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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佛！

首先，我在這裡給諸位菩薩拜年，恭喜大家，我們又成長了一

年，而且往前走，新的一年，又在我們面前展開了。

新年有新的希望，對於我們中國人或者漢民族的文化來講，2005

年是雞年，中國有個「聞雞起舞」的故事說，清晨聽到雞啼聲，就

要起床精進、鍛鍊身體；又說「一年之計在於春」。在新的一年開

始，一方面我要感謝大家2004年一年來對法鼓山的奉獻、護持和努

力；另一方面，我要向諸位報告：2004年我們做了什麼事？有什麼

樣的成果？2005年我們又要往哪個方向去努力？

2004年中，我們有歡喜，也有憂傷和淚水。歡喜的是，我們所有法鼓人都很努力，沒

有白白過了一年；憂傷的是，2004年海內外發生了許多災難。台灣地區發生了好幾次風

災、水災，我們都在第一時間去救災；而2003年12月伊朗發生的巴姆（Bam）大地震，

我們也派了一個賑災小組到當地，並捐了三十萬美金表達法鼓人對於全球災難的關懷。

2004年底，南亞地區發生大地震和大海嘯，據說是全球四百年來傷亡最慘重的大地

震，我們在第一時間派了一組人，配合台北市政府到印尼賑災，接著還跟著路竹會的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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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進入斯里蘭卡賑災；我們也發動全世界的法鼓人，對南亞地區提供救援，我個人也以

世界宗教領袖的身分，呼籲世界各宗教領袖發起各宗教徒投入救災工作。

從地圖上來看，南亞和台灣尚有一段距離，然而從佛教徒的立場，宇宙之中任何一個地

方的眾生有苦難，我們都應該去救濟，這就是循聲救苦的觀世音菩薩精神，觀世音菩薩無

一眾生不度、無一眾生不救。發心為人救難、救災，自己就能免難、消災。不管苦也好、

樂也好，都是我們種福田、增長慈悲心和智慧心的過程。

2 0 0 4 年 2 月 ， 我 到 泰 國 曼 谷

（Bangkok）主持「亞太地區世界青年

和平高峰會（Asia Pacific World

Youth Peace Summit）」，這個高峰會

結合了企業界、學術界、教育界和文化

界的人士，有一千多位亞太地區的傑出

青年領袖參與，是一個相當大的活動；

接著我們也在台灣辦了一系列「世界青

年和平高峰會（World Youth Peace

Summit，簡稱WYPS）台北論壇」的

活動。

2004年我還到約旦出席「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董事會」，在會議中，我被選為「世界宗

教領袖理事會」董事會的主席。2005年我們準備在約旦舉行全球性的「世界青年和平高

峰會」，同時我也將出席在聯合國

紐約總部舉行的「青年和平高峰

會」，並帶著台灣的青年代表出

席，也就是說，2005年有二個世

界性的青年高峰會議。對我們來

講，既可把台灣的優秀青年送上國

際舞台，讓他們有國際的心胸和視

野，同時也把國際的多元文化觀

點，帶回台灣。這是我們的願望，

但願能促進下一代青年的世界和平

觀念。



以我個人來講，由於年紀老了、體力衰退，特別是2004年2月害了一場大病。因為右眼

出血，在台大醫院住了一個星期，出院以後，眼睛很不容易恢復，雖然如此，我還是做了

很多事情，譬如2004年3月，我為台灣大學做了一場演講，雖然體能不好，但演講的效果

還不錯。

4月底，我到新加坡弘法，舉辦了二場大型演講，每場都有數千位聽眾，同時也舉辦新

加坡第一屆的社會菁英禪修營。隨後我又到了澳洲的雪梨和墨爾本。在雪梨，我進行了三

場演講，包括雪梨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ydney）的一場學術性演講，而我們中華佛

學研究所也和雪梨大學簽訂了交流備忘錄；在墨爾本，我也做了學術演講、一般性演講，

以及出席一場為我舉辦的宗教領袖對談；在這些地方，我什麼人也不認識，有那麼多人來

聽演講，這都是讓我感到相當意外的事。對我們來講，不論是佛研所或是法鼓山，已經把

觸角伸展到南太平洋了。

即使剛出院不久，體力不好，但我還是拖著疲累的身體，一站一站地從新加坡到澳洲，

然後又飛到歐洲的瑞士。在瑞士的首都伯恩市（Bern），我也進行一場公開演講，並主持

一場禪七。從瑞士返回紐約後，我為當地的美國青年和學佛弟子開了一堂課，課程是專門

解答美國人學佛時遇到的問題。他們問得非常深入，也很實用。這是我2004年在美國開

的課，未來也將持續下去。

另外，2004年我在美國出版了一本英文著作《心銘》（Song of Mind），即是牛頭法融

開悟詩〈心銘〉的講錄，這是由專門出版佛教各派著

作 而 聞 名 於 英 語 世 界 的 香 巴 拉 出 版 社

（Shambhala），繼《圓覺經講錄》（Complete

Enlightenment）之後，為我出版的第二本書。到

現在為止，我的英文著作已出版了十四種，這本

書出版以後，可能會有其他國家的語文譯本在全

球發行。

在台灣來講，2004年由誠品書店選出的人

文宗教類暢銷書排行榜，我的書總共有二十八

本入選，就暢銷作者排名來講，我是第二名；

就銷售數量來講，我是第三名。佛教出版品能

夠獲得這般的肯定，有這麼多的讀者，可以說佛法

的推廣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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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個團體在2004年也推出了好幾項活動，一個是「自我提昇日課表」，這是我把法

鼓山「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給予一項一項次第化地呈現，有具體內

容，也有實質做法，希望2005年我們還是繼續推動。

另外，我們在2003年推出的八式動禪，2004年也繼續推動，並培訓了一千二百多位師

資，接著還推出坐姿禪、出坡禪、工作禪等。本來禪修是在禪堂進行的，現在我們把它推

廣深入到每一個層次，使小學生、大學生、辦公人員甚至旅行途中的人，也都可以運用。

我們的護法體系也在繼續成長，包括人品的提昇、人數的成長，以及募款的成長。這三

個成長之中，以人品提昇為第一目標，接引更多人參與法鼓山是第二個目標，而募款經費

的成長，則是第三個目標。菩薩道的修行，一定是福慧雙修的，法鼓山的募款，其實就是

鼓勵大家把福報儲存在福德銀行裡。

2004年4月，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動工了。人文社會學院動土之後，我們發現山上的原生

樹有一千多棵，都長得非常健康，因此我們把這些樹種進行二部分的移植，一部分是移植

到第一期工程的環境裡，另一部分，則暫時寄養在別處，等將來人文社會學院的工程完成

以後，再移植到校園中。

山上的開山觀音，本來是玻璃纖維塑造的，2004年8月已鑄成了觀音銅像，安座於法鼓

山中央高點，就是我們大殿後方的平台上；去年（2003年）我們也規畫了鑄有整部《法

華經》、重達二十五噸的法華鐘，已委託日本的老子製作所株式會社鑄造，預計2005年可

以完成，將安置於臨時寮左側的法華鐘公園預定地上。

2004年我們也完成了象岡道場

的二棟宿舍。完成這二棟宿舍真

是非常不容易，因為我們美國護

法體系所募得的經費，全都捐回

台灣，所以我要另外募款，所幸

到現在為止，象岡道場總算有了

相當的規模，有禪堂、齋堂、二

棟宿舍、接待中心、僧寮、方丈

寮等，一共七棟房子。

象岡道場佔地一百三十餘英



畝，是漢傳佛教在美東地區規模最大的禪修道場，也是目前西方世界最具知名度的漢傳佛

教禪修道場。2004年底，我們辦了二次禪七，有十一個國家的人士參與，非洲、美洲、

歐洲、亞洲、大洋洲都有不少人去，主要以北美和歐洲為主。在歐洲，我們現在也有十幾

個據點，都是由西方人士組織的共修處。

在台灣，台東信行寺的新建工程也在2004年動工了，預訂2005年的7月完成。信行寺原

來是一個很小的建築，建成一個相當有規模的道場後，可以辦研習營、禪修營。台東的空

氣好、環境好，是台灣東部的一塊淨土。

至於農禪寺則有二個好消息，一個是新農禪寺，一個是現在的農禪寺。現在的農禪寺，

位於北投大業路巷子內，已經

有三十四年歷史了，其絕大部

分是鐵皮屋，但是2004年台北

市政府經過考察之後，認為農

禪寺是法鼓山的發祥地，對於

台北市、全台灣甚至整個世界

都有很大的貢獻。因此最老的

建物部分已被評定為台北市的

歷史建築，除了可以繼續使

用，還受到政府的保護。另一

個是北投公館路的新農禪寺，

預計2005年可以完成。

法鼓山僧伽大學已經邁入第四年了，出家體驗暨僧才養成班也已經二年了，2005年第

一批畢業的學僧，會加入僧團，這不僅是法鼓山這個團體的希望，也是全體漢傳佛教的新

力量。佛教需要培育傑出的僧團人才，否則便沒有明天。因此，我在這裡勉勵大家，鼓勵

身旁優秀的青年男女來報考我們四年制的佛學院，以及二年制的僧才養成班。有優秀的人

才來出家，才有優秀的佛教龍象人才。

2004年我在法鼓山僧團推出的課程，講的就是漢傳佛教。法鼓山的佛教，是從宗教、

宗教裡的佛教、佛教裡的漢傳佛教、漢傳佛教裡的禪佛教，一直延伸而來，而法鼓山推廣

的佛教，是涵蓋、容納所有宗派的佛教，而融會在以漢傳佛教為主流的體系之中，並將它

發揚光大，成為世界性的佛教。但是，世界性佛教並不等於過去的漢傳佛教，因為漢傳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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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本身也在不斷地發展和吸收，這是漢傳佛教的特色。將來的佛教是整體性的世界佛教，

而以漢傳佛教為主流，而開展發揚的。

2005年，是法鼓山相當重要的一個里程碑，為什麼呢？因為法鼓山經過十六年的時

間，從買土地、規畫、建築，到2005年第一期工程就要完成了，這是法鼓山真正的開

始，叫做「法鼓元年」。

各項硬體建設完成以後，2005年也開始發展各項軟體設施，有各種的教育計畫，我們

稱法鼓山為「世界佛教教育園區」。除了僧伽大學、中華佛研所以外，你們每一位都有機

會到山上受教育，不管是一年、一個月、一週、一天，甚至是半天的禪修，都是受教育。

而所謂的國際化，就是海內外的華人，以及世界各國、各民族人士，都歡迎到法鼓山來學

習漢傳佛教。法鼓山是推動漢傳佛教的教育中心，我們接納多元、多宗派的各種學術活

動，而以漢傳佛教為宗旨。

最後，我在這裡再一次祝福大家，恭喜大家，新年快樂。2005年度主題仍是「和喜自

在」。實際上，「自在」就是指觀自在菩薩，而「和喜」是佛教的特色。和是和樂、和

平、和諧；喜是法喜充滿、禪悅為食，對內自在、對外自在，在任何情況下都能自在。比

如遇到災難時，要學習

面對災難、接受災難、

處理災難，然後心中不

要有牽掛或煩惱，這就

是自在了。如果希望這

個世界永遠沒有災難、

沒有病痛、沒有狀況，

這是不可能的，但是用

了佛法以後，在任何情

況下，我們就能夠和喜

自在了。祝福！



承接法鼓山年鑑編輯的工作，已經進入第三年，每次到了最後即將完成的階段，我總

是被要求提供一篇序文，這時候便會問：「法鼓山和前一年有什麼不一樣？有什麼成

長？」、「法鼓山年鑑又有什麼不一樣的呈現？」

就年鑑本身而言，《2004法鼓山年鑑》仍沿用以往編輯體例，分為〈綜觀篇〉、〈實踐

篇〉、〈大事記〉、〈附錄〉四大部分，並且依時間先後順序，以400至700字的「記事報

導」，逐項記錄各活動的內容及相關資訊，用以呈現法鼓山這一年來對社會大眾的奉獻和

服務；其間並視活動的重要性與豐富度，輔以「創辦人語」及「特別報導」。

由於「記事報導」是以較單一的活動為報導對象，諸多常態性活動，例如：例行共修

法會、課程、讀書會、各會團的定期聚會……等；或是非活動類的狀況描述，例如：單

位的活動重點、長期工作成果……等，都不在「記事報導」的記錄範圍。為了補足這個

面向，讓年鑑所保存的資料更形完整，《2004法鼓山年鑑》特別增加「2004年例行活動

——各單位、各地區活動概述」的單元，以每一則300至500字，敘述各單位、各地區這

一年來的總體狀況，及其最主要的事件、功能，並輔以相關圖表。此一新增加的單元，

總計達52頁，也頗具分量。

以時間為順序的「記事報導」是以直線性的縱軸，記述法鼓山前進的腳步；而「2004

年例行活動——各單位、各地區活動概述」則是以平面式的橫幅，鳥瞰法鼓山發展的面

貌。透過經緯、縱橫的解讀法鼓山，觀者從中獲得深度、廣度兼具的資訊，當可以法鼓

山為範本，為當代台灣佛教、漢傳佛教、世界佛教做見證。

所謂「鑑」，本有鏡子的意思，引申為審察﹑視察，另外也有證明的意思，唐太宗的名

言：「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因

此，一本《年鑑》的功能，不外乎為今人之鑑、後人之師。

為了達成這項使命，年鑑編輯人員無不戮力而為，全力以赴為法鼓山寫歷史；尤其

2004年新增「各單位、各地區活動概述」單元，更讓編輯群的工作量加重許多，在此要

特別感恩他們的努力與付出。

同時，也要深深感謝法鼓山全體的支持，不論是專職、義工，不分海內、海外，凡是

年鑑編輯提出需求，幾乎都是有求必應。最後，最要感恩的是 聖嚴師父，沒有他老人家

的支持，以及最高的精神指導，年鑑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

總編輯 釋蟬毅

笉笆笆笏菮笑舶

經緯縱橫 解讀法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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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鑑輯錄法鼓山西元2004年1月至12月間之記事。

二、正文分為三部，第一部為綜觀篇，含括法鼓山創辦人（聖嚴師父）、法鼓山僧

團、法鼓山工程建設、2004年例行活動，俾使讀者對2004年的法鼓山體系運作

有立即性、全面性且宏觀的認識。第二部為實踐篇，即法鼓山理念具體的實現

方法，以三大教育為樑，放眼國際，分為大普化、大關懷、大學院、國際弘

化。各單元首先以總論扼要論述這一年來主要事件的象徵意義及影響，再依事

件發生時序以「記事報導」呈現內容，對於特別重大之事件則另闢篇幅做深入

「特別報導」。第三部為全年度「大事記」，依事件發生時間順序刊載，便於查

詢。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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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則不予合併，依各場舉辦日期時

間分別記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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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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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法鼓山各事業體單位名稱，部分因名稱過長，只在同一篇文章中第一次出現時

以全名稱呼，其餘以簡稱代替，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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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研所」

法鼓山僧伽大學簡稱「僧大」

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簡稱「漢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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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推動「人間佛教」的強烈自覺，來自於

對社會變遷的深刻觀察：佛教要避免被現代文明摒

棄的危機，應該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因為不關心社

會事務，就等於不關心人的生活，如此勢將失落大

乘菩薩行的踐履。

但隨著深入人間的行履愈長，聖嚴師父也更加理

解：宗教不應因此自我轉型成世俗的社會活動，也

不應將自己窄化等同於社會關懷。因此，他用一種

微妙獨特的方式來展現這種宗教承擔，那就是：以

「心靈環保」做為參與社會活動的核心價值。

透過深廣的宗教信心與綿密無間的利他願力，

2004年的聖嚴師父持續以單薄的身軀，透過豐富

的行程，呼喚每一顆寬容之心，一起對世界敞開胸

懷。

在「2004年召集委員暨會團長成長營」中，聖嚴

師父指示：法鼓山未來的重心要放在年輕化及國際化。綜覽2004年法務，正是以「培養

青年」、「國際弘化」為主軸，如：「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系列活動的開展，泰國、新

加坡、澳洲、瑞士、約旦等國家的弘化與和平推展，鮮明呈現師父2004年嚴土熟生的人

間印記。

以下即以思想啟蒙、教育關懷、國際弘化略見一斑。

看見後現代心靈被「多元等同正義」的神話蒙蔽，混亂無序的價值觀紛陳、人心歧異導

致爭戰不斷，聖嚴師父對此無所依歸的人類處境並不採取「守勢」，於是有了「世界青年

2004年的聖嚴師父

法鼓山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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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高峰會（World Youth Peace Summit，簡稱WYPS）台北論壇」系列活動的積極

展開。

聖嚴師父希望藉此結合全世界的青年，一起推動人類整體安全及永久和平的任務。「世

界青年和平高峰會」看似以培訓青年人為主軸，實際上卻是一個為解決人類問題的和平運

動。師父希望由宗教界起帶頭作用，為不同種族、信仰的青年菁英搭起溝通、討論的平

台，藉由互相關懷、瞭解、產生共識的過程，重建健康的價值觀，讓這些未來的主人翁

「認識今天的世界，走出明天的世界」。

聖嚴師父期勉青年菁英接納多元文化的差異性，從中找出共同的倫理價值，並深化「利

人便是利己、心安就有平安」的觀念，建立和喜、和諧、和平的新價值觀。

書寫傳播仍是最有力的社會教化工具，聖嚴師父的出版品仍然是舊作長銷、新作暢銷。

繼2003年春入選誠品暢銷書作者；2004年，誠品書店根據全年銷售量出版《誠品報告

2003》，在人文宗教類中，師父共有二十八本著作入選「年度暢銷書排行榜」。其中十二

本「智慧掌中書」為小巧精緻的圖文口袋書，為現代人遭遇的人際關係、家庭、工作等問

題，提供以佛法觀念化解的法門；至於「學佛三書」──《正信的佛教》、《學佛群疑》

及《佛教入門》，是許多人接觸佛教時

必讀的經典；為現代人提供紓解身心良

方的禪修著作，像《聖嚴法師教禪

坐》、《禪的智慧》等，也都入選。

2004年賡續出版的智慧掌中書有《做

個現代新女性》、《如何做好新手父

母》、《如何培養自信》、《快樂自己決

定》……等，以及《聖嚴法師教默照

禪》、英文著作《心銘》（Song of Mind）

……等禪修指導專著。

從赴各地講演與接見各界訪客行程，

更看出聖嚴師父在稠密的社會網絡中，

不斷應用微妙的方式來展現佛教獨特的社會關懷理路。如於南區醫界菁英禪二開示「提昇

人品的重要歷程在於自我消融」；於台灣大學發表「傳統佛教及其現代化」；於中華郵政

公司演講「是非要溫柔」。對來訪的學術界、企業界、政治界人士，則不斷殷切許以「安

心、安身、安家、安業」的心靈教示。

另外，法鼓山與各佛教團體保持友善往來不斷，包括大陸中國佛教協會、河南嵩山少林

寺功夫訪問團、安徽大九華觀音峰住持方丈宏成長老，泰國比丘法師一行、泰國華宗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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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仁得長老、越南覺苑寺諸長老、弘化印度的悟謙長老、尼泊爾列些林佛學院、越南中央佛

教會等。

與其他宗教團體的連結也更趨積極，促發深度交流與寬容理解的可能。如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UNESCO）跨宗教及文化部首長，於紐約訪聖嚴師父。師父表示，許多宗教都認

為自己是最好的，但在多元族群共住的社會裡，這種觀念卻可能造成族群隔離。另有印度

摩訶菩提協會（Maha Bodhi Society of India）會長默地（B.K. Modi）博士計畫拍攝

佛教影片，在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祕書長巴瓦．金（Bawa Jain）陪同下前往東初禪寺拜

會。師父表示，「和平」是佛教最重要的精神。但真正的和平不僅止於沒有戰爭，而是內

心的平安──沒有恐懼、焦慮，沒有衝突、矛盾。

在這些連結互動中，清楚看出聖嚴師父致力與廣大社群取得共識、攜手同心的同時，不

斷細膩標舉佛教超越世俗的解脫取向。

最特別的是，年初，聖嚴師父預寫遺言，並公開發表。此當是警示大眾對個己身體的有

限性保持覺知，對團體的共在精神持續反省，極具震撼的生死教育。

聖嚴師父深知法鼓山的現代步履要穩健

前進，除了吸引人才出家、培育優秀的出

家人，更必須回到佛法教育的深化；薰習

佛法是佛弟子最基礎的前行，不能稍有鬆

懈。不論是首屆「出家體驗暨僧才養成班」

之「出家體驗班」結業式，或是僧大第二

屆「出家體驗暨僧才養成班」開學典禮暨

新生講習，師父皆出席典禮開示，可見其

念茲在茲。僧俗四眾的佛法修行亦未曾間斷，念佛禪七、禪修推廣中心「小參總護研習課

程」也都由師父親臨帶領研習。

與世界高等學術單位的交流合作也不曾稍歇，繼去年（2003年）與北京大學合作之

後，今年又陸續與台灣大學及北京清華大學合作設置「法鼓人文講座」。荷蘭萊頓大學漢

學研究院（Sinologisch Institut, Universiteit Leiden）現代中國學教授施耐德（Axel.

Schneider）來訪，研議共同舉辦東西方佛學學術研討會，以增進中國佛教與西方學界的

交流；中央研究院教授瞿海源拜訪聖嚴師父，請益台灣佛教變遷學術研究計畫相關論題

等。



在社會關懷實務上，還包括選後呼籲社會安定：3月總統大選後，聖嚴師父與天主教單

國璽樞機主教發表聯合聲明，勉各界人士應以和平為念，以求國家社會的安定與安全共存

共榮。並針對大選之後台灣人心浮動現象，對《聯合報》系採訪群提出呼籲和平的建言。

所有生命儀禮都在助成個人人格的成熟，法鼓山一向積極利用良機以佛法做為各式禮儀

的指導精神，進行普化教育，例如：於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辦「第十屆佛化婚禮」，由知

名影星林青霞、行政院政務委員蔡清彥二位居士主婚，聖嚴師父出席給予祝福。另在農禪

寺舉辦二梯次在家菩薩戒會，約八百六十多人參加。

又由於關心生命教育，十年來贊助佛教蓮花基金會的安寧理念課程推廣及臨終關懷教育

影片等活動。該會特別頒獎給聖嚴師父，感謝法鼓山的協助。長期推動的「佛化喪儀」、

「聯合奠祭」已發生轉化殯葬民俗效果，而「自然灑葬」理念也獲內政部支持。

聖嚴師父不只在台灣地區活動頻繁，國際行程也日漸增加；但他的時間彷彿愈用愈多，

力量愈用愈大，愈忙愈有許多事等著要做。

冬2月，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World Council of Religious Leaders，簡稱世理會）

於美國紐約聯合國大廈舉行「防止恐怖主義：以教育促進世界和平及催生全球共通的倫理

價值」研討會。聖嚴師父明白指出：普世倫理價值是尊重每一個生命，呼籲通過學校、社

會、宗教、家庭四項教育機制，重建全球價值：「以寬容取代對抗，以敬愛取代暴力，以

療傷止痛取代暴力仇恨。」鼓勵各宗教領袖共同承擔這項任務。

聖嚴師父認為建立共通的倫理價值，不僅是為了防止或反對恐怖主義的暴力攻擊，更是

為了保護每一個族群之中的每一個人，不會

再受到相互傷害的威脅，能夠彼此尊重、諒

解、寬容，並相互學習、幫助。

隨後率青年代表至泰國曼谷（Bangkok），

參加「亞太地區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Asia

Pacific World Youth Peace Summit），這

是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召開世界大會前的第

一場區域性會議，有來自三十九個國家的七

百多位青年菁英參加。希望肩負世界未來希

望的青年，藉由溝通和討論，提出促進和平

的方案，建立全球合作的關係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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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聖嚴師父在會中簡報年初法鼓山透過世理會協助到伊朗賑災的

成效，說明跨越宗教、民族的關懷之行，已實質發揮宗教和平的

功能。大會決議賦予法鼓山二項任務，一為推動全球倫理教育，

二為推動援助伊朗巴姆（Bam）災區孤兒計畫。顯示法鼓山心

靈環保的理念及作為已受到國際高度的認同與肯定。

大會期間，聖嚴師父與伊朗最高宗教精神領袖阿拉基

（Ayatollah Araghi）以及世理會祕書長巴瓦．金（Bawa Jain）

商討災區孤兒的教育扶助工程，將由法鼓山提供經費補助。

季春，第三度前往新加坡，舉辦「社會菁英禪修營」及二晚

演講，主題為「超越生命的關卡」，每晚約有七千人參加，獲得廣大、熱烈的迴響。結束

後轉往澳洲，代表中華佛學研究所與雪梨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ydney）宗教系簽訂

學術交流備忘錄，象徵漢傳佛教的弘傳，正一步步得到歐美學術、文化上的認同。而後多

場演講，如於澳洲雪梨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ydney）演講「禪宗對俱解脫的看法─

─心解脫者與慧解脫者之關係」、「禪與心靈環保」，於墨爾本演講「禪與人間淨土」。另

應澳洲心理學會（The Australi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Ltd.）之邀，講演「禪與心理

健康」，從唯識學觀點談五蘊和修行的關係，提出佛法對於解決心靈問題的看法。

其間並參與跨宗教對談。由世界宗教和平會議邀請基督教、回教、天主教、東正教、佛

教、巴哈伊教等宗教領袖，以「亂世中的個人信仰」為主題對談。開場時，聖嚴師父呼籲

各宗教相互尊重、彼此瞭解，對於容易產生衝突的教義應重新提出詮釋；宗教交流須遵守

「承認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及「選擇不同信仰的人也都是最好的」二個原則。

春末，聖嚴師父首度至瑞士，展開密集的弘法之行，先有公開演講，而後主持默照禪

七，有十七個國家的73位學員參加，顯示漢傳大乘禪法不僅適合東方人，也同樣被西方人

接受。

仲夏，聖嚴師父再銜「世理會董事會」

主席身分至約旦首都安曼（Amman）。指

出約旦雖位處宗教紛爭、族群衝突不斷的

阿拉伯世界，但政治清明、社會安定、教

育普及，民風開朗友善，實可做為東西方

多元文化間的相處典範。

萬里奔赴世界各地的聖嚴師父，就好像

無盡藏已找到開採的路徑，所到之處，將

和平寶藏處處散布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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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為戰亂與自然天災的傷害處，聖嚴師父深刻感受人類處境的艱難，他奮勇引領整個

形貌巨大，但結構尚未精嚴的法鼓山僧俗團體，激發其源源不絕的團隊動能，企望以尊重

生命、促進和平的普世價值，矯治後現代的心靈虛無危機，復振被現代文明腐蝕的宗教傳

統。

種種難以細數的化世行跡，無不立足於令人驚異的寬闊視野與對現代社會問題的敏銳感

知，聖嚴師父總能充分謹守佛陀超越性的終極關懷；其關心處不在重建宗教勢力，而是聚

焦於現代社會病癥的療癒與時代苦難的敷慰。如此看似將佛教優位層層退讓的行履，正是

真真確確地讓遠處的菩薩落實在人間的悲智示現。

◆2004年著作（以下書籍，皆由法鼓文化出版）

出版月 書名

1月 《聖嚴法師教默照禪》（聖嚴書院系列）；《如何培養自信》、《快樂自己決定》（掌中書系列）

3月 《別怕人生變化球》、《習慣好壞大不同》（掌中書系列）；《人間世》（人間淨土系列）

4月 《〈五根五力〉講記》（隨身經典系列）

5月 《做個現代新女性》、《如何做好新手父母》（掌中書系列）

6月 《歸程CD》（有聲品）；《心靈5書──聖嚴法師法語精選集》（法語精選系列）

7月 《競爭不鬥爭》、《別再吵了吧！》（掌中書系列）

《福慧自在──金剛經生活》（修訂版）（現代經典系列）

8月 《地藏菩薩本願經──國語，3CD》（現代經典系列）；《聖嚴法師心靈環保》（人間淨土系列）

9月 《〈七覺支〉講記》（隨身經典系列）；《改運算命原來如此》、《只要文明不要病》（掌中書系列）

《無量壽經──國語，3CD》（經典學院系列）

10月 《永嘉大師證道歌（上）、（下）──國語，12CD》（經典學院系列）

11月 《利人利己做義工》、《放輕鬆，免緊張》（掌中書系列）

《八識規矩頌──國語，7CD》（經典學院系列）；《〈八正道〉講記》（隨身經典系列）

12月 《無量義經──國語，10CD》（經典學院系列）

◆2004年作序一覽表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心在何處 施叔青 聯合文學

太虛菩薩藏 印順法師 北京華典偉業圖書有限公司

《法鼓人文學報》創刊號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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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為迎接2005年秋季法鼓山落成開山，象徵「法鼓元年」的開啟，在2004年這一年，法

鼓山僧團在組織制度、修行活動、普化教育、人才培訓上，都積極展開各項長遠性的規

畫，希望在僧團的帶領下，法鼓山全體僧俗四眾，都能共同朝此目標全力邁進。

2004年間，聖嚴師父也多次重申法鼓山的定位與方向，在一次對僧團大眾的開示中，

特別指出：「法鼓山是以弘傳漢傳佛教禪法為使命，並朝國際化發展。」所以我們歡迎海

內外華人，以及世界各地、各民族的人士，來法鼓山學習漢傳佛教，但師父也強調：「雖

然我們廣納多元、也不排斥參與多宗派的各種學術活動，但是以漢傳佛教為宗旨。」

在此大方向之下，2004年僧團的工作內容，在法務推廣、僧眾教育、僧眾成長課程、

道場建設等面向，介紹說明如下。

除了於全省各分院、辦事

處舉辦例行的共修活動，例如

定期的念佛、禪坐共修，大悲

懺、淨土懺法會、佛七、禪

七、週日講經；年度的大型活

動，則有於農禪寺舉辦的梁皇

寶懺法會等，高雄紫雲寺舉辦

的「都市清明佛七」、「都市

初階禪七」。

其中，7月份在農禪寺所舉

辦的「念佛禪七」，由聖嚴師

父全程親自開示，此為第二

次舉辦「念佛禪七」。師父在

培育人才 弘法利生

法鼓山僧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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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禪期中，再次詳述念佛禪的觀念與方法，對於禪期的進行方式，也有完整的說明，對

於未來舉辦類似的活動，具有關鍵性的意義。

而高雄紫雲寺首創的都市型精進共修活動——「都市清明佛七」、「都市初階禪七」，參

與者可以全程參加，也可以彈性選擇數天，可以居住於寺院，也可以選擇每天返回家中，

為忙碌但又渴望修行的現代人，找到一個二者兼顧的好方法，尤其是都會上班族。所以舉

辦後，受到大眾相當多的肯定與歡迎。

各地分院在推動定期法會、活

動的同時，也善加運用各地的資

源與義工，配合在地民眾的需

求，積極開發出不同的課程與活

動，例如近年在各地大力推廣的

佛學弘講課程及讀書會，已經發

展相當穩定。各類佛法講座中，

以「學佛五講」、「經典講記」最

受歡迎。

另外，在各地分院、精舍所舉

辦的禪藝教室，更是廣受歡迎，

課程包括花藝、書法、國畫、生

活英文、英文讀書會、兒童繪本、手繪書創作親子班。另外，位處辦公區的中正、中山精

舍還針對附近的上班族，規畫中午一小時的活動，例如八式動禪、大法鼓、相約甘露門

等，提供一個忙裡偷閒、忙裡放鬆的良方。

為服務廣大信眾，農禪寺在今年開設「網路知客處」，提供各項法會訊息的服務，同時

加設知客處的多項服務，例如基礎禪訓班報名、點燈、捐款等，以舒緩在知客處報名的人

潮，提供更快捷的服務。

在美國已成立二十多年的東初禪寺，向來是聖嚴師父在西方社會推廣漢傳佛教的重要據

點。為加強在西方的弘法腳步，今年特別從台灣派任三位法師──果明、果謙、果啟法師

加入弘法行列，讓在台灣總本山的僧眾亦有機會參與西方弘法的工作。



24

2004

．校外教學

至2004年，僧伽大學佛學院開

辦已進入第四年，學僧總人數達

56人，象徵已建立完備的四年教

育學程，各項解行並重的課程，

均以養成宗教師人品為目標，其

中在今年的校外教學上，特別安

排到法鼓山為台灣921大地震中

部災區所設的四個安心服務站。

除瞭解安心站在當地所發揮的功

能外，亦在當地負責慰訪人員的帶領下，實地深入各區進行一戶一戶的關懷。在面對面的

接觸中，學僧得以瞭解民眾的需要，並能分享佛法的觀念和方法。透過這二天寶貴的校外

教學經驗，滋長了學僧的悲心與願心。

．生命自覺營

2004年，僧大為加強與年輕人的溝通，開始舉辦「生命自覺營」，以「生命的覺醒與超

越」為主題，從受戒、生活威儀，到早晚課、早晚坐，完全隨著僧團的作息，讓學員體驗

出家人清淨與精進的生活。活動期間，透過「探索自我」、「我們的師父」、「基礎佛法」

等課程，讓青年學子探索生命的深層，自覺每個人生命的意義與目標。

「出家體驗暨僧才養成班」的學制，分為第一年的「出家體驗班」及第二年的「僧才養

成班」。在2004年2月，計有17位學僧順利進入「僧才養成班」；另外，則有8位男眾、24

位女眾就讀第二屆的「出家體驗班」。

在二年的出家生活基礎養成教育中，學僧們在解門、行門，慧業、福業雙翼並進下，成

就宗教師應有的身儀、心儀、口儀。

僧團的年度盛事——剃度典禮，在今年計舉行二次，共有25位受戒出家，分別為3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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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18人、9月13日的7人，為僧團再添法將。

．例行課程

延續過去採取的視訊教學方式，今年與僧大同步開辦的視訊課程包括；聖嚴師父的「出

家心行」及「高僧行誼」，淨照法師的「成佛之道」、齎因法師的「初期佛典選讀」、惠敏

法師的「思考與表達」及「議事學」、「禪定學」。

在研討課程方面，有果光法師所帶領的「比丘尼戒研討」、「大乘起信論研討」。在錄音

帶聽講課程部分，安排的是聆聽聖嚴師父早年所講的《圓覺經》錄音帶，上過課的僧眾們

對於師父對經典詮解的生動、深刻，以及強調佛法與生活的落實，都感到獲益良多。

除了佛法義理的解門課程外，另安排多項運用類的課程，例如建築師陳紀瑞老師的台語

翻譯課、中華佛學研究所專職黃怡琪的書法課，以及果燦法師的花鼓。

．禪七總護小參研習營

為了因應2005年禪堂的啟用，僧團在培養禪修帶領人才方面，已從多方面著手，其中

針對總護和小參人員，特別在10月13至15日一連三天在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禪七

總護小參研習營」，共有28位僧眾參加，聖嚴師父不但親自授課，並多次前來開示、指

導，足見對此一課程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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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三天課程規畫了九次的小組研討

和演練，在具有豐富總護經驗的法

師帶領下，學員從一開堂的禪堂規

矩講解、引導、小參……等，將禪

七完整的過程都做一實地的演練。

．聖嚴師父講授：法鼓山禪佛教的

定位與內涵

為了闡明法鼓山所弘傳的漢傳佛

教禪法的內涵，並建立僧團的中心

主軸，聖嚴師父於10月間以「佛

教——漢傳佛教——禪佛教」為主

題，為全體僧眾進行四次課程。講授旨在於釐清漢傳佛教的內涵和精神，並強調法鼓山所

弘傳的禪佛教是以開放的胸襟與世界佛教接軌，並指出，唯有禪佛教能符合其時代性、適

應當代及未來的世界。

聖嚴師父於課程中強調，唯有清楚自己的定位和方向，才不致迷失方向，也才能承擔起

推動人心淨化、促進世界和平的弘法大任。

此一課程結束後，僧團並分別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農禪寺二地及各地分院，安排了

二次研討課程，讓上過課的僧眾們研討所學，並分享心得，溫故知新而能更深入聖嚴師父

開示的內涵。

．聖嚴師父講授：如何成為法鼓山僧團優秀的執事

身為現代出家人，尤其是弘傳漢傳佛教的法鼓山宗教師，如何肩負起推動法務的優秀執

事，向來是僧眾養成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在10月間，聖嚴師父針對曾擔任過監院及

事業體一級主管，進行三次課程，師父向與會的僧眾們強調：我們應站在漢傳佛教的立足

點上，以宏觀的視野、開闊的胸襟，致力於將漢傳佛教與世界接軌。

本年，農禪寺獲評為台北市歷史建築。已有三十四年歷史的農禪寺，是聖嚴師父推廣心

靈環保的所在據點，也是法鼓山的發祥地，有鑒於對台北市，甚至全台灣具有重要的貢

獻，因此，台北市古蹟及歷史建築審查委員會將其中古老的建築物評定為「台北市歷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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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除可繼續使用，並受到主管機關的保護。此一意義，不但肯定農禪寺建築物的價

值，更是對師父所倡導的心靈環保表示肯定。

2004年完成二棟設備完善的宿舍，做為禪眾的住宿空間。由於象岡道場為漢傳佛教在

美東地區規模最大的禪修道場，也是目前西方世界最具知名度的漢傳佛教禪修道場，每次

禪七都有來自世界各國禪眾的參加；因此，陸續完成的各項建設，將有助於法鼓山在西方

的弘法工作。

興建中的禪修中心，在2004年動工後，工程進行相當順利，預計可在2005年夏季灑淨

啟用。這將是法鼓山在東台灣的一座禪修中心，配合當地清新、自然的環境，舉辦各類禪

修營、研討營，將成為一個兼具修行與休閒的淨化心靈中心。

以「弘法利生」為家務的僧團，在2004這一年中，不但能持續辦理各類型弘法活動，

更可貴的是，能在緊扣佛法精神核心的前提下，呼應社會、時代的需求，開發出多種多

元、創新的活動，例如僧大的生命自覺營、紫雲寺都市佛七與禪七等，勇於突破的精神，

展現出僧團源源不絕的動力，正是佛法人間化的最好示範。

而在「外弘」的同時，僧團也非常重視僧眾的「內修」，除了加強早晚殿堂課誦的輔

導，也鼓勵僧眾每年至少參加二次長期的精進修行活動，以長養法身慧命，滋養菩薩道上

的資糧；也透過各式課

程，培育人才、凝聚共

識。

僧團這種種的努力，無

不希望為2005年法鼓山的

落成開山，做最好的準

備，也希望在聖嚴師父的

帶領下，盡力為所有的大

眾，提供豐富、有內涵的

佛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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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台北縣淡金、基金、陽金三條公路交會處──金山鄉三界村「法鼓山佛教教育園

區」，整體工程主要分為三個階段進行，2003年底前，以第一期工程為主，至2004年底

前，已階段完成發包施工，預計在2005年啟用。第二期工程「法鼓人文社會學院」部

分，並於今年4月11日在該校預定地舉行灑淨祈福儀式及動土典禮。

去年（2003年）已完成的主要大樓工程包括：教育行政大樓、圖書資訊館、男寮、女

寮，其中教育行政大樓中的大廳、國際會議廳及攝影棚，則於今年進行室內裝修工程，且

有多項主要工程於今年逐步完成規畫設計、發包、施工中，包括「第一演講廳兼大殿」、

「接待大廳」、「禪堂」及「全山的園區景觀」等，以下分別以圖文概述、專文呈現方式，

說明主要工程的進度發展。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
工程進度概況

法鼓山工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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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棟共有四層樓，今年主要完成室內裝修工程

設計的定案、施工圖擬定，並確定工程使用的

材料。

除了開山紀念館仍在設計規畫中，其他樓層皆

已進行內裝工程施工；大殿佛龕已確定樣式模

型，並進行施工中。

外觀部分，已完成的銅板瓦屋頂，將由深褐色

逐漸氧化成墨綠色，屆時將與山景融合，而有

極佳的呈現。

全棟共有七層樓，今年主要進行大寮（廚房）的工程施工，已完成約百分之四十；其中，

第五層樓「聯署辦公室」已完工，園區內有六個單位於10月進駐辦公。

第七層樓「第二演講廳兼齋堂」以及其他樓層工程皆在進行設計，並陸續完成部分內裝工

程發包。

外觀部分，已完成的銅板瓦屋頂，也將由深褐色逐漸氧化成墨綠色。

園區第二大樓（接待大廳）

園區第一大樓（第一演講廳兼大殿）

今年主要完成

內裝工程規畫

設計、發包作

業。

外觀部分，已

完成的銅板瓦

屋頂，也將由

深褐色逐漸氧

化成墨綠色。

禪堂

聯署辦公室啟用灑淨儀式

禪堂宿舍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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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全山的園區景觀

朝山步道——林間區

初步完成林間區的大樹移植，其中一株標號為「4號」大樹，是

從法鼓人文社會學院預定地移植而來，為目前園區中噸數最高的

樹木，達四十多公噸。林間區步道則計畫進行施工中。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樹木移植專案

此專案為法鼓山與嘉義大學的建教合作案，截至今

年底，從法鼓人文社會學院預定地共移植約六百棵

樹木至園區適當地點，主要進行斷根及移植作業，

計畫共將移植約一千棵。

朝山步道——溪濱區

以生態工法整治溪濱區即將完成，並初步完成區內大樹移植及步道石材試鋪。

法華鐘公園

今年，法鼓山委託日本老子製作所

株式會社鑄造一口總重量達25噸

的「法華鐘」，計畫以二年時間完

成；設鐘之處，並將闢為「法華鐘

公園」。

開山觀音公園

今年8月4日，法鼓山舉辦新鑄銅的「開山觀音像」安座、灑

淨儀式，並計畫將安座佛像之處，闢為一座「開山觀音公

園」。

朝山步道——棧道區

此為設置於大殿前方的棧道，可

直通至大殿；至今年底已完成二

分之一的棧道旁大樹移植工程，

步道區則計畫進行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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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泵設備

此設備主要是運用能量的轉換過程，吸收空

氣中的熱氣轉換成熱能，如此能夠較為省

電，達至能源的有效應用；而且所產生的二

氧化碳較少，能減少環境污染。

今年已完成女寮的熱泵設備建置，禪堂、教

職員宿舍及男寮的熱泵設備，則於今年進行

專案發包中。

全區照明設計

此專案主要在於使用「高效率的燈具」，這種燈具的含汞量較少，發光效率較高，並且搭配

電子式的安定器，能夠較為省電。

此專案為配合各項工程的完成，再陸續施工建置。

全山環保及永續能源專案

環保生命園區步道工程

今年主要進行營造施工作業，整體工

程已初步完成。

其他專案性工程

園區警衛保全系統

今年已於僧伽大學、中華佛研所教室

設置此保全系統，之後將視實際需求

情形，機動性做規畫調整。

動線規畫指標系統

此專案為配合各項工程的完成，再陸

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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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2年9月開始籌設的「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於今年4月11日在該校預定地舉行灑淨

祈福儀式及動土典禮，預計於2008年開始招生。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在創設之初困難重重，為了取得相關政府機關的核准，光是土地

洽購的歷程便耗時費日，緊接著有多項執照的申請，過程中，歷經協調土地所有權、山坡

地開發等困難情事，憑藉著眾人的願力與投入，讓困境一一克服；「法鼓人文社會學院」

的動工工程，隨著灑淨儀式的舉行，才逐漸露出曙光。

動土儀式當天應邀出席的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致辭肯定該校計畫以「心靈環保」理念來

培育人才，將能做到人與自然的融合；教育部部長黃榮村同時嘉許該校未來在宗教方面的

學術研究，將可以為教育立下可長可久的典範。由此可見，「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於設立

之初，於法理、教育理念方面，已獲各方的支持與認同。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動士灑淨
建設富有自然人文精神的校園

法鼓山工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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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的創校理念為「根據人本

思想、激發宗教情操、建立校園倫理、培養服務的

人生觀、開拓國際視野」，從校園建築的規畫到課

程設計，甚至是校內外各種活動，均是以培育人文

精神為核心主軸，其次才是進一步追求各科的專業

知識。重視環境與自然相互結合的校園，著重在心

靈陶冶、宗教情懷養成、國際視野開拓等專業課

程，讓這所學校自然流露的人文校風迥異於一般，

「境教」的功能於潛移默化中展現，希望成為一所

專門培育「全人格教育」的大學。

而且，未來學校的設立運作，將會結合中華佛學

研究所二十多年的辦學經驗，與豐富的人力、設備

資源，希望藉此培育出慈悲與智慧兼具的優秀人

才，共同推動「心靈環保」，服務社會人群。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的設立，不僅是法鼓山大學院教育的理想落實，在法鼓山心靈環

保、生活環保、自然環保與禮儀環保四種環保的理念下，該校也將透過人與自然環境的真

正交融、和諧共處，逐步落實法鼓山所提倡的「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理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動土典禮

之前，今年3月23日，立法院才

正式三讀通過「私立學校法」

部分條文修正案，主要內容是

開放私立大學或宗教法人，向

教育部申請設立單一宗教研修

學院，將宗教研修院所的設置

納入正式學制。這項法案的通

過，將使「法鼓人文社會學院」

未來於宗教研究學院的發展，

獲得社會法律的合法基礎，該

校在此刻舉行動土儀式，更顯

得意義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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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法華鐘」聲響
盼法華經義遍傳三界

法鼓山工程建設

法鼓山是一座觀音道

場，眾所周知的〈觀音

經〉，即是《妙法蓮華經》

（亦稱《法華經》）中的第

二十五品〈觀世音菩薩普

門品〉，「法鼓」一詞，

亦出自於《法華經》；因

此，自修觀音法門的法鼓

山創辦人聖嚴師父，為了

發揚法華精神，便發願在

法鼓山上設置一口青銅梵

鐘「法華鐘」，希望可以

透過鐘聲，將《法華經》

普度眾生的法音，傳遍

三界，讓一切眾生皆獲

法益。

歷經一年多的尋訪與評估，最後決定委託日本「老子製作所株式會社」鑄造，預計以二

年的時間鑄造一口總重量高達25噸的大型弘鐘，鐘體內外鑄上有「經中之王」之稱的《法

華經》一部共計六萬九千六百三十六字、〈大悲咒〉一卷四百二十四字，以及多寶塔的雙

佛並坐圖一幅，這口弘鐘噸數之龐大，為台灣首見。

為了表示慎重之意，老子製作所株式會社社長元井實專程來台，於今年5月11日在農禪

寺與法鼓山僧團副都監果廣法師代表簽約。果廣法師於簽約儀式中表示，在鑄鐘的同時，

也積極規畫相關方案，如設置法華公園等，使其未來能進一步發揮教育的功能。

2003年初春，「法鼓山佛像製作籌備小組」接獲聖嚴師父的指示，要在法鼓山上設置



35一口大鐘，鑄鐘的準備工作便開始著

手進行。一開始，「法鼓山佛像製作

籌備小組」積極於台灣各地尋找有鑄

鐘經驗的廠商，但始終未能找到條件

合適的對象。

經過多次研討後，開始轉向日本、

中國大陸及韓國尋找。其間，並逐一

前往各地的鑄造廠商實地探勘、蒐集

資料。在統合了諸多經驗後，籌備小

組瞭解到鑄造此法華鐘的難度，不只

在於法華鐘須求的重量龐大、鐘聲須具備淳厚悠揚的品質，更在於對鑄字技術的要求。歷

經了四個月的評估，審慎訂立評核標準，包括工廠的專業度、經驗與誠信度，鐘的形式與

品質，鐘聲的特色及字體的形式等；又經過了半年的溝通、試做，與材質、造型、鐘聲的

模擬等，最後才選定由具有二百多年歷史的日本老子製作所株式會社承製。

老子製作所株式會社在日本享有高知名度，是一家大型梵鐘的專業鑄造公司，曾經鑄造

過廣島和平鐘，對於鑄造唐式造型的梵鐘及鐘聲品質，相當要求。

為了鑄造法華鐘，法鼓山特別發起「法鼓山建設基金會法華鐘專案」，以銅製法華鐘模

型與發心的護持信眾結緣，做為感恩之意。在法華鐘籌備鑄造的階段，法鼓山便透過此護

持專案，廣為分享法華鐘所負載的精神，同時集結眾人的護持願力，共同成就法華鐘宣說

法義之願，並藉此發揮法華鐘的感化意義，更期盼此願能夠隨著鐘聲的遠播，願願相傳。

鑄造此法華鐘估計共須耗時二十個月，預計將於2005年年底完成，此梵鐘規模龐大且

富有深刻弘傳佛法的意涵，允為世界級和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一項佛教法門重寶。法華鐘的

鑄造，不僅彰顯了法鼓山以《法華經》為精神寄託的深意，更象徵了法鼓人弘揚佛法的同

體大悲，也是普願人品提昇、人間淨土的實現。



36

2004

開山觀音安座
寄予飲水思源之情

法鼓山工程建設

今年8月4日（農曆6月19日）為觀世音菩薩成道

紀念日，聖嚴師父特別選在這一天，為法鼓山佛教

教育園區中新鑄銅的「開山觀音像」，主持安座、

灑淨儀式。儀式在當天上午十點三十分開始，由聖

嚴師父、最早來此開山的全度法師，以及法鼓山僧

團都監果品法師共同主法，引領著一百多位信眾持

誦〈大悲咒〉繞觀音平台三圈。為了表達飲水思源

之情，30位從早期一路護持法鼓山的開山信眾，也

應邀參與觀禮。

新鑄的開山觀音坐像，重達2.8噸，高5米，鋼筋

混凝土的基樁共八根，各深16米，直徑80公分。

觀音像左手握著一只淨瓶，舉起的右手輕持楊柳

枝，十分莊嚴；此觀音像安座在法鼓山園區建築群

的最高點，是一處可以俯瞰大殿、接待中心與金山

平原的「觀音平台」。

最早在此開山的全度法師，首先在1985年塑立了一尊青銅觀世音菩薩坐像，先經泥塑

完成泥胚，再製成玻璃纖維像，先後歷經二位佛像雕塑師共同創作完成，塑像供奉於當時

的金恩寺佛殿中，法鼓山接手後則稱其為觀音殿。由於此觀音殿將重建為未來園區的大

殿，因此觀音殿於1999年11月10日拆除，觀音像便移駕至臨時寮旁的臨時觀音殿中。

與法鼓山一同走過早期艱苦的開創期，到現在佛教教育園區儼然成形，此尊觀音像已是

法鼓人共同的記憶，也是意義深重的象徵。這些年來，聖嚴師父心中不斷思量著此座觀音

像的安置問題，由於此觀音像是以玻璃纖維製成，要經常維修且無法久存，因此最後決定

重塑一座，以長久保存此一具有開山意義的觀音像。今年4月3日遂將觀音像移駕至鑄造

廠，依原模、按相同比例重新翻修成銅像，並命名為「開山觀音」，此即為現今安座於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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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還特別指示，此觀音安座之處，將闢為一座

「開山觀音公園」，並須視其為一修行之地，未來將提供

給信眾前來參拜，讓大家以清淨、虔誠的心境，默念

「觀世音菩薩」聖號，供養觀世音菩薩；在瞻仰此尊具

有開山意義的觀音像同時，體會到法鼓人對每位開山信

眾的感恩之意，並且也感謝他們的奉獻。

在這次的開山觀音安座儀式中，聖嚴師父除了主持灑

淨外，更慎重地邀請早年跟隨師父一起開墾的老信眾們回法鼓山觀禮。受邀者除了全度法

師，還有提供中華佛學研究所獎助學金的李春金老菩薩，以及自師公東初老人時代至今，

捐贈冬令救濟物資不曾間斷的李徐緞之老菩薩等人。

高齡八十一歲的李春金老菩薩，一心希望培育更多佛教人才，在二十多年前，甚少有人

關心到佛教人才培育之際，李春金便發心護持中華佛學研究所，並持續提供獎學金，鼓勵

佛門弟子奮發向上。而早年即皈依在東初老和尚門下的李徐緞之老菩薩，亦護持佛研所多

年，如今她因病躺臥在床，此安座儀式，則由其媳婦李陳溫溫、孫女代表參加。

在2005年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第一期工程建設完工之前，先行舉行開山觀音安座大

典，意義顯得格外深遠。因為開山觀音的安座，代表了法鼓山對觀世音菩薩以及每位開山

者的感謝之意，並希

望將這份心意傳承給

後代子孫，讓眾人都

能常懷感恩，且學習

觀世音菩薩的慈悲願

心，在苦難中救濟苦

難，發揮自利利他、

自助助人的菩薩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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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餘棵原生樹移植計畫
將景觀與自然生態相融為一

法鼓山工程建設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第一期工程已陸續完工，第二期工程「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建設，

經過十五年的籌畫申請，今年終於獲准啟建。在該校的預定地上，有著上千棵的原生樹

種，有的樹木甚至已在當地生活了上百年；為了讓法鼓山上的每一棵原生樹木都能獲得生

養，繼續留在法鼓山上守護寸寸土地，2003年開始，法鼓山僧團與法行會即組成一個專

案小組，推動移樹計畫，將校園預定地上的原生樹木，搬移至法鼓山第一期工程建地上，

不但讓樹木得以存活下來，也讓原有的樹木很快與四周合而為一。

這項法鼓山原生樹木移植專案，邀請到嘉義大學森林系教授廖秋成擔任主要負責人，為

了落實法鼓山自然環保的理念，移植計畫均以「生態工法」為施工原則。所謂「生態工

法」，即是以維護原有生態為基礎，以安全為導向的工程建設方法，希望能減少對自然環

境的傷害，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育，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存、永續發展的工程新觀念。

該移植計畫首先進行預定地內的樹種調查，接著

將每一棵樹編號、拍照，及確定將要移入的地點；

千餘棵準備移植的樹木，包括紅淡比、楠木、魯花

樹、細葉饅頭果、台灣朴樹、烏臼、樟樹、大葉釣

樟等二十多樣樹種。採用「生態工法」的移樹方

法，在移植整棵樹木時，除了樹木本身，還包括地

表植被、土壤等的完全移植，務使樹木在移植過程

中，毫髮無傷。

由於樹木氣根的長出，代表其水分的吸收良好，

可以維持生長。因此移樹之前，每一棵樹都要進行

二次斷根，待吸收充足水分、養分的氣根長出後，

才準備移植。

其中，一次相當特別的移樹任務是在6月25日，

移植專案小組為七棵長在同一塊岩石上的原生樹搬

家，這七棵樹包括了紅淡比、楠木、魯花樹、烏臼

等四樣樹種，它們彼此之間的氣根相互交錯，不易



39分別斷根，因而決定一同移植。在移植過程中，最

重要的是不能讓包覆樹根的土球被破壞，協助搬運

的工人們先小心翼翼地將土球包覆起來，再藉由大

型吊車、拖板車，將樹木移植至男寮前的土坡上。

這七棵樹木總重量將近36公噸，高約4.6米，自

移植開始至結束，費時長達約九個小時；原本棲息

在樹上的昆蟲，在搬移之後仍大聲鳴叫著，似乎沒

有受到遷徙勞頓的影響，說明了這七棵樹的整體生

態被保留得十分完整。這樣的移植方式，有如完整

移植一片樹林，受到有如樹林庇護之地，之後便不

須再進行造林造景的工作。

植樹工程，最重要的就是水分的有效管理，要讓

水分確實深入根部，並經過樹葉使之蒸散，完成整

體循環，如此樹木才能呼吸順暢、成長無礙；因

此，移植後的每一棵樹都有專人負責管理澆水的工

作。完成移植的樹木，其存活尚有二週的危險期，仍需接受觀察及保護，這樣的照護通常

得維持約一年，樹木的健康、成長狀況才能算是穩定下來。

為了做好自然環保，讓原生樹木生態繼續保持生機，此移植專案計畫歷經數次的場勘照

相、造冊登錄、前置斷根、包紮養護，同時配合景觀覓地移植，以及移植後的保育養護計

畫等，截至2004年年底為止，專案小組共移植了六百二十六棵樹木，投注了諸多人力、

物力、時間，皆是希望使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校園預定地上的參天古木和豐富生態，能夠盡

可能完整地保留下來。

目前，法鼓山園區已完工啟用的建築前空地，大都可見原生樹的身影。整體移植、造景

工作持續進行著，法鼓山的景觀隨之點滴變化；這些樹木一棵棵地被移植栽種下來，不僅

讓人們可以欣賞到由原始樹木成就的自然之美，同時也柔和了法鼓山的整體建築。當植樹

計畫完成時，法鼓山的建設即能充分實踐建築與大自然融合為一、彼此和諧共存的自然環

保理念。

為了使環境教育與自然教育，落實在人與自然的和諧關懷上，移樹專案小組也發起了

「護原生樹‧原環保夢」認養辦法，讓眾人一起發願認養樹，學習關懷一棵屬於自己的

樹，有如愛護每個人心中的一片淨土，進而使每個小小的願心，成為一棵大樹持續成長的

生機。未來，這座綠意盎然的自然山林，將蘊含著眾人成就法鼓山千年道場的願力，讓法

鼓山能成為處處菩薩、步步清涼境的菩薩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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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法鼓山於台灣各地區廣設分

院、辦事處等，步步推動全面教育，使整體關懷能有效落實。

目前全法鼓山體系下，在台灣部分有中華佛教文化館、農禪寺、桃

園齋明寺、南投埔里德華寺、台東信行寺、高雄紫雲寺，三個分院：台

北安和分院、台中分院、台南分院，三個精舍：基隆精舍、台北中正精

舍、台北中山精舍，三個安心服務站：台中東勢安心服務站、南投安心

服務站、南投竹山安心服務站，二個教育訓練中心：台北縣土城教育訓

練中心、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以及十三個辦事處、三十

七個共修處、一個聯絡處，另於竹科禪修園設置了一個共修點；而台中

分院、南投埔里德華寺、花蓮辦事處亦兼有安心服務站的功能。其中，

法鼓山於2004年新設的共修點則有，台北縣泰山鄉的泰山共修處、桃

園縣觀音鄉的觀音共修處，台北市的松山臨時共修處，希望讓民眾擁有

更多的共修、精進處所。

在海外部分，美國地區由紐約東初禪寺、護法會、象岡道場三個單

位分工進行弘法工作，以下包括十六個聯絡處、九個共修處（2005年2

月起改為聯絡處），加拿大地區有二個聯絡處，包括溫哥華聯絡處、多

倫多聯絡處；亞洲地區有三個分會，包括新加坡分會、馬來西亞分會、

香港分會；大洋洲地區有二個聯絡處，包括澳洲墨爾本聯絡處、澳洲雪

梨聯絡處；歐洲地區有一個聯絡處，為盧森堡聯絡處。

於弘法工作的推展方面，法鼓山結合各種功能不同的事業體，彼此

分工合作，俾使「人間淨土」理念逐步實踐。各主要事業體包括僧團、

護法總會、法鼓山僧伽大學、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法

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法鼓文化、法鼓山基金會，部分事業體

之下並包含子事業體，期使能協力完成弘法目標。以下則分別針對各事

業體於2004年的主要工作內容、例行活動做重點介紹。

各單位、各地區

活動概述

2004年例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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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以位

在台北縣金山

地區的佛教教

育園區為總本

山，但園區各

項工程建設尚

未完工，因此

共修活動地點

多半於園區臨

時寮舉行。

園區臨時寮且為全山飲食、參訪的中心，也是許多重要集會的場所，每逢新春、聖嚴師

父開示等大型活動，皆會在供奉有釋迦牟尼佛佛像的臨時寮大殿舉行。

目前，園區臨時寮定期舉辦的共修活動，主要係針對園區的常住法師、專職人員、義

工，及中華佛學研究所、僧伽大學的學生，以及來自金山、三芝地區的民眾等；活動內容

包括每週六晚上的念佛共修、每月第四週週六晚上的大悲懺法會，每次約有一百多人參

加。

在每次的大悲懺法會之前，都會先安排一場朝山活動，自當天下午三點半開始至六點，

民眾沿著朝山步道，一邊持誦著「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一邊朝拜上山，以此沉澱身心

後，接續著參加晚上的大悲懺法會。這項活動有不少北部地區的信眾參加，有時候亦會有

南部信眾組團前來。

此外，園區臨時寮另一項重要的功能為，提供場地給禪坐會舉辦各種禪七、禪修營等活

動，山上的風光明秀、清淨，景致怡人，讓上山習禪者更能獲得身心舒暢的感受。

在法鼓山的成長過程中，農禪寺肩負著經營、推動法鼓山各項建設的重責大任；多年來

海內外許多信眾來此親近佛法，不僅成為漢傳佛教的一處典型道場，也是北投關渡地區一

帶獨具特色的人文場所，甚至已成為台灣佛教界相當知名的寺院。

農禪寺全年的例行活動大致可分為四類，有法會共修、講經、皈依及禪修活動。這些活

動皆由來已久。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

僧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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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自1987年起，每月舉辦一次的大悲懺法

會，至今仍持續舉行，且為農禪寺重要的例行

法會之一，每場平均有五百人以上參加，甚至

多達一千人；此外，淨土懺亦為每月例行法

會，每場約有四百人參加；週日講經則是約每

二週舉辦一次的活動，講經內容包括《普賢菩

薩行願讚講記》、《心的經典》、《金剛經講記》

等。

不僅如此，農禪寺每年也會定期舉辦具特殊意義的活動，例如5月的浴佛法會、8月的梁

皇寶懺法會等，其中為期七天的梁皇寶懺則約有近三萬人次參加。另有每年四次由聖嚴師

父親授皈依的典禮，今年共有六千六百多人在師父親授皈依下成為三寶弟子。

農禪寺，同時也是法鼓山主要共修法會活動舉辦的重要場地，包括3月舉辦的清明佛

七、12月的彌陀佛七，今年每場約有三百人參加；另有禪修推廣中心定期舉辦的禪修指引

課程、禪坐共修等。

2004年，對農禪寺來說也是值得紀念的一年，由於4月1日台北市古蹟及歷史建築審查

委員會正式通過農禪寺歷史建築登錄案，二層樓農舍、入慈悲門牌樓均為古蹟保存之列，

使農禪寺不僅是僧俗四眾安身立命、淨化心靈的道場，更是具有珍貴文化記憶的歷史建

築。

由東初老和尚創建的中華佛教文化館，是法鼓山的發源地之一，亦是中華佛研所早期的

位址，長期以來護持佛教教育及佛教文化事業。由於位處於北投郊區，人潮不比市中心，

平時舉辦的對外共修，以法會為主，固定舉辦的活動包括每年於正月初一至初三的千佛懺

法會、每月農曆12日的藥師消災法會、每月農曆19日的觀音消災法會，以及每年舉辦一

次的浴佛法會、地藏法會，每次法會至少都有二百

人參加。

有鑒於多數民眾對於佛教法會的意義並不瞭解，

也不清楚在寺廟中的法會是如何進行的，文化館今

年首次將為期一天的浴佛法會，移至館外附近的公

園舉辦，以鮮花、素果布置浴佛台，讓民眾共同親

身體驗浴佛儀式；而且在活動舉辦前，文化館更寄

出邀請卡、張貼海報，並介紹法會的意涵，此舉著

實增加了民眾的參與意願，讓原本預計三百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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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會，吸引了五百多人前往參加。

文化館是法鼓山體系中少數固定舉辦地藏法會的分院之一，而今年舉辦的地藏法會，亦

為歷年來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三天總計有近七百人次參加。與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除了

有5位農禪寺常住法師全程引領，還有約十位的僧大學僧前往支援，做為僧大梵唄課程實

習內容之一。由於僧大學僧的加入，似乎也象徵文化館有了新的傳承。

位在台北市區中心的安和分

院，定期舉辦的共修包括每週二

的念佛共修、每週四的禪坐共

修、週六的禪修指引、週日的佛

一暨八關戒齋法會，及初級禪訓

班、初階禪一、基礎佛學導讀等

七種，法會部分則有淨土懺法

會、大悲懺法會、地藏法會、觀

音法會、菩薩戒誦戒會、浴佛法

會等六種。

其中，每月第一週週日舉辦的

地藏法會，一直是當地信眾參與

最為踴躍的一項，因為法鼓山舉辦地藏法會的分院道場並不多，其中安和分院又是唯一位

在市區中心的分院，使得參加此項法會的人數特別多，每場約有六百人參加。

「禪藝推廣教室」亦是安和分院例行活動的一大特色，包括插花班、造福村、鈔經班

等，這些活動希望能透過才藝教授，接引當地民眾接觸佛法。禪藝教室的開班內容大致延

續往年，其中較特別的是，「老人讀經班」在今年邁入第五年，且轉型為「成人讀經

班」，方便接引年輕人一起讀經，主要研讀《彌陀經》、《正信的佛教》等；轉型後，不僅

原有的成員皆繼續參與，也增加了不少年輕新夥伴，是禪藝教室中參與情形最踴躍的一

班。

2002年成立的基隆精舍，自啟用後至今一直持續舉辦的共修為念佛、禪坐，今年分別

於每週二、每週五晚上舉行，參與的信眾主要來自仁愛、安樂二個共修處。其中，念佛共

修的參與人數，由原本二十多人增加至八十多人，成長相當明顯，同時由於悅眾菩薩們的

熱心投入，亦使會員們之間具有濃厚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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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隆精舍今年舉辦的例行共修還包括，每週三晚上的合唱團練唱、每週三晚上的

經典導讀、每週六早上的兒童讀經班、每月第一週週四晚上的法器練習、每月第二週週六

早上的朝山、每月第三週週四晚上的菩薩戒誦戒會等。

其中，兒童讀經班原本僅計畫於今年暑假期間試辦一次，然而舉辦後深獲好評，便持續

開課，成為每週的定期活動，內容以研讀《唐詩三百首》、《學庸論語》及《心經》等經

典為主，不限於佛經，古典經學亦是課程的學習重點，這使課程顯得格外活潑多樣，參與

學員多為國小三至五年級的學童，大多數學童家長都會陪同參加。

法鼓山朝山，亦是今年基隆精舍的例行活動之一。舉辦此活動的主要原因是，許多信眾

十分喜愛朝山，過程都是自行邀約、不定期辦理，之後便有人提議，希望將朝山列為精舍

的常態活動之一，讓更多人能共襄盛舉，進而親近法鼓山、學習佛法；緣此，基隆精舍於

今年3月開始，每月第二週週六早上舉辦法鼓山朝山，每次都有三十多人參加。

2002年成立的中正精舍，位處於

台北市區仁愛路上，自成立以來，

開設了許多共修活動，包括每週一

的初級禪訓班、佛學講座，週二的

禪坐共修、週三的念佛共修、週五

的助念法器教學等五種，以及禪藝

推廣教室開設的國畫班、生機飲食

班等。

在各項活動中，參與情形最為踴

躍的是「學佛五講」佛學講座，由

佛學推廣中心戴良義講師主講，每

次平均皆有四、五十人參加，有時

甚至高達八十人左右。由於佛學講座深受地區民眾的喜愛，今年特別為上課學員舉辦了一

場桃園齋明寺的參訪活動，並由戴良義講師帶領，引領大家透過不同方式，體驗佛法。

而禪藝推廣教室開辦的「兒童繪本班」亦廣受歡迎，因為課程內容豐富，涵括了繪本書

的製作引導，與繪本故事的意義解說，加上中正精舍附近多為住宅區，因地緣之便，許多

家庭會將小朋友帶來參加活動。

此外，禪修推廣中心於2003年推出「法鼓八式動禪」，中正精舍則於今年加入推廣動禪

的行列，自2月6日起每週四中午，帶領當地民眾做一個小時的八式動禪，每次參與人數約

有二十人，將可逐漸帶動當地禪修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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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台北市民權東路上的中山精舍，2004年全年例行活動主要有每週一晚上的禪坐共

修、每週四晚上的念佛共修，另有週六下午的禪修指引、週六晚上的初級禪訓班、週日晚

上的合唱團練唱等活動。其中，以念佛共修的參與情形較為踴躍，每場約有六十人參加，

禪坐共修每次則約有三十多人參加。

除了修行活動，中山精舍亦設有「禪藝推廣教室」，開辦了兒童書法、小原流花藝、太

極拳等課程。

此外，2004年中秋，中山精舍與中山區公所合辦了一場特別的晚會，名為「中秋關懷

弱勢晚會」，於中山區公所大禮堂進行，特別邀請盲胞及中山國小啟智班小朋友與會同

樂，活動以「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為主題，安排了活潑的晚會表演，包括直笛

演奏、中山國小小朋友的舞蹈演出、生命故事分享，以及精舍悅眾帶領現場民眾做八式動

禪、禪坐共修等，當天約有近三百人參加。

2004年桃園齋明寺定期舉辦的活動，包括每週四的

念佛共修、每週六的禪坐共修、每月第一週的大悲懺

法會、每季一次的佛一，以及浴佛法會、精進佛二、

精進禪一、初級禪訓班、佛學課程，春季、秋季超薦

法會，中元普度等。

其中，當地民眾對於念佛共修及大悲懺法會的參與

格外踴躍，念佛共修每場平均有七十人參加，大悲懺

法會每場則約有一百人。大型法會「春、秋季祭典」

參與人數則達三千人以上，參與民眾對於法會中，以

虔心誦經替代燒香、燒冥紙的環保做法，多能認同。特別的是，每季舉辦的佛一，於今年

加受了八關戒齋，接引更多有心進修的信眾；而今年所舉辦的三場精進禪一，於內容上增

加了戶外禪的練習，地點以該寺附近環境為主，因為齋明寺位處於桃園郊區，周圍環境清

新幽靜，十分適合戶外禪修練習。

此外，於5月份舉辦的浴佛法會，特別廣邀附近居民參加，且延長法會時間，將原本於

上午九點半至十一點半進行的法會儀式活動，包括浴佛活動及叩平安鐘持續到下午五點，

其間以壽桃、香湯與民眾分享，約有三百位民眾參加。

為了進行「齋明寺古蹟整建」修復工程，齋明寺於11月14日遷入臨時建造的鐵皮屋

後，整建工程開始動工，計畫施工二至三年，齋明寺更於每天中午舉行一場小型的《金剛



「動靜皆自在」人文講座
時 間 主 題 主 講 人

9月18日

10月16日

11月13日

12月18日

科技的迷思

骨頭生病了──認識骨質疏鬆症

激發潛能、追求卓越

寒冬藥食──和喜之道

彭作奎（法鼓山法行會中區分會會長）

陳進堂（署立豐原醫院院長）

蔡瑞榮（立人高中校長）

陳建仲（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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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誦持共修，邀請義工、民眾

一起為工程、所有眾生祈福。

台中分院今年舉辦的例行活

動，大致上延續往年，內容包括

每週一晚上的禪坐共修，每週

二、四、五、六的讀書會，每週

三晚上的合唱團練唱、兒童讀經

班，每週四上午、週五下午的義

工才藝成長班，每週五、六的念

佛共修，每週五晚上的初級禪訓班，每週六下午的佛學及專題講座等八種；禪修活動方

面，則包括每月一次的禪一，每半年一次的戶外禪及禪二。

法會部分，則有每月一次的地藏法會、大悲懺法會暨菩薩戒誦戒會，每三個月一次的淨

土懺法會，及每年一次的浴佛法會；今年亦舉辦了二次佛一暨八關齋戒法會，人數皆近二

百人。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浴佛法會的參與人數為往年三倍，共約有四百多人；分院今年特別

於市區中心張貼活動海報，邀請民眾參加；此外，法會當天，法鼓山於台中桂冠酒店舉辦

的一場「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會議，聖嚴師父出席參加，眾多民眾專程至台中聽講，事

後亦順道前來參與法會，間接促使參與人數暴增。

今年，還有一位信眾發心借予台中分院一停車場做為活動空間，面積達一千四百多坪，

9月之後，便有活動安排在此舉辦，例如每年舉辦的歲末勸募會員聯誼晚會等。

此外，台中分院今年整年每週六幾乎皆安排有活動：上半年自2月份起，每週六下午舉

辦佛學講座；下半年主要活動則包括，舉辦四場「動靜皆自在」人文講座，每場約有八十

人參加；以及配合法鼓山基金會舉辦的十三堂「健康有機飲食秋季研習班」課程，每堂人

數約有一百二十人。由於活動內容多元、多場次，同時兼顧了接引民眾認識有機飲食及提

供悅眾們學習的多種功能，因此非常受到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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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華寺創於清宣統二年間，後因台灣921地震進行重建，為讓更多人獲得法益，2003年

5月22日德華寺第六任住持法明法師召開信徒大會，決議敦請聖嚴師父擔任第七任住持，

德華寺因而加入法鼓山，成為南投地區的弘法中心，自此，開辦各項共修活動。

目前德華寺仍延續著921地震期間所舉辦的各項共修，以安定重建家庭民眾的身心，今

年定期舉辦的活動有每週三的念佛共修、每週五的禪坐共修及每月第三週週三的大悲懺法

會；亦不定期舉辦觀音法會、浴佛法會、地藏法會等。

此外，該寺並多次前往勸募會員及護持會員的往生親屬家中，進行結緣助念，協助民眾

安定身心，或是舉辦聯合祝壽，端午、中秋、歲末的三節關懷慰訪，以及急難救助等。

台南分院2004年舉辦的例行活動，大致延

續往年，內容包括每週四晚上的念佛共修、

每月第一週週六的菩薩戒誦戒會、每月第三

週週六的大悲懺法會，以及每週一上午的讀

經共修、每週三晚上的禪坐共修、每週四晚

上的兒童讀經班、每週五晚上的佛學講座、

每月第四週週日的讀書會等。

其中，大悲懺法會為台南分院的大型活動

之一，每場參與人數均有二百人以上，而念

佛共修每次也約有百人以上參加，且經常有小菩薩參與。為了讓帶著幼齡小菩薩同行的信

眾能夠安心參與活動，分院於2004年下半年開始，特地推出小法鼓繪本導讀活動，於法

會同一時間在分院的閱覽室進行，讓小菩薩參加。

禪坐共修時段，今年則安排播出一系列具有次第性的聖嚴師父開示錄影帶，並有僧團法

師於現場進行重點提示及雙向交流。除了禪坐共修，亦有精進禪一、禪二等，每場約有三

十多人參加，讓禪眾們藉著禪坐共修，安定身心、進一步覺照自己的內心。

而每月舉辦一次的菩薩戒誦戒會，參加人數都頗為固定，約在三十五至四十五人之間。

此外，台南分院2004年並於清明節、中元節期間舉辦地藏法會，希望以莊嚴的佛教儀軌

引導民眾緬懷祖先與親人，替代一般民間超度的習俗與觀念。

除了各項定期共修，台南分院今年還舉辦了「生活佛法講座」與「健康講座」。生活佛

法講座邀請了南台科技大學教授王環莉主講溝通模式、家庭互動關係等主題；健康講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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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則有中醫養身、婦女保健、心臟保健等，邀請到台南新樓醫院心臟科醫師周立平主講，

由於講座講題切身實用，吸引了多位民眾參與。

甫於1997年交由法鼓山承接管理的

台東信行寺，在計畫擴建為「禪修教

育中心」後，今年度各項工程建設陸

續動工，大多數活動因此而暫停舉

辦。

然而，為了讓當地信眾不要中斷原

有的共修，信行寺仍每天邀請信眾前

來參加早、晚課誦，每週三晚上舉辦

例行二個小時的念佛共修活動，每次參與人數約有四、五十人左右；此外，信行寺亦於今

年農曆7月（9月5日），舉辦了一場地藏法會，約有一百多位民眾於法會中沉澱身心、淨

化心靈，同時也共同祈求進行中的工程建設，早日順利完工。

2001年初，聖嚴師父受高雄紫雲寺

首任住持演禪長老尼之邀，接下第三

任住持之後，紫雲寺正式加入法鼓山

的弘法行列。紫雲寺文化大樓於2003

年3月落成，由於空間量充足，紫雲寺

擴大舉辦了多項定期共修活動，包括

週二晚上的禪坐共修、週三晚上的地

藏經共修、週二及四早上的瑜伽禪坐

班、週五晚上的兒童讀經班、週一晚

上或週六上午的佛學講座、週五或週

日上午的念佛共修等六種，以及每年三次的觀音法會等。

紫雲寺自落成啟用後，亦每年與農禪寺同步打彌陀、清明佛七，以方便高屏地區的信眾

參加精進修行，平均人數每天約有七十位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自2001年即開始在每年農曆7月舉辦的「三時繫念」法會，今年特別發

函邀請了紫雲寺資深信眾一同參加，由於演禪長老尼於2003年6月圓寂，希望藉此活動，

表達對於演禪長老尼的感念之意。而這也是今年7月最大型的法會，參與情形格外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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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將近七百人。

此外，紫雲寺所舉辦的「佛學講座」，今年特別邀請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主任祕書林

其賢老師自9月開始，主講「佛教徒的生活」課程十堂，以接引更多人學佛，並引導民眾

們從生活中體驗佛法。為了擴大接引學佛的民眾，未來，紫雲寺將邀請林老師規畫系列

性、階段性接引民眾學佛的課程，此次的「佛教徒的生活」講座，即是為了該系列活動暖

身。

除了一般性的法會共修之外，紫雲寺於下半年還開辦每週一堂的「筆禪書法班」，邀請

專業講師，指導學員們將書法原理與禪修方法做巧妙結合，內容活潑有趣，首次舉辦即獲

好評，每次約有近三十人參加。

同樣在高雄地區擔負弘法重任的三民道場，囿於場地限制，平日所舉辦的活動數量雖然

不及高雄紫雲寺多，但定期舉辦的共修活動仍不少，主要內容包括週一晚上的合唱團練

唱、週三晚上的兒童讀經班、週四晚上的禪坐共修、週五下午的讀書會、週六晚上的念佛

共修等五種。

法會共修方面，大悲懺法會、菩薩戒誦戒會向來是三民道場主要定期舉辦的法會，每次

約有一百多人參加。今年三民道場首次於7月份舉辦地藏法會，舉辦當時，適逢颱風過

境，但仍有三、四十位民眾不畏風雨前來參與。

此外，紫雲寺今年開辦的「佛學講座」之「佛教徒的生活」課程，三民道場每週二晚上

亦有舉辦，每次約有四十多人參加。

■佛學推廣中心

致力於佛學弘講的佛學推廣中

心，每年都會邀請專業講師，在

全台灣北、中、南各地區的分

院、精舍、辦事處、共修處，定

期舉辦各項佛學課程。

今年開課次數最多的地區為台

北市；開課次數最多的課程，則

是《修行在紅塵——維摩經六講》

與《學佛五講》，由於這二堂課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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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深入淺出，自佛學推廣中心開辦課程以來，一直受到最多的歡迎。其次，還有《正信的

佛教》以及《金剛經》、《絕妙說法──法華經》等經典導讀，從初階、中階至高階的課

程皆有，引領信眾們漸次深入佛法的智慧海。

此外，延續2002年開辦的《天台心鑰──教觀綱宗貫註》師資培訓課程，今年每月在農

禪寺開辦二次課程，內容愈見深廣，每次固定約有四十位學員參加。

佛學推廣中心還陸續舉辦第四期「心靈環保讀書會──讀書會帶領人」種子培訓初階課

程，從4至10月每月舉辦一至二次，內容主題包括「佛法讀書會的引導技巧與演練」、

「讀書會實體運作」等，以培育更多帶領佛法讀書會的專業人才。

■禪修推廣中心

法鼓山是以禪修為主的道場，於2000年5

月成立的禪修推廣中心，致力於各項禪修課

程的推廣，於去年（2003年）正式推出「法

鼓立姿八式動禪」。八式動禪是由禪修衍生

出來的修行方法，將禪修的「心法」融入運

動中，此動禪的推出，是為了幫助現代人達

到放鬆、安定身心的效果。今年5月再推出

動禪進階課程，內容分成動禪的細膩引導、走路禪、出坡禪三部分，提昇教學師資對八式

動禪的體會，著重於將動禪的方法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繼立姿八式動禪之後，今年禪修推廣中心又推出「法鼓坐姿八式動禪」，動作更不受空

間限制，各種場合皆適合應用。首場培訓課程於5月在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行，共有57位

來自台灣各地、馬來西亞、加拿大的學員參加。

2004年全台各地區開課次數

開課次數

地 區 北 市 北 縣 台中、彰化 高 屏桃園、中壢 台 南 花 東

32 19 10 2 2 11 5

2004各推廣課程開課次數

課 程 名 稱

修行在紅塵—維摩經六講修行在紅塵──維摩經六講

學佛五講

成佛之道

8

8

4

開課次數 課 程 名 稱

修行在紅塵—維摩經六講金剛經

探索識界

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

4

4

3

開課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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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禪修推廣中心則應各地機關團體之邀，前往指導禪修課程，課程內容大都以禪修

指引、八式動禪為主；申請單位則以公家機關、私人公司行號、學校居多。其中，有某知

名升學補習班為所有學生申請舉辦一連二十場的禪修課程，每場都約有二百位學生參加，

禪修效果獲得學生們的相當好評。

■法青會

以接引大專院校學生學佛的法青會，每年

都會定期舉辦大專青年禪修營，及寒暑假兒

童及青少年營隊、種子輔導員培訓，今年亦

是。

2002年自中正精舍成立後，由於地處台北

市中心，交通便利，法青會便在此安排各種

定期活動，至今仍持續舉辦的「週日講座」，

內容多與年輕學子關心的議題相關，今年安排的主題包括愛情、情緒管理、人生方向等，

共舉辦了八場。除此之外，也於農禪寺安排了三場影片研討活動，於觀賞影片後，邀請僧

團法師解析影片中的意涵，引導學子將影片的內容意義延伸至自己的生命中，並開放大家

彼此討論，多數學子們對此進行方式感到新鮮而有趣。

在農禪寺舉辦的「經典導讀」系列課程，今年主要研讀《普賢菩薩行願讚》、《佛遺教

經》，分別開辦了四堂課。此外，法青會還安排了五場「山水禪」活動，帶領學子以接近

大自然的方式，學習禪修方法。

法青會自今年9月1日起，每週三晚上在中正精舍舉辦讀書會，第一系列以研讀《與青春

有約》一書為主，邀請曾於中正精舍帶領讀書會的沈明華老師指導。

週日講座
時 間 主 題 主 講 人

2月22日

3月 7 日

3月28日

4月11日

5月 2 日

5月16日

5月23日

6月13日

校園的你，快樂嗎﹖

徬徨人生，真的徬徨嗎﹖

自在逍遙、活出自己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如何讓人生加值

如何當一個自利利他的義工

伴你最後一程

愛情的輪迴

田季訓（佛學推廣中心講師）

田季訓（佛學推廣中心講師）

謝瀛春（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廖志城（前禪坐會會長）

劉忠繼（新聞工作者）

洪永鎮（前禪坐會副會長）

石世明（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心理師）

楊蓓（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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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緣書刊推廣組

結緣書刊推廣組主要功能為編製與推廣法鼓山各項免費結緣出版品，透過讓民眾免費索

取或提供陳列點供人取閱，將生活化的佛法推廣到社會上各個角落，促進社會的心靈改

革。

出版方面，目前該組所出版的結緣書籍共分成七大系列，包括「學佛入門」、「生活實

用」、「心靈成長」、「智慧對話」、「精進禪修」、「智慧語錄」、「英文流通」，另有結緣

有聲書系列、結緣影音系列；合計出版品書籍共五十五冊、影音品二十七種。

其中，2004年新出版的書籍為英文版《人生為何》，影音品則有《暴風眼中有平安》

VCD、CD、錄音帶，以及《無名問無明》VCD、CD、錄音帶。

以2004年總印量來說，書籍共977,000冊，與去年（2003年）總印量746,000相較，成

長了30％；影音品部分，總印量為150,000片，與去年（2003年）相較，則成長了39

％。各項出版書籍中，申請、取閱情形最頻繁者為「學佛入門」、「智慧對話」、「生活實

用」等系列書籍。

影片研討

時 間 主 題 指導法師

9月 4 日

10月 2 日

11月 6 日

欣賞影片：《真情電波》

欣賞影片：《月亮的小孩》

討論主題：看見堅韌的生命力

欣賞影片：《城市的遠見──古圳町物語》

討論主題：佛法日用

果妙法師

果毅法師

果毅法師

山水禪

時 間 主 題 參與人數指導法師

3月14日

4月18日

6月27日

10月31日

11月27日

政治大學校園後面

桃園齋明寺

中華佛教文化館及周遭地理環境

土城教育訓練中心、承天禪寺後山

主題：日月朝聖、挑戰天山

草嶺古道

主題：草嶺古道芒花季

果祺法師、果弘法師

果建法師、果弘法師

果建法師、果弘法師

常寬法師、果妙法師、

常慧法師

果祺法師、果妙法師

52人

51人

43人

72人

4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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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方面，主要是透過法鼓山各地關

懷員，熱心協助徵求、尋找可供陳列法

鼓山結緣品的場所。截至目前為止，台

灣地區的推廣據點共有781處，相較於

去年（2003年）的589處，成長率為33

％；就推廣縣市來說，以台北市、台北

縣的推廣據點最多，其次則為台中市、

桃園縣市，及新竹、苗栗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同年，推廣組並於《法鼓》雜誌開

闢了一個固定專欄「一本書的因緣」，由曾閱讀過結緣書刊的讀者分享個人心得，鼓勵大

眾前來索取或捐款助印。

總括來說，結緣品的發行量，在這一年有相當明顯的成長，說明法鼓山的整體教育目

標，已逐漸受到社會普遍的認同與支持，未來在出版的類型和內容上，推廣組也自我期許

能有更多元化、更具深度的呈現。

全省結緣品陳列點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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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會

護法總會為推動教育、落實關懷，自今

年5月起，設置四個小組，分別是「自我

提昇推廣組」、「組織發展組」、「和喜小

組」、「勸募體系推廣策略執行小組」，這

四個組別各有分工及職司，「自我提昇推

廣組」是基礎，「組織發展組」為藍圖，

「和喜小組」則是由內而外漸次做關懷，

希望能逐步深化關懷面向，帶領更多民眾

認識法鼓山的理念與內涵；而「勸募體系

推廣策略執行小組」則以推動募人、募款、募心為工作重點。

其中，「自我提昇推廣組」是由過去的「生活佛法推動小組」演變而成，首要工作是推

廣「自我提昇日課表」，其次是籌辦悅眾、召委、勸募會員成長營活動，希望藉由教育方

式，使護法會員對法鼓山有更深化的瞭解，進而勸募更多人護持法鼓山。

「組織發展組」主要工作為接引新皈依弟子，使新皈依弟子都能參與護法會各會團的活

動，以對法鼓山有更具體的認識。另外，配合週休二日，該組也針對禪訓班學員辦理法鼓

山一日遊或二日遊，讓學員在參訪、認識法鼓山後，引發認同感，進一步加入護法行列。

至於「和喜小組」的工作則著重在護法組織的內部關懷。因此，該組成員會前往全省各

護法組織進行關懷，實地參與當地的委員會議，瞭解地區推動活動時面臨的困難，並將各

地區的意見歸納、研究，提出改善方案，以圓滿所有護法工作。

護法總會每年都會為各地召委、副召委、各會團正副團長舉辦「正副召委暨團長成長

營」，及「新勸募會員授證典禮」、「勸募會員成長營」，以接引新加入的勸募會員，並舉

辦勸募會員成長的活動。而且，每個月都會召開「全省召委分區會議」，每季都會召開

「全省會團長暨召委聯席會議」，以規畫、推動各項關懷、慰訪、聯誼、共修等，落實整體

關懷及推動全面教育。

今年的「勸募會員成長營」，與往年不同的是，內容以推廣「自我提昇日課表」為重

點，除了說明地區組織架構，及法鼓人的使命外，並引導大家落實「自我提昇日課表」的

應用；而且，今年的成長營均交由全省轄區各別舉辦，包括北部七個轄區及花蓮、嘉義、

高雄、屏東等地區，共有十七場，活動內容主要包括「自我提昇日課表」的實踐方法、成

果分享、推廣方法說明等；各地參與情形相當踴躍，北部地區每場都有一百人參加，其他

護法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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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每場則約有六十人參加。

為了落實地區的整體關懷，及培養各地資深悅眾成為講師，在護法總會的規畫下，首次

於各地區舉辦「悅眾鼓手成長營」，第一階段的六場成長營，由護法總會自我提昇推廣

組、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楊蓓共同進行規畫，活動對象為各地區的委員、預備委

員、小組長及會團組長，課程內容主要是讓各地悅眾瞭解如何落實佛法、提昇自我，並進

一步學習帶領護法信眾共同成長。

■禪坐會

禪坐會每年定期舉辦初階、中

階、精進等禪修活動，今年共舉辦

了九場初階禪一、三場精進禪二、

四場初階禪七、二場中階禪七、一

場高階默照禪七、二場話頭禪七、

一場念佛禪七，一場默照禪四十

九，以及二場戶外禪。這些活動

中，以初階禪修活動的舉辦次數最

多，而參與情形則以禪七最為踴

躍，每場活動的參加人數多為百人

以上。

較特別的是，已於2001年首次

舉辦過的「念佛禪七」，今年舉辦第二屆，這次尤其強調專持誦一句「阿彌陀佛」佛號為

禪修的法門，藉由一心念佛而達安定身心，此次活動並為往後的「念佛禪七」進行方式建

立了參考模式。由於這次活動由聖嚴師父親自開示、指導，參與禪眾相當踴躍，約有三百

六十人，且其中有不少人遠從澳洲、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而來。

禪坐會並於10月23日在農禪寺舉辦「助理巡香暨地區共修處監香講習」，希望參與的禪

眾未來能一起投入助理巡香、區域監香的行列，協助禪修活動的推廣，讓更多人共享禪法

的利益，當天，來自北、中、南等地約有百餘位禪眾參與。

禪坐會除了舉辦各類型的禪修活動，也受邀至各團體、機關授課，或受邀代為舉辦活

動，例如：彰化縣大葉大學的來函邀約，請法鼓山為該校修習EMBA的學生舉辦禪修課

程，為此禪坐會特別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行了一場「大葉大學禪一」，可見法鼓山教

授的禪法，已受到各界普遍的肯定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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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佛會

每週六晚上在農禪寺舉辦的二小時念佛共修，為念佛會最主要的例行活動，會後，同時

為亡者祈福、生者消災。這項活動，自念佛會於1982年成立以來舉辦至今，參與成員人

數在穩定中成長，除了許多以念佛為修行法門的信眾，都會定期參與共修外，許多民眾在

面臨親人往生之際，也會前來為亡者超薦，使得生者、亡者皆獲心靈平靜與安定。因此，

此活動的參與情形一直相當踴躍，平均每場參與人數都有三百人左右。

此外，念佛會每三個月都會在農禪寺舉辦一次「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提供信眾在這

一天進行精進共修的機會，平均每次參與人數約有六百人。

念佛會每年還會舉辦二次的佛七，包括清明節期間的「清明報恩佛七」，與年底的「彌

陀佛七」。「清明報恩佛七」今年約有七百五十人參加，而「彌陀佛七」，則約有三百多人

參加。

而為了培訓專業的護持人才，讓共修者可以獲得最佳的共修品質，念佛會每年都會針對

協助法會進行的「引禮組」義工，不定期舉辦培訓成長課程，今年共舉辦了四場，其中一

場，是特別為初加入成員而規畫的初階課程。

■助念團

助念團主要功能為協助法鼓山會

員及其家屬做臨終關懷，為往生助

念服務，今年活動重點為：與台北

市政府聯合舉辦「佛化聯合奠祭儀

式」、舉辦重大災難的超薦法會，

和舉辦臨終關懷及喪葬禮儀講習的

相關宣導。

「佛化聯合奠祭儀式」一年舉辦

四次，截至2004年底正好屆滿十

年，共舉辦了四十梯次，至今已為

388位往生者送行；十年來在法鼓

山「帶動助念關懷、推動禮儀環

保、淨化殯葬文化」的理念下，瞭

解佛化奠祭的大眾愈來愈多，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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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樹立良好的風範。

為了接引更多新成員加入，以利助念工作的推廣與傳承，今年5月助念團首度舉辦「心」

聯誼活動，邀請新皈依弟子和地區悅眾參加，進而認識、瞭解法鼓山助念團。

「助念法器師資教學培訓」是助念團新開辦的課程，於今年6月舉辦，由僧團法師負責培

訓、指導各區推薦的種子成員正確的法器執掌與儀態。此批種子學員共有73位，多數已通

過考核，將回到地區發揮傳承的功能。

停辦多年的「北區同理心課程」，則因應社會需要，今年再度開辦，於11月、12月分別

舉辦為期二十四小時的課程，課程內容主要包括指導助人技巧、助人歷程的分享及悲傷輔

導等，期能引導哀傷者走出悲傷，每次約有十六人參加。

■義工團

協助支援法鼓山各體系、各種弘

化工作的義工團，在法鼓山每一個

地區、每一個活動、每一個運作項

目中，都少不了義工的投入，除了

這些活動外，平時固定活動包括：

每月協助護法會整理會員資料，不

定期協助各會團郵寄生日卡、活動

資料、協助《法鼓》雜誌寄發……

等；並每月舉辦月會，或是小組各

自舉辦聯誼活動，佈達活動訊息、

工作內容等，以藉此凝聚團員們的

向心力。

為了增進團員們的專業能力，義工團各組皆定期安排了專業培訓課程。特別的是，義工

團為了使義工們的專業能力能夠獲得認證，今年首次舉辦「各組通識課程」，共有三堂，

內容安排參考義工協會給予認證所需具備的專業知能，希望做為未來協助義工取得正式認

證的準備。這項課程對象為所有的義工菩薩，主講人為僧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主題

為「悲智和敬擊法鼓」、「展現生命力──照顧自己，關懷他人」，參與情形相當踴躍，

每次與會人數高達四百人。

此外，義工團並安排階段性的培訓活動，如才藝成長班、系列演講等，以培養團員們的

第二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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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團

致力於以清淨樂音，接引眾

生「修學佛法、護持佛法、弘揚

佛法」的合唱團，目前在全台各

地皆有分團，包括台北團、基隆

團、羅東團、台中團、苗栗團、

員林團、豐原團、台南團、高雄

團等共九團，每團分別於各地區

每週安排一次練唱共修。

除了定期練唱之外，合唱團亦

會出席法鼓山各項活動，例如佛化婚禮、佛化祝壽、皈依博覽會、歲末關懷及地區會員活

動等，以佛曲演唱或會團介紹的方式，進行關懷。這些內部關懷，向來是合唱團的重點推

廣活動，希望能帶動法鼓人習唱佛曲，進而接引更多民眾學佛。

今年，合唱團首次參與了各地區的募款活動，包括配合法行會募款，在台北國家音樂廳

舉辦的「禮謝師恩音樂會」，及配合羅東地區募款，在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舉辦的「滿

一個願」音樂會等，希望以音樂演出的方式，與眾人分享佛曲，同時也致力於募人、募

心、募款的目標。

各組培訓課程

時 間 主 題 參與人數地 點

3月14日

3月至6月

6月 6 日

9月18日

10月9日

10月10日

導覽組培訓

醫護組培訓（共有十三堂課，3/6、3/13、

3/20、4/10、 4/17、 4/24、 5/1、5/8、

5/15、5/29、 6/5、 6/12、 6/19）

法青會及幼教組導覽培訓

香積組衛生講習

金山社大、基隆區與義工團接待組培訓

板橋、樹林、土城地區義工團接待組培訓

法鼓山階梯教室

農禪寺一樓禪堂

法鼓山階梯教室

農禪寺一樓禪堂

法鼓山函授部

土城教育訓練中心

約55人

約60人

約50人

約100人

約50人

約1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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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會

以歷屆社會菁英禪修營參加者為創會會員的

法行會，本年度所舉辦的例行活動包括：每個

月一次的例會，以及於每個月第二、第四週週

四晚上的讀書會。

例會中除了討論會務、協調支援法鼓山所推

動的活動外，亦安排各項專題講座，提供會員

共修、成長的機會。往年該項活動皆是由法行會會務組統籌舉辦，今年則是交由法行會各

組成員各別規畫執行，所有成員共分為十一組，每月輪流規畫一次例會活動，讓每位會員

直接參與，並發揮各自的專長設計活動，這使得今年的例會主題內容更加多元而活潑，每

場均有近百人參加。

此外，法行會也定期舉辦讀書會，今年主要是由資深悅眾林知美及廖彬良帶領大家研讀

聖嚴師父的著作《公案100》一書，並分享彼此於佛法學習上的心得。

法行會成立至今，屆滿五年，今年12月11日晚上則於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舉行慶祝

活動，當天晚會以「和喜自在心希望」為主軸，安排手語表演、歌劇獨唱等節目，藉此感

謝會員們對法鼓山各項建設的護持和參與。

各場例會中所舉辦的演講、活動
時 間 主 題 主 講 人

1月 8 日

2月 4 日

3月 5 日

4月 1 日

5月 7 日

6月 3 日

7月 2 日

8月 5 日

9月12日

10月 7 日

11月 5 日

雲水吟──禪宗溯源之旅

拚經濟與人生

在佛法的大海中水漲船高

──以法鼓山為舟行

台灣科技大未來──創新與超越

大選後的政經情勢及投資策略

我的佛緣

〈鳥與水〉舞集舞蹈表演

我與司法保護

心無罣礙無有恐怖

居安思危的環境風水學

參訪法鼓山（北中區法行會第一次聯合例

會／法鼓山森靈之旅）

家庭與事業的成功

非相非非相──談生命的態度

鄧美玲（永豐餘集團上善人文基金會執行長）

許志仁（南山人壽保險公司總監）

果毅法師（法鼓文化總編輯）

蔡清彥（法行會會長）

陳文郎（建華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

葉樹姍（知名節目主持人）

〈鳥與水〉舞集

施茂林（地檢署檢察長）

吳念真（電影製作人）

丁力行（環保署環保標章審議委員會委員）

許書訓（中華佛學研究所推廣中心講師）

張恬君（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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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緣會

由早期「社會菁英禪修營」女眾成員或

男眾成員的夫人所組成的法緣會，平日經

常是配合法鼓山所舉辦的各項活動，給予

各種協助，並擔任接待義工、關懷慰訪

等。

定期活動方面，今年所舉辦的內容大體

上延續往年，包括每月舉行一次例會，以

聆聽演講及交流會團訊息；每月在吳尊賢

文教基金會舉辦讀書會，主要研讀佛學經典；每月在台北安和分院進行二次的合唱團練

唱；每月舉辦高爾夫球比賽活動。此外，法緣會往年皆在室內舉行的年終「忘年會」，今

年特別轉移至戶外，前往淡水漁人碼頭舉行，並邀請僧團果東法師前往指導，約有四十人

參加。

值得一提的是，法緣會於1999年台灣發生921地震之際，參與慈善基金會「百年樹人助

學方案」的提案，慈基會於2003年9月開始設立「法鼓山百年樹人獎助學金」後，法緣會

成員仍積極參與相關募款、發放獎助金的工作。

■教師聯誼會

為了提供在職教師及退休教師各種禪修、學習的

機會，教師聯誼會每年都會定期舉辦成長活動，包

括每年二次的教師關懷成長營，以及於暑假期間舉

辦的二次教師禪修營等。

今年舉辦的二梯次教師成長營，5月的活動內容

以繪本教學為主，培訓出的許多繪本教學人才，後

來紛紛應邀至中山精舍及新店、板橋等共修處進行

教學，足見成長營培育師資的成效獲得肯定。11月活動內容，則以禪修推廣中心今年新推

出的「法鼓坐姿八式動禪」為主，讓教師們廣為習得新禪修方法，並協助推廣。

教師聯誼會今年12月首次推出「退休教師禪修營」，這場活動，緣於今年暑假所舉辦的

教師禪修營活動，吸引了眾多在職、退休教師前往報名參與，且人數超過了原定名額，最

後則是將名額保留給在職教師，主辦單位因此允諾將為退休教師舉辦一次禪修營，才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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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此次活動的舉辦。首次活動於法鼓山上舉行，共有近五十人參加，且獲得許多正面的迴

響，教師聯誼會亦計畫未來定期開辦此項活動。

■榮譽董事會

榮譽董事會是法鼓山於1989年成立護法會後，所創設的募款組織。過去榮譽董事並沒

有專屬的組織，聖嚴師父為了讓這群發心施財護持佛法的信眾，有更多機會接受佛法的熏

習，授意組成聯誼會，期能發揮團體共修精進的力量。1992年10月5日師父便邀請全體70

位榮董回到農禪寺召開首次會議，成立聯誼會的組織，希望之後藉著定期聚會相互關懷，

在學佛的道路上彼此提攜。

榮譽董事會今年在教師節前夕於國家音樂廳舉辦了一場「禮讚師恩音樂會」，除了希望

以最高敬意向佛陀禮謝，也禮謝聖嚴師父的法恩，並對普天下老師的啟蒙、解惑、奉獻之

恩，表示敬意與感謝。當天的音樂會，由名指揮家張佳韻率領愚韻室內管弦樂團、女高音

李靜美、男中音鄧吉龍，與法鼓山合唱團250位團員共同展演。其中，特別為這場音樂會

製作的〈法鼓山開山交響詩〉，將法鼓山從蟄伏中的等待、到方向底定、邁步向前的開拓

過程，以氣勢磅礡的交響樂呈現，令在場人士受到共鳴與感動。

■海外分會

北美地區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於1977年在皇后區（Queens）創立，1997年夏天在東初禪寺西北之

象岡鎮購置佔地120英畝的禪修道場，此即為現今的「象岡道場」，2004年年底完成建蓋

男女二棟宿舍，使其功能更為完善，能夠容納更多人來參加禪修活動。

東初禪寺為美國地區信眾最重要的共修、集聚之處，平時即舉辦多項活動，定期活動包

括：每週一的念佛共修，週二的禪坐共修，週四的太極練習，週日的禪坐共修、觀音法會

及英文佛法問答等；其中，以週日所舉辦的共修活動參與人數最多，每次至少有八十人參

加。

例行活動部分，不定期舉辦禪一、念佛禪一、大專禪三、西方禪五、精進話頭禪十、精

進默照禪十，與地藏法會、浴佛慶典等。其中，浴佛慶典參與人數最為踴躍，約有五百人

參加，而地藏法會每場也都約有一百五十人參加。

東初禪寺並與當地的電視、電台合作，於每週六凌晨十二點在WNYF電視台（25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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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大法鼓」電視節目；中廣電台則於每週一

至週六，上午及下午六點二十到六點三十，播放

聖嚴師父的演講開示十分鐘。有非常多渴望佛法

滋潤的東西人士，就因為在電視、廣播上接觸到

師父，於是進一步親自來到東初禪寺拜訪，甚至

定期前來參加活動。

由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禪堂即將於明年

（2005年）啟用，原任紐約東初禪寺住持的果元法

師於今年10月底回到台灣，投入禪堂規畫的行

列；而原任東初禪寺監院的果乘法師，則加入僧伽

大學的相關工作。新任的東初禪寺執事，則由僧團

從台灣派出果明法師、果謙法師、果啟法師，繼續

擔負起在東初禪寺的法務。

為因應北美地區長期的發展，2004年夏天，聖

嚴師父指示法鼓山在美國地區由東初禪寺、護法會

及象岡道場三個單位分工進行弘法工作。東初禪寺

著重在接引信眾、推廣佛法及開發義工，護法會著重在弘法、培育人才、募款及會員關

懷，而象岡道場則以禪修教學為主要功能。三個單位功能雖各有不同，但運作卻彼此相輔

相成。

其中，負責推動各聯絡處、共修處弘法活動的法鼓山美國護法會，目前會員以華人為

主，各處所接引的學佛者及參與活動者，亦以華人居多。2004年間活動較為頻繁的聯絡

處、共修處，分別詳列如下。

（2005年2月起各共修處改為聯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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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蒙州共修處位在美國東北新英格蘭（New England）地區的第一大州佛蒙州，成立

於2001年12月，目前每月舉辦一次共修活動，內容包括禪坐、讀書會等，有時也會一起

觀看「大法鼓」電視節目，聆聽聖嚴師父的開示，平均每場約有十五人參加。

紐約州聯絡處活動地點主要是在紐約皇后區的東初禪寺，今年，紐約地區的會員除了參

加東初禪寺舉辦的例行活動，例如聖嚴師父演講、禪坐共修、念佛共修、觀音法會、太極

拳班、瑜伽課、合唱團練唱、浴佛節及聯誼會活動之外，紐約州聯絡處每月也會在皇后區

及長島市（Long Island）的信眾家中，各舉辦一次讀書會。

此外，紐約州聯絡處的義工團隊，平時除了協助僧團法師處理日常事務外，也會協助東

初禪寺舉辦聯誼會或象岡道場舉辦禪修；該聯絡處的助念團活動亦相當頻繁，目前共分為

四組，總成員超過八十人，長期於該地區協助臨終關懷工作。

成立於2000年10月的羅徹斯特聯絡處，今年所舉辦的定期活動包括：每週一至五上午

的念佛共修，每月第二、四週週五的讀書討論會，每月一次的禪一，以及每月一至二次的

禪坐共修等。

該聯絡處自2003年起，每年定期舉辦的「安心養生聯誼會」，已成為當地頗具特色的活

動之一，活動以關懷老菩薩為主，藉由舉辦唱歌、跳舞、團體遊戲等節目，交流彼此的情

誼，同時進行佛法討論，希望讓老菩薩們在輕鬆的氣氛中，認識法鼓山的理念和佛法的益

處，每次平均有八十人參加。

紐約州長島共修處成立於2001年，目前共修時間安排在每週四晚上，內容有禪坐、交

流彼此學佛心得等；該共修處還舉辦了一系列活動，包括專題演講、座談會、禪坐班及使

用不同語言持咒及念誦經文的共修等。

2004年10月28日起一連三天，該共修處與其他佛教團體於長島石溪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Stony Brook）合作舉辦「佛舍利展」活動，希望藉此接引更

多當地人士認識佛教；東初禪寺果啟法師前往參加，於活動中帶領大眾念佛、唱誦、祈

福，東初禪寺的合唱團也表演獻唱，以佛曲音聲和大眾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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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1993年1月的新澤西州聯絡處，是法鼓山於美國第二個成立的聯絡處，但擁有正

式的共修道場則是在2000年。

新澤西州聯絡處自2000年之後，每週都會定期舉辦一次法會共修，包括念佛、大悲懺

法會、拜佛，誦《金剛經》、《地藏經》、《藥師經》等；平日則於每月第一、三週及每週

日舉行禪坐共修，每月舉行一至二次的讀書會，或不定期舉辦半日禪修、一日禪等。

該聯絡處於2002年9月開始舉辦的「彈心茶座」活動，於每月第一週週日舉行，每次邀

請一位或數位專家演講，帶領眾人透過輕鬆交流的方式，共同探討生活、家庭、工作等主

題，此活動舉辦至今，深受當地民眾歡迎。

今年5月，新澤西州聯絡處開辦「心靈拾綴」活動，於每月第三週週日下午舉行，每次

邀請一位或數位主講人，帶領與會者觀照、檢視自己的學佛、實修體驗。同月，該聯絡處

並成立「新州青少年團」，舉辦各項義賣、青少年才藝秀等活動。

賓州共修處成立於2002年，由於該共修處最初成立時，是由數位仍在求學的學生共同

發心成就，因此成員多為年輕學子。之後，他們甚至促成了美國分會法青會的成立，該共

修處亦是美國分會法青會網站（http://collegedharma.org）的主要維護單位。2004年，

該共修處的主要活動為每週日上午舉辦禪坐共修、法鼓八式動禪練習等。

密西根州聯絡處位在美國中北部、靠近五大湖與加拿大交界的密西根州，成立於1995

年。該區平時活動分於二地進行，一處是在蘭莘（Lansing）地區；另一處則是在蘭莘東

面的城市安那堡（Ann Arbor）。

蘭莘地區所舉辦的定期活動，包括每週五的念佛共修、「成佛之道」研讀，週六的誦

《阿彌陀經》、拜佛、《阿彌陀經要解講義》研讀，每月第一週週日的佛一，第二週週日的

大悲懺法會，第三、四週週日的英文佛學研討會等。安那堡地區所舉辦的定期活動則有每

週四的禪坐共修，每月第二週週日的念佛共修等；其中，以「英文佛學研討會」的參與情

形最踴躍，每場約有三十多人參加。

此外，密西根州聯絡處繼2003年首次舉辦禪三活動後，今年第二度舉辦，於美國全國

性節日勞動節（Labor Day）之後的8月最後一週週末進行，特別邀請馬來西亞繼程法師

指導，約有四十人參加，其中有三分之一為西方人士，由於此活動深獲好評，因此計畫明

年（2005年）持續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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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於 美 國 中 西 部 最 大 城 市 芝 加 哥

（Chicago）的伊利諾州聯絡處，成立於

1993年9月，目前所使用的共修處於2003年

10月啟用，並設有圖書室提供書籍閱覽、借

閱的服務。平日定期舉辦的活動有：每週五

的禪坐共修，週六的念佛共修、拜懺、拜經

共修，週日的禪坐共修，及每月第二週週日

的《法華經》讀書會，第三週週六的英文讀

書會等。

伊利諾州聯絡處每年至少舉辦二次的親子營活動，希望以佛法的觀念與方法，協助父母

與子女增益彼此間的互動與溝通。2004年6月，該聯絡處舉辦了一場「惜福市場」 活

動，讓大家學習、體會對於物資珍惜的態度，當天收入悉數捐給法鼓山建設。

此外，伊利諾州聯絡處今年亦與其他團體合辦活動，包括：5月與芝城華商會和華美協

會聯合舉辦佛法專題演講；6月參加第二十屆國際佛教節（The 20th Annual

International Buddhism Festival）；8月與海華園遊會辦理書展，並在現場教授「法鼓

八式動禪」等。

北卡州聯絡處位在美國東岸中段的北卡州，成立於1995年8月，平時舉辦的活動包括每

週日上午的英文讀書會，每週日下午的拜懺、禪坐共修、中文讀書會等，以及每三個月舉

辦一次的一日禪。

一日禪，為北卡州聯絡處於今年開始推出的定期活動，希望提供當地民眾較多的禪坐共

修機會，每次約有十至十五人參加。

而中文讀書會於2004年主要研讀書籍為聖嚴師父的著作《絕妙說法──法華經講要》，

英文讀書會研讀的則是《禪的智慧》（Zen Wisdom），以中文讀書會的參與情形較為踴

躍，每次約有十至十五人參加。

成立於1993年6月的佛州聯絡處，今年9月

11日，借用奇士美地區（Kissimmee）泰國

寺院的禪堂，舉行「一日禪」，邀請東初禪寺

住持果元法師指導，首次向當地人介紹默照

禪法，活動內容包括禪坐、瑜伽、經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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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天柏（Tampa）及奧蘭多（Orlando）等地區，包括華裔、美裔及印裔學員共有45位

東西方人士前來參加。

德州達拉斯共修處今年的定期活動，內容分為

成人共修及小朋友共修，成人共修時間為每月的

第三週週日，內容有早課、八式動禪練習、禪

坐，及觀看聖嚴師父的開示影片，主題有「心五

四」運動、「四眾佛子共勉語」等。小朋友共修

時間則是9月之後的每月第二週週日，內容有法鼓

八式動禪練習、禪坐、「心五四」討論等。

今年達拉斯共修處並邀請了洛杉磯資深悅眾前

來指導4月18日的初級禪坐、4月23日的精進禪一、12月12日的半日禪，均獲得各方熱烈

迴響。

成立於2001年11月的華盛頓州聯絡處，

於今年搬遷至新址，4月10日進行灑淨、啟

用，由紐約東初禪寺住持果元法師主持。

新的聯絡處啟用後，隨即於4月11日在新

道場舉辦首次「默照一日禪」，內容包括默

照禪法的介紹、法鼓八式動禪、戶外經行

等，約有五十多位學員參加。

新道場啟用後，各項活動陸續舉辦，例行

活動部分包括：每月第一週週日的大悲懺法會，第二週週五的生活談心座談，第二、四週

週六的禪坐共修，第三週週六的讀書會共修，第四週週日的念佛共修，與每週四的合唱團

練唱等；其他部分則有6月12日的「戶外聯誼野餐會」，約有一百多人參加；11月7日聯絡

處舉辦成立三週年慶祝會，內容包含大悲懺法會及召集人交接典禮，並舉辦義賣及書籍展

覽活動。

奧勒岡州聯絡處成立於2000年10月，目前聯絡處的共修處是由信眾發心借用，平時的

共修活動包括每月第一週週五、第二、四週週日的誦經共修、中文讀書會、學佛心得分享

等，以及每月第一週週日、第三週週六的法鼓八式動禪練習、禪坐等。第二週週四則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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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宗教知識的探討活動，希望讓信眾擴展多元視野。

位在加州北部的加州省會共修處，成

立於2002年2月，成員大多為加州大學

戴維斯分校（Unive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的博士班學生，亦有幾位來

自加州省會沙加緬度（Sacramento）

的居民及西方人士。

該共修處自成立以來，每年都會舉辦

二次聯誼會，一次是在農曆年時舉辦，

希望讓無法回台灣過年的留學生、會

員，可以感受到親友團圓的年節氣息；另一次則是在6月6日端午節時舉辦素粽教學活動；

平日則定期於週末輪流在戴維斯、沙加緬度二處舉辦共修，共修內容包括法鼓八式動禪、

禪坐與讀書會，讀書會分為中文班與英文班，中文班研讀《心經》，英文班研讀《禪的智

慧》（Zen Wisdom），皆著重在生活禪修及基本佛教的討論。

今年9月18日，加州省會共修處舉辦了一次義賣會，由信眾們提供二手家電，以及師兄

姊們親手製作素食包子與養生饅頭等共同參與義賣，所募得的款項悉數捐給法鼓山建設，

活動約有五十人參加；此外，8月1日則舉辦了一次「默照禪一」，邀請台灣法鼓山禪坐會

悅眾前往指導，這次參加的學員有不少是第一次接觸禪修的外國朋友。

舊金山是聖嚴師父1975年12月自日本東

京前往美國弘法的第一站，但是直到去年

（2003年）3月才正式設立共修處，共修處

成立不到一年，隨即在舊金山飛機場附近

設置共修道場，地點位於交通便利之處。

7月17日，舊金山共修處禮請東初禪寺住

持果元法師，前來主持新道場啟用的灑淨

典禮，之後並於密爾布瑞市（Millbrae）

《世界日報》活動中心舉辦佛法講座，由果

元法師主講「心靈環保」。

甫成立不久的共修處，在2004年一年當中，已舉辦了五次「一日禪」，一次是由果元法

師主持，一次是由台灣禪坐會悅眾主持，另外三次則由洛杉磯的資深悅眾毛靖師兄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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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1992年4月的加州聯絡處，是法鼓山於美國最早成立的護法聯絡處，目前所使用

的共修道場，啟用於1996年8月。

平時的共修活動，包括每週四的禪坐共修、週六的瑜伽運動，每月第一週週日的大悲懺

法會，第二、四週週六的法鼓八式動禪與初級禪坐，第二週週日的念佛共修與聖嚴師父開

示分享，以及每月第四週週日的禪一或半日禪等。

加州聯絡處每年都會參與當地政府水利局主辦的「植樹與水土保護」活動一至二次，鼓

勵當地信眾接觸大自然，並提供成長中的孩子學習愛護自然、保護自然的教育機會。

今年11月20、21日，加州聯絡處舉辦了佛學講座與半日禪活動，特別請甫接任東初禪

寺執事的果謙法師、果啟法師從紐約前往主持、指導。

加拿大地區

成立於1994年的溫哥華聯絡處，於

2003年12月21日舉行新購建地灑淨儀式

後，義工菩薩們除了積極募款，籌集新

道場建設基金，同時亦規畫數項共修活

動，包括每週日、週二及每月第一、第

三週週六的禪坐共修，每月第四週週日

的禪一，每週週一、二、四、五、六，

白天或晚間的中英文讀書會，每月第一

週週五的菩薩戒誦戒會，每月第三週週五的念佛共修，每月第二週週五及最後一週週六的

大悲懺法會、每月朔望日佛供等，其中以讀書會和禪坐會所舉辦的場次最多。

溫哥華聯絡處本年並於8月14、15日及21、22日分別舉辦默照禪二活動，進行默照禪法

介紹、禪坐練習、戶外經行、直觀練習等，每場約有六十位中西方人士參加。

為了感恩各地區信眾的護持，並分享新道場的規畫成果，溫哥華聯絡處特別於10月30

日起連續四週的週六晚上，由聯絡處關懷組暨道場籌建委員會的義工們，於三角洲市

（Delta）、溫哥華市（Vancouver）、列治文市（Richmond）伯那比市（Burnaby）四

區，展開社區巡迴關懷聯誼活動，每場都有五、六十位信眾參加。

法鼓山第二個在加拿大成立的多倫多聯絡處，2004年全年定期於每月第二、四週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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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舉辦全天的活動。

第二週週六的活動，包括禪坐共修、《人間悟語》心靈饗宴，以及大悲懺法會。其中，

《人間悟語》心靈饗宴為一信眾共修、研討活動，曾進行的內容有：欣賞中國禪宗祖庭巡

禮紀錄片《五百菩薩走江湖》，及研討「自我成長」、「心情放輕鬆」、「放下執著不再嫉

妒」、「透視情感、愛得自在」、「樂在工作」、「學習禪坐，開始打坐」、「生活處處都是

禪」等主題，討論內容多元且貼近生活。

第四週週六的活動則是，在加拿大北約克（Yonge）中央圖書館舉辦精進禪一，提供信

眾全天的精進共修機會。

大洋洲地區

目前法鼓山於澳洲共設有二個聯絡處，包括2000年初成立的墨爾本聯絡處，及2002年

成立的雪梨聯絡處，今年4月聖嚴師父首次到澳洲弘法，由於近年來師父在國際上推動

「心靈環保」廣為人知，他的蒞臨即受到澳洲教界、學界及當地華人的高度關注。以下分

別就二聯絡處於2004年的整體活動情形做重點性介紹。

雪梨聯絡處於2004年全年的定期活動，主要是每月第一、三週週六舉辦的禪坐共修、

每月第一週週六舉辦的讀書會，及目前每年固定參與二次的書展活動，包括新州佛教協會

（Buddhist Council of New South Wales）於1月在達令港（Darling Harbour）舉辦的

佛教徒新年祈福大會，5月在賓士鎮（Bankstown）市政會議中心舉辦的「浴佛節」活

動，並於活動中設置書展攤位。

今年雪梨聯絡處最具代表性的活動

則是，聖嚴師父首次至澳洲弘法期

間，師父以中華佛研所創辦人身分，

與澳洲最高學府雪梨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ydney）簽署交流備

忘錄，並進行專題演講，希望未來雙

方的交流能拓展到人文、社會學科各

方面。

其次則為，雪梨聯絡處應「世界宗

教和平會議」（World Conference

of Religions for Peace）之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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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月間參加該會每半年一次的會議，與天主教、基督教、猶太教等不同宗教代表，針

對「和平」等相關議題進行交流。

雪梨聯絡處亦致力於推廣法鼓八式動禪，5月特別成立了「八式動禪組」，邀請新加坡菩

提閣果峻法師指導，並且自6月底起，每月舉辦一次動禪師資培訓活動；此外，也應第一

屆「全國青年佛教會議」（National Youth Buddhist Conference）之邀，於會中示範法

鼓八式動禪。

7月期間，雪梨聯絡處並分別與佛教圖書館（Buddhist Library）、雪梨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ydney）、麥歌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雪梨工藝大學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聯合舉辦連續五週的初級禪訓班及介紹中國禪的

起源；12月除了舉辦精進禪三，與雪梨大學舉辦為期三天的大專青年禪修營。

墨爾本聯絡處於2004年全年的

定期活動，主要是每週六的英文禪

坐共修、週日的中文禪坐共修，以

及每月第一週週五的大悲懺法會、

第二週週五的《阿彌陀經》淨土共

修、第三週週五的禮誦〈禮佛大懺

悔文〉、第四週週五的拜佛共修

等。

聖嚴師父至澳洲弘法期間，於4

月24日在墨爾本，參與了澳洲心理

學會主辦的全年度研討會「禪與心

理健康」，及4月25日墨爾本萬年

興市政廳大樓活動中心（Manningham Function Centre）舉行的大型公開演講，主題為

「禪與人間淨土」，師父在活動中皆發表專題演說，並於4月25日出席墨爾本聯絡處在君悅

飯店舉辦的跨宗教領袖論壇，題為「亂世中的個人信仰」，與維多利亞省（Victoria）八

個不同宗教、派別的17位宗教領袖共同討論和平議題。

其他較大型的活動則有，5月16日的浴佛節慶典，約有六十多人參加；8月1日、7日分

別舉辦了一日禪，皆邀請新加坡菩提閣果峻法師指導，各約有三十人參加。

10月份，該聯絡處又邀請香港理工學院校長潘宗光主講「《心經》與現代管理的哲學」，

潘校長將個人對《心經》的體會，結合現代管理的智慧，與大家分享如何將《心經》的法

義運用在日常生活中，約有六十多位中西方人士參與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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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地區

法鼓山唯一位處於歐洲地區的盧森堡聯絡處，由於人力、資源有限，尚未安排定期共修

活動，各項弘法工作仍處於亟待開展的階段。

儘管如此，盧森堡聯絡處仍時常發送《法鼓》雜誌、《人生》雜誌給當地的華人，期能

與更多人分享佛法。今年唯一舉辦的活動，則是於5月份邀請新加坡菩提閣果峻法師至當

地外僑聯誼會（CLAE）、「泰東館」中餐廳分別舉辦二場演講，主講「禪法與生活」相

關內容，中西方人士共約有九十人次參加，為當地民眾增闢了許多接觸佛法的因緣。

此外，盧森堡聯絡處今年收到來自法國、瑞典、德國等地約十多位民眾的來電、來函洽

詢，表示希望瞭解有關法鼓山所舉辦的禪修、學佛等訊息，聯絡處則引介他們前往紐約東

初禪寺、象岡道場等地參與相關活動。

位於的扎圭博（Zagreb）的佛教中心是克羅埃西亞唯一也是最早的佛教機構，由札可

（Zarko Andricevic）於1992年主持成立，原本是學習武術和瑜伽出身的札可在1975年

受到佛教的啟發，1996年遇到聖嚴師父，參加了師父在海外親自主持的禪七，成了師父

的學生，之後便固定每年參加師父主持的禪修活動。

2001年經過一次十四天的禪期之後，札可經過聖嚴師父認可，成為師父在西方的四位

正式傳法弟子之一。該中心提供當地對禪修有興趣的人士深入瞭解佛教教義、歷史，和實

際在生活中實踐禪法的機會。

目前該中心固定每二週舉行一次禪坐共修，並不定期舉行一至七天禪期不等的禪修活

動，以及各類各階層的佛學課程，為當地有興趣致力於禪修的各界人士，提供了一條持續

精進、解行並重的正確修行道路，同時對於當地的初學者，也開啟了一道方便之門。

除了每月舉行的例行活動之外，克羅埃西亞佛教中心更於每年春夏二季舉辦二次深度禪

修訓練營，禪期中除了禪坐之外，也會搭配經行、誦經、瑜伽等活動，讓參與的人士能夠

以不同的方式進行各種身心統合的練習。

此中心為非營利組織，僅靠會員費用維持中心的運作，分為全年、參與特定禪修活動、

可參與所有活動等三種會員辦法，並固定出版半年刊與會員交流訊息。

「西方禪坐會」（The Western Chan Fellowship）是1997年由約翰．庫克（Dr. John

Crook）成立。早年在香港和英國開始習禪，八○年代中期遇到聖嚴師父所傳授的禪法之

ˇ
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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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益發覺得契機，曾在美國和歐洲跟隨師父打

過多次禪七，1989首次邀請師父親臨威爾斯的禪

修中心指導禪七。1997年受賜臨濟傳承法衣，法

名傳燈見諦，為臨濟義玄第五十八代傳人，是聖

嚴師父最早認可的西方傳法弟子，對禪修和佛法

在英國的推廣不遺餘力。

位於威爾斯的禪修中心，是由一已具有四百年

歷史的農舍改建而成，歡迎對禪修有興趣的人士，前往參加各類的禪修活動，並不限於對

佛教或禪法有學習經驗的人。目前「西方禪坐會」在英國好幾個城市之中，已逐漸發展出

小型的禪修團體，由約翰．庫克博士不定期親自指導。同時發行《新禪論壇》（New

Chan Forum），一年發行二至三次，與各地同修分享禪修法要。

亞洲地區

香港分會平日安排了多項定期共

修，包括：每週一的合唱團練唱，週

二的法器練習，週三、四的太極拳練

習，週五的念佛共修，週六的禪坐共

修，每月第一週週六的菩薩戒誦戒法

會，每月第二、三、四週週六的瑜伽

練習，每月第一、二、三週週日的讀

書會，每月第四週週日的大悲懺法會

等，每天皆安排了共修活動。

各項活動中，「念佛共修」為2004年新開辦的活動，由香港分會法器組的成員擔任執

掌法器、監香及維那的工作，希望藉由共修的互助互持之力，彼此勉勵精進不懈，該活動

參與情形亦相當踴躍，每場至少四十人以上，最多可達一百人。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分會幹部、悅眾一行13人於2月20日前往台灣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

參與首屆「海外悅眾研習營」，對於法鼓山提倡的「心五四」運動理念有了更深刻的體

認。隨即，香港分會於6月26、27日舉辦「心五四生命故事分享體驗工作坊」，邀請台北

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楊蓓指導，她以靈性的音樂和言語，啟發參與者進行自我反省與

觀照，從而尋找生命的意義，約有近百人參加。課後，來自各方的熱烈迴響不斷，多表示

深受課程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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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分會今年舉辦的例行活動，

包括每週二、五、日的禪坐共修，每週

日在分會辦公室附近公園帶領民眾做法

鼓八式動禪，以及每月各舉辦一次中

文、英文初級禪訓班，每月最後一週週

日則進行一場「素食結緣」活動，每半

年並舉辦一次禪一。

比較特別的是，馬來西亞分會在今年所

舉辦的各項例行活動中，多半都會先帶領參與者進行一段「法鼓八式動禪」練習，而且，

馬來西亞分會本年亦應當地三所大專院校之邀，前往帶領學生做一小時的八式動禪，讓大

家對動禪有更多體會，每場至少都有六十人以上參加。

在各項活動中，以「素食結緣」的參與情形最為踴躍，每場平均有七十人參加；活動除

了介紹有機蔬菜的健康食用方法及觀念，也會播放聖嚴師父有關禪修的開示錄影帶，並帶

領參與者進行一段禪坐共修。

此外，馬來西亞分會每年都會舉辦一次義工培訓課程，今年於6月7至9日進行，內容安

排多半延續往年，果品法師、果東法師並專程從台灣前往指導，約有五十多人參加。

法鼓山於新加坡設立的分會，是以圖書館的形式呈現，圖書館的藏書以聖嚴師父的書、

錄音帶等出版品為主，其他則是《大藏經》等佛學工具書，以及印順導師和新加坡當地法

師的著作，希望藉由推廣師父的著作，以文字弘法的方式，傳達法鼓山的理念。

新加坡分會平時亦舉辦多項定期共修活

動，包括每週一的讀書會、書法鈔經，週

三、週日的禪坐共修，每月第一、三週週二

的菩薩戒誦戒會，每月第三週週六的佛學研

討會等，或是於週五、六觀看聖嚴師父的開

示影片《不一樣的聲音》、《人間悟語》。

今年，新加坡分會十分重要的活動之一，

即是4月15日聖嚴師父第三度至新加坡進行

為期五天的弘法之行，並舉辦了一場菁英禪

修營，這是法鼓山首次在台灣、美國以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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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舉辦的菁英禪修活動，參與者包括政界、學術界、企業界、藝文界等社會菁英人士共約

九十人。此行，聖嚴師父亦於當地主講二場佛學講座「什麼是關卡？」、「怎麼超越

它？」，每晚都有近七千人參加。

此外，新加坡分會也邀請僧團都監果品法師、果東法師於6月11日起一連三天，在蓮山雙

林寺指導「悅眾禪三」活動，希望藉此提供悅眾菩薩更多成長的機會，約有六十多人參

加。

法鼓山僧伽大學為法鼓山「大學院教育」中的僧才養成機構，由具有二十多年叢林制度

基礎的法鼓山僧團主辦，結合了佛研所的教學資源；旨在培養具有現代知識及佛學素養，

和深具宗教情操的優秀僧才，該大學是法鼓山三大教育（大學院、大關懷、大普化）的重

要基石。以學制而言，僧大分為四年制的佛學院及二年制的出家體驗暨僧才養成班（2005

年更名為僧才養成班）。

■佛學院

佛學院以培育宗教師為目標，報名就讀的在家男、女二眾須發願出家，且須於學程修至

第二或三年時擇期剃度，出家男、女二眾則須認同法鼓山理念，並由所屬道場推薦；男眾

37歲以下須役畢，女眾則須35歲以下。

今年3月13日舉辦第四屆僧大佛學院招生說明會，共有62人報考，最後錄取24人，包括男

眾7位、女眾17位。

佛學院並有7位二年級學僧於9月13日在農禪寺剃度，正式加入僧團，為實踐法鼓山理念

注入了一股新力量。此次剃度典禮與中華佛教文化館的地藏法會、焰口接連舉行，剃度及

求受行同沙彌戒的學僧們得有機會於9月11、12日二天先在中華佛教文化館參加地藏法會後

（由佛學院四年級女眾學僧執掌法器），13日上午至農禪寺舉行剃度典禮，下午再一同參加

文化館的焰口。

佛學院今年活動可分為校內、校外二部分，校內部分較特別者有：「生命自覺營」、與法

青會合辦的「禪修體驗營」、「二日僧活」、佛二暨八關戒齋法會，及「跨年願‧傳法燈」

活動等。

佛學院於2月1日起首度開辦「生命自覺營」，活動為期二週，提供35歲以下的在家眾有機

會體驗出家生活，首屆學員共有87位；第二屆「生命自覺營」於7月17日起舉行，亦有82人

法鼓山僧伽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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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延續「生命自覺營」活動，僧大與

法青會首次合辦「禪修體驗營」，主題

為「你是愛生氣的噴火龍嗎？」，除了

法青禪修營的內容，還融入生命自覺

營「自我探索」課程特色。之後僧大

和法青會再度攜手合辦「二日僧活」

活動，邀請青年學子體驗身心放鬆的

出家生活。

12月初，僧大舉辦佛二暨八關戒齋法會，由僧大學僧策畫並擔任法器悅眾及外護。12

月31日，並舉辦首屆「跨年願‧傳法燈」歲末跨年活動，由僧大學僧和參加生命自覺營、

大專禪七的學員們，齊聚臨時寮大殿以拜懺、念佛號守夜至元旦。

校外部分則有：僧大學僧參加印順導師百歲嵩壽聯合弘法會議、弘化實習課程安排至金

山地區附近的中小學教禪修，及首批學僧受三壇大戒等。

5月初，僧大近七十位師長和學僧前往新竹玄奘大學，參加印順導師百歲嵩壽聯合弘法

活動，聆聽多位長老法師分享導師當年在新竹弘法點滴，並至福嚴精舍拜見印順導師。值

得一提的是，10月初僧大3位沙彌、9位沙彌尼，前往桃園大溪妙法寺受為期一個月的三

壇大戒，這是僧大辦學以來首批學僧受三壇大戒，日後將擔負弘法利生的任務。

■出家體驗暨僧才養成班

僧大除了開辦佛學院招收年輕學子之外，另於去年（2003年）2月開辦二年學制的「法

鼓山僧伽大學出家體驗暨僧才養成班」，比之四年制僧大，放寬年齡上限及學歷要求，讓

十八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的男、女二眾（男眾需服畢兵役），也有加入法鼓山僧團的機

會。

該班課程第一年為出家體驗，課程進入最後一季時，學僧們須評估自我學習成果，再加

上輔導法師的考核評估後，才得以申請第二年的課程。有別於一般佛學院課程，該班課程

強調的是出家心行；作息遵照僧團的「叢林」制度，從日常的早晚課、發願拜佛、出坡作

務、自修內省中，體悟出家意義。

今年1月18日，首屆「法鼓山僧伽大學出家體驗暨僧才養成班」舉行「出家體驗班」結

業式，計有5位男眾、21位女眾學僧完成頭一年的出家體驗生活，之後於1月19日在農禪

寺及法鼓山進行為期二週的寒假實習，隨即於2月底進入第二階段「僧才養成班」的學

習，分發至僧團各單位學習僧團的運作，邁入法鼓山僧才培養另一個新的里程碑。第二屆

出家體驗暨僧才養成班則於2月19日開學，新生共有8位男眾、24位女眾。



77

2004

今年3月9日為觀音菩薩聖誕日，於

農禪寺舉行剃度典禮，新戒法師包括

5位男眾、13位女眾，除了來自美國

紐約東初禪寺的常聞法師外，其他皆

為「僧伽大學出家體驗暨僧才養成班」

首屆學僧。養成班學僧多數具有豐富

的生活歷練及專業能力，基於一份對

法鼓山理念的認同，以及對生命成長

的追求，進入僧團後，在入世弘法上

更能關懷眾生所需。

中華佛學研究所今年於學術研究、教學活動方面，有多項開拓性的成果，使得佛研所的

未來發展更露新機。

學術研究方面，佛研所於11月13日舉辦了一場「研究人員專題論文發表會」，共有5位

研究人員發表論文，包括沙洛（K.T.S. Sarao）、楊郁文、陳英善、黃繹勳、馬紀

（William  Magee,  Ph.D.），約有近百人參加。

九十三年度本所研究生提出論文者，共有8位進行論文審核，有5位進行畢業論文的口

試。細目如下：

中華佛學研究所

（一）論文計畫審核

研究生姓名 指導老師論 文 題 目

釋自普

釋堅如

方怡蓉

林恕安

呂炎璋

闕慧貞

呂彥徵

釋繼穩

遵式《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之研究

戰後台灣僧教育的啟蒙者：慈航法師及其學生

《淨明句論‧觀顛倒品》之注釋研究

《入中論釋》中「人無我」研究

西藏譯《十地經論》之思想研究－－以現前地之

思想為中心

《地道建立：智者頸飾》之譯注與研究

米龐嘉措著《白蓮》之「道」研究

《特心梵天所問經》研究

黃繹勳

陳美華

萬金川

馬紀

馬紀

陳美華

廖本聖

高明道

高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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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方面，九十三年度的新生入學考試，共錄取全修生13名、選修生5名、選課生

5名；而就讀本所的全修生人數共計36人，其中出家眾14位，在家眾22位。36位當中，即

有10位原具碩士學位。課程內容方面，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新開課程共有十一項，第二

學期則有九項。細目如下：

◎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

授課老師 新 開 課 程 名 稱

袞確策仁

馬紀

蔡奇林

見弘法師

蔡伯郎

「僧成《俱舍疏》」、「宗喀巴《入中論善顯密意疏》」、「僧成《釋量論疏》」

「方法學」、「《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的唯識思想專題」、「西藏語言學」

「巴利蘊相應選讀」

「《入菩提行論細疏》以第九章第二詩頌為中心」、「藏譯佛典研究：以《入中論釋》第六

章中的二諦思想為中心」

「《攝大乘論》研究」、「陳那論書專題研究」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

授課老師 新 開 課 程 名 稱

竺家寧

廖本聖、袞桑牒千

廖本聖、噶瑪羅桑

馬紀

蔡奇林

見弘法師

馬德偉

維習安

杜正民

「漢文佛典語言研究」

「僧成《俱舍疏》」

「《了義炬》導讀」

「西藏覺囊派專題研究」

「巴利《相應部．因緣誦》選讀」

「月稱的緣起思想研究──以明句論為中心」

「數位時代與經典──XML/TEI 標記語言入門」

「數位文獻程式設計」

「佛教數位文獻學」

（二）畢業論文口試

研究生姓名 指導老師論 文 題 目

釋修優

釋自悾

釋德侹

留瑞嬪

釋大拙

道綽《安樂集》念佛法門的研究

佛教助念中的教化與修行：以法鼓山助念團為例

調伏天《正理滴論廣釋．現量品》之研究

魏晉南北朝僧俗間的互動關係初探

慈雲遵式對天台教觀與淨土法門之融攝

玉盞

陳美華

釋惠敏

曹仕邦

陳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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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研所於2004年舉辦多項國際間的締

約與交流活動，包括4月與澳洲雪梨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宗教系簽

訂學術交流備忘錄、10月與中國大陸塔

里木大學締結學術交流關係，以及參與

「印順長老與人間佛教」研討會、「國際

絲路研究座談會」，並前往新疆進行石窟

研究考察等。

師生活動方面，則有「精進禪七」、

「學術副所長時間」等。其中，精進禪七是佛研所首次專為師生舉辦的禪修活動，希望師

生在研習佛學之餘，不忘精進修行。「學術副所長時間」則是繼「創辦人時間」與「所長

時間」後，首度開闢時段讓副所長惠敏法師與學生面對面交流。有別於「創辦人時間」是

由聖嚴師父對學生開示期勉，「所長時間」主要是所長對學生生活的關懷，「學術副所長

時間」則是副所長針對學生在學業方面的問題，給予指導。

值得一提的，佛研所今年在納入正式教育體制及入學限制上有重大突破。3月，立法院

三讀通過「私立學校法」部分條文修正案，開放私立大學或宗教法人向教育部申請，設立

單一宗教研修學院；未來佛研所等宗教學院可納入高等教育體系，經向教育部申請核可，

學生即能獲頒正式學位。

聖嚴師父創建法鼓山，以實踐「一大使命，三大教育」的悲願續佛慧命。所謂一大使

命，就是推動全面教育；三大教育，即大學院教育、大普化教育、大關懷教育。而大學院

教育中，即涵蓋了法鼓人文社會學院。

早在1992年9月，聖嚴師父便向教育部提送籌設申請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教育部也於翌

年7月同意「籌設申請」。然而法鼓人文社會學院預定地在金山鄉，其山坡地開發有重重法

令的限制，必須經過層層的手續審定。直至1998年5月，內政部才終於核准法鼓人文社會

學院的開發申請，其建校過程艱辛可見一斑。

經過十二年的努力，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終於在今年4月11日，於該校預定地舉行全山灑

淨祈福儀式及動土典禮。當天上午，近二千位信眾共同見證這個歷史性的時刻。典禮中邀

請到立法院長王金平、教育部長黃榮村、台北縣長蘇貞昌及金山鄉鄉長游忠義，與聖嚴師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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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和護法總會會長陳嘉男共同執鏟動土，為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拈沙祈福。

聖嚴師父在致辭時表示，立法院已修正通過私立學校法第九條，將宗教研修院所納入正

式學制，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在此刻動土更顯意義深遠。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的校園規畫及課

程設計，均結合了法鼓山心靈環保理念與禪修特色，加上中華佛研所二十多年的辦學經

驗、豐富人才與設備資源，該校的成立將對社會、國家以及世界人類帶來重要貢獻。

■法鼓山社會大學

甫於2003年設立的金山鄉法鼓山社會大學，是一所為

回饋地方、提供鄉民終生學習的教育機構，希望藉由各

種課程的推展，讓人文教育在社區向下扎根，增進鄉民

的謀生技能，提昇其生活品質。

目前社會大學的課程進行方式，每年分為春、秋二

季，上課學員部分，今年春季班共有418人，秋季班有417人，舊生比例約佔60％，男、

女學員比率約為3：7，學員年齡以30至50歲居多，學歷以高中職為最，有76％為已婚

者；顯示社會大學所開設課程，多能符合一般社會大眾所需。

社會大學所開設的課程，包括生活技能類、生命關懷類、人文休閒類、農作栽培類等相

關課程，其中以生命關懷類的「中醫與生活」課程最受到學員們的喜愛，每堂約有六十多

位學員參與聽講，其次則為生活技能類的「素食烘焙」、「台灣小吃」、「電腦初級入門」

等課程。

其附屬機構「社會大學服務中心」，針對無法參加課程的鄉民，平日亦舉辦多項活動，

內容包括每週二晚上的禪坐共修，每週四晚上的佛學講座，以及「創意教室──才藝講

座」、「健康飲食──生活講座」等；暑假期間，有為學童特別規畫的「禪趣e夏兒童

營」，讓學童在休閒、禪修、讀經等活動中，培養學佛的興趣。

社會大學並透過與金山社教站、社區媽媽讀書會的合作，於9月至12月每週三的下午舉

辦「小小導覽家」、「小小夢想家」課程，導覽的課程是為了讓小朋友認識自己的家鄉，

未來可成為推動本地觀光的一份子，後者則透過繪本的導讀、製作、說故事、自己動手做

創意等，啟發學童的想像力與創意，藉由完成作品的過程中，培養學童的自信心與成就

感。

此外，社會大學亦參與了多場由金山鄉公所舉辦的「2004年金山溫泉季──田園泡湯趴

趴走」活動，活動中的導覽志工正是由社會大學培訓出來的優秀人才，顯見社大對於以人

才教育回饋地方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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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0年1月成立的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除

獎勵與人文社會相關的學術研究及人才培育，也獎助貧苦向

學或有心深入做研究者，並幫助有心成立獎助金的人圓夢。

2004年獎基會工作重點有二：一、在海峽兩岸大學校園推

動「心靈環保與人文關懷」理念，設置法鼓人文講座，並於

對岸設立人文獎學金。二、舉辦「2004年世界青年和平高峰

會」系列活動，以重建青年健康的價值觀，帶動社會和諧風

氣；也提供青年菁英拓展國際視野的機會。

在積極推動大學校園「心靈環保與人文關懷」理念下，獎

基會繼去年（2003年）10月與中國大陸北京大學合作設置

「法鼓人文講座」後，2004年1月1日又與台灣大學合作設置「法鼓人文講座」。10月，獎

基會執行長並前往北京，與清華大學簽署「法鼓人文講座」，計畫於2005年設置講座，期

望透過教育的力量，將人文精神落實在社會。

至於今年「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WYPS），則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共舉辦三場座

談會，為該高峰會暖身。第二階段，高峰會正式揭幕，開幕典禮於7月23日在國立台灣科

學教育館舉行，聖嚴師父、「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主席巴瓦‧金（Bawa Jain）等人，

與121位台灣青年，以及30位來自日本、泰國等國的青年代表，一同關切世界和平的議

題。第三階段，主辦單位從中遴選100位青年，於8月開始進行為期半年的「世界青年和

平大使培訓計畫」，透過國際觀培養、國際義工專案研討等課程，訓練台灣青年成為國際

性事務人才。

「法鼓人文講座」、「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二項活動，在今年均有豐碩具體的成果，之

後，獎基會將計畫再與各大學校簽署合作「法鼓人文講座」，並舉辦世青和平高峰會後續

的人才培訓課程，讓法鼓山心靈環保理念得以步步落實。

■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鼓文化今年共計出版三十七種新品，包含：書籍三十種、有聲產品六種、桌曆一種。

除了持續出版了十二冊的「智慧掌中書」系列書籍，也出版了四冊「佛研所論叢類」書

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

法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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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心湖上的倒影》及《佛陀吃肉嗎？》二冊翻

譯書等；此外，也企畫了新系列書籍「法語精選」，

將聖嚴師父的語錄匯編成一套共五冊的隨身書──

《心靈5書》。有聲產品「經典學院」也於8月份展開第二

階段的出版，共計出版了五套。

2004年法鼓文化出版品以生活、實用為主要方向，希

望內容能貼近大眾生活，幫助讀者在生活中確實踐履。

例如十二冊的掌中書，即探討了自信、放輕鬆、快樂、習性、健康、命運及如何當義工等

問題；「人間淨土」系列也出版了新書《人間世》，對於現代人如何處身現代社會，提供

了確實可行的方法；而聖嚴師父語錄《心靈5書》的出版，更由於所選的內容字字珠璣，

充滿人生的智慧，因此廣受讀者喜愛。

法鼓文化書籍的推廣方式，除了主動提供訊息及介紹至各通路，協助通路瞭解新書，並

依讀者需求、書籍特性分級，企畫不同的宣傳方式。此外，法鼓文化也參與了年初的「第

十二屆台北國際書展」，拓展民眾接觸法鼓文化書籍的機會。

另一方面，法鼓文化亦透過心靈網路書店（http://www.ddc.com.tw），進行線上銷售

書籍出版品、影音產品、生活類用品等。今年4月中，並推出「尋找覺者的足跡──千種

佛書線上聯展」活動，自此之後，心靈網路書店也線上銷售其他出版社或影音出版公司的

書籍及影音產品，成為綜合型宗教心靈網路書店。

今年5月開始，心靈網路書店特別加強電子報內容，提供多類型的電子報，包括法鼓文

化心靈電子報、法鼓文化文摘報、素食聰明吃電子報、佛法詢問台電子報、智慧掌中書電

子報等多份電子報；尤以法鼓文化心靈電子報特別受到讀者青睞。今年12月20日，法鼓

文化心靈網路書店並進行第一次改版，讓網站的產品分類更清楚，提供最新出版品、暢銷

排行等單元。

■法鼓雜誌

報導法鼓山各項活動、分享所有法鼓人學習成長的刊物──《法鼓》雜誌，今年在內容

上有了部分調整。首先，為因應2005年法鼓山落成啟用，加強總本山的介紹報導，170期

起推出「認識法鼓山教育園區」專欄，針對總本山各項已完工的建設，例如圖書資訊館、

教育行政大樓、男寮、女寮等，陸續進行介紹。

其次，為推動各項結合日常生活的修行活動，169期起將第5版改為「生活修行」版，

並推出新專欄「學佛入門指引」，介紹禪一、禪二、默照禪七、話頭禪七等禪修活動；

177期起推出專欄「3分鐘讓您放輕鬆」，融合「法鼓坐姿八式動禪」的心法，提供練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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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身心的實用法門。

今年，《法鼓》雜誌針對聖嚴師父的弘法行程做

了多次特別報導，包括：新加坡、澳洲和瑞士弘法

行（173、174、175期），出席「世界青年和平高

峰會」（簡稱WYPS）、「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

（171、172期），及出席「WYPS台北論壇」系

列活動（173、176、177期），受邀至中華郵政

演講（178期）。

其他的特別報導，大普化教育方面有：「法鼓八式動禪」推廣一週年（173期），「法

鼓八式動禪」至補習班推廣（174期），農禪寺成為歷史建築（175期），「WYPS台北論

壇」、開山觀音安座（177期）、法鼓山的小義工（178期），「悅眾鼓手成長營」（179

期）、「佛像安座裝藏鈔經展」（180期）。大關懷教育方面有：佛化聯合奠祭十週年（175

期），敏督利颱風救災（176期）。大學院教育方面則有：僧伽大學舉辦首屆「生命自覺

營」。以及國際弘化方面：護法總會舉辦首屆「海外悅眾研習營」、「亞太青年和平高峰會」

（172期），「日本泛亞洲青年領袖高峰會」（179期）。

■人生雜誌

《人生》雜誌在2004年秉持著生活化、國際化、年輕

化、資訊化四大目標前進，內容上，增加了佛教徒生活

日用專欄，以及國際佛教動態與世界宗教概況的介紹，

並開發青年讀者相關議題、加強教界動態新聞的報

導。

《人生》每期皆精心策畫專題，議題以現代生活、

修行法門、社會人文等三大類為主，例如「印順導師

百年來佛學研究第一人」（251期）、「如何不怕鬼」（252期）、「鬱卒，一面心靈的鏡子」

（254期）、「與佛陀第一次的相遇」（256期）等，探討內容涵蓋身心各方面。

專欄方面，除了原有的定期專欄，例如人生導師、智慧摩尼珠、不一樣聲音、素食聰明

吃、紅塵行者、網路探險、人生新視界、東瀛僧傳、漢學論著導讀等，也陸續推出新專

欄，例如「我的種田筆記」、「音樂與修行」、「法鼓人文講座」等有關生活修行、環保、

知性心靈的訊息；其中，尤以生活實用專欄，例如「素食聰明吃」特別受到讀者的喜愛。

而不定期的專欄，則有人生書摘、特別報導，向讀者介紹有關佛教書籍的出版新訊，以及

教界的動態，希望與讀者分享更多佛法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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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雜誌的整體設計，呈現大方、溫馨的氣息，封面原採意境構圖，給人清新溫暖

之感，具有人文的內涵；自第251期開始，將封面設計與內容專題相互搭配，以加深讀者

的印象，讓人更容易掌握該期報導的重點。

■紐約法鼓出版社

紐約法鼓出版社（Dharma Drum Publications）隸屬於紐約東初禪寺（禪中心）。最初

出版社的成立，是為了將聖嚴師父於禪七中的開示，及佛法相關演講內容整理成書，嘉惠

更多佛子。主要是由聖嚴師父的禪修弟子擔任一切編輯及製作出版工作，所出版書籍種

類，則以禪修方法及經典闡釋為重點；第一本英文書《佛心》（Getting the Buddha

Mind）並於1982年出版。

紐約法鼓出版社除了出版聖嚴師父的英文著作外，亦扮演師父英文著作經紀人的角色，

與其他外商出版社合作，出版師父的英文著作，此部分目前由王翠嬿（Iris Wang）負

責。紐約法鼓出版社於1992年更與北大西洋出版社（North Atlantic Books, Berkeley,

CA, USA）簽定共同出版及行銷的合約。

聖嚴師父在美國所出版的英文書籍至2004年底止，共有十四本，其中四本是外版書，

另有一本《圓覺經講錄》（Complete Enlightenment），精裝本由紐約法鼓出版社出版，

平裝本由香巴拉出版社（Shambhala Publications）出版。紐約法鼓出版社今年沒有出版

書籍，目前計畫出版的中翻英著作則有《戒律學綱要》、《正信的佛教》。

法鼓山基金會是法鼓山體系的幕僚單位，以提供各事業體行政支援服務為主，主要功能

包括體系對內、對外的行文，公關文宣等事項；體系內的人事管理、教育訓練等，以及各

項工程、總務、財會、信眾服務、資訊系統的建置及維護，與活動企畫、執行工作等。

於工作組織方面，今年法鼓山基金會為了精簡人事、統一管理，將人事室與教育訓練室

合併成立「人力資源室」，並且將「組織發展室」併入「服務中心」，提供信眾更有效率而

完整的服務。於工作的重點目標方面，仍延續2003年的「和喜自在」主題。

為了配合政府的法規，法鼓山依各種社會服務工作內容，成立有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法

鼓山佛教基金會、法鼓山慈善基金會，並且整合人力、資源，總稱「法鼓山基金會」，在

法鼓山基金會的統整、協助下，使各項性質不同的業務，能夠順利推展、有效運作。

文教基金會、佛教基金會主要是負責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工程建設、大普化教育、大關

法鼓山基金會綜合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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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教育及大學院教育所需經費；慈善基金會主要則是負責整體關懷，辦理社會福利及公益

慈善事業等工作。

文教基金會今年除了協辦「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之外，並以2002年「流轉

聚首──祈願山東四門塔阿 佛重生」活動，獲頒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辦的「第五屆從事

兩岸文教交流績優團體」藝術文化類績優團體獎項，也是與會中唯一的宗教團體。

■慈善基金會

慈善基金會今年實際執行的工作項目，主

要可分為海內外重大災害救助、百年樹人獎

助學金、個人及弱勢團體的關懷與補助、

921人心重建計畫，舉辦各項業務的人才培

訓，包括救災演練暨講習、救災工作安全講

習、慰訪員特別班、一般關懷員教育訓練

等，以及舉辦或贊助民間相關機構的慈善公

益事項、專案募款等。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2003年）年底發生在伊朗古城巴姆（Bam）的大地震，造成數

萬人死傷、上千兒童失學，慈善基金會除了立即捐贈十萬美元協助賑災，今年1月更由基

金會副祕書長謝水庸率關懷團遠赴災區進行關懷，9月間再捐贈了二十萬美元，協助災區

學子們解決就學問題。

今年年底，南亞地區印尼蘇門答臘外海亦發生強烈地震、引發大海嘯，造成十萬人罹

難，慈基會亦立即動員緊急救援系統，進行第一時間的協助；慈基會副總幹事翁哲雄代表

法鼓山加入消防局組成的「台灣先遣小組」，於12月28日搭機前往印尼協助救災；31日更

發起「祈福表關懷．愛到南亞」活動，呼籲全球法鼓人為受難者祈福。

關懷學子受教育的問題，一向是慈基會關懷社會的重點，今年3月在國家音樂廳舉行的

「百年樹人獎助學金慈善音樂會」，即是一場美與善的結合，希望能幫助更多家境清寒的學

生，重拾求學的希望。

而今年，台灣發生數個風災、水災，包括敏督利颱風、艾利颱風、911水災、納坦颱風

等，慈基會救災中心緊急救援系統總是在第一時間，適時適地地進行受災戶的救援、關懷

與慰問，積極地動員人力、物力，帶給受災民眾最直接的協助與溫暖。

其次，為使法鼓山各級救災中心在平時即做好緊急救援的準備，慈基會今年的教育訓練

目標也在於建立救災的標準化作業流程，為此慈基會特別於北中南三區，分別舉辦模擬演

練暨講習的教育訓練，參加人數合計有87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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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法鼓山大普化教育仍秉持

「提昇人品」的原則，持續舉辦各種

修學活動。在修行活動及文化出版

上，除例行的活動外，也因應現實

需求而有許多新的發展。另外，為

迎接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大殿及禪

堂的落成啟用，不論是硬體或軟

體，都做了許多重整與扎根的工

作。所以，2004年法鼓山大普化教

育，可說是過去經驗的總結，也可

說是未來發展的準備，相信在法鼓

元年來臨的時刻，能為大眾提供更

普及、更有系統、更符合時代需求

的佛化教育。

此外，自美國發生911事件，國際

間籠罩在恐怖主義的陰影下，海內

也因政治波動，以及層出的社會事

件、自然災害，造成人心惶惶。聖

嚴師父為海內外一致推崇的心靈導

師，各大媒體的採訪或演講邀約，

及海內外各領域知名人士的來訪，

都相對增加，也成為本年度大普化

教育的重點之一。

以下便分各方交流、修學活動、

文化出版，以及針對為迎接法鼓元

年所做的一些準備工作來說明。

各方交流

在媒體採訪方面，一開春，聖嚴

師父就分別於1月3日與9日接受《聯

合報》與《中國時報》的採訪。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主要是採訪師

父去年（2003年）底至以色列、巴

勒斯坦進行和平之旅的感想，而

《中國時報》記者廖瑞宜，則是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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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法鼓山在大普化教育方面做了許多扎根工作，

在禪修活動、人才養成與教育硬體各方面皆逐步重整、規畫，

不僅首次推出了坐姿動禪、悅眾鼓手成長營，

世青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的舉辦，

也為人才培訓開啟新象；

而做為法鼓山弘法發源地的農禪寺，

已通過審查、正式列為歷史古蹟建築之一，

象徵法鼓山弘揚佛法的大願將代代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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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大選前社會人心浮動來尋求建

言。這二個問題雖不相同，但尋求

和平的意願卻是相同。面對這二個

問題，師父均以法鼓山今年所推動

的心靈環保主題──「和喜自在」為

闡述的重點。

而大選前，聖嚴師父除於3月19日

舉行媒體記者會，為總統大選祈福

並發表祈福文外，亦與天主教樞機

主教單國璽提出聯合聲明，並於3月

26日刊載在《中時電子報》及《中

央社》。聲明中強調，宗教界期盼各

界人士均以高度的智慧來處理事

情、化解紛爭，以求國家社會的安

定；同時，要努力將各種族群的資

源結合起來，以同是一家人的胸懷

彼此寬恕接納，追求共同的正義。

此外，聖嚴師父亦應民視時事評

論性節目──「台灣廣場」的邀請，

於節目中分五單元，講述讓生活中

充滿「和喜自在」的方法。

由各界不斷以「和喜

自在」為題邀請聖嚴師

父演說，可看出海內外

人心普遍對於如何在紛

亂中自立，有著深切的

渴望。而聖嚴師父直指

核心的智慧之言，也普

遍得到海內外各界的認

同。譬如：印度國會議

員 Sahu 因聽聞印度駐

台外交人員對法鼓山的

諸多肯定，即趁來台出

席亞太地區國會議員安全會議之

便，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此

外，台北市長馬英九、交通部長林

陵三、陳水扁總統、內政部長蘇嘉

全等政府官員，也都曾前來拜訪師

父，而師父均勉勵大眾，將從政視

為修行，並以宗教家奉獻的心來從

政。

修學活動

做為法鼓山弘法發源地的農禪

寺，4月1日通過台北市古蹟及歷史

建築審查委員會「農禪寺歷史建築

登錄案」的審查，這對漢傳佛教的

在台發展，以及人文歷史的保存

上，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而農禪

寺於歷史價值外，也因應時代潮

流，自7月起，成立了網路知客處。

這正表現出法鼓山尊重傳統又與時

俱變的特質。

今年甫推出「法鼓坐姿八式動禪」，不受空間限制的禪

法，讓民眾身心能隨時放鬆。



在例行法會方面，無論是皈依祈

福、新春祈福、在家菩薩戒、元宵

燃燈祈願法會、浴佛節、梁皇寶懺

等，皆依時令依序舉辦。此外，也

於3月9日（觀世音菩薩聖誕紀念

日）、9月13日（地藏菩薩聖誕紀念

日），舉行了剃度典禮。

而在修行活動方面，仍延續以往

分眾化、年輕化、多元化的特色，

譬如：2月14日於紫雲寺舉行的南區

醫界精進禪修營、3月5日於法鼓山

舉行的交通部公路總局核心幹部成

長營，以及8月1至16日舉行的大專

禪修活動。

在眾多修行活動中，最值得注意

的是默照禪四十九、「法鼓坐姿八

式動禪」的推廣，以及念佛禪七。5

月1日至6月18日於苗栗三義DIY心

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的「默照禪四

十九」，是繼2001年首次舉辦以來的

第二屆，舉

辦此活動的

目的，除可

提供禪修者

密集共修的

機會外，無

非也是希望

培育更多禪

修人才，以

因應未來法

鼓山佛教教

育園區禪堂

啟用後所需

的大量人才。

另外，繼法鼓八式動禪之後，法

鼓山禪修推廣中心又積極推出「法

鼓坐姿八式動禪」，首場師資培訓課

程於5月7至9日在土城教育訓練中心

舉行，此動禪的動作不受空間限

制，非常適合在辦公室、車上或飛

機上運用，十分方便及實用。而為

提昇八式動禪的教學品質，禪修推

廣中心又分別於5月28至30日、6月

4至6日於法鼓山園區臨時寮展開法

鼓八式動禪的進階課程訓練。另

外，為將動禪的觀念與方法，融入

日常生活作息中，擴大延伸可運用

的廣度，在6月12日，農禪寺也首度

推出了「法鼓出坡禪」的試教活

動。

而在2000年7月首次舉辦的「念

佛禪七」，於今年7月30日至8月6日

在農禪寺又再度舉行。其間，聖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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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培養青年國際宏觀視野、共同關心

「世界和平」議題。



師父每日早晚皆親自到場開示，為

念佛禪七樹立進行的模式，未來法

鼓山將會把念佛禪七，列入精進禪

七的修行活動之一，並定期舉辦。

此外，為培訓更多佛學弘講人

才，佛學推廣中心於11月14日於農

禪寺舉辦了「弘講師資培訓課程」。

除了進行二場專題演講說明，課程

還安排8位準講師試講。這次的準

講師，不僅都具有博碩士以上的學

歷，也都具有深厚的佛學基礎，對

聖嚴師父的理念和思想皆有深入體

會，由此可預見未來法鼓山佛學弘

講的蓬勃發展。

而為遴選參加「世界青年和平高

峰會」的青年代表，法鼓山也特別

舉辦了三階段的「世界青年和平高

峰會台北論壇」系列活動，藉由三

階段的篩選，以期培養出菁英中的

菁英，代表全球青年在國際舞台發

聲。此三階段依序為「和平議題座

談會」、「國際青年領袖專業培訓課

程」、「世界青年和平大使培訓計

畫」，其中「世界青年和平大使培

訓計畫」，從8月至12月底已

進行五場，預計進行至明年

（2005年）3月。

文化出版

在文化出版方面，如何讓大眾隨

時親近佛法、得受法益，仍是本年

度思考的重點。首先，法鼓文化即

以「安心自在，做自己的主人」為

主題，參加於1月28日至2月2日在

台北世貿中心舉行的第十二屆台北

國際書展。活動期間，書展現場展

出聖嚴師父的最新著作──《聖嚴法

師教默照禪》、及甫新推出的大智慧

系列翻譯作品──達賴喇嘛的《答

案》、丹津．葩默的《心湖上的倒

影》，同時還有師父歷年來的著作、

精選翻譯書、佛學研究論叢、有聲

影音產品等。而此次參展中，以

「智慧掌中書」書系特別受到歡迎，

許多民眾反應，掌中書內容超越宗

教、貼近現代人關心的問題，又有

精美的插圖，使讀者於閱讀享受中

獲得實用的生活智慧。

接著，法鼓文化又於4月1日至5月

10日，舉辦了「尋找覺者的足跡─

─千種佛書線上聯展」，這場網路書

展集合了三十五家出版社及唱片公

司，包括：東大、慧炬、橡樹林等

專業佛學出版社，以及天下文化、

立緒、時報

等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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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綜合出版社，同時亦有原動力、

風潮、亞洲等唱片公司共同合作，

提供海內外讀者一個二十四小時皆

可選購書籍的平台。

有別於一般的展覽，這次佛書線

上聯展的展出平台為網際網路，不

僅充分運用了網路媒體無遠弗屆的

特性，展覽期間不受時間、空間的

限制，讓生活繁忙的現代人可依個

人需要，自由上網選購或瀏覽、瞭

解佛教出版品，而且參與展出的相

關佛教書籍、出版社眾多，甚至囊

括目前一些小型出版社出版的優質

佛書，市面上極為少見，實為一次

難得一見的佛教書籍網路展覽。

另外，擁有五十五年發行歷史、

為台灣第一份本土佛教期刊《人生》

雜誌，12月1日起也正式推出電子版

試刊。《人生》雜誌於1949年由東

初老人創刊，經聖嚴師父承繼至

今，已出版二百五十多期，電子版

《人生》的試刊，象徵佛法的弘傳方

式，正邁向迅速、環保、無遠弗屆

的網路時代。

由法鼓山佛教基金會出版的各項

結緣品，一直以來，針對社會大眾

需求，出版各類出版品，因應法鼓

山近來大力推廣「法鼓八式動禪」，

今年亦推出英文版《法鼓八式動禪》

書籍及CD，《法鼓坐姿八式動禪》

書籍及CD、英文版《法鼓立姿八式

動禪》DVD 等，提供禪眾學習參

考；「智慧隨身書」系列，也出版

了英文版《人生為何》，希望將方便

與大眾結緣的小叢書推廣至海外各

地。

在法鼓元年之前

為因應2005年法鼓山佛教教育園

區大殿及禪堂的啟用及法鼓元年的

來臨，法鼓山於2004年不論在硬體

或軟體上都花了很多心力準備，除

硬體的配合外，在軟體上，又可分

法鼓精神的扎根及人員配置的訓

練。

首先，在硬體上，包括象徵法鼓

山精神指標的法華鐘於5月11日簽訂

了鑄造合約；而歷經四個月重新鑄

銅，原先供奉在觀音殿的開山觀音

也於8月4日（觀世音菩薩成道紀念

日）安奉於法鼓山最高點──新大

殿山丘上的觀音平台；此外，做為

園區未來建設、規畫、服務的綜合

行政中心的聯署辦公室，也於9月20

日灑淨啟用；而為讓佛法千年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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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見法鼓山義工導覽團加入年輕一代新鼓手，透過導

覽培訓課程，體會法鼓山精神、並分享法益給大眾。



續、常照眾生苦海，佛像專案小

組在10月22日至11月1日，分別

於台北安和分院和農禪寺舉辦

「法鼓山佛像安座裝藏鈔經展」。

未來這些手鈔經將在2005年法

鼓山大殿安座佛像的同時，一併

裝藏到釋迦牟尼佛、藥師佛和阿

彌陀佛三尊佛像的佛身裡。其

實，無論是法華鐘、開山觀音，或

七十七卷的手鈔經典，雖屬外在物

質，但實富有深刻的精神意義。

在法鼓精神的扎根上，首先登場

的是護法總會所舉辦的「法鼓傳薪

──自我提昇方案說明暨悅眾教育

訓練」系列活動，從2月8日至3月

28日在台北、高雄、花蓮、桃園、

台中等地舉行。此外，為讓各地悅

眾透過學習，更瞭解如何在生活中

落實佛法、提昇自我，以進一步帶

領信眾成長，護法總會於10月至12

月，於全台各區舉行六場「悅眾鼓

手成長營」。在成長營舉辦前，護法

總會先於9月18日和10月2日，分別

在台南分院、台北安和分院進行

「悅眾鼓手成長營關懷員及講師培

訓」，完成培訓的關懷員和講師，將

投入「悅眾鼓手成長營」，協助悅眾

們自我成長和學習。

最後，在人員配置上，針對醫護

人員、導覽人員、服務義工、景觀

維護義工，以及禪修內外護人員等

都陸續開辦培訓課程。其中值得一

書的是，為呼應聖嚴師父「年輕化」

的方向，法青會本年度也積極動

員，譬如：法青會和義工團導覽組

於6月6日共同舉辦的「法鼓山導覽

培訓課程」，而法青會也在12月5、

12、19日三天，舉辦了三次的成長

營，未來這些年輕學子將投入義工

行列，為法鼓山注入一股年輕的活

力。

總結過去迎向未來

為迎接2005年法鼓元年的到來，

2004年法鼓山在大普化教育上做了

許多扎根及預備的工作，無論是外

在設備或是內在修行活動的重整與

規畫，包括各種人員的配置和訓

練，都花了極大的心力，持續不斷

的活動也使得本年度的大普化教育

特別有朝氣和活力。

相信在過去的基礎上，以及在本

年度的重整和預備中，法鼓山大普

化教育將會有一個充滿希望的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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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眾鼓手成長營」由受訓後的當地悅眾擔任講師，彼

此分享經驗、共同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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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本日於農禪寺接受《聯合報》記者梁玉芳的專訪，主題有「師父

從事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之行所感」、「2004法鼓山和喜自在年的涵義」等

和平相關議題；該報並於1月26日在綜合版版面以「聖嚴：慈悲無敵 敵人在

自己內心」，大篇幅刊載專訪內容。

2003年末，聖嚴師父以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World Council of Religious

Leaders）理事的身分，與各國宗教領袖前往以色列、巴勒斯坦訪視，看了連

年烽火的「聖地」之後，感歎飽受戰爭威脅的人民何其可憫，提出多項和平

建言，並呼籲「慈悲與智慧」是當今所有政治領袖都應學習的功課，這些建

言不僅受到國際間高度矚目，也安慰、鼓舞社會人心，帶給大眾和平希望。

訪談中，聖嚴師父特別針對「聖戰」一詞表示，在耶路撒冷，當地人認

為，誰搶走了他們的土地，他們誓言抗戰到底，這就是「聖戰」。但是卻有一

位伊斯蘭教的學者指出，「聖戰」的意義應該是「戰勝自己內心的邪惡」；

師父對此詮釋深表贊同，並藉此機會向對方說明，佛教也要人們學習調伏自

己的內心。

由於今年適逢總統大選，有關於「族群」的議題，不斷被挑起，以致造成

人心浮動不安，針對這一點，聖嚴師父指出，佛教認為眾生平等，看待所有

人都沒有分別心，因此沒有族群問題，而且每個人都是「現在菩薩」、「未來

佛」。師父指出，如果看待所有的人都是敵人，就會讓自己陷入最不安全的境

地；他勉勵人人都要放寬心量、化敵為友，做任何事情才可長長久久。

最後，聖嚴師父說明，法鼓山今年所推動的心靈環保主題為「和喜自在」，

「和」表示和樂、和敬、和平，「喜」表示歡喜，「自在」意指，人若能夠和

樂、和敬、和平又能夠歡喜，心就可以獲得自在。師父期許眾人，以「和」

當做做人處事的最好方法，將這個世界做為修福修慧的道場。

01.08 04.08 07.15 10.14

為勉勵法鼓山事業體所有的僧團法師、專職人員、全職義工等，能奉獻心

力於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共同成就人間淨土的理念，聖嚴師父分別於本日、4



月8日、7月15日以及10月14日，在農禪寺大殿舉辦「93年師父精神講話」，每

場約有二百七十人參加。

首場，聖嚴師父以「和喜自在的法鼓山」為題，從個人、團體到整個大環

境，深入淺出地說明法鼓山的弘法教育工作，並勉勵大家盡力做到和喜自

在、提昇人品。

4月8日，聖嚴師父以「佛渡有緣人」為題，除簡介法鼓山這個團體之外，

亦提醒專職人員，道場是禮敬三寶、遵守戒律的地方，期勉大家能夠同在這

裡學習菩薩道。

7月15日，聖嚴師父以「法喜充滿」為題，透過教育、整合、義工心態及禪

修等四方面來詮釋，並期勉眾人培養志工的心態和觀念，才能夠歡歡喜喜地

在法鼓山工作及奉獻，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感；同時，師父也指示明年（2005

年）的主題年，將延續今年的「和喜自在」年。

10月14日，聖嚴師父則以「和喜自在」為題，開示期勉在場眾人，無論是

在辦公室或與人相處，都要和喜自在。而下班後，也要將法鼓山的精神帶回

家繼續實踐。

01.11

和聖嚴師父有三十多年深厚情誼的泰國曼谷（Bangkok）普門報恩寺住持仁

得長老與信眾一行人，本日上午至農禪寺拜訪師父。

歡迎仁得長老的儀式於農禪寺

新簡介館旁的會議室舉行，現場

展示了《法鼓全集》及聖嚴師父

新近著作。師父見到仁得長老甚

為歡喜，並說長老是他長年的老

朋友及恩人，師父感恩長老於自

己留學日本期間，十分關心他求

學情況，給予他諸多幫助，二人

也經常書信往返。而2002年師父

到泰國參加世界宗教會議時，受

到長老在報恩寺的熱誠接待，也

令師父銘感至今，格外珍惜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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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誼。

由於仁得長老來訪當天適逢農禪寺舉辦皈依大典，聖嚴師父為無法全程陪

同長老表示歉意，並誠摯歡迎長老下次再來台灣時，務必至法鼓山佛教教育

園區參訪，整個會晤在二人互贈紀念品的祝福聲中，溫馨結束。

仁得長老於1988年被泰僧皇御封為泰國佛教華宗第七任大尊長，領導華宗

弘化行政，亦是華宗僧務委員會主席及曼谷普門報恩寺住持。長老時常接受

世界各地如歐洲、美洲、澳洲、香港及中國各寺院佛教團體等的邀請，至當

地弘法及演說。

01.11 03.21 07.17   10.17

本年度共有四場皈依大典於農禪寺舉行，參與人數眾多，第一場（1月11日）

一千六百多人，第二場（3月21日）約一千七百人，第三場（7月17日）約一

千六百多人，第四場（10月17日）約一千七百人，皆由聖嚴師父親自授三皈

依，並於簡單隆重的法會後，隨著師父唸誦皈依詞、發四弘誓願、受五戒，

成為正信的佛教徒。

首場皈依典禮於1月11日舉行，由於今年是法鼓山的「和喜自在年」，聖嚴師

父勉勵大眾將「和喜自在」四字做為這一年，甚至是這一生遵奉的座右銘。

同時亦叮嚀大眾，除了要遵守佛教基本五戒，也要謹記法鼓山所訂定的三

戒：「不得以法鼓山的名義，從事任何與政治、選舉有關之活動；不得有不

正常的男女關係；不可以有

金錢借貸往來。」師父說

明，遵守戒律的目的就是讓

大家內心平安，同時也讓社

會安定和諧。

第二場皈依典禮於3月21

日舉行，本次新皈依弟子中

最特別的，應屬去年（2003

年）8月來台的荷蘭青年魏

卡（Wits Casper）。他於荷

蘭即開始研讀聖嚴師父著

作，為此特地來台修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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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學，並同時參加多項法鼓山的共修活動。

聖嚴師父為新皈依弟子開示表示，未來是充滿光明與希望的，只要積極地

往前看，就能走出新的道路；同時也將「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這句「心靈環保」的法語送給新皈依弟子，祝福大家能有真正的平安與法

喜。

第三場皈依典禮於7月17日舉行，由於今年台灣遭逢七二水災，造成中部地

區重大損失，聖嚴師父呼籲信眾應該以佛教徒的觀念，提起慈悲的菩薩心

懷，為人類以及一切眾生著想。師父並指出，皈依佛法僧三寶，就是接受並

依靠三寶做為自己的人生導師，要精進學習諸佛菩薩的精神，以慈悲待人，

以智慧處事，這樣將有助於我們先安定自己的心，然後進一步去幫助別人、

關懷別人。

第四場皈依典禮於10月17日舉行，其中有遠從澎湖而來皈依的信眾，以及

從屏東趕來的美國信眾。聖嚴師父勉勵所有新皈依弟子要用佛法智慧來過生

活，凡事用正面的思考，那麼就能夠讓自己與身旁的人皆獲身心平安。

01.12

聖嚴師父應民視「台灣廣場」節目之邀，以「和喜自在」為題，發表五個

單元的談話，本日下午於農禪寺進行節目錄製。

第一個單元主題為「和喜自在──如何在逆境中找到自在」。聖嚴師父在節

目中表示，在每個人的生命中，希望時時如意吉祥，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平

常就要未雨綢繆、有危機意識，時時做好準備，凡事有備無患，一旦遇到任

何狀況發生，便能坦然自在地面對。所以「自在」並不是沒有挫折，而是在

平常就做好危機處理的準備。

第二個單元主題為「如何提昇自我的品質」。聖嚴師父認為，要提昇人品，

第一要有信用，對人誠實；第二要謙虛，即是尊重任何人。法鼓山今年推行

的提昇人品運動，除了自己要能知足常樂外，同時也要與其他人分享。

第三個單元主題為「如何走出憂鬱」。近來社會上罹患憂鬱症的人相當多，

原因是現代社會的生活步調十分緊湊，人們不容易獲得安全感，聖嚴師父勉

勵大家遇到任何狀況發生，都要勇敢面對，面對以後要接受，然後處理，最

後是放下，唯有如此，才能夠走出憂鬱症的陰霾。

第四個單元主題為「如何以感恩的心來面對順和逆二種因緣狀況」。聖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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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鼓勵大家，對於順境、逆境都要懷持著感恩的心，若能以此心態待人處

事，便能時時刻刻皆感到自在。

第五個單元主題為「如何營造和喜自在的人我環境」。「和喜自在」是法鼓

山今年度的活動主題，意指人與人之間彼此以和相待，即我和、人和、心

和、內和、外和、因和、緣和，便能使人心生喜悅，喜悅後即可獲得真正的

自在。

「台灣廣場」為一時事評論性節目，每逢週一都會邀請宗教界人士主講，每

集播出時間約三至四分鐘。

01.13
Sahu

印度國會議員Anadi Charan Sahu本日上午在外交部祕書黃克夫陪同下，至農

禪寺拜訪聖嚴師父。這次主要來台出席亞太地區國會議員安全會議的 Sahu議

員，在印度時，即經常聽聞印度駐台外交人員對法鼓山的諸多肯定，因此特

地在百忙之中，安排此項拜訪行程。

會談中，Sahu議員提及，他的家鄉曾是印度佛教史上最偉大的阿育王朝所

在地，且自身對於佛學相當傾慕，對佛教極度肯定，認為佛教是所有宗教之

中最先進的信仰，佛教的教義不會獨斷地要求信仰者，而是充滿包容性，心

胸非常的開放。

Sahu 議員指出，世界上多數宗教於傳教的同時，也企圖改變當地的傳統文

化，唯獨佛教是站在尊重當地文化的立場，與眾人分享佛法；尤其值此全球

局勢動亂的今天，特別需

要像佛教這般開闊的胸

襟，大家才能和平共榮。

他並且對於法鼓山今年以

「和喜自在」為落實心靈

環保的重點主題表示肯

定，也認為法鼓山所提倡

的「我和人和、心和口

和，歡歡喜喜有幸福；內

和外和、因和緣和，平平

安安真自在。」理念，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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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今世界迫切需要的思惟。

聖嚴師父表示，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World Council of Religious Leaders）

正在推動一項普世的世界倫理價值觀，這裡的普世價值並不等同於世界各地

的傳統、風俗或是宗教信仰，而是當今全人類所共同需要的一種普遍性的價

值觀。佛教在印度雖已走入歷史，不過近年來的幾任印度總理都對佛教的態

度相當友好，師父肯定地說，佛教即代表了印度的世界觀。

最後，會談於熱切的氛圍下，圓滿結束。

01.22 25

為迎接新春，法

鼓山佛教教育園區

從本日（大年初一）

起至1月25日（大年

初四），以「和喜自

在」為主題，舉辦

一系列祈福法會、

義賣、博覽會等慶

祝活動，上山走春

的民眾絡繹不絕。

新春期間，多位

政界人士紛紛前來

向聖嚴師父拜年，

包括：年初二來訪

的親民黨黨主席宋楚瑜；年初三中午，台北市長馬英九與金山鄉鄉長游忠義

及鄉民代表等五十多人一同前來；年初四則有交通部長林陵三等人來訪，並

帶來陳水扁總統的祝福。師父除了致贈每位來訪貴賓「和喜自在」匾額，也

向貴賓們介紹法鼓山的教育理念，並邀請他們參觀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圖書資

訊館，同時亦表達了祝福台灣民眾平安，期盼人類和平，遠離苦難的心願。

大年初一到初四的祈福活動，分別在園區臨時寮和觀音殿、男寮及教育行

政大樓等，三處同步進行。

祈福活動期間，多場普佛法會、大悲懺法會在臨時寮陸續進行。每當法會

101

大
普
化



結束後，民眾們以虔

敬的心，依序向法師

領取平安米，同時亦

有不少民眾前往觀音

殿前燃燈供佛，或敲

響平安鐘，祈願身心

平安自在。

臨時寮大殿前廣場

則熱烈地展開許多活

動，包括由基隆地區

悅眾召集的一百多名

義工菩薩負責義賣、普茶區，他們以親切的笑容及清香的茶水，溫暖每一位

走春民眾的身心；義工團設置的義工客棧，以義賣、呈現活動照片等形式，

當場吸引了許多上山走春的民眾加入義工行列；另外，知名藝人陳亞蘭也到

場參與義賣素果蠟燭，與民眾們一同歡慶新年。

男寮的部分，除了開放佛堂供民眾禮佛，並設有祈福樹。此外，還舉辦

「與法師有約」活動，方便民眾就近向法師請益與佛法相關的問題。

教育行政大樓各樓層則舉辦博覽會，完整地呈現了法鼓山會團的各個面

向，一樓由教師聯誼會設計了書法禪及桌球，而中華佛研所佛藝中心陳設的

書畫展，更為會場增添了藝術氣息；二樓則設有菩心園休息區；三樓由念佛

會及助念團以莊嚴的氣氛，帶領民眾瞭解佛化奠祭的意義；四樓由禪修推廣

中心和禪坐會設計禪坐

體驗活動。種種活動的

設計，希望以輕鬆愉快

的方式，帶給民眾不同

的佛法體驗。

今年法鼓山的新春活

動既莊嚴又溫馨，讓眾

人在喜氣洋洋、親切熱

絡的氣氛中，點燃心

燈，共同虔心祈願新的

一年和喜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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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以佛法的智慧，向民眾表達新春祝賀之意。

民眾可循著「祖師的道路」認識歷代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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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眾專注地手持桌球拍，練習體驗專注與放鬆。

民眾們扶老攜幼一同至園區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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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2 25

今年農禪寺的新春活動，

於農曆年前即陸續展開。包

括護法會圍爐、法鼓山基金

會專職歲末感恩餐會、社會

菁英聯誼會歲末聯誼，以及

原本在中華佛教文化館舉辦

的僧團圍爐，都先後在農禪

寺舉行，使得寺中充滿了歡

喜的新春祝福聲。

新春期間，農禪寺從1月22

日（大年初一）開始舉行新

春普佛、大悲懺、淨土懺法

會，同時也舉辦彩繪燈籠、中國結義賣等展覽活動，內容多元而豐富。

初一下午，大悲懺法會結束後，聖嚴師父特地由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至農

禪寺關懷大眾，讓在場的民眾歡喜不已。由於今年新春期間師父大多在園

區，因此原本安排於寺內的「向師父拜年」活動，改以播放錄影帶的方式進

行，民眾在聆聽師父的開示和祝福後，由常住法師代表師父贈發環保手巾，

向前來的民眾表達新春祝賀之意。

01.24

春節期間，台北市長馬英九在台北縣金山鄉鄉

長游忠義及鄉代表、民意代表等人陪同下，本日

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參訪，並向聖嚴師父拜

年。

一身休閒裝扮的馬英九市長，以跑步方式登上

臨時寮，師父特別稱許馬市長充滿了年輕的活

力。接著，師父帶領眾人至大殿禮佛，隨後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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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資訊館參觀，由圖資館副館長果見法師介紹圖資館數位化及館藏的情形，

馬市長對於豐富而完整的館藏感到十分驚喜。之後，師父與馬市長進行短暫

的晤談，並贈送親筆書寫的「和喜自在」書法及《隋代古石雕──阿 佛頭像

復歸紀實》一書，馬市長則回贈一籃寓意平安的蘋果。

馬英九市長此趟行程，主要是走訪北海岸四鄉鎮：萬里、金山、三芝、淡

水。馬市長告辭後，聖嚴師父繼續與金山鄉鄉長、鄉代表及民意代表等人在

教育行政大樓一樓茶敘，雙方談及未來金山鄉活動與法鼓山合作的可能性；

中午師父並招待眾人吃平安麵、贈送每人平安米及環保手帕。

01.25

本日（大年初四）上

午，交通部長林陵三伉儷

偕同觀光局局長蘇成田、

公路總局局長陳晉源、北

觀處處長蔡振聰等及其眷

屬一行十餘人，至法鼓山

佛教教育園區走春、向聖

嚴師父拜年。

聖嚴師父首先帶領一行

人至開山觀音前禮拜，並

叩鐘祈福，隨後至大殿拈

香，為國家社會人民祈福

祝禱。

林陵三部長表示，此行主要目的，係代表陳水扁總統向聖嚴師父拜年，並

帶來總統所贈予的「祝福紅包」，象徵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以推崇、感謝師

父近年來積極推行「心靈環保」、「心五四」運動，對整個社會風氣及人品淨

化的貢獻。

聖嚴師父在會談中指出，法鼓山將規畫成為一座觀音菩薩道場，未來更將

建設成一座國際化的佛教教育園區，並計畫開設各種教育課程與訓練班，以

提供民眾更多學習的機會。

聖嚴師父進一步說明，明年（2005年）法鼓山主要的建設完成時，希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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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連結周邊環境的資源，如金山老街的農產品、陽明山公園的花季等，讓彼

此之間相互連結，進而共同成為北海岸地區的一個重要據點。

01.26 29  01.29 02.01

本日起至2月1日，農禪寺舉辦「第十屆在家菩薩戒會」，戒會分二梯次進

行，第一梯次為1月26至29日，第二梯次為 1月29日至 2月1日，每梯次為期四

天三夜，由聖嚴師父、果如法師、惠敏法師擔任尊證師，共約有海內外八百

六十多位信眾參加。

戒子們在四天戒期中，以專注、虔敬的態度演禮、懺摩，並聆聽聖嚴師父

的說戒。師父於開示時，強調受菩薩戒首先要學習菩薩的威儀、發菩薩誓

願，進而培養自身的智慧、慈悲及威儀，秉持「止一切惡，修一切善，度一

切眾生」的原則，以佛法感化自己，再用身心行為感動他人；尤其是在家居

士應以關懷家人為主要，再擴及到社會，如此才是真正實踐自利利人的菩薩

道精神。師父並勉勵戒子們要以嚴謹但輕鬆的態度來學習，才會法喜充滿。

聖嚴師父進一步說明，受戒對自身而言，是種約束的力量，能夠使自己少

犯錯，多做好事。受菩薩戒後，人一定還是會犯戒，萬一犯了戒沒關係，但

犯了輕戒就要懺悔，犯了重戒就要重新再來受過。學習菩薩戒的時候，一定

要用心地學習，學了之後不僅是在菩薩戒期中使用，甚至是這一生都要使

用，一直到成佛為止。

法鼓山所傳授的菩傳戒，是在堅持正見的基礎上，掌握了止惡、修善、利

生的原則，著重鼓勵

戒子發起菩薩誓願，

種下修行菩薩道的正

因，期許大家能透過

受持菩薩戒，以清淨

的戒行導正社會風

氣，以平等的慈悲接

納一切眾生，除了成

就自身發菩提心，也

成就眾生發起菩提

心。



特 別 報 導

108

2004

1 26 2 1
1993

1991 12 22

88

1993 2



109

大
普
化

01.28∼02.02

本日起至2月2日，第

十二屆台北國際書展於

台 北 世 界 貿 易 中 心

（ Taipei World Trade

Center）舉行，法鼓文

化以「心安自在，做自

己的主人」為主題參

展。

法鼓文化攤位設於世

貿一館二樓的「心靈文

學書區」展場，以明

亮、清新的風格，開放

式的設計，展現平易近人的風格。活動期間，書展現場展出師父的最新著作

──《聖嚴法師教默照禪》、及甫新推出的大智慧系列翻譯作品 ── 達賴喇

嘛的《答案》、丹津‧葩默的《心湖上的倒影》，另有師父歷年來的著作、佛

學研究論叢、各種影音產品等。而歷年來深受讀者歡迎的主題式套裝組合，

依舊是受歡迎的。

法鼓文化表示，參展目的是希望讓更多人透過各項著作、產品，找到安心

法門。而此次參展中，以「智慧掌中書」書系特別受到歡迎，許多民眾反應

掌中書所探討的問題貼近現代人的生活，也提供了實用的生活智慧，內容超

越宗教框限，且搭配精美圖文的版面呈現，十分符合大眾的閱讀習慣。

01.31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本日舉行「和喜自在燈會祈願法會」，約有二千名來自

全台各地的信眾參與。從下午一點半起即有民眾陸續前往，其中有不少人虔

誠地以三步一跪的儀式朝山，整個隊伍綿延數十公尺，場面盛大而莊嚴。

法會中，僧團都監果品法師出席開示，表示希望藉由此次法會的因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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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人們慈悲智慧的心燈，使一切眾生

得到佛法的光明及智慧，進而能離苦

得樂、和喜自在。

法會儀式後，進行法鼓山首次推出

的「提燈繞境活動」，每位民眾手持燈

籠，並將整個提燈繞境的隊伍分成A、

B二路線，A路線由臨時大殿經男寮出

發，B路線由臨時大殿經女寮出發，暈

紅的燈火照映在每個人的臉上，充滿

著和喜自在的愉悅；整個提燈繞境的

隊伍，在暗夜中照亮了山林團繞的園

區，透顯出園區建築的莊重及肅靜。

二線隊伍於尚未正式開放的大殿會

合後，由果品法師開示及進行「感恩

傳心燈」儀式。他首先感恩大家付出

很多的心力、智慧護持法鼓山，才能

成就這次活動的殊勝因緣；同時，深切地祝福每位與會人士點亮自己的心

燈，也點亮別人的心燈，讓慈悲的佛法照亮每個人的心。儀式在眾人高唱燃

燈之歌的音聲中，由法師開始點燈並傳心燈，象徵把祝福傳送給眾人，彼此

祝願祈福。最後，由法師帶領大家發願，再次重申感恩之意，並希望眾生離

苦得樂。此次活動在眾人唱著「我為你祝福」的歌聲及和喜歡樂的氛圍中，

圓滿落幕。

02.05 02.07

今年元宵節（2月5日）前後，除

了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的「和

喜自在燈會祈願法會」，各地區的

寺院、分院亦舉辦了燃燈供佛法

會。

北部方面，元宵節當天，農禪寺

舉行燃燈供佛法會，由中華佛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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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館住持鑑心法師主法，僧團副都監果廣法師為大眾開示點燈的意義。之後

在觀世音菩薩聖號聲中，由鑑心法師點亮第一盞燈，再由與會信眾依次傳遞

燈火，並供養在佛前，象徵著燈燈相傳、無盡延續慈悲與光明。

台北中正精舍則於2月7日傍晚，舉辦了「提燈祈福」的盛會，在僧團果

明、果啟二位法師的帶領下，近百位信眾們虔誠地恭誦觀世音菩薩聖號，並

進行提燈踩街的活動。回至精舍後，法師再領眾恭誦《普門品》，同時期勉大

眾學習、落實觀音菩薩救苦救難的精神。

桃園齋明寺亦於元宵節當天首次舉行燃燈供佛祈福法會，約有八十多人參

加，由齋明寺監院果迦法師與果攝法師主持，會中，果迦法師講述了乞食女

燃燈供佛的典故，勉勵大家發菩提心，精進學佛；同時也宣布齋明寺未來將

整修大殿，建設禪堂、齋堂、寮房，以便日後可舉行更多修行活動。

中部方面，台中分院於

2 月5日舉辦上燈祈福法

會，約有一百五十人參

加。在觀音法會的儀軌

下，人人雙手捧燈至佛

前，共祈諸佛菩薩加持，

願眾人和喜自在、福慧增

長。台中分院監院果理法

師並於開示時，對信眾說

明持誦《普門品》及稱念

「南無觀世音菩薩」的殊

勝，最後於眾人虔誠地唱

誦聖號聲中，圓滿了這場

莊嚴的祈福法會。

南部方面，台南分院於2

月5日當天，舉辦燃燈供佛

法會，約有二百多人參

加。法會前，台南分院監

院果選法師先是對信眾講

解燃燈供佛的由來，並指

導大家點燈時應以怎樣的

心態來進行，透過佛前點

燈的儀式，點燃佛的光明

智慧，成就智慧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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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紫雲寺亦於今年第一次舉辦元宵燃燈供佛法會，元宵節當天，南部地

區數百位信眾菩薩不畏天寒雨冷前來參加。

大家在紫雲寺監院果舫法師的帶領下，齊誦《普門品》、《心經》、〈大悲

咒〉，並依序前至佛前供燈。在一片溫馨感人的光明中，法師也勉勵信眾菩

薩，勤於參加法會之餘，也要重視平時的修行。

02.08 03.28

由護法總會所舉辦的「法鼓傳薪──自我提昇方案說明暨悅眾教育訓練」

系列活動，本日起至3月28日陸續在台北、高雄、花蓮、桃園、台中等地舉

行；除了凝聚各區召集委員及悅眾的共識之外，更佈達了聖嚴師父所規畫的

「自我提昇日課表」相關說明及推廣重點。

首場活動於2月8日，在農禪寺大殿舉行，來自北四、北三轄區約四百位悅

眾參加，護法總會會長陳嘉男、基金會副祕書長謝水庸、輔導師果燦法師及

僧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等人均列席關懷。會中謝副祕書長及果燦法師皆

期勉大家要提起菩薩的願力，弘揚法鼓山的理念，一起做著淨化人心的任

務。

北部地區另一個場次則於3月6日舉行，由北一、二轄區共約三百四十位悅

眾參加，聖嚴師父亦親臨現場給予關懷，並勉勵眾人好好運用「自我提昇日

課表」，調整自身的威儀、行止、待人接物，進而成為真正的法鼓人。

2月15日，活動

於高雄紫雲寺舉

辦。來自嘉義、

台南、高雄、屏

東、潮州、台東

等南部地區的正

副召委、悅眾等

近二百人出席。

聖嚴師父親臨現

場勉勵大家，他

指出，佛法必須

透過實踐，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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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及他人，才是真正的學佛，而自我提昇日課表則可幫助大家每日省視自

身，提昇自我的品格，應多加利用並推廣給更多人。而當天活動中，高雄縣

縣長楊秋興特別至現場親自致贈寺方「聖蹟長興」匾額，贈匾儀式由師父與

楊縣長共同揭幕，師父表示希望紫雲寺這塊福地能教育出更多優秀的人才。

3月7日，活動於花蓮高商舉辦，約有宜蘭、羅東、花蓮、台東地區的悅眾

一百四十人參加；3月21日，活動於桃園齋明寺舉辦，計有桃園、中壢、新竹

及部分北四轄區、基隆地區的悅眾約一百四十多人參加。

3月28日，活動於台中分院舉辦，計有苗栗、台中、南投、彰化等中部地

區，約有二百人參加。活動中，陳嘉男會長代為轉達聖嚴師父「推動世界和

平，為人類祈福」的信念，希望眾人在不斷提昇自我的同時，也要將佛法確

實落實到日常生活中；輔導師果燦法師則勉勵大眾一步一腳印，不斷修學佛

法自我提昇、清淨自我，在生活中益加精進修行。

02.14 15

暨去年（2003年）北部、中部舉辦社會菁英醫界禪修營後，南部醫界禪修

營也於本日起一連二天，在高雄紫雲寺舉行。來自嘉義以南的醫界人士共49

人，包括成功大學醫學院教授趙可式博士、高雄醫學大學護理系系主任楊美

賞、署立台南醫院院長簡聰健等人，齊聚位於高雄澄清湖的紫雲寺，體驗二

天一夜的禪修生活。活動結束後，並有26位學員由聖嚴師父親授皈依，成為

三寶弟子。

活動第二天下午，聖嚴師父特別南下為學員開示。師父指出，一般醫護人

員均能夠醫治、照護病人的身體與心理健康，但要做好進一步的精神關懷，

2月8日

2月15日

3月6日

3月7日

3月21日

3月28日

約400人

約200人

約340人

約140人

約140人

約200人

農禪寺

高雄紫雲寺

農禪寺

花蓮高商

桃園齋明寺

台中分院

北四、北三轄區

嘉義、台南、高雄、屏東、潮州、台東等南部地區

北一、二轄區

宜蘭、羅東、花蓮、台東地區

桃園、中壢、新竹及部分北四轄區、基隆地區

苗栗、台中、南投、彰化等中部地區

「法鼓傳薪──自我提昇方案說明暨悅眾教育訓練」活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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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必須從健全

自身的身心靈

做起；而法鼓

山所推廣的禪

修，內容涵括

自我肯定、自

我成長及自我

消 融 三 種 次

第，這些內容

本身就是在健

全自我身心。

師父並說明，

禪修是以身體與心理健康為基礎，提昇至精神層面的健康。擁有身心靈的整

體健康，便是具有健全的人格。

聖嚴師父接著又說明，身處現代社會，個人身心和家庭、社會整體環境的

關係皆密不可分，所以，在照顧、關懷他人之前，須先做到使自己的心安

定，而禪修則可培養健全、穩定的人格，保護我們的心不受外境影響。

這次的醫界禪修營，是紫雲寺自2003年3月新文化大樓灑淨啟用以來，首次

舉辦的精進禪修活動。為圓滿此一活動，紫雲寺仔細地規畫了活動的動線和

空間，並由南部的義工們承擔所有內、外護的工作，讓學員們可以心無旁

鶩，安心學習。多位學員在分享時表示，這次的禪修體驗，讓他們獲益良

多，而義工們服務的精神，更讓人生起感恩、回饋的心，進一步發願希望能

加入奉獻的行列。

03.05

公路總局年度幹部研習會，本日下午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教育行政大樓

舉行。該局過去舉辦研習課程，多為專題研討型態或邀請專家學者舉行時事

分析，此次前來法鼓山參與心靈環保課程，乃是首例。本次與會者包括公路

總局局長陳晉源、3位副局長陳俊雄、李泰明、謝潮儀，主任祕書宋乃午、總

工程司張仕京，以及來自各地與離島等各地的幹部近二百人，聖嚴師父亦親

臨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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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於開示中指出，個人生命雖渺小，但在無限的宇宙時空中自有一

份貢獻力量，他期勉大家能秉持「身在公門好行善」的心念，善用造橋鋪路

的公務機會，廣眾福田。同時，師父更有感而發地以今晨閱讀的羅光總主教

病中日誌為例，對與會者指出，病中的總主教寫著自己的渺小與無能，雖然

能夠理解這是羅光總主教面對天主的謙卑，但倘使渺小的生命能善用，且面

對大地、歷史與社會充滿感恩，每個人還是能在有限的時空裡，克盡一己之

力，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

接著，聖嚴師父指出，佛教常說「要給人留一條生路」，公路總局各部門同

仁即是在做著「造一條路給大家走」的福田事業。至於個人如何走出一條生

路？首先是觀念的改變，其次是環境的改變。面對千斤壓頂時，唯有從觀念

上改變，才能真正到達柳暗之後的花明新村；並將自己當成歷史承先啟後的

「輸血管」，接受前人的養分，同時將自己的養分，傳承給下一代，如此，將

生命與整體環境、歷史結合，人人克盡承先啟後的職責，便是最充實、最平

安的人生。

聖嚴師父最後以一幅「廣種福田」的親題書法，致贈所有研習營成員，由

陳晉源局長代表接受。師父期勉大家珍惜所有因緣，以公務的機會，廣種福

田，那麼每一條道路與橋樑的興建，從佛教的角度來看，無非都是奉獻服務

的菩薩道。

03.06 06.19

因應法鼓山舉辦愈來愈多的大

型活動，各項活動對於緊急救護

義工的需求明顯增多，為此，法

鼓山義工團特別開設醫護組義工

培訓計畫，從本日起至6月19

日，每週六下午在農禪寺舉辦相

關課程，接受培訓的學員將近一

百人。

這項計畫舉辦的目的，是希望

透過專業的培訓課程，培育更多

人才，使未來於法鼓山舉辦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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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活動中，都有通過衛生署「基本救命術（心肺復甦術）」認證的義工為大眾

服務，讓大眾更安心。

本次課程的師資方面，除了現任的專業護理人員，也特別邀請到台北縣救

護照顧協進會會長魏美津，擔任講師及認證的考核。此次訓練課程包含：心

肺復甦術、創傷處理、休克、中毒、交通意外事故等課程；在課程結束後，

學員必須實際跟隨現任醫護組義工實習，以便未來承擔醫護組工作時，能夠

有緊急應變的能力。

在3月6日的開訓典禮上，僧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表示，擔任醫護工

作，首要重點在使人心安，若善用修行的方法，便能在突發狀況中，將急救

的技巧發揮出來，照顧大眾並使其身心皆獲平安。而擔任義工團醫護組組

長、亦是國泰醫院肝臟中心主任楊賢馨醫師則說明，醫護工作是一件福慧雙

修的工作，若能學會此項技能，一旦遇到突發狀況，就有足夠的能力去處理

當下狀況；平時，若有專業的緊急救護人員在活動現場，也較能安定人心。

醫護組輔導師果惟法師表示，通過培訓計畫考核的學員，不但能在諸多活

動中擔負起醫護義工的任務，平時亦可在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農禪寺等處

的保健室輪值，協助緊急救護的處理。另外，本次參與培訓的學員，除了醫

療組義工外，亦有多位其他組別的義工團團員，不少義工表示，多學習一項

技能，即可在從事義工接待、服務大眾工作時，多一份應變意外的能力。

03.09

本日為觀音菩薩聖誕紀念日，上午僧團於農禪寺為18位受度者舉行隆重的

剃度典禮。此次18位新戒法師，包括 5位男眾、13位女眾，年紀最大為五十一

歲，最小為二十五歲。除了來自美國紐約東初禪寺的西方青年常聞法師外，

其他皆為第一屆「僧伽大學出家體驗暨僧才養成班」的學僧。

17位首屆僧才養成班的學僧都是歷經一年的出家體驗班課程，培養出家心

行、生活及威儀，經過僧團的審核評估，並衡量個人的因緣，在多方條件具

足後，才真正決定踏上出家奉獻三寶之路。而本次年僅二十五歲，從事環保

工程的西方青年常聞法師，先前則已在美國紐約東初禪寺度過半年多的行者

生活，對佛法和法鼓山的理念、禪法深具信心，因而發心出家，擔負起在西

方推廣佛法的如來家業。

典禮由聖嚴師父擔任戒和尚，今能長老擔任教授阿 梨。師父於開示時表



117

大
普
化

示，法鼓山是觀音道場，選在觀音

菩薩聖誕日這天舉辦剃度典禮，即

是期許受度者學習觀音菩薩的慈悲

智慧，發揮救苦救難的菩薩精神；

並出離煩惱、世俗的牽絆，開拓更

積極寬闊的未來，進而加入法鼓山

推動「心靈環保」的行列，以生活

化的佛法，教育、關懷社會。因

此，今天剃度典禮之後，每個新戒

法師應該期勉自己成為宗教家、教

育家，用佛法清淨、修正、精進自

己，將全部身心奉獻給三寶、眾

生。今能長老亦期勉新戒法師能珍

惜在法鼓山出家、得遇明師的因

緣，學習做一位德學兼備、弘法利

生的出家人。

聖嚴師父在「辭親」儀式中開示

強調，出家不是不要父母親，而是

擴大關懷的對象，而父母親將摯愛

子女奉獻給三寶、眾生，更是難捨能捨的大布施、大功德。

典禮在「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聖號中，進行執剃、換著僧裝、乞受沙彌

戒等，最後在新戒沙彌、沙彌尼奉供中圓滿儀式。

03.09

曾經撰著聖嚴師父傳記《枯木開花》的作家施叔青女士，於2002年10月

底，與法鼓山近五百位信眾跟隨師父，前往中國大陸東南六省展開一場為期

十四天的禪宗溯源之旅，巡禮結束後，即在此古蹟巡禮之行的背景下，以師

父所傳授的默照禪法為經，以歷代的禪門高僧事蹟為緯，撰寫下《心在何處》

一書。該書出版者聯合文學本日下午於台北市建國南路上的金石堂舉辦新書

發表會，特別邀請聖嚴師父出席。

施女士並於發表會中提到，她早期習禪時，習慣借助他力以獲得片刻的身



118

2004

心安穩，但自從走進農禪寺以後，當下因為道場簡樸得「家徒四壁」，一片白

光，內心感到一陣徬徨，因此下定決心，往後一切靠自己。而師父聽到此番

話時，露出詫異的神情，原來這位女作家弟子是這樣誤打誤撞走進農禪寺，

更讓人訝異的是，此後施叔青一路跟隨師父學禪，已累積了十餘次的禪修經

驗。

聖嚴師父則提到，此書是以時空的貫穿及空間的集合，呈現出禪宗歷代祖

師的思想及寺院的精神，加上以他所指導的禪法，融貫為整本書的靈魂。施

叔青在處理中國古代禪宗的題材上，融合點進現代的時空，將禪宗史一路銜

接到現代，相當值得受到稱許。

而今法鼓山提倡「心靈環保」，持握的仍是這一線禪宗歷史縱軸。聖嚴師父

指出，人類文明的進展，同時涵括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二種，顯而易見的

是，現今物質文明的發展顯重於精神文明，人的內在品質沒有平衡兼顧，因

此造成社會中種種價值觀的混亂與模糊不清；在年輕人與長者之間、父母與

子女之間產生代溝，這都是因為缺乏內省的精神文明。

聖嚴師父於記者會中進一步說明，「提倡心靈環保，就是幫助現代人回到

人的本位，回歸到精神的文明，並透過禪的修行觀念及方法，來落實心靈環

保。」同時，師父也向與會的記者及讀者朋友推薦，閱讀《心在何處》一

書，可以從中找到所謂的精神文明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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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

台北市古蹟及歷史建築審查委員會於本日通過「農禪寺歷史建築登錄案」

審查，包括二層樓農舍、入慈悲門牌樓均受到保存。由於農禪寺是法鼓山的

弘法發源地，因此登錄案的通過，對於漢傳佛教在台灣發展，以及人文歷史

的保存上，皆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今年2月初，法鼓山向台北市文化局提出申請此項歷史建築登錄案，文化局

專案小組古蹟委員會成員於2月18日至現場會勘，由聖嚴師父親自為委員李乾

朗、黃富三、辛晚教、南方朔、李繁彥、黃柏鈴等專家解說；會勘後，大家

一致認同農禪寺確實具有登錄文化資產的價值。經過一個多月的審查、鑑

定，專案小組於本日通過登錄案審查。

農禪寺於1975年由東初老人創建，1979年由聖嚴師父接任住持，成為法鼓

山重要的弘法所在地，數年來海內外眾多信眾來此親近佛法，不僅成為漢傳

佛教的一處典型道場，同時也是北投關渡地區一帶，獨具特色的人文場所。

聖嚴師父表示，二十多年來，農禪寺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很大，尤其是法鼓山

成立的中華佛學研究所，至今已成為世界佛學研究的重鎮；此外，位於台北

市郊的農禪寺，對於都會民眾的心靈安定，也有極大的貢獻。

根據台北市文化局專案小組古蹟委員會的決議，農禪寺建物年代雖然並不

久遠（1975年落成啟用），樣式也很簡樸，但對於民眾的心靈淨化，卻扮演了

非常重要的角色，人文意涵豐富；而聖嚴師父弘揚佛法、致力世界和平，深

受國際肯定，法

鼓山發源地在農

禪寺，其歷史地

位 更 是 頗 具 份

量，因此，台北

市 文 化 局 透 過

《文化資產保存

法》的規定，組

成專案小組循序

進行相關鑑定，

決定將農禪寺登

錄為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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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古樸精神的農禪寺外貌。

2000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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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 05.10

由 法 鼓 文 化 網 路 心 靈 書 店

（http://www.ddc.com.tw）策畫的「尋找

覺者的足跡──千種佛書線上聯展」，本

日起至5月10日在網路上提供各項服務。

這場網路書展集合了三十五家出版社及

影音媒體公司，包括：東大、慧炬、金

色蓮花等專業佛學出版社，以及天下文

化、立緒、時報等知名綜合出版社，同

時亦有原動力、風潮、亞洲等唱片公司

共同合作，提供海內外讀者一個二十四

小時皆可選購書籍的平台。

有別於一般的展覽，這次佛書線上聯

展的展出平台為網際網路，不僅充分運

用了網路媒體無遠弗屆的特性，展覽期

間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讓生活繁忙

的現代人可依個人需要，自由上網選購

或瀏覽、瞭解佛教出版品，而且參與展

出的相關佛教書籍、出版社眾多，甚至囊括目前一些小型出版社出版的優質

佛書，市面上極為少見，此次實為一次難得一見的佛教書籍網路展覽。

書展內容以「佛教文化」為主題，從淺顯易懂的生活佛法到當代佛學大師

的著作、佛教經典論述，以及各種修行法門與佛教史學等深入而專業的書籍

皆囊括其中，再加上寧靜優美的佛教心靈樂音，參展品多達一千多種，如此

多元且完整的佛學出版品展示平台，可說是目前通路上針對專業類別出版品

少見的盛況，足見台灣已具備專業佛教網路書店的市場規模。

線上聯展中精心規畫了「當代心靈導師」、「名家導讀」、「分類瀏覽」等

多項單元，不僅介紹當代佛教界最具代表性的印順長老、達賴喇嘛、聖嚴師

父、一行禪師的生平簡介，並精選其相關著作以饗讀者；每週並提供奚淞、

鄭石岩、朱德庸等各界專業人士的推薦文，讓他們與讀者分享其心目中最有

影響力的好書。如此精密規畫，主要是希望藉此讓讀者汲取覺者的智慧，進

而探索生命的本質，也可從中瞭解台灣佛學出版品蓬勃多元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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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上午，陳水扁總統前往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拜會聖嚴師父。陳總統抵

園區後，在師父引領下參觀圖書資訊館「蓮華藏」、校史館，並於會客室中題

寫「慈悲和平」留贈法鼓山做為紀念，這是繼2000年3月陳總統在農禪寺書寫

「利益眾生」四字後，二度拜訪師父。

席間，聖嚴師父提供陳總統一套簡易的禪修方法，並建議總統每天撥出一

點時間禪坐，放鬆身心。隨後在師父引導下，總統開始進行簡單的禪修練

習，從眼睛放鬆、腦袋放空、保持平常呼吸等步驟，去體驗呼吸、享受呼

吸，師父並建議總統在百忙之中，每天只要撥十五分鐘至半小時練習禪坐，

便可以達到放鬆身心的效果。　

此外，陳總統也針對目前社會諸多紛擾現象，請教聖嚴師父該如何面對、

處理。師父則與總統分享了「存異求同」的觀點，並以佛陀和提婆達多的故

事為例，談及佛陀成佛前，提婆達多不斷對他製造困境，卻反而使得佛陀修

行更得力，也更增慈悲心。隨之，師父又以自己當年赴日求學，受到眾人反

對的經驗為例，說明那些當初反對他的人，卻成為讓他最感謝的對象，藉此

勉人當以包容心、感恩心看待所有的逆增上緣。

而對於目前社會上的紛擾，聖嚴師父表示，當以同體、平等的慈悲心去處

理。師父強調，政治是為了人民謀求福祉、保障人民的安全而存在，因此偉

大的政治家必定是宗教家，而宗教家的胸懷，就是奉獻心，宗教家胸懷每一

個眾生，而不

僅是一部分的

人。

最後，聖嚴

師父致贈陳總

統一尊依法鼓

山大殿佛像而

製作的琉璃作

品，為時二小

時的禪修會晤

行 程 圓 滿 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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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主辦之「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

將於5月起陸續展開，本日下午在台北安和分院召開活動開辦前記者會。記者

會由協辦單位《中國時報》系總經理黃肇松主持，聖嚴師父、法鼓山人文社會

獎助學術基金會執行長曾濟群、廣達電子公司董事長林百里等人皆一同出

席。

聖嚴師父於會中指出，現今台灣社會的自殺人口以年輕人居多，這顯示現

在社會上的青年活得不快樂、沒有安全感，缺乏人生的方向和希望；而且一

般青年多關心名利、前途，卻很少關心自己的心靈是否快樂、幸福與安定。

聖嚴師父十分擔憂身為未來世界主人的青年，如果現在沒有方向感，我們

的社會將看不到未來的希望。因此他希望推動世界和平運動，由宗教發起帶

頭作用，以關懷人類為起點，為不同種族、信仰的青年菁英搭起溝通、討論

的平台，藉由互相關懷、瞭解、產生共識的過程，解決人類的問題；同時，也

提供青年菁英一個拓展國際視野的機會，使他們能夠「認識今天的世界，走

出明天的世界」。

林百里董事長亦在記者會中表示，法鼓山是個宗教和教育的團體，這次舉

辦「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不僅在價值觀念上對年輕人具有正向引

導作用，也能培養青年的宏觀視野，形塑新世代正確的價值觀。他再三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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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朋友踴躍報名參加，學習承擔更大的使命感，讓自己有機會「站在世界

舞台，為和平發聲」。

「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雖以青年為出發點，實際上是一個為解決所有人類

問題的和平運動。聖嚴師父希望現代青年朋友不要只將人生目標放在求學、

找工作等物質追求方面，而是應積極去認識現今的世界，打開生命視野，才

能走出自己及世界的美好未來。

05.01∼06.18

本日起至 6 月 1 8

日，禪坐會於苗栗三

義DIY心靈環保教育

中心舉辦「默照禪四

十九」，共為期七

週，此次參加學員共

有249人次，其中有

51位全程參與。

此次的默照禪四十

九，是繼2001年首次

舉辦以後，法鼓山第

二次舉行的長期禪修

活動，原本計畫於去

年（2003年）舉辦第二屆，但因SARS疫情而停辦。這次禪期，共分為三個梯

次，前二梯次各為二週的時間，第三梯次則為三週的時間；總護法師分別為

僧團果理法師、果醒法師、果徹法師，參與人次則分別是93、87、69人次。

活動中，學員們透過觀賞聖嚴師父開示的錄影帶，有次第地瞭解〈坐禪

儀〉、〈坐禪箴〉和〈默照銘〉的精髓，以發菩提心及放捨諸相的態度，輕鬆

體驗默照禪法的妙用。

默照禪四十九的舉辦，除了提供禪修者一個密集的共修機會外，其目的亦

是希望培育更多禪修人才，以為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即將啟用的禪堂、舉辦

禪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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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法鼓八式動

禪之後，法鼓山

禪修推廣中心又

推 出 「 坐 姿 動

禪」，並於本日起

至 9日在土城教

育訓練中心舉辦

首場師資培訓課

程，共有78位來

自台灣各地及馬

來西亞、加拿大

的學員參與。

這套坐姿動禪結合了瑜伽、體育運動、太極拳等精髓，共分為八式，配合

禪修的觀念和方法，每式各有一到三個動作不等，從肩膀、頸部、腰背伸

展，一直到足部運動，讓身體的每個部位充分伸展。

禪修推廣中心監院果醒法師表示，現代人生活緊張、壓力極大，而禪修相

當利於放鬆身心，因此，該中心繼研發「立式八式動禪」後，再度推出「坐

姿動禪」。此動禪的動作不受空間限制，非常適合運用在辦公室、車上或是飛

機上等地點，十分方便及實用。法師亦指出，坐姿與立姿動禪的動作強調清

楚感覺、放鬆身心的過程和目標，而且坐姿動禪可於第八式「觀身受法」結

束後直接進行靜坐，結合了動禪與禪坐的優點，進而達到放鬆與靜心的功

效，整套坐姿動禪其實就是觀身受法，透過緩慢而綿密的動作，體驗身心合

一，心向內攝的禪法。

首場坐姿動禪師資培訓，課程內容包括：教學示範、心法開示、分組練

習、問題討論等項目，並提供推廣坐姿動禪的方法及建議。課程中，學員依

地區分為九組，學員把握分組練習的機會聚精會神地學習每個動作，並將禪

修心法融入於動作中，體驗「動中鬆、鬆中動」的感受。　

本次參與課程的大部分學員，都已擁有在各地推廣八式動禪的經驗，因

此，很容易體驗到坐姿動禪的要領，於此次培訓課程之後也表示，對於未來

的推廣工作深具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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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示：雙手合十 第一式：肩膀運動 第二式：頸部運動

第七式：足部運動 第八式：觀身受法

第三式：腰背伸展 第四式：前後伸展

第五式：轉體運動 第六式：軀體伸展

繪圖：劉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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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起一連二天，

法青會以「遇見．生

氣的自己」為主題，

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

區舉辦「你是愛生氣

的噴火龍嗎」禪修體

驗營，共有36位學員

參加。

這場禪修體驗營，

法青會特別商請僧伽

大學協助參與規畫，

並由二年級學僧擔任

各組輔導師。課程內容除了以往法青禪修營的內容，還融入了僧大於今年初

舉辦生命自覺營「自我探索」課程的特色。而規畫出「噴火龍走出心中的火

山」、「夜禪」、「火龍噴噴噴」等課程單元，不但課程名稱活潑富趣味性，

進行方式也充滿了創意。

8日下午，首先在女寮佛堂進行「噴火龍走出心中的火山」單元活動，由學

員分享自己生氣的經驗，包括：於何種情況下會生氣、生氣時會出現哪些行

為，及瞋心生起時的反應、感受，並且透過「火山尋寶圖」的填寫覺察自

心，藉由拋出和收回的過程，逐步體會人與人相互的關聯，以及生氣時帶給

他人和自己的感受。當晚的「夜禪」，學員們手捧燭火，一步一踏地走在山

上，放鬆感受山間的清淨與寧謐；靜坐時則眼觀燭火，觀想自心和情緒的關

係。

9日上午進行「火龍噴噴噴」活動，在工作人員表演完短劇「白牧的一天」

後，仿效電視評論節目，在小組討論分享後，各組再推派一人上台剖析劇中

人物「白牧」一天的不順遭遇和生氣心情，討論情形非常熱絡。最後，學員

們以沉澱、發願、迴向的心，感恩自己不喜歡的人。二天的課程，在頒發工

作人員謝卡中，圓滿結束。

許多僧大學僧和法青學生們都覺得，在活動的規畫、執行等彼此互動過程

中獲得諸多成長；而參與學員也紛紛表示，這次活動讓他們藉由「生氣」來

深入認識自己內心，也踏出了體驗自我生命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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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法鼓山重要精神指標意義的法華鐘即

將開始鑄造，僧團副都監果廣法師本日代表

法鼓山與日本的老子製作所株式會社簽訂鑄

造合約，為表慎重，老子製作所株式會社社

長元井實專程來台，本日出席於農禪寺舉辦

的簽約儀式。

完成後的法華鐘，總重高達二十五噸，

內外鑄上六萬多言的《法華經》，預計於二

年內完成，屆時將安置在目前法鼓山臨時寮

觀音殿，且未來該處將開闢為法華公園，果

廣法師於簽約儀式中表示，在鑄鐘的同時，

將積極規畫相關方案，以使未來的法華公園發揮教育的功能。

鑄造法華鐘的難度，不單只在於噸數龐大、鐘聲要淳厚悠揚等品質上的需

求，鑄字的技術尤其重要。為了尋覓適合的鑄造廠商，法鼓山僧團歷經一年

多的時間，尋訪了日本、韓國、中國大陸等多家鑄造公司，親自實地考察與

評比，期望打造出於造型、聲音等品質都堪稱是最好的鐘。

此次透過施建昌、黃楚琪等多位護法居士的協助，圓滿找到具有二百多年

歷史的老子製作所株式會社，該所為了克服法華鐘上鑄字的技術問題，社長

元井實曾多次親自來台，與專案小組人員討論，其所表現的誠意和實力，讓

法鼓山對此付託深具信心。

老子製作所株式會社，是一大型的專業梵鐘鑄造公司，針對唐式造型梵鐘

的鑄造，在製作與技術等各層面上，要求特別嚴格，曾參與鑄造廣島和平

鐘，在日本極具高知名度。

05.16

為慶祝佛誕日（農曆為4月8日），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本日舉辦「感恩童

樂、溫馨五月──親子浴佛園遊會」，來自各地共計近萬人扶老攜幼前往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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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由於適逢母親節，當天活

動，除了安排朝山、浴佛法

會之外，更特別精心策畫了

多項親子共遊的活動，希望

透過輕鬆有趣的方式，讓小

朋友瞭解浴佛的意義，並啟

發感恩的心。

凌晨四點，參與民眾們以

朝山方式進入園區，上午八

點浴佛法會在園區臨時寮舉

行，十一點則由僧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主持「傳遞祝福‧傳遞愛」浴佛卡

寄送儀式。法鼓山今年特別設計「浴佛卡」，鼓勵民眾寄送給親友，表達祝福

與感恩，現場並製作一張超大型「浴佛卡」，名為「Give Me a Five！與佛心相

應」，由果東法師及民眾在卡片上共同寫下祝福的話，這張卡片將傳遞至全世

界五大洲的十四個法鼓山聯絡處，第一站將抵達美國紐約東初禪寺，透過一

站傳遞一站的方式，收集來自各地法鼓人的祝福，期能使祝福傳遍全世界，

這張卡片預計明年（2005年）傳回台灣。

果東法師於活動中表示，慶祝佛誕的目的，是為了提起感恩的心、感念佛

陀為世間帶來佛法；並藉由浴佛儀式

為自己的心靈沐浴，回復本有的清

淨。法師強調，今年法鼓山擴大舉行

浴佛活動，並不是為了歡樂，而是希

望讓大家從趣味的遊戲中，學習佛法

的慈悲智慧。

法會進行時，園遊會也同時進行，

園區內的各個定點，陳列了園遊會的

攤位，活動項目動靜皆備。靜態方

面，在尚未落成的大殿中，安排有僧

伽大學成果展、書法禪，以及童玩、

刺繡藝文館，動態方面，於大殿旁則

設立了小禪士闖關區，包括八式動

禪、瑜伽、食禪、打坐等十個關卡活

動。值得一提的是，「茶道禪」活動

吸引大批親子參加，活動中，小朋友



透過行禮、奉茶、回敬、致謝的儀式，恭敬地向父母表達感恩之情，氣氛溫

馨感人。

另一項有趣的活動為，結合現代多媒體與傳統皮影戲效果的「螢光兒童劇

場」，由宜蘭、羅東辦事處的義工菩薩在教育行政大樓階梯教室演出佛陀誕生

的故事。演出中，時而落下漫天花雨，時而出現紫色祥雲，還有可愛的大象

在台上跑動，活潑的演出深獲民眾喜愛，全天四個場次全部爆滿，最後還應

要求又加演一場。

全天的活動，就在溫馨歡樂的氣氛中，於下午四點圓滿落幕。

除上述活動之外，在5月的每個星期假日，各地分院皆有浴佛節相關慶祝活

動，吸引不少民眾前往參加。

05.22

由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主辦的「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

壇」，計畫共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首場座談會，本日於台中長榮桂冠酒店

展開，由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教務長惠敏法師、名藝術評論家陸蓉之教授、港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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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山

浴佛法會

親子園遊會

浴佛法會

園遊會

參觀生活禪影像館

花藝展

浴佛法會

浴佛法會

浴佛法會

浴佛法會

浴佛法會

浴佛法會

佛前供花

小菩薩摺蓮花

5月16日（日）

5月9日（日）

5月23日（日）

5月8日（六）

5月22日（六）

5月23日（日）

5月16日（日）

5月22日（六）

5月23日（日）

各地分院浴佛節活動一覽表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

農禪寺

中華佛教文化館

台北安和分院

桃園齋明寺

台中分院

台南分院

南投埔里德華寺

高雄紫雲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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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知名藝人曾志偉，針對文化、藝術等議題，進行二小時的精采對談，吸引

近四百位青年朋友報名參加。台中市市長胡志強也蒞臨現場，勉勵年輕人多

方參與國際事務，打開生命視野。

在名傳播人葉樹姍的主持下，與會來賓分別從宗教信仰、學院藝術、流行

文化等領域與文化藝術結合的現況，發表各自看法，並就文化藝術如何對人

心安定乃至世界和平產生影響力為議題，提出令人深思的見解。與談人一致

認為，藝術與文化，可以讓人們產生對人性及社會現象產生更多面向的瞭解

和體會，去欣賞並接受多元化的觀點與價值，而這正是學習放下我執、化解

衝突的第一步。

此外，三位來賓也從個人的思考和經驗，向青年們提供一些建議與經驗。

惠敏法師指出，對「輸與贏」、「對與錯」的執著，往往是人的衝突關鍵，只

要放下我執，嘗試理解對方的立場後，往往即可找出共識。

而曾志偉以自己為例表示，從事演藝工作，讓他可以藉由揣摩角色的過

程，體會到不論正派或反派人物，都有其面對現實和人性考驗的困境。而透

過戲劇，能幫助我們擴大思考空間，以同理心去看待身旁的人、事、物。

陸蓉之則認為，藝術沒有絕對的對錯好壞，藝術家只求忠於自己的表達，

這個概念可幫助我們放下是非對錯的判斷，跳脫對立，學習欣賞多元歧異的

觀點和價值。

精采的對談後，現場年輕人踴躍向三位來賓提問，氣氛非常熱烈。多位與

會青年表示，座談中談到以欣賞文化藝術的態度，包容不同的歧異，這觀念

不但帶給他們相當多的啟發，更開拓了寬廣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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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推廣中心在推出法鼓八式動禪屆滿一週年後，再推出進階課程。首次

的進階師資培訓課程安排於5月28至30日，以及6月4至6日，在法鼓山佛教教

育園區臨時寮展開，共有 72人參與。

禪修推廣中心果醒法師表示，八式動禪的推出，主要是為了幫助現代人達

到放鬆及安定身心之效。本次再推出一系列的進階課程，本次課程主要分成

三部分，包括八式動禪的細膩引導、走路禪、出坡禪，皆是藉由「動作到哪

裡，心就在哪裡」的練習，進而落實「活在當下」的禪修觀念。過程中，首

先透過八式動禪的細膩引導，在動作中練習心不散亂，進一步練習動態的走

路禪，重點在於放鬆上半身，並清楚下半身移動的感覺；出坡禪則以專注、

放鬆為原則，進行日常生活中掃地、擦玻璃、洗車等工作，練習觀照每個動

作的起心動念，漸而消融煩惱。

為了讓參與的學員有更多時間練習，主辦單位特別將課程安排成二個階段

分二週進行，第一週結束後，學員們必須回去自行選擇生活中的某一個動

作，進行全天的覺察練習，並撰寫自我覺察表及體驗寫作表，進而針對課程

提出建議，以做為日後各式動禪推廣的參考。

由於每位學員都已有八式動禪的推廣基礎，經過這次的進階培訓課程，多

數學員針對此禪法，紛紛提出具體的推廣方法，例如走路禪可以結合法鼓山

導覽、出坡禪可先

從家人開始推廣

等；學員們並表示

能夠進一步瞭解如

何在日常生活中運

用禪法，對進階課

程的推廣，更充滿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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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本日在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法鼓人自我提昇成長營」北四轄區

列車活動，共有138位悅眾參加。

當天活動，首先由法行會執行長連智富主講「我們的師父」；北四轄區召

委楊紀梅進行說明「地區護法會組織架構」；並由法鼓山基金會副祕書長謝

水庸主講「法鼓人的使命」，他以自己在法鼓山擔任二十多年義工的經驗，鼓

勵在場所有法鼓人勇於任事，擔起護法、弘法的任務，實踐利益眾生的菩薩

行。

下午，主辦單位先是向大家介紹甫出版的佛曲CD《歸程》，內容敘述聖嚴師

父一生的經歷；接著由資深悅眾講解如何做好勸募關懷，透過生動實際的例

子，詳細說明了勸募關懷應有的觀念、態度和技巧。最後在小組成員的心得

分享、輔導師果燦法師的勉勵下，課程圓滿落幕。

為持續強化勸募關懷和人品提昇的結合，落實全面教育和整體關懷的理

念，在這次成長營之後，由於課程深受參與者的肯定，因此北四轄區決定，

往後將定期舉辦「自我提昇暨勸募會員成長營」，讓勸募關懷和人品提昇可以

更緊密地互相結合。此外，由於每區的狀況不同，人才各有所長，北四轄區

計畫將整合轄區內的法鼓人力資源，讓大板橋、大新莊、新店、雙和、文山

五個地區能輪流擔任各組工作，以達到經驗分享、資源共享的最大效益。

06.06

由法青會和義工團導覽組共同舉辦的「法鼓山導覽培訓」，本日在法鼓山佛

教教育園區展開，共有40位法青學員參與，由導覽組顧問陳政峰帶領。

培訓課程分為課堂講說和實地導覽二部分，上午首先在圖書資訊館四樓大

視聽教室進行導覽課程解說，內容包括：「法鼓山導覽簡介」及「法鼓山的

核心主軸及教育觀」二大項。下午學員們則分成四組，由資深導覽義工帶

領，進行實地導覽演練。

法青會輔導師果弘法師表示，法青會主動舉辦此一培訓課程，主要是因應

明年（2005年）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大殿即將完成啟用，需要更多導覽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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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同時也期

望能接引更多青

年學員投入，為

導覽行列注入一

股年輕的氣息。

為了迎接這批

青年主力軍，陳

政峰特別為法青

會量身打造培訓

課程，並親自帶

領學員全面性地

認識法鼓山。他

亦提及，義工團

若能接引更多青年學員加入，不但可帶給民眾清新、有活力的印象，學員亦

可藉此服務大眾、投入自我成長的義工行列。

活動後，多位學員表示，雖只是為期一天的密集課程，卻使他們能更完整

瞭解聖嚴師父建設法鼓山的理念和悲願；而加入導覽組，正可將師父的理念

透過建築和環境的介紹，傳達給每一位來法鼓山的人。另有學員提到，來到

法鼓山，總讓人感受到清淨和寧靜，體會到境教的重要，希望未來能將這份

感受，透過導覽分享給大眾。

針對下半年度的培訓課程，法青會與義工團初步規畫將採一對一的教學方

式，由資深義工協助教學、進行培養人才的工作。

06.12

繼法鼓八式動禪推出，普受迴響後，禪修推廣中心計畫於今年9月份推出

「出坡禪」，本日於農禪寺首次進行「出坡禪」的試教活動，共有90人參加。

所謂的「出坡禪」，即是落實聖嚴師父所強調的，將禪修觀念和方法運用在

工作、工務之中，於進行各種勞動、工作時，隨時觀照自身身心的反應，對

於每個動作皆能覺知、清楚、放鬆。

本次試教課程，分為環保、園藝、香積、接待、場地等五個組別，由各輔

導老師分別帶領。試教課程一開始，禪修推廣中心輔導法師果醒法師即向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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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學員解釋了「出坡禪」的原

則，除了清楚、放鬆全身的感覺

外，並強調，正確的動作及姿勢

能使身體在工作中不易疲勞，且

用力方式正確，亦可以達到省力

之效，以避免勞動上的傷害。

本次參與的學員皆是資深義

工，於練習後的討論會中，紛紛

提出自身的體會與建議。出坡禪

推廣小組總召集人陳武雄期許未

來能將「出坡禪」廣泛應用在義

工團的各項工作，讓大家於擔任

義工的同時，除了能修福、培

福，更能運用禪法放鬆身心、並

啟發智慧。

06.26

「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第一階段第二場座談會，本日下午於高雄

市國賓飯店舉行。這場座談會主題為「環保與體育」，邀請到「台灣黑熊媽媽」

黃美秀、「南台灣綠色教父」曾貴海、「氣功大師」李鳳山出席參加。高雄

市長謝長廷亦出席這場盛會，致辭時除肯定聖嚴師父所提倡的「心靈環保」

理念，同時鼓勵在場的350位青年菁英從自己內心出發，將和平帶到全世界。

本場座談會由資深新聞工作者陳月卿主持，會談一開始，即談及自然與人

類衝突的問題。致力於綠色環保和平運動多年的曾貴海醫師，他以自身經驗

為例指出，人類應以更包容、尊重的心來關懷自然，才能解決污染問題，並

希望能將淨化的心靈傳承至下一代，讓生態環境的永續發展，使萬物和平共

存的願景得以實現。

透過推動中國武術帶領台灣養生風氣的李鳳山表示，人其實只是自然的一

部分，透過練功與運動，可以讓人體驗自然、重返自然，進而培養民胞物與

的胸懷。他並指出，人人若能盡本分，不以自我為中心，事事以大眾利益為

考量，即可化解諸多不必要的人際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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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任教於屏東科技大學且長期研究台灣黑熊的黃美秀表示，國人對黑熊有

許多誤解，總會將環境問題造成的原因歸咎於外在或社會因素，其實，若每

人都能從本分做起，愛護周遭的環境，便能發揮影響力，使世界和平終有達

成的可能。

最後，三位來賓共同呼籲青年朋友，除了克盡本分、對萬物真誠關懷，更

要做好內心的淨化，努力於心靈環保的提倡，才能真正改善人類與環境的衝

突。

07.01

因應網際網路時代的來臨，農禪寺知客處自本月起，除原有的現場服務之

外，新設立了網路知客處（http://www.ncm.org.tw/index.htm），提供民眾線上

捐款、法會報名等服務。

目前，網路知客處所提供的項目計有下列五項，包括供僧、護持道場，以

及大悲懺、淨土懺、梁皇寶懺等三項法會的報名登記。而在捐款方式方面，可

採行的方式有：現場信用卡刷卡、線上信用卡刷卡、信用卡傳真刷卡、銀行

電匯、ATM 轉帳、電話語音轉帳及郵政劃撥匯款等七種方式，且該網站已建

置完善的線上交易加密機制，並取得網際威信股份有限公司「全球安全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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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標章，可以確保民眾線上交易的安全。

未來，信眾將可透過網路知客處的線上服務，於法會舉行之前，預先完成

消災超薦牌位的登記；想捐款但不方便親自前往農禪寺的民眾，亦可透過網

路知客處來圓滿心願。

07.11

於本月份甫成立的桃園

地區觀音共修處，本日舉

行灑淨儀式，由僧團關懷

中心監院果東法師主持，

法鼓山基金會副祕書長謝

水庸亦到場關懷。

果東法師在灑淨儀式

中，勉勵大家善加運用佛

法觀念，並以「心五四」

運動的理念自利利人。整

場儀式在感恩和祝福聲

中，圓滿完成。

觀音共修處位於桃園縣觀音鄉草漯村，該道場由護持信眾許志修發心提

供。二年前，北區副轄區召集委員吳政樺及護持信眾等人於當地發起了讀書

會，並定期在護持信眾家中進行研讀。這些年來，當地菩薩們也積極學習執

掌法器、助念關懷，並深入瞭解法鼓山教育和關懷的理念。如今，更進一步

成立了共修道場，期能接引更多當地民眾共同精進學佛。

07.11

「世界青年高峰會台北論壇」第一階段第三場亦是最後一場座談會，本日下

午於台北圓山飯店登場，主題為「和喜、和諧、和平──時代青年領袖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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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及對世界和平的責任心」，參與座談者有：聖嚴師父、廣達電腦集團董

事長林百里、亞都麗緻飯店總裁嚴長壽，由《中國時報》系總經理黃肇松擔

任主持人，吸引了約七百位海內外青年到場參與。

座談會中，三人紛紛就環境破壞、多元文化、族群紛爭等議題，分別從宗

教、科技與觀光等角度，各自提出見解。林百里首先指出，科技就像一把

刀，用在對的地方可以改善環境，但使用不當，即會破壞環境，因此運用者

須抱持嚴肅謹慎的心態，並須與社會公權力配合。

從台灣921地震災後即協助重建工作的嚴長壽表示，大地資源就像是一塊

布、一顆鑽石，任何剪裁、雕琢都是一種破壞，因此人類在從事建設之前，

應先審慎思考與大地和平共存的方法。

針對上述，聖嚴師父做了呼應，並進一步指出，維護自然環境最重要的是

人心改變，唯有人類改變內心觀念，自然環境才會真正獲得保護。同時，師

父建議應在聯合國的「地球憲章」中加入「心靈環保」的觀念，否則保護環

境只會成為一句口號。

三位座談人一致認為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對多元文化的包容與尊重，是人

類共存共榮的基礎。最後，聖嚴師父指出，環境、種族的衝突皆來自於人心

的自私，只要願意放下成見與私心，互相學習包容，便可化解衝突、促進社

會與世界的和平及安定。師父也期勉青年們接納多元文化的差異性，從中找

出共同的倫理價值，並且以「利人便是利己、心安就有平安」的觀念，建立

和喜、和諧、和平的新價值觀，走出台灣，關懷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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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勉勵青年朋友打開

生命視野，走出自己及世界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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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1

為因應明年（2005年）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大殿落成啟用，需要更多義工

投入服務，自7月11日起至12月，義工團特別規畫一系列教育訓練成長課程，

陸續在北、中、南三地舉行，共計二十九場次。

第一場課程本日於農禪寺舉辦，由僧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主講「悲智

和敬擊法鼓」，向與會460位義工說明，擔任義工時，自身應有的正確觀念。

此次規畫的系列課程中，涵括通識、實務二個面向。通識課程部分，由果

東法師主講，課程講題有「生命中最重要的任務」、「在法鼓山做義工的使

命」、「法鼓人法鼓心──萬行菩薩利益眾生」、「悅眾菩薩應具備的特質」

等，希望能藉此協助、引導義工建立正確的觀念，並以積極的態度、行動來

關懷社會。

而實務課程部分，則規畫了接待、護勤、環

保、場地、香積等五個項目，各組課程又再細

分成初階、中階及高階三個階段。以接待組來

說，初階課程安排的是「殿堂行儀演練」；中

階課程則進行「接待的技巧、心理學」、「國

宴禮儀、接待」、「教唱佛曲及跳佛舞」等；

至於高階課程則有「活動接待企畫」等內容的

安排。而護勤組的初階課程主要是針對防身術

的學習；中階課程安排了爆裂物的認識及處

理；高階課程則是需要

學習緊急應變技巧。課

程中亦規畫充裕的時

間，讓學員們進行自身

的經驗分享與交流，透

過彼此分享心得的歷

程，讓每一位投入奉獻

的義工，除了提昇自我

還將寶貴的經驗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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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起一連二天，由護法總會主辦的「2004正副召委暨會團長成長營」，於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教育行政大樓展開，聖嚴師父亦到場關懷，共有151位來

自各地的召委、副召委及各會團正副團長參加。

第一天課程，由護法總會會長陳嘉男、基金會祕書長黃銀滿、法鼓山佛教

教育園區臨時寮監院果謙法師等人，分別針對角色定位、自我期許，以及如

何領眾、攝眾、和眾等主題，進行詳細地解說。接著由悅眾們分組展開討

論，共分成十一組，每組成員皆來自不同地區，藉此進行各地的經驗交流與

分享。

第二天上午，聖嚴師父特地到場關懷所有悅眾，並針對法鼓山未來的發展

方向進行開示，指示法鼓山未來的重心將朝「年輕化」及「國際化」的方向

發展。下午則由僧伽大學學務長果肇法師、義工團團長秦如芳等人，分享個

人使用「自我提昇日課表」的心得，許多悅眾皆認為，日課表具有提醒人自省

的作用，是幫助修行最實用的工具。

課程最後，由悅眾們依各轄區、會團分組，彙整各地及各會團狀況，並發

表未來的發展計畫。會議中，各地區除了希望能有機會接引新會員，更希望

能將以往的舊會員找回，計畫採行的方式包括分區關懷，擴大深化關懷的對

象，或舉辦學佛營隊，藉此培養年輕人成為幹部。

策畫這次課程

的護法總會自我

提昇推廣組組長

林素珠則希望這

二天的成長營，

可以讓各地召委

進行概念整合，

回到各自的崗位

後，能接引更多

人認識並進而護

持法鼓山，使佛

法有機會深入每

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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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2

全球宗教女性領袖和平運

動的創始人，亦曾於聯合國

「千禧年世界宗教暨精神領

袖和平高峰會」時擔任副主

席的迪娜．梅芮安（Dena

Merriam），藉受邀來台參加

「2004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

台北論壇」之際，於本日蒞

臨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參

訪。

參訪行程由三位今年參與

「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的僧伽大學學僧常光師、常律師、及常諗師

陪同參觀。迪娜．梅芮安陸續參觀了女寮、圖書資訊館及興建中的大殿、禪

堂等處，過程中多次表示對教育資源、文化的國際交流之關切。

迪娜．梅芮安曾於2001年4月來台參加法鼓山舉辦的「宗教與世界和平及心

靈環保座談會」，她於座談會中首次聽到聖嚴師父提倡的心靈環保理念，經過

深入瞭解之後，感到非常喜歡與認同這樣的理念，也因此與法鼓山有更多的

接觸與交流。

07.23 25

由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主辦，法鼓山文教基金會協辦的「世界

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World Youth Peace Summit Taipei Conference, 簡稱

WYPS）」系列活動，本日起一連三天，於台北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舉辦第二

階段的國際青年領袖專業培訓課程。聖嚴師父、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WYPS）

主席巴瓦．金（Bawa Jain）、全球宗教女性領袖和平運動創始人迪娜．梅芮安

（Dena Merriam）與曼谷聯合國環保與永續發展部前部長拉斐梭內（Ravi

Sawney）都親自出席這場盛會，並一起與在場的121位台灣青年代表，以及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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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來自美國、日本、泰國及西非等國的青年代表，共同關切與世界和平相關

的議題與發展。

參與這場論壇的台灣青年代表，皆是從參加第一階段座談會的一千多位參

加者中評選出來，培訓過程中，全程一律使用英語，活動內容主要分成座談

會、分組研討、專題演講、模擬高峰會等四部分。

23日開幕典禮上，聖嚴師父說明「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是「世界宗教領

袖理事會」（World Council of Religious Leaders）的重點項目之一，主要是希望

能夠結合全世界的青年，一起推動人類整體安全及永久和平的任務。而接下

來活動，是23、24二日的三場座談會，邀請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曾志朗、天主

教樞機主教單國璽、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等人，與青年與會者暢談「如何

培養國際觀」、「如何於國際場合發聲」以及「和平推動的落實者」等議題。

24日上午，聖嚴師父專題主講「認識心靈環保」；24日下午，與會青年根

據本身專長，分成社會、環保、文化、經濟、科技等五組，從各種不同面向

進行和平議題的探討。

25日則邀請二位國際貴賓：巴瓦．金及迪娜．梅芮安，擔任專題演講的主

講者。同時，二位嘉賓亦與拉斐梭內及聖嚴師父一同針對「塑造青年的未來」

議題，展開精采的高峰論壇。同日，舉行模擬高峰會，由五組各推派代表擔

任主持人，並發表「挽救心靈貧窮，維護世界和平」的行動承諾書。閉幕典禮

上，大會則帶領與會全體人士宣讀「和平行動宣言」，由五位青年代表共同簽

署。

論壇結束後，主辦單位遴選出一百位青年，於8月份起進行為期半年的「世

界青年和平大使培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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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Youth Peace

Summit Taipei Conference

青年代表們於大會中宣讀「行動承諾書」。



150

2004

WYPS
Bawa Jain

Ravi Sawney

121

8 WYPS

身為世理會主席的聖嚴師父，於會中致

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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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議程表

7月23日（五）

7月24日（六）

7月25日（日）

‧聖嚴師父
‧巴瓦．金（Bawa Jain，WYPS主席）
‧迪娜．梅芮安（Dena Merriam，全球宗教女性領袖
和平運動創始人）

‧拉斐梭內（Ravi Sawney，曼谷聯合國環保與永續
發展部前部長）

‧單國璽（天主教樞機主教）
‧淨心長老（世界佛教華僧會會長）

主持人──余玉照（嘉義大學副校長）
與談者──
‧ 曾志朗（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 林建山（美國聯邦智庫The Conference Board亞太

經濟顧問／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主講者──聖嚴師父

主持人──黃肇松（《中國時報》系總經理）
與談者──
‧ 雷倩（東森榮華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 林百里（廣達電腦集團董事長）

主持人──李振清（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與談者──
‧ 單國璽（天主教樞機主教）
‧ 郝龍斌（中華紅十字會祕書長）

◎社會組（議題：相互尊重）
主持人──蘇雄（BBDO亞太區董事長）
與談者──
‧ 劉黃麗娟（台灣國際醫學聯盟執行顧問）
‧ 馬天賜神父（宗教和平協進會前理事長）

◎環境組（議題：維持人類與環境資源）
主持人──余範英（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與談者──
‧ 蕭代基（中研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 陳曼麗（主婦聯盟董事長）

◎文化組（議題：文化與全球化）
主持人──彭鏡禧（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
與談者──
‧ 李明（政治大學外交系主任）
‧ 單德興（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

◎經濟組（議題：經濟差異與不平等性）
主持人──鄭治明（東華大學管理經濟學院院長）
與談者──
‧ 徐小波（時代基金會執行長）
‧ 朱雲鵬（中央大學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科技組（議題：科技平等性）
主持人──劉兆漢（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校長）
與談者──
‧ 黃思明（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
‧ 連勝文（GE Asia創投副總）
‧ 楊立偉（意藍科技董事長）

主持人──高天恩教授（台大外文系教授）
主講者──
‧ 巴瓦．金（Bawa Jain）
‧ 迪娜．梅芮安（Dena Merriam）

主持人──高天恩教授
與談者──
‧ 聖嚴師父
‧ 巴瓦．金（Bawa Jain）
‧ 迪娜．梅芮安（Dena Merriam）
‧ 拉斐梭內（Ravi Sawney）

開幕式

如何培養國際觀

認識心靈環保

如何於國際場合發聲

和平推動的落實者

和平議題的探討

專題演說

「塑造青年的未來」

高峰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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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WYPS台北論壇青年代表學習培訓計畫課程一覽表

1

2

3

4

5

8月28日

9月25日

10月23日

11月27日

12月18日

「聯合組織體系、NGO運作與青
年投入」專題演講

「WYPS日本論壇」之行經驗分享

研討WYPS台北論壇的行動方針

「新國際公民的態度及體認」專題
演講

「熱愛生命、與大地共舞」專題演
講

全球暖化小測驗

心靈環保工作坊──強化正面思
考，釐清負面模式

「和平運動在台灣」專題演講

行動劇──從中探討衝突產生的
本質

青年菁英禪修營

呂慶龍（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
事務委員會副主委）

孟彤真、張家瑜、詹庭芳、方彥
博、陳俊辰（WYPS青年代表）

何麗純、林恕安、江弘基（亞太
青年和平高峰會的代表）

雷倩（東森榮華傳播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執行董事）

李偉文（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

丁力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保
標章審議委員會委員）

何麗純（亞太青年代表）

簡錫 （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
會執行長）

酆巧玲（新竹市生命線員工協助
服務中心社工）

果理法師

2004 WY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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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起至8月6日，農禪寺

舉行「念佛禪七」期間，聖

嚴師父亦每日早晚皆親自到

場開示，為往後舉行的念佛

禪七建立了進行模式。參與

的禪眾共有361位，除了台

灣地區的信眾，亦有來自海

外包括澳洲、香港、新加

坡、馬來西亞等地信眾；其

中最特別的是香港地區，除

了10位前來參加共修，還有

13位專程前來護七。

念佛禪七曾於2000年首次

舉辦過，內容較偏重佛七形

式，但本次則是結合念佛與

禪修的法門進行共修，主要

是以專誦一句「阿彌陀佛」

四字佛號為方法，藉由一心

念佛來達到安定身心的效

果。

一般共修中，「念佛」常

被歸於淨土法門，因此聖嚴師父在第一天晚上開示時，即特別說明，禪修其

實沒有一定的法門，只要是能達到離苦得樂、消業除煩惱的目的，都可以是

修行的方法，因此，專心念佛亦是其中一種禪修方法。而且一心念佛能心生

淨念、正念，袪除煩惱及妄想，更可以生淨土、成佛，是非常簡單又實用的

修行方法。

在七天的修行過程中，學員們透過拜佛、坐念、跑香、出坡、拜懺等方式

進行練習。最後一天，聖嚴師父更是勉勵所有學員要如同參加馬拉松賽跑

般，任何時候都要衝刺和精進，不要有所懈怠。

未來，法鼓山將會把念佛禪七，列入精進禪七的修行活動之一，並定期舉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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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說明，只要能心生淨念、正念，專心念佛亦

是一種禪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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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勉勵學員要正念不斷，處處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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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眾們時時念佛，時時提醒自己是念佛、修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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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接引更多青年學子學習應用禪修的方法來安住自身身心，法青會分別於8

月4至9日、8月9至16日在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暑期「大專禪

修營」、「大專禪七」。

在活動舉辦之前，法青會首先於8月1至3日進行一連三天的小隊輔培訓。培

訓人員分成禪修、心靈、活動等組別，針對各相關工作的安排，進行人才的

培養及訓練，並於最後一天做完善的沙盤演練，透過事前充實的準備，以迎

接之後的活動來臨。

8月4至9日舉辦的大專禪修營，主要接引沒有禪修經驗的同學，活動由僧團

果慨法師指導，共有210人參加。禪修營以「要把生命留在現在」、「不管妄

念、回到方法」及「放鬆身心、放下身心」為課程主軸，內容也不同於以

往，在課程方面加入了更多元而活潑的內容，如音樂禪、生活禪，或是藉由

電影探討與佛法相應的觀念等，這些內容使得整個禪修營活動讓人有耳目一

新的感覺。而課程中也適時安排小組分享時間，讓學員彼此相互交流，分享

難得的經驗。

8月9至16日，舉辦大專禪七，前來參與的學員須具禪修經驗，共有115人參

加，由僧團果霽法師指導。本次活動中，不同於一般禪七的是，活動安排了

四天的早晨戶外

經行，並特地邀

請禪修推廣中心

果醒法師前來帶

領大家練習八式

動禪。

為期八天的活

動，讓學員們練

習「在鬆中提起

精進心，在緊中

享受禪悅」，並體

驗禪的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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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四個月重新鑄銅，原先供奉在法

鼓山觀音殿的開山觀音，於本日亦是觀

世音菩薩成道紀念日，進行安座灑淨典

禮，由聖嚴師父、最早在法鼓山開山的

全度法師、僧團都監果品法師擔任主法

人，當天參與盛會的法師、悅眾及義工

菩薩們，約有一百多人。

原先供奉在觀音殿中的觀音像，由於

泥塑製材老舊、無法久存，聖嚴師父為

長久保存此一具有開山意義的觀音像，

今年4月3日遂將觀音像移駕至鑄造廠，

按相同比例重新翻修成銅像，命名為

「開山觀音」，並安座在法鼓山的最高點──大殿山丘的觀音平台上。此觀音

像，左手握著淨瓶，右手輕持楊柳枝，十分莊嚴。

安座灑淨儀式在當天上午十時三十分開始，在悅眾法師引領下，現場信眾

一起唱誦〈楊枝淨水讚〉，並持誦〈大悲咒〉繞行觀音平台。聖嚴師父與眾人

共同祈願重新安座的開山觀音，能為台灣暨全世界帶來永久的和喜、和諧與

和平。

儀式完成後，聖嚴師父隨即進行安座開示。師父表示，法鼓山的定位，為

一處觀音道場，自己並不是第一個開山的人，如果真要說開山，第一個應是

觀音菩薩，若以第一人來說，則是全度法師。全度法師在1985年開山以後，

便塑立了此一觀音像，為了盼望教界大德接續道場、住持佛法，並持誦〈大

悲咒〉許下心願；就在同時，農禪寺因「關渡平原保護區」公布，面臨了拆

遷問題，於是師父帶領著一千多位念佛會成員，共同持誦二十一遍〈大悲

咒〉，盼請觀世音菩薩慈悲，能覓得新道場。在如此因緣下，農禪寺找到了全

度法師在金山的道場，其後成為現在的法鼓山。

除了主持安座儀式，聖嚴師父還邀請早年一起開山的信眾們前來觀禮，以

表達飲水思源之情，多位老信眾則攜家帶眷前往觀禮。老信眾們回顧二十多

年前發心護持法鼓山之景，如今見到新的開山觀音安座在法鼓山佛教教育園

區中，明年（2005年）大殿、禪堂又將正式啟用，內心便十分感恩，並希望

對法鼓山的護持，能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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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向社會大眾推廣「自我提昇日課表」的使用，護法總會北五轄區本日於

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舉辦「2004和喜自在人品提昇博覽會」。活動中，聖嚴

師父親臨現場，除了為現場一千五百多位民眾開示「每天與真實的自己相處

五分鐘」，並親自為其中六百多人授三皈依。

聖嚴師父於開示中提到，法鼓山所提倡的人品提昇，需要每個人從自身做

起，唯有尊重、關心他人，同時能夠保護自己，他人也才會給予尊重、關心

自己。此外，師父也說明法鼓山推動的「心靈環保」理念，就是要讓自己快

樂也讓他人快樂；讓自己健康也讓他人健康；讓自己平安也讓他人平安。凡

事能以慈悲待人、以智慧處事，不因外在環境的困擾而影響自己，如此即能

做好心靈環保，同時也能

提昇自我品質。

博覽會於上午九時正式

開始，活動內容除了聖嚴

師父的精采開示，還包括

「人品提昇推廣會」、「和

喜自在皈依大典」、「法鼓

禪修園地」、「環保嘉年華」

等活動。

而「人品提昇推廣會」

活動中，由北五轄區召委

張淑真向民眾介紹「自我

提昇日課表」及其使用方

法，同時，多位來自桃園、新竹、中壢等地的悅眾菩薩則與大家分享實行自

我提昇日課表的心得。

「和喜自在皈依大典」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六百多位民眾皈依三寶。其中

有二位分別為九十一歲及九十二歲的高齡老菩薩，她們皆表示，能有如此殊

勝機會前來受三皈依，內心感到非常歡喜。

在「法鼓禪修園地」活動中，則由禪修推廣中心果醒法師教導民眾練習

「法鼓八式動禪」，以及甫推出的「法鼓坐姿八式動禪」。另外，還有琳琅滿目

的「環保嘉年華」活動，包括了心靈環保體驗遊戲、環保健康飲食及環保惜

福市場，整場活動在溫馨、熱鬧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2004



161

大
普
化

08.20

內政部長蘇嘉全本日至農禪寺拜訪聖嚴

師父，同行者尚有內政部長辦公室祕書吳

堂樂、簡任祕書張孫直、民政司宗教科專

員黃淑冠等人。

晤談中，聖嚴師父非常讚歎蘇部長平日

為民服務的辛勞與付出，並表示，所謂的

政治即是照顧眾人的事，身為一個政官人

員，若能善盡其公僕角色，將人民照顧得

當，即是「大修行」的表現。蘇部長提及

治安對社會的安定有很大的影響，對此，

師父深表認同，並表示社會如果能夠安定，人民就會安樂，在安定的生活之

下，人心自然不會感到恐懼。同時師父也勉勵蘇部長，於治安問題方面只要

循正確方向找出癥結，一定能夠獲得解決的辦法。

之後，雙方談起法鼓山目前正積極推動的「自然灑葬」。聖嚴師父表示，法

鼓山的自然灑葬理念，是在畫定的土地上，將骨灰直接埋入土地的管洞內，

甚至連地面種植的花樹也不做任何標示，是徹底回歸大自然的一種方式。對

此理念，蘇部長表示相當認同，因為台灣地小人稠，須好好珍惜及善用土地

資源，因此，他允諾日後將全力配合法鼓山，一起推動自然灑葬，共同為台

灣更美好的未來而努力。

08.21 28

本日起，一年一度的「梁皇寶懺祈福平安

法會」於農禪寺舉辦，其間因逢艾利颱風來

襲，原本安排於8月27日舉行的齋天、焰口

法會，延至28日完成，為期七天的法會約有

近三萬人次參與。

28日所舉辦的焰口法會，約計有五千多人



162

2004

次參與，農禪寺的各個殿堂皆擠滿了人。每年於農禪寺舉辦的「梁皇寶懺祈

福平安法會」，皆吸引眾多的信眾參與，其數千人共同唱誦懺文的修持力量，

往往令在場的每位與會者深受感動，亦如同聖嚴師父於開示時所說：「參加

法會是一種修行，是跟隨法師修行，數千人一同唱誦、共修所產生的力量是

非常大也非常難得的。」

聖嚴師父於焰口法會中，開示說明焰口的由來及其意義，讓共修者能夠更

清楚參與共修的意義，亦提到焰口法會是一項難度極高的法會，內容包括持

戒、修禪定、修密三大部分，法會中的儀軌即是融合了清淨身、口、意的意

涵。

最後，七天的「梁皇寶懺祈福平安法會」就在眾人的唱誦聲中圓滿。

08.28

聖嚴師父本日應中華郵政公司

董事長許仁壽之邀，前往該公司

大禮堂，以「是非要溫柔」為題

進行一場演講，約有六百五十位

郵政人員到場聽講。

演講開始前，主辦單位帶領聽

眾練習「法鼓坐姿八式動禪」，學

習放鬆。演講一開始，聖嚴師父

首先說明「是非要溫柔」的涵

義，就是當我們在面對是與非、

正面或負面、逆境或順境時，都

要心平氣和地去接受，如果能夠做到，至少可讓自己少受傷害。

談到「溫柔」，聖嚴師父認為其意指「溫馨的態度」、「溫暖的友誼之手」

或「溫暖的幫助之手」，是一種理性的愛心。師父解釋，雖然佛教講慈悲和智

慧，但是沒有智慧的慈悲，將會使更多人去做壞事。接著，師父談到「柔」，

他指出「柔」是柔軟、柔順，但絕不是柔弱。一個人要柔軟，不妨學習如扁

擔的特質，有彈性卻不會斷裂。

至於平常生活中，如何才能做到是非要溫柔？聖嚴師父表示，除了IQ（智

商）、EQ（情緒管理）、MQ（品格）都要具足外，還要具有宗教的信仰、修



163

大
普
化

養，以及人生價值觀。

最後，聖嚴師父表示郵政人員，服務公職是廣結善緣的大好機會，只要多

用心，必能為民眾創造更多福利。

08.28
WYPS

繼7月底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WYPS）台北論壇系列活動圓滿結束後，為

持續培養參與論壇的青年代表們成為國際事務人才，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

術基金會從8月起至明年2005年3月，舉辦「WYPS台北論壇青年代表學習培訓

計畫」系列課程。首次課程於本日在台鐵台北車站六樓會議室舉行，約有五

十位青年出席參加。

當天，上午課程邀請外交部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簡稱NGO）國際事務委員會副主委呂慶龍博士擔任講師，主講「聯合組織體

系、NGO運作與青年投入」。呂副主委指出，參與國際性事務，別一廂情願認

為對方該如何、以及要沉得住氣，都是該有的態度與觀念。同時，他也鼓勵

年輕人不僅要培養語文能力，更要清楚本身的文化，並且盡好本分，秉持誠

懇的態度，如此，即能隨時隨地做好國際外交的工作。

而下午的課程，則由參加「WYPS日本論壇」的青年代表孟彤真、張家瑜、

詹庭芳、方彥博、陳俊辰等五位，以播放投影片的方式與大家分享日本之行

的經驗，五位代表並對法鼓山致上最深的感謝，亦同時分享在日本與當地青

年、菲律賓NGO代表、阿富汗難民代表、南非代表的交流經驗；而2月份前往

泰國參加「亞太青年和平高峰會」的代表何麗純、林恕安、江弘基三人，也

到場帶領大家就台北論壇擬定的數項行動方針，凝聚進一步的共識。

09.04

越南中央佛教會副主席智廣長老本日率領該會10位法師，至法鼓山佛教教

育園區拜訪聖嚴師父。智廣長老為師父留日時期的同窗老友，此次會面，距

二人在日本立正大學修學已相隔三十五年，因此，師父和長老一見面，便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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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關懷彼此別後的弘法經

歷。

席間，智廣長老表示，

他於1975年從日本返回越

南，一年後正值南北越統

一，佛教事業推展相當不

易。直到1981年，三所佛

教大學陸續在越南成立，

弘法事業才逐漸展開，其

間，他致力於佛法的教授

和僧才的培養。對於法鼓

山在國際弘法方面的努力，長老深感敬佩，也期望未來有機會與法鼓山合

作，共同將佛法普及世界。

聖嚴師父亦向智廣長老介紹法鼓山的教育願景，表示未來法鼓山教育園區

將以世界性的佛教教育為主，包含藏傳佛教、漢傳佛教、南傳佛教，但生活

型態仍然以漢傳佛教的戒律為依歸，預計未來整個校區將可容納三千人。師

父並強調，法鼓山教育園區目前正積極推行佛學資料電子化的工程，目的是

要讓佛教教育急起直追，不在這個數位化的時代落後。

整個參訪行程在雙方互贈紀念品中圓滿完成，智廣長老最後則代表越南中

央佛教會，誠摯邀請聖嚴師父至越南中央佛教會參訪指導。

09.05

「法鼓山南區義工培訓──新義工接引初階課程」本日在台南分院舉行，共

有170位來自台南、高雄、屏東、潮州的新義工參加。

活動由台南分院監院果選法師以「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導覽」影片，向義

工菩薩介紹法鼓山的理念和方向；台北中山區資深悅眾洪祥雲則以「三心二

意」：感恩心、歡喜心、慈悲心、願意、樂意為主題，和大家分享當義工的

心得。

之後，由義工團團長秦如芳主講「義工團團本部簡介」，她以「一等公民」

鼓舞每位新義工，貢獻自己的心力，來護持法鼓山的各項活動；台南分院義

工團團長吳秋德則以「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說明擔任義工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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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自己的一分心力，是最能修福修慧的方式；台南義工團六大組組長也分別

介紹各組的工作，並邀請新義工依照個人專長及意願加入各小組。

最後，秦如芳團長以「轉念」鼓舞並祝福每位義工，能透過服務與奉獻的

精神，開創人生的第二個春天。

09.13

本日適逢地藏菩薩聖誕紀念日（農

曆7月30日），法鼓山僧團在這個別具

意義的日子，於農禪寺為 7 位受度者

舉行剃度典禮。新戒法師包括1位男

眾、6位女眾，皆為僧伽大學佛學院二

年級學僧，在近二百位觀禮者的祝福

下完成剃度、受戒，開啟人生另一段

歷程。另外，本次典禮中，亦有 6 位

男眾受行同沙彌戒、13位女眾受行同

沙彌尼戒。

典禮由聖嚴師父擔任得戒和尚，果

醒法師擔任教授阿闍梨。師父於開示

時表示，出家是奉獻身心，以報父母恩、師長恩、三寶恩，以至眾生恩；也

是將個人的所求放下，以出離心為基礎、菩提心為著力點，全生命地奉獻。

果醒法師也分享自己十七年前在農禪寺剃度出家的經歷，勉勵受度者把握殊

勝的出家因緣，消融自我、服務大眾。

這次 7位新戒法師年齡皆為三十歲左右，正值人生的黃金時期，歷經一年僧

伽大學解行並重、福慧雙修的進修課程，學習出家人的心行、威儀，再經過

僧團的考核，決定全心奉獻自己，擔負如來家業。典禮中的辭親儀式，由受

度者向父母親頂禮三拜，象徵辭別世俗的家，進入如來家，並感恩父母成就

出家因緣。

在感恩的氣氛中，聖嚴師父開示強調，出家不是捨棄父母，而是擴大關懷

對象；而父母將子女奉獻予三寶，更是難捨能捨的大功德、大布施，師父也

勉勵新戒法師在堅忍的出家過程中，莫忘初發心，並繼續成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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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8 10.02

為讓各地悅眾瞭解如何在生活中落實佛法、提昇自我，以進一步帶領信眾

成長，護法總會於全台各地區共舉行六場「悅眾鼓手成長營」。在成長營舉辦

前，護法總會先於本日和10月2日，分別在台南分院、台北安和分院進行「悅

眾鼓手成長營關懷員及講師培訓」，完成培訓的學員，將投入「悅眾鼓手成長

營」，協助悅眾們自我成長和學習。這次參與培訓課程的學員皆為各地區的資

深悅眾，在台南分院受訓者有60位，台北安和分院則有160位。

培訓課程主要涵括二部分，針對關懷員的有「關懷員的角色功能」、「給關

懷員的提醒」等課程；針對講師的課程則有「課程的目標、大綱與內容研

討」、「分組試教」等。

在關懷員培訓課程中，特別邀請了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楊蓓，主

講「給關懷員的提醒」。楊教授在課堂上強調，身為一個關懷員，應學習如何

去傾聽別人說話、引導別人說話，而不是只有自己在說；如何去關懷、協

助、分享和鼓勵他人，是關懷員應該要隨時提醒自己的事。

至於講師培訓課程，則由有經驗的資深悅眾和學員進行分享，透過實際經

驗的傳授，使學員們在短時間內即能習得授課方式的精要，並將所學直接運

用於即將舉辦的「悅眾鼓手成長營」活動。

09.18 10.16 11.13 12.18

9月18日起，法行會中區分會分別於本日、10月16日、11月13日、12月18

日，在台中分院舉辦「動靜皆自在」人文講座，每場次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整個系列活動共規畫了六場演講，除了今年舉辦的四場，另有二場安排於

明年（2005年）陸續展開。各場次演講分別結合了科技、醫學、潛能開發、

法律和音樂等各專業領域，由法行會會員將個人工作心得和生活智慧，分享

給法鼓山體系的信眾。

首場講座為9月18日，由同時擔任法行會中區分會會長及台中健康暨管理學

院講座教授的彭作奎，以「科技的迷思」為題展開演說，探討科技進步對人

類的影響。他同時指出要以「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來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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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衝擊，如此就能運用科技而不迷

思於科技。

第二場講座於10月16日舉辦，會中

邀請署立豐原醫院院長陳進堂以「骨

頭生病了──認識骨質疏鬆症」為

題，透過條理清晰的講述，讓民眾瞭

解什麼是骨質疏鬆症，以及如何預防

等健康資訊，現場並有骨質疏鬆症檢

測活動。

第三場講座於11月13日舉辦，由同

時擔任法行會中區分會副會長以及財團法人立人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的蔡瑞榮

以「激發潛能、追求卓越」為題展開演說。蔡副會長以「十七隻駱駝」和

「嚴凱泰的三滴眼淚」等故事為例，說明「智慧」和「超越困境」對潛能激發

的重要性；並以聖嚴師父的理念，闡述宗教信仰對於智慧的形成，具有潛移

默化的功能。

第四場講座於12月18日舉辦，邀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部主任陳建

仲以「寒冬藥食──和喜之道」為題展開演說。陳主任就養生觀念、養生藥材

和食材、體質判別等項目進行解說，幫助民眾建立起正確的養生食補觀念。

09.21 26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九二一地震

教育園區」於9月21日上午正式對外

開放，並配合教育部生命關懷週活

動，於9月21至26日舉辦「生命教育

博覽會」，台中分院應邀參與設展。

「生命教育博覽會」活動由二十三

個參展單位將具有指標性的生命教育

實施成果與經驗，以靜態、動態或其

他方式呈現，提供給各界參考。

本次活動中，台中分院所規畫的攤

位活動內容包括：心理時鐘、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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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跡、八式動禪等動態體驗，以及活動照片海報、法鼓文化出版品等靜態展

示。由於內容生動有趣，因此每天預約參與的學生人數很多；其中動中禪活

動單元非常受到歡迎，小朋友們以手持球拍，心念專注地緩行而不讓球掉下

來的方式，穿梭於現場──由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捐給地震教育園區的第一件

裝置藝術作品〈問〉的擎天支柱之間，學習動與靜的拿捏、感受力與美的協

調。

「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為台灣921地震發生後，地質學者專家前往震央地

帶勘查，建議於台中縣霧峰鄉光復國中斷層隆起災區位址，規畫改建為「地

震紀念博物館」，以保存地震原址，除了記錄地震史實，亦可提供社會大眾及

學校有關地震教育的活教材。後經教育部核可，此區更名為「九二一地震教

育園區」，並於本日起正式對外啟用。

09.21

《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駐北京特派記者Catherine Armitage女士本日

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就兩岸宗教發展及2002年底，法鼓山將隋代石雕「阿

佛」佛首捐贈回其原鄉──山東省濟南市神通寺四門塔，成全佛首復歸佛身

一事，專訪聖嚴師父。針對此次專訪中所提出的問題，師父也做了詳細的回

應。

專訪中，聖嚴師父表示，創辦教育需要許多人的護持，因此他自日本求學

回台灣後，首先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至1989年創建法鼓山，而法鼓山並不

是一個寺院，而是一個辦教育的地方；所培育的人才，有的是出家人，未來

就是做著宗教師的工作，有的是在家人，以後

可能從事學術研究或是文化領域的工作。

針對中國大陸當前宗教發展的現況，聖嚴師

父表示，雖然文化大革命造成大陸宗教發展的

斷層，但這二十多年來，大陸對於宗教的開

放，可說是成長十分快速，且值得欣慰的是，

兩岸的宗教交流、互動的情形非常頻繁。法鼓

山也常與大陸各地教育學術團體，進行交流，

分享學術成果。

最後，Catherine Armitage提到她對於法鼓山

Catherine

Arm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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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阿 佛佛首送回山東四門塔一事，覺得十分感動，聖嚴師父則表示，佛像雖

然不是佛，卻是佛教信仰的象徵，在阿 佛首的流轉、聚首的過程中，他只是

做了一件該做的事。師父亦表示，今年4月期間他前往澳洲雪梨弘化，曾接受

澳洲當地記者的採訪，本日接受《澳洲人報》專訪，對他而言是一種光榮。

09.22 12.29

本日起至12月29日，法鼓山社會大學特別與台北縣金山

社教站、社區媽媽讀書會合作，利用每週三下午，為台北

縣金山鄉當地金美、三和、中角、金山四所小學開辦了

「小小夢想家」、「小小導覽家」二項課程，提供當地學童

人文方面的學習環境，開啟小朋友的創意能力，並培養對

鄉土的關懷之情。

「小小夢想家」課程在社會大學服務中心舉辦，由台北中

正精舍手繪書專任講師蔡秀敏擔任指導，約有六十位小朋

友報名參加，課程包括繪本導讀製作、說故事練習及以手

語誦讀唐詩等，在啟發想像力、創意之外，也讓小朋友自己動手創作。

「小小導覽家」則於金山國小圖書室舉行，由法鼓山社會大學「北海四鄉采

風與導覽解說」講師張瑞松主講、社會大學導覽班學員協助，約有三十位國

小四、五年級的小朋友參加，課程中安排了金山的歷史文化、金山老街及金

山八景、農漁特產等介紹，此活動除了讓小朋友們能認識家鄉的歷史文化、

生態環境，也可從中學習解說和導覽技巧，未來還能加入導覽志工行列，為

地方發展盡一分心力。

09.23起

為闡明法鼓山所弘傳的漢傳佛教禪法之內涵、確認法鼓山的定位，並建立

僧團的中心思想，聖嚴師父特別以「佛教──漢傳佛教──禪佛教」為題，

分別在9月23、24日，及10月7日、21日晚上，每次二小時，親自為全體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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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授，並於10月22日舉行小組討論。此外，針對

僧團現任和曾任綱領執事、分院監院，及派駐事

業體的執事法師，則以「如何培養法鼓山優秀的

執事」為題，於9月26日、10月10日、10月23日

晚上每次二小時，進行授課。

在為全體僧眾講授的課程中，聖嚴師父從總體

宗教現象切入，分為五個層次做介紹，包括：佛

教、漢傳佛教、漢傳佛教中的禪佛教、禪佛教中

的法鼓山佛教、法鼓山如何成為與世界接軌的現

代佛教等，師父層層剝解、闡明法鼓山所傳禪法的精神和內涵。

聖嚴師父更進一步說明，漢傳的大乘佛教，並不是一味地只講「解脫」，不

是自私自利求個人的解脫，而是希望從個人除煩惱的同時，也能夠把佛法分

享給眾生，讓眾生亦能夠離煩惱。而漢傳佛教的禪宗，屬於大乘佛教，在應

用層面上，是具有彈性的；在思想層面上，是自利利他的，這也正是我們法

鼓山正在推動的理念。

同時，聖嚴師父也指出，法鼓山所弘傳的漢傳禪法，是以開放的胸襟，與

世界佛教接軌，師父強調，唯有清楚自己的方向和定位後，才不致迷失方

向，並能承擔起推動淨化人心、促進世界和平的弘法大任。

在針對執事法師的課程中，聖嚴師父從身為一個人到出家人、漢傳佛教出

家人、漢傳佛教法鼓山出家人、現代世界及為法忘軀的漢傳佛教法鼓山出家

人等六個層次，勉勵大眾站在漢傳佛教的立足點上，以宏觀的視野、開闊的

胸襟，致力於將漢傳佛教與世界接軌。

此次課程特別採取視訊教學，以使分別在農禪寺、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的

僧眾，可以同步聽取聖嚴師父精闢的開示。

09.25
WYPS

由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策畫的「WYPS台北論壇青年代表學習培

訓計畫」，已於8月進行首場課程，第二場於本日在台北安和分院舉行，約有

四十位青年代表出席參加。

本日課程，邀請東森榮華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雷倩，以英語進

行「新國際公民的態度及體認」專題演講。雷倩表示，國際局勢變化莫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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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如何做判斷，勇於決定、承擔，是這個

時代青年應有的體認，雷倩並舉出實例，讓

在場學員們練習如何做決定。現場討論熱

烈，並全程使用英語。

培訓過程中，與會者決定成立「心靈環保

工作坊」，由法鼓山僧團常濟法師帶領。課程

將以和平、快樂為主軸，透過互動教學、小

組分享的方式，不斷地讓參與受訓的學員們

進行反思，歸納出哪些價值觀才能達到心靈

的、世界的和平。法師期勉參與的青年代表，要將每個人認為能促進和平的

價值觀及方法，確實於日常生活中執行，真正實踐心靈環保。

下午課程則邀請今年9月前往日本參加「泛亞洲青年領袖高峰會」的代表常

濟法師、李佳達、劉千瑜、王倩文，以播放投影片的方式進行報告和分享。

代表們指出，選擇於被投下原子彈的廣島舉行高峰會的因素之一，是希望能

藉此提醒大家和平的重要性。

針對此次課程安排，參與培訓的青年學員表示，從一整天的互動、分享

中，不但學到主動、積極的重要性，也體認到青年可以透過國際會議、社會

資源，對世界和平有所付出及貢獻。

10.02

本日上午九點，高雄紫雲寺圖書館

正式開館，開幕典禮由監院果舫法

師、果淨法師一同在開山長老尼演禪

法師法像前剪綵揭開序幕，現場氣氛

溫暖而歡欣。

法鼓山南區召委陳世音致辭時，特

別感恩一年多來，工作小組和義工菩

薩籌備、整理、分類、編碼、購書、

上架等一連串圖書館設置的過程，終

於讓信眾有了聞思修行的落腳處。而代表來賓致辭的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共同科副教授、亦是《聖嚴法師七十年譜》作者的林其賢老師，則鼓勵大家

WY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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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聞多學及修行上多下工夫。

最後，果舫法師開示表示，圖書館的成立是眾人的成就，他期勉義工往後

除了精進念佛修行外，還要接引更多人前來閱覽、借書，並且加入學佛及義

工行列。

未來，紫雲寺圖書館將扮演知識、文化傳遞的角色，並傳揚佛教經藏相關

文字紀錄，及祖師大德們所流傳下來的智慧寶藏，以提昇大眾的閱讀習慣與

品質。

10.02

法鼓山社會大學九十

三年度秋季班開學典

禮，本日上午於台北縣

金山鄉中山堂舉行，由

法鼓山社會大學校長曾

濟群代表創辦人聖嚴師

父致辭，同時，金山鄉

鄉長游忠義、金山國小

校長連進福等人亦受邀

蒞臨現場。

曾校長於致辭時，表達了「一個感謝」、「三個高興」、「一個願望」，並說

明一個感謝是感謝金山鄉各界對於社會大學的支持和協助；三個高興，是高

興看到學員上課出席率高、高興見到學員熱情投入社區活動、高興學員懂得

付出並擔任義工；一個願望則是期盼學員多親近法鼓山、護持法鼓山，使人

間淨土的理想早日實現。

金山鄉鄉長游忠義在致辭時，也特別對社會大學在金山鄉的貢獻表達了感

謝和肯定，尤其，對於社會大學的學員能夠將所學奉獻在地方上的發展，更

是令人欽佩。而初到金山國小任職的連校長也對社會大學為社區發展所投入

的種種作為給予高度的讚揚，並感謝社會大學協助金山地區包括金美、三

和、中角、金山四所小學的學童，開辦「小小導覽家」和「小小夢想家」活

動等。

今年典禮所安排的活動非常別出心裁，其中，「遊走金山之美」課程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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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以話劇方式，生動地介紹金山八景，獲得現場熱烈掌聲。「台灣小吃」、

「素菜烘焙」二課程的師生還提供十多道茶點料理讓大家品嚐，金山鄉公所也

到現場宣導廚餘回收作業，並為待業中的學員安排就業服務和諮詢。所有的

成果展區都由學員自己策畫、布置，彷彿一場小型博覽會，主辦單位也特別

將暑假期間，首度開辦兒童營隊的寫生作品和活動照片陳列其中，使現場增

添了不少趣味。

10.03起

為提昇地區悅眾及關懷員的學習成長，並將經驗傳承，本日起，護法總會

於各地區舉行六場「悅眾鼓手成長營」，藉由課程的安排，使各地悅眾得以學

習帶領信眾成長與提昇自我的方式。六個場次分別為：10月3日於台南分院舉

行；10月9日於高雄紫雲寺舉行，11月7日、12月5日於農禪寺舉行；並計畫明

年（2005年）1月1日於花蓮舉行、1月9日於台中分院舉行。

首場「悅眾鼓手成長營」，本日於台南分院登場，共有84人參加。上午課程

進行觀看聖嚴師父開示影片，課程講師劉玥瑄表示，法鼓山是淨化人心及社

會、開發每個人心中寶藏的一處清淨修行道場。

下午的「法鼓人法鼓心」，由課程講師陳雅臻談到如何運用佛法的慈悲心，

面對職場的新環境、新同事，她並以「悲智願行」與學員互勉；而特地由高

雄前來的課程講師莫清文，為學員講授「活動企劃」的方法與概要；課程講

師曾國安則以幾則簡單活潑

的鳥類故事，串連起「溝通

與同心同願」的主題，隨著

曾老師傳神的表情，全場氣

氛顯得輕鬆、活潑；另有悅

眾分享自己如何將工作目

標，融入自我提昇日課表

中；至於「悅眾的身口

意」，則由禪坐會會長王清

淵擔綱講述，關懷員並引導

各組學員進行心得分享和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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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

由護法總會舉辦的第二場「悅眾鼓手

成長營」，本日於高雄紫雲寺舉辦，共有

來自高雄、屏東、潮州等地七十多位悅

眾報名參加。

活動一開始，主持人法鼓山南區召委

陳世音表示歡迎大家參加，並帶領眾人

高唱〈友誼歌〉及隊呼「法鼓法鼓我來

敲，鼓手鼓手就是我」，使得現場氣氛十

分熱絡。在播放完聖嚴師父的開示錄影

帶後，緊接著由課程講師周綺霞分享

「我在法鼓山的角色與定位」，分享中提到，悅眾就是帶給大眾快樂、健康、

幸福、平安的人；而來自屏東的陳結輝等三位課程講師，在「法鼓人法鼓心

──角色甘苦談」單元進行經驗分享時，皆一致表示只要自己能做的事絕不推

辭，因為能夠進入法鼓山服務是最快樂的事。

下午課程部分，學員們分成六組，進行大堂研討。由課程講師翁哲雄說明

活動企畫的撰寫執行及評估；課程講師曾國安主講「溝通與同心同願」；亦

有多位菩薩分享使用「自我提昇日課表」心得、生活佛法及悅眾的身教與行

動力等。最後，監院果舫法師感恩悅眾們的奉獻，並鼓勵大家精進修行，解

行並重、福慧雙修而達解脫之境。

10.09 10

本日起一連二天，法青會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二日僧活」體驗活

動，以自然環保為主題，由僧伽大學佛學院輔導師常寬法師，以及僧大三年

級的學僧們，帶領 9位男眾、38位女眾學員體驗二天的出家生活。

活動中，47位法青會學員皆換上出家人所穿的中褂，全程依僧團的生活作

息而進行。由於這次的活動主題是「自然環保」，因此，活動內容特別安排生

態解說、生態導覽等課程，並由僧團果祺法師帶領學員們走「成佛之道」，練



175

大
普
化

習透過直觀的禪修方法，與大自然深度

地合而為一，體驗大自然的禪境。此

外，課程中亦安排了佛門行儀與規矩講

解、拜佛、朝山等項目。

從一草一木的解說中，學員不僅得以

瞭解園區豐富的生態環境，也學習到如

何關懷、尊重一切的動植物。多位學員

們表示感恩能有這樣的殊勝機會，體驗

清淨的僧眾生活。

10.13 15

為建設法鼓山成為一國際禪修重鎮，弘傳能夠與世界接軌，具有時代性、

國際性的漢傳禪法，且因應明年（2005年）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禪堂即將啟

用，禪修推廣中心首次舉辦「禪七總護小參研習」，本日起至15日在法鼓山佛

教教育園區展開，旨在培養禪七的總護及小參法師，共有28位常住法師參加

培訓，聖嚴師父亦出席開示。

聖嚴師父開示時，勉勵法師們不論是擔任總護或小參，都要抱持著成就他

人的態度，以慈悲心照顧禪堂和禪眾，這即是利人利己的菩薩道精神。師父

進一步強調，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更要秉持漢傳禪法的精神，以開放的胸

襟與世界佛教接軌，結合各

宗派、各文化的優點，並仍

保持漢傳禪法的特色，使得

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

都能接受法鼓山所弘傳禪法

的好處。

在研習內容方面，除了

「總護、小參的心態與原

則」、「止觀、默照、話頭

方法研討」、「攝眾、調眾

要領」等課程外，大部分則

以實際演練和分組討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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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分組互動時，由具有豐富總護經驗的法師帶領，針對禪堂中常發生的各

類問題、需注意的事項，給予指導，包括：如何照顧禪眾的身心、如何掌握

禪堂攝心氣氛、什麼情況下應給予鼓勵等。

負責規畫此次研習營的禪修推廣中心果醒法師表示，除了進行一系列的培

訓課程，未來也將安排見習課程，以及中階、高階禪七總護人員的培訓營。

10.22 26 10.31 11.01

將安座於2005年法鼓

山大殿中的釋迦牟尼

佛、藥師佛與阿彌陀佛

三尊佛像之佛身，計畫

裝藏七十七卷手鈔大乘

經典，日前邀請約五十

位信眾手鈔經本業已全

數完成，為了與更多人

分享，法鼓山佛像專案

小組特別舉辦「法鼓山

佛像安座裝藏鈔經展」，

先後於本日起至26日，

以及10月31日至11月1日

分別在台北安和分院、農禪寺舉辦。

這次展出的手鈔經文內容，包括了《佛說無量壽佛名號利益大事因緣經》、

《八大人覺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方廣佛華嚴經》、《般若波羅蜜

多心經》等，總計十五種大乘經典，經文採中國敦煌唐代寫經與日本寫經二

種格式，書寫的體例則完全不拘，每部經文末尾都寫著「願以此功德，普及

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由於書寫體例不拘，有人寫楷書、有人寫行書、隸書；有好幾位信眾各以

自己的體例，共同鈔寫《金剛經》；甚至還有人用刺血寫下〈大勢至菩薩念佛

圓通章〉。協助鈔經展事宜的書法老師蘇子修表示，除了奚淞、曾中正二位書

法名家外，鈔寫經文的信眾都不是專業的書法家，要寫出這樣的字體，靠的

其實是一份虔敬的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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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部經典都是信眾以虔誠恭敬的心一筆筆

鈔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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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為提高禪坐共修品質，落實人品提昇的

理念，禪坐會本日於農禪寺大殿，舉辦一

場「助理巡香暨地區共修處監香講習」，來

自北、中、南等地約有一百多人參與，由

禪修推廣中心果醒法師指導。

上午課程一開始，由果醒法師首先說明

「巡香就是在修行」的理念，讓巡香者藉由

巡香的過程，隨時觀照自己的心念，練習

身心合一，並體會到每一處巡香工作的用

心，都與禪堂的安定度息息相關。法師更進一步表示，巡香時，除了要觀照

好自己的心念，也應以「同理心」照顧好禪眾，讓他們能在和諧安定、不被

干擾的環境中用功，這也是成就他人，利他的菩薩行。

下午課程則由禪坐會資深悅眾林立說明「區域共修監香要領」；資深悅眾

林寶玉講解「禪堂法器使用注意事項」及前禪坐會會長廖志城指導瑜伽運

動，全體學員並在多位資深悅眾的帶領下，分組練習法器的操作及瑜伽運

動。

在心得分享中，學員表示，透過這次的學習，能讓自己更具信心，將禪法

的理念傳達出去並與人分享，進而期許自己加入助理巡香的服務。而為期一

天的培訓活動，即在學員們充滿法喜，感恩的氣氛中，圓滿完成。

10.23
WYPS

第三場「WYPS台北論壇青年代表學習培訓計畫」，本日於台北安和分院舉

行，約三十位青年代表出席參加。延續第二場課程中的「心靈環保工作坊」

以和平、快樂為主軸，這次培訓課程強調正面思考的重要性，期使學員們更

加清楚如何運用正面思考，以促進世界和平。

上午的課程邀請到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李偉文，為學員們進行專題演講

「熱愛生命、與大地共舞」，演講中不僅以播放投影片方式生動呈現大地的美



179

大
普
化

好，李理事長並與大家分享該協會九年來發展非營利事業組織的成功經驗。

他強調，環境問題是大家的共業，因此要靠大家的共願一起承擔、解決，用

實際行動來改變周遭環境，不要將問題留給後代子孫。

下午在八式動禪的放鬆體驗後，先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保標章審議委員

會委員、暨法行會的觀察員丁力行教授，帶領大家進行「全球暖化小測驗」，

藉由一連串關於溫室效應的測驗讓參與學員瞭解現今全球的環境議題與常

識。接著由參加亞太地區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的青年代表何麗純帶領「心靈

環保工作坊」，主題是「強化正面思考，釐清負面模式」，她以打高爾夫球的

例子來說明，一般人打球時，經常在還沒仔細看球的方向時，就不停地揮

桿，但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在揮桿前先瞭解周遭的風速等條件，揮桿後就不要有

負面的懊惱、抱怨情緒，並將失敗經驗當做學習，以正面思考的角度繼續向

前。

接著，何麗純鼓勵學員們說出「今天什麼事讓你最快樂？」並以正面、積

極、樂觀的思考方式釐清生活中什麼可以控制，什麼不能控制？分享後，學

員們從中歸納出人可以控制的是自己面對事物的心態，因此工作坊強調無論

面臨什麼外境，人要往正面看，就能避免負面及錯誤的解決模式，進而影響

他人、達到世界和平的最終目標。

10.30 31

本日起一連二天，禪修推廣中心於台南分院舉辦第十期法鼓八式動禪師資

培訓課程，由僧團果元、果醒二位法師帶領，以及來自台北、高雄、屏東、

台南共20位助理講師協助帶領，共有76位來自新竹、南投、嘉義、台南、高

雄等地的學員參與。

第一天課程中，果元、果醒二位法師共同為學員解說八式動禪的心法及練習

的方法，是要在生活中不斷練習放鬆身心。接著二位法師帶領學員們進行實

際的練習，學員逐漸從生疏、熟練到標準動作的統一，助理講師們則從旁輔

導並且修正學員們的動作，讓學員隨著心法的融入，不斷地體會清楚、放

鬆、全身放鬆的要領。

第二天的心法課程中，果醒法師向學員們開示，說明心法基本原則為「身

在哪裡、心在那裡」，心法次第是：清楚、放鬆、全身放鬆，以及放鬆的方式

等。下午進行口試及動禪演練，學員每四人一組、共分為十九組，在助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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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督促、鼓勵下，學員相互切磋，所有學員都通過了培訓課程中的考試。

學員於接到主辦單位的師資認證卡後，共同發願，願自己每天不斷練習，

更願帶動家人至利益大眾，更能行之於日常生活中，隨時清楚放鬆。整個培

訓課程就在學員與法師的同心同願之下，法喜充滿地完成。

11.03

來自亞洲各地區包括馬來西亞、汶萊、泰國、柬

埔寨、日本、韓國等十個國家，約有四十五位天主

教神職人員及禮儀專家，本日至農禪寺參訪。

參訪中，由僧團法師及義工們接待及導覽。這群

來自鄰國的貴賓，除了透過英文影片的觀賞，認識

聖嚴師父，瞭解法鼓山的歷史以及心靈環保的理

念，亦參觀了農禪寺平易而樸實的建築。義工們以

流利的英文介紹依水而運轉的大悲球及照壁上所寫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涵義時，則引起眾人高度

的興趣及熱烈的討論。

參訪結束後，趙一舟神父表示，本日有機會一睹農禪寺面貌，是很難得的經驗。

多位天主教神職人員這次參訪農禪寺之餘，主要是為了參加由亞洲主教團協會主辦

的第八屆「亞洲禮儀論壇（Asian Liturgy Forum）」，這項活動每年都會在亞洲舉辦，

討論亞洲地區教會的禮儀相關議題，今年首次於台灣進行。為了讓團員們有更多機會

認識台灣的宗教活動情形，天主教教團趙神父特與法鼓山基金會聯繫，促成此次參訪

農禪寺的行程。

11.04起

本日起至12月16日，每週四上午，農禪寺舉行台語的「法師講古」活動，共有七

場，每場平均約有四十人參加。

活動中，因考量年長義工們日常生活的語言習慣，而以台語發聲講故事的方式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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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僅能貼切地呈現內容以及促

進與義工們之間的互動；同時，亦

能藉由生活化的故事，帶入佛法的

基礎觀念，建立義工的正知見，增

加對佛法的信心。

第一場活動，由僧團副都監果廣

法師主講「禪宗初祖至六祖」的故

事，約有六十位與會義工參與。一

位平日在甘露門及知客處服務的義

工表示，聽完課後十分感動於祖師

們的悲願與忍辱，而且認為這個活動很有意義，利用講古的方式授課，不僅可幫助年

長的義工較容易吸收佛法要義，也能讓忙碌的義工在生活中運用佛法觀念。

11.07

繼台南、高雄地區之後，由護法總會舉辦的第三場「悅眾鼓手成長營」，本

日於農禪寺舉行，來自北一、北二、北三、北七等四個轄區，共有262位悅眾

參加，僧團果燦法師亦出席開示。

果燦法師開示時，除了感恩悅眾們的奉獻，也勉勵大家將學到的方法充分運

用、實踐。當天課程首先播放聖嚴師父開示的VCD，片中主要闡述法鼓山的

核心主軸「心靈環保」，以及「心五四」運動理念和「三大教育」。法鼓山基

金會副祕書長謝水庸接著以「悅眾的角色與定位」為題，勉勵大家認清自己

11月4日

11月11日

11月18日

11月25日

12月2日

12月9日

12月16日

果廣法師

果薰法師

果許法師

果奘法師

果晨法師

果尚法師

果增法師

禪宗初祖至六祖

我們的師父

三個小故事

法華經—窮子喻、常不輕菩薩

印光大師

虛雲老和尚

十二因緣

「法師講古」活動時間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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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的各種角色，並以尊

重、包容、協助、關懷、

珍惜因緣態度，扮演好每

個角色定位；北四轄區副

召委朱秀容則於「法鼓人

法鼓心」課程單元中，分

享自己擔任勸募會員後的

內心轉變，並表示從中獲

得體會且心中充滿感恩。

下午的課程，由北二轄

區副召委程弘慶講授「活

動企劃、執行與評估」；而在「溝通與同心同願」中，講師曾國安則以輕鬆

傳神的小故事，說明尊重和讚美是最有效的溝通方式；多位資深的悅眾則以

親身的經驗，分享如何藉由心靈環保來感化自己、如何以法鼓人的身口意感

動他人，以及使用「自我提昇日課表」的心得，期勉大家時時提起精進的心

念，不要間斷。

11.11

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辦

「第五屆從事兩岸文教交流績

優團體」評選活動，本日上午

在陸委會舉行頒獎典禮，法鼓

山文教基金會以2002年「流轉

聚首──祈願東四門塔阿 佛重

生」活動，獲頒藝術文化類績

優團體的獎項，法鼓山也是獲

獎者中唯一的宗教團體。

代表法鼓山前往領獎的僧團

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於典

禮上致辭時表示，由於人心的貪婪，1997年時阿 佛佛首遭竊，法鼓山經由信

眾輾轉得到佛首後，聖嚴師父希望藉由佛首重回原地的活動，喚起人們無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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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的精神，使人心淨化，並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此活動不但促進兩岸宗

教文物的交流，也具體呈現「心靈環保」的教育精神，更獲得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的肯定。同樣獲獎的「韓忠謨教授法學基金會」負責人李鴻禧發表感言

時，亦讚揚法鼓山將佛首送回原地一事，是很有意義且難能可貴的模範。

「第五屆從事兩岸文教交流績優團體」評選活動，共有一百零八個團體參

選，三十一個團體入選。陸委會聘請15位各領域學者、專家及相關機關代表

等，分別進行初評、複評以及決評，考量各團體所辦活動之交流成效、影響

力、持續性、辦理品質及次數等，予以評比。

11.12

來自西班牙、架設西班牙文佛學網站

「優曇缽羅」（Udumbara）的Vicente

Caridad Gonzalez，本日由淡江大學西班

牙語文學系副教授吳寬及法鼓山西文網

站負責人楊淑婷陪同，至法鼓山佛教教

育園區參訪，由僧團果峙法師及常聞法

師接待。

Gonzalez 此行來台灣最主要的目的，

是為了參訪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及認識

法鼓山的出家僧團。參訪行程包括：參

觀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大殿、臨時寮、

祈福觀音像、圖書資訊館等，並參加在

男寮每日進行的晚課、晚坐，體驗法鼓山生活；翌日，一行人並前往農禪寺

參訪；15日，則參訪法鼓山僧伽大學，由僧大教務長果幸法師接待。

Gonzalez目前在其西班牙網站中的大乘禪法單元裡，介紹了聖嚴師父的禪法

教學。他表示，大約於12年前，在一次朋友介紹的機緣下接觸了法鼓山，當

他讀到師父的開示時，便下定決心要跟隨師父的法教。這些年來，為了能夠

閱讀和認識更多關於禪宗傳統、佛法及傳承法脈祖師們的書籍，亦努力修習

英文，然而，師父的法教仍是他最主要的閱讀重點。他經常在師父的書中發

現許多影響禪修方法甚遠的開示與宣講，因此促成了他有這個機會來到台灣

參訪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及認識法鼓山的出家僧團。

Gonzal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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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zalez亦表示，目前在西班牙巴塞隆納（Barcelona）並沒有教導禪修的出

家僧眾，相關的書籍及任何協助亦很少，對所有西班牙語系的人們而言，這

個網站窗口具有某種程度的重要性。

11.14

為培訓更多佛學弘講人才，佛學推廣中心本日於農禪寺舉辦「弘講師資培

訓課程」，包括中華佛學研究所研究生、《天台心鑰》師資培訓學員以及心靈

環保讀書會帶領人種子培訓學員等，共有55位學員出席參加。課程中除了進

行專題演講說明，亦安排了8位準講師試講，由果祥法師、果鏡法師，以及佛

學推廣中心講師林孟穎、戴良義、溫天河、翁碧穗等人擔任各組的評量老

師。

試講活動進行時，依序將試講員分三組進行，其他學員則參與聽講，同時

針對所講內容提出問題。此次8位試講者當中，有 4位是佛研所研究生、4位是

《天台心鑰》師資培訓學員，皆擁有博碩士以上的學歷，其中多位還是大學院

校的老師。他們具有深厚的佛學基礎，對聖嚴師父的理念和思想能夠深入體

會，因此試講過程中，大都能掌握法鼓山推廣的核心主軸和目標。

而在專題演講方面，一共安排了二場專題演講，其中一場由果祥法師主講

「如何增強演講的攝受力」，另一場則由佛學推廣中心講師林孟穎主講「弘講

理論與實務」。具有二十多年弘講經驗的果祥法師，從如何克服怯場、開場

白、台風等角度，分享他自身的經驗，希望能藉由自己的分享讓聽者更有收

穫。林孟穎老師則從弘講目的、弘講者必備條件、實用技巧等方面切入說

明，她指出弘講的成敗關鍵在於是否準備充分，同時並強調以清淨心的如法

態度來弘講的重要性。

11.25

台灣連鎖書店誠品書店，於11月份出版了一冊厚達千頁的《誠品報告

2003》，針對該店全台四十六家分店於2003年的銷售量，進行暢銷統計排行，



185

大
普
化

在該年度出版的人文宗教類書籍

中，聖嚴師父共有二十八本著作入選

「年度暢銷書」。

本次聖嚴師父的著作在人文宗教

類作者中，個人入選的書籍數量，

排名第二；以總銷售量而言，則排

名第三。這二組數字，除了顯示師

父著作受歡迎的程度，也說明了社

會大眾對佛法的需要和興趣，這對

未來佛法的推廣方向，具有相當重

要的指示意義。

二十八本入選的書籍中，有二十五本由法鼓文化所出版，主要以小巧精緻

的圖文口袋書「智慧掌中書」系列入選最多，共計十二本。「智慧掌中書」

內容以現代人遭遇的人際關係、家庭、工作等問題為主軸，提供以佛法觀念

化解的法門，例如《忍耐不忍氣》、《愈挫愈勇健》、《溝通萬事通》等書，

由此可反應出生活化的佛教書籍，深深切合現代人的心靈需求；同樣小巧精

緻的「隨身經典」系列書籍，也有三本入選。

其他尚有「學佛三書」──《正信的佛教》、《學佛群疑》及《佛教入門》

獲得入選，這些書籍是許多人剛接觸佛教必讀的經典；以及為現代人提供紓

解身心良方的禪修著作，像《聖嚴法師教禪坐》、《禪的智慧》等，皆在本次

入選名單中。

28

智慧掌中書

學佛入門

隨身經典

現代經典

寰遊自傳

聖嚴書院

大智慧

其他

《忍耐不忍氣》、《愈挫愈勇健》、《放下壓力吧！》、《早原諒，早開心》、

《獨立做自己》、《如何化解仇恨》、《如何不怕鬼》、《人生，福氣啦！》、

《別再執著了！》、《溝通萬事通》、《何必氣炸自己》、《知足最滿足！》

《正信的佛教》、《學佛群疑》、《佛教入門》

《心經之一：心經禪解》、《心經之二：心經講記》、

《心經之三：心經實踐》、《金剛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心的經典──心經新釋》

《五百菩薩走江湖》

《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聖嚴法師教禪坐》

《禪的智慧》

《牛的印跡》、《是非要溫柔》、《歡喜看生死》

聖嚴師父入選《誠品報告2003》書籍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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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
WYPS

由法鼓山人文社會獎

助學術基金會策畫的

「WYPS台北論壇青年代

表學習培訓計畫」，第四

場課程本日於台北安和

分院舉行，約有三十位

青年代表出席參加。

這場培訓以和平問題

的探討為重心，上午邀

請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簡錫 主講「和平運動在台灣」；下午活動

則由新竹市生命線員工協助服務中心社工酆巧玲主持，由學員們即興演出一

齣行動劇，從中探討衝突產生的本質。

長年致力國際和平工作的簡錫 執行長指出，非暴力的精神往往能產生最大

的力量，例如甘地的不合作運動、美國黑人運動，到波羅的海三小國獨立成

功，都是將和平信念內化心中、發揮正面影響的例子。他期勉學員們能從這

些實際的例子，對台灣的族群和平、自然生態、貧富差距等，各種人與人、

人與自然間不和平的問題，啟發進一步的思考。

下午，在社工酆巧玲的指導下，學員們以行動劇來探討「衝突」的本質，

以及如何從「心」建立和平，部分學員扮起計程車司機、情侶等角色，分別

以支持不同政黨的立場出現，其他學員則在周圍吶喊遊行，並引發一場糾

紛。透過行動劇的演出，學員們從中體悟到衝突的關鍵，原來在內心的那份

「我執」，而解套的方法在於找出雙方共同想法和希望，由此消弭彼此鴻溝。

12.01
Song of Mind

聖嚴師父第十四本英文著作《心銘》（Song of Mind）本月由美國專業出版佛

教書籍的香巴拉（Shambhala）公司出版發行，其內容主要彙整編輯了師父

1985至1988年在美國東初禪寺主持禪七期間，針對唐代牛頭法融禪師（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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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657年）開悟詩偈〈心銘〉所進行的講述。

對於〈心銘〉這樣一篇作品，聖嚴師父在新書中

指出，真正的理解，只能來自直接的體驗。因此他

以自己的實際經歷，說明如何接近禪的境界、如何

處理禪修過程中產生的問題，以及如何完成「統一

身心」這門禪修中的重要功課。師父亦表示，不管

任何方式的講解、說明，最終目的還是要鼓勵大家

修行，將佛法融入每天的生活中。

法融禪師是禪宗四祖道信禪師的弟子，與黃梅東山

法門的五祖弘忍禪師並峙，在中國大陸長江下游的潤

州牛頭山開創牛頭宗。從弘化和修行上來說，法融禪師是

一位禪教並重的大師，同時也是一位重於禪悟的學者，〈心銘〉

便是他在體會開悟境界後，所寫出的作品。〈心銘〉和三祖僧璨禪師

的〈信心銘〉並稱姊妹篇，聖嚴師父在其著作《禪門修證指要》一書中亦收

錄〈心銘〉的原文。

12.05

由護法總會舉辦的第四場「悅眾鼓手成長營」，本日於農禪寺舉辦，活動由

同時擔任羅東地區資深悅眾及羅東高中教務主任的游文聰主持，共有來自宜

蘭、羅東（分屬北四、北五、北六等轄區）等地區，近二百位悅眾參與。

活動一開始，由護法總會會長陳嘉男致辭，他以聖嚴師父在《利人利己做

義工》一書中所提，做義工不但能幫助別人，更能讓自己累積福德、增長智

慧，期勉悅眾們時時奉獻自己，成就大眾，使大家快樂，自己更快樂。

課程安排方面，除觀看聖嚴師父開示影片，並由資深悅眾洪祥雲講述「悅

眾在法鼓山的角色與定位」；資深悅眾林秀齡分享「法鼓人法鼓心」角色甘

苦談；資深悅眾游清海講解「活動企劃、執行與評估」；課程講師曾國安講

述「溝通與同心同願」；主持人游文聰分享「使用自我提昇日課表的心得」。

在各組關懷員引導下，悅眾們於「分組研討」中分享彼此在法鼓山擔任角

色的心得，以及如何運用佛法來突破困境，大家敞開胸懷地相互學習。最

後，護法總會輔導師果燦法師勉勵大家，身為法鼓山的悅眾，每天無論如何

一定要以「自我提昇日課表」來檢視、提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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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課程的悅眾們專注聆聽資深悅眾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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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第二場

第三場

第四場

10月3日

10月9日

11月7日

12月5日

84人

72人

262人

192人

嘉義、台南白河等地區

高雄、屏東、潮州

北一、北二、北三、北七等四個轄區

宜蘭、羅東地區

台南分院

高雄紫雲寺

台北農禪寺

台北農禪寺

悅眾鼓手成長營

備註：第五、六場計畫於2005年1月1日分別在東部、中部舉辦。

悅眾鼓手成長營，凝聚了法鼓山內部的共識，並提昇法鼓人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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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供年輕學子學習成長

的機會，法青會於本日、12月

12日及19日在農禪寺舉辦系列

成長營，約有五十多位學員參

加，由輔導師果妙法師指導。

這次成長營，將所有學員分

為觀音隊、普賢隊、文殊隊三

隊，各隊之下又包含三個組

別，組別名稱首度參考義工團

的組別名，觀音隊中有香積

組、導覽組、關懷組；普賢隊

中有幼教組、表演組、場地組；文殊隊中則有保育組、電訪組、美編組。各組課程內

容，均安排了富含義工觀念與實務經驗分享的成長課程，期能藉此培訓更多法青義工

人才，讓同學們為將來投入義工做準備。

目前法青會九組的培訓課程皆已規畫完畢，除了安排實務課程的學習外，

讓同學們在技術學習中養成禪修精神，更是課程的重點所在。果妙法師表

示，透過課程，同學們能學習到在與人互動的過程裡，如何發揮禪修的精

神，表現應有的威儀；即使只是簡單的端盤子、切菜、接電話等服務工作，

若能融入禪修精神，每個動作的感受將會不一樣。法師強調，融入禪修精神

的課程內容，正是法青成長營與坊間成長活動最大不同的地方。

此外，法青會亦規畫了未來一年各組的培訓課程，並將與義工團合作，讓法青同學

們有機會就各組所長，發揮各自的功能，於法鼓山各大、小活動中貢獻一己之力，成

為法鼓山的生力軍。

12.11 17

本日起至17日，高雄紫雲寺舉行「都市初階禪七」，這是紫雲寺第一次舉辦初階禪

七，也是南部地區的首次，學員們參與情況相當熱烈，約有一百多位來自高雄、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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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潮州、花蓮、台北等地區的學員報名參加。

紫雲寺監院果舫法師表示，以往南部地區的民眾北上參加禪七活動，總因路途遙

遠，花費過多時間於交通往返上，因此紫雲寺特別著手規畫了這次禪七。由於南部學

員往返紫雲寺相當方便，且考量到紫雲寺本身能提供的住宿空間有限，這次禪七除了

開放學員可以隨喜報名參加禪二或禪三，全程七天皆參加的學員，亦可每天返家，活

動定名為「都市初階禪七」，便是取其宛如都會生活般，具有早出晚返的特色。

七天的課程安排，除了住宿和參與方式上有所因應和調整，大抵皆和法鼓山一般的

初階禪七相同。學員們隨著聖嚴師父的開示錄影帶修習，一起進行打坐、經行、拜

佛、早晚課誦、做法鼓八式動禪等共修活動。

值得一提的是，在初階禪七之後，紫雲寺接著又於27日到2005年1月2日，舉行一場

「都市彌陀佛七」，此為第四度舉辦，約有一百多位學員報名參加。果舫法師表示，往

後紫雲寺將依循「都市型」的模式，定期規畫精進修行活動，方便更多南部地區的民

眾精進共修，希望進一步帶動南部地區的修行風氣。

12.11 12 12.18 12.25

隨著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建設的逐

步完成，有關自然生態環保的工作亦

陸續在園區落實。為了讓更多人有機

會來守護這塊土地，法鼓山特別招募

了50位景觀維護種子隊員，分別於本

日，以及12日、18日、25日，展開為

期四次的培訓課程。

培訓課程的內容主要規畫有：認識

法鼓山的原生植物、動物等自然生態

的介紹，除草培土等實務操作，以及

育林知識、禪與自然的融合方法等。

在種子隊員培訓的第一天課程中，園

區服務中心輔導師果旭法師特別向種子隊員表達感激之意，他表示隊員未來

將負責帶領參訪人進行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的維護工作，並介紹園區的自然

生態景觀，期盼藉由種子隊員的帶領，讓參訪者學習如何與外在環境和內在

的自我和諧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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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園區服務中心副總幹事洪米棧以灑香水的比喻，期勉大家為生活

引進更多的善因緣，讓生活的環境更清新。果祺法師則與園區建築規畫小組

特別助理李孟崇分別就園區的自然生態與建築向隊員們一一做介紹。僧團果

祺法師強調園區景觀建設以「共同語彙」為原則，植栽以原生植物為主；建

築物以青、灰二色為主，一切思考都以接近大自然為考量，未來每棟建築物

都將環繞三層樓高的樹木，整個園區將會呈現聖嚴師父所期待的「建築物宛

如從地上長出來」般的景象，提供給大家一個有如山林場域的修行道場。

12.13 15

為鼓勵教職人員於退休後，繼續自我進修，本日起至15日，教師聯誼會於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首次舉辦為期三天的「退休教師禪修營」，共有45位學員

參加。

活動期間，由僧團果時法師指導學員進行禪修，安排全體學員們端坐於禪

堂內，觀看聖嚴師父的開示錄影帶，透過師父的開示，體悟佛法的可貴與禪

修的愉悅。同時，由僧團果祺法師指導戶外禪修活動，亦讓學員在園區幽靜

的山水環境中，學習安定身心，得到放鬆、清楚與專注的感受。

參與的學員表示，透過活動的機會，除了能學習禪修的方法，也督促自己

與同學們相互勉勵，謹記聖嚴師父的叮嚀，以慈悲待人、以智慧處事，雖然

是退休了，也要退而不休、廣種福田。

12.14

台北市立蘭雅國民小學120位三年級師生，本日下午至農禪寺參訪，並由禪

修推廣中心講師黃荷帶領大家練習法鼓八式動禪。

一行人在參觀農禪寺古樸的環境、建築物之後，黃荷老師藉此機會，運用

生動活潑的卡通圖片，帶領小朋友們認識佛法，並實地引導小朋友於農禪寺

大殿中練習打坐、法鼓八式動禪，體驗動中禪放鬆、專注的感受。

其間，農禪寺僧團果密法師亦向在場的小朋友們講說釋迦牟尼佛出生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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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大家聽得津津有味，之後又跟著

法師學習問訊及禮佛的動作。一位男

學童表示，打坐的感覺很舒服，並期

許自己回家後還要多做練習；而一位

三年級的級任老師則認為，此行最大

的收穫就是獲得體驗禪修的機會，並

且學會了打坐及法鼓八式動禪的要

領，這些都可幫助小朋友們靜下心

來，有助於專注學習。

12.18 19
WYPS

本日起一連二日，由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主辦的第五場「WYPS台北論

壇青年代表學習培訓計畫」，於苗栗三義 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展開。不同於前四場

培訓課程，這次活動規畫為「青年菁英禪修營」，約有一百位青年學員們參加，共同

學習觀照自己的起心動念，消融內心的煩惱和衝突。

活動中，安排了數場觀賞聖嚴師父錄影帶開示的單元，聖嚴師父在第一天的開示

中，講說「禪修的方法」、「練習著跟自己相處」、「獨立自主的人格」、「智慧是什

麼」、「自我分析、自我體驗」等主題。師父表示，一個健全的人，必須要人格獨

立、成熟、穩定，掌握當下的生命，觀照自己的起心動念，方能由體驗自己、分析自

己，進而超越自己。

翌日，聖嚴師父於錄影帶

開示中，則就「自我的成

長」、「自我的超越」、「心

靈環保」等主題進行開示。

師父指出，自己不起煩惱是

智慧，不讓別人起煩惱是慈

悲，悲智俱圓，就是菩薩正

道。

除了觀看聖嚴師父開示錄

影帶，禪修營中也針對各種

日常生活的修行法門，一一WY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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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指導和練習，包括七支坐法、吉祥臥、經行、法鼓八式動禪等內容。最後一天的

心得分享時，許多學員表示以前總是被妄念帶著跑，在這次活動中學會觀照自己妄念

的流動，以及如何轉化妄念的方法。

最後，擔任總護的果理法師勉勵青年學員，往後要時時運用禪的觀念和方法，修行

不輟，以清淨安定的心，去影響周遭的人。

12.19

台北縣教育局於6月份開始

舉辦的一系列「北縣藝文情、

十八悠遊行」課外學習活動，

教育局將縣內較具人文教學資

源的區域整合出十八條學習的

路線，為響應此項活動，台北

縣金山鄉金美國小主辦「金山

萬里線」活動，其中安排了二

個多小時的時段，約有一百五

十多位北縣國小師生及家長參

加。

一行人抵達園區時，許多家長對於法鼓山清新典雅的建設表示讚歎。出席活動開示

的僧團果肇法師，也特別向大家說明了法鼓山的大普化、大關懷教育，以及長久以來

所致力推動的心靈環保教育。之後，則安排大家觀賞法鼓山的影片「法鼓山與人間淨

土」，讓大家對於法鼓山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也一改佛教寺廟向來給人的傳統印

象。最後，在法鼓山導覽義工的安排下，大家在細雨中參訪了園區的建設。

主辦單位表示，由參與學童交回的學習評單中，可看出大家對於此一行程反應極

佳，同時，法鼓山對於自然生態的維護和努力，也讓這些師生及家長，上了一堂難得

的生態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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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關懷教育」是法鼓山三大教育

之一環，並以「關懷」結合「教育」

為主要的內涵。其服務對象普及社

會各階層，不論團體或個人均不偏

廢，每年都根據對象的不同需求設

計了許多活動，期望在關懷之餘，

能達成「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

淨土」的教育理想。

本年度法鼓山亦本此初衷，推出

了許多嶄新的活動，即使是像佛化

婚禮、環保列車等例行活動，也配

合法鼓山「和喜自在」的年度主

題，賦予活動新義。此外，在急難

救助方面，本年度更突破國界，遠

赴伊朗，開啟了法鼓山國際救災的

新頁。

法鼓山大關懷教育的服務對象可

分為，信眾、一般社會大眾，及弱

勢族群；在時效性來講，則又有例

行性和急難性之分。以下便依信眾

關懷教育、社會關懷教育、急難救

助關懷來略述法鼓山本年度大關懷

教育的發展。

信眾關懷教育

法鼓山信眾關懷教育的目的，是

在促進信眾個人品質的成長，也是

為了提昇法鼓山的道風及服務品

質。

每年法鼓山均依職能之別舉辦了

不同的聯誼活動或成長營，包括：

全省悅眾聯席會議、分區召委會

議、各地區行政會議，召委、會團

長及救災總指揮成長營，以及悅眾

鼓手成長營，勸募會員成長營、義

工成長營等。

而本年度，為確實達到信眾品質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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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的關懷工作融合了教育的內涵，

並以分對象、分階段、分性質的方式逐步展開。

本年度的急難救助工作，更突破國界、遠赴伊朗，

為國際救災開啟新頁。

佛化聯合婚禮及聯合奠祭則邁入第十週年，

以簡化、節約的佛化儀式關懷社會大眾，

使佛法精神深入民間各階層，

其階段性目標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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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昇，聖嚴師父特別提出「自我

提昇日課表」的具體實施計畫，並

針對會團長及召委、小組長以上悅

眾菩薩、勸募會員及一般信眾等，

分別實施「自我提昇日課表」研討

訓練，課程中除聽取師父的開示

外，並進行講解、訓練，希望大眾

能日日遵循、時時使用，藉以養成

大眾自我觀照、修行的能力。

此外，法鼓山的關懷項目多元，

包括慰訪、救災、臨終關懷等，為

使每一項目均能達到專業水準，提

供有效的服務，每年都會進行各項

專業訓練。本年度舉辦的有：慰訪

員訓練、慰訪實務研討、救災工作

安全訓練、救災演練、臨終關懷訓

練，以及各類義工的專業訓練等。

其中由於去年（2003年）SARS的

影響，以及今年禽流感的流行，2月

29日於台中分院舉行的「救災工作

安全研習」，特別邀請傳染病專家時

齊霖針對「傳染病的防護」為大家

說明，以深入瞭解防止傳染病毒侵

襲的方法。

另外，於各分院、共修處，也提

供讀書會，或禪修、念佛、自我提

昇日課表等共修活動，讓信眾依個

人需求選擇，藉以增長慈悲與智

慧，安定身心，消融自我。

社會關懷教育

社會關懷教育則是針對尚未進入

法鼓山、尚未成為法鼓山會員的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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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舉辦「佛化聯合婚禮」到今年剛好屆滿十年，藉由推動禮儀環保，期許新人們共

組佛化家庭。



般社會大眾，所提供的關懷教育。

其旨在端正社會風氣，改善社會觀

念、習俗，安定人心，促進社會的

和諧。其中又可分為團體及個別的

關懷教育。

在團體方面，本年度仍依往例舉

辦了佛化聯合婚禮、聯合祝壽、聯

合奠祭、環保列車、歲末大關懷、

音樂會等活動。佛化聯合婚禮、聯

合祝壽、聯合奠祭，均是本著「禮

儀環保」的精神，重新賦予一般社

會禮俗新的生命意涵。其中佛化聯

合婚禮及佛化聯合奠祭本年度均邁

入了第十週年，佛化聯合祝壽更堂

堂邁入第十一年，因此受惠改變觀

念的人士與家庭不計其數，未來法

鼓山將持續推廣禮儀環保的理念，

將生命各階段的意義彰顯於各式禮

俗中。

而承續聯合奠祭的精神意義，10

月16日，法鼓山與「財團法人戒嚴

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

基金會」舉辦了一場以「愛與慈

悲，化傷痕為沃土」為主題的「戒

嚴時期不當審判受難者追思祈福

會」。典禮由該基金會董事長蔡清

彥、法鼓山僧團都監果品法師、僧

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共同主

持。典禮上，果品法師還代為宣讀

了聖嚴師父〈化解仇恨，跨越悲情〉

一文，而師父於文中特別強調，這

是一場化解過去仇恨、跨越歷史悲

情的宗教儀式，唯有思考到「慈悲

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才能

愛、寬容和諒解，走出過去的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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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佛化聯合奠祭」舉辦至今，

屆滿十年。

「佛化聯合祝壽」的舉辦邁入第十一年。



痛；並且希望透過這次舉辦的佛教

超度儀式，能讓亡者往生善處，生

者心開意解，使生死皆能獲得尊重

及安慰。

另外，在環保列車、歲末大關懷

方面，本年度總共舉辦了三十三個

場次。環保列車是以心靈環保為主

軸、生活環保為主題所進行的系列

活動；早期亦同時舉辦「環保日」

活動，目前則由各地區自行選擇時

間、地點和主題，各自舉辦，多數

地區和當地區公所結合，舉辦「社

區關懷」活動，甚至和「歲末大關

懷」活動結

合，同時關

懷地區低收

入戶，可謂

是 一 全 面

性、全方位

的 關 懷 活

動。

而音樂會

的舉辦，則

是期望藉歌

聲、樂聲的

感染力將佛法的慈悲與智慧傳播出

去，讓世人在音樂聲中得到心靈的

祥和。9月27日教師節暨中秋節前

夕，法鼓山社會菁英禪修營、榮譽

董事會、法行會就特別選在台北市

國家音樂廳，合辦一場「禮讚師恩

音樂會」，藉由音樂，向人間導師釋

迦牟尼佛，以及聖嚴師父，獻上最

虔敬的感念。除了禮讚師恩外，當

天還邀請了四百多位法鼓山的義工

菩薩一起聆賞，同時向所有法鼓山

的義工菩薩致以最深的祝福。

在個別關懷教育方面，包括：臨

終關懷教育、貧病關懷教育、百年

樹人獎助學金，這都是由法鼓山的

菩薩、慰訪員，前往受關懷者的處

所進行關懷。其中臨終關懷教育，

更成為法鼓山的特色，在廣大的社

會上樹立了口碑，獲得普遍的認

同。

而在「百年樹人獎助學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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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讚師恩音樂會」，以樂聲禮讚、感念師長的慈悲教誨。

「歡喜看生死」系列研討活動，提倡環保自然葬，為

民眾建立健康的生死觀。



面，這也是法鼓山近年來相當有成

績的一項工作，不僅受助的學生和

發放的金額不斷增加，今年起，又

特別規畫了「認養人」辦法，鼓勵

捐助人可以用個人、團體、單位或

公司行號名義，指定認養國小、國

中、高中職或大學學別及名額，以

持續性的認養方式，協助清寒學生

順利完成學業。另外，為了替「百

年樹人獎助學金」籌募款項，法鼓

山慈善基金會3月1日晚間特別邀請

台北愛樂室內管絃樂團，於台北市

國家音樂廳舉行「法鼓山百年樹人

獎助學金慈善音樂會」，整場音樂會

的收入將做為幫助失學孩童重返校

園的教育計畫使用。

急難救助關懷教育

自1999年台灣921大地震，法鼓

山於災區成立了五個安心服務站

後，便逐漸建立起一急難救援系

統，至2003年初，法鼓山又在各地

成立了四十二個救災中心，普設的

救災中心及暢通的救援管道，使法

鼓山都能在第一時間投入救災的行

列。而本年度，更首度派員到海外

參與國際救災，為法鼓山的急難救

助開啟新局。

在海內急難救助關懷方面，自7月

份起，接連而來的敏督利、艾利颱

風，帶來了幾場豪雨，致使各地水

患不斷。除水患外，10月11日新竹

雲光爆竹廠的爆炸事件，10月18日

香港旅行團於九份發生的車禍事

件，也造成了重大的傷亡。這幾起

事件，法鼓山依地緣之便，由當地

救災中心為主軸，再由各地義工支

援，因此都能在第一時間，展開救

災工作，及時救助、安慰生者，並

且慰問傷者、祝福亡

者，充分發揮了法鼓

山的精神與動員能

力。

而在國際急難救助

關懷方面，2003年的

年 底 ， 伊 朗 巴 姆

（Bam）地區發生了大

地震，整個巴姆城幾

乎完全被摧毀，造成

約八萬人死亡、十多

萬人無家可歸。由於

聖嚴師父為世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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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基會平時的救災研習，讓緊急救援系統能在災難發生時

迅速啟動。



領袖理事會的成員

之一，透過世界宗

教領袖理事會的協

助安排，由法鼓山

基金會副祕書長謝

水庸領隊之法鼓山

伊朗賑災慰訪團，

得以於1月9至16日

親 赴 伊 朗 巴 姆

（Bam）災區關懷慰

訪，並且成為在當

地唯一與官方有互動的國際民間團

體。

於災區，團員親眼目睹了慘重的

災情，以及人民對未來的徬徨、無

助，並且深刻感受到，對於災民來

說，物資的救濟固然重要，但心靈

的關懷更是不可或缺；因此也擬定

法鼓山未來將以援助教育、安定人

心為主要關懷方向，並進一步籌募

基金，做為認養這群失依失學孤兒

的教育獎助學金，提供至他們有工

作能力為止。籌募之款項，前後總

計有三十萬美金之多。

以往法鼓山的國際救災，都只是

捐資給當地慈善機構，本次不僅增

加救助金額，還派人前往災區慰問

關懷，法鼓山國際救災可說又向前

邁進了一大步。

結論

四十幾年前，東初老人以「冬令

救濟」開啟了法鼓山的關懷工作，

經過多年的努力，法鼓山的關懷工

作不但建立了健全的模式，也有了

一定的口碑，更重要的，還兼顧了

教育的意義，因此在實踐上，可謂

相當成熟。隨著明年（2005年）法

鼓山第一期工程即將落成，之後會

有更大空間提供舉辦經常性的教育

訓練課程，屆時，法鼓山將全方位

開辦各種分齡、分階段、分性質的

活動，包括資深悅眾的教育、及初

皈依弟子的接引等，這又將是一個

新的開始。未來法鼓山大關懷教育

的面向將更廣，而「落實整體關懷」

的目標，也將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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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災難發生，各地緊急救援系統總是在第一時間，給予適時適

地的協助與關懷。



01.03

法鼓山本日於台北市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經國紀念大禮堂舉辦第十屆佛化聯

合婚禮，七十對新人在聖嚴師父的祝福、知名影星林青霞及政務委員蔡清彥

的主婚下完成典禮。

今年的典禮以「和喜自在有幸福」為主題，聖嚴師父特別贈送「和喜自在」

四字做為新人的傳家之寶，勉勵新人以和敬態度互相扶持，並期許新人只要

能做到「心和口和，我和人和」，家庭自然「歡歡喜喜有幸福」；而家庭中大

大小小如果都能做到內和人和、因和緣和，大家也就能平平安安真自在。那

麼夫妻要如何達到這樣的境界？聖嚴師父教導新人雙方應互相尊敬、包容、

信任與原諒，在未來的

婚姻路上，彼此面對對

方的長處、短處時，都

視為學習的好機會，如

此就能夠獲得真正的平

安自在。

擔任主婚人的林青

霞，今年也剛好結婚滿

十週年，她以自己走過

十年婚姻的經驗，說明

婚姻不僅是一門學問，

也是一項藝術，夫妻間光靠一個「忍」字還不夠，還必須懂得及時化解不愉

快，並從中啟發彼此的智慧，那麼雙方必然能夠攜手一輩子。連續十年為法

鼓山佛化聯合婚禮擔任證婚人的伯仲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吳伯雄，則當場獻唱

一首〈牽阮的手〉祝福所有新人牽手一世。

婚禮中，聖嚴師父親自為在場七十對新人授三皈依，不僅象徵新人受到佛

法僧三寶的慈悲祝福，同時更象徵新人從此展開佛化家庭的生活，以慈悲、

智慧來經營美好的婚姻。

不少新人表示，這樣莊嚴的聯合婚禮，更加堅定了雙方共組家庭的承諾，

比依照傳統禮俗辦的婚禮意義更大，除了能用行動護持法鼓山的理念，自己

的終身大事能有師父的親自祝福，亦是最大的福報。

法鼓山為推動禮儀環保所舉辦的佛化聯合婚禮，今年正好邁入第十屆，十

年來已有四百二十二對新人響應理念、接受三寶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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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來，約有四百多位新人在三寶的祝福

下，圓滿人生大事。



204

2004

「 」

《 》

「

」

（2005 ）



205

大
關
懷

01.09

台灣即將於3月份進行總統大選，由於選情熱烈，對社會大眾造成諸多衝

擊，人心浮動難安，因此各界亟盼安定力量、智慧的引導。本日，聖嚴師父

於農禪寺接受《中國時報》記者廖瑞宜的專訪時，表示法鼓山將更積極推動

心靈環保，致力於人心安定的工作。

聖嚴師父受訪時表示，每逢選舉，便會有一些家庭因為家人各自擁護對象

不同而失和；今年他將「和喜自在」定為法鼓山推動心靈環保的主題，就是

希望大家能「我和人和，心和口和，歡歡喜喜有幸福；內和外和，因和緣

和，平平安安真自在」。

如何化解因選舉而產生的不快樂感呢？聖嚴師父指出，「知足常樂」是不

二心法。而且，要掌握自己的情緒，必須瞭解世事無常的觀念，自己所能掌

握的因素和條件頂多只有一半，其餘的就是「時也，命也，運也」，還必須加

上「天時，地利，人和」各方面的配合；同時必須時時刻刻練習不讓自己的

心受環境影響。師父並提出幾種可以管理自己情緒的方法，例如：佛教徒可

持咒、念佛，基督徒可以禱告，沒有特定宗教信仰者可以練習著觀呼吸，用

心感覺自己的呼吸、放鬆身心，心情自然就不會浮躁了。

01.10

為了感恩北部地區勸募小

組長們一年來的辛勞奉獻，

護法會於本日在農禪寺舉行

歲末圍爐聯誼，北部七個轄

區近七百位悅眾參加，聖嚴

師父並出席祝福大家新年快

樂，期勉眾人以「和喜自在」

為目標，運用「人品提昇日

課表」來自我提昇。

活動首先於農禪寺大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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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由新竹地區悅眾菩

薩主持，並由輔導師果燦

法師、護法會會長陳嘉

男、組織發展室主任陳金

堂，分享護法會成長的歷

程，以及展望未來的努力

目標。他們也一再地鼓勵

大家要在日常生活中運用

佛法、實踐佛法，同時也

要將佛法的好處，盡量與

人分享，廣為介紹給勸募

會員及護持會員們，好讓大家都能夠接受到佛法的利益。

聖嚴師父於開示時指出，大家在推廣法鼓山理念時，也要提起佛法的觀念

和方法，以自利利人為目標；師父並帶領大家一起誦念法鼓山今年的共勉

語：「我和人和，心和口和，歡歡喜喜有幸福；內和外和，因和緣和，平平

安安真自在」，勉勵大家以此為努力的方向。

近中午時分，悅眾菩薩們依序進入農禪寺齋堂及一樓禪堂，與聖嚴師父一

同圍爐餐敘、歡喜團圓，近七十桌的盛況，為農禪寺增添了熱鬧而溫馨的氣

息。整個聯誼活動在下午二點結束。

01.11

繼2003年12月20、21日於農禪寺、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北區「法鼓山

歲末關懷」園遊會後，法鼓山本日分別在台中、南投、高雄舉辦「2003年中

南部歲末大關懷」活動。

台中地區由台中分院及安心站共同承辦「中區法鼓歲末大關懷園遊會」，於

台中市豐樂雕塑公園展開，台中市副市長蕭家旗、市議會議長張宏年、環保

局局長張皇珍、新聞局科長陳素秋，以及慈善基金會會長王景益等人皆蒞臨

關懷。今年受關懷戶共計有236個，由台中市政府、市議會、主婦聯盟、創世

基金會等團體提供相關慰問物資。園遊會現場設有七十多個攤位，包括：慈

基會年度成果展區、921重建區農產品展售區、自殺防治、惜福市場，及防

SARS、AIDS理念宣導區等，並安排台中醫院的義診活動，提醒大家照顧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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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身和心。

南投安心服務

站 今 年 舉 辦 的

「歲末大關懷」活

動，則針對縣內

失依獨居老人、

低收入戶、急難

貧病等141戶進行

關懷慰助。除贈

予慰助金及物資

外，現場並設置

義 剪 、 春 聯 結

緣、跳蚤市場義賣等活動。台中分院果雲法師特別到場關懷，並以「安心、

安身、安家、安業」勉勵大家不要受環境影響，只要虔心學佛，心自然會

開、身自然能安，身心就會安樂。

南區歲末關懷則於高雄紫雲寺舉行「寒冬送暖祈福聯誼活動」，來自高雄縣

仁武鄉、鳥松鄉、大社鄉及高雄市三民區等地，約有二百五十戶受關懷戶參

加，高雄縣政府宗教禮俗課課長蔡振坤夫婦代表縣政府蒞臨現場，感謝法鼓

山舉辦這場極富意義的活動。活動中，紫雲寺監院果舫法師勉勵大家要時時

刻刻認真念佛，藉修行來改變自己的命運，等日後有足夠能力時，即可回饋

社會、幫助別人。本次活動事前就深入社區慰訪清寒家庭，同時接引他們學

佛、安定身心，因此感動了很多家庭，讓他們覺得社會到處充滿溫情。

歲末大關懷的舉辦，不僅是發放物資，更是讓受關懷者能在歲末嚴冬之

際，感受到暖暖的人情，滋潤匱乏的心靈；同時也讓參與活動的義工們，藉

由實際關懷中，更深刻體會到具體落實法鼓山大關懷、大教育理念的重要。

02.01

開春以來，由護法總會主辦的首場「法鼓山全省悅眾聯席會」本日於台北

縣土城教育訓練中心展開，共有來自各地二百多位召委、副召委參加，聖嚴

師父亦出席開示。

聖嚴師父在聯席會上特別指出，法鼓山第一期工程將於明年（2005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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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在現階段致力推動大學院教育之餘，更將展開大普化、大關懷的教育目

標。由於第一期工程完工後將會有更大空間提供舉辦經常性的教育訓練課

程，屆時，法鼓山將全方位開辦各種分齡、分階段、分性質的活動，包括資

深悅眾的教育、及初皈依弟子的接引等。

聖嚴師父又指出，法鼓山各地的聯絡處、共修處規模不一，但即使規模較

小，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只要能適切地統籌、運用人力與物力資

源，就能為大眾提供最好的服務。他期許每一位悅眾都能勝任「服務者」的

角色。

聖嚴師父並重申，法鼓山是一個講求環保的團體，隨時隨地都在進行教育

與關懷的工作，所舉辦的活動皆須賦予教育功能，而且每位參與者更是最好

的環保代言人。他勉勵法鼓人一言一行都要符合禮儀環保的要求，更要以品

德言行來影響社會、教育大眾，並展望未來。

為了迎接明年法鼓山第一期工程落成啟用，目前各單位正緊鑼密鼓展開各

項規畫。聖嚴師父進一步說明，十餘年來，法鼓山歷經多次的轉型，為了配

合未來更多元的發展，整個管理組織體系也會漸次地調整；在運作管理上，

或許會有些許改變，但基礎、方向、目標並不會更改，每位召委、副召委將

負責統合地方的各項資源與運用，所肩負的責任也會更重。師父則勉勵大

家，學習分層交付任務，讓大家都有為他人服務的機會，也有成長的空間。

02.03



法緣會新春拜見聖嚴師父活動本日在農禪寺舉行，約有七十位會員參與；

師父於開示中，重申「和喜自在」為今年度修行的重點，並指出其意義在

於，每個人都要身體力行；師父勉勵會員們先從個人及家庭做起，再推及至

法鼓山與社會，為現階段看似不安的台灣社會，注入一股安定自在的清流，

為大眾帶來平安。

聖嚴師父表示，法緣會是法鼓山核心的護法體系之一，新年度將有新的任

務。他期許每一位會員都能扮演好師父化身及法鼓山鼓手的角色，致力於人

品的提昇與人間淨土的建設。

聖嚴師父進而說明，經過這幾年來的努力，法鼓山「心靈環保」的理念已

廣為世界其他宗教所知悉並且接納，而他自己本身也是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

成員之一，正在國際間推廣全球性的新倫理觀念，往後計畫在聯合國成立方

案進行推展，而這些都將是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所努力的重點工

作，因此，師父特別勉勵法緣會會員為該基金會的順利運作而加強勸募工

作，齊心協力共同成就這項弘法志業。

02.29

法鼓山慈善基金會舉辦的「救災工作安全研習」，本日於台中分院舉行，

165位來自台中、南投、彰化、員林、苗栗、豐原等中部地區緊急救援總指

揮、各級幹部、義工等，共同展開為期一天的研習課程。

慈基會總幹事謝水庸特地到場關懷，他表示，多年來在執行緊急動員任務

中，從接獲求助電話開始，一直到事後的復原、關懷慰助，皆需義工的協

助，因此這樣的課程對義工們而言，不但必要而且重要。

在課程安排方面，有鑒於去年（2003年）SARS疫疾奪走許多人的生命，加

上今年禽流感的流行，使得義工未來執行任務時的安全更顯重要，慈基會特

別邀請傳染病專家時齊霖講授「傳染病的防護」，讓大家更深入瞭解如何防止

傳染病毒侵襲的方法，確保自身安全。此外，亦邀請了具有救災專長的勞委

會勞工福利處處長藍福良、勞工處中區勞檢所副所長陳金鐘，為學員講授

「如何運用預知危險提昇工作安全意識」。

為讓學員放鬆身心，下午的第一堂課程，特別安排台中合唱團程美香老師

教唱〈菩薩行〉、〈燃燈之歌〉等佛曲。而在最後一堂課中，學員們也針對許

多實務問題，熱烈進行討論，並分享自身的經驗心得。從討論過程中，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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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增加許多救災知識，也更瞭解整個救災過程，使他們在往後實際執行任

務時，更能發揮歡喜付出、服務奉獻的精神。

02.29

前輔仁大學校長暨天主教總主教羅光於2月28日晚間逝世，聖嚴師父聞訊

後，翌日即偕同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及佛研所董事會常務董事方甯書教

授，親赴新莊輔仁大學於總主教靈前緬懷致意。

設置於輔仁大學校園裡的羅光總主教告別追思會場，現場布置得非常素

樸、簡單，氣氛寧靜、清雅。總主教生前即曾交代，往生後不接受花籃，不

要浪費。聖嚴師父在獲知總主教生前交付的遺願後，表示十分認同。代表輔

仁大學校方接待師父一行人的田默迪神父，對於師父與總主教之間跨越宗教

的真摯友誼，則表示十分感動。最後，師父合十默禱，為這位值得尊敬的老

朋友送行。

1994年，羅光總主教擔任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宗教研究委員期間，曾委

由中華佛學研究所辦理「佛教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會議，而與法鼓山締結

友好的合作因緣。1996年，法鼓山舉行工程奠基大典，總主教還曾親自參與

給予祝福。去年（2003年）1月，聖嚴師父在榮總接受例行檢查，意外獲悉總

主教也在醫院裡靜養，便前往探視。當時因接受治療、不便言語的總主教，

則對於法鼓山僧伽教育的辦學成果表達了深切的關懷。

羅光總主教，一生致力於中西文化交流，並推動各宗教間的和諧互動。他

於1966年起擔任台北總主教，1978年接任輔仁大學校長，至1991年退休。享

年九十三高壽的羅光總主教，曾榮獲1982年行政院文化獎，且被喻為「聖堂

學者」。

03.01

為了推廣和為「百年樹人獎助學金」計畫勸募，法鼓山慈善基金會本日晚

上特別邀請具有國際水準的台北愛樂室內管絃樂團，於台北國家音樂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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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百年樹人獎助學金慈善音樂會」，希望透過善與美的音符、帶著關懷

與希望的天籟樂聲，鼓勵大眾一起加入分享真摯的愛與關懷的行動。

音樂會由國際指揮大師亨利．梅哲（Henry Mazer）的入室弟子林天吉擔任

指揮，會中以充滿東歐風味的羅馬尼亞民謠揭開序幕，隨後則演出柴可夫斯

基的變奏曲及著名的台灣民謠如〈天黑黑〉、〈恆春鄉愁〉等，當晚到場約一

千二百位民眾，無不沉醉於悠揚的樂音之中。整場音樂會的收入將做為幫助

失學孩童重返校園的教育計畫使用。

慈基會在聖嚴師父的指示下，於四年前即開始投入百年樹人獎助學金的志

業，希望能夠幫助921災區的學童繼續完成學業，而本次促成此項活動的慈基

會執委曾照嵩表示，用音樂會形式接引大眾參與護持「百年樹人獎助學金」，

是相當有意義的事情。此外，獎助學金計畫召集人李凱萍亦提出呼籲，邀請

大眾隨分隨力，共同幫助社會的下一代。

同時，慈基會會長王景益也提到，原本為了幫助無法就學的921災區學童所

設立的百年樹人獎助學金，現已擴大於各地區辦理，四年來共幫助了1770個

學子，發放一千四百多萬的獎助學金，並於今年起，特別規畫了「認養人」

辦法，鼓勵捐助人可以用個人、團體、單位或公司行號名義，指定認養國

小、國中、高中職或大學學別及名額，以持續性的認養方式，協助清寒學生

順利完成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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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7  06.13  09.05  12.12 

本年度台北市佛化聯合奠祭，皆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景仰廳舉辦，一共

有四個場次：分別於3月7日、6月13日、9月5日、12月12日舉辦，末場為第四

十屆，平均每場約有六百位往生者家屬到場觀禮及義工們協助相關事務。

多年來，在各屆助念團團長及多位副團長、各組組長，北部地區召委及轄

召等人，秉持推廣法鼓山禮儀環保的信念下，佛化聯合奠祭的推動已邁入第

十年。

現任助念團團長鄭文烈表示，這十年來，助念團團員透過佛化聯合奠祭的

參與，深刻體驗到聖嚴師父所說的：「這是一項自利利人的菩薩道」，而每次

協助舉辦佛化聯合奠祭的成員，都是由助念團義工及北部四個轄區輪流協

助。助念團義工組成，分成助念、接待、環保、香積、交通、機動、司禮、

服務中心等各小組，每次約有一百五十位參加，共同成就聯合奠祭中的各個

環節。

法鼓山的助念關懷系統，目前已經建立相當好的運作機制和默契，除了在

推動佛化聯合奠祭有所成就之外，一旦遇上社會發生重大災難時，也能很快

與各地區助念菩薩及慈基會組成合作團隊，至災難現場關懷或舉辦佛事，對

他們而言，這正是他們奉獻自我、成長自我的所在。



「

」

「

」

（1994 ） 「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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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佛化聯合奠祭的舉辦，推動簡約、莊嚴的佛事文化，落實

生死關懷和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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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來，助念團團員在佛化聯奠中，為推廣

禮儀環保，盡心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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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

「

」

法鼓山推廣佛化聯奠的經驗，逐步在台灣各地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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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9

3月20日為台灣總統大選之日，選前社會情緒呈現緊繃的景況，對此，聖嚴

師父於19日舉行媒體記者會，為總統大選祈福並發表一篇祈福文。而對於選

後的諸多紛爭與對立，師父並與天主教單國璽樞機主教，以宗教師的慈悲胸

懷，共同發表「人心安定」的聯合聲明。

在本日的記者會中，聖嚴師父表示，選舉過程中，有些選舉的語言可能過

於激動，希望民眾不要因此產生非理性的行為，如此才能有安定、安全的社

會。師父在祈福文中則指出，台灣每年都會舉辦選舉，大家也都關心台灣社

會，因此應該用更理性的態度面對，因為民主精神的可貴，在於尊重每一個

人的選擇；民主制度的可喜，則是少數服從多數的精神。而幸福的智慧，就

是面對事實，接受事實，事情處理之後，還要放下得失之心。師父並為二千

三百萬同胞祝福，祝福大家努力創建一個安定、和平、快樂的台灣社會。

而對於選舉結束之後，社會上仍存在著強烈的對立情緒，造成人心嚴重的

不安，聖嚴師父與單國璽樞機主教特別在3月26日，共同針對選舉提出「人心

安定」的聯合聲明表示，宗教界期盼各界人士均以高度的智慧來處理事情、

化解紛爭，以和平為念，以求國家社會的安定與安全共存共榮；同時，要努

力將各種族群的資源結合起來，並互相扶持，以同是一家人的胸懷彼此寬恕

接納，追求共同的正義。

04.01

以心靈環保為主軸，落實佛教慈善濟世精神的「法鼓山慈善基金會」，原本

只針對會員出版年報，為了讓更多人能對慈基會有所瞭解，自今年開始改為

以報紙型態出版《法鼓慈善年報》，每半年發行一次。

《法鼓慈善年報》首期內容全部共一張，分為四大版面，包括第一版、「慰

訪關懷」、「緊急救援」、「福田耕心」四大版面。第一版中，除了刊登慈基

會的介紹、沿革小檔案、服務內容以及最新要聞外，特刊出一篇聖嚴師父對

慈基會的開示文稿，文中指出，慈基會的工作還在開始階段，大部分工作人

員都是義工，義工的心態、素質和對佛法的認知，需要慢慢培養，希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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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與的過程中，能獲得成長，感覺到被關懷、重視。而此份年報，即是為

了與眾人分享慈基會的工作成果，期使慈善救濟工作，可以做得更加圓滿。

「慰訪關懷」版中，介紹了關懷列車、安心服務站、歲末關懷、百年樹人獎

助學金等活動的推展情形；「緊急救援」版有救災中心的成立、緊急救援之

海外篇、SARS篇及綜合篇的報導；最後一版「福田耕心」，則大篇幅刊載義

工們投入慈善工作以來的心得分享。

信眾們可從此份報刊，清楚瞭解慈基會的實際運作情況，以及信眾們的捐

款運用情形。同時，藉由每一則新聞報導及故事的分享，激發更多的慈悲

心，共同參與推動法鼓山「心靈環保」的理念，也期盼能藉此接引更多人加

入義工的行列，做世間的點燈人。

04.01

聖嚴師父於今年2月期間撰寫預立遺言，全文刊載於《法鼓》雜誌第172期

（2004年4月）第一版。

這份預立遺言刊出後受到各界關心，聖嚴師父遂於《法鼓》雜誌第173期

（200年5月）第一版中，發表小啟感謝各界關心，同時說明，刊出「預立遺言」

是他對方向性遺訓的宣示，其原意在於鼓勵現代人都能預立遺言或遺囑，隨

時做好臨終的準備。聖嚴師父的預立遺言全文如下：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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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8 06.20

本日起至6月20日，法鼓山慈善基金會慰訪員教育訓練分別在台北、台中、

宜蘭、高雄展開五場專題講座及個案研討。課程內容是針對各地慰訪員提出的

需求而設計，除了建立慰訪員對關懷輔導的知識，亦可提昇整體慰訪的品質。

活動首先於4月18日及5月1日進行台北地區訓練課程，分別在法鼓山基金

會、台北縣土城教育訓練中心各舉辦一場講座，二場主題均為「社福資源轉介

使用及精神病患的認識」，各邀請到馬偕醫院精神科社工師張依虹、宏慈療養

院社工師尚和華擔任主講人。講師們針對精神疾病的類別、症狀、成因及治療



方式做詳盡的解說，並提供面對

此類個案的建議及經驗分享。

5月16日的課程於台中分院舉

行，由內政部中區老人之家附設

遊民收容所課長利慶松，主講

「相關社會福利資源運用與遊民

處遇方式」。利課長於演講中指

出，遊民形成的原因有家庭因

素，也有個人因素，而在實質的

幫助上，除了個案慰訪，慰訪員

亦可邀集當地社會局、衛生局，

以及民間街友單位，結合更多資

源一起幫助遊民。

6月6日，訓練課程移師宜蘭辦事處，邀請台北市社會局社工專員林淑文主

講「相關社會資源使用與中輟生處遇」。課程中，學員們皆把握機會，將慰訪

工作中遇到的中輟生個案，與講師當面對談討論。林專員表示，與中輟生接

觸時，須以柔軟的身心關懷他們，進而使他們認同，如此才能有進一步的機

會進行輔導。

6月20日，最後一場教育訓練於高雄紫雲寺舉辦，由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精神

科主治醫師陳偉任主講「相關社會福利資源運用與自殺防治基本認知」。不少

與會學員表示，此次培訓課程，不但能重新喚起從前所學知識，且課程是針

對該地區狀況而設計，因此對於日後慰訪工作的進行與推動，及相關資源的

運用，助益良多，同時對關懷品質的全面提昇，更具有正面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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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

5月1日

5月16日

6月6日

6月20日

74

26

90

28

100

法鼓山基金會辦公室

台北縣土城教育訓練
中心

台中分院

宜蘭辦事處

高雄紫雲寺

社福資源轉介使用及精神病患的認識

社福資源轉介使用及精神病患的認識

相關社會福利資源運用及遊民處遇方式

相關社會資源使用與中輟生處遇

相關社會福利資源運用與自殺防治基本

認知

張依虹
（馬偕醫院精神科社工師）

尚和華
（宏慈療養院社工師）

利慶松
（內政部中區老人之家

附設遊民收容所課長）

林淑文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社工專員）

陳偉任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精神科主治醫師）

各地慰訪員教育訓練課程表



05.02

護法總會本日於台中分院召開「法鼓山全省悅眾聯席會議」，與會者包括了

各地各會團正副會長、轄區正副召委、緊急救援正副總指揮等114位悅眾。僧

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護法總會會長陳嘉男、基金會副祕書長謝水庸同

時也到達會場，表達關懷之意。

總會長陳嘉男於致辭時轉述聖嚴師父的關懷。他說，師父非常感恩大家平

時的努力付出，造就了今日的法鼓山，並接引許多人來學佛，他同時亦期勉

大家發大悲願心，勇於承擔護法、弘法責任，繼續護持法鼓家業。

會中，各專案小組針對年度工作執行成效進行報告。謝水庸副祕書長則介

紹了新制服的款式，以及穿著的場合、時機。

下午，各地區悅眾針對「轄區召委應扮演之角色、定位、需具備之心態及

如何帶動地區達成任務」進行主題研討。南投召委李秀絹指出，召委平時除

了做好關懷護持會員、悅眾、義工菩薩的工作，一旦遇到緊急任務，亦須有

智慧地動員組織、運用地區人力物力資源，才可圓滿任務。台中區召委蔡春

香則表示，召委除了做好各項工作，平時更要運用「自我提昇日課表」，培養

慈悲心、奉獻服務的心，以身作則，才能帶領大家承擔責任，善盡義務。

會議最後，果東法師開示期勉悅眾，要以行菩薩道的精神來帶領大眾，並

關懷他人，方能讓人感受到修習佛法的好處，進而發起學佛、護法、弘法的

心。如果遇到逆境，可以多念佛迴向，多關懷他人，多發慈悲心，事事必能

順利圓滿。

07.03

敏督利颱風，於7月2日過境台灣，造成中部地區百年來最嚴重的水患，各

地災情頻傳。法鼓山慈善基金會在第一時間啟動緊急救援系統，全力投入救

災工作，站在第一線為受災民眾緊急救援。

慈基會根據中部地區副總幹事兼台中安心服務站站長鍾金雄所回報的災情

後，隨即由北到南，動員各地區的義工菩薩，共計1,375人次，募集食物、醫

藥、飲用水等民生物資，以台中安心站為中心，分別向中部各災區展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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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並至受災地區協助民眾清

理家園，對此，當地民眾皆表

達無限感激之意。本次救災活

動合計發放餐盒8﹐910份、礦

泉水1﹐170箱、麵包4﹐400個、

熱食6﹐500份，以及3﹐295公斤

的米等。

救災期間，台中安心站站長

鍾金雄及南投安心站站長李

賜春等人，至台中水里市

區、上安村、郡坑砂石場等

災區進行關懷，並慰問民眾受災情形，以做為擬訂救災計畫的參考。同時，

慈基會會長王景益及基金會副祕書長謝水庸也特地自台北南下，前往東勢、

太平市現場關懷和瞭解救災情形。

這場水患災難雖集中在中部地區，但法鼓山義工卻是全體總動員，全力投

入救災，且在救災工作告一階段後，各地安心站及共修聯絡處仍對災區民眾

持續表達關懷，同時也全心祈願，期望大家能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07.04起

為因應暑假到來，法鼓山自7月4日起，陸續於北、中、南三地舉辦「兒童

心靈環保體驗營」，希望能藉此讓小朋友們學習佛法，並從小培養「環保要從

人類心靈淨化做起」的價值觀，進而為家庭與社會帶來安定的力量。

中部地區的活動，由台中分院主辦，自7月4至17日，在苗栗三義DIY心靈環

保教育中心展開。本次活動共規畫了二梯次國小營隊、一梯次國中營隊，每

梯次為期四天三夜，共約有二百四十位小朋友報名參與。

全程活動由台中法青會負責籌畫和執行，內容以法鼓山「心靈環保」、「心

五四」運動的理念為主要內涵，小學員們在法青會大哥哥、大姊姊的帶領

下，於表演、攀岩、垂降等活動中，展現了童真與活力奔放的一面，同時學

習把握每個當下，對任一項活動皆全力以赴。

南部地區的活動，自7月13日起至22日，於高雄紫雲寺展開，前後共有二個

梯次的夏令營活動，每梯次為期四天三夜，共有47位小朋友報名參加。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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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營活動帶領小學員學習淺顯

的佛學概念與修行方法，並實際

融入四天的修行生活中；同時，

藉著與大自然接觸的機會，加深

小朋友對佛法的體驗，以培養健

全人格及開放的心。

北部地區的活動，則從7月20

日起，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臨

時寮展開，活動共計四個梯次，

每梯次課程為期四天三夜，每梯

次約有一百位三至五年級的小朋

友參加。融合了禪修精神的課程

內容，從靜態的學佛行儀、禪的生活，到動態的戶外禪、繪本 DIY等活動皆

有，希望透過或靜或動的方式，讓平日活潑好動的小朋友們能體驗不一樣的

生活。

在體驗營中，小學員們必須學會照顧自己，融入團體生活，並藉此體驗凡

事回歸簡單、質樸的意涵。值得一提的是，在體驗營活動的最後一天，主辦

單位特別邀請小學員的父母親上山，共同參與「茶禪」課，讓小學員以跪拜

之禮，恭敬地端茶給父母親，並體悟茶道的禪意。

09.11
911

本日凌晨，因強烈西南氣流帶來的暴雨肆虐北台灣，以台北市南港區來

說，即有高達763毫米的降雨量，每小時最大降雨量達161毫米，造成都會區

歷年來最大的降雨量。這場大水災導致台北市松山、南港、內湖等區；台北

縣汐止、基隆及桃園等多處區域，發生嚴重淹水災情，基隆河水位甚至數度

進入一級警戒狀況，而北部地區總計約有三十五所國中、國小受到損害。

法鼓山慈善基金會聞訊後，即刻啟動緊急救援中心，動員大安、信義、南

港、中正、萬華、中山、新莊、內湖等地區義工數十人，前往災民收容中心

慰訪關懷，並提供泡麵四十箱、礦泉水四十五箱、餅乾二十箱等物資，以及

素粽和包子500人份、便當1,300個，以關懷安置在汐止東方科技園區收容中心

以及中山區緊急應變中心的受災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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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5

護法總會本日於農禪寺大殿舉

辦「新勸募會員授證大典」，來自

台北、基隆、宜蘭、桃園、新

竹、花蓮等地北部七個轄區的209

位新勸募會員，在近百位家屬民

眾的觀禮祝福下，接下勸募的重

責大任。

本次授證大典距上次已有二

年，因此，聖嚴師父不僅出席這

場盛會，護法總會會長陳嘉男、

僧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也全程參與，並於授證大典後，為新勸募會員安

排一系列勸募相關課程。

聖嚴師父開示時指出，現今台灣看起來豐衣足食，但人心浮動、天災人禍

頻傳，在動亂的時候，最可看出人們努力求改善的一面，而法鼓山正是以安

定人心、推廣佛法理念為目標的團體。師父表示，勸募是一件利人利己的

事，在勸募過程中，能逐步將法鼓山的理念、佛法的調心方法介紹給更多

人，使其受益；因此，勸募不分對象，希望未來能募集更多人一起來推動淨

化人心、淨化社會的工作，共同經營這塊福田、建設人間淨土。

護法總會亦邀請資深勸募會員，分享多年勸募的經驗、心得，並以一段輕

鬆逗趣的三人相聲，將勸募的意義、心態、注意事項、關懷資源等做一完整

說明。下午則進行地區分組，共有二十二組一起進行經驗分享和聯誼，每組

皆由資深勸募會員擔任關懷員，讓新會員把握機會，請教勸募相關問題和方

法。

討論結束後，亦進行一場別具新意的「通關」活動，由各組推選一人代

表，回答有關聖嚴師父、法鼓山的理念、勸募的觀念心態等問題，整個會場

洋溢著愉快、輕鬆的氣息。

此外，會場中特別擺設二株祈願樹，讓會員們在溫馨的氣氛下，填寫祈願

卡、懸掛祈願卡，共同祈福。對於許多資深勸募會員的發心和用心，多位新

勸募會員均表示深受感動，此項活動課程的安排，不但使他們更加清楚法鼓

山的理念，在小組討論的過程中，也學習了更多的勸募方法，不但更有信心

將勸募工作做好，對於這項工作也更加具有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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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7

法鼓山社會菁英禪修營、榮譽董事會、法行會特別選在本日教師節暨中秋

節前夕，於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國家音樂廳，舉辦了一場「禮讚師恩音樂會」，

藉由音樂藝術的呈現，向人間導師釋迦牟尼佛以及聖嚴師父，獻上最虔敬的

感念。同時，邀請了四百多位法鼓山的義工菩薩一起聆賞，以表示對義工菩

薩們長期奉獻的感謝。

這場音樂會，由指揮家張佳韻率領愚韻室內管弦樂團，首演作曲家鍾耀光

創作的〈法鼓山開山交響詩〉，繼而由知名女高音李靜美、男中音鄧吉龍，與

法鼓山合唱團250名團員，共同演唱〈我們的師父〉和《法鼓山組曲》。

由於音樂會大部分曲目和演出者，皆為法鼓人所熟悉，因此台上台下的互

動氣氛，顯得分外地親切和溫馨。其中特別為這場音樂會製作的〈法鼓山開

山交響詩〉，將法鼓山如何由蟄伏中的等待、到方向抵定、邁步向前的過程，

以氣勢磅礡的交響樂形式呈現，令在場人士動容不已。

聖嚴師父於中場時間致辭表示，這場精湛的演出，讓人驚訝整個樂團能配

合得這麼好、這麼合作無間，如果每個人都能像這些演出者一樣，我們的世

界就是佛國淨土了。師父也特別為大家開示，凡是對我們有啟發性、有幫助

者，即便只給過一句話，都是我們的老師，因此我們要心存感恩，要有隨時

向人學習的精神。師父還向身為基督徒的作曲家鍾耀光、指揮家張佳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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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體愚韻管弦樂團表示敬意，並感謝他們如此無私地來為佛教音樂禮讚演

出，希望大家向他們的胸懷學習。

音樂會演唱進行到最後一首〈我為你祝福〉時，溫暖的曲調，深深打動現

場人士的心懷，大家皆隨著音樂節拍跟著台上唱和，整場音樂會最後就在彼

此合和的歌聲樂音中，畫下了圓滿的休止符。

本場音樂會中的曲目如《法鼓山組曲》、〈我為你祝福〉等，曾於去年

（2003年）12月27日，在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尚未正式啟用之大殿及接待大廳

舉辦的「圓滿一個願」榮董晚會中演唱，本次再度納入節目表演單中，更能

表達出法鼓山精神的延續與傳承。

10.10

法鼓山南區各救災中心本日於高雄紫雲寺舉辦「緊急救援系統救災演練暨

研習課程」，來自嘉義、台南、高雄、屏東、潮州、台東等地的學員，共計

286人參加，活動主要可分二個階段，包括上午的模擬救災演練，以及下午的

演練成果講評、檢討、講解和心得分享等。

演習過程模擬因颱風來襲，豪雨造成地面淹水達一公尺深，二百戶家庭停

水停電的災情。隨後義工們即刻動員並抵達現場成立指揮中心，同時也將相

關救濟物資準備妥善。救援組在最短時間內安排救護車趕至現場，協助老人

及居家病患送醫治療；助念組則到不幸罹難者家中協助，設置靈堂並帶動家

人為亡者誦經念佛；稍後，總部接獲通知，出動橡皮艇前往搭救受困在家的

民眾；香積組也迅速地為災民準備熱騰騰的便當。整個演練過程相當逼真，

救難人員全心全力投入搶救並安慰災民。

針對此次演習，擔任評審團總評的活動召集人許

哲銘給予高度肯定，讚歎整場演習時間控制得宜，

指揮系統表現良好，分配任務非常仔細，以及眾人

的隨機應變能力良好等。此次演習讓所有義工們深

深體會到，做好救災工作是件不容易的任務，需透

過平日演習，熟悉每一細節，並建立起標準作業程

序，執行時才不致慌亂，且有效率。

紫雲寺監院果舫法師最後致贈結緣品給各區總指

揮，勉勵義工精進修行，時時保持心的安定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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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由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

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舉辦的

「戒嚴時期不當審判受難者追思祈

福會」，本日下午於台北市公務人

力發展中心卓越堂舉辦。典禮由該

基金會董事長蔡清彥、法鼓山僧團

都監果品法師、僧團關懷中心監院

果東法師共同主持，約有六百位受

裁判者及受難者家屬蒞臨會場，副

總統呂秀蓮也應邀到場拈香致意。

歷時二個小時的祈福法會，氣氛

莊嚴隆重、祥和溫馨，以「愛與慈

悲，化傷痕為沃土」為主題，會場

以《心經》全文為背景，佛像兩旁

排列一百七十多位受裁判往生者的

超薦牌位，場面莊嚴簡約。

典禮上，果品法師代為宣讀聖嚴師父〈化解仇恨，跨越悲情〉一文，師父

表示這是一場為了化解過去仇恨、跨越歷史悲情的宗教儀式，唯有以「慈悲

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才能以愛、寬容和諒解，走出過往的傷痛。

該基金會董事長、同時也是法鼓山法行會會長的蔡清彥則於致辭時表示，

與家屬及受裁判者接觸的過程中，瞭解到補償金對創傷復原的幫助有限，因

此希望透過這次首度舉辦的佛教超度儀式，讓亡者往生善處，讓生者心開意

解，使生死皆能獲得尊重及安慰。副總統呂秀蓮則以曾是受審判者的身分及

心情表示，這場祈福會讓人充分感受到該基金會的努力和法鼓山的愛心，希

望大家能藉此徹底告別過去的悲情，邁向更幸福的未來。

最後，在法鼓山僧團法師的帶領下，全體參與者以恭敬的心誦念〈蓮池

讚〉、《佛說阿彌陀經》、〈往生咒〉，並在「阿彌陀佛」聖號聲中，依序到佛

前獻花祈福。

一名今年八十歲，曾被關了六年八個月的何姓受審判者說，這次的祈福法

會很有意義，不但對過去的亡者無限追思、懷念，而他自己也像放下心頭大

石般釋懷，並將以感恩的心面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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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10.24 10.30 11.07

秉持敬老傳統、倡導莊嚴儉約的「家中寶」

佛化聯合祝壽活動，今年邁入第十一年。自10

月17日起，活動即陸續於北部台北安和分院、

中部南投埔里德華寺、南部高雄紫雲寺、屏東

辦事處、潮州辦事處各地展開。法鼓山佛教教

育園區也於今年首度舉辦佛化祝壽，總計各地

約有四百七十多位壽星受邀及一千八百多位

信眾參與。

10月17日，首場佛化祝壽於屏東縣竹田鄉

「無量壽養護中心」舉辦，養護中心的老菩薩們平均年齡八十多歲，還組成了

「鏗鏘大樂團」，博得滿堂彩，會場氣氛溫馨。

10月24日，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臨時寮、台北安和分院及埔里德華寺同時

舉辦。共有金山、三芝、基隆等地區近百位七十歲以上的壽星前往臨時寮，

法鼓山僧伽大學僧才養成班的學僧們也一同參與。安和分院的祝壽活動，由

果建法師主持，並為壽星們授三皈依，法師勉勵他們能由此展開學佛的第一

步，過著佛化的生活。會場中以三十年代大稻埕台北老照片布置，搭配〈滿

山春色〉、〈燒肉粽〉等老歌，讓近百位的壽星們，分享過去的美好時光。德

華寺的祝壽活動，與法鼓山「百年樹人獎助學金」頒發典禮一起舉行，36位

壽星和52位受獎的年輕學生，共同接受所有人的祝福。會中邀請南投仁愛農

工音樂班學生，以廢棄大型垃圾桶做為樂器，表演活潑的打擊樂，現場歡喜

聲不斷。

屏東辦事處和高雄紫雲寺，分別於10月30日、11月7日舉辦。二場祝壽活動

皆以觀音法會開始。祝壽活動由果舫法師主持，法師並為壽星們授三皈依。

10.19

華梵大學創辦人曉雲法師於10月15日上午捨報往生，享年九十三歲。聖嚴

師父接獲消息後，立即致電表達追悼與慰問之意，此舉讓華梵大學校長馬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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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及曉雲法師的弟子修慈

法師極為動容，為此，二人

本日下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

園區，親自向師父表達感

恩。

會晤中，修慈法師代表華

梵大學及曉雲法師創辦的蓮

華學佛園僧眾，多次向聖嚴

師父表達感恩。曉雲法師的

追悼告別儀式訂於 1 2月舉

行，修慈法師邀請師父出席

參加，但師父計畫10月底出國，屆時將在美國主持禪七，因此無法參與。

曉雲法師一生致力於佛教的文化、教育與藝術志業，對於當代台灣佛教的

弘化，居功厥偉。靠著長期義賣畫作和信眾小額捐款，於1990年創辦華梵大

學，堅持小而美、強調生命教育和美學的教育，創校多年，華梵大學無論在

師資和軟硬體評比，都受到良好風評與肯定。

10.25

中度秋颱納坦本日橫掃北台灣，帶來強風豪雨，並造成民眾傷亡、多戶停

電的災情。法鼓山慈善基金會立即啟動緊急救援系統，動員眾多義工前往協

助救災及慰訪工作。

由於瑞芳地區受災情形嚴重，基隆地區義工由媒體接獲颱風消息後，即刻

前往瑞芳深奧坑路一帶協助救災工作，基隆總指揮林忠良立即帶領15位義工

菩薩攜帶麵包、礦泉水等物品前往慰問，並協助民眾清理家園。之後，總部

通知林總指揮協助前往瑞芳醫院、貢寮消防隊、雙溪鄉關懷此次颱風受災往

生者的家屬，並前往瑞芳國中瞭解當地淹水情況，關懷是否需要法鼓山派員

協助清理等。

此外，中永和、新店、北投、淡水等地區亦有多位義工菩薩前往協助，基

隆地區則約有五十位義工，前往瑞芳國中和瑞芳三爪子坑路協助清潔、整理

獨居老人的家園等，並提供約一百五十份麵包、礦泉水及四箱飲料等，希望

幫助民眾修復飽受風雨洗劫的家園，早日回復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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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的義工們以最快的速度，在第一時間內，將救援物資運送至受災地區。

義工們不辭辛勞準備營養的素食便當，送往災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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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素有「法鼓山智庫」之稱的法行

會，本日晚上於台北市青少年育樂

中心舉行成立五週年會慶。

當天晚會以「和喜自在心希望」

為主軸，由知名媒體人葉樹姍主持，會中除邀請法行會成員參加、亦邀請了

法鼓山各會團、地區悅眾一同分享喜悅；僧團都監果品法師、關懷中心監院

果東法師等人也到場祝賀。

法行會會長蔡清彥在晚會中，特別感謝會員們，五年來對法鼓山各項建設

的無私護持和參與。晚會中亦安排了一連串趣味節目，包括：手語表演、歌

劇獨唱、法鼓山合唱團獻唱等；由肢障和視障人士所組成的「鳥與水舞集」，

也受邀演出；而由法行會執行長連智富所編劇的螢光劇〈大樹王〉，生動呈現

了目前法鼓山上進行的移樹計畫，引起在場會員熱烈迴響。晚會就在歡喜的

氣氛下，圓滿落幕。

12.18

法鼓山慈善基金會歲末關懷系列活動，

本日於農禪寺舉辦「法鼓山歲末大關懷」

園遊會，吸引近二千人參加，其中包括約

八百位關懷戶民眾，以及附近社區的居民

前來參與，不少民眾還帶來民生物資，共

襄盛舉獻出愛心。

活動中，台北市社會局副局長黃清高盛

讚法鼓山信眾奉獻心力、財力關懷社會弱

勢，而義工們在待人接物上所示範對人的

尊重與關懷，亦讓他有許多的學習機會。

法鼓山基金會輔導師果燦法師則表示，法鼓山舉辦歲末關懷發展迄今已四

十九年，他期勉大家今日接受義工的關懷，將來有能力也要將這份溫暖化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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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力，回饋社會。法師並強調，即使沒有時間、沒有金錢，也一樣可以用言

語做布施，即是學習聖嚴師父所說的：「說好話，做好事」，這樣，大家就會

「轉好運」。

園遊會中，以「捏麵人DIY」教學活動最受小朋友的青睞，現場示範教學的

翁雪真女士，本身亦為接受關懷的低收入戶，曾經因照顧二個分別患有罕見

疾病及過動的兒子，而感到孤獨、絕望，之後，因為受到法鼓山義工的關

懷，讓她重拾希望，常到學校裡當義工教小學生製作捏麵人。翁雪真表示非

常感念法鼓山的關懷，這次發心在園遊會提供親手製作的小沙彌參與義賣，

並將所得如數捐給法鼓山，同時也於現場免費教學示範，對於自己能有機會

將快樂帶給別人，感到十分幸福。

「歲末大關懷」是慈基會年度社會關懷工作中的重要一環，主要包括關懷慰

訪、聯誼及園遊會，今年活動自12月於各地啟動後，將延續至明年（2005年）

1月底，關懷對象包括各地低收入戶、獨居老人、921重建區關懷戶、百年樹

人獎助學金申請學子及其家屬等。

12.19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本日舉辦「法鼓山歲末大關懷」園遊會，約有七百多

人參加，其中包括金山、萬里、石門、三芝等北海岸四鄉鎮的受關懷戶，及

來自基隆、金山的朝山民眾，現場亦有許多民眾帶來民生物資做為捐贈。

今年的園遊會內容，

除發放生活物資、關懷

金外，還包括祈福法

會、兒童舞蹈表演，以

及精美餐點提供、二手

惜福物品兌換等，讓民

眾歡度一個充滿愛心、

歡樂的週日假期。

園區臨時寮監院果舟

法師表示，法鼓山秉持

觀音菩薩的慈悲精神，

傳送關懷、為社會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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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暖，期望民眾能將這份祝福化做愛心，並學習觀音菩薩的慈悲愛心，即是

心靈最富足的人。

法鼓山以推動「心靈環保」為主軸，義工們從事慰訪或急難救助時，皆秉

持「精神重於物質」、「救急不救窮」的原則，除提供生活上的協助及慰問，

尤其重視精神上的扶持，讓不少曾受到幫助的民眾轉變觀念，不僅積極面對

生活，更效法法鼓山義工們「把握因緣及時行善」的精神，回饋社會。

12.19

為了建立正確健康的生死觀以及推廣環保自然葬法，法鼓山基金會分別於本

日及26日舉辦「歡喜看生死」系列活動，首場為「歡喜看生死．人生真善美

——談環保自然葬」座談會，於台北安和分院舉行，僧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

師亦出席開示。

果東法師開示時，提出以「心靈環保」為主軸的節葬、潔葬觀念，提倡環

保的自然葬法，希望用佛法觀念破除風水地理與吉時的傳統迷思。

座談會由《中國時報》社長林聖芬主持，並邀請內政部民政司司長黃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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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黃有志、中華民國葬儀商業同業公會全

國聯合會祕書長林明河、知名作家曹又方、台北縣民政局副局長黃麗足等人

參與，分別從政府、學界、業者、宗教等角度，深入探討並交流意見。

鑽研環保自然葬多年的黃有志教授表示，環保自然葬包括樹葬、灑葬、花

葬、海葬等，將火化後再處理的骨灰，以環保的方式回歸自然，相對於傳統

墓地的建造，更能符合「落葉歸根」的傳統。黃麗馨司長則指出，2002年7月

內政部公布的「殯葬管理條例」，條文即明令提倡環保自然葬，希望減少土

地、經濟資源的負擔。

黃麗足副局長則以新店市公所規畫的「四十份公墓」環保葬法專區，啟用

一個月來，已有民眾申請樹葬及壁葬區為例，說明地方實行的現況，而法鼓

山主動提供的骨灰拋灑植存專區，也由縣府規畫即將依法設置，以期達到拋

磚引玉之效；林明河祕書長則從殯葬業者的角度，提出目前自然葬的法令已

近於完備，但觀念的建立與推廣才是最為迫切的。

曾經勇敢抗癌，並舉辦生前告別式的曹又方，亦現身說法，她表示，推廣

自然葬要從推廣生死教育做起，從小教導孩子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將來才能

無懼地面對死亡。果東法師對曹女士的看法深表贊同，並指出，每個人若能

以回歸大地的觀念，放下對自己和親人身體的執著，潛移默化下必能落實環

保自然葬。

12.19

台北縣家庭扶助中心本日於台北縣板橋市立體育館舉行「九十三年度點燃

生命之火歲末聯歡暨園遊會」，法鼓山大板橋地區（板橋、土城、樹林），連

續第八年應邀參與此活動，這次除了贊助二萬元現金，亦贊助了健康飲食

攤、惜福市場等六個義賣攤位，動員了近百位義工參加。

其間，所有的飲食物資在短短二小時內即全數販售一空，多數惜福物資最

後也多與受資助家庭結緣，而活動中亦安排了法鼓立姿、坐姿八式動禪的教

學與托水缽，吸引不少人前來體驗，學習放鬆身心的方法。

位於板橋市的台北縣家庭扶助中心，成立於1969年7月，隸屬於中華兒童暨

家庭扶助基金會，以「關懷今日兒童、造福明日世界」為服務目標；扶助地

區擴及台北縣十四個鄉鎮市，包括板橋、中和、永和、新店、三重、新莊、

蘆洲、樹林、土城、五股、林口、泰山、鶯歌、三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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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

由法鼓山基金會主辦的「歡喜看生死‧人生真善美」系列活動首場於12月

19日圓滿落幕後，系列活動二的研討會本日在集思台大國際會議中心舉辦，

會中邀請14位學者專家分別進行三場研討會，討論環保自然葬等議題，約有

二百位民眾到場聆聽，並踴躍參與討論。

開幕式中，正在紐約主持禪修的聖嚴師父，透過傳真表示，自然葬法除符

合自然環保，更牽涉到生活環保及禮儀環保；唯有推行自然灑葬，台灣才能

永續享有美好的環境，因此自然葬法在未來是勢在必行的一項工程。內政部

政務次長李進勇則於致辭時強

調，必須養成殯葬自主的觀念，

才能坦然面對死亡，他並感謝法

鼓山等民間團體的配合宣導，共

同努力推動殯葬改革。

第一場「環保自然葬的推行與

實施」研討會中，內政部民政司

禮儀民俗科科長鄭英弘指出，

2002年7月公布的內政部殯葬管理

條例，明令為環保自然葬的法

源，提供多元化的葬法選擇；而

台北市殯葬管理處處長陳榮鴻表

示，台北市去年（2003年）舉辦

樹葬、花葬累計有200位、海葬

共計11位民眾參與，未來將積極配合節令加以宣導。

第二場研討會針對「殯葬自主與往生者尊嚴的維護」進行討論。佛教蓮花

臨終關懷基金會董事長陳榮基表示，協助病人安詳往生是維護往生者尊嚴最

重要的一環；而中華生死學會副理事長尉遲淦指出，尊重往生者的意願安排

後事，此一殯葬自主的精神，更是全民重要的生死教育。此外，曾經歷喪女

之痛的藝人徐明則分享他的心路歷程，他將女兒的意外喪生視為她只是先回

家，其他家人將陸續回家，並表示未來個人將採取海葬的方式，感性的言談

引起現場民眾熱烈的迴響。

最後一場「殯葬禮儀創新」研討會，新竹殯葬管理所專員謝雯蟬舉出該所

將殯儀館名稱改為追思園、成立殯葬志工組織協助家屬等實例，說明殯葬禮



238

2004

儀創新不只在硬體上，更應著眼於背後的精神意義；而法鼓山助念團團長鄭

文烈則提出，法鼓山舉辦十年的聯合奠祭，就是一種殯葬禮儀的創新，更是

佛教精神的傳達。

12.27 28

印尼蘇門答臘外海於12月26日上午發生芮氏規模9的超強地震，引發南亞諸

國強烈海嘯，造成南亞七國（印尼、斯里蘭卡、泰國、印度、馬爾地夫、緬

甸、馬來西亞）數十萬人罹難，刻在紐約主持禪修的聖嚴師父，聞訊後隨即

指示法鼓山慈善基金會啟動緊急救援系統；翌日，應台北市政府消防局之

邀，由慈基會副總幹事翁哲雄代表，與消防局搜救隊員一行六人，搭機將物

資送往災區，並隨時注意災情及物資需求。

翁哲雄副總幹事及消防局搜救人員等一行至災區前，於12月28日凌晨在台

北市消防局舉行授旗儀式，僧團副都監果東法師並受邀主持祈福儀式，法鼓

山基金會副祕書長謝水庸、慈基會總幹事陳果開等人率領義工們隨同送行；

台北市長馬英九、台灣紅十字會祕書長郝龍斌等人亦出席參加。

馬市長致辭時，感謝法鼓山及消防局等，在極短時間內即募集相關物資、

成立救援小組。他並勉勵先遣小組在展現台灣「人道本位、救災第一」的精

神時，更要注意自身安全，以防止海嘯後疫情爆發、感染疾病。

另外，郝龍斌祕書長指出，先遣小組不畏險阻，堅持把台灣人民的關懷送

到災區的這份勇氣及精神，獲得當地紅十字會的佩服及感動，由於蘇門答臘

地 區 戰 亂 頻

仍，為免危及

救災人員的生

命安全，當地

紅十字會更允

諾，從棉蘭市

到災區約二百

公里路途中，

將盡可能協助

救災人員平安

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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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先遣小組身負重責，果東法師以聖嚴師父的話「要趕不要急」來勉勵

大家，即使災區救援工作刻不容緩，仍應時時小心注意安全，虔誠祈求諸佛

菩薩保佑。法師亦當場帶領大家誦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觀世音菩薩」

聖號十聲，現場氣氛莊嚴。

12.31

由於南亞震災死傷人數持續增加，為

凝聚全球各地信眾力量，為這場浩劫中

無數死難者表達慰問關懷，法鼓山本日

發起「祈福表關懷．送愛到南亞」活

動，並將於翌日（2005年1月1日）派遣

5人先遣小組，隨同台灣路竹會醫療服

務團成員前往災情僅次於印尼的斯里蘭

卡，協助救援及勘災。

「祈福表關懷．送愛到南亞」活動，除了籲請全球各地法鼓人於念佛共修期

間 ， 為 受 難 者 祈 福 並 功 德 迴 向 外 ， 並 特 別 在 法 鼓 山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www.ddm.org.tw）上設置了祈福留言版，讓無法參與念佛共修的民眾，

可以利用網路表達關懷；同時為協助後續救災及災區重建，法鼓山也特別發

起全體專職工作人員捐助一日所得活動，發揮法鼓人同體大悲的精神。

本日下午，5位先遣小組組員在僧團副都監果東法師及法鼓山基金會祕書長

黃銀滿授旗下，將於翌日凌晨前往斯里蘭卡。成員包括此行擔任團長的助念

團團長鄭文烈、擔任副團長的護法總會副會長黃楚琪，還有擔任記錄工作的

基金會國際事務處高級專員陳韻珊，及擔任翻譯的人類學者暨斯里蘭卡專家

王慧姬。

有鑒於受災最嚴重的印尼亞齊省（Aceh）交通幾乎全毀，世界各地的救援

物資難以送至災民手中，因此這次派往斯里蘭卡的先遣小組，工作重點在於

勘災，同時亦將利用地緣關係，積極與地方非營利組織尋求聯繫，以便後續

提供居民最實際的援助。

法鼓山現階段的救災工作重點，主要是與各相關救援團體合作，派員勘災

並與當地民間組織保持聯繫，匯聚群體力量隨時提供災民援助，而未來也將

持續進行災後人心重建的心靈環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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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不辦教育，佛教就沒有明

天」，為培養大量弘法人才以推動全

面教育，聖嚴師父特別籌建了法鼓

山，經過十餘年的擘畫整建，終於

在2001年完成了第一期工程，首度

搬遷上山的便是做為三大教育──

大學院、大普化、大關懷──根本

的大學院教育。

大學院教育搬遷至法鼓山上已有

三年，各單位均能以穩健成長的態

勢前進。而本年度的工作目標，主

要是致力於促成宗教研修學院之設

立、兩岸學術交流，及僧才的招收

與養成。以下分別就中華佛學研究

所、僧伽大學、法鼓人文社會學院

及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

來說明法鼓山大學院

教育本年度的推展成

果。

中華佛學研究所

以培育具有國際水

準的佛教人才為宗旨

的中華佛學研究所，

二十餘年來，已培養

了無數位佛教研究、

2004

總
論

大學院教育是法鼓山三大教育的基礎，

在推動全面教育的使命下，

2004年無論在佛教人才的培育、兩岸學術交流

或設立宗教研修學院方面，

都清楚顯現出對未來發展影響深遠的新契機。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的灑淨動土儀式，

更將法鼓山教育推向另一新里程碑。

9月4日舉辦「法鼓山教育單位93學年度聯合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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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專業人

才。本年度也

有純因法師等

6位研究生，

分 別 自 美 、

日、英、德取

得博士學位，

歸國服務；不

但為海內佛教

研究教學領域

注 入 新 血

輪，也象徵

佛研所辦學的成就。

但有鑑於文憑對從事佛教教育文

化事業的必要性，促使教育部承認

佛教院所的學位資格，長久以來也

是法鼓山一直努力的方向。本年度

在宗教界人士多方奔走，及民意代

表的促成下，「私立學校法」第九

條條文修正案終於在3月23日的立法

院院會中三讀通過。此案之通過，

為法鼓山大學院教育發展帶來了突

破性的契機，不但有助於提昇佛教

的國際地位，也進一步促進國際佛

學研究的互動交流。

而佛研所本年度在海內及國際學

術交流上，也頗有斬獲。11月13日

舉行的「年度研究人員專題論文發

表會」，本年度共有5位專任研究人

員發表不同佛學領域的論文，充分

顯現其關注層面的廣大與多元。此

外，為拓展師生的見識，本年度還

邀請了海內外跨領域的著名學者至

所演講，包括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

究所教授瞿海源、當代藏傳佛教大

師及北印度宗薩佛學院貢噶旺秋仁

波切，以及澳洲學者約翰‧包爾

（John Power），分別就「台灣宗教

社會學的調查與研究」、「《中論》

供讚」及「詮釋學──以《解深密

經》為依據」等專題進行學術演

講。

而在兩岸學術交流方面，今年則

有二項特別的活動；一是海峽兩岸

「印順長老與人間佛教」學術研討會

的舉行，另一則是佛研所組成的

「中華佛學研究所新疆石窟研究考察

團」。

為慶祝印順長老百歲嵩壽，佛研

所與佛光山、慈濟、佛教弘誓學院

特於4月共同舉辦了海峽兩岸「印順

長老與人間佛教」學術研討會，此

次研討會不但促成佛教界攜手合

作，更匯聚了來自台灣、香港、新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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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佛研所為該所師生舉辦禪七，期使學習達至解行並重的目標。



加坡等地的僧俗四眾七百多人熱烈

參與。而在研討會之後所舉行的

「人間佛教的藝術展現」座談會，則

針對法鼓山、慈濟所展現的「人間

佛教」，與「人間佛教」在中國美

學、梵唄的藝術表現，做廣泛深入

的對談，讓佛教界及一般民眾對印

順長老「人間佛教」的理念呈現和

實踐成果，有更清楚的瞭解和體

會。

而「中華佛學研究所新疆

石窟研究考察團」則是由所

長李志夫率領前往新疆進行

考察，在10月27日至11月7

日的行程中，除前往具重要

研究價值的阿艾石窟、克孜

爾石窟、克孜爾尕哈石窟、

土峪溝石窟等佛教遺址考察

外，並和塔里木大學締結姊

妹校、進行學術討論，共商

244

2004

總
論

培
育
國
際
佛
學
弘
化
人
才

未來合作研

究絲路文獻

的 具 體 方

案。

除 學 術 交

流研究外，

中華佛學研

究所於1月初

也首次為師

生舉辦了中

階 止 觀 禪

七，期盼藉

由禪修，能

讓佛研所師生在專心研習佛學學問

之際，不忘精進修行，使學習達到

解行並重的最高目標；更希望能藉

此帶動整個教育園區的禪修風氣，

從而建立起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的

道風與學風。

此外，配合法鼓山2005年的落成

及觀音道場之呈現，12月佛研所的

圖館週即以「觀音‧禪悅‧圖資館」

首屆「國際絲路研究座談會」於花蓮召開，中華佛

研所應邀參加，計畫建立數位研究平台。

法鼓山、慈濟、佛光山、佛教弘誓學院合辦「印順長老與人間佛教」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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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題，舉辦了觀音特展及相關系

列演講及活動。此外，佛研所也開

始著手規畫2006年的國際佛學學術

會議，預定主題將與觀音菩薩相

關，計畫邀請數十位中外學者，從

不同的角度研討觀音菩薩的修行法

門。

僧伽大學

以培養自度度

人之宗教師為宗

旨的僧伽大學，

自2001年開始，

辦學已進入第四

年 ， 在 教 學 設

備、師資陣容、

住宿空間及體制

上均逐漸建制完

善。

而為了讓學僧

們學習內修外

弘，僧大在課程

安排上，常運用校外教學的機會來

培養學僧行門的工夫。本學年度即

於4月安排了二天行程，99位師生一

起前往台中、東勢、南投、埔里、

竹山五個法鼓山安心服務站進行關

懷慰訪。

除了遠至中部的校外教學活動，

僧大亦於弘化實習課程安排學僧至

附近鄉鎮校外服務。譬如10月即前

往萬里鄉仁愛之家，和院中老菩薩

一起包水餃、話家常。而12月則至

金山、萬里的四所中、小學指導禪

修。

此外，為了接引青年人對生命有

所自覺與超越，進而發起出家、奉

獻生命的悲願，僧大今年在招生上

也更加用心與積極，分別於2月及7

月舉辦了二屆的「生命自覺營」，每

屆都有海內外約八十多位、年齡在

35歲以下的青年，來到法鼓山體驗

二週的出家生活。

自覺營的作息完全比照僧大，課

程內容亦依照僧大的生活及課程來

進行，重視解行並重，福慧互資。

二週來，讓學員們體會到，只要願

意如實地面對自己、修正自己的觀

念想法，並且去實踐，就能讓生命

單純，讓內心澄澈自在。

僧伽大學舉辦「生命自覺營」，讓年輕人有機會體驗出家生活與

心態。



自覺營舉辦之後，僧大仍持續對

學員進行關懷，包括與法青會合辦

回山的活動，並於招生考試前發行

《僧芽》雙週刊，一方面鼓勵青年報

考僧大，另一方面也是對考生的關

懷。今年招生考試錄取的24名新

生，其中約十位即是曾參加過「生

命自覺營」的學員。

此外，首屆「法鼓山僧伽大學出

家體驗暨僧才養成班」也於1月18日

舉行結業式，計有5位男眾、21位女

眾學僧完成一年的出家體驗生活；

其中4位男眾、13位女眾學僧於2月

底進入「僧才養成班」，邁入法鼓山

僧才培育計畫另一新階段的里程

碑。

而第二屆「出家體驗暨僧才養成

班」於2月19日舉行開學典禮，本屆

報到的新生，共計有男眾8位，女眾

24位。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

以培育具有人文思想的學術人

才、具有人文精神的社工幹部，及

具有宗教情懷的社會服務、教育人

才為宗旨的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經

過了六年的努力，終於在4月11日上

午在校園預定地舉行灑淨祈福儀式

及動土典禮。這是法鼓山推動教育

邁入一個新的里程碑，也是十方信

眾護持法鼓山的成果呈現。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預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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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開始招生，以「根據人本思

想，激發宗教情操，培養服務的人

生觀，開拓國際視野」為創校理

念，從校園的規畫到教學設計等，

皆以人文精神的培育為核心主軸。

在校園建築方面，著重與自然環境

相結合，力求人文與自然融為一

體，寓境教於其中。

而教學設計方面，無論是前二年

的通識教育，或往後的專業課程，

皆以人文精神貫穿融會，以陶冶學

生健全的人格，透過落實「全人教

育」，為社會培育兼具人文素養與國

際視野的專業人才，服務社會與人

群。

聖嚴師父於典禮中表示，「法鼓

人文社會學院」結合了法鼓山心靈

環保的核心理念與禪修特色，加上

中華佛學研究所二十多年的辦學經

驗，集合優良的師資與設備資源，

相信「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的成

立，對社會、國家乃至世界都會帶

來很大的貢獻。

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

為推動人文教育，以期提昇人

品、淨化社會的法鼓山人文社會獎

助學術基金會，繼去年（2003年）

10月與中國大陸北京大學合作設置

法鼓人文講座後，本年度分別與台

灣大學及北京清華大學合作，設置

「法鼓人文講座」。法鼓山從華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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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最高學府出發，透過學校教育的

力量，期能將人文精神落實在社

會，並以人文精神及修養達致和諧

的目的。

「台灣大學法鼓人文講座」於1月

份設立，並於本年度在台灣大學校

園舉行了多場講座，邀請海內外著

名人文學者演講。首場講座於3月5

日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教

授劉述先主講的「在全球視域下的

宗教對話」，第二場講座於5月7日由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

究員許倬雲主講的「人、空間、時

間」，以及11月5日由中央研究院院

士勞思光主講的「東亞文明與現代

文化──前現代性、現代性與後現

代性」等。

而於10月25日設立的「清華大學

法鼓人文講座」，則是法鼓山在大陸

學院設立的第二個人文講座，以

「提高人文素質，推動人文社會化」

為宗旨，預計將在明

年（2005年）7月底

前延聘海內外知名學

者於清華大學舉行六

至八場的講座。

結語

法鼓山以推動全面

教育為使命，並以落

實大學院教育、大普

化教育、大關懷教育

為方法，但要有效達到普化和關

懷，實踐的根本仍在專業弘化人才

的培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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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大學院教育可謂是三大教育的基

礎。

而法鼓山大學院教育自中華佛學

研究所成立以來，一直到今天，陸

續成立有僧伽大學、法鼓山人文社

會獎助學術基金會，以及法鼓人文

社會學院。此四大組織兼具僧俗及

深廣。未來法鼓山大學院教育仍將

以此四大組織為基礎，不斷地在佛

學學術、僧才養成及人文關懷上努

力，確實走出「全面教育」的理想

境界。

法鼓山與台灣大學合作設置「法鼓人文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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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人文教育，以期提昇人品，淨化社會，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

金會繼去年（2003年）10月與中國大陸北京大學合作設置法鼓人文講座後，

今年1月起更與台灣大學合作，設置法鼓人文講座，並於1月9日上午假台大舉

行簽約儀式，由聖嚴師父與台灣大學校長陳維昭共同簽署。

法鼓山從二所華人世界最高學府出

發，透過學校教育的力量，期能將人

文精神落實在社會，並以人文精神及

修養達成和諧的目的。

在簽約典禮上，聖嚴師父致辭表

示，落實人文精神必須從學校開始做

起，方能可大可久，並說明現今世界

不安定，都是因為缺乏人文的修養。

師父亦經常在許多重要的國際會議上

提出建言，認為各族群及宗教應彼此

互相包容、尊重及提攜，而各宗教教

義如有與世界和平牴觸者，應該重新

詮釋，此即人文精神的重點；只要族群能融合，不同文化之間能多做溝通，

求同存異，如此才有實現人間淨土的希望。

陳維昭校長在致辭時指出，台大設有許多講座，但是法鼓人文講座的設立

意義格外深遠，因為落實人文精神是現今社會最重要的課題之一。陳校長對

於聖嚴師父長期推動心靈環保，為世界和平、族群融合奔走世界各地，表示

相當推崇、景仰。他表示平時也以師父的精神為典範。

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園則以台大校友、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董

事的雙重身分，見證這場簽約儀式。他表示，聖嚴師父在二所華人世界最高

學府設立人文講座，是對社會大眾及教育機構最大的支持，對於啟迪社會人

文教育風氣，亦具有正面加分的效果。

本項講座計畫將於每年聘請海內外著名人文學者6名擔任主講，本年度邀請

的有：聖嚴師父、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劉述先教授、及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許倬雲教授…等人，演講內容則以「世界諸大文明

或宗教之對話與融合」及「東亞文化傳統中之人文精神或身心關係」為主要

範疇，每場講座至少結合網路公開演講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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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佛學研究所為該所師生首次舉辦中階止觀禪七，本日起至18日在法鼓

山佛教教育園區教職員宿舍大樓七樓佛堂舉行，由佛研所所長特別助理果徹

法師擔任總護，聖嚴師父亦二次親自到場關懷。此次參與者包括佛研所師生

及教育園區的專職與義工菩薩，約有三十多人。

由於此次共修乃由佛研所教職員和學生共同發起，大家皆十分重視此次活

動，所方期盼這次活動能讓佛研所師生在專心研習佛學學問之際，仍不忘精

進實修，使學習達到解行並重的最高目標。聖嚴師父對舉辦此次禪七，亦表

示十分歡喜，更希望能藉此帶動整個教育園區的禪修風氣。他同時勉勵參加

的佛研所師生們，要

能夠使「宗通」與

「說通」並行並舉，二

者分別意指通達佛法

堂奧，及向大眾說法

而能通達無礙，從而

建立起法鼓山佛教教

育園區的道風與學

風。

此次禪七，透過聖

嚴師父的錄影帶開

示，深入淺出地教導

學員由止觀、中觀到

空觀的禪修方法，並

講解《六祖壇經‧定慧品》，讓學員對禪修觀念有更深入的瞭解，更在七天的

禪修活動中，練習將觀念運用在方法上。多數學員皆能把握難得的禪修機會

淨化身心、精進修行。其中，一位全程參與的學員——佛研所研究員黃繹勳老

師表示，師父帶領的「中階止觀禪七」從隨息入門，非常有次第，使學員能

真正瞭解，並在研讀學問、日常生活中實踐。此外，黃老師亦分享個人的禪

修經驗，說明他從實際的禪修中，能夠與平時研究的論文義理相互印證，使

學習的解門和修行的行門互相融通，對佛法的理解也更完整透徹。

多位師生在參與活動後，皆表示希望佛研所能將禪七安排為正式課程，或

是將課程與法鼓山的禪修活動結合，讓禪修風氣及方法融入學問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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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於2003年的「法鼓山僧伽大學出家體驗暨僧才養成班」學制為二年，

課程內容分為第一年的「出家體驗班」與第二年的「僧才養成班」，本日上午

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男寮佛堂舉行首屆「出家體驗班」結業式，計有5位男

眾、21位女眾學僧結業，學僧們將於2月底進入「僧才養成班」，這是法鼓山

僧才培育計畫邁入另一新階段的里程碑。

聖嚴師父開示時，期許學僧們不要忘了出家時的初衷，對於難以割捨的俗

情，也要以開闊的心學習放下，並以平等心看待一切眾生，因在無量世中，

眾生皆曾是自己的親人，若能平等看待，且放下俗世一切，讓自己安於道

心、安住道心，身心才能平衡，才不會起了煩惱心，同時要以解脫、超然的

心態，不斷地反省、精進自己的修行。師父並勉勵學僧深化出家人的心態，

隨時隨地提起感恩心和懺悔心來砥礪自己，斷除過去在家時的習氣，奉獻自

我為眾生服務。

在僧伽大學佛學院師生近五十人的觀禮祝福下，結業式如禮舉行，氣氛溫

馨莊嚴。結業式中，男女眾各自就一年來的經歷、成長做回顧，並分享其心

路歷程，由於多數學僧已有豐富的生活歷練，因此他們在修行路上，雖然辛

苦卻是踏實，尤其感恩有此福報與因緣在清淨的法鼓山接受培育並獲得僧團

的輔導照顧，同時

也發願清淨修行、

跟隨聖嚴師父建設

法鼓山，並確立自

己的未來修行、為

眾生服務的終生志

業。

體驗班學僧在正

式進入「僧才養成

班」前，於1月19

日起陸續在農禪寺

及法鼓山佛教教育

園區進行寒假實習，運用各自的專長，分別到財會室、總務組等處服務，並

參與臨時寮的整體運作，而男眾學僧則主要負責山上新春期間的交通及機動

支援事宜，全部實習課程至2月1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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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接引青年人對生命有所自覺與超越，進而發起出家、奉獻生命的悲

願，從本日起至14日，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首

屆「生命自覺營」，共有海內外87位青年參與，體驗二週行禮如儀的短期隨佛

出家生活。

主辦單位僧大佛學院副院長果光法師說明，自覺營不同於一般短期出家營

隊，而是藉此讓學員如實地過出家行者生活，並從中獲得生命的自覺與超

越。

此次參與者，共有25位男眾、62位

女眾青年，大多為三十五歲以下的未

婚青年，甚至有部分來自加拿大、馬

來西亞。他們抱著希望探索心靈及體

驗出家生活的動機而來，報到後，女

眾即換上行者服，男眾則落髮，並以

法名稱呼。

之後，學員們於2月5日參與正授典

禮，由聖嚴師父為大家親授「行者八

戒」，受戒後，學員們威儀齊整地成為

一個出家行者。

聖嚴師父在典禮中開示說明，出家

是隨佛出家，出家的目的是為了出離

三界生死輪迴之苦，出離貪瞋癡等煩

惱娑婆之苦，出離世間的種種情欲之苦，所以用受戒來完成離苦的願望和目

的。

自覺營的課程，是依照僧大佛學院的生活及課程來規畫的，重視解行並

重，福慧互資。因此在聖嚴師父親授的「出家心行」課程中，便期勉學員在

這十四天中要好好地學習出家人的生活型態、儀態與心態，成為真正修學佛

法的行者。其豐富的課程安排與平實的出家生活，讓學員們體會到，只要願

意如實地面對自己、修正自己的觀念想法，並且去實踐，就能讓生命單純，

讓內心澄澈自在。

最後一天的捨戒典禮，學員們卸下縵衣，恢復在家居士的身分。聖嚴師父

則勉勵大家珍惜這段難得的出家體驗，做為日後人生的修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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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即是以戒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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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87

聖嚴師父為戒子們主持捨戒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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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在生命自覺營中，學子更深刻認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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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9

法鼓山僧伽大學第二屆「出家體驗暨僧才養成班」之出家體驗班，本日上

午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教育行政大樓舉行第二屆開學典禮，並於本日起至

23日舉辦新生講習，聖嚴師父出席開學典禮並開示。本屆報到的新生，共有

男眾8位，女眾24位。

聖嚴師父於開示時，特別說明在法鼓山出家有四大殊勝之處。第一，出家

比在家好，因為出家是放下我執，放下之後則煩惱輕；而且出家人凡事為成

就大眾，所以受人尊敬與需要，成為大眾所需要的「要人」。

第二，出家是揚棄俗情，並非棄家人於不顧。一般人不瞭解出家的真義，

以為出家以後，就是不要家人了，這是錯誤的想法。所謂出家，是拋棄對世

間情感的執著；再者，出家人沒有個人的財產，對俗家家產不會起非分之

想。

第三，現在出家，時機最適當。過去的出家人社會地位低落，缺乏生活技

能與立身處世的功能；現在的出家人，在品質上顯著提昇，積極服務社會，

因此普遍受到各界尊敬，真正回歸到佛陀時代的人間化比丘形象。

第四，到法鼓山出家的人，最有智慧，也最有福報。法鼓山是一處國際

性、現代化的佛教教育園區，戮力推廣「大學院、大普化、大關懷」三大教

育。在2005年法鼓山第一期工程落成後，亟需各項弘化人才；能來到法鼓山

出家，適時參與三大教育的推廣，學習奉獻自己，成就大眾，因此是最有智

慧，也最有福報的人。

最後，聖嚴師父總結表示，在法鼓山出家，可以讓自己少煩少惱，也幫助

人少煩少惱，即是在做「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工作。開示圓滿

之前，師父特別要求全體學僧複述以上四大理由，期勉大家永誌不忘。

03.03

本日下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瞿海源教授應中華佛學研究所之

邀，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教育行政大樓五樓海會廳，以「台灣宗教社會學

的調查與研究」為題進行一場專題演講。近三十位到場的佛研所師生，皆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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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此難得機會，專注聆聽。佛研所所

長李志夫並勉勵全體師生效法瞿教授

在學術研究領域的用心與投入。

演講中，瞿海源教授首先以簡要的

條列方式，說明宗教社會學中最重要

的抽樣調查方法及目的，接著解說各

項抽樣調查研究結果，並解讀其背後

代表的涵義。例如，其中一項調查資

料顯示，宗教團體在台灣1990年代後

不但蓬勃發展，尤其以高知識分子皈

依佛教的現象最受矚目。

瞿教授最後希望研究生能多元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用各種方式瞭解事

實，呈現調查的真實結果並加以應用。佛研所學生在會後表示，透過瞿教授

的詳盡解說，體悟到以科學的研究方法和佛學研究相結合，有助於多元面向

的研究開展。

瞿海源教授於1979年獲得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曾任澄社社

長、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兼任教授、師範大學衛生教育研究所暑期班

兼任教授等。目前為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常務董

事。

03.05

由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與台灣大

學合作設置的首場「台灣大學法鼓人文講

座」，本日於台大水源校區中正堂舉辦，邀請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教授劉述先演講

「在全球視域下的宗教對話」，約有二百位台灣

大學與政治大學的學生參加，其中許多聽眾並

針對宗教衝突的問題與劉教授討論，現場氣氛

熱絡；法鼓大學校長曾濟群，及參與籌畫講

座的台大教授黃俊傑、甘懷真皆到場聆聽。

劉教授表示，現今，世界各國間的往來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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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日趨頻繁，各宗教可謂休戚相關，因此更應尊重彼此差異，尋求彼此認同

的全球倫理。他並以1993年於芝加哥（Chicago）舉行的「世界宗教會議」

（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為例說明，當時來自全球各地約六千位的

宗教領袖，於共同發表的「世界倫理宣言」中，即明白揭示「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的共通精神。

身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全球倫理宣言起草小組」成員之一的

劉教授，便提議以此觀念建構全球倫理，這與聖嚴師父年初在世界宗教領袖

理事會（World Council of Religious Leaders）提出以「尊重每一個生命」為全

球共通的倫理價值，二者均著眼於對人的關懷，顯示了學術界和宗教界在追

求和平的道路上，其理念和精神皆是一致的。

03.19

聖嚴師父應台灣大學東亞

文明研究中心「傳統與現代

的對話」通識講座之邀，以

「佛教思想的傳統及其現代

化」為題，進行一場專題演

講，約有二百人參加。台灣

大學副校長吳靜雄蒞臨，並

向師父表達感謝之意。

講座中針對佛教思想的部

分，聖嚴師父首先從佛教沿

革、流傳地域等角度的分類

方法，詳細解說「傳統佛教思想」的流轉；再以目前蓬勃各異的佛教概況，

呈現出消極積極、出世入世等不同層面的「現代佛教思想」，釐清人間佛教概

念的定義及其殊異，並對多元反思的「後現代佛教思想」提出完整說明。

課後開放三十分鐘發問時間，有學生以傳統戒律的「八敬法」，請教聖嚴師

父如何在傳統戒律的框限中，回應現代的女權問題。對此，師父表示，傳統

戒律的制定，有其時代背景，在因時制宜的前提下，如果傳統戒律放諸現代

已不合時宜，可考慮以「存而不論」的方式處理。

而另一位台大哲學系博士班學生則向聖嚴師父請益，法鼓山如何調和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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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代佛教思想，定位出法鼓山的宗風。對此，師父表示法鼓山是一個立足

漢傳佛教，融攝各宗派的道場，而這種多元多樣的發展定位，勢將成為未來

各宗教的發展主流。

最後，聖嚴師父勉勵所有在場同學，學習將心放在當下所做的事物上，才

是讓頭腦清晰、真正安心的方法。多位參與的學生表示，在師父深入淺出地

解說下，對於佛教傳統與現代思想的發展與對話，有了全新的瞭解與認識。

03.23

中華佛學研究所未來可望納入高等教育機構，並正式授予宗教學位。本日

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私立學校法」第九條條文修正案，開放私立大學或宗

教法人向教育部申請，設立單一宗教研修學院，未來包括佛研所等宗教學院

的畢業生就能獲頒正式學位。

教育部強調，私立大學院校只要符合法令規定，就能申請設立宗教研修學

院，但以「宗教法人」名義申請者，須等到「宗教團體法」通過後，一般宗

教團體向內政部登記為宗教法人，才有法源，並頒授學位。佛研所所長李志

夫指出，佛研所是登記在教育部底下文教單位的財團法人，將針對涉及宗教

團體法的部分，與教育部及內政部相關單位進行協商。

聖嚴師父二十幾年來，不斷為佛研所納入教育部正式體制而努力，曾經二

度親自到立法院拜會各黨團負責人，且致函給程序委員會請求正視宗教學位

的問題。2003年4月，李志夫所長與台大哲學系教授恆清法師共同出席立法院

教育委員會旁聽，當天通過「私立學校法」第九條修正案，但一直未能送院

會二讀。各大宗教學院遂組成「宗教研修學院促進會」，於今年1月8日集合50

位學院負責人赴立法院為「私立學校法」第九條修正案請願，這次私校法的

三讀通過，代表各界宗教人士的努力終獲成果。

聖嚴師父對恆清法師等諸多協助法案通過的教界人士表示由衷感謝，李志

夫所長更期許在私校法三讀通過後，能有助於提昇佛教的國際地位，進一步

促進國際佛學研究的互動交流。

私立學校法第九條修正為：私立大學校院或宗教法人為培養神職人員及宗

教人才，並授予宗教學位者，應依相關法規向教育部申請，經核准後設立宗

教研修學院。私立學校不得強迫學生參加任何宗教儀式，但宗教研修學院不

受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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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 17

本日起至4月17日，中華佛學研究所佛教藝術研究中心於中正紀念堂中正藝

廊舉辦「佛教與藝術大展」，內容包括了多項佛教藝術珍品及典藏文物的展

覽。

首日舉行開幕茶會，會中邀請高齡一百零二歲的藝文界大老何志浩將軍、

教育部次長呂木琳、中國書法學會理事長廣元長老、書法大師李奇茂、青島

中山書畫院院長高小岩

等貴賓，與主辦單位佛

研所所長李志夫、護法

總會會長陳嘉男等人剪

綵，為台灣難得一見的

佛教藝術展揭開序幕。

教育部次長呂木琳在

開幕致辭中，高度肯定

佛教與藝術對淨化心靈

的作用，並期勉相關展

覽活動能帶動學校教育

的改革，除了重視學生

在知識與技能方面的學習，更能進一步加強心靈品質的提昇與拓展。

本次展品年代上自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隋、唐，下迄明清、民初年

間，其中以明代文物最多，展覽內容包括佛教藝術作品八十八件、典藏文物

四十三件，並有名家書法、繪畫、篆刻等共一百一十八件精美文物。佛藝中

心主任張壽平教授表示，南北朝是中國佛教第一個輝煌時代，在本次展覽中

的「北齊石佛像」，其雕工精準、法相莊嚴，而且保存非常完整，足為漢傳佛

教美術在工藝及美學方面的輝煌發展，留下見證。

其中特別因應猴年展出的「明代齊天大聖銅像」，無論造型、用色皆栩栩如

生，是一尊出於民間佛教取經故事「西遊記」中罕見的雕塑藝術珍品。此

外，尚有：乾隆年間出版《紅樓夢》初版的程偉元所畫的「松柏同壽圖」，以

及洪化（吳三桂孫世璠年號）官窯水盂，都是首次在台灣展出。

這次展覽的最大意義，在於讓社會大眾透過欣賞各項佛教藝術，進一步能

對佛教歷史及佛教教義產生更多的理解，堪稱是一項兼具宗教、歷史及藝術

價值的佛教藝術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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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0

法鼓山僧伽大學教務處自本日起發行

《僧芽》雙週刊，寄發對象為有志報考僧大

的學子，首次約八十位左右。教務處希望

藉由二週一次的《僧芽》，為青年學子的學

佛「生涯」或「僧涯」，提供一股精進不懈

的力量。

負責內容規畫的僧大教務處課務組組長

果幸法師表示，《僧芽》雙週刊除了針對

一般學子心中共同的問題，如工作、情感

的割捨等，提出面對與解決的方法，更注

入一份持續的關懷，期望增長學子們學

佛、報考僧大的信心。

此份雙週刊的內容包括三部分：「心靈

甘露」——聖嚴師父以生活化的佛法開示，

帶領學子深入佛法、提昇生命；「溫暖的叮嚀」——包括各種應考的技巧和準

備，更提供禪修方法，教導學子放鬆身心、面對入學考試；「出家故事分享」

——僧團法師的出家因緣，提供學子借鏡。

收到刊物的學生表示，《僧芽》雙週刊讓他們深刻感受到僧大溫暖的關懷

及佛法在日常生活的受用，無形中也增加了自身對學佛、報考僧大的信心。

04.11

本日上午，「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在校園預定地舉行灑淨祈福儀式及動土

典禮，參與貴賓及信眾達二千餘人。在莊嚴的灑淨儀式及鼓舞人心的擊法鼓

表演之後，典禮正式開始，由聖嚴師父、護法總會會長陳嘉男與立法院院長

王金平、教育部部長黃榮村、台北縣縣長蘇貞昌及金山鄉鄉長游忠義共同執

鏟動土。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預計於2008年開始招生，初期將專致於宗教研究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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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立與發展，未來則

朝向綜合大學發展，並

以「根據人本思想，激

發宗教情操，培養服務

的人生觀，開拓國際視

野」為創校理念，從校

園的規畫到教學設計

等，皆以人文精神的培

育為核心主軸。

當天早上八點，首先

舉行灑淨祈福法會，由

僧團都監果品法師主

法，參與者分四組分別

繞行校園預定地灑淨，

在眾人齊誦〈大悲咒〉中，祈求護法龍天護持工程順利進行。之後，則是舉

行動土典禮，由名主持人葉樹姍主持，在宜蘭法鼓隊演出的震天鼓聲中，貴

賓及聖嚴師父進入會場。

聖嚴師父於典禮中表示，「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結合了法鼓山心靈環保的

核心理念與禪修特色，加上中華佛學研究所二十多年的辦學經驗，集合優良

的師資與設備資源，相信「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的成立，對社會、國家乃至

世界都會帶來很大的貢獻。

王金平院長表示，在法鼓山心靈環保、生活環保、自然環保與禮儀環保的

理念下，所培育的人才，必然能落實「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

想。而黃榮村部長十分嘉許「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未來在宗教方面的學術研

究，將可為教育立下可長可久的典範；蘇貞昌縣長也特別推崇聖嚴師父帶領

法鼓山推動四種環保的教育，相信學院未來所培育的人才，必能悲智雙運，

服務社會人群。

典禮最後在主禮貴賓拈沙祈福的儀式後正式圓滿。

04.20

為慶祝印順長老百歲嵩壽，台灣四個倡導「人間佛教」的學術單位——法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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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慈濟、佛光山及佛

教弘誓學院通力合作，

共同舉辦海峽兩岸「印

順長老與人間佛教」學

術研討會，本日下午於

台北安和分院召開記者

會，由中華佛學研究所

所長李志夫、慈濟大愛

電視台總監姚仁祿及佛

教弘誓學院釋昭慧法師

共同出席。

本次大會主席為李志

夫所長，他表示，印順

長老的祝壽研討會往年都是由佛教弘誓學院主辦，去年（2003年）他在第四

屆研討會，提議擴大舉辦印順長老百歲壽誕的慶祝研討會，因而促成了此次

台灣佛教界空前的大合作。

昭慧法師指出，印順長老的學術成就，被譽為「玄奘以來第一人」。日本大

正大學甚至破例在他從未到過日本的情況下，由牛場真玄教授將其著作《中

國禪宗史》譯為日文，並依該書的學術價值，主動頒贈博士學位。

昭慧法師進一步表示，印順長老強調以佛陀為典範，以「佛陀在人間誕

生、在人間弘法、在人間涅槃」因緣故，所倡議的「人間佛教」，已蔚為一股

潮流，台灣佛教三個具有指標意義的教團：法鼓山、佛光山、慈濟，即使在

弘法方式上略有不同，卻不約而同提倡「人間佛教」思想，並由此積極展開

慈善、教育、文化事業。這股潮流不只影響台灣，更使台灣佛教發展興盛，

甚至連大陸、南洋及美國等地也都提倡「人間佛教」。

04.24 25

被佛教界喻為「玄奘以來第一人」的印順長老，今年適逢百年嵩壽，台灣

四個佛教學術單位包括：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慈濟

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以及佛教弘誓學院，首度通力合作，共同舉辦海峽

兩岸「印順長老與人間佛教」學術研討會。主辦單位先於4月20日下午在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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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和分院召開一場記者會，並於本日起一連二天在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

舉行該研討會。此次研討會不但促成佛教界攜手合作，更匯聚了來自台灣、

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僧俗四眾七百多人熱烈參與，可謂佛教界一大盛事。

雖然聖嚴師父刻在澳洲弘法，無法到場參加，仍親自致電恭賀，並推崇印

順長老所帶領的「人間佛教」思想將會在二十一世紀發揚光大。研討會的開

幕典禮由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擔任主席，李所長指出，長老的思想是教界

未來發展的方向。典禮中並播放長老於今年3月獲頒國家二等卿雲獎章的紀錄

片，影片中長老謙沖慈祥的神情與態度，令所有與會者敬佩並感動不已。

研討會分四個主題進行，分別是：印順學之研究、人間佛教的回顧、人間

佛教的前瞻、人間佛教的弘化。研討會由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蕭金松、

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宏印法師等學者擔任主持，台大哲學系教授楊惠

南、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楊曾文、佛教弘誓學院院長性廣法師等19位兩

岸著名佛教學者，都到場發表論文，大陸學者因故無法出席，由台灣學者代

為宣讀論文。學者們從各個面向來闡述長老的人間佛教思想，指出長老的思

想深具人本及現代化特質，為漢傳佛教未來發展開啟新頁。

研討會之後隨即舉行「人間佛教的藝術展現」座談會，由瀚邦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黃麗明主持，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傳道法師、佛光山電子大藏經

主任永本法師、建築師陳俊宏，以及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王端正參與進行

座談，針對慈濟、法鼓山所展現的「人間佛教」，與「人間佛教」在中國美

學、梵唄的藝術表現，做廣泛深入的對談，讓佛教界及一般民眾對印順長老

「人間佛教」的理念呈現和實踐成果，有更清楚的瞭解和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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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9 30

法鼓山僧伽大學於本日起一連二天，進行九十二學年度的校外教學。參加成

員包括佛學院和出家體驗暨僧才養成班學僧，共計87人，以及12位輔導法

師，一行99人前往台中、東勢、南投、埔里、竹山等五個法鼓山安心服務站

進行關懷慰訪。

行程當日首先前往台中分院，並請各站站長或代表簡報各站現況，瞭解目

前安心站在精神關懷、生活輔助、急難救助及學費補助等關懷項目的工作方

針和內容。第二天，師僧分成五個小組，在各安心站悅眾幹部的帶領下，分

別前往各安心站，依地區需求展開各項關懷行程。台中組，前往大里仁愛醫

院精神病房及大里菩提仁愛之家，進行個案關懷。東勢組，主要關懷對象是

中、小學生，因此除了在安心站中帶領大家持誦七遍〈大悲咒〉進行共修、

及練習法鼓八式動禪，並前往附近安養中心及校園關懷。南投、埔里組，主

要是以慰訪個案為主。竹山組，則是走訪當年聖嚴師父曾親訪關懷的信義鄉

筆石村，並到車籠埔斷層槽溝觀勘。

活動結束後，五組學僧再回到台中分院，讓各組分別進行心得分享。多數

學僧們都表示，這趟行程使他們被所見、所關懷的事與物所感動，同時體會

到眾生的苦以及世間的無常，他們無不感恩所有受苦的眾生所示現熱愛生命

的精神，並能體會法鼓山大關懷教育的悲願，也期許自己要培養更多主動關

懷社會的慈悲心與奉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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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

台灣第一次針對絲路

研究召開的「國際絲路

研究座談會」，本日在

花蓮慈濟靜思堂展開，

這場座談是慶祝印順導

師百年嵩壽的系列活動

之一，由中華佛學研究

所所長李志夫、慈濟基

金會副總執行長王端

正、玄奘大學宗教系所

副教授昭慧法師等人擔

任主講，台灣研究絲路

專家賴鵬舉、故宮研究員李玉 亦參與座談，約有近一百五十位學者、研究生

出席與會。

李志夫所長於研討會中說明，舉辦此座談會的目的，是希望相關研究學者

能共聚一堂，針對現有資訊進行跨科際整合，期使未來能和國際絲路研究接

軌，同時，也藉此機會培植研究生的專業能力。

當天座談會分成二個階段，上午針對現有的研究成果進行觀摩，下午則以

國際絲路研究現況介紹為主。成果觀摩內容包括《經典》雜誌製作的「西域

記風塵」採訪記實，以及由中華佛研所圖書資訊館執行的「數位博物館計

畫：玄奘西域行」，經由雜誌、網路二種不同的媒體呈現，讓與會者對玄奘大

師的取經路線，有更進一步的認知與瞭解。

下午，由李志夫所長報告「國際絲路研究計畫」；佛研所圖資館館長杜正

民報告現有絲路研究文獻資料，李所長並主持最後的綜合討論。其間，學者

針對目前國際相關研究書目提出分析比較，也探討未來絲路研究方向及其改

變。

學者們初步希望，以建立數位化的國際絲路研究平台為遠程目標，運用網

路整合相關成果，如此方能提供世界各國研究者運用、交換資訊，促進國際

間的交流；而近程計畫則是邀集台灣學者專家、專業研究生，於10月份前往

新疆塔里木盆地，與塔里木大學絲路研究所展開以佛教、中印交通為主的絲

路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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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6

當代藏傳佛教大師貢噶旺秋

仁波切，本日應中華佛學研究

所之邀，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

區教育行政大樓海會廳進行

「《中論》供讚」專題演講，約

有五十位佛研所師生、僧大學

僧、漢藏班學生到場聆聽。

貢噶旺秋仁波切是藏傳佛教

薩迦派的大堪布，1980年，受

邀至印度北爾的宗薩佛學院任

教，佛學造詣深厚，不僅宗薩

欽哲仁波切是他的學生，達賴

喇嘛亦尊他為老師；仁波切曾

為達賴喇嘛講授《集量論》、《入中論釋》等多部重要經論。

此次演講的內容，主要講述龍樹菩薩所著《中論》的重要精髓。貢噶旺秋

仁波切首先提醒在座聽眾，佛教徒應抱持利他的心，自利只是附帶結果，同

時也要瞭解佛法就是緣起、無常，而修行的目的就是要讓人瞭解世間的實

相，進而達到不執著。

貢噶旺秋仁波切指出，佛是無所不在的，但世間仍有佛入滅的示現，這是

因為在人世當中，如果佛陀一直存在，眾生便不會認為佛法珍貴，就不會精

進；佛之所以要入滅，便是希望眾生能明瞭聞法不易，須時時把握精進。演

講結束前，仁波切帶領聽眾一起迴向，隨後並依藏族習俗，開放現場人士接

受仁波切的祝福，期許眾人在修行上更加努力、精進。

05.07∼13

本日起至13日，中華佛學研究所圖書資訊館館長杜正民代表佛研所前往美

國，參與多場重要的文化資訊會議，並發表〈佛教數位典藏的新環境〉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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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同時參訪了美國西岸各大學的

佛學研究中心及佛學圖書館，一方

面除了瞭解現今佛學發展現況，一

方面積極發展與各大學合作的可能

性。

杜館長首先參加於柏克萊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舉辦的「文化地圖會議（Congress

of Cultural Atlases）」，發表〈佛教

數位典藏的新環境〉論文，說明如何透過電子數位化以永久保存佛教傳統文

獻。此外，杜館長亦出席洛杉磯西來大學（Hsi Lai University）校長路易士．

蘭卡斯特（Lewis Lancaster）就職典禮，及柏克萊大學世界宗教協會會議，並

於會議中介紹及展示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以及佛研所的多項數位計畫。

參加會議、演講之餘，杜館長還參訪柏克萊大學、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三校的佛學研究

中心，並參訪柏克萊、史丹佛、西來大學的佛學及漢學相關圖書館。杜館長

表示，目前已有許多外國學者、研究生運用CBETA電子佛典進行博碩士論文

的撰寫及資料庫建立，顯示CBETA已走入國際各大佛學研究中心，他指出未

來台灣佛學研究應更積極開闊國際視野，並尋求和國際合作的各種機會。

05.07

由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與台灣大學合作設置的第二場「台灣大

學法鼓人文講座」，本日於台大校本部舉辦，邀請台灣著名歷史學家、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教授許倬雲演講「人、空間、時間」，約二百人參加。

許教授首先從歷史發展中人們生活方式的轉變，說明人與自然界關係，已

經從傳統農業時代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逐漸到工業時代轉變成「人是自

然的癌症」，從中可看到人類耗竭資源，並喪失對自然的敏感與適應。

許教授接著再由空間、時間二個面向，分述中國、印度及歐洲三大民族對

時空、藝術各異的觀念，提出在空間觀上，西方的藝術呈現逐漸向東方借

鏡，如多點透視的觀念等，而時間觀上，東西方在現代皆受到時鐘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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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傳統的依自然規律行事。

總結各民族的不同觀點，許教授舉出唐代詩人李白作品「天地者，萬物之

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說明人類只是旅客，短暫投宿在宇宙空間旅館

內，並沒有佔有、毀壞旅館的權利；而人類必須明白自己只是天地萬物的解

讀者、偶居者，應該珍惜自然，尋求人與自然、宇宙

萬物的和諧。

最後，許教授對在場年輕學子提出具體建議，勉勵

大家不要短視近利，並多思考人在宇宙的位置，開啟

感受自然的敏感度；他並強調，只要多以時間的角度

來思惟、感受，就能自在地面對人生重大關卡而不至

慌亂，找到自己的人生態度。

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執行長曾濟群表

示，許教授提到的觀念與聖嚴師父提倡的生活環保、

自然環保等觀念不謀而合，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就

是佛法慈悲智慧的展現。

06.20

針對義工團、法

青會所舉辦的中華

佛學研究所暑期佛

學營，本日在法鼓

山佛教教育園區教

育行政大樓階梯教

室展開，整場活動

以「尊重與包容─

─認識佛教三大傳

統」為主題，由日

本佛教大學文學博

士果鏡法師、曾經擔任南印度黃教甘丹寺住持的袞確策仁格西，以及泰國上

座部佛教代表暨台灣國際法身修行中心副住持心平法師，分別就漢傳、藏

傳、南傳三大傳統佛教的內涵，進行專題演講，共有145位學員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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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活動由佛研所二年級研究生籌畫，以展覽、演講為今年佛學營的內

容，主要是希望透過輕鬆、簡單的方式，讓學員深入瞭解佛教的三大傳統，

體驗聖嚴師父所提倡「多元而融合，尊重且包容」的精神。

演講開始前，首先由佛研所所長李志夫介紹「佛教在印度的起源」，接著由

心平法師，介紹南傳佛教出家法師的生活作息；果鏡法師說明漢傳佛教的禮

懺方式；而袞確策仁格西則講說藏傳佛教的灌頂和顯密的修行次第。三場專

題演講在開場時，都分別以三大佛教傳統儀式，迎請主講法師；演講結束

後，並由主講法師以各自代表的佛教傳統語言，進行功德迴向。而三位分屬

不同佛教體系的法師皆一致認為，三大佛教本屬同源，只是因應不同文化而

發展出不同型態系統，每個人可依照自己的性向、因緣，選擇適合的佛教傳

統修習佛法。

而在演講會場外，亦精心安排了法器、袈裟、缽、唐卡等，代表漢傳、藏

傳、南傳三大佛教傳統文物的展出。

閉幕典禮中，由佛研所行政副所長果肇法師致辭，他引述聖嚴師父的開示

表示，中國佛教以禪宗為主流，法鼓山是一個禪宗的道場，其中最主要的核

心是漢傳佛教，但也兼容並包漢傳、南傳、藏傳三大傳統佛教。法師亦期許

與會人員能以開放的態度和胸懷，尊重包容不同的傳統，甚至超越尊重和包

容。

許多學員表示，一天的活動，不但讓他們直接感受到三大佛教傳統的特

色，也體會出這次活動所要展現的精神意涵。

06.29

法鼓山僧伽大學第四屆招生入學考試圓滿，本日公布錄取名單，本次學僧

招考共計錄取男眾7名、女眾17名，總計24名。

招生考試之前，僧大於3月13日下午召開一場招生說明會，當天共有62位有

意報考者與會參加，為歷年來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聖嚴師父並親自到場開

示與勉勵。師父於開示時，引用佛典的譬喻，說明初發心菩薩猶如菴羅華、

魚子，因多果少，發起初心學佛固然很好，但是恆常心更重要。他並強調，

僧大辦學的方向，是著重於培養自度度人的宗教師。

僧大副院長惠敏法師則指出，出家有另一種不同於在家人要照顧家庭、繁

衍後代之責任，那就是延續佛陀的法身慧命，這是精神領域的，是慈悲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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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的傳承。而且，出家是一種終生學習的教育，盡形壽地學習、成長，能夠

幫助我們擴大視野、充實自己，自己受用之後，進一步奉獻給眾生。

招生考試於6月19日、20日舉行，本次應考的考生，共有37位。19日考試科

目為：國文、英文及佛學概論三科，考生考完學科筆試後，僧大佛學院二、

三年級學僧特別為大家安排影片欣賞、心得分享與戶外禪活動，以紓解考生

應考時的緊張情緒。晚上則由佛學院的執事法師帶領大家，輕鬆地相互認

識，讓考生對彼此及學院的師長及未來學長有更進一步的瞭解。20日進行面

試，考生分為男眾及女眾組，依照序號一一進場應答，整個應考活動於傍晚

順利圓滿。

考試結果，經榜務會議確認後，於29日在僧大網站、農禪寺及法鼓山圖資

館等處公告。

07.17 28

本日起至28日，由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所舉辦的第二屆「生命自覺營」，

在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展開，共有82位來自全台各地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的

學員前來參加。此次活動亦動員全體僧大師僧，於事前舉辦為期二天的培訓

營，希望使擔任該活動輔導的法師，在引導學員體驗出家生活時更得心應

手。

聖嚴師父於正授典禮中開示表示，出家的因緣難得，要如實奉行所受的行

者八戒法，才能成就一

切善根福德因緣。而受

出家戒之後，是盡形壽

受持，更應珍惜自己的

福德因緣，善護戒體。

師父亦叮嚀學員們要把

握機會，於受出家戒

時，誠懇地發出離心、

發出家願；而受戒之

後，要把身心奉獻給三

寶，以出家的心態來學

習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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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自覺營的課程在執事法師們的精心規畫下，安排多位法鼓山僧團常住

法師和僧大佛學院講師來為學員們授課，除了二堂由聖嚴師父授課的「出家

心行」之外，還包括惠敏法師主講「生命的覺醒與超越」、禪修推廣中心監院

果醒法師教授「八式動禪」、甫由日本歸國的果鏡法師教授「基礎佛法」課

程、法鼓文化總編輯果毅法師講述「法鼓山與聖嚴師父」、果肇法師的「高僧

行誼」等，希望藉由這些課程，讓學員在佛學與修行上，有更深入的認識與

成長。活動中，除了平常例行的生活作務外，亦安排了二次出坡「普請」，讓

學員親自體驗農禪家風的菜園耕作，以及前人造橋鋪路拓荒的辛苦。

28日的捨戒典禮上，聖嚴師父表示，自覺營舉辦的目的是要接引年輕人體

驗出家生活、心態，和認識法鼓山的環境。同時亦期勉學員們於捨戒還俗之

後不忘堅固道心，以在家身分，修行出離法門，才不至於辜負參加自覺營的

初心，並且要落實法鼓山的精神與理念──「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

土」。

08.31 09.03
93

本日起至9月3日，法鼓山

僧伽大學佛學院舉行九十三

學年度新生講習，創辦人聖

嚴師父及副院長惠敏法師皆

到場開示，新生共有7位男

眾、13位女眾，本屆新生幾

乎都是參加過第一屆「生命

自覺營」，因此對出家生活已

有初步的瞭解。

聖嚴師父於開示時，首先

以「四個恭喜」祝賀新生

們，第一個恭喜新生們進入

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就讀；第二個恭喜新生們發願選擇「出三界」的路，

並期勉大家要珍惜；第三個恭喜大家能在法鼓山僧團出家，這是一項智慧的

選擇，是福德因緣的成熟，並且能終生受教育、終生從事教育工作；第四個

恭喜大家能發菩提心、修菩薩行，因為出家人知道每天都生活在無常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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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會隨時提起道心、隨時提起無常觀，如此將是快樂平安的人。師父以這

四個「恭喜」勉勵新生，同時也給了舊生們莫大的鼓舞，讓大家回到初發

心，提起道心。

副院長惠敏法師在新生講習的開示中，則以「中陰身」的觀念，巧妙地比

喻這段從在家到出家的過渡時期。法師指出，這段過渡期難免會有焦慮、徬

徨等現象，卻代表著可能的轉機以及變化的契機。他並期許大家要建立完整

的學習架構，珍惜這四年的福德因緣與共修機會，以全面性及長遠性的學習

態度，放開心胸來學習，將身心融入佛法中。

此外，有多位法師亦對生活、修行等層面做了一番講解詮釋，分享了許多

修行的觀念和方法，使新生們能清楚如何去運用在生活之中，並加深了對於

修行的認知。新生講習結束後，第四屆僧伽大學的新生們接著即將進入忙碌

又充實的修學生活中。

09.04
93

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山僧

伽大學、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班

九十三學年度開學暨畢結業聯

合典禮，本日上午於首度啟用

的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國際會

議廳舉行，由聖嚴師父主持。

法鼓山顧問陳朝威、耕莘文教

院神父馬天賜、蒙藏委員會科

長徐榮松、廣州中山大學哲學

系教授龔雋等貴賓，與學生、家長們一同迎接新學期的序幕。

聖嚴師父致辭時表示，法鼓山是站在漢傳佛教的立足點上，以宏觀的角度

思考佛教教育，與南傳、藏傳佛教等系統彼此互動、學習，透過宗教及學術

文化二個面向，孕育佛教未來人才，因此，師父期許未來培養宗教師的僧大

佛學院、以及養成學術文化人才的佛研所，能積極互動、凝聚觀念。最後，

師父也勉勵每位新生，善加利用法鼓山這個修行的環境，努力學習，並讓學

識和修行兼具。

本年度新生共計53位，包括僧大佛學院19位、佛研所23位，漢藏班11位，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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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學科領域、不同佛教系統的優秀人才。以佛研所來

說，14位全修生分別具有中文、數學、經濟、教育、資訊、企管、金融等學

歷背景，其中更有8位自研究所畢業；而邁入第三屆的漢藏班，今年開設培養

翻譯人才的高階課程，新生們來自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地的著名佛學院，

佛學素養優異。整體來說，今年就讀學生人數增加，展現法鼓山佛教教育園

區欣欣向榮的蓬勃生氣；不同學科、佛教系統的兼容並蓄，也呈現出法鼓山

多元化、國際化的特質。

除了迎接新生，典禮也歡送佛研所16位、漢藏班13位畢結業生。典禮最後

就在充滿感恩和祝福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10.25

繼去年（2003年）「北京大學法鼓人文講座」的設立，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

學術基金會本日再與北京清華大學合作，設立「清華大學法鼓人文講座」，由

該基金會執行長曾濟群代表前往簽署，為心靈環保的推動、兩岸學術的交

流，又增添一個管道。

曾執行長表示，中國大陸自從文革之後，北京清華大學一直被列為重點理

工發展大學，直到1993年才重新設立人文學院，回復該校的傳統文風。歷經

十年來的發展，其人文學術水準已相當先進，「法鼓人文講座」能於此時在

北京清華大學開辦，正好切合整體學風的需求。

「清華大學法鼓人文講座」是法鼓山在大陸地區設立的第二個人文講座，以

「提高人文素質，推動人文社會化」為宗旨，計畫未來將由法鼓大學出資、由

清華大學延聘海內外知名學者至該校舉行六到八場講座。

曾執行長指出，除了人文講座的設立，

獎基會亦將提供獎學金給北京、清華二所

大學，以獎勵人文學科的博士生進行「提

高人文素質、推動人文社會化」相關主題

的研究，並於未來將這些研究內容和講座

內容匯整成稿予以出版。此外，獎助學術

基金會也計畫未來將再和南京大學共同簽

署人文講座，希望藉由心靈環保為校園帶

來更多清新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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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 11.07

由於今年5月1日中華佛學研究所、慈濟基金會等宗教團體共同於「國際絲

路研究座談會」會中，決議邀集海內學者專家、研究生赴新疆實地考察，為

將來建立國際絲路研究平台預作準備，因此本日起至11月7日，由佛研所所長

李志夫率「中華佛學研究所新疆石窟研究考察團」前往，成員包括：佛研所

榮譽顧問全度法師、石窟佛教藝

術學者賴文英、佛研所推廣中心

主任蔡伯郎、圖資館副館長果見

法師等21人前往新疆進行考察。

本次行程中，除了前往具重要

研究價值的阿艾石窟、克孜爾石

窟、克孜爾尕哈石窟、土峪溝石

窟等佛教遺址考察，並和位於阿

拉爾的塔里木大學締結姊妹校、

進行學術討論，共商未來合作研

究絲路文獻的具體方案。

10月28日上午在促成簽約的塔

里木大學西域文化研究所顧問麻

天祥、所長廖肇羽等人現場見證

下，李志夫所長和塔里木大學校

長李新明進行締約儀式，隨後並進行學術交流，由果見法師代表佛研所，簡

介法鼓山理念和佛研所的研究現況；塔里木大學則由專家學者就西域文化、

民族宗教、龜茲佛教石窟藝術等議題發表研究成果等。

之後的行程，從參訪塔里木大學開始，一行人途經蘇巴什古城，參訪玄奘

大師曾經講經的昭怙釐寺，至天山神祕大峽谷，考察擁有豐富佛教壁畫的阿

艾石窟等。而11月1日則到拜城，考察當地最重要的克孜爾石窟。

11月2日，團員們分二組為研究組和考察組，研究組參訪庫車的克孜爾尕哈

石窟，以及建於漢宣帝時期的古烽火台、昭怙釐寺的東寺等地；而考察組前

往喀什的莫爾寺佛塔。11月4日全體人員又參訪了土峪溝石窟、吐魯番博物

館。

11月6日，參訪烏魯木齊當地的新疆博物館，翌日結束全部參訪行程，一行

人隨即返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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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研所與新疆塔里木大學合作協議簽約，為國際絲路研究奠定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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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佛研所新疆石窟研究考察之行全體參與人員合影。



10.28 11.30 12.31

為培養更多兼具佛學

及資訊知能的人才，協

助建立資訊時代的佛教

終生學習環境，本日

起，中華佛學研究所佛

學資訊學程委員會於法

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教育

行政大樓海會廳舉辦系

列專題演講，演講活動

約每個月舉辦一場，每

場次約有三十位佛研

所師生到場聆聽。

10月28日，首場由

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以「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成果比較──以中央研

究院與台灣大學機構計畫資料庫為例」為題，進行一場專題演講。演講前，

法師先請同學們做中央研究院與台灣大學機構計畫資料庫的成果比較，演講

時，法師則搭配學術界的範例參考，詳細地為佛學資料的保存、應用與發展

前景，做了深具前瞻性的說明。

11月30日，由玄奘大學講座教授謝清俊以「所知之相──談對資訊的理解與

詮釋」為題，進行第二場專題演講。會中，謝教授闡述資訊透過聲音、視

訊、文字、概念與想法等模式的轉化，被理解與使用的過程演變；並強調理

解和詮釋是每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加強理解的能力是有必要的，也是

終生學習的一個要點。

12月31日，第三場邀請到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學系教授羅鳳

珠，以「文學地理時空資訊系統設計與應用：以蘇軾詩為例」為題，進行專

題演講。羅教授建立蘇軾詩的文學時空地理資訊系統，藉以探討文學時空地

理資訊系統的設計方法以及在文學研究方面的應用、其他文化層面擴充性的

應用與研究。

另有一場演講計畫於明年（2005年）1月份舉辦，會中將邀請興國管理學院

電子商務學系系主任黃國展，以「從佛學資訊系統看相關技術發展」為題，

向大家介紹文獻資料如何做有效彙整以方便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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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與台灣大學合作設置

的第三場「台灣大學法鼓人文講座」，本日於台大校本部

舉辦，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勞思光演講「東亞文明與現代

文化──前現代性、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約有二百人參

加。

演講一開始，勞院士即指出，任何一個文化在面對外來

文化時，必定會產生「抗力」與「潛力」二種排斥和潛伏

生存的力量，文化愈深厚者，面對外來文化時產生的抗力

愈強烈。他以清末洋務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為例，二者同

是因應現代化衝擊而生，中國變法維新阻力不斷；明治維

新卻順利把日本帶向現代化。他認為，這是因為日本文化

多從外在移植，較少自己生成的文化，因此面對外來衝擊

時，排斥性自然不如中國強烈。

勞院士分析，中國文化從個人到社會之間連結緊密，結

構相當完整，無論是個人生命、家庭、政治等，都維持著一脈相貫的價值

觀。以政治為例，中國人眼中的美好政治，其實是生命人格「正心」的延

續，這使中國在面臨西方強調物化、一切以現實利益為考量的衝擊時，顯得

特別排斥，因而導致現代化過程困難重重。

但時代演變至今，西方現代文明在經歷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開始懷疑：

過去西方所強調的理性，是否足以做為合理化的唯一判準。勞院士認為，面

對這個困境，正是我們回頭尋找中國文化潛力的時機。他指出，強調人格意

志培養的中國人文教育，其人格養成是全面性的，這點正足以彌補西方現代

文明的思考困境；若能參考中國文化，必定可以為西方此刻面臨的困境，找

出一條化解之道。

11.13

中華佛學研究所本日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教育行政大樓一樓演講廳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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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學年度研究人員專題論文發表會」，此次專題論文發表會中，計有中

華佛學研究所專任助理研究員黃繹勳、中華佛學研究所研究員楊郁文、中華

佛學研究所研究員陳英善、以及印度籍教授沙洛（K.T.S. Sarao）、美籍教授馬

紀（William Magee）等5位專任研究人員發表論文。

論文發表會的第一場，由佛研所專任助理研究員黃繹勳發表「《傳燈玉英集》

卷十四補闕和研究──宋士大夫王隨刪節《景德傳燈錄》之探討」，並由國立

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智學法師擔任主持人，國立台北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

蔣義斌擔任評論人。

第二場由佛研所研究員楊郁文發表「阿含辭典單字詞舉例說明」，並由台灣

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王開府擔任主持人，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專任

副教授黃俊威擔任評論人。

第三場由佛研所印度籍教授沙洛發表「 Pilgrimage to Kailash and

Manasarovar: The Indian Route」，並由黃繹勳擔任主持人、佛研所副研究員杜

正民擔任評論人；第四場由佛研所研究員陳英善發表「天台五停心觀之探

討」，並由佛研所專任助理研究員果鏡法師擔任主持人、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

教學研究所教授熊琬擔任評論人。

最後一場由佛研所美國籍教授馬紀發表「A Controversy in Tibet Regarding

Satra Passages Indicated as Interpretable in CandrakIrti’s

Madhyamakavatarabhaoya」，並由中華佛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助理郭瑞（Eric

Goodell）擔任主持人，台灣西藏交流基金會副祕書長翁仕杰擔任評論人。

中華佛學研究所自1996年開始，每年舉辦專任老師專題論文發表研討會，

皆對外開放各界人士參與旁聽，以提昇學術研究水準，及帶動台灣佛學研究

的風氣，歷屆以來所發表的論文資料，全數皆刊載於佛研所網站上

（http://www.chibs.edu.tw/bj/bj_data/rs_theispb_013.htm），希望能提供更多人查

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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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

辦學二十餘年、培養許多佛教研究教育人才的中華佛學研究所，今年共有

純因法師、證融法師、越建東、莊國彬、宗玉媺、關則富等 6位研究生，分別

自美國、日本、英國、德國取得博士學位，並於回台灣後至佛學院所執教、

擔任博士後研究，為台灣佛教研究教學領域注入新血輪。

畢業於美國亞利桑那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東亞研究所的純因法師，

研究領域以中國明末佛教為主，目前任教於法鼓山僧伽大學、福嚴佛學院；

自日本京都龍谷大學（Ryukoku University）大學院文學研究科佛教學取得博

士學位的證融法師，受聘為法鼓山僧伽大學教師。

越建東和莊國彬二位研究生，皆自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

神學與宗教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越建東研究領域是早期佛教的禪修觀，目

前在新莊輔仁大學科學與宗教研究所擔任博士後研究員；而莊國彬研究領域

為部派佛教，現在任教於圓光佛學研究所、法鼓山僧伽大學及福嚴佛學院。

宗玉媺則於德國漢堡大學（University of Hamburg）取得博士學位，關則富

在英國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已完成博士論文，二位也將相繼投入

台灣的佛學研究教學領域。

除了佛研所順利產生 6位博士生，法鼓山僧團果鏡法師亦從日本京都佛教大

學取得博士學位，目前擔任法鼓山僧伽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純因法師

證融法師

越建東

莊國彬

宗玉媺

關則富

University of Arizona

Ryukoku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Bristol

University of Bristol

University of Hamburg

University of Oxford

/

/

/

中華佛學研究校友獲海外大學博士學位一覽表

果鏡法師
Kyoto University

/

僧團法師獲海外大學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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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起至8日，一年一度的

中華佛學研究所圖館週活動，

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熱烈展

開。邁入第三年的圖館週活

動，以「觀音．禪悅．圖資館」

為主題，凸顯了法鼓山為一處

觀音道場、承繼禪宗法脈的精

神。

一系列的活動，除了專題

演講、電影欣賞、資訊成果展、各國美食等傳統內容外，更增加了觀音特

展、茶水禪默照茗、社會關懷講座的舉辦，充分展現這次活動的主題精神。

本次圖館週，特別結合各方藝術家、收藏家協助舉辦為期七天的「觀音特

展」，包括名畫家奚淞、許靈翔，及已故知名佛畫家江曉航的畫作，皆在展出

之列；收藏作品則包括書、畫、雕塑等藝品，年代最久遠的為一件康熙年間

的木雕珍品「魚籃觀音佛」，而會場另有二幅出自國小一年級小朋友筆下的觀

音畫作，充分展現觀音藝術的多樣性。

1日的開幕儀式上，由中華佛研所圖資館館長杜正民、名畫家許靈翔共同剪

綵。杜館長於致辭時表示，為因應資訊時代的趨勢，圖資館內目前正積極地

將所有實體資料轉換成數位典藏資料，期能結合傳統圖書館與電子圖書館的

特點，讓佛學研究充分運用新科技的優勢，使佛研所成為國際佛學研究的重

鎮。

3日，邀請宜蘭茶禪團體前來為大家示範茶道，指導參與的民眾學習泡茶、

奉茶及品茶，並由禪修推廣中心果醒法師帶領眾人，體驗每個動作中富含的

禪味，進而推廣生活禪法。

6日，圖資館邀請知名作家胡因夢、心理諮商輔導專家蔡稔惠，進行一場

「千手千眼話觀音──從生命與社會關懷的角度看心靈修持對輔導工作的重要

性」的對談講座。二位專家指出，要治療現代人身心失衡的方法，最好從投

入家庭休閒活動開始，練習生活在當下，才能幫助自己學習和自我相處。

圖館週系列活動在8日舉行的「中西參大賽」後，而原訂於4日下午舉行的

演講活動，因當日颱風來襲，延至15日下午舉行，邀請知名作家梁寒衣女士

主講「閱讀與人生──談閱讀對自我生命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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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館週於教育行政大樓舉辦開幕茶會。



「觀音特展」展現觀音精神與內涵。

圖館週於12月6日舉辦的社會關懷講座，邀請作家胡因夢

（右一）、心理諮詢輔導專家蔡稔惠（左一）進行對談，

由惠敏法師（中）擔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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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3

由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與台灣大學

合作設置的第四場「台灣大學法鼓人文講座」，

本日於台大校本部舉辦，邀請香港城市大學中

文、翻譯及語言學系講座教授張隆溪，演講「滄

海月明珠有淚：跨文化閱讀的啟示」，約有一百

五十位台大師生到場聆聽。

張教授從哲學、宗教、文學等面向，剖析東西

方文化可連結和學習的部分。他以珍珠為例說

明，在西方文學中，常將珍珠比喻成露珠、淚

珠；而中國也有此譬喻手法，例如唐代李商隱的

詩句「滄海月明珠有淚」，更將珍珠比為詩本

身。這表示詩不只如珍珠般擁有瑰麗的詞藻，更

富涵人的情感；將東西方比對閱讀後，不僅豐富了文學意涵，也開闊人類認

識世界的視野。

張教授強調，西方學者提出的「文化必然衝突」觀點，是從單一文化角度

凸顯差異的存在，然而從現今局勢來觀察，只侷限某一文化觀點是有害的，

各民族應該採取跨文化的角度，欣賞並瞭解不同文化，不但能促進文學、宗

教各領域的交流，更對世界和平有莫大幫助。演講中，張教授特別分享自己

在大陸文革時期點著油燈勤奮讀書，後來考上北大研究所的故事，以此勉勵

在場所有學子：「有時生命中的挫折不一定是壞事，反而可以激勵你奮發向

上。」

12.17

由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與台灣大學合作設置的第五場「台灣大

學法鼓人文講座」，本日於台大校本部舉辦，邀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立

文演講「韓國儒教的特點」，約有二百人參加。

張教授分別從儒學在韓國歷史的縱向演進過程，以及在韓國文化中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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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二個面向，闡釋韓國儒學如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與時代的需求相呼

應。他指出，韓國儒學的發展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西元三世

紀到五世紀，為韓國的三國時期──高麗、百濟、新羅，此階段的韓國儒學

強調倫理實踐，人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體現倫理道德是這個階段所重視的。

到了第二階段，韓國進入一統國家，這個階段有大批的留學僧赴唐進行學術

交流，將中國的科舉制度、儒學精神直接帶回去，這使得往後韓國的國學課

程教授、人才選拔都以儒學為標準。而西元十四世紀末李成桂建朝鮮國，韓

國儒學發展則進入第三階段，由於儒學的綱常倫理、忠孝節義、主張統一的

論述，剛好切合當時的需求，因此由李成桂創立的朝鮮王朝——李朝對儒學特

別推崇。

綜合各階段韓國儒學的發展，張教授表示，韓國儒學仍不脫中國儒學強調

士志於道、憂國憂民的責任意識，他認為在全球化的時代裡，若能多方瞭解

儒學在國際間的發展，對於人類追求安身立命一定有所裨益。

12.20 12.24   12.28   12.29

為推廣校園禪修，法鼓山僧伽大學於九十三學年度上學期「校外弘化實習」

課程中，特別安排了四次課程，四組學僧們於本日、24日、28日、29日分別

至基隆市仁愛國小、台北縣金山鄉金山國小及金美國小、台北縣萬里鄉萬里

國中等四所學校進行弘化實習，藉由輕鬆活潑的教學方式，引導校內學生們

將禪修的基本精神──清楚、放

鬆，自然地融入生活之中。

20日，僧大學僧們至基隆市仁

愛國小進行實習。由於仁愛國小

在校長賴有通以及致力推動校園

禪修的禪修推廣中心講師劉振鄉

支持下，於2000年即開設了靜坐

課程，因此同學們多已有靜坐的

基礎，對於當天學僧們帶領的

「專注遊戲」、「托乒乓球」等活

動，小朋友們皆能掌握活動的精

髓，在遊戲中學習專注與放鬆。



286

2004

24日，學僧們來到台北縣金山鄉金山國小，藉著「抓烏龜」遊戲，指導小

朋友學習凝聚注意力，接著以「石頭和白雲」的肢體想像活動，引導小朋友

體驗「緊」和「鬆」的不同感受，然後再以「白雲」般的放鬆狀態，進行

「托乒乓球」的遊戲，短短時間內，即可透過遊戲互動體驗禪修。

28日，在法鼓山園區服務中心總幹事、金美國小前任校長林翔嵩的促成

下，學僧們來到台北縣金山鄉金美國小。活動中規畫了托水缽、托乒乓球以

及做法鼓八式動禪，並加入了「石頭與白雲」的禪修引導活動。

29日，最後一站的弘化實習，學僧們來到萬里鄉萬里國中，進行一場「橘

子禪」課程。一開始，學僧們即藉由提問：「早上起床時，哪一隻腳先下

床？穿鞋時，先穿右腳還是左腳？」逐步引領學生們瞭解自己的觀照力和覺

察力；接著以介紹橘子的一生、吃橘子的方式，引導學生體會「活在當下」

的感覺，進而珍惜生命。

12.24

由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與台灣大學合作設置的

「台灣大學法鼓人文講座」，本日於台大校本部舉辦第六場，

邀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立文主講「中國哲學的創新與

和合學的使命」。

會中，張教授從中國儒學發展的脈絡指出儒學未來的可能

性，並進一步期勉在場學生承擔重任，思索如何把當前中國

儒學落實到人和社會的議題上，走出創新之路。

張教授表示，從歷史發展來看，儒學一直都是一門因應時

代變革的學問。以兩漢儒學為例，西漢哲學家董仲舒曾提出

「王道通三」的論說，強調王者之道必須應乎天、合乎人，

目的在運用當時盛行的天人感應之說，為制衡王權找出一個

合理的依據，以免王者假天之名，為所欲為。而到了隋唐時

期佛教盛行中國，儒學更進一步探討人能否到達成佛的理想境界。

張教授表示，在宋明時期，儒學家為了重建人的價值，紛紛提出心即理、

性即理、氣即理的主張。不過就當前人類面臨的各種問題，如生態的破壞、

國際危機、人和社會的衝突，當今儒學並沒有提出足以解決問題的根本論

點。張教授希望各界往後能從儒學的核心價值，為種種問題找到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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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法鼓人文講座簽約，進一步拓展心靈環保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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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法鼓人文講座演講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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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法鼓人文講座──東亞人文傳統」（下學期課程，非開放聽講部分）

9月24日

10月1日

10月8日

10月15日

10月22日

10月29日

11月12日

11月19日

11月26日

12月10日

12月31日

2005年
1月7日

黃俊傑

甘懷真

高明士

陳昭瑛

鄭吉雄

吳展良

李弘祺

楊儒賓

張崑將

楊祖漢

甘懷真

黃俊傑

導論（一）：東亞作為文化系統

導論（二）：東亞作為政治系統

東亞傳統中的生命理想境界──道與聖

台灣儒學：以日據時代為主

東亞世界觀的一個側面：圖象世界

東亞世界觀及認識方式的基本特質：
以朱子為中心

東亞的教育傳統：以中國的書院為中心

古代東亞理想中 的「天子」原型

儒學傳統在東亞（一）：王陽明思想在日本

儒學傳統在東亞（二）：王陽明思想在韓國

結論（一）：東亞各國現代化的比較與省思

結論（二）：二十世紀海峽兩岸現代化的
回顧與展望

．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台灣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主委

．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紐約市立大學歷史系教授

．台灣大學講座教授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助理教授

．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

．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台灣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主委

「台灣大學法鼓人文講座──傳統與現代的對話」（上學期，開放聽講）

3月5日

5月7日

劉述先

許倬雲

全球視域下的宗教對話

人、空間、時間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教授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教授

「台灣大學法鼓人文講座──東亞人文傳統」（下學期課程，開放聽講部分）

勞思光

張隆溪

張立文

張立文

11月5日

12月3日

12月17日

12月24日

．華梵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

．東吳大學端木愷講座教授

．中央研究院院士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

學系講座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院長兼

學術委員會主席

．中國周易研究會副會長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

．中國教授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院

長兼學術委員會主席

．中國周易研究會副會長

東亞文明與現代文化：
前現代性、現代性與後現代性

滄海月明珠有淚：

跨文化閱讀的啟示

韓國儒教的特點

和合學與中國哲學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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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起一連二天，法鼓山僧伽大學首

次於今、明年（2005年）跨年之際，在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跨年願．傳

法燈」活動。有別於一般跨年活動的狂

歡、倒數，這場活動主要是以對過去懺

悔、對未來發願的方式，讓所有參加者

虔心靜謐地跨年，並為甫於12月26日發

生震災的南亞罹難者及傷者超薦、祈

福。曾參與「生命自覺營」、「大專禪

修營」的學員，以及法青會學生、僧大

學僧等二百多位年輕朋友，參加了這場

別具意義的跨年活動。

活動於本日傍晚即開始進行暖身，由僧大學僧分組帶領年輕朋友環山，並

分別至男、女寮做晚課；在沉澱身心之後，眾人前往臨時大殿，欣賞由法青

會同學和僧大學僧共同策畫演出的「法鼓傳心」系列節目。其中法青學生們

融合了現代戲劇、現代舞和太極導引的元素，以充滿超現實感的演出形式，

表演舞台劇「萌芽」，發人省思的台詞，引導觀賞者審思自己的生命方向，十

分撼動人心。

之後，僧團副都監果廣法師帶領大家回想、反省自己過去一年的所作所

為，並進行拜懺，在眾人齊誦「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的祥和聖號聲中，時

序踏入2005年。僧伽大學副院長果光法師於此時勉勵大家，珍惜有限的生

命，學習在有限生命中，開創無

限的意義。接著，法師引導眾人

立下來年的心願，並用燭燈排出

「2005」字樣，象徵以心燈點燃

來年的希望。

2005年元旦零點整，大家依序

叩一百零八響鐘，宣報新年的來

臨，在所有參與者彼此的感恩及

祝福中，一同迎向嶄新的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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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年輕朋友齊聚一堂，參加別具意義的跨年

活動，傳遞感恩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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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初，國際間發生數起

恐怖攻擊事件及戰爭，促使世人對

「和平」主題的討論和呼籲不斷，延

續此項主題，2004年法鼓山國際弘

化的重點亦不例外，而身為世界宗

教領袖理事會成員之一的聖嚴師

父，更是在各項國際會議中把握闡

述「心靈環保」理念的機會。而在

諸多活動中，尤以「世界青年和平

高峰會」的系列活動最受人矚目，

此項活動不但具有傳承的意義，也

表示國際間對和平的推動已由初期

的呼籲進入具體的長期計畫。

在弘化活動方面，本年度聖嚴師

父首度至澳洲及瑞士弘法，而各地

道場及聯絡處則有許多新的發展，

包括聯絡處新道場的灑淨、新的人

事調動、新活動的嘗試及擴展，處

處呈現新的氣息。

以下便分國際會議、培育青年、

弘化活動及各地分會聯絡處四方面

來說明。

國際會議

時序一進入2004年，世界宗教領袖理

事 會 （ World Council of Religious

Leaders）為和平而舉行的系列國際會議

即在世界各地展開，包括2月12日於美

國紐約聯合國大廈舉行的「防止恐怖主

義：以教育來促進世界和平及催生全球

共通的倫理價值」研討會（Conference

on "Fighting and Preventing Terrorism：

Education and Parenting for Peace and

今年國際弘化工作重點

延續往年在「和平議題」方面的努力，

除了參與重要國際會議，

更舉辦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

讓青年學子共同關心「世界和平」議題，

彰顯了這項活動特殊的傳承意義。

聖嚴師父今年首度前往澳洲、瑞士弘法，

加上華盛頓、舊金山聯絡處新道場的灑淨，

使得法鼓山漢傳佛教在國際弘傳又邁進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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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Ethics"），2月24至28日於泰國曼

谷（Bangkok）舉行的「亞太地區世界

青年和平高峰會」（Asia Pacific World

Youth Peace Summit ），以及8月10至11

日於約旦首都安曼（Amman）舉行的

「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董事會議。除

第一場因聖嚴師父在台灣主持第十屆在

家菩薩戒會，不克前往外，其餘各場師

父均親自應邀出席。

雖然聖嚴師父無法親自參加防恐

研討會，但仍因應主題預錄了一段

演說，於紐約聯合國哈馬紹紀念堂

（Dag Hammarskjold Auditorium）播

講。演說中師父呼籲各界以學校教

育、社會教育、宗教教育、家庭教

育等四項教育機制來重建全球倫理

價值，這樣才能普遍而持久地推動

世界和平。

「亞太地區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

則是「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計畫

在召開「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

前，所召開的第一場區域性會議。

本次會議共有來自三十九個國家的

七百多位青年菁英參加，聖嚴師父

亦率領 6 位台灣傑出青年代表出

席。

「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是「世界

宗教領袖理事會」的重點項目之

一，主要意義是結合青年與各國政

府、工商業界的力量，以推動全球

性的和平運動。而在「世界宗教領

袖理事會」董事會中，則評估了在

約旦舉辦「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

的可行性。聖嚴師父以董事會主席

「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董事會在泰國曼谷朱拉隆功佛教大學舉辦，擔任主席的聖嚴師

父率代表參加，開展國際視野與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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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決方向。

8月5日，法鼓山應邀參加日本靈

友會於日本東京主辦的「世界青年

和平高峰會日本論壇」，以及9月19

至21日於日本廣島舉辦的「泛亞洲

青年領袖高峰會」（Pan-Asian Youth

Leadership Summit）。前者由青年菁

英何麗純領隊，而後者則由僧團常

濟法師領隊，分別帶領數位從台北

論壇遴選出來的青年代表參加。這

二次會議主要在進行亞洲各區的交

流，並討論亞洲青年該

如何為世界和平盡一份

心力。

從上可知，世界和平

已成為國際間共同的目

標，而關懷此議題者也

已不限於宗教領袖，無

論是女性或青年，甚至

是兒童，都有為和平發

聲的機會。而青年們掌

握了未來世界的走向，

更見「世界青年和平高

峰會」系列活動的遠見

及重要。

弘化活動

除了參與國際和平事務外，法鼓

山2004年的國際弘化活動，在方式

上，仍以演講、交流座談及禪修指

導為主；在地域上，則包括新加

坡、馬來西亞、墨西哥、澳洲、瑞

身分主持二天全程的會議，並聽取

約旦皇家派出的相關官員報告該國

的安全狀況及硬軟體的設施。

此外，法鼓山亦應「全球女性和

平 促 進 會 」（ The Global Peace

Initiative of Women）的邀請，參加

12月15至18日於約旦死海舉行的

「中東女性和平會議」（Women’s

Partnership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由僧團副都監果廣法師，率

同果禪、常華二位法師代表與會。

這次的和平會議，主要是希望為以

色列、巴勒斯坦搭起溝通橋樑，而

法鼓山代表即以聖嚴師父的一篇開

示短文為建言，指出要尋求真正和

解，需放下對正義的追求，因為每

個人對公平正義的標準都不同，唯

有先從自己內心的和平做起，外在

的和平才會出現。此番見解為以巴

衝突的化解，提供一個重要的思考

法鼓山代表應邀出席約旦死海舉行的「中東女性和平會

議」，希望為以巴衝突提供解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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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等地。其中澳洲及瑞士，則是聖

嚴師父首次拜訪，這象徵法鼓山佛

法的傳布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就新加坡而言，除了4月15日聖嚴

師父的到訪外，僧團都監果品法

師、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亦於6

月4日前往新加坡及馬來西亞二地分

會，展開十天的關懷之行。

聖嚴師父4月的新加坡弘法行，雖

是他第三度來到新加坡，但距上次

已五年。此行最

特別的是16至18

日於光明山普覺

寺所舉辦的「社

會 菁 英 禪 修

營」，因為這是

法鼓山首次在台

灣、美國以外地

區舉辦的菁英禪

修活動，這表示

佛法在新加坡的

弘傳已相當成

熟，並為社會菁

英所認同。

聖嚴師父結束新加坡的

弘化行程後，隨即轉赴澳

洲，分別於雪梨及墨爾本

展開為期五天（4月21至25

日）的弘法之旅。佛教早

期在澳洲的發展，主要為

南傳、藏傳佛教，至於漢

傳佛教，則是到了近年，

因台灣和大陸移民增加，才

有較多的發展。但整體來說，弘法

型態仍以傳統的法會、講經為主，

而接引的對象亦以年長的華人為

主。因此，此次聖嚴師父的弘法之

行，行程中跨越學術、宗教領域的

學術交流及宗教對談，更是別具深

意。

繼澳洲弘法行程後，聖嚴師父又

旋即飛抵瑞士，展開為期十二天（4

月28日至5月9日）的弘法。這是師

聖嚴師父於新加坡光明山普覺禪寺演講，開示佛教面對生命的

智慧。

聖嚴師父在墨爾本，與17位宗教領袖談宗教交流對促進世界和平的重要

性。

開
拓
海
外
弘
化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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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東初禪寺、象岡道場在組織、人

事上，因應新的時代與新的需求都

有所調整，為在西方弘法的工作，

繼續邁出堅定的步伐。

除了外在的新氣象外，更重要的

是內在力量凝聚後產生的新動力。2

月20至23日，在農禪寺和法鼓山佛

教教育園區等地展開了首屆的「海

外共識觀摩研習營」，舉辦此活動的

目的是希望能藉此機會增強大家的

凝聚力，深化共識，並重新體認海

外共修處、聯絡處的意義。即如聖

嚴師父於會中所言：「共修處和聯

絡處主要是開會、凝聚向心力的地

方，不只是用來拜懺、念佛和打

坐，我們是要將佛法和法鼓山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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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歷年來在歐洲弘法行程中，繼英

國、德國、捷克、克羅埃西亞等國

之後，首度來到瑞士。此行是應當

地知名禪修團體碧坦堡（Beatenberg）

禪修中心之邀，除進行二場禪修講

座外，並於5月2日起，主持一場默

照禪七。

在墨西哥方面，東初禪寺住持果

元法師則是應當地碧玉海洋（Mar de

Jade）中心主持人蘿拉女士（Laura

del Valle）之邀，於8月5日前往墨西

哥西岸的查卡拉（Chacala）小鎮，

主持為期五天的精進禪修。這是繼

聖嚴師父於2001年在當地主持禪七

後，再度於墨西哥舉行的禪修活

動，可見昔日播下的種子如今已發

芽，其意義非凡。

由上可見，法鼓山本年度的弘化

活動不但地域擴大，也見其影響力

隨著逐年的耕耘而漸漸變廣。另

外，從澳洲、瑞士和墨西哥的經驗

亦可知，目前歐美社會對東方的宗

教體系十分感興趣，尤其是禪修活

動更引起廣大的迴響，這表示禪法

在西方世界的推廣弘傳，已達到廣

大的效果。

各地分會、聯絡處

法鼓山全球分會及聯絡處在本年

度均呈現出新的蓬勃氣象，其中華

盛頓州聯絡處及舊金山共修處均進

行了新道場的灑淨儀式，另外，紐

聖嚴師父至瑞士指導默照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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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也衍生不少紛爭。因此，在此

全球化的浪潮下，最迫切的工作莫

過於建立一個普世的價值觀。

法鼓山不斷強調的心靈環保理

念，它超越現象、直指核心的特

質，實可做為全球倫理的精神基

礎，為達世界和平的理想，法鼓山

國際弘化的工作也顯得更加重要。

法鼓山成立後，國際弘化發展至

今，已邁入第十六個年頭，在海外

護法信眾長期的努力下，不論是在

國際上的地位、弘化活動的廣度及

深度，或是海外分會、聯絡處的執

行力，都有極大幅度的成長。而隨

著明年（2005年）法鼓元年的來

臨，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的逐步落

成啟用，國際的弘化工作也將走得

更加穩健。

推廣出去，做到

「家家蓮社，戶

戶禪堂」。約六

十位來自美國、

加 拿 大 、 新 加

坡 、 澳 洲 、 香

港、馬來西亞等

地的海外資深悅

眾，均因此研習

更加堅定自己的

願心，發願將佛

法帶到全球每一個角落。

此外，海外分會及辦事處在本年

度也有許多新的突破，譬如：新加

坡分會即首次於全島七大道場及印

尼舉辦了系列禪修推廣活動，各道

場每週固定舉辦一場，於2月3日至4

月12日進行，以及十場每場二個半

小時的「心靈環保營」活動（2月11

日至4月14日）。而香港分會則是應

澳門佛教青年中心之邀，於7月10至

11日於澳門舉行了二天的禪修推廣

活動，並於11月14日首次舉辦了精

進佛一。

這些活動都是分會首次舉辦，在

現有人力和物力之下盡最大的力量

將佛法傳揚出去，在此過程中也讓

自己更成長茁壯，這也是佛法自利

利他的最好印證。

當今世界，由於科技、資訊的發

展，國與國間的距離愈來愈近，雖

有助國際間的合作，但因文化、宗

教的差異，或經濟、政治的利益衝

象岡道場因應時代需求，積極推廣禪法，帶來弘法新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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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World Council of Religious Leaders）協助安排，

法鼓山伊朗賑災慰訪團於本日起至16日代表法鼓山親赴伊朗巴姆（Bam）災區

關懷慰訪。由法鼓山基金會副祕書長謝水庸領隊，連同代表聖嚴師父的常智

法師、慈善基金會高級專員祁止戈，以及公共衛生專家江弘基顧問一行共4人

參加。

由於聖嚴師父為世界宗

教領袖理事會的理事之

一，此次關懷行程，主要

是透過該理事會的協助安

排，而且伊朗政府對於這

個來自台灣、沒有邦交且

宗教文化迥異的慰訪團亦

相當禮遇，法鼓山在當地

也是唯一與官方有互動的

國際民間團體。

全程除由伊斯蘭文化與

關係組織（Islamic Culture & Relationship Organization of the Iran）的工作人員

蘇阿尼陪同，深入災區進行慰問，亦更瞭解未來法鼓山可以給予的協助；慰

訪團並拜會肯麥省（Kemmel）副省長等政府官員。此外，慰訪團還陪同紅新

月會（該國紅十字會）人員發送救濟物資給災民，並充分感受到紅新月會為

伊朗災民所做各項協助的用心，進而更確認經由紅新月會的縝密規畫，法鼓

山的捐助款項會獲得最好的運用，讓災民能夠因此改善生活。

巴姆城災情相當慘重，團員親眼目睹慘重的災情，以及人民對未來的徬

徨、無助後，深刻感受到，對於災民而言物資的救濟固然重要，但心靈的關

懷更是不可或缺。

經過一個星期深入災區的勘災及慰訪，法鼓山伊朗賑災慰訪團於1月16日返

抵台灣，團員並於晚間八點至農禪寺向聖嚴師父報告此行關懷暨所見所聞。

當師父聞及團員有數千名父母雙亡的孤兒被安置在德黑蘭時，隨即指示法鼓

山慈善基金會將再籌募十萬美金，最後捐贈金額增加為二十萬美金，於今年9

月捐出，做為認養這群失依失學孤兒的教育獎助學金，且一直持續到他們有

工作能力為止。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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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不分你我、不分國別，共同為援助伊朗震災而奉獻心力。

法鼓山伊朗賑災慰訪團成員開會，商討救援伊

朗地震災區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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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基金會副祕書長謝水庸（右前一）關懷當地

受災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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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5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本日

（大年初四）舉行猴年春節

慶典，並邀請仁俊長老蒞

臨開示，吸引了約四百多

位中、西方信眾前來參

加。

慶典節目上午開始，首

先由果元法師帶領大家誦

念《心經》，接著由仁俊長

老開示「世界動亂之根

源」，長老說明了世界各宗

教的信仰特色及彼此之間發生衝突的原因，並且勉勵大家從佛法中習得智

慧，與整個環境和平共存。其睿智精闢的開示內容、發人深省的勉語，讓大

家覺得對新的一年充滿希望。

在莊嚴的供僧禮佛儀式後，由果元法師代為宣念聖嚴師父事先擬好的新春

祝福，內容開示「和喜自在」的涵義，法師並期勉大眾務必隨時叮嚀自己要

做到和喜自在。

於用完午齋後，下午開始一連串精采生動的表演，包括：合唱團演唱、吉

他演奏、以及「西遊

記」喜劇演出等猴年

應景節目。最後，果

元法師送給大家一段

賀詞：「東初旭日增

福慧平安、法鼓鐘聲

添和喜自在，年年新

景福慧平安、歲歲添

法樂和喜自在」為眾

人祝福後，活動圓滿

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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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本日上午舉行新春祈福法會，由聯絡處召集人李潤生

帶領，活動中亦安排宣讀聖嚴師父的新春開示，令與會者備感溫馨。

聖嚴師父於新春開示文中表示，法鼓山2004年的年度主題是「和喜自在」。

每逢過年時，人們都會互相道賀：大家恭喜、恭喜發財。而人要和氣才能生

財，如果自己不和氣，卻恭喜人家發財，財是不會來的；所以要生氣時，一

定要想到和氣、不要生氣，且須從自己做起、從家庭做起、從我們法鼓山團

體做起。凡事以「和喜」為原則，如果自己沒有做到，就要慚愧，並且修正

行為，如此才能夠感動別人。

活動中，首先由召集人李潤生帶領大家點燈供佛，並進行念佛祈福迴向。

之後，一連串的新春聯誼表演節目，在輕快的樂聲中展開，內容包括舞獅、

跆拳道、太極扇等表演，以及小提琴、二胡、柳琴等音樂演出，歡欣的節目

讓大家得以放鬆身心，共享新春的熱鬧氣息。活動會場並安排國畫班的成果

展覽及義賣，現場還有師兄當場揮毫寫春聯，與大家結緣，最後，春節聯誼

會在充滿法喜的氣氛中結束。

02.03∼04.12

本日起至4月12日連續十週，新加坡分會在全島七大道場及印尼舉辦系列禪

修推廣活動，各道場每週固定舉辦一場，每場二個小時，由新加坡菩提閣果

峻法師指導，共約有五百人參加。

舉辦禪修的道場包括：淨名佛學社（Cheng Beng Buddhist Society）、菩提閣

（Phou Tai Kok Temple）、海印古寺（Hai Inn Temple）、福慧講堂（Fu Hui

Auditorium）、光明山普覺禪寺（Kong Meng San Phor Kark See Monastery）、大

悲佛教中心、新加坡法鼓山佛學圖書館等七個新加坡佛教道場，以及位於印

尼峇淡島的慈慧淨苑。課程中，主要教授的內容有：禪修應有的正確觀念、

方法、態度，調身、調息、調心的動靜禪法，將禪法實踐於行住坐臥的方

法，以及法鼓八式動禪等。



02.12

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World Council of Religious Leaders）本日於美國紐約

聯合國大廈舉行「防止恐怖主義：以教育來促進世界和平及催生全球共通的

倫理價值」研討會（Conference on“Fighting and Preventing Terrorism：

Education and Parenting for Peace and Global Ethics”），身為理事的聖嚴師父由

於在台灣主持菩薩戒會，不克前往，因此預錄一段演說，呼籲以四項教育來

重建全球的倫理價值。

有鑒於世界局勢紛亂，兒童與青少年難以獲得良好的品德教育，因此聯合

國在去年（2003年）發起「和平教養計畫」，希望透過教育、宗教、政府機

構、非營利組織、媒體等管道，來達到倫理與和平的目標，而這項研討會正

是計畫中的一環。

聖嚴師父指出，全球共通的倫理價值，是尊重每一個生命。以寬容來取代

對抗，以敬愛來取代暴力，以療傷止痛的方式來取代報復仇恨。透過家庭、

學校、社會、宗教等四項教育機制，普遍和持久地推動。師父並呼籲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UNESCO）將上述四項教育，當做本世紀的重點工作項目，向

全世界推動。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將全力協助世界各宗教的各級領袖們，共

同分擔這項任務。師父進一步說明建立全球共通倫理價值的重要性，不僅是

為了防止或反對恐怖主義的暴力攻擊，更積極為了保護全球每一個族群中的

每一個人，不會再受到相互傷害的威脅，能夠彼此尊重、諒解、寬容、學

習、幫助。唯有如此，世界才會有普遍與永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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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4月7日

2月5日∼4月8日

2月6日∼4月9日

2月7日∼4月10日

2月7日∼4月10日

2月7日∼4月10日

2月9日∼4月12日

淨名佛學社

菩提閣

海印古寺

福慧講堂

光明山普覺禪寺

大悲佛教中心

新加坡法鼓山佛學圖書館

印尼峇淡島的慈慧淨苑

每週二晚上 08:00

每週三晚上 08:00

每週四晚上 08:00

每週五晚上 08:00

每週六下午 02:30

每週六下午 05:00

每週六晚上 07:30

每週一晚上 08:00

新加坡系列禪修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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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法鼓山「海外共識觀摩研習營」，本日起至2月23日陸續於農禪寺和法

鼓山佛教教育園區等地展開，全程由聖嚴師父親自帶領，期能藉此增強大家

的凝聚力、深化共識。來自美國、加拿大、新加坡、澳洲、香港、馬來西亞

等地，約六十位海外資深悅眾參加。

四天三夜的研習營主要課程內容包括：法鼓山各單位簡報、法鼓山深度導

覽、「心五四」運動推動、大普化教育推廣等，並安排禪修課程。由於營期

時間有限，課程安排十分緊湊，負責課程設計的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

授楊蓓勉勵與會者將此活動當做是一場金剛訓練營，努力學習，並希望大家

將課程消化吸收之後，再與他人分享，進而成為法鼓山的金剛護法。

聖嚴師父於營期中開示表示，海外各地的分會、聯絡處，並不僅僅是大眾

共修的據點，悅眾更應主動將法鼓山「心五四」運動的理念及方法推廣到家

庭以及社會上，透過教育來提昇自我的品質，運用關懷來達到教育的目的。

師父並期望透過這個研討活動，促使海外各地都能邁開新的腳步，更熟悉法

鼓山核心理念而加以推廣。

法鼓山護法總會副會長暨此專案負責人周文進表示，法鼓山是具有願景與

國際觀的團體，因此，在世界各地擔任法鼓山悅眾的角色更顯重要。這次在

聖嚴師父的指示下辦理此活動，目地是希望悅眾能深入瞭解法鼓山的法脈、

現況和運作；且隨著法鼓山即將邁入新的紀元，海內外護法的經驗和資源有

必要做一統整和交流，讓悅眾可以重新思考如何適應各國民情、風俗上的差

異，使法鼓山「心靈環保」理念與當地文化相融，且自然地被推廣接受。

此外，為了增進法鼓山海內外護法的經驗交流，本次研習營各組的輔導

員，均由法鼓山台灣地區的資深悅眾擔任，他們熱心地協助海外悅眾，融入

每個課程內容，並為海外悅眾解答各項疑惑。楊蓓老師並期勉大家在營隊中

能時時體會到聖嚴師父為推動法鼓山理念的願心，於課程結束後，也能將

「心靈環保」的種子遍灑全世界。

課程結束當天，許多參與活動的悅眾們針對當地特色，提出具體推廣法鼓

山理念的計畫，與眾人分享、交流。北美總召集林博文表示，許多悅眾並沒

有機會常常回台灣，因此非常需要這樣的營隊，藉此對於法鼓山建設的現

況、理念推廣的做法上，有更深入的認識，以凝聚更強的向心力。澳洲雪梨聯

絡處莫靄瑜則認為，能有機會瞭解其他海外各地的狀況，是非常好的交流和學

習機會，不同經驗除了能為當地借鏡之外，更能激盪出適合當地的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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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全球各地的海外悅眾，專注聆聽聖嚴師父的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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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海外共識觀摩研習營」的悅眾們會後至高雄紫雲寺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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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 24

研習營活動中，海外悅眾們專注聆聽勤做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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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1∼04.14

為了推廣心靈環保的理念，新加坡分會於本日起至4月14日，共舉辦十場

「心靈環保營」活動，每場二個半小時，由資深悅眾劉美雲指導，共有15位學

員參加。

「心靈環保營」為新加坡分會首次舉辦，指導老師劉美雲是台北大學社會工

作學系副教授楊蓓的學生，自參加楊蓓老師於新加坡舉辦的「心五四運動生

命故事體驗分享營」之後，與許多參與的信眾同樣深刻體會到「心靈環保」

理念的重要，便發心共同策畫安排此次「心靈環保營」活動，希望與更多人

分享。

這十場「心靈環保營」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引導學員逐步認識「心靈環保」

的各項理念，例如認識自己、「心五四」運動的時代意義、四要、四它、四

感、四福、四無量心等。每場課程安排主要分為三個階段，包括觀念說明、

方法體驗、自我反省與練習，內容豐富而完整，讓學員從認識觀念、改變觀

念、練習心靈環保的方法做起，進而改善自己身口意的行為。

02.24∼28

本日起至28日，聖嚴師父率領6位台灣傑出青年代表，及法鼓山護法總會會

長陳嘉男、公共衛生顧問江弘基等一行人，至泰國曼谷（Bangkok），參加由

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World Council

of Religious Leaders）舉行的「亞太地

區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Asia Pacific

World Youth Peace Summit）。 本次會

議共有來自三十九個國家的七百多位

青年菁英參加，其素質規模均為歷來

所少有。

這場會議是世理會計畫於2004年10

月在非洲肯亞（Kenya）召開世界大會

前，所召開的第一場區域性會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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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希望肩負世界未來希望的青年，能藉由溝通和討論，提出促進和平的方

案，並建立全球合作的關係網絡。

此行與會的 6位青年菁英代表，除佛教團體是由佛光山和香光尼眾佛學院遴

派外，其他則由聖嚴師父向各界發出邀請，選出具國際語文能力、國際觀，

以及專業能力的優秀青年。

為 期 三 天 的 活 動 ， 2 5 日 首 先 於 泰 國 朱 拉 隆 功 佛 教 大 學

（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展開第一場「世界宗教領袖代表

論壇」，所有青年代表、宗教和

精神領袖代表皆出席與會，聖

嚴師父則受邀擔任此場論壇的

總結發言人。值得一提的是，

因法鼓山前往伊朗賑災關懷，

深受感動的伊朗伊斯蘭教精神

領 袖 阿 拉 基 （ A y a t o l l a h

Araghi），此次也應邀與會。會

中，各宗教領袖分別向青年代

表說明宗教和平、聖戰、信仰

等問題；師父於總結時表示，

一切宗教信仰均不應主張戰

爭，青年領袖應正確認知宗

教，即可避免戰爭發生。下午進行「世界青年領袖代表論壇」，青年代表紛紛

就貧窮、環保、社會暴力等各地問題，提出有關解決方案的建議。

翌日，青年高峰會移師聯合國亞太總部大廈，進行「願景研討會」分組討

論。第三天，青年高峰會則進行最後一場「行動研討會」，接續先前的分組討

論。聖嚴師父於會中，勉勵青年代表們學習帶給別人安全感和尊重。

而此次活動期間，世理會於26日、27日先後在泰國朱拉隆功佛教大學、曼

谷聯合國大廈同時召開董事會會議，身為董事成員之一的聖嚴師父亦出席參

加，並受邀擔任該會議的主席。會中主要針對全球兒童、婦女、貧窮、戰爭

和宗教等問題進行探討，並研商如何與聯合國及相關組織展開合作。師父在

會中，簡報了今年1月期間，法鼓山透過世理會協助到伊朗賑災關懷的成效，

並說明跨越宗教、民族的關懷之行，已實質發揮了宗教和平的功能。董事會

並決議，有關推動全球性倫理教育、伊朗災區孤兒教育培植計畫二項任務，

往後將由法鼓山主導與支持。

二場會議皆於27日結束，聖嚴師父一行人也圓滿完成任務，於28日返抵台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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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國
際
弘
化

Sathira-Dhammasathan
Light

of Peace and Love

Bawa Jain

Bawa Jain

26

法鼓山與會代表（右起）邱大剛、何麗純、林恕

安於亞太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會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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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各國的宗教領袖代表齊聚一堂，共同為世界和平的願景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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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8

聖嚴師父與台灣地區青年領袖代表，在出席

泰國曼谷（Bangkok）聯合國亞太總部舉辦的

亞太地區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Asia  Pacific

World Youth Peace Summit）之後，本日下午返

抵台灣，隨即在中正機場第二航廈舉行記者

會，分享此行的豐碩成果。

代表團此行不僅受到官方相當隆重的接待，

聖嚴師父亦被推選為世理會董事會的主席。

聖嚴師父於記者會中表示，身為地球村的一

員，應該集合大家的力量來為人類和平、幸福

及未來做出貢獻。

代表團領隊江弘基提到，活動期間與亞太地區三十九個國家未來的青年領

袖，進行密切的接觸，這是台灣青年走向國際、與世界同軌非常重要的一

步。代表之一的法鼓山常智法師則表示，此次會議參加者來自亞太地區七百

多位各國代表，大家捐棄各自的成見，為世界和平盡一份心力。

法鼓山護法總會會長陳嘉男表示，代表團在曼谷期間，聖嚴師父與伊朗伊

斯蘭教精神領袖阿拉基（Ayatollah Araghi），以及世青高峰會（WYPS）主席

巴瓦‧金（Bawa Jain）商討伊朗災區孤兒的教育扶助工程，且表示法鼓山將

提供教育經費補助。對此，巴瓦‧金也承諾，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願意參與

協助此教育扶助工程。

最後，聖嚴師父期勉大家要結合各種世界性的資源與力量，共同努力。未

來，法鼓山也將更積極與國際組織合作，為人類的幸福、未來一起奉獻。

04.10

美國華盛頓州聯絡處本日上午舉行新道場灑淨儀式，由紐約東初禪寺住持

果元法師主持；聯絡處還特別於下午安排二個活動，為活動增添歡喜、活潑

的氣息，約有六十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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灑淨儀式在果元法師的帶領下，信眾們共同持誦的〈大悲咒〉聲中，莊嚴

進行。儀式結束後，法師開示表示，道場是用來弘揚佛法，及正確修行觀念

和方法的場所；他指出修行即是要不斷地調整自己的身、口、意，期勉大家

精進修行、努力不懈。

下午所舉辦的第一項活動為，觀賞聖嚴師父開示四項環保的錄影帶。師父

於影片中叮嚀大家，法鼓山所推廣的「心靈環保」，不只是讓自己身心健康快

樂，也要讓別人身心健康快樂，而且在食衣住行各方面，都要力求整潔簡

樸，把垃圾減到最低，保護整體自然環境。師父又指出，目前法鼓山正在推

廣「自我提昇日課表」的使用，就是為了幫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具體落實

法鼓山的理念。

第二個活動，則是開

放參與信眾發問，由果

元法師回答。許多人把

握難得的機會，當面向

法師請益佛法。

華盛頓州聯絡處於今

年1月遷入新道場，並著

手進行布置。未來，新

道場將每個月固定舉行

二次禪坐共修、一次讀

書會、一次拜懺，每星

期則安排一次初階佛學

課程，提供當地民眾許

多共修的機會。

04.15∼19

聖嚴師父與新加坡睽違多年，於本日再度飛抵新加坡，展開為期五天的弘

法活動，受到廣大、熱烈的迴響。4月16至18日，師父主持首次在台灣、美國

以外地區舉行的「社會菁英禪修營」，並於4月18及19日晚上，假新加坡光明

山普覺禪寺宏船老和尚紀念館，進行二場大型公開演講，每晚都有近七千人把

握此難得機緣，聆聽聖嚴師父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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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至18日，新加坡分會於

光明山普覺禪寺舉辦「社會

菁英禪修營」。本次活動吸

引了新加坡政界、學術界、

企業界、藝術界97位社會菁

英參加，包括當地的市長、

議員、企業主管、醫生、雕

塑家等人，皆來自各個不同

宗教信仰。在短短四十八小

時的課程中，透過聖嚴師父現場和錄影帶開示，學員們對禪修觀念有了進一

步認識，並體會到佛法與生活是如此息息相關。同時學習到要以慈悲心待

人、以智慧消除煩惱，以及自我消融、因果因緣等觀念。

18及19日晚上各舉行了一場大型演講，聖嚴師父以「超越生命的關卡」為

主題，第一場講述「什麼是關卡？」，第二場則為「怎麼超越它？」。師父演

講時指出，佛教具備三種功能：隨信仰、隨生活及隨緣起，學佛人要時時運

用佛法，調整生活的種種觀念和行為。師父強調，所謂「關卡」，有生活、感

情、事業、健康以及生命上的，若能瞭解因果與因緣的相互關係，並運用佛

法的觀念與智慧小心、謹慎地去面對，便能超越生命中重重關卡。

聖嚴師父親切、幽默的開示，引起聽眾們熱烈的掌聲，演講會最後，師父

為現場信眾主持皈依儀式，眾人在廣聲法師及多位南傳、北傳及藏傳僧侶的

祝福下皈依三寶。

19日上午，聖嚴師父前往法鼓山新加坡佛學圖書館，關懷當地的悅眾菩

薩。師父感謝前任召委朱盛華、周鼎華發心在當地設立聯絡處，接引大批信

眾親近佛法，並期勉大家

具體落實分會的教育功能

與關懷任務，讓前來參與

各項活動的信眾，能轉變

自己的觀念，獲得身心上

的健康與成長。

此次為聖嚴師父第三度

至新加坡弘法，仍受到廣

大、熱烈的迴響，尤其是

社會菁英禪修營和大型弘

法演講活動的舉辦，可說

是當地佛教界一大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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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以「超越生命的關卡」為題，舉辦二場演講，每場都有近七千位民眾到場

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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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聖嚴師父接受星國各界傳媒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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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1∼25

甫結束新加坡弘法之旅的聖嚴師

父，於4月20日飛抵澳洲，自本日起

展開為期五天的弘法之行。本日雪梨

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ydney）宗

教系、新州佛教協會（B u d d h i s t

Council of New South Wales）、法鼓山

雪梨聯絡處等共同舉行記者招待會，歡迎聖嚴師父蒞臨澳洲弘法。

聖嚴師父身為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的理事，近年來為世界和平奔走不遺餘

力，記者會中，他強調世界和平為人類最重要的課題，若各宗教間能為彼此

的和諧共同努力，世界和平是可以期待的。

聖嚴師父在接受澳洲TVB新聞台記者專訪時，記者提到關於恐怖主義與世

界和平的相關問題，對此師父表示，造成恐怖主義的原因，是因為這些人認

為自己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因此極力爭取合理的地位，若針對恐怖分子採取

更強大的武力來制壓，將會造成以暴制暴的情況，且恐怖主義不是單向造成

的問題，需要由當事者雙方共同面對解決。而採取恐怖行動的人，其實也需

要友誼與關懷，若能給予他們安全感，和他們成為朋友，將是很好的方法。

另外，就宗教與政治的關係，聖嚴師父認為，宗教不能干預政治，然而政

治人物若能有宗教師的胸懷，也就是用慈悲與智慧，平等來對待每一位人

民，如此將對政治產生諸多正面的影響力；政治人物本身具有宗教信仰，在

精神上獲得支持與安定的力量，對整體社會而言，也具有正面的益處。

對於聖嚴師父的觀點，與會嘉賓均認為，師父具備包容力與智慧，正是世

界和平的推動者。

04.22

聖嚴師父至澳洲弘法期間，本日代表中華佛學研究所與澳洲雪梨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ydney）共同簽署學術交流備忘錄；並應該校宗教系之邀，以

「禪宗對俱解脫的看法──心解脫者與慧解脫者之關係」為題演講。

T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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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交流備忘錄的簽訂，不但表示漢傳佛教在學術上受到澳洲最高學府的

肯定，也象徵漢傳佛教的弘傳，得到歐美學術、文化上的認同。

簽署會中，由雪梨大學副院長June Sinclair教授和聖嚴師父簽訂學術交流備

忘錄。June Sinclair教授除了表達榮幸與歡迎之意，更推崇師父在學術及宗教

修行方面的成就，她有信心這項交流計畫將有助於開拓人們的認知與思考。

聖嚴師父則表示，佛研所是個跨國界的研究所，有許多師生來自不同的國

家，希望未來能透過學術會議的召開、師生間的互訪，增進彼此進一步的交

流合作。

在簽約儀式之前，聖嚴師父以「禪宗對俱解脫的看法──心解脫者與慧解脫

者之關係」為題進行演講，吸引了雪梨大學師生、澳洲當地法師及一般民

眾，近二百人前來聆聽。

聖嚴師父首先引用經典，說明俱解脫與慧

解脫的出處、意義與如何修行與修行的次

第，其次則說明禪宗對解脫的看法；並舉禪

宗六祖慧能的例子，說明禪宗的解脫，是即

定即慧，必須在日常生活當中來實踐。

同時，聖嚴師父也向大家介紹「默照禪」

的概念，表示正確的禪修方法，能讓身和心

統一，心和環境統一。師父並進而解說大乘

佛教的禪法，不一定要進入次第禪修，只要

在日常生活當中常常擺脫以自我為中心的思

考方式，一時解脫，即是解脫。

04.23

聖嚴師父本日晚間，在澳洲雪梨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ydney）公開舉行

演講「禪與心靈環保」，本場演講由雪梨禪修中心創始人Paul Maloney擔任主

持人，雪梨華僑文教中心主任張玉枝、台北經濟文化交流辦事處處長林錦蓮

等貴賓均應邀出席，約有七百位東西方人士參加；師父並在演講結束後，親

授三皈依及五戒。

聖嚴師父演講開始，即直指禪法就是安心之道，如果不能安心，平安從何

而來？並以禪宗二祖慧可要菩提達摩為他安心的故事為例，說明心的無常變

June Sincl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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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進一步說明，當人專注

地向內心觀照時，會發現心是專注

而不會流動的，如果可以專注地做

任何事，不去想過去、也不憂慮未

來，專注地活在當下，心就會平

安，這即是禪宗的修行。這樣的觀

念或許聽來簡單，要做到卻不容

易，是需要常常練習的。另外，師

父也提供大家安住身心的另一個方法，就是遇到問題時，能夠「面對它、接

受它、處理它、放下它」，如此，把逆境當做自我成長的力量，心就不會覺得

苦。

演講最後，聖嚴師父親自帶領大眾練習禪修的方法，學習透過身心放鬆，

清楚地體驗呼吸，感受當下每一口呼吸都是生命、都是希望。

04.24

聖嚴師父本日應澳洲心理學會（ T h e

Australi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Ltd., 簡稱APS）

邀請，出席於墨爾本的迪金大學（Deakin

University）舉辦的「全國年度研討會」，並以

「禪與心理健康」為主題進行演講，由該心理

學會國際佛學與心理學小組（The Convenor of

the Buddhism & Psychology Interest Group）負責人Michael Anderson擔任主持

人。與會人士約三百人，大多為澳洲心理學會佛學與心理學小組的會員，多

有修行的經驗與佛學基礎，大家均非常期待這次的演講，並以合掌鞠躬之

禮，歡迎師父的蒞臨。

演講中，聖嚴師父從素有「佛法心理學」之稱的唯識學觀點，說明五蘊

「色、受、想、行、識」和修行的關係，進而提出佛法對於解決心靈問題的看

法；並指出人的心念不斷地在改變，一般人均將這因五蘊而不斷變化的心當

成是「我」，於是產生執著，若運用禪修的方法和觀念，直接觀照內心，觀察

出心的種種變化，即能幫助放下執著與心識活動所產生的情緒。師父並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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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臨濟宗和曹洞宗此二派的修行方法，亦指出在西方社會，多使用臨濟宗

參話頭、公案的方法，最常用的提問即是「Who am I ？（我是誰？）」這在禪

宗公案中是找不到的，這個話頭，其實問的是「執著」的究竟是什麼？而在

中國，曹洞宗所使用的方法，是不斷地放下心中的執著，放到沒有東西能

放，即是開悟。

主持人Michael Anderson表示，聖嚴師父閉關六年的實修經驗，十分珍貴而

特殊，之後至日本留學，取得博士學位後，至世界各地指導禪修，以及發表

多本著作，即是將修行與學術做最佳的結合。

演講結束後，與會者踴躍提問，對佛法能運用在心理研究與治療上，表現

出高度的興趣，經由聖嚴師父的說明，並對修行的方法和觀念有更進一步的

瞭解，而師父返回台灣後，主辦單位亦寄來感謝函，表達感謝之意。

04.25

聖嚴師父本日受邀至澳洲墨爾本

萬 年 興 市 政 廳 大 樓 活 動 中 心

（Manningham Function Centre）舉

行大型公開演講暨皈依儀式，主題

為「禪與人間淨土」，萬年興市市

長 Patricia Young、澳洲國會議員陳

之彬等貴賓，以及來自當地的華僑、各佛教團體均到場聆聽，原本可容納七

百人的場地，湧進了將近九百位聽眾。

在墨爾本聯絡處法鼓隊帶來的表演之後，演講開始，聖嚴師父表示，禪不

是什麼神祕的東西，而是一種觀念和方法，禪的觀念是要人回到原本善良的

心，透過一些修行方法，更加地認識自己，讓心念平靜，不因環境的改變而

起變化，進而達成淨化心靈，建設人間淨土的目的。而淨土則是──沒有精

神、物質污染、不受生老病死苦的環境，這雖不容易做到，但只要不讓煩惱

污染自己的心靈，遇到困難時，去面對、接受，轉變心念，即是生活在淨土

中。師父最後送給大眾二句話：「用慈悲心對待人」、「用智慧心處理事」。

師父幽默而貼近生活的演講內容，為現場帶來一片活潑的氣氛。

演講之後的皈依儀式，不少當地的西方人也都參加，共同加入學佛的行

列，成為三寶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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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本日晚上出席澳洲墨爾本聯絡處在墨爾本君悅飯店（Park Hyatt of

Melbourne）舉行的跨宗教領袖論壇，此場論壇，邀請了澳洲維多利亞省

（Victoria）八個宗教包括基督教、回教、天主教、東正教、佛教、巴哈伊教

等，不同派別的17位宗教領袖，以「亂世中的個人信仰」（Faith in Troubled

Times）為主題進行對談，並邀請師父為此座談擔任開場引言及結論致辭，主

持人則由世界宗教和平會議（World Conference of Religions for Peace） 董事會

成員之一澳洲主席Desmond Cahill教授擔任，澳洲維多利亞省多元文化委員會

主席 George Lekakis 也應邀致辭。

由於本日適逢澳洲戰爭紀念日，主持人Desmond Cahill教授首先請大眾起

立，為陣亡將士默哀致敬，隨後並介紹聖嚴師父為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

（World Council of Religious Leaders）董事會成員之一，且表示，澳洲為多種

族、多元文化的國家，因此不同宗教之間的溝通交流更顯重要。

開場時，聖嚴師父向大家說明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成立目的，及目前世理

會正在推動全球倫理價值觀建立的工作，主要是希望尋求不同宗教間的共通

點，找出世界和平解決之道，師父也呼籲各宗教間須相互尊重、彼此瞭解。

座談中，各宗教領袖就什麼是全球倫理、宗教領袖應如何負起超越宗教領

域之責任、如何促進各宗教間的交流與互相瞭解等三大議題進行發言。各宗

教領袖共同討論，宗教在澳洲多元文化和種族的環境下，進行溝通的重要性

及實際落實之道；並提及，西方社會在911事件之後，普遍對恐怖事件感到不

安，對此，各宗教在澳洲除了對彼此伸出友誼的手，也已開始嘗試尋求宗教

與國家之間的定位。

最後，聖嚴師父於結論時表示，在多元文化

中，宗教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宗教交

流中，必須遵守「承認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

以及「選擇不同信仰的人也都是最好的」這二

個原則。他並且指出宗教衝突是人們對宗教的

誤解造成的，而不是宗教本身；如果宗教本身

僅止於信仰是不夠的，還必須配合修行，無論

是透過瑜伽、內觀、祈禱等修行方式，宗教信

仰加上修行，身心便能獲得安定，世界也才會

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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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

聖嚴師父澳洲弘法之行，深切體會到宗教間彼此尊重的可貴。



328

2004

W o r l d
Council of Religious
Leaders

Michael Anderson

雪梨聯絡處的義工人數雖然不多，卻非常有向心力。

●雪梨聯絡處

雪梨聯絡處成立於2002年，成員多為華裔移民第二代，以及至澳洲求學、工作的

留學生。雪梨聯絡處現任召集人莫靄瑜表示，要將佛法弘傳給西方人士，沒有語

文隔閡的華裔第二代將是最佳的溝通橋樑。雪梨聯絡處並進一步和新加坡菩提閣

果峻法師合作，成立「亞太區佛學翻譯專組」，將法鼓山智慧隨身書和聖嚴師父的

著作譯成英文版，接引西方大眾親近佛法。

●墨爾本聯絡處

墨爾本聯絡處成立於2000年初，為法鼓山在澳洲的第一個護法重鎮，成員多具

有相當的職場專業背景，這些專業成員在現任召集人簡浩華帶領下，貢獻一己之

力，與大家同心成就聖嚴師父在墨爾本的各項弘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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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8∼05.09

繼新加坡、澳洲弘法行程後，聖嚴師父及其僧俗弟子一行7人於4月28日飛

抵瑞士，由師父的瑞士籍弟子麥克斯．卡林（Max Kalin）醫生、碧坦堡

（Beatenberg）禪修中心的負責人Fred Van Allmen老師，及中華民國駐瑞士代表

處的工作人員耿國樑及鍾明芬，親自至蘇黎士機場迎接。

近年，由於聖嚴師父在國際上所推廣的默照禪法相當受到歡迎，因此常有

來自各國禪修團體和中心邀請他前往主持禪修和演講。此次行程即是應當地

知名禪修團體碧坦堡禪修中心之邀，進行二場禪修講座，並於5月2日起，主

持一場默照禪七。這是師父歷年來在歐洲弘法行程中，繼英國、德國、捷

克、克羅埃西亞等國之後，首度來到瑞士進行十二天的弘法。

4月30日，聖嚴師父首先在首都伯恩市（Bern）的伯恩施瓦特媒體中心

（Medienzentrum Schulwarte Bern）進行專題演講「禪在日常生活中」，約有一

百七十多人參加，其中包括數十位台灣來的華僑和留學生，不乏有修行經驗

者。師父在演講中以幽默風趣的言談，深入淺出地介紹如何以中國禪宗的觀

念及方法，於平常生活中調適身心；並且強調禪是要在日常生活中活用，並

且反覆練習，才能體會出禪的功能，達到身心平安、健康、減少煩惱的境

界。

5月1日下午，聖嚴師父於碧坦堡禪修中心為數十位禪修者進行一個小時的

禪修問答，現場與會人士針對禪修時的身心情形提問，由於禪眾大多已有禪

修基礎，因此提問深入，而師父也因應國外弟子的直接問題，答得適切且精

采。

5月2日，開始為期七天的默照禪七活動，本次禪修營原定的70個名額不但

早已額滿，其中甚至有遠從美國及西班牙而來的參與者。顯示聖嚴師父所弘

傳的漢傳大乘禪法不僅適合東方人，也同樣為西方人士所接受。73位來自十

七個國家的學員齊聚於碧坦堡禪修中心，該中心所在位置四面環山，且可自

禪修中心看到一灣雪水匯集的湖水，是極為理想的修行場所。禪眾當中有十

多位是南北傳禪修、瑜伽老師，其他學員也有多年的修行經驗，因此師父的

指導也更為直接且細微。禪眾們在這七天之中，皆把握住每一個用功的時

刻，不斷努力精進。最後的心得分享，許多學員皆表示禪修帶給他們身心放

鬆的感受，感謝師父讓身處海外的他們也有此次難得的學習禪修機會。

結束瑞士弘法行程後聖嚴師父於5月9日禪七圓滿當天，搭機返回紐約東初

禪寺，結束從新加坡起將近一個月的弘法行程。



特 別 報 導

330

2004

4
7

M a x
Kalin Beat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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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 Medienzentrum

Schulwarte Bern

聖嚴師父應邀至瑞士當地，展開

十二天的弘法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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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碧坦堡禪修中心的默照禪七，約有七十多位來

自十七國的學員參加。

聖嚴師父首次至瑞士弘法，與禪眾們於雪地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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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3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本日舉行浴佛慶典，由聖嚴師父、仁俊長老、果元法師共

同主持，除大紐約地區的中外信眾，亦有人遠從加拿大多倫多及德州各地前

來，當天參與者約有五百多位。

由於人潮眾多，東初禪寺還在後

院搭建臨時露天帳篷，前門騎樓

上也擠滿人潮，寺內寺外洋溢著

一片歡喜氣氛。

上午十時，由聖嚴師父、仁俊

長老帶領大眾唱〈香讚〉、誦《心

經》，接著浴佛大典正式開始。在

義工引導下，每位信眾井然有序

地以香湯浴佛，象徵以此淨化身

心。由於本次活動中，有多位民

眾是初次接觸佛法，因此，聖嚴

師父於下午開示「八正道」時，特別以淺顯易懂的例子，闡述八項開悟之道。

浴佛大典之後，亦安排一連串精采的表演活動，有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Stony Brook）Taiko Tides團員表演日本太鼓、果

元法師和東初禪寺男眾齊誦〈讚佛偈〉、一位高齡七十的信眾演出民族舞蹈，

以及中國傳統武藝學校西方學員表演太極、劍道以及自衛防身術等。由於節目

相當豐富，節目因此延長了一個小時，於下午五時圓滿結束。

06.04∼14

僧團都監果品法師、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以及護法總會海外副會長周文

進，本日起至6月14日，前往新加坡及馬來西亞二地分會，展開十天的關懷之

行。此次行程包括：代表聖嚴師父出席光明山普覺禪寺新任方丈廣聲法師昇座

典禮；於新加坡帶領悅眾禪三、學佛行儀、臨終關懷等課程；於馬來西亞進行

經典講座、義工菩薩成長課程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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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晚間，首先由果東法師在新加坡佛學圖書館帶領助念法器教學；翌

日，則由果品法師指導學佛行儀、果東法師主講臨終關懷，參與學員約近百

人。法師於此次的教學課程中，特別融入了新加坡民情，說明佛教的行儀和

態度、「心五四」運動精神，以及臨終關懷應有的觀念和做法，期望悅眾們

能以「心靈環保」的觀念、行儀，接引當地更多民眾加入學佛和關懷的行

列。

7至9日，果品與果東二位法師前往馬來西亞分會，為當地義工進行培訓課

程，共計五十多人參加。課程中，果品法師除了為義工菩薩講解法鼓山的理

念，亦以「心經的實踐」為題進行演講，期勉大家運用佛法的智慧，來奉獻

自己、成就他人；而果東法師則以「悲智和敬擊法鼓」為題說明擔任義工時

應有的態度及觀念，並指出義工服務的過程其實就是在實踐佛法，只要時時

運用「心靈環保」的理念，好好照顧自己、進而關懷他人，即是在共擊法

鼓、推廣法鼓山理念。

11至13日，果品法師與果東法師

再度返回新加坡，主持於新加坡蓮

山雙林寺舉行的悅眾禪三，由果品

法師擔任總護，約四十多位學員參

加。法師在指導大眾運用禪修方法

的同時，也傳達聖嚴師父對悅眾的

開示和期許，希望大家透過禪修練

習，體驗安心之道，並將佛法加以

推廣、落實。

07.10∼11

本日起一連二天，香港分會應澳門佛教青年中心之邀，由分會召集人陳國

華帶領 6位義工，前往澳門當地推廣禪修。這是法鼓山首次至澳門推廣禪修，

共約有九十多位青年學生及民眾報名參加。

陳國華表示，本次受邀至澳門，緣起於今年4月，澳門佛教青年中心負責人

盧婉君及指導法師宏越法師，前往香港分會進行參訪時，極力邀請香港分會

撥冗至當地指導禪修，因此促成了此次活動。

全部課程分二天進行，每天為時三個小時，內容包括基本禪修觀念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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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及打坐姿勢、按摩運動、調身調心方法的指導等。參與的學員跟隨著指

導，專注地調心、調息，並練習各項柔軟運動。由於澳門佛教中心的場地只

能容納六十人，為了讓在場的九十多位民眾都能學到禪修方法，該中心還特

別於場外播放聖嚴師父的禪修開示錄影帶。

課程結束後，仍有部分學員意猶未盡而不忍離去，因此再請香港義工們教

導大家練習法鼓八式動禪，並希望往後香港分會能再派員到當地帶領相關的

禪修活動。

07.17

美國加州舊金山共修處新道場於今年4月25日開始正式啟用，經過數月的準

備與聯繫，於本日舉行新道場灑淨儀式，由紐約東初禪寺果元法師主持，藉

此難得機會並舉辦演講，翌日則舉辦一日禪活動，向當地民眾介紹、推廣法

鼓山的理念和精神。

17日上午，果元法師帶領眾人在〈楊枝淨水讚〉偈聲中，揭開了新道場的

灑淨儀式。下午，於密爾布瑞市（Millbrae）的《世界日報》活動中心舉行演

講活動，由果元法師主講「心靈環保」，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李世明親臨

會場致辭，並給予祝福勉勵，參加人數約有五十人。演講活動中，除了播放

幻燈片生動地帶出「心靈環保」主題，介紹聖嚴師父的成長歷程及其著作，

並於中間時段穿插撥放製作嚴謹又精美的環保短片。同時，果元法師也列舉

師父的小故事，闡述如何

於生活中落實心靈環保與

「心五四」運動的理念，使

聽眾對法鼓山有更進一步

的認識。

1 8 日，舉辦一日禪活

動，由果元法師帶領主

持，約計四十人參加。上

午課程著重於打坐要領及

技巧的講解，從外在的打

坐姿勢到內在的調心、調

息，法師按部就班地詳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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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及示範，為大眾開啟禪修之門。下午則實際帶領大家禪坐，同時搭配經

行及八式動禪，並於活動結束前安排討論時間，由法師逐一解答大家於禪修

上的各種疑惑，二天活動至此圓滿達成。

未來，舊金山共修處將更積極培養人才，以便在日後能帶領各種活動，讓

組織穩定成長，致力於推廣法鼓山的佛法理念。

08.05

繼「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

之後，由日本靈有會主辦的「世界青年

和平高峰會日本論壇」本日於東京舉

行，法鼓山受邀至日本參加，由今年2月

參加泰國曼谷「亞太地區世界青年和平

高峰會」的代表青年菁英何麗純領隊，

帶領孟彤真、張家瑜、詹庭芳、方彥

博、陳俊辰等5位由台北論壇青年中遴選

而出的代表，與會出席。

此次「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日本論壇」

與會者除了當地的青年菁英，並邀請到

「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主席暨千禧年世界和平高峰會祕書長巴瓦．金（Bawa

Jain）、曼谷聯合國環保及永續發展部前部長拉斐梭內（Ravi Sawney），以及來

自亞洲及非洲各地區的青年代表。

會議內容主要延續「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的精神，透過議題討論及意見

發表等方式進行交流互動，目的在希望日本青年能從中瞭解世界的實際狀

況。而且，會中討論的議題相當廣泛，討論主題包括世界和平、環境保護、

戰爭、災難等，與會的南非青年代表亦提出愛滋病肆虐非洲的議題；菲律賓

代表則進一步針對菲國境內的街頭兒童、受虐兒、宗教衝突等問題，提出看

法。

主辦單位並於會議中，別出心裁地設計一項「由孩童為世界和平制訂的法

律」活動，由當地小朋友帶來自己的畫作三幅，透過繪畫作品的呈現，小朋

友解釋自己對未來世界和平的寄望，充分展現出孩童內心純真的世界。此活

動引起與會者廣泛的討論，對此，台灣的青年代表向與會的青年菁英提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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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曾有如孩童般希望世界和平的夢想，因此現在要做的不只是致力於世

界和平的實現，更要為下一代做更多的努力。此論點一提出，即受到全場的

認同及鼓勵。

雖然「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日本論壇」只為期一天，但與會的台灣青年菁

英們均表示，能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們共同分享與切磋，是一項難得且寶

貴的國際經驗，對於他們未來在國際和平事務上的推動，十分有幫助。

08.05∼11

本日起至11日，美國紐

約東初禪寺住持果元法師

應墨西哥碧玉海洋（Mar de

Jade）中心主持人蘿拉女士

（Laura del Valle）之邀，前

往墨西哥西岸的查卡拉

（Chacala）小鎮，主持為期

五天的精進禪修，共有25

人參與。

此次參與者除了一位來

自加拿大、且為蘿拉女士

助手的男眾，其餘皆為當

地人士。成員年齡分布在

三十歲至六十多歲之間，其從事的行業有醫生、職業婦女、體育教練、大學

生，並有部分是上了年紀的老菩薩。聖嚴師父曾於2001年親自前往當地主持

禪七，當地人士對禪修活動並不陌生，而本次參與的學員當中，亦有三分之

一都有參加禪修的經驗，其餘則為首次參加。

禪修活動中，果元法師全程以英文進行開示，再由蘿拉女士口譯成西班牙

文。而在課程安排方面，早上的開示，主要是介紹打坐的基礎、數息觀、經

行、托水缽、戶外禪及默照禪等方法；晚上的開示，則由禪眾提出有關禪修

方法、觀念、家庭生活等問題，並由果元法師一一解答。

結束時，有多數學員紛紛表示這是一次相當難得的體驗，更有11位學員皈依

法鼓山，正式成為三寶弟子。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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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0∼11

本日起一連二天，聖嚴

師父前往約旦首都安曼

（Amman）訪問，出席於

當地召開的「世界宗教領

袖 理 事 會 」 董 事 會

（World Council of Reli-

gious Leaders），並以董事

會主席身分，主持二天全

程的會議，聽取約旦皇家

派出的相關官員，報告該

國的安全狀況及硬軟體的

設置情形，以供世理會評

估是否適合在該國舉辦「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World Youth Peace Summit）。

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原本定於今年10月在中非肯亞（Kenya）舉行「世界青

年和平高峰會」，但經過相關單位再三地考察研討，最後決定接受專家建議，

考量移往約旦舉行的可行性。約旦是三大神教──猶太教、基督教、回教的發

源地，雖位處宗教紛爭、族群衝突、戰火不斷的區域，與敘利亞、伊拉克、以

色列等國相接壤，但該國為中立的國家，不但政治清明、社會安定，而且境內

雖有百分之九十二以上人口是穆斯林教徒，卻都能接受多元宗教並彼此和諧相

處。聯合國的許多機構，都在安曼設辦事地點，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簡稱WEF），也曾在該國召開。基於上述種種考量，因此將

該國列入「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的可能舉行地點之一。

其他行程方面，聖嚴師父參觀了約旦古城內的羅馬帝國遺跡、死海等地區的

大會場地設施，稍後隨即兼程飛返台北。

09.19∼21

本日起至21日，法鼓山由僧團機要祕書室常濟法師領隊，偕同法鼓山英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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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站長王倩文、以及「世界青年

和平高峰會（WYPS）台北論壇」

的青年代表劉千瑜、李佳達、鄭

牧軒，以佛教代表的身分受邀，

參加於日本廣島國際會議中心舉

行的「泛亞洲青年領袖高峰會議」

(Pan-Asian Youth Leadership

Summit)，這是法鼓山繼世界青

年和平高峰會後，再次帶領台灣

青年菁英站上國際舞台。

「泛亞洲青年領袖高峰會議」，

是由聯合國發展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簡

稱UNDP）與女性宗教暨精神領袖全球和平運動（Global Peace Initiative of

Women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Leaders）共同舉辦，會中邀請亞太地區來自三十

個國家、九十多位青年菁英，針對有關如何削弱貧窮、愛滋病所產生的相關

問題、教育問題、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的問題、文化與運動如何創造和平，

以及如何建構國際關係等六項議題進行討論，透過青年的參與，提出具體可

行的方案與經驗分享，以達成千禧年的發展目標。

會中，青年代表於探討教育議題時表示，目前亞太地區對於基礎教育問題

多著重在討論硬體設備，但實際上，人類心靈及精神貧窮問題的嚴重性，更

是需要探討及注意的問題，期盼將來能夠舉辦更多國際性的交流活動，帶動

各國之間資源的交流，以彌補國與國之間的不足，此一發言受到同組青年代

表的認同，並且推派法鼓山成員代表上台進行簡報。

在各項議題討論中，常濟法師特別提醒年輕人要活出自我的價值觀，並且

在生活中確實地實踐，才能幫助自我內在的提昇，法師這番話受到在場多數

人的正面回應，也更加深與會者對心靈環保的重視及對法鼓山的認識。另

外，青年代表亦將本身在台灣親身參與有機農業推廣、原住民農業推廣計畫

的經驗，以及台灣的文化產業發展現狀，提供具體的案例做為分享，引起非

洲的青年代表高度的興趣。

會議最後一天，各國代表簽署「泛亞洲青年領袖和平高峰會議宣言」，承諾

將計畫中的內容及會議的結論，落實於實際的行動中，對於本次能夠參與如

此大型的國際會議，法鼓山的青年代表表示，這不只是將視野拓展到國際舞

台上，更讓他們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這也是法鼓山致力推動心靈環保，

並與國際接軌的目標。



特 別 報 導

339

國
際
弘
化

9 19 21 5

Pan-Asian Youth Leadership Summit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 」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 2000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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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kar Pan-

African Youth Leadership 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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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代表團參訪廣島和平紀念館，燃起心中對和平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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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6 10.10

美國德州達拉斯共修處於本日及10

月 1 0日分別試辦「小法鼓兒童共

修」，內容仿照大人共修的聚會形

式，內容包括八式動禪、禪坐、「心

五四」討論會、說故事等項目。

9月26日這場為首次試辦，活動首

先引導小朋友練習八式動禪，之後教

導小朋友練習打坐，經過一番的帶領

及練習，已有部分小朋友能掌握到打

坐的要領，而感到放鬆舒暢。接下

來，為小朋友介紹了「心五四」運動

理念，鼓勵小朋友回家後，能試著將

「四它」的觀念用在生活上，並於下次共修時跟大家分享心得。下午，則是進

行托水缽的遊戲，以及美勞創作與其他遊戲活動。

10月10日的第二場活動，延續上一場的內容，首先由小朋友與家長一起練

習八式動禪、打坐、托水缽，緊接著是「心五四」佛法討論會，在第一次共

修時，已經向小朋友介紹過「心五四」裡的「四它」，這次帶領的義工菩薩請

小朋友分享他們實際運用於生活中的心得，小朋友活潑可愛地紛紛爭相發

言。討論會結束後，義工菩薩帶領小朋友自行製作手卷壽司及水餃做為午

齋，以及進行美勞創作的活動。

二次活動皆以法鼓山會員子女為招收對象，德州達拉斯共修處計畫未來將

對外開放小法鼓兒童共修，期望能透過活動的帶領，教導兒童學習身心放

鬆、釋放壓力的方法，並能夠擁有更多健康生活的智慧。

10.29∼30

美國紐約長島辦事處邀集紐約美國佛教聯合會及長島當地的宗教團體，於

本日起一連二天，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長島石溪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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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Stony Brook）王家廉文化活動中心，一起合辦「佛舍利展」，還特別邀請

僧團法師帶領眾人進行祈福儀式，希望透過這場活動的舉行，促進當地人士

對佛教文化和歷史的認識。

這場「佛舍利展」以「佛舍利的歷史和其意義」為主題，透過對迦葉佛、

世尊、舍利弗尊者、阿難陀尊者、龍樹菩薩等30位佛菩薩尊者的舍利瞻仰，

以及相關座談等活動，啟發大眾的感恩慈悲心。

活動中，安排了一場「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聖號教唱，由僧團果啟法師

向信眾講解唱誦、法器配合音聲的意義，並示範唱腔、法器節奏等。待唱誦

結束，在場信眾們進行心得分享，部分西方人士表示，之前雖未曾聽過佛教

唱誦，但心中感受良深，認為唱誦確實能夠傳達彼此的關懷。此外，法鼓山

東初禪寺合唱團也在活動中，以佛曲音聲和信眾結緣。

10.30

甫於去年（2003年）底進行新購道場灑淨的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為感恩

多年來各地區信眾的參與和護持，並分享新道場規畫成果，本日起，連續四

週的週六晚上，由關懷組暨道場籌建委員會的義工們，展開社區巡迴關懷聯

誼，每場約有五、六十位信眾參加。

活動總計有四場，分別為：本日在三角洲市（Delta）舉行；11月6日在溫哥

華市（Vancouver）舉行；11月13日在伯那比市（Burnaby）舉行；11月20日在

列治文市（Richmond）

舉行。

這四場聯誼會，分別

由四位悅眾菩薩饒明

華、鄭如 、羅雪蘭和

沈麗文等主持，並邀請

現任聯絡處聯絡人林美

惠、道場籌建委員會總

幹事王國賢，報告道場

活動現況及新道場籌建

進度。林美惠則代表護

法總會及溫哥華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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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信眾的護持，因為溫哥華啟建了法鼓山在海外地區、由信眾發心自力建

設的第一座道場；新道場的建設，不只是硬體設施的呈現，更代表信眾生生

世世學佛、發菩提心的展現，這才是無價的寶藏。同時，她籲請大家同發大

願心，發願願新道場建設早日完成，共同弘揚法鼓山理念，參與人間淨土的

建設。

11.06

本日，印度摩訶菩提協會（Maha Bodhi Society of India）會長默地（B.K.

Modi）博士，在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祕書長巴瓦‧金（Bawa Jain）陪同下，

至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由於默地博士正在籌拍一部佛教電影，他希望能拍攝出忠於佛教精神和教

義的電影，以清楚、明確地傳達佛教精神給世人，為此，他特地前來向聖嚴

師父請益。

聖嚴師父表示，「和平」即是佛教最重要的精神。但真正的和平不是僅止

於沒有戰爭，而是人們內心的平安。在任何情況下，不受環境的影響，心中

沒有恐懼、焦慮，沒有衝突、矛盾；面對一切情況，能坦然接受，做應該做

的事，內心平安、滿足，和諧、自在地過生活。

默地博士進一步請教聖嚴師父，如何將此片拍攝成功，師父則提供他三個

原則：忠於佛教史實和經典記載、表達高水準的藝術表達、合於時代社會的

需求。

11.07

本日，日內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簡稱 UNESCO）跨宗教及文化部首長多都．迪尼

（Doudou Diene），透過全球女性和平運動創辦人之一迪娜．梅芮安（Dena

Merriam）的安排，至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其間，多都．迪尼先生表示自己曾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任研究佛教的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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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因此對佛教文化和歷

史深感興趣。目前，他則

致力於族群及宗教和平運

動，此行的目的，是希望

聽取聖嚴師父在這方面的

智慧建言。師父表示，許

多宗教都認為自己是最好

的，但在一個多元族群共

住的社會裡，這種觀念卻

會造成族群之間的隔離，

對此建言，多都．迪尼先

生表示非常認同，並盼日

後常有機會與師父進行交

流。

多都．迪尼為塞內加爾籍人，曾於去年（2003年）出席在日內瓦舉辦的第

五十九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會議時，進行種族主義、種族歧視等議題的專案

報告。他在專案報告中提出了十五項建議，包括成立全國委員會處理歧視問

題，以及推動多元文化主義等。

11.07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州聯絡處

為慶祝成立三週年，本日上午

舉辦祈福法會、義賣活動，駐

西雅圖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江

國強、僑教中心主任王映陽，

以及遠自奧勒岡州波特蘭市

（Portland, Oregon）而來的信眾

們，皆到場致意。而華盛頓州

上屆召集人陳武成及本屆召集

人陳瑞娟亦於本日進行交接，

場面溫馨、熱鬧。

Doudou Diene

Dena Merr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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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首先舉辦了歷時二小時的大悲懺法會，隨即進行新舊任召集人交接典

禮。會中，前任召集人陳武成回顧聯絡處的成立經過，並感謝大家多年的支

持；新任召集人陳瑞娟則說明了聯絡處未來發展方向，除了原有的活動外，

亦增加青少年關懷、一日禪等活動。

典禮後舉辦義賣活動，會中展示多種聖嚴師父的著作，及有多種由義工們

研發的美味素食小點，與大眾結緣，在大家的熱烈支持中，活動圓滿完成。

11.13

本日美國紐約東

初禪寺舉辦「同心

同願」聯誼會，多

位悅眾齊聚一堂，

分享彼此弘法的心

得。

會中，聖嚴師父

以「建設人間淨土」

為主題，談到近百

年來，因為人們的

誤解，以為漢傳佛

教只是做超度、求

生他方淨土，而被

譏為迷信、消極，

因此，太虛大師大

力提倡人間佛教，

以匡正一般人的誤解；而師公東初老人也以弘揚人生佛教為職志，並發行名

為《人生》的雜誌，以述其志。師父同時勉勵大家應發揮自利利他的精神，

讓淨土落實在人間。

此外，長期護持法鼓山的義工們，也分享這一年來推展及成就的法務，同

時藉由聯誼活動，接引許多人前來聽聞佛法。除了東初禪寺各會團的簡報，

助念組和合唱團並以輕鬆有趣的話劇表演，傳達佛法；東初禪寺住持果元法

師並率眾齊唱〈快樂念佛人〉和法鼓山佛曲，使現場充滿著溫馨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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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香港分會本日首度舉辦精進佛

一，僧團果演、果樞二位法師特

地由台灣前往，帶領八十多位信

眾進行共修。由於這是香港分會

第一次舉行精進佛一，參與情形

十分踴躍，佛堂無法容納，還特

別開放了另外一個講堂，提供信

眾隨喜參加。

香港分會向來皆有固定的念佛

共修法會，卻缺少執掌法器的人

才。去年（2003年）11月，分會

的悅眾們特地至台北參加農禪寺

舉辦的「念佛共修悅眾培訓」課程，學習執掌法器，回香港後，便開始在念

佛共修中練習親掌法器。之後，由於參加共修的人數逐漸增多，許多信眾建

議分會今年能籌辦為期一天的念佛法會，因此，分會便於六個多月前，開始

著手進行活動的規畫，以及執掌法器的人員訓練。精進佛一當天，在法師們

的引導下，參加者練習安心、專注於每一句佛號上。

為了圓滿香港分會的首次佛一，二位法師於11月12日抵達香港，當天晚上，

首先指導悅眾們執掌法器的技巧；翌日，法師們再指導悅眾們有關佛一的儀

軌，並於當天下午至分會為二十多位信眾主持皈依儀式。

11.15

聖嚴師父為感謝長期擔任美國紐約東初禪寺週日講座講師的仁俊長老，對

法鼓山的慈悲愛護，本日率領僧團果品法師、果元法師、果峻法師等弟子一

行15人，至新澤西州長老所住錫之同淨蘭若（Bodhi Monastery），進行拜訪。

其間，仁俊長老除表示非常歡迎之意，亦提及自己從未到過象岡道場。因

此，聖嚴師父特別邀請仁俊長老於11月25日至紐約象岡道場。聖嚴師父率領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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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僧俗弟子，引導長老一行人參觀象岡道場的禪堂、齋堂、比丘寮、比丘

尼寮兼接待中心、方丈寮等，以及甫新建落成的二大棟男女禪修寮房。仁俊

長老表示，看到象岡道場的新興氣象，覺得相當歡喜。

仁俊長老曾於1948年赴聖嚴師父早年就學的上海靜安佛學院任教，並於

1990年在美國新澤西

州 設 立 「 同 淨 蘭

若」，長老除了在新

澤西州同淨蘭若，紐

約東初禪寺、大覺

寺、莊嚴寺、及美

西、美南等地區講經

弘法，並經常應邀遠

赴南美、加拿大、台

灣、大陸、香港、新

加坡等地弘法。

12.11∼12

本日起一連二天，法鼓山美國分會於紐約東初禪寺舉行「法鼓人成長營」，

約有八十位來自全美各地區的悅眾參加，聖嚴師父亦親自到場開示，甫接任

東初禪寺法務的果明、果謙、果啟三位法師，亦投入授課的行列，而東初禪

寺前任住持果元法師、僧團男眾部事務院監院果霽法師，也參與了活動指

導。

聖嚴師父於開示中勉勵大家檢視自己的身口意及品德，在加入護法會後至

今是否有所成長，若沒有就需要反省、檢討，重新再出發。果謙法師以「法

鼓山的使命與願景」為題，說明以平等心、無分別心、無我無私的態度，必

能走入眾生的心中。果啟法師則提醒大家，在行菩薩道的過程中，應多親近

善知識、多聽聞正法、如理思惟，以檢視心念、提昇自己。

在討論活動中，學員們以聖嚴師父提倡的「心五四」運動為主軸，分組討

論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自我提昇，並踴躍發言、分享心得。

由於在美國各地成立的聯絡處、共修處，多半緣於悅眾們無意中得到聖嚴

師父的一聲叮囑，最初由一、二個人發心，然後一步一步推展出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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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隨後展開的「各

地聯絡處召集人勸

募理念和方法」分

享會上，特別安排

多位聯絡處召集人

與大家分享自己的

親身體驗，以及成

立聯絡處從無到有

的心路歷程，包括

紐約上州羅徹斯特

市（Rochester, NY）

的王岷、奧勒岡州

（Oregon）的李先

興、加州舊金山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的謝秀卿、華盛頓州西雅圖（Seattle, Washington）

的陳瑞娟等，他們的親身體驗與身體力行，感動了在座的法鼓人。此外，任

教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NY）的崔茂培，則向大家報告

自己親近法鼓山，及於2002年負責聯絡師父在哥大演講活動背後的因緣等；

現任東初禪寺義工團副團長詹秀勤，也報告了2002年發起「千人千元」護持

法鼓山建設的經過。

二天的成長營時間雖然短促，但課程緊湊充實，精采的討論、分享與報告

內容，在無形中凝聚了悅眾們的向心力，讓每個人能更具有信心地帶著佛法

的能量，繼續回到各地推廣法鼓山的理念。

12.15∼18

本日起至18日，法鼓山應「全球女性和平促進會」（The Global Peace

Initiative of Women）之邀，參加於約旦死海（Dead Sea）舉行的「中東女性和

平會議」（Women’s Partnership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共約二百多位來

自世界各國代表出席，法鼓山由僧團副都監果廣法師，率同果禪、常華二位

法師，代表與會。

16日，會議正式揭幕，以「邁向正義與和解」（Towards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為議題進行

研討，希望會同全球各地宗

教、婦女以及致力和平的團

體，共同協助以、巴雙方展

開和平對話。其間，以、巴

雙方的婦女代表，以及來自

北愛爾蘭、南非、美國等地

的和平團體，就各自對正義

與和解的觀點、促進不同宗

教和種族間和平對談的經

驗，進行演說和分享；其

中，由以、巴二國受難家屬

所 組 成 的 非 官 方 組 織

「Parents Circle」，分享雙方

如何藉由寬恕和鼓勵，走出

傷痛和絕望的故事，尤令在場與會人士為之動容。

17日上午，北愛爾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Rev. Mairead Corrigan Maguire女

士，分享自己投入和平工作的經驗；大會亦開放以、巴的代表進行演講和雙

向溝通問答。下午，全體出席代表分成六組，就「療傷與和解」、「非暴力的

教育傳播」、「如何藉由媒體傳播正向訊息」等方向進行探討。法鼓山代表加

入「療傷與和解」一組的討論，並於會中宣讀一篇聖嚴師父的開示文，文中

陳述一個拔箭療傷的故事，強調療傷重於報復，師父並於文中指出，要求得

真正的和解，需放下對正義的追求，先從自己內心的和平做起。

18日的閉幕式中，大會邀請以色列一位女性官員做結語。她提到婦女散發

的母愛天性、對下一代的關

心，使婦女在促進世界和平的

角色上，具有關鍵的影響力。

她同時提醒婦女們，無論政局

如何困難，都不要輕言放棄任

何的改變，因為任何改變都是

希望；參與此次會議的以、巴

雙方代表亦表示，國際人士以

第三者立場前來參與，為她們

彼此溝通與和解，帶來很大的

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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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10 6
The Global Peace Initiative of Women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Leaders

法鼓山僧團法師代表們參加「傾聽」工作坊，學習傾聽彼此

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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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
◆《人生》雜誌第245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69期出刊。

◆《金山有情》第7期出刊。

◆法鼓山佛教基金會（以下簡稱：佛基會）出版有聲結緣品：《暴風眼中有平安》

VCD、《無名問無明》VCD、《阿彌陀佛聖號》CD。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聖嚴書院系列《聖嚴法師教默照禪》（聖嚴師父著）、智慧掌中

書系列《如何培養自信》、《快樂自己決定》（聖嚴師父著），以及大智慧系列《心

湖上的倒影》（Reflections on a Mountain Lake）（丹津．葩默著，葉文可譯）。

◆即日起，台北安和分院每週四晚上及每個月約於第二、四週週一上午分別舉辦禪坐共

修；每週三晚上、週四下午、週六下午分別舉辦初級禪訓班。

◆即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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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大學

合作，設置「法鼓人文講座」，每年邀請海內外人文學者公開演講，演講內容以「世

界諸大文明或宗教之對話與融合」及「東亞文化傳統中之人文精神或身心關係」為主

要範圍，並於9日上午於台灣大學舉行簽約儀式，由聖嚴師父與台大校長陳維昭共同

簽署。

◆即日起，法行會每個月第二及第四週週四晚上，舉辦讀書會活動，研讀聖嚴師父的著

作《公案100》，並做心得分享。

◆普陽廣告公司董事長許薰瑩及其先生邵德文本日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拜訪聖嚴師

父。

01.02
◆即日起，台中分院每週五上午及每週六晚上舉辦念佛共修。

◆即日起，台中分院不定期於週五晚上舉辦初級禪訓班，每期共有四次課程。

◆即日起，台南分院每週五晚上舉辦佛學講座。

◆即日起，高雄紫雲寺每週五晚上舉辦兒童讀經班。

◆即日起，高雄三民道場每週五下午舉辦讀書會。

◆即日起，台北中正精舍每週五晚上舉辦助念法器教學。

◆即日起，基隆精舍每週五晚上舉辦禪坐共修。

01.03
◆即日起，農禪寺每週六晚上舉辦念佛共修。

◆即日起，中華佛教文化館每個月農曆12日上午舉辦藥師消災法會。

◆即日起，台北安和分院每週六晚上及約於隔週週一上午舉辦基礎佛學導讀。

◆即日起，桃園齋明寺每週六上午舉辦兒童讀經班；下午舉辦禪坐共修及兒童書法班。

◆即日起，台中分院每週六下午舉辦佛學講座及專題講座。

◆即日起，台南分院每個月第一週週六晚上舉辦菩薩戒誦戒會。

◆即日起，高雄三民道場每週六晚上舉辦念佛共修。

 JANUARY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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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高雄紫雲寺每週六上午舉辦佛學講座。

◆即日起一連二天，高雄紫雲寺舉辦佛二暨八關戒齋法會。

◆即日起，台北中山精舍每週六晚上舉辦初級禪訓班，每期共有四次課程。

◆即日起，基隆精舍每週六下午舉辦初級禪訓班課程，每期共有四次課程。

◆法鼓山於台北市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經國紀念大禮堂舉辦「第十屆佛化聯合婚禮」，聖

嚴師父出席給予祝福，由演藝人員林青霞、政務委員蔡清彥主婚，共有七十對新人參

加。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本日下午至農禪寺專訪聖嚴師父，談及師父去年（2003年）

應以色列、巴勒斯坦政府之邀進行的和平之行、2004法鼓山和喜自在年等議題。

◆演藝人員柯受良遺孀宋麗華及其子女，本日下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澳洲墨爾本聯絡處舉辦禪一，共有25人參加。

01.04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農禪寺舉辦歲末大掃除，法鼓山上，北四轄區約有三百六十多

位義工參加；農禪寺則約有二百多位北投、士林、石牌地區的義工參加。

◆即日起，農禪寺每週日下午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台北安和分院每個月第一週週日上午舉辦地藏法會，1月份於4日舉行。

◆即日起，台中分院每個月第三週週日舉辦地藏法會，1月份於4日舉行。

◆台中分院舉辦禪一。

◆即日起，高雄紫雲寺每個月第一週週日上午舉辦淨土懺法會。

◆即日起，台北中山精舍每週日晚上舉辦合唱團練唱。

◆法鼓山社會大學本日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法鼓十景導覽訓練」活動，帶領參

加金山鄉「觀光景點」導覽解說課程的學員，深入瞭解法鼓山的緣起、理念、方針，

以及培訓十景導覽的技巧，共有33人參加。

◆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慈基會）分別於本日、10日及11日舉

辦慰訪員特別班課程，約有九十人參加。

◆即日起，合唱團台北團每週日於農禪寺舉辦練唱共修。

◆即日起，合唱團台南團每週日於台南分院舉辦練唱共修。

◆即日起，法青會每週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每週日舉辦週日法會，內容包括法師開示、觀音法會、英

文佛學問答等。

01.05
◆即日起，桃園齋明寺不定期於週一晚上舉辦初級禪訓班課程。

◆即日起，台中分院每週一晚上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台南分院不定期於週一晚上舉辦初級禪訓班，每期共有六次課程。

◆即日起，台南分院每週一上午舉辦讀經共修，本年度恭誦《華嚴經》〈淨行品〉。

◆即日起至3月底，高雄三民道場每週一晚上舉辦合唱團成人練唱。

◆即日起，高雄紫雲寺每週一、三、五晚上舉辦讀書會。

◆即日起，台北中山精舍每週一晚上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台北中正精舍每週一晚上舉辦初級禪訓班及佛學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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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基隆精舍每週一晚上舉辦經典導讀。

◆即日起，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每週一下午舉辦念佛共修。

01.06
◆即日起，台北安和分院每週二晚上舉辦念佛共修；每個月第一週週二晚上舉辦淨土懺

法會。

◆即日起，桃園齋明寺每個月第一週週二晚上舉辦大悲懺法會暨菩薩戒誦戒會。

◆即日起，高雄紫雲寺每週二晚上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高雄紫雲寺每週二、四上午及週日晚上舉辦瑜伽禪坐班。

◆即日起，台北中正精舍每週二晚上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基隆精舍每週二晚上舉辦念佛共修。

◆即日起，宜蘭繪本館每週二晚上舉辦繪本研究會。

◆即日起，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每週二下午舉辦禪坐共修。

◆養樂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黃政旺夫婦，本日下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法鼓山榮譽董事會副執行長黃楚琪，陪同護持「法鼓山智慧隨身書」系列結緣書刊的

合一紙業陳董事長，本日上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1.07
◆即日起，台中分院每週三晚上舉辦合唱團練唱及兒童讀經班。

◆即日起，南投埔里德華寺每週三晚上舉辦念佛共修。

◆即日起，台南分院每週三晚上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高雄紫雲寺每週三晚上舉辦地藏經共修及兒童合唱團練唱。

◆即日起，高雄三民道場每週三晚上舉辦兒童讀經班。

◆即日起，台東信行寺每週三晚上舉辦念佛共修。

◆即日起，台北中正精舍每週三晚上舉辦念佛共修。

◆即日起，基隆精舍每週三舉辦合唱團練唱。

01.08
◆聖嚴師父本日上午於農禪寺大殿，為法鼓山全體專職菩薩精神講話，以「和喜自在

的法鼓山」為題，說明唯有個人、團體及整個大環境每個層面都努力提昇，才能使法

鼓山的整體運作更完善，並將佛法推廣至世界每一個角落，同時，師父亦勉勵專職菩

薩善用人品提昇日課表，並將它推展至社會各個層面，利益自己也利益他人，約有

二百七十人參加。

◆即日起，桃園齋明寺每週四晚上舉辦念佛共修。

◆即日起，台南分院每週四晚上舉辦念佛共修、兒童讀經班。

◆即日起，高雄三民道場每週四晚上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台北中山精舍每週四晚上舉辦念佛共修。

◆即日起，宜蘭繪本館每週四晚上舉辦佛法讀書會。

01.09
◆即日起，南投埔里德華寺每週五晚上舉辦禪坐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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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網頁（http://www.ddmthp.org）改版，內容包

括活動訊息、各項活動成果與計畫、相關籌募事項等。

◆伊朗古城巴姆（Bam）於去年（2003年）12月26日發生強烈地震，傳出嚴重災情，

即日起至1月16日，法鼓山伊朗賑災慰訪團由法鼓山基金會副祕書長謝水庸領隊，和

代表聖嚴師父的國際事務組常智法師、慈善基金會高級專任委員祁止戈及公共衛生專

家江弘基顧問一行四人，共赴巴姆災區關懷慰訪。

◆《中國時報》記者廖瑞宜至農禪寺採訪聖嚴師父，針對總統大選所引起的社會情況，

向師父請益看法。

01.10
◆佛基會於農禪寺舉辦「法鼓山第四十四次社會菁英禪修營共修會」，聖嚴師父出席開

示，共有114人參加。

◆即日起，中華佛教文化館每個月農曆19日上午舉辦觀音消災法會。

◆即日起，高雄三民道場每個月第一週週六晚上舉辦大悲懺法會暨菩薩戒誦戒會。

◆台北中正精舍結合中正區公所、鄰里辦公室，共同舉辦「2004和喜自在燈籠會」，

啟動了一系列的賀歲歡慶節目。這次的燈會分為三大主題，分別是1月10日的「燈籠

彩繪暨寫春聯」、1月20日的「點燈儀式」、2月7日的「新春提燈籠」。

◆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以下簡稱：僧大佛學院）舉辦校外教學，參觀震旦文教基金

會所設立的震旦藝術博物館，由僧大「佛像藝術導覽課程」的授課老師吳文成擔任導

覽。

◆護法會於農禪寺舉辦歲末圍爐聯誼，北部七個轄區約有七百位勸募會員參加，聖嚴師

父出席並給予祝福。

◆即日起至12月25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六晚上於台北安和分院，開辦講解聖嚴師父

的著作《成佛之道》佛學課程，由立融法師、果梵法師主講，約有三十一人參加。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舉辦念佛禪一，約有四十人參加。

◆即日起，加拿大多倫多聯絡處每週六舉辦禪坐共修、大悲懺法會等活動。

◆聖嚴師父本日先後至台北縣樹林棲霞山海明寺探望悟明長老、至台北市聖靈寺探望今

能長老，以及至華嚴蓮社探望成一長老。

01.11
◆農禪寺舉辦「和喜自在──祈福皈依大典暨會團迎新博覽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

有1260人皈依三寶。

◆即日起，台北安和分院每個月不定期舉辦進階禪一。

◆即日起至6月底，桃園齋明寺每個月第一、三週週日舉辦假日佛學班。

◆台南分院舉辦歲末關懷活動，共有230人參加。

◆即日起，高雄紫雲寺每週日上午舉辦念佛共修。

◆高雄紫雲寺本日上午舉行歲末關懷活動，來自高雄縣仁武鄉、鳥松鄉、大社鄉、鳳山

市及高雄市三民區等，約有二百五十個受關懷戶參加。

◆南投安心服務站舉行歲末關懷活動，針對南投縣失依的獨居老人、低收入戶、失業清

寒家庭、急難貧病等共一百四十一戶家庭，進行關懷慰訪。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北市雙和地區悅眾於大同育幼院舉辦回收物品捐贈弱勢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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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活動，約有一百七十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中地區悅眾於台中市永春東路豐樂雕塑公園舉辦歲末大關

懷園遊會，現場設有七十多個攤位，包括921重建區農產品展售區、惜福市場、自殺

防治，以及防SARS、AIDS理念宣導區等，共有二百三十六個受關懷戶參加。

◆即日起至18日，中華佛學研究所（以下簡稱：佛研所）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為該

所師生舉辦首次精進禪七，由佛研所所長特別助理果徹法師擔任總護，期能藉此帶動

整個教育園區的禪修風氣，約有三十多人參加。

◆榮譽董事會本日於農禪寺舉辦「圓滿一個願──工作人員感恩分享茶會」，對協助舉

辦去年（2003年）12月27日「圓滿一個願──榮董感恩晚會」的一千二百多位工作

人員及義工們，表達感謝及關懷之意。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35人參加。

◆泰國報恩寺住持仁得長老偕同信眾一行人，本日上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1.12
◆聖嚴師父應民視之邀，擔任「台灣廣場」時事評論性節目的主講人之一，本日師父於

農禪寺共錄製五個單元，內容以「和喜自在」為主題，各單元名稱為「如何在逆境中

找到自在」、「如何提昇自我的品質」、「如何走出憂鬱」、「如何以感恩的心來面

對順和逆兩種因緣狀況」、「如何營造和喜自在的人我環境」。

◆廣達基金會祕書長楊秀月本日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代表該基金會總裁林百里向師

父表達該基金會與法鼓山合作的可能性。

01.13
◆印度國會議員Anadi Charan Sahu在外交部黃克夫祕書的陪同下，本日上午至農禪寺

拜訪聖嚴師父，Sahu議員對師父所揭示的「和喜自在」法語，表示相當認同。

◆荷蘭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漢學研究院現代中國學教授施耐德（Axel. 

Schneider，德籍）及其台灣籍夫人，在前佛研究所所長方甯書教授的陪同下，本日

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席間，施教授提議法鼓大學與萊頓大學共同合辦東西方佛學

學術研討會，增進中國佛教與西方學界的交流機會。

◆立法委員江綺雯、中正大學成人繼續教育研究所教授黃富順在行政院勞委會勞工福利

處處長藍福良陪同下，本日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1.14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市惇敘工商之邀，本日下午為該校學生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學活

動，共有20人參加。

◆國際扶輪社雲嘉南地區總監楊文俊夫婦等人，本日下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1.15
◆2003年7月聖嚴師父獲頒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主辦的第二屆總統文化獎──菩提

獎，本日上午師父以總統文化獎得獎主身分，應邀出席文化復興總會舉辦的藝文午

宴。

◆即日起，基隆精舍每個月第三週週四晚上舉辦菩薩戒誦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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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20日，法青會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大專青年寒假禪修營，

由僧團果建法師擔任總護，共有200人參加。

◆前春暉印經會負責人翁嘉瑞、程淑儀夫婦等人，本日上午至農禪寺拜見聖嚴師父，席

間，師父特別針對春暉印經會給予早期農禪寺的護持，表示感謝，翁居士此行亦供養

出家僧眾一百六十一份紅包，並贊助佛研所教育獎助金。

01.16
◆即日起，台北安和分院每個月第三週週五晚上舉辦大悲懺法會。

01.17
◆桃園齋明寺舉辦歲末關懷活動，進行桃園、中壢、新竹地區冬令慰問發放，約有三百

人參加。

01.18
◆農禪寺週日講經，由果見法師講解聖嚴師父的著作《普賢菩薩行願讚講記》。

◆即日起，台中分院每個月第三週週日晚上舉辦地藏法會。

◆首屆「法鼓山僧伽大學出家體驗暨僧才養成班」舉行「出家體驗班」結業式，共有21

位女眾、5位男眾學僧完成一年的出家體驗生活，學僧們將於2月底進入「僧才養成

班」。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市醒吾商業技術學院之邀，本日上午於該校大禮堂為學生舉辦法

鼓八式動禪教學活動，共有120人參加。

01.20
◆明邦紡織公司負責人孫夢書、福臨公司負責人張茂林、台電核能安全處處長張茂雄、

大中新記貿易公司周文釗、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結核病防治組技士劉美玲等人，

本日上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台灣大學哲學所博士生林建德偕同同學許清原等人，本日下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

父，林同學將其論文〈諸說中第一〉面呈師父，師父給予肯定並鼓勵他們繼續研究中

國佛教。

01.21
◆即日起，基隆精舍每個月第三週週四晚上舉辦菩薩戒誦戒會。

◆香港分會舉辦除夕感恩大悲懺法會，約有四十人參加。

◆榮譽董事會北二轄區召集人葉榮嘉夫婦、白曉燕文教基金會第三屆董事何劉連連及上

善人文基金會執行長鄧美玲，本日上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1.22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本日上午於臨時寮大殿舉辦新春早課及新春普佛法會，聖嚴師父

出席開示，期勉大眾用「和喜」二字感化自己與他人，讓人與人之間相處和諧。

◆農禪寺及全台各寺、分院本日上午舉辦新春普佛法會。

◆即日起至24日，中華佛教文化館舉辦千佛懺法會，聖嚴師父並於24日下午至館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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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參與信眾，並向鑑心法師拜年，祝福法師八十歲生日快樂平安。

◆即日起至24日，台北安和分院舉辦新春禪藝聯展。

◆南投埔里德華寺於本日上午，農禪寺、高雄紫雲寺、台東信行寺則於下午分別舉辦新

春大悲懺法會。

◆即日起至25日，法鼓山社會大學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新春活動「和喜自在遊金

山歡樂營」，活動內容有：法鼓山社會大學成果展、金山人文介紹、培福DIY、創意

彩陶、石頭彩繪、歡樂SHOW元宵等。

01.23
◆農禪寺舉辦新春淨土懺法會。

◆桃園齋明寺、台南分院舉辦新春大悲懺法會。

◆即日起，台南分院每個月第三週週六晚上舉辦大悲懺法會。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立委黃義交等人，本日上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拜訪聖嚴師

父。

◆中天電視台總經理王克捷、電視新聞主播葉樹姍，本日上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向

聖嚴師父拜年。

01.24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台中分院本日上午分別舉辦新春大悲懺法會。

◆台北安和分院本日上午舉辦新春觀音法會。

◆台中分院本日下午舉辦新春淨土懺法會。

◆法青會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走春、拜年活動，包括至觀音殿燃燈祈福、敲平安

鐘、走「成佛之道」等，由僧團果弘法師帶領，約有三十多位同學參加。

◆前潤泰集團工程總經理易力行夫婦偕同家人，本日上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男寮向

聖嚴師父拜年。

◆前台北縣金山鄉鄉長暨現任議員許春財，本日上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拜訪聖嚴師

父。

◆台北市長馬英九及金山鄉鄉長游忠義、鄉代表、民意代表等人，本日上午至法鼓山佛

教教育園區拜訪聖嚴師父。師父與馬市長互贈賀禮，並與游鄉長、鄉代表及民意代表

等人提及金山鄉活動整體規畫與法鼓山合作等事宜。

01.25
◆即日起，台中分院每個月第四週週日下午舉辦大悲懺法會暨菩薩戒誦戒會。

◆即日起，台南分院每個月第四週週日舉辦讀書會。

◆即日起，高雄紫雲寺每個月最後一週週日下午舉辦地藏懺法會。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舉行春節慶典，由果元法師帶領信眾誦念《心經》，並邀請仁俊長

老開示「世界動亂之根源」及帶領大家共同祈福，約有四百多位中、西方信眾參加。

◆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舉辦大好年新春聯誼活動。

◆香港分會舉辦新春伊始祈福團拜《金剛經》法會，約有三十人參加。

◆交通部部長林陵三夫婦、公路局局長陳晉源、北觀處處長蔡振聰及觀光局局長蘇成田

等人，本日上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教育行政大樓拜訪聖嚴師父，並就法鼓山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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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與金山地區的觀光開發規畫事宜進行討論，同時帶來陳水扁總統的祝福紅包。

◆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蘇起偕同其同修「大法鼓」電視節目主持人陳月卿等人，本

日下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向聖嚴師父拜年。

◆潤泰集團董事長尹衍樑與台北榮總大腸直腸外科主治醫師陳維熊，本日下午至法鼓山

佛教教育園區向聖嚴師父拜年。

01.26
◆即日起至2月1日，農禪寺舉辦第十屆在家菩薩戒會，戒會分為二梯次進行，每梯

次為期四天三夜，由聖嚴師父、果如法師、惠敏法師擔任尊證師，來自海內外共約

八百六十多人參加。

◆東初老人的皈依弟子亦是正中書局常駐監察人王士祥、郭婉華夫婦全家，本日下午至

農禪寺向聖嚴師父拜年。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及其同修辜嚴倬雲，偕同長女辜懷箴等家人，

本日下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並請益佛法。

01.27
◆南投埔里德華寺本日上午舉辦觀音法會，約有六十人參加。

01.28
◆即日起至2月2日，法鼓文化參加於台北世界貿易中心舉辦的第十二屆台北國際書展，

以「心安自在，做自己的主人」為主題，展出聖嚴師父的著作及相關影音產品等。

◆高雄紫雲寺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學。

◆台北市碧潭大佛寺觀慧法師等人，本日上午至農禪寺向聖嚴師父拜年。

◆《世界日報》副總編輯趙俊邁偕同友人，本日下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並針對目

前媒體及各種社會現象，交換彼此意見與看法。

◆佛光山都監院院長慧寬法師以及叢林學院院長滿謙法師等6位法師，本日至法鼓山佛

教教育園區參訪。

01.29
◆佛研所所長李志夫、佛研所行政副所長惠敏法師，本日至基督教浸信神學院參加會

議，與各宗教團體進行有關「宗教研修學院」法律條文修改提案內容的協商。

01.31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和喜自在燈會祈願法會」，並舉辦提燈繞境活動，及「感

恩傳心燈」儀式，約有二千人參加。

◆台北中山精舍於本日、3月27日、5月22日、7月24日、9月25日、11月27日下午舉辦

禪修指引課程。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北中正萬華區悅眾於台北中正精舍舉辦寶福環保魔法科學

園遊會，約有七百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屏東潮州地區悅眾於潮州共修處舉辦家庭親子講座、從生活

中落實環保活動，約有一百五十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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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基會應台北市立心慈善基金會之邀，協辦「歡樂慶元宵」活動，約有六十多位義工

參與，並提供該活動結緣品五十份。

◆即日起至2月4日，教師聯誼會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教師禪修營，約

有一百五十人參加。

02.01
◆《人生》雜誌第246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70期出刊。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佛研所論叢《明末清初律宗千華派之興起》（釋果燈著）。

◆佛基會出版有聲結緣品：《暴風眼中有平安》CD及錄音帶、《無名問無明》CD及錄

音帶；結緣品：智慧隨身書英文版《人生為何》、禪修系列英文版《法鼓八式動禪學

員手冊》。

◆即日起，農禪寺每個月週六下午及週日晚上分別舉辦初級禪訓班。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高雄地區悅眾於高雄澄清湖畔勞工中心參與高雄縣政府舉辦

的「歡欣鼓舞慶元宵園遊會」，提供二十多處惜福跳蚤市場攤位，同時亦在高雄紫雲

寺設立惜福市場攤位。

◆即日起至14日，僧大佛學院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首梯「生命自覺營」，海內外

共有87人參加，包括男眾25人、女眾62人。

◆「法鼓山全省悅眾聯席會」本日於台北縣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聖嚴師父親臨開

示，勉勵眾人在現階段努力推動大學院教育之餘，於明年（2005年）第一期工程完成

後，更要開展大普化、大關懷的教育目標，約有二百多位召委、副召委出席參加。

◆即日起，美國華盛頓州聯絡處每個月第一週週日上午舉辦大悲懺法會。

02.02
◆即日起至5月3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晚上於台北縣土城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

的著作《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佛學課程，由悟常法師主講，約有二十九人參加。

◆新加坡分會於淨名佛學社舉辦禪一，由新加坡菩提閣果峻法師帶領，共有108位學員

參加。

◆換鵝書會會長黃篤生及其老菩薩黃張招治、同修黃李鶴卿、女兒黃惠英等人，本日下

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並皈依三寶，黃篤生亦應允師父，將書寫「傳燈會」三字相

贈。

02.03
◆法緣會會員本日至農禪寺向聖嚴師父拜年，師父勉勵會員們扮演好師父的化身、分身

及法鼓山鼓手的角色，並加強推動「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的募款工作，

約有七十位法緣會會員及受邀貴賓參加。

◆即日起至4月12日，新加坡分會在全島七大道場及印尼舉辦禪修推廣系列活動，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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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菩提閣果峻法師指導，共約有五百位學員參加。

◆宇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蔡瑞華及其夫人蔡陳金英，本日上午至農禪寺拜訪聖

嚴師父，並供養法鼓山全體僧眾，蔡瑞華並承允發心提供裝設窗簾的服務，護持法鼓

山。

02.04
◆即日起，高雄三民道場舉辦初級禪訓班，每週上課一次，一期共四堂課。

◆即日起至11日，法青會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寒假大專初階禪七，由僧團果理法

師擔任護總法師，共有81人參加。

◆即日起，宜蘭繪本館每週三晚上舉辦幼兒組的繪本DIY課程。

◆中華民國駐教廷特命全權大使戴瑞明伉儷及其公子，本日上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

拜訪聖嚴師父，師父及佛研所所長李志夫等人並陪同參觀園區建設。

02.05
◆農禪寺本日晚上舉辦元宵燃燈供佛法會。

◆桃園齋明寺舉辦燃燈供佛法會，約有一百人參加。

◆台中分院本日晚上舉辦元宵上燈祈福觀音法會。

◆高雄紫雲寺本日晚上舉辦首次「元宵燃燈供佛法會」，來自屏東、潮州、高雄等地約

數百人參加。

◆即日起，基隆精舍每個月第一週週四晚上舉辦法器練習。

◆即日起至4月9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四晚上於台北縣板橋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

的著作《金剛經講記》佛學課程，由善音法師主講，約有四十五人參加。

◆即日起至4月9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四晚上於桃園縣中壢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

的著作《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佛學課程，由見正法師主講，約有四十一人參加。

◆即日起，新加坡分會舉辦為期三個月的「心靈環保營」，邀請資深輔導員劉美雲指

導，活動以「心靈環保」、「心五四」運動等理念為主軸，設計一系列的課程及禪修

活動，共有18位學員參加。

02.06
◆即日起，農禪寺每個月第一週週五晚上舉辦大悲懺法會。

◆台南分院舉辦燃燈供佛法會，共有210人參加。

◆即日起，高雄紫雲寺舉辦初級禪訓班，每週上課一次，每期共有四次課程。

◆即日起，台北中正精舍舉辦助念法器班，共有16人參加。

◆慈基會文山區義工舉辦「法鼓山仙跡岩自然步道體驗營」活動，共有29人參加。

◆即日起至6月25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五晚上於台北中正精舍，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

著作《佛教入門》佛學課程，由戴良義講師主講，約有三十九人參加。

◆即日起至6月25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五上午於台南分院，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作

《學佛五講》佛學課程，由林秀雪講師主講，約有三十人參加。

02.07
◆即日起，農禪寺於每週六下午、週日晚上舉辦初級禪訓班。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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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農禪寺每個月第一週週六晚上舉辦淨土懺法會。

◆即日起至5月底，農禪寺香積組為義工們舉辦膳食料理實作課程，分為一般法會大眾

組、點心組、宴客組。

◆台北中正精舍本日晚上舉辦「提燈祈福盛會」，由二位僧團法師帶領大眾恭誦「觀世

音菩薩」聖號，並進行提燈踩街，約有五百人參加。

◆即日起至12月25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六上午於高雄紫雲寺，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

著作《學佛群疑》精讀班佛學課程，由林其賢講師主講。

02.08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北社子地區悅眾於台北縣新店二埔子植物公園舉辦戶外動

禪、生態保護宣導、素食燒烤活動，約有一百七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3月21日，護法會舉辦一系列「法鼓傳薪──自我提昇方案推廣說明暨悅眾

教育訓練」活動，先後於台北、高雄、花蓮、桃園、台中等地舉行，除了提昇各地區

召集委員及悅眾的共識外，更將佈達由聖嚴師父親自規畫的「自我提昇日課表」說明

及推廣重點。

◆護法會舉辦系列「法鼓傳薪──自我提昇方案推廣說明暨悅眾教育訓練」活動，首場

於本日在農禪寺舉行，來自北四、北三轄區約有四百多位悅眾參加，護法總會會長陳

嘉男、基金會副祕書長謝水庸、輔導師果燦法師等均列席關懷。

◆即日起，宜蘭繪本館每週六晚上舉辦成人繪本讀書會，及國小學生組的繪本與能力培

養課程。

02.09
◆即日起至4月19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晚上於屏東辦事處，開辦講解《透視生死煩

惱──四聖諦講記》佛學課程，由郭惠芯講師主講。

02.10
◆即日起至6月29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二晚上於台北縣泰山共修處，開辦講解《學佛

五講》佛學課程，由田季訓講師主講。

◆即日起至4月13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二上午於屏東潮州辦事處，開辦講解《透視生

死煩惱──四聖諦講記》佛學課程，由郭惠芯講師主講。

02.11
◆即日起至18日，法青會首次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寒假大專精進禪七，由僧團果

徹法師擔任總護，共有83人參加。

02.12
◆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於美國紐約聯合國大廈舉行「防止恐怖主義：以教育來促進世界

和平及催生全球共通的倫理價值」研討會，身為理事的聖嚴師父由於刻在台灣主持菩

薩戒會，不克前往，特於之前預錄一段演說在會中播放，呼籲以落實學校、社會、宗

教、家庭等四項教育來重建全球的倫理價值。

◆即日起至6月10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四晚上於台北市石牌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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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的著作《無量壽經講記》佛學課程，由悟常法師主講。

02.13
◆即日起至15日，台中分院舉辦法鼓八式動禪師資培訓課程。

◆即日起至16日，美國紐約象岡道場舉辦禪三，約有三十人參加。

02.14
◆即日起一連二天，高雄紫雲寺舉辦「南部醫界菁英禪修營」，聖嚴師父出席開示，說

明「提昇人品的重要歷程，在於自我消融」的觀念，並勉勵大家以禪修方式學習自我

消融與健全自我身心，共有49位學員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慈基會舉辦聯絡人成長營，共有46人參加。

◆中國大陸河南嵩山少林寺功夫訪問團，在少林寺住持永信法師的帶領下，一行包括開

封大相國寺住持心廣法師、洛陽白馬寺住持印樂法師、新鄉定國寺住持心舫法師、青

龍山慈雲寺住持延超法師、桐柏水簾寺住持妙俠法師、熊耳山空相寺都監永福法師等

七大寺院住持，以及少林武僧團等近四十人，本日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參訪，由僧

團果建法師代表聖嚴師父接待。

02.15
◆聖嚴師父南下關懷高雄紫雲寺期間，高雄縣縣長楊秋興親贈「聖蹟長興」匾額，並舉

行贈匾儀式，由師父與楊縣長共同揭幕，師父亦於儀式中感謝楊縣長對於紫雲寺的肯

定與支持。

◆農禪寺週日講經，由果祥法師主講《宗教的層次與作用》。

◆台北安和分院於本日、5月23日、8月15日、11月21日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

◆由護法會主辦的一系列「法鼓傳薪──自我提昇方案說明暨悅眾教育訓練」，第二場

於本日在高雄紫雲寺舉辦，來自嘉義、台南、高雄、屏東、潮州、台東等地區的正副

召委、悅眾等約有二百人參加。

02.16
◆聖嚴師父預立生後遺言十項要點，之後並將全文刊載於《法鼓》雜誌4月份第172期

第一版。

◆新加坡分會舉辦「新春聯誼會」，除觀看聖嚴師父新春開示錄影帶，並有領取吉祥紅

包、茶敘、遊戲等活動。

02.18
◆針對法鼓山向台北市文化局申請農禪寺歷史建築登錄案，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民政局

及都市發展局相關代表，本日上午陪同南方朔、李乾朗、黃富三等多位專案審查小組

成員，至農禪寺進行現場會勘，就人文歷史、歷史建物及庭院設施等三大項目，評估

農禪寺列為台北市歷史建物的可行性。

◆即日起至6月30日，佛學推廣中心每單週週三晚上於台北市士林共修處，開辦講解聖

嚴師父的著作《佛遺教經》佛學課程，由溫天河講師主講，約有二十四人參加。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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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9
◆僧大第二屆「出家體驗暨僧才養成班」之「出家體驗班」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教育

行政大樓舉辦開學典禮，新生共有男眾8位、女眾24位；典禮之後，體驗班於19日至

23日舉行新生講習，協助新生早日適應出家體驗班的生活，聖嚴師父亦出席開示。這

次開學典禮，亦是第一屆「出家體驗班」進入「僧才養成班」的開始，共有17位學僧

展開僧才培育的課程。

◆澳洲新南威爾斯佛教理事會（New South Wales Buddhist Council）在該會會長

Graeme Lyall的帶領下，一行人本日上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參訪，並拜訪聖嚴

師父；由於近年來，Graeme Lyall積極於澳洲社會推廣佛教，並向澳洲政府爭取在

佛誕節舉辦遊行活動等，因此師父譽稱其為「澳洲佛教之父」。

◆中國大陸安徽省大九華觀音峰住持宏成長老及其弟子開會法師一行人，本日上午至法

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拜訪聖嚴師父，由僧團男眾副都監果醒法師陪同參訪園區各單位。

02.20
◆即日起至23日，法鼓山首屆「海外共識觀摩研習營」於農禪寺及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

舉辦，約有六十位來自美國、馬來西亞、澳洲、香港、新加坡等海外各地的信眾們參

加。

02.21
◆即日起，台北安和分院每雙月第三週週六下午舉辦禪修指引課程。

◆即日起至28日，禪坐會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中階精進禪七，由果明

法師指導，共有124人參加。

◆法青會分別於本日、3月6日、3月27日以及4月10日下午，在農禪寺舉辦第一期基礎

佛學課程。

◆法青會分別於本日、2月28日以及3月6日晚上，在台北中正精舍舉辦第一期基礎禪訓

班。

◆即日起至4月17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六下午於台中分院，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作

《佛教入門》佛學課程，由果祥法師主講，約有八十三人參加。

02.22
◆台南分院舉辦精進禪一，共有33人參加。

◆法青會於台北中正精舍舉辦週日講座，由佛學推廣中心講師田季訓主講「校園的你，

快樂嗎？」約有二十多位同學參加。

02.23
◆新加坡分會於光明山普覺禪寺舉辦一日「禪修工作坊」，由新加坡菩提閣果峻法師指

導，共有126人參加。

◆大陸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聖輝法師、學誠法師及明生法師在佛光山住持心定法師的陪

同下，本日下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參訪並拜訪聖嚴師父。

02.24
◆即日起至28日，聖嚴師父率領台灣地區 6 位台灣傑出青年代表，參加世界宗教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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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理事會（World Council of Religious Leaders）在泰國曼谷（Bangkok）聯

合國總部舉行的「亞太地區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Asia Pacific World Youth 

Peace Summit），此次來自亞太地區共約一千位青年代表與會，並於本日晚上出席

於Sathira-Dhammasathan 舉辦的「亞太地區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開幕歡迎晚宴。

◆聖嚴師父於泰國弘法期間，本日在曼谷機場與泰國當地知名人士晤面，包括朱拉隆

功佛教大學（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佛教系主任Phramaha 

Thiab Sirinano、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教授簡任文化祕書李光華、駐泰國台

北代表處行政組組長等人。

◆聖嚴師父於泰國弘法期間，本日與泰國龐迪國際有限公司總經理張隆基、卜蜂集團有

限公司副董事長蔡緒鋒晤面。

◆即日起至4月27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二晚上於桃園辦事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

作《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佛學課程，由寂照法師主講，約有四十八人參加。

02.25
◆聖嚴師父參加泰國曼谷舉辦的「亞太地區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Asia Pacif ic 

World Youth Peace Summit），本日出席其首場活動「世界宗教領袖代表論壇」，

於朱拉隆功佛教大學（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舉辦，主題

為「青年認定的關鍵性宗教問題」，由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祕書長巴瓦·金（Bawa 

Jain）主持。

◆聖嚴師父於泰國弘法期間，本日與伊朗伊斯蘭文化暨關係組織會會長阿拉基（ 

Ayatollah Araghi）會面，雙方針對日前法鼓山組成伊朗巴姆賑災關懷小組前往災區

關懷，互表感恩之意，並且約定將進一步研商賑災後續的關懷工作。

◆聖嚴師父於泰國弘法期間，本日與中國大陸國家宗教事務局外事司二外副外長薛慧女

士晤面。

02.26
◆聖嚴師父於泰國弘法期間，本日及27日參加於朱拉隆功佛教大學（Mahachulalongk

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舉辦的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董事會，由聖嚴師父擔任

主席，除了討論相關議題，法鼓山代表江弘基特別就伊朗賑災關懷一事，提出專案報

告。

◆聖嚴師父於泰國弘法期間，本日透過世理會的安排，至泰國副僧皇府拜會副僧皇。

02.27
◆即日起，台北安和分院每個月第四週週五晚上舉辦菩薩戒誦戒會。

◆七十多位來台參加佛光山所舉辦之「海峽兩岸佛教音樂展演會」的大陸佛寺武僧、學

僧、喇嘛及國家宗教事務局官員等，本日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參訪，由僧大果霽法

師全程陪同參觀。

02.28
◆聖嚴師父與6位台灣青年代表本日下午於中正機場第二航廈舉行返台記者會，分享台

灣地區青年代表團此行至泰國參加「亞太地區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Asia Pacific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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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Youth Peace Summit）的成果。

◆即日起，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每月第四週週六晚上舉辦「法鼓山朝山大悲懺法會」。

◆法鼓山邀請亞都麗緻飯店總裁嚴長壽於農禪寺主講「談生命經驗與服務品質」，以強

化悅眾、專職人員、及專任義工對信眾的服務品質，約有五百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高雄地區舉辦「法鼓山朝山大悲懺暨園區巡禮」活動，首日從紫雲

寺出發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參訪，翌日則進行「朝山儀軌」，共有302人參加。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快樂學佛人系列──學佛行儀與禪修指引」

課程，由僧團果樞法師講授課程及指導學員練習，約有二百三十位學員參與。

◆法青會於農禪寺舉辦經典導讀，由僧團果澔法師主講《普賢菩薩行願讚》，共有16人

參加。

◆加拿大多倫多聯絡處舉辦精進禪一。

◆即日起至4月17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六晚上於苗栗辦事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

作《佛教入門》佛學課程，由果祥法師主講，約有三十二人參加。

02.29
◆台灣地區天主教總主教暨前輔仁大學校長羅光往生，聖嚴師父本日下午偕同中華佛研

所所長李志夫與現任董事方甯書教授，至輔大追思羅光總主教。

◆桃園齋明寺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約有一百一十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中地區悅眾於台中分院舉辦家庭災害與髒亂防治環保研習

活動，約有三百五十人參加。

◆慈基會於台中分院舉辦「救災工作安全研習」，邀請法國普洛金公司（Proengin）駐

台技術部顧問時齊霖講授「傳染病的防護」、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區勞動檢查所副所

長陳金鐘講授「如何運用預知危險提昇工作安全意識」等，共有165位來自台中、南

投、彰化、員林、苗栗、豐原等中部地區緊急救援總指揮、各級幹部、義工參加。

◆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初階禪一，由僧團常慧法師指導，共有77人參加。

◆法青會於法鼓山佛學教育園區舉辦禪修體驗營，內容包括走成佛之道、參觀僧大、進

行縫筷子布套比賽等，共有60人參加。

03.01
◆《人生》雜誌第247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71期出刊。

◆佛基會出版有聲結緣品：英文版《法鼓八式動禪》CD。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智慧掌中書系列《別怕人生變化球》、《習慣好壞大不同》（聖

嚴師父著）、人間淨土系列《人間世》（聖嚴師父著）。

◆本月起，《金山有情》全文上網（http://goldminers.ddc.com.tw/），網站內容包括

金山之寶、金山采風行、金山風味店、金山人物誌、藝術活動及課程進修等訊息。

◆為了推廣、勸募「百年樹人獎助學金」計畫，慈基會本日在台北國家音樂廳舉行

MARCH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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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百年樹人獎助學金慈善音樂會」，邀請台北愛樂室內及管絃樂團演出，約有

一千二位民眾到場聆聽。

◆即日起至6月7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晚上於台北市內湖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

的著作《探索識界──八識規矩頌講記》佛學課程，由戴良義講師主講，約有二十九

人參加。

◆即日起至6月28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晚上於台北縣淡水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

父的著作《修行在紅塵──維摩經六講》佛學課程，由寂照法師主講，約有三十人參

加。

◆即日起至6月11日，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縣萬里國中之邀，於每週一、三下午在該校

為一、二年級學生舉辦禪修課程，共有150人參加。

◆即日起至6月11日，禪修推廣中心應基隆市仁愛國小之邀，於每週一至週五下午在該

校為三至六年級的學生及導師舉辦禪修課程，約有六百人參加。

◆資深護法信眾王澤坤老居士的後代，包括子媳王俊德、陳惠美夫婦等家族三代與親友

一行17人，本日上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拜訪聖嚴師父，師父並表達對王澤坤老居

士的感念，且親題「信貞行實」四字紀念老居士百歲冥誕。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教授瞿海源，本日上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教育行政大樓

拜訪聖嚴師父，針對台灣佛教變遷的學術研究計畫，向師父請益。

03.02
◆即日起至6月11日，禪修推廣中心應基隆市東信國小之邀，於每週二、五、六下午在

該校活動中心桌球室，為學生及桌球隊成員舉辦禪修課程，共有160人參加。

03.03
◆佛研所邀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教授瞿海源，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教育行政大

樓海會廳，進行一場專題演講「台灣宗教社會學的調查與研究」，約有三十多位師生

參加。

◆即日起至12月29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三晚上於台北中山精舍，開辦講解聖嚴師父

的著作《牛的印跡》佛學課程，由曾慶堂講師主講。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縣永和市永平國小之邀，本日下午於該校為教師舉辦法鼓八式動

禪教學活動，共有20人參加。

03.04
◆即日起至6月11日，禪修推廣中心應基隆市隆聖國小之邀，於每週四下午在該校為教

師舉辦禪修課程，共有15人參加。

03.05
◆公路總局本日下午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行年度幹部研習會，並參觀園區建設，聖

嚴師父亦出席開示。

◆獎基會與台灣大學合作設置「法鼓人文講座」，首場邀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教授劉述先，於本日在台大水源校區中正堂演講「在全球視域下的宗教對話」，約有

二百人參加。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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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會於台北市力霸皇冠大飯店舉辦第四十七次例會，會中由法鼓文化總編輯果毅法

師主講「在佛法的大海中水漲船高──以法鼓山為舟航」，共有101人參加。

◆即日起至8月27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五晚上於台北縣雙和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

父的著作《修行在紅塵──維摩經六講》佛學課程，由善音法師主講，約有二十二人

參加。

◆即日起至4月23日，美國華盛頓州聯絡處舉辦初階佛學班，共有八次課程。

03.06
◆即日起至6月底，桃園齋明寺每週六晚上舉辦假日佛學講座。

◆即日起，高雄紫雲寺舉辦初級禪訓班，每週上課一次，一期共四堂課。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南投地區悅眾於南投安心服務站前廣場舉辦惜福市場義賣活

動，約有五百人參加。

◆法鼓山社會大學本日上午於台北縣金山鄉中山堂舉行九十三年第一期開學典禮，邀請

金山鄉鄉長暨法鼓山社會大學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游忠義致辭，校務發展諮

詢委會副主任委員唐有吉、許春財蒞臨參加，典禮中除了頒發九十二年第二期秋季班

學員結業證書，並舉辦學習成果嘉年華會、金山多美麗人文展等活動，約有四百位學

員參加。

◆即日起至6月19日每週六下午，法鼓山基金會於農禪寺開設義工團醫護組培訓課程，

邀請和信醫院護理長林淑楨主講「感染管制」、台北縣救護照顧協進會會長魏美津主

講「心肺復甦術與呼吸道阻塞的急救法」、新店耕莘醫院內科主治醫師蔡振華主講

「休克與一般急症的處置」等，約有一百人參加。

◆由護法會主辦的一系列「法鼓傳薪──自我提昇方案說明暨悅眾教育訓練」活動，第

三場於本日在農禪寺舉辦，來自北一轄區、北七轄區約有三百四十位悅眾參加。

◆法青會於農禪寺舉辦「基礎佛學講座」系列活動，由僧團果建法師主講「佛教的教主

──佛陀」。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27人參加。

◆美國加州聯絡處本日下午於柔似密（Rosmead）道場舉辦「智慧隨時取，利人又利

己」書展，展出法鼓文化出版書籍。

◆美國加州聯絡處於本日、3月13日、3月20日及3月27日下午，舉辦初級禪訓班，全程

共有四堂課程。

◆代表法鼓山出席「亞太地區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的青年代表之一何麗純（國華高爾

夫球場教練），偕同母親何劉連連女士，本日下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3.07
◆台中分院舉辦「勸募小組心靈成長」戶外禪活動，約有四十位勸募小組長、關懷員參

加。

◆高雄紫雲寺本日上午舉辦觀音法會。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南地區悅眾於台南縣鳥山舉辦垃圾分類、生態保護宣導、

戶外動禪等活動，約有二百人參加。

◆由護法會主辦的一系列「法鼓傳薪──自我提昇方案說明暨悅眾教育訓練」活動，第

四場於本日在花蓮高商舉辦，來自宜蘭、羅東、花蓮、台東地區約一百四十位悅眾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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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景仰廳合辦「第三十七屆佛化聯合奠

祭」，往生者家屬及其親友約有五百五十人參加。

◆法青會本日下午於台北中正精舍舉辦「週日講座」，由佛學推廣中心講師田季訓主講

「徬徨人生，真的徬徨嗎？」。

◆美國舊金山共修處舉辦瑜伽禪坐共修，共有25人參加。

03.09
◆作家施叔青於2002年10月底，與聖嚴師父前往中國大陸展開為期十四天的禪宗溯源

之旅，巡禮結束後，撰寫《心在何處》一書。該書出版者聯合文學於本日下午在台北

市建國南路金石堂舉辦新書發表會，特別邀請聖嚴師父出席。

◆農禪寺舉辦剃度典禮，由聖嚴師父擔任戒和尚、今能長老擔任教授阿闇梨，剃度的新

戒法師共有18位，包括男眾5人，女眾13人，主要為僧大「僧才養成班」的學僧，另

有32位出家體驗班的同學發心受行同沙彌（尼）戒。

◆即日起至5月25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二晚上於台北中山精舍，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

著作《學佛五講》佛學課程，由僧團果祥法師主講，約有四十二人參加。

◆即日起至8月24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二晚上於台北市萬華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

父的著作《修行在紅塵──維摩經六講》佛學課程，由宗譓法師主講，約有三十一人

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縣金山中學之邀，本日下午於該校學生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學活

動，約有三百二十人參加。

03.11
◆即日起至14日，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法鼓山第二十三屆社會菁英禪修營（禪

三）」，由聖嚴師父帶領，共有93人參加。

03.13
◆台南分院本日晚上舉辦觀音法會，並設有消災、超薦燈及牌位，約有七十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高雄地區悅眾於高雄紫雲寺舉辦「環保義工成長營」，內容

包括義工經驗分享與環保講座，約有二百五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20日，禪坐會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初階精進禪七，由僧團

果雲法師指導，共有119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應黑松股份有限公司之邀，本日下午於台北市陽明山櫻花渡假村為該公

司員工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學活動，共有40人參加。

◆法青會於農禪寺舉辦「經典導讀」系列課程，本日下午由僧團果澔法師主講聖嚴師父

的著作《普賢菩薩行願讚講記》。
◆宜蘭繪本館舉辦專題演講，邀請兒童文學作家柯倩華主講「與自我有關的繪本介

紹」，共有45人參加。

03.14
◆聖嚴師父邀請廣達基金會董事長林百里暨基金會副理楊秀月，本日至法鼓山佛教教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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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一同餐敘，師父並與林董事長針對雙方合作青少年公益關懷之議題與活動，彼此

交換意見。

◆台中分院舉辦生活佛法體驗營。

◆台南分院舉辦精進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共有60人參加。

◆慈基會板橋地區義工分別於本日及28日，至板橋福德社區關懷老人，共有83人參

加。

◆法青會於台北政治大學後山舉辦山水禪活動，由僧團果祺法師以及果弘法師帶領，共

有52人參加。

◆新加坡分會於福慧講堂舉辦禪一，由新加坡菩提閣果峻法師帶領，約有一百人參加。

03.15
◆高雄元亨佛學院教授吳老擇及慈仁文教基金會澈定法師、新定法師、會忍法師在佛研

所所長李志夫、長觀法師等人陪同下，本日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拜訪聖嚴師父。吳

教授此行係前來關心宗教研修學院的立法進度及其他教育設施，並與師父交換意見與

看法。

03.17
◆佛研所於2002年主編《台灣佛學院所教育年鑑》創刊號，本日佛研所所長李志夫與

法光佛研所所長蕭金松共同邀請各佛學院所，於法光佛教研究所召開第二屆《台灣佛

學院所教育年鑑》編輯會議。

◆即日起至5月5日，義工團每週三上午於農禪寺舉辦老菩薩讀經班，以回饋老義工們的

奉獻，約有四十五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縣中和市竹林高中之邀，於該校活動中心為教師舉辦法鼓八式動

禪教學活動，約有一百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應桃園縣平鎮市東安國小之邀，本日下午於該校為教師舉辦法鼓八式動

禪教學活動，約有五十人參加。

◆中華郵政公司董事長許仁壽本日下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拜訪聖嚴師父。

03.19
◆3月20日台灣總統大選前夕，聖嚴師父指示法鼓山體系為二千三百萬同胞祝福，祝福

大家努力創建一個安定、和平、快樂的台灣社會。

◆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傳統與現代的對話」通識講座，本日邀請聖嚴師父，以

「佛教思想的傳統及其現代化」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03.20
◆桃園齋明寺舉辦進階禪一，約有六十五人參加。

◆高雄三民道場舉辦禪一。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禪一，約有二十人參加。

03.21
◆即日起至28日，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第四屆社會菁英禪修營（禪七）」，由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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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師父指導，共有51人參加。

◆農禪寺舉辦「和喜自在──祈福皈依大典暨會團迎新博覽會」，由聖嚴師父主持，約

有一千七百多人皈依三寶。

◆高雄紫雲寺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

◆台北安和分院於3月21日、6月20日、9月19日、12月19日上午舉辦觀音法會。

◆由護法會主辦的一系列「法鼓傳薪──自我提昇方案說明暨悅眾教育訓練」活動，第

五場於本日在桃園齋明寺舉辦，來自桃園、中壢、新竹及部分北四轄區約一百四十位

悅眾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27人參加。

◆交通部部長林陵三夫婦、公路局局長陳晉源，先後於本日上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

父。

◆作家白先勇先生的妹妹白冰女士偕同家人，本日上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演藝公會理事長楊光友等人，本日至農禪寺參加皈依大典，並於典禮結束後拜訪聖嚴

師父。

03.22
◆泰國比丘法師 Phramaha Sawai Shotiko 一行人本日上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拜訪

聖嚴師父。

◆邱再興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暨鳳甲美術館負責人邱再興、張麗華夫婦等人，本日上午至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拜訪聖嚴師父，並捐出十五幅佛教刺繡名畫，提供未來法鼓山藝

術品義賣活動之用。

03.23
◆本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私立學校法」第九條修正案，開放私立大學或宗教法人向教

育部申請，設立單一宗教研修學院，未來中華佛研所等宗教學院，經過教育部申請核

可，即可授予學生正式學位。

◆佛研所邀請第八屆畢業生暨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博士莊國

彬，於本日及30日晚上共進行二場專題演說，主題為其博士論文的題目「說一切有部

之解脫道」，子題分別是「說一切有部之解脫道──文獻與方法」、「說一切有部之

解脫道──略述五道」之專題演講，與大眾分享其留學英國多年的學習心得。

◆前台中縣長廖永來夫婦及前台中縣副縣長陳雨鑫，本日下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3.24
◆僧大邀請僧團果祥法師進行專題演說，以「我的學佛出家因緣」為題，與僧大佛學院

及出家體驗暨僧才養成班同學分享其學佛的歷程。

◆法鼓山社會大學服務中心舉辦「體驗禪」活動，由禪修推廣中心講師劉振鄉指導，參

與者多為台北縣三和國小校長、老師。

03.25
◆即日起至6月10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四晚上於屏東辦事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

作《學佛五講》初階班佛學課程，由林其賢講師主講，約有二十七人參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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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6
◆針對台灣總統選舉活動，聖嚴師父與天主教樞機主教單國璽發表聯合聲明，題為「總

統大選之後，期盼和平共榮」，期盼於總統大選後，各界人士應以和平為念，以求國

家社會的安定與安全共存共榮，該文於本日刊載於《中時電子報》、《中央社》。

◆即日起至4月3日，念佛會舉辦第二十四屆清明報恩念佛禪七，約有七百人參加。

◆隨著考季來臨，為幫助直接面對考試壓力的考生們，調適身心上種種不適的情形，禪

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市儒林補習班之邀，本日下午於該補習班教室為學生、老師及內部

員工舉辦禪修指引，共有250人參加。

03.27
◆台北中山精舍於台北市南港茶葉展示中心舉辦中山區勸募會員關懷聯誼活動，共有38

人參加。

◆即日起至4月4日，法鼓山社會大學協助台北縣金山鄉公所舉辦「2004年金山溫泉季

──田園泡湯趴趴走」活動，活動中除了設置攤位，並由禪修推廣中心講師劉振鄉帶

領民眾練習法鼓八式動禪。

◆慈基會於大板橋地區舉辦「一般關懷員教育訓練」課程，共有36位學員參加。

◆法青會於本日、4月3日以及4月10日各日晚上，在台北中正精舍舉辦第二期基礎禪訓

班，由僧團果弘法師指導同學認識打坐的觀念及方法等，共有19人參加。

◆美國芝加哥聯絡處舉辦一日禪。

03.28
◆即日起至4月3日，高雄紫雲寺舉辦都市佛七。

◆佛研所佛教藝術研究中心本日上午於國軍文藝中心舉行書畫拍賣、義賣活動。

◆法青會於台北中正精舍舉辦「週日講座」，邀請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傳播系博士謝瀛春教授主講「自在

逍遙、活出自己」。

◆香港分會舉行心靈環保體驗營活動，內容包括學習心靈環保、自我提昇等項目，約有

五十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助念團及宜蘭地區悅眾於宜蘭員山福園舉辦春之祭法會，

內容包括法鼓隊開幕、以圖文解說宣導植葬、海葬等活動，約有一萬五千五百多人參

加。

◆台北大學校長李建興夫婦本日下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拜訪聖嚴師父。

◆由護法會主辦的一系列「法鼓傳薪──自我提昇方案說明暨悅眾教育訓練」活動，第

六場於本日在台中分院舉辦，來自台中、苗栗、海線、豐原、彰化、員林、南投等中

部地區約二百位悅眾參加。

03.30
◆法鼓山社會大學服務中心本日下午舉辦「體驗禪」活動，內容包括：禪坐、書法禪等

項目，共有30位台北縣金美國小校長、老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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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系社長王文杉及母親謝家蘭、記者梁玉芳等人，本日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

區拜訪聖嚴師父，並針對總統大選之後台灣人心不安現象，向師父請益看法。

03.31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花蓮地區悅眾於花蓮辦事處舉辦合歡山生態幻燈片展，展覽

包括環保、動物、植物、地質、人文等生態內容，約有三百人參加。

◆將協辦「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的《中國時報》系總經理黃肇松及其夫人黃

詩媛女士，本日下午至台北安和分院拜訪聖嚴師父，並討論活動相關事宜。

04.01
◆《人生》雜誌第248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72期出刊。

◆《金山有情》第8期出刊。

◆佛基會出版有聲結緣品：《法鼓坐姿八式動禪》CD、英文版《法鼓立姿八式動禪》

DVD。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隨身經典系列《〈五根五力〉講記》（聖嚴師父著）、佛研所論

叢系列：《唐代禪宗心性思想》（張國一著）。

◆本日起至5月10日，由法鼓文化心靈網路書店（http://www.ddc.com.tw）所舉辦的

「尋找覺者的足跡──千種佛書線上聯展」網路活動開始上線，集合了三十五家出版

社及唱片公司，包括：東大、慧炬、金色蓮花等專業佛學出版社，以及天下文化、立

緒、時報、等知名綜合出版社，同時亦有原動力、風潮、亞洲等唱片公司共同合作，

提供海內外讀者一個二十四小時皆可選購書籍的平台。

◆農禪寺歷史建築登錄案，本日獲台北市古蹟及歷史建築審查委員會通過，二層樓農

舍、入慈悲門牌樓均受到保存。

◆台南分院舉辦念佛共修，共有110人參加。

◆慈基會《法鼓慈善年報》創刊，內容以心靈環保為主軸，介紹慈基會近期內所舉辦的

活動，期使更多人能對該會有所瞭解。

◆法行會於台北市力霸皇冠大飯店舉辦第四十八次例會，由會長蔡清彥主講「台灣科技

大未來──創新與超越」，共有91人參加。

◆中國大陸工程公司董事長殷琪本日上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向聖嚴師父請益佛法，

並針對法鼓山未來整體營運工程提供建議。

04.02
◆即日起，高雄紫雲寺舉辦初級禪訓班，每週上課一次，每期共四堂課。

◆即日起至5月21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五晚上於彰化辦事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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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八大人覺經講記》佛學課程，由果雲法師主講，約有二十一人參加。

◆總統府祕書江志銘本日下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拜訪聖嚴師父。

04.03
◆即日起至17日，佛研所佛教藝術研究中心與國立中正紀念堂合作，於該堂中正藝廊舉

辦「2004佛教與藝術大展」，展出北齊明宋典藏珍品；並於4月3日舉辦開幕茶會，

藝文界大老何志浩將軍、中國書法學會理事長釋廣元長老，以及教育部次長呂木琳等

人皆應邀出席。

◆法青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經典導讀」活動，由僧團果澔法師主講聖嚴師父的著

作《普賢菩薩行願讚講記》。

◆宜蘭繪本館舉辦專題演講，邀請兒童文學作家柯倩華主講「與情緒有關的繪本介

紹」，共有40人參加。

04.04
◆農禪寺週日講經暨皈依典禮，由果祺法師主講《心經禪解》。

◆台南分院舉辦「清明報恩地藏法會」，共有109人參加。

◆法青會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行禪修體驗營活動，由僧團果建法師與果妙法師帶

領，共有58位同學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23人參加。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舉辦地藏法會，由果元法師主持及開示，約有一百五十人參加。

◆美國舊金山共修處舉辦一日禪。

◆新加坡分會舉辦一天的禪一，由僧團果品法師帶領。

04.05
◆即日起至6月底，高雄紫雲寺每週一晚上舉辦合唱團成人練唱。

◆即日起至11日，高雄紫雲寺舉辦梁皇寶懺及三時繫念法會。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市儒林補習班之邀，本日下午於該補習班教室為學生舉辦禪修指

引課程，約有二百人參加。

04.06
◆即日起一連二天，佛研所及漢藏班舉辦校外教學，由佛研所所長李志夫帶領，前往台

灣中部進行漢藏佛教寺院巡禮。首日參訪台中分院、南投安心服務站，以及南投真華

長老所主持的中道學苑、南投慈光山地藏院、南投觀音山玉佛寺；第二天則參訪台南

藏傳寧瑪派的大圓滿廟及雲林白馬山格魯派的菩提講堂，約有六十多位學生、教職員

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市儒林補習班之邀，於該補習班教室為學生舉辦禪修指引課程，

上午場次共有170人參加；下午場次則有200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應台北縣金山中學之邀，於該校各班教室為學生舉辦法鼓八式

動禪教學活動，約有三百二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7月13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二晚上於台北市文山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

父的著作《學佛五講》佛學課程，由林立講師主講，約有二十二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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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高雄三民道場舉辦初級禪訓班，每週上課一次，每期共有四次課程。

◆陳水扁總統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向聖嚴師父請益禪法，並參觀圖書資訊館、校史館

等園區環境，同時陳總統亦針對現今社會現象，向師父請益面對及處理的方法。

04.08
◆聖嚴師父本日上午於農禪寺大殿，為法鼓山全體專職菩薩精神講話，以「佛渡有緣

人」為題，勉勵專職菩薩禮敬三寶、學習菩薩道，共同為法鼓山理念與精神而努力，

約有二百七十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市儒林補習班之邀，本日下午於該補習班教室為學生舉辦禪修指

引課程，共有230人參加。

◆越南覺苑寺廣和長老、慧明長老、源福長老，在佛陀教育中心傳志法師及紹因法師的

陪同下，本日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參訪，由僧團果峙法師全程接待。

04.10
◆僧大《僧芽》雙週刊創刊，之後每二週發刊一次。這份刊物是僧大為前來報考僧大發

心學佛者特別製作的刊物，希望他們在考前這段時間，能因此獲得向上精進的力量。

◆即日起至7月3日，法鼓山基金會每週六於農禪寺舉辦「健康飲食春季研習班」，指導

民眾健康飲食的常識及食譜製作，共有十四堂課程，約有一百人參加。

◆即日起至17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佛教園區舉辦高階話頭禪七，由僧團果醒法師指導，

約有一百人參加。

◆法青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基礎佛學」課程，由僧團果慨法師主講「佛陀的教團

──僧團」。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北縣新店地區悅眾於永和市仁愛公園舉辦跳蚤市場園遊

會，共同為弱勢團體進行募款，並有垃圾分類與回收宣導活動，約有一千二百人參

加。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市儒林補習班之邀，本日下午於該補習班教室為學生舉辦禪修指

引課程，共有120人參加。

◆美國華盛頓州聯絡處於今年1月1日遷入新道場，本日正式舉辦新道場灑淨儀式，由紐

約東初禪寺果元法師主持，約有六十人參加。

◆駐印度弘化的悟謙長老在中華佛教普賢護法會創辦人淨耀法師陪同下，本日至農禪寺

拜訪聖嚴師父，並與師父研討漢藏佛教交流事宜。

04.11
◆農禪寺舉辦「法鼓山第四十五次社會菁英禪修營共修會」，聖嚴師父出席開示，共有

93人參加。

◆高雄紫雲寺舉辦禪一。

◆嘉義辦事處舉辦二場演講，邀請佛學推廣中心講師郭惠芯及中醫師賀慕竹，為台南、

嘉義等地區約一百五十位悅眾專題演講「悅眾菩薩的角色功能」與「從身體的奧祕到

養生」。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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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彰化地區悅眾於伸港鄉泉厝社區舉辦童玩、親子協力車.、

書法禪、環保手工藝、社區生態環保導覽等活動，並邀請環保局課長陳金蘭主講「輕

鬆做環保──廚餘回收宣導」，以及衛生所和彰化基督教醫院免費提供民眾做婦女抹

片檢查、彰化秀傳醫院做腸病毒宣導，約有一千人參加。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本日上午在校園預定地舉行灑淨祈福儀式及動土典禮，由聖嚴師

父、護法總會會長陳嘉男與立法院院長王金平、教育部部長黃榮村、台北縣縣長蘇貞

昌及金山鄉鄉長游忠義，共同執鏟動土，觀禮貴賓及信眾約有二千多人。

◆法青會本日下午於台北中正精舍舉辦「週日講座」，邀請佛學推廣中心講師廖志城主

講「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探討職場人際關係，共有52人參加。

◆美國華盛頓州聯絡處舉辦一日默照禪，由紐約東初禪寺果元法師主持，約有五十多人

參加。

04.14
◆「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本日下午於台北安和分院舉辦記者招待會，正式宣

布活動將從5月起陸續展開，由協辦單位《中國時報》系總經理黃肇松擔任主持，並

邀請廣達電子公司董事長林百里、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執行長曾濟群、聖

嚴師父等人出席參加。

04.15
◆即日起至19日，聖嚴師父至新加坡展開弘法之行，其間，主要活動包括於新加坡分會

首度於光明山舉辦的「社會菁英禪修營」中開示，以及應邀以「超越生命的關卡」為

題舉辦大型演講。

◆台中分院舉辦專題演講，邀請國際知名腫瘤外科專家王輝明醫師主講「肉食、素食與

健康的關係」，說明素食的環保精神，約有四百多位聽眾到場聆聽。

04.16
◆聖嚴師父於新加坡弘法期間，本日出席在新加坡麗晶酒店（Regent Hotel）會議廳舉

辦的弘法記者會，由光明山符致海居士主持，該國各大電子與平面媒體皆前來採訪。

◆聖嚴師父於新加坡弘法期間，即日起一連三天，新加坡分會首度於光明山普覺禪寺舉

辦「社會菁英禪修營」，師父親臨開示。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市儒林補習班之邀，本日下午於該補習班為學生舉辦禪修指引課

程，共有200人參加。
◆即日起至21日，美國象岡道場舉辦西方禪五，由聖嚴師父二位西方的傳承弟子John 

Crook 博士及Simon Child 醫師帶領，約有二十人參加。

04.17
◆聖嚴師父於新加坡弘法期間，本日師父接受新加坡英文報紙《海峽時報》專訪。

◆聖嚴師父於新加坡弘法期間，本日、18日晚上在新加坡光明山普覺禪寺舉辦大型演

講，主題為「超越生命的關卡」，每晚約有七千人參加。

◆聖嚴師父於新加坡弘法期間，本日上午師父由光明山廣聲法師陪同至自度庵拜訪當地

的隆根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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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於新加坡弘法期間，本日下午新加坡總理祕書蔡艾伯至麗晶酒店（Regent 

Hotel）拜訪聖嚴師父。

◆台北中山精舍應中山區公所之邀，參加中山區區運會，於現場設置大悲水、隨身書等

文宣及緊急救援服務等攤位。

◆法鼓山社會大學舉辦九十三年第一期春季活動，內容包括參訪農禪寺、練習法鼓八式

動禪等，約有一百多位學員參加。

◆禪坐會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戶外禪修活動，由僧團果祺法師指導，共有280人

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禪坐會於台北縣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精進禪二，由僧團果樞法

師、果靖法師指導，共有31人參加。

◆法青會於農禪寺舉行「經典導讀」課程，本日下午由僧團果澔法師主講《普賢菩薩行

願讚講記》。

◆即日起至10月24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日舉辦第四期「讀書會帶領人」種子培訓初

階班，共有來自北部、花蓮、桃園等地六十多位地區悅眾，以及有意願推廣讀書會的

人士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應法鼓山社會大學之邀，本日下午於農禪寺為學員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

學活動，約有一百人參加。

◆美國芝加哥聯絡處英語讀書會舉辦了一場題為「悉達多的世界 Siddhartha's World」

的英文演說，邀請Oakton Community 學院教授 Douglas Berger 主講。

04.18
◆農禪寺週日講經，由果祥法師主講「神通泛論」。

◆台中分院舉行戶外禪修活動，本日上午至台中縣大甲鎮鐵砧山妙法寺經行，由果雲法

師指導，進行戶外禪、坐禪等活動；下午至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中心，進行防火逃

生垂降、訓練，共有150人參加。

◆台南分院本日下午舉辦「生命成長」活動，邀請南台科技大學教授王環莉帶領學員學

習不同的溝通模式。

◆高雄紫雲寺舉辦戶外禪。

◆即日起至7月18日，法鼓山基金會每週日於農禪寺，為義工團香積義工舉辦「營養與

保健專題講習」，由專家學者指導大家正確的保健觀念，共計八堂課程，約有三十人

參加。

◆即日起至6月20日，慈基會慰訪員教育訓練分別在台北、台中、宜蘭、高雄展開五場

專題講座及個案研討。課程內容主要針對各地慰訪員提出的需求而設計，期能建立慰

訪員對關懷輔導的專業知識，提昇整體慰訪的品質。首場訓練講座本日於法鼓山基金

會辦公室舉辦，邀請馬偕醫院精神科社工師張依虹主講「社福資源轉介使用及精神病

患的認識」，約有一百五十人參加。

◆法青會本日於桃園齋明寺舉行山水禪，由僧團果建法師、果弘法師、果澔法師帶領，

共有51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33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應求珠菩提場之邀，本日下午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臨時寮舉辦法鼓八

式動禪教學活動。

◆美國達拉斯共修處本日在《達拉斯時報》大樓舉行初級禪坐班，由法鼓山資深勸募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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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亦是禪修講師毛靖指導，約有三十人參加。

◆美國舊金山共修處本日舉辦瑜伽禪坐共修。

04.19
◆聖嚴師父於新加坡弘法期間，本日上午師父前往法鼓山新加坡圖書館，關懷當地新加

坡分會的悅眾菩薩，並舉行傳燈儀式。

◆聖嚴師父於新加坡弘法期間，本日新加坡雙林寺住持惟嚴法師及新加坡總理吳作棟的

夫人分別至麗晶酒店（Regent Hotel）拜訪師父。

◆慈光禪學院院長惠空法師帶領該學院及禪學研究所師生一行十餘人，本日上午至法鼓

山佛教教育園區參訪，由僧大副院長果光法師及佛研所所長李志夫等人全程接待。

04.20
◆即日起至24日，聖嚴師父至澳洲展開弘法之行，其間主要活動包括：代表佛研所與澳

洲雪梨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ydney）宗教系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受當地各學

術單位邀請，舉辦多場專題演講以及出席宗教論壇等。

◆由法鼓山、慈濟、佛光山及佛教弘誓學院首度通力合作、共同舉辦的海峽兩岸「印順

長老與人間佛教」學術研討會，本日下午於台北安和分院召開記者會，由佛研所所長

李志夫、慈濟大愛電視台總監姚仁祿及佛教弘誓學院昭慧法師共同出席。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縣金山中學之邀，本日下午於該校為學生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學

活動，約有三百二十人參加。

04.21
◆聖嚴師父於澳洲弘法期間，本日接受澳洲TVB電視專訪，該電台記者針對恐怖主義

與世界和平之間的相關議題，向師父請益其看法，師父表示，若宗教間能為彼此間的

和諧共同努力，世界和平是指日可待的。師父亦出席澳洲弘法記者會，會中並致贈與

會記者朋友《法鼓八式動禪》、《法鼓山簡介》的英文CD光碟等文宣品。

◆新加坡於海印古寺舉辦「禪修問題解答」活動，由僧團果品法師主持。

04.22
◆聖嚴師父於澳洲弘法期間，本日佛研所與澳洲雪梨大學（The Univers i ty of 

Sydney）宗教系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由佛研所創辦人聖嚴師父親自與雪梨大學文

學院副院長June Sinclair 共同簽署備忘錄。師父並應宗教系之邀，做專題演講「禪宗

對俱解脫的看法──心解脫者與慧解脫者之關係」，約有二百位聽眾參加。

◆聖嚴師父於澳洲弘法期間，本日應新州佛教協會（Buddhist Council of New South 

Wales）之邀，出席於雪梨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ydney）華僑文教中心舉辦的

跨宗教論壇，與7位不同宗教代表暢談「如何從宗教中尋求內心的平靜」。

◆新加坡分會在新加坡佛學圖書館舉辦「慈悲喜捨」佛學講座，由僧團果品法師主講。

04.23
◆聖嚴師父於澳洲期間，本日晚上於雪梨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ydney）演講「禪

與心靈環保」，師父以時事為例子，說明禪宗專注當下的觀念，同時亦指導聽眾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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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禪修方法，約有七百位東西方人士到場聆聽。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市儒林補習班之邀，本日下午於該補習班為學生舉辦禪修指引課

程，共有70人參加。

◆即日起至25日，新加坡分會於淨名佛學社舉辦禪三，由僧團果品法師指導。

04.24
◆聖嚴師父於澳洲弘法期間，本日應澳洲心理學會（The Australi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Ltd.）之邀，於墨爾本的迪金大學（Deakin University）主講「禪與心理健

康」，約有三百位的心理醫師、心理學教授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桃園齋明寺舉辦春季超薦法會，約有三千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高雄紫雲寺舉辦醫界禪二。

◆屏東潮州共修處舉辦「救災工作安全」教育訓練，慈基會副總幹事鄭文烈、謝明月前

往關懷，共有34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雙和地區悅眾於永和市福和河濱公園與永和市公所合辦「猴

猴玩ㄟ教學博覽會」，共同關懷低收入戶的兒童。永和市市長洪一平、法鼓山基金會

副祕書長謝水庸，皆親臨會場致辭，並頒發獎助學金，約有一千二百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北中山地區悅眾於北海岸舉辦參訪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

核能發電場、漁人碼頭等活動，約有三百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佛研所與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佛教弘

誓學院於中央研究院學術研究活動中心共同舉辦「慶祝印順長老百歲嵩壽──印順長

老與人間佛教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約有七百多人參加。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本日於農禪寺舉辦「快樂學佛人成長系列──學佛行儀與禪

修指引」，由僧團果南法師指導，約有一百八十位學員參與。

◆即日起一連二天，法青會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禪二，由僧團果建法師擔任總護

法師，共有35人參加。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舉辦念佛禪一，約有四十人參加。

◆美國華盛頓州聯絡處法鼓合唱團本日應「銀髮族基金會」之邀進行合唱表演，協助該

基金會募款，幫助大西雅圖地區的亞裔銀髮族，安排各項活動及做關懷服務。

◆加拿大多倫多聯絡處舉辦精進禪一。

04.25
◆聖嚴師父於澳洲弘法期間，本日師父於墨爾本萬年興市政大樓活動中心

（Manningham Function Centre）進行演講，主題為「禪與人間淨土」，約有九百

人與會聽講。

◆聖嚴師父於澳洲弘法期間，本日師父晚間出席墨爾本聯絡處於墨爾本君悅飯店舉辦的

跨宗教領袖論壇，以「亂世中的個人信仰」為探討主題，與17位不同宗教派別的領袖

展開對談，探討如何從宗教中尋求內心的平靜。

◆高雄分院救災中心本日上午舉辦消防救災講習及演練，邀請高雄縣消防局第一中隊教

官擔任指導，包括常住法師、地區悅眾、救災中心人員，共有111人參加。

◆台北中正精舍舉辦專題演講，邀請台北榮總精神科醫生簡玉城主講「認識憂鬱症」，

約有四十人參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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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北縣土城地區悅眾結合土城市一年一度的桐花節活動，於

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惜福物品展示，以及禪坐會悅眾教導民眾做法鼓八式動禪和靜

坐等多項心靈環保活動，約有六百人參加。

◆法鼓山社會大學舉辦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導覽義工初階訓練，針對新進導覽義工參與

導覽服務做勤前教育，約有二十人參加。

◆法行會中區分會本日上午至台中分院舉辦「心靈的成長與體驗」講座，邀請台北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楊蓓主講。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上午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臨時寮為台中縣豐原辦事處信眾舉辦法

鼓八式動禪教學活動，共有50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應菜香耕有機生活館之邀，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臨時寮為學

員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學活動，共有15人參加。
◆美國芝加哥聯絡處舉辦初階禪修課程。

◆美國達拉斯共修處本日於大草原市（Grande Prairie）法光寺舉行精進禪一，由法鼓

山資深勸募會員亦是禪修講師毛靖指導，約有二十人參加。。

◆美國舊金山共修處新道場於本日開始啟用。

04.26
◆佛研所參與「印順長老與人間佛教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的相關工作人員，本日至福

嚴佛學院拜見印順長老並向長老祝壽。

04.27
◆馬來西亞吉打州淨華蘭若、雪蘭莪州清涼精舍共9位女眾法師，本日下午至法鼓山佛

教教育園區參訪。

04.28
◆即日起至5月9日，聖嚴師父至瑞士展開弘法之行，其間主要活動包括：應當地知名禪

修團體碧坦堡（Beatenberg）禪修中心之邀，進行二場禪修講座，並於5月2日起，主

持一場默照禪七。

04.29
◆即日起一連二天，僧大舉行校外教學，安排學僧參訪台中、東勢、南投、埔里及竹山

等五處安心服務站，共有87位學僧，12位輔導法師參加。

◆台灣天主教、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二十餘位青年教友，在「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

會」馬天賜神父等人的帶領下，於本日下午參訪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由常持法師及

法鼓大學校長曾濟群全程陪同參觀各單位。

04.30
◆聖嚴師父於瑞士弘法期間，本日於瑞士伯恩施瓦特媒體中心（Medienzen t rum 

Schulwarte Bern）以「禪在日常生活中」為題進行演講，約有一百七十多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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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
◆《人生》雜誌第249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73期出刊。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智慧掌中書系列《做個現代新女性》、《如何做好新手父母》

（聖嚴師父著）。

◆聖嚴師父於瑞士弘法期間，本日下午於瑞士碧坦堡（Beatenberg）禪修中心，進行一

場禪修問答活動。

◆台中分院在東海大學舉辦一場戶外讀書會，內容包括練習法鼓八式動禪、慢步經行

等，由僧團果雲法師帶領。

◆即日起，高雄紫雲寺舉辦初級禪訓班，每週上課一次，每期共有四次課程。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北市松山地區悅眾於宜蘭縣冬山河蕪荖坑舉辦生態保護宣

導、法鼓八式動禪、禪修指引活動，約有一百五十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北縣新莊地區於台北市青年公園舉辦心靈環保禪體驗與介

紹青年公園生態與環境保護活動，約有八百人參加。

◆慶祝印順導師百年嵩壽系列活動之一的「國際絲路研究計畫座談會」，本日於花蓮慈

濟靜思堂舉辦，由佛研所所長李志夫、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王端正、玄奘大學宗教

系副教授昭慧法師等人主講，各界與會學者及相關人員約有一百五十人參加。座談會

分成二個階段，上午針對現有的研究成果進行觀摩，下午則以國際絲路研究現況介紹

為主。

◆慈基會全省慰訪員教育訓練系列活動第二場講座，本日於台北縣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

辦，邀請宏慈療養院社工師尚和華主講「社福資源轉介使用及精神病患的認識」，約

有一百五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6月18日，禪坐會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默照禪四十九，由

僧團果醒、果理、果徹三位法師帶領指導，第一梯次共有93人參加；第二梯次共有87

人參加，第三梯次共有69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教師聯誼會舉辦教師關懷成長營，內容包括如何將「心五四」運動

及禪修融入教學，以及繪本教學研討等。

◆法青會在農禪寺舉辦「基礎佛學」系列課程，本日下午由僧團果澔法師主講，講題為

「佛教的經典──法義」。

◆法青會於本日、8日以及15日各日晚上，在台北中正精舍開辦基礎禪訓班，由僧團果

建法師指導。

◆宜蘭繪本館舉辦專題演講，邀請兒童文學作家柯倩華主講「與想像有關的繪本介

紹」，共有40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台北安和分院舉辦禪修指引課程。

05.02
◆聖嚴師父於瑞士弘法期間，即日起至9日，於瑞士碧坦堡（Beatenberg）禪修中心，

MAY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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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為期七天的默照禪七，由師父主持，共有73位來自瑞士、英國、美國、德國等

十七個國家的禪眾參加。

◆法鼓山全省悅眾聯席會議，本日於台中分院召開，來自全省各會團正副會長、轄區正

副召委、緊急救援正副總指揮等共有114位悅眾出席參與。僧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

師、護法總會會長陳嘉男、基金會副祕書長謝水庸均到場關懷。

◆農禪寺週日講經暨皈依典禮，由果品法師講解聖嚴師父的著作《心經講記》。

◆台北市石牌共修處至台中縣武陵農場舉辦聯誼活動，並於現場練習法鼓八式動禪，共

有45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桃園縣中壢地區悅眾於中壢共修處舉辦生態工法解說、垃圾

分類、廚餘資源回收宣導，約有二百人參加。

◆法青會於台北中正精舍舉辦「週日講座」，本日下午由佛學推廣中心講師劉忠繼主講

「如何讓人生加值」。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43人參加。

◆美國奧勒岡州聯絡處舉辦半日禪。

05.03
◆即日起至9月20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晚上於台北縣新莊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

父的著作《正信的佛教》佛學課程，由田季訓講師主講，約有十九人參加。

◆即日起至6月28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晚上於宜蘭辦事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

作《維摩經與淨化人生》佛學課程，由林孟穎講師主講，約有三十七人參加。

05.04
◆即日起至7月13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二晚上於屏東辦事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

作《念佛生淨土》佛學課程，由郭惠芯講師主講，約有二十人參加。

05.05
◆台北中山精舍應台灣更生保護協會之邀，本日參加該會在西門町為女子中途之家所舉

辦的募款活動，於現場設置義賣果凍攤位。

◆佛研所所長李志夫、佛研所行政副所長果肇法師與僧大副院長果光法師至教育部參加

「研商宗教研修學院相關事宜政策協調會」。

05.06
◆位於台北北投地區公館路上的新農禪寺，本日舉辦工程灑淨儀式，由僧團果建法師擔

任主法法師。

◆佛研所邀請當代藏傳佛教大師、北印度宗薩佛學院貢噶旺秋仁波切，本日於法鼓山佛

教教育園區教育行政大樓海會廳進行「《中論》供讚」專題演講，約有三十多人到場

聆聽。

◆即日起至6月17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四晚上於台北縣板橋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

父的著作《四十二章經講記》佛學課程，由善音法師主講，約有三十二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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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13日，佛研所圖書資訊館館長杜正民代表佛研所前往美國，參加多場重要的

文化資訊會議，同時參訪了美國西岸各大學的佛學研究中心及佛學圖書館，除了瞭解

現今佛學發展現況，也多方積極爭取與各大學合作的可能性。

◆由獎基會與台灣大學合辦的「法鼓人文講座」，本日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教授許倬雲，於台大舉辦專題講座「人、空間、時間」，約有二百人參加。

◆法行會本日下午於台北市力霸皇冠大飯店，舉辦第四十九次例會。會中邀請同時擔任

建華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與建華金控副總經理的陳文郎主講「大選後的政經情勢及投

資策略」，共有102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三天，禪修推廣中心於台北縣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首場「法鼓坐姿八式

動禪」師資培訓課程，共有78位來自台灣及馬來西亞、加拿大的學員參加。

◆即日起至7月23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五晚上於台南分院，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作

《探索識界──八識規矩頌講記》佛學課程，由林其賢講師主講，約有一百零八人參

加。

05.08
◆台北安和分院本日上午舉辦浴佛法會。

◆即日起一連二天，台南分院舉辦精進佛二，共有40人參加。

◆台北市北投共修處舉辦交流聯誼暨教育課程，由助念團團長鄭文烈及副團長陳其盛

介紹「助念團大事服務關懷」系列相關內容，使信眾們更深入瞭解如何推行簡約、惜

福、培福的佛事，落實法鼓山的理念，約有七十多位悅眾及護持會員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北縣土城地區悅眾於土城市廣福國小舉辦社區環保園遊

會，內容包括節目表演、舊物回收惜福等活動，約有六百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法青會和僧大二年級學僧首度合作，以「遇見·生氣的自己」為主

題，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你是愛生氣的噴火龍嗎？」禪修體驗營，共有36位

學員參與。

05.09
◆為慶祝浴佛節，農禪寺舉辦「生命的禮讚」主題展覽活動，內容介紹佛陀由出生至初

轉法輪的過程，以穿插照片、文字的海報展示方式，闡述人生的意義及責任、目標。

◆高雄三民道場舉辦禪一。

◆慈基會大板橋地區義工應廣福國小之邀，參與該校舉辦的運動會暨園遊會，並於會中

設置攤位。

05.10
◆即日起至6月30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晚上於台北縣土城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

父的著作《普賢菩薩行願讚講記》佛學課程，由悟常法師主講，約有三十一人參加。

05.11
◆計畫安置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的法華鐘，即將委由日本老子製作所株式會社開始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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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本日法鼓山與老子製作所在農禪寺簽訂鑄造合約，預計二年內完成。

05.12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中山國小之邀，本日下午於該校會議室為教職員舉辦法鼓八式動

禪教學活動，共有100人參加。

05.15
◆法青會於農禪寺舉辦「基礎佛學」系列課程，本日下午由僧團常慧法師主講「皈依三

寶」。

◆美國奧勒岡州聯絡處於本日及16日，分別舉辦一場「一日禪」，約有三十多人參加。

◆美國舊金山共修處舉辦法鼓八式動禪讀書討論會，會中播放法鼓八式動禪DVD，讓

眾人學習動禪的要領。

05.16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行「感恩童樂、溫馨五月──親子浴佛園遊會」，來自全台各

地約有一萬人參加。

◆台南分院本日上午舉辦浴佛法會。

◆高雄紫雲寺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北縣三重地區悅眾於三峽滿月園舉辦大自然體驗與垃圾分

類宣導活動，約有一百五十人參加。

◆慈基會全省慰訪員教育訓練系列活動第三場講座，本日於台中分院舉行，邀請內政部

中區老人之家附設遊民收容所課長利慶松，主講「相關社會福利資源運用與遊民處遇

方式」，約有一百五十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38人參加。

◆美國加州聯絡處參加南加州佛教界聯合舉辦的「慶祝佛誕節園遊會」，並於園遊會內

設有圖書、結緣品等展示攤位。

05.17
◆法青會於台北中正精舍舉辦「週日講座」，本日下午由講師洪永鎮主講「如何當一個

自利利他的義工」。

05.18
◆國立台中特殊教育學校三位老師，帶領10位高中部一年級的學生，至台中分院參訪。

05.20
◆禪修推廣中心應基隆市隆聖國小之邀，本日下午於該校教室為教師舉辦禪修指引課

程，共有15人參加。

05.21
◆禪修推廣中心應基隆市儒林補習班之邀，本日下午於該補習班教室為學生舉辦禪修指

引課程，約有一百五十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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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2
◆桃園齋明寺本日上午舉辦浴佛法會，約有三百人參加；下午舉辦敦親睦鄰社區關懷活

動，約有一百戶鄰近社區住家參加。

◆南投埔里德華寺本日上午舉辦浴佛法會，約有六十人參加。

◆獎基會舉辦「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活動共分成三個階段陸續進行，第一

階段首場座談會，本日於台中長榮桂冠酒店展開，由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教務長惠敏法

師、名藝術評論家陸蓉之教授、港台知名藝人曾志偉，針對文化、藝術等議題進行對

談，約有四百位青年朋友參加。

◆慈基會石牌地區及北投地區義工應邀參與台北市北投少輔組舉辦的「社區嘉年華大會

師」預防被害宣導活動園遊會，並於會中設攤位。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快樂學佛人系列──解開幸福的密碼」課

程，邀請念佛會會長張清全與信眾做學佛經驗分享，並請僧團果澔法師做專題演講，

以佛教的觀點為信眾解說幸福的真諦，約有一百位學員參與。

◆法青會於農禪寺舉辦「經典導讀」系列課程，本日下午由僧團果慨法師主講「佛遺教

經」。

◆美國奧勒岡州聯絡處本日參加由妙法禪寺、觀音寺、慈濟、法鼓山四個單位聯合於妙

法禪寺舉辦的「佛誕節祈福法會」，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05.23
◆農禪寺週日講經，由果燦法師主講「因果與因緣」。

◆中華佛教文化館本日上午舉辦浴佛法會。

◆台中分院舉辦浴佛法會，監院果理法師向眾人開示，期勉大家要學習佛法的智慧，約

有六百位信眾參加。

◆高雄紫雲寺舉辦浴佛法會，法會結束後，並舉辦惜福物品義賣活動，約有四百人參

加。

◆基隆精舍舉辦精進禪一，共有30人參加。

◆禪坐會於農禪寺大殿舉辦初階禪一，由僧團果南法師帶領指導，共有67人參加。

◆助念團於農禪寺舉辦助念團「心」聯誼活動，以迎接新團員，分享接引地區信眾及助

念等工作的心得。

◆法青會於台北中正精舍舉辦「週日講座」，本日下午由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心理師

石世明主講「伴你最後一程」。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舉行浴佛節慶典活動，由聖嚴師父、仁俊長老、果元法師共同主

持，約有各地信眾五百多人參加。

05.25
◆即日起至8月31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二晚上於桃園辦事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

作《自家寶藏──如來藏經語體譯釋》佛學課程，由寂照法師主講，約有三十一人參

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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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6
◆佛研所漢藏班本日下午在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教育行政大樓，舉行一年一度的「漢語

演講比賽」，共有13位喇嘛參加。

05.27
◆來自日本福井縣寶慶寺的真承法師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男寮參學，體驗法鼓山僧團

的農禪生活。

◆即日起至6月6日，美國象岡道場舉辦精進話頭禪十，約有六十人參加。

05.28
◆佛研所專任助理研究員黃繹勳老師，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台灣地區專家學者

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即日起至6月4日期間，到匈牙利布達佩斯參加「華嚴思想學術

會議」（Huayan/Kegon Conference），該會議邀請了大陸地區、日本、美國等國

家的學者們齊聚一堂，分享他們多年研究華嚴思想的成果。

◆即日起至30日，以及6月4至6日，禪修推廣中心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臨時寮展開法

鼓八式動禪的進階師資培訓課程，全台共有72人參加。

◆即日起至6月6日，新加坡分會參加於新加坡國際會議展覽中心舉辦的「新加坡世界書

展」，展出法鼓文化的出版品。

05.29
◆即日起一連二天，桃園齋明寺舉辦精進佛二。

◆即日起一連二天，桃園齋明寺舉辦學佛課程，由該寺假日佛學講座授課講師陳國賓主

講「法的交流」，並導讀《聖嚴法師教默照禪》，約有一百一十人參加。

◆慈基會北投地區義工應邀參與台北市立浩然敬老院舉辦「情牽十八，圓夢浩然」院慶

園遊會活動。

◆即日起一連二天，禪坐會於台北縣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精進禪二，由僧團果弘法

師、果妙法師帶領指導，共有36人參加。

05.30
◆台北安和分院舉辦進階禪一。

◆台南分院舉辦「法青再臨」活動，主要目的是希望將法青幹部及執事架構完整，活動

中並邀請台中法青會會長周益亨分享法青經驗。

◆基隆精舍舉辦「人品提昇自我日課表」說明會，共有80人參加。

◆法鼓山社會大學於社大服務中心舉辦初階禪一體驗營，內容包括打坐、法鼓八式動

禪、經行、瑜伽運動等，由僧團果謙法師指導，共有35人參加。

◆法行會台中分會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參訪，由僧團都監果品法師陪同參觀，並進行

禪修指導。

◆新加坡分會本日參加由新加坡佛教總會主辦的「衛賽節」結緣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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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1
◆《人生》雜誌第250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74期出刊。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套書系列《心靈5書──聖嚴法師法語精選集》（聖嚴師父

著）；有聲影音品：《歸程CD──聖嚴法師音樂傳記》（張杏月、鄧吉龍主唱）。

◆即日起至12月底，桃園齋明寺於每天中午舉辦誦《金剛經》共修。

06.02
◆即日起，高雄三民道場舉辦初級禪訓班，每週上課一次，每期共有四次課程。

◆禪修推廣中心應桃園縣龜山鄉國立體育學院休閒產業經營學系之邀，本日上午於該校

跆拳道館為師生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學活動，共有30人參加。

06.03
◆法行會本日下午於台北市力霸皇冠大飯店，舉辦第五十次例會。會中由知名主持人葉

樹姍主講「我的佛緣」，共有98人參加。

◆即日起至8月26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四晚上於桃園縣中壢辦事處，開辦講解聖嚴師

父的著作《四十二章經講記》佛學課程，由見正法師主講，約有三十三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為法鼓山基金會新進員工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學活

動，共有50人參加。

06.04
◆即日起至14日，僧團都監果品法師、僧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以及護法總會海外

副會長周文進，至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分會進行關懷之行，行程包括在新加坡帶領悅眾

禪三，及在馬來西亞進行經典講座、成長課程等。

06.05
◆即日起至7月底，農禪寺香積組為義工們舉辦膳食料理實作課程，分為點心組及宴客

組。

◆台中縣東勢安心服務站成立青少年劇團，期盼透過戲劇的詮釋，讓青少年對於佛教更

加瞭解，並進一步開發自己的潛能。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基隆地區悅眾於台中分院舉辦垃圾分類、生態保護宣導、戶

外動禪等活動，約有四百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屏東地區悅眾於屏東文化局前廣場舉辦環保園遊會，結合

四十個相同理念的機關團體，共同推展環保理念，約有一千二百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即日起一連二天，新竹地區悅眾於新竹境福宮舉辦環保宣導

園遊會、法鼓八式動禪教學、掃街等活動，約有七百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北縣林口地區悅眾於林口運動公園舉辦環保宣導活動，內

JUNE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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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括心靈環保區、環保遊戲教育區、惜福市場等，約有一千七百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金山地區悅眾參加金山鄉公所主辦的「淨灘，恢復海岸淨土

──九三年春季擴大淨攤活動」，約有八百人參加。

◆法青會於農禪寺舉辦「基礎佛學」系列課程，本日下午由僧團常慧法師主講「因緣與

因果」。

◆法青會於本日、12日、19日在台北中正精舍舉辦第四期基礎禪訓班，由僧團果弘法

師指導，共23人參加。

◆宜蘭繪本館舉辦專題演講，邀請兒童文學作家柯倩華主講「與人際關係有關的繪本介

紹」，共有45人參加。

06.06
◆農禪寺週日講經暨皈依典禮，由果祥法師講解《普門品》與觀音法門。

◆新竹辦事處舉辦「心靈環保暨社區祈福園遊會」，並進行一場祈福法會，由桃園齋明

寺果薰法師帶領，約有一百位民眾參加。

◆北四轄區悅眾於台北縣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法鼓人自我提昇成長營」列車活動，

由法行會執行長連智富主講「我們的師父」；北四轄區召委楊紀梅主講「地區護法會

組織架構」；法鼓山基金會副祕書長謝水庸主講「法鼓人的使命」等，共有138位悅

眾參加。

◆慈基會全省慰訪員教育訓練系列活動第四場，本日於宜蘭辦事處舉行，邀請台北市社

會局社工專員林淑文主講「相關社會資源使用與中輟生處遇」，共有60人參加。

◆法青會與義工團導覽組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合辦「法鼓山導覽培訓課程」，由法青

會輔導法師果弘法師、果妙法師指導，共有40位法青學員參加。

◆美國奧勒岡州聯絡處舉辦半日禪。

◆僧團都監果品法師至新加坡分會主講「學佛行儀」，共有86位學員參加；果東法師則

於新加坡分會主講「助念及臨終關懷」，共有86位學員參加，同時並指導了「助念法

器教學」，共有20位學員參加。

06.07
◆即日起至9日，僧團都監果品法師與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至馬來西亞分會，為當地

義工進行培訓課程，約有五十多人參加。

06.08
◆中國狼山廣教寺都監俊德長老、監院錦榮法師，南通市佛教協會副會長湯成剛等一行

八人，本日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參訪，由僧大果霽法師、果光法師接待，並由佛研

所執行祕書陳秀蘭、圖資館果見法師為來訪者導覽佛研所和圖資館。

06.10
◆法鼓山基金會於該會辦公室舉辦「自我提昇日課表專職說明會」，由僧團果燦法師及

基金會副祕書長謝水庸擔任講師，為專職員工進行「自我提昇日課表」的填表說明以

及後續「自我提昇日課表各部室聚會活動」解說，約有九十人參加。

◆新加坡分會舉辦「禪堂助理」課程，由僧團都監果品法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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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14日，新加坡分會於於蓮山雙林寺舉行悅眾禪三，由僧團都監果品法師擔任

總護，約四十多位學員參加。

06.12
◆法青會於農禪寺舉辦「經典導讀」系列課程，本日下午由僧團果慨法師主講《佛遺教

經》。

◆禪修推廣中心於農禪寺進行首次「出坡禪」試教活動，課程分為環保、園藝、香積、

接待、場地等組別，共有90位義工參與。

◆美國芝加哥聯絡處參加由美國中西部佛教理事會（The Buddhist Council of the 

Midwest ）主辦的「第二十屆國際佛教節」活動（ International Buddhism Festival 

)，並於活動中設攤，展出聖嚴師父的英文著作及結緣品。 

06.13
◆高雄紫雲寺舉辦禪一。

◆基隆精舍舉辦佛一，共有58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北市士林地區悅眾於士林美侖公園旁，舉辦「包粽高手」

及「惜福市場」活動，共有400人參加。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景仰廳合辦「第三十八次佛化聯合奠

祭」，往生者家屬及親友約有六百五十人參加。

◆法青會本日下午於台北中正精舍舉辦「週日講座」，邀請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

授楊蓓主講「愛情的輪迴」，共有35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80人參加。

◆美國舊金山共修處於該共修處停車場舉辦義賣活動，義賣所得悉數捐為該共修處的活

動基金。

◆美國華盛頓州聯絡處在雷德蒙市瑪麗摩爾公園（Redmond Marymoor Park）舉辦一

場「戶外聯誼野餐會」，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06.14
◆台北中山精舍於土城少年觀護所舉行端午節關懷受刑人活動。

◆即日起至25日每週一至週五，法鼓山基金會於該會二樓佛堂舉辦「自我提昇日課表各

部室聚會活動」，由僧團果燦法師、基金會副祕書長謝水庸擔任講師，指導專職人員

進行活動及分享使用自我提昇日課表之心得，共計十個梯次，共有100人參加。

◆即日起至8月30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晚上於台北市內湖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

父的著作《學佛五講》的佛學課程，由戴良義講師主講，約有二十三人參加。

06.15
◆佛研所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教育行政大樓海會廳舉辦一場專題演講，邀請嘉義縣南

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蔡奇林老師主講「文本的異讀與法門的轉變」，約

有三十多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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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8
◆由於台中分院停車場缺乏整地經費，台中分院在召委蔡春香、香積組組長李雪玉帶領

下，舉辦包粽子義賣活動，以籌募台中分院停車場的建設經費。

06.19
◆僧團都監果品法師應金門縣政府之邀，本日出席當地舉辦的兩岸水陸大法會，並以

「心靈環保」為題進行專題演講。

◆南投埔里德華寺本日上午舉辦端午慈善關懷活動，共計二十五戶埔里地區受關懷戶以

及義工20人參加，活動由僧團果舟法師帶領大家誦念觀世音菩薩聖號，並於開示後發

放物資。

◆台南分院舉辦生命成長活動。

◆佛研所所長李志夫、執行祕書陳秀蘭代表佛研所至香光寺印儀學苑召開第二屆佛學院

所年鑑編輯會議。會中推選下一屆年鑑由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主編。

◆念佛會舉辦「引禮組」初階成長營，共有130人參加。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舉辦「悅眾聯誼會」，約有八十人參加。

◆美國奧勒岡州聯絡處舉辦一日禪修活動。

06.20
◆農禪寺週日講經，由果祥法師講解聖嚴師父的著作《四弘誓願講記》。

◆台北中山精舍舉辦勸募會員成長營。

◆台北中正精舍舉辦「繪本、平裝書、設計暑假作業及成果展」，由中央研究院繪本社

團莊素芬老師指導，約有五十位小朋友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北縣雙和地區悅眾於台北縣永和中興安養堂舉辦資源回

收、垃圾分類宣導活動，約有二百人參加。

◆佛研所針對義工團、法青會，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暑期佛學營，主題為「尊

重與包容」，由僧團果鏡法師、袞確策仁格西、心平法師，分別就佛教三大傳統的內

涵，進行專題演講，共有145位青年學員參加。

◆慈基會全省慰訪員教育訓練系列活動第五場講座，本日於高雄紫雲寺舉辦，邀請高

雄市立凱旋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陳偉任主講「相關社福資源運用與自殺防治」，共有

100人參加。

◆法行會台中分會至南投埔里德華寺禮佛及參訪，約有三十人參加。

◆美國芝加哥聯絡處舉辦兒童親子營，課程主要以英語授課，安排了法鼓八式動禪練

習、看圖說佛陀的故事，以及法器練習、拜佛練習等活動。

◆美國舊金山共修處舉辦一日禪。

06.21
◆台北中正精舍舉辦佛學課程，由僧團果祥法師講解〈四眾佛弟子共勉語〉，約有七十

人參加。

06.23
◆即日起至7月21日，助念團於農禪寺及台北安和分院舉辦北七轄區「助念法器教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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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4
◆即日起至7月1日，僧大「出家體驗暨僧才養成班」舉辦中階禪七，由全體學僧參加。

◆即日起至12月23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四晚上於石牌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

著作《學佛群疑》佛學課程，由田季訓講師主講。

◆即日起至7月4日，美國象岡道場舉辦默照禪十。

06.25
◆即日起至7月2日，法鼓山僧團常智法師前往西非塞內加爾出席「泛非洲青年領袖高峰

會」（Pan-African Youth Leadership Summit），此行程主要目的是觀摩及弘揚法

鼓山的心靈環保理念。

06.26
◆由獎基會舉辦的「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第一階段第二場座談會，本日於高

雄市國賓飯店展開，由「台灣黑熊媽媽」黃美秀、「南台灣綠色教父」曾貴海、「氣

功大師」李鳳山，針對環保、體育等議題，進行精采對談，高雄市長謝長廷亦應邀出

席，約有三百五十位青年朋友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台南分院舉辦精進禪二，共有51人參加。

◆念佛會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約有六百人參加。

◆法青會於台北中正精舍舉辦「經典導讀」系列課程，本日下午由僧團果慨法師主講

《佛遺教經》。

◆香港分會於本日及6月27日舉辦「心五四生命故事分享體驗」講座，邀請台北社會大

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楊蓓主講，約有八十人參加。

06.27
◆桃園齋明寺舉辦進階禪一，約有四十人參加。

◆南投埔里德華寺本日上午於南投夢谷瀑布舉辦戶外禪，約有二十人參加。

◆高雄紫雲寺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

◆即日起，高雄三民道場舉辦初級禪訓班，每週上課一次，每期共有四次課程。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北市萬華地區悅眾於台北市青年公園及小樹苗幼稚園舉辦

法鼓八式動禪教學及「人間淨土」影片欣賞活動，約有六百人參加。

◆即日起至7月4日，僧大佛學院為僧大二、三年級，及體驗班、養成班的學僧們舉辦止

觀禪七，由果徹法師擔任總護。

◆法青會於中華佛教文化館及其周遭環境舉辦山水禪活動，由僧團果建法師、果弘法師

以及果妙法師指導，共有43位法青同學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23人參加。

06.28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市惇敘工商輔導室之邀，本日下午於該校為教師舉辦禪修指引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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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共有20人參加。

06.29
◆即日起至9月21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二晚上於台北中山精舍，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

著作《成佛之道》初階班佛學課程，由清德法師主講，約有三十二人參加。

06.30
◆即日起至8月25日，台中分院每週三晚上舉辦暑期兒童才藝讀經班。

07.01
◆《人生》雜誌第251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75期出刊。

◆《金山有情》第9期出刊。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現代經典系列《福慧自在──金剛經生活（修訂版）》（聖嚴師

父著）、智慧掌中書系列《競爭不鬥爭》、《別再吵了吧！》（聖嚴師父著）、佛研

所論叢《智者大師判釋「三藏教」之研究》（釋大常著）。

◆即日起，農禪寺成立網路知客處，服務項目包括供僧、護持道場，以及大悲懺、淨土

懺、梁皇寶懺等三項法會的線上登記，提供信眾更多元、更快速方便的服務。

◆即日起至8月底，法鼓山社會大學開辦「珠心算研習班」，約有三十位金山鄉當地

一、二年級國小學童參加。

◆即日起至8月30日，法鼓山社會大學每週四於社大服務中心二樓，舉辦「心的經典─

─佛學講座」活動，由僧團果謙法師主講，指導大家如何將佛法運用於生活中，約有

三十五人參加。

◆即日起至8月26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四晚上於台北縣板橋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

父的著作《學佛五講》佛學課程，由果祥法師主講，約有三十一人參加。

07.02
◆即日起，基隆精舍每週六上午舉辦兒童讀經班。

◆法行會於台北市力霸皇冠大飯店舉辦第五十一次例會，由「鳥與水舞集」舞蹈演出，

並由該舞集創辦人顏翠珍分享創辦「鳥與水舞集」及投入特殊藝術領域的心路歷程。

07.03
◆由於7月2日敏督利颱風來襲，造成中部地區及部分南部地區嚴重水患，即日起，慈基

會啟動緊急救援系統，募集食物、醫藥等物資，透過當地各安心服務站、分別針對災

區進行物資援救、環境清理，以及受災戶的關懷慰訪。

◆因應敏督利颱風來襲，台中安心站站長鍾金雄和40位義工，以及台中東勢安心站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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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位義工，本日將礦泉水及食物送至東勢當地受災居民，並協助救災工作。

◆即日起一連二天，慈基會北區各救災中心於台北啟智學校舉辦二梯次「緊急救援系統

救災演練暨研習課程」，二梯次分別有236人及184人參加。

◆法青會於農禪寺舉辦「基礎佛學」系列課程，本日下午由僧團果南法師主講「明師善

知識」。

◆宜蘭繪本館舉辦專題演講，邀請繪本作家賴馬主講「作家與作品」，共有50人參加。

◆澳洲雪梨聯絡處應澳洲各大學佛學會傘式合作社之邀，參加第一屆全國青年佛教會

議，並於會中推廣及示範法鼓八式動禪。

07.04
◆農禪寺週日講經，由果見法師主講聖嚴師父的著作《金剛經講記》。

◆即日起至17日，台中分院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兒童心靈環保體驗

營」，一共規畫了二梯次國小營、一梯次國中營，每梯次四天三夜，共約有二百四十

位小朋友參加。

◆因應敏督利颱風來襲，台中安心服務站本日帶領一百多位來自中部及北部的義工，前

往台中縣太平市、東勢鎮等地區，協助當地居民清理家園及道路，以及早恢復家園面

貌。

◆因應敏督利颱風來襲，台中東勢安心站由九十多位來自台中、豐原及東勢當地的義工

協助，發放食物、水及換洗衣物給東勢鎮敏督利颱風受災居民。

◆即日起至11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高階話頭禪七，由僧團果建法師帶

領指導，共有57人參加。

07.05
◆台北中正精舍舉辦佛學課程，由僧團果祥法師主講〈四眾佛子共勉語〉，共有19人參

加。

◆即日起至8月30日，法鼓山社會大學每週一舉辦「創意教室──才藝講座」活動，每

次安排不同主題的手工藝DIY課程，約有三十五人參加。

◆因應敏督利颱風來襲，南投安心站站長李賜春一行9人本日至南投水里鄉關懷敏督利

颱風受災居民，並為罹難者進行誦念關懷；而南投埔里安心站則將募集的棉被送達埔

里鎮公所，並將食物、醫藥等物資交由政府單位，以空投方式送至仁愛鄉和國姓鄉。

◆因應敏督利颱風來襲，即日起一連三天，由台中安心服務站動員台中、彰化、苗栗、

桃園等地區八十多位義工，投入協助太平市市民清理街道和家園的行列；而台中東勢

安心站本日則動員約三十位義工，協助發放食物、飲用水及盥洗用具等給當地受災居

民。

◆因應敏督利颱風來襲，慈基會緊急救援系統苗栗地區總指揮李信男至當地社會局瞭解

災情，得知泰安鄉的士林村、梅園村、象鼻村因為敏督利颱風來襲導致交通中斷，急

需物資救援，即刻提供30箱礦泉水給社會局進行空投。

◆因應敏督利颱風來襲，台中東勢安心站動員義工至東勢當地進行颱風受災戶慰訪工

作，並發放糧食及慰問金；台中分院監院果雲法師亦於本日至東勢安心站關懷。

◆即日起至8月30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晚上於台北縣土城共修處，開辦講解《地藏

菩薩大願法門》佛學課程，由翁碧穗講師主講，約有二十五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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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7
◆即日起至28日，法鼓山社會大學每週三舉辦「健康飲食──生活講座」活動，邀請各

領域的保健專家進行演講，約有三十五人參加。

◆因應敏督利颱風來襲，南投埔里安心站義工們至南投國姓鄉北港村鄉公所瞭解災情報

告；再由僧團果舟法師帶領至災區勘查，於瞭解救援需要後，捐贈一百箱礦泉水給予

救災人員與災民。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市明德國中之邀，本日上午於該校韻律教室為學生舉辦禪修指引

課程。

07.08
◆因應敏督利颱風來襲，台中安心服務站繼續動員台中、彰化、苗栗、桃園等地區約

六十五位義工，協助太平市市民清理街道和家園；高雄分院本日將食物等相關民生物

資送至高雄縣桃源鄉、茂林鄉及苗栗縣泰安鄉。

07.09
◆因應敏督利颱風來襲，慈基會緊急救援系統台北市中山區總指揮李豪作與台北中永和

地區總指揮許明坤，本日帶領66位義工們至台中縣東勢鎮中科國小，協助清理受到災

害的校園。

◆因應敏督利颱風來襲，南投安心站站長李賜春帶領50位義工，製作便當及粽子送至台

中太平市的敏督利颱風受災戶。

07.10
◆農禪寺舉辦「法鼓山第四十六次社會菁英禪修營共修會」，聖嚴師父親臨開示，共有

82人參加。

◆台南分院舉辦觀音法會。

◆桃園縣觀音共修處成立，本日舉行灑淨儀式，由僧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主持，基

金會副祕書長謝水庸也到場表示關懷之意。

◆因應敏督利颱風來襲，台中安心站副站長陳琦緣帶領2位義工前往太平市發放救災物

資給敏督利颱風受災戶；南投安心站由站長李賜春帶領54位義工製作便當給在太平市

協助救災的義工們。

◆法青會於農禪寺舉辦「經典導讀」系列課程，本日下午由僧團果慨法師講解《佛遺教

經》。

◆即日起至8月28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六晚上於桃園齋明寺，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

作《天台心鑰──教觀綱宗貫註》佛學課程，由翁碧穗講師主講，約有三十一人參

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香港分會應澳門佛教青年中心之邀，前往當地指導禪修，約有九十

多位青年學生及民眾參加。

07.11
◆台北中正精舍舉辦法鼓山一日遊，共有51人參加。

◆由獎基會舉辦的「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第一階段第三場座談會，本日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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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圓山飯店展開，由《中國時報》系總經理黃肇松主持；由聖嚴師父、廣達電腦集團

董事長林百里、亞都麗緻飯店總裁嚴長壽，以「和喜、和諧、和平──時代青年領袖

的新價值觀及對世界和平的責任心」為題進行對談，約有七百位青年朋友參加。

◆因應敏督利颱風來襲，台中安心站動員91位來自彰化、雲林、台中、烏日、大里、太

平、海線、豐原、苗栗、高雄等地區的義工們，至台中太平市協助當地受災居民清理

家園污泥，並發放民生物資。

◆即日起至12月，義工團舉辦一系列教育訓練成長課程，陸續在北、中、南三區舉行，

共有二十九場。本日於農禪寺舉辦首場通識課程「悲智和敬擊法鼓（Ⅰ）」，內容主

要由僧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主講「生命中最重要的任務」、「法鼓人法鼓心──

萬行菩薩利益眾生」，以及義工們分組討論及心得分享等，約有四百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42人參加。

07.12
◆即日起至16日，教師聯誼會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2004全國教師暑假心靈環

保初階體驗營」，活動內容包括：法鼓八式動禪練習、壓力調適與潛能開發、學習如

何在校園及社區推廣禪修活動等，共有130人參加。

07.13
◆即日起至22日，高雄紫雲寺舉辦兒童夏令營活動，共有二個梯次，每次為期四天。小

朋友藉著與大自然的接觸，加深對佛法的體驗，並培養健全人格及開放的心，共有47

人參加。

◆基隆精舍舉辦禪一，共有25人參加。

◆法緣會本日下午於台北安和分院舉辦佛學講座，由慧炬佛學社社長鄭振煌教授主講

「居士菩薩決定成佛──由唯識談起」。

07.14
◆佛研所本日舉辦為期一天的新生講習，聖嚴師父親自到場為全體新生開示。

07.15
◆聖嚴師父本日上午於農禪寺大殿，為法鼓山全體專職菩薩精神講話，以「法喜充滿」

為題，分為教育、整合、義工心態及禪修等四方面來說明，並指示明年（2005年）和

喜自在年，約有二百七十人參加。

◆因應敏督利颱風來襲，南投埔里安心站本日於南投埔里德華寺大殿，將募集的乾糧、

棉被等相關物資，發送給三十六戶仁愛鄉敏督利颱風受災戶。

07.16
◆即日起至18日，護法總會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2004年召委暨會團長成長

營」，共有159位來自各地的召委、副召委、各會團正副團長參加，聖嚴師父並出席

開示。

◆即日起至18日，禪修推廣中心於台北縣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法鼓八式動禪師資培

訓。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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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7
◆農禪寺舉辦「和喜自在──祈福皈依大典暨會團迎新博覽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

有1640人皈依三寶。

◆即日起，台南分院於每個月第三週週六，開設「小法鼓繪本導讀活動」，讓小朋友透

過繪本導讀的帶領，學習到法鼓山「心五四」運動的精神。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北投地區悅眾於農禪寺舉辦環保惜福園遊會，邀請當地居民

共襄盛舉，約有七百人參加。

◆即日起至28日，僧大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第二屆生命自覺營」，展開為期

十二天的短期出家生活體驗，共有82人參加。

◆美國舊金山共修處舉行新道場灑淨儀式，邀請紐約東初禪寺果元法師主持，並舉辦佛

法講座和一日禪活動，向當地民眾介紹法鼓山的理念和精神，約有五十人參加。

07.18
◆農禪寺週日講經，本日由果見法師講解聖嚴師父的著作《金剛經講記》。

◆台南分院於本日、8月1日及8月15日三天，舉辦「臨終關懷進階課程」，約有七十多

位來自嘉義、台南、高雄、屏東等地區的助念團義工參加。

◆高雄紫雲寺兒童讀經班師生及義工共約二十多位，前往高雄縣燕巢鄉慈德育幼院關懷

院童。

◆護法總會舉辦「2004年正副召委暨會團長成長營」期間，聖嚴師父出席本日活動，

並做了一場開示，指示法鼓山未來的重心要放在年輕化及國際化。

◆即日起至25日，教師聯誼會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2004全國教師

暑假心靈環保進階體驗營」，共有150人參加。

◆將代表我國參與今年雅典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桌球國手莊智淵，由其母親李貴美及兄長

莊智雄陪同，本日下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拜訪聖嚴師父，為參賽一事向師父請益

佛法，母子三人也當場皈依三寶。

07.19
◆即日起至8月6日，法鼓山社會大學分別舉辦了三個梯次的「禪趣e夏兒童營」，每個

梯次五天，約有七十位金山鄉當地三至六年級國小學童參加。

◆即日起至10月18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晚上於台北中正精舍，開辦講解聖嚴師父

的著作《心的經典──心經新釋》佛學課程，由曾慶堂講師主講，約有四十人參加。

◆台北中、永和地區十多位法鼓八式動禪師資及義工，本日應邀前往政治大學公共行

政及企業管理教育訓練中心，帶領在該中心受訓的公務人員練習法鼓八式動禪，約有

四十多人參加。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江耀宗偕同夫人蔡秀惠女士，在李枝河居士的陪同

下，本日上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拜訪聖嚴師父。

07.20
◆即日起至8月4日，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臨時寮，共舉辦四個梯次

的「北區心靈環保兒童體驗營」，每個梯次為期四天，每梯次約有一百位國小三至五

年級的小朋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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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大本日上午舉辦「第二屆生命自覺營」學員正授典禮，由聖嚴師父主持，師父開示

期勉學員要把握難得因緣，確實按照所受的行者八戒來修行，才能夠成就一切的善根

福德因緣。

◆中國大陸普陀山佛教協會惟航法師、道慈法師等一行6人，由人間文教基金會翁重均

董事長等人陪同，本日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進行宗教文化考察，由僧團果祺法師及

佛研所所長李志夫接待，參觀了僧大、佛研所、圖資館等各單位。

◆即日起至26日，「香港書展」於香港會議中心1號展覽館舉辦，法鼓文化亦參與設

展。

07.22
◆禪修推廣中心應僑愛佛教講堂之邀，本日上午於該講堂為教師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

有60人參加。

◆曾於2000年聯合國舉辦「千禧年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時擔任副主席，

亦為全球宗教女性領袖和平運動創始人的迪娜．梅芮安（Dena Merriam），本日上

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參訪。

07.23
◆即日起至25日，由獎基會舉辦的「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第二階段「青年菁

英論壇」，本日於台北市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舉行，與會貴賓有聖嚴師父、世界青年

和平高峰會（WYPS）主席巴瓦．金（Bawa Jain）、全球宗教女性領袖和平運動創

始人迪娜．梅芮安（Dena Merriam）、曼谷聯合國環境與永續發展部前部長拉斐梭

內（Ravi Sawney）、天主教樞機主教單國璽、世界佛教華僧會會長淨心長老等人，

並與121位台灣青年，及30位來自日本、泰國、西非等國的青年代表，共同關切世界

和平的議題。

◆由獎基會舉辦的「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第二階段「青年菁英論壇」，本日

由嘉義大學副校長余玉照主持座談會「如何培養國際觀」，邀請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曾

志朗及環球經濟社社長林建山，展開精采對談。

◆即日起至27日，馬來西亞分會邀請禪修推廣中心監院果醒法師，前往當地弘法，法師

並於24、25二日參加該國「世界宣明會」（台灣稱「世界展望會」）主辦的「飢餓

三十」活動，帶領現場人士進行法鼓八式動禪練習及禪修指引課程，約有一千七百多

人參加。

◆馬來西亞分會舉辦禪一，由禪修推廣中心監院果醒法師主持，約有六十多人參加。

07.24
◆獎基會舉辦「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第二階段「青年菁英論壇」，本日由聖

嚴師父主講「認識心靈環保」。

◆獎基會舉辦「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第二階段「青年菁英論壇」，本日由

《中國時報》系總經理黃肇松主持座談會「如何於國際場合發聲」，邀請東森榮華傳

播公司執行董事雷倩，及廣達電腦集團董事長林百里展開精采對談；由世新大學人文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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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院院長李振清主持座談會「和平推動的落實者」，邀請天主教樞機主教單國璽

及中華紅十字會祕書長郝龍斌，展開精采對談。

◆獎基會舉辦「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議台北論壇」第二階段「青年菁英論壇」，本日舉

行和平議題探討會，邀請多位名人共同參與，內容分為社會、環境、文化、經濟、科

技等五大研討主題。　　　　　　　　

◆台中分院舉辦禪一。

◆助念團於台北縣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行「助念團大板橋地區成長聯誼會」，由助念團

副團長薛麗英擔任主講，分享個人的關懷經驗，共有165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台北中山精舍舉辦禪修指引課程。

07.25
◆獎基會舉辦「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第二階段「青年菁英論壇」，本日

舉辦專題演說，由台大外文系教授高天恩主持，邀請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主席巴

瓦．金（Bawa Jain）、全球宗教女性領袖和平運動創始人迪娜．梅芮安（Dena 

Merriam）進行演講。

◆獎基會舉辦「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第二階段「青年菁英論壇」，本日由

台大外文系教授高天恩主持座談會「塑造青年的未來高峰論壇」，由聖嚴師父、世

界青年和平高峰會主席巴瓦．金（Bawa Jain）、全球宗教女性領袖和平運動創始

人迪娜．梅芮安（Dena Merriam）與曼谷聯合國環境與永續發展部前部長拉斐梭內

（Ravi Sawney），展開精采對談。

◆桃園齋明寺舉辦進階禪一。

◆台南分院舉辦精進禪一，約有三十一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35人參加。

◆馬來西亞分會舉辦禪一，由禪修推廣中心監院果醒法師主持，約有六十多人參加。

07.26
◆即日起至28日，台中東勢安心站於中科國小舉辦「生命教育研習營」，邀請僧團法

師、專業醫療師等人，針對「心五四」運動的「四安」精神，進行心得分享，約有

五十多位來自中部各級學校老師參加。

◆馬來西亞分會舉辦監香培訓活動與佛法講座，由禪修推廣中心監院果醒法師主持。

07.29
◆佛研所所長李志夫、學術副所長惠敏法師本日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教育行政大樓，

與新生進行交流；惠敏法師並以「資訊時代的讀書與寫作方法」為題，進行一場專題

演講。

◆永和地區八式動禪師資十多人，本日至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訓練中心，

帶領該中心受訓的四十多位公務人員練習法鼓八式動禪。

07.30
◆即日起至8月6日，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念佛禪七，由僧團果廣、果稱二位法師帶領指

導，聖嚴師父每日親臨開示，約有三百六十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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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列些林佛學院（Karma Lekshey Ling Institute）院長彭措喇嘛一行8人，本

日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參訪，參觀了佛研所、僧大及圖資館等處，而彭措喇嘛此行

來訪主要為瞭解佛研所、佛學院的課程規畫，並針對辦學方面進行經驗交流。

◆即日起至8月1日，美國象岡道場舉辦佛學親子營，約有一百一十人參加。

07.31
◆台北縣泰山共修處成立，本日舉行灑淨典禮，僧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護法總會

會長陳嘉男及基金會副祕書長謝水庸皆蒞臨關懷，勉勵大眾共同推動法鼓山的理念，

約有五十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禪修推廣中心分別於成淵高中及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北區法鼓

坐姿八式動禪師資培訓招生」活動。

08.01
◆《人生》雜誌第252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76期出刊。

◆佛基會出版結緣品︰《法鼓坐姿八式動禪學員手冊》。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智慧海系列《聖嚴法師思想行誼》（林煌洲等合著）、人間淨土

系列《聖嚴法師心靈環保》（聖嚴師父著）；有聲影音品：《地藏菩薩本願經》CD

（聖嚴師父主講）。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禪一，參與學員為政治大學推廣教育企家班學生，由僧團都

監果品法師擔任總護，聖嚴師父亦到場為學員開示。

◆即日起一連三天，法青會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大專暑假禪修營小隊

輔培訓，由僧團果弘、果慨二位法師帶領，共有27人參加。

◆美國加州省會共修處本日舉辦默照禪一，邀請法鼓山禪坐會老師張舉至當地帶領，此

為張老師二年內，第四度至當地帶領默照禪一。

08.03
◆基隆精舍舉辦觀音法會，約有一百一十人參加。

08.04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本日上午舉行開山觀音安座灑淨典禮，由聖嚴師父、全度法師、

果品法師擔任主法。

◆即日起至9日，法青會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大專禪修營，由僧團果

慨法師擔任總護，共有210人參加。

AUGUST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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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5
◆「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日本論壇」於日本東京舉行，法鼓山應邀前往參加，由青年菁

英何麗純帶領於「WYPS台北論壇」中遴選出的5位青年代表：孟彤真、張家瑜、詹

庭芳、方彥博、陳俊辰等人參加。

◆農禪寺週日講經，由果見法師講解聖嚴師父的著作《金剛經講記》。

◆因應敏督利颱風來襲，南投安心服務站果理法師率同慈基會中部地區副總幹事鍾金

雄、南投區救災總指揮李賜春及義工們，一同前往水里、信義等敏督利颱風受災家庭

進行後續關懷。

◆法行會於台北市力霸皇冠大飯店舉辦第五十二次例會，由地檢署施茂林檢察長主講

「我與司法保護」；以及知名導演吳念真主講「心無罣礙無有恐怖」，共有93人參

加。

◆即日起至中秋節前夕，法鼓文化推出集月餅、書香、雅樂三合一全新體驗組合的《祝

福滿願》複合式中秋禮盒預購活動。

◆即日起至11日，美國東初禪寺住持果元法師應墨西哥碧玉海洋（Mar de Jade）中心

主持人羅拉女士之邀，至墨西哥西岸的查卡拉（Chacala）小鎮，主持為期五天的精

進禪修，共有25人參加。

08.06
◆即日起至12月31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五晚上於台北中正精舍，開辦講解《學佛五

講》初階班佛學課程，由戴良義講師主講，約有六十二人參加。

08.07
◆台南分院舉辦「生活佛法──家庭互動關係（悲傷失落篇）」專題講座，邀請南台科

技大學教授王環莉主講。

◆台北中山精舍於台北市大佳河濱公園舉辦認養大佳河濱公園之清潔宣導工作，共有18

人參加。

◆即日起至14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初階精進禪七，由僧團果謙法師指

導，共有120人參加。

◆宜蘭繪本館舉辦專題演講，邀請繪本作家何華仁主講「作家與作品」，共有40人參

加。

08.08
◆為迎接2005年法鼓山落成典禮及凝聚願景共識，即日起一連二天，於法鼓山佛教教

育園區召開「法鼓山大未來策略研討會」。聖嚴師父於研討會議前，並為與會的法師

及護法悅眾們開示勉勵。

◆台南分院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共有41人參加。

◆高雄紫雲寺本日上午舉辦觀音法會。

◆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初階禪一，由僧團常慧法師帶領指導，共有63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22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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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16日，法青會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大專初階禪七，由僧團

果霽法師擔任總護，共有115人參加。

08.10
◆即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首次至約旦首都安曼（Amman）訪問，其間出席「世

界宗教領袖理事會」（World Council of Religious Leaders）董事會議，會中評估

「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World Youth Peace Summit）在該國舉辦的可能性。

◆法緣會本日下午於台北安和分院舉辦佛學講座，邀請慧炬佛學社社長鄭振煌教授主講

「居士菩薩決定成佛──由中觀談起」。

08.12
◆中國大陸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的馮達文、蕭平及龔雋等三位教授，於本日及17日陸續

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進行暑期訪問交流。

08.13
◆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彰化地區召委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列──新皈依

弟子聯誼會」活動，本日於彰化辦事處舉行，共有18位學員參與。

08.14
◆即日起一連二天，慈基會於台北縣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聯絡人成長營，共有50人參

加。

◆即日起連續四週週末，義工團於農禪寺舉辦「健康自己來」健康講座，內容包括憂鬱

症的認識、寶肝行動等涵蓋心理、生理方面的觀念、知識。本日舉辦首場講座，邀請

台北榮總精神科主治醫師簡玉城主講「憂鬱症的認識」，約有四十人參加。

◆法緣會本日下午於台北安和分院舉辦佛學講座，邀請慧炬佛學社社長鄭振煌教授主講

「居士菩薩決定成佛──由淨土談起」。

◆美國加州聯絡處本日下午舉辦心靈環保體驗營，除觀賞聖嚴師父的「心五四」運動開

示錄影帶，並由今年2月曾至台灣參加「海外共識觀摩研習營」的悅眾們，將此行在

台灣學習到的經驗，與大眾分享，使大家能深入體會法鼓山的理念及方向，共有28人

參加。

◆澳洲雪梨聯絡處本日下午在雪梨科技大學（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的 

Harry Heath Room 舉辦粵語佛法講座，邀請新加坡菩提閣果峻法師主講「調伏猿

心」，共有22人參加。 

08.15
◆農禪寺週日講經，由果見法師講解聖嚴師父的著作《金剛經講記》。

◆高雄三民道場舉辦禪一。

◆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宜蘭地區召委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列──快樂學

佛營」課程，本日於宜蘭辦事處舉行，包括學佛行儀、八式動禪、心五四實踐篇、我

們的師父等內容，共有63位學員參與。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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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高雄紫雲寺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列──皈依弟子

學佛行儀」活動，本日於高雄紫雲寺舉辦，課程包括學佛行儀、禪修指引、修持與生

活三大主題，透過解說及錄影帶觀看等方式，協助信眾打好學佛基礎，共有140位學

員參與。

◆護法總會於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舉辦「2004和喜自在人品提昇博覽會」，聖嚴師

父親臨現場，除了為現場一千五百多位北五轄區會員及民眾開示「每天與真實的自己

相處五分鐘」，並親自為其中六百多人主持皈依。

◆即日起至9月12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日下午於農禪寺，開辦《天台心鑰》師資培訓

課程，由黃國清講師主講，約有三十七人參加。

08.17
◆佛研所本日下午舉辦專題演講，邀請「美國加州聖傑拉尼莫慈善組織」的「印度達蘭

莎拉西藏比丘尼計畫」（Tibetan Nuns Project）共同主任Elizabeth Napper博士，

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教育行政大樓五樓海會廳，主講「西藏的比丘尼與西藏比丘尼

計畫」，約有四十人參加聽講。

08.19
◆即日起至11月11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四晚上於屏東辦事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

著作《探索識界──八識規頌講記》佛學課程，由林其賢講師主講，約有四十三人參

加。

08.20
◆即日起至22日，美國法青會於紐約象岡道場舉辦「第三屆大專禪修營」，由紐約東初

禪寺住持果元法師主持，共有35人參加。

◆內政部長蘇嘉全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針對社會治安問題向師父請益，並表達將全

力配合法鼓山「自然灑葬」理念的推廣。

08.21
◆即日起至27日，農禪寺舉辦梁皇寶懺法會，其間因艾利颱風來襲，法會順延一日至

28日圓滿，於28日下午舉行焰口施食法會。

◆台南縣關廟天宮育幼院院長江光中教授帶領27位院童至台南分院參訪，並表演讀經

《老子》及獻唱〈感恩的心〉，以回饋義工菩薩之前給予他們的關懷。

08.22
◆台南分院舉辦「健康講座」活動，邀請台南奇美醫院劉彥麟醫師主講「中醫養生」，

約有一百人參加。

◆合唱團於高雄市音樂館舉辦「紫雲霞光照、法鼓梵音揚佛曲音樂會」，約有四百多人

參與聆聽。

08.25
◆8月24日艾利颱風來襲，造成台北縣三重市部分街道淹水嚴重，本日慈基會立即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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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會議啟動救援系統，由三重地區總指揮王宗財調查受災戶數回報中心，於26日上

午由僧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慈基會總幹事陳果開，以及台北市大同、大板橋、

新莊、松山、三重等地區共72位義工菩薩，陸續提供發放包子、礦泉水、便當等物

資，並給予相關支援。

08.27
◆因應艾利颱風來襲，慈基會緊急救援系統三重地區總指揮王宗財本日帶領三十多位義

工，繼續至三重災區發放食物及礦泉水等救災物資。

◆因應艾利颱風來襲，慈基會緊急啟動救援系統，本日由慈基會副總幹事鍾金雄、新竹

總指揮吳美姜帶領十多位義工菩薩，分別至竹東醫院、竹東榮民醫院、東元醫院，對

受傷民眾進行慰問，同時也對往生者家屬表達關懷之意。

◆中華航空公司新任董事長江耀宗本日中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交通部部長林陵三由公路總局局長陳晉源及其祕書陪同，本日下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

師父。

08.28
◆聖嚴師父應中華郵政公司董事長許仁壽之邀，至該公司大禮堂，以「是非要溫柔」為

題，進行一場演講，師父勉勵郵政人員建立利他的價值觀，活動中，並帶領大家練習

法鼓八式動禪，約有六百五十人參加。

◆為了培養參與「WYPS台北論壇」的青年們成為國際事務人才，即日起，獎基會

開始進行「WYPS台北論壇青年代表學習培訓計畫」，首場課程本日於台灣鐵路管

理局台北車站六樓會議室舉行，上午邀請外交部非政府組織（Non-Govermental 

Organizat ions，簡稱NGO）國際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呂慶龍，主講「聯合組織體

系，NGO運作與青年投入」，下午則由參與「WYPS日本論壇」的常濟法師等5位青

年，以投影片和大家分享日本之行的經驗，此場課程約有五十位青年出席參加。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下午舉辦朝山地藏懺法會。

◆即日起，台中分院每週六上午舉辦「心靈環保讀書會」種子培訓課程，共為期三個

月，首場課程由作家林貴真主講「讀書會技巧練習及帶領演練」。

◆由法鼓山基金會關懷小組規畫的「電話關懷系列講座」，本日下午於台中分院開講，

由資深悅眾菩薩講解電話關懷的緣起、運作流程及關懷技巧的分享，約有一百多人參

與。

◆禪修推廣中心下午於台北安和分院舉辦禪修指引課程。

08.29
◆桃園齋明寺本日下午舉辦中元普度法會。

◆台南分院本日舉辦中元孝親地藏法會，由果選、果演、果樞三位法師親自帶領，約有

二百三十多人參加。

◆高雄紫雲寺本日下午舉辦三時繫念法會，約有七百多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43人參加。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舉辦地藏法會，約有一百五十人參加。

◆新加坡分會本日舉辦地藏王菩薩消災祈福超度大法會。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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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1
◆僧大佛學院第四屆新生，共有7位男眾、11位女眾於本日完成報到、安單手續，並於

本日至9月3日進行新生講習。

09.01
◆《人生》雜誌第253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77期出刊。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智慧掌中書系列《改運算命原來如此》、《只要文明不要病》

（聖嚴師父著），隨身經典系列《〈七覺支〉講記》（聖嚴師父著）；有聲影音品：

經典學院系列《無量壽經》CD（聖嚴師父主講）。

◆即日起連續五週，法青會於每週三晚上舉辦讀書會，第一系列以研讀《與青春有約》

一書為主，邀請台北中正精舍讀書會講師沈明華帶領。

◆即日起至11月24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三晚上於花蓮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

著作《修行在紅塵──維摩經六講》佛學課程，由李子春講師主講，約有二十五人參

加。

09.03
◆僧大舉辦新生講習，聖嚴師父出席開示，以「四個恭喜」勉勵所有新生，給予新進學

僧在未來修學道路上，一個方向性的重點導覽。

◆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南投地區召委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列──學佛行

儀」活動，本日於南投辦事處舉辦，共有51位學員參與。

◆即日起至11月25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五晚上於台北縣中永和辦事處，開辦講解聖

嚴師父的著作《金剛經講記》課程，由善音法師主講，約有二十一人參加。

09.04
◆即日起至12月底，桃園齋明寺每週六晚上舉辦假日佛學講座。

◆南投埔里德華寺舉辦地藏法會，約有八十人參加。

◆高雄紫雲寺舉辦聯合祝壽活動，包括男眾26位，女眾42位，共有68人參加。

◆佛研所、僧大、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班93學年度開學暨畢結業聯合典禮，本日上午於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首度啟用的國際會議廳舉行，由聖嚴師父親自主持，典禮中法鼓

山顧問陳朝威、耕莘文教院馬天賜神父、蒙藏委員會科長徐榮科等多位貴賓亦蒞臨參

加。

◆義工團分別於本日及11日，在農禪寺舉辦「健康自己來」健康講座，邀請三重醫院內

科主任楊仕山主講「彩色人生──寶肝行動」。

SEPTEMBER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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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青會於農禪寺舉辦電影賞析活動，由僧團果妙法師帶領學員觀賞影片〈真情電

波〉。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灣廣達電腦之邀，本日下午於台北市立美術館為該電腦學員及員工

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學活動，共有90人參加。

◆越南中央佛教會副主席智廣長老本日率領該會10位法師，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拜訪

聖嚴師父。

◆菲律賓廣學法師及其弟子傳慧法師，本日上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拜訪聖嚴師父，

師父對於法師在菲律賓當地辦學表示讚歎。翌日，廣學法師再度至農禪寺拜訪師父，

師父鼓勵法師在菲律賓推廣法鼓山的理念，並歡迎派學生來僧大交流。

09.05
◆桃園齋明寺舉辦中元普度法會共修活動，約有二百五十人參加。

◆台東信行寺舉辦地藏法會。

◆社子共修處舉辦「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植樹活動」，共有92位悅眾參加。

◆台南分院舉辦「法鼓山南區義工培訓──新義工接引初階課程」，共有170位來自台

南、高雄、屏東、潮州等地的義工參加。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景仰廳合辦「第三十九屆佛化聯合奠

祭」，往生者家屬及其親友約有六百五十人參加。

◆美國舊金山共修處舉辦養生保健講座，本日邀請保健專家教導現代人應如何健康飲

食，且指導大家透過按摩人體穴道，來舒緩、減輕各部位不適的症狀。

09.06
◆即日起至12月27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晚上於台北市內湖辦事處，開辦講解《成

佛之道》初階班課程，由宗譓法師主講，約有二十六人參加。

◆即日起至11月27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晚上於台北縣淡水辦事處，開辦講解聖嚴

師父的著作《金剛經講記》課程，由戴良義講師主講，約有二十六人參加。

◆即日起至11月8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晚上於高雄紫雲寺，開辦講解「佛教徒的生

活」課程，由郭惠芯講師主講，約有四十七人參加。

09.07
◆即日起至11月9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二晚上於高雄三民道場，開辦講解「佛教徒的

生活」課程，由郭惠芯講師主講，約有四十五人參加。

◆即日起至12月28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二晚上於台北縣淡水辦事處，開辦講解聖嚴

師父的著作《探索識界──八識規矩頌講記》課程，由寂照法師主講，約有二十五人

參加。

09.09
◆即日起至11月25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四晚上於台北縣板橋辦事處，開辦講解聖嚴

師父的著作《念佛生淨土》課程，由宗譓法師主講，約有四十六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來自韓國海印寺的智玄法師，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參訪園區各單

位；於參觀僧大時，並就法鼓山的教育方針、理念與禪法等，與僧大教務處果幸法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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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交流會談。智玄法師表示對聖嚴師父所推廣的默照禪很感興趣。

◆華視總經理江霞女士本日上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9.11
◆即日起至13日，中華佛教文化館舉辦地藏法會，並於13日下午舉辦放焰口施食活

動。

◆本日凌晨豪雨，造成北部都會區如台北松山、南港、汐止及基隆等地嚴重淹水，慈基

會立即動員台北大安、信義、南港等區的義工，至汐止東方科學園區收容中心、中山

區緊急應變中心進行慰訪關懷，並提供食物、礦泉水等物資，協助受災居民。

◆美國加州聯絡處舉辦生活座談，邀請具有加州中醫師執照的錢宇主講「如何吃出健

康」，研討如何從飲食調整來減輕現代人的文明病。

◆美國佛羅里達州聯絡處在奇士美地區（Kissimmee）泰國寺院禪堂舉辦一日禪修活

動，由紐約東初禪寺住持果元法師指導，共有25人參加。

09.12
◆台南分院舉辦「自我提昇──和喜自在方案」推廣說明會，教導大家如何填寫及使用

「自我提昇日課表」來提昇個人於日常生活中的修行。

◆高雄三民道場舉辦地藏菩薩聖誕法會，約有四十人參加。

◆基隆精舍舉辦禪一，共有37人參加。

◆由宜蘭員山福園主辦、法鼓山助念團與宜蘭辦事處共同協辦的員山福園93年度「心

靈環保」秋季法會，本日於宜蘭員山福園舉行，法會內容包括自然葬宣導、世界墓誌 

展、法會誦念等項目。

◆法行會本日下午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第53次例會，本次為北中區

法行會第一次聯合例會暨法鼓山森林之旅，同時並邀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保標章審

議委員會委員丁力行主講「居安思危的環境風水學」，讓會員對自然、天災及環保議

題有更進一步的瞭解，共有63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

◆美國佛羅里達州聯絡處舉辦專題講座，邀請紐約東初禪寺果元法師主講「生活禪修的

實行」。

◆長期旅居美國洛杉磯的聖琉長老由禪旻比丘尼及在家護法弟子等一行人陪同，本日下

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9.13
◆本日適逢地藏王菩薩聖誕紀念日，僧團於農禪寺舉行剃度典禮，由聖嚴師父擔任得

戒和尚、果醒法師擔任教授阿闍梨，剃度的新戒法師共有7位，包括男眾1人及女眾6

人，皆為僧大佛學院二年級學僧。

◆即日起至11月29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晚上於台北縣板橋辦事處，開辦講解聖嚴

師父的著作《學佛群疑》課程，由陳標講師主講，約有十八人參加。

◆台北縣中和圓通寺果凱法師及韓國惠玄法師本日至南投埔里德華寺參訪。

◆中華電信董事長賀陳旦本日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雙方就紀錄片電影〈生命〉交流

感想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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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4
◆教育部高教司一行人本日上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參訪，主要是前來視察園區的教

育設施與教學環境，由聖嚴師父親自迎接，僧團都監果品法師、副都監果東法師、果

廣法師，及果光法師、果肇法師等人陪同。

09.16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灣銀行行員訓練所之邀，本日上午於該所為其員工舉辦禪修指引課

程，共有37人參加。

09.18
◆聖嚴師父由僧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及機要祕書陪同，本日上午前往雲門舞集總監

林懷民府上，為其往生的母親林老夫人誦念《心經》一部及說法開示。

◆交通部部長林陵三夫婦伉儷、公路總局局長陳晉源夫婦伉儷、觀光局局長蘇成田、北

觀處副處長陳美秀等人，本日上午至法鼓山佛教育園區聽取法鼓山全區道路的現況與

需求，聖嚴師父亦出席瞭解簡報內容。

◆法鼓山社會大學舉辦「魅力金山一日遊」模擬訓練活動，做為義工們投入導覽解說前

的熱身。活動中邀請金山鄉鄉長游忠義、代表會主席黃文欽、多位地方代表等出席，

並由16位導覽員輪流介紹解說金山美景，約有四十位學員參加。

◆即日起至12月25日，法鼓山基金會每週六於農禪寺、台北中山精舍、台中分院等地

點，分別舉辦北、中、南三個地區的「健康飲食秋季研習班」，教導民眾健康飲食的

常識及食譜製作，總計全台約有二百三十人參加。

◆護法總會本日於台南分院舉辦首場「悅眾鼓手成長營關懷員及講師培訓」，邀請台北

大學社工系副教授楊蓓主講，並由新舊任正副召委及資深悅眾分組進行關懷員與講師

的培訓，約有六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25日，禪坐會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高階默照禪七，由僧團

果建法師帶領，共有124人參加。

◆義工團香積組舉辦衛生講習課程，協助義工參加中餐烹調技術士（丙級執照）檢定考

試前的準備，以提昇香積組品質，約有二十五人參加。

◆法行會中區分會本日於台中分院舉辦首場「動靜皆自在人文講座」，邀請法行會中區

分會會長彭作奎，主講「科技的迷思」，約有七十五人參加。

◆宜蘭繪本館舉辦專題演講，邀請兒童文學作家柯倩華主講「戰爭與和平」，約有

四十二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為法鼓山勸募會員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學活動，共有

100人參加。

09.19
◆即日起一連三天，「泛亞洲青年領袖高峰會」（Pan-Asian Youth Leadership 

Summit）在日本廣島國際會議中心展開，法鼓山代表團由僧團機要祕書室常濟法師

領隊，偕同法鼓山英文網站站長王倩文、以及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WYPS）台北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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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的青年代表劉千瑜、李佳達、鄭牧軒，一起參與盛會。

◆高雄紫雲寺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

◆高雄地區義工至高雄縣鳳山市私立紅十字育幼中心慈暉園進行慰訪，與院童共渡中秋

佳節。

◆台北中山精舍與台灣蝴蝶保育學會合辦台北市大直區「劍南路蝴蝶步道棲地復育及社

區營造」計畫，共有20人參加。

09.20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聯署辦公室」灑淨啟用，此辦公室位於接待大廳五樓，目前進

駐辦公的單位有僧團營建部、建築規畫小組、工務所及園區服務中心等，此辦公室將

做為園區未來建設、規畫、服務的綜合行政中心。

◆即日起至11月12日，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市新民國中之邀，於每週四下午在該校為

學生舉辦禪修活動，共有15人參加。

09.21
◆即日起至26日，台中分院應邀參加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

（原台中縣霧峰鄉光復國中校址）舉辦的「生命教育博覽會」，於現場設置的攤位活

動內容包括：心理時鐘、生命的軌跡、八式動禪等動態體驗，以及活動照片海報、法

鼓文化出版品等靜態展示。

◆馬來西亞香山寺的住持開樂法師帶領弟子覺明法師（男眾）、覺善法師、覺照法師

（女眾），由福嚴佛學院如誠法師陪同，本日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參訪。翌日上

午，則由僧大副院長果光法師、男眾學務長果霽法師，以及果慨法師、常寬法師共同

接待，並於園區教育行政大樓海會廳舉行僧教育的交流座談。

◆《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駐北京特派記者Catherine Armitage女士至法鼓山

佛教教育園區拜訪聖嚴師父，主要就兩岸宗教發展及2002年底，法鼓山將隋代石雕

「阿　佛」佛首捐贈山東省濟南市神通寺四門塔，成全佛首復歸佛身一事進行採訪。

09.22
◆聖嚴師父本日上午分別至台北縣樹林棲霞山海明寺探望悟明長老、至北市聖靈寺探望

今能長老以及至北市華嚴蓮社探望成一長老，表達中秋佳節祝賀之意。

◆即日起，南投埔里德華寺每個月第三週週三晚上舉辦大悲懺法會；本日則舉辦大悲懺

法會暨誦菩薩戒，約有三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12月底，法鼓山社會大學與金山社教站、社區媽媽讀書會合作，於每週三下

午，為當地四所小學開辦了「小小夢想家」及「小小導覽家」二項課程，提供當地孩

童人文方面的學習，啟發創造力及對鄉土的關懷，約有九十位學童參加。

09.23
◆本日、24日及10月7日、21日，聖嚴師父於農禪寺、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為全體僧眾

進行四次弘講漢傳佛教的課程，主題為「佛教──漢傳佛教──禪佛教」，並於10月

22日舉行小組討論；此次課程首次採取視訊教學，使在農禪寺、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

及各地分院的僧眾，可以同步聽取師父的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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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本日中午設席邀請中華航空公司前任董事長李雲寧伉儷及現任董事長江耀宗

伉儷共同餐敘，感謝二位董事長對法鼓山理念的支持，並為華航祝福。

◆禪修推廣中心應板橋致理商專之邀，本日下午為該校學生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學活

動，約有一百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市天母國中之邀，分別於本日及30日上午為該校師生舉辦法鼓八

式動禪教學活動，共有15人參加。

09.25
◆由獎基會策畫的「WYPS台北論壇青年代表學習培訓計畫」，9月份課程本日於台北

安和分院舉行，約有四十位青年出席參加。本次內容包括：邀請東森榮華傳播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雷倩專題演講「新國際公民的態度及體認」；由僧團常濟法師帶

領「心靈環保工作坊」；邀請之前參與「泛亞青年領袖高峰會」的代表常濟法師、李

佳達、劉千瑜、王倩文，進行日本廣島之行的報告與心得分享。

◆台中分院心靈環保讀書會第五期種子培訓課程，本日移至台中市環河路旁室內長廊，

舉辦戶外讀書會。

◆台中分院舉辦第一場「快樂學佛人」活動，內容主題包括法鼓八式動禪、學佛行儀、

學佛群疑、會團簡介等。

◆台南分院舉辦法青聯誼會，約有二十多人參加。

◆台南分院義工本日上午至台南縣關廟鄉天宮育幼院，與院童歡度中秋佳節。

◆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台中分院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列──學佛行儀」

課程，本日於台中分院舉行，共有67位學員參與。

◆護法總會本日於農禪寺大殿舉辦「新勸募會員授證大典」，由聖嚴師父親自為新勸募

會員授證，護法總會會長陳嘉男、僧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也蒞臨現場關懷，共有

台北、基隆、宜蘭、桃園、新竹、花蓮等北部七各轄區的209位會員參與。授證大典

後，並為會員安排一系列勸募相關課程。

◆即日起一連二天，法青會於台中縣石岡步道、東勢安心站、霧峰地震博物館等地，舉

辦山水禪活動，由僧團果妙法師帶領，共有25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台北中山精舍舉辦禪修指引課程。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舉辦念佛禪一，約有四十人參加。

09.26
◆南投埔里德華寺舉辦中秋關懷活動，總計關懷埔里地區25戶受關懷戶，共有義工20

位參加。

◆台南分院舉辦精進禪一。

◆高雄紫雲寺舉辦萬行菩薩聯誼暨成長課程，由義工團各組悅眾及義工們分享成長心

得。

◆台北中山精舍本日於中山區公所大禮堂舉辦中秋關懷弱勢晚會，共有275人參加。

◆僧大佛學院二、三年級女眾，本日代表法鼓山前往當地鄰里進行睦鄰關懷，並致贈每

戶居民一盒月餅，祝福中秋佳節愉快。

◆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初階禪一，由僧團果樞法師帶領，共有50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的上午，禪修推廣中心分別於台北新北投捷運站及農禪寺，舉辦法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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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式動禪教學活動。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27人參加。

◆美國德州達拉斯共修處本日首次試辦小法鼓兒童共修活動，活動內容包括法鼓八式動

禪練習、禪坐、「心五四」討論會、勞作等活動，共有10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淡水聖本篤修道院王修女及美國聖本篤修道會會長S i s t e r 

Michaela，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參訪，並在女寮掛單，體驗佛教出家人的生活。

◆雲門舞集總監林懷民本日上午偕同胞弟林崇民、林牧民，與胞妹林愛玲及其家人，至

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感謝法鼓山給予林老夫人告別式的關懷。

◆中國國民黨政策會副執行長詹巫秀娥由台北巿府工務局建管處陳志良科長等人陪同，

本日下午至農禪寺拜訪師父。

09.27
◆基隆精舍舉辦地藏法會，約有一百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三天，澳洲昆士蘭大學（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宗教系教授、佛學

中心負責人裴強克博士（Primoz Pecenko），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參訪，學習法

鼓山在佛典電子化方面的經驗。

◆由法鼓山社會菁英禪修營、榮譽董事會及法行會聯合舉辦的「禮讚師恩音樂會」，本

日晚上於台北市立國家音樂廳舉辦，藉由樂音向人間導師釋迦牟尼佛及聖嚴師父獻上

感恩之意。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25位法鼓山合唱團台南團團

員參加。

09.28
◆桃園齋明寺舉辦中秋節同樂晚會，約有五百人參加。

◆僧大本日晚上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臨時寮舉辦了中秋月光晚會，大家齊聚一堂與聖

嚴師父共度「月圓．心圓．法鼓山圓；月光．心光、法鼓山光」的中秋佳節。

09.29
◆禪修推廣中心應盛群半導體公司展書社之邀，本日下午於該公司為其員工舉辦禪修指

引課程，共有30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應國軍818醫院之邀，本日下午為該院員工及病友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

學活動。

10.01
◆《人生》雜誌第254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78期出刊。

OCTOBER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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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有情》第10期出刊。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有聲影音品：經典學院系列《永嘉大師證道歌（上）、（下）》

CD（聖嚴師父主講）；生活用品：「2005和喜自在有幸福」桌曆。

10.02
◆高雄紫雲寺圖書館本日開館，由紫雲寺監院果舫法師、果淨法師一同在開山長老尼演

禪法師法像前剪綵、揭幕。

◆法鼓山社會大學九十三年秋季班開學典禮於台北縣金山鄉中山堂舉行，社會大學校長

曾濟群代表創辦人聖嚴師父蒞臨致辭，典禮中並有各項課程的成果發表。

◆護法總會本日於台北安和分院舉辦第二場「悅眾鼓手成長營關懷員及講師培訓」，邀

請台北大學社工系副教授楊蓓主講「給關懷員的提醒」，約有一百六十人參加。

◆法青會於農禪寺舉辦電影賞析活動，由法鼓文化總編輯果毅法師帶領學員觀賞吳乙峰

導演執導的記錄影片〈月亮的小孩〉。

◆宜蘭繪本館舉辦專題演講，邀請兒童文學作家柯倩華主講「男孩﹖女孩？」，約有

四十五人參加。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禪一，約有二十人參加。

◆美國加州聯絡處舉辦生活座談，邀請在美國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博士班攻讀社公系（Social Services）的陳季康主講「現代人的心理保

健」，研討現代人生活上的壓力、心理衛生、心靈健康的保健方法。

10.03
◆台中分院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精進戶外禪一，由僧團果雲法師指

導。

◆護法總會於台南分院舉辦第一場「悅眾鼓手成長營」，課程主題包括「法鼓山的理念

與願景」、「悅眾在法鼓山的角色與定位」、「法鼓人法鼓心」等，共有84人參加。

10.04
◆即日起至12月13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晚上於宜蘭辦事處，開辦講解「維摩經與

心靈環保」佛學課程，由林孟穎講師主講，約有三十四人參加。

10.05
◆即日起至11月5日，僧大計有3位沙彌及9位沙彌尼，前往桃園大溪妙法寺受三壇大

戒。僧團果霽法師、常持法師、果廣法師、果光法師及果迦法師並於17日一同前往探

望這批僧大首次受大戒的戒子。

10.06
◆禪修推廣中心應基隆東信國小之邀，本日上午於該校活動中心為該校三、四年級學生

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350人參加。

◆美國加州聯絡處本日參加由聖蓋博區（San Gabriel）水利局與美國農業部水土保

護局在聖蓋博山谷環境教育中心（San Gabriel Cany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enter）聯合舉辦的秋季植樹與水土保護運動「自然環保──植樹與水土保護」。這

項活動的主要目的是保護與重建聖蓋博山谷的森林區，工作的內容包括從樹林中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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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籽、栽種幼苗、移植小樹等。

10.07
◆法行會本日下午於台北力霸皇冠大飯店十七樓國際廳舉行第54次例會，會中邀請佛研

所佛學推廣教育中心許書訓講師主講「家庭與事業的成功」，約有七十四人參加。

◆即日起至10月28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四晚上於台北中山精舍，開辦講解聖嚴師父

的著作《八大人覺經》佛學課程，由見正法師主講，約有三十四人參加。

10.08
◆法鼓山社會大學素食烘焙班及禪修班學員，本日應台北縣金山鄉公所之邀，參加該所

舉辦的「九十三年社區健康活動」，活動現場展出、義賣近十種學員所製出的素食料

理，並將義賣所得全數捐給「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

◆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台南分院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列──學佛行

儀」，本日於台南分院舉辦。

10.09
◆台北縣樹林海明寺悟明長老今年適逢94嵩壽，聖嚴師父本日前往祝賀。

◆台南分院本日舉辦「生活佛法──家庭互動關係（生命意義追尋篇）」專題講座，邀

請南台科技大學教授王環莉主講。

◆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台北市士林天母地區召委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列

──法鼓山一日遊」活動，本日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行，共有78位學員參加。

◆護法總會日於高雄紫雲寺舉辦第二場「悅眾鼓手成長營」，約有高雄、屏東、潮州等

地七十多位悅眾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僧大與法青會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共同舉辦「二日僧活」體驗活

動，由僧大佛學院輔導師常寬法師、果妙法師，以及僧大三年級的學僧們指導，共有

47位學員，包括9位男眾、38位女眾學員，前來體驗出家清淨生活。

10.10
◆基隆精舍舉辦念佛禪一，共有65人參加。

◆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台北大板橋區召委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列──成

長聯誼會」活動，本日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行，共有43位學員參與。

◆慈基會南區各救災中心於高雄紫雲寺舉辦「緊急救援系統救災演練暨研習課程」，來

自嘉義、台南、高雄、屏東、潮州、台東等五縣市，共有286人參加。

◆義工團本日於台北縣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義工成長慶生聯誼會」，活動內容安排

了祈福法會、法鼓立姿及坐姿八式動禪、學佛行儀等，約有板橋、土城、樹林等地區

一百多位義工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於農禪寺舉辦法鼓山出坡禪試教活動，共有40位法鼓八式動禪師資人員

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30人參加。

◆美國德州達拉斯共修處本日試辦第二次小法鼓（兒童）共修活動，內容包括法鼓八式

動禪、禪坐、勞作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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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新豐鄉雲光爆竹廠爆炸，慈基會總部救災中心啟動新竹地區救災系統，由副召

委林秋媚動員13名義工菩薩至湖口仁慈醫院，為意外中的往生者助念，同時也分別向

傷者關懷慰問，並發予慰問金。

10.13
◆即日起至15日，禪修推廣中心首次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臨時寮舉辦「禪七總護小參

研習課程」，目的在培養禪七的總護和小參法師，聖嚴師父並出席開示及帶領大家環

山，約有三十位僧團法師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應基隆東信國小之邀，本日上午於該校活動中心為該校一、二年級學生

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350人參加。

◆美國新澤西州同淨蘭若仁俊長老本日上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拜訪，並於15日上午

在臨時寮大殿向大眾開示法要。

10.14
◆聖嚴師父本日上午於農禪寺大殿，為法鼓山全體專職菩薩精神講話，以「和喜自在」

為題，期勉大家身為法鼓人，也要時刻不忘法鼓山的整體精神，人間淨土才有希望，

約有二百七十人參加。

◆安座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教育行政大樓頂樓的「法鼓山僧伽大學校鐘」本日正式啟

用。

◆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南投地區召委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列──禪修指

引」活動，本日於南投辦事處舉辦，共有22位學員參加。

10.15
◆聖嚴師父所敬重的二位法友：華梵大學創辦人曉雲法師、新竹鳳山寺開山者日常法師

同於本日示寂。22日下午，師父率弟子前往華梵大學，在曉雲法師的法照前拈香致

悼；24日，師父則至鳳山寺致悼。此外，師父並給予二位長老的弟子們關懷和慰勉。

◆即日起至17日，禪修推廣中心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法鼓八式動禪師資培訓。

◆禪修推廣中心應桃園縣武漢國中及龍潭國中之邀，本日於龍潭國中校區為二校教職員

工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學活動，共有70人參加。

10.16
◆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舉辦的「戒嚴時期不當審判受

難者追思祈福會」，本日下午於台北市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卓越堂舉辦，由法鼓山僧團

都監果品法師、僧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等共同主持，副總統呂秀蓮女士也應邀到

場拈香，約有六百位受裁者及受難者家屬蒞臨會場。

◆義工團於農禪寺舉辦「健康自己來」健康講座，本日邀請台北榮總復健部主任主講

「下背痛的預防與治療」，約有四十人參加。

◆法行會中區分會本日於台中分院舉辦第二場「動靜皆自在人文講座」，邀請署立豐原

醫院院長陳進堂主講「骨頭生病了──認識骨質疏鬆症」，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法青會於台北中正精舍舉行「戒法共修」活動，由僧團果妙法師、常慧法師指導，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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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誦戒儀式和影片賞析的方式，向同學們介紹何謂「菩薩戒」以及如何在生活中實踐

戒法。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台北安和分院舉辦禪修指引課程。

10.17
◆台北縣汐止鎮彌勒內院開山者寬裕長老今年八十嵩壽，聖嚴師父本日率弟子前往祝

賀。

◆即日起，法鼓山第十一屆「家中寶」佛化聯合祝壽活動陸續於全台各地舉辦，總計有

四百七十多位壽星、一千八百多位信眾參加。本日，第一場活動於屏東縣竹田鄉「無

量壽養護中心」展開。

◆農禪寺舉辦「和喜自在──祈福皈依大典暨會團迎新博覽會」，由聖嚴師父主持，約

有一千七百多人皈依三寶。

◆農禪寺舉辦「法鼓山第四十七次社會菁英禪修營共修會」，聖嚴師父親臨開示，共有

63人參加。

◆台南分院舉辦義工團通識課程「悲智和敬擊法鼓（Ⅰ）」，共有178人參加。

◆高雄紫雲寺舉辦助念團悅眾聯誼。

◆高雄地區15名義工前往高雄市鼓山區「欣榮總養護中心」進行慰訪，與該中心四十多

位坐著輪椅的老菩薩一起念佛、唱歌、比手語，共度重陽佳節；並計畫往後每個月第

三週週日固定至該院慰訪。

◆慈基會中區各救災中心於台中舉辦「緊急救援系統救災演練暨研習課程」，共有171

人參加。

◆即日起至10月24日，禪坐會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中階精進禪七，

由僧團果品法師帶領，共有112人參加。

10.18
◆香港旅行團至台北縣瑞芳九份旅遊時發生車禍，慈基會動員基隆地區的緊急援救小

組，至基隆長庚、瑞芳等醫院，為往生者進行助念關懷、以及傷者的陪伴與關懷。

10.19
◆由於聖嚴師父將於10月底出國，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內的僧眾們本日上午在女寮佛堂

提前為師父送駕，師父以「禮節」、「清淨」與「精進」三個觀念向大眾開示叮嚀。

◆即日起至12月28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二晚上於台北中山精舍，開辦講解《成佛之

道》佛學課程，由郭惠芯講師主講，約有三十八人參加。

◆華梵大學校長馬遜及蓮華學佛園修慈法師本日下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對師父日

前去電關懷曉雲法師捨報往生一事，表達感恩之意。

10.20
◆僧大本日下午的弘化實習課程，邀請屏東社區大學生死學學程講師郭惠芯演講「生死

學中學生死」。27日下午的弘化實習，則安排三年級養成班的學僧們前往萬里仁愛之

家慰訪，帶領老菩薩們繞佛誦念觀音聖號，並一起動手包水餃。

◆禪修推廣中心應基隆東信國小之邀，本日上午於該校活動中心為該校五、六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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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350人參加。

10.22
◆即日起至26日，「法鼓山佛像安座裝藏鈔經展」於台北安和分院展出；10月31日至

11月1日，於農禪寺新禪堂展出，展出《八大人覺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等十五種大乘經典，皆為手鈔經文。

10.23
◆即日起一連二天，桃園齋明寺舉辦秋季超薦法會，約有三千人參加。

◆台中分院「心靈環保讀書會」至苗栗縣卓蘭鎮一處自然農場，進行「生活有機、健康

有依」戶外一日禪。

◆台南分院舉辦「健康講座」，邀請台南新樓醫院心臟科醫師周立平主講「心臟的保

健」。

◆基隆精舍舉辦「重陽敬老家中寶──勸募會員聯誼會」，共有90人參加。

◆由獎基會舉辦的第三場「WYPS台北論壇青年代表學習培訓計畫」，本日於台北安和

分院舉行，約有三十位青年代表出席參加，這次課程特別強調正面思考的重要性。

◆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台中分院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列──學佛行儀」

課程，本日於台中分院舉行，共有60位學員參與。

◆禪坐會於農禪寺大殿舉辦「助理巡香暨地區共修處監香講習」，來自北、中、南等

地，約有一百多位悅眾參與。

◆義工團於農禪寺舉辦「健康自己來」健康講座，邀請長庚醫院胸腔科內科醫師主講

「慢性咳嗽」，約有四十人參加。

10.24
◆法鼓山第十一屆「家中寶」佛化聯合祝壽活動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臨時寮、台北安

和分院、南投埔里德華寺及台南分院舉辦。法鼓山臨時寮為首次舉辦，來自金山、三

芝、基隆等北海岸地區約有一百位七十歲以上的壽星參加；安和分院的祝壽活動，約

有近百位壽星到場，其中有十五對結婚超過五十年的金婚夫婦參加；德華寺的祝壽活

動則是與「百年樹人獎助學金」頒獎典禮一起舉行，共有36位壽星和52位受獎的年輕

學生參加；台南分院亦舉辦了熱鬧的活動，為壽星們祝賀。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24人參加。

10.25
◆獎基會與中國大陸北京清華大學合作，設置「清華大學法鼓人文講座」，以推動心靈

環保。

◆中度納坦颱風本日上午橫掃北台灣，帶來強風豪雨，慈基會動員基隆地區救援小組，

由總指揮林忠良帶領義工們前往瑞芳深奧坑路及瑞芳三爪子坑路協助救災工作。

◆因應納坦颱風來襲，慈基會基隆地區救援小組安排義工至瑞芳醫院、貢寮消防隊、雙

溪鄉關懷此次納坦颱風往生者的親屬。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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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
◆因應納坦颱風來襲，來自金山、三芝石門、石牌、北投、新店、文山、大板橋、雙和

區等五區救援小組的47位義工們，本日前往瑞芳國中和瑞芳三爪子坑協助清理校園家

園，並至瑞芳國中協助災後校園清理。

10.27
◆即日起至11月7日，「佛研所新疆石窟研究考察團」由佛研所所長李志夫率團、帶領

佛研所助理教授果鏡法師、佛研所佛學教育推廣中心主任蔡伯郎等一行人，至新疆展

開石窟研究、考察之行。其間，並與新疆塔里木大學簽訂合作締結協定書，以促進海

峽兩岸西域文化學術之交流。

◆僧大舉辦學僧弘法實習課程，由僧團果舟、果顯、果慨、果會法師帶領女眾部三年級

以及養成班的24位學僧，至萬里鄉仁愛之家，與院中老菩薩進行「老是寶──水餃一

齊包」活動。

10.28
◆即日起，中華佛研所佛學資訊學程委員會舉辦一系列專題演講，首場由惠敏法師主講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成果比較──以中央研究院與台灣大學機構計畫資料庫

為例」。

◆禪修推廣中心應基隆東信國小之邀，本日下午於該校簡報室為該校老師舉辦禪修指引

課程，共有70人參加。

10.29
◆即日起一連二天，美國紐約長島辦事處邀集紐約美國佛教聯合會以及長島當地的宗

教團體，於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長島石溪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Stony 

Brook）王家廉文化活動中心一起合辦「佛舍利展」，由僧團法師帶領信眾念佛、誦

經及祈福。

10.30
◆屏東辦事處舉辦「家中寶」佛化聯合祝壽活動。

◆即日起一連二天，禪修推廣中心第十期法鼓八式動禪師資培訓於台南分院舉行，由僧

團果元法師、果醒法師帶領，以及20位助理講師協助，共有76位來自新竹、南投、嘉

義、台南、高雄等地區的學員參與。

◆念佛會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約有六百人參加。

◆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關懷組暨道場籌建委員會的義工們，展開社區巡迴關懷聯誼，並

報告道場活動現況及新道場籌建進度。本日於三角洲市（Delta）舉行第一場地區聯

誼會，共有60人參加。

10.31
◆即日起一連二天，台南分院舉辦第十期法鼓八式動禪師資培訓，由禪修推廣中心監院

果醒法師指導。

◆高雄紫雲寺舉辦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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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初階禪一，由僧團果時法師帶領，共有83人參加。

◆法青會於台北縣土城教育訓練中心、承天禪寺後山舉辦山水禪活動，由僧團常寬法

師、果妙法師及常慧法師帶領，共有72人參加。

◆原任美國紐約東初禪寺住持的果元法師於10月底回到台灣，投入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

明年（2005年）將啟用的禪堂規畫行列；而原任東初禪寺監院的果乘法師，則加入僧

大的相關工作。新任的東初禪寺執事，僧團由台灣派任果明法師、果謙法師、果啟法

師，繼續擔負起在東初禪寺的法務。

◆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舉辦地藏王菩薩消災祈福超度大法會。

11.01
◆《人生》雜誌第255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79期出刊。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隨身經典系列《〈八正道〉講記》（聖嚴師父著）；智慧掌中書

系列《利人利己做義工》、《放輕鬆，免緊張！》（聖嚴師父著）；有聲影音品：經

典學院系列《八識規矩頌》CD（聖嚴師父主講）。

◆誠品書店本月出版《誠品報告二ＯＯ三》，針對該店全台四十六家分店於2003年的

銷售量進行暢銷統計排行，在該年出版的人文宗教類書籍中，聖嚴師父共有二十八本

著作入選「年度暢銷書排行榜」。

11.02
◆禪修推廣中心應新光金控之邀，即日起每週二為該員工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學活動，

共有45人參加。

◆即日起18日，來自澳洲國立大學（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約翰．包

爾（John Power）教授，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參訪，進行短期學術訪問。

11.03
◆來自亞洲各地包括日本、香港、澳門、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汶萊、柬埔寨等45

位天主教神職人員及禮儀專家，本日至農禪寺參訪，除了透過英文影片瞭解法鼓山歷

史和心靈環保的理念，並由義工導覽參觀農禪寺簡樸的建築風格。

11.04
◆即日起至12月16日每週四上午，為服務長期固定在農禪寺奉獻的義工，僧團都監院

弘講規畫小組於農禪寺舉辦台語「法師講古」活動，本日舉辦第一場，由僧團副都監

果廣法師主講「禪宗初祖至六祖」，約有六十位義工參加。

NOVEMBER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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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僧大首批於10月5日至11月5日至桃園大溪妙法寺受三壇大戒的學僧們，本日受戒圓

滿返校，並於7日下午安排一場心得分享；12日（農曆初一）舉行新月誦戒布薩，新

戒法師們亦分別加入比丘、比丘尼誦戒布薩。

◆由獎基會與台灣大學合作舉辦的「法鼓人文講座」，本日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勞思光

以「東亞文明與現代文化──前現代性、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為題進行專題演講，約

有二百人參加。

◆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南投地區召委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列──佛學講

座」活動，本日於南投辦事處舉辦，共有53位學員參加。

◆法行會於台北市力霸皇冠大飯店舉辦第五十五次例會，會中邀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

究所教授兼所長張恬君主講「非相非非相──談生命的態度」，共有94人參加。

◆即日起至12月29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晚上於台北市社子共修處，開辦講解《成

佛之道》佛學課程，由謝水庸講師主講，約有二十二人參加。

◆聖嚴師父於美國弘法期間，本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行「西方弟子聯誼會」，活動包括：

禪坐、師父開示、心得分享等內容，共有79位西方信眾參加。

11.06
◆台中分院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禪二。

◆即日起至25日，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台北大同地區召委承辦的「快樂學

佛人系列──初階法器教學」課程，於大同共修處舉行，共有45位學員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南投地區召委承辦的「快樂學佛

人系列──法鼓山二日遊」活動，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共有85位學員參加。

◆禪坐會於台北市天母古道舉辦戶外禪修活動，由僧團果祺法師指導，共有180人參

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禪坐會於台北縣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精進禪二，由僧團果南法

師、果密法師指導，共有47人參加。

◆法青會於農禪寺舉辦電影賞析活動，由法鼓文化總編輯果毅法師帶領學員觀賞影片

〈城市的遠見──古圳町物語〉。

◆宜蘭繪本館舉辦專題演講，邀請兒童文學作家柯倩華主講「真假大集合」，約有

三十五人參加。

◆聖嚴師父於10月28日至美國展開弘法之行，其間，印度摩訶菩提協會會長默地博士

（ B.K. Modi），本日在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祕書長巴瓦．金（Bawa Jain）陪同

下，至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拜訪聖嚴師父。默地博士就他正在籌拍的一部佛教電影向師

父請益。

◆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於溫哥華市（Vancouver）舉辦今年第二場地區聯誼會，共有65

人參加。

11.07
◆法鼓山第十一屆「家中寶」佛化聯合祝壽活動於各地舉辦，活動之一於本日在高雄紫

雲寺舉行。

◆台南分院舉辦「接待組義工初階課程」，由多位資深悅眾以「佛法義工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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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好因緣」為題，進行心得分享。

◆高雄紫雲寺本日上午舉辦觀音法會。

◆護法總會於農禪寺舉辦第三場「悅眾鼓手成長營」，由法鼓山基金會副祕書長謝水

庸、北二轄區副召委程弘慶等多位講師講授課程，共有262位來自北一、北二、北

三、北七等四個轄區的悅眾參加。

◆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北五轄區召委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列──學佛行

儀、禪修指引」課程，本日於桃園齋明寺舉行，共有180位學員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26人參加。

◆聖嚴師父於美國弘法期間，紐約東初禪寺本日舉行講經皈依活動，約有二百位信眾參

加，由師父為22人授三皈依，其中10位是西方人士。

◆聖嚴師父於美國弘法期間，本日日內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高層官員多

都．迪尼（Doudou Diene），在全球女性和平運動草創人之一迪娜．梅芮安（Dena 

Merriam）陪同下，至東初禪寺拜訪師父。

◆美國華盛頓州聯絡處慶祝成立三週年，本日上午舉行祈福法會、義賣等活動，並舉辦

前後任召集人交接典禮。會中邀請駐西雅圖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江國強、僑教中心主

任王映陽參加。

11.08
◆即日起至12月27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晚上於台北中正精舍，開辦講解聖嚴師父

的著作《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佛學課程，由悟常法師主講，約有三十六人參加。

11.10
◆佛研所舉辦專題學術演講，本日下午邀請澳洲國立大學（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約翰．包爾（John Power）教授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教育行政大

樓主講「詮釋學──以《解深密經》為依據」（Hermeneutics According to the 

Samdhinirmocana Sutra），由兼任研究員的美國籍郭芮老師進行翻譯，約有三十多

位佛研所師生參加聆聽。

◆禪修推廣中心應基隆仁愛國小之邀，本日下午於該補習班教室為學生舉辦禪修指引課

程，共有70人參加。

11.11
◆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辦的「第五屆從事兩岸文教交流績優團體」，本日上午在陸委

會舉行頒獎典禮，法鼓山文教基金會以2002年「流轉聚首──祈願山東四門塔阿　

佛重生」活動，獲頒藝術文化類績優團體的獎項，為此屆獲頒獎者當中唯一的宗教團

體，由僧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代表領獎。

◆農禪寺舉辦「法師講古」第二場活動，由僧團果薰法師主講「我們的師父」，約有

四十人參加。

11.12
◆來自西班牙、架設西班牙文佛學「優曇缽羅」網站（Udumbara）的 Vicen te 

Caridad Gonzalez，本日由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副教授吳寬及法鼓山基金會西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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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的負責人楊淑婷陪同，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參訪，由僧團果峙法師及常聞法師

接待。

11.13
◆台中分院本日下午舉辦今年第三場「動靜皆自在」講座，由法行會副會長暨台中縣大

里市立人高中校長的蔡瑞榮主講「激發潛能、追求卓越」，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台中分院舉行「法鼓山百年樹人獎助學金」頒發典禮，受助戶中，有三分之一是今年

敏督利颱風的受災戶，三分之二是家長中年失業的家庭。

◆佛研所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教育行政大樓演講廳舉辦「九十三學年度研究人員專

題論文發表會」，計有研究禪宗、淨土宗的黃繹勳老師，及研究《阿含經》的楊郁文

老師、研究華嚴思想的陳英善老師、印度籍沙洛教授，美國籍馬紀教授等5位發表論

文。

◆由佛研所舉辦的第二場佛學資訊學程系列專題演講，本日晚上邀請中央研究院資訊所

教授謝清俊，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教育行政大樓五樓海會廳，以「所知之相──談

對資訊的理解與詮釋」為題，進行演講。

◆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北三轄區召委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列──法鼓山

一日遊」活動，本日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行，共有23位學員參與。

◆義工團本日上午於農禪寺舉辦通識課程「悲智和敬擊法鼓（Ⅱ）」，活動內容由僧團

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主講「叩鐘饗鼓」、「法鼓人法鼓行」，以及義工們分組討論

及心得分享，約有四百人參加。

◆聖嚴師父於美國弘法期間，本日紐約東初禪寺舉辦「同心同願」聯誼會，各會團義工

們針對一年來推展及成就的法務進行簡報，同時也藉由聯誼活動，接引許多人來聽聞

佛法。師父並出席開示，以「建設人間淨土」為題進行開示，勉勵大家應發揮自利利

他的精神，讓淨土落實在人間，約有八十人參加。

◆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於本那比市（Burnaby）舉辦今年第三場地區聯誼會，共有75人

參加。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技職教育行政碩士專班」同學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

區參訪，並於園區教育行政大樓五樓的海會廳舉辦「技職學校建築與空間規劃」實地

教學活動，由法鼓山社會大學工作人員全程接待，主要內容包括影片觀賞以及園區導

覽等，共有24人參加。

11.14
◆台中分院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

◆台南分院舉辦精進佛一。

◆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基隆精舍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列──法鼓山一日

遊」活動，本日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行，共有25位學員參與。

◆禪坐會於農禪寺大殿舉辦初階禪一，由僧團常慧法師指導，共有60人參加。

◆香港分會首次舉辦精進佛一，由法鼓山僧團果演、果樞二位法師親自至香港帶領，約

有八十多位信眾參加共修。

◆佛學推廣中心於農禪寺舉辦「弘講師資培訓課程」，內容除了由果祥法師主講「如何

增強演講的攝受力」，佛學推廣中心講師林孟穎主講「弘講理論與實務」，亦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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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位準講師進行試講。

11.15
◆聖嚴師父於美國弘法期間，為感謝仁俊長老長期對法鼓山的愛護，師父本日率領弟子

一行15人，前往新澤西州同淨蘭若拜訪仁俊長老，其間，長老提及未曾到過象岡道

場，長老便於11月25日率領同淨蘭若住持及弟子拜訪象岡道場，由師父帶領參觀。

11.16
◆宜蘭繪本館舉辦專題演講，邀請兒童文學作家柯倩華主講「真與假」，約有三十五人

參加。

11.17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市士林衛生所之邀，本日下午於該所會議室為糖尿病友舉辦法鼓

八式動禪教學活動，約有六十五人參加。

11.18
◆農禪寺舉辦「法師講古」第三場活動，由僧團果許法師主講「三個小故事」，約有

四十人參加。

◆僧大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臨時寮舉辦精進禪一，由佛學院及養成班、體驗班等全體

學僧共同參加。

11.19
◆為製作介紹台灣的節目，分屬澳洲三家電視節目製作公司，包括Stuart Spence-New 

Choices for Retirement、 Peter Kilculler-Parmanent Wave Media、Fernando 

Felgueras3位記者，本日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參訪，由僧團果醒法師、常智法師、

常度法師等人陪同參觀佛研所、僧大、圖資館等單位，並安排「法鼓山與人間淨土」

影片欣賞與文化交流座談。

11.20
◆即日起至27日，禪坐會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初階精進禪七，由僧團果時法師指

導，共有123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教師聯誼會於台北縣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教師關懷成長營」，

此次主要課程為「法鼓坐姿八式動禪師資培訓」，由禪修推廣中心果醒法師帶領。

◆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於列治文市（Richmond）舉辦第四場地區聯誼會，共有100人

參加。

11.21
◆桃園齋明寺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約有一百一十人參加。

◆台南分院舉辦「健康講座」。

◆高雄紫雲寺舉辦戶外禪。

◆基隆精舍舉辦禪一，共有18人參加。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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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台南分院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列──新生佛子成

長課程」，本日於台南分院舉辦，共有76位學員參與。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20人參加。

11.23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市儒林補習班之邀，本日上午於該補習班教室為學生舉辦禪修指

引課程，共有170人參加。

11.25
◆農禪寺舉辦「法師講古」第四場活動，由僧團果奘法師主講「法華經──窮子喻、常

不輕菩薩」，約有四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12月30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四晚上於台北縣板橋辦事處，開辦講解聖嚴

師父的著作《心的經典──心經新釋》佛學課程，由戴良義講師主講，約有三十一人

參加。

11.26
◆禪修推廣中心應基隆儒林補習班之邀，本日下午於該補習班教室為學生舉辦禪修指引

課程，共有130人參加。

◆即日起至12月5日，美國紐約象岡道場舉辦話頭禪九，約有五十人參加。

11.27
◆佛教蓮花基金會於本日晚上舉辦的「蓮花心·十年情」感恩音樂會中，特別頒發「高

額贊助捐款人」獎項給聖嚴師父，感謝師父對該基金會的長期支持，感謝師父對該基

金會的長期支持，由僧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代表受獎。

◆即日起一連二天，台南分院舉辦精進禪二。

◆由獎基會策畫的「WYPS台北論壇青年代表學習培訓計畫」第四場於台北安和分院舉

行，約有三十位青年學員出席參加。課程中邀請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簡錫 

 　演講「和平運動在台灣」，下午活動則由新竹市生命線員工協助服務中心社工酆巧

玲主持，由學員們即興演出一齣行動劇，從中探討衝突產生的本質。

◆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基隆精舍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列──齋明寺一日

遊」活動，本日於桃園齋明寺舉行，共有84位學員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員林地區召委承辦的「快樂學佛

人系列──朝山大悲懺」，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行，共有94位學員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台南分院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

列──精進禪二」活動，於台南分院舉辦。

◆禪坐會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禪一，由僧團果興法師指導，共有61位台北大葉大

學推廣教育中心EMBA碩士學分班的學生參加。

◆合唱團羅東團本日晚上於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舉辦「滿一個願」音樂會，以音聲

與宜蘭鄉親結緣。

◆法青會於貢寮草嶺古道舉辦山水禪活動，由僧團果祺法師、果妙法師帶領，共有42人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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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上午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30

位義工團醫護組的義工參加；下午則於台北中山精舍舉辦禪修指引課程。

11.28
◆台中分院舉辦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一日遊活動。

◆高雄紫雲寺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

◆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宜蘭羅東地區召委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列──法

鼓山一日遊」活動，本日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行，共有80位學員參加。

◆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台中分院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列──法鼓山一日

遊」課程，本日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行，共有123位學員參加。

◆即日起至2005年1月30日，助念團於法鼓山基金會辦公室舉辦北區同理心（一）系列

課程，內容主題為「助人歷程與技巧」，共有17人參加。

12.01
◆《人生》雜誌第256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80期出刊。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大自在系列《佛陀吃肉嗎？》（巴弟帕卡薩著，林珍如譯）、佛

研所論叢《聖嚴法師佛教教育理念與實踐》（釋常慧著）；有聲影音品：經典學院系

列《無量義經》CD（聖嚴師父主講）。

◆美國香巴拉出版社（Shambhala）本月出版《心銘》（Song of Mind）一書，此書

內容為聖嚴師父於1985年至1988年在美國東初禪寺主持禪七期間，針對唐代牛頭法

融禪師的開悟詩偈〈心銘〉，所進行的講述。

◆即日起至8日，佛研所圖資館舉辦第三屆圖書館週活動「觀音．禪悅．圖資館」，邀

請各界學者專家、佛藝中心、金山當地的藝文人士及法鼓山社會大學的學員一起參

與，活動內容包括：觀音特展、專題演講、社會關懷座談、茶水禪等，並有各國美食

義賣及現場書法揮毫等活動。

◆佛研所於2004年共有純因法師、證融法師、越建東、莊國彬、關則富、宗玉媺六位

研究生，分別自美國、日本、英國、德國取得博士學位。

12.02
◆即日起連續四週，南投埔里德華寺每週四晚上舉辦初階禪修課程。

◆即日起至12月30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四晚上於桃園縣中壢辦事處，開辦講解聖嚴

師父的著作《佛遺教經》佛學課程，由見正法師主講，約有三十人參加。

12.03
◆農禪寺舉辦「法師講古」第五場活動，由僧團果晨法師主講「印光大師」，約有四十

DECEMBER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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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加。

◆獎基會與台灣大學合辦的「法鼓人文講座」，本日由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

言學系講座教授張隆溪，於台灣大學校本部主講「滄海月明珠有淚：跨文化閱讀的啟

示」，約有一百五十位台大師生到場聆聽。

12.04
◆即日起一連二天，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臨時寮舉行佛二暨八關戒齋法會，由僧大學僧

策畫並擔任法器悅眾及外護，包括金山、萬里、石門、基隆等北海岸地區的信眾們前

來參加。

12.05
◆台中分院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禪一。

◆佛研所圖資館舉辦圖書館週活動「觀音．禪悅．圖資館」，本日於教職員宿舍地下一

樓舉辦「各國美食街義賣」活動。

◆護法總會於農禪寺舉辦第四場「悅眾鼓手成長營」，護法總會會長陳嘉男亦出席致

辭，共有來自宜蘭、羅東等地約二百位悅眾參加。

◆即日起，法青會分別於本日、12日及19日共舉辦三次成長營，課程中首度參考義工

團的組別名，將學員分成香積、導覽、關懷、幼教、表演、場地、保育、電訪、美編

等九個組別，進行一系列成長培訓課程，約有五十多位學員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25人參加。

12.06
◆台中分院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

◆佛研所圖資館舉辦圖書館週活動「觀音．禪悅．圖資館」期間，本日下午舉辦「社會

關懷座談」，由惠敏法師主持，邀請了台北市佛教觀音線協會理事、台北科技大學蔡

稔惠教授及名作家、譯者胡因夢女士，以「千手千眼話觀音──從生命與社會關懷的

角度看心靈修持對輔導工作的重要性」為主題，共同討論。

12.08
◆佛研所圖資館舉辦圖書館週活動「觀音．禪悅．圖資館」期間，本日上午舉辦閉幕活

動──「中西參大賽」活動。

12.09
◆台北中正精舍舉辦大事關懷活動，由僧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開示，主題為「生

死兩相安」，建立民眾正確的助念佛事觀念；助念團團長亦到場參與，與大眾分享心

得，約有一百人參加。

◆農禪寺舉辦「法師講古」第六場活動，由僧團果尚法師主講「虛雲老和尚」，約有

四十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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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13日，澳洲雪梨聯絡處舉辦「我是誰？」青年營，由新加坡菩提閣果峻法師

指導，共有21人參加。

12.11
◆本日、12日、18日、25日，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共舉辦為期四次的「景觀維護種子

培訓」活動，整體課程包括：認識法鼓山的原生植物、動物等自然生態，除草培土等

實務操作，育林知識、禪與自然的融合方法等，約有五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17日，高雄紫雲寺首次舉辦「都市初階禪七」，活動具有都會生活的特色，

參與活動的學員也可以每天返家，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台北大三重地區召委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列──

朝山活動」，本日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行，共有232位學員參與。

◆義工團本日上午於農禪寺舉辦通識課程「展現生命力──照顧自己，關懷他人」，活

動內容由僧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主講「叩鐘饗鼓」、「展現生命力」、「照顧自

己．關懷他人．成長自己」，以及義工們分組討論及心得分享，約有四百人參加。

◆法行會本日晚上於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舉行成立五週年會慶，晚會由知名媒體人

葉樹姍主持，活動內容以「和喜自在心希望」為主題，內容包括手語表演、歌劇獨唱

等。

◆聖嚴師父於美國弘法期間，即日起一連二天，美國紐約東初禪寺舉辦「法鼓人成長

營」，約有八十位全美各地的悅眾參加，師父親自到場開示，勉勵大家要時刻觀照自

己的身口意、品德。此外，亦有甫接續東初禪寺法務不久的果明、果謙、果啟三位法

師於成長營中授課。

12.12
◆僧大女眾部「弘化實習」課程，本日邀請法鼓山護法信眾何太太為大家講解「環保大

家一起做」，課程當中何太太與學僧分享許多的修行觀念及做法。

◆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初階禪一，由僧團常慧法師指導，共有46人參加。

◆法鼓山與台北市政府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景仰廳合辦「第四十屆佛化聯合奠祭」，

包括義工、往生者家屬及其親友，約有六百五十人參加。

◆美國達拉斯共修處舉辦半日禪。

12.13
◆即日起至15日，教師聯誼會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首次退休教師禪修營，共有

45人參加。

12.14
◆台北市蘭雅國小三年級的師生本日下午參訪農禪寺，共有120位參加，由禪修推廣中

心講師黃荷、僧團法師等人指導法鼓八式動禪及打坐練習。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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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即日起至18日，法鼓山應「全球女性和平促進會」（The Global Peace Initiative 

of Women）的邀請，參加於約旦死海舉行的「中東女性和平會議」（Women's 

Partnership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約有二百多位來自世界各國代表出

席，法鼓山由僧團副都監果廣法師，率同果禪、常華二位法師代表與會，於會中代表

將師父強調「要求得真正的和平，需從內心和平做起」的觀念，傳達給在場人士。

◆佛研所圖資館舉辦圖書館週活動「觀音．禪悅．圖資館」，原訂4日舉辦的活動，因

逢颱風來襲，延至今日下午舉行，邀請知名作家梁寒衣女士主講「閱讀與人生──談

閱讀對自我生命的啟發」。

12.16
◆法鼓山中區勸募會員本日於台中分院舉辦圍爐團聚活動，活動內容包括：僧團果理法

師開示《大般若經》第21卷〈道樹品〉；以及室內樂團民謠演奏、優人神鼓表演，法

青會同學短劇表演等，約有五百多人參加。

◆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南投地區召委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列──禪修指

引」活動，於南投辦事處舉辦，共有33位學員參加。

◆農禪寺舉辦「法師講古」第六場活動，由僧團果尚法師主講「十二因緣」，約有四十

人參加。

12.17
◆由獎基會與台灣大學合辦的「法鼓人文講座」，本日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立

文，於台灣大學校本部主講「韓國儒教的特點」。

◆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台北市士林、天母地區召委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

列──新皈依弟子聯誼會」活動，本日於士林共修處舉行，共有18位學員參加。

◆即日起至19日，澳洲雪梨聯絡處舉辦精進禪二，由新加坡菩提閣果峻法師指導，共有

24人參加。

◆即日起至2005年1月中旬，旅美中國畫家李斌與王亞卿夫婦應聖嚴師父之邀，住於法

鼓山上進行「法鼓山禮讚圖」大型油畫繪製。

12.18
◆即日起一連二天，由獎基會策畫的「WYPS台北論壇青年代表學習培訓計畫」第五

場，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展開「青年菁英禪修營」活動，由僧團果理法

師擔任總護，約有一百位青年學員參加。

◆即日起至2005年1月，法鼓山各地分院、安心站分別舉辦「歲末大關懷」系列活動，

本日農禪寺首先展開關懷活動，約有二千人參加，並邀請台北市社會局副局長黃清高

出席參加，黃副局長對法鼓山信眾奉獻心力財力關懷社會弱勢，表達肯定之意。

◆台中分院「動靜皆自在講座」系列活動，本日舉辦第四場，邀請台中中國醫藥大學附

設醫院中醫部主任陳建仲主講「寒冬藥食──和喜之道」，約有八十人參加。

◆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台北大新莊地區召委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列──

禪修指引」活動，本日於新莊共修處舉行，約有一百位學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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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坐會於台北市春天素食餐廳舉辦「悅眾聯席會議」，僧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

僧團果時法師、常慧法師以及護法總會會長陳嘉男出席指導，共有72人參加。

◆即日起至2005年2月26日，助念團於法鼓山基金會舉辦北區同理心（二）系列課程，

內容主要為悲傷輔導的技巧指導，約有十三人報名參加。

◆法青會於台北中正精舍舉行「戒法共修」活動，由僧團果妙法師、常慧法師指導，透

過誦戒儀式和影片賞析的方式，深入瞭解「菩薩戒」以及如何在生活中實踐戒法，共

有20位同學參加。

◆宜蘭繪本館舉辦專題演講，邀請兒童文學作家柯倩華主講「公平與不公平」，約有

四十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上午於台北縣泰山共修處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22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台北安和分院舉辦禪修指引課程。

12.19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法鼓山歲末大關懷」園遊會，活動內容主要包括祈福法

會、兒童舞蹈表演等，而現場除發放生活物資、關懷金外，還提供精美餐點及二手惜

福物品兌換等多個攤位，約有七百多人參加，其中包括平日受關懷的北海岸四鄉鎮及

基隆民眾約三百多人。

◆桃園齋明寺舉辦歲末關懷活動，進行桃園、中壢、新竹等地區的冬令慰問金發放，約

有四百人參加。

◆台南分院舉辦歲末大關懷活動。

◆大板橋地區（板橋、土城、樹林）近百位義工，本日參加台北縣家扶中心於板橋市立

體育館舉辦的「點燃生命之火歲末聯歡暨園遊會」，藉此對清寒家庭表達關懷。

◆為建立正確健康的生死觀以及推廣環保自然葬法，法鼓山基金會於本日及26日，分別

舉辦「歡喜看生死」系列活動。本日下午在台北安和分院舉辦第一場座談會「歡喜看

生死，人生真善美──談環保自然葬」，由《中國時報》社長林聖芬主持，邀請內政

部民政司司長黃麗馨、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黃有志、中華民國葬儀商業同

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祕書長林明河等人，共同進行討論。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21人參加。

◆台北縣地區150多位師生、家長本日至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參訪，此行為台北縣教育

局舉辦「北縣藝文情、十八悠遊行」課外學習活動之一，由金山鄉金美國小承辦。

12.20
◆為推廣校園禪修，僧大於九十三學年度上學期「校外弘化實習」課程中，安排了四次

課程，由學僧們分為四組，至基隆市及台北縣的四所學校進行實習。首次課程本日至

基隆市仁愛國小舉辦，帶領該校小朋友進行「專注遊戲」、「托乒乓球」等活動。

◆馬來西亞佛學院應屆畢業生由班導師傳瑛法師帶領，暨隨團師長一行十七人，本日下

午至僧大參訪，由僧大副院長果光法師、女眾學務長果肇法師等人接待，行程中進行

座談交流、觀賞僧大簡介影片，並參觀僧大、圖資館，及男、女寮等處。

12.21
◆佛研所本日下午舉辦專題演講，邀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祕書長、中國文化大學客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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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柴劍虹教授主講「敦煌吐魯番石窟藝術」，於佛研所圖書資訊館四樓大團體視聽

室進行。

12.22
◆僧大男眾部「弘化實習」課程，本日邀請中懋汽車公司葉欽德董事長為僧團法師、學

僧及園區內義工菩薩，講授「汽車維修保養及相關駕駛常識」，約有四十人參加。

12.24
◆佛研所本日下午舉辦專題演講，邀請佛光大學宗教學系系主任劉國威教授主講「台灣

的西藏佛教發展」，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教育行政大樓進行，約有三十多人參加。

◆僧大九十三學年度上學期第二次「校外弘化實習」課程，本日至台北縣金山國小舉

辦，由學僧們帶領該校小朋友藉由「抓烏龜」、「石頭和白雲」等活動，引導小朋友

學習專注與放鬆。

◆獎基會與台灣大學合辦的「法鼓人文講座」，本日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立文主

講「中國哲學的創新與和合學的使命」。

12.25
◆即日起至2005年1月2日，農禪寺舉辦彌陀佛七。

◆高雄紫雲寺舉辦「南區榮譽董事歲末共修聯誼」活動，內容主要為：頒發榮董證書、

觀賞聖嚴師父開示錄影帶、練習法鼓八式動禪等活動；榮董召集人卓忠吉則說明紫雲

寺「人行廣場」的認養計畫及目前規畫情形，來自台南、高雄、屏東等地區，約有

一百位榮董及其家眷參加。

◆台北市社子共修處本日下午於社子公園籃球場舉辦成立十週年慶祝活動「法鼓山社子

情」，由僧團關懷中心監院果東法師到場致辭祝賀，活動中除表揚悅眾及義工們多年

來的付出，另有話劇及舞蹈的演出。

◆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台北市中山地區召委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列──

法鼓山一日遊」活動，本日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行，共有45位學員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上午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階梯教室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80位

台北中山精舍前來參訪的信眾參加。

12.26
◆桃園齋明寺舉辦進階禪一，約有八十人參加。

◆台中分院舉辦「中區勸募會員圍爐團聚」，內容包括法鼓隊、「優人神鼓」的擊鼓演

出，及法青會的短劇表演「生命與鼓的對話」等。

◆法鼓山基金會舉辦「歡喜看生死」系列活動，本日在集思台大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第

二場座談會，共有14位學者專家分別進行三場討論，包括「環保自然葬的推行與實

施」、「殯葬自主與往生者尊嚴的維護」、「殯葬禮儀創新」，內政部政務次長李進

勇亦到場致辭。

◆由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主辦、台北雙和區召委承辦的「快樂學佛人系列──法鼓

山一日禪」課程，本日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行，共有18位學員參加。

◆12月26日上午，印尼蘇門答臘外海發生芮氏規模9的強烈地震，引發海嘯，造成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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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逾十萬人罹難，刻在美國的聖嚴師父，聞訊後隨即指示慈基會啟動緊急救援系

統，之後便響應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物資，捐助500頂帳棚及60箱罐頭；28日並由

慈基會副總幹事翁哲雄代表法鼓山，加入消防局組成的「台灣先遣小組」，搭機將物

資送往災區。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上午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臨時寮大殿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45

位台北縣雙和地區前來參訪的信眾參加。

◆即日起至明年（2005年）1月2日，美國紐約象岡道場舉行默照禪七，約有一百一十

人參加。

12.27
◆即日起至2005年1月2日，高雄紫雲寺舉辦都市彌陀佛七。

12.28
◆僧大九十三學年度上學期第三次「校外弘化實習」課程，本日至台北縣金山鄉金美國

小舉辦，內容包括托水缽、托乒乓球以及兒童八式動禪等。

12.29
◆僧大九十三學年度上學期第四次「校外弘化實習」課程，本日至台北縣萬里鄉萬里國

中舉辦，進行了一場「橘子禪」課程，引導學生們瞭解自己的觀照力和覺察力。

12.31
◆中華佛研所佛學資訊學程本學期第三場專題演講，本日下午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教

育行政大樓海會廳舉行，邀請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羅鳳珠老師主講「文學地理時空

資訊系統設計與應用：以蘇軾詩為例」，約有四十多人參加。

◆2004百年邁向2005年的跨年之夜，僧大於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舉辦「跨年願．傳法

燈」活動，由僧團果慨法師帶領僧大四年級學僧承辦。內容包括環山、法鼓傳心、拜

懺、靜坐等活動，大家齊聚於臨時寮大殿守夜至31日午夜，約有二百多人參加。

◆12月26日南亞震災，即日起，法鼓山發起「祈福表關懷．送愛到南亞」活動，並在

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上設置「祈福留言版」，民眾可以利

用網路表達關懷之意；法鼓山也發起全體專職工作人員捐助一日所得活動，發揮法鼓

人同體大悲的精神。

◆為支援南亞大地震救災活動，法鼓山斯里蘭卡5人先遣小組，成員包括：助念團團長

鄭文烈、護法總會副會長黃楚琪、法鼓山基金會國際事務處高級專員陳韻珊、人類學

者暨斯里蘭卡專家王慧姬，本日下午由僧團男眾部副都監果東法師及法鼓山基金會祕

書長黃銀滿授旗，準備與路竹會成員於翌日共同前往斯里蘭卡。

12
月 







434

2004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

臨時寮

農禪寺

台北安和分院

齋明寺

台北中山精舍

台北中正精舍

基隆精舍

台北安和分院

齋明寺

農禪寺

台北安和分院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

臨時寮

農禪寺

台北安和分院

齋明寺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08 00 21 00

2/15 5/23 8/15 11/21

09 00 21 00

2/29 11/21

19 00 21 00

2/7 4/10 5/8 6/5 7/3 8/7 9/4

10/2 11/6 12/4

19 00 21 00

1/6 2/3 3/9 4/6 5/4 6/8 7/6

8/3 9/7 10/5 11/9 12/7

19 00 21 00     

14 00 16 00     

19 00 21 00

2/6 4/9 5/7 6/4 7/28 69/3

10/1 11/5 12/3

14 00 16 00

19 00 21 00

1/16 2/20 3/19 4/16 5/21 6/18

7/16 8/20 9/17 10/15 11/19 12/17

19 00 21 00

1/16 2/3 3/2 4/6 5/4 6/1 7/6

8/3 9/7 10/5 11/2 12/7

§法會共修活動§

◎北部地區

1/31、7/31、8/21暫停

1/20暫停

1/20暫停

法鼓山2004年各地分院法會共修活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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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佛教文化館

台北安和分院

中華佛教文化館

台北安和分院

台北安和分院

基隆精舍

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

臨時寮

農禪寺

中華佛教文化館

台北安和分院

齋明寺

中華佛教文化館

中華佛教文化館

齋明寺

齋明寺

齋明寺

08 30 17 00

9/11 9/13

08 50 11 30

1/4 2/1 3/7 4/4 5/2 6/6 7/4 8/1

9/5 10/3 11/7 12/5

19 10 00 12 00

1/10 2/9 3/9 4/8 5/7 6/6 7/6

8/4 9/3 10/2 11/1 11/30 12/30

09 30 11 30

1/24 3/21 6/20 9/19 12/19

19 00 21 00

2/27 3/26 4/23 5/28 6/25 7/23

8/27 9/24 10/22 11/26 12/24

19 00 21 00

04 00 16 00

5/16

09 00 14 00 5/9

09 30 12 00 5/23

09 30 11 30 5/8

09 30 11 30 5/22

10 00 12 00

1/3 2/2 3/2 4/1 4/30 5/30 6/29

7/28 9/25 10/25 11/23 12/23

08 30 17 00

1/22 1/24

09 00 17 00 4/24 4/25

14 00 17 00 8/29

09 00 17 00 10/23 10/24

◎中部地區

台中分院

德華寺

台中分院

德華寺

德華寺

台中分院

德華寺

台中分院

德華寺

09 00 11 00

19 30 21 30

19 00 21 00

14 00 17 00

19 00 21 00

09 30 11 30 1/27

09 30 11 30 5/23

09 30 11 30 5/22

19 00 21 30

09 00 11 30 9/4

1/25、5/23暫停

元月份法會改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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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信行寺 19 30 21 30

09 00 16 30 9/5

◎東部地區

◎南部地區

台南分院

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台南分院

高雄三民道場

台南分院

台南分院

紫雲寺

台南分院

紫雲寺

紫雲寺

台南分院

台南分院

高雄三民道場

紫雲寺

紫雲寺

紫雲寺

紫雲寺

台南分院

紫雲寺

紫雲寺

紫雲寺

紫雲寺

紫雲寺

紫雲寺

19 00 21 00

09 30 11 30

19 30 21 30

19 00 21 00

1/23 2/21 3/20 4/17 6/19 7/17 8/21

10/16 11/20 12/18

19 00 21 30

1/10 2/7 3/13 4/10 5/8 6/12 7/10

8/14 9/11 10/9 11/13 12/11

19 00 21 00

1/3 2/7 3/6 4/3 5/1 7/3 8/7 9/4

10/2 11/6 12/4

19 00 21 00 3/13 7/10

09 00 12 00 3/7 8/8

11/17

08 30 21 00 3/14 8/8

08 30 21 30

3/21 5/16 6/27 9/19 11/28

08 30 21 30 1/3 1/4

08 30 21 00 11/14

08 30 17 00 5/8 5/9 12/12 12/13

14 00 17 00 9/12

14 00 17 00

14 30 16 30

14 30 16 30

09 00 17 00

7/4 8/1 9/5 10/3 11/14 12/5

09 30 11 30 5/16

08 30 12 00 5/23

08 30 21 30 3/28 4/3

08 30 21 30 12/27 94/1/2

08 30 17 00 4/5 4/11

14 30 22 00 8/29

19 30 21 30

1/4、1/25、3/7、3/21、

5/16、5/23、6/20暫停

1/4、3/7、3/21、5/16、

5/23、6/20暫停

1/21、3/30暫停

信行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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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禪寺

台北安和分院

齋明寺

台北中山精舍

台北中正精舍

基隆精舍

農禪寺

台北安和分院

齋明寺

台北中山精舍

台北中正精舍

基隆精舍

農禪寺

台北安和分院

台北中山精舍

台北安和分院

齋明寺

基隆精舍

14 00 17 00

09 30 11 30

1/12 2/9 2/23 3/1 3/15 3/29 4/12

4/26 5/10 5/24 6/14 6/28 7/12 7/26

8/9 8/23 9/13 9/27 10/11 10/25 11/1

11/15 11/29 12/13 12/27

19 00 21 00

14 00 17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5 00 17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4 00 16 00

14 00 16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20

19 00 21 00

14 00 16 00

14 30 16 30

1/11 2/22 3/6 3/21 4/4 4/18 5/2

5/16 6/13 6/27 7/11 7/25 8/8 8/29

9/12 9/26 10/10 10/24 11/7 11/21

12/5 12/19

14 00 16 30

2/21 4/24 6/19 8/28 10/16 12/18

14 00 16 30

1/31 3/27 5/22 7/24 9/25 11/27

08 40 18 00

1/11 2/22 3/28 4/18 5/30 6/27 7/25

8/29 9/26 10/31 11/28 12/26

08 30 17 00

3/20 6/27 7/25 12/26

08 30 17 30

1/25、2/1、3/7、3/28、

4/11、8/1、8/22、12/26暫停

1/22暫停

1/24、4/3、4/24、5/22、

6/26、10/23暫停

1、3、8、12月未開課

1、3、8、12月未開課

§禪修活動§

◎北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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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中、南、東部地區

台中分院

德華寺

台南分院

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台中分院

台南分院

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台南分院

台南分院

紫雲寺

紫雲寺

19 00 21 3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09 00 11 00

2/6 4/2

14 30 16 30

3/6 5/1

19 00 21 00

2/4 4/7 6/2

14 30 16 30

08 30 17 00

4/11 6/13 10/31

08 30 17 00

3/20 5/9 8/15

09 00 17 00

2/22 7/25 9/26

08 30 17 00

5/8~5/9 6/26~6/27 11/27~11/28

08 30 17 00 2/14~2/15

08 30 12/11~12/17

農禪寺

農禪寺

農禪寺

09 30 11 00

1/8 2/15 4/4 4/18 5/2

5/16 6/6 6/20 7/4 7/18 8/15 9/5

9/19 10/3 11/17 11/21 12/5 12/19

18 30 20 30

11 00 12 00

4/4 5/2 6/6 9/5 11/7 12/5

§經典系列及讀書會活動§

◎北部地區

1/25、2/1、3/7、3/28、4/11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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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部地區

台中分院

台南分院

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台中分院

台南分院

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台南分院

台中分院

台南分院

紫雲寺

19 30 20 4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30 20 30

14 00 16 00

19 30 21 30

09 00 12 00

19 30 21 00

19 30 21 30

14 30 16 30

09 00 11 00

14 00 16 00

19 30 21 30

09 00 11 00

1/21、3/30暫停

恭誦《華嚴經》、〈淨行品〉

1/24暫停

台北安和分院

台北中正精舍

基隆精舍

齋明寺

齋明寺

齋明寺

齋明寺

09 30 11 30

1/5 2/2 2/16 3/8 3/22 4/19 5/3

5/17 5/31 6/7 6/21 7/5 7/19 8/2

8/16 8/30 9/6 9/20 10/4 10/18

11/8 11/22 12/6 12/2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7/2 7/9 7/16 7/23 7/30 8/6

8/13 8/20 8/27 9/3 9/10

09 00 16 20

1/11 2/8 2/15 3/7 3/21 4/4 4/18

14 00 16 00

09 00 11 00

1/24、2/14、5/22、暫停

1/24、4/3、4/24、6/26、10/23

暫停

1/24、4/3、4/24、5/22、6/26、

10/23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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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10 30 12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30 21 30 4 6

19 00 20 30

19 30 21 30 1 3

台北中正精舍

基隆精舍

台北中山精舍

基隆精舍

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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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17:30

18:30 21:00

19:00 21:00

14:00 16:00

14:00 17:00

19:00 21:00

09:30 11:00

19:30 21:30

14:00 16:00

19:30 21:30

19:30 21:30

08:00 10:0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4:00 16:0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06:00 06:30

06:30 07:0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4:00 16:0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法鼓山2004年各地共修處定期活動一覽表

◎北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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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4:00 16: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09:30 11:30

09:30 11:3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4:00 16: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08:50 1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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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13:30

10:30 12:00

19:00 21:00

19:30 21:30

14:00 16:0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00 21:30

14:00 16:00

09:30 11:30

19:30 21:30

19:30 21:00

19:30 21:00

20:00 21:00

19:30 21:30

13:30 16:00

19:30 21:30

19:00 21:30

19:20 20:00

20:00 21:30

19:30 21:30

09:30 1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1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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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00 21:00

19:00 21:00

10:00 12:00

19:00 21:00

19:00 21:00

14:00 17:00

09:00 11:00

14:00 17:00

14:00 17:00

19:00 21:00

19:30 21:3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09:00 11:00

09:00 11:00

09:00 1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30

19:00 20:00

19:0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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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00 21:30

15:00 18:20

15:00 17:30

19:30 21:00

19:00 21:00

19:30 21:15

19:30 21:3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0:00 12:00

19:00 21:30

19:30 20:40

09:00 11:10

19:00 21:00

14:00 16:00

19:00 21:30

14:00 17:00

◎中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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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14:00 16:00

14:00 16:00

09:30 11:30

14:00 16:00

19:30 21:30

09:30 1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00

14:30 15: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4:00 17:0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00 21:00

19:00 21:00

19:30 21:00

19:00 20:30

19:30 21:30

19:30 21:00

08:30 10:00

14:00 16:0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15 21:30

19:30 21:30

14:00 16:00

19:15 20:15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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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21:30

19:30 21:3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30 20:30

09:00 1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00 21:00

19:30 21:30

19:00 21:30

08:00 17:00

08:00 17: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10:30

19:30 21:3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0:00

19:30 21:30

19:00 21:00

19:00 21:00

08:30 10: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9:00 21:00

◎南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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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19:00 21:00

14:00 16:00

19:00 21:00

19:00 21:00

08:30 10:00

19:00 21:00

09:00 11:00

19:00 21:00

19:00 21:00

14:30 16:00

09:00 11:00

19:00 21:00

19:00 21:00

09:00 11:00

19:30 21:00

19:00 21:00

09:00 11:00

14:30 16:30

19:00 21:00

09:00 10:40

19:30 21:30

09:00 10:40

19:00 21:00

14:00 17:00

19:30 21:30

09:00 10:30

19:30 21:30

20:00 21:00

20:00 21:00

20:00 21:00

20:0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19:3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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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2004年海外聯絡處定期共修活動一覽表

19 30 21 00

19 30 21 00

19 30 21 00

10 00 18 00

09 00 12 30

19 00 21 30

09 00 10 30

10 00 12 00

13 00 16 00

10 00 12 00

13 00 15 30

09 00 17 00

09 00 12 30

14 00 17 00

19 30 20 30

20 00 22 00

20 00 22 00

09 00 12 20

10 00 12 00

13 40 15 40

14 30 17 30

09 00 16 30

10 00 12 30

13 00 17 30

/

◎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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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07 00 10 00

14 00 16 00

07 00 08 30

10 00 12 00

10 00 12 00

10 30 12 30

10 00 12 00    

19 30 21 30  

09 00 12 00 

15 00 17 30 

10 00 12 00  

19 30 21 30

09 30 11 30

09 00 11 30

09 00 11 30

09 30 11 30

09 00 15 00

10 30 12 00

10 30 12 00

13 30 15 30

09 30 10 30

08 30 12 00

10 30 12 00

13 30 15 30

10 30 12 00

13 30 15 30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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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30 11 30

10 00 11 30    

19 30 21 30      

09 00 17 00     

09 00 11 30  

09 30 11 30

15 00 17 00

09 30 16 30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10 00 12 00 

13 00 14 30

10 00 12 00

10 00 12 00

14 00 16 00

10 00 12 00

09 30 12 00

09 30 17 00

10 00 12 30

11 00 13 00 

09 30 12 30

10 00 12:30

19 30 22 00

19 30 22 00

19 30 22 00

19 30 22 00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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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19 30 21 00 

19 30 21 00 

19 30 21 00 

15 00 17 00

17 15 18 45

17 15 18 45

14 00 17 00

14 30 16 00

10 00 12 30

10 30 12 30

20 00 22 00

09 30 11 30

08 00 08 30

11 30 13 00

14 00 18 00

08 00 13 00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20 00 21 30

13 30 15 30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09 00 11 00

20 00 21 30

19 30 20 30 

14 00 15 00

19 30 21 30

◎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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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光寺

新北投公園溜冰場

中和街復興公園籃球場邊

中和街復興公園正門口

北投市場對面大豐公園兒童遊樂區上方

奇岩捷運站後方廣場

中央社區籃球場

崇仰公園內活動中心

淡江大學圖書館前

砲台公園

真理大學

新興國小

陽明大學

石牌榮光公園

陽明山泉社區

立農公園兒童遊戲場旁廣場

蘆洲共修處

湧蓮寺

蘆洲國中

雙溪河邊公園 ── 溜冰場

劍潭前港公園

華聲公園

士林官邸音樂台

士林共修處

天母公園

天母運動公園

新生公園

林森 14 號公園

中山運動中心

聯合報 fifi 書城

民生社區介壽國中

國父紀念館逸仙路入口

北寧公園（北寧路口）

興安國宅

07 00 09 00

07 00 07 30

06 30 07 40

08 00 09 00

09 30 10 30

07 00 07 30

17 10 17 40

06 00 06 30

14 30 15 30

06 30 07 00

06 00 06 30

06 00 06 30

05 50 06 30

06 00 06 30

06 30 07 00

19 30 20 00

08 30 09 00

06 00 06 30

19 30 21 30

06 00 07 00

05 30 06 00

07 00 08 00

06 30 07 10

06 20 07 00

06 30 07 00

19 30 21 00

05 30 06 00

06 00 07 00

06 00 06 30

06 30 07 15

07 30 08 40

12 10 13 00

06 10 06 50

07 00 08 00

07 15 07 50

06 30 07 10

法鼓八式動禪2004年區域推廣活動一覽表

◎北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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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太平國小

迪化公園

雙蓮國小

大同共修處

勞委會及職訓局

德星幼稚園

延平里活動中心

海光公園

社子公園籃球場

社子國小後操場

社正國小中操場的穿堂

社正公園溜冰場

大安森林公園

安和分院

永吉公園

林口公園

中央研究院研究中心廣場

植物園荷花池畔

中正紀念堂

中正精舍

青年公園花鐘旁

萬華老人服務中心

麗山國中

碧湖公園

內湖共修處

文山共修處

景美區萬慶公園

興隆公園

景美仙岩廟前廣場

潤泰台大御花園社區中庭

政治大學八角亭

板橋擎天雙星大廈

板橋林家花園正門廣場

板橋中正路體育場司令台右側

台北縣藝文中心廣場

農村公園

板橋國小活動中心門口（公館街）

板橋共修處

雙十街八德公園

華江公園

06 30 07 10

07 30 08 10

06 10 06 50

19 30 20 00

12 10 12 45

16 30 18 30

14 00 16 00

06 30 07 00

07 00 07 30

06 00 06 30

16 00 16 30

06 30 07 00

06 30 07 10

10 00 11 00

07 15 08 00

06 15 07 00

06 30 07 30

06 00 06 50

06 40 07 20

12 30 13 30

08 00 08 30

14 00 15 30

06 30 07 30

06 30 07 10

19 30 20 10

19 30 20 00

05 40 06 30

06 00 06 40

05 00 05 40

06 30 07 00

07 30 08 10

07 00 08 00

20 00 21 00

06 40 07 20

05 40 06 40

06 40 07 15

06 30 07 00

20 00 21 00

05 50 06 30

18 50 19 20

06 00 07 00

06 15 06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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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綜合運動場（裕民路入口）

新莊體育露天劇場公園入口右邊

輔仁大學升旗桿左手邊草坪

新莊長青街30號

新莊青年公園

光華國小

昌隆國小

辭修公園頂

泰山共修處

樹林省民公園（板橋市體育館西側）

樹林大同山青龍嶺

樹林溪北公園

新店共修處

五峰國中

大豐公園

新店龜山活動中心

中和公園（4號公園）

安樂路永貞路口

仁愛公園

仁愛路永貞路口

林口竹林寺公園

永康公園

桃園共修處

大同路100巷中庭

竹北仁愛國中

06 10 06 50

06 00 06 30

06 00 06 30

06 00 06 30

06 30 07 00

06 00 07 00

06 00 07 00

06 00 07 00

06 00 07 00

06 00 06 35

06 40 07 20

05 00 06 00

19 00 19 30

19 00 20 30

05 30 06 30

19 30 21 30

06 00 06 50

06 00 06 50

06 30 07 00

06 00 06 30

19 00 19 30

06 00 07 00

07 10 08 10

成功大學雲平大樓前右側草坪

南門公園

文南社區公園

台南體育公園

文化中心對面公園

果茂社區

施姓宗祀前綠地

大億店後廣場

新化體育公園

復興國中

06 30 07 00

07 20 08 00

07 00 08 00

05 40 06 40

06 30 07 30

07 30 08 00

07 00 08 00

06 00 07 00

06 00 06 30

08 00 09 00

08 30 09 10

◎中南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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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高雄文化中心

鼓山區天下觀大樓中庭

中科院萬象館

高雄紫雲寺舊大殿

高雄圓山大飯店聯誼會停車場前

小港區明義街社區

明義國中中庭

明義國中籃球場

林靖公園

屏東師範學院

屏東農業改良場

屏東辦事處

千禧公園

千禧公園（二）

忠孝國小旁的忠孝公園

潮州運動公園

貓狸山公園忠烈祠前

老人文康中心操場

玉清公園

苗栗市啟文國小

婦幼館

文華國小

苗栗高商

苗栗巨蛋

中興大學化學系館

惠萊公園

植物園大草坪（靠後門）

大墩十八街與大榮西街交叉口

北屯區兒童公園 ── 讀者館後方

市民廣場

大俊國社區中庭

九德國小操場司令台前

太平運動場

彰化辦事處

花壇鄉花壇國小升旗台旁

07 00 08 00

20 30 21 00

11 50 12 30

06 30 07 30

06 30 07 00

08 00 09 00

08 00 09 00

08 00 09 00

06 00 06 30

17 00 17 30

17 00 17 30

20 00 21 00

07 30 08 30

06 30 07 30

07 30 08 30

07 00 07 40

06 00 06 30

06 00 06 30

06 00 06 30

06 30 07 00

05 50 06 20

05 45 06 15

06 00 06 30

05 30 06 00

05 30 06 00

05 20 06 00

17 20 18 00

06 00 06 40

16 30 17 10

06 30 07 00

07 00 07 30

06 00 06 40

06 30 08 00

06 00 06 30

06 00 06 30

16 30 17 00

19 15 20 00

06 00 0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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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林員東國小

員林員東社區

員林三條街江厝社區

員林辦事處

虎尾網球場

虎尾技術學院活動中心前

虎尾科大

06 00 07 00

05 30 07 00

20 00 21 00

19 30 21 30

05 30 08 00

06 00 06 30

17 00 17 30

宜蘭北津社區籃球場

蘇澳冷泉

蘇澳聖湖

羅東運動公園（一）田徑場旁

菩提寺

馬賽國小

羅東信義活動中心

羅東辦事處

花蓮美侖山運動公園山頂平台

中正公園

綜合體育場

情人湖古堡的觀景樓

金山國小下操場

19 30 20 00

05 30 06 00

19 30 20 00

06 30 07 00

06 00 06 30

06 20 06 50

20 00 20 30

19 30 20 00

07 30 08 00

06 30 07 00

06 00 06 30

06 30 07 30

06 00 06 30

◎東部地區



458

200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

/

VCD VCD CD

7

/

CD CD

/

/

/

/

CD /

/

/

CD DVD /

8

/

CD CD/

5 /

/

/

/

9

3CD /

/

/

/

/

/

3CD /

12CD

2005

10

/

7CD /

/

10CD /

/

/

法鼓文化2004年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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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佛學研究所課程表

◎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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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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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Magee

Sarao

中華佛學研究所九十三學年度師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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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中華佛學研究所2004年畢業生名單

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九十三學年度師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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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僧伽大學九十三學年度師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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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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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6

16

30

30

30

28

26

16

8

24

16

30

30

26

26

12

14

法鼓山僧伽大學九十三學年度
「出家體驗暨僧才養成班」課程及師資

◎出家體驗班

8

16

32

30

15

30

16

26

16

34

8

32

14

20

26

16

28

16

14

14

◎僧才養成班



( ) 57

48

7

18

16

16

( ) 24

22

12

45

8

佛學教育推廣中心2004年開課概況

◎第一期課程：2月15日起陸續開課

28

15

18

( ) 12

( ) 22

28

2 25

10

10

9

2 10

45

8 8

◎第三期課程：10月17日起陸續開課

( ) 44

13

19

( ) 10

( ) 21

10

31

27

45

10

◎第二期課程：6月4日起陸續開課

466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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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

佛學推廣中心2004年課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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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桃、竹、苗地區

◎南部地區

◎中、彰、投地區

◎花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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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班

法鼓山社會大學2004年課程暨師資一覽表

生活英語

初級日語

電腦初級入門

台灣小吃

素食烘焙

法律與生活

中醫與生活

禪修與壓力調適

大家來講經

彩陶藝術欣賞與習作

E時代『潛能開發』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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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秋季班

簡易商用、

旅遊英語會話

Grand

JET

生活日語

電腦進階

中式麵食

素食烘焙

禪修與壓力調適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組合盆栽

遊走金山之美

書法欣賞與習作

09 00 11 00

19 00 21 00

13 00 17 00

(

3/11 3/25 4/8

4/22 5/6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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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與生活

六祖壇經的生命啟悟

生活禪

立體雕塑欣賞與習作

陶藝欣賞與習作

E時代『潛能開發』

戀戀溫泉

金山生態環境之美

繪畫欣賞與習作

19 00 21 00

5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09 00 11 00

19 00 2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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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02-2269-1551

02-2269-1552

236 111 10

DIY

037-870-995

037-871-986

36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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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02-7741

03-301-9866

330 105 12

03-426-3025 03-422-4323

03-425-3079

324 184 3

02-2778-5007~9

02-2778-0807

106 29 10

04-2255-0665

04-2255-0763

407 37

06-220-6329 06-220-6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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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498-7171

02-2498-9029

208 7 14-5

02-2891-2550 02-2892-6111

02-2892-5501

112 276

02-2893-3161

02-2895-8969

112 65 89

03-380-1426 03-390-8575

03-389-4262

335 153

049-242-3025 049-2242-1695

049-242-3032

545 33

07-732-1380 

07-731-3402

833

089-229-173 089-223-151

089-239-477

950 132 36

【全球各地分支道場暨聯絡處】

【海內地區──各主要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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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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內地區──各地共修處】

02-2892-7138

02-2891-9173

112 68-8 1

02-2629-2458

02-2626-0125

251 120 3

02-2832-3746  

111 147 28

02-2986-0168

02-2978-8223

241 61 4

02-2281-3377

02-2285-1775

247 347 11 5

02-2881-7898

02-2595-7619

111 335 6 5 1

02-2836-3501

02-2898-1866

111 186 12

02-2885-3292

111 58 58 5

105 78 2 2

02-2599-2571

02-2595-8247

103 34-1

02-2813-1751

111 251 2

02-2305-2283

108 239 4

02-8792-5389

02-8792-5628 

114 6 123 20

3

02-2935-3640

02-2239-8496

11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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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31-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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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

2004

02-2662-5854

02-2662-9603

222 3 17 6

02-8951-3341

02-8951-3341

220 120 7

02-2681-0286

238 185 3

02-2269-1551

02-2269-1552

236 111 10

231 77 3

02-2666-8203 

231 26

02-2231-2654

234 417 10

02-2998-7734

242 13 3

02-2625-9009

243 87 33

02-2601-8643

02-2602-1289

244 91 3

03-4160-119

328 28

03-482-8577

326 386 2

03-887-1897

03-887-5667

978 121

02-2498-6111

208 13 1

02-2636-5163

252 113 7

■中部

04-2623-4445

04-2623-4445

436 53 2

037-861-507

358 71

■南部

06-683-2919

732 377

06-722-6178

07-241-0048

802 45

【海外地區】

■北美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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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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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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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HESTER LIAISON OFFICE

TEL 1-585-242-9096

FAX 1-716-242-9096

170 Maywood Dr., Rochester, NY 14618

U.S.A.

OREGON LIAISON OFFICE

TEL 1-503-577-1589 1-503-579-8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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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 Suit 202 Bellevue 

WA 98007, U.S.A.

DALLAS PRACTICE CENTER

TEL 1-817-265-9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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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297-1972

FAX 1-530-297-1972

6600 Orchard Park CIR., #6221 Davis

CA 95616, U.S.A.

ILLINOIS LIAISON OFFICE

TEL 1-847-824-6882

1-847-932-1567

FAX 1-847-480-9064

1234 N. River Rd., MT. Prospect

IL 60056, U.S.A.

FLORIDA LIAISON OFFICE

TEL 1-386-322-0524

Herndon Library4324 East Colonial

Dr. Orlando, Fl 32803, U.S.A.

NEW YORK LIAISON OFFICE

TEL 1-718-592-6593

FAX 1-718-592-0717

90-56 Corona Ave., Emhurst 

NY 11373, U.S.A.

CALIFORNIA LIAISON OFFICE

TEL 1-626-572-5472

1-818-248-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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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NSYLVANIA PRACTICE CENTER

TEL 1-814-867-9253

425 Waupelani Dr., #515 State College 

PA 16801, U.S.A.

BELVIDERE PRACTICE CENTER

TEL 1-815-871-2026

FAX 1-815-574-5550

1632 S. State St., Belvidence, IL 61008

U.S.A.

SAN FRANCISCO PRACTICE CENTER

TEL 1-650-692-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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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ary101 2nd St. N

Safety Harbor, FL 34695, U.S.A.

■加拿大地區

VANCOUVER LIAISON OFFICE

TEL 1-604-277-1357

FAX 1-604-277-1352

10800 NO.5 Rd., Richmond 

B.C. V7A 4E5, Canada

TORONTO LIAISON OFFICE

TEL 1-416-621-7885 1-416-937-0986

FAX 1-416-621-6391

303A, 3rd floor, Metro Square Mall 

3636 Steeles Ave. East,  Markham

Ontario, L3R 1K9,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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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大洋洲地區

MELBOURNE LIAISON OFFICE

TEL 61-42185-0290

115 Serpells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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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地區

LUXEMBOURG LIAISON OFFICE

TEL 352-400-080

FAX 352-290-311

15, Rue Jean Schaack, L-2563

Bonnevoie G.D. DE Luxembourg

■亞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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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2310-0180 852-2865-3110

FAX 852-2591-4810

23-27

B 205

Room 205 2F, Block B, Alexandra

Industrial Bulding23-27 Wing Hong

Street, Lai Chi Kok, Kowloon, 

Hong Kong

THAILAND LIAISON OFFICE

TEL 662-2535819 662-2531859

FAX 662-2533098

1041/29 Soi Nailerd Ploenchit Rd. 10330

Bangkok Thailand



倏忽之間，2004年結束了。對法鼓山來說，2004年是特別的一年，因為2005年

是法鼓山的開山元年，許多活動在這一年均以蓄勢待發之姿展現，每位法鼓人猶

如指待鳴槍後長跑的運動員，踞蹲候跑，身段堅定而柔軟，希望能在未來的日子

裡，朝著建設人間淨土的目標，一步步邁進。

法鼓山開山之期指日可待，許多為將來長跑而準備的工作，在2004年一路展

開，除了針對社會大眾所舉辦的弘化、關懷活動之外，對內部悅眾舉辦的人才培

訓課程更是接連不斷而精彩紛呈，例如：護法總會的「法鼓傳薪──自我提昇方

案說明暨悅眾教育訓練」、「悅眾鼓手成長營」，法青會和義工團的導覽培訓，以

及專為海外悅眾舉辦的「海外共識觀摩研習營」等。此外，更有多項深具意義的

合作簽約活動，如與台灣大學、清華大學簽訂的「法鼓人文講座」，與澳洲雪梨大

學宗教系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等，為法鼓山的未來發展，啟動關鍵性樞紐。

這些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軌跡，《2004法鼓山年鑑》都盡可能完整收錄下來。

然而，凡此種種似乎仍無法呈現法鼓山2004年的活動全貌，為此，《2004法鼓

山年鑑》特別開闢了一項「法鼓山各地區例行活動」專題單元，記錄海內外各地

區平時的共修概況，與推動弘法工作的重點，從這裡更能深入法鼓山地區精神的

內蘊與綿長。

由於這樣的因緣，年鑑編輯小組需廣為匯集各方資料，今年與各分院、辦事處

及會團的聯繫頻率較往年更密切。而在多次往返聯繫中，居中協助整理、提供資

料的各地菩薩，抱持著共同為法鼓山成長歷程留下珍貴記錄的心念，始終不厭其

煩地配合年鑑工作，盡心盡力給予最大支持。他們無私的奉獻精神，著實讓人由

衷感佩。

因此，在編撰《2004法鼓山年鑑》過程中，編輯小組更深刻體會到，每一個活

動、每一個理想成就的背後，都承載著諸多人、事、物等因緣。法鼓山開山元年

將臨，在起跑線之前，我們看見全球法鼓人各自站在不同位置上，朝著共同方向

齊心邁步向前，且早已長跑許久。我們感謝有前人的步伐做為根基，方使後人的

步伐有穩健、創新的可能；可以想見的是，法鼓人跨出起跑線之際，新的可能即

將開始。

編輯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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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的建議閱讀方式外，在最上方的「工具列」還有許多有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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