966年）及

台灣後期（1967∼1977年）。在大陸時期，老人不但完成佛學院學業，又因親近

證蓮老和尚而對禪定有了更深的體會，無論是戒、定或慧學，均奠定了堅實的

基礎，而在焦山定慧寺擔任監院、方丈及佛學院院長時，更展現了他治事和教

育的卓越才能，思想、志業均已趨於成熟。到了台灣後，老人延續大陸時期的

基礎，在飄搖的時勢中更加堅定於佛教文化的出版，並且為弘揚正法而四處奔

波。一直到1967年，老人受聘為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顧問，開始減少外務，

專志於佛教史學的著述，轉為沉潛傳承的階段。

東初老人出生成長在戰火頻仍的年代，面對的是動盪不安、人心混亂的社會

現況，他深信學佛不僅是為了出世的安樂或個人的解脫，而是具有改善社會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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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狀的積極意義。因此，「佛教在此時能做什麼」成為老人不斷思考的問題。

1931年，東初老人首先省思到文化傳播的力量，於是開始寫作論述，並先後

發表文章於《海潮音》、《人海燈》、《佛教日報》、《妙法輪》、《覺有情》等

佛教刊物。繼之9月18日東北事變突起，老人一改傳統出家人避居山林的形象，

起身代表閩南佛學院參加廈門各大專院校的抗日運動，其優異的表現，令社會

人士對佛教徒，尤其是對出家人的刻板印象有了新的轉變，而這一行為似透露

出老人已深刻體會到當時佛教的困境，並欲起而改變革新。

東初老人一生文化出版、改革僧制的弘化志業均在這一年現出端倪，此後，

便陸續展現其專才。而這二大主題也成為老人畢生思索的課題、致力的方向，

譬如他在解釋1950年閉關的緣由時曾說：「我這次掩關自修，既不專念佛，也

不專參禪，我想從如來親宣的廣大經藏海中，探求得佛教真實義理的崇高、圓

融的最高原則，以做為將來行世攝化的準繩。同時，現代的僧制太不適合潮流

了，我想根據佛陀的遺教，參合古今大德們的訓示，研擬出一個能夠配合新中

國的僧制大綱，以為將來改革僧制的張本。……」

可見，其閉關是為找尋「行世攝化的準繩」以及「改革僧制的張本」，而這二

個問題實是相輔相成，有了行世攝化的準繩，也必須有與之相應的僧才，才能

完成行世攝化的目的。而東初老人推究現今社會混亂的源頭即在於中華佛教文

化的崩壞，而中華佛教文化的崩壞亦在於中華整體文化的崩壞，所以他擔負起

復興中華佛教文化導師的角色，除支持青年法師多讀書，並設立「佛教文化獎

學金」鼓勵青年僧尼進入一般大專院校或赴國外深造充實世學，還創建中華佛

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創辦《人生》雜

誌、《佛教文化》季刊，出版的文物圖書更是

不計其數。

後來他自己還完成了三部佛教歷史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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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佛教交通史》、《中

印佛教交通史》、《中國佛

教近代史》，為佛教的原型

及歷經不同時間、地域而

轉型的佛教，做了一番深

廣兼具的爬梳，使讀者在

遞嬗興衰的佛教發展中，

體會其中不變的真精神。

但東初老人除文化、教

育外，對慈善亦無偏廢，

自1956年中華佛教文化館

落成起，每年都會舉辦冬

令救濟。老人深覺佛教雖以慈悲為本，但很少以行動彰顯此一精神，故決意發

動各界善信，募集冬賑米，發放北投、淡水、三重、宜蘭的貧民、無依軍眷

等。並且在發放之前，親自率領受賑人念佛、繞佛、開示佛法，普受皈依，與

一般社會的慈善工作已大不相同。

其實不論文化、教育或慈善，背後都蘊涵著東初老人對佛法深刻的體會，即

如他在《人生》雜誌「創刊號」編後語

中所說：「不厭世，不求個人解脫，只

基於人群社會需要，應如何做人、應如

何完成人生所有善行，保持人生行果不

失，人類社會有了完美人性為基礎，再

進修大乘佛教的德性；研究做人的方

法，將成為本刊唯一的宗旨。」可見他

認為佛法是不離人間的，唯有放下自

我，念念為眾生的行果著想，才是佛法

真正的落實。而從他的一生行誼，我們

確實可見其踐履此思想的生命痕跡。

東初老人有上述的弘化成就，一方面

緣自於他的獨特見解外，另一方面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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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於其真誠直率的個性及果敢明快的作風。而這樣的個性及作風，在當時動

盪不安的社會背景中，愈顯得鏗鏘有力。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在1949年，攜帶

「中國佛教會」牌坊自大陸轉進台灣，使得佛教在台迅速發展起來，並保障了來

台僧人的身心安全，其護教的形象，在人心不安的當時愈顯得蓬勃有朝氣。

但一般人提起東初老人，總認為他「為人太精明，不易相處」。然而「精明」

是由於他的節儉，而「不易相處」恐怕就是來自於他的直言不諱。

東初老人的節儉，可以從他一塊豆腐乳分二餐吃看出。老人的行事雖有其原

則，但絕非食古不化，譬如有一次慧嚴法師上山拜訪老人，結果卻因車子難等

而遲到。老人知悉後，即不以為然地搖搖頭說：「你們為何不坐計程車？賺錢

是為什麼？你們不會想到用錢來買時間嗎？」可見老人並非一味節儉，而是以

事情的輕重緩急及用得是否有價值來衡量，但一般人總是見他東扣西扣的省

錢，便覺得他過於精明、吝嗇。

東初老人對世事的確有其獨到的眼光，譬如他對金錢與學問就有自己獨特的

一套理論，他認為：「對金錢的態度是口袋裡要有，腦袋裡要沒有，如此則不

生煩惱，能省則省，自利利他，皆大歡喜；對於學問的態度是腦袋裡要有，嘴

巴上要沒有，如此則免遭非議，水到渠成，實至名歸，自助助人，功德圓滿。」

這樣的人生智慧是緣於東初老人對現實的認識，進而不為現實所惑而運用現

實。這一點佛教教育工作者張曼濤居士說得最透徹，他在〈悼東初法師〉一文

中就指出：「實際上，他有看透

了這現實一面的表現，也有他讚

賞現實一面的表現，所以他善於

做事、理財又善於弘法利生。」

即因老人能看穿現實，對於入

世、出世的外相均不執著，所以

才能充分運用現實來弘法利生，

也不會流於自了漢的修行。

所以，對於生活在夢幻現實的

人們，東初老人經常以「做大夢」

這句口頭禪來揭穿，譬如有一次

樂觀法師與老人談到當時台灣很

多青年僧尼都急於赴美國弘法，

對此老人便評了一句「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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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他說：「要向外國人弘法，

必須要有英語、英文知識，試問：

這些年來，去美國的那些阿彌陀佛

們，其中有幾位是具備這二個條件

的？」又說：「我不反對去美國弘

法，只是不贊成那些聾子、瞎子、

啞子去美國出呆相。」

東初老人的見解實際，促使人直

接面對問題，但因他總是直言不

諱，有時的確讓人承受不了，因此

得罪許多人而覺得他不易相處。

聖嚴師父就曾說過：「（他）對

教內不平之事，教我用筆名出面聲討，我則覺得那是多管閒事，犯不著的。他

老人家卻說：『大家不管閒事的話，佛教界豈非黑白不分了嗎？』」可知其不近

人情是在於看破人情，而背後更是滿懷護教的熱忱。

東初老人真誠果敢的行事作風也表現在對弟子的教導方面，老人對於青年才

俊一律十分愛惜，不論是否是自己的弟子，均會給予鼓勵甚至金援，但仍是給

其所當給，即如煮雲法師所說：「老人的脾氣是很強的，他不想給你，你怎樣

也要不到；如果他要給你，任你如何推，也得收下。對子孫也是這樣，你有辦

法，他就不管。總之，老人是不做錦上添花的事。」

又譬如東初老人明知聖嚴師父的興趣是在讀書、寫作，但卻經常耳提面命要

他多做事：「你已三十多歲，正是做事成就人的時代。」又說：「你的智慧已

夠應付得過，就是福報差點，要多做事，多培福澤。」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

東初老人不顧弟子而一昧主張，但其實這是出於一種慈悲。老人基於自己對世

事的洞見及對弟子的瞭解，針對弟子的問題應機而教。

總括來說，東初老人希望弟子們要做復興佛教的實行者而非理論家，因他

「深覺宗教存在的價值只是精神熱忱（意志、願心在內），不在學術文化。……

儘管釋尊說了三藏十二部經典，但其重心仍然在道──精神。」因此，當聖嚴

師父要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時，老人即寫信給師父：「汝當做大宗教家，切勿為

宗教學者。」師父不但將這二句話懸於他的宿舍，甚至今天在創辦僧伽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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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以培養學僧宗教師的精神為最大的目標。

另外，東初老人最強調的是自立更生的能力，在聖嚴師父二次出家的那一

天，老人就曾對師父說：「當好自己個人的家，便能當一個寺院的家，能當好

一個寺院的家，就可以當天下眾人的家了。」其對弟子的經濟教育，就在於

「自力更生」四個字。

聖嚴師父曾詮釋道：「東初老人養育子弟採用的是『養蜂』的方法，而不是

『養金絲雀』的方法；『養蜂』是使蜜蜂自行去採花粉，釀蜜以利人食；『養金

絲雀』則供給食料，而使金絲雀失去向自然界尋生活的能力。老人要子弟自行

設法解決自己的問題，唯有必要時，方予援助；正如蜜蜂在其能力所飛達的範

圍內無花粉可採之際，蜂農便帶著蜂箱，遠適他鄉有花之地。老人以為接受布

施與布施給人，皆是結緣；以培植自己的緣來解決自己的問題是最可靠，也最

親切的。老一代有其因緣，小的一代亦必有其因緣。訓練我們培養自己的善

緣，亦正是訓練我們瞭解善緣之可貴，助緣之不易。」

而這樣的教育方式對弟子來說或許很辛苦，但個人的收穫卻最大，對此聖嚴

師父亦多有所感：「他要我多做事，使我學會了做事的原則，而且事無論細

鉅，均願親自來做，所以端不起做大法師或大和尚的架子。他要我當好自己個

人的家，所以我學會了不向任何人借錢，但卻每每都在絕處逢生，未被金錢困

住。我想做事想達到的目的，也都一一完成。」

可見東初老人給予弟子的雖不是立即的實質幫助，但在尋找出路的過程中，

卻 開 發 出 無 窮 的 潛

力、體會佛法的真精

神，所以給弟子的是

永遠的寶藏，其方法

是創造而不是形塑。

身為東初老人弟子

的聖嚴師父，無論在

思想與精神層面都受

到老人佷大的影響。

雖因個人的氣質生命

不同，作風自然有所

不同，但做為事業方

向的思想及行事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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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卻不得不說受到老人

很大的啟發。

東初老人對聖嚴師父最重要

的影響莫過於精神上的啟發，

此精神可分二個部分，第一即

是簡單樸實的農禪家風與自立

更生的精神；第二則是無私奉

獻的宗教家精神。這二樣精

神，在老人的耳提面命下深深

印入師父的人格中，而師父在

教育弟子時，也不斷強調這二

種精神。

東初老人的一生為法為教，無須臾片刻不為佛教的前途思考。1977年12月15

日下午五點，老人一如往常用晚餐，僅吩咐侍者翌日早上不用為他準備早點，

用餐後沐浴即登樓回方丈室休息；等他的皈依弟子王小芳上樓準備向老人請益

時，才發現老人已端坐在沙發上去世了，其間不過數分鐘的時間。生死之間如

此雲淡風清，足見老人修行之力。

綜觀東初老人一生的建樹，在於文化、教育、慈善三方面，而今聖嚴師父除

繼承老人的遺志外，並與時俱進有了許多創新，例如《人生》雜誌從報紙型改

為雜誌型，且幾經改版；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創立也可說是繼承老人創立佛教史

研究所的願心，《大藏經》如今已邁入數位化的階段，提供全文檢索查詢，不

僅得以更為準確、完善地保存經典，更有助於佛學的傳播與研究；老人創建的

中華佛教文化館將成立「生活禪影像館」，運用現代科技展現佛教文化；老人於

1956年開辦每年一度的冬令救濟，至今未曾停止過。如今法鼓山的創建，即可

說是老人精神的全部展現。

雖說東初老人已於1977年離世，但其傳承的弘法事業及精神卻不停地成長，

而這個延續不僅在聖嚴師父身上，也在每一個弟子、每一個佛教徒身上。今人

於回溯整個佛教史的長河，感受其湮漫壯麗之際，毋忘細目定睛看去──其

中，是前人一言一行的夙昔典型，是所有佛子的虔敬之心，由致涓滴而成，使

得法流清淨、法脈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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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理想尚不能為

複雜的種族宗教歧異拉近隔閡，文化剝

削與經濟欺凌仍顯現人類心靈的封閉貪

婪；世局紛擾、天災不斷，滾滾熾焰在

群體人類的內心與外在世界持續延燒，

台灣社會做為地球村的一份子，同樣身

陷物質高度發展、心靈相對耗弱的泥

淖。

被新聞出版界票選為當代台灣最具影

響力人物之一的聖嚴師父，就在煙塵滾

動的俗世中，推動著他所創辦的法鼓山

法務，期望為現代人間注入平安清淨的

活泉；不論是指導禪修、演講受訪、寫

作教學、推展法鼓山志業……，他儘管

步履匆忙，卻總是給人寧定舒緩的和諧

感。

貌格清　的聖嚴師父看似身姿飄然，

實是身命羸弱，自出生以來，他的身體

就一直以「勉強活下來」的狀態維持

著。七十多年來，他穿越了中國最動盪的時代，更穿透了空間的侷限，以宗教

師的身分積極活躍於本土社群與世界舞台，鼓吹「心靈環保」的理念，扮演心

靈守護者的角色，於國際和平與人心教化上做出重大貢獻。

這個衣袂飄忽灑落的身影如此應世無礙，不斷向世人昭示永不失望的菩薩心

行，像一顆切面繁複的鑽石，不論從哪個方向觀看，都能折射出無限光芒。他

豐沛的內在能量彷彿取之不竭，其超然的視野又深又高，全非來自天賦穎異或

命運之神的眷顧。

回顧來時路徑，他的活泉源頭全是在受苦的經歷與卓絕的意志中，滋養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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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的。他的人生發展階段彷若峰巒層疊的礦脈，每一次起伏都埋藏著不同的

業力因緣，不斷指向「佛法在人間」的標的，經過面對、接受、處理的醞釀轉

化，使他有效地從礦藏中淬鍊鍛鑄出可供當代社會共享的清涼法要。

1930年，被長江洪汛沖蝕掉所有家產的江蘇佃農張選才，像他的前代祖先般

一再臣服於洪患肆虐，認命、沉默地攜帶妻小七人，從南通移居江南的常熟。

當時，懷中的么兒張保康瘦弱得像一隻小貓，尚在襁褓中沉睡。

雖說人事未解，但驚人心魄的隆隆水聲，倉皇逃離的混亂舉措，在夢中交織

成沉重混沌的聲光幻影，投射出張家幼子坎坷困頓的成長歷程。

保康先天發育遲緩，復因家境窘困營養不足，直到六歲才會走路說話；九歲

那年，農作收成略有盈餘，好不容易能夠上學了，全家都對他寄以厚望。但

是，嚮往成為讀書人卻一直只是個奢侈的夢想，雖然家人拚命成就，讓他斷斷

續續堅持讀到小學四年級，其間還曾經為了買習字簿偷取姊姊錢筒中的銅板而

遭母親痛打。事後，母子姊弟三人抱頭痛哭，為那如影隨形、彷彿沒有盡頭的

窮苦日子掉淚。十四歲時，終因繳不出學費而輟學了，他心裡雖然難過，但父

母以身教言教勉勵「不要忌妒他人，不要輕視自己」、「順境逆境都要走正

路」、「大鴨游大路，小鴨游小路，只要努力游，都有自己的路」，終究還是讓

他心平氣和了。

生活一直折磨著張家人，很少讓他們有喘息的機會，經常為了謀一頓飯的溫

飽，保康要隨大人終日奔波充當小工，參加農務勞作。做過各種築堤、踏水、

割稻、種豆、拾棉花等粗活的聖嚴師父，在《歸程》一書中回憶幼時生活，有

許多苦中作樂的天真描述。他說：「小時候最常吃的是地下挖出的蘆葦根，晚

上回家，那就是我的恩物。」還說自己曾為了想吃麵而裝病，但是當他有一次

好不容易得到一根香蕉，竟堅持要與朋友一起分食。

顯然，窮困並未抹煞這家人良善慈悲的心腸，《歸程》書中曾經一再提及父

母儘管被生活壓得背腰彎駝，卻仍然願意在斷炊之際，慷慨分出僅餘的口糧接

濟鄰居親友，這樣的身教，使瘦骨伶仃的孩子面對飢餓仍能保有分享的個性，

縱使命運坎坷還能保有豁達的襟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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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歷近代中國天災人禍不斷的少年時光，除了受游擊隊、日軍、地方盜

匪輪流壓迫，他還看盡流離失所與迭遭洪水肆虐之苦的人們。1937年，長江大

水再度成患，循著咆哮未止的水聲，他隨父親前往災區慰問資助親戚，一路上

驚見浮屍遍處漂浮，生命危脆、滄海桑田之感油然而生，這個八歲的孩子連著

好幾夜都從夢中驚醒，模糊地思索著生死大問。

這卑微幼弱的生命就這般屢遭苦難考驗，幸因前世宿慧的牽引與憨實慈善父

母的照拂，終能舉著蹣跚的步伐，意志驚人地奮力迎向生命的挑戰，活了下

來。後來聖嚴師父對自己的生命種種困阨受苦有無限的容受力，對他人的受苦

更有十分的悲憫同情，雖說此乃佛陀教法的實踐，但其間不無「曾經滄海」的

受苦經驗與「感同身受」的親身體悟。

1943年秋，家中簞瓢皆空已到山窮水盡的張家，起念要送幼子進寺院栽培，

偶得鄰居戴漢清先生引介，十四歲的張保康很快地投蘇北狼山名剎廣教寺出

家，成為法聚庵裡蓮塘上人的剃徒，由師祖朗慧上人取法名「常進」。當時他一

點也不明白出家的意義，只感覺「狼山好高，人好多，香火好盛，和尚們好

忙」。

小沙彌常進開始忙於燒飯、洗衣、打掃、廚廁、種菜、倒夜壺等雜役，也學

習早晚課誦、撞鐘擊鼓、背誦經典。在獲得1991年「中山文藝獎」的著作《聖

嚴法師學思歷程》中，他回憶這段時光，說是「學會了做一個出家人所應具備

的十八般武藝」，也「培養出『凡事自己做』、『工作無貴賤』的能力和觀念」。

這不免讓人想起至聖先師孔子也曾用「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正面看待受苦

的價值。

而他首次的宗教經驗與興起承擔佛法的責任感則發生在十五歲，這段經驗可

以說是他未來生命座標的基本定位。

出家後，因為對背誦大乘經典一直很感吃力，蓮塘上人指他「業障深重」，教

他每日早晚禮拜觀音菩薩五百拜以消業障，心思單純的常進對師父的教導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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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受奉行，在不耽擱白天的例行事務下，早起睡晚拜了三個月之後，忽然感覺

通體清涼，頭腦明徹清楚，記憶力增強，他自己形容說「似乎整個世界都不同

了」。從此，不僅對觀音菩薩深生信心，更引生向法之情。類似的感應經驗往後

也發生過，法鼓山後來被法師稱為觀音道場，實在是其來有自。

由於師長教讀《禪門日誦》與儒家經典，常進開始認識孔孟之道可以治世，

佛教義理與方法則可化世，並反省佛經絕不是僅用來誦給亡靈做超度用的。小

沙彌開始有了新的願望，他偷偷地希望「盡己所能，讀懂、讀通佛經，講經說

法導迷化俗」，一面又暗笑自己不自量力。但誰說偉人一定自小偉大？「蝴蝶效

應」將印證小沙彌的願心只要不停地轉動，終將慢慢成就出一代弘法大師，當

然期間必須堅持，也必須等待。

1945年抗日結束，軍紀敗壞的部隊相繼駐紮狼山，毀寺擾眾，山上僧侶紛紛

離開。十七歲的常進被迫前往法聚庵位在上海的下院，正好趕上了大聖寺無日

無夜的經懺生涯，各種花式佛事莫不在為施主增福延壽、超薦亡靈。

自幼單薄病弱又遇發育期間，如此焚膏繼晷地透支體力，好勝心強的常進從

未叫苦抱怨，倒也藉此學會了各種經懺科儀，

唯一感到遺憾的是──爭取前往剛成立的靜安

寺佛學院讀書的希望落空了！還好，對於做

「對的事情」，他的另一個特點是持續堅持，面

對挫敗時雖然會失望，倒從不灰心絕望。

隔年夏天，憑著初始的願心──「佛法那麼

好，知道的人那麼少，誤解的人卻那麼多」，他

再度爭取就學的機會，終於獲得師公的首肯與

協助，順利插班進入靜安佛學院。學院課程世

學與佛學並重，師資陣容堅實，佛學部分幾乎

都是改革派太虛大師輩的第二代，如南亭法

師、道源法師、仁俊法師、育枚法師、守成法

師、林子青居士……，全為一時之選。

在這裡，中國佛教界以太虛大師為首的「現

代化」激烈論辯提供了不同的觀點，開拓了他

的視野，彷若一把遠方燦亮的燈火，照亮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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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人生的前路。

這個年紀全班最小、只有小學四年級程度的學僧，雖然學習一開始遭遇重重

困難，天天都有退學打算，但因求好心切，一貫堅持到底的意志力又再度發揮

作用，半年後，學業終於漸入佳境。

由於經常有大師級的大德前來演講，受到佛教革新主張的影響，他對佛教的

現代化議題有了初步的思考，開始在《學僧天地》發表文章。他也在此時首度

遇見焦山定慧寺方丈東初和尚，雖只是驚鴻一瞥，卻深受其風儀吸引。這個富

有盛名的大和尚當時一定沒有注意到眾學僧中的常進，當然也未曾料得到數十

年後，他的人生佛教的文化志業會交給這個人，並在他的手中成就光大。人生

的遇合是多麼奇妙，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是苦苦尋覓或從容等待，因緣確實

很難簡單思量。

學僧常進當初也並不知道這段佛學院求學的因緣，成了他未來興辦佛學教育

的重要參考基礎，而「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也在這段時間獲得重要啟蒙。可

惜的是，他的福德智慧尚待沃土培育長養，生命的航道卻受制時局，就要大轉

彎了。

1948年，以課業第一名成績畢業的常進，通過甄試升讀研究班，這是一段如

海綿吸水般精進愉快的時光，為他奠下佛法的深厚基礎。拿到博士學位後的聖

嚴法師曾自謂：「我今日這一點佛學基礎，主要是跟靜安寺有著很大的關聯。」

1943年首度出家時，原本只為了尋找受教育的機會，更準確地說，是為了脫離

出生以來一直困蔽的家境；但是經過五年薰陶下來，他發現這是一條「對的

路」。

但是如魚得水的學習機會很快必須結束了，因為中國內戰日趨嚴重，常進曾

三度返鄉探望病重的母親，最後卻受困於交通阻絕，趕不及回俗家奔母喪，這

成為他生命中難以彌補的遺憾，甚至數十年後首度返家鄉祭墳，猶激動淚下。

1949年，時局益發惡劣，師長鼓勵學僧共赴國難，常進也選擇暫時捨下僧

袍，毅然投奔孫立人將軍在台灣的新軍訓練中心。自勉「此去乃衛國護教，雖

從軍而如蓮花之不染」，並判斷「戰爭一至三年必會結束」，誓言屆時「即返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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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沒想到，個人的意志終敵不過時代的洪流，這條回頭的路竟然整整耗費了

十年。

1949年，改著戎裝、換名張採薇，從上海來台之後，於高雄上岸，乘火車北

走新竹，隨後至北投、新莊、淡水，再由大直到金山，轉基隆至楊梅走宜蘭，

後又移防鳳山五塊厝，不久又到高雄壽山，真正是全台灣走透透，寄旅生活猶

如飄萍。歷經諸般體能與軍旅升等的嚴苛考驗，羸弱多病的他榮任軍官；但一

路走來不失初衷，一直勉力保住「身在紅塵心出離」的生活態度，隨時準備要

踏上出家的歸途。

十年後，繞了好大一個辛苦的圈子，方得重新踏上出家的路，聖嚴師父曾深

深懺悔自己業障深重，毫無怨尤地說：「應該繞的圈子，不繞也是不行。」這

段路終究也不只是隨緣消舊業而已，他積極奮進，累積了菩薩道上的豐富資

糧，讓逆境鍛鍊意志，使生鐵鈦鑄成鋼。他後來佛學著作等身，甚至成為非文

學書籍的暢銷作家，其書寫能力正是在軍中這段時間磨練成熟的。

一開始，他遍覽文史哲書籍，厚培思想，並以

文藝創作磨練筆力。二十七歲後，試寫哲學宗教

文章，立即以五萬餘字的《評〈駁佛教與基督教

的比較〉》一鳴驚人，獲教界矚目，深得煮雲法

師欣賞而贊助出版，成為他第一本成冊出版的著

作。接著，更著意以「醒世將軍」為筆名，對佛

教的現代挑戰提出許多前瞻性的看法，譬如健全

佛教教育、強化教會組織、支持學術研究做興辦

教育的後盾，強調人才的培養要靠教育、辦教育

要靠募款，人才、教育、勸募三者應互相增上，

這些立論後來都成為他開創「人間淨土」法鼓山

法業的指導原則。至於世學的深入也是軍旅生活

中假日無家可歸，沉浸圖書館的收穫；他也持續

密切與教界大德保持聯繫，成為後來再出家的殊

勝助緣。

其中一次與靈源長老同榻而眠的請益經驗，更

是讓他受益匪淺。少年時，對信仰的親切體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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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此時對禪修價值的堅定信念，成為尋求佛教現代化過程中的堅實基地，讓他

能夠在過去與未來之間明晰衡定。

話說1958年春天某夜，

更深人靜，在高雄佛教堂

寮房通舖上，一位是知名

禪宗大德，一位是寄旅軍

中的佛教青年，二人帳內

同單。

被稱為「布袋和尚」的

靈老，挺著大肚子打坐，

軍人身分的張採薇無奈忍

睡陪坐。不久，年輕人忍

不住開始訴說自己有多苦

惱、多不安，長者只是耐

心傾聽，青年軍官就這麼絮絮叨叨述說自家煩惱直到深夜。

毫無預警地，靈老突然啪地一聲拍打床沿，大喝一聲「放下」，就這麼一著，

竟然把方才一籮筐的煩惱問題打落，瞬間化做雲煙。年輕人漂浮的心一下子穩

定下來，身心頓覺開朗明徹。二十年後，靈老把臨濟宗法脈傳給這位當時受到

棒喝而深有領會的年輕人，賜法號「知剛惟柔」，讓他接上虛雲老和尚的禪法。

這位當代佛教人物，從出生到再披僧袍，一路坎坷困頓伴行，以痛苦折磨的

經驗為代價，轉化逆緣成為生命超越的增上條件，深刻領悟「佛法難聞」的因

緣，膾炙人口的前半生自傳《歸程》，細膩描述了三十歲之前的俗家生活與童貞

入道的出家生活，流暢的文筆、真摯的情感，感動了許多讀者成為他的信徒。

書中的他不斷與惡劣的環境搏鬥，所展現出無比堅韌的意志力，正是他後來風

雨無畏、剛毅勇健繼續航向法海的基礎訓練。

1958年後，少尉張採薇積勞成疾，日漸衰弱，既患慢性風濕又罹神經衰弱，

一百七十二公分高的身體瘦到不足四十八公斤重，卻只能苦撐著病體不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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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雖有軍中長官及教界大德多方奔走協助，猶如過往的經歷，張採薇一樣得

先通過各種挫折刁難考驗，才終於在1959年底如願退伍。

一迴身，他毫不猶豫地立即大步踏上重返僧籍的路。

結束十年艱辛動盪的軍旅生活，他的內心交雜著興奮欣慰又悲痛的複雜情

緒。回首這條漫長歸程，感懷無限地說：「十四歲的時候，我曾經為出家編織

過一個美麗的夢，但那跟出家與學佛之間有著一段距離，所以我畢竟沒有保住

那個出家的身分。……不過，那個夢是做錯了，那條路卻是對的。」

基於回報東初老人向來關心資助的「恩義」，他選擇在中華佛教文化館的創辦

人東初老人座下重新披剃，老人也以「三分師徒，七分道友」相勉，允諾成

就，取法號「慧空聖嚴」，期勉「以聖教莊嚴佛法，以聖法嚴飾身心，用聖德嚴

淨毗尼」。經歷了狼山五年的培育、軍中十年的沉潛長養，他不再是當初那個懵

懂夢幻投入佛門的沙彌常進了，他有了明確的人生方向，打算未來要「對得起

佛門」。

師徒關係成立，聖嚴師父對東初老人承諾「立志做個像樣僧人」，老人則囑咐

弟子「對自己要有交代」，徒弟自己核計此番重回僧團，得「好好修養身心，一

方面懺悔軍中十年來的恣意和放逸，同時抖落一身軍旅風塵，也希望鑽進老人

所收集的佛教藏書堆中，飽餐一頓」。

然萬沒料到，共住文化館後，徒弟對聖嚴師父的期待落了空，既沒有想像中

的護衛庇蔭，更沒有溫柔照顧，忙碌的寺務也讓原來的生涯規畫完全無法實

踐。「智慧已夠應付得過，就是福報差點，要多做事，多培福澤」，自律嚴格的

東初老人以「養蜂使能採蜜」的方式培養弟子，從來不當他是嬌生慣養的金絲

雀。基於對老師的敬重，也緣於對自己當初選擇老師的信心，更因對修行者毫

無懷疑的絕對信任，青澀的聖嚴比丘對老師種種近於刻薄的要求虛心聽命、全

然順服。

聖嚴師父說：「跟隨他之後，成了我一生中最難度過的一段時間。他持續不

斷地困擾我，讓我想起馬爾巴上師是怎樣對待密勒日巴的。」但師父更坦言：

「如果不經過這樣的教法和訓練，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這段時間，東初老人對聖嚴師父的影響深遠是──確立了他日後當家領眾的

風範：一是簡單樸實的農禪家風與自立更生的精神；二是無私奉獻的宗教家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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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館寺務繁雜，再度出家的聖嚴師父不論多忙，仍勉力維持著每天五個小

時的佛殿用功，除了早晚課誦、禮大悲懺、上下午各看一卷經，病弱的身心得

以安住在信、解、行中，因此深深體會佛門定課的價值。

後來依律受出家戒時，就在懺摩儀式進行中，每一個唱誦音節都激動了聖嚴

師父的脈搏，身心充滿了微妙痛切的感覺；受戒時迎請禮拜諸佛菩薩，再度感

動得噙淚欲滴，受戒歸來搭衣持具拜禮恩師後又三度流淚。由於個人身受，體

驗出家者受戒懺摩的重要；再加上受三壇大戒時任沙彌首，負責完成十三萬字

「戒壇日記」，對中國佛教戒律問題起了深刻的反省思考，立意專研律藏，澄清

義理與思惟應世改革之道，數年後終有《戒律學綱要》一書的出版，此書至今

仍是華人世界佛教學院的重要戒律學教材。1991年，師父在紐約東初禪寺首傳

改良在家菩薩戒，以「行一切善、斷一切惡、度一切眾生」為戒律基礎，距當

時初啟發揚律制的心願有三十年之久。

1961年，適應了師徒共住的嚴苛考驗，但憂心自己學業德業未成，「心願厭

離，卻難脫生死黑業；心願度眾，又肩不起弘化重擔。」聖嚴師父終於決意爭

取「自己做主」的前途，自知「……人之前進，一如火箭升空，節節前進，也

要節節揚棄」，老實承擔對師父「念念懷恩又無以報恩」的慚愧虧欠，年底南下

高雄美濃朝元寺閉關。

這段沉潛的歲月，厚植了學力、廣培了德業、釐清了此前朦朧的生命路徑，

開展了國際宏觀的視野──這個青澀的比丘正蓄勢待發，欲往遼闊的現代社會

大步而去。

聖嚴師父關中定課以早午晚拜懺為行門，解門則專心律藏，旋即不斷有豐富

的相關著作發表。1963年，首度由星雲法師出版了《聖嚴文集》三冊，後來陸

續又出版了《什麼是佛教》、《佛教實用法》、《歸程》、《戒律學綱要》、《正

信的佛教》、《聖者的故事》、《比較宗教學》等著作；其間曾在搬動幾十箱各

二十公斤重的書籍時，因專注動作不覺有我，幾個小時剎那即過，於佛法定境

略會一味。後期閉關，拜懺時間改為讀經寫作與加強打坐，沒有師承、沒有啟

迪，以自創「疑似曹洞默照禪」的「無念法」為方法。

在入關之前，聖嚴師父在禪修、教理方面已有相當基礎，所以在關房裡身心

愉悅，但也曾因福報不足業障現前，生病而被迫出關送醫。這段時間也培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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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講的能力，不論是佛學院課程

的講授或寺院講演，厚植了未來

護持的四眾弟子因緣，許多人自

稱是看了多年師父的著作之後才

認識作者的。

多年來為文疾呼佛教要培養僧

才，要興辦教育，佛法才可能與

社會接軌，也才能對現代人產生

影響。1969年，聖嚴師父以不惑

之齡鼓「捨我其誰」的勇氣，前

往日本東京立正大學留學，立志

以僧侶型範，力迴近世教界不重慧學之偏。

東初老人不無委屈地接受了徒弟南下閉關、東洋留學的抉擇，遠距離的監督

教誨卻不曾間斷，經常寫信對弟子當頭棒喝，耳提面命「當好自己個人的家」、

「汝當做大宗教家，切勿為宗教學者」。

六年苦讀，多次山窮水盡疑無前路，因道心堅固，得蒙菩薩護佑、貴人相

助，聖嚴師父終於成為第一位取得日本修習博士學位的出家人。

不論是房東、老師、同學、護法居士，對於這位中年比丘學生面對修行、經

濟、課業、健康的多重挑戰，一貫地堅毅卓絕，奮勉自持，無不驚詫感佩繼而

慨然義助。其中，最膾炙人口的故事是：某年經濟已彈盡援絕，聖嚴師父在離

日最後一刻，意外收到不具名居士允諾提供所有繼續深造的費用，按時從瑞士

銀行轉匯。此番挹注，安住了師父求學的生活。多年後，幾經輾轉打聽，確認

這位護持者即美國佛教會的沈家楨博士。

1998年，二位僧俗大德在美國莊嚴寺應記者之邀重新回憶此事，聖嚴師父深

深感恩沈家楨居士多年的支持與幫助，沈居士則不斷微笑回以：「不記得了

…」，並謙沖地表示自己幫的忙很小，師父所做的事利益了更多的眾生，所以真

正要感恩師父為布施者成就了福田。二位長者對其人生中交會故事的回顧，為

「三輪體空」做了最佳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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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期間，聖嚴師父除了以最短的時間完成博士學位，也藉此結識了許多優

秀的佛教學者；並參與當地寺院的修行活動，持續對國內刊物發表許多對日本

宗教現狀的觀察，於日本寺院制度、僧侶養成、教團制度都有深度的報導，對

佛教文化交流用心頗深；1973年，為印順長老的《中國禪宗史》撰寫書評，盛

讚其為中日佛教史學未曾有的鉅著，促成印老獲頒大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其

促進文化理解的用心，後來成為中日教界、學界交流的穩固基礎。

1975年，聖嚴師父完成博士學位之後，應邀回國出席第四屆海外學人國建

會；隨後應邀赴美弘化；美國佛教會擬以培養英國王子的方式，從基層訓練培

養師父獨當一面的全方位能力，讓他先後擔任美國佛教會董事、副會長、紐約

大覺寺住持、駐台譯經院院長；師父不負眾望，不論指導初級禪修、開佛學講

座、主持禪七、擔任住持寺院，進修英語、參與佛學研討會、成立美國禪中

心、定期出版《禪》雜誌、度化西方弟子……，無不信願深切、戮力以赴，二

年內培養出全方位弘法的能力，更結下了往後與西方世界深長的法緣。

1977年，東初老人預留遺囑將文化館交付聖嚴師父，年底預知時至無疾坐

化。師父匆促回台料理恩師後事，並得到樂觀長老與煮雲、成一、妙然諸法師

大力協助，順利將文化館登記為法人機構。與美國佛教會的因緣告一段落，回

台灣接掌文化館法務、傳承臨

濟宗法脈，並出任中華學術院

佛學研究所所長。

就像滑行加速已久的飛機，

積蓄了豐沛的動能，瞬間轉換

成高飛的位能，昂首拉抬，一

飛衝天。1998年在北京接受記

者的訪問，聖嚴師父說：「做

一行要有一行的使命感，出家

人的悲願就是深長的使命感─

─出離個人的家，走向眾生的

家，幫助他們離苦得樂。」

早在此前，聖嚴師父生命的

主軸便以圍繞著佛法現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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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而發展，他主張培養宗

教人才、興辦佛學高等教

育、推動普遍的修行，讓佛

法走入人間。但由於沒有自

己的教團，因此雖然應邀到

處著書立說、指導修行，都

還是屬於個人單打的模式；

直到傳承東初老人的文化教

育志業，踐履則是由點到線

地全面展開，此時的師父已

準備充分，即將為佛教的現

代化開創出人間實踐的新使

命。他為人間奉獻身命的菩

薩行履，勢將在中國現代佛教史留下鮮明的扉頁。

接掌文化館後，繼美國指導禪修的成功經驗，聖嚴師父開始在台灣主持禪

七；復受學術界、教育界支持，中華佛學研究所展開招生、辦學報、辦學術活

動，此均是當時佛教界難得的大事，師父稱此為「教界令人興奮鼓舞的新紀

元」。出版著作、指導禪修、應邀演講教學等，他像一顆乍現的明星，積極進入

現代學術殿堂，受到台灣社會各界的矚目。

台灣法務已夠辛苦忙碌，但聖嚴師父因前瞻西方乃現代世界的主要舞台，也

不捨美國弟子學法心切，從此成為中美空中飛人。初期歷經背著睡袋、居無定

所到租下陋室勉強落腳，後來才慢慢成就了紐約東初禪寺，當時學術與禪修指

導已富聲名的他，甘之如飴地忍受這般家徒四壁、身無長物、撿垃圾堆物資度

日的困境，一路堅持「冬天但求凍不死，平常但求餓不死」，慕名來訪的人問

「所為何來？」師父總是信心充滿地回以「不為什麼，只為使需要佛法的人，獲

得佛法的利益」。

這段期間，聖嚴師父每年來回美台，除了傳統法師的法務，還以宗教學者身

分廣泛與當代學術社群對話，應邀至各大學演講授課；更以數十年修學所得，

頻繁舉辦禪七，融合原始佛教禪觀與中國禪宗頓悟法門，層次分明地指導東、

西方人士禪修，並鼓勵禪坐共修，頗讓現代人受用，跨國求教者眾，相關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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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著作翻譯成數十種語文，影響的各國人士不計其數，確立了師父做為現代禪

師的地位。

1989年，聖嚴師父在台灣本地的法緣愈來愈盛，因應農禪寺、中華佛研所的

發展迫切需要土地，幾度找地未果，經僧俗四眾千人共持〈大悲咒〉，再次得觀

世音菩薩加披護持，因緣湊泊得到台北縣金山鄉全度法師的支持。「法鼓山護

法會」成立，從購地、整地、興建硬體，師父的人間行旅邁入了新里程，開始

更浩大長遠的弘法工程。

聖嚴師父不再以個人形象彰顯現代佛教的風貌，而以創辦法鼓山做為媒介，

呼喚起時人學佛護法的願心，凝聚國內外千萬信眾的心力，一起投入當代心靈

改革運動。他不斷勉勵弟子：「法鼓山不在金山，在每個人的心中」，並經常詰

問弟子：「你心中的法鼓山建好了嗎？」他提醒弟子要「用佛法感化自己、感

動他人」。他不變的預設是──每個人都有自家寶藏，當勤於自我開採。

法鼓山體系在聖嚴師父的帶領下，以「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為理

念，持續推動大學院、大普化、大關懷教育，冀望成就全世界可以分享的佛教

教育園區，更重要的是，在建設人間淨土的過程中，每個法鼓山的鼓手同時也

在進行心靈的淨化與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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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創辦法鼓山時早已逾知天命之齡，多年來猶席不暇暖地應邀各國各

地，東南西北奔赴召喚他的社群，為需要佛法的地方送上福慧平安，心心念念

只願大眾都能和喜自在。十餘年來，法鼓山志業迅速擴展，不只台灣島上已有

幾十處的分支機構同時推動教育、救濟、文化工作，世界各地也紛紛成立護法

中心，同時以「心五四」為指導原則，實踐菩薩道自利利他的慈悲行。

聖嚴師父形體日趨衰老，法業卻青春正盛，他參與的世界性活動愈趨頻繁，

扮演的身分愈來愈多重，與當代社會的連結愈來愈緊密，人間佛教的影響力就

如水銀洩地綿密流向四方。像一個永不疲憊的農夫，只因摭取了世上最珍貴的

種籽，熱烈地期待開花結果，因此不管土地貧瘠或豐腴，總是不停地撒種；也

像一個目標明確、路向熟稔的旅者，不沾不滯地行過足下每寸土地，勇健奔赴

前程。

「我沒有什麼一定要做的事，也沒有一定要見的人，我只是努力完成來到我眼

前的事。」回首前塵，聖嚴師父如此描述自己的生涯規畫。「隨緣」說乍聽起

來彷彿被動消極，可是這個努力的過程，其實需要極端奮進勇毅的願心支撐。

為了回應太虛大師以來「佛教現代化」的反思，他艱難的人間行旅幾經重重

阻擋磨練，卻從不退卻轉向；他步步堅實、一步一腳印地迎向現代社會；從維

繫住佛教的主體性出發，回應當代社會的根性器質，以教育學術、文字傳播、

禪修指導、律儀新詮，做為支撐心靈重建浩大工程的主幹。或許他不曾預知自

己的腳步會跨得那麼大，也不曾計畫弘法的路要走得如許遠，當然也未預期會

見到那麼多的人並能深刻觸及他們的心靈，但做一位弘法不倦的宗教師確實是

他的初衷，也是他永恆的志願。

從童貞入道到再度出家，從小沙彌到大法師，從博士學者回到傳統禪師，他

的一生波濤起伏，被繁複的因緣推擠著，唯一掌握的是──緊緊堅持住初發

心。「我把握的原則，便是佛法的原則。我常把一切因緣，不論好壞，均視為

增上助力，把逆緣的阻力，視為考驗我的助力，結果阻力也就真的成了助力。」

他不只是轉變看待世界的眼光，還積極採取轉化世界的行動。

那曾在長江怒吼濤聲中沉睡的孩童早已甦醒，深深覺知流轉眠夢是苦，懷著

不捨眾生的悲憫，急急吹起喚醒世人的法螺、擂起振奮人心的法鼓。他一寸一

寸開挖自家生命之清泉，使之迤邐流過小農的田莊、幽閉的寺院、再穿越隘谷

峻嶺，終成浩蕩江河，滋潤廣闊的現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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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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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3

1964

1966

1967

聖嚴師父大事年表

12 4

6

1

5

8

12 30

7 4

10 5

11 12

5

9 30

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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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1984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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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1990

1991

8

12

4

6

4

8

10

12

4

5

7

11

3

4

6

7

10

12

1

10

11

1

4

9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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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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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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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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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4

7

8

9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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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歷年得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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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年好人好事代表──八德獎

台北市榮譽市民獎

第六屆「吳尊賢愛心獎」

《聖嚴法師學思歷程》一書獲頒八十二度

「中山文藝創作獎」

第三屆「中華民國社會運動和風獎

──傑出社會運動領袖獎」

《聖嚴法師學思歷程》一書獲

「金鼎獎──文學創作類」

八十四年度「推動社會教育有功個人獎」

第一屆「中國傑人獎」

第一屆「國家公益獎」

「行政院文化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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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寺、分院、精舍 中華佛教文化館

農禪寺

台北安和分院

精舍（基隆、中正、中山）

齋明寺

台中分院

台南分院

紫雲寺

信行寺

東初禪寺
護法會

台灣各共修據點

海外分會

般若禪坐會

福慧念佛會

助念團

義工團

合唱團

法行會

法緣會

法鼓山大專青年會

教師聯誼會

榮譽董事聯誼會

．文教基金會（含佛教基金會）

．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美國地區

加拿大地區

亞洲地區

大洋洲地區

法鼓山組織圖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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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鼓山推動三大教

育、四大環保，以及落實

整體關懷的過程中，法鼓

山僧團向來都扮演了掌握

方向與精神理念中心的角

色，更是推動法鼓山佛教

事業體的核心。

法鼓山僧團以聖嚴師父

為精神導師，其成立緣起

於1977年師父自美國回台

灣接掌中華佛教文化館和

農禪寺，為了培訓弘揚佛法及住持三寶的青年僧眾人才，農禪寺於1979年8月成

立了「三學研修院」，成員原為譯經院的成員與曾參加禪七的學員，共有十人，

嗣後陸續遞增，成員之中包含了僧俗四眾；之後譯經院結束，成員中有人發心

出家，「三學研修院」漸而發展為法鼓山「僧團」。

1980年，聖嚴師父首次為三位弟子剃度出家，之後成員逐年成長。僧團早期

是以農禪寺為住所，秉持農禪家風，生活依循著「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古

代叢林制度；此外，當時也推動一些法會、禪修，指導信眾共修，但少有對外

覷蒫袲複年

設有都監矢位、副都監矢位，並設有芫首會、都監院、事務院、禪修推廣中心、

佛學推廣中心、關懷中心、教賓院、僧伽大學佛學院、事業體等單位。

組織佛教教團、培養青年僧才，弘揚法鼓山的理念，以落實人間淨土的理蔏。

研薦、推展各種禪修、佛學教賓、關懷等弘化事業。

僧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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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1989年法鼓山創建，前來修學佛法的人數大幅成長，護法信眾也日益增加，

在聖嚴師父的引領下，僧團的弘法腳步與型態，為因應大眾的需要，大幅開展

關懷的面向，以入世、化世精神致力於法鼓山理念的推廣。

於此同時，由於正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戮力於各項建築執照取得的階

段，開創過程十分艱辛，在眾人投入工程建設之餘，聖嚴師父特別勉勵僧眾堅

固道心，除了要有堅定的意志與願心，每個人也要建設自己「心中的法鼓山」。

1998年，法鼓山工程正式取得建築執照，法鼓山正式進入第二個十年，僧團也

有了另一階段的成長與開展。

在這一階段，僧團經常舉辦各種培訓活動，努力栽培符合二十一世紀國際漢

傳佛教的各項弘法人才，也經常派僧眾至世界各地的海外分支、聯絡處，進行

弘法、關懷及出席國際會議，關懷海外信眾、開拓國際視野，累積國際經驗。

此外，為因應弘法的需求，並設立佛學推廣中心、禪修推廣中心，由僧團法

師帶領居士們投入教材開發、研擬的工作，並在僧俗四眾共同合作下，積極對

外進行推廣；此階段最重要的規畫，則是創辦培育僧才的僧伽大學佛學院，讓

僧教育進入學院的制度與規模，為繼起的弘化歷程展開新契機。

法鼓山僧團於1980年開始舉辦剃度，除了首屆在中華佛教文化館舉行，之後

便移至農禪寺進行，至2001年年底，共舉行了二十五屆的剃度典禮，計有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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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眾、義工，或是參加法鼓山禪修活動的禪眾。

為了僧眾的成長、道心的建立與維護，聖嚴師父在國內期間，多半會在早齋

之後對僧眾開示，針對生活的種種威儀規範，以及入眾、隨眾、依眾、靠眾的

基本準則，時時叮嚀、諄諄教誨，也提出佛教的未來發展，涵養僧眾的歷史視

野，開拓世界胸襟，期許僧眾為佛法的推廣與延續奉獻心力，不但讓僧眾得以

安住身心，不斷提起道心，也凝聚彼此的向心力。

僧團法師除了每日的定課外，僧團也會安排各種佛法課程，於1989年以前，

課程內容以佛法法義、梵唄法器，以及禪訓班師資培訓為主；其中，「佛法法

義」課程主要是由聖嚴師父親自指導，內容包括《圓覺經》、《大乘起信論》等

經論研討。

自1999年後，並開始於春秋二季舉辦教育課程，包括法義、戒律等，邀請中

華佛學研究所畢業校友為僧眾授課。隨著弘化腳步的加快，僧眾與社會大眾有

更多互動的機會，因此僧團也增闢輔助僧眾弘法的世學課程，例如企畫管理、

心理諮商、電腦操作等。

由於法鼓山弘法事業日漸茁壯，僧眾所擔負的弘化責任日漸擴增，為了讓僧

眾有一個較長期的精進時間，1997年8月首次於法鼓山上舉辦「結夏安居」，期

間，聖嚴師父親自講授《菩薩梵網經》，強調出家戒律的精神與內涵。之後，又

於1998年8月、1999年9月舉辦，希望讓僧眾藉由一個月的安居時間，精進修

行，增長道業。此外，也安排外派訓練，包括至其他道場參訪，或是參加各種

培訓機構的專業課程，提供僧眾一個擴展視野、學習體驗的機會。

有鑑於法鼓山弘化腳步的開展，僧眾被派至各地分院、海外弘化關懷的機會

增多，常是經年四處奔波於法務的推展，為了凝聚僧眾的向心力，僧團首次於

1991年9月在法鼓山上舉

辦「僧眾共識營」，1995

年3月又在農禪寺舉辦

「常住菩薩營」，這些活

動聖嚴師父均親自出

席，開示法鼓山的理念

和方向，在彼此的互動

溝通中，調整弘化的步

伐，讓僧團經常保有活

力與彈性，僧眾也藉此

難得共聚的機會，相互

勉勵精進道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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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推展弘法事業，每位僧眾均領有執事，擔負起弘法利生的工作。其中有

關綱領執事的人選，初期是由聖嚴師父直接指派，為了更符合民主潮流，僧團

於1998年7月首度以選舉方式選出綱領執事，由果品法師、果廣法師分別擔任男

女眾的綱領執事。

1997年8月24日並於農禪寺召開第一屆法鼓山全球僧團大會，主要是為了規畫

「法鼓山第二個十年」的弘法藍圖；第二屆僧團大會於2000年8月2日舉行，會中

遴選出僧團代表，並提出了「法鼓山寺組織章程草案」做為僧團運作和發展的

依據。

為擴大社會關懷，加速弘法的腳步，在組織分工上，除了設立都監院、事務

院、教育院之外，另增設禪修推廣中心、佛學推廣中心、關懷中心。至此，法

鼓山僧團以更具完整規模的組織形式，系統化地推展弘化工作，在聖嚴師父的

領導下，將法鼓山領進另一全新里程。

為了推展弘化工作，僧團於法鼓山體系之下的各寺院、分院道場，均派有法

師前往主持輔導，推動各項法務，除了農禪寺、中華佛教文化館，尚包括台北

安和分院、台中分院、台南分院、美國紐約東初禪寺，以及後來承接的桃園齋

明寺、高雄紫雲寺等，一同推動法鼓山「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

念，也為寺院建立規模，樹立起法鼓山慈悲、智慧、和樂、和敬的道風。

僧團於各弘化據點所推動的活動，大致可分為例行共修、法會及精進修行等

類別，陸續開辦的活動包括了1978年的週日講經法會、禪七，1979年的週日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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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僧團法師在各項法會中均擔任維那、法器的帶領與執掌，並指導儀式如理如

法地進行，同時為信眾開示、給予關懷，讓與會信眾獲得安定身心的力量；另

有由聖嚴師父親自帶領的各種禪修、念佛等共修活動，僧團法師亦均負起內、

外護的工作，協助禪眾精進共修，可以說在法鼓山所舉辦的各項大型活動中，

都會安排僧團法師親臨指導。此外，1992年11月在農禪寺設置的「甘露門」，則

協助台北榮民總醫院佛堂諮詢關懷，由僧團法師直接提供社會大眾於身心、家

庭和事業等各方面問題的解決。

除此之外，為進一步提供社會大眾更為完整且系統化、普及化的修行課程，

僧團於2000年4、5月先後成立了「佛學推廣中心」、「禪修推廣中心」，並設有

研發單位，針對現代人的需求，設計規畫各項佛學課程與禪修活動，包括舉辦

佛學弘講課程、讀書會、帶領人種子培訓課程、講師研習課程等，從點而線而

面循序漸進地全面推廣，期使社會大眾皆能依各自需求，選擇適合自己的修行

課程，持續不斷地精進。

近年來，法鼓山弘化事業蓬勃發展，發心出家奉獻三寶的青年男女也隨之增

加，為了佛法長久住世，且更有系統、更有組織地培養戒、定、慧三學兼備的

佛教青年僧才，僧團於2001年9月開辦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招收三十歲以下

的青年，並以「培育足以代表漢傳佛教精神與內涵的宗教師」為辦學宗旨，培

育僧眾成為宗教師、宗教家，主要的課程都由法師帶領、授課，聖嚴師父則親

自擔任高僧行誼、創辦人時間的課程。

僧大的成立，希望每位受培育的學僧都能重視宗教情操、宗教生活、宗教信

仰，且能德學兼備、解行並重。

在梵音悠揚繚繞的台北縣金山鄉半嶺上，「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即將

建設完成，法鼓山的核心組織──僧團亦將隨之搬遷上山，自成立、發展至

2001年期間，於生活、修行型態逐漸轉型，在維持原有單純、清淨的出家生活

中，亦不忘關懷社會大眾，不斷拓展社會文化、教育與關懷。未來，僧團將透

過僧大，以現代僧伽的養成教育，培育更多優秀僧才投入僧團，共同為推動人

間佛教、化俗導迷、淨化社會的遠景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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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北著名風景區

北投光明路上的「中

華佛教文化館」，是

法鼓山的發源地。一

開始，東初老人於光

明路公有山坡地上承

租土地，1955年破土

開始興建文化館，做

為推展佛教文化事業

的基地，歷經一年的

時間，文化館於1956

年正式落成。

文化館成立之初，在人力、物力都極為缺乏的情形下，仍致力於佛教文化事

業的推展，包括主持《大正新脩大藏經》（簡稱《大正藏》）的影印工作，邀集

當時教界緇素大德、政要時賢組成「印藏委員會」進行印藏大事，1965年創辦

《佛教文化》季刊等。

在印藏工作完成後，東初老人利用餘款，於最初僅有佛殿及客廳的文化館左

側，別建「印藏紀念堂」二層樓房一座，用以彰顯贊助緇素的功德，供後人藉

此緬懷、感念。

文化館早期的另一項重要工作，為推動公益慈善事業。在當時台灣民生物資

維艱的年代，有許多民眾無力負擔家計，每逢農曆年關，文化館便發起「冬令

救濟」活動，贈送白米、青菜、民生用品等物資，周濟北投地區的孤殘貧病人

家，白米袋外並寫上「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大字，寄予祝福之意。

此外，每年並舉辦二次法會，包括7月份為期一個月的地藏法會、臘月上旬的

佛七，提供民眾共修、沉澱身心的機會，也藉此募集資金，籌募救濟物資。至

覷蒫神神年

從事佛教教賓、文化與癩會關懷工作，弘揚正第佛法、漢竀佛教精神，以提昇人

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

舉辦各種共修窄動，例如地藏法會、千佛懺法會、藥師消災法會、觀音法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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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15日東初老人圓寂，當時在美國的聖嚴師父銜老人遺志──興辦

佛教教育文化事業及社會慈善事業，立即返台籌組成立「財團法人台北市中華

佛教文化館」，並於1978年春召開第一次財團法人董事會成立大會。

聖嚴師父接任館長後，相繼成立了「慈善放生會」與「觀音消災會」二個護

持文化館的組織，定期舉辦放生會、觀音會，以穩定館務發展。1978年，文化

館並與美國佛教會合辦「譯經院」，同年師父在館中主持了在台灣的首場禪七，

參加者以譯經院成員及大專學生為主；除了禪七，也開辦講經活動，並舉辦定

期法會如千佛懺法會、地藏法會、佛七等，吸引了許多信眾前來參加，其中也

包括不少青年學子。

文化館自成立以來，對推動社會慈善事業始終不遺餘力，聖嚴師父將活動繼

續擴大至台北縣市多所老人院、教養院、育幼院和精神病院，救濟更多的貧苦

人家；透過冬令救濟活動，以佛法開示及佛書與民眾結緣，令受濟者在物質及

精神雙方面均能蒙受益處；捐款予台北市社會局做為公益之用等。

聖嚴師父除了積極推動文化館的法務，仍須往返美國、農禪寺二地，十分繁

忙，於是在1986年聘請護持文化館二十多年的鑑心法師擔任文化館住持。

原為一棟日式平房建築的文化館，在東初老人的開創之下空間已近二百坪，

聖嚴師父接任住持後，又逐次購買附近畸零地數筆，委請當時文化館的董事兼

主任祕書方甯書教授負責改建事宜，於1984年開始動工。之後，文化館成為一

棟五層樓建築，計有六百坪。

新館完成時，於1986年4月19日舉行落成開光典禮，煮雲法師、成一長老等多

位教界長老法師出席參

加，會中同時舉行新任住

持鑑心法師陞座典禮。

文化館改建之後，除了

做為紀念東初老人的祖

庭，主要活動包括維持早

期每年啟建的千佛懺法

會、地藏法會，另有每月

舉辦的藥師消災法會、觀

音消災法會，為北投地區

民眾提供了一處清淨的共

修道場。



1 9 8 4年，由於中國文化學院

「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受到當

局政策影響而停辦，當時受聘為

該所所長的聖嚴師父，為了持續

佛教高等教育的舉辦，於是在

1985年秋，將該校的佛學研究所

遷回文化館，接續開辦「中華佛

學研究所」。

文化館提供了第二層及第四層

樓的空間，做為佛研所教室、圖

書館及辦公室之用，並提供第五

層樓做為師生共修、聯誼之處，

而文化館旁的「東初和風別墅」

亦設有佛研所研究生及教職員的

宿舍；自此，佛研所開始擁有一

個安定的辦學之處，文化館正式

走入接辦佛學教育的階段。

隨著佛研所師生人數的持續成

長，教學設備不斷擴充，原有場地已不敷使用，佛研所遂於2001年9月，正式搬

遷至法鼓山上，文化館接辦佛研所的日子，至此告一個段落。

長期致力於慈善事業的文化館，於1998年獲得內政部為鼓勵宗教團體興辦公

益事業而頒贈的「金壺獎」，足見其對於社會的貢獻成果已受到肯定。文化館在

聖嚴師父的戮力擘畫下，繼承東初老人的遺志，致力於佛教文化事業，並加以

發揚光大。

至今，每年除夕聖嚴師父都會帶領著弟子們至文化館禮祖，感念開山祖師。

文化館開疆拓土的精神與遺風典範，隨著法鼓山弘化事業的成長，將綿延在每

位法鼓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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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的重要發源

地──農禪寺，創建

於1975年，由中華佛

教文化館的開山東初

老人於北投購地一甲

所初建，為文化館的

下院；聖嚴師父接掌

後，逐漸發展。

二十多年來，結合

禪修、文教、慈善工

作的法鼓山佛教事業

體系，在此逐步成

立，讓一般民眾有機會親近佛法、學習禪修。對台北市民而言，農禪寺的發展

過程，不僅是文化集體記憶中彌足珍貴的一頁，對法鼓山及台灣佛教發展來

說，此處除了是法鼓山的發源地，更是漢傳佛教在台的弘法重鎮，亦是世界著

名的佛教道場。

1971年由東初老人率領弟子建造的農禪寺，直至1975年始落成啟用。創建之

初，老人為了效法唐代百丈禪師所創立的叢林制度，期許弟子以務農維生、禪

修生活為家風，故名為「農禪寺」。

農禪寺早期為一棟二層樓的農舍，上下不過一百坪，一樓為客堂、二樓供奉

文殊師利菩薩，稱為文殊殿，寺周圍遍布菜園、竹林。直至1977年，常住眾僅

有四人，平日多親手植種菜蔬、採收竹筍，供寺內日常食用，也分送給鄰近居

民，簡約、樸實的農禪家風可見一斑。

1977年，東初老人捨報往生，老人生前曾留下遺囑，囑咐當時在美國紐約的

覷蒫痺神年

從事佛教教賓、文化與癩會關懷工作，弘揚正第佛法、漢竀佛教精神，以提昇人

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

舉辦各種法會共修窄動，如念佛、初級禪訓班、大悲懺法會、淨土懺法會，以及

皈依典禮、週日講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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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回台繼承法務，老人的文化教育理念、自力更生的農禪家風，在師父

的承繼下，逐漸發揚光大。

早期的農禪寺，也提供民眾共修的機會。1978年，擔任住持的聖嚴師父開始

於寺中舉辦週日講經法會，並於1979年成立「禪坐會」、1982年成立「念佛

會」，每週舉辦共修，每次參與人數最多可達上百人，帶動民眾學佛的風潮。

1978年4月，農禪寺借予場地給原設在新竹福嚴精舍的「美國佛教會」駐台譯

經院人員使用，由聖嚴師父擔任院長，但該院因故不到一年便告結束；原本譯

經院所屬人員最初只為了譯經而來，之後亦跟隨師父學習禪法。而為了進一步

培訓弘揚佛法及住持三寶的青年僧眾人才，師父於1979年8月成立了「三學研修

院」，成員即為譯經院原有成員與禪七學員，共有十位，該院之後又進一步發展

為以出家僧眾為成員的「僧團」，成為推動法鼓山佛教事業體發展的核心。而僧

團運作的主要所在地，即是在農禪寺。

農禪寺在僧團的主持下，組織運作遵照古代叢林制度，亦配合時代而有調整

與創新，分別以知客、總務、香積、殿堂等分工合作，負責照顧所有僧眾的生

活起居、提供信眾所需的服務，在保有農禪家風下，同時也樹立起一處禪修道

場的典範。

農禪寺於聖嚴師父接任住持後，不但延續舉辦中華佛教文化館每年一次的冬

令救濟活動，以及早期的禪坐、念佛共修，為了接引社會大眾親近佛法，又開

辦了不同型態的法會活動，例如1983年首次舉辦「清明報恩佛七」，1984年「法

華懺法會」、「大悲懺法會」等，接引了許多民眾前來參加，其中「大悲懺法會」

成為農禪寺每月定期舉辦的一項大型法會。除了大型活動，農禪寺平日也提供



多元定期共修，包括

禪一、禪修指引、初

級禪訓及週日講經

等。透過每個月的共

修、每年大型法會的

舉辦，使農禪寺的弘

化工作以穩定而有系

統的形式，循序漸進

地拓展開來。

1989年，由於北投

關渡平原重畫開發，

農禪寺所在地被納入「關渡平原保護區」，面臨拆遷的命運，為祈求問題順利解

決，是年3月，在一次念佛法會上，聖嚴師父帶領近千名信眾共同虔誦〈大悲咒〉

二十一遍後，旋即在台北縣金山鄉找到法鼓山現址，因而促成法鼓山的成立。

法鼓山成立後，諸多為了宣揚理念的重要活動均在農禪寺展開，例如聖嚴師

父於1989年首度開示法鼓山理念「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1990年8月

首次宣講「四眾佛子共勉語」，勉勵所有法鼓人永誌力行；接著為了推廣禮儀環

保理念，在1994年相繼舉辦首屆「佛化聯合祝壽典禮」、「佛化聯合婚禮」，之

後各地分院也每年同步舉行佛化聯合祝壽典禮。

此外，許多深具意義的活動也都是在農禪寺舉辦，包括1992年9月的「首屆社

會菁英禪修營聯誼會」；1999年8月的「法鼓山第一屆全球僧團大會」；為了紀

念東初老人九十冥誕暨圓寂二十周年，於1997年9月首次啟建的梁皇寶懺法會及

齋天、瑜伽焰口法會；1993年2月開辦的「在家菩薩戒」；以及護法會每年的歲

末聯誼會等。

農禪寺在法鼓山的發展歷程中，猶如扮演了「火車頭」角色，許多會團活

動、大型法會皆在此首次舉行，由農禪寺建立模式藍本後，再推展至各地分院

或辦事處。農禪寺除了讓僧眾得以安住身心、精進修行，僧團也秉持「福慧雙

修」的原則，積極興辦各種文化、教育、修持的活動，並提供場地做為法鼓山

弘法、教育、關懷之途。

在法鼓山尚未落成啟用之前，除了舉辦定期共修，多項重要活動均在這裡進

行，早期各單位的辦公室，例如基金會、法鼓文化等亦設置於此。農禪寺不但

是法鼓山的源頭，時至今日，不僅是法鼓山推展活動的核心，蘊藏了所有法鼓

人共同成長的記憶，也是最重要的弘法據點。

107

組
織
篇



108

19
89
�2001

位在台北東區黃金地段的台北安和分院，成立於1994年9月10日，用以接引台

北市區民眾認識法鼓山、親近佛法。

安和分院尚未成立之前，法鼓山北部地區的共修活動主要集中於北投農禪

寺，因離市中心較遠，對於住在市區內的信眾略顯不便，因而促成了該分院的

設立。分院設於忠孝東路安敦國際大樓十樓，佔地約四百五十三坪，周邊環境

以公司行號、商家店面居多，往來民眾多為上班族、家庭主婦、學生等，為了

接引民眾，分院巧心安排各類兼具心靈成長、才藝養成，又涵融共修學習功能

的活動，讓民眾能夠在自然、輕鬆的氛圍裡，淨化身心、提昇人品。

1994年9月10日，安和分院舉行佛像開光大典，正式落成啟用。典禮中，聖嚴

師父以硃砂筆象徵性地為大殿前供奉的五尊佛像點睛開光，五佛包括了東方

阿 佛、南方寶生佛、西方阿彌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與中央的大日如來

佛，莊嚴而隆重的儀式，為分院未來的忙碌弘化工作開啟首頁。

覷蒫蒫4年蒫月覷複日

舉辦各種共修窄動，如念佛、禪修指引、初級禪訓班、進階禪矢，佛矢暨八關戒

齋法會、淨土懺法會、大悲懺法會、地藏法會、觀音法會、菩薩戒誦戒會，以及

基礎佛學導讀、禪藝推廣教室等。



安和分院啟用後，

隨即展開各項弘化活

動，且特別針對生活

緊張、工作繁忙的現

代都會人，規畫舉辦

一系列與心靈環保相

關議題的演講及座

談，包括「健康生活」

系列講座、「青少年

出版品」座談會等。

綜觀各活動，主題

擴及婚姻、親子、醫

療、教育、文化、藝術等各種面向，議題多元活潑且討論內容深入人心，往往

吸引許多民眾參加。

成立以來，安和分院所舉辦的定期共修活動以法會、禪修、佛學課程為主，

包括大悲懺法會、地藏法會、觀音法會、菩薩戒誦戒會，禪坐共修、禪修指引

課程、禪一，及經典導讀等，其中，法會活動尤能吸引上百位信眾參加，可說

是當地民眾每月定期的共修盛會。

除了一般共修，安和分院特別結合多數現代都會人的休閒興趣開辦「禪藝推

廣教室」，定期安排佛畫、插花、拼布、書法等課程，每年春節期間並舉辦「禪

藝聯展」展出學員平日的作品，讓學員學習在生活、興趣中體會禪悅，也藉由

作品的觀摩交流，對禪的意境產生不同角度的體會。

由於安和分院位處市中心，來往交通便利，許多法鼓山體系內會團的重要活

動都安排於此，例如中華佛學研究所開辦的佛學教育推廣課程、法緣會的定期

聚會，以及護法會的全省組織發展幹部會議、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

的首次董事會，聖嚴師父主講的電視弘法節目「大法鼓」錄製工作等。諸多重

要活動的舉辦，不僅讓分院功能更顯多元，法鼓人的點滴成長記憶也在這裡烙

下不可磨滅的印跡。

許多共修及重要會議、活動在安和分院一一展開，法鼓山於北台灣的弘法足

跡，隨著分院的成長逐漸遍及市區各角落，該分院儼然成為法鼓山於大台北地

區的重要弘化據點，在都會塵囂中提供一處清淨道場，讓忙碌的現代人得以沉

澱身心、獲得安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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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1年底為止，在法鼓山現有弘化組織架構中，除了法鼓山佛教教育園

區、農禪寺，全省設有台北安和、台中、台南等分院，以及桃園齋明寺、高雄

紫雲寺、台東信行寺，同步推動各類修行活動及四環理念。

然而，由於近年來參與法鼓山活動的人數激增，現有空間不敷使用，為此聖

嚴師父指示僧團進行中型共修道場的尋找、規畫作業，該道場的先決條件為百

坪以上的使用空間，並將以經典中經常出現的「精舍」為名，意指為精進修行

的地方，藉此提醒大家以佛法的修證為依歸。

當時，適逢法行會黃楚琪發心於台北市中山區、中正區提供房舍，基隆區信

眾也表達募款購買新道場的因緣具足，使得聖嚴師父所指示規畫的中型道場將

於焉成形。

在行政運作上，精舍屬於寺院體系，由僧團進行資源整合及人力規畫，並將

與法鼓山各寺院、分院形成層次完整的組織，共同推廣法鼓山心靈環保理念；

進一步而言，將著重推

動「心五四」運動及落

實四項環保，舉辦各項

共修活動，以提供現代

都會人多元面向的心靈

成長空間。

計畫成立的精舍有：

基隆精舍，位於基隆市

仁五路；中山精舍，位

於台北市民權東路與林

森北路交叉口；中正精

舍，位於台北市仁愛路

上。此三處均位於市中

笑複複笑年3月笑複日

秉承法鼓山「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以及「提倡全面教賓，落實整體關

懷」的理念，舉辦各項共修、教賓窄動，以接引大眾學佛。

舉辦各種共修窄動，如禪坐、念佛、佛學講座、讀書會、義工成長課程、關懷聯

誼窄動及禪藝教室等。



心、各約百坪的寬敞空間，內部陳設皆採統一規畫設計，風格簡練樸實，氣氛

攝心莊嚴。

基隆精舍的空間約有八十坪，其法務主要是承接原有基隆共修處而來。基隆

精舍在地區信眾的發心募款護持下成立，承續辦理基隆共修處的各項共修活

動，包括每週的禪坐、念佛、佛學課程、佛學講座、合唱團練唱、兒童讀經

班，及每月的法器練習、菩薩戒誦戒會等。

中山精舍的法務是承

接原有中山共修處而

來，接續辦理的各項共

修活動包括每週的禪

坐、念佛，且不定期舉

辦義工成長課程及聯誼

活動等。在行政體系

上，則由台北安和分院

就近照顧管理。

中正精舍在籌備階段，許

多人力、物力等資源開發多

由內湖、大安、信義、南港及

中正萬華地區的北三轄區悅

眾協助支援，並時常廣邀鄰

里社區的民意代表、地方人

士、公司行號及社區悅眾共

同參與活動，包括禪坐、念

佛、佛學課程、法器教學

等，藉此敦親睦鄰，並進一

步與大家分享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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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具有一百六十年歷史的桃園大溪齋明寺，由性悅法師創建於清道光末年（約

於西元1850年代），法脈始繼南海普陀洛迦山；1985年，內政部審定為國家三級

古蹟。1999年1月22日正式交由法鼓山承接法務，由聖嚴師父擔任第七任住持。

齋明寺創建之初，原名「福份宮」。1873年（清同治12年），第二代住持黃普

瑟居士改建瓦茸堂宇，更名「齋明堂」，法脈轉承齋教龍華法脈；1911年，第三

代住持胡普惠居士擴大改建殿宇及東西二廂；1926年，第四代住持江普梅居士

禮福州的鼓山湧泉寺聖恩和尚為師，傳承鼓山曹洞宗的禪學法脈；1938年，第

五代住持江普乾居士因應日治政府之時勢，申請加入日本曹洞宗聯絡寺廟，並

易名為「齋明寺」。

1998年，第六代住持江會觀居士期使齋明寺能革新再造、永續發展，毅然力

邀聖嚴師父師接任住持，將齋明寺回歸正信禪寺，以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

覷蒫蒫蒫年覷月笑笑日郾由法鼓山承接）

舉辦各種共修窄動，如念佛、大悲懺法會、春秋祭法會、浴佛法會、中元普度，

以及禪訓班、禪矢、戶外禪、佛學講座等。



淨土為理念，推展文

化、教育、弘法及修

行等法務。

1999年1月22日，

齋明寺舉行交接儀

式，由第六任住持江

張仁居士將印信交予

聖嚴師父；同年9月

1 1日，晉山典禮舉

行，正式敦請師父晉

任為第七任住持，齋

明寺至此正式交由法

鼓山管理。

法鼓山接續法務以來，固定舉行念佛共修會、禪坐共修會、大悲懺法會、佛

學講座等，提供信眾共修；不定期舉辦佛一、禪一等，服務桃園、中壢、新竹

地區的民眾；每日的朝暮課誦，吸引了附近信眾歡喜參與；舉辦禪訓班，接引

新學佛人；每年舉辦的大型法會，則有新春普佛、春秋季超薦法會、浴佛法會

等。從各項活動中宣導環保觀念，落實法鼓山的理念，為當地注入一股清流。

此外，自2001年12月起展開社會關懷，針對附近鄉鎮的低收入戶和弱勢團體進

行冬令慰訪和濟助，關懷對象約有一百多戶。

由於齋明寺歷史悠久，加上對寺產的愛護，寺中珍藏了許多寶貴的文物和書

畫。經書方面，以原版影印（拓印）的宋磧砂藏經為最；書畫方面，作者包括

釋圓瑛、嚴家淦、于右任、梁實秋等多人。

齋明寺環境清幽，寺容雅致，植栽豐富，鄰大漢溪畔，遠眺近望，迭成美

景，往昔「崁津歸帆」與「靈塔斜陽」，並列大溪八景之二景；其古道為昔日通

往大溪之捷徑，途中的三門古樸典雅，已成為許多古蹟巡禮行程中的重要景點

之一。

未來，法鼓山齋明寺除了持續古蹟的保存工作，加強環境維護，使其保有清

幽、樸直的風貌外，並將結合原有的藝術人文特色與法鼓山理念，設計多元化

活動，發揮文化、教育、宗教的功能，持續推動「四安」、「四環」的理念，讓

齋明寺朝向一座國際化寺院的目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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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法鼓山於台灣大中部地區的主要弘法

據點「台中分院」，成立於1991年4月。

台中分院的成立緣起於1988年8月，聖

嚴師父在台中信眾謝淑琴的邀請下，第

一次蒞臨台中市中興堂進行為期二天的

專題演講，這場約有近六百位法師及數

千位信眾參加的活動不僅盛況空前，且

促使諸多信眾生起共同護持佛法、成立

法鼓山台中分會的願心。

由於中部地區信眾求法心切，1990年2

月聖嚴師父第二度前往台中於新民商工

演說，賴育津、謝淑琴、陳文理等六十

多位信眾聞法歡喜之餘，正式發起成立

「台中護法會」，期能集結眾人力量齊心

護持佛法；同年8月，師父第三度造訪台

中，於台中婦女會召開第一次「台中護

法聯誼會」，又接引了許多信眾發心投入

勸募護持工作，至9月勸募會員已有六十多人。

台中護法會成立後，儘管多項護法、弘法工作已陸續展開，但始終沒有一個

固定共修場所，直到1991年，信眾包括賴育津、謝淑琴、楊黃玉淑、陳肇興共

同發心於台中市大墩十九街麥克阿瑟大廈購買一間約八十多坪的公寓，做為共

修之用，同年4月4日舉行落成暨佛像開光典禮，「台中分院」於是正式成立。

隨著護持人數增加，原有的公寓空間於出入管理上有所不便，台中分院便於

1992年10月遷移至信眾何周瑜芬提供位於台中市柳川東路上的場地，在此維持

了一段時日後，1996年5月分院再度喬遷至台中市忠明路上，一處由信眾賴忠

星、賴忠明二兄弟提供的三層透天樓房，並在此拓展弘法工作。

之後為了增闢空間，何周瑜芬又在忠明路200號租下近百坪場地，提供共修之

覷蒫蒫覷年4月4日

舉辦各種共修窄動，如禪坐、念佛、讀書會，菩薩戒誦戒會、地藏法會、大悲懺

法會，及成長營、合唱團、佛學講座、兒童讀磨班等。



用。1999年，台灣發生921

大地震，原有共修場地受

損，基於安全考量，台中分

院於2000年9月又搬至台中

市西屯區市政路上，持續續

至今，在此拓展弘法工作。

十三年來，台中分院陸續

開辦的共修活動種類多元，

包括地藏法會、大悲懺法

會、菩薩戒誦戒會，以及念

佛、禪坐、讀書會、讀經班、佛學講座等各類活動，於每週或每月都會安排固

定時間進行；其中，別具特色者有：分院成立初期即開辦的佛學弘講課程、初

級禪訓班活動，至今始終未曾間斷舉辦。

另有1996年成立的「婦女讀書會」及「兒童讀經班」，為當地為數眾多的婦

女、兒童提供良好的共修機會。讀書會主要是研讀《正信的佛教》、《學佛群

疑》、《成佛之道》等聖嚴師父的著作，讀經班除了讓小菩薩們在誦持經典中潛

移默化、調和心性，也延伸舉辦各項才藝課程，使其在遊戲中展現生命的自然

躍動。

原本即定期舉辦念佛共修、提供助念關懷服務的台中分院，在台灣發生921地

震後，由於位處災區，親見各種苦難的發生，對於助念關懷之重要性的體會更

為深刻，因此於2001年2月起為苑裡、台中、海線、員林、南投等共修處舉辦

「助念關懷成長營」，為推廣正確的助念關懷觀念與方法不遺餘力。

由於台中分院為法鼓山台灣中部地區的主要弘化據點，法鼓山運用科技的進

步與普及，於1999年間，將聖嚴師父於農禪寺舉辦的週日講經活動透過衛星傳

送播放，讓無法親臨現場的民眾也能

同步聆聽法義，在當時相當受到歡

迎。

台中分院成立後，南投、豐原、苗

栗、員林、沙鹿、彰化、苑裡等地區

各共修處及安心服務站也陸續設置，

分院除了協助成立及推展念佛、禪坐

共修的舉辦外，更扮演了中部地區弘

化據點核心的角色，期能將各活動、

資源予以整合規畫，有效地推展各項

工作，讓中部民眾皆獲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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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於台南地區的主要弘法據點「台南分院」，成立於1991年7月。

台南分院的成立，可溯源至1990年8月17日法鼓山護法總會首度在台南舉辦的

一場聯誼會，聖嚴師父南下慰問關懷，當時台南地區唯一一位的勸募會員楊黃

玉淑，有感於法鼓山「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是學佛者的共同理念，

且深受師父弘法悲願的感動，便主動邀請朋友與會、加入護持法鼓山的行列。

由於有這次聯誼會的舉辦，才因此揭開了台南分院涓滴成長的序幕。

最初，信眾們的主要共修地點在勸募會員家中，由於會員人數快速成長，便

希冀能覓得較為寬敞的空間，幸而透過當時法鼓山台南念佛會會長顏淨一居士

的協助，借用台南府前路上的「德化堂」做為共修處，便促成「台南辦事處」

於1991年7月1日成立的因緣。有了固定的共修地點後，辦事處設有專職人員為

民眾服務。

1993年5月，辦事處由德化堂搬遷至南門路上，採承租方式，許多共修、大型

活動也在此推展開來，為了因應不斷拓增的弘法工作，信眾們仍積極尋覓更寬

敞的地方。

直至1998年4

月，信眾發心

購得台南市西

門路上的一間

房舍，「台南

分院」自此成

立，新道場除

了有一百二十

坪的大殿外，

尚有辦公室、

會議室、貴賓

覷蒫蒫覷年痺月覷日

舉辦各種共修窄動，如佛矢、佛二、佛三，地藏法會、觀音法會、大悲懺法會、

菩薩戒誦戒會、八關戒齋法會，以及禪坐、禪矢、禪二、初級禪訓班，與法器練

習、佛學講座、讀書會、兒童讀磨班、小法鼓兒童繪本導讀、生命成長課程、健

康講座等。



室、廚房等。

1998年11月22日，

新道場正式灑淨啟

用，並於翌年3月舉

行開光儀式，為台南

地區的弘法工作，開

啟承先啟後的新歷

程。

自成立以來，台南

分院陸續舉辦各項定

期的共修活動，計有

禪坐、念佛、法會等共修，及佛學課程、兒童教育等活動，內容包括初級禪訓

班、禪坐共修、禪一、禪二，念佛共修、佛一、佛二、佛三，地藏法會、觀音

法會、大悲懺法會、菩薩戒誦戒會、八關齋戒法會，及佛學講座、兒童讀經

班、小法鼓兒童繪本導讀等。

其中，在台南辦事處設立之初，便已開辦的禪坐共修、禪訓班，一直持續至

今，並成為分院重要的定期活動之一；自1992年起邀請專家學者講授的佛學課

程，更以長期授課的形式展開，每期約為一季或半年，主題有「學佛五講」、

「成佛之道」、「普賢菩薩十大行願」等，舉辦以來，獲得當地民眾好評不斷，

且為當地學佛之風帶來一股增上的力量。

此外，台南分院也舉辦各種成長營活動，例如「聖嚴師父之四安理念研習

營」、「教育聯誼研習營」、「新勸募會員成長營」、「佛法應於日常生活的體驗

分享活動」等。同時，分院亦積極走出道場，參與社會服務工作，經常帶領義

工至台南市區的忠烈祠前廣場、體育公園、忠靈塔前廣場等地進行社區環保，

包括惜福市場、資源回收、舊書交換、省水運動等活動，或是冬令慰問，關懷

獨居老人及低收入戶等，與當地民眾的交流互動十分密切。

在台灣921地震發生之後，台南分院並成立921安心服務站，協助籌設埔里安

心服務站，展開對災民受創心靈的慰訪，每個週末假日還會安排十數位義工前

往南投縣附近災區鄉鎮進行關懷；2000年3月更舉辦「安心服務團義工菩薩成長

研習營」活動，為參與義工提供成長機會。

台南分院成立後，法鼓山於台南地區也相繼成立了佳里共修處、白河共修處

及安心服務站，這些共修據點並以分院為核心，相互合作共同成就弘法工作，

不斷成就台南地區民眾的學佛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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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於1960年的高雄南天台紫雲寺，2001年1月交由法鼓山接續法務，成為法

鼓山在南台灣最主要的弘法據點。

紫雲寺位於高雄縣鳥松鄉，1960年由開山住持演禪長老尼購地草創，由於長

老尼是天台宗高僧斌宗上人的弟子，因此將紫雲寺冠上「南天台」的宗派，名

為「南天台紫雲寺」。第二任住持為淨圓法師。演禪長老尼因思及本身及淨圓法

師年事皆已高，為使法務永續、正法弘揚，故於2001年1月將紫雲寺交由法鼓山

接續法務，聖嚴師父接任第三任住持。

紫雲寺除了定期舉辦共修活動，包括每週的念佛、禪坐等共修之外，另有初

級禪訓班、禪一、佛一、彌陀佛七，以及觀音法會、淨土懺法會、菩薩戒誦戒

會、助念關懷、讀書會、佛學講座等；法鼓山重要的大型活動也於此處舉辦，

例如「佛化聯合祝壽」，並與農禪寺、台中分院、台南分院同步舉行。

笑複複覷年覷日郾由法鼓山承接）

舉辦各種共修窄動，如禪矢、禪七、初級禪訓班，以及佛矢、佛七、八關戒齋法

會、大悲懺法會、觀音法會、地藏法會等。



在承續紫雲寺之前，法鼓山在高雄地區已有二個共修據點——三民共修處與

新興共修處。

三民共修處成立之前的1989年，高雄的「華嚴學會」舉辦了一場由聖嚴師父

主講的演說，接引了信眾親近佛法並發心護持，前高雄市議長陳田錨夫婦即於

1992年7月提供了一處位於中正二路的場地，因而促成了「高雄辦事處」的成

立，之後遂開始推展禪修活動、佛學課程等。1993年底，又獲信眾提供一處位

在高雄市三民區的場所，於是擴大成立為「三民共修處」，1994年8月27日並由

聖嚴師父親臨主持灑淨；之後各項弘法活動蓬勃開展，原場所又不敷使用，

1997年6月，又搬至三民區另一處更為寬敞的處所。

成立以來，三民共修處舉辦的共修活動包括禪坐、念佛，及每月舉辦一次的

大悲懺法會、合唱團練唱等；接著又開辦兒童讀經班、讀書會、佛學課程等，

為當地民眾提供了多元豐富的修學環境。

1995年2月，時任立委的王志雄先生因認同法鼓山的理念，發心提供一處於高

雄市新興區錦田路的處所，成立「新興共修處」，固定舉辦的活動包括了念佛共

修、禪坐共修、兒童讀經班，及每月一次的觀音法會、菩薩戒誦戒會，並不定

期舉辦禪一、禪三等活動。（2002年5月，因場地之故，該共修處結束運作。）

自法鼓山承接紫雲

寺法務後，法鼓山高

雄地區的弘法工作重

點 便 逐 漸 移 至 紫 雲

寺，除三民共修處原

有活動仍多持續進行

外，高雄縣市的弘法

工 作 也 重 新 整 合 分

區，共同以紫雲寺為

核心。

未來，紫雲寺將致

力於建設為一座國際

化的修行道場，並結合高雄縣市各共修處的力量與資源，共同弘揚佛法，使高

雄地區大眾普受心靈的滋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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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行寺原本只是台東卑南鄉間

的一座道場，1997年7月由法鼓

山承接法務，正式成為「法鼓山

台東信行寺」。

信行寺於1968年由查妙法師購

地創建，1972年交由會徹法師主

持，取佛法中「信、願、行」意

涵，命名為「信行寺」。直到

1997年，原法鼓山台東辦事處由

於位處郊區，環境未臻理想，因

此積極尋覓新處所。在眾人祈願

下，幸遇信行寺也在尋覓適當接管者，因而促成了法鼓山台東信行寺的成立。

1997年12月25日，台東辦事處搬遷至信行寺，法鼓山正式開始接管信行寺。

法鼓山信行寺成立至今，定期舉辦的共修活動以法會、禪修、讀書會為主，包

括《金剛經》持誦法會、觀音法會、大悲懺法會，及念佛共修、禪坐共修、讀

書會等；其中較為特別的是《金剛經》持誦法會，每年於元旦舉行三天，勉勵

信眾學習《金剛經》中的甚深般若智慧。

由於信行寺已有近三十年的歷史，地勢低窪加上建築老舊、滲水嚴重，原有

大殿亦不敷使用，在信行寺決定交由法鼓山承接之初，1997年8月起，便陸續進

行三個階段的整修工程，包括大殿擴建、寮房整修、造景、廚房整修及增地

等；整修完工後，從原有七百坪增至一千坪，空間增加、採光良好，身處其中

令人心曠神怡。為了籌募重建基金，信行寺於1998年11月也在台東南京路上的

文化廣場，舉辦了一場「我為你祝福──祈福、種福義賣園遊會」，參與人數達

萬餘人，於當地引起相當迴響，也藉此讓當地民眾認識了法鼓山信行寺。

法鼓山接管信行寺，為當地帶來了新的弘法氣象；重建後的信行寺，擁有更

完善的硬體設備，已成為法鼓山在東台灣地區弘揚正信佛法，從事佛教教育、

文化與社會關懷的基地，未來將逐步擴增弘化工作，期與當地居民同霑法益。

覷蒫蒫痺年覷笑月笑神日郾由法鼓山承接）

舉辦各項共修窄動，例如念佛、禪坐、讀書會，以及觀音法會、大悲懺法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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覷蒫痺蒫年

向西方人士弘揚正第佛法、漢竀佛教精神，以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

每年舉辦四次禪七、四期初級禪訓班、二期中級禪訓班，以及觀音法會、禪坐共

修等。

成立於1979年的東初禪寺，為法鼓山在美國地區主要的弘法據點，由聖嚴師

父所創辦。該寺為一個提供禪坐共修、佛學教育的道場，目的是為了向西方人

士弘揚正信佛法。

東初禪寺尚未成立之前，1975年冬，甫在日本東京取得博士學位的聖嚴師父

應美國佛教會沈家楨居士之邀，赴美擔任美國佛教會董事兼任副會長及大覺寺

住持一職；1977年5月，應當地東、西方學佛青年的需求而開辦了禪坐訓練班，

又假沈居士的「菩提精舍」主持第一次禪七。由於師父在美缺乏固定的道場，

得四處借用弟子的住宅做為教禪上課之用，備極辛苦，熱心的弟子便開始為他

尋覓適當的地方以做為固定道場之用。

在弟子們的協助下，1978年底，聖嚴師父於紐約市皇后區（Queens）林邊

（Woodside）租下一層房子，成立「禪中心」（Chan Meditation Center）做為固

定道場，租金每月三百八十美元，由沈家楨居士發心支付了七個月租金。

翌年7月，聖嚴師父為

了紀念恩師東初老人，特

將此禪中心命名為「東初

禪寺」，英文名稱為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Culture，與台灣

的中華佛教文化館英文名

字相同，而「禪中心」則

是東初禪寺對英語社會所

通用的名字。

因房舍過於簡陋與狹

小，不敷使用，1979年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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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為皇后區的愛爾

姆斯特（Elmhurst）

柯羅娜街（Corona）

31號，由眾人集資購

置了一棟二層樓的舊

磚房，經過一年的整

修後，於1981年5月

10日落成啟用。隨著

弘法活動及信眾日益

增加，1987年即搬遷

至原舍對面、擁有較

寬敞空間的一棟三層

樓房，一直使用至

今，終於讓東初禪寺有一處長久安定的處所。

為了籌募新購房舍、遷建所需的款項，許多熱心的信眾發起募款義賣活動，

包括1989年11月5日世界佛教青年會在紐約皇后區法拉盛的台灣會館，舉辦聖嚴

師父演講會和慈善義賣會；1990年4月21日，世界佛教青年會舉辦「中國之夜」

募款活動等。東初禪寺也發起義賣，於1995年11月4日在法拉盛的台灣會館舉

行，約有一百五十多位義工投入，二千多位東、西方人士參加，這次募款活動

相當成功，共募得十三萬美元。

東初禪寺成立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在美國社會弘揚佛法，因此一切活動均以

中英雙語進行，寺中設有監院，住眾約四至五位，皆為學有專長的知識青年；

並經常邀請教界長老大德輪流擔任佛學講座講師，讓西方人士能在此修學佛

法。

東初禪寺經常性舉辦的活動中，以「禪七」最具特色，自聖嚴師父在1977年

於美國菩提精舍主持首次禪七之後，逐漸固定每年舉辦四期，由師父親自主

持，由於場地的限制，每次僅能有三十多人參加，參與者除了美國當地民眾

外，還有來自加拿大、南美洲、歐洲、亞洲、澳洲等地的人士，其中多半以西

方人為主，使得禪七成為東初禪寺接引西方人親近漢傳佛法、修學禪法最主要

的管道之一。

其次，1991年12月22日東初禪寺舉行首屆「在家菩薩戒」，由聖嚴師父親自主

持，這是法鼓山的創舉。同時期，東初禪寺也因應美國社會文化開辦各式共

修，例如舉辦中、英雙語講經課程，禪坐、念佛等共修，以及師父專為西方弟

子主持的法集會（Dharma Gathering）等。東初禪寺不但成為西方人士修學中國

正統禪宗最主要的道場，也是學佛華人心靈的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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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97年，東初禪寺已舉辦了七十七場禪七與多項活動，隨著聖嚴師父在西

方弘法的聲譽日盛，東、西方弟子日增，東初禪寺的空間機能，已不能符合實

際需求，於是便在1997年7月，於紐約上州的象岡鎮（Shawangunk of Ulster

County）購置土地，成立「象岡道場」，做為專用的禪修中心。至1999年共增購

至一百二十英畝，此處包含一方五英畝大的湖泊，主要建築有禪堂、主屋寢

室、齋堂等，約可容納一百五十人。

位在山坡地上的象岡道場，其「象岡」二字，源於原地名的印第安語

Shawangunk音譯而來，本意是「白色的山」，因為在道場之後的山脈為一片白

色的岩石，當地人稱為白山；此外，取名為「象岡」，亦有期許它成為一個培養

佛門龍象人才聖地的深意。

象岡道場位處之地，環境優美、寧靜清幽，是一個以當地美國人為主要居民

的郊區，多數人對佛教、法鼓山並不熟悉，象岡道場成立後，每週三定期舉辦

禪坐班，以及各種禪修活動，包括禪四十九、禪十四、禪十、禪七、禪三及禪

一等，每逢農曆過年，也會舉辦融合有中國特色的慶典、法會活動，吸引了不

少附近的居民前往參加；歷經多年的努力，已經讓愈來愈多當地民眾逐漸對法

鼓山與禪法有所認識、瞭解。

象岡道場舉辦的各項活動中，以長期的禪修活動最具特色，自2000年5月舉辦

首次默照禪四十九後，亦規畫多次長期共修，讓禪法在西方社會的推廣得以深

耕、利益更多人。

東初禪寺為法鼓山美國

地區的弘法重鎮，自成

立、發展至今，以舉辦各

種活動接引了許多人修學

佛法；隨著法鼓山於美國

各地區的聯絡處相繼成

立，東初禪寺也成為北美

乃至國際弘法的最主要核

心。未來，東初禪寺將持

續不斷推展各式弘化活

動，並致力於將象岡道場

建設成為一座國際禪修中

心，使得漢傳禪法能在西

方生根、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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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向來以推廣禪修為主要的弘法重點之一，為因應現代人對禪法的熱切

需求，特別在2000年5月正式成立「禪修推廣中心」，使法鼓山的禪修課程不但

能更系統化、普及化推動，也成立研發單位，積極開發適合現代人的各式禪修

活動。

禪修推廣中心成立後，即針對一般社會大眾規畫了系列禪修課程，包括「基

礎禪修課程」（每堂二小時）、「戶外一日禪」、「基礎禪一」等。課程研發人員

並針對現代人最渴望的四大需求──身體健康、身心平衡、生活愉快、工作順

利，開發了一套「禪修指引課程」，以放鬆身心、體驗呼吸、觀身受法為課程重

點，再配合上簡易的瑜伽運動。

該課程進行的方式，是以播放聖嚴師父主講的錄影帶，帶領學員直接親炙師

父的教法，現場並有僧團法師，或有多年禪修經驗且經受訓的資深悅眾擔任講

師，實際指導學員練習禪修。課程內容，不強調宗教儀式和佛學名相，而是引

導學員放鬆身心，著重在日常生活中修行。

此外，也開放機關團體、公司行號、學校社團申請，由禪修推廣中心靈活設

計開發各種課程，讓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年齡者，皆能因此獲得法益。申請的

單位，包括台灣銀行、刑警大隊、桃園監獄、法務部、救國團，以及多家民間

企業、社區、中小學等，由於課程實用有效、簡單易學，深受學員們的歡迎。

學員們一旦完成禪修推廣中心規畫的基礎禪修課程後，還可參加系列進階課

程與活動，包括初級禪訓班（每次為期四週共八小時），以及精進禪一、禪二、

笑複複複年神月

郾笑複複神年起改稱竀燈院）

以聖嚴師父為導師，由僧團派任輔導法師為總召集人，並設顧問數人，其下分推

廣、教賓部門，推廣部門下分開薦組、服務組、窄動組、鋇關文宣組、行政組；

教賓部門則有教學研薦組、師資培訓組、教學行政組、資訊組。

● 推廣系列而完整的禪法，具體落實法鼓山「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

理念。

● 推動「人人來打坐，家家有禪法，戶戶都禪修」的風氣。

● 整合法鼓山體系禪修資源及需求，長期有系統研究、開薦與推廣各種生窄化的

禪修方式。

● 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基礎禪訓班、戶外禪、禪坐共修、禪矢、禪二、禪三、禪

七、禪四十九，以及各式禪修營。

● 舉辦禪修指導師資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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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高階、默照禪

七、話頭禪七等。

平時每週在法鼓山

體系內的各地分

院、共修處，也都

會安排二小時的共

修時段。

而為因應廣大的

教學需求量，禪修

推廣中心亦積極培

訓優秀講師，從遴

選、講習、見習、實習等一連串嚴謹的培訓過程，都由僧團法師全程輔導；至

2001年為止，共培訓了二百多位講師。其中不乏從海外遠道而來的菩薩，他們

都發願將法鼓山禪修的觀念與方法推廣至海外。

除「禪修指引」的系列課程外，禪修推廣中心亦善加運用現代人的假期，依

據不同屬性的各領域人士，設計了二至七天不等的短期禪修營，譬如在寒暑假

有針對大專青年學子而設計的大專禪修營、針對教師而設計的教師禪修營等。

分眾、分齡的規畫，並且適度結合休閒、人際互動的內容，一推出後，便得到

很好的迴響。

禪修推廣中心的成立，使得禪修活動更具現代化，並能與社會需求充分結

合。未來，禪修推廣中心仍將定期舉辦禪修活動，繼續研發新課程，希望由個

人、家庭、團體擴大到整個社會，讓禪法為社會帶來真正的和諧與安定。

各項禪修活動總參與人次

2000年

2001年

11079

8576

344

3228

110

495

160

3781

267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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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使佛學

普及教育推廣

工作更加有制

度 和 效 率 ，

2000年4月，法

鼓 山 成 立 了

「佛學推廣中

心」，在此專責

單位的建置與

運作下，法鼓

山的佛學普及

教育推廣更加

有系統，從點

而線而面，兼顧各個層面。

佛學的推廣除了增設上課地點、加開課程外，更重視課程內容是否確實符合

大眾所需。一般學佛者常因為艱澀的佛學名相，而對佛學深感卻步，針對此

點，佛學推廣中心藉助於聖嚴師父著作中平實易懂又深入佛法精神的特色，將

師父的著作內容予以分門別類做為教材，讓每個人都能依自己的程度找到適合

的課程，然後再依次研讀進修。

笑複複複年4月

以聖嚴師父為導師，輔導法師矢位，再設專職工作人員，分別負責行政、企畫。

於每個學習窄動，分設講師、課程企畫、行政、窄動、關懷等組別。

● 秉承聖嚴師父的悲願，推動大普化教賓。

● 弘揚正第的佛法，推動法鼓山「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

● 接引護法第眾，得到佛法的受用，落實佛法生窄化、普及化，以達成教賓與關

懷的目的。

● 推動各階層的佛法教賓，帶動學佛風氣至癩會矢般大眾，推動心靈環保，促進

癩會的安定與和諧。

● 推動安排各地佛學弘講課程。

● 舉辦讀書會及讀書會帶領人種子培訓課程。

● 舉辦講師研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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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推廣中心除了在法鼓山各分院、共修處及辦事處開課外，為了擴大佛學

教育的推廣對象，並將授課的對象擴及對佛法有興趣的各行各業，甚至各公私

立機關團體，只要報名上課的學員超過三十人，都可申請在當地或機關團體內

開課。另外，為了配合全省各地課程的開辦，佛學推廣中心「佛學弘講推廣小

組」除了由僧團法師擔任講師之外，並邀請多位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的校友加

入師資的陣容，同時也設計了師資培訓的計畫，進行弘講師資的培訓，提供專

業弘講技巧的課程。

除了安排弘講課程外，讀書會也是佛學推廣中心的主要活動之一，讀書會以

導讀聖嚴師父的著作為主，但其有別一般單向的上課方式，強調的是生命經驗

的交流，由知的層次延伸至行。同時在研讀討論的過程中培養學員獨立思考的

能力。為了推動讀書會，佛學推廣中心定期舉辦「心靈環保讀書會種子老師培

訓」，邀請多位資深老師指導。未來，佛學推廣中心除原有例行的活動外，也將

繼續研發、開辦各式課程，尤其現今資訊發達，如何運用網路，將是未來開發

的重點。另一方面，也希望與「禪修推廣中心」相互配合下，帶領學員們將佛

法和禪修、生活相結合，以達到解行並重的目的。

各類課程規畫架構

佛法概論

三增上學

經論導讀

入門

初階

戒學

定學

慧學

佛遺教三經

般若

淨土

禪宗

法華

華嚴

唯識

如來藏思想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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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智慧隨身書」原名「佛學小叢刊」，最初是由東初出版社於1986年出

版，首次出版《怎樣修持解脫道》、《怎樣做一個居士》、《為什麼要做佛事》、

《原始佛教》四本五十開版本的隨身小冊，以便利讀者隨身攜帶閱讀，同時鼓勵

大眾助印，與更多人分享結緣書的法益。

聖嚴師父為大力推動文字般若的普及化，於1999年正式成立了「結緣書刊推

廣組」，推廣結緣書刊。師父曾指示，結緣書刊的推廣工作，要能先對法鼓山內

部體系進行調查訪問、瞭解實際情形，進而做到小規模、近距離的適切服務；

待推廣一段時日後，再視人力及經費資源，配合社會各層面的需求而逐步擴大

開發，並分階段實施辦理。

依聖嚴師父的指示，「結緣書刊推廣組」陸續展開階段性的推廣工作，包括

針對法鼓山各地分院、辦事處，素食餐廳、醫院、佛教文物流通處，以及學

校、車站等人潮聚集之處，進行流通點的開發與推廣。另一方面，「結緣書刊

推廣組」廣徵關懷員義工，協助開發、關懷各地區的流通據點，瞭解小叢刊的

實際流通情形及補充結緣品，並反映各流通點的建議事項等，讓「結緣書刊推

廣組」能夠據此增益結緣書的流通方式。

「佛學小叢刊」自刊行以來，以其豐富扎實的內容受到相當肯定，歷年來需求

數量大幅成長。至2000年7月底前，已出版十四本小叢刊、雙卡《心靈環保》錄

音帶、心靈書籤等；而為進一步加強弘法成效，「佛學小叢刊」於2000年8月以

嶄新面貌呈現，包括更名為「法鼓山智慧隨身書」、全新改版、增編內容等，同

時將增編後的內容分為「學佛入門」、「生活實用」、「心靈成長」、「智慧對

話」、「精進禪修」、「智慧經典」、「英文流通」等七大系列。

「法鼓山智慧隨身書」出刊至今，因應社會大眾的需求，不斷力求創新，「結

緣書刊推廣組」未來將不斷開闢新系列書籍，積極提供大眾心靈成長之所需。

覷蒫蒫蒫年

行政組、關懷組、供應組。

弘揚正第佛法，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

編製出版「法鼓山智慧隨身書」、寄送結緣出版品給各流通據點、開薦流通據

點、流通據點關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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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3月

以聖嚴師父為導師覿筇會設輔導師覂會長覂副會長覿地區設正副召集委員覂勸募

關懷委員覂預備委員覂組織發展委員覂名譽委員等。

● 籌募法鼓山建設及運作所需之基金。

● 藉勸募活動以弘揚佛法覿傳達法鼓山理念。

● 協同基金會服務中心規畫並執行年度活動覿推動關懷覂慰訪覂聯誼覂共豂等覿

以推動全面教育覂落實整體關懷。

● 協同基金會教育訓練室規畫及辦理各級悅眾之教育成長覿由核心推及全體信

眾覿以達成所有法鼓人人品之提昇覿進而淨化社會覿成就人間淨土。

● 協同基金會組織發展室覿以規畫推動理念推廣組織發展。

● 每年舉辦一次正副召委成長營覂委員成長營覂預備委員成長營覂小組長成長

營。

● 每年舉辦二次三福田感恩分享大會覂新勸募會員授證。

為護持中華佛學研究所、農禪寺的遷建工作，多位熱心的護法信眾於1989年3

月自動發起成立「中華佛學研究所護法理事會」，推動募款事宜。1989年5月，

「中華佛學研究所護法理事會」正式成立，由楊正擔任理事長、賴燕雪擔任副理

事長，經過四個月的統籌，9月時已有勸募會員301人，並分成十六個小組，這

可說是法鼓山護法總會的前身。

1992年10月，為因應「財團法人法鼓山文教基金會」的成立，「中華佛學研

究所護法理事會」，更名為「法鼓山護法會」，仍由楊正、賴燕雪居士擔任正、

副會長，另增聘郭超星為副會長；護法成員多是熱心教育及慈善事業的信眾，

主要負責舉辦各項活動及籌募經費。

籌募人員的組織架構依勸募委員、勸募組長、勸募會員及護持會員的層次組

成，並在各地分別成立地區委員會，設有地區召集委員。而為了讓委員們更瞭

解法鼓山的理念、方向與目標，並建立彼此的共識與默契，聖嚴師父多次親自

護法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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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委員法鼓傳薪」

活動。

1994年10月於板橋體

育館舉辦首次「護法信

眾聯誼大會」，約有八

千多名信眾參加。本次

大會中，同時改聘楊正

會長為榮譽會長，另聘

陳嘉男繼任會長，郭超

星、徐重仁、王景益等

人擔任副會長。

1995年，為了能讓護

法會的成員們更瞭解法鼓山的精神與理念，也為了讓他們在護法之際更能掌握

法鼓山的願景與方向，護法會規畫了一系列的活動，特別是聖嚴師父將該年訂

為「人品提昇年」，就師父所揭示的「安身、安心、安家、安業」四安觀念，策

畫了包括四安講師培訓營、四安成長營等活動；另外，也舉辦諸如新春拜見師

父、讀書會、小組聯誼會、幹部聯誼會、地區組織發展會、傳薪共修會、禪坐

共修等活動。除了希望在活動中凝聚共識外，也幫助成員們在學佛的路上修福

修慧。

1996年7月，法鼓山信眾已達三十萬人，為統合法鼓山護法體系下包括護法

會、般若禪坐會、福慧念佛會、福田會、助念團、義工團、法緣會、榮譽董事

聯誼會、合唱團等各會團，護法會擴大改制為「法鼓山護法總會」，由陳嘉男擔

任總會長，並於該年10月假農禪寺舉辦「法鼓山護法總會授證大典」。

1997年，為因應組織人數成長及品質的提昇，又為悅眾幹部開辦許多成長課

程，如護法悅眾禪二、禪三修行活動、悅眾菩薩誦戒聯誼會，並於同年9月假台

北國父紀念館舉行「全球悅眾大會」，及1998年假林口體育場舉辦「全民祈福法

會暨會員大會」。

護法總會秉承聖嚴師父的理念，綜理各會團的業務，除整體規畫並督導年度

發展方針與目標外，並在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活動室、勸募運作室、關懷室及教

育訓練室的協力下，推展各項活動。

法鼓的意義是以敲響佛法的鼓，來喚醒煩惱、苦難、癡迷的社會大眾，凡是

參與法鼓山護法會的每一位成員，都是敲響法鼓的人。不論是「中華佛學研究

所護法理事會」、「護法會」或是「護法總會」，都是為了續佛慧命而盡心盡

力，今後亦將繼續與法鼓山各事業體系，在建設法鼓山，推動佛法的教育、文

化、關懷上，分工合作、努力不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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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與社會大眾分享法鼓山

「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

土」的理念，1989年法鼓山創

建之初，聖嚴師父即推行「戶

戶蓮社，家家禪堂」的運動。

聖嚴師父曾經說明，所謂的

「戶戶蓮社，家家禪堂」運動，

就是佛教的家庭化，因為佛教

是普及化的宗教，凡有人的地

方就該有佛法在那裡，凡有法

鼓山會員所在之處，那裡就是

佛堂和禪堂；也就是說，只要

學佛、信佛，便處處可以念

佛，處處可以禪坐；人在哪

裡，禪堂就在那裡。這種方

式，不僅可以就近接引初學佛

的人，也能使信眾在家時時體

現宗教生活。

為了響應這項運動，許多地

區信眾以自家客廳為場所，陸

續成立各共修據點，至2001年底法鼓山於台灣各地區均設有辦事處，包括北部

地區的桃園辦事處、中壢辦事處、新竹辦事處、苗栗辦事處，中部地區的豐原

辦事處、彰化辦事處、員林辦事處，南部地區的嘉義辦事處、屏東辦事處、潮

州辦事處，東部地區的宜蘭辦事處、羅東辦事處、花蓮辦事處等；而發起成立

共修據點的地區信眾，大多為曾參加過法鼓山禪七、禪訓班的學員，或是認同

法鼓山理念者，他們期盼能與更多人分享自己所獲法益，進而一起加入護持法

1991年起

各辦事處設有召集委員一人覂副召集委員一至四人覿以及義工菩薩數名。

護持覂弘揚佛法覿以提昇人的品質覿建設人間淨土為理念。

舉辦各種共豂活動覿如禪坐覂念佛覂讀書會覂法器練習覂佛學課程及講座等。



132

19
89
�2001

鼓山的行列，奉獻一分心力。

各共修據點的活動，是由地區的正、

副召集委員擔任主要推展的角色，並由

地區悅眾、義工共同成就。這些共修據

點的主要功能在於，提供場地做為各地

區的行政辦公室以及信眾聯誼共修之

用，共修內容包括每月或每週固定舉辦

禪坐、念佛、讀書會、佛學課程、經典

導讀、助念法器練習及誦戒會等活動；

另提供各項服務，包括助念關懷、結緣

品協助發放等。地區共修據點的成立，

不僅提供了良好的共修環境，也讓信眾

們得以在此進行學佛心得交流、彼此相

互勉勵。

在各地區據點中，較特別者為「土城

共修處」。於1993年成立的土城共修

處，位在台北近郊山腰間，最初由護持

信眾楊正雄、楊紀梅夫婦提供場地，首

任召集人為楊紀梅。

為了成就更多人有一個共同修學佛法

的場地，土城共修處逐漸改裝為一座教

育中心，且名為「土城教育訓練中

心」，改裝後共有三層樓，第一層為齋

堂、廚房，第二層為禪堂、寮房、盥洗

室，第三層為佛堂，最多可提供二百人

在此共修。該教育中心於1997年2月27

日舉行灑淨啟用儀式，正式啟用後，法

鼓山便多了一處可以舉辦較大型共修、

訓練活動，甚至是營隊的場地，許多禪

二、禪三及教育訓練活動就是安排在這

裡舉行。而平日，此處仍然做為板橋、土城地區信眾聯誼、共修之用。

盼藉由「戶戶蓮社，家家禪堂」運動的落實，與眾人分享法鼓山的精神與理

念，讓已經實際體會運用法鼓山觀念與方法的人，可以進一步與他人分享自己

的心得，使得家人、鄰居、同事一起受益，如此才是真正實踐法鼓山理念，真

正弘揚法鼓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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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台灣成立法鼓山之後，聖嚴師父的美國弟子們很期盼能為護持法鼓

山、弘揚佛法盡一分心力，便生起在海外成立聯絡處的願心。首先是1990年，

在法鼓山的加州信眾李秋頻積極推動下，於加州洛杉磯成立了法鼓山第一個美

國聯絡處「加州聯絡處」，並開始在當地流通《法鼓》雜誌，與民眾結緣。

有了加州聯絡處的成立經驗，新澤西州的李耀文、李謝滴筠接著於1992年成

立法鼓山第二個美國聯絡處「新澤西州聯絡處」，各州聯絡處也在許多信眾的護

持下紛紛成立，包括1993年盧惠英成立「紐約州聯絡處」，吳淑芳成立「佛州聯

絡處」，王翠嬿成立「伊利諾州芝加哥聯絡處」。

1995年吳俐娜成立「密西根州聯絡處」，王翠娟成立「北卡州聯絡處」，1996

年游美秀成立「俄亥俄州聯絡處」，1997年李友琴成立「德州聯絡處」，1998年

熊淑華成立「喬治亞州聯絡處」，1999年薛誠貴成立「維吉尼亞州聯絡處」，

2000年王岷成立「紐約羅徹斯特聯絡處」，李先興成立「奧勒岡州聯絡處」，陳

武成成立「華盛頓州聯絡處」。

至2001年底，全美法鼓山聯絡處共有十四個，各聯絡處皆是由信眾們主動提

供場所，召募會員發心成立，而以法鼓山紐約「東初禪寺」為核心。

為了讓全球法鼓人能夠明瞭法鼓山的理念及活動方向，並加強會員們的向心

力、活動力及凝聚力，1997年開始，法鼓山美國護法會在每年的10月舉辦為期

三天的「北美年會」，除了有美國地區各聯絡處代表參加，還會邀請加拿大地區

的聯絡處共同參與。

首屆北美年會，於1997年10月24至27日在法鼓山當時新購的紐約上州「象岡

道場」舉行，來自美國各州共六十位悅眾參加，會中為新任聯絡處召集人授

證、為美國各州聯絡處授旗，並正式委任新澤西州的李謝滴筠為美國分會總召

集人；亦通過了一份「法鼓山美國分會組織章程」，將法鼓山美國分會的共識、

目的、組織架構、會員權利義務、活動方式等，詳盡、明確地擬定，以利於各

地會員的落實。

第二屆年會在1998年於紐約象岡道場舉辦，第三屆年會（1999年）由佛州主

199鼕年（第一個聯絡處成立）

各聯絡處皆設有一名召集人覂一至二名副召集人覿以及四個工作小組。

舉辦各種共豂活動覿如禪坐覂念佛覂讀書會覂義賣覂聯誼及青少年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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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在佛州奧蘭多市（Orlando）舉行，第四屆（2000年）在象岡，第五屆

（2001年）在新州。每年年會，聖嚴師父均全程參與，並為大眾開示、給予勉勵

與關懷，許多參加年會的會員，更是為了親炙師父如春風化雨的教誨而來，每

次約有百餘位會員參加。每年的北美年會，已成為北美各地聯絡處相互交流經

驗的最好機會。

各聯絡處成立之初，活動多以募款支援台灣法鼓山的建設為主要目的。聖嚴

師父曾經指出，法鼓山募款的目的，是為了宣揚佛法與推動落實法鼓山的理念

「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因此勉勵眾人一定要自利利人，落實關懷及

教育，讓會員們皆能獲得法益。緣此，各地紛紛籌組讀書會、成立禪坐會等，

而且各具特色。例如加州經常舉辦禪修活動，佛州有多位信眾熟讀師父的著

作，專長於帶領讀書會，伊州有信眾擅於帶領青少年活動，新州則多次舉辦義

賣活動等。

為了讓美國地區信眾有更多元化的修學機會，各聯絡處多會因應當地民眾需

求，安排各種定期的共修，除了上述所提及的讀書會、禪坐會之外，另有念佛

共修、聯誼會、青少年活動及義賣等，以集聚更多力量護持法鼓山，並藉此與

眾人廣結善緣。

以下，針對各聯絡處分別概述如下：

位在美國西部的「加州聯絡處」，是全美第一個成立的法鼓山聯絡處，於1990

年成立，首任召集人為李秋頻，曾先後於1993年、1995年邀請聖嚴師父至南加

州洛城弘法演講，除了藉由演講讓洛城信眾得以聽聞佛法外，亦接引了許多人

皈依三寶。1996年6月，由林博文接任加州聯絡處召集人，李寧元、李錦繡二位

接任副召集人，並於

同年8月租下了當時

的聯絡處位址。

之後聯絡處陸續開

辦中文禪訓班、英文

禪修班，由於推展成

效良好，在短時間內

便接引了許多人學

佛，各活動並持續舉

辦，成為聯絡處主要

定期活動之一。

此外，每週舉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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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接觸佛法的機會。聯絡處在有限的人力之下，還提供助念關懷的服務，以落

實臨終關懷的理念。

為了拓展推廣法鼓山理念的管道，參與南加州每年舉辦的農曆年傳統盛會─

─華人工商大展，也成為加州聯絡處的重要活動之一，聯絡處都會藉此眾多華

人聚會的場合，設置推展攤位，發送法鼓山的文宣品、結緣品、《法鼓》雜

誌，讓更多人認識法鼓山；或是與當地水利局及森林保護局合作舉辦植樹環保

活動，在推動有關山林保護及水土保持的工作中，落實對大自然回饋、利人又

利己的環保理念。

法鼓山美國地區第

二個聯絡處──「新

州聯絡處」，在1992

年10月成立，最初是

由於共同皈依聖嚴師

父的李耀文、李謝滴

筠夫婦，有感於師父

的悲願，毅然決定承

擔護法、弘法的重

任，成為新州的首位

鼓手代表，經過半年

的努力，於1993 年 5 月 27 日舉行首次新州護法會會員聯誼會，約有一百二十

多人參加，自此法鼓山在新州開始穩定發展。

聯絡處成立後，共修道場一直由李耀文夫婦發心提供，多位信眾亦不斷地努

力推展各項護法、弘法工作，除了每月舉辦二次的共修，包括念佛、拜佛、大

悲懺，誦《金剛經》、《地藏經》、《藥師經》。1998年3月起，也開始固定每月

舉辦讀書會。

此外，另有禪坐、法器練習、消災祈福法會等共修活動，以及義賣、佛學講

座、禪意書法班、素食推廣、助念關懷等活動。為了凝聚信眾之間的向心力，

1998年3月也於當地發行《法鼓通訊》雙月刊，報導法鼓山的活動，且刊出會員

們的學佛心得。

為了提供信眾更臻理想的共修環境，2001年11月，新州聯絡處共修道場搬遷

至新布倫瑞克（New Brunswick），新道場的空間配置相當完善，遷址後活動相

繼舉辦，除了原有定期共修外，也邀請僧團法師開示演講、歲末聚餐聯誼、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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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節感恩等活動，提供信眾們多元化的交流機會。

伊利諾州芝加哥聯

絡處於1993年成立後

至2001年底期間，皆

輪流於會員家中舉辦

共修，早期是在首任

召集人王翠嬿家中每

月進行一次讀書會，

以聖嚴師父的著作為

主要研讀內容。

聯絡處共修活動初

期以讀書會為主，之

後相繼開辦多項活

動，例如自 1 9 9 7年

起，開始每年定期舉辦的感恩聯誼會、1998年12月開辦念佛共修，及2000年起

每週日早上舉辦禪坐共修，為了讓民眾對禪修能有深入的瞭解，特別邀請僧團

法師、具有禪修資格老師前往指導。除了共修，亦會透過舉辦晚宴關懷當地留

學生，促進與當地學子的交流。

聯絡處每月並發行中文《法鼓通訊》，內容單元包括聖嚴師父的開示法語、活

動報導、意見交流、活動預告等，提供會員一個取得法鼓山訊息的方便管道。

在護法悅眾積極推動各種活動之下，會員人數一直持續增加中，從初期僅有的

十人成長至今約達二百位，該處並成為法鼓山美國地區重要的弘法據點之一。

密西根州聯絡處於1995年在蘭莘地區（Lansing）成立，首任召集人為吳俐

娜。該聯絡處在蘭莘、安娜堡二地區（Ann Arbor）均設有共修地點，分別位處

於密西根州政府所在地，亦是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校

區所在，以及私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校區所在。

早在聯絡處成立之前，聖嚴師父就曾經多次前往密西根州立大學、密西根大

學訪問及弘講，其中設有佛教文學研究所的密西根大學，在1990年11月與中華

佛學研究所簽訂一項互惠交流的合作計畫，法鼓山與該二所大學一直維持良好

的交流。

密西根州聯絡處於蘭莘地區平日舉辦的共修活動，包括每週的淨土懺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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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數有時可達四十人；安娜堡地區則定期舉辦讀書會、禪坐等共修。

由於該二地區的共修地點均屬大學城校區，共修的成員並不十分固定，但為

了接引民眾學佛，聯絡處積極舉辦共修活動，為當地學佛環境建立了良好的基

礎。

除此之外，主要聚會地點設

於東初禪寺的紐約州聯絡處，

自1993年由盧惠英成立後，會

員由原有五人成長至二十多

人，除了協助東初禪寺舉辦活

動，也開辦了三個讀書會，分

別設於紐約市長島（ L o n g

I s l a n d ）、 愛 爾 姆 斯 特

（ E l m h u r s t ）、 法 拉 盛

（Flushing），另有念佛共修、助

念關懷等活動，均已併入東初

禪寺的活動項目中。

其他美國地區各聯絡處的活

動則以禪坐、拜佛、讀書會及

佛學講座居多，而且大多依當

地社會文化做適當調整後予以

呈現，以切合當地民眾的需

求。以設於佛州中部奧蘭多市

（Orlando）的佛州聯絡處為例，

由於居住在該地區的華人大多

從事旅遊及餐館業，週末休假時較為忙碌，因此將共修活動定在每月第三週週

六上午，借用當地的公共圖書館進行禪坐及讀書會共修。

十三年來，相繼成立的美國地區各聯絡處，以東初禪寺為核心，已於當地發

展眾多各具特色的共修、弘化活動，於量、於質均持續成長中。展望未來，法

鼓山於西方世界的弘法事業，將以現有聯絡處為基礎，拓展更多優質的活動，

期使東、西方人士同霑法益，也增益東、西方世界彼此有更多互動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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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聯絡處成立於1994年4月，成立緣於聖嚴師父應北美佛教學會邀請，於

1994年4月前往溫哥華弘法之行，22日晚上師父特別召集十多位自台灣移民溫哥

華的弟子，給予關懷與開示，勉勵他們帶動當地人共同修學、護持佛法。在信

眾們的期盼下，同日成立了「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溫哥華聯絡處」，並由信眾何果

標擔任第一屆召集人。同年8月，向加拿大卑詩省政府申請立案，正式成為非營

利事業的社團。

1995年1月29日，溫哥華聯絡處舉辦第一次法鼓山信眾聯誼會，宣布成立護法

會，展開勸募工作；成立初期，由於沒有共修場所，大多是在信眾家中輪流舉

辦大悲懺法會；自1994年10月開始租借渥

烈治（Oakridge）社區活動中心，每週六

舉辦禪坐共修，如此持續了五年。除了拜

懺、禪坐，另又於1995年5月開辦念佛共

修，1996年開始舉辦菩薩戒誦戒會及讀書

會，主要研讀《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法鼓山的方向》、《正信的佛教》等書

籍，1997年開辦佛學課程、禪一，1998年

舉辦佛一等。其中，佛學課程曾特別邀請

法鼓山佛學推廣中心的專任講師林孟穎前

往講授「學佛五講」、「成佛之道」，每次

199赦年赦月22日成立覿同年8月正式向當地政府註冊登記。

設有召集人一人覿並依當地政府規定成立董事會覿共有七位成員覿董事會的功能

為代表法鼓山對秪拿大政府負責。另有籌建委員會覿該委員會將於新道場建設完

成後解散。

舉辦各種共豂活動覿如禪坐覂念佛覂讀書會覂菩薩戒誦戒會覂大悲懺法會覂佛

供覂助念覂合唱團覂青少年讀經班等。

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加拿大，位於美國北鄰之處，法鼓山於當地設有二個聯

絡處，包括溫哥華聯絡處、多倫多聯絡處。有加拿大「出入口城市」之稱的溫

哥華市，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許多華人亦在此定居；而多倫多市則是

加拿大的重要財經中心，亦有不少華人，但定居情形較少，這使得法鼓山溫哥

華信眾的共修活動相對地較為活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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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00年8月，聯絡處租用固定道場，得以開辦更多共修活動，包括半日

禪、一日禪、兒童讀經班及合唱團練唱等。2001年並有多項大型活動展開，包

括除夕拜懺圍爐、新春普佛法會及大好年義賣園遊會等。

為了有一處更為理想的道場，聯絡處仍積極尋覓並號召眾人護持。2001年6月

舉辦「千人千元護持籌建道場活動」，信眾們共同發願，希望早日完成道場的籌

建，在眾人祈願之下，終於在2001年底，找到了一塊理想的共修之處，準備籌

建道場。未來，溫哥華聯絡處將在此持續拓展多元活動，致力於向當地民眾推

廣法鼓山的理念。

1998年3月

設有召集人一位覿另有共豂組覂香積組覂場地組覂接葟組等。

舉辦各種共豂活動覿如禪坐覂禪一覂讀書會等。

多倫多聯絡處成立於1998年3月。聖嚴師父自1976年以來，曾多次至加拿大多

倫多市的大學院校演講，每年也有若干位東、西方人士，從多倫多巿至紐約東

初禪寺參加禪七。

為了讓當地民眾有一處可方便修學佛法、練習禪修的道場，信眾張德華遂於

1998年3月發起成立「法鼓山多倫多聯絡處」，並擔任首屆召集人。

成立初期的二年，主要是在信眾家中每月舉辦一次讀書會，持續參與者約有

一百人，由於辦理成效良好，還曾將推動讀書會以來的經驗、心得，在2001年

北美年會中，與法鼓山各海外聯絡處分享，並整理成「讀書會教學報告」。

2000年起，聯絡處開始推展多項禪修相關及其他活動，包括3月邀請僧團法師

前往指導禪訓班、念佛法會、法器執掌等；9月，聯絡處亦首次舉辦禪一，由悅

眾自己帶領。

2001年，共修地點移至多倫多市政府辦公廳內的公眾圖書館禮堂後，並開辦

定期禪一、禪坐等共修，另有由溫哥華聯絡處悅眾指導的禪訓班。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7月僧團法師應邀前往多倫多大學進行了一次弘講，講

題為「禪的生活──心五四」，並為當地民眾授三皈依，此次行程不僅造成當地

極大的迴響，亦為多倫多聯絡處對外公開舉辦活動的首次成果。未來，多倫多

聯絡處將致力於舉辦共修活動，讓當地民眾有更多機會親近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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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區最早於1990年初成立辦事處，之後由於參與人數日增，組織規模擴

大，因此在1994年籌組分會，並於1995年5月成立臨時幹事會；1996年根據當地

199赦年

設有召集人一人覂副召集人六人覂會長一人覂專職一人。六位副召委分別負責關

懷組覂活動組覂法務組覂內務組；以及禪豂組覂財務組覂勸募組覿另有名譽顧問

一人。

舉辦各種共豂活動覿如念佛覂禪坐覂大悲懺法會覂誦菩薩戒法會覂法器班覂讀書

會覂合唱團覂太極班覂普通話班覂瑜伽班等覿以及禪一覂佛一覂皈依覂初級禪訓

班等。

法鼓山於亞洲地區，共設有三個分會，包括香港分會、新加坡分會、馬來西

亞分會，各分會的成立，多由當地信眾主動發起，希望能集結眾人力量，共同

推動法鼓山理念，護持法鼓山，精進道業。

分會成立之時，為了在當地申請立案，成為正式組織，需配合政府法令，故

以不同的名稱呈現，但並不影響其弘法、護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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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1997年再向香

港政府註冊，成為

非營利慈善團體。

香港分會成立可

溯 源 至 1 9 8 8 年 7

月，當時聖嚴師父

首次蒞臨香港弘

法，有不少人在師

父座下皈依三寶，

並發心在香港推廣

法鼓山的理念，於

是在周恩如居士的奔走下，首先於1994年由黃安琪女士提供一處所做為圖書館

之用，以推廣師父著作。

同年11月辦事處遷至灣仔，其後幾經因緣變化，目前灣仔辦事處又重新運

作，成為市中心的一方心靈空間。爾後，信眾陳天明、鞠立賢伉儷又提供比原

址大、約可容納七、八十人的場地做為共修處，位址在九龍荔枝角，並於1999

年2月4日啟用、3月13日舉行灑淨儀式。

香港分會成立以來，舉辦的共修活動主要是禪坐、法會等，包括每週定期舉

辦的禪坐共修、念佛共修、大悲懺法會、誦菩薩戒法會、讀書會，及法器班、

太極班、瑜伽班、廚藝分享等活動，另有初級禪訓班、禪一、佛一等精進共修

活動。為了讓香港信眾能如法地修習禪坐，僧團更多次指派法師指導修行活

動。

除此之外，香港分會也舉辦合唱團的慈善義演，得到當地民眾的參與認同，

也為法鼓山的理念做了極佳的示範與宣傳。在對法鼓文化書籍的推廣上，香港

分會亦是不遺餘力。不但設有圖書閱覽空間，也提供讓信眾請購的服務，每年

的香港國際書展，更是動員了分會的義工們全力投入，許多民眾便是因書展的

關係，進一步認識聖嚴師父、法鼓山。

隨著香港信眾日增，各類弘法活動亦不斷增辦，為因應實際需求，分會現址

經過一再擴充，已有講堂、文化中心、禪修中心等空間，具有完善功能的香港

分會，已然成為煩囂鬧市中，一處提供大眾靜心修學佛法的清涼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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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分會的成立，緣於

1996年由在新加坡經商的信眾

周鼎華、朱盛華夫婦在新加坡

Arcadia Garden成立。 1997

年，又於百慕樂大廈覓得一處

空間較大的場地，做為共修道

場，並設置圖書館，用以推廣

聖嚴師父的著作；並設有視聽

設備，讓信眾能聆聽、觀看師

父的錄音帶及錄影帶等。

1998年，再遷移至位於市中

心的珠光商業大廈中的一戶，

儘管空間有限，但可做為讀書

會、閱讀及藏書之用，除此之

外，更利用該大廈第十二樓的

空間舉辦定期共修。1999年根

據當地法律，正式成立「法鼓

山新加坡佛學圖書館」，而成

為法鼓山於新加坡地區的分會

道場。

新加坡分會尚未成立之前，因受空間的限制，共修活動大多以禪坐為主，隨

著場地的擴充，才陸續開辦了各項共修活動，包括禪坐、念佛、法器練習；至

分會正式成立後，則舉辦一系列活動，例如數梯次的禪修班、禪一，以及讀書

會、鈔經班、瑜伽共修等。此外，分會也積極參與當地活動，與民眾增加互動

交流，例如參加當地的世界華文書展，藉由書籍推廣讓當地民眾得以認識聖嚴

師父、法鼓山，親近佛法。

新加坡分會成立後，聖嚴師父還特地於1999年4月至新加坡弘法三天，主持信

199踄年

設有召集人一人。另有榮譽董事聯誼會覂菁英禪三聯誼會覂顧問團覿分會之下

設；管理部之下設有香積組覂特務組覂關懷組覂筇務組覂培訓組覂財務組覂勸募

組覿活動部之下設有活動組覂文宣組。

舉辦各種共豂活動覿如禪訓班覂禪一覂念佛覂讀書會覂瑜伽覂鈔經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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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成立的馬來西亞分會，首任召集人為林孝雲。林孝雲曾參加聖嚴師父

指導的禪七，由於深獲法益，發願將禪法分享給更多馬來西亞人，於是成立了

「法鼓山馬來西亞聯絡處」，地點設在她個人開設的素食餐廳，主要工作為推廣

禪修，流通法鼓文化出版品。

2000年起，馬來西亞分會積極展開共修活動，內容亦是以禪修為主，包括定

期於每週舉辦的禪坐共修、中文初級禪訓班，不定期舉辦的禪一、禪三、禪

五、禪七等精進共修，另開辦養生素食班、素食結緣活動，讓大家在分享素食

的同時，培養健康的飲食觀。2001年，開始定期於每月第一週週日開辦英文初

級禪訓班，以接引更多民眾學習禪修。

聯絡處成立後，為了因應日增的活動需求，又尋覓了一處適合的場所，名為

「法鼓山馬來西亞禪中心」，於2001年4月舉行灑淨啟用儀式，由聖嚴師父親自主

持，師父在這次訪問大馬的

行程中，同時舉辦了多場的

演講，造成當地非常熱烈的

迴響，約有一萬二千人前來

參加，受到當地社會相當的

重視，使得馬來西亞民眾對

才剛正式成立的分會有了進

一步的瞭解，因此會員人數

快速成長，為馬來西亞分會

日後的弘法工作奠定了良好

的根基。

1999年3月1誹日

設有召集人一人覿另有禪豂推廣覂佛學推廣覂香積覂財政等工作小組。

舉辦各種共豂活動覿如禪坐覂禪一覂禪三覂禪五及中英文初級禪訓班等。

眾聯誼晚會、政商界菁英座談會、皈依典禮等，2000年11月再度前往當地舉辦

演講會，師父的親臨弘化與關懷，對於信眾的凝聚力，具有莫大的助益，使分

會發展的步伐更為穩健、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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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0年5月成立的墨爾本聯絡處，是法鼓山在澳洲的第一個弘法據點，首任

召集人為鞠立賢。

鞠立賢於1999年移民至墨爾本，發願要在墨爾本成立法鼓山聯絡處。當時，

許多在墨爾本的華人對法鼓山並不暸解，也不曾聽聞過法鼓山，鞠立賢憑著一

股願心，首先舉辦免費素宴，邀請當地華人社團出席，會中藉由錄影帶播放，

讓大家對法鼓山和聖嚴師父有初步的暸解。

在眾人的協助下，墨爾本聯絡處於2000年5月正式登記為非營利的團體。聯絡

處成立之初，多在信眾們的家中輪流進行共修；嗣後，信眾陳家榮和駱淑珍夫

婦發心護持，於自家後花園建了一間優雅、清靜的小禪堂，做為聯絡處的共修

道場，於2001年11月底灑淨啟用。共修道場正式啟用後，隨即展開連續十天的

密集禪訓活動，並安排二場佛學講座，為當地民眾開啟多樣的共修機會。

聯絡處成立初期，為了推廣法鼓山理念，即擬定以推動「念佛共修」、「淨心

環保」、「法鼓天籟」、「素菜飄香」四大單元活動為方向，期使民眾在念佛共

修、環保工作、合唱團練唱、分享素食等活動中，自然而然學習佛法，進而體

會法益。

平日的共修以念佛為主；週末假日，信眾們則是積極參與當地活動，例如義

賣、植樹、關懷老人、服務殘障學校等，期能藉由社區活動的參與，落實法鼓

山理念。除了固定的念佛共修及精進拜懺活動外，為了推廣法鼓山的理念並使

大眾受益，墨爾本聯絡處於2001年起固定舉辦各項講座活動，包括佛學講座、

佛教與心理學、健康講座、中英文禪修班、社區推廣講座等。

墨爾本聯絡處成立後，隨著共修場地的擴增，參與人數愈來愈多，各項共修

活動舉辦日漸頻繁，原有禪堂顯得狹隘而不敷實際需求，當地信眾也期許在不

久的將來，能有一個更寬廣的場所，以進一步推展多元化活動。

2鼕鼕鼕年誹月

設有召集人一人覿以及各組活動負責人。

舉辦各項共豂活動覿包括念佛覂參與社區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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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誹年

以聖嚴師父為導師覿由僧團派任輔導師覂副輔導師各一人覿設會長一人覂副會長

四人覂專任幹事一人。四位副會長分別負責：接引組覂活動組覂檔案組；文宣

組覂知津組覂研經組；關懷組覂區域聯絡人覂區域禪坐共豂。

● 透過禪豂法門幫助信眾啟發內在的福田和智慧覿達到超迷煩惱覂生死自在的人

生觀；並藉由豂學無上佛法覿回歸佛陀本懷覿達到「提昇人的品質覿建設人間

淨土」的目標。

● 以健康覂安全覂實用的禪豂觀念和方法覿使參與者在日常生活中活用覿臺到禪

豂的粔益。

● 每週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坐共豂。

● 每週四晚上於台北安和分院舉辦禪坐共豂。

● 舉辦佛學與禪學研習活動。

● 舉辦會員聯誼活動及教育訓練。

● 配合農禪寺舉辦禪一覂禪二覂禪三覂禪七等精進禪豂活動。

● 其紉符合本會宗旨之活動。

1978年11月，聖嚴師父首次在台灣主持禪七。由於信眾參與十分踴躍，師父

希望學員能持續共修，並讓更多人來參與，便指示在農禪寺定期舉辦週日禪坐

共修，這即是至今仍舉辦不輟的「禪坐會」的雛型。



之後，隨著出家眾和共修人士的增

加，需要較有組織地推動共修活動，於

是先行在1979年草創「禪坐會」，1984年

3月成立「農禪寺般若禪坐會籌備委員

會」。當時參加的會員約有二百多位，由

果暉法師擔任輔導師，同時推選出十位

籌備委員，並自1985年5月起，每月定期

出版《般若》會訊，介紹禪修課程及訊

息；1993年12月，會訊併入《法鼓》雜

誌。

經歷任輔導法師的帶領，禪坐會組織

漸上軌道，會員人數亦穩定成長，1988

年3月27日，召開「般若禪坐會成立會員

大會」，由謝安建擔任首屆會長。經歷多

年的草創籌備，般若禪坐會終於正式成

立。

禪坐會除了定期在農禪寺舉辦各項共

修活動外，為了推廣「家家是禪堂，戶戶是蓮社，處處是法鼓山道場」的理

念，更積極推動地區禪坐，在各地舉辦共修活動。近年來，禪坐會也推廣許多

禪修活動，如每週日的禪坐共修，每月的禪一、禪二、禪七，以及結合自然休

閒的「戶外禪」，受到許多民眾的喜愛。

展望未來，禪坐會將繼續發揚禪法的特色，推廣弘揚到各大企業、機關和學

校，期望讓社會各界認識禪修的益處，學習放鬆身心、淨化身心，繼而帶動外

在環境的清淨美好，達到「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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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淨二門，向來為漢傳佛教二大修持法門，法鼓山雖以禪修為本，但在推廣

念佛方面亦不遺餘力。

1982年4月，農禪寺福慧念佛會組織架構初步設立，初期有會員三十多人。經

過四年多的成長，會員不斷增加，為使組織更完善，於1986年10月正式成立

「法鼓山福慧念佛會」，並召開第一屆「會員大會暨成立大會」，由廖雲蓮居士擔

任首任會長。

除了念佛共修外，念佛會1985年便設有福田組，積極投入慈善關懷活動，除

了慰問貧病急難者、給予實際物資上的支援外，並與社會各團體組織，如動物

保護協會和環保單位合作，共同推動愛護動物及生態保育的工作。之後，為能

更積極推動社會福利慈善事業，福田組於2001年正式擴大成立為「法鼓山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念佛會每週定期舉辦的共修活動，主要有念佛共修、教導念佛的基本行儀、

指導修行開示、會員修行體驗及學佛心得報告，以及為往生者助念迴向。不定

期的共修活動，則有佛一、佛二、佛三、佛七等精進修行活動，其中佛七每年

舉辦二次，分別是清明節的清明報恩佛七及年底的彌陀佛七。

其中，為往生者助念迴向一直是念佛會落實法鼓山整體關懷的方式之一，不

論是本會會員或其親眷朋友，只要是有需求的一般大眾，皆可在每週六的念佛

共修時段中，前來農禪寺為往生者念佛迴向。

福慧念佛會成立逾十五年，會員人數眾多，今後將繼續本著穩健精進的風

格，徹底實踐「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宗旨。

1982年赦月

以聖嚴師父為導師覿由僧團派任輔導師覂副輔導師各一人覿設會長一人覂副會長

四人覿規畫有引禮組覂檔案組覂活動組覂文教組覂幼教組覂行願組覂規訓組覂專

車組覂法器組等九組。

藉由念佛共豂幫助蓮友開啟自己內在的福田與智慧覿達成解迷煩惱覂生死自在的

人生。

● 每週六於農禪寺舉辦念佛共豂。

● 每月二覂四週至福德社區及浩然敬老會帶動念佛共豂。

● 舉辦清明報恩佛七覂彌陀佛七。

● 舉辦八關戒齋法會暨精進佛一覿佛二覂佛三。

● 協助農禪寺辦理大悲懺覂淨土懺覂地藏懺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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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念團原為福慧念佛會於1983年成立的關懷小組，緣起於聖嚴師父對法鼓山

義工菩薩的關懷，主要協助會員及其家屬，提供臨終關懷及往生助念的服務。

1986年時，關懷小組配合念佛會員的成長，擴大為助念組。由於功能、組織

不斷擴增，1993年依聖嚴師父的指示，正式成立「助念團」，由僧團派遣法師擔

任輔導法師、鄭文烈擔任團長，主要關懷對象為各會團會員、信眾及其家屬。

1993年2月21日

以聖嚴師父為導師覿由僧團派任輔導法師覿設團長一人覿再依實際需求設多位副

團長覿並有訓練服務覂活動企畫覂公關文宣覂關懷推廣覂檔案管理等服務功能。

● 淨化喪葬儀式覿推動禮儀環保。

● 幫助臨終者或往生者解除恐懼覿放下萬緣覿往生淨土。

● 使參秪助念者從中自我成長覿並增強對佛法的信心。

● 每年四次覿與台北市政府共同舉辦佛化聯合奠祭。（2鼕鼕誹年起覿暫停辦理）

● 應政府或民間團體之邀請覿協辦災難超綎祈福法會或富教育功能的關懷活動。

● 接受法鼓山體系內會員申請各項助念關懷覿亦接受體系外社會大眾請求協助臨

終關懷覂往生佛事的諮詢等服務。

● 舉辦有關臨終關懷教育訓練課程及推廣簡樸莊嚴的佛化喪儀。

● 每週六下午六點至九點於農禪寺念佛共豂期間覿設置大事服務中心覿提供有關

臨終關懷的各項佛事諮詢。



聖嚴師父曾指出助

念關懷的意義：一是

為幫助往生者順利往

生西方極樂世界；其

次是幫助家屬得到安

定的心境與關懷的溫

馨，以及接受佛法開

示後得到安寧。師父

還指示臨終關懷的處

理原則，應先給予病

危者及家屬佛法開

導，並勸他們念佛；

然後在適當時機，提供家屬助念的意義及注意事項；最後，則是提供資訊及協

助進行正信的佛事及佛化喪儀。

近年來，助念團推廣臨終助念的觀念及佛化喪儀，莊嚴氣氛和簡樸風氣已轉

變大眾對傳統喪葬儀式的觀念和做法，而能接受簡樸、節約的儀式，特別是和

台北市政府合辦佛化聯合奠祭以來，更具有帶動社會良好風俗的指標性意義。

每位加入助念團的義工菩薩除了要安排輪值時間助念之外，還必須接受正信的

佛法教育，以及由助念團舉辦的各種成長營，包括哀傷輔導訓練、心理諮商的

助人技巧等。因為在許多重大災難中，助念團員往往是第一線接觸受災的民

眾，必須擔負起撫慰家屬的重責。

助念團未來努力的方向，除了團員人數的穩定成長外，也將透過舉辦各種讀

書會、演講、聯誼等活動，提昇專業品質，加強凝聚團員的共識，使團員更能

掌握法鼓山的方向與理念，透過助念關懷，為社會大眾做更大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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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推動法鼓山的理念，協助各項修行、弘化等活動，將發心護持的信眾們

組織起來，使人力資源得到最佳配置與利用。1992年9月19日正式成立義工團，

由李美慧居士擔任首屆召集人。1993年時，曾一度稱為「萬行菩薩隊」；至

1996年，為順應一般人的習慣用語，正式將「萬行菩薩隊」定名為「法鼓山義

工團」。聖嚴師父以「盡心、盡力、盡可能學習；不勉強、不挑剔、不可能失

望！」的法鼓山義工精神，勉勵所有的義工們。

義工團主要是提供人力資源，以協助法鼓山各體系所推行的活動，例行的工

作有摺疊《法鼓》雜誌並貼名條、協助皈依關懷組郵寄資料，協助各項法會、

歲末關懷、法鼓山淨山等等，舉凡有需要人力支援的地方，就有義工們的蹤

跡。因此，義工團提供的服務也包羅萬象，包括場地規畫及布置、接待人員訓

練、動線安排、餐飲準備，以及交

通秩序維護、醫護照顧、導覽接

引，活動結束後的場地整理和善後

歸位等，從接待貴賓到垃圾不著地

處理，是圓滿活動不可或缺的幕後

功臣。

未來的展望，義工團希望能協助

每位義工在「動中修行」，在利人的

過程中也能自利，得到佛法修行實

益；也冀望由個人「質」 的提昇，

接引到團體「量」的成長，讓更多

人加入自利利人的義工行列。

1992年9月19日

以聖嚴師父為導師覿由僧團派任輔導師；設團長一人覂副團長四至五人覿隨組別

增減而定；規畫有接葟組覂幼教組覂轟務組覂關懷組覂場地組覂規畫組覂美工

組覂醫護組覂護法勤務組覂通訊協調組覂交通組覂採編組覂環保組覂餐飲組（香

積組）覂發行包裝組覂園藝組覂插花組覂繉影組覂導覽組覂疽觀組覂音響組等二

十一組。

● 推動法鼓山理念覿實踐自粔粔紉的菩薩行。

● 護持並推動法鼓山事業體系各項活動。

● 以奉獻三寶覂服務社會為健康身心的活動。

凡法鼓山各體系推動的活動所需動員的人力資源覿均是義工團服務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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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團於1993年12月創立，成立之初

採隨喜練唱方式，由陳中申、余淑端二

位老師指導。經多年努力經營，組織初

具架構，練唱方式也由隨喜改為定期練

習。1997年起，延聘實踐大學音樂系聲

樂組黃淑楨擔任指揮及指導老師，自

此，合唱團從量的增加逐漸邁向質量並

重的里程碑。1998年9月起，更增設兒童

合唱團，希望藉由佛曲的演唱，讓小菩

薩們從中學習佛陀的慈悲與智慧。

歷年來，除了參與體系內各項活動，例如：佛化聯合婚禮、中秋音樂饗宴、

佛化聯合祝壽、冬令慰問、新勸募會員法鼓傳薪暨授證典禮等活動演唱之外，

還參加1998年8月於台中市立文化中心舉辦的「淨化心靈創作佛曲演唱晚會」、

1999年1月台北國父紀念館「以心靈自由彩繪人生」活動、2000年5月外貿協會

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的「慶祝佛誕節音樂晚會」、2000年5月於台北中正念

堂廣場舉辦的「花車嘉年華會」，以及2001年10月凱達格蘭大道上「來去總統府

──自信、活力、新世紀特別活動」等活動。

合唱團並曾錄製《法鼓山聖嚴法師佛曲集》（1996年9月）、《佛曲新韻──我

為你祝福》（1998年7月）等專輯。

未來，合唱團將繼續廣納音樂專才，成立音樂教師推廣組，統一佛曲的練唱

方式，協助國內外各地成立合唱團；並持續規畫練唱及錄音的進度製成CD，讓

更多人來聆聽佛曲，感受其清涼與法喜。

1993年12月

以聖嚴師父為導師覿目前有台北團覂台中團覂高雄團覂苗栗團覂南投團覂羅東

團覂台南團覂基隆團覂豐原團覂員林團等十個合唱團覿各團設團長覂副團長各一

人。「筇團部」設有教育訓練組覂活動企畫組覂公關文宣組覂行政轟務組覂團務

發展組（關懷組）覂財務組覿為了統籌各團相關事宜覿另設置團本部覿筇團長一

人。

● 以清涼的樂音覿接引眾生「豂學佛法覂護持佛法覂弘揚佛法」。

● 以妙音演唱佛法的殊勝覿實踐「提昇人的品質覿建設人間淨土」理念。

● 每週固定練唱。

● 配合法鼓山舉辦的活動覿參與演唱覂音樂方面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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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8月，一群曾參加法鼓山「社會菁英禪修營」的學員們，有感於聖嚴師

父與法鼓山的悲願和理念，需要更多人積極參與並協助推動，在協助榮譽董事

會「圓滿1000」活動的因緣下，組成了「法行會」。

初期，以歷屆社會菁英禪修營的學員為創會會員，並由菁英禪修營總召集人

政治大學校長鄭丁旺出任第一屆會長、劉偉剛為執行長。2000年5月，法行會正

式對外募集會員並召開幹部會議，設立組織章程，奠定了制度化的運作基礎。

法行會成立至今，不論是投入救災工作或是協助推動法鼓山大型活動，無不

全力以赴，包括「921百年震災」的賑災活動企畫、「台灣加油」公益廣告企

畫、協助成立「法鼓山安心服務團」，企畫「法鼓山新世紀大好年記者會」、

「楊麗花歌仔戲台南義演」、「雲門舞集竹夢台北義演」、「電視新聞大好月」、

「心靈環保全民博覽會」、「法鼓山急難救援規畫小組」，以及協助榮譽董事會

「超越2000文宣和感恩晚會」等活動。成績斐然，匯集各領域社會菁英的法行

會，其「法鼓山智庫」的美喻不脛而走。

在歷任會長及服務團隊的努力下，法行會將繼續融合多方面的人力專長，朝

著「護法揚善，共修力行」的目標邁進，積極向社會推廣法鼓山心靈環保的理

念，並以「法行」自我提昇，學習做一個時時以「佛法」修正「行為」的人，

以「法行」做為責任，學習做一個時時處處弘揚佛法的行者，成為法鼓山和社

會全面向上提昇的公器。

1999年8月

● 以聖嚴師父為導師覿設會長覂副會長覂執行長覂正副組長。

● 依專業資源領域組成智庫群覿有法律財稅覂媒體公關覂人文教育覂環保建築覂

文化藝術覂科技知識覂醫療衛生覂產業資源覂經營管理等諮詢顧問小組覿並設

顧問小組召集人覂副召集人。

● 成立功能小組覿分設組長覂副組長。包括對外小組：募款組覂研究組覂公關

組覂企畫組；對內小組：活動組覂財務組覂會務組覂關懷組覂成長組。

● 成立區域會員小組覿設召集人覂副召集人。

● 中部覂南部設分會：設分會長覂副分會長。

● 匯集法行會會員的專長及社會資源做為法鼓山的人才庫覿協助成就法鼓山的理

念與需求。對內是與會友相互關懷豂行覂學習成長的「智慧寶庫」覿對外則是

凝聚會友赭的智慧和資源覿做為提昇社會品質的「慈悲寶庫」。

● 不定期企畫各種主題活動覿向社會各界推廣法鼓山的理念。

● 每月舉辦一次例會覂悅眾會議覂聯誼成長活動覂法鼓隊練習覂各區會議等。

● 每年舉辦四次農禪寺禪坐共豂會覂四次全體會員聯誼活動。

● 每年12月舉辦周年慶覿每二年舉辦幹部改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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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緣會成立的因

緣，可溯及1992年

法鼓山首次舉辦的

「 社 會 菁 英 禪 修

營」。這是個以文

教、企業、政商界

菁英分子為對象的

活動，參加的成員

在參與活動後，因

認同法鼓山「奉獻

自己，成就大眾」

的理念，以及體認

到佛法對現代社會

的人心安定方面，確實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其中的女眾學員及男眾學員的眷屬

共十二位，便在1993年8月1日組成會團，由聖嚴師父親自命名為「法緣會」，期

許會員們藉由法鼓山的因緣，接引更多人來親近佛法，找到人生的方向。

法緣會會長為柯瑤碧，自成立以來，除規畫一系列會員的佛法修學課程、心

靈成長活動外，並積極參與或主辦、協辦法鼓山的各項活動，以及在重要活動

中擔任引禮工作，例如：參與歲末關懷、擔任法鼓山奠基大典貴賓接待、舉辦

大陸佛教聖蹟巡禮、擔任第二屆當代藝術品及珠寶義賣義工、策畫「921百年樹

人助學方案」等。

未來，在短程目標上，法緣會以提昇會員品質、增加共識，鞏固會員的向心

力自許；在中程目標上，則為增加會員人數，向外推展學佛護法的精神，期使

能擴大加深佛法對社會的影響層面；在長程目標上，則以充分發揮人力資源

庫、承擔更多的責任與義務為主要使命。

1993年8月1日

以聖嚴師父為導師覿由僧團派任輔導師覿設會長一人覂副會長三人覂小組長一

人覿規畫有聯誼組覂關懷組覂活動組覂財物組覂讀書會覂文書組等六組。

藉由法鼓山的因緣覿使同豂道友赭能開發自我慈悲並增長智慧覿共同學習佛陀的

精神覿由「生緣慈」再而「法緣慈」覿更上為「無緣慈」。

● 協助法鼓山其紉體系所舉辦的活動

● 每月舉辦一次例行會議並請法師開示覿另有合唱團覂讀書會覂球隊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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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青年學佛會」雖然正式成立的時間為2000年8月，但可以溯及更早的

二個組織──「法鼓山大專青年學佛會」和「法鼓山學佛營隊」。

1994年7月，農禪寺舉辦第一屆大專禪七，同年11月10日，應學員要求組成

「法鼓山大專青年學佛會」，開啟了對大專青年推動禪修的計畫。學佛會除了定

期舉辦大專禪七之外，每週六固定安排禪坐共修、法師開示等；亦不定期舉辦

禪二、動中禪等結合修行與休閒的活動。各大專院校的佛學社團也可透過學佛

會，向僧團請求安排法師至社團教授禪法及佛學課程。

於此同期，法鼓山應信眾要求舉辦暑期兒童營，每年都有許多熱心的大專青

年，參與營隊活動的企畫和執行。為了凝聚共識、整合資源，在1997年暑假成

立了「法鼓山學佛營隊」，以訓練、儲備營隊籌畫的人才為主。學佛營隊每年寒

暑假均會舉辦大專青年幹訓營、高中營、國中營、國小營等，以培養帶領營隊

活動的青年人才。

由於「學佛會」、「學佛營隊」二者的服務對象皆以大專青年為主，於是在

1998年正式將二團體合併為「法鼓山青年服務團隊」。1999年，為使組織更加完

整，服務範圍擴大至已畢業的青年，並改組為「法鼓山大專青年會」，簡稱為

「法青會」，主要成員及服務對象為十八歲至三十五歲的青年。

法青會除了延續學佛會及學佛營隊時期所舉辦的各項例行活動，並曾舉辦

「禪寶寶蛻變快樂行」禪訓班、山水禪、參訪、經典導讀、感情生活講座、生涯

規畫講座及禪修營等活動，由於十分貼近青年們的實際生活，普獲青年朋友的

熱烈迴響。

法青會的成立，便是要讓青年朋友瞭解佛法不是隱藏在深山古剎裡，而是可

以運用在生活中，透過青年朋友有興趣的活動媒介，將佛法豐富深刻的內涵散

播出去；並導引青年朋友接觸佛法，使其瞭解「開發自性內在的心靈力量，才

是生命最珍貴的價值」，將是法青會持續努力的方向。

2鼕鼕鼕年8月

以聖嚴師父為導師覿由僧團派任輔導師覿並依功能需求設立各種組別。

● 接引青年豂學正信佛法。

● 推廣青年精進豂行禪法。

● 培育青年弘法人才。

● 每年寒暑假定期舉辦大專青年禪豂營覂種子輔導員培訓等。

● 學期間則不定期舉辦基礎佛學覂基礎禪訓覂山水禪覂禪豂體驗營覂禪坐共豂覂

經典導讀覂讀書會覂週日講座覂禪二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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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繼兒童學佛營、大專青年營及國中生學佛營陸續開辦後，也開始著手

推廣教師禪修活動，將禪修的內涵融入教育的理念中。

1995年7月，法鼓山舉辦首屆「教師禪修營」，由聖嚴師父親自主持，共有來

自全省各級學校一千多位老師參加。因為報名人數眾多，特別在二梯次禪修營

結束後，又舉辦一次「一日教師禪修營」，將原本三天的課程精簡為一天，提供

給之前的向隅者。由於首屆「教師禪修營」的成效良好，反映熱烈，也開啟了

法鼓山教師聯誼會成立的因緣。

為了讓禪修的功能與作用持續落實，在聖嚴師父的指示下，於1995年7月正式

成立教師聯誼會，初期有會員八百多人，首屆召集人為楊美雲、吳宗明，會長

為楊美雲。

自成立以來，教師聯誼會一直扮演著將法鼓山理念，落實在校園教育中的推

手角色，不論是提供法鼓山各項活動所需的師資，或是協辦各級學校學生學佛

營、兒童讀經班，甚至是老菩薩讀經班、在家居士初級佛學課程及社區推廣念

佛帶動唱等，教師聯誼會都是不可或缺的源頭活水。

此外，也參與編輯校園版的《大智慧過生活》、《佛法妙錦囊》、《聖嚴師父

法語彙集》等書籍，提供教師們教學參考。

未來，教師聯誼會除了持續舉辦相關活動外，也以增強會員間的聯繫為工作

重點，定期舉辦聚會、共修、聯誼等活動，相互提攜，共同成長；更希望能帶

動校內禪修風氣，培養學生專注的能力，變化學生氣質，增進校園祥和；更期

許能結合佛法與教育，以禪修淨化心靈，落實心靈環保。

199誹年鬑月1赦日

以聖嚴師父為導師覿由僧團派任輔導師覿設召集人覂副召集人覿規畫有區域聯絡

人覂教育推廣組覂課程設計組覂企畫組覂文宣資訊組覂活動組覂檔案組覂接引

組覂關懷組覂場地組等十組。

● 結合佛法與教育覿致力提昇人的品質覿建設人間淨土。

● 以禪豂淨化心靈覿落實心靈環保。

● 以智慧來教育自己覿以慈悲來關懷紉人。

● 每年定期舉辦教師關懷成長營覂教師聯誼會覂教師禪豂營覂教師禪七覂教師寒

暑假心靈環保體驗營覂退休教師營。

● 不定期舉辦兒童讀經班覂繪本班覂作文班覂繪畫班及校園禪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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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董聯誼會原是法鼓山護法會成立後所創設的另一募款組織，由於認同法鼓

山的建設理念，也都感動於聖嚴師父的願心，在1989年法鼓山購買位於金山的

土地後，許多護持者紛紛發心成為「榮譽董事」，而為法鼓山第一代榮董。

榮董會原先並無專屬組織，但聖嚴師父為了讓這些發心護持法鼓山的信眾，

不僅僅得到財布施的利益，同時也能得到佛法的利益，於是指示成立榮董聯誼

會，以發揮團體共修精進的力量。

1992年10月，法鼓山榮譽董事會正式成立，由聲寶企業董事長陳盛沺擔任

「榮譽董事召集委員會」召集人，將當時七十位榮譽董事，藉定期的聚會互相關

懷，在學佛的道路上互相提攜。

榮董會每年春、秋二季固定舉辦聯誼會，會中請聖嚴師父開示並頒發榮譽董

事聘書。為感謝眾因緣的成就和大家的護持，每一次聯誼會都經過精心的籌

畫，藉以凝聚更深廣的願力與共識，並傳達認捐多少金錢不是重點，共同的誠

摯願力才是最重要的觀念。

發心擔任榮譽董事，不論是一次捐款或是分期捐款，都是一份共同的發心；

也由於能以分期方式護持，圓滿了更多人的願心願力。聖嚴師父曾開示「募款

與募心」，呼籲所有的法鼓人都發願來當榮董，亦勸請各界仁人善士來當榮董，

因為這不僅是對社會做大功德，也是給全人類後代子孫一個大希望。除了聯誼

會，榮董會成員也積極參與或協助法鼓山各體系舉辦的活動，例如：當代藝術

品暨珠寶義賣會、法鼓山921災後人心重建系列活動等。

為了讓無量的佛法可以永續傳承，讓無邊的眾生可以受到關懷，榮董會將繼

續努力接引更多的榮董加入護法的行列，布施財物，成就人類大好的福德法

施。

1989年3月

以聖嚴師父為導師覿由僧團派任輔導師；設筇召集人一人覂副召集人一至五人襄

助筇召集人覂顧問若干人提供諮詢。另設執行長一人覿執行聖嚴師父及筇召集人

的指示並統籌會務覂副執行長二至五人襄助執行長。其下規畫有企畫組覂成長

組覂關懷組及行政組。

● 凝聚榮董願力覿落實會員關懷。

● 護持法鼓山各項豂行覂弘化覂教育覂文化等工作覿推動「提昇人的品質覿建設

人間淨土」的理念。

● 每年春覂秋二季舉辦聯誼會暨頒發榮譽董事聘書覿藉以凝聚情誼並表達關懷。

● 協助其紉體系舉辦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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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2001年9月

的法鼓山僧伽大學佛

學院，是法鼓山繼創

辦培養高等佛學研究

人才的中華佛學研究

所後，又一教育理念

的實現。

僧大的成立，盼能

以辦研究所的精神及

品質，培育德學兼

備、解行並重，具有

2痞痞1穩9月

包括院長鏽、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院長鏽設有校長兼院長一人、副院長二

人；教務處設有教務長一人轅下分註冊組、課務組、學術出版組；學務處分別依

男眾部、輣眾部轅各設有學務長一人轅下分輔導組、規畫組、保健組；總務處設

有總務長一人轅另有總務組及庶務組。

以佛教之戒、定、慧三學為基礎轅依聞、思、修三慧之方法轅培養弘揚佛法轅利

益眾生之僧才。

1.以漢傳佛教的理論及實踐轅培養德學兼備、解行並重轅具有高尚宗教情操轅並

能帶動癩會淨化的僧才。

2.造就因應時代潮流需要的佛教僧才轅推動佛教教竻文化工作轅落實癩會關軠。

3.加強國際交流與語言訓練轅推動佛學教竻國際化轅培養深具國際宏觀之弘化僧

才。

採行四個學穩的學期學分制轅共修業四穩轅內容分為「慧業」與「福業」二大修

行資糧轅「慧業」包括以理論為基礎的「解門」與以實踐為要的「行門」二部

分轅「福業」則包括校內、外服務。

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



高尚宗教情操且能帶動社會淨化的僧才。

早在東初老人時代，老人就曾發表多篇文章，呼籲教界成立佛教大學；而聖

嚴師父則深感於社會一般大學課程缺乏教人如何做一個如理如法的出家人，而

曾於1961年在《人生》、《覺世》等刊物中為創辦佛教大學請命，希望以佛教力

量創辦佛教的教育機構，以佛教教育培植佛教的人才。

然而辦學的因緣一直到了1998年才得以具足，該年的10月2日，相關執事人員

在聖嚴師父的指示下，召開討論會議，並擬定了「法鼓山佛學院規畫書」；

1999年3月2月，第一次佛學院籌備會議於農禪寺舉行，由師父親自主持，會中

對佛學院的目標、運作方式等有全面的討論，師父特別勉勵籌備成員要以廣大

的心胸、前瞻性的遠見，宏觀百年後的整體佛教環境，建築孕育法門龍象的搖

籃。

為了廣泛汲取他校成功的辦學經驗，籌備成員分別拜訪新竹福嚴佛學院、桃

園圓光佛學院、嘉義香光尼眾佛學院、台北輔仁大學等學校，請益整體辦學經

驗及課程規畫。2000年3月15日，又於農禪寺舉辦了一場「佛學院辦學經驗交流

座談會」，聖嚴師父、惠敏法師於會中與普獻長老、大航法師、厚賢法師、能淨

長老尼等多位台灣各佛學院負責人，就僧伽教育、佛學院的運作，進行寶貴的

經驗交流。

經過二年多緊鑼密鼓的籌備，僧大確立了建校目標及各項軟硬體環境後，於

2001年秋天開辦。其辦學宗旨為，培育足以代表漢傳佛教精神與內涵的宗教

師，期使學僧們能德學兼備、解行並重，洞悉新時代的需求，更能在國際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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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和學術界佔有一席

地位。

開辦後的僧大，聖

嚴師父特別以「悲、

智、和、敬」為校訓

──以慈悲關懷人、

以智慧處理事、以和

樂同生活、以尊敬相

對待，期勉學僧們將

此校訓做為一個出家

人所應具備的條件。

僧大採行四個學年

的學期學分制，課程內容，主要以漢傳佛教的理論及實踐為根本，除安排律

學、禪宗、教史及寺院行政管理、弘法訓練的解門課程外，更設計了以奉獻精

神為主的福業修習，同時設有輔導師協助學僧修行、學習；通識學科部分，則

特別重視思惟能力與國際語文的培養，幫助學生們開展寬闊的格局與氣度，使

佛法的弘傳能超越語言、地域及民族性的局限。在師資聘任上，校方除了網羅

佛研所現有師資與畢業校友外，並邀請法鼓山僧團、國內外優秀的僧才擔任師

資，受聘的指導老師皆為一時之選。

僧大的招生對象，初期規畫為有出家意願的高中（職）、大專、研究所以上或

同等學力的在家男、女二眾。學僧於第三年必須剃度，成為僧團的一員，畢業

後可於法鼓山禪修、文教等體系中參與弘法利生的事業，並有投考佛研所或出

國深造等機會。2001年9月首屆招生，共有九位男眾、二十九位女眾前來報考，

實際錄取者則有五位男眾、十八位女眾。

位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的僧大，猶如孕育諸佛菩薩的搖籃。學僧們除

深受山林文化境教的薰習，更能感受到聖嚴師父建設人間淨土的宏深悲願，故

在學習目標上，自有一份超凡的使命及廣闊的願景。

未來，僧大將持續以戒、定、慧三學為辦學基礎，以聞、思、修三慧的修行

為指導方法，提供完善的僧才培育環境，期能造就更多弘揚佛法、利益眾生的

法門龍象，共同承擔如來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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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佛學研究所，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所以現代化方式培養高級佛學研究

人才的機構；該所的成立，亦是法鼓山「大學院」教育中，將培育高等佛教學

術師資人才、致力於弘法教育的理想落實。

中華佛學研究所前身為「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由前教育部長暨中國文化

學院創辦人張其昀博士倡議成立，目的為發揚漢學。創立之初隸屬於中華學術

院，附設於中國文化學院校區內。

1975年，聖嚴師父獲得日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以海外學人身分受政府

之邀自日本返國，其間，張其昀先生即有意敦聘師父前往中華學術院任教。

1978年，師父應張其昀先生之聘，正式擔任該院佛學研究所所長，1981年8月招

收第一屆研究生，學生均為大學畢業之優秀青年，同年9月19日假中國文化學院

藝術館舉行開學典禮，由該學院校長潘維和主持，南亭長老、煮雲法師等多位

1981穩8月

設有董事會轅所長一位、副所長二位轅另設有祕書鏽、行政單位、學術單位轅及

圖書資訊館、推廣教竻中心、佛教藝術醬究中心轅行政單位之下設有總務組、學

務組、人事組轅學術單位之下設有佛學資訊學程、西藏佛學組、印度佛學組、中

國佛學組、醬發組、學編組、教務組。

1.發揚中華文化

2.提倡國際性的佛教學術醬究

3.培植高水準的佛教教竻及弘化人才

立足中華轅放眼世界。專精佛學轅護持正法。解行互資轅悲車雙運。實用為先轅

利他為重。

本所每穩招收十至十二名具有大專學歷的醬究生（全修生）轅予以三穩密集的課

程與訓練。此外轅199痞穩起轅每穩並招考選修生數名轅修業期限二穩；1998穩

起轅針對無法成為正式醬究生者轅另甄選選課生若干名。

中華佛學研究所



法師、教授特地蒞

臨觀禮。

1984年，由於中

國文化學院改制，

附屬的中華學術院

佛學研究所停止招

生。時任所長的聖

嚴師父認為，雖然

暫時或可停止招

生，但佛教的高等

教育卻不能停止；

因此，1 9 8 5年秋

天，便以「中華佛學研究所」名義繼續招生，除更換名稱外，研究所的宗旨、

體制、師資依舊，設備則朝向更完備、周全的目標經營；教學授課場地並於

1986年，移至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

中華佛學研究所於1987年向教育部申請立案，同年7月1日奉准立案成立。8月

22日舉行成立大會，由前監察院院長暨總統府資政余俊賢主持剪綵，與會者包

括中外來賓三百餘人。而之前已由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發行八期的《華岡佛

學學報》，便於第九期起，正式更名為《中華佛學學報》。

1992年由方甯書教授代理聖嚴師父繼任所長，至1996年後則由李志夫教授擔

任所長，歷任副所長為成一法師、吳寬教授，現任副所長為惠敏法師。為了造

就專業而國際化的佛學研究人才，中華佛研所課程的安排，以嚴謹而精緻為原

則。由於研究所層級的佛學教育乃台灣首創，尚無成規與先例，因此便參照日

本各佛教大學研究所課程，謹慎訂定課程計畫。

該所每年招收十至十二名具有大專學歷的研究生（全修生），予以三年的密集

課程訓練。第一年課程，強調梵、巴等古典佛教語文；之後開始朝研究方法的

訓練，以中國佛學、印度佛學為主，特別加強日、英文的輔導，及梵、巴、藏

原典的閱讀等，這種採行多項不同語文齊頭並進的嚴密學程，有助於學生能參

閱更多國外研究成果，而能與國際研究成果接軌。

優秀、整齊的教師陣容則是中華佛研所的一大特色，如釋達和、釋恆清、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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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嚴及藍吉富等各大學教授，或

於學術上有卓越成就的法師、學

者；現今有楊郁文、陳英善、杜

正民、蔡伯郎、黃繹勳、釋見弘

及美籍William Magee等教授；更

遴聘國際學者，如來自印度國際

大學中文系系主任的穆克紀博

士，德國的高明道老師、美國的

維習安博士，捷克的性空法師

等，優秀人才濟濟一堂。

為開拓學生視野，同時積極將

師生的研究成果於國際間發表，並與各大學及佛學院所聯合舉辦國際性佛學會

議、兩岸佛學教育會議暨各類型研討會等。例如自1990年起至2001年底，已舉

辦三屆的中華國際佛學會議，並與國際間九所大學建立姊妹校關係，包括日本

立正大學、中國大陸中山大學人文學院宗教研究所、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東方

學院等，以及進行留學生、出版物的交換，與研究人員的互訪。此外，亦不定

期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至該所舉辦講座或演講。

中華佛研所自創所以來，於1968年發行《華岡佛學學報》，至1985年停刊（共

八期）。1987年起，每年定期發行《中華佛學學報》；以及1997年起，每年定期

發行《中華佛學研究》二種學術年刊，內容以佛教學術之文、史、哲、藝術、

教育、語文等研究性論文為主。且自1994年起，不定期出版《中華佛學研究所

論叢》等學術專著，內容包括梵、巴、藏、日等語文的佛典譯註，以及原典語

文教材、學術工具書和佛教文獻、歷史、思想等專案的學術著作。

除了出版品之外，中華佛研所並於1996年11月27日舉辦第一次專任研究人員

專題論文發表會，至今已有九屆。與會人員除了中華佛研所的師生外，亦廣邀

校外人士參與研討。專任研究人員所發表過的論文經過整理之後，有的刊載於

該所的學術期刊，有的則發表在其他期刊。

而為因應電子化、網路資訊時代的來臨，中華佛研所於1998年2月成立佛學網

路資訊室（簡稱網資室），並與台灣大學合作，成立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

以順應新時代的需求。



1998年2月15日更協助「北美

印順導師基金會」成立「中華

電子佛典協會」（ C h i n e s 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簡稱CBETA），將

《大正新脩大藏經》中第一冊至

第五十五冊及第八十五冊漢文

藏經、卍字續藏經，進行電子

檔輸入、校對、加註標記等標

準 化 的 工 作 ， 已 完 成 漢 文

「CBETA電子佛典集成」，進而

透過網際網路及光碟提供各界

人士使用，推廣佛法。

中華佛研所亦與台灣大學及台北藝大學透過執行多項專業研究計畫，促進本

身學術研究方面的能力，例如2001年7月執行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計畫專

案「台灣佛教文獻數位資料庫的建構與研究」；2001年9月進行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數位博物館計畫：玄奘西域行子計畫」等。

2000年11月，中華佛研所更與蒙藏委員會進行「合作培訓西藏駐台弘法喇嘛

計畫」，目的在於協助長期停留台灣弘揚藏傳佛教的西藏僧侶學習華語，及提供

以華語弘揚西藏佛法的訓練課程，因而開辦「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該班

於2001年秋天正式開辦。

為使社會人士於工作之餘，亦能有學習佛法的機會，中華佛研所另設置了

「佛學教育推廣中心」，規畫一系列佛學研究及禪修課程，包括佛學語言教學、

佛教經典研讀以及佛學現代應用與實踐等。

中華佛學研究所歷經二十年的辦學成果，已為佛教教育樹立楷模與典範。歷

屆畢結業生中，有多位前往德、美、日、荷、印度、澳洲、紐西蘭等地持續深

造，並獲得博士學位，返回母校服務；也有許多校友陸續加入佛教教育、文化

及研究工作行列，推動佛法弘法事業，辦學成果績斐然。

2001年，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第一期工程初步建設完成，中華佛研所便

搬遷至金山現址，與甫創辦的僧伽大學佛學院師生，成為第一批進駐園區的單

位。中華佛研所在既有優良的校風，以及豐碩的研究基礎上，期能在未來不斷

朝國際化、資訊化方向努力，成為中國佛教培植高等佛教人才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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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於1985年的中華佛學研究所，致力於高等佛學的教學與研究，其辦學的

成果已獲國內外極高的評價。為提供許多對佛研所的課程深感興趣，但卻沒有

機會就讀的社會人士一個修學的環境，佛研所於1993年開設「佛學教育推廣中

心」，開辦短期、階段性的佛學課程，期能符合社會大眾的需求。

「佛學教育推廣中心」秉承中華佛研所的教育理念，其教學內容涵蓋漢傳、南

傳、藏傳等各佛教體系，以學術性、系統性、客觀性、宏觀性的教學方式，開

辦各種廣度與深度的佛學課程。

佛學教育推廣中心每年開辦二學期的課程，每期十二週。至2001年8月為止，

已先後開辦不同類型的課程，包括藏文、梵文、佛學英文、佛學日文、佛學語

1993穩

以聖嚴師父為導師轅設有主任及專職行政助理各一人轅負責課程安排以及相關行

政與教學輔助等。

● 推動大學院教竻轅促使高等佛學教竻走進人間。

● 提供癩會大眾有次第、有系統的佛學課程。

● 將正知正見的佛法理念轅推廣至癩會各階層。

定期籌畫、開設各式佛學課程。



言等語言學習課

程，原始佛教、

阿毘達磨、佛學

概論、大乘佛

法、佛教史、佛

教美術史、唯識

學、中觀學、淨

土宗、禪宗等佛

學研討課程，以

及佛教研究法、

《 法 華 經 》 研

究、《楞嚴經》

研究、佛教文化

概論、日本佛教概論、天台思想研究、詩詞研究等研究課程，另有生活實用類

的生死學、臨終關懷等。

佛學教育推廣中心的師資群，主要來自佛研所優異的教授師資，同時亦延攬

國內外學有專精的專家學者，由於師資陣容堅強，課程內容扎實，因此自開辦

以來，每學期均吸引超額的學員報名上課，近年來，上課人數更不斷呈倍數增

長。

佛學教育推廣中心為顧及市區交通的便利性，上課地點均選擇在台北市中

心，初期借用法鼓山台北安和分院；至1997年，開辦的課程陸續增加，原有場

地已不敷使用，因而另行借用位在台北市朱崙街的「慧日講堂」。

直到1999年，法鼓山信眾果福居士捐出個人住宅（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愛群

大廈7樓）做為推廣中心的上課之用，讓推廣中心擁有專屬的上課及辦公場地，

僅部分課程仍借用慧日講堂與安和分院場地。

此外，為了讓學員更能輕鬆學習，佛學教育推廣中心的授課老師亦經常舉辦

戶外教學，例如：佛教史學家藍吉富老師領團至日本寺院參訪，專攻阿含學的

楊郁文老師領隊至印度朝聖等，帶領學員們除了教室內的學習，也能親身感受

佛教聖地的莊嚴。

法鼓山向來重視佛學教育，佛學教育推廣中心以開辦大學、研究所程度課程

的方式，提供學員一個能夠次第化學習的環境，確實讓許多有心學佛者受益良

多，未來也將依學員需求，陸續開辦多元化的佛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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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為法鼓山繼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及僧伽大學之後，再度

籌辦的大學級院校，創辦人為聖嚴師父。該學院的籌建，在硬體建築上，為法

鼓山整體工程建設第二期重點工程，又為法鼓山「大學院、大關懷、大普化」

三大教育──大學院教育的一環。

目前仍在籌備中的法鼓人文社會學院，辦學理念為「人文社會化，社會人文

化」，以人文為

思想，宗教情

懷為實踐。計

畫未來將設立

宗教學院、藝

術學院及管理

學院等，共十

二系九個研究

所為目標，約

可容納四千名

學生，目的在

於培育佛教高

等弘化人才，

盼能以佛教的

1998穩7月28日成立創校董事會

以「人文癩會化轅癩會人文化」為教竻理念轅期能「提昇人的品質轅建設人間淨

土」。

以宗教關軠為經轅以現代人文科學為緯轅培養人文及癩會科學人才轅從事人文教

化與癩會服務工作；展現時代癩會願蹚轅發揚中華文化轅促進世界和平。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



精神、理念，來影

響明日的社會。

1992年9月，法

鼓山首先向教育部

提出「私立法鼓人

文社會學院」的籌

設申請，1993年7

月教育部同意籌設

後，法鼓山便積極

進行有關學校建築

用地的規畫。然而

土地購買並不容

易，歷經重重困難後，土地洽購事宜告一段落，直到1998年5月28日，終於獲內

政部核准開發申請，教育部並於同年6月5日核可籌設。

1998年7月28日，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正式成立創校董事會。董事會成立當天，

全體共有包括聖嚴師父在內的十一位董事出席，教育部也列席參加。會中除了

通過董事會組織章程之外，全體董事並推選師父為董事長，師父提名曾任國家

圖書館館長的曾濟群為校長，經全體董事通過後，學校籌備工作即正式進入運

作階段。

依據私立學校法的規定，學校籌設時，必須在完成財團法人登記、教育部正

式核備後的一年內，申請立案招生。但是已獲教育部核准籌設的法鼓人文社會

學院，由於校地位於山區，開發不易，相關的開發申請案仍在準備階段，為了

慎重起見，乃於1999年7月1日向教育部申請延緩立案的期限。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一方面積極推動建校事宜，一方面也對外舉辦相關

的研究、交流活動，至2001年底已舉辦過「人文關懷與社會實踐」、「新時代的

家庭倫理──尊重與關懷」、「兩岸青年學者論壇──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價

值」、「科技發展與人文重建」等學術研討會，針對現代人共同關心的重大課

題，探討人文重建的新方向。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的創設，是法鼓山大學院教育的進一步落實；展望未來，

它將樹立在建築雅緻、而充滿人文精神的法鼓山山城中，以佛法的智慧，懷抱

宗教關懷的情操，讓現代人文精神內化於莘莘學子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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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簡稱獎基會）於2000年1月成

立，以鼓勵學術研究，推動教育理念，營造人文風氣為目標。

獎基會的成立緣起

聖嚴師父在日本貧困

留學時，蒙沈家楨居

士提供獎學金支助，

方得以順利完成學

業，由於這段艱辛的

求學歷程，使得師父

發願要自辦教育並籌

設獎學金，幫助更多

需要幫助的人。為了

成就這個心願，1997

年，為紀念東初老

人，於農禪寺首次啟

2痞痞痞穩1月

設有董事會轅董事長一人轅由董事七人至二十一人組成轅每屆任期三穩。另有執

行長一人綜理本會行政事務轅由董事長提名經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轅任期三穩；

並聘辦事員若干人。

1.推動「人文癩會化轅癩會人文化」的理念轅以提昇人的品質轅建設人間淨土。

2.經由人文癩會學術之探討轅開發人的心車、轉變人的觀念轅以達成淨化人心轅

淨化癩會的目的。

3.躇勵癩會各界人蹻撙節祝賀、追思及特別禎念之費用轅移作文教獎助金轅既可

永久禎念轅亦能改善癩會風氣轅造福癩會。

辦理獎助學術醬究、學術交流與專案出版計畫等。

法鼓山人文社會

獎助學術基金會



建梁皇寶懺法會，籌得三千多萬元；同年聖嚴師父的第一位皈依弟子柯果福居

士，於往生前將積蓄與收藏文物全數捐給法鼓山做為弘法利生和教育之用。因

為有了這二筆基金，促成了「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的成立。

獎基會籌備之初，為了擬定該會的運作方向、原則，聖嚴師父特別邀集多位

學者專家、企業界人士於1998年4月1日，共商獎基會發展大計，盼能成立一個

在組織型態、營運方式，特別是功能發揮有別於一般的基金會。經眾人商討

後，當天擬定了獎基會的創設原則，其內容包括：

獎基會鼓勵大眾節省婚喪喜慶的支出，將結餘經費協助成立「○○○紀念獎

助學金」；或為了紀念父母、子女、親友、師長而成立「○○○紀念獎助學

金」。至於募款委員的組成，則可聘請各行業、各地區、各社會階層的熱心人士

出任，負責有關基金籌募的聯繫、接洽、慰訪等工作。

凡經由人文社會學術的探討，以開發人的心智、轉變人的觀念，以達成淨化

人心、淨化社會為目的的相關計畫或方案，均可提出獎助申請。基金會將聘請

公正而具權威性的學術界人士為審議委員，評審受理申請的獎助案。

為了尊重基金捐贈人，基金會將永遠保留其設立獎助學金的名稱，並以基金

捐贈人指定的名義發給獎助金；基金捐贈人亦得就基金會所列各項獎助中，指

定一項或多項捐助之。

1999年7月13日，獎基會籌備會議召開，同年10月4日隨即召開第一屆董事會

議，全體推舉聖嚴師父為董事長，師父則提名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校長曾濟群兼

任執行長，並選出董事。2000年1月，「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報請

教育部核准，正式成立。

獎助基金會成立後，開始積極辦理獎助學術研究、學術交流與專案出版計畫

等各項工作，包括「專案委託研究」類的「非營利組織發展及運作之研究」、

「人文教育之推動與落實──人文社會化，社會人文化之研究」；及「專題研究」

類、「獎助學金」類等。此外，並結合金山地區的學校、居民，共同推動「金

山鄉人文社區營造」計畫。

為了讓社會大眾對獎基會有進一步的認識，特別在2000年8月17日於國家圖書

館召開了「預約人文世紀──給21世紀多一些人文關懷」活動，鼓勵大家共同

為社會人文教育盡一分心力。未來，獎基會將持續推展教育理念、獎勵學術研

究，實現聖嚴師父當年的悲願，進而改善社會風氣、造福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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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負著推廣佛教文化使命的「法鼓文化」，前身為東初出版社，成立於1980

年，為法鼓山最主要的文化事業機構，扮演著法鼓山喉舌的角色，勵精圖治地

展開文化弘法工作。

198痞穩

設有總編輯一人轅另有叢書部、雜誌部、文史資料鏽、企畫鏽、專案鏽、行銷業

務部、物流、製作部、網路事業部、推廣部、行政資源部、讀者服務部。

開創、推廣佛教文化事業轅使一般癩會大眾轅能正確地認識正信佛教轅並提高佛

學醬究風氣轅提昇佛教學術水準。

將佛法轉化為文字、影音、文物等各種文化產品轅傳送到世間的每個角落轅讓佛

法為人所用。

法鼓文化



法鼓文化的成立因

緣，可溯及至東初老

人在中華佛教文化館

推展佛教文化事業的

時期，為了保存佛教

文化資料文獻，東老

人先後編纂了《禪學

大成》、《蓮池大師

全 集 》、 《 淨 土 十

要》，及《中華佛教

美術》、《中華佛教

叢書》、《民國高僧

傳》，及《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國近代佛教史》等書

籍，以為研究佛教歷史文化的依據。

東老人圓寂後，一度暫停了所有的文化事業，直到聖嚴師父於1978年自美回

國承接文化館法務，秉承東老人的遺志，在方甯書教授的協助下，於1980年5月

成立了「東初出版社」，以承續東老人致力於佛教文化的使命，同時也是紀念東

老人所扎下的文化根基。

由於當時的台灣佛教尚在起步、萌芽階段，社會大眾普遍對佛教不認識，東

初出版社成立後，便致力於佛教書籍的流通，並轉型出版具有專業品質的書

籍。首先企畫編輯了七冊的《東初老人全集》，其他出版物重點則為聖嚴師父有

關基礎佛學入門著作，如《正信的佛教》、《學佛群疑》、《戒律學綱要》等，

以及中華佛學研究所的佛學論文；另一方面，也開始印製系列「佛學小叢刊」，

與社會大眾結緣。此外，出版社並發行《人生》、《法鼓》二種雜誌，成為一個

擁有叢書及二份雜誌的綜合性出版社，藉由不同的文化媒材，弘傳佛法。

1989年法鼓山創立，因應日盛的弘化事業，東初出版社開始規畫不同的書

系，包括「寰宇自傳」、「禪修指引」、「智慧海」、「現代經典」等系列，以及

「有聲品」系列有聲書籍；並於1994年集結師父之前的所有著作，再予以彙整重

新編輯而成一套七輯計四十一冊精裝的《法鼓全集》。

因應佛教在台灣的蓬勃發展，及法鼓山快速的弘法腳步，東初出版社於1995

年7月擴大為「法鼓文化」，朝向多元出版事業發展，在東初出版社優良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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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基礎上，出版品形式更加多元，包括了書籍、有聲書、影音、文物用品等。

法鼓文化在這一階段的主要變革為，進入專業編輯時代。大致可分為四個方

面來說，第一為「開發新書系」，開始規畫各種實用性的書系，例如人間淨土系

列、世紀對話系列，及1999年開發的隨身經典系列，讓讀者可以更方便隨身閱

讀。第二為「套書製作」，針對現代人的需求特別規畫的新套書，例如以青少年

為閱讀對象的「高僧小說系列」，及整理自聖嚴師父禪修指引系列叢書的「禪修

菁華集」。第三為「出版具學術指標的佛學論叢」，以具有專業性、學術性的內

容為出版重點，例如國際佛學學者季羨林的《季羨林佛教學術論文集》、專研天

台學學者陳英善的《天台緣起中道實相》及日本佛教學者水野弘元的《佛教文

獻研究》等，這些皆為首屈一指的佛學研究成果。第四則為「出版七十冊的

《法鼓全集》」，為了恭祝聖嚴師父七十大壽，法鼓文化於2000年出版共七十冊

《法鼓全集》，與1995年的首次集結相距七年，增加了三十本，內容共七輯，除

了將首版的四十冊進行改版外，並加入師父於1994年至1999年的所有著作，專

業編輯後的《法鼓全集》，均在全球各地佛教圖書館及重要學術圖書館典藏。

在通路方面，八○年代以前，台灣的佛教書籍往往只在少數幾家佛教書局或

佛教文物店中流通，但隨著佛教在台灣的蓬勃發展，佛教書籍漸漸地打入一般

流通市場。

1995年，法鼓文化成立，除了在書籍出版上開展新風貌，在行銷通路上也邁

開步伐，建立新的里程碑，將原本只在內部流通的書籍，擴展到一般出版流通

市場，讓非佛教徒也能在一般書店中看到法鼓文化書籍；同時也設立專業行銷

部門，規畫推廣專案，透過平面、影音、網路等各項廣告媒介，將法鼓文化所

出版的出版品推廣到社會各個的層面。

除了擴展國內的行銷通路外，並同步參加多項國際書展。首先是於1996年第

一次參加台北國

際書展，這是亞

洲地區最大規模

的國際書展，每

年在台北世貿中

心舉行，法鼓文

化參展以活潑、

知性的展場設計

風格，清楚形

塑佛教出版單

位清新的形

象，直接面對廣大



閱讀群眾。

有了這些將觸角伸向國際書展的成功經驗，法鼓文化也每年參與此一國際書

展，更積極參加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等地的書展，期望透過各項展覽，與

社會大眾分享佛法的觀念、法鼓山的理念與法益。

法鼓山文化事業的拓展，由東初老人而聖嚴師父，由中華佛教文化館、東初

出版社，再進入法鼓文化階段，出版的理念以「弘法利生，普及佛法」貫串了

這三個歷程。依此理念的二大宗旨為：

˙佛法普及化：使一般社會大眾，能正確地認識正信的佛教。

˙佛法學術化：以提高佛學研究風氣，提昇佛教學術水準。

聖嚴師父於1990年親筆寫下了對出版部門同仁的勉勵，足以說明法鼓文化的

出版理念和態度，正是以文化弘法為管道，建設人間淨土為目標。

法鼓文化的發展歷程，隨著法鼓山的國際弘法腳步逐漸成長；做為法鼓山的

文化單位，扮演的是法鼓山喉舌的角色，肩負的是文化的使命。從東初出版社

成立至今，歷經二十一年，法鼓文化始終以分享佛法、好書籍當做目標，希望

推廣優質出版品，將佛法智慧傳送到更多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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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人每月必讀的心靈資糧──《法鼓》雜誌，一直以來，不僅扮演法鼓山

內部溝通橋樑，也是全球讀者接受聖嚴師父的智慧開示、修學生活佛法的刊

物。

在《法鼓》雜誌中，讀者還可閱讀到法鼓人深刻的修行心得，看到法鼓人在

世界各地積極履踐菩薩道的行動。因此，凡是法鼓山的一分子，莫不對這份雜

誌有親切的感情。《法鼓》雜誌因法鼓山的創立而誕生，十三年來，隨著法鼓

山的脈動和發展，留下最真實的成長足跡。

1989年7月，聖嚴師父正式將位於台北縣金山鄉的道場命名為「法鼓山」。

1989年12月，《法鼓》雜誌隨之正式創刊。

創刊第一期的封面，由聖嚴師父親自題字，採十六開本大小的雜誌本型態，

初期發行對象以中華佛學研究所護法理事會的成員為主，後來擴大到法鼓山全

球護法信眾。師父在「發刊辭」上，開宗明義闡述「法鼓」二字的由

來，是引用《法華經》中「轉無上法輪，擊於大法

鼓」這二句，期以大智、大仁、大勇的佛

音，震聾發瞶，普遍度化眾生。

如同「法鼓」二字傳達的期許一

樣，《法鼓》雜誌發行的目的，

是希望透過平面文字媒體，將法

鼓山「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

淨土」的理念，以及對「心靈

環保」的推動，深植全世界廣

大信眾心中。具體言之，藉

由《法鼓》雜誌為讀者提供人

1989穩5月1痞日

設有主編一人、執行編輯一人、採訪編輯四至五人。

傳達法躇山的理念「提昇人的品質轅建設人間淨土」轅以及凝聚四眾弟子的共

識。

每月發行《法躇》雜誌。



生方向的指導、淨化心靈的方法，將佛法的觀念及法鼓山推行的活動，轉變成

每位讀者生活中可以實踐、活用的參考，是雜誌的目標。

《法鼓》雜誌刊登的內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新聞報導類等，報導

法鼓山在國內外推動佛法的過程，記錄法鼓山一步一腳印的成長，也為全球法

鼓人搭起交流和溝通的橋樑。第二部分是刊載聖嚴師父在各個場合的經典宣

講、開示內容，經由每月文章的連載，將正信的佛法思想、經典的現代運用、

法鼓山推動各項活動的精神，遞傳到每位讀者手中，讓讀者適切獲得佛法的指

引和啟發。第三部分則是來自全球各地信眾學佛修行、參與活動的心得，以及

體系內各項修行的活動資訊；讀者在此分享生活上運用佛法的點滴、學佛和修

行的體驗，彼此一同在菩薩道上勉勵、精進同時，每期也刊載各項活動資訊，

提供讀者獲得各種進修成長的訊息。

《法鼓》雜誌的讀者，也就是發行贈閱的對象，以法鼓山全體信眾為主，包括

皈依弟子、護法體系成員及各營隊和會團成員。至於發行地區，則廣布亞、

歐、美、非、大洋洲等五大洲三十三個國家，凡是希望獲得法鼓山訊息的廣大

信眾，都可以索取。

從1989年創刊到2001年，這十三年間，因應社會的變遷、法鼓山的成長、讀

者的需要，《法鼓》雜誌在版面型態、編輯方向、報導內容等方面，也不斷地

進行更新和調整。創刊初期的《法鼓》雜誌，為雜誌本型態，每月一日發行，

並刊登捐款徵信名單。初期以傳達法鼓山的理念，凝聚四眾弟子共識為主要方

針。1991年起，由於護法會會團逐步發展，以及聖嚴師父指示「以輕鬆活潑的

型式為主，讓讀者在十分鐘內看完」，編輯方向因而調整。第16期起，原本只刊

登捐款名單的「福田」專欄，開始增闢義工團的報導，並逐次推出專題性的報

導。

1992年1月，《法鼓》雜誌首度改版。基於環保理念，同時節省印刷、紙張、

郵資的浪費，第25期起，由雜誌本改為報紙型，並改成每月十五日出刊，刊頭

題字改採弘一大師的墨寶。改版後的《法鼓》雜誌，有二大張、八個版面，其

中二個版面為新聞報導和文章，其他版面則以刊登徵信名單為主。為了延伸關

懷和報導層面，8月32期起，新聞報導擴增為四個版面，得以介紹更多護法體系

的訊息。

1993年，《法鼓》雜誌報導的觸角，從台灣伸展到了海外。由於法鼓山在美

洲地區的分會、聯絡處紛紛增設，美洲的活動報導不斷增加，6月42期起，首度

在美洲地區發行，更促進彼此的瞭解和交流。1994年起，雜誌逐步朝專業平面

媒體的方向，進行改變，強化各版屬性；其次，在版面設計上，2月50期起，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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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橫式刊頭改為直式。尤其原先占據相當大版面的徵信名單，因電話語音查

詢系統正式運作，從1995年3月63期起取消刊登，原先版面改刊登各地分院、事

業體、僧團的活動訊息，提供讀者更多學佛、共修的資訊。

1997年，因應網路時代的來臨，「法鼓山全球資訊網」在眾人的企盼中誕

生，《法鼓》雜誌也同步提供網路電子版，為佛法現代化的推廣，開創嶄新的

一頁。1998年，隨著出版界電腦化的趨勢，《法鼓》雜誌正式脫離手工排版，

進入電腦化排版作業。1999年，《法鼓》雜誌堂堂邁入創刊十週年，繼續朝精

緻化、專業化的人文性刊物邁進。

2001年1月，邁入新世紀的《法鼓》雜誌，再度進行全新改版。1月133期起，

出刊日期也由每月十五日，改為每月一日。二大張、八個版面的內容重新調整

規畫，各版屬性分類更加明確。例如新闢「生活佛法」、「法鼓副刊」二大版，

刊載法鼓人的修行心得、創作篇章，並提供實用的生活修行方式；「教育文化」

版為闡述教育理念、人文智慧哲思的版面；「經典義理」版刊登聖嚴師父經典

義理的講錄；「禪林淨土」版則是禪修、念佛專屬園地；至於「護法關懷」、

「各地報導」二版，則更強化各會團、各地報導及活動訊息的蒐集。

《法鼓》雜誌皆能準時如期出刊，背後的推手除了專業的編輯人員、採訪記者

外，還有散布國內外各地的法鼓人，主動提供當地活動的報導和照片及分享學

佛體驗的文稿，使得雜誌的報導能深入各地，文章多元而豐富。不僅編輯過程

中，得力於國內外法鼓人的協助；出刊後的《法鼓》雜誌，更有賴義工們發心

摺疊、裝貼，才能順利寄達讀者手中。

十三年來，《法鼓》雜誌的發行量，從數萬份成長到十幾萬份；摺雜誌的義

工，也隨著從幾十人增加到數百人。每逢出刊的日子，農禪寺宛若龐大的裝訂

廠，數百位義工分工合作，從整理場地、搬運、摺疊、貼地址名條、計算份

數、打包、運送，不論是六、七十歲的老菩薩，還是七、八歲的小菩薩，全都

投入其中。在美洲地區印刷的《法鼓》雜誌，同樣由當地義工貼名條、裝訂、

分區裝郵袋，再送郵局寄送。

如同成就每項事物背後所需具足的因緣一樣，《法鼓》雜誌正是由所有法鼓

人和義工們，來具足和成就這樣的因緣。

對法鼓山來說，《法鼓》雜誌是弘法刊物、是歷史記錄；對讀者信眾而言，

《法鼓》雜誌是成長學習、心靈交流的園地。透過一篇篇的文字珠玉，其功能和

影響，跨海內外，深入每位信眾的心靈。未來的《法鼓》雜誌，一樣會伴隨法

鼓山的成長、法鼓人的腳步，不斷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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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穩5月1痞日

設有總編輯一人、主編一人、執行編輯一人、採訪編輯四至五人。

為倡導人生佛教轅讓一般民眾瞭解何謂正信佛教轅從佛法中受益。

每月發行《人生》雜誌。

1949年5月10日，《人生》雜誌在東初老人結合數位志同道合的佛教青年，於

北投法藏寺創辦，聘請中壢圓光寺妙果老和尚擔任首任社長，並得慈航、圓

明、守成、成一等諸法師贊助，由東初老人擔任主編暨發行人，負責實際的編

務，以每月一期的十六開雜誌型發行。

《人生》的創刊因緣，肇因於當初東初老人接受北投旅社聯誼會邀請說法，但

由於語言隔閡，加上翻譯的人不諳佛法，以致聽眾不甚瞭解，於是有人提議老

人將演講內容寫下來，而促成《人生》的出版。另外，老人有感台灣民眾普遍

信仰佛教，但是有關佛教的經典、著作卻十分缺乏，希望透過刊物能讓一般民

眾瞭解何謂正信佛教，從佛法中受益，故在「創刊號」的宣言中闡述道：「因

為我佛的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可以說都是以人生為對象。」這說明

佛法與人生的不可分割性，人生需要佛法來為其準則，這也是出版《人生》最

主要動機，也使得《人生》成為當時台灣佛教界唯一以倡導「人生佛教」為宗

旨的月刊。

《人生》從1949年5月10日發

行第一卷第一期，篇幅十二

頁，後逐漸增為二十八頁；至

1961年11月1日發行第十三卷第

十二期後停刊，曾任主編者有

張少齊、圓明法師、摩迦法

師、廣慈法師、幻生法師、心

悟法師、成一法師、星雲法

師、性如法師、楊白衣等。

1960年，聖嚴師父接下主編工



178

19
89
�2001

作，直至1961年12月因師父南下

閉關、人力無以為繼，只好忍痛

停刊。

十一年後，1982年8月15日

《人生》再度復刊，由成一法師

擔任社長、方甯書為主編，以

八開小報型的季刊面貌面世，同年

11月15日改為雙月刊，至1984年9

月15日固定為月刊。

1992年5月15日《人生》發行105期，改版恢復成原來的十六開本型式，篇幅

共三十六頁，後逐漸增至七十二頁；2000年1月1日《人生》197期進行改版、變

更開本，篇幅擴增至一百二十八頁；2002年1月1日《人生》221期再度改版為八

開，篇幅維持一百二十八頁迄今。

《人生》編制屢有變革，實際負責編務者除主編外，又增設總編輯一職。1989

年開始，曾任主編者有梁雲芳、潘果松、果光法師、果毅法師、辜琮瑜等；目

前由果毅法師擔任總編輯，果賢法師擔任主編。《人生》從東初老人創刊後即

為訂閱方式，1982年復刊後至1988年9月改為贈閱，後於1992年7月又再度改為

訂閱形式迄今。

《人生》從東初老人創刊以來，秉持著發揚人生佛教真義，淨化人心、安定社

會，增進人生的幸福，提高人生生活的理想，以「淨化現代人心，建設人生佛

教」為宗旨，期使漢傳佛法具體化適應人生社會的需要。佛法要符合時代的需

要，《人生》要更人生化、群眾化、科學化，而《人生》更是當時台灣佛教界

唯一標榜人生佛教為宗旨的月刊。

隨著時代的變遷，《人生》內容也不斷革新調整，但依然不離「提昇人品，

淨化人心」的本懷，堅持闡揚人間佛教，著重佛法的生活運用，更深入探討現

代人所關心的種種社會議題，並朝多元化、國際化、生活化的目標前進。聖嚴

師父曾在勉勵《人生》復刊時，期許：「《人生》一定要貼切著生活──有趣

的、人情味的、知識的、啟發性的，樂觀的、鼓勵性的，負起良師益友的責

任，陪伴著每一位需要它的人，建設人間的樂土，開發似錦的前程。」

聖嚴師父更期許：《人生》要在平淡之中求進步，又在艱苦中見其光輝；

《人生》要在和諧之中求發展，又在努力中見其希望；《人生》要在安定之中求

富足，又在鍛鍊中見其莊嚴；《人生》要在沉默中求智慧，又在活躍中見其悲

願。



《人生》的內容在時代洪流中不斷求新求變，期以一帖帖佛法的良方走入貼近

大眾的生活，除文章的內容篇篇精采外，每期專題的企畫，都是針對現代人所

需或關注的議題，涵蓋現代生活、修行法門、社會人文等三大類。

《人生》在專題企畫上，除了傳遞佛法正知見，也不脫時代潮流與話題性，關

注的焦點從兩岸佛學學術會議交流，到禪在工作中的運用，以及青少年學佛、

新世代的學佛觀、心理情緒的探討等等，將《人生》營造為一本真正實用的

「人生」雜誌。

而在設計風格上，也擺脫了佛教刊物不重設計的刻板印象，無論封面、目

錄、專欄與整體設計，除了容易閱讀之外，設計風格以符合禪的清新、寧靜、

流暢為定位，既不譁眾取寵，也不標新立異，朝向生活化、國際化、年輕化、

藝術化的目標前進。

《人生》雜誌創刊之初，即採取訂閱方式，跳脫一般大眾對於佛教刊物皆為結

緣品的刻板印象，亦是目前少數上市陳售的佛教刊物。讀者族群分布逐漸超越

過去傳統信眾的範圍，也有佛教研究者、教師、學生、上班族與一般民眾；讀

者所在地區分布極廣，除台灣外，連歐

美、大陸地區都有讀者。也受到各大

學術、教育、公益、圖書館等單位的

收藏。

《人生》雜誌秉持著東初老人的理

念，堅持弘揚正信佛法、淨化人心，核

心的出版方針不變。未來《人生》除了在

視覺呈現上力求年輕化、生活化之外，焦點

內容也隨著時代脈動與日俱進。

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網際網路的時代，《人生》

除了發行紙本刊物，亦成立《人生》網站，讓讀者可以透

過網站瞭解《人生》動態；期藉由網路，使《人生》發揮

無遠弗屆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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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聖嚴師父在美國弘法的時間日增，必須透過文字、媒體與外界溝通，並

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禪法，因此陸續創辦了多種英文刊物，包括創辦於1977年3

月的《禪》雜誌（Chan Magazine）英文季刊；1979年11月的《禪通訊》（Chan

Newsletter）英文月刊，對象是英語社會中，對禪法有興趣的人士；1982年，為

了出版師父的英文相關著作，又成立了「紐約法鼓出版社」（Dharma Drum

Publications），三者皆隸屬紐約東初禪寺。

每四個月發行一次的《禪》雜誌英文季

刊，其創辦緣於1977年3月，聖嚴師父在美

國主持第一次禪七後，受到極佳迴響，接

著又陸續在東初禪寺舉辦了多次禪七，由

於參加禪修的人數愈來愈多，且學員們多

半能感受到禪法的益處，故在第三期的禪

訓班結業典禮上，許多人都發表了至為感

人的心得報告。學員們便選輯了其中十則，重

新整理成文，自行編印了一冊《特別禪班的禪

雜誌》（Chan Magazine of the Special Chan Class）。

1977年7月，禪訓班的學員們繼續發行第二期，並將其名為《禪》雜誌

（Chan Magazine），內容以第一次禪七的心得報告為主，另有二篇聖嚴師父的簡

短開示。之後，《禪》雜誌便以季刊的型態於海內外發行，第一期於美國國內

發行六百二十一份，國外五十二份；發行至第七期後，曾因故暫時停刊，至

1980年夏天復刊，持續發行至今，其發行地區甚至已至全球二十九個國家。

1982穩

隸屬於紐約東初禪寺轅由多位義工菩薩負責編務工作。

弘揚正信佛法、法躇山理念「提昇人的品質轅建設人間淨土」。

出版聖嚴師父的禪學、佛教相關英文書籍。



聖嚴師父經常性的演講向來受到許多人

的歡迎，在西方世界更是如此，為了將

師父的演講內容透過文字流通，讓更多

人受益，東初禪寺於1979年11月，開始

發行《禪通訊》（Chan Newsletter）月

刊，首期月刊僅由師父與其弟子保

羅．甘迺迪（Paul Kennady）二人共同

完成，之後該刊物的編輯與發行工作，

分別是由義工擔任，每期均由不同人負責。

《禪通訊》的外型從原本二張單頁的十六開散裝紙，到後來改為一份設計新穎

裝訂成冊的小雜誌，內容特色均以刊出師父的講稿為主；原則上是一份月刊，

但每逢《禪》雜誌發行的月份，便不出刊，因此每年發行八期。

藉由《禪通訊》的發行，聖嚴師父的演講英文文稿已流通至全美各州及加拿

大，後來刊物發行至第124期（1997年8月）停刊。

紐約法鼓出版社（Dharma Drum Publications）成立目的，是為了將聖嚴師父

於各地發表的重要禪七開示，及佛法演講內容，系統性地整理成英文文稿，內

容以生命哲學、佛學、禪學相關領域為主，期能嘉惠更多西方佛子；其所出版

的師父開示文稿，多是整理自口譯的錄音資料。

紐約法鼓出版社於1982年出版第一本英文書《佛心》（Getting the Buddha

Mind），之後又於1987年出版《開悟的詩偈》（The Poetry of Enlightenment）及

《信心銘》（Faith in Mind），1988年出版《摩根灣牧牛》（Ox Herding at Morgan’s

Bay），1990年出版《寶鏡無境》（The Infinite Mirror）及《智慧之劍》（The

Sword of Wisdom）等；1992年與北大西洋出版社（North Atlantic Books）簽定

共同出版及行銷的合約，曾共同出版的書籍包括《心經》（There Is No

Suffering）、《禪的智慧》（Zen Wisdom）。

紐約法鼓出版社成立以來，擔負了聖嚴師父與西方讀者溝通的重要管道，使

得愈來愈多的西方人士，因為接觸到師父的英文著作，而前來東初禪寺及象岡

道場禪修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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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佛教弘法事業蓬勃

發展，回顧其發展歷程，於

1992年7月14日正式運作的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於其

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擔任法鼓山弘化工作的行政

中心，組織體系日漸成長，

為了使運作更為靈活，又於

1997年6月成立「佛教基金

會」，二個基金會合作無間，

使弘法工作推動得更順暢。

在文教基金會尚未成立之前，法鼓山的籌建工作，均是以「財團法人中華佛

學研究所」的名義進行；但隨著法鼓山的各項弘法利生事業日趨擴大，規畫漸

趨完整，原有的中華佛學研究所作業項目已無法涵蓋，為了便於法鼓山事業體

文教基金會於1992穩3月17日經教竻部核准成立轅於同穩7月14日正式運作。

佛教基金會於1997穩6月25日經內政部核淮成立。

法躇山基金會各處鏽位於同一個辦鋮鏽轅統稱為「基金會辦鋮鏽」。辦鋮鏽內各

工作組別包括轅祕書長鏽、人力資源鏽、工務鏽、鋮關文宣鏽、活動鏽、財會

鏽、資訊中心、網站發展小組、總務鏽等。

以慈悲鋧世的精神轅淨化人心、促進癩會祥和轅贊助興辦教竻、學術、文化、癩

會鋮益事業建設轅暨弘揚佛法轅推廣佛教學術文化為宗旨。

● 協助興辦法躇山學術、文化、教竻、癩會、鋮益之事業。

● 推動改善癩會風氣的各項慈善鋮益。

法鼓山基金會綜合辦公室



系的整體運作，遂

決定設置基金會，

以做為主要的行政

幕僚單位。

1 9 9 2 年 3 月 1 7

日，文教基金會經

教育部核准設立，

並於同年5月26日

辦妥法人登記；

1992年10月1日，

公布組織管理架

構，並擬定工作目

標為：整合法鼓山

所屬事業體、推動法鼓山第一期發展計畫、建立法鼓山制度與培育人才等。

因應近來法鼓山的成長，法鼓山的服務工作相對增多，為了提高弘法、服務

品質，基金會不僅加強增設諸多軟硬體設備，也號召許多發心奉獻的專業人才

投入，在業務量增多、服務人員不斷增加的情形下，原設於農禪寺的法鼓山文

教基金會辦公室空間已不敷使用，由於修行活動日益頻繁，文教基金會便另覓

其他合適的場所。

1996年7月，文教基金會辦公室正式從農禪寺遷出，移至距離農禪寺約五百公

尺的承德路上，基金會擁有了更現代化的辦公空間，以因應未來的弘法發展。

搬遷之後的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所提供的服務項目更為多元，例如：關懷室

負責協助各地區的組織運作、關懷工作、聯誼活動等；教育訓練室負責專職、

義工、護法組織人員等訓練課程規畫及執行；活動室負責策畫活動及營隊；公

關文宣室則負責法鼓山與外部單位的媒體廣宣、公共關係的維繫等，以現代化

的辦公設施，更有效而全面的服務，從事佛法的弘化事業。

佛教基金會自成立以來，始終以護法、弘法為主要任務，全體工作人員皆以

佛教精神為依歸，不僅善加整合各組織單位的資源，使資源共享，適時適切地

給予其他各單位各種支援協助及服務，讓法鼓山整個弘法體系各組織單位之

間，透過文教基金會的協調運作，能維持最密切的互助合作關係，進而使弘法

工作推展地更加順利、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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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慈善事業屬於法鼓山三大教育之「大關懷教育」的其中一環，法鼓山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簡稱「慈善基金會」）雖然於2001年才正式成立，但回

溯根源，卻已擁有將近半世紀的長遠歷史。

1956年，東初老人於北投創辦「中華佛教文化館」，當時台灣社會普遍生活困

苦，東初老人秉持佛陀慈悲濟世的精神，每逢新舊年關都舉辦「冬令救濟」活

動。之後，隨著農禪寺的發展，逐漸將關懷對象擴大到台北縣市的各個慈善機

構。

1977年，東初老人圓寂，由聖嚴師父接續冬令救濟工作，並提出「慈濟是安

定社會的基礎，文化是淨化社會的工具，修持是超越世俗的羽翼」，三者必須並

進並行的指導原則。因此，1982年「福慧念佛會」成立後，便設有「福田組」

負責冬令救濟工作外的平日慰訪關懷工作。

在多年的努力耕耘下，關懷的層面、人數不斷擴大，原有的福田組已不足以

支應，所以在1996年，聖嚴師父又將文化館的冬令慰問活動與念佛會福田組的

2001穩3月

設有董事會轅以聖嚴師父為董事長。依章程轅設置各種功能性委員會轅各種功能

性委員會的設置要點轅由董事長核定之；包括「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資源

整合委員會」。「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設置主任委員一名轅副主任委員及委員

若干名轅均由慈善基金會會長提名轅董事長聘任之；「資源整合委員會」設置主

任委員一名轅副主任委員及委員若干名轅均由慈善基金會會長提名轅董事長聘任

之。為推動業務需求轅躋由會長提名學者、專家、資深悅眾、會團代表等若干人

擔任顧問轅董事長聘任之。

● 落實對癩會之整體關軠轅辦理癩會福利及國內外鋮益慈善事業轅由內部會員到

外部信眾之關軠。

● 建立輕重緩急的癩會救助觀念轅以急難救助為優先。

● 以「精神為主轅物質為輔」之原則轅軉善運用有限的救助資源。

● 低收入戶慰助與節令關軠──歲末大關軠（冬令慰問）、端午節、中秋節慰問

等。

● 鏾勢團體慰助與急難救助──舉辦關軠列車、學習障礙兒童輔導、個案家庭慰

訪、協助轉介相關癩會福利機構

● 國內外災害救助

● 百穩樹人獎助學金──成立「百穩樹人獎助學金」專案

● 人才培訓──關軠慰訪人員訓練及最新救災安全教竻訓練

● 其他有關鋮益慈善事業之推動



關懷工作合而為一，擴大編制組成「福田會」，以更廣泛、積極推動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當時的福田會秉持「知福惜福，廣種福田」為原則，以急難救助為主

要工作項目，採取重點式、個案式的關懷，強調人到、心到的重要，並以佛法

的甘露滋潤，溫暖受關懷對象的心靈。

1999年，921大地震後，為了對受災戶提供深入而即時的服務，法鼓山在主要

災區成立了十七個「安心服務站」（之後隨著重建復原工作逐次完成，而精簡為

六個）。結合社會工作、心理輔導、醫療等專業領域的義工共同參與，長期、持

續深入災區服務，協助災民重建信心。

2001年，為了更進一步落實急難救助與關懷工作，擴大關懷層面，再進一步

結合「福田會」與「安心服務站」，正式成立「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而無論是從事低收入戶關懷、清寒學生學費補助、緊急救援，都是以法鼓

山核心理念「心靈環保」為主軸。

半個世紀前，東初老人種下慈悲的種子，今日種子發芽茁壯，法鼓山慈善基

金會一路走來，如江河源頭，點滴匯聚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愛心，實踐佛教「無

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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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演講廳兼齋堂

約可容納一千五百人同時用

餐，緲時亦可供舉辦中小型

演講活動或集會之用。

接待大廳

為園區的行政中樞，可做為

參訪團體、各項修行活動及

個人訪客的接待中心。建築

內部同時規畫有辦公空間。

禪堂

是法鼓山未來的禪修重心，約可容納

三百人同時禪修。內部除了禪莥、大

小參肅，還有寮房、齋莥，整體機能

完善，運作獨立。

聏眾寮房

女眾法師居住的生活空間，設有佛

莥、執事辦公肅、會議肅、圖書肅、

資訊肅等，約供三百人住宿。

關房

提供僧俗四眾一個能更深

入、長期性及正確指導的閉

關精進修行環境。

法鼓山整體建設計畫分三期進行：

●第一工區：教職員宿舍、教育行政大樓、

圖書資訊館、男眾寮房等。

●第茨工區：第一演講茩兼大殿、第茨演

講茩兼齋莥、接待大茩等。

●第三工區：禪莥、女眾寮房及其他工程。

1998年獲教育部核准籌設。預定建築有學生

及教職員宿舍、行政大樓、圖資館、活動中

心、體育館、餐茩等。

尚在構思萭議階段。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整體工程總覽



男眾寮房

男眾法師居住的生活空間，設有佛

莥、執事辦公肅、會議肅、圖書

肅、資訊肅等，約供茨百人住宿。

教職員宿舍

主盚做為中華佛萭所、

僧伽大學佛學院教職員

及萭究生宿舍，約供一

百五十人住宿，內部規

畫有餐茩、交誼茩、佛

莥、洗衣房等。

教育行政大肓

為法鼓山教育體系的神經中樞，含括各型大小

教肅、萭究肅、辦公肅、會議肅等空間，並設

有國際會議茩，各種影像、音響設備周全，並

提供多種語言同步翻譯。

圖書資訊軝

為一棟五層樓建築，約八百多坪，除具有一般

圖書館的功能外，還設有文纓特藏肅、大藏經

區、多媒體視聽區、網路資訊肅等。

第一演講廳兼大殿

為法鼓山宗教精神中心，將做為

早晚課及舉辦各種法會、講經等

大型活動的場所，亦可規畫為各

項聯誼、舡演活動之用，兼具講

莥及殿莥的雙重功能，約可容納

一千八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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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處理廠

主要分成二部分：污水處理廠及台電受電室等受電空間。污水處理廠是山坡地

開發的一項重要設施之一，依法令規定，如果沒有建污水處理廠，其他建築就

不能動工。

有了污水處理廠，所有的廢水、污水就能透過生物技術專業處理後再排放，使

周遭環境不致受到污染。

三號橋

在水土保持工作中，三號橋

可 說 是 最 重 要 的 結 構 物 之

一。

它是聯絡東側道路跨越溪流

的結構體，全長逾二十七公

尺，為三孔箱涵式拱形橋。

由於橋面與溪流面最深處約

九公尺，因此施工過程倍加

艱辛。此座橋樑的完成，象

徵水土保持工程接近尾聲。



191

工
程
篇

臨時排水溝

臨時性的排水溝是所有山坡地開發過

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項防災措施。為

了避免溝內的土質遭順流而下的地表

水或雨水沖刷，特別在排水溝上加舖

一層塑膠布。

另外，為了減緩水流速度的衝擊，在

每個溝底處並疊置砂包，形成集水井

以匯聚水流，使流水先行沉澱，待濁

度降低後才流放溪中，避免污染溪

水。

臨時沉砂（調節）池

連接在排水溝的盡頭是一

個沉砂池，這是法鼓山在

施工期間，溪水仍能保持

清澈的大功臣。

沉砂池的主要功能，在於

沉澱工地的泥水，讓經過

數 道 過 濾 手 續 的 泥 沙 水

流，再做進一步的淨化，

最後才匯流入溪水中。此

外，也有延緩雨水排入溪

中的功能，以免大雨時溪

流暴漲造成水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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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堂

座落在園區後方的禪修中心，長方形的建築

外觀明亮而沉穩，既與法鼓山建築群連成一

氣，又兼顧禪修時所需的安寧靜謐。

聖嚴師父提示以《金剛經》中的「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為禪修中心的設計理念，設計師

並以呈現「本來面目」為原則，讓禪修者一

進入禪堂就能安住身心，專心精進。

另外，禪堂採用現代科技處理聲光裝置，自

動控制溫濕度，營造出空氣流通、光度柔和

的修行空間。

總之，其以安全、寧靜為原則的設計理念，

期望能讓禪修者在健康的環境中得到法益。

這棟建物，預計於2005年完工。



193

工
程
篇

第一演講廳兼大殿

第一演講廳兼大殿位處法鼓山的中心位置，也是法鼓山的精神中

心。其整體結構是由圓柱體預壘樁築成保護的連續壁，使建築物的

承載力更為堅固，地基也更為安穩。主體建築為地下二層、地上五

層，依傍著山坡築建，層次與大地緊密融合；外觀設計簡潔而開

闊，質樸而內斂，是全山修行弘化的中心。

1996年10月，法鼓山工程奠基大典即在此舉行，象徵二十世紀末台

灣佛教文化的地宮文物，就深埋在大殿佛龕處的正下方。2000年6月

動工，預計於2005年完工。

禪堂外觀

大殿外觀

大殿內部

禪堂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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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大樓外觀

教育行政大樓圓形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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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大樓

（含國際會議廳、圖書資訊館）

融合圖書資訊館、國際會議廳為一整

體的建築，其建築特色呈現多元開放

的空間氛圍，無論是色彩或造型均彼

此襯托呼應，予人活潑親切的感覺，

與左右二側的男眾寮房、教職員宿舍

著重修行、休憩的功能不同。

為使同一棟建物中，區分出教育、文

化、學術三種機能，建築師運用不同

方位及結合周圍景觀，設計出風格互

有差異的出入口。在看似密集的行政

與教學區域，因為中庭的留設，絲毫

未見擁擠，反而增益融通學術與修行

的氣氛。

本棟建物，於2001年完工。

國際會議廳內部

圖書資訊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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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宿舍

教職員宿舍是園區中基地

面積最小，但空間需求量

最大的建築體。為了圓滿

偌大的空間需求，建築物

經「向上」發展，以八層

樓高榮登為全區最高建

築。

但行經宿舍的正前方，卻

只見五層樓高，這是由於

階梯的設計及留置廣場所

奏之效，除了消減視覺上

的壓力，也巧妙避免因樓

高造成的建築突兀感。

而教職員宿舍的內部空間，因規畫有學生、教職員及有眷宅等住宿類別，為考量

使用者的便利性，有眷宅的出入口獨立，有別於其他住宿者的路徑，既保留住宿

者的空間獨立感，又兼具融合的整體氣氛。

本棟建物，於2001年落成啟用。

教職員宿舍

教職員宿舍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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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眾寮房

以三合院為建構主體的男

寮，開口處對應著佛堂，居

中是一處寬廣的中庭，建築

師喻此處為場所核心，具有

空間開放與向心凝聚的功

能。

建築師並在一些轉角處做了

空間的留設，提供使用者在

情緒及心情上轉換的憑介。

依空間的長期使用性考量，

以修行、氛圍與住宿的綜合

訴求，營造男寮最佳的用功

修行空間。男寮已於2001年

9月落成啟用，女寮預計於

2003年完工啟用。

女寮外觀

男寮佛堂

男寮外觀



1993年8月30日，法鼓山

舉行遷建工程動土典禮，由

聖嚴師父主持持鏟儀式，與

當時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悟明

長老、聖靈寺住持暨中華佛

學研究所董事今能長老、佛

教青年會理事長宏印法師，

以及監察院院長陳履安、內

政部部長吳伯雄、教育部部

長郭為藩、台北縣縣長尤清

等八人，一起為法鼓山的動

土寫下歷史性的一頁。

由於申請山坡地開發手續

繁複，法鼓山雖已獲得開發許可，然申請整地工程水土保持計畫，10月5日才正

式取得雜項工程執照； 1994年6月18日完成發包，正式動工。 在整地階段最重

要的就是水土保持及植生綠化的工作，即所謂的「植生護坡」。它是藉植物根部

的附著力，讓原本裸露的坡體地表面，可以吸收地表水及避免雨水的直接侵

蝕，並且涵養土層，減少地表土因開挖而產生的流失。同時，植生綠化也可以

美化地貌，展現欣欣向榮、生機無限的自然景觀。

此外，擋土牆在山坡地開發中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法鼓山是採「石籠」方

式，即在綠色鐵網裡堆疊規格大致相當的石塊，其效能與一般常用的鋼筋混凝

土擋土牆相同，但在視覺美觀上卻更勝一籌，不但能與自然環境、美感融合，

漸層式的設計還可以維持地貌的完整；另外，石籠上將會更進一步地進行植生

綠化工作，以期耐用與美觀兼具。這二項可說是法鼓山整地工程的特色。

1996年，兼顧環保、安全等理念的整地、水土保持工程，已經完成。因此在

10月6日，法鼓山舉行隆重盛大的奠基典禮，以迎接另一階段主體建築物工程的

展開。而為了保存現代佛教文物，賡續佛法慧命的傳承，典禮中同時舉行地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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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寶儀式，大量佛教器物，包含了佛舍利、恆河砂、靈山石、伽耶大悟的菩提

枝葉、法鼓山建築模型圖、各種現代佛教文物、書籍等，埋設在七公尺深的地

宮中，並註明在一千年後，也就是西元三千年後才能開啟，希望那個時代的人

們能夠瞭解目前台灣的佛教文化。此舉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保存當代佛教文

物，也為台灣的佛教歷史留下豐富的一頁。

奠基典禮後，由於種種因緣變化，直到1998年4月9日才取得教育行政大樓，

含國際會議廳、圖書資訊館、男眾寮房等建築物的建築執照；再經發包作業，

7 月25日才正式動土開工。而為祈求工程建設順利完成，8月14日，聖嚴師父帶

領全體常住眾、工程相關人員、承包商人員，為法鼓山第一期工區動工進行灑

淨。1999年11月10日，為了興建新的工程，原有的精神地標──觀音殿必須拆

除。它是全度法師在1987年6月19日所興建，曾經伴隨法鼓山走過十年的開山歲

月。殿中觀音像則暫時移至區內他處，未來將擇地重新供奉。

2001年9月30日，法鼓山第一期第一工區建築終於正式落成啟用，這是法鼓山

眾多護法菩薩努力奉獻十多年來的成果。隨著搬遷計畫，「法鼓山園區服務中

心」同時成立，這是法鼓山邁向新紀元的開端。而第一期第二工區和第三工區

的各棟建照均陸續申請與核發中，預計將於2005年次第完成。

第二期的法鼓人文社會學院，自1992年9月即正式向教育部提出籌設申請；直

到1998年6月5日，教育部才正式核准許可籌設。佛教團體興辦大學，法鼓山是

最早創議，也是最早付諸行動的，但由於土地取得困難，再加上政府機關環保

評估及土地勘察審議階段，所以延遲了設校的時間。 但在1997年底，法鼓人文

社會學院籌備處即已開始建築競圖，1998年3月10日，初步遴選出設計及監造，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雖未實際開始建築工程，但所有的準備工作均已就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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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建設緣由，源自中華佛學研究所的遷建。由於佛研所長期以來沒有固

定的所址，向中華佛教文化館借用多年的場地，也因師生人員增加、教學設備

擴充而不敷使用。而佛研所的畢業生逐年增加，為了讓他們能繼續深造、研

究，以及有學以致用的機會，必須擴大佛研所的功能，使之不僅是培育人才的

機構，同時也是弘化、推展教育事業的基石。

其次，由於當時農禪寺寺址屬於農地而非建築用地，為了配合台北市關渡平

原的開發計畫，僅僅不到一甲地的農禪寺被列為低密度開發地區，將來可能一

半以上的土地會被徵收為公共設施之用；而農禪寺在修行活動方面，有念佛

會、禪坐會的定期共修及週日講經課程，參加人數愈來愈多，雖然已因此而擴

建房舍，但是場地仍然不敷使用。

基於以上二個原因，尋找一塊具有「長久性、安定性、未來性」的土地做為

中華佛研所用地，以及舉辦大規模念佛、禮懺、講經、禪修活動的場所，便成

當務之急的事。

1989年3月，台北市政府公布了都市計畫土地徵收重畫方案，農禪寺的拆遷雖

未成定局，而當時所需求的土地卻一點眉目也沒有。雖然聖嚴師父從北到南看

了不少地，但是因緣始終不具足，不是地形不好，就是面積太小，或是價錢太

高；合意的地方卻又因產權問題而無法談成，使得農禪寺的住眾及信徒不禁著

急起來。

1989年3月25日晚上，在農禪寺舉行的念佛會是歷年來人數最多的一次，有一

千多人參加，其中一位熊清良居士建議聖嚴師父領導僧俗四眾，共同持誦〈大

悲咒〉二十一遍祈求感應，希望能得到觀世音菩薩的加持，早日覓得合適的土

地。

法鼓山的創發與籌設



沒想到過了三

天（28日），很

快地在台北縣金

山鄉三界村便有

一塊地願意轉讓

給法鼓山，經師

父及當時中華佛

研所董事方甯書

教授勘視後亦十

分滿意，就在各

方因緣具足下，

只花了三天就簽

字議定。

該地原為全度

法師所擁有，由於全度法師的人手不足，加上種種因素而有意轉讓，但是找了

許久，一直無合適的人選。就在農禪寺僧俗四眾持誦〈大悲咒〉的第二天早

上，全度法師也念了二十一遍〈大悲咒〉，祈求早日有合適的人來接管。翌日，

他便在北投佛恩寺巧遇林顯政居士而談及金山這塊土地，法鼓山於4月4日下午

與全度法師議定，正式簽訂了共十八甲土地的移轉契約。

在取得這塊土地之後，聖嚴師父將這片山林命名為「法鼓山」，有幾種因素。

從地形上看，左邊隆起像懸空的古鐘，而這塊地就像縱臥在二山之間的大

鼓。「法鼓」二字出自佛經典故，為弘揚佛法、滋潤眾生、降伏萬魔之意；所

謂晨鐘暮鼓、宣導佛法、普化人間，就是擊法鼓。

巧合的是，此地屬金山鄉「三界」村，在前往法鼓山鄉道上有一座「法輪」

橋。此地與佛法的關係，似乎有著不可思議的因緣。若在此處撞鐘擊鼓，其聲

可響徹三界村，村民皆能聽聞；法輪常轉，則象徵超越欲界、色界、無色界。

此外，聖嚴師父於1982年在紐約創設的英文佛書出版社，即以「法鼓」為名

（Dharma  Drum Publications）。

綜合以上因緣，故將本山命名為「法鼓山」，希望以佛法的鼓聲喚醒所有的世

人，振奮人心、提昇人品，期望人人都能夠得到佛、法、僧三寶的利益，時時

沐浴在慈悲與智慧的光明之中，萬善齊資、普世和樂，讓這個世界到處都能因

佛法的普施而平安快樂，共同來建設一個和諧、富裕、知足和清明的人間淨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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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9年3月完成法鼓山的土地轉讓手續之後，中華佛研所的遷建計畫便積極

地展開，包括購買土地、遷建經費的籌措，以及赴中國大陸考察佛寺建築、參

觀其他山坡地的開發案等。以下便分土地開發、經費籌措、建築工程三部分做

說明。

雖然最初的第一筆土地因為款項如期付清而購得，但仍有繁複的法令程序尚

待進行。一方面是因為這十八甲土地多半是農地，依照台灣的土地法規，農地

必須具有自耕農身分的國民才能持有；另一方面，由於這塊地最初是由幾位商

人合資購買其中五甲，後來才由全度法師接管，因此這塊土地仍有多位投資

人，包括原有的公司合夥人及其家屬等，這都需要做妥善的處理。

為處理此繁複的事宜，1989年8月11日成立了「法鼓山中華佛研所遷建工程委

員會」，由陳柏森居士擔任設計建築師，中華佛學研究所護法會理事長楊正居士

擔任主任委員，施建昌、賴燕雪二位居士為副主任委員，戚肩時將軍為顧問，

負責購地、土地開發申請、規畫等事宜。

1992年8月31日是法鼓山工程最關鍵的時刻，台北縣政府核准了法鼓山的「山

坡地開發許可」申請，代表法鼓山開發計畫的合法性及可行性。從1989年8月向

教育部提出申請，到台北縣政府核准開發許可，共歷時約三年的時間。這三年

中，雖然看不到法鼓山的建築，但與政府機關的公文往返卻不下數十次，而必

要的文件及手續辦理更不計其數，因為山坡地開發申請過程極為繁複，全賴各

相關人員的努力不

懈及大眾的護持，

法鼓山的建設才能

順利展開。

法鼓山獲准合法開

發後，1992年11月6

日首度提出「雜項

執照」申請，經相

關單位多次勘驗、

審查後，隔年9月27

日 取 得 「 雜 項 執

照」，開始進行整

地、排給水、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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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等工程；1995年11

月29日取得「雜項使用

執照」，這表示初期有關

水土保持、整地等雜項

工程的完工。

接著，在1996年5月14

日完成「用地變更編

訂」，將法鼓山原為「林

地、田地、旱地」的地

目變更為「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至此，才得以

展開下一階段的開發工

作，申請「建築執照」，開始主體建築物的施工作業，法鼓山上的硬體建設並由

此逐步成形。

首批十八甲土地雖然在全度法師及李昭男居士的捐贈，以及幾位熱心居士的

無息借貸及擔保借貸下，如約全數付訖。但隨之而來的建設費用，包括整地、

增購土地、開路等，再加上購地時的貸款，所需經費不可勝數。

有鑑於此，當時擔任念佛會接引組組長的施建昌居士向聖嚴師父建議，勸募

工作如果要細水長流，必須從原來的隨喜募款，走向長期而持久性的會員制

度。師父於是交付他進一步研擬草案內容；之後擬定的新勸募辦法，首度於

1989年3月11日的念佛共修活動中宣布。當晚施建昌率先捐出三十萬元，表達心

中對於正信佛教與高等佛教教育的護持，沒想到此舉得到念佛會成員們的熱烈

響應，許多人紛紛護持一萬、五萬、十萬元不等，一個晚上便募集到一百萬

元。

之後在1989年7月，中華佛研所理事會召開改組會議，中華佛研所的護法組織

正式改組為護法會，仍由楊正居士出任會長，護法會功能也由原來籌募佛研所

教育經費擴大為籌募遷所經費。會中並公布了護法會的組織架構，及初步向外

募款辦法；接著成立勸募小組，徵求勸募會員及護持會員，負責籌款工作，以

勸募為修行的弘化方式，而其募款方針「不是以要錢為目標，而是要將佛法帶

入社會；是以募款為因緣，做佛法的先鋒隊，接引更多人成為正信的佛教徒」。

為表達對護法會贊助人員的回饋，同年12月正式發行《法鼓》雜誌，除了有

關護法會及弘法活動的報導外，也有通俗的佛法介紹和感人事蹟的專訪；而另

一個主要功能即為刊出各項捐款芳名和收支報告，以資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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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會成立以來，運作雖然順利，但受限於其原有組織，在行政規模上始終

為統合法鼓山事業體系的整體運作，1992年7月14日，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正式成

立，此前法鼓山的籌建均以「中華佛學研究所」名義展開，今後則以此非營利

組織，可有較為寬廣的法業推動。

除了募款，亦舉辦義賣會來籌措資金，譬如每年新春園遊會幾乎都會規畫義

賣活動，像1991年即舉辦了「寒山樓主四大名山書畫義賣展」及「佛像雕刻義

賣展」；而在1998年9月，則針對「法鼓山人文社會學院」的籌設而舉辦了「當

代藝術品暨珠寶義賣會」。義賣會不僅是為了籌措龐大的建設經費，亦希望藉此

向社會大眾傳達法鼓山的精神。

無論是募款或義賣，法鼓山都希望能在活動中傳達出修行和教育的意義，既

能為法鼓山的建設籌措經費，亦能達到以法鼓山的理念關懷社會、奉獻社會、

成就社會的目的。

法鼓山位於台北縣金山鄉由七星山迤邐而下的山坡地上，開發過程中尤重地

質探勘與水土保持工作，其他諸如防震、防風、防潮及下水道、廢水等處理，

均是建築工程中特別重視的部分。而在建築設計上，為符合時代精神，強調教

育理念，法鼓山上的硬體建設僅少量採用傳統宮殿式廟宇型態的菁華，主要是

以佛教大學的形式出現。

為使整體工程達到安全、環保及現代化的要求，無論是施工或建築設計，都

需經謹慎的觀摩、徵詢及思考。因此在規畫過程中，曾多方參訪、請教，包括

印度之行、中國大陸之行、日本之行，參觀中正大學、慈濟護專、東華大學，

以及法源寺、福嚴

佛學院等；也曾至

新竹華城，實地瞭

解山坡地開發案中

的「水土保持施工

技術」，以及赴緬

甸考察硬體建材；

並於1992年3月1日

成立了「工程諮詢

小組」，邀請學術

界、建築界、景觀

界的學者專家擔任

委員，以徵詢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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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在眾多行程中，

以印度之行、中國

大陸之行、日本之

行最具意義。1989

年10月的印度朝聖

之旅，雖非針對法

鼓山建設而設計的

行程，卻是一場精

神探源的旅程。來

到佛法發源之地，

面對佛教遺跡，讓

聖嚴師父更堅定法

鼓山「提昇人的品

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也更確信佛教的薪傳，唯在教育。

1991年4月的中國大陸之行，則是一場中國佛教建築的探索之旅。此行目的是

為法鼓山的建設，尋求中國佛教的古代精神，以期承先啟後，保存傳統佛教建

築藝術的精神，創新現代佛教建築特色，既富時代性和地域性，也不脫離佛教

古建築優良傳統。

為使行程更切合實際，以確切瞭解建設法鼓山工程需求，聖嚴師父在行前還

特別邀同遷建工程委員會成員，於3月1、2日至法鼓山上住宿二夜。除收集環境

資料外，亦藉此實際體會將來長期生活在山上的住眾，需要怎樣的建築空間及

環境設施。而此行足跡遍及中國大陸北方的河北、山西、甘肅現存的古寺，以

及雲岡、敦煌、麥積山等三大佛教石窟，對於法鼓山的建設，從空間配置到架

構布局，均有莫大參考價值。

而1992年8月的日本之行，則是一場現代佛教建築的觀摩之旅，考察日本寺

廟、大學的建築特色，其中含括建築用途、內外空間的建築、各種建材的運用

等，以做為法鼓山建設時的參考。在行程中，一行人特別參觀了與法鼓山同樣

建於山坡上的「小石川後樂園」，樂園內有山有水，在有限的自然環境中，創造

出理想的園林景觀，尤其是對於水資源的連環運用，非常值得參考。

法鼓山遷建小組赴各地觀摩或徵詢，廣納各方經驗與知識，但是對各方意見

並非照單全收，而是回歸既有的理念目標，衡諸建設基地的自然環境條件，並

在「環保」的前提下，研擬出法鼓山未來的藍圖。如此，才能建設出一個富有

傳統精神，適合此時、此地、此人，又能可大、可久的法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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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的建設理念可以用「環保」二字來涵括，展開來說就是自然環保、生

活環保、禮儀環保、心靈環保之「四環」。

聖嚴師父曾指出，在佛教經典之中，將所有的生命分成二類：一是有情，二

是無情。有情的生命是指動物世界，無情的生命包括植物和礦物。在佛教徒來

看，無論是動物、植物或礦物，都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身體無法離開大環

境，如果沒有大環境，我們的身體就無法存在，而生存的環境，就包括動物、

植物和礦物世界。

如果人類以自我為中心，為滿足自己的需求而恣意破壞自然，我們的生存環

境就會崩解，人類的生存便無平安可言。這就像是同一個魚缸裡的一群魚，如

果每條魚都貪圖方便而多撒點糞，自以為損害的是其它同類，結果整缸的水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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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就會變混濁，所有的魚也會面臨生存的危機。

聖嚴師父進一步說明，我們對待生態環境應抱持愛護的態度，這不僅是為了

自身生存的安危，也是尊重每個眾生的生存權利。而這種慈悲的展現就是「心

靈環保」，也是四環的核心觀念。唯有從內心做起才能落實環保工作，同樣的，

藉由生活、禮儀、自然環保的實踐過程，也會幫助我們的心愈來愈純淨，進而

成就心靈環保。

因此，四環其實是四而一、一而四的，而法鼓山的建設理念便是以此為思考

的原點。以下便分建築設計與規畫、施工工法、施工態度，來說明四環在法鼓

山建設中的具體實施。

人格的養成需要長期的薰習，而環境是潛移默化最大的力量，為呈現「提昇

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法鼓山在建築設計、規畫上，不論是一花

一草或是各種不同功能的建物，處處都能讓人的心靈澄澈下來，達到心靈環保

的效果。

心靈環保其實就是禪的生活展現，禪宗提倡身體力行，簡化繁瑣，因此法鼓

山的建築摒除了傳統寺院建築的語彙，展現出一種自然、質樸、實用的美學風

格。例如在外觀上，以褐、灰、白三色為主色調，符合大地的色系，與自然景

物協調一致；另外，屋頂雖採斜坡式，卻沒有任何頂上裝飾物，不用瓦片，沒

有椽木、斗拱， 也沒有複雜的藻飾； 空間布局上，則以簡單幾何圖形構成，沒

有多餘冗贅的空間，也不為裝飾而裝飾，呈現線條俐落的現代建築美感。在功

能規畫上，同棟建物中兼具多種功能用途，例如第一演講廳，既可以舉辦大型

演講、法會、聯誼表演、放映影片等，確實達到實用的目的。

此外，在整體規畫上，配合山上的地形設計，依著山的形勢、高度而建，使

完成後的建築物，就好像是自然景觀般，使人有賞心悅目的舒適感。其餘如全

山的景點、朝山步道、溪水景觀、步道迴廊及服務中心等系統的規畫，也都是

呼應心靈環保的主軸理念。

簡樸、實用、容易維護，一直都是法鼓山工程建設的原則，期許未來每位到

來的訪客，無論停留時間長短，無論經過任何景觀與設施，都能感受到溫馨、

詳和的氣氛，並且有一種回到心靈環保道場的感受。

法鼓山自動工以來，聖嚴師父即不斷叮嚀工程有關人員：「在建設工程進行

之中，不要破壞了原有的地形、地貌；非不得已，絕不砍掉一樹、截掉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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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輕易移動一塊石

頭，乃至當地原生

的任何一株花草，

並要特別珍視山上

的二道溪水及數處

活泉。」

聖嚴師父的這些

叮嚀，一直是工作

人員行事的共同準

則。因此在施工期

間，除考慮使用需

求、山坡地特性及法令規定外，也特別考量基地環境的融合利用，盡量保持原

有山林溪壑地貌；同時，也會要求承包商達到環保的標準，以不妨礙附近居民

的安寧及環境的清潔為原則，共同來建設金山鄉。

具體來說，例如在整體環境的規畫配置上，盡可能保留山上原有樹木，建築

物的配置盡量選擇平整且沒有樹林的地方建造；若因施工必須砍除一些樹木，

也會把它們先移植到山中的空地，待建物完成後，再移植到適當的地點。

而為了避免污染周邊溪流，建造沉砂池過濾工程污水，使溪水清澈一如往

昔；也規定所有的車輛在離開工地前，一定要將輪胎上所沾滿的污泥清洗乾

淨；而所有往來的砂石車也限速管制，以符合空氣與噪音環保標準，並維護道

路安全。此外，整地工程時植生護坡、綠化的石籠擋土牆等措施，也讓法鼓山

顯得朝氣蓬勃，綠意盎然。

因此，在法鼓山的工地現場，看不到一般材料亂堆、垃圾亂丟的工地景象，

雖然經過整地、水土保持及建築體建構等工程，區內始終井然有序。

綜合以上所述，法鼓山的規畫原則約可歸納為三點：

1. 站在現代人的立足點上，在回顧歷史文化的優良傳統時，也展望未來文化

的帶動創新。

2. 保持建築地原有面貌，不移山填壑，並且珍惜原有資源，如溪流、活泉，

乃至原生的一草一木。

3. 在安全設施及美觀實用的原則下，盡量做到技術和建材的現代化，以及形

象色彩的本土化。

然而，無論是工法或建築規畫設計都只是原則，如何以精神將原則具體活

化，端賴「人」實行時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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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法鼓山建設的人員，除了專業的工程人員外，還有默默努力的義工菩

薩。任何時間來到法鼓山，都可以看到一群群工程人員、義工菩薩，或者下雨

時協助灑掃清洗馬路，或者頂著烈日耕耘苗圃，或是安靜地整理環境的清潔；

他們忙碌卻不慌亂地進行自己的工作，一切是那麼地井然有序，法鼓山儼然成

為一個落實生活環保的好所在。

而為了協調整體工程的進行，法鼓山工務人員、建築師與承包商之間，也有

良好的互動。許多對佛教原本並不熟悉的工程人員，在加入法鼓山建設後，也

能認同並接受我們的理念，在身口行為中，不忘注重禮貌。法鼓山提倡的禮儀

環保，已然落實其中。

此外，自開工以來，不時有信眾隨著聲聲佛號、三步一拜虔誠朝山；或是動

土時，聖嚴師父領眾環山進行灑淨儀式，以誠摯的心靈為法鼓山建設祈福，都

可說是心靈環保的展現。灑淨的並不只是工地，還包括我們的身心；而朝山不

只是祈願，更重要的是讓我們學習慈悲柔軟，放下自我的傲慢執著，感恩孕育

一切萬物的大地。所以，這是藉由儀式得到淨化身心的效果，這也是四環的具

體落實。

法鼓山是個修行與教育並重

的道場，也是落實「心靈環

保、禮儀環保、生活環保、自

然環保」四種環保理念的地

方。理念不是口號，需要實踐

才能產生影響力。

法鼓山的工程建設，不論在

規畫設計、工法或態度上，都

遵循這些原則，處處展現「四

環」的精神。

因此，法鼓山的建設不僅是

硬體的工程建設，隨著法鼓山

硬體工程的正式動工，法鼓山

的理念與精神，正一點一滴地

在這塊土地上落實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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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

1990年

1991年

法鼓山工程建設大事記

1. 2. 3. 4.

5.

6.

2月

3月11日

3月25日

3月26日

4月2日

4月4日

6∼11月

7月12日

8月10日

8月11日

8月17日

10月

3月

5月

6月

9月

11月

1月16日

3月22日

4月10日∼

5月1日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4月24日

6月28日

7月13日

10月22日

1月24日

3月1日

3月23日

6月30日

8月4∼11日

8月31日

9月30日

11月6日

1月7日

3月15日

3月24日

4月6日

4月8日

4月15日

5月11日

8月30日

9月3日

9月27日

4月16日

6月18日

5月2日

8月11日

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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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11月29日

12月6日

12月13日

2月3日

5月14日

10月6日

4月14日

5月7日

5∼7月

7月31日

9月6日

3月10日

4月9日

5月4日

5月15日

6月5日

6月19日

8月14日

9月15日

12月11日

2月23日

6月

11月10日

4月10日

5月22日

11月28日

9月30日

1992 9

1998 5 28

1987 6 19



當初為了編製法鼓山第一本年鑑，2002年3月25日，聖嚴師父特別召集了法

鼓山體系多位主管開會提供相關建言，包括僧團、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人

文社會學院、僧伽大學佛學院、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法鼓文化、護法總會

等。會中師父指出，法鼓山已成立十三年，但是一直未見年鑑出版；若再不

編製，許多寶貴的資料以後也許就不見了。

為此，於衡量人力、時間及資料收集之便等因素後，在《1989∼2001法鼓

山年鑑》出版之前，法鼓文化首先於2003年出版了法鼓山第一本年鑑──

《2002法鼓山年鑑》，接著又陸續出版了《2003法鼓山年鑑》、《2004法鼓山年

鑑》，日後每年皆會定期出版一本年鑑。

由於《1989∼2001法鼓山年鑑》收錄了法鼓山自1989年創辦以來，至2001

年的發展紀錄，時間橫跨十三年之多，活動事件資料十分龐大且深具歷史意

義，唯因事隔久遠，要鉅細靡遺地追溯每一年月日的人事時地，以一年一本

的年鑑呈現，在查核資料方面，確有實際困難之處，故爾年鑑編輯小組即按

年鑑內容的性質和文體，將此十三年歷史，統整為一套，分成《總論》、《記

事報導》、《大事記》三大冊。

在這三年期間，年鑑編輯小組除了已將2002至2004年三本年鑑完成之外，

尚能將此全套三冊，總頁數達一千二百多頁，總圖片數有六百多張，總字數

逾五十多萬字的《1989∼2001法鼓山年鑑》，趕在「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之

前順利出版，實屬萬幸。

《1989∼2001法鼓山年鑑》三冊，基本上仍延續2002至2004年《年鑑》的風

格，第二、三冊分別為《記事報導》和《大事記》。另有鑑於這13年間，不僅

蘊含大量重要事件與開創經驗，同時在這段期間內，整體法鼓山體系組織，

一方面快速成長，一方面亦逐步趨向統合與穩定。

由此，第一冊《總論》中，以〈理念篇〉、〈人物篇〉、〈組織篇〉及〈工

程篇〉四大部分，針對「法鼓山的理念」，「東初老人和聖嚴師父的行誼風

範」，「法鼓山體系各會團、行政組織」，以及「各項工程建設的規畫與落

實」，從以上四個方向，分別做出深入的報導與記錄，讓讀者從中對法鼓山從

無到有的發展軌跡，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由於人力及篇幅關係，這套《年鑑》以收錄法鼓山成立十三年來，所舉辦



過的重要活動事件為主，而屬於各會團或聯絡處等所舉辦的禪一、禪二、禪

三、禪訓班、佛一、大悲懺法會等例行性的活動，由於資料缺乏不完整，而無

法一一概括收錄。

特別值得一提的，法鼓山雖是在1989年正式成立，但有如江河向海，當中的

涓滴之水，其實無始無終。早在1949年師公東初老人來台之際，便已灑下佛法

的種子，經過師父的帶領，四眾弟子的護持，使得今日蔚然成蔭的法鼓山。從

1949年到1988年的這段時間，我們仍以「前法鼓時期」做了掛一漏萬的記錄，

希望能為這段時間的發展，保留一些蹤跡，有利他日後人的研究。

年鑑編輯小組，隨著《1989∼2001法鼓山年鑑》作業進入尾聲，感恩之情愈

盛。對於提供資料的各單位、法師、菩薩，在此一併深深感謝。在編輯過程

中，透過這些文字資料和影像圖片，讓我們瞭解到，沒有這些人、這些事，也

就沒有這些步履痕跡，因此，年鑑所呈現的，其實是前前後後所有曾經參與法

鼓山建設，每一時空下的身影。

當讀者們隨手翻閱這一本本年鑑的時候，該會從心裡浮現出，一個個、一群

群人間菩薩來回穿梭的身形影跡罷。這般動人的影像，不正是對「人間佛法」，

最清晰的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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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聖嚴師父在台北縣金山鄉覓得一塊山林地，命名為「法鼓山」

後，以建設一個兼具教育、文化、慈善、修行等複合功能的綜合性佛教教育

園區自許。時至2001年，這個理想已漸漸在金山這片山坡地上成形，其未來

發展也指日可待，但其成立與發展並非憑空而來，而是經過不斷創發與耕耘

慢慢累積成的。

追溯法鼓山的起源，就必須從東初老人來台說起。1949年，國共分治情勢

明朗，42歲的東初老人攜帶「中國佛教會」牌坊於基隆登岸，自此開啟了他

在台灣的弘法事業，老人來台初辦《人生》雜誌，並由此與聖嚴師父結下了

師徒之緣。

1977年，東初老人圓寂後，便將法務囑咐予聖嚴師父，當時師父在國外推

廣禪修已有一定的成績，此後師父便以三個月為期，往返於國內外弘法，為

今天法鼓山完整的弘法體系奠定了基礎。以下便分國內與國外二篇，詳述法

鼓山成立前的種種因緣。

1949 1989

在東初老人的披荊斬棘和殫精竭慮下，不但在硬體方面開闢了弘法的基

地；在軟體方面也省思出弘法的重心，而聖嚴師父一方面在此基礎上擴充，

一方面也配合個人因緣及時代潮流，使法鼓山不但具有歷史傳承的意義，也

呈現了符合現代社會的新貌。以下便分開拓時期、奠基時期及發展時期來敘

述。

開拓時期

東初老人到台灣後，因時局動盪，又未申請入台證，歷經波折才得暫駐台

北善導寺，後來移錫北投法藏寺，才有較穩定的安居之所。

才安定下來的東初老人，隨即展開弘法的工作。首先，有鑑於中國佛教日

漸走向山林化、神鬼化，愈發遠離佛陀的本懷，在護教利眾的悲願趨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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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太虛大師建設「人生佛教」的志業，以「淨化現代人心，建設人生佛教」

為宗旨，創辦了《人生》雜誌，希望借此推動佛教革新，傳遞正信的佛教觀

念，而《人生》雜誌也成為台灣第一份本土佛教期刊，至今仍發行不輟。

而後東初老人為營救被誣指而身陷牢獄的中國大陸來台僧眾，便以「中國

佛教會第一屆常務理事」的身分，於台北善導寺籌組、設立「中國佛教會駐

台辦事處」，並受推舉為辦事處主任。此後辦事處不但保釋了眾多受牽連的僧

眾，也使在台流浪逃亡的大陸僧尼有了身心安置之處。佛教在台灣得以迅速

繼續活動，不得不歸功於老人。

接著，為瞭解台灣佛教實際發展狀況，東初老人曾前往全台各地訪察，然

後在1950年底於法藏寺閉關，為期三年，關名「般若」。此次閉關，除了探求

佛教的真實義理外，也進一步思索中國佛教的未來，為其研擬實際可行的辦

法，即如老人所說：「我這次掩關自修，既不專念佛，也不專參禪，我想從

如來親宣的廣大經藏海中，探求得佛教真實義理的崇高、圓融的最高原則，

以做為將來行世攝化的準繩。同時，現代的僧制太不適合潮流了，我想根據

佛陀的遺教，參合古今大德們的訓示，研擬出一個能夠配合新中國的僧制大

綱，以為將來改革僧制的張本。……」

東初老人在閉關期間仍持續寫作，其間完成了《般若心經思想史》，為其掩

關之初，閱《大般若經》所引發的研究筆記。此外，還寫了許多切合時弊的

文章，陸續發表在《人生》雜誌上，充分展現其愛國護教的熱忱。

奠基時期

1954年初，東初老人出關。他深感現今社會混亂的源頭即在佛教文化的崩

壞，而當時佛教文化文獻在台灣並不普遍，因此一出關，即向陽明山管理局

承租北投光明路山坡地，親自整地，於1955年2月破土興建了他在台灣的第一

個道場，命名為「中華佛教文化館」

（以下簡稱文化館），以堅定自己弘揚

佛教文化的決心，做為推展佛教文化

事業、續佛慧命、弘法利生的基地。

此外，在1965年間，東初老人於台

北關渡平原另購置了一塊土地，準備

創建文化館的下院，花了數年時間填

土整地，直至1971年才開始興建，

1975年正式落成。老人將之命名為

「農禪寺」，是取法百丈大師「一日不

做，一日不食」的農禪精神。



在興建文化館的同時，東初

老人發起影印《大正大藏經》，

除成立「印藏委員會」（包括印

順長老、章嘉活佛、于右任等

多位）以處理各項事務外，為

遊勸各寺預購、助印，還組織

了「環島訪問團」（包括南亭法

師、星雲法師、煮雲法師等多

位），至各處演說勸導。《大正

大藏經》（包括正、續藏）一百

鉅冊，一直到1960年8月底才全

數出齊，共歷時五年。

為紀念印藏大業圓滿達成，

特於文化館啟建「印藏紀念堂」。此事不但促使當時佛教四眾弟子團結一致，

也開啟文化館出版佛教文化經典的事業。即如老人的「印藏感言」所說：

「此藏經之印行，實即奠下佛教文化新興事業之基礎。所負文化使命，佛教文

化之發揚，乃『中華佛教文化館』命名之初衷。」此後本著宣揚佛教文化的

立場，繼續蒐集佛教圖書及出版、編譯整理佛教文獻的工作。

之後出版的尚有《禪學大成》、《蓮池大師全集》、《淨土十要》等，另

外，還編纂了《中華佛教美術》、《中華佛學叢書》、《民國高僧傳》等，並

於1965年創辦《佛教文化》季刊，均為保存佛教文化資料文獻，以做為研究

佛教歷史文化的依據。此外，還擬編譯日本《望月佛教大辭典》、《世界佛教

大年表》、《西藏大藏經總目錄》（德格版），也曾計畫以獎學金的方式，請有

志於佛學的同學編寫梵文字典。

起初，東初老人多致力於佛教文獻資料的整理和出版，但在1966年前後，

老人漸漸體認到歷史的重要，他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乃因為有文化

的演進和累積，佛教歷史二千多年而不墜，仍發揮其度化群萌，淨化人心的

作用，正由於歷史的遞嬗，始能盡其教化的理想。然而歷史的形式以至內

涵，均為後人所書；歷史雖造就了我們，我們亦可針對歷史的意義給予再

造，以為將來的歷史開拓新的機運。」故而對佛教歷史的研究產生喜愛，致

力於「佛教史學」的研究，先後撰述了《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

史》、《中國近代佛教史》等，並有創辦「佛教史學研究所」的念頭。

而後在1971年10月，因著《中印佛教交通史》，有感於「對印度歷史文化的

知識，僅限於書籍上，而對印度國土尚未能做實際踏查，求得更進一步的瞭

解。」因此決定前往印度巡禮佛陀聖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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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初老人在印度前後二十幾天，從加

爾各答到新德里，歷經東、中、北、西

印度，幾乎走了印度五分之三的國土。

回程經香港、新加坡，再往印尼訪問。

1975年9月，又應美國佛教會及世界宗教

研究院邀請赴美研究訪問一個月，參觀

美國新興的道場。

東初老人自美歸國後，洞悉西方祈求

佛法的殷切，益覺國際弘法僧材的缺

乏，乃不惜艱鉅創設「佛教文化獎學

金」，鼓勵青年僧尼憤發，不僅須努力於

佛學之修習，同時應進入一般大專院校

及赴國外深造，以充實世學，才能承當

國際弘化的重任。此外，也希望能進一

步創辦佛教高級佛學院或佛教大學，以

造就國際佛教的人才。

東初老人一生對佛教教育念茲在茲，

只是時代環境的因緣不足，故許多構想

未能有具體的成績，但在啟發後進上，

功不可沒。除了佛教文化和教育上的貢

獻，東初老人對社會慈善工作亦不偏廢。

1956年，東初老人因見當時台灣民間經濟艱難，社會存在著許多貧苦的民

眾，尤其在歲末寒冬更顯淒涼，本著佛教慈悲為懷的精神，老人遂發動「冬

令賑濟」。首先邀集佛教四眾弟子打佛七，順便募集冬賑米，然後在發放之

前，還親自率領貧民念佛、繞佛、開示佛法，普授皈依，是為財法兼施。日

後「冬令賑濟」成為每年例行的活動，而其實踐佛陀本懷的精神，也成為法

鼓山社會慈善工作的精神。

1977年12月15日，東初老人無疾坐化，回顧老人一生，均秉持太虛大師

「人生佛教」的理念，特別著力於佛教教育、文化及社會慈善事業，而在其遺

囑中，也不斷強調其財產不得歸任何私人所有，應將之運用於以上三者。聖

嚴師父繼承其遺志，這殷殷叮嚀最終轉化成法鼓山發展的基本精神與方向。

發展時期

1958年佛誕節，聖嚴師父在當時《人生》雜誌主編、也是師父上海靜安寺

同學性如法師的介紹下與東初老人結識。老人經過長時間的觀察，決心收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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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為徒，1960年，師父正式在老人座下出家。

出家後的聖嚴師父，在文化館二年多後，便南下高雄美濃閉關六年，之後

赴日本留學六年，隨後轉往美國弘法，直到1977年，因東初老人圓寂之故而

回到台灣。一回台，師父即遵老人遺囑籌組「財團法人中華佛教文化館」，並

經法院公告完成了法定程序，同時成立慈善放生會、觀音消災會，以做為文

化館的護法團體。師父為文化館穩住腳步後，即在美、加二國的函電催促下

返美，從此便展開台灣、美國二地往返奔波的弘法行程。

聖嚴師父繼承法務以來，在硬體方面，為地盡其用，於1983年10月將原本

不足二百坪的平房式文化館，改建為一棟五層樓、六百坪的大樓；另一方

面，因為當時文化館正進行重建工程，所有的活動及出版業務均移至下院農

禪寺舉行，再加上向師父學習禪法的民眾日漸增多，農禪寺本身的空間也十

分有限，只有不斷加蓋鐵皮屋，而這鐵皮屋卻成為現今農禪寺特殊的風貌。

在軟體方面，聖嚴師父除延續東初老人在教育、文化或社會慈善的發展

外，在領眾修持上，尤其是禪修，為文化館、農禪寺的整體發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也成為另一項發展重點。以下即分別就教育、文化、社會慈善及修持

一一說明。

在教育方面，首先是佛教高等教育，1978年10月，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張

其昀邀請聖嚴師父接任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這對佛教高等教育而

言，實在是令人興奮鼓舞的新紀元。1981年8月3日，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

招收第一屆研究生，是第一個佛教教育現代化、制度化且具永久性的機構。

可惜在1984年8月，因種種因素而停止招生，所幸當時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

所的理事們都認為佛教高等教育不能停止，決議遷所續辦並擴大推展，才有

現今的「中華佛學研究所」。

1985年7月，中華佛學研究所

續招第四屆研究生，而《華

岡佛學學報》於1985年10月

發行第八期後停刊，另於

1987年3月創辦了《中華佛學

學報》。

長久以來，聖嚴師父對佛

教高等教育十分關懷，他認

為：「宗教教育納入正軌教

育，已成為一種世界性的必

然趨勢，如歐美諸國及東方

的日本已有些大學設立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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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或宗教學系，或選修宗教課程。」因此，師父不斷籲請政府重視並及

早規畫。1981年9月，師父即分別拜訪當時的內政部部長邱創煥及教育部部長

朱匯森，就宗教教育問題交換意見。

此外，聖嚴師父對僧教育也十分重視，他認為「佛教發展根本之道，仍在

出家眾的教育問題」，是以當1978年由新竹北移至文化館下院農禪寺的美國佛

教會駐台譯經院停辦後，師父立即於農禪寺成立了「三學研修院」，以訓練弘

揚佛法及住持三寶的青年僧眾人才。往後也常於國內外觀摩各地區、各宗教

的教育方式，也因此更肯定僧教育的必要，並且確定修證的方法和體驗才是

僧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環。

在文化方面，1980年5月，在方甯書教授的協助下，成立了東初出版社，這

是將文化館的出版功能獨立出來，而為紀念東初老人留下的根基，故取名

「東初」。出版社首先是以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為主，此外也出版中華佛研所

師生的論文。接著在1981年8月15日，將停刊二十一年的《人生》雜誌復刊，

首先採季刊型態，第二期改雙月刊，直到第十三期才改為月刊。另外，1977

年，師父自美返台後，即開始著手編纂的《東初老人全集》，終於在1987年12

月、東老圓寂十周年紀念日，編纂完成全套並刊行。

在社會慈善方面，每年仍持續文化館冬令賑濟的活動，此外，在1986年1

月，文化館捐款一百萬元予台北市社會局，開展出另一種型態的社會慈善工

作。由於文化館歷年來熱心慈善救濟事業的推動，獲台北市政府頒發公益慈

善事業績優紀念獎，這表示文化館深受社會大眾的肯定和鼓勵。

東初老人來台以後，除了舉辦文化與慈善事業以外，受限於當時的環境，

鮮少舉辦法會及領眾修持活動；而聖嚴師父因擔任美國佛教會駐台譯經院院

長的因緣，慢慢開始教授禪修方法。因為當時譯經院選定的翻譯經典為《楞

嚴經》、《楞伽經》、《圓覺經》，這三部經均富哲理又重修證經驗，因此師父

要求譯員在禪修方面下工夫。

在眾人請求下，師父於1978年

11月底及12月初，為十多位文

化館、譯經院人員連續舉行二

期禪七，不僅參與的學員收穫

豐富，師父在台灣的禪修課程

也因此拓展開來。

首先在1979年8月，「般若禪

坐會」在禪七參加學員的要求

下成立，於每週日下午舉行禪

坐共修，每年並固定舉行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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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七。此外，為推廣禪修，於1983年4月12日開辦禪訓師資班，緊接著在6月3

日舉行了第一期初級禪訓班。此後，「禪」在台灣，不再是難解的謎語，而

是確實可實踐的。

除禪修外，念佛與講經也是農禪寺的特色之一。1982年3月，農禪寺成立

「福慧念佛會」，於每週六晚舉行念佛共修，每年固定舉行清明報恩佛七及彌

陀佛七。其餘年懺、地藏法會每年一次，放生會（後來顧及生態環保，已取

消）、觀音法會則每月一次。另外，每次聖嚴師父返台以後，所舉辦一連三日

的講經活動與固定的週日講經，也帶起大台北地區的學佛風氣。1980年秋

天，師父率先主講《維摩詰經》，一講便是四、五年，日後又講授《金剛

經》、《心經》、《六祖壇經》、《法華經》等大乘經典，使農禪寺聽經講堂之

名不脛而走。

由此可知，東初老人的遺志於聖嚴師父手上已枝葉繁茂，不論是教育、文

化、慈善和修持均有豐碩的成績，由此也可看出，現今法鼓山大學院、大普

化、大關懷的弘法架構已在醞釀中。

1975 1989

1975年12月中旬，聖嚴師父接受美國佛教會敏智法師、沈家楨居士敦聘，

自東京赴美弘法，當時師父甫獲博士學位，論文亦已出版，且代表海外學人

回台參加國建會，因此美國佛教會對他期待甚深。

然而聖嚴師父來到人生地疏的紐約，弘化工作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首當

其衝的就是語言的障礙，再來就是法務拓展等問題，一切都要從零開始。然

而順著因緣變化，在眾人的協助和支援下，不但創建了東初禪寺、象岡道

場，師父也成為國際知名的禪師。

以下便分開拓時期、奠基時期、發展時期，來說明法鼓山成立之前，聖嚴

師父於國外弘化的歷程。

開拓時期

聖嚴師父抵美後，不久即獲得沈家楨居士的資助進入語言學校學習英語，

同時協助大覺寺當時的住持仁俊法師進行講經等弘法工作。1976年2月起，原

本擔任講座講師的敏智法師因故暫返香港，便由師父接替每週的週日講座，

開講《大乘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此係師父到美國後的初次弘講。

8月初，聖嚴師父參加美國佛教會主辦的松壇大法會，和沈家楨居士分別在

法會中做了簡短的演講，這在美國是一種難得的盛況。8月19日，代表中華民

國參加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召開的第一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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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佛教史學研討會」，會中師

父提出論文〈中近代史上的四

位佛教思想家〉，這不但是師

父第一次參加世界性的國際佛

教學術會議、發表第一篇英文

論文，同時也是國人第一次以

外文向國際介紹印順長老的思

想。會後，與會者組成「國際

佛教研究會」，師父遂成為創

始會員之一。

9月，美國佛教會召開第九

次會員大會年會，聖嚴師父被選為新任董事兼副會長及大覺寺住持職務，自

此之後，走上了在美積極弘化的路程。

然而聖嚴師父在美國的弘法事業，實開始於禪修的指導上。師父初到大覺

寺時，弘法對象均為華人，後來漸漸地有美國青年至大覺寺請問禪修方法，

於是才與大覺寺的副住持日常法師，共同推動並教授美國青年禪坐。

1976年1月，聖嚴師父生平第一次以禪者身分於大覺寺指導東、西方人士

「禪修的基礎方法」，並於每週日午後負責禪坐活動，西方青年日漸增加。5月

份開始至8月初，為訓練助手以推展禪坐活動，於大覺寺正式開設第一期禪坐

班，每週一次指導禪坐，其中二位學生──王明怡及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後來成為師父的得力助手。

在這段期間，由於前來參加禪修的人數愈來愈多，而且聖嚴師父的禪修指

導讓他們受益不少，在第三期禪訓班結業典禮時，幾乎每位都有非常感人的心

得分享，於是選了其中十篇，由學員們自行編印成冊，命名為《特別禪班的禪》

雜誌（Chan Magazine of Special Chan Class），成為師父在美國發行英

文刊物之始。

1977年5月，聖嚴師父在美國主持了第一次禪七，參加者以美國人為主。自

此之後，與指導禪修的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接著又舉辦了四次禪七，均於

沈家楨居士提供的菩提精舍舉辦，那是一個環境非常清靜優雅的修行場所。

每次參加人數雖僅十多位，但皆經過精選，成績斐然。到了同年7月底，以多

位中美弟子為中心，發行了第二期《禪》雜誌（Chan Magazine），內容為第一

期禪七心得報告再加上師父的二篇簡短開示，之後便以「季刊」型態向國內

外發行，並從第一期的五百份，逐期增加發行量。

1977年12月，由於東初老人圓寂，聖嚴師父兼程返台，回台後除了處理老

人的往生事宜，教界、學界對師父的返台多所期盼，以致於諸事繁忙，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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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半月後才再度赴美。9月，師父有感於來往二地恐難兼顧，便於美國佛教

會會員大會中提出請辭董事、副會長及大覺寺住持等職務，獲准後，與美國

佛教會二年多的因緣至此告一段落，並於1978年10月初返回台北。

綜觀聖嚴師父在這段期間的主要活動，影響最深遠的是禪坐訓練班的開

設，因為每一期在開訓之日，皆會以中英雙語授予三皈依及五戒，而參加者

多為中美知識青年，所以接引不少在學學生，也因此種下了未來連續應邀到

各大學演講禪、佛教，並指導禪修的因緣。

奠基時期

1979年4月，聖嚴師父再度赴美，當時大覺寺已另請一位比丘尼擔任住持，

師父便暫住於沈家楨居士提供的菩提精舍。然精舍離紐約市區太遠，大覺寺

的中美弟子不便前往學習，因此紛紛請求師父再回市區居住，於是師父攜同

第一位剃度出家的美籍弟子保羅．甘迺迪（法名果忍，1978年佛誕節於大覺

寺剃度）回到紐約市區。

這段時期是聖嚴師父在海外弘法最艱難的時期，因為沒有固定的場所，經

常為了能否借到場地而煩惱，也經常因此受盡刁難。有段時間，師徒倆揹著

背包行腳於風雪夾雜的大街小巷，晚上輪流住在學員及信眾家中，白天指導

禪修及講經，還要同時尋找晚上落腳的住處。歷經這種種境遇，讓聖嚴師父

深刻體會到「若要傳宗接代，鳥須有巢，人當有家，僧該有寺」的道理。

聖嚴師父在美國既缺乏固定的道場，在台灣又兼任文化館館長及中國文化

學院教授之職，每三個月總得台、美二地奔波一次，備極辛苦。本欲中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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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弘法因緣，但經不起紐約弟子們的苦

苦哀求，又有二位在家弟子馬宜昌與蔡惠

寧夫婦，每日開車載師父四處尋找可做為

道場的房子，摯誠感人，師父於是決定維

持二地奔波的形式，一直到今天為止，無

有間斷。

由於當時聖嚴師父資金缺乏，實不敢奢

望購屋，但弟子們熱誠不減，奔波二個多

月，6月初，終於在紐約皇后區的林邊區

（Woodside）找到適合的房子，那是一棟二

層樓的住家建築，師父租下低矮的第二

層，正式成立「禪中心」（Chan Meditation

Center），結束了流浪的生活。但是每月三

百八十美元的租金，對師父來說仍是沈重

的負擔，幸得沈家楨居士發心支付了七個

月租金，從此算是有了落腳之處。

然而這只是開始，諸多事務仍待開辦，例如禪中心連打坐的坐墊也沒有，

還好中國城有一位太太發心而得到解決，禪修活動於是在此小天地中展開。

此外，這間房子除了聖嚴師父的書及坐墊外，一無長物，非但沒有桌椅，連

餐具也無，其餘設備多為熱心弟子撿拾路邊回收品重新整理後使用。在飲食

方面，也非常粗陋，不僅購買最便宜的食物，有時甚至到果菜集散市場撿拾

丟棄了的蔬果、麵包、馬鈴薯等果腹。

其實，這就是聖嚴師父對禪者生活的原則：「冬天但求不凍死，平常但求

餓不死。」不僅草創道場時如此，而且應該永遠如此。因此，師父簡樸、不

設床、無私人房間的精神一直延續至今。

雖然此時無論經濟或人力都很缺乏，但聖嚴師父仍在沈家楨居士提供的菩

提精舍，以及美東佛教會應金玉堂居士提供的大乘寺舉行禪七，而弟子們親

見師父在美弘法的刻苦自勵，也都精進非常，這是深知師父在美難得之故。

另一方面，由於許多人殷殷希望《禪》雜誌季刊能夠復刊（1977年3月創刊，

至師父離開大覺寺發行至第七期），為滿眾人的心願，1979年11月開始，每月

發行一次《禪通訊》（Chan Newsletter）。

《禪通訊》出版之初，既無打字機，又無固定編者，每期均由不同的人負

責。其特色，不在新聞性，而以聖嚴師父的講稿為主。在此之前，師父即經

常演講，但都沒有編成英文文章，如今終於能藉《禪通訊》，將講稿轉為文字

記錄。發行對象為曾隨師父學習之人，及對佛法和禪有興趣者，遍及全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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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及加拿大。

雖然禪中心的運作已漸上軌道，但聖嚴師父及弟子們仍不斷尋覓一較佳道

場。1979年秋，因緣成熟，在眾人的協助之下，以四萬五千美元的低價，於

紐約皇后區愛赫姆斯特（Elmhurst）買下一棟破舊的二層樓建築。這棟房子雖

極老舊，但面臨大街，而且價錢很便宜，高度也夠做為佛堂禪堂之用，因此

仍不失為暫時弘法的理想場所。

接下來，花費許多人力物力重整房屋，達一年之久。原來雜亂不堪的地下

室變為乾淨的大廚房及餐廳，樓板及牆壁均再加厚一層，電燈、瓦斯、水道

亦全部改過，另添加數個衛生設備，並將暖氣系統由燃油改為燃瓦斯。所有

工程除地下室外，均由聖嚴師父領導學生及弟子們親自動手，材料及工程費

共用二萬多美元，這對當時的師父來說，實在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1981年春，聖嚴師父自台灣募得三尊極為莊嚴的佛像及裝修費用，後又得

台灣一位陳女士捐助了七千美元，1981年佛誕日，禪中心於新址開幕啟用，

這位陳女士還特地自台灣趕來參加盛會。

禪中心（Chan Meditation Center）是對英語社會通用的名稱，聖嚴師父為紀

念東初老人的法乳之恩，特地將禪中心的中文名字稱為「東初禪寺」。但它的

人事組織跟台灣本山沒有任何關連，經濟也完全獨立。師父的原則是：不拿

美國的力量支持台灣，也不用台灣的力量支援美國，以免互相牽制，彼此干

擾。但在美國的弟子如果希望出家，可以到台灣的農禪寺接受出家的生活教

育；台灣的信眾訪問美國時，也歡迎住到紐約的東初禪寺，即彼此是友誼的

關係，而非從屬的關係。不過，由於美國的道場開始時純以英語社會為對

象，弟子也以西方人士為主，出版物都用英文發行，所以初期中國人很少支

持，經費也極其困難。

發展時期

東初禪寺（禪中心）成立之

後，從此禪七不需再借用其他

地方，除了能夠舉辦定期的活

動外，聖嚴師父也有餘力開始

對外弘講。自1981年起，師父

在電台上的出現次數增多，至

各大學演講也是。總計禪中心

成立初期，每年都舉辦四次禪

七，每週有一次幹部訓練班、

一次佛教哲學班，以及一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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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講經；另外，尚有初、中級禪修課程，每週日並有誦經、念佛、午供、講

經及打坐等活動，禪中心可謂在平穩之中逐漸成長與發展。

發展至此，在紐約隨聖嚴師父學過禪坐的東、西方人士，已累積有四千多

人，但美國社會流動性大，自始至終未離開的基本會員並不多。二位美籍出

家弟子，一位是1978年出家的保羅．甘迺迪，一位是1981年出家的凱倫．藺

（Karen Zinn），法名果閑，種種因素，後來也相繼離開，東初禪寺因此遭遇到

無人看守的困擾，以至於當師父在紐約期間，弟子紛紛前來親近，當他回台

北時，就幾乎要關門大吉。

1986年，加拿大華僑張繼成居士由於參加多次禪七，發心在東初禪寺出

家，法名果元，東初禪寺因此而進入了另一階段。

最初，東初禪寺只能容納二十人同時禪修；講經時，最多也只能容納七十

人。1985年之後，聞名而來聽經學禪的東、西方人士日益增多，華人信眾突

然增加，而且非常熱心。後來由於果元法師，使得各種弘法活動，不論師父

在不在美國，都能照樣進行；加上請到仁俊法師及李恆鉞教授輪流擔任佛學

講座，使得1987年的佛誕慶典參與的信眾多達二百多人，而顯得場地不敷使

用，許多信徒及美國弟子們都希望師父在郊外另購土地，興建一座較具規模

的寺院。

之前，由於沒有足夠的財力和人力，特別是在兼顧台灣的研究所、文化

館、農禪寺的情況下，聖嚴師父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在美國經營新的寺院建

築，因此一直擱置著。直到1987年7月底，由幾位居士自動捐款、貸款並協助

勸募，售出舊址購入斜對面臨街的一棟三層房屋，可用面積連地下室共有四

層，10月底遷進新址，自此道場日漸擴展。1989年，再增購新址後面接鄰的

一棟二層樓房，連車庫及庭院的總面積幾乎是原有空間的二倍。有了更大的

空間後，相對地，報名學打坐、打禪七、上佛學課程及參加聽經、共修等活

動的人，也都在不斷的增加中，包含的種族、國籍及社會階層更是多元，而

且有愈來愈多的大學、社團，邀請師父演講、座談或指導修行方法。

聖嚴師父原希望禪中心以英語人士為宏揚「中國禪」的對象，但後來華人

人數卻超過了美國人數，道場平時是雙語教學，「小參」則是以英文交談，

由禪修經驗豐富的法師或居士擔任口譯，師父便成為中國法師中少數以雙語

傳道者。

聖嚴師父在美國，弘化行程除了美國東海岸附近的主要城市外，也遠赴加

拿大及中美洲弘法，所到之處，經常是該地首次有中國法師到達，有的甚至

是首次有人傳播佛法，而令當地人生起對佛法的嚮往之心。因此，師父曾戲

稱自己是一位「菌原體」，他所到之處，佛法的「菌原」便在空氣中傳播開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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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出版方面，1980年夏

復刊的《禪》雜誌季刊及

《禪通訊》月刊，從1977年第

一期發行時印行五百份開始，

《禪》雜誌及《禪通訊》的發

行量逐年增加，八○年代末

期，已發行至二千多份，

寄發地區也達全球將近三

十個國家及地方。

而成立於1982年的紐約法鼓出版社（Dharma Drum Publications），專門出版

聖嚴師父的英文禪學著作，1984年出版了師父的第一本英文書《佛心》

（Getting the Buddha Mind），該書廣受讀者的喜愛與推崇。之後，陸續出版了

《開悟的詩偈》（The Poetry of Enlightenment）、《信心銘》（Faith in Mind）等

書，不僅受到讀者廣大歡迎，成為大學的教材，也行銷世界各國，譯成各種

文字。

除此之外，聖嚴師父的一些學術論著及篇幅較長的文章，也大都是在東初

禪寺完成，例如1988年4月間，師父赴中國大陸十九天，回國後，短短數日

間，就完成一本綜合歷史、文化、法義的遊記著作《法源血源》，如果是在台

灣，法務繁多，恐怕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成。師父的「文字般若」是弘法工作

的一大重點，由於他的赴美弘法，使得這部分得以不偏廢而更蓬勃，這也算

是海外弘法的另一收穫。

回顧此漫長的歷史歲月，看到法鼓山是如何從文化館、農禪寺、東初禪

寺，逐漸發展成現今這個深具攝化化世功能的佛教團體；又可以看到法鼓山

由東初老人到聖嚴師父的傳承，發揚為現今這個兼具三大教育目標──大學

院、大普化、大關懷的弘法體系。

然而無論是東初老人或是聖嚴師父，當初都未曾想過要成立一個法鼓山。

法鼓山的成立與發展，完全是隨順因緣，直下承擔眾生當前的需要，並且是

由許多人的生命力量、前仆後繼地慢慢成就出來的。即如師父所說：「我從

未想過建設法鼓山是我的悲願，它是十方所共有，凡是認同法鼓山理念的人

都會共同來成就，這並不是因為我的能力強、福報大、善根深厚，而是這個

時代環境中的人，有如此的需求。」

所以，因著眾人的因緣、願力，佛法的種子從中國到台灣、從台灣到西方

社會，又從西方回到台灣，然後再從台灣散布到世界各地，未來法鼓山仍將

隨著眾人的因緣、願力前進，打造大眾的法鼓山，繼續寫著法鼓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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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法鼓山」正式選定於台北縣金山鄉三界村成立一個國際性

佛教教育園區。

「佛法這麼好，知道的人這麼少，誤解的人這麼多。」這是聖嚴師父數

十年來，苦學苦修、矢志弘揚佛法的最主要原因。而法鼓山的籌建，正

是為了承擔起這項重大的使命。

聖嚴師父承師東初老人的遺志，投入佛教弘法事業。法鼓山的創建，

緣於所開辦的中華佛學研究所規模日大，原址不敷使用，加上農禪寺的

住眾及信眾愈來愈多，場地也有日漸狹隘之感，因此迫切需要另覓適當

的新址。

歷經長期奔波尋覓，終於在本年度3月下旬覓得土地。在完成相關的法

令程序後，即積極展開建設法鼓山的行動，包括成立諮詢顧問群、「法

鼓山護法會」、廣邀勸募會員和護持會員、出版《法鼓》雜誌以凝聚會員

共識等。

聖嚴師父於7月12日首度正式宣布將新道場命名為「法鼓山」，明確指

示未來努力的目標及方向；9月24日並於農禪寺開示命名的緣由，且進一

步說明法鼓山──「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

聖嚴師父也在這一年中提出：「法鼓山是屬於整體佛教的，也是屬於

全民的；法鼓山不是一座普通的寺院，而是涵括了學校與提昇人品的修

行中心；法鼓山不僅是台灣的，也是國際的；不但關注現在，

更放眼未來。」師父也為法鼓山的建設，勾勒出清晰的藍圖：

「整體建設完成後，將能發揮教育、研究、弘法的功能，也為一般

信眾提供一個修行佛法、淨化身心的良好環境，以期運用佛法來安

定人心，安定社會。」

山川菁英，人文斯匯，法脈源流，雲來壑赴，法鼓山以弘

揚正知、正見、正信、正行的正統大乘佛法，以成為國際佛

教的重鎮自許。本年由於建築基地的確認，使得聖嚴師父帶領的

弘法團體，從此以「法鼓山」為名，千年道場之大業從此奠基，日後

舉世知名的「心靈環保」之人心重建運動，亦由此而發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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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佛教文化館本日

舉辦冬令救濟，聖嚴師

父親臨主持並開示，本

年總發放金額達二百多

萬元。

聖嚴師父於開示中指

出，希望大眾以佛家慈

悲襟懷，善待一切因

緣。今日或許大家物質

條件不足，但精神上的

幫助則是隨時可做的，

師父並祝福在場每一個

人新年如意。接著，師

父帶領文化館、農禪

寺、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全體住眾、弟子、學生於文化館大廳念佛，現場一片

溫馨、祥和。

當天除了致贈慰問金外，還贈送食品、白米、衣物、棉被、書籍等，計有

295戶受惠。今年並擴大關懷的層面，提供物資至西藏兒童之家、浩然敬老

院、台安精神醫院、陽明教養院、忠義育幼院等單位。

這項活動緣於1956年，東初老人創辦文化館，有感於當時台灣物質維艱，

遂發起於每年農曆春節前，舉辦冬令救濟活動，贈送白米、青菜、民生用品

等，濟助北投地區的貧病人家，迄今已歷三十多年。



02.13

本日下午，聖嚴師父應天主

教耶穌會之邀，偕同中華佛學

研究所副所長李志夫、方甯書

教授等一行十五人，前往台北

耕莘文教院參訪。

聖嚴師父一行首先會晤了耕

莘文教院院長王敬弘神父、該

院青年寫作會負責人陸達誠神

父、利氏學社副社長趙儀文神

父等多位服務於該院的神職人

員；接著參觀青年寫作會，由陸神父親自介紹該會簡史；之後，又參觀該院

另一所屬單位利氏學社、耕莘圖書館。

參觀活動結束之後，聖嚴師父一行與多位神父、修士進行一場座談，雙方

就宗教信仰、學術、活動舉辦等議題交換看法，氣氛融洽愉快。

座談會後，王敬弘院長邀請聖嚴師父等人至附近的一家素食餐廳用餐，約

七點左右，才結束這次別開生面的宗教交流訪問。

03.17∼18

本日起一連二天晚上，聖嚴師父應嘉義力覺

佛學社之邀，於省立嘉義高商大禮堂進行二場

專題演講，共約五千人到場聆聽。

第一天的講題為「禪定與般若」，聖嚴師父於

演講中介紹修習禪定應有的正確觀念和方法，

並強調靜坐與禪定是禪的基礎，而禪修的目的

在使現實生活得到淨化，進而達到自在解脫。

在般若方面，聖嚴師父說明般若是指無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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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若能親證諸法空性，即見諸佛法身，亦見眾生的佛性，也即是般若現

前。不過，凡夫眾生仍須由有漏的聞、思、修慧，逐步修習而得。

第二天的講題則為「緣起和無我」，內容包括：「什麼是緣起」、「從原始

佛教到大乘佛教的緣起觀」、「緣起的身心世界必定是無我」及簡單的安心方

法等。

第一場演講由力覺佛學社導師宏印法師主持，台南妙心寺傳道法師致歡迎

辭；第二場演講亦由宏印法師主持，嘉義高商校長何文琳、嘉義縣縣長何嘉

雄致歡迎辭。

4月

中國大陸江蘇鎮江焦

山定慧寺為東初老人籌

建的靈塔及塔院，歷時

一年，於本月竣工。聖

嚴師父由於行程早已排

定，未能親往參與盛

會，僅能隔岸遙祝。

去年（ 1 9 8 8年） 4

月，聖嚴師父首次前往

中國大陸參訪中國佛教

的源頭古蹟，其間曾至

焦山參拜恩師東初老人

的祖庭定慧寺，並將老人的部分舍利恭送該寺，建塔供奉。

當時定慧寺住持茗山老法師已委請工程人員繪製舍利塔藍圖，以上等花崗

岩石材建造，塔高二公尺五十六公分、塔基一公尺四十一公分見方，並以大

理石鐫刻塔額及碑文傳略，鑲於塔身前後。

東初老人在其遺言中本有明確交代，將其骨灰和麵成糰，拋入大海，結水

族緣。但後人緬懷其德澤，因此除依老人的遺言外，仍依傳統慣例，建舍利

塔。聖嚴師父表示，建塔是追念感恩的一種表示，也是對後人的一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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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9

本日下午，中華佛學研究所邀請西藏白教第七世泰錫度仁波切蒞校進行一

場專題演講，講題為「大手印見」，由高明道老師擔任口譯。

演講中，泰錫度仁波切簡介了大手印的源流與內容。他指出，梵語

「Mahamudra」譯為「大手印」，其中「手」的字意在尊重佛的手，並非指一般

「手勢」。「印」者，表此智為最上、最要，猶如印契；謂一切輪迴涅槃之

法，契合於佛的如如妙智，更無一法能逾越此智以外者。

泰錫度仁波切並分別以根（見解）、道

（方法）、果（成果）三種次第，介紹大手

印的法門。即大手印的根是真俗二諦雙

運，其方法為福慧二資糧雙運，福德的資

糧像容器，智慧的資糧像容器裡的食物，

學大手印者是用行為累積功德，用觀心來

累積智慧。成果則分為色身與法身，強調

色身與法身不二。

演講結束後，並開放中華佛研所師生提

問，泰錫度仁波切均很詳盡地回答。

07.25∼28

由華梵佛學研究所主辦、漢學資料研究中心協辦的「第九屆國際佛學研究

會」，7月25日起一連三天，於台北中央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

由於聖嚴師父為「國際佛學研究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的創始會員，多位與會學者在來台之前即來信預定參訪中華

佛學研究所的時間。包含7月25日開幕典禮之後，美國世界宗教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f World Religions）院長伽德（Richard A. Gard）

夫婦；7月26日，日本中觀及蒙藏佛教權威學者長尾雅人教授夫婦、美國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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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宗教系主任蘭

卡斯特（Lewis Lancaster）；7月27

日，該會會長內瑞恩（A. K. Narain）

夫婦及祕書長葛梅茲（ Luis O.

Gomez）、日本東京大學印度哲學研

究室前主任高崎直道博士等。

這次會議約有來自美國、日本、

西德等一百多位學者與會，共計發

表六十四篇論文。研討的主題為

「論佛學佛法乃人文文明之融攝及

其發展」，並分五組論題：佛教與社會、佛教文史、佛教與禪、佛教藝術、佛

教與科技。會議期間，中央圖書館並配合展出「佛教善本經書」及「敦煌手

卷」，故宮博物院亦特別展出館內珍藏的唐宋二代的佛教經典、文獻。

國際佛學研究會創立於1976年，第一屆會議於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麥迪

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召開，聖嚴師父當時剛抵美國半

年，即參與該次會議。此後，該會每二年召開一次，已分別在印度、法國、

英國、日本等著名學府舉行過，是一個提供世界佛教學者相互交流、切磋，

且具有代表性的學術會議。

08.13∼19

8月13至19日一連七天，中華佛學研究所於中華佛教文化館舉辦「第二屆大

專青年佛學夏令營」。由於去年（1988年）首次舉辦夏令營獲得相當大的迴

響，因此今年報名人數高達一百八十多人，然因場地有限，最後只能錄取六

十位學員。

今年的主題為「傳統佛教與現代佛教的結合」，課程安排以佛教史──大乘

三系（中觀、唯識、如來藏）為主軸，配合國際佛學研究動向，介紹學術界

方法學、文獻的使用方法，以緊湊、豐富而有系統的專題講座，帶領學員進

入深廣的佛法大海。內容包括了：高明道老師的「目錄版本學在佛學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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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用與重要性」、楊

郁文老師的「原始佛教

的精粹──阿含道次

第」、楊惠南老師的

「中觀哲學」、恆清法師

的 「 如 來 藏 思 想 介

紹」、曹仕邦老師的

「古代中國僧侶西行求

法運動」等。

此外，活動期間每天

並安排早晚課、靜坐、出坡等實際行持功課，聖嚴師父也多次蒞臨開示，期

許大家將所學落實於生活中，以培養解行等持、身心健全的佛教青年。

08.16∼18

本日起一連三天，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於台北中央圖書館主辦「國際東

西哲學比較研討會」，計有三十五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參加，聖嚴師父應邀

擔任首日下午的一場會議主席及評論。

中華佛學研究所也是這次研討會的協辦單位，其他協辦單位尚包括教育部、

文建會、華梵佛學研究所、國科會、中國國民黨文工會及中央圖書館七個單

位。三天中，共發表了三十五篇論

文，其中四篇是關於佛教哲學與西方

哲學比較的論文，中華佛研所教授李

志夫也是論文發表人之一。

17日晚上，與會學者香港中文大學

教授李杜、美國奧立賓大學教授吳

怡、台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林義正等

一行十五人，在李志夫教授的陪同

下，至中華佛研所及農禪寺參訪，對

於該二處的設施簡樸，深具禪門的風

範，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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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

本日上午，農禪寺舉行剃度典禮，由聖嚴師父擔任戒和尚、今能法師為教

授阿闍黎，計有六人剃度、八人受行同沙彌（尼）戒，三百多人到場觀禮。

聖嚴師父在開示中表示，選擇地藏菩薩的誕辰舉行剃度典禮，原因有三：

一是紀念東初老人生前修持地藏法門；二是學習地藏菩薩度親至孝的精神，

以提倡孝道；三是學習地藏菩薩度盡地獄眾生的悲願。師父並勉勵新出家

者，出家以後要把所有一切拋下，不要起執著；且說明頭髮代表煩惱，要把

世間煩惱一刀剃盡；如果還有煩惱，要摸摸自己的頭，時時警惕自己。

農禪寺剃度儀式始於1979年，凡求度出家者，須先在農禪寺受一至二年的

出家生活訓練；通過者，方可落髮成為正式的沙彌或沙彌尼。

當天下午並舉行一場三時繫念法會，超薦亡者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永離茫

茫業海。台北市政府亦於法會中，為太原五百完人及一江山烈士亡魂設置牌

位，民政局局長王月鏡代表市長吳伯雄到場致祭。華視「心靈之旅」節目攝

製小組，亦特別至農禪寺錄製全部過程。

09.15

沙烏地阿拉伯麥地那（Medina）伊斯蘭教宗教研究所所長亞伯都拉．高得

里博士（Alahdal Abdullah Gaderi），在台灣伊斯蘭教理事長定中明教長及正在

麥地那伊斯蘭大學（The Islamic University）攻讀博士學位的馬超賢先生陪同

下，本日下午至中華佛學研究所拜訪聖嚴師父。

在為時一個小時的談話中，高得里博士向聖嚴師父請教有關比較宗教學方

面的疑問，師父為其詳盡地解答並說明佛教的宇宙觀。之後，師父陪同一行

人參觀中華佛研所，其間師父特別提及佛陀涅槃後，弟子為紀念佛陀，最初

是膜拜佛陀涅槃時身旁的菩提葉，而後禮拜佛陀的教誨──經書，最後才演

變成禮拜佛像，這是表達感恩的一種方式，而非崇拜偶像。

會後定中明教長表示，這是第一次接觸佛教界的人士，希望日後有機會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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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訪問中華佛研所，增進雙方的瞭解。

10.03

由中華民國佛教青年會主辦的「嬰靈

問題面面觀」座談會，本日下午假台灣

大學校友會館舉行，會中邀請了聖嚴師

父、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黃光國、政治大

學法律研究所教授林山田、婦女新知基

金會副董事長薄慶容等，就各種層面探

討近來引起社會軒然大波的嬰靈廣告。

座談會由佛青會祕書長淨耀法師主

持，他首先說明主辦這次座談會的主要

目的，在於釐清社會大眾因嬰靈問題而

對佛教界所產生的誤解。

聖嚴師父從佛法的觀點指出，眾生是平等的，人的生命雖然有長有短，死

亡之後卻都相同；成人死後是中陰身，嬰兒死後也是中陰身。經過四十九天

之後，他們已經轉生，或生人、天，或為鬼神，或為地獄和傍生中的眾生，

不會老是以嬰兒的靈體在人間作祟。至於報刊上的「嬰靈供養」廣告，引述

經典指出佛教鼓勵或贊成超度嬰靈，是沒有根據的。

會中，引發這次風波的慈悲精舍負責人蔡松輝，及撰寫〈遙控嬰靈的魔手〉

一文的黃仁和居士亦應邀列席，雙方就個人立場提出說明。這場含括佛教、

心理學、法律及婦女各層面的座談，與會者討論熱烈，活動約歷時三小時。

10.15

本日上午，中華佛學研究所與日本佛教大學舉行締結姊妹校典禮，與會來

賓包括佛教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坪井俊映、文學部教授深貝慈孝、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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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部社會福祉學科主任花田順信及

淨心法師等。

聖嚴師父在致辭中表示，以現今

的佛學研究與佛學學術發展來說，

日本無愧居於龍首之席，為此他親

赴日本留學六年，希望把所學的學

術研究方法運用到國內。由於中國

佛教在學術上仍屬起步階段，在書

籍、師資、教學等各方面，期望日

本學術界能以「烏鴉反哺」的精神

提供支援，造就更多佛教人才，使佛教教育淨化世間的功能蓬勃發展。

向以「辦校嚴謹」著稱的日本佛教大學，是國際間素負盛譽的佛教高等學

府。此次中華佛研所與該校締結姊妹校，將以交換學術期刊、出版品，共同

舉辦佛學會議及發表研究成果等，達成雙方師資、學生學術交流的目的。

日本佛教大學相當重視這次締約，10月1日在正式締約儀式之前，前任校長

水谷幸正夫婦、淨土宗教育資團理事長大田秀三及現任校長伊藤唯真等一行

七人，特地來台拜會聖嚴師父及參訪農禪寺。

12月

為了推展法鼓山的弘法事業，宣揚聖嚴師父的

理念，並展現法鼓人的悲心與願行，法鼓山對內

刊物《法鼓》雜誌於本月創刊。

《法鼓》雜誌採十六開本，封面「法鼓」二字

由聖嚴師父親自題字，發行對象以中華佛學研究

所護法會成員為主。師父在〈發刊辭〉上開宗明

義闡述「法鼓」二字的由來，是引用《法華經》裡的一句「轉無上法輪，擊

於大法鼓」，期以大智、大仁、大勇的佛音，普遍度化眾生。內容分為二部

分，前半篇幅以報導法鼓山體系內的活動為主，並刊登師父在各種場合針對

信眾的開示內容及經典的宣講，後半篇幅則刊登信眾捐款名單，以資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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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弘化的人才，擂擊慈悲的法鼓；

促進平安的社會，建立和樂的家庭；

養護健康的身心，展現明天的希望；

布施的人最有福，行善的人大功德。

創 辦 人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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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1∼18

應 英 國 布 里 斯 朵 大 學

（University of Bristol）心理

系教授約翰．克魯克博士

（John H. Crook）之邀，聖

嚴師父於4月11至18日，前

往英國威爾斯主持禪七，共

有二十人參加。

聖嚴師父此次前往威爾斯

主持禪七的因緣起於1986

年，因克魯克博士在香港旅

行時，看到師父的英文著作

《佛心》（Getting the Buddha Mind），便前往紐約東初禪寺參加師父主持的禪

七。打完禪七後，他獲益極多而非常歡喜，於是力邀師父前往英國主持禪

七。歷經將近三年的努力，今年4月終於成行。

英國約有二百多個以「社團法人」形態成立的佛教團體，然而少有中國佛

教系統，聖嚴師父可說是第一位至英國指導當地人士禪修的中國法師。由克

魯克博士發心整建的威爾斯禪修場所為一簡陋農舍，當地氣候多雨潮濕，但

在師父停留的六天之間，皆幸運晴朗無雨。因此，除了固定的禪坐時間，每

天均可至戶外山坡草地上經行。

參加學員多半是克魯克博士多年同修，但幾乎都是首次接受聖嚴師父的指

導。因為宗教背景、修行基礎各異，此次師父以〈息心銘〉為教材，內容為

初學禪者皆能懂且願意接受的修行指導原則，由淺而深，層次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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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七圓滿日當天，聖嚴師父為

禪眾舉行三皈五戒，早課後舉行

感恩和迴向的儀式。結束後，多

位禪眾均表示深受感動，且不覺

得這是一次宗教活動，而是開發

精神領域的自我修煉。

學佛十多年的克魯克博士，對

修行有相當深的體驗，於禪七第

五天小參時，受聖嚴師父肯定其

對三寶的信心、深厚的悲心和無

所求的願心，允許其可代理師父在英國主持禪七，成為第二位經師父許可授

權可以帶領禪修者。有關本次禪七的指導內容，後由克魯克博士整理出版，

書名為《用扇捕羽》（Catching a Feather on a Fan）。

04.24∼30

結束英倫弘法之行後，聖嚴師父本日啟程前往美國中西部弘法六天。師父

此行是應愛荷華州、明尼蘇達州、威斯康辛州三州的愛荷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Iowa）、愛荷華超覺靜坐大學（Maharish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明尼蘇達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威斯康辛州立大

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密爾瓦基大學（University of Milwaukee）等五

所大學邀請，進行十二場專題演講及座談，由追隨師父學佛十多年的保羅．

甘迺迪（Paul Kennedy）擔任翻譯。

聖嚴師父曾於1987年11月應邀至美國中西部愛荷華州、印地安那州、伊利諾

州，做為期四天共八場的演講，這次再度應邀至美國中西部，前往各大學演

講訪問。

在為期一週的行程中，聖嚴師父馬不停蹄地搭乘各種交通工具跨越三州，

進行各項弘法演講、參訪活動，包括舉辦禪修座談會、訪問超覺靜坐大學、

舉行皈依儀式等，與會聽眾包含東、西方人士，師父所到之處，均引起當地

極大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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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6

本日上午，聖嚴師父前往愛荷華

大學（The University of Iowa）宗

教系，為該系師生二十多人解答有

關禪與佛教的問題，由該系教授

「亞洲佛教的傳統」課程的威倫．

迪爾教授（William Deal）主持。

下午，師父接受愛荷華大學佛學社

中國同學請求，演講「普賢十大

願」，並接受同學們發問。

「普賢十大願」出於《華嚴經》

第四卷〈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

願品〉，聖嚴師父依經文講說，由

普賢菩薩稱歎如來殊勝功德後，告諸菩薩及善財童子，若想成就殊勝的如來

功德，應修十種廣大願行。內容包括禮敬諸佛、稱讚如來、廣修供養、懺悔

業障、隨喜功德、請轉法輪、請佛住世、常隨佛學、恆順眾生、普皆迴向。

晚上，由愛荷華大學中國同學會及愛荷華佛學社共同安排，於該市活動中

心舉辦「佛教與佛學」座談會，由該校亞洲語言學系已退休的程曦教授主

持，約有四十多人參加。

聖嚴師父首先提綱挈領說明，對佛教、佛法、佛學、學佛、修行態度和修

行方法等，做了扼要的介紹。之後，由程曦教授介紹禪的定義和觀念，接著

開放聽眾提問，師父均一一解答。

04.27

本日，聖嚴師父轉往明尼蘇達州雙子城（Twin Cities），於明尼蘇達州立大

學聖保羅分校（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t. Paul）演講「時空與生命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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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演講係由該校中華文化中心、東亞研究中心及佛學社共同主辦，約有八

十多名東、西方人士參加，由東亞歷史系教授泰勒博士（Romy Taylor）擔任

引言。

整場演講的內容分為四部分，從「時間與空間是什麼」談起，說明時空是

宇宙、世間、存在和幻有的異名；其次，說明「佛教的時間與空間是什麼」，

是因果法，也是因緣法。因果法是事物在時間上的前後現象，因緣法是事物

在時間與空間中的前後延續及彼此關係；接著，談到「佛教對於生命的看

法」，生命的現象是從無始的無明所引起，有無明就有煩惱；最後，提出「如

何超越時空而使生命得到解脫」，說明必須以般若智慧照見五蘊皆空，生命才

能得到解脫。

當天雖然戶外下著細雨，但前來聽講的人不但沒有中途離開，而且現場氣

氛熱烈，發問十分踴躍。聖嚴師父表示，這應該是由於他以新的命題介紹佛

法，讓大家感到新鮮而引發更多聯想式的思考所致。

04.29

本日，聖嚴師父飛往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於威斯康辛州立大學麥迪遜分

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學生活動中心演講「禪與生活」，由該

校佛學社主辦，約

有一百多位師生參

加，且以西方人士

居多，將演講會場

擠得水洩不通。

「禪與生活」是

聖嚴師父一本著作

的書名，師父考量

聽講者的目的著重

於瞭解在家居士的

修行態度與修行方

法，因此先講「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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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說明中國禪宗的修行方法特別重視智慧的開發，沒有智慧的禪定不

是真正的解脫；然後講「在家居士的生活範圍是什麼」，說明一個修行禪法的

在家居士，必須適應和改善家庭生活、社會生活、宗教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

種世間生活，才能達到自在解脫而又盡職負責的目的；最後講「在家居士的

修行方法是什麼」，特別強調三皈、五戒、六度，因為菩薩道的實行以六度為

準則，六度又以布施為始。

結束後，共有二十三位聽眾皈依，以西方人士居多，是聖嚴師父此回美國

中西部行程中，接受皈依人數最多的一回。

05.14

本日，紐約東初禪寺與台北農禪寺同時舉

行釋迦牟尼佛第2613年誕辰浴佛法會，由聖

嚴師父及美國佛教會前任會長仁俊法師共同

主持，約有四百多人參加。

法會從上午十點開始，內容包括中英文誦

經、讚頌、浴佛、開示、皈依、上供、錄影

帶欣賞等。

仁俊法師在開示中闡釋浴佛的意義，在於

用佛的智慧之水洗滌我們的煩惱心，以顯現

慈悲的願，表現出佛的光和力。所以，為佛

慶祝誕辰，要由自我的內心做起。

聖嚴師父在開示中則說，佛法不僅是儀式

而已，典禮的儀式是為提醒我們佛法的智慧

與慈悲。所以，紀念佛誕的目的在於更深一

層地學習佛法，並照著佛陀的悲願自利利人。

由於本日適逢母親節，聖嚴師父又進一步指出，我們的肉身是由母親所

生，我們的法身則由佛法所顯，佛法是由佛陀所說，因此也可以說佛陀就是

我們的法身母親。紀念母親節要送母親一份禮物，同時不要讓母親為我們操

心；紀念佛誕，同樣應該更努力於佛法的修證。舉行浴佛法會，不是佛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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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目的，而是透過紀念的儀式來激發我們對佛法的敬仰和修學的熱忱，才

是佛陀化世的本懷。

午齋由二十多位熱心的居士義務提供，下午則安排觀看聖嚴師父於台灣弘

法活動的錄影帶「海會雲集」，及為中華佛學研究所募款而召開的護法會開會

實況專輯。全部活動於下午四點圓滿結束，與會者在領取壽桃後，帶著滿心

歡喜和祝福回家。

06.25

本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行第十一年度會員大會，聖嚴師父親自出席與會，

聽取悅眾幹部一年來的工作報告，並向全體會員說明道場的弘法概況。

由於東初禪寺是禪修的專門道場，弘法活動密集，內容範圍也愈來愈廣，

每年除由聖嚴師父親自主持四次禪七，每週日舉辦佛經講座，分別禮請仁俊

法師、李恆鉞教授及師父擔任講師，共有禪坐班、佛學討論、佛教哲學、書

畫、語文等班別。由於參加對象有半數以上是西方人士，所有活動均使用中

英雙語進行。另一方面，因東初禪寺發展迅速，活動頻繁，住眾增加，會中有

悅眾提議增購接鄰的樓房，以擴充原有空間面積，做為住眾宿舍及弘法活動

之用。經此提議，遂促成了6月底貸款三十多萬美元，正式增購東初禪寺現址

後面的一棟二層樓房，道場總面積增為原有一倍。

回顧自1981年東初禪寺正式啟用以來，前後經三度遷移，目前寺址於二年

前遷入。每一次遷移，道場面積逐步擴充，參與信眾人數也逐漸增加，顯見

漢傳佛教已在美東地區獲得正面肯定。

10.17∼11.01

10月17至31日，聖嚴師父帶領八十位僧俗四眾弟子，前往印度及尼泊爾朝

聖，所到之處都是佛教徒畢生嚮往的聖跡之地，行程充實緊湊。台灣團員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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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返抵台灣，

師父及美國地區

的團員，於美國

時間11月1日返抵

居住地。

17日出發前，

聖嚴師父對大眾

行前開示「朝聖

應有的心態」，

說明朝聖與旅遊

的不同。師父表

示 ， 大 家 因 緣

好、福報大，應本著虔誠、感念的心，追尋佛陀的行跡，回來後更要盡己所

能，弘揚佛法。

此次朝聖團走過的地方，包括高僧法顯、玄奘、義淨三位法師留學的那爛

陀大學，世尊誕生的藍毘尼園、成道的菩提伽耶、初轉法輪的鹿野苑、涅槃

地拘尸那羯羅城，佛陀經常說法的竹林精舍、祇樹給孤獨園，尼連禪河邊的牧

羊女村落及充滿靈氣的靈鷲山等。

抵達這些神聖的遺址時，聖嚴師父皆做一段開示，團員們身臨其境，聆聽師

父的開示，身心充滿與佛陀法身慧命同在的感受，莫不以最虔誠的心頂禮膜

拜，緬懷昔日世尊住世時的盛況。

27日下午，由護法會理事長楊正擔任主席，召開朝聖檢討會。聖嚴師父在

開示時，提醒全

體團員要將朝聖

的精神及在聖地

的經驗與感受帶

回家，並勉勵大

家要把貪心、瞋

心、愚癡心，改

變成施捨心、慈

悲心和智慧心，

在回台後運用到

日常生活中，才

能真正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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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帶領巡禮團成員在那爛陀大學遺址上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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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泊爾朝聖團行程一覽表

台北→尼泊爾

轉往印度

印度

尼泊爾

印度

返回台灣

轉往紐約

10月17至20日

10月20日

10月21日

10月22日

10月23日

10月24日

10月25日

10月26日

10月27日

10月28日

10月30日

10月31日

11月1日



11.06∼17

聖嚴師父結束印度朝聖之旅回到紐約

後，隨即展開一連串弘法演講活動。

6日晚上，接受印地安那州巴特魯大學

（Butler University）文理學院院長余英華

之邀，至該校演講「禪的修持及其功

用」。翌日上午，於史帝文教授課堂做問

題解答，當天晚上並於學生中心對三十多

位師生講解舒緩身心的禪修方法。

8日，至伊利諾州立大學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ampaign），於該

校坐禪會講解禪修基本觀念與方法，並實際練習，約有五十多人參加。翌日

上午，應該校宗教系主任彼得．格魯格來教授（Peter Gregory）邀請，演講

「《法華經》在中國佛教中的信仰和修行」，共有三十五人參加，內容為法華三

昧的修行方法及《法華經》特別重視的讀誦、解說、書寫、受持、供養等，

也就是半行半坐三昧的修行方法。下午，至印地安那州迪派爾大學（Depauw

University），應保羅．瓦特（Paul Watt）教授邀請，演講「出家與在家之修行

生活」、「悟境之層次與性質」及「佛教與基督教解脫觀之同異」等主題，約

有六十多人前往聆聽。

10日，接受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亞洲語言文化研究所所

長，也是世界佛學會議（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IABS）

祕書長葛梅茲（Luis O. Gomez）教授邀請，於該校研究所對十多位專攻人類

學、佛教學、社會學的師生，專題演講並做討論。聽眾對台灣的中華佛學研

究所極具興趣，並熱烈討論佛教學術化和信仰實踐間的相關問題。晚上，於

該校活動中心演講廳，專題演講「現代中國禪林生活及我個人教授禪學的經

驗」，約有六十多名師生參加。

14日，應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宗教系于君方教授及該

校「東亞人文科學研究計畫」專題邀請，演講「《壇經》的思想」及「禪

修」。16日，應新澤西州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楊力宇教授及語言

系波德高斯基教授（Podgoski）邀請，做三場演講，主題分別為「公案與默照

禪之方法」、「禪與悟」、「禪與生活」。翌日，再應該校張壽安教授之邀，進

行二場演講，主題分別為「禪的生活」、「禪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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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當台北縣金山鄉三界村一處山坡地，在因緣聚合之下成為法

鼓山建設道場的基地後，「法鼓山」所代表的不但是一處眾生嚮往的心

靈故鄉，更是一座傳播淨化社會人心理念的發射台。

本年，法鼓山開始展開多元化的文化活動與社會關懷，對內──讓所

有信眾深入瞭解法鼓山理念的意義及內涵，以便於日常生活中徹底實

踐；對外──向社會大眾明確宣揚法鼓山理念，以淨化人心、安定社會

為目標，共同建設人間淨土。

這一年內，也完成了諸多關鍵性的規畫，為法鼓山的發展，奠定穩固

的基礎。首先，是代表法鼓山精神的山徽設計於3月確認。輪廓鮮明、造

形素樸的山徽標誌，融合了佛法的多項精神及意涵，深富創意且獨具風

格，日後成為法鼓山最重要的辨識標記。

接著，5月中旬，聖嚴師父於紐約東初禪寺撰寫〈與法鼓山僧俗弟子共

勉語〉（後稱為「四眾佛子共勉語」），做為法鼓山所有僧俗弟子生活、修

行最重要的指導原則。此共勉語和實踐法鼓山的理念息息相關，因為

「提昇人的品質」首先當從個人做起，自身的品德提高、人格健全後，便

能進一步影響家人及周遭所有人，共同來「建設人間淨土」。

而為了宣揚法鼓山的理念和精神，達成共識、共願，這一年之中，聖

嚴師父除了應邀在國內外進行演講，也密集地親自到國內各護法據點關

懷，並且將開示內容編製成小冊子等，再以舉辦「成長營」、

「園遊會」、「清潔日」等活動方式，弘揚法鼓山的理念。

這一年，法鼓山以「理念宣揚」為主軸，不斷地向社會大眾推

廣。聖嚴師父的這一段話可為代表：「法鼓山的理念，像是一座

電視、電台的發射塔，每一個法鼓人及已經認同並接受法鼓

山理念的人士，都是一個一個的轉播站。十方大眾共同努力

推動法鼓山理念，人心的淨化，社會的淨化，指日可待。」



01.08

韓國曹溪宗奉寧僧伽大學師生一行三十多人，本日下午至農禪寺參訪並進

行一場座談會，由聖嚴師父主持，這是農禪寺歷年來人數最多的韓國比丘尼

訪問團。

會中，聖嚴師父首先就台灣的佛教歷史、寺院經濟做一剖析，接著簡略介

紹了農禪寺、中華佛學研究所的起源及法鼓山未來建設。師父並表示，韓國

佛教無論在僧團或是教育方面都頗具規模，日後中華佛研所將積極派員前往

韓國留學，加強雙方交流。

奉寧僧伽大學校長妙嚴法師則表示，

看到台灣的佛教蓬勃發展，有組織、有

規模地接引眾生，正符合佛教「上求下

化」的精神，希望回韓之後，能學習台

灣佛教的優點。此外，對聖嚴師父領導

四眾弟子熱心培養佛教人才的遠見，表

示敬意。成員中的一耘法師，係中華佛

研所第五屆畢業生，現留所擔任講師。

01.12∼15

本日起一連四天，中華佛學研究所於國立中央圖書館演講廳舉辦「第一屆

中華國際佛學會議」，共有來自全球二十個國家、一百多位學者與會，計發表



四十篇論文。

12日下午四點，開幕典禮在鳴鐘擊

鼓之後揭開序幕，由聖嚴師父主持。

師父於致辭中表示，佛陀化世的目

的，乃為解脫人類身心的煩惱，原本

是生活實踐的指導，但是佛陀入滅以

後，弟子們將他一生中宣說過的教義

集結為聖典，便產生學問和思想的佛

教。召開國際佛學會議的目的，主要

希望國外學者把最新、最好的訊息帶

入國內，同時也把台灣的訊息帶回

去，也就是所謂的學術交流。

典禮中，天主教中華民國總主教暨輔仁大學校長羅光、考試院副院長林金

生、教育部次長楊朝祥及台北市市長吳伯雄亦應邀致辭，對這次會議召開的

意義，皆賦予極大的肯定。

13日上午九點，正式進入為期三天的論文發表討論，共有十場論文發表

會，每場分二組同時進行，分別以中、英或日文三種語文發表。這次會議主

題為「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內容涵括佛教與環保、倫理、婦女解放運動、

醫療衛生、戒律等議題。與會發表論文學者包括：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東方語言學系教授蘭卡斯特（Lewis

Lancaster）、美國伊利諾大學教授傅偉勳、英國心理學博士約翰．克魯克

（John H. Crook）、日本立正大學教授庵谷行亨、泰國法性佛教文化基金會執行

長梅達難陀比丘、中國大陸北京大學教授楊曾文等四十位。

會議最後一天，日本佛教大學前任校長水谷幸正在致辭之後，代表佛教大

學致贈中華佛研所《淨土教學系列》一百冊，做為紀念及圖書收藏參考之

用，由聖嚴師父代表接受。參與這項會議的協辦單位，包括國立中央圖書

館、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i）、

日本佛教大學、台灣大學、東吳大學、文化大學、輔仁大學等國內外知名學

府。

而為了配合這項會議，國立故宮博物院除了特別於去年（1989年）12月19

日起展出為期三個月的「佛教文物特展」外，並於今年1月12至18日會議進行

期間，展出稀有難得的「大理國梵像畫卷」。（本次會議四十篇論文，中華佛

研所聘請傅偉勳、華珊嘉（Sandra A. Wawrytko）二位教授分別編成中、英二

冊論集；英文部分，由紐約綠林出版社〔Greenwood Press〕出版，中文部分

則由台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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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共有來自全球一百多位學者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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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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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學者聚精會神地聆聽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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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於開幕典禮中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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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04

本日起一連二天，農禪寺舉辦「新春信眾聯誼會」，約有八千多人參加。

活動中，除了義賣園遊會外，並安排了佛畫展、佛像雕刻展、琥珀佛珠

展、中國插花展、印度朝聖文物展及國際學術會議實錄展等精彩佛教文物展

出。其中，義賣園遊會的物品包括了佛教文物、衣物、書籍、日用品、食

品，都是義工菩薩慷慨捐出。第二天下午，並舉行一場難得的「佛舍利請供

法會」，共有133位居士大德請供佛舍利，這是農禪寺首次舉辦這樣的法會。

聖嚴師父於開示中表示，佛的舍利分二種，一種是有形的，一種是無形

的。今天我們供養的是佛的色身舍利，是有形的；而千百年來不斷延續、弘

揚傳播的佛法慧命則是佛的法身舍利，是無形的。沒有請到佛舍利者不要難

過、失望，只要聽經、聞法、修行，就可以得到佛的法身舍利，它的力量更

大且普遍。

這場熱鬧、祥和的園遊會，在信眾熱烈的參與中圓滿結束。

02.15∼18

聖嚴師父應台中佛教界邀請，於2月15至18日前往台中弘法，進行四場公開

演講，共有近萬人到場聆聽，五百多人皈依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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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日二天晚上，聖嚴師父於台中新民商工大禮堂分別演講「今日的佛

教」及「明日的佛教」，談佛教的發展、教理思想、修行方法等，台中市市長

林柏榕及中國佛教會台中市支會理事長聖印法師於第一天出席致辭並聽完全

場演講。

17、18日二天晚上，聖嚴師父則於豐原市台中縣政府大禮堂，分別演講

「佛教的特色」及「淨土的世界」，談佛教的因果、苦、空、無常等觀念及淨

土的種類、等級等，台中縣縣長廖了以及中國佛教會台中縣支會理事長妙廣

長老出席致辭。

聖嚴師父此次台中弘法之行，深受當地佛教界的重視，雖然演講內容超出

通俗的層次，仍受到信眾普遍而熱烈的迴響。

03.12

為因應法鼓山的成立，法鼓山於去年（1989年）10月

5日起至今年1月5日，舉辦「山徽」徵選活動，評選結

果於本日揭曉。

這項活動共有六十五人參賽，經過聖嚴師父、國立

藝術學院美術系系主任黎志文、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

教授陳景容、名雕塑家楊英風、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

組主任劉平衡及建築師陳柏森六位評審討論後，共選出三名優勝者，第一、

二名為師大美術系學生陳志成與胡瑞祥，第三名為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學生

李中超。

針對第一名陳志成的作品，聖嚴師父表示，其設計圖案抽象中融合了大轉

法輪、法鼓山、僧人禪定等多項精神，與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建所精神和法鼓

山的理念相呼應。

1963年出生於台北萬華的陳志成表示，他在友人處得知法鼓山徵求「山徽」

的訊息後，以一個月的時間著手搜集資料；在整理資料中，發現說法印的手

勢有著特別的意涵，便以此為主構圖設計，構思各種造型，從五、六十種造

型中定稿。他並表示，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宗教性的設計比賽，此設計過程，

對他的思想有許多啟迪，令他感到相當有意義。

這項活動的頒獎典禮，安排於3月25日的護法會勸募會員大會中舉行，第一

名獲獎金五萬元，第二、三名分獲獎金三萬元及二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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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與評審們合影，左起為劉平衡、楊英風、聖嚴師父、陳景

容、黎志文、陳柏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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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0

本日上午，美國佛教會台灣弘法訪問團副團長沈家楨居士偕同二位團員，

由鄭振煌教授陪同參訪農禪寺，下午並與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師生進行一場座

談會。

沈家楨居士一行，上午結束農禪寺的參訪行程後，由果暉法師等人陪同前

往中華佛研所用午齋；接著，在貴賓室聽取建築師陳柏森講解法鼓山的建設

藍圖及未來計畫。沈居士對法鼓山利用丘陵地帶、配合地形盡量保持自然景

觀的計畫，深表讚賞。隨後，由教務長李志夫教授簡介中華佛研所成立的緣

由和現況，並致贈聖嚴師父的著作、所內研究生的論著及一部《金剛經》手

抄本予沈居士。

下午二點，沈居士出席於中華佛研所舉辦的「今日西方社會對於佛學研究

及對佛教信仰的大勢」座談會，與該所五十多位師生進行一場交流。

在座談會開始之前，果暉法師代表中華佛研所所長聖嚴師父捐贈十萬元給

美佛會莊嚴寺，做為該寺擴建經費之用。

05.15

聖嚴師父本日於紐約東初禪寺撰寫「與法鼓山僧俗弟子共勉語」（即「四眾

佛子共勉語」），以勉勵法鼓山所有僧俗弟子，不但可自勉自勵，也可勉勵他

人。若能對這些理念深入瞭

解，而且廣為傳播，便是自利

自他的菩薩行。

總共二十句的「與法鼓山僧

俗弟子共勉語」，內容見右方。

聖嚴師父表示，這二十句共

勉語並沒有前後一定的聯貫關

係與次第，不過前二句與最後

二句是共勉語中最重要的。

聖嚴師父希望法鼓山的僧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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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都能熟讀背誦，並瞭解其中的涵義，每天早晚背誦一次，才能得心應手

地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06.09

為使會員更加瞭解法鼓山

的理念及落實佛法於日常生

活中，護法會、念佛會和禪

坐會本日晚上首次於農禪寺

大殿合辦「法鼓山之夜」。

活動在念佛聲中揭開序

幕，接著由果祥法師開示，

闡述培養弘法人才的重要，

勉勵大家護持法鼓山的佛學

教育事業。其次，由護法會

理事長楊正與禪坐會會長李

美慧介紹法鼓山的理念，鼓勵信眾齊心護持，共同達成聖嚴師父的悲願。

此外，晚會中並安排了多位菩薩分享勸募或學佛心得。謝水庸表示，勸募

不是為自己，也不是為聖嚴師父，而是為佛法，為培養弘法人才。佛法講布

施，勸募就是一種法施，可以讓我們放下一切執著，得到大智慧。劉瑟先則

提到，有一次去朝山時正下著大雨，當她拜下去的時候，才知道自己的傲慢

心比別人強，很高興有福報可以學佛。

晚會最後，果暉法師開示表示，為了延續佛法慧命，培育更多人才來度化

眾生，期勉大眾齊心同力護持法鼓山，發願弘揚佛法。

07.05

本日下午，中華佛學研究所與泰國法身寺就交換留學生事宜，於中華佛教

文化館舉行合作簽約儀式，這是中泰佛教界首次交換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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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華佛研所所長聖嚴師父刻在

國外弘法，簽約儀式由董事今能長老

代表，與法身寺副住持帕達比丘

（Phraphadet Dattajeevo）共同主持。帕

達比丘表示，法身寺景仰中華佛研所

的學術水準，希望藉由留學生的交

換，促進中泰佛教教育與學術研究的

交流，並增進佛教界彼此間的瞭解與

合作。

雙方同意，基於平等互惠的原則，

未來將進行學術出版品、學生與師資的交流外，並共同舉辦國際宗教學術會

議。今秋，法身寺將會派自二百多人中遴選出來的二位青年學僧哇拉般若

（Varapanyo）、哇拉旺梭（Varavamso）至中華佛研所深造。

在此項正式簽約儀式之前，泰國法身寺負責聯繫國外事宜的代表梅達難陀

（Mettanando）曾於今年5月19日先行來台拜訪中華佛研所，雙方就交換學生事

宜進行洽談；其間，梅達難陀並至農禪寺參訪。

07.10∼11

聖嚴師父應永和彌陀

蓮社之邀，本日起一連

二天，於台北國父紀念

館中正廳舉辦「佛化人

生，淨化社會」系列演

講，講題分別為「善與

惡──如何建立正確的

價值觀」、「情與理─

─如何處理複雜的人際

關係」，共吸引了近萬

人到場聆聽。

這二場演講，行政院政務委員、前台北市市長吳伯雄皆出席做引言。他指

出，佛教的教義與精神，是導正社會歪風最有效的方法，且是支持、維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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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價值觀與道德非常重要的依止。

每場演講開始之前，聖嚴師父都會先帶領大眾念誦三聲佛號後，始進入講

題。在10日的演講中，師父從善惡的判斷、定義及佛教的善惡觀念、善惡層

次、善惡心性、善惡相對論來說明，指出任何一個時代，善與惡都是相行並

立，二者的消長會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而有所不同。

11日的演講中，聖嚴師父指出，用「情」太多，容易是非顛倒、黑白不分。

師父更進一步表示，在與他人互動時，「情」可用於處理倫理關係，而與社

會大眾的關係則須以「理」處理，並且還須加上「慈悲」和「智慧」。

二天演講中，中廣董事長關中夫婦、司法院祕書長王甲乙、《時報周刊》

發行人簡志信、《中華日報》副社長王士祥等多位貴賓均蒞臨聆聽。由於前

來聽講者非常踴躍，為滿足無法進入大會堂聽講的大批民眾，現場臨時加開

四個廳，透過閉路電視同步轉播。

07.25∼08.20

為感謝勸募會員對法鼓山建設的支持，7月25日起至8月20日，聖嚴師父展

開一系列關懷台北、台中、台南及高雄等地勸募小組長及會員的行程。

7月25日及8月6、8、10、16日五天，聖嚴師父分別慰訪了台北縣市，包括

板橋、三重、新店、新莊等地區護法會的小組長。到達每一位小組長的家中

後，師父都先帶領大眾禮佛三拜、持誦〈吉祥咒〉，之後親切地與小組長家

人、勸募會員及護持會員話家常。師父鼓勵大家用佛法的慈悲與智慧進行勸

募，使他人因而接觸到佛法，讓人間淨土落實到每個人的生活環境。

8月17日，聖嚴師父前往台南，於勞工育樂中心與一百多名信眾會面；8月

19日，於高雄市三民圖書館，會見高雄華嚴學會會長黃文翔等八十多名信

眾；8月20日轉往台中，中午會見台中電信局學佛會五十多位會員，晚上於台

中婦女會會見八十多名信眾。這三地聯誼會，均安排有勸募心得報告，並透

過幻燈片的介紹，讓與會信眾對法鼓山建設有更進一層的認識和瞭解。

在南下關懷會員信眾的行程中，聖嚴師父亦會見了多位政經傳播界人士。

例如8月17日下午，前往台南勝利廣播電台，與該台董事長夫人李卞岫雲、總

經理李明威、《中華日報》社長詹天性等人會面，並洽談在該台製作佛教節

目相關事宜。8月18日中午，與宏法寺開證長老、義永寺開種長老尼、高雄市

民政局局長林金枝、立法委員王志雄夫人、多位記者等約四十多人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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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至高雄，會員們齊聚三民圖書館

聆聽師父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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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9∼08.04

7月29日至8月4日，中華佛學研究

所於中華佛教文化館舉辦「第三屆大

專青年佛學夏令營」，共有五十四名

大專院校學生參加。

這次夏令營的主題為「學術研究與

宗教信仰之互動」，旨在介紹現代佛

學學術研究的方法與成果，期能帶動

國內學佛青年的研究風氣。課程內容

包括：聖嚴師父主講「學術研究與宗

教信仰之互動」、國際佛教研究會創

始人暨現任會長印度籍Avadh Kishore

Narain博士主講「佛教在印度的興衰」、中國佛教會護教組組長昭慧法師主講

「妙雲集與現代佛學研究」、佛教作家陳慧劍居士主講「佛典文學成色及其現

代化途徑」、妙林巴利佛教研究所所長吳老擇主講「對日本佛教之見識」等。

除了豐富的課程外，並安排了聖嚴師父的修行開示、小組討論、即席演

講、靜坐、出坡、戶外禪等活動。最後一天清晨，師父親自帶領學員前往位

於金山的法鼓山。在崎嶇的山路中，師父指出未來中華佛研所的教育大樓、

演講廳、圖書館、禪堂等位置，期勉抱持有學佛弘願的學員報考中華佛研

所，共同建設人間淨土。

08.18∼19

聖嚴師父應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之邀，本日起一連二天，於該中心至德堂

分別演講「禪──如來如去」、「禪──解脫自在」，共約七千多人聽講。這

次演講活動，係由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主辦，中華佛學研究所與高雄市佛教

會協辦。

18日晚上，聖嚴師父闡述禪的要義是寬大涵容開朗的生活智慧、平穩安定

和樂的生活方式、合情合理合法的生活原則，是戒、定、慧，是成佛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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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父並不時舉禪宗的

公案為例，以釐清生活中

的迷思，引起聽眾極大的

迴響，高雄市市長吳敦義

夫婦亦到場聆聽。

19日晚上，雖然楊希強

烈颱風過境，仍然有三千

多人冒雨前來聽講。聖嚴

師父在演講中，鼓勵大家

以修行的心態來面對生活

中的困頓，培養轉識成智的大智慧。結束後，並舉行一場皈依儀式，約有一

百多人皈依三寶。

除了二場演講活動外，18日上午，聖嚴師父並出席一場由華嚴學會會長黃

文翔醫師安排的記者會，與南部傳播界包括《民生報》、《聯合晚報》、《台

灣時報》、《青年日報》、《民眾日報》、《台灣新聞報》及中廣、正聲電台等

十多位記者見面，回答記者們的提問，內容大多是關於宗教在社會中發揮的

教化作用、禪修在現代生活中的重要性等問題。

10.06

護法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

大殿舉行年度會員大會，由

理事長楊正主持，約有二百

多人參加。

大會一開始，楊理事長首

先致辭感謝勸募、護持會員

們的發心，並提及為使常

住、護法會二方面的力量能

夠統合，自8月份起，聖嚴

師父特別派請果燦法師擔任

護法會的輔導師，以加強雙

方的溝通與聯繫。

69

19
9
0

國
內
篇



接著，由聖嚴師父開示。師父於開示中提到，法鼓山能夠成立，有三位關

鍵人士，分別是林顯政居士、全度法師及李昭男居士。林居士首先覓得法鼓

山這塊地，全度法師及李居士則無條件捐出本身擁有的土地產權。對於護法

會工作成員的辛勞，師父亦表達關懷與謝意。

聖嚴師父並強調，法鼓山的精神是讓眾人瞭解佛法、修習佛法，如果只是

為了募款而募款，未能瞭解佛法，並不是成功的勸募。師父勉勵大家發願，

共同建設法鼓山。

會中並安排了多位菩薩分享學佛心路，最後，聖嚴師父帶領大家恭誦〈迴

向偈〉後，約於下午五點結束這場年度大會。

11.15  11.21

由好人好事運動推行

委員會（後更名為「中

華民國表揚好人好事運

動協會」）主辦的「好

人好事八德獎」頒獎典

禮，本日於台北劍潭海

外青年活動中心舉行，

聖嚴師父亦為獲獎人之

一，由於師父刻在美國

弘法，由農禪寺都監果

暉法師代表受獎。

這項表揚活動自1958

年開始推行，主要目的在弘揚倫理道德、端正社會風氣，鼓勵國人發揚互助

美德、長期行善，共建溫馨、祥和的社會。聖嚴師父多年來奔走國內外弘

法，積極從事利眾福民的文化、教育、宗教、慈善等工作，深受各界好評，

此次獲頒「好人好事八德獎」，可謂實至名歸。

對於獲獎，聖嚴師父特別從美國傳真表示，法鼓山提倡「提昇人的品質」

的理念，便是希望人人成為好人，人人都做好事，達成「建設人間淨土」的

工程。師父並鼓勵大家多多參與社會的公益事業，關懷他人、幫助他人。

今年佛教界接受表揚者除聖嚴師父外，尚有妙廣老和尚、妙然法師及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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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界法師與大德，足見佛教界在弘法利生之餘，亦積極參與推廣社會慈善

福利救濟事業，其成果亦漸受社會各界人士的重視與肯定。

當天到場觀禮者，包括了副總統李元簇、行政院院長郝柏村、監察院院長

黃尊秋、內政部部長許水德、歷屆好人好事代表及傳播界記者等共約一千多

人與會。

11月21日下午，「好人好事運動推行委員會」編審周燕菱小姐陪同總幹事蔡

坤榮先生，代表主任委員鍾榮吉將獎座送至農禪寺，由果暉法師代表聖嚴師

父接受。

12.06

本日起，中廣

「法鼓清風」於每

週二、四、六上

午九點半播出，

透 過 廣 播 劇 方

式，傳播法鼓山

的理念和正知正

見的佛法。

這個節目是以

聖嚴師父的著作

《 學 佛 群 疑 》、

《正信的佛教》二

書為藍本，結合

當前社會所發生的重大事件或影響社會甚鉅的新聞事件，以草地人、金針姨

及法鼓伯三人對談，並穿插廣播劇的方式進行，帶入正知正見的佛法。其

中，草地人由中廣「草地人」節目主持人施建雄居士擔任，代表較有佛法觀

念的居士；金針姨由童星出身的陳淑珠擔任，代表佛法初學者；法鼓伯由林

耀欽居士擔任，負責將佛法理念提綱契領地表達出來。整個節目腳本，則由

國立藝專副教授謝章富編寫。

雖然「法鼓清風」節目只有短短十分鐘，內容卻十分嚴謹、紮實，播出

後，聽眾的反應相當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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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6∼20

聖嚴師父於4月9日自

台灣飛抵紐約東初禪寺

後，除了每週日固定講

經、教授中級禪訓班、

主持每週三的特別禪訓

班及每週五的佛學講座

外，並自16日起一連五

天，應邀至美國中西部

四個州五所大學，做了

八場演講、三場開示及

一場皈依儀式。

16日，聖嚴師父由果元法師及擔任翻譯的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居

士隨行，飛往密蘇里州聖路易市，為當地二十多位美籍學佛人士，做二小時

的開示和佛學問題解答。

17日上午，聖嚴師父應維伯斯特大學（Webster University）宗教系教授

James R. Harris之邀，在其課堂上演講「無常與死」；中午則應華盛頓大學

（Washington University）亞洲近東語言文學系之邀，對該校中國語文課及中

國、日本歷史課師生，演講「禪與平常生活」；下午飛往愛荷華州愛荷華

市，為該地佛學社十位中國留學生舉行皈依儀式；晚上並於愛荷華大學（

University of Iowa），演講「禪與靜坐」。

18日上午，聖嚴師父應愛荷華大學宗教系教授William Bodiford之邀，於禪

佛教課堂上，演講「禪悟之實踐過程與體驗」，並為該校佛學社社員開示佛法

的修學與問答；之後飛往明尼蘇達州，晚上於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專題演講「禪與靜坐」。

19日上午，聖嚴師父為明尼蘇達大學佛學社社員，做一場佛法的開示與座

談；下午應邀飛往威斯康辛州立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

Madison），以「禪坐」為題，對六十多位師生講述禪宗達摩的「二入四行」、

公案修行、長蘆宗頤的「坐禪儀」及四祖、五祖、六祖的禪修方法；翌日，

再為佛學社社員講解「禪宗與淨土」的修持法門。

聖嚴師父此次前往美國中西部弘法，係由南伊利諾大學（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教授薛維格及愛荷華佛學社社長林鴻輝居中聯繫安排，聽講者無

論中西方人士，均能從師父深入淺出的解說過程中，獲得法益。

04.21

紐約東初禪寺1989年因增購寺舍貸款三十多萬美元，該寺的護法居士們本

日特於第二華人社區法拉盛的台灣會館舉辦「中國之夜」募款晚會。

於1981年正式落成啟用的東初禪寺，原名「禪中心」（Chan Meditation

Center），是紐約地區唯一的中國禪寺。它原為一棟二層樓的舊磚房，後因前

往聞法修行的信眾人數逐年增加，超過場地負荷，於1988年遷到同一地段的

一棟三層樓房；去年又增購了接鄰的一棟二層樓房，規模漸增。

為了新購房舍而貸款的三十多萬美元，信眾們除了熱心分頭募款外，並舉

辦二次義賣活動，首先於年初農曆新年時，由世界佛教青年會副會長盛林慧

玲舉辦了一場「新春募款晚宴」；接著，就是本次「中國之夜」募款晚會。

雖然募得的款項與所貸

金額還有相當距離，卻

具有「結合東、西方人

士互結善緣護持佛教」

的實質意義。

此次活動，由前任美

華協會長島分會會長龔

天傑及世界佛教青年會

總幹事李建懷策畫，並

擔任正、副主任委員及

主持晚會節目。當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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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布置清新、莊嚴，約有東、西貴賓六百多人參加，為紐約華人社會中，為

佛教而舉辦的募款活動中少見的盛大場面。

04.30∼05.01

本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應美國新澤西州蒙特克萊學院（Montclair State

College）與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之邀，前往進行二場有關禪修的

演講。

首日由蒙特克萊學院裘李炯博士安排，於該校心理系、亞洲哲學系、考古

系、英文系聯合舉辦的講座中，以「禪修與學習效能」為題，向一百多位師

生做了二小時的演講，內容包含禪修的理論、態度及方法等。據與會者表

示，這是該校本年度最大的一場學術演講。

翌日，聖嚴師父則應西東大學宗教系之邀，為五十多名師生以「禪與坐禪」

為題演講，並由該校教授「禪與瑜伽」課程的Frank Podgorski 神父主持。該校

是一所天主教教會學校，擔任教職者以神父、修士及修女為主，因此校園中

即有小型的修道院。師父於演講結束後，與隨行弟子參觀該校的修道院。

05.06

紐約東初禪寺本日舉行釋迦牟尼佛誕2614

年浴佛法會及慶祝創立十二周年紀念，由聖

嚴師父主持，仁俊長老及美國世界宗教研究

院（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f

World Religions）前任圖書館館長賈德博士

（Richard A. Gard）蒞臨開示及祝賀，共有

東、西方信眾約五百多人參加。

上午首先舉行浴佛儀式，一次二人依次列

隊浴佛；接著是誦經儀式，分別以中英文誦

《心經》及唱誦〈摩訶般若波羅蜜〉、〈四弘



誓願〉，然後由仁俊長老做了三十分鐘精闢的開示。他提醒大眾，紀念佛陀的

誕辰，應該要以戒定為香、忍辱為水、精進為力、智慧為鏡、慈悲為藥等修

行方法，努力於自利利他、弘揚佛法的工作。而賈德博士致辭時則表示，對

聖嚴師父在台灣及美國二地持續弘法及推動佛教教育工作，感到非常敬佩。

下午，由聖嚴師父專題演講「心淨國土淨」，內容分為淨土的發源和要求、

淨土的理論和觀念、如何達成心淨國土淨的修行方法等三方面。

之後，由信眾表演餘興節目，包括爵士樂、朗誦英譯《觀心銘》、東初禪寺

的「娃娃及祖母佛教合唱團」演唱多首佛教歌曲等。

整個活動，在充滿慶祝佛誕的歡樂氣氛中圓滿結束。

05.19

聖嚴師父本日應邀出席於紐約曼哈頓第七大道希爾頓大飯店（Sheraton

Center Hotel）舉辦的「整體健康博覽會」（New York Whole Health Expo），並

進行一場禪修專題演講，會前預售票即銷售一空，共有三十六人參加。

一連舉辦二天的博覽會，主辦單位除了邀請一百多位在精神、心理、健康

領域學有專精的專家，進行專題演講及示範教學外，並有一百五十多個展示

攤位，展示內容包括與身心健康相關的尖端科技產品、技能示範等。

活動總負責人Al Rapaport先生是一位已有十五年禪修經驗的佛教徒，他希

望能把正確的佛法與紐約人士分享，由於聖嚴師父在過去十多年來於歐美地

區致力弘揚禪法，並以英文季刊、月刊及專著發行至世界各地，廣受西方學

佛人士的推崇，因此Al Rapaport特地邀請師父代表佛教界進行這場專題演

講。當天聽眾清一色是西方人士，其中半數以上均已有多年靜坐及禪修經

驗，素質相當高。

06.15∼16

本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應紐約開放中心（New York Open Center）之

邀，進行禪修演講及禪修訓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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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開放中心是

一個非營利事業的

法人組織，位於曼

哈頓的SOHO區，

成立目的是為人類

打開精神文明及精

神生活的領域，經

常邀請世界各大宗

教的精神領袖們，

分別開設講座及指

導修行的課程，佛

教界有多位藏傳系

統的喇嘛曾受邀，

漢傳系統以聖嚴師

父為第一位受邀者。這是因為師父已在紐約弘法十五年，以英文出版的禪學

季刊及月刊也有十三年的歷史，特別是師父的英文禪學著作已有多本出版，

受到英語社會人士的普遍歡迎。

15日，聖嚴師父首先以「禪的佛教及禪修」為題，做了一場內容豐富的學

術性演講。師父先以佛教的觀點分析現代人的身心及情緒狀態，接著介紹禪

的佛法，是一種能深入洞察人類根本問題的哲學和方法，藉由禪學的疏導指

引，並使用正確的禪修方法，可使人自覺，開創平穩、和諧及幸福的人生。

過去類似的學術演講，聽眾大約二、三十位，聖嚴師父此回演講竟然有九

十多人參加，而且只有五位是東方人，不僅將教室擠滿，還有不少遲到者被

拒於門外，令主辦單位感到相當意外。

翌日，聖嚴師父再度於紐約開放中心，為二十六位西方人士開設了七個小

時的禪修訓練密集課程。

7月

聖嚴師父的第五本英文禪書《寶鏡無境》（The Infinite Mirror），將由紐約法

鼓出版社出版；另一本由英籍弟子約翰．克魯克博士（John H. Crook）執筆記

錄師父禪修開示的《用扇捕羽》（Catching a Feather on a Fan），也將由倫敦



Element  Press出版，二書對禪修方法均有深入介紹，使得漢傳佛教除了在美國

弘布，也開始在英國落根。

截至1989年，聖嚴師父於紐約指導禪修已臻十五年，除了每月

發行《禪》雜誌（Chan Magazine）月刊

外，已出版四本英文著作，包括《佛心》

（Getting the Buddha Mind）、《開悟的詩偈》

（The Poetry of Enlightenment）、《信心銘》

（Faith in Mind）、《牧牛》（Ox Herding at

Morgan’s Bay）。內容有師父多次禪七的開示

錄、在美弘法開示的證道詩及弟子們的禪修

心得報告等。

《寶鏡無境》是聖嚴師父為禪中心高級班

學生所做的講錄，以佛教界公認為最難懂的

二種禪學文獻為講義，即石頭希遷的〈參同

契〉及洞山良价的〈寶鏡三昧歌〉。由於中文版內容即很難懂，譯成英文難度

更高，因此英譯後的這二種文獻，已被日本曹洞宗大本山總持寺及其派下的

許多道場，採為教材課本。

另一本《用扇捕羽》，係克魯克博士將聖嚴師父1989年4月於威爾斯主持禪

七的開示整理成書，內容分為釋亡名的〈息心銘〉講錄、晨間開示及禪修者

心得。

10.17∼20

聖嚴師父應香港佛教青年協會之邀，17日起一連四天前往香港弘法，此為

師父第二度到香港弘法。

17至19日三天晚上，聖嚴師父於香港沙田大會堂演講，講題分別為「禪─

─如來如去」、「禪──解脫自在」、「禪──平常身心」，由香港東蓮覺苑演

慈法師擔任粵語翻譯，每場均有一千多人出席。師父以自然親切的口吻，深

入淺出地闡述深奧的義理，同時舉證禪宗公案與生活實例互相印證施教，獲

得與會聽眾熱烈的迴響。

這三場演講，是由香港佛教青年協會導師暢懷法師、董事兼會長袁文忠居

士發起，由影星丁珮及向華強贊助。該會每年都會舉辦多次大型弘法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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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引許多人認識佛法。

19日下午，聖嚴師父

應恆道法師邀請，於沙

田大會堂接受香港亞洲

電視台「俗世梵音」節

目訪問，訪問內容包括

「何謂正統藏傳密宗」、

「非正統的密宗以什麼

形式出現及它的流行情

況」、「佛教未來的發

展趨勢如何」及「大慈

大悲的佛法對未來世界

的影響」等。「俗世梵音」為亞洲電視台的一個佛教節目，主要在以客觀的

角度介紹正信的佛法，讓更多社會大眾同霑法益。

20日上午，聖嚴師父一行前往大嶼山參訪寶蓮寺及該寺正在興建中的全球

最高的天壇大佛。寶蓮寺是一座名聞國際的海外禪林，師父與融靈法師、能

慈法師、聖一法師等多位法師會面，隨後並前往觀音寺參訪；翌日，師父即

搭機飛往美國。

10.22∼29

聖嚴師父於21日結束在香港的弘法活動後，應美國北加州人士之邀，立即

風塵僕僕飛抵舊金山，展開為期八天共十四場的演講行程。

22日下午，首先應加州柏克萊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佛學

教授蘭卡斯特（Lewis Lancaster）之邀，為該校佛學部研究生做一場演講，講

題為「台灣在家佛教的訓練」；晚上則於柏克萊禪中心（Berkeley Zen

Center），為當地六十多位佛教徒演講「中國禪宗」。

23日下午，應邀訪問綠谷農場禪中心（Green Gulch Farm Zen Center）；晚

上至蘇諾瑪山禪中心（Sonoma Mountain Zen Center），為當地三十多位禪眾演

講「中國禪師與禪堂」，由其住持美籍華人關寂照（Jakusho Kwong Roshi）老

師接待。

24日下午，應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東亞研究中心之邀，為該中



心師生專題演講「禪

修的理論與方法」；

晚上則在舊金山禪中

心 ， 又 名 初 心 寺

（ Beginner’s Mind

Temple），為當地信

眾演講〈寶鏡三昧歌〉

中的四句中心主題─

─「如臨寶鏡，形影

相睹，汝不是渠，渠

正是汝」，約有一百

人聆聽。

25日上午，應舊金山總醫院（San Francisco General Hospital）精神科楊泳漢

醫師之邀，為該院一百多位醫護及行政人員，演講「佛教與心理健康」；晚

上，應華人居士團體大覺蓮社之邀，為一百五十多位蓮友演講「如何在日常

生活中修行佛法」。

26日，未安排任何演講行程，而特別前往般若講堂拜訪智海法師，他曾於

今年春天到農禪寺訪問；及拜訪律宗大德慈舟法師的學生妙因法師。

27日上午，應矽谷菩提學會之邀，於舊金山南灣華僑文教中心（Chinese

Culture Center），為二百多名會員演講「佛教的基本大意」；下午，則參加在

該會會長陳志雄家中舉辦的佛學座談問答，為五十多位信眾解答學佛疑惑。

28日，應菩提學會之邀，於大覺蓮社主持一場初級禪坐課程，時間從早上

九點至下午五點，共有四十人參加，由楊泳漢醫師擔任英語翻譯，結束後有

二十八人皈依；晚上，應加州整合研究所（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之邀，與哲

學和宗教研究所師生

進行一場座談會。

29日下午，應猶卡

雅沙瓦達磨（Ukiah

Sarwa Dharma）、佛

教徒和平團（ T h e

Buddhist Peace

Fellowship）二個佛

教團體之邀，前往舊

金山猶嘉雅（Uk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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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專題演講「內靜和外和──禪」，約有五十多位當地人士參加。

為期八天的舊金山弘法之行，於29日順利告一段落，翌日早上，聖嚴師父

即搭機返回紐約。

11.06

聖嚴師父應

紐約佛教聯合

會 （ T h e

B u d d h i s t

Council of New

York）之邀，

本日晚上於哥

倫 比 亞 大 學

（ C o l u m b i a

University）東

亞研究中心，

進行一場學術

性演講，講題

為「禪的理論與方法」，由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擔任英語翻譯、Dr.

Dimitri Bakmroushin主持，共有二十三人聆聽。

聖嚴師父演講的內容共有四點：一、中國儒家主張人格的完成，道家主張

羽化登仙的修煉目標，儒道二家都不信有過去世和未來世，這也影響到中國

禪宗重視當下頓悟成佛的思想。二、禪宗主張定慧不二，以慧為主的法門，

其實和佛陀時代慧解脫阿羅漢的例子相似。三、禪宗不用修行的方法，生活

就是最好的修行，用話頭公案是對於無法當下安心的修行者所用的方法，把

一切的問題逼向內心深處，以破除自我中心，粉碎煩惱執著。四、從禪宗的

立場所得到的悟境，誰能知道？誰能證明？悟後又是如何？

從1976年開始，聖嚴師父應邀前往哥倫比亞大學演講已有十一次之多。禪

在美國的流行，哥大是主要的發祥地之一，這是因為洛克斐勒基金會邀請日

本鈴木大拙博士於1950年至1957年間，擔任該校「東方文化與佛教」講座，

專門弘揚禪法所致。



成立於1985年的「紐約佛教聯合會」，係一推展佛教國際化和統一化運動的

團體，負責人為一位斯里蘭卡上座比丘Ven. Pandit Kurunegodo Piratissa。為了

接引哥大的師生接觸佛教，該校經常邀請各宗派的佛教領袖及學者進行專題

演講。

11.08

本日上午，聖嚴師父應紐約市立大學布洛倫學院（Brooklyn College,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所屬之華爾夫研究所（The Wolfe Institute）之

邀，專題演講「從禪的傳統談人類意識」，由王明怡居士擔任英語翻譯，約有

七十多名師生參加。

此場演講，由聖嚴師父和該校心理系主任李清澤博士共同擔任。師父從禪

的立場談人類意識，李博士則從道家和太極拳的立場談人類意識，提出各自

的見解。李博士並未推翻禪的立場，反而以科學的實驗，提出量表資料的統

計，加強了禪修的可信度。

聖嚴師父在演講時，首先談佛教對人類意識的分析有三個名詞，「心」、

「意」、「識」。「心」有真有妄，真心是智慧，妄心是煩惱；「意」就是妄心

的一部分，是指分別、認識、知覺等心理活動；「識」是指意識、潛意識和

非意識的生命主體。其次，談禪宗對意識的看法及禪宗修行的目的。

最後，說明如何處理意識的問題，禪的方法是教人放下所有的問題，初步

是練習著不要管所發生

的心理問題，第二步則

是在心念能夠集中統一

之後，徹底予以粉碎，

一勞永逸地處理意識的

問題。

此次演講的主辦單位

是華爾夫研究所，協辦

單位則是紐約大學的宗

教系、心理系和靜坐

社。該研究所的全名是

The Ethyle R. Wol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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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是由一位姓Wolfe的慈善家於1972年創立，1989年

隸屬於布洛倫學院後改為現名。

這個研究所並沒有學生，但紐約市立大學人文科系的教授們多半都是它的

成員。其主要工作，是支援並邀請人文科學方面的專家學者做定期的演講。

演講會的特色則是在一場演講會中，多半有二位以上的講師，依不同的觀點

和立場，針對同一主題發表演說，並有三十分鐘給與會者發問和討論。

11.14

美 國 密 西 根 大 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亞洲語言文化部（The

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佛 教 文 學 研 究 所

（Collegiat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Buddhist

Literature）與中華佛學

研究所，本日下午一點

半於安娜堡市（ A n n

Arbor）的密大行政大廈

副校長辦公室，舉行一

項學術合作交流簽約儀式。

中華佛研所由創辦人兼所長聖嚴師父代表，密大由副校長哈羅特．傑可勃

森（Harold K. Jacobson）及佛教文學研究所所長葛梅茲（Luis O. Gomez）代

表簽約，未來雙方將合辦學術會議，進行師資、研究人員及圖書出版物等多

方面互動交流。簽約儀式簡單隆重，師父並在簽約後，向在場人士簡報法鼓

山的遷建工程及未來計畫。

密西根大學創於1817年，校內有二百座大樓，六百多萬冊藏書，三千二百

多位教授，三萬五千多名學生。此項合作結盟，緣於1989年聖嚴師父應邀訪

問密西根大學佛教文學研究所時，向該校介紹中華佛研所的師資、課程與設

備，經過一年多來的相互瞭解與交流，本日終於圓滿完成締約儀式。該校成



為繼泰國法身寺、日本京都佛教大學、東京立正大學之後，又一所和中華佛

研所國際合作的盟校。

下午四點，聖嚴師父並應密大東方文化、宗教、語言三系所之聯合邀請，

於該校專題演講「佛教復興在現代的台灣及其未來的展望」，約有二百多位師

生參加。

11.23∼12.02

11月23日起至

1 2月2日，聖嚴

師父於紐約東初

禪寺主持第五十

次禪七，共有三

十位東、西人士

參加。

此次禪七有幾

項特色：一、男

眾 人 數 超 過 女

眾。二、老參超

過新學。三、有

三位禪眾具備主

領一地禪修的身

分，分別為英國的約翰．克魯克（John H. Crook），目前負責威爾斯的禪堂；

美國的邱．克倫（Hugn Curan），目前經營摩根灣禪堂；冰島的衛史吞．羅特

維克森（Vesteinn Ludviksson），已在其國內發起成立坐禪會。其中，遠從冰島

前來參加禪七的衛史吞表示，他在三年前讀了聖嚴師父的英文著作《開悟的

詩偈》（The Poetry of Enlightenment），其中石頭希遷禪師的〈參同契〉令他十

分心折，因而想見譯者的禪風而前來參加師父主持的禪七。

在紐約東初禪寺尚未創建時，1977年5月，聖嚴師父在美國主持的第一次禪

七，係借用沈家楨居士所提供的菩提精舍，之後四次禪七亦借用該場所；第

六次則借用大乘寺舉辦。直到1980年下半年，才開始在東初禪寺舉辦之後的

禪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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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法鼓山成立邁入第三年，護持會員人數不斷增加，在各地護法

菩薩的要求下，本年陸續成立了台中、台南、高雄、基隆、桃園、新竹

等辦事處，並舉辦了多場的地區聯誼會，以深入介紹及推動法鼓山的理

念，凝聚共識。

這一年，聖嚴師父確立了法鼓山的共識，第一項是理念，第二項是精

神，第三項是方針，第四項是方法，每一項都以二句話說明其意義，以

闡述如何達成法鼓山的建設目標。

理念──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

精神──奉獻我們自己，成就社會大眾。

方針──回歸佛陀本懷，推動世界淨化。

方法──提倡全面教育，落實整體關懷。

而對於理念推廣、人才培育，具有主要意義的「法鼓傳薪」活動，也

從這一年開始舉辦，目的在於希望每位參與法鼓山的菩薩都能發揮「種

子向陽」的精神，將從法鼓山所獲得的光和熱，傳播到社會的每一個角

落。課程舉辦的方式，也為往後數年的活動，樹立模式，不斷沿用。

聖嚴師父在首次課程中明確指出：「法鼓山是『人的教育』的佛教園

區，每個人都應深入瞭解法鼓山的理念，具有穩固的基本共識後，才能

影響周遭的人及社會。」重視教育、與人間和社會互動頻繁，從此成為

法鼓山鮮明的目標方向。

除了從觀念上不斷強化法鼓人的共識，對外也舉辦了一連串

大型活動。首先，於年初展開「提昇社會品質．淨化人心」系列

活動，在台北、台中二地舉行「淨化人心新春園遊會」；邀請吳伯

雄、柴松林、潘維剛等人主講「淨化人心」系列講座；8月中

旬，聖嚴師父於台北世貿國際會議中心，以「淨化人心」為

題，進行二場演講，闡述「淨化」的意義。

這一連串的活動，不但陸續接引了數十萬人接觸佛法、認識法

鼓山，更重要的是，所有參與活動的法鼓人也在活動過程中，透過人

與人的互動，對法鼓山的共識有了更真切的體驗。



01.12

本日上午，中華佛學研究所

與日本東京立正大學佛教學部

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契約，由中

華佛研所所長聖嚴師父與立正

大學佛教學部部長三友健容代

表簽約。

這項學術交流的合作內容，

包括：交換教授、學術刊物，

舉辦學術會議、接受客座研究

員共同進行學術研究。這是中

華佛研所繼與美國夏威夷大

學、日本佛教大學、泰國法身寺及美國密西根大學簽約交流之後，再度受到

國際佛教界的肯定。

聖嚴師父於致辭中指出，中國佛教曾經輝煌一時，不但影響了中國的文

化、經濟、社會，同時也影響了鄰近的日本及韓國。但是到了近百年來，佛

教卻反而受到日本影響，這主要是由於社會環境變遷及佛教人才嚴重缺乏等

因素所致。因此師父進一步表示，中華佛研所之所以與國際上多所大學簽署

學術交流合約，便是希望能吸收各界所長，培養佛教人才，並藉此提昇佛教

的地位，將佛法推廣至全世界。

三友健容部長在致辭時亦表示，佛教不能只侷限在單一的範疇中，必須透

過與世界各國的交流，才能達成促進世界和平的目的。他並強調，佛教的修

行者不只是一個國家的至寶，而是三千大千世界的至寶，因此聖嚴師父也是

他的師父。他摯誠希望透過學術交流活動，能夠將佛法精髓傳達給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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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8

本日下午，聖嚴師父應台北市電子

零組件聯誼會之邀，於環亞飯店會議

室，專題演講「如何打開心胸」，約有

三百多位會員參加。

如何打開心胸？聖嚴師父從理論方

面，分六點加以說明：一、進和退，

二、得和捨，三、大和小，四、有和

無，五、個人和團體，六、自利和利

他。

聖嚴師父表示，不進也不退，是一

件很痛苦的事，有彈性才能自在，就

如同我們將車子駛入巷子時，恰好對

面也來了一部車，如果二方都不退，

那該如何進？只有我們先後退，才能

解決不進也不退的痛苦。

在談到個人和團體的區別為何時，聖嚴師父舉例表示，我們就像生活在同

一個水缸裡的一群魚，吸收著同樣的水分和養分，有些魚以為在水缸裡排洩

毒氣，只會讓別的魚得到瘟疫，而忘了自己也在其中，當然也會得到瘟疫。

聖嚴師父說明六項要點後，親自示範指導現場會員放鬆身心的有效方法，

並勉勵大家在身體疲勞或情緒緊繃時，能多多運用它，讓心緒得到紓解而平

靜下來。為時一個半小時的演講，就在與會人士充滿法喜及熱烈的掌聲下，

圓滿結束。

01.20∼03.24

為落實法鼓山「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法鼓山護法會特

以八十年度「提昇社會品質．淨化人心」為主題，舉辦一系列活動（參見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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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系列活動共分

四個主題，第一項主

題為「系列講座」，分

別邀請行政院政務委

員吳伯雄、新環境基

金會董事長柴松林、

名作家林清玄、台北

市議員潘維剛演講；

第二項主題為「新春

園遊會」，於台北、台

中二地舉行；第三項

主題為「佛學講座」，

由聖嚴師父主講；第四項主題為「朝山大悲懺法會」。

這一連串活動，不僅結合了社會人士、信眾的心力，更有許多公益團體的

參與，是佛教界關懷社會最積極的實踐。其舉辦目的，在於藉著活動內涵的

汲取與發揚，喚起社會大眾的覺醒，使得個人在精神、知識、身心等各方面

有所啟迪，進而共同為「建設人間淨土」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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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度「提昇社會品質．淨化人心」系列活動表

1

2

台北國父紀念館

演講廳

同上

同上

同上

台北中正高中

台灣省立美術館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法鼓山

1月20日

14:30∼16:30

1月27日

14:30∼16:30

2月3日

14:30∼16:30

3月10日

14:30∼16:30

2月24日

9:00∼16:00 

3月3日

9:00∼16:00 

3月11∼12日

19:30∼21:30

3月24日



02.24  03.03

法鼓山八十年度「提昇社會品質．淨化人心」新春園遊會，於2月24日及3

月3日，分別在台北、台中二地舉辦，共吸引了近十萬人次參與。

2月24日上午不到九點，台北市中正高中便湧進大批人潮，政界人士許信

良、關中夫人張惠君、教界人士全度法師等多位佳賓亦蒞臨現場。

活動一開始，首先由聖嚴師父開示。師父表示，法鼓山只是一個地方名

稱，但是法鼓山的精神卻在每位佛教徒的心中，只要信仰佛法、依照佛法的

精神行事，就是法鼓山的鼓手；即使念一句「阿彌陀佛」，也都是推廣佛法的

鼓手。

開示結束後，即進行各項精采節目，包括親子帶動唱、白雲合唱團演唱佛

曲、敦煌舞曲表演、廣播劇、環保活動有獎徵答等。除了動態節目外，會場

亦安排了舍利展、寒山樓主書畫遺作義賣展、法鼓山簡介館、素食餐飲等。

總計全場設有113個攤位，參與單位還包括台北市環保局、新環境基金會、陶

聲洋防癌基金會、現代婦女基金會等社會公益團體。

3月3日，於台中省立美術館舉辦的新春園遊會亦吸引眾多人潮，台中市市

長林柏榕、立法委員沈智慧、國大代表謝憲明亦到場參觀。

聖嚴師父於開示中指出，佛教並非逃避現實、厭世的宗教，而是積極、入

世的宗教。法鼓山的建設，就是要重振唐宋時代的興盛，使佛法能夠普及到

全世界每一個角落。

台中地區的園遊會活動內容，大抵與台北場次相同，會場約有一百三十多

個攤位，豐富的節目贏得參加民眾的好評。維他露食品公司董事長許霖金並

發心贊助四百箱飲

料。法鼓山曾於

1987、1988、1990

三年，於農禪寺舉

辦信眾新春園遊

會，但是走出農禪

寺與社會公益團體

結合共同舉辦園遊

會，此為第一次，

意義顯得格外深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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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園遊會吸引了許多民眾前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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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至園遊會現場關懷大眾。

園遊會現場人山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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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6

由日本淨土真宗派下寺院住持

所組成的「名古屋明日之會」一

行十八人，本日上午至中華佛學

研究所拜訪聖嚴師父，並進行一

場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座談會。

座談會中，聖嚴師父指出，中

華佛研所的辦學態度強調「道心

第一、健康第二、學問第三」的

學習精神，以現代教育的方式培

養佛學專業的弘法人才。師父表

示，弘法者肩負教化的責任，而現代人的知識水準普遍提高，若弘法者未能

加強自身的修持，將不易為社會外界所信服。

名古屋明日之會會長大谷暢順表示，此行來訪的主要目的，緣於久聞聖嚴

師父乃台灣留學日本首位獲得日本文學博士學位的學問僧，特別組成「中日佛

教國際交流之旅」參訪團來台拜會，希望建立日後雙方文化交流的基礎。

這場座談會，由聖嚴師父親自主持，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李志夫、德籍性空

法師、祕書長戚肩時等人列席與會，由日本中外日報社駐台記者楊林寶璧擔

任翻譯。會中，日方成員紛紛就台灣佛教及中華佛研所的現況提出問題，氣

氛十分熱絡。會後，參訪團一行轉往農禪寺參觀，於中午圓滿結束訪問。

名古屋明日之會成立迄今已有十年以上的歷史，此次參訪團成員除了會長

大谷暢順，還包括松賢寺住持松井賢康、道城寺住持市野義孝、信樂寺住持

飯田滿、泉秋寺住持本多智見、專立寺住持塼迺學、法藏寺住持小笠原豐、

覺成寺住持岡部顯彰及中外日報社記者田井野章浩等十八人。

03.11∼12

本日起一連二天晚上，聖嚴師父應中華日報社之邀，於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舉辦二場佛學講座，皆吸引了滿場的民眾到場聆聽，包括台灣省佛教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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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淨心法師、台南市市長

施治明、中華日報社社長

詹天性等多位佳賓。

首日講題為「如何建設

人間淨土」，聖嚴師父分別

以「什麼是人間」、「什麼

是淨土」、「淨土在哪

裡」、「如何建設人間淨土」

及「法鼓山的理念」五個

子題加以說明。師父表

示，人間應是相互包容、

忍讓、學習的社會，他以

「一念存好心，一念生淨土；一念離煩惱，一念見淨土；一處有人行善，一處

即是淨土；處處有人行善，處處都見淨土」贈勉府城信眾，希望大家從自心

做起，共同建設人間淨土。

第二天的講題為「禪與人生」，聖嚴師父於演講中指出人生的特質，包括：

苦樂憂喜、悲歡離合、成敗得失、生老病死、富貴貧賤、善惡是非……；並

說明禪的意涵及法鼓山的禪修生活。最後，師父以「時時心有法喜，念念不

離禪悅」為結語，希望大眾能瞭解因緣互動的關係，因緣未成不可強求，有

一分努力，自有一分收穫。

為讓更多民眾也能聆聽聖嚴師父的法音，主辦單位除了在現場設置電視轉

播外，《中華日報》亦於講座翌日，以半個版面篇幅做詳盡報導；同時，電

聲廣播電台及勝利之聲廣播電台亦於3月17日錄音轉播這二場演講。

這二場講座，主辦單位除了中華日報社之外，還包括台南市中山國際獅子

會、勝利之聲廣播公司、台南市立文化中心等；此外，法雲文教基金會、妙

心寺慈恩婦女會等單位亦大力護持。

03.24

法鼓山八十年度「提昇社會品質．淨化人心」系列活動，本日上午舉辦朝

山暨大悲懺法會，約有三千人虔誠參與。

八點半左右，來自全省各地的信眾於〈大悲咒〉、《心經》等儀軌唱誦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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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果暉法師的帶領下，懷著一顆

恭敬心，在整齊劃一的佛號聲中，以

三步一拜的方式朝山，綿延的隊伍沿

著蜿蜒的道路徐徐前進，朝向未來佛

教教育重鎮法鼓山。

朝山結束、午齋用畢後，即展開大

悲懺法會，由聖嚴師父主持。師父於

開示中談到，物質生活愈富裕，人心

愈不能滿足，因為追求物質享受有如

口渴而飲用鹽水一般，愈渴愈喝，愈

喝愈渴，終究無以為解。因此，這世界需要以清水解渴的方法和活動，而佛

法的道理即如清水，修行佛法就好比讓我們飲嘗清水。譬如這次的活動，大

家即可從朝山拜懺的體驗中，實際感受物質享受與修行的差別，進而從毅

力、心志、體魄的磨鍊中，體會清涼、解脫的感受。

現場，聖嚴師父並代表法鼓山捐贈六十萬元予台北縣政府做為社會慈善救

濟基金，由縣長尤清代表接受。尤縣長當場表示，將把這筆善款用於台北縣

輔育專案，幫助不能繼續升讀高中（職）的青年，契合師父致力於教育的理

念。當天，中視「愛心」

節目亦到場錄製，製作人

兼導演王時政表示，朝山

及大悲懺法會等宗教活

動，以一股善念為出發

點，激勵人心，在現今講

求功利的社會中，對個人

未來及提昇社會品質有其

正面的影響力。

04.04

在信眾的期盼下，法鼓山位於台中市大墩十九街的台中分院，本日下午舉

行落成暨佛像開光典禮，由聖嚴師父主持，約有一百多人到場觀禮。

典禮一開始，首先舉行一場皈依儀式，約有三十多人皈依三寶。之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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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枝淨水讚〉、〈大悲咒〉

唱誦中開始進行灑淨、開光

儀式。聖嚴師父於開示中表

示，台中今天能有固定的道

場，主要是台中地區信眾們

的發心與願心所成。師父期

許大家能秉持法鼓山的精

神，將佛法推廣至各地。師

父並指出，勸募工作應以弘

法為首要，其次才是募款。

開光儀式結束後，舉行了

一場聯誼茶會，由護法會理事長楊正主持。會中除了介紹彼此認識外，並就

學佛、募款心得交換意見。整個活動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於六點半圓滿

結束。

06.30∼07.15

為培養小菩薩良好的生活習慣及建立慈悲利他的人格，法鼓山於6月30日至

7月15日分二梯次，於台北觀音山凌雲禪寺舉辦「兒童佛七夏令營」，共約四

百多名兒童參加。

這次佛七的主題為「建設人間淨土」，希望小菩薩們一方面要關心、愛護自

己的身體和心靈，使身體更健康、心靈更美好之外，同時不忘保護環境，使

大家擁有一個清淨的生活空間，遠離髒亂、毒素；從心的清淨而邁入國土的

清淨，人間淨土也就不遠了。

活動內容除了念佛、繞佛、拜佛外，並安排了「佛陀八相成道」話劇表

演、養生之道、香包製作等豐富而多樣化的課程，希望能引領學員沈澱內心

的思想，進而收攝身心，懂得感恩、惜福的真諦。其中，「養生之道」的內

容主要是介紹有益身心健康的食品、用品及生活習慣。例如在用餐時，叮嚀

小菩薩們不要殘留飯菜在碗盤，此即惜福、培福和因果觀念的體現。

這群來自不同環境的小菩薩們，對於吃素食、住大通舖、做早晚課等生

活，起初不太習慣，不過隨著時間推移及輔導員、義工們的關懷與鼓勵，很

快便適應。活動結束後，不少學員反應明年還要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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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邁入第十年的中華佛學研究所，八十學年度招生考試於7月6、7日二天

舉行，共有四十人報考，其中包括八位來自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

等地的外籍人士。總計正取十三名、備取二名，本日舉行新生講習。

聖嚴師父在開示中，勉勵新生在未來三年的學習生涯裡，能彼此相互照

顧、自發自律，並發揮佛教利他的精神。尤其須謹記「道心第一，健康第

二，學業第三」的所風，以及「立足中華，放眼世界；專精佛學，護持正

法；解行互資，悲智雙運；實用為先，利他為重」的所訓。

向以培育宏觀佛教人才為宗旨的中華佛研所，自八十學年度開始，再度展

現教學新風貌，期能以更專注的佛學研究精神，躋身國際佛學領域，並帶動

世界佛學研究的蓬勃發展。

以往，中華佛研所的課程係採「通論」的教學方式，自今年度開始，一年

級的學生仍以「不分組」的方式進行教學，但二、三年級的學生則採「分組」

授課方式，共分三大系統：中國佛學組、印度佛學組及西藏佛學組。

中華佛研所表示，現階段世界佛教學術的研究範疇是以這三大系統為主

流，中華佛研所如今採分組授課方式，代表該所的教學方針已提昇至專業領

域，同時也讓學生提早設定自己學習的方向，並做一門精深的鑽研。

二年級的共同選修課程包括中觀、唯識等。「中國佛學組」的必修課程為

中國佛教史等；選修課程則有敦煌佛典、宋代佛教史專題研究、如來藏思想

和淨土教等。「印度佛學組」的必修課程為印度佛教史、部派佛教等；選修

課程為阿毘達磨論專題研究、業論、如來藏思想和淨土教。「西藏佛學組」

的必修課程包括西藏佛教史；選修課程為敦煌佛典、宋代佛教史專題研究

等。三年級各組的必修課程均為論文討論會。

08.17∼18

本日起一連二天，護法會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二場講座，由聖嚴師父

主講，講題分別為「淨化人心──愛與恨」、「淨化社會──是與非」，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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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多人聆聽。

17日當天雖值愛麗颱風來襲，

仍抵擋不住信眾的熱情，現場座

無虛席，內政部部長吳伯雄、中

廣董事長關中、新力企業總經理

陳盛泉、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朱楠等到場聆聽。

聖嚴師父於演講中指出，「愛」

與「恨」是一體兩面相對的心理

行為、本能反應，也是世間的苦

因。唯有以「公益」為出發點的

大愛大恨，才具有積極面。師父以「菩薩低眉」的愛及「金剛怒目」的恨，

勉勵大家要昇華凡夫的愛恨至菩薩不落愛恨的情境。

在18日的演講中，聖嚴師父則指出「公是」、「公非」是「是」與「非」的

準則，並以佛教的「六種和敬」加以說明。所謂「六種和敬」，即身與身和不

執我、口與口和不爭吵、意與意和不對立，以及遵守共同的規範、學習共通

的看法、促進共同的利益等六種準則，才能達到社會互助、共存共榮的圓融

境界。最後，師父以楊岐方會禪師「有馬騎馬，無馬步行」的禪語，解釋

「是非自在」的觀念，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真正的「是非自在」。

這二場演講，係延續今年初由護法會所舉辦的「淨化人心」系列活動，贊

助單位包括了統一超商、味全食品、養樂多食品、台灣英文雜誌社、勝和證

券、時報周刊社、高岡屋食品等七家廠商及吳尊賢文教基金會。

08.23 25

護法會首次於法鼓山上舉辦為期三天的「法鼓傳薪」活動，對象以全省各

地聯絡處的主要推動人員為主，計有七十三人參加。

這項活動，是護法會首次嘗試的教育方式，其目的在於發揮「種子向陽」

的精神，讓參與者能夠汲取太陽的光和熱，再度回到工作崗位上時，能將其

所獲得的能量，散發到每一個工作細節、每一個人身上，進而使法鼓山的組

織更趨於穩固、茁壯。

三天課程，除了安排聖嚴師父指導禪修外，並邀請中國生產力中心經理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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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昌、顧問張芳民授課，分享其專業管理知識。師父在開示中表示，法鼓山

是「人的教育」的佛教園區，所推展的教育不只是高層次的學術教育，即使

是洗澡、撿切菜的生活作息，也在教育範疇中。師父期勉大家能學習菩薩的

慈悲、智慧精神，一同建設法鼓山。

在這次活動中，聖嚴師父提出了「法鼓山的共識」，即：「我們的理念：提

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我們的精神：奉獻我們自己，成就社會大眾；

我們的方針：回歸佛陀本懷，推動世界淨化；我們的方法：提倡全面教育，

落實整體關懷」，做為法鼓山最高的指導原則。

09.12∼18

日本佛教大學前任校長、也是如來藏思想研究專家水谷幸正教授，應中華

佛學研究所之邀，本日起至9月18日，於中華佛研所主持一場專題密集講座

「如來藏思想和淨土教」。

聖嚴師父指出，邀請學養豐富、德範高節的國際學者來台授課，是希望能

打開台灣學子的國際視野，增加佛教青年學習的信心與熱誠，並提昇學術風

氣與水準。

在這場密集講座中，水谷教授主要針對如來藏思想和淨土教的連結與開展

做說明，探討彌陀淨土教理中蘊含多少如來藏思想的成分，並指出淨土思想

在大乘思想中的定位。水谷教授在教學上十分重視和學生的討論，之後才決

定講課內容和教學方法。他勉勵有心從事佛教研究者，必須具有哲學素養、

史學教養及對現代思想和社會的關心，此外亦須精通語言學及文獻學。

水谷幸正教授是研究如來藏思想的佛學泰斗，也是日本淨土宗教育資團常

任理事、淨土宗三緣寺住持，二年前才卸下長達十年的佛教大學校長職務。

10.25∼26

本日起一連二天，台中分院於台中縣龍井鄉老人會館舉辦二場演講，由果

祥法師主講，共約六百人參加。



第一天的講題為「宗教的作用」，果祥法師以流利的閩南語指出，好的宗教

會改變人的氣質，使人產生安定、淨化心靈及心生慈悲。但是不能迷信，迷

信會導致貪心增長、瞋心加大，最後受到禍害的仍然是自己。

第二天的講題為「佛法與世間法」，由於有前一天的講題為先導，果祥法師

在這場演講中，直接闡明佛法的空性，表示「空」是積極性的理念，能讓我

們看清事情的本來面貌；若以好心、慈悲心盡心去做，改變原因後，結果就

會跟著改變。如何改變原因呢？法師提出「六波羅蜜」──布施、持戒、忍

辱、精進、禪定與般若，及「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妄語、不邪

淫、不飲酒，與大家共勉。

這次弘法行程，是由台中分院與龍井鄉老人會館合辦、味丹企業協辦，特

別邀請生長於龍井鄉的果祥法師前來開示。法師經常擔任聖嚴師父講經說法

時的閩南語翻譯，因此與聽眾們互動得特別良好。

味丹企業董事長楊頭雄表示，和法鼓山的因緣來自與法鼓山素有淵源的戚

肩時將軍引薦，只要他能力所及，願貢獻一己心力，為建設法鼓山而努力。

12.24

藏傳止貢噶舉教派第

七世止貢姜貢澈贊仁波

切一行七人，本日至中

華佛學研究所參訪，由

於聖嚴師父刻在美國弘

法，由農禪寺監院果祥

法師及代所長方甯書代

表接待。

姜貢澈贊仁波切一行

首先參觀中華佛研所圖

書館及學生上課情形，之後轉往農禪寺參觀中華佛研所遷建工程模型，瞭解

法鼓山未來建設的全貌，由果祥法師解說。

為了維護、振興止貢噶舉教法的傳承，姜貢法王目前的工作主要投注在位

於印度德拉敦（Dehra Dun）強久林佛學院的教務推展上。近年來，他已在西

德、法國、澳洲、美國、智利、奧地利等地成立十多所弘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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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8 

本日，聖嚴師父的著作《學佛群疑》一書越文版，於越南胡志明市出版。

此段因緣，係由越南佛教會透過賴金光居士連繫所促成。

《學佛群疑》一書和《正信的佛教》、《佛教入門》並稱為「學佛入門」三

書，其中最早出版的是《正信的佛教》，而此書是聖嚴師父閉關期間（1961∼

1966年）的著作，因鑑於一般人對佛教的誤解，故以淺顯易懂的問答形式來

撰寫，讓大眾能一窺佛教真貌，導正許多人在知見上的疑惑。

而《學佛群疑》即是延續《正信的佛教》的撰寫目的而有的著作，它回答

了《正信的佛教》所解答而未曾解決的問題，例如：在家信佛有禁忌嗎、持

咒有用嗎、如何一門深入、佛是萬能的嗎、什麼是五眼、如何選擇明師等，

內容兼具知識及實用性，可以立刻運用在生活中，幫助自己也幫助別人。

《學佛群疑》一書的完成，前後約花費一年半的時間。它於1988年由東初出

版社（法鼓文化前身）出版發行，香港連續再版，中國大陸亦已發行簡體字

版廣為流通，如今正式譯成越文，將使更多信眾受惠。

04.10∼05.01

4月10日起，「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建設考察團」一行十二人，由聖嚴師

父擔任團長，前往中國大陸展開為期三週的考察訪問。

此行主要目的，是為法鼓山的建設尋求中國佛教的古代精神，以期能承先

啟後，不僅保存傳統佛教建築藝術的精神，又能創新現代佛教建築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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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既能表現時代

性和地域性，亦不

脫離佛教古建築的

優良傳統。

考察團成員包括

農禪寺都監果暉法

師、領隊復統工程

顧問公司董事長伍

宗文博士、副團長

陳柏森建築師、法

鼓山遷建工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施建昌及冉雲華、陳清香二位佛教史與佛教

藝術專家等十二人。

在緊湊的行程中，考察團一行的足跡遍及中國大陸北方及西北方的河北、

山西、甘肅現存的古寺，包括唐宋時期的木構建築南禪寺、佛光寺、華嚴寺

等，及大同雲岡、敦煌莫高窟、天水麥積山等著名佛教石窟，和道教白雲

觀、藏傳寺院拉卜楞寺等。這次考察，對於法鼓山的建設，從空間配置到架

構布局，均有莫大的啟發作用。

5月1日，考察團自廣州抵香港，圓滿三週的考察訪問，一行人返回台灣，

聖嚴師父則於2日經東京轉機飛往夏威夷，繼續早已排定的弘法行程。

此行為聖嚴師父第二次前往中國大陸，二十一天的考察旅行中的見聞與觀

感，師父將其寫成《火宅清涼》一書，已由法鼓文化的前身東初出版社於

1992年出版。該書共收錄了六十篇文章，附有一百二十多張照片，提供法鼓山

的建設做參考，也為現今中國大陸的佛教留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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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 5 1

3 1 2

考察團於山西大同雲岡石窟大佛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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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

4月11日

4月12日

4月13日

4月14日

4月15日

4月16日

4月17日

4月18日

4月19日

4月20日

4月21日

4月22日

4月23日

4月24日

4月26日

4月28∼29日

4月30日

5月1日

北京香山飯店

北京

山西太原、台懷鎮

台懷鎮

大同

甘肅蘭州

敦煌

天水

夏河

蘭州

廣東廣州

中國大陸佛教古建築參訪行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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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聖嚴師父應美國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i）宗教系之邀，於

該校進行一場座談會及演講，座談內容主要為介紹中華佛學研究所創所經過

及未來方向，演講題目則為「如何將佛教用之於今日的社會？」。

座談會於當天下午在該校Sakamaki Hall的A302教室舉行，聖嚴師父除了向

與會二十多位師生介紹中華佛研所的創所經過和未來方向外，亦提及他個人

的求學及研究佛學的過程。大家對於法鼓山的未來均寄以無限期待，會場氣

氛相當溫馨。

晚上的演講在夏大韓國研究中心（Korean Studies Center）進行，由該校宗

教系佛學課程的負責人David Chappell教授擔任英文引言人，另外一位歷史學

教授羅錦堂擔任中文引言人，約有二百人聆聽。

聖嚴師父在演講中，分九點來說明佛教在今日社會的價值。內容包括：

一、今日的社會有哪些問題；二、今日社會的問題和古代社會的問題不同在

哪裡；三、人類的基本問題永遠相同；四、佛陀的出世是為解決眾生的根本

問題；五、人類眾生永遠需要以佛法的智慧與慈悲來處理人生的問題；六、

佛法的基本原則是教我們面對現實、解決問題；七、解決人生問題的方法；

八、簡易的修行方法；九、禪的理念和方法適合現代人的需要。

除了上述行程，聖嚴師父並於上午由他的第一本英文書《佛心》（Getting the

Buddha Mind）的編者Ernest Heau，及畢業於中華佛研所、正在夏威夷大學深

造的李美煌陪同，參訪虛雲老和尚法眷知定法師創建的虛雲寺，和泉慧、祖

印二位法師所建的檀華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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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5∼06 

聖嚴師父結束夏威

夷的弘法行程後，又

應美國科羅拉多州丹

佛市一個禪修團體

「禪中心」（Boulder

Zen Center）負責人

Hobart Bell和一所天

主教神學院（ I l i f f

School of Theology）

之邀，前往進行二場

演講和一場座談活

動。

5日晚上，聖嚴師

父在「禪中心」借用的場地——「西藏中心」，做了一次公開演講，講題為

「從禪的立場看自我」。師父以六個子題，向與會聽眾做介紹，包括：一、

「我」的定義；二、世俗的「我」；三、宗教的「我」；四、禪定的「我」；

五、禪宗的「無我」；六、《六祖壇經》所說的「無念」、「無相」、「無

住」，和《金剛經》所說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現場氣氛，相當熱烈。

這場演講，聽眾多達一百三十多人，據說是近年在當地所舉辦的相關活動

中，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演講結束後，並舉行皈依儀式，共有十五位中西

方聽眾皈依三寶。

6日上午，聖嚴師父前往 I liff  School of Theology，專題演講「禪修與佛

性」，共有三十七人參加。師父在演講中，分五個子題做說明，包括：一、一

般人的佛性；二、佛性的空、有及中；三、禪修的目的；四、禪修的方法有

頓有漸；五、什麼叫做「明心見性」。這是師父在美國十六年來，第一次至天

主教的神學院演講。

Iliff School of Theology原屬於丹佛大學，目前則是一所宗教獨立學院，以訓

練傳教士為主要目的，也開設佛教課程。

6日晚上，聖嚴師父應當地僑領雷通明博士及佛學社之邀，主持一場佛學和

佛教的問答座談會，由於參加者均為有心深入學佛者，所有的問題在師父善

巧、幽默的言談中，每個人都得到滿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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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  

紐約東初禪寺本日上午舉行浴佛法會，由仁俊長老與聖嚴師父共同主持，

約有四百多人參加。

法會一開始，首先由與會大眾共同持誦《心經》、〈大悲咒〉及〈四弘誓

願〉，隨後由仁俊長老開示，他表示，釋迦牟尼佛最善於沐浴，但他與一般眾

生不同，他是以智慧、慈悲、空德、叢林四種沐浴自己。學佛者若能以此為

範，身心便能清淨。

聖嚴師父接著表示，智慧的相反名是煩惱，慈悲的相對名是瞋怨，空德的

相背名是執著，叢林的相違名是業力，我們應學習世尊的四種沐浴方式，轉

四種煩惱。下午，聖嚴師父又以「現代社會需要佛法」為題，進行另一場演

講。師父表示，現代人的忙碌猶如站在輪子裡的松鼠，怎麼努力爬仍是在原

地轉，而佛陀是大智慧者，我們應該透過種種的修行方法，將佛陀的智慧轉

變為自己的智慧來處理我們的問題。當天的浴佛節活動，最後在全體信眾莊

嚴的合唱聲中，畫下歡喜的句點。

06.08

本日下午，聖嚴師

父於紐約華埠的容閎

小學大禮堂，以「宗

教信仰與生活品質的

提昇」為題演講，由

青年佛教通訊社及佛

教文物流通處創辦人

韋琪居士擔任粵語翻

譯，約有五百多人到

場聆聽，其中包括駐

錫美東地區的法王寺

住持妙峰法師、佛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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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住持法雲法師及正覺寺住持佛性法師等都親臨會場，這在紐約地區的佛教

活動中堪稱罕見。

聖嚴師父首先對宗教下了定義，並精闢扼要地介紹了世界各種宗教，接著

闡明佛教與其他宗教的不同，最後談如何建設人間淨土，並以法鼓山的理念

「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勉勵大眾，將佛陀的慈悲，燈燈相傳，遍照

眾生。

演講會後，由法王寺住持妙峰法師致辭，他對師父的學養道德，讚歎不

已。最後開放聽眾自由發問，問題範圍廣泛而熱烈，師父以獨到的見解，幽

默的口吻，誠懇的態度，一一答覆，圓滿結束這場法喜充滿的講座。

06.09

本日下午，紐約東初禪寺果元法師代表聖嚴師父出席於曼哈頓上西區聖若

望大教堂舉行的「各宗教教派聯合追思儀式」，約有近千人參加。

由於伊拉克佔領科威特，聯軍自1月17日起，展開「沙漠風暴」行動而爆發

了波斯灣戰爭，直到28日戰爭始結束。期間有不少軍民傷亡，為了追悼這些

軍民，紐約地區各宗教教派特舉辦聯合追思儀式，與會者有紐約各宗教團體

的代表長老、美國國防部部長錢尼（Dick Cheney）、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鮑

爾將軍（Colin L. Powell）、紐約市市長丁勤時（David Dinkins）等各界貴賓。

其中，受邀參加的佛教團體共有三個，包括東初禪寺、紐約禪社（Zen

Community of New York）及紐約佛教室（Buddhist Church of  New York）。

09.13∼15

聖嚴師父繼去年（1990年）10月應香港佛教青年協會之邀，於新界沙田大

會堂舉行三場以「禪」為主題的演講，獲得廣大迴響後，今年再度應邀前往

香港宣揚佛法，自9月13日起一連三天，於九龍尖咀文化中心宣講《心經》，

由東覺苑演慈法師擔任粵語翻譯，每天約有二千人到場聆聽。

此為聖嚴師父第三次赴香港講經弘法，師父將《心經》分為序論、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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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三部分，此次演

講以本論為主，並分

成人類觀、宇宙觀、

人生的三世因果觀、

菩薩及佛的境界四點

來說明。

聖嚴師父指出，整

部《心經》其實就是

最簡潔扼要的佛法概

論，若能信受奉行，

一生受用不盡。師父

深入淺出的講述方式，並從現實生活中舉例說明，幽默風趣，令聽眾備覺受

用，使得現場洋溢輕鬆氣氛。

由於前二天聽眾反應熱烈，座無虛席，主辦單位特於15日下午，增加一堂

講座，講題為「佛法僧及皈依的意義」，約有一千多人聆聽，會後並安排皈依

儀式，由聖嚴師父主持，有三百多人歡喜皈依三寶。

聖嚴師父此行除了講經弘法行程之外，並於9月14日上午前往東蓮覺苑參

訪，感謝該苑負責人愍生法師及其弟子演慈比丘尼擔任此次演講的粵語翻

譯。為期三天的講經弘法行程圓滿結束後，聖嚴師父於翌日搭機返台。

10.13∼19

聖嚴師父於10月10日自台赴美後，隨即展開一連串的弘法行程。

13日，於紐約東初禪寺進行一場公開演講，講題為「佛法在現代世界的重

要性」，約有一百多位東西方聽眾參加。師父指出，現代人所處的環境，空間

感愈來愈小，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愈來愈大，造成整體社會結構的盲動與妄

動，為人類帶來更多更大的災難。師父期許大家能夠減少自我的追求，增加

對他人的關懷，以佛法的慈悲心和無我的智慧心，共同為人類的未來著想。

15日晚上，第二次應新澤西州蒙克萊學院（Montclair State College）心理學

系教授李炯之邀，於該校專題演講「禪與日常生活」，約有一百二十多名該校

師生及校外人士聽講。為因應該校附近一個戒酒團體的希望，師父此次演講

的內容除了談到禪是什麼、生活就是虛妄、禪與生活的關係、如何以禪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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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增進學習的能力和效率外，還特別就禪的方法是否有助於酒徒的戒酒

及麻醉品受害者的勒戒做說明。接著，應加拿大佛教團體之邀，由果元法

師、王明怡居士陪同，於17日從紐約飛往多倫多，進行四場演講。

18日上午，首度於漢彌爾頓市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為

三十多名宗教系師生專題演講「如何養成一位禪師」，由該系教授羅伯特．謝

爾夫（Robert Sharf）主持；下午，則第四度應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邀請，於該校綜合圖書館，以學者身分為該校宗教研究中心的師生

演講「禪師在叢林寺院中的生活與修行」，由該中心主任教授麥克米倫（Neil

McMullen）擔任引言。

19日上午，應多倫多佛學會會長黃振漢居士之邀，於湛山精舍的分院弘法

精舍演講「禪定與智慧」，約有二百多位華僑參加，會後並為六十五人舉行皈

依儀式。下午，師父再

度應多倫多大學之邀，

於該校專題演講「禪悟

的修行和經驗」，約有

二百多人聽講。

20日上午，聖嚴師父

和王明怡居士先返回紐

約，果元法師則多停留

一天，於多倫多主持一

場初級禪訓班，以滿當

地人士之願。

10.28∼29

本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首度應中美洲哥斯大黎加（Republic of Costa

Rica）一佛學社之邀，前往首都聖荷西市（San Jose）弘法。

28日晚上，聖嚴師父於哥斯大黎加工程師協會會議廳，演講「禪與人生」，

約有三百多人到場聽講，會場座無虛席，派駐當地中華民國大使館的邵學錕

大使夫人李愍寶女士、參事周明義夫婦亦到場聆聽。

29日上午，聖嚴師父應哥斯大黎加佛學社會長陳美惠之邀，前往甫落成的

福慧精舍，指導禪坐的原則和方法，約有三十多人參加。師父首先以《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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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經》卷一的

符〈迦葉佛偈〉，

也就是一般通稱

的 〈 七 佛 通 誡

偈〉：「諸惡莫

做，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是諸

佛教」，略做說

明，進而指導大

家念佛、持誦、

打坐的方法及觀

念。下午，於同

一地點舉行一場座談會，會後有四十三人皈依三寶；接著，師父並接受當地

知名媒體《國家報》（La Nacion）記者的採訪，內容包括禪的歷史、功能、修

行方法等。

哥國首都聖荷西市原無佛教團體，三年前因華僑王素梅返台於農禪寺皈依

三寶的因緣，帶了不少聖嚴師父的著作回去，並開始傳播佛法，而後便有不

少僑民陸續回台皈依。去年（1990年），當地二十多位熱心學佛的居士共同集

資買地，今年4月開始動工，10月底完工，並從台灣請了三尊佛像，同時成立

了哥斯大黎加佛學社，而促成了此次師父前往弘法的因緣。

10.30∼11.05 

結束哥斯大黎加的弘法行程之後，10月30日至11月5日，聖嚴師父隨即應邀

飛往美國佛羅里達州、路易斯安那州、德州及喬治亞州四地弘法。

10月30日上午，聖嚴師父抵達美國最南端的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市，下午於

當地一佛學社舉行一場座談會，主題為「禪的基礎問答」，共有二十五位東、

西方社員參加。晚上，師父前往該社借一位越南僑民的佛教道場──南佛州

佛教會（South Florida Buddhist Association），進行一場講座，講題為「什麼是

佛教──佛教的基本觀念」，約有五十多人參加，會後有三十多位東、西方人

士皈依。這二場活動，皆由該社創社社長曾憲煒居士擔任英語翻譯，他是師

父早期在紐約大覺寺主持禪坐班的學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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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應路易斯安那州紐奧良大學（University of New Orleans）亞洲研究中

心（Asian Studies Center）之邀，至該校專題演講「禪與人生」，約有七十多人

聽講。該校對師父這場演講非常重視，特地由副校長Chachere博士代表學校到

場歡迎，同時由該中心負責人Lazzerini博士主持，並請當地《英文時報》（The

Times-picayune）的專欄作家劉田女士擔任英語翻譯。

11月1日下午，應紐奧良佛學會之邀，於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活動

中心演講「禪與人生」，約有三十多位會員參加。結束後，聽眾全部皈依三

寶。

2日下午，應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阿靈頓分

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及北德州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三校佛學社共同邀請，至達拉斯德州大學專題演講「禪──平常身心」，約有

二百三十多人參加，這在當地來說是一場難得的盛會。晚上，師父於一位居

士家中講解初級禪修方法和觀念，原本只預計二十多人參加，結果有一百多

人到場。

3至4日二天晚上，應德州

大學奧斯汀分校佛學社之

邀，於該校大演講廳，分別

演講「禪與實際修持」、

「禪與生活壓力的調適」，共

約四百多人到場聆聽。

5日晚上，應喬治亞州亞

特蘭大一佛學社之邀，在該

市華人活動中心演講「現代

佛教人生觀」，約有一百二

十多名東、西方人士聆聽。

12.10

本日，聖嚴師父應紐約佛教聯合會（The Buddhist Council of  New York）和

一神普救哥大校區教團（The Unitarian Universalist Campus Minist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 ）二團體的聯合邀請，於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聖保羅禮拜堂（St. Paul Chapel）演講，講題為「四弘誓願」，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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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多 人 到 場 聆

聽。

由於這場演講的

聽眾包括了佛教各

派，因此聖嚴師父

講得比較深入而學

術化。演講內容共

分五個子題，首先

說明四弘誓願的原

始型態是苦、集、

滅、道的四聖諦，

著重自利利他的解

脫道；其次，談到初期諸大乘經典中所提示的四弘誓願、中國天台宗的《摩

訶止觀》和禪宗的《六祖壇經》所使用的四弘誓願文；接著，依據《往生要

集》卷上，將四弘誓願匯歸為三聚淨戒；最後，再詳細說明禪修者如何修持

四弘誓願。

這場兼具學術性與實踐性的佛學演講，由二團體的主席斯里蘭卡籍長老比

丘摩訶垂盧（Ven. Maha Thero）及美國居士迪米特里．巴卡路信（Dimitri

Bakhroushin）主持，並由師父的弟子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擔任英語

翻譯。

12.10

紐約西藏中心負責人辟拉惹脫仁波切（Khyonglarato Ringpoche），本日下午

至東初禪寺參訪，並與聖嚴師父就漢藏佛教異同及傳承等議題進行交流。包

括：佛像的尺碼比例、供桌的供品供器，以及轉世與接法授記、圓頓與次第

的同異等。

辟拉惹脫仁波切這次來訪因緣，是因達賴喇嘛的弟子丹增諦深，在一次為

達賴喇嘛擔任中文翻譯工作後，到東初禪寺向聖嚴師父學習禪法，而促成其

前來訪問。

辟拉惹脫仁波切是西藏哲蚌寺的一位大喇嘛，他的前身第九世辟拉活佛，

是一位大學問家，對因明的研究有獨到的成就。現世則於1959年追隨達賴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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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離開西藏，1966年前往美國，於1977年出版他的第一本英文自傳My Life and

Lives，經常為達賴喇嘛在紐約安排大型弘法活動。

12.22

紐約東初禪寺舉行法鼓山系統下首次傳授在家菩薩戒的法會，由聖嚴師父親

自主持，果元法師、果順法師及加拿大籍的坤理法師擔任引禮師，共有八十

八人參加，其中有十六位是西方人士，與會者包括各行各業，多半是具有碩士

學位以上的知識分子。

由於最初只有五位東、西方居士恭請聖嚴師父授戒，因此未對外公布此一消

息，也未做任何宣傳，然而授戒當天，前來參加的新發心菩薩竟有八十八位之

多。其中，不僅有

來自美國中西部各

州的菩薩，更有人

遠從巴西、冰島、

馬來西亞、加拿大

而來，實屬難能可

貴。

這場授戒的儀

程，由於考慮到在

西方社會傳戒、受

戒不易，因此特別

強調菩薩戒的精神

要旨，儀式則以簡

單、隆重為原則，旨在加強戒子對戒條精神的掌握，以及在現實生活中落實

戒條的可能性。

儀式一開始，首先由聖嚴師父開示受菩薩戒的意義。師父表示，許多佛教

徒都希望自己早日成佛，成佛的開始就是先學做菩薩，發菩提心。戒子當以

三皈五戒的傳授為基礎，四弘誓願及三聚淨戒為基本的菩薩誓願，《梵網經》

菩薩戒的十條重戒則為遵守的目標範疇。

最後，在功德迴向及禮謝師僧三寶之後，戒子們於溫馨的氣氛中，滿心法喜

地離去。





法鼓山於本年首次提出「心靈環保．淨化人心」的理念，主張淨化社

會的目標，就從每個人的心靈淨化做起。

「心靈環保」日後不但成為法鼓山最核心的理念主軸，所有活動的舉行

與推動，都是由「心靈環保」的理念出發，最後再落實並回歸「心靈環

保」，它既是觀念又是方法。時至今日，外界對聖嚴師父個人及法鼓山團

體最鮮明的印象，便是「心靈環保的啟蒙者」。

為了推動此一觀念和運動，法鼓山將本年度訂為「環保淨化年」，區域

範圍跨出道場，積極推展，普及全民、社會，全年度共舉辦了十五場對

外的大型公開演講。

聖嚴師父在不同場合中，均一再闡釋「心靈環保．淨化人心」理念的

重要性，同時在全省各地也舉辦了多場以「心靈環保．淨化人心」為題

的園遊會，透過生活化、輕鬆愉快的園遊會方式，全面提倡心靈環保的

觀念。同時結合環保團體的力量，以家庭為主，落實「垃圾減量，資源

回收」。

聖嚴師父在本年中的演講開示時不斷強調，「心靈環保．淨化人心」

必須雙管齊下：一是淨化人心，少欲知足；一是淨化社會，關懷他人。

少欲知足，便會珍惜天然資源，養成惜福的習慣，等於推動環保。關懷

他人，便不會因為一己之利而造成整體環境的破壞。而法鼓山的理念——

「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便是在做著淨化人心和淨化

社會的工作。

這些理念自提出以來，普遍獲得社會大眾的肯定。聖嚴師父除親

自撰文闡述，也多次接受各報章、電視、廣播的專訪，相關內容

於本年10月編集成冊，出版《聖嚴法師心靈環保》一書，成

為第一本探討心靈環保的專書。

本年另一個重大的事件是，法鼓山成立了「法鼓山文教基金

會」，從此法鼓山各項弘化事業、公益事業等推展，正式以非營利組織的

專業化經營，期能對社會做出更有效益的貢獻。



1

《法鼓》雜誌自1989年12月創刊以來，每月出版一期，至今已歷二年共二十

四期。自今年1月份起，將從雜誌型式改版為報紙型式發行。

《法鼓》雜誌是一份法鼓山對內刊物，發行對象以會員為主，報導內容以法

鼓山的各項活動訊息，及會員們的學佛心得為主。它的另一項功能，則是刊

載各項捐獻的徵信名錄，以對捐款者表示謝意與徵信。聖嚴師父便曾說過，

每次拿到新一期的雜誌時，總會先看徵信名單，除為捐款者祝福，也感謝他

們對法鼓山的護持。

由於發行量日益增加，為節省郵寄費用，自今年1月第二十五期起，《法鼓》

雜誌由原先的雜誌型態改為報紙型態（二大張、八版），於每月15日出刊。改

版後的《法鼓》雜誌，仍然本著創刊號的「發刊詞」所揭櫫的宗旨──「培育

弘化的人才，擂擊慈悲的法鼓；促進平安的社會，建立和樂的家庭；養護健

康的身心，展現明天的希望；布施的人最有福，行善的人大功德」，繼續努

力。

01.01

由法鼓山護法會、台北縣金山鄉公所、萬里鄉公所、石門鄉公所共同舉辦

的「法鼓山千人健行」活動，本日在大雨中如期舉辦，約有數百人參加。

上午八點半左右，參與健行的民眾於金山國小集合出發。行進間，不少金

山鄉民眾也加入，長長的隊伍形成壯觀的景象。十點左右，一行人陸續抵達



法鼓山觀音殿。雖然雨勢

不斷，但這場大雨彷彿甘

露般洗淨心中的塵垢，大

家始終保持愉悅的笑容。

十點半，大殿前的廣場

開始一連串的節目演出，

首先由基隆聯絡處組成的

法鼓合唱團演唱佛曲，之

後由金山國小合唱團演唱

五首民謠。還有金山鄉婦

女會的土風舞及台北縣太

極協會的太極舞的演出。

節目的最高潮為抽獎活動，共有一千多個獎項。下午二點左右，在僧團法師

帶領大眾禮拜〈大悲懺〉後，一整天的活動圓滿結束。

01.11

本日，聖嚴師父應邀於台中縣

立文化中心演講「如何提昇人的

品質」，約有近千人到場聆聽。

聖嚴師父於演講中談到，「惜

福」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可是

今天卻很少人做到。例如吃不完

的飯菜，有人就擱著不再食用或

丟棄，這是浪費的行為，不懂得

惜福；而環保，也就是要在細微

處、清淨心靈著手。因此，師父

進一步指出以佛法觀點淨化人心

的方法，首先要信仰佛菩薩、信

仰因果，其次要學會念佛的方

法。會後，師父並將演講所得五千元全數捐給財團法人文化建設基金會。

這場演講，係由文化建設基金會、《聯合報》、中國廣播公司、中華電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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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主辦，台中縣縣政府協辦的「邁向二十一世紀文化新境界系列講座」之

一，該講座以邁向二十一世紀，開創文化新境，培養二十一世紀生活觀為訴

求，邀請各界人士從文化、經濟、政治、社會等角度，提出析論與建議，聖

嚴師父是以宗教界代表主講「社會篇」。

01.12

由《中國時報》主辦、法鼓山協

辦、富邦文教基金會贊助的「開春

心靈交流大會」，本日邀請聖嚴師父

於台北世貿國際會議中心主講「增

福增慧」，約有三千八百多人參加，

行政院農委會主委余玉賢、立法委

員趙振鵬亦到場聽講。

聖嚴師父於演講中表示，就世間

的定義來說，培福就是「修一切

善，止一切惡」，而智慧就是「聰

慧、小慧」。但是依照佛法來論，

「福」應該是「不住於相，而行布施」的無相福田，「慧」則為「上求佛法─

─開智慧；下化眾生──大智慧」的真智慧。師父進一步指出，所謂增福

是：勤於照顧周遭眾生的苦難，是大福德長者；所謂增慧是：善於處理你我

他的問題，是真智慧菩薩。甫於1月8日自美返台的聖嚴師父，接連應《聯合

報》、《中國時報》二大報系的邀請演講，由此可見社會上愈來愈重視佛教對

於社會人心的安定力量，也有愈來愈多的團體關心、重視大眾的精神生活。

01.15
BBC

英國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廣播節目「Assignment」，本日

專訪聖嚴師父，談在經濟發展快速的社會中，佛教活動對一般大眾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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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精神生活的影響，並於節目中介紹中華佛學研究所及禪七、佛七的概況。

聖嚴師父在專訪中表示，未來十年，佛教對社會大眾精神的提昇，仍有待

努力。如果努力推廣、弘揚，影響社會的層面會更廣；如果沒有盡心，則很

難有所發揮。

「Assignment」節目於每週播出一次，廣播網普及全世界，聽眾群深入各個

階層。

01.21

日前一件「野

狗咬傷林小弟事

件」，引發社會大

眾提出全面撲殺

野狗之聲，聖嚴

師父對此發展表

達關切，本日下

午特地前往位於

台北淡水的「流

浪動物之家」關

懷，隨行者包括

中視「新聞眼」

節 目 記 者 黃 淑

芬、《中國時報》記者楊索、《民生報》記者陳碧雲等多人。

在「流浪動物之家」執行長汪麗玲的引導下，聖嚴師父一行實地瞭解流浪

狗的吃、住、醫療等問題。之後，師父代表中華佛教文化館捐贈冬令救濟金

的四十萬元，做為該機構保護動物、人員管理費之用。

聖嚴師父在接受隨行媒體記者訪問時，一再強調「撲殺」野狗絕對不是一

個好的辦法。師父建議現階段可以採取「結紮」的方式，讓野狗不再大量繁

殖，只要家狗不成為野狗，而野狗又接受結紮並被人收養，應可減少相關的

問題。師父並表示，希望社會大眾能從佛法的因果觀、慈悲觀、智慧觀來看

待眾生、尊重眾生，從內心去關愛每一個眾生的生命，社會祥和之氣才會因

此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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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9∼11

為接引對社會、國家有影響力的各界領袖人士親近法鼓山，以佛法消融自

我、關懷社會，法鼓山首度舉辦為期三天的「社會菁英新春禪修營」，由聖嚴

師父親自主持，參加者包括立法委員王志雄、丁守中，聲寶企業董事長陳盛

沺、新力公司董事長陳盛泉、統一超商總經理徐重仁、政治大學管理研究所

所長司徒達賢、中視新聞部副理翟翬等三十八位社會菁英。

這場策畫了將近半年的禪修活動，由中國廣播公司、《時報周刊》協辦，

主題有二：一、消融自我以接納他人。二、提昇自我以成就他人。課程內容

包括了「禪修的方法及層次」、「正確的禪修理論及觀念」、「如何將禪修用

於日常生活之中」、「如何以禪修來處理身心及環境的問題」。三天作息期

間，每天清晨五點即須起床、晚上十點安板，全程禁語、禁看書、禁打電

話，這對平時工作忙碌的學員，可說是一項全新的體驗。

在最後一天的活動中，特別安排了互動時間，讓學員們彼此分享。在「心

得分享」中，有學員表示，「學會放鬆自己，是消融自我，也是提昇自我的

一種方式」。短短三天下來，學員們雖然多半初次接觸禪法，內省的工夫卻已

增長不少。不少學員表示，希望這項禪修活動能持續舉辦下去。

02.16  02.23

法鼓山於2月16、23日二天，

分別在台北市中正高中及台中市

忠信國小舉辦「心靈環保．淨化

人心」新春園遊會，共約十萬多

人次參加，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悟

明長老、內政部部長吳伯雄、農

委會主委余玉賢、環保署署長趙

少康、台中市市長林柏榕等多位

佳賓，亦蒞臨現場共襄盛舉。

聖嚴師父於開示中強調，「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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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環保」一定要先從自己的身、口、意開始做起，再推廣到周遭的親朋好

友，如此才能把我們的環境變成淨土。師父並期許大家能時時抱持一顆懺悔

的心，以智慧、慈悲的佛菩薩精神滋潤心靈。

這二場園遊會，除設置一般攤位外，並舉辦親子繪畫及書法比賽、皈依祈

福法會等活動，台北場次並設立「法鼓山簡介館」，透過錄影帶及幻燈片向大

眾介紹法鼓山。其中，皈依祈福法會共有一千五百多人皈依三寶，聖嚴師父

特別叮嚀新皈依者要精進學佛，廣發菩提心。

另外，會場亦設置「惜福區」，提供民眾將家中的舊佛書、錄音帶、佛像等

帶至會場進行交換，落實法鼓山推動環保的理念。

02.18∼19

本日起一連二天，聖嚴

師父於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進行二場演講，講題分別

為「平等與差別」、「身

心的平衡」，共約五千多

人到場聆聽。

在18日的「平等與差別」

演講中，聖嚴師父表示，

平等是不變的真理，人不

論貧富貴賤皆脫離不了生

老病死，物不論大小皆不

離成住壞空的過程，這就

是平等。師父並以「佛佛

平等、法法平等、念念平等」說明平等的智慧。從佛的立場來看，每一尊佛

都是慈悲、智慧的；從法的立場來看，各種凡夫所看到的法不過是現象，沒

有差別。

19日的演講，聖嚴師父則提出「以持戒維護、以修定保健、以飲食保養、

以勤勞維護」四項要件來獲取身心平衡；而在心理平衡上，則應從「消融自

我，以接納他人；提昇自我，以成就他人」著手，才能放下我執，斷盡煩

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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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二場演講外，於17日上午抵達台南的聖嚴師父，當天中午在聖華宮餐

廳與四十多位政治、工商、傳播界的人士會面，其中包括台南市市長夫人吳

麗卿、中華日報社社長詹天性、勝利之聲廣播電台總經理李明威。

19日中午，師父前往淨修禪院與近二百位護持會員共進午齋，並向該禪院

四眾弟子對法鼓山的護持表示謝意；下午於台南分院主持皈依典禮，共有150

人皈依三寶。

02.27∼28

本日起一連二天，

聖嚴師父首度前往蘭

陽地區弘法，於羅東

高商樂群堂舉辦二場

佛法講座，共有二千

五百多人聆聽。

27日的講題為「禪

與生活」，聖嚴師父

指出，禪的內容是以

戒為基礎，以定為入

門，以慧為目標，並

不強調神通或感應。

因為佛法是教人做正

常健全的人，再成為菩薩、成佛，而不是成為神。師父並於現場指導大眾放

鬆身心的禪修方法，同時表示心寧靜便能有智慧，同時也會產生慈悲心，以

智慧和慈悲關懷別人，讓人感受到你就是菩薩的化身，那就是人間淨土的落

實。

28日的講題則為「人間淨土」，聖嚴師父表示，佛法的修行要從觀念和方法

同時進行，以「無常、苦、空、無我」為理論指導，由持戒、修定、增慧的

方法實際體驗，二者並行才是真正的佛法。而建設人間淨土，人人都可以做

得到，方法是先從提昇人的品質做起。

在最後一場演講結束之後，隨即舉行一場皈依儀式，約有一百二十多人皈

依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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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

由於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遷建工程是百年大計，有關工程的安全性、穩

定性、效率性、藝術性都必須做周延的考慮，因此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遷

建工程委員會於本日成立「工程諮詢小組」，邀請學術、建築、景觀界的學者

專家擔任委員，包括李咸亨教授、陳宏宇教授、錢學陶教授、謝敬義教授、

雕塑名家楊英風、葉榮嘉建築師、陳柏森建築師七位，共同輔佐重大工程的

決策進行。

成立當天，小組成員於農禪寺召開第一次會議，由聖嚴師父主持。師父首

先於會中說明法鼓山現有組織架構，之後詳細闡明法鼓山的建設理念及建築

用途。

接著，與會專家就個人專長提出看法和意見，包括景觀設計應考慮其藝術

價值、水土保持作業宜留意整體性和長遠性，以及發包工程技術等。

與會專家在熱烈而愉悅的討論結束後，議定3月下旬再就法鼓山的建設理念

做一次更完整且細密的討論。

03.13∼14

本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

父前往中壢弘法，於中壢藝

術館分別演講「苦難與幸

福」、「煩惱與智慧」，共吸

引了三千多人參加。

在正式演講之前，主辦單

位特別播放了一段幻燈片，

簡介聖嚴師父出家修行經

過、著述貢獻和法鼓山創建

的理念，讓聽眾對師父及法

鼓山有進一步的認識。

聖嚴師父在二場演講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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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凡夫因為心有所求，無一法不是殘缺，所以受苦；而聖人心無所著，無

一法不是圓滿，所以常樂。唯有放鬆身心，減少自私，關懷他人，才是從殘

缺走向圓滿的第一步。師父並強調，斷除煩惱、淨化內心的方法是：「以智

慧處理自己的事，以慈悲處理別人的事」，以及「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

槃」。

這次演講，是由桃園、中壢聯絡處及中壢東區扶輪社、桃園縣立文化中心

共同主辦。

03.16∼17

甫結束中壢的二場演講，聖嚴師父又應信眾之請，本日起一連二天晚上，

於屏東縣立中正藝術館進行二場佛學講座。

16日的講題為「命運與信仰」，聖嚴師父指出，每個人的出生都有其原因，

時間、地點、環境都與命運有關係。命運是過去的事，而未來的事又沒有一

定的準則，所以絕對不能以迷信的角度看待過去與未來，導致心理上的障

礙。只有勤勉振作、正信理智的信仰，才能帶來永遠的幸福。

17日的講題則為「修行的方法」，聖嚴師父期勉大家，以少欲知足、知慚

愧、行懺悔為基礎，以六度法──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自

度度人，萬行具足為一切法。師父並強調，要從個人的身心淨化做起，始能

影響家庭、社會的淨化。

這次講座是由護持

會員黃文翔醫師發

起，由法鼓山護法會

屏東聯絡處、屏東縣

教育局、屏東縣佛教

青年會及屏東縣大同

國中共同主辦。

17日上午，聖嚴師

父並與高屏地區的護

持會員，在新成立的

屏東聯絡處進行聯誼

座談會，回答信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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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疑問。

甫於2月成立的屏東聯絡處，場地係由黃文翔和李建德二位醫師發心捐贈，

佔地約七十多坪，設有禪堂，可容納五十多人參加共修活動。

03.19∼06.25

護法會福田組為提供念佛會、禪坐

會，以及護法會勸募會員以上幹部和義

工們一個進修佛法的園地，自3月19日

起連續十週，於每週四晚上在農禪寺齋

堂舉辦「學佛五講」佛學講座，由林孟

穎居士授課，約有四百多人參加。

「學佛五講」是聖嚴師父去年為農禪

寺常住大眾所講，編有講義。此次師父

特別指派畢業於中華佛學研究所的林孟

穎居士擔任講師。

這項講座的課程內容，包括第一講

「宗教與佛教」、第二講「佛法的正

見」、第三講「人間的佛教」、第四講「生活的佛教」、第五講「實修佛教」，

林孟穎居士請學員聽課之餘，也要以聖嚴師父親自授課的錄音帶，做為複習

之用。

護法會舉辦這項講座的目的有三：一、學習基本的佛學常識，以做為進修

佛法的基礎。二、培養多聞正法的習慣，以提昇信佛學佛的層次。三、參與

佛教的教育活動，以落實護法護教的信願。

03.21∼22

為了紀念觀世音菩薩的聖誕（農曆2月19日），本日起一連二天，法鼓山舉

辦三梯次的朝山活動，約有四千名信眾不畏雨勢參加，虔誠的場面令人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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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

第一梯次的信眾約有

八百名，主要來自基

隆、台北，其中有許多

人是第一次參加朝山。

3月21日下午三點左

右，在四位常住法師帶

領下，大眾虔誠地唱誦

佛號，三步一跪，拜向

觀音殿的正門前；七點

左右，開始進行大悲懺

法會。

第二梯次的信眾約有

九百多人，主要來自中

南部地區。此梯於3月21日晚上十點左右陸續抵達，22日凌晨一點開始朝山，

原本下著小雨的天空，雨勢亦開始轉大，大眾穿著雨衣在濕漉漉的山路上跪

拜一個多小時，於三點左右到達臨時大殿，義工菩薩們為大家準備了大毛

巾、薑茶、吹風機和火爐，讓朝山菩薩們擦乾衣褲、驅除寒氣。

第三梯次的信眾約有二千人，此梯於3月22日上午九點開始朝山，此時雨勢

轉大，聖嚴師父特別指示，只要心誠，以問訊代替跪拜就好。因此，第三梯

次的朝山便以問訊代替跪拜。

聖嚴師父對於大家不畏風雨、信心堅固地前來，十分感動。師父在開示

中，說明朝山的意義：一為祈求觀世音菩薩慈悲護佑，為自己也為全世界祈

求幸福平安；二為藉著朝拜觀世音，自己也變為觀世音的化身，再回到我們

所處的環境帶動大家珍惜環境，「轉險惡為安全，化罪惡為清淨」，這也就是

「人間淨土」的建設。

朝山活動就在聖嚴師父的開示後，順利圓滿結束。

03.27∼28

本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應新莊輔仁大學之邀，擔任由該校主辦的「宗

教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主席，中華佛學研究所教授李志夫、專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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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員慧嚴法師並於會中發表論文，約有九十多位中外學者與會。

會中，李志夫教授、慧嚴法師分別發表論文〈佛教與中國文學〉、〈佛教與

倫理道德〉。在李志夫教授的論文中指出，中國宋明以降的文學作品多少都與

佛教有關，使得佛教在中國民間大眾化、生活化，並豐富了中國原有的文

學。

聖嚴師父亦回應指出，佛教文學以比喻、具象來表達，的確對中國文學有

所影響，例如小說的體裁就是在佛教傳入後才有的。至於慧嚴法師的論文，

則以佛教思想中的「八正道」及「業與輪迴」為主，說明它們所蘊含的倫理

道德觀，特別是其中的自我負責觀。

這項研討會共有九個場次，以研究宗教對文化發展的貢獻為宗旨。

05.15

於1949年5月10日由東初老人創辦的《人生》雜

誌，最初以十六開本的面貌發行，歷任成一法師、

星雲法師、聖嚴師父、楊白衣等十多位法師及居士

主編，由於內容有時代的關懷和對文化的期許，受

到教內外的重視，但因故於1961年12月停刊。

直到1982年8月15日，在多位居士的支持下，以

八開小報型的季刊面貌復刊；同年11月15日改為

雙月刊，至1984年9月15日始成為月刊。自今年5

月號（第105期）起，又改回十六開本雜誌型態發

行。

改版後的《人生》雜誌，內容相當豐富，規畫了不

同面向的多個專欄，例如：「大覺智海」──報導中華佛學研究所的脈動、

「大千世界」──專題企畫、「寰宇側記」──介紹今日世界的佛教面貌、

「牧牛心旅」──報導修行的生活和禪修的心得、「寶鏡無境」──刊載聖嚴

師父的文稿。

另外，為維持整體的營運及長期的出刊，原採贈閱方式的《人生》雜誌，

自第107期起，改為訂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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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5 10

1961 12

1982 8

15

11

15 1984 9 15

1989 12

1992 1

105

1.

創 辦 人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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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第一份本土佛教刊物。



2.

3. 4.

5.

198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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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0

本日下午，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宗教系教務長史威德博士

（Leonard Swidler）參訪中華佛學研究所，並與該所師生進行一場「宗教對話

座談會」。

座談會中，雙方就上帝的觀念、美國天主教的發展及新興宗教的形成等問

題交流、對話。史威德博士表示，佛學之中有許多和基督教同質的內容，也

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透過這樣的對話、交流，可以相互學習，增進彼此

的瞭解。

史威德博士擁有美國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哲學博士、德

國杜賓根大學（University of Tuebingen）神學博士學位，除擔任宗教系教務長

一職外，並任《整體基督教研究》雜誌（Journal of Ecumenical Studies）總編

輯，該雜誌為世界各大宗教研究機構所必訂的刊物。

當天與會者包括了中華佛研所代所長方甯書教授、曹仕邦教授及李志夫教

授等師生多人。

07.14

以推動佛教學術、文化為宗旨的「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本日起正式成立運

作，由聖嚴師父擔任董事長並兼任執行長。

法鼓山的籌建，以往均是以「財團法人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名義進行。但

隨著法鼓山的各項弘法利生事業日趨擴大，原中華佛研所的作業項目已無法

涵蓋，成立基金會的計畫於焉產生。

1992年2月25日，法鼓山正式向教育部提出申請成立基金會，3月17日通過

核准設立，5月26日辦妥法人登記。從正式申請到基金會開始運作，僅為時四

個多月，顯示政府對法鼓山致力於佛教教育，改善社會風氣、淨化人心所發

揮的社教功能，相當肯定與支持。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成立的主要目標，是以推展及落實佛教教育、文化、修

行、弘法等工作。成立後的初期目標則為：一、法鼓山所屬事業體的整合。

二、法鼓山第一期發展計畫的推動。三、法鼓山制度建立與人才培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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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8∼21

由中華佛學研究所主辦的「第二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本日起一連三天，

於台北圓山飯店舉行，共有來自英國、美國、法國、加拿大、比利時、捷

克、丹麥、日本、泰國等國約一百四十多位學者參加。

本屆會議主題為「傳統戒律與現代世界」，共有二十六位學者發表論文，其

中中文論文四篇、日文論文四篇、英文論文十八篇。會中，聖嚴師父並以

「傳統戒律與現代世界」為題，發表專題演說。

綜觀而言，這次會議的論題從早期佛教的印度到大乘佛教的中國、韓國、

日本，一直發展到西方哲學、心理學的問題，也論及南傳佛教和西藏佛教的

研究。以歷史性而言，橫跨了佛教早期的發展以迄現代；而就地理性來說，

論點遍及全球，可說是一場相當具有整體性的會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這次與會者也有其他宗教代表，包括天主教輔仁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房志榮

神父、比利時魯汶大學（Universite catholique de Louvain）Jacgues Seheur神父

及丹麥基督教鄧彥士牧師等，跨越宗教藩籬，呈現多元視野。

聖嚴師父在20日的閉幕典禮致辭中表示，這次會議的目的，是在結合當今

全世界最傑出的佛教學者，以他們淵博的學識及高瞻遠矚的見識，從傳統戒

律的研討，展現明日世界佛教的新貌。

21日上午，主辦單位邀請提報論文的學者上法鼓山參訪，並親手植下菩提

樹，象徵佛法廣大，延續不斷。之後，一行人前往國立故宮博物院參觀「佛

教文物特展」，一睹中國、西藏佛教文物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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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會議的協辦單位，包括了日本立正大學佛教學部及佛教大學、泰國法

身基金會、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i）宗教研究所、密西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佛教文化研究所；贊助單位則包括了太平洋文化基金

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教育部。

07.22

台灣英文雜誌社本日在其三峽台英社教育訓練中心，為法鼓山事業體所有

行政幹部舉辦一項以「奉獻交流會」為主題的訓練講習活動。

當天上午，聖嚴師父親自帶領十四位常住法師及二十一位行政專職與義工

幹部前往。整個訓練內容主題，包括「人員訓練的基本原因」、「訓練的觀

念」、「訓練計畫」、「訓練方法」、「訓練輔助工具之運用」、「訓練工具／

方法之比較」、「訓練的禪示」等，由該社企畫部經理黃世棧擔任講師。

這項活動的舉辦，緣於台英社董事長陳嘉男夫婦對法鼓山的護持。陳嘉男

董事長表示，舉辦這項訓練講習的目的，是希望能藉此提供與會人員若干企

業管理訓練理念，而有助於法鼓山整個事業體的運作與效率的提昇。整個訓

練課程，於下午五點左右圓滿結束。

08.02

在國內頗受歡迎的「華視新

聞廣場」節目，本日上午邀請

聖嚴師父與天主教光啟社前任

社長丁松筠神父，就「如何改

善社會的奢靡風氣」為主題，

進行了一場精彩的對話，由李

濤先生主持。

聖嚴師父首先指出，目前社

會上充斥各種貪婪與奢靡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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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與長久以來朝野重視經濟發展、忽略文化與宗教，有很大的關係。

如何導正現代社會奢靡的風氣，聖嚴師父與丁神父一致呼籲：政府首長、

官員及社會各階層領導人物應該以身作則，言行一致，做民眾的好榜樣。師

父並懇切地指出，無福不如惜福，惜福不如培福，希望大眾在擁有的同時，

仍不忘惜福與培福。

這項節目係採現場立即轉播方式，於本日上午十點至十二點播出。

08.17∼18

本日起一連二天，

聖嚴師父應邀於高雄

縣鳳山國父紀念館及

高雄市立文化中心，

分別演講「從佛教談

積極入世的人生觀」、

「信仰與實踐」，共約

二千多人聆聽。

17日的演講，聖嚴

師父指出，佛教的積

極入世不同於一般的

貪戀世間，佛法教導

我們勇於面對人間的苦難，瞭解苦難的本質，進而從解救自己及別人苦難的

發心與行動中來脫離苦難，圓滿人生。

這場演講，由高雄縣立文化中心主辦，鳳山佛教蓮社及法鼓山高雄辦事處

協辦，這也是聖嚴師父首度蒞臨鳳山演講。

18日的演講，聖嚴師父則首先說明信仰的三個層次，是由仰信、解信而至

正信。接著又指出，信仰必帶有感性的成分，但也要有正信的佛法為理性思

考的基礎，才不致流於迷信、邪信。其實踐之道，在於發菩提心、行菩薩

道，以佛法自利利人，並且時刻反省自己的行為是否傷害自己、傷害家人、

傷害社會國家。

這場演講，是由財團法人王林樓蘭紀念基金會及高雄市立文化中心主辦，

南方文教基金會、維鬘傳道協會、中華民國殘障人協會、大同文教基金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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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協辦。

除了這二場演講活動外，聖嚴師父並出席8月18日上午在高雄市大眾銀行舉

行的「法鼓山護法會南部地區聯誼會」，開示期勉現場來自嘉義、台南、高雄

及屏東的二百多位會員，以佛法來改變自己，使內心更平靜、行為更如法、

對家人更關懷，對一切人更友善、更慈悲，做一個受人喜歡的人，才算學佛

成功，也才是法鼓山的好鼓手。

09.06

聖嚴師父應中

華民國善愛協會

之邀，本日晚上

於台北世貿國際

會 議 中 心 演 講

「理性與感性」，

約有四千多人參

加，立法委員陳

水扁、華視總經

理張家驤等貴賓

亦到場聆聽。

演講中聖嚴師

父指出，絕對的

理性或感性，都

會為自己及別人帶來困擾與煩惱。因此，二者不能獨立存在，必須相互並

行，才能創造莊嚴、溫馨的社會。師父並以佛法的觀點，說明無相、無我是

理性的超越，大慈大悲是感性的超越，悲智雙運是自在的解脫，將理性與感

性的層次提昇，不受理性與感性的束縛。

聖嚴師父進一步表示，活用理性與感性，才能讓自己的心靈獲得無限廣大

自在的活動空間，並使祥和安樂的人間淨土早日實現。師父最後以「用慈悲

來處理他人的事，用智慧來處理自己的事」這句話，送給大家做為調和理性

與感性生活的準則。

這場演講，由法鼓山護法會、雙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參與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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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9

本日上午，聖嚴師父應中國廣播公司之邀，接受「掌握時代的脈動」、「螢

光夜語」二個節目主持人魏德瑜及劉小梅訪問。

「掌握時代的脈動」是一個有關時代醒思、人文關懷的節目，主持人就「以

宗教的觀點如何共創和平共存的世局」、「如何擴大我們慈悲的層面，關懷一

些貧窮落後的國家人民」、「如何從心靈環保落實生活環保」及「如何節約能

源」四個問題，請教聖嚴師父。

聖嚴師父在節目中呼籲，大家應有賺錢愈多，愈要提供給更多人分享的想

法，但根本之道還是得從淨化人心著手；而淨化人心的方法，主要則在於教

育。法鼓山目前即是希望朝宗教教育和知識技能教育二方面進行，以期推動

心靈和環境的淨化。

至於「螢光夜語」節目，主持人則就聖嚴師父的生平、理念，進行相關訪

問，讓聽眾們更詳實瞭解師父與其推動的各項理念。

訪問結束後，聖嚴師父並拜會該公司的財務總經理李壬春及行政總經理陳

懷玦。

09.21

本日下午七點，聖嚴師父

應中華慧炬佛學會鄭振煌居

士之邀，為該會所舉辦的

「大專佛學社團聯誼」活動

的學子們，專題演講「現代

佛教青年應有之人生觀」。

演講中，聖嚴師父分「現

實與理想」、「感情與理

智」、「個人與全體」、「事

業與名利」、「菩薩行者的

條件」五點做說明。師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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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青年學生應先對環境有所貢獻，如此最後必會身受其惠，因為只要所發

心的事是為了利益眾生，必會受到世人尊敬，終究自己也會得到利益。師父

並指出，只要我們對社會貢獻愈多，所具備的身分也會愈多，因此師父勉勵

現代佛教青年目前的首要之務乃是配合自己的身分，努力盡本分與義務。

演講結束後，現場學生們就有關學佛、生活上的問題請教解答，由中華佛

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惠敏法師回答，聖嚴師父於旁指導。整場演講活動，於八

點左右結束。

09.21∼23

本日起一連

三天，護法會

於農禪寺舉行

第三屆「法鼓

傳薪」活動，

前二屆參加對

象以護法會小

組長以上幹部

為主，此次擴

大到包括農禪

寺 的 常 住 法

師、中華佛學

研究所的職員、出版社的同仁，約有二百五十多人參加。

此次活動主題為「法鼓山萬行菩薩的共識」，內容包括四個項目：佛教的基

本條件是什麼、重視人間的倫理建設、宗教的層次、萬行菩薩的禮儀。

聖嚴師父三天中的開示內容，主要在說明法鼓山的形象、指標、理念及推

動方式，並指導大家如何在生活中實踐心儀、身儀、口儀。師父指出，法鼓

山成員的言行舉止，即是法鼓山的形象。若希望他人認同法鼓山，必須先以

法鼓山的禮儀感動他人。師父希望大家以身作則，從蛻變自身做起，運用心

儀、身儀、口儀，達成言教、身教、心教的化世功能。

三天活動單元內容除了聖嚴師父的開示外，還安排禪修指導及練習、早晚

課、分組討論、綜合討論等。整個活動，於9月23日下午六點左右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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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

本日下午，護法會於農禪寺舉行會員大會，聖嚴師父親自出席與會關懷，

共有來自全省各地146位新任委員及一千多位會員參加。

聖嚴師父勉勵大家要多種福、培福、惜福，進而帶動周遭認識與不認識的

人朝此方向努力；並常起慚愧心反照自己，時時愛語布施，以關懷代替指

責，以慰勉代替要求，以照顧代替期勉。師父並正式對外宣布法鼓山文教基

金會的組織架構與護法會改組，及頒發護法會正副會長聘書、新任委員證

書。

會中，並進行各項會務報告，包括總幹事李純恩報告護法會明年的計畫、

劉明山經理報告法鼓山的工程進度、財務主任林世斌報告法鼓山遷建工程的

收支情形，及多位悅眾幹部上台分享身為法鼓人的喜悅等。其中有關財務作

業方面，聖嚴師父特別指示務必做到合法、合理、公開、安全的原則。

有關法鼓山文教基金會的成立，係因應法鼓山體系日益擴展的需求而成

立。隨著該基金會的成立，原屬於中華佛學研究所的護法會，改組為隸屬法

鼓山文教基金會的單位；原任護法會小組長改任為法鼓山委員，勸募委員仍

維持原稱，護持會員則改稱為法鼓山會員。

會後，與會大眾至展示館參觀法鼓山文教基金會各單位組織，以瞭解法鼓

山目前正進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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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頒發證書予新任委員，由果福居士（左二）代表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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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大眾聆聽聖嚴師父開示。



10.13

聖嚴師父榮獲八十一年度台北市

「市民榮譽紀念章」，本日於台北社

教館接受市長黃大洲頒獎，由於師

父刻在捷克弘法，由農禪寺代理都

監果醒法師代為受獎，約有四百多

人觀禮。

聖嚴師父獲頒「市民榮譽紀念章」

的簡要事蹟為：一、著有中、英、

日文著作計四十多本，對佛教文

化、現實人生及淨化人生裨益良

深；配合政府政策發起信眾、社會

各階層人士，大力推廣「心靈環保及環境保護工作」，並分別於台北、台中二

地舉辦大型園遊會，參與人數達十五萬人次以上，成效卓著，頗獲佳評。

二、每年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八十年度總額計四百五十萬元。

台北市政府為鼓勵台北市民積極參與市政建設，以及推廣各項公益活動，

乃設立「市民榮譽獎章」，獎勵具有特殊貢獻者。該項獎章係採推薦方式進

行，由各局處提報人選，再匯集至台北市政府，由祕書長擔任評審召集人，

經由提件單位、人事處、法規處等相關單位的評審，從七十五名推薦人中選

出二十五名受獎人。

10.17∼18

精研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國際知名佛教學者、太虛大師弟子巴宙教授（W.

Pachow），應中華佛學研究所之邀，本日起一連二天，首度來台進行二場專題

演講。

二天演講的主題，分別為「王舍城結集、毘舍離結集」、「南傳華氏城結

集、北傳迦濕彌羅結集、斯里蘭卡佛教其僧伽生活及佛教聖教地」。巴宙教授

的精闢見解與學術素養，令中華佛研所師生得以一窺佛教的四次結集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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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斯里蘭卡佛教的風貌。

巴宙教授曾先後執教於印度國際大學（Viswa-Bharati University）及斯里蘭

卡培拉得尼亞大學，目前任教於美國愛荷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Iowa）。

11

本月起，法鼓山與勤業會計師事務所成立「臨時性專案小組」，共同為法鼓

山建立更完善的財會制度。

這項合作，是希望藉由國內頗富盛名的勤業會計師事務所，以獨立、超

然、客觀的第三者角色，提供專業水準的服務能力，協助法鼓山會計制度的

建立，並精簡各項作業流程，俾能適時提供正確的財務報表等資訊，供決策

管理階層參考，以因應法鼓山未來經營管理上的需求。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財務組表示，希望透過這項合作能達成聖嚴師父指示的

健全財會作業四大原則：合法、合理、公開與安全。未來計畫建立財務報表

由會計師查核簽證，提昇法鼓山的形象及提高對政府機關、信眾的公信力。

11.03∼04

現任世界宗教和平會議（The World Conference of Religions for Peace, WCRP）

及亞洲宗教和平會議（Asian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Peace, ACRP）尼泊爾

分會會長莎曼加拉博士比丘（Ven. Bhikkhu Sumangala），本日起一連二天，至

中華佛學研究所、農禪寺及法鼓山上參訪。

莎曼加拉比丘是聖嚴師父留學日本時期的同學，此次係應邀來台參加「第

十八屆世界佛教友誼會」，趁此行程之便，特地前來參訪法鼓山，與法鼓山就

寺院管理與教學經驗交換心得。由於他在尼泊爾除了主持寺務之外，並設有

養老院，所以此行也非常關心台灣在這方面的成果與經驗，在農禪寺代理都

監果醒法師等人的陪同下，前往一家位於竹圍的養老院參觀。

WCRP於1970年在日本成立，ACRP則於1976年在新加坡成立，二個組織皆

為聯合國承認的正式機構，均以透過宗教對談、促進世界和平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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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5∼24

4日15至24日，聖嚴師父應

英國布利斯朵大學（Bristol

Univers i ty）心理系教授約

翰．克魯克（John H. Crook）

之邀，再次赴英國訪問並主

持一場禪七（ 4 月 1 6 至 2 3

日），果元法師和保羅．甘迺

迪（Paul Kennedy）二位分任

隨行照料和翻譯。

這是自1989年4月以來，聖

嚴師父第二度前往克魯克博

士位於威爾斯的禪堂主持禪

七，共有三十一人參加，其中只有四位華人，禪眾包括醫生、教授、作家、

工程師、研究生等，主要為布利斯朵大學禪坐會的成員。禪修場地的設施雖

然簡陋，但成員水準整齊，大多有五至十年的禪修經驗，甚至有二十年以上

者。

現年三十六歲的醫師賽門．查爾得（Simon Child）在小參時，得到聖嚴師

父「恭喜」二字，他發願持戒度眾生，努力將佛法弘揚於英國社會，令師父

覺得不虛此行。

禪七最後一天，聖嚴師父開示期許禪眾們：「禪七結束，方是修行的開

始。下山之後，應該把禪七中所學會的方法、聽到的觀念，用於日常的生

活，才能夠自利利他。」

24日上午，聖嚴師父一行轉往倫敦參觀大英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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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二十世紀初由英籍奧瑞爾．史坦因

（Aurel Stein）從敦煌運回的殘卷及藝

術品，由敦煌收藏品的負責人佛蘭西

絲．伍德（Frances Wood）女士接待；

下午，則至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參觀，閱覽了四十多幅早期

敦煌木刻經咒及近百幅彩色敦煌絹畫，

由該館東方古物部副主任龍安妮

（Anne Farrer）女士接待，飽覽了中國

古代的佛教藝術珍品。

25日上午，聖嚴師父結束英國之行，

搭機回紐約，繼續在美弘法行程。

05.01

聖嚴師父應美國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中國同學會之邀，本日下午借

該校位於華爾街一棟大樓的大教室，專題演講「什麼是禪」，約有近百名東、

西方人士聆聽。

演講中，聖嚴師父將內容大綱分為五點：一、禪是不立文字、不可思議。

二、禪是禪定，禪是純客觀的智慧，禪是放鬆身心、放下身心的方法。三、

禪對現代人，就是用它的方法和觀念來

疏導──1.用數息法及參話頭等方法；

2.進而達成心念的集中，達成發現小

我、大我及化為無我的目的。四、無我

就是無心。五、以《六祖壇經》中神

秀、惠能二位禪師所示的二偈，說明禪

的層次。

除了演講之外，聖嚴師父也參觀了該

校圖書館的東亞收藏部及藝術館，耶魯

圖書館是全美排名第三大的圖書館，藏

書量達九百多萬冊。其中，佛教書籍的

中文收藏部陳列了好幾本師父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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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明末佛教研究》、《戒律學綱要》、《正信的佛教》等，該館並考究地

將平裝加工成精裝，以利保存。

05.03

紐約東初禪寺本日舉行浴佛慶典，活動內容包括法語開示、錄影帶欣賞、

餘興節目等，會中以中英雙語進行，吸引了東、西方信眾約五百多人參加。

聖嚴師父以「佛教對現代社會的功能」為題，對現代人的宗教及生活做了

簡潔深入、層次分明的開示，提出「不重信仰事不成，不重理論缺導航，不

重修持數他寶」的論點。師父並進一步說明，信仰能對我們的生活產生安定

力量，而其最終目標則是相信自己能解脫自在，使信仰成為一種經驗而不再

只是信仰；理論則是觀念的認識，由相信因果交替緣生的現象是「有」而接

受因果的事實，同時改變內心世界以影響外在環境，從理論上瞭解無常是正

常的事實，進而在經驗上體解空義，不落消極；至於修持則由戒、定、慧三

學，以念佛、持咒、誦經、禪修等令身心安定，如理思惟，如法修行，否則

空知佛法道理，永遠不會成為自己真正的寶藏。

接著進行聯誼活動，由小菩薩表演歌唱、提琴獨奏、朗誦唐詩、背誦《心

經》等節目，全體工作人員也以三首佛曲合唱隨喜，並放映「佛國之旅」錄

影帶。整個活動，於傍晚時分圓滿結束。

05.08∼09

本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應紐約西方佛教團體「禪山叢林」（Zen

Mountain Monastery，又名「天光山道真寺」）之邀，前往主持一項主題為

「〈信心銘〉的理論與方法」的密集講座，共有五十八人參加。

講座的課程內容，分成六個單元︰一、禪宗重於智慧的開發，稱為明心見

性。二、禪宗的頓悟法門及其開悟的事例，在佛世的印度即已存在。三、禪

宗的見性即是見緣起的無自性，即是諸法空性。四、佛性、如來藏、佛果位

等名實的同異。五、禪宗的公案與話頭都是古人的遺事，可以用做參禪的工



具，不必當做思辨的

說明。六、講解禪宗

第三祖僧璨禪師的

〈信心銘〉。

這項密集課程，是

禪山叢林的年度活動

之一。他們每年都會

定期邀請著名的佛教

學者或各派的禪師、

法師，開設各自專長

的課程，提供不同層

面的佛教理論和修行

方法，聖嚴師父是第一位受邀的中國人。

「禪山叢林」位於紐約上州阿爾巴尼（Albany）的Mt. Tremper，原是天主教

的修道院，佔地三百英畝；後來曾讓給基督教會使用，1980年又做為禪修道

場，負責人大道無礙（John Daido Loori）是一位美籍日本系統的禪僧。

05.12

本日晚上，聖嚴師父第十四度應邀出席一場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舉辦的佛教各系學術問答討論會，與另四位代表一同面對五十多

位熱心學佛的聽眾，就各派立場為聽眾所提的問題，加以說明解答。

這場討論會係由斯里蘭卡上座部系比丘Ven. Piyatissa開創的紐約佛教會所主

辦，參與討論會的代表除了聖嚴師父和Ven. Piyatissa之外，受邀者還有一位黑

人比丘Suhita Darma、西藏薩迦派的Ven. Lama Pema Wangdak、斯里蘭卡大學

女教授Gunatilake等。

會中，黑人比丘介紹美國以佛法幫助病患及流浪漢的情形，斯里蘭卡比丘

說明了對菩薩這個觀念的看法，西藏喇嘛介紹薩迦派的傳承、教理及修行方

法，斯里蘭卡教授解答現代佛教的女權運動及戒律，聖嚴師父則解答了何謂

明心見性的禪者及「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的意義。

雖然五位代表各自有不同的佛教修學領域，但均以開明的態度針對現場觀

眾的提問說明解答，會場氣氛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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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4

本日，聖嚴師父代表東初禪寺應紐約西藏中心負責人瓊格拉仁波切之邀，

前往該中心以「我怎樣成為一個禪宗僧侶」為題，進行二小時的演講。

演講結束後，聽眾對於聖嚴師父從出家到成為一位在東、西方指導禪修的知

名禪師的歷程，表示相當感動。

5月17日，東初禪寺也邀請瓊格拉仁波切以「西藏佛教的修學次第」為題，

做了一場演講，漢藏佛教互為交流。結束後，瓊格拉仁波切對於台灣中華佛

學研究所的現況及法鼓山的建設計畫，非常感興趣，特別要求觀看「海會雲

集」與「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的錄影帶。

紐約西藏中心是達賴喇嘛在紐約的辦事處，其信眾全是美國本地人，負責

人瓊格拉仁波切是達賴喇嘛的代表。

08.04∼10

8月4至10日，聖嚴師父率領由中華佛學研究所教授、遷建委員會成員組成

的「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日本友好訪問團」一行十人，赴日本考察寺院建

築與訪問二所姊妹校，期能使未來法鼓山的建設、佛教人才的培育，有更完

善、周延的規畫。

聖嚴師父表示，這

次訪日的目的有三：

一、報聘東京立正大

學、京都佛教大學這

二所來台和中華佛研

所簽訂學術交流合

約，及其他給予中華

佛研所協助的大學。

二、汲取日本學術教

育及宗教修行並重的

學術機構教學經驗。



三、考察日本寺院、大

學的建築特色與設備。

為期一週的參訪行程

結束後，聖嚴師父表

示，此行成果可分為學

校及寺院二部分：在學

校方面，與立正大學校

長渡邊寶陽、佛教學部

部長三友健容交換宗教

興辦教育的經驗，從中

深刻瞭解學校經營必須

兼顧人事、財政與理

念，才能長期穩固；與京都佛教大學談及通訊函授課程的相關問題，可做為

未來法鼓山實施函授教育的參考；與多所大學教授洽談學術交流的可行性。

在寺院方面，聖嚴師父則表示，日本寺院的建築與中國大陸不同，日本重視

實用，因而所有的迴廊、甬道都非常寬敞，地板、樑柱大多由槐木建築；此

外，日本寺院的「枯山水」庭院造景亦是特色之一，顯得精巧而幽雅。

訪問團此行獲得不少寶貴的經驗，對法鼓山未來的建設有許多助益。

157

19
9
2

海
外
篇

8月4日

8月5日

8月6日

8月7日

8月8日

8月9日

8月10日

日本參訪行程一覽表



1975 12 10

1983 8 9

8 3

1992 8

4 10

1991

創 辦 人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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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前排左三）和訪問團成員於駒澤大學禪研究館前合影，左一為方甯書教

授，左二為慧嚴法師，右一為李志夫所長，右二為惠敏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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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10 15

1991 1

12

訪問團一行參觀知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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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9∼31

本日起一連三天，聖嚴師父應香港佛教青年協會之邀，於九龍尖沙咀文化

中心宣講《金剛經》，每場約有二千多人到場聆聽，這是師父第四度接受香港

佛教青年協會導師暢懷法師的邀請前往香江弘法。

《金剛經》是一部人人皆知卻不易懂的經典，聖嚴師父以簡短、平易的解說

方式，透過演慈法師的粵語翻譯，將生活化佛教推廣給香港民眾。在場聽眾

頻頻以掌聲及會心的笑聲，表達他們對經句的體悟，會後大多表示，聽過師

父的演講後，對《金剛經》有了另一層認識，知道佛法原來就在生活中。

由於三天弘講座無虛席，為了使一票難求的民眾亦能有機會聽法，主辦單

位特於30日下午加辦一場，結束後並

舉行皈依儀式，約有二百多人皈依三

寶。

香港佛教青年協會表示，舉辦這項

佛法講座，主要是希望藉由聖嚴師父

的弘講，使香港民眾能對僧寶生起恭

敬心，並對正信的佛教有正確的認

識。最後一天演講結束後，師父將主

辦單位的供養金回饋該會做為贈書至

中國大陸的基金。

10.10∼18

緣於曾在中華佛學研究所教授梵文、巴利文的性空法師之安排，聖嚴師父

於10月10至18日，前往捷克、比利時弘揚禪法和進行學術交流。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期間，聖嚴師父進行了多場演講、座談及禪修活動：12

日下午，在查理大學（Charles University）哲學院演講「禪對現代世界的作用

為何」，由該校漢學系教授羅然（Olga Lomova）女士翻譯，聽講者有一百七

十多位。

13日下午，於一個天主教道明會的修道院，做了一場演講座談，仍由羅然



女士擔任翻譯，聽講

者有二百多人。14日

上午，在查理大學漢

學部與中國語文部第

三、四年二個班級共

三十多位師生，進行

一場討論會，以問答

方式討論中國宗教及

東、西方宗教異同問

題。

15日，應布拉格禪

修 會 會 長 魯 彌 爾

（Lumir Kolibal）之邀，為該會會員講解並指導禪的理念及修行的方法，約有

一百五十多人參加。

16日晚上，在亞、非、拉美洲博物館大禮堂演講「中國禪的傳統」，由該館

漢學家烏金博士（Tlata Carna）主持、羅然女士翻譯，約有三百多人聽講。

除了上述行程之外，聖嚴師父亦參觀了當地幾處古蹟，包括聖維妥斯大教

堂（St. Vitus, Cathedral）、聖喬治女修道院（The Basilica of St. George）、猶太

人墓園等，及國立東方研究所魯迅圖書館。

結束捷克的行程之後，聖嚴師父應比利時魯汶大學（Universite catholique de

Louvain）教授蘇忍（Hubert Sauren）

之邀，17日自布拉格搭機轉往比利時

首都布魯塞爾，並於18日上午，至該

校東方學部圖書館與蘇忍教授、東方

學部主任教授Jacques Grand Henry、

出版部負責人Duhoux Tihon女士、法

學及經濟學系教授吳逸荃等人座談，

雙方就學術交流合作方式交換意見。

18日下午，參觀維里爾斯古修道院

（Abbey of Villers）。晚上，則於住宿

的天主教森林修道院，與全院的神父

和修士們進行一場東西性靈交流的座

談會。

19日上午，聖嚴師父結束為期十天

的歐洲訪問行程，搭機返回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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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30

結束捷克、比利時的弘法

行之後，聖嚴師父風塵僕僕

飛回紐約；短暫休息後，21

日起，旋即展開美國地區的

巡迴弘法行程。九天之中，

計前往七個州，在哈佛、華

盛頓、伊利諾及康乃爾等九

所知名大學及五個華人佛教

團體，舉辦十四場演講及座

談，是師父在國外弘法以

來，行程最緊密的一次安

排。

九天中，主要行程包括：

21日中午，於密蘇里州聖路易市的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亞

洲近東語言文學系，為五十多位師生演講「禪的歷史、理論和實踐」；晚

上，於中華文化中心為華僑信眾演講「禪與實際生活」，約有二百人參加。

22日下午，應伊利諾州立大學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ampaign）

東方系教授彼得．葛瑞格（Peter Gregory）之邀，在其課堂演講「六祖惠能與

中國的禪宗」；晚上，於聯合兄弟會教堂（Uniterion Church）為當地禪學及

佛學社演講「十牛圖」。

23日晚上，應印地安那州的普度大學（Purdue University）佛學社之邀，於

該校的Auditorium Ksannert Building專題演講「禪和藝術」，結束後有十多人皈

依三寶。

24日下午，應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菩提佛學社之邀，演講「佛法大意」；

晚上，於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鄰近的一處活動中心，演講

「生命與時空」，約有二百多人聆聽。

25日下午，應俄亥俄州般若學佛社之邀，於西方儲才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演講「禪與悟」，約有一百二十多人聆聽。

26日下午，於密西根州蘭莘市一華人佛教團體「淨宗讀經會」，開示佛法；

晚上，於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自然資源館，主講「正

信的佛教」，結束後有二十五人皈依三寶。



27日，應紐約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東亞研究計畫部門教授馬克

瑞（John McRae）之邀，於該校洛克斐勒廳（Rockefeller Hall）主講「自我與

無我」，約有二百多位師生聆聽。

28日早上，搭機轉往波士頓，拜訪當地知名的英文佛書出版社Wisdom

Publication。晚上，於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演講「禪與生活的藝

術」，由該校宗教學院主任艾克（Diana Eck）引言，約有二百五十多人參加。

29日上午，參觀哈佛大學校園及神學院圖書館；晚上，於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為中國同學會演講「禪與身心健康」，

約有七十多人參加。

30日，緊湊的弘法行程結束後，聖嚴師父隨即搭機返回紐約東初禪寺。

11.16

本日，聖嚴師父應紐約哥倫比亞

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財 務 系 教 授 理 查 玆 （ Craig E.

Richards）之邀，於洛克菲勒中心

（Rockefeller Center）的台北劇場，

以西方人士為主要對象，做了一場

精彩的演講。

這場主題為「禪的智慧──知與

行」的演講訊息傳出後，一日之

間，二百五十張的入場券便被索取

一空。由於當天有不少無券者到

場，所以特別於場外架設大銀幕，

以閉路電視方式同步播出。

聖嚴師父的演講內容分為五個子題：一、智慧的定義。二、禪的智慧是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三、禪的「知」，在於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心

源。四、禪的「行」，在於戒定慧三學並重，定慧一體。五、禪的修證層次。

大眾聽後無不讚歎師父的演說內容，使他們深深受益，法喜充滿。

演講結束後並舉行皈依儀式，全體聽眾均隨聖嚴師父朗誦「三皈文」，開啟

領受佛法的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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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去年（1992年）提出「心靈環保」的理念，以多場大型演講及活動

普遍弘揚，獲社會大眾認同後，法鼓山更將本年訂為「心靈環保年」，並

透過各種形態的活動，深化理念，落實在日常生活中。

聖嚴師父說明「心靈環保」的內容，即是提昇人品、淨化人心、改善

人的環境。一般所謂的環保，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因為一切問題全是

因為我們的心被污染，以至於環境也被污染，假使我們的心不受污染，

環境也會跟著不受污染。心靈是指揮身體的，我們的行為和心連在一

起，只要心念改變，就能改變行為，再擴大改變家庭，甚至社會。所

以，心念的改變是最重要的。

本年度一開始，即於農禪寺舉行一連三天的「環保新春園遊會」，為新

的一年揭開序幕，共有來自全省各地超過十萬人次的民眾參加。

接著，聖嚴師父也陸續應邀至各機關單位演講，將「心靈環保」的觀

念不斷傳送推廣，以教育社會大眾，例如：1月，應邀參加「玉山劫後保

護生態座談會」；2月，應邀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金剛經》與心靈

環保」講座；9月，應邀於台北縣環保局主辦的「環保與宗教」系列講座

中演講。

在這一年中，聖嚴師父也提出了「萬行菩薩」的觀念，強調「萬行」

並不是萬能，而是什麼事都願意做，尤其是沒有人做的事，更要去做。

師父勉勵法鼓人學習菩薩精神，行菩薩道，利用佛法助人，帶動

風氣，使得人人都能成為一個自利利他的菩薩行者。

此外，由於佛法中菩薩道的精神，便是「心靈環保」的落實，

為了弘揚菩薩精神，聖嚴師父於2月首度在台傳授在家菩薩戒。師

父強調，菩薩戒的意義著重在其精神為發大菩提心，而不拘

泥於瑣碎的戒條項目，希望大眾能做一位難行能行、難忍能

忍、難受能受的菩薩行者，共同致力於心靈環保理念的推

廣，以建設人間淨土。



01.13

來自歐洲、日本、中南美洲等十二位著名媒體記者，本日至農禪寺參訪，

聖嚴師父親自接待，並回答記者的提問。

這十二位媒體記者分別代表法國「法新社」、《費加洛報》，英國「路透

社」、荷蘭《媒介週刊》、德國《經濟週刊》，日本《讀賣新聞》、《產經新

聞》、《日本經濟新聞》、《全球商業月刊》，墨西哥《太陽報》、斐濟《太平

洋島嶼月刊》。他們係應外貿協會之邀，來台參加「1993年1月份形象週」活

動，除瞭解台灣工商業產品的精緻面外，也藉此接觸台灣生活的文化面。

由於不少記者是第一次接觸佛教，因此對於古老的東方思想與現代社會的

呼應性，特別感興趣。其中，有位記者問及「暴力和宗教之間的關係，如中

東、巴基斯坦等國家的情況」，聖嚴師父表示，宗教雖然為人類帶來很多的安

慰，也為人類製造了很多的災難。任何一個宗教，都會認為他們所信仰的神

最高、是絕對的真理，如此便很容易引發衝突。師父指出，宗教與宗教之間

的戰爭是無法解決的，只能用來協議以盡可能達成和平。

現場發言踴躍，議題深刻而普遍，但由於時間有限，整個訪談在大家意猶

未盡中結束。

01.29∼31

本日起一連三天，八十二年度「環保新春園遊會」於農禪寺舉辦，此次以

「心靈、生活、禮儀」環保為主題，總計約吸引了近十萬人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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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遊會首日，在聖嚴師

父與監察委員陳孟鈴、立

法委員關中、台北縣縣長

尤清共同主持開幕儀式剪

綵後，進行了一項捐款儀

式。法鼓山捐款二百萬元

給台北縣政府，做為協助

青少年戒毒之用，由尤清

縣長代表接受。

今年的主題內容，在心

靈環保方面，包括：首次

在台展出虛雲老和尚手稿真蹟、東初老人和靈源老和尚的墨寶遺物，以及聖

嚴師父於1976至1992年在世界各地主持禪七及演講的相關史料。

在生活環保方面，包括：於農禪寺巷口設有販賣環保餐具袋攤位；所有文

宣品除了海報及證件外，均使用再生紙；於會場中設置垃圾分類桶，安排義

工菩薩協助民眾做好垃圾分類。

在禮儀環保方面，特別著重在喪葬風俗儀式的改良，例如在展示區陳列了

一些庫錢、金紙、元寶等民間祭祀紙錢，並搭配一幅由果梵法師所繪的漫

畫，畫中的地藏菩薩被紙錢薰得喊救命，以此活潑、幽默的方式，向參觀民

眾宣導環境生態的重要。該區並展示靈堂布置的方式，推廣禮儀環保的觀

念。

此次新春園遊會，監察院院長陳履安的夫人曹倩女士發心帶領中國古典插

花基金會的多位花藝專家，製作了三幅大型造景、三個大盆景及禪園式屏風

造景，深獲參觀民眾的讚歎。活動的最後一天下午，並舉行了一場皈依典

禮，約有一千多人在聖嚴師父的主持下，皈依三寶。

02.01∼04

本日起一連四天，法鼓山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金剛經》生活系列講

座」，由聖嚴師父主講，共約二萬人參加，中國國民黨社會工作會主任鍾榮

吉、台北市市長黃大洲及立法委員丁守中、陳水扁、陳癸淼等佳賓亦到場聆

聽，並擔任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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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將經典落實在日常

生活中，並以佛法關懷人

間，聖嚴師父分別以「《金

剛經》與心靈環保」、

「《金剛經》與自我提昇」、

「《金剛經》與淨化社會」

及「《金剛經》與福慧自在」

等四個子題，重新詮釋

《金剛經》的意義與妙用，

現場並安排了閩南語同步

翻譯，讓法益更為普及。

演講中，聖嚴師父指出，《金剛經》以空的智慧淨化人心，就是最徹底的

心靈環保；有了心靈淨化為基礎，進而推展社會環境與自然環境的淨化，才

能落實、普遍而持久。《金剛經》教人破除自私的我執、證悟實相的無我，

便能建立真正的信心，轉煩惱為菩提，自我就會不斷提昇，並為淨化社會挹

注一股清流。《金剛經》亦提倡福慧雙修，教人依智慧修福德，所獲之福才

能長久；藉修福德成就智慧，所得智慧才會圓滿。

最後一天演講結束後，並舉行一場皈依典禮，約有一千多人皈依三寶。這

四天演講，中華電視台都做了現場錄影，且已安排於3月份、分八次播出，讓

無法親臨現場的民眾，亦能同霑法益。

四天的演講內容，之後並由作家梁寒衣女士整理成《福慧自在──金剛經

講記》一書，先後由皇冠出版社、法鼓文化出版發行。

02.09

參加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專業經理人協會舉辦的「二十一世紀企業經理人成

長策略改造高階研究班」學員一行八十二人，本日至農禪寺參訪。

聖嚴師父以「生命的得與失」為題，向來訪學員進行一場開示。師父指

出，世俗的得失都只是因緣的聚滅，不足攀取；真正有智慧的人，應該在得

失之間找到生命的真諦。

這項參訪活動，除了安排聖嚴師父的開示外，並有佛教禮儀的示範、禪坐

體驗、法鼓山簡介及法喜座談，讓學員們對法鼓山及佛法有更進一層的認



識。結束後，有三十多位學員表示願意進一步參加禪訓班的課程。

該協會表示，舉辦這項活動的目的，是希望讓企業領導人提昇研擬經營策

略的能力，同時藉此機會提昇學員的精神層次。

02.14

本日下午，護法會於農禪寺舉行「北區勸募會員大會」，聖嚴師父親自為

255位新勸募會員授證，約有近千名會員參加。

聖嚴師父在開示中，再次強調勸募的真正意義與精神。師父指出，從事勸

募工作是要學習用佛法的慈悲關懷別人，用佛法的智慧護持佛法；以慈悲關

懷的心感化別人，才是最好的勸募；而勸導別人接受佛法，比金錢的勸募更

重要、更有意義。

會中，並安排多位勸募會員分享護持及勸募的經驗心得。他們表示，在勸

募的過程中，雖不免會遇到挫折，但都能藉由研讀聖嚴師父的著作，以及透

過參與農禪寺的共修活動，獲得自我成長的力量。

這次參與大會的會員中，有許多夫妻檔、母女檔或父子檔，聖嚴師父對此

感到高興並於開示中指出，勸募工作要從建立佛化家庭開始。

歷時二個多小時的大會，最後在聖嚴師父帶領大眾做功德迴向後，畫下圓

滿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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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5∼20

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現任

愛知學院的日本華嚴學權威鎌田

茂雄博士，應中華佛學研究所之

邀，於2月15至20日一連六天，於

該校主持「華嚴學概論」專題講

座，由關世謙教授擔任翻譯。

鎌田教授是中國佛教史的權

威，對「華嚴學」的研究更有精

闢的見解。此次課程教材，以法

藏大師的《華嚴經探玄記》卷一

為主，該書共二十卷，是《華嚴經》的註釋書，為瞭解《華嚴經》必讀之

書。此次課程內容便著重在《探玄記》大綱的介紹，以文獻學的方法，帶領

解讀要的部分。

《華嚴經》在大乘佛教的教學中，一直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與《般若

經》、《寶積經》、《大集經》、《涅槃經》合稱為「五大部」。唐時新羅僧審

祥從華嚴宗三祖法藏大師學華嚴，後至日本常住於大安寺，是日本「華嚴宗」

的開始。

課堂中，鎌田教授不時輔以相關的歷史、地理、傳記等內容，讓學生們更

容易體會華嚴學如何在歷史時空中，開展出其獨有的風貌。鎌田教授豐富的

學識和求真求證的治學精神，讓學生們深為折服與敬佩。

02.15∼21

為了發揚、推動實踐菩薩六度萬行的精神，法鼓山分二梯次（2月15至18

日、2月18至21日）於農禪寺舉行「第一屆在家菩薩戒傳戒會」，由聖嚴師

父、宏印法師、今能法師擔任尊證師，共有八百多人參加。

戒會期間，聖嚴師父一再勉勵戒子們：受戒不要怕犯戒，就如初學步的小

孩一定會跌倒，只要再爬起來就好。師父並期許大家，以人身行菩薩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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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之道，學習菩薩「難行

能行、難忍能忍、難捨能

捨」的精神，從個人的品

質提昇開始做起，推而普

及關懷全體人群，真正落

實佛法，使人心清淨，社

會安寧。

另二位法師除了祝福新

戒菩薩，也期勉戒子們能

以感恩的心，生生世世護

持三寶、弘揚正法，學習

聖嚴師父的行儀與悲願。

聖嚴師父表示，法鼓山舉辦菩薩戒傳授，目的不在教人根據某一菩薩戒本

逐條受持，而是著重鼓勵信眾發起菩薩誓願，即我們常念的「四弘誓願」─

─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及菩薩戒的總綱「三聚淨戒」──攝律儀戒、攝善法戒、利益眾生戒（即止

惡、行善、利益眾生）。

法鼓山菩薩戒傳戒會使用的傳戒範本，是聖嚴師父根據學理、經論並適應

時代環境變遷編著而成的，著重菩薩精神，內容簡要而豐富。所有儀程的進

行，已於前年（1991年）在紐約東初禪寺舉辦過，今年首次於國內施行，精

簡隆重的儀程，切合現代人忙碌的生活步調，又不失宗教的主旨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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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嚴肅穆的授戒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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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等的慈悲容納一切眾生

以清淨的戒行導正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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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

本日晚上，聖嚴師父應邀於宜蘭羅東高商大禮堂演講「慈悲與智慧的佛

教」，約有二千多位民眾前來聆聽，宜蘭縣縣長游錫 、縣議會議長羅國雄、

宜蘭市市長林建榮等多位地方首長亦到場聽講。

聖嚴師父於演講中表示，佛教的特點是慈悲與智慧，而佛陀即是慈悲與智

慧的完成者。有了慈悲，就沒有敵人，並能化敵為友；而有了智慧，就不起

煩惱，並能自度度人。智慧須藉慈悲的行為來表現，而慈悲有賴無我的智慧

來指導，這就是所謂「悲智雙運」。師父深入淺出地闡述佛法，契理契機的開

示，獲得現場聽眾不斷的掌聲。

演講結束後，並舉行了一場皈依典禮，約有三百多人皈依三寶。這項活

動，由羅東國際青年商會、羅東佛教弘願蓮社主辦，宜蘭佛教蓮社、法鼓山

護法會承辦，並有宜蘭當地十一個政府與民間團體參與協辦。

除了演講行程外，聖嚴師父並出席當天下午二點於羅東國際青年商會大禮

堂舉辦的一場座談會，與近百位護持會員會面及解答大家所提出的學佛上的

問題。

03.12

聖嚴師父應《中國時報》之邀，本日晚上於台北市中正紀念堂廣場，以「綠

化大地，淨化人間」為題發表演講。

演講中聖嚴師父表示，世界上的動植物及礦物，就如同是每一個人身體上

的一部分。大家應該尊重生命，珍惜環境如同愛護自己的身體。師父並指

出，如果人類對自然環境的破壞與浪費行為不及時煞車，不調整正確的生活

觀念與方式，五百年後的地球，人類可能連立足之地都沒有。師父並強調

「心靈環保」才是環保工作的根本，大家要有因果觀念，知福、惜福、培福，

少浪費、少接受，多付出、多奉獻，才能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

這場演講，是由《中國時報》主辦的「種二千萬棵樹救台灣水源」系列活

動之一，由中國時報系、時報文教基金會、環保署、教育部及農委會等單位

共同策畫。會場並布置有環保走廊，宣導環保知識，並設置廢紙回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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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3

本日下午，般若禪坐會於農禪寺

舉辦「第一屆禪訓班學員聯誼會」，

約有五百多人參加，聖嚴師父親自

蒞臨關懷。

聖嚴師父開示期勉大家，要把法

鼓山的理念、精神帶回家，並且經

常不斷地在日常生活中運用禪修的

方法和觀念，改變自己，進而影響

家庭及社會。

禪坐會表示，舉辦這場聯誼會是

聖嚴師父的構想，希望透過活動瞭

解學員們的禪修狀況，以給予適時的關懷，並解答相關禪修方面的問題。

不少學員反應，參加這次活動最大的收穫，是在禪修的方法及觀念上建立

正確的知見，獲益匪淺，對法鼓山的理念也更加瞭解。

03.20∼21

本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應高雄市議會議長陳田錨夫婦、立法委員陳建

平等人之邀，於高雄三信家商進行二場演講，主題分別為「開發人人心中的

光明」、「慈悲與包容」。

20日的演講，聖嚴師父指出，佛法可以開發人人心中的光明，而生活中的

各種事物都可以啟迪人心中的智慧。師父並表示，自然界中日、月、星、火

的光明，猶如古代大德們發光發熱地貢獻力量，使後代因他們的貢獻而得到

恩惠。不論聖人或凡夫，都具備了光、熱的能力，就如同太陽不會因為被烏

雲覆蓋就停止發光一樣。師父期許大家能以感恩心來看世界，以慚愧心來看

自己，以此來開發自己內心的光明。

21日的演講，聖嚴師父則指出，慈悲就是包容，慈悲的人心如山谷、如大

海、如虛空，是沒有邊際的。他所看到的人，人人是佛；他所看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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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處是淨土。師父表示，慈悲是佛教的特色，慈悲可提昇自我，因而能影響

他人；慈悲可奉獻自我，因而能關懷他人；慈悲可消融自我，因而能接納他

人。

除了二場演講外，聖嚴師父並出席分別於20日、21日舉辦的「高屏地區會

員聯誼會」、「台南地區會員聯誼會」，共約一千五百多人參加。師父勉勵大

家在勸募的同時，不忘落實整體關懷，將佛法帶入人群。

03.28

本日下午，聖嚴師父於農禪寺代

表法鼓山捐款九十萬元予台北市政

府社會局、北投區公所及台北縣金

山鄉警察局消防隊等三單位，由台

北市長黃大洲、台北縣警察局局長

王安邦代表接受。

聖嚴師父於致辭中表示，這筆捐

款都是十方信眾五十元或一百元等

涓滴而成，金額雖然不大，卻充分

表示法鼓山對無依老人、急難家

庭、意外災難的實際關懷。黃市長則

致辭表示，他是以感動的、感謝的心情接受這筆捐款。

當天到場觀禮者，有民政局局長莊芳榮、社會局副局長陳榮盛、北投區區

長葉良增、金山鄉警察局副分局長謝明輝等十多人。

04.04

華視視聽中心4月份舉辦「無私無我」系列演講，本日邀請聖嚴師父做首場

專題演講，講題為「無我與真我」，約有二百多名聽眾前來聆聽。

聖嚴師父表示，世上萬物並非永遠存在，任何事只要加入別的因素就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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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所以說「世事無常」。「無常」就是「變」，變化不定的東西就是

「空」，「空」就是「無我」，而「無我」就是「真我」。師父指出，世人就是

太執著「有」，才會帶給自己痛苦、煩惱及困擾，必須理解人生是無常、是

苦、是空，而以修行的方法，時時反省自己的錯誤或過失，承認自己的錯誤

而不逃避。

聖嚴師父進一步說明所謂修行的方法，也就是起慚愧心、懺悔心、發願利

益眾生。最後師父期勉大家，要以智慧方式處理自己，不要感情用事，只要

能達到空慧境界，就能解脫自在。

04.06

本日下午，法鼓山舉行遷

建工程第一期整地前灑淨法

會，當天下著綿綿春雨，約

有三千名信眾參與。

中午時分，法會在擊鼓後

正式開始，首先由台北市立

國樂團演奏法音，接著由白

銀女士誦唱聖嚴師父作詞的

「四眾佛子共勉語」，之後進

行灑淨儀式。護持信眾們在

農禪寺常住法師的帶領下，

齊聲誦念〈楊枝淨水讚〉、

〈大悲咒〉等，然後開始繞山灑淨，踩著泥濘的山路，以甘露法水普潤眾生。

聖嚴師父於開示中表示，灑淨法會的意義，是希望藉甘露法雨普潤眾生，

讓法鼓山上的山神、水神、草神、護法龍天……，都起慈悲心、智慧心，共

同來護持法鼓山。師父同時期許與會信眾們，繼續護持法鼓山，為法鼓山的

理念奉獻心力、廣植福田。

法會中，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悟明長老、中華民國佛教青年會理事長宏印法

師亦蒞臨致辭。二位法師除勉勵大家繼續護持法鼓山，並將當天信眾們對他

們的供養，轉贈給法鼓山，以具體行動表示他們對法鼓山的支持。整個灑淨

法會，在梵唱聲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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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7

聖嚴師父投入社會關懷的事蹟再

次受到肯定，本日獲財團法人吳尊賢

文教公益基金會頒發「吳尊賢愛心

獎」，由司法院院長林洋港頒發獎座

及獎金。

聖嚴師父在代表全體得獎人致辭

時表示，雖然台灣社會看起來很勢

利、很現實，但其實大多數人都是慈

悲、具有愛心的菩薩。師父並將二十

萬元獎金轉贈給中華民國野鳥協會，

以表達法鼓山對環保工作的支持。

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於1981年4

月成立後，每二年頒發一次「吳尊賢愛心獎」，期藉此鼓勵善行，匡正社會風

氣，以建立祥和社會。這次共有十位個人及二個團體獲獎。

04.07

中華佛學研究所本日邀請美籍益安法師（Ven. Pende）專題演講「西藏佛教

在西方世界的發展」，和該所師生分享西方近代社會背景及接受西藏佛教的種

種因素。

在談到西方社會接受西藏佛教的時代背景時，益安法師以自身的經歷做了

說明。他指出，由於西方在教育制度的設計偏重科學、唯物，尤其是進化論

的流行，致使年輕一代對基督的信仰破滅；再加上原子戰爭的威脅、越戰等

亂象，使得年輕人無所適從。益安法師接著談到，在此同時，由於環境中種

種如政治等因素，造成西藏地區僧侶謀求出走的管道，進入尼泊爾、印度，

也進入歐、美等西方世界。這些西藏喇嘛有不少是飽學的活佛、格西，在融

入西方社會後，吸引了許多西方的信徒。法師於西藏格魯派門下出家已有二

十年，是目前法國那爛陀寺戒臘最高的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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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3

本日，《祕魯人報》（El Peru-ano）社長Mr. Horacio Gago Priale一行二人，

在行政院新聞局官員陪同下，至農禪寺、中華佛學研究所參觀。

在將近一個小時的參訪過程中，Horacio社長一行對於農禪寺的歷史源流，

乃至一草一木都感到非常有興趣；尤其對於禪坐訓練的課程，更表示高度的

興趣。結束參訪行程前，還帶了多本聖嚴師父的英文著作。

創刊於1825年的《祕魯人報》，是祕魯政府所創辦的機構，祕魯政府各機

關、駐外單位、重要企業暨各國駐祕魯使領館均為該報訂戶，影響力甚大。

05.15  05.22  06.12  06.19

為推廣助念的正確理

念和方法，法鼓山助念

團分別在5月15、22日及

6月12、19日四天，於農

禪寺大殿以舞台劇及幻

燈片的方式宣導佛法

「臨終關懷」理念，引起

不少民眾熱烈的迴響。

這四齣戲的表演，形

式活潑中不失莊嚴，以

求達到寓教於樂的效

果，其主題分別為「開導病危者的家眷，以何種態度對待病中的親人」、「如

何以助念者的身分表達對喪家的關懷」、「遺體的處理與蓮位的供法」、「如

何做七及公祭」，演出時間均為三十分鐘。

這是法鼓山首度嘗試以戲劇方式，宣導「臨終關懷」的理念，並闡揚做佛

事的正確觀念，應著重在精神方面，而不是外在的喧鬧與排場。由於形式十

分輕鬆，無形中化解中國人避談死亡的禁忌，許多人因此突破心結，願意積

極投入臨終關懷的義工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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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7

本日下午，「嵩山少林寺文

化訪問團」一行三十人，在台

北文化大學的安排下，特地於

離台前至農禪寺參訪，並拜會

聖嚴師父。

聖嚴師父代表農禪寺致贈訪

問團一套《大藏經》，由少林寺

住持永信法師代表接受。少林

寺則以舉世聞名的少林功夫與

大家結緣，幾位武僧的少林功

夫表演，博得在場滿堂喝采。

聖嚴師父表示，他曾於1989、1991及1993年訪問中國大陸，瞭解佛教在中

國大陸雖然逐漸振興，但是由於文革浩劫，佛典經藏散佚殆盡，佛教人才嚴

重流失，因而特地準備一套《大藏經》，做為少林寺永久的珍藏，並希望藉此

讓中國大陸佛教在弘法上有一個正確的參考依據。師父並表示，希望訪問團

回去後，能把台灣佛教的繁榮氣象也一併帶回中國大陸，同時希望日後兩岸

的佛教文化能有更多的交流、對話機會。

1989年，聖嚴師父第一次訪問中國大陸時，曾參訪少林寺。因此這次少林

寺來台訪問，該寺即希望文化大學能安排參訪農禪寺，再親聆師父的開示。

07.09

天主教梵蒂岡教廷宗教協談委員會主席安霖澤樞機主教（Francis Cardinal

Arinze），在外交部官員陪同下，本日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同行人員包括

該會副祕書長尻技正行神父、教廷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尤雅士神父、中國主

教團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會執行祕書馬天賜神父、天主教中國主教團主席單

國璽神父等。

會談中，聖嚴師父表示，多年來他一直與各宗教保持良好的關係，尤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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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中有許多觀念和佛教相

通，因此每次見到天主教人士

都有如同見到自家人般的親切

感。師父舉例，已故于斌主

教、現任輔仁大學校長羅光主

教、馬天賜神父等，便都是他

非常要好的朋友。

聖嚴師父並提到，中華佛學

研究所經常安排神父前來教授

神學課程，也常有不少神父、

修女至農禪寺參加禪修，師父

也曾應邀至輔仁大學教授佛學課程，與天主教的因緣可說十分殊勝。

會後，聖嚴師父特別致贈英文著作《摩根灣牧牛》（Ox Herding at Morgan’s

Bay）予安霖澤樞機主教，安霖澤樞機主教則邀請師父至梵蒂岡教廷訪問。

07.28∼08.01  08.04∼08

法鼓山首度舉辦兒童學佛營，分二梯次在7月28日至8月1日、8月4至8日於

法鼓山上舉辦，共有近六百位三至六年級的小菩薩參加。

在為期五天的活動中，主辦單位安排了包括佛教禮儀、佛教故事、佛曲教

唱、禪坐、美勞、認識大自然等豐富課程。由於課程設計生動活潑，且穿插

小組討論與實地演練，學員們不但從中認識了正信的佛法，更與同營的輔導

法師們打成一片。

7月31日，聖嚴師父為第一梯次學員主持皈依典禮。師父表示，法鼓山舉辦

這項活動，目的在於透過禪法、佛法，培養小菩薩安定心性的能力，啟發他

們獨立的精神，在他們長大成人之後，必定能擁有良善、正直的人格。

不少小朋友離家過團體生活，剛開始難免不習慣，都因想家而難過，但是

到了第三天，不但不想家，多半已把法鼓山當成另一個家。不放心而上山探

視的家長，在見到原本在家裡嬌生慣養的孩子，竟然變得乖巧聽話，還會料

理自己的內務，莫不讚歎營隊的教導。這次活動由於報名情形十分踴躍，還

不得不以抽籤方式決定。主辦單位表示，不少家長、小朋友對於這項活動反

應極佳，考慮明年繼續辦理，讓更多小朋友有機會認識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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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3

本日，聖嚴師父應台北市政府之邀，於市府一級主管月會中，專題演講

「提得起，放得下」，由市長黃大洲主持，約有四十多位各局、處、區長與會

聆聽。

聖嚴師父表示，目前社會上不外乎三種人：第一種人是「提不起也放不

下」，這種人既缺乏擔當，也處處跟自己、別人過不去。第二種人是「提得起

卻放不下」，這種人多半是太過執著，不能隨順因緣，現在社會上就是以這種

人居多。第三種人是「提得起也放得下」，這種人不但勇於任事，處於逆境中

也不會怨天尤人。

最後聖嚴師父指出，能放得下，是為了要提得起。放下自我，而奉獻出自

己；放下私利，而成就社會大眾。提起之後必須放下，才會隨順因緣，舒捲

自如，能大能小，自由自在。師父勉勵市府主管們要做第三種人，處事時負

責任，毀譽來時則心無罣礙。

08.19

「世界清潔日」發起人兼主席

伊安．基南（Ion Kiernan）在綠

色消費者基金會人員的陪同下，

本日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伊安此行來訪，除了瞭解法鼓

山在生活環保、禮儀環保、心靈

環保這三方面的實際成效外，最

主要是邀請聖嚴師父成為「世界

清潔日」的一員，共同推動「全

地球人在同一天做同一件事」的

環保運動。

1987年，伊安代表澳洲參加世

界盃單人遊艇環球比賽時，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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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應該潔淨、碧藍的海域竟然布滿垃圾，返回澳洲後便發起「清潔澳洲」

運動（Clean Up Australia），並從1990年起每年舉行一次。四年來，澳洲已有

一百五十萬人次參與這個活動，環保成效卓著。1993年，這個活動擴大至全

世界，聯合國並因此訂定每年9月的第三個周末為「世界清潔日」（Clean Up

the World），今年的時間定於9月17至19日。參加這項活動的人，不只是清理自

己周圍的環境，還投入資源及廢棄物的管理。

聖嚴師父聽了伊安．基南的介紹後，不但表示支持這項活動，並指出，環

保是不分佛教徒與非佛教徒；清潔日也並不是只在9月17至19日這三天，必須

不斷地延續下去，最好是從每一年有三天，進而每一個月有一天，到最後天

天都是清潔日。

08.28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與大眾銀

行、南方文教基金會等單位，

本日下午二點於高雄市議會高

風大樓合辦一場「台灣南區企

業家座談會」，聖嚴師父與四十

多位企業界人士就「如何運用

佛法改善企業體質」主題進行

座談，由議長陳田錨擔任引言

人。

陳議長於引言中提到，聖嚴

師父經常藉講經等弘法活動宣

揚佛法，希望淨化社會人心，建設人間淨土，其精神令人敬仰。過去企業界

人士不乏投機心理，如炒地皮或炒股票，帶給社會負面影響。如果能在目前

不景氣的時候運用佛法來改善企業體質，關懷大眾，定能帶動公司業績的成

長。

座談會中聖嚴師父指出，舉凡社會福利、文化、宗教，都需要企業界投注

心力和財力，才會帶動我們的社會趨向更和諧、繁榮、安定、安全。師父期

許忙碌的企業家們能有宗教信仰，積極為大眾、為社會付出；並培養打坐的

習慣，訓練自己隨時隨地都能安定身心，不受外在情況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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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

歷時四年多，在眾多僧俗四

眾的努力與付出下，法鼓山在

本日舉行動土典禮，約有四千

多名信眾參與觀禮。

在聖嚴師父的引領下，中國

佛教會理事長悟明長老、聖靈

寺住持今能長老、佛教青年會

理事長宏印法師，以及監察院

院長陳履安、內政部部長吳伯

雄、教育部部長郭為藩、台北

縣縣長尤清，一起共同執鏟，

為法鼓山的建設寫下歷史性的

一頁。師父於致辭中表示，法

鼓山的動土，象徵著國家前途

的光明、台灣寶島民眾的幸福、世界人類的和平安樂。將來法鼓山建設完成

後，將是一個現代化、國際化、多目標的佛教教育園區；凡是進入法鼓山的

人，所想的、所看的、所聽的、所說的、所做的，莫不是淨化人間的佛法。

第一期遷建工程，包括了教育行政大樓、國際會議廳、圖書資訊館、教職

員宿舍、第一演講廳兼大殿、接待大廳、男眾寮房、女眾寮房以及禪堂等。

09.01

本日為記者節，聖嚴師父應台北市記者公會之邀，於台北中山堂專題演講

「是真是假？」，這是記者公會成立五十年來，首次邀請佛教界法師演講。

演講中，聖嚴師父舉編說謊言為例指出，實話實說是真，但同一句謊話說

上百次、千次，不僅能使他人信以為真，連說謊的人到最後也會覺得自己不

是在騙人。又如：我們常說「真金不怕火燒」、「事實勝於雄辯」，但真金常

受塵土矇蔽，事實也會被詭辯混淆。又如：十個自以為誠實不欺的人，當他



190

19
89
�2001

們轉述同一項見聞時，所採的看法及層面各異，究竟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莫衷一是。這正如《維摩詰經．佛國品》中云：「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

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佛以一音演說法，或有恐畏或歡喜，或生厭

離或斷疑」。

雖然真與假很難釐清楚，但聖嚴師父鼓勵大家跳出自我，這樣就不會因自

己的利害關係，而喪失了真假的判斷能力。

09.05

國內首次結合宗教藝術的「法鼓山

當代藝術品義賣會」，本日於台北新光

美術館舉行，由名主持人趙寧與李秀

媛二位共同主持。總計108幅名家作

品，在短短二個多小時內即全數賣

出，共募得三千五百多萬元，將做為

中華佛學研究所遷建經費。

聖嚴師父在會中致辭表示，這場義

賣會獲得各界人士的熱烈支持，足以

證明法鼓山教育理念的正確性，也證

明我們的社會處處有溫暖，明日的世界永遠有希望。師父進一步說明，法鼓

山的佛教教育理念是「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法鼓山以重視倫理的

觀念及心靈的淨化，來協助每一個人自我昇華；以提倡無限的包容及平等的

關懷，來促成每一個人自我消融，因而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

這場義賣會是由名建築師葉榮嘉居士擔任總策畫，結合了台北的傳家藝術

公司、東之畫廊、鴻展藝術中心、印象畫廊，台中新展望畫廊、台南高高畫

廊及媒體工作者的力量，展出國內知名畫家、雕刻家包括李梅樹、歐豪年、

傅心畬、何懷碩、陳其寬、周澄、劉其偉、洪瑞麟、吳榮賜等人的作品。葉

榮嘉表示，這次活動是台灣美術史上，首次宗教與藝術的結合。希望透過這

次義賣會，讓社會大眾知道法鼓山的理念，也因而對佛法有正確的認識。

由於這是一場難得一見的慈善義賣會，法鼓山文教基金會特別編印三千本

畫冊，提供所有參與人士及相關單位；所有義賣品並於9月2至4日，先行於台

北新光美術館對外展覽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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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108

270

360

義賣會場上，競價氣氛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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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賣會的成功，來自於參與者對法鼓山理念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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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9

本日上午，南斯拉夫貝爾格勒大學（University Belgrade）教授 山弝引

（Dusan Pajin）在詩人張香華女士陪同下，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山教授在東歐曾接觸聖嚴師父的著作，因而有這次拜會因緣。會談中，

師父問及其研究歷程和佛法在南斯拉夫的發展現況。他表示，原本研究印度

佛學，之後轉向中國佛學華嚴宗與禪宗的觀音信仰，由於在當地推廣佛法不

易，至今他仍無正式的道場可依止。雖然如此， 山教授仍秉持熱忱，努力

推廣佛法，特別是現今他的國家派系分裂，人民充滿仇恨思想，他希望能以

佛法中的慈悲精神，感化同胞、消弭仇恨的火焰。

會後，聖嚴師父邀請 山教授於9月22日至中華佛學研究所進行一場演講，

談其目前研究專題──「佛法與現代人的心理」，讓中華佛研所同學得以親聆

教益，由張香華女士擔任翻譯。

09.25∼27

本日起一連三天，法鼓山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維摩經》生活系列講

座」，由聖嚴師父主講，監察院院長陳履安、立法院副院長王金平、國父紀念

館館長高崇雲亦蒞臨聆聽。

這場講座共分三大

主題，分別為「《維

摩 經 》 與 社 會 關

懷」、「《維摩經》與

福慧雙修」、「《維摩

經》與淨化人生」。

聖嚴師父指出，《維

摩經》是大乘法典中

一部非常特殊的經

典，它包含著基本的

佛法，又超越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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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入世在人間，又提昇到佛的層次。

聖嚴師父進一步說明，人跟佛不是二個絕對不同的世界，而是在同一世

界、同一環境、同一層次就有佛和眾生。如果以佛心來看眾生，這世界全部

都是佛；如果以眾生心來看佛，佛也不過是眾生。因此，若以清淨的智慧心

和慈悲心看這世界，這世界就是佛國的淨土。師父期勉大家都能福慧雙修、

淨化人生，讓我們的社會、世界，達到真正的安詳、和平、幸福。

最後一天演講結束後，舉行了一場皈依儀式，約有四百多人皈依三寶。而

當天的演講內容，之後也集結成《修行在紅塵──維摩經六講》一書，由法

鼓文化出版發行。

10.04

越 南 萬 行 佛 教 大 學

（ Van. Hanh Buddhist

University）前任校長明

珠法師及其二位隨行弟

子，本日上午至農禪寺

拜訪聖嚴師父，並參觀

中華佛學研究所及法鼓

山。

明珠法師就目前越南

佛教的教育問題請教聖

嚴師父，例如：如何使

年輕的出家人在學院中

得到最適當的教育、怎

樣的教學才能使學生不退弘法的意願等。師父表示，佛教教育的根本要從

「精神」、「道德」及「佛法修行的體驗」上著手。並以「道心」的培養為第

一，若只著重於知識的傳授，必難栽培出弘法的人才。師父並表示，以他多

年的觀察，佛學院最好能與寺院結合，盡量鼓勵學生們參與寺院的禪坐、念

佛、出坡等活動，以便在潛移默化中堅固道心。

會談結束後，明珠法師贈送聖嚴師父一套其所翻譯的越文《阿含經》，聖嚴

師父則回贈整套中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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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法師及其弟子曾將聖嚴師父的著作《正信的佛教》、《學佛群疑》、

《明日佛教》、《世界佛教史》等書翻譯為越南文，深受越南讀者的歡迎。

10.09

為籌設法鼓人文社會學院，聖嚴師父本日晚上於農禪寺邀請各項規畫委

員，並邀請內政部社會司司長白秀雄蒞臨指導，席間並推選出該學院三系一

所策畫召集人。

會中聖嚴師父表示，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是以宗教關懷為經，現代人文科學

為緯；以培養人文科學人才，從事人文教化與社會服務工作，展現時代社會

遠景、發揚中華文化、促進世界和平為宗旨。師父並特別介紹該學院軟、硬

體策畫召集人──台灣師範大學教授陳伯璋、台灣大學教授陳宏宇。

陳伯璋教授表示，他是受到聖嚴師父的感召而參與，將全力以赴竭力推動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成為國內外最具代表性的人文社會學院。陳宏宇教授則表

示，參與這次籌備工作是他的榮幸，今後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的硬體設計將著

重整體環境規畫，以替代校園配置。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主任李志夫也表示，該院第一期目標將成立三系

一所，即佛學研究所及宗教、外國語文、社會工作三學系。李主任並宣布各

系所規畫委員新推選出的召集人：華梵工學院院長田博元擔任佛學研究所召

集人、台大社會學系教授詹火生擔任社會工作學系召集人、政治大學教授陳

長房擔任外國語文學系召集人。至於宗教學系召集人則由於各規畫委員來自

不同的宗教學者，故請他們共同指導。

另外，會中並邀請輔仁大學宗教系教授陸達誠神父分享該系成立一年來的

寶貴經驗。

11.06

「第三屆中華民國社會運動和風獎」本日上午於台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經國

堂舉行，聖嚴師父獲頒「傑出社會運動領袖獎」，監察院院長陳履安、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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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吳伯雄、行政院

勞委會主委趙守博等

均蒞會頒獎。由於聖

嚴 師 父 刻 在 美 國 弘

法，由今能長老代為

領獎。

典禮中，今能長老

代讀聖嚴師父的得獎

感言。師父表示，近

年來，社會混亂、人

心浮動，忽視同舟共

濟、守望相助的重要

性，以致扭曲了人的

價值及道德的準則。師父勸勉大眾各盡本分責任之餘，能「奉獻自己，成就

大眾」，共同關懷我們的社會，建設人間的淨土。

在受獎人簡介影片中提到，多年來，聖嚴師父致力提倡心靈環保理念以提

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發揮佛教慈悲情懷，關愛眾生的精神，實可謂

人間的導師、社會的希望。

這個活動係由中華民國社會運動協會主辦，每年舉辦一次，每屆共有十個

獎項，其中九項為團體獎，唯「傑出社會運動領袖獎」是頒給個人，第一屆

得獎人為證嚴法師，第二屆為嚴道先生。

11.10

今年7月由台北正中書局出版的聖嚴師父著作《聖嚴法師學思歷程》一書，

獲「中山文藝創作獎」，頒獎典禮於本日下午在國立中央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

行，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副董事長謝東閔及多位董事均蒞

臨頒獎。

中山獎分為「學術著作獎」及「文藝創作獎」二類，評審委員評介《聖嚴

法師學思歷程》一書：「以傳記體裁闡揚佛教哲理，深入淺出，匠心獨運，

為哲學著述闢一新途徑。」由於聖嚴師父正在國外弘法，由農禪寺都監果暉

法師代表領獎，獲頒獎座乙尊、獎狀乙紙、金質獎章一枚及獎金三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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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在傳真得獎感言中

表示，自古以來，佛教的許多

作品一向就是文藝創作的一

環，例如歷代的高僧傳便是傳

記文學。他的得獎，希望能夠

鼓勵更多優秀的青年及作家

們，以宗教題材寫出不朽的文

學作品。

《聖嚴法師學思歷程》一

書，為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教授傅偉勳博士

籌畫主編的《當代學人學思歷

程》叢書之一。該系列主要邀

請海內外中國學人撰寫個人的

研修心得、生命體驗，甚至研究過程所歷經的挫折；或對於文化、社會、教

育等反思，藉以啟發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對於學術研究及文化探討的志向與

興趣。

12.08∼09

和成文教基金會響應聖嚴師父的建校理念，本日起一連二天，於台北國家

音樂廳舉辦二場台灣民謠音樂演唱會，售票所得一百多萬元悉數捐給法鼓

山，做為中華佛學研究所建設基金。

這二場音樂會，除了邀請著名男高音吳文修及女高音湯慧茹擔任主唱外，

並邀請了台北市立交響樂團附屬合唱團及幼獅、榮光、金穗等合唱團共二百

人參與演出。演出曲目包括了「節慶」、「三線路」、「板橋查某」等多首台

灣民謠及原住民組曲。

主辦單位表示，「台灣民謠交響詩系列」演出已舉辦三屆，往年皆採贈票

方式，今年為響應聖嚴師父建校宏願，及讓真正喜好台灣民謠的民眾有機會

聆賞，今年特別改為採售票方式演出。

為了回應愛樂者的需求，和成文教基金會特將音樂會全程錄製成影帶，加

上一份精美詳盡的曲目介紹手冊，手冊內並搭配畫家李石樵先生的作品，更

增加其收藏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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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0

本日，紐約東初禪寺首次主辦新春諸山

團拜活動，共有三十六位長老出席，是歷

年來紐約最盛大的一次團拜。

這項新春團拜，每年舉辦一次，由紐約

華人寺院輪流主辦，象徵僧團的和合。由

於聖嚴師父於1月4日須返回台灣，為了慎

重和禮貌起見，在這之前便以二天的日

程，特地拜訪了紐約巿區各道場的諸山法

師，邀請他們出席本日在東初禪寺舉行的

新春團拜活動。而為了籌備這次活動，師

父也在東初禪寺親自召集了二次會議。

當天出席的諸山法師有壽冶老和尚、夢參老和尚、仁俊長老等人。聖嚴師

父在上海佛學院時代的學長妙峰長老，在參加團拜之後，還特地寫了一封信

給師父，信上提及：「新年團拜法會，你未遑親自主持，但秩序井然。可見

吾兄教導有方。」

04.08∼25 

為凝聚法鼓人的共識，並鼓勵大眾追隨古德遺風，聖嚴師父率領僧俗四眾

弟子共113人，於4月8日啟程前往中國大陸巡禮佛教聖蹟，4月25日圓滿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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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在3月28日及4月6日的二次行前說明會中，對團員們開示時特別表

示，這次朝聖團的目的不在旅遊觀光，而是藉此體驗歷代祖師為佛教、為眾

生的道心與毅力，從而凝聚法鼓人的共識，並培養大家的信心、悲心、願

心，以及學法、弘法、護法的熱心和耐心。

此次朝聖巡禮團在聖嚴師父的德行感召下，於艱困的行程中，一站站朝禮

佛教聖蹟，親自體驗古聖先賢為度眾生不畏艱險、難行能行的願心。團員們

均表示，這趟朝聖之行令他們收穫不少，並深刻感受到法鼓山建設的重要及

護持佛法責任的重大。而一百多人注重身儀、口儀的優異表現，也使當地人

士對台灣佛教的觀感耳目一新，並有兩岸六位導遊在師父座下皈依三寶。

在十八天的參訪行程中，巡禮團共走過雲南的昆明、雞足山、大理，四川

的成都、峨眉山、樂山及西藏的拉薩，參訪了多處佛教聖蹟。聖嚴師父回到

紐約東初禪寺後，將此次朝聖之行的所見所思寫成《行雲流水》一書，於

1993年12月由東初出版社出版。這是師父第三度訪問中國大陸。

1988年，聖嚴師父首度返回中國大陸做一趟為期十九天的探親之行，除了

到江蘇探親外，並走訪了河南、陝西、北京等中國佛教的源頭所在；1991年4

月二度訪問中國大陸，目的是為考察中國佛教的古建築，做為建設法鼓山的

參考，以二十一天的時間，參觀了北京、甘肅、山西等地共三十多處佛教道

場，並特別參觀了幾個著名的佛教石窟。

4月8日

4月9日

4月10∼11日

4月12日

4月13日

4月14日

4月15日

4月16日

4月17日

4月18日

4月19日

4月20日

4月21日

4月22日

4月23日

4月24日

4月25日

中國大陸佛教聖蹟巡禮團行程一覽表



200

19
89
�2001

04.24

本日晚上，「法鼓山大陸佛

教聖蹟巡禮團」於四川成都飯

店，召開最後一次全體會議。

與會者由各車派代表二位，加

上出家眾的一組，共有九位代

表，就「提昇人的品質」與

「建設人間淨土」二項主題，

提出各組綜合報告。因連日勞

累而身體微恙的聖嚴師父，也

出席會議並做開示。

各組報告是從這次聖蹟巡禮

的過程中，就每一個人的所

見、所聞、所思、所行，配合法鼓山的理念來談，每位的報告都非常誠懇和

深入。聖嚴師父開示時表示，我們的責任重大，要知道「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若台灣居士的道心不夠或弘法法師不足，台灣各佛教事業也將會變質。

所以，我們一定要推行法鼓山的理念，讓人間淨土的理想確實實現。

1990年，聖嚴師父率領印度朝聖之旅時，曾對團員們開示三個心──菩提

心、智慧心、懺悔心，這次再度以三個心──信心、願心、恆常心勉勵大

家。師父並進一步說明，大家回台灣要有堅固的「信心」：信三寶，信師

父，信法鼓山的理念；朝聖之後要發大悲的「願心」，願盡形壽實踐法鼓山的

理念，願盡心盡力推動法鼓山的共識，願自利利他促成人間淨土的早日實

現；發不退轉的「長遠心」，不論遇到什麼情況，絕不中止對法鼓山的護持，

不論發生什麼情況，絕不放下法鼓山的理念。

04.27∼05.02

4月27日至5月2日，聖嚴師父應美國南加州佛學聯誼會之邀，前往洛杉磯進

行四場演講弘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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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晚上，應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中國學會之邀，以

「禪與生活」為題，做了一場演

講，內容包括三個子題：一、什麼

是禪，二、生活的範圍，三、禪與

平常生活。

4月28日晚上，應加州大學爾灣

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中國學會之邀，演講「禪

與悟」，內容包括四個子題：一、

禪定的種類，二、佛教的禪定，

三、悟境的種類，四、如何開悟。這二場講座均以中英文進行，因此有不少

西方人士聆聽。

5月1日晚上，於洛城中國文化服務中心演講「禪法與人生」，對象以當地華

僑人士為主，約有四百多人參加，會後並有118人皈依三寶。5月2日晚上，於

李秋頻居士府上主持一場洛城護法會聯誼會，約有四十多人與會，聖嚴師父

詳細說明了法鼓山的理念與共識，並指示大家如何做好以佛法來自我提昇及

關懷他人。師父結束洛城的弘法行程之後，於5月3日返回紐約東初禪寺。

05.23 

紐約東初禪寺本日舉行浴佛法會，約有六百位東、西方人士參加。會中，

除了浴佛及供佛儀式外，尚有聖嚴師父主講的二場開示及高齡八十三歲的貴

賓李恆鉞長者致祝賀詞。

聖嚴師父在會中以皈依三寶詞為大眾祝福，指出三寶的意義即是全部的佛

教；並說明紀念佛誕的三重勝義：第一重勝義，是以浴佛紀念釋迦牟尼佛的

誕生。第二重勝義，象徵我們當以佛法的理論及方法之水，來為各人的身口

意三種行為，不斷地沐浴除垢，以淨化自己、淨化社會、淨化世界。第三重

勝義，是學習佛的無限心量，包容眾生而成就眾生，這正是今日全世界人類

都很需要的和平與和諧。

下午，聖嚴師父以「坐禪對於身心的利益」為題做了一小時開示。師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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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代人的生活步調太快速，使得內心失去平衡，情緒不穩。雖然坐禪的

方法及理論可以開悟，但這是禪修最高目的，不一定人人可得；然而只要經

常坐禪，就能夠當做情緒爆發時的避雷針，這是非常實際且很快便能實現。

聖嚴師父演講結束後，由東初禪寺二十多位信眾組成的合唱團，為來賓獻

唱佛曲，令現場人士法喜充滿。

05.24

本日，聖嚴師父第三度應邀訪問美國密西根大學安娜堡分校（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於該校進行一場演講，約有三百多名師生及附近居民

聽講。

晚上，聖嚴師父於該校勒克漢大廈（Rackham）四樓大演講室，演講「做為

禪師的條件」，內容包括正確的知見、修證的經驗、正統的傳承、福德因緣、

善巧方便等五個子題，由該校教授羅培茲（Donald S. Lopez）擔任引言，堪薩

斯大學（Kansas State University）教授丹．史蒂文生（Dan Stevenson）擔任英

語翻譯。師父表示，這場演講的目的，不在鼓勵聽眾成為禪師，而在指導聽

眾如何選擇明師，親近修學禪法。

聖嚴師父此行，另有一項目的，由於密大與中華佛學研究所將於1995年6月

合辦「戒律與現代化問題」國際佛學會議，該校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師父

特地前來參加。

05.27

1992年10月成立的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本日首度舉行會員聯誼會，聖嚴

師父親臨主持並開示，約有一百二十多人參加，會後有二十五人皈依三寶。

聖嚴師父於開示中，首先提及到美國弘法的緣起、修行、教學過程等；接

著講解「四眾佛子共勉語」，讓每位與會者都知道如何將佛法應用在日常生活

中。師父並提醒將來護法會運作時可能會遇到的困難，期勉大家：「做一

天，算一天；做不到，不焦急；慢慢來，不放棄。」在場的會員都感受到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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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的遠見和處理事務的智

慧。

新澤西州聯絡處的成

立，是由當地規模最大的

紅 木 傢 俱 公 司 （ S i n o

Furnishings）負責人李果照

夫婦所發起，他們長期以

來從《法鼓》雜誌及聖嚴

師父的著作中，編寫印發

各種中英文宣品，積極推

動護法、弘法的工作。

05.28∼06.04

5月28日至6月4日，聖嚴師父於紐約東初禪寺主持第六十次禪七，參加人數

是該寺的最大容納數──三十六人，其中有四位來自歐洲。

禪眾中，有二十位具碩士以上程度，其中來自英國的約翰．克魯克博士

（John H. Crook），二年前曾為聖嚴師父編寫《用扇捕羽》（Catching a Feather

on a Fan）一書，由Element Books Ltd.出版。瑞士籍的麥克斯．凱林（Max

Kalin）醫師，去年（1992年）到紐約打過一次禪七後，已將師父的《信心銘》

（Faith in Mind）譯成

德文，準備將來在德

國出版。

此次禪七，聖嚴師

父每晚開示的講義是

採用《禪門修證指要》

中的〈博山禪師參禪

警語〉。圓滿日當天，

師父為克魯克博士舉

行簡單隆重的傳法儀

式，法名「傳燈見

諦」，傳承臨濟宗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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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法脈，這是師父第二位外籍傳法弟子。

克魯克博士學佛三十多年，三年前受到聖嚴師父的嚴格考驗而獲得印可，

1989年在英國成立了「西方禪坐會」（Western Chan Fellowship），已有四次主

持禪七的經驗。

06.20

本日，紐約地區的護法信眾於東初禪寺召開年會，會中正式成立法鼓山護

法會紐約聯絡處，展開勸募、關懷、助念等活動，成為繼洛杉磯、新澤西州

及佛羅里達州聯絡處之後，護法會在美國的第四個聯絡處。

在此之前，紐約地區的護法信眾曾於5月16日在東初禪寺召開美國「法鼓山

護法會」籌備說明會，共有三十多人參加，聖嚴師父特別出席該說明會，並

於開示中談到，4月前往中國大陸朝聖，目的即是為了法鼓山理念的推動和共

識的凝聚。師父並提到，目前印度和中國大陸的佛教，受到各種外在環境影

響，已經十分沒落。而台灣的佛教本身也很脆弱，主要是過去沒有培養人

才，如今只能靠若干法師們個人的聲望來號召推動。所以，我們必須積極栽

培大量佛教人才，這也是建設法鼓山的目的。而護持法鼓山的理念，必須先

由自己做起，再擴大影響周遭的人。

經過聖嚴師父於籌備說明會的指示後，紐約地區護法信眾遂於召開這次年

會時，正式成立紐約聯絡處，積極展開各項活動。同時也正式向美國政府申

請合法的團體許可，以便長期運作。

09.17∼19

本日起一連三天，由香港四十多個佛教團體發起舉辦的第七屆「此岸彼岸

弘法會」，邀請聖嚴師父於灣仔伊莉莎白體育館弘講「《觀世音菩薩普門

品》」，平均每天約有三千五百多人參加，最後一天並有一百多人皈依三寶。

此次聖嚴師父赴香港弘法講經，台灣地區的信眾特地組成「法鼓山萬行菩

薩聽經團」，一行八十四人於16日專程前往香港，目的除了聆聽師父的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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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向港九地區的會員報

告法鼓山的分期籌建計

畫及目前施工進度。

聖嚴師父甫抵香港，

便在弘法會主席暨香港

菩提學會創辦人永惺法

師及丁珮居士的迎接

下，於機場召開記者

會，說明此次來港弘法

的目的。

17日，因貝姬颱風過

境，港九地區停止上

班、上課。白天時，聽經團於下榻的旅館舉行聯誼活動，向當地信眾說明法

鼓山的共識，由多位團員上台分享勸募及修行心得，場面溫馨感人。

第一場佛學講座於17日晚上八點舉行，雖然颱風剛過，會場依然湧入三千

五百多人聽講。三天講座中，聖嚴師父以清晰的條理、幽默的口吻、深入淺

出的譬喻方式，向聽眾演說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的願力及不可思議的功德。

第三天下午，聖嚴師父於伊莉莎白體育館舉行一場皈依儀式，共有一百多

人皈依三寶。當晚佛學講座結束時，師父本著來香港是為結緣而非化緣的心

態，將當地信眾供養的十萬港幣，分別捐給主辦單位「此岸彼岸弘法會」和

當地的慈善機構。永惺法師代表接受時，當場表示將把這筆款項捐給此次風

災的受難者。

在返台的早餐會中，聖嚴師父再度提示聽經團團員，務必時時以觀世音菩

薩的悲心與願力自我期許，以達到法鼓山「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

的理念，方不辜負此行。

10.23

聖嚴師父於10月14日自台灣飛抵紐約後，隨即在美國地區展開弘法行程。

其中，23日於紐約華埠最大的集會場地「中華公所大會堂」，進行一場大型演

講，場內原本只有五百個座位，擠入了近七百位聽眾，是歷年來紐約地區華

人佛教界的一大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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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演講主題為「從禪的立場談提得起放得下」，現場並有粵語翻譯。聖嚴

師父首先點出一般人是「提不起，也放不下」，尤其是提不起責任、義務、意

志及毅力。其次，講佛教徒當要「提得起，放得下」，包括提起去惡行善的

心、上求下化的心、一切眾生的事；放下爭名奪利的心、成敗得失的心、自

我成就的心。接著，講「有提有放」與「提放自在」，因果循環的信念要提

起，因緣聚散的現象要放下，因有慈悲心所以提得起，因有大智慧所以放得

下。地藏菩薩說「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是提得自在；

《金剛經》說「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是放得自在。

演講全程歷時二個小時，會後並舉行一場皈依儀式。

10.29∼11.04

10月29日至

11月4日，聖嚴

師父應邀前往

南 美 洲 的 巴

西、巴拉圭及

阿根廷，為新

落成的中觀寺

主 持 開 光 儀

式，並指導初

級禪坐及進行

多 場 專 題 演

講。師父的到

來，受到當地

人士及華僑界的熱烈歡迎。

位於巴西第一大都會聖保羅市的中觀寺，係該市第一座大型的佛教道場，

由原任台灣獅頭山元光寺住持普獻法師負責勸建，當地華僑信眾共同助成。

10月29日慶典前，由聖嚴師父及巴西國會議員兼交通部長代表該國總統共同

剪綵，並與中華民國駐巴西代表顏秉璠共同啟鑰。當天晚上，師父應聖保羅

大學（University of San Paulo）東方語文系與中觀寺之邀，於中觀寺大雄寶殿

演講「禪的知與行」，介紹禪宗根源、理論及實修、禪定的層次及現象等，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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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法深入淺出地介

紹 給 當 地 人 及 華

僑。現場安排有葡

萄牙翻譯，約有四

百多人聽講。

30日晚上，聖嚴

師父以華僑信眾為

對象，於中觀寺演

講 「 佛 教 的 人 生

觀」，精簡地介紹佛

法是以人為化度對

象，主張人成即是

佛成，以及三法印、十二因緣、五戒十善、四聖諦等義理。

11月1日，聖嚴師父應邀至巴西和巴拉圭交界處的福斯市（Foz de Iguazu），

為華僑信眾演講「禪如何用於日常生活」，內容講述善惡、空有、自我與無

我、放下身心、淨化社會等。

2日，聖嚴師父應位於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市的中觀寺住持宏澤法師

之邀，於該寺演講「佛教的人生觀」，與當地信眾結法緣。

3日晚上，聖嚴師父應阿根廷薩爾瓦多大學（University of Salvador）東方語

文系之邀，於該校演講「禪如何用於日常生活」。由於當天阿根廷各大報均刊

出師父的演講訊息，以致前來聽講的民眾十分踴躍，走道及講壇都擠滿了

人。翌日，師父再為阿根廷的華僑信眾演講「修行及閱讀經論」。這是當地自

去年（1992年）達賴喇嘛前往訪問之後，再一次的佛教弘化熱潮。

11.09

本日，聖嚴師父應美國亞歷桑那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東方研究

系之邀，於該校進行二場演講活動。

上午，聖嚴師父以「從禪的立場看天台的止觀」為題，於詹密羅教授

（Robert M. Gimello）的課堂上，為二十多位研究生上課。師父以學術的方式

闡述止觀的最高層次是「止觀均等」，也就是《六祖壇經》所說的「即定即

慧」。天台止觀分漸次、不定、圓頓三類，圓頓止觀又分常坐、常行、半行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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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非行非坐四種三昧，禪宗相當於圓頓止觀的非行非坐三昧。師父指出，

從禪的立場看天台止觀，理論雖好但修成不易。

晚上，聖嚴師父則於該校公開演講「佛教對現代精神生活之貢獻」，由詹密

羅教授主持。師父於演講中指出，人生的目的是為償債及還願而來，說明人

的生活便是負責任、盡義務；只要發願努力，必定會自利利人，這便是佛教

對現代精神生活所提出的建議及呼籲。

11.15∼16

本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二度應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東

亞研究部之邀，前往該校進行二天訪問活動。

15日，聖嚴師父於該校各宗教的共同教室，以「為何修學佛法」為題，為

該校師生做了一場演講。內容包括佛法的包容性、佛法的因果觀及因緣觀、

佛法的三解脫門、佛法的智慧及慈悲、佛法的禪定等。

16日上午，聖嚴師父於該校中國同學會佛法社吳佩勳居士家中，為留學生

舉行皈依儀式。下午，針對該校二十多位研究生做了一場學術性的演講，主

題為「以《法華經》為基礎的修行法」。

聖嚴師父首先舉出佛經中常見的修行法，並將之分為有禪觀的三昧行、懺

悔發願行、聞持讀誦行、苦行的精進行，以及解說及寫經等方法，而這些均

含攝在《法華經》中；師父並進一步談到其他如天台宗及日本日蓮宗等不同

的修行法。

11.17

本日下午，聖嚴師父應美國賓夕凡尼亞州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宗

教系研究所之邀，首度前往該校演講，由該系傅偉勳教授及擔任天主教思想

課程的史維德教授（Leonard Swidler）共同主持。

這場演講的主題為「禪的智慧──知與行」，聖嚴師父闡明禪的智慧是：

一、現實和踏實的，二、直觀絕觀而非思辨的，三、由無求無相而安心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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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四、因應時空對象而做的

靈活實用，五、日常生活處處

現成，六、超越自我。

這場演講吸引了不少師生到

場聆聽，於該校擔任日本佛教

課程的日籍教授長友繁法、來

自台灣佛光山的留學僧慧開法

師、《人生》雜誌前主編陳美

華等人，都一同在會場接待聖

嚴師父。

12.04

本日，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為該州華人社區的佛教徒，於羅格斯大學

（Rutgers University）工程館舉辦一場演講，聖嚴師父出席主講「從佛教談人

生價值」，由該校宗教系教授于君方擔任引言，仁俊長老亦蒞臨聽講。雖然寒

風勁雨不停，仍有不少人從賓州、紐約州開車二、三小時前來，約有一百五

十多人參加。

主辦單位在演講之前，首先播放一卷「法鼓悲願」錄影帶，介紹聖嚴師父

對佛教界的貢獻、在美國的影響及法鼓山的理念；接著，由于君方教授講述

她研究佛教的心得，並介紹師父的苦學、苦修及在美國指導西方人士禪修打

坐的緣起和成就。

原先預定二小時的演講，

由於天候及交通關係，聖嚴

師父抵達現場時，演講時間

只剩一小時，師父依然從容

不迫，簡潔扼要地把演講內

容一一解釋清楚，包括佛教

的人生方向、佛教與人生價

值、自利利他的人生價值

等，讓現場聽眾在最短的時

間內有最豐富的收穫。





1994年為法鼓山「禮儀環保年」，聖嚴師父繼去年（1993年）加強推

行「心靈環保」後，再度提出「禮儀環保」的新觀念，希望從個人的觀

念淨化，到身、口、意三儀的清淨，進一步推廣到社會上各項儀典的簡

約，以落實惜福的精神，恢復禮儀應有的精神與內涵。

法鼓山據此理念推展一系列的活動，上半年度工作重點著重在觀念的

宣導；下半年度則將觀念化為行動，期藉由活動的舉辦，為社會大眾做

一良性示範，建立社會良好風俗。

首先在2月18日，於農禪寺舉辦一場「建設人間淨土」新春園遊會，以

宣揚心靈、生活、禮儀環保為主題，活動內容包括多媒體展覽、義賣、

千人皈依大典等。

下半年度，7月聖嚴師父在農禪寺演講「禮儀環保的理念和做法」，為

一連串的活動揭開序幕。接著，與內政部等相關單位合作，共同舉辦佛

化聯合祝壽、佛化聯合奠祭、佛化聯合婚禮等三項活動。

其中，佛化聯合奠祭主旨為闡明佛化的喪葬，是一件莊嚴隆重的佛

事；佛化聯合祝壽則不鋪張、不殺生、不勞累，讓老菩薩的壽星們感覺

活得有意思，活得有希望；佛化聯合婚禮則主張佛化婚禮便是佛化家庭

的起始點。

同時，《人生》雜誌也配合本年度主題，舉行了三場座談會，邀

集各界學者、專家與聖嚴師父座談，期能藉由觀念宣導及活動

的舉辦，讓社會大眾學習在日常生活中落實生活、禮儀、心靈

的環保。

自本年起，法鼓山每年定期舉辦佛化聯合祝壽、佛化聯合奠

祭、佛化聯合婚禮三項禮儀環保活動，以持續推動淨化人

心、淨化社會的理念。

本年度重要的事件，還包括：聖嚴師父電視弘法節目「大法

鼓」於華視開播、台北安和分院落成啟用、大專青年學佛會成立等，均

於理念的推動上產生深遠的助益。



1

歷時七年，彙集聖嚴師父四十多年來的弘法著作而成的《法鼓全集》，本月

由東初出版社出版。

《法鼓全集》全套七輯計四十一冊（含總目錄一冊），內容包括佛教史學、

戒律學、佛學入門、佛學問答、宗教學、禪學、文學、自敘傳、遊記、悼

文、書評及碩、博士論文等，是一套通俗性、學術性、實用性、時代性、人

文性的佛學叢書，既是理論的，更是實踐的；既是知識的，也是趣味的。

其中，有幾種中英文著作已被東西方各國出版界譯成越南文、日文、德

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及捷克文。有幾種則被中國大陸以簡體

字在內地大量印行流通；發行量最多的，已達百萬冊以上。

《法鼓全集》，是聖嚴師父數十年來求學、研究、教學及對佛法的解、行、

體悟，述之於文字的所有著作彙整重新編輯而成。原本計畫於師父六十大壽

（1990年）時出版問世，由於因緣障阻，人事更動頻繁而延宕至今。

四十多年來，聖嚴師父在忙碌的弘法行程中，著述不斷。但因諸多著作出

版時間不一，版本也不盡相同，加上發行的出版社不同，使得有心研讀的讀

者很難一窺全貌。有鑑於此，東初出版社從七年前開始著手整理師父的中、

日、英文的著作，重新校訂、編排，使讀者能夠有系統地鑽研及保存流傳師

父的所有著

作。日後師

父的新書，

亦會視其性

質類別逐一

編入。

212

19
89
�2001



創 辦 人 語

213

19
9
4

國
內
篇



214

19
89
�2001

Dharma Drum Element Ubaldini

Editore-Roma

1988



1990

1989

6

7

1982

Dharma Drum Publications 1989

3

1990 9

215

19
9
4

國
內
篇



01.07∼08

由中華慧炬佛學會主辦、信誼文教基金會協辦的「佛教社會福利與現代社

會」國際會議，本日起一連二天，於台北新知藝術生活廣場舉行，聖嚴師父

應邀發表主題演講，共有十七位中外法師、學者與會並發表論文。

聖嚴師父於演講中指出，佛教的根本功能是弘法利生，利益眾生的方法有

多種層面，其中物質的問題比較容易解決，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使得社會大眾

的心有所寄託。

對於現今社會的人類世界漠視正確的因果觀念，以致造成個人都只圖眼前

利益，罔顧全體長遠利益的現象，對此，聖嚴師父再次提出「心靈環保」的

重要性，建議提倡全面教育，落實整體關懷，以搶救失序的社會倫理，並建

立正確的因果、倫理觀念，才是正本清源、標本兼治的社會福利工作。

01.30

由法鼓山文教基金會主

辦、全省六十多個民間團體

共同協辦的「惜福、培福、

造福」清潔日活動，本日於

台北、基隆、桃園、宜蘭、

台南、高雄、屏東等全省十

四個定點展開，共約五千多

人參與。

當天上午，聖嚴師父特別

前往關渡大自然公園、象山

中強公園等北區五個地點，

關懷、感謝菩薩們的辛勞。

師父於開示中表示，清潔日的意義不僅在於外在環境及內在心靈的垃圾清

理。今後更應進一步朝著每個月一次清潔日，到每週一次清潔日，最後達到

天天是清潔日的目標，使其精神意涵能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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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活動，以清潔社區環

境、公園、街道等公共場所

為主。其中最特別的二處

為：台北中正萬華區的惜福

活動，舉辦資源回收及舊物

交換；以及宜蘭地區的造福

活動，為公園花木名稱標示

和認養。各地活動，總計所

清潔的垃圾量達三萬公斤，

紙量六千二百公斤、鐵罐一

千五百公斤、塑膠類四百公

斤，並回收大量的保麗龍、保特瓶、玻璃等。

這是法鼓山首次舉辦這項活動，目的是希望能拋磚引玉，引起社會大眾對

環保的重視，以落實聖嚴師父「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

02.13

每年由中國佛教會主辦，各寺院道場輪流承辦的佛教諸山長老新春團拜，

今年由法鼓山承辦。團拜活動本日於農禪寺隆重舉行，共有125位高僧大德出

席。這項活動，是東初老人於三十多年前所發起。

此次新春團拜由國大代表明光法師擔任主持人，世界佛教僧伽會長悟明長

老、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心長

老、靈根長老、戒德長老主持拈

香儀式。內政部部長吳伯雄、社

工會主任鍾榮吉亦親臨參加，二

位皆盛讚佛教界對淨化社會人

心，促進社會安定的貢獻。

今年正好是法鼓山的「禮儀環

保年」，聖嚴師父於會中表示，

平日各化一方的佛教諸山長老大

德今天能齊聚一堂，行禮如儀，

對帶動整個社會的禮儀風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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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非同凡響。師父與現場的貴賓們分享道，法鼓山多年來秉持東初老人的精

神，積極推動心靈環保、自然環保、生活環保、禮儀環保，以落實淨化人心

和淨化社會的整體關懷。

02.14∼16

法鼓山繼於去年（1993年）9月下旬首次舉辦「《維摩經》生活系列講座」

後，本日起一連三天，再度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此項系列講座，由聖嚴師

父主講，共約六千多人聆聽。

聖嚴師父過去講經都是整部逐句講說，現在嘗試根據主題、節錄經文來詮

釋《維摩經》，這種將佛經與生活結合的方式，正符合當今社會的需要，現場

聽眾迴響熱烈。

演講之前，主辦單位特別安排台北市立國樂團指揮陳中申笛子演奏、東吳

大學音樂系教授郭南菁鋼琴彈奏、法鼓山合唱團等節目演出。

第一天的演講主題是「《維摩經》與心靈環保」，聖嚴師父強調，心靈環保

無他，便是六波羅蜜──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第二天的演講主題為「《維摩經》與慈悲喜捨」，聖嚴師父指出，慈悲喜捨

就是六波羅蜜中的「布施」。法鼓山「四眾佛子共勉語」有「布施的人有福，

行善的人快樂」，就是慈悲喜捨的精神。師父並幽默地說：「我打禪七時也會

腳痛，但是為了讓打七的弟子生起信心，寧願布施痛的腿來成就別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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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維摩經》中所說：「有所饒益，歡喜無悔。」

最後一晚講「《維摩經》與人間淨土」，聖嚴師父期勉大家：「要珍惜我們

所處的凡夫世界，因為自己經歷苦、知道苦，所以能知別人的苦，能除別人

的苦。故知這個世界能使凡夫成為菩薩，人間淨土也是由凡夫而建立起來。」

這場講座是由法鼓山文教基金會主辦，金車教育基金會等單位協辦，雙鶴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等贊助，華視全程錄影。

本系列講座內容，與1993年9月的三場系列演講內容，之後集結出版成《修

行在紅塵──維摩經六講》一書；同時將六天演講內容，製作成六輯卡帶

（每輯二卡）發行。另外，為方便讀者攜帶閱讀，並於1999年10月至2000年3

月出版為《隨身經典》系列。

02.26

由台中分院主辦，文英文教基

金會、台中世貿聯誼社協辦的

「如何以禪法協助企業界的創新」

中區企業界座談會，本日晚上於

台中世貿聯誼社舉行，由聖嚴師

父主持，約有近百位企業界人士

參加，台中市市長林柏榕亦蒞臨

與會。

會中，企業家們紛紛提出如何

安定身心、如何修禪、如何降低

員工流動性及佛教的企業經營理

念等問題，請教聖嚴師父。

聖嚴師父強調，禪法的精神是積極進取的，且不論成敗，而以努力的過程

為成果，並以此經驗再出發、再創新。師父進一步指出，將禪的精神運用於

企業有二個面向：一是個人禪修，以調息、調心達到身處繁忙之中而能心平

氣和，進而開發慈悲智慧及生命的潛能。二是在企業結構上，首先要有企業

理念，並給予員工教育訓練，使員工瞭解管理與被管理者為生命的共同體，

而能一起為理念努力。如此，自然減低員工流動率，穩固企業結構，進而開

創企業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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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6

本日下午，台

中分院於台中市

國光國小國光堂

舉辦一場「中區

會員新春聯誼

會」活動，聖嚴

師父親臨關懷，

約有八百多人參

加。

會中，聖嚴師

父於頒發三十二

位新勸募會員證

後，開示期勉大

家，學佛要福與慧雙修，並廣結善緣。師父並再次說明「四眾佛子共勉語」

的內涵及各種環保理念，結束後主持一場皈依儀式，約有四百多人皈依三

寶。

這場活動除了進行會務報導，並安排了台中市合唱團的佛曲演唱、小菩薩

的舞蹈表演、勸募心得分享、法鼓山簡介等節目，期能在溫馨、輕鬆的氣氛

中，引領會員更加瞭解法鼓山的理念，共同推廣佛法，成為自利利他的菩薩

行者。

03.14  03.17

3月14、17日二天，聖嚴師父分別應台北政治作戰學校及中壢中央大學之邀

前往演講，向二校師生介紹心靈環保。

在政戰學校的演講中，聖嚴師父以「心靈環保」為主題，談到環境本身不

會製造任何污染，而是人類所造成的；而環境又離不開人的「心靈」，如果人

們的「心靈」清潔，我們的物質環境就不會受到污染。師父在演講中，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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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法及生活上的體驗，談到六個重要觀點：人要有方向感、對任何事應全

力以赴而不強求結果、以奉獻自我做為努力的原動力、以利他的存心來達成

自利的目的、從整體大局著眼，從個人的成長著手，以慈悲包容人、以智慧

處理事。

在中央大學的演講中，聖嚴師父以「心靈環保──淨心與淨土」為主題，

談及環境的淨化是治標，人心的淨化才是治本，對此，師父提出了三個觀

念：用奉獻來代替爭取、以惜福來代替享福、以因果的觀念來面對現實，以

因緣的觀念來努力以赴。師父表示，人心淨化之後，環境一定會淨化，人間

淨土也就可以實現。

03.17

中華佛學研究所與

日本駒澤大學佛教學

部本日簽訂學術交流

合作計畫，由聖嚴師

父與該校佛教學部部

長田中良昭代表簽

約，日後雙方將積極

推展佛教教育活動，

交換師生、出版品及

舉辦學術會議等。

聖嚴師父於致辭中

指出，駒澤大學是由

日本曹洞宗的教團所

成立，和師父所承續的法脈同屬曹洞宗，彼此的淵源相當深厚，因此這次的

締約，意義格外殊勝。

田中部長在致辭中，除扼要介紹駒澤大學的創校緣起、發展沿展、學校規

模概況外，並對這次能與中華佛研所簽署合作計畫，深表欣喜與榮幸。

整個簽約儀式，在聖嚴師父致贈駒澤大學佛教學部《法鼓全集》、《東初老

人全集》，田中部長致贈該部所出版的學術研究紀要、論文集之後，畫下圓滿

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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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8∼20

本日起一連三天，於農禪寺舉辦「法鼓山義工幹部菩薩研習營」，共有141

人參加。

聖嚴師父在開示中表示，舉辦這項活動的目的，是希望各會團幹部菩薩能

夠深入瞭解法鼓山的理念而加強共識、統一步調，並朝著共同的方向互助合

作。師父並希望大家在這三天中能放鬆身心、相互學習，多聽、多看。

研習營中，除了規律的作息之外，主辦單位並安排了林孟穎居士演講「雲

路茫茫，何處是兒家」、護法會副會長陳嘉男演講「領導與管理」、溫天河居

士介紹聖嚴師父閉關時期的奮鬥歷程、姚重志居士演講「協調與溝通」等課

程。

此外，並有果暉法師的班歌帶唱，以及禮儀環保的示範與演練等輕鬆的課

程，帶動全場活潑的氣氛。

03.26∼27

聖嚴師父應南部各界之邀，本日南下台南弘法二天，分別出席一場企業家

座談會及信眾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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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聖嚴師父於台南市立文化中心，與一百多位企業家進行座談，台南

市議會議長方金海、《中華日報》副社長郁振階亦與會致辭。

座談會中，與會的企業人士紛紛就經營企業時所遇到的困難，向聖嚴師父

請教。例如針對勞資糾紛問題，聖嚴師父表示，企業主與員工不應是對立

的，而是生命共同體。資方只要以眾生皆平等的心經營企業，提供勞方一個

安全、愉快的工作環境，員工便會自愛。師父期勉企業家們，掌握、活用

《金剛經》的「無相」精神，因為「無相」即是空，空即是變，只要抱持著求

新求變的經營理念，即可化危機為轉機，企業便能永續經營。

27日下午，聖嚴師父則前往台南二中禮堂，出席一場信眾聯誼會，約有一

千八百多名來自台南、屏東、高雄、嘉義的信眾參加。會中，師父除了頒發

新勸募會員證及開示外，並主持一場皈依典禮，約有六百多人皈依三寶。

04.03

針對社會上層出不窮的兒童失蹤事件，引起大眾普遍的關注，婦幼節前

夕，法鼓山特別與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於農禪寺舉辦「失蹤兒

家庭聯誼祈福會」，為失蹤兒的家庭祈福，約有四十位家屬參加。

會中，與會父母談及孩子失蹤時的情況及失蹤後的家中變化，每每聲淚俱

下，對一時的疏忽自責不已。

聖嚴師父以自己從小離家，音訊全無，年老後返家，獲知父親臨終時仍念

著他的名字為例，表示能深刻體會失蹤兒父母內心的感受。師父希望大家發

現孩子失蹤時，不要心慌

意亂，首先要報警，然後

念觀世音菩薩。除此，要

用理性、理智的方式，蒐

尋管道，怨恨、自責於事

無補。若發現孩子為他人

所扶養，和扶養家庭已建

立感情，要讓孩子擁有二

個家庭的愛。

最後，聖嚴師父呼籲社

會大眾，留意周遭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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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幫忙提供線索；並抱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菩

薩精神，對失去父母的兒童付出關懷，及對兒童福利付出心力及時間。

04.10

本日下午，宜蘭辦事處於宜蘭縣

立文化中心三樓會議廳，舉辦一場

主題為「佛法．禪修．生活．企

業．教育」的東部地區社會菁英座

談會，聖嚴師父出席與會，和七十

位來自宜蘭、花蓮、台東的社會各

界菁英座談。

座談會中，與會菁英針對目前台

灣青少年犯罪率高升、倫理失序、

社會結構變遷、學校教育缺失、環

境生態等諸多問題，提出個人的疑義或想法，討論相當熱烈。

聖嚴師父以佛法的觀點，一一為大家解惑，師父風趣、幽默又睿智的回

答，讓人如沐春風，會場氣氛活潑、熱絡。

這次座談會，是由宜蘭辦事處義工林素珠、第一眼內兒科吳光芳醫師、宜

蘭縣政府農業局局長許南山共同統籌，贊助單位包括了慈雲素食餐廳、曼陀

羅花藝中心、榕樹下佛教文物中心、美羅電器公司、豐野花藝等。

05.02

中國大陸江蘇焦山定慧寺住持茗山長老在汐止彌勒內院寬裕長老陪同下，

本日至農禪寺訪問。

茗山長老一行上午先至中華佛教文化館參觀，於三樓祖堂禮祖後，隨即參

觀中華佛學研究所，由董事今能長老、方甯書所長等人帶領介紹。結束後，

轉往農禪寺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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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聖嚴師父正在國外弘法，全程由

今能長老代表接待，並贈送《東初老人

全集》、《法鼓全集》及捐贈十萬元予

定慧寺。茗山長老則回贈其於文革期

間，親筆抄錄的《大佛頂首楞嚴經》及

《茗山文集》，場面溫馨、莊嚴。

焦山定慧寺為農禪寺開山和尚東初老

人的祖庭，先後於此住錫十五年，並曾

擔任定慧寺方丈二年，茗山長老為其法

子。聖嚴師父於1988年訪問中國大陸

時，特將老人一部分的舍利恭送至焦山，並為其建塔供奉，做為永久紀念。

07.09∼13

為培養策畫人才與輔導員，本日起一連四天，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於基隆月

眉山靈泉禪寺舉辦「佛教青年營隊幹部訓練營」，約有六十多人參加。

這次幹訓營的內容，希望學員透過親身參與創作，能學習到團康活動、課

程設計、輔導組織等方法技巧。其中，最令學員印象深刻且受益頗豐的課

程，當數由王寶星、洪龍男二位老師所帶領的潛能開發課程，該課程帶領學

員透過肢體動作，引導大家從彼此陌生到認識，繼而開放自己、放下分別

心，和團員融洽相處。

在活動的第二天，雖遇上提姆颱風來襲，造成營區數度電源中斷，戶外棚

架也因風雨過大而吹落倒塌，但工作人員與學員們皆不畏風雨，齊心護持營

區，反而更增加彼此的凝聚力，並且讓活動得以順利、圓滿。

07.10∼10.30

為達到「經驗分享，相互學習，一起成長」的目的，並加強勸募會員對法

鼓山理念的認識，以充實勸募技巧，自7月10日起，護法會於台北縣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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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桃園、新竹、宜蘭、花蓮、台中、嘉義、台南、高雄、屏東等地舉辦了

十四場「勸募會員研習會」活動。

首場研習會的對象為台北北投、淡水地區的勸募會員，聖嚴師父出席開示

勉勵大家，要好好利用這個機會分享彼此的經驗，相互學習，一起成長。同

時藉著勸募工作，以佛法來關懷大眾，這才是法鼓山的鼓手。

舉辦這系列研習會的緣起，來自於聖嚴師父對全體勸募會員的關懷。師父

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與義工服務過程中，也不要忽略了修行與成長，如此

才能更有效率地達成福慧雙修、利益眾生的菩薩萬行。

為了配合這一系列的活動，護法會特別於活動前的6月12、18、25日三天，

在農禪寺舉辦主持人研習會、全省講師訓練及大台北地區小組長培訓，共約

二百五十多人參加。

07.17

法鼓山將今年定為「禮儀環保年」，

上半年度著重在觀念的宣導，下半年度

則將觀念化為實際行動，與內政部等相

關單位合辦系列活動，期為社會大眾起

示範作用，建立社會良好風俗。

首場演講活動本日上午在農禪寺舉

行，由聖嚴師父主講「禮儀環保的理念

及做法」，內政部部長吳伯雄闔家、前

行政院主計處主計長于建民、民政司司

長鍾福山等均蒞臨聆聽。

聖嚴師父於演講中指出，法鼓山推動禮儀環保活動不是為了作秀，也不是

為辦活動而辦；更不是今年推出、辦完就沒有了，而是會為了推動這個理

念，持續不斷地辦下去，讓大眾接受法鼓山所倡導的理念及做法。

聖嚴師父進一步表示，想淨化人心、淨化社會，必須先從淨化禮儀開始。

法鼓山將和內政部共同推動三項禮儀環保活動，分別為佛化聯合奠祭、佛化

聯合祝壽及佛化聯合婚禮，並印製各項禮儀環保手冊，推廣日常生活禮貌，

改善不切實際的習俗儀軌，將心靈環保的理念真正落實在生活中，朝「提昇

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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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環保年」系列活動，首場由聖嚴師父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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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

7月26日

8月9日

9月6日

9月26日

9月28日

10月4日

10月22日

專題演講：禮儀環保的理念及做法

座談會：當前台灣喪葬禮儀的省思

與改善

佛化聯合奠祭

座談會：從祝壽談如何關懷年長者

講座：談如何建立美滿的婚姻

佛化聯合祝壽

座談會：從婚禮談幸福美滿的婚姻

佛化聯合婚禮

農禪寺

台北

來來大飯店

台北第二殯儀館

安和分院

農禪寺

農禪寺

安和分院

農禪寺

法鼓山禮儀環保年系列活動



07.23∼25

為加強國際

學者對佛教與

中國文化的瞭

解，並闡揚佛

教與中國文化

的關係，由中

華文化復興運

動總會宗教研

究 委 員 會 主

辦、中華佛學

研究所承辦的

「佛教與中國文

化國際學術會

議」，本日起一

連三天，於國立中央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

這次會議，共有來自日本、印度、香港、新加坡、中國大陸、加拿大、美

國、德國、法國、南斯拉夫等四十六位學者參加，共計發表四十六篇論文，

探討範圍包涵了佛教與中國宗教、哲學、文學、藝術、政治社會的關係，內

容多元而豐富。

會中，聖嚴師父並發表了一篇專題演說，主題為「佛教與中國文化」。師父

指出，在中國文化史上，縱然每一個朝代都有或多或少的知識分子反對佛

教，佛教卻能順應中國的本土文化，含英咀華，醞釀出適合中國文化所需要

的新思想來。師父指出，佛教對於中國文化的貢獻影響，不是局部、片面

的，乃是整體、全面的。以藝術而言，舉凡建築、雕塑、繪畫、音樂等領

域，無一沒有佛教文化的遺產。

25日閉幕典禮當天，宗教研究委員會會長羅光總主教致辭表示，從這次學

術研討會的論文內容，可以看到佛教對中國文化影響之廣大。羅總主教亦提

及他個人由於研究中國哲學，所以深知宋明理學的主靜、明心見性、人性自

然等觀念，都來自佛學。最後，羅總主教向聖嚴師父、與會學者及承辦單位

的付出表達感謝，讓這次會議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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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755

727

645

414

四十六位與會學者，來自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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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6

本日法鼓山於台北來

來大飯店亞洲廳舉辦一

場名為「當前台灣喪葬

儀式的省思與改善」座

談會，與會者包括聖嚴

師父、內政部民政司副

司長蕭玉煌、立法委員

洪性榮、工業技術學院

教授徐福全、台北市殯

葬處處長耀星輝，由高

信譚先生主持。

會中，聖嚴師父表示，法鼓山舉辦這次座談會的目的，是希望藉此拋磚引

玉，提倡佛化奠祭儀式，以宗教的淨化理念，提供佛化的臨終關懷。師父表

示，死亡是極其莊嚴且重要的事，莊嚴的喪葬儀式要合乎節約的原則。節約

不是小氣，而是積德、惜福、培福，是對亡者的一種功德。

其他與會來賓也從各自的專業立場，提出目前台灣喪葬禮俗中種種現象的

檢討，對於浪費、嘈雜、迷信與浮誇的喪葬文化，皆表示應予揚棄。而提倡

簡單、隆重，符合時代潮流又能保有慎終追遠傳統美德的喪儀，則需要政

府、民間團體與宗教界的大力推動。

這項座談會，是由法鼓山文教基金會、內政部共同主辦，《人生》雜誌社

承辦，為法鼓山「禮儀環保年」的系列活動之一。

07.28

本日晚上，聖嚴師父與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教授傅偉勳於台

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志清堂，就主題「現代生活與心靈調適──生命、生活、

學問」進行對談，吸引了爆滿的聽眾。

對談中，聖嚴師父表示，人生是無盡生命長流中的一個段落，死亡只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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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未來的一個起點，所以無需悲

哀、恐懼。不過，人生要有一定的

方向，但不用有特定的目標追求，

因為不論成功或失敗，都能令人成

長。

聖嚴師父並指出，人生是為負因

果責任而來，要盡心盡力；同時，

人生亦是為享受生命的權利而來，

也要注意健康，但不必擔心死亡。

08.09

由法鼓山承辦、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協辦的「佛化聯合奠祭」，本日首次

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景仰廳舉行，由聖嚴師父親自主持，場面莊嚴肅穆，

約有二百位蓮友參加，台北市市長黃大洲亦率同多位市政首長參加。

聖嚴師父開示指出，目前社會上的喪葬儀式普遍都有鋪張浪費、喧鬧的現

象，法鼓山提倡佛化奠祭儀式，目的是為了帶動社會風氣的改變，建立大眾

正確的死亡觀。師父並表示，以佛教的立場來看，死亡不是喜事，也不是喪

事，而是莊嚴的佛事，是亡者走上成佛之道的起點或過程；對參與佛化喪儀

的人來說，則是修學佛法的機會。

黃大洲市長在致辭時表示，此次是台北市首次舉行佛化聯合奠祭，希望在

宗教界的示範下，能更加有效地推廣簡單、隆重的奠祭儀式。他並感謝聖嚴

師父對推動禮儀環保所投注

的心力及法鼓山對社會淨化

的貢獻。

參加首次佛化聯合奠祭的

往生者共計八位，參與的家

屬與助念蓮友皆穿著黑色海

青，義工們則穿著白上衣、

黑裙或長褲，場面整齊、祥

和與寧靜，不似過去聯合奠

祭的紊亂不一、喧鬧嘈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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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僧團法師主持佛化聯合奠祭，氣氛莊嚴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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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化奠祭以簡化、節約為原則。



08.20 
7-ELEVEN

本日下午，聖嚴師父應邀出席7-ELEVEN於警察廣播電台舉辦的一場鼎談

會，與丁松筠神父、林清玄先生在空中暢談「心靈環保」，並開放聽眾發問，

由廣播工作者李文小姐主持。

聖嚴師父於會中談到，人們在心靈上應具有謙虛、誠心、慈悲三要素，並

以宗教的信心去實踐；師父同時強調因果和因緣的重要性，表示知因者，必

能面對現實，解因緣者，必能努力盡責。丁松筠神父則認為，各宗教應共同

合作，解決當今複雜的心靈環保問題。林清玄先生則主張透過淨化社會，達

到心靈改革的理想。

在開放提問時間，大多數的聽眾主要針對社會環境現象、政府的環保政策

等方面提出問題，三位座談者均一一回應。

09.05 

聖嚴師父的電視弘法節目「大法鼓」，本日起於每週一至週五上午十一點十

分至十一點二十分，在華視頻道播出。這是聖嚴師父首次以帶狀節目的方式

在電視中出現，由「包青天」製作人趙大深監製、華視主播陳月卿主持。節

目中，陳月卿代表觀眾提出問題，由師父從佛法觀點，解答大眾在日常生活

上所遇到的種種問題，諸如婚姻、人際關係、修行等。

早在多年前，即有多位佛教界的護法居士向聖嚴師父提出在電視上弘法的

建議，但因欠缺具有實務經驗的專家參與，這項建議一直無法實行。直到

1994年3月，製作人趙大深加入，在他的積極推動下，並在師父的同意下，終

於將這個構想真正落實。參加的成員除了趙大深、陳月卿二人，還有電影導

演曾壯祥、華視記者林玉清等多位專業人士，每一位成員都是義務參與。

原訂只播五十集的「大法鼓」，由於播出後受到廣大觀眾的肯定與喜愛，令

製作群深獲鼓勵，將持續製作播出，將正信的佛法傳遞給更多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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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6

為落實對年長者的關懷，本日下午，法鼓

山文教基金會和內政部於台北安和分院舉辦

一場「從祝壽談如何關懷年長者」座談會，

與會者包括聖嚴師父、台灣神學院教授董芳

苑、政治大學教授柴松林、台北醫學院教授

葉英 、老人社會大學公關組長袁凌雲，由

內政部社會司司長白秀雄主持。

會中，聖嚴師父表示，生命有如一場接力

賽，休息、喘口氣、再出發，絕不是這一生

老了就沒有希望。人類的壽命是自然過程，

但是我們的心願、對於世界的希望是永遠無

窮盡的。而且，生命是無限的，此生未完成的心願，來生再來可繼續努力。

柴松林教授指出，政府要建立健全的社會安全制度及基層建設，讓老人都

可以做到自己養自己。另外，社會大眾也應提供老人貢獻能力的機會，而不

單只是向壽星拜壽、請他吃壽麵或送禮物而已。董芳苑牧師表示，長老會設

立了松年大學，很多以前覺得自己沒有用的老人，都在此發揮出他們的潛能

與天分，感受到與年輕人一樣的幹勁；不但讓原本埋怨人生或生理上有病痛

的老人能獲得改善，也讓子女們肯定他們的天分。葉英 教授則建議老人家要

注意身體健康，並在能力許可範圍內，安排一份工作，參與社會服務，如此

才能受到社會的尊重，不致於有失落感。袁凌雲先生則表示，老人如有宗教

信仰，精神便有寄託。

這場座談會，與會者一致認為，年老只是人生的一個過程，年長者應該扮

演更積極的角色，發揮潛能。

09.10

眾所期待的台北安和分院正式落成啟用，本日舉行開光大典，由聖嚴師父

主持，約有四百多名信眾到場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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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在擊鼓、

梵唄聲中揭幕，

接著聖嚴師父率

領常住法師們繞

場 進 行 灑 淨 儀

式，隨後以硃砂

筆象徵性地為大

殿前五尊法相莊

嚴的佛像點睛開

光，整個儀式過

程簡單、隆重。

聖嚴師父於開

示中表示，對於安和分院能在艱辛的情形下落成啟用，他的心情既感動又擔

心。師父以他在日本留學時，一位教授勉勵他的話──「道心中有衣食，衣食

中無道心」，期勉大家以最虔誠的道心來護持法鼓山。

位於台北東區黃金地段──安敦國際大樓十樓的安和分院，佔地近五百

坪，是法鼓山第一個成立的分院道場。在分院尚未成立之前，法鼓山北部地

區的共修活動主要集中在北投農禪寺，對於許多住在東區的信眾十分不便，

因而促使聖嚴師父萌發在東區成立共修道場的心願。

聖嚴師父指示，成立安和分院的主要目的在於接引東區的民眾認識法鼓

山、學習佛法；其次，做為中華佛學研究所開辦佛學教育推廣課程之用；三

為舉辦法會、禪坐等活動，讓信眾有固定的共修場所。

09.23 09.30

9月23、30日二天，聖嚴師父應女性雜誌《美麗佳人》之邀，於台北安和分

院與十位來自各行各業的傑出女性座談，包括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賀德芬、

整型外科醫師林靜芸、服裝設計師溫慶珠、歌手伊能靜、作家周玉蔻、台視

新聞主播葉樹姍、作家李昂、國大代表馬愛珍、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系主任

羅曼菲、欣欣大眾公司總經理張惠君等。

會中，與談者分就她們生活、工作上所遇到的問題，向聖嚴師父提問。例

如林靜芸醫師提到，很多醫療過程並不是可以掌握的，因此常常做噩夢，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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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她莫大的壓力。師父表示，佛法說一切唯心，存善心，得善的果報；存惡

心，得惡的果報。只要以專業知識做了正確的判斷，再進行準備充分的醫療

行為，就沒有問題，也不要覺得害怕。

舞蹈家羅曼菲則提到，她自己的學舞歷程一直很順利，但是目前舞蹈在國

內是一個沒有前途的行業，每次面對學生面臨「畢業即是失業」的問題時，

心裡總是感到不安。聖嚴師父表示，人不應只追求名利的成功，只要踏踏實

地度過人生的每一階段，就是充實的人生。人生最珍貴的是現在，好好度過

每一個「現在」，也就夠了。

座談會中，聖嚴師父運用佛法的智慧與觀點，一一回答了與會者所提出個

人在生活或工作中所遇到的種種問題，令大家受益匪淺。

09.28

為發揚敬老尊賢的倫理美德，並提倡節約、惜福、隆重、歡喜的祝壽儀

式，法鼓山本日首次於農禪寺舉辦「佛化聯合祝壽典禮」，共有來自全省六十

位老菩薩，在一千多位蓮友的祝福聲中，度過一個難忘的生日。

典禮前，壽星們在全場合唱〈生日快樂〉的歌聲中緩緩入席，十二位著古

裝舞衣的小菩薩，為老菩薩們獻祝壽舞，揭開活動序幕。接著，聖嚴師父帶

領全體觀禮來賓及常住法師唱誦《心經》及稱誦藥師佛號，為老菩薩們祝

福。

聖嚴師父在開示時勉勵老菩薩們：「老年是人生豐收的季節，是黃金時

代，但是要有健康的身體才能享受這收穫的愉悅；保持健康之道就是要常活

動，要『動』才能『活』，要

『活』就得『動』，最好能從事

社會服務的工作，當義工便是

最佳的選擇。」師父並以「夕

陽無限好，不是近黃昏，前程

美似錦，旭日又東昇」四句話

祝福所有的壽星。

最後，典禮在聖嚴師父與壽

星代表共切六層大蛋糕後，圓

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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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贈送禮物予壽星老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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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聖嚴師父以佛法祝福老菩薩。



09.30∼10.01

9月30日，聖嚴師父應輔仁大學之邀，出席該校舉辦的「現代社會中家庭的

平衡與發展」學術研討會，於一場主題為「宗教對談」的特別座談會中，擔

任引言人。

會中，聖嚴師父以「佛教對家庭的看法」為題，做了約十五分鐘的談話。

師父指出，佛法化世的目的在於淨化人間，淨化人間應始於佛化家庭。佛化

家庭有三個條件，即孝敬父母、夫婦敬愛、教養子女，每個成員都要盡自己

的責任及義務，並能量力而為布施貧窮，供養三寶。

這場研討會，是輔仁大學為響應「國際家庭年」而舉辦，與會者包括了輔

大宗教系系主任陸達誠神父、天主教的羅光總主教、道教的李豐楙教授、回

教的趙錫麟博士等五十多位學者。

10.02

歷經半年多的精心籌畫，動員五百多位義工菩薩的參與，「法鼓山八十三

年護法信眾聯誼大會」本日上午於板橋市立體育館舉行，約有來自全省近八

千位信眾參加，由聖嚴師父主持，台北縣縣長尤清亦到場致意。

活動在法鼓山合唱團的佛樂聲中揭開序幕，聖嚴師父於開示中說明法鼓山

理念是弘揚正知、正信、正見的佛教，並透過全面性的佛教教育來落實，以

達到「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目的。師父並呼籲大家，值此社

會、人心混亂的時刻，最需要的就是佛法，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護持佛法。之

後，在八千多盞無盡燈的照亮下，護法會進行新舊任會長交接及新任委員的

頒證儀式。新任會長由台灣英文雜誌社社長陳嘉男擔任，他在致辭中表示，

將盡全力護持法鼓山，希望能讓聖嚴師父的悲願早日實現。

會中並安排多項節目，包括葉青歌仔戲團演出「佛陀慈訓」一劇，透過趣

味性的舞台表演，傳達佛法的精神；台北民族舞團演出「莫高女神」，在婆娑

的舞姿中，傳遞佛教藝術的和諧精神等，精彩的演出，獲得觀眾熱烈的迴

響。下午，進行了一場〈大悲懺〉祈福法會，由聖嚴師父帶領全體信眾齊誦

〈大悲咒〉，祈求國泰民安，世界和平，整個活動在下午四點左右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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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信眾聯誼大會」於板橋體育館舉行，約有八千多名信眾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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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

本日下午，法鼓

山文教基金會與內

政部於台北安和分

院合辦「從婚禮談

幸 福 美 滿 的 婚

姻」，參與座談者

包括聖嚴師父、輔

仁大學神學院院長

詹德隆、溝通專家

吳娟瑜、省立博物

館研究員阮昌銳，

由趙寧先生主持。

會中，聖嚴師父指出，婚姻是家庭的基礎，也是家庭幸福的鎖鑰；而經過

宗教儀式的婚姻較為穩固，是因為他們在佛前宣誓而結婚。師父強調，婚姻

是一件神聖而莊嚴的事，一定要用莊重的心態處理。

民俗專家阮昌銳表示，傳統婚禮其實是在很濃厚的民間宗教氣氛下進行，

它的繁瑣、禁忌，目的都是為了提醒人們婚姻的神聖意義，確保婚姻的美

滿。不過，由於時代環境變遷，使得原本深具社會性、宗教性與藝術性的婚

禮也變了質，失去應有的隆重與莊嚴。吳娟瑜小姐表示，在婚禮的籌辦過程

中，可以增進新人建立彼此共同的價值觀、人生觀，這種溝通非常重要。詹

德隆院長則表示，以宗教儀

式結婚有一個好處，那就是

一旦婚姻發生問題，可以很

快找到援助，是維繫婚姻的

另一股力量。

座談會最後，聖嚴師父結

語指出，經過宗教儀式的婚

姻，因為已在佛前或神前宣

誓，不會輕易反悔；而且因

為相信有佛菩薩或神，在遭

受困難時，會祈求幫助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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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以度過婚姻中的危機。法鼓山所提倡的聯合婚禮並不限佛教，也不只限

於教徒。聯合婚禮除了強調節約、惜福的觀念，婚禮進行中氣氛莊嚴慎重，

事後總讓當事人懷念不已，進而珍惜婚姻。

10.22

為了發揚家庭倫

理，提倡節約、惜

福、隆重的結婚儀

式，本日下午，法

鼓山首度於農禪寺

舉辦一場「佛化聯

合婚禮」，由聖嚴

師父擔任祝福人、

內政部部長吳伯雄

擔任證婚人，共有

來自全省二十二對

新人參加，近千名

親友到場觀禮。

典禮中，聖嚴師父首先為新人授三皈依，接著進行證婚、揭婚紗、致辭、

謝恩等儀式；禮成後，新人們便和親友共同享用精緻的素食餐點。

聖嚴師父在開示中表示，佛教徒夫妻是共同修行菩薩道的終身伴侶，應以

慈悲照顧對方，以智慧照顧自己；而由佛教徒建立的佛化家庭，要學習用慈

悲心、柔軟語及感激、奉獻、報答的態度，盡力為每一位成員服務，促進家

庭和樂。

吳伯雄部長致辭時，除了勉勵新人們要共組一個道德、禮貌、愛心、寬容

的佛化家庭外，並讚歎法鼓山以實際行動改善社會鋪張、浪費的現象，及推

動聯合婚禮的用心。

為了籌辦這次婚禮，法鼓山特別參考了內政部頒訂的「國民禮儀範例」、天

主教和基督教的儀程，並融合佛法的精神和儀式。另外，為了讓參加這項婚

禮的新人們對婚姻有正確的瞭解，農禪寺特別先行於9月26日舉辦了一場「談

如何建立美滿婚姻」演講會，由聖嚴師父與台北護理學院教授王鍾和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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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9∼24

4月19日起，聖嚴師父應加拿大

北美佛教學會之邀，前往溫哥華

進行五天的弘法訪問。該學會成

員都是上層社會的東、西方學佛

人士，會長郭貞瑩及副會長Phil

Barter為當地的工商界領袖人物。

聖嚴師父此行有台灣護法團三

十二人隨行，成員包括法鼓山遷

建工程委員副主委的施建昌、機

要祕書廖雲蓮，及紐約東初禪寺

的果元、果谷二位法師等。

20日中午，聖嚴師父一行接受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校長David Strangway在其

寓所的盛宴款待，這是他第一次招待來自東方的宗教家與教育家。該校副校

長Olar Slaymaker、亞洲研究中心主任Mark Fruin及中華民國駐該市經濟代辦處

處長王維傑等十多位人員亦出席與會。餐後，師父除了贈送每位二本英文禪

學著作，並捐贈一套《法鼓全集》予該校亞洲圖書館典藏。

21日下午，聖嚴師父出席當地信眾於泛太平洋飯店（Pan Pacific Hotel）三

樓會議室舉辦的聯誼會，共有六十多位皈依弟子參加。會中，師父說明法鼓

山的建設理念在於「用關懷達成教育的功能，以教育完成關懷的任務」。翌日

晚上，師父應信眾之要求，召集了十多位當地的熱心弟子，宣布成立「溫哥

華辦事處」，由何國標居士提供自家空間做為共修場地。師父並開示護法會成

員募款，支持法鼓山建設固然重要，做好關懷及學法、弘法工作則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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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下午，聖嚴師父於泛太平洋飯店二樓大禮堂進行一場售票演講，講題

為「佛法與證悟之道」，深入淺出介紹基礎佛學及正信佛教，會後並舉行皈依

儀式，共有105位東、西方人士皈依。

24日，聖嚴師父親自主持一天的初級禪修課程，分中英文二班進行，事先

報名者未達百人，當天前來上課者卻多達182人。由此可見，師父此行的到

來，為溫哥華地區掀起一股學佛禪修的熱潮。

04.29 

本日晚上，聖嚴師父出席美國新澤西州與紐約州二地聯絡處於東初禪寺舉

行的跨州聯誼會，會中以「自度度人」為主題，為八十多位信眾開示。

聯誼會在大眾恭誦「四眾佛子共勉語」中揭開序幕，隨後聖嚴師父分三點

說明法鼓山的鼓手應如何自度度人：一、每一個三寶弟子只要有信心，會念

佛號，就能使自己及他人得到平安及法益。二、法鼓山正在做的就是以推廣

「四眾佛子共勉語」的精神來自度度人，例如「知恩報恩為先」，為了報恩，

一定會心存感謝且努力自我提昇，這就是自度度人。三、未來法鼓山會舉辦

一些活動，例如勸募會員研習營，希望大家能多參加。

聖嚴師父開示結束後，隨即親自頒發十五位勸募會員的會員證，及全美第

一張榮譽董事聘書及感謝狀予鄒吳芝華居士。師父並讚揚寒山樓主鄒葦澄居

士以丹青妙手來護法，而且在往生前能放下一切，引導家人學佛，十分難

得。

會中並由二州

代表分別報告過

去一年來的會務

成果，接著由聖

嚴師父回答大家

有關修行及佛法

的問題。就在護

法、弘法、學法

的氣氛中，大眾

法喜充滿，結束

了一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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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頒發第一張榮董聘書及感謝狀予鄒

吳芝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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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2

本日，東初禪寺念佛會正式成立，首任會長由陳麗貞擔任，與會者有東初

禪寺常住法師、台灣佛教正德慈善連鎖分院駐加拿大溫哥華負責人演振法師

及五十多位東、西方人士。

聖嚴師父於致辭中表示，淨土念佛法門是近代中國佛教的主流，法門易學

易用，可深可淺，期許大眾能以恆常心、精進心來念佛，便能自利利人。有

鑑於華僑與美國信眾需要助念的關懷，念佛會成立的同時，也提供助念的服

務。助念不但是助往生者求生佛國淨土，更能使自己、家人和周遭的人，從

現生就能蒙受佛法的利益，得到安樂及智慧。

之後，大眾在果元法師帶領下一同念佛、繞佛、坐念，最後並以誦《心經》

及念佛功德迴向給蓮友，發揮自利利他的念佛法門真精神。

05.07

紐約東初禪寺本日舉辦

「第一屆社會菁英禪修會」，

由聖嚴師父親自主持，共有

來自紐約、新澤西、賓州及

康乃迪克等四州三十九名各

界菁英參加。由於學員反應

熱烈，整個活動延長了一小

時才圓滿結束。

為期一天的禪修會，主題

為「自我肯定、自我成長、

自我消融」，內容除了聖嚴師父的開示外，尚包括禪坐、觀賞法鼓山錄影帶

「溫柔的慈悲」及心得報告等。

聖嚴師父開示時，首先指出一般人認不清自我，無法察覺心念活動，以致

不瞭解自己的缺點。要認清自我應先練習放鬆身心，而後能統一身心、回歸

自然並肯定自我。身心統一後，要持戒及修定與慧、自利利人、悲智雙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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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合運用而成長自我、消融自我，獲得無我的真智慧。

參加此次活動的學員大多是第一次接觸禪修，雖然課程非常緊湊，但因聖

嚴師父深入淺出、輕鬆幽默的引導，大家均感如沐春風。進行心得報告時，

學員們對能參加此一活動都表示十分歡喜和感激，對師父生動的教學及智慧

的開示尤其印象深刻。有不少學員表示，雖是第一次接觸佛法，但已受到

「法鼓悲願」的感召，發願護持法鼓山理念的實現。

05.14

本日，聖嚴師父應美國知名佛教刊物《三輪》雜誌（Tricycle）之邀，於紐

約曼哈頓中央公園參加一項名為「改造你的心靈」（Change Your Mind）的活

動，主辦單位共邀請了中國、日本、西藏、韓國及南傳等佛教系統的十位精

神導師，就其所傳授的修行觀念及方法，各進行半小時的講解及傳授，聖嚴

師父是唯一代表中國佛教的禪師。

《三輪》是一份綜合性的佛教刊物，到場聽眾都是看到該刊物的文宣而來，

主要都是西方人士，由於聖嚴師父早已知名於西方的佛教學術界與禪修界，

因此受該刊物邀請為第一位演講者，這也是師父首次於紐約中央公園做露天

演講。

聖嚴師父首先以

「放下身心世界，

即能立刻頓悟」做

為引言，接著說明

一般人無法做到完

全放下的程度，所

以要從放鬆身心的

方法練習起；而要

放鬆身心，當從放

鬆頭部、專注呼吸

做起。若能以享受

的心態注意呼吸，

內心便會充滿喜

悅，也能體會到身



心世界的統一、和諧；然後再超越這種經驗，便是無我的智慧現前，也就是

禪宗所說的「開悟」。

演講雖僅有短短三十分鐘，但聖嚴師父將數十年來的修行及經驗，精華濃

縮且言簡意賅，提供給民眾豐富的內容及實際的禪修方法，讓全場聽眾深覺

受益匪淺。

06.15∼20

6月15日起，聖嚴師父第三度

應邀前往美國緬因州摩根灣

（Morgan Bay）禪堂，主持一場

為期五天的禪修活動。

摩根灣禪堂是一個以美國人

士為主的禪修團體，成員有教

授、醫生、研究生、畫家等，

原屬日本曹洞宗系統，後來改

採聖嚴師父的禪修觀念及方

法，重視實際的心向調整及日

常生活的清淨與精進。已有二

十五年禪修經驗的該團體負責

人Hugh Cuttan，也成為師父的

弟子。

1987年，聖嚴師父首次應邀

為該團體主持禪修活動，1989

年第二次前往主持一場為期三

天的禪修活動。此次為第三度

受邀，師父每晚為禪眾講解

《心經》，闡釋佛性即是空性，

實證「色即是空」、「空不異

色」，便是禪宗的見性開悟，將

禪法又做了一次深入而精闢的

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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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16

聖嚴師父應香港佛教青年協會之邀，10月13日前往香港，展開為期三天的

《法華經．方便品》佛學講座，地點在灣仔伊莉莎白體育館，共有近萬人到場

聆聽。最後一天下午，師父並為160位聽眾主持皈依儀式。

由暢懷法師領導的香港佛教青年協會，是香港主要的佛教團體之一，多年

來在聖嚴師父和佛青會的共同努力下，正信的佛教已逐漸受到香港年輕一代

的認同。此次，師父宣講《法華經》中最重要的〈方便品〉，係特別針對香港

九七大限即將來臨，人心浮動的現象，倡導心靈環保、淨化社會的理念與悲

願，闡釋唯一無二，真實不妄的佛法。師父指出，成佛是一條漫長的路，他

特別勉勵全場觀眾，要深信自己必可成佛，但在此之前，必須先發菩提心、

行菩薩道；若能一念發心，則佛道已成。

15日下午，為了凝聚香港信眾的向心力，香港聯絡處於銅鑼灣太古廣場的

光華新聞文化中心，首度舉辦「香港信眾聯誼會」，約有三百多位信眾共襄盛

舉。會中，首先由信眾同聲朗誦「四眾佛子共勉語」揭開序幕，接著由當地

護法信眾以粵語向信眾介紹法鼓山的理念。聖嚴師父則就香港聯絡處的發展

狀況，及法鼓山「弘法重於勸募」等重點，做一簡單而明確的開示。

不少與會者表示，身處香港，聽聞佛法不易，今日得以面見聖嚴師父，聆

聽開示，著實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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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紐約東初禪寺第二屆「社會菁英禪修會」於本日舉辦，對象以華人為主，

報名者極為踴躍，共有來自不同工作背景的四十五位社會菁英參加，由聖嚴

師父親自指導。

禪修會為期雖僅一天，但內容卻相當豐富。首先由聖嚴師父講解「菩薩」

的意義，是代表著佛教無我的智慧與平等的慈悲，禪修的目的是要幫助大家

開發菩薩的心量，而其終極的目標便是開悟成佛。可是佛由人成，要通過菩

薩的階段，須從肯定自我、提昇自我而到消融自我，這便是佛的悲智雙運，

福慧圓滿。

聖嚴師父以現代知識分子都能聽懂的用語及觀點，將深奧的佛法介紹給大

家，也讓大家學會了最簡易實用的禪修方法。此次禪修會除了師父親自指

導，尚有東初禪寺的四位法師，協助示範及講解禪坐的基本動作和要領。

最後，播放介紹法鼓山及聖嚴師父的錄影帶「溫柔的慈悲」，整個活動在緊

湊的課程中，圓滿結束。

12.03

聖嚴師父應美國最大的一個中

國武術團體「美國的中國研究中

心」（Americ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之邀，本日下午於該中

心專題演講「清明心的重要」，

共有150位美籍會員參加。

演講中，聖嚴師父分六個子題

說明：一、Clear這個字的涵義；

二、心是什麼；三、佛法所說的

心是什麼；四、清明心的力量；

五、清明心的層次；六、清明心

的開發。並以佛法的觀點及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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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闡明中國大陸少林寺的武術，目的不在攻擊，而在防身、健身、捨

身、忘身。從有我的層次，化入無我的境界，便是以無招勝有招的禪境。

該團體負責人馬佛仁（Frank de Maria）居士，是聖嚴師父赴美弘化後，最

早的三位美籍弟子之一。雖然他以傳授中國武術為業，仍不忘以禪法的修持

為日課。這場演講為該團體的成員，帶來學佛修禪的風氣。

12.08

本日晚上，聖嚴師父應美國日本淨土真宗與紐約佛教議會的邀請，於曼哈

頓紐約佛教堂（New York Buddhist Church）大講堂，進行一場採售票方式、

為時二小時的專題演講，由該佛教堂負責人日籍中恆顯實主持介紹。

由美國日本淨土真宗與紐約佛教議會合辦的「佛陀成道紀念週」系列演講

活動，共舉辦六場，其中第三場邀請聖嚴師父主講，其他五場則分別邀請南

傳佛教、藏傳佛教、越南佛教、日本佛教、美國佛教的各系高僧大德擔任，

六場演講均以「佛陀成道」為主題。

聖嚴師父在演講中，首先以超越宗派的立場，依據《大藏經》中的佛陀傳

記資料，如《佛本行集經》、《佛所行讚》、《普曜經》等，介紹佛陀成道的

情況、內容、意義及作用；然後依據《華嚴經》、《法華經》、《涅槃經》及

天台宗、華嚴宗、禪宗的史傳資料，以說明佛陀的重要及其對後世眾生所留

下的影響。演講共分「佛陀成道的意義、有關佛陀成道的記載、佛陀成道的

過程、佛陀降魔的內涵、佛陀成道的內容、佛陀成道的影響」等六個子題，

深入淺出地闡釋，令聽眾在短短二小時內便概括認識了中國佛教的觀點。

12.10

美國洛杉磯護法會舉辦「好書一起看」活動，將八套《法鼓全集》致贈給

南加州華人聚集的社區、圖書館及華僑文教第二服務中心等，並於本日下午

舉行一項公開贈書儀式，由華僑文教中心主任廖東周代表接受。此消息經各

大新聞媒體及電視台報導後，在當地蔚為美談。



這項意義深遠的活動，得到各界的肯定。大家一致表示，聖嚴師父法務繁

忙，不能分身前來指導，希望藉由這項贈書活動，讓大眾透過閱讀師父的著

作，從而調適生活中所遭遇的各種問題；同時希望有心研讀佛學的人士，能

從各個角度，進入佛法的世界。

此次獲得贈書的對象，除了華僑文教第二服務中心（Chinese Culture Center

of the TECO in Los Angeles）外，尚有中國文化服務中心（Chinese Cultural

Service Center）、蒙特利公園市（The City of  Monterey Park）、羅蘭崗

（Rowland Heights）、爾灣（Irvine）、喜瑞圖（Cerritos）、阿凱迪亞（Arcadia）

及聖塔摩尼卡（Santa Monica）。

12.10 

本日下午，紐約東初禪寺與美國佛教聯合會於柏松高中（Murry Bergtraum

High School）大禮堂共同舉辦一場演講，由聖嚴師父主講「二十一世紀的佛

教徒」，約有七百多名聽眾冒著寒風細雨前往聽講。

主辦單位在演講前，首先安排了東初禪寺與信願行歌詠團獻唱佛曲，美國

佛教聯合會洗塵法師並蒞會致辭。而為了服務為數不少的粵籍聽眾，現場還

特別安排了粵語翻譯。

演講中，聖嚴師父從社會、人文、歷史等觀點指出，二十一世紀將是宗教

盛行的世紀，而正知正見的佛教徒，將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以入世的方式

行出世、化世的事業。而法鼓山「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

也將得以更積極推動，得到更

普遍的認同。師父並期許大家

都來參與法鼓山的淨化教育及

修行活動，共同負起做為一個

二十一世紀佛教徒的責任。

聖嚴師父用語深入淺出，善

用譬喻，聽眾席中不時傳來喝

采與笑聲，全場法喜洋溢。會

後師父並一一回答聽眾的問

題，直至下午四點多活動才告

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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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去年（1994年）「禮儀環保年」之後，聖嚴師父將今年訂為「人品提

昇年──安身、安心、安家、安業」，以「四安」做為弘化關懷的重點，

讓安定和諧的力量由內而外、由小而大，漸次擴大影響我們的社會，使

人人都能身心平安、安居樂業。

聖嚴師父首先在3月26日，針對常住法師及各會團悅眾，闡明四安的精

神與內涵。師父指出，安身在於生活的勤勞儉樸，安心在於生活的少欲

知足，安家在於家庭中全員的相愛相助，安業在於身、口、意三儀的清

淨和精進。若能真正做到四安，人品自然而然就會提昇。

為了確實傳達聖嚴師父的「四安」理念，自5月下旬起，法鼓山特別規

畫了全省十六場「四安成長營」，由資深勸募會員、企業負責人、名作

家、教授等各行各業的菁英授課，希望透過這一系列活動，將「四安」

的觀念和方法落實在每個人的生活、家庭、工作中。

接著，為了更普遍推廣「四安」的理念，又自7月份起一連舉辦三場大

型座談會，主題分別為「談現代青年的生活環境與身心安定」、「我們應

該給下一代什麼樣的書籍？」、「追求美好的成功人生」。

9月份開始，聖嚴師父展開全省關懷之旅，巡迴各分院及辦事處，與護

法信眾見面；同時也應吳尊賢公益文教基金會之邀，於嘉義、高雄、台

東、宜蘭及台北演講，講題為「如何用禪法來安心、安身、安家、安

業」。

此外，聖嚴師父於4月中旬和10月中旬赴海外弘法，分別於

加拿大溫哥華和美國洛杉磯舉行專題演講，也是以「人品提昇年」

為主題，以「四安」為關懷的重點。

為了讓佛法貼近現實人間的生活，更深入現代人的心靈，

聖嚴師父於今年所提出的「四安──安心、安身、安家、安

業」，是以現代人都能理解的語言來介紹佛法，引領人們跨

越語言的藩籬，而能善用佛法。



01.07

本日下午，聖嚴

師父與帶動國內

「生死學」熱潮的

美 國 天 普 大 學

（Temple University）

宗教系教授傅偉

勳，於北一女中的

活動中心以「現代

生活與心靈調適─

─生命、生活、學

問」為題，進行一

場對談。

會中，聖嚴師父

談到生死的本質時表示，生命的事實不是偶然的現象，更不是無奈的存在；

死亡的事實既不可悲，亦不可喜，生命是一種權利，亦是一種義務。師父舉

去年北一女中二位學生自殺為例表示，這是對生命的權利與義務不清楚所釀

成的悲劇。師父強調，無論遭逢任何苦與樂，都應勇敢地面對，並以智慧改

善現實，這才是面對生命應有的態度。

傅偉勳教授則談到，台灣的社會雖然變動無常，卻蘊藏著一股旺盛的動

力。可惜許多人徒有動力，卻沒有方向。他並以自己罹患淋巴腺癌後的體悟

指出，人在歲月中所累積的智慧是非常珍貴的，因此年老並不可怕。若能隨

著年齡的增長而成長，建立信心，培養智慧，那麼生命的每一天都會是有意

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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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

為了迎接新的一年

並落實環保理念，本

日起，舉辦「惜福、

培福、造福──清潔

日」活動，全省共有

二十二個地區，上萬

名法鼓山義工、社區

居民及一百五十多個

民間團體、機關學校

參與。

聖嚴師父於清晨六點半左右即從農禪寺出發，前往淡水捷運站、士林華聲公

園、板橋國小、萬華東園國小及台北國父紀念館等地，關懷參與活動的義工與

民眾。師父表示，我們不但要清掃居家的生活環境，更要掃除自己內心的塵

垢；並期望能藉由這個活動，由一人影響一家人，由一家人影響左鄰右舍，再

帶動整個社區及社會。

在這次活動中，義工群分惜福、培福、造福三隊。「惜福隊」的工作是資源

回收、舊物交換及宣導惜福觀念；「培福隊」的工作是清潔打掃環境，提醒民

眾注重居家環境及發揮公德心；「造福隊」則是檢視街道、公共設施，如有損

壞便通報相關單位前來檢修。

這是法鼓山第二次舉辦清潔日活動，活動當天，共清理出六萬五千多公斤的

垃圾，回收了三萬多公斤的舊報紙與衣物、五百公斤的鐵鋁罐、五百公斤的塑

膠、一百公斤的保利龍及寶特瓶，並在屏東市栽植了七百棵七里香樹。

01.09 11

本日起一連三天，聖嚴師父於農禪寺宣講〈普賢菩薩行願讚〉，三天晚上皆吸

引了滿場的信眾到場聆聽。

宣講中，聖嚴師父表示，此讚雖為偈頌體，而且只有六十二頌，卻是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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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的菁華所在。它的要旨在於頌揚、讚歎普賢菩薩的大行大願，文辭

優美，意象豐富，內容並涵蓋了佛教徒每日早課必誦的普賢菩薩十大願。

聖嚴師父並表示，所有一切法門，普賢法門全都涵攝，所有一切功德，普

賢修行悉皆包含，因此修普賢行，等於修行一切佛法。師父提醒大家，雖然

這是大菩薩的修行法門，身為凡夫的我們也應隨時謹記在心，並於實際生活

中修行。師父強調，有很多人只知修行卻不知發願，如同沒有方向指引，不

容易達成目標。願行兩相配合，踏實地修行，才算是掌握到了普賢菩薩大行

大願的精神。

此次講經內容，已由法鼓文化於1999年2月結集出版為隨身經典《普賢菩薩

行願讚》一書。

02.12

助念團本日於農禪寺舉辦一

場新春聯誼會，約有三百位來

自台北、台中、高雄等地的團

員與會，聆聽聖嚴師父的開示

及分享助念心得。

會中，聖嚴師父除了親自頒

獎給去年（1994年）助念次數

最高的三位菩薩，他們皆來自

台中地區，分別是何玉蘭（121

次）、唐家珪（118次）和陳富

傑（99次）。師父並於會中強

調，法鼓山非常重視助念工作，將會一直積極地推動下去。

對於團員在助念後，經常有家屬想要以金錢做為回饋的問題，聖嚴師父特

別指示，不但當場不能收受任何財物或招待，即使對方想捐款給法鼓山以表

達謝意，也要予以婉拒。因為一旦收了捐款，家屬會以為人情已了，無異於

斬斷了他們學佛的善根因緣。師父表示，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對其說明助念的

含意，邀請他們也加入助念的行列，參與護持法鼓山的工作。

此次聯誼會，並宣布輔導法師由果東法師擔任，鄭文烈會長則繼續連任，

期許未來團員的成長率能有大幅的成長。



1994

創 辦 人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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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念團藉由念佛為往生者及其家屬祝福。



276

19
89
�2001



277

19
9
5

國
內
篇



278

19
89
�2001



279

19
9
5

國
內
篇



02.17∼19

本日起一連三天，法

鼓山於台北國父紀念館

舉辦主題為「心經的生

活、生命、人生的實踐

與超越」講座，由聖嚴

師父主講，三天共有近

萬名民眾前往聆聽。

聖嚴師父首先闡釋生

活、生命、人生的意

義，從而說明「人類的

生命是眾生之中最最難

得的果報體」，因此要珍惜生命，積極生活。接著，師父介紹《心經》的譯

本、經題，然後再逐句詮釋經文，並旁徵博引《金剛經》、《六祖壇經》以為

印證。過程中亦談到四聖諦、十八界及十二因緣的三世關係。

聖嚴師父指出，《心經》是《大般若經》的心要，相當於一部簡明的佛法

概論，也可說是一切佛法的中心。師父並強調，佛法不是厭世的，也不是戀

世的，而是入世、化世的。師父同時鼓勵大家，煩惱、苦悶時，不妨以經中

所說的「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提醒自己，學習運用佛法的智慧，做自利

利他的菩薩行。

三天演講現場，均安排有果祥法師的閩南語翻譯，並由知名媒體工作者葉

樹姍小姐擔任主持人。最後一天演講結束後，聖嚴師父為近千名民眾主持皈

依儀式，為這次講座畫下圓滿的句點。

03.04

為將「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帶進校園與社區，本日聖嚴

師父代表法鼓山致贈七十八套《法鼓全集》予全省大學院校及縣市立圖書

館，由教育部部長郭為藩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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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全集》是聖嚴師父一生修

行弘法的菁華，全套共計七輯、

四十一冊，內容包含了宗教、哲

學、佛學、歷史、傳記、遊記

等，分別以中、英、日文寫成。

受贈儀式中，郭為藩部長致辭

指出，人文主義、宗教即將是未

來教育與文化的重點。現場觀禮

者，還有教育部次長李建興、高

教司、中教司及國教司等各單位

主管。

03.18

本日，聖嚴師父前往台中中興大學惠蓀堂，專題演講「如何安心，如何安

身」，約有六千名觀眾聆聽。

演講一開始，聖嚴師父首先指導大家一個安心、安身的方法，即注意自己

的呼吸，然後將眼睛、肩膀、小腹放鬆，如此靜坐三、五分鐘，對消除煩

惱、安定身心十分有益。隨後，師父開示指出，若能常把「慈悲沒有敵人，

智慧不起煩惱」當咒語來念，自然能逢凶化吉，隨時安心，處處安身。

聖嚴師父並談到，淨化的社會，是需要每個人彼此互助合作；能夠清淨少

欲、和諧無諍，社會一定淨化。師父同時表示，法鼓山所推動淨化社會的工

作，是從推動全面教育到落實整體關懷，使禮儀環保、心靈環保落實在每個

人的生活中。師父期許在場的每一位，都能成為實踐人間淨土的菩薩行者。

03.22

出生越南、旅居法國、在歐美享有盛名的一行禪師，本日下午率領弟子一

行十多人至農禪寺參訪，並與聖嚴師父就主題「禪與環保」進行一場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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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談之前，聖嚴師

父親自帶領一行禪師

及其弟子參觀法鼓山

的建設模型與活動幻

燈片，並解說法鼓山

的理念。

座談會中，聖嚴師

父首先指出佛法與禪

法不可分割，佛法重

視惜福、布施、戒殺

生、少欲知足，禪修

重視節約、勤儉、寧靜、和樂自然，與生活環保、自然環保的精神不謀而

合，因此正本清源的做法，應由「心靈環保」做起。

對此，一行禪師表示，現代人的心靈受到嚴重的污染，卻往往毫不知情；

若能自我覺察，再從日常生活中練習時時反觀自省，不論吃飯、走路、講電

話都保持正念，了了分明，也就是「正念禪」的修行。

席間有聽眾問到佛教要人們不殺生，但若家裡有螞蟻之類的小蟲該怎麼

辦？聖嚴師父以法鼓山上的毒蛇為例表示，每次活動或法會之前，他都會請

毒蛇幫忙，暫時不要出來，這個方法屢試不爽。一行禪師則以他在法國的

「梅村」（Plum Village Meditation Center）為例表示，他們所耕種的蔬菜不使用

殺蟲劑，驅蟲的方法是晚上拿著手電筒去抓菜蟲，再將牠們送到遠處放生；

對於附著在身上的小蟲，則是先婉言告訴小蟲，請牠們限期離開，否則就要

採取行動。

二位致力推行環保的禪師精彩的對談，席間逸趣橫生，流露出禪者的智慧

與幽默。活動結束後，聖嚴師父特別致贈一行禪師等人環保背包、環保餐具

及師父的著作。

04.01

為慶祝印順長老九十嵩壽，本日下午，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與佛教青年文教

基金會於台北安和分院合辦一場座談會，邀請多位對印老思想素有專精的法

師、學者座談，約有四百多人到場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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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座談者除了聖嚴師父外，尚有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宏印法師、

台南妙心寺住持傳道法師、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楊惠南、中華佛學研究所教

授楊郁文，及遠從美國來台的仁俊長老與印海長老。

聖嚴師父在致辭中，推崇印順長老是繼承太虛大師教理、僧制、寺產佛教

三大革命的現代化啟蒙期，而開展出中國佛教新契機的一位大師。師父並表

示，他雖不曾親近過印老，卻是印老思想的受益者，對印老虔誠感恩與尊

敬。

傳道法師從印老探究佛法的動機、目標、修學歷程談起，剖析人間佛教是

在「人生佛教」的基礎上，積極對治重鬼、重死的積弊，重視「此地、此

時、此人」的關懷與淨化。宏印法師則指出，印老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

最大的特點就是對佛法在歷史演變上的釐清與判攝。

楊惠南教授接著指出，如果能直探印老本懷，即可直探佛陀本懷。而國內

研究《阿含經》權威的楊郁文教授也針對原始佛教與印老思想的關係指出，

印老係以無我的立場來看待所有的佛法，他的思想就是佛法的思想，是合乎

佛法義理、行持的。

最後，仁俊長老以「貫通空、有二宗，上溯根源，下探基底」讚歎印順長

老；印海長老則以「印證三藏福巖慧日普化十方廣長舌，順應群機妙雲華雨

貫攝三世無盡證」對聯，巧妙而貼切地點出印老一生的行跡與對眾生的貢

獻。

座談會後，開放聽眾發問，現場交流氣氛相當熱絡。為讓會場聽眾瞭解印

順長老的行誼，主辦單位特別準備了印老的《遊心法海六十年》、《中國佛教

瑣談》二書與大眾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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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於座談會中，表達對印順長老的敬意。（左為仁俊長老，右為傳道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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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2

3月20日上午，日本東京地鐵

發生奧姆真理教製造的沙林毒

氣恐怖事件，造成十多名乘客

死亡、十四人終身殘廢及五千

多人受傷，震驚全世界。

本日下午，法鼓山與《中國

時報》於台北安和分院合辦一

場主題為「從奧姆真理教事件

談新人類的宗教信仰」座談

會，與會者包括聖嚴師父、中

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園及台灣大

學心理系教授楊國樞，由《中國時報》總編輯黃肇松主持。

會中，聖嚴師父指出，以佛教徒的立場看新興宗教，雖不認同也不贊成，

但可以理解也可以包容。傳統宗教的老觀念不能滿足新人類，新興宗教便應

運而生。師父表示，傳統宗教應適應青少年的興趣及所需，不妨吸收新興宗

教的可取之處，成為吸引青少年的方便法門，再以正規的宗教理念與信仰加

以疏導，使其成為身心健康的社會棟樑。

李亦園院士從人類學的觀點指出，在人類史上，類似奧姆真理教的事件層

出不窮，但是只有具備宗教關懷與哲理的新興宗教才有可能成為正統的宗

教。楊國樞教授則指出，現代社會強調自我，自我不斷擴張的結果，導致更

大的壓力與焦慮，個人缺乏安身立命的目標、社會快速變遷等，都是人們轉

而向新興宗教尋求慰藉的因素。

聖嚴師父最後於結論時表示，只有具備人間性、關懷性、理智性、超越性

的宗教，才能真正讓年輕一代找到歸依，並且是健康、安全、持久的。

04.29

旅居美國，有「現代給孤獨長者」稱譽的沈家楨居士，本日下午於台北安

和分院舉辦一場以「《金剛經》的日用」為題的演講，約有七百多名聽眾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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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現年八十三歲的沈

家楨居士於演講中表

示，他是在夫人居和

如往生後發願每日讀

誦《金剛經》，不僅

深覺受用，也發生許

多不可思議的感應。

經上說「凡所有

相 ， 皆 是 虛 妄 」，

眼、耳、鼻、舌、身

對外的接觸都是虛假的，因此沈居士指出，只要我們的方向正確，盡力去

做、不計較，便能減少對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的執著。他鼓勵大

家，逆境比順境好，只要明白緣起性空的道理，不要生氣、不要煩惱，自有

善緣福報現前的時候。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公關文宣室主任果祥法師在致辭中，特別提到一段聖嚴

師父與沈家楨居士的因緣。當時正在日本留學的師父曾因學費無著準備回

台；後來接到一筆從瑞士寄來的匯款，才得以順利完成博士學位。這位默默

行善不為人知的無名氏，就是沈家楨居士。

沈家楨居士在美國創建了菩提精舍、大覺寺、美國佛教會、莊嚴寺和世界

宗教研究所，接引了無數東、西方佛教徒，近年來更致力於推動「佛典電腦

光碟化」。此行是在慧炬佛學會的安排下訪台，除了以「《金剛經》的日用」

為題在北、中、南演講，並藉此宣揚此一構想。

05.21∼07.02

為了傳達聖嚴師父的「四安──安身、安心、安家、安業」理念，自5月21

日起，護法會特別規畫了全省十六場的「四安成長營」，邀請學有專精的法鼓

人授課，共約三千多人參加。

成長營的課程，分「安心與安身」、「安家」、「安業」、「傳達師父的理念」

四大部分，講師群分別來自護法會的資深勸募會員、企業負責人、名作家、

教授等各行各業的菁英（參見附表）。活動中並安排心得分享、分組座談，內



容活潑而多元。希望透過這一系列活動，讓會員在相互學習、激勵下，能夠

彼此關懷，共同成長，進而提昇自己，將成長奉獻給社會大眾，使我們的社

會更安定、祥和且進步。

護法會會長陳嘉男表示，除了這十六場活動外，8月起亦會不定期舉辦四安

成長營，以接引更多人，達到「提倡全面教育，落實整體關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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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四安成長營」一覽表

5月21日

5月21日

5月28日

5月28日

5月28日

6月4日

6月4日

6月11日

6月18日

6月18日

6月18日

6月25日

6月25日

6月25日

6月25日

7月2日

天母、石牌、士林

屏東

雙和、文山、新店

桃園、中壢

台東

中正、南港、大安
信義、萬華

台中

三重、蘆洲、板橋
土城、新莊

內湖、基隆

嘉義

高雄

松山、大同、中山
事業體、聯誼會

宜蘭

台南

新竹

北投、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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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6

美 國 哈 佛 大 學 （ H a r v a r d

University）梵文與印度研究學系

系主任麥克維徹（Michael Witzel）

應中華佛學研究所之邀，本日下午

於中華佛研所二樓會議室舉辦一場

主題為「如何研讀早期佛教文獻」

的演講，由副所長惠敏法師主持，

麥克博士的學生劉國威先生擔任中

文翻譯。

演講中，麥克博士從吠陀時期與

初期佛教文獻的考證與比較，說明早期佛教文獻的閱讀方法。由於麥氏所專

精的印度學、印度早期佛教文獻，在目前學術界極少人研究，因此這場演講

吸引了不少北部多所佛研所的學生前來聽講，會場座無虛席。

麥克博士畢業於德國紐倫堡大學（Erlangen-Nurnberg），主修印度學、印伊

語言學、印歐語言學、日本學，並專研印度早期的吠陀文學、南亞地區的宗

教儀式變遷等，曾任加德滿都德國東方學會尼泊爾研究中心主任、荷蘭萊登

大學（Leiden University）梵文及文學教授。

06.18

為了落實對社區的關懷，農禪寺成立的「敦親睦鄰策畫小組」，本日首次針

對附近居民舉辦一場「法鼓山一日遊」活動。

一日遊的行程，包括了參觀農禪寺、中華佛教文化館及法鼓山。首站農禪

寺，在常住法師教大家禮佛、問訊後，一行人便分別參觀齋堂、廚房、菜

園，以及瞭解農禪寺落實環保的做法。

在參觀法鼓山各項工程時，主辦單位特別安排了一場祈福儀式，在法師的

帶領下，大家齊誦觀世音菩薩聖號，法師並為每人戴上念珠祝福，氣氛祥

和、感人。會後的有獎趣味問答，加深了參訪者對佛教與法鼓山的認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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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結束後的回程途中，主辦單位與居民們進行一場交流。多數居民對住

家環境品質及農禪寺法會期間的交通問題，提出希望改善的意見。除了改善

目前最迫切解決的交通問題外，此外也將著手改善垃圾集中地、建立資源回

收、疏通水溝等工作。

「敦親睦鄰策畫小組」表示，在聖嚴師父的指示下，法鼓山已開始策畫一系

列關懷社區的活動，除本日的一日遊外，預定在7月9日舉辦一場中醫義診。

07.09

來自印度，以教授內觀

（Vipassana）禪法聞名歐美的

葛印卡大師（S. N. Goenka），

在慧炬雜誌社的安排下，本日

下午參訪農禪寺，並與聖嚴師

父進行一場對談，由該雜誌社

發行人鄭振煌居士擔任翻譯，

約有數百位對禪修有興趣的民

眾前往聆聽。

對談中，聖嚴師父談到中國

的禪觀法門，在動中有安定，

在靜中有清明，方法包括數

息、經行、參話頭、默照等，

使用上則往往因人而異。透過放鬆身心、統一身心、放下身心的過程，幫助

大家認識自我、肯定自我、成長自我，進而從煩惱的自我中獲得解脫。

葛印卡大師表示，若經年參加禪修活動而沒有慈悲心，不能與他人和諧相

處、不能快樂生活，那麼這些禪修都是白費工夫了。他指出，內觀禪法的重

點在於觀察、覺受，不加任何造作、思惟，如此便能一層一層體會無常、因

緣等甚深佛法，心自然能淨化而充滿慈悲與愛。

開放現場提問時，有聽眾問到在眾多修行方法中，究竟該選擇哪一種深

入？聖嚴師父表示，只要方法用起來舒服、得力，就是適合自己的方法，葛

印卡大師亦深表贊同。不過，師父強調，修行一定要一門深入，深入後自然

對其他的法門也會觸類旁通。



07.09 07.16

甫於7月7日自紐約返台的聖嚴師父，隨即於7月9、16日二天，宣講「地藏

菩薩的大願法門」。

聖嚴師父於開示中首先提到，農曆七月是中國民間俗稱的「鬼月」，但以佛

教來講，它是地藏菩薩的成道日。師父進而表示，地藏法門是信、願、行三

者兼具，我們要相信地藏菩薩所發的願，學習他度眾生，並修持如何懺悔、

消除業障的法門。

接著，聖嚴師父指出在《大藏經》中有三部介紹地藏法門的經典，分別為

《占察善惡業報經》、《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地藏菩薩本願經》，並深入

淺出說明三部經典的要義。

最後，聖嚴師父勉勵大家不只是求地藏菩薩消災免難，也要學地藏菩薩發

大悲願並照著去做，如此必能增長智慧與慈悲的功德，自利利人而得真解

脫。本次講經內容，已由法鼓文化於2001年結集出版為隨身經典《地藏菩薩

的大願法門》一書。

07.11∼14 08.15∼18

繼開辦兒童學佛營、大專青年營及

國中生學佛營之後，法鼓山又於7月

11至14日及8月15至18日分二梯次，

首次在農禪寺舉辦教師禪修營，共有

四百多位來自國內外的教師參加，象

徵法鼓山推行全面教育的理念又向前

一步。

此次活動內容，包括了由聖嚴師父

全程指導的禪修課程，及「健康實用

的禪修方法」、「禪的知與行」、「禪

與教育」等專題演講、小組討論。其中，國立藝術學院（台北藝術大學之前

身）學務長惠敏法師在「禪與教育」演講中，針對禪修與教育如何結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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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了許多理論與實證的例子。

經過三天的洗禮，多數學員皆認為禪修的觀念和方法很受用，不僅可運用

在個人心性修養上，亦可進一步運用在教學工作中，對下一代的教育將有許

多正面的影響。

由於先前報名參加這項禪修營的人數高達一千多人，為了讓向隅的教師們

也有機會體驗禪修，法鼓山特別於8月20日舉辦了「一日教師禪修營」，將原

本三天的課程濃縮為一天，當天約有一百多位教師參加。

07.15

為推廣法鼓山「人品提昇

年──四安活動」，法鼓山

文教基金會舉辦三場座談

會，首場「其實你不懂我的

心──談現代青年的生活環

境與身心安定」，於本日下

午在台北安和分院舉行，邀

請了台灣大學校長陳維昭、

立法委員洪秀柱與聖嚴師父

座談，由《時報周刊》發行

人簡志信擔任引言。

引言人簡志信首先指出，

現代青年的價值觀與人生目標受社會錯亂現象的影響，變得模糊不清；而現

代家長更覺「父母難為」，如何相互溝通是值得深思的課題。

聖嚴師父則表示，社會大眾對於現代青年朋友的安定、成長，都有責任。

由於人心浮動、社會不安，青年朋友才會徬徨。師父提供現代青年四點建

言：一、要認識自我的能力和興趣，選對自己應該走而又可以走的路。二、

要安定身心於現實的環境，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然後放下它。三、要

確定一生的方向，在既定的方向與認知內，步步踏穩，時時向前，儘管經常

變換立足點，但千萬不能失落了方向感。四、對於名、利、權、勢、位的事

實不必排斥，但卻不能為了名、利、權、勢、位的追求而生活，生活的目的

應該是平安快樂，生命的價值應該是自安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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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維昭校長表示，現代青年個人主義普遍高漲，缺乏整體觀念及對心靈的

追求。他建議青年朋友多與父母、師長溝通；多參與社團，擴大視野，培養

國際觀、責任心與判斷力。立委洪秀柱則表示，現代親子間應學習角色互換

與平等對待，父母也不要一味地把上一代教育我們的方式拿來教育下一代。

這場座談會，不少父母帶著子女一起聆聽，顯見青少年問題受到普遍關

切。另二場座談會於7月27日、8月12日舉辦，主題分別為「我們應該給下一

代什麼樣的書籍」、「追求美好的成功人生」，地點皆在安和分院。

07.26

應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與台北市警察局之邀，本日聖嚴師父以「安定人

心，安定社會」為題，分別為新進司法官與台北市警察人員做了二場演講。

聖嚴師父在演講中指出，人心與社會環境是互動的關係，人心安定，社會

就會安定。政治、法律、教育等世間法雖然可以發揮一定的功能，仍只是治

標而非治本。正本清源之道，須從人的心念下工夫，心清淨則所見皆清淨，

若心隨境轉，則煩惱叢生。

對於社會上的犯罪現象，聖嚴師父表示，人間只有壞事，沒有壞人。對壞

事要以智慧處理，不要帶有強烈的主觀意識，並以慈悲心相待。司法人員與

警察人員身為社會公正與保母，對安定人心、安定社會本具相當的貢獻，若

能多以慈悲心、關懷心、同情心來代替瞋恨、嫉惡如仇、除暴安良的心，我

們的社會也會多一分安定、祥和之氣。

最後，聖嚴師父勉勵大家以「四它」──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

它的態度因應任何事情，並「少欲知足、知慚愧、常懺悔」，便能活得輕鬆、

愉快。

07.27

本日下午，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與《自由時報》於台北安和分院合辦一場主

題為「我們應該給下一代什麼樣的書籍」座談會，探討青少年出版品相關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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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與會者包括聖嚴師

父、新聞局出版事業處處

長許秋煌、森林小學校長

朱台翔，由《自由時報》

董事長吳阿明擔任引言。

引言人吳阿明董事長表

示，在資訊爆炸的時代，

出版品良莠不齊，父母及

師長最好能從旁協助孩子

選擇適合的書籍，引導孩子

領略閱讀的樂趣。

聖嚴師父指出，有理想的出版業者應當以愛護民族幼苗的情懷，有計畫性

地出版有益於青少年心智的讀物；政府教育部門則應當以政策及法令，輔

導、獎勵青少年讀物，取締戕害青少年身心的不良圖書。

許秋煌處長說明了政府對推廣優良讀物、遏止及取締不良書刊所做的努

力，例如舉辦中小學課外讀物評鑑、優良讀物展、實施分級制度等。對於無

法處理的法律、行政漏洞，希望能透過民間自律來改善。朱台翔校長則指

出，評斷一本書是否為好書，不是由出版商來決定，而是由父母和子女一起

思考後決定。她鼓勵父母們多陪孩子讀書，讓不肖書商無法趁虛而入。

08.12

本日上午，聖嚴師父

應邀出席於台北國父紀

念館舉辦的「弘一大師

遺墨真跡文物展」開幕

典禮並致辭，出席貴賓

還有總統府資政林洋

港、祕書長吳伯雄、

《民生報》發行人王效

蘭等人。

聖嚴師父在致辭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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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弘一大師是唐代道宣律師以來，中國最偉大的律師，對後人的影響深

遠。師父並談到他在撰寫第一本學術性著作《戒律學綱要》時，主要的參考

資料之一，便是弘一大師的三十一種律學著作。師父更指出，弘一大師以書

法作品廣結善緣、弘化人間，法鼓山也深受其影響，從農禪寺大門的「入慈

悲門」、照壁上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到法鼓山山徽所用的標準字，都是

使用弘一大師的墨寶。

當天會場除了台灣的來賓外，最受矚目的還有來自中國大陸與弘一大師素

有因緣的人士，包括大師的二位孫女李汶娟、李莉娟姊妹，大師墨寶主要收

藏者劉質平的公子劉雪陽，以及研究弘一大師的學者林子青等多位。

藉此難得機緣，聖嚴師父於會後又邀請與會的十多位兩岸學者、專家，於8

月16日至農禪寺餐敘，席間暢談了各自與弘一大師的因緣及研究收藏其書畫

的種種經歷。

08.12

本日下午，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與《中國時報》於台北安和分院合辦一場

「追求美好的成功人生──談家庭事業的雙贏策略」座談會，邀請交通部部長

劉兆玄、台北市副市長白秀雄與聖嚴師父，共同探討現代人如何兼顧事業與

家庭議題，由中國時報總編輯黃肇松擔任引言。

黃肇松首先引言指出，在現代急遽變遷的社會中，有二大問題特別需要注

意：一是青少年問題，在兼顧家庭、事業時，一定要注意到我們的孩子；其

次是離婚率的提高。如果家庭不

和諧，這個社會也不會健全。

聖嚴師父表示，對於家庭，只

要每一個成員付出真誠的關懷，

體會彼此的心境，就能使家庭幸

福美滿。對於事業，只要在工作

時全力工作，在思考時全心思

考，在處理問題時將全部生命投

注進去，就能獲得輝煌的成就。

縱然在物質方面沒有什麼收穫，

對於身心的安定、經驗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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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貢獻，都是自己的成就。

劉兆玄部長對現代人不知所以然的「忙」、「盲」，感觸良深。他認為現代

人的生活步調太快，聽不進別人的話，應學習從對方的角度來看事情，體會

對方的感受，從第三者的立場處理問題。白秀雄副市長則表示，家人應培養

共同的休閒與嗜好，增進溝通與瞭解，並從中得到許多樂趣。

08.25

農禪寺本日下午舉行「三時

繫念法會」，由於適逢抗戰勝利

五十週年，法鼓山與內政部聯

合為捐軀的三軍將士及同胞們

舉行超薦亡靈儀式，由聖嚴師

父主持，內政部部長黃昆輝、

民政司司長鍾福山、宗教科科

長黃慶生等多位政府官員亦蒞

臨拈香致意，約有一千多名蓮

友參加。

這場法會從下午三點開始，一直進行到晚上十點。聖嚴師父於開示中，特

別解說了「三時繫念法會」的意義。師父表示，這項法會是藉佛法的力量超

薦亡靈，以佛法布施、供養亡靈及孤魂，令他們心開意解，化除貪、瞋、癡

等煩惱，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脫離三界火宅。

這次法會，同時還為北投區及大業路、大度路的車禍亡魂暨法界水陸有情

眾生、無主孤魂設立牌位、超薦。

08.25∼27

本日起一連三天，中華佛學研究所舉辦「第六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共

發表了三十一篇精闢嚴謹的佛學論文，約有一百多位學者及中華佛研所的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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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參加。

25日的開幕典禮，聖嚴師父以中華佛研所創辦人的身分，專題演講「我的

辦學理念與願景」。師父強調，他辦學的基本精神是為了培養研究與弘法的一

流人才，以提昇佛教在學術上的地位及佛教徒在社會上的聲望。

除了論文發表外，會中並策畫了一場以「電腦資訊在佛學研究與教學上的

應用」為題的系列演講，包括清華大學教授謝清俊主講「從電子媒體的性質

談電子佛典」、中央研究院資訊研究所教授莊德明示範「以《心經》為例說明

如何利用計算機處理佛經的多版本」、台大佛學研究中心恆清法師談「佛教資

訊網路的運用」，及由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和齎因法師共同發表「電腦

梵語教學」研究成果等。

09.03

為關懷社區、敦親睦

鄰，本日晚上於農禪寺

舉辦一場中秋聯誼晚

會，邀請周邊鄰居及北

投區八仙里居民，於中

秋節前一天提前共度佳

節，約有二百多人參

加。

聖嚴師父特別全程參

與，在開示中，師父指

著會場二邊的對聯──

「過去一直打擾您，以後望您來牽成」，向在場的鄰居們表達謝意與慰問，並

對可能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聯誼會中，安排了多項表演及抽獎活動，在二位活潑、逗趣的主持人帶領

下，台上台下和樂一片，笑聲不斷。應邀出席的前北投區區長、現任台北市

民政局副局長葉良增及北投區區長盤治郎、八仙里里長陳義發，也與民眾進

行交流，是一場溫馨、有意義的睦鄰晚會。

在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與護法會的規畫下，農禪寺的睦鄰活動已陸續展開，

例如社區清掃、道路拓寬、綠化工作等，希望藉此建立共識，彼此關懷。



09.14∼09.29

聖嚴師父應吳尊賢公

益文教基金會之邀，分

別於9月14、16、20、

2 3、 2 9日，在嘉義農

專、高雄師範大學、台

東縣立文化中心、宜蘭

縣立體育館及台北國父

紀念館，專題演講「如

何用禪法來安心、安

身、安家、安業」，共吸

引了一萬多人聆聽。

綜合這五場演講，聖嚴師父指出，今天的社會看似非常繁榮，大家卻很不

安定；物質生活豐裕，卻缺乏安全感，其根本原因是人心出了問題。以佛法

和禪法的觀點來看，把心安頓下來是首要之務。

在每一場演講現場，聖嚴師父都會教大家一些簡單、實用的方法幫助安

心。當感覺到自己的心不安時，多念「阿彌陀佛」或注意呼吸在鼻孔出入的

感覺，體會呼吸是世界上最珍貴、可愛、舒服的事。面對外界的批評、毀謗

時，不逃避也不害怕，而是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最後，聖嚴師父勉勵大家：「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隨時隨地把

這些安頓身心的方法運用在生活中，做一個有慈悲、有智慧的人，如此便能

自安安人。

這次活動，參與協辦的單位還包括了台灣英文雜誌社、統一超商、《中國

時報》等。

09.14∼23

9月14至23日，聖嚴師父展開全省關懷之旅，前往嘉義、台南、高雄、台

東、宜蘭等地，巡訪關懷各分院、辦事處及護法信眾。

299

19
9
5

國
內
篇



300

19
89
�2001

聖嚴師父此行在各

地的停留時間平均只

有一、二天，雖然行

程極為緊湊，師父都

親自接見各地委員、

頒發各項證書，聽取

各地辦事處的簡報；

在對護法信眾的開示

中，更傳達了幾項重

要 的 觀 念 與 行 事 準

則。其中最重要的一

項，師父要求大家精

讀《法鼓山的方向》

一書，鼓勵當地成立讀書會，以加強共識與向心力。

其次，聖嚴師父指出，目前社會上普遍使用粗、俗、滑、溜的語言，反映

出人際之間粗糙的品質及對文化的不重視。師父希望所有的法鼓人都能隨時

注意自己的身、口、意三業，要有威儀、合禮節，以具體的行動來感動人，

淨化社會。

此外，聖嚴師父也首度提出以別具意義的「悅眾」一詞，替代原先的「幹

部」、「委員」之稱。「悅眾」原是佛教寺院中的用語，是指執掌法器的執事

人員，如就字意來說，是使大眾歡喜、喜悅，也是為大眾服務之人，其含意

既符合法鼓山的精神，用語也較為典雅。

此次全省關懷之行，除了在台東前往宜蘭途中因賴恩颱風來襲而遭耽擱，

整個行程十分圓滿、順利。

9月14日

9月15日

9月17日

9月21∼22日

9月23日

嘉義辦事處

台南分院

高雄新興共修處

台東共修處

宜蘭辦事處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程



09.15

本日，聖嚴師父至台南進行關懷行之

餘，出席於台南分院舉辦的一場「與成功

有約」社會菁英座談會，與會者包括企業

界負責人、大學教授、文化界人士等八十

多位，由大億集團總裁吳俊億主持。會中

針對成功的定義、青少年和子女教育問題

等，有一番極為深入的探討。

聖嚴師父首先對「成功」的定義，提出

嶄新的詮釋。師父指出，成功不僅在於名

利、權勢、地位等有形之物的追求，以佛

法的觀點而言，成功還包括對生命價值的認定；成功也不能以短期的成就來

評斷，在宇宙的生命中，有一時的成功、一輩子的成功，更有永恆的成功。

在宗教的層次上，努力奉獻所成就的功德，是別人永遠搶不走的。廣義而

言，接受失敗的過程本身也是成功的一種。

而對於青少年問題，聖嚴師父認為家長要撥出時間教導孩子建立正確的人

生觀，媒體則應多加強人性光明面的報導，才能共創祥和的社會。

09.16

本日，聖嚴師父出席於高雄長谷世貿大樓舉辦的一場社會菁英座談會，主

題為「如何用禪法因應二十一世紀的社會環境」，與會者包括高雄、屏東縣市

約五十多位各界菁英人士，由高雄市政府副市長黃俊英主持。

這場座談會由法鼓山文教基金會主辦、《中國時報》協辦，會中並邀請聖

嚴師父的皈依弟子立法委員王志雄擔任引言，介紹師父的生平。

黃俊英副市長首先指出，目前社會亂象層出不窮，需由政府和民間共同努

力合作改善，尤其要借助宗教的力量。

針對這個問題，聖嚴師父表示，未來的科技愈來愈發達、物質愈來愈豐

裕，環境污染的問題卻日益惡化，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愈來愈疏遠，心靈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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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空虛。唯有心靈的平靜，才能防範有毒環境的侵蝕。師父並指出，雖然未

來不盡樂觀，但也無須悲觀。只要心中有應變的準備，對任何資源均能加以

珍惜，關懷眾生，不計較回饋，隨時隨地向內看，就能活在平安之中。

《中國時報》南部新聞中心總編輯李彪則表示，社會變遷中價值觀混淆，身

為新聞媒體也願意參與清流，負起媒體應盡的責任。

09.30

法鼓山開山以來，第一次以信眾

代表為主的聯誼大會，本日晚上於

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共有來自國

內外的護法代表四千多人與會。

聖嚴師父首先向與會大眾表示謝

意與關懷，同時期許大家要感恩有

法鼓山這塊良田可種福，從而負起

護法、弘法及推動社會淨化的責

任。師父強調，法鼓山對社會的關

懷是永不止息的。會中，師父並代

表法鼓山捐款一百萬元予「佛教蓮

花臨終關懷基金會」，做為對臨終病人的關懷，由該基金會董事長、台大醫院

副院長陳榮基醫師及榮總神經科主任胡漢華醫師代表接受。

當天晚會，由節目主持人趙寧、媒體工作者葉樹姍主持。在節目演出之

前，聖嚴師父首先帶領全體常住法師與大眾唱誦《心經》和〈四弘誓願〉，接

著開始各項活潑、精彩節目的演出。內容包括：歐陽慧珍舞蹈團三十位小菩

薩演出「佛心．菩薩行」、名嘴曹啟泰與董至成的「脫口秀」、演員陳麗麗吟

唱三首禪詩、新聞主播陳月卿講述菩薩行者的心聲，及法鼓山合唱團與台北

市立國樂團合作演出佛曲等。

表演節目結束後，進行授證、頒獎典禮，由聖嚴師父親自頒發新任委員、

各會會長證書，及表揚各會熱心的萬行菩薩。其中，表揚熱心奉獻的萬行菩

薩，是今年大會的一大特色。師父特別勉勵大家要隨時以身作則，發揚自安

安人、自利利人的菩薩精神，讓法鼓山的理念早日實現。整個晚會，於十點

左右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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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帶領眾人唱誦《心經》及〈四弘誓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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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鼓勵悅眾，以「法鼓山的理念」來做關懷和助念

勸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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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為了推動法鼓山「人品提昇年」

的四安理念，及籌募桃園辦事處

興建新佛堂基金，桃園辦事處本

日上午於縣立體育場巨蛋中央廣

場舉辦一場信眾聯誼園遊會，共

有一百五十多個公益攤位，吸引

了五千多人參加。

活動中，並安排了桃園啟智學

校的特殊才藝、民俗技藝、手拉

坏示範等多項表演，及慈濟功德

會骨髓捐贈宣導、中西醫義診、佛教文物書畫義賣等，豐富的活動內容，讓

現場洋溢一片熱鬧、歡喜的氣氛，全部活動於下午三點多圓滿結束。

為了讓這場園遊會辦得順利、成功，桃園辦事處很早就開始規畫相關作

業，前一天更是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桃園地區的義工菩薩們幾乎全力投入

布置會場，並號召學校師生參與。大家不但在過程中學習團隊合作的精神，

更因此親身體驗「利人便是利己」的理念。

11.05

為推行法鼓山「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及接引更多當地人

學佛，護法會中正萬華區本日於台北南昌公園舉辦一場「心靈環保園遊會」，

約有七千多人參加。

這場以「心靈環保」為出發點的園遊會，展出內容共分三大部分：一、生

活環保──提供環保教育、環保餐具、法律義務諮詢等攤位；二、身體環保

──三位中醫師現場義診、各式美味素食等攤位；三、心靈環保──以觀念

的倡導為主要訴求，包括介紹法鼓山共修活動、東初出版社出版品展售、古

書交換、義賣等。

活動從上午九點開始，住在南昌公園附近的民眾扶老攜幼來到現場，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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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為小朋友舉辦的觀世音菩薩像著色比賽，更吸引了許多小菩薩參加。接

近中午時分，不少攤位的物品都已義賣一空，大家「忙得快樂，累得歡喜」。

整個活動，於下午三點多順利結束。

11.11∼13

為掌握社會脈動，激發現代弘法人的活動創意，本日起一連三天，法鼓山

文教基金會於北投第一銀行職訓中心舉辦「活動創意研習營」，共有來自全省

各單位的悅眾菩薩及農禪寺常住法師一百七十多人參加。

這項研習營，邀請了多位國內優秀的公關與行銷方面的專才、學者授課，

包括台北市政府新聞處處長羅文嘉主講「如何運用媒體與公共關係創造活動

高潮」、陽明大學副教授萬育維主講「義工運作與管理協調」、文化總會副祕

書長莊碩漢主講「非營利事業之活動類型與方向」、交通大學教授陳光華主講

「如何結合社會資源創造活動效能」、成功雜誌副發行人林偉賢主講「如何策

畫一項活動」等；其間並安排分組實務演練，讓與會者親自模擬活動企畫的

過程。

由於講師們都具備豐富的理論與實務經驗，且提供許多寶貴的建議，與會

者不但勤作筆記，現場發問亦十分熱烈。

12.23∼25

為推廣大眾知福惜福的觀念，本日起一連三天，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於農禪

寺新禪堂舉辦「念舊愛，迎新歡──跳蚤市場」活動，共有三千多人參加，

義賣所得近五十萬元，全數捐做建設基金。

舉辦這項活動，緣於目前社會大眾尚未建立「綠色消費」的觀念，家中用

品隨用隨丟，無法物盡其用，造成資源的浪費。為了強化大家「知福惜福」

的觀念，體會聖嚴師父常說的：「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因而籌畫這場

跳蚤市場活動。

活動中的物品，全由法鼓山的專職人員及其親友所提供，共分為精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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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具用品、家庭用品等攤

位。由於適逢週末假日，

參觀人潮不斷，大部分的

物品都找到了它們的新主

人，重新發揮功能與作

用。

所謂「綠色消費」，就是

消費者購買、善用「綠色

商品」的行為。「低污

染、省能源、可回收」是

綠色商品的主要特色，讓消費者免於有污染性產品的毒害，不製造環境公

害，也幫助社會與下一代節制資源的浪費，為永續的美好生活品質盡一份力

量。所以，綠色消費是保護自己、保護他人及保護地球的一種好方法。

12.29

本日上午，中國大陸福建省佛教協會會長界詮法師等一行人，至農禪寺及

中華佛學研究所參訪，對法鼓山以現代化的方式弘法，留下深刻印象。

界詮法師盛讚聖嚴師父的著作深入淺出，在中國大陸流傳廣泛，尤其《戒

律學綱要》一書，對佛法在當地的傳播、教理的解說與實踐，具有相當大的

影響力。界詮法師並指出，中國大陸的佛教曾有一段時間遭受過摧殘，雖然

目前各項軟硬體設施已在逐漸恢復當中，但人才斷層的現象十分嚴重，而且

社會大眾對佛教信仰的認同度

還不夠，所以教育與佈教的工

作都還有待積極推動。

年僅三十七歲的界詮法師，

為福建南普陀妙湛長老、承天

寺圓拙長老的高足。此行係應

國內佛教團體之邀，來台瞭解

台灣的佛教環境，除參訪法鼓

山外，也拜訪了慈濟功德會、

佛光山等團體。



04.16∼20

4月16至20日，聖嚴師

父率領果暉、果元二位

法師，前往加拿大溫哥

華進行為期五天的演講

弘法活動，並會晤了當

地的護法幹部。

16日下午，聖嚴師父

甫下飛機，便展開一連

串忙碌的行程。當天晚

上於林果華菩薩的家中

會見二十多位護法幹

部，聽取大家的工作報

告，師父並贈送在場每位菩薩一本親筆簽名的《心靈環保》著作，鼓勵大家

成立讀書會，要互相關懷、同心協力。17日前往福慧寺，拜訪正在該寺講經

弘法的仁俊長老。

18日下午，出席參加信眾聯誼會，活動內容包括：由當地護法幹部進行會

務報告、介紹法鼓山各項建設、心得分享等。聖嚴師父不但全程參與，還一

一和每位信眾寒暄問候，慈悲親切的風範，令現場一百五十多位法鼓人深受

感動。19日晚上，於泛太平洋飯店（Pan Pacific Hotel）專題演講「如何安

心？如何安身？」。

結束加拿大的訪問行程後，聖嚴師父與果元法師於20日清晨，搭機轉往紐

約，繼續下一階段的弘化行程。果暉法師則繼續留在當地，帶領信眾進行多

場禪修、念佛等共修活動，於4月25日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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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9

本日晚上，聖嚴師父於

加拿大溫哥華泛太平洋飯

店（Pan Pacific Hotel）水

晶廳演講「如何安心？如

何安身？」，吸引了一千

多名聽眾，演講結束後並

有一百五十多人皈依三

寶。前來聽講的貴賓除了

溫哥華附近道場的法師及

中加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

王維傑外，仁俊長老也特

地將他原訂同一天在世界

佛教會的講經活動延後，到場聆聽師父的演講。

演講會場原本只能容納六百五十人左右，當天卻擁入一千多名聽眾，將場

地擠得水洩不通，後到的聽眾只好在走道、講台四周席地而坐，如此難得的

盛況，對當地學佛風氣有相當大的凝聚力。

演講中，聖嚴師父首先指出，凡夫向外追求身心平安，所以常常不得平

安。以佛法的觀點來看，身心平安之道是：安心於生活的少欲知足，安身於

生活勤勞儉樸。師父並以「忙人時間最多，勤勞健康最好」、「身心常放鬆，

逢人面帶笑」、「勤勞者不會寂寞，儉樸者不會貧窮」等話語勉勵大家。

整個演講過程，聖嚴師父舉了許多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來說明如何安身、

安心，幽默風趣、深入淺出的方式，引得全場聽眾掌聲數起。結束後，全場

都留下聆聽師父講述皈依的意義，實際皈依的人數約有一百五十多人。

04. 22

聖嚴師父結束加拿大溫哥華的弘化活動後，4月20日回到紐約東初禪寺。本

日晚上，與四十多位西方弟子進行一場聯誼會──「法集會」（Dh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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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hering），以「禪法在美

洲」為題，介紹禪法在美

國傳播開展的歷史、性

質、內容和趨向。

聖嚴師父在開示中特別

指出，以往在美國弘傳佛

法的人士，都強調禪修的

目的是在開悟，以致造成

只求開悟、不務修行工夫

的現象。今後當以禪修的

觀念及方法，實際運用於

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中，

以提昇人品、淨化社會為宗旨。師父進而說明禪修與開悟是因果關係，只要

觀念正確、方法用對、工夫成熟，便可水到渠成。縱然不能因禪修而開悟，

但禪修本身就是非常有益人格陶冶的。開示結束後，進行分組討論，與會人

士分享各自的禪修因緣、禪修心得及研討師父所傳授的禪修觀念和方法。

紐約是聖嚴師父首先在西方傳法、指導禪修的據點，因而師父每年固定在

春、秋二季，於台灣赴美的第一個週五晚上，舉辦一次西方弟子聯誼會

（Dharma Gathering），期能以法相會、凝聚彼此共識，這也是「法集會」名稱

的由來。

04.22

本日晚上，聖嚴師父應紐約上州賴市（Rye）一個基督教會成立的「韋恩萊

特之家基金會」（Wainwright House Foundation）之邀，主持一場兼具學術與精

神性的演講，主題為「執著與轉變」，對象主要為該地區的西方人士。

演講中，聖嚴師父為聽眾闡述執著與自我。師父指出，自我的執著可惡可

善，自我的轉變能左能右，超越自我便離所執著，放下自我的諸般執著，便

能獲得徹底的解脫。

該基金會經常舉辦各種系列性的學術與精神性的演講活動，以往都是邀請

在各大學擔任宗教課程的學者教授擔任演講者，這次聖嚴師父則是以學者及

宗教領袖的身分受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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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3

本日下午，聖嚴師父於紐約東

初禪寺進行一場公開演講，主題

為「明心見性」，遠近而來的聽

眾將現場擠得水洩不通。護法會

會長陳嘉男夫婦也因前往華盛頓

開會之便，抽空前來紐約拜見聖

嚴師父並聽講。

聖嚴師父的演講內容，分為五

個子題：一、釋迦牟尼佛夜睹明

星，頓悟成佛。明煩惱心，感清

淨心，見不動性，即成佛性。二、明心見性是禪宗的中心思想。例如菩提達

摩的「心無增減」、牛頭法融的「心性不生」、五祖弘忍的「三性諸佛皆從心

性中生」等，都是指明心見性。三、《六祖壇經》即以明心見性為其宗旨。

六祖惠能說：「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等，皆指明清

淨的本心，見本空的佛性。四、如何明心？如何見性？不思善不思惡，修無

相懺悔等。五、如何排除明心見性的障礙？求大善知識開導，常保持平常

心，懺悔愚迷、驕誑，反覆修學，持之以恆，即可明心見性，見性成佛。

演講中，聖嚴師父設喻善巧，深入淺出，令大眾法喜洋溢。

04.29

紐約東初禪寺本日於曼哈頓中央公園，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青少年佛

學營」，共有四十名就讀六至十二年級的華裔及外裔青少年參加。此項活動不

但受到家長們的重視，當地報紙也有做大篇幅的報導。

活動由果谷法師帶領，內容包括行前的自我介紹、參觀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所展出的佛教文物、欣賞百老匯「佛陀傳」

戲劇、介紹佛法及練習打坐等。法師首先向學員們介紹佛法中的慈悲觀，並

要大家試著閉上眼睛在林間靜坐，感受其間的種種，聆聽自我心靈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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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中大部分是第一次接觸佛法，對整個活動的內容都感到很新鮮，尤其

在林間打坐的經驗，多半表示帶給他們一種嶄新的體驗，有機會都很願意再

度嘗試。

04.29∼30

本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應美國佛羅里達州信眾之請，分別於奧蘭多

（Oriando）與坦帕（Tampa）的二所大學進行演講，這是師父自1981年訪問佛

州以來第二度到訪，為華人較少的美國南方帶來佛法甘露。

第一天下午，於中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主講「禪與

淨土的修行法門」，內容分為七個子題：一、佛法、佛教、佛學。二、禪與淨

土都是佛法、佛教、佛學。三、禪的修行方法。四、淨土的修行方法。五、

禪與淨土法門都是實學實用，能獲實際利益的佛法。六、禪與淨土都是要提

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七、禪與淨土都需要信佛、學法、敬僧。聽眾

約一百八十多人，會後發問非常踴躍，並有二十多人皈依三寶。

第二天下午，於南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主講「禪與

正信的佛教」，內容共分為六個子題：一、禪即是佛教。二、禪不離佛的言

教。三、正信的佛教是什麼。四、佛教的禪修方法與目的。五、禪佛教的修

正觀念。六、禪的佛教即是佛法僧三寶。聽眾約一百多人，會後有六十多位

皈依。

這二天晚上，聖嚴師父與當地護法信眾舉行了小型的聯誼會，與會大眾在

聆聽師父詳細介紹法鼓山的遠景及建設後，更加瞭解師父肩上的重擔，也提

昇了對法鼓山的共識與使命感。

06.03∼10

6月3至10日，聖嚴師父應英國布里斯朵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教授約

翰．克魯克（John H. Crook）之邀，第三度赴威爾斯（Wales）主持一場禪

七，共有二十九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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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曾分別於1989年4月

及1992年4月二度赴威爾斯主持

禪七，這是第三次前往。克魯

克博士為心理學教授，經師父

認可，為西方第一位正式傳法

弟子，也是威爾斯禪堂的創始

人。此次參加禪七的禪眾，包

括五位醫生、六位心理學家及

多位作家、藝術家，其中有二

位遠從波蘭而來。

聖嚴師父在禪七中，除了晚

上開示採用宏智正覺禪師的〈坐禪箴〉默照禪語錄為講本，禪修方法的指導

也以默照禪的逐層修行為準則，此為師父主持禪七以來首次以默照禪法為

主。

8日上午，聖嚴師父應克魯克博士之請，為威爾斯禪堂主持一項簡單的說法

啟用儀式。師父帶領大家唱誦包括《心經》在內的幾項經、咒、讚、偈，整

個過程的氣氛非常祥和莊嚴。雖然該禪堂尚未竣工，克魯克博士希望藉由師

父到英國弘法的難得因緣，請師父親自主持這項儀式。

10日禪七圓滿日，聖嚴師父為全體禪眾主持三皈五戒的儀式，共有二十四

位皈依三寶。

06.10

本日上午，聖嚴師父結束了於威爾斯的禪七後，下午立刻趕往距離三小時

車程的布里斯朵市，應布里斯朵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神學院宗教系佛

學研究中心主任保羅．威廉斯（Paul Williams）之邀，進行一場二小時的專題

演講，主題為「中國佛教與禪宗」，約有四十多人參加。

聖嚴師父的演講內容，分成三點：一、中國佛教的特色是傳承印度的佛

教，但卻有所創新。二者的實踐系統和思惟方法都不大相同。二、何謂中國

佛教？是把從印度傳入中國的大小乘經、律、論，吸收消化重新組織，完成

了所謂小乘二宗、大乘八宗的中國佛教。至於中國佛教的定義，應該是指中

國自創的佛教宗派，例如華嚴宗、天台宗、禪宗等。三、中國禪宗分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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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六祖惠能之前是初期，重視禪觀方法。惠能前後一直到晚唐時代是中

期，不重視禪觀而重視禪機。唐末至南宋之後是後期，演變成參話頭、念佛

禪、默照禪。其中的禪宗，跟印度佛教最大的不同，是不重視次第的禪定，

而強調即定即慧、即慧即定、頓修頓悟、自悟自證。

這場演講的聽眾除了三位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外，都是本地人士及布里斯朵

大學的教職員。聖嚴師父的演講內容充實而豐富，整個活動在輕鬆、愉悅的

氣氛中畫下圓滿的句點。

06.11

本日下午，聖嚴師父於倫敦一

所高中Haverstock School的體育

館，為當地僑胞進行一場演講，

講題為「禪在日常生活中」，約有

一百七十多人參加，其中有二十

多位是西方人士。中華民國駐英

代表簡又新和祕書亦蒞臨會場致

辭，並聽完全場演講。

演講中，聖嚴師父分佛學的基

本觀念、佛教的信仰層面、佛法

的實踐層次等三個主題說明。對整體的佛教做了一次相當明確的介紹，使現

場聽眾對佛教有一正確的認識，並能將佛法應用在日常生活上。

結束後，聖嚴師父為二十多人舉行皈依三寶的儀式。翌日，師父結束英國

弘法之行，於下午搭機返回紐約。

08.01

香港辦事處本日正式啟用，從三年前的少數幾位菩薩開始，憑著對法鼓山

理念的認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籌組織、辦活動、出刊物，使得法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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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推展，一步一步往前邁進。

有感於法鼓山在香港的護法信眾日益增加，信眾周恩如菩薩因此有了成立

辦事處的構想。去年（1994年）先由他的友人黃安琪提供辦公室部分空間，

做為圖書館及香港法鼓人活動聚會的場所。

今年5月，復籌組臨時幹事會，由黃安琪擔任總幹事、周恩如擔任副總幹

事，下設執行祕書、總務組、公關組、會計，並有專人管理圖書館。每月固

定舉辦聚會聯誼，由義工菩薩發心編印「通訊」，發行對象為聖嚴師父在港的

皈依弟子。此外，並贈送《法鼓全集》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志蓮淨

苑。

隨著人數的增加，場地逐漸不敷使用，剛好有居士發心提供了一個更大的

場所，而於今年7月搬遷，相關幹部並於7月24至27日專程回農禪寺拜見聖嚴

師父，討論於香港推廣的事宜，會中決定配合香港法令，將原有的臨時幹事

會註冊為非營利的有限公司（性質與國內財團法人類似），以便正式對外推展

活動。

香港辦事處本日起正式啟用後，將成為法鼓山在香港弘法的一處據點，大

家對未來也有了更明確的努力方向。

09.16

紐約東初禪寺本日在風景優美的中央公園附近，舉辦一項戶外「青年營」，

共有二十九位年齡在十九歲至二十九歲間的青少年參加，除由果谷法師帶領

教學外，並有果元法師及心理學博士馮抒閫菩薩協助。

該活動的課程內容，主要以聖嚴師父的一篇文章「談生涯規畫──立足點與

方向感」為依據，針對現在環境的混亂、人心的貪婪，過度追求物質而失去

人生的意義及價值判斷等現象，從佛法的角度，強化青少年道德的價值觀念

及肯定自我的信心。

活動中，並安排教授禪修的基本方法及禪修對日常生活的功能，引導學員

們認清自己先天和後天的客觀條件、興趣及意願，從中找出對個人、家庭、

社會、國家，乃至於一切眾生有意義的方向。

為期一天的課程共分四節，每節課前均先靜坐十分鐘，以培養學員們安

靜、祥和、平穩的心態，並以觀音法門的修持法及接觸大自然的方式，使學

員們能更加專注。整個活動，於下午四點半左右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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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4

本日，紐約東初禪寺監院

果元法師，代表聖嚴師父出

席聯合國（United Nations）

於紐約聖約翰大教堂（St.

John the Divine）舉行的成

立五十周年慶紀念活動，多

位宗教界代表都參與了盛

典。

典禮儀式在上午十點半正

式開始，首先由聯合國五十

周年慶紀念活動委員會主席

Richard Butler致歡迎辭，然

後展開一系列內容豐富的表演節目，包括演講、詩歌唱誦、交響樂演奏等，

其中並穿插伊斯蘭教、印度教、巴哈伊教、佛教、猶太教、耆那教、基督

教、天主教、錫克教、印地安巫教等不同宗教的祈禱儀式。演講部分則談及

此活動係紀念為聯合國服務工作者、非暴力理想主義者、聯合國創辦人、世

界難民而舉辦，並說明聯合國對未來的承諾；接著是國際旗幟遊行，典禮結

束時，由三位宗教界代表共同祝福，整個活動於下午二點左右結束。

10.20∼22

即日起一連三天，聖嚴師父前往洛杉磯弘法。20日抵達當天下午，首先接

受中央社、《世界日報》、《自由時報》等媒體採訪，介紹法鼓山的理念及對

社會服務所做的貢獻。

21日下午，聖嚴師父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佛學社、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佛學

社、加州州立工藝大學（California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sity）佛學社等團體

之邀，於華僑文教第二服務中心專題演講「如何用禪法安心、安家」，約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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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多人聽講，為僑界難得一見的盛會，中華民國駐洛杉磯經濟文化辦事處處

長歐陽瑞雄蒞臨致歡迎辭，並致贈師父「禪宗巨擘」紀念座，會後約有二百

多人皈依三寶。

22日上午，聖嚴師父出席洛杉磯聯絡處於中國文化中心舉行的信眾聯誼

會，除了開示外，並頒發新任勸募會員證，約有一百五十多人參加；結束

後，師父前往海印寺拜訪印海法師。下午，於召集人李秋頻家中，召開勸募

會員及悅眾幹部會議，共有四十人參加。

23日上午，聖嚴師父結束洛城之行，搭機返回紐約。

10.21∼22

本日起一連二天，佛州聯絡處

舉辦讀書會及禪修營活動，紐約

東初禪寺果元法師代表聖嚴師父

專程前往指導。

21日下午二點，於吳淑芳菩薩

家中舉辦的讀書會，果元法師首

先傳達聖嚴師父推動「讀書會」

的宗旨與目的，將師父所擬的

「法鼓山讀書會準則」分發給在

場每一個人，並逐項講解。

早在一個多月前，佛州護法信

眾在得知聖嚴師父正在推動讀書會後，便分別於中佛州奧蘭多市（Orlando）、

東佛州墨爾本市（Melbourne）、西佛州坦帕（Tampa）成立讀書會，研讀師父

所寫的《四眾佛子共勉語》。經由果元法師的詳細說明後，大家對讀書會的功

能與進行細節，有了更清楚的認識。接著，便分成二組展開實際演練，法師

則隨時予以修正指導。過程中，法師一再提醒大家，禮貌、語氣與態度，也

是讀書會中修持的另一項重點，可以藉此除去不好的習氣。活動進行到晚上

六點多，大家才欲罷不能地結束這項課程。

22日的禪修營則於奧蘭多市的利美達飯店舉行，共有四十人參加。由於有

不少美籍人士參加，果元法師便以英語主持，再由龔天傑、胡慕蘭二位菩薩

從旁協助。上午的課程，果元法師首先說明禪坐的功能與方法，並以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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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單元，讓大家練習靜坐，從中修正初學者的姿勢；下午，則分四列進行

面壁打坐，法師並指導大家禪坐前後的各種瑜伽運動及經行。整個活動，於

五點半左右圓滿結束。

11.04

紐約東初禪寺為籌募擴遷經費，本日於法拉盛（Flushing）的台灣會館

（Taiwan Center）舉辦一場募款義賣活動，約有當地東、西方人士二千多人參

加，共募得十三萬多美元。

聖嚴師父親臨會場關懷大家，並表示義賣會除了希望有個好成績，最主要

的目的還是讓僑界認同並支持佛教事業，及接引更多民眾同霑法益。

近年來，東初禪寺中外信眾人數快速增加，每逢法會、講經，寺內常擠得

水洩不通；而禪七期間，有限的空間只能容納三十人，以致於許多人向隅，

信眾便發起這項義賣活動。

義賣會當天，共動員了一百五十多位義工菩薩，從早上九點多開始布置，

法鼓山的山徽與標語將會場襯托得既莊嚴又祥和。接近中午時，人潮不斷湧

入，下午二點左右，聖嚴師父蒞臨關懷，氣氛更加熱烈，各項活動進入高

潮。

義賣物品包括聖嚴師父及各長老、法師所捐贈的念珠，以及各種衣物、飾

品、素食餐點等，大都是發心的菩薩捐出自家經營的商品，以低於市價一半

的價錢賣出，只為廣結善緣，不但買的人高興，布施的人也很歡喜。

除了義賣活動之外，現場並安排有中、英語禪坐示範，太極拳、氣功按

摩、達摩拳示範等，吸引了許多民眾的目光，全部活動持續到下午六點多才

告結束。

11.06∼07

本日起一連二天晚上，聖嚴師父應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Hunter College）

教授馮抒閫、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近東語文學系教授哲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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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G. Zysk）及紐約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新聞

文化中心之邀，於曼哈頓

市的台北劇場，主持二場

專為西方人士舉辦的大型

演講會，由王明怡居士擔

任翻譯。

第一晚的講題為「禪與

精神健康」，內容子題包

括：物質的享受永遠無法

使人精神平安、禪法即是

安心法、禪宗的安心故

事、禪宗的安心方法、時時處處都能安心等。第二晚的講題則為「禪與心靈

環保」，內容子題包括：人類的生活環境已被物質所限、禪修者發現的內心世

界廣大無限、禪修者如何開發心靈環境等。

這二場演講，均吸引了爆滿的西方人士前來聆聽，還有不少民眾無法進入

會場。該劇場負責人表示，自從1992年11月，聖嚴師父初次應邀至台北劇場主

講「禪的知與行」以來，此處未曾再有過如此多西方人士爆滿的場面。

12.16

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本日舉辦信眾聯誼演講會，聖嚴師父出席主講「將佛

法應用於家庭與事業」，約有三百多人參加，會後並舉行皈依儀式。

聖嚴師父演講的內容，分成六個子題：一、自利利人是佛法：要照顧自己

及照顧家庭、事業。二、努力現在：把握現在，面對現實，改善現況。三、

發願與懺悔：對未來要發大願，對過去要懺悔、不要後悔。四、慈悲與智

慧：以慈悲對待人，以智慧處理事。五、安家與安業：安居樂業，敬業樂

群；以小家庭、小事業擴大為以十方世界為家，以如來的任務為事業。六、

法鼓山正在推行的工作，即是安身、安心、安家、安業。

會中並播放了法鼓山「1995年信眾代表大會」的實況錄影帶，許多人都因

此感動得熱淚盈眶。這場聯誼會的整個過程非常溫馨，令所有與會者留下深

刻的印象。





走過1995年的「人品提昇年」，亦即以「四安」做為落實的準則，

1996年則是「菩薩成長年」，在「四安」的基礎上繼續成長。唯有不斷地

成長自我，才能以慈悲智慧的行為感動、影響他人，這便是大乘佛法菩

薩道的精神。

在許多場合中，聖嚴師父一再提醒，法鼓山會員人數是否能成長雖然

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品的提昇，以及修行、修養的成長，這才是最重

要的。所有法鼓山的會員都是萬行菩薩，大家發了菩薩願，願學佛的智

慧和慈悲，便是在學菩薩行。因此，師父勉勵法鼓人學習菩薩精神，做

一個自利利他的菩薩行者，「菩薩行的最後目的是成佛，人成則佛成」。

為了讓每位法鼓人在修行及待人接物等各方面都能有所成長，這一

年，法鼓山針對不同年齡層的人，舉辦了一系列成長活動。例如禪坐

會、福田會、助念團、義工團等會團，都分別舉辦成長營、講座等，以

豐富、多元的課程，讓悅眾幹部們在奉獻的同時，也能成長自我。

此外，4月下旬，聖嚴師父應香港佛教青年協會之邀，再度於伊莉莎白

體育館進行三天的講經活動。結束後，師父帶領「中國大陸佛教聖蹟巡

禮團」一行三百多人，參訪大陸十二處佛教聖地，希望大家用心體會祖

師們的悲心大願，飲水思源並見賢思齊，學習祖師大德們為法忘軀的堅

心和利益眾生的悲願心，自己也能發願做更多利益、淨化人間的佛事。

以菩薩自我勉勵及自我期許，法鼓人不斷努力荷鋤耕耘，視

成長為一條永無止盡的道路，瞭解唯有持續成長自己，才能利

益他人；也唯有發揮自利利他的菩薩道精神，才能啟蒙社會大眾

的良善與美好，最終一如百川匯流成大海，一起走向成佛的大道。

本年度另一影響深遠的大事為：10月初法鼓山舉行「奠基

大典暨地宮安寶儀式」，這項活動的安排，象徵著法鼓山在

佛法傳承的整體發展上，又來到一個歷史性的時刻。透過地

宮安寶的儀式，法鼓山的法脈更形確立，期許法鼓山的僧侶四

眾，能為佛法的住世多盡一份力量，同時也為千秋萬代之後，保留一

份弘法的歷史記憶。



01.19∼24

即日起至1月24日，「第五屆台北國際書展」於台北世貿中心展出，原東初

出版社與《人生》雜誌首度以「法鼓文化」的嶄新面貌參展。

這次書展，法鼓文化共展出八個攤位，主題規畫有：佛堂區、學術區、正

信佛教展示區、書籍流通區、有聲品區、禪修區、惜福區、高僧小說系列

區、《人生》雜誌區等，完整而清楚地向讀者推介法鼓文化的出版品；現場

並設有電視、電腦多媒體設備，多元呈現法鼓山的理念和方向。

六天展期，法鼓文化的出版品相當受到歡迎，例如聖嚴師父的《正信的佛

教》、《學佛群疑》、《佛教入門》、《戒律學綱要》等著作；以及「高僧小說」

系列套書。這些除了表示參觀讀者對法鼓文化的肯定外，也顯示社會大眾對

精緻、有內涵

的佛教出版品

的渴望。

書展期間，

聖嚴師父特別

於開幕日上午

蒞臨現場慰勉

工作人員的辛

勞，對於法鼓

文化清新、活

潑的布置和設

計表示讚賞。

法鼓文化表

示，未來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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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類似的活動，透過文字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將佛法和法鼓山「提昇

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傳播給更多人知道、瞭解。

這次書展，共有來自全球三十四個國家、一千三百個出版單位參與，共吸

引了近三十萬人次參觀。

01.23

由中華民國傑人

會主辦的「第一屆

中國傑人獎」，本日

下午於台北晶華酒

店舉行頒獎典禮，

聖嚴師父由於推動

心靈環保、關懷社

會 的 作 法 受 到 肯

定，獲頒「宗教教

育獎」，由總統府祕

書長吳伯雄頒獎。

聖嚴師父表示，

得獎不是他的目標，他只是在做點燈的工作。不過，這表示法鼓山所推動的

理念和舉辦的各項活動，受到社會大眾的普遍肯定與認同，他感到很欣慰。

本屆得獎人還包括了：裕隆汽車公司董事長吳舜文、董氏基金會董事長嚴

道、銘傳管理學院校長包德明、新聞學者歐陽醇、台中市田徑委員會顧問何

土、台灣盲人重建院院長曾文雄、台灣省台中區農業改良場副廠長林信山、

柏夫企業負責人連漢濱、盲人音樂家曾宜臻、中興大學教授陳清義、台灣省

立交響樂團團長陳澄雄等十一位。

翌日，李登輝總統召見十二位得獎人，在一個小時的茶敘中，聖嚴師父表

達了對社會關懷的希望與期許，李總統則相當肯定法鼓山對改善社會所做的

一切努力。

中華民國傑人會是一個非政治性、宗教性、營利性的社會團體，以發展人

類智慧、結合社會力量、提昇生活品質、增進精神文明，並以服務社會、培

養傑出人才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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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6

政治大學附屬實驗小學本日舉辦校外教學──「法鼓山一日禪」活動，由家

長會會長徐木蘭教授帶領，至台北安和分院及農禪寺參訪，共有八十七名學

生、四十三位家長及老師參加。

在安和分院時，聖嚴師父出席開示，以「獨立、聰明、乖巧」三個禮物送

給小菩薩們，勉勵他們要經常念佛、念菩薩，隨時帶著慈悲心，尤其別忘了

對父母、師長也要慈悲。

隨後一行人至農禪寺後，即分別進行不同活動：果建法師指導家長、老師

們禪坐，果慨法師則帶領小菩薩們經行、打坐，體驗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用過午齋後，特別安排了一群仍在大學就讀的義工菩薩，透過團康活動，

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帶領小菩薩們從中體會佛法；家長、老師們則觀賞「溫

柔的慈悲」錄影帶，以進一步瞭解法鼓山及聖嚴師父；果燦法師並向大家介

紹法鼓山推動的「禮儀環保」精神。

全部的參訪活動，於下午二點多圓滿結束。

02.05

一百多位曾於去年（1995年）參加法鼓山教師禪修營的教師們，本日回到

農禪寺參加「教師研習聯誼會」的成立活動。

這群熱心的教師們在禪修營結束後，深感與佛法、聖嚴師父的理念和教育

精神十分相契，因而希望成立一個固定的組織，一方面增加共修機會，一方

面分享彼此的經驗，以延續禪修營的修習精神。首任會長，由楊美雲老師擔

任。活動中，除了安排農禪寺常住法師介紹法鼓山的理念與方法、佛門行儀

外，並邀請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常務委員鄭石岩談如何結合禪修與輔導，讓孩

子在成長過程中不致受到傷害與遺憾。

聖嚴師父在開示中指出，處在現今瞬息萬變的社會，浮躁不安的人心是最

大的問題。身為教育工作者，應該要懂得運用方法，幫助孩子把心安定下

來；而在輔導學生之外，也要時時輔導自己，以感恩心肯定自己當下所擁有

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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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並勉勵在座的教師們，要多參加共修活動，以提昇自我品質；自

己提昇了，教學品質必能提昇，學生必能受益良多。

02.08∼12

農禪寺與台北縣政府於法鼓山上合辦為期五天的「青少年成長營」，共有十

六位來自金山、三芝、石門、萬里的中途輟學國中生參加。

為了照顧這群活潑好動的孩子，法鼓山投注了相當多的心力，設計出一套

動靜兼具的活動內容，包括了打坐、大地遊戲、捏陶土、布袋戲等，並邀請

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常務委員鄭石岩、知名作家小野前來講述他們的成長過

程。每項活動的規畫，都以共同參與、彼此分享、肯定自我為出發點。

這群在學校教育體系受挫的孩子，剛開始多半帶著抗拒、排斥的心情；不

過，經過幾天的相處，他們感受到法師和輔導人員的慈悲與關懷，在真誠的

讚美與鼓勵中，逐漸放開自我防衛的心，展現他們純真的一面。

活動第四天，聖嚴師父為學員們主持一場皈依儀式，親自為每位同學戴上

念珠、佛菩薩聖像項鍊，並將皈依證一一交在他們手中。

五天下來，學員們與法師、義工菩薩朝夕相處，深刻感受到佛法的慈悲、

寬容，從中學到「知福、惜福、培福」的觀念及佛門中的威儀，同學們都有

如重生般的喜悅。

03.01∼03

本日起一連三天，法鼓山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法華經》人生系列講

座」，由聖嚴師父主講，共有近萬名聽眾參加。

三天的主題，分別為「《法華經》與清淨人生」、「《法華經》與積極人生」

及「《法華經》與智慧人生」。聖嚴師父以其豐富的修行經驗、深廣的學養，

針對現代人生活的忙亂與心靈的迷惘，以生活化的角度，幽默風趣地闡述了

《法華經》的內容精要。

演講中，聖嚴師父以「清淨是少欲知足、積極是包容奉獻、智慧是光明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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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三句話，點出題旨。

師父表示，人生有種種

苦，就如三界火宅，又有

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等種

種煩惱。而大多數人皆活

在錯亂之中，以苦為樂、

以無常為常。要離開此種

種煩惱，唯有少欲知足，

時時懺悔內心的貪、瞋、

癡，才能獲得清淨的人

生。

聖嚴師父並指出，積極的人生是能承擔、能為成就眾生的利益，勇於奉獻

自己。師父勉勵大家要以柔順精勤的態度行菩薩道，因為行菩薩道即是積極

人生的體現。

最後，聖嚴師父開示得智慧的方法：逆增上緣成大智慧，謙虛待人得大智

慧，並要以大慈悲莊嚴智慧。三天講經活動，皆安排了閩南語同步翻譯，最

後一天並舉行了簡單的皈依儀式。

03.09∼10 05.25∼26

為凝聚共識，強化委員們的使命感，護法會分二梯次於3月9至10日、5月25

至26日，在北投第一銀行職訓中心、嘉義海恩淨寺舉辦「1996年法鼓山預備

委員成長營」，共有二百多位預備委員參加。

3月9日晚上，聖嚴師父親臨關懷，並開示勉勵大家要以身作則，淨化自

己，進而淨化家庭、社會。另外，不管外在的變化如何，為佛教、為了台灣

及整個世界，要積極地推動法鼓山的理念；但不要把理念當成口號，而要踏

實地去做，由悅眾菩薩來帶動護持會員、勸募會員，層層發揮影響力。

為期二天的活動，安排了蔡英玲老師帶領同理心訓練課程，教導學員如何

設身處地為別人設想，在勸募、弘法的過程中，更能體會、瞭解別人，進一

步達到溝通與協調的目的；組織關懷委員現身說法，互相交換對預備委員的

定位和心態；安排護法會、禪坐會、念佛會等會長及助念團團長等為學員做

簡報，讓大家更清楚認知法鼓山的功能和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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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6

桃園辦事處本日上午舉行

新佛堂落成灑淨、佛像開光

儀式，由聖嚴師父主持，約

有近千人到場觀禮。

聖嚴師父於開示中表示，

娑婆世界的眾生皆苦，唯有

提昇人品，建設淨土，才能

夠使佛法廣被，令眾生離

苦。

下午，辦事處並舉行了一

場皈依典禮，由聖嚴師父主

持，約有三百多位信眾參加；隨後，師父會見了新竹、中壢、桃園三個地區

的勸募會員，並頒發新勸募會員證。師父開示指出，法鼓山是一個非營利事

業的團體，必須有相當好的組織，才能受到信眾長久而普遍的護持。

桃園辦事處新佛堂位於大興路一棟十二層樓建築的頂樓，可容納約一百二

十人共修，承購經費一半由威帝建設公司董事長李枝河發心捐贈，另一半則

由桃園地區的師兄姊籌募集資。未來除了每週固定的念佛共修、禪坐、讀書

共修會、菩薩誦戒共修會、大悲懺法會等，還將不定期舉辦各種關懷講座，

推廣法鼓山的理念。

03.17 03.24 04.14

為了讓每位勸募會員都有機會親炙聖嚴師父的風範，護法會分別於3月17、

24日及4月14日三天，於農禪寺舉辦北區勸募會員拜見聖嚴師父活動，共有一

千三百多人參加。

聖嚴師父在開示中表示，今年是法鼓山「人品提昇年」，希望不但能進一步

提昇我們的品質和素質，在會員人數上也能成長，而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以身作則」來感動人。師父期許大家要做「無底的垃圾桶，無塵的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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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本身不受沾染，但能清晰周到地為對方解決問題，以接引更多人學佛。

活動中，並安排了十八位資深委員或講師現身說法，分享勸募的理念與心

得等。護法會組織關懷組召集人謝水庸表示，由於這是護法會的年度盛會，

去年（1995年）11月便開始規畫，務求在課程及活動的安排上，能照顧到每位

勸募會員的感受，並能與聖嚴師父見面，直接感受師父的關懷。

不少出席的會員表示，聖嚴師父的慈悲與智慧，讓他們感受到弘法、護法

的迫切，對未來的道路充滿了信心。

04.06∼07

本日起一連二天，

於法鼓山上分三梯次

舉辦「感恩大地朝山

活動」，共有來自全

省約萬名信眾參與。

聖嚴師父在7日中

午結束農禪寺的講經

活動後，隨即上法鼓

山關懷大家，並慰勉

義工菩薩的辛勞。

主辦單位表示，為

了讓更多信眾參加朝

山及為今年10月的奠基典禮預做暖身，今年特別擴大舉辦。除了延長時間、

加長動線外，還增加了惜福市場、作文比賽等活動。

以活動時間而言，三梯次朝山分別為6日晚上七點至十二點、7日凌晨一點

至三點與早上六點至九點。在朝山動線上，過去只有從停車場到觀音殿一

段，這次增加從觀音殿持誦〈大悲咒〉至七棵雀榕休息區，沿路並設置了三

個觀景點，由專人解說未來的建築設施，讓前來參與的信眾認識法鼓山的建

設藍圖。

這次朝山隊伍中，最令人感動的是，有不少遠從屏東、嘉義、台東等地而來

的信眾，在數小時的車程、於凌晨完成朝山後，仍精神奕奕地前往農禪寺聆

聽聖嚴師父講經，精進修學佛法的精神令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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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3∼19

4月初，旅居美國

的仁俊長老來台訪

問十七天，期間特

別在法鼓山全省各

地相關單位舉辦多

場演講或座談會，

與法鼓山的信眾結

法緣。

仁俊長老此行在

法鼓山的活動，包

括：4月13日下午於

台北安和分院演講

「創踐四化行，學做世界人」；晚上於農禪寺為念佛會開示「新的時代：淨土

行者最急需精神──提振三念（佛、法、僧），攝充三具（善根、福德、因

緣）」；14日上午，參觀法鼓山；15日，參觀台中分院；17日，參觀中華佛學

研究所，並與該所師生進行一場座談會；19日，於台南分院弘講。

15日，聖嚴師父特別陪同仁俊長老至新竹福嚴精舍拜見印順導師。印順導

師為仁俊長老的老師，而仁俊長老又是師父十七歲在上海靜安佛學院求學時

的老師，師生三代相聚，因緣十分難得殊勝。

仁俊長老現年七十七歲，旅居美國二十多年，與法鼓山的關係相當深厚。

當聖嚴師父在台期間，常至紐約東初禪寺開示或主持法會。此外，長老以信

眾們的供養所成立的「眾姓文教慈善行願基金會」，每年都會提供五萬美元給

中華佛研所畢業的同學做為海外深造的獎助學金。

04.15

本日晚上，聖嚴師父應邀出席一場於台中市永豐棧麗緻酒店舉辦的「中區

企業家座談會」，行政院政務委員黃石城應邀擔任引言，約有六十多位企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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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參加。

黃石城委員

在 引 言 中 表

示，對聖嚴師

父 所 提 倡 的

「 提 昇 人 的 品

質 」 深 表 認

同，呼籲各界

菁英分子支持

師父的理念，

參與法鼓山的

活動，從而改

善 我 們 的 社

會、政治風氣與環境品質。

在座談會正式進行之前，聖嚴師父向大眾開示「菩薩」的意義，師父勉勵

大家做一個有慈悲、有智慧，不會困擾自己和傷害他人的菩薩，以提昇人的

品質。

座談會中，與會來賓所提的問題都非常生活化且實用，對於每一個問題，

聖嚴師父均詳盡回答。其中一位來賓問到，學佛要去除「貪」，與企業上的

「企圖心」是否衝突？師父表示，「貪」與「企圖心」是完全不同的。「貪」

是為個人的名利、權勢，不顧他人的禍福；而正確的「企圖心」是為大眾的

利益，是悲願。

這場座談會是由美加美鞋業總經理唐進賢所發起，永豐棧董事長何豐棧提

供場地，全程二個多小時，於晚上十點多才在大眾意猶未盡中結束。

在這之前，聖嚴師父並出席本日下午於台中分院舉辦的「中部地區榮譽董

事、社會菁英菩薩聯誼會」，約有四十人參加。會中，師父開示強調法鼓山是

在做撒網、播種的工作，勉勵大家要全心全力關懷眾生，弘揚佛法。

05.28

法鼓山助念團本日晚上於農禪寺舉辦一場「臨終照顧」演講，邀請蓮花臨

終關懷基金會董事、台大醫院護理長王浴主講，約有三百多人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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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中，王浴護理長首先說明臨終關懷是對身患絕症的病人最好的照顧，

其範圍包括了身體、社會、心理、性靈及其家屬。如此龐大的工作，需要醫

師、護理、社工、宗教等團隊合作才能完成，是「全人、全家、全程、全對」

的四全照顧。

由於癌病已成為全球死亡率最高的病症，王護理長以實際臨床的病例，解

說癌症末期病人臨終的生理現象，及如何做護理和照顧工作，並對佛教臨終

關懷提出中肯的建議。

最後，王護理長特別開放現場發問，舉凡醫院的臨終照顧現況、臨終助念

環境等問題，他均做了極為詳盡的回答，讓與會者上了一堂莊嚴的「臨終關

懷」課程。

06.16

由法鼓山主辦的「北投新故鄉

端午節社區園遊會」，本日於北

投立農公園展開，吸引了不少鄰

近的社區居民參與。

當天現場除了設置各式飲食、

佛教文物、跳蚤市場等攤位，還

設了一個「品粽區」，提供參與

民眾免費品嘗新鮮粽子，提早感

受濃濃的端午佳節氣氛。另外，

並在公園中央搭建了一個表演

台，安排了包括法鼓山合唱團演

唱由聖嚴師父作詞的佛曲、笛子演奏名家陳中申和台北市北區客家會演出傳

統民俗音樂、武術表演、立農晨光土風舞社演出土風舞、尊賢里里民合唱團

演唱里歌等多項精彩節目。

園遊會會場還安排了中西醫義診、香包製作教學、兒童繪畫比賽、拔河比

賽，讓民眾實際參與。整個活動在頒發兒童繪畫比賽優勝獎項後，於下午三

點左右圓滿結束。

這場以慶祝端午佳節為名的社區聯誼活動，協辦單位包括北投尊賢里、奇

岩里、八仙里等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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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2

本日下午，聖嚴師父應政

治大學校長鄭丁旺之邀，出

席該校八十五年度畢業典

禮，為二千七百多位畢業生

（包括38位博士、438位碩

士）專題演講「走向光明和

健康的未來」。這是該校首

次打破以往慣例，請一位法

師擔任畢業典禮的演說者。

聖嚴師父於演講中表示，

二十多年來，他曾在國外六

十多所大學做過一百多場演

講，但是在國內的國立大學，特別是政大畢業典禮上做專題演講則是第一

次，為此他感到非常光榮。

聖嚴師父鼓勵大家能保有清涼的智慧心和溫暖的仁慈心，以智慧心處理

事，以仁慈心包容人，不要斤斤計較眼前的得失利害，要腳踏實地，把握現

在，迎向未來，就會走出光明和健康的路來。

當天除了畢業生之外，還有全校教職員和畢業生的家長約一萬多人參加。

聖嚴師父原本正在美國弘法，為了這場畢業典禮，特地專程返台，翌日又飛

往美國。

7

由法鼓文化出版的「高僧小說系列」之《東土小釋迦──智者大師》、《東

征和尚──鑑真大師》、《慈悲護眾生──蓮池大師》、《傑出的留學生──玄

奘大師》、《謙虛的大和尚──印光大師》五書，榮獲行政院新聞局舉辦的

「第十四次推介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法鼓文化去年（1995年）8月推出的高僧小說系列，是以現代小說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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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蒙太奇的剪輯技巧、生動的插畫，以每

月出版的「雜誌書」型式呈現在讀者面前。

因此，一推出即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

行政院新聞局為關心國內青少年

學童的閱讀環境，並鼓勵出版業者

多發行有益中小學生身心的好書，自

1983年起，每年定期舉辦「中小學生

優良課外讀物推介評選」活動，迄今已

達十四屆。

今年參與評鑑的出版業者相當踴躍，計有202家出版社提送3,595本青少年的

書籍及雜誌參選，經過評審委員分階段層層篩選，最後選出1,133本推介書

刊，競爭可說相當激烈。

07.01∼04

本日起一連四天，於

農禪寺舉辦一項「兒童

佛三夏令營」活動，約

有來自全省一百五十多

位小菩薩參加。

課程內容除了早晚

課、念佛、拜佛、拜

懺、跑香等共修活動

外，還特別安排了梵唄

課，讓學員有機會瞭解

法器的使用。另外，為

了加深小菩薩對佛法的

體驗及認識生命、尊重生命、愛護生命的能力，並帶領大家前往關渡平原賞

鳥。

主辦單位表示，舉辦兒童佛三，是為了讓曾參加過夏令營的兒童有一個精

進的共修機會，將淺顯的佛學概念與修習方法融入生活中；並藉與大自然的

接觸，培養小菩薩健全的人格與開放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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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1∼15 07.16∼20 07.26∼30

為提供兒童一個豐

富而充滿喜悅的暑假

生活，法鼓山於7月

11至15日、7月16至

20日及7月26至30日

分三梯次，在台中、

台北二地舉辦「兒童

學佛夏令營」，共約

七百位學童參加。

7月15至20日於台

中沙鹿鎮弘光醫事護

理專科學校舉辦的活

動，對象以國小五、

六年級的兒童為主。課程內容除了早晚課誦之外，並包括了禪坐、戲劇表

演、學佛行儀、影片觀賞、大地遊戲等。其中，「大地遊戲」帶領小菩薩們

從親近大自然中，啟發他們的慈悲心，進而懂得尊重、愛護一切眾生。

7月26至30日於台北縣石門國中舉辦的活動，對象則以國小三、四年級的兒

童為主。課程內容包括：佛曲教唱、佛菩薩的故事、巧食齋、掌中乾坤、尋

根探源、大地遊戲等。其中，「巧食齋」單元讓學員嘗試自己包素水餃，令

小菩薩們感受到大家一起動手做的樂趣。

法鼓山舉辦夏令營的目的，是希望將佛法及法鼓山所提倡的「四環」理念

──生活、禮儀、心靈、自然環保，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帶入活動中，培養

小菩薩們感恩及關懷他人的心，並認識正信的佛教。

08.05

7月31日強烈颱風賀伯侵襲台灣，造成全省十六個縣市成為受災區。法鼓山

關懷受災民眾，本日由中華佛教文化館鑑心法師、農禪寺都監果暉法師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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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山文教基金會祕書長

戚肩時代表致贈三百萬

元，予中華民國紅十字

總會做為專款賑災之

用。之後又在由華視、

台視聯合舉辦的賑災募

款晚會中，再捐出一百

萬元，期拋磚引玉。

這次風災，法鼓山所

屬農禪寺、文化館及文

教基金會辦公室大樓的

地下室全部淹水。尤其

農禪寺連續二天浸在水中，最深曾達一公尺，受災情形相當嚴重，直到8月3

日才大致恢復舊觀。台北市市長陳水扁及北投區區長楊勝雄2日特地前來探

視、關懷災情。

而為了協助農禪寺周邊居民及板橋部分受災戶恢復家園，法鼓山並於8月4

日發動義工菩薩進行清運垃圾及消毒工作。

08.05∼08 08.09∼12

法鼓山首次針對大專院校的教育人員，分二梯次於8月5至8日、8月9至12日

舉辦「大專行政主管禪修營」，共有來自全省一百多位教育行政主管以及系主

任參加。

聖嚴師父在開示中，勉勵大家不但要將佛法的精神應用在生活、工作中，

平日也要多參加禪修的活動。

在為期四天的禪修營中，學員們過著「禁語」的生活，這對每天必須在講

台上滔滔不絕的教師們而言，可說是一項全新的體驗。在心得分享會中，一

位學員表示，透過禁語能反觀自我，與自己交心並認識自我；五位從事護理

醫學的女教師對被法師們稱呼為「菩薩」，表示很慚愧，她們表示，會將「菩

薩」做為自我成長的目標，並將在這裡所學的東西回饋在工作上。

活動結束後，學員們一致表示，教育界應多推廣禪修活動，讓更多人體驗

佛法和禪修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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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2

由法鼓山文教基金會、社會無醉文教基金會合辦的「反毒、節酒、反暴力」

系列活動，本日下午於台北環亞飯店舉行活動大會典禮，由社會無醉基金會

董事長趙寧博士主持，農禪寺都監果暉法師代表聖嚴師父出席。

果暉法師代表聖嚴師父致辭時表示，健康祥和的社會運動，一定會有淨化

人心的功能。吸毒、酗酒、暴力等現象雖是少數人的行為，卻為今日的社會

造成不安。只要大家共同來參與尊重生命、關懷社會的運動，便是自救救

人、救社會的具體行動。

此項以「尊重生命、關愛社會、讓社會安定無罪」為主題的系列活動，是

由聖嚴師父、趙寧博士、立法委員黃昭順、朱鳳芝等人發起。系列活動包

括：成立宣導團全省巡迴宣導、簽署行動公約、校園巡迴座談及演講、舉辦

抽獎活動、設立反暴力投訴專線等，於8月12日至11月12日陸續展開。

09.15

有鑑於日前台灣發生大

學生參加暑期佛學營後，

集體剃度出家，引起社會

各界的關注。對此，法鼓

文化與《中國時報》本日

特別共同舉辦一場「出

家，究竟該怎麼說？──

社會大眾如何看待宗教生

活」座談會，邀請光啟社

副社長丁松筠神父、基督

教長老教會牧師盧俊義牧師、社會文化評論家南方朔、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

黃光國、《中國時報》社長黃肇松與聖嚴師父座談。

會中，聖嚴師父表示，佛門的出家人不能老是關起山門來說要弘法、要度

眾生，而應具備未來觀，對於現在的社會要知己知彼，思考佛教能提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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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社會。師父希望佛教界能從教育方面著手，培養真正的宗教師，人數多寡

並不重要，有正確的觀念和專業能力才重要。

黃光國教授與南方朔先生分從歷史、社會的角度，說明台灣的宗教現象。

丁松筠神父指出，未來各宗教之間應該愈來愈開放，彼此參考其他宗教的做

法，互相借鏡。盧俊義牧師則表示，長久以來，台灣社會信仰宗教都帶有一

些功利的心態，因此當孩子要為神服務時，父母自然無法接受。黃肇松社長

從媒體工作者的角度指出，宗教與媒體如何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很重要。

09.20∼21

本日起一連二天，法鼓山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聖嚴法師《法華經》淨

土系列講座」，由聖嚴師父主講，共約三千多人聆聽。

二天的主題，分別為「《法華經》與人間淨土」、「《法華經》與佛國淨

土」。聖嚴師父首先以「有佛法教化的地方，就是佛國淨土；與佛相印，即在

佛國淨土。心中沒有煩惱，只有智慧，就是人間淨土」，點出了《法華經》與

人間淨土、佛國淨土的要義。

聖嚴師父勉勵大家學習菩薩的精神，也就是「身在人間，但不為世間的煩

惱所束縛和困擾」，以感恩心來看世界，處處都是淨土。師父並以經文中：

「以慈修身，善入佛慧，通達大智，到於彼岸。」勉勵大家要對佛法有信心而

不退轉，努力開發

自 己 的 智 慧 ， 把

「慈悲沒有敵人，智

慧不起煩惱」二句

話落實、運用在日

常生活中。

二天講座，聖嚴

師父以生活化的角

度，廣設巧喻，幽

默 風 趣 地 闡 述 了

《法華經》的精義，

帶領全場聽眾進入

佛法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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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2

本日晚上，聖嚴師父應邀參加由行政院勞委會、中國廣播公司及《中國時

報》主辦，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承辦的「關懷全省勞工『四安』祈福大會」，並

於會中專題演講「從四安中提昇工作安全──安身、安心、安家、安業」，勞

委會主委謝深山、中廣主任祕書廖遠泰、中華民國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理事

長詹欽榮亦出席與會。

大會在法鼓山合唱團、名笛子演奏家陳中申、歌手王識賢的表演後，正式

揭開序幕。謝深山主委首先致辭表示，國內的職業傷害案件在勞委會及國人

的努力下，已有顯著降低，但與先進國家相比仍屬偏高。因此，仍須加強工

作環境的安全防護。

聖嚴師父在演講中勉勵大眾，運用放鬆身體、歡喜心接受及對待工作來

「安身」；以感恩心及念佛等方法來「安心」；以家庭中成員的互敬互助、互

相關懷學習、共同成長等來「安家」，並以此精神推及工作團體、社會國家，

再以隨時反省的做法來清淨身、口、意三業，即為「安業」。會中，聖嚴師父

並解答現場聽眾所提有關工作傷害的心態調整等問題，師父並代表法鼓山捐

款五十萬元予中華民國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由該協會理事長詹欽榮代表接

受。師父表示，社會及政府都應共同擔負起照顧工作傷害受害者及其家屬的

責任。因為他們貢獻、犧牲自己，成就國內經濟的繁榮。

10.06

法鼓山全體信眾期待多時的奠基大典，本日上午在聖嚴師父的主持下隆重

舉行，會中邀請了多位諸山長老、內政部部長林豐正、教育部部長吳京、台

北縣縣長尤清、台灣省民政廳廳長陳進興等多位貴賓，約有一萬多名信眾上

山共襄盛舉。

這項名為「心靈饗宴．人間淨土」的大會，分二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

奠基大會，第二階段為地宮安寶儀式。前段的奠基大會，以精緻的表演節目

貫串全場，由靳秀麗、陳凱倫共同主持。節目內容包括：優人神鼓與一百名

義工菩薩共同演出「法鼓傳音天地人」；法鼓山合唱團與聲樂家簡文秀、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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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揚教授演唱佛曲；有

「小王爺」之稱的陳麗麗與

歌仔戲名演員楊麗花聯袂

以國台語雙聲演出「禪詩

禪唱」；藝人董至成與吳

宗憲表演「薪火相傳法鼓

心」脫口秀等。

表演節目告一段落之

後，由聖嚴師父開示。師

父於開示中強調，法鼓山

是一個弘揚正信、正統、

正確和正常健康的佛法團體，也是一個淨化人心、淨化社會的團體。多年

來，法鼓山不斷提倡心靈環保、禮儀環保、生活環保等淨化運動。所以，凡

是參與法鼓山各項活動的成員，都是建設人間淨土的「建築師」。

接著，活動進入第二階段，眾人轉往地宮所在的第二現場。儀式首先由聖

嚴師父與晴虛長老、今能長老、廣慈長老、宏印法師、淨耀法師進行灑淨，

林豐正部長等貴賓一同為奠基剪綵、揭開奠基石，隨即進行「地宮安寶」儀

式。師父與五位長老法師、政界和藝文界人士等共十九位，一起將象徵佛、

法、僧三寶的三百多件當代佛教文物法寶安置在地宮中，為台灣佛教歷史留

下豐富的一頁。

活動最後，在聖嚴師父及長老法師的帶領下，以萬人摸祈福沙的方式，為

全國人民祈福，並功德迴向國泰民安、世界和平，現場充滿著莊嚴而歡喜的

氣氛，也為此次奠基大典畫下圓滿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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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辦 人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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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於奠基大典中向大眾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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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長老法師和聖嚴師父（第六位），共同主持灑

淨儀式。（由前至後分別為廣慈長老、淨耀法師、

今能長老、宏印法師、晴虛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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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知名藝人陳麗麗與楊麗花，共同演出「禪詩禪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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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捧持文物至地宮安放。



特 別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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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合力將厚重的花崗岩石函寶賬，置入地宮。

由花崗石製成的法鼓山石函寶賬，其外

觀上的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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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宮構造剖面圖



10.10

本日上午，護法總會

於農禪寺舉辦新任悅眾

菩薩授證典禮，聖嚴師

父親自出席頒授證書，

約有四百多位來自全省

的新舊任正副召集人、

關懷委員及各會團悅眾

參加。

聖嚴師父於一一頒授

證書給新任悅眾菩薩

後，開示勉勵大家做一

位讓人歡喜、關懷別人的菩薩，發長遠心接引更多人學佛。針對近來社會上

的宗教亂象，師父也特別強調，法鼓山是一個以佛法關懷信眾、以法鼓山理

念淨化社會的宗教團體，所以雖然身處混亂之中，我們依然對佛法、法鼓山

的理念有共識和信心。師父亦勉勵卸任的委員們，要將自身累積的經驗、人

脈傳承給下一任，成為關懷委員後，更要做好關懷的工作。

典禮中，還安排了護法會、禪坐會、助念團成員與大眾分享學佛、親近法

鼓山的心得及擔任悅眾菩薩的成長喜悅。

中午，護法總會會長陳嘉男特別打齋與大眾結緣，並勉勵悅眾菩薩們能盡

心盡力、把握現在、展望未來，一步一腳印，事情自然做得圓滿。

10.13

台南分院本日於台南體育場忠靈塔廣場，首度舉辦「法鼓山園遊會」，現場

設置了一百多個攤位，吸引了近二萬名民眾參加。

這場園遊會，內容相當豐富，包括有：祈福法會、佛教文物、法鼓文化書

展、各類餐飲、中醫師義診、親子繪畫比賽、髮型義剪等。在會場入口處，

並陳列二排看板，介紹法鼓山及聖嚴師父大陸朝聖之旅的行跡，讓參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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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法鼓山的理念。

上午九點，園遊會在「擊法鼓祈福法會」中準時開始，由台南分院輔導師

果舟法師主持，台南市市長夫人吳麗卿蒞臨參加，並致辭表示十分認同法鼓

山的理念。

由於人潮相當踴躍，中午十二點左右，餐飲區的餐點便已幾乎賣完，法鼓

文化的書籍、有聲品亦全部銷售一空。整個園遊會進行至下午三點左右，順

利圓滿結束。

10.20

「第三屆佛化聯合祝壽」活動，本日上午於台北、桃園、台中、台南及台東

同步舉行，總計有421位老菩薩接受三寶祝福。

聖嚴師父於開示中表示，台灣社會為壽星做壽一般都是大吃一番，草率了

事，這是一種浪費。法鼓山舉辦佛化聯合祝壽活動的目的有三：一是讓壽星

得到更多的祝福，二是提倡孝道精神，三是提倡惜福、培福、種福的觀念。

師父並以「夕陽無限好，不是近黃昏，前程美似錦，旭日又東昇」四句話，

勉勵老菩薩們以三寶幫助自己，也幫助別人，讓晚年的生活過得更有意義。

前二屆佛化聯合祝壽活動都在農禪寺舉行，今年為了讓老菩薩得到更多人

的祝福，法鼓山特別與中華文化復興總會、《聯合報》共同主辦，在中正高

中擴大舉行，同時也於桃園、台中、台南及台東四個地區同步舉行。

台北地區部分，聖嚴師父除了親自到場為老菩薩祝壽外，並為在場120位壽

星戴上念珠和有釋迦牟尼佛及觀世音菩薩像的項鍊；另外，典禮中亦安排了

蝶舞、獻壽桃舞及帶動唱等表演節目，場面十分莊嚴、溫馨。整個活動，於

當天上午十一點半在家屬代表致辭及師父為壽星切蛋糕後結束。

11.06∼12

助念團繼7月4日、8月10日至宜蘭、台東二地宣導助念關懷理念，輔導師果

東法師、團長鄭文烈等人又於11月6至12日，以「如何掌握助念關懷與人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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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為題，南下嘉義、台南、高雄、屏東等地舉辦座談會，解說臨終關懷的

重要性。

會中，果東法師從臨終關懷、改善殯葬文化及法鼓山助念團的宗旨三方

面，向大眾宣導解說助念關懷與人品提昇的內容和理念。過程中，法師舉了

許多實例，以輕鬆的話語，將這個被大眾視為忌諱的主題，轉化成溫馨感人

的助人義行，讓與會者獲益良多。法師並鼓勵大家以慈悲心超越自我的心理

障礙，投入這項關懷人群的工作。

這項活動的進行，緣自於台北地區的助念團在助念關懷的工作上已經有非

常良好的運作模式，聖嚴師父希望能夠將台北地區的運作經驗提供給其他地

區的菩薩們參考，共同建立良好的共識與默契。

11.09∼10

本日起一連二天，護法總會於法鼓

山上舉辦「召集委員成長營」，約有

來自全省近百位正、副召集委員參

加。

護法總會會長陳嘉男期勉大家要以

「放下自我，成就他人」、「相敬相

學，力行體驗」的精神，做一個「鼓

勵他人，護持佛法」的鼓手，發長遠

心接引更多人親近佛法。

此次活動主題為「推動地區發

展」，課程內容安排有：熟悉法鼓山體系與相關辦事規則、佛曲教唱、如何開

好委員會議、如何擬定年度計畫、如何組織分工、分組討論等，以及觀賞聖

嚴師父海外弘法錄影帶「四海慈悲行」。

其中在「分組討論」中，各組針對下列六項議題──地區委員會的組織分

工運作、如何發掘人才、如何發展助念組織、如何落實平時關懷、如何增加

勸募會員及如何凝聚委員的共識與力量，進行熱烈研討。

為期一天半的活動，在僧團法師開示中圓滿結束。法師勉勵全體委員要以

「利益眾生，弘揚正法」自期，以堅固道心互勉，以修行做為護持佛法的原動

力，為護持佛法、護持法鼓山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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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08 12.12 12.25

義工團為凝聚義工菩薩對法鼓山的共識，及幫助義工菩薩成長、增進彼此

感情的交流，於12月7至8日、12月12日、12月25日，分別舉辦「環保組自我

成長營」、「通訊保全組教育訓練課程」、「幼教組教師成長營」。

12月7至8日的「環保組自我成長營」於法鼓山上舉辦，活動中邀請了榮獲

義工最高榮譽獎項金駝獎的王虎城老師，分享其從義工服務中得到的成長經

驗，他並帶領大家環山健行，讓環保組的義工從生態環保的角度實地瞭解聖

嚴師父推行環保的理念，而對法鼓山有更深刻的認識。

12月12、25日的「通訊保全組教育訓練課程」、「幼教組教師成長營」，均

在農禪寺舉辦。前者邀請了專業人員指導義工菩薩操作通訊對講機的技巧，

以便在大型的活動能夠熟練地聯絡運用；後者的課程，安排了「兒童良知教

育」、「教材、教案設計」、「佛曲教唱」、經驗分享及果建法師演講「如何將

佛法落實在生活中」，讓家有小菩薩的義工菩薩不但可以學習到指導兒童班學

員的方法，也有助於其對家庭子女的生活教育。

12.26∼27

香港佛教視聽中心成員一行十九人，在領隊曾志偉、黃耀光的帶領下，於

12月25日晚上抵達法鼓山，進行為期二天的參訪與禪修活動。

二天的活動內容包括：果品法師指導基礎禪坐、果祺法師帶領解說法鼓山

工程和未來藍圖、法鼓山相關錄影帶觀賞、心得分享等。期間，一行人並參

加早晚課、拜懺、拜佛等修行活動。

在心得分享中，不少團員表示，平時在香港都太忙碌，沒有時間靜下來思

考一些事情，透過禪修，可以讓自己的心向內觀照，從中得到成長。

該中心成員此行除了參訪、禪修外，也是要收集台灣佛教界的音樂資料。

因此，當團員們聽到早晚課誦及〈叩鐘偈〉時，都深受感動。領隊之一的黃

耀光居士即是香港知名的佛教音樂作曲家，曾發表過一百多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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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

為了呼應法鼓山本年度理念──菩

薩成長年，紐約東初禪寺本日特別為

信眾舉辦為期一天的「佛學入門」講

座，由果元、果稠、果谷三位法師擔

任講師。

課程中，三位法師以「信」、

「解」、「行」三門為主題，以深入淺

出的方式介紹基本佛法。內容包括：

迷信與正信的分別、信的功效及信仰

的力量；三法印、三世十二因緣、因

果因緣律等教義講解；實踐佛法的方

法、三無漏學的定義、五停心觀及四念處的修行方法等。

三位法師詳盡闡述了佛教的精神，並引用聖嚴師父所教導的理念，傳遞信

眾們正信、正確的佛法觀念。最後，並發給大家一份「對境修心表」，以培養

自己在生活中運用五蘊、慈悲觀，幫助自己在人際關係中找回自己的能力。

02.10∼11

加拿大溫哥華辦事處為凝聚信眾向心力，本日起一連二天，各舉辦一場祈

福聯誼會及初級禪訓班，由東初禪寺果元法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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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下午，於Vancouver

Peretz Institute大禮堂舉行

的「歲末祈福聯誼大會」，

約有三百多人參加。

會中，首先由召集人何

果標報告1995年的會務及

1996年的計畫，接著進行

祈福法會，由果元法師帶

領大眾唱誦〈大悲咒〉、

《心經》等，一時莊嚴優美

的梵唄聲充滿了整個禮

堂。

接著，即進行一連串精彩的表演節目，包括：「法鼓山萬行菩薩對談」，以

幽默風趣的對談方式，解釋萬行菩薩的行誼；法鼓山溫哥華合唱團演唱「四

眾佛子共勉語」等佛曲；觀賞聖嚴師父新春開示及「溫柔的慈悲──法鼓山

簡介」錄影帶；有獎徵答等。

最後重頭戲，則是果元法師的開示。法師以老鼠的聰明、敏捷、有毅力、

富有團隊精神、精進不懈等優點，對大家做一番勉勵與祝福。會後並由法師

代表聖嚴師父授三皈依，約有十多位來賓皈依三寶。

11日下午一點半，則於當地的社區活動中心舉辦一場初級禪訓班，共有七十

四人參加。果元法師配合實際禪坐練習，有系統地介紹正確的禪修方法，包

括：各種坐姿、按摩與運動、經行等。整個課程，進行至晚上八點才結束。

04.19∼21

應香港佛教青年協會之邀，聖嚴師父於4月19至21日一連三晚，於香港灣仔

伊莉莎白體育館弘講《無量壽經》，現場近三千個座位，每天均座無虛席，甚

至走道等空間也擠滿了聽眾；20日下午並舉行皈依典禮，約有三百多人皈依

三寶，場面莊嚴隆重。台灣「法鼓山萬行菩薩香港聽經團」一行五十多人，

也在護法總會會長陳嘉男率領下，特地前往香港聽法。

而為關懷香港信眾及凝聚當地皈依弟子的向心力，聖嚴師父也利用此次機

會，於20日下午，出席香港辦事處於光華新聞文化中心舉行的「香港信眾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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誼會」，約有二百多

人參加。會中，除了

由香港地區聯絡人黃

安琪居士主持佛學問

答外，陳嘉男會長也

和大家分享自己親近

聖嚴師父的因緣與心

得。另外，為感謝光

華新聞文化中心提供

場地，師父並頒贈感

謝狀給該中心。

聯誼會中，聖嚴師父以「淨化人心，建設淨土」為題，做了一場開示。師

父強調，佛經中說「三界火宅」，心外並無真正平安之地，只有自求心安才是

重要的。只要心安，便是處於淨土之中；若人人都能心清淨，則人人都是在

建設淨土。

會後，聖嚴師父一行前往香港辦事處關懷，慰勉、鼓勵每一位發心菩薩，

共同為法鼓山的理念努力。

04.22∼05.06

4月22日至5月6日，聖嚴師父帶領「1996年法鼓山大陸佛教聖蹟巡禮團」一

行近三百人，前往中國大陸安徽、江蘇、浙江三省參訪佛教聖蹟。

十五天中，走過二十多座名山古剎，尋訪聖嚴師父的法源──狼山、上海靜

安寺、寒山寺；禮拜東初老人的法源──九華山、寶華山、焦山定慧寺；探

索律宗、淨土宗、禪宗、天台宗的祖庭；參拜弘一、印光、太虛、印順等近

代大師所留下的足跡等。

由於人數眾多，工作人員經過一年多周密的籌備才安排妥當，整個行程相

當緊湊。行前，聖嚴師父特別開示強調，朝聖巡禮團不是去旅遊觀光，期許

大家以打禪七的精神，時時照顧自己的心念，完成這次朝聖之行。

行程中，聖嚴師父每天都為全體團員開示，除了提醒大家以誦念菩薩聖號

來攝心，更詳細介紹每座寺院的特色，與法鼓山的法脈關係或淵源，使大家

在感受莊嚴的道場與佛像的同時，也能用虔誠修行的心，深入祖師大德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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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世界，體驗祖師們開

山、弘化、護教的智慧、

慈悲與大悲願心，進一步

堅定創建法鼓山的時代意

義與使命。

十五天的行程，巡禮團

嚴整的行儀與團隊精神，

所到之處均讓當地人士留

下深刻的印象。5月6日朝

聖巡禮結束，來自世界各

地的團員分三班次搭機返

回所居地，繼續為護法而

努力，聖嚴師父則飛往紐約東初禪寺，繼續另一段弘法行程。

此次參訪行腳所見所聞，聖嚴師父將其寫成《步步蓮華》一書，於1998年1

月由法鼓文化出版。該書內容記載了一千多年來，中國佛教的根源、現代台

灣佛教的法脈，尤其是師父及法鼓山的源頭所在等，是一本實地尋根之旅的

完整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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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

4月23日

4月24日

4月25日

4月26日

4月27日

4月28日

4月29日

4月30日

5月1日

5月2日

5月3日

5月4日

5月5日

5月6日

1996年中國大陸佛教聖蹟巡禮行程一覽表



04.28

本日下午，加拿大溫哥華辦事處邀請仁俊長老於Marpo le -Oakr idge

Community Center演講「佛念活了，人做通了」，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演講前，仁俊長老首先帶領大眾三稱「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靜心片刻

後，以「修學佛法必須確實把握二個基本精神與原則：一是學佛做人，二是

做人學佛」期勉大家。

接著，以「佛念活了，人做通了」為題開示。仁俊長老首先說明「如何把

佛念活」，他指出，必須「無我無住」地確實做到四點──活力活德瞻諸佛、

活心活臉迎眾生、調得柔善學得正、念佛念人二尊重。其次，說明「如何把

人做通」，仁俊長老表示，這得實事求是地精進踐行四點──通願通聲消瞋

盤、通窘通危捨財法、受得大耐笑得透、廣造福緣展無量。長老並針對每一

點，詳細做說明。

最後，仁俊長老帶領大眾做迴向，在「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的莊嚴梵唄

聲中，結束這次難得的開示。

現年七十八歲的仁俊長老，1943年畢業於中國大陸閩南佛學院，曾任教於

上海靜安佛學院，是聖嚴師父在該院求學時的老師；師父初赴美國弘法時

期，亦獲仁老甚多協助。仁老旅美二十多年，曾任美國佛教會會長及紐約大

覺寺住持，現居美國新澤西州。

05.22∼06.02

法鼓文化首度組團前往馬來西亞，參加於5月22日至6月2日，在吉隆坡八打

靈地區舉辦的「國際華文書展」，推廣正信的佛法及開發華文市場，參展成果

相當豐碩。

今年台灣有十家出版社前往參展，由於馬來西亞是一個回教國家，佛教書

刊並不多見，因此當法鼓文化推出明亮整潔的攤位設計及精緻豐富的出版

品，加上工作人員熱誠有禮的服務態度，引起現場民眾一致的讚賞與注意，

當地報紙媒體並以專文做介紹。

雖然法鼓文化係首次參加當地的書展，但是不論南傳或北傳的佛教信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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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多少聽過聖嚴師父，所以經過工作人員的詳細介紹後，都很歡喜地請購師

父的著作或錄音帶回去。

這場由當地報業集團《南洋商報》主辦的書展，展出期間共吸引了近十萬

人次參觀。在工作人員及當地義工菩薩的努力下，法鼓文化參展的書籍全部

銷售一空，成果相當豐碩。

06.01

本日下午，聖嚴師父

於 紐 約 法 拉 盛

（Flushing）台灣會館，

舉行一場公開演講，講

題為「禪──日日是好

日」，吸引了爆滿的僑

胞聽眾，洗塵長老等十

多位法師並親臨與會。

演講開始之前，首先

由名律師邱保康菩薩介

紹聖嚴師父的生平事

蹟，接著由合唱團演唱師父作詞的「法鼓山」、「法鼓頌」、「慈悲」等歌

曲，溫馨感人的歌詞與渾圓飽滿的歌聲縈繞全場，宛如另一種型式的說法。

之後，並播放「溫柔的慈悲」錄影帶，使與會者對法鼓山的精神與理念，有

更進一步的瞭解。

演講開始，聖嚴師父首先以「心定境轉」，深入淺出地說明「禪」的靈活；

接著說明「禪──日日是好日」的公案及參話頭的由來，並指導大眾把日常生

活中的喜、怒、哀、樂、得、失、好、壞等無常，用接受一切的心態，開

朗、真心的生活。只要心念一處，不落兩邊，便是「禪」圓融溫馨的感受。

演講後，不少聽眾把握此一難得的機會提問，在聖嚴師父巧妙的解答下，

都獲得了滿意的答案。

活動結束前，聖嚴師父扼要說明了皈依的意義，之後有三十多位聽眾在簡

單隆重的皈依儀式下成為三寶弟子。最後，師父勉勵大眾將佛法落實於日常

生活中，便能體會「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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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8

本日下午，聖嚴

師父應邀於紐約中

央公園，向七百多

位西方人士以「轉

變你的心」為題，

進 行 一 場 露 天 演

講。此項演講係由

美國知名佛教英文

刊 物 《 三 輪 》

（Tricycle）雜誌社主

辦，邀請的主講人

都是紐約佛教界各系領袖，除師父外，多數是美國本地人，可說結合了美國

正統佛教三大系統──日本及中國禪宗、西藏密宗、南傳上座部的代表人物，

是紐約佛教界本年度的一大盛會。

演講中，聖嚴師父以「不動心便是心的轉變」為主軸，向在場人士做了生

動、深入的開示。師父指出，人心的不平衡，是因為跟著環境變動而做不了

自己的主人；若能採用禪修的觀念和方法，便能幫助我們從多變的心轉為不

變的心，從煩惱的心轉為智慧的心。師父進一步說明，禪的觀念是一切現象

無時不變，心不受現象影響，心即不變，心從一切現象獲得自由，便是開悟

解脫；禪的方法是從放鬆身心、統一身心、放下身心和世界，到最後便是開

悟解脫。除了觀念的解

說，師父同時也做了簡

單實用的禪修動作示

範。

全場聽眾在溫暖的陽

光下，席地坐在柔軟的

草坪上，安靜地聆聽聖

嚴師父的法音開示，聽

者法喜充滿，會後有不

少人趨前向師父表示受

益良多而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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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5∼07.01

在義工菩薩熱心奔走下，新加坡

成立聯絡處，護法會輔導師果舫法

師特於6月25日至7月1日，前往星洲

展開為期一週的弘化行，除關懷當

地悅眾菩薩，並舉辦大型禪修活

動、法器教學、參加觀音法會、演

講會等，與當地信眾交流、分享。

第一天，新加坡聯絡處即安排果

舫法師於大悲佛教中心，連續二晚

教授禪坐，二百多位菩薩將會場擠

得水洩不通。法師鉅細靡遺地指導

大眾禪坐的姿勢、方法、要領、注意事項等，每位學員都凝神靜聽，會後都

歡喜地表示收穫良多。

26日下午，果舫法師指導大家法器的執掌，由於當地尚無人參加過念佛

會，故從起腔、唱誦、打法器一一學起，大家都很用心學習，以便在法師返

台後擔起重任。27日晚上，果舫法師前往毘盧寺參加觀音法會共修，誦〈普

門品〉。法師並開示講解「四安──安心、安身、安家、安業」。法師是第一

位在毘盧寺說法的比丘尼。28日舉行一場聯誼會，果舫法師與當地菩薩就護

法、學佛的心得，進行分享與交流；29日則安排一場禪坐共修。

果舫法師在七天的行程中，鼓勵菩薩們要在當地弘揚佛法、傳播法鼓山的

理念，接引更多信眾。悅眾菩薩們也都發願要擔任法鼓山的鼓手，將法鼓法

音宣揚出去。

07.22∼27

「世界宗教僧侶對話」團體（Monastic Interreligious Dialogue）於7月22至27

日，在美國肯塔基州蓋茲摩尼修道院（Gethsemani Monastery）舉行為期五天

的「蓋茲摩尼對話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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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聖嚴師父正在台灣不

克前往，由果稠法師代表出

席，共有來自世界各地155

位宗教人士參加，包括佛教

代表二十五位、天主教代表

六十位，其餘則為觀察員。

會期中，藉由熱烈的討論，

與會者都對彼此的宗教教義

及修行方法，有更進一步的

瞭解，對促進世界和平有相

當大的幫助。

此次宗教對話的緣起，是因為達賴喇嘛在1993年參加一次在芝加哥舉行的

「世界宗教會議對談」，深深覺得對世界和平有很深刻的重要性，便希望MID著

手準備另一次對話會議，於是促成了此次對話大會。

這次對話的內容非常豐富，對佛教與天主教的重要教義、修行方法、修行

層次、修行現象等，都做了廣泛的討論及意見交換。達賴喇嘛針對其中四個

主題進行專題演講，他生動活潑的闡釋、謙虛的胸懷、開明包容的態度，深

刻展現出慈悲與智慧的精神。而果稠法師也代表聖嚴師父發表了一篇〈中國

禪師應具備什麼條件？〉的講詞，讓與會者瞭解中國禪師如何修行，以及如

何幫助弟子們及佛教徒們修行。

另外，大會還安排為時半小時的「宗教體驗」。與會者於每天早上五點四十

五分聚在一個小教堂進行半小時的打坐或祈禱後，隨即展開「宗教體驗」，由

各宗派代表分別帶領儀式的進行，體驗對方的教義和修行方法。

經由此次大會，與會者均對雙方的宗教有了更深入的瞭解，也都深信這對

二大宗教的和平相處及對將來世界和平的發展，都會有良性的幫助與發展。

08.10∼11

本日起一連二天，美國洛杉磯南加州護法會舉辦「萬行菩薩研習營」、「法

鼓之夜」聯誼會及「精進禪一」，美國分會輔導師果稠法師特地從紐約前往關

懷並指導禪修。

10日下午，首先進行「萬行菩薩研習營」，這是為了培養會員對法鼓山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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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而舉辦，也是首次在南加州舉辦的研習營。

活動由召集人林博文主持，首先由果稠法師介紹「萬行菩薩」的由來、聖

嚴師父的理念，和大家努力的方向及做法。接著，由李台發菩薩說明「法鼓

山的理念」；副召集人李寧元以「與諸佛菩薩有約」為題，分享追隨聖嚴師

父到中國大陸朝聖的觀感；王正英菩薩報告「如何做好勸募工作」；林博文

菩薩報告「如何辦好讀書會」等。最後，果稠法師再以「法鼓山萬行菩薩的

心儀與身儀」為題開示，勉勵大家要時時向內觀照，謙和、不動怒，自我消

融。

研習營圓滿結束後，當天晚上舉辦一場「法鼓之夜」聯誼會，內容安排有

「溫柔的慈悲」錄影帶觀賞、活動計畫報告、悅眾菩薩介紹等，期藉此聚會，

增進彼此的認識及向心力。

11日，由果稠法師主持「精進禪一」，會員參加踴躍。過程中，法師介紹了

禪坐的正確姿勢與方法、大地觀及經行時的呼吸方法。

南加州護法會自今年6月改組後，於柔似密市（Rosemead）正式租用場地，

推展各項活動。經由這次系列活動的舉辦，南加州的護法活動進入一個新的

階段。

09.27∼29

為了加強禪眾的正確觀念及

對中國佛教天台宗的認識，紐

約東初禪寺本日起一連三天，

舉辦一項主題為「天台教觀修

行」的特別講座，邀請堪薩斯

州 立 大 學 （ Kansas State

University）教授丹．史蒂文生

（Dan Stevenson）主講，共有

二十二人參加。

史蒂文生教授研究天台學多

年，目前是美國天台學的權威

學者，他在就讀大學時，就開始追隨聖嚴師父修行，並且曾參加過多次師父

主持的禪七。因此，他以累積多年的修行體驗與學術研究為基礎，使得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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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講座內容相當豐富，分析精闢，尤其在方法上的介紹非常詳實。

首先，史蒂文生教授從隋朝的慧文、慧思及智顗等法師來談天台宗的形

成。他表示，天台宗並不是一個真正存在的團體，也無專門的寺院或信眾，

它只是一個歷史上的學派。後來天台宗的法師們，以追溯的方式找到其源

頭，將它建立成一個有歷史傳承的教派。會中，史蒂文生教授也介紹了天台

宗重要的教義及特別出名的修證儀軌。

參加這項講座的學員多為禪中心的信眾，由於都具有相當程度的修行基

礎，不少人還看過有關天台宗教義的中、英文著作，因此討論非常熱烈。大

家不斷提出問題請教，史蒂文生教授也都一一回答，整個過程主題圍繞著天

台宗，並涉及唯識、如來藏的思想，甚至跟西藏金剛乘的教義、經典，都做

了許多探討與比較。

11.09

本日晚上，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於朋頓高中（Boonton High School）大禮堂

舉辦一場演講，由聖嚴師父主講「如何因應嶄新的二十一世紀」，約有近千人

參加，大都是中上階層的華人菁英，這在美國東岸的華人社會是不曾有過的

大型集會，新州聯絡處共動員了二百多位義工參與，會後並有五十七人皈依

三寶。

演講前，首先由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教授于君方介紹聖嚴師父

的生平。演講中，師父首先指出，對於二十一世紀的時代和環境，有種種預

言和推測，有從宗教層面和體驗出發，有從學術的觀點和觀察分析，但師父

說他不是預言家，只是用智慧、慈悲的佛法觀點，以現有的資料，對未來可

能發生的一些現象加以說明。

聖嚴師父將演講內容，分為七項主題：一、嶄新的二十一世紀是怎樣的時

代和環境。二、如何迎接嶄新的二十一世紀。三、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安定身

心。四、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安家樂業。五、如何保護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環

境。六、用法鼓山的共識來因應嶄新的二十一世紀。七、我們的目標。演講

結束後，尚有十五分鐘的發問時間，師父精簡地回答了十多個問題。

除了演講，現場還播放「溫柔的慈悲」、「聖嚴師父的弘法事業」、「法鼓

山信眾大會」、「地宮簡介」等錄影帶，並備有精緻的素食餐點與信眾結緣。

整個演講，在皈依儀式後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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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辦 人 語

363

19
9
6

海
外
篇



364

19
89
�2001



365

19
9
6

海
外
篇



366

19
89
�2001



367

19
9
6

海
外
篇



368

19
89
�2001



369

19
9
6

海
外
篇



11.13∼22

11月13至22日，果舫法師率

領護法會關懷室主任謝水庸等

一行四人，前往新加坡及香港

地區關懷當地信眾，並展開一

連串弘法活動。

由於長年旅居新加坡的一代

高僧演培長老於 11月 1 0日圓

寂，因此果舫法師一行抵達新

加坡後，隨即代表聖嚴師父前

往拈香致意。

在新加坡一系列的關懷活動，

首先是參加信眾聯誼會，由謝水庸主任向信眾說明法鼓山的勸募理念、運作

方式，並安排多位悅眾菩薩分享護持心得。此外，果舫法師也在當地帶領一

場大悲懺、禪一，其間並特別赴慧巖精舍拜見正在當地訪問的印順長老。

16日演培長老告別式，於福慧講堂起靈赴光明山火化，果舫法師再度率眾

代表聖嚴師父執紼送別。18日，法師一行人轉赴香港，首先於香港辦事處舉

行信眾座談會及大悲懺法會；同時於大專青年協會舉辦了一場大專青年學佛

座談，與會者包括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等校學生。大家除藉此對聖嚴師父及

法鼓山有更深刻的認識外，對於參與修行活動及報考中華佛學研究所也甚感

興趣。最後召開一場悅眾菩薩會議，討論香港辦事處明年（1997年）的活動

計畫。

為期九天的活動，在二地悅眾菩薩的全力護持下圓滿結束。大家對加強當

地活動與組織發展運作有更清楚的瞭解，也對法鼓山有更堅定的向心力。

11.26

聖嚴師父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佛學禪修會

（Columbia Buddhist Meditation Group）之邀，本日晚上於該校法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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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ellmaison Francaise）

進行一場公開演講，主

題為「開發內心的智慧

──禪的修持」。

此項演講由哥大「佛

學禪修會」及哥大華裔

學生所組成的「台灣論

壇」二個團體聯合主

辦。當天天氣雖然極為

寒冷，會場依然擠滿該

校師生及來自臨近地區

的聽眾。

這是一場觀念理論與

實修方法並重的弘法活動，聖嚴師父首先釐清說明禪的內容及其修行的功

能，然後由果谷法師示範禪修的基本坐姿與應遵守的事項，接著帶領現場聽

眾練習禪坐。演講最後，並留有二十分鐘時間讓聽眾發問，台上台下互動效

果良好。

12.31

加拿大溫哥華辦事處舉辦跨年大悲懺法會，於本日晚上八點至1997年元旦

晚上八點，持續不間斷地持誦，希望以此虔敬的心意，為眾生消災納福。共

有四十位信眾，以分批接力的方式參加。

活動於溫哥華辦事處王國城菩薩家中進行，開始時全體一起誦經，進行到

持誦〈大悲咒〉部分時，分組排班持續念誦，每組一小時，或坐或站或跪，

許多菩薩念累了只稍事休息之後，又立刻加入，大家念得專注、虔誠，法喜

充滿。

當法會進行到1997年元旦晚上八點時，全體信眾又齊聚誦完後半段懺文，

會場氣氛一片祥和，很多師兄姊都感動得熱淚盈眶。尤其12月底，溫哥華突

如其來的一場大風雪，打破當地三、四十年來的記錄，積雪深達數十公分，

造成機場、地下鐵停擺，各地都傳出嚴重的災情，在風雪交加的同時，大家

學佛、護法的赤誠，更顯珍貴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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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發揚人間淨土的理念，落實佛教淨土思想的精神，聖嚴師父定本

年為法鼓山的「人間淨土年」，重點集中在推廣人間淨土的理念，不僅從

理念上宣導，並且透過演講、學術會議、營隊訓練等各種活動而展現。

首先，聖嚴師父於1月5日宣講「《法華經》與自心淨土」，向大眾開示

自心淨土的意義，師父特別強調淨土在每個人心中，只要自心清淨，淨

土就會出現。2月份，法鼓文化集結了師父七篇談「人間淨土」的文章，

出版了《人間淨土》一書，勉勵大家一起來從事人間淨土的建設，早日

讓世界成為人間淨土。

在展開觀念宣導的同時，也陸續推行一連串活動，首先是1月19日於全

省二十八個地區熱烈展開的「法鼓山社區關懷環保日」，正式為本年度的

「人間淨土年」活動揭開序幕，共計有上萬名義工、社區居民參與，並結

合了全省五百多個社團和地方政府共襄盛舉。

3月14至16日一連三天，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人間淨土年」社會

關懷系列活動。白天聯合三十多個與健康、醫療、環保等相關的團體，

提供健康關懷、醫療諮詢、疾病篩檢等服務，晚上則由聖嚴師父主講

「輕鬆自在過生活──安心、安身」、「用愛心營造溫馨的家庭──安

家」、「找回祥和的社會──安業」等三主題。

7月19至21日由中華佛研所所舉辦的第三屆「中華國際佛學學術會

議」，同樣以「人間淨土與現代社會」為主題，邀請三十多國、一

百多位知名佛教學者，從信仰、戒律、社會、婦女、管理、環

保等角度，探討淨土如何落實在現代社會。

在海外部分，歷經五年的尋訪，東初禪寺終於在紐約上州購得新

道場用地，聖嚴師父將此地命名為「象岡」，未來將以舉辦禪修

活動為主。5月，師父首度應邀前往波蘭、克羅埃西亞二地

演講及主持禪修活動，將中國禪修傳播至東歐。

法鼓山在1997年間，不但活動內容更趨多元，形式也更朝社

區化的方向落實。而在此同時，思想深度的演繹上亦多有發揮，同時也

致力於跨領域的聯結與整合，使得佛教「人間淨土」的概念，廣被

社會各界普遍接受，甚至成為人人耳熟能詳的精神理念指標，對

於佛法的弘揚，正邁向一個新的里程。



01.05

由於本年為「人間淨土年」，聖嚴師父特於本日上午在農禪寺宣講「《法華

經》與自心淨土」，並於演講後舉行千人皈依典禮，不少住在外縣市的民眾特

地安排專車，前來聽師父講經及參加皈依。

聖嚴師父首先宣講《法華經》中的四段經文，向大眾開示自心淨土的意

義。師父提到，要達到人間淨土的目標，就要從自心的清淨開始做起，而一

個學佛的人，在初發心時就要相信心中有佛、自己會成佛，相信自心即佛

心，讓自己的心與佛心相應。而在講到「如是諸人等，漸漸積功德，具足大

悲心，皆已成佛道」時，則勉勵大家要行善積累功德。

演講後，在千人皈依典禮正式進行前，首先由僧團常住法師教導大家禮佛

拜佛的方法，再由聖嚴師父詳細解釋皈依詞的意義，讓大家明瞭皈依三寶

後，自己已是個佛教徒，是個初發心菩薩，應隨時行善去惡，扮演安定社會

的角色。

接著在聖嚴師父的帶領下，皈依儀式正式開始，一千多人於莊嚴的氛圍

中，成為正信的三寶弟子，踏上自度度人的修行道路。

1∼7

為了落實對護法信眾們的關懷，自1月6日起至7月份，聖嚴師父分別於台北

農禪寺及台中、台南、嘉義、高雄、屏東、台東、花蓮等地，展開以「分享

人間淨土」為主題的關懷信眾活動，共計舉辦四十五場，約接見了三千名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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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會員。

這次活動有別往常的大規

模聯誼聚會，改以精緻的面

對面會晤方式，各地的勸募

會員不但能見到聖嚴師父，

並且能夠個別提出問題，請

師父當場指點迷津，感受到

師父的溫暖關懷。

活動過程中，聖嚴師父一

一向現場的勸募會員親切問

候，鼓勵大家踴躍提出問

題。不少菩薩都驚歎師父的

記憶力，不但記得過去和某位勸募會員相處的情形，還關心地問候他們的家

人近況，讓大家都感受到師父自然流露的慈悲心。

聖嚴師父在開示中指出，在勸募時要先用佛法幫助別人，讓對方瞭解法鼓

山是以「取之於大眾，用之於大眾」的方式，積極推動建設人間淨土的工

作。師父勉勵大家要用法鼓山的理念教育自己，並且關懷他人，把人間淨土

送到每一個家庭。

02.27

由台北土城共修處擴大而成的「法鼓山土城教育訓練中心」，本日正式舉行

啟用灑淨儀式，由聖嚴師父親自主持。共有包括農禪寺常住法師，以及來自

板橋、土城附近地區的信眾約一百五十多人參加。該中心正式啟用後，法鼓

山又多了一個可以舉行大型共修、訓練活動的場地，能提供更多學習與修行

的機會給更多的人，這也象徵了法鼓山落實全面教育工作的努力。

聖嚴師父於儀式開始前，特地感謝提供場地的楊正雄、楊紀梅夫婦，由於

他們的奉獻與付出，將可成就更多人來此修學佛法，是真正的菩薩行。接

著，進行簡單隆重的灑淨儀式，結束後全體人員並參觀各項設施。

該中心共有三層樓，一樓為齋堂及廚房，二樓為禪堂、寮房、盥洗室，三

樓為佛堂，約可容納二百人舉辦活動，而平日仍然做為板橋、土城地區信眾

聯誼與共修使用，在場地運用上可發揮最大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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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啟用灑淨儀式的全體人員，對於這個位於台北近郊山腰間的教育訓練

中心，都感到十分歡喜讚歎，不但交通便利，又能享有優美寧靜的山林氣

息，內部設計素雅、實用，正符合法鼓山的理念。

03.14∼16

本日起一連三天，法鼓

山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

「人間淨土年」系列活

動，主題為「跨入嶄新的

二十一世紀」。三天活

動，白天均於該館戶外廣

場，聯合三十多個與健

康、醫療、衛生、環保等

相關的機構及團體，展開

身心靈全面的健康關懷、

醫療諮詢、疾病篩選等服

務，並邀請專家學者於現

場專題演講；晚上則於該館大會堂，由聖嚴師父做三場專題演講。

聖嚴師父於開幕式中表示，法鼓山長久以來所做的，一直是與「生、老、

病、 死」有關的全面關懷，此次活動便是從觀念的宣導開始，逐步走向具體

的行動。

聖嚴師父的專題演講分別以「輕鬆自在過生活──安心、安身」、「用愛心

營造溫馨的家庭──安家」和「找回祥和的社會──安業」為題，開示大眾

如何在生活中做好迎接二十一世紀的準備。師父運用很多小故事啟發大家的

思考，並以實際的例子引導大家具體地在生活中實踐。

聖嚴師父提到，二十一世紀的生活快速變動，人際互動密集，社會狀況複

雜多元，無論心靈生活或物質生活都有很大的變化，因此應以心靈行為的重

建做為跨入二十一世紀的動力；以身體行為的重建做為實踐開發人間淨土的

基礎。

對於家庭的經營，聖嚴師父則勉勵大家要「以慈悲心待家人，以智慧心待

自己」、 「以慈悲對待人，以智慧處理事」，並提供四個積極的方法，做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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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找回祥和社會的依據。這四個方法是：要有長遠的眼光處理自己的問題、

有寬大的心懷包容他人的問題、以利益他人的行為來利益自己、以感恩的心

態面對所處的環境。

03.22∼28

3月22至28日，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首度應邀

來台訪問，除了在桃園巨蛋、高雄體育場舉辦二場弘法大會，並與台灣佛教

界進行多場交流活動。

此外，達賴喇嘛此次訪台主要目的之一，是想要瞭解漢傳佛教的比丘尼

戒，因此主辦單位特別安排他於3月24日和聖嚴師父在台北福華飯店單獨會面

了三十分鐘，雙方就比丘尼戒的傳承、制度、內容等做深入交換意見。

當天，達賴喇嘛一見到聖嚴師父，立刻親切地稱呼師父「Brother」。由於二

人對佛教經典、戒律皆有深入的研究，對談內容相當深入。師父從中國傳比

丘尼戒的開始、傳承等歷史因緣談起，並介紹目前台灣傳戒的狀況；達賴喇

嘛除了表示高度的興趣，也提出相關問題與師父進行討論。

會中，聖嚴師父特別致贈中文著作《戒律學綱要》、英文著作《法鼓集》

（Dharma Drum），及親筆所題「智者無有畏難，仁者不見怨敵；一位謙虛的智

者，一位真誠的仁者」 給達賴喇嘛；達賴則回贈了十二本個人著作和一尊釋

迦牟尼佛像給師父。

會面結束前，達賴喇嘛

慎重地搭衣和聖嚴師父合

照，並竭誠邀請師父至印

度達蘭莎拉演講和授課，

希望雙方能有進一步的學

術交流。

此次達賴喇嘛訪台活動

雖由中國佛教會主辦，但

幕後則是集合了國內十五

個佛教團體共同協辦。其

中，法鼓山擔負了總務、

醫療及環保三項事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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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菩薩認真負責的態度，獲得與會民眾極高的認同與讚歎。

對於達賴喇嘛此行訪台，聖嚴師父接受訪問時表示，這對台灣宗教界有相

當正面的意義，尤其是顯教的法師或居士們受了他的感召與激勵後，會開啟

不同宗門、宗教間學習的互動。師父強調，不論信仰是什麼，只要共同以

愛、和平、和諧為基礎，尊重彼此的差異，世界就會減少征伐與對立而漸趨

和諧。

04.08

本日，聖嚴師父應中國生產力中心之邀，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專題演講

「自我消融，自我成長」，約有三千多位傳銷界菁英聆聽。

在這場主題為「真心擁抱──關懷台灣，迎向新世紀」的演講會中，聖嚴

師父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勉勵大家要知道、承認自己的缺點，而不要掩飾自

己的缺點，誇大別人的缺點；要發現他人的優點，學習、讚歎他人的優點，

而不要嫉妒、扭曲他人的優點，如此才能廣結善緣，得到更多的助緣。

聖嚴師父也特別提到，「以狗眼看人，人人是狗；以佛眼看人，人人是

佛」。一般人常以數據、有形的共通尺度來衡量成功，但是真正的成功來自自

我的肯定，而不是由別人來肯定。凡事只要盡心盡力、全力以赴，做自己能

夠做的，學自己能夠學的，內心踏實自在，就是一種成功。

聖嚴師父智慧而幽默的話語，令現場聽眾如沐春風。

04.09

本日，聖嚴師父應輔仁大學宗教系之邀，出席參加該系舉辦的一場「靈驗

事蹟之探討」座談會，與輔大神學院副教授王敬弘神父、中華道教學院副院

長李豐楙座談，由輔大宗教系系主任陸達誠主持。

聖嚴師父於會中指出，所有宗教都相信除了物質之外，還有精神、心理的

世界。所以，宗教一定有靈驗的事蹟。佛教認為眾生共有六類，亦即除了人

和動物之外，還有肉眼看不到的天人、神、鬼、地獄等。在佛經中，也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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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靈驗事蹟的記

載，例如念佛號

或是誦《心經》、

《華嚴經》、《法

華經》等，經過

一段長時間後，

都會有感應的體

驗。但對佛教徒

而言，相信有此

事實，並把靈異

經驗當成一種接

引的方便，但不

會執著它，更不會將它做為修行的指標。因此，靈驗雖可信，但不可依賴。

王敬弘神父表示，按照基督信仰，靈界中有善神和惡神之分。一位信仰耶

穌基督的人，按信仰的精神與天主、天使及聖善的亡者來往，就有善的靈驗

事蹟。若有人對自己的靈驗事蹟說得天花亂墜，但是在他的生活中卻看不到

聖善的「果實」──喜樂、愛人，那他的靈驗事蹟都是出於惡神。

李豐楙教授則表示，道教相信靈魂、靈界的存在。就道教的立場來說，靈

驗的發生可分為生前、死後所遭遇的。生前可能因內心不安或其他因素而發

生被靈體附身的情況；至於死亡時，若亡者心中存有冤屈，也就比較容易出

現靈界的干擾現象，例如以附身、做夢等方式來傳達個人的冤屈。

04.27
108

繼「佛化聯合婚禮」、「佛化聯合祝壽」後，法鼓山也為弱冠的青年男女舉

辦「佛化成年禮」，典禮本日於農禪寺舉行，共有108位青年男女由父母陪

同，接受佛法的祝福。

這場落實法鼓山「禮儀環保」理念的佛化成年禮，結合了現代與傳統文化

的「冠禮」精神，讓參加的青年經由莊嚴、隆重的佛化儀式，以及精心安排

的禮儀、情緒管理等課程，正確瞭解邁向成年的深層意義，開始學習承擔責

任。聖嚴師父特別期許受禮的青年菩薩，今後要學習獨立，對自己的言行負

責，並以報恩的態度充分發揮生命的價值，成就自己，幫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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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典禮前，主辦

單位特別安排了一連串

的生活教育課程，透過

專家們生動、幽默的演

講，以及輕鬆的帶動唱

團康活動，除了讓青年

菩薩學習為人處事應有

的態度，也拉近了父母

與子女間的關係。

下午四點，冠禮儀式

在法鼓山合唱團演唱

「慈悲」的歌聲中揭開序

幕，青年菩薩們首先通過象徵清淨身、口、意的「成年門」，進入莊嚴的大

殿。接著，由聖嚴師父主持「三皈依」及「三加禮」的祝福儀式，並由農禪

寺常住法師為每個人戴上佛像項鍊、念珠及成年巾，希望青年菩薩隨時提醒

自己，要感念三寶恩、父母恩、眾生恩、國家恩。最後，全體青年菩薩在接

受貴賓及家人親友祝福後合照留念，完成圓滿儀式。

05.13∼16

為加強全省悅眾菩薩的共識，以及傳達聖嚴師父對大家的慰勉和期許，助

念團於5月13至16日，舉辦一項「法鼓山悅眾菩薩全省巡迴聯誼關懷之旅」專

車活動，前往高雄、台東、花蓮、宜蘭等地，和當地悅眾進行四場經驗交

流、心得分享的聯誼活動。

第一天中午，一行人和高雄、屏東二地的悅眾菩薩於高雄分院聚餐聯誼。

餐後，隨即由幾位菩薩代表分享個人的修行心得；高屏地區的悅眾菩薩也簡

述現階段區域組織運作情形，並交流彼此修行護法的經驗與感想。會中，輔

導師果廣、果時二位法師勉勵大家精進道業，解行並重，才能在行菩薩道的

過程中得力受益。

第二天前往台東，上午前往知本森林遊樂區及參加清覺寺的浴佛法會；晚上

用過藥石後，與台東地區的菩薩聯誼，交流分享勸募心得，輔導師果祥法師

並開示勉勵大家永不退道心，一同齊心努力推動法鼓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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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天 轉 往 花

蓮，於參訪和南寺

後，和當地悅眾菩

薩 在 興 農 山 莊 聯

誼，交流重點著重

在如何面對個人與

環境需求，並從組

織 現 況 及 地 方 困

難，討論可行發展

方向。

最後一天前往宜

蘭，聯誼會中安排

了以「助念關懷」為重點的主題報告，清楚說明助念的意義、精神、功德、

利益及蓮友應有的觀念和運作方法，希望大家在助念關懷時，能以正信的佛

法為指導原則，真正做到自利利人。

參與此次聯誼關懷之旅的四十多位成員，包括了各會團的資深悅眾、義工

及二十位具榮董身分的悅眾。除了藉此機緣放鬆身心外，也在分享彼此學

佛、護法的心得中，體驗難得的學習、成長機會。

06.30∼07.08

6月30日起一連九天，法

鼓山結合禪坐共修與生活

營隊的特色，於法鼓山上

首度舉辦「大專生活禪修

營」，活動內容安排了禪坐

共修、藝術欣賞及自我認

識等課程，讓學員們在禪

修的同時，又能練習如何

將佛法應用在生活中，共

有八十三位大專青年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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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專青年從知解入門，較不容易在日常生活中運用佛法，加上在此年

齡層最重要的是認識自我，所以主辦單位在禪坐共修之外，安排台北技術學

院輔導主任蔡稔惠，以「自我認識」為主題，引導學員們認知自我生命的定

位，找到人生的目標；此外，還有果梵法師主講「慈悲喜捨──佛畫欣賞」，

藉由藝術為媒介，傳達佛法的精神和宗教的意涵；台北技術學院教授鄭郁卿

以「世間禪悅──音樂欣賞」為主題，介紹西方聖樂、古典音樂和中國佛

曲。除了靜態課程，還有環山活動，帶領學員們認識各種植物等動態活動。

學員們在歷經九天豐富的課程及禪修體驗後，身心都獲得相當程度的洗

滌。許多學員表示，最深刻的感受就是「生活要清清楚楚，人要好好的去過

每一個當下」。

07.13

本日，法鼓山文教基金

會與內政部、《中國時

報》、台南市政府於台南

市立文化中心合辦「法鼓

山1997人間淨土年全省巡

迴弘法活動」，由聖嚴師

父主講「如何建設人間淨

土」，現場座無虛席，約

有二千多人參加，會後並

舉行皈依儀式，有數百人

皈依三寶。

聖嚴師父在演講中，揭

示「人間淨土」的四項基本原則：「人人要心平氣和，人人要給人方便，人

人要接受三寶，人人要受持五戒。」以這四個簡單、易行的方法，期勉大眾

由自己做起，愛護生活的環境，隨時隨地身體力行，共創人間的淨土。

此回聖嚴師父南下，除了於台南市立文化中心演講外，並於嘉義、台南地

區出席關懷地區悅眾的聯誼會活動。已闊別二年未見師父的嘉南地區信眾，

在領受師父的關懷及開示後，更加凝聚共識，一同朝向建設人間淨土的目標

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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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4∼18

7月 1 4日起一連五

天，法鼓山於台北內雙

溪湧泉寺舉辦首屆「高

中暑期生活禪修營」，

希望正值青春狂飆期的

學子們，能藉由禪修徹

底放鬆身心，迎接全新

的學習生涯。

為了讓學員們能透過

禪修內省觀照，達到自

我成長，課程設計特別

注重佛學基礎的奠定與

禪法精神的體驗，並因

應學生的實際需要，增開生涯規畫、人際關係等多元課程，幫助學員在處理

課業、感情等生活問題時，能夠運用佛法來調理身心。在佛法的義理上，則

安排僧團法師深入介紹佛教戒律的由來、菩薩戒與菩薩道、因緣與因果等；

再經由每天的早晚課與禪坐，引導青春學子們體會禪法。

經過多日相處，學員之間的互動與日俱增，在「無盡燈晚會」上，透過精

彩逗趣的表演，更可看出所培養出來的情誼和默契。大部分學員在返家前也

紛紛表示，豐富的活動內容，讓他們對於生活有了新的體會與展望。

07.16

為紀念國內「生死學之父」傅偉勳教授，並推展生死學觀念，法鼓山本日

於台北安和分院舉辦「傅偉勳教授與生死學座談會」，就傅教授的學術成就、

生平行誼及正確認識生死等議題做深入討論，約有三百多位來賓參加。

座談會共分二場，第一場「傅教授的學術思想與情誼」，由聖嚴師父主持，

傅教授遺孀聖地牙哥州立大學（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教授華珊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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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ra A. Wawrytko）、

台灣大學教授楊惠南、

中華佛學研究所老師藍

吉富主講。第二場「生

死學與臨終關懷」，由中

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主

持，台大醫院癌症合作

病房主治醫師陳敏鋑、

政大心理系教授黃國

彥、蓮花基金會董事長

陳榮基及慧炬佛學社社

長鄭振煌教授主講。

聖嚴師父在引言中詳

細介紹傅偉勳教授的學思歷程，傳達對其深刻的感懷。華珊嘉教授則介紹了

傅教授來不及完成的以生、愛與死為主題的論著，她表示，傅教授不逃避病

苦，將自己病中的治療體驗化為文字，與其他人分享對生死的覺醒，這是他

著作的重要里程碑。楊惠南教授與藍吉富老師則從哲學與佛學的研究領域，

肯定傅教授的成就與創見。

在第二場座談中，鄭振煌社長向在座來賓深入解析佛教的生死觀，強調要

看清生命實相才能解脫生死。而陳敏鋑醫師、黃國彥教授與陳榮基先生則透

過投影片解說，分別從醫學與心理學觀點詳細介紹臨終關懷。

座談會告一段落後，現場多位傅偉勳教授生前好友和工作伙伴，對傅教授

晚年從哲學領域投入佛學領域，並留下許多生死學的學術思想成果，紛紛表

示敬佩，同時也對傅教授平時純真的赤子之情，感懷不已。

07.19∼21

由中華佛學研究所主辦的「第三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本日起一連三天，

於台北國家圖書館隆重舉行，共有來自十一國、約四十六位佛教學者發表論

文，並有海內外一百六十多位學者與會。李登輝總統特別蒞臨致辭，佛教界

悟明長老、淨心長老、明光法師，以及內政部部長葉金鳳、教育部次長楊朝

祥、台北縣縣長尤清，也都出席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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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總統在開幕典禮致辭時，

強調宗教對安定人心的作用，

並肯定聖嚴師父推動「建設人

間淨土」的努力和成果。擔任

大會總召集人的師父則於致辭

時表示，學術的研究應當與現

實人間的需要結合，讓每個人

都可以在生活中實踐「人間淨

土」的思想，這是本次學術會

議的主要功能和目標。而具有

哲學博士背景的台北縣縣長尤

清，也讚賞論文的內容和大會

研討的主題充滿對社會的關

懷，讓他得到很多啟發。

在這場以「人間淨土與現代社會」為題的國際佛學會議上，不但邀請了國

際知名的佛教學者，從信仰、戒律、社會、婦女、管理、環保等角度討論淨

土思想；更邀請了許多在國際間備受推崇的學術前輩，包括被尊為日本國寶

級學者的牧田諦亮、平川彰，馬來西亞佛教之父達摩難陀，以及專研華嚴思

想的詹密羅（Robert M. Gimello）、天台思想的丹．史蒂文生（Dan Stevenson）

等，一起探討各種思想的淨土觀。

這場結合學術與宗教的盛會，在三天的會期中，吸引了各大媒體的報導。

與會學者們除了肯定會議的成果外，更讚歎主辦單位的用心。會後，中華佛

研所還特別為與會學者們，於法鼓山上舉辦一場惜別晚會，讓大家在嚴肅的

學術研討外，輕鬆欣賞自然風光，並觀賞中國傳統技藝如茶藝、捏麵人、臉

譜等民俗表演，還可親自動手做，現場洋溢一片歡樂氣氛。

07.25∼08.07

為了讓在家居士有機會實踐佛教律儀，體驗出家清淨梵行的簡樸生活，法

鼓山首次舉辦「出家生活體驗營」，共有來自全省及香港、新加坡、加拿大等

地三百七十多位男眾參加。

由於報名人數眾多，活動由原先的一梯次增為二梯次，於7月25日至8月7日

385

19
9
7

國
內
篇



舉辦，每梯次一星

期，其中有不少學員

是法鼓山的悅眾或專

職菩薩。

所有發心體驗出家

生活的學員，報到後

隨即落髮，並換上僧

服、僧鞋，威儀具足

地度過七天暮鼓晨

鐘、早晚課誦、出坡

勞動、禪坐、念佛、

朝山等修行生活。

七天中，聖嚴師父

一再強調，希望大眾

要以真正出家的態度來參與，學習出家生活中行住坐臥的威儀及正確的出家

觀念，並能將體驗到的少欲知足、利人利己的觀念和戒、定、慧的精神，帶

回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雖然只是短短一星期的出家體驗，但在聖嚴師父講經、說戒、循循善誘的

開示，以及引禮法師、引贊法師一再地提醒下，每位戒子莫不以真正的出家

人自我要求，不論是剃度典禮或正授典禮，都極為隆重莊嚴；最後一天清晨

的朝山，眾人在晨光微曦中，宛如長龍蜿蜒在山路上，隨著沈穩而攝心的佛

號聲，三步一拜，更見其莊嚴。

最後一天，在聖嚴師父的主持下，每位戒子充滿感動地完成捨戒典禮。結

束後，學員彼此分享心得感想。有人深刻感受到出家的難得與可貴，表示今

後對僧寶將會更加恭敬；也有人在脫下僧服時便發願，希望很快能再穿上

它，過真正的出家生活。

08.08

本日起，僧團於法鼓山上首度舉辦為期三週的「結夏安居營」，平日派駐在

各單位、全省各地的常住法師們，共計八十多人參加，藉此凝聚道心、培養

共識，並分享成長的心得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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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僧團首次舉辦「結夏安居營」，每日早上由聖嚴師父親自講授《梵網經

菩薩戒本》，此戒本共有十重四十八輕五十八戒，自古以來即有許多高僧大德

註解，但師父此次不從學術立場去闡述，而是從現代出家人在生活中應該有

的威儀、一位現代初發心菩薩應該如何表現菩薩道精神、出家菩薩在今日社

會中應該具備何種條件和形象等方面，掌握古為今用、今不離古、溫故知

新、新出於古的原則詳細講授。所以在講完戒本後，全體常住眾對於出家菩

薩的身分和責任，都有更深一層的體驗和認識。

除了每天早上的課程，下午則安排禪修、拜佛、出坡，並可自行安排個人

的修行功課。經過三星期的精進修行，每位僧眾均感到收穫豐富，道心更加

堅定。

結夏安居的起因是源於佛陀時代，因4月15日至7月16日為印度的雨季，道

路泥濘，多蟲蟻出沒，僧眾不便出外行腳托缽，所以便各自找一個地方安住

下來，每半個月定期聚會誦戒一次。因此，安居除了有護生的功用之外，目的

仍在修道。

08.20∼22

為了讓現代家庭能暫時遠離塵囂，親子一起在大自然中放鬆身心、體驗佛

法，台中分院自8月20至22日，於南投縣惠蓀林場舉辦二梯隊的「佛音、森林

──兒童營」與「EQ──情緒管理、佛法生活體驗營」活動。前者針對國小

學童設計，有156人參加；後者則針對家長設計，有五十三人參加。二梯隊活

動於同一時間進行，讓家長與孩子能同時參與活動，同時感受佛法的精神與

內涵。

活動期間，參加「佛音、森林──兒童營」的小菩薩與參加「EQ──情緒

管理、佛法生活體驗營」的家長們，除了早晚課、海潮音及營火晚會等活

動，是一起共同進行之外，其他均各自安排了不同的課程。課程中最令學員

難忘的，是在星空下禪修及在草地上經行，大家在細聽大自然的聲音中，體

會身心舒暢的感覺，彷彿回到二千年前佛陀時代的修行空間。

全程參與的台中分院輔導師果竣法師，對於此次活動的規畫設計深表稱

許，並讚歎台中地區義工們的熱情付出與團隊精神。而法鼓人的祥和氣質、

井然有序的活動方式及生活環保的精神，也令惠蓀林場的工作人員留下深刻

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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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0∼26

8月18日，溫妮颱風過

境，大量豪雨引起山坡崩

塌，造成台北縣汐止鎮林

肯大郡房屋倒塌的慘劇，

造成二十八人喪生，數十

人重傷。法鼓山體系因應

災情，陸續展開一連串的

關懷行動。

事發後不久，法鼓山義

工便立即前往協助救災工

作，接著在20日傍晚，聖

嚴師父也前往林肯大郡現場慰問、關懷災民。

當時也在現場的台北縣縣長尤清，一看到聖嚴師父便緊握著師父的手，難

掩歉意與悲傷，師父鼓勵尤縣長一切以救人為第一優先，並應迅速協助安排

劫後餘生災民的生活。翌日，師父特別指派福田會輔導師果悅法師率領相關

人員赴台北市社會局，致贈六十萬元慰問金予林肯大郡罹難者家屬。

此外，在台北、縣市政府的請求下，法鼓山分別於25、26日二天在台北縣

立殯儀館和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溫妮颱風罹難者超度法會」。法會由

聖嚴師父親自主持，在農禪寺常住法師的帶領下，二百多名蓮友共同助念，

台北縣縣長尤清、台北市市長陳水扁、社會局局長陳菊、教育局局長吳英璋

等多名政府官員，皆率領部門一級主管出席。

聖嚴師父在法會中對罹難者及其家屬開

示，因天災人禍所造成的無常變化，在人生

中常常發生，不幸的事情既已發生，就必須

面對，至於世間尚未完成的事情就交給親友

處理。

亡者唯有虔敬地誦念阿彌陀佛聖號，以求

往生極樂淨土，如此才能讓在世的親人得到

心靈上的安慰。同時，師父也慰問罹難者家

屬，請他們要多保重身心，才能讓亡靈得到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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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31

本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南下高雄關懷當地悅眾菩薩、勸募會員，並出

席勸募會員暨護持會員聯誼大會、榮董暨社會菁英聯誼會。

聖嚴師父於30日當天搭乘第一班飛機南下，抵達高雄後，首先接見了當地

悅眾菩薩、勸募會員。師父開示時以蓮子心比喻，蓮子心雖是苦的，但質不

變，不論經過多久時間，永遠保持綠色。師父期勉大家要當蓮子心，因為接

受任務容易，但承擔責任卻很辛苦，且必須保持永遠不退心。最後，師父更

提醒大家要將佛法落實於日常生活，實際推動與實踐法鼓山的理念。

接著，聖嚴師父出席於高雄圓山飯店舉行的勸募暨護持會員聯誼大會。活

動中安排了許多豐富的節目，會場氣氛融洽溫馨，會後並舉行皈依典禮，師

父特別叮嚀新皈依的三寶弟子要修學佛法，以佛法來改變自己、幫助別人，

使自己和他人更健康。

31日，高雄三民道場舉行榮董暨社會菁英聯誼會，高雄市副市長黃俊英、

高雄市議長夫人黃淑惠，以及榮譽董事和歷屆社會菁英禪修營的成員們均參

與盛會。聖嚴師父除了為新任榮譽董事授證，感謝大家對法鼓山理念的認同

及推廣外，同時也對歷年來提供共修場所的發心菩薩致謝，包括早期的陳田

錨議長夫婦，以及目前提供三民道場的洪平森夫婦、新興道場的王志雄夫

婦。因為他們的發心，才讓高雄地區信眾有個修學佛法的地方。

二天緊湊的關懷行，聖嚴師父智慧、慈悲的開示，懇切的叮嚀，令高雄地

區的菩薩們充滿感恩與感動，也更堅固了護持法鼓山的菩提道心。

09.14

為了凝聚全體護法委員的共識，護法總會於本日安排了一項全體委員代表回

農禪寺拜見聖嚴師父的活動，約有來自全省各地二百八十多位委員代表參

加。師父看到這麼多委員齊聚一堂，甚至有遠從屏東、台東遠道而來，除了

慰勉他們的辛勞，並親切地關懷大家的生活與修行；活動中，師父也揭櫫了

明年「人間淨土年」的工作重點。

活動一開始，首先由黃隆惠老師講授勸募關懷技巧，他強調要以同理心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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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關懷，接引學佛，進而親近、護持法鼓山。接著，由關懷室主任謝水庸報

告護法會的年度工作計畫與成果。在「師父請聽我說」單元中，則是由多位

各區代表說出地區運作上的心得及心聲。

聖嚴師父的開示是本次活動重點，師父除了感謝各地委員專程回到農禪寺

參加活動，也肯定各地推廣工作的穩定成長，並勉勵大家要深入瞭解、體驗

法鼓山的理念。最後，師父揭櫫明年努力的大方向與大原則，是延續「人間

淨土」的理念，各項活動將擴大朝整體性、全省性來舉辦，內容則將繼續推

動「四安」與「四環」的理念。

09.20

繼二年前的悅眾大會後，法

鼓山全體悅眾再度大團圓，並

將範圍擴大為全球性，本日晚

上於台北市國父紀念館首度舉

辦「法鼓山全球悅眾大會」，除

了以台灣地區的代表為主要成

員外，還有來自紐西蘭、香

港、新加坡、美國、加拿大等

地的悅眾代表，共約三千多人

參加。

會中，首先由聖嚴師父率領

全體僧俗四眾進行感恩祈福法

會，為世界和平及全體信眾的平安祈禱，全體唱誦〈大悲咒〉、《心經》等；

接著，頒獎及授證給新年度的悅眾菩薩；然後由法鼓山合唱團及歐陽慧珍舞

蹈團，以合唱與舞蹈的藝術型態，表現出法鼓山的理念及共識。

聖嚴師父在會中以「法鼓山的鐘聲」為主題開示，強調法鼓山的信心和悲

願，就是修學佛法、護持佛法、弘揚佛法，也就是遵從佛陀遺訓，利益一切

眾生；師父並再次強調法鼓山的教育事業，包含大學院教育、大普化教育、

大關懷教育，配合這三大教育，不斷推動「四環」及「四安」的理念。最

後，師父勉勵大家一起發願：「願學觀世音菩薩的尋聲救苦，永遠不會疲

倦；願學地藏王菩薩的地獄拔苦，永遠不會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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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於全球悅眾大會上，開示「法鼓山的鐘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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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1

為了配合法鼓山年度盛會──「全球悅眾

大會」，更為了落實「提昇人的品質，建設

人間淨土」的理念於日常生活中，本日法

鼓山於台北國父紀念館戶外廣場，舉辦一

場「新世紀環保生活──二十一世紀自然

健康飲食大觀」園遊會，晚上並在該館舉

辦講座，由聖嚴師父主持。

這場園遊會，以「養生、護生、厚生」

為主題，希望能引導社會大眾朝簡約、自

然、健康的二十一世紀環保生活邁進，共

結合了四十多個相關團體，提供包括健康醫療運動、原住民飲食習慣、有機

蔬果栽培，炊煮安全、節省水電、垃圾與肥料的循環、廢棄物的再生運用，

以及如何吃得營養、健康等豐富的資訊，現場並設有示範性的飲食攤位，藉

此具體傳達知福、惜福、培福及環保的目的，吸引了五萬多名民眾參與，法

務部部長廖正豪也蒞臨致辭、參觀。

整個活動從上午九點開始，不到中午，示範攤位的飲食已被搶購一空，會

場中沒有垃圾，法鼓山以身作則的示範，受到許多媒體的報導和讚揚。晚

上，聖嚴師父於國父紀念館主持一場「生活禪修體驗」的講座，約有二千多

人參加。內容介紹如何將健康的禪修方法和觀念，運用在平常生活中；如何

面對各種誘惑、刺激、困惑，而能不起煩惱；如何在忙碌的生活中，保持輕

鬆、自然、愉快的身心。講座邀請國民大會議長錢復為師父做引言，錢議長

對法鼓山所提倡的心靈環保及推動社會淨化的貢獻，讚歎不已。當天與會者

還包括行政院院長蕭萬長的夫人朱俶賢女士、環保署署長蔡勳雄等。

09.26

由台中分院與興農集團合辦，台中市企業經理人協進會協辦的「企業與人

際關係」座談會，本日於台中市永豐棧麗緻酒店會議廳舉行，由聖嚴師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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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專題演講，約有一百八十多位台中區企業經理人士參加。

座談會由興農集團總裁、也是法鼓山台中區榮董召集人楊天發主持，首先

由台中市市長林柏榕引言及台灣省政府委員林仁德致辭，接著由聖嚴師父進

行專題演講。師父謙稱自己並不懂企業的經營，但好的觀念是可以利益所有

人的，所以師父提出「利人便是利己」的觀念，勉勵在場的企業界人士。

聖嚴師父首先提到企業主應先瞭解自我、管理自我，才有可能管理好企

業。同時透過瞭解自我、肯定自我，進而把自我減到愈少愈好；此外，企業

主應提出企業團體所共同需要的理念，才能獲得全體員工的認同、接受並一

起推展。也就是以「利人」為方法，以「利己」為目標，整個企業在企業主

及員工的共同努力下，便會有最好的發展。

聖嚴師父開示結束後，在場人士紛紛提出問題向師父請益；會後，師父並

為三十位企業人士授三皈依。

09.28∼10.04

為紀念中華佛教文化館暨農禪寺創辦人東初老人九秩冥誕暨圓寂二十周

年，9月28日至10月4日，農禪寺首次舉辦梁皇寶懺法會，以緬懷東初老人慈

悲濟世及對佛教文化事業的貢獻。法會所得的淨資，將做為成立東初老人紀

念講座及紀念獎學金。

東初老人於1949年自中國大陸來台後，即蓽路藍縷開創文化館和農禪寺，

一生除了弘法利生外，更致力於佛教文化和教育事業，例如影印新修《大正

大藏經》、普印經書流通，並創辦台灣第一本本土佛教刊物《人生》雜誌，以

宣揚佛法。東老一生著作不輟，包括《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印佛教交通

史》、《中國佛教近代史》、《般若心經思想史》等，皆收錄在《東初老人全

集》。

由於這是農禪寺首次舉辦梁皇寶懺法會，早在幾個月前，聖嚴師父便禮請

廣慈法師到農禪寺指導儀軌及唱誦。僧團常住男女二眾，每天精進學習，希

望舉辦如法、莊嚴、隆重的大法會，以報東初老人的法乳之恩。

法會期間，參加信眾非常踴躍，農禪寺四個殿堂和庭院全擠滿了信眾，平

均每天約有二千人共修，最多甚至高達五千多人，但卻沒有發生擁擠混亂或

散心雜話的現象，所有信眾的服裝、唱腔、禮拜相當一致，威儀整齊，現場

充滿了莊嚴、虔誠、喜悅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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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本日於台北安和分院舉行校長就任典禮，在董事會聖嚴

師父、方甯書教授、吳寬教授等，以及政治大學校長鄭丁旺、中央研究院研

究員單德興等學人觀禮下，籌備處主任李志夫教授將籌備工作交接給創校校

長曾濟群。

聖嚴師父在致辭中，首先說明了創辦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的緣起及培育佛教

人才的目標。對於曾校長的出任，師父認為以他完整的學術背景和豐富的行

政資歷，可說是一時之選。

鄭丁旺校長在致辭中強調，要辦一所大學不容易，辦一所理想的大學更不

容易。所以，他非常推崇聖嚴師父辦教育、興學及對社會的貢獻。他並肯定

曾校長對教育的熱誠，以及對師父理念的認同。

曾濟群校長擔任公職三十一年，曾任教於政治大學達二十一年，並先後擔

任國立編譯館和國家圖書館館長職務。他表示，由於非常認同聖嚴師父重視

人文教育及法鼓山的理念，因此在師父的力邀下，提前退休投入法鼓人文社

會學院籌建工作。

11.01∼02

本日起一連二天，法鼓山特別為學佛青年舉辦一場跨區域性的聯誼活動，

與悅眾們首次針對組織運作交換心得，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參加此次活動的學員，包括了台北的「法鼓山大專學佛會」、「法鼓山佛教

青年營隊」的學員，以及台中地區「台中青年聯誼會」的會員，大家齊聚一

堂，呈現融洽和諧的氣氛。在第一天晚會中所表演的戲劇，更展現了學佛青

年們充滿朝氣與護持佛法、護持法鼓山的精神，令人讚歎青年們珍貴的初發

菩提心。

第二天早晨由清淨莊嚴的〈叩鐘偈〉揭開序幕，接著，是此次活動的重頭

戲──由學員們嘗試設計初機佛學課程，主題分別是「如何建立學佛的信

心」、「因果因緣觀」、「《法句經》研討」，由各地學員主持，在二個半小時

的佛學課程中，讓與會者進一步認識佛法與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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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安排環山行程，由果祺法師帶領學員們在山林環抱中經行，聽取豐

富、詳細的導覽解說，於無形中體會聖嚴師父的悲願，且更加深切發起護

法、弘法的願心。

12.14

法鼓山大專學佛會本日於台北安和分院舉辦一項「自我覺察工作坊」，邀請

中興大學社工系副教授楊蓓指導，期引導學佛青年從不同角度瞭解自我，共

有八十位學子參加。

活動第一個單元，在流水樂音聲中，楊蓓老師指導學員觀想獨自走在一大

片綠蔭中，體驗身心毫無負擔的感受；然後慢慢抬起頭，輕觸迎面而來另一

個生命個體的眼神。

有了初步的接觸與熟悉之後，楊蓓老師將學員們分為十組，每個人為自己

畫一張「我」的角色圖；然後試著從生活中挑出四個角色，寫下別人認為的

我及自己認識的我。在這項單元裡，可以讓學員們發現到「別人看我」及

「自己看我」的不同立場，接著透過小組成員們的互相分享、整理，幫助自己

找到自我的特質。

活動最後，每位學員以一句話與大家分享一天的收穫。從學員們臉上的喜

悅，讓主辦單位感受到在青年朋友的成長過程中，是需要引導的。

12.25

台東辦事處本日遷入已有三十多年歷史的台東信行寺，並正式定名為「法

鼓山台東信行寺」，由果祥法師擔任副寺一職。

台東辦事處因原本的辦公室位於郊區，且周遭環境未竟理想，信眾前往參

加共修非常不方便。因此，長期以來希望能在市區覓得一面積較大之處，以

利舉辦各種活動，信行寺的會徹法師得此訊息後，主動表示願意把佔地約一

千坪的空間，無限期借給法鼓山使用，令台東地區的信眾欣喜不已。

已有三十年歷史的信行寺，大殿、寮房、倉庫、廚房等建築都已相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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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因此台東辦事處在接下信行寺後，立刻進行整修，整修後的大殿從原有

的十幾坪擴大為七十坪左右，採光良好，空氣清新，窗外就是一大片綠油油

的稻田，令人心曠神怡。台東地區信眾對今後能在此共修，都感到十分有福

報而充滿感激之情。

12

由法鼓文化出版的「高僧小說」

系列，今年又再度獲得殊榮。

本系列插畫家劉建志榮獲由中華

民國兒童文學學會承辦的「中華

兒童文學獎」美術類唯一得主。系

列之一的《獨坐大雄峰──百丈禪

師》一書，也獲選為由文建會、

《國語日報》等單位所主辦的「好

書大家讀」書籍之一。

「高僧小說」系列出版二十八

冊以來，連連得獎。繼去年（1996年）《東土小釋迦──智者大師》、《東征

和尚──鑑真大師》、《慈悲護眾生──蓮池大師》、《傑出的留學生──玄

奘大師》、《謙虛的大和尚──印光大師》等五本書，獲選為新聞局主辦的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後，今年再度獲得肯定。

得獎人劉建志為「高僧小說」系列所繪的插畫，將各高僧的行儀以水墨畫

方式呈現得栩栩如生，自出版以來，即深獲讀者好評。屢獲獎項的他謙虛地

表示，這要感謝法鼓文化的編輯群精心策畫了這一系列的高僧小說，邀請多

位知名兒童文學作家撰寫優良佛教兒童文學作品，讓歷代中外佛教大師的風

采得以重現當代，澆沃每一株成長中的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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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9∼12

1月9至12日，法鼓山於香港舉辦一場為期四天的初級禪訓班，這是法鼓山

首次於當地舉行的大型禪訓班，護法會輔導師果舫法師特別自台灣前往指

導，由蘇妧玲菩薩擔任助教並做粵語翻譯，參加人數多達100位，其中約有半

數學員信仰其他宗教或無宗教信仰。

四天的課程安排緊湊，內容包括禪坐、經行、拜佛、瑜伽、佛學常識等，

理論與練習並重。果舫法師將整套的禪修內容，由淺入深，很有系統地加以

介紹，再加上生動活潑的指導，學員很快便能吸收。

最後一天的課程，還包括了觀賞「法鼓山簡介」錄影帶及分組討論，討論

主題分別為「禪修的心得」、「禪坐、經行、拜佛、瑜伽四者的比較」、「如

何將禪融入日常生活」、「法鼓山的理念」，各組學員都很投入地討論，最後

並由組長提出簡報。

由於場地布置及相關細節都安排得井井有條，再加上學員們的專注與投

入，使得課堂洋溢寧靜、和諧的氣氛。一些初學者表示，禪坐比他們想像中

有深度，但他們都很感興趣，期盼能再度舉辦類似活動，使所學能得到指導

及進展。

04.25

果元法師本日上午帶領龔天傑、吳淑芳二位悅眾，參加於紐約聖巴托羅謬

教堂（St. Bartholomew’s Church）舉行的祈福大會，這項大會是由紐約宗教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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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中心（The Interfaith Center of New York）為聯合國所舉行，同時也是為新上

任的聯合國祕書長安南（Kofi Annan）及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比爾．里查森

（Bill Richardson）祝福。

九點左右，大會正式開始，紐約各宗教團體領袖及安南祕書長、里查森大

使，在樂隊的引領下進入教堂；接著，各宗教團體領袖分別上台朗誦一段祈

禱文，這些宗教團體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希臘正教、回教、印度教、猶太

教、佛教等。各宗教團體的祈禱文，各自以其特有的方式，或宣讀或唱誦，

充分展現出不同的特色。佛教團體則由東初禪寺、日本曹洞宗及韓國的圓佛

教代表。

紐約是一個國際化都市，世界各大文化及宗教均在此匯集，為能充分提昇

華人佛教團體的地位，東初禪寺正積極準備加入「紐約宗教交流中心」，以便

能將法鼓山「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普及宣揚於美國社會

中。

05.01∼03

聖嚴師父應香港佛教青年

協會之邀，第八度前往香港

弘法，本日起一連三天晚

上，於伊莉莎白體育館宣講

《華嚴經．淨行品》，其間並主

持皈依儀式、出席悅眾菩薩聯

誼會，以及參加香港中文大學

舉辦的一場座談會。此次，

隨師父赴港的還有由台灣信

眾弟子所組成的「聽經護法

團」，共六十多人同行。

在三天的講經中，聖嚴師父詳細地闡釋了〈淨行品〉的說法因緣、菩薩的

智慧及如何與現代社會結合，並鼓勵大家要一門深入精進用功。此外，更以

「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想要的不必要，需要的可以要」、「慈悲沒有敵

人，智慧不起煩惱」等觀念，勉勵大家將佛法落實在日常生活。師父精闢、

風趣的闡釋，令全場掌聲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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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聖嚴師父僅講解〈淨

行品〉中部分的長行（散

文），主要的偈文尚未述

及，因此與聽眾們約定明年

（1998年）將再前往香港，

把〈淨行品〉全部講完。

5月2日下午，聖嚴師父應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Divinity School of Chung

Chi College）宗教與中國社

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熾昌

之邀，為該校師生進行一場專題演講，主題為「佛教對後現代社會的回應」。

這是基督教崇基學院首次邀請佛教界法師蒞校擔任特別講座。演講中，師父

以佛教學者的身分，從學術角度表達了佛教對後現代社會的看法與回應，獨

到的見解令與會二十多位教授、學者，深表讚歎。

5月3日下午，聖嚴師父出席於伊莉莎白體育館舉行的歷屆皈依弟子聯誼

會，並主持一場皈依儀式，共有110人皈依三寶。

由於聖嚴師父在香港的弘講活動受到港人熱烈迴響，當地報紙《明報》、

《新報》、《大公報》也針對「心靈環保」及「港人如何面對九七」等主題採

訪師父，師父期勉大家要以平常心、求安定心面對九七後的新政局，並運用

佛法的慈悲與智慧來安頓身心。

05.04∼06

聖嚴師父結束香港的講經活動後，本日上午轉往菲律賓馬尼拉，參加由菲

律賓佛學會（Philippine Buddhist Foundation, Inc.）主辦、天主教會協辦，下午

二點半於馬尼拉飯店大禮堂舉行的一場主題為「自性覺悟」的宗教對談，這

是師父首次訪問菲律賓，也是菲國天主教與佛教界人士的首次對談。

這場宗教對談的最初構想，是由中華佛學研究所研究員鄭振煌向菲律賓佛

學社提出，會中並邀請該國的天主教樞機主教弗南度．開普羅（Most Rev.

Fernando Capella）、著名心理學教授傑姆．里卡各（Jaime Licauco）、菲律賓神

智學會負責人維盛特．豪欽（Vicente Hao Chin），及太空工程學博士艾雅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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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賽（Art-Ong Jumsoi）參

與對談。對談進行方式，是

先由聖嚴師父做主題演講，

再由參與對談的人士根據師

父所講的主題觀點，提出他

們的看法。

演講中，聖嚴師父首先說

明佛教的修行觀念和方法，

就是達成智慧心和慈悲心的

開發。其次，談到運用禪修

來開發智慧心和慈悲心應有

三個層次：即集中心、統一心和無心，先用止和觀的方法，使得散亂的妄念

心成為集中的、平衡的、和諧的心；進一步達成身心統一的經驗、內外統一

的經驗、前念和後念統一的經驗。最後，不僅要放下集中心所體驗到的個人

的小我，也要放下統一心所體悟到的大我，這就是無我的智慧心和無私的慈

悲心的顯現，也就是明心見性的開悟境界。

這次與會聽講者一律要買票對號入座，共有1250人參加，這是主辦單位的

巧思設計，配合釋迦牟尼佛在世時代常隨弟子的人數，因經中開頭常有「千

二百五十人俱，皆是大阿羅漢」的經句描述。

聖嚴師父除了出席這場演講對談活動之外，5月4日晚上，率領隨行弟子們

參加由信願寺瑞今長老及廣範法師招待的歡迎晚宴。瑞今長老是東初老人在

閩南佛學院的學長，現年九十三歲。在與瑞今長老的言談中，師父充分流露

出緬懷東初老人的感恩之情。

翌日上午，聖嚴師父一行再訪信願寺，致贈《東初老人全集》及《法鼓全

集》，並參觀該寺興辦的能仁中學；下午，參訪了華藏寺、隱秀寺、普濟寺；

晚上，出席一場信眾聯誼會。

5月6日，聖嚴師父結束菲國行程，前往波蘭繼續下一波的弘法行程。

05.07∼14 

聖嚴師父應波蘭一個佛教團體Buddhist Mission之邀，前往主持一場禪七及

公開演講，將中國禪法的訊息，帶給遙遠的中歐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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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至 1 4

日，聖嚴師父

首先於首都華

沙指導一場禪

七，由果谷法

師擔任英語翻

譯工作、Jacek

Majewski擔任

波蘭語翻譯，

共有四十一人

參加。其中，

波蘭人三十三

位、德國人五

位、瑞典人二位、法國人一位，身分則含括大學教授、建築師、畫家、研究

所學生、雜誌社編輯及工程師等。由於只有一位是初次參加，半數以上已有

三至十年以上的禪修經驗，因此指導過程相當順利。

禪七期間，聖嚴師父開示的內容除了放鬆身心、數息隨息、參話頭、只管

打坐等方法外，亦開示《臨濟錄》裡的法語，闡釋禪宗的法脈源流、臨濟宗

的家風宗旨等，讓學員們有一套完整的禪修方法的概念，便於日後按部就班

地修行。師父並期勉大家，禪七中的所學所行，都是一種練習攝心、安心、

自安安人的方法和觀念，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14日晚上，聖嚴師父應邀至華沙歷史最悠久的農業大學（Grospodarstwa

Wiejskiego）大講堂，以「禪的修行與開悟」為主題，做了二小時的公開演

講，聽眾三百多人，只有三位華人，是該國佛教界最大的一場演講會。為了

此次演講，當地幾位佛教徒特別將師父的英文新作《法鼓集》（Dharma Drum）

趕譯成波蘭文，在會場發行了一百多冊。

由於波蘭是天主教的國家，聖嚴師父在這場演講中，並不談宗教哲學及其

信仰問題，只談如何開發人類的智慧和展現人類的慈悲。師父指出，雖然有

些人在觀念上知道真正的愛是無私的奉獻，但在實際生活中對於愛的表現，

往往又是自私、佔有的。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師父表示，這需要用修行的方

法來配合，才不會被環境的形形色色牽著鼻子走。最後，師父並向聽眾介紹

簡單的禪修方法，幫助大家練習攝心、安心的工夫。

15日上午，聖嚴師父一行搭機轉往弘法行程中的下一站──克羅埃西亞

（Croa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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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5∼20

5月15至20日，聖

嚴師父應克羅埃西亞

「法集」（Dharmaloka

佛學會負責人Zarko

Andricevic之邀，前

往指導一場禪修及演

講活動。

15日晚上，聖嚴師

父首先於首都札格瑞

布（Zagreb）的歐洲

之家（Europe House

Zagreb），專題演講「禪悟之道」。雖然需購票入場，仍然湧進三百多位聽眾，

將僅有150個位子的會場擠得水洩不通，聽眾大都是青年知識分子，對佛法充

滿渴慕。另外，當地也有人將師父的三篇重要禪修文章譯印成該國文字，在

會場發行。

聖嚴師父的演講內容主要有三點：一、佛教的開創者釋迦牟尼佛，是因為

發現眾生沒有安全與快樂的保障而出家修道，希望發現能讓眾生脫離苦難的

方法，結果發現了這種方法，稱為悟道。二、人都是追求幸福快樂而不喜歡

倒楣和痛苦，但其中並沒有一定的標準，都是隨著人的不同想法和感受而產

生。佛陀所發現的解脫之道，就是教我們如何面對現實、接受現實、體驗現

實，並對現實感恩。三、

禪佛教的鍊心方法，便是

解脫煩惱而獲得真正安全

和快樂的成佛之道，但這

必須從實踐開始。

翌日起至19日，聖嚴師

父主持一場禪修，共有二

十六人參加，除了二位來

自瑞典、一位來自德國，

其餘都是當地人士，學佛

經驗從一年至十年都有。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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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前後只有整整三天，師父仍將它當成禪七看待，因此課程排得相當緊

湊，希望能為他們留下一套完整的禪修模式、觀念及禪修方法。

5月20日上午，聖嚴師父一行結束歐洲弘法之行，搭機返回紐約。

05.24

由沈家楨居士創辦的莊嚴寺，本日

舉行大佛開光典禮。應邀參加盛會的

佛教界領袖除了聖嚴師父外，尚有達

賴喇嘛、悟明長老、印海法師、淨心

法師等十多位長老法師，約有六千多

名僧俗四眾到場觀禮；其中，包括法

鼓山美國分會的114位僧俗四眾代

表，法鼓人守紀律、整齊劃一的團隊

形象，相當引人注目。

開光典禮於上午九點左右，在「三

寶歌」及美國國歌的演唱中揭開序

幕。首先，由紐約州眾議員 S u e

Kelly、博南郡（Putnam County）郡

長Robert Bondi、肯特鎮（Town of

Kent）鎮長Joseph Belvedere等十三人

共同剪綵；接著，由達賴喇嘛主持大

殿起鑰祈福儀式，並由台灣來的陳履

安、莊南田二位居士擔任大佛揭幕儀

式；之後，由莊嚴寺住持明光法師引

導諸山長老繞大佛及大佛殿一周進行灑淨，聖嚴師父和達賴喇嘛等十九位長

老法師主持大佛開光儀式。全程歷時三個多小時，堪稱美國佛教界的空前盛

事。

下午二點，進行「祈禱世界和平大法會」，分別由藏傳、南傳、北傳三大系

統輪流以自己的語言或儀式，為世界和平祈禱。最後，並有一項「禮讚諸佛」

的活動，安排來自台灣、日本、泰國的團體演出，內容包括佛曲演唱、擊

鼓、彩帶舞及手語等，為整個開光大典活動畫下圓滿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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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聖嚴師父出席美國佛教會舉辦的「三十三周年的回顧與展望」座談

會。師父曾在美國佛教會住了二年，並擔任美國佛教會所屬大覺寺的住持、

美國佛教會副會長及該會駐台譯經院院長等職事。師父並藉此機會向美佛會

的創辦人沈家楨居士表達衷心的感謝。

5月24日，聖嚴師父並應邀於莊嚴寺召開的「世界佛教青年僧伽大會」中演

講，主題為「現代世界佛教青年僧伽的新使命」，內容主要闡述如何實踐佛教

倫理，續佛慧命，以推動世界和平。

06.03∼27

加拿大溫哥華辦事處

為了弘揚法鼓山的理

念、加強信眾的佛學基

礎，同時把正信的佛法

介紹給當地居民，本日

起至 6月 2 7日的每週

二、三、五的上午，特

地邀請法鼓山佛學講師

林孟穎前往講授「學佛

五講」，共計十一堂

課，有150人參加，上

課情況十分熱烈。

「學佛五講」的教材綱要，是由聖嚴師父編寫而成，非常適合有心修學佛法

的人士；加上林孟穎老師講課一向幽默風趣、解說細膩，因此這項課程訊息

經海報、傳單與媒體報導的宣傳後廣受歡迎，原定七十個名額很快便額滿，

最後應大眾要求，再追加至150名。

授課期間，隨喜聽講的學員也不少，每位學員都聚精會神聽講，仔細認真

做筆記，把握聽聞佛法的難得機會。最後一堂課程圓滿後，隨即進行學員心

得報告與分享，大家發言踴躍，研討氣氛相當熱烈。

為了使這項講座能順利進行，溫哥華辦事處從3月中旬起，便開始著手進行

相關籌畫、準備作業，大家秉持同心協力、不畏艱難的心，順利圓滿成就這

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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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

本日下午，紐約

東 初 禪 寺 舉 行

「1997年法鼓山大

紐約聯誼會」，聖

嚴師父出席關懷，

除了聽取各州菩薩

的會務報告、欣賞

各項精彩的表演

外，並開示勉勵大

家要做社會的清

流。

聯誼會一開始，

聖嚴師父首先頒發

新勸募會員證，再由紐約州、新州、加州、佛州等四個地區的召集人，分別

報告各州會務；接著進行豐富緊湊的表演節目，包括佛曲演唱、學佛心得分

享、猜謎遊戲、讀書會心得等；最後，是大家最期待的師父開示。

聖嚴師父於開示中強調，法鼓山願做社會的一股清流，期許法鼓人都能做

到言行謹慎、態度謙虛、做事實在、關懷社會，尤其是臨終關懷的工作非常

重要。而對於悅眾菩薩的教育與成長，師父再一次揭示：第一是希望人品素

質的成長，其次是勸募人數的成長，第三是募款金額的成長，如此不斷地推

動，才能在穩定中求成長。

06.30∼07.06

6月30日至7月6日，僧團果理法師前往香港指導初級禪訓班，並主持大悲懺

法會、念佛共修、悅眾聯誼會等活動。由於當地平時並無派駐法師，因此信

眾們對法師的蒞臨，格外珍惜與歡喜。

30日晚上，果理法師首先於香港辦事處主持一場大悲懺法會，共有三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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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友參加。翌日下

午，法師帶領當地信

眾參加香港佛教界在

政府大球場為香港管

治權移交中國大陸而

舉辦的祈福大會。

7月2日，為了感謝

志蓮淨苑提供場地給

法鼓山舉辦禪訓班，

果理法師在十二位悅

眾菩薩的陪同下，特

別前往志蓮淨苑表達

致謝，並致贈聖嚴師父的最新著作《普賢菩薩行願讚》。

4日起一連三天，果理法師於志蓮淨苑指導一場初級禪訓班，參加者十分踴

躍，約有一百多人。法師除了精簡扼要地指導正確的禪修方法，也勉勵學員

要定期打坐，並運用隨息、數息等調息方法，幫助自己調心、收心和攝心。

此外，法師也提醒大家要專注在當下，在動中仍要修禪，無論行住坐臥都要

專注自己的起心動念。

7月5日下午，果理法師帶領學員們進行一場念佛共修，並開示念佛、禮佛

的意義。最後一堂課播放「溫柔的慈悲」錄影帶，讓學員透過影片從中認識

法鼓山，進而更瞭解聖嚴師父「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

07.03

紐約東初禪寺歷經五年的尋訪，終於在上州烏爾斯特郡（Ulster County）購

得新道場用地，本日下午簽妥買賣契約，聖嚴師父將此地命名為「象岡道場」

（Dharma Drum Retreat Center），未來將以舉辦禪修活動為主。

象岡道場距東初禪寺約二小時車程，佔地八十七英畝，原屬於基督教女青

年會的夏令營用地。現有的七幢建築物中，四幢為兒童夏令營房，已不堪使

用，三幢尚稱完好。其中一幢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的宿舍及辦公室，共有

上下二層，十七個房間、一個大起居室和廚房；另外二幢木造結構，一幢是

大廚房和餐廳，一幢是活動中心，可以容納五十人住宿、二百人同時用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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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建築物前方還

有一個十多英畝的跑

馬場和運動場，及六

英 畝 的 摩 利 湖

（Murry Lake）和一座

網球場。

新道場位在山坡

上，屋後是古木參天

的森林，屋前是一片

沼澤及草原，四季分

明，充滿寧靜、清

淨、遺世獨立的感

覺。林中經常有成群

的麋鹿徜徉其間，也有各種鳥類、野兔、松鼠出沒，湖中游魚悠閒自得。

「象岡」這二個字，音譯自原地名Shawangunk，印地安語原意是「白色的

山」，因為此地後方有座白色岩石的山脈，印地安人稱其為白山。這座白色山

脈綿延有幾十英里，平緩的山巒為象岡道場更添遼闊的景致。

08.30∼09.01

紐約東初禪寺利用勞動節假期，本日起一連三天，首度於象岡道場舉辦禪

三，由果元法師指導，共有三十六位東、西方人士參加。

此次禪修活動屬試辦性質，目的是想藉此瞭解新道場的功能與環境動線，

以做為改進的參考，讓未來來此修行的禪眾更能安心、攝心。佔地八十七英

畝的象岡道場，初秋景色幽致，氣候宜人，學員們個個沈浸於遼闊的大自然

中，心曠神怡，特別能夠專注用功。

此次禪三除了大環境改變外，還有幾項特色：首先是聖嚴師父的禪修錄音

帶，經過事先剪輯，分別於清晨運動後、早齋、午齋出坡後及晚間四個時段

播放；其次，各項出坡工作並不固定，而視當時的情況做彈性變動，且作息

較以往輕鬆，出坡後有充裕的休息時間。而為了保持禁語，所有的工作、規

矩等說明都事先張貼於佈告欄。

最後一天下午進行心得分享，學員們除了分享在象岡道場首次禪修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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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禪眾們在獲悉義工菩薩們為了讓大家安心修行，二星期前就分批來此進

行各項整修、清潔等工作，深受感動，不少人發心願意擔任義工。整個活

動，於下午五點左右圓滿結束。

10.04∼11

聖嚴師父應義大

利聖埃吉迪奧團體

（The Community of

Sant’Egidio）之邀，

10月4日前往羅馬訪

問一週，主要行程

為參加10月5至7日

於 義 大 利 帕 多 瓦

（P a d u a）、威尼斯

（Venice）二地舉行

的「第十一屆國際

人 民 與 宗 教 會 議

（The XI International

Meeting People and

Religious）」；及訪問梵蒂岡（Vatican），會晤教宗若望保祿二世（Ioannes

Paulus PP. II）。

為期三天的會議，會場主要在帕多瓦市的拉吉尼宮（Palazzo Della Ragione）

大會堂進行，閉幕典禮則移至威尼斯的聖馬可大教堂（St. Mark’s Basilica）舉

行。這次大會的主題為「和平是天父之名──衝突或交流？十字路口的宗教

與文化」（Peace is the Name of God-Conflict or Encounter Religious and Cultures

at a Crossroads），與會的世界各宗教領袖包括以天主教為主的各派，以及佛

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四十多個國家、共四百多人參加，共同就飢餓、暴

力、祈禱、廢除死刑、生態等議題，提出意見，相互交流。這是台灣宗教團

體首次受邀出席，除了法鼓山，還有佛光山。

8日上午，聖嚴師父在駐教廷大使戴瑞明先生的陪同下，前往梵蒂岡會晤教

宗若望保祿二世，並贈送一塊象徵法鼓山精神的玉珮，祝福他身體健康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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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世界和平運動成功；下午，參觀擁有五百萬名會員、五十年歷史的「普世

博愛運動」（Mary-Focolare Movement）總會，受到熱情接待；晚上，師父接

受梵蒂岡電台中文部主播蕭曉玲女士的訪問，內容主題為「宗教的衝突與交

流」。

9日上午，聖嚴師父拜訪梵蒂岡宗教協談委員會的負責人樞機主教安霖澤

（Francis Cardinal Arinze），討論法鼓山舉辦類似世界性宗教協談和平會議的可

能性；下午，前往耶穌會梵蒂岡的總會，為該會的神父、修女們演講「學術

修養與靈修經驗的訓練」，談個人的修行經驗。結束後，接受梵蒂岡電台英文

部的採訪，內容為有關禪修理論、方法等議題。

10日晚上，聖嚴師父應邀參加我國駐教廷大使館舉辦的雙十國慶宴會，與

會者包括五位樞機主教、各國外交使節及華僑等近二百人。11日，師父結束羅

馬之行搭機返台，隨即在台北安和分院舉行記者會，向國內媒體報告此行的

見聞和感想。

10.13∼15

聖嚴師父甫從羅馬

返台，10月13日又應

母校東京立正大學之

邀，前往日本訪問三

天。此次日本之行，

是師父自立正大學取

得文學博士學位後，

二十三年來首度回母

校演講，意義非凡。

14日上午，聖嚴師

父特地率領隨行四眾

弟子前往池袋本納

寺，為已故三位恩師

── 本幸男、金倉圓照及野村耀昌先生，舉行一場追思紀念法會，由師父

親自主持。由於無法一一親往三位恩師的府上拜訪及掃墓致祭，師父特別致

贈每位恩師家屬四十萬日幣，麻煩他們代買香花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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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聖嚴師父前往立正大學出席歡迎茶會，與會者有該校前任校長渡邊

寶陽博士及久留宮圓秀博士、三友良順博士等人。會中，師父並致贈個人版

稅收入三百萬日幣，提供該校佛教學部做研究開發，以表達對母校的感恩和

回饋之意。

晚上，聖嚴師父於立正大學「石橋湛山紀念堂」進行一場公開演講，講題

為「人間淨土與現代社會──我們今後要探討的課題」，約有六百多人聆聽。

師父的演講內容主要從探索淨土思想的淵源，說明人間淨土觀念的依據，強

調人類當從思想淨化、行為淨化做起，由個人淨化再推廣到社會淨化及世界

淨化，人間淨土的理念才能實現。接著，師父介紹他在台灣近二十年來所推

行的「人間淨土」運動，就是「三大教育」及「四安」、「四環」運動。演講

結束後，並舉行皈依儀式，約有四十多位華僑皈依三寶。

15 日上午，聖嚴師父前往東京高輪福祉會館，關懷由果建、果醒二位法師

指導的初級禪訓班，約有二十多位華僑參加。師父為大家做了簡短的開示

後，即帶領隨行僧俗四眾回到留日時代租賃的住所參觀，下午自東京飛往紐

約，繼續海外弘法活動。

10.16∼18

國際知名禪師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

率領弟子一行四十多人，本日訪問紐約東初

禪寺並掛單三天，由聖嚴師父親自接待。

越南籍的一行禪師為當今國際社會中最具

影響力的高僧之一，越南期間因從事和平運

動，對越南的年輕僧眾起了重大的啟發，戰

爭結束後曾代表參加巴黎和談。越南赤化

後，被放逐至今不得回國。1982年於法國南

部建立了「梅村」（Plum Village Meditation

Center）禪修道場，並赴世界各地弘法。一

行禪師素以禪師、詩人、人道主義者聞名於

世，著作近百本。

17日，聖嚴師父為英文新書《完全證悟》

（Complete Enlightenment），於東初禪寺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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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會。由於本書邀請了一行禪師寫序，一行禪師特地出席與師父共同主

持，三百多位讀者將會場擠得水洩不通，大多是西方人士。大家除了希望能

擁有二位禪師共同簽名的新書，也盼望親聞二位禪師同席開示的智慧之言。

10.24∼26

護法會美國分會在經過半年的籌備之後，本日起一連三天，於紐約上象岡道

場舉行第一屆「北美年會」，共有來自美國各州約六十多位悅眾代表參加。

在二天半的會期中，活動安排相當豐富、緊湊，與會悅眾們不但更加深入

理解法鼓山的理念和方向，也學習到許多專業的知識和技能；更因聖嚴師父

全程參與，給予開示鼓勵，令大家感受到佛法的慈悲與智慧。

24日上午八點年會準時開始，在聖嚴師父蒞臨關懷並做簡單開示後，一連

串豐富的課程隨即展開，包括由毛靖主講「對法鼓山向心力的凝聚」、果谷法

師主講「法鼓山理念及方向之認識」、王翠嬿主講「如何開好一個會」；下

午，由龔天傑、王翠嬿主持，與會悅眾們分為六組，討論「法鼓山美國分會

組織章程」，由於發言熱烈，討論一直延續到翌日的議程中。

25日的活動以座談會為主，上午進行「如何擬定活動計畫與執行」議題，

由盧惠英、林博文、李謝滴筠及龔天傑四人共同主持；下午則進行「如何做

好勸募工作」的議題，由李秋頻、吳淑芳、江穩吉、陳麗貞及盧惠英五位共

同主持。

當天會程的重

點，是聖嚴師父開

示「法鼓山的萬行

菩 薩 」。 師 父 指

出，萬行菩薩是發

了大悲願行的菩

薩，一定要難行能

行、難捨能捨、難

忍能忍，這是慈悲

的表現，但一定要

以智慧為指導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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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早課時，聖嚴師父進

一步開示「慈悲行」，期勉

悅眾代表們要深具「七心」

──感恩心、懺悔心、包容

心、謙讓心、奉獻心、讚歎

心及自信心，才能順利推廣

法鼓山的理念及做好勸募工

作。當天主要活動包括：由

師父頒發十位新任召集人證

書，同時授旗給美國各州的

法鼓山聯絡處，並正式委任

新澤西州的李謝滴筠為美國分會總召集人；接著，代表們分為二組，檢討本

次年會得失；最後，大會決議明年（1998年）年會於10月中旬在象岡道場舉

行，主題為「勸募與關懷」。

為期三天的年會，在悅眾幹部代表的熱情參與及分享討論下，順利圓滿落

幕。

11.28∼12.05

11月28日至12月5日，

紐約東初禪寺於象岡道

場舉辦第七十八期禪

七，由聖嚴師父主持。

此為象岡道場成立後

首度舉辦禪七，共有四

十六人參加，以西方人

士居多，分別來自英

國、法國、瑞士、加拿

大、墨西哥、克羅埃西

亞、台灣及美國各州，

而以紐約本地人數最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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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聖嚴師父在

西方主持禪七的記

錄中，迄今參加人

數最多的一次。以

往由於東初禪寺的

禪修場地太小，無

法容納眾多報名

者，以致每次都有

人向隅。此次首度

移至象岡道場舉

辦，方能容納較多

人數。

有別於以前在車水馬龍的紐約市區打禪七，來到有山有水的大自然中，所

有禪眾的共同感受是：攝受安定的環境，能讓心很快沈澱下來，更有助於禪

法的修行。

12.06∼08

為了落實「人間淨土年」的理念及回應信眾們的要求，紐約東初禪寺本日

起一連三天，舉行「第二屆在家菩薩戒傳授法會」，共有110人參加。此距於

1991年舉辦的第一屆，已時隔六年。

此次菩薩戒另有一層重要的意義，就是將佛法廣傳給西方人士，因此有四

十六位西方人士參加，十分難得。

為了讓戒子們對授戒有基本的認識，半年前，東初禪寺即舉辦了一系列傳

戒的課程，由果元、果谷二位法師講授寂天菩薩的《入菩薩行》。而在戒期之

前，聖嚴師父也開辦了一系列與戒律相關的課程，包括：菩薩戒的功德觀

念、戒律的層次及其現代化意義、菩薩的根本三聚淨戒等，讓大眾對菩薩戒

有基本的知識。

另外，為了讓西方的戒子們能更深入瞭解菩薩學處，東初禪寺收集了有關

菩薩戒中英文的資料，不但把聖嚴師父的《菩薩戒指要》譯成英文，也從

《戒律學綱要》中選譯幾篇重要文章，提供給西方的戒子們參考。

戒期中，重點放在律儀及對菩薩戒的認識上，傳授以發菩提心、四不壞信



所開展出的三聚淨

戒、十善、十無盡戒

為主。透過聖嚴師父

的說戒，讓戒子們瞭

解菩薩戒是因人、因

地、因時空的不同，

而具有彈性、難易性

及實用性，對現代人

來說，是可以實踐的

菩薩淨戒。

由於場地及語言的

限制，授戒儀式分

東、西方二組同時進

行，整個儀式雖然只經過一次演禮，但是整齊一致，受戒的氣氛莊嚴而凝

聚。

12.08∼09

本日起一連二天，美國加州聯絡處參加由華商年鑑公司於洛杉磯大會堂舉

辦的首屆「華商博覽會」，推廣法鼓山的理念及弘揚佛法，該活動共有十多萬

人次參觀。

在法鼓山的攤位中央，懸掛了一幅義工菩薩親自製作的巨大山徽及理念標

語，二旁全貼上禪訓班的招生海報，充滿了禪味。現場除了展售佛法書籍

外，並播放「法鼓山奠基大典」、「溫柔的慈悲」等錄影帶，讓參觀民眾認識

法鼓山。

法鼓山相關活動雖然在加州地區推動已久，但較少舉辦大型活動，此次加

州聯絡處決定於「華商博覽會」中參展後，便積極展開各項準備事宜。分別

向紐約東初禪寺及台灣法鼓文化訂購書籍、文宣品，而為了加強宣傳效果，

並將《法鼓》雜誌的部分版面更換為「加州活動特刊」。另外，華商博覽會負

責人帥艾青為表達對法鼓山的認同，還特別加贈一個攤位。

由於宣傳得宜，加州聯絡處參加這項活動，讓法鼓山的理念在加州播下了

種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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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是法鼓山「人間淨土──成長年」，1998年則是「人間淨土─

─關懷年」，由縱的關懷做到橫的關懷，由關懷身邊的人做到周遭的人彼

此關懷，由內部的關懷做到對社會的關懷，透過關懷來達成推動四安和

四環的目標。

為了號召更多人的認同和參與，首先於元旦推出「法鼓大悲願，持誦

千萬遍」活動，希望人人響應持誦〈大悲咒〉。活動推出後旋即獲得國內

外信眾的熱烈迴響，參與人數高達數萬人。

1月11日，法鼓山一年一度的「社區關懷環保日」活動，於全省二十五

個定點同步展開。1月18日起，聖嚴師父展開「分享人間淨土──全省關

懷行」，在關懷行程中，每到一處師父都再三叮嚀法鼓人，要實現人間淨

土的理想不在於要求別人，而是透過佛法的修持淨化自己，自然能影響

他人，淨化社會。

為了讓「人間淨土」的內涵更貼近社會大眾，法鼓山又提出「我為你

祝福」的概念，而成為本年中的系列活動。3月13至15日三天晚上，首先

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的「我為你祝福──新世紀全民祈福法會」；一

年一度的會員大會，也結合「我為你祝福──全民祈福平安大法會」，於

9月26日在林口綜合體育館隆重舉行，約有二萬名來自全球各地的悅眾菩

薩參加。

在這場聚會中，聖嚴師父面對全場信眾，明確指出法鼓山雖

然是一佛教團體，但卻是在做著人心淨化的工作，而這是跨越

宗教的教育工作。唯有如此，方能讓更多人願意接受。

在海外部分，5月1至3日，聖嚴師父出席於紐約玫瑰廣場舉行

的「文殊菩薩智慧法門──漢藏佛教世紀大對談」，與達賴

喇嘛對談，共有來自世界各地約三千人參加，盛況空前。

從成長到關懷，從1996到1997年，法鼓山將全力放在「人

間淨土」此一主題的闡揚與具體化上。經過二年的努力，由於對理念的

掌握愈益精確，所呈現的活動也就愈加多元，愈能為社會大眾所認同

與接受；也使得法鼓山推動「人間淨土」的定位更加明確，並且

在國內外媒體的大量報導下，法鼓山已是國際知名的現代化佛教

團體。



1
200

《天下》雜誌在1月份出刊的第200期「影響200，飛越2000」特刊中，遴選

了二百位對台灣近四百年來具有影響力的人士；聖嚴師父為其中之一，佛教

界尚有印順長老、證嚴法師入選。該刊第202期，又刊出由讀者從二百位之中

所選出的前五十名，師父列名第三十七位。

聖嚴師父因提倡「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觀念以及推動「心靈

環保」和「人間淨土」運動，帶動人心和社會的全面淨化，而有「心靈領航

員」的美譽，與胡適、孫文、傅斯年、李遠哲、王永慶等二百位人士，並列

為近代具有前瞻觀念的啟蒙重要人物。

01.10
2000

本日下午，聖嚴師父應《天下》雜誌之邀，出席於台北凱悅飯店舉辦的一

場「飛越2000，美麗台灣‧希望會談」，同時受邀的還有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

哲、宏碁電腦集團創辦人施振榮、美學家蔣勳、評論家龍應台，由《天下》

雜誌創辦人殷允芃主持。師父是唯一的宗教界代表，更是佛教界代表，顯見

佛教界近年來在社會上所投入的努力受到高度肯定。

座談會上，聖嚴師父提到他在二十年前提出「建設人間淨土」理念時，很

多人都覺得不切實際，但在今天，「人間淨土」的觀念已經是許多有識之士

努力奉獻的方向。而在十多年前提出的「心靈環保」主張，也是有鑑於長期

以來，人類不斷地與人爭、與天爭，卻忽略了向內心修正改善自己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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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認知，也忽略了

欲望的節制和情緒

的化解。

聖嚴師父強調，

雖然他不敢預測十

至十五年後的台灣

會變得多美麗，但

他確信經過大家的

努力，人間淨土和

心靈環保的理念，

必將為台灣社會帶

來更多的光明、更

安定的人心。

01.11

法鼓山一年一度的「社區關懷環保日」活動，本日於全省二十五個定點同

步展開。舉辦的活動除了深受好評的惜福市場、資源回收、省水運動、樹苗

種植、社區環境清潔之外，今年更推廣「廚餘堆肥DIY」，實踐惜福、培福、

造福的觀念。

上午，聖嚴師父首先前往台北縣立板橋體育館，與台北縣環保局局長高源

平共同主持活動揭幕儀式；隨後，前往榮星花園關懷參與活動的民眾，環保

署副署長林達雄、水資源局局長、中山區區長等亦蒞臨現場關懷。

已是第五年舉辦的法鼓山「環保日」活動，每年都會隨著社會的需要和所

面臨的環保問題，提供不同的解決方式。例如今年即特別針對日益嚴重的垃

圾激增問題，推廣一系列「讓大地回復生機，由家庭做起」的廚餘堆肥垃圾

減量活動。

雖然每年所推廣的重點各有不同，環保日的意義卻不變，意即希望大家天

天做環保，讓台灣重現美麗的丰采，同時做到淨山、淨水、淨心靈。

活動推展對象不僅從個人到社區，本年並與台北市社會局合辦，將關懷送

至福德平宅和安康平宅，為行動不便的老菩薩清洗身體及整理環境，讓老菩

薩也能過一個潔淨而溫暖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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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5

由於今年5月1至3日，聖嚴師父將與達

賴喇嘛在紐約玫瑰廣場進行一場主題為

「文殊菩薩的智慧法門」漢藏對談。這場

盛會的主辦人之一，西藏之家（Tibet

House）負責人羅伯．舒曼博士（Robert

A. F. Thurman）本日特別來台，與師父

於台北安和分院共同召開記者會，帶來

這項新的訊息。舒曼博士同時應《中國

時報》之邀，為「慈悲．智慧──藏傳

佛教藝術大展」開幕剪綵。

聖嚴師父首先說明這次對談主題會選

擇文殊菩薩智慧法門的原因，是由於

「慈悲」與「智慧」是佛法修持的二大重點，去年（1997年）達賴喇嘛來台時

曾弘傳觀音菩薩的慈悲法門，因此5月將舉辦的對談會，便以文殊菩薩的智慧

法門為主，期使大眾能修得慈悲與智慧的圓滿。

會中，有記者問及：「為何會邀請聖嚴師父為對談對象？」舒曼教授特別

推崇師父除了是禪宗曹洞、臨濟二派的傳承者，其深厚的佛學研究成就中，

有數十冊書籍被翻譯為多種語文流通，將佛法弘傳至國外；再加上師父謙

虛、親切的威儀風範，無論東、西方人士均很容易接受他的法益，所以在對

談的對象上，師父自是不二人選。

01.25

本日上午，法鼓山於台北市政府中庭舉辦第四屆「佛化聯合婚禮」，邀請總

統府資政吳伯雄擔任證婚人、台北市市長陳水扁及文建會主委林澄枝擔任男

女雙方主婚人，聖嚴師父擔任祝福人，共有四十對新人參加。

莊嚴、喜氣的婚禮儀式，在法鼓山合唱團優美的「菩提姻緣」歌聲中揭開

序幕，新人們緩步從紅毯另一端步入會場，獲得觀禮親友熱烈祝福的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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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首先為新人們授三皈

依，勉勵他們今後要共同修學佛

法。接著，婚禮在證婚儀式、揭面

紗、交換信物、謝禮儀式後完成，

場面溫馨、感人。師父並致贈每對

新人一尊白瓷觀世音菩薩，希望新

人們都能學習觀世音菩薩的慈悲精

神，將家庭當成共修的道場。

禮成之後，新人與聖嚴師父、與

會貴賓於市政府前合照留念，主辦

單位並在市政府餐廳準備了精緻的素食茶點，讓新人與親友們歡聚一堂，共話

家常；也以此取代喜宴的鋪張浪費，落實環保、節約的理念。

02.22 

農禪寺七位常住法師帶領一百五十多位蓮友，本日下午前往板橋縣立殯儀

館景福廳，為2月16日晚上發生於桃園中正機場華航空難中的202位罹難者，

啟建彌陀法會，約有近千人參加。

負責主祭的果東法師開示時指出，生命的目的在於受報和還報，積極地說

則是來還願和發願。雖然過程中有許多苦難，卻有其意義與啟示，要善解、

轉境，把握現在所擁有的一切，進而能面對生死、超越生死。

在這場法會中，行政院院長蕭萬長、台北縣縣長蘇貞昌、國民黨祕書長章

孝嚴等黨政要員皆與會致祭；華航董事長蔣洪彝亦率領五百位員工代表，為

往生者祝禱，向家屬表達歉意。促成此次法會的因緣，除了是聖嚴師父特別

指示要做好關懷工作外，也由於華航公司有許多員工為師父的皈依弟子，所

以主動希望法鼓山能主辦此次法會。

空難發生之後，法鼓山除了於本日為罹難者舉行超度法會外，2月18日中

午，農禪寺常住法師亦曾帶領助念團團長及多位團員，前往台北縣立殯儀館

助念十二個小時，令家屬們感動不已；2月22日至4月4日在農禪寺的念佛共修

法會中，為罹難者設立超薦牌位，將數百人的念佛功德迴向給往生者；3月15

日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廣場舉辦的「新世紀全民祈福博覽會」上，特別為罹難

者設置祈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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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為華航空難中的罹難者，舉行彌陀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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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3∼15

法鼓山自今年1月

1日起號召全民共同

持誦〈大悲咒〉的

活動，獲得國內外

信眾熱烈的迴響，

截至三月初，累積

的持咒次數已超過

二千萬遍，參與人

數高達二萬多人。

為了回應這股巨

大的善意，凝聚眾

人的心念，3月13至

15日三天晚上，法

鼓山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新世紀共修共願祈福法會」，由聖嚴師父親自主

持，每天都有超過三千位的民眾參與；15日白天，又在國父紀念館廣場舉辦

「新世紀全民許願博覽會」，是三天活動中最盛大而多元的一項。

15日的博覽會中，聖嚴師父首先率領現場近萬名民眾齊誦《心經》，隨後與

李登輝總統共同啟動一顆重達二千公斤、上面刻有〈大悲咒〉的許願球，揭

開全民許願博覽會的序幕。

當天除了總統李登輝特別蒞臨盛會外，與會者還有副總統連戰、行政院院

長蕭萬長、教育部部長林清江、民進黨主席許信良等貴賓，一同為全民祈

福。聖嚴師父在許願牆上寫下了「同體大悲，無緣大慈」的心願，李總統則

寫下「民生樂利，國步安康」的心願。

聖嚴師父在致辭時指出，他相信人類的良知永不會磨滅，全民的希望永不

會落空；而人類生命的目的是在許願及還願，生命的意義是為了盡責及負

責，生命的價值則是為了感恩及奉獻。師父期許每個人能永保一顆祝福別人

的心，不斷地許願、祝福、還願，一起共創新文化，建設人間淨土。

整個博覽會現場，共規畫了五個區域，包括公益團體區、祈福區、許願

區、禪藝教室DIY、摸彩區。其中，公益團體區有兒童福利聯盟、心路文教基

金會、羅慧夫顱顏基金會等十一個公益團體參與。

而連續三天晚上舉行的「新世紀共修共願祈福法會」，聖嚴師父分別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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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經》談如何觀心、修心」、「從〈普門品〉談如何自助助人」、「從

〈大悲咒〉講祈福功能」，每天均座無虛席，館外走廊並架設大螢幕，讓無法

入場的民眾也能同霑法益。

演講中，聖嚴師父指出法鼓山舉辦全民祈福法會的意義，是希望大家學習

觀世音菩薩自利利人的菩薩道精神，將佛法的觀念落實在日常生活中。師父

並談到「四要」、「四感」、「四福」，若人人能釐清什麼是需要、想要、能

要、該要這「四要」，社會人心便能安定；而能時時心存感化、感動、感謝、

感恩這「四感」，便是行自利利人的菩薩道；生活中事事做到知福、惜福、種

福、培福這「四福」，則人人都有福報。

最後，聖嚴師父鼓勵大家逢人要常說「我為你祝福」，心中永遠存著一顆感

恩祝福的心，時時祝福別人、為別人設想，如此社會便能洋溢祥和氣氛。

04.11∼12

有鑑於培養國內研究佛教文學與藝術人才的重要性，並希望結合現有的人

力資源，以開出更廣泛的研究風氣，本日起一連二天，由中華佛學研究所主

辦、現代佛教學會承辦的「佛教文學與藝術學術研討會」，於台灣大學思亮館

舉行，共發表了十七篇論文，聖嚴師父並於會中進行一場主題演說。

聖嚴師父在講題「佛教藝術的承先啟後」的演說中，從佛教藝術發展源頭

印度談起，並橫跨古今暢敘中國佛教藝術，範圍遍及藝術、文學、建築、音

樂各領域。師父指出，從佛教藝術作品的豐富程度而言，佛教不僅是亞洲信

仰人數最多的宗教，也是留下文化遺產最多的宗教，更是最有前瞻性及未來

性的宗教。

這是國內第一次結合「佛教文學」與「藝術」二個不同學術領域的研討

會，也是國內首次舉行的佛教藝術研討會。會中所發表的論文，既有宏觀的

視野探討傳統佛教的文學觀，也有專題性的深入細微研究，研究範疇包括了

西藏佛教與台灣的佛教藝術。所邀請的老、中、青三代學者皆是一時之選，

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知名學者王堯、馬世長、陳慶英、孫昌武及自美回台的

于君方教授。

現代佛教學會理事長李玉岷表示，舉辦這項研討會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能

增進社會大眾對佛教文學與藝術的認識，並激發國人對佛教文化研究的興

趣。

430

19
89
�2001



431

19
9
8

國
內
篇傳統佛教的文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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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壺中人」故事的演化

敦煌佛教靈應故事綜論

父母恩重經與變相補考

敦煌的地藏菩薩像研究

藏戲源於佛教略

弘宣佛法與記錄人生──略說

藏傳佛教傳記文學作品

六朝小說中的觀音信仰

南唐皇室的佛教信仰

弗利爾美術館藏北周交腳彌勒

菩薩七尊像略考──光背僧伽

梨線刻素畫圖相再析

寶山大住聖窟初探

禪與存有──王維輞川詩析論

大足石刻楊次公證道牧牛頌

狄瑾遜詩風中的禪

長安三年七寶台造像再考

妙禪法師的繪畫風格之探討

「佛教文學與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一覽表

汪娟

丁敏

張靜二

鄭阿財

馬世長

潘亮文

王堯

陳慶英

孫昌武

陳葆真

林保堯

李玉

蕭麗華

蔡榮婷

陳元音

顏娟英

陳清香

陳修武

熊琬

陳鵬翔

王國良

邢福泉

石守謙

藍吉富

蕭金松

于君方

蔣義斌

賴鵬舉

周伯戡

孫昌武

楊惠南

高天恩

林保堯

王耀庭



04.12

助念團全省悅眾聯誼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行，約有來自全省五百多人

與會。由於如此大規模的聯誼會已有二年未舉辦，因此格外受到蓮友們的期

盼，參與人數十分踴躍。

會中，聖嚴師父勉勵大家要發菩提心及長遠心，落實助念關懷的社會服務

工作。師父並特別說明，為了擴大佛法教育、落實助念關懷，授權蓮友們代

替他為彌留者及剛往生者說〈三皈依文〉，但不可為生者說三皈依；另外，為

避免讓人誤會在家居士到處為人說三皈依，須往生者家屬主動要求，且家屬

中沒有反對者才可以。

近年來，助念團在聖嚴師父的指導及輔導師果東法師的帶領下，有顯著的

進步和成長，全省各地相繼成立助念組，團員的人數亦逐漸增加。而且原本

關懷對象僅針對會員及家屬，如今也慢慢擴大了範圍，並由過去被動地接受

申請助念，到現在的主動關懷。例如去年（1997年）林肯大郡及華航空難事

件中，助念團都主動參與提供長期的關懷，深受社會大眾的肯定。

04.24

台北市蘭雅國小為配合

四年級「社會科」中的宗

教課程，本日上午，校方

人員帶領180位小朋友至農

禪寺參訪。

為了迎接這群小菩薩的

到來，僧團精心策畫了整

個參訪路線，並在各站安

排法師和義工做解說，以

期讓小菩薩們能在最短的

時間內認識農禪寺，並對

佛教有初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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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殿進行簡單的歡迎儀式後，小菩薩們分成六隊，一站站參觀了男眾寮

房、齋堂、大寮、荷花池、兒童班、簡介館等。在每一站，除了讓他們認識

環境外，還安排認識雲板、魚板及各種法器，並且指導他們合掌、問訊、打

坐等佛教行儀。

最後，僧團法師開示勉勵小菩薩們──「生的變成熟的，熟的變成生的」，

要把今天學習到的帶回日常生活中，讓生疏的好習慣變熟悉，讓熟悉的壞習

慣變生疏。

經過三個小時的參訪，小菩薩們上了一堂充實的「佛寺之旅」課程，結束

後，不少小菩薩還興奮地表示會請爸媽再帶他們來農禪寺。

05.23

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菩提姻緣聯誼會」，邀請歷屆參加佛化聯合婚禮

的同修伴侶共聚一堂，分享建立佛化家庭的心得，共有二十四對夫婦參加。

會中，除了播放今年年初舉行的第四屆佛化婚禮的錄影帶，讓與會者重溫

當年的喜悅外，並邀請台北醫學院醫師簡逸毅演講，談夫妻相處之道。簡醫

師鼓勵大家要用心經營婚姻生活，勇敢表達愛和感謝，在生命的路上互為成

長的伴侶。之後，則是互動與分享的時間。

原定下午五點結束的聯誼會，由於與會者都十分踴躍分享自己將佛法運用

在婚姻中的心得，活動直至近六點左右才結束。

07.07∼11

由中華佛學研究所主辦，台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法光佛教文化研

究所、華嚴專宗佛學院所、香光尼眾佛學院等十二所佛學院所協辦的「兩岸

佛學教育交流博覽會」，7月7至9日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舉行，內容

包括座談會、佛學院所博覽會，共有兩岸二十多個佛學院所參與。

這是兩岸在阻隔了近五十年後，首開佛學教育交流的大門。中國大陸代表

團由中國佛學院副院長傳印法師擔任團長，成員包括中國佛教協會學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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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廈門閩南佛學院、廣東嶺

東佛學院、九華山佛學院、四

川尼眾佛學院等一行十四人。

在7月7日的「迎向二十一世

紀的佛學教育──建立新時代

世界觀」座談會中，聖嚴師父

致辭表示，佛教教育的目的是

在建設人間淨土；佛教教育的

範圍，是從僧團拓展到每一個

人的家庭、社會的每一個階

層、學校的每一種層面，不一

定勉強人人成為佛教徒，卻願

以佛法的利益，分享給人間大眾。

會中，兩岸與會者就當代的佛學教育現況、如何培養寺院行政管理專才、

建立全方位資料庫、普及教育等議題，進行熱烈的互動討論。最後，中華佛

研所所長李志夫總結時表示，期許兩岸未來有更多的交流，讓佛法能更為廣

布流傳。

而二天中同時於座談會場外舉辦的博覽會，參展的佛學院都充分呈現各校

獨特的道風與辦學成果，不僅有傳統的海報、照片、論文書刊展示，並運用

了現代化的電視牆、網路等科技。其中，最引人矚目的一項成果是佛學資源

的電子化。如台大佛學研究中心網站的漢文、梵文、藏文等原典資料查詢系

統，以及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藏經電子化、佛光山的「佛光大辭典」等，都

讓佛學研究或閱讀佛典者，因科技進步而獲益。

這次中國大陸代

表團於訪台期間，

除了參與交流座談

及博覽會外，還親

至法鼓山上、農禪

寺、法光佛教文化

研究所、華嚴專宗

佛學院、香光尼眾

佛學院、慈濟靜思

精舍等佛學院所參

訪，瞭解台灣佛教

教育的發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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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於開幕典禮中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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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中）與貴賓們參觀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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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6

為了配合推動「我為你祝福」系列活動，向來於農禪寺舉辦的皈依祈福法

會，今年移至台北市中正高中禮堂擴大舉辦，由聖嚴師父主持，約有一千五

百人皈依三寶。

聖嚴師父在開示中表示，信佛、學佛的主要目的不是崇拜偶像，而是學習

佛陀的慈悲、智慧，將佛法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師父並說明皈依和五戒的意

義，強調五戒只是要大家做好身為一個人應盡的基本本分，重點在保護我們

的身、口、意，並不會因為受戒後不小心犯戒就罪加一等。

此次，參加皈依的信眾有不少令人感動的例子，例如有多位行動不便或生

病的菩薩前來，還有遠從美國、日本、香港的信眾參加。會後，皈依關懷組

準備了聖嚴師父的著作《正信的佛教》、法鼓山行事曆及相關文宣品與信眾們

結緣，鼓勵大家多參與法鼓山的修行活動。

07.28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本日舉行創校董事會議，由聖嚴師父主持，全體十一位

董事皆出席與會，教育部並派員指導。

會中，除了通過董事會組織章程外，全體董事一致推選聖嚴師父為董事

長，師父隨即提名曾濟群博士為校長，亦經全體董事通過，法鼓人文社會學

院正式進入運作階段。

過程中，許多董事對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未來的發展，提出不少寶貴的意

見。前教育部部長吳京董事表示，聖嚴師父是一位國際知名人士，由師父創

辦的大學應走向國際化，跨出台灣，走向世界。他主張未來可招收亞太或歐

美地區的華裔學生，尤其是研究所部分。

至於校園建築方面，聖嚴師父提示應表現出人文氣息，並與自然環境相結

合，使自然環境藝術化、藝術環境生活化、人文與自然融為一體，以培養學

生高雅的氣質，達到境教的目標。

曾濟群校長表示，他將秉持聖嚴師父的理念，把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建設成

一個充滿人文氣息的大學城，使人文精神能於潛移默化中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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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3

護法總會年度活動「法鼓傳薪」，一改過去在各地區分別舉行的方式，今年

擴大統一於台北舉行，本日共有來自全省五百多位勸募會員，齊聚成淵國中

大禮堂。

活動首先在法鼓山合唱團悠揚的歌聲中揭開序幕，護法總會會長陳嘉男引

用聖嚴師父所說的「以佛法感動自己、感化他人」，勉勵勸募會員努力弘揚佛

法；二位新勸募會員，則分享他們加入勸募工作的歷程與心得。之後，工務

室總工程師陳洽由以幻燈片說明法鼓山建設工程的進度，讓關心法鼓山建設

的會員們，有如親身蒞臨法鼓山之感。為了讓整個活動既輕鬆又感性，過程

中並穿插了帶動唱活動，以及播放各地區成長研習營的上課情形。

下午，聖嚴師父特地前來關懷，並頒贈紀念品予新勸募會員。師父在開示

中，再次強調法鼓山的使命是「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並以三大教

育──大學院教育、大普化教育、大關懷教育，來完成這項使命。師父勉勵大

家以「生命有限，我願無窮」的精神，感謝還有福報可以種福田，發揮一己

的力量弘揚佛法。

這次活動現場，布置有一整排的「發願牆」，讓每位學員寫下自己的心願。

有人發願生生世世聽聞佛法、得遇善知識；有人希望永遠追隨著師父的悲

願，為人間淨土的建設多盡一分力。滿滿的一面牆都是護法菩薩們的願望，

呈現了法鼓山全體會員的廣大弘願。

09.12

為推廣正知見的佛法及敦親睦鄰，經過半年籌畫，法鼓山本日下午於台北

縣金山鄉夜市場為金山、萬里、三芝、石門四地居民，舉辦一場「北海岸中

元平安超度大法會」。

聖嚴師父在法會前開示指出，「中元節」是中國人的大節日，也是佛教的

盂蘭盆節，舉辦法會的目的是為了祈求平安，以佛法的法食供養冥界孤魂，

讓參加法會的人有聽聞佛法的機會。師父並強調，法鼓山是推動教育的宗教

團體，任何活動都富有教育意義，此次法會更是結合大家的力量，共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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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的改善，推廣簡樸、莊嚴、隆重和儉約的精神。

這是法鼓山首次在中元節以佛教儀式舉行的超度法會，目的除了回饋北海

岸的居民外，並藉此傳遞正知見的佛法。法會中的超薦牌位均為免費，結餘

費用並留做四鄉鎮的急難救助金或舉辦活動經費。

由於這場法會是四鄉鎮第一次聯合舉辦的大型活動，鄉長與鄉民代表不僅

提供許多資源與協助，且全程參與，包括金山鄉鄉長許春財、石門鄉鄉長鄭

庚和、三芝鄉鄉長李明燦、萬里鄉鄉長唐有吉、三芝鄉代表會主席華金福，

以及國大代表郭素春、省議員周慧瑛等人。

活動圓滿結束後，法鼓山又於9月14日在法鼓山上舉辦了一場「感恩餐

會」，邀請三十多位金山、萬里、三芝、石門四地的地方首長代表參加，感謝

他們對於這次法會的協助。

09.26

一年一度的會員大會，今年結合「我為你祝福──全民祈福平安大法會」，

本日於林口綜合體育館同時舉行，行政院院長蕭萬長夫人朱俶賢、行政院政

務委員趙守博、桃園縣縣長呂秀蓮等貴賓亦蒞臨與會，約有二萬名來自全球

各地的悅眾菩薩參加。

活動分二段進行，上午首先舉行祈福法會，由媒體工作者陳月卿主持。聖

嚴師父於致辭後，與貴賓們共同啟動〈大悲咒〉球，台上二側裝有三十多萬

張消災、超薦卡的「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燈箱也跟著亮了起

來，全場揚起一片掌聲。接著，師父代表法鼓山贈送十萬本《念佛生淨土》

一書予全省各監獄所，由法務部次長姜豪代表接受。

下午的活動，由作家侯文詠及資深悅眾馬貴珍師姊共同主持。會中，聖嚴

師父親自為各會團長、地區召委等授證，並頒發特殊貢獻、熱心義工等獎

項，感謝他們多年來的奉獻。接著，師父就祈福的意義、法鼓人的責任與目

標做了精闢的開示。師父勉勵大家共同推動法鼓山的理念，落實四安、四環

的運動。活動結束前，師父特別率領僧團常住法師繞場關懷，在莊嚴的觀音

菩薩聖號聲中，所有會員菩薩亦起立向師父問訊致意，場面溫馨、感人。

當天會場大門二側的迴廊，陳列了大型看板展示相關照片說明，並架設多

媒體電腦播放各類主題內容，讓與會者深入瞭解聖嚴師父的行誼及法鼓山的

理念、機構單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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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祈福平安大法會」約有二萬名護法信眾與會。



444

19
89
�2001

5 3



445

19
9
8

國
內
篇



446

19
89
�2001

8

2000



1

2

3 4

5

6

7

447

19
9
8

國
內
篇



448

19
89
�2001



10.08

中國大陸鎮江焦山

定慧寺住持茗山長老，

以及東初老人的弟子、

蘇州寒山寺住持性空長

老，本日至台北安和分

院拜訪聖嚴師父，法鼓

山僧俗四眾以隆重的大

禮，歡喜迎接這二位與

師父同一法源的長老到

訪。

二位長者係護送玄

奘大師頂骨舍利來台，

在緊湊的行程中特別抽

空前來。隨同前來者，

還有中國大陸國家宗教

局副局長楊同祥、江蘇省宗教局副局長袁普泉、蘇州靈岩山寺住持明學法

師、南京市副市長周學柏、南京市宗教局副局長惲大年等三十多人。

由於聖嚴師父曾四次造訪中國大陸的名剎古寺，和來訪的多位法師是舊

識，彼此對能夠在台灣再次見面，都感到分外高興。二位長老在歡迎茶會

上，對於師父積極培養佛教人才的願心讚歎不已，並盛讚師父是具足戒、

定、慧，和玄奘大師有同樣胸懷的三藏法師，也希望以後兩岸能有更多的交

流機會。

聖嚴師父表示，此次相聚，除了有老友重逢的喜悅，也代表兩岸法脈同

源、同流的歷史意義。師父並對中國大陸政府目前對佛教的關注與重建表達

欣慰之意，也向長老們敘述他在台灣與美國弘法的概況。

至於二位長老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護送具有近一千四百年歷史的玄奘大

師頂骨舍利來台。該舍利原供奉在南京靈谷寺，在新竹玄奘大學創辦人了中

長老的多方奔走下，中國大陸同意分贈一份頂骨舍利，表達對於促進兩岸佛

學交流的善意。

玄奘大師頂骨舍利目前全世界僅存五塊，分藏於中國大陸天津、成都、南

京及台灣日月潭、玄奘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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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為籌募法鼓人文社會學院

建設經費，「法鼓山1998年

當代藝術品暨珠寶義賣會」

本日於台北新光美術館隆重

舉行。有別於一般的藝術品

拍賣，當天的來賓乃抱持布

施、無私的心參與，因此現

場氣氛溫馨感人。總計這次

義賣活動，得資八千多萬

元。

聖嚴師父於致辭時除了感

恩大眾的護持外，並表示這

場義賣會不僅籌募了建校經費，更賦予文化藝術使命的傳承，達成教育的功

能與目的。所以，這次活動的另一個意義，也是希望藉此達到淨化人心、淨

化社會的功能。

義賣會共分二個場次，上午的珠寶場次由高信譚先生主持，傳家拍賣總經

理郭倩如主拍；下午的書畫場次則由張小燕小姐主持，蘇富比前董事長衣淑

凡主拍。徵募藝術品的157件珠寶全數賣出，書畫則賣出156件，超過總數的

四分之三。其中，有多位菩薩買了之後又捐出再義賣，主持人張小燕也以二

十萬元買下一幅名為「禪」的畫作送給聖嚴師父。

這場以「開創人間淨土」為主題的藝術品暨珠寶義賣會，係由知名收藏家

葉榮嘉建築師擔任總策畫人，前後花了一年的時間籌備。由於聖嚴師父的理

念和法鼓山近十年的良好形象，獲得大眾的肯定，徵募藝術品的訊息於5月正

式公開後，立刻引起各界熱烈的迴響，共募集了二百多件台灣當代藝術家的

作品，包括張大千、溥心畬、李石樵、楊英風、陳進、林惺嶽等人，以及157

件巧奪天工的各類寶石、黃金。

除了義賣會當天的活動外，為了讓更多人能一睹這些難得的珍貴藝術作品

和珠寶，義賣會之前特別安排了為期一個月的巡迴展覽，分別於高雄、台

南、台中及台北四地展出。其中於10月7日在台北新光美術館展出的開幕儀

式，邀請了行政院院長蕭萬長、台北市市長陳水扁、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楊國

樞、花蓮師範學院校長陳伯璋等佳賓與聖嚴師父共同主持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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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仔細欣賞陳列於櫥窗內的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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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畫顧問群

鑑價顧問群

專業導覽協助

插花布置

義賣會感謝名單



10.12

為了協助企業主管突破環境的困境，全省最大便利連鎖商店──統一超

商，本日上午於台北安和分院主辦了一場「標竿學習」講座，邀請聖嚴師父

為該公司一百六十多位中高階主管，進行一小時精闢的演講，並指導簡單的

禪坐方法。

演講中，聖嚴師父以「超越主觀與客觀就是智慧，放下自我與非我就是慈

悲」話語，勉勵主管們在面對事情時，能以慈悲與智慧調整自己、處理事

情，不要以對立的心態與人相處。師父並指出，身處複雜而多變的社會環

境，唯有改善自己的體質，以佛法的因緣、因果、無常、慈悲、智慧來處理

不同的人事物，才會永遠保持警覺和開創的心。

將禪修的觀念和方法帶入工作、生活中，是法鼓山多年來努力的目標。而

已舉辦多年的「社會菁英禪修營」，不但接引了許多企業家運用禪修方法，更

將禪修的觀念和方法帶入企業中。統一超商總經理徐重仁即為菁英禪修營的

學員，也是法鼓山護法總會副會長，此次即在他的推薦下而促成這場講座。

11.01

為使大眾在參訪法鼓山時，能

夠深入瞭解法鼓山的精神、理念

和各項建設工程，護法總會本日

於法鼓山上舉辦一場「法鼓山導

覽菩薩研習營」，加強導覽人員專

業的能力，約有二百多人參加。

研習營的課程內容，包括果理

法師開示、護法總會勸募支援室

兼關懷室主任謝水庸主講「法鼓

山的願景」；工務室陳洽由總工

程師以幻燈片，介紹法鼓山的建築風格和工程進度；果祺法師帶領大家進行

環山導覽；分組研討，由學員就其所認養的景點實際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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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第一期工程於今年5月間，陸續取得「污水處理場」、「男眾寮房」、

「教職員宿舍及餐廳」、「教育行政大樓、國際會議廳、圖書館」四張建築執

照，為法鼓山的建設工程開啟序幕。

由於參加這場活動的學員，大多數已親近法鼓山多年，經過此次研習及實

際演練後，對法鼓山的軟硬體工程建設又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

11.29

為籌募台東信行寺重建基金、推廣法鼓山的理念，信行寺本日於台東南京

路文化廣場舉辦一場「我為你祝福──祈福、種福義賣園遊會」，吸引了近萬

民眾參加。

上午八點半，在全場與會人員持誦〈大悲咒〉之後，由果舫法師擊法鼓，

象徵佛法深入人心，為全民祈福，接著正式展開義賣園遊會。

行政院院長蕭萬長當天適巧在台東，得知法鼓山舉辦活動，即前往現場祝

賀，並請購了一尊由王俠軍先生製作的琉璃佛像，以表示對法鼓山的護持；台

東縣縣長陳建年、台東市市長賴坤成、立委饒穎奇等貴賓亦蒞臨參與；信行

寺前任住持會徹法師更帶領四十多位信眾，專程從高雄趕來共襄盛舉。

這次園遊會共有一百五十多個攤位，除了義賣珍藏品外，還有法鼓文化書

展、中國石窟佛雕壁畫展、中西醫義診、捐血活動等。

法鼓山於去年（1997年）承續信行寺的法務工作後，為了接引更多信眾，

在原先的二間臨時建築中，又以組合屋擴建了佛堂。但是由於信行寺地勢低

窪，加上老房子滲水嚴重，便策畫了這場募款重建園遊會。未來將更進一步

規畫，以具長遠性的建築物，讓台東地區的信眾有一處更理想的共修道場。

11

法鼓文化本月出版《禪修菁華集》（全套共七冊），內容整理自聖嚴師父撰

寫過的禪修著作，該書並特別採小開本方式呈現，以利讀者隨身攜帶閱讀。

聖嚴師父有關禪修的文章，都是先於《人生》或《法鼓》雜誌刊載，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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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鼓文化集結出版「禪修指引」系列，少

數則散見於師父的其他著作之中。不過，

由於該系列是以時間先後順序集結，各篇

之間只有思想與目標的統一性，缺乏篇與

篇之間的連貫性；而且面對師父豐厚的著

作，一般人往往不知如何下手。

因此，法鼓文化依修學的內容，有系統、次第地重新

編輯成《入門》、《觀念》、《法脈》、《公案．話頭》、《默照》、《五停心．

四念處》、《活用》七冊。每本書的後面並提供其他相關參考篇章的篇目及關

鍵字檢索，幫助讀者順利、迅速進入聖嚴師父的原始著作，達到旁徵博引、

互相參照的目的。

聖嚴師父「禪修指引」系列至1998年，共出版了十三冊，分別為：《禪門修

證指要》、《禪門驪珠集》、《禪的體驗．禪的開示》、《禪的生活》、《拈花

微笑》、《禪與悟》、《禪門囈語》、《心的詩偈──信心銘講錄》、《禪的世

界》、《聖嚴法師教禪坐》、《禪鑰》、《禪門》、《動靜皆自在》及《神會禪

師的悟境》。

12.20

甫於今年2月15日正式成立的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CBETA），本日下午於台北慧日講堂舉辦首度成果發表會。

發表會上，除了說明CBETA的成立緣起與運作狀況外，並正式公布該協會

所完成的第一張電子藏經光碟，內容為《大正藏》般若、法華及華嚴三大部

經典的電子化成果（即《大正藏》第五、六、七、八、九、十等六冊），同時

於當日將資料公布上網，之後將與國內相關電子佛典機構，進行技術交流。

藏經電子化不但對未來的佛學研究有著劃時代的影響，對整體佛教的發展

與弘傳，也具有非凡的意義。因此，一向致力於教育的法鼓山，便將此項目

列入積極推動的重點工作。

以「藏經電子化」為主要工作目標的CBETA，是由中華佛學研究所及北美

印順導師基金會共同支持成立。目前由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擔任主任

委員、台大佛學研究中心恆清法師為常務委員、中華佛研所網路資料室主任

杜正民擔任總幹事；來自日本花園大學電子達摩製作小組、刻正在中華佛研

所任教的維習安博士擔任技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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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1

本日，東初禪寺舉辦一年一

度的中國新年慶典活動，恭請

仁俊長老主持春節法會並做開

示。

一早，來自四面八方的東、

西方信眾紛紛湧入布置成新春

氣氛的禪中心。十點半左右，

首先由果元、果谷二位法師帶

領信眾以中英文一起誦經祈

福，令西方信眾備感親切。之

後進行供僧儀式，與往年不同的

是，今年由四位小菩薩為代表，他們穿著海青，恭敬地向法師們頂禮供養。

接著便由仁俊長老開示，由於適逢虎年，仁老以「虎氣生生吞自我，吞盡

自我燦智火，佛心平平看眾生，看苦眾生湧佛情」及「字字入眼豁眼，句句

透心轉心，事事敬我呵我，念念持法捨法」，勉勵大家要有像老虎一樣的勇猛

精神，看破物質，在佛法中獲得真正的智慧。

果元法師也代表聖嚴師父為大家祝福，並以自己隨興創作的詩句勉勵大

家：「修學佛法，肩挑大鼓，佛恩重如山，弘教在美東，願之初，淨與禪，

東初禪寺，新年慶，萬象更新，初春，發宏願，深廣大，平等眾，同造福，

勤修慧，悲智雙俱，福德日增。」將每句的最後一字串連起來，就成為「法

鼓山東初禪寺慶新春，願大眾福慧俱增」。下午則安排了精彩的餘興節目，內

容包括相聲、太極劍、話劇、魔術、鋼琴演奏及摸彩遊戲等；活動最後在果

元法師的開示祝福中，於四點半左右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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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7∼20

聖嚴師父應香港佛教青年會之邀，本日

起一連三天晚上，於伊莉莎白體育館弘講

「《華嚴經．淨行品》」，每一場均吸引了近

三千名聽眾；最後一天並舉行皈依儀式，

約有一百多人皈依三寶。此次講經，係繼

續去年（1997年）未講完的經文。

聖嚴師父講經一向將佛法的慈悲與智慧

融通在日常生活中，精彩的譬喻、幽默的

用語，令聽眾不時報以熱烈的掌聲和笑

聲。師父勉勵大家要力行菩薩道，效法代

表圓滿正覺者四種德性的四位菩薩──文殊菩薩的「智慧」、觀世音菩薩的

「慈悲」、地藏菩薩的「大願」和普賢菩薩的「大行」。以悲、智、願、行做為

修行的指南，時刻檢視自己的身、口、意，不但諸惡莫做，更要眾善奉行。

聖嚴師父此次香江行除了講經，也參加多項活動。18日上午，接受《明報》

等媒體採訪；下午，出席香港分會於香港大酒店舉行的「工商界領袖聯誼

會」，由冉肖玲菩薩主持，約有二百位工商界人士參與。師父開示佛法用於日

常生活中的安心法門，對身處競爭激烈的工商界人士，十分受用。

19日上午，聖嚴師父出席於黃鳳翎中學禮堂舉行的浴佛法會，這是法鼓山

首次在香港舉辦的盛會。由三位隨行法師帶領三百多位信眾以誦經、拜願、

浴佛等為大眾祈福。師父並開示勉勵大家，要好好修福修慧，以慈悲待人、

智慧處事。20日上午，師父一行前往位於鑽石山的志蓮淨苑參訪，並與該寺

住持宏勳法師就佛教寺院建築，交換意見。下午，結束香港弘法行程，前往

美國展開另一段弘化之旅。

04.25

由台灣前來，準備參加聖嚴師父與達賴喇嘛弘法活動的「法鼓山美東弘法

參訪團」一行六十六人，4月23日抵達洛杉磯，本日參加由加州聯絡處舉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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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晚會，領受法鼓山加州地區

信眾們的熱忱。

晚會由甫自台灣移民來美的毛

靖菩薩擔任司儀，首先由加州聯

絡處召集人林博文代表加州的菩

薩們表達誠摯的歡迎之意。他表

示，這是加州地區從1996年8月成

立聯絡處以來首次舉辦的盛會，

希望藉這次機會，向台灣來的師

兄姊們學習更多寶貴的經驗。

接著，雙方相互介紹、彼此認

識；而為了讓參訪團更瞭解加州聯絡處的學佛弘法概況，特別安排該處組織

組長李寧元說明聯絡處成立經過及弘法活動的現況；之後，參訪團團員也分

享學佛的心路歷程，彼此互勉將佛法落實在生活中。

最後，全體菩薩合唱「慈悲」與「智慧」二首佛曲，並互以「對三寶堅定

的信仰、對聖嚴師父最高的崇敬、對法鼓山理念的認同、對彼此深切的期許」

共勉。

04.28

達賴喇嘛駐紐約僧團代表羅伯森喇嘛（Lama Lobsang）、印度達蘭莎拉辯經

學院副院長丹道格西（Geshe Damdul）及該校學生蔣揚仁欽喇嘛，本日至東初

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他們此行前來拜訪聖嚴師父的主要目的，是在得知師父計畫將5月初與西藏

之家（Tibet House）合辦的法會門票收入盈餘，悉數捐給達蘭莎拉辯經學院，

特地專程前來表達謝意，同時也提出達蘭莎拉辯經學院與法鼓人文社會學

院、中華佛學研究所，進行合作交流的可能性。

三人之中，台灣籍的蔣揚仁欽喇嘛曾於今年3月31日，陪同達蘭莎拉辯經學

院院長丹丘格西（Geshe Damchol），至台北參訪農禪寺、中華佛研所，對法鼓

山的理念和教育方針十分景仰。

成立於1973年7月的達蘭莎拉辯經學院，係由達賴喇嘛所創辦，目前有多位

台灣到印度學習藏傳佛教的年輕比丘在該校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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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03

由聖嚴師父和達賴喇嘛共同主

持，被喻為佛教界跨世紀盛事的

「文殊菩薩智慧法門──漢藏佛

教世紀大對談」活動，本日起一

連 二 天 ， 於 紐 約 玫 瑰 廣 場

（Roseland）音樂廳舉行。這場

備受矚目的對談法會，象徵漢、

藏二大佛教傳承的深度對話，吸

引了來自世界各地近三千名東、

西方人士參加，台灣法鼓山信眾

也有近三百位組團前往聽法。

這場由紐約東初禪寺和美國西藏之家（Tibet House）共同主辦的活動，前二

天為達賴喇嘛傳授藏傳佛教的文殊菩薩智慧法門和灌頂儀式，第三天下午則

是對談會，前二小時分別由聖嚴師父和達賴喇嘛，就漢傳與藏傳佛教的觀點

談文殊菩薩的智慧法門，第三個小時是二位大師的對談，並解答聽眾的提問。

聖嚴師父和達賴喇嘛的對談中，二人分別就漢傳與藏傳佛教的觀點，針對

文殊菩薩的智慧法門予以闡述，深入淺出、風趣幽默的表達，不時引起現場

聽眾陣陣的笑聲和掌聲。雙方如棋逢對手般的對話，使得與會者印象深刻；

尤其二人在聆聽對方演說時，專注的表情與陷入沈思的神態，頻頻提出問題

並相互印證的喜悅，充分展現二位佛教領袖謙遜學習、包容大度的胸襟。

為了讓全世界更加認識中國佛教，聖嚴師父在講述文殊菩薩智慧法門時，

特別完整地介紹了中國佛教的發展沿革，在短短一個小時中，將中國佛教的

傳承做了清楚說明，掌握從印度的淵源到中國大乘八宗的精神，顯示師父對

中國佛教的融通及對漢傳佛教的信心。這場演說對於把中國佛教推上國際，

有著開創性的意義。

第三天的法會結束後，進行了一項簡單隆重的儀式，聖嚴師父代表法鼓山

捐贈七萬美元給達賴喇嘛創辦的印度達蘭莎拉辯經學院，做為對藏傳佛教辦

學的支持。這場世紀性的漢藏對談，國內外各種媒體都有大幅的報導，台灣

知名有線電視台TVBS更一連從5月1至4日製作一系列的專題報導，同時以現

場實況轉播的方式，讓未能前往的台灣民眾也能一睹二位宗教領袖的風采及

聆聽智慧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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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A. F. Thurman

特 別 報 導

聖嚴師父與達賴喇嘛的對談，受到全球矚目。



1997 3

5

Lindley Han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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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談全場座無虛席，歡喜聆聽聖嚴師父與達賴喇嘛的智慧對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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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4

本日上午，聖嚴師父應華視

「點燈」節目製作小組的邀請，

前往莊嚴寺探訪沈家楨居士，

錄製感恩專輯，以表達對沈居

士在師父留日及赴美時的協助

之恩。

過程中，聖嚴師父表示，沈

家楨居士不僅資助他在日本讀

完博士學位，也是邀請他到美

國，使他走向國外弘法之途的

恩人。他在美國佛教會大覺寺

的時代（1975年底∼1977年），向沈居士學習到做人做事的方法和態度，才有

以後獨立開創道場及經營各項弘化教育事業的能力。師父說，為了知恩報

恩，他會盡一生的心力修學、弘揚佛法，將佛法傳揚給有緣的眾生，也會以

成就人才做為報恩的方法。

沈家楨居士謙沖地表示，他幫的忙很小，其實他才要感謝聖嚴師父。因為

那些錢如果當年用來買古董或字畫，現在也沒有用；但是幫了師父，師父所

做的事卻利益更多眾生，師父讓他得以種下福田、成就功德，才真的是他的

恩人，所以他更要感謝師父。

二人真情流露的對話，令在場的人士都相當感動。聖嚴師父表示，在他這

一生中，受到的打擊、挫折很多，因此任何一絲的溫暖和鼓勵，都會令他銘

記在心。

05.14∼17

本日起至5月17日，聖嚴師父應美國麻薩諸塞州劍橋內觀中心（Insight

Meditation Center, Cambridge）負責人勞瑞．羅森貝爾博士（Larry Rosenberg）

之邀，前往演講及主持一場為期三天的禪修特別講座。

476

19
89
�2001



14日晚上，聖嚴師父於劍橋內觀中心向五十多位聽眾演講「默照禪」，內容

包括默照禪的源流、修行方法，以及中國華嚴宗第五祖宗密禪師的禪法、中

國禪宗的其他法門等。師父配合南傳內觀禪四念住的方法為基礎做說明，讓

勞瑞博士及聽眾們感到相當受用。

15至17日，聖嚴師父前往內觀中心位於巴瑞（Barre）的巴瑞佛教研究中心

（The Barre 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主持一場禪修特別講座，主題為「禪

佛教的理論和修行」，參加學員多半是內觀禪學社（Insight Meditation Society）

的老師和工作人員。他們多半已修習南傳上座部的禪法達二、三十年以上，

而且已經在傳授內觀禪法。

由於他們從聖嚴師父的英文著作中讀到中國默照禪及禪宗的止觀雙運、定

慧一體，與南傳的內觀禪毘婆舍那（Vipasana）頗為相契，而且體會到運用於

日常生活中有其優越之處，因此邀請師父前往介紹。

三天的講座，聖嚴師父從「禪佛教的發展」談起，進而介紹默照禪「放鬆

身心、觀照全身、觀照環境、內外無限；由內外無限自然進入「惺惺又寂

寂，寂寂又惺惺」五個階段的修持法；最後，介紹《六祖壇經．定慧品》中

三個重要觀念──「一行三昧是什麼」、「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及「無

念、無相、無住是什麼」。

經過聖嚴師父詳細的闡明及禪坐練習後，學員們一改對由日本、韓國傳到

西方的中國禪法所抱持的成見，對師父強調以三聚淨戒、五戒十善為基礎，

定慧一貫為宗旨，由心念清淨、行為清淨，而環境清淨、國土清淨的禪修次

第，極為讚歎。有幾位資深的禪修指導老師，並相約報名參加師父主持的禪七

活動。

聖嚴師父此行也參觀

了位於波士頓的著名佛

教出版社──香巴拉出

版公司（ S h a m b h a l a

Publications），因為該社

將發行出版師父的英文

著 作 《 完 全 證 悟 》

（Complete Enlightement）

平裝版，也對師父的其

他英文著作相當感興

趣，因此雙方針對出版

品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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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藉著「法鼓山新加坡圖書館」

成立的因緣，果理法師本月專

程前往新加坡關懷當地信眾，

並舉辦二梯次禪訓班及關懷正

在當地參加書展的法鼓文化工

作人員。

成立已二個月的「法鼓山新

加坡圖書館」，由李果惠菩薩發

心成立，希望藉由聖嚴師父的

著作，以文字弘法的方式，推

廣法鼓山的理念。

該圖書館位於市區一棟大樓的地下一層，設計十分典雅、舒適，洋溢著一

股佛法的安定力量，平時由二位專職義工負責行政，另有十八位義工輪值服

務。館內藏書以聖嚴師父的著作、錄音帶為主，其他則是《大藏經》等佛學

工具書及佛學相關著作。此外，也提供視聽設備，供民眾使用。

果理法師特地以一偈「菩薩清涼月，常遊畢竟空」，祝賀圖書館的成立。停

留期間，法師並舉辦了二梯次禪訓班，期待禪坐共修能在當地蔚為風氣。

由於適逢法鼓文化參加6月12至21日舉辦的「新加坡世界書展」，果理法師

亦特地前往書展會場關懷義工們，為大家加油鼓勵，希望正信佛教的書刊，

能在當地更普及。

08.26∼09.04

8月26日至9月4日，聖嚴師父應俄國聖彼得堡大學（Sain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東亞系副教授鮑夫爾．格魯克夫斯基（Pavel Grokhovski）之邀，

首度前往聖彼得堡佛教中心主持禪修及演講。

26日上午，聖嚴師父一行在佛法中心的四位成員陪同下，參觀彼得大帝的

故居、古堡及寶血紀念教堂（Savior on the Spilt Blood）；晚上，師父於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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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具有百年歷史的

藏傳佛教古寺，專題

演講「佛教和禪的修

行」，共有六十六人

聽講。演講中，師父

從佛陀的歷史背景講

起，然後介紹基本的

佛學及簡易的禪修方

法等，大家聽得法喜

充滿。

27日起，聖嚴師父

於聖彼得堡郊外的舊

皇宮度假中心，主持一場為期五天的禪修活動，共有二十一人參加，學員為

一研修中國武術的組織。禪期中，師父善巧地將基礎佛學無常、無我、空的

觀點，配合「因緣有、自性空」的基礎觀法，從呼吸法的隨息、數息而至默

照禪的修行法，介紹得相當詳細。此外，也介紹了話頭禪的練習法，說明印

度阿含佛教的緣起思想，及印度大乘佛法三系：中觀、唯識、如來藏。

31日下午禪期圓滿日，舉行感恩禮拜及三皈五戒儀式，最後發願迴向；晚

上的心得分享，每位禪眾都覺得收穫很多，十分感謝聖嚴師父。

9月1日下午，為了歡迎聖嚴師父的蒞臨，聖彼得堡佛法中心特別舉辦一項

當代禪畫藝術展，邀請師父於開幕典禮以「從佛教、中國的禪談藝術」為

題，進行一場演講。結束後，師父接受聖彼得堡國家電視台的採訪，內容包

括：什麼是禪、藝術和禪有什麼關係等，於當天夜間新聞播出。

9月4日上午，聖嚴師父應聖彼得堡大學東方及非洲研究學院之邀前往訪

問，參觀該校圖書館中文及日文部時，發現有蒙文及藏文《大藏經》，獨缺漢

文《大藏經》，師父隨即應允由法鼓山捐贈一部，並討論與中華佛學研究所簽

訂合作交流事宜；中午，一行人離開俄羅斯，結束此次弘法的行程。

09.06∼07

本日起一連二天，由中華佛學研究所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

所主辦、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協辦的「海峽兩岸佛教學術會議」，於北京民族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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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召開。這場以「佛教與東方文化──紀念佛教傳入中國二千年」為主題的

學術會議，共有兩岸三十多位知名佛教學者發表論文，聖嚴師父並應邀在會

中發表主題演說，講題「佛教對東方文化的影響」。

聖嚴師父5日下午抵達北京後，受到當地學術界的熱烈歡迎。在中華佛研所

所長李志夫、副所長惠敏法師及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校長曾濟群等九位台灣學

者陪同下，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汝信、北京大學副校長郝斌、北大前任

副校長季羨林、人民大學教授方立天等七位學者共進晚餐。席間，學者們對

未來兩岸學術交流事宜，交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

6日上午，「佛教與東方文化」學術會議舉行開幕儀式後，首先由聖嚴師父

發表主題演說。師父一開始即以「開新」、「創新」的觀念指出，文化需經常

引進活水，才會多彩多姿，並且需要代代溫故知新，才有充沛活力。佛教在

中國歷經數度興衰交替而尚有生機，自有其道理。唯有禁得起也願意面對各

種考驗，不斷檢討創新，隨時引進活水，各宗各派相輔相成，才會有承先啟

後的新生機會。下午，進行分二組發表論文及討論，內容多著重漢傳佛教的

研討。

7日上午，仍進行分組論文發表會，兩岸學者共提出三十二篇論文；下午四

點半左右，舉行閉幕典禮。

這場學術會議獲得大陸媒體相當的重視，其中央電視台海外中心「中國報

導」節目與《佛教文化》雜誌，均特別製作相關專題採訪聖嚴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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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7∼08

聖嚴師父於出席

「海峽兩岸佛教學

術會議」的行程

中，亦應邀參觀北

京圖書館、北京大

學及拜訪國家宗教

局。

7日，聖嚴師父

一行首先前往北京

圖書館參觀，它是

全世界藏書量排名

第五的圖書館。師

父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參觀該館非常有名的「善本古籍收藏品」，由館長任繼

愈及善本特藏部主任黃潤華接待，二位為師父一行開啟平常不對外開放的幾

個特藏室，見到的藏品包括：熱河文津閣藏本《四庫全書》、宋代太子讀本

《千家詩》、明代北京版《大藏經》原本及《永樂大典》手抄本等珍藏品。師

父表示，這是他有生以來首次見到這麼多手抄本的中國古籍，相當難得。

接著，一行人又前往北京大學參訪，由前後三任副校長季羨林、郝斌、何

芳川接待，參觀了北大圖書館善本書收藏及校園風光。

8日上午，由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長何云陪同，前往拜訪國家宗教局，

由局長葉小文、副局長楊同祥、外事司副司長郭偉共同接待，雙方就電子佛

典的未來發展交換意見。

參訪結束後，聖嚴師父一行隨即搭機返回台灣。

10.23∼25

本日起一連三天，第二屆「北美年會」於紐約象岡道場召開，共有來自全

美十一州及加拿大溫哥華、多倫多等地約一百多位悅眾代表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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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年會的主題，目的之一是修訂去年（1997年）第一屆年會所設立的章

程，並響應台灣法鼓山於今年推動的「我為你祝福」活動，就「關懷」及

「勸募」做更深入的研討，希望大家能強化共識，積極推動北美地區的勸募工

作。

三天的日程十分緊湊，除了聖嚴師父的開示外，在台北大學社工系副教授

楊蓓的指導下，設計了「關懷」、「勸募」、「會員」三個工作坊，以小組討

論方式，集思廣益，引導大家在互動中凝聚向心力，最後一天並有輕鬆的祝

福晚會。

聖嚴師父在開示中，再次向大家說明法鼓山是什麼樣的團體、正在做些什

麼、希望完成什麼、未來的社會關懷方向如何在美國本土落實等。師父藉由

「以教育達成關懷的目的，用關懷完成教育的任務」二句話，期許法鼓人能成

為改良社會風氣的帶動者。

聖嚴師父並重申三大教育及四安、四環等運動，鼓勵大家每天都要拜佛、

念佛、感恩、發願；因為願心是生命中支持的力量，也唯有正知、正見、正

行、正確發菩提心行菩薩道的人，才能弘揚佛法。

25日上午，進行授證及頒獎儀式，由加拿大召集人何國標主持，聖嚴師父

親自為新任召集人授證，並頒發獎牌，感謝年資超過五年的資深悅眾菩薩。

三天會期結束前，聖嚴師父為大家說三皈五戒，讓大家回到初發心的最原

點，然後由果元法師帶領大眾在輕柔的歌聲中，以握手、微笑、合掌等方式

告別，溫馨的場面使得許多人流下感恩的淚水，期待明年（1999年）年會再

度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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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31 

由天主教教廷「醫療牧靈委員會」（Pontifical Council to Health Care Workers）

召開的「第十三屆國際醫療會議」（XI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本日起一連

三天於梵蒂岡舉行，法鼓山受邀為台灣佛教界的代表，由中華佛學研究所副

所長惠敏法師和法鼓山僧團代理都監果品法師出席與會。

此次會議以「老人與宗教──各宗教對老年人問題之看法」為議題，分別

就人口統計、文化、經濟、心理社會學、病理生物學等觀點，邀請世界各宗

教代表出席與會。

會中，惠敏法師以〈佛教對老年人問題的看法及其在我國的實踐情形〉

（The Buddhist View of the Elderly and its Implement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一文，代表佛教界做了十五分鐘的論文演說，分別從自覺、孝養、利他等方

面闡述佛教對老人問題與福利的觀點，最後以寺院老人福利園區為人間佛教

的社會性實踐為結語，做為佛教重視老人問題的例證。

惠敏法師並以聖嚴師父於1994年開始提倡的「佛化聯合祝壽」為例，說明

法鼓山在推廣禮儀環保的同時，也強調對長者的關懷。這讓與會人士對佛教

重視老人問題有進一步的認識，也肯定了法鼓山推廣禮儀環保，關懷老人的

美意。

會後惠敏法師表示，經由這次會議，看到各國不斷以政府、宗教或企業界

的力量協助老人閱讀、欣賞藝術、關心社會和信仰宗教來提高個人的自覺，

是相當值得學習的；而天主教教廷成立專門的委員會探討老人問題的做法，

也值得佛教界學習和參考。

11.12

本日，聖嚴師父應美國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英文系教

授梅伊爾（Speil Meyer）及宗教系教授于君方之邀，於該校做一場演講。當天

一百五十個座位的演講廳，湧入二百多人，其中以西方人士居多。

聖嚴師父演講的題目為「禪修之道」，內容共分為六個子題，包含：禪修的

利益、簡易的禪修方法、禪修者的生活標準、禪修者宜修布施行、禪修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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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則為調五事

（調飲食、調睡

眠、調身、調息

和調心），以及禪

悟的五個層次。

師父精闢的演講

內容，獲得現場

聽眾們熱烈的掌

聲。

演講結束後開

放聽眾發問，有

些聽眾提出的問

題相當深刻，聖嚴師父均詳加回答。會後，不少聽眾請購了師父的《完全證

悟》（Complete Enlightenment）和《禪的智慧》（Zen Wisdom）二書，並請師父

簽名。師父也應現場聽眾要求，舉行皈依儀式，師父悲智雙運的禪師風範，

令東、西方人士留下深刻印象。

11.14

紐約東初禪寺助念組本日晚上舉辦一場成長聯誼會，透過短劇演出、分組

討論及心得報告等方式，分享推動臨終關懷的種種心得，與會者將近百人。

會中，聖嚴師父開示指出，助念是對臨終病患的關懷，對往生者與其家屬

們的協助，是一種最實際的協助，也是法鼓山從事社會關懷的工作之一。參

加助念不僅莊嚴自己的心、莊嚴亡者的家屬，更是莊嚴亡者往生淨土的事。

接著，由組員演出短劇，以劇中的錯誤示範做為分組討論的內容。全劇以

輕鬆的方式呈現與加強對助念的認知，包括助念的正確方式、所需要的法器

等。演出結束後分組討論，最後由組員提出助念時遭遇的問題，由果元法師

詳加說明。

成立於1995年的東初禪寺助念組，當時係因有感於美國華人社會的需要，

也為了落實對會員們的關懷，在聖嚴師父的鼓勵下成立。目前有六十多位組

員，由果元法師擔任輔導師。關懷地區主要是紐約及法鼓山美國地區的十多

個聯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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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12.05

11月28日至12月5日，紐約東初禪寺於象岡道場舉辦第八十二期禪七，由聖

嚴師父主持。此次師父首度以「默照禪」做為專修指導內容，共有七十一人

參加。

所謂「默照禪」，是由南宋時代曹洞宗的宏智正覺禪師（1091∼1159年）所

創，他的時代與開創話頭禪的大慧宗杲禪師相同，他主張「默而常照，照而

常默」。在中國近世已很少有人指導，聖嚴師父應是唯一能以默照禪指導禪眾

而享譽國際的禪師。

過去由於場地限制，聖嚴師父主持的禪七，參加人數均不超過五十位，這

次禪七人數則超過七十位，成員來自美國、英國、法國、瑞士、盧森堡、波

蘭、加拿大、巴西、墨西哥、馬來西亞及台灣等地。其中，二十九位西方人

士之中，有三位是南傳佛教內觀禪的老師，有一位西方女士則是日本系曹洞

禪的傳人。

禪眾中的西方人士，多半已將聖嚴師父所傳的中國禪，在他們的國家成立

坐禪會，國籍人數最多的是英國的「中國禪學會」，他們也正將師父的英文禪

學著作，陸續譯成各國語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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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01.01

1998年12月25日至

1999年1月1日，紐約

東初禪寺於象岡道場

舉辦第八十三期禪

七，由聖嚴師父主

持，共有七十一人參

加。這是師父首度以

大慧宗杲（1089∼

1163年）所創的「話

頭禪」做為專修指導

內容，深具意義。

聖嚴師父指導禪眾，所謂「話頭禪」就是禪修者追問自己一個問題做為修

行的一種方法。「話」是語言，「頭」是根源，當我們用話頭修行，就是嘗

試要找出在還未用到話、文字或符號描述之前，那是什麼？

此次話頭禪七，聖嚴師父給西方禪眾的話頭是「我是誰？」，給東方禪眾的

是「什麼是無？」。師父首先要大家以信三寶為終生的皈依處，其次要信自己

的佛性，自己的法身與諸佛無二。參話頭時不得用既有的知識、觀念及經驗

去解釋、分析所參話頭的意思。

晚上，聖嚴師父特地以憨山德清的《初心修悟法要》做為開示，並以他在

日本打禪七的經驗與禪眾分享，師父幽默風趣、自然謙虛的風範表露無遺。

此次的禪七成員，分別來自

美國、波蘭、加拿大、法國和

台灣等地。西方人士中有二位

是南傳佛教內觀禪老師，曾參

加上期的「默照禪七」；另一

位西方比丘尼如光法師則來自

加州韓國系統的普賢寺，平時

也是一位禪修指導者。由禪眾

國際化的狀況及程度素質之

高，足見聖嚴師父的禪風在國

際間愈來愈受歡迎。





1999年，是法鼓山開創滿十週年，聖嚴師父將這一年定為「祝福平安

年」，並在年初的新春賀詞中，鼓勵大家推動心靈環保、禮儀環保、生活

環保及自然環保，隨時實踐，徹底清淨自己的內心，共同推廣法鼓山的

理念，使我們的社會更祥和、清淨，人心更穩定。

配合「祝福平安年」，法鼓山舉辦一系列活動，包括在全省各級學校舉

辦「校園平安頌」徵文，鼓勵學子們將平安落實在生活中，並倡導大眾

重視校園環境的平安；「社會平安──十大傑出平安貢獻獎」選拔活

動，以肯定、感謝對社會平安具有貢獻的人士，並鼓勵更多人一起加入

從事安定人心、安定社會的事。同時也舉辦「平安開講──聖嚴師父與

當代台灣名人對談」系列活動，以及「人的素質」學術研討會，希望結

合各領域的專家、學者，為人類尋找獲得平安的觀念和方法。

8月下旬，上萬名來自全球各地的法鼓人參加「祝福平安滿人間──法

鼓山1999全球會員代表感恩大會」，聖嚴師父首度揭示了「心」五四運動

的內容，整合了多年來所提倡的四安、四要、四它、四感、四福，可讓

所有人得到真正的幸福平安。

9月21日凌晨，台灣發生了舉世震驚的大地震，死傷數千人，聖嚴師父

以「救苦救難是菩薩，受苦受難是大菩薩」安慰了無數受傷的心靈，並

呼籲國人以同體大悲的精神積極投入救災工作。而為了幫助在震災中心

靈受到傷害的民眾，法鼓山立即展開「災後人心重建運動」，並成立了

「法鼓山安心服務團」，深入各災區輔導受災民眾的心靈。在新

年交接之際，法鼓山發起「鐘響平安迎千禧──921百日紀念

暨跨年活動」，除了悼念921大地震受難的菩薩，更祝福全民平

安，以迎接新世紀的到來。

在921震災發生後，聖嚴師父與法鼓山扮演了關鍵性的角

色，尤其以「心靈環保」為內涵的談話，撫慰無數受創的心

靈，將人心從絕望導向希望，把負面的打擊化為正面的激

勵，為台灣社會匯入一股轉化提昇的清新力量，也讓法鼓山一向

推廣的「心靈環保」運動深植人心。



01.09

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聯合報》、立緒文化等單位主辦，台中全國廣

播電台協辦的「台灣社會的人文之美──知識分子的社會參與」系列演講。

本日邀請聖嚴師父，於台北敦南誠品書店專題演講「知識分子與宗教關懷」，

現場二百個座位，座無虛席。當天演講的內容，並於《聯合報》副刊分三天

全文刊載。

演講中，聖嚴師父首先指出在我們的社會中，有許多人沉迷於對宗教現象

及信仰效果的追求，而失去自立自信的能力，甚至招致族群之間的相互殺

伐、家人之間的口角戰爭。也有許多人認為宗教信仰僅是愚夫愚婦的行為，

是原始人類所殘留的風俗習慣及神話傳說，縱然有若干奇蹟的效應，也不過

是出於信仰者的心理作用，或是自然現象的巧合，根本不相信鬼靈神明與佛

菩薩的存在。

聖嚴師父強調，其實這二者都不是現代知識分子對宗教信仰所應有的態

度。因為人類的高度文化及智慧的產生，多是淵源於宗教，人類之有心靈生

活與精神領域的開發，也多是來自宗教信仰的實踐。

宗教信仰之所以在我們的社會中，造成沉迷氾濫及否定排斥二種極端，乃

是由於知識分子們對於宗教所持的態度不明確，所做的正面關懷太少，對於

宗教的常識不足，也無法給宗教信仰多做一些疏導性的工作，使得社會大眾

若不是一窩蜂地盲從，便是一面倒地批判。這是現代知識分子們，應該深思

的一個課題。

本活動邀請當今各領域的專家學者代表，從歷史、社會、哲學思想、宗教

信仰、美學等角度，談知識分子與社會參與的關係，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李

亦園、余英時、楊國樞，和知名學者沈君山、蕭新煌、何懷碩、高希均、蔣

勳、南方朔等，聖嚴師父為唯一宗教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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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於演講中，說明知識分子與宗教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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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5∼21

由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主辦，中華佛學研究所、菩提文教基金會暨台大佛

學研究中心協辦的「第五屆國際電子佛典推進協議會」（Electronic Buddhist

Text Initiative, EBTI），本日起至1月21日在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與地球科

學研究所會議廳舉行，共有來自十七個國家近三百位學者與會。

聖嚴師父應邀在開幕致辭時表示，中華佛研所於去年（1998年）成立了

「網路資料室」，網羅了國內外優秀的佛典電子化人才，在軟硬體上全力配合

電子佛典的進行。師父指出，透過這次會議研討與交流，相信佛典電子化將

能有突破性的開展，而能大步擴展人們的視野。

不同於往年的單獨舉辦，本屆會議擴大為一大型的聯合會議（1999 EBTI,

ECAI, SEER & PNC Joint Meeting），與會團體除了EBTI之外，還有太平洋鄰

里協會（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PNC）、文化地圖協會（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ve, ECAI）、學者電子資源協會（Scholars Engaged in

Electronic Resources, SEER）等團體。會議主題包括了：圖書館資訊交流、網

際網路之策略、電子佛典製作、地理資訊系統、數位典藏／博物館、超資料

文件、遠距教學等，

其中，有關台灣佛典電子化研討會部分，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於會

中發表論文〈中華電子佛典協會與大正藏計畫〉（CBETA and Taisho Tripitaka

Project），為國內首次對國際發表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CBETA）的成果；網資室主任杜正民也於會中介紹

台灣佛典電子化的現況與發展等，皆獲得與會許多專家學者的肯定與讚美。

電子佛典推進協議會於1993年在美國柏克萊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成立，由世界各國從事佛學電子化的學術單位與佛教單位所組成，

經常不定期於世界各地舉辦研討會，進行交流、分享與合作。

01.21

聖嚴師父帶領法鼓山推動心靈環保、淨化社會、社會關懷等方面的努力，

再度獲得社會的肯定而榮獲「第一屆國家公益獎」，頒獎典禮本日下午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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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由行政

院院長蕭萬長頒發，李登輝總統、連

戰副總統並接見所有得獎者，感謝得

獎者對社會的努力和貢獻。

聖嚴師父在發表得獎感言時特別強

調，這項殊榮是法鼓山全體大眾為社

會奉獻，共同努力的成果。師父表

示，希望每個宗教多為社會奉獻、回

饋，一起為實現人間淨土而努力。

這項活動，是由中華民國公益團體

服務協會所主辦，選拔表揚「德業兼備，公益典範」的人士或團體，希望藉

此對社會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帶動各階層人士見賢思齊，達到改善社會的

目的。

在十二位得獎人中，有五位是佛教徒，除了聖嚴師父外，淨耀法師因為關

懷受刑人的慈悲義行而獲肯定。另外，還有二位是師父的皈依弟子，分別為

名建築師白省三及大億企業負責人吳俊億，二人都曾參加法鼓山舉辦的菁英

禪三活動。另一位則是從事船務事業的李宗吉居士。

01.22

具有一百五十年歷史

的桃園大溪三級古蹟齋

明寺，本日下午，在桃

園縣縣長呂秀蓮、桃園

縣佛教會理事長如悟法

師的監交下，由第六任

住持江張仁居士將印信

交給聖嚴師父，正式交

由法鼓山管理。觀禮貴

賓有立法委員朱鳳芝、

朱立倫，國大代表陳秀

惠、大溪鎮長曾榮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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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

聖嚴師父在致辭時表示，法鼓山接任管理後，將會保留齋明寺的原貌，加

強環境的維護，並結合齋明寺的古蹟特色和法鼓山的國際聲譽，將它發揚光

大，發揮文化、教育、宗教的三大功能，並推動「四安」、「四環」的環保工

作，使齋明寺成為重要的國際佛教寺院。

現年八十二歲的第六任住持江張仁居士表示，他掌管寺務已經六十二年，

因年事已高，且由居士任住持，使得寺務的發展已遠離性悅法師開山的初

衷。因此，希望齋明寺能夠回歸佛陀本懷，由正信的佛教團體從事弘法利生

的如來家業，而法鼓山正是他認為最恰當的團體。

齋明寺於清朝道光年間（西元1840年），由當地居民李阿甲創立。李阿甲曾

前往中國大陸南海普陀山法雨寺出家受戒，法號性悅，返台後在大溪結草庵

清修，名為「福份宮」，即為齋明寺的起始。期間經過時空、環境的因素與轉

變，改名為「齋明寺」，沿用至今。

01.29∼31

「歲末大關懷」冬令慰問

活動，本日起至1月31日，

分別在農禪寺、中華佛教文

化館及法鼓山上三地舉行，

共關懷士林、北投、淡水、

三芝、萬里、金山、石門等

地約一千二百戶低收入戶。

有別於往年，今年擴大關

懷的地區，並增加農禪寺一

地的發放點；而且除了財物

的濟助外，並邀請北海岸四

鄉鎮居民一起圍爐，傳遞素食的觀念，藉此讓低收入戶親近佛法，播種善法

因緣。

聖嚴師父親赴各關懷點慰問，除了祝福大家身體健康之外，並發給每位低

收入戶一份三千元的紅包。師父開示時表示，從佛法的角度看世間，貧窮與

疾病都是短暫的現象，都可以改善，重要的是要有健康的心靈；同時，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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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惜福、培福、種福的觀念，雖非大富之家，也能有餘力濟助他人、回饋

社會。

秉持創辦人東初老人「關懷社會及救濟貧困」的初衷，自1956年東初老人

在台灣物資維艱之際，以每包米貼上「南無阿彌陀佛」分贈貧戶開始，到近

來提供物資、經費等，歲末關懷的活動迄今邁入第四十三年，已成為法鼓山

的傳統，未來也會持續辦理。

02.23

與中華佛學研究所有長久、深

厚學術交流關係的日本立正大

學，本日由庵谷行亨、松村嚴壽

二位教授，代表該校專程來台邀

請中華佛研所出席參加今年11

月，為慶祝該校佛教部創立五十

周年慶所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

聖嚴師父特別以午宴招待二位

來自母校的代表，並應允將派中

華佛研所的學者出席，以表達支

持之意。由於二位教授都是師父

的舊識，回憶起當年相處的情

形，皆備感溫馨。師父尤其感恩

二位友人在學業及生活上的照

顧。

交談中，松村教授特別提到，

在日本就已久仰聖嚴師父在台

灣、國際上弘法的活躍情況，如

今看到法鼓山所推動的佛法是如此的生活化，讓他印象深刻；尤其看到許多

年輕人參與農禪寺的禪修活動，更讓他覺得台灣的佛教真正是能落實在一般

人的生活中。

二位教授並由在該校深造的僧團前任都監果暉法師接待，分別參觀了農禪

寺、中華佛研所及法鼓山的工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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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

本日下午，聖嚴師

父應邀出席於台北時

報廣場舉行的一場

「新世紀科技與人文

高峰會」，就「各領

風騷一百年」、「各

擅 勝 場 不 相 讓 」、

「科技與人文握手」

三議題，與中央研究

院院長李遠哲、宏碁

集團董事長施振榮及

台南藝術學院校長漢

寶德進行對談，吸引了近四百位民眾參與。

這場對談，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國時報》、宏碁基金會共同主

辦，台視參與協辦並做現場立即轉播。會中，由文建會主委林澄枝女士擔任

引言，《中國時報》社長黃肇松擔任主持人。

聖嚴師父指出，人文和科技是一體的兩面，如果科學少了人文的指導，就

會帶來毀滅的危機，因此全世界的人類都有責任，共同避免人文與科技對立

的風氣。師父呼籲，無論有無宗教信仰，都應該對宗教有一定的認識與瞭

解，讓宗教造福人類而不被誤用。師父並強調，要達到這樣的理想，必須從

心靈淨化開始做起。

中研院李遠哲院長認為，科技發展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也改變了人

與自然的關係。但是因為科學家忘記了科技發展的原始目的，加上聯考制度

的影響，使得科技與人文愈離愈遠。

施振榮則提出「新好逸惡勞論」，他認為人文與科技的發展都是因為人類好

逸惡勞的心理而促動。過去的科技如紙張的發明，使得人類的文化更為豐

富，因此科技與人文是相輔相成的。

漢寶德則表示，科技本來就是人文活動之一，如今二者分離都是因為錯用

了科技，使科技造成對人類的傷害。

四位對談人均表示，要改善「重科技、輕人文」的現象，唯有從教育改革

做起，學校、家庭、社會都要注重「全人教育」的建立及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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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2

本日適值「植

樹節」，法鼓山應

邀參加一場由台

北市政府和《中

國時報》主辦，

在大安森林公園

舉行的「台北市

1999春之邀約系

列活動──眾樹

歌唱」活動，提

供十二個指導禪

修的攤位，是現

場 近 五 十 個 綠

化、養生、資源

回收的環保團體中，唯一以「淨化心靈」為訴求的團體，意義格外特別。

活動在台北市立交響樂團演奏約翰．史特勞斯的作品〈春之聲〉後揭開序

幕，聖嚴師父應邀與台北市市長馬英九、時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余範英、行

政院政務委員黃大洲一起種下肖楠樹苗。

聖嚴師父在致辭時表示，綠色植物吸收廢氣、製造新鮮空氣供給其他生物

呼吸，希望大家也能學習植物的精神，以佛法所講的少欲知足及奉獻的精

神，開始做心靈環保，像植物一樣淨化我們的環境。

當天雖然天氣一片陰霾，大安森林公園一早還是湧進了許多響應植樹運動

的民眾。主辦單位準備的一萬二千株樹苗，上午十一點不到，便被索取一

空。除了植樹活動外，現場並安排音樂會、環保劇、拿舊紙換樹苗等活動。

而在法鼓山所設的禪修攤位中，分別有行、立、坐、臥禪的指導，在禪坐

會輔導師果醒法師和多位禪坐會悅眾菩薩的帶領下，吸引了許多民眾前來體

驗十分鐘的禪坐，享受一場特別的心靈環保。

主辦單位表示，舉辦這項活動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植樹的方式，喚起

民眾共同關懷我們的生活環境。除了法鼓山文教基金會之外，其他參與團體

還有環保署、農委會、台灣省林務局生態保育聯盟、七星環境綠化基金會、

主婦聯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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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0

台南分院本日上午舉行佛像安座開光祈福法會，僧團都監果品法師代表聖

嚴師父南下主持，約有三百多名信眾參加。

果品法師在開示中指出，佛像在沒有開光前只是一個藝術品，開光供養

後，即具有引導人們走向光明平安的意義。法師並強調，一般人的家庭關係

只有一輩子，佛法的如來家卻是生生世世。因此，他勉勵信眾們除了要照顧

好自己的家人外，也要經常親近佛法。

台南分院的這尊佛像高達五尺，由出生在台南的雕塑家陳啟村耗時四個月

的時間所完成，外型莊嚴、富現代感。

台南分院在歷任輔導師、召委及許多菩薩的同心同願努力下，歷經多次搬

遷，終於在去年（1998年）擁有固定的共修場地，並於該年11月22日舉行灑淨

啟用儀式。新道場除了有一百二十坪的大殿外，尚有辦公室、會議室、貴賓

室、法師寮房、廚房、儲藏室等設備，期接引更多信眾同來領受佛法的利

益。

03.26∼28

本日起一連三天，法鼓山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平安開講──聖嚴師父

與台灣當代名人對談」，邀請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楊國樞、院士李亦園、台北市

市長馬英九、救國團主任李

鍾桂等，分別從心靈環保、

四安及安身立命之道三個議

題，與聖嚴師父進行對談，

皆由媒體工作者陳月卿主

持。

第一天的對談主題為「心

靈環保對跨世紀社會安定之

影響」，聖嚴師父與馬英九市

長分別從宗教、法治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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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心、欲望、治安等社會問

題，交換意見。師父指出，執法

一定要根據慈悲心與智慧。因為

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沒

有以慈悲心來執法，可能就會因

為執法反而傷及更多人，而使社

會更亂；如果沒有以智慧來執

法，判斷也可能會錯誤。

馬市長則以「河流」做比喻指

出，法治有如下游，從事管理與

整治，而上游則像是我們的心

靈。我們除了期待上游不要丟

「廢棄物」，下游還是要有一個很

完善的「污水處理廠」，這樣整條

河流的水，才能很正常、乾淨地

排放到海裡。

第二天的對談主題為「新世代

青少年如何安身、安心、安家、

安業」，參與對談者包括救國團主

任李鍾桂和二位青年代表──暨

南大學莊焜吉同學、世新大學盧雲玲同學。李鍾桂主任認為，二代之間的不

同是由於環境和觀念的不同，如果不同世代能夠互相溝通和學習，就可以縮

短差距。聖嚴師父也表示，不論世代如何交替，年輕人一定要有未來感和宏

觀的眼光，為自己找到生命的目標。

第三天的對談主題為「祝福平安──現代人如何在世紀交替下安身立命」，

邀請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楊國樞、院士李亦園與聖嚴師父對談。

聖嚴師父指出，平安應該是從安定個人的內心著手，再擴大向外影響他

人，乃至於整個宇宙，終極是由超越個人的小我及宇宙的大我，成為一個自

在無礙的大智慧者、大解脫者。如何達成這個目標，師父提出五個步驟，即

從與自己內在的溝通開始，進而與他人和諧、與自然融洽、與宇宙統一，最

後超越內外統一的存在。

楊國樞副院長表示，平安應從自我活動、探索、瞭解，到自我實現來獲得

安身立命。李亦園院士則指出，他心中的平安是做到消極的身體健康，以及

積極的心中沒事；要求心中沒事則要心中快樂，而快樂的泉源來自內心的修

養。



這次活動，是法鼓山首次以對談方式，邀請社會各界學者名人與聖嚴師父

座談，具體地將「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落實在人間。由於

議題切合現代人的需求，內容實用又有深度，所以三天均吸引了滿場的民眾

參與。

03.27

為倡導社會大眾重視校園環境的平安，使學子們能於無恐懼的校園中學

習，並一起來推動「祝福平安」的理念，法鼓山於今年年初主辦「1999校園

平安頌」短文徵選活動，本日於台北國父紀念館演講廳舉行頒獎典禮，共有

120人入選。

頒獎典禮中，僧團果品法師代表法鼓山感謝所有的參選者，並勉勵大家從

小培養平安的觀念，時時培福、惜福，以慈悲心為他人祝福。典禮中，還安

排了建安國小、敦化國中與法鼓山學佛隊的青年學子，分別表演相聲、梆

笛、小提琴與帶動唱，為會場增添歡樂氣氛。

這次活動，共分國小、青少年、大專和社會青年四組，總計收到了五千多

份作品，經過《聯合報》、飛碟電台與法鼓山教師聯誼會近二十位評審，評選

出一百二十篇得獎作品。特優獎者，可獲三千元獎學金及精美獎品、獎狀乙

份；佳作獎者，則獲一千元獎學金及精美獎品、獎狀乙份。

所有獲選作品，將會透過各種媒介推廣到校園中，並印製成「家庭聯絡

簿」，分送到各個學校。

03.29∼31

本日起一連三天，籌備中的法鼓人文社會學院首次於台北國家圖書館舉辦

一場「人的素質」學術研討會，共有來自海峽兩岸三地近三百位學者參加，

發表十八篇論文。

參與這次研討會的學者，包括了北京大學前副校長季羨林、北京國家圖書

館館長任繼愈、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汝信、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鄭會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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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央研究院院士吳京、台灣師範大學教授羊憶蓉、台灣大學教授黃光

國、東華大學教授余德慧等。

聖嚴師父在開幕致辭時指出，現今科技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態度及思

維方法，造成環境污染，使生態失去平衡，甚至引發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

間的對立不安。有鑑於此，師父提出落實回到人的立場的做法，也就是法鼓

山近年來推行的「四環」運動的主要理念，從每個人在心靈環保、禮儀環

保、生活環保及自然環保的學習中，體現對人與自然的尊重與關懷。

三天會議，與會學者分就「人的素質所指為何」、「人的素質提昇之重要

性」、「人的素質低落之原因」、「如何提昇人的素質」四項議題，進行相關

討論、交流，內容涵蓋了國家競爭力、兩性關係、社會變遷、家庭教育、學

校教育、社會教育等多元角度。

本次會議的最大特色，是邀請了五位中國大陸「國寶級」的知名學者與

會，包括世界上少數通曉吐火羅語的季羨林教授、中國佛教史研究專家任繼

愈教授、美學與哲學原理研究專家汝信教授、史學專家郝斌及方立天教授。

另一項特色，則是邀請了九位國內在學術界享有聲望與地位的大學校長，

包括台灣大學陳維昭博士、實踐大學謝孟雄博士、元智大學王國明博士、華

梵大學馬遜博士、東吳大學劉源俊博士、台灣師範大學簡茂發博士、台北大

學李建興博士、台北師範學院吳清山博士、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張凱博士，請

他們各自從不同的學科領域提供建言。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校長曾濟群表示，舉辦這項研討會的目的，是希望藉由

人文教育的提倡，落實對社會的關懷；並將與會學者的共同體認，做為該校

未來規畫教育課程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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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教育」之省思

從教育角度論台灣的「人文素質」的提昇

論教育功能與人的素質

現代化與現代人

中國人行事倫理的提昇

──尋找現代社會一個失去的環節

人的素質與永續發展

「天地有道」與「迴念一幾」

──以「人的素質」之提昇為核心

影響中國青少年心理素質的教育因素探析

社會變遷對青年道德狀況的影響

教育功能失常

──人的素質低落的主要原因

「人的素質」低落成因之探討

──教育的角度

人類理性文化與人的素質

社會秩序與人的素質

人的素質提昇之重要性

──建立在法治精神之上的多元主義

為有源頭活水來

──從家庭情愛教育的倡導談起

教育功能與人格提昇

──華南農村教育現狀與機制革新

論建立新規範體系與提高人的素質

當代社會生活嬗變與人的素質提昇

「人的素質」研討會論文一覽表



04.04

經過半年籌備，及評審委員會

初、複、決選和訪查工作等一連

串嚴謹的審核過程後，法鼓山

「社會平安──十大傑出平安貢

獻獎」十位得獎者正式宣布，頒

獎典禮於本日下午在台北圓山飯

店舉行，會中邀請行政院院長蕭

萬長代表頒獎。

十位得獎者，個人部分有：開

創國內啟智教育的比利時籍潘爾

溫神父、推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立法的柯蔡玉瓊女士、設立瑪莉亞啟

智學園的莊宏達醫師、在高雄消防隊設立愛心基金的歐國忠先生；團體部分

則有：嘉邑行善團、婦女救援基金會、陽光文教基金會、創世基金會、消費

者文教基金會及救國團張老師六個團體。其中，嘉邑行善團將二十萬元獎金

又回贈給法鼓山做為建校基金。

聖嚴師父致辭時表示，「愛」是全體人類的，「捨」是平等、沒有你我之

分，這次得獎者不論有無宗教信仰或用什麼名字稱呼神，都是愛與捨的宗教

精神。師父並強調，法鼓山舉辦這項活動是為了向這些對社會平安有奉獻的

人表示感恩，同時也向一群在社會各角落默默奉獻的個人和團體獻上敬意。

蕭萬長院長致辭時則表示，如果社會有更多奉獻者，人人心中都有一分祈

求社會平安的心，

我們的國家會更平

安。擔任此次選拔

會評審委員會主任

委員的總統府資政

吳伯雄表示，在參

與評審過程中，看

到入圍者的事蹟都

有一個個令人感動

的故事，值得大眾

效法和學習。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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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肯定法鼓山舉辦這項活動對社會平安具有重大貢獻，並認為得獎者來自全

省各地，服務對象的層面也非常廣，可說是一項國家級的頒獎活動。

當天的頒獎典禮中，也播放了審查過程與得獎者事蹟的紀錄影片，還安排

了建安小學二位小菩薩的相聲表演。二位小菩薩以輕鬆逗趣的方式，傳達法

鼓山所推動的心靈環保和四安理念，獲得滿場民眾熱烈的掌聲。

04.08

西藏薩迦派四十世崔欽法王與隨行共

十六人，本日上午至農禪寺參訪。這是

法王來台弘法第一個參訪的佛教團體，

聖嚴師父親自在三門口迎接，並與法王

就佛學院培養弘法人才的課程與訓練方

式，進行討論與意見交換。

會談結束後，崔欽法王就顯教的佛法

義理，向大眾做了半個多小時的演講。

聖嚴師父除了感謝法王的到來與精彩的

演講外，並邀請法王下次能夠再針對密

教的法義做進一步的交流，同時邀請他

到正在建設中的法鼓山上參觀。

崔欽法王特別贈送了一張觀世音菩薩

的「唐卡」和中文著作給聖嚴師父，師

父則回贈了一尊白瓷觀音與《漢藏佛學同異答問》、《完全證悟》（Complete

Enlightenment）二本著作給法王。

05.29

本日為浴佛節，約有一百多位工程人員在工程輔導師果理法師的帶領下，

以三步一拜的恭敬方式，自法鼓山臨時大殿朝禮到觀音殿，並在觀音殿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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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全體人員以此

體 驗 大 地 忍 辱 負

重、菩薩奉獻的精

神，以及聖嚴師父

建 設 法 鼓 山 的 悲

願。

果理法師在開示

中，首先感恩工程

人員這一年多來的

盡心盡力，希望透

過這項朝山活動，

能讓大家對自己的生命有更深的體驗。最後，法師帶領大眾發願，願法鼓山

工程順利，以利益更多眾生。

此次活動是由建築師陳俊宏所發起，他表示，在每週的工務會議上，看到

每個人用心地投入工程建設，又能時常聽到佛法開示，使他相當感恩，更珍

惜能有參與法鼓山工程的機會。有感於工程正加快腳步前進中，希望藉由朝

山的共修活動，一者凝聚向心力；再者，也希望能為工程祈福。

7

為配合今年法鼓山所推動的「祝福平安年」，

法鼓文化繼1996年出版《聖嚴法師佛曲集》之

後，今年又推出《我為你祝福》歌曲集，為社會

大眾祝福，並推廣法鼓山的理念。

這張專輯共有四首歌曲，由聖嚴師父作詞、音

樂家王建勛譜曲及演唱，包括了「我為你祝

福」、「要不要」、「平安歌」、「環保列車」

等，分有演唱版、演奏版和伴唱版，並同時發行

CD和卡帶。

為了製作這張專輯，法鼓山僧團和各事業單位主管特別組成了一個「佛曲

製作小組」，二十多位成員對配樂、錄音、包裝設計等，都提供了寶貴的意

見，使這張專輯呈現了現代化而精緻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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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5∼08.13

法鼓山暑期營隊自7月5日正式

展開，共舉辦五梯次的國小組、

二梯次的國中組及一梯次的高三

營隊，所有活動於8月13日順利圓

滿，總計有一千四百多位大小菩

薩參加。

今年的營隊活動特別以「心靈

環保」為主題，從硬體設備到軟

體課程都在強調環保的重要，並

在新啟用的苗栗三義DIY心靈環

保教育中心舉辦。除了佛法和行

住坐臥禮儀的教導之外，並設計了一連串包括心靈、生活、禮儀和自然環保

的遊戲課程，幫助學員們瞭解、學習環保的內容和意義，進而建立尊重生

命、珍惜資源的觀念。

在國中、國小營隊部分，課程內容包括學習做童玩和中國結、認識戶外植

物、觀察昆蟲和星象、認識木雕，以及戶外牆彩繪等，藉著與大自然的接

觸，啟迪小菩薩的心靈。高中營部分，則著重在對生命和生活意義的思考與

啟發，除了禪坐體驗，還有「老火車站之旅」與「佛教藝術欣賞」，以及有關

生活和生死的課程。

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是由一位「何奶奶」所捐贈，做為法鼓山推動環

保的訓練場地。為了讓學員們從行住坐臥中學習到環保的觀念和方法，所有

活動場地都沒有安裝冷

氣，以避免增加大氣層的

負擔，而藉由設計良好的

通風設備，身處其中便可

享受自然的清風。另外，

活動期間也積極宣導、減

少製造垃圾的觀念，不吃

零食、採生機飲食。從課

程內容到生活細節，都強

調環保理念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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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舉辦時間，分別為國小組五梯次：7月5至9日、7月12至16日、7月19至

23日、7月26至30日、8月9至13日；國中組二梯次：7月5至9日、7月12至16

日；高三營隊一梯次：7月23至26日。

07.25

本日上午，台南分院於台南二

中禮堂舉行一場「法鼓山祝福平

安皈依祈福開示大會」，約有二

千人參加，近九百人皈依三寶；

下午在同一地點舉辦「南區信眾

聯誼會」，共有142位新勸募會員

接受授證，二場活動聖嚴師父均

出席主持、關懷。

在祈福法會中，聖嚴師父勉勵

大眾要在日常生活中落實法鼓山

所推動的「心」五四運動──四

感、四安、四要、四福、四它，進而影響他人，共同推動淨化人心、淨化社

會的運動。師父並期許大家不要和自己過不去，也不要和別人過不去；只要

人我之間沒有對立，就是觀自在菩薩。

下午的信眾聯誼會，聖嚴師父則期勉大家以智慧使自己少煩惱，用慈悲讓

他人少傷害；不但自己修學佛法，也要以佛法關懷每一個人。師父並鼓勵現

場信眾發願每人接引十位新勸募會員，如此，到了西元2000年時，就有二千

位勸募會員。

08.21
1000

成立屆滿十周年的法鼓山榮董聯誼會，本日於台北新舞台舉辦「圓滿1000

感恩晚會」，感恩所有成就「圓滿1000」活動的人，會中並正式成立由社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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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禪修營成員所組成的法行會，約有一千多位新舊任榮董與會。

聖嚴師父在開示中，除了讚歎策畫和參與這次活動的菩薩們的用心，並強

調，法鼓山之所以可以得到許多人的護持，是因為法鼓山是一個「精神啟蒙

的團體」，從「心靈環保」到現在的「心」五四運動，為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提

供一個生活方式和態度。

感恩晚會由媒體工作者葉樹姍、名演員陳亞蘭共同主持，她們二位不但是

新任榮董，更發心義務擔任主持人。前來參加盛會的貴賓包括台北市市長馬

英九、台視總經理詹春柏、中視總經理江奉琪、華視總經理楊培基、民視總

經理陳剛信，名電視製作人楊佩佩、張光斗、趙大深及演員陳麗麗等多人。

從節目內容、舞台布景設計到整體效果的呈現，處處可見主辦單位的用

心。節目內容包括：由「法鼓隊」和「法緣會」成員演出的「十八羅漢．法

鼓心」及「天女散花．菩薩心」，雖然初次擔綱，卻相當專業而精緻；琵琶演

奏家王正平演奏新作「天問」；名編劇詹德茂將「心五四」理念撰寫成脫口

秀，由曹啟泰和董至成聯合演出；名聲樂家李宗球和法鼓山合唱團共同演唱

多首由聖嚴師父作詞的法鼓山佛曲等。

其中，「法鼓隊」的成員是由護法會前會長楊正及這次活動總策畫劉偉剛

等十九位菁英禪修營的企業家組成。為了這次演出，特別延請「優人神鼓」

前來指導，並在忙碌的工作中定期聚會練習，以致於當天能有優異的演出，

擊出法鼓人的精神。

二個多小時的節目演出過程毫無冷場，尤其在聖嚴師父於台上親自擊鼓，

並將鼓棒交給前護法總會會長楊正和現任會長陳嘉男以象徵「法鼓傳薪」

時，全場充滿了感恩的氣氛。



08.22       

本日上午，法鼓山於台

北林口體育館舉行「祝福

平安滿人間──法 鼓山

1999全球會員代表感恩大

會」，約有近萬名來自全

球各地的法鼓人參加，會

中聖嚴師父正式揭示「心

五四」的內容，並說明其

意義。

大會在法鼓隊和優人神

鼓震撼全場的擊鼓聲中揭

開序幕，象徵著「法鼓傳薪」的精神；接著，由聖嚴師父和副總統連戰、行

政院院長蕭萬長共同揭示「心」五四運動，其他與會貴賓包括總統府資政吳

伯雄、台灣省省主席趙守博、桃園縣縣長呂秀蓮、陸委會主委蘇起等。每當

台上的貴賓念出「心」五四運動內容的同時，會場的另一側便從頂垂下巨型

布幕，讓與會者對「心」五四的內容留下深刻的印象。

聖嚴師父在致辭時指出，多年來法鼓山在心靈建設方面，展開了一連串的

實踐活動，每一種活動都負有淨化人心的教育功能，整合起來，即為「心」

五四運動。它的內容包括四安、四要、四它、四感、四福，配合法鼓山「大

普化、大關懷、大學院」三大教育而成為全面的教育；總體而言，就是「精

神啟蒙運動的生活教育」。師父強調，這個理念是不分宗派、種族或年齡，而

是適合全世界每一個人。

這次大會的另一項重點，是表揚及感謝護法菩薩們的奉獻和護持，接受榮

譽表彰的義工包括了法鼓山開創時期的多位資深悅眾，以及許多在各項活動

的推廣上默默付出心力與時間的義工。

下午的活動，則安排了一場祈福法會。聖嚴師父於開示中指出，法鼓山推

展的「心」五四運動，將在二十一世紀的地球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

們自己修學練習，也要把心得分享他人，帶動他人修學練習。人人終身學

習，將所知所學奉獻他人，才能確保地球世界的平安。

會場外並設有法鼓山的相關靜態展示、造福村等，讓與會大眾更進一步瞭

解法鼓山的成長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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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法鼓人共聚一堂，同心同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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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4

本日上午，農禪寺召開「第一

屆法鼓山全球僧團大會」，分派在

海內外各地分支道場的法師及赴

美、日留學的僧眾們，都專程回

台參與這項盛會，共同討論法鼓

山未來的發展和方向，以及朝向

制度化、國際化發展的具體方

法，由聖嚴師父親自主持；會中

同時頒發聘書，任命果元法師擔

任紐約東初禪寺第二任住持。

聖嚴師父在開示時表示，這十

年來，法鼓山在大眾共同的努力下，已在國際、社會上，受到相當多的好評

與肯定。展望未來，我們必須更加明確法鼓山的定位、發展方向和目標，才

能為全人類做更大的貢獻。師父期勉全體僧眾要兼具內修外弘，以佛教的慧

命為己任，一同擔負如來家業。

當天議程，首先由都監果品法師及第一監院果廣法師進行僧團總體報告，

接著各院監院及東初禪寺新任住持也分別報告工作計畫。之後，與會僧眾共

同討論未來發展的具體方法，大會特別邀請中華佛學研究所副所長惠敏法師

主持，由於討論發言非常踴躍，議程一直進行到晚上九點。

最後，聖嚴師父在結語時表示，看到大眾熱烈的參與，尤其對於法鼓山未

來的發展方向提出許多建設性的建議，令他感到很歡喜，也對即將邁向第二

個十年的法鼓山充滿了信心。

08.27

本日下午，法鼓山和台北市社會局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景仰廳，合辦

「1999台北市中元普度法會」，由聖嚴師父和台北市市長馬英九共同主持，約

有三百多個家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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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在開示時指出，普度

的目的，是用佛法的觀念及虔敬

的心，讓亡者一起來參與法會，

亡者聽到佛法、佛號後，便能心

開意解，放下心中的怨恨。所

以，參加普度法會，應該要以恭

敬、慈航普度的心，抱著送菩薩

到西方極樂世界的態度，才是一

場冥陽兩利的佛事。

馬英九市長致辭時表示，他非

常肯定法鼓山多年來所提倡的

「禮儀環保」運動。他表示，舉辦這次中元普度法會的社會意義，正是希望能

達到移風易俗的目的。

由於主辦單位事前的大力宣導，再加上法鼓山助念團的義工在現場勸導，

供桌上看不到牲品和冥紙，只有鮮花、素果，全程在誦經、佛號聲中圓滿，

為社會示範了一場不一樣的「中元普度」儀典。

09.11

齋明寺本日上午舉行「第七任住

持晉山典禮」，依佛教儀式正式敦請

聖嚴師父接任，邀請中國佛教會榮

譽理事長悟明長老擔任送位和尚，

到場觀禮者包括了桃園縣議長林傳

國、代表桃園縣縣長呂秀蓮的工業

策進會總幹事盧孝治、立法委員鄭

寶清、桃園縣佛教會常務理事界雲

法師等多位貴賓，並有二千多位信

眾參加觀禮。

聖嚴師父在致辭時感恩地表示，

接任齋明寺是一個奉獻、服務的機

會，法鼓山將謹慎保存原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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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並結合宗教、文化、教育功能，讓齋明寺從地方性的寺院拓展為全國

性，甚至是世界性的佛教寺院，使來此參訪的國外人士不僅感受到文化氣

息，也能將佛法帶回他們的國家。師父並感謝江張仁居士及齋明寺的信徒代

表們，能以無私的心讓齋明寺回歸佛陀本懷。

接任齋明寺長達六十年的前任住持江張仁居士致辭時則表示，非常感恩大

家長期以來對齋明寺的護持，今天更歡喜聖嚴師父能接任齋明寺，完成他多

年來讓齋明寺回歸正信佛教本懷的心願。

已有一百五十年歷史、被列為國家三級古蹟的齋明寺，在今年1月22日由法

鼓山承續法務後，在僧團法師果建法師和重建委員會的用心規畫下，使原本

老舊的外觀，增添寬敞、清幽、自然的風貌。

10.16

為了延續1997年法鼓山「人間淨

土年」的理念推動，中華佛學研究

所本日於北投華僑會館舉辦一場

「法鼓山淨土專題研討會」，與會者

包括新竹佛教會理事長大航法師、

高雄佛教蓮社住持慧嚴法師、政治

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丁敏、中華民

國弘一大師紀念學會創辦人陳慧劍

等，共發表六篇論文。

聖嚴師父在專題演講中，詳細說

明了「淨土」、「人間」、「人間淨

土」的意義，並進一步闡述法鼓山所提倡的「人間淨土」的內容。師父指

出，只要內心清淨，所見到的世界、環境就是淨土；內心不清淨，不論到哪

裡都不是淨土。所以，淨土是可以在人間實現的。

這次研討會中，並安排了一場由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杜正民老師

主持的網路研究成果發表會，和與會者分享該協會已達國際水準的優異成

果。此外，還安排了一場極為莊嚴的念佛共修，由農禪寺常住法師帶領，六

百多位與會大眾清亮的佛號聲，為這場學術研討會做了「解行並重」的最佳

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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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於研討會中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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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本日下午，法鼓山與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於台北安和分院舉辦一場祈

福法會，為癌症病童及其家屬祈福，約有五十位癌症病童家屬參加，現場十

分溫馨、感人。

助念團輔導師果東法師於會中開示「佛教生死觀」時表示，生命有生必有

死，每個人都有他的生命價值，只要發揮其價值，對其他人都能產生正面的

啟示和意義。法師強調，這些罹患癌症的兒童，正是以自身的苦痛示現人間

的病苦，來成就父母的慈悲與智慧，讓父母在整個過程中學習「面對它、接

受它、處理它、放下它」。所以，這些孩子就如受苦受難、救苦救難度化眾生

的菩薩。

最後，大眾在持誦《心經》和「阿彌陀佛」聖號聲中，為病童們祝禱、祈

福。雖然大部分的家長並未學佛，也沒有參加過法會，但是他們一心為孩子

祈福的心，讓整個法會的唱誦聲清亮有力而莊嚴。

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經理李秀玲護理師表示，過去基金會都是以團體

治療的方式，透過經驗分享來幫助家長紓解悲傷的情緒。舉辦這次活動，是

由於得知法鼓山在許多醫院提供心理諮商和助念關懷，給予病患和家屬很大

的安定力量，因此特別邀請法鼓山協助。

這次與會的家長有來自高雄、屏東等地，甚至有遠從金門前來的。活動結

束後，許多家長詢問法鼓山的相關活動或佛法課程，希望能獲得更多佛法的

觀念，幫助自己和家人走出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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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3

原位於灣仔的香港分

會，因發展快速，場地

已 不 敷 使 用 ， 去 年

（1998年）開始另覓新

點；之後由陳天明、鞠

立賢夫婦發心提供位於

荔枝角永康街的新址，

比原址大五倍，約可容

納七、八十人共修，今

年 2月 4日正式遷入使

用，本日舉行灑淨儀

式，由果醒法師主持。

果醒法師於開示中表示，求法者如果沒有合適的共修處，便不易凝聚共

識；如果只有道場卻沒有信眾，也無法發揮功效。唯有二者兼備且有正信的

佛法，才能相得益彰。而法鼓山的信眾既有聖嚴師父智慧的寶藏，又有合適

的共修處，大家要以感恩心惜福、惜緣，並多多參與各項共修活動。

除了這場灑淨儀式，為了使信眾能利用新共修處精進學佛，香港分會特別

將第三期禪一及第七期初級禪訓班合併舉辦，由果醒法師指導。

果醒法師特地為學員開示默照禪的修行方法，提醒禪眾要活在當下，讓身

心處在統一的平穩狀態，才能真正體會禪悅；尤其要將佛法落實在日常生活

中，才能彰顯學佛的意義。

在寬敞、明亮的新共修處禪修，又有法師指導，禪眾們度過一個以「禪悅

為食」的美好時光，互勉今後要在菩提道上更加精進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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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5∼21

闊別十七年之久，聖嚴師父4

月15日前往新加坡弘法一週。在

一連串的弘化活動中，每場均有

爆滿的聽眾，令台灣隨團護法信

眾和當地的媒體記者、工作人員

們，深深感受到當地人士對師父

的恭敬及對佛法的渴求。

16日晚上，聖嚴師父出席於新

達城（Suntec City）國際會議展

覽中心禮堂舉辦的信眾讀者聯誼

會，約有五百多人與會。師父以

「日常生活中理性與感性的調合

運用──祝福你平安」為題，為大眾做了一個小時的演講，勉勵大家要在言行

中表現出法鼓山的精神與理念。

17日晚上，聖嚴師父出席由大專畢業生佛友會及法鼓山佛學圖書館於東陵

俱樂部（The Tanglin Club）劇院廳，共同舉辦的一場菁英座談會，約有二百

八十多位當地政商界菁英與會，為當地佛教界難得一見的場面。會中，師父

的引言主題為「如何以智慧與慈悲來處理問題」，之後與會人士從學術、社

會、文化的層面提問，聆聽師父指導大眾運用智慧和慈悲來處理問題。

18至19日二天晚上，進行二場主題分別為「智慧的人生」及「和樂的人生」

的弘法大會，每場均有三千多人聆聽，場外並架設了一面大螢幕，讓無法入

場的民眾亦能同霑法益。20日，聖嚴師父分別拜訪了靈峰般若講堂的隆根長

老及淨宗學會的淨空法師。隆根長老是師父的江蘇同鄉，早期經常到中華佛

教文化館探訪東初老人，長老在編輯《海潮音》雜誌期間，師父就經常投

稿。淨空法師則是師父受戒時的戒兄，在師父閉關期間，曾借給師父一整套

《弘一法師三十三種律學合刊》，令師父感激萬分。21日，聖嚴師父結束新加

坡之行，於晚上搭機前往德國主持禪七活動。

十七年前，聖嚴師父曾應邀前往新加坡講學一個月，緣於當時星國的教育

單位將「宗教」科目納入教育課程中。之後，師父雖不曾再到新加坡弘法，

但是師父的各種著作在當地卻非常盛行，從每年法鼓文化參加當地的國際書

展深受歡迎，便可感受到。

529

19
9
9

海
外
篇



04.18∼19

本日起一連二天晚上，聖嚴師父

於新加坡威信史丹佛大飯店（The

Westin Stanford）的萊佛士大廳進

行二場大型公開演講，講題分別為

「智慧的人生」及「和樂的人生」，

共吸引了六千多人，包括總理吳作

棟的夫人陳子玲律師及外交使節亦

前往聽講，會場座無虛席。

聖嚴師父在第一場演講中，首先

說明人生的意義，進而強調要追求

智慧的人生，必須透過修行來調和

理性和感性，而修行則應由苦、無

常的觀念入手，在生活中則要以慈悲待人、以智慧處事。

在第二場演講中，聖嚴師父首先定義佛法所謂的和樂人生，是由智慧和慈

悲所達到的真正和樂的人生，並不是世間的名利、財富、權勢。而人類不能

和樂的原因，是由於「常、樂、我、淨」四種顛倒所致；要想達到佛法所說

「真正的和樂」，必須要經由修行，方法即是「戒、定、慧」三學。但在日常

生活中如何實踐呢？師父提出以法鼓山近年所提倡的四環、四安、四要、四

感、四福等，做為具體的實踐方法。

當天活動一開始，首先播放「溫柔的慈悲」錄影帶，介紹聖嚴師父的生

平、法鼓山的悲願等；接著，由光明山普覺寺廣聲法師領導的「恆河之音合

唱團」演唱佛曲，再由師父正式演講，最後再觀看台灣法鼓山製作的「四海

慈悲行」影片。第二天演講結束後，並舉行一項皈依儀式，約有四百多人皈

依三寶。

04.17∼18

本日起一連二天，美國俄亥俄州聯絡處於召集人游美秀的家中舉辦一場禪

二活動，由北卡州聯絡處召集人王翠娟前往指導，約有三十多位東、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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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參加。

這項禪修活動，主要目

的在介紹法鼓山禪坐的功

能，指導禪眾經由打坐學

習放鬆身心，在心境平穩

後，進而自我認識、自我

肯定。過程中，王翠娟以

輕鬆自在的態度及幽默風

趣的引喻說明，加上耐

心、詳細地解說，令全場

學員洋溢在法喜中。

第二天，由於報名的外籍人士不斷增加，特別增加了英語翻譯的人數，讓

學員們得以更確切掌握聖嚴師父所教導的禪修方法與精髓。

為了讓參加學員能充分瞭解法鼓山的理念，主辦單位細心地為每個人準備

一份資料袋，提供中英文的東初禪寺行事曆、法鼓出版社目錄及《人間淨

土》、《坐禪的功能》、《禪的精神》、《禪與佛教》等書籍。

04.22∼05.02

聖嚴師父應德國柏林最大的佛學社團「柏林佛學社」（Buddhist ische

Gesellschaft Berlin E.V.）負責人諾亞克博士（Rainer Noack）之邀，4月22日至

5月2日，前往當地演講訪

問及主持禪七，這是師父

首度赴德國弘法。

4月23日原有一場大型演

講，由於考慮聖嚴師父旅

途勞累而臨時取消。但為

滿足該社內部會員對佛法

的渴望，24日下午，師父

仍以「中國的禪」為主

題，精簡地做了一場比較

深入禪法的演講，內容包



括：如何調五事（飲食、睡眠、

身、息、心）？如何正確地認識

「公案」、「話頭」和修行「公

案」、「話頭」？中國曹洞宗的默

照是什麼？前來聽講的會員，將

會場擠得水洩不通。

4月25日至5月2日，聖嚴師父在

一座建於1848年、目前被規畫為

渡假中心的Schloss Krochlendorff

古堡指導禪七，共有四十九人參

加。禪眾來自德國、南非、澳洲、波蘭、瑞士、英國、克羅埃西亞、沙烏地

阿拉伯、葡萄牙、以色列等十多個國家。這是師父主持禪七以來涵蓋區域最

廣的一次，其中有許多位已是該國禪學社的負責人。

由於禪眾來自不同派系的佛教團體，因此聖嚴師父這次所指導的禪修法門

相當多元化，首先介紹修止修觀、入定發慧的基礎觀念，然後引導大家從心

的集中、身心統一、內外統一，而進入中觀的次第過程；在方法上，話頭或

默照，讓禪眾各自選用對他們適合而能用的方法，同時說明慚愧、懺悔、菩

提心和出離心、感恩和迴向的修行觀念。最後一天，在古堡後庭草地上指導

禪眾如何從直觀進入中觀的觀法。

5月2日禪七圓滿後，聖嚴師父一行人順道參觀凱旋門（Branden Durgentor）

及柏林圍牆舊界遺址。

3日，聖嚴師父指示此次也來參加的西方傳法弟子英國約翰．克魯克（John

H. Crook）訓練禪修人員應注意三個原則：一、傳授的一定是聖嚴師父所教的

方法。二、不可以夾雜其他教派的任何方法。三、中國禪法一定不會違背基

礎的佛教思想──緣起性空、因果不空，絕對不可涉神通、感應及特異功能

的現象。師父並鼓勵他比照英國禪修幹部培訓的方式，把歐洲各國推廣中國

禪法的幹部們培養起來。

05.23

本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行一年一度的浴佛法會，約有五百多位東、西方人

士不畏大雨參與盛會，年高八十歲的仁俊長老及達賴喇嘛在紐約的代表瓊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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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仁波切亦特地前來參加。

聖嚴師父在會中以三皈依為大

眾祝福，並闡述三寶的三種真

義：一、歷史上的三寶──釋迦

牟尼佛是佛寶，他所說的道理是

法寶，和佛陀在一起修行的清淨

和樂團體是僧寶。二、我們接觸

到的三寶──佛陀涅槃後，仍遵

從佛陀的精神是佛寶，記錄佛陀

所說的道理的經典是法寶，依法

修行的出家團體是僧寶。三、自

性的三寶──眾生本具佛性，人人皆有成佛的可能；相信一切的現象都是平等

的，無一不是自性的法寶；心中有清淨、精進、和樂，就是自性的僧寶。

隨後，仁俊長老以「善浴此身身家安，善浴此口傳文化，善浴此心文明

現，善此三浴學三善」四句偈語，說明浴佛的意義是要以五戒清淨身體，得

到寂靜安樂；將佛陀的智慧，真實沒有虛妄地傳播到每一個角落；佛陀重視

洗滌內心，透過言行徹底顯現智慧、慈悲；如此身、口、意清淨，就可以熄

滅貪、瞋、癡三毒。

下午，聖嚴師父專題演講「佛、心、眾生」。師父首先說明佛和眾生同與不

同之處；相同的是一切眾生都有佛性；不同的則是眾生沒有智慧，所以有煩

惱，佛則是煩惱已斷。此外，師父也說明了浴佛法會中供奉的花與水所象徵

的意義：花象徵智慧、希望、光明，水則象徵清淨、慈悲、和諧。

聖嚴師父開示後，接著即進行餘興節目，整個浴佛法會就在精彩的表演節

目後，畫上完美的句點。

05.23∼24

美國加州聯絡處本日起一連二天，於洛杉磯近郊的天使森林（Angels Forest）

梵谷營區（Camp Valcrest）舉辦「般若禪修營」，共有四十人參加。

加州聯絡處自三年前成立共修道場以來，便以禪坐與讀書討論會為主要共

修活動。二年前，聖嚴師父指派在台灣曾任般若禪坐會副會長的毛靖及在美

國與師父學禪多年的Gilbert Gutierrez，分別教授中、英文初級禪修班後，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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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處便正式開始對外開班。

為了使禪訓班的學員有機會驗證平時

禪修練習的成果，自去年（1998年）開

始，加州聯絡處於每年春、秋二季舉辦

為期二天的精進禪修營，地點均在海拔

近二千公尺高的梵谷營區，區內有高大

的松樹，環境幽靜美麗，是一處禪修的

理想場所。

活動的進行除了遵守禪修營的規定，

包括全程禁語外，早課也使用禪七的課

誦本，毛靖並引用聖嚴師父在禪七時經常會提到的一句話：「把身體交給蒲

團，把心放在方法上。」勉勵大家把心放在方法上，便能夠收攝六根，制心

一處。活動最後，更鼓勵大家有機會要前往紐約象岡道場參加禪七。

06.11∼13

本日起一連三天，亞特蘭大共修處邀請紐約東初禪寺果元法師前往進行一

場演講及指導禪修。

11日，果元法師於假日旅館（Holiday Inn）演講「禪的修行與自在生活」，

法師層次分明地闡述佛法，並分享生活化的修行經驗，令在場聽眾受益匪

淺。演講後，法師主持一項皈依儀式，有八位聽眾歡喜皈依。這場演講，被

當地媒體稱許為近幾年來，亞城難得且能契入生活的佛學演講。

12、13日二天，果元法師於當地的聲

寶公司指導一場基礎禪坐課程，第一天

以中文講授、第二天以英文指導，約有

近百名東、西方人士參加。不少學員甚

至遠從田納西州、阿拉巴馬州等地專程

開車趕來。法師輕鬆、自在、幽默的教

法，讓渴望瞭解並深入學習禪法的人士

如沐春風。

多位美籍學員表示，在美東南區很少

有機會學習中國禪，希望未來還有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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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此次英文班並開放十個名額給華裔青少年，讓華人第二代有機會接

觸佛法。

為了感謝果元法師的教導及義工們的辛勞，13日晚上，於亞城召集人熊淑

華家中聚餐，大家把握機緣聆聽法師開示，氣氛溫馨而凝聚，最後在「我為

你祝福」的歌聲中，為此次活動畫下句點。

08.21

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為了配合法鼓山成立十周年所舉辦的「全球會員代表

感恩大會」，本日特別舉辦一項「新州歡喜日」活動，以平安祈福法會、義賣

園遊會，與台灣的盛會同步進行，約有三百多人冒雨前來參加。

活動當天，現場除了有廠商發心提供豐富的義賣品外，並安排有素食攤

位、顏湘蘭中醫師義診、書畫家張興貴現場做人物素描、有機健康素食簡

介、觀音畫像展覽等，均吸引了眾多信眾參與。

下午，邀請仁俊長老帶領大眾禮誦觀音菩薩聖號，與會者以虔誠的心，一

同為全球眾生祈福。仁老並以四句偈──「義賣賣義義中義，眾義相鼓成大

義，義大智深知眾恩，知恩感償永倡義」，開示義賣即布施的精神內涵。

這次義賣所得，將做為新州聯絡處的弘法基金，以推動法鼓山的理念。

10.29∼31

一年一度的北美年會，由於紐約象岡道場正在進行擴建工程，本日起一連

三天，移至佛羅里達州的奧蘭多舉行，共有九十多位會員參加。

此次年會主題為「祝福與平安──生活佛法化」，聖嚴師父特別開示法鼓山

推動「祝福與平安」運動的意義，以及將佛法落實在家庭、社會及學校的方

法。尤其在台灣921大地震之後，這項精神啟蒙運動能以佛法的觀念幫助大家

脫離負面的思想，以積極正面的態度面對災難，進行災後人心重建的工作。

師父並為大家說明「心」五四運動是淨化人心的運動，唯有淨化人心，才能

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另外，師父也再次提示勸募的意義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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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每個人要有「我來吧！」的奉獻精神。

為了使年會也具有修行功能，除了安排早晚課、禪坐、經行之外，果元法

師也帶領大家拜佛迴向給台灣921地震災民，並為大家闡述懺悔和感恩的意

義。果元法師表示，在禮拜的過程中要坦誠地面對自己，真心懺悔，將心靈

上的蒙塵一點一點拭去，才能愈來愈清淨，然後才會生起感恩心，面對順逆

因緣，使自己有成長和奉獻的機會。

二天半的活動安排得十分緊湊，內容包括：「心靈的啟動」，由果元法師和

各州代表，上台朗誦聖嚴師父的智慧法語，呈現佛法的菁華和「心五四」運

動的內容；「菩提工作坊」，討論助人與被助者的經驗與心得，進而思考勸募

的真正意義；「法鼓加油站」，分組進行不同主題的研討；「雙向交流」，分

享參與法鼓山活動甘苦談；「分享與回饋」，分組討論年會心得，規畫新的方

向。此外，也安排了感性的聯誼晚會，在輕鬆的氣氛中，達到和樂的目的，

也傳達大家共同護持法鼓山的心意。

最後的傳薪節目，在「我為你祝福」的合唱聲中，聖嚴師父親手送給每位

會員一本著作，希望大家一起把佛法弘揚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11.09

本日晚上，紐約東初禪寺果元法師應紐伯市（Newburgh）聖瑪莉亞大學

（Mount Saint Mary College）之邀，以佛教界代表的身分，出席參加該校舉辦

的一場主題為「迎向二十一世紀：統一和差別的宏觀」座談會，與會的宗教

或少數民族代表包括伊斯蘭教、長老會、浸信會、印度教、聖公會、猶太

教、天主教、統一教及印第安族等十一位，約有六十多位居民參加。

紐伯市距離象岡道場約三十分鐘車程，是附近最大的一個城市。近年來該

市不斷發生種族、家庭及毒品等社會問題。在新世紀即將來臨的前夕，有關

單位希望藉此座談會，促進居民對種族、宗教的瞭解，進而達成團結和諧的

目的。

座談會中，與會代表首先針對「統一和差別」的主題，每人以五分鐘時間

闡釋其意義。果元法師用活潑的實例介紹佛法，他舉成語「一葉知秋」，說明

從佛法的角度來看，就是由一個細微的東西可以明瞭因緣的道理，並能擴及

到整個宇宙；也就是說，從一片葉子可以看到陽光、水、火、山河大地……

等，宇宙中所有和這片葉子有關聯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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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元法師並談到，早在二千六百年前，佛陀就悟出「眾生本具佛性，然因

無明與煩惱而無法顯現」的道理。今日由於科技進步，人類居住在地球村，

雖然各據一方，彼此卻是休戚與共的。就好像當天講台上所展示的各種膚色

手印，代表著全體人類共同建設地球村的心願。

主持人伊那．可那利（Ina Conneally）長老在結語時表示，希望未來能多舉

辦類似的活動，讓彼此更進一步瞭解，並培養包容、關懷與真誠的愛心，讓

愛超越國界。同時他特別讚歎果元法師精闢的解說，會後並邀請法師參加將於

感恩節舉辦的各宗教感恩儀式。

11.20

本日下午，美國新澤西州

羅 格 斯 大 學 （ R u t g e r s

University）第十次邀請聖

嚴師父蒞臨該校專題演講，

主題為「禪與日常生活」。

主持人Kurt Spellmenter博士

代表該校禪坐會，向二百多

位聽眾介紹師父，並致上誠

摯感謝之意。

演講中，聖嚴師父首先以

「時時處處放鬆身心，超越

自我，解脫自在」破題，並

分八大要項闡釋主題。師父強調，中國禪宗的禪特別重視智慧的開發，而且

是定與慧交替使用，這是與一般靜坐最大的不同。接著說明，要練習隨時隨

處，任何時間、地點都能放鬆身心，從放鬆身心來超越緊張，開發智慧。師

父並即席帶領聽眾練習放鬆，鼓勵大家回去後用禪修的心情過生活，每天體

驗自己的心靈，保持「活在當下」的態度。最後，又送給聽眾四句話──「面

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讓大家無論遇到任何困難、痛苦或危險

時，都可以運用。

一個小時的演講，由於內容精闢，引人入勝，會中聽眾發問踴躍。會後並

有二十一人皈依三寶，其中包括多位年輕的西方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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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為所有罹難者祝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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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

聖嚴師父向罹難者祝禱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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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義工投入救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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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前往醫院探視受傷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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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親赴災區關懷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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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什麼都損失的時候，

你還有一口呼吸，

表示說你還非常的富有。

在受苦受難當中，

還能夠把自己的苦難放下，

還能夠幫助他人、利益他人，

那就是大菩薩。

事情已經過去，

我們一定要面對現實，

樂觀奮鬥，

這次在災難之中，

受苦受難的人都是菩薩們。

10

10 10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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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1999.10.02∼2000.09.20

為安定921災後台灣民眾受創的身心及為亡者祈福，法鼓山於災後發起為期

一年的「世人共祈願，持咒億萬遍」活動，印製了五十萬份持咒小卡片及六

萬份的消災、超薦卡和四萬卷〈大悲咒〉教誦卡帶，邀請社會大眾共同持誦

〈大悲咒〉，獲得廣大民眾的熱烈參與。

一年來，除了全台各分院整年為罹難者設立消災及超薦牌位，包括1999年

的彌陀佛七，2000年1月於災區舉行灑淨行腳活動、3月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

辦二千年祈福法會、8月的梁皇寶懺及各場大小法會中，法鼓山均特別為受難

者祝禱迴向。

在地震周年的前夕，分別於台中分院及南投、埔里、竹山、東勢四個安心

服務站，舉行〈大悲咒〉祈福法會，點燃「希望之燭」，為往生者及災民祝禱

祈福；而在法鼓山上，由聖嚴師父帶領全體常住法師，將一年來大眾持誦

〈大悲咒〉的功德，總迴向給所有菩薩。「世人共祈願，持咒億萬遍」活動，

除了安慰亡者的心，也安定家屬的心，讓受驚的心靈有了依歸的處所，同時

也是以善念凝聚的社會安定、人心重建的力量。

1999.09.28

「我們什麼都損失的時候，你還有一

口呼吸，表示說你還非常的富有。在受

苦受難當中，還能夠把自己的苦難放

下，還能夠幫助他人、利益他人，那就

是大菩薩……」一幅聖嚴師父合十祝禱

的公益廣告中，師父深具攝受力的法

相，配合這段法語，對於921災後處於

悲傷、惶恐的台灣民眾而言，既是鼓

勵，也具一股深深的撫慰力量。

這次大地震，不僅災區受創嚴重，整個社會、人心都受到嚴重的衝擊。9月

26日，聖嚴師父召集了不同專業領域的弟子，共同思考如何為災後「人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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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工作，做長遠的規畫。會中大家一致認為，目前社會大眾最需要的就

是佛法的智慧，與宗教家安定人心的力量，便決議拍攝師父的相關文宣品，

並透過平面、電視媒體傳播出去。

由於台北市廣告公會也於此時策畫拍攝一系列公益廣告，計畫邀請聖嚴師

父、花蓮門諾醫院院長黃勝雄及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三位，在社會上具有

智者形象的公眾人物配合廣告的拍攝。為了避免資源浪費，法鼓山便和台北

市廣告公會、公共廣告製作協會合力製作「台灣，加油──我們知道，我們

永遠在一起」系列廣告。

9月28日，各大報紙的頭版均以半版篇幅刊出聖嚴師父這則為亡者祝禱的畫

面，令觀者無不動容。許多平面媒體、公車車廂廣告、便利商店櫥窗上的海

報也不斷登出此則廣告，成為921災後台灣社會最大的安定力量來源之一。

1999.10.13

為了讓921受災大眾能從觀念和心理上幫

助自己和周圍的人，震災發生後不到二十

天，法鼓山出版了一百萬份《921人心重建

安心手冊》，放在全台的7-ELEVEN，提供

民眾取閱；其中二十萬冊，聖嚴師父本日

親至教育部拜訪楊朝祥部長，期望透過教

育部快速送到災區學童手上。

這份手冊收錄了聖嚴師父撫慰人心的法

語，並配上名漫畫家朱德庸繪製的多幅生

動的插畫，及心理諮商專家的「人心重建

DIY」方法；另外，還附有一張「我為你

祝福，祝福你平安」的心型小卡片，希望

持有者一起參與「把你的祝福送到他手中」一卡一關懷活動。

這項祝福關懷的活動展開後不久，即有近一百三十所國中、小學學生和九

十五所機關團體寄回數萬張的關懷卡。這些滿載全台民眾熱情關懷的卡片，

被製作成十六棵「安心樹」，除了在日後的各項關懷活動中展示，提醒民眾對

災區的持續關心外，並將其中十二棵送給南投、竹山、東勢、埔里四災區學

校，撫慰學子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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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義工於災區協助災民處理災後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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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於災區現場提供各類物資予受災戶。



1999.10.21

大地震發生後，許多媒體包括電視、廣播電台、報紙、雜誌等，皆紛紛邀

請採訪聖嚴師父談「人心重建」的看法，及如何面對災變的心理建設。

為幫助社會大眾能夠運用佛法，以健康的心態面對災難，早日脫離震災陰

影，法鼓文化在最短時間內，於本日集結出版《台灣，加油》一書。

全書共192頁，收錄了二十八篇聖嚴師父於災後接受各種媒體採訪或為災後

人心重建所寫的相關文章；文後並有五則「附錄」，內容包括「四眾佛子共勉

語」、「人心重建DIY」及多張師父至災難現

場關懷民眾的照片等。該書出版之後，短短二

個星期即銷售了三萬多冊。每售出一本，法

鼓文化和書店即各捐出十元，做為921災後人

心重建之用。

聖嚴師父在書中的「序文」提到，這次大

地震，震醒了台灣二千二百萬人的心。災難

發生後，台灣人的生命力及整體觀是非常厚

實普遍的，這正是佛家所說「同體大悲的慈

和善」。師父並指出，希望一切眾生都能彼

此尊重，相互敬愛，沒有怨敵，只有恩

人，不再相互摧殘，永遠沒有災難。

1999.12.30

為了悼念在921大地震受難的民眾，及祝福全民平安並迎接新世紀的到來，

法鼓山本日於台北捷運車站水景舞台區和站前大亞百貨廣場前，舉辦「鐘響

平安迎千禧 921百日紀念暨跨年活動」，邀請了台北市副市長歐晉德、聖

母聖心會代會長侯發德神父、捷運公司董事長李博文、災民代表孫氏兄弟等

多位來賓，和代表刻在美國弘法的聖嚴師父出席的法鼓山僧團都監果品法

師，共同敲響為全民祝福的平安鐘，現場充滿了感恩、祝福的氣氛。

活動於下午二點開始，果品法師和李博文董事長首先在捷運水景舞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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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平安鐘的雛形影鐘舉行簡單的點燈

樹立儀式，接著於大亞百貨前廣場舉

行「鐘響平安迎千禧──9 21百日紀

念暨跨年活動」。

聖嚴師父特別錄製了一段開示在現

場播放，師父指出，平安鐘是希望所

有的人看到、想到平安鐘，心靈就能

平安，並希望二千多位罹難者早日乘

願再來，以菩薩身護佑全民不再有災

難。師父同時希望大家見到任何人都

能說一句「我為你祝福」、「祝福你

平安」，當人人心中有祝福和平安，

也互相祝福平安，社會自然能安定。

活動內容除了播放921震災、救

災、重建的影片外，還安排了法鼓山

青年學佛會的同學表演詩劇──「擊穰」，以舞蹈的方式表現地震所帶來的震

撼及民眾從困境中站起來的堅毅，輕柔的肢體語言和音樂，感動了現場的觀

眾，也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原定下午三點半結束的活動，由於民眾的熱烈參與，直到四點多才結束。

會後，不少民眾到舞台前敲鐘或攝影留念，也為自己許下一個平安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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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服務站舉辦慰訪人員培訓，期提供災區民眾更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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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舉辦安心系列活動，關懷災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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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11.01 2000.01.16

921震災後，法鼓山在全台各地分院、辦事處成立十三個「安心服務站」，

於11月1日起正式掛牌運作，積極向災區展開一系列心靈重建工作。

安心服務團團長張葆樺及各相關主要工作人員一行人，特別於10月30、31

日二天，南下舉行了三場說明會，並參加在高雄舉行的隆重掛牌儀式，希望

藉著服務站的成立，長期而有系統、計畫地落實法鼓山的安心工作，達到心

靈環保、建設淨土的目標。

高雄分院輔導師果舟法師在說明會中，開示鼓勵大家做觀世音菩薩的化

身，共同擔起法鼓山的人心重建工作；並舉《地藏經》中曾提到，供養受苦

受難者即如供養諸佛菩薩，期勉大家要以萬行菩薩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難。會

中除了經驗分享外，也針對許多執行細節加以討論，並進行沙盤演練，與會

義工菩薩們的反應都相當熱烈。

另外，為了就近瞭解災民的需求，以提供最適切的服務，並於2000年1月16

日在埔里、竹山、東勢、南投特別增設四個災區「安心服務站」。

「安心服務站」提供的服務內容，包括：舉辦念佛與禪坐共修、安心講座；

提供聖嚴師父的書籍、大悲水、大悲米、念珠等結緣品；提供電腦網路服

務，讓民眾瞭解災區現況及權益資訊；提供「百年樹人」獎助學金申請等貼

心關懷服務，協助災民盡快走出傷痛，重新展開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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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報 導

果肇法師代表聖嚴師父主持安心服務團成立授旗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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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10 9 10

10 23 24 DIY

921法鼓山安心服務團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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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安定地震災後校園學子的身心靈，進而影響學校、家庭，共同串連起

平安教育，法鼓山印製了六十多萬本《學校與家庭聯絡簿》，於2000年1月陸

續送到災區八百多所學校，希望透過其中的「平安法語」，幫助學子們尋得心

靈安定的力量。

《學校與家庭聯絡簿》原於1999年7月印製完成，內容收錄了於同年年初舉

辦的「法鼓山1999年校園平安頌」徵文活動中甄選出來的精彩短文。由於設

計活潑、內容深富有意義，獲得許多老師、家長及學生們的好評。

921地震後，法鼓山將《學校與家庭聯絡簿》改版付印，並運送至災區學

校。內容包括：適合小朋友閱讀的聖嚴師父平安勉勵法語、防災心理建設

DIY、防災教育相關常識，以及來自教育界、各縣市長的平安短語；另外，還

設計了「心情留言版」、「創意圖畫書」二個開放空間，

鼓勵小朋友們表達自己，藉此與師長建立良好的互動。

另外，為了協助學童們能盡快遠離震災陰霾，法鼓山

與台北縣秀朗國小共同規畫編製了一本《921地震災後

安心輔導活動設計參考手冊》，於1999年12月2日贈

送一萬冊至教育部，請教育部代為分送至全

台二千四百多所小學，約有近一百九十萬名

學童受惠。

參考手冊內容設計了有關災後兒童心靈輔導

的主題式課程，包括語言、美勞、音樂等，適

合各年級的學童學習。輔導活動都經過秀朗國小

的師生多次實驗教學，務期有效輔助教師們進行

班級輔導，撫慰學生心靈的潛在創傷。

2000.01.15

延續「法鼓山災後人心重建」系列活動，本日下午，法鼓山和台中國立台

灣美術館於該館的室外廣場，共同舉辦一場名為「感恩」的活動，邀請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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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知名藝術家以

現代藝術的表現方

式，向所有在921大

地震中犧牲的人們

致 上 最 誠 摯 的 感

恩。

聖嚴師父除了參

加1月13日在台北舉

行的記者會，並出

席15日在台中舉辦

的活動。師父在開

幕 典 禮 中 致 辭 表

示，自古藝術和宗

教就息息相關，藝術能夠使時間和空間在同一個時間之中留下永恆。因此，

法鼓山希望藉由藝術的形式，感恩所有在921大地震中受難和救難的菩薩，並

期待大家能走出災難的悲情，走上無限希望的未來。

這項活動分為「感恩會」和「藝術創作」二部分，前者包含了祈福祝禱、

分享傾聽、藝術觀想；後者則有種籽藝術學堂、童言安心樹和知名藝術家的

裝置藝術，邀請了旅居美國的蔡國強、李明維和台灣的楊茂林、薛保瑕、陳

建北等藝術家於現場進行藝術表演及展出。

下午三點，首先由旅美大陸藝術家蔡國強的作品「921的烙印」揭開序幕，

在五秒內的爆破過程，將921地震的震波化成藝術創作，獲得現場觀眾一陣驚

歎聲和熱烈的掌聲。這件作品當場由佳士得藝術中心以二百三十萬元拍賣出

去，所有款項捐做法鼓山災後人心重建之用。之後，其他藝術家的作品也陸

續呈現在觀眾面前。

最後一項節目，為台南藝術學院視覺藝術研究所教授陳建北的「祈福」作

品。在法鼓山義工和現場來賓的參與下，二千四百盞象徵在921震災中罹難人

數的燭燈，在廣場上，裝置成一朵清淨的蓮花造型，點亮了國美館的夜空，

意喻人心及社會的淨化，人間淨土的實現。

除了藝術家的表演外，嶺東技術學院師生創作了十二棵「童言安心樹」，樹

上繫滿來自台灣各地小朋友的祝福安心卡；朱銘文教基金會也邀請了三百多

位災區及非災區的小朋友參加種籽藝術學堂的彩繪創作。

活動結束後，不少民眾留在廣場上為被風吹熄的油燈點火，許多路過的民

眾也紛紛加入；直到晚上十點多，在廣場上點燈的民眾仍然絡繹不絕，期許

這一盞盞不滅的感恩蓮燈，能在每位民眾的心中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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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參觀「921的烙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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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茂林的「百合星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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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1.16

本日上午，法鼓山於中部舉辦一場

「歲末萬人灑淨、行腳──為家園祈福」

活動，聖嚴師父親自帶領僧團全體僧

眾，和來自全省約五千多名信眾，分二

十一條路線於921災區進行行腳灑淨，

並於下午三點左右齊聚中興新村運動

場舉行感恩大迴向。

聖嚴師父表示，舉辦這項活動的目的，主要是藉由灑淨儀式為災區祈求平

安，使這塊受災的地區、人民及罹難的亡靈都能獲得佛法利益，恢復健康、

快樂，重建有希望的人生。師父並再次提醒大眾發揮同舟共濟的精神，以互

助代替指責，以關懷代替抱怨，共同攜手重建家園。

九點半左右，來自全省各地參與這場活動的民眾，分別聚集在法鼓山設在

南投、竹山、埔里、東勢四個災區的安心服務站，由僧團常住法師主持啟用

儀式和灑淨法會之後，分成二十一條行腳灑淨路線，從服務站出發。所有隊

伍在觀世音菩薩聖號的引領下，走過了許多原本繁華的街道。不少民眾看到

灑淨隊伍的到來，或在自家門口一起誦念聖號，或扶老攜幼加入行腳行列。

他們有的是在此次災難中的罹難者家屬，有的則是受災戶，但是他們均表示

在這次的打擊中，佛法帶給他們很大的安慰和安定力量。

南投縣縣長彭百顯及縣府全體一級主管，也出席參加在南投安心服務站舉

辦，由聖嚴師父主持的啟用剪綵儀式和法會，之後亦參與中寮國小→永平

路、永樂路→永安街的行腳灑淨路線。

整個行腳活動在中午時分結束，下午二點半陸續集合到南投中興新村運動

場，參加「感恩大迴向」活動，參與貴賓除了南投縣縣長彭百顯及縣府一級

主管外，台灣省主席趙守博也親臨現場一起為全民祈福。

會中，彭百顯縣長特別代表南投縣贈送一尊名為「愛與關懷」的銅雕給法

鼓山，由聖嚴師父親自接受。另外，福特六和汽車公司在得知法鼓山將長期

進行災區人心重建的工作，相當感動，提供六部汽車給法鼓山四個安心服務

站做為公務之用，並負責車子的保養、維修等相關工作。福特總裁潘克強特

別蒞會致贈，由聖嚴師父代表接受。

「感恩大迴向」的活動在「慈悲」的歌聲中圓滿結束，現場出口並提供「平

安米」和大眾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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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資助災區高中以上的青年學子，勇敢面對人生及順利完成學業，由法緣

會於1999年921地震後第五天發起成立的「百年樹人」獎助學金，自2000年起

開始實行，每年發放二次，預計2006年9月20日結束。2000年共遴選出180名

就讀高中（職）、大學（專）的清寒學子，總計發放了2,165,000元。

一向重視教育的聖嚴師父，曾經在獎助學金的專案會議中開示指出，這項

專案著眼的不在於金錢給予的多寡，而在於讓學子們能進一步獲得佛法的利

益；當然也希望能拋磚引玉，引起社會大眾的認同，共同加入幫助受災家庭

的行列，讓學子們得以安心求學。師父並表示，學校教育的好與壞，不在於

物質的豐富或匱乏，而在於智慧的啟發和慈悲的表現，「百年樹人獎助學金」

就是佛法「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最佳實踐。

這項專案除了提供實質的金錢資助外，並不定期舉辦「心靈加油聯誼」及

輔導課程，安排學子們與捐助人、法師、心理輔導或社工員面對面交流，用

愛心及佛法帶領學子們走出悲情、失學的憂慮，成為一位身心健康的青年。

2000.03.25

為推動921震災後校園平安，法

鼓山於1999年12月起至2000年3月1

日止，舉辦「校園平安頌系列活動

──安心漫畫比賽」甄選，本日於

台北捷運大街舉行頒獎典禮，獲選

作品隨後於台北、台中、南投等八

個地點進行巡迴展示。

舉辦這項活動的目的，是為了鼓

勵學子們藉由畫筆將自己安心或防

災的經歷、心得，以輕鬆、幽默的

漫畫方式表現出來，與社會大眾分

享。活動開辦以來，收到來自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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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校園共1,194件投稿作品，最後選出優勝十四名、佳作三十八名。優勝

者，每名獲頒獎學金四千元及獎品、獎狀各乙份；佳作者，每名獲頒獎學金

二千元及獎品、獎狀各乙份。

這項活動由法鼓山文教基金會、內政部消防署、《聯合報》共同主辦，中

華民國漫畫學會、台北捷運公司參與協辦。巡迴展中除了學子們的畫作外，

並有朱德庸、蔡志忠等多位名漫畫家的作品參與展出及義賣。

巡迴展結束後，法鼓山文教基金會將入選作品編成《安心手札》，並收錄了

名人隨手畫及聖嚴師父的法語、安心諮詢服務機構、考試備忘錄、功課表等

豐富且實用的內容，於5月起發送給大台北地區、921災區縣市及澎湖、金

門、馬祖等偏遠地區的國中及國小高年級學生，期許協助學子們在日常生活

中能常保身心安定，共有四百多所學校申請，總計發送了四十七萬冊，廣獲

熱烈的迴響和好評。

2000.05.14

在全體佛教界的極力爭取下，內政部於1999年明文規定將佛誕節定與母親

節同一天。本日為慶祝首屆佛誕節，佛教界從5月12日起，即熱烈展開為期三

天的相關活動。

主辦單位除了舉辦花車遊行，並於晚上停置在台北縣板橋車站和中正紀念

堂前，供民眾觀賞和票選。在總數十八部的花車中，法鼓山的「台灣，加

油！」花車，由於設計新穎、主題明顯，得到許多民眾青睞，榮獲總冠軍，

由佛光山星雲法師親自頒獎。

捷運大街水景舞台

安和分院

農禪寺

台中火車站前第一廣場

東勢安心服務站

南投安心服務站

埔里安心服務站

竹山安心服務站

台北

台中

南投

3月25至27日

3月30日至4月4日

5月13至21日

4月7至9日

4月12至17日

4月20至24日

4月27日5月2日

5月5至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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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其他花車多以傳統的佛

教語彙或佛誕日內容為素材，法

鼓山的花車以921地震後的「人心

重建」為主題，並結合「心」五

四運動的精神，以造型可愛的打

氣小沙彌漫畫為重點，搭配紅、

粉色的鮮豔康乃馨粧點出愛心汽

球，現代感十足的設計中，充分

展現出法鼓人對現代社會的關

心，相當具有特色。另外，為了

增加與觀眾的互動，在花車後方特別搭起了高達三公尺的帳棚，安排擊「平

安鑼」的活動，提供民眾擊鑼為自己及家人祈求平安。

「台灣，加油！」花車的製作工作，是由法行會負責。在講求環保的前提

下，花車主體「心」的部分採可重覆使用的塑膠康乃馨替代。

這次佛誕節的活動是由佛光山主辦，法鼓山、慈濟、慧日講堂、大雄精舍

等道場都積極參與；企業界中華航空、中國石油、日月光集團也設計花車共

襄盛舉。

為期三天的慶祝活動除了花車遊行外，還有浴佛法會、園遊會、路跑、音

樂會等豐富節目，法鼓山合唱團並於音樂會中演唱「法鼓頌」及以手語帶動

唱「我為你祝福」。

2000.07.03∼07 07.24∼28

法鼓山安心服務團與中華民國預防醫學學會「希望工作坊」，特別針對災區

的國中、國小學生，分別於2000年7月3至7日及7月24至28日，在三義DIY心靈

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心靈環保體驗營」活動，共有250名來自東勢、埔里、南

投、竹山與台中等受災嚴重的地區學子參加。

該項活動內容包括：禪坐、生死學、親子關係治療、讀書方法、逃生技

能，每一項都經過特別設計，並邀請台北陽明醫院精神科主任周勵志及台北

市立療養院的師資授課，希望藉此讓災區的學童早日脫離震災的恐懼。而為

能確切掌握災區學生的身心發展，還特別請陽明大學的學生擔任後續三年追

蹤輔導的執行工作，只要發現有需要輔導的個案，即轉介給社工人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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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舉辦這二梯次的夏令營活動外，南投及竹山安心服務站也於暑假期

間，針對青少年推出一系列的營隊活動。

2000.09.21

為紀念在921大地震中罹難的二

千四百多位台灣同胞，法鼓山邀

請琉園負責人王俠軍與大元建築

暨設計事務所建築師姚仁喜設計

了一座具有地標意義的「平安

鐘」，本日於台北東區頂好廣場舉

辦啟用典禮。

典禮中，邀請了台北市市長馬

英九、台北捷運公司董事長李博

文、聖母聖心會代會長侯發德神

父、國民黨黨主席連戰、親民黨

黨主席宋楚瑜、新黨全委會召集

人郝龍斌等多位嘉賓，和聖嚴師父共同主持平安鐘啟用儀式。

聖嚴師父於致辭中表示，災後的悲情，如果讓人們持續哀喪，固然不健

康；但是，災後很快就故意地遺忘掉從災變中獲得的教訓及寶貴的經驗，也

是重大的損失。唯有記取經驗，感恩曾經給予我們援手的友人，緬懷已經往

生的菩薩們，並且鼓足勇氣轉逆境為助緣，努力生活下去，才能報慰他們。

平安鐘的功能，便是隨時提醒大家為平安祈福，同舟共濟守望相助，象徵明

日會比今天更有希望，大家攜手同行，就不會再有災難。

這座突出於銅鑄的平安鐘，為長約六米、寬約五米的金黃色琉璃，以雙掌

合十造型，包含著崩裂的山，一方面期許國人出錢出力，努力縮小大地裂縫

後的物質損失；另一方面，祈祝災難的一切精神傷痛能早日康復，國家平

安、風調雨順。鐘體上並有水池的設計，每小時會定時鳴響（晚上十點後停

止），鳴鐘時，水面同時產生如震波的波紋，以產生聲光的感動效果。而鑲嵌

著108顆琉璃乳釘的鐘面，則象徵以平安鐘袪除人們的一百零八種煩惱。

這場跨宗教、跨黨派、跨族群，共同為台灣祈福的平安鐘啟用典禮，希望

提醒大眾記取921地震的教訓，並感恩罹難者的獻身說法，勇敢活出新生命。



576

19
89
�2001

創 辦 人 語

921

921

921



9
2
1
專
題

記
事
報
導

577

◆ 地震發生後，聖嚴師父隨即指示於台北及台中成立震災協調中心展開救援，包括支援

人力、發放物資、為亡者助念、關懷家屬等事宜。師父並前往台北縣傳出嚴重災情的

新莊「博士的家」及台北省立醫院慰訪災民及傷者，隨後又趕往板橋第三殯儀館為亡

者念佛及開示。
◆ 透過中華電視台，捐款五百萬元援助災區重建工作。
◆ 聖嚴師父前往受創最嚴重的中部地區，慰問災民及關懷救災的菩薩們，並指導災區救

助中心的運作。
◆ 助念團配合台北市殯葬管理處及台北縣板橋殯儀館的安排，每日排時段至二地殯儀館

參加助念關懷。
◆ 成立921震災專戶，接受各界捐款。
◆ 聖嚴師父邀漫畫家朱德庸，針對災民的心靈重建，繪製具安定人心功效的漫畫多幅。
◆ 農禪寺臨時取消原訂在法鼓山上舉行的中秋晚會，改於農禪寺舉辦三時繫念法會，為

罹難者超度，也為災區民眾消災祈福。
◆ 聖嚴師父再度前往中部災區關懷災民及慰問救災的菩薩們，並指示以「人心重建」為

長程工作目標，落實「心」五四運動。
◆ 聖嚴師父前往台中東勢、大雪山山麓關懷災民，並至東勢林場法會現場為亡者祈福。
◆ 捐贈五千件雨衣、一百五十頂八人用帳篷至災區；並組成救難巡迴車，進行助念、慰

訪、物資發放、路況通報等要務。每天平均約六十輛車次，近百名義工菩薩投入。
◆ 聖嚴師父召開「災後人心重建會議」，確定未來救災的工作重點與方向。
◆ 法鼓山工程總工程師陳洽由率領結構師等相關建築專業人員，多次深入災區進行房屋

鑑定，並協助災民尋找臨時居所。
◆ 本日起至10月2日，每天調派四十名義工菩薩前往災區支援，每梯次二天一夜。
◆ 助念團蓮友前往台中市立殯儀館為罹難者助念。
◆ 聖嚴師父拍攝「台灣，加油！」公益廣告影片。
◆ 助念團蓮友，參加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的「台北市921震災超薦法會」，並安排

十位輔導人員關懷家屬。
◆ 日本花園大學三位代表至中華佛學研究所表達該校對921震災的關懷，並捐贈日幣二

十萬元慰問金及急救用品，透過法鼓山支援救災工作。
◆ 首支「台灣，加油！」公益廣告──〈聖嚴師父篇〉，於台灣各大報紙媒體刊出。
◆ 印製一百萬冊《921人心重建安心手冊》，透過教育部、7-ELEVEN及法鼓山體系共

同發出，提供災民心靈調適的方法。
◆ 印製一千份「台灣，加油！」海報──〈聖嚴師父篇〉發送至災區。
◆ 「世人共祈願，持咒億萬遍」──〈大悲咒〉持誦活動正式展開，活動為期一年。
◆ 聖嚴師父與僧團各監院法師前往中部地區關懷受災寺院。
◆ 中視「不一樣的聲音」節目，播出921震災特別報導，內容為法鼓人救災的實況，以

及聖嚴師父的開示。
◆ 發送「如何安定人心──災後人心重建」聖嚴師父法語卡帶至災區。

1999年

9月21日

9月22日

9月23日

9月24日

9月25日

9月26日

9月27日

9月29日

10月1日

10月2日

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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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10月4日

10月9日

10月13日

10月15日

10月16日

10月18日

10月22日

10月23日

10月31日

11月

11月1日

11月28日
12月

12月2日

12月18日

12月19
至27日

2000年
1月15日

1月16日

◆ 聖嚴師父召開「人心重建」運動會議，訂出「災後人心重建十大專案計畫」，強調法

鼓山做的不是捐款，而是人心的安定、淨化人心的工作。
◆ 第一梯次「安心服務義工培訓課程」，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翌日「安

心服務團」正式授旗成立、運作。
◆ 聖嚴師父親赴教育部贈送二十萬冊《921人心重建安心手冊》，透過教育部將安心手冊

送至校園。
◆ 「人心重建地標──平安鐘」活動，於捷運台北車站的水景舞台區舉行平安鐘揭示記

者會，由聖嚴師父、台北市市長馬英九及各宗教代表聯合發表「籌建災後人心地標宣

言」，期許共同為台灣加油。
◆ 聖嚴師父於中華佛學研究所舉辦的「淨土專題研討會」中，帶領與會大眾念佛迴向給

921震災的受難民眾。
◆ 助念團與台北市殯葬管理處合辦「921台北市罹難者彌陀法會」，約二百名蓮友參與。
◆ 法鼓文化整理聖嚴師父有關「人心重建」的開示，並收錄媒體的採訪文稿，結集出版

《台灣，加油》一書，師父個人並捐出五千八百本與災區民眾結緣。
◆ 印製《921人心重建安心手冊》，置於全省7-ELEVEN與大眾結緣。
◆ 第二梯次「安心服務義工培訓課程」，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
◆ 二十三面「921災後人心重建」燈箱廣告製作完成，分布於台北、台中、台南、高

雄，以及捷運台北車站，期能安撫人心。
◆ 二百面印有「不論遇到多大的苦難，只要有一口呼吸在，就有無限的可能和希望」的

車廂廣告製作完成，安排的公車路線分布南投、嘉義、台中等地。
◆ 安心服務站在法鼓山全台十三個分院、辦事處掛牌正式成立，並於東勢、竹山、埔

里、南投四個災區成立「災區安心服務站」，提供人心重建的服務。
◆ 第三梯次「安心服務義工培訓課程」，於高雄分院舉辦。
◆ 「家庭聯絡簿」在新學期的內容中，加入「安定人心」的平安文句，提供災區340所

國小學童使用。
◆ 為推動校園平安，舉辦「校園平安頌系列活動──安心漫畫比賽」。
◆ 與台北縣中和市秀朗國小合作編印《安心輔導活動設計參考手冊》一萬冊，並透過教

育部發送給災區小學。
◆ 六位農禪寺常住法師前往災區關懷，並至台中東勢「法鼓山災區安心服務站」的工地

舉行灑淨儀式。
◆ 第四梯次「安心服務義工培訓課程」，於台北安和分院舉辦。
◆ 在彌陀佛七中，響應「世人共祈願．持咒億萬遍」活動，為921災民祈福，並將所有

累計的持咒次數迴向給受災者。
◆ 於台北車站前的大亞百貨廣場舉行「鐘響平安迎千禧──921百日紀念暨跨年」活

動，現場齊集跨宗教、團體及各界人士，齊心為台灣祝福；此外，也在捷運台北車站

水景舞台區舉行「平安鐘」影鐘設立儀式。
◆ 於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廣場舉行「感恩」──921紀念活動，邀請多位藝術工作者，

藉裝置藝術的表現形式，撫慰地震所造成的巨大創痕，並向全民致上最誠摯的祝福。
◆ 「歲末萬人灑淨、行腳──為家園祈福」活動，於南投、埔里、竹山及東勢四個災

區，分二十一條路線舉行，聖嚴師父親自帶領法鼓山僧俗四眾共同為災區家園重建祈

福，並舉行四個「安心服務站」啟用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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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

2月15
至16日

3月25日

4月

4月16日
至9月17日

4月23日

4月30日

4月至9月

5月14日

6月

6月18日

7月3
至7日

7月23日
至8月23日

7月24日
至8月28日

7月29
至30日

7月30日

8月12日

8月22
至23日

9月20日

9月21日

◆ 與智邦生活館合作，邀請九十五萬用戶參與在網路上舉辦的「網路平安卡．送祝福到

災區」活動。
◆ 聖嚴師父前往南投、埔里、竹山及東勢四個災區安心服務站關懷並舉行皈依典禮，總

計有近千人皈依三寶。
◆ 針對推動校園平安而舉辦的「安心漫畫比賽」，於台北捷運大街舉行頒獎典禮，入選

作品隨後於台北、台中、南投等八個地點進行巡迴展示。
◆ 七面「心」五四運動燈箱廣告製作完成，安排分布於捷運南勢角線。
◆ 在聖嚴師父指示「當地人服務當地人」的宗旨下，法鼓山與張老師基金會合作的「法

鼓山安心系列──關懷專案」，正式於四個災區服務站展開，為期半年。
◆ 第五梯次「安心服務義工培訓課程」，於台北安和分院舉辦。
◆ 參加「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在南投暨南國際大學舉辦的「重建區服務團相見歡」

會議，參加者包括輔導法師、安心服務團團長及安心服務站幹部等二十二人與會。
◆ 為幫助災民走出陰霾，與張老師基金會合辦「安心系列活動──關懷專案」，每月於

各安心服務站舉辦，共計近二千人參加。
◆ 佛誕日花車遊行活動，法鼓山以「心」五四運動為主題設計的「台灣，加油！」花

車，獲觀眾票選為總冠軍。
◆ 遴選八十名清寒受災戶在高中、大專院校就讀的學子，發放「百年樹人獎助學金」。
◆ 第六梯次「安心服務義工培訓課程」，於台北農禪寺舉辦。
◆ 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921災區「國中心靈環保體驗營」。

◆ 南投安心服務站於暑假期間，針對災區學子舉辦「哈哈歡樂營」，共舉辦五次。

◆ 針對災區國小三至六年級學生保留名額的「國小心靈環保體驗營」，於三義DIY心靈

環保教育中心舉辦。
◆ 法鼓山應外交部、行政院衛生署之邀，參加「災難與心理健康：民間團體、政府與國

際組織互動國際研討會」。
◆ 結集安心漫畫比賽作品編輯而成的「安心手札筆記書」，發送了四十七萬冊予災區國

中、小學學子。
◆ 於台中澄清醫院平等院區舉辦「安心一百──醫療慰訪員初階研習」，募集了中部地

區具醫療專業及願意從事重建區服務者為「安心一百」的種籽義工。
◆ 應邀參加「921跨宗教陪伴之路」研討暨座談會。

◆ 於台中分院及四個災區安心服務站舉辦「921周年祭──用愛與關懷迎未來」活動，

由聖嚴師父在法鼓山上帶領五個地區的法師和大眾，將「世人共祈願，持咒億萬遍」

活動一年來持誦的〈大悲咒〉功德，總迴向給921大地震中的受災者，並贈送五千本

師父的著作《歡喜看生死》，與大眾結緣。
◆ 「人心重建地標──平安鐘」活動，於台北東區頂好廣場設立平安鐘，做為時時提醒

台灣民眾危機意識的精神指標。





本年，法鼓山同樣以「祝福平安年」做為年度主題，聖嚴師父在新春

賀詞中指出，「心安就得平安，只要常常關心他人的平安，自己就有平

安。若能以智慧心來面對一切的狀況，自己就能獲得平安；能以慈悲心

面對所有的人，不但自己平安，也能夠使得大家平安。」

面對即將來臨的二十一世紀，法鼓山提出「心五四運動──二十一世紀

生活主張」，聖嚴師父表示，這是淨化心靈的「心啟蒙運動」，是結合法

鼓山創立十多年來，所提出的各種觀念與方法，以「心靈環保」觀念為

核心，而「四安」、「四要」、「四感」、「四福」、「四它」，成為五個

「四」的心靈淨化運動，稱為「心五四運動」。

這一年中，法鼓山延續各項921災後人心重建系列活動，除了擴大辦理

安心服務站的工作外，1月15日，和台中國立國家美術館合辦「感恩──

921災後人心重建紀念活動」；1月16日舉辦「歲末萬人灑淨、行腳──

為家園祈福」活動，象徵災後一切重新出發；9月20日晚上，於南投、東

勢、埔里、竹山四個安心服務站及台中分院，同步舉行「921周年祭──

用愛與關懷迎未來」祈福法會；9月21日上午，與台北捷運公司合作籌建

的「台灣人心地標──平安鐘」，於台北東區頂好廣場舉行揭幕典禮，由

聖嚴師父、台北市市長馬英九等多位貴賓共同主持。

在協助災後重建的同時，法鼓山亦不忘一向致力的普及教育，在3月3

至5日，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2000年心靈饗宴──聖嚴法師與台灣當

代名人對談」活動，邀請了雲門舞集林懷民、歌手張學友、作家侯文

詠、聯電董事長曹興誠，與師父進行三場對談。此外，8月28至

31日，聖嚴師父應邀出席於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千禧年世

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The Millennium World Peace

Summit of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Leaders），與來自全球一百多

位宗教領袖，一同探討如何運用宗教力量，消弭戰亂、貧窮與

環境等問題。

在迎接二十一世紀的此一關鍵年，也是法鼓山邁向第二個

十年的里程碑，此時此刻由聖嚴師父帶領所有法鼓人開啟「心五

四」這項深入佛法精神的啟蒙運動，承眾人的共願，必將可長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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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起，《人生》雜誌以全新突破性的大幅改

版，呈現與以往截然不同的創新風貌。

改版後的《人生》雜誌，不但在美術設計、編排

上更具現代化與國際化，瘦長開本的外型亦富人文

氣息；在內容上，更具廣闊的視野及深度，例如本

期的專題「改寫一場新人生」，專訪了聖嚴師父、

宏碁企業施振榮、和信醫院黃達夫、漢聲出版社黃

永松，暢談個人生命的改版，以呼應《人生》的改

版。

另外，並開闢了許多精彩的專欄，例如「佛教

藝術」、「隨師記行」、「西方來的菩薩」、「人生

月曆」、「填字遊戲」、「手繪法鼓山」，及由朱德庸繪圖、取材聖嚴師父所講

故事的「參畫頭」等，都為佛法注入更具現代且活潑的生命。

《人生》雜誌由東初老人創刊於1949年，聖嚴師父與教界多位長老法師、國

內外著名的緇素大德，均曾先後接手主編職務或在《人生》筆耕，共同為人

間佛教奉獻一分心力。因此，《人生》雜誌可說是在東老的悲願領導下，集

結教界力量共同成就的一份刊物。

創刊至今剛好屆滿五十年的《人生》雜誌，儘管隨著台灣經濟、社會結構

劇烈的變化，歷經多次轉變，弘揚正信佛法的理念卻始終如一。多年來，在

編輯群的群策群力、積極耕耘下，《人生》兼具佛法生活化與佛學研究的角

色，在國內教界擁有極高的普及率與知名度，可說是一本佛教界公認的指標

性刊物；而且，不少國外佛教研究學府和機構，也都以《人生》做為瞭解台

灣佛教的重要媒介。



01.08

由法鼓人文社會學院主辦、內政部指導的「新時代的家庭倫理──尊重與關

懷」學術研討會，本日於台北政治大學公企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行，約有一百

多位學者專家、政府單位、民間團體代表等與會。聖嚴師父並於會中專題演

講「心五四運動的時代意義」，為二十一世紀社會重建的心靈建設提供指標。

此次研討會，除了邀請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沈清松做主題演講外，並有台

灣大學心理系教授黃光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系教授鄔佩麗、政

大哲學系教授曾春海、《中國時報》社長黃肇松等八位學者專家，分別就心

理、社會、新聞傳播、哲學、教育、法律、輔導等方面提出論文。

另外，由於去年發生921震災，有關震災後的社會重建、家庭關係、心理輔

導等，亦為此次研討會的重點。在綜合討論中，安心服務團團長張葆樺報告

法鼓山於災區建置安心服務站及工作情形，與會人士對法鼓山投入災後心靈

重建的努力與心血，均給予極高的評價。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校長曾濟群表示，此次研討會以「新時代的家庭倫理─

─尊重與關懷」為主題，實感於近年來台灣社會亂象頻仍，其根本原因在於

對他人、生命、周遭一切的不尊重，更遑論關懷。因此，希望藉由學者專家

的研討，為社會大眾提供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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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的家庭倫理」學術研討會論文一覽表

1

2

3

4

5

6

7

8

尊重與關懷

──談家庭倫理的時代適應

兄弟姊妹的家庭倫理

由尊卑關係走向平等關係的家庭倫理

在「尊重」與「關懷」之外：

論新時代的家庭倫理

家庭與青少年問題：

以新角度來看舊問題

從傷慟到復原

從負責任的社會到負責任的家庭：

二十一世紀台灣的家庭倫理重建初探

資訊社會中媒體與心靈的淨化



01.23

本日上午，法鼓山於台北士

林官邸舉辦「第六屆佛化聯合

婚禮」，由聖嚴師父主持，並邀

請總統府資政吳伯雄擔任證婚

人、台北市市長馬英九和社會

局局長陳皎眉分別擔任男女方

主婚人、護法總會會長陳嘉男

伉儷為介紹人，共有六十四對

新人參加。

今年佛化婚禮最大的特色，

是有別於以往幾屆都在室內舉

辦，而改移到戶外進行。在法

鼓山義工團的巧手慧心布置下，官邸入口處由粉白、粉紅汽球組合成一對逗

趣、醒目的新郎、新娘玩偶，令原本幽靜的官邸多了一分喜氣與溫馨。

官邸的露天音樂台，經過粉紅色彩帶、紅色地毯及鮮花的妝點後，成為一

處高雅、莊重的佛化婚禮場地，釋迦牟尼佛像慈愛莊嚴地俯視眾生，深受新

人、雙方家長及賓客讚歎，連只是前來參觀的一般民眾都不免被它所吸引，

駐足流連許久。

聖嚴師父為新人授三皈依時指出，許多禮物都有用完的時候，只有「三寶」

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希望新人們能善用這份最珍貴的禮物。師父並期

勉新人們成為佛化家庭的基石，彼此互敬、互信、互諒、互助、互愛，一起

學習成長，攜手共行菩薩道。

01.22∼23

本日上午，聖嚴師父應邀出席由中華民國現代佛教學會、印順文教基金會

與台灣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等單位，於台大第二學生活動中心國際會議廳主辦

的「印順思想：邁向2000年佛學研討會」開幕典禮，並於會中進行一場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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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

聖嚴師父在「印順長老著述中的真常唯心論——我讀《大乘起信論講記》」

講題中表示，由於印順長老的關係，中國的佛教才能從傳統走向現代，從寺

院推展到社會。

聖嚴師父並提到，印順長老是一位以提倡「人間佛教」為己任的大師，印

老自稱這個思想是受到太虛大師的影響，但二者多少有些不同。師父表示，

他十多年來提倡人間淨土，也深受印老及太虛大師的影響，但亦多少有些出

入。師父鼓勵有心於佛法的研究者及修行者，能多閱讀印老的著作。

這場研討會為期二天，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李志夫、副所長惠敏法師、楊

郁文老師亦應邀於會中發表論文；與會學者還包括了來自中國大陸的中國社

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楊曾文、南京大學中國哲學與宗教文化研究所

所長洪修平、上海復旦大學教授王雷泉等，及台灣關懷生命協會理事長昭慧

法師、華梵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賴賢宗、南華管理學院宗教研究中心主任鄭

志明等十多位學者，共發表論文十八篇。

01.26

印度達蘭莎拉辯經學院院長

Damchoe格西、台灣辯經學院丹

增米滂格西，本日下午在曾任

達賴喇嘛翻譯的蔣揚喇嘛陪同

下，至農禪寺拜會聖嚴師父。

D a m c h o e格西首先對去年

（1999年）台灣發生921大地震

表達關切之意，表示當時西藏

流亡政府宗教部曾召集各寺

院、學院為此進行了多場消災

祈福法會。對此聖嚴師父除了

表示誠摯謝意外，也向他介紹法鼓山一直持續進行的災後人心重建工作。師

父還提及達賴喇嘛曾寄來一卷其特別為台灣人民祈福的錄影帶，師父請

Damchoe格西回印度後，代表法鼓山及其個人向達賴喇嘛致謝。

聖嚴師父透過蔣揚喇嘛的翻譯，向二位來訪的格西請教藏傳佛教中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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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正量修行觀念及方法上的異同，也旁徵博引歷史上許多禪宗漸悟、頓悟的

大師，為來賓解答對漢傳佛法中有關證悟的種種提問。

在為時近二個小時的晤談中，聖嚴師父與Damchoe格西就漢藏佛教之間的佛

法觀點及修行法門的異同，進行了一場幽默而風趣的對談，並就辯經院與佛

研所進行學術及師資合作事宜交換意見。

02.09∼18

法鼓山於 2月 9至 1 8

日，分三梯次於農禪寺

舉辦「第六屆在家菩薩

戒授戒」儀式，由聖嚴

師父、普獻法師及今能

長老擔任尊證師，約有

一千五百多人參加。

由於法鼓山已有二年

未傳戒，此活動一經布

達後，報名情況即十分

熱烈，原定八天、二梯

次的活動，短時間內即

額滿。報名者除台灣信

眾外，還包括來自香港、新加坡、加拿大及美國等地的信眾。為了廣傳大乘

菩薩戒，特別增加為三個梯次，約有一千五百多人受戒，盛況超乎歷年。

每梯次的戒期為四天，其間以聖嚴師父的說戒開示和戒子演禮為主。師父

於戒期中不斷強調學習做一位菩薩不僅要培養智慧和慈悲，還要有威儀，因

為菩薩行就是要以智慧的心態來消除自己的煩惱、困擾，並以慈悲心來幫助

他人；而日常生活的行住坐臥，要以佛法知見為引導，修養自己的身儀、口

儀、心儀，有好的威儀才足以化眾，如此即是菩薩自利利他的精神。

在菩薩戒證書上，聖嚴師父以「一師一門永遠實踐菩薩的三聚淨戒，同心

同願普遍建設諸佛的人間淨土」，及「以心五四運動的推廣淨化社會，以受菩

薩淨戒的功德重建人心」二對法語勉勵戒子們，可說為菩薩戒的精神做了最

佳註解。



在正授前一天，則為戒子們的歷代祖先與累劫冤親債主授幽冥戒，希望藉

諸佛菩薩的慈悲願力，為無量靈界眾生種下菩提種子。在正授典禮當天，戒

子們全身心的投入，使整個典禮充滿莊嚴、祥和的氣氛。

02.16∼21

本日起至2月21日，「第八屆台北國際書展」於台北世貿中心展開，法鼓文

化配合《人生》雜誌的改版，分別在A、C二區擴大展出。

已連續四年參加台北國際書展的法鼓文化，除了展場設計年年都有創新的

呈現，開展佛教出版事業的宏觀視野與腳步外，在出版品方面更見豐富的內

涵與多元設計。

今年適逢聖嚴師父七十大壽，會場展出記錄師父數十年來弘法歷程的《聖

嚴法師七十年譜》及收集師父歷年著作、全套七十冊的《法鼓全集》，引起不

少讀者熱烈的迴響。另外，師父的新書《公案一○○》、《漢傳佛教的智慧生

活》及《兩千年行腳》，也吸引了許多非佛教徒的讀者喜愛、購買。

17日下午，聖嚴師父親自至現場關懷專職和義工菩薩，並在新聞局人員的

陪同下，參觀、瞭解此次書展的特色，也特別到其他佛教出版社攤位關懷。

19日下午，法鼓文化應主辦單位之邀，於中書外譯館以「中書外譯現代達

摩」為題，談台灣佛教文化的推廣與創新，吸引了不少對佛教發展有興趣的

讀者聆聽。

此次台北國際書展是歷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共吸引了全球四十五個國

家、一千八百多個單位參展。法鼓文化在這場盛會中，也有機會深入一般的

閱讀市場，與大眾分享佛法的利益。

02.17

以《別為小事抓狂》（Don’t Sweat the Small Stuff）系列作品而享譽全球的美

國心理學家理察．卡爾森（Richard Carlson），本日中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

父，並與師父就「東方宗教 V.S. 西方心理學」的主題，進行近一個半小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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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談。

對於去年（1999年）台灣經歷

921震災，卡爾森博士十分關切地

表示，他來台灣之前，就已聽許多

人提及，在震災之後，聖嚴師父的

一些談話是災民心靈最大撫慰力量

的來源。他很好奇師父提出了怎樣

的安慰，又是如何帶領大眾做人心

重建？

聖嚴師父回答指出，「心安就有

平安」。災難發生後，他告訴大眾事實已經發生，為了生者、亡者的兩相安

寧，在悲傷中仍然要往未來看，這不只是從宗教的立場而言，也是由人本的

關懷考量出發。因為唯有生者的心理平安了，亡者才能安寧。

至於在執行方面，聖嚴師父表示，首要是輔導觀念的轉換，化悲痛、不安

或怨恨等各種情緒為正面的力量；接著，帶領他們參加禪修、念佛等宗教共

修活動，藉以提昇心靈層次；最後才是宗教信仰的推廣，讓他們找到心安的

基石。

聽完聖嚴師父的「處方」，卡爾森博士認同地表示，心理學和宗教均具有撫

慰人類心靈的力量，但前者只著眼於「治標」，後者卻能「治本」；不過，心

理學可以指引人們抵達瞭解宗教的境地。卡爾森亦不諱言地指出，西方心理

學有其有限性，較難根本解決問題，因為在諮商過程中總是透過不斷地「追

溯」，教人不停地回憶，有時反而引起更多的問題；而東方宗教教導人們放下

過去的經驗、想法，活在當下，的確是安定心靈的良方。

這場對談，吸引了不少媒體記者到場採訪，聖嚴師父和卡爾森博士也應記

者要求，提出生活處世的人生哲學之道。

卡爾森博士此行主要應台北國際書展主辦單位之邀來台訪問，他於2月16日

抵台後第二天，即抽空至農禪寺拜會聖嚴師父。

02.21

本日，聖嚴師父率領中華佛學研究所副所長惠敏法師、護法總會會長陳嘉

男、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校長曾濟群等十位弟子、一級主管，前往花蓮慈濟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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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精舍探訪靜養中的印順長老，

並拜訪慈濟功德會創辦人證嚴法

師，交換弘法、興學心得。

會談中，聖嚴師父表示，法鼓

山成立十一年，而慈濟已有三十

四年的歷史，希望此行能向慈濟

學習、請益；證嚴法師則謙虛地

表示，慈濟在文化和教育方面要

請師父多指導。

聖嚴師父強調，慈濟和法鼓山

二個佛教團體，雖然弘法著力點

上稍有不同，但是入世化世的方向卻是相同的。師父勉勵法鼓人以慈濟三十

四年的經驗為借鏡，效法其精神和信念，並期許未來法鼓山與慈濟可以透過

資源合作進行更多互動、交流。

二位在台灣、國際間頗負德望的大德面晤，引起各大媒體的重視，除了電

視新聞即日播出外，次日（22日）諸如《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日

報》、《自由時報》、《民生報》等平面媒體均有大篇幅的報導。

隨後，聖嚴師父等一行人轉往慈濟醫學、教育等事業單位參觀，對慈濟志

業的發展留下深刻的印象。

02.24

甫於今年1月上任的達賴喇嘛西藏宗教

基金會董事長旦增彭措．阿底夏，本日

上午與該會祕書長貢葛專程至農禪寺拜

會聖嚴師父。

阿底夏此行來訪，除了轉達達賴喇嘛

的致意外，並再次代表提出邀請，希望

聖嚴師父能至印度參訪，並就雙方交流

合作事宜進行討論。師父表示，漢藏佛

教的交流可從經典著手，例如中華佛學

研究所近年來便致力於宗喀巴、阿底峽



思想及《量論》的翻譯工作。

阿底夏表示，來台前，達賴喇嘛也曾提出相同指示，對於藏傳佛法中不足

的部分應加以補強，例如可進行《大毘婆沙論》的中文翻譯，裨能開啟藏傳

佛教的新視野。

阿底夏在聽了聖嚴師父的觀點後，除了深表讚歎，也主動表示，如果法鼓

山在經典翻譯工作推展上有需要協助的地方，該會很樂於提供相關協助。

3

完整而詳實記錄聖嚴師父七十歲

以前歷程的《聖嚴法師七十年譜》

（上、下冊），本月由法鼓文化出

版。

這套《年譜》全文四十六萬字，

厚達一千多頁，由任教於國立屏東商

業技術學院，為法鼓山資深悅眾的林

其賢老師所編著。作者對於編寫年譜

具有豐富的經驗，曾著作《李卓吾事

蹟繫年》一書。他在進行編寫《年譜》的過程中，曾遍讀聖嚴師父的著作及

早年發表在國內外各雜誌的文章，許多雜誌及書籍今已停刊或絕版，由於作

者的費心蒐羅，才使師父的作品得以重新公諸於世。

因此，聖嚴師父在文中稱讚道：「讀完這部長達四十六萬字的《七十年

譜》，深受感動。發現它的作者，既有耐心，也極細心，蒐羅到了這麼豐富的

資料。許多東西，連我自己也有意無意地早就遺忘了的，卻都在這部《年譜》

中現了原形。」

本書共分五卷，前三卷以「記言」為主，主要表現為概念的辨析與陳述，

以文字開示摘錄的內容居多；後二卷則以「記事」為主，主要表現為活動的

開展。對於想深入瞭解聖嚴師父的思想歷程及研究現代佛教的人士，這套

《年譜》的出版，可提供具有參考價值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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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05

本日起一連三天晚上，法鼓山於台北國父紀

念館舉辦「2000年心靈饗宴 聖嚴法師與當

代名人對談」，邀請了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

歌手張學友、作家侯文詠及聯電集團董事長曹

興誠，與聖嚴師父進行深度對談，每一場對談

均吸引了超過三千人到場聆聽。

在每場對談會開始之前，均安排了三十分鐘

的祈福法會，由僧團常住法師帶領全體與會大

眾持誦觀世音菩薩聖號及〈大悲咒〉，最後並為

921震災中的罹難者及社會大眾迴向，期盼人

心安定、社會平安。

3日的「當理性遇到感性」對談會上，聖嚴

師父談到，在看了林懷民的〈流浪者之歌〉舞

作後，心中很受感動，原來舞蹈中也可以有禪

機，從其中所展現的宗教情操與儀式，更看到

了深沉的文化修養和對佛法的感動。林懷民表

示，一直以為舞蹈和佛法是相反的，佛法講不

著相，但舞蹈卻全是色相的展演；佛法說禪

定，但舞蹈卻是顛倒夢想的創作；然而師父卻能

洞悉二者間的相通之處，令他很受震撼。二人也

表達了對台灣的愛護與對文化發展的信心，並

且共同呼籲：對台灣，永遠不要失望。

4日的「當佛法遇見E世代」對談中，聖嚴師

父期勉年輕朋友腳踏實地做人做事，對人多一

些愛心，對自己少一些困擾。有「歌神」之稱

的張學友除了與聽眾分享自己的學佛歷程，並

以自己如何在逆境中成長的經驗與年輕朋友共

勉。醫生作家侯文詠則分享佛經讓他受益良多

的經驗，他也勉勵年輕朋友，以善念待人處事，自然會有許多助緣來成就。

5日的「當宗教遇見科技」對談會，聖嚴師父指出，進入二十一世紀，大家

要多一份包容，少一份計較，凡事往大方向、大整體、大原則去思考，把眼



光放遠、心胸放大，腳步踩穩，如此對個人或社會大環境都有用。曹興誠則

強調，人類應融合應用科技、宗教、藝術，使這個世界更美好，屆時人類與

自然生態間，也可能取得新的平衡。

這三場對談活動最大的特色之一，在於這是國內宗教界首次進行網路實況

轉播。在法鼓山、互聯科技和SeedNet（數位聯合）的合作之下，無法至現場

聽講的民眾，也可以透過SeedNet網站，在電腦上觀看對談的現場同步轉播。

03.18∼19

護法總會自去年

（1999年）5月發起

「萬人推動理念」

的活動後，在全體

護法悅眾的齊心努

力下，已向「萬人

勸募，百萬護持」

的目標邁進。

為了感恩大家的

努力，本日起一連

二天，於法鼓山上

舉辦「十年法鼓緣

──萬人推動理念

感恩分享大會」，約有二百多人參加。

18日的晚會，由身兼組織發展室副主任及合唱團團長的李俊賢擔任主持

人，會中另安排有兒童舞蹈表演及合唱團的演唱，聖嚴師父親臨關懷大家並

頒獎、開示。師父指出，近年來法鼓山在社會上已樹立良好的形象，有許多

人很想回饋卻不知如何投入，師父勉勵大家發心接引這些人到法鼓山學佛、

種福田。

第二天的活動為環山介紹，為了讓與會的悅眾更清楚瞭解法鼓山目前的工

程進度及未來藍圖，特別安排總工程師陳洽由前來導覽、解說。

活動最後，僧團推廣院監院果舫法師開示勉勵大家，要常常發願，共同護

持、建設法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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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0

第十任總統當選人陳水扁，本日上

午專程至農禪寺拜會聖嚴師父。師父

以「利益眾生」四個字送給陳總統，

期許總統能以慈悲、智慧領導國家，

讓人民平安快樂、社會和諧安定。

陳水扁總統抵達農禪寺後，在聖嚴

師父的引領下，先至大殿禮佛、拈香

祝禱；隨後，在備好紙筆的方桌上親

自揮毫書寫師父送他的「利益眾生」

四字。他向在場的人士表示，會將這

四個字牢記在心。師父還送陳總統數

語：「安人始能成事，敬人者人恆敬

之。對人均宜尊重，寬大者化敵為友。氣度格局廣遠，愛己愛人愛世界。慈

悲謙虛待人，智慧果斷理萬事。慎防身邊遠煩惱，隨時提起放得下。」

會談中陳總統表示，去年（1999年）他參加台北市長選舉落敗後，展開一

系列學習之旅，行程中亦曾到農禪寺向聖嚴師父請益，當時師父送給他二句

法語──「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令他豁然開朗、茅塞頓開，也讓

他有勇氣在很短的時間內再站起來，承擔更大的責任。而在他當選總統後，

師父又送他──「以慈悲的感性照顧所有的人，以智慧的理性來處理一切事」

法語，這將會是他在未來擔任國家重責大任時遵循的原則。

聖嚴師父表示，雖然他不懂政治，但向來都鼓勵大家踴躍投票，表達對國

家、社會的關心，因為台灣的安定可以帶動全亞洲，甚至全世界的安定。以

佛法來說，一念之間可以使國家、社會得到利益，也可以讓國家、社會受到

損害。師父相信「公門好行善」，陳總統一定會以慈悲和智慧帶領國家邁向更

美好、更寬廣的未來。

一直專注聆聽聖嚴師父開示的陳總統說，他很認同法鼓山「提昇人的品

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他並表示，人的盡頭就是宗教的開始，宗教的

力量是無限的、偉大的，台灣要成為文明社會，精神建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色，未來台灣要成為真正的人間淨土，必須從提昇二千三百萬人的人品著

手。他期望在師父的指引下，能將台灣建設成為一個有心、有愛、有信心的

人間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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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7

本日晚上，聖嚴師父應邀參加由新竹交通大學主辦、清華大學和工業技術

研究院等協辦的「人文與科技三賢鼎談──挖掘科技人的溫柔」鼎談會，與

清大校長劉炯朗、交大校長張俊彥於交大中正堂演講廳對談，吸引了滿場近

一千五百人聆聽，其中多半是二校的學生。

聖嚴師父首先呼應對談主題指出，科技與人文除了相輔相成，也應該互相

擁抱，以人文的精神帶領、指導科技發展的力量，提昇科技的運用層次，避

免產生不良副作用，方能真正造福人類，促進心靈的成長。

有關基因工程部分，聖嚴師父表示，生命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而是

物質與精神的結合。佛教認為，這一生的來臨，是連接著過去生；結束之

後，又會到另外一生。例如同一對父母所生的兄弟姊妹，會有不同的聰明才

智，並不完全是靠基因，而是和過去生所積聚的福報、智慧有關。

劉炯朗校長則表示，科技本身並無善惡之分，為善為惡端視人類的智慧，

他認為適宜而嚴謹的法令規範是必須的；張俊彥校長同樣表示，科技就像一

把刀，兩刃分別代表正義與邪惡，科技人帶著這樣的利器，更應該懂得善加

利用。他們也一致肯定，科技人應以人文陶冶性情，才能讓科技走上正道，

服務人群。

談到如何涵養、挖掘科技人的溫柔時，二位校長不約而同地指出，科技研

究本身的確是冰冷的，但追求真理、實現理想的熱忱與專注是熱情的。他們

表示，如果能再加入藝術、宗教、文學等柔軟心靈的良方，將是科技創意的

源頭活水。

為時二個小時的對談，從熱門的網際網路、基因工程到財富、自我生命的

探索；從《六祖壇經》、《金剛經》、《聖經》，到老莊思想等豐富內容，三人

妙語如珠，幽默風趣，令現場聽眾受益匪淺。

03.27

本日，聖嚴師父在出席當天晚上於新竹交通大學舉辦的三賢鼎談之前，特

別應邀前往參觀位於新竹科學園區的工業技術研究院與聯華電子集團，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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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欽泰院長與曹興誠董事長的熱情接待。

聖嚴師父在對聯電全體主管開示時指出，法鼓山弘揚佛法、推廣禪修，是

希望幫助大眾建立正確的觀念，開發慈悲與智慧。而在面對高科技、高壓力

的工作環境中，要有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的「智慧」，及欣賞、

包容、原諒別人錯誤的「慈悲」。

曹興誠推崇聖嚴師父推廣佛法不談鬼神、神通，而以生活化的方式鼓勵人

們以感恩、感謝的心對待周遭事物，提倡即學即用等觀念，讓人一改佛教消

極的負面印象。他也讚歎法鼓山推廣的禪修，非常適合企業界人士修行。

在工研院，聖嚴師父特別針對環保問題指出，廢棄物再利用的研究雖然要

做，但更究竟的方法是從源頭的減少或重複使用物資的觀念著手；師父並強

調，唯有結合科技的發展和人文的思想，才能夠建設人間淨土。

03.28∼06.13

由台南成功大學公共事務研究中心主辦的「國家通識教育講座──跨世紀

的思維」遠距教學，本日下午邀請聖嚴師父在政治大學商學院遠距教室，擔

任第五場演講人，專題演講「宗教與人生」，由政大校長鄭丁旺主持，與談人

有中央研究院院士吳京、李亦園及華梵大學校長馬遜。當天除了現場滿座的

學生，全省十三所大學的選課學生，也透過遠距教學方式同步上課。

講座中，聖嚴師父由淺入深地闡釋「什麼是宗教」、「宗教的信仰」、「宗

教的生活」及「宗教的修養」。師父表示，台灣民眾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有宗教

信仰，但大都停留在信仰靈異的階段，亦即求長壽、求平安、求財富。這樣

的信仰層次不高，也不太健康，無法提昇心靈層次。

聖嚴師父又將信仰分為八類：急診型、賄賂型、證人型、存款型、健身

型、愛與施型、倫理道德人品提昇型、超越自我型。師父表示，法鼓山所推

動的「提昇人品，建設淨土」的理念是屬於第七類型的最佳實踐者，而任何

一種宗教都可從基礎信仰提昇到宗教的修養。

這一系列講座共有十四場，由教育部贊助及指導。自今年2月29日起，每週

邀請國內外自然、社會、生命、文史哲等四大領域中聲望卓著人士，包括李

遠哲、張忠謀、王永慶、何大一等十四位，以「跨世紀的思維」為主題，於

全省十三所大學開講，每一場次有一位主持人、一至三位與談人參與授課，

為時三小時；一般民眾也可以上網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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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

《西藏生死書》作者索甲仁波切在大元

文教基金會姚仁喜陪同下，本日至農禪

寺拜訪聖嚴師父，在一小時的會談中，

雙方就漢藏佛教對空性、中陰身、臨終

關懷等異同，進行精闢的討論與交流。

索甲仁波切對於漢傳佛教如何闡述

「空性」，表示高度的興趣。他指出，在

西方世界，空性一詞很容易與虛無主義

產生聯想，所以他的著述中多以「心性」

代替。另外，有關「因果定業可不可轉」

的問題，他表示在藏傳佛教中有許多經

典記載，一個人若能真心、長期的懺悔修行，是可以化解、消除業障。

針對同樣議題，聖嚴師父回應指出，在漢傳佛法的中觀、空觀，罪、業的

自性也是空的、不存在的，同樣能藉由懺悔修行來化解，只是需要很長的修

行時間。仁波切則喟嘆表示，以他個人經驗及觀察所得，一般人在日常生活

中，總是被「習性」牽著走。

對於索甲仁波切的體察，聖嚴師父表示，對於佛法的概念性理解，只能讓

人暫時減輕煩惱；若不能落實於生活中，就很難知煩惱、伏煩惱，進而消除

煩惱。索甲仁波切此行係應大元文教基金會、中華慧炬佛學會之邀來台弘法，

離台前特別至農禪寺拜訪師父。

04.12

聖嚴師父本日晚上應台灣大學之邀，於該校思亮館國際會議廳主講「我的

學思歷程」，雖然這場演講為台大校內的活動，由於師父備嘗艱辛且富傳奇色

彩的學思歷程，吸引了校內外人士前往聽講，連走道上都坐滿了人。

演講一開始，聖嚴師父回憶當年留日回台時，因為宗教身分而無法進入校

園；三十年後，終於經由台大共同教育委員會的邀請，得以進入台大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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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除了說明台灣社會日益開放，也足見社會對佛教已有正確的認識與正面的

肯定。師父表示，以前佛教常被誤以為是迷信的宗教，為了打破一般人的誤

解，他才走上學術之路。師父並談到，他回到台灣在文化、東吳二所大學擔

任教授後，即開始重視本土與現代的課題，至今未放棄研究的師父表示，其

基本態度為﹕「古為今用，溫故知新──將文化遺產用於現代；立足中華，放

眼世界──本土化、國際化」。

演講結束前，特別開放現場發問。對於青年學子們最感興趣的生涯規畫，

聖嚴師父表示：「一生中沒有一定要完成的事，但時時都在完成之中，並盡

最大的努力完成現在能完成的。」師父「活在當下」的精神，令全場聽眾為

之動容。這場講座，是台大共同教育委員會主辦的「通識教育論壇系列」之

一。該系列論壇內容定名為「我的學思歷程」，邀請的對象皆為社會各界菁

英，包括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院士李亦園、胡佛，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

等知名人士，師父是台大第一次邀請宗教界人士擔任主講者，足見社會對師

父的肯定。

04.14

本日下午，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於台北圓山飯店十二樓的會議廳，舉辦一場

「跨越2000──追求卓越」大師對談，邀請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與聖嚴師父

對談，希望從二位大師對談的智慧中，帶領大家邁向卓越的新世紀。

對談會由台灣大學校長陳維昭

主持，對談主題從「從人類社會

的發展談生物科技與資訊科技的

未來」、「多元文化的培養與社會

價值體系的創造──多元文化與族

群」，到「全球化與本土化」，環

環相扣。

聖嚴師父表示，人類雖然很有

智慧，但也很殘酷。智慧的是，

運用科技造福人類；殘酷的是，

在二十世紀中，人類因為戰爭、

政治與宗教迫害、種族歧視及種



種非自然方式而死亡的數目很多。師父希望人類科技的發展是造福人類，而

不是讓科技將人類帶向死亡、戰爭。他呼應李遠哲所提人類共同解決問題的

「地球村」想法，但更進一步提倡眾生平等的「宇宙村」觀念，希望成為二十

一世紀思考的新方向。

針對基因工程的發展，聖嚴師父認為無論科技如何的發展，對生命的平等

對待與尊重是不變的。李遠哲也肯定基因工程在醫療對人類的貢獻，人類未

來可以依意願生育自己想要的小孩，但他也強調「人生而平等」、「職業無貴

賤」，舞蹈家和清道夫對社會同樣有貢獻，重要的是活在世上快不快樂。在文

化方面，李遠哲認為沒有哪一個文化是優越於另一個文化，不同文化間的人

應該互相瞭解、互相尊重，才能減少彼此間的誤解。師父也認同在多元文化

間，人們應該彼此尊重。

最後，在談及關係緊繃的兩岸問題時，聖嚴師父指出，雙方應以慈悲心來

面對，才能為全體人類帶來安全和福祉。李遠哲則認為，兩岸存有許多誤

解，誤解消除後，應該能走在一起，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文化、血統，沒有理

由互相敵對。這場對談吸引了近千名民眾聆聽，Seednet、Teraspawn二個網站

並進行實況轉播，以嘉惠無法至現場聽講的民眾。

04.16

本日下午，護法總會於農禪寺舉辦「萬人推動理念──滿點加油感恩聯誼會」

活動，約有來自全省各地近三百位悅眾菩薩參加。

護法總會會長陳嘉男致辭時，首先感謝菩薩們多年來的奉獻，並期勉大家

以佛法來感動自己，進而感化他人，從自心的淨土做起，共同護持、提昇法

鼓山的護持人數和品質。於勸募分享單元之後，聖嚴師父親自頒發經由這次

活動而發心加入榮董者的證書及參加「滿點加油」活動的菩薩感謝狀。師父

說明「滿點」代表每次階段圓滿了以後的歡喜，「加油」代表要永遠持續下

去。他勉勵大家要以永不歇止的願力，為弘揚佛法及法鼓山的理念而加油。

為展現法鼓山的精神，並提供嶄新的活動內容，活動總幹事李俊賢和設計

小組特別結合劇場的觀念和法鼓山的環保理念，利用3月18日在法鼓山上舉辦

的感恩分享大會的舞台布景，展現出精緻的創意，例如現場的小麥草代表讓

菩薩們種福、培福的福田，燭光則代表薪薪相傳的意義等，充分表現出護法

總會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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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期勉悅眾發願以佛法自利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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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8∼05.02

來自俄羅斯、現任聖彼得堡

大學東方研究所（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Saint-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副所長Pavel

L. Grokhovski，於4月28日至5

月2日至法鼓山參訪，其間參觀

了農禪寺、齋明寺、中華佛學

研究所、法鼓文化等法鼓山事

業體，對於聖嚴師父將法鼓山

建設成為國際性佛教園區的恢

宏心願，十分讚歎。

Pavel參觀中華佛研所時，由所長李志夫、副所長惠敏法師親自接待，Pavel

特別向李所長提出邀請，希望中華佛研所能派員參加今年10月於俄羅斯聖彼

得堡大學舉辦的一項國際會議，並期望屆時能締結姐妹所合作關係。

提及與聖嚴師父的因緣，他表示是透過師父在英國的弟子約翰．克魯克博

士（ John H. Crook） 的關係，而後開始閱讀師父的英文著作，後來並與紐約

東初禪寺洽談將師父的英文著作譯成俄文在俄羅斯出版事宜。

由於Pavel也是聖彼得堡佛學中心的主持人之一，1998年聖嚴師父接受該中

心之邀前往主持禪修時，便是由Pavel協助將英文翻譯成俄文，使該次禪修活

動圓滿。Pavel表示，希望未來能將佛法有系統地介紹給他的國人。

年僅二十八歲就已擔任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研究所副所長的Pavel，此行是應

全球青年領袖會議之邀來台訪問，會議結束後，特別造訪嚮往已久的法鼓

山。他表示，這是此次台灣行中最充實的行程。

05.04∼06.08

由法鼓山基金會策畫、主辦的「閱讀聖嚴系列」講座，自5月4日起一連六

週，邀請多位知名作家於台北安和分院導讀由法鼓文化出版的九本聖嚴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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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寰遊自傳》著作，以多元面向剖析師父旅行文學作品的豐富性。

一般社會大眾對於擁有日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的聖嚴師父的第一印

象，大都是一代高僧的嚴肅形象；對於師父的著作，也多半以為只有講經說

法，無法一窺師父的廣博學識與國際視野，甚為可惜。為使更多人能一探師

父在其遊記著作中所描寫的景物，及分享師父在行腳中的體驗，因而舉辦此

一系列的導讀課程。

誠如聖嚴師父在著作《空花水月》的自序中提到：「我的每一本遊記所

載，便是以佛法與人接觸的實情，讀我的遊記，所得的訊息，要比僅僅見我

一面豐富得多。等於伴隨著我周遊各地，聽了一場又一場的佛法，做了一場

又一場的佛事，見了一項又一項的弘化故事。」閱讀師父的遊記著作，除了

與師父神遊各地外，更可從字裡行間享受法益。

6

法鼓山為因應各界的需求，於今年5月成立「禪修推廣中心」後，6月份起

陸續推出「禪修指引」、「戶外一日禪」、「基礎禪一」活動，以專業、系統

化的方式，開發多種新型態的禪修課程。

這些課程的內容，主要以播放聖嚴師父講授禪修的錄影帶為主，並有農禪

寺僧團法師或具有多年禪修經驗且經受訓的資深悅眾擔任講師。在這些初級

接引性質的課程中，學員不一定要盤腿，且不強調宗教儀式和佛學名相，而

是著重在引導學員真正體會「行住坐臥皆是禪」的喜悅。

其中，「禪修指引」課程並開放機關團體、公司行號、學校社團等單位申

請，禪修推廣中心可派人前往指導，讓因為工作忙碌或受限場地等因素的民

眾，亦能有機會體驗禪修的好處。這項課程推出後廣受各界歡迎，包括時報

「閱讀聖嚴系列」講座

5月4日

5月11日

5月18日

5月25日

6月1日

6月8日

遨遊世界的文學之美

故國山河行腳

恍如隔世話童年

古文明發現之旅

開礦冶金的處世智慧

追探世界的堂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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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公司、ET TV、南山人壽、台灣銀行、台東救國團、奇岩傑士堡社區等機

關團體皆提出申請，甚至將課程納入他們的員工或會員教育訓練課程中。

除了這些基礎課程，禪修推廣中心也規畫了一系列的進階課程，包括初級

禪訓班和精進禪一、禪二、禪三，以及初階、中階、高階、默照、話頭禪七

等，提供有心深入禪法的人可進一步修習。

06.19

為了感恩佛教界多年來對國家社會的貢獻，陳水扁總統在新政府就職滿月

前夕的本日，特別在總統府舉辦一場茶敘，宴請佛教界大德。聖嚴師父由於

赴美弘法，由僧團監院果竣法師和法鼓山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果肇法師代表

出席。

陳總統在致辭中表示，長久以來，佛教界以宗教的慈悲、博愛、無私無我

的奉獻，令人感動。尤其是在921大地震之後，佛教界在重建工作方面充分發

揮了服務、奉獻的精神，令人感佩。他代表政府和人民向佛教界致上感謝之

意，並承諾將實踐選舉時提出的「宗教白皮書」理念，以服務、解決問題的

方式，代替過去「管理」宗教的態度。

除了感謝佛教界對國家社會的貢獻外，陳總統並提及他的辦公室掛著聖嚴

師父贈送給他的法語墨寶──「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讓他在面對

許多事情時，能夠自我提醒。

出席這場茶敘的佛教界人士，包括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心長老、中華民國

佛教青年會理事長淨耀法師、佛光山住持心定法師等多位大德。

07.22∼23

本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南下高雄，主持祈福法會和進行關懷護法信眾

的活動。

22日晚上的「祝福平安 皈依祈福法會」，於高雄縣勞工育樂中心舉行，

高雄市市長謝長廷、高雄縣縣長余政憲皆蒞臨與會，約有二千名信眾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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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千多人皈依三

寶。

法會在僧團法師帶領大

眾恭誦〈大悲咒〉、《心經》

後，揭開序幕。聖嚴師父

在開示中勉勵大眾，如果

每個人都能懷著感恩與祝

福的心，從知福、惜福到

種福、培福，則每一個人

都可以在踏實的修行中，

為自己尋得一片心靈淨

土，也為家庭、社會、國家帶來幸福。師父並期許新皈依的弟子們能修福、

修慧，透過幫助他人、拜懺、念佛等方式來安定自己的心。

23日，聖嚴師父分別出席了於高雄縣勞工育樂中心舉行的「南區勸募會員

暨信眾聯誼會」，及於大崗山高爾夫球場舉行的「南區榮譽董事暨菁英禪三聯

誼會」二場活動。師父期許大家能在日常生活中落實佛法，運用慈悲和智慧

讓生命更有意義。

聖嚴師父在高雄期間，除了出席上述三場活動外，亦藉此行回到他閉關六

年的美濃朝元寺，受到該寺住持、也曾是師父日本立正大學同學的慧定法師

及住眾們的熱烈歡迎。師父特地到朝元寺開山祖師能淨老和尚的舍利塔前頂

禮，並帶領隨行的四眾弟子為老和尚誦念《心經》。

08.02∼03

法鼓山僧團本日舉行「第二屆僧團大會」，由聖嚴師父擔任主席，中華佛學

研究所副所長惠敏法師擔任主持人，會中正式通過「法鼓山寺組織章程」，象

徵僧團進入法制化、制度化，將帶領法鼓山全體邁向新的里程。

會議中，聖嚴師父勉勵大家，法鼓山正邁向第二個十年，迎接新世紀的來

臨，大家要以更寬闊的胸襟和遠見，推廣漢傳大乘佛教的禪修法門，培育僧

俗人才，推動法鼓山大普化、大關懷、大學院三大教育，以達全面教育的使

命，促進佛教現代化、國際化及宗教間的交流與互助，將法鼓山建設成國際

佛教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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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二天的會議，首日先遴選

出僧團代表，並提出「法鼓山寺

組織章程草案」；次日，僧團代

表經過一整天的縝密討論後，正

式通過了「法鼓山寺組織章程」，

做為僧團運作發展的依據。

章程中，確立了法鼓山僧團的

宗旨為秉持釋尊遺教，由十方清

淨海眾，依止正知、正見、正

信、正行的正法，勤修戒、定、

慧三學；並發揮漢傳大乘菩薩的

度世精神，以禪修、教育為主，推展法鼓山的共識，完成自度度人、安眾化

眾的如來家業。

另外，為擴大社會關懷，加速弘法的腳步，在組織分工上，除了設立都監

院、事務院、教育院之外，另增設禪修推廣中心、佛學推廣中心、關懷中

心，未來還將開辦培育僧才的佛學院，同時也將加強與各事業體的互動關

係。

08.05

為了慰勉長期在921災區奉獻的義工菩薩，法鼓山安心服務團本日下午於農

禪寺舉辦「安心義工關懷聯誼──與師父有約」活動，約有三百人參加。

自921大地震發生以來，法鼓山與為災後人心重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其中尤以安心服務團深入災區慰訪災民的工作，深受大眾的肯定。一年

來，一批批義工的投入和努力，已在東勢、埔里、竹山、南投等地有了顯著

的成效。

聖嚴師父在開示中，感謝大家奉獻自己的時間和精神，並表示，法鼓山協

助災民的方式不只在救濟和救難二方面，更重要的是以佛法協助災民進行心

靈的重建。師父進一步說明，心靈重建需要的時間長，效果卻不可能一蹴可

及，因此他勉勵大家，慰訪關懷雖然辛苦，卻是影響最大、最長遠的，大家

有佛法為後盾，把佛法的觀念和方法帶給災民，也可為自己加油、打氣。師

父更鼓勵來自災區的義工菩薩，治療自己傷痛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幫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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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傷痛。

活動中，安心服務團的專職向大家報告安心服務站的服務工作和活動成

果，並安排三位代表分享慰訪的經驗，接著由聖嚴師父親自頒贈感謝狀予熱

心義工代表。

最後，聖嚴師父特別留時間讓義工提出慰訪時碰到的問題，並為大家解

惑；活動結束前，師父還為尚未皈依者舉行一個簡單隆重的皈依儀式，希望

大家抱持救苦救難的菩薩精神，時時為世上所有受苦難的人們祈福和服務。

08.06∼09.02

佛學推廣中心為培育佛學講師，讓佛法能普及於社會各階層，本日起至9月

2日，分別在農禪寺和安和分院舉辦第一階段「學佛五講」試講活動。

參加培訓的講師都是由法鼓山各地區推薦而來，多為學校老師，也有服務

於企業界、司法界、藝文界的菁英。在試講活動前，講師們針對「學佛五講」

課程，都已先行設計與討論教案，並各依組別，分別試講與相互研究，讓彼

此透過觀摩、研討來提昇教學品質。他們都是在忙碌工作之餘，義務奉獻的

義工，但卻都表示，因為投入這個活動，反而是學習最多的人，真正是在

「利他」中得到「自利」。

佛學推廣中心果雲法師表示，佛學弘講活動不僅要推廣到全省各地，還計

畫往海外推展，讓更多人得到佛法的好處。而為了讓講師們能以生活化的方

式來宣講，佛學推廣中心將安排專業弘講技巧的課程培訓，讓講師們除了能

針對聽眾的需求，還能結合扎實的經藏基礎與豐富的生活體驗來授課。

08.09                               

本日下午，中華佛學研究所於農禪寺舉辦「佛教教育與佛學研究」座談

會，邀請了在華梵大學、國防醫學院、銘傳大學、輔仁大學、玄奘大學等十

所大專院校任教的二十多位青年學者與會，分享彼此辦學的經驗，聖嚴師父

全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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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由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主持、李志夫所長擔任引言。聖嚴師

父在致辭中指出，二十多年前，僧眾是無法走進校園授課的，現在不僅許多

大專院校設有佛學課程，出家眾的教學資格和能力也受到肯定；但如果就整

個學術領域來看，佛學研究的人才還是相當有限。師父以「不進步就是落

伍，落伍就是滅亡」，勉勵與會學者更精進致力於佛法的研究與弘揚，並邀請

大家提供寶貴的意見，為佛教的高等教育共同努力。

08.10

由名作家施叔青執筆、時報出版公

司出版發行的《枯木開花──聖嚴法

師傳》，本日在台北國家圖書館舉辦

新書發表會，聖嚴師父以書中傳主身

分出席。

聖嚴師父在致辭時表示，在閱讀這

本以自己為藍本的傳記時，心裡覺得

很感動，因為施叔青女士很辛苦地走

訪了他在國內外的友人、弟子們，並

且很客觀地將他們的印象及看法表達

出來，而這些人看待他的許多觀點，

是他原先不知道的。師父並表示，這

本書不是佛書，但希望它的內容也能

對社會大眾有所啟發。

作者施叔青女士在致辭時表示，

《枯木開花》一書共十九萬字，是她

在過去八個月期間，幾乎是廢寢忘

食、全神投注的情況下完成。同時也是聖嚴師父弟子的她表示，自己把寫傳

當做修行，日子過得極為充實，心境一直保持前所未有的穩定，平生首次體

會到佛法的妙用，寫作過程中有如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所攝，感覺自己正走入

一位高僧大德的內心世界，也從中真正認識了佛法。

施叔青並表示，這本書是勵志性的，因為聖嚴師父的一生總是在無路中找

出路來，把逆境當做增上緣。以師父微寒、沒有背景的出身，卻能憑著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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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縮的意志力，成為今天聞名國際的禪師，這樣的精神對於現代社會來說，

無疑是一股清流，她期許這本書能發揮明礬的功能，澄淨、沉澱人心。

出席這場發表會的嘉賓，有國立藝術學院教務長惠敏法師、《中國時報》

副董事長余範英、《中國時報》社長黃肇松、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總統

府資政許信良、親民黨副主席張昭雄、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園、前監察委員

王清峰、導演吳念真等多位聖嚴師父的友人或弟子與會，並一一上台與現場

大眾分享閱讀此本傳記後的心得與收穫。

配合《枯木開花──聖嚴法師傳》的出版，時報出版公司並準備了五百本

限量精裝紀念版義賣，所得將全數捐予「921震區受損家園復建服務團」、

「921希望工程──雲門舞集生活律動教學」二個團體。

08.12

本日上午，法鼓山青

年學佛會（簡稱法青會）

於台北台灣師範大學綜

合大樓二樓展覽廳，舉

辦成立同心茶會，約有

二百位創始幹部和曾經

參加過活動、或認同法

青會成立宗旨的青年朋

友熱情與會。

會中，法青會輔導師

果竣法師以「繼往開來」

勉勵會員們，並分享自

身的學佛經驗，鼓勵為佛法的弘揚和創新盡一份心力；接著，頒發感謝狀予

十位校園代表。活動中並安排觀賞聖嚴師父「四海慈悲行」錄影帶、小組分

享和幹部介紹等。

青年學佛會的前身原是「大專青年學佛會」及「青年營隊」，有鑑於二個單

位多年來深入各大專院校，透過禪修及經典研讀活動，接引了許多青年學子

親近佛法，為了讓更多青年學子也能分享法益，在既有的基礎上，擴大組織

以「法青會」之名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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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7

本日，法鼓山於台北國家圖書館舉辦一場「預約人文世紀──給21世紀多

一些人文關懷」記者會，除正式將「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介紹

給社會大眾，同時呼籲大家重視人文精神的涵育。

記者會中，另安排了一項捐贈儀式。凌陽科技企業創辦人之一施炳煌及其

夫人吳宜燁，由於非常認同獎基會以人文教育、社會關懷為出發點及法鼓山

的理念，認為科技人應該為社會多做些人文關懷的回饋，於是決定捐贈現值

二億元的股票贊助獎基會，同時以此紀念父母的養育之恩。原本二人對捐款

一事非常低調，堅持不願曝光，但在聖嚴師父「拋玉引玉」的鼓勵下，才現

身呼籲大眾共同成就。

儀式中，當聖嚴師父回贈施炳煌夫婦一面「布施的人有福，行善的人快樂」

匾額時，二人流下感恩的淚水，感謝法鼓山讓他們有學習的機會，並表示將

盡心盡力護持佛法。他們的真情流露，讓現場許多人感動落淚。

聖嚴師父表示，於今年1月10日成立的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是

為了紀念已逝的恩師東初老人，希望以聚沙成塔的方式，鼓勵各界人士為紀

念自己或親友而設立永久紀念的獎助學金，獎勵各種與人文相關的研究，並

培育人才，彌補科技發展帶來的危機。

記者會由媒體工作者葉樹姍小姐主持，多位來自各界的嘉賓亦出席與會，

包括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楊國樞及院士李亦園、前教育部部長楊朝祥、雕刻家

朱銘、導演吳念真、琉璃藝術家王俠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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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7

聖嚴師父本日中午應台大醫院之邀，於該院第七講堂專題演講「生命的態

度」，聆聽者以該院員工為主，亦開放前來就醫的民眾參加，會場座無虛席。

這場演講由台大醫院院長李源德擔任引言，李院長在引言時比喻，聆聽聖

嚴師父的智慧開示就好比為心靈重新洗滌，他希望院內同仁在法喜充滿的演

講會後，能以全新的心靈為病人服務。

演講中聖嚴師父談到，隨著人生不同階段的角色轉換，一個人的責任也會

跟著有所調整。所謂盡責，就是充分發揮一己的生命功能，即使遇到困頓，

也不輕言放棄。師父並強調，遇到逆境、挫折時，要從改變自己的觀念、修

正行為著手，並從中發現成長的契機。

聖嚴師父並以「生命有盡，我願無窮」勉勵大家，不要輕忽一己的能力，

以為一定成不了大事，如果許願係以利益他人為初發心，自然會有善緣來共

同成就。

生命中，不免會有成功與失敗，聖嚴師父表示，成功時，要知道這不是因

為自己的了不起，所以無須沉溺其中，反而更要奮發向上；失敗也不是因為

自己無能而造成，因此不要氣餒喪志，更不要怨天尤人。

09.04

聖嚴師父應台北市政府之邀，本日於市府大禮堂與市長馬英九進行一場主

題為「心靈物語──身在公門好修行」的對談，由媒體工作者葉樹姍小姐主

持，吸引了滿場市府員工和民眾聽講，二人幽默風趣的對話，令現場笑聲不

斷。

對談中，馬市長向聖嚴師父請益如何面對來自外界的誤解或批評？師父答

以「盡心盡力第一」。師父進一步表示，在盡了一己心力後，對於別人的期許

應該抱以感謝，對於批評則要感恩；感恩與感謝的心，讓人能常保心靈的平

靜，不會因細故就動怒生氣。

「但是如果都不反應，是否會讓對方覺得自己懦弱或虛偽？」對於馬市長的

疑惑，聖嚴師父表示，不是不能反應，只是在其中不要存有怒氣、妒恨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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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而是應該以慈悲和智慧來應對。

至於「面對繁瑣的公務，如何讓情緒保持穩定？」聖嚴師父建議，可先由

練習體驗呼吸的吐納入手，做好觀照呼吸的工夫；若能誠實面對心境起伏，

便能找到對治的下手處。

而在開放現場聽眾發問時，有市府員工反應：「公門怎麼好修行？還不是

長官一句話就算數！」聖嚴師父則表示，不管誰說了算數，在每個位子上都

要「安心、安身」，先做好自己分內的事，才能問心無愧。當名、實不能相符

時，有名無實或居上位卻沒有實力者，是很痛苦的；相對之下，只要有實力

把事情做好，不居上位也會覺得自己很充實。

09.11
e

本日下午，法鼓山於台北國家圖書

館演講廳舉辦一場名為「推動生命教

育大師鼎談──e世代的生命觀」活

動，邀請教育部部長曾志朗、台灣大

學校長陳維昭，與聖嚴師父暢談生命

之道及對e世代的提醒，由媒體工作

者葉樹姍小姐主持。

座談會中，聖嚴師父在笑談生死

間，出示了他的「生前意願書」，呼

籲大眾坦然面對身後事，讓生命更有

尊嚴。師父並以「搭車行旅」為例，

詮釋生命不是片段的存在，而是一段

連接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完整過程。就如同乘車的旅客，在整段行旅中，每

一站總有人上車、有人下車。

對於時下一些年輕人不時傳出飆車傷人與自殺事件，令聖嚴師父看到存在

於新世代生命中的茫然和盲從。師父憂心指出，在人類基因圖譜解開之後，

或許長生不老的願望將來會實現，但生命的真正價值恐怕也將因此被改變。

曾志朗部長則談到民初的「五四運動」，為國人帶來德先生（民主）及賽先

生（科學），卻忽略了賴先生（生活）。他認為這是生命教育中所欠缺的部

分，由於不懂得生活之道，導致時下年輕人的行為態度，常常是不懂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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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也不會尊重別人。

最後，聖嚴師父以「肉體生命有限，精神生命無窮」，說明個體生命在人類

智慧傳承的角色扮演。師父表示，每個人的生命同時受到時間及空間上的交

錯影響，處於宇宙時空之中，個體雖然渺小，卻不是孤寂的存在；之前，我

們受到前人的恩惠，之後，我們也將對後世形成重大的影響。能夠明白生命

生生相續的存在，知道此生之前有過去，以後也將有未來，心靈便能有所依

歸，從而發揮生命的影響力。

09.14

陳水扁總統本日上午於總統府約見

聖嚴師父，就目前社會上種種人心亂

象及921震災後心靈重建等問題，向師

父請益。

陳總統指出，台灣在歷經地震、颱

風等災害之後，社會上充滿了不安的

情緒，各項重建工作千頭萬緒，非常

需要法鼓山所推動的「心靈環保」來

撫慰災民受創的心靈。

針對陳總統的問題，聖嚴師父提出

了「在困境中找到希望，從安定中看

出危機」二句話，提醒大眾要居安思

危，化危機為轉機。師父表示，台灣是一個天災頻仍的島嶼，但在物質經濟

上並不匱乏，民眾普遍缺乏安全感、缺乏危機意識，過於追求名譽、地位、

財富，卻不知道內心真正想要的是什麼。事實上，台灣民眾缺乏的是「心的

安定」。師父強調，要解決這個問題，唯有從觀念的調整著手。解決的方式則

要從面對事實、接受事實開始，然後以智慧和慈悲的心去處理，盡心盡力之

後就不要再有罣礙，並且常懷感恩之心，如此就不會有埋怨、憎恨的心。

對於聖嚴師父的看法，陳總統表示非常認同，並談到他最近出訪非洲友

邦，發現他們國家雖小，國民所得也不高，人民卻生活得很快樂，就如同當

地居民所說的：「你們有手錶，但我們有時間。」這說明快樂並不是建築在

物質之上，而是在於健康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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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1

本日中午，聖嚴師父應立法委員聯誼會之邀，於台北來來大飯店專題演講

「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由立法院院長王金平擔任引言，這是該會

成立以來，首次邀請宗教界人士進行演講，約有近百位立委與會。

聖嚴師父在演講中表示，法鼓山所推動的「人間淨土」觀念，強調從每個

人的心靈淨化做起，聽起來似乎很抽象，實際上是具體可行的。例如在這場

演講會中，左右所坐都是朋友，每個人散發出來的心是安定、溫暖的，這樣

安寧、祥和的時空，就是人間淨土的展現。師父強調，法鼓山致力推廣「心

五四運動」為二十一世紀的生活主張，就是以精神啟蒙運動為主的生活教

育，期許能提昇人的品質，早日達成建設人間淨土的目標。

針對備受國內外人士關心的「兩岸危機」議題，聖嚴師父表示，政治環境

不斷在改變，大眾應有危機意識，卻不須擔憂、恐懼。「民族與文化是永續

的，政治是片段的、暫時的，處理兩岸政治情勢演變，需要政治人物的慈悲

胸懷與智慧眼光。」師父籲請與會委員們面對國事，應展現高度的慈悲與智

慧思考，才能為人民創造美好的未來。

09.30

聖嚴師父本日應台北縣政府之邀，首次前往演講，以「理性與感性」為

題，受到縣長蘇貞昌與縣府員工的熱忱歡迎，約有三百多位二級以上主管與

會。

演講中，聖嚴師父指出，一般人認為理性與感性二者是對立的，其實就佛

法而言，理性是無私的智慧，而感性是平等的慈悲；理性是不以自我的利

害，做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感性則是以平等心對待每一個人。因此，這二者

不僅不對立，更是相輔相成。

聖嚴師父也談到他的人生觀：「生命的價值，在於奉獻；生命的意義，在

於盡責任；而生命的目的，則在於追求快樂。」不過，師父所提對快樂的追

尋，與一般人的看法不同。師父表示，快樂有不同的層次，一種是狂喜，一

種是刺激性的歡樂，這二者都強調官能上的享受與刺激，是一般所謂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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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但是真正的快樂，應該是保持心情的穩定、身心的安定，不會受到任何

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也就是要常保平常心。

最後，聖嚴師父期勉縣府主管們在面對人事物時，能調和理性與感性，以

公眾的利益為利益，如此世間才能安和樂利。

10.04

本日晚上，法鼓山於新竹清華大學體育館主辦「菩提樹與蘋果樹的對話─

─探尋人類的智慧之光」座談會，邀請清華大學校長劉炯朗、交通大學校長

張俊彥、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史欽泰、聯華電子集團董事長曹興誠與聖嚴師

父進行座談，由《中國時報》社長黃肇松主持，吸引了近千人聆聽，以當地

的青年學子及科技人為主。

活動命名為「菩提樹與蘋果樹的對話」，構想源自於探討當菩提樹下證得正

等正覺的佛法思想，與在蘋果樹下啟發的科學知識相遇時，是否相輔相成？

還是激起更多的智慧火花？對談中，五位與會者皆肯定地指出，科技本身並

無善惡之分，為善為惡端視人類的觀念與智慧。聖嚴師父表示，人類因為發

明、創造的思考能力，而能延長壽命、保障生活；同時因為對人文的追尋與

探索，而讓心靈提昇、生活幸福。他認為二者都是重要而不應偏廢的，同樣

地，不論來自哪個領域，都應該彼此尊重，以展現豐富、多元的面貌。

當話題進入如何以人文涵養、開展科技人的溫柔，讓生活更美好時，與會

者不約而同地指出，「教育」

是不二法門；並表示，藝術、

宗教、文學等柔軟心靈的人文

良方，可以透過教育落實；而

教育更能提昇人品，朝向悲智

雙運的圓滿人生邁進。

為時二個半小時的座談會，

話題從科技到人文，歷史縱貫

由古至今，內容從東方佛經、

中國文學到西方音樂、藝術，

帶領聽眾從中探索科技與人文

的真諦與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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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對談會，清華大學、交通大學、聯電集團、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亦參與合辦，協辦單位則有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新竹法源寺、

新竹佛青會等。

10.10

西藏佛教噶舉派直貢法

王澈讚仁波切本日至農禪

寺參訪，並與聖嚴師父交

流漢藏佛教看法。

聖嚴師父表示，台灣目

前有不少修習藏傳佛教的

信眾，而漢藏體系實是相

融不衝突，密教的修行也

需要有顯教中觀論的基

礎，顯密只是方法不同，

最終的目標皆是發菩提

心、得解脫，最後落實在建設人間淨土之上。

直貢法王則強調，每一位修行人的必要基礎是具足善根，而是否具足善

根，可由對上師的虔敬心、前世是否有修行，以及今世的修行程度等多面進

行考量。他並指出，只要有信心、恆心且一門深入，任何修行法門都能有所

成就。

聖嚴師父與直貢法王結緣於今年8月在美國聯合國總部舉辦的和平高峰會，

當時師父即邀請法王來台參訪。

10.31∼11.06

10月31日晚上，桃園中正機場不幸發生新加坡航空空難，造成八十二人罹

難，五十多人輕重傷。刻在美國弘法的聖嚴師父聞悉後，於11月1日凌晨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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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關懷行動，並嘉勉、

感恩此次參與救援關懷工

作的義工們。

空難發生當晚，三十多

位桃園地區助念團團員即

趕赴設於中正機場過境旅

館的臨時靈堂進行助念關

懷。

翌日一早，桃園、中

壢、林口等地區六十多位

護法悅眾，又分別前往桃

園榮民醫院、大園敏盛醫

院、林口長庚醫院關懷傷者及家屬，並分送結緣小冊子及念珠。關懷中心果

東法師、齋明寺監院果建法師、助念團團長鄭文烈等多人，亦前往臨時靈堂

為罹難者助念。

11月2日，台北地區在前任念佛會會長江元燦的召集下，松山區、中山區、

大同區的召集委員與四十位義工也前往中正機場助念關懷。11月5、6日二天，

於桃園縣立殯儀館舉行彌陀法會，由果東法師主持，約有三百多人參加。

10.31∼11.13 

10月31日象神颱風過境，帶給台灣嚴重災情，尤其是北部基隆、汐止等地

區，受到基隆河水位暴漲影響，造成三十多人傷亡；台北縣三芝、石門等

地，則因雨勢過大，發生多處土石流淹沒民宅現象。

法鼓山聞訊後，立即以專案撥款方式，動員福田會成員以挨家挨戶的方式

進行慰訪活動，並至七堵、暖暖二處水災最嚴重的地區，針對獨居長者及低

收入戶致贈每戶慰問金三千元，傳達法鼓山對災民的關懷。

11月3日，台北大同共修處出動二輛九人座的廂型車，車上裝滿了爐具，以

及數十箱礦泉水、近四百份麵包、泡麵等，前往汐止災區「台北水都」，為處

於缺水缺電狀態的住戶們提供飲食。

11月6、13日，台北大同地區二十多位蓮友，前往二戶共八口遭到土石流活

埋的靈堂前助念，並致贈石門鄉乾華國小助學基金十萬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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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在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協助安排下，來自日本立正大學佛教部的三友健容教

授、三友量順教授，及由三友健容教授所指導的日韓博士班學生等一行八

人，於10月29日至11月4日來台期間除造訪法鼓山外，並參訪佛光山、慈濟、

玄奘大學、南華大學、新竹福嚴佛學院等佛教單位。

11月2日，一行人至法鼓山參觀中華佛研所，由副所長惠敏法師介紹電子佛

典協會、佛學數位圖書館等資訊設備，陳洽由總工程師介紹法鼓山工程。隨

後，一行人轉往農禪寺參訪，由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代表正在美國的聖嚴

師父接待。

三友教授表示，聖嚴師父是立正大學的傑出校友，對漢傳佛教的影響力日

益深廣，立正大學深以為榮。目前該校正準備設立「立正大學釋聖嚴法師學

術獎勵獎」，將師父三年前回母校演講時的捐款日幣三百六十萬元的孳息，做

為獎助費用，並以此鼓勵留學生學習師父的行誼風範及苦讀精神。

11.17

法行會慶祝成立周年，本日於台北力霸皇冠大飯店舉辦一場聯誼晚會，加

強會員交流，提昇團隊凝聚力。

當天聖嚴師父雖無法親自出席晚會，但於出國前預先錄下對法行會的祝

福，對於法行會成立一年來的努力表示肯定。師父指出，法鼓山是以推動精

神、理念、方法為目標的啟蒙運動團體，近年來帶動社會風氣及觀念的建

立，已受到各界高度的肯定；而且法鼓山的形象清新、具前瞻性，對於921災

後所提倡「人心重建」與「台灣，加油！」的運動，深獲大眾共識，對台灣

影響很大。師父強調，往未來看，更需要借重、倚靠法行會的智慧及創意，

也期許法行會接引更多人參與。

法行會會長鄭丁旺在致辭時表示，法行會成員來自社會各行各業的菁英，

因為認同法鼓山的理念及聖嚴師父的悲心弘願而聚在一起，成立一年以來，

會員成長率幾達一倍，他期許將來能更發揮凝聚力量，在社會各階層推展佛

法，並在穩定中不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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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會中，安排了由會員演出的舞蹈、擊鼓、歌唱等節目，會員們的多才多

藝讓人讚歎，整個活動在輕鬆、歡笑的氛圍中圓滿結束。

12.18

聖嚴師父推動「人間淨土」思想，並致力於文化教育，成效卓著，榮獲

「第二十屆行政院文化獎」，頒獎典禮本日於台北國家圖書館舉行。由於師父

正在美國主持禪七，由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校長曾濟群代表領獎，並宣讀師父

親自撰寫的〈從本土到全球〉得獎感言。

主辦單位以「人文學者宗教家」尊稱聖嚴師父，推崇師父不僅是一位國際

知名的學者、禪師、宗教領袖，更是一位教育家和傑出的作家，同時受到當

今佛教界及國際宗教人士的尊敬。

聖嚴師父在得獎感言中，強調自己的基礎在台灣，逾八十部著作中，多數

以中文為主，部分作品並已譯成二十多種歐亞文字，在世界各地流傳。師父

回溯三十多年的國際弘法行腳表示，雖然經常處於不同國家的生活環境中，

卻從不忘記自己的文化背景及民族源流是中國的。

有鑑於此，對於台灣文化的格局展現，聖嚴師父提出了多元文化視野的期

許。師父表示，多元文化是為全球化必然的準備工作，台灣在加強推展本土

文化的同時，必須要承先啟後；承先是對中國文化的回顧，啟後則是對世界

文化的前瞻；否則，台灣文化的環境便成死水一潭。師父指出，以歐美地區

的文化特性為例，幾乎每一個年代均能孕育出偉大的思想家，關鍵就在於

「溫故而知新」。

「行政院文化獎」是一項終身成就獎，也是國家頒發給文化界人士的最高榮

譽獎項。文建會主委陳郁秀推崇四位文化獎得主，一生孜孜不倦，是致力於

藝術、文化領域的苦行者、開拓者及創造者。對於他們的成就影響和個人行

誼，行政院不獨舉辦頒獎典禮，同時將自4月份起，陸續舉辦得獎人的相關學

術研討會，以彰顯得獎人的成就。

本屆文化獎得主，除了聖嚴師父，尚包括布袋戲宗師黃海岱、台灣文學領

航指標葉石濤、經典古籍校勘學泰斗王叔岷四位，由行政院院長張俊雄親自

頒獎，歷屆文化獎得主也出席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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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聖嚴師父正在美國弘法，頒獎典禮中特別播放一段預錄的

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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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8

美國公益電視台與紐約自然歷

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合作，製作一個

探討宇宙、地球及人類起源的專

題節目，特別邀請了各宗教、種

族團體代表齊來表達對此一論題

的看法。本日上午，果元法師前

往自然歷史博物館接受該台專

訪，代表了聖嚴師父在美國推行

禪宗佛法二十多年來，已引起美

國社會大眾的興趣與重視。

果元法師於訪問中開宗明義指

出，對宇宙、地球及人類由來這類問題，佛陀認為是不必窮追不捨的。因為

人的一生為煩惱苦痛所擾，尚且無法自拔，何必捨本逐末談這些形而上的問

題？法師引經據典說明，佛陀曾舉例，如人中箭，當務之急是趕快拔箭療

傷，而不是去追究此箭從何而來及為何而來。

果元法師進一步說明指出，追求宇宙、地球及人類的起源，一如圓圈無起

點及終點，是一種無意義的追求。接著，引《起世經》表示，若真要追究人

類從何處而來，可以說人類的祖先是從光音天來，到地球後因貪吃地球食

物，身形加重以至下墮地面而變成人類。此說也解釋了光音天人的業力驅使

他們來到地球，因此又產生了在地球上的業報關係。法師深入淺出且條理分

明的見解，充分表達了佛教對此類問題的看法。

美國公益電視台專門製作並播放教育文化及社會公益等寓教於社會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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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可說是執全美公益電視節目牛耳的電視台。其所製作的節目通行於數百

家公益電視台，並做為全美上萬所教育學院及中小學校等教學材料之用，甚

至還廣為全球各國教育電視台所翻譯轉播，影響力非常大。

03.15

紐約象岡道場所在的地方新聞The Ellenville Press，本日以醒目的二張照片

及專文報導，介紹了象岡道場在新年期間所舉辦的睦鄰聯誼活動。這是法鼓

山自1998年在此地設立禪修道場後，首次受到地區媒體的重視和採訪，象徵

了一次成功的文化與宗教的交流。

報導中寫到，對華可山谷（Walker Valley）一帶而言，哈德遜河（Hudson

River）河西地方除了主流的基督教及少數的伊斯蘭教、猶太教外，現在又增

加了中國佛教禪修中心，當地居民藉新年聯誼活動機會，得知法鼓山是一個

和善的團體，並瞭解到正信的佛教是很人性化、可親近且值得學習的宗教。

該報導並詳細地介紹了創辦人與指導者聖嚴師父的修學歷程，並指出師父

是中國第一位赴日留學取得博士學位的法師，著作等身，目前更是一位國際

知名的禪修指導老師。這項報導起源於象岡道場在2月27日舉辦的新年睦鄰聯

誼活動，不只讓當地居民初步瞭解佛教和法鼓山，同時也體驗了中國新年的

氣氛。

活動當天，除了由果元法師對四十多位與會的地方官員、附近居民和信眾

致歡迎辭及簡介法鼓山外，並觀賞一段簡短的「聖嚴師父西方遊化二十年回

顧展」錄影帶。在大家享用豐盛的點心後，還安排了小菩薩的舞蹈及扯鈴表

演，最後大眾帶著祝福法語、義工手繪的國畫卡片及中文名字滿載而歸。

03.22

本日晚上，紐約象岡道場鄰近的一所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由傳教

師Avery帶領，一行人前來參訪並拜會果元法師。

拜會活動首先由果元法師簡介法鼓山購買象岡道場的緣起及其環境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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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並提到，聖嚴師父希望在此建立

一座國際的禪修道場，並以此為中

心，帶動東、西方人士禪修的風氣。

交談中，來訪者對於佛教教理與唱

誦感到十分好奇，果元法師均一一圓

滿給予解答。例如有人問及佛教的唱

誦功用何在？法師表示，它具有消除

浮躁的作用，藉以訓練集中心，專心

一致後，心自然會安定下來。法師並

以引磬和大磬示範唱誦了〈四弘誓

願〉，獲得大家熱烈的掌聲，紛紛要求繼續示範。在盛情難卻下，法師又示範

了木魚、誦念《心經》等。

在為時二小時的晤談中，雙方愉快地對談，在歡笑聲中打開溝通之門，互

相虛心求教，跨越了東、西方文化的阻隔，增進彼此的瞭解與尊重。

04.21∼05.03

4月21日至5月3日，法鼓山僧團果廣、果舫二位法師前往溫哥華主持一連串

的弘法法會和關懷活動。這是溫哥華辦事處自1995年成立迄今，除了1997年

東初禪寺常住法師曾前來關懷外，三年來未曾有法師蒞臨，因此備受當地信

眾重視。為期二週的弘法關懷行程，主要活動有：

21日上午，會見當地悅眾菩薩，並聽取召委黃政文說明法務推動狀況、悅

眾菩薩接觸法鼓山的因緣與負責的工作等。二位法師期勉大家秉持難能可貴

的初發心，一肩擔起如來家業，盡心盡力為推動法鼓山的理念而努力，將正

信的佛法弘揚到每一個角落。

22、23日二天，主持精進禪二，共有八十五人參加。內容除了禪坐、聆聽

聖嚴師父的錄影帶開示外，透過二位法師的解說，大家對禪修的方法與觀

念、法鼓山的理念與共識，都有更深一層的瞭解與認同。

24日下午，主持大悲懺法會。由於這是辦事處成立六年來首度由法師帶

領，因此有一百三十多人參加。會中，果廣法師首先開示大悲懺法的意義，

接著在果舫法師的帶領下，大家懇切地供養、禮拜、發願、持咒及懺悔，在

莊嚴的梵唄聲中成就了這場殊勝的法會。會後，果廣法師代表聖嚴師父為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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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位菩薩授三皈五戒。

26日上午，舉辦法器教學及念佛共修，約有三十人參加。二位法師指導大

家念佛共修儀軌、法器執掌、維那唱腔等，並分組實際練習，希望能培養更

多優秀的法會悅眾人才。二位法師停留期間，也舉辦了八關戒齋及各種關懷

聯誼會，為溫哥華地區的信眾們帶來豐富的法雨甘露。

05.06∼06.24 

5月6日起，法鼓山首次於紐約象岡

道場舉辦「默照禪四十九」，由聖嚴

師父主持，計有來自美國、法國、萄

萄牙、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墨西

哥、澳洲等十多個國家，共六十位資

深禪眾參加；最後一週的菩薩戒傳戒

會，更有東、西方信眾近百人參加。

這項為期四十九天的默照禪修，不

僅是象岡道場的創舉，也是聖嚴師父

指導禪修二十多年來的首舉。活動的

前六週為禪修，最後一週則傳授在家菩薩戒，傳戒期間除了說戒、演禮，更

增加了禪坐練習，有別於一般在家菩薩戒。

而禪修以二週為一單元，使無法全程參加的禪眾，可以報名參加二週、四

週或最後一週的菩薩戒。由於住宿空間限制，活動期間沒有外護工作人員，

所有內外護工作均由禪眾分擔，亦為此次禪期的特色。

此次禪期由於時間較長，聖嚴師父循序漸進地將默照禪分為放鬆身心、觀

呼吸、觀全身、觀環境四層次來指導禪眾。在開示方面，師父則分二部分：

首先介紹宋代長蘆宗賾禪師的〈坐禪儀〉，接著介紹宏智正覺禪師的〈坐禪

箴〉、〈默照銘〉，詳細講解默照禪的方法、觀念和結果，加強大家對默照禪

的認識及練習。為了讓法鼓山僧團有機會參與此次禪修，師父特別安排台灣

農禪寺的果品、果醒、果東、果廣、果舫和果光等六位常住法師前來協助。

六週禪期結束後，聖嚴師父宣布三位西方弟子──英國的約翰．克魯克博士

（John H. Crook）、瑞士的麥克斯．卡林（Max Kalin）、美國的吉伯．古帝亞茲

（Gilbert Gutierrez），獲得師父的認可，可以獨立帶領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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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4∼25

本日起一連二天，果廣、果舫二

位法師前往加州洛杉磯弘法。

24日，首先於加州聯絡處帶領一

場禪一，共有五十位曾參加過初級

禪訓班的學員參加。果舫法師先深

入淺出介紹「默照禪」；接著，果

廣法師以佛陀覺悟時所說的「眾生

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相執著

而不能成佛」，強調默照禪是去除

雜念的修行方法，攝受了所有引導

我們覺悟的法門。之後，二位法師

帶領禪眾練習，並逐一解答禪眾們所遭遇的困難。

25日上午，加州聯絡處四十多位信眾在二位法師的帶領下，虔誠禮拜〈大

悲懺〉。下午，由果廣法師進行一場「心五四運動講座」，法師有條不紊地說

明佛法與聖嚴師父所提倡的「心五四運動」的關聯，並指出法鼓山「心」五

四運動──四安、四要、四感、四福、四它，即是在現代生活中修戒定慧和淨

化心靈的方法。法師最後期勉大眾，時時刻刻以「心五四」淨化貪瞋癡，常

做轉化心念的工夫。

接著，果舫法師為信眾解說、示範學佛行儀，仔細說明從問訊、禮佛、拈

香到皈依三寶、五戒的意義；之後，舉行簡單隆重的皈依儀式。晚上，則舉

辦了一場聯誼會，活動進行到尾聲時，果舫法師以「精進不懈」鼓勵信眾們

要珍惜、把握修行的機緣；最後，合唱團以一曲「我為你祝福」，為二天來緊

湊充實的活動畫下圓滿的句點。

06.30∼07.03

果品、果東二位法師在結束6月29日於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Orlando）的

關懷和演講之後，本日轉往喬治亞州關懷弘法三天，共舉辦了二場演講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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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禪修活動。

30日晚上，果品法師以

「輕鬆自在過生活，談心五

四運動」為題，在亞特蘭

大（Atlanta）中國城附近的

仙伯裡（Chamblee）市中

心做一場公開演講。

果品法師首先指導聽眾

放鬆身心的方法，讓大家

感受禪的輕鬆自在。接

著，法師層次分明地介紹

「心」五四運動的主要內

容。他表示，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之道，是從解決心的問題著手，才能進一

步談身心世界的和諧，而這必須從日常生活中體會。法鼓山提倡的「心」五

四運動，正是追求這種和諧境界的有效方法。法師以幽默、親切的方式，舉

了不少實例說明，讓許多初聞佛法的民眾感受到佛法非常貼近生活。果東法

師隨後也上台回答聽眾的問題，並以「四眾佛子共勉語」勉勵在場人士。

7月1日的「臨終關懷與助念儀軌」講座，是二位法師此次關懷行的重點之

一。佛羅里達、喬治亞、北卡羅萊三州聯絡處的義工們，都希望能向助念團

輔導師果東法師學習整體的觀念，並透過實地演練，建構一套適合北美社會

的助念儀軌。果東法師透過實例的講解，釐清民間信仰和佛事之間的異同。

講座結束後，並舉行了一場莊嚴的皈依儀式，約有十多人皈依三寶。

7月2日的活動分為二個會場，一是應亞城民眾需求而舉辦的「初級禪坐

班」，由果品法師指導，參與者多為初學佛者；另一場則為「三州工作坊」成

長營，由果東法師指導。此次活動，二位法師不辭辛勞地指導與關懷，讓大

家如沐春風；而佛羅里達、喬治亞、北卡羅萊三州的菩薩們互相支援、學

習、鼓勵，更體會出「一師一門，同心同願」的共識。

06.30∼07.11

6月30日至7月11日，聖嚴師父應弟子約翰．克魯克博士（John H. Crook）之

邀，前往英國最負盛名的禪修中心蓋亞之家（Gaia House）主持禪七，共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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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位來自十多個國家的西方人士參加，其中約半數是克魯克博士的學生，

另外也有內觀禪的指導老師，以及來自義大利禪中心的負責人、二位來自美

國波士頓的指導老師。

聖嚴師父此行是第四次前往英國主持禪七，前三次皆在威爾斯，此行係緣

於克魯克博士的推崇而促成。他是師父授權可獨立指導禪修的第一位西方弟

子，由於曾在蓋亞之家主持過四次禪七，且常在禪七中提及自己的師父──聖

嚴師父，因此這次禪七的禪眾相當期待能由「老師的老師」親自指導。

聖嚴師父此次所指導的是默照禪和話頭禪的修行方法、觀念，並應克魯克

博士的要求，也重點性地介紹了《華嚴經》的淨心緣起、法界緣起、性空，

以及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相即相入、因果同時等思想，這是師父過去在禪七

中很少講述的部分。

除了主持禪七，聖嚴師父同時也拜訪了二個佛教團體，分別是位於南部岱

旺（Devon）的夏芬學院（Sharpham College）和北部山上的畫眉鳥洞佛教修

道院（Theossel Hole Buddhist Abbey）。前者是提供給對佛教有興趣的歐美人

士修學的團體，學制開放，學費不高，頗受學員歡迎。後者則是一個世界性

的佛教團體，總名稱為佛教禪修會（Order of Buddhist Contemplatives），目前

有四十多位出家眾，勵行簡樸、清淨、精進的生活，使得該團體在西方佛教

界頗受尊敬。

聖嚴師父在參觀畫眉鳥洞佛教修道院時，亦和該院僧眾進行了二場座談

會。包括住持及男女僧眾共提問了十五問題，內容有：師父是怎麼修行的、

如何在寺院中生活還不會與社會脫節、如何建立好師父和徒弟之間的關係

等，師父均一一詳細回答。

7月10日，聖嚴師父結束此次的弘法行程，搭機返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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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1∼03

本日起一連三天，果廣、果舫二位法師應加拿大多倫多聯絡處之邀，前往

主持一系列的弘法活動，包括禪訓班、演講和念佛法會。

7月1日，二位法師主持一整天的禪訓班課程，共有六十多位東、西方人士

參加。過程中，法師們有系統且深入淺出地闡述禪修的方法和觀念，並指導

學員實際練習。結束後，不少學員表示釐清了過去對佛教和禪修的諸多誤

解，受益匪淺。

2日下午，二位法師於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以「禪的生活─

─心五四」為主題，進行一場演講。果舫法師首先講解聖嚴師父以佛法解決

現世人生問題的觀念與方法，即「心」五四運動。果廣法師則回答聽眾提出

的問題，指出法鼓山所推動的「心」五四和民初胡適等人所提倡的「五四運

動」，相同點在於二者都屬思想啟蒙，相異點在「心」五四強調倫理、心靈層

面，而五四運動則強調民主與科技層面。所以，「心」五四運動可說是補足

了五四運動在心靈和倫理方面的忽略。

此外，二位法師在多倫多弘法期間，還舉行了一場小型的佛法和修行座談

會，並代聖嚴師父為當地信眾授三皈依。此外，亦帶領聯絡處的會員們進行

一場念佛法會，以及教導法器的使用方法。二位法師此次的弘法行程，引起

了當地新聞媒體的注意，中文《世界日報》即連續二個週末製作專題報導；

而《明報》和《星島日報》二媒體也派遣記者前來採訪。

08.28∼31

8月28至31日，聖嚴師父應邀參加於紐約聯合國總部（United Nations, New

York）大會堂召開的「千禧年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The

Millennium World Peace Summit of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Leaders），並在29日進

行一場主題演說。師父代表漢傳佛教在大會堂中演說，是與會的七位佛教領

袖代表中，第一位上台演說者。

這項會議係由聯合國祕書長安南（Kofi A. Annan）所發起，透過聯合國的外

圍宗教組織「國際宗教中心」（Interfaith Center）創始人巴瓦．金（Bawa J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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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與會者包括佛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錫克教、印度教、猶太教

等宗教領袖與代表，約一千多人出席，是聯合國成立五十五年以來，第一次

盛大召開世界宗教領袖會議。

28日的開幕典禮，大會了安排三十五個團體和個人，以祈禱詞或讚頌歌的

方式，為世界和平祈福。

29日的議程，主要進行各宗教領袖的演說，一共分四個場次，聖嚴師父被

安排在第一場次，也是漢傳佛教界在會中正式演說的唯一代表。演說中，師

父呼籲與會所有宗教領袖正視心靈貧窮會使人類失去平安和幸福，進而導致

戰爭與災難的事實。師父希望大家一同為建設人間淨土而努力。為了世界和

平，師父並呼籲各宗教領袖，「如果發現你所信奉的教義，或有不能寬容其他

的族群之點，若有與促進世界和平抵觸之處，都應該對這些教義做出新的詮

釋」。師父並向與會者介紹法鼓山及推動十年有成的「心靈環保」運動。

30日，大會移至華爾道夫飯店（The Waldorf Astoria）進行小組討論會議，

四個主題分別為「衝突的轉化」、「寬恕與包容」、「消滅貧窮」、「環境保

護」。本日議程聖嚴師父並未參與，而被邀請參加一項「高峰會中的高峰

會」，與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凱希爾（Harry Cahill）、日本神道教黑住宗道、

天主教羅馬教廷樞機主教安霖澤（Cardinal Arinze）、回教國際組織會長哈米．

孟．阿瑪（Hamid Bin Ahmad AlRifaie）等十四位對國際宗教界具有影響力的

人士，討論設立一個跨宗教機構的可行性，協助聯合國處理世界戰亂、貧窮

與環境等問題，師父是唯一受邀的佛教徒。

31日，聖嚴師父出席參加「環保小組」的討論會並發表演說。師父指出，

人類的各種產物若不同時注意保護環境，就等於為日後人類的環境到處埋設地

雷。師父的與會及演說，國內外各大媒體均有大幅報導，台灣東森電視台、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香港傳訊電視公司等媒體並專訪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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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辦 人 語

聖嚴師父為第一位演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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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大會堂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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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fi A. Annan

Interfaith Center

Bawa Jain

聖嚴師父（右排第一位）受邀參加「高峰會中的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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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

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副總裁凱瑟琳．瑪莎（Katherine Marshall），藉

參加「千禧年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之便，本日至聖嚴師父下榻

的飯店拜訪，向師父請教世界銀行如何與世界各地宗教組織合作，解決開發

中與未開發國家的貧窮問題。

瑪莎副總裁表示，世界銀行希望與世界各地既有的宗教性救濟組織合作，

主要在避免資源重疊浪費，以提高濟貧的效率。為此，世界銀行成立了專責

機構負責此項計畫，預定召開以「消除貧窮」為主要議題的世界宗教會議，

決定選出十個最需要、也最能夠以宗教組織方式來解決貧窮問題的國家；並

且，也準備積極訓練各宗教團體成員之間彼此溝通與互動的方式，以建立跨

宗教的濟貧網絡與組織。

會談中，聖嚴師父除了建議瑪莎副總裁須慎選合作的宗教組織，及救濟貧

困不應與傳播宗教教義混為一談之外，更一再強調心靈的貧困所帶給人類的

災難，遠比物質貧困更嚴重。師父亦向她介紹法鼓山所推行的「心靈環保」

運動，正是強調要從每一個人的內在心靈淨化做起，讓內心充滿對生命的感

恩與慈悲，自然願意與人分享一切。

最後，聖嚴師父表示，如果觀念和信仰的問題不能解決，貧困地區永遠是

貧困的，因為大家都沒有安全感，由防衛性的措施演變成攻擊性的戰爭，這

些戰爭造成人類淪於飢餓貧窮，周而復始，永無了期。唯有從宗教觀念中提

昇愛的精神，人們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感，才能發展為人類的全面和平。

09.06∼12

中華佛學研究所網資室主任杜正民參加國科會「玄奘西域行」（The World of

Xuanzang and Silk Road）計畫，9月6至12日，與台灣大學佛學研究中心恆清法

師一同前往中國大陸絲路收集資料，同時洽談文物與文獻的授權問題。

由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主持的「數位博物館：玄奘西域行計畫」，主要

目標是結合相關專家學者，以唐代玄奘大師的《大唐西域記》為背景，配合

各種文獻、歷史、地理資料及藝術文物的呈現，建構一個數位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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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計畫下有三項子計畫，包含「文獻、圖像、史地資料之組織與研究」、

「互動式資訊視覺化設計與研究」、「數位博物館中知識庫系統之研發」，分別

由中華佛研所、台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中心、台大資訊工程研究所執

行。其中，「子計畫一」即由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擔任主持人，負責

資料組織、研究的規畫與指導，網資室主任杜正民擔任共同主持人，負責資

料分析及資料庫建立。

除在學術上提供專業資料查詢外，也提供一般民眾輕鬆透過網路學習，獲

得「玄奘西域行」在文學、歷史、地理、佛學、文化上的各種相關知識。預

計將成為國際相關網站中，內容最完整、呈現方式最豐富的網站。

此行，杜正民主任一行拜訪了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吐魯番地方文化局

局長柳洪亮、新疆龜茲石窟研究所研究員霍旭初等多位專家學者，雙方進行

學術與文化的對話交流。

10.27∼29

本日起一連三天，以「回顧與展望──超越2000」為主題的北美年會，於

紐約象岡道場舉辦，共有來自北美十三州、一百五十多人與會。三天的活

動，包括聖嚴師父開示、心五四工作坊、動禪及授證、傳心燈等。

聖嚴師父在開示中特別指出，法鼓山明年的年度主題是「大好年」，期勉大

眾結合「心」五四運動的精神，一起推動「大家說好話，大家做好事」的活

動。接著，由台北大學社工系副教授楊蓓帶領「心五四工作坊」、「說好話做

好事工作坊」，內容脫離一般刻板僵化的教條，而採取心靈溝通、分享體驗的

方式，將佛法的精神深入心靈，印證在行止上。還有由果元法師帶領的「托

缽經行」，每個人捧著從象岡的湖中接出的一碗水，踩著沙沙作響的落葉與碎

石，練習專心一致，安住當下。

第三天的活動，包括「感恩禮拜」、「傳心燈」及「頒發榮董證書」，傳心

燈是由聖嚴師父親傳火燭給各州召集人，象徵薪火相傳，任重道遠；而甫成

立、為籌募象岡道場龐大建設經費而設的「象岡榮譽董事」，已有三十位菩薩

預約榮董，當他們從師父手中接過榮董證書，觀禮的會員莫不歡喜讚歎。

會議期間，與會者均落實東初禪寺正在推動的「微笑運動」，配戴著貼有笑

臉標籤的名牌，以親切誠懇的關懷與體諒之心，歡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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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出席北美年會並做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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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本日，越南國寶級的清慈禪師

率領僧俗四眾弟子多人，前往紐

約東初禪寺拜訪聖嚴師父，並應

邀專題演講「禪佛教的源頭」，共

有一百多位東西方人士參加，演

講以越南語進行，再譯成英文。

演講中，清慈禪師鼓勵大眾全心

修行，必能帶來圓滿的成果。

清慈禪師抵達東初禪寺後，首

先和聖嚴師父交換彼此弘法的意

見。他表示，師父在越南佛教界

非常知名，因為師父的著作幾乎

已成為當地佛教徒的教科書。他自己也看過師父的中文著作《比較宗教學》，

以及譯成越南文的《正信的佛教》、《學佛群疑》和《戒律學綱要》等書，非

常瞭解法鼓山的教育文化使命。清慈禪師還特別提及越南戰後的佛教教育發

展現況，他指出，目前越南有二所專門培養出家僧眾的大學，迄至今日，大

學畢業的僧尼人才比戰前多，而且有許多優秀的僧才到各國留學，所以他對

越南佛教的發展充滿信心。

今年七十六高齡的清慈禪師與著名的一行禪師，同為受當今佛教界尊敬的

越南高僧。清慈禪師所常住的竹林禪院，創建於越共政府成立之後，分支道

場遍布越南及世界各地，總數已達一百多處，出家男女眾弟子超過七百人。

他所傳授的禪法以禪宗二祖慧可禪師的「安心法要」，以及六祖惠能大師的

「不思善不思惡」為主要方法。

12.01

11月25日至12月2日，聖嚴師父於紐約象岡道場主持禪七，結束之前，本日

下午於小參室中舉行傳法儀式，傳法給來自瑞士的麥克斯．卡林（Max Ka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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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英國的賽門．查爾得（Simon Child）二位弟子，期許他們能在西方弘揚正

統的漢傳禪法。

二位弟子穿上海青後，向聖嚴師父頂禮三拜，師父傳給二人象徵修忍辱行

的菩薩衣，接著開示指出，他在西方弘法雖已有二十多年，但之前只傳承給

英國的約翰．克魯克博士（John H. Crook）及美國的吉伯．古帝亞茲（Gilbert

Gutierrez），而今又有二位西方弟子因緣成熟。師父期許他們能傳承、弘揚正

統的禪法，利益眾生，報答佛恩。

對於傳承者的選擇，聖嚴師父表示須具備四項條件：一是已經見性，如此

對於佛法和自己的信心便不會改變。二是具有佛法的正見正知，不偏離戒定

慧的修學。三是性格穩定、柔和，能調伏煩惱。四是發菩提心，具有傳承、

弘揚佛法的悲願。

因此，接受傳承不僅是一項榮譽，更是一種責任。聖嚴師父強調，當前傳承

中國禪法的人很少，而禪法在西方的弘揚更只是起步，由西方人士傳承禪

法，能讓東方人士更重視中國禪宗的發揚。

聖嚴師父的法脈傳承，兼有臨濟及曹洞宗二系統，此次傳承給西方弟子的系

統，稱為「法鼓山系」，傳授的修行方法以臨濟的「話頭」及曹洞的「默照」

為主。師父解釋，佛法本出於同一源頭，法鼓山系的傳承以中國禪宗的禪法

為骨幹，雖然法鼓山系不能代表全球各系佛教，但他希望自法鼓山系開始又

歸回一脈，世界各系祖師均是我們要感恩的對象，也期許各系佛教能以兄弟

彼此看待。

二位接受傳法的西

方弟子均為執業醫

師，修學禪法均已十

數年，具備豐富而扎

實的禪修經驗。賽門

近年協助克魯克博士

在西方十多個國家指

導禪修，麥克斯在瑞

士帶領一個數十人的

禪修團體。接受傳承

之後，二人均表示，

此後將盡心盡力為禪

法在西方社會的弘傳

而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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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的年度主題為「大好年」，希望大家運用「心」五四運動的精神，

一同推動「說好話，做好事，轉好運」的運動。

為響應「大好年」運動，1月11日舉行「法鼓山新世紀大好年」記者

會，聖嚴師父帶領十多位港台影視工作者，共同祈願「大家說好話，大

家做好事，大家轉好運；好話大家說，好事大家做，好運大家轉」，並於

會中詮釋「好」不在於豐富的物質享受，而是心靈的充實，強調說好話

不是指用詞優美或諂媚奉承，而是說出的話能讓自己成長，同時也能幫

助別人。對於好事，師父指出，無論大事小事，不與別人計較，從自己

身體力行開始，往利益他人的方向去做，就是好事。

下半年，另推動「開啟一切的好」系列活動，定9月份為「大好月」，

由全省十家電視台主播於晚間新聞中，每天分享一句好話，播報一則溫

馨的好事，而八大報社也大幅刊登「大好年」的公益廣告，共同為淨化

人心和社會奉獻一份力量。

與此同時，也與雅虎奇摩網站合辦「把愛傳出去──好話好事遍台灣」

活動，邀請讀者分享受用的一句好話或發生在生活周邊的一件好事，不

但受到年輕網路族的熱烈支持，更得到不少學校響應，效果十分廣大。

除了「大好年」相關活動外，今年亦有多項重要活動。例如：4月16

日，於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行「宗教與世界和平及心靈環保座談會」，會中

邀集了國內佛教、天主教、道教、伊斯蘭教及一貫道等宗教領袖代表及

政、商、學術界人士共二十多位參與，期能藉由宗教安定人心的

力量，為世界和平致力。10月21至24日，聖嚴師父應邀出席

於紐約舉行的「千禧年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的諮

詢委員會。

聖嚴師父一再強調：「如果每人每一天都能說一句好話、做

一件好事，那台灣二千三百萬個小小的好，加起來就是大大

的好！」在法鼓山積極的推動下，點點滴滴的好話、好事的

累積、聚集，「大好年」的期望已是人人心中的共願。



01.01

創刊於1989年12月的

《法鼓》雜誌，自2001年

1月（133期）起全新改

版，版面設計與內容均

重做調整，以提供讀者

更為豐富的內容。

《法鼓》雜誌為法鼓

山的內部通訊刊物，

以信眾為主要發行對

象，自創刊以來，一

直扮演著聯繫法鼓山體系所有單位的橋樑。十多年來曾歷經數次改版，近年

來，隨著法鼓山體系編制擴大、各單位活動蓬勃發展，以及弘法活動的增

加，原有版面已不敷使用，故重新規畫以提高版面效益，並增加新的企畫內

容。

此次改版後，增闢了「生活佛法」、「法鼓副刊」二大版面，提供實用的生

活修行方法及法鼓人心得分享，內容兼具知性與感性。原有各版主題「護法

關懷」、「各地報導」，則加強各地及各會團的精彩活動訊息；「教育文化」，

為闡述教育理念與人文智慧哲思的版面；另有「經典義理」，刊登聖嚴師父經

典義理的開示講錄；「禪林淨土」，則是禪修、念佛專屬的園地。

《法鼓》雜誌不但是法鼓山內部溝通的橋樑，更是社會大眾認識、接觸法鼓

山最直接的媒介，而為了提供全月份完整資訊，此次改版也同時將出刊日期

由每月15日改為1日，讓讀者能及時取得活動資訊，盡早規畫當月的修行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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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

繼桃園齋明寺之後，法

鼓山自2001年1月1日起，

承續高雄縣鳥松鄉紫雲寺

的法務。為表慎重，聖嚴

師父特別於本日親自南

下，拜訪二位前任住持演

禪法師及淨圓法師。

創建於1952年的紫雲

寺，由於前二任住持年事

已高，有心尋找一個正信

的道場來承接法務，經過

審慎評估，最後決定由法

鼓山承續法務。

聖嚴師父表示，法鼓山

有因緣承續紫雲寺的法務，要感恩的人實在太多，尤其是前任二住持演禪法

師、淨圓法師，以及信眾們慈悲與智慧的促成；師父並指出，未來要將紫雲

寺建設成法鼓山在南台灣的弘法中心，使其成為一座國際化的修行道場。

淨圓法師則歡喜地表示，他非常認同法鼓山所推動的理念，景仰聖嚴師父

的德望，將紫雲寺交給法鼓山，他非常放心。

聖嚴師父表示，四十年前他隨軍旅曾於澄清湖畔住過，也曾於1968年在高

雄縣美濃朝元寺閉關，高雄就像是他的老家一般。由於這是師父首次到紫雲

寺，所以在信眾代表的引導下，師父也實地探察了四周環境，以及寺中正在

施工中的建築。

01.11

今年法鼓山的年度主題為「大好年」，為推廣社會大眾「說好話，做好

事」，使其成為一項全民運動，法鼓山本日下午於台北台泥大樓士敏廳舉辦一

場「大好年運動」記者會，由媒體工作者葉樹姍主持，共有港台十一位演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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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出席共襄盛舉，包括張學友、楊麗花、陳亞蘭、吳念真、張清芳、羅

大佑、柯受良、張清芳、何潤東等人。

活動一開始，由法鼓山法緣會與合唱團演唱「燃燈之歌」揭開序幕；接著

由羅大佑伴奏，張清芳、趙傳與法鼓山合唱團演唱「法鼓頌」。吳念真在引言

時表示，宗教其實是生活方式的實踐與生命的哲學。他說，每個人都在尋找

金玉良言，都在問自己能為別人做什麼？其實，只要每個人說好話、做好

事，一定就能轉好運。

聖嚴師父在致辭時，特別闡明好話、好事的真諦：「真正的好話，不在於

讓人聽得歡喜，應該是對自己有利、對他人有益的話；而不與別人計較，從

自己身體力行開始，往利益他人的方向思考，就是好事。」師父並強調，此

刻從自己開始說好話、做好事，然後再影響身邊的人，讓所見所聞都是好

人、好事、好話，個人與整個環境的氣氛與心情便能隨著轉變，好運自然就

會來。

會中，歌仔戲國寶級演員楊麗花率先「做好事」，宣布將2月18日在台南公演

的門票所得，全數捐給法鼓山做為公益用途；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雖不克

出席，亦表示將把4月23日的公演所得捐給法鼓山。

最後，記者會在聖嚴師父帶領與會大眾共同祈願「大家說好話，大家做好

事，大家轉好運；好話大家說，好事大家做，好運大家轉」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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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14

本日起一連二天，護法總會於

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召委、

副召委成長營暨聯誼會」，共有

115人參加。

聖嚴師父在開示中強調，他是

精神、理念的指導者，地區召委

才是真正推動和實踐的人。大家

猶如馬達中心，帶動團體運轉，

應該善於借力推動法鼓山的理

念，而非單打獨鬥。師父並期許

大家不論在哪個地區、哪個崗位上，都能善用資源為法鼓山培養人才。

聖嚴師父更以「領袖」來譬喻法鼓山的核心悅眾，所謂「領袖」，即衣領與

衣袖，領子與袖子是縫製衣服時不可或缺的要件，也是衣服中最耐磨的部

分。師父期勉大家在推動法鼓山的理念時，遇到任何境界，都要練習著不

慌、不亂、不煩，以耐磨的心態為大眾服務。

這次活動，護法總會特別介紹了「法鼓山緊急救援系統」的組織架構、流

程及功能等概況。921震災後，在聖嚴師父的指示下，護法總會針對全體做了

一次可動用的資源調查後，建立了「法鼓山緊急救援系統」，並將資料存放於

光碟上，提供各地區召委人手一張，一旦有重大災難發生時，打開電腦即可

及時運用，而達到最有效的救援。另外，為了加強推動「萬人勸募，百萬護

持」的目標，活動中也邀請了企管顧問王時成講師就「理念行銷與地區經營

發展」主題，進行專題演講。

01.14

有線電視新知頻道（原御銘頻道）於1月至4月間開闢「法鼓晨音」節目，

在每週日上午十點至十一點，播出三場聖嚴師父於農禪寺宣講《楞嚴經》的

實況及七場與名人對談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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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場對談的內容包括：與雲門舞集藝術總監林懷民對談「慈悲智慧與顛倒

夢想」；與聯電董事長曹興誠對談「當宗教遇見科技」；與救國團主任李鍾

桂對談「年輕的夢想」；與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對談「跨越2000，追求卓

越」；與教育部部長曾志朗、台灣大學校長陳維昭對談「推動e世代生命教

育」；與清華大學校長劉炯朗、交通大學校長張俊彥、聯電董事長曹興誠、

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史欽泰對談「探尋人類智慧之光」；與《西藏生死書》

作者索甲仁波切對談「愚人節的智慧對話」。

新知頻道所屬的衛星娛樂傳播公司表示，由於該頻道定位為兼具知識性與

教育性，與聖嚴師父重視教育的理念不謀而合，因此願意無條件提供時段播

出「法鼓晨音」節目，藉由更便利的收視環境，推動法鼓山的弘法工作，讓

大眾同霑法益。

01.23

一生苦行念佛，並護持佛教興學不遺餘力的承天禪寺住持傳悔老和尚，於1

月22日下午安詳捨報，享壽七十八歲。

聖嚴師父本日前往承天禪寺主持老和尚的入殮封棺儀式，並以「入世化

世，幻住化世；廣結善緣，普渡群迷。所為何事，一事不為；屈伸臂頃，即

到蓮池」偈語，為老和尚送行。

傳悔老和尚一生受廣欽老和尚的教誨，盡心盡力奉獻三寶。去年（2000年）

10月13日，曾捐助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建設經費一億元，聖嚴師父為此特率領

多位弟子前往致謝、感恩。

02.05∼09

2月5至9日，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冬令高中心靈環保體驗

營」，約有一百二十多位高中職學生參加。

此次體驗營以環保的教育與推廣為最大特色，並經行政院青輔會依「行政

院青年輔導委員會青少年休閒活動評估指標」，在營區環境、營隊管理及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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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念等幾個大項中，評鑑均獲第一名。

此次心靈環保體驗營的內容，兼具知識性與活動性，除了介紹佛教歷史與

經典，也安排了基礎禪坐教學與戶外禪，希望藉由禪修幫助青年學子們認識

自我、肯定自我，並學習尊重他人。

今年活動的另一特色，是參加學員的來源與往年不同。往年均是以法鼓山

會員子女為主，今年則包括台北稻江護家及家扶中心的學生，都是校方主動

為學生報名。校方表示，鼓勵學生們參加此活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讓他們

學習自我沉澱、培養積極健康的觀念及建立規律有序的生活作息，由於對法

鼓山舉辦活動的品質深具信心，因此主動為學生報名。

經過五天四夜的相處，學員們從陌生到熟悉，離營時都依依不捨。在惜別

晚會上，彼此分享心情及觀念的轉變，充滿感恩與惜福的心，尤其在營隊中

養成的「惜福愛物、珍惜資源」的好習慣，已在學員心中播下環保的種子，

不但有信心從自身做起，更願意將所學帶回學校及家中，影響周遭的人。

02.14∼15

本日起一連二天，法鼓山人文社

會獎助學術基金會於安和分院舉行

專案研究計畫聯誼會及九十年度董

事會，由執行長法鼓人文社會學院

校長曾濟群主持，聖嚴師父亦出席

與會。

於2000年1月成立的獎基會，已有

多項業務陸續開展，包括三項專案

研究計畫和「世紀人文獎」的設

立。在14日的專案研究計畫聯誼會

上，即是討論此進行中的三項研究

專案，包括「宗教信仰於災難後心

理復健歷程中的功能──法鼓山的理念與實務研究」、「非營利組織發展及運

作之研究」、「人文教育之推動與落實──人文社會化、社會人文化之研究」。

研究者包括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楊國樞、前台北市教育局局長吳英璋、前政治

大學校長鄭丁旺等十二人。未來論文成果將以英文發表，以提供給台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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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全球共同分享。

在翌日的董事會上，則討論「世紀人文獎」設置草案，出席此次會議的有

台灣大學校長陳維昭、中研院院士李亦園等五位董事。會中除了對設置辦法

草案縝密討論外，對人文獎候選人推薦提名準則及給獎評選準則等草案，也

逐條詳細討論。

「世紀人文獎」的設立宗旨，主要是為了推動人文社會化、社會人文化的理

念，希望透過設獎以鼓勵終身致力於推動人文教育、對社會關懷有特殊貢獻

的人士、機構或團體。聖嚴師父表示，法鼓山就如一條輸血管，在失血者與

捐血者之間扮演傳遞的媒介，為社會中許多想要付出或需要援助的人，擔負

起串聯二端的服務工程。

02.14

本日上午，聖嚴師父應國防部之邀，前往陽明山中山樓介壽堂，針對參加

「九十年度國軍高級幹部研習會」的150位三軍軍官，以「科技發展與人文關

懷」為題演講。此研習會為一例行性的在職教育，除了安排組織管理、軍事

戰略等課程外，為了提昇軍官的人文素養，所以特別安排了這場人性關懷的

主題，延請師父前往演講。

聖嚴師父指出，科技與人文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應以科技做為人文關懷

的資源與工具，用人文精神來處理科技的後遺症，用科技來造福人類、減少

科技對人類的傷害，而環保則是實踐的方法。因此，法鼓山提倡「心」五四

運動，落實心靈、禮儀、生活、自然等四種環保，解決過去所遺留的問題，

也期待能開創美好的未來。

聖嚴師父並強調個體與整體關連的重要性，人與人、國與國、民族與民族

之間所以會產生矛盾、衝突的主因之一，是缺乏整體意識。但是在科技的促

進下，人類愈來愈能朝向整體溝通，也愈來愈有共同體的自覺，這是人心的

潮流。所以只堅持自我和家國族群的利益已不符合時代所趨；相反的，消融

自我、成長自我、擴大關懷才是成長的重要課題。

對於前途的規畫，聖嚴師父提出建議：未來不可知，不如立足現在，充實

自己，增進各項知識、技能、經驗，盡好工作責任；當不斷地貢獻自己時，

人生的價值就在其中。至於如何做到「人在公門好行善」？師父則勉勵與會

者看淡升遷，只要用心於政策，有好的政策就會帶來好的影響，這就是善的

最具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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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8

歌仔戲國寶級演員楊麗花為響

應法鼓山「大好年」理念，特於

本日晚上在台南藝術中心義演

「梁山伯與祝英台」，門票所得全

數捐給法鼓山慈善基金會。

楊麗花表示，歌仔戲中的情節

都是強調忠孝節義、親情倫理，

與佛法談的普度眾生、勸人為善

很相似，都是在行善。對於此次

配合法鼓山的義演，她覺得很榮

幸，同時表示，除了將門票所得

全數捐予法鼓山慈善基金會之

外，也承諾未來只要是法鼓山舉辦的公益活動，特別是針對921受災民眾的活

動，她一定義不容辭參與。

另外，楊麗花的夫婿洪文棟也以「六桂慈善基金會」董事長名義捐贈一百

二十萬元，響應大好年運動。而同樣參與演出的演藝人員陳亞蘭，長久以來

不但是法鼓山的護持會員，也是此次義演活動的發起人。

此次義演活動主要由台南分院推動，但其他地區包括嘉義、高雄、屏東、

潮州等地悅眾，也都滿心歡喜大力協助。為感謝大眾的協助，台南分院特別

準備由921災民以代工製作的壓花卡，致贈給入場來賓。此外，也安排了台

南、高雄地區的低收入戶及獨居老人免費觀賞。

義演後，慈基會會長王景益特別致贈聖嚴師父的墨寶──「布施的人有福，

行善的人快樂」給楊麗花，以表達感謝之意。

03.03

聖嚴師父本日應中華航空公司之邀，於該公司演講廳專題演說「四安──

安心、安身、安家、安業」，約有四十多位一級主管及飛航人員出席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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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航董事長李雲寧開場致辭時感性地表示，企業體固然需要賺取利潤，但

是心靈的富足豐收也不能或缺，而法鼓山倡導的「提昇人的品質」，正是帶來

這方面的啟示。

聖嚴師父從《心經》中的「觀自在菩薩」、「心無罣礙」及「無有恐怖」等

角度切入，表示這是可以做到的。師父進一步指出，對人有慈悲、對己有智

慧，就會觀自在；能夠觀自在，就不會時常憂愁煩惱。

接著，聖嚴師父條析了「四安」的理念。師父表示，「安心」就是轉動觀

念帶動心境，以平常心面對一切狀況，則一切狀況都會是成長的助緣。「安

身」則是要先珍愛自己的生命，進而善用眾緣，發揮積極的生命價值。

在「安家」方面，聖嚴師父認為家人之間要學習相互包容與關懷。至於

「安業」，狹義指的是就業態度；廣義的「安業」則是指隨時注意自己的身

體、語言及心念行為，對人對己負責。

會中有人提問：面對空難往生者，該怎麼看待佛法中的「業報說」？聖嚴

師父表示，應從正向思考來解釋：罹難者是現身說法的大菩薩，由於他們的

受難，暴露出安全措施的盲點，未來才能改善，保障其他人的生命安全。

3月13日，包括華航董事長李雲寧夫婦、總經理宗才怡及副總經理周國興夫

婦等一行七人，又親赴農禪寺拜會聖嚴師父，就宗教議題、社會風氣向師父

請益。

03.04∼04.22

繼去年（2000年）5月在美國象岡道場舉辦「禪四十九」之後，本年自3月4

日至4月22日，法鼓山首度在台灣舉辦禪四十九，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來自

台灣、香港、新加坡等一百多位僧俗四眾參加。

聖嚴師父在禪四十九期間，約進行了近百場的開示，分別講述了長蘆宗賾

的〈坐禪儀〉、宏智正覺的〈默照銘〉和〈坐禪箴〉。內容包括禪修者應有的心

態、觀念，和禪坐的姿勢、方法、原則，從修行的歷程到澈悟的境界，都有詳

盡的說明。師父在開示中特別著重在正知見的建立、安全而健康的方法、生

活的應用等三方面，對禪修過程所產生的身心覺受也有詳細的說明。另外，師

父也特別說明了大、小乘禪法的不同之處，對解脫道、菩薩道、菩提心、出

離心等，也做了很詳盡的解說。

這次禪修有一特色，即特別加強經行、拜佛及瑜伽運動，一者藉以調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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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再者增加運動量。同時禪眾也分配了較一般禪七多一些的外護工作，讓

禪眾在動中練習方法，體驗「動靜無間」。另外，在戶外經行方面，除了慢步

外，還採取接近平常走路的速度，希望幫助禪眾將經行的體驗應用到日常生

活中。

此次原有262位禪眾報名參加，但因這次禪修活動主要是為了培養師資人

才，遴選條件除了必須具有一定的禪修基礎外，語言的表達能力也很重要。

因此，經過籌備小組的審慎考量後，只錄取一百多位。

03.24∼25

本日起一連二天，護法總會針對核心悅眾，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二梯次

「法鼓山理念」的宣講課程，主題為「與聖嚴師父共享我們的現在與未來──

傳薪、信心、願心」，由聖嚴師父親自講授，果祥法師擔任現場閩南語翻譯，

約有六千位悅眾參加。

法鼓山成立至今已邁向第十二年，聖嚴師父極為關心護法工作的推展。五

年前，首度以「四安」的理念針對勸募會員宣講授課，成效良好。所以，此

次仍然採取上課的方式，分章逐節地為核心悅眾們講解法鼓山的方向、理念

及師父的思想與願心。

在這場以核心悅眾為授課對象的活動中，聖嚴師父表示，「建設人間淨土」

及「四種環保」是法鼓人正在推廣的工作，也延續他一貫的思想。師父從青

年時期就發願要破除一般人對佛教的誤解，因而展開閉關、出國留學、歐美

弘法及回台灣建設法鼓山的信心與願心。即使目前體力日衰，仍秉持著相同

的願心：「急需要做、正要人做的事，我來吧！」

聖嚴師父接著闡釋「人生佛教」、「人間佛教」與「人間淨土」之間的異

同，深入解說「人間淨土」的傳承淵源，讓現場悅眾清楚瞭解法鼓山如何落

實對生命整體的關懷。師父鼓勵大眾以「不為自身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

的菩薩道精神，確實體會「時時心有法喜，念念不離禪悅」，並進一步發揮

「小老師」的功能，將法鼓山理念散播到人間每一個角落。

課程結束後，聖嚴師父帶著大家一起發願：將以無盡的願心、信心，在利

他的道路上盡量學習，並將自己知道的佛法分享給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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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8

為感謝聖嚴師父對

佛教界的貢獻，日本

立正大學特別出版了

《聖嚴法師七秩壽慶論

文集》（《聖嚴博士古

稀記念論集——東諸問

題諸問題諸問題》）做

為慶賀師父七十大壽

的禮物。本日日本立

正大學三友健容教授

及該校師生代表團專

程來台舉行贈予典

禮，悟明長老、今能

長老等人皆盛情出席

觀禮。

典禮中，由三友健容教授代表將論文集呈送給聖嚴師父，他表示，這本厚

達五百五十頁的論文集是為百年大業所寫，內容為東亞佛教相關問題。師父

接受後，感恩地提起在立正大學求學時的三位指導教授及尚是助手的三友教

授曾給予的協助。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訪問團團員除了立正大學的師生外（包括來自斯里蘭

卡、韓國、大陸的學生及教授），還有一位出版社的社長──「山喜房」出版

社社長淺地康平。

山喜房出版社的歷史相當悠久，聖嚴師父剛到東京時，便經人介紹而時常

到該社買書，當時淺地先生還是職員；直到前任社長過世，他便接下這家出

版社。淺地社長表示，他對當時年已四十的師父仍負笈東瀛攻讀碩、博士學

位，印象十分深刻；加上後來又出版師父的博士論文，因而結下深摯的友

誼。

聖嚴師父回憶表示，他的那本論文總共經過三次校對，花了半年時間，過

程相當累人。1975年，師父拿到博士學位後要搭機赴美時，便是淺地社長送

師父到機場。1992年8月，師父前往日本訪問時，還特地到山喜房出版社拜訪

淺地社長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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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

本日，宜蘭辦事處與宜蘭

縣立殯葬管理所於員山福園

合辦「春之祭禮──清明法

會暨心靈饗宴園遊會」，雖

然綿綿細雨不斷，仍吸引了

近五千人參與。

在超薦法會中，農禪寺果

東法師等六位法師特別前來

帶領大眾唱誦，宜蘭縣縣長

劉守成亦親臨參與，為全縣

往生者超薦祈福。劉縣長在

致辭中表示，感恩並肯定法

鼓山在推動環保方面的貢獻，同時期勉縣民們能將法鼓山所推動的「四環」

觀念，落實於日常生活中，讓宜蘭縣成為社會的典範。

在主辦單位的精心規畫下，園遊會中除了設有共同供品區、超薦紙書寫

區、念佛區、禪修教室、書香文化區外，同時還有二手惜福市場、禮儀環保

自助教學及義賣餐飲區等富有教育啟發意義的攤位，希望民眾在參與清明祭

祖活動的同時，也能體驗法鼓山所推動的「四環」意義。

而為表達法鼓山對社會少數族群的關懷，此次餐飲義賣區的所得，全數捐

予天主教聖芳濟老人安養院，希望在此次對往生者的社會禮俗淨化示範活動

中，也能夠嘉惠需要關懷的生者。

04.07

西藏政教精神領袖達賴喇嘛3月31日來台弘法，本日於台北福華飯店舉行離

台記者會，聖嚴師父應邀出席，這是二人於1998年5月3日在紐約舉行的「文

殊菩薩智慧法門──漢藏佛教世紀大對談」之後，再度會面。

這是達賴喇嘛第二度來台弘法，距1997年3月首度來台，睽違四年之久。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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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多年不見，聖嚴師父與達賴喇嘛仍

有音訊往來，雙方所屬的中華佛學研

究所和印度達蘭莎拉辯經學院也曾進

行多次學術交流。記者會中，當中央

社贈送達賴喇嘛一本個人相片專輯

時，他即與師父分享，讓人感受到二

人之間溫暖的道情。

達賴喇嘛此行於台北林口體育館舉

行弘法講經期間，法鼓山出動了近五

百名義工投入支援，維持會場內外的

環境清潔等工作，義工們的付出獲得

主辦單位與與會民眾的讚歎肯定。

04.13

繼去年（2000年）與多位科技界菁英開啟科技與人文對話的大門之後，聖

嚴師父本日再度應新竹交通大學之邀，出席該校舉辦的「科技與人文大師論

壇」座談會，與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哈佛大學講座教授丘成桐、前日本

文部省部長有馬朗人（Akito Arima）、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日本江崎玲於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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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 Esaki）、交通大學校長張俊彥等國內外極具聲望的大師級人物座談。

此次論壇，是交通大學為了慶祝創校105年而舉辦，座談主題為「二十一世

紀的科技發展與人文精神」，於該校資訊館國際會議廳舉行，由媒體工作者陳

月卿小姐主持，會場座無虛席。

座談會中，有馬朗人教授首先指出，二十一世紀的生物科技與生命科學，

不能脫離為人類創造幸福生活的目標，因此需要有人文科學的配合，而且未

來科技發展也需要兼顧環境維護。

聖嚴師父接著從「人文與科技」、「無常與永續」及「自私與無我」三個觀

念，做進一步探討。師父肯定科技發展在改善及服務人類生活上所做的貢

獻，但亦強調，二十一世紀的科學家與工商界人士都應具有宗教家的情操與

哲學家的素養，在發展商業產品的同時，切勿貽害子孫與環境。

李遠哲院長則表示，期許公私部門能以彼此分享，取代對科學知識和科技

資源的獨占與征服，如此才會發展出對全人類有利的雙贏局面。而曾擔任日

本教育改革國民會議主席的江崎玲於奈除了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外，更提

出「以前的科學家是大自然的旁觀者，現在則是參與者」的新觀點。

曾獲國際數學界最高榮譽「菲爾茲數學獎」的丘成桐教授則指出，二十一

世紀的基礎科學與人文科學要能夠結合，數學是主要工具。數學求真也求

美，通常一位優秀的數學家也會有良好的文學修養。張俊彥校長則表示，人

文與科技要拉近思惟方向的距離，是以人文發展為本，用倫理道德去彌補科

技的不足。

科技與人文到底有沒有可能在未來「緊握著手」呢？與會者皆一致樂觀地

表示，「天人合一」中的「天」代表的是自然，「人」則是人文，而人本來

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只要大家都具有科學的創新精神與態度，以及人文的

道德倫理與思考，一定會將人類的生存環境與生活品質帶往更好的境地。

04.15∼18

「千禧年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祕書長巴瓦．金（Bawa Jain）、

副主席迪娜．梅瑞恩（Dena Merriam），應聖嚴師父之邀，4月15日來台進行為

期四天的訪問。

巴瓦．金一行此次來台的重點行程之一，是參加16日於台北圓山大飯店舉

辦的「宗教與世界和平及心靈環保座談會」。這場由法鼓山主辦的活動，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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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國內佛教、天主教、道

教、伊斯蘭教及一貫道等宗

教領袖代表，以及政界、工

商界、學術界代表等二十多

位領袖代表參與，包括副總

統呂秀蓮、行政院院長張俊

雄、立法院院長王金平等人

皆參與這場盛會，共同為致

力世界和平貢獻智慧。

陳水扁總統雖然當日不克

出席，但在18日於總統府接

見聖嚴師父和巴瓦．金一行

時，除了肯定「心靈環保」的價值與功能外，也在「世界和平宣言」文件

中，親筆簽署響應。

聖嚴師父在16日的開幕典禮演講中指出，每一個種族的宗教信仰各有其時

空背景，我們應該接受宗教多元化的事實，尊重各個種族的文化及宗教，互

相觀摩學習，取長補短，發揚優點改進缺點；讚美共同處，欣賞不同處，求

其同而存其異；用智慧和慈悲來弭平世界族群之間的衝突和戰爭，用愛心和

方法去化解宗教間的衝突和歧視，而不要用自己所信的宗教去取代他們原有

的宗教。此次座談會邀請的與會人士涵蓋層面之廣，讓巴瓦．金對於台灣宗

教界交流頻繁且友好往來的狀況，留下深刻的印象。

巴瓦．金訪台的因緣，起於去年（2000年）8月聖嚴師父受邀出席「千禧年

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並擔任該會顧問。身為該會祕書長的巴

瓦．金即表示希望來台訪問，與

台灣各界領導人士合作，透過宗

教交流推動世界和平。

訪台期間，巴瓦．金一行也

在16日下午到法鼓山上參觀，對

於法鼓山結合宗教修行、教育與

社會關懷的佛教園區工程，深表

讚歎。梅瑞恩女士則特別推崇聖

嚴師父所提出的「心靈環保」主

張，她表示在往後的全球參訪行

程中，會與全球宗教領袖分享這

個獨特的創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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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

新竹清華大學慶祝創校九十周年，本日下午舉辦一場「歲月的智慧──大師

真情對話」座談會，邀請聖嚴師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武俠小說

家金庸及前清大校長劉兆玄座談，與青年學子分享人生智慧，由名節目主持

人蔡康永主持。

面對滿場年輕的學子，主持人蔡康永代大家問到：此時回首當年，四位與

會大師們是否已實現年輕時的夢想？

從出生、求學到從事研究工作，楊振寧提起自己一帆風順的人生時表示，

感謝有這樣的好運，特別是能夠結合自己的能力與興趣，在一個時代轉變的

當口，走出一個新方向。對於年輕研究人員的投入，他認為熟練的研究技術

並不是最重要的，是否能掌握整體領域的未來性及前瞻性，才是致勝之道。

當年因為創辦香港《明報》，為吸引固定讀者而開始創作武俠小說的金庸表

示，由於喜歡冒險生活，年輕時曾為了當外交官可以出國而報考外交系，沒

想到日後卻成了評論工作者及作家，而這樣的生活卻更愜意。他並提到個人

一生執著的夢想，就是當北京大學或清華大學的學生，但總是難以實現，如

今接受清大聘為名譽教授，也算了了一樁心願。

從學校轉換跑道到政壇，再回到學校的劉兆玄則分享表示，他覺得自己並

沒有真正地從政，只是想盡一份力，做應該做的事。他建議處在多元社會的

年輕人，不妨從做好手中的每一件事開始，從中感受是什麼讓自己產生成就

感與最大的喜悅，如此便能深度發現自己的興趣。

大師們首度相見，充滿好奇心與惺惺相惜之情。在整場座談中，聖嚴師父

的學佛人生，是最受到主

持人及與會大師們追問的

焦點。如楊振寧博士即好

奇地發問：為什麼佛教教

團的規模發展，比不上基

督教或回教的組織？師父

從二方面解讀，一是佛教

具有政教分離的傳統，不

與當代政治勢力結盟；二

是佛教雖然有不同的法門

宗派，但彼此都承認互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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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弟子，因此能相安於各自修行的生活方式。

金庸則請教知識與智慧的關聯。聖嚴師父表示，知識有時是增長智慧的來

源，但不等於智慧。佛教一般稱智慧為般若，但它並不是經驗，也不是學

問，而是一種無我的態度。

04.23

雲門舞集新世紀新作〈竹

夢〉，4月21日起於全台展開公

演，藝術總監林懷民特別將本

日於台北國家戲劇院演出的門

票所得，全數捐給法鼓山人文

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以響應

法鼓山推廣「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

演出當天，聖嚴師父亦親赴

國家戲劇院向林懷民及全體表

演者致意及感謝。

對於雲門舞集本身亦急需舞

團基金，仍願慷慨捐出一日演出所得護持法鼓山，聖嚴師父十分感動，除了

出席4月20日舉行的彩排暨記者會，當場向林懷民和團員表達最高謝意外，並

於7月31日晚上，邀請雲門舞者至農禪寺餐敘。席間，林懷民特別表示對師父

的感恩，讓舞者也能以專業回饋社會，師父則感謝雲門為社會所做的奉獻，

並預祝雲門下一支舞作「行草」演出順利成功。

04.29

經過三年來的努力，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新的成果又向前跨了一

大步。本日上午，該會於台北慧日講堂發表完成《大正藏》前五十五冊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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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冊，共計八千多萬字的成果。

該協會主委惠敏法師及總幹事杜正民出席說明最新光碟版本的內容與特

色，指出新增加的功能有三：一、全新目錄分類，依照經文內容將經文分成

二十個部類。二、提供丁福保佛學辭典、遠東佛學名相、文學名相辭典。

三、新增東亞漢英辭典連結。

杜總幹事並表示，《大正藏》光碟版所帶來的效益包括：節省保存空間、

讀者不致產生經濟負擔、強大的檢索功能利益佛法的推廣，以及提高學術研

究的效率、品質等。他提到位於中國大陸絲路的敦煌研究院所典藏的紙本

《大正藏》，是整條絲路唯一一套的《大正藏》，經常有其他城市的學者、學

生，長途搭車前往查取資料，不僅在時間、經濟上耗費頗大，學術研究的速

率也因此延緩。但是自從CBETA贈送《大正藏》光碟版給敦煌研究院和其他

絲路上的相關科研單位、學校及學者後，情況已大為改善，對提昇當地學術

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期望讓任何想要閱藏的人，都有機會如願以償。」惠敏法師詮釋CBETA的

目標，就如同《華嚴經》裡「重重無盡」的「因陀羅網」般，每個人在電腦

世界的網際網路上，都可以互相激發無窮潛力的空間。

05.07

由中華佛學研究

所、國立藝術學院

科 技 藝 術 研 究 中

心、台灣大學資訊

工程研究所通力合

作的「佛學數位圖

書館暨博物館」，本

日上午於台大國科

會 人 文 學 研 究 中

心，召開周年成果

發表會。與會者包

括台大校長陳維昭、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副所長惠敏法師、國科會人文

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正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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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為台大哲學系恆清法師所創立的「佛學網路資料庫」，於去年（2000年）

5月6日擴大規模，由台大與中華佛研所共同經營，並更名為「佛學數位圖書

館暨博物館」，進行佛學資料的蒐集、組織、數位化與經營等作業。經過一年

的努力，除持續擴增原「佛學網路資料庫」已完成的九萬筆佛學書目資料，

及千餘筆佛學全文資料外，並修訂各種佛學教學頁目及多種網頁資料庫，內

容包括書目檢索（收錄現代中文佛學學術論文及英文佛學論文）、全文檢索

（期刊論文全文）、期刊原文（期刊目次）等。

「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充分運用現代科技，內容不但有聲音、動畫，

還有互動式學習區，寓教於樂，十分生動，對於想上網獲得佛學資訊的人而

言，無疑是最佳的管道。

07.01∼04 07.05∼08 07.09∼08.24

自7月1日至8月24日，針

對國小、國中、高中三組學

生分為八梯次，於三義DIY

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暑

期心靈環保體驗營」，總計

約有一千五百人參加。

今年活動的最大特色，是

在國中組梯次加入「攀岩」

的項目，除了兼具趣味性

外，也讓小菩薩們體驗「身

體在做什麼，心就在做什

麼」的含意。

主辦單位表示，攀岩最能考驗一個人的專注力與放鬆程度，在攀岩的過程

中，如果因內心緊張或受周邊環境影響，而無法將精神集中於攀爬的動作

上，很容易分神出差錯。此外，攀岩靠的是心、眼、手、腳的協調，身心若

能放鬆，全身各個部位就能彼此配合，也比較容易登上岩頂；如果靠蠻力，

即使滿身大汗、手腳痠疼，也不容易登頂成功。因此，專注和放鬆是最重要

的二個要領，這也呼應了禪修的基本觀念。

為顧及小菩薩們的安全，主辦單位在器材設備、基本動作的訓練上都務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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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備。除了攀岩外，還有高空垂降等活動項目，也都兼具了趣味性和禪修的

巧思。此外，為了傳達心靈、生活、禮儀、自然的「四環」理念，在小菩薩

們的起居飲食間，莫不精心落實各種做法，例如使用環保餐具、減少使用冷

氣的頻率、避免製造垃圾等。

主辦單位表示，希望透過營隊生活的薰陶，培養小菩薩們感恩、惜福的

心，在日常生活中不做無謂的浪費，並從中學習為人著想及良好的人際互動

模式。

07.14

本日，中華佛學研究所

於中華佛教文化館舉辦一

場「佛教與台灣宗教現象」

座談會，邀請了國內多位

知名宗教、文化學者與

會，座談內容兼具學理與

實用性，十分精彩。

上午，首先由台灣大學

哲學系教授楊惠南專題演

講「從佛法看台灣民間宗

教」，楊教授分別就台灣宗

教的類型、特點、功能進行介紹。他指出，一般的民間宗教具有整合、認

知、生存三大功能，雖具有凝聚同一社群的整合功用，但是認知功能則顯得

較薄弱，也比較少能提供一套完整的宇宙人生觀做為生活指南。

下午則進行二場對談，第一場主題為「神通變變變？」，由輔仁大學教授鄭

志明和中華佛教青年會理事長淨耀法師進行對談。淨耀法師表示，修行的最

終目的是斷煩惱、了生死，即使有神通也無法脫離定業法則，應建立正確的

知見，藉由觀念的改變、心態的調整和行為的修正，帶來生活上的幸福。鄭

教授則提出，神通是人們想要捕捉宇宙信息所採用的方式，是一種靈性生命

的追求目標，只不過多數人在還沒有達到目標前，就迷失在速成的神通修鍊

中，無法腳踏實地行生命修持。

第二場主題為「算命？風水？磁場？」，由慈濟大學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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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人類學研究所教授羅正心對談。游教授從人與宇宙的關係看風水問題，

他指出，自古中國人就將人體比喻為小宇宙，小宇宙對應著大宇宙的和諧，

於是產生了風水之說，是人和環境的一種關係。羅教授則從心理學角度解讀

算命，他認為有的人算命是為了替人生遭遇找到合理的解釋，有的人則是為

了調適面對未知的焦慮，因而算命可說是一種民俗心理療法。

宗教皈依、算命、看風水、求神通等，是近年來台灣常見的社會現象，與

會者均指出唯有建立正知見，才能真正解決人生諸問題。

07.14∼21

為了培育未來傳遞佛法薪

火的種子成員，以及安定、

開發現代青年的心靈與智

慧，法鼓山於7月1 4至2 1

日，在基隆月眉山靈泉禪寺

舉辦「第一屆大專青年禪修

營」，共有五百位來自全省

各大專院校、研究所的學子

參加，其中還包括了多位遠

從美國、加拿大、德國等地

回來的學子。

這項名為「塑造二十一世

紀菁英」的大專青年禪修

營，由聖嚴師父親自主持，主要目的是為培養現代青年人獨立判斷與自主的

人格。師父指出，現代青年人所面臨的問題是對未來沒有方向感，也不知如

何處理包括來自課業、感情、家庭等方面的挫折。因此，師父勉勵青年學子

遇到挫折時，不要指責環境或其他因素，而應以正面光明的思考，把挫折當

做是一次成長的經驗，並且學習認識自我，包括自己的優缺點，才能成長自

我，也就是尊重自己與他人，不勉強別人接受自己的想法，互相學習成長，

最後便能達到消融自我，多為他人著想的快樂人生。

在觀念與方法的指導上，聖嚴師父提出四大方向及二十四字箴言。四大方

向是「實踐心靈環保、禮儀環保、生活環保與自然環保等四種環保」，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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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箴言為「要把生命留在現

在，不管妄念回到方法，放

鬆身心放下身心」。師父期許

青年學子們能從個人內在心

靈淨化做起，進而擴大到與

他人的禮儀、正確的生活態

度，以及愛護自然環境與地

球資源。

最後，整個活動在所有學

員參訪建設中的法鼓山後，

畫下完美的句點。

07.21∼22

本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前往台中關懷，21日晚上出席在台中分院舉辦的

「新勸募會員授證暨法鼓傳薪」活動，22日分別在台中逢甲大學、苗栗縣文化

局中正廳主持「大好年祈福皈依法會」。

在21日的活動中，聖嚴師父開示勉勵來自台中、豐原等九個地區的292位新

勸募會員，瞭解自己的角色定位及未來要承擔的責任，並叮嚀大家，勸募的

目的不是為了師父，而是護持法鼓山的三大教育。若能在與護持會員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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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讓他們瞭解、關心和護持法鼓山的教育理念，就是在建設人間的淨土。

而對當前經濟不景氣帶來人心的浮動不安，師父勉勵大家運用佛法的觀念去

面對各種人事物的變遷和考驗。

22日的二場祈福法會，共吸引了近三千人參加，逢甲大學校長劉安之、副

校長李元棟亦出席全程聆聽。

面對全球一片經濟不景氣，聖嚴師父在二場法會中開示勉勵大家，以光

明、正面、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只要大家能一起帶動「大好年」運動，人人

發願成為大好年的種子，影響周遭的人說好話、做好事，大家就能一起轉好

運，共創大好年。

此次二場祈福法會，會後均舉行皈依儀式，許多民眾在聽完演講後，因認

同法鼓山的理念而當場決定皈依三寶。聖嚴師父期許大家個個都是發電機，把

大好年的理念散發到各地。

07.26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局長陳威

仁、都發局局長許志堅，帶領

二局處共七十多位公職人員，

本日於農禪寺舉辦精進禪一，

由果醒法師帶領。

課程除了教授基本禪修理

論，基本方法如坐姿、數息

外，並且教導瑜伽動作和柔軟

操，讓學員們在專注與放鬆、

緊張與鬆弛間，體驗禪修動靜

兼顧的內涵。

聖嚴師父親臨開示時指出，農禪寺二十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推廣禪法，許多

人將學到的方法及觀念運用得宜而使生活得到幫助。因此師父鼓勵大家，禪

一的時間雖然很短，練習的次數也不多，但最主要是希望參與者將學到的禪

修觀念運用在日常生活中，能夠身處公門，借境鍊心，把握行、住、坐、臥

皆是禪的原則，隨時隨地調適身心。

都發局主祕何芳子表示，去年該局也曾為員工舉辦過禪一，因廣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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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為向隅的同仁再舉辦一次。她表示，禪修活動讓大家受益良多，未來若

時間許可，將會再另行安排一場禪修指引課程。

07.28

本日下午，法青會於青年創業協會舉辦一場講題「禪讒纏」的講座，邀請

醫生作家侯文詠與年輕學子分享生命探索之旅，吸引了近二百人聽講。

演講中，侯文詠以輕鬆的口吻分享了自己對感情及生命目標的思索和歷

程。他認為人在一生中，應隨時把握機會盡情體驗，勇敢向前。他回顧自己

年少時，只知遵循社會的主流價值，追求世俗的成功；到了三十歲，雖然擁

有了人人稱羨的醫師、作家頭銜，但並沒有因此感到快樂幸福。

侯文詠談到，一般人常常活在「假設」中 假設我們成功了，我們就會

幸福。但事實並不全然如此，他自己就是在功成名就時，仍然不清楚「生命

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帶著這樣的疑惑，毅然辭去醫師的職務，展開生命的

探索。當時他藉由佛法的思惟、博覽群書及旅行，讓自己的思想跳脫原有的

框架，重新省思人生的方向及生命的意義。在這過程中，他因參加了聖嚴師

父所主持的菁英禪三，而體驗到「佛」是人人心中光明的所在，是心靈的開

發，自由自在的追求。

演講最後，侯文詠鼓勵青年朋友：人在一生中難免遇到挫折、陷入困境，

但是不要只顧著怨天尤人，應該調整心念，用積極正面的態度去看待，因為

「生命從來沒有許諾過沿途是山明水秀，所以山窮水盡也是你該看的風景」。

講座在與會者踴躍發問下，圓滿結束。

07.29∼08.20

7月29日桃芝颱風重創台灣，造成全台二百多人失蹤罹難、一百八十多人受

傷，花蓮、南投等地災情慘重，無數家園被土石流沖毀流失。法鼓山本著

「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馳援災區民眾。

7月31日下午，聖嚴師父於農禪寺召開桃芝颱風緊急救災會議，會中宣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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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救災協調指揮中心」，並設立救災專戶，開放各界愛心捐款，鼓勵更多人

投入關懷，幫助災區民眾重新站起來。

8月1日，花蓮共修處依聖嚴師父指示成立安心服務站；8月2日，台中分院

設立中部協調指揮中心，與花蓮、南投、埔里、竹山及東勢等六個安心服務

站共同合作，提供災區物質及慰訪工作。

整體救災行動，透過法鼓山護法體系每日發行的「救災日報」，由第一線義

工人員回報災區慰訪情形，提供最佳人力及物資的調度。

災難發生後，聖嚴師父除指派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前往花蓮，台中分院

監院果舫法師和果時、果寰法師前往南投及台中關懷外，並親自於8月1日前

往花蓮大興村、2日至南投竹山鎮秀林里、延正里，7日前往南投水里鄉、民

間鄉、信義鄉關懷慰問。在前往花蓮鳳林榮民醫院探視傷者時，恰與慈濟證

嚴法師不期而遇，彼此期勉「為台灣這塊土地相互珍重」。

聖嚴師父在勘災時表示，大災難是一種磨練，走過災難，讓人更深刻體會

生命的意義。師父勉勵災民，災難發生後，就勇敢面對它、接受它，對未來

要保持信心，因為活著就是最可貴的。並且要幫助自己走出心理上的陰霾，

不要一直被受災這件事困擾著，而陷入哀怨、憤怒、不平衡或極度哀傷之

中；同時告訴自己，前面就是光明的路，要以健康、信任的心態來面對社

會，繼續活下去。

至8月20日止，法鼓山共動員一千六百多人次前往災區，協助災民清理家

園、助念、慰訪等事宜，另發放慰問金二百多萬元、救濟物資約七十萬元，

並提供齋明寺萃靈塔免費安置受災亡者的骨灰。甫於7月正式作業的法鼓山土

城惜福中心，亦將第一個月拍賣二手衣物所得的三萬多元，捐助桃芝風災慈

善基金。



創 辦 人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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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至災區關懷，為罹難者祝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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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慰訪災區居民。



08.04∼05

本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南下高雄展開三場關懷活動，包括「聖嚴法師

與當代名人對談」、「皈依祈福法會」及「新勸募會員授證暨信眾聯誼會」，

地點皆在高雄縣勞工育樂中心演藝廳進行。

4日下午，以「跨越困境、拯救貧窮、安和樂利南台灣」為題的名人會談，

邀請了高雄市市長謝長廷、中山大學校長劉維琪、高雄地檢署檢察長朱楠與

聖嚴師父座談，由導演吳念真擔任主持人，吸引了近二千名聽眾參加。

吳念真一開始即以「台灣真的跌到谷底了嗎？」這個問題揭開序幕，謝市

長回應表示，應先自問：「我們的心和信心是否已經到了谷底？」在他的經

驗中，唯有保持樂觀的心，才能不斷走出困境。

劉校長談到在這波經濟不景氣中，新興產業成功的例子，建議大家應利用

機會調整、充實自我，以迎接下一波新經濟的來臨。朱檢察長則認為困境是

人生的附屬品，無法避免，他建議民眾應建立宗教信仰，在困頓中可以獲得

心靈的依靠。

聖嚴師父則表示，一般人只能接受好的現象，不能接受不如意，這是人生

痛苦的根源之一。中國人有句話：「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正點出人生實

相。大家應隨時有面對挫折的危機感，即「要有最壞的打算，和最好的準

685

2
0
0
1

國
內
篇



備」，遇到困難時心理才不會過度慌亂。師父並表示，現今外在環境並沒有悲

觀到生活過不下去，只是社會的確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

這場對談，與會人士以他們豐富的學思經歷和專業，針對困境做出多面解

析，希望協助大眾尋找未來生機，會後並與現場聽眾溝通交流。

5日上午舉行的「皈依祈福法會」，吸引了南台灣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四縣市的信眾熱烈參與，約有二千人參加，近一千四百人皈依三寶。聖嚴師

父於會中特別講解「何謂正信的佛教」，並期勉大眾凡事盡心盡力、好的不驕

傲、壞的不悲傷，能夠隨時面對好與壞，就是有智慧的正信佛教徒。

下午舉行的「新勸募會員授證暨信眾聯誼會」，內容包括帶動唱、兒童讀經

班背誦、《心經》、〈大悲咒〉及學佛心得分享等。隨後的授證儀式，由聖嚴

師父親自頒發證書予222名新勸募會員。接著，師父向大家說明法鼓山的三大

教育理念，期許所有法鼓人要以「四眾佛子共勉語」互相勉勵，共同來提昇

人的品質。

結束前，義賣所有供佛的鮮花及水果，造成熱烈的迴響，整個活動就在眾

人熱烈請購中圓滿結束。

08.17∼09.21

8月17日至9月21日，法鼓

山佛學推廣中心與金石堂書

店首度合作，於台北城中店

合辦「經典之美讀書會」系

列課程，導讀聖嚴師父的隨

身經典著作《心經講記》，

由黃國清講師授課。

黃國清老師表示，此次課

程以學生、上班族群為主，

多半非佛教徒，他們企盼藉

由佛學經典，找到解決人際

關係、工作不順的妙方。因

此，課程以如何開心、順心、用心、放心等生活化的主題為內容，著重於應

用佛法協助化解生活上的挫折與困境；再者，課程中少用佛教辭彙、名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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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取而代之的是佛教經典中對生命、生活積極正面的指引。而且在每堂

課後，都會就一般人常碰觸到的如：「我為何不開心」、「工作不順怎麼辦」

等問題進行討論。

金石堂書店表示，各分店通常會根據地區消費屬性規畫不同的藝文活動。

例如城中店具人文氣息，書籍多以文、史、哲種類居多，策畫活動時亦以此

做為主軸。而法鼓山以知性推廣佛法的形象，正與城中店風格契合，因而有

了合作的因緣。

09.09

本日下午，高雄紫雲寺舉辦三時繫念法會，這是法鼓山首次在高雄地區舉

辦，約有來自台南、高雄、屏東、潮州等地八百多名信眾參加。

雖然紫雲寺最近正在施工，然而與會信眾均十分專注凝神，虔誠跟隨主法

法師持誦，以佛法布施供養亡靈、孤魂，期能令他們心開意解，化除貪、

瞋、癡煩惱，離苦得樂，往生極樂世界。整個法會從下午三點進行到晚上十

點，過程相當莊嚴、肅穆。

「三時繫念」是淨土宗的念佛法門之一，其儀範為元朝中峰國師所編撰。三

時，一指早晨、日中、日沒之時，一指詮一切有、詮一切空、詮一切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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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之美讀書會」課程

如何開心：你可以用智慧度苦厄

討論會：我為什麼不開心？

如何順心：因緣不可思議

工作不順怎麼辦？

如何變心：與全宇宙一起心跳

如何改變我的心？

如何用心：和菩薩一樣有智慧

如何看透自己的心事？

如何放心：不再給自己壓力

老是不放心怎麼辦？

如何隨心：活在哪裡都開心

讓自己天天都開心！

8月17日

8月24日

8月31日

9月7日

9月14日

9月21日

．每週五晚上

19:20∼21:00

．金石堂城中店藝文空間



時。繫念，則指身、口、意三者觀《阿彌陀經》經文等而繫念往生彌陀淨土

之意。

09.12∼14

歷經二年籌設的法鼓山

僧伽大學佛學院，在眾人

期盼下，於今年暑期完成

首度招生，本日起一連三

天，於法鼓山上舉行新生

講習，最後一天並舉行受

行同沙彌（尼）戒，共有

二十一位新生（男眾四

位、女眾十七位）參加。

院長聖嚴師父在開學典

禮中，致辭勉勵學僧們要

成為一位具有奉獻精神，

全生命投入修學佛法、護

持佛法、弘揚佛法的宗教師。師父並強調，修學佛法是基礎，護持佛法是投

入時間、體力服務眾生，弘揚佛法則是隨時隨地能以觀念、行動、威儀來傳

達佛法；具足這三種，才是正確的發心修行。

隸屬法鼓山「大學院教育」一環的僧伽大學，可說是法鼓山教育走入成熟

期的展現。它以具有二十年辦學經驗的中華佛學研究所和具有二十多年歷史

的農禪寺僧團為基礎，在師資方面可說陣容堅強，例如院長為聖嚴師父，副

院長、教務長由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兼任，第二副院長和女眾學務長

則由僧團教育院監院、留美博士果光法師擔任。

在課程方面，培養宗教情操是僧大重要的辦學目標，為此設計了「行門」

的實踐課程，例如禪修實習、梵唄與佛事、早晚課、出坡及誦戒等；另一方

面也注重校外服務與社會脈動的結合，落實對大眾的關懷與普化教育。至於

佛學和世學的課程，則有律學、禪宗、教史及漢藏與南北傳佛教比較、寺院

行政管理、弘化訓練、語文、電腦等。

目前以招收台灣的學僧為主，未來希望能接引國外學僧前來就讀，朝國際

化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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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講習結束後，全體師生合影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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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4∼16

台北市社會局為宣導殯葬相關資訊、導正民眾正確治喪觀念，9月14至16日

於富邦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生命禮儀文化博覽會」，法鼓山亦應邀參與，在會

場提供佛教臨終關懷及助念相關訊息。

14日的開幕典禮，聖嚴師父應邀與台北市市長馬英九、社會局局長陳皎眉

共同主持。師父在致辭中提到預立遺囑的重要性時，向與會者表示他已寫妥

遺囑，身後不要土葬也不進骨灰塔，而是直接將骨灰撒於大地，回歸大地。

中華佛學研究所副所長惠敏法師亦應邀於開幕典禮後進行首場演講，講題

為「繁花落盡香猶在 談生命去留之本質與觀照」，從佛教觀點談人生的最

後四十八小時之歷程。

惠敏法師表示，一般人之所以對死亡深感恐懼，是因為對死亡之旅全然陌

生，就像是第一次出國，如果事先缺乏資訊蒐集，不免緊張害怕。法師進一

步指出，臨命終時是生命最重大的過渡時期，認識死亡的過程，可以幫助我

們在人生最後一刻，讓身心回歸自然，放下萬緣，此時心性光明顯現，含有

無限的意義。

由於長期以來，民間傳統喪禮在古今風俗摻雜之下，已喪失「慎終」及

「死者為大」的意義，反而以繁複的儀式與聲勢搶人的陣頭撐場面。因此，台

北市政府社會局近年來大力提倡喪禮簡化，一方面提昇國內喪儀文化，另一

方面加強國人對生死的整體關懷，以結合哀傷處理、殯喪服務及提倡預立遺

囑等，帶動豁達的生死觀。

09.17∼25 10.01

9月17日，納莉颱風肆虐台灣，帶給各地不少災情，農禪寺附近巷道亦遭淹

水之災。聖嚴師父掛心附近居民的安危，當天仍冒雨外出關懷、叮嚀大家注

意安全。法鼓山並隨即成立救災中心，展開一系列救災關懷活動。

據法鼓山救災中心統計，截至9月23日為止，動員超過二千人次的義工關懷

傷者及為亡者誦念祝禱，並致贈慰問金；同時發送救濟物資到各臨時收容

所，提供災民飲水、食物及各項民生必需品；農禪寺在常住法師總動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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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每日提供近六千份熱騰騰的便當至受災及未恢復電力的地區，總計發出近

四萬份便當。另外，傳出土石流災情的北投區棕梠泉大廈，法鼓山亦積極動

員協助受災民眾安置、飲食、發放慰問金等關懷工作。

除了提供物資、金錢等各項救援外，亦為風災罹難亡者祈福超薦，並對受

創災民進行心靈重建等工作，包括9月22日於基隆市立殯儀館舉辦誦念關懷；

9月24日及25日，分別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板橋縣立殯儀館舉辦超度法會

等。

另外，農禪寺原定10月1日舉行中秋晚會，也改為舉辦冥陽兩利的三時繫念

法會，希望能讓大眾早日安定身心，重建家園。

09.18∼20

由中國佛教會和世界佛教僧伽會共同主辦的「世界宗教合作會議」，9月18

日起一連三天，在台北圓山飯店舉行，聖嚴師父應邀於閉幕典禮中，以「宗

教的瞭解與宗教的合作」為題發表演說，共有來自全球二十九個國家，近一

百四十位宗教代表與會，包括史瓦濟蘭天主教主教恩得羅夫、沙烏地阿拉伯

回教代表奧瑞法教授、藏傳佛教比丘尼丹津．葩默（Tenzin Palmo）等。

聖嚴師父在演講中指出，各宗教的成長，常是在互相影響和激盪之中出現

或成就的。例如佛教中，即有不少內容是從印度古宗教中汲取而來。不過，

宗教之間要能達到相互瞭解，需要彼此尊重，但也沒有必要牽強附會地彼此

求同。

至於宗教之間如何合作？聖嚴師父強調，並不是集合各宗教的領袖們來檢

討彼此所信奉教義之間的優劣高低，那只會引起衝突、增長敵意，而是必須

尊重甚至欣賞對方的選擇。師父進一步表示，各宗教之間未必要納入一個組

織來運作，而是彼此呼應、放棄暴力、共同消弭飢餓、疾病、自然災害及種

族戰禍等。師父呼籲從各宗教鼓勵自己的信徒做起，進而影響社會各界；大

家若能都有這樣的共識，便跨出了宗教合作重要的第一步。

以《雪洞》一書知名的藏傳比丘尼丹津．葩默，來台除了出席這場會議之

外，並於9月24日上午至農禪寺參訪，與聖嚴師父就閉關修行、東西弘化心得

等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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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danta

John H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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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va Vishnu

many-sideness of reality



Raychandbhia

Normam Sctonry Gondhi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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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1

由法鼓山文教基金會參與製作的「台灣，

加油！」、「台灣大好」公益廣告，品質優

良且激勵人心，受到廣告媒體業界的肯定。

本日，一場由新聞局與廣告主協會合辦，

以熱愛台灣生命力為主題的「優質廣告影片

票選」記者會，特別邀請聖嚴師父出席，號

召民眾參與票選活動。

聖嚴師父在致辭中表示，台灣近二年來飽

受天災，許多媒體工作者於是開始運用媒體

廣大的影響力，製作「大好月」新聞及製播

公益廣告等，都是為了使人心安定。師父指

出，唯有人心安定才能「人定勝天」，以不

慌不忙、不驚不懼的態度克服災難。

新聞局表示，希望藉這項票選活動的舉

辦，能鼓勵更多人投入優質廣告影片的創

作，以提振國人愛鄉土的情懷，促進社會的

祥和。

09.30

僧伽大學佛學院創校暨開學、中華佛學研究所九十學年度開學畢（結）

業，以及第一屆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班始業，本日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聯合

舉行，除象徵園區正式落成啟用外，更代表法鼓山「大學院教育」理念的具

體實現。

當天受邀的貴賓皆是與學校教育相關的人員，包括前中國佛教會理事長，

同時為中華佛研所董事的悟明長老、今能長老，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徐正光、

金山鄉鄉長許春財，以及教師、學生家長、常住法師等，約有五百人觀禮。

聖嚴師父在致辭中，除了感謝十方信眾成就法鼓山建設外，對於園區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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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研究所、佛

學院、漢藏班能

形成一綜合性、

國際化的佛學教

育，感到相當欣

喜 。 師 父 並 指

出，佛學院是以

培 養 宗 教 師 為

主，佛研所著重

研究、學術、文

化 性 的 人 才 養

成；漢藏班則是促進藏傳人才對漢傳佛教的認識，並能以中文弘化藏傳佛

教。

當天除了有著中式傳統行者服的佛學院學生、漢傳僧服的常住法師，還有

著藏傳僧服的漢藏班學員、著南傳僧服的佛研所學生，會場具體呈現文化的

交流與包容。

對於歷經十二年的建設，法鼓山第一期工程完工開放使用，與會者皆抱著

家有喜事的心情參與。會後，許多家長在學生陪同下參訪校園設施及周遭環

境，對於學子們能在山明水秀的環境中接受現代化的佛教教育，深表祝福和

期許。

10.08∼10

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承辦的「科技發展與人

文重建學術研討會」，本日起一連三天，分別於台北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及

台灣大學第二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共有來自兩岸三地近百位學者出席與會。

這場研討會共分八個場次，由兩岸三地二十位知名人文學界及科技學界的

學者專家發表二十篇論文，包括中國大陸人類學大師費孝通及台灣何懷碩、

李家同、黃崑巖等學者。前二天的議程於國家圖書館舉行，最後一天則移至

台大學生活動中心多用途演講廳舉行。

第一天議程，特別安排了一場精彩的「大師對談」，邀請清華大學校長劉炯

朗、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金耀基院士與聖嚴師父對談，由中央研究院李亦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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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主持。

座談中，聖嚴師父從宗教的層面，提出對人文重建的看法與建議。師父指

出，宗教必須從神回歸到「人」的本位，並建立宗教的理論基礎，才能使信

仰提昇到理論、觀念兼備的精神哲學層次。師父並強調，信仰的基礎在於體

驗宗教生活，除了淨化自我，還須懷有利他的悲願心及實踐的信心。

中研院金耀基院士則從社會學的層面，談科技與人文的關係。他表示，人

之所以為萬物之靈，是因為人是文化、符號的動物，人造文化，文化也造

人。但是自從西方工業革命之後，文化的技術性愈來愈強，甚至連藝術、宗

教也逐漸深入科技，科技的理性與思惟影響了人的行為，科技巨大發展的結

果，造成人文漸漸萎縮。

劉炯朗校長以科技人的身分，談科技與人文的不同。他表示，科技一向給

人高深莫測的神祕感，許多不瞭解的人視它為洪水猛獸，因此推動科技教

育，教導如何善用科技便成了重要的課題；而人文則一向給人枯燥無味的印

象，如何關懷人文並推動藝術發展，進而瞭解人文精奧的地方，也是不可或

缺的一環。

首日除了進行「大師對談」活動外，並舉辦一場針對聖嚴師父榮獲行政院

文化獎的祝賀會，由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校長曾濟群及《聖嚴法師七十年譜》

編者林其賢老師，向與會者介紹師父的志業與思想，由政治大學校長鄭丁旺

主持。



特 別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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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與人文重建學術研討會論文一覽表

科技發展對人文精神與關懷所帶來的衝擊

以石擊卵──科技膨脹與人文毀棄

文化的技術與文化共同體──

兼論技術的進步與困惑

科技對人類的負面影響

試論資訊科技對學術研究的影響與衝擊

互聯網、人際交網與人文教育

網絡新一代年輕人──

數碼年代社會化帶來的啟示

人文重建的社會成本分析

人文知識分子角色與社會轉型

虛擬網海與文化之舟──

兼談香港中文大學的人文再現

科技與其人文性的安頓

科技、人文與「存有三態論」

西部開發與新疆民族教育──

維吾爾、塔吉克與柯爾克孜民族鄉的調查與分析

論身心靈三層次的生命安立之道

人文思想與中國現代教育

道德與實踐──

科技時代的替代經驗與個人親證問題

二十一世紀科技時代的人文議題與人文教育

科技快速發展下，如何重建人文教育

科學哲學與人文教育

構造開放的人文精神



11.07

來自荷蘭海牙的猶太教歐洲聯盟主席阿拉罕．史坦多普拉比（Rabbi

Awraham Soetendorp）伉儷，本日下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參訪，除了參觀

園區的各項建設外，並為僧伽大學及中華佛學研究所進行一場專題演講。

史坦多普拉比曾於二年前在「千禧年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中認

識聖嚴師父，不久前則前往紐約東初禪寺拜訪師父，當天雙方曾就「快樂」

及「富有與貧窮」話題，交換看法，也促成了此次到台灣法鼓山參訪的因

緣。

此行，史坦多普拉比首先於教育行政大樓，以「猶太教與現代的適應」為

題，對僧大及中華佛研所學生進行一場專題演講。史坦多普拉比表示，在猶

太教的典籍中，善心、善念格外被彰顯，當一個人的內心充滿善念時，能吸

引善的天使前來；若是惡念充斥，靠近的將是邪惡的天使。為了這段典故，

他並現場吟唱一首猶太教的祈禱曲，祝禱人們平安吉祥。

演講結束後，史坦多普拉比伉儷參觀了法鼓山的建設，對於法鼓山的理念

深表認同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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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訪行程中，史坦多普拉比特別要求學習禪修，所以於參觀法鼓山工程

後，在教育行政大樓四樓佛堂，由果醒法師指導簡單的禪坐方法，體驗十分

鐘的禪修，對禪法留下美好的印象。

11.10∼11

本日起一連二天，中華佛學研究所與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於台北天母

國際會議中心，共同主辦「兩岸佛學教育研究現況與發展研討會」，約有兩岸

學者近二十位參加，共發表了十四篇論文。

這次研討會探討的子題共計有三項，分別為：兩岸佛學研究與教育現況、

從宗教觀點看兩岸宗教文化的異同、兩岸佛學教育與學術研究未來之發展與

交流。

綜觀這次學者們所發表的論文，可以略窺近年兩岸佛學教育與研究現況：

台灣方面，以完整佛學教育機制的建立與佛學發展電子化見長；中國大陸方

面，則由於豐富的文物資源，造就近來佛學研究的熱潮。

為期二天的研討會中，台灣的佛典電子化發展如何突破時空侷限的特性，

以和中國大陸的文物資源做有效的結合，進而加速兩岸佛學研究與佛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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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展，是與會者討論的重點。包括中華佛研所圖書資訊館館長杜正民、北

京師範大學網絡教育學院技術部主任尹雪鈺等資訊科技相關領域研究者，都

肯定未來透過電子媒介，例如遠距教學、網路圖文檔的傳播等現代科技，可

打開兩岸佛學研究的溝通之門。然而電子媒介在現階段的佛學推廣上，仍有

需要克服的技術性問題存在。

另外，為增進與會的中國大陸學者瞭解台灣佛教界推廣佛學教育的現況與

成果，主辦單位並安排了參訪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各地佛學院及相關大學

宗教學系所等行程。而僧伽大學佛學院的學僧在師長的帶領下，亦全程參加

二天的研討會，並於會後與中國大陸學者進行交流座談。

12.02

佛學推廣中心本日於農禪寺舉辦讀書會講師培訓課程，內容包括「佛法與

讀書會」、「閱讀方法的介紹」、「材料的選擇與應用」、「讀書會領導人的角

色與功能」等。

擔任此次培訓課程講師之一的黃崧修表示，一個讀書會的領導者除具有巧

妙引導的作用，同時必須具有傾聽和包容的特質，才能帶好讀書會。此外，

還需具有佛法的正知見及涵養氣度，這是有別於一般的讀書會之處。

另一位講師林貴真，是國內最早帶動讀書會風氣的洪建全文教基金會資深

講師，她以豐富的經驗表示，藉由培訓課程培育種子會員，可帶動佛學書籍

的讀書風氣，同時透過其中的討論交流，分享書籍和生活上的成長。

佛學推廣中心指出，此次讀書會的目的，著重於生活化佛法的推廣，與目

前在各地共修處進行的「經典導讀」讀書會略有不同。

而日後實際演練的書籍，則選定聖嚴師父所著《人行道》一書，希望藉書

中深入淺出的文字，提供佛法應用在身心、生活、人際關係及工作上的智慧

觀點，為平凡生活注入佛法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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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3∼28

本日起至3月28日，護法總會副會長周文進前往加拿大溫哥華展開為期六天

的關懷行，與當地信眾直接面對面溝通、交流，增進、凝聚彼此的共識。

在加拿大分會舉辦的座談會中，周副會長轉達聖嚴師父和護法總會對當地

信眾的關懷之意，並分享個人的學佛因緣及加入義工的心得。召委黃政文則

報告加拿大地區自1994年創設辦事處，到去年（2000年）9月成立分會的發展

過程，對於歷任召委的努力特別表示感恩。

而於各區的關懷聯誼活動中，最主要是進行分享和交流。有人提出該如何

克服不敢受菩薩戒的障礙，周副會長分享自己受戒的心得，強調菩薩戒的精

神就是止一切惡，修一切善法，利益一切眾生。再者，要體驗到持戒是在保

護自己的道心而非束縛，才能感受到受戒的殊勝和利益。

此行為了能深入瞭解各區的實際運作，周副會長在溫哥華悅眾菩薩的陪同

下，每天從早到晚，馬不停蹄地來往於距離遙遠的各區間。直到最後一晚的

聯誼會進行「臨終關懷」的主題後，整個關懷行程才告一段落。

04.21

為了因應粵語民眾的需求，紐約東初禪寺本日在唐人街容閎小學舉辦為期

一天的粵語初級禪坐班，由果元法師指導，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此次課程，從上午九點半至下午四點半結束，除了介紹禪坐的基本觀念和

禪坐用具、姿勢外，並教授放鬆身心、數息、隨息等方法；另外，也指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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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如何處理禪坐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各種身心反應，如何於行住坐臥中保持專

注，以及經行和瑜伽運動等，內容相當豐富。

果元法師表示，舉辦這項課程，除了指導民眾學習打坐、體驗禪修的益處

外，同時希望大家能夠瞭解法鼓山的理念，並進一步學習正信的佛法。法師

深入淺出、親切生動的指導，令學員反應相當熱烈，計畫今年8、9月再陸續

開辦禪坐課程。

當天一早，義工菩薩們即將蒲團等器材運至現場布置，並準備了齊全的上

課資料，義工菩薩積極推廣禪修及法鼓山理念的精神，令人感動。

04.24∼28

本日起至4月28日，聖嚴

師父首次前往馬來西亞弘

法五天，有台灣信眾組成

的「聽經護法團」二百八

十多人隨行，其間進行二

場演講、一場座談會及二

場聯誼會。

1982及1999年，聖嚴師

父曾二度計畫赴大馬弘

法，均因故無法成行，大

馬信眾多次殷殷邀請，也

都未能前往。此次能夠成

行，當地信眾都感到十分歡喜，當地華文媒體《中國報》、《光明日報》、

《南洋商報》、《福報》及《亞洲週刊》也特別專訪師父，盛況為大馬地區難

得一見。

25日，聖嚴師父由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會長繼程法師陪同，前往妙應寺

拜訪馬來西亞佛教總會會長寂晃長老，除了向長老致意外，並致贈最新的出

版品。下午，師父前往吉隆坡近郊的八打靈，主持法鼓山馬來西亞分會的灑

淨、啟用儀式。

26日上午，聖嚴師父應當地企業界菁英之邀，出席於吉隆坡綠野沙灘飯店

國際經貿會場舉行的座談會，主題為「禪與現代企業──聖嚴法師與企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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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約有二百多人與會，由《中國報》總編輯潘友來主持。會中，師父首

先以「佛法與企業」為題演講，之後由與會者自由發問。大家紛紛就生活、

事業要如何運用禪法，以及如何面對動盪的世局、經濟不景氣等問題向師父

請益。

26及27日起一連二天晚上，舉辦二場大型的弘法大會，原本三千個座位的

場地擠進了六千多人，二天共有一萬二千多人次聽講，當地佛教界約二百多

位法師出席。主辦單位特別準備的六千本《我為你祝福》的結緣小冊子，很

快便被索取一空。

第一場，聖嚴師父以「修行在紅塵」為主題，說明人間佛教由人成佛的方

法和道理，並說明修行佛法的五個層次。第二天則以「聖嚴法師說禪」為主

題，師父首先簡略說明中國的禪法和禪定次第，然後把法鼓山初級禪訓班的

課程濃縮為一小時，為大眾介紹打坐的基本方法，以及如何將禪修的方法和

觀念運用在日常生活中。結束後，並進行一項皈依儀式，約有八百多人皈依

三寶。

28日上午，從台灣跟隨聖嚴師父前往大馬的護法團，與當地信眾們於飯店

舉行一場「我們都是一家人──法鼓傳薪」的溫馨聚會。結束大馬的弘法行程

之後，師父接著轉往美國，繼續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弘法行程。

04.29∼05.05

由法鼓山慈善基金會會長

王景益帶領的「2001法鼓山

海外聽經護法團」一行八十

人，本日抵達紐約，除了參

加由東初禪寺果元法師主持

的禪三外，並與當地法鼓人

聯誼、交流。

5月1日上午，護法團首先

至東初禪寺參訪，大家看到

大殿、禪堂、圖書室及聖嚴

師父的寮房等設備均十分簡

陋，感到十分意外而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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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則對大家遠途而來深感欣慰，並簡短介紹二十五年前初來紐約的辛苦，

並指出東初禪寺目前雖然簡陋，卻是慘淡經營並三易其居後才站穩腳步的。

下午，護法團隨即出發至象岡道場，參加由果元法師指導的禪三，期間聖嚴

師父每天都為大家做二場開示。

聖嚴師父形容護法團此行來美是尋根之旅，因為師父留學日本時，資助他

經費最多的人是住在美國的沈家楨居士，師父因而特別帶大家到莊嚴寺拜訪

沈居士。此外，師父學成後被沈居士聘請到紐約，擔任大覺寺住持及美國佛

教會副會長，開始在美國弘揚佛法，之後陸續規畫完成初、中、高級的禪修

課程和禪七的模式，後於東初禪寺傳授經過改良的菩薩戒授戒儀範，四十九

天的默照禪七亦是在象岡道場首次舉辦；而「法鼓山」之名，早在東初禪寺

於1982年成立英文法鼓出版社（Dharma Drum Publications），便採「Dharma

Drum（法鼓）」二字，比1989年台灣創立法鼓山還早了七年。

行程中，護法團也參加了一場特別為他們舉行的浴佛法會。聖嚴師父勉勵

大家要發菩提心，並釐清「發願」及「發誓」的觀念。師父勸勉大家不要對

發願產生畏懼，他表示：「願心只是一個目標，是一個原動力，因此有願必

成，無願才會消極。」

另外，護法團並出席紐約及新澤西州二地悅眾菩薩為他們舉行的聯誼會，

會中安排了精彩的合唱、相聲、劍舞、二胡演奏及太極拳等節目。護法團團

員們則報告台灣的活動近況，讓美國會員們備感親切。

05.09 

本日，聖嚴師父應邀出席於紐約舉行的「世界宗教領袖顧問會議」

（Roundtable Planning Meeting with Religious Leaders），此會議係由「千禧年世

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祕書長巴瓦．金（Bawa Jain）召開。

巴瓦．金祕書長甫於4月中旬到台灣訪問，出席由法鼓山舉辦的「宗教與世

界和平及心靈環保座談會」，他回美後不久即召開這場小型顧問會議，與會者

除了聖嚴師父，還包括印度教的Swami VedaBharati-Swami Rama’s Aahran、伊

斯蘭教的Imam Gameaha、猶太教的Rabbi Arthur Schneier、《精神與健康雜誌》

總編輯Didi Taylor、傑出婦女運動家Joan Brown、羅特芬公關公司總裁David

Finn及高峰會副主席迪娜．梅瑞恩女士（Dena Merriam）等多位。

會中，主要討論如何繼續推動轉衝突為溝通、轉戰爭為和平的全球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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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並報告自去年（2000年）8月召開大會以來，在中東、韓國、非洲、印

度、中國大陸等地推行的狀況，經評估成效最明顯、做得最成功的是台灣，

巴瓦．金祕書長並已將這些執行狀況向聯合國祕書長安南（Kofi Anna）提出

報告。

席間，雖然與會者都認為要結合所有宗教是不可能的，但也同意聖嚴師父

所提出的論點：「宗教間的信仰認同是辦不到的，但若站在人的立場共同挽

救世界性的危機與災難，就可讓各宗教共同參與。」最後，大家互勉，不分

宗教一起為人類的幸福及世界和平共同努力。

該會副主席迪娜女士在Ruder finn Move雜誌撰文，介紹當今三十一位世界宗

教領袖，聖嚴師父被其列在第九，為佛教界中的第一位。

05.25∼26

「電子佛典推進協議會」（Electronic Buddhist Text Initiative，EBTI）本日起

一連二天，在韓國漢城東國大學（Dongguk University）舉行，中華佛學研究

所副所長惠敏法師、網路資訊室主任杜正民代表中文區出席參加，並於會中

演講及介紹台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的進展，其成果獲得與會者一

致的讚賞。

本次大會與往年不同的是，與會各國代表係依語言分，而非地區；研討場

次則和往年一樣，包括：經文結構分析、《大藏經》電子化成果（藏文、韓

國高麗藏、巴利藏、CBETA大正藏 ）、網路資源（藏文字典、禪宗資料），以

及技術問題（缺字、造字、標記等佛典製作問題）。

台灣此次參加二個場次，分別是惠敏法師介紹《瑜伽師地論》介面的研

究，以及杜正民主任介紹《大正藏》電子化的進度。其中，CBETA的進展得

到相當大的迴響，主辦單位會後並在網頁上特別推崇，稱譽CBETA在短短三

年內就成功完成漢文《大正藏》電子化的艱難任務。

1993年4月，由美國柏克萊大學（Berkley University）教授蘭卡斯特（Lewis

R. Lancaster）發起成立的EBTI，以積極推動各種語文的佛教藏經電子化為標

的，藉以達成佛典保存、研究、傳播的作用，以達合作、分享的宗旨；並致

力於國際學術單位與宗教團體電子化佛典的推廣與協調，同時不定期於世界

各地舉辦研討會。

1999年1月，第五屆EBTI曾於台灣中央研究院舉辦，當時由教育部電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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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研院計算中心主辦、中華佛研所和菩提文教基金會暨台大佛學研究中心

協辦，聖嚴師父並做開幕演講。

06.02

本 日 ， 聖 嚴 師 父 應 《 三 輪 》

（Tricycle）佛教雜誌之邀，出席於

紐約中央公園舉辦的「改變想法之

日」活動，以「逆向思考」為主

題，向西方人士介紹如何運用「逆

向思考」來因應現代、未來的環

境，並超越現況和環境。

活動中，共有十二位主講及祈福

人，分別來自北傳、南傳及藏傳佛

教。聖嚴師父在短短十五分鐘的演

講中，非常切中現代人的問題，並

提供相當有用的對治方法。因此，結束後有許多聽眾特地趨前向師父致謝。

《三輪》雜誌是當今英語系世界中著名的佛教雜誌之一，其取名Tricycle（三

輪），是希望擷取北傳、藏傳及南傳三大系統的佛教精華，向世界各地人士介

紹佛法之意。該雜誌每年初夏，都會分別於美國幾個最具代表性的大城市，

邀請三大佛教系統的代表性弘法師，同時舉辦一天的演講及祈福活動，至今

歷時已有六屆，聖嚴師父曾是第一屆活動的演講人之一。

06.02 
Zarko Andricevic

5月19日至6月2日，聖嚴師父於紐約象岡道場主持一場為期十四天的禪修。

結束前，為來自南歐克羅埃西亞（Croatia）的查可．安珠確維（Zarko

Andricevic），授以中國禪宗法鼓山系統的傳承，並殷切囑咐他在西方社會中，

擔負起弘揚禪法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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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可．安珠確維是克國最大且唯一獲得

政府承認的佛教團體負責人，以指導中國

功夫及瑜伽為業。二十年前，他即組織了

一個兼含武術及佛法教學的團體，直到克

國 脫 離 共 黨 統 治 ， 從 南 斯 拉 夫

（Yugoslavia）獨立後，始得以正名為「佛

教中心」（Buddhist Center）。近六年來，

查可每年都會參加聖嚴師父親自指導的禪

修活動，去年（2000年）也全程參加了四

十九天的精進禪修。

聖嚴師父囑咐他不忘以弘揚禪法為己

任，以傳承中國禪宗法脈。查可回國後，

首先將主持一個為期五天的精進禪修，接

著計畫採取兼重佛教教義及禪法的途徑，

盡力在克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傳播佛法。

06.06

有鑑於佛教在美國日

益蓬勃發展，紐約宗教

中 心 （ The Interfaith

Center of New York）本

日舉辦一場「紐約的佛

教徒」專題講座，邀請

了不同國家的藏傳、漢

傳、南傳佛教代表，介

紹其所屬的法脈及活

動，並回答聽眾的問

題。東初禪寺住持果元

法師是當天與會代表中，唯一中國佛教代表發言人。

講座中，果元法師以別開生面的說故事方式，介紹聖嚴師父的生平、理念

及利他精神，並闡述師父初期來美弘法的艱辛及東初禪寺的發展歷史、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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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同時介紹了師父的英文禪修書籍。

短短十五分鐘的演說，內容扎實豐富，果元法師也分享了自己出家修行，

矢志為眾生奉獻的願心，贏得在場人士熱烈的掌聲回應。最後，與會者提出

有關僧侶制度、素食與修行及因果業報等問題，法師均給予詳盡回答，一解

聽眾疑惑。

果元法師表示，紐約宗教中心舉辦此次講座，讓各宗教團體及各界人士有

機會彼此交流，對弘法工作是一種助緣，尤其對佛法在西方社會的弘傳，更

具有正面的功效和力量。

06.10

本日，法鼓山都監果品法師、監院果竣法師及果東法師等人前往中國大

陸，代表聖嚴師父出席於江蘇鎮江焦山定慧寺舉行的「茗山長老圓寂讚頌大

典」，共有來自各地的僧俗四眾約一萬多人參加。

焦山定慧寺方丈茗山長老以八十八歲高齡於6月1日圓寂，長老是東初老人

的法子，與聖嚴師父有同門同鄉之誼。他曾來台灣傳戒，也曾訪問農禪寺，

師父亦曾二度訪問定慧寺，並委託長老於該寺塔院為東初老人建舍利塔。因

此，師父在得悉長老圓寂消息後，由於正在美國弘法不克前往，特地派遣法

鼓山僧團法師代表參加圓寂讚頌大典，並撰寫〈茗山法師塔銘〉，以表長老德

澤大地，留給世人永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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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1

紐約東初禪寺住持果元法師，本日應邀至位於紐約上州象岡嶺一所具有百

年歷史的岩石教堂（The Stone Church），以「佛法與禪修」為題演講，並接受

與會者的提問。

岩石教堂距象岡道場不遠，象岡道場自三年多前設立後，即與附近居民保

持良好的關係。該地長久以來是許多藝術家經常聚集之處，近年來大力推展

不同宗教間的交流，邀請不同傳承的宗教師、傳教師前往演講。此次是該教

會首次邀請佛教法師介紹佛教及禪法。

演講中，果元法師指出，佛教不僅關懷人類現實中的疾苦，也關懷人類精

神層面的開發及未來世界的發展。佛教的化世功能表現在二方面，一方面以

智慧來消融自己的煩惱，另一方面以慈悲來救濟他人的苦難。而禪法的修行

重點，不在於理論知識的多寡，而在於實踐體驗的深淺。禪法的「現在觀」

尤其重要，只要放下執著，專注於方法，就是解縛去纏的良藥。法師並指導

與會者進行簡易的禪修方法，體驗全身放鬆的感覺，淺嘗禪的滋味。

演講結束後，與會者提出不少問題，包括對於基督教壟斷真理的看法、空

性的體悟、基督教上帝如何消融彼此的矛盾、佛教認為有來生嗎等，果元法

師均一一回答。最後，並贈送《聖嚴師父與達賴喇嘛的對話錄》（Meeting of

the Mind）一書與大眾結緣。

07.15∼28

7月15至28日起，第三十六屆「國際青年營（International Youth Camp, IYC）」

於韓國漢城舉辦。由於法鼓山青年營隊表現深獲各界肯定，今年獲得五個名

額，與來自全球二十一個國家共131位青年，一起體驗為期二週的營隊生活。

「國際青年營」是由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於1966年輔導成立，至今已邁

入第三十六年。過去，台灣方面只有救國團及基督教女青年會（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YWCA）的青年代表參加，今年有鑑於法鼓山

舉辦佛教青年營隊表現傑出，特別增加五個名額給法鼓山，法鼓山從暑期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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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輔導員中推薦了五位

青年鼓手參加，以此體

驗多元文化交流與志工

服務的精髓。

活動的安排相當有特

色，例如：營隊期間的

三餐，由全體營友分組

輪流負責；營區中一切

設施均以環保為考量，

以維護大自然生態完整

平衡為原則，垃圾嚴格

分類回收，不使用冷氣，洗衣及沐浴一律使用天然肥皂，務求將污染降至最

低。

活動期間，除了進行各國文化交流外，各國代表都被賦予不同任務，法鼓

山這一組的主要任務，是為當地的博物館及環境保護區提供協助，包括粉刷

博物館的餐廳、進入霧波濕地保護區（Woopo Wetland）進行疏林及搭建防火

柵。此外，主辦單位還提供各種野外教學，並有一天自由活動時間，讓營友

自由參觀傳統市場、傳統庭院，享受溫泉、水上樂園及歌舞表演等。

五位青年鼓手表示，參與此活動讓他們學習到許多書本以外的收穫，也體

認到和平共處的重要，希望日後能有更多機會服務人群。

08.17∼19

本日起一連三天，紐約象岡道場舉辦一項親子禪修夏令營，學員主要來自

紐約及新澤西州，還有遠從加拿大前來參加者。

今年主辦單位特別邀請亞特蘭大大學（Atlanta University）心理學博士寇拉

（Dr. Cole）為家長學員們上課。寇拉博士具有多年輔導美國青少年的經驗，他

嘗試融合東、西方文化，找出其間差異及雷同之處，提供家長們應對的方

法。

至於孩子學員們的課程，則安排由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Brooklyn

College,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影劇教授林莉．韓隆（Lindley

Hanlon）指導初級禪坐及攝影；及由果元法師帶領爬山和動中禪，讓純真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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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少年從中體會與大自然的和諧與平衡。

18日晚上的餘興節目，由家長及孩子們分組表演。家長隊藉由輕鬆的音樂

舞出有趣動作，讓觀者猜題；子女隊則以現代搖滾樂，詮釋「禪」的滋味。

這場禪修夏令營，還安排了五梅派中國拳的指導，備受學員們歡迎。整個

活動最後，在歡樂的頒獎儀式中圓滿畫下句點。

09.03∼05

本日起一連三天，法鼓山馬來西亞分會舉辦禪三，果東、果竣二位法師專

程自台灣前往帶領禪修活動。今年4月，馬來西亞分會由聖嚴師父親自主持灑

淨啟用儀式後，當地信眾一直殷切期待能有法師前來指導禪修課程。經由分

會召集人林孝雲的努力，促成了此次活動的舉辦。

這次禪修活動約有五十人參加，其中近半的禪眾是第一次參加禪三，他們

精進用心的精神令人非常讚歎。在法師們細心的帶領下，每位禪眾都非常投

入，結束後大多數學員都表示希望可以繼續參加各種共修活動。法師也鼓勵

大家平日即要養成定課的習慣，若有機會，更歡迎前往台灣參加精進禪七。

活動結束後，當地的悅眾菩薩把握機會向法師請教修習佛法上的問題，法

師也同時向大家說明台灣法鼓山的近況，並勉勵大家一起推動法鼓山理念及

弘揚佛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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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1
911

9月11日早晨，紐約發生恐

怖分子劫持民航飛機衝撞摩

天高樓的自殺式攻擊事件，

二架撞擊曼哈頓地標性建築

──110層樓高的世界貿易中

心（World Trade Center）雙

子星大樓（The twin tow-

ers），一架攻擊首都華盛頓

特區（Washington, D.C.）的

五角大廈（Pentagon）──

美國國防部所在，造成2801

人罹難。

事件發生後，紐約東初禪寺立即展開電話關懷，一一聯絡在曼哈頓地區上

班的信眾，此項關懷持續了三天，確定大家都平安。在事件發生當天晚上，

東初禪寺舉辦了一場隆重肅穆的祈禱法會，為往生者超度，為生還者及罹難

者家屬祈福。

13日，聖嚴師父向全球的法鼓山體系、媒體及國際通訊社，以中、英文二

種語文發出一項和平博愛的呼籲。法鼓山設於北美各地的二十一個聯絡處及

共修處，也持續舉行祈禱法會及賑災活動。其中，於東初禪寺及象岡道場舉

辦的祈禱追思法會中，共有二百多位信眾參加，大家虔誠地為受難者念佛迴

向並踴躍捐款。

身為美國佛教聯合會祕書長的果元法師，16日特別邀集紐約各寺院及佛教

團體召開緊急會議，會中一致通過，將順應民俗，於事件發生後的頭七為災

難者祈福及助念，並舉辦後續活動。因此，首先於18日晚上，在唐人街光明

寺舉行了一場莊嚴隆重的祈禱法會，由洗塵長老主持；29日，各寺院代表再

次於唐人街的哥倫布公園（Columbus Park），舉辦一場更大規模的佛化追悼法

會，邀請紐約不同系統的佛教團體一起參與。

此外，為了支援世貿大樓救災中心，東初禪寺特別成立救災小組，專門採

購及運送急需物資至救災中心，諸如挖掘遺體所需的消毒面具及特製手套

等。在全市缺貨的情況下，甚至遠至佛羅里達州收購，並與台灣的法鼓山體

系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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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無限光輝的延伸

聖嚴師父為罹難者祝禱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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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5

本日下午，紐約東

初禪寺住持果元法師

應法拉盛皇后圖書館

（The Flushing Library

in Queens, New York）

之邀，於該中心首次

舉辦的「世界宗教系

列講座」中，以「大

乘佛教的簡介」為題

發表演說，吸引了一

百多名東、西方人士

聽講。

經歷911恐怖攻擊

事件後，全美人心惶惶，紐約地區更是停止所有公開的演講及各式集會活

動，這場演講可說是911事件後唯一照常舉辦的公開活動。主辦單位非常感激

果元法師不畏懼特殊的情況，仍照常進行演講，因此在演講前，特別邀請法

師以佛教儀式為911事件中的傷亡民眾祝禱。

這場演講在該館三樓的「國際資訊中心」（The Inter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進行，果元法師層次分明地闡述大乘佛教的教義，他舉出佛教經典中的寓言

及故事，讓聽眾更加瞭解大乘佛教菩薩行的精神，並介紹四弘誓願、六波羅

蜜，以彰顯大乘菩薩願心的深廣。最後，法師鼓勵大家要以慈悲心、感恩

心、學習心，來對待傷亡者及恐怖分子，同時經由這次災難，體驗最真實的

試煉，激發「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生命力。

09.22∼23

本日起一連二天，紐約東初禪寺住持果元法師前往維吉尼亞州弘法，除了

於維吉尼亞州聯絡處指導初級禪坐班外，並以「佛教的信仰」為題，進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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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公開演講。

這場演講於海

灘市（Virginia

Beach）的雙樹

賓館舉行，會場

布置高雅，充滿

禪意。

過程中，果元

法師並帶領大家

念佛迴向，追悼

於911事件中罹

難的民眾，並為

所有人類祈福。

與會者除了當地民眾外，也有鄰近城鎮的居民前往共襄盛舉，約有二百多人

參加。

這二天的活動，北卡州、紐約州多位義工都專程前來協助。現場整齊、親

切的義工陣容，令與會者對法鼓山留下極佳的印象；而遠道趕來支援的資深

義工，也為當地的義工們提供了良好的示範。

10.18∼21

10月18至21日，紐約東初禪寺住持果元法師以美東漢傳佛教代表的身分，

應邀參加於加州萬佛城（Ten Thousdand Buddhas City）舉行的「第七屆美加佛

教僧伽會議」，與會者包括來自美國、加拿大二地的南傳、北傳、藏傳佛教三

大系統的出家眾代表共四十七人。

七年前，一群具有西方背景的佛教僧侶考量美、加二地佛教僧眾需要定期

聚會，藉以討論在修行、弘法過程中所遭遇到的現實問題，並共同謀求解決

之道，因此正式創辦佛教僧伽會議，並且決議每年舉行一次集會。

本屆佛教僧伽會議由萬佛城主辦，會中討論的議題包括：如何不失佛法本

源，以順應西方社會；出家眾的生活精髓──奉獻與服務；比丘、比丘尼如

何平等相處，互相協助；以及佛教在西方的未來可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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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24

10月21至24日，聖嚴師父應邀出席「千禧年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

會」所召開的諮詢委員會（Inaugural Steering Council Meeting for the World

Council of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Leaders），會議地點位於紐約郊外的樸肯替克

會議中心（The Pocantico Conference of the 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會中主

要討論如何成立常任理事會以執行會務，同時決定了理事會的宗旨、使命和

願景。

此次與會者包括「千禧年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祕書長巴瓦．

金（Bawa Jain）、副主席迪娜．梅瑞恩（Dena Merriam）、泰國朱拉隆功大學

校長，以及基督教、印度教系、猶太系、東正教、原住民印地安人領袖等代

表共十八人。

會中，聖嚴師父被推為第一位祈禱人及發表人，提供了一篇「祈禱詞」及

一篇以「宗教領袖的願景與使命」為主題的講稿，內容幾乎成為會議的中心

精神。師父的講稿提出了幾項重點：一、對世界各宗教共同的三點認知。

二、人類常犯的二個盲點。三、在宗教多元化的現代社會中，大家應共同努

力做到的三個重點。四、對消弭反美恐怖暴行的觀點提出二項建議。五、對

於協助中國大陸人民、提昇宗教信仰的品質方面，提出三項建議。

最後的綜合討論會中，聖嚴師父還提出四點和平願景，以促進世界和平：

一、重申去年（2000年）高峰會中所提出的主張：各宗教為了世界和平的

目的，應該重新詮釋各自神學中與此目的相衝突的部分。

二、世界貧富懸殊的問題，固然需要改善，但是最重要的是心靈的貧窮問

題，要由各宗教的領袖們深加思考。

三、宗教多元化的時代已成為必然，各宗教的傳教工作宜加強共同性的宣

導，在將各自的優點與他人分享的同時，必須互相學習彼此的長處，

便能求同存異。

四、高峰會的理事會不是權力機構，而是為聯合國提供智慧、方法和步驟

，來解決宗教種族的衝突，以及世界貧窮的問題，運用各宗教的關係

和不同地域背景的特性，來協助他們解決當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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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11.01

10月24日上午，聖嚴師父剛結束高峰會的諮詢委員會綜合討論之後，即率

同果元法師等一行五人，前往位於墨西哥中部茶卡拉海灣（Chacala Bay）的

玉海禪堂（Mar de Jadr），主持12月25日至11月1日的一場默照禪七活動，共有

五十六人參加。

此次學員，多半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背景有醫生、教師、商人、

大學生等，具有十年以上禪修經驗者有十多位，其中二位本身即是日本及韓

國禪修組織的負責人。

聖嚴師父在指導過程中，依次將默照禪的淵源、理論、修持的次第及其在

日常生活中的修行方法和功能，介紹給禪眾們。師父要大家以休假的心情、

度假的態度，輕鬆愉快地練習禪修的方法，體驗禪修的生活。

由於當地的天氣相當炎熱，因此禪期間除了在禪堂打坐外，亦安排學員到

沙灘上經行，以及進行「托水缽」的練習；每天並有一、二次到游泳池嬉水

的活動。其中「托水缽」經行的修行方法，讓大家有聚精會神、心無二用的

感受。

11月1日上午禪期圓

滿，多數禪眾對於中國

禪法深富信心，期望能

再度隨聖嚴師父習禪；

更有不少人相約，未來

有機會要到象岡道場參

加師父指導的禪七。

此次為聖嚴師父初訪

墨西哥，促成師父來訪

的因緣始於1993年，一

位已有二十多年禪修經

驗的墨西哥籍醫師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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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Laura del Valle），因仰慕師父的禪風，特地前往紐約東初禪寺打禪七，

之後便發願邀請師父到墨西哥指導禪修。

蘿拉女士回到墨西哥之後，即積極籌建禪修中心，後來更購入位於Nayarit

State 茶卡拉海灣的一片原始森林地，建築了四棟房子，包括禪堂、宿舍、齋

堂、辦公室等，約可容納五、六十人共修。

11.02∼04

一年一度的北美年會，本屆由新澤西州聯絡處主辦，本日起一連三天於新

州羅摩達旅館舉行，約有近百位來自美、加的悅眾菩薩參加。

今年年會的主題為「身心的成長──個人與團體，理性與感性」。三天會期

中，聖嚴師父每天都為大眾開示，內容包括介紹法鼓山的核心主軸「心靈環

保」、鼓手心態及彼此共事應有的原則等。師父指出，法鼓山以「心靈環保」

為核心主軸，就是以佛法來調心，保護心靈不受外界干擾而產生波動。社會

是隨時代發展的，使佛法符合社會需求，為其所用、所接受，是佛化社會的

終極理想。但是要安定社會之前，必須先安定人心。因此，落實個人的「心

靈環保」，是法鼓山推廣全面關懷的核心主軸。

現場並播放了「法鼓山的CIS」和「法鼓山工程介紹」錄影帶，使大家更能

瞭解法鼓山的理念、核心主軸和法鼓山的工程進度。

另外，果元、果祥二位法師分別以「法鼓精神──團體的成長」和「自在

人生──身心的成長」為題，與悅眾分享心得；會中還安排了二場生活佛法活

動，讓與會者暢談並討論：如何與

親友分享佛法、如何與其他教派親

友相處？如何面對批評而不動心

等，各種生活上會遇到的問題。

最後一天上午，舉行傳心、傳薪

儀式和皈依典禮；晚上則舉辦一場

「菩提之夜、相見歡、我對你微笑晚

會」。為期三天的北美年會，在彼此

互道珍重的最後時刻，各地法鼓人

滿載著榮譽、使命感和責任心，互

勉共同努力迎接嶄新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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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羅徹斯特聯絡處成立，召集人王岷（左）接受聖嚴師

父授旗。（右為果元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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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

聖嚴師父應紐約東初禪寺

曼哈頓分中心負責人林莉．

韓隆女士（Lindley Hanlon）

之邀，本日晚上於一個古教

堂的演講廳，專題演講「從

禪的觀點來看生與死」，內

容主要針對911事件後，如

何以佛法來安撫人心。這是

一場完全針對西方人士的收

費演講，約有一百五十多人

參加。

演講中，聖嚴師父首先指出，生命是可貴的暫時存在，死亡是必然的生命

歸宿。生命的每一個階段都有一定的任務，當任務完成時，即走向生命的另

一個階段，不需悲傷肉體的死亡。師父並說明，從禪的觀點來看，生死是一

體的。透過禪修的經驗，可以清楚看到個人的心念快速地剎那生滅，包括肉

體也在剎那變化中。禪修的目的在於開悟解脫，解脫了的人能把生命做為修

福慧的工具，既不貪戀生命，也不畏懼死亡；既不厭惡生命，也不逃避死

亡，那就是生死自在。

曼哈頓禪中心成立於去年（2000年）9月，為聖嚴師父的美籍弟子林莉為接

引西方人士習禪學佛，租用舊教堂做為活動場所而成。目前該中心每週二晚

上，固定有二小時禪坐共修活動，並不定期開設禪訓班、舉辦演講會、素食

烹飪課等，為曼哈頓地區的民眾提供一處絕佳的學佛修行場所。

11.15

聖嚴師父應紐約州立石溪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之邀，本日於該校學生活動中心大禮堂專題演講「用禪的觀點和方法調適內

心恐懼，促進世界和平」，約有五百多人到場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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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家楊振寧博士在石溪大學任教，所以該校的華人

學者深受尊重，這次演講會司儀馬榮惇博士便是該校哲學系主任，英語翻譯

則由該校物理學博士陳維武擔任。

在歷經911事件、炭疽熱毒粉散布一連串恐慌事件，人心普遍不安，聖嚴師

父的這場演講，對於安定人心非常有助益。師父提出因應恐怖事件及災難的

最好方法是，平常就要隨時做好預防的準備，要有危機意識，因為生滅無常

是一切現象的必然性。唯有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才能免於恐懼，也才

能減輕損失。另一方面，藉由禪修的方法體驗內心的寧靜與和平，可進一步

經驗到每個人都是宇宙的一部分，與宇宙全體無法分割。師父也讚揚美國社

會的多元化及宗教的包容性與禪法相應，如果能進一步體驗禪的修行，便可

確信世界和平能夠實現。

這場演講，由石溪大學亞裔美國人教職員協會、亞裔美國人中心橋樑、國

際研究生服務社、宗教交流協會及東初禪寺等九個團體聯合主辦，受到紐約

長島地區教育界、文化界、宗教界、華人社區的高度重視。紐約第三大報

《新聞日報》（Newsday）及當地一家週報Herald：The Three Village，均做了大

篇幅報導。

12.14∼16

本日起一連三天，聖嚴

師父前往南加州弘法關

懷，受到當地信眾熱烈歡

迎。這是自1995年師父初

訪該地後，再度蒞臨，時

隔六年，成為洛城僑界的

一大盛事。

14日下午，聖嚴師父甫

下飛機，立刻前往KSCI-18

電視台，接受主持人高光

勃專訪，於當晚六點播出

十五分鐘。隨後，前往蒙地貝羅（Montebello）雙樹飯店出席記者招待會，主

題是「開啟一切的好──與聖嚴師父一起鍊好心，創造快樂與幸福人生」，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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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世界日報》、《台灣日報》、《美洲新聞》、北美電視等多家媒體負責人、

記者均到場採訪，蒙市市長阿朗索、聖瑪利諾市（San Marino）教育委員張志

堅等多位貴賓也列席致辭歡迎，並讚歎法鼓山推行的「心」五四運動。記者

發問的焦點都集中在如何安定人心，以及如何消融宗教衝突；記者會結束

後，接著到KAZN-1300AM廣播電台接受專訪。16日下午，又接受華美電視台

的名人專題錄影，該台每月定期播出大法鼓節目二次。三天當中，藉由當地

華人的電子和報紙媒體，洛杉磯估計有七十多萬華人可聽到師父的智慧法

音。

15日下午，聖嚴師父出席洛杉磯聯絡處的信眾聯誼會。晚上，於華僑文教

第二服務中心演講「鍊好心──幸福與快樂的人生」，內容包括：人生的幸福

與快樂在何處、二十一世紀的人類何去何從、用心靈環保建設人間淨土。這

場演講，會場原本只有六百個座位，卻擠進了一千多名聽眾，當地法印寺印

海長老也率領弟子出席。結束時，進行了一場皈依儀式，約有一百四十多人

皈依三寶。

16日，於雙樹飯店舉辦一日禪修，由果元法師指導，約有一百三十多位東

西方人士參加，是法鼓山於洛杉磯舉辦禪修活動以來最大型的一次。

12.15

本日下午，聖嚴師父

出席洛杉磯聯絡處舉辦

的歲末信眾聯誼會，由

於距師父上次的到來已

有六年，且是聯絡處成

立五年來，師父第一次

蒞臨關懷，全體信眾莫

不充滿歡喜與期待。

聯誼會上，聖嚴師父

首先向大家介紹法鼓山

如何從美國將禪修推廣

回台灣，開創台灣推創

禪修法的先例；又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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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闡釋法鼓山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並說明「心靈環保」是藉由觀念的改變

來調整行為，帶來人際關係的和諧，生活的喜悅圓滿。師父勉勵大家以柔軟

的慈悲心，從與家人的互動開始，逐漸擴及朋友、同事及陌生人；並強調法

鼓山是一個清淨和諧的團體，所有信眾不可利用法鼓山管道，從事商業經

營、政治訴求、金錢借貸、男女不正常關係等。

接著，果元法師以法鼓山的共識與大家互勉；護法會北美總幹事龔天傑以

法鼓山的成長狀況，向大家說明法鼓山在美國的方向；最後，由加州聯絡處

召集人龔慕信報告加州的活動內容和概況，期勉法鼓人彼此多互動、切磋。

12.24

來自印度南部藏傳

黃教大寺哲蚌寺的二

十位西藏喇嘛，本日

下午由格西確達喇嘛

帶領，蒞臨紐約東初

禪寺拜訪，並表演難

得一見的金剛舞、辯

經和西藏佛教的祈禱

唱誦，約有一百多名

法 師 及 信 眾 前 來 觀

賞。

哲蚌寺是西藏三大

寺之一，於印度南部重建並成立了羅色林學院，目前有二千五百多位學僧。

此次特別組團前來紐約為911事件祈福、慰靈，本日剛結束於西米式蘇尼博物

館（Simithsonian National Museum）廣場為期二週的超度法會，全團即轉往東

初禪寺拜訪，以表示與漢藏文化交流的誠意，和對於漢傳佛教及高僧的敬

意。

此次辯經的主題為「如何發菩提心」，在開始之前，聖嚴師父首先介紹漢傳

佛教發菩提心的觀念和方法，接著由年輕喇嘛分組互相詰問個人對此一主題

的理解。

當天美國佛教聯合會例行的會議剛好也於東初禪寺舉行，與會的二十多位

中國比丘、比丘尼，也與大眾共同觀摩了這場精彩的示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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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 東初老人來台，駐台北市北投法藏寺。

◆ 5月，東初老人創辦《人生》雜誌。

◆ 9月，東初老人籌組「中國佛教會駐台辦事處」，《人生》雜誌因而停刊。

1950
◆ 1月，《人生》雜誌復刊，4月停刊。

1951
◆ 2月，《人生》雜誌復刊。

◆ 東初老人於北投法藏寺閉關，研擬僧制大綱，做為改革僧制的張本。

1952
◆ 聖嚴師父和上海靜安佛學院同學至法藏寺，向正在閉關中的東初老人拜年，此

為二人第二次見面。（第一次為1948年，於上海靜安寺，但二人並未交談。）

1954
◆ 東初老人出關。

1955
◆ 破土興建「中華佛教文化館」（以下簡稱「文化館」）。東初老人向陽明山管理局

承租北投光明路山坡地，做為推廣佛教文化事業、弘法利生的基地。

◆ 文化館成立「印藏委員會」，敦聘陳誠、于右任、章嘉活佛、印順法師等為委

員，依日本《大正大藏經》正編影印，印行五百部。

1956
◆ 文化館落成，東初老人任館長。

◆ 聖嚴師父（當時仍於軍中服役，名張採薇）第一本著作《評〈駁佛教與基督教

的比較〉》，由高雄慶芳書局出版。

◆ 文化館開始每年舉辦冬令救濟。

1957
◆ 東初老人成立「《中華佛教美術》編輯委員會」，延聘當代藝術家莊嚴、姚夢、

胡克敏、楊英風、蔡念生任編輯委員，擬分八部四輯出版。



5
1958
◆ 文化館編印《中華佛教美術》第一輯《繪畫部》出版，共分上、下二冊，收錄

有一百七十五幅佛菩薩像，上至唐代，下至當代。

◆ 《大正大藏經》「正藏」五十五冊，全數出版完成，共影印八百部。印藏委員會

決定再影印「續藏」四十五冊，並組織「環島訪問團」宣化，由煮雲法師任團

長，成一法師為隊長，廣慈法師為總幹事，星雲法師為顧問。

◆ 贈送《大正大藏經》「正藏」予緬甸聯邦佛教會，由緬甸政府副總理兼外交宗教

部長宇登貌氏代表接受，破除「台灣為基督教政府」之說。

◆ 聖嚴師父於台北新公園參加佛誕節慶祝大會，由性如法師引見，正式拜會東初

老人，此為二人第三次見面，並有機會第一次交談。

1959
◆ 聖嚴師父申請自軍中退役，退役令於1960年1月1 日生效。

◆ 聖嚴師父於12月底接任《人生》雜誌主編。

1960
◆ 聖嚴師父於佛陀成道日（國曆1月6日），由東初老人剃度，法名「聖嚴」，取

「以聖教莊嚴佛法，以聖法嚴飾身心，用聖德嚴淨毘尼」之義。

◆ 《大正大藏經》「正、續藏」影印完成，共一千三百部，歷時五年，耗資新台幣

四百萬元。

◆ 於文化館啟建「印藏紀念館」，紀念印藏大業圓滿達成。

1961
◆ 「印藏紀念館」落成，除提供藏經閱覽外，也做為培植佛教研究人才的處所。

◆ 聖嚴師父南下高雄美濃朝元寺準備閉關，《人生》雜誌因而停刊。

1962
◆ 贈送《大正大藏經》「續藏」予緬甸政府。

1963
◆ 傳法予東初老人的智光老和尚圓寂，東初老人為報答法乳深恩，舉行祈願會，

並成立「焦山智光大師永久紀念會」。

◆ 聖嚴師父於朝元寺正式閉關。

1965
◆ 東初老人發行《佛教文化》季刊，以保存佛教文化、史蹟、藝術。

◆ 東初老人成立「《民國高僧傳》編纂委員會」，敦聘樂觀法師、道安法師、月基

法師等為編纂委員，開列《民國高僧傳》名單計102位，定期撰文發表於《佛教

文化》，以發揚高僧事蹟，承先啟後。

1967
◆ 東初老人應中國文化學院（文化大學前身）中華學術院聘為佛學研究所顧問。



1968
◆ 聖嚴師父出關。

1969
◆ 聖嚴師父赴日本東京，進入立正大學，攻讀碩士學位。

1971
◆ 聖嚴師父以《大乘止觀法門之研究》獲碩士學位，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 12月，《佛教文化》季刊停刊。

1973
◆ 文化館配合政府法令組織財團法人，由東初老人任董事長，董事有聖嚴師父、

錠心法師、鑑心法師及方甯書教授等。

1975
◆ 東初老人創建農禪寺。

◆ 聖嚴師父以《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一書，獲得日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

◆ 聖嚴師父自日本返台參加「第四屆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

1976
◆ 聖嚴師父赴美，受聘為美國佛教會董事、副會長及紐約大覺寺住持。

1977
◆ 東初老人創設「佛教文化獎學金」，鼓勵青年僧眾進修。

◆ 聖嚴師父於美國菩提精舍主持第一次禪七。

◆ 聖嚴師父於美國創辦英文季刊《禪》雜誌（Chan Magazine）。

◆ 東初老人圓寂，聖嚴師父返台，奉命接任文化館、農禪寺住持。

1978
◆ 召開「中華佛教文化館董事會」，聖嚴師父獲選為董事長並兼任館長；同時為文

化館成立二個護法團體：慈善放生會、觀音消災會。

◆ 聖嚴師父擔任美國佛教會駐台譯經院院長，該院設於農禪寺，計畫將佛教經典

譯為英文，成員有許洋主、謝安健、劉奕賜、廖樹廉、持慧法師等。

◆ 於文化館開始舉辦週日講經法會，並於會後舉行皈依儀式。

◆ 聖嚴師父接任中國文化學院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該所之前主要功能為

佛學研究與出版，師父接任後，在潘維和校長支持下，致力於招生、發行學報

及舉辦學術活動。

◆ 聖嚴師父於台灣農禪寺主持第一次禪七。

◆ 聖嚴師父接受靈源長老法脈傳承，屬虛雲老和尚下第三代，臨濟宗下第五十七

代傳人，蒙賜法派字號「知剛惟柔」及法脈傳承譜《星燈集》。

1979
◆ 聖嚴師父於台灣首次為四位弟子剃度，並於農禪寺成立「三學研修院」，以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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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揚佛法及住持三寶的佛教青年僧眾人才為宗旨。

◆ 農禪寺成立般若禪坐會。

◆ 紐約「禪中心」（Chan Meditation Center）道場成立。

1980
◆ 創辦東初出版社，紀念東初老人，並將文化館的出版功能獨立發展，先期以出

版聖嚴師父的著作為主。

1981
◆ 美國「禪中心」遷往新址，正式落成啟用，為紀念東初老人，新道場命名為

「東初禪寺」。

◆ 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開始招收第一屆研究生，前後共招收三屆。

1982
◆ 《人生》雜誌復刊，改為小型報紙形式，最初為季刊，第二期起改為雙月刊。

◆ 農禪寺成立福慧念佛會，固定於每週六晚上舉行念佛共修。

◆ 成立紐約「法鼓出版社」（Dharma Drum Publications）。

1983
◆ 農禪寺首度開辦初級禪訓班，推廣安全、健康、正確的禪修風氣。

1984
◆ 中國文化學院改制，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停止招生。

◆ 《人生》雜誌於9月份起（第十三期），由雙月刊改為月刊。

1985
◆ 聖嚴師父於文化館續辦佛學研究所，並改名「中華佛學研究所」（以下簡稱「中

華佛研所」），由師父任所長，招收第四屆研究生，以延續佛教高等教育事業。

◆ 農禪寺般若禪坐會發行《般若》會訊。

1986
◆ 文化館改建落成。

1987
◆ 為紀念東初老人圓寂十周年，東初出版社出版《東初老人全集》，收錄東初老人

的著作《中國佛教近代史》、《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印佛教交通史》、《佛法

真義．禪學真義》、《觀世音菩薩救世精神》。《民主世紀的佛教．佛教文化之

重新．蔣總統與佛教》、《補編》，及各界悼念文集《東初老和尚永懷集》﹙附

總目錄﹚，這套全集計七集精裝入冊，總字數三百多萬字。

◆ 中華佛研所獲教育部立案為乙種研究所，正式成為教育學術機構。

◆ 農禪寺首次舉辦大悲懺法會及新春園遊會。

1988
◆ 中華佛研所舉辦第一屆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鼓勵青年學佛。

7



0001.06
◆ 聖嚴師父應美國德州奧斯汀學佛會及中國同學會之邀，本日由紐約南飛弘化二

天，除專題演講「禪與人生」，並指導初級禪訓班。

0001.10
◆ 聖嚴師父自美返台。

0001.12
◆ 美國夏威夷大學（The University of Hawaii）宗教系系主任David W. Chappell來

台，致贈感謝狀予中華佛研所，感謝佛研所提供該校獎學金。

◆ 即日起至1月14日的晚上，聖嚴師父於農禪寺宣講《四十二章經》。

0001.13
◆ 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宗教系主任傅偉勳參訪中華佛研所，並拜會

聖嚴師父。

0001.14
◆ 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教授麥約翰（John Macrae）、亞利桑那大學

（University of Arizona）教授詹密羅（Robert M. Ginello），在台灣大學考古人類

學系教授卜道（David Bludell）的陪同下，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 中華電視公司的「早安今天」新聞節目，至農禪寺專訪聖嚴師父，談佛教的起

源、特色及全球發展現況。

0001.15
◆ 即日起至4月9日的每週日上午，聖嚴師父於農禪寺宣講《六祖壇經》。

◆ 《人生》雜誌第65期出刊。

0001.18
◆ 法國遠東學院（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研究教授陳祚龍博士專程回台

拜訪聖嚴師父，討論中華佛研所的學術發展方向與國際合作交流事項。

0001.22
◆ 文化館三十年來，首次為信眾舉行佛化婚禮，由聖嚴師父主持，這也是師父首

1月



次在國內為弟子主持佛化婚禮，約有二百人觀禮。

0001.24
◆ 文化館舉辦冬令救濟，共有295戶低收入戶受惠，總計發放金額近二百萬元。

0001.27
◆ 日本京都佛教大學校長水谷幸正一行五人，由正在日本攻讀博士學位的慧嚴法

師陪同，至中華佛研所拜訪聖嚴師父。

0002.06
◆ 即日起至2月8日，文化館舉行千佛懺法會。

0002.08
◆ 天主教馬天賜神父與新莊輔仁大學神學院院長房志榮神父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

父，為佛教與天主教間的交流開啟新頁。

0002.13
◆ 聖嚴師父應天主教耶穌會之邀，偕同多位中華佛研所師生與弟子，參訪台北市

耕莘文教院和利氏學社，雙方並就宗教信仰、學術、活動等，交換看法。

0002.15
◆ 《人生》雜誌第66期出刊。

0002.18
◆ 聖嚴師父在今能長老陪同下，前往中國國民黨台北市黨部捐款一百萬元，做為

全國急難救濟之用。

0002.24
◆ 聖嚴師父應天主教輔仁大學神學院院長房志榮神父之邀，前往該校參觀，二人

並交換對於出版、教學等事宜的看法。

0003.10
◆ 聖嚴師父應中和智光工商職校之邀，演講「佛法與人生」，約有千名師生參加。

0003.11
◆ 施建昌居士於福慧念佛會共修活動中，報告關渡平原計畫對農禪寺的影響，並

就農禪寺、中華佛研所迫切需要土地情形公開募款，當場即募得一百萬元。

0003.15
◆ 聖嚴師父接受《文殊》雜誌專訪，談推動佛教教育的困難。

◆ 《人生》雜誌第67期出刊。

3月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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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16
◆ 聖嚴師父應彰化羽田汽車公司董事長葉林昭月之邀，晚上至該公司員林廠專題

演講「信佛與學佛」，約有八百多人聆聽，會後有數十人皈依三寶。

0003.17
◆ 即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應嘉義力覺佛學社之邀，於省立嘉義高商專題演講

「禪定與般若」、「緣起和無我」，每晚約有二千多人到場聆聽。

0003.24
◆ 聖嚴師父應台北台灣工業技術學院之邀，至該校專題演講「禪與纏」，約有三百

多名師生參加。

0003.25
◆ 聖嚴師父應邀於台北電信總局學佛會成立大會上演講「佛法與人生」，約有八百

多人參加，會後共有135人皈依三寶。

◆ 聖嚴師父於福慧念佛會共修活動中，帶領僧俗四眾弟子持誦二十一遍〈大悲

咒〉，祈求尋找土地因緣順利。約當同時，金山鄉金山道場的全度法師由於道場

法務推動不易，於該道場觀音像前持誦〈大悲咒〉，祈願尋遇管理寺務的僧才。

0003.26
◆ 中華佛研所護法會正式成立，並於農禪寺召開會員籌備會，約有三百多人參

加，會中公布護法會組織架構及募款辦法。

0003.28
◆ 即日起至4月5日，農禪寺舉行清明報恩佛七。

◆ 林顯政居士透過中華佛研所董事方甯書教授安排，邀請聖嚴師父赴台北縣金山

鄉看地。

◆ 中國大陸江蘇焦山定慧寺建造東初老人紀念塔座完工。此係去年4月聖嚴師父大

陸行時，將東初老人舍利恭送至該寺，並委請現任住持茗山法師所興建。

◆ 護法會高雄聯絡處成立。

0004.02
◆ 聖嚴師父至台北縣金山鄉看地，並成立顧問群，邀請李易濃、蕭絜仁二位居士

及陳柏森建築師擔任土地方面的顧問。

◆ 即日起至5月28日的每週日晚上，聖嚴師父前往中國廣播公司，接受「菩提之聲」

節目訪問，內容主題包括中華佛研所的創辦、經營及未來發展方向等，主持人

為昭慧法師及大憨居士。

0004.04
◆ 聖嚴師父與金山道場土地所有權人全度法師簽訂土地轉讓契約，共有十八甲土

地；其中，全度法師、李昭男居士為無條件捐出。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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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08
◆ 中華佛研所理事會召開改組會議，「護法會」正式成立，由楊正居士出任會

長。會中公布護法會的組織架構及募款辦法，並增設勸募會員和護持會員。

◆ 聖嚴師父赴英弘法。

0004.11
◆ 即日起至4月18日，聖嚴師父於英國威爾斯主持禪七，共有二十人參加。禪七第

五天，約翰．克魯克博士（John H. Crook）成為第二位經師父許可授權帶領禪

修的西方弟子。

0004.15
◆ 《人生》雜誌第68期出刊。

0004.19
◆ 聖嚴師父參觀倫敦國會大廈（House of  Parliament）、西敏寺（Westminister

Abbey）、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並訪問倫敦佛教社（The  Buddhist

Society），該社為日本鈴木大拙英籍弟子Christmas Humphreys於1924年所創立。

◆ 西藏白教泰錫度仁波切應中華佛研所之邀，專題演講「大手印觀」，簡介大手印

的源流及內容，由高明道老師口譯。

0004.20
◆ 聖嚴師父自英赴美。

0004.24
◆ 即日起至4月30日，聖嚴師父應美國中西部五所大學邀請，跨越愛荷華、明尼蘇

達、威斯康辛三州進行十二場演講及座談。

◆ 聖嚴師父下午至愛荷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Iowa）演講「禪的修行」，由該

校宗教系教授威倫．迪爾（William Deal）主持，共有宗教系、亞洲語言系、哲

學系師生及該地禪中心成員教授一百多人參加；晚上，與佛學社社員及該地禪

中心成員進行一場座談，解答有關禪修及學佛的問題。

0004.25
◆ 聖嚴師父參訪愛荷華市南方一所超覺靜坐大學（Maharish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並與該校教職員就中國禪法和超覺靜坐的同異議題進行座談；晚

上，於愛荷華大學學生活動中心演講「禪與悟」，由該校心理系教授史提夫．福

克斯（Steve Fox）主持，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0004.26
◆ 聖嚴師父上午於愛荷華大學宗教系教授威倫．迪爾（William Deal）的「亞洲佛

教的傳統」課堂上，為該系二十多位師生解答有關禪與佛教的問題；下午，接

受愛荷華佛學社中國同學邀請，主講「普賢十大願」；晚上，應愛荷華大學中

國同學會及愛荷華佛學會之邀，於該市活動中心以「佛教與佛學」為題，進行

一場座談會，約有四十多人參加。



0004.27
◆ 聖嚴師父晚上於明尼蘇達大學聖保羅分校（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t. Paul），

主講「時空與生命的超越」，約有八十多人到場聆聽，此活動由中華文化中心、

東亞研究中心及明大佛學社共同主辦。

0004.28
◆ 聖嚴師父下午參訪明尼蘇達州日本曹洞宗系禪中心（Minnesota Zen Meditation

Center）。晚上，於明州大學做第二次演講，講題「禪的理論與實踐」，約有八

十多位東、西方人士到場聆聽。

0004.29
◆ 聖嚴師父下午應威斯康辛州立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佛學社之邀，於該校演講「禪與生活」，約有一百多名師生參加，會

後有二十三人皈依三寶。

04.30
◆ 聖嚴師父應邀於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大學（University of Milwaukee）演講「禪

宗入門」，這是該地首次出現中國法師，約有三十人聽講。由於當地尚無中國佛

教團體，師父勉勵大家由二、三人開始，定期共修研討佛法。

0005.02
◆ 聖嚴師父應紐約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宗教系教授史脫列修女邀

請，於其課堂上講解「佛教空義、禪的悟境、修行次第」，有十六位學生參加。

0005.07
◆ 文化館舉行浴佛法會。

0005.14
◆ 農禪寺舉行浴佛法會，約有千餘人參加。

◆ 紐約東初禪寺舉行浴佛節活動，由聖嚴師父、仁俊長老共同主持，約有四百多

名東、西方人士參加。

0005.15
◆ 《人生》雜誌第69期出刊。

0005.18
◆ 韓國曹溪宗慧恩精舍一行二十人至農禪寺參訪，他們此行的目的，主要觀摩、

學習台灣各寺院的弘法教化工作。

0005.20
◆ 聖嚴師父應紐約世界佛教青年會之邀，至長島該會會長吳本達居士的住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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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位幹部及成員做了一場七十分鐘的座談開示。會中討論主題包括：一、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以佛法來消除煩惱；二、人的煩惱是怎樣來的；三、夢是

什麼原因、何謂潛意識等。

05.26
◆ 即日起至6月3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四十四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三十四人參加。

0005.28
◆ 即日起至6月3日，文化館為籌募中華佛研所建所基金，舉辦法華懺法會，由文

化館住持鑑心法師主持，每天約有二百多名信眾參加。

0006.04
◆ 即日起，農禪寺設置「天安門事件殉難英靈蓮位」二週，於每天早、晚課中進

行誦經、拜佛迴向。

◆ 聖嚴師父於紐約東初禪寺講經法會後，帶領大眾以中英文誦念《心經》，迴向給

中國大陸六四天安門事件傷亡者。

0006.11
◆ 護法會於農禪寺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共有三百多人與會；下午前往金山鄉法

鼓山上參觀，並於觀音殿前念佛迴向給六四天安門事件傷亡者。

0006.15
◆ 《人生》雜誌第70期出刊。

0006.30
◆ 文化館因熱心公益、慈善及文化建設事業，榮獲台北市政府頒獎表揚，頒獎典

禮於台北中山堂舉行，由台北市市長吳伯雄親自頒贈，僧團都監果暉法師代表

領獎。

◆ 即日起至7月8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四十五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二十一人參加。

◆ 紐約東初禪寺由信眾貸款三十多萬美元，增購現址後面二層樓住宅，總面積增

為原有一倍。

0007.12
◆ 聖嚴師父自美返台，隨即召集護法會幹部，指示未來護法會的目標及方向，並

宣布將4月間購得的金山道場正式命名為「法鼓山」。

0007.15
◆ 《人生》雜誌第七十一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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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23
◆ 護法會於農禪寺召開勸募會員聯誼會，說明法鼓山募款的意義，約有三百多人

參加。

0007.25
◆ 即日起至7月28日，華梵佛學研究所於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舉行「第九屆國際佛

學研究會」，共有來自各國佛教學者約一百多人與會，發表六十四篇論文。國際

佛學研究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創立於1976年，

聖嚴師父為該會創始會員及基本會員。

0007.26
◆ 來台參加「第九屆國際佛學研究會」的日本佛教中觀及西藏、蒙古佛教權威學

者長尾雅人伉儷，及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宗教系主任蘭卡斯特（Lewis

Lancaster）教授，至農禪寺及中華佛研所參訪，並拜會聖嚴師父。

0008.04
◆ 即日起至8月6日，文化館舉行地藏法會。

0008.11
◆ 中華佛研所遷建工程委員會成立，負責持續購地、土地開發申請、規畫等事

宜，並聘請陳柏森居士擔任建築設計師，推選楊正理事長擔任主任委員，施建

昌及賴燕雪居士擔任副主任委員。

0008.13
◆ 即日起至8月19日，中華佛研所舉辦「第二屆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本屆主題

為「傳統佛教與現代佛教的結合」，計有國內外大專青年約六十多人參加。

0008.15
◆ 《人生》雜誌第72期出刊。

0008.16
◆ 即日起至8月18日，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於台北中央圖書館主辦「國際東西

哲學比較研討會」，聖嚴師父應邀擔任第二會場主席。17日晚上，與會學者並至

中華佛研所及農禪寺訪問。

0008.17
◆ 中華佛研所遷建工程委員會召開第二次會議，聘請戚肩時將軍為顧問。

0008.30
◆ 農禪寺上午舉行剃度典禮，共有六人落髮，三百多人觀禮。下午舉行三時繫念

法會，台北市民政局長王月鏡代表市長吳伯雄參加，並在法會中設牌位超度台

北太原五百完人、一江山烈士及其他亡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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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07
◆ 中華佛研所舉行七十八學年度開學暨結業典禮，觀禮佳賓包括了今能長老、台

北市社會局局長白秀雄等多人。

◆ 中華佛研所為法鼓山遷建計畫召開第一次記者會，與會媒體包括《中國時報》、

《聯合報》、《自立晚報》、《經濟日報》、《台灣日報》、《時報周刊》、《佛教

周刊》等。聖嚴師父於會中詳細說明了法鼓山建所內容及教育目的，並強調未

來道場的設計風格為「簡單樸素」，使建築物與自然環境相結合。

0009.14
◆ 農禪寺舉辦中秋晚會。

0009.15
◆ 沙烏地阿拉伯麥地那回教宗教研究所所長亞伯都拉．高得里博士（Alahdal

Abdullah Gaderi），由台灣回教理事長定中明及麥地那伊斯蘭大學博士生馬超賢

陪同，至中華佛研所拜訪聖嚴師父。

◆ 《人生》雜誌第73期出刊。

0009.16
◆ 念佛會於農禪寺舉行會員大會。

0009.21
◆ 聖嚴師父應邀出席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第一屆研究生開學典禮，於致辭時表

示，期望有更多佛學研究所出現，為佛教貢獻力量。

0009.24
◆ 聖嚴師父於農禪寺晨間開示中，以經典闡明「法鼓山」命名的源由，首次針對

法鼓山的理念──「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提出完整說明。

0009.25
◆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楊崇森至農禪寺及中華佛研所參訪，並承諾師父會全力協

辦明年法鼓山舉辦的「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

0009.28
◆ 電信學佛會會員一行三百多人至農禪寺參訪，聖嚴師父開示演講「明日的佛

教」，結束後有一百多人皈依三寶。

0010.01
◆ 日本佛教大學一行七人，由前任校長水谷幸正、現任校長伊藤唯真率領，為本

月15日將與中華佛研所締結姊妹所一事，先至中華佛研所、農禪寺拜訪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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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若禪坐會舉行第三屆會員大會。

0010.03
◆ 聖嚴師父應邀參加中華民國佛教青年會於台灣大學校友會館主辦的「嬰靈問題

面面觀」座談會，由佛青會祕書長淨耀法師主持。與會者包括：台灣大學心理

系教授黃光國、婦女新知基金會副董事長薄慶容、新環境基金會董事長柴松林

等學者專家，從各種層面探討嬰靈廣告的問題。

0010.05
◆ 即日起至12月15日，中華佛研所公開徵求所徽，聘請聖嚴師父、名雕塑家楊英

風、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系主任黎志文、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陳景容、國

立歷史博物館研究組主任劉平衡、建築師陳柏森等六位美學、建築、藝術學者

專家擔任評審。

0010.10
◆ 聖嚴師父接受《法光》雜誌創刊號專訪，談中華佛研所的辦學宗旨及歷程。

0010.15
◆ 中華佛研所與日本佛教大學締結姊妹校，簽署學術交流合約書，日後雙方將以

交換學術期刊、共同舉辦國際佛學會議等，達成雙方師生學術交流互動為主。

◆ 《人生》雜誌第74期出刊。

0010.17
◆ 即日起至10月31日，聖嚴師父帶領八十二位僧俗弟子前往印度、尼泊爾朝聖，

為期二周的朝聖行程，參訪了阿育王塔、那爛陀大學、靈鷲山、鹿野苑等佛陀

時代的遺跡。

0011.05
◆ 聖嚴師父上午於紐約東初禪寺講《楞嚴經》；下午，應世界佛教青年會邀請於

皇后區法拉盛台灣會館演講「禪與纏」，並為東初禪寺籌募弘法經費舉行義賣。

0011.06
◆ 即日起至11月17日，聖嚴師父在美國展開一連串弘法演講活動。

◆ 聖嚴師父應印地安那州巴特魯大學（Butler University）文理學院院長余英華邀

請，至該校演講「禪的修行對現代人的利益是什麼」。

0011.07
◆ 聖嚴師父上午再度前往巴特魯大學，於史帝文教授的課堂，進行一個小時的問

題解答，主題為有關開悟、解脫、涅槃等對於現實人生的關係和作用；晚上於

該校為三十多位師生，講解舒緩身心的簡明禪修方法。

0011.08
◆ 聖嚴師父應邀至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ampaign）指導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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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基本觀念與方法，約有五十多人參加。

0011.09
◆ 聖嚴師父上午應伊利諾大學宗教系主任彼得．格魯格來（Peter Gregory）邀請，

以「《法華經》在中國佛教中的信仰和修行」為題演講，約有三十多人參加。下

午接受印地安那州德普大學教授保羅．瓦特（Paul Watt）邀請，至該校東方學

院（East College）參加一場座談會，內容為有關出家與在家的修行生活、悟境

的層次與性質，及佛教與基督教解脫觀的同異等，約有六十多人到場聆聽。

0011.10
◆ 聖嚴師父應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亞洲語言文化研究所所長、現

任世界佛學會議祕書長路易士．葛梅茲（Luis O. Gomez）邀請，於該校為十多

位專攻人類學、佛教學、社會學的師生，專題演講「中共威權成立前後的佛教

寺院及禪修生活」。晚上於該校大學院活動中心演講廳，以「現代中國禪林生活

及我個人教授禪學的經驗」為題演講，約有六十多人參加。

0011.14
◆ 聖嚴師父應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宗教系教授于君方之邀，

上午於該校進行一場學術演講，講題為「《壇經》的思想」；下午，則進行一場

大眾化演講，講題為「禪修」。

0011.15
◆ 《人生》雜誌第75期出刊。

0011.16
◆ 聖嚴師父應新澤西州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教授楊力宇和該校宗教

及語言系教授波德高斯基（Podgoski）邀請，進行二場演講，分別為「禪與

悟」、「禪與瑜伽」，每場均有四十多人參加。

0011.17
◆ 聖嚴師父應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張壽安邀請，上午演講「禪的生活」，下午演

講「禪的體驗」。

0011.19
◆ 即日起至11月25日，文化館舉行梁皇寶懺法會。

0011.24
◆ 即日起至12月1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四十六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二十九人參加，禪期間，師父以虛雲老和尚的《參禪法要》為開示依據，詳細

闡述信心、願心、懺悔的重要。

0012.12
◆ 紐約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亞洲系教授麥約翰至東初禪寺訪問，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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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華佛研所交流合作事宜。

0012.13
◆ 聖嚴師父應紐約布魯克林學院（Brooklyn College）東方文化學會邀請，演講

「禪文化在中國」。

0012.15
◆ 《法鼓》雜誌創刊，採十六開本，日後於每月15日出刊。這份雜誌的發行對象

以護法會員為主，內容主要報導介紹法鼓山體系內四眾弟子的活動。

◆ 《人生》雜誌第76期出刊。

◆ 美國緬因州摩根灣禪堂（Morgen Bay Zendo）負責人High Curan至東初禪寺訪

問，請教修行研究方法及經營禪堂方式。

0012.25
◆ 即日起至1990年1月1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四十七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

持，共有三十三人參加。

0012.28
◆ 即日起至1990年1月5日，農禪寺舉行彌陀佛七。



01.04
◆ 聖嚴師父自美返台。

0001.08
◆ 韓國曹溪宗奉寧僧伽大學校長妙嚴法師帶領師生一行三十多人，下午至農禪寺

參訪，並拜會聖嚴師父。此為歷年來，人數最多的韓國比丘尼訪問團。

0001.12
◆ 即日起至1月15日，中華佛研所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舉辦「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

議」，共有來自十八個國家約一百六十多位學者參加，發表四十篇論文。會議主

題為「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探討環保生態、孝道倫理、核戰、婦女解放等問

題，由聖嚴師父主持。

0001.15
◆ 聖嚴師父與泰國法身中心主任梅達難陀商談有關學術合作及交換學生事宜，達

成三點口頭協定：在國際學術會議上互相合作；寺院間互相交流；待法身中心

成立佛教研究所後，彼此將正式交換學生。

◆ 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圓滿閉幕，聖嚴師父頒贈感謝狀予協辦單位。日本佛

教大學前任校長水谷幸正博士亦代表佛教大學贈送中華佛研所《淨土教學系列》

100冊，以示感謝。

◆ 《人生》雜誌第77期出刊。

0001.17
◆ 西藏白教泰錫度仁波切，在中華佛研所巴博教授（A.W. Barber）陪同下，至農

禪寺拜會聖嚴師父。

0001.19
◆ 文化館舉辦冬令救濟，今年以現金發放為主，白米等日用品次之，總計發放

2,251,540元，共有308戶貧戶及二十一個團體受惠。

0001.27
◆ 即日起至1月29日，文化館舉行千佛懺法會。

◆ 紐約東初禪寺舉辦除夕慈善募款晚會。

1月



0002.01
◆ 聖嚴師父應邀出席由國內八所佛學研究所合辦的「聯合論文發表研討會」成立

籌備會議，與會者包括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成一長老、法光佛教文化研究

所恆清法師、巴利文佛學研究所吳老擇老師等十六位。

0002.03
◆ 農禪寺舉辦為期二天的信眾聯誼會，除了靜態展示外，並安排有佛學座談會、

供養佛舍利法會及義賣等活動，約有八千多人參加。

0002.08
◆ 聖嚴師父應華視新聞節目「早安今天」之邀，於農禪寺接受該節目「每週禪話」

單元錄影訪問，探訪四則公案，並安排於2月13日起分四次播出。

◆ 日本東京立正大學校長真野龍海及教授宮林昭彥、竹田暢典等一行六人，由楊

林寶璧女士陪同，訪問中華佛研所。

0002.15
◆ 《法鼓》雜誌第2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78期出刊。

◆ 即日起至2月18日，聖嚴師父應台中縣市佛教界邀請，15、16日於台中市新民商

工大禮堂演講「今日的佛教」、「明日的佛教」，每場約有三千多人出席，會後

並為三百多人舉行皈依典禮。17、18日於台中縣政府大禮堂演講「佛教的特

色」、「淨土的世界」，每場約有一千五百多人出席，會後並為二百多人舉行皈

依典禮。

0003.03
◆ 聖嚴師父應中華民國野鳥協會之邀，出席該會於台北市新生南路時報廣場舉辦

的「為野生動物保育法把脈」座談會，與會者包括中央研究院學者劉小如、立

法委員陳定南等三十多位學術界、政府相關單位代表參加。

0003.10
◆ 即日起至3月16日，日本東京大學梵文教授土田龍太郎應邀至中華佛研所教授梵

文，由正在該校攻讀佛學博士學位的惠敏法師擔任翻譯。

0003.12
◆ 中華佛研所所徽甄選結果揭曉，共有六十五人參賽，選出三名。第一、二名為

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學生陳志成、胡瑞祥，第三名為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學生

李中超。頒獎典禮於3月25日護法會勸募會員大會中舉行，三位入選者分別獲頒

獎金五萬元、三萬元及二萬元。

◆ 歌仔戲名人楊麗花偕同三位友人至中華佛研所及農禪寺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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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15
◆ 《法鼓》雜誌第3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79期出刊。

0003.17
◆ 聖嚴師父上午應邀於台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主講「人間淨土」，晚上應邀前往

新竹市政府綜合大禮堂主講「時空與生命的超越」。

0003.23
◆ 即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應彌陀蓮社弘法團之邀，於基隆市立文化中心演講

「今日的佛教」、「明日的佛教」，共約三千多人聽講。

0003.24
◆ 教育部專門委員曾一士陪同一群傑出殘障男女青年至農禪寺參訪，聖嚴師父親

自接待，並回答有關殘障及養護機構等問題。

0003.28
◆ 即日起至4月5日，農禪寺舉行清明報恩佛七。

0003.30
◆ 教育部高教司召集行政院農委會、環保署、內政部地政司、營建署、林務局等

相關單位至法鼓山做第一次會勘，通過法鼓山中華佛研所開發計畫案。

0004.05
◆ 紐約法鼓出版社出版聖嚴師父的英文著作《智慧之劍》（The Sword of

Wisdom）。該書係師父於1982至1985年在紐約東初禪寺主持禪七的開示，內容

主要講解《永嘉大師證道歌》。

0004.09
◆ 聖嚴師父赴美弘法。

0004.14
◆ 為加強勸募會員及護持會員的佛學基礎，護法會福田組及教育組自本月起，於

每月第一或第二週的週六下午在農禪寺舉辦一系列佛學講座。首次講座邀請果

祥法師主講「佛教的基本教理是什麼」，結束後並安排聯誼活動，交換勸募心

得。

0004.15
◆ 《法鼓》雜誌第4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80期出刊。

◆ 即日起至4月21日，文化館舉行法華懺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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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16
◆ 即日起至4月20日，聖嚴師父接受美國南伊利諾大學（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教授薛維格及愛荷華佛學社社長林鴻輝邀請，前往美國中西部四個

州、五所大學演講。

◆ 聖嚴師父前往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市，為當地美籍學佛人士Mr. Alan Suits和Ms.

Ann Lehman夫婦等二十多人，做二小時的開示和佛學問題解答。

0004.17
◆ 聖嚴師父上午於美國維伯斯特大學（Webster University）宗教系教授James R.

Harris的課堂上演講「無常與死」。中午，於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亞洲近東語言文學系，對六十多位師生演講「禪與平常生活」。下午前往愛荷華

市，為該地佛學社十位中國留學生舉行皈依儀式；晚上，於愛荷華大學的學生

活動中心演講「禪與靜坐」。

0004.18
◆ 聖嚴師父上午於美國愛荷華大學宗教系教授 William Bodiford的課堂上，演講

「禪悟之實踐過程與體驗」。晚上，於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學

生活動中心，演講「禪與靜坐」。

0004.19
◆ 聖嚴師父上午為明尼蘇達州佛學社全體社員，進行一場佛法的開示與座談。下

午，應邀前往威斯康辛州立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在該校心理學系大樓教室演講「禪坐」，內容為禪宗初祖達摩的「二入四行」及

禪宗祖師的禪修方法、公案等，約有六十多位師生聆聽。

0004.20
◆ 聖嚴師父應美國威斯康辛州許雅淙居士之邀，為麥城的佛學社社員講解「禪宗

與淨土」的修持法門。

0004.21
◆ 為擴建紐約東初禪寺而舉辦的「中國之夜」募款晚會，於紐約市第二華人社區

法拉盛的台灣會館舉行。這次活動，由前任美華協會長島分會會長龔天傑及世

界佛教青年會總幹事李建懷策畫，約六百多人參加。

004.28
◆ 聖嚴師父於紐約東初禪寺演講「禪的文化」。

◆ 為答謝新莊樂生療養院棲蓮精舍的蓮友們對法鼓山的護持，果祥法師帶領五十

多位護法會成員前往致意並參觀。

◆ 仁俊長老和李恆鉞教授分別帶領紐約世界佛教青年會、新澤西州覺因學佛社及

賓州佛學社成員三十多人，至東初禪寺拜會聖嚴師父，並進行一場佛學座談。

0004.29
◆ 佛教春暉印經會為慶祝釋迦牟尼佛聖誕及護持中華佛研所建所工程，特舉辦法



鼓山朝山活動及浴佛法會，約有五百多人參加，朝山結餘費用近九萬元，悉數

捐做建所基金。

◆ 文化館舉行浴佛法會。

0004.30
◆ 沈家楨居士應中華佛研所之邀，出席「今日西方社會對於佛學研究及對佛教信

仰的大勢」座談會，與該所師生五十多人進行交流。

◆ 聖嚴師父應美國新澤西州蒙特克萊學院（Montclair State College）之邀，在該校

心理系、亞洲哲學系、考古系、英文系聯合舉辦的講座中，演講「禪修與學習

效能」。

0005.01
◆ 聖嚴師父應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宗教系之邀，至該校演講「禪與坐禪」，約有

五十多位師生參加。

0005.02
◆ 紐約Clear Mountain Zen Center住持Shaka Kendo Rich Hart至東初禪寺拜訪聖嚴師

父，請教突破修行瓶頸的方法。

0005.06
◆ 農禪寺舉行浴佛法會。

◆ 由中華民國佛教青年會主辦、法鼓山護法會協辦的「散播歡樂散播愛」關愛青

少年園遊會，於台北市青年公園舉行，內容包括浴佛活動、文教展示區、佛教

文物展等，約有五千多人參加。

◆ 般若禪坐會下午於農禪寺舉辦「助念之儀軌及助念須知」課程講習。

◆ 紐約東初禪寺成立十二年，特舉行浴佛暨紀念法會，由聖嚴師父和仁俊長老共

同主持，美國世界宗教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f World Religions）

前任圖書館館長賈德（Richard A. Gard）也蒞臨參加。下午，師父專題演講

「心淨國土淨」，說明淨土的觀念和達成心淨國土淨的修行方法。

0005.15
◆ 聖嚴師父於紐約東初禪寺撰寫「與法鼓山僧俗弟子共勉語」。（後改稱為「四眾

佛子共勉語」）

◆ 前世界宗教研究院總編輯Grad Richard Abbort邀請聖嚴師父至其住所交流亞洲

佛教教育等問題。

◆ 《人生》雜誌第81期出刊。

0005.19
◆ 泰國法身寺梅達難陀比丘參訪中華佛研所，洽談交換學生事宜。

◆ 紐約東初禪寺開設八小時的初級禪坐訓練班，由果元、果稠二位法師以中英雙

語方式進行，共有三十六位東、西方人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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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師父出席於紐約曼哈頓希爾頓飯店（Sheraton Center Hotel）舉行的「整體

健康博覽會」，並做專題演講，談禪的觀念、禪修的態度及如何以禪法化解情緒

困擾等，共有三十六人參加。此項演講採售票方式，與會者皆為有多年禪修經

驗的西方人士。

0005.20
◆ 應邀參加於新莊樂生療養院舉辦的園遊會中設攤，與基督教、天主教、其他佛

教團體等共襄盛舉，關懷痲瘋病患者，約有七千多人參加。

0005.25
◆ 即日起至6月2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四十八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二十九人參加。

0005.29
◆ 文化館於法鼓山上舉辦關懷金山地區貧戶活動，並推廣法鼓山的理念。總計受

益貧戶有111戶，每戶發放紅包二千元、日用品及《佛學小叢刊》等。

◆ 基隆聯絡處成立，為法鼓山第一個在外縣市成立的聯絡處。

0006.09
◆ 護法會、念佛會與禪坐會首次於農禪寺聯合主辦「法鼓山之夜」，除分享勸募心

得外，也藉此聯誼，凝聚護持心力。

0006.15
◆ 《法鼓》雜誌第5、6期合刊出版。

◆ 《人生》雜誌第82期出刊。

◆ 即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應紐約開放中心（New York Open Center）之邀，第

一天演講「禪的佛教及禪修」，約有近百人參加；翌日則主持一場禪修訓練密集

課程，共有二十六位西方人士參加。這二場活動，皆採售票方式。

◆ 即日起至6月17日，美國印地安那州巴特魯大學（Butler University）教授Dan

Stevenson至東初禪寺訪問，並代表密西根大學（Michigan University）安娜堡分

校佛學研究所，洽談與中華佛研所締結姊妹校事宜。

0006.17
◆ 護法會舉辦法鼓山朝山活動，由果寂法師帶領，共有180人參加。這次活動，主

要訓練幹部熟悉朝山各項儀軌，並能發心擔任以後大型朝山活動的輔導員，樹

立法鼓山朝山活動整齊莊嚴的風格。

0006.18
◆ 印度教吠檀多派領袖Swami Paramananda Bharati至東初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006.26
◆ 中華民國佛教會理事長淨心法師率同田智誠居士等訪問紐約東初禪寺，並與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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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師父及果元、果稠二位法師座談。

0006.29
◆ 即日起至7月7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四十九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二十九人參加。

0007.05
◆ 泰國法身寺副住持 Phraphadet Dattajeevo 率團參訪中華佛研所，雙方並簽署學術

交流合作。法身寺於1973年由一群熱愛禪學的人士所創辦，全寺佔地約八十英

畝，是泰國著名的禪宗寺院。

0007.08
◆ 聖嚴師父自美返台。

0007.10
◆ 即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應彌陀蓮社之邀，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二場大型

演講，共約五千多人聆聽。第一天的講題為「善與惡──如何建立正確的價值

觀」，翌日講題為「情與理──如何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

0007.15
◆ 《法鼓》雜誌第7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83期出刊。

◆ 即日起至10月14日的每週日上午，聖嚴師父於農禪寺主講《六祖壇經》。

0007.16
◆ 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宗教研究所教授傅偉勳與聖地牙哥州立大學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教授華珊嘉（Sandra A. Wawrytko）參訪農禪寺，並

拜會聖嚴師父。

0007.19
◆ 聖嚴師父應《佛教新聞周刊》之邀，於台北縣板橋體育館專題演講「心淨國土

淨」，師父期許大家，凡事應從個人內心做起，先建設自己再廣度眾生，自然國

土就會清淨。

0007.22
◆ 聖嚴師父於念佛會開示「慈悲的溫暖」，闡釋法鼓山的理念。

0007.24
◆ 中央廣播電台林耀欽居士與中國廣播公司施建雄居士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商討閩南語弘法錄音帶與錄影帶出版事宜。

0007.25
◆ 即日起至8月20日，聖嚴師父展開全省關懷行，慰問護法會福田組小組長及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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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護持會員。

◆ 聖嚴師父應邀出席華梵佛學研究所於台北中央圖書館舉辦的「第七屆國際佛教

教育會議」。這項會議一連舉行三天，與會學者來自比利時、日本、韓國、瑞典

等九個國家，共發表三十八篇論文。

0007.26
◆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歷史與南亞研究所名譽教授A. K.

Narain夫婦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007.29
◆ 即日起至8月4日，中華佛研所於文化館舉行「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本屆主題

為「學術研究與宗教信仰之互動」，共有五十四人參加。

◆ 中華民國佛教青年會於台灣大學校友會館舉行「第一屆會員大會」，榮譽會長聖

嚴師父於會中專題演講「佛教青年如何做、做什麼」。

0007.30
◆ 國際佛教研究會創始人暨現任會長、印度籍的學者Narain Awadh Kishore博士，

應中華佛研所之邀，在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中演講「佛教在印度的興衰」。

0007.31
◆ 西德哥丁根大學（Gottingen University）印度與佛學研究教授Heinz Bechert與學

生Marcus Cunzel參訪中華佛研所，並拜會聖嚴師父，針對二校出版品、學生與

師資交流等事宜交換意見。

0008.02
◆ 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關中於本日及8月12日至農禪寺拜會聖嚴師父，並接受「法

鼓之聲」採訪。

0008.06
◆ 世樺印刷企業總經理許金興等一行至中華佛研所，致贈該所最新增訂版《大正

新脩大藏經》一百冊，由李志夫所長代表接受。

0008.07
◆ 資生堂化粧品公司董事長李進枝伉儷及《時報周刊》發行人簡志信、記者吳鈴

嬌等，至農禪寺皈依三寶。

0008.08
◆ 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宗教研究所教授傅偉勳應中華佛研所之邀，專

題演講「佛教教義的再詮釋與創新」。

0008.10
◆ 紐約「哲學與精神治療國際學會」創辦人華珊嘉博士（Sandra A. Wawrytko）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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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佛研所之邀，專題演講「禪對美國文化的衝擊與影響」。

0008.11
◆ 行政院政務委員吳伯雄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並接受「法鼓之聲」採訪。

0008.13
◆ 中華佛研所邀請傅偉勳教授專題演講「評較日本與西方學者的佛教研究──兼

談我國佛教研究的現代化課題」。

0008.15
◆ 《法鼓》雜誌第8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84期出刊。

◆ 中華佛研所邀請華珊嘉博士專題演講「禪佛教與西方精神治療」。

0008.17
◆ 聖嚴師父出席於台南勞工育樂中心舉行的護法會員聯誼會，約一百多人參加。

0008.18
◆ 即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南下高雄關懷信眾，並分別於高雄中正文化中心演

講「禪──如來如去」、「禪──解脫自在」，共約六千多人到場聆聽，最後一

天並舉行一場皈依儀式，約有一百多人皈依三寶；其間，師父並與南部傳播界

的記者會面。

0008.20
◆ 聖嚴師父於台中通豪大飯店會見台中電信局學佛會五十多位會員，晚上則在台

中婦女會會見台中地區勸募與護持會員八十多人，豐原明山寺明空法師亦率多

名信眾與會。

0008.22
◆ 聖嚴師父分別於本日及9月5、12、19日四天，於農禪寺宣講「法鼓山理念」與

「四眾佛子共勉語」。

◆ 聖嚴師父接受《大成報》記者專訪，對時下新興宗教團體追求神通、開悟等傾

向提出針砭。

0008.26
◆ 慈濟靜思精舍證嚴法師率領二十多位僧俗弟子參觀法鼓山，由於未事先通知法

鼓山相關單位，致使聖嚴師父無法及時親自接待，甚為遺憾。幸有三位法鼓山

常住眾予以接待，並做詳實解說。

◆ 台南共修處成立。

0009.05
◆ 吳尊賢文教基金會創辦人吳尊賢夫婦等一行十人，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 聖嚴師父應法光佛學研究所所長恆清法師之邀，出席該所舉辦的一場宗教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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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談會，與會者包括台灣神學院教授董芳苑、耕莘文教院趙儀文神父及台灣大

學哲學系教授楊惠南。

0009.06
◆ 即日起至9月9日，妙林巴利佛學研究所與慧炬雜誌社於高雄元亨寺合辦「第一

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中華佛研所有五名研究生出席參加並發表論文。

0009.08
◆ 國防部部長陳履安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會後並接受「法鼓之聲」訪問。

◆ 即日起一連二天，名書畫家寒山樓主鄒葦澄居士於紐約皇后區法拉盛甡寶軒畫

廊，提供一百幅精選書畫義賣展覽，為東初禪寺募款。

0009.15
◆ 《法鼓》雜誌第9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85期出刊。

◆ 中華佛研所舉行七十九學年度開學、結業暨博（碩）士獎學金頒獎典禮，約有

一百多人到場觀禮。本年度共錄取新生十二名、選修生四名；提出論文通過口

試的畢業生有二名，結業生八名。博、碩士論文方面，獲獎的碩士論文共有七

篇、博士論文二篇，分獲獎學金五萬元、十萬元。

0009.16
◆ 聖嚴師父應現代佛教學會之邀，出席「虛雲老和尚思想研究會」並發表演說，

介紹虛雲老和尚的生平、禪法及思想依據等。

0009.18
◆ 農禪寺上午舉行剃度典禮，共有六人落髮，由聖嚴師父、今能長老主持；下午

舉辦一場三時繫念法會。

0009.20
◆ 聖嚴師父於永和國父紀念館演講「人間淨土」，約有一千多人參加。

0009.24
◆ 味丹企業董事長楊頭雄等一行人，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009.26
◆ 味全企業董事長黃烈火等一行五人，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 台塑企業副總經理林豐欽等一行十一人，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009.28
◆ 韓國海印寺僧伽大學訓導主任道山法師帶領師生一行十五人，至農禪寺拜會聖

嚴師父，並請益有關台灣佛教與韓國佛教異同的問題。

0009.29
◆ 福慧念佛會舉行第五屆會員大會，並進行會長改選。新任會長為劉松田，副會

長為陳進丁。



◆ 本月起，基隆聯絡處於每月第三週的週三開設禪訓班，此為法鼓山第一次在外

縣市開設禪訓班。

◆ 法鼓山響應捐贈佛書到中國大陸，至本月為止，經由佛陀教育基金會及香港佛

教志蓮圖書館協助，計贈送二十七種、共93,718冊佛書，總值一百多萬元。

0010.06
◆ 護法會下午於農禪寺舉行第二屆會員大會，聖嚴師父開示勉勵大家，只要有願

心及信心，法鼓山必定可以完成建設。另外，為加強常住、護法會雙方的溝通

與聯繫，從8月份開始，師父特派果燦法師擔任護法會輔導師。

0010.07
◆ 禪坐會舉行第四屆會員大會，選出新任會長李美慧，副會長林新興、劉正雄。

0010.10
◆ 中華日報社社長詹天性闔家及成功大學教授江光宗等一行十七人，至農禪寺拜

訪聖嚴師父。

0010.11
◆ 台北士林分局局長謝秀能、北投分局局長黃榮清、女警隊隊長黃麗卿等警界人

士及眷屬一行十一人，至農禪寺參訪並皈依三寶。

0010.15
◆ 《法鼓》雜誌第10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86期出刊。

0010.17
◆ 即日起一連三天晚上，聖嚴師父應香港佛教青年協會之邀，於香港沙田大會堂

演講，講題分別為「禪──如來如去」、「禪──解脫自在」、「禪──平常身

心」。這是師父第二度到香港弘法，每場約有一千多人參加，由香港東蓮覺苑演

慈法師擔任粵語翻譯。

0010.19
◆ 聖嚴師父應恆道法師邀請，下午於香港沙田大會堂接受亞洲電視台「俗世梵音」

節目訪問，內容包括「何謂正統藏傳密宗」、「非正統密宗以什麼形式出現及它

的流行情況」、「佛教未來之發展趨勢」及「大慈大悲的佛法對未來世界的影響」

等。

0010.20
◆ 聖嚴師父參訪香港大嶼山寶蓮禪寺及觀音寺。

0010.21
◆ 聖嚴師父赴美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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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22
◆ 聖嚴師父下午應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之邀，為該校佛學部研究生演講；晚上至柏克萊禪中心（Berkeley Zen Center），

為當地六十多位美國佛教徒演講「中國禪宗」。

0010.23
◆ 聖嚴師父下午應邀至美國綠谷農場禪中心（Green Gulch Farm Zen Center）參

訪；晚上則應蘇諾瑪山禪中心（Sonoma Mountain Zen Center）之邀，為當地三

十多位禪眾演講「中國禪師與禪堂」。

0010.24
◆ 聖嚴師父下午應美國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東亞研究中心之邀，專

題演講「禪修的理論與方法」；晚上則應舊金山禪中心（S. F. Zen Center）之

邀，演講「寶鏡三昧歌」，約有五十多人參加。

0010.25
◆ 聖嚴師父中午應美國舊金山總醫院（S. F. General Hospital）楊泳漢醫師之邀，

為該院一百多位醫護及行政人員，演講「佛教與心理健康」；晚上，則應華人

居士團體大覺蓮社之邀，為一百五十多位蓮友演講「如何將佛法運用在日常生

活中」。

0010.26
◆ 聖嚴師父拜訪美國般若講堂智海法師，並參觀其新近由教堂改裝而成的道場，

隨後拜訪妙因法師。

0010.27
◆ 聖嚴師父上午應美國菩提學會之邀，於舊金山南灣華僑文教中心（Chinese

Cultural Center）為二百多名會員演講「佛教基本大意」；中午參加在該會會長

陳志雄家中舉辦的座談問答，為五十多位信眾解答學佛群疑。

0010.28
◆ 聖嚴師父上午應美國菩提學會之邀，於大覺蓮社為該會四十二位會員上七小時

的初級禪坐課程；晚上，則應加州整合研究所（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之哲學與宗教研究所邀請，與該所師生舉行座談會。

0010.29
◆ 聖嚴師父應美國二個佛教團體Ukiah Sarwa Dharma、The Buddhist Peace

Fellowship之邀，前往舊金山北方猶嘉雅地區，為五十多位當地人士專題演講

「禪──內外和平」。

0010.31
◆ 新竹聯絡處成立，舉辦第一次信眾聯誼會，由僧團果燦、果祥二位法師主持。



◆ 為建立正確放生觀念，農禪寺捐款予台北市立木柵動物園興建鳥舍，收容稀

有、受傷或被遺棄的動物。第一期工程於本月完成，目前收容四種鳥類。

◆ 紐約法鼓出版社與義大利羅馬Casa Editrice Astrolabio出版公司簽約，翻譯聖嚴

師父的英文著作《信心銘》（Faith in Mind）為義大利文，於該國出版發行。

0011.04
◆ 春暉印經會舉辦千人法鼓山朝山活動，約有一千五百多人參加。活動結餘二十

萬元，全數捐做中華佛研所建所基金。

0011.06
◆ 聖嚴師父應紐約佛教聯合會（The Buddhist Council of New York）之邀，於哥倫

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演講「禪的理論及方法」。該會議的主要負責人

是斯里蘭卡比丘Ven. Pandit Kurunegodo Piratissa，這個組織希望聯合各派佛教團

體，經常邀請不同派系的佛教代表人物做專題演講。

0011.08
◆ 聖嚴師父應紐約市立大學布洛倫學院（Brooklyn College,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華爾夫研究所（The Wolfe Institute）之邀，演講「從禪的立場談人

類意識」。

0011.11
◆ 即日起至11月17日，文化館舉行梁皇寶懺法會。

0011.14
◆ 聖嚴師父代表中華佛研所與美國密西根大學佛教文學研究所所長路易士．葛梅

茲（Luis O. Gomez），在安娜堡市（Ann Arbor）的密大行政大廈校長會議室簽

定交流合作契約，內容包括合辦學術會議，學生、師資、研究人員的交流等。

◆ 聖嚴師父下午應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亞洲語言文化系、卡利歌特（Collegiate）

佛教文學研究所、宗教研究科系之邀，於該校演講廳演講「佛教復興在現代台

灣」，約有二百多名師生聆聽。

0011.15
◆ 《法鼓》雜誌第11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87期出刊。

◆ 聖嚴師父榮獲七十九年度「中華民國好人好事代表八德獎」，頒獎典禮於台北劍

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舉行，由於師父刻在國外弘法，由農禪寺都監果暉法師代

表領獎。

0011.17
◆ 紐約東初禪寺於法拉盛台灣會館舉辦佛學講座，由聖嚴師父主講「善用情與理

──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約有三百多人到場聆聽，會後並舉辦義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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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23
◆ 即日起至12月1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五十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三

十人參加。

◆ 紐約法鼓出版社出版聖嚴師父的英文著作《寶鏡無境》（The Infinite Mirror）、

《智慧之劍》（The Sword of Wisdom）。

◆ 東初出版社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佛國之旅》，內容為師父於1989年10月前往印

度、尼泊爾朝聖的遊記。

0012.06
◆ 由一群廣播界的居士發心製作的「法鼓清風」閩南語廣播劇，即日起於每週

二、四、六上午在中國廣播公司施建雄居士主持的「草地人」節目中播出。

0012.08
◆ 聖嚴師父應美國佛教會之邀，於紐約莊嚴寺演講「禪──擔水砍柴」，約有四十

多人聆聽。

0012.09
◆ 桃園聯絡處正式成立，於桃園國中會議室舉辦第一次信眾聯誼會，果祥、果鏡

二位法師應邀出席，約有五十多人參加。

0012.15
◆ 《法鼓》雜誌第12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88期出刊。

0012.23
◆ 為增進佛學院彼此間的友誼及汲取辦學的優點，中華佛研所舉辦為期二天的參

學旅行，參訪圓光佛學院、香光尼眾佛學院、蓮因寺等道場佛學院。

0012.25
◆ 即日起至1991年1月1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五十一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

持，共有三十七人參加。

0012.28
◆ 即日起至1991年1月5日，農禪寺舉行彌陀佛七法會，約有一千多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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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9
◆ 聖嚴師父自美返台。

01.12
◆ 中華佛研所和日本立正大學簽署學術合作契約，由聖嚴師父與三友健容教授代

表簽署，合作內容包含交換教授、客座研究員及學術雜誌等。

01.14
◆ 即日起一連三天晚上，聖嚴師父於農禪寺宣講《心經》。

01.15
◆ 《法鼓》雜誌第13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89期出刊。

◆ 日本京都佛教大學前校長水谷幸正與該校通信教育部總務課長館憲雄，至農禪

寺拜會聖嚴師父。

01.16
◆ 內政部營建署召開中華佛研所建設工程審查會議，由署長蔡兆陽主持，十多位

相關學者專家與會，聖嚴師父亦親自出席。會中，順利通過中華佛研所山坡地

開發計畫。

01.18
◆ 聖嚴師父應電子同業忘年會之邀，於台北環亞飯店主講「如何打開心胸」，約有

三百多名會員參加。

01.19
◆ 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助理教授約翰．馬克瑞（John Mcrae）參

訪中華佛研所並拜會聖嚴師父，探詢該校與中華佛研所交流合作的可能方式。

01.20
◆ 八十年度「提昇社會品質．淨化人心」系列講座，邀請行政院政務委員吳伯雄

於台北國父紀念館主講「提昇社會品質．淨化人心」，約有二百多人參加。

1月



01.22
◆ 香港人間淨土佛教中心創辦人恆道法師來台參訪農禪寺、中華佛研所，並拜會

聖嚴師父及接受「法鼓之聲」專訪。

01.24
◆ 聖嚴師父應台北北門扶輪社之邀，中午前往台北環亞飯店參加座談，約有一百

六十多人與會。

01.25
◆ 即日起至2月1日，農禪寺舉辦第四十期禪七，共有159人參加。

01.27
◆ 八十年度「提昇社會品質．淨化人心」系列講座，邀請新環境基金會董事長柴

松林於台北國父紀念館主講「環境．環境權．環境運動」，約有二百多人參加。

01.28
◆ 九歌出版社出版《法鼓集》，內容為聖嚴師父的文選，由作家林清玄編輯。

◆ 聖嚴師父接受《佛教新聞》雜誌專訪，談有關放生問題。

◆ 《學佛群疑》經越南佛教會賴金光居士促成，譯為越文於胡志明市出版。該書

原於1988年由東初出版社發行，亦於中國大陸發行簡體字版本。

02.03
◆ 八十年度「提昇社會品質．淨化人心」系列講座，邀請作家林清玄於台北國父

紀念館主講「在蒼茫中點一盞燈──世紀末的禪」。

02.04
◆ 即日起一連二天，於文化館及法鼓山上舉辦冬令救濟活動，由聖嚴師父親自主

持。慰問對象包括北投、石牌、士林、關渡地區及台北縣金山鄉共460戶低收入

戶。此外，並慰訪大台北地區的孤兒院、教養院、敬老院等二十六個團體。

02.06
◆ 中華佛研所於文化館召開董事會議，由聖嚴師父親自主持。會中，決議通過修

訂董事會組織章程、董事會重新改選及籌設辦理正式學院的計畫等。

02.15
◆ 淨化社會文教基金會一行六十人，由淨耀法師率領參觀法鼓山。

◆ 即日起一連三天，文化館舉行千佛懺法會。

◆ 《法鼓》雜誌第14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90期出刊。

02.21
◆ 高雄市市議會議長陳田錨伉儷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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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4
◆ 八十年度「提昇社會品質．淨化人心」系列活動「新春園遊會」，於台北市中正

高中舉行，活動包含親子遊戲、敦煌舞曲表演、義賣展覽等，現場共設立了113

個攤位，約有五萬多人參與。

02.28
◆ 國劇名伶郭小莊小姐由關中夫人張惠君陪同，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 嘉義聯絡處成立。

03.03
◆ 八十年度「提昇社會品質．淨化人心」系列活動「新春園遊會」，於台中省立美

術館舉行，聖嚴師父親蒞現場關懷，內容包含舍利子瞻仰、親子遊戲、義賣展

覽等，約有五萬多人參與。

03.04
◆ 中部地區勸募、護持會員聯誼會於台中賴金聲居士家中舉行，聖嚴師父蒞臨會

場關懷大家，約有二百名會員參加。

03.06
◆ 日本名古屋「明日之會」一行十七人在會長大古暢順率領下，至中華佛研所參

訪，並與聖嚴師父進行一場座談會，就台灣佛教及中華佛研所現況交換意見。

03.09
◆ 韓國海印寺大聖法師、藥水庵住持玄門法師及松廣寺的寶林、宗旭法師，至農

禪寺參訪。

03.10
◆ 八十年度「提昇社會品質．淨化人心」系列講座，邀請台北市議員潘維剛於台

北國父紀念館主講「全民大掃毒──就從你我做起」，吸引不少民眾到場聆聽。

03.11
◆ 聖嚴師父應《中華日報》、台南市中山國際獅子會、勝利之聲等單位邀請，一連

二天於台南市立文化中心主講「如何建立人間淨土」、「禪與人生」，皆吸引了

爆滿的聽眾。其間，師父並與南部傳播界、企業界多位人士聚會。

03.15
◆ 《法鼓》雜誌第15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91期出刊。

03.16
◆ 聖嚴師父邀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黃振華、輔仁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房志

榮、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楊惠南、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恆清法師及中華佛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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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所副所長李志夫餐敘，期能凝聚國內相關佛教研究學術力量，建立所際合作

關係，嘉惠各方學子。

◆ 天帝教樞機使者李維剛先生率教徒一行十六人參訪農禪寺、中華佛研所。

03.19
◆ 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教授張大勝、台北市立師範學院音樂教育系教授劉文

六等一行五人，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就護法會徵求「法鼓山共勉語歌曲」

一事，交換意見。

03.21
◆ 日本立正大學法華經文化研究所所長久留宮圓博士來台，參訪農禪寺、中華佛

研所。

03.22
◆ 內政部核准中華佛研所山坡地開發計畫。

03.23
◆ 聖嚴師父應台灣大學晨曦社、東吳大學淨智社、工業技術學院覺音社、實踐專

校晨暘社、台灣師範大學中道社五校社團之邀，於師大演講「禪──新與舊」。

◆ 即日起一連二天，中視「愛心」節目分別至中華佛研所、農禪寺及法鼓山上拍

攝日常作息、朝山等鏡頭，安排於5月播出。

03.24
◆ 護法會於法鼓山上舉辦「朝山暨大悲懺法會」，約吸引三千多人參加，是歷年來

最盛大的一次。聖嚴師父代表法鼓山捐贈六十萬元給台北縣做為地方慈善救助

之用，由縣長尤清親自接受。

03.27
◆ 農禪寺念佛會福田組每月捐款五萬元予台北榮民總醫院，以幫助貧戶病患，獲

該院惠眾基金會致謝表揚。

03.28
◆ 即日起至4月5日，農禪寺舉行清明報恩佛七。

03.30
◆ 台視「為善常樂」節目分別於本日及4月7日，至中華佛研所、農禪寺拍攝活動

鏡頭，安排於5月播出。

04.04
◆ 台中分院舉行落成暨佛像開光典禮，由聖嚴師父主持，約有一百多人觀禮。師

父開示時表示，有了固定的道場後，擔負的責任將更為吃重，期許大家繼續努

力將佛法推廣至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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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6
◆ 桃園辦事處成立，僧團果暉、果燦二位法師前往主持灑淨儀式，該場地由林金

水夫婦發心提供。

◆ 聖嚴師父應華視視聽中心之邀，前往主講「宗教與人生」。這場演講並安排於6

月份的華視頻道播出。

04.07
◆ 聖嚴師父應邀出席台灣師範大學舉辦的「印順導師思想研討會」，於會中宣讀

「印順長老的護教思想與現代社會」，指出印老的思想核心為「人間化的離欲

法」。

04.10
◆ 即日起至5月1 日，聖嚴師父率領「法鼓山中華佛研所建設考察團」一行十二

人，前往中國大陸的河南、山西、甘肅訪問，考察當地佛教古寺的建築特色。

本日下午抵北京機場後，隨即拜訪少年時代上海靜安佛學院老師林子青先生。

04.11
◆ 「法鼓山中華佛研所建設考察團」上午至白雲觀參訪，下午至法源寺參訪中國

佛學院，之後前往中國佛教協會拜訪會長兼中國佛學院院長趙樸初。

04.13
◆ 「法鼓山中華佛研所建設考察團」上午參訪北京房山縣雲居寺石經山石經窟，

晚上於頤和園設宴答謝建設部及中國佛教協會招待，並邀請北京多位佛教學者

聚談。

04.15
◆ 《法鼓》雜誌第16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92期出刊。

04.20
◆ 華視「華視新聞雜誌」節目至農禪寺錄製禪訓班上課情形，並安排於5月1日該

節目的「禪與現代生活」單元中播出。

04.30
◆ 甘肅建設委員會主任宋春華、城市規畫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趙金銘等，至旅館

拜訪聖嚴師父。

◆ 東初出版社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禪與悟》、《金山有礦》。

05.02
◆ 聖嚴師父應美國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i）宗教系之邀，前往該校進行

一場座談及演講，主題分別為「介紹法鼓山及中華佛研所」、「在現代社會中如

何學佛」，約有二百多人參加。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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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3
◆ 聖嚴師父於夏威夷參訪虛雲老和尚法眷知定法師創建的虛雲寺，及泉慧、祖印

二位法師所建的檀華寺。

05.05
◆ 聖嚴師父應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Boulder Zen Center 之邀，於該中心專題演講

「禪的自我觀」。

◆ 即日起至5月11日，文化館舉行法華懺法會。

05.06
◆ 聖嚴師父應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 Iliff School of Theology之邀，於該校演講

「禪修與佛性」；晚上應當地僑領雷通明博士及佛學社之邀，主持一場解答學佛

問題的座談會。

05.11
◆ 果祥法師應中國佛教會台中縣支會之邀，於沙鹿國中主講「宗教與人生」。法師

勉勵大家謹記「凡事盡其在我，成功不必在我」，發揮佛教積極入世的精神，約

有一千多人聆聽。

05.15
◆ 《法鼓》雜誌第17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93期出刊。

05.19
◆ 文化館舉行浴佛法會，約有三百多人參加。

◆ 紐約東初禪寺上午舉行浴佛法會，仁俊長老與聖嚴師父領眾誦《心經》、〈大悲

咒〉及〈四弘誓願〉等經偈，隨後並恭請仁俊長老開示，約有四百多人參加。

下午，師父演講「現代社會需要佛教」，期勉大眾以智慧處理問題。

◆ 紐約韓國佛教聯合會（The United Korean Buddhist Assoc. of New York）下午發

起佛教人士提燈大遊行，除慶祝佛誕日外，並藉此活動讓更多人知道佛教的存

在。東初禪寺由仁俊長老代表聖嚴師父，率果元法師、果稠法師等前往參加。

05.21
◆ 農禪寺舉行浴佛法會，約有四百多人參加。

05.24
◆ 即日起至6月1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五十二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三十二人參加。

05.26
◆ 於法鼓山上舉行朝山暨浴佛法會，由僧團果暉、果理、果廣三位法師共同引領

信眾朝山禮拜，約有一千人參加。



◆ 法鼓山朝山團護山組成立，並於慶祝佛誕的朝山活動中首次護航，獲得朝山團

員一致讚賞與肯定。

◆ 香港聯絡處正式成立，由名歌手冉肖玲擔任聯絡人。

06.08
◆ 聖嚴師父於紐約華埠容閎小學演講「宗教信仰與生活品質的提昇」，約有五百多

人到場聆聽，法王寺住持妙峰法師、佛恩寺住持法雲法師等大德亦到場聆聽，

由青年佛教通訊社創辦人韋琪居士擔任粵語翻譯。

06.09
◆ 紐約東初禪寺果元法師代表聖嚴師父，出席於紐約舉辦的「各宗教教派聯合追

思儀式」，追悼於波斯灣戰爭中雙方陣亡的軍民。

06.11
◆ 僧團果醒、果稠二位法師代表中華佛研所，前往泰國法身寺進行為期半年的參

學生活。佛研所和法身寺於去年7月締盟學術交流合作，交換推薦留學生為其中

交流方式之一，以增進中泰佛教教育及學術交流。

06.15
◆ 《法鼓》雜誌第18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94期出刊。

06.16
◆ 聖嚴師父應邀出席慈濟功德會紐約支會成立說明會，並演講「關懷人間」。師父

指出菩薩的精神即在於捨己利人，並讚揚在證嚴法師領導下的慈濟功德會，就

是以佛教徒的立場，對人間做普遍的生活及生命關懷。

06.21
◆ 泰國清邁佛陀園地佛法中心住持猜育法師（Pra. Chaiyot Chaiyayaso）一行十四

人參訪中華佛研所，並交換彼此在教育、慈善等佛教事業的經驗。

06.22
◆ 聖嚴師父應邀至美國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演講「禪思與禪

修」。

06.28
◆ 即日起至7月6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五十三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三十一人參加。

◆ 為紀念觀世音菩薩成道日，護法會於法鼓山上舉辦千人朝山活動。

◆ 4月前往中國大陸考察佛教古建築的「法鼓山中華佛研所建設考察團」，本日舉

辦小型座談會，分享考察心得與建議，與會者包括農禪寺都監果暉法師、國立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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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大學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吳永猛、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教授陳清香及

法鼓山遷建工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施建昌等。

06.30
◆ 即日起至7月15日，於觀音山凌雲禪寺舉辦「第一屆法鼓山兒童佛七夏令營」，

二梯次共約五百名學童參加。

◆ 孟加拉佛教團體Bangladesh Bouddha Krispi Prachar Monastery總中心致函中華佛

研所，希望透過合作，推薦交換學生，促進雙方交流。

07.01
◆ 為擴大服務範圍，台南聯絡處正式升格為辦事處。

07.08
◆ 聖嚴師父自美返台。

07.15
◆ 《法鼓》雜誌第19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95期出刊。

07.16
◆ 即日起至7月23日，於農禪寺舉辦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170人參加。

07.24
◆ 名作家林清玄重輯聖嚴師父的三本禪學方面的書籍，包括：《禪門驪珠集》、

《禪門修證指要》、《禪門解行》，命名為《禪門三要》，由圓神出版社出版。

07.26
◆ 日本研究中國佛教的權威學者、同時也是東京大學名譽教授鐮田茂雄來台，參

訪中華佛研所並拜會聖嚴師父。

07.27
◆ 聖嚴師父出席中華佛研所新生講習活動，致辭勉勵十三位新生要互相照顧、自

律自動，發揮佛教利他的精神。

07.28
◆ 法鼓山首次舉辦夜間朝山活動，約有一千五百多人參加。

08.01
◆ 即日起一連二天，法鼓山遷建工程委員會在法鼓山召開第九次委員會議，並實

地勘察水土保持設計。聖嚴師父特別指示，工程建設以「不砍伐大樹」為主要

原則。

7月

8月

40

19
89
2001



08.03
◆ 聖嚴師父出席護法會舉辦的北部地區勸募會員聯誼會，與會會員近七百人。會

中，師父首度提出「法鼓山的共識」。

◆ 即日起至8月9日，中華佛研所舉辦「第四屆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本屆主題為

「禪法何處尋」，共有五十五名學子參加。

08.10
◆ 聖嚴師父出席中部地區勸募會員聯誼會，首次公開闡述「法鼓山的共識」，約有

五百人與會。

08.12
◆ 農禪寺都監果暉法師代表法鼓山出席於高雄佛光山舉行的「第三屆全國佛學院

院務會議」。

08.15
◆ 《法鼓》雜誌第20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96期出刊。

◆ 「四眾佛子共勉語」歌曲甄選揭曉，首獎從缺，佳作五首。這項活動共有二十

七人參加，經八位音樂家評審選出，每人獲贈聖嚴師父親筆簽名著作二本及

「四眾佛子共勉語」墨寶一幅。

08.17
◆ 即日起一連二天，於台北世貿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淨化人心，淨化社會」系列

活動，由聖嚴師父主講「淨化人心──愛與恨」、「淨化社會──是與非」，共

吸引了七千二百多人到場聆聽。

08.19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余玉賢、林業處處長黃永桀等一行參觀法鼓山，並

拜訪聖嚴師父。

08.23
◆ 即日起一連三天，護法會於法鼓山上舉辦「法鼓傳薪營」，共有七十三人參加。

此為護法會首次嘗試的教育方式，目的在傳遞法鼓山的理念，談及法鼓山的理

念、精神、方針、方法等四項「我們的共識」。

09.06
◆ 「第二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由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主辦，共有十六篇論文

發表，其中四篇由中華佛研所學生發表。

09.07
◆ 農禪寺舉行剃度典禮暨三時繫念法會，由聖嚴師父、今能長老主持，共有六人

出家。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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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8
◆ 護法會於農禪寺召開「第三屆會員年度大會」，共有五百多名會員參加。

09.09
◆ 中華佛研所舉行「八十年度開學暨畢（結）業典禮」，共錄取新生十二名、選修

生四名，提出論文通過口試的畢業生有一名、結業生六名。

09.12
◆ 即日起至9月18日，日本佛教大學前任校長、也是如來藏思想研究專家水谷幸正

教授，應中華佛研所之邀，於該所開設專題密集講座「如來藏思想和淨土教」。

09.13
◆ 即日起一連三天，聖嚴師父應香港佛教青年協會之邀，於香港文化中心講《心

經》，由東蓮覺苑演慈法師擔任粵語翻譯。此係師父第三度前往香港講經，共有

六千多人到場聆聽。由於反應熱烈，主辦單位於最後一天安排皈依典禮，約有

三百多人皈依三寶。

09.15
◆ 《法鼓》雜誌第21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97期出刊。

09.16
◆ 聖嚴師父自港返台。

09.18
◆ 立法委員丁守中、圓神出版社社長簡志忠等人，分別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9.20
◆ 中視新聞部負責人翟翬伉儷等一行，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並皈依三寶。

09.21
◆ 聖嚴師父出席於台南首相飯店舉行的工商業界茶會，結束後至台南辦事處主持

皈依儀式，約有一百多人皈依三寶。晚上，參加於中正圖書館育樂堂舉行的信

眾聯誼會，約有四百多人與會。

09.23
◆ 即日起一連三天，於法鼓山上首度舉辦「僧團菩薩營」，約有三十多位僧團法師

參加，學習「千手護持，千眼照見」的精神。

09.26
◆ 台灣英文雜誌社總經理陳嘉男夫婦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9.28
◆ 福慧念佛會於農禪寺舉行「第六屆會員大會」，約有七百多名會員出席，會中通



過由現任會長劉松田、副會長陳進丁蟬聯正、副會長。

◆ 新竹聯絡處正式成立，並於中國國民黨新竹黨部禮堂舉辦聯誼會，約有三百多

人參加。會後，聖嚴師父為六十多位信眾舉行皈依儀式。

09.29
◆ 副總統李元簇夫人徐曼雲女士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請益佛法及修養身心等

問題。

◆ 台北北門扶輪社會長方振淵伉儷等一行五十二人，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9.30
◆ 味丹公司董事長楊頭雄由戚肩時將軍陪同，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 中國大陸連遭水患災難，聖嚴師父得知出家祖庭江蘇南通廣教寺亦遭大水破

壞，捐款美金一萬元做為賑災基金，幫助恢復祖庭的建設。

10.01
◆ 國防部部長陳履安夫人曹倩女士、內政部部長吳伯雄夫人戴美玉女士等，至農

禪寺拜訪聖嚴師父，請益佛法。

10.05
◆ 聖嚴師父出席護法會於基隆文化中心會議廳舉辦的聯誼會，與基隆地區近六百

位會員分享法鼓山的理念與精神。會中並舉行一場義賣活動，共募得七萬多

元，做為法鼓山建設基金。

10.06
◆ 般若禪坐會舉行「第五屆會員大會」，會中舉行正、副會長改選，原任副會長劉

正雄當選會長，簡秀雄、林淑華當選副會長。

10.07
◆ 中視「六十分鐘」節目製作「點亮心燈」專題報導，訪問聖嚴師父、行政院環

保署署長趙少康等人，探討現代社會文明病的病因及解決方法。該節目為製作

這項報導，特別安排師父和趙少康署長進行一場心靈環保對談，並安排於11月1

日晚上九點半播出。

10.10
◆ 聖嚴師父赴美弘法。

10.13
◆ 聖嚴師父下午於紐約東初禪寺演講「佛法在現世的重要性」，約一百多人聆聽。

10.15
◆ 《法鼓》雜誌第22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98期出刊。

◆ 聖嚴師父晚上應美國新澤西州蒙克萊學院（Montclair State College）心理學系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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迥教授之邀請，至該校演講「禪與日常生活」，約有一百二十多名師生參加。

10.18
◆ 聖嚴師父應加拿大佛教團體之邀，上午於漢彌爾頓市麥克馬斯特大學（Mc

Master University）演講「如何養成一位禪師」，有三十多名師生聆聽；下午則

應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之邀，於該校綜合圖書館為宗教研究中

心師生演講「禪師在叢林寺院的生活與修行」。

10.19
◆ 高雄佛教護僧會一行四十人參訪中華佛研所，並捐款五萬元做為教育基金。

◆ 聖嚴師父上午於加拿大多倫多弘法精舍為二百多名華僑演講「禪定與智慧」，會

後並主持皈依典禮，共有六十五人皈依三寶。下午，再度應多倫多大學佛學社

之邀，於該校專題演講「禪悟修持的經驗」，約有二百多人聆聽。

10.24
◆ 聖嚴師父應日本國士館大學教授光島督博士之邀，為老師山崎宏博士《米壽祝

賀紀念論文集》撰文，完成〈現代台灣佛教的學術研究〉，報導台灣佛教學術研

究情形。

10.25
◆ 即日起一連二天，生於台中縣龍井鄉的果祥法師應邀返鄉弘法，於龍井鄉老人

會館以台語演講「宗教的作用」、「佛法與世間法」，共有近六百人到場聆聽。

10.28
◆ 聖嚴師父應哥斯大黎加佛教協會之邀前往演講，約有三百多人參加，結束後並

接受哥國《國家報》（La Nacion）的專訪。

10.29
◆ 聖嚴師父應哥斯大黎加佛教協會之邀，於甫落成的福慧精舍為當地會員指導坐

禪原則，課後有五十三人皈依三寶。

10.30
◆ 聖嚴師父下午應美國邁阿密佛學社之邀，為二十五位社員解答有關學佛問題，

晚上並專題演講「佛教及佛教的基本觀念」。

10.31
◆ 聖嚴師父應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紐奧良大學（University of New Orleans）亞洲研

究中心（Asian Studies Center）之邀，至該校演講「禪與人生」。

11.01
◆ 聖嚴師父下午應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紐奧良佛學會之邀，於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專題演講「禪與人生」，約有三十多人參加。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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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 聖嚴師父下午應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佛學

社之邀，至該校演講「禪──平常身心」，約有二百三十多人參加。

11.03
◆ 即日起至11月9日，文化館舉行梁皇寶懺法會。

◆ 即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應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佛學社之邀，為該校師

生演講「禪與實際修持」、「禪與生活壓力的調適」。

11.04
◆ 聖嚴師父前往美國休士頓參訪玉佛寺。該寺為美國南方華人佛教界最大的寺

院，負責人淨海法師為師父留學日本就讀碩士班時的同學。

11.05
◆ 聖嚴師父應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佛教協會（Atlanta Buddhist Association）之

邀，於該市華人活動中心演講「現代佛教的人生觀」，約有一百二十多人聆聽。

11.06
◆ 藏僧丹增諦深至紐約東初禪寺參訪，並與聖嚴師父對談漢藏二系法義同異。

11.15
◆ 中壢聯絡處正式成立。

◆ 《法鼓》雜誌第23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99期出刊。

◆ 即日起一連二天，紐約東初禪寺於皇后區台灣會館舉辦二場「人生哲學講座」，

由聖嚴師父主講「禪與身心健康」、「禪的修行方法」，共有六百多人聆聽。

11.24
◆ 藏傳佛教止貢噶舉教派第七世止貢姜貢澈贊仁波切等一行六人，參訪中華佛研

所並交流辦學經驗。

11.29
◆ 即日起至12月6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五十四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三十五人參加。

◆ 收錄聖嚴師父於1989年在英國主持禪七的開示而成書的《用扇捕羽》（Catching

a Feather on a Fan），係由師父的英國弟子約翰克魯克博士（John H. Crook）整

理，倫敦Element Press出版社發行。

12.10
◆ 紐約西藏中心負責人辟拉惹托仁波切參訪東初禪寺，並拜會聖嚴師父，就漢藏

佛教同異及傳承等問題進行交流。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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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師父應一神普救哥大校區教團（The Unitarian Universalist Campus Minist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及紐約佛教聯合會（The Buddhist Council of New York）

二團體之邀，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聖保羅禮拜堂演講

「四弘誓願」。

12.11
◆ 僧團果暉法師代表法鼓山出席由淨化社會文教基金會主辦的「綠色大地佛教環

保座談會」，與中華佛光協會、金山寺、台北佛教蓮社等近二十個團體，共同呼

籲佛教徒力行環保的生活方式。

12.15
◆ 《法鼓》雜誌第24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00期出刊。

12.22
◆ 紐約東初禪寺舉行在家菩薩戒傳授，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八十八人參加，其

中十六位為西方人士，此為師父第一次傳授菩薩戒。

12.25
◆ 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五十五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三十六人參加。其

間每晚開示皆以虛雲老和尚的《參禪法要》為講本。宣講《參禪法要》，始自

1988年11月第四十二次禪七，前後經三年多，歷十四次禪七，於本次禪七中圓

滿。

12.28
◆ 即日起至1992年1月5日，農禪寺舉行彌陀佛七法會，約有一千三百多人參加。



◆ 東初出版社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火宅清涼》，該書內容記錄去年（1991年）4

月師父二度至中國大陸考察佛教古建築藝術的見聞。

01.01
◆ 與台北縣金山、萬里、石門三鄉鄉公所共同舉辦「法鼓山千人健行」活動，約

有三千多人參加。活動中，並安排佛曲演唱、土風舞、太極舞等精彩節目。

01.08
◆ 聖嚴師父自美返台。

01.11
◆ 由文建會、《聯合報》、中國廣播公司、中華電視公司主辦，台中縣政府協辦的

「邁向二十一世紀文化新境界系列講座」，邀請聖嚴師父於台中縣立文化中心主

講「如何提昇人的品質」，約有八百多人聆聽。

◆ 聖嚴師父應味丹企業公司之邀，晚上於該公司行政大樓主講「佛法在人間」，包

括董事長楊頭雄、副總經理楊正及公司員工眷屬約二百多人參加。

◆ 護法會下午於台北市北投區公所行政大樓，首度舉辦台北地區（北投、石牌、

天母、士林）小組聯誼會，約有一千多人參加。

01.12
◆ 聖嚴師父應邀出席由《中國時報》主辦的「開春心靈交流大會」，於台北世貿國

際會議中心主講「增福增慧」，約有三千多人聆聽。

01.13
◆ 即日起一連三天晚上，聖嚴師父於農禪寺宣講《金剛經》，每晚約有一千多名觀

眾，為農禪寺歷年來聽經人數最多的一次。

01.15
◆ 聖嚴師父接受英國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廣播電台節目

「Assignment」專訪，談在經濟發展快速的社會中，佛教活動對一般大眾日常生

活與精神生活的影響，並介紹中華佛研所、禪七等概況。

◆ 《法鼓》雜誌第25期革新版正式發刊，本月起由雜誌型改為報紙型。於1989年

12月創刊的《法鼓》雜誌，因採贈閱方式，成本所費不貲，為節省開支而做此

調整。

1月



◆ 《人生》雜誌第101期出刊。

01.18
◆ 國防部長陳履安伉儷參訪農禪寺，關懷法鼓山新道場建設，聖嚴師父陪同前往

參觀。

01.19
◆ 果祥法師應邀參加一項由流浪動物之家基金會及保護動物協會合辦的「保護流

浪狗」座談會，於會中提出愛護生命的主張。

01.21
◆ 即日起一連二天，於文化館與法鼓山上舉辦冬令救濟活動，關懷北投、金山、

石門、萬里、三芝等地約七百四十多戶低收入戶及二十六個慈善團體，共計發

放慰問金五百二十多萬元。

◆ 聖嚴師父帶領果祥、果燦二位法師及護法會義工拜訪「流浪動物之家」，並捐助

四十萬元表達對野犬問題的關懷。

01.23
◆ 聖嚴師父應邀出席由中華文化復興總會與《工商時報》合辦的「錢的哲學──

現代財富的價值觀」座談會，參與座談者包括作家柏楊、台北馬偕醫院協談中

心主任陳顯明、《工商時報》總編輯鄭優等。

01.24
◆ 即日起至1月31日，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第四十三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約

有一百八十多人參加。

01.31
◆ 聖嚴師父前往台北縣政府拜訪工務局長鄭淳元，請教有關法鼓山建設事宜。

◆ 中國廣播公司「尖峰對話」節目主持人李濤，至農禪寺訪問聖嚴師父。

◆ 人本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史英拜訪聖嚴師父，從佛法及人本立場，對談人性教育

問題。

◆ 屏東聯絡處正式成立。該處場地是由負責人黃文翔與李建德二位醫師發心捐

贈，約可容納五十多人共修。

02.01
◆ 聖嚴師父接受台視「轉動的音符」節目主持人徐馥錄影訪問，以佛法立場談禮

讓、忍讓。

◆ 聖嚴師父前往台北縣萬里鄉拜訪靈泉寺惟覺禪師。師父的臨濟法系與惟覺禪師

同為傳承靈源老和尚，為虛雲老和尚三傳，誼屬同門。

02.04
◆ 即日起至2月6日，文化館舉行千佛懺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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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0
◆ 即日起至2月12日，於法鼓山上舉辦「第一屆社會菁英禪修營」，由聖嚴師父主

持，共有立委丁守中、政大企研所所長司徒達賢、《時報周刊》發行人簡志

信、中視新聞部副理翟翬等四十位菁英人士參加。

02.12
◆ 即日起至2月17日，中華佛研所邀請日本佛教大學牧田諦亮教授來台主持「疑經

研究」密集講座。

02.15
◆ 《法鼓》雜誌第26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02期出刊。

02.16
◆ 於台北市中正高中舉辦「八十一年度心靈環保．淨化人心」新春園遊會，吸引

了八萬多人參加，悟明長老、內政部部長吳伯雄、行政院環保署署長趙少康等

亦應邀出席。

02.17
◆ 即日起一連二天晚上，由台南市政府、台南市立文化中心、《中華日報》、勝利

之聲廣播電台等單位合辦的「心靈環保淨化人心佛學講座」，邀請聖嚴師父於台

南市立文化中心主講「平等與差別」、「身心的平衡」，約有五千人到場聆聽。

02.19
◆ 聖嚴師父中午前往台南淨修禪院與近二百名護持會員共進午齋，並感謝淨修禪

院四眾佛子對於法鼓山的護持。

◆ 聖嚴師父晚上應社會大學文教基金會之邀，於台中市立文化中心演講「佛教的

智慧能為新世紀提供什麼」。

02.22
◆ 聖嚴師父應台北榮民總醫院慧心學佛社之邀，於該院演講「慈悲與健康」，約有

一百多人參加。

02.23
◆ 「心靈環保．淨化人心」新春園遊會於台中忠信國小舉辦，約有三萬人參與，

台中市市長林柏榕亦到場，並捐出一萬元做為法鼓山建設基金。聖嚴師父特地

南下關懷，並主持皈依典禮，約有二百多人皈依三寶。

02.24
◆ 即日起至2月27日，聖嚴師父為僧團住眾於法鼓山上舉辦「常住菩薩營」。課程

中心為「放鬆身心，放下心念；面對錯誤，承認錯誤；面對困難，接受困難；

放寬心胸，接納他人。」

02.27
◆ 即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於宜蘭羅東高商樂群堂主講「禪與生活」、「人間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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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共有二千五百多人聆聽，此為聖嚴師父首度到宜蘭弘法，會後並有120人

皈依三寶。

◆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向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申請立案通過，正式成立。

03.01
◆ 即日起一連三天，護法會於法鼓山上舉行「第二屆法鼓傳薪營」，課程內容主要

在傳遞法鼓山的理念及共識。

◆ 中華佛研所遷建工程委員會成立「工程諮詢小組」，邀請學術界、建築界、景觀

界學者專家擔任委員，包括李威亨教授、陳光宇教授、錢學陶教授、謝敬義教

授、雕塑家楊英風、葉榮嘉建築師、陳柏森建築師等七位。

03.05
◆ 《財訊雜誌》副社長謝金河、副總編輯梁永煌等至農禪寺採訪聖嚴師父，談佛

法對現代社會財經的觀察，將於該雜誌4月號的人物專訪中刊出。

03.07
◆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至中華佛研所參訪。秦院長得悉中華佛研所將舉辦

「第二屆國際佛學會議」，表示故宮可配合舉辦「觀音名畫展」，讓國際友人分享

佛教藝術的光華。

03.08
◆ 即日起至3月12日及3月15、18日七天晚上，聖嚴師父接見慰勉新竹以北地區的

各勸募小組長，並解答大家在勸募及學佛等方面的問題。

03.11
◆ 農禪寺舉行剃度典禮，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八人落髮，八人受行同沙彌（尼）

戒，其中一位來自捷克，約有八百多人觀禮。

03.13
◆ 即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於中壢藝術館「心靈環保系列講座」，分別演講「苦

難與幸福」、「煩惱與智慧」，約有二千多名聽眾。

03.15
◆ 《法鼓》雜誌第27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03期出刊。

03.16
◆ 即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於屏東縣立文化中心「心靈環保系列講座」，分別演

講「修行的方法」、「命運與信仰」，結束後有近百人皈依三寶。

03.18
◆ 僧團果祥、果舟二位法師代表法鼓山，出席台北長庚醫院舉辦的一場宗教與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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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座談會，與多位醫界及佛教界人士就「器官捐贈」議題，交流看法。

03.19
◆ 即日起連續十週的週四晚上，護法會特別為念佛會、禪坐會、護法會三會勸募

會員以上的幹部和義工們，於農禪寺開設初級佛學講座，邀請林孟穎居士講授

《學佛五講》。

03.21
◆ 即日起一連二天，為紀念觀世音菩薩慈悲度眾生的精神，護法會分三梯次舉辦

「法鼓山朝山暨大悲懺法會」，共有近四千名信眾參加。

03.24
◆ 聖嚴師父應外交部人事處處長林鐘之邀，以「禪．待人處事之道」為題，對外

交部近二百位員工演講。

03.26
◆ 聖嚴師父應台灣神學院之邀，至該院演講「宗教與文化」。

03.27
◆ 聖嚴師父應輔仁大學之邀，出席參加該校主辦的「宗教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

會」，擔任會中二場講座的主持人，分別為中華佛研所專任副研究員慧嚴法師主

講「佛教與倫理道德」與李志夫教授主講「佛教與中國文學」。

03.28
◆ 聖嚴師父應行政院環保署與《聯合報》之邀，出席於《聯合晚報》舉辦的「宗

教與環保座談會」，參與座談者有慈濟功德會代表朱正一、道教會理事長高忠

信、天主教輔大神學院教授谷寒松、基督教周聯華牧師、一貫道總會總幹事王

顯榮等。

◆ 即日起至4月5日，農禪寺舉行清明報恩佛七法會，共有186人參加。

03.29
◆ 聖嚴師父應邀出席於台北十普寺舉行的「世界華僧大會」閉幕典禮，於致辭中

指出，今日佛教看似興盛，然因缺乏計畫性、層次性的制度，未著重於長久普

遍的基礎工作，日後發展實有隱憂。

03.31
◆ 聖嚴師父偕同遷建工程委員會主委楊正、副主委施建昌等多人，前往「大台北

華城」參觀水土保持的整體規畫，做為未來法鼓山建築藍圖的參考。

04.04
◆ 國防部部長陳履安拜訪聖嚴師父。陳部長因日前出席「世界華僧大會」閉幕典

禮，對師父的致辭深有所感，故於本日來訪深談，並表示會全力護持佛法。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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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0
◆ 聖嚴師父赴美弘法。

04.11
◆ 聖嚴師父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及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中國留學生研究生團體聯合邀請，於紐約大學主講「禪的智

慧」，約有二百多名東、西方人士出席。

04.14
◆ 即日起至4月24日，聖嚴師父應邀赴英國弘法十天，由果元法師任侍者，保

羅．甘迺迪（Paul Kennedy）任翻譯。

04.15
◆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向台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申請登記完成。

◆ 《法鼓》雜誌第28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04期出刊。

04.16
◆ 即日起至4月23日，聖嚴師父於英國威爾斯帶領禪七，共有三十一人參加。

04.18
◆ 即日起，護法會舉辦「法鼓傳薪」聯誼活動，於全省各地聯絡處傳遞法鼓山

的理念與共識，首站為桃園地區聯絡處，約有五十多人參加。

04.23
◆ 僧團果暉法師代表法鼓山出席《自立晚報》主辦的「拯救地球系列座談會─

─資源回收與回收管道」，與環保媽媽王保子、台灣大學公衛系副教授詹長

權、環保署資源回收專案小組召集人何舜琴等進行有關環保議題座談。

04.24
◆ 聖嚴師父參觀倫敦大英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觀賞奧瑞爾．史坦因

（Aurel Stein）從中國大陸敦煌帶回的殘卷及藝術品，由敦煌收藏負責人佛蘭

西絲．伍德（Frances Wood）女士接待。

◆ 聖嚴師父參觀倫敦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由該館東方古物部副

主任龍安妮博士（Anne Farrer）接待，閱讀四十多幅早期敦煌木刻經咒及近

百幅彩色敦煌絹畫。

04.25
◆ 聖嚴師父自英國返紐約。

04.26
◆ 聖嚴師父於紐約東初禪寺舉行公開演講，講題為「禪──心靈環保」。

◆ 由世界各地工商界菁英組成的「世界青年總裁協會」一行約七十多人，參訪

農禪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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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至5月2日，文化館舉行法華懺法會。

05.01
◆ 聖嚴師父應美國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之邀，以「禪」為主題，於該校大

教堂做了一場公開演講，約有近百人聆聽。

05.03
◆ 文化館舉行浴佛法會。

◆ 北門扶輪社創社社長方振淵的夫人蔣淑美十分認同法鼓山的理念，將該社內輪

會5月的例會與法鼓山的會員聯誼會一併舉行，邀請僧團法師及護法會專任講師

林孟穎專題演講及解答佛學問題，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 紐約東初禪寺舉行浴佛慶典，吸引了東、西方信眾約五百多人參加，聖嚴師父

並以「佛教對現代社會的功能」為題，做了一場開示。

05.08
◆ 即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應一個由純西方人組成的佛教團體禪山叢林（Zen

Mountain Monastery）之邀，進行一項密集講座，內容為有關學術性的禪修理論

及方法。

05.10
◆ 法鼓山上舉行浴佛法會，因適逢母親節，約有上千名信眾偕同父母朝山、浴

佛，共霑法益。

05.12
◆ 聖嚴師父第十四度應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之邀，出席該校一場佛教各派系的學術

問答討論會。

05.14
◆ 聖嚴師父應紐約西藏中心負責人瓊格拉仁波切之邀，於該中心演講「我怎樣成

為一個禪宗僧侶」。

05.15
◆ 《人生》雜誌自第105期起，由報紙型改為十六開雜誌型，並由「贈閱」轉為

「訂閱」方式。

◆ 《法鼓》雜誌第29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05期出刊。

05.17
◆ 西藏中心負責人瓊格拉仁波切應聖嚴師父之邀，於紐約東初禪寺演講「西藏佛

教的修學次第」。

◆ 農禪寺舉行浴佛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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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2
◆ 即日起至5月30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五十六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二十九人參加。

05.28
◆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正式取得「法人登記證書」。

06.06
◆ 紐約東初禪寺於紐約華埠中華公所，為粵語華僑舉辦一場大型的佛學講座，由

聖嚴師父主講「積極的人生觀」。

06.07
◆ 護法會於板橋高中體育館舉行板橋地區聯誼會，邀請林孟穎居士演講。雖然大

雨不斷，仍有近三百人冒雨參加。

06.10
◆ 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宗教系教務長史威德博士（Leonard Swidler）

參訪中華佛研所，並與中華佛研所師生進行三小時的「宗教對話座談會」。

◆ 御封泰國華宗大尊長、泰國普門報恩住持仁得法師參訪農禪寺，並接受果祥法

師主持的「法鼓之聲」廣播節目採訪。

06.13
◆ 為加強對法鼓山理念的共識及分享彼此勸募心得，護法會於法鼓山上為台北地

區小組長以上的義工，舉辦為期二天一夜的「勸募小組長會心之旅」活動，共

有四十八人參加。

06.15
◆ 《法鼓》雜誌第30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06期出刊。

06.20
◆ 護法會於新莊市公所禮堂，首次擴大舉辦三重、新莊、泰山、五股地區聯誼

會，約有五百多人參加。果燦、果德二位法師全程參與，平時相當護持法鼓山

的板橋靈光寺及覺明寺的法師亦出席。

06.23
◆ 台視「熱線追蹤」節目，就「素食健康嗎」單元，至農禪寺採訪，並安排於6月

29日播出。

06.27
◆ 即日起至7月3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五十七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三十四人參加。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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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0
◆ 法鼓山地質工程及鑽探工程正式開工。

07.01
◆ 即日起一連三個月，國立故宮博物院配合中華佛研所主辦的「第二屆中華國際

佛學會議」，舉行一項「佛教文物特展」，展出歷代觀音名畫、法器及佛像等。

07.06
◆ 聖嚴師父自美返台。

07.07
◆ 中華佛研所遷建工程委員會邀請台灣大學教授陳宏宇，於農禪寺主講「山坡地

開發之探討」，約有一百三十多名信眾參加。

07.08
◆ 即日起一連三天晚上，聖嚴師父於農禪寺宣講《法華經》，每晚都有一千二百多

位信眾聆聽。講經圓滿當晚，約有五百人皈依。

07.11
◆ 聖嚴師父應台灣省政府新聞處之邀，於板橋縣立文化中心主講「推動祥和社會

──利人利己」，深入淺出闡述佛法要義。

07.13
◆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於農禪寺召開第一次董事會議，揭櫫基金會成立的緣起、意

義與初期工作重點，正式開始運作。

07.14
◆ 即日起一連二天晚上，聖嚴師父分別接見大台北地區及新竹以北地區的勸募小

組長，慰勉大家的辛勞。師父並期勉大家落實關懷，多學習佛法。

◆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正式運作。

07.15
◆ 《法鼓》雜誌第31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07期出刊。

07.18
◆ 即日起至7月21日，中華佛研所於台北圓山飯店舉行「第二屆中華國際佛學會

議」，會議主題為「傳統戒律與現代世界」，共有來自十一個國家、一百五十多

位學者參加，共發表二十六篇論文。

07.21
◆ 中華佛研所邀請於第二屆國際佛學會議中發表論文的學者上法鼓山參訪，並共

同親手植下一棵象徵佛法綿延不斷的菩提樹。之後，前往國立故宮博物院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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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物特展」。

07.22
◆ 聖嚴師父帶領農禪寺、中華佛研所及護法會幹部義工六十多人，前往台北縣三

峽鎮的「台英社教育訓練中心」，參加由台英社董事長陳嘉男為大家舉辦以「奉

獻交流會」為題的講習活動，希望藉此提昇法鼓山整個事業體的運作與效率。

07.23
◆ 即日起至7月30日，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第四十四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

有176人參加。

07.30
◆ 來自美國舊金山的玅境長老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就修行問題交換意見。

08.01
◆ 聖嚴師父應邀至中視參加「女人．女人」節目錄影，談有關「禪坐」單元，此

集節目安排於8月11日播出。

08.02
◆ 聖嚴師父應台中三寶護持會之邀，晚上於台中中山堂演講「淨化人心．淨化社

會」，約有一千八百多人到場聽講，台中市佛教會理事長聖印法師、台中市市長

林柏榕、立委沈智慧亦到場聆聽。

◆ 聖嚴師父應中視現場節目「新聞廣場」之邀，出席參加與丁松筠神父的對談

會，主題為「如何改善社會的奢靡風氣」。

◆ 台灣省新聞處處長羅森棟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並皈依三寶。

◆ 即日起至8月4日，文化館舉行地藏法會。

08.04
◆ 即日起至8月11日，聖嚴師父帶領由中華佛研所教授及法鼓山遷建工程委員會成

員組成的「日本友好訪問團」，赴日考察寺院建築與佛教相關大學，期能為未來

法鼓山的建設、佛教人才的培育做更妥善的規畫。

08.05
◆ 聖嚴師父一行參訪日本駒澤大學，由該校前佛教學部部長佐藤達玄教授接待參

觀。之後轉往東京大學參觀其研究室及圖書館，並拜訪印度哲學研究室主任教

授江島惠教博士。

08.06
◆ 聖嚴師父由惠敏法師陪同前往日本文京區，參觀小石川後樂園，做為法鼓山建

設的參考。

◆ 聖嚴師父一行至日本東京立正大學參訪，該校校長渡邊寶陽及佛教學部部長三

友健容親自接待。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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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7
◆ 聖嚴師父一行前往日本京都參觀大谷大學。

08.08
◆ 聖嚴師父一行上午訪問日本淨土宗佛教大學及總本山知恩院，獲得特許參觀十

多年開放一次的「總門」門樓，之後參觀金閣寺。下午，前往佛教大學參觀該

校通信教育部（函授學校）各項教育設施。

08.09
◆ 聖嚴師父一行在日本佛教大學蛭田修先生陪同下，前往奈良參訪佛教名勝東大

寺、唐招提寺及藥師寺。

08.10
◆ 日本佛教大學祕書田村女士陪同聖嚴師父一行，訪問京都宇治黃檗山萬福寺。

◆ 聖嚴師父一行前往日本興聖寺參觀，並於禪堂打坐，體會其建築配置。

08.12
◆ 馬尼拉國際牧靈研習所所長Geoffrey King S. J.神父，由天主教中國主教團宗教

合作委員會執行祕書長馬天賜神父陪同，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8.13
◆ 立法委員陳水扁及主婦聯盟、扶輪社等單位，應邀於中華佛研所與聖嚴師父進

行一場佛學座談會，探討宗教、教育與環保的關係及宗教教育制度化等問題。

08.15
◆ 聖嚴師父應邀於華視視聽中心「電視演講會」，演講「自私與無我」。

◆《法鼓》雜誌第32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08期出刊。

08.16
◆ 護法會舉辦「勸募會員聯誼會」，共有七百多人參加。此項活動目的，一方面慰

勉勸募會員的辛勞，二方面接受聖嚴師父的當面祝福，三方面讓會員與法鼓山

有更實際、直接的接觸。

◆ 於農禪寺舉辦今年第二場祈福皈依大典，約有六百多人皈依三寶。

08.17
◆ 聖嚴師父首度於高雄縣鳳山國父紀念館公開演講，講題為「從佛教談積極入世

的人生觀」，約有一千多人到場聆聽。這場演講，是由高雄縣文化中心主辦、鳳

山佛教蓮社及法鼓山高雄辦事處協辦。

08.18
◆ 聖嚴師父出席於高雄大眾銀行九樓舉行的「南部地區聯誼會」，約有來自嘉義、

台南、高雄、屏東等地二百多名會員參加。

◆ 聖嚴師父應財團法人王林樓蘭紀念基金會和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之邀，擔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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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辦的「生活．智慧．愛」關懷系列講座主講人，於高雄市立文化中心演

講「信仰與實踐」，約有近千人聆聽，會後演講所得捐予中華民國殘障人協會。

08.21
◆ 聖嚴師父帶領僧團多位法師於台北光啟社參觀，由社長嚴任吉神父及丁松筠、

馬天賜二位神父接待。

08.23
◆ 社會大學文教基金會人文管理學院於法鼓山上舉行結業典禮，共有三十多名結

業生，聖嚴師父應邀專題演講「來自宗教的經營智慧」，並頒發結業證書。

08.24
◆ 世界知名敦煌學專家、中國大陸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金維諾，在中國文化大學哲

學研究所教授李志夫等人陪同下，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8.27
◆ 農禪寺上午舉行剃度典禮，共有七人落髮、五人受行同沙彌（尼）戒；下午舉

行三時繫念法會。

08.29
◆ 即日起至8月31日，聖嚴師父應香港佛教青年協會之邀，於香港九龍尖沙咀文化

中心宣講《金剛經》，約有二千多人到場聆聽。這是師父第四度接受香港佛教青

年協會導師暢懷法師的邀請到香江弘法，演講結束後，師父將主辦單位供養的

紅包捐出做為該會贈書至中國大陸的基金。

08.31
◆ 歷經一年多的時間，台北縣政府核准法鼓山山坡地開發許可。

09.02
◆ 由文殊院主辦，政治大學東方文化社、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慧海社協辦的「文殊

院八十一年夏令寺院參訪生活營」，108位學員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9.06
◆ 聖嚴師父應中華民國善愛協會之邀，前往台北世貿國際會議中心專題演講「理

性與感性」，約有五千人到場聆聽，中央社工會主任鍾榮吉、立委陳水扁等亦蒞

臨聽講。

09.07
◆ 中華佛研所舉行「八十一學年度開學暨畢（結）業典禮」，共有十一位新生入

學，聖嚴師父以「道心第一，健康第二，學問第三」與新生共勉，並頒發畢業

證書予通過論文口試的六名學生，另有八名學生結業。

09.09
◆ 聖嚴師父應中國廣播公司之邀，接受「掌握時代的脈動」、「螢光夜語」二個廣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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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節目專訪。

09.11
◆ 農禪寺舉行中秋晚會，節目相當精彩，包括了舞蹈、話劇、小提琴獨奏、打擊

樂等，吸引不少信眾闔家參與。

09.14
◆ 聖嚴師父應邀出席北一女中朝會，為該校一、二年級近三千名學生專題演講

「宗教與佛教」。

◆ 即日起至9月20日，日本立正大學教授久留宮圓秀應中華佛研所之邀，於該所教

授為期一週的梵文《法華經》講座。

09.15
◆ 中華佛研所聘請獲德國哥丁根大學（Gottingen University）博士、曾任教於國際

大學的印度籍穆克紀教授（Biswadeb Mukherjee），至該所講課二年，課程為

「梵文」、「巴利文」與「印度佛教史」。

◆ 中華佛研所第二屆研究生惠敏法師，取得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並回該

所任教。

◆ 《法鼓》雜誌第33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09期出刊。

09.17
◆ 即日起至9月19日，於法鼓山上舉辦「第二屆社會菁英禪修營」，由聖嚴師父主

持，共有三十八人參加。

09.19
◆ 向教育部提送「法鼓人文社會學院」設立申請書。

09.20
◆ 般若禪坐會於農禪寺召開「第六屆會員大會」，約有五百多人參加。

09.21
◆ 聖嚴師父應中華慧炬佛學會鄭振煌居士之邀，為該會主辦的「大專佛學社團聯

誼」活動演講「現代佛教青年應有之人生觀」，師父期勉青年學子做一個有理

性、有智慧、有慈悲心的人。

09.22
◆ 聖嚴師父於農禪寺接受「信任地球生態保護組織」亞洲負責人張念蘇訪問，呼

籲以護生代替放生。

09.23
◆ 聖嚴師父應電信學佛會之邀，至台北電信總局為局內推動法鼓山勸募工作的會

員開示「生活中的禪」。除慰勉勸募會員的努力與護持會員的支持，並勉勵大家

要以快刀斬煩惱，並謹守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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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4
◆ 即日起至12月24日，美國亞利桑那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華嚴學專家詹

密羅教授（Robert M. Gimello）應邀至中華佛研所擔任客座教授，講授「華

嚴、禪與神祕思想」。

◆ 英國蘭卡斯特大學（Lancaster University）教授法雲明（Stewart Mcfarlane）應

邀至中華佛研所講授「佛教在西方的傳授」。

09.26
◆ 即日起至9月28日，護法會於農禪寺擴大舉行「第三屆法鼓傳薪」，約有三百人

參加，本屆主題為「法鼓山萬行菩薩的共識」。聖嚴師父於開示中強調，建設法

鼓山不僅建設硬體，更要建設精神──「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

09.28
◆ 中國大陸甘肅敦煌研究院院長段文杰，應中國敦煌古代藝術及科技博覽會展出

委員會之邀，於9月25日抵台訪問。聖嚴師父本日前往拜訪，致送中華佛研所副

研究員之聘書，並與段院長就「敦煌佛教文獻研究」交換意見。

09.30
◆ 法鼓山向教育部提出申請設立「法鼓山人文社會學院」，並成立籌備處。

◆ 聖嚴師父率領農禪寺代都監果醒法師、監院果鏡法師，遷建工程委員會主委楊

正、副主委施建昌等至新竹華城，實地瞭解山坡地開發案中的「水土保持施工

技術」問題。之後，參訪法源寺及福嚴佛學院。

◆ 聖嚴師父應新竹中學之邀，於該校為紀念創校六十周年所舉辦的「學術演講」

中，為二千六百名師生專題演講「宗教與人生」。

◆ 農禪寺成立「甘露門」諮詢服務，引領現代人以佛法解開生活中的疑惑。

◆ 東初出版社出版二本聖嚴師父的著作：《東西南北》，該書內容為師父1991年5

月至1992年7月間的重要活動記錄；《漢藏佛學同異答問》，該書內容為1991年

達賴喇嘛的弟子兼翻譯丹增諦深於紐約東初禪寺和聖嚴師父對談的記錄。

◆ 聖嚴師父獲新聞局編印的《中華民國英文年鑑》一書推舉，於該書1992至1993

年版「時人錄」部分，以僧侶身分榮膺社會菁英。

10.01
◆ 聖嚴師父接受日本東京立正大學邀聘，擔任該校「法華經研究所」顧問，中華

佛研所副研究員惠敏法師亦受聘為該所的客座研究員。

10.03
◆ 福慧念佛會於農禪寺召開「第七屆會員大會」。

10.04
◆ 護法會於農禪寺舉行會員大會，共有146位新任委員與一千多位會員參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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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聖嚴師父開示勉勵大家要多種福、培福、惜福，並常起慚愧心反照自己。

10.07
◆ 為加強並提昇法鼓山財會作業的專業與公信力，並建立健全的會計制度，法鼓

山文教基金會與「勤業會計師事務所」簽約合作。

10.09
◆ 即日起至10月19日，聖嚴師父前往歐洲捷克弘法。

10.10
◆ 即日起一連二天，於法鼓山上舉辦朝山暨大悲懺法會，約有四千多人參加。

◆ 聖嚴師父晚上由捷克布拉格禪學會負責人魯彌爾（Lumir Kolibal）安排，與十

二位天主教徒青年進行二小時的座談。

10.12
◆ 聖嚴師父於捷克布拉格市查理大學（Charles University）哲學院演講「禪對現代

世界的作用為何」，由查理大學漢學系教授羅然（Olga Lomova）女士翻譯，約

有一百七十多人聽講。

10.13
◆ 聖嚴師父獲頒台北市政府「市民榮譽紀念章」，該項榮譽係為鼓勵市民積極參與

市政建設及推廣公益活動而設立。由於師父正在捷克弘法，由農禪寺代都監果

醒法師代為領獎。

◆ 聖嚴師父至天主教道明會修道院演講、座談。

10.14
◆ 聖嚴師父上午在查理大學漢學部，與中國語文系三、四年級二個班三十多位師

生進行一場討論會，以問答方式討論中國宗教及東、西方宗教的異同問題。

10.15
◆ 《法鼓》雜誌第34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10期出刊。

◆ 聖嚴師父由捷克籍性空法師陪同，至捷克國立東方研究所參觀漢學研究部的魯

迅圖書館。該館成立於1952年，漢學藏書之豐富為歐洲之首。

◆ 聖嚴師父再訪布拉格查理大學哲學院，拜訪該校哲學院長。晚上並至布拉格禪

修會指導禪修理念及修行方法，約有五十人參加。

10.16
◆ 聖嚴師父上午於旅館接受查理大學宗教系學生訪問；下午，參觀猶太人墓園；

晚上，於亞、非、拉丁美洲博物館大禮堂演講「中國禪的傳統」。

10.17
◆ 旅居斯里蘭卡的著名國際佛教學者巴宙教授（W. Pachow），應邀至中華佛研所

舉辦二場專題演講。

◆ 聖嚴師父應比利時魯汶大學（Universite Catholique de Louvain）東方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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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ques Grand Henry之邀，自布拉格搭機前往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至該校舉

辦二場座談會，雙方並就學術交流合作方式交換意見。

10.19
◆ 聖嚴師父赴美弘法。

10.21
◆ 聖嚴師父下午應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教

授Grant Beata之邀，為該校亞洲近東語言文學系師生演講「禪的歷史理論及實

修」。晚上，於該市中華文化中心為當地華僑演講「禪與實際生活」，會後並有

二十多人皈依。

10.22
◆ 聖嚴師父應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香檳分校東方系之邀，為該系五十多名學生演

講「六祖惠能與中國禪宗」。晚上，於馬爾帕那市的聯合兄弟會教堂（Uniterion

Church），為當地佛學社及禪學會成員演講「十牛圖」。

10.23
◆ 聖嚴師父應美國印地安那州普度大學（Purdue University）中國同學會之邀，在

餐會後演講「禪與藝術」。

10.24
◆ 聖嚴師父應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巴斯市菩提佛學社之邀，為三十多位社員演講

「正信正知正行的佛教」。晚上，在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鄰

近的活動中心，演講「生命與時空」，約有二百多人聽講。

10.25
◆ 即日起至10月31日，文化館舉行梁皇寶懺法會。

◆ 聖嚴師父應美國俄亥俄州西方儲才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之

邀，至該校主講「禪與悟」，約有一百二十多人參加。

10.26
◆ 聖嚴師父應邀至美國密西根州蘭莘市（Lans ing），為當地華人佛教團體「淨宗

讀經會」開示佛法。晚上，於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自

然資源館，為六十多位台灣留學生主講「正信的佛教」。

10.27
◆ 聖嚴師父應美國紐約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東亞研究計畫部門John

McRae博士之邀，至該校為二百多名師生主講「自我與無我」。

10.28
◆ 教育部召集各相關單位組成「私立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校地會勘小組」，至法鼓山

建地舉行第一次會勘，農禪寺代都監果醒法師、監院果鏡法師代表參加。

◆ 聖嚴師父前往波士頓，訪問著名的英文佛書出版公司Wisdom Publication位於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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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頓的總社。晚上，應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宗教學院主任教授Diana

Eck之邀，於該校演講「禪與生活的藝術」。

10.29
◆ 聖嚴師父參觀哈佛大學校園及神學院圖書館。晚上，應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中國同學會之邀，在該校行政教育大樓

演講「禪與身心健康」。

10.30
◆ 美國玉佛寺宏意法師等一行六人，參訪農禪寺和中華佛研所。

11.02
◆ 聖嚴師父至新澤西州蒙克萊學院（Montclair State College），為該校心理系六個

班級師生一百五十多人，演講「禪修的功能與學習的效用」。

11.03
◆ 即日起一連二天，現任世界宗教和平會議（World Conference of Religions for

Peace）及亞洲宗教和平會議（Asian Conference of Religion and Peace）尼泊爾

分會會長Ven. Bhikkhu Sumangala參訪法鼓山。

11.13
◆ 即日起一連二天晚上，聖嚴師父於紐約法拉盛台灣會館，為華人社區舉辦二場

「人生哲學講座」，講題分別為「理性與感性」、「智慧與福報」。

11.15
◆ 《法鼓》雜誌第35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11期出刊。

11.16
◆ 聖嚴師父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職員禪坐會負責人理查玆教授（Craig E.

Richards）邀請，於紐約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台北劇場，以西方

人士為對象，演講「禪的智慧──知與行」。

11.17
◆ 聖嚴師父應美國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之邀，於大林教授課

堂為三百多名學生演講「佛教的生死觀」。晚上，應邀至華人佛學社團「覺音佛

學社」，為三十多位居士主持佛學及學佛討論問答。

11.27
◆ 即日起至12月5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五十八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三十七人參加。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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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
◆ 台北大安共修處成立，由僧團二位法師主持灑淨儀式，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12.02
◆ 台北縣土城共修處成立，由僧團二位法師主持灑淨儀式，約有三十多人參加。

12.05
◆ 即日起一連二天，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舉辦「護法會教育訓練人員第一階段培訓

營」，以加強對萬行菩薩的服務及培訓更多教育人才。課程內容有同理心團體輔

導技巧實務演練、基礎佛學講座等，約一百多位護持、勸募會員及義工參加。

◆ 圓神出版社出版《學佛三要》，該書係由作家林清玄重編聖嚴師父的著作《正信

的佛教》、《學佛群疑》、《學佛知津》三書而成。

12.10
◆ 聖嚴師父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之邀，於該校聖保羅禮拜堂演講「四弘誓願」。此

次講演係由「一神普救哥大區教團」及「紐約佛教聯合會」聯合舉行，由斯里

蘭卡籍長老比丘摩訶垂盧（Ven. Maha Thero）及美國居士迪米特里．巴卡路信

（Dimitri Bakhroushin）二位主席共同主持。

12.15
◆《法鼓》雜誌第36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12期出刊。

12.20
◆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於農禪寺召開「護法會主辦召集人研討會」，以建立各地委員

與召集人的共識，使運作的方向、步調、方法能一致，共有四十二人與會。

12.25
◆ 即日起至1993年1月1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五十九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

持，共有三十六人參加。

◆ 即日起至1993年1月2日，農禪寺舉行彌陀佛七法會。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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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
◆ 聖嚴師父自美返台。

01.08
◆ 即日起至1月10日，聖嚴師父於農禪寺宣講《妙法蓮華經》，每天約有一千多人

前來聽講；圓滿日並舉行皈依典禮，約有六百多人皈依三寶。

01.11
◆ 即日起一連二天，於法鼓山上、文化館展開冬令慰問活動，對象包含北投、石

門、萬里、三芝、金山等地區五百多戶低收入戶，共發放五百八十多萬元。其

中，二百萬元捐助台北縣青少年戒毒機構，由台北縣縣長尤清代表接受。

01.12
◆ 聖嚴師父應邀至交通部觀光旅遊中心，錄製交通安全宣導教育節目「跳動的音

符」。

01.13
◆ 即日起至1月20日，於農禪寺舉辦第四十五期禪七，約有二百人參加，為歷年來

參加禪七人數最多的一次。

◆ 包括法國法新社、英國路透社、德國《經濟周刊》、日本《讀賣新聞》、墨西哥

《太陽報》等十二家著名媒體，應台北外貿協會之邀，來台參加「1993年1月份

形象週」活動，並參訪農禪寺及採訪聖嚴師父。

01.14
◆ 聖嚴師父應邀至中視錄製由巴戈、藍心湄主持的「雞蛋碰石頭」除夕特別節

目，以特別來賓身分接受訪問。

01.15
◆ 《法鼓》雜誌第37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13期出刊。

01.16
◆ 中視「超越九○」節目至農禪寺錄製「禪七生活的一天」。

1月



01.18
◆ 聖嚴師父應邀參加由《時報周刊》主辦的「玉山劫後保護生態座談會」，除表達

對日前玉山火災的關切外，並呼籲大眾重視環保。

01.22
◆ 聖嚴師父應邀為台北圓山飯店四十周年慶系列活動的「傳統中國年」剪綵，法

鼓山也應邀於活動期間以「禪」、「法鼓山簡介館」為主題展示。圓山飯店並將

活動期間義賣所得的三分之一捐贈法鼓山，做為弘法利生的基金。

01.23
◆ 即日起至1月25日，文化館舉辦新春千佛懺法會。

01.29
◆ 即日起至1月31日，農禪寺舉辦環保新春園遊會，內容包括拜見聖嚴師父、義

賣、佛教文物展示、千人皈依等活動。三天活動，總計約有十萬人次參與。

01.31
◆ 救國團大專青年「宗教與文化生活研習營」，一行七十五人至農禪寺參觀新春園

遊會，由中華佛研所師生接待，聖嚴師父並與學員們進行一場座談交流。

◆ 中華佛研所於農禪寺舉行「第三屆佛教學術論文獎學金頒獎典禮」，由聖嚴師父

主持，共錄取碩士論文六篇，每名獎金五萬元，其中一名為中國大陸學者。

02.01
◆ 即日起至2月4日，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金剛經》生活系列講座」，聖嚴師

父分別以「《金剛經》與心靈環保」、「《金剛經》與自我提昇」、「《金剛經》與

淨化社會」、「《金剛經》與福慧自在」四個主題演講。每天約有五千多人聆

聽，最後一場活動結束後，並有千人皈依三寶。

02.07
◆ 護法會於農禪寺舉行「委員研討會」，約有二百多人參加。聖嚴師父勉勵大家在

學法、護法、弘法的同時，能以身儀、口儀及心儀自我教育，才能真正影響他

人，使人獲益。

◆ 台北市政府多位市府局處首長至農禪寺參禪。聖嚴師父開示時，以「提得起，

放得下，年年吉祥如意；用智慧，種福田，日日都是好日」相贈。

02.09
◆ 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專業經理人協會「二十一世紀企業經理人成長策略改造高階

研究班」，一行八十二人至農禪寺參訪，聖嚴師父以「生命的得與失」為題做了

一場開示。

02.14
◆ 護法會於農禪寺舉辦「北區勸募會員大會」，約有近千人參加，是歷年來與會人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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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最多的一次。聖嚴師父於開示中強調，勸導別人接受佛法，比勸募金錢更為

重要。

02.15
◆ 即日起至2月20日，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華嚴學權威鐮田茂雄博士，應邀至中

華佛研所講授「華嚴學概論」。

◆ 即日起至2月21日，聖嚴師父首次在台傳授「在家菩薩戒」，於農禪寺分二梯次

舉行，共有八百多人參加，由聖嚴師父、宏印法師、今能法師擔任尊證師。師

父勉勵新戒菩薩學習「能行難行，難忍能忍，難捨能捨」的菩薩精神，從提昇

個人的品質做起，進而普及關懷全體人類。

◆ 《法鼓》雜誌第38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14期出刊。

02.26
◆ 中華佛研所舉辦「佛典、佛書語化的理論與實踐」座談會。

02.27
◆ 聖嚴師父晚上於宜蘭羅東高商演講「慈悲與智慧的佛教」，約有二千多名聽眾，

宜蘭縣長游錫 、宜蘭市市長林建榮等首長均出席聆聽，演講後並舉行皈依儀

式，三百多人成為三寶弟子。這項活動是由羅東國際青年商會、羅東佛教弘願

蓮社主辦，宜蘭佛教蓮社、法鼓山護法會承辦。

02.28
◆ 農禪寺舉行剃度典禮，共有六人落髮，二人受行同沙彌（尼）戒，由聖嚴師父

擔任戒和尚、今能長老任教授阿闍梨，約有一千多人觀禮。

03.06
◆ 聖嚴師父應東隆五金關係企業、豐石企業、嘉南飯店等二十多個企業團體之

邀，晚上於嘉義高工大禮堂主講「禪與人間淨土」，約有二千五百多人聆聽。

03.07
◆ 聖嚴師父上午出席於嘉義中油員工訓練所舉辦的「嘉義地區聯誼會」，為新加入

的二十位勸募會員授證，此為嘉義地區首次舉行授證儀式。下午，師父轉往台

中市，出席於世貿大樓舉辦的「台中地區聯誼會」，台中市長林柏榕亦與會，約

有一千多人參加，會後有六百多人皈依三寶。

03.08
◆ 即日起至3月11日，於法鼓山上舉辦「第三屆社會菁英禪修營」，由聖嚴師父主

持，共有來自各界三十九位社會菁英參加。

03.10
◆ 曾任印度菩提伽耶正覺大塔管理人的Gnana Jagat尊者，由淨化社會文教基金會

淨耀法師及永光寺禪松法師陪同，至中華佛研所參訪。

3月



03.12
◆ 聖嚴師父應《中國時報》之邀，於台北中正紀念堂廣場專題演講「綠化大地，

淨化人間」，吸引了數百人聆聽。演講中，師父除了談到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外，

並強調「心靈環保」才是環保工作的根本，期許大家知福、惜福、少浪費。

03.13
◆ 聖嚴師父出席般若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的「第一屆禪訓班學員聯誼會」，於開示

時鼓勵學員要把法鼓山的精神及理念帶回家，並將禪修的方法與觀念運用在日

常生活中，約有五百多人參加。

03.14
◆ 即日起至3月16日，護法會於農禪寺舉行「第四屆法鼓傳薪」，約有一百六十多

位來自各地的委員、勸募會員、會員參加。課程安排緊湊，內容包括禪坐、聖

嚴師父開示、小組討論、專題演講等。

03.15
◆ 《法鼓》雜誌第39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15期出刊。

03.20
◆ 即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應高雄市仁愛基金會、大眾商業銀行等單位之邀，

於高雄三信家商分別以「開發人人心中的光明」、「慈悲與包容」為題演講，共

約四千五百多人參加。

◆ 聖嚴師父出席高屏地區勸募會員聯誼會，約有二百多人參加，師父開示期許大

家以「盡心盡力第一，不爭你我多少」，做為自己種福田的準則。

03.21
◆ 聖嚴師父出席台南地區勸募會員聯誼會，約有一千三百多人參加。師父在開示

中期勉大家在勸募的同時，亦要落實整體關懷，並注重身儀、口儀及心儀。

03.26
◆ 購入法鼓人文社會學院預定地二十一公頃，並呈報教育部核備。

03.27
◆ 即日起至4月4日，農禪寺舉行清明報恩佛七法會。

03.28
◆ 聖嚴師父代表農禪寺捐款九十萬元予台北市政府、北投區公所及台北縣金山鄉

警察局消防隊，每單位各三十萬元。師父表示，金額雖不多，卻充分表示農禪

寺信眾對不幸婦女、無依老人、急難家庭的實際關懷。

◆ 本月起，為落實聖嚴師父推廣整體關懷的理念，助念團固定於每個月第四週的

星期五晚上，於農禪寺舉辦「法器儀軌練習及助念心得分享」。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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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4
◆ 聖嚴師父應華視視聽中心之邀，擔任「無私無我」系列演講的首場演講人，約

有二百名聽眾參加。

04.06
◆ 法鼓山第一期遷建工程舉行整地前灑淨法會，由聖嚴師父主持，並邀請悟明長

老、宏印法師蒞臨致辭，約有來自各地信眾近三千人觀禮。師父開示表示，灑

淨法會的意義是希望藉甘露法雨普潤眾生，讓山上的山神、護法龍天等，都生

起慈悲心、智慧心，共同護持法鼓山。

04.07
◆ 聖嚴師父獲頒「吳尊賢愛心獎」，師父將二十萬元獎金轉贈中華民國野鳥協會，

表達法鼓山對環保的關懷。

◆ 美籍益安法師（Ven. Pende）應中華佛研所之邀，專題演講「西藏佛教在西方世

界的發展」。益安法師受習西藏格魯派有二十年之久，是目前法國那爛陀寺戒臘

最高的西方人。

04.08
◆ 即日起至4月25日，為建設法鼓山、鼓勵信眾追隨古德遺風，聖嚴師父率領113

名僧俗四眾弟子，參訪中國大陸四川峨嵋山、雲南雞足山及西藏拉薩等地，這

是師父第三度赴中國大陸朝聖。

04.15
◆ 《法鼓》雜誌第40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16期出刊。

04.17
◆ 中華佛研所校友會正式成立，並召開第一次幹事會議。

04.21
◆ 泰國佛使比丘的弟子法燈比丘等一行七人，來台參訪法鼓山、農禪寺及中華佛

研所，並於法鼓山上和農禪寺常住眾分享泰國特有的原始佛行及律風。

04.26
◆ 即日起至5月2日，聖嚴師父應美國南加州學佛聯誼會之邀，前往洛杉磯進行為

期一週的弘法活動。

04.27
◆ 聖嚴師父應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中

國同學會之邀，於該校演講「禪與生活」。

04.28
◆ 聖嚴師父應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中國同學會

之邀，於該校演講「禪與悟」。



◆ 教育部「校地勘察小組」蒞臨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校地勘察。

04.30
◆ 即日起至5月9日，於台北市永琦百貨舉辦「慈恩、淨化心靈」活動，除展出聖

嚴師父的著作外，並於本日、5月1、7、8日四天晚上，開辦初級禪坐講習班，

約有二百五十多人參加。

05.01
◆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建立專屬企業識別系統，首批見於名片與各式信封、信紙。

◆ 即日起至5月7日，文化館舉行法華懺法會。

◆ 聖嚴師父於美國中華民國洛杉磯中國文化服務中心演講「禪法與人生」，約有四

百多人聆聽，會後共有118人皈依三寶。

05.02
◆ 聖嚴師父出席美國洛杉磯聯絡處舉辦的「法鼓山護法會聯誼會」，於會中開示說

明法鼓山成立因緣、理念、方法及護法會功能，約有六十多名勸募會員參加。

05.03
◆ 祕魯《祕魯人報》（El Peru-ano）社長Horacio Gago Priale由行政院新聞局人員

陪同，專程來台參訪農禪寺及中華佛研所。

05.05
◆ 即日起，聖嚴師父於紐約東初禪寺展開「系列佛學講座課程」，包括每週三講

「大慧宗杲禪師的禪法書簡答問」、每週五講《華嚴經．如來出現品》及每週日

講《楞嚴經》，並於每週六指導一日禪修。

05.09
◆ 聖嚴法師於紐約東初禪寺演講「照顧自己，關懷他人」，約有二百人聽講。

05.15
◆ 助念團為了推廣助念的正確理念和方法，舉辦「臨終關懷系列活動」，邀請專業

人士編導「開導病危者之家眷，以何種態度對待病中的親人」、「如何以助念者

之身分表達對喪家之關懷」、「遺體之處理法及靈堂布置」及「如何做七及公祭」

四齣舞台劇，分別於本日、5月22日及6月5、12日在台北幼獅文藝中心演出。

◆ 《法鼓》雜誌第41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17期出刊。

05.16
◆ 樹林共修處成立。

◆ 紐約東初禪寺召開「法鼓山護法會」籌備說明會，約有三十多人參加，聖嚴師

父特別說明建設法鼓山培養佛教人才的重要性。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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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3
◆ 紐約東初禪寺舉行浴佛法會，約有東、西方人士近六百人參加。下午，聖嚴師

父以「坐禪對於身心的利益」為題開示。

◆ 文化館舉行浴佛法會。

05.24
◆ 聖嚴師父第三度應邀訪問美國密西根大學安娜堡分校（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晚上並於該校勒克漢大廈（Rackham）演講室以「做為禪師的條

件」為題演講，約有三百多人聆聽。

05.27
◆ 法鼓山在美國新澤西州成立第二個聯絡處，聖嚴師父親臨主持聯誼會，約有一

百二十多人參加。該聯絡處的成立，是由李果照夫婦所發起。

05.28
◆ 旅美佛學研究學者于君方教授應中華佛研所之邀，演講「觀音信仰與中國文

化」。

◆ 即日起至6月4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六十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三

十一人參加。圓滿日當天，聖嚴師父特別為英籍約翰．克魯克博士（John H.

Crook）舉行傳法儀式，成為臨濟宗第五十八世傳承者，並為聖嚴師父第二位國

外傳法弟子。

05.30
◆ 護法會下午於台北市泰北高中大禮堂舉辦「北區會員大會」，約有一千六百多人

參加。

◆ 農禪寺舉行浴佛法會。

◆ 正中書局出版《聖嚴法師學思歷程》，為「當代學人學思歷程」叢書之一。該叢

書係由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傅偉勳博士策畫，邀集十四位國際知

名學者撰寫自傳，聖嚴師父為唯一宗教師。

06.06
◆ 為慶祝佛誕及法鼓山8月30日動土典禮，護法會舉辦朝山暨浴佛法會，約有六千

多人參加。

06.09
◆ 即日起至6月13日，中華佛研所與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於

密大共同主辦「戒律與現代化問題」國際佛學會議。

06.12
◆ 美國洛杉磯聯絡處舉辦聯誼會，約有三十多人參加。這次活動主要凝聚新會員

的共識，以及推動「家家蓮社，戶戶禪堂」的理想，並討論美洲版《法鼓》雜

誌的出刊及派報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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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5
◆ 《法鼓》雜誌自第42期開始，增加美洲地區會員新聞報導，並同時於美洲地區

發行一大張四個版面，以促進台灣和美洲二地會員彼此的瞭解與溝通。

◆ 《人生》雜誌第118期出刊。

06.16
◆ 中華佛研所舉辦「南傳佛教修行見聞座談會」，邀請甫自泰國法身寺參學返台的

果暉、果元二位法師及曾於去年（1992年）至泰國參學的果醒法師，和法身寺

派至中華佛研所修學的祥代、祥智二位法師參與座談，約有五十多人參加。

06.20
◆ 聖嚴師父出席紐約東初禪寺會員大會，聽取一年來各項弘化工作情形。

◆ 繼美國洛杉磯、新澤西州聯絡處之後，佛羅里達州吳淑芳居士、紐約盧惠英居

士相繼成立法鼓山護法會，成為在美國的第三、第四個聯絡處。

06.26
◆ 即日起至7月3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六十一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三十四人參加。

◆ 東初出版社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春夏秋冬》。

07.01
◆ 護法會在全省建置會員捐款電腦作業後，即日起開始實施「會員捐款收據年度

合開」計畫，使繳款作業節省更多人力。

07.05
◆ 聖嚴師父自美返台。

07.07
◆ 「中國大陸嵩山少林寺文化訪問團」一行三十人參訪農禪寺，聖嚴師父特別贈

送一套《大藏經》及個人著作。

07.08
◆ 即日起至7月10日，聖嚴師父於農禪寺宣講《妙法蓮華經》，每天約有一千多名

信眾聆聽。

07.09
◆ 天主教梵蒂岡教廷宗教協談委員主席安霖澤（Francis Arinze）樞機主教，在外

交部官員的陪同下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安霖澤樞機主教並邀請師父前往梵

蒂岡訪問。

07.11
◆ 第一、二、三屆「社會菁英禪修營」近四十位學員，返農禪寺參加聯誼會，聖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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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師父出席並開示禪修要領。

07.12
◆ 監察院院長陳履安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除關心法鼓山的工程外，並請教修

行問題。

07.15
◆ 《法鼓》雜誌第43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19期出刊。

07.18
◆ 即日起至7月25日，於農禪寺舉辦第四十六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155

人參加。

07.21
◆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申請籌設案，經教育部審核通過。

07.28
◆ 即日起至8月1日及8月4至8日，首次於法鼓山上舉辦二梯次的「兒童學佛營」，

約有六百人參加。舉辦這項活動，主要是希望培養小朋友的學佛興趣，並體會

獨立、學會自助。

07.31
◆ 聖嚴師父為第一梯次「兒童學佛營」近三百名小朋友舉行皈依典禮，這是國內

罕見的大型兒童皈依儀式。

◆ 桃園辦事處於桃園佛教蓮社舉辦「聯誼會暨皈依典禮」，約有近千人參加，會中

並有十八位新勸募會員接受授證，四百多人皈依三寶。

08.03
◆ 聖嚴師父應台北市政府之邀，在一級主管月會中，對市府四十多位主管演講

「提得起，放得下」，由市長黃大洲主持。師父勉勵市府主管們能做一位提得起

也放得下的人，並勇於任事。

08.05
◆ 聖嚴師父接受《中國時報》記者汪詠黛專訪，談佛教對墮胎看法。

08.07
◆ 聖嚴師父出席於花蓮亞士都飯店舉行的花蓮地區勸募會員聯誼會，頒發證書予

二十一位新勸募會員。

◆ 聖嚴師父應花蓮佛教居士會之邀，晚上於明義國小活動中心主講「提昇人品的

佛教」，約有近千名信眾聆聽。

08.12
◆ 即日起至8月18日，中華佛研所於法鼓山上舉辦「第四屆大專夏令營」，本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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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為「佛法與生活」，共有118人參加。

08.15
◆ 《法鼓》雜誌第44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20期出刊。

08.19
◆ 「世界清潔日」發起人兼主席伊安．基南（Ion Kiernan），在綠色消費者基金會

人員陪同下，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 《民生報》「名人談保健」專欄編輯至農禪寺專訪聖嚴師父，主題為「忙人時間

多，勤勞健康好」，並於23日刊出專訪內容。

08.21
◆ 即日起至8月23日，文化館舉行地藏法會。

08.27
◆ 高雄、屏東、台南、嘉義地區勸募委員共同策畫「南部地區聯誼會」，於高雄寒

軒飯店舉行，聖嚴師父出席為一百多位新勸募會員授證，會後並有一百多人皈

依三寶。

08.28
◆ 法鼓山與高雄大眾銀行、南方文教基金會等單位，於高雄市議會合辦「台灣南

區企業座談會」，邀請聖嚴師父和南部地區四十多位企業界人士，就「如何運用

佛法改善企業體質」舉行座談，由議長陳田錨擔任引言。

08.30
◆ 於法鼓山上舉行中華佛研所遷建工程動土典禮，由聖嚴師父親自主持，應邀出

席的貴賓有悟明長老、今能長老、監察院院長陳履安、內政部部長吳伯雄、教

育部部長郭為藩、台北縣縣長尤清等多位，並有來自台灣各地近四千名信眾共

襄盛舉。

09.01
◆ 聖嚴師父應台北市記者公會之邀，於中山堂主講「是真、是假」，這是記者公會

成立五十年來，首次邀請佛教界法師演講。演講中，師父期勉大家跳出自我，

便不會因利害關係而喪失真假的判斷能力。

◆ 於法鼓山上舉辦「第四屆社會菁英禪修營」，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民意代表、

醫師、名主播等五十四位各界菁英參加。

09.02
◆ 即日起至9月4日，為協助法鼓山籌備中華佛研所遷建經費，由葉榮嘉建築師總

策畫「開創人間淨土──法鼓山當代藝術品義賣會」，於台北新光美術館先行展

出。展出作品，包括李梅樹、江兆申、陳其寬、傅心畬等多位名家共108件。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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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5
◆ 於台北新光美術館舉辦「法鼓山當代藝術品義賣會」，由趙寧先生、李秀媛小姐

共同主持，這是國內首次結合宗教與藝術的義賣活動。經過二個半小時的激烈

競價，現場108幅名家大作悉數賣出，共募得三千五百多萬元。

09.06
◆ 中華佛研所舉行「八十二學年度開學暨畢（結）業典禮」，本年度新生有十三

名、畢業生五名，會中並頒發協助辦理八十二年度法鼓山大專青年學佛夏令營

有功的熱心服務獎。

09.07
◆ 聖嚴師父出席護法會於台北電信局舉行的勸募會員聯誼會，共有包括中正、大

安、松山、南港、信義、萬華等地區勸募會員，約六百多人參加。師父勉勵大

家要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態度，盡心盡力推動法鼓山的理念。

09.08
◆ 聖嚴師父應邀出席由台北縣環保局主辦的「環保與宗教」系列講座，於板橋縣

立體育館演講「以佛教慈悲心談我們的居住環境」。師父於演講中指出，地球資

源有限，期許大家不要為一時便利而造成他人的不便及環境的破壞。

09.09
◆ 來自南斯拉夫的佛學研究學者 山弝引教授由詩人張香華女士陪同，至農禪寺

拜訪聖嚴師父，並至中華佛研所演講「佛法與現代人的心理」。

09.10
◆ 即日起至9月14日，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與瀚威、揆眾二家展覽公司共同策畫，於

台北松山外貿協會舉辦「1993年佛教生活文物暨藝品展」，聖嚴師父親臨會場主

持剪綵儀式。

◆ 台北大同、中山、松山、社子等地區的勸募會員，晚上於中山區行政大樓區民

活動中心舉辦親師聯誼會，聖嚴師父蒞臨關懷，並帶領大家恭誦觀音聖號，祈

求台灣早降甘霖，紓解旱象，約有二百人參加。

09.11
◆ 新竹地區會員聯誼會下午於新竹市黨部舉行，聖嚴師父親臨開示並主持皈依典

禮，共有120人皈依三寶。晚上，並於清華大學大禮堂演講，新竹市市長童勝

男、縣長范振宗亦到場聆聽。

09.12
◆ 般若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行「第七屆會員大會」，聖嚴師父出席開示，期勉大家將

禪修的方法和觀念運用到日常生活，才是真正的修行，約有四百多名會員參

加。此次大會，除了會務報告、禪修心得分享外，並進行幹部改選。

09.13
◆ 台北華嚴蓮社主辦「第四屆佛學論文發表會」，中華佛研所由惠敏法師帶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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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參加第九場討論會及閉幕典禮。

09.15
◆ 農禪寺舉行剃度典禮，共有三人落髮、九人受行同沙彌（尼）戒，由聖嚴師父

擔任戒和尚，約有數百人觀禮。

◆ 即日起一連二天，中華佛研所邀請日本九州大學榮譽教授荒木見悟演講「明代

《楞嚴經》之流行」及「雲棲袾宏的宗教思想」。

◆ 《法鼓》雜誌第45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21期出刊。

09.17
◆ 即日起一連三天，聖嚴師父應香港菩提學會等四十多個佛教團體之邀，前往香

港參加「第七屆此岸彼岸弘法會」活動，並在灣仔伊莉莎白體育館主持三天佛

學講座，講題為「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每天約有三千五百多人參加，最後一天

有一百多人皈依三寶。

09.21
◆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成立，由聖嚴師父擔任主任委員、方甯書教授為副主

任委員，李志夫教授與吳寬博士為委員。

09.22
◆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成立，屬於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轄下的行政單位之一，

並聘請李志夫教授為主任、吳寬博士為副主任，主持籌備事宜。

09.25
◆ 即日起一連三天，聖嚴師父於台北國父紀念館主講「《維摩經》生活系列講

座」，監察院院長陳履安、立法院副院長王金平及國父紀念館館長高崇雲均出席

聆聽。最後一天，約有四百多人皈依三寶。

◆ 每年9月的第四個週六為美國新澤西州「中國日」，除了有精彩的中國節目演出

外，並有園遊會義賣活動。新州聯絡處為了讓更多人認識法鼓山，也在園遊會

中設攤位宣揚法鼓山的理念。

09.30
◆ 農禪寺舉辦中秋晚會。

◆ 東初出版社出版有聲品《法鼓集》、《正信的佛教》、《禪的生活》、《禪──待

人處世之道》、《禪──平常身心》、《淨化人心講座》、《無我與真我》、《煩

惱與智慧》、《增福增慧》、《心經講記》、《金剛經》、《金剛經生活》、《妙法

蓮華經》、《佛說阿彌陀經》；錄影帶《海會雲集》（1、2）、《佛國之旅》、

《金剛經》。

10.02
◆ 福慧念佛會於農禪寺舉行「第八屆會員大會」，聖嚴師父出席開示，期勉大家要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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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助念，並發願接引更多人來念佛，約有八百多人參加。會中除了安排

精彩的節目表演外，並進行會長遴選。

10.03
◆ 護法會下午於農禪寺舉行年度會員大會，聖嚴師父出席開示，期勉會員們能惜

福、培福、種福，並竭盡所能推動法鼓山的理念，約有八百多人參加。

10.04
◆ 曾任越南萬行佛教大學（Van. Hanh Buddhist University）校長的明珠長老與二位

隨行弟子，參訪農禪寺及中華佛研所，並拜訪聖嚴師父請益佛學教育相關問

題。明珠長老專攻巴利文，曾將師父的著作譯為越南文。

10.09
◆ 聖嚴師父下午前往位於台北市衡陽路的金品藝廊，參觀專為護持法鼓山而舉辦

的「何清吟畫展」。何女士將賣畫所得一百萬元捐予法鼓山，做為中華佛研所建

校基金。

10.14
◆ 聖嚴師父赴美弘法。

10.15
◆ 即日起至明年1月中旬，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榮譽教

授冉雲華博士專程來台，於中華佛研所講授「禪學」三個月。

◆ 《法鼓》雜誌第46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22期出刊。

10.18
◆ 中華佛研所上午與泰國法身寺基金會舉行學術交流續約儀式，由佛研所董事今

能長老和法身寺副住持Phra Bhavanaviriya-kuhn代表簽署。自1990年7月，雙方

簽署第一份合作契約至今已三年，此次續約將至1996年。

10.23
◆ 聖嚴師父應邀於紐約中華公所大會堂演講「從禪的立場談提得起放得下」，約有

七百名聽眾參加，是歷年來紐約華人佛教界的盛會。

10.24
◆ 聖嚴師父於紐約東初禪寺演講「人生觀的層次」，吸引了滿場的聽眾。

10.28
◆ 中華佛研所與日本佛教大學簽署學術研究交流同意書，由佛研所董事慧嚴法師

和佛教大學校長高橋弘次代表簽署。高橋弘次於致辭時表示，自1989年該校佛

教文化研究所與中華佛研所締約以來，在學術研究上多所互益。此次以佛教大

學的名義簽約，希望更促進雙方的學術交流。

10.29
◆ 聖嚴師父前往巴西弘法，此係應當地聖保羅市第一座大型的佛教道場中觀寺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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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法師之邀，為該寺主持西方三聖開光儀式，並專題演講「禪的知與行」，受到

當地僑界熱烈歡迎，約有四百多人到場聆聽。

10.30
◆ 護法會於法鼓山上舉辦「各區域正、副召集委員研習營」，以強化召集委員對發

展組織、推動會務更具共識，並促進各區落實整體關懷工作。

◆ 聖嚴師父晚上於巴西中觀寺演講「佛教的人生觀」。

◆ 東初出版社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行雲流水》；有聲品《念佛與助念》、《怎樣

修持解脫道》、《皈依三寶的意義》、《怎樣做一個居士》、《坐禪的功能》、

《為什麼要做佛事》、《您是佛教徒嗎》、《觀世音菩薩》、《學佛的基礎》、《學

佛群疑》（上、下）。

11.01
◆ 聖嚴師父應邀於巴西和巴拉圭交界處的福斯市（Foz de Iguazu），為二國華僑演

講「禪如何用於日常生活」。

11.02
◆ 聖嚴師父應阿根廷中觀寺住持宏澤法師之邀，以「佛教的人生觀」為題開示，

與當地信眾結法緣。

11.03
◆ 聖嚴師父應阿根廷薩爾瓦多大學（University of Salvador）東方語文系之邀，於

該校演講「禪如何應用於日常生活」。由於當天阿根廷的國家報及地方報均刊出

師父的演講訊息，因此吸引了爆滿的聽眾。

11.06
◆ 中華民國社會運動協會於台北劍潭活動中心舉辦「第三屆社會運動和風獎」，聖

嚴師父獲頒「傑出社會運動領袖獎」，由於師父正在國外弘法，敦請今能長老代

表出席領獎。

◆ 由救國團主辦、法鼓山文教基金會協辦的「我愛犀牛環保園遊會」，本日下午於

台北中正紀念堂廣場舉行。法鼓山於展示攤位中，提供生活禮儀及心靈環保傳

單，並贈送環保教育手冊。

◆ 即日起至11月12日，文化館舉行梁皇寶懺法會。

11.07
◆ 護法會於台北明倫高中舉辦北區（社子、中山、松山、大同）信眾聯誼會，會

中安排了敦煌綵帶舞、音樂欣賞、閩南語相聲等精彩節目，約有數百人參加。

11.09
◆ 聖嚴師父應美國亞利桑那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東方研究系之邀，以

「從禪的立場看天台的止觀」為題，為二十多位研究生上課。晚上，於亞歷桑那

大學演講「佛教對現代精神生活的貢獻」。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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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 聖嚴師父以《聖嚴法師學思歷程》一書，獲行政院「中山文藝傳記文學獎」。下

午於中央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頒獎典禮，由於師父正在國外弘法，由果暉法

師代表領獎。獎金三十萬元，師父捐予法鼓山文教基金會做為佛教文藝創作基

金，期鼓勵優秀青年及作家們多以宗教為創作題材，淨化社會。

11.13
◆ 聖嚴師父應紐約大學中國同學會之邀，於該校數學部大樓主講「禪──我們的

身心世界」，約有一百五十多人到場聆聽。

◆ 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美東地區會員代表大會，約有七十多人參加。聖嚴師父亦到

場關懷及開示。

11.15
◆ 《法鼓》雜誌第47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23期出刊。

◆ 即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第二度應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東亞

研究部（East Asian Studies）之邀前往訪問。15日下午，於該校演講「為何修學

佛法」16日下午，對該校二十多位研究生演講「以《法華經》為基礎的修行

法」。

11.17
◆ 聖嚴師父下午應美國天普大學宗教系研究所主任教授John Rains之邀，首度至該

校演講，講題為「禪的智慧──知與行」。

11.26
◆ 高雄中華佛教護僧協會頒發八十二年度國內外留學僧獎學金，中華佛研所共有

繼雄、開弘、繼命、繼坤與繼欣五位外籍留學僧獲此殊榮。

◆ 即日起至12月3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六十二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三十五人參加。

11.29
◆ 尼泊爾那爛陀大學首席指導教授堪布竹清嘉措仁波切，應邀於中華佛研所演講

「世俗菩提心與勝義菩提心」。

◆ 東初出版社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大乘止觀法門之研究》、《基督教之研究》。

◆ 紐約法鼓出版社出版聖嚴師父的英文著作《禪的智慧》（Zen Wisdom）。

12.04
◆ 聖嚴師父應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之邀，於該州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

工程館演講「從佛教談人生價值」，由該校宗教系教授于君方擔任引言，仁俊長

老亦蒞臨聽講，約有一百五十多人冒著風雨前往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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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
◆ 即日起一連二天，和成文教基金會與台北市立交響樂團於台北國家音樂廳舉辦

二場「台灣民謠音樂演唱會」，門票收入一百多萬元全數捐予法鼓山，響應聖嚴

師父建校理念。這場音樂會，邀請了著名男高音吳文修及女高音湯慧茹擔任主

唱，台北市立交響樂團附屬合唱團及幼獅、金穗等合唱團共同演出，約有二百

多人參與演出。

12.12
◆ 為慶祝藥師佛聖誕，並讓信眾瞭解法鼓山建設藍圖，護法會舉辦二梯次朝山活

動，約有四千多人參加。

12.13
◆ 美國喬治亞大學（University of Georgia）諮商心理系教授Page由彰化師範大學

教授程小蘋等陪同，參訪中華佛研所。

12.15
◆ 本月起，般若禪坐會與福慧念佛會的會訊不再單獨發行，而併入《法鼓》雜誌

統一報導各項會務訊息。

◆ 《法鼓》雜誌第48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24期出刊。

12.25
◆ 「榮譽董事與菁英禪三聯誼會」於農禪寺舉辦，會中邀請監察院院長陳履安演

講「學佛的心路歷程」，吸引了近千人聆聽。

◆ 即日起至1994年1月1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六十三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

持，共有三十四人參加。

12.28
◆ 即日起至1994年1月5日，農禪寺舉行彌陀佛七法會。



◆ 集結聖嚴師父四十多年來弘法生涯中所有著作的《法鼓全集》，本月正式出版，

共有七輯、四十一冊（含總目錄一冊）。

◆ 東初出版社出版有聲品《妙法蓮華經》（3）、《維摩經生活系列講座》（1、2、

3）、《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01.03
◆ 聖嚴師父自美返台。

01.07
◆ 即日起一連二天，由中華慧炬佛學會主辦、信誼文教基金會協辦的「佛教社會

福利與現代社會」國際會議，於新知藝術生活廣場舉行，共有中外法師、學者

十七人發表論文，二百多人與會。聖嚴師父於主題演講中，闡述心靈環保的重

要性。

01.08
◆ 即日起一連三天，聖嚴師父再度於農禪寺宣講《法華經》，每天約有上千名信眾

聆聽。師父勉勵大眾要看住自己的心，遇到任何境界，以佛法的因緣果報觀去

處理，就不會執著。講經結束後並舉行皈依儀式，約有三百多人皈依三寶。

◆ 美國洛杉磯護法會舉辦聯誼會，召開本年度工作會議，期許未來一年，在凝聚

共識和推動法鼓山的理念上有更豐碩的成果。

01.13
◆ 現年九十三歲高齡的總統府戰略顧問劉安祺將軍，上午在女兒及士林紙廠董事

長陳朝傳陪同下，至農禪寺皈依三寶。劉將軍皈依聖嚴師父的因緣源於三十年

前，師父於美濃山中閉關修行時，當時身為陸軍總司令的劉將軍題贈「瓔珞關

房」匾額。

01.14
◆ 即日起一連三天，護法會為推動組織發展，凝聚會員「建設人間淨土」的共

識，於法鼓山上舉辦委員研習營，課程內容包括組織架構及職掌的認識、介紹

法鼓山的理念、勸募工作的推展、會員經驗分享等。

01.15
◆ 日本東京駒澤女子大學副校長、駒澤學園女子中學校長東隆真及橫濱善光寺住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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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黑田武志，上午至農禪寺拜會聖嚴師父。結束之後，一行人並參觀法鼓山文

教基金會、中華佛研所等事業體。

◆ 《法鼓》雜誌第49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25期出刊。

01.20
◆ 即日起至1月27日，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第四十七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

有163人參加。

01.30
◆ 為貫徹聖嚴師父提倡的環保理念，護法會特別動員全省十四個地區的萬行菩

薩，發起「清潔日」惜福、培福、造福活動，共有六十多個政府、民間團體約

五千多人參與。

02.01
◆ 即日起一連二天，文化館、法鼓山上分別舉辦冬令救濟活動，聖嚴師父親自主

持並開示滅除心靈垃圾的方法。受惠地區包括北投區、金山鄉、萬里鄉、石門

鄉、三芝鄉等約一千多人，發放物品及現金共計近四百萬元。

02.10
◆ 即日起至2月12日，文化館舉行千佛懺法會。

02.13
◆ 佛教界新春團拜，本日於農禪寺舉行，包括悟明長老、戒德長老、淨心長老、

靈根長老等125位高僧大德，皆應邀出席。這項活動是由東初老人於三十多年前

發起，今年由中國佛教會主辦、法鼓山承辦。

◆ 泰國法身寺梅達難陀法師，晚上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為一位十七歲泰國男

孩在美涉嫌謀殺案的上訴費用籌款，法鼓山捐款二十萬元。

02.14
◆ 即日起一連三天，聖嚴師父於台北國父紀念館主講「《維摩經》生活系列講

座」，分別從心靈環保、慈悲布施、人間淨土三個層面，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詮釋

《維摩經》，每天約有二千多人聆聽。

◆ 即日起至2月17日，中華佛研所邀請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宗教

學教授于君方，專題演講「觀音信仰與中國佛教」。

02.15
◆ 《法鼓》雜誌第50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26期出刊。

02.18
◆ 即日起一連三天，為凝聚信眾的向心力及增進社會大眾對佛教團體的瞭解，於

2月



農禪寺舉辦「建設人間淨土新春園遊會」。活動內容包括義賣、親子遊戲、佛教

文物展等，約有二萬多人參與。

02.20
◆ 中華佛研所舉行「第五屆博碩士論文獎學金頒獎典禮」，上午於農禪寺新春園遊

會現場舉行，共錄取博士二名，每名獎學金十萬元；碩士三名，每名獎學金五

萬元。

◆ 法鼓山捐款五十萬元予「佛教醫事人員聯合會」，贊助該會籌設蓮花醫院，由台

北榮民總醫院林懷正醫師代表接受。該會是由一群台灣北區各大醫院資深醫護

及行政人員所組成。

02.26
◆ 台中分院與台中世貿聯誼社、文英文教基金會於世貿聯誼社合辦「如何以禪法

協助企業界的創新」中區企業界座談會，聖嚴師父出席座談，約有近百位企業

人士與會，市長林柏榕亦出席參加。

02.27
◆ 台中分院下午於台中市國光國小舉辦中區會員新春聯誼活動，聖嚴師父特地南

下關懷，並頒發三十二位新勸募會員證書。師父於開示中勉勵大家要福慧雙

修、廣結善緣，約有八百多人參與，會後並有四百多人皈依。

02.28
◆ 聖嚴師父應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張志銘教授之邀，出席參加以護持佛教教

育為目的的「義和公益文教基金會」成立大會。

03.01
◆ 第五、六屆社會菁英禪修營，分別於3月1至4日、3月6至9日在法鼓山上舉行，

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六十三位各界菁英參加。師父強調，舉辦這項禪修活

動，是希望平日沒有時間修行的人，能利用三天時間放下萬緣，好好修行。

03.09
◆ 大台北南區、東區、西區及北區四區，分別於3月9、10、15、16日晚上，在農

禪寺舉辦勸募會員聯誼會。聖嚴師父於開示中強調，勸募應以關懷為要，而不

是著眼於募款多少。師父並頒發新勸募會員證，鼓勵大家將法鼓山的理念落實

在社會各個層面。

03.12
◆ 聖嚴師父下午前往中壢市民代表大樓，參加一場「中部企業家座談會」，和來自

桃園、新竹、中壢三地約七十多位企業家，就佛法與企業經營管理等問題交

流、座談。晚上，出席於中壢松鶴會館舉辦的桃園、新竹、中壢三區勸募會員

聯誼會，約有六百多名信眾參加。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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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4
◆ 聖嚴師父上午應台北政治作戰學校之邀，赴該校專題演講「心靈環保」。師父於

演講中指出，環境污染是人造成的；討論環保，應先從「心」開始說起。這場

演講，並於3月24日在華視「莒光園地」播出。

03.15
◆ 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宋時選上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宋董事長為天主教

徒，半年前閱讀了師父的著作《聖嚴法師學思歷程》，甚為感動。他表示，希望

師父能發揮宗教的力量，改善社會風氣。

◆ 《法鼓》雜誌第51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27期出刊。

03.17
◆ 聖嚴師父應中壢中央大學之邀，晚上於該校大禮堂演講「心靈環保──淨心與

淨土」。

◆ 中華佛研所與日本駒澤大學佛教學部簽訂學術交流合作計畫，由聖嚴師父與駒

澤大學佛教學部部長田中良昭、教授吉津宜英代表簽約。今後，雙方將積極推

展佛教教育活動、交換研究師生等。

03.18
◆ 即日起一連三天，農禪寺舉辦「義工幹部菩薩研習營」，共有141人參加。課程

內容包括林孟穎居士演講「雲路茫茫，何處是兒家」、陳嘉男副會長演講「領導

與管理」、果暉法師班歌帶動唱等。聖嚴師父蒞臨期勉各會團幹部能夠深入瞭解

法鼓山的理念，加強共識，共同互助合作，落實法鼓山的整體關懷。

03.26
◆ 聖嚴師父應邀出席由台南市政府、《中華日報》、勝利之聲廣播電台等單位主辦

的「台灣南區企業家座談會」，於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國際會議廳主講「如何以佛

法應用於企業經營」，共有150位企業菁英與會。師父表示，現代企業家不應著

眼於自利，而應為社會為人類謀福利。

03.27
◆ 聖嚴師父出席台南辦事處舉辦的「南部地區幹部座談會」，勉勵大眾要以智慧處

事，多關懷、諒解他人。下午出席於台南二中禮堂舉辦的信眾聯誼會，約有二

千名信眾參加，會後並有五百多人皈依三寶。

03.28
◆ 即日起至4月3日，農禪寺舉行清明報恩佛七法會。聖嚴師父於佛七期間開示

「西方淨土與人間淨土」，並宣講《慈雲懺主淨土文》。

◆ 皇冠出版公司出版《福慧自在──金剛經講記》，此書收錄聖嚴師父於1993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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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至4日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宣講《金剛經》的內容，由作家梁寒衣整理。

◆ 東初出版社出版有聲品《禪的生活實踐與社會淨化》。

04.03
◆ 法鼓山與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於農禪寺合辦「失蹤兒家庭婦幼節聯誼暨祈福

會」，為失蹤兒祈福，並撫慰家長們的心情，共有十三位失蹤兒的家庭參加。

04.06
◆ 桃園辦事處慶祝成立三周年，於中壢中央大學園區舉辦了一個別開生面的三代

同堂親子聯誼活動，內容有素烤、呼拉圈表演、體操帶動唱、機智問答及寫生

比賽等。

04.10
◆ 聖嚴師父出席宜蘭辦事處於宜蘭縣立文化中心舉辦的「東部地區社會菁英座談

會」，就「佛法、襌修、生活、企業、教育」主題，與七十位來自花蓮、台東、

宜蘭等地的社會菁英座談。晚上，再次前往宜蘭縣立文化中心，參加蘭陽地區

信眾聯誼會，會後並為180名信眾主持皈依儀式。

04.15
◆ 《法鼓》雜誌第52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28期出刊。

04.19
◆ 即日起至4月24日，聖嚴師父應加拿大北美佛教學會之邀，前往溫哥華弘法。

04.20
◆ 聖嚴師父中午應邀出席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校長David Strangway在寓所舉辦的宴會，該校副校長Olar Slaymaker、亞洲研究

中心主任Mark Fruin及中華民國駐該市經濟代辦處長王維傑等十多位高階主管

人員亦與會。師父贈送每位二本英文禪學著作，並捐贈《法鼓全集》予該校亞

洲圖書館。

04.21
◆ 聖嚴師父下午出席加拿大溫哥華信眾於泛太平洋飯店（Pan Pacific Hotel）舉辦

的聯誼會，約有六十多人參加。

04.22
◆ 應加拿大溫哥華信眾的需求，聖嚴師父宣布成立溫哥華聯絡處，由何國標夫婦

提供自宅，做為共修、集會的場地。

04.23
◆ 聖嚴師父下午於加拿大溫哥華泛太平洋飯店大禮堂演講「佛法與證悟之道」，會

後共有105人皈依三寶。

04.27
◆ 由公共電視策畫製作的「和風煦日」節目，晚上於華視頻道播出「心靈領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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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法師」專訪。

04.29
◆ 聖嚴師父出席美國新澤西州與紐約州於東初禪寺合辦的跨州聯誼會，並開示

「自度度人」，約有八十多人與會。會後，師父親自頒發會員證予十五位勸募會

員，以及頒發全美第一張法鼓山榮譽董事聘書及感謝狀給鄒吳芝華居士。

04.30
◆ 即日起至5月6日，文化館舉行梁皇寶懺法會。

◆ 本月起，《大成報》於每週二推出聖嚴師父的專欄「聖嚴法師看天下」。

◆ 本月起，《中國時報》於每週五推出聖嚴師父的專欄「法鼓鐘聲」。

◆ 東初出版社出版有聲品《妙法蓮華經》（第四集）。

05.02
◆ 中國大陸焦山定慧寺住持茗山長老在汐止彌勒內院寬裕長老的陪同下，至文化

館、中華佛研所及農禪寺參訪。焦山定慧寺是東初老人的祖庭，東老曾擔任該

寺方丈二年，先後十五年為焦山常住，茗山長老則為其法子。

◆ 紐約東初禪寺成立念佛會，首任會長由陳麗貞居士擔任。聖嚴師父於致辭時表

示，淨土念佛法門是近代中國佛教的主流，法門易學易用，期許大眾能以恆常

心、精進心來念佛，將來自利利人，約有五十多人參加。

05.07
◆ 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一屆社會菁英禪修會」，共有來自紐約、新澤西、賓州及

康乃迪克等四州、三十九名菁英參加，由聖嚴師父親自主持。

05.08
◆ 農禪寺舉行浴佛法會。

05.14
◆ 美國知名佛教刊物《三輪》雜誌（Tricycle），於紐約曼哈頓中央公園舉辦一項

主題為「改造你的心靈」（Change Your Mind）的活動，邀請台灣、日本、西

藏、韓國及南傳等佛教系統十位宗教人士，就其所傳授的修行觀念及方法，進

行半小時的演講。聖嚴師父是唯一代表中國佛教的禪師，也是首次在中央公園

做露天演講。

05.15
◆ 文化館舉行浴佛法會，約有百餘名信眾參加。

◆ 《法鼓》雜誌第53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29期出刊。

◆ 一千多名來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上午於紐約鬧區聯合舉辦了一場慶祝佛誕的

遊行活動，東初禪寺為籌備單位之一，住持果元法師代表出席。

5月



05.22
◆ 於法鼓山上舉辦朝山浴佛法會，約有七千多名信眾參加。

◆ 紐約東初禪寺舉行浴佛法會，約有五百多人參與。聖嚴師父開示強調，佛教是

和平、智慧、救人濟世的宗教，期勉大眾努力修學佛法、運用佛法、弘揚佛

法，自利利人。

05.28
◆ 即日起至6月4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六十四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三十二人參加。禪七期間，師父以《來果禪師自行錄》一書為講本，對於疑情

及話頭等禪修方法和觀念，有深廣而實用的闡釋。

◆ 東初出版社出版《禪的世界》，該書內容為聖嚴師父近十年於國內外弘法的演講

記錄；有聲品：《淨心與淨土》、《維摩經生活系列講座》（4、5、6）

◆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委請勤業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財務報表，此係首開國內宗

教慈善團體的先例。

◆ 聖嚴師父於1989年創建法鼓山，提出「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理念

後，受到普遍重視，經常接受媒體採訪報導，正中書局輯錄1989年9月至1993年

9月間的採訪內容，出版《心靈環保》一書。

06.04
◆ 紐約護法會首次舉辦美洲地區勸募會員研習營，課程包括認識聖嚴師父的生平

經歷、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與護法會的組織介紹、勸募心得分享等。師父全程參

與，並開示勸募人員應具備的身儀、心儀、口儀。

06.05
◆ 即日起至6月10日，於農禪寺舉辦禪修幹部營，共有122人參加。

06.08
◆ 聖嚴師父前往美國佛教會的莊嚴寺及世界宗教研究院參訪。

06.12
◆ 台中分院上午於大坑風景區觀音山登山步道區舉辦淨山活動，期帶動社會大眾

「淨化生活環境、愛惜自然資源」的風氣，進而達到淨化人心的目的。

06.15
◆ 《法鼓》雜誌第54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30期出刊。

◆ 即日起至6月20日，聖嚴師父第三度應邀前往美國緬因州的摩根灣禪堂，主持一

場精進禪修活動。那是一個美國人士的禪修團體，成員有教授、醫生、畫家

等，原屬日本曹洞宗系統，現在改採聖嚴師父的禪修觀念及方法，重視實際的

心向調整及日常生活的清淨與精進。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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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8
◆ 中華佛研所遷建水土保持整地及雜項工程，上午舉行開工儀式，由僧團果暉法

師帶領眾人進行灑淨儀式。

06.25
◆ 即日起至7月2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六十五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三十四人參加。

06.28
◆ 即日起至7月4日，文化館舉行梁皇寶懺法會。

07.01
◆ 由華視文化公司製作的《環保人》雜誌創刊，邀請聖嚴師父擔任發行人及執筆

「心靈環保」專欄。這份刊物於單月出刊，深入報導台灣的自然生態、動物保

育、水土保持等，希望能將環保觀念推及至家庭、社區及社會。

◆ 法鼓山於台北市安和路一段27號安敦大廈十樓成立安和分院，日後將定期舉辦

佛學講座、禪修、念佛等活動。

07.07
◆ 即日起至7月9日，聖嚴師父第四度於農禪寺講《法華經》。最後一天結束，師父

為四百多人主持皈依儀式。

07.09
◆ 即日起至7月13日，法鼓山於基隆月眉山靈泉禪寺舉辦「佛教青年營隊策畫幹訓

營」，共有六十人參加。雖然第二天遇到提姆颱風來襲，多次電源中斷，戶外棚

架也因風雨過大而倒塌，但工作人員皆不畏風雨，齊心協力護持營區。

07.14
◆ 分別於7月14至18日及7月19至23日，在基隆月眉山靈泉禪寺舉辦二梯次「兒童

學佛營」，共有554名學童參加。

07.15
◆ 《法鼓》雜誌第55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31期出刊。

07.17
◆ 聖嚴師父上午於農禪寺演講「禮儀環保的理念與方法」，為法鼓山與內政部合辦

的「禮儀環保年系列活動」揭開序幕，內政部部長吳伯雄闔家亦到場聆聽。

07.23
◆ 聖嚴師父晚上應華視視聽中心之邀，主講「淨化人生的責任、權利、義務」。師

父提醒大眾，要以因果觀念來觀照自己此生的責任與義務，以智慧與慈悲來淨

化人生，並發願將權利獻給他人，把責任與義務引歸自己。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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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一連三天，由中國文化復興總會主辦、中華佛研所承辦的「佛教與中國

文化」國際學術會議，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舉行，共有來自日、法、美、新加

坡、南斯拉夫、印度等國四十七位學者參加，計發表四十六篇論文，探討佛教

與中國文化的關係。

07.24
◆ 護法會於桃園縣農田水利會大禮堂舉辦桃園、中壢地區「勸募會員研習會」，果

燦法師代表聖嚴師父出席關懷，桃園縣縣長劉邦友、水利會會長李總集等多位

地方首長亦應邀與會。

◆ 美國新州護法會舉辦義賣活動，義賣內容包括了東初出版社的書籍及影音產

品、名家書畫、素食點心等。

07.26
◆ 由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與內政部主辦、《人生》雜誌承辦的「當前台灣喪葬儀式

的省思與改善」座談會，下午於台北來來大飯店舉行，邀請宗教界、學術界、

政府代表等針對種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提出可行改善之道，與會者包括聖嚴

師父、內政部民政司副司長蕭玉煌、禮俗專家徐福全、台北市殯葬處處長耀星

輝及立委洪性榮等。

07.28
◆ 聖嚴師父應邀參加於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舉辦的「現代生活與心靈調適──生

命、生活、學問」的活動，與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教授傅偉勳進

行對談，探討生命問題及面對死亡的態度，吸引了爆滿的聽眾。

07.30
◆ 為協助吸毒者心靈復健，聖嚴師父代表法鼓山捐贈二百萬元予中華民國精神醫

學會成立「心身重整基金」。文基會並與該學會於台北市立療養院舉辦「如何協

助吸毒者出苦海」座談會，邀請基督教晨曦會牧師劉民和、淨化文教基金會淨

耀法師、台北市立療養院醫師束連文及戒毒成功者等分享彼此的經驗。

◆ 由聖嚴師父、星雲法師、淨耀法師等多位宗教界人士，及一群佛教醫事人員發

起的「佛教蓮花臨終關懷基金會」，正式成立。未來基金會將積極推廣臨終病人

的臨終關懷觀念，教導民眾如何面對死亡，並以成立國內第一座蓮花安寧病院

為目標。

07.31
◆ 即日起至8月7日，於農禪寺舉辦第一屆大專青年禪七，由聖嚴師父親自主持，

共有127人參加。

08.01
◆ 中華佛研所聘請第二屆研究生惠敏法師接任副所長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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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4
◆ 美國洛杉磯護法會與當地法印寺自6月起，每週四晚上於法印寺合辦「禪坐共修

會」，由印海法師指導。本次活動特別邀請自台灣前去參訪的宏印法師以「禪定」

為題，進行四十分鐘的演講。

08.07
◆ 屏東家扶中心展愛服務隊為促進義工的自我成長，邀請屏東商專主任林其賢設

計二週四小時的禪修課程，分別於7、14日二天於屏東辦事處上課。

08.09
◆ 即日起至8月15日，中華佛研所於淡水小坪頂聲寶員工訓練中心舉辦「大專青年

佛學夏令營」，本次主題為「戒定慧與生活」，共有七十六人參加。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一次佛化聯合奠祭，由聖嚴

師父主持，市長黃大洲、社會局長陳士魁皆到場參加，計為八位往生者祝福、

送行。

08.15
◆ 即日起至8月18日，屏東辦事處首次舉辦「暑期兒童禪訓營」，由果醒法師指

導。活動內容除了禪坐外，還有法器介紹、行儀等，讓小朋友在趣味活潑中初

嘗佛法的喜悅。

◆ 《法鼓》雜誌第56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32期出刊。

08.18
◆ 法鼓山捐款一百萬元做為道格風災救助基金，由中央日報社代轉相關單位。

08.20
◆ 道格颱風帶給高雄地區重大災害，高雄分院召集台南及高雄二地會員分成三十

五個小隊，前往岡山地區受災情形最嚴重的三十五個里，約二萬戶的災民家中

慰訪。

◆ 由 7-ELEVEN主辦，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與《聯合報》、警察廣播電台協辦的「心

靈環保鼎談會」，本日於警廣舉行，會中邀請聖嚴師父、丁松筠神父及作家林清

玄三位就如何推動心靈環保議題提出看法。

08.27
◆ 高雄分院慶祝喬遷，舉行「大悲懺法會暨聖嚴師父開示聯誼會」，共有來自嘉

義、台南、高雄、屏東四地約六百多人參加，會後並有二百多人皈依三寶。

08.29
◆ 安和分院舉辦「推動心靈環保、禮儀環保」系列演講活動，首場由聖嚴師父以

「淨化人心．淨化社會」為題揭開序幕。師父期勉大家能具備謙虛、誠懇，透過

個人禮儀，再推廣至群體的禮儀，則人間淨土的實現必指日可待。

◆ 即日起，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財會制度開始啟用「語音查詢徵信系統」。



9109.01
◆ 安和分院舉行地藏法會。

◆ 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帶領多位佛研所師生、校友，參加圓光佛學院舉辦

的「第五屆佛學研究生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09.03
◆ 安和分院「推動心靈環保、禮儀環保」系列演講活動，第二場邀請監察院院長

陳履安專題演講「生活中的修行」。

09.05
◆ 農禪寺舉行剃度典禮，共有九人落髮、十二位受行同沙彌（尼）戒，由聖嚴師

父擔任得戒和尚、今能長老任教授阿闍黎、鑑心長老尼任執剃阿闍黎，約有五

百多人觀禮。

◆ 中華佛研所舉行「八十三學年度開學暨畢（結）業典禮」，共有十位新生、十位

畢業生。

◆ 聖嚴師父的電視弘法節目「大法鼓」，自本日起，每週一至週五上午十一點至十

一點二十分於華視頻道播出。該節目是由名製作人趙大深製作、媒體工作者陳

月卿女士主持，以佛法觀點為大眾解答生活上所遇到的問題。

09.06
◆ 由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與內政部社會司主辦、《人生》雜誌承辦的「從祝壽談如

何關懷年長者」座談會，本日於安和分院舉行，與會者有聖嚴師父、政治大學

統計學教授柴松林、台灣神學院宗教學系教授董芳苑、台北醫學院精神科教授

葉英 等。與會者一致認為，年老只是人生的一個過程，年長者應扮演更積極

的角色，發揮潛能。

◆ 安和分院「推動心靈環保、禮儀環保」系列演講活動，第三場邀請教育學者鄭

石岩教授專題演講「溫馨的家庭」。

09.10
◆ 安和分院正式落成啟用，聖嚴師父親自主持佛像開光大典暨灑淨儀式，約有四

百多人觀禮。師父於開示中，期勉大家在艱困的情況下，仍能以最虔誠的道心

護持法鼓山。

◆ 安和分院「推動心靈環保、禮儀環保」系列演講活動，第四場邀請作家林清玄

專題演講「生命的提昇與超越」。

09.11
◆ 即日起至9月18日，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第四十九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

有244人參加。

09.14
◆ 美國國際商業管理學校（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anagement）訪問團一行六

人，在該校執行總裁馬克．麥尼斯（Michael McManus）帶領下，參訪中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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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所。

09.15
◆ 《法鼓》雜誌第57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33期出刊。

09.17
◆ 紐約東初禪寺舉辦法鼓聯誼會，節目內容安排有錄影帶欣賞、紐約法鼓山的起

源及佛曲演唱、話劇演出等。

09.20
◆ 農禪寺舉辦中秋晚會，節目內容包括：兒童班的手語表演、般若禪坐會的相聲

演出、念佛會與助念團的話劇表演等。聖嚴師父勉勵大家要提昇自己的智慧與

慈悲，如同中秋夜的月亮一樣地圓滿。

09.21
◆ 聖嚴師父應邀至台中成功嶺，於大專院校新生暑訓營專題演講「生涯規畫──

立足點與方向感」。

09.23
◆ 《美麗佳人》雜誌於本日及9月30日，在安和分院舉辦二場「佛法座談會」，邀

請聖嚴師父主答佛法與現代女性的問題。出席者皆為當今各行業的傑出女性，

第一場為台大法律系教授賀德芬、整形外科醫師林靜芸、服裝設計師溫慶珠及

歌星伊能靜；第二場則有名記者周玉蔻、新聞主播葉樹姍、作家李昂、國大代

表馬愛珍、舞蹈家羅曼菲及銓敘部部長關中的夫人張惠君。

09.24
◆ 福慧念佛會晚上於農禪寺舉行「第九屆會員大會」，約有一千多名會員參加。聖

嚴師父在開示中特別提到「助念」的重要，鼓勵大家要多多參與。

09.25
◆ 禪坐會下午於農禪寺舉行「第八屆會員大會」，約有五百多名會員參加。會中除

了各工作小組的年度會務報告外，並安排了精彩的短劇表演、佛學問答、摸彩

等活動。聖嚴師父出席關懷大家，並開示期勉禪坐會要多關懷各地的共修道場

及會員，以提昇社會禪修風氣。

09.26
◆ 為了讓參加「佛化聯合婚禮」的新人對婚姻有正確的瞭解，農禪寺舉辦一場

「談如何建立美滿婚姻」演講會，由聖嚴師父與台北護理學院教授王鍾和共同主

講，共有二十二對新人參加。

09.28
◆ 於農禪寺舉辦「第一屆佛化聯合祝壽」，共有六十位老菩薩在親人陪伴下，度過

一個難忘的生日。典禮中，聖嚴師父以「夕陽無限好，不是近黃昏；前程美似

錦，旭日又東昇」，勉勵老菩薩要好好把握人生的豐收時光。

◆ 台北文化大學哲學系所教授一行十二人，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雙方並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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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人文社會學院設校事宜，交換意見。

09.30
◆ 現年八十二歲高齡的總統府資政陳建中在中國廣播公司主持人白銀女士陪同

下，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請教靜坐及學佛的入門方法。

◆ 輔仁大學響應「國際家庭年」，舉辦一場為期二天的「現代社會中家庭的平衡與

發展」學術研討會，聖嚴師父應邀於「宗教對談」座談會中，以「佛教對家庭

的看法」為題演講。與會者有天主教的羅光總主教、道教的李豐楙教授、回教

的趙錫麟博士等五十多位學者參加。

10.02
◆ 護法會於板橋縣立體育館舉行「八十三年度護法信眾聯誼大會」，由聖嚴師父主

持，共有來自台灣各地近八千名信眾參加，台北縣縣長尤清也到場致意。會中

並進行護法會新舊任會長交接儀式，由台灣英文雜誌社董事長陳嘉男接任。

10.04
◆ 為提倡節約、惜福的婚禮儀式，由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與內政部主辦、《人生》

雜誌承辦的「從婚禮談幸福美滿的婚姻」座談會於安和分院舉行，參與座談的

來賓包括聖嚴師父、民俗專家阮昌銳、溝通專家吳娟瑜和輔仁大學神學院院長

詹德隆，並邀請趙寧先生擔任主持人。

10.06
◆ 即日起一連三天，紐約東初禪寺果稠法師代表聖嚴師父前往洛杉磯關懷當地會

員；並於法印寺指導禪一，共有三十人參加。

◆ 農禪寺舉辦「新興宗教與傳統宗教」系列演講，首場由果祥法師主講「佛教的

起源──時、空、人為諸背景」。

10.08
◆ 即日起至10月10日，於農禪寺舉辦「第七屆社會菁英禪修營」，由聖嚴師父主

持，共有七十一位來自各界菁英參加。

10.09
◆ 紐約東初禪寺果稠法師應邀前往加州州立大學河邊分校（California University-

Riverside）指導禪修。這次活動是由美籍律師Gilbert策畫，採全天密集式教

學，共有四十人參加。

10.12
◆ 香港九龍志蓮淨苑的惟徹、惟開二位法師，偕大嶼山觀音寺的妙光法師等一行

八人至中華佛研所參訪。

10.13
◆ 即日起至10月16日，聖嚴師父應香港佛教青年協會之邀，前往香港灣仔伊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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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體育館舉辦《法華經．方便品》佛學講座，三天共有近萬人到場聆聽。16日

下午，師父並為160位聽眾主持皈依儀式。

10.15
◆ 《法鼓》雜誌第58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34期出刊。

◆ 為凝聚香港信眾的向心力，香港聯絡處於銅鑼灣太古廣場的光華新聞文化中心

首度舉辦「香港信眾聯誼會」，約有三百多人共襄盛舉。會中，聖嚴師父就香港

聯絡處的發展狀況及法鼓山「弘法重於勸募」等，做一簡單而明確的開示。

10.16
◆ 禪坐會舉辦聯誼活動，邀請果暉法師蒞臨開示，約有二百多人參加。由於會員

反應良好，日後將每隔三個月舉辦一次聚會。

10.22
◆ 於農禪寺首次舉辦「佛化聯合婚禮」，由聖嚴師父擔任祝福人、內政部部長吳伯

雄任證婚人，共有二十二對新人參加，近千名親友觀禮。師父祝福新人，要以

慈悲照顧對方、以智慧照顧自己，並盡力為家中每一個成員服務，促進家庭和

樂。

◆ 即日起，加拿大大溫哥華地區辦事處於每週六晚上六點半至九點，於

Marpoleoakrid Community Center二樓舉辦禪坐共修活動。

10.23
◆ 高雄分院於澄清湖傳習齋舉辦「南區勸募會員研習營」，共有來自嘉義、台南、

高雄、屏東地區的勸募會員齊聚一堂。果梵法師於開示中傳達聖嚴師父對勸募

會員的關懷，並強調希望會員們不要涉及政治與商業行為，以避免無謂的壓力

與摩擦。

◆ 聖嚴師父赴美弘法。

10.25
◆ 即日起至10月31日，文化館舉行梁皇寶懺法會。

10.27
◆ 在日本駒澤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專研大乘佛教的斯里蘭卡比丘Ven. Bothalegama

Sangharatama Thera參訪中華佛研所。

10.29
◆ 美國新澤西州護法會晚上於羅格斯大學主辦一場專題演講，由聖嚴師父主講

「禮儀和學佛」，說明法鼓山禮儀環保年的宗旨及實施的內容與成果。

10.30
◆ 聖嚴師父下午在紐約東初禪寺演講「開悟成佛」，內容包括頓悟與開悟的意義及

其依據、開悟成佛是《法華經》的大事因緣、成佛的意義、成佛的差別等級，

吸引了不少東、西方人士前往聆聽。



11.05
◆ 聖嚴師父應紐約西藏中心欽格拉仁波切之邀，以「讀經的精神修行」為題，做

了一場專題演說。

11.06
◆ 農禪寺「新興宗教與傳統宗教」系列演講，首場由果祥法師主講「佛教的起源

──時、空、人為諸背景」，介紹佛陀成道、悟道、傳道的過程。

11.09
◆ 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祕書長開捨法師率領十五位教師委員會成員參訪中華佛

研所。

11.10
◆ 「法鼓山大專青年學佛會」成立。該會以倡導大專青年修學正信佛法，並宣揚

法鼓山「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為宗旨，除了定期舉辦共修、

會員聯誼活動外，未來並計畫舉辦佛學課程。

11.12
◆ 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二屆華人社會菁英禪修營」，本次主題為「無我的智慧與

平等的慈悲」，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四十五人參加。

11.13
◆ 台東聯絡處舉行落成啟用灑淨儀式，由僧團果燦、果舫、果通三位法師主持，

護法會會長陳嘉男夫婦及前會長楊正夫婦等皆出席參加。

11.14
◆ 日本東方學院一行八人，在立正大學三友量順教授帶領下，來台參訪中華佛研

所。

11.15
◆ 《法鼓》雜誌第59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35期出刊。

11.19
◆ 紐約東初禪寺晚上舉辦「美國東區護法會會員聯誼」，約有近百名會員參加。聖

嚴師父頒發新勸募會員證，並期勉大家能以佛法幫助他人。

11.20
◆ 農禪寺「新興宗教與傳統宗教」系列演講，第二場由果祥法師主講「中國佛教

八宗要略」，介紹佛教在中國發展的情形。

11.25
◆ 即日起至12月2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六十六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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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人參加。

11.26
◆ 護法會於農禪寺舉辦為期二天的「召集委員成長營」，約有六十多人參加。內容

包括各地區工作報告、座談會、心得分享及演講。

11.28
◆ 《聖嚴法師學思歷程》繼去年（1993年）榮獲中山文藝獎後，今年再獲金鼎獎

「圖書類文學創作獎」。

◆ 東初出版社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禪的體驗．禪的開示》。

◆ 皇冠出版社及正中出版社分別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福慧自在》、《聖嚴法師心

靈環保》。

12.03
◆ 聖嚴師父應美國一個中國武術團體「美國的中國研究中心」（Americ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之邀，專題演講「清明心的重要」，約有一百五十多位會員

參加。該會負責人馬佛仁（Frank De Maria）居士，是師父最早的三位美籍弟子

之一。

◆ 加拿大溫哥華辦事處租用當地社區活動中心，首度公開擴大舉辦「大悲懺法

會」，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12.04
◆ 農禪寺「新興宗教與傳統宗教」系列演講，第三場由果竣法師主講「禪法在佛

法中的特色」，以提綱挈領的方式，談禪的起源、禪法的精神與意義等。

12.08
◆ 美國日本淨土真宗與紐約佛教議會，於曼哈頓紐約佛教堂（New York Buddhist

Church）共同舉辦「佛陀成道紀念週」系列演講，第三場邀請聖嚴師父主講

「佛陀成道」，以中國佛教的觀點闡述佛陀成道的意義、經過、內容及影響等。

12.09
◆ 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榮譽教授冉雲華應中華佛研所之

邀，於該校進行三個月講學，主題為「中國佛教齋懺禮儀典籍之研究」。

12.10
◆ 紐約東初禪寺與美國佛教聯合會共同主辦活動，邀請聖嚴師父於紐約柏松高中

（Murry Bergtraum High School）大禮堂主講「二十一世紀的佛教徒」，約有七百

多名聽眾。

◆ 美國洛杉磯護法會舉辦「好書一起看」活動，本日於當地華僑文教中心舉行贈

書儀式，致贈八套《法鼓全集》予南加州華人聚集的社區圖書館。

12.12
◆ 日本花園大學國際禪學研究所副所長Dr. Urs App及助理維習安，至中華佛研所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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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並和副所長惠敏法師交換佛教典籍電腦化的看法。

12.15
◆ 《法鼓》雜誌第60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36期出刊。

12.17
◆ 紐約東初禪寺舉辦「擊法鼓聯誼會」，會中首先由果谷法師以擊鼓方式揭開序

幕，聖嚴師父於開示中表示，「擊法鼓」是擊給自己聽，自己得到好處後，要

再敲給別人聽，讓更多人分享佛法的好處。

12.18
◆ 農禪寺「新興宗教與傳統宗教」演講，第四場由果竣法師主講，從佛法的觀點

分析新興宗教的現象、起源與特質，藉以釐清諸多混淆的觀念。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二次佛化聯合奠祭，由果暉

法師代表聖嚴師父主祭，計為八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 台北市富台工程公司禪社一行二十六人，上午至中華佛研所參觀並進行一場座

談，討論氣氛十分熱烈。

12.20
◆ 藏密竹巴噶舉第十二世竹千法王──竹巴吉美貝瑪旺千仁波切，應中華佛研所

之邀，演講「中道」。

12.23
◆ 近二百位來自台灣大學、陽明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和銘傳管理學院的學

生，在陽明大學圖書館館長廖又生及銘傳管理學院圖書館館長莊耀輝的率領

下，至農禪寺參訪。

12.25
◆ 即日起至1995年1月1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六十七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

持，共有三十四人參加。

12.30
◆ 即日起至1995年1月7日，農禪寺舉行彌陀佛七法會。



01.04
◆ 聖嚴師父自美返台。

01.07
◆ 聖嚴師父應邀與美國天普大學宗教系教授傅偉勳，於台北市北一女中活動中

心，對談「現代生活與心靈調適──生命、生活、調適」。師父指出，不論遭逢

任何苦與樂都應勇敢地面對，並以智慧改善現實，才是面對生命應有的態度。

01.08
◆ 發起「惜福、培福、造福」清潔日活動，同時在台灣二十二個縣市展開，共有

上萬名民眾及一百五十多個民間團體參與。

01.09
◆ 即日起至1月11日，聖嚴師父於農禪寺宣講「《普賢菩薩行願讚》」。師父表示，

所有一切法門，普賢法門都能涵攝，修普賢行等於修一切佛法。不過，師父也

強調，須修行與發願相配合，才算是掌握到普賢菩薩大行大願的精神。

01.13
◆ 即日起一連二天，分別在文化館與法鼓山上舉辦冬令救濟活動，發放物資給北

投、金山、萬里、石門、三芝一帶的低收入戶共一千三百多人，總計發放現金

三百六十多萬元及多項民生物資。

01.15
◆ 《法鼓》雜誌第61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37期出刊。

01.17
◆ 聖嚴師父應邀參加由經濟部商業司主辦、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專業經理人協會承

辦的「世界商業經理人成長策略高階研究班」，為三百多位專業經理人演講「如

何利用佛法改善企業品質」。

01.21
◆ 即日起至1月28日，於農禪寺舉辦第二屆大專青年禪七，共有292人參加。

1月



01.29
◆ 加拿大溫哥華辦事處首次舉辦「信眾聯誼會」，宣布成立護法會，正式展開募款

活動。

01.30
◆ 紐約東初禪寺舉行新年慶典，首次以誦經禮祖方式進行，並特別邀請單身信眾

來寺團圓，共享年夜飯。

◆ 加拿大溫哥華共修處於Marpole-Oakridge社區活動中心舉辦以家庭為單位的辭歲

聯誼會，約有二百多人參與，並邀請當地圓融佛教中心的性慈法師及會周法師

與會。

01.31
◆ 即日起至2月2日，文化館舉行千佛懺法會。

◆ 安和分院舉行新春普佛法會。

◆ 即日起一連二天，台中分院舉行普佛拜懺法會。

◆ 高雄分院首度舉行普佛法會，由果梵法師引領信眾誦經、拜願及團拜，參加信

眾十分踴躍。

◆ 台東聯絡處舉行消災祈福法會。此為該聯絡處成立後的第一個新年，意義非

凡，特別禮請果舫法師蒞臨指導。

◆ 東初出版社出版有聲品《淨心自在》、《心靈自在》、《妙法蓮華經》（5）。

02.01
◆ 中華佛研所於農禪寺舉行「第六屆佛教學術論文徵選」頒獎典禮，共錄取二篇

碩士論文與一篇社會人士參選的論文。

02.05
◆ 農禪寺舉行「皈依信眾新春聯誼會」，約有一千多名信眾參加。這項活動是針對

已皈依、尚未參加三會──護法會、念佛會、禪坐會的信眾而辦，希望信眾們

能藉此對法鼓山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 紐約東初禪寺舉行觀音法會及聯誼會，約有二百五十多人參加。會中仁俊長老

勉勵大家，在豬年要除去豬的三多──貪、瞋、癡，學習牛的三德──勤、

儉、和（平）。

02.06
◆ 農禪寺舉辦「第二屆菩薩戒傳戒會」，分二梯次於2月6至9日及2月9至12日舉

行，共有一千多人參加，由聖嚴師父、基隆靈泉禪寺住持晴虛長老及聖靈寺住

持今能長老擔任尊證師。

02.12
◆ 助念團於農禪寺新禪堂舉行新春聯誼會，約有三百位來自台北、台中、高雄等

地團員齊聚一堂，分享助念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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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5
◆ 《法鼓》雜誌第62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38期出刊。

02.17
◆ 即日起一連三天，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心經》生活系列講座──《心經》

與生活、生命、人生的實踐與超越」，由聖嚴師父主講，果祥法師擔任閩南語翻

譯，共有一萬多名信眾聆聽，最後一天並有近千人皈依三寶。

02.18
◆ 即日起至2月20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禪三。

02.21
◆ 前陸軍上將陳守山、前中將鍾志成及現役海軍中將宋立，由法鼓山文教基金會

顧問戚肩時將軍陪同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2.22
◆ 即日起至3月1日，於農禪寺舉辦第五十一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254人

參加。

02.25
◆ 安和分院舉辦「健康生活系列」講座，邀請國泰醫院婦產科主任史柏源主講

「婦女空巢期的調適之道」。

◆ 東初出版社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神通與人通》。

03.01
◆ 聖嚴師父應「留日梅櫻會」與「中華中小企業人研究學會」之邀，於台灣大學

為校友會館演講「佛法與人生──談因果、因緣」。

03.02
◆中華佛研所、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與勤業會計師事務所簽定財務及稅務查帳簽證

合約。

03.03
◆ 安和分院晚上舉辦一場佛學講座，由果祥法師主講「誰的望遠鏡倍數高──從

佛教的觀點看宇宙」。

03.04
◆ 聖嚴師父代表法鼓山贈送七十八套《法鼓全集》予台灣各大專院校及縣市立圖

書館，由教育部部長郭為藩代表接受。

03.05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三次佛化聯合奠祭，計為十

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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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7
◆ 台北市議員陳雪芬偕同夫婿及友人一行十人，至農禪寺皈依三寶。

03.08
◆ 農禪寺舉行剃度典禮，共有七位落髮、七位受行同沙彌（尼）戒。由聖嚴師父

擔任戒和尚，聖靈寺住持今能長老擔任教授阿闍黎，約有六百多人觀禮。

03.09
◆ 安和分院「尋找生命之路」佛學講座，本日由果竣法師主講「潛意識下還有什

麼？──佛教的心理學」，以佛教唯識學的觀點，探究思維運作的奧祕。

03.10
◆ 中華佛研所邀請冉雲華教授專題演講「中國佛教齋懺禮儀典籍之研究」。

◆ 即日起至3月13日，於農禪寺舉辦「第八屆社會菁英禪修營」，由聖嚴師父主

持，共有六十九人參加。

03.11
◆ 安和分院舉辦「健康生活系列」講座，邀請台大醫院內科教授蔡克嵩主講「骨

質疏鬆症的防治之道」。

◆ 紐約東初禪寺舉辦佛一。

03.15
◆ 《法鼓》雜誌自63期起調整版面，取消捐款徵信名單；增加五、六版，分別推

出「東初書齋」、「活動行事曆」、「收支報告」、「圖書資訊」等四個新單元。

◆《人生》雜誌第139期出刊。

03.18
◆ 聖嚴師父應教育部之邀，前往台中中興大學惠蓀堂主講「如何安心、如何安

身」，約有五千多名聽眾，台中市市長林柏榕、立法委員沈智慧等多位政商界人

士亦到場聆聽。

◆ 安和分院舉辦「健康生活系列」講座，邀請台大醫院兼任內科教授謝炎堯主講

「如何看病、吃藥」。

03.19
◆ 台中分院於國光國小國光堂舉行「中區新春聯誼會」，並由聖嚴師父主持皈依典

禮，約有一千多人皈依三寶。

03.20
◆ 安和分院「尋找生命之路」講座，本日由果在法師主講「賺錢重要，花錢更重

要──佛教的財富哲學」，闡明佛教對於錢財的觀念。

03.22
◆ 聖嚴師父應台北醫學院之邀，前往演講「禪修與身心健康」。師父期勉大家學習

海綿的精神，即使遭遇挫折也能不為所動、泰然自若，身心自然能時時保持在

放鬆和喜悅的狀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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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臨濟法脈第四十二代傳人、在歐美享有盛名的一行禪師，率領弟子一行十

多人，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二人並以「禪與環保」為題進行一場對談。

03.25
◆ 聖嚴師父出席於安和分院召開的榮譽董事聯誼會，該聯誼會由聲寶公司董事長

陳盛沺擔任總召集人，約有二百多人與會。

03.26
◆ 農禪寺舉辦人品提昇年「四安講師培訓研習會」，以培訓年度活動講師，藉由教

育傳達關懷，凝聚共識。

03.28
◆ 即日起至4月3日，農禪寺舉辦清明報恩佛七，聖嚴師父開示時宣講《無量壽

經》，共約一千多人參加。

◆ 日本立正大學淺井圓道教授帶領七名研究生參訪中華佛研所。

03.29
◆ 台中分院為落實保護環境與建設淨土的理念，舉辦植樹活動，由果華法師率隊

前往惠蓀林場栽植六十棵台灣杉苗，約有九十多人參加。

◆ 日本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美學美術史研究室中川原育子博士至中華佛研所訪問。

04.01
◆ 為慶祝印順導師九十嵩壽，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與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共同於安

和分院舉辦一場座談會。出席者包括聖嚴師父、佛青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宏印法

師、台南妙心寺住持傳道法師、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楊惠南、中華佛研所教授

楊郁文及遠從美國來台的仁俊長老與印海長老。

04.05
◆ 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李亦園及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楊國樞，至農禪寺拜訪

聖嚴師父，針對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的設系、授課和經營，提供相關意見。

04.07
◆ 來自中國大陸浙江普陀山的妙善法師一行八人，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暢談

兩岸佛教發展與僧才教育等事宜。隨後並參觀文教基金會、東初出版社等單

位。

04.08
◆ 聖嚴師父於法鼓山上為四十九位金山鄉人士舉行皈依儀式，這是師父首次對當

地人士舉行皈依儀式，師父於開示中特別指出，法鼓山是屬於金山鄉的建設。

04.09
◆ 立法委員洪秀柱至農禪寺拜會聖嚴師父並皈依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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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2
◆ 聖嚴師父出席由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與《中國時報》於安和分院合辦的「從奧姆

真理教事件談新新人類的宗教信仰」座談會，與會者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

園、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楊國樞等，由《中國時報》總編輯黃肇松主持。

04.13
◆ 聖嚴師父應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之邀，擔任金銅佛像收藏複審評審委

員。此次典藏計畫，為該館首度大量收藏中國佛教藝術品。

04.15
◆ 《法鼓》雜誌第64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40期出刊。

04.16
◆ 即日起至4月20日，聖嚴師父率領果暉、果元二位法師，再度赴加拿大溫哥華進

行弘法活動，並會晤當地護法幹部。

04.17
◆ 聖嚴師父前往加拿大溫哥華福慧寺，拜訪正在該寺講經弘法的仁俊長老。

04.18
◆ 聖嚴師父出席加拿大溫哥華護法信眾聯誼大會，約有一百五十多人參加。

04.19
◆ 聖嚴師父於加拿大溫哥華泛太平洋飯店（Pan Pacific Hotel）演講「如何安心？

如何安身？」，約有一千多名聽眾，仁俊長老、中加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王維傑

等人亦前來聆聽，會後並有一百五十多人皈依三寶。

04.22
◆ 紐約東初禪寺舉辦（法集會）Dharma Gathering，聖嚴師父以「禪法在美洲」為

題，為四十多位西方弟子開示禪法在美國傳播的歷史、性質、內容與趨向。

◆ 聖嚴師父晚上應紐約基督教會開放性的基金會Wainwright House Foundation之

邀，於紐約上州賴市（Rye）演講「執著與轉變」。

04.23
◆ 農禪寺十位常住法師應台北市政府之邀，前往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為於「快樂

頌」KTV火災事件的罹難者舉行超度法會。

04.25
◆ 聖嚴師父第五度應邀赴美國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演講「中國禪宗的

修行與證悟」，約有一百二十多名師生聆聽。

04.29
◆ 紐約東初禪寺於曼哈頓中央公園舉辦「青少年佛學營」，由果谷法師帶領，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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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名青少年參加，課程內容包括參觀大都會博物館的佛教文物、欣賞百老匯

「佛陀傳」戲劇及打坐練習等。

◆ 有「現代給孤獨長者」稱譽的旅美博士沈家楨居士，於安和分院演講「《金剛經》

的日用」，約有七百多人參加。沈居士表示，逆境比順境好，只要明白緣起性空

的道理，不要生氣、不要煩惱，自有善緣福報現前的時候。

◆ 聖嚴師父於美國奧蘭多中佛州大學（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主講「禪與

淨土的修行法門」，約有一百八十多人前來聆聽，會後並有二十多人皈依。

04.30
◆ 文化館舉行浴佛法會，今年不再個別提供塑膠瓶裝的浴佛水，而改為鼓勵信眾

們自帶容器或使用會場提供的茶杯，以落實環保理念。

◆ 聖嚴師父於美國天柏灣南佛羅里達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主講

「禪與正信的佛教」，約有一百多人聆聽，會後並有六十多人皈依。

05.02
◆ 即日起至5月5日，農禪寺都監果暉法師與法鼓山遷建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楊正

等一行，前往緬甸考察法鼓山硬體建材。

05.05
◆ 安和分院舉辦「世界佛教鳥瞰」系列講座，第一場邀請世界佛教友誼會副會長

游祥洲主講「南方淨土的重生──南亞佛教介紹」。

05.06
◆ 聖嚴師父於紐約東初禪寺勸募會員聯誼會開示「如何做好勸募會員」，師父期勉

大家不要只做募款的會員，而要練習多看、多讀、多講，使他人接受佛法，進

而認同、護持法鼓山。

05.07
◆ 安和分院舉行浴佛法會。

◆ 於法鼓山上舉辦朝山浴佛法會，約有五千名信眾參與。

◆ 紐約東初禪寺舉行浴佛法會，聖嚴師父以「佛陀降生人間的重要意義」為題發

表演說，會中並邀請達賴喇嘛派駐紐約西藏中心的負責人瓊格拉樂杜仁波切及

威斯康辛大學佛學系教授那拉因博士致辭。

05.13
◆ 聖嚴師父出席美國新澤西州護法會聯誼會，並主持社會菁英禪修營。

05.14
◆ 農禪寺舉行浴佛法會，由於適逢母親節，不少信眾帶母親參加，表達感恩之

意，場面充滿溫馨。

05.15
◆ 《法鼓》雜誌第65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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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雜誌第141期出刊。

◆ 聖嚴師父針對讀書會的規畫與發展，於紐約東初禪寺開示「為什麼要推行讀書

會」、「如何做一位稱職的讀書會主持人」、「法鼓山讀書會準則」。

05.16
◆ 農禪寺果祺法師、法鼓山主體規畫建築師、建築顧問及雕塑家等多人，一同前

往中國大陸福建考察石材。

05.21
◆ 即日起至6月底，護法會教育訓練組特別規畫全省十六次「四安成長營」活動，

期能落實聖嚴師父的「四安」理念。

◆即日起至5月27日，於文化館舉行梁皇寶懺法會。

05.26
◆ 成立十五年的法鼓山東初出版社，首度赴新加坡參加第十屆「世界華文書展」，

推廣法鼓山的理念。

◆ 即日起至6月2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六十八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三十四人參加。

05.28
◆ 聖嚴師父於紐約東初禪寺撰寫「法鼓山共識──如何推動法鼓山理念」一文。

◆ 東初出版社出版有聲品《淨土法語》、《心經生活系列》、《華嚴心要》、《彌陀

願海》、《身安．心安．禪安》。

06.01
◆ 即日起，《人生》雜誌與《經濟日報》同步刊出「禪證」專欄，內容為參加過

法鼓山菁英禪修營的學員心得感想，此專欄全部內容，於2001年7月由聯經出版

公司結集出版《禪證》一書。

06.03
◆ 即日起至6月10日，聖嚴師父應英國布里斯朵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心理

系約翰．克魯克教授（John H. Crook）之邀，第三度赴英國威爾斯主持禪七，

共有二十九人參加。其間，師父並為該處新整建的禪堂主持啟用儀式。

06.06
◆ 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梵文與印度研究學系系主任麥克維徹

（Michael Witzel）應中華佛研所之邀，下午於該所專題演講「如何研讀早期佛

教文獻」，由副所長惠敏法師主持。維徹博士從吠陀時期與初期佛教文獻的考證

和比較，說明研讀早期佛教文獻的方法。

◆ 銘傳管理學院設計系一百多位師生參訪農禪寺。此一活動，為該校圖書館館長

莊耀輝開設的「宗教與人生」課程安排的校外參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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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0
◆ 即日起一連二天，台南分院悅眾菩薩一行四十五人，北上至法鼓山上朝山。

◆ 聖嚴師父應英國布里斯朵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主任保羅．威廉斯（Paul Williams）

之邀，專題演講「中國佛教與禪宗」。

06.11
◆ 聖嚴師父應英國倫敦僑界之邀，於Haverstock School Hall演講「禪在日常生活

中」，約有一百七十多人參加，會後有數十位東、西方人士皈依三寶。

06.15
◆ 《法鼓》雜誌第66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42期出刊。

06.17
◆ 安和分院舉辦「成功有道」系列講座，邀請華視「早安今天」製作人陳月卿女

士主講「開放的心靈」。

06.18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四次佛化聯合奠祭，由果暉

法師主祭，計為十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 農禪寺「敦親睦鄰策畫小組」為了落實社區關懷，邀請附近居民參加「法鼓山

一日遊」，參觀農禪寺、文化館及法鼓山。

06.23
◆ 應中華佛教青年會之邀來台參訪的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理事長繼程法師，本

日於農禪寺演講「佛心禪語」，約有上百名信眾聆聽。演講中，繼程法師強調修

行是點滴的工夫，應有恆心和毅力，不斷地精進。

06.28
◆ 即日起至7月5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六十九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三十四人參加。

07.05
◆ 即日起至7月9日及7月15至19日，高雄分院舉辦二梯次的國中禪修成長營。

07.07
◆ 聖嚴師父自美返台。

07.09
◆ 以教授內觀禪法聞名歐美的印度葛印卡大師（S. N. Goenka），由慧炬雜誌社發

行人鄭振煌居士陪同至農禪寺拜會聖嚴師父，並對談「禪觀與內觀」法門，約

有數百名對禪修有興趣的民眾前來聽講。

◆ 聖嚴師父在農禪寺首次宣講「地藏菩薩大願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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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禪寺「敦親睦鄰策畫小組」為了落實社區關懷，為大業路六十五巷的社區居

民開辦一場中醫義診活動。

07.11
◆ 首度舉辦教師禪修營，分二梯次於7月11至14日、8月15至18日在農禪寺舉辦，

共有一千多名教師參加。

07.15
◆ 即日起一連二天，護法會於安和分院舉行本年度第二次全省組織發展幹部會

議，共有來自全省二十四區、八十五位新舊任正副召集委員參加。此次會議重

點，為四安成長營的舉辦成效、推動小型聯誼會等；第二天上法鼓山參觀，瞭

解工程進度概況。

◆ 《人生》雜誌於安和分院舉辦「其實你不懂我的心──談現代青年的生活環境

與身心安定」座談會，座談者包括聖嚴師父、台灣大學校長陳維昭、立法委員

洪秀柱，由《時報周刊》發行人簡志信引言。

◆ 《法鼓》雜誌第67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43期出刊。

07.16
◆ 聖嚴師父於農禪寺第二次宣講「地藏菩薩大願法門」。

◆ 即日起至7月23日，於農禪寺舉辦第三屆大專青年禪七，共有262人參加。

07.23
◆ 台北石牌、士林、天母等地區勸募委員首次發起區域性信眾聯誼會，於天母公

園舉辦信眾聯誼義賣會，期能落實法鼓山今年提倡的「人品提昇年──四安活

動」。現場有介紹法鼓山的靜態展示區、中醫義診、日用品義賣等，並安排多項

節目表演，義賣所得扣除費用後，悉數捐予法鼓山。

07.26
◆ 聖嚴師父應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與台北市警察局之邀，分別為新進司法官與台

北市警察人員專題演講「安定人心，安定社會」。師父期勉大家能多以慈悲心、

愛護心、關懷心、同情心，代替瞋恨、嫉惡如仇、除暴安良的心。如此，我們

的社會也會多一分安定、祥和之氣。

◆ 聖嚴師父於農禪寺第三次宣講「地藏菩薩大願法門」。

07.27
◆ 中華航空公司董事長蔣洪彝及工會理事長黃兆基等一行十人，至農禪寺拜訪聖

嚴師父，請益佛法。師父慨然答應每月贈送五百本《人生》雜誌予華航，供機

上乘客閱讀。

◆ 法鼓山和《自由時報》於安和分院合辦座談會「我們給下一代什麼樣的書籍─

─蠟筆小新V.S.高僧傳奇」，邀請聖嚴師父、《自由時報》董事長吳阿明、新聞

局出版事業處處長許秋煌及森林小學校長朱台翔座談，約有二百多位家長及青

少年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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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8
◆ 即日起至7月31日，於台北縣金山國小舉辦佛教青年營，共有242人參加。

07.30
◆ 即日起至8月1日，文化館舉行地藏法會。

◆ 法鼓文化少年高僧小說系列首集《東土小釋迦──智者大師》出版，此系列採

「每月一書」的方式推出，將出版四十冊、共介紹三十多位高僧大德的行誼風

範。

08.01
◆ 環保署長張隆盛與三位處長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分別就環保及法鼓山興建

工程等問題交換意見。

◆ 於台北縣金山鄉金山國小舉辦二梯次兒童學佛營，分別於8月1至5日、8月6至10

日。活動內容除了禪坐外，尚包括梵唄、佛曲教唱、美勞等，共約七百多位兒

童參加。

08.08
◆ 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亞洲研究系教授馬格瑞（John McRae）至

中華佛研所拜訪聖嚴師父，並與該所師生座談。

08.12
◆ 聖嚴師父應邀出席由海峽兩岸研究弘一大師的文藝、學術界於台北國父紀念館

舉辦的「弘一大師遺墨真跡文物展」揭幕儀式，與會者還有總統府資政林洋

港、總統府祕書長吳伯雄、《民生報》發行人王效蘭等。

◆ 《人生》雜誌與《中國時報》於安和分院合辦「追求美好的成功人生──談家

庭事業的雙贏策略」座談會，與會者包括聖嚴師父、交通部部長劉兆玄及台北

市副市長白秀雄，《中國時報》總編輯黃肇松任引言。

08.14
◆ 台中分院舉辦「快樂恐龍營」活動，參加對象為六至九歲的小菩薩。活動內容

除了邀請專家講解恐龍的進化歷程，並指導學員基本的佛教禮儀。

08.15
◆ 全印比丘僧伽會會長達瑪帕拉法師、副會長緬丹卡法師，由中華民國佛教青年

會連惠研女士陪同，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 《法鼓》雜誌第68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44期出刊。

08.16
◆ 海峽兩岸研究弘一大師的文藝、學術界專家學者一行十多人，包括聖嚴師父在

中國大陸上海靜安佛學院就讀時的老師林子青老居士，至農禪寺拜會師父並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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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交流各自與大師的因緣。

08.19
◆ 台中分院舉辦二梯次「快樂兒童學佛營」，活動內容包括了禪坐、拜佛、團康遊

戲等，共有一百多位兒童參加。

◆ 護法會分別於8月19至20日及8月26至27日，在第一銀行職訓中心舉辦「護法幹

部傳薪營」共有一百二十多人出席。舉辦這項活動的目的，期能增進核心幹部

瞭解法鼓山的過去與未來，及組織架構和分工運作方式，以明確掌握個人的角

色定位和工作職掌。

08.20
◆ 於法鼓山上舉辦「一日教師禪修營」，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來自大台北地區

211位教師參加。活動中，理論與實修課程穿插進行，並由法師帶領小組討論，

讓學員交換在教學、生活與修行上的體驗。

08.25
◆ 適逢抗戰勝利五十周年，法鼓山與內政部聯合為抗戰捐軀的三軍將士及同胞，

於農禪寺舉行三時繫念超薦法會，由聖嚴師父主持，內政部長黃昆輝代表拈香

致敬，約有一千多人參與。

◆ 即日起一連三天，中華佛研所舉辦「第六屆聯合佛學論文發表會」，共舉辦八場

研討會，發表三十二篇佛學論文，約有一百多人與會；會中並安排「結合佛學

與電腦資訊網路」系列演講和現場示範。

◆ 東初出版社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念佛生淨土》，內容為師父於1993年農禪寺清

明佛七的開示，此為師父少數指導修習淨土法門的專著。

08.26
◆ 紐約東初禪寺舉行地藏法會，除了大眾齊誦《地藏經》外，另設有薦亡、消災

牌位，果元法師為大眾開示地藏菩薩的大乘精神及修持地藏法門的種種利益。

08.28
◆ 即日起至9月3日，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第五十三期禪七，共有213人參加。

09.02
◆ 即日起至9月13日，中華佛研所邀請日本大谷大學竺沙雅章教授來台專題演講

「見於敦煌寫經的佛教信仰」。

09.03
◆ 農禪寺舉辦「感謝好厝邊中秋聯誼會」，邀請居住農禪寺周邊的居民，提前與聖

嚴師父、農禪寺常住法師、義工菩薩們共度中秋，約有二百多人參加。

09.07
◆ 美國國際商業管理學院（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anagement）執行總裁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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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麥尼斯（Michael Mcmanus）帶領該校十二位學生，來台與中華佛研所進

行交流。

09.09
◆ 於農禪寺舉行「第二屆佛化聯合祝壽」，共有五十五位老菩薩參加。

09.14
◆ 即日起至9月23日，聖嚴師父展開全省各分院、辦事處巡迴關懷行。第一站抵嘉

義，晚上應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之邀，於嘉義農專進行第一場「如何用禪法

來安身、安心、安家、安業」吳尊賢社會公益講座，約有三千多人參與，會後

並有三百多人皈依三寶。

09.15
◆ 聖嚴師父全省巡迴關懷行第二站至台南，參加台南分院舉辦的「成功有約」座

談會，與當地企業、學術、文化界近百人座談。晚上於台南市立文化中心主講

「如何以禪法來安身、安心、安家、安業」，二千多名聽眾將會場擠得水洩不

通，台南市市長施治明夫婦亦到場聆聽。

◆ 《法鼓》雜誌第69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45期出刊。

09.16
◆ 聖嚴師父全省巡迴關懷行第三站至高雄，下午於長谷世貿聯合國會議室參加由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主辦、《中國時報》協辦的社會菁英座談會，探討「如何用

禪法因應二十一世紀的社會環境」，應邀參加的各界菁英人士約有五十多人。晚

上於高雄師範大學進行第二場吳尊賢社會公益講座，約有二千多人聆聽。

09.17
◆ 聖嚴師父前往剛成立的高雄新興共修處，為一百多名信眾舉行皈依儀式及為悅

眾菩薩授證等；下午則主持灑淨儀式，並舉行大悲懺法會。

09.19
◆ 即日起至12月下旬，台南分院邀請林孟穎老師於每週二晚上講授「成佛之道」

佛學課程，為期三個月。

09.20
◆ 聖嚴師父全省巡迴關懷行第四站至台東，這是師父首次前往台東弘法及關懷，

晚上於台東文化中心進行第三場吳尊賢社會公益講座，約有二千人聆聽。

◆ 紐約東初禪寺監院果元法師代表聖嚴師父，出席聯合國於紐約聖約翰大教堂

（St. John the Divine）舉行的成立五十周年慶活動。

09.21
◆ 聖嚴師父上午出席於台東老爺飯店舉行的悅眾聯誼會；中午與台東士紳菁英和

媒體記者餐敘；晚上前往山地青年活動中心與五百多位信眾會面，會後有二百

多名信眾皈依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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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3
◆ 聖嚴師父全省巡迴關懷行第五站至宜蘭，上午與宜蘭六所國小校長對談目前小

學教育問題，下午參加悅眾聯誼會，晚上前往羅東運動公園體育館進行第四場

吳尊賢社會公益講座，約有二千多人參加，會後並有三百多人皈依。

◆ 安和分院舉辦「成功有道」講座，邀請侯政廷文教基金會執行長侯翠杏演講

「紅塵有愛」。

09.24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五次佛化聯合奠祭，計為十

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 法鼓山配合省政府於本日發動的全省清潔日中，動員近百名義工加入金山鄉清

掃行列，並免費提供五百份便當。

09.28
◆ 聖嚴師父於台北國父紀念館演講「從禪的觀點談成功、方法、目標」，約有四千

多人前來聽講，結束後，這項講座贊助人宋惠華居士當場捐款五百萬元護持法

鼓山建設。

09.29
◆ 聖嚴師父於台北國父紀念館進行最後一場吳尊賢社會公益講座──「如何用禪

法來安心、安身、安家、安業」，約有四千多人聆聽。師父期許大眾學習菩薩自

利利他的精神，將「四安」的理念傳播出去。

09.30
◆ 八十四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於台北市國父紀念館舉行，這是法鼓山第一次以信眾

代表為主的聯誼大會，約有來自國內外護法代表四千多人與會；會中，聖嚴師

父代表文化館捐款一百萬元予佛教蓮花臨終關懷基金會，做為對臨終病人的關

懷。

10.03
◆ 聖嚴師父應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之邀，於台北總團部演講「現在最美好」，由李

鍾桂主任主持，約有二百多人聆聽。

10.05
◆ 於農禪寺舉辦「第二屆佛化聯合婚禮」，共有二十對新人參加，由聖嚴師父擔任

祝福人。師父於開示中強調，佛教徒的夫妻是共同修行菩薩道的終生伴侶，雙

方要負起孝敬、體貼、服務、照顧及關懷的義務與責任，做一對能讓自己快

樂，也能為他人帶來幸福的在家居士。

10.07
◆ 即日起至10月10日，於農禪寺舉辦「第九屆社會菁英禪修營」，由聖嚴師父主

持，共有105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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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 紐約東初禪寺果谷法師應紐約國際佛教會邀請，於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以英語演講「離苦得樂」。

10.13
◆ 本日起一連二天，中華佛研所於新竹獅頭山元光寺舉辦一年一度的校外教學活

動，共有六十人參加。聖嚴師父相當重視這項參訪活動，不僅參加晚會，並陪

大家爬山。

10.14
◆ 紐約東初禪寺舉辦「讀書會研習營」，由果元、果谷二位法師共同帶領。

10.15
◆ 中華民國中小企業經理人協會「商業經理人訓練班」學員一行五十多人，至農

禪寺參訪。

◆ 《法鼓》雜誌第70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46期出刊。

10.18
◆ 萬行菩薩隊總隊於農禪寺舉行聯誼會，聖嚴師父蒞臨開示，約有一百多名悅眾

菩薩參加。師父勉勵大家，萬行菩薩不是萬能菩薩，而是要發弘願成長自己，

努力學習幫助別人的技巧，做一位「難行能行、難忍能忍、難捨能捨」的菩薩

行者。

10.20
◆ 聖嚴師父赴美弘法，首站抵達洛杉磯，下午接受中央社、《世界日報》等媒體

採訪，介紹法鼓山的理念及對社會服務所做的貢獻。

10.21
◆ 聖嚴師父應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佛

學社、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佛學社、加州州立工

藝大學（California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sity）佛學社等團體之邀，於洛杉磯

華僑第二服務中心大會堂演講「如何用禪法安心、安家」，聽眾約有一千多人，

為僑界難得盛會，會後有二百多人皈依三寶。

◆ 即日起一連二天，紐約東初禪寺果元法師於佛州奧蘭多市（Orlando）帶領讀書

會及一日禪修營，共有四十人參加。

10.22
◆ 聖嚴師父出席於美國洛杉磯中國文化中心舉行的信眾聯誼會，並召開勸募會員

及悅眾幹部會議。

◆ 為了推動法鼓山人品提昇年的四安理念，同時籌募桃園辦事處興建新佛堂基

金，桃園辦事處於縣立體育場舉行信眾聯誼園遊會，共有一百五十多個義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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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服務攤位，吸引了五千多人參加。

◆ 僧團果祥法師應台北縣三芝鄉之邀，於三芝國中活動中心演講「如何安頓身心

家業」，約有五百多名鄉民參加。

10.24
◆ 法鼓山獲台北縣金山鄉「功在環保」表揚。

10.25
◆ 即日起至10月31日，文化館舉辦梁皇寶懺法會。

11.01
◆ 已成立十五年的東初出版社，為拓展文化弘法的腳步，更名為「法鼓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即日起正式運作。

11.04
◆ 紐約東初禪寺信眾為籌募法鼓山美國分會擴遷經費，於法拉盛（Flushing）台灣

會館舉辦義賣會，共募款十三萬美元，聖嚴師父親臨會場關懷大家。

11.05
◆ 護法會中正、萬華區於南昌公園舉辦「心靈環保園遊會」，推廣法鼓山的環保理

念，共有七十多個攤位共襄盛舉，吸引了近七千名民眾參與。

11.06
◆ 即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應邀赴紐約曼哈頓市台北劇場，主持專為西方人士

舉辦的二場演講會，講題分別為「禪與精神健康」與「禪與心靈環保」。

11.11
◆ 即日起一連二天，般若禪坐會於台北土城共修處首次舉辦「悅眾菩薩研習營」，

由輔導師果暉法師與多位資深護法菩薩主講相關課程。

◆ 即日起一連三天，為掌握社會脈動，激發現代弘法人的活動創意，法鼓山文教

基金會於北投第一銀行職訓中心舉辦首次「活動創意研習營」，邀請了多位具有

豐富的理論與實務的學者、專家授課，共有來自台灣各單位的悅眾菩薩與農禪

寺常住法師等一百七十多人參加。

11.14
◆ 紐約東初禪寺果谷法師應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禪學系教授艾文斯

（Evans）之邀，為該校學生以英語演講「中國禪宗」。

11.15
◆ 《法鼓》雜誌第71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47期出刊。

113

1
9
9
5

11月



11.24
◆ 榮譽董事會於台北力霸飯店國際廳舉行聯誼會，約有二百多人參加。會中除邀

請台灣大學教授徐木蘭分享個人的禪修心得外，並安排作家林清玄演講「禪與

生活」。

◆ 即日起至12月1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七十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三

十四人參加。

11.29
◆ 中華佛研所師生前往桃園平光寺參訪，並向印順長老請益。

◆ 中華佛研所遷建工程取得雜項使用執照。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禪鑰》、《聖嚴法師教禪坐》。

◆中華佛研所佛學教育推廣中心本年度開設「阿含經」研究、「梵語初階」、「佛

學英文」、「佛學日文」課程，共有142人參加。

12.03
◆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邀請中華幽浮科學學會江晃榮博士，於農禪寺演講「從飛碟

學談佛教的宇宙觀」。

12.09
◆ 即日起一連二天，台南分院虎頭埤首度舉辦「新勸募會員成長營」，內容包括禪

坐、勸募與關懷、溝通技巧、帶動唱、心得分享等，約有五十多人參加。

12.10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六次佛化聯合奠祭，計為十

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 成立一周年的台北林口共修處，首次舉辦林口地區信眾聯誼會，僧團果東法師

蒞臨關懷開示，約有一百五十位信眾參加。

12.14
◆ 聖嚴師父撰文追悼於12月1日圓寂的真禪法師。真禪法師為中國大陸中國佛教協

會副會長、上海市佛教協會會長，同時擔任上海玉佛寺、靜安寺及河南開封大

相國寺三寺住持。

12.15
◆ 《法鼓》雜誌第72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48期出刊。

12.16
◆ 大安、信義、南港三區助念團的蓮友，於大安共修處首次舉行聯誼會，助念團

輔導法師果東法師列席指導，約有五十人參加。

◆ 聖嚴師父出席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舉辦的聯誼會，並演講「將佛法應用於家庭

與事業」，約有三百多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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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
◆ 中國大陸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楊曾文至中華佛研所

參訪，並舉辦一場座談會。

12.21
◆ 中華佛研所上午邀請日本水谷幸正教授主講「佛教的根本思想與淨土──有關

緣起和阿彌陀佛」，由林寶璧女士擔任翻譯。

12.22
◆ 桃園辦事處於桃園縣立體育館舉辦一場大型園遊會，現場約有一百四十多個攤

位，以生活化方式傳達法鼓山的理念。

12.23
◆ 即日起一連三天，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於農禪寺舉辦惜福列車「念舊愛，迎新歡

──跳蚤市場」，吸引了三千多人參加，所得近五十萬元，全數捐做法鼓山建設

基金。

12.25
◆ 中壢辦事處舉行新共修處灑淨儀式。

◆ 即日起至1996年1月1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七十一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

持，共有三十四人參加。

12.29
◆ 中國大陸福建省佛教協會會長界詮法師等一行，至農禪寺及中華佛研所參訪，

對法鼓山以現代化的方式弘法，留下深刻印象。界詮法師一行係應國內佛教團

體之邀，來台參訪佛教環境，除參訪法鼓山外，也拜訪了慈濟、佛光山等團

體。

12.30
◆ 聖嚴師父獲選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主辦的八十四年度推行社會教育有功人員之

一，頒獎典禮本日於台北市政府舉行，由於師父在美弘法，由農禪寺都監果暉

法師代表領獎。

◆ 即日起至1996年1月7日，農禪寺舉行彌陀佛七法會，共有270人參加。

115

1
9
9
5



01.03
◆ 聖嚴師父自美返台。

01.05
◆ 安和分院舉辦「佛化生活講座」，邀請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會長繼程法師演講

「談因說果話人生」。

01.06
◆ 安和分院舉辦「溝通與關懷公益系列講座」，第一場邀請政治大學教授陳怡安主

講「溝通的藝術」。

01.07
◆ 即日起至4月14日止，聖嚴師父每週日上午於農禪寺宣講《楞嚴經》。

01.08
◆ 即日起至1月10日，聖嚴師父於農禪寺宣講「阿彌陀佛的大願法門」。

◆ 中國大陸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長戴康生等三位學者，參訪中華

佛研所。

01.12
◆ 中華佛研所於農禪寺舉行「八十四學年度第七屆佛教博（碩）士學術論文甄選」

頒獎典禮，由聖嚴師父親自主持，本屆共錄取博士論文一篇、碩士論文四篇。

01.13
◆ 安和分院舉辦「溝通與關懷公益系列講座」，第二場邀請達豐公關總經理梁吳蓓

琳主講「如何運用公關促進和諧社會」。

01.14
◆ 聖嚴師父應邀出席南投靈巖山寺大雄寶殿落成典禮，與該寺住持妙蓮法師、悟

明法師、星雲法師、惟覺法師等諸山長老，共同主持萬佛開光安位大典。

01.15
◆ 《法鼓》雜誌第73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49期出刊。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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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9
◆ 即日起至1月24日，法鼓文化首次參加第五屆台北國際書展，現場規畫有佛堂

區、普化區、禪修區、惜福區、有聲出版品區、《人生》雜誌區等，推廣正信

佛法。本屆共有來自全球三十四個國家、一千三百多家出版單位參展，吸引了

三十多萬人次參觀。

01.20
◆ 安和分院舉辦「溝通與關懷公益系列講座」，第三場邀請惠普電腦公司總經理黃

河明主講「跨越溝通障礙，邁向成功」。

01.21
◆ 「第三屆清潔日」活動於台灣二十四個定點同步展開，約有上萬名法鼓山義

工、一百多個社會團體共襄盛舉，宜蘭地區並因此設立「惜福──資源重生

店」。

01.23
◆ 聖嚴師父因推動心靈環保及持續關懷社會受肯定，獲頒首屆「中國傑人獎」的

「宗教教育獎」，本日於台北晶華酒店接受總統府祕書長吳伯雄頒獎。這項活

動，係由中華民國傑人會主辦。

01.24
◆ 聖嚴師父應邀前往總統府，參加李登輝總統為召見「中國傑人獎」得獎人而舉

行的茶會，並在茶敘中表達對社會關懷的希望與期許。

01.26
◆ 政治大學附屬實驗小學舉辦「農禪寺一日禪」戶外教學，共有八十七名學生、

四十三位家長及老師參加，由果建、果慨二位法師指導。

01.27
◆ 即日起一連二天，台東分院為悅眾菩薩舉辦法鼓山朝山尋根活動。本日在雨水

甘露中，果醒法師帶領大眾朝山及大悲懺法會；翌日參觀法鼓山工程建設，結

束後至農禪寺拜見聖嚴師父，並參觀文化館。

◆ 安和分院舉辦「溝通與關懷公益系列講座」，第四場邀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處長

施顏祥主講「新時代的合縱連橫」。

01.28
◆ 即日起至2月4日，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第五十四期大專禪七，共有360人參加。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菩薩戒指要》；有聲品《禪的觀點》。

02.02
◆ 安和分院舉辦「佛化生活講座」，邀請中華佛研所畢業生見正法師演講「善與

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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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
◆ 安和分院舉辦「溝通與關懷公益系列講座」，第五場邀請傳銷世紀雜誌社發行人

林添貴主講「全方位的人際關係」。

◆ 紐約東初禪寺為配合「菩薩成長年」主題年，特別舉辦一天的「佛學入門」講

座，由果元、果稠、果谷三位法師擔任講師。

02.04
◆ 台北大同區蓮友一行七十人，攜帶麵包、水果、飲料等訪問位於泰山鄉的富善

精神醫院，為105位病友祈福與關懷。

02.05
◆ 即日起一連二天，於文化館及法鼓山上展開冬令慰問活動。除了發放物質及紅

包外，現場並安排醫療義診及由法師帶領大眾念佛。二天共計發放近五百萬元

物資，共有627戶低收入戶及基督教社會福利基金會、忠義育幼院、關渡中途之

家、聖安娜之家等三十多個團體受惠。

◆ 「教師研習聯誼會」成立大會於農禪寺舉行，約有一百多位曾參加教師禪修營

的老師出席。會中除了由果竣法師談法鼓山的理念、果廣法師介紹菩薩行儀，

並邀請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常務委員鄭石岩以「時間的空洞化」為題，談如何結

合禪修輔導孩子走出空洞的生命。

02.07
◆ 即日起至2月14日，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第五十五期禪七，共有210人參加。

02.08
◆ 為關懷中輟生，即日起至2月12日，台北縣政府與農禪寺於法鼓山上舉辦「國中

青少年成長營」，共有十六人參加。內容包括捏陶、布袋戲、禪坐等，並邀請作

家小野、教育部委員鄭石岩演講；最後一天，聖嚴師父親臨主持皈依儀式，為

大家祝福。

02.10
◆ 安和分院舉辦「溝通與關懷公益系列講座」，第六場邀請文化大學傳播系系主任

方蘭生主講「魅力公關與形象」。

◆ 加拿大溫哥華辦事處為凝聚當地信眾的向心力，下午於Vancouver Peretz Institute

大禮堂擴大舉行「歲末祈福聯誼大會」，東初禪寺果元法師親臨主持，約有三百

人參與。

02.11
◆ 加拿大溫哥華辦事處於社區活動中心舉辦初級禪訓班，由果元法師指導，共有

七十四人參加。

02.12
◆ 為順利推廣加拿大溫哥華地區的讀書會活動，溫哥華辦事處特別舉辦一項讀書

會示範研習，由果元法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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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5
◆ 《法鼓》雜誌第74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50期出刊。

02.17
◆ 由美國哈佛大學主辦、美國電報電話公司（AT&T）贊助的第七屆全美各大學

東亞學生交流會議（Harvard 7th Annual Asian American Intercollegiate

Conference），邀請紐約東初禪寺果谷法師於文化活動節目中演講「禪的世界」

及教授禪坐，約有五十多人參加。

02.18
◆ 農禪寺舉辦除夕午齋圍爐。

02.19
◆ 即日起至2月21日，文化館舉行千佛懺法會。

02.23
◆ 即日起至2月29日，農禪寺分二梯次舉辦「第三屆菩薩戒傳戒會」，由聖嚴師

父、晴虛長老及今能長老擔任尊證師，共有1,098人受戒。

02.25
◆ 紐約東初禪寺舉行中國新年慶典活動。

03.01
◆ 即日起一連三天，聖嚴師父於台北國父紀念館宣講「《法華經》人生系列講

座」，三天主題分別為「《法華經》與清淨人生」、「《法華經》與積極人生」及

「《法華經》與智慧人生」。每天約有三千多人聆聽，最後一天並舉行皈依儀式。

03.03
◆ 農禪寺於元宵節前夕舉辦「厝邊情，元宵樂」活動，邀請農禪寺周邊居民一起

製作燈籠，聯繫社區感情；翌日晚上並舉辦元宵節晚會，場面熱鬧溫馨。

◆ 高雄分院舉辦新春茶會，內容包括法師開示、兒童讀經、惜福跳蚤市場及心得

分享，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 聖嚴師父電視弘法節目「不一樣的聲音」於中視開播，此為師父與社會名人對

談的節目，主持人為名作家蘇偉貞。

03.07
◆ 即日起至3月10日，於農禪寺舉辦「第十屆社會菁英禪修營」，由聖嚴師父主

持，共有八十一人參加。

03.09
◆ 即日起一連二天，護法會於北投第一銀行職訓中心舉辦「北區預備委員成長

119

1
9
9
6

3月



營」，期凝聚共識並強化使命感，約有近百人參加。

03.15
◆ 《法鼓》雜誌第75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51期出刊。

03.16
◆ 桃園辦事處新佛堂舉行灑淨啟用儀式，聖嚴師父親臨主持，並舉行皈依儀式，

約有三百多人皈依三寶。

03.17
◆ 為了讓每位勸募會員都有機會親炙聖嚴師父的風範，護法總會特於本日、3月24

日及4月14日，舉辦北區勸募會員回農禪寺拜見師父活動，共有一千三百多人參

加。師父勉勵大家以身作則感動他人，接引更多人學佛。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七次佛化聯合奠祭，計為十

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03.18
◆ 加拿大溫哥華辦事處首次舉行菩薩戒誦戒感恩禮拜。由於旅居當地的法鼓山受

戒菩薩有二十多位，為了方便大家共同誦戒，林果惠師姊發心提供家中佛堂，

做為每月一次菩薩戒誦戒的場所。

03.19
◆ 即日起一連三天，宜蘭辦事處舉辦監獄學佛營，由僧團果建法師帶領。

03.26
◆ 農禪寺舉行剃度典禮，共有十一人落髮、八位受行同沙彌（尼）戒，由聖嚴師

父擔任戒和尚、聖靈寺住持今能長老擔任教授阿闍黎。

03.28
◆ 即日起至4月5日，農禪寺舉行清明報恩佛七法會，共有481人參加。

03.31
◆ 聖嚴師父南下出席於屏東省立潮州高中舉行的法鼓山南區信眾聯誼會，約有一

千多位來自嘉義、高雄、台南、屏東等地的信眾參與，會後並有四百多人皈依

三寶。

◆ 潮州共修處舉行灑淨啟用儀式。

04.06
◆ 法鼓山兒童學佛合唱團舉行初試啼聲發表會，由李俊賢老師指揮四十五位小朋

友，演唱「三寶頌」、「六字真言」、「甘露」、「迴向偈」等佛曲。

◆ 即日起一連二天，為慶祝觀世音菩薩誕辰，分三梯次舉辦「感恩大地，萬人朝

山」活動，約有近萬名信眾參加。這次除了延長活動時間、加長動線外，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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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惜福市場、徵文比賽等活動。

04.13
◆ 仁俊長老下午於安和分院演講「創踐四化行，學做世界人」，晚上於農禪寺福慧

念佛會開示「新的時代：淨土行者最急需精神──提振三念，攝充三具」。

04.14
◆ 紐約東初禪寺果元、果谷二位法師，帶領信眾至肯德雕塑公園（The Donald M.

Kendall Sculpture Gardens）進行戶外禪。

◆ 仁俊長老參觀台中分院，並在聖嚴師父陪同下至新竹福嚴精舍拜訪印順長老。

04.15
◆ 聖嚴師父下午出席台中分院舉辦的「中部地區榮譽董事、社會菁英菩薩聯誼

會」，約有四十多人參加。晚上出席於永豐棧麗緻酒店舉辦的一場「中區社會菁

英座談會」，與五十多位企業人士座談。

◆ 《法鼓》雜誌第76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52期出刊。

04.16
◆ 台北文化大學董事長張鏡湖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 立法委員蕭萬長伉儷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並參觀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法鼓

文化。

04.17
◆ 仁俊長老參觀中華佛研所，並與該所師生座談。

04.19
◆ 即日起一連三天，聖嚴師父應香港佛教青年協會之邀，於灣仔伊莉莎白體育館

宣講《無量壽經》；20日下午舉行皈依典禮，約有三百多人皈依三寶。

◆ 仁俊長老於台南分院弘講。

04.20
◆ 聖嚴師父出席於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舉行「香港信眾聯誼會」，約有二百多人

出席。師父於開示中強調，佛經中說「三界火宅」，心外並無真正的平安之地，

只有自求安心才是重要的；只要心安，便是處於淨土中。

04.22
◆ 即日起至5月6日，由聖嚴師父帶領的「1996年法鼓山大陸佛教聖蹟巡禮團」一

行三百多人，前往中國大陸參訪佛教聖地。十五天行程，走過二十多座名山古

剎，尋訪聖嚴師父的法源：狼山、上海靜安寺、寒山寺；禮拜東初老人的法

源：九華山、寶華山、焦山定慧寺；探索律宗、淨土宗、禪宗、天台宗的祖

庭；參拜弘一、印光、太虛、印順等近代大師所留下的足跡等。

04.27
◆ 紐約東初禪寺於舉辦青少年學佛營。

121

1
9
9
6



122

19
89
2001

04.28
◆ 加拿大溫哥華辦事處邀請仁俊長老弘法開示「佛念活了，人做通了」，約有一百

多人聆聽。

05.04
◆ 安和分院舉辦「教育與關懷系列講座」，第一場邀請台灣省教師研習中心講師王

時成主講「如何幫助孩子改變行為」。

05.06
◆ 聖嚴師父赴美弘法。

05.10
◆ 紐約東初禪寺舉辦「法集會」，聖嚴師父向西方弟子開示「中國大陸朝聖之行的

意義、目的和感想」。

05.11
◆ 台中分院舉行搬遷灑淨儀式，僧團有四位法師特地南下主持、關懷。

◆ 安和分院舉辦「教育與關懷系列講座」，第二場邀請政治大學教授王鍾和主講

「父母如何輔導孩子與異性交往」。

◆ 紐約東初禪寺舉辦信眾聯誼會，聖嚴師父出席開示「成長年」的意義。

05.12
◆ 台中分院、台南分院舉行浴佛法會。

05.15
◆ 《法鼓》雜誌第77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53期出刊。

05.18
◆ 聖嚴師父應邀出席紐約佛教聯合會主辦的浴佛法會，並開示「浴佛的意義」，約

有五百多人參與。

05.19
◆ 桃園辦事處自成立以來，首次舉行浴佛法會。

◆ 文化館、安和分院舉行浴佛法會。

◆ 仁俊長老與聖嚴師父共同主持紐約東初禪寺的浴佛法會，約有六百多名東西方

信眾參加，仁俊長老開示浴佛當從淨化身口意做起；午齋後，聖嚴師父開示

「生命的價值」。

05.22
◆ 即日起至6月2日，法鼓文化首度參加由馬來西亞報業集團《南洋商報》於吉隆

坡八打靈地區主辦的「1996年馬來西亞國際華文書展」。在菩薩們的努力下，所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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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展出書籍全部銷售一空，成果豐碩。

05.24
◆ 即日起至5月31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七十二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三十四人參加。

◆ 即日起至6月2日，法鼓文化參加於新加坡世界貿易中心舉行的「1996年新加坡

國際書展」，總共有三百多家來自全球各地的出版社參展。法鼓文化今年並進入

當地行銷通路，在最大的新加坡連鎖書局設立專櫃。

05.25
◆ 即日起一連二天，護法會於嘉義海恩淨寺舉辦第二梯次「預備委員成長營」，約

有近百名來自中南部地區的預備委員參加。

◆ 安和分院「教育與關懷系列講座」，第三場邀請中央大學教授曾昭旭主講「認識

青少年的感情世界」。

05.26
◆ 農禪寺舉行浴佛法會。

05.28
◆ 助念團邀請蓮花臨終關懷基金會董事、台大醫院護理長王浴演講「臨終照顧」，

約有三百多人聽講。王護理長以實際病例，解說癌症末期病人臨終的生理現

象，分別解說應如何做護理和照顧。

06.01
◆ 安和分院舉辦「教育與關懷系列講座」，第四場邀請人本教育基金會董事史英主

講「人本教育的觀念與方法」。

◆ 聖嚴師父下午於紐約皇后區法拉盛台灣會館演講「禪──日日是好日」，約有四

百人聆聽，會後有三十多位信眾皈依三寶。

06.08
◆ 安和分院舉辦「教育與關懷系列講座」，第五場邀請台北建國中學陳美儒老師主

講「瞭解青少年的心」。

◆ 即日起至6月14日，文化館舉行梁皇寶懺法會。

◆ 聖嚴師父下午應邀於紐約中央公園演講「轉變你的心」，約有七百多名西方人士

聆聽。此一活動係由《三輪》雜誌（Tricycle）主辦，除了聖嚴師父外，尚邀請

西藏、日本、南傳的精神導師演講，深受西方人士的歡迎。

06.09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八次佛化聯合奠祭，計為九

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06.15
◆ 《法鼓》雜誌第78期出刊。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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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雜誌第154期出刊。

06.16
◆ 法鼓山邀集北投社區鄰里，於立農公園舉辦「北投新故鄉端午節社區園遊會」，

活動內容包括粽子品嘗、兒童繪畫比賽、香包製作、中西醫義診等，並為考生

舉辦「包粽包中」祈福會。

◆ 宜蘭辦事處於三星鄉大隱國小舉辦「下鄉關懷學佛營」。

◆ 安和分院舉辦「教育與關懷系列講座」，第六場邀請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幼教系系

主任盧美貴主講「教育環教的偏差與省思」。

06.17
◆ 中國大陸福建高等教育訪問團一行十五人，在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主任李

志夫陪同下，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6.20
◆ 中國大陸北京大學哲學系兼宗教系系主任葉朗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討論未

來與中華佛研所、法鼓人文社會學院進行學術交流事宜。

06.22
◆ 聖嚴師父應政治大學校長鄭丁旺之邀，下午出席該校八十五年度畢業典禮，並

演講「走向光明和健康的未來」，約有一萬多名師生家長與會。師父勉勵學子們

要腳踏實地，把握現在，迎向未來，就會走出光明和健康的路來。

◆ 般若禪坐會下午於農禪寺擴大舉辦第五期監香訓練，以提昇悅眾菩薩的素質，

落實禪堂氣氛的凝聚，約有一百五十多人參加。

◆ 安和分院舉辦「教育與關懷系列講座」，第七場邀請台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吳嫦

娥督導長主講「青少年行為偏差的防治與輔導」。

06.25
◆ 即日起至7月1日，果舫法師前往新加坡展開為期一週的弘法行程。

06.28
◆ 即日起至7月5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七十三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三十四人參加。

06.29
◆ 安和分院舉辦「教育與關懷系列講座」，第八場邀請作家游乾桂主講「做孩子的

心理學家」。

◆ 中華佛研所所長方甯書卸任，專任董事會常務董事，所長一職由法鼓人文社會

學院籌備處主任李志夫教授接任。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禪門》，內容收錄師父應邀至各地弘化的講稿。

◆ 由法鼓文化出版的「高僧小說系列」之《東土小釋迦──智者大師》、《東征和

尚──鑑真大師》、《慈悲護眾生──蓮池大師》、《傑出的留學生──玄奘大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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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謙虛的大和尚──印光大師》五書，榮獲行政院新聞局舉辦的「第十四

次推介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07.01
◆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由原設於農禪寺的辦公室，遷入位於台北市北投區承德路七

段388號二樓新址，擴大服務層面。

◆ 即日起至7月4日，於農禪寺舉辦兒童佛三夏令營，共有近二百名學童參加，活

動內容包括早晚課、念佛、拜懺、跑香、梵唄等，並特別安排至關渡平原賞

鳥，讓小菩薩們學習尊重生命、愛護生命，並關心環境。

07.05
◆ 即日起至7月9日、7月11至15日，高雄分院於登發國小舉辦二梯次國中禪修成長

營，共有四百多人參加。

07.06
◆ 聖嚴師父自美返台。

07.11
◆ 即日起至7月20日，台中分院針對國小五、六年級兒童，於弘光護專舉辦二梯次

兒童學佛夏令營，共約四百八十名學童參加。這項活動，透過寓教於樂的方

式，讓小菩薩在輕鬆活潑的活動中，學習佛法。

07.14
◆ 於農禪寺舉行「祈福皈依大典」，由聖嚴師父主持，約有一千五百多人皈依三

寶。師父勉勵大家學習佛陀的慈悲與智慧，做個有正知正見的佛教徒。

◆ 即日起至7月21日，於農禪寺舉辦第五十六期大專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230人參加。

07.15
◆ 《法鼓》雜誌第79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55期出刊。

07.21
◆ 即日起至7月28日，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第五十七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

有227人參加。

07.22
◆ 即日起至7月26日，於台北縣石門國中舉辦「佛教青年夏令營」，聖嚴師父特別

為五十位學員舉行皈依儀式，勉勵大家學習做一個萬行菩薩，共有92人參加。

◆ 即日起至7月27日，紐約東初禪寺果稠法師代表聖嚴師父出席由「世界宗教僧侶

對話」團體（Monastic Interreligious Dialogue）在美國肯塔基州蓋茲摩尼修道院

（Gethsemani Monastery）舉行的「蓋茲摩尼對話」大會，約有來自世界各地一

百五十多位人士參加。會中，果稠法師代讀師父以「中國禪師應具備什麼條件」

為題的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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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4
◆ 即日起至7月29日，法鼓文化參加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的「第七屆香港書

展」，共有來自海峽兩岸三地二百多家出版社參展，吸引了三十多萬人次參觀。

07.26
◆ 即日起至7月30日，於農禪寺舉辦「兒童學佛夏令營」，共有380名學童參加。

◆ 即日起至7月31日，中華佛研所舉辦佛學營，本次主題為「佛學研究與學佛──

活活潑潑向佛學」，約有來自全省各地約五十名僧俗大專青年學生參加。

07.28
◆ 護法總會於台東老爺酒店舉行全省悅眾會議，由會長陳嘉男主持，約有來自全

省各分院輔導法師、召集委員、關懷委員等六十多人參加。

◆ 即日起至10月20日的週日上午，聖嚴師父於農禪寺宣講《楞嚴經》。

07.29
◆ 即日起至8月3日，台東辦事處首次舉辦兒童學佛夏令營，二梯次共有近百名學

童參加。活動內容安排有基礎禪坐、拜佛、手語、佛教故事等，活潑的課程令

學員們興致盎然，學習效果十分良好。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聖嚴說禪》，內容為一百則禪語解說，係結集

1994年11月至1996年5月於《中央日報》副刊的專欄內容；有聲品《法鼓山──

聖嚴法師佛曲集》。

08.02
◆ 農禪寺因賀伯颱風而淹水二天，台北市市長陳水扁特來關懷。

08.03
◆ 文化館舉行觀音法會。

08.04
◆ 法鼓山發動義工協助賀伯颱風後，農禪寺周邊鄰里及板橋部分受災戶，進行清

運垃圾及消毒的工作。

08.05
◆ 賀伯風災重創全省十六個縣市，聖嚴師父代表法鼓山捐款二百萬元予由紅十字

會等六大團體成立的聯合救災籌募委員會；並於華視、台視聯合主辦的賑災募

款晚會中捐款一百萬元，協助災民善後。

◆ 即日起至8月12日，於法鼓山上舉辦二梯次「第一屆大專行政主管禪修營」，由

聖嚴師父主持，共有來自各大專院校171位行政主管和系主任參加。師父期勉大

家不但要將佛法的精神應用在生活、工作中，平日也要多參加禪修活動。

◆即日起至8月12日，於安和分院舉辦二梯次兒童禪修營，共有156人參加。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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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0
◆ 即日起一連二天，美國南加州護法會舉行「萬行菩薩研習營」，美國分會輔導師

果稠法師特別蒞會指導及開示。這是南加州護法會自今年6月改組，於

Rosemead正式租用場地後首次舉辦活動。

08.12
◆ 即日起至11月12日，社會無醉文教基金會與法鼓山合辦以「尊重生命，關愛社

會，讓社會安定無罪」為主題的系列活動，內容包括校園巡迴座談、演講、舉

辦抽獎活動等，期推動大眾參與尊重生命、關懷社會的運動，共同淨化人心。

08.14
◆ 印度內觀禪修大師葛印卡偕同家人在慧炬雜誌社發行人鄭振煌居士陪同下，至

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交談中，師父並就臨終關懷問題，與葛印卡交換意見。

08.15
◆ 《法鼓》雜誌第80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56期出刊。

08.17
◆ 即日起至8月19日，文化館舉行地藏法會。

08.19
◆ 即日起至8月31日，中華佛研所延聘美國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東

亞語言文化學系教授彼得．葛瑞格（Perter N. Gregory），於該所舉辦「宗密大

師的《原人論》」和「華嚴和禪」講座。

08.20
◆ 即日起至8月27日及10月28日至11月4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二梯次初階禪

七，共有363人參加。

08.27
◆ 即日起至9月3日及9月4至11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二梯次的悅眾禪七，共

有293人參加。

◆ 法鼓文化出版有聲品：《彌陀心要》、《地藏心要》、《法華心要》（上）。

09.01
◆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護法總會全部作業系統移至台北市北投區承德路七段388號二

樓新址辦公，以利整體服務運作。

09.12
◆ 農禪寺上午舉行剃度大典，共有五人落髮、六位受行同沙彌（尼）戒；下午舉

行三時繫念法會。

9月



09.14
◆ 聖嚴師父前往南投埔里覺華園，主持8月4日在美國圓寂的聖開法師追思讚頌大

典。聖開法師於1967年於文化館依東初老人剃度出家，師父是其在台灣唯一的

師兄。

09.15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九次佛化聯合奠祭，計為十

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 行政院環保署署長蔡勳雄夫婦等一行，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 《人生》雜誌於安和分院舉辦「出家，究竟該怎麼說」座談會，邀請聖嚴師父

與台灣大學教授黃光國、盧俊義牧師、文化評論名家南方朔及《中國時報》社

長黃肇松，就日前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的出家事件，進行社會、文化、宗

教、心理等多面向的深度探討。座談會內容，刊於《人生》雜誌第158期。

◆《法鼓》雜誌第81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57期出刊。

09.20
◆ 即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於台北國父紀念館演講「《法華經》淨土系列講

座」，主題分別為「《法華經》與人間淨土」和「《法華經》與佛國淨土」，共有

三千多人參加，會後並舉行皈依典禮。

09.22
◆ 聖嚴師父應行政院勞委會之邀，主持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的「關懷全國勞工

『四安』祈福活動」，及演講「從四安中提昇工作安全──安身、安心、安家、

安業」，並於會中代表法鼓山捐款五十萬元予中華民國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

09.27
◆ 即日起一連三天，紐約東初禪寺特別邀請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Kansas State

University）丹．史蒂文生教授（Dan Stevenson）主講「天台教觀修行」。史蒂

文生教授研究天台學多年，曾參加過多次聖嚴師父主持的禪七。

◆ 農禪寺舉辦中秋晚會，邀請周邊鄰居、信眾與義工菩薩，和聖嚴師父、常住法

師們共度中秋，行政院新聞局局長蘇起、陳月卿夫婦也應邀參加。

09.30
◆ 聖嚴師父應中華民國佛教青年總會理事長淨耀法師及明光法師之邀，至普賢講

堂演講「心靈環保」。師父指出，唯有身、口、意三業的淨化，才能真正徹底落

實環保理念。

10.01
◆ 原於華視播出的「大法鼓」節目，本月起亦在佛教衛星電視台播出。

◆ 台南神學院神學研究所師生一行八人，參訪中華佛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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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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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
◆ 於法鼓山上舉行「心靈饗宴．人間淨土」奠基大典暨地宮安寶，由聖嚴師父主

持，多位諸山長老及內政部部長林豐正、教育部部長吳京、台北縣縣長尤清等

貴賓與會，約有上萬名信眾觀禮。

10.10
◆ 護法總會於農禪寺舉行「新任悅眾菩薩授證典禮」，約有來自台灣各地四百多人

與會，聖嚴師父出席授證，並開示期勉大家做一位讓人喜歡、關懷別人、禮賢

下士的菩薩，並發長遠心接引更多人學佛。

10.13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學佛行儀暨法鼓山簡介」課程，約有近百名新皈依

弟子參加。

◆ 台南分院於台南體育場旁忠靈塔廣場首度舉辦一場園遊會，現場設有一百多個

攤位，內容包括佛教文物、素食、佛法書籍等，約有二萬人次參加。

10.15
◆ 《法鼓》雜誌第82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58期出刊。

10.20
◆ 「第三屆佛化聯合祝壽」於台北、桃園、台中、台南、台東五縣市同步舉行，

共有四百多位老菩薩參加。聖嚴師父在開示中表示，佛化聯合祝壽在提倡惜

福、培福、種福的觀念，並勉勵老菩薩以三寶幫助自己，也幫助別人，讓晚年

的生活過得更有意義。

10.21
◆ 聖嚴師父赴美弘法。

10.27
◆ 聖嚴師父於紐約東初禪寺演講「生與死的尊嚴」，約有東、西方人士二百多人參

加。

11.01
◆ 作家陳若曦、張曉風、丘秀芷、李昂、施叔青等一行八人，參訪農禪寺並拜會

聖嚴師父。

11.02
◆ 即日起至11月8日，文化館舉行梁皇寶懺法會。

◆ 美國佛州聯絡處於利美達大飯店舉行「法鼓山慈悲之夜」，為當地殘智障兒童之

家（Russell Home）募款，約有三百多人參加，共募得一萬多美元。

11月



11.06
◆ 即日起至11月12日，助念團輔導師果東法師專程南下高雄、台南、嘉義及屏

東，以「如何掌握助念關懷與人品提昇」為題，展開臨終關懷巡迴講座，以問

答方式為大眾解開對助念關懷的疑惑。

11.07
◆ 中國大陸江蘇西園戒幢律寺住持安上長老參訪中華佛研所及農禪寺，觀摩佛學

教育環境。

11.09
◆ 即日起一連二天，護法會於法鼓山上舉辦「召集委員成長營」，以「推動地區發

展」為主題，進行經驗交流，約有二百多人參加。

◆ 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於朋頓高中（Boonton High School）大禮堂主辦弘法活

動，由聖嚴師父主講「如何因應嶄新的二十一世紀」，約有近千人參加，會後並

有五十七人皈依三寶。

11.13
◆ 即日起至11月22日，僧團果舫法師率護法會關懷室主任謝水庸等一行四人，前

往新加坡、香港展開弘法、關懷活動。

11.14
◆ 果舫法師於新加坡展開關懷活動，本日參加信眾聯誼會，主持大悲懺法會及帶

領禪一，並赴慧巖精舍拜見印順長老。

11.15
◆ 《法鼓》雜誌第83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59期出刊。

11.16
◆ 旅居新加坡的演培長老於11月10日圓寂，告別式於福慧講堂舉行，果舫法師率

眾代表聖嚴師父執紼送別。

11.17
◆ 台北中山共修處舉行灑淨啟用儀式，由僧團法師主持，約有九十名信眾參加。

11.18
◆ 果舫法師由馬來西亞轉赴香港弘法，於香港辦事處舉行信眾座談會、大悲懺法

會、大專青年學佛座談會及召開悅眾菩薩會議。

11.23
◆ 安和分院舉辦「成長與關懷公益系列講座」，第一場邀請演員譚艾珍主講「從生

命現象談人生意義」。

11.26
◆ 聖嚴師父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佛學禪修會（Colum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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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t Meditation Group）之邀，於該校法國館（Buellmaison Francaise）演講

「開發內心的智慧──禪的修持」。這場活動，是由哥大佛學禪修會及哥大華裔

學生社團「台灣論壇」聯合主辦。

11.27
◆ 中華佛研所舉辦「專任研究員專題論文發表會」，會中有四篇論文發表，由惠敏

法師與楊惠南教授共同主持。

11.29
◆ 即日起至12月6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七十四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三十三人參加。

11.30
◆ 安和分院舉辦「成長與關懷公益系列講座」，第二場邀請實踐設計管理學院教授

洪冬桂主講「自我成長與調適」。

◆ 紐約法鼓出版社出版聖嚴師父的英文著作《法鼓禪風》（Dharma Drum）。

◆ 中華佛研所佛學教育推廣中心本年度開設「阿含經研究」、「清淨道論要義」、

「唯識學概論」、「藏語佛典導讀」、「大乘佛法」、「佛教的本質及發展」、「淨

土宗概論」課程，共有221人參加。

12.06
◆ 安和分院舉辦「佛化生活講座」，邀請戴良義居士主講「如何與人分享佛法」。

12.07
◆ 皈依關懷組於本日及12月21日，在農禪寺舉辦二場「念佛共修說明會」，由果祥

法師介紹念佛的意義，並安排念佛會會長江元燦及引禮組組長許慧妃示範共修

儀軌。

◆ 為凝聚義工菩薩對法鼓山的共識，並幫助其成長，義工團分別於本日及12月

12、25日三天，在農禪寺舉辦「義工訓練課程」系列活動，主題分別為「環保

組自我成長營」、「通訊保全組教育訓練課程」、「幼教組教師成長營」。

◆ 安和分院舉辦「成長與關懷公益系列講座」，第三場邀請世界新聞傳播學院教務

長皇甫河旺主講「路路是好路」。

◆ 即日起一連二天，嘉義、台南地區信眾於聖嚴師父當年閉關六年的高雄美濃朝

元寺舉行「嘉義、台南悅眾萬行菩薩聯誼會」，約有一百多位信眾參加。

12.08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十次佛化聯合奠祭，由農禪

寺都監果暉法師主祭，計為十一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12.14
◆ 安和分院舉辦「成長與關懷公益系列講座」，第四場邀請廣播主持人陶曉清主講

「生命中的綠洲」。

12月



12.15
◆ 護法總會於農禪寺舉行「悅眾菩薩表揚聯誼大會」，約有三百多人與會，此為法

鼓山體系各會團整合後，第一次聯合舉行的表揚大會。

◆ 《法鼓》雜誌第84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60期出刊。

12.16
◆ 即日起至1997年1月27日，安和分院舉辦「佛學講座」，邀請林孟穎老師為護法

信眾講解《成佛之道》課程。

12.18
◆ 法鼓文化為每月至農禪寺協助摺《法鼓》雜誌的義工菩薩，舉辦法鼓山朝山暨

聯誼活動，約有二百四十多人參加。

12.19
◆ 台北松山、中山、大同地區信眾，於延平國小大禮堂聯合舉辦安心安家信眾聯

誼會，約有三百多人參加。

12.21
◆ 安和分院舉辦「成長與關懷公益系列講座」，第五場邀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

任李鍾桂主講「生涯規畫與服務人生」。

12.25
◆ 即日起一連三天，香港佛教視聽中心台灣佛教參訪團一行十九人，在領隊曾志

偉、黃耀光居士帶領下，至法鼓山上參加禪二。

◆ 即日起至1997年1月1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七十五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

持，共有三十四人參加。

12.26
◆ 即日起至1997年1月3日，農禪寺舉辦彌陀佛七法會，共有271人參加。

12.28
◆ 安和分院舉辦「成長與關懷公益系列講座」，第六場邀請電視節目主持人侯麗芳

主講「活出生命的光輝」。

12.31
◆ 中華佛研所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納入「專題研究計畫」及「研究獎勵費」

補助對象。

◆ 加拿大溫哥華辦事處舉行「跨年大悲懺法會」，自本日晚上八點至1997年1月1日

晚上八點，共有四十位信眾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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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修行在紅塵──維摩經六講》，內容收錄師父於

1993年9月及1994年2月在台北國父紀念館的演講紀錄。

01.05
◆ 聖嚴師父於農禪寺宣講「《法華經》與自心淨土」，並主持皈依儀式，約有一千

多人參加。

01.08
◆ 中華佛研所邀請台北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教授謝勝義演講「論盧卡奇的異

化、物化和事化」。

01.09
◆ 即日起至1月12日，香港辦事處首次舉辦初級禪訓班，果舫法師代表僧團自台灣

前往指導，約有一百多人參加。四天課程，內容包括禪坐、經行、拜佛、瑜伽

等，理論與練習並重，這是法鼓山在香港首次舉辦的大型禪訓班。

01.12
◆ 台南分院舉辦「勸募會員成長營」，會中邀請了成功大學教授江光宗、台灣大學

教授陳宏宇演講，並安排多項聯誼節目。

01.15
◆ 《法鼓》雜誌第85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61期出刊。

01.18
◆ 於農禪寺舉辦「第三屆佛化聯合婚禮」，共有來自台灣各地二十四對新人參加。

婚禮由聖嚴師父擔任祝福人，政治大學校長鄭丁旺擔任證婚人、護法總會會長

陳嘉男夫婦擔任介紹人、華視新聞主播胡婉玲為司禮人。

◆ 安和分院舉辦「心靈的感動與分享系列」公益講座，第一場邀請世界新聞傳播

學院教授亮軒主講「天涯何處無芳草──由旅遊開發潛能」。

01.19
◆ 「社區關懷環保日」於台灣各地二十八個定點熱烈展開，結合了五百多個社團

和地方政府單位共襄盛舉，共有上萬名義工、社區居民參與。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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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內湖區勸募會員邀請社區民眾與生命關懷協會，於內湖成功公園舉行「法

鼓山社區關懷環保日」惜福市場活動，現場設置數十個攤位，義賣所得三十九

萬元，分別捐贈生命關懷協會與法鼓人文社會學院。

01.22
◆ 於文化館及法鼓山上舉辦冬令慰問活動，關懷地區包括北投、三芝、石門、金

山、萬里等613戶低收入戶，並資助國內二十個公益團體、三所大專院校社會服

務社團，總計發放五百多萬元的現金及日用品。

01.25
◆ 安和分院舉辦「心靈的感動與分享系列」公益講座，第二場邀請中國生產力中

心總經理石滋宜主講「如何改造自己成長他人」。

01.26
◆ 法鼓山捐贈書籍及錄音帶予台灣各地四十八所監獄、看守所及輔育院、台北縣

家扶中心，由法務部長廖正豪、監所司長林茂榮、保護司副司長馬鎮華及台北

縣家扶中心主任游清梅代表接受，捐贈典禮於農禪寺舉行。

◆ 即日起至2月2日，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第六十二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

有163人參加。

01.29
◆ 即日起至2月4日，於法鼓山上舉辦「佛教青年策畫幹訓營」，共有來自台灣各地

九十位大專青年參加。此次並特別結合「兒童佛一」，讓學員有實際演練的好機

會。

01.31
◆ 果稠法師晚上於溫哥華卑詩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亞洲中心演講

廳演講「禪的修行觀」，約有二百多人聆聽。

02.01
◆ 安和分院舉辦「心靈的感動與分享系列」公益講座，第三場邀請文化建設委員

會副主任委員劉岠渭主講「音樂──化剎那為永恆」。

◆ 加拿大溫哥華辦事處在卑詩大學亞洲中心舉辦英文禪訓班，由果稠法師指導，

共有四十七人參加。

02.02
◆ 加拿大溫哥華辦事處於Marpole Oakridge Community Center舉辦中文禪訓班，由

果稠法師指導，共有七十一人參加。結束後，並舉辦一場青少年聯誼會，法師

期勉青少年朋友要提昇自己的品質，幫助他人，一同建設人間淨土。

02.03
◆ 加拿大溫哥華辦事處於溫都生植物園（Van Dusen Botanica Garden）舉辦「萬行

菩薩佛學講座及聯誼會」，果稠法師應邀開示，共有九十位信眾參加。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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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
◆ 農禪寺舉辦除夕圍爐，約有五百多名信眾參加。

02.07
◆ 安和分院、台中分院、台南分院舉行新春普佛法會。

◆ 即日起至2月9日，文化館舉行千佛懺法會。

02.08
◆ 農禪寺舉行新春普佛法會。

02.09
◆ 紐約東初禪寺舉行中國新年慶典活動，由果元法師主持，約有三百多位信眾參

與。仁俊長老上午以「牛年談牛思牛德」為題開示，下午專題演講「現代學佛

者最急需的真觀行──體踐智慧，徹轉當前」。

02.11
◆ 即日起至2月17日，於農禪寺分二梯次舉行「第四屆菩薩戒傳戒會」，由聖嚴師

父、今能長老、宏印長老擔任尊證師，共有1,068人受戒。

02.15
◆ 安和分院舉辦「心靈的感動與分享系列」公益講座，第四場邀請台灣文史專家

莊永明主講「勸你做人要端正──從勸世歌到台灣歌謠」。

◆ 《法鼓》雜誌第86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62期出刊。

02.18
◆ 教師聯誼會於農禪寺舉辦聯誼活動，約有來自台灣各地一百多位教師參加。聖

嚴師父勉勵教師們要親身體驗佛法，而後發揮能力，教導學生培養正確的生活

觀念及態度。

◆ 中華佛研所邀請國際知名日籍佛學學者立川武藏教授來台訪問，並專題演講

「密教的宇宙觀」。

02.22
◆ 安和分院舉辦「心靈的感動與分享系列」公益講座，第五場邀請名建築師黃永

洪主講「空間的故事」。

◆ 印度駐台北協會會長V. Khanna至中華佛研所、農禪寺參訪。

02.23
◆ 護法總會於農禪寺舉行「悅眾菩薩誦戒聯誼會」，約有三百人參加。聖嚴師父開

示勉勵大家，不要擔心犯戒，但是要經常警惕自己，犯戒後重新懺悔，如此仍

是保持戒體。

02.27
◆ 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行正式啟用灑淨儀式，由聖嚴師父親自主持，約有二百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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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該中心為資深悅眾楊正雄、楊紀梅夫婦提供使用，共有三層，將做為法

鼓山舉辦短期禪修、共修及教育訓練之用。

02.28
◆ 高雄分院舉辦「關懷生命系列講座」，邀請果竣法師主講「蕅益大師的修證過

程」。

◆ 《中華佛學研究》創刊出版，為中華佛研所的第二份學術年刊，定期於每年3月

出版；另一份《中華佛學學報》，創刊於1987年3月，前者提供碩士以上的學者

發表論文，後者則提供助理教授以上的學者發表論文；二者論文內容，皆須與

佛教有關。

03.01
◆ 安和分院舉辦「心靈的感動與分享系列」公益講座，第六場邀請名導演李崗主

講「電影與人生」。

03.02
◆ 皈依關懷組分別於本日及3月9日在農禪寺舉辦「學佛行儀及法鼓山簡介」課

程，讓新皈依弟子能瞭解正確的學佛儀軌及認識法鼓山。

03.07
◆ 安和分院舉辦「佛化生活」講座，邀請中華佛研所教授藍吉富主講「日本佛剎

巡禮之一」。

03.08
◆ 安和分院舉辦「心靈的感動與分享系列」公益講座，第七場邀請洪建全文教基

金會董事長洪簡靜惠主講「成人學習與讀書會」。

◆ 紐約分會於禪味素餐廳舉辦「春茗義賣」活動，知名作家琦君女士除提供下午

茶點心外，並捐四本著作義賣。

03.09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十一次佛化聯合奠祭，計為

十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 佛青文教基金會與慧日講堂共同主辦「太虛大師圓寂五十週年學術座談會」，聖

嚴師父原應邀主持，因故未克出席，由如虛法師代讀致辭專文「人間佛教之啟

蒙」。

03.12
◆ 聖嚴師父應國大代表陳亦文之邀，於基隆文化中心舉行的基隆市「幸福家庭」

表揚大會中，演講「如何建設人間淨土」，約有一千六百多名市民前來聽講。此

次演講的所有策畫、支援工作，皆由基隆辦事處的義工們負責。

03.14
◆ 即日起一連三天，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人間有淨土──跨入嶄新的二十一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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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活動。期間，每晚聖嚴師父都有一場演講，講題分別為「輕鬆自在過生

活」、「用愛心營造溫馨的家庭」及「找回祥和的社會」。除了演講活動外，戶

外廣場並安排健檢、保健講座等，提供民眾身心靈全面的醫療關懷。

03.15
◆ 為紀念東初老人九十冥誕及圓寂二十周年，中華佛研所舉辦紀念東初老和尚論

文甄選活動。

◆ 《法鼓》雜誌第87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63期出刊。

03.17
◆ 即日起至3月24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第六十三期禪七，共有112人參加。

03.22
◆ 法鼓山推行節約用水活動，獲經濟部水資源局推薦為全國節約用水績優團體，

本日接受表揚，由果燦法師代表領獎。

◆ 安和分院舉辦「心靈的感動與分享系列」公益講座，第八場邀請文建會主任委

員林澄枝主講「彩繪人生」。

03.23
◆ 即日起至3月28日，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接受中國佛教會之邀，來台訪問六

天。其間，法鼓山擔負總務、醫療、環保三項事務。

03.24
◆ 聖嚴師父上午與達賴喇嘛於台北福華飯店會面，就漢傳佛教比丘尼戒的傳承、

制度、內容進行交流對談，這也是達賴喇嘛此行來台弘法的目的之一。會後，

師父致贈《戒律學綱要》及英文著作《法鼓集》（Dharma Drum）；達賴喇嘛則

回贈師父十二本個人著作及一尊佛陀像。

03.28
◆ 即日起至4月5日，農禪寺舉行清明報恩佛七法會，共有402人參加。

03.29
◆ 即日起至4月2日，於法鼓山上舉辦「佛教青年營隊策畫幹訓營」，共有八十一人

參加。

◆ 安和分院舉辦「心靈的感動與分享系列」公益講座，第九場邀請名書法家杜忠

誥主講「從書法看人生」。

◆ 法鼓文化出版《心的詩偈──信心銘講錄》。該書為聖嚴師父在美國主持四次

禪七開示的紀錄，原書英文版 Faith in Mind 於1987年在美國出版。

04.04
◆ 安和分院舉辦「佛化生活系列」講座，邀請密咒研究者林光明主講「梵文大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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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教學」。

04.05
◆ 安和分院舉辦「彩虹心地家庭新樂園系列」公益講座，第一場邀請中央研究院

副院長楊國樞主講「超越時空的幸福」。

04.07
◆ 台北大安、信義、南港、中正、萬華地區的蓮友們，於大安共修處首次舉辦

「分區悅眾菩薩聯誼會」，果東法師應邀開示，期勉大家共同努力推動助念關懷

及淨化社會喪儀的風氣。

04.08
◆ 聖嚴師父應邀參加中國生產力中心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的「真心擁抱──

關懷台灣、迎向新世紀」演講會，以「自我消融，自我成長」為題進行開示。

04.09
◆ 聖嚴師父應邀出席由輔仁大學宗教系舉辦的「靈驗事蹟之探討」座談會，由該

校宗教系系主任陸達誠神父主持，與會者包括中華道教學院副院長李豐楙、輔

大神學院副教授王敬弘。

04.12
◆ 安和分院舉辦「彩虹心地家庭新樂園系列」公益講座，第二場邀請台灣大學社

會系教授孫中興主講「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04.13
◆ 聖嚴師父於2月結束大台北地區的關懷行之後，即日起至4月22日，又分別前往

屏東、台中、台東、花蓮四地關懷當地的勸募會員。

04.15
◆ 法鼓山全球資訊網正式使用。

◆ 《法鼓》雜誌第88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64期出刊。

04.17
◆ 榮譽董事聯誼會於農禪寺舉行首次年會，約有二百四十多位來自全球各地的榮

董與會，分享學佛、護法心得。聖嚴師父期勉大家將佛法應用在事業、生活

中，一起推動「提昇人品，淨化社會」的工作。

04.18
◆ 台北大同區共修處舉行啟用灑淨儀式，由僧團常住法師主持，約有近百名信眾

參與。

04.19
◆ 安和分院舉辦「彩虹心地家庭新樂園系列」公益講座，第三場邀請台北肢體殘

障教育文化基金會發起人錢田玲玲主講「青山綠水一路相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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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0
◆ 台北市政府舉行「低收入戶優秀青少年頒發典禮暨冬令救濟績優單位表揚大

會」，文化館因推展公益慈善事業，獲社會局推薦為冬令救濟績優單位，由住持

鑑心法師代表接受市長陳水扁頒發感謝狀。

04.24
◆ 中華佛研所邀請資策會事業群經理張文明演講「數位時代的佛教」。

04.25
◆ 紐約東初禪寺住持果元法師應邀參加紐約宗教交流中心（The Interfaith Center of

New York）於聖巴托羅謬教堂（St. Bartholomew's Church）舉行的祈福大會。

與會宗教團體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希臘正教、回教、印度教、印地安人

教、猶太教等。

04.26
◆ 安和分院舉辦「彩虹心地家庭新樂園系列」公益講座，第四場邀請國策顧問余

陳月瑛主講「愛情與麵包」。

◆ 即日起至5月3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第六十四期初階禪七，共有115人參

加。

04.27
◆ 於農禪寺舉辦首屆「佛化成年禮」，共有108位青少年在父母的陪同下，接受佛

法的祝福。聖嚴師父期許受禮的青少年菩薩，今後要對自己的言行負責，學習

獨立，並以報恩的態度發揮生命價值，成就自己，幫助他人。

◆即日起至5月3日，文化館舉行梁皇寶懺法會。

05.01
◆ 即日起至5月3日，聖嚴師父應香港佛教青年會之邀，於伊莉莎白體育館宣講

《華嚴經．淨行品》，由慧淨法師擔任粵語口譯。最後一天並舉行一場皈依儀

式，約有一百多人皈依三寶。

05.02
◆ 安和分院舉辦「佛化生活」講座，邀請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楊惠南主講「平常

心是道」。

◆ 聖嚴師父應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之邀，至該校

專題演講「中國佛教對後現代社會的回應」。這是該校首次邀請佛教法師擔任特

別講座，師父從學術角度表達佛教對後現代社會的看法與回應，精闢獨到的見

解，令與會二十多位學者深表讚歎。

05.03
◆ 大專學佛會於法鼓山上舉辦為期二天的戶外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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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和分院舉辦「彩虹心地家庭新樂園系列」公益講座，第五場邀請知名行為管

理學專家陳怡安主講「人間淨土的源頭活水──家」。

◆ 聖嚴師父上午出席香港辦事處舉辦的「香港．台灣悅眾菩薩聯誼會」，下午主持

一項皈依儀式，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05.04
◆ 農禪寺、安和分院舉行浴佛法會。

◆ 聖嚴師父結束香港弘法行程後，應菲律賓佛學會之邀，下午參加於馬尼拉大飯

店大會議廳舉行的「自性覺悟」宗教對談，約有一千多人聆聽。此行是師父首

度赴菲國弘法，亦是菲國天主教與佛教界人士的首次對談。

05.05
◆ 聖嚴師父前往菲律賓信願寺、華藏寺、隱秀寺及普濟寺參訪。

05.07
◆ 即日起至5月13日，聖嚴師父前往波蘭華沙主持一場禪七，共有四十一人參加。

禪七期間，聖嚴師父開示的內容除了放鬆身心、數息隨息、參話頭、只管打坐

等方法外，亦開示《臨濟錄》裡的法語，闡釋禪宗的法脈源流、臨濟宗的家風

宗旨等，讓學員們有一套完整的禪修方法，便於日後按部就班地修行。

05.10
◆ 安和分院舉辦「彩虹心地家庭新樂園系列」公益講座，第六場邀請名作家游乾

桂主講「深情款待自己」。

05.11
◆ 法鼓山上、文化館及台南分院舉行浴佛法會。

◆ 即日起至10月19日，般若禪坐會於雙週週日晚上，在農禪寺舉辦禪修進階課

程，以聖嚴師父的著作《心的詩偈──信心銘講錄》為教材，由果醒法師指

導，約有一百二十多人參加。

05.13
◆ 即日起至5月16日，助念團舉辦「法鼓山悅眾菩薩全省巡迴聯誼關懷之旅」專

車，一行四十多人前往高雄、台東、花蓮、宜蘭等地，和當地悅眾菩薩進行交

流聯誼活動，分享彼此學佛護法的心得。

05.14
◆ 聖嚴師父於波蘭華沙農業大學（Warsaw Agricultural University），以「禪的修行

與開悟」為題，進行一場公開演講，約有三百多人到場聆聽，是該國佛學演講

聽眾人數最多的一次。

◆ 即日起至6月17日，為落實對中部地區護法信眾的關懷，台中分院輔導法師果竣

法師帶領台中區召集人李東枝及多位義工菩薩，分五梯次前往南投、沙鹿、彰

化等地，展開關懷聯誼活動。

05.15
◆ 《法鼓》雜誌第89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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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雜誌第165期出刊。

◆ 聖嚴師父前往克羅埃西亞（Croatia）首都札格瑞布（Zagreb），晚上於市中心的

歐洲之家（Europe House Zagreb）做了一場題為「禪悟之道」的演講。雖然一

張入場券需要五美元，仍湧進了三百多名聽眾，將僅有一百五十個位子的會場

擠得水洩不通。

05.16
◆ 即日起至5月19日，聖嚴師父於克羅埃西亞主持禪修，共有二十六人參加。

05.17
◆ 安和分院舉辦「彩虹心地家庭新樂園系列」公益講座，第七場邀請明華園歌仔

戲團團長陳勝福主講「戲裡、戲外、話人生」。

05.18
◆ 義工團接待組舉行年度成長營，課程包括了身口儀示範、禪堂規矩與演練等，

約有三百多位義工參加。

◆ 紐約東初禪寺舉行浴佛法會，仁俊長老以「三浴三水淨三業」為題開示，活動

中並安排了摸彩、魔術表演、平劇等，約有四百多人參加。

05.22
◆ 聖嚴師父應聯合國組織下的宗教研究機構（The Anglican Observer at The United

Nations）之邀，與紐約福特漢大學（Fordham University）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長

赫利博士進行一場宗教對談。

05.24
◆ 安和分院舉辦「彩虹心地家庭新樂園系列」公益講座，第八場邀請名作家林清

玄主講「美好的心永遠流行」。

◆ 聖嚴師父應美國佛教會莊嚴寺之邀，與達賴喇嘛、悟明長老、印海法師、淨心

法師等十九位長老法師共同主持該寺萬佛繞毘盧大佛殿落成開光典禮，約有六

千名信眾參加。

05.25
◆ 聖嚴師父應邀出席於美國莊嚴寺舉行的「世界青年僧伽大會」，並於會中主講

「現代世界佛教青年僧伽的新使命」。

05.29
◆ 即日起至6月5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七十六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三十四人參加。

05.30
◆ 即日起至6月6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第六十五期初階禪七，共有七十七人

參加。

05.31
◆ 安和分院舉辦「彩虹心地家庭新樂園系列」公益講座，第九場邀請管理學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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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仕強主講「教養子女就是現世報應」。

06.03
◆ 即日起至6月27日，加拿大溫哥華辦事處邀請林孟穎居士於每週二、三、五上午

講授「學佛五講」，約有一百五十多人參加。

06.05
◆ 中華佛研所邀請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莊德明演講「電子佛典補字

集資料庫」。

06.06
◆ 安和分院舉辦「佛化生活」系列講座，邀請佛教藝術學者莊伯和主講「佛像之

美」。

06.07
◆ 安和分院舉辦「彩虹心地家庭新樂園系列」公益講座，第十場邀請中央大學中

文系教授曾昭旭主講「愛．溝通．成長」。

◆ 助念團於農禪寺舉辦「跨地區助念團團員聯誼會──蓮池海會」，與會團員包括

石牌、北投、淡水三區的資深蓮友。在果東法師指導下，討論過去在助念、誦

經、公祭時所碰到的難題，現場並示範正確的儀軌動作。

◆ 紐約東初禪寺舉行「大紐約聯誼會」，聖嚴師父期勉法鼓人做到言行謹慎、態度

謙虛、做事實在、關懷社會，尤其「臨終關懷」非常重要。

◆ 即日起一連二天，正在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客座研究的果稠法

師，應北卡州聯絡處之邀，進行一場以「佛法與幸福家庭」為題的演講及指導

「初級禪訓班」，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06.08
◆ 農禪寺邀請佛像藝術收藏家吳文成居士演講「法相之美──淺談佛教藝術」，透

過幻燈片，從佛教藝術的源頭到傳入中國之後的發展，做深入淺出的介紹。

06.14
◆ 安和分院舉辦「彩虹心地家庭新樂園系列」公益講座，第十一場邀請立法委員

潘維剛主講「打是情？罵是愛？」。

06.15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十二次佛化聯合奠祭，計為

十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 《法鼓》雜誌第90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66期出刊。

06.17
◆ 即日起至12月23日，台東辦事處於每月隔週的週二晚上，於李明義居士提供的

棠鈺營造公司二樓，開辦「學佛五講」課程，由果祥法師主講，約有七十多人

6月



143

參加。

06.19
◆ 即日起至6月29日，法鼓文化前往新加坡參加於世界貿易中心舉行的「新加坡國

際書展」。

06.21
◆ 福田會為擴大關懷層面，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為期二天的「關懷義工儲訓

營」，約有二百多人參加。

◆ 安和分院舉辦「彩虹心地家庭新樂園系列」公益講座，第十二場邀請行政院參

事朱婉清主講「生活的品質與品味」。

06.22
◆ 義工團保全、場地、交通等三組，於農禪寺共同舉辦了一場成長營，課程包括

身口儀的養成及禪坐、念佛共修等，讓這群平日在法會、活動外圍護持大眾共

修的義工菩薩們，藉此機會交換心得、學習成長。

06.23
◆ 紐約東初禪寺助念組舉行聯誼會，會中安排觀賞《西藏度亡經》錄影帶。聖嚴

師父於開示中提及，念佛與助念是利人利己的修行法門，學佛者應具有信心和

願力。

06.27
◆ 即日起至7月5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七十七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三十四人參加。

06.28
◆ 安和分院舉辦「彩虹心地家庭新樂園系列」公益講座，第十三場邀請專欄作家

黃越綏主講「快樂嗎啡」。

06.30
◆ 即日起至7月8日，於法鼓山上首度舉辦「大專生活禪修營」，共有來自台灣各地

127位大專青年參加。內容安排了禪坐共修、藝術欣賞及自我認識等課程，讓學

員們在禪修的同時，又能練習如何將佛法應用在生活中。

◆ 即日起至7月6日，香港分會舉辦一系列共修活動，僧團派果理法師前往關懷和

帶領。

◆ 法鼓文化出版有聲品：《遊戲人間》、《出水蓮花》、《富貴乞兒》、《認識佛

教》。

◆ 中華佛研所《中華佛學學報》第十期出版。

07.01
◆ 果理法師帶領香港分會悅眾參加香港佛教界在政府大球場，為香港管治權移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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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而舉辦的祈福大會。

07.03
◆ 紐約東初禪寺於上州成立一處禪修中心，聖嚴師父命名為「象岡道場」

（Dharma Drum Retreat Center）。它距東初禪寺約二小時車程，佔地八十七英

畝，原屬於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夏令營用地，未來將以舉辦禪修活動為主。

07.04
◆ 中華佛研所舉辦「大專青年佛學研習會」，主題為「南北傳佛教的解脫觀」，邀

請大航法師、楊郁文老師授課，約有五十多位大專青年參加。

◆ 即日起一連三天，香港分會於志蓮淨苑舉辦初級禪訓班，由果理法師指導。法

師勉勵學員要在日常生活中定期打坐，並運用隨息、數息等調息方法，幫助自

己調心、收心和攝心。

07.06
◆ 聖嚴師父上午自美返台後，隨即在下午於農禪寺主持一場皈依大典，約有一千

多人參加。師父期勉大眾「一師一門」精進佛法，學習菩薩利益眾生的精神。

07.07
◆ 即日起至7月11日，安和分院舉辦暑期兒童營。

07.09
◆ 即日起至7月16日，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第六十六期教師初階禪七，共有102人

參加。

07.11
◆ 即日起至7月13日，聖嚴師父至嘉義、台南二地關懷當地勸募會員。首先至嘉義

共修處，並於高品大飯店舉行聯誼會，師父勉勵大家要以真誠的愛心彼此關

懷，互相成就。

07.13
◆ 聖嚴師父蒞臨台南分院關懷勸募會員，晚上並於台南市立文化中心演講「如何

建設人間淨土」，約有二千人聆聽。這場活動，是法鼓山與內政部、《中國時

報》、台南市政府共同舉辦。

07.14 
◆ 即日起至7月18日，於台北湧泉寺舉辦「第一屆高中生活禪修營」，提供青年學

子藉由禪修放鬆身心，迎接新的學習生涯，共有116人參加。

◆ 台東辦事處於新生國中書香樓舉辦二梯次六天的暑期兒童學佛營，共有154位小

菩薩參加。課程以佛法、生活禮儀、生態環保為主題，內容豐富有趣。

07.15
◆ 法鼓文化出版第一套有聲禮盒「平安禮盒」，內容為將聖嚴師父的著作「佛學小

叢刊」，以有聲品方式呈現，由資深廣播人白銀居士講述。

◆ 《法鼓》雜誌第91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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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雜誌第167期出刊。

07.16
◆ 為紀念有「台灣生死學之父」之稱的傅偉勳教授，並推廣生死學的研究，法鼓

山文教基金會於安和分院舉辦「傅偉勳教授與生死學座談會」，就傅教授的學術

成就與生平行誼及正確認識生死等議題做深入討論，吸引了三百多名聽眾。參

與座談者，包括聖嚴師父、傅教授的遺孀華珊嘉女士、台灣大學教授楊惠南、

《西藏生死書》譯者鄭振煌教授等。

07.19
◆ 即日起至7月21日，中華佛研所於台北國家圖書館舉行「第三屆中華國際佛學會

議」，主題為「人間淨土與現代社會」，約有三百多位國內外學者參加，共發表

四十六篇論文。

◆ 即日起至7月23日，於台北湧泉寺舉辦「國中生暑期生活禪修營」，共有249人參

加。

07.20
◆ 高雄分院於中正預校舉辦高雄地區勸募會員聯誼會，僧團果廣、果時二位法師

到場關懷及開示。

07.22
◆ 「法鼓山佛教基金會」完成立案登記，正式成立。

◆ 中華佛研所舉辦二場專題講座，上午邀請紐西蘭學者Paul Maxwell Harrison教授

主講「初期大乘佛教」，由高明道老師翻譯；下午邀請日本東京大學印度哲學系

教授木村清孝主講「迎向東亞佛教史的構成」，由郭瓊瑤老師翻譯。

07.23
◆ 中華佛研所與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共同邀請馬來西亞達摩難陀法師，於安

和分院主講「如何修習佛法」，約有一百六十多人到場聆聽。

◆ 即日起至7月28日，法鼓文化前往香港參加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國際

書展，這是香港九七回歸中國大陸之後所舉辦的第一次書展。

07.25
◆ 即日起至8月7日，於法鼓山上首次舉辦「出家生活體驗營」，共分二梯次，分別

於7月25至31日、8月1至7日舉辦，由聖嚴師父親自帶領，共有來自國內外366位

男眾參加。師父期勉學員將七天所體驗的少欲知足、利人利己，勤修戒、定、

慧的精神，帶回生活、工作中。

07.26
◆ 安和分院舉辦「健康和諧航向未來新夢系列」公益講座，第一場邀請知名藝術

評論家何懷碩主講「失去的地平線」。

07.27
◆ 基隆辦事處舉辦「金山焢蕃薯親子遊」，約有二百多人參加，僧團果東法師親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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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關懷。

08.02
◆ 安和分院舉辦「健康和諧航向未來新夢系列」公益講座，第二場邀請監察委員

翟宗泉主講「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08.04
◆ 即日起至8月8日，於農禪寺舉辦第一梯次「國小暑期生活禪修營」，對象以三、

四年級的學童為主，共有472人參加。

08.08
◆ 即日起至8月28日，法鼓山僧團首度舉辦「結夏安居」，以凝聚道心、培養共

識。聖嚴師父於結夏期間，對常住法師講解《梵網經菩薩戒本》，講說特著重於

現代出家生活中，應如何實踐菩薩道精神。

08.09
◆ 安和分院舉辦「健康和諧航向未來新夢系列」公益講座，第三場邀請台北市捷

運公司董事長陳朝威主講「社會的天秤」。

08.11
◆ 即日起至8月15日，於農禪寺舉辦第二梯次「國小暑期生活禪修營」，對象以

四、五年級的學童為主，共有377人參加。

08.15
◆ 《法鼓》雜誌第92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68期出刊。

08.16
◆ 安和分院舉辦「健康和諧航向未來新夢系列」公益講座，第四場邀請啄木鳥室

內樂團團長張育豪主講「蹲得愈低，跳得愈高」。

◆ 嘉義共修處成立後，首度舉辦聯誼會，共有三十人參加。

08.18
◆ 即日起至8月22日，於農禪寺舉辦第三梯次「國小暑期生活禪修營」，對象以

五、六年級的學童為主，共有420人參加。

08.20
◆ 即日起至8月22日，台中分院於南投縣惠蓀林場舉辦「佛音、森林──兒童營」

與「EQ──情緒管理、佛法生活體驗營」活動。前者是針對國小小朋友所設計

的活動，共有156人參加；後者則為認同法鼓山理念的家長，共有五十三人參

加。二項活動於同一時間進行，讓家長與孩子能同時參與活動，感受佛法的清

涼與自在。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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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師父前往汐止林肯大郡，關懷因溫妮颱風造成崩塌事故的災民，並安慰尤

清縣長，以救人第一，協助生還災民的生活。

08.21
◆ 福田會輔導師果悅法師率相關人員赴台北市社會局，代表法鼓山致贈六十萬元

慰問金予林肯大郡罹難者家屬。

08.23
◆ 安和分院舉辦「健康和諧航向未來新夢系列」公益講座，第五場邀請交通大學

管理科學研究所教授陳光華主講「企業的社會責任」。

08.25
◆ 台北縣政府於縣立殯儀館舉辦「溫妮颱風罹難者超度法會」，祭悼林肯大郡災變

及在溫妮風災中的罹難者，由聖嚴師父主持，約有二百多名蓮友參加，縣長尤

清率縣府一級主管全程參與。

08.26
◆ 台北市政府於台北第二殯儀館為在溫妮颱風中罹難的十位市民舉行超度法會，

由聖嚴師父主祭，市長陳水扁、社會局局長陳菊、教育局局長吳英璋等出席參

加。

08.30
◆ 聖嚴師父南下高雄，參加於高雄圓山飯店舉行的勸募會員暨護持會員聯誼大會

及皈依典禮。會中師父舉蓮子心為例，期勉大家要像蓮子心一樣，心雖是苦

的，但質不變，不要因為承擔責任很辛苦而起退心。

◆ 安和分院舉辦「健康和諧航向未來新夢系列」公益講座，第六場邀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系教授蕭武桐主講「創意與直觀的妙用」。

◆ 即日起一連三天，紐約東初禪寺首度啟用位在紐約上州的象岡道場舉辦禪三，

共有三十六人參加。

08.31
◆ 高雄三民道場舉辦榮董暨社會菁英聯誼會，高雄市副市長黃俊英、議長夫人黃

淑惠亦出席參與。聖嚴師父除了為新榮譽董事授證，感謝大家對法鼓山理念的

認同及推廣外，也對歷年來提供共修場所的菩薩致謝，包括早期的陳田錨議長

夫婦、目前提供三民道場的洪平森夫婦及提供新興道場的王志雄夫婦。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心的經典──心經新釋》、《人間擺渡》、《紅

塵道場》。

09.01
◆ 農禪寺舉行剃度典禮，共有八位落髮、十一位受行同沙彌（尼）戒，由聖嚴師

父擔任戒和尚、今能長老擔任教授阿闍黎。

◆ 美國佛州聯絡處於奧蘭多Ramada Inn會議廳舉行「建設人間淨土──佛學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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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邀請中華佛教青年會會長淨耀法師就「三學增上，圓滿人生」一題，闡述

戒、定、慧三學的妙理深義。

09.05
◆ 桃園辦事處為加強信眾學佛基礎，即日起於每週五晚上舉辦佛學講座，邀請林

孟穎老師講授《成佛之道》第四章。

09.08
◆ 即日起至9月15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第六十七期精進禪七，共有116人參

加。

◆ 中華佛研所舉行「八十六學年度開學暨畢（結）業典禮」，同時舉行「第八屆佛

教學術論文甄選」頒獎，共錄取碩士論文三篇。

09.14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十三次佛化聯合奠祭，計為

十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 台中豐原共修處舉行灑淨啟用儀式，由僧團法師主持，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 護法會安排來自台灣各地二百八十多位護法委員至農禪寺拜見聖嚴師父，師父

除了關懷大家的生活與修行外，同時也揭櫫明年「人間淨土年」的工作重點，

勉眾繼續推動「四安」與「四環」的理念。

09.15
◆ 台中分院及台中區護法委員會為落實整體關懷及擴大區域的照顧，於中部地區

宣布同時成立南投、豐原、彰化、苑裡、苗栗、沙鹿六個共修處。

◆ 《法鼓》雜誌第93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69期出刊。

09.16
◆ 農禪寺舉辦中秋晚會，晚會中安排了兒童讀經班、剝柚子比賽、話劇及有獎問

答等多項節目。

09.20
◆ 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法鼓山全球悅眾大會」，約有三千多人參加。聖嚴師父

以「法鼓山的鐘聲」為題，提示法鼓山的理念及法鼓人應擔負的社會責任，勉

勵悅眾持續以「四安」和「四環」為努力方向。

09.21
◆ 於台北國父紀念館戶外廣場舉辦「新世紀環保生活──二十一世紀自然健康飲

食大觀」，此次以「養生、護生、厚生」為內容的園遊會，吸引了數萬名民眾參

與，法務部部長廖正豪特別蒞臨開幕典禮致辭。

09.24
◆ 南投聯絡處舉行灑淨啟用儀式，由僧團常住法師主持。10月1日起陸續展開禪坐

共修、法器練習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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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6
◆ 由台中分院與興農集團合辦、台中市企業經理人協進會協辦的「企業與人際關

係」座談會，於台中市永豐棧麗緻酒店會議廳舉行，約有一百八十多位企業經

理與社會菁英人士參加。聖嚴師父以「利人便是利己」的觀念，勉勵與會企業

界人士。座談會結束後，有三十位企業人士皈依三寶。

09.28
◆ 即日起至10月4日，為紀念文化館暨農禪寺創辦人東初老和尚九秩冥誕暨圓寂二

十周年，農禪寺首次啟建梁皇寶懺法會，緬懷老人慈悲濟世及對佛教文化事業

的貢獻。

10.02
◆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於安和分院舉行校長交接儀式，在董事會聖嚴師父、

方甯書教授等及多位學人的觀禮下，籌備處主任李志夫教授將籌備工作交接給

創校校長曾濟群。曾教授曾任教政治大學二十一年，並先後擔任國立編譯館和

國家圖書館職務；由於十分認同師父重視人文教育及法鼓山的理念，提前退休

投入法鼓大學籌建工作。

10.03
◆ 為紀念東初老和尚九秩冥誕暨圓寂二十周年，由中華佛研所舉辦的「紀念東初

老和尚學術論文甄選」活動，於7月30日截稿，共錄取十名，頒獎典禮下午在農

禪寺梁皇寶懺追思紀念法會中舉行。錄取名單為：黃國清、徐立強、許勝雄、

釋大睿、梅靜軒、林純瑜、元弼聖、陸豔冰、釋見曄、釋德範。

10.05
◆ 即日起一連三天，聖嚴師父應義大利聖埃吉迪奧團體（The Community of

Sant'Egidio）之邀，代表台灣佛教界參加於義大利威尼斯（Venice）、帕多瓦

（Padua）二地舉行的「第十一屆國際人民與宗教會議」（The XI International

Meeting People and Religious）。此次會議主題為「和平是天主之名」（Peace is

the Name of God-Conflict or Encounter Religious and Cultures at a Crossroads），共

有來自四十多個國家、約四百多人與會，這是台灣宗教團體首次受邀。

◆ 即日起至10月12日，中華民國紙黏土協會理事長鄭喬蔚於百家藝術空間舉行

「紙黏土佛教藝術創作」義展，義展所得全數捐贈人生雜誌社。

10.08
◆ 聖嚴師父上午在駐教廷大使戴瑞明先生陪同下，前往梵蒂岡（Vatican）拜會教

宗保祿二世；下午參觀擁有五百萬名會員、五十年歷史的普世博愛運動總會。

10.09
◆ 聖嚴師父上午拜訪梵蒂岡宗教協談會負責人安霖澤樞機主教，討論法鼓山舉辦

類似世界性宗教協談和平會議的可能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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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 聖嚴師父應邀參加我國駐教廷大使館舉辦的雙十國慶宴會。

10.11
◆ 聖嚴師父自羅馬返台後，於安和分院舉行記者會，發表羅馬之行的見聞和感

想。

10.12
◆ 台中分院舉辦「臨終關懷系列講座」，邀請道興法師主講「臨終照顧實務做法及

看護倫理」。

10.13
◆ 果洽仁波切和英籍賢遍喇嘛等一行四人，至農禪寺、中華佛研所參訪。

◆ 即日起一連三天，聖嚴師父應母校日本東京立正大學之邀，前往日本訪問。14

日上午，參訪日本池袋本納寺，並於該寺為三位已故指導教授阪本幸男、金倉

圓照及野村耀昌舉行一場追思法會。下午，於東京立正大學專題演講「人間淨

土與現代社會──我們今後要探討的課題」，約有六百多人聽講；結束後並主

持皈依儀式，約有四十多人皈依三寶。

10.15
◆ 《法鼓》雜誌第94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70期出刊。

10.16
◆ 國際知名禪師越南籍一行禪師，率領弟子一行四十多人訪問紐約東初禪寺並掛

單三天，聖嚴師父全程親自接待。

10.17
◆ 聖嚴師父與一行禪師共同主持英文新書《完全證悟》（Complete Enlightenment）

發表會，該書由紐約法鼓出版社出版。

10.19
◆ 於農禪寺、桃園、嘉義、台南、高雄、台東等六地分院、辦事處，同時舉行

「第四屆佛化聯合祝壽」活動，共約五百位七十歲以上的壽星接受祝福。

10.23
◆ 原於農禪寺辦公的法鼓文化，因擴大業務，遷移至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260號六

樓。

10.24
◆ 即日起至11月1日，農禪寺舉辦佛七法會，共有189人參加。

◆ 即日起至10月27日，美國分會於象岡道場舉行第一屆北美年會，共有來自美國

各州六十多位悅眾代表參加。聖嚴師父全程參與，並開示勉勵大家要彼此關

懷、不斷成長，成為弘揚法鼓山理念的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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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 即日起至11月1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第六十八期禪七，共有109人參加。

◆ 安和分院舉辦「人間系列」公益講座，第一場邀請台北市天文協會理事長陳正

鵬主講「天外天人外人──探尋外星知性文明」。

10.31
◆ 札西慈忍格西在台大佛學研究中心恆清法師陪同下，至中華佛研所參觀，並蒐

集戒律方面的資料。

11.01
◆ 即日起一連二天，法鼓山為學佛青年舉辦跨區域性聯誼活動，一百多位包括

「法鼓山大專學佛會」、「法鼓山佛教青年營隊」及「台中青年聯誼會」的學

員，在輔導師果光、果獻二位法師指導下，首次與悅眾幹部們針對組織運作方

面交換心得。

◆ 安和分院舉辦「人間系列」公益講座，第二場邀請台大醫學院解剖學教授曾國

籓主講「飛翔的色彩與音符──有聲有色的小精靈」。

11.02
◆ 由台大佛學研究中心主辦，中華佛研所、伽耶山基金會、弘誓學院與中華慧炬

佛學會協辦的「漢藏佛教比丘尼傳承研討會」，本日於中華佛研所舉行。

11.07
◆ 安和分院舉辦「人間系列」公益講座，第三場邀請佛教美術研究者李玉岷主講

「中國佛像雕刻之美」。

11.08
◆ 即日起一連二天，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悅眾成長營，內容除了禪坐共修外，

還安排小組長職掌說明、唯識學概論、溝通與關懷等課程。

◆ 安和分院舉辦「人間系列」公益講座，第四場邀請台灣大學地理系教授林俊全

主講「承襲大地萬世情」。

◆ 即日起一連二天，美國佛州聯絡處分別在天柏市、奧蘭多市二地，舉辦佛學講

座，邀請正在籌建北美洲中佛教會的繼如法師演講「佛教的緣起與開展」及

「比較宗教學」。

11.09
◆ 嘉義辦事處上午舉行灑淨儀式，由僧團常住法師主持。下午則舉行大悲懺法

會，由專程南下的果舫、果理、果慨三位法師帶領，約有二百人參加。

11.15
◆ 護法會於農禪寺舉辦士林、天母、松山、中山、大同、社子六區新勸募會員成

長營。

◆ 安和分院舉辦「人間系列」公益講座，第四場邀請台灣大學植病系教授楊平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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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賞心悅目觀昆蟲」。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展開關懷列車活動，讓皈依三寶的弟子們進一步親近法鼓

山，深入瞭解正信的佛法。活動中邀請中醫師陳錦宗主講「傳統養生方法」、心

理輔導專家林啟鵬老師主講「心理成長與人生」等。

◆ 《法鼓》雜誌第95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71期出刊。

◆ 聖嚴師父應邀於美國羅格斯大學演講「人間淨土對現代人的重要性」。

11.22
◆ 即日起一連二天，護法會於台電谷關訓練中心舉行「中區勸募會員成長營」，約

有來自台中、南投、彰化、豐原、苑裡、苗栗及沙鹿七個地區近百位悅眾菩薩

參加。

◆ 安和分院舉辦「人間淨土系列」公益講座，第一場邀請郭達仁居士主講「觀鳥

觀心觀自然」。

11.28
◆ 即日起至12月5日，紐約東初禪寺於象岡道場舉辦第七十八期禪七，由聖嚴師父

主持，共有五十人參加。此為象岡道場成立後，首度舉辦禪七。

11.29
◆ 即日起一連二天，台南分院舉辦法鼓山朝山活動。

◆ 安和分院舉辦「人間淨土系列」公益講座，第二場邀請黃行七居士主講「蛹蛻

羽化的美麗」。

11.30
◆ 農禪寺首次舉辦八關戒齋暨佛一，約有七百人參加。

◆中華佛研所佛學教育推廣中心本年度開設「阿含經專題」、「基礎佛典導讀」、

「佛教的本質及發展」、「生死學」、「佛學概論」、「禪與人生」、「清淨道

論」、「唯識學十二講」、「成佛之道專題（一）」、「四念處」、「基礎佛學」、

「佛教研究法」、「佛教概論」、「阿含經研究」課程，共有612人參加。

12.01
◆ 即日起至12月8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第六十九期初階禪七，共有九十五人

參加。

12.06
◆ 即日起至12月9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二屆菩薩戒傳戒會」，由聖嚴師父主

持，共有111人參加。由於場地及語言的限制，授戒儀式分為東、西方二組同時

進行。

◆ 安和分院舉辦「人間淨土系列」公益講座，第三場邀請曾晴賢居士主講「水底

世界樂消遙」。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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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
◆ 台中分院為中部地區勸募會員及悅眾開辦「學佛概要」課程，首次課程由果竣

法師導讀聖嚴師父的著作《佛教入門》。

◆ 嘉義辦事處舉辦喬遷之後的第一次助念組悅眾聯誼會，邀請果東法師指導。

12.08
◆ 基隆辦事處舉辦「新勸募會員授證暨聯誼會」，共有九位新勸募會員授證。

◆ 即日起至12月15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第七十期禪七，共有八十九人參

加。

◆ 即日起至12月10日，美國加州聯絡處參加於洛杉磯大會堂舉辦的首屆「華商博

覽會」，於會中設置法鼓山攤位，藉此推廣法鼓山的理念及加州聯絡處的禪修活

動。

12.12
◆ 即日起至12月14日，紐約東初禪寺果稠法師及美國分會總幹事龔天傑前往洛杉

磯加州聯絡處，主持一系列的活動。

◆ 台南分院為落實對新皈依者的關懷，並提供其教育成長的機會，分別於本日及

12月19、26日，舉辦三梯次「初階皈依研習營」，共有一百多人參加。

12.13
◆ 果稠法師上午於美國加州聯絡處帶領一場禪修，下午出席幹部工作會議，討論

如何推展法鼓山的理念、加強聯絡處的功能等議題。晚上，指導念佛的功能與

方法，並闡明助念組的工作方針及內容。

◆ 安和分院舉辦「人間淨土系列」公益講座，第四場邀請郭城孟居士主講「一花

一草一世界」。

12.14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十四次佛化聯合奠祭，計為

十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 苗栗聯絡處舉行灑淨啟用儀式，由僧團果理、果顯、果竣等法師共同主持，約

有五十多名信眾參加。

◆ 大專學佛會於安和分院舉辦「自我覺察工作坊」，邀請中興大學社工系副教授楊

蓓指導，協助學佛青年從不同角度來瞭解自己，共有八十位大專青年參加。

◆ 宜蘭辦事處於安康托兒所舉辦一次別具創意的園遊會，呈現法鼓山在提昇人

品、建設淨土的具體做法。除了成果展示外，更具教育宣導的功能，有別於一

般園遊會的遊樂方式。

◆ 果稠法師上午於美國加州聯絡處指導初級禪坐班，約有三十多人參加；下午參

與例行的讀書討論會，內容主題為由聖嚴師父編寫、林孟穎老師講解的《學佛

五講》。會後並放映去年（1996年）3月，達賴喇嘛訪問台灣時，與聖嚴師父晤

面的紀錄影片。

12.15
◆ 《法鼓》雜誌第96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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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雜誌第172期出刊。

12.17
◆ 中華佛研所邀請加拿大卡格瑞大學（University of Calgary）巴博教授（A. W.

Barber）演講「現代詮釋學與佛法釋義」，由鄭振煌教授現場翻譯。

12.20
◆ 安和分院舉辦「人間淨土系列」公益講座，第五場邀請徐國士居士主講「美麗

的福爾摩莎──自然之愛」。

12.21
◆ 加拿大溫哥華辦事處於社區活動中心禮堂舉辦精進禪一，這是辦事處首次舉辦

全天性的修行活動，共有六十人參加。

12.23
◆ 中國大陸北京大學哲學系副所長魏常海與《聯合報》副社長張逸東參訪中華佛

研所。

12.25
◆ 即日起至1998年1月1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七十九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

持，共有三十人參加。

◆ 即日起至1998年1月2日，農禪寺舉行彌陀佛七，共有193人參加。

◆ 台東辦事處擴大組織，遷入已有三十多年歷史，由會徹法師捐贈的信行寺，正

式名稱改為「法鼓山台東信行寺」，由果祥法師擔任副寺一職。

12.27
◆ 安和分院舉辦「人間淨土系列」公益講座，第六場邀請作家小野先生主講「生

活在聚寶盆內」。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步步蓮華》，書中內容為1996年4至5月期間，師

父帶領近三百位僧俗四眾參訪中國大陸的紀錄。

01.01
◆ 為凝聚情感、接引信眾，基隆地區的禪坐會舉辦元旦親子遊活動，內容安排團

康、素烤等活動，並邀請果醒法師以「四安」為題做開示，約有二百多人參

加。

◆ 即日起，法鼓山推出「法鼓大悲願，持誦千萬遍」活動，鼓勵大眾為親友、社

會及世界持誦〈大悲咒〉，共同祈福。

01.03
◆ 聖嚴師父自美返台。

01.04
◆ 於農禪寺舉辦「祈福皈依大典」，由聖嚴師父主持，約有一千二百多人皈依三

寶。

01.10
◆ 聖嚴師父推動「心靈環保」受肯定，被《天下》雜誌遴選為對台灣具有影響力

的人物之一，並應邀參加該雜誌主辦的「飛越二OOO美麗台灣希望」座談會。

◆ 安和分院舉辦「生命的實現──以願力創造因緣系列」公益講座，第一場邀請

銘傳大學設計系副教授梁丹丰主講「美麗的視窗」。

◆ 即日起至6月14日，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禪修讀書會」，研讀聖嚴師父的著作

《心的經典──心經新釋》。

01.11
◆ 「1998年法鼓山社區關懷環保日」活動，於台灣二十五個地區同步展開，內容

包括惜福市場、省水運動、樹苗種植等，約有二百多個社區及機關團體參與。

今年增加推廣「廚餘堆肥DIY」，化腐朽為神奇，減少垃圾量。

01.15
◆ 美國西藏之家（Tibet House）負責人羅伯．舒曼博士（Robert A. F. Thurman）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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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程來台，於安和分院與聖嚴師父共同主持「聖嚴法師與達賴喇嘛世紀對談」

行前記者會；並應邀出席《中國時報》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展出的「慈悲、智慧

──藏傳佛教藝術大展」揭幕儀式。

◆ 《法鼓》雜誌第97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73期出刊。

01.17
◆ 安和分院舉辦「生命的實現──以願力創造因緣系列」公益講座，第二場邀請

終身義工張琪主講「珍惜、擁有、天長地久」。

◆ 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舉辦佛學講座，邀請仁俊長老演講，講題為「持五戒立

格，行十善成德」。開示中，仁老強調修學佛法要特別注重身口意的行為，真正

的大丈夫先要拘小節，從小處做起，持戒要深、要淨、要圓。

01.18
◆ 即日起，聖嚴師父展開全省關懷行，首站前往台北石牌、士林及天母地區。

01.19
◆ 即日起一連二天，分別於文化館和法鼓山上舉辦冬令慰問活動。慰問地區包括

北投、萬里、三芝、金山、石門等約二百多戶低收入戶，發放物資和紅包慰問

金；同時於台北市福德平宅舉辦「寒冬溫情送角落」活動，並以二百萬元為福

德平宅整建環境設備。

01.21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活動，本日前往北投、淡水地區關懷勸募會員，約有

四十多位勸募會員出席，一百多名信眾參加。

01.24
◆ 安和分院舉辦「生命的實現──以願力創造因緣系列」公益講座，第三場邀請

中國女紅總監陳曹倩主講「情話中國女紅」。

01.25
◆ 於台北市政府舉辦「第四屆佛化聯合婚禮」，共有四十對新人參加，由聖嚴師父

擔任祝福人，總統府資政吳伯雄擔任證婚人，台北市市長陳水扁及文建會主委

林澄枝擔任男女方主婚人。師父勉勵新人要以菩薩伴侶相待，互相尊敬禮讓，

為社會安定盡一分心力。

01.28
◆ 於安和分院、台中分院、台南分院、台東信行寺及法鼓山上，舉行新春普佛法

會。

◆ 即日起至1月30日，文化館舉行千佛懺法會。

01.29
◆ 農禪寺舉行新春普佛法會。

01.30
◆ 即日起一連三天，美國加州聯絡處組團參加於洛杉磯普那展覽館舉辦的「華人



工商大展」，弘揚法鼓山的理念及推廣聖嚴師父的著作。

◆ 法鼓文化出版有聲品：《法鼓之聲──學佛與享受》、《法鼓之聲──快樂學

佛人》、《學佛到成佛》。

02.01
◆ 即日起至2月7日，於農禪寺分二梯次舉行「第五屆菩薩戒傳戒會」，由聖嚴師

父、晴虛長老、今能長老擔任尊證師，共有來自台、日、港及新加坡等地1,082

人參加。師父指出，傳授菩薩戒的目的，不在教人依戒條逐條受持，而是注重

鼓勵戒子發起「止惡修善度眾生」的菩薩誓願。

◆ 紐約東初禪寺舉辦新年慶典活動，由仁俊長老主持。活動中，除了誦經祈福法

會外，並安排了多項餘興節目，包括相聲、太極劍、話劇、魔術等，充滿了節

慶的氣氛。

02.02
◆ 即日起至2月6日，於法鼓山上舉辦「高中生活禪修營」，共有150人參加。

02.04
◆ 泰國法身寺祥代法師、勝明法師等一行三人參訪中華佛研所。

◆ 日本東京立正大學教授久留宮圓秀夫婦參訪中華佛研所。

02.07
◆ 在藏傳佛教界中備受尊崇的瑞布仁波切受達賴喇嘛之託，於來台弘法行程中，

特地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並就漢藏佛教交流交換意見。

02.08
◆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活動，本日至台北市成淵高中音樂廳關懷大同、社

子、中山、松山等地區勸募會員。

◆ 加拿大溫哥華辦事處首次舉辦精進佛一。

02.09
◆ 即日起至2月13日，於法鼓山上舉辦「佛教青年營隊策畫幹訓營」，共有120位大

專學生及青年教師參加。舉辦這項活動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在暑假中擔任兒童

學佛營的輔導員，能擁有正信的佛法知見、心理輔導的技巧及帶團康的才能

等。

◆ 教師聯誼會於農禪寺舉辦新春聯誼活動，除了向聖嚴師父拜年，並邀請交通大

學教授陳光華演講「教學與生活的表達與溝通──向後悔說再見」。

02.10
◆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活動，本日至台北信義、大安、南港、中正、萬華等

地關懷勸募會員。

02.11
◆ 農禪寺舉辦元宵節同樂會，邀請八仙里居民一同歡度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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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2
◆ 即日起至2月19日，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第七十一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

有234人參加。

02.14
◆ 安和分院舉辦「生命的實現──以願力創造因緣系列」公益講座，第四場邀請

永豐餘紙業總經理何壽川主講「娑婆世界有情天」。

02.15
◆ 由中華佛研所和北美印順導師基金會共同支持的「中華電子佛典學會」正式成

立，由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擔任主任委員，辦公室設於慧日講堂。

◆ 《法鼓》雜誌第98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74期出刊。

02.16
◆ 中華航空公司一架班機在降落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時發生空難，造成二百多人罹

難，聖嚴師父正於農禪寺主持禪七，立即指示助念團及相關單位全力協助善

後。

02.18
◆ 即日起連續十週，宜蘭辦事處邀請林孟穎老師於每週三晚上為當地信眾講授

《成佛之道》第五章。

02.19
◆ 即日起至2月24日，法鼓文化參加於台北世貿中心舉辦的「第六屆台北國際書

展」，約有來自全球四十多個國家、近二千個攤位參加，共約吸引了近四十萬人

次參觀。此次法鼓文化的展覽主題為「修行在紅塵，禪悅滿人間」，會場清新活

潑的整體設計，深獲出版業界及參觀者好評。

02.20
◆ 中華佛研所邀請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佛研所教授倫珠梭巴格西主講「勝傳修心七

義論」。

◆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活動，本日至中和、永和關懷勸募會員。

02.21
◆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活動，本日至新莊、樹林、林口等地關懷勸募會員。

◆ 安和分院舉辦「生命的實現──以願力創造因緣系列」公益講座，第五場邀請

婦女救援基金會董事長王清峰主講「好玩的人生」。

02.22
◆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活動，本日至基隆、北海岸地區關懷勸募會員。

◆ 僧團七位常住法師和助念團一百五十多位團員，前往板橋縣立殯儀館為發生於2

月16日的華航大園空難罹難者舉辦彌陀法會，華航董事長蔣洪彝率領500位員工

代表與會，行政院院長蕭萬長、台北縣縣長蘇貞昌亦到場致祭。



02.23
◆ 即日起至6月20日，中華佛研所邀請加拿大卡格瑞大學（University of Calgary）

巴博教授（A. W. Barber）來台，主持「翻譯方法論」專題講座。

02.24
◆ 聖嚴師父前往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與悟明長老、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心長老

為前副總統李元簇夫人李徐曼雲主持告別儀式，場面隆重莊嚴。

◆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活動，本日至新竹地區關懷勸募會員。

◆ 有鑑於華航空難事件發生，社會人心惶惑不安，聖嚴師父於《聯合報》發表

〈祈求人心的安寧〉一文，呼籲社會大眾以慈悲與智慧面對重大災難。

02.26
◆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活動，本日至宜蘭地區關懷勸募會員。

02.27
◆ 台北士林共修處遷入中正路新址，本日正式啟用，隨即展開悅眾會議及新春聯

誼會。

◆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活動，本日至中壢地區關懷勸募會員，演講「人間淨

土的實現」，會後並舉行皈依儀式。

02.28
◆ 安和分院舉辦「生命的美觀──以願力創造因緣系列」公益講座，第六場邀請

東吳大學教授黃美倫主講「異域環境由心觀」。

◆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活動，本日至桃園、板橋、土城等地關懷勸募會員。

◆ 聖嚴師父再度於《聯合報》發表〈祝福大家皆能得度〉一文，期望大眾於遭遇

苦難時，在絕望中找出希望。

◆ 農禪寺都監果暉法師通過日本立正大學文學碩士班入學考試，取得正式入學資

格。

◆ 《中華佛學研究》第二期出版，本期特為東初老人九秩冥誕暨圓寂二十周年發

行紀念專輯。

◆ 《天下》雜誌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是非要溫柔》，內容原載於該雜誌的「人生

管理」專欄文章，由該社副總編輯莊素玉採訪師父談對安頓現代人心的看法。

◆ 法鼓文化出版有聲品《輕鬆自在過生活》。

◆ 中華佛研所成立佛學網路資訊室（簡稱網資室），因應二十一世紀電子化資訊時

代的來臨。

03.01
◆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活動，本日至台中地區關懷勸募會員。

03.02
◆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活動，本日至台中縣豐原地區關懷勸募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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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
◆ 由達賴喇嘛所創辦的辯經院負責人Damchoe格西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商談

合作交流事宜。

03.04
◆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活動，本日至台北內湖、三重、蘆洲等地，關懷勸募

會員。

03.06
◆ 台南分院舉辦讀書會，邀請台南成功大學教授許永河指導，研討聖嚴師父的著

作《正信的佛教》。

03.07
◆ 安和分院「生命的實現──以願力創造因緣系列」公益講座，第七場邀請白曉

燕基金會董事長白冰冰主講「悲歡離合的知見」。

03.10
◆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建築競圖評審會，上午經六位專家學者的熱烈討論

後，從十一家參與甄選的建築師事務所中，選出大元建築師事務所、仲澤還建

築師事務所二家，將參與未來校園規畫與初期主要建築物的設計、監造工作。

03.11
◆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活動，本日至台北新店、文山等地關懷勸募會員。

03.13
◆ 即日起一連三天晚上，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新世紀共修共願祈福法會」，聖

嚴師父分別演講「從《心經》談如何觀心、修心」、「從〈普門品〉談如何自助

助人」、「從〈大悲咒〉講祈福功能」，共有六千多人到場聽講。

03.14
◆ 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舉辦佛學講座，邀請仁俊長老演講「情不損智神不錯，願

能增悲心必健」。仁老指出，一切毒以「貪、瞋、癡」三毒為最，期勉大家以十

善來治毒，實踐普賢行。

03.15
◆ 於台北國父紀念館廣場舉行「新世紀全民許願博覽會」，邀請李登輝總統與聖嚴

師父主持啟動「大悲咒許願球」儀式，與會者還有副總統連戰、民進黨黨主席

許信良等貴賓，約有近萬名民眾參加。

◆ 《法鼓》雜誌第99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75期出刊。

03.21
◆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活動，本日至台東地區關懷勸募會員，並拜訪信行寺

原任住持會徹法師。



◆ 安和分院「生命的實現──以願力創造因緣系列」公益講座，第八場邀請作家

朱秀娟主講「愛你所選，選你所愛」。

03.22
◆ 彰化辦事處搬遷至新址，本日舉行灑淨儀式，由法鼓山僧團法師主持。

◆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活動，本日至花蓮瑞穗等地關懷勸募會員。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十五次佛化聯合奠祭，計為

十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03.24
◆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活動，本日至苗栗關懷勸募會員。

03.25
◆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活動，本日至彰化關懷勸募會員。

03.26
◆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活動，本日至南投關懷勸募會員。

03.27
◆ 即日起至4月4日，農禪寺舉行清明報恩佛七法會，共有380人參加。

03.29
◆ 聖嚴師父出席由安和分院舉辦的「公益講座講師聯誼茶會」，感謝曾受邀於安和

分院演講的學者專家，包括中央大學教授曾昭旭、電影製作人李崗、靜宜大學

校長李家同等約六十多位貴賓出席。

◆ 即日起至4月2日，於法鼓山上舉辦「佛教青年營隊進階幹訓營」，共有154人參

加。

03.31
◆ 印度達蘭莎拉佛教辯經學院院長丹丘格西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並參訪中華

佛研所，討論合作事宜。

04.04
◆ 即日起一連二天，美國加州聯絡處於洛杉磯天使山（Angeles Forest）梵谷營區

（Camp Valcrest）舉行春季禪修營，共有六十六人參加，這是南加州地區首度在

郊區舉辦禪修活動。

◆ 農禪寺舉行三時繫念法會，華航董事長蔣洪彝率多位主管、員工全程參與。

04.06
◆ 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與網資室主任杜正民，至台中華雨精舍拜會印順長

老，感謝北美印順導師基金會及慧日講堂對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支持。

◆ 行政院院長蕭萬長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並向師父請益安定社會人心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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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1
◆ 即日起一連二天，中華佛研所於台灣大學思亮館主辦「佛教文學與藝術學術研

討會」，邀請國內外佛教文學與藝術研究學者出席，共發表十六篇論文，聖嚴師

父於開幕典禮演講「佛教藝術的承先啟後」。

04.12
◆ 榮譽董事聯誼會於農禪寺舉行年會，約有來自全球二百多位榮董參加。會中，

除了進行各項會務報告外，並交換學佛和護持法鼓山的心路歷程和心得。

◆ 助念團於農禪寺舉行「全省悅眾聯誼會」，共有來自台灣各地約五百多人與會，

會中發給每人乙本《助念關懷手冊》，提供團員參考。聖嚴師父出席與會，勉勵

大家要發菩提心和長遠心，落實助念關懷的社會服務工作。

04.13
◆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活動，本日至屏東地區關懷勸募會員。

04.15
◆ 聖嚴師父應邀於安和分院，為華航三十多位高階主管演講「危機感、希望心，

開創華航新局面」。

◆ 於1989年創刊的《法鼓》雜誌，至本月正好發行一百期，本期增刊特別紀念報

導一大張。

◆《人生》雜誌第176期出刊。

04.17
◆ 即日起一連三天，聖嚴師父應香港佛教青年會之邀，於伊莉莎白體育館宣講

《華嚴經．淨行品》，共有近萬名信眾前往聽講；最後一天並舉行皈依儀式，約

有一百多人皈依三寶。

◆ 仁俊長老蒞臨台南分院關懷、演講。

◆ 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副研究員陳英善分別以《法華玄義研究》及《華嚴無

盡法界緣起論》二書，榮獲國科會研究獎勵甲等獎。

04.18
◆ 聖嚴師父上午接受香港《明報》等媒體專訪；下午，出席香港分會於香港大酒

店舉辦的「工商界領袖聯誼會」，闡述「安心之道」，約有二百人與會。

04.19
◆ 聖嚴師父上午主持香港分會於香港黃鳳翎中學禮堂舉行的浴佛法會，約有三百

多人參加；下午，至伊莉莎白體育館主持皈依典禮，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04.20
◆ 聖嚴師父參觀香港志蓮淨苑，該寺以精緻的傳統漢傳寺院建築特色著稱，並與

住持宏勳法師就佛教寺院建築的議題進行意見交流，隨後搭機前往美國弘法。

04.24
◆ 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副所長惠敏法師等前往慧日講堂拜訪仁俊長老，感謝

其捐助講學金。



04.25
◆ 即日起一連二天，福田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慰訪員初階研習」。

◆ 安和分院舉辦「服務的人生──以慈悲心散播關懷系列」公益講座，第一場邀

請工研院能資所所長陳陵援主講「歡喜人生」。

◆ 專程自台灣前往美國，準備參加聖嚴師父與達賴喇嘛對談會的「美東弘法活動

參訪團」一行六十六人，晚上出席加州聯絡處主辦的晚會。

04.28
◆ 達賴喇嘛駐美國紐約僧團代表羅伯森喇嘛陪同達蘭莎拉辯經學院副院長丹道格

西及該校學生蔣揚仁欽，至東初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 中華佛研所成立「佛教唯識學研究中心」，聖嚴師父為主任委員，該中心的成立

宗旨在會通當代與唯識學有關學術，增進唯識學對佛教、對人類社會的貢獻。

◆ 歷經近十年的申請，中華佛研所遷建工程，正式取得第一工區的行政大樓、圖

書館、國際會議廳、教職員宿舍、男眾寮房、污水處理廠等建築執照。

◆ 即日起一連三個月，禪坐會為推動落實禪修於生活中，果醒、果瀚二位法師率

悅眾菩薩分別至北區二十五個共修處關懷，並舉行禪修分享活動。

◆ 法鼓文化出版有聲品：《尋劍客》、《野狐禪》、《主人公》。

05.01
◆ 即日起至5月3日，由紐約東初禪寺與美國西藏之家合辦的「文殊菩薩智慧法門

──漢藏佛教世紀大對談」，於紐約玫瑰廣場（Roseland）舉行，前二天由達賴

喇嘛主講「文殊菩薩的智慧法門」與加持灌頂；第三天由聖嚴師父主講「中國

禪宗的生活智慧」，並與達賴喇嘛進行對談，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近三千名東、

西方人士與會。本次活動門票收入扣除開銷後約餘七萬美元，悉數捐給印度達

蘭莎拉辯經學院。

05.02
◆ 安和分院舉辦「服務的人生──以慈悲心散播關懷系列」公益講座，第二場邀

請亞太國際公司總經理歐陽靉靈主講「歡喜人間談布施」。

05.03
◆ 農禪寺、台中分院、台南分院、高雄三民道場舉行浴佛法會。

◆ 著名演員李察基爾（Richard Gere）於聖嚴師父與達賴喇嘛對談結束後，向師父

請益佛法，師父致贈英文著作《完全證悟》（Complete Enlightment）。

05.04
◆ 聖嚴師父帶領「美東弘法活動參訪團」成員，前往紐約莊嚴寺拜訪沈家楨老居

士，感恩當年師父留日及赴美時期所給予的協助。

05.06
◆ 聖嚴師父於紐約東初禪寺向「美東弘法活動參訪團」成員開示「中國佛教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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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希望」，並發表與達賴喇嘛對談感言。

05.09
◆ 即日起至5月31日，護法會針對北區勸募會員，舉辦五梯次的「勸募會員研習

營」，藉此讓學員全面認識法鼓山所從事的社會關懷和服務的單位；活動中，並

安排了禪坐共修和佛曲教唱。

◆ 安和分院舉辦「服務的人生──以慈悲心散播關懷系列」公益講座，第三場邀

請兒童福利聯盟董事長林志嘉主講「童心就是慈心」。

◆ 美國佛教聯合會於華埠中華公所大會堂擴大慶祝佛誕節。此次由佛教青年會主

辦，聖嚴師父與莊嚴寺顯明長老、斯里蘭卡籍比雅替沙長老，共同擔任主法。

05.10
◆ 文化館舉行浴佛法會。

◆ 聖嚴師父於紐約東初禪寺主持浴佛法會，勉勵大眾要時時感恩佛陀說法，並修

學佛法。

05.12
◆ 義工團舉辦「我為你祝福──人間淨土年身心靈系列」講座，於本日和5月15日

邀請鹿野苑藝文之友會會長吳文成居士於農禪寺主講「佛教藝術欣賞」。

05.14
◆ 聖嚴師父上午應邀前往美國麻省內觀禪中心（Insight Meditation Center,

Cambridge），演講「默照禪」；下午前往波士頓，參觀香巴拉出版公司

（Shambhala Publications），師父多種英文著作將由該公司出版。

05.15
◆ 即日一連三天，聖嚴師父應邀於美國麻省巴瑞（Barre）內觀禪佛教研究中心

（The Barre Center for Buddist Studies），以「禪佛教的修行」為主題，進行二天

半的特別講座。

◆《法鼓》雜誌第101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77期出刊。

05.16
◆ 安和分院舉辦「服務的人生──以慈悲心散播關懷系列」公益講座，第四場邀

請財政部證管會主委呂東英主講「不貪也可以賺錢」。

05.17
◆ 義工團舉辦「我為你祝福──人間淨土年身心靈系列」講座，邀請江元燦居士

於農禪寺主講「從播下一顆最好的種籽說起──談日日行善」。

◆ 即日起至5月23日，文化館舉行梁皇寶懺法會。

05.23
◆ 於農禪寺首次舉辦「菩提姻緣聯誼會」，邀請歷屆參加「佛化聯合婚禮」的同修

伴侶分享建立佛化家庭的心得，共有二十四對夫婦參加。



◆ 安和分院舉辦「服務的人生──以慈悲心散播關懷系列」公益講座，第五場邀

請吳尊賢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張麗堂主講「慈悲喜捨看官員」。

◆ 即日起至5月30日，紐約東初禪寺於象岡道場舉辦第八十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

持，共有四十二人參加。

05.24
◆ 義工團舉辦「我為你祝福──人間淨土年身心靈系列」講座，邀請台北榮民總

醫院陳維雄醫師於農禪寺主講「直腸、大腸癌診斷」。

05.26
◆ 文化館再度獲得內政部頒贈宗教團體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金壺獎」，頒獎

典禮本日於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舉行，由文化館住持鑑心法師代表領獎。

05.27
◆ 中華佛研所網資室主任杜正民及維習安顧問，應邀出席由國家圖書館、台大電

腦系統技術研發重點中心及資策會共同舉辦的「台灣史料數位化研討會」。

05.31
◆ 義工團舉辦「我為你祝福──人間淨土年身心靈系列」講座，邀請國泰醫院楊

賢馨醫師於農禪寺主講「肝炎」。

06.05
◆ 法鼓文化榮獲行政院新聞局評選為全國圖書電子資料交換EDI（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示範展出單位。EDI乃指將不同組之間所往來的文件，以標準化的

電子資料格式進行交換傳輸，降低企業的營運成本，提昇服務品質。

◆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獲教育部核准許可籌設。

06.06
◆ 安和分院舉辦「服務的人生──以慈悲心散播關懷系列」公益講座，第六場邀

請基督教晨曦會董事長梁廣庫主講「捨願──正信的印記」。

06.07
◆ 行政院環保署響應國際環保日，分別於全省八個定點同步舉辦「淨灘、淨水、

環保行」活動，法鼓山亦發動各單位共襄盛舉，約有四百多人參加。

◆ 義工團舉辦「我為你祝福──人間淨土年身心靈系列」講座，邀請陳曹倩女士

於農禪寺主講「談中國花藝與中國女紅」。

06.12
◆ 中華佛研所網資室主任杜正民與維習安顧問應邀參加由中央研究院舉辦的「漢

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建置的回顧與前瞻研討會」。

06.13
◆ 安和分院舉辦「服務的人生──以慈悲心散播關懷系列」公益講座，第七場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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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財政部參事陳樹主講「感恩人生──惜福與惜緣」。

06.14
◆ 義工團舉辦「我為你祝福──人間淨土年身心靈系列」講座，邀請李俐娟居士

主講「長期照顧──慢性病」。

06.15
◆ 《法鼓》雜誌第102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78期出刊。

06.16
◆ 法鼓文化獲經濟部與資策會評選為「網路商業應用計畫」優良成功單位之一，

本日於台北晶華酒店舉行的經濟部記者發表會中接受頒獎表揚，是獲選的八家

公司中，唯一的出版社。

06.20
◆ 安和分院舉辦「服務的人生──以慈悲心散播關懷系列」公益講座，第八場邀

請國大代表陳秀惠主講「女人的天蠶再變」。

◆ 即日起至6月25日，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及網資室主任杜正民、維習安顧

問前往日本，與東京「大藏經京都大學多位學者會面研究會」及大藏出版社洽

談電子佛典的合作和版權問題；並與京都花園大學、京都大學多位學者會面，

進行技術交流。

06.21
◆ 義工團舉辦「我為你祝福──人間淨土年身心靈系列」講座，邀請助念團輔導

師果東法師主講「臨終關懷──莊嚴的佛事與民間習俗不同」。

06.23
◆ 義工團舉辦「我為你祝福──人間淨土年身心靈系列」講座，邀請書法家曾中

正居士於農禪寺主講「山水有情能忘我」。

06.26
◆ 即日起一連二天，皈依關懷組於法鼓山上為新皈依弟子舉辦「福慧成長營」。

06.27
◆ 安和分院舉辦「服務的人生──以慈悲心散播關懷系列」公益講座，第九場邀

請東帝士企業人力處長林燦瑩主講「慈悲與生活」。

◆ 即日起至7月7日，紐約東初禪寺於象岡道場舉辦第八十一期禪七，由聖嚴師父

主持，共有四十三人參加。

06.28
◆ 義工團舉辦「我為你祝福──人間淨土年身心靈系列」講座，邀請中醫師詹炎

松於農禪寺主講「順乎自然的食補與食療」。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十六次佛化聯合奠祭，計為

九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06.30
◆ 即日起至7月4日，於台北市士林湧泉寺舉辦「暑期營隊企畫研習營」，共有160

人參加。

◆ 法鼓文化與聯經出版公司同時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智慧一OO》，該書內容收

錄師父寫於1996年1月至1997年7月的《聯合報》副刊專欄，係以現代精神解說

經典中的短偈。

◆ 中華佛研所《中華佛學學報》第十一期出版。

07.01
◆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舉辦「我為你祝福──關懷考生清涼送扇活動」，分別在台

北、基隆、桃園、新竹、宜蘭及台南等地考場，贈送印有聖嚴師父法語的扇子

給考生與家長。

◆ 即日起至7月5日，於安和分院舉辦「國中生活雅虎營」，共有五十三人參加。

07.03
◆ 即日起一連二天，教師聯誼會於法鼓山上舉辦「夏令福慧成長營」，主題為「清

涼心、菩提心」，課程著重佛法修行的安排，包括禪修、念佛、專題演講等。

07.05
◆ 即日起至7月9日，於士林湧泉寺舉辦「暑期高三心靈成長營」，共有八十八人參

加。

07.06
◆ 聖嚴師父自美返台。

07.07
◆ 即日起至7月11日，中華佛研所在台大佛學研究中心等十二個佛學院協辦下，於

台灣師範大學舉行「兩岸佛學教育交流座談會暨博覽會」，主題為「迎向二十一

世紀的佛學教育」，約有來自兩岸二十多個佛學單位參加。

◆ 即日起至7月11日，於安和分院舉辦「兒童禪淨生活營」，分上、下午二梯次舉

辦，共有199人參加。

07.09
◆ 即日起至7月16日，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第七十二期大專禪七，共有221人參

加。

07.11
◆ 「兩岸佛學教育交流大陸參訪團」一行至中華佛研所、農禪寺、法鼓山參訪。

07.12
◆ 即日起至7月16日，於士林湧泉寺舉辦「暑期國中生活禪修營」，共有151人參

加。

167

1
9
9
8

7月



168

19
89
2001

07.15
◆ 《法鼓》雜誌第103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79期出刊。

07.17
◆ 即日起至7月20日，聖嚴師父展開全省關懷行，本日至屏東地區關懷會員。

07.18
◆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本日至嘉義關懷會員。

07.19
◆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本日至台南關懷會員，同時於金城國中主持皈依祈福

法會，約有一千多人參加。

07.20
◆ 台南分院舉辦「榮董、社會菁英茶會」，聖嚴師父蒞會開示。

◆ 「聖嚴師父全省關懷行」，本日至高雄關懷會員，同時於勞工育樂中心主持皈依

祈福法會，約有近千人與會。

◆ 即日起至7月24日，於農禪寺舉辦「暑期國小生活禪修營」，對象以三、四年級

學童為主，共有391人參加。

07.25
◆ 安和分院舉辦「自我的覺醒──以智慧開展心靈的空間系列」公益講座，第一

場邀請淡江大學教授吳嘉麗主講「生活中的化學」。

07.26
◆ 於台北中正高中舉辦「祈福皈依大典」，由聖嚴師父主持，約有三千人皈依三

寶。

07.27
◆ 即日起至7月31日，於農禪寺舉辦「暑期國小生活禪修營」，對象以五、六年級

學童為主，共有273人參加。

07.28
◆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於安和分院召開第一屆第一次董事會議，由聖嚴師父

主持，共有十位董事出席。會中除通過董事會組織章程外，並一致推選師父為

董事長及通過曾濟群博士為校長。

07.30
◆ 中國大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台灣交流參訪團」參訪中華佛研所，由所長李志

夫、副所長惠敏法師招待，並拜會聖嚴師父。

◆ 法鼓文化出版有聲品《現代人的修行法門》。

8月



08.01
◆ 安和分院舉辦「自我的覺醒──以智慧開展心靈的空間系列」公益講座，第二

場邀請美商如新夏威夷傳銷人宋惠華主講「成佛的捷徑」。

◆ 即日起至8月9日，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應達賴喇嘛之邀，至印度參加重

建西藏比丘尼僧團研討會。聖嚴師父接獲邀請函時，由於行程已排定，未克參

加。

08.05
◆ 印度內觀中心葛印卡大師由慧炬出版社發行人鄭振煌居士陪同，參訪法鼓山。

由於適逢僧團結夏安居，聖嚴師父特別邀請葛印卡大師向全體常住眾介紹內觀

禪的方法。這是繼三年前葛印卡大師首次參訪農禪寺，與聖嚴師父對談中國禪

與內觀禪的同異後，第二次來訪。

08.09
◆ 行政院院長蕭萬長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8.10
◆ 即日起至8月17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第七十三期禪七，此期特為僧眾舉

辦。

08.13
◆ 藏傳宗薩佛學院大堪布滾葛旺丘仁波切等一行七人，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8.14
◆ 法鼓山第一期工程正式動工，聖嚴師父帶領正在法鼓山上結夏的全體常住眾環

繞工地一周，進行灑淨儀式，祈求工程順利。

08.15
◆ 安和分院舉辦「自我的覺醒──以智慧開展心靈的空間系列」公益講座，第三

場邀請政治大學企管系教授蘇伯顯主講「如何增進和諧的人際關係」。

◆ 《法鼓》雜誌第104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80期出刊。

08.17
◆ 即日起至8月24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第七十四期禪七，共有188人參加。

08.18
◆ 舉辦「敦親睦鄰──法鼓山半日遊」活動，共有150位來自三芝、石門、金山、

萬里四鄉鎮的鄰里長及家屬參加。

08.22
◆ 安和分院舉辦「自我的覺醒──以智慧開展心靈的空間系列」公益講座，第四

場邀請陳誠基金會董事長陳履安主講「參話頭」。

169

1
9
9
8



170

19
89
2001

08.23
◆ 護法總會於台北成淵國中擴大舉行「法鼓傳薪」活動，約有來自全省五百多位

勸募會員參加。聖嚴師父蒞臨關懷，並開示期勉大家以「生命有限，我願無窮」

的精神，發揮一己的力量弘揚佛法。

08.24
◆ 即日起至8月31日，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第七十五期初階禪七，共有168人參

加。

08.25
◆ 即日起至9月5日，聖嚴師父應邀前往俄國聖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展開一

連串弘法活動。這是師父首度前往俄國弘法，由果元、果谷二位法師陪同。

08.26
◆ 聖嚴師父晚上應俄國聖彼得堡大學（Sain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東亞系副

教授鮑夫爾．格魯克夫斯基（Pavel Grokhovski）之邀，前往該地一座具有近百

年歷史的藏傳佛教古寺，演講「佛教和禪的修行」，共有六十六人聆聽。

08.27 
◆ 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

talesc）教授戴思博（Catherine Despeux）等一行五人，參訪中華佛研所。

◆ 即日起至8月31日，聖嚴師父於聖彼得堡郊外的一處舊皇宮度假中心主持禪修，

介紹中國禪法，共有二十一人參加。

08.28
◆ 即日起至8月30日，文化館舉行地藏法會。

08.29
◆ 安和分院舉辦「自我的覺醒──以智慧開展心靈的空間系列」公益講座，第五

場邀請社區資源交流協會副祕書長張紅雅主講「一本生活的大書」。

09.01
◆ 俄國聖彼得堡佛法中心為歡迎聖嚴師父的蒞臨，特別舉辦「佛教現代藝術畫

展」，並邀請師父於開幕典禮上演講「從佛教、中國的禪談藝術」，聖彼得堡電

視台特別派人採訪，於本日夜間新聞中播出。

09.03
◆ 法國厄瑪奴耳團體（The Emmanuel Community）青年訪問團由輔仁大學鮑立仁

神父陪同，參訪中華佛研所。

◆ 聖嚴師父訪問俄國無極門武術學校，負責人亞歷山大傑托米爾斯基（Alexander

Jitomirsky）及其夫人，亦參加師父於聖彼得堡郊外的舊皇宮度假中心主持的禪

9月



修。師父鼓勵其成立一中國禪坐會，定期舉辦禪坐共修，並允諾其做越洋通訊

指導。

09.04
◆ 聖嚴師父應聖彼得堡大學（Sain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東方及非洲研究學

院之邀，前往參觀該校圖書館中國圖書「藏部」，除了應允捐贈漢文《大藏經》

一部，並討論與中華佛研所簽訂合作交流事宜。

09.05
◆ 聖嚴師父結束在俄羅斯的禪修指導行程後，應邀飛抵中國大陸北京訪問三天。

◆ 新竹辦事處舉行灑淨祈福法會，由僧團果理、果舫、果慨三位法師主持。

◆ 安和分院「自我的覺醒──以智慧開展心靈的空間系列」公益講座，第六場邀

請作家陳艾妮主講「天天生日快樂SQ」。

09.06
◆ 由中華佛研所與中國大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聯合主辦的「海

峽兩岸佛教學術會議」，於北京民族飯店舉行，主題為「佛教與東方文化──紀

念佛教傳入中國二千年」，約有兩岸三十多位佛教學者發表論文，聖嚴師父於會

中專題演講「佛教對東方文化的影響」。

09.07
◆ 聖嚴師父參觀中國大陸北京圖書館及北京大學，並接受中央電視台海外中心

「中國報導」節目及《佛教文化》雜誌採訪。

09.08
◆ 即日起至9月14日，「開創人間淨土──法鼓山1998當代藝術品及珠寶義賣會」

全省巡迴展於高雄新光三越百貨公司展出。9日，聖嚴師父出席與南方基金會董

事長王志雄、高雄市市長吳敦義、高雄美術館館長黃才郎共同主持剪綵儀式。

◆ 聖嚴師父由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長何云陪同，拜訪國家宗教事務局，由局

長葉小文親自接待。結束後，於下午離開北京返台。

09.12
◆ 為感謝北海岸居民，下午於台北縣金山鄉夜市舉辦「我為你祝福──北海岸中

元平安超度法會」，約有來自三芝、石門、金山、萬里四鄉鎮三千多人參加。這

是法鼓山首次在中元節以佛教儀式，在北海岸地區擴大舉行的超度法會。

09.14
◆ 中華佛研所舉行「八十七學年度開學、畢（結）業暨第九屆佛教學術論文頒獎

典禮」，約有七十多人參加。

09.15
◆ 《法鼓》雜誌第105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81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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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6
◆ 即日起至9月20日，「開創人間淨土──法鼓山1998當代藝術品暨珠寶義賣」全

省巡迴展，移至台南新光三越文化會館展出，聖嚴師父出席與台南市議長黃郁

文、市長夫人張丁蘭共同剪綵。

09.18
◆ 紐約象岡道場以二十萬美元增購鄰近三十二英畝土地，與去年（1997年）所購

合計約一百二十英畝，計畫改建為禪堂、大殿、齋堂等建築。

◆即日起至9月19日，農禪寺舉行地藏法會。

09.19
◆ 安和分院舉辦「自我的覺醒──以智慧開展心靈的空間系列」公益講座，第七

場邀請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主講「工作與生命」。

◆ 中國大陸北京大學國際交流處主任郝平專程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對農禪寺

能夠發展出相當高的人文精神並推動關懷工作，深表讚歎。

09.20
◆ 農禪寺舉行剃度典禮，由聖嚴師父擔任戒和尚、今能長老擔任教授阿闍黎，共

有十位落髮，九位受行同沙彌（尼）戒。

09.26
◆ 於台北林口綜合體育館舉行「信眾會員大會」，這次特別結合「我為你祝福─

─全民祈福平安大法會」，吸引了將近二萬名來自全球各地的信眾參加。聖嚴師

父除親自為悅眾授證、頒獎外，並在此次大會中揭示「心」五四運動。

09.27
◆ 護法總會於北投華僑會館召開「法鼓山會、團長及召集委員授證同心會」，共有

七十人參加。會中，聖嚴師父親自頒發新任召委證書，並開示勉勵大家奉獻所

長、承擔責任，引領菩薩們同心同願致力於人間淨土的建設。

10.01
◆ 中華佛研所與泰國法身寺續簽學術交流協定。

◆ 新加坡法鼓山佛學圖書館成立並開放使用。

◆ 即日起至10月5日，「開創人間淨土──法鼓山1998年當代藝術品暨珠寶義賣」

全省巡迴展，移至台中廣三SOGO百貨公司展出。

10.03
◆ 安和分院舉辦「知福、惜福、造福──感恩成就人間淨土系列」公益講座，第

一場邀請仁愛醫院眼科主任劉秀雯主講「感恩與福報」。

◆ 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應邀參加玄奘大學「迎接玄奘大師靈骨歡迎會」，並在會

中做專題報告。

10月



10.05
◆ 農禪寺舉辦中秋晚會，邀請鄰近居民及信眾共度中秋佳節。

10.07
◆ 即日起至10月10日，「開創人間淨土──法鼓山1998年當代藝術品暨珠寶義賣」

全省巡迴展，移至台北新光美術館展出，邀請行政院院長蕭萬長、台北市市長

陳水扁、中研院副院長楊國樞與聖嚴師父等共同剪綵。

10.08
◆ 中國大陸江蘇焦山定慧寺住持茗山長老及蘇州寒山寺住持性空長老，來台拜會

聖嚴師父，同行者還有中國大陸國家宗教事務局副局長楊同祥、蘇州靈岩山寺

住持明學法師、南京市副市長周學柏等三十多人。

10.09
◆ 即日起一連三天，護法總會於法鼓山上舉辦「勸募會員法鼓傳薪成長營」，聖嚴

師父親臨勉勵大家要扮演好法鼓山鼓手的角色。

10.11
◆ 為籌建法鼓人文社會學院而舉辦的「開創人間淨土──法鼓山1998當代藝術品

暨珠寶義賣會」，於台北新光美術館隆重舉行，由高信譚先生和張小燕女士主

持，共募得七千八百多萬元。聖嚴師父開示時強調，義賣會不僅是為了籌建建

校的經費，更負有文化藝術使命的傳承，進而落實法鼓山的使命。

10.12
◆ 聖嚴師父應邀出席統一超商在安和分院舉辦的「標竿學習講座」，為該公司一百

六十多位中高階主管專題演講，並指導簡易禪坐法。

10.15
◆ 法鼓文化出版《法鼓山地宮》，書中詳盡介紹法鼓山地宮的緣起、建築、製作、

安寶、奠基大典與藏寶位置圖。

◆ 《法鼓》雜誌第106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82期出刊。

10.16
◆ 為推廣法鼓山理念，護法總會規畫了一系列的廣告文宣，其中由聖嚴師父親自

講述的「因果」、「處世」、「信心」、「挫折」、「欲望」五則電視影片，即日

起於中視「不一樣的聲音」節目和民視、超視、三立、TVBS、Discovery等電

視台的廣告時間中播出，受到大眾普遍好評。

10.17
◆ 安和分院舉辦「知福、惜福、造福──感恩成就人間淨土系列」公益講座，第

二場邀請東吳大學外文系教授黃美倫主講「看遍千山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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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
◆ 聖嚴師父赴美弘法。

10.21
◆ 助念團與福田會成員一行六十多人，在助念團輔導師果東法師的帶領下，前往

板橋縣立殯儀館，為在瑞伯、芭比絲風災中的罹難者誦經超度，並關懷家屬。

10.22
◆ 華梵大學教授賴賢宗陪同德國慕尼黑大學（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at

Munchen）教授勞伯夫婦（Johannes Laube and Mrs. Laube）參訪中華佛研所。

◆ 中華佛研所網資室主任杜正民與顧問維習安，應邀參加中央研究院主辦的「資

訊檢索技術的新趨勢」研討會。

10.23
◆ 即日起一連三天，「第二屆北美年會」於紐約象岡道場召開，共有一百多位來

自全美十一州及加拿大等地的召集人、勸募會員、護持會員代表出席。聖嚴師

父在開示中，重申法鼓山大學院、大普化、大關懷三大教育及四安、四環等理

念，並期勉大家能每天拜佛、念佛，發菩提心、行菩薩道。

10.24
◆ 安和分院舉辦「知福、惜福、造福──感恩成就人間淨土系列」公益講座，第

三場邀請台灣大學園藝系主任鄭正勇主講「家庭與社區生鮮廢棄物處理」。

10.29
◆ 即日起一連三天，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和僧團代理都監果品法師，代表

法鼓山出席天主教「醫療牧靈委員會」（Pontifical Council to Health Care Workers）

於梵蒂岡召開的「第十三屆國際醫療會議」，且為佛教界唯一代表。惠敏法師並

發表〈佛教對老年人問題的看法及其在我國的實踐情形〉一文。

10.31
◆ 助念團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悅眾菩薩成長研習營」，邀請佛教蓮花基金會

執行長黃鳳英講授「臨終關懷的宗教意義」，約有一百二十多人參加。

◆ 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舉辦助念座談會，與會者除大部分為護持會員外，還有報

社的記者前來採訪。座談會中，主要針對助念的意義、生死的正確觀、被助念

家屬的心路歷程與感想等，做了廣泛的探討。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禪修菁華集》，全套計分五部七冊：《入門》、

《觀念》、《法脈》、《公案．話頭》、《默照》、《五停心．四念處》、《活

用》；有聲品《世間禪悅》。

11.01
◆ 於農禪寺、台南、高雄和嘉義四地同時舉行「第五屆佛教聯合祝壽」，共有四百

11月



多位老菩薩接受祝福。

◆ 護法總會於法鼓山上首次舉辦「法鼓山導覽研習營」，約有來自台灣各地二百多

位悅眾菩薩參加。

◆ 即日起一連四週的週日，聖嚴師父於紐約東初禪寺宣講「四聖諦」。

11.04
◆ 中國大陸上海復旦大學教授王雷泉由中華佛研所藍吉富老師陪同，參訪中華佛

研所及法鼓文化。

11.06
◆ 即日起每週五晚上，聖嚴師父於紐約東初禪寺宣講《大乘起信論》。

11.07
◆ 安和分院舉辦「知福、惜福、造福──感恩成就人間淨土系列」公益講座，第

四場邀請方智出版社發行人曹又方主講「讓自己變生活高手」。

11.08
◆ 即日起為期六個月，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讀書會，分二組、每週輪流進行，一

組由果醒法師帶領讀《楞嚴經》，另一組則由胡建財居士帶領讀《禪的世界》。

◆ 即日起至11月14日，農禪寺舉行梁皇寶懺法會。

11.12
◆ 聖嚴師父應美國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英文系教授梅伊爾（Speil Meyer）及宗教

系教授于君方之邀前往該校，對禪坐團體成員演講「禪修之道」。

11.14
◆ 紐約東初禪寺舉辦助念組成長聯誼會，聖嚴師父蒞會開示「臨終關懷的意義」，

與會者約有近百人。

11.15
◆ 法鼓文化首次推出「世紀平安禮盒」，內容包括以法鼓山影像為主的卡片、月

曆、桌曆等。

◆ 《法鼓》雜誌第107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83期出刊。

11.21
◆ 即日起一連二天，福田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慰訪員進階研習營」。

11.22
◆ 台南分院於上午舉行新道場啟用灑淨儀式，僧團多位常住法師南下參加，約有

四百多位信眾參與。新道場除了有一百二十坪的大殿，尚有辦公室、貴賓室、

寮房等設施。

11.24
◆ 南華管理學院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生由所長萬金川帶領，參訪法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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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
◆ 安和分院舉辦「知福、惜福、造福──感恩成就人間淨土系列」公益講座，第

五場邀請中華汽車副董事長林信義主講「打造成功的價值」。

◆ 日本「大藏經Text Database研究會」戶田隆先生參訪中華佛研所。

11.29
◆ 台東信行寺為籌募重建基金，舉辦「我為你祝福──祈福種福」園遊會，行政

院院長蕭萬長、台東縣縣長陳建年等多位貴賓蒞臨參與，約有近萬人參加。

◆ 即日起至12月5日，紐約東初禪寺於象岡道場舉辦第八十二期禪七，聖嚴師父首

次以「默照禪」做為禪七專修指導，共有七十一人參加。

◆ 中華佛研所佛學教育推廣中心本年度開設 「印度佛學史」、「長阿含經遊行經

講解」、「佛學日文」 、「佛教美術史」、「日本佛教文化概論」、「俱舍學概

論」、「清淨道論」、「法句經」、「八識規矩頌」、「四念處」、「佛教文化概

論」、「阿含經研究」課程，共有609人參加。

◆ 法鼓文化出版有聲品：《現在主義》、《眾生成佛》、《不死之藥》。

12.02
◆ 美國印地安那西藏中心執行長Jigme K. Norbu偕同家人，參訪中華佛研所。

12.05
◆ 安和分院舉辦「知福、惜福、造福──感恩成就人間淨土系列」公益講座，第

六場邀請副總統夫人連方瑀主講「絢爛生命外的另一章」。

◆ 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舉辦一場迴響夜，回顧過去一年來，大家在學佛及弘揚佛

法方面的心得、經驗與歷程，共有二十多位會員參加。

12.12
◆ 美國芝加哥聯絡處成立四年來，向以舉辦讀書會為主，本日首次舉行念佛活

動。由於多半參與者是首次參加念佛共修，共修前特別安排問訊、禮佛示範，

讓大家對學佛行儀有進一步的認識。

◆ 安和分院舉辦「知福、惜福、造福──感恩成就人間淨土系列」公益講座，第

七場邀請中視董事長鄭淑敏主講「從靈魂進化的觀點談福報」。

◆ 即日起至12月13日，福田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慰訪員進階研習營」。

12.15
◆ 《法鼓》雜誌第108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84期出刊。

12.19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祝福平安感恩聯誼會」，感謝義工菩薩們的辛勞。

◆ 安和分院舉辦「知福、惜福、造福──感恩成就人間淨土系列」公益講座，第

八場邀請交通部次長毛治國主講「見樹與見林」。

12月



12.20
◆ 中華佛研所及北美印順導師基金會共同支持成立的「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CBETA），於台北慧日講堂舉辦首

度成果發表會，正式推出該協會完成的第一片電子藏經光碟，同時將資料上網

和大眾分享。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十七次佛化聯合奠祭，計為

九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12.25
◆ 即日起至明年1月2日，農禪寺舉行第十五屆彌陀佛七法會，共有228人參加。

◆ 即日起至明年1月1日，紐約東初禪寺於象岡道場舉辦第八十三期禪七，由聖嚴

師父主持，共有七十二人參加。

12.31
◆ 屏東辦事處舉行兒童讀經班結業典禮，會後並舉行家長座談會。屏東辦事處推

動兒童讀經三年來，帶動了大屏東地區兒童的讀經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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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人行道》，該書內容原刊於《自由時報》副刊

「人行道」專欄及《人生》雜誌。

01.04
◆ 即日起，聖嚴師父應邀於《中國時報》親子版開闢專欄「我家有個菩薩」，為讀

者解答親子關係各種問題。

◆ 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應邀代表出席於本日至1月7日，在中國大陸深圳舉行的

「文化與社會國際學術會議」；1月8至9日，李所長前往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研究

所進行專題演講及簽訂學術交流合約。

◆ 聖嚴師父自美返台。

01.09
◆ 聖嚴師父應邀於台北誠品書店主講「知識分子與宗教關懷」，約有二百多人參

加。此活動係由行政院文建會、《聯合報》、立緒文化聯合主辦，誠品書店協

辦。

01.10
◆ 於台北中正高中舉行「祈福皈依大典」，由聖嚴師父主持，約近千人皈依三寶。

01.11
◆ 為了對平安運動有相當貢獻的人士或團體表示感謝和敬佩，並希望喚起更多人

士來參與平安運動的推動，使大眾都能夠心安、身安、家安、業安，即日起至2

月14日，法鼓山特別發起「十大傑出平安貢獻獎」選拔活動。

01.15
◆ 《法鼓》雜誌第109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85期出刊。

01.17
◆ 即日起，聖嚴師父每週日於農禪寺宣講《楞嚴經》，其中2月21日、3月14日及4

月4日因故暫停。

01.18
◆ 即日起至1月21日，由中央研究院及教育部主辦、中華佛研所和台大佛學中心協

1月



辦的「資訊電子化聯合會議」，於中央研究院舉行，共有來自十七個國家、三百

多位學者專家與會。

01.21
◆ 由中華民國公益團體服務協會主辦的「第一屆國家公益獎」，於國家圖書館國際

會議廳舉行頒獎典禮，由行政院院長蕭萬長頒發象徵「燈塔精神」的獎座給得

獎者，聖嚴師父是十二位得獎人之一，這項活動主要是選拔德善兼備的公益典

範。

01.22
◆ 具有一百五十年歷史的桃園大溪國家三級古蹟齋明寺，在桃園縣縣長呂秀蓮和

桃園縣佛教會理事長如悟法師的監交下，由第六任住持江張仁居士將印信交給

聖嚴師父接任第七任住持，日後該寺將由法鼓山承接法務。

01.24
◆ 聖嚴師父於法鼓山上舉辦感恩聯誼會，感恩參與去年10月舉辦的「開創人間淨

土──法鼓山1998當代藝術品暨珠寶義賣會」的顧問、義工及護法菩薩們，約

有四百多人參加。

01.29
◆ 即日起一連三天，分別於農禪寺、文化館及法鼓山上舉行「祝福平安──法鼓

山歲末大關懷」冬令慰問活動，關懷士林、北投、淡水、三芝、萬里、金山、

石門等地一千二百多戶低收入戶。

01.31
◆ 法鼓山和環保署於台北國父紀念館合辦「環保『挑』、『找』惜福相會」，現場

設有七十二個攤位，吸引了近三萬人參加。活動募得款項十二萬元，捐贈創世

基金會、老人福利聯盟、兒福聯盟等公益團體。

◆ 即日起至2月7日，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第七十六期禪七，共有293人參加。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隨身經典系列：《四弘誓願講錄》、《慈雲懺主淨土文

講錄》、《四十二章經講錄》、《普賢菩薩行願讚講錄》，內容為歷年師父於農禪

寺講經的內容；有聲品《活在當下真喜悅》。

02.02
◆ 即日起至2月6日，於法鼓山上舉辦「冬令高中生活禪修營」，共有九十八人參

加。

02.07
◆ 即日起至2月12日，法鼓文化參加於台北世貿中心舉行的第七屆台北國際書展。

欣逢法鼓山成立十周年，此次並於9日下午舉辦一場主題為「輕鬆自在過生活

──禪與歡樂人生」的演講，提供參觀者一場不同的心靈饗宴。

◆ 皈依關懷組舉辦「農禪寺聽經暨法鼓山半日遊」活動，參訪農禪寺與法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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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43人參加。

02.08
◆ 即日起至2月12日，於法鼓山上舉辦「冬令初階幹訓營」，共有204人參加；結束

後，聖嚴師父親贈二十六位工作人員每人一件代表青年營隊榮譽與責任的綠色

背心。

◆ 教師聯誼會邀請教師們與家人到農禪寺，分享一年來的生活點滴與學佛心得，

聖嚴師父蒞臨現場關懷、祝福。

◆ 日本花園大學校長河野太通等一行三人，參訪中華佛研所、農禪寺。

02.13
◆ 即日起一連二天，美國加州聯絡處參加於洛杉磯波真那市舉行的「華人工商大

會」，於會場設攤推廣法鼓山的理念。

◆ 即日起一連二天，甫於農曆春節成立的美國亞特蘭大市共修處，參與亞城「新

春園遊會」，首度完整介紹法鼓山的理念、禪修活動及聖嚴師父的中英著作等，

獲得熱烈迴響。

02.14
◆ 紐約東初禪寺舉行「1999祝福平安年的新春祈福法會」，由仁俊長老主持，約有

二百人參加。

02.15
◆ 《法鼓》雜誌第110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86期出刊。

02.16
◆ 農禪寺、安和分院及法鼓山上舉行新春普佛法會。

◆ 即日起一連三天，文化館舉行千佛懺法會。

02.19
◆ 即日起至2月26日，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第七十七期禪七，共有206人參加。

02.23
◆ 日本立正大學教授松村壽嚴、庵谷行亨專程來台，邀請中華佛研所參加今年11

月該校佛教部創立五十周年慶舉辦的一項國際學術會議。

02.28
◆ 加拿大溫哥華辦事處舉辦「新春祈福精進佛一」，約有七十多人參加。

03.01
◆ 聖嚴師父下午前往台北時報民權廣場，由《中國時報》主辦的參加「新世紀科

技與人文高峰會談」，與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宏碁集團董事長施振榮及台南

藝術學院校長漢寶德對談。分別就二十世紀的科技發展現況、重科技而輕人文

3月



所造成的問題及科技、人文未來如何形成良性互動等三大議題，提出看法及建

議，約有近四百位民眾聆聽。

03.06
◆ 福田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第二期慰訪員進階研習營」。

03.07
◆ 桃園聯絡處和龍潭鄉公所於龍潭運動公園合辦以「新的一年，心的行動」為主

題的系列環保活動，邀請二十多個公益團體參與，活動內容包括環境清潔、跳

蚤市場、有機環保蔬菜講座等，約有上千名民眾熱情參與。

03.12
◆ 法鼓山應邀參加由台北市政府與時報文教基金會於大安森林公園合辦的「台北

市1999春之邀約系列活動──眾樹歌唱」活動，提供十二個指導禪修的攤位。

開幕典禮中，聖嚴師父應邀與馬英九市長、時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余範英及行

政院政務委員黃大洲一同植樹。

03.13
◆ 香港分會舉行新道場灑淨儀式，由禪坐會輔導師果醒法師主持，結束後並舉辦

一場禪一。

03.14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市府中庭共同舉辦「第五屆佛化聯合婚禮」，共有五十對

新人參與。由聖嚴師父擔任祝福人，總統府資政吳伯雄擔任證婚人、台北市市

長馬英九和文建會主委林澄枝分任男女方主婚人、護法總會會長陳嘉男夫婦擔

任介紹人。

03.15
◆ 《法鼓》雜誌第111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87期出刊。

03.20
◆ 台南分院舉行佛像安座開光祈福法會，僧團都監果品法師代表聖嚴師父南下主

持，約有三百多名信眾共襄盛舉。

03.21
◆ 嘉義辦事處於蘭潭水庫舉辦「我愛蘭潭．水源環保」活動，約有四百五十多人

參與。除了淨化環境，並舉行誦經消災祈福法會。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十八次佛化聯合奠祭，計為

八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 皈依關懷組舉辦「農禪寺聽經暨法鼓山半日遊」活動，參訪農禪寺與法鼓山，

共有167人參加。

03.26
◆ 即日起至3月28日，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平安開講──聖嚴法師與台灣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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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對談」活動。首場於本日邀請台北市市長馬英九與聖嚴師父對談「心靈環

保對跨世紀社會安定之影響」，約有三千位民眾與會。

03.27
◆ 「平安開講──聖嚴法師與台灣當代名人對談」第二場，邀請救國團主任李鍾

桂、學生代表暨南大學莊焜吉及世新大學盧雲玲與聖嚴師父對談「新世代青少

年如何安身、安心、安家、家業」，約有三千位民眾與會。

◆ 法鼓山與《聯合報》合辦的「1999校園平安頌」徵文活動，本日於台北國父紀

念館舉行頒獎典禮。本活動共收到五千六百多件投稿，評選出一百二十件優秀

作品。舉辦這項活動的目的，是希望倡導大眾重視校園環境的安全，使學子們

能生活在無恐懼的校園中。

03.28
◆ 「平安開講──聖嚴法師與台灣當代名人對談」第三場，邀請中研院副院長楊

國樞、李亦園院士與師父對談「祝福平安──現代人如何在世紀交替下安身立

命」，約有三千位民眾與會。

03.29
◆ 即日起一連三天，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於國家圖書館舉辦「人文關懷與社

會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兩岸三地學者探討「人的素質」議題，與會學

者約有二百多人，共發表十八篇論文。

◆ 即日起至4月6日，農禪寺舉行清明報恩佛七法會，共有325人參加。福田會特別

舉辦「1999清明祭祖無限關懷念佛法會」活動，安排二部遊覽車，接送松山福

德社區老菩薩至農禪寺隨喜念佛。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隨身經典系列《金剛經講記》；有聲品《我為你祝

福》。

04.01
◆ 來台參加「人的素質」學術研討會的中國大陸學者，於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

處校長曾濟群陪同下，參觀花蓮東華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及台北國家圖書館。

04.03
◆ 輔仁大學宗教系所師生在馬天賜神父陪同下，至農禪寺、中華佛研所及法鼓文

化參觀。

04.04
◆ 「社會平安──十大傑出平安貢獻獎」甄選活動，本日於台北圓山飯店舉行頒

獎典禮，邀請行政院院長蕭萬長頒獎。得獎者包括十個個人和團體。其中，嘉

邑行善團將所獲得的二十萬元獎金，又轉贈給法鼓山做為建校基金。

04.08
◆ 藏傳薩迦法王一行十六人參訪農禪寺。這是法王於4月5日來台弘法第一個參訪

4月



的佛教團體，聖嚴師父親迎其到訪，並就佛學院培養弘法人才的課程與訓練方

式交換意見。

04.09
◆ 李登輝總統接見「十大傑出平安貢獻獎」得獎者，致贈最新著作《禪修菁華

集》。

04.11
◆ 即日起至4月18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第七十八期初階禪七，共有132人參

加。

04.15
◆ 《法鼓》雜誌第112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88期出刊。

◆ 即日起至4月21日，聖嚴師父在闊別十七年後再度至新加坡弘法。此行係應新加

坡佛教總會悟峰長老、明義法師及總理夫人等人多年之邀而成。

04.16
◆ 聖嚴師父晚上出席於新加坡新達城國際會議展覽中心三樓禮堂舉行的「信眾暨

讀者聯誼會」，並演講「日常生活中理性與感性的調合應用──祝福你平安」，

約有五百多人參加。

04.17
◆ 聖嚴師父晚上出席由大專畢業生佛友會及新加坡佛學圖書館於東陵俱樂部地下

一樓劇院廳，共同舉辦的一場菁英座談會，約有二百八十多位星國政商界菁英

與會，如此高水準的集會在當地佛教界相當難得一見。

◆ 美國加州聯絡處和當地水利局、森林保護局，於天使森林（Angeles Forest）合

辦植樹環保活動，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 即日起一連二天，美國俄亥俄州共修處舉辦禪二，由北卡聯絡處召集人王翠娟

指導，約有三十多位外籍人士參加。

04.18
◆ 法鼓山和桃園縣政府於桃園虎頭山公園合辦「捍衛水土保持，永續保育國土」

活動，約有三千人參加。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車長經驗交流分享」義工研習營，培訓活動車長人

才，共有四十一人參加。

◆ 即日起一連二天的晚上，聖嚴師父於新加坡威信史丹佛大飯店（The Westin

Stanford）的四樓萊佛士大廳，進行二場主題分別為「智慧的人生」及「和樂的

人生」的弘法大會，每場均有三千多人到場聆聽，場外並架設了一面大電視螢

幕，讓無法入場的民眾亦能同霑法益。

04.19
◆ 聖嚴師父拜會台灣駐新加坡代表歐陽瑞雄。師父多年前於洛杉磯弘法時，曾蒙

歐陽代表接待，這次特別造訪，歐陽代表夫婦及在場好友求受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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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0
◆ 助念團於農禪寺舉辦大台北地區悅眾聯誼會，邀請助念團輔導師果東法師主講

「臨終關懷的方式」，約有二百多人與會。

◆ 聖嚴師父至靈峰般若講堂拜訪新加坡佛教總會會長隆根長老，隨後至淨宗學會

拜訪淨空法師。

04.21
◆ 即日起至 5月 3日，聖嚴師父應德國柏林最大佛教團體「柏林佛學社」

（Buddhistische Gesellschaft Berlin E.V.）負責人諾亞克博士（Rainer Noack）之

邀，首度前往德國弘法。

04.24
◆ 為更明確傳達「法鼓山護法悅眾萬人推動理念」的精神和目標，護法總會於本

日及5月1日，在安和分院、農禪寺舉辦「地區執行講習課程」，與會成員有轄區

正副召集人、地區正副召集人及由地區所推選的執行委員等近二百人參加。

◆ 義工團於安和分院舉辦醫學講座，邀請蔡肇基醫師談「如何預防過敏」。

◆ 禪坐會舉辦淡水河戶外禪活動，由果醒法師帶領學員自社子國小步行至中國海

專，約有一百三十多人參加。

◆ 即日起一連二天，台中分院為增進會員落實整體關懷並提昇勸募技巧，於南投

竹山延平童軍露營區舉辦「勸募會員同心營」，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 聖嚴師父於德國柏林佛學社（Buddhistische Gesellschaft Berlin E. V.）演講「中

國的禪」。

04.25
◆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於三重市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舉辦「環保『挑』、『找』惜福

相會」活動，推動「一起做環保，種福田，結善緣」的理念。

◆ 即日起至 5月 2日，聖嚴師父於德國東部一座興建於 1848年的 Schloss

Krochlendorff古堡主持禪七，共有來自十多個國家、四十九位禪眾參加。

04.28
◆ 中華佛研所邀請美國印地安大學（Indiana University）宗教系教授馬克瑞（John

McRae）演講「禪宗的法脈──一種新的介紹法」。

04.30
◆ 高雄三民道場邀請仁俊長老演講「常行四供修四念」。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隨身經典系列《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記》、《心經新釋

（1）：心經禪解》。

05.01
◆ 為更明確傳達「法鼓山護法悅眾萬人推動理念」的精神和目標，護法總會於農

禪寺舉行「地區執行講習課程」，約有二百人參加。

5月



05.08
◆ 即日起一連二天，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悅眾成長營」，邀請陳履安居士演講

「日常生活中的修行」。

05.15
◆ 即日起至5月21日，文化館舉行梁皇寶懺法會。

◆ 屏東辦事處舉行灑淨法會，由屏東區輔導師果明法師主持，約有四十多位念佛

會成員參加。

◆《法鼓》雜誌第113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89期出刊。

◆ 本日起，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於每月的第三個週六晚上，舉辦一系列素食健康

講座，內容包括人體吸收營養機制、營養食物的選擇、健康的食法、素食烹調

的方法等，邀請對素食烹調及保健方面頗有研究心得的吳昭芳師兄主講。

05.16
◆ 即日起至5月23日，法鼓山配合浴佛節及成立十周年，於農禪寺舉辦一項「佛教

知性之旅」，除了於5月22日舉行浴佛法會，並有佛像藝術品展覽義賣會，以籌

募建設經費。

◆ 二千多名來自中部地區的信眾，北上參加法鼓山朝山浴佛法會；結束後，並前

往農禪寺參觀佛像展覽。

05.22
◆ 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舉辦一場主題為「如何增進人際關係」的座談會，邀請蒙

克萊學院（Montclair University）心理學教授裘李炯主持，內容除了討論人與人

的溝通，也包括親子之間的溝通議題。

05.23
◆ 齋明寺舉行浴佛法會，約有四百人參加。法會結束後，發送壽桃給附近居民，

分享佛誕喜悅。

◆ 基隆辦事處與基隆市政府環保局、社會局、教育局及台電協和電廠等單位，於

基隆光隆家商舉辦「1999年環保園遊會」，推動法鼓山「四環」運動。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學佛行儀」活動，課程內容指導新皈依弟子有關問

訊、禮佛、執香、海青穿脫、過堂等禮儀，約有三百多人參加。

◆ 紐約東初禪寺舉行浴佛法會，約有五百多位東、西方人士參與。仁俊長老與西

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在紐約的代表瓊哥拉仁波切，特地前來參加。下午，聖嚴

師父以「佛、心、眾生」為題演講。

◆ 即日起一連二天，美國加州聯絡處於洛杉磯近郊天使森林（Angels Forest）的梵

谷營區（Camp Valcrest），舉辦「般若禪修營」，共有四十人參加。

05.25
◆ 僧團果東法師應台中澄清醫院之邀，對該院近一千位醫護人員演講「展現生命

力──關懷他人，成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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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9
◆ 法鼓山工程人員一百多人，由建築師陳俊宏發起，在工程輔導師果理法師帶領

下，參加法鼓山朝山浴佛法會，希望藉此凝聚大家的向心力，並為工程祈福。

◆ 中華佛研所與中國大陸廣州中山大學宗教文化研究所、南京大學中國哲學與宗

教文化研究所簽署學術交流協定書，分別由馮達文所長、洪修平所長代表與李

志夫所長簽署。

◆ 即日起至6月5日，紐約東初禪寺於象岡道場舉辦第八十四期禪七，由聖嚴師父

主持，共有五十五人參加。

05.30
◆ 高雄三民道場舉辦助念研討會，邀請果東法師主講「如何妥善處理人生最後一

件大事」及「法鼓山助念團臨終關懷的方式」。

05.31
◆ 為落實敦親睦鄰及關懷社區的理念，中山共修處應邀參加於台北市大同高中舉

辦的社區運動會。活動結束，法鼓山獲得最高榮譽「精神總錦標」。

◆ 來台參加「海峽兩岸當代禪學學術研討會」的中國大陸代表暨南管理學院宗教

研究中心人員一行二十五人，至農禪寺及中華佛研所參訪。

◆ 日本《大毗婆娑論》專家、亦是東初老人舊識的日本東洋大學河村孝照教授，

至農禪寺及中華佛研所參訪。

◆ 本月起，華視「大法鼓」節目於美國東部第二十五教育電視台播出，該節目由

聖嚴師父主講、新聞工作者陳月卿女士主持，每週播出一次，每次二至三集。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平安的人間》，內容收錄師父近年於台、美各地

有關四安、生命教育等演講紀錄十二篇；隨身經典《心經新釋（2）：心經講

記》。

06.01
◆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完成《CBETA電子佛典》第五至十冊光碟版。

06.02
◆ 日本佛教大學校長中井真孝、總務部長梅田巧參訪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與

副所長惠敏法師親自接待。

◆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教授霍普金斯（Jeffery Hopkins）參訪中華佛研所，並與該所

師生進行一場座談會。

◆ 文化館榮獲「台北市八十七年度捐資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績優團體

之一，僧團監院果品法師代表前往信義區公所，接受市長馬英九頒獎。

06.03
◆ 即日起一連三天，於法鼓山上舉辦「青年禪二」，共有六十八人參加。

06.07
◆ 文化館再度榮獲內政部八十七年度寺廟教會捐興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績優

6月



「金壺獎」，文化館住持鑑心法師代表出席於國家圖書館所舉行的表揚大會，接

受內政部部長黃主文頒獎。

06.09
◆ 即日起至6月13日，中華佛研所網資室主任杜正民及顧問維習安應邀前往美國參

加由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舉辦的「1999電腦與人文國際會

議」，並發表論文。

06.11
◆ 即日起一連三天，美國亞特蘭大共修處邀請紐約東初禪寺住持果元法師演講及

指導禪修。首日，法師於假日旅館（Holiday Inn）演講「禪的修行與自在生

活」；12日舉行禪二，約有近百名東、西方人士參加。

06.12
◆ 義工團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悅眾成長營，內容包括演講及參觀銅

鑼窯廠、三義木雕博物館、龍騰斷橋等，約有八十多人參加。

06.14
◆ 即日起一連三天，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及網資室主任杜正民、顧問維習

安，出席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的「古籍的文字問題研討會」，並於

會中發表論文。

06.15
◆ 《法鼓》雜誌第114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90期出刊。

06.16
◆ 護法總會於桃園辦事處舉辦「護法悅眾萬人推動理念懇談會」，約有一百多人參

加，會後並有十六人加入勸募行列。

06.19
◆ 應環保署資源回收處之邀，參加該處於淡水捷運站舉辦的「用愛心做環保，台

灣會更好」活動，指導民眾如何DIY讓廢物再利用，創造新價值。

06.20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十九次佛化聯合奠祭，計為

十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06.21
◆ 熱心公益的吳尊賢老居士，多年來亦護持法鼓山不遺餘力，於6月8日往生，享

年八十四歲。本日舉行告別式，由法鼓山僧團主持彌陀法會，李登輝總統、連

戰副總統、五院院長及政商界人士皆前往致祭。

06.23
◆ 即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於紐約象岡道場宣講《佛遺教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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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6
◆ 員林共修處成立。

◆ 即日起一連二天，皈依關懷組於法鼓山上舉辦「福慧成長營」，約有二百多位新

皈依弟子參與。

◆ 即日起至7月3日，紐約東初禪寺於象岡道場舉辦第八十五期禪七，由聖嚴師父

主持，共有七十人參加。

06.27
◆ 為推廣電子佛典的使用，並增進各界對佛教數位資源的檢索與利用，由中華電

子佛典協會主辦、台大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與台大資訊系協辦的「電子佛典推

廣講習會」，於台大資訊系舉行，共有五十人參加。

◆ 中華佛研所《中華佛學學報》第十二期出刊。

07.01
◆ 法鼓文化出版《智慧一OO》有聲書系列，本日起於各地誠品、新學友、金石堂

三大連鎖書店上巿，內容包括「現在主義」、「眾生成佛」及「不死之藥」三

輯，由台視新聞部劉忠繼主述、廣播節目主持人李文媛擔任引言；隨身經典

《心經新釋（3）：心經實踐》。

◆ 即日起至7月4日，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暑期營隊輔導員營前幹

訓營」，共有七十四人參加。

07.02
◆ 聖嚴師父於紐約象岡道場宣講《八大人覺經》。

07.05
◆ 即日起至8月13日，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暑期心靈環保體驗

營」，分國小組（7月5日至8月13日，共五梯次）、國中組（7月5至16日，共二梯

次）及高三組（7月23至26日）三種營隊，總計約有一千五百多人參加。這次活

動的最大特色，是從硬體的設備到軟體的課程都強調環保。

07.08
◆ 天主教馬天賜神父陪同四位基督教神職人員參訪農禪寺。

07.09
◆ 杜維明、劉述先、李亦園、黃俊傑等多位國內外知名學者由法鼓人文社會學院

籌備處校長曾濟群陪同，至安和分院拜訪聖嚴師父，交換教育理念。

◆ 行政院院長蕭萬長蒞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請益安心之道與體驗禪法的利益。

07.10
◆ 紐約東初禪寺為勸募會員及禪中心信眾舉辦「菩提工作坊」，由中興大學社工系

副教授楊蓓主持。

◆ 即日起一連二天，中華佛研所舉辦「佛學與資訊研討會」，共發表十篇論文。

7月



◆ 即日起至7月17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第七十九期初階禪七，共有152人參

加。

07.11
◆ 中華佛研所舉辦大專青年佛學研習營，主題為「佛學與資訊作品研討會」。

◆ 護法總會於台北成淵中學活動中心舉行北五區「法鼓山勸募會員授證暨法鼓傳

薪典禮」，約有五百多人參加。聖嚴師父蒞會關懷，除嘉勉會員發心外，更感恩

大眾護持法鼓山的建設。

◆ 聖嚴師父於農禪寺宣講《大佛頂首楞嚴經》。

07.12
◆ 即日起一連三天，中華佛研所網資室主任杜正民代表出席由俄羅斯科學院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舉辦的國際「蒙文與藏文歷史文獻資料電子化

研討會議」（Computer Studies of Mongolian and Tibetan Historical Sources），並發

表論文〈台灣西藏佛學網路資源〉（Tibetan Net Resources in Taiwan）。

07.13
◆ 財團法人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以下簡稱「獎基會」），召開籌備會

議。

07.14
◆ 立法委員施明德偕同助理至文化館拜訪聖嚴師父，暢談心靈環保問題。師父以

佛經中「火宅清涼」的比喻，期勉他能以平常心面對外境的轉變。

07.15
◆ 福田會贊助台北市脊髓損傷者協會，贈送聖嚴師父著作、環保袋及念佛機。

◆ 《法鼓》雜誌第115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91期出刊。

07.17
◆ 紐約東初禪寺於象岡道場舉辦親子禪修營，由果谷法師、林莉．韓隆（Lindley

Hanlon）及中興大學社工系副教授楊蓓帶領，共有六十五位來自二十四個家庭

的親子參加。

07.18
◆ 於台北中正高中舉行「祈福皈依大典」，由聖嚴師父主持，約有一千七百多人皈

依三寶。

07.19
◆ 即日起至7月27日，香港分會舉辦系列禪修活動，包括二期「初級禪訓班」、禪

一及一場佛學講座，由僧團果竣法師主持。

07.20
◆ 西藏五明佛學院女眾部院長札西旺迦仁波切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 前台灣省長宋楚瑜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交談國內宗教信仰與人類心靈探索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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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4
◆ 聖嚴師父至高雄岡山主持榮譽董事授證典禮，共有二十位新任榮董授證。

07.25
◆ 聖嚴師父上午至台南二中主持皈依祈福法會，約有二千人參加，八百多人皈依

三寶；下午則主持一場南區信眾大會，為一百六十多位新勸募會員授證。

07.27
◆ 中華佛研所正式承接台灣大學佛學研究中心製作的「佛學網路資料庫」。

07.31
◆ 即日起至8月7日，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第八十期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

161人參加。此為師父繼今年初主持專修默照禪七後，在國內第一次主持專修話

頭禪七。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著作《動靜皆自在》，內容收錄師父1993年至1998年有關

禪與禪修的講演紀錄；隨身經典《八大人覺經》。

08.03
◆ 中國大陸學者楊一介和國內佛教學者楊惠南、藍吉富等，由中華佛研所所長李

志夫陪同，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8.05
◆ 中華佛研所與福嚴佛學院研究部簽訂所際交流選課協定書，加強並促進彼此教

育與學術的交流。

08.07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為天下父親祝福──福慧念佛」活動，共有九十人

參加。

08.08
◆ 農禪寺啟用衛星直播系統，於各分院同步播出聖嚴師父每週日上午在農禪寺講

經的過程，目前首先於安和分院、台中分院試播。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與聖嚴師父有約暨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上午於大

殿聆聽師父宣講《楞嚴經》，下午由果慨法師主講「法鼓山大家長」，約有二百

多人參與。

08.11
◆ 即日起至8月15日，法鼓文化參加高雄國際書展。

08.13
◆ 即日起至8月19日，農禪寺舉行梁皇寶懺法會。

08.14
◆ 輔仁大學舉行「天主教台北總教區輔理主教劉丹桂晉牧典禮」，僧團派二位常住

8月



法師代表法鼓山出席觀禮。

08.15
◆ 行政院農委會主委彭作奎至文化館拜訪聖嚴師父，除了交換對環保等相關議題

的看法，並向師父請益禪修方法。

◆ 《法鼓》雜誌第116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92期出刊。

08.19
◆ 聖嚴師父應悟明長老之邀，前往海明寺針對教師營學員演講「人間淨土」。

08.20
◆ 立法委員謝啟大、韓選棠教授至文化館參訪。韓教授專研德國建築，期望透過

法鼓山的宣導，使台灣的綠化、田園生活更加普及。

08.21
◆ 「圓滿1000──法鼓山榮譽董事十周年感恩聯誼會暨法行會成立大會」於台北

新舞台舉行，聖嚴師父出席與會，並頒發新任榮董聘書，約有一千多位新舊任

榮董與會。由歷屆「社會菁英禪修營」成員所組成的法行會於會中宣布成立，

首任會長由政治大學校長鄭丁旺擔任。

◆ 中國石化董事長吳澄清夫婦、劉景義檢察長夫婦、興農企業楊天發總裁等，至

文化館拜訪聖嚴師父。

◆ 美國新州聯絡處配合台灣法鼓山成立十周年慶，舉辦「新州歡喜日」，活動內容

包括平安祈福法會及義賣園遊會，約有三百多人參加。義賣所得做為新州聯絡

處的弘法基金。

08.22
◆ 於桃園林口體育館舉行「1999祝福平安滿人間──全球會員代表感恩大會」，約

有來自國內外一萬五千多名信眾參加。會中，聖嚴師父與副總統連戰、行政院

院長蕭萬長共同揭示二十一世紀人類生活新主張──「心」五四運動，與會貴

賓還有桃園縣縣長呂秀蓮、宋楚瑜、許信良等。

08.23
◆ 即日起至8月28日，中華佛研所網資室主任杜正民及顧問維習安，代表該所參加

於瑞士洛桑大學（University of Lausanne）舉辦的「第十二屆國際佛學會議」

（The XIIth IABS Conference），並分別發表論文〈台灣佛學數位資料庫〉、〈中

國大藏經數位化〉。

08.24
◆ 「1999第一屆法鼓山全球僧團大會」於農禪寺舉行，約有一百五十多位僧眾出

席討論法鼓山未來的發展方向，由聖嚴師父親自主持。會中，師父任命果元法

師擔任紐約東初禪寺第二任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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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5
◆ 台北縣三芝鄉「薪水居易」多位社區居民，發起邀請法鼓山於該社區舉辦「中

元平安普度法會」。

08.26
◆ 於韓國松廣寺出家的芬蘭籍大慧法師與義大利籍太利法師，至農禪寺拜訪聖嚴

師父。大慧法師曾將師父的英文著作《開悟的詩偈》（ The Poetry of

Enlightenment）翻成芬蘭文及義大利文，芬蘭文版已出版，目前正尋求義大利

版的出版商。

08.27
◆ 法鼓山和台北市社會局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合辦「1999台北市中元普度法

會」，由聖嚴師父和台北市市長馬英九共同主持，約有三百多個家庭參加。這場

法會，全以鮮花素果與佛號聲代替三牲與燒紙錢的民俗，簡單隆重的莊嚴氣

氛，為中元普度習俗做了良好的示範。

08.28
◆ 南海觀音基金會董事長吳天池率領一千多位會員參訪農禪寺，聖嚴師父並為四

百多位會員主持皈依儀式。

08.29
◆ 即日起至9月5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第八十一期禪七，本次以法鼓山體系

中各單位、會團的幹部為主，共有126人參加。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與聖嚴師父有約暨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上午於大

殿聆聽師父宣講《楞嚴經》，下午由果傳法師主講「如來法眷」，共有210人參

與。

08.30
◆ 日本東京立正大學副教授庵谷行亨和日蓮宗常圓寺住持古河良皓等「一味會」

研修會成員一行十五人，至農禪寺、中華佛研所、法鼓文化及法鼓山文教基金

會參訪，由正在立正大學念書的果暉法師接待。

08.31
◆ 果東法師應國際扶輪社士林區社長曾照嵩之邀，前往桃園少年輔育院演講「展

現生命力，開創美好的未來」。曾社長並以《人行道》、《是非要溫柔》、《高僧

小說系列》與院內少年們結緣。

◆ 法鼓文化出版《48個願望──無量壽經講記》、《空花水月》、《佛遺教經》。其

中，《48個願望》為聖嚴師父近年於農禪寺佛七中開示《無量壽經》的紀錄；

《空花水月》則為師父的第九本遊記，記錄1997年1至11月間的弘法行程。

◆ 本學期開始，法鼓山精心設計「家庭聯絡簿」，送給台灣各地二十多萬名小學

9月



生，內容收錄「法鼓山1999年校園平安頌」甄選出的精彩短文。

09.02
◆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於農禪寺舉行「專職菩薩關懷成長營」，聖嚴師父親自為法鼓

山各單位專職授課，講說「如何提高工作效能」。

09.03
◆ 紐約東初禪寺於象岡道場舉辦禪三，共有來自紐約、新澤西、喬治亞及奧克拉

荷馬州等二十八位僧俗弟子參加。

09.05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與聖嚴師父有約暨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上午於大

殿聆聽師父宣講《楞嚴經》，下午由果東法師主講「生死一瞬間」，約有二百五

十人參與。

09.06
◆ 中華佛研所舉行「八十八學年度開學、畢（結）業暨第十屆佛教學術徵文頒獎

典禮」。

09.07
◆ 聖嚴師父於農禪寺對法鼓山全體專職人員精神講話，主題為「心五四運動的時

代意義」，闡析「心」五四運動的根源、發展歷程、核心概念。

09.09
◆ 農禪寺舉行剃度典禮，共有十六人落髮，其中七位受沙彌（尼）戒、九位受行

同沙彌（尼）戒，由聖嚴師父擔任戒和尚、今能長老擔任教授阿闍黎。

09.10
◆ 即日起一連三天，護法總會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勸募關懷委員

暨委員法鼓傳薪」。

09.11
◆ 桃園齋明寺依佛教儀式，正式敦請聖嚴師父接任該寺第七任住持。晉山典禮邀

請中國佛教會榮譽理事長悟明長老擔任送位和尚，總統府資政吳伯雄、桃園縣

長呂秀蓮、桃園縣議長林傳國等多位貴賓及二千多名信眾參與觀禮。

09.12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與聖嚴師父有約暨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上午於大

殿聆聽師父宣講《楞嚴經》，下午由果時法師主講「人間淨土法鼓山──諸佛菩

薩的搖籃」，約有一百六十人參與。

09.13
◆ 即日起至10月2日，僧團於法鼓山上結夏安居。

09.15
◆ 《法鼓》雜誌第117期出刊。

◆ 《人生》雜誌第193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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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6
◆ 紐約東初禪寺住持果元法師代表聖嚴師父出席聯合國宗教交流祈禱大會，為第

五十四屆聯合國大會揭開序幕。

09.18
◆雲林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張文雄夫婦、張守真教授由施建昌居士陪同，至法鼓山

上拜訪聖嚴師父談創校經驗。

◆ 聖嚴師父應邀參加台北縣金山鄉朱銘雕刻公園開幕典禮。

◆ 紐約東初禪寺舉行佛一，約有四十多人參加。

09.19
◆ 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網資室主任杜正民等，代表聖嚴師父至慧日講堂參加

厚賢法師晉山大典。

◆ 法鼓山與台北巿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二十次佛化聯合奠祭，計為

十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09.21
◆ 台灣發生百年來最嚴重的921地震，造成二千多人死亡、數萬人受傷。聖嚴師父

赴新莊「博士的家」大樓倒塌現場關懷受災民眾，隨後轉往台北省立醫院慰問

傷患，並透過中華電視台，代表法鼓山捐款五百萬元賑災。

09.22
◆ 聖嚴師父清晨率多位法師、護法總會陳嘉男會長等，南下與台中縣副縣長陳雨

鑫會合後，至豐原台中醫院關懷921震災災民。

09.23
◆ 齋明寺前住持江張仁老居士本日因心肺衰竭往生，文化館為老居士舉行一場讚

頌大會。聖嚴師父曾於9月19日，前往台北醫學院附設醫院探望老居士。

◆ 聖嚴師父召集各單位主管及法行會、法緣會專業人士，共同商討921救災事宜。

會中，師父指示設立指揮中心、組織分工，以發揮更高救災效果，並同時展開

災後「人心重建」各項作業。

09.24
◆ 於農禪寺舉行「921大地震罹難受災菩薩超薦祈福大法會」，由聖嚴師父親自主

持，約有一千五百多位民眾參加。

09.25
◆ 聖嚴師父率領義工團前往台中縣東勢921地震災區，慰問罹難者家屬及災民。

09.26
◆ 即日起至10月3日，工務室陳洽由總工程師帶領多位工程技術專家，前往921大

地震中部災區為法鼓山會員勘查房屋建築結構，共勘查了約三百棟房子。

◆ 聖嚴師父於文化館主持災後心靈重建工作會議，約有二十位各界社會菁英與

會，共同思考921災後重建工作。



◆ 即日起至10月30日，助念團安排蓮友至台北、板橋、台中、南投等地殯儀館，

為罹難民眾助念。

09.27
◆ 法鼓山和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為921罹難者舉行頭七超薦法會，

由市長馬英九及今能長老共同主持。

◆ 聖嚴師父拍攝「台灣，加油」公益廣告，展開法鼓山「人心重建」計畫。

09.29
◆ 921震災後，中華佛研所收到許多國際姊妹校的來電或傳真關懷。其中，日本花

園大學校長河野太通更派該校文學部教授沖本克己等來台，致贈二十萬日幣及

手套、口罩、繃帶、外傷藥品等物品，以表達關懷，聖嚴師父指示悉數轉為賑

災之用。

◆ 因921大地震，聖嚴師父懇辭《聖嚴法師七秩壽慶佛學論文集》等所有壽慶。該

論文的中、英文部分，移於《中華佛學學報》第十三期刊出：日文方面則更改

書名，由日本山喜房出版。

◆ 法鼓文化出版《台灣，加油》，收集聖嚴師父於921大地震發生以來的相關開

示，內容以「人心重建」為中心主旨；隨身經典《社會關懷的維摩經》。

10.01
◆ 聖嚴師父接受《勁報》邀請，與漫畫家老瓊、蕭言中對談。師父指出，921震災

後，以心靈重建為最重要，並提出安頓身心的「四它」要訣──面對它、接受

它、處理它、放下它。

10.02
◆ 聖嚴師父接受News 98電台主持人單小琳專訪，開示「永遠抱持希望」，勇敢面

對災難。

◆ 護法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行「福田會慰訪員進階研習營」，約有一百位學員

參加。

◆ 即日起一連二天，護法總會為感恩十年來護持法鼓山的勸募會員們，於法鼓山

舉辦「十年法鼓緣──法鼓山護法總會萬人推動理念感恩分享大會」，約有四百

名信眾代表參加。

10.03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與聖嚴師父有約暨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上午於大

殿聆聽聖嚴師父宣講《楞嚴經》，下午由果傳法師主講「探訪人間淨土──法鼓

山」，約有二百五十多人參與。

◆ 聖嚴師父與僧團各監院法師前往中部921災區的寺院關懷，包括慈光山地藏院、

靈巖山寺、萬佛寺、中道學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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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
◆ 獎基會於安和分院召開第一次董事會議，會中一致通過推舉聖嚴師父為董事

長、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校長曾濟群為執行長，並選出第一屆董事七位。

10.06
◆ 聖嚴師父接受《中時晚報》記者陳世財專訪，提出「災後台灣，安心第一」，呼

籲大眾從過去錯誤中學習，感恩921震災所有罹難者。

10.07
◆ 即日起至10月10日，於法鼓山上舉辦「第十五屆社會菁英禪修營」，由聖嚴師父

主持，共有七十人參加。

10.09
◆ 禪坐會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監香及規矩講解人員訓練，共有來自各地區共修處負

責人、地區組長等悅眾參加。

◆ 為了協助921災後人心重建工作，法鼓山成立「安心服務團」，並於10月9至10

日、10月23至24日，在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二梯次的慰訪員行前訓

練，約有三百多人參加。

10.10
◆ 聖嚴師父接受中廣客家電台主持人李純恩專訪，談如何落實心靈關懷。

◆ 拉脫維亞共和國（Republic of Latvia）里加市副市長Juris Ritins和拉脫維亞兒童

美術學院院長Janis Anmanis等一行三人，在台北市教育局祕書陳慈銘陪同下，

至農禪寺拜會聖嚴師父及參觀法鼓山。

10.13
◆ 聖嚴師父前往教育部拜會部長楊朝祥，贈送二十萬冊由法鼓山製作的「人心重

建安心手冊」，希望發送至災區各級學校，幫助大眾重新站起來。

10.14
◆ 農禪寺僧團開設經典系列導讀課程，首先邀請林孟穎居士導讀聖嚴師父的著作

《八大人覺經講記》，約有二百五十人參加。

10.15
◆ 於台北捷運大街水景舞台區舉行「敲響平安鐘，全民來祈福──台灣人心地標

重建」記者會，由聖嚴師父親自主持，會中並邀請台北市市長馬英九、中華民

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馬天賜神父、聖母聖心會代會長侯發德神父及捷運公司董

事長鄭美玲共同擔任發起人。

◆ 《法鼓》雜誌第118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94期出刊。

◆ 僧團果東、果醒二位法師代表法鼓山前往義大利，參加於教廷大使館舉行的

「教宗就職二十一周年慶祝酒會」。



10.16
◆ 中華佛研所於北投華僑會館舉辦「淨土專題研討會」，會中發表六篇論文，與會

者有新竹佛教會理事長大航法師、高雄佛教蓮社住持慧嚴法師、政大文學系教

授丁敏、弘一大師紀念學會創辦人陳慧劍、國立空中大學資管系教授吳永猛

等，並進行一場「念佛與祈福」法會。

◆ 與兒童癌症基金會於安和分院合辦「追思祈福大會」，為癌症病童及家屬祈福，

約有近百人參與，會中果東法師並主講「佛教生死觀」。

10.17
◆ 護法總會於農禪寺首次舉辦「護法會感恩餐會」，約有一百七十多位歷任正、副

召委及各會團正、副團長參加，舉辦這項餐會，主要為感恩護法會悅眾在今年5

月「法鼓山護法悅眾萬人推動理念」活動及921救災中的奉獻。

◆ 甫自日本汲取阪神大地震災後重建經驗的總統參選人陳水扁，至農禪寺拜訪聖

嚴師父，就災後「人心重建」計畫交換意見。

10.18
◆ 聖嚴師父赴美弘法。離台前，接受《民生報》專訪，針對大災難會引發高自殺

率說法提出澄清，並呼籲所有民眾面對事實，走出悲情。

◆ 助念團與台北市殯葬管理處合辦「921北市罹難者彌陀法會」，為在921震災中罹

難的台北市民超度。

10.23
◆ 法鼓山製作「921人心重建安心手冊──一卡一關懷」，即日起於台灣各地統一

超商提供民眾免費索取。

10.26
◆ 助念團代表法鼓山參加台北市政府舉辦的「921震災救災公益團體受獎典禮」。

10.27
◆ 即日起一連三天，齋明寺舉行秋祭法會。

10.28
◆ 即日起一連三天，北美分會於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舉行北美年會，約有九十多

位悅眾幹部參加。今年主題為「祝福與平安──生活佛法化」，聖嚴師父蒞臨

開示，闡述法鼓山推動「祝福平安」運動的意義，及如何將佛法落實在家庭、

社會及學校的方法。

10.29
◆ 聖嚴師父前往台灣大學，代表中華佛研所與台灣大學校長陳維昭簽定「佛學數

位圖書館暨博物館」合作契約，由中華佛研所網資室負責「佛學數位圖書館暨

博物館」的資料蒐集、組織與數位化等工作。

10.30
◆ 「第三屆兩岸佛教教育交流訪問團」參訪中華佛研所，由李志夫所長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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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隨身經典《福慧雙修的維摩經》。

11.01
◆ 「法鼓山安心服務團」正式於台中、台南、高雄三個分院及各地區辦事處開始

運作，並於東勢、竹山、埔里、南投四災區成立「災區安心服務站」，將長期對

災區展開一系列「心靈重建」的關懷。

11.02
◆ 日本佛教大學校長中井真孝與總務長梅田巧至中華佛研所，並對台灣921震災表

達關懷之意。

11.07
◆ 「法鼓山護法悅眾萬人推動理念」第二波說明會於農禪寺舉行，共有120位召

委、副召委參加。

11.09
◆ 紐約東初禪寺果元法師應紐伯市聖瑪莉亞大學（Mount Saint Mary College）之

邀，參加該校舉辦的「迎向二十一世紀：統一和差別的宏觀」座談會。

11.10
◆ 設立於1987年6月19日的法鼓山觀音殿，因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整體工程施工所

需，本日拆除。殿中原供奉的觀音像，暫時移至臨時寮旁。

11.12
◆ 本日起，紐約東初禪寺每週五開設佛學講師訓練課程，共有十堂，並於2000年5

月舉行筆試及口試，通過者可擔任弘法講師。

11.14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學佛行儀」，內容包括基

礎佛學講解及問訊、禮佛、穿脫海青等行儀指導，約有二百人參加。

11.15
◆ 《法鼓》雜誌第119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95期出刊。

11.17
◆ 台中靈山寺至農禪寺及齋明寺參訪，並捐款護持法鼓山建設。

11.20
◆ 聖嚴師父應美國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之邀，至該校主講「禪與日常生活」，約有

二百多名聽眾，會後並有二十一人皈依三寶。

◆ 中國佛教會敦聘聖嚴師父為該會「長老委員會」委員，由果東法師代表領取聘

書。

11月



11.21
◆ 即日起至11月29日，僧團果舫法師前往新加坡教授禪訓班，並於光明山主持一

場禪二。

11.24
◆ 紐約東初禪寺住持果元法師應紐約聖瑪莉亞大學卡羅素牧師之邀，參加該校

「居住尊嚴」募款活動，為當地貧戶籌募建屋款項。

11.25
◆ 果東法師應台北市刑警大隊之邀，以法鼓山提倡的「心」五四運動為主軸，專

題演講「展現生命力──安心、安身、安家、安業」。

11.27
◆ 禪坐會於天母古道舉辦戶外禪修活動，約有二百多人參加。

◆ 護法會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正、副召集委員及委員、預備委員

成長營」。

◆ 即日起至12月4日，紐約東初禪寺於象岡道場舉辦第八十六期禪七，由聖嚴師父

主持，共有五十三人參加。

11.29
◆ 果東法師應台北市浩然敬老院之邀，前往主講「活出老人新生命──安心、安

身、安家、安業」。

◆ 中華佛研所佛學教育推廣中心本年度開設「基礎佛學」、「長阿含經遊行經講

解」、「基礎佛典導讀」、「《法華經》研究」、「佛教生死學」、「百法明論」、

「《楞嚴經》導讀」、「成佛之道──入道正行」、「佛教修持法入門」、「巴利文

經典──經集」、「阿含經研究」、「大智度論概說」課程，共有605人參加。

◆ 法鼓文化發行新版《法鼓全集》，做為聖嚴師父七十壽辰的獻禮。全套計七十

冊、一千五百餘萬言，輯錄師父1999年6月以前出版的著作。另出版隨身經典

《淨化人生的維摩經》。

◆ 紐約法鼓出版社出版聖嚴師父的英文著作《妙智》（Subtle Wisdom）。

12.01
◆ 僧團果竣法師前往香港弘法七天，除了教授禪訓班之外，並安排有禪一、演講

等活動。

12.02
◆ 法鼓山和台北縣秀朗國小共同規畫編製的《921地震災後安心輔導活動設計參考

手冊》製作完成，贈送一萬冊予教育部，分送至台灣二千四百多所小學，期能

提供教師們設計相關主題的課程，協助學童們心靈平安。

12.04
◆ 中華佛研所應邀參加中國圖書館學會主辦的「網際網路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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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
◆ 安心服務團於台北縣三芝鄉舉辦第一場「安心講座」，邀請僧團果燦法師主講

「『心』五四運動的理念」。

12.08
◆ 紐約東初禪寺住持果元法師應紐約長島區道靈大學（Dowling College）哲學系

之邀，至該校演講介紹中國禪法，約有八十多人聽講。

◆ 配合「全國圖書館週」活動，中華佛研所圖書館舉辦圖書期刊交換、拍賣、贈

送活動（惜福市場），會中並邀請賴鼎銘教授主講「圖書館如何支援多媒體系

統」。

◆ 嘉義慈恩會館二十三位僧眾在住持帶領下至農禪寺參訪，並交換僧伽教育的理

念及做法。

12.11
◆ 大專青年學佛會於天母古道、文化大學一帶舉辦「戶外禪」活動，由僧團果竣

法師帶領，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12.12
◆ 護法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北三轄區勸募組長成長營：喜相逢營隊（關

懷篇）」，約有六十多人參加。

12.14
◆ 果品、果東二位法師代表法鼓山至國防部接受頒獎，感謝法鼓山協助921地震救

災官兵心靈輔導工作。

12.15
◆ 《法鼓》雜誌第120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96期出刊。

12.17
◆ 聖嚴師父為四位西方弟子頒授禪修指導助理師資結業證書，認可其具有教授初

級禪訓班及協助帶領禪修的資格。

12.18
◆ 安心服務團於安和分院舉辦台北地區安心義工培訓課程，共有七十九人參加。

◆ 即日起一連三天，紐約東初禪寺果谷法師前往芝加哥北溪弘法，除了指導初級

禪坐班外，並以「禪的生活藝術」為題演講，約有二百多人參加。

◆ 紐約長島華人社區商界三十多位傑出人士參訪東初禪寺，並請聖嚴師父開示。

12.19
◆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於台北慧日講堂正式發表漢文佛典電子化研發成

果，目前已經完成《大藏經》前三十二冊，共六千多萬字，並同時完成建立標

準化的電子資料庫。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二十一次佛化聯合奠祭，計

為十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 即日起至12月27日，於農禪寺舉行彌陀佛七，共有288人參加。法會中並為921

災民祈福的活動──「世人共祈願．持咒億萬遍」累計的持咒二千二百四十多

萬遍，帶領大眾進行迴向。

12.25
◆ 即日起至2000年1月1日，紐約東初禪寺於象岡道場舉辦第八十七期禪七，由聖

嚴師父主持，共有五十八人參加。由於此次為千禧年前最後一次禪七，禪眾備

感意義不同。

12.27
◆ 聖嚴師父於紐約象岡道場主持禪七期間，寫了名為「七十自題」四句話──七

十年病弱奔波，懶得計得失功過；三寶做指路明燈，隨緣建人間淨土，做為七

十生辰之感。

12.29
◆ 一張由國內多位音樂家共同發起演出、侯文詠作詞，內容收錄聖嚴師父的法語

和朱德庸的漫畫音樂CD「美麗新家園」，本日透過法鼓山安心服務團分送給921

災民，傳達音樂家們的關懷。

12.30
◆ 與台北捷運公司於台北火車站大亞百貨前廣場，聯合舉辦「鐘響平安迎千禧─

─921百日紀念暨跨年活動」，以敲鐘祈福的儀式，邀請民眾擴大社會關懷的面

向，一起為台灣加油。由於聖嚴師父正在美國，由僧團都監果品法師代表，與

台北市副市長歐晉德等貴賓共同主持。

201

1
9
9
9



202

19
89
2001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隨身經典《心靈環保的維摩經》。

01.01
◆ 本月起至12月31日，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及網資室主任杜正民執行國科

會「數位博物館──玄奘西域行」計畫。

◆ 創刊屆滿五十年的《人生》雜誌，本月起全新改版，呈現與以往截然不同的創

新風貌。改版後的《人生》雜誌，除了美術設計編排更具現代感，內容亦更見

深度，增闢了「佛教藝術」、「隨師記行」、「西方來的菩薩等」精彩專欄，為

佛法注入現代而活潑的生命。

01.03
◆ 法國貝葉研究專家賈桂琳博士（Jacqueline Filliozat）及緬甸學者郳彼得（Peter

Nyunt）應中華佛研所之邀，分別於本日及1月9日來台，協助該所整理二百多冊

緬文及巴利文的佛教貝葉目錄。

01.05
◆ 聖嚴師父自美返台。

01.08
◆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於政治大學公企中心舉辦「新時代的家庭倫理──尊

重與關懷學術研討會」，邀請政府單位代表、學術界、民間團體進行研討，與會

者約有一百五十位。

01.09
◆ 於農禪寺舉辦「祈福皈依大典」，由聖嚴師父主持，約有二千人參加。師父於開

示中指出，法鼓山今年推動的「心」五四運動是二十一世紀人類的生活指標。

01.10
◆ 泰國阿姜查徒孫美籍Jayantou比丘來台拜訪聖嚴師父，並參觀中華佛研所圖書

館、網資室及珍藏的貝葉經。

◆ 中華佛研所邀請緬甸學者郳彼得專題演講「烏巴慶法系的國際禪修中心及安那

般那的理論與實踐」。

01.11
◆ 即日起至1月17日，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網資室主任杜正民及顧問維習

1月



安等，代表中華佛研所前往美國參加由柏克萊大學舉辦的「2000年電子佛典協

會國際會議」（EBTI），並發表論文。

01.15
◆ 與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合辦「921災後人心重建活動──感恩藝術祈福法會」，

邀請多位知名藝術家參與，運用雷射、爆破、影音、燈光等手法，以藝術表達

關懷及感恩。

◆ 護法總會於台中分院舉行「台中地區新進勸募會員授證典禮」，聖嚴師父親臨授

證，約有一百六十多名勸募會員參加。

◆ 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禪坐共修糾察、接引訓練」課程，內容包括引禮禮儀與

威儀、說話的藝術、糾察工作心態等，由二位僧團常住法師指導，共有六十一

人參加。

◆《法鼓》雜誌第121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97期出刊。

01.16
◆ 與行政院農委會中部辦公室、南投縣政府合辦「歲末灑淨行腳──為家園祈福」

活動，聖嚴師父帶領四十多位法師及近五千名信眾，分二十一條路線繞境各鄉

鎮持誦〈大悲咒〉灑淨，最後齊聚中興新村體育場，舉行感恩迴向法會，南投

縣縣長彭百顯及省主席趙守博亦出席參與。

01.17
◆ 智邦生活館配合法鼓山人心重建系列活動之「網路平安卡．送祝福到災區」，邀

請九十五萬用戶共同參與此一活動。

01.21
◆ 即日起一連二天，於法鼓山上、文化館舉辦「祝福平安年──歲末大關懷」，聖

嚴師父親臨關懷。二天活動，共關懷了台北北投區及金山、萬里、石門、三芝

四鄉鎮，約六百三十餘戶低收入戶。

01.22
◆ 護法會於台北士林國小首次舉辦「會員禪修營」示範活動，期使法鼓山會員從

禪修中進一步瞭解法鼓山的理念及禪修營的內容與執行方法，未來在各地推

廣、舉辦。

◆ 由現代佛教學會、印順文教基金會、台灣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等單位所主辦的

「印順思想：邁向2000年佛學研討會」，於台大國際會議廳舉行，聖嚴師父應邀

演講「印順長老著述中的真常唯心論──我讀《大乘起信論講記》」。

01.23
◆ 與台北市政府於士林官邸戶外音樂台合辦「第六屆佛化聯合婚禮」，共有六十四

對新人在聖嚴師父及台北市市長馬英九、總統府資政吳伯雄等人的祝福下，結

為法侶。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與聖嚴師父有約暨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上午於大

殿聆聽師父宣講《楞嚴經》，下午由果舫法師演講「台灣．加油」，談佛教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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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觀，約有二百五十多人參加。

01.24
◆ 法鼓文化應網際時代公司之邀，以「網路發展對人文環境的影響」為主題，在

MYHITET網站上與基督教代表對談，內容於全球線上同步直播。

01.25
◆ 印度達蘭莎拉辯經學院院長Damchoe格西、台灣辯經學院丹增米滂格西等，至

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除關懷台灣921災情外，並討論辯經院與中華佛研所學術

交流的事宜。

01.26
◆ 即日起至2月2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第八十二期大專禪七，共有109人參

加。

01.28
◆ 專門製作教育文化及社會公益節目的美國公益電視台（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與頗負盛名的自然歷史博物館（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合作，製播一探討宇宙、地球及人類起源的節目，邀請各宗教社會團

體談述對此一論題的看法。紐約東初禪寺住持果元法師應邀接受專訪，安排於4

月底播出。

01.29
◆ 即日起至2月1日，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教師禪修營」，共有112

人參加。

01.30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與聖嚴師父有約暨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上午於大

殿聆聽聖嚴師父講授《楞嚴經》，下午由果舫法師主講「算命不求人」，談佛教

的因緣觀，約有二百五十人參與。

◆ 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禪訓班結業學員聯誼，約有一百人參加，內容安排有禪坐

要領複習、禪客答問、分組討論等，由輔導師果醒法師帶領。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漢傳佛教的智慧生活》、隨身經典《慈悲喜捨的

維摩經》。

02.01
◆ 即日起一連三天，與台北市政府合辦「寒冬溫情送角落──法鼓山關懷獨居長

者系列活動」，關懷安康平宅、中正國宅、福民平宅、理教公所等處的獨居老

人，並致贈每位一千五百元祝福紅包。

02.02
◆ 聖嚴師父前往台北縣政府，代表法鼓山致贈一百萬元慰問金，做為北縣關懷獨

居老人之用。

2月



◆ 韓國松廣寺佛學院在院長智雲法師帶領下，一行十二人參訪農禪寺、中華佛研

所，雙方並就學術交流交換意見。

02.04
◆ 農禪寺舉辦信眾除夕圍爐活動，約有二千人參與。

02.05
◆ 台中縣副縣長陳雨鑫偕母親及夫人，至農禪寺向聖嚴師父拜年。

◆ 法鼓山上、農禪寺、安和分院及台東信行寺舉行新春普佛法會。

◆ 即日起一連二天，文化館舉行千佛懺法會。

02.06
◆ 聖嚴師父前往東初老人曾閉關的北投法藏寺，探望該寺常住眾，並為當年護

關、已圓寂的慧光長老尼誦經迴向，表達對長老尼的感恩。

◆ 紐約東初禪寺舉辦春節慶典活動，仁俊長老應邀開示。活動內容除佛法短劇、

舞蹈、合唱外，並安排播放由謝啟文菩薩與義工們製作的「聖嚴師父遊化西方

的回顧與展望」錄影帶。

02.08
◆ 農禪寺都監果品法師與果東法師等多位，代表法鼓山參加中國佛教會北部地區

長老於臨濟宗護國禪寺舉行的新春團拜活動。

02.09
◆ 總統府資政吳伯雄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 即日起至2月18日，於農禪寺舉行「第六屆菩薩戒傳戒會」，由聖嚴師父、今能

長老及普獻長老擔任尊證師。由於農禪寺已二年未傳戒，報名人數相當熱烈，

原定二梯次的活動增加為三梯次，約有一千五百多人參加。

02.11
◆ 即日起至2月15日，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高中心靈環保體驗

營」，共有116人參加。

02.13
◆ 中廣資訊網「打開心眼看人生」節目，上午播出聖嚴師父專訪。師父於節目中

表達對千禧年的期許，並闡述心靈環保及佛化婚禮等理念。

02.15
◆ 聖嚴師父前往東勢、竹山、埔里、南投四個災區的安心服務站關懷當地義工，

並舉行四場皈依儀式，約有近千人參加。

◆ 《法鼓》雜誌第122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98期出刊。

02.16
◆ 即日起至2月21日，法鼓文化參加於台北世貿中心舉行的「第八屆台北國際書

展」。今年為聖嚴師父七十大壽，記錄師父數十年來弘法歷程的《聖嚴法師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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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譜》及收集師父歷年著作的《法鼓全集》（共七十冊），引起讀者熱烈迴響。

02.17
◆ 以《別為小事抓狂》系列作品享譽全球的美國心靈作家暨心理學博士理察．卡

爾森（Richard Carlson），應邀來台參加「第八屆台北國際書展」，本日至農禪寺

拜訪聖嚴師父，二人並對談「東方宗教 V.S. 西方心理學」。

◆ 聖嚴師父前往台北世貿中心參觀國際書展，並關懷法鼓文化現場工作人員。

02.19
◆ 護法會於農禪寺為各地召委及北部六轄區勸募會員舉辦一場新春團拜，約有二

千多人參加。

◆ 法鼓文化應台北國際書展之邀，以「中書外譯，現代達摩」為題，談台灣佛教

文化的推廣與創新。

02.20
◆ 護法會於農禪寺舉行北部新任勸募會員授證活動，約有二百五十多人參加。

02.21
◆ 聖嚴師父率領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校長曾濟

群等一行十人，赴花蓮靜思精舍探望印順長老，並拜訪證嚴法師，交換弘法、

興學心得，隨後前往慈濟醫學、教育等事業單位參觀。

02.22
◆ 即日起至2月29日，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第八十三期中階禪七，由果竣法師擔任

總護，共有138人參加。

02.23
◆ 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與聯電董事長曹興誠，分別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為

將於3月3日及5日對談一事預做交流。

02.24
◆ 達賴喇嘛基金會董事長旦增彭措．阿底夏和祕書長貢葛，上午至農禪寺拜訪聖

嚴師父，除了代表達賴喇嘛邀請師父至印度達蘭莎拉訪問外，並討論雙方交流

合作事宜。

02.27
◆ 紐約象岡道場舉辦新年睦鄰聯誼活動，讓當地居民瞭解佛教和法鼓山，同時體

驗中國新年的氣氛。

02.29
◆ 中華佛研所邀請法國貝葉研究專家賈桂琳博士（Jacqueline Filliozat）專題演講

「巴利文貝葉典藏之維護及保存」。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二千年行腳》、《聖嚴法師與科技對話》、《聖

3月



嚴法師與人文對話》及隨身經典《人間淨土的維摩經》。

03.02
◆ 歌手張學友與作家侯文詠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為將於3月4日舉行的對談預

做溝通。

03.03
◆ 法行會於台北力霸飯店舉行例會，聖嚴師父蒞臨關懷，並開示「和能成事，敬

可安人」、「同心同願，一師一門」勉勵大家。

◆ 即日起一連三天，於台北國父紀念館主辦三場「2000年心靈饗宴──聖嚴法師

與台灣當代名人對談」，首場邀請雲門舞集林懷民與師父對談「當理性遇見感

性」，第二場邀請歌手張學友、作家侯文詠與師父對談「當佛法遇見e世代」，第

三場邀請聯電董事長曹興誠與師父對談「談科技與宗教對現代人的意義」，共吸

引了五千多人聆聽，並創下國內宗教界第一次網路實況轉播的紀錄。

03.05
◆ 泰國華宗大尊長仁得上師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雙方並就僧伽教育交換心

得。

03.08
◆ 即日起至3月12日，僧團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第一屆全球法鼓山悅眾禪修

師資培訓營」，共有三十六名資深悅眾參加，其中十五位從美、加、澳、新加

坡、香港等地而來。

03.09
◆ 行政院院長蕭萬長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請益921震災後的心靈重建方向。

03.11
◆ 即日起一連二天，桃園大溪鎮公所與齋明寺合辦「大溪鎮八十九年在地藝文展

古蹟巡禮導覽義工研習營」，延聘專家學者為將於3月25日至4月2日擔任「員樹

林花宴」古蹟巡禮導覽的義工們教授相關課程，約有四十多人參加。

03.12
◆ 四百多位來自國內外的榮董，回農禪寺參加「春季榮譽董事聯誼會」，聖嚴師父

親自頒發榮董證書予一百三十多位新任榮董。

◆ 法鼓文化應邀前往台北印儀學苑，參加由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主辦的「邁向

二十一世紀佛教出版」座談會，並在會中發表相關報告。

◆ 法鼓山特別為921災區民眾開辦的禪訓班，首次於埔里安心服務站開課，由果薰

法師指導，共有四十二人參加。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與聖嚴師父有約暨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上午於大

殿聆聽師父宣講《楞嚴經》，下午由果廣法師主講「情字這條路」，談佛教的感

情觀，約有三百五十人參加。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二十二次佛化聯合奠祭，計

為十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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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3
◆ 聯電董事長曹興誠與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3.14
◆ 佛教基金會獲得「八十八年度寺廟教會捐資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績優

團體」之一，本日於國家圖書館演講廳接受表揚，由果品法師代表出席領獎。

03.15
◆ 僧團舉辦「佛學院辦學經驗交流座談會」，邀請大航法師、福嚴佛學院院長厚觀

法師、圓光佛學院監學宗實法師、香光尼眾佛學院院長悟因法師等分享辦學經

驗，由聖嚴師父擔任主席、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擔任主持人。

◆ 《法鼓》雜誌第123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199期出刊。

◆ 紐約象岡道場所在的地方新聞報The Ellenville Press，本日以醒目的二張照片及

報導，介紹法鼓山於新年期間所舉辦的睦鄰聯誼活動。這是法鼓山自1998年在

此設立禪修道場後，首次受到地區媒體的重視與採訪。

03.16
◆ 聖嚴師父以「法鼓山的選舉觀」為題，於農禪寺對法鼓山全體專職菩薩精神講

話，強調法鼓山不會運用團體的力量來推動選舉或支持候選人，但鼓勵大家踴

躍投票，善盡國民的義務。

03.18
◆ 護法總會於法鼓山上舉辦「十年法鼓緣──萬人推動理念感恩分享大會」，約有

二百多名資深悅眾參加。聖嚴師父期許每人能接引二十八位勸募會員，共同達

成「萬人勸募，百萬護持」的目標。

◆ 僧團前都監果暉法師獲頒日本立正大學文學碩士學位，並取得該校博士班入學

許可，將繼續深入佛學研究。

03.19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與聖嚴師父有約暨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上午於大

殿聆聽聖嚴師父宣講《楞嚴經》，下午由果舫法師主講「佛教的輪迴觀」，約有

三百人參與。

◆ 清華大學校長劉炯朗與新聞工作者陳月卿，下午至農禪寺拜會聖嚴師父，洽談

將於3月27日進行的三賢鼎談事宜。

03.20
◆ 第十屆總統當選人陳水扁先生，上午至農禪寺拜會聖嚴師父。陳總統在師父的

邀請下，於白紙上寫下「利益眾生」四字。交談中，陳總統表示很認同法鼓山

「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希望在師父的指引下，能將台灣建設

成人間淨土。

03.22
◆ 聖嚴師父上午至蔣經國基金會拜訪該會執行長李亦園，並致贈《法鼓全集》及



《聖嚴法師七十年譜》。

◆ 位於紐約象岡道場附近的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由傳教師Avery帶領，

拜會住持果元法師。

03.23
◆ 即日起至3月26日，於法鼓山上舉辦「第十六屆社會菁英禪修營」，由聖嚴師父

主持，參加者有聯電董事長曹興誠、宋楚瑜夫人陳萬水、焦雄屏、羅大佑、陳

亞蘭等七十二位各界菁英。

03.25
◆ 由法鼓山、內政部消防署及《聯合報》共同主辦的「校園平安頌──安心漫畫」

比賽活動，分兒童、青少年、大專三組，共選出五十二位優勝得獎者，上午於

台北車站地下捷運大街水景舞台區舉行頒獎典禮，得獎作品將於台北、台中、

南投三地巡迴展示、義賣。

03.27
◆ 中研院史研所邀請中華佛研所協辦專題演講暨文物展示。中華佛研所提供四冊

貝葉經，並邀請法國賈桂琳博士（Jacqueline Filliozat）專題演講「巴利文手跡

收藏品的傳授與保存」。

◆ 交通大學晚上於該校中正堂舉辦「挖掘科技人的溫柔──人文與科技三賢鼎

談」，邀請聖嚴師父、交大校長張俊彥及清大校長劉炯朗對談。內容從熱門的網

際網路、基因工程到自我生命的探索，吸引了近一千五百人到場聆聽。

03.28
◆ 由成功大學公共事務中心舉辦的「國家通識教育講座遠距教學」，邀請聖嚴師父

下午於政治大學商學院遠距教室，進行一場以「宗教與人生」為題的講座。這

場講座由政大校長鄭丁旺主持，與談人有中央研究院院士吳京、李亦園及華梵

大學校長馬遜，吸引了滿場的學生，並透過十五所大學的遠距教學主播站向全

國大專院校播送，讓一般大眾也可以上網收看。

03.29
◆ 即日起至4月4日，「校園平安頌──安心漫畫」比賽活動的得獎作品於安和分

院展出。

03.30
◆ 張老師基金會一行十多人至農禪寺與聖嚴師父談合作事宜，並就輔導中所碰到

的問題向師父請益。

◆ 來自中國大陸上海靜安區的中小學校長一行十四人，上午至農禪寺參訪。

03.31
◆ 即日起至4月8日，農禪寺舉行清明報恩佛七法會，共有429人參加。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公案一○○》、《聖嚴法師與宗教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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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
◆ 中華佛研所與台灣大學合作的「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於台大成立專用辦

公室。

◆ 應大元文教基金會及中華慧炬佛學會之邀來台的《西藏生死書》作者索甲仁波

切，下午在大元建築及設計事務所負責人姚仁喜的陪同下，至農禪寺拜訪聖嚴

師父，索甲仁波切並與師父就漢藏佛教的空性、中陰身等觀念進行對談。

◆ 福田會與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合作，帶領福德社區及潤福生活新象館的老菩薩至

農禪寺參加清明佛七念佛法會，約有七十多人參加。

04.02
◆ 聖嚴師父探望正在齋明寺弘講的仁俊長老，並陪同長老參觀該寺。

◆ 紐約東初禪寺舉行地藏法會。

04.07
◆ 即日起至4月9日，「校園平安頌──安心漫畫」得獎作品移至台中火車站前第

一廣場展示。

◆ 即日起至4月9日，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春季大專禪修營」，由果竣法師帶

領，活動內容有正確禪修觀與外道禪的比較、音樂茶會、影片欣賞等。

04.09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與聖嚴師父有約暨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上午於大

殿聆聽師父宣講《楞嚴經》；下午由果巖法師主講「佛法密意」，談佛教的修行

觀，約有一百九十人參加。

◆ 即日起一連十週，助念團於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辦公室舉辦「第一次助人工作基

礎知能密集訓練」課程。

04.10
◆ 聖嚴師父在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校長曾濟群陪同下，至中央研究院拜訪李

遠哲院長，二人就將於4月14日舉行的對談活動交換意見。

04.11
◆ 由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和國際扶輪社合辦的「華裔專業青年研習會」五十七位成

員，本日至農禪寺參訪。

04.12
◆ 台灣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主辦「通識教育論壇系列」，邀請聖嚴師父晚上於該校

思亮館主講「我的學思歷程」，吸引了滿場的聽眾。該系列所邀請的對象，包括

中研院院長李遠哲、院士李亦園、胡佛及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等知名人士，師

父是該校首次邀請的宗教人士。

◆ 即日起至4月17日，「校園平安頌──安心漫畫」比賽活動的得獎作品移至台中

東勢安心服務站展出。

04.14
◆ 獎基會於台北圓山飯店舉辦「跨越2000──追求卓越」大師對談，邀請聖嚴師



父與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對談，主題為「從人類社會的發展談生物科技與資

訊科技的未來」、「多元文化的培養與社會價值體系的創造──多元文化與族群」

與「全球化與本土化」，由台灣大學校長陳維昭擔任主持人。這場對談內容，中

廣寶島網安排於4月15日下午播出。

04.15
◆ 《法鼓》雜誌第124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200期出刊。

04.16
◆ 護法總會於農禪寺舉辦「滿點加油感恩聯誼會」，約有三百位悅眾參加，聖嚴師

父親自頒發榮董證書及參加「滿點加油」活動的菩薩們感謝狀。

◆ 即將卸任的行政院院長蕭萬長在護法總會副會長葉榮嘉陪同下，至農禪寺拜訪

聖嚴師父。

◆ 即日起，法鼓山安心服務團與張老師基金會合作，並在台北大學社工系副教授

楊蓓的指導下，為921災民開設為期半年的關懷專案課程。內容包括信仰、壓力

調適、親子溝通、禪修、拜佛等，期使未來他們可以協助自己及周遭親友做心

靈重建工作。

04.17
◆ 聖嚴師父赴美弘法。

◆ 美籍韓裔青少年丹尼．徐（Danny Seo）至法鼓山拜訪聖嚴師父。丹尼於十二歲

時，就組織一個以關懷動物與大自然為主的「地球二○○○」青少年組織，曾

創下三十天募到三萬美元的紀錄而獲美、韓二國頒發多項獎章。

04.20
◆ 即日起至4月25日，「校園平安頌──安心漫畫」比賽活動的得獎作品移至南投

安心服務站展出。

04.21
◆ 紐約東初禪寺於當地華人容閎小學舉辦粵語初級禪坐班，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 即日起至5月3日，果廣、果舫二位法師前往加拿大溫哥華弘法關懷二週。

04.22
◆ 即日起至4月29日，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第八十四期初階禪七，由果中法師擔任

總護，共有九十人參加。

◆ 即日起一連二天，齋明寺舉行春祭法會。

◆ 即日起一連三天，加拿大溫哥華辦事處舉辦精進禪二，共有八十五人參加。

04.23
◆ 紐約東初禪寺舉行浴佛法會，由仁俊長老及聖嚴師父共同主持，約有五百名信

眾參加。

04.24
◆ 加拿大溫哥華辦事處舉辦大悲懺法會，首先由果廣法師開示大悲懺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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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果舫法師帶領大眾進行法會儀式。這是辦事處六年來首度由法師帶領的法

會，吸引了一百三十多名信眾參與。

04.26
◆ 即日起一連三天，法鼓文化前往新加坡參加「亞洲國際書展暨國際圖書館博覽

會」（Asia International Book Fair & International Library Expo.），為會場唯一台

灣代表。此展係針對全球的圖書館及相關專業人士所舉辦。

◆ 香港分會舉辦禪訓班及大悲懺法會，由僧團果竣法師帶領。

04.27
◆ 即日起至5月2日，「校園平安頌──安心漫畫」比賽活動的得獎作品移至埔里

安心服務站展出。

04.28
◆ 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Sain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東方系教授Pavel

Grokhovski參訪法鼓山、農禪寺、中華佛研所，Pavel是聖彼得堡佛學中心主持

人，曾於1998年邀請聖嚴師父前往主持禪修活動。

◆即日起至5月4日，文化館舉行梁皇寶懺法會。

04.30
◆ 義工團於農禪寺舉辦「初階義工聯誼會及成長營」，邀請多位資深義工心得分

享，並安排義工威儀示範、佛曲教唱等課程，約有八十多人參加。

◆ 法鼓山編著《安心手冊》，計印發四十五萬冊，分贈給大台北地區、地震災區縣

市及金、馬、澎湖等偏遠地區的國中、國小高年級生。

◆ 中華佛研所《中華佛學學報》第十三期出版。

05.04
◆ 由中華佛研所主辦、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承辦的「閱讀聖嚴系列：聖嚴法師與旅

行文學」講座，於安和分院舉辦，首場邀請旅行玩家許秀全以「遨遊世界的文

學之美」為主題，導讀聖嚴師父的著作《空花水月》、《春夏秋冬》。

◆ 中國大陸福建高等師範院校長訪問團一行十多人，參訪中華佛研所。

05.05
◆ 中華佛研所與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建立圖書館館際合作，內容包括圖書互借及

期刊影印服務。

◆ 旅美國際藝術家蔡國強夫婦至紐約東初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5.06
◆ 中華佛研所與台灣大學合作的「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本日於台大舉辦啟

用茶會，由台大校長陳維昭、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校長曾濟群等人主持啟

用儀式。

5月



◆ 即日起至6月24日，紐約象岡道場舉行首屆「禪四十九」，以默照禪為方法，前

六週為禪修，最後一週傳授在家菩薩戒，共有來自十三個國家、共六十多人參

加；僧團並派果品、果醒、果東、果廣、果舫、果光六位法師前往協助。

05.07
◆ 文化館、台東信行寺、台南分院等地，舉行浴佛法會。

◆ 齋明寺舉行浴佛節朝山法會，監院果建法師與二百多位信眾從齋明街出發，三

步一拜朝山。

05.08
◆ 中華佛研所榮獲行政院陸委會所辦理的「第三屆從事兩岸文教交流績優團體」

藝文類績優團體獎，李志夫所長代表出席頒獎典禮。

05.09
◆ 台北石牌聯絡處舉行灑淨儀式，由僧團常住法師主持。

05.10
◆ 中華佛研所邀請負責整編達賴喇嘛寢宮內佛典目錄，及擔任南杰寺教師的強巴

加措格西蒞臨專題演講「道次第的建立」，由廖本聖老師翻譯。

05.11
◆ 於安和分院舉辦第二場「閱讀聖嚴系列：聖嚴法師與旅行文學」講座，邀請詩

人鴻鴻以「故國山河行腳」為主題，導讀聖嚴師父的著作《行雲流水》、《步步

蓮華》。

05.12
◆ 中華佛教音樂協會於外貿協會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慶祝佛誕節音樂晚會」，法鼓

山合唱團應邀獻唱。

◆ 即日起至5月14日，法鼓山配合各界慶祝國定佛誕節活動，由法行會策畫、執行

的「台灣，加油」主題花車參加遊行，獲得民眾票選為總冠軍。

05.13
◆ 台中分院於新竹獅頭山古道舉辦「自在行一日遊」禪坐會聯誼會。

◆ 即日起至5月21日，「校園平安頌──安心漫畫」比賽活動的得獎作品於農禪寺

進行最後一站展出。

05.14
◆ 農禪寺、安和分院舉行浴佛法會。

05.15
◆ 安心服務團完成「921成果報告」。

◆《法鼓》雜誌第125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201期出刊。

05.16
◆ 安心服務團執管組成員施建昌代表安心服務團參與新政府內閣團隊會議，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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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位閣員於南投埔里鎮聆聽災區民眾與重建團體的建言。

05.17
◆ 福田會製作了三百二十五個香包，與福德社區、金山鄉及南投、竹山、東勢、

埔里四個安心服務站結緣。

05.18
◆ 於安和分院舉辦第三場「閱讀聖嚴系列：聖嚴法師與旅行文學」講座，邀請法

鼓文化輔導師果毅法師以「恍如隔世話童年」為主題，導讀聖嚴師父的著作

《歸程》、《法源血源》。

05.19
◆ 安心服務團應邀參加由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馬天賜神父發起的「921災後

重建刊物──陪伴」顧問會議，並提供相關資料。

05.20
◆ 福田會對北海岸地區低收入戶進行「端午關懷」，致贈每戶禮金一千元及觀世音

菩薩玉項鍊一條。

◆ 即日起一連二天，法鼓山青年學佛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營隊企畫集訓

營」，邀請專家授課，深入淺出指導學員重要的活動理念。

◆ 禪修推廣中心於安和分院舉辦禪修師資培訓營，共有二十六位資深悅眾參加。

05.21
◆ 台中安心服務站至大里、太平、霧峰等組合屋進行關懷和慰訪活動。

◆ 中華民國生活調適愛心會於安和分院舉辦「身心調適禪坐班」，由僧團常住法師

指導，共有四十八人參加。

◆ 即日起至5月28日，禪坐會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第八十五期中階禪

七，由果祺法師擔任總護，共有七十二人參加。

05.22
◆ 法籍馬天賜神父與同為法籍、目前服務於韓國的Bernard Senecal神父及服務於

新竹的龍若望神父，參觀中華佛研所及法鼓山文教基金會；並於5月24日南下南

投埔里安心服務站參訪。

◆ 法鼓山第二工區（大殿及齋堂）舉行灑淨儀式，由僧團法師主持，約有一百多

名信眾參加。

05.23
◆ 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陳淑娟與丁仁傑博士，為收集「921台灣宗教之救

援體系與動員模式」的研究計畫相關資料，訪談安心服務團團長張葆樺。

05.24
◆ 文化館獲得台北市「八十八年度宗教團體捐資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績優」

表揚，由文化館住持鑑心法師代表領獎。



05.25
◆ 於安和分院舉辦第四場「閱讀聖嚴系列：聖嚴法師與旅行文學」講座，邀請

《時報周刊》企畫主任邱益新，以「古文明發現之旅」為題，導讀聖嚴師父的著

作《佛國之旅》、《火宅清涼》。

05.26
◆ 福田會與張老師基金會於台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演講廳合辦「給家看病」活

動，邀請美國結構派家庭治療大師米紐慶（Patricia Minuchin）的華人弟子李維

榕博士，進行一場專題演講。

05.27
◆ 即日起一連二天，皈依關懷組於法鼓山上舉辦「福慧成長營」，約有二百多人參

加。

◆ 即日起一連二天，法鼓山青年學佛會和紅十字會於農禪寺合辦「初級急救員訓

練」，課程內容包括創傷、包紮、中毒、心肺復甦術等狀況的常識與急救方法，

結業學員可取得國際認證執照。

◆ 即日起一連二天，護法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悅眾成長營，約有一百人參

加，內容包括瑜伽運動、打坐、早課、戶外禪等。

05.30
◆ 北投區新共修處舉行啟用灑淨儀式，由僧團二位常住法師主持。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自家寶藏──如來藏經語體譯釋》。

06.01
◆ 於安和分院舉辦第五場「閱讀聖嚴系列：聖嚴法師與旅行文學」講座，邀請作

家師瓊瑜以「開礦冶金的處世智慧」為主題，導讀聖嚴師父的著作《空花水

月》、《金山有礦》。

06.02
◆ 即日起至6月6日，台中安心服務團至霧峰、太平、豐原、花東、南投等地關

懷、慰訪組合屋災民，並致贈素粽、香包等物品。

06.04
◆ 即日起至6月11日，禪坐會於高雄大岡山舉辦第八十六期初階禪七，由果竣法師

擔任總護，共有八十五人參加。

◆ 即日起至6月11日，禪坐會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第八十七期中階精

進禪七。

◆ 於台北國父紀念館廣場舉辦「北三區環保園遊會」，共設立一百三十二個攤位，

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宣導環保理念，吸引了數千名民眾熱情參與。

◆ 護法會上午於農禪寺舉辦「生活佛法推廣聯誼暨說明會」，邀請生活佛法推廣委

員及北部六轄區的轄區召委及地區召委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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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台北縣政府主辦的「百里淨灘」活動，本日於金山青年活動中心及台北縣沿

海鄉鎮同步舉行，法鼓山金山萬里區出動三百多位義工菩薩參與。

◆ 行政院新聞局與台中縣霧峰鄉公所合辦「關懷921心靈重建親子彩繪」活動，台

中分院應邀參加，並提供聖嚴師父的著作《聖嚴法師心靈環保》及「安心手冊」

和民眾結緣。

06.08
◆ 安和分院舉辦第六場「閱讀聖嚴系列：聖嚴法師與旅行文學」講座，邀請詩人

羅智成以「追探世界的堂奧」為主題，導讀聖嚴師父的著作《金山有礦》、《春

夏秋冬》。

◆ 即日起一連二天，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接受國科會補助，出席參加荷蘭

萊登大學（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主辦的國際佛學研討會，主題

為「中國佛教之瑜伽行．唯識學」，並於會中發表論文。

06.10
◆ 法鼓山青年學佛會「輔導員養成計畫培訓」系列課程，於台北陽明大學開辦

「921災區兒童青少年心理重建計畫」講座。

◆ 即日起至6月18日，法鼓文化參加「2000新加坡世界書展」，推廣法鼓山的理念

及弘揚佛法。

06.11
◆ 中部地區凌晨發生地震，果選法師和安心服務站義工至埔里榮民醫院及基督教

醫院訪視受傷人員。

◆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與台北市性病防治所、中華民國預防醫學學會希望工作坊、

光武技術學院於台北西門町聯合主辦「尊重自己、關心別人」街頭義賣活動，

義賣所得全數捐予「法鼓山921災後人心重建專案」。

◆台中分院為921受災戶兒童舉辦參觀台中科學博物館聯誼活動。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二十三次佛化聯合奠祭，計

為八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06.14
◆ 應台灣銀行之邀，於本日及6月21日，在該行舉辦的「經營管理研習班」課程中

講授禪修，由果竣法師指導，約有一百四十位主管參加。

06.15
◆ 《法鼓》雜誌第126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202期出刊。

06.16
◆ 台北國家圖書館舉行「學術期刊引用文獻索引研討會」，中華佛研所網資室主任

杜正民與二位組員代表出席。

06.17
◆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員工一行四十多人在局長陳威仁帶領下，至農禪寺參加



「禪修指引」課程，由果祺法師指導。

◆ 即日起一連二天，護法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執行委員暨勸募組長訓練

營」。

◆ 即日起至6月24日，紐約東初禪寺於象岡道場舉行「第三屆菩薩戒傳授」，約有

近百人參加。

06.18
◆ 禪坐會於石碇光明寺舉辦戶外禪，共有四十四人參加。

◆ 皈依關懷組舉辦「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知性之旅」活動，帶領近三百位新

皈依弟子參觀法鼓山與朱銘美術館。

◆ 即日起一連二天，護法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執行委員暨勸募小組長訓

練營」。

06.19
◆ 總統府針對佛教界舉行茶敘，由於聖嚴師父正在美國弘法，僧團派果竣法師和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果肇法師代表聖嚴師父和僧團出席。出席者還有中

國佛教會理事長淨心長老、中華民國佛教青年會理事長淨耀法師、佛光山住持

心定法師等。

06.23
◆ 世界宗教理事會祕書長巴瓦．金（Bawa Jain）及全球宗教女性領袖和平運動之

創始人迪娜．梅瑞恩（Dena Merriam）至紐約象岡道場拜訪聖嚴師父，就師父

將於8月28至31日出席聯合國舉辦「千禧年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

（The Millennium World Peace Summit of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Leaders）一事，

進行相關討論。

◆ 即日起至6月29日，中華佛研所網資室主任杜正民代表該所參加於英國大英圖書

館（The British Library）舉辦的「電子文化地圖協會」（2000 Electronic Culture

Atlas Initiative），並發表論文。

06.24
◆ 念佛會下午於農禪寺舉辦「引禮組成長營」，由果慨法師主講「應用何種心態來

引禮」，約有六十多人參加。

◆ 即日起一連二天，果廣、果舫二位法師在協助圓滿紐約象岡道場四十九日禪修

後，前往加州聯絡處主持一日禪與大悲懺法會。

◆ 即日起一連二天，福田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第一、二期慰訪員進階成

長營教育訓練」，課程內容針對暴力家庭、身心障礙者的社會適應與相關福利主

題進行研討，共有七十六人參加。

◆ 台中分院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佛二暨八關齋戒法會，共有150人參

加。

◆即日起至6月26日，果醒法師前往美國密西根州聯絡處指導初級禪坐。

06.25
◆ 南投埔里安心服務站專職菩薩代表法鼓山安心服務團參加「新政府921重建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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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 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於仁俊長老提供的同淨蘭若道場，以「安家」、「感恩」為

主題，舉辦一項家庭和樂度假營活動，邀請果光、果東二位法師主持，約有九

十人參加。

◆ 即日起至7月2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第八十八期初階禪七，由果祺法師擔

任總護，共有九十人參加。

06.27
◆ 即日起至7月2日，法鼓山青年學佛會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輔導

員集訓營」，期培養富有人文素養、康輔帶領、專業技能的營隊輔導員。

06.28
◆ 即日起至7月1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

「數位典藏成果展示」，中華佛研所應邀參與展示，網資室顧問維習安並於會中

發表論文。

06.30
◆ 即日起至7月3日，果品、果東二位法師前往美東關懷，首日由果品法師於亞特

蘭大仙伯裡（Chamblee）市中心，公開演講「輕鬆自在過生活，談心五四運

動」。第二天由果東法師談「臨終關懷與助念儀軌」；第三天活動分二個會場，

一是應亞城信眾之需，由果品法師指導「初級禪坐班」；一是「三州工作坊」

（佛州、喬州、北卡州），由果東法師指導。

◆ 中華佛研所網資室主任杜正民代表該所出席於英國布里斯朵大學（Bristol

University）舉辦的「第五屆英國佛學會議」（Fif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UK

Association for Buddhist Studies），並發表論文〈Electronic Taisho Tripitaka and

Chinese Buddhist Net Resources〉。

◆ 聖嚴師父結束於紐約象岡道場舉辦的默照禪四十九活動後，在果元法師等四名

弟子陪同下，第四度應邀前往英國蓋亞之家（Gaia House）主持一場禪七，共

有六十二人參加。

◆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聖嚴師父《神會禪師的悟境》、水野弘元《巴利論書研究》

及林子青著作《名山石室貝葉藏》；聖嚴師父另有新書《歡喜看生死》，由天下

文化出版。

07.01
◆ 即日起，禪修推廣中心開辦「禪修指引」課程，除主動至台灣各地開課，亦接

受各界的申請。

◆ 即日起至7月3日，果廣、果舫二位法師前往加拿大多倫多聯絡處，主持一系列

弘法活動，包括指導初級禪訓課程、演講和法會等。

7月



◆ 果醒法師前往美國伊利諾州聯絡處指導當地信眾禪坐及止觀方法。

◆ 果品、果東二位法師前往美國喬治亞州聯絡處弘法關懷。

07.02
◆ 板橋共修處舉行成立灑淨儀式，並舉行四十九天的大悲懺法會。

07.03
◆ 即日起至7月6日，教師聯誼會於農禪寺舉辦「教師禪修營」，共有249人參加。

◆ 即日起至7月7日及7月24至28日，安心服務團與中華民國預防醫學學會希望工作

坊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二梯次「心靈環保體驗營」，對象為921災

區國中、國小學生，共有180人參加。活動內容包括禪坐、生死學、兩性教育、

親子關係治療、讀書方法及自我覺察等。活動結束後，並將對學員進行長達三

年的後續追蹤輔導。

07.05
◆ 中華佛研所邀請美國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西藏與佛學研究所

教授傑佛瑞．霍普金斯（Jeffrey Hopkins）舉辦座談會，並邀請蒙藏委員會藏事

處科長徐榮松蒞臨指導。

07.06
◆ 衛星娛樂傳播公司員工一行四十人，至安和分院參加「禪修指引」課程。

07.08
◆ 聖嚴師父於英國主持禪七結束後，前往一座名為畫眉鳥洞佛教修道院（Theossel

Hole Buddhist Abbey）參訪，住持Master Daishin Morgan親自接待，並介紹該僧

團的組織、運作、修行方法及生活模式。

07.10
◆ 即日起至7月14日，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高三畢業生心靈成長

營」，共有159人參加。

07.11
◆ 聖嚴師父下午自英國返台。

07.12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邰港科技公司之邀，為該公司課長級以上幹部舉辦「禪修

指引」課程。

07.13
◆ 禪修推廣中心應桃園合晶科技公司之邀，於該公司舉辦「禪修指引」課程。

07.15
◆ 即日起至7月22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第八十九期大專禪七，共有九十二人

參加。

◆《法鼓》雜誌第127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203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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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6
◆ 於台北中正高中舉行「祈福皈依大典」，由聖嚴師父主持，約有二千人皈依三

寶。師父以「以慈悲對待人，以智慧處理事」勉勵大眾福慧雙修，做一個自利

利他的佛教徒。

◆ 禪修推廣中心於三峽台英社教育訓練中心舉辦師資培訓課程。

07.17
◆ 即日起至7月21日，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國小三至六年級「心靈環

保體驗營（進階）」、「國中心靈環保體驗營（進階）」活動，共有316人參加。

07.19
◆ 即日起至7月24日，法鼓文化前往香港參加「2000香港國際書展」。

◆ 即日起至7月28日，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帶領國科會研究計畫案三名助理

人員，前往中國大陸參加「絲綢之路．敦煌考察」活動，考察地點有蘭州、永

靖、武威、敦煌等地。

07.20
◆ 前副總統連戰夫婦偕同女兒連惠心、蘇起夫婦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 禪修推廣中心應北海公園墓地管理委員會之邀，為該公司員工舉辦「禪修指引」

課程。

07.21
◆ 台北市浩然敬老院日前連續傳出二起老人自殺憾事，為了安撫人心，法鼓山與

社會局特別合辦一場超薦消災祈福法會，約有二百多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應永福扶輪社之邀，至台北市來來飯店指導「禪修指引」課程。

◆ 即日起至7月26日，中華佛研所網資室顧問維習安代表該所應邀前往英國

University of Glasgow，參加「電腦與人文國際會議」（ACH/ALLC 2000

Conference Registration），並於會中發表論文。

07.22
◆ 聖嚴師父上午前往1962年閉關的高雄美濃朝元寺，除拜訪該寺現任住持慧定法

師及當年護關的融智法師外，並帶領大眾至該寺開山法師能淨長老的舍利塔前

恭誦《心經》並迴向；晚上出席主持於高雄縣鳳山勞工育樂中心舉行的「皈依

祈福法會」，約有一千多人皈依三寶，高雄市市長謝長廷、高雄縣縣長余政憲均

到場觀禮。

07.23
◆ 聖嚴師父上午前往高雄縣立勞工育樂中心出席「南區勸募會員暨信眾聯誼會」，

約有一千名信眾參與、三百多人授證；下午前往大崗山高爾夫球場出席「南區

榮董暨菁英禪三聯誼會」，為二十多位新任榮董頒發聘書。

◆ 禪修推廣中心於新竹北埔膨風節安排二場「禪修指引」課程，指導現場民眾簡

單的禪修觀念和方法。

◆ 即日起至7月30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第九十期禪七，共有115人參加。



07.24
◆ 即日起至7月31日，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第九十一期禪七（首次念佛禪），共有

343人參加。

07.25
◆ 印度駐台協會谷南吉會長（Ranjit Gupta）偕夫人參訪中華佛研所，李志夫所長

親自接待。參觀結束後，轉往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7.28
◆ 台南、嘉義地區助念團和安心服務團團員關懷、慰問八掌溪事件中的四位罹難

者家屬，並為嘉義的罹難者舉行頭七超度法會，由果仁法師主持。安心服務團

並致贈「百年樹人獎學金」予罹難者的在學家屬。

07.30
◆ 淡水新共修處舉行成立灑淨儀式，並舉行二十四小時持誦〈大悲咒〉活動。

07.31
◆ 即日起至8月4日，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國小三至四年級「心靈環

保體驗營」活動，共有312人參加。

08.01
◆ 西藏學專家傑佛瑞．霍普金斯教授（Jeffrey Hopkins）至中華佛研所參訪。

08.02
◆ 「第二屆僧團代表大會」於農禪寺新禪堂舉行，共選出僧團代表十九名，並選

出僧團都監果品法師、副都監果廣法師；「法鼓山寺組織章程」也獲三讀通

過，建立制度化的運作。

08.04
◆ 農禪寺舉行地藏懺法會。

◆ 法行會於台北力霸飯店舉行聯誼會，會中邀請果東法師主講「歡喜看生死──

臨終關懷助念」。

08.05
◆ 台灣921大地震發生後，法鼓山安心服務團深入災區進行慰訪工作，深受大眾肯

定。為了慰勉長期在災區奉獻的義工們，安心服務團於農禪寺舉辦「安心義工

關懷聯誼──與聖嚴師父有約」活動，約有三百名工作人員參加，分享在災區

擔任義工的感動和成長。

◆ 護法會下午於安和分院舉辦「執行委員聯誼會」，邀請執行專員、地區新舊任正

副召委、執行委員及所屬勸募組長參加。

◆ 即日起一連四週，台東信行寺於每週六下午舉辦《八大人覺經》導讀佛學講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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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6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與聖嚴師父有約暨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上午於大

殿聆聽師父宣講《楞嚴經》，下午由果醒法師主講「師父，我有慧根嗎？」，談

佛教的解脫觀，約有三百人參加。

◆ 即日起至9月2日，佛學推廣中心為培育佛學講師，分別於農禪寺及安和分院舉

辦第一階段的「學佛五講」試講活動。參加培訓的講師都是法鼓山各地區所推

薦，主要為學校老師，且都是在忙碌的工作之餘，義務奉獻的義工。

08.07
◆ 即日起至8月11日，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國小五、六年級「心靈環

保體驗營」活動，共有六十五人參加。

08.09
◆ 中華佛研所於農禪寺舉辦「佛教教育與佛學研究」座談會，邀請華梵大學、國

防醫學院、銘傳大學、輔仁大學、玄奘大學等十所大專院校二十多位學者與

會，提供法鼓山辦學參考，聖嚴師父全程參與，由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

主持，所長李志夫擔任引言。

◆ 美國新澤西大學（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歷史系副教授邵勤，至農禪寺拜

訪聖嚴師父。

08.10
◆ 作家施叔青下午於國家圖書館舉行《枯木開花──聖嚴法師傳》新書發表會，

聖嚴師父以傳主身分出席，並親筆簽名五百本珍藏限量本義賣，銷售所得悉數

捐予「921震區受損家園復建服務團」及「921希望工程──雲門舞集生活律動

教學」二個團體。

08.12
◆ 法鼓山青年學佛會（簡稱法青會）正式成立，創始學員於台灣師範大學舉行同

心茶會，共有204人參加。輔導師果竣法師以「繼往開來」勉勵大家為弘揚佛法

盡一分心力。

◆ 即日起一連二天，於台中澄清醫院平等院區舉辦「安心一百──醫療慰訪員初

階研習」活動，約有四十多位醫療專業人員參加。這項活動，係由陽明醫院精

神科主任周勵志及澄清醫院護理部主任于普華協助規畫，期許能以「管理」的

理念，保健災民的身心。

◆ 即日起至8月18日，農禪寺舉行梁皇寶懺法會，約有二千人參加。此次法會，特

別為去年921大地震罹難者設立了超薦牌位。

08.13
◆ 紐約東初禪寺舉行地藏法會。

08.15
◆ 《法鼓》雜誌第128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204期出刊。



08.17
◆ 於國家圖書館舉行「預約人文世紀」記者會，會中凌陽科技公司創辦人施炳

煌、吳宜燁夫婦，捐贈市值二億元的股票予「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

會」，做為推動人文教育之用，由聖嚴師父代表接受。

◆ 齋明寺舉行中元普度法會。

◆ 聖嚴師父應台大醫院之邀，中午於該院第七講堂專題演講「生命的態度」，由院

長李源德擔任引言，吸引了滿場的聽眾。師父表示，若能抱持「人是為對自己

盡責，對他人許願利益而來」的觀點，看待生命的態度就會積極而有方向，生

命中許多的迷惑也會豁然開朗。

08.18
◆ 即日起至8月20日，紐約象岡道場舉辦「親子禪修營」，由果元法師、台北大學

社工系副教授楊蓓等共同帶領，共有來自美、加各地七十八位家長和青少年參

加，活動內容包括禪修指引、托缽經行、心得分享等。

08.19
◆ 台南佳里共修處舉行成立灑淨，由果明法師主持。法師期勉大家珍惜因緣，努

力精進，以佛法感化自己，並以言行感動他人，接引周遭親友來此同霑法益，

共領法喜。

08.20
◆ 護法總會於台北成淵高中舉行「北區新勸募會員傳薪暨授證」活動，約有四百

多名新進勸募會員及一百三十多位傳薪委員接受聖嚴師父的授證。師父於開示

中提醒新授證會員，要隨時以〈四眾佛子共勉語〉做為自我成長及幫助他人的

座右銘。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與聖嚴師父有約暨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上午於大

殿聆聽師父宣講《楞嚴經》，下午由果慨法師主講「細說輪迴生死書」，談佛教

的輪迴觀，約有二百五十人參加。

◆ 助念團舉辦北海岸地區聯誼會，邀請果東法師於金山國小視聽教室主講「心五

四運動精神啟蒙與臨終關懷」，約有一百八十多人參加。

◆ 即日起至8月27日，禪坐會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第九十二期中階禪

七，由果醒法師擔任總護，共有121人參加。

◆ 屏東辦事處舉辦「助念團美濃之旅」，參訪聖嚴師父早年閉關修行的朝元寺及經

常提供場地給法鼓山南部地區辦活動的福慧寺，約有近百人參加。

08.22
◆ 為期二天的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慈濟基金會與基督長老教會，於台中

曉明女中共同舉辦「921跨宗教陪伴之路」座談會，法鼓山由各災區服務站專職

及義工代表出席。

◆國際心理學家Dr. Shelby在慈濟基金會人員陪同下，參訪東勢安心服務站。

◆來自義大利的根敦塔欽格西，上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 即日起至9月9日，福田會慰訪員前往北海岸四鄉鎮及安康、福德、浩然敬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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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關懷低收入戶及獨居老菩薩，並致贈每戶一千元紅包及中秋月餅。

08.26
◆ 福田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初階慰訪員研習營」，約有八十人參加。

◆ 電子佛典先驅美國加州大學教授蘭卡斯特（Lewis R. Lancaster）至農禪寺拜訪

聖嚴師父及參訪中華佛研所。

◆ 護法總會於法鼓山上舉辦「生活佛法體驗分享觀摩會」。

◆ 即日起一連二天，中華佛研所主辦「第十一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共發表三

十篇論文，並邀請中國大陸中山大學、南京大學及中國佛學院三所研究所六位

研究生發表論文。

08.27
◆ 中華護僧協會理事長傳孝法師等一行十餘人至中華佛研所參訪，並捐贈十萬元

做為中華佛研所建所基金。

08.28
◆ 即日起至8月31日，「千禧年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The Millennium

World Peace Summit of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Leaders）於紐約聯合國總部

（United Nations, New York）舉行，共有來自全球一百多位宗教領袖與會，探討

如何運用宗教力量消弭戰亂、貧窮與環境等問題。聖嚴師父應邀與會，並於8月

29日第一場會議中，第一位上台發言者。

◆ 法鼓文化八里新倉庫完工，僧團法師帶領法鼓文化全體菩薩進行灑淨儀式。

08.30
◆ 世界銀行副總裁凱瑟琳．瑪莎（Katherine Marshall）藉赴美參加「千禧年世界

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之便，下午至聖嚴師父下榻飯店拜訪，請教世界

銀行如何與各地區宗教組織合作，解決開發中與未開發國家的貧窮問題。

09.02
◆ 聖嚴師父上午自美返台，下午於農禪寺召開記者會，說明應邀赴美參加聯合國

分支機構所主辦的「千禧年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成果。師父表

示，倡導和平是此次高峰會議的一項重點。

09.03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與聖嚴師父有約暨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上午於大

殿聆聽師父宣講《楞嚴經》，下午由果舫法師主講「禪法無上密」，談佛教的禪

修觀，約有三百人參加。

◆ 即日起至9月30日，僧團於法鼓山上結夏安居。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二十四次佛化聯合奠祭，計

為八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09.04
◆ 聖嚴師父接受飛碟電台「飛碟早餐」節目主持人周玉蔻專訪，談參加聯合國世

9月



界和平高峰會議相關議題。

◆ 中華佛研所舉行「八十九學年度開學、畢（結）業暨第十一屆佛教學術徵文頒

獎典禮」，共有新生十一人，有三篇畢業論文通過口試。

◆ 聖嚴師父應台北市政府政風處邀請，與市長馬英九就「心靈物語──身在公門

好修行」主題進行對談，吸引了一千多名市府員工與民眾聆聽。

09.05
◆ 藝術家李明維藉來台參加台北市立美術館「無法無天2000台北雙年展」之便，

偕同母親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9.06
◆ 福田會與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廖銘昆基金會於木柵安康社區合辦安康長者慶生

聯誼，活動內容包括念佛共修、歌唱等。

◆ 即日起至9月12日，中華佛研所網資室主任杜正民參加國科會「玄奘西域行」計

畫，前往中國大陸絲路收集資料，以及相關單位洽談文物與文獻授權問題。

09.07
◆ 中央廣播電台上午至農禪寺專訪聖嚴師父。

◆ 總統府祕書長游錫 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游祕書長曾是法鼓山社會菁英禪

三學員，對於法鼓山在921震災後所做的「人心重建」工作，相當肯定。

09.09
◆ 農禪寺舉辦「中秋關懷暨音樂饗宴」，邀請北海岸四鄉鎮低收入戶及安康、福

德、浩然敬老院的獨居老菩薩共度佳節。

◆ 即日起一連二天，護法會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訓練中心舉辦「執行委員、

勸募組長同心同願營」。

09.10
◆ 聖嚴師父上午拜訪悟明長老、成一長老及今能長老，祝賀長老們中秋節如意。

◆ 中國大陸陝西法門寺博物館館長韓金科在鹿野苑負責人吳文成陪同下，上午前

往安和分院拜訪聖嚴師父。

09.11
◆ 中華佛研所邀請印度甘丹寺根敦塔欽格西專題演講「《現觀莊嚴論》中「佛性」

思想的探討」，由廖本聖老師擔任翻譯。

◆ 聖嚴師父應藝術家李明維之邀，上午前往台北市立美術館參觀「2000台北雙年

展」。在館長黃才郎、藝術家李明維陪同下，同時參觀了其他藝術家的作品。

◆ 獎基會於國家圖書館演講廳舉行「推動生命教育．大師鼎談──ｅ世代的生命

觀」座談會，邀請教育部長曾志朗及台大校長陳維昭與聖嚴師父針對生命議題

進行精彩對談，吸引了不少民眾前往聆聽。會中師父首度公開意願書，明白交

代有關法鼓山的人事、財產、傳承，並鼓勵大眾不要忌諱談死亡，應對身後事

預做準備。

09.13
◆ 台北之音「台灣大不同」節目主持人紐承澤，下午至農禪寺採訪聖嚴師父，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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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人生的迷思。

09.14
◆ 聖嚴師父上午至總統府拜謁陳水扁總統，就921災後心靈重建等問題交換意見。

交談中，師父特別提出了「在困境中找到希望，從安定中看出危機」二句話，

提醒大眾要居安思危，化危機為轉機。

09.15
◆ 《法鼓》雜誌第129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205期出刊。

09.16
◆ 福田會下午於安和分院舉辦聯誼會，邀請北部六轄區正副召委及福田會聯絡人

參與，以瞭解福田會的功能及運作，分享彼此的經驗，約有七十人參加。

◆ 即日起一連二天，由中華發展基金會主辦、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承辦的

「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學術研討會，於台灣大學思亮館舉行，共有來自兩

岸一百六十多位青年學者與會，探討現階段兩岸社會發展對未來中華文化的可

能影響。

09.20
◆ 「921周年祭──用愛與關懷迎未來」祈福法會，晚上於南投、東勢、埔里、竹

山四個安心服務站及台中分院同步舉行，共點亮二萬盞希望之燭，傳遞對災區

民眾的關懷。法鼓山各地分院、辦事處也同時舉辦〈大悲咒〉持誦迴向活動。

09.21
◆ 由法鼓山與台北捷運公司合作籌建的「台灣人心地標──平安鐘」，上午於台北

東區頂好廣場舉行揭幕典禮，由聖嚴師父、台北市市長馬英九共同主持，國民

黨主席連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新黨全委會召集人郝龍斌、天主教聖母聖心

會侯發德神父等應邀出席觀禮。平安鐘主體作品「好山好水」由藝術家王俠軍

創作，環境景觀則由建築師姚仁喜設計。

◆ 聖嚴師父應立法委員聯誼會之邀，中午於台北來來飯店進行演講「如何提昇人

性品質、淨化社會」，院長王金平、副院長饒穎奇及上百位立委皆到場聆聽。

09.23
◆ 祝賀悟明長老九十嵩壽，聖嚴師父上午帶領僧俗四眾多人，專程前往海明寺向

長老拜壽。

◆ 護法總會於農禪寺舉行「授證、表揚暨生活佛法體驗發表會」，聖嚴師父親自為

新任會團長、地區召委及關懷委員授證。會中除表揚推展護法組織成果優異人

員，並安排了四場生活佛法體驗分享、音樂及舞蹈節目，約有數百人參加。

09.24
◆ 台中分院喬遷至南屯區市政路新址，聖嚴師父特別南下主持啟用典禮，並出席

一場「社會菁英與師父座談暨榮董授證」。座談會結束後，師父為新加入的三十

五位榮董授證及五百多位民眾主持皈依儀式。



09.25
◆ 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園和喬健教授在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校長曾濟群陪同

下，上午前往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討論有關明年（2001年）10月籌辦兩岸人

文學術會議的構想。

09.27
◆ 果醒法師上午前往台北縣金山警察局，為金山、萬里、淡水及瑞芳分局警員介

紹禪修的觀念與方法。

09.30
◆ 聖嚴師父上午應台北縣政府之邀，專題演講「理性與感性」，約有三百多名主管

聆聽。師父表示，一般人認為理性與感性是對立的，其實就佛法而言，理性是

無私的智慧，而感性是平等的慈悲，二者相輔相成。

◆ 榮譽董事聯誼會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秋季榮董聯誼會」，聖嚴師父蒞會開示，約

有四百多位來自國內外的榮董參加。

10.01
◆ 護法總會於農禪寺舉辦「關懷委員感恩聯誼會」，聖嚴師父於開示時指出，關懷

委員是法鼓山的寶藏，卸任的召委不是退休，而是進入另一個階段的任務。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與聖嚴師父有約暨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上午於大

殿聆聽師父宣講《楞嚴經》，下午由果薰法師主講「觀世音菩薩與〈大悲咒〉」，

談佛教的慈悲觀，約有四百多人參加。

10.02
◆ 聖嚴師父赴新竹科學園區參觀凌陽科技公司，感謝創辦人之一的施炳煌夫婦捐

資贊助「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隨後並拜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局

長黃文雄。

◆ 即日起，安和分院於每週一晚上，邀請林孟穎老師導讀聖嚴師父的著作《修行

在紅塵──維摩經六講》。

◆ 國民黨前祕書長章孝嚴偕同家人，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 即日起至10月11日，中華佛研所邀請印度德里大學（The University of Delhi）佛

學研究所所長 Karam Tej Sarao做四場專題講座，講題分別為「佛陀之日期」、

「佛教結集會議」、「阿育王與其佛教政策」、「印度佛教之衰亡」，由林煌洲老

師翻譯。

◆ 即日起至10月8日，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及網資室主任杜正民前往俄國參

加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研究學院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並與該校東方學系簽訂合

作契約及致贈《大正藏》及《龍藏》各乙套。

10.03
◆ 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由前護法會會長楊正夫婦及華泰飯店董事長陳天貴夫婦陪

同，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談禪修心得並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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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基會於安和分院召開諮詢委員會，與會者有聖嚴師父、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

備處校長曾濟群、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李亦園、中研院研究員蕭新煌、國家文

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洪簡靜惠等多位委員，提供獎基會未來的營運方式與發展

方向的建言。

10.04
◆ 由法鼓山主辦的「菩提樹與蘋果樹的對話──探尋人類的智慧之光」座談會，

晚上於新竹清華大學體育館舉行，對談人包括聖嚴師父、清大校長劉炯朗、交

大校長張俊彥、工研院院長史欽泰及聯電董事長曹興誠，由《中國時報》社長

黃肇松擔任主持人，約有近千人聆聽。

◆ 即日起至12月4日，中國大陸廣東華南師範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龔雋應中華佛研

所之邀來台進行為期二個月的研究；並於10月30日、11月6日及29日各做一場專

題演講，講題分別為「在比較視域中的中國禪學研究方式的反思」及「近代中

國佛學思潮在思想史上的意義」（上、下）。

10.05
◆ 香港理工大學校長潘宗光來訪，向聖嚴師父請益佛法。

◆ 即日起至10月8日，於法鼓山上舉辦「第十七屆社會菁英禪修營」，共有九十七

人參加，其中包括知名藝人林青霞、曾慶瑜、曾志偉等各界菁英。

10.06
◆ 法青會「禪寶寶蛻變快樂行」系列活動，於農禪寺舉辦「初嘗禪之味──禪修

認識與指導」。

10.07
◆ 法青會「禪寶寶蛻變快樂行」系列活動，於農禪寺舉辦「禪味九寶粥──放鬆

身心的絕招」活動，共有三十三人參加。

10.08
◆ 「第七屆佛化聯合祝壽」於農禪寺、台南分院、高雄分院及台東信行寺同步舉

行，約有六百位老菩薩參加。

10.10
◆ 聖嚴師父應邀前往基隆月眉山靈泉禪寺，與印海長老、道海長老共同主持三壇

大戒初壇正授。

◆ 西藏佛教噶舉派止貢法王澈讚仁波切至農禪寺參訪，並與聖嚴師父交換漢藏體

系修行的觀念。

10.11
◆ 聖嚴師父對農禪寺香積組主廚義工開示香積的意義與功德，並期勉大家以供

養、感恩的心奉獻時間及心力，在廚房大寮中修行。

10.13
◆ 聖嚴師父率領僧團都監果品法師、法鼓山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果肇法師，前往



土城承天禪寺向住持傳悔長老致意，感恩該寺捐贈一億元做為法鼓人文社會學

院的建設基金。

10.14
◆ 法青會「禪寶寶蛻變快樂行」系列活動，於陽明山舉辦「開胃禪沙拉──山水

禪」活動，共有三十三人參加。

◆ 即日起一連二天，護法總會於法鼓山上舉辦「滿點加油」感恩分享大會活動與

「萬人推動理念」，約有八百多人參與。聖嚴師父出席與會感恩大眾的護持，並

為120位滿點菩薩授證。

10.15
◆ 《法鼓》雜誌第130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206期出刊。

10.16
◆ 農禪寺舉行剃度典禮，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十六人落髮。

10.17
◆ 日本善光寺住持黑田武雄等人參訪中華佛研所，聖嚴師父親自接待。

10.18
◆ 台北中正萬華共修處舉行灑淨儀式，由僧團果舫法師主持。

◆ 聖嚴師父赴美弘法。

10.20
◆ 立法院院會通過聖嚴師父參加聯合國分支機構所舉辦的「千禧年世界宗教暨精

神領袖和平高峰會」演說全文，正式列為立法院會議紀錄，並載於《立法院公

報》。這項決議由立委丁守中提案，七十三位立委共同連署，於立法院會獲無異

議通過。

10.21
◆ 凌陽科技董事長施炳煌應法青會之邀，於安和分院主講「觀照自己的心靈世

界」，與青年朋友分享「能捨能得」的心靈生命，共有六十人參加。

10.22
◆ 即日至10月29日，禪坐會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第九十三期高階禪

七，由果廣法師擔任總護，共有六十九人參加。

◆ 聖嚴師父於紐約東初禪寺主講「四種神通」，約有數百名東、西方人士聆聽。

10.23
◆ 禪修推廣中心應行政院法務部之邀，前往教授「禪修指引」課程，約有三百多

人參加。法務部部長陳定南表示，禪修課程能調和人的身心健康，對法鼓山推

廣的用心，表達感佩之意。

◆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辦「八十九年度民間團體大陸事務暨兩岸文教交流北區研

討會」，中華佛研所由執行祕書陳秀蘭代表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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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
◆ 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應邀出席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辦的「推廣兩岸青年交

流」諮詢會議。

◆ 聖嚴師父應邀於紐約Catskills藝術學院Hartwick College，為該校師生演講「禪

與平常生活」。這是該校舉辦為期二個月的佛教講座「Buddhism in the Catskills」

中的一個單元，由該校佛學教授C. W. Sandy Huntington主持。

10.27
◆ 即日起一連三天，北美年會於紐約象岡道場召開，本次主題為「回顧與展望─

─超越二千年」，共有來自北美十三州、一百六十多人與會。聖嚴師父在開示中

指出，法鼓山將明年（2001年）訂為「大好年」，期勉大家結合「心」五四運動

的精神，一起推動「大家說好話，大家做好事」的活動。

10.28
◆ 禪坐會於士林大崙頭山自然步道舉辦戶外禪活動，由果醒法師帶領，約有二百

人參加。

◆ 助念團下午於農禪寺舉辦全省悅眾聯誼會，約有一百三十人參加。

◆ 即日起一連二天，齋明寺舉行秋季法會。

10.29
◆ 即日起至11月4日，在中華佛研所協助安排下，日本立正大學佛教部三友健容教

授、三友量順教授及由三友健容教授所指導的日韓博士班學生等一行八人來台

參訪。

10.31
◆ 農禪寺都監果品法師代表僧團，參加中華佛研所研究員大航法師在新竹獅頭山

金剛寺的晉山典禮。

◆ 聖嚴師父榮獲八十九年行政院文化獎，此獎是為表彰維護與發揚中華文化有特

殊貢獻的人士，每位得獎者可獲頒「文化獎章」及六十萬元獎金。

◆ 桃園中正機場發生新航空難，僧團關懷中心果東法師帶領桃園地區助念團三十

多位菩薩，前往設於機場過境旅館的臨時靈堂進行助念關懷。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法鼓晨音》、《四聖諦講記》；中華佛研所論

叢：《潑墨仙人圖研究》；《認識咒語》（林光明著）。

11.01
◆ 越南國寶級清慈禪師率領僧俗四眾弟子多人，至紐約東初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並應邀專題演講「禪佛教的源頭」，約有一百多名東、西方人士參與。

11.02
◆ 日本東京立正大學佛教學部部長三友健容教授等一行八人參訪中華佛研所，由

所長李志夫及副所長惠敏法師親自接待。

11月



◆ 象神風災過境造成北部嚴重災情，福田會持續至基隆、汐止、三芝、石門、金

山等地區，致贈慰問金及物資，關懷受災民眾。

◆ 即日起，佛學推廣中心於土城共修處開辦聖嚴師父著作的《金剛經講記》課

程，由黃國清講師主講。

11.03
◆ 台北大同共修處準備十數箱礦泉水、近四百份麵包及泡麵等，前往象神風災過

境受創嚴重的汐止地區進行關懷。

11.04
◆ 法青會於安和分院舉辦「禪味九寶粥系列活動：問世間情為何物」，邀請毛萬儀

講師和台北大學社工系副教授楊蓓老師主講，共有五十九人參加。

11.05
◆ 即日起一連二天，於桃園縣立殯儀館為新航空難罹難者舉行追思祈福彌陀法

會，由關懷中心果東法師主持，約有二百多名蓮友參加。

◆ 即日起至11月12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第九十四期高階禪七，由果竣法師

擔任總護，共有五十九人參加。

11.07
◆ 福田會前往基隆七堵、暖暖等地，慰問285戶象神風災受災戶，並致贈每戶慰問

金三千元。

11.11
◆ 法青會於安和分院舉辦「禪味九寶粥系列活動：藝術創作與治療」，邀請名陶藝

家連寶猜和畫家楊雪梅主講，共有七十六人參加。

11.12
◆ 法鼓文化應佛教「光明世界」電視弘法二十年園遊會之邀，參加該團體於中正

紀念堂舉辦的慶祝活動，並在現場設攤。

◆ 皈依關懷組舉辦「齋明寺知性之旅」，約有三百人參加。

◆ 高雄、潮州、彰化三地區於高雄三民道場舉辦第二梯次安心義工培訓課程。

◆ 屏東辦事處舉行灑淨儀式，由果仁法師主持，約有一百多名信眾參加。

11.15
◆ 即日起一連二天，中華佛研所網資室主任杜正民和顧問維習安代表該所參加由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及太平洋鄰里協會（Pacific Neighbourhood Council）合辦

的「PNC2000數位典藏與TEI研討會」，二人並於會中發表論文。

◆《法鼓》雜誌第131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207期出刊。

11.16
◆ 行政院文建會為本年度文化獎得主召開記者會，獲獎者之一的聖嚴師父正在美

國弘法，由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校長曾濟群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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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感謝每月幫忙摺《法鼓》雜誌的義工菩薩，法鼓文化特別安排齋明寺參訪之

旅，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11.17
◆ 法行會於台北力霸皇冠大飯店舉行周年慶祝晚會，約有二百多人參加。會長鄭

丁旺致辭中，期許法行會將來更能發揮凝聚力量，在社會各階層推展佛法，共

同推動法鼓山理念。

11.18
◆ 法青會於安和分院舉辦「禪味九寶粥系列活動：人際關係面面觀」，由林江漢講

師主講，共有六十二人參加。

11.19
◆ 為加強義工菩薩的應變能力，義工團特於農禪寺舉辦「安全應變研訓」課程，

邀請前總統府侍衛組組長葉春田、台北市中山分局教官陳俊良指導。

◆ 即日起，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楞嚴經》讀書會，由華梵大學中文系前系主任

胡健財主講。

◆ 即日起至11月26日，禪坐會於高雄大崗山舉辦第九十五期悅眾禪七，由果舟法

師擔任總護，共有八十一人參加。

11.24
◆ 利氏學社社長魏明德神父等一行四人，在法籍神父馬天賜的陪同下，至農禪

寺、法鼓文化及中華佛研所參觀。

11.25
◆ 即日起一連二天，助念團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進階成長營，邀請中華佛研

所副所長惠敏法師及佛教蓮花基金會執行長林佳靜授課，共有150人參加。

◆ 即日起一連二天，花蓮辦事處舉辦「法鼓山尋根之旅」，安排護持會員參訪農禪

寺、法鼓山及齋明寺，共有四十五人參加。

◆ 即日起至12月2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九十一期話頭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

共有五十二人參加。

11.28
◆ 法鼓山第一期第三工區（禪堂、女寮）舉行灑淨儀式，由僧團都監果品法師主

持，約有一百多名信眾代表參加。

11.29
◆ 為配合行政院衛生署於1999年6月7日正式實施「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宣導，助

念團於本日及12月10日，分別於農禪寺及高雄分院舉辦說明會，期使悅眾菩薩

深入瞭解對臨終病患的心靈照顧，以尊重生命自主與尊嚴，約二百多人參加。

12.01
◆ 中華佛研所佛學教育推廣中心本年度開設「八大聖地所說經」、「攝大乘論」、

12月



「成佛之道──入道正行」、「基礎佛學」、「佛學英文」、「《楞嚴經》導讀」、

詩詞初階、「大乘佛法」課程，共有620人參加。

◆ 法青會於安和分院舉辦「禪修認識與指導第三期」，由朱秀容居士指導，共有二

十三人參加。

◆ 聖嚴師父於紐約象岡道場主持完禪七後，舉行傳法儀式，傳法給來自瑞士的麥

克斯．卡林（Max Kalin）和英國的賽門．查爾得（Simon Child）二位醫生弟

子。他們均有豐富而扎實的禪修經驗，師父期許二人能將正統的禪法弘傳至西

方社會，讓更多人得到佛法的利益。

12.02
◆ 禪修推廣中心分別應邀舉辦二場「禪修指引」課程，包括：北投國寶人壽，約

有二百五十人參加；淡水賢孝國中，共有七十五人參加。

◆ 法青會於安和分院舉辦第七場「禪味九寶粥系列活動：生命真理之尋幽訪勝」，

由田季訓居士主講，共有五十七人參加。

12.03
◆ 禪修推廣中心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二十三人參加；於基隆家

扶中心開辦同樣課程，共有四十人參加。

◆ 護法會北三轄區舉辦「法鼓山列車一日遊」活動，讓護持會員瞭解法鼓山的各

項工程建設及聖嚴師父所推展的「心」五四運動、心靈環保等理念，約有三百

多人參加。

◆ 義工團為加強義工菩薩的應變能力，邀請前總統府侍衛組組長葉春田、台北市

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教官陳俊良前來農禪寺教授「安全應變研訓」課程，並安

排義工團團長徐文光與大眾分享義工應有的「身口意威儀及禮儀」。

◆ 致力於佛學圖書館電子化研究的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榮獲中國圖書館

學會頒發「社會服務獎」，本日於國家圖書館接受頒獎。

12.04
◆ 禪修推廣中心於新竹科學園區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六十七人參加。

12.05
◆ 紐約東初禪寺住持果元法師應美國大通銀行之邀，在該行開辦的一項高級管理

人員訓練課程中，談佛教的三大節日──佛誕節、盂蘭盆節及彌勒佛誕辰的緣

由和意義。

◆ 法青會於元智大學舉辦「觀照自己的心靈世界」講座，邀請楊雪梅教授演講。

◆ 即日起至12月8日，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網資室主任杜正民及顧問維習

安，前往韓國參加由高麗大藏經研究所（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Tripitaka

Koreana）於東國大學舉辦的佛學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ddhism and the 21st Century Digital Information Society），維習安顧問並於會中

發表論文〈資訊社會中佛學研究新模式的省思〉。

12.07
◆ 法青會於元智大學舉辦「問世間情為何物」講座，邀請王時成居士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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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
◆ 禪修推廣中心於雙和共修處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三十人參加。

12.09
◆ 中華佛研所網資室主任杜正民應邀代表參加國科會舉辦的「亞太經濟合作：數

位博物館會議」，並於中央研究院資訊所報告〈玄奘西域行〉專案計畫。

◆ 禪修推廣中心分別應木柵觀星台北活動中心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台灣桃園辦

事處之邀，舉辦二場「禪修指引」課程。

◆ 法青會於安和分院舉辦第八場「禪味九寶粥系列活動：圓融無礙的宇宙觀」講

座，邀請政大教授蕭武桐及中華佛研所教授陳英善主講，共有三十三人參加。

◆ 福田會於安和分院舉辦第一、二期個案研討分享及聯誼會，邀請台北市政府資

深社會輔導師林淑文以實際案例做指導，約有八十多人參加。

◆ 即日起至12月16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第九十六期中階禪七，由僧團果理

法師擔任總護，共有七十六人參加。

◆ 即日起一連二天，為讓新勸募會員能掌握法鼓山的精神理念，有效推動勸募工

作，護法會於農禪寺舉辦「新勸募會員教育訓練課程」，約有八十多人參加。

◆ 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一場禪坐共修糾察、接引訓練課程，內容有糾察工作心

態、櫃台應對、引禮禮儀等，由果醒法師指導，共有七十二人參加。

12.10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學佛行儀」課程，約有二百八十多人參加。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二十五次佛化聯合奠祭，計

為十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 禪修推廣中心於農禪寺舉辦二場「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一百多人參加。

◆ 新加坡光明山普覺寺常住法師及信眾代表一行多人至農禪寺參訪。

12.14
◆ 法青會於元智大學舉辦「藝術創作與治療」講座，邀請楊雪梅教授演講。

12.15
◆ 《法鼓》雜誌第132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208期出刊。

12.16
◆ 禪修推廣中心應邀於私立中華中學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四十人參加。

12.17
◆ 義工團於農禪寺舉辦「初階義工成長營」課程，共有160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應邀於內湖金龍里活動中心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四十人

參加。

◆ 護法會於農禪寺新禪堂舉行921安心義工年終回訓課程，邀請東勢安心服務站站

長王淑麗擔任講師，共有六十七人參加。



12.18
◆ 「第二十屆行政院文化獎」於國家圖書館舉行，聖嚴師父與布袋戲宗師黃海

岱、台灣文學領航指標葉石濤、經典古籍校勘學泰斗王叔岷四人同獲此獎。由

於師父正在美國主持禪七，由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校長曾濟群代表領獎。

◆ 禪修推廣中心於新竹世界高職舉辦三場「禪修指引」課程，共有184人參加。

12.20
◆ 禪修推廣中心應邀舉辦三場「禪修指引」課程，分別在：淡江大學，共有四十

人參加；立農國小，共有四十人參加。遠傳電信，共有七十人參加。

12.21
◆ 禪修推廣中心應邀舉辦二場「禪修指引」課程，分別在：淡江大學，共有六十

五人參加；宜蘭技術學院，共有130人參加。

12.22
◆ 禪修推廣中心應邀舉辦二場「禪修指引」課程，分別在：淡江大學，共有六十

八人參加；宜蘭羅東博愛醫院，共有四十人參加。另外，於財團法人保險事業

發展中心舉辦禪訓班，共有三十人參加。

12.23
◆ 法青會於法鼓山上舉辦「開胃禪沙拉──山水禪」，共有六十九人參加。

◆ 桃園辦事處慶祝成立十周年，舉辦聯誼活動，除了有五位常住法師親臨外，還

有近二百名信眾參與。活動內容包括有獎徵答、十周年回顧、大合唱、分享生

活佛法體驗等。

◆ 即日起至12月30日，禪坐會於高雄大崗山舉辦第九十七期初階禪七，由果明法

師擔任總護，共有六十七人參加。

◆即日起至12月31日，農禪寺舉行彌陀佛七法會，共有268人參加。

12.24
◆ 護法會於安和分院舉辦「電話關懷小組教育訓練」課程，約有九十多人參加。

12.25
◆ 即日起至2001年1月1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第九十二期默照禪七，由聖嚴師父

主持，共有七十一人參加。

12.26
◆ 即日起至2001年1月11日，美國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宗教學系

教授傑佛瑞．霍普金斯（Jeffrey Hopkins）應中華佛研所之邀，做三場有關西藏

唯識學的專題演講，講題分別為「西藏唯識學的空性」、「三性、三無性、二

諦」、「三轉法輪、了義與不了義」。

◆禪修推廣中心於新竹世界高職舉辦三場「禪修指引」課程，共有119人參加。

◆法青會於元智大學舉辦「感情DIY健診」講座，邀請陳宗元老師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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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
◆ 禪修推廣中心應邀於新竹科學園區舉辦禪訓班，共有四十三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應邀舉辦二場「禪修指引」課程，分別於：遠傳電信，共有四十

人參加；新竹世界高職，共有139人參加。

12.28
◆ 禪修推廣中心於世界高職舉辦二場「禪修指引」課程，共有110人參加。

◆ 法青會於元智大學舉辦「圓融無礙的宇宙觀」講座，邀請黃崧修老師演講。

12.29
◆ 禪修推廣中心應邀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分別在：世界高職舉辦三場，共有

165人參加；興中國中舉辦二場，共有七十一人參加。另於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

展中心舉辦禪訓班，共有三十人參加。

12.30
◆ 法青會於安和分院舉辦第九場「禪味九寶粥──修行者的睿智與風範」，由華

梵大學馬遜校長及中華佛研所悟常法師主講，共有三十六人參加。

◆ 「921跨宗教陪伴之路──長期性安置與重建」座談會於南投仁愛之家舉行，法

鼓山由各安心站站長、專職及義工五名代表出席。

12.31
◆ 法鼓山於台北市社教館舉辦「法鼓之音──牧心樂宴演唱會」，由女高音周雅

萍、法鼓山合唱團及法緣會合唱團聯合演出，吸引了一千三百多名觀眾參加。

這場演出的門票所得，全數捐做法鼓山公益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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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探索識界──八識規矩頌講記》、隨身經典

《地藏菩薩的大願法門》。

01.01
◆ 創刊於1989年12月的《法鼓》雜誌，自本月號133期起，全新改版。新闢「生活

佛法」、「法鼓副刊」二版面，內容更具感性和知性。另外，為了提供全月完整

資訊，出刊日期也由每月15日改為每月1日。

◆ 《人生》雜誌全新改版。在正式邁入二十一世紀的開始，為了提供現代學佛者

更加豐富的佛學常識與修行方法，除了開闢全新單元外，在設計風格上也做了

創新突破。

◆ 法鼓山正式承接高雄縣紫雲寺法務，並更名為「法鼓山紫雲寺」，這是繼桃園齋

明寺之後，法鼓山再度承接他寺法務。創設四十一年的高雄縣鳥松鄉紫雲寺，

由於第一、二任住持皆已老邁，經審慎評估後，決定將廟產及經營權移轉給法

鼓山。

◆ 禪修推廣中心於北投威靈頓山莊森林步道舉辦戶外禪，共有八十人參加。

01.03
◆ 禪修推廣中心於台北市公正國小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八十位教師參加。

01.05
◆ 聖嚴師父前往三峽西蓮淨苑智諭長老靈堂拈香致意。

01.06
◆ 於台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行「第七屆佛化聯合婚禮」，共有五十四對新人在聖

嚴師父的祝福下結為同修法侶。

◆ 禪修推廣中心分別於安和分院、興中國中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五十三人參

加。

01.07
◆ 於台北中正高中舉行「祈福皈依大典」，由聖嚴師父主持，約有一千五百人皈依

三寶。

◆ 聖嚴師父接受「東森新聞」專訪。師父於專訪中表示，面對新世紀，若價值觀

不改，仍像過去一樣追求財富等有形的東西，那麼新世紀還是舊的人，過去有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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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未來還是一樣會發生。

◆ 護法會北四轄區近二百名義工，贊助台北縣家扶中心於板橋華僑中學舉辦的愛

心園遊會，於現場設置了素食小吃及惜福市場共十六個攤位，並結合禪修推廣

中心的禪修課程，陪伴三千多名單親家庭，度過新世紀的第一個假期。

◆ 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禪訓班結業學員聯誼，約有一百四十人參加，內容包括禪

坐要領複習、禪修答問、分組討論、觀看聖嚴師父影帶開示等，由禪坐會輔導

師果醒法師帶領。

01.09
◆ 應邀至中華佛研所進行專題演講的藏傳唯識學學者傑福瑞．霍普金斯教授

（Jeffrey Hopkins），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1.10
◆ 聖嚴師父南下拜訪高雄紫雲寺前任住持演禪法師、淨圓法師，並正式接下紫雲

寺法務工作。

◆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校長曾濟群出席於中央研究院召開的「科技發展與人

文重建」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出席者尚有李亦園、楊國樞二位

院士及喬健教授等學者專家。

01.11
◆ 於台北台泥大樓士敏廳舉辦「法鼓山新世紀大好年」記者會，包括張學友、楊

麗花、吳念真、何潤東、陳亞蘭、羅大佑、柯受良等多位知名港台明星均出席

與會，響應法鼓山「大好年」運動。聖嚴師父於會中特別對「好」的意義做了

詮釋：「好」不在於豐富的物質享受，而是心靈的充實。

01.12
◆ 即日起至1月14日，首度將冬令慰問活動的關懷觸角，延伸至中南部地區低收入

戶，並以園遊會或聯誼會方式舉辦。總計此次關懷對象，包括台北縣市、台

中、台南、高雄等低收入戶、獨居老人及部分921受災戶達1,127戶，發放金額

約三百三十萬元。

01.13
◆ 即日起一連二天，護法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召集委員、副召集委員成

長營暨聯誼會」，共有115人參加。會中，聖嚴師父特別以衣領與衣袖的耐磨詮

釋「領袖」的意義，期許核心悅眾能發揮耐磨個性，為大眾服務。

◆ 高雄三民道場舉辦祝福聯誼會，果舟法師帶領一百多位義工為154戶低收入戶念

佛祈福，並致贈慰問金及結緣品。

◆ 禪修推廣中心應板橋溫心媽媽佛學會之邀，於板橋共修處舉辦禪修指引課程，

共有三十五人參加。

01.14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與聖嚴師父有約暨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上午於大

殿聆聽師父宣講《楞嚴經》，下午由果巖法師主講「靜坐與養生術」，談佛教的

禪修觀，約有二百多人參與。



◆ 有線電視新知頻道（原御銘頻道）上午現場直播聖嚴師父於農禪寺講《楞嚴經》

實況。新知頻道於1至4月份的每週日上午十點至十一點，開闢「法鼓晨音」節

目，首播為聖嚴師父《楞嚴經》弘講，陸續將有與當代名人對談的錄影轉播。

◆ 高雄紫雲寺舉辦冬令關懷活動，約有近百位低收入戶受惠。

◆ 禪修推廣中心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五十八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應宜蘭地院檢察署觀護人室之邀，於羅東草湖玉尊宮講堂舉辦禪

修指引課程，共有七十人參加。

01.15
◆ 即日起至2月21日，參加「青輔會921受災戶大專在學青年寒假返鄉工讀服務計

畫」的七名工讀學生，於埔里安心服務站、東勢安心服務站及南投安心服務站

工讀。

◆ 福田會至台北縣金山安養堂慰訪，並邀請金山國小三十五位小菩薩參與義剪、

聯誼與念佛活動。

◆ 中華佛研所網資室主任杜正民、顧問維習安應邀代表參加於香港城市大學舉行

的「2001 PNC Annual Conference & Joint Meetings」，二人並於會場展示與解說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作業流程與成果內容。

◆《法鼓》雜誌第133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209期出刊。

01.16
◆ 聖嚴師父分別拜訪台北濟南路華嚴蓮社成一長老、樹林海明寺悟明老和尚及五

股妙雲禪寺今能長老，向三位長老拜年。

01.17
◆ 台北捷運局局長李博文拜訪聖嚴師父，致贈印有法鼓山標語的捷運紀念票。

01.18
◆ 南投竹山安心服務站於延和里集會所舉行「圍爐感恩之夜」，邀請受災戶居民、

獨居老人參加，席開十三桌。

◆ 禪修推廣中心應邀於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活動中心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150人

參加。

◆ 法鼓文化於農禪寺禪堂舉行年終拜懺共修，聖嚴師父親臨開示。師父強調，從

事佛教文化工作者需要有一分悲願心及使命感，期勉大家肩負起文化工作者的

責任，並加強國際觀，出版契合現代人心的書籍。

◆ 勞委會主委陳菊率領十多位一級主管，至農禪寺向聖嚴師父拜年。

01.20
◆ 獎基會「專案研究」正式簽約，研究專案包括：1.宗教信仰於災難後心理復健

歷程中的功能──法鼓山的理念與實務研究，由楊國樞教授策畫、吳英璋教授

主持；2.非營利組織發展及運作之研究，由鄭丁旺教授策畫、王國樑教授主

持；3.人文教育之推動與落實──人文社會化、社會人文化之研究，由陳伯璋教

授策畫、高強華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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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1
◆ 聖嚴師父與悟明長老、今能長老於台北縣三峽成福國小，共同主持西蓮淨苑開

山長老智諭老和尚圓寂追思讚頌會，教界數千人與會，場面莊嚴隆重。

01.23
◆ 農禪寺舉辦除夕圍爐活動，邀請護法信眾回寺圍爐。

◆ 土城承天禪寺當家師道求、道明二位法師至農禪寺禮請聖嚴師父，為該寺住持

傳悔老和尚主持入殮封棺儀式。一生苦行念佛的傳悔老和尚於1月22日下午捨

報，住世七十八歲。

01.24
◆ 農禪寺、齋明寺、法鼓山上、安和分院、台南分院及高雄分院，舉行新春普佛

法會。

◆ 即日起一連三天，文化館舉行千佛懺法會。

01.25
◆ 前國民黨祕書長章孝嚴夫婦至農禪寺向聖嚴師父拜年。

◆ 即日起至2月1日，禪坐會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中階止觀禪七，共

有128人參加。此為法鼓山首次在新春年節舉辦精進禪七。

01.27
◆ 紐約象岡道場為慶祝中國春節，特別舉辦一場餐敘茶會，與會者分享一年來的

禪修心得，並觀看聖嚴師父的弘化行腳錄影帶。

01.28
◆ 即日起至2月3日，農禪寺舉行「第七屆菩薩戒傳戒會」，由聖嚴師父、今能長老

和淨耀法師擔任尊證師，共有1,239人參加。

◆ 紐約東初禪寺舉辦大好年新春活動，仁俊長老帶領大眾持誦《心經》，並開示勉

勵大眾學習菩薩慈悲、無畏、無邊的心量，斷除三毒，行菩薩道。活動中，並

播放聖嚴師父向大家拜年及弘法行腳的錄影帶，及木偶劇、佛曲演唱等節目演

出，約有二百多人參加。

01.29
◆ 前最高法院院長王甲乙偕同子女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1.30
◆ 國民黨副主席吳伯雄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2.01
◆ 聖嚴師父捐十萬元予西蓮淨苑做為智諭長老紀念基金。

◆ 即日起至2月6日，法鼓文化參加於台北世貿中心舉行的「第九屆台北國際書

2月



展」。此次除了於國內區設攤外，並首次進駐國際區，展出聖嚴師父的重要英文

著作，以服務國外的讀者及經銷商。

02.03
◆ 法青會於台灣師範大學舉辦「新春同心茶會」，共有118人參加。為響應大好年

運動，會中特別以「如何迎接大好年」為題，討論如何落實「說好話，做好事」

的具體做法。

02.04
◆ 新竹以北六個轄區的勸募會員，分區至農禪寺拜見聖嚴師父；下午則舉行新任

勸募會員授證儀式，共有350人授證。

02.05
◆ 即日起至2月9日，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冬令高中心靈環保體驗

營」，共有177名學生參加。今年的參加者不同於往年，多以法鼓山的會員子女

為主，還包括了台北稻江護家及家扶中心主動為學生報名。

02.06
◆ 禪修推廣中心應邀於新竹科學園區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六十五人參加。

02.07
◆ 聯電董事長曹興誠至農禪寺向聖嚴師父拜年，並捐款五百萬元予獎基會。

02.08
◆ 張老師基金會與祥和社會發展文教基金會聯合捐贈二千五百張電話卡，委請法

鼓山發給災區民眾，可利用該卡撥「張老師1980」專線尋求專業諮商協助。捐

贈儀式下午於台北捷運大街舉行，由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活動室主任藍家正和法

鼓山安心服務站顧問張葆樺代表接受。

◆ 禪修推廣中心應邀於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隊活動中心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140

人參加。

◆ 即日起至2月11日，於法鼓山上舉辦「第十八屆社會菁英禪修營」，由聖嚴師父

主持，共有七十九人參加。

02.09
◆ 禪修推廣中心應邀於青創會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五十六人參加。

02.11
◆ 新加坡外交部司長蔡艾伯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 台中分院為苑裡、台中、海線、員林及南投等共修處舉辦「助念關懷成長營」，

除了讓這五個地區的助念團成員互相認識、觀摩學習外，也讓新加入的團員獲

取正確的助念關懷觀念，使助念關懷運作得更順暢。

◆ 台北縣金山鄉分局長葉思廉夫婦至法鼓山上拜訪聖嚴師父。

◆ 禪修推廣中心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115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明倫公司之邀，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二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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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02.12
◆ 副總統呂秀蓮下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師父提供「地球憲章」（The Earth

Charter）文獻，呂副總統承諾將在政務中致力推展尊重地球的理念。

◆ 依道法師與弟子聖慧法師至農禪寺向聖嚴師父拜年，並捐款一百萬元。師父指

示將這筆捐款移做法鼓山佛教基金會的基金，並回贈一套《法鼓全集》。

02.13
◆ 公共電視台攝影小組拍攝聖嚴師父現場揮毫的情形。公視為播放由日本放送協

會（NHK）製作的佛陀生平及佛教弘傳紀錄片，特別邀請師父為該片命中文片

名「佛陀的本懷」，並親自題字。

◆ 佛教蓮花臨終關懷基金會董事長莊南田親送聘書，邀請聖嚴師父擔任該會顧

問。

02.14
◆ 禪修推廣中心應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之邀，於該院會議室舉辦禪修指引課程，

共有三十人參加。

◆ 來自泰國天園寺住持神代澤多長老、善田鄉森林寺住持該薩路長老、大自然森

林寺住持悟開長老等四十一位僧眾，在經過三十九天的台灣環島祈福行腳後，

本日至農禪寺參訪。

◆ 聖嚴師父應國防部之邀，以「科技發展與人文關懷」為題，於陽明山中山樓介

壽堂對包括國軍陸軍副總司令在內的150位三軍重要軍官演講。該講座為國防部

「九十年度國軍高級幹部研習會」系列課程之一。

02.15
◆ 聖嚴師父在新世紀第一次對法鼓山全體專職菩薩的精神講話中，強調環保意識

的當代精神，並期勉大家自即日起，不論外出或參加活動，能隨身攜帶環保餐

具。

◆ 獎基會於安和分院召開九十年度第一次董事會會議，由聖嚴師父主持。會中除

通過八十九年度工作報告及九十年度工作計畫、預算外，亦通過了「世紀人文

獎」設置草案。

◆ 《法鼓》雜誌第134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210期出刊。

02.16
◆ 禪修推廣中心舉辦二場禪修指引課程，分別於：青創會，共有三十八人參加；

台北雙和共修處，共有三十人參加。

02.17
◆ 法青會於齋明寺慈湖後山舉辦戶外禪，由果中法師指導，共有六十五人參加。

◆ 即日起至2月24日，禪坐會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初階禪七，共有八

十八人參加。



◆ 即日起至2月24日，於法鼓山上舉辦「第一屆社會菁英禪七」，由聖嚴師父親自

主持，共有119位曾參加社會菁英禪修營的學員進行為期七天的精進共修。

02.18
◆ 禪修推廣中心於北投威靈頓山莊森林步道舉辦戶外禪，共有六十五人參加；於

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五十四人參加。

◆ 歌仔戲國寶楊麗花小姐為響應法鼓山「大好年」理念，特於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義演「梁山伯與祝英台」，吸引了爆滿的觀眾，義演所得約五百萬元，全數捐贈

法鼓山慈善基金會。此外，由楊麗花夫婿擔任董事長的台北市六桂慈善基金

會，也捐出一百二十萬元響應大好年運動。

◆ 知名影星林青霞偕同女兒及友人至法鼓山拜訪聖嚴師父，並捐款一百萬元成為

榮董。

◆ 樹林共修處舉行成立灑淨儀式，由僧團法師主持。

02.19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縣立板橋醫院之邀，於本日及2月26日，在該院禮堂舉辦禪

修講座，約有一百二十人參加。

02.20
◆ 即日起至3月4日，《大成影劇報》響應法鼓山「大好年」運動，推出「說好

話、做好事、轉好運──星願心願」系列活動，邀請高怡平、周杰倫、陳美

鳳、五月天、黃子佼等影視藝文界名人，與讀者分享他們對「好話、好事」的

定義、主張及如何親身實踐。

02.21
◆ 即日起一連二天上午，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護理學院之邀，於該院教學大樓舉

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五十人參加。

02.24
◆ 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共修處監香暨規矩講解人員訓練」，內容包括瑜伽運動、

禪堂法器使用方法、監香工作要點等，由果竣法師指導，約有一百二十多人參

加。

◆ 僧團果光法師應台北市立圖書館「每月一書」系列講座之邀，導讀聖嚴師父傳

記《枯木開花》一書。演講中，法師特別引用書中一段「大鴨游大路，小鴨游

小路」故事，說明師父具有在逆境中前進的人格特質。這場演講引起不少聽眾

的迴響，會後紛紛向現場義工索取法鼓山的活動資訊。

◆ 即日起一連二天，高雄三民道場舉辦法鼓山朝山暨大悲懺法會，約有四百名信

眾參加。

◆ 中山精舍成立，地點位於台北市民權東路一段67號九樓，由法行會成員黃楚琪

菩薩發心提供。

02.25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與聖嚴師父有約暨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上午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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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聆聽師父宣講《楞嚴經》，下午由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主講「解開生命

的密碼」，談佛教的緣起觀，約有四百多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舉辦二場禪修指引課程，分別於：農禪寺，共有七十六人參加；

中華民國啟聰協會，共有五十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於宜蘭柯林國小舉辦戶外禪，共有八十人參加。

◆ 佛學推廣中心於安和分院舉辦講師成長營活動，邀請鄭振煌老師及王時成講師

就演講的技巧授課。鄭老師特別提到自信的培養，要靠不斷地排演才能成就；

王講師則強調於教材上塑造主題焦點的重要。

02.28
◆ 紐約東初禪寺舉辦新年慶典活動，除了邀請仁俊長老蒞臨開示外，亦安排了多

項餘興節目。

03.01
◆ 行政院院長張俊雄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就當前社會輕生現象向師父請益。

師父表示，窮途未必是末路，不要一味地只往前看；而阻撓自己的人，很可能

就是貴人，只要念頭一轉，逆境可能就是轉機。

03.02
◆ 農禪寺舉行剃度典禮，由聖嚴師父擔任戒和尚、今能長老為教授阿闍黎，果醒

法師擔任執剃阿闍黎，共有三位弟子落髮出家。

03.03
◆ 佛學推廣中心於台東開課，研習聖嚴師父的著作《四聖諦講記》，由劉蒼海講師

主講。

◆ 聖嚴師父應中華航空公司邀請，以「安心、安身、安家、安業」為題，於華航

員工演講廳為該公司的高階主管做專題演講，約有四十多位主管參加。

◆ 聖嚴師父日本母校東京立正大學前任校長渡邊寶陽博士，率領「日本友好團暨

廣明寺代表」一行二十一人，至中華佛研所、農禪寺參訪。

03.04
◆ 即日起至4月22日，於法鼓山上首度舉辦「默照禪四十九」，由聖嚴師父主持，

共有262位僧俗四眾參加。此次師父的指導法門為默照禪，希望能藉此培養禪修

指導人才。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與聖嚴師父有約暨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上午於大

殿聆聽師父宣講《楞嚴經》，下午由果東法師主講「預約極樂淨土」，談佛教的

淨土觀，約有二百五十人參與。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二十六次佛化聯合奠祭，計

為十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03.05
◆ 佛學推廣中心於高雄三民道場開課，由果徹法師導讀《佛說大乘稻稈經》。

3月



◆ 佛學推廣中心於中壢開課《成佛之道》。

◆ 即日起至5月底，佛學推廣中心應政治大學東方文化社之邀，於每週一或三晚

上，在該校藝文中心活動室舉辦禪修講座，共有十五人參加。

◆ 前台北縣縣長尤清至法鼓山上參觀。

03.07
◆ 俄國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研究所研究員E. I. Kychanov及K. J. Solonin，至中華佛研

所訪問。

03.09
◆ 佛學推廣中心分別於苗栗苑裡開課《正信的佛教》，於屏東潮州地區開課《學佛

群疑》與《正信的佛教》。

◆ 禪修推廣中心於花蓮港務警察局開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三十人參加。

03.10
◆ 即日起一連二天，慈善基金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慰訪員中階慰訪研習

營」，共有五十人參加。

03.11
◆ 禪修推廣中心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四十五人參加；於北投丹鳳山

莊舉辦戶外禪，共有五十人參加。

◆ 嘉義辦事處與嘉義環保局、家扶中心，於嘉義市立文化中心聯合舉辦「環保日」

活動，期望藉資源回收等活動推廣法鼓山的「四環」理念。

03.12
◆ 禪修推廣中心於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六十人參加。

03.14
◆ 即日起至3月28日，禪修推廣中心於每週三晚上在台北醫學大學禪學社舉辦禪修

指引課程，共有十人參加。

◆ 聖嚴師父於中華佛研所「創辦人時間」中，開示期許同學們充實自己、奉獻他

人；並勉勵大家要確立人生的大方向，不斷向上提昇，向前邁進。

03.15
◆ 佛學推廣中心於台北市社子地區開課，由悟常法師主講《四弘誓願》。

◆ 禪修推廣中心於桃園龍華技術學院舉辦禪修講座，約有二百人參加。

◆ 《法鼓》雜誌第135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211期出刊。

03.17
◆ 禪修推廣中心於安和分院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三十四人參加。

◆ 紐約東初禪寺舉辦佛一。

03.18
◆ 法青會於齋明寺舉辦戶外禪活動，由僧團果建法師指導，共有三十人參加。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與聖嚴師父有約暨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上午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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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聆聽師父宣講《楞嚴經》，下午由《認識咒語》（法鼓文化出版）一書作者林

光明居士主講「來自天上的聲音──咒語的奧祕」，約有二百人參與。

03.20
◆ 禪修推廣中心於宜蘭靖廬舉辦禪修指引課程，約有一百五十人參加。

03.22
◆ 香光尼眾佛學院自衍、自正二位法師參訪中華佛研所，並介紹該院圖書館遷館

經驗及參加座談會。

03.23
◆ 禪修推廣中心舉辦二場禪修指引課程：應劉元春共修會之邀，於平鎮市獅子林

社區，共有十五人參加；於宜蘭興中國中，共有三十人參加。

◆ 護法總會副會長周文進赴加拿大溫哥華，展開為期六天的關懷行。此行除轉達

聖嚴師父的關懷外，並與當地悅眾菩薩交流，分享學佛心得。

03.24
◆ 即日起一連二天下午，聖嚴師父繼五年前以「四安」運動理念宣講授課後，再

次於台北國父紀念館，為近五千位核心悅眾宣講法鼓山的方向與理念。師父強

調，「建設人間淨土」及「四種環保」是法鼓山迫切推廣的工作，期許大家發

揮「急須要做，正要人做的事，我來吧！」的精神。

03.25
◆ 護法總會上午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三福田──滿點加油、萬人勸募、生活

佛法」活動，表揚六十多位推廣勸募優異的地區與個人，約有三千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二十七人參加。

03.28
◆ 禪修推廣中心於東勢高工製圖視聽教室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二十人參加。

◆ 即日起至4月5日，農禪寺舉行清明報恩佛七，共有314人參加。

◆ 為感謝聖嚴師父對佛教界的貢獻，日本立正大學特別出版了《聖嚴博士古稀記

念論集──東專程來台舉行諸問問》做為慶賀師父七十大壽的禮物。本日日本

立正大學三友健容教授及該校師生代表團專程來台舉行贈予典禮，悟明長老、

今能長老等人皆盛情出席觀禮。

03.30
◆ 禪修推廣中心應勞委會「般若禪坐讀書會」之邀，於該會中興會館舉辦禪修指

引課程，共有二十人參加。

03.31
◆ 榮董聯誼會於安和分院舉行新任榮董授證典禮，聖嚴師父親自出席頒贈榮董證

書，約有六十位參加。



04.01
◆ 護法總會發行「佛法大聲公」（國、台語）錄音帶，內容收錄聖嚴師父於「大好

年」記者會上的開示。

◆ 宜蘭辦事處應宜蘭縣政府之邀，與當地殯葬管理所於員山福園共同主辦「春之

祭禮──清明法會暨心靈饗宴園遊會」，吸引了近六千人參與。這次活動的餐

飲義賣所得，全數捐給天主教聖芳濟老人安養院。

04.02
◆ 佛學推廣中心於員林聯絡處開課，由梁淑美講師主講聖嚴師父的著作《四聖諦

講記》。

◆ 禪修推廣中心應新竹夏綠地休閒俱樂部之邀，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十四人

參加。

04.04
◆ 台中東勢安心服務站舉辦兒童節晚會，帶領大小菩薩們悠遊童趣天地，增進親

子情誼。

04.06
◆ 即日起一連二天，助念團於農禪寺舉辦「助念團初階成長營」，共有120人參

加。

◆ 教育部宗教教育專案小組一行八位教授至中華佛研所參訪，並與佛研所師生舉

行座談會，討論相關宗教研修學院成立的可行性。

04.07
◆ 聖嚴師父應邀出席達賴喇嘛離台記者會，達賴喇嘛此行來台弘法期間（3月31日

至4月7日），法鼓山共出動了近五百名義工投入支援相關工作。

◆ 即日起至12月9日，法鼓山分六梯次（每梯二天）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

舉辦「好家庭親子營」，共有623人參加。

04.08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與聖嚴師父有約暨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上午於大

殿聆聽師父宣講《楞嚴經》，下午由輔仁大學宗教系教授許明銀主講「顯密度亡

法」，約有二百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三十一人參加。

04.09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東區扶輪社之邀，於國賓飯店十二樓舉辦禪修指引課程，

共有六十人參加。

04.10
◆ 禪修推廣中心於新竹科學園區科技生活館舉辦禪修指引課程，有五十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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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1
◆ 禪修推廣中心舉辦二場禪修指引課程，分別於：台北萬通銀行內湖分行，共有

二十五人參加；應勞委會般若禪坐讀書會之邀，於中興會館貴賓室，共有二十

人參加。

◆ 聖嚴師父以文化獎得獎人身分，出席於國立歷史博物館展出的「八十九年行政

院文化獎特展」開幕典禮。此次得獎者包括師父、布袋戲大師黃海岱、作家葉

石濤、訓詁校勘學者王叔岷四人。

◆ 聖嚴師父前往何創時基金會書藝館，參觀「以翰墨為佛事──佛門墨妙書法展」

展覽。這項展覽除展出當代高僧的字墨外，還包括師父為日本NHK紀錄片「佛

陀的本懷」親書的墨寶。

04.12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長生國際開發（股）公司之邀，於該公司舉辦禪修指引課

程，共有三十人參加。

04.13
◆ 聖嚴師父應邀參加由交通大學所舉辦的「科技與人文大師論壇」座談會，與中

研院院長李遠哲、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日本前文部省部長有馬朗人（Akito

Arima）、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江崎玲於奈博士（Leo Esaki）及交大校長張俊彥，

對談「二十一世紀的科技發展與人文精神」。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市律師公會之邀，於該會舉辦一場禪修講座，共有六十人

參加。

04.14
◆ 《弘一大師傳》作者陳慧劍老居士於4月12日晚間往生，聖嚴師父本日特別前往

老居士家中致意。

◆ 禪修推廣中心舉辦二場禪修指引課程，分別於：安和分院，共有三十八人參

加；基隆東信國小，共有三十人參加。

◆ 護法總會於農禪寺舉辦勸募會員授證典禮，約有三百人參加。聖嚴師父開示妙

喻自己有如撒網的漁夫，常因忙碌而沒有收網，這份任務就要由勸募會員接

手。師父期勉大家要長久持續關懷所接引的會員，讓他們瞭解法鼓山的理念。

◆ 「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祕書長巴瓦．金（Bawa Jain）應法鼓山之

邀來台進行為期四天的訪問。其間並將參加16日由法鼓山主辦，於台北圓山大

飯店舉行的「宗教與世界和平及心靈環保座談會」。

04.15
◆ 台東信行寺於利嘉國小舉辦戶外禪活動，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 《法鼓》雜誌第136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212期出刊。

04.16
◆ 印度古吉拉特邦（Gujarat）於1月26日發生強烈大地震，造成嚴重傷亡。果東法



師與慈基會會長王景益，代表聖嚴師父拜會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陳長

文，委請代轉一百萬元協助印度災後重建工作。

◆ 於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行「宗教與世界和平及心靈環保座談會」，會中邀集了國內

佛教、天主教、道教、伊斯蘭教及一貫道等宗教領袖代表及政、商、學術界人

士共二十多位參與，期能藉由宗教安定人心的力量，為世界和平致力。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傑士經營者聯誼會之邀，於天下文化「人文空間」舉辦禪

修指引課程。

04.17
◆ 紐約東初禪寺住持果元法師率領十多名念佛會助念組信眾，前往全福殯儀館參

加壽冶老和尚的公祭典禮。

04.18
◆ 聖嚴師父陪同「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祕書長巴瓦．金（Bawa Jain）

及副主席迪娜．梅瑞恩（Dena Merriam）前往總統府拜會陳水扁總統，師父並

致贈陳總統《枯木開花》一書。

◆ 禪修推廣中心於台北雙和共修處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三十人參加。

04.19
◆ 禪修推廣中心應美商亞洲美樂家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邀，於該公司訓練教室

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五十人參加。

04.20
◆ 中華佛研所網資室主任杜正民參加國家圖書館主辦的「古籍聯合目錄資料庫合

作建置研討會」，於「古籍的名稱規範」場次中發表論文〈漢文佛典目錄暨全文

之數位化作業與規範〉。

04.21
◆ 禪修推廣中心於文化館為該館兒童讀經班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三十人參

加。

◆ 高雄宏法寺開證長老、龍泉寺廣元老和尚圓寂，聖嚴師父前往靈堂拈香致意。

◆ 美國柏克萊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蘭卡斯特博士（Lewis R.

Lancaster）等一行至中華佛研所，與副所長惠敏法師、網資室主任杜正民洽談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與加州數位圖書館（California Digital Library）合作計畫。

◆ 為因應粵語信眾的需求，紐約東初禪寺於紐約唐人街容閎小學舉辦為期一天的

粵語初級禪坐班，由果元法師指導，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04.22
◆ 護法會於瑞芳佛慈禪寺舉辦戶外禪活動，對象為大台北區小組長以上人員，共

有130人參加。

◆ 新竹清華大學慶祝九十周年校慶，舉辦「大師真情──歲月的智慧」座談會，

邀請聖嚴師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武俠小說家金庸及前清大校長劉

兆玄進行對談，由蔡康永擔任主持人，吸引了近千名清大師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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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修推廣中心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五十三人參加。

◆ 齋明寺舉行浴佛法會。

04.23
◆ 雲門舞集於國家劇院演出新作「竹夢」，門票收入全數捐予獎基會，聖嚴師父到

場觀賞並表達謝意。

04.24
◆ 聖嚴師父率領台灣「聽經護法團」二百多人，前往馬來西亞弘法五天。

04.25
◆ 聖嚴師父在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前會長繼程法師的陪同下，前往芙蓉妙應寺

拜訪大馬佛教總會會長寂晃長老。下午，「馬來西亞禪中心」啟用灑淨典禮。

◆ 聖嚴師父於吉隆坡綠野沙灘飯店接受《星洲日報》訪問，為化解一般人對經濟

不景氣的恐慌，師父勉勵大家要有勇氣去面對它，並以另一個經濟好的高峰就

在你面前的態度泰然處之。

◆ 禪修推廣中心於五股德音國小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七十人參加。

04.26
◆ 聖嚴師父下午應邀出席一場於吉隆坡綠野沙灘飯店國際經貿會場舉辦的「禪與

現代企業」座談會，約有一百五十多位企業人士出席，就生活、企業經營、經

濟不景氣等問題，向師父請益。

◆ 即日起一連二天晚上，聖嚴師父於吉隆坡綠野沙灘飯店國際經貿會場演講「修

行在紅塵」、「聖嚴法師說禪」，共約吸引了六千多人聆聽。

04.28
◆ 即日起至6月9日，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南師範學院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之邀，每週

六上午於該校舉辦禪訓班，約有五十人參加。

◆ 禪坐會於翡翠水庫湖畔舉辦戶外禪活動，由果醒法師指導，約有五百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舉辦二場禪修指引課程，分別於：員林鎮圖書館視聽室，共有120

人參加；齋明寺，約有一百人參加。

◆ 即日起一連二天，齋明寺舉行春季超薦法會。

◆ 即日起一連二天，於法鼓山上舉行朝山浴佛法會。

04.29
◆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於台北慧日講堂發表最新成果，完成了《大正藏》

第一至五十五冊及第八十五冊，共有八千多萬字內容的光碟製作。

◆ 文化館、台中分院舉行浴佛法會。

◆ 僧團果竣法師赴新加坡帶領一場以培養佛教青年領袖人才為主的禪三，共有五

十人參加。

◆ 聖嚴師父結束馬來西亞弘法行程後，前往紐約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弘法行程。

04.30
◆ 佛學推廣中心於新莊共修處開課，由田季訓主講《學佛五講》。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隨身經典著作《四正勤講記》。

05.04
◆ 紐約東初禪寺舉行法集會，此項聚會定期於聖嚴師父抵美後的第一個星期五舉

行，由師父親自主持。剛開始，參加者只限西方弟子，最近開放給以英語為主

的中西方弟子。

◆ 法青會於安和分院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二十三人參加。

05.05
◆ 護法會於農禪寺舉辦「電話關懷課程」，本次邀請政治大學廣告系教授趙雅麗主

講「行銷理念與人際溝通技巧」。

05.06
◆ 農禪寺、台南分院舉行浴佛法會。

◆ 禪坐會於北投丹鳳山莊舉辦戶外禪活動，共有四十人參加。

◆ 紐約東初禪寺舉行浴佛法會，由聖嚴師父主持，約有七百人參加。

05.07
◆ 由中華佛研所、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中心與台灣大學合作的「佛學

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於台大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召開周年成果發表會。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灣科技大學恆音佛學社之邀，於本日、5月10、17、24、31

日，於該校舉辦禪修講座，由常慧法師主講。

05.09
◆ 聖嚴師父應邀出席由「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祕書長巴瓦．金於紐

約召開的一場名為「Roundtable Planning Meeting with Religious Leaders」的小型

顧問會議，討論各宗教如何推動全球性轉衝突為溝通、轉戰爭為和平的工作。

05.11
◆ 即日起至5月18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初階禪七，由果巖法師擔任總護，共

有九十六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應大直高中父母成長班之邀，於該校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七

十人參加。

05.12
◆ 禪坐會舉辦二場戶外禪活動，分別於：瑞芳佛慈禪寺，共有八十人參加；社子

公園，共有八十人參加。

◆ 法青會邀請台北大學公行系教授周育仁，於安和分院主講「從國會殿堂到心靈

殿堂」。

05.13
◆ 安和分院、高雄分院舉行浴佛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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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修推廣中心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四十一人參加。

◆ 即日起至5月19日，文化館舉行梁皇寶懺法會。

05.14
◆ 禪修推廣中心應宜蘭三星拱照家政班之邀，於該場所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

二十五人參加。

05.15
◆ 《法鼓》雜誌第137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213期出刊。

05.16
◆ 禪修推廣中心應勞委會般若禪坐讀書會之邀，於立法院中興會館舉辦禪修指引

課程，共有二十人參加。

05.17
◆ 澳洲釋迦牟尼佛學院廣波法師等一行三人，至中華佛研所參訪。

05.19
◆ 即日起一連二天，護法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行「法鼓人生命故事分享成長

營」，由台北大學社工系副教授楊蓓主持，共有來自台灣各地轄召、召委及生活

佛法推廣小組成員近一百二十人參與。

◆ 法青會於法鼓山上舉辦戶外禪，共有四十五人參加。

◆ 即日起至6月2日，紐約東初禪寺於象岡道場舉辦默照禪十四，由聖嚴師父主

持，共有四十一人參加。

05.20
◆ 皈依關懷組舉辦「陽明山與法鼓山知性之旅」，邀請新皈依弟子參訪法鼓山及於

陽明山進行戶外禪，約有二百人參加。

◆ 護法會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大台中地區勸募會員成長營」，約有

二百人參加。

05.22
◆ 禪修推廣中心應新竹科學園區之邀，於科技生活館舉辦禪修講座，由果醒法師

主講，共有五十一人參加。

05.23
◆ 禪修推廣中心舉辦二場禪修指引課程，分別於：桃園龍潭國小，共有五十人參

加；應台中縣和平鄉農會之邀，於梨山舉辦，共有五十人參加。

05.25
◆ 即日起一連二天，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及網資室主任杜正民應邀至韓國

東國大學（Dongguk University）參加「電子佛典推進協議會（Electronic

Buddhist Text Initiative, EBTI）」，並分別發表「漢文電子佛典製作與應用之研究

──以《瑜伽師地論》為例」及「中華電子大藏經2001」論文。



05.26
◆ 護法會於法鼓山上舉辦「執行委員、勸募組長訓練成長營」，約有二百人參加。

◆ 法青會邀請陳政峰律師於安和分院演講「人間法律與出世戒律」。

◆ 法鼓山與新店市公所、台北縣家扶中心於新店馬公公園合辦「疼惜自己、愛護

家人、心靈環保、親子總動員園遊會」，義賣所得全數捐予台北縣家扶中心和新

店市公所急難救助專戶。

05.27
◆ 禪修推廣中心應宜蘭國際同濟會之邀，於宜蘭辦事處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

四十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七十六人參加。

05.28
◆ 中華佛研所執行祕書陳秀蘭代表佛研所至金門參加由陸委會主辦的「民間團體

兩岸青年交流研討會」。

05.29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市議會之邀，於市議會視聽室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四

十二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應新竹扶輪社之邀，於夏綠地休閒俱樂部會議室舉辦禪修指引課

程，共有五十三人參加。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抱疾遊高峰》。

06.01
◆ 護法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悅眾成長營，共有130人參加，內容包括瑜伽運

動、打坐、聖嚴師父錄影帶開示、戶外禪等，由果醒法師指導。

◆本日起至6月10日，法鼓文化前往新加坡參加書展。

◆法青會於安和分院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四十五人參加。

◆ 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應邀出席由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主辦的「宗教研修學院

設置相關法案」討論會，會中初步達成修法草案共識，預計8月提供教育部做為

修法參考，加速宗教學院碩士學位授予的實現。

06.02
◆ 聖嚴師父應《三輪》（Tricycle）佛教雜誌之邀，出席於紐約中央公園舉辦的

「改變想法之日」活動，以「逆向思考」為主題，向西方人士介紹如何運用「逆

向思考」來因應現代、未來的環境，並超越現況和環境。

◆ 護法會於農禪寺舉辦「電話關懷訓練課程」，邀請趙雅麗博士主講「溝通的情

境」。

◆ 克羅埃西亞（Croatia）的扎寇．安珠確維（Zarko Andricevic）參加5月19日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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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日於紐約象岡道場舉辦的禪十四活動後，獲中國禪宗法脈法鼓山系統傳承。

聖嚴師父殷殷囑咐，希望他將來在西方承擔起弘揚禪法的責任。

◆ 果東法師前往香港關懷，並專題演講「展現生命力──開創大好年」及「心五

四精神啟蒙的臨終關懷」。

06.03
◆ 台中分院於本日及6月17日，分別在台中北區、南區、東區、西區舉行四場「助

念團聯誼會」，共有125人參加。會中，安排了生動的短劇，介紹莊嚴的助念關

懷及如何安慰家屬，讓與會者獲益匪淺。

◆ 禪修推廣中心應桃園辦事處的申請，於復興鄉東眼山舉辦戶外禪，共有135人參

加。

◆ 禪修推廣中心應新竹科學園區之邀，於科技生活館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二

十三人參加。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二十七次佛化聯合奠祭，計

為十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06.05
◆ 於中華佛研所任職十五年的印度籍穆克紀教授今年7月退休，臨別舉行演講會，

講題為「喬達摩成佛──尼柯耶傳統的分析」；佛研所並發行「穆克紀教授訪

台講學紀念專輯」光碟。

06.06
◆ 美國加州舊金山大學（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

（The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研究員黃克鑣神父偕同

輔仁大學二位老師訪問中華佛研所，雙方並進行一項小型座談會。

◆ 紐約宗教中心（The Interfaith Center of New York）有鑑於佛教在美國蓬勃發

展，本日特別舉辦「紐約的佛教徒」專題講座，邀請藏傳、漢傳及南傳佛教代

表介紹所屬法脈及活動，東初禪寺住持果元法師是與會代表中，唯一的中國佛

教代表發言人。

06.07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市西湖國小家長會之邀，於該校視聽中心舉辦禪修指引課

程，共有三十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市律師公會之邀，於該會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六十人

參加。

06.08
◆ 禪修推廣中心應中油公司基隆儲運處之邀，於該處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四

十五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縣縣立賢孝國中之邀，於該校活動中心舉辦禪修指引課

程，共有八十人參加。

◆ 法青會於安和分院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二十八人參加。

◆ 法青會於安和分院舉辦生活禪講座，邀請凌陽科技公司董事、法行會會員施炳



煌居士主講「菩提樹與蘋果樹的對話」。

◆ 即日起至6月15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初階禪七，由果理法師擔任總護，共

有109人參加。

06.09
◆ 禪修推廣中心於安和分院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二十人參加。

◆ 即日起一連二天，福田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慰訪員中階研習營」。

06.10
◆ 台中分院首度舉辦「中部地區生活佛法體驗分享觀摩會」，會中安排了十九位菩

薩分享深刻的體驗，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應何嘉仁美語土城中央分校之邀，於土城南天母托兒所舉辦禪修

指引課程，共有二十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七十三人參加。

◆ 僧團都監果品法師率領多位法師前往中國大陸鎮江焦山定慧寺，代表聖嚴師父

出席該寺住持茗山長老的讚頌大典。茗山長老於6月1日圓寂，是東初老人的法

子，與聖嚴師父有同門同鄉之誼，曾來台傳戒和參訪農禪寺。

06.12
◆ 護法總會生活佛法推廣小組於台中分院舉辦「中部地區生活佛法體驗分享觀摩

會」，共有十九位來自宜蘭、台北、台南等地的菩薩分享體驗，一百多人與會。

06.13
◆ 即日起至6月20日，中華佛研所網資室主任杜正民代表佛研所至美國紐約大學參

加「電腦與人文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

◆ 禪修推廣中心應新竹福嚴佛學社之邀，於該校舉辦戶外禪，由果醒法師指導，

共有五十人參加。

06.14
◆ 為增進悅眾菩薩的訪視品質，護法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一場「悅眾關懷

成長營」，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小樹苗教育機構之邀，於該機構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

八十人參加。

06.15
◆ 護法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悅眾關懷成長營」，特別邀請台北市社會局資

深社工員林淑文及資深張老師羅華容上課，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 中華佛研所圖書館正式更名為「圖書資訊館」。

◆ 《法鼓》雜誌第138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214期出刊。

06.17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學佛行儀」課程，指導新皈依弟子合掌、問訊、禮

佛等禮儀，約有二百多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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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分院於曾文水庫舉辦戶外禪，約有二百多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南興國高中之邀，於妙德禪寺舉辦一場戶外禪，共有三十四

人參加。

◆ 安和分院於桃園齋明寺舉辦戶外禪，由果謙法師指導，約有一百五十人參加。

06.18
◆ 於5月18日展開，由法鼓山主辦、國立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與安世文教基金

會協辦的「心靈指數網上問卷調查活動」，共有四千多人上網參加。

06.19
◆ 禪修推廣中心應新竹科學園區之邀，於生活科技館舉辦禪修講座，由果醒法師

主講，共有三十六人參加。

06.20
◆ 禪修推廣中心於台北雙和共修處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三十人參加。

◆ 中華佛研所網資室主任杜正民代表佛研所至「北美印順導師基金會」，報告中華

電子佛典協會今年的進度、成果與財務等業務概況。

◆ 即日起至7月4日，紐約象岡道場舉辦話頭禪十四，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三十

九人參加。

06.22
◆ 禪修推廣中心應社子共修處的申請，於該處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二十五人

參加。

06.23
◆ 法青會邀請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校長曾濟群於安和分院主講「修行者的睿智與風

範」。

◆ 護法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護法悅眾關懷成長營」，參加對象為全台正

（副）召委、執行委員、慈善基金會執行委員、福田會聯絡人及福田會慰訪員，

約有一百三十多人參加。

◆ 即日起一連二天，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以下簡稱僧大）舉行首屆招生考

試，共有三十八人報考，實際到考者有三十二人。

06.24
◆ 即日起至7月1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高階話頭禪七，由果醒法師擔任總

護，共有七十五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六十四人參加。

06.27
◆ 禪修推廣中心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之邀，於該會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

十五人參加。

06.29
◆ 僧大首屆招生考試放榜，錄取人數包括：男眾正取五名、備取一名，女眾正取

十八名、備取三名。9月12日舉行新生訓練，9月17日正式開學。



◆ 禪修推廣中心應土城共修處的申請，於該處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十三人參

加。

06.30
◆ 禪修推廣中心應新店共修處的申請，於獅子山舉辦戶外禪，共有四十人參加。

◆ 法鼓山獲內政部評選為「八十九年度寺廟教會捐資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

業」績優單位，表揚大會於國家圖書館演講廳舉行，由文化館住持鑑心法師代

表受獎。

◆ 本月起，位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一樓及地下樓的法鼓山土城惜福中心正式開始

作業，並將第一個月拍賣二手物品所得三萬元，做為救助桃芝風災的基金。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隨身經典著作《四如意足講記》。

07.01
◆ 紐約東初禪寺住持果元法師應邀於象岡嶺一所具有百年歷史的岩石教堂（The

Stone Church），專題演講「佛法與禪修」，此次是該教會首次邀請佛教法師介紹

佛教及禪法。

◆ 台南白河聯絡處舉辦「心五四運動──心靈饗宴」聯誼會，邀請埔里安心服務

站、台南、潮州及嘉義的悅眾菩薩參加，果東法師到場關懷。

◆ 即日起，「暑期心靈環保體驗營」分八梯次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展

開，今年活動的最大特色，是在國中生梯次加入攀岩項目，讓學員在攀岩中體

會禪心。

◆ 禪修推廣中心應基隆社區大學生活禪社團之邀，於暖東峽谷舉辦戶外禪，共有

二十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應新莊區委員會之邀，於日月洞舉辦戶外禪，由果祺法師指導，

共有四十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應安全衛生自動檢查志工隊之邀，於齋明寺舉辦戶外禪，由果竣

法師指導，共有七十人參加。

◆ 即日起至7月4日，法鼓山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國中壁虎遊俠攀

岩禪修營」，內容有生活禪法、攀岩教學、環保教育、自然體驗等，共有231人

參加。

07.02
◆ 禪修推廣中心應南山人壽台北直轄之邀，於該公司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二

十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住商實業（股）公司之邀，於本日及8月1日在該公司舉辦

禪訓班，共有四十五人參加。

07.03
◆ 禪修推廣中心應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新竹分局之邀，於該分局舉辦

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四十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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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修推廣中心應香港大學學生會佛學會之邀，於法鼓山上舉辦禪修指引課程，

由果醒法師指導，共有二十二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應新竹科學園區之邀，於科技生活館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十

一人參加。

07.04
◆ 禪修推廣中心應板橋莒光國小之邀，於該校綜合大樓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

二十二位教師參加。

07.05
◆ 禪修推廣中心應亞耕有限公司之邀，於齋明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三十五

人參加。

07.06
◆ 禪修推廣中心應土城共修處的申請，於該處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四十人參

加。

07.07
◆ 聖嚴師父自美返台。

◆ 禪修推廣中心應新竹科學園區之邀，於十八尖山舉辦戶外禪，由果醒法師指

導，共有四十四人參加。

◆ 法青會於安和分院舉辦禪修指引課程，約有二十多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應新莊區委員會之邀，於泰山明志村活動中心舉辦禪修指引課

程，共有四十四人參加。

◆ 內湖共修處舉行灑淨法會，由果東法師主持。7月9日起，陸續開辦臨終關懷、

法器練習、禪修等課程。

◆ 即日起至7月14日，教師聯誼會於法鼓山上舉辦教師禪七，由果理法師擔任總

護，共有170人參加。

07.08
◆ 於台北中正高中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祈福皈依大典」，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來

自國內外約一千六百多名信眾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六十四人參加。

◆ 福田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慰訪員個案研討暨聯誼會」。

07.09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特力公司之邀，於該公司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七十人

參加。

◆ 即日起至8月17日，分五梯次（每梯五天）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

「國小心靈環保體驗營」，共有1,119名學童參加。

07.10
◆ 禪修推廣中心應新竹科學園區之邀，於科技生活館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168



人參加。

07.12
◆ 禪修推廣中心應五股學良語文補習班之邀，於該處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四

十位學童參加。

07.14
◆ 即日起至7月21日，於基隆月眉山靈泉禪寺舉辦「第一屆大專青年禪修營」，約

有五百位來自國內外大專院校、研究所學生參加，由聖嚴師父主持。此屆主題

為「塑造二十一世紀菁英」，主要目的是培養現代青年獨立判斷與自主的人格。

◆ 中華佛研所針對大專青年舉辦一場「佛教與台灣宗教現象」座談會，邀請淨耀

法師、台灣大學教授楊惠南、輔仁大學教授鄭志明與慈濟大學教授羅正心、助

理教授游謙，分別就宗教、文化和心理的角度解讀台灣的宗教現象。

◆ 法青會於安和分院舉辦禪修指引課程，約有二十多人參加。

◆ 即日起至7月21日，禪坐會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悅眾禪七，由果醒

法師擔任總護，共有九十三人參加。

07.15
◆ 法鼓山青年營隊一行五人，前往韓國漢城參加一項國際青年營（International

Youth Camp），與來自全球三十二個國家的青年朋友，共同體驗為期二週的營

隊生活。韓國國際青年營是由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所輔導成立，今年邁入第

三十六年。過去台灣方面只有救國團及YWCA的青年代表參加，今年特別增加

五個名額給舉辦佛教青年營隊傑出的法鼓山。

◆《法鼓》雜誌第139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215期出刊。

07.17
◆ 即日起一連三天，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佛學研究社之邀，於該社

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二十人參加。

07.18
◆ 為促進漢藏文化交流，由中華佛研所與蒙藏委員會合辦的第一屆「漢藏佛教文

化交流研究班」於7月9日舉行甄試，共有十八位來自尼泊爾、印度、西藏等地

的西藏僧侶報名，本日公布錄取名單，計正取六名、備取二名。

◆即日起至7月23日，法鼓文化第四度前往香港參加國際書展。

07.19
◆ 禪修推廣中心應內湖區共修處的申請，於該處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三十人

參加。

07.21
◆ 即日起一連二天，護法總會於台中分院舉辦「中部新勸募會員授證暨皈依典禮」

活動，共有292位來自台中九個地區的新勸募會員參加。聖嚴師父鼓勵大家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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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角色定位，以及未來要承擔的責任。

◆ 法青會於新店大佛寺舉辦山水禪，共有五十八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應新竹東南扶輪社之邀，於夏綠地休閒俱樂部會議室舉辦禪修指

引課程，共有七十五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於安和分院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三十七人參加。

07.22
◆ 禪修推廣中心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九十九人參加。

◆ 中華佛研所邀請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副教授維習安演講「主題地圖」。

◆ 聖嚴師父赴台中逢甲大學、苗栗縣文化局，出席「大好年祈福開示」活動，勉

勵大家以光明、正面、積極的態度面對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潮流，一起帶動「大

好年」運動。

07.25
◆ 中華佛研所邀請西藏唯識學專家、目前任教於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教授傑福

瑞．霍普金斯演講「死亡與微細心」，吸引了台大醫院從事「緩和醫療」的研究

員、護理人員及現場聽眾共六十多人聆聽。

◆ 禪修推廣中心應中和中華民國紳士協會積穗分會之邀，於中和積穗國小舉辦禪

修指引課程，共有三十人參加。

07.26
◆ 禪修推廣中心應五股學良語文補習班之邀，於該處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四

十位學童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於內湖區共修處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三十人參加。

◆ 台北市政府都發局、工務局成員一行七十多人，在二位局長許志堅、陳威仁帶

領下，至農禪寺參加精進禪一，由果醒法師指導。

07.27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中市衛生局之邀，於該局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三十五人

參加。

07.28
◆ 禪修推廣中心舉辦三場戶外禪：應淡水共修處的申請，於大屯溪古道舉辦，共

有四十人參加；應大直、信義、南港區悅眾的申請，於象山舉辦，共有100人參

加；應新店共修處的申請，於竹林禪寺舉辦，共有四十五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舉辦二場禪修指引課程：應土城麗京管委會之邀，於該處B1韻律

教室舉辦；應台中中興活動中心之邀，於該中心舉辦，共有四十人參加。

◆ 法青會於安和分院舉辦「生涯規畫講座」，邀請醫師作家侯文詠主講「禪、讒、

纏」，約有二百位年輕朋友參與。侯文詠鼓勵年輕朋友遇到挫折時不要怨天尤

人，而應調整心念，以積極正面的態度去看待。

07.29
◆ 禪修推廣中心應雙和共修處之申請，於圓通禪寺舉辦戶外禪，共有十二人參

加。



07.31
◆ 729桃芝颱風重創台灣東部、中南部，聖嚴師父於農禪寺召開第一次緊急救災會

議，會中宣布成立「救災協調指揮中心」，由果肇法師擔任總負責人，並於當天

指派果東法師赴花蓮進行關懷，台中分院監院果舫法師等三位法師代表前往南

投及台中各災區進行關懷。

◆ 為感謝雲門舞集4月以「竹夢」義演收入贊助獎基會，聖嚴師父邀請林懷民及舞

者共四十多人至農禪寺餐敘。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中市衛生局之邀，於該局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三十五人

參加。

08.01
◆ 禪修推廣中心應中和中華民國紳士協會積穗分會之邀，於積穗國小舉辦禪修指

引課程，共有四十人參加。

◆ 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執行國科會計畫「漢文電子佛典製作與運用之研究

（III）──以梵漢藏版本對照為例」研究案，維習安博士及網資室主任杜正民為

共同主持人。

08.02
◆ 聖嚴師父赴桃芝風災受創慘重的花蓮，對災民表達關懷與慰問。於花蓮鳳林榮

民醫院探視傷者時，與慈濟證嚴法師不期而遇，二人彼此期勉「為台灣這塊土

地相互珍重」。

◆ 由於桃芝颱風重創花蓮，聖嚴師父指示花蓮共修處成立第六個安心服務站。台

中地區則成立中部協調指揮中心，與南投、埔里、竹山及東勢等安心服務站一

起為災區提供物資及慰訪工作。

◆ 聖嚴師父前往南投、竹山等中部地區，關懷桃芝颱風受災民眾，並指派法鼓山

在當地的安心服務站，發動附近義工協助善後清理工作。

08.04
◆ 聖嚴師父接受《新新聞》專訪談「心靈環保」，全文刊登於該刊第752期。

◆ 聖嚴師父南下出席於高雄縣勞工育樂中心舉行的「跨越困境，拯救貧乏──安

和樂利南台灣」名人對談活動，與高雄市長謝長廷、高雄地檢署檢察長朱楠及

中山大學校長劉維琪對談，由名導演吳念真擔任主持人，吸引了近二千位民眾

到場聆聽。

◆ 法青會於安和分院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三十二人參加。

08.05
◆ 禪修推廣中心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二十六人參加。

◆ 高雄分院上午於高雄縣育樂中心舉行「祈福皈依法會」，下午於同地舉辦「新勸

募會員暨信眾聯誼會」，聖嚴師父皆到場關懷、開示。這次皈依祈福法會約有二

千多位信眾參加，其中約有一千四百人皈依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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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豐原辦事處舉行啟用暨灑淨儀式，由僧團法師主持。

◆ 福田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慰訪員初階研習營」。

08.07
◆ 禪修推廣中心應新竹科學園區之邀，於科技生活館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二

十四人參加。

08.08
◆ 中華佛研所邀請美國天主教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助理教授周

文廣（Charles B. Jones）專題演講「從西方與佛教的觀點談宗教的多樣性」。

◆ 禪修推廣中心於宜蘭聖法心苑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四十位國小中高年級學

童參加。

08.09
◆ 禪修推廣中心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邀，於該會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四十

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應林口廣輝電子公司之邀，於該公司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三

十一人參加。

08.10
◆ 禪修推廣中心應新竹工研院佛學會之邀，於中興院區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

四十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美商如新藍鑽訓練中心之邀，於該公司舉辦禪修指引課

程。

◆ 聖嚴師父結束第三次桃芝風災勘災行程之後，於農禪寺接受《自由時報》及

《中國時報》訪問。師父強調，他去災區不是去關懷受災的人，而是抱著曾經遭

遇同樣災難的心情，陪他們一起承擔、接受，並向他們學習受苦受難的精神。

08.11
◆ 法青會於安和分院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二十二人參加。

08.12
◆ 即日起，為改善社會風氣，推動「說好話、做好事」活動，法鼓山舉辦「把愛

傳出去──好話好事遍台灣」徵文活動，內容包括好話精選、好事分享二類。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成長系列」活動，上午於大殿聆聽聖嚴師父宣講

《楞嚴經》，下午由果悅法師主講「人間佛陀」，約有二百人參與。

08.15
◆ 《法鼓》雜誌第140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216期出刊。

08.16
◆ 禪修推廣中心應大同共修處的申請，於該處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二十人參

加。

◆ 即日起至9月13日，禪修推廣中心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邀，於每週四晚上於該



會舉辦禪訓班，共有四十人參加。

08.17
◆ 聖嚴師父接受《中央日報》專訪，談創辦僧大、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的緣起與理

念。

◆ 即日起至8月19日，紐約東初禪寺於象岡道場舉辦「親子禪修夏令營」，特別邀

請亞特蘭大大學（Atlanta University）心理學博士寇拉（Cole）為家長學員上

課，並安排中國拳術的指導，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08.18
◆ 即日起至9月21日，佛學推廣中心首度與金石堂書店合辦「經典之美讀書會」系

列課程，每週五晚上邀請黃國清講師導讀聖嚴師父所著的隨身經典《心經》系

列，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引導大眾運用佛法化解生活中的困境。

◆ 護法總會於台北成淵高中禮堂舉行「北區新勸募會員授證典禮」，由聖嚴師父親

自主持，共有來自新竹以北六個轄區約五百多位會員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於安和分院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三十九人參加。

08.19
◆ 即日起至8月25日，農禪寺舉行梁皇寶懺法會。聖嚴師父開示說明拜懺的功能，

在於懺除罪業，去除無明，增長智慧；在修智慧的同時，也是在修福報，即是

要福慧雙修。

◆ 農禪寺舉辦一場小型義賣會，內容有各式佛像及聖嚴師父親題「水月道場」、

「空中三千」、「自在」等墨寶。

08.20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護理學院之邀，於本日及8月21、24三天，在該院舉辦禪修

指引課程，共有三十人參加。

◆ 即日起至8月24日，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分別舉辦：「高中壁虎遊俠攀

岩禪修營」，共有四十四人參加；「國小心靈環保進階營」，共有100人參加。

08.21
◆ 護法總會於農禪寺舉辦一場「生活佛法體驗分享觀摩大會」，約有二百五十多人

與會。

◆ 禪修推廣中心應新竹科學園區之邀，於科技生活館舉辦禪修講座，由中華佛研

所副所長惠敏法師主講，共有102人參加。

08.22
◆ 禪修推廣中心應新竹南區扶輪社之邀，於夏綠地休閒俱樂部會議室舉辦禪修指

引課程，共有三十五人參加。

08.23
◆ 禪修推廣中心應美商如新羅東訓練中心之邀，於該中心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

有二十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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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法總會於農禪寺舉辦「生活佛法體驗分享觀摩大會」，共有來自台灣各地約二

百五十位悅眾參加，分享生活中運用佛法的深刻體驗。

08.24
◆ 中華佛研所於法鼓文化舉行《法鼓全集》網路成果發表會，「測試版」預計9月

完成。

◆ 台北縣縣長蘇貞昌夫婦在名建築師陳柏森陪同下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 即日起至9月2日，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及網資室主任杜正民前往新疆絲

路，搜集由國科會贊助「玄奘西域行」的專案資料，並拜訪相關學者。

08.25
◆ 即日起一連二天，花蓮安心服務站結合花蓮縣政府、慈濟醫院、八○五國軍醫

院的專業社工人員，開辦助人輔導課程，增進慰訪菩薩的專業輔導技巧。

◆ 即日起一連二天，法青會於法鼓山上舉辦法青禪修營，共有六十三人參加。

◆ 即日起一連二天，至美國弘法的馬來西亞繼程法師，於紐約東初禪寺進行二場

專題演講。

08.26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張老師之邀，於該單位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二十人參

加。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與聖嚴師父有約暨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活動，上

午於大殿聆聽師父宣講《楞嚴經》，下午由果巖法師主講「冥陽救苦地藏王菩

薩」，約有二百多人參加。

◆ 即日起至9月2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上舉辦初階禪七，由果祺法師擔任總護，共

有116人參加。

08.27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台灣資生堂（股）公司之邀，於該公司舉辦禪修指引課

程，共有三十人參加。

08.28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縣家扶中心之邀，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禪修指引課

程，共有110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於農禪寺舉辦禪訓班結業學員聯誼，共有七十人參加，內容包括

禪坐要領複習、禪客答問、分組討論、聖嚴師父錄影帶開示等，由果醒法師帶

領。

08.29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雙園扶輪社之邀，於中永和共修處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

有五十人參加。

08.30
◆ 於台北台泥大樓召開「大好月」活動記者會，聖嚴師父與十家電視台總經理如



中視江奉琪、華視周蓉生、台視董事長賴國洲、年代李濤、民視陳剛信等皆出

席盛會，共同簽署推動「大好月」宣言；會中並邀請廖筱君、沈春華、李四端

等名主播分享一句好話。

08.31
◆ 即日起至9月6日，關懷中心果東法師與果竣法師前往馬來西亞關懷當地信眾並

帶領禪三活動。

◆ 慶祝第五十八屆記者節，由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舉辦的「社會光明新聞報導

獎」，於來來飯店舉行頒獎典禮。聖嚴師父應邀致辭時表示，媒體具社會責任，

應多報導人性光輝的一面，期盼媒體加入心靈環保行列。

◆ 本月起，法鼓山第一期工程開始啟用，包括教育行政大樓、圖書資訊館、教職

員宿舍及男寮。

◆ 中華佛研所《中華佛學學報》第十四期出版。

09.01
◆ 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及網資室主任杜正民，至香港參加漢文史資料庫研

討會。

◆ 僧團果品法師等一行多人，代表法鼓山參加南投埔里中台禪寺落成大典。

◆ 教師聯誼會於農禪寺舉辦聯誼會，約有一百多位來自台灣各地的高、中小學教

師參加，分享學佛、禪修心得，會中並安排專業教案研討。

◆ 禪修推廣中心應新竹科學園區之邀，於十八尖山舉辦戶外禪，由果醒法師指

導，共有四十五人參加。

◆ 法青會於安和分院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二十五人參加。

09.02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二十八次佛化聯合奠祭，計

為十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09.04
◆ 禪修推廣中心應新竹科學園區之邀，於科技生活館舉辦禪修指引課程。

09.05
◆ 關懷中心果東法師應國防部「桃芝颱風心靈慰訪之旅」活動之邀，針對參與救

災的官兵，於本日及9月10、13日三天，以「展現生命力，安心、安家、安業」

及「展現生命力，關懷他人、成長自己」為主題，進行三場演講。希望藉此活

動，以佛教鼓勵官兵們以正面、積極的態度看待生死，以感恩、懺悔的心體驗

生命。

09.06
◆ 聖嚴師父下午前往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關懷昨日因豪雨暴發土石流而罹難的

民眾家屬，並致贈慰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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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7
◆ 台北北投及淡水附近山區因連續大雨爆發土石流，造成五人死亡、十五人受傷

的災情。聖嚴師父親往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帶領家屬為往生者誦經祈福，並

致贈慰問金及應允免費提供大溪齋明寺安置亡者骨灰。

09.08
◆ 即日起一連二天，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好家庭親子營」活動，

約有二百人參加。

◆ 法青會於安和分院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二十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世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之邀，於該公司舉辦禪修指引課

程，共有六十人參加。

◆ 美國新澤西聯絡處舉辦「中國藝術珍品義賣餐會」活動，為紐約象岡道場籌募

建設經費。

09.09
◆ 宜蘭辦事處與宜蘭縣政府合辦「法鼓祥音──秋之祭轉好運」普度法會，由果

東法師主持，宜蘭縣長劉守成、議長林榮星均出席參與。

◆ 法鼓山首次於高雄紫雲寺舉辦三時繫念法會，共有來自台南、高雄、屏東、潮

州等地約八百多人參與。

◆ 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與聖嚴師父有約暨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活動，上

午於大殿聆聽師父宣講《楞嚴經》，下午由果燦法師主講「風生水起好運來」，

約有二百人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六十四人參加。

◆ 紐約東初禪寺舉行地藏法會。

09.11
◆ 紐約世界貿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雙子星大樓（The twin towers）發生恐

怖分子襲擊事件，東初禪寺晚上特別舉辦超度法會，為所有受難者祝禱，並發

動北美二十一所聯絡處舉行祈禱法會及賑災活動。

◆ 對於美國遭受恐怖分子攻擊事件，聖嚴師父發表聲明，形容這是人類邁入二十

一世紀的大悲劇。雖然事件發生在美國，卻影響全世界每一個人，造成人心普

遍不安、充滿恐懼。師父提出呼籲：不論是東、西方宗教，不分傳統或新興教

派，世界各宗教界人士都應為災後人心安定而努力。

09.12
◆ 即日起一連三天，僧大第一屆開學並舉行新生講習。聖嚴師父勉勵學僧要成為

一位具有奉獻精神，全生命投入修學佛法、護持佛法、弘揚佛法的宗教師。講

習最後一天，舉行受行同沙彌（尼）戒典禮。

09.14
◆ 聖嚴師父應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之邀，與市長馬英九及社會局局長陳皎眉共同主

持「生命禮儀文化博覽會」開幕典禮。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應邀在開幕



後發表首場演說，以「繁花落盡香猶在──談生命去留之本質與關照」為題，

從佛教觀點談人生最後四十八小時的歷程。

09.15
◆ 禪修推廣中心應基隆家扶中心之邀，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禪修指引課程，

共有100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首次於法鼓山上舉辦大專青年幹訓營，共有140位學子參加。

◆《法鼓》雜誌第141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217期出刊。

◆ 紐約東初禪寺住持果元法師應紐約皇后區法拉盛圖書館（The Flushing Library）

所屬「國際資訊中心」（The International Resource Center）之邀，在首次舉辦的

「世界宗教系列講座」中，專題演講「大乘佛教的簡介」，約有一百多人聆聽。

演講前，果元法師以佛教儀式為於911事件傷亡的民眾祝禱。

09.16
◆ 護法總會於台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行「三福田感恩授證大會」，聖嚴師父親自

授證，並期許大家在未來新的一年，繼續推動大好年說好話、做好事，將這份

善的訊息傳送給全人類。

◆ 台東信行寺舉行地藏法會。

◆ 身為美國佛教聯合會祕書長的果元法師針對美國911事件，於紐約召開各寺院及

佛教團體緊急會議，會中決定於此事件的頭七，為罹難者舉行祈福及助念法會

等後續關懷事宜。

◆紐約東初禪寺為美國911事件舉辦祈禱追思法會，約有二百多人參加。

09.17
◆ 僧大第一屆新生正式開課，共有二十名新生，男眾部三名、女眾部十七名。

◆ 納莉颱風侵襲北台灣，豪雨造成嚴重災情，雖然農禪寺亦是受災戶，水深及

腰，聖嚴師父仍從農禪寺搭乘橡皮艇至未淹水的區域，再轉搭汽車前往北投溫

泉路一帶關懷受災民眾，並發給每位罹難者家屬一萬元慰問金。

◆ 聖嚴師父應邀主持於台灣師範大學舉行的「弘一大師論文發表會」閉幕典禮。

這場論文發表會於9月15日展開，共有來自海峽兩岸及日本學者發表十九篇論

文。

09.18
◆ 「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正式上課，本期共錄取九位藏僧，背景涵蓋寧

瑪、薩迦、噶舉、格魯等四個教派。課程安排除了漢語課程外，還包括中國佛

教史、各宗介紹、漢藏佛教名相對讀及電腦應用等課程。

09.20
◆ 紐約東初禪寺於唐人街光明寺，為因911受難的民眾舉行一場莊嚴隆重的祈禱法

會，由洗塵長老主持。

◆ 禪修推廣中心應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之邀，於該公司松山航訓區訓練教室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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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三十五人參加。

09.21
◆ 聖嚴師父應邀於台北圓山飯店舉行的「世界宗教合作會議」（9月18至21日）閉

幕典禮中，以「宗教的瞭解與宗教的合作」為題發表演說。這場會議，是由中

國佛教會和世界佛教僧伽會共同主辦，共有來自全球二十九個國家、近一百四

十位宗教代表與會，包括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長老、天主教史瓦濟蘭恩得

羅夫主教、回教的奧瑞法教授等。

◆ 聖嚴師父應邀參加「熱愛台灣生命力──優質廣告影片票選」記者會，號召民

眾參與票選。這場票選活動是由行政院新聞局與台灣廣告主協會合辦，會中新

聞局長蘇正平特別推崇法鼓山製作的「台灣加油」、「台灣大好」等公益廣告。

09.22
◆ 果東、果界、果會三位法師前往基隆殯儀館主持彌陀法會，為於納莉風災中受

災的民眾誦念關懷。

◆ 全國教師會主辦的「Power教師獎」，本日於台北來來飯店舉行頒獎典禮，聖嚴

師父受邀擔任頒獎人。

◆ 法青會於安和分院舉辦禪修講座，邀請陳政峰律師演講「禪禪綿綿到天邊」，共

有三十七人參加。

◆ 即日起至9月29日，禪坐會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中階禪七，由果中

法師擔任總護，共有107人參加。

◆ 即日起一連二天，福田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慰訪員高階研習營」。

◆ 紐約東初禪寺果元法師應邀前往維吉尼亞州海灘市（Virginia Beach）的雙樹賓

館，進行為期二天的弘法行程。除指導初級禪坐班外，並以「佛教的信仰」為

題，舉行演講及座談。其間，法師並帶領大眾為911事件罹難者祈福追悼，約有

二百多人參加。

09.23
◆ 羅東共修處舉行灑淨儀式，由果東法師主持。

09.24
◆ 天主教馬天賜神父一行三人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 《雪洞》一書作者藏傳比丘尼丹津．葩默（Tenzin Palmo）至農禪寺參訪，並與

聖嚴師父就閉關修行與東西方弘化心得進行交流。

09.25
◆ 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為二十七位於納莉風災中罹難的市民舉行超

薦法會，由聖嚴師父主持。

09.26
◆ 果東法師等人前往板橋殯儀館，為納莉颱風罹難者舉行超薦法會。

◆ 美國加州聯絡處於Angeles Crest Forest的Sturtevant Fal l s舉辦秋季登山戶外禪

活動，由法鼓山般若禪坐會前副會長毛靖師兄指導直觀法門，約二十人參加。



09.27
◆ 聖嚴師父邀請《中國郵報》（China Post）社長黃致祥、新聞通訊事業協會理事

長袁希光、中央通訊社總編輯及新聞編輯人協會理事長孟繼淇、《中華日報》

董事長兼北市新聞記者公會理事長詹天性、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兼廣播電視事

業協會理事長李慶平至農禪寺餐敘，討論「大好月」後續活動。

09.30
◆ 紐約東初禪寺邀請紐約各族裔的佛教團體，共同於紐約唐人街的哥倫布公園舉

辦911追悼法會。

◆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行「法鼓山啟用──僧伽大學佛學院創校暨開學、中華

佛研所九十學年度開學暨畢（結）業、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始業及中華佛

研所第十二屆佛教學術徵文頒獎」聯合典禮。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前進俄羅斯》、《相約在捷克》、《敦煌石窟

行》。

10.01
◆ 為於911事件及在納莉風災受災受難的生命祝禱，農禪寺將原定舉辦的中秋音樂

饗宴，改為三時繫念法會。

10.02
◆ 新竹福嚴佛學院四十三位師生在院長厚觀法師帶領下，參訪法鼓山各事業體

系。聖嚴師父於開示中期許學僧們，勇於負起推動「人間佛教、青年佛教」的

重任。

10.03
◆ 禪修推廣中心應邀於台北葫蘆國小五年十班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五十五名

師生參與。

◆ 法鼓山完成認養台中大肚鄉萬陵段五千棵相思樹的植樹手續。這是行政院農委

會有鑑於台灣歷經921大地震及納莉風災後，土地生態環境遭遇重創，於9月20

日起，發起全國民眾認養造林活動。

◆ 禪修推廣中心應邀於台北縣和平國小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二十名教職員及

家長參加。

10.04
◆ 佛學推廣中心果雲法師應新莊社區大學之邀，教授「禪修理論與實踐」課程，

為期一學期。

◆ 為使法鼓山對外形象更為鮮明，對內更具凝聚力，聖嚴師父於農禪寺新禪堂，

針對一百多位專職人員、義工及法師們講解法鼓山的CIS（企業識別系統）內

涵，並就法鼓山核心主軸、方向詳加說明。

◆ 即日起至10月7 日，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第十九屆社會菁英禪修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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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108人參加。

10.05
◆ 佛學推廣中心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禪修會之邀開辦佛學講座，由劉蒼海講師主

講《禪修菁華錄》。

10.06
◆ 佛學推廣中心應金石堂書店宜蘭羅東店之邀開辦佛學講座，由劉蒼海講師主講

《心經》課程。

◆ 紐約象岡道場首次舉行佛化婚禮，由果元法師擔任祝福人，新人為美國分會護

法會總幹事龔天傑的千金。

10.07
◆ 中華護僧協會理事長傳孝法師率八位會員訪問中華佛研所，並提供獎助學金。

◆ 皈依關懷組於桃園齋明寺舉辦「桃竹苗地區皈依關懷活動」，共有六十位新皈依

弟子參加。

◆ 禪修推廣中心應新竹科學園區之邀，於新竹市龍泉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

三十四人參加。

10.08
◆ 由行政院文建會主辦、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承辦的「科技發展與人文重建學術研

討會」，分別於國家圖書館及台灣大學第二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約有近百位學者

與會，共發表二十篇論文；會中並特別舉辦一場「大師鼎談」，邀請聖嚴師父、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金耀基、清大校長劉炯朗對談，探討科技與人文在新世紀

的可能發展。

◆ 護法會於台北春天素食餐廳舉行「北六轄區召委聯誼會」，關懷中心果東法師到

場關懷，會中陳嘉男會長與轄召、召委們就生活佛法推廣情形及「教育關懷幹

部」培訓方案進行討論。

10.09
◆ 即日起至10月12日，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第二十屆社會菁英禪修營」，

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九十四人參加。

10.12
◆ 關懷中心果東法師與慈善基金會執委會副會長黃玉淑等前往中壢市光明里，慰

訪二十一戶因納莉颱風房屋倒塌的受災民眾。

10.13
◆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文山區悅眾及國泰人壽之邀，於興隆路國泰人壽會議室指

導禪修，共有三十人參加。

◆ 義工團舉辦園藝組及環保組義工成長營，共有四十人參加。

◆ 慈善基金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慰訪員中階研習營」，針對參與納莉颱風

救災的義工，講授慰訪、助人技巧。

◆ 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週日共修助理巡香人員講習課程」，內容包括瑜伽運動、



監香工作要點、規矩講解要點等，共有八十人參加。

10.14
◆ 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親子營，共有120位家長與小朋友參與。

◆ 新竹辦事處舉行灑淨啟用典禮，共有來自基隆、台北、桃園、中壢等地一百多

人參加。

10.15
◆ 聖嚴師父赴美弘法。

◆ 中華佛研所網資室主任杜正民應邀參加「第一屆台灣當代佛教發展研討會」，並

發表論文〈佛教網站發展──因陀羅網與電腦網路〉。

◆ 由教育部指導，法鼓山主辦、雅虎奇摩網站協辦的「把愛傳出去──好話好事

遍台灣」活動，優勝作品揭曉。這項活動自8月20日展開以來，共有近五千件作

品參加，決選出國小組、青少年組及大專社青組「好話」作品各十名、「好事」

作品各五名。

◆ 《法鼓》雜誌第142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218期出刊。

10.18
◆ 即日起至10月21日，紐約東初禪寺住持果元法師前往萬佛城（Ten Thousdand

Buddhas City），出席為期四天的第七屆美加佛教僧伽會議。這項會議是由七年

前一群西方佛教僧侶所創辦，每年舉行一次，共有四十七人與會。

10.19
◆ 紐約東初禪寺舉辦法集會，聖嚴師父向西方弟子開示安心的觀念和方法。

10.20
◆ 台北金石堂書店城中店與佛學推廣中心合作，推出《八大人覺經》課程，由黃

國清講師主講。

◆ 法青會於北投無極宮近郊舉辦山水禪，共有三十人參加。

◆ 即日起至10月27日，禪坐會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初階禪七，由果

燦法師擔任總護，共有110人參加。

10.21
◆ 即日起至10月24日，聖嚴師父應邀出席於紐約郊外Pocantico會議中心舉行的聯

合國千禧年宗教領袖高峰會的諮詢委員會，師父於會中發表一篇「宗教領袖的

願景與使命」講辭，與會委員包括祕書長巴瓦．金、副主席迪娜．梅瑞恩及各

宗教代表等十八人。

◆ 農禪寺、台中分院、台南分院及高雄紫雲寺，同步舉辦「家中寶佛化聯合祝

壽」，共有五百多位老菩薩參加。

10.23
◆ 佛學推廣中心於新莊共修處開課《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由立融法師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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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 南投南林精舍三位法師至僧大參訪，討論僧眾培養教育及教育部開放設置宗教

研修院等相關議題，並參觀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

10.25
◆ 佛學推廣中心於豐原辦事處開辦《八大人覺經》課程，由悟常法師主講。

◆ 即日起至11月1日，聖嚴師父率領果元法師等一行五人，首次前往墨西哥中部茶

卡拉海灣（Chacala Bay）的玉海禪堂（Mar de Jadr）主持默照禪七，共有五十

六人參加。

10.27
◆ 法青會於安和分院舉辦講座，邀請台北大學社工系副教授楊蓓以「纏綿悱惻，

自在生活」為題，談現代人的情感問題。

◆ 陶藝家連寶猜於太平洋基金會舉辦陶藝展，共展出三十五件菩薩雕像，作品所

得全數捐予法鼓山慈善基金會，做為賑濟桃芝風災之用。

◆ 佛學推廣中心梁淑美講師應邀前往彰化女中演講「生命教育」。

◆ 禪坐會於陽明山竹子湖舉辦戶外禪，由果醒法師帶領，約有三百人參加。

◆ 即日起一連二天，齋明寺舉行秋季超薦法會。

10.28
◆ 禪修推廣中心於農禪寺舉辦禪修入門課程，約有七十名初學者參加。

◆ 美國加州聯絡處舉辦禪一。

10.29
◆ 禪修推廣中心應基隆社區大學生活禪社之邀，於情人湖舉辦戶外禪，共有三十

五人參加。

10.31
◆ 法鼓山基金會因協助納莉風災有功，於台北市政府二樓大禮堂接受表揚，由市

長馬英九頒發感謝狀。受獎團體尚包括慈濟基金會、宏都拉斯駐華大使館、高

雄市政府等單位。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五台清涼行》、《英倫四部曲》、《雲南巡禮

記》、《峨嵋雲水遊》。

11.02
◆ 《僧大通訊》創刊，發行方式以電子郵件傳送給法鼓山體系。

◆ 即日起至11月4日，第五屆法鼓山北美年會於新澤西州羅摩達旅館展開，本屆主

題為「身心的成長──個人與團體，理性與感性」，聖嚴師父全程參與，共有

來自美加地區的召集人、勸募會員及榮譽董事等近百人參加。最後一天，並舉

行新舊任召集人交接及皈依典禮。

11月



◆ 聖嚴師父自美傳真呼籲法鼓山僧俗四眾踴躍參加12月1日的立委及縣市長選舉投

票，選出與法鼓山理念相近的賢能，為國家社會服務。

11.03
◆ 素有法鼓山「智庫」之稱的法行會，於台北力霸皇冠飯店舉行第二屆正副會長

改選會議。會議通過由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蔡清彥接任新會長、連智富擔任會

長助理，副會長由劉樹崇、陳照興、林知美、賴建男四人出任，同時禮聘創會

會長鄭丁旺為榮譽會長。正式交接儀式於12月7日舉行。

11.04
◆ 護法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悅眾關懷成長營」，共有來自板橋、土城、樹

林等地約九十位新進勸募會員參與。

11.06
◆ 聖嚴師父應紐約東初禪寺曼哈頓區分中心負責人美籍林莉．韓隆（Lindley

Hanlon）女士之邀，演講「從禪的角度看生死」，吸引了東、西方人士約一百五

十多人到場聆聽。

11.07
◆ 來自荷蘭海牙的猶太教歐洲聯盟主席阿拉罕．史坦多普拉比（Awraham

Soetendorp）偕夫人參訪法鼓山，並於教育行政大樓為僧大及漢藏班學僧演講

「猶太教與現代適應」。

11.10
◆ 即日起一連二天，中華佛研所於天母農訓中心舉行「第二屆兩岸佛學教育及研

究現況與發展研討會」，共有海峽兩岸數十位佛教學者參與，發表十四篇論文。

◆ 即日起一連二天，教師聯誼會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教師關懷成長營」，

共有六十九人參加。

11.14
◆ 台北市中山區公所舉辦「感謝納莉颱風救災有功團體、個人頒獎典禮」，台北市

市長馬英九親自頒發「救災楷模」獎狀予法鼓山慈善基金會，感謝法鼓山於納

莉颱風期間協助救災，由中山區召委李豪作代表領獎。

11.15
◆ 《法鼓》雜誌第143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219期出刊。

◆ 聖嚴師父應紐約州立石溪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之

邀，於該校學生活動中心大禮堂演講「用禪的觀點和方法調適內心恐懼促進世

界和平」，約有三百多人聆聽。

11.16
◆ 即日起至11月23日，禪坐會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高階默照禪七，

由果醒法師擔任總護，共有187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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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
◆ 宜蘭辦事處應宜蘭縣環保局之邀，於岳明國小合辦「無尾港生態環保園遊會」，

宣揚法鼓山四環、四福的理念。

11.19
◆ 台中東勢安心服務站頒發第四期百年樹人獎助學金，共有國小組、國中組、高

中及大專組共五十四名學生受惠，計發出三十一萬二千元獎金。

◆ 即日起至11月25日，「台灣大好」廣告於台北市六十一個捷運站張貼，為大眾

祝福。這是繼9月以聖嚴師父為主角所拍攝的「台灣大好」廣告獲得社會大眾熱

烈迴響之後所延續的廣告活動，希望繼續將「大好年」的理念推廣到各地。

11.24
◆ 中華佛研所臨時圖書館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教育行政大樓一樓函授部啟用，

由圖資館館長杜正民與僧大副院長果光法師共同剪綵。

◆ 中華佛研所舉行專任老師專題論文發表會，約有一百三十多人參與討論。

◆ 即日起一連二天，皈依關懷組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為新皈依弟子舉辦「福慧

成長營」，課程內容包括法師開示、朝山、禪坐共修等，共有180人參與。

◆ 即日起一連二天，福田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第五、六期慰訪員中階研

習營」。

◆ 即日起至12月1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話頭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四十八

人參加。

11.26
◆ 為加強對南投竹山地區災民的服務，竹山安心服務站舉行感恩祈福法會與921百

年樹人、桃芝颱風助學金頒發活動，共有四十名清寒學生受惠，祈福法會則由

台中分院監院果舫法師主持。

◆ 法鼓文化出版聖嚴師父的著作《九華步步蓮》、《普陀訪聖跡》、《春行在波

蘭》；隨身經典《六波羅蜜講記》。

◆ 紐約法鼓出版社出版聖嚴師父的英文著作《心經》（There Is No Suffering）。

◆ 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出版發行闡述聖

嚴師父的思想和禪法的英文新著《牛的印跡》（Hoofprint of the Ox），此書係由

美國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宗教學教授丹．史蒂文生（Dan

Stevenson）整理師父在西方傳法十八年的思想菁華。

12.01
◆ 法鼓山澳洲墨爾本新禪堂成立，僧團果東、果竣二位法師特地自台灣前往主持

灑淨儀式，果竣法師並指導初級禪訓班。

12.02
◆ 即日起至12月9日，法鼓文化第五度參加於馬來西亞香格里拉中心舉辦的國際書

12月



展。

◆ 佛學推廣中心於農禪寺開辦第一期讀書會種子老師培訓課程，內容包括「佛法

與讀書會」、「閱讀方法的介紹」、「材料的選擇與應用」、「讀書會領導人的角

色與功能」等課程。

◆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第二十九次佛化聯合奠祭，計

為十位往生者祝福、送行。

12.07
◆ 法行會於台北力霸飯店舉辦二周年感恩晚會，刻在美國弘法的聖嚴師父，越洋

現聲祝福。

12.08
◆ 即日起一連二天，福田會於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慰訪高階（二）研習營」。

12.14
◆ 農禪寺舉辦禪訓班結業學員聯誼會，內容安排了禪坐要領複習、禪客答問、聖

嚴師父影帶開示等，由果醒法師帶領，約有近百人參加。

◆ 即日起一連三天，聖嚴師父偕同果元法師展開美國南加州弘法之行，下午前往

KSCI-18電視台接受主持人高光勃專訪及KAZN-1300AM廣播電台主持人趙廣瑜

電話專訪；並出席於蒙地貝羅（Montebello）雙樹飯店舉行的「開啟一切的好

──與聖嚴師父一起鍊好心，創造快樂與幸福人生」記者會。

12.15
◆ 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理事長馬天賜神父、輔仁大學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南耀寧

神父，與遠從法國來台的天主教耶穌會會長Jean-Noel Audras神父至法鼓山參

訪，由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僧大副院長果光法師等人接待。

◆《法鼓》雜誌第144期出刊。

◆《人生》雜誌第220期出刊。

◆ 聖嚴師父偕同果元法師等人，上午出席美國洛杉磯聯絡處舉辦的歲末信眾聯誼

會；晚上於華僑第二文教中心，以「鍊好心──幸福與快樂的人生」為題，進

行一場專題演講，約有七百多人到場聆聽，法印寺印海長老亦率領弟子出席。

12.16
◆ 東初禪寺住持果元法師於南加州雙樹飯店帶領一日禪，約有東、西方禪眾一百

三十多人參加，這是法鼓山在洛城所舉辦最大的一次禪修活動。

◆ 皈依關懷組舉辦「快樂學佛人──齋明寺、角板山知性之旅」活動，約有三百

多人參加。

◆ 護法總會生活佛法推廣小組南下高雄市正興國中舉辦「心靈環保生活佛法觀摩

會」，陳嘉男會長親臨關懷，並以聖嚴師父所開示的「用佛法感化自己，用行動

感動他人」勉勵與會大眾，約有二百多人參加。

◆ 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助理監香人員培訓，內容包括監香的心態與目的、如何關

照禪堂與禪修者、法器使用方法等，共有六十一人參加，由果醒法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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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
◆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校長曾濟群代表刻在美國主持禪七的聖嚴師父，出席

於國家圖書館舉行的「2000年文化獎頒獎典禮」，並於會中宣讀師父撰寫的〈從

本土到全球〉得獎感言。

12.22
◆ 文化館以「菩薩四無量心、慈悲喜捨V.S.小菩薩純赤子心」為題，舉辦親子輔

導座談會。

◆ 即日起至12月29日，禪坐會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初階禪七，由果

祺法師擔任總護，共有106人參加。

12.24
◆ 來自印度黃教哲蚌寺的二十一位喇嘛參訪紐約東初禪寺，並表演難得一見的大

型金剛舞、辯經及藏傳佛教的祈禱唱誦，吸引了一百多人觀賞。

12.25
◆ 即日起至12月27日，法鼓文化派員環島關懷十六家法鼓書店。

◆ 即日起2002年1月1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默照禪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九

十四人參加。

12.26
◆ 成立於1997年的法鼓山香港分會合唱團，於香港大會堂音樂演奏廳舉行佛曲演

唱會，期透過佛樂洗滌人心。

12.30
◆ 埔里安心服務站舉行跨年大悲懺法會，由台中分院監院果舫法師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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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智慧海

寰遊自傳

智慧海

寰遊自傳

禪修指引

寰遊自傳

智慧海

寰遊自傳

智慧海

琉璃世界

有聲品

禪修指引

有聲品

學佛入門

禪修指引

高僧小說

有聲品

智慧海

禪修指引

清心百語

高僧小說

清涼世界

梵唄書籍

有聲品

1 2

3 4

1 6

5

法鼓文化出版品一覽表
（1989∼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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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1998

1999

智慧海

禪修指引

人間淨土

現代經典

高僧小說

琉璃文學

有聲品

寰遊自傳

智慧海

清心百語

禪修指引

高僧小說

琉璃文學

琉璃世界

有聲品

寰遊自傳

禪修指引

現代經典

人間淨土

隨身經典

高僧小說

智慧海

100

100

48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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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2000

2001

琉璃文學

有聲品

漫畫

寰遊自傳

智慧海

禪修指引

現代經典

人間淨土

清心百語

隨身經典

世紀對話

智慧人

寰遊自傳

智慧海

聖嚴法師

看世界

現代經典

隨身經典

琉璃文學

人生 DIY

100

1 2

3



聖嚴師父英文著作一覽表
（1989∼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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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1990

1990

1991

1993

1996

1997

1999

1999

2001

The Poetry of Enlightenment

The Sword of Wisdom

The Infinite Mirror

Catching a Feather on a Fan

Zen Wisdom

Dharma Drum

Complete Enlightenment

Subtle Wisdom

Hoofprint of the Ox

There is No Suffering

Dharma Drum Publications

U.S.A.

同上

同上

Element Books Limited, UK

University of Bristol

John H. Crook

Dharma Drum Publications
U.S.A.

同上

Dharma Drum Publications   

&  Shambhala Publications

U.S.A.

Doubleday  Publ ica t ions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K

University of Kansas
Dan

Stevenson

Dharma Drum Publications

& North Atlantic Books,

U.S.A.

1992

Domy Polskie 1998

Empresa
Grafica 1995

2002

Domy Polskie , 1997

1998

St. Petersburg Dharma

Centre

Asoka Nieuwerkerk 1999



中華佛學研究所論叢一覽表
（1989∼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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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明性（中譯）

曹仕邦

洪金蓮

季羨林

陳英善

涂艷秋

王雷泉（主編）

丁敏

釋惠敏．釋果徹合著

釋禪叡（編著）

釋惠敏．釋齎因（編譯）

釋如石

釋體韜

釋惠敏．關則富（合著）

梁麗玲

釋果樸

釋天襄

汪娟

張勇

釋惠敏

曹仕邦

水野弘元著／許洋主譯

水野弘元著／釋惠敏譯

水野弘元著／釋達和譯

釋大睿著

釋見一著

嚴雅美著

范佳玲著

郭慧珍著

李志夫著

林純瑜著

釋惠敏主編

李志夫主編

P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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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4.19

1990.7.30

1990.8.8

1990.8.10

1992.9.15

1992.9.24

1992.12.9

1993.4.7

1993.5.28

1993.9.22

1993.11.29

1994.1.14

1994.3.16

1994.12.20

1995.3.30

1995.6.6

1995.11.8

1995.12.13

1995.12.21

泰錫度仁波切

內瑞恩（A.K.Narian）

傅偉勳

華珊嘉（Sandra A. Wawrytko）

穆克紀（Biswadeb Mukherjee）

法雲明（Stewart McFarlane）

詹密羅（Robert Gimello）

益安法師（Ven. Pende）

于君方

山弝引（Dusan Pajin）

堪布竹清嘉措仁波切

冉雲華

傑佛瑞．梅爾（Jeffrey F. Meyer）

嘉華竹遷仁波切

中川原育子

麥克維徹（Michael Witzel）

陳世明

賴鵬舉

水谷幸正

大手印觀

佛教在印度的興衰

佛教教義的再詮釋與創新

禪對美國文化的衝擊與影響

梵文、巴利文、印度佛教

佛教在西方的傳播

華嚴學中的方法與問題

談西藏佛教在西方世界的發展

觀音信仰與中國文化

佛法與現代人心理學

世俗菩提心與勝義菩提心

荷澤禪的幾個問題

中國佛教之寺院設計

中道

禪定、禪觀比丘圖像的諸相

晚期吠陀文獻與早期佛教文獻的比較

禪觀與藝術賞析

北齊的盧舍那造像與華嚴宗思想的形成

佛教的根本思想與淨土教──關於緣起與阿彌陀佛

受邀至中華佛學研究所演講的學者
（1989∼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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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8

1997.2.16

1997.3.6

1997.4.24

1997.6.5

1997.7.22

1997.7.22

1997.12.17

1998.2.20

1998.5.1

1998.5.8

1998.12.30

1999.1.6

1999.1.13

1999.4.21

1999.4.28

1999.5.26

1999.5.29

謝勝義

立川武藏

賴鼎銘

張文明

莊德明

保羅．哈里森（Paul Maxwell Harrison）

木村清孝

巴博 （A. W. Barber）

倫珠梭帕格西

三友量順

三友量順

韓廷傑

任博克

任博克

性空法師

馬克瑞 （John McRae）

那體慧 （Jan Nattier）

馮達文

論盧卡奇的異化物化和事化

密教的宇宙觀

從資訊蒐集行為談研究人員該如何蒐集資料

數位時代的佛教

電子佛典補字集資料庫

初期大乘佛教

迎向東亞佛教史的構成

現代詮釋學與佛法釋義

藏傳修心七義

大乘佛教的十方諸佛和《法華經．化城喻品》的十

六王子

佛教福祉與病人看護──藉由江戶時代的佛教僧日

遠「千代見草」觀之

略論因明的「宗」

漫談四明知禮的「魔外無佛、佛外無魔」

楞嚴經「迷頭認影」境子譬喻發微

上座部的生命緣起觀

禪宗的法脈──一種新的介紹法

《郁伽長者經》的研究與翻譯

道家哲學的本源──本體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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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7.13

1999.11.24

2000.1.10

2000.2.25

2000.5.10

2000.9.11

2000.10.30

2000.11.6

2000.11.29

2001.3.20

2001.6.5

2001.8.1

2001.8.8

佐久間秀範

羅森福 （John Rosenfield）

郳彼得 （Peter Nyunt）

賈桂琳 （Jacqueline Filliozat）

強巴加措格西

根敦塔欽格西

Dhoram

龔雋

龔雋

龔雋

維習安

穆克紀 （Biswadeb Mukherjee）

霍普金斯 （Jeffrey Hopkins）

周文廣 （Charles B. Jones）

從《瑜伽師地論》談「阿賴耶識」的起源與開展：

評介德國漢堡大學Dr. Lambert Schmithausen的觀點

印度貴霜王朝帝王像與佛教法王像

烏巴慶法系的國際禪修中心及安那般那的理論與

實踐

巴利文貝葉典藏之維護及保存

道次第的建立

《現觀莊嚴論》中「佛性」思想的探討

在比較視域中的中國禪學研究方式的反思（一）

在比較視域中的中國禪學研究方式的反思（二）

近代佛學運動與中國思想史──以居士佛學為中心

的考察

電腦、佛典與研究方法

喬達摩的成佛──尼柯耶傳統的分析

死亡與深層的心識

西方與佛教觀點在宗教差異性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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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至中華佛學研究所開設專題講座的學者
（1989∼2001年）

1989.8.10∼15

1990.3.10∼16

1991.9.12∼16

1992.2.12∼18

1992.9.14∼20

1992.9.24∼12.24

1992.10.17∼18

1993.2.14∼20

1993.9.15∼16

1993.10.15∼1994.1.15

1994.2.14∼17

1994.12.9∼1995.3.10

1995.9.2∼13

1995.10.21∼11.1

1996.8.19∼31

1998.2.23∼6.13

1998.3.23∼5.11

1998.5.18∼6.22

2000.10.02∼11

2000.12.26∼2001.1.9

華珊嘉（Sandra A. Wawrytko）

土田龍太郎

水谷幸正

牧田諦亮

久留宮圓秀

詹密羅（Robert M. Gimello）

巴宙（W. Pachow）

鐮田茂雄

荒木見悟

冉雲華

于君方

冉雲華

竺沙雅章

佐藤達玄

彼得．葛瑞格（Peter N. Gregory）

巴博（A. W.  Barber）

戒行法師（Ven. Ashin Silaraca）

任博克（Brook  Anthony  Ziporyn）

沙洛（Karam Tej Sarao）

傑佛瑞．霍普金斯（Jeffrey Hop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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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生一覽表
（1989∼2001年）

周玉真

陳玉文

釋果賾

釋果燈

曾德明

釋禪松

李美煌

釋彥暉

釋清德

釋一耘

洪金蓮

賴姿容

陳佳彌

釋祥智

林純瑜

釋禪叡

釋繼雄

釋果行

李麗幼

釋齎因

釋果徹

釋證融

朱秀容

羅少萍

釋慧命

釋開弘

釋純因

釋祥代

釋體韜

莊國彬

釋自拙

釋自範

蔡薰宜

郭翠蘭

釋繼欣

高正哲

楊郁文

釋慧嶽

陳玉蛟

曹仕邦

陳玉蛟

陳玉蛟

高明道

釋聖嚴

釋聖嚴

釋聖嚴

釋聖嚴

釋聖嚴

李志夫

楊郁文

高明道

高明道

楊郁文

曹仕邦

林崇安

釋惠敏

釋惠敏

釋惠敏

陳英善

陳英善

楊郁文

楊郁文

穆克紀

楊郁文

釋惠敏

釋明性

釋惠敏

萬金川

熊　琬

釋惠敏

林崇安

楊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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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玉

釋見愷

廖本聖

釋果樸

何俊泰

關則富

釋天襄

釋繼坤

釋道興

釋大睿

釋見一

張雲凱

黃國清

越建東

釋心宏

釋德範

梅靜軒

釋善音

郭麗娟

釋能融

陳紹韻

張瓊夫

釋天真

謝美霜

釋聖空

黃怡琪

陳滿卿

釋顯智

釋立融

釋大常

周柔含

P3006

1912 1949

HTML HTML Help

1013 1022 574 spiritual

and pastoral counseling

高明道

萬金川

釋惠敏

高明道

楊郁文

釋惠敏

林崇安

釋惠敏

釋惠敏

陳英善

釋惠敏

釋惠敏

陳英善

釋惠敏

釋惠敏

高明道

曹仕邦

釋惠敏

釋惠敏

釋惠敏

釋惠敏

維習安

高明道

楊郁文

穆克紀

釋慧嚴

陳英善

李志夫

蕭金松

陳英善

陳英善

楊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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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戒參加人數統計表

（1989∼2001年）

皈依人數統計表

（1989∼2001年）

1993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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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498-7171

02-2498-9029

208 7 14-5

02-2891-2550

02-2892-5501

112 276

02-2893-3161

02-2895-8969 

112 65 89

03-380-1426

03-389-4262  

335 153

049-242-3025

049-242-3032 

545 33

07-732-1380 

07-731-3402

833 52

089-229-173

089-239-477

950 132 36

02-2778-5007

02-2778-0807 

106 29 10

04-2255-0665 

04-2255-0763 

407 37

06-220-6329

06-226-4289  

704 159 14

07-380-0848  

07-396-6260

807 94 1.2

02-2426-1677 

02-2425-3854 

200 8 3

02-2591-1008

02-2591-1078 

104 67 9

02-2327-8123 

02-2327-8146  

100 48-6 2

02-2269-1551 

02-2269-1552 

236 111 10

037-870-995

037-871-986  

36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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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588-1337

04-2577-3942

423 26-11

049-239-2363 

049-239-1414 

540 106

049-264-5456

049-263-0747

557 7-2

03-302-4761

03-301-9866

330 105 12

03-281-3127

03-281-3739

324 184 3

03-525-8246

03-523-4561  

300 231 11 D

037-362-881

037-362-131

360 42

04-2524-5569

04-2515-3448

420 141 2

04-711-6052

04-711-5313

500 2 10

04-837-2601

04-838-2533  

510 33 8

05-276-0071

05-276-0084

600 343 3

08-738-0001  

08-738-0003  

900 2 70 1

08-789-8596

08-780-8729  

920 28 7

039-332-125

039-332-479

260 112 8 18

039-571-160

039-561-262  

265 38

03-834-2758

03-835-6610

970 87 7

03-935-1525

03-931-1363  

260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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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Meditation Center

TEL 1-718-592-6593

FAX 1-718-592-0717      

90-56 Corona Ave., Elmhurst

NY 11373, U.S.A.

Dharma Drum Retreat Center

TEL 1-845-744-8114

FAX 1-845-744-8483      

184 Quannacut Road, Pine Bush 

NY 12566, U.S.A.  

Michigan Liaison Office

TEL 1-517-332-0003

FAX 1-517-332-0003

1431 Stanlake Drive E. Lansing

MI 48823, U.S.A.

New Jersey Liaison Office

TEL 1-732-249-1898

FAX 1-609-716-1773

789 Jersey Ave., New Brunswick

NJ 08091, U.S.A.

North Carolina Liaison Office 

TEL 1-919-450-2668

FAX 1-919-450-2668      

323 Whitney Lane Durham

NC 27713, U.S.A.

Illinois Liaison Office

TEL 1-847-824-6882

FAX 1-847-480-9064      

1234 N. River Road, Mt. Prospect

IL 60056, U.S.A.

Florida Liaison Office

TEL 1-386-322-0524              

Herndon Library 4324 E. Colonial 

Drive Orlando, FL 32803, U.S.A.

California Liaison Office

TEL 1-626-572-5472

FAX 1-818-248-1614

1168 S. San Gabriel Blvd. #R

Rosemead, CA 91770, U.S.A.

Texas Liaison Office

TEL 1-512-249-9220

9904 Brightling Lane Austin

TX 78750, U.S.A.

Georgia Liaison Office 

TEL 1-770-416-0941

FAX 1-770-417-5897

4977 Dillards Mill Way, Duluth

GA 30096,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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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hester Liaison Office

TEL 1-585-242-9096

FAX 1-716-242-9096

170 Maywood Drive Rochester

NY 14618, U.S.A.

Oregon Liaison Office

TEL 1-503-577-1589  

FAX 1-360-254-4109

12715 Sw 158th Terrace Beaverton

OR 97007, U.S.A.

Washington Liaison Office

TEL 1-425-957-4597

14028 Bel-Red Road 

Suit 202 Bellevue

WA 98007, U.S.A.

Dallas Practice Center

TEL 1-817-226-6888

FAX 1-817-274-7067      

2150 E. Pioneer Pkwy #104

Arlington, TX 76010, U.S.A.

Long Island Practice Center

TEL 1-631-689-8548              

P. O. Box 423, Upton

NY 11973, U.S.A.

Vermont Practice Center

TEL 1-802-658-3413

FAX 1-802-658-3413

16 Bower St., S. Burlington

VT 05403, U.S.A.

Davis Practice Center

TEL 1-916-681-2416    

9196 Campobello Court Elk Grove

CA 95624, U.S.A.

Pennsylvania Practice Center

TEL 1-814-867-9253

134 Gala Drive State College, PA 16801

U.S.A.

San Francisco Practice Center

TEL 1-415-518-9693             

2F, 1842 El Camino Real

Burlingame, CA 94010, U.S.A.

Florida Practice Center

TEL 1-727-393-9588

FAX 1-727-393-9588      

Safety Harbor Library 101 2nd

St. N., Safety Harbor FL 34695, U.S.A.

Las Vegas Office

TEL 1-702-839-9155

3609 Harrier Ct. North Las Vegas

NV 89084, U.S.A.

Vancouver Liaison Office

TEL 1-604-277-1357

FAX 1-604-277-1352

10800 No. 5 Road, Richmond

B.C. V7A 4E5,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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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onto Liaison Office

TEL 1-416-621-7885      

FAX 1-416-621-6391

303A, 3rd Floor Metro Square Mall

3636 Steeles Ave. East, Markham

Ontario, L3R 1K9, CANADA

Melbourne Liaison Office

TEL 61-4-2185-0290

115 Serpells Road Templestowe 

VIC 3106, AUSTRALIA

Sydney Liaison Office

TEL 61-4131-85603

FAX 61-2-9283-3168

Lucy Garden, 413-425 Beamish St.

Campsie, NSW 2194, AUSTRALIA

Luxembourg Liaison Office

TEL 352-400-080

FAX 352-290-311 

15, Rue Jean Schaack, L-2563 

Bonnevoie G.D. DE, LUXEMBOURG

Singapore Branch

TEL 65-6735-5900

FAX 65-6735-8900

30, Mohamed Sultan Road #04-00 

Lam Ann Building 

SINGAPORE 238974

Dharma Drum Mountain 

Buddhism Information Centre

TEL 60-3-7960-0841

FAX 60-3-7960-0842

No.7, Jalan Changgai 6/22 , 460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Hong Kong Branch

TEL 852-2865-3110

FAX 852-2591-4810       

23-27

B 205

Thailand Liaison Office

TEL 662-2535819

FAX 662-2533098 

1041/29 Soi Nailerd Ploenchit Road

10330 Bangkok,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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