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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佛！

新的一年開始，我特別要向諸位報告，2005年我們法鼓山

做了哪些事，有哪些成長，藉此也感謝大家這一年來的奉

獻。除了回顧，也展望未來，共同勉勵今年我們要努力的方

向。

在這一年中，我個人在國外行程方面，2005年1月底，出

席了由「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在愛爾蘭都柏林召

開的「信仰暨發展領袖會議」（Leaders’Meeting on Faith

and Development）。這個會議邀請了四十多位世界各宗教、

政治和工商界的領袖，共同進行討論。會中，我發表了一篇

〈以慈悲和智慧處理衝突〉專文，呼籲全球應建立共同的倫

理道德，並從每個人的內心開始做起。

多年來，環伺西方，無論是宗教也好、政治也好，我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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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探討的重點，

多半是如何改革社

會、如何改善自然

環境，這是本末倒

置的作法，因為如

果人心不安定，人

類道德缺乏標準，

只是一味冀求全世

界平等、和諧、公

平、正義，那是不

太可能的。因此在

這個會議中，我提

出了這個觀點，我

的這番發言，頗引

起與會者的認同。

4月下旬，我到中

國大陸四所學府進行學術之旅，分別是北京大學、北京清華大學、南京大學，以及廣州中

山大學。行程中，一方面是因為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提供這些大學設置「法鼓

人文講座」，雙方進行交誼，另一方面則是這四所大學邀請我去演講，主題包括：「中國

佛學的特色」、「佛教傳入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禪學與禪文化的人間性」、「禪學與心

靈環保」。四場演講不僅獲得高度重視，也深受師生們的歡迎，可說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學

術、文化之行。

4月下旬，我到中國大陸海南島出席一場「海峽兩岸暨港澳佛教圓桌會議」，討論「佛教

如何對世界和平提供貢獻」。

接 著 5 月 初 ， 我 到 了 泰 國 ， 接 受 當 地 最 知 名 大 學 —— 朱 拉 隆 功 佛 教 大 學

（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邀請，在該校畢業典禮上，為一千五百多位

畢業生演講，主題為「從印度到中國的佛教」，這是該校首次邀請外國法師進行畢業典禮

演說，特別是漢傳的法師，這對我個人而言，是一份榮譽；同時，朱拉隆功佛教大學並頒

贈榮譽博士學位給我。雖然我已有了博士學位，不需要再添一個，但我還是覺得很光榮。

離開泰國後，我便直飛美國。在美國象岡道場，我們試辦了一次社會菁英禪修營，共有

東西方人士近八十人參與，這對美國社會具有相當正面的影響；之後，則在紐約哥倫比亞



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舉辦了一場千人大悲懺法會暨皈依祈福大典，這在紐約華人

界是前所未見，這場大悲懺法會和我於會後的演講會，都非常受到歡迎。

8月22日至25日，為了勘驗即將完工的法華鐘，我與僧俗弟子共36人，前往日本富山縣

的老子製作所，同時也到東京宴請昔日留日期間的師友同窗，感謝他們對我們師徒的照

顧，並探勉留學中的中華佛研所研究生周柔含。另外，也提供一筆獎學金，獎助至日本立

正大學研究佛學的華人青年。

在國內行程方面，主要是各地巡迴關懷，以及主持祈福皈依大典。2005年一整年，我陸

續到了宜蘭、台東、高雄、台南和台中，一共舉辦了六場巡迴關懷和祈福皈依大典，以及

專題演講。其中台南去了二次。第一次是2月下旬，代表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

和台南成功大學簽署「法鼓人文講座」合約，同時舉行皈依、演講和座談會；另一次則是

8月初到台南佳里，因為黃福昌居士捐地給法鼓山做為興建道場之用，我除了當面向他致

謝感恩，此行也舉辦一場演講和皈依典禮。

在台北，我主持了三場皈依大典，每場都有一、二千人參加。在這些巡迴關懷的過程

中，各地參與的人數，至少有五、六百人，有的則高達二千多人。雖然稱之為「巡迴關

懷」，但它的意義不僅僅是關懷，也希望藉此瞭解各地的發展和需求，因此護法總會總會

長陳嘉男、副總會長黃楚

琪、法鼓山基金會祕書長

黃銀滿，以及幾位資深悅

眾菩薩，也都隨行前往，

以便進行瞭解之後再出

發。這是我們2005年在國

內關懷的情形。

除了國內，我們對世界

各地的道場，也一樣用心

關懷。雖然我無法親自到

各地關懷，但陸續派了僧

團法師到香港、新加坡、

馬來西亞、泰國、溫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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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澳洲等地關懷信眾。其中，派駐美國的幾位法師，已組成一個關懷小組，陸續在全美

各地進行巡迴關懷。可見我的弟子們已經成長，已能弘化一方。

至於我們法鼓山這個團體，2005年在國際參與方面，總共派了二組人，出席世界各地的

會議。第一組是果幸法師和二位青年，到巴西參加「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青年領袖高峰

會」；第二組是果禪法師、常濟法師到荷蘭參加「地球憲章」成立五週年大會。

除此之外，美國東初禪寺監院果明法師，也代表出席一場在紐約州舉行的「走出伊拉克

陰霾，建立心靈家園」跨宗教祈禱活動。由此可見，我們這個團體並不孤單，而是積極地

參與全世界。

還有幾件事情，非常值得向諸位報告，第一件是關於南亞大海嘯的後續援助工作。南亞

大海嘯自2004年底發生以來，我們展開的救援工作一直持續到現在，進入2006年後，也將

會持續進行。南亞大海嘯殃及的範圍很廣，比較嚴重的是斯里蘭卡、印尼和泰國。在印

尼，我們結合當地的佛教團體；在泰國，我們則支援朱拉隆功佛教大學的救援計畫；在斯

里蘭卡，我們傾注人力、物力最多，例如2005年下半年，我們在當地興建一個「台灣

村」，可提供一百戶人家居住。「台灣村」落成後，包括紅十字會、台北市政府，都對我

們非常讚歎，因為不論是設計、設備，都相當完善。我們法鼓山雖是個小小團體，能力有

限，但我們投入近三千萬元，持續

關懷當地災區民眾，因此也得到紅

十字會的支援和台北市政府的協

助，足以證明「德不孤，必有鄰」，

只要我們做得好，自然就會有人來

參與。

此外，10月份巴基斯坦的震災，

我們也在第一時間提供濟助；7月份

發生在英國、約旦的爆炸事件，我

們也都去函表達慰問和支持。

在各地道場的建設與運作方面，也有一些好消息，加拿大溫哥華的道場，2005年已經上

樑，計畫於2006年落成；台東信行寺經過二年的興建，已經落成啟用；桃園的齋明寺也在



進行古蹟修護整建，新齋明寺正在規畫之中；而北投的新農禪寺（雲來寺），將在2006年

落成。

大家所關心的法鼓人文社會學院，2005年已進行水土保持工程，2006年將進行建築工程

的基礎；而法鼓山社會大學除了已在金山地區興辦，2005年在桃園大溪也開辦了一所，

2006年將會在北投興辦第三所。

另一個好消息是，法鼓山上的自然灑葬公園，經過四年多的奔走努力，終於在2005年11

月獲得台北縣政府的正式許可。

在文化出版方面，2005年「法鼓文化」出版了一套三冊的《法鼓山年鑑》，記錄法鼓山

從1989年以來，一直到2001年之間的成長歷程；而年度的年鑑也已編輯到2004年，2006年

可看到《2005法鼓山年鑑》；進行續編的「法鼓全集」一百冊，也都在2005年出版。

我們團體於2005年最重要的活動是什麼呢？我們全體僧俗四眾，幾乎把所有的心力、人

力、物力投注在1021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這是法鼓山成立十六年來最重要的一次成果驗

收；在落成開山典禮之後，應該可以說是法鼓山真正的開始，所以我們把2005年，稱為法

鼓元年。

落成開山的一系列活動，一共持續九個星期，但是最密集、最精彩的部分都集中在10月

19日至22日這段期間。除了法鼓山上的落成開山典禮，同時也在台北圓山飯店舉行三場國

際座談會，包括與佛教相關的「世界佛教領袖座談會」、「世界佛學學術座談會」，以及由

世界各大宗教及佛教領袖八十多人共同參與的「世界宗教領袖座談會」。10月22日、23日

一連二晚，則在台北國際會議廳舉辦了二場音樂感恩晚會；而10月29日，為了感謝諸山長

老法師對法鼓山的關愛，我們舉辦了一場齋僧大會，共有漢傳、藏傳、南傳佛教三系的比

丘、比丘尼眾一千八百多人參加，這也是落成開山的一大盛事。

落成開山典禮當天，總共有一萬五千多人參與，活動進行期間，全山禁語、持咒，創下

一場別開生面的落成大典。儀程中，有傳統的儀式，如開光，也有現代化、具創意的巧

思，以「大悲心起」為主題。為什麼是「大悲心起」呢？就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類，都能學

習觀音菩薩的慈悲精神，都能從內心生起大悲心，如此我們的世界就會充滿希望，而沒有

鬥爭和衝突。

由於這個主題非常有意義，也十分具有創意，因此，全台灣的媒體都對「大悲心起」落

成典禮，給予大篇幅正面的報導和評價；而且當天就有三萬多人透過「法鼓山全球資訊網」

觀看了落成典禮的網路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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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全球資訊網和各電視台的播出和報導，引發了世界各地的迴響，經過初

步統計，當天觀看典禮實況的全球網友，將近五億人，這是非常難得的成果。由於這次的

成功經驗，提醒我們要更重視網站的經營和規畫。

我們法鼓山雖是一個小小的團體，但因為落成開山大典的主題與呈現方式極具創意，吸

引了全球注目，為一次成功的弘法；因此，往後我們舉辦任何活動，都要深思熟慮，要有

創意，讓大家耳目一新，才能讓所有參與的人有收穫。

在僧團方面，第一屆法鼓山僧伽大學

的學僧已經畢業了，現在已招生到第五

屆，因此，僧團不僅人數成長了，素質

也在提昇，不過還是「僧少粥多」，因

為需要法師的地方太多；而出家僧才的

培養，乃是百年樹人的工作，無法速

成，所以要請各地護法信眾們諒解，我

們無法立刻在各地都派駐法師關懷，但

未來是有可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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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歡喜的是，2005年9月2日，我們舉行了僧團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傳法典禮，共有

12位資深優秀、現任要職的比丘、比丘尼弟子，接受傳承證書，誓願傳持法鼓山的思想理

念；其他參與典禮的僧俗四眾弟子，只要認同法鼓山的理念，發願弘揚，也都受到相同任

務的交代。

整體來說，2005年是非常豐收的一年。未來，我們的團體在組織架構上將會隨著工作的

擴展而有靈活的調整，例如，2005年11月，我們成立了「青年部」，希望接引青年人，因

為青年是未來發展的實力，有更多年輕人來參與，法鼓山才能薪火相傳，一代接著一代，

永遠有人努力建設人間淨土。

法鼓山已經落成了，落成後的法鼓山，不只是一個旅遊的景點、觀光的道場，更希望所

有上山的訪客，都能來修行。因此，我勉勵諸位多多參加山上的禪修，我們也正在規畫一

系列的課程，準備迎接每一位前來參訪的菩薩，都能有機會參與修行活動，沐浴在佛法的

利益中。

在這裡，也向諸位報告我的近況。近年來，我的工作量和工作時間只有增加，沒有減

少，但我的年紀愈來愈大，體力愈來愈弱，於是我從2005年9月初即住進醫院，一直到落

成大典之後才出院。經過二個多月的調養，已經沒有大礙了，但畢竟年紀大了，身體一天

天衰弱，所以，請大家能夠體諒。

法鼓山落成了，但請諸位不要認為從此以後法鼓山就不需要大家的護持了！我們除了弘

化、營運的費用外，仍有許多周邊設施都還在建設中，包括尚在興建中的法鼓人文社會學

院，我們的募款不能停止。因此，要勸請我們的護法團體，能在素質成長、人數成長、護

持金額成長三方面，齊頭並進，繼續努力。

最後，我要勉勵大家，以「四眾佛子共勉語」及「心五四運動」等方法，來提昇自己的

人品素養，也請大家繼續護持法鼓山，並接引其他人共同分享法鼓山的理念，共同來種這

塊福田。



一、本年鑑輯錄法鼓山於西元2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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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例行活動，俾使讀者對2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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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法鼓山理念的具體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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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特別重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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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則不合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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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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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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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僧團首座惠敏法師、都監果品法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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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佛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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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法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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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21日，台北縣金山鄉

的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向台

灣社會、華人社群、全球關切宗教

文化者發出了極簡、極靜的邀請，

用「默然」發音，召喚人類心靈深

處最莊嚴的共鳴，那殷切的呼喚─

─「大悲心，起！」正是聖嚴師父

長久以來將「心靈環保」做為應世

化世指導核心的行動象徵。

靜謐地向大地感恩、為眾生祝

禱，一萬五千人親臨現場，數千萬

人散居世界各地透過網路視訊同步

感動，如巔峰上一人回頭招呼，千山萬壑傳來和諧同調的回應。

今年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落成使用，聖嚴師父像個閱歷豐富的老船長，未曾讓法船

稍稍泊碇，反而張起更大的風帆，迎向海象變幻多端的人海。他行走江湖，看似隨緣應

化，卻仍敏銳掌握當代社會的脈動，以觀念的啟發、教育的施設與社會關懷的實踐，喚起

同行者薪火相傳，並期許一代接著一代，一起建設人間淨土。

寧靜的內在革命持續加溫，以下即以思想啟蒙、教育關懷、國際關懷弘化三面向略窺聖

嚴師父今年人間弘化之一斑。

思想是行動的源頭，以言說與文字傳播觀念一直是聖嚴師父最擅長的弘法模式；在快速

老化的人類世界，青年乃未來社會之希望，師父特別提醒年輕人及早培養積極勇健的生命

態度，來增進個人與社群的福祉，故積極回應年輕社群的邀請。

年初，即與台南成功大學合作設立「法鼓人文講座」，除親自出席締約儀式，並與企業

家嚴長壽展開「年輕的夢想與自我實現」對談，吸引各地青年學子與台南民眾三千多人參

2005年的聖嚴師父

法鼓山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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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聆聽。

「法鼓人文講座」2003年於中國大陸北京大學，2004年於台灣大學、大陸北京清華大

學，今年則於台灣成大及大陸南京大學設立。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並舉辦

「2005聖嚴法師大陸學術之旅」，於北京大學、北京清華大學、南京大學、廣州中山大學等

四所大學舉行演講。此類與學術界青年的互動積極而頻繁，對兩岸青年學子的影響既深且

廣。

8月則接受陸軍總司令部之邀，為五百位國軍演講「尊重生命，迎向未來」，闡示生命的

責任、目的與意義，加強軍中弟兄面對挫折的能力，提供現代人人際相處、安頓身心之

道。

同月，「地球憲章」總部青年團主席米歇爾．斯拉比（Michael Slaby）來訪，聖嚴師父

接見時指出：面對人類問題，應提煉宗教的普世價值；年底，特指派僧團果禪法師、常濟

法師代表出席地球憲章會議。

語言傳播之外，聖嚴師父仍持續有大量著作出版，全面鼓勵閱讀、啟迪心智；賡續出版

的專著有：《法鼓全集》續編。此全集自1994年發行、2000年改版後，今年再次進行大規

模增修，數量擴增至百冊，原七十冊則全面校訂。而易讀易懂、圖文並茂的「智慧掌中

書」，淡化了宗教語彙，將佛法的智慧轉化成淺顯易懂的文字，此書系迄今圓滿五十冊，

廣獲讀者、出版界好評，長居暢銷書排行榜。



18

2005

聖嚴師父一向期許法鼓山為「教育團體」，不論是僧俗弟子，都要接受契理契機的佛法

教育，才可能落實「提昇人品、建設淨土」的理念共識。

其中僧寶更是正法傳承的重要所依，今年不論是僧才的養成、傳承或人數的成長，都有

殊勝的成就。法鼓山僧團的茁壯正代表其將承擔起更重大的社會教育責任，聖嚴師父對繼

起僧才的培育與託付更費心力。重要行事有：

春季，特別為僧團、法鼓山僧伽大學、中華佛學研究所，每週開講「華嚴學入門」，闡

明宗密大師的判教義蘊：一方面表現出對當時中國排佛風氣的應對方式，另一方面也指出

大乘佛教中「人人皆具有佛性」的觀念。

此同時有6位中華佛研所畢業校友，分別自日本、德國、英國取得博士學位。聖嚴師父

除邀集表達恭賀之意，並提出成立「研究資料中心」與「研究小組」的構想，期能分享學

術成果，提昇佛學研究的風氣與水準。

9月秋，中華佛研所、法鼓山僧伽大學、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班，舉行聯合開學暨畢結業

典禮，其中包含僧伽大學培育出的第一屆畢業學僧。聖嚴師父於出席時指出：法鼓山大學

院培育兩類人才即弘法僧才、佛教學者，並期勉畢、結業生精進不懈。

在剃度典禮上，今年有31位男女眾求度出家，聖嚴師父勉新戒法師成為「人天師範」，



19
強調出家在於能隨時隨處觀照環境，開展個

人潛在的寶藏，進而善用寶藏，自利利人。

9月 2日，在農禪寺舉行首度「傳法大

典」，將「中華禪法鼓宗法脈傳承證書」交

給12位法子，象徵交付傳持法脈的重責大

任。

對於在家居士的宗教教育，舉其犖者則

有：舉辦第十一屆菩薩戒會。戒期間，有日

本學者特地前來學習菩薩戒傳授儀軌，為日

本菩薩戒的復興與推廣蒐集資料。盛暑，在

農禪寺舉辦工商建研會禪一，聖嚴師父出席

為68位企業人士開示。

另外，安排赴各地區演講、關懷信眾的活

動，更被聖嚴師父視為其進行教化與理解社

會的通道。「聖嚴師父巡迴關懷」系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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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在宜蘭、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和台東，一共舉辦十一場。各地法鼓人參與人數至

少五、六百位，有的高達二千多人；其中，台東信行寺經過近二年的改建，舉行落成開光

典禮。

而活動中，最能展現法鼓山教育風格的年度盛事則是1021落成開山大典，聖嚴師父於大

典中開示：「要做對世界有用的事」，希望每個人「大悲心起」，從自己內心生起大悲心，

也呼籲全世界的人都能發起大悲心，社會與世界才能有永遠的和平。相關系列活動除了萬

人禁語持咒感恩大地，也在台北圓山飯店舉行三場國際座談會。整個系列活動最後，特又

舉辦齋僧大會，感謝諸山長老法師對法鼓山的關愛，並負起社會教育功能，共有漢傳、藏

傳、南傳佛教三系的比丘、比丘尼眾一千八百多人參加，實為一時盛會。

年中，印順長老圓寂，聖嚴師父為文〈佛門星殞，人天哀悼〉，表達追思。文中稱譽長

老為「人間佛教之父」，自云法鼓山推出「人間淨土」及「心靈環保」的世界性運動，正

是出於人間佛教的啟發。此文也點出佛法的感恩報恩觀是深體因緣、掌握緣起，師父對佛

陀教法的傳承正是：飲水思源，知所來處；為報恩德，勇健前行。

現代社會不能忽視的一大現象是，人類的集體命運因全球化的趨勢而更加息息相關，

「共業」的因緣網絡早已跨社群、跨國際而緊密交織；聖嚴師父的弘法步履不僅駐足島

內，更視國際社會為不容迴避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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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舉辦「信仰暨發展領袖會議」

（Leaders’Meeting on Faith and Development），針對全球衝突問題共商對策，共有48位來

自全球之宗教、精神、政治領袖參加。聖嚴師父出席發表〈以慈悲和智慧處理衝突〉專

文，說明世間現象無一不存在矛盾和衝突，解決之道不在於追求或要求平等，而在於學習

包容、調和彼此的差異。

會中，聖嚴師父並向各國領袖敘說法鼓山進行的三階段救助計畫，第一階段為災難發生

時的物資救濟，第二階段結合當地的佛教和社會團體建立災民村及設置安心服務站，第三

階段提供當地青少年、兒童教育獎助學金，並配合當地的信仰、文化進行協助。

各地天災人禍不斷，聖嚴師父以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World Council of Religious

Leaders）主席身分，席不暇暖地帶領世人為受苦者祈福並提供實質的幫助：年初主持紐

約東初禪寺南亞震災祈福法會，呼籲全球捐款救援；回台籌辦「法鼓山全球平安祈福超渡

大法會」，發動歐、美、亞、紐、澳等地一百多個分支道場，同為南亞海嘯罹難亡靈祈福

迴向。師父於法會中指出，海嘯罹難者是代替全球人類承受災難，以奉獻生命現身說法，

提醒我們反思自己的行為。

7月倫敦發生爆炸案，聖嚴師父致函當地各宗教領袖，懇請共同為罹難者祈禱，並安撫

各地紛亂的人心；呼籲社會大眾理性面對事件，勿以更深的仇恨製造國家與宗教間的衝

突，應以愛與慈悲，為人類守護和平願景。10月，帶領農禪寺一千三百位新皈依弟子，為

南亞強震以及美洲颶風所釀成的災害祈禱、為災區民眾祈福。



22

2005

以上種種從人性關懷出發，尊重文化

差異，安身又安心的社會關懷實踐，展

現佛教社會救濟異於一般慈善事業的心

靈高度。

其他如：3月，愛沙尼亞塔爾圖大學

（University of Tartu）東方科學中心研究

員林西華（Mart Laanemets）前來拜

會，盼能將漢傳佛教引介到愛沙尼亞。

4月，親赴「海峽兩岸暨港澳佛教圓

桌會議」，與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法

師、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法師等共

同主持「海峽兩岸三亞海上觀音朝聖之

旅」啟動儀式。

接著應邀至泰國朱拉隆功佛教大學

（Mahachula longkornra jav idya laya

University），對一千五百多位畢業生演

講「從印度到中國的佛教」，並受贈榮

譽博士學位，為南傳與漢傳佛教建立起

溝通合作的橋樑。演說中指出大乘經典

形成較晚，特別重視廣度眾生的信心和

願力。隨後赴泰國分會開幕剪綵，向大眾開示及主持皈依典禮，勉人以「修學佛法、護持

佛法、弘揚佛法」為任務。

之後，赴美國紐約象岡道場主持社會菁英「360度禪修營」，指導東西方禪眾學習「從零

歸零」的人生觀；緊接著在紐約象岡道場舉辦默照禪十，百位禪眾領受默照禪法；在紐約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舉辦華人界前所未見的千人大悲懺法會暨皈依祈福

大典，並以「心安就有平安」為題演講。其間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戒忍法師一行15人前來

拜訪，介紹普陀山近況，並希望聖嚴師父派弟子前往指導禪修。

8月底率僧俗弟子前往日本勘驗法華鐘，並提供獎學金獎助華人青年至日本立正大學研

究佛學。

這些行止所獲得的熱烈回應，更是聖嚴師父多年來對宗教文化交流與教內合作理解，不

遺餘力積極奔走呼籲促發而成。

.. ....



年邁的身軀縱橫四方，不老的心靈來去無礙，不論行跡踏在誰家土地，不分眼中所見色

澤如何，在聖嚴師父心湖中映現的，全是自家寶藏正待開採的、意欲離苦的眾生；他不間

斷地以著作、對談、辦學……等等現代形貌的教化方式，呼喚全人類生起大悲心。

他殷勤叮嚀：人為的衝突災難要以愛與慈悲化解，天然的災難要提供實際救濟。因此，

不管在多元衝突不斷的紐約，在開放與保守緊張拔河的中國內地，在綠地與藍天遙相呼喊

的台灣島上，即便眾聲擾攘喧嘩，他，一位以漢傳教法現代化為終身使命的宗教師，經年

累月地展現平等的悲懷，踩踏著無畏的步履，安穩地迎向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世代。

聖嚴師父以開山靜默的低音，持續帶領法鼓山僧俗四眾，致力將佛陀的教誨運轉成超越

種族政治、經濟藩籬的心靈之聲。這大悲的寂靜之音，一派從容地滌蕩著東西方集體偏執

的視野，輕輕敲扣人我間封鎖的心窗，祈願世人聽到「和平吉祥」的早春佳音。

鉻2005年著作鈔以下書籍釪皆由法鼓文化出版鈕

出版月 書名

1月 《家庭不再有問題》、《恰到好處的欲望》（智慧掌中書系列）；《佛說盂蘭盆經》CD（經典學院系列）

2月 《找回自己》、《法鼓家風》（人間淨土系列）；《普賢菩薩行願讚》CD（經典學院系列）

3月 《別再鬱卒啦！》、《積極人生，元氣滿分》（智慧掌中書系列）；《四弘誓願》CD（經典學院系列）

4月 《華嚴經淨行品》CD（經典學院系列）

5月 《悠遊職場的智慧》、《新世代的孝順之道》（智慧掌中書系列）

《慈雲懺主淨土文》CD（經典學院系列）。

7月 《法鼓全集》續編三十冊。

8月 《何必自尋煩惱》、《逆向思考，反敗為勝》（智慧掌中書系列）

《大方廣圓覺經》CD（經典學院系列）。

10月 《做好情緒管理》、《人生不再無聊》（智慧掌中書系列）

12月 《用寧靜心擁抱世界》、《好人緣自己創造》（智慧掌中書系列）

鉻2005年作序趵覽表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因果圖鑒：地獄變相圖釋文 江逸子恭繪；覺方居士整理 華藏淨宗學會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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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005年對法鼓山來說是最重要的一

年，因為在10月21日法鼓山正式落成

開山，身為法鼓山最核心的「僧團」，

不但肩負著最主要的關鍵任務，也在

因應整體組織的擴大、調整中，承擔

了更多領導、管理、關懷的職責。

首先是在今年2月成立弘化院、傳燈

院、百丈院、關懷院、三學院，接著

於7月將所有文化相關法務，包括法鼓

文化、影視製作等單位，整合為文化

中心。之後，為加強團體年輕化，積

極接引青年加入法鼓山，又於11月成

立青年部。

另外，為傳承法鼓山理念，今年僧

團首度舉辦「傳法大會」，共有12位比

丘、比丘尼接受以任務為主的傳法證

書，象徵擔負起傳承法鼓山理念的重

責大任。

2005年，這一年是僧團一個重要的

轉型期。茲以法務推廣、僧才培育、

僧眾教育、道場建設、國際參與等五

個面向，介紹說明如下。

今年的法務推廣最主要以「落成開山大典」為重點，包括系列活動中的持咒三部曲、供

佛齋僧法會、五大士焰口法會，以及在4月為祈求法華鐘製造順利而舉辦的「法華法會」，

負起弘揚漢傳佛教的使命
法鼓山僧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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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連串的活動，從方向的訂定、活動的規畫、實際的執行等，都由僧團大眾共同參與。

落成開山系列活動，首先是7月1日於網路上展開的「家家戶戶持大悲咒．祈大平安」活

動。接著是「大悲心起──精進持咒21」，在新啟用的禪堂中，進行二十一天二十四小時

全天候的持咒，10月21日當天則帶領信眾以十六條路線，為全山持咒灑淨。之後，為感恩

教界十方大德，於10月29日主辦一場「供佛齋僧法會」，做為開山系列活動的總結，這項

活動可說是法鼓山與教界的一次成功交流。

隨著法鼓山園區工程建設的一一落成，禪堂亦同時正式啟用，法鼓山終於有一專屬禪修

空間，開啟了法鼓山禪修推廣的新里程碑。禪堂在開山大典後，於11月起，舉辦一連串禪

修活動，包括禪十、禪七等精進共修，以及在非禪修期間，提供申請參學團體進行各種禪

修，例如吃飯禪、法鼓八式動禪等。

另外，隨著法鼓山建設的完成，園區第一大樓、第二大樓及禪堂的落成啟用，法鼓山園

區成為法鼓山的總本山、指揮中心。因此相關的管理、運作，也都在此展開，早在年初，

僧團即增派法師駐於山上，負責法鼓山園區中各項景觀維護、管理運作，在10月21日正式

啟用後，更呈現一片朝氣蓬勃的生機。

除法鼓山上所展開的各項開山系列活動，農禪寺及各地分院道場在配合總本山推動落成

開山相關共修活動的同時，仍發揮其在各地推廣各項法務的功能，例如：舉辦觀音法門的

大悲懺法會、觀音法會；淨土法門的念佛共修、淨土懺法會，以及週日講經活動等。而往

常在農禪寺一年舉辦二次的佛七，及今年年底的彌陀佛七進行的同時，台中分院特別透過

視訊方式同步舉辦，成為傳統法會與現代科技結合的絕佳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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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為關懷海外道場，僧團今年增派多位法師分別至各地舉辦禪修、佛法講座等，包括泰

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加拿大溫哥華、澳洲等地。至於美國地區，則由派駐美國

紐約東初禪寺的法師們，不定期在全美各地進行巡迴關懷。

創立於2000年的法鼓山僧伽大學，首屆僧才養成班、佛學院畢業學僧共計22人，分別於

今年2月、7月畢業，正式加入僧團，為僧團再添新生力軍。今年在農禪寺舉行二次剃度典

禮，分別於3月17日、9月3日進行，共計31位新戒法師，均為僧大的學僧，為僧團再添青

年僧才。

僧才養成班的13位畢業學僧，於3月前往中國大陸揚州高旻寺受千僧三壇大戒，這也是

法鼓山僧團法師首次前往中國大陸受戒，一者希望戒子們學習禪宗道場古叢林的傳法方

式，再者感受大叢林中千僧共修的精進環境。

除第一屆畢業生，為統一教制外，今年

僧大的僧才養成班入學時間從原本的2月，

改為與佛學院一致的9月。今年的新進學

僧，包括佛學院18位新生，僧才養成班則

有29位新生。

為推廣漢傳禪法、培育禪修人才、傳承

法鼓山禪法，籌畫多年的僧伽大學禪學

院，隨著禪堂的啟用，也進入緊鑼密鼓的籌

備階段，預計在2006年秋天招收首屆學僧。

今年的僧眾教育可概分為法義禪修、法

鼓山理念，以及專業課程等三部分。

聖嚴師父深感「今後的世界佛教趨勢，

必定要從消融性及包容性的視角，來完成

回歸佛陀本懷的整體性。」因此，特別以

《原人論》為主，自2月21日至3月21日，親

自為僧團法師、僧伽大學學僧講授「華嚴

學入門」。

在為期一個月共計四堂的課程中，聖嚴師

父強調，我們應站在漢傳佛教的立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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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統攝諸宗，

融合內外，才能

讓漢傳佛教長久

流傳，因應未來

世 界 人 類 的 需

要。

另外，為因應

禪堂的啟用，除

過去例行的監香

培訓課程外，今

年分別舉辦三項

禪修師資培訓，

包括「生活禪師

資培訓」，以及

針對禪修活動監

香、總護人員開

辦的「禪堂監香培訓」、「小參總護培訓」等。

在佛學和禪修教育外，今年特別安排一場深化理念課程的「『心靈環保』即『人間淨土』

核心義蘊提綱課程」，邀請《聖嚴法師七十年譜》編者林其賢老師，於11月23、24日二

天，為僧眾開班課授，除加強僧眾們對法鼓山精神理念深化的能力外，同時也培養更多能

在地區推廣法鼓山理念之師資人才。

除法義及理念培訓課程外，因應弘化工作實際運作的需求，今年舉辦多場有關管理、績

效與共識凝聚之課程，包括二場「策略規畫及績效管理研討」，共有監院職務以上的法師

以及各事業主管等約三十人，在專業顧問引導下，共同學習，探討法鼓山長、中、短期之

策略規畫，並學習個人年度工作計畫與目標之訂定與管理；同時也開授「激勵領導培

訓」、「管理共識&組織效能研討培訓」等課程，期許提昇僧眾的領眾能力。

此外，為培養法鼓山大普化教育各類弘講法師師資所開辦的「大普化教育講師核心教學

能力培訓」，分別以「精神理念」、「禪訓班師資」、「法鼓山參訪」等三項主題，進行四

梯次培訓，共培訓47位僧眾。

在法鼓山正式落成開山的這一年內，法鼓山位於各地的分院道場，也陸續有增建及擴建

工程，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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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坐落於台北北投公館路上，

完工後也同時提供法鼓山行政

中心、文化中心等單位做為辦

公之用，2005年底前，已完成

建築體，預計在2006年竣工，

秋天正式搬遷進駐。

除進行原大殿建築的古蹟修

復工程外；另外在大殿旁的空

地上亦規畫興建一座禪堂，做

為舉辦禪坐共修和課程的空

間，預計2006年取得建築執照

後正式動工。

原稱為新齋明寺，今年定名為「源明寺」，取其源自於齋明寺之意。建築坐落在大溪鎮

大業路，於2005年已完成建築規畫，預計在2006年取得執照後，動工興建。

為了中部地區法務推廣的長遠發展，在原有分院建地之外，加上周邊空地，共計約七百

餘坪，將興建一功能更為完整的分院道場，預計於明年（2006年）展開工程。

經過二年多時間，改建後的信行寺建地佔一千五百坪，為「二合一」的建築群。新建大

樓落成典禮暨佛像開光典禮於今年7月16日舉行，由聖嚴師父親臨主持。未來信行寺將成

為法鼓山在東台灣地區推動佛教教育、弘揚漢傳禪法的重鎮，長期舉辦念佛、禪修、讀書

會等共修活動，並將結合修行與休閒的功能。

歷時二年半的建設，加拿大溫哥華道場於今年8月舉行大殿大樑上樑工程，預計在2006

年上半年即可完成所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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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國際間的互動，並將漢傳佛教帶到全世界，今年法鼓山僧團不但派多位法師出席

國際性會議，更在落成開山大典系列活動中，主辦國際座談會。

在出席國際會議方面，第一組前往者為果幸法師出席於巴西召開的「拉丁美洲暨加勒比

海青年領袖高峰會（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Youth Leadership Summit）」；第

二組是果禪法師和常濟法師出席於荷蘭召開的「地球憲章（The Earth Charter Initiative）」

成立五週年大會；第三組則為果明法師及常悟法師參加於美國紐約州舉行的「走出伊拉克

陰影，重建心靈家園」跨宗教祈禱活動。

僧團如同法鼓山的精神中樞，承擔著弘傳法鼓山理念的重責大任，尤其在9月的傳法大

典中，聖嚴師父更明確的指出，僧團是帶領法鼓山前進的指標，其所弘揚的不僅是法鼓山

的理念，更是漢傳佛教的慧命。

誠如聖嚴師父在落成開山之後，對全體法鼓山專職人員所進行的精神講話中指出：「在

落成開山典禮之後，應該可以說是法鼓山真正的開始」，這不只象徵法鼓元年的開始，也

正是僧團一個嶄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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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今年10月21日，法鼓山正式落成開山，整體建設計畫共三期的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

區，第一期工程至年底已大致完成，2005年竣工的部分，包括園區第一大樓（大殿）、園

區第二大樓（接待大廳）、齋堂、禪堂等主要建築的裝修工程。

聖嚴師父於開山大典中指出：「建築物要有意義，發揮作用，就要用它來做對社會與世

界有用的事。」法鼓山園區各項建築施建至今，即是以法鼓山所推廣的心靈環保、禮儀環

保、生活環保、自然環保四環理念為主要建設精神，希望藉由建築物將法鼓山理念分享給

更多人。

法鼓山園區的每一棟建築，不單只是建物，更是人文精神與自然環境的交互融合。所有

建築群依山而建，設計簡約、樸實而不單調，以褐、灰、白三色為主色調，主副棟建物層

次分明，各棟獨立卻又彼此相連成一氣，具整體性與和諧性；所有建築工程，以保持山林

溪壑的原始地貌為原則，力求與自然環境融為一體。

2005年，除了主要建物的裝修工程，園區另一建設重點，則是推動水資源、熱能、照明

設備等能源節約計畫，及景觀維護、植栽等工程，並運用自然生態工法，愛護原始環境與

各項能源，以感恩大地的澤被，具體落實自然環保的理念，使得位處靜謐山間的法鼓山園

區，自有一股自然韻致，同時發揮潛移默化的境教功能。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工程進度概況

法鼓山工程建設



法鼓山園區全景圖

31

法襌山最早的一尊觀音

像腓圓滿了鱀年持誦箎大

悲咒難覓道場的袁緣腓見

醅了法襌山蓽路藍縷的創

建歷程腓貳葞霤置於園區

最高葹腓恆常以手持楊柳

枝腓遍灑甘露腓關照著法

襌山胦顫佑著鱣鱣眾生裛

承襲了南北朝時脭雄厚胦

樸毅的風格腓雙手持禪定

印腓低眉含笑腓跏鼎坐於

誑篁與水畔間腓神態霤詳

自在裛

蝯釅釅贓年仍製作駍的法華鐘腓重達蝯贓公麮腓仿

唐造型腓鐘體鐫刻了蒏部《妙法蓮華經》胦

箎大悲咒難及多寶塔雙佛並坐圖腓為世羬級

和歷史性的一項佛門重寶裛

計畫於蝯釅釅競年設於入蕊葹的來ｅ觀

音腓身高八尺腓半步輕移腓衣帶ｅ風

飄揚腓充分髁現了菩薩是以主動之姿

來到人間腓陭時陭葹接引眾生裛

園區共有七條步道覤臨溪步道胦祈願步道胦法華鐘步道胦生命步

道胦藥師古佛迴環步道胦木棧步道胦開山觀音步道裛每條步道的

自然生態豐富腓景觀蚺異其趣腓或誑林掩映胦或樹林雒鬱胦或見

鳥飛蟲躍胦或聽淙淙溪聲腓葹葹皆沐浴在自然景致之駍裛

又稱「山門蚊腓風格素樸雅致腓體現了「空胦無

相胦無願蚊三解脫的意涵裛上方懸Ｆ著聖嚴師父

親書「觀音道場蚊的匾額腓說明了法襌山是以觀

音的袁緣而成就腓是以觀音的悲智濟世度眾腓是

一葹與眾生親鬯的人間道場裛

由觀音石黨刻而成腓山徽圖形源自佛鮚轉法輪時

的說法印腓是黻入園區的明顯路標腓也是前往人

間淨土的精神指標裛

位居法襌山世羬佛教教育園區駍

心位置腓為袕山的修行弘法駍

心裛

為接引信眾的第一站腓讓參訪者

的需求在鼒一應俱袕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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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位居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中心位置的大

殿，又稱「園區第一大樓」，為法鼓山園區的地

標建築。整體建物外觀簡潔、開闊，質樸而內

斂，以沉穩的灰藍為色調，蘊藉著恢廓大度的

胸襟，為全山的修行弘化中心，更是全山精神

的指標。其空間機能規畫如下︰

園區第一大樓
全山精神中心

法鼓山工程建設

開山紀念館

副殿、休息區

門廳、多功能展示廳、會議室、會客室

大殿兼第一演講廳

三樓

四樓

五樓

六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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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樓依山坡而建，第一層

依山勢而成為三樓，設有「開山

紀念館」，係為紀念、感恩全體

參與奉獻的護法信眾，並詳細記

載法鼓山開山的過程，以此彰顯

法鼓山代代傳承與對佛法護持的

延續。

全館以尋根發願、感恩紀念為

二大精神主軸，館內規畫「開

山」、「尋根」、「發願」、「出

家」，以及「祖堂」、「法脈傳

承」、「我們的師父」、「流芳

堂」、「功德堂」和「菩提祈願

區」等紀念展示空間，呈現法鼓

山自落成開山以來，所有參與推

動大普化、大學院、大關懷三大

教育的文獻文物，並以圖文並陳

方式說明當初創建的點滴，藉此

感恩長年護持的信眾，同時見證

法鼓山「人間淨土」一步一腳印

的建設過程。

四樓包含副殿及休息區。副殿是一多功能使用空間，而休息區中設有一恆溫的展示櫃，

內掛有巨型「法鼓山禮讚圖」油畫乙幅，寬六公尺，高三公尺，以四十多幅小圖，表現聖

嚴師父自出家、創建法鼓山的種種過程，係由國際名畫家李斌所繪，恢弘的氣勢，震懾人

心。

五樓為門廳和多功能展示廳，為來訪信眾的集散之處。自10月法鼓山落成開山之後，便

推出「一步一腳印，建設人間淨土」成果展，展場以一環繞的圓柱為中心，以聖嚴師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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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行腳、國際弘化為主軸，向四

方開展四大教育，藉由照片、影像

等陳列方式，述說十六年來法鼓山

致力推動的各項佛化教育活動。

六樓為主大殿，是法鼓山的精神

中樞，規畫有大殿、引禮室、香燈

準備室，大殿中設有佛龕、講台，

佛像左右兩側有裝藏小佛像的千組

光明燈，而佛龕及光明燈的設計，

更是以石窟的概念為雛形。正門上方掛有「本來面目」匾。

大殿供奉有三寶佛：釋迦牟尼佛（中尊）、西方阿彌陀佛（左尊）、東方藥師佛（右

尊）。釋迦牟尼佛右手結「說法印」，左手持定印；藥師佛右手持「與願印」，左手維持定

印；阿彌陀佛雙手結「法界定印」，不同手印代表佛的悲願和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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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石窟的造像藝術，巧妙

運用現代手法，融合台灣

本土特色；其線條流暢，

佛面圓滿，面容慈祥，尤

其是寬廣的雙肩和結實的

胸膛、穩重的結跏趺坐，

無論在面貌或姿態上，在

在都展現了恢弘、莊嚴的

氣勢。三寶佛材質採用青

銅，一者可避免金山地區

天候潮濕的影響，再者具

有古樸氣息，與法鼓山的

建築特色相互輝映。

而佛座下的須彌座，在

聖嚴師父的指示下，是由

直線構成的方形寶座，造型簡單，襯托出大佛後方舟形光背的穩重大氣，同時蘊涵著一股

震撼力量。在三尊佛像的佛身中，則裝藏有由知名書法家及信眾發心手鈔的七十七卷大乘

經典及象徵性七寶，寓意有佛寶、法寶，以及賡續佛法慧命的使命。

佛像正下方，則安置了台灣第一座地宮──法鼓山地宮，設於1996年。此座地宮的興建

以歷史傳承做為建造的出發點，保存了二十一世紀初的台灣佛教文化史料，代表著延續當

代佛教歷史文化，以及正信佛法的傳

承，讓後代子孫得以藉此一探佛教文明

和文化發展的軌跡，從而得到深切的領

悟和啟示。

挑高四層樓的大殿，可說是全山的修

行弘化中心，同時是法鼓山園區第一演

講廳，軟硬體設備完善，可做為大型活

動的舉辦場地，並規畫有大殿看台區，

能容納一千人共修，平日全體僧眾也會

在此做早晚課。落成開山後，大殿陸續

舉辦了齋僧、鐘聲幸福跨年等活動及各

項共修，希望來此參與的信眾，皆能在

莊嚴攝受的殿堂中，感受佛法的清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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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上山參訪者的第一站──接待大廳，是為「園區第二大樓」，為參訪信眾以及各項

修行活動的接待中心，具備多重而完整的機能，讓參訪者的需求可在此一應俱全。

園區第二大樓除運用多媒體功能展示，重點介紹法鼓山的教育弘化工作，並透過種種普

受大眾喜愛的出版品、紀念品傳遞佛法精神，亦有簡約而貼心的輕食餐飲服務，同時規畫

大眾最為熟悉的「祈願觀音殿」以為接引。全棟自然營造出清淨、雅致的環境，予人親

切、溫馨的感受。

來到此處的參訪者依循著介紹內容，在短時間內即能對於法鼓山理念與精神，有初步的

認識與瞭解；更重要的是，能讓參訪者在初訪法鼓山之際，於步履輕盈之間，感受園區清

新、莊嚴的氣息，從而讓身心獲得輕鬆、自在。其空間機能規畫如下：

園區第二大樓
接引信眾的第一站

法鼓山工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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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覽車上下平台

簡介館、文物紀念品館、輕食區、知客處、義工室、健康服務室、活動大廳、參學服務處

祈願觀音殿、知客處、護法總會服務台、蔬果處理區

第一齋堂（參訪者、義工、教職員用齋場所）、中央廚房、專用會客室

合署辦公室、第二齋堂（僧眾用齋空間）

義工休息區、僧團辦公室

國際宴會廳

一樓

二樓

三樓

四樓

五樓

六樓

七樓

自園區三門進入，行經林間朝山步道而上，或是搭乘接駁車，即可直達接待大廳一樓，

廳外每日皆有義工菩薩輪流值班，迎接上山參訪的每位信眾，同時指引園區參訪路線。

沿樓梯而上二樓，除了規畫有知客處、健康服務室，提供參訪者各項諮詢服務外，該樓

層還包括簡介館、文物紀念品館及輕食區等。

簡介館，為一半開放式多功能空間，約可容納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左右的座位，不僅可

播放影片，讓民眾欣賞法鼓山介紹影片、成果展影片等之外，由於場地座位區採活動式設

計，可因應不同需求彈性調整，例如進行小型展示會、記者會等多元運用。

文物紀念品館，主要是陳設、流通法鼓文化出版的書籍、影音產品，及各項涵融有佛化

生活、環保理念的作品，讓所有來到法鼓山園區的訪客，方便請購聖嚴師父的著作及各類

書籍，將正信佛法帶回家。

輕食區，提供簡易茶點，以健康、簡便為主要訴求。長形空間中不時有著清朗的陽光灑

洩而下，充盈著悠然自在的氛圍，為訪客們營造一處歇腳、放鬆心情的角落。

活動大廳掛有一幅約二公尺半的「耕心田」陶版畫，為陶藝名家連寶猜的創作，內容是

呈現釋迦牟尼佛向農夫說法的故事，畫面再以台灣農村做為背景，譬喻著「耕心如耕田」

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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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者經步道、戶外大梯由正門進入，便可透過中庭

一片靜水池塘，望見正坐大廳的祈願觀音，猶如靜坐水

上，讓人有如置身清涼境地。此處是三樓大廳所在，為

「祈願觀音殿」，門上所掛的木匾「大悲心起」，為名書

法家董陽孜墨寶，直指法鼓山理念的核心主軸。廳中供

奉「祈願觀音」銅像，是由聖嚴師父親自命名。

祈願觀音像採唐式風格，左手持淨瓶，神態似在向眾

生演說佛法，彷彿聽見了人們的聲音，慈悲灑下甘露，

使人們遠離煩惱。觀音像的後壁，則映著潺潺飛瀑所形

成的波光粼粼水簾。觀音殿左邊，展出一幅「人間淨

土」陶版畫，此亦為陶藝名家連寶猜的創作，作品以

法鼓山為藍圖，呈現各種宗教、蟲魚鳥獸和平共處的

淨土之境。

觀音殿中，第二進匾

額為「入流亡所」。

「入流亡所」一詞出於

《楞嚴經》：「初於聞

中，入流亡所；所入既

寂，動靜二相，了然不

生。」是耳根圓通的觀

音法門，希望參訪者進

入大廳後，即能靜心下

來，善巧使用耳根，默

默聆聽卻不被聲音所

擾。

四樓，設有提供參訪者、義工、專職、教職員用餐的齋堂。

五樓，則是「園區合署辦公室」，為法鼓山的綜合行政中樞，具有規畫、指揮、整合管

理全山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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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山而建的齋堂，為法鼓山僧俗四眾用齋的場所，整體設計簡約，具有簡樸、實用、容

易照顧維護的特色。

齋堂除主要規畫做為用餐場所外，並融合了講堂、會議使用與修行等多重機能，讓用齋

者能藉此體會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等處處無一不是修行；於一粥一飯之間，皆能清心、充

滿歡喜，實踐生活即修行。

齋堂內部與園區第二大樓相互連接，自三樓開始，共有五層樓，以下分別介紹各層樓的

主要功能。

設於三樓的蔬果處理區，方便

工作人員進行採買、進卸貨、物

料整理等工作。設於四樓的中央

廚房則有快速爐、冷凍庫、烤箱

等齊全的現代化設備，並規畫流

暢的作業動線和空間；在食物烹

調上，更遵從聖嚴師父的指示，

使用當季、新鮮的蔬菜，以二菜

一湯、少鹽、少油為原則，提供

信眾簡單、健康、衛生的飲食。

與接待大廳相連接的「第一齋堂」，主要是參訪者、義工、專職、教職員用齋的場所。

堂中四壁為乳白色，兩面環窗，通風良好，正對大殿正門的窗台上，供奉有一尊釋迦牟尼

佛，讓齋堂自然環繞著一份寧靜與攝受力。淨白的長條桌、獨立椅座整齊擺設於堂中，座

廚房、齋堂
用餐兼具修行功能

法鼓山工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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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大致分為男、女眾二處，約可容納近三百人同時用餐，可做為提供大型活動的飲食場

所。

用齋時，採自助式取餐，即便是多人共同用餐，仍可維持井然次序；用齋後，以機動性

移動的碗、筷、果皮分放區架，統一整理用齋者的餐具，使善後工作十分方便與簡潔，整

體用齋動線順暢，予人一種清心、安定的感受。除此之外，第一齋堂並備有專用會客室，

此獨立空間中以擺設圓桌為主，便利團體用齋的使用。

五樓為「第二齋堂」，是僧

眾專用的過堂用齋場所，又

稱「五觀堂」，標示出「用齋」

亦是一門重要的修行課題。

堂中正前方掛有一幅「食存

五觀」偈語，及「提昇人的

品質，建設人間淨土」聯

語，堂中設有講台，方便僧

眾做為集會之用；用齋時，

採行佛教叢林方式「過堂」，

一切行禮如儀，無非是要提

醒修行人，食存五觀，心存

處處皆是修行精進的勝緣。

為了因應園區貴賓的來

訪，七樓獨立規畫為「國

際宴會廳」，挑高的空間，

寬敞通透，並設置有講

台，亦可同時做為活動舉

辦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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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大殿後方的禪堂，為法鼓山的禪修中心，10月啟用後，

於今年12月首次舉辦精進禪修，陸續有默照禪十、默照禪十四，二場活動約有三百多人參

加，之後亦規畫了全年密集禪修活動。此處不但是法鼓山培育禪修人才的所在，更是弘揚

漢傳禪法的主要據點。其空間機能如下：

禪堂
現代化禪修中心

法鼓山工程建設

副建築樓層（寮房棟） 空 間 規 畫

一至二樓

三至四樓

四樓

大廳、辦公室

禪堂（為挑高二層的空間）

小參室、音控室

一至二樓

三至四樓

四樓

齋堂、備膳室

住宿區

晒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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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堂，包含一長方形禪堂棟建築及寮房棟建築，外觀明亮而沉穩。全棟共有四層樓，禪

堂棟一樓主要為大廳，內部挑高為二層樓，是禪眾報到的第一站。寮房棟二樓至四樓皆有

住宿區，每一間寮房可住十至十四人，每間配置獨立的衛浴設備，整座禪修中心約可住三

百人，食宿功能兼具。

禪堂又名「選佛場」，取其

從煩惱中將佛心選出來之

意。入大廳之中，即可見到

以陶板為媒材所製的匾額

「應無所住」，為虛雲老和尚

的墨寶，揭示了聖嚴師父對

此禪堂的設計理念，是以最

簡約的線條，呈現空間的

「本來面目」，將純粹、樸素

的精神融入整棟建築物中，

讓禪修者一進入禪堂就能安

住身心，專心精進。

禪堂內部設計風格簡約、內斂。地板、樑柱採用木、竹材質，地板為深咖啡色系的原木

材質，四周為同色木櫃，並表現桂竹、天窗、現代竹編藝術。四周圍為空曠的走道、長

廊，可做為經行之用，其外為玻璃帷幕牆，整體開闊而明亮；天花板裝置了遮光天窗，用

以調節照度，透過二個天窗將光線平均而自然地導入，讓禪修者置身堂中而不會受到強烈

光線的干擾，亦可感知白晝黑夜；禪堂前掛有「傳燈會」的匾額，意味禪燈代代相傳。四

樓有三間大小參室，可供個人、團體小參，或分組討論禪修使用。

禪堂中，供奉了一尊釋迦牟尼佛像，採用緬甸石材，是當代石雕藝術大師林聰惠的遺

作。佛像端身正坐，造型單純、簡潔，右手結「說法印」，左手持定印，項上有圓形光

輪，上有浮雕蓮花，象徵著光明與智慧。其佛座為十六瓣仰蓮式蓮座，沉穩而典雅；至於

佛身則晶瑩潔白，完全由原石的自然表面肌理來表現，與法鼓山崇尚自然、樸實的建築特

色相互融合，營造出自然而樸實的禪家精神。

整座禪堂的設備均以自然、寧靜、攝心為主要考量，並採自然光設計，日光穿透天窗灑

散在佛像上形成光暈，營造一個光度柔和、空氣流通的修行空間，流露出寧靜、和諧安定

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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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工程建設以來，「環保」為其主要的建築理念，涵括了心靈環

保、禮儀環保、生活環保、自然環保四個層面。2005年，園區建設並以落實「自然環保」

為重點，陸續推動各項能源節約計畫，包括：省水器材、熱泵熱水設備、節能照明器具的

增設使用等。

在聖嚴師父的指示下，法鼓山園區各項工程秉持與自然環境共生、友善對待的原則，配

合環保工法的施作建構整體建築物，尤其強調建物與環境的和諧關係。

在水資源運用方面，由於法鼓山園區座落地

區──台北縣金山地區雨水資源充沛，園區特

別規畫分區雨水收集系統的設置，利用建築物

屋頂收集雨水，進而運用於其他雜用水源，以

替代珍貴的自來水及地下水資源。

法鼓山園區各棟建物中，第一期設置雨水收

集系統者為「女寮」。為了收集雨水，女寮除了

將原有的大型水泥貯水池改做為雨水貯槽，並

設置有「雨撲滿」系統，主要提供澆灌花圃、

清洗掃具之用，或是用於女寮周邊綠地自動澆

灌系統，取代原先使用的井水，以降低地下水

的抽水量。此外，園區另一座「雨撲滿」系

統，則設置於直心路路口處，提供澆灌及一般

清洗之用。

女寮另一種收集雨水的方式，則是於屋頂設

置「紅銅製天溝」，利用此截流溝收集水資源，

之後部分匯集至雨水貯槽，再引水做為沖廁或

自然環保工程Ⅰ

節能計畫善用資源

法鼓山工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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澆灌周邊綠地之用，部分則導入「雨撲滿」系

統使用。之所以使用紅銅製天溝，是為了配合

女寮的建築統一色調「褐色」而設計，使其整

體視覺效果與景觀相互結合、協調。

此外，雨水貯槽的上方，特別規畫出一百二

十平方公尺的休憩空間，在這裡可以交誼、閱

讀及禪修，充分將雨水收集系統的設置與景觀

設計結合，既能達到珍惜水資源的目的，又能美化環境，發揮空間多元利用的功能。

在熱能運用方面，由於法鼓山僧眾增多，對於夏季空調、冬季保暖，以及於生活中的熱

水需求量日趨增加，經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與環境研究所能源查核小組的實地節能輔導，

法鼓山園區已於去年（2004年）完成女寮熱水系統節約能源工程，為原先使用的電熱鍋爐

系統，增設「熱泵熱水設備」，並於今年12月持續完成教職員宿舍及禪堂二棟建物的熱水

系統節約能源計畫。

「熱泵熱水設備」功能，是將溫度較高的空氣，或原本要排放至屋外的熱氣，透過熱能

回收，轉換為加熱熱水或其他設備所需的能量。例如，夏季時，採納建築物內部電力機

房、餐廳等所排出的熱量，回收轉換為空調冷氣之用，如此即可降低電熱鍋爐的用電量。

法鼓山園區針對照明設備的規畫，是採「優質節能光環境」系統，以提供使用者一個能

夠完成工作的合適照明環境為首要考量，多用自然採光。各項燈具的設計具備節能、環

保、人性化的功能。首先是提高照明設備的使用效率，再進一步從照明器具、照明設計，

以及照明管理三個環節著手。

照明器具方面，園區燈具大多選擇以無眩光的高效率光源做為主要照明來源，例如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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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光源及日光燈，不僅可節約能源，亦能提高燈具

的使用壽命。照明設計方面，除了讓燈具發揮實際

的照明功能，也盡量減少多餘的裝飾性照明，並善

用多元照明層次，或是於室內使用高反射效率的建

材，以營造空間感；同時，依據實際工作所需的照

明需求，決定適當照度，以落實整體節能，同時加

強照明品質。照明管理方面，為降低日後維修人力

的需求，在各項燈具的選用上，均以易於維修、照

顧為優先考量。

法鼓山園區針對水、電、熱、光等

能源的節約計畫，以自然環境工法，

充分發揮能源的原有效能，使其增益

使用壽命，亦採資源回收方式，讓資

源有再次利用的空間；或是運用巧

思，讓環保系統設置與景觀設計相互

結合，例如以多元照明層次營造空間

感，閒置空間再利用等。

法鼓山園區對於能源的有效利用，

即是珍惜環境、友善環境的具體落實

途徑之一，不僅是自然環保理念的實

踐，且發揮了境教說法的功能；這些節能計畫，更將逐一於園區各棟建物推展開來，為永

續環境盡一分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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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建築群建

設於山坡地上，叢林圍繞，溪水川

流，擁有完整的自然生態景觀；法鼓

山園區建築自動工以來，聖嚴師父即

不斷叮嚀，要儘量保持建築地的原

貌，不可移山填壑，而且要珍惜原有

的資源，包括溪流、活泉，乃至原生

的一草一木等。

秉持著愛護、珍惜原有建地的原

則，法鼓山園區中的景觀維護、植栽

工程，均盡量保持原生樹木、花草的

生存，即便是在園區內種植植物，也

多採用本地原生植物，讓這片土地自

然展現其原始風貌，同時保有與自然

生態共生共存的環境。

為了讓法鼓山園區每一棵原生樹木

皆能獲得生養，園區植栽工程，除了

推動移樹計畫，於去年（2004年）將

園區第二期工程「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校園預定地的上千棵原生樹木，採用全株連同地被

一起移植工法，進行斷根、搬移至法鼓山園區第一期工程建地上；至今年底，並陸續完成

大停車場、華八仙公園、藥王園、生命園區、開山觀音公園、祈願步道、藥師古佛步道，

及女寮、禪堂周邊等處的植栽工程，目前仍持續進行中的植栽部分，則有溪濱公園、法華

自然環保工程Ⅱ

與大自然共生共存

法鼓山工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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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各項植栽計畫，多是朝向與自然環境相

互融合為方向，例如於僧眾住宿處──女寮、

男寮等建區所設置的圍牆，即不同於一般以磚

瓦、水泥的建置，此處圍牆名為「軟性圍牆」，

是以台灣原生灌木植物搭造而成，分別以七里

香、宜梧二種植物為主，別具創意的巧思，使

圍牆亦能成為自然景觀的一部分，予人賞心悅

目的感受。

在進行水土保持、邊坡綠化工程時，例如擋

土牆、加勁擋土牆、格樑及砌石綠化等建置，

法鼓山園區也以植栽原生植物為第一考量，包

括紫藤、越橘葉蔓榕，以及園區蕨類等，處處

與自然景觀和諧相融，這讓法鼓山顯得更加綠

意盎然、朝氣蓬勃。

法鼓山園區的植栽工程與一般植栽最大不同

在於，各項建設皆以保有原來生態為考量，希

望為法鼓山創造一個青山綠水、蛙蟹蝶蟲可共生共存的生態環境，所以除盡力保有原生樹

種的生養，亦採用堆肥、有機肥料栽培，讓園區動、植物皆能在自然環境中成長。

延續自然環保理念，法鼓山園區景觀綠化工程依聖嚴師父的指示，強調「全山統一整體

語彙」的重要性，期能化繁為簡，以樸直、和諧的自然色系，明朗、舒適的景觀，傳達法

鼓山為一禪修道場的精神。

法鼓山園區的綠化植物，除了選擇生長條件較符合當地氣候、土壤等植物，並使園區花

開四季，以誘鳥誘蟲、豐富生態。所植種的植物，包括金山當地所產的平戶杜鵑、皋月杜

鵑、山櫻花、吉野櫻、小葉赤楠等，以及台灣原生植物，如楠木類、桑科榕屬、茶科森氏

紅淡比等樹種；開花植物，則以植種白色系的花種為主，例如日本女真、鐵砲百合、野百

合、華八仙、含笑花、桂花等，植栽多樣花種，同時透過樸實的色調，營造園區清淨、靜

謐，又蘊涵著活潑、愉悅的氛圍，讓人置身其中，身心自然沉潛安定。

以自然環境工法，營造出一片優雅環境、宜人景致的法鼓山園區，在植栽工程、景觀維

護的工作上，處處留心對於動、植物生養環境的尊重與愛護，讓環境的美化自然生成，明

朗、素雅而清新的氣息油然而生，這也正是法鼓山落實自然環保教育的最佳展現。



法鼓山許多弘化教育工作，自2005開山元年起逐步擴增、深化，各工作單位除了在既有

基礎上繼續努力外，亦因應實際弘法需求予以調整。在主要事業體方面除了原有護法單

位、教育單位的穩定成長，今年最主要是「行政中心」、「文化中心」二單位的設立，分

別為原有行政、文化工作團隊的整合與延伸。

「行政中心」為全法鼓山的行政運作中樞，以原有法鼓山基金會綜合辦公室為基礎，提

供各事業體行政支援服務。「文化中心」則為法鼓山主要的文字、影像、影音等多媒體文

化出版事業單位，亦肩負著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開山館、文物館、行願館等館藏規畫

與維護的任務。

台灣的法鼓山體系單位部分，包括五個寺院：農禪寺、齋明寺、德華寺、信行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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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精舍、

中山精舍；其中，中正精舍自10月起另有他途，所有共修轉至安和分院進行。

此外，另有三個安心服務站：東勢安心服務站、南投安心服務站、竹山安心服務站，二

個教育訓練中心：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以及三十八個辦

事處、十七個共修處、一個聯絡處。今年，各辦事處均設有召集委員，協助當地悅眾推動

護法、弘化工作。

海外部分，依據2月份海外策略研討會修訂之法鼓山海外機構設置準則，法鼓山海外各

分支道場統一更名為「護法會」。於美國部分，法鼓山美國護法會組織章程於2005年10月

的北美年會中進行修訂，根據新的組織章程，有六個「聯絡處」更名為「分會」，分別為

紐約州分會、加州洛杉磯分會、伊利諾州芝加哥分會、新澤西州分會、華盛頓州西雅圖分

會、加州舊金山分會；此外，美國護法會另有十四個聯絡處，依地理位置大致分為東部、

南部、中西部、西部等四個轄區，加上上述六個分會，合計共有二十個據點。

而加拿大地區，則設有溫哥華、多倫多二個分會，澳洲地區有墨爾本、雪梨二個分會，

歐洲地區有盧森堡聯絡處，亞洲地區有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三個護法會，今年5月並

於泰國新設護法會。以下將分別針對各分院及各事業體於2005年的主要工作內容、例行活

動做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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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各地區活動概述

2 005年例行活動



10月21日「法鼓山落成

開山大典」於法鼓山世界

佛教教育園區舉行，這是

法鼓山創建十六年以來第

一次舉辦如此盛大的活

動，活動以「大悲心起」

為主題，來自世界各大宗

教的領袖、國際佛教學

者、台灣各大媒體負責

人、藝文界人士，以及法

鼓山海內外各地的護法信

眾齊聚法鼓山上參與大

典，以持咒禁語表達對大

地的禮敬感恩，齊願建設人間淨土。

為了迎接開山，法鼓山園區於開山前陸續舉辦各項準備工作，因應各項工作的推展，原

本於每月第四週週六下午舉辦的大悲懺法會，自7月起即移至基隆精舍舉辦，讓信眾持續

共修。

法鼓山園區繼去年（2004年）12月底開辦「景觀維護種子領隊研習營」後，於今年1月

舉辦了「法鼓山歲末景觀大維護」活動，首次實地活動，約有二百多人參加；園區並自3

月12日起，於每月第二週週六舉辦「景觀維護日」，邀請愛好大自然者，共同參與景觀維

護工作。4月30日起一連二天，繼而舉辦「景觀維護種子領隊進階研習營」，更強調禪修對

景觀維護工作的幫助，共有40位學員參與。

5月15日舉辦的「朝山、浴佛、行禪、迎觀音」系列浴佛節活動，則是法鼓山園區每年

例行的重要法會之一，今年適逢梅雨季節，但仍有近五千人前往共襄盛舉；除了朝山之

外，另安排有多項活動，例如「親子創意浴佛」、「螢光劇場」、「法音擂鼓」等，為今年

的浴佛增添年輕氣息，也為開山大典做了提前的暖身。

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在10月21日圓滿落幕，為了讓當天無法親臨會場的民眾，也能共享

開山喜悅，園區於10月21日後連續九個週末假日，擴大舉辦「開山分享月」活動，內容包

括：於園區第一大樓大殿舉辦的「大悲咒共修會」、在開山觀音公園的「祈願樹．平安果」

49

2005

僧團僧團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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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願活動、禪堂的「千江禪悅」初階禪修體驗課程，及祈願觀音殿的「念念不離觀世音」

《延命十句觀音經》共修會等，每次都有近六千人上山，除了以團體報名的法鼓山信眾之

外，有許多是自行前往的民眾。分享月活動圓滿後，接著於12月31日展開「人間淨土月」

活動。

此外，由於上山參訪信眾、參訪團體日漸增加，自8月中旬起，國光客運開始提供行駛

法鼓山園區的服務，每天往返各六班於園區與台北市之間。而為了讓參訪者能領略法鼓山

禪法的特色，園區禪堂自10月23日至11月16日的每週六，每天安排四場法鼓八式動禪及禪

坐體驗課程。

農禪寺全年的例行活動，

大多延續往年，可分為法

會、皈依及禪修活動，其中

法會部分有每月第一週週日

的大悲懺法會，以及每月第

三週週六下午的地藏法會，

以及每月第三週週六晚上的

淨土懺法會；下半年開始，

由於法鼓山落成開山的相關

準備、培訓工作一一展開，

許多人力相繼投入，農禪寺

的大型法會暫時減少，例如

每月一次的地藏法會改於雙

月份舉辦，淨土懺法會也改於單月份舉行。各項活動參與情形仍以大悲懺法會最為踴躍，

每次有一千一百多人參加，淨土懺法會亦約有一千人。其他的大型法會，則有5月的浴佛

法會、8月的梁皇寶懺法會、9月的中秋祈福法會等。

每月舉辦二次的週日講經，今年授課內容除了原本針對《心經》、《金剛經》等經典的

解說之外，再開辦針對《六波羅密》、《四聖諦》、《五根五力》等經典做詳解的演講。

特別的是，今年4月，為了祈求台灣最大型「法華鐘」製作順利，農禪寺和日本富山縣

高岡市「老子製作所」同步舉辦法華法會，農禪寺法會自4月8日起以一天半的時間誦完整

部《法華經》。日本的法會實況則透過網路傳回農禪寺法會現場，讓與會信眾如臨日本現

場。整場活動共約有四千多人次參加，信眾除了來自國內各地，更有遠自香港、新加坡、

祕魯及美國的悅眾菩薩，盛況難得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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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落成開山後，法鼓山園區成為法鼓山總本山，農禪寺則為大本山，為北部地區主

要的弘法中心，支援各單位所舉辦的活動，例如：護法總會的轄區聯席會議、義工召募的

工作和培訓課程；佛學推廣中心並自3月2日至5月8日每週三晚上，首次於農禪寺開辦「法

華七喻」佛學課程，邀請法鼓山僧伽大學講師大常法師主講，每場約有八十人參加；由聖

嚴師父親授的四場皈依大典及僧團的剃度典禮，今年仍安排在農禪寺進行；此外，法鼓山

成立十六年來，首度的「傳法大典」亦於農禪寺隆重舉辦。

中華佛教文化館今年定期共修包

括：每年新春舉辦的千佛懺法會、5月

的浴佛法會、9月的地藏法會。其中千

佛懺法會仍以台語進行；浴佛法會今

年特別邀請地方人士共同推廣親子浴

佛、舉辦親子闖關活動；地藏法會為

期三天，此次首度由法鼓山僧伽大學

法師擔任維那及法器執掌悅眾。各場

活動又以浴佛法會的參與情形最為踴

躍，約有四百人參加。

文化館另有每月於農曆12日舉辦的藥師法會、農曆19日的觀音法會，以及每週四上午的

念佛共修等。其中，藥師法會亦安排僧團果祥法師主講《藥師經》；10月起，觀音法會則

安排果建法師主講《普門品》；念佛共修為每週定課，內容包括：繞佛、拜佛等，每次約

有二十多人參加。

由於農禪寺場地不足，自8月起，文化館亦提供國際禪坐會每週六上午舉辦「英文禪坐

共修」，為來台外籍人士提供禪修的機會，每次約有三十人參加。

此外，12月19日法行會一行四十餘人在僧團果祥法師及新任會長蕭萬長的帶領下，至文

化館展開尋根探源之旅，由法鼓山首座兼都監惠敏法師為大眾介紹說明。眾人除了至三樓

祖堂禮祖，也參觀祖堂珍藏的紀念珍品，從中體悟東初老人、聖嚴師父創建法鼓山的艱辛

過程。

台北安和分院全年定期共修，包括：每月第三週週五下午及晚上的大悲懺法會，每月第

四週週五晚上的菩薩戒誦戒法會，每月舉辦一次的地藏法會、淨土懺法會，三個月一次的

觀音法會，2、5、7月舉辦的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以及5月的浴佛法會等。其中地藏法會



52

2005

仍是參與情形最踴躍的活動，每

次約有四百人參加。

其他定期活動還包括：每週二

晚上的念佛共修，週四晚上的禪

坐共修，以及約每月一次的進階

禪一，每二個月一次的禪修指引

課程及初級禪訓班等，其中念佛

共修的參與人數約有一百七十多

人。佛學研習方面，則有每週六

晚上、週一上午的基礎佛學導

讀，安和分院還特別於週二、六

的下午，分別開辦成人讀經班、

兒童讀經班。禪藝推廣教室方面，延續之前的課程，有週三下午的佛畫日班、晚上的佛畫

夜班，與造福村的拼布班、中華花藝等，呈現異彩紛呈之貌。

安和分院平時都會固定於道場中播放「觀世音菩薩」聖號，安定來訪的信眾身心，因應

法鼓山落成開山，10月份改播〈大悲咒〉，以此方式參與法鼓山全台各分院道場同步舉辦

的「全球心連心大悲咒共修會」持咒活動。

除了定期共修，法鼓山另有多場重要的活動於此舉辦，例如：1至3月的三場「WYPS台

北論壇青年代表培訓計畫」課程，3月由法鼓山慈善基金會與國際扶輪第三五二Ｏ地區合

辦的「一份關懷，希望無窮──百年樹人獎助學金慈善義演會」記者會，以及9月法鼓山

與台北富邦銀行合作推出「法鼓山自在卡」認同卡發卡記者會等。

基隆精舍全年定期活動包括：每週

二晚上的念佛共修，週三晚上的合唱

團練唱共修及《成佛之道》讀書會，

週五晚上的禪坐共修，以及每月第一

週週四晚上的法器練習，第二週週六

的法鼓山朝山活動會，第三週週四晚

上的菩薩戒誦戒會，每三個月開辦一

次的初級禪訓班等；其中，念佛共修

特別受到信眾喜愛，每次約有八十多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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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禪藝推廣教室則開辦每週二下午的書法禪，週六上午的兒童讀古書等課程；另有不定

期舉辦的地藏法會、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禪一、戶外禪，以及勸募會員成長營、助念關

懷成長營、合唱團聯誼等活動。

因應法鼓山落成開山，精舍下半年共修增加，6月份起，每週六晚上舉辦《觀世音菩薩

普門品》持誦共修，祈願開山圓滿。另外，由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的開山建設及各

項準備工作陸續進行，原本每月第四週週六於園區舉辦的大悲懺法會暫停，精舍便於7月

份起每月第四週週二開辦大悲懺法會，讓信眾持續共修，每次約有九十人參加。

台北中正精舍今年的定期活動，包括：每週一晚上的佛學講座，週二晚上的禪坐共修，

週三晚上的念佛共修，週五上午的助念法器教學、晚上的佛學課程等；其中，以佛學課

程、講座二項活動最受歡迎，佛學課程每次約有五十多人參加，講座也約有三十多人。

另開辦禪藝推廣教室，如兒童手繪書創作、生機飲食班、法鼓八式動禪等課程；並於2

月舉辦一年一度的「元宵踩街到安和分院祈福觀音法會」，由僧團法師帶領民眾提燈踩

街，至安和分院參加觀音法會。此外，也定期提供場地予法青會做為各項共修之用。

10月後，由於中正精舍另有他用，所有定期共修活動轉至安和分院進行。

台北中山精舍全年主要活動包括：每週一晚上的禪坐共修，週四晚上的念佛共修，週六

下午的禪修指引課程，及週六晚上的初級禪訓班；下半年並開辦多場基礎佛學課程，例如

每週二晚上的《成佛之道》講座，每月單週週二晚上的《天台心鑰》讀書會，每月雙週週

五的《佛教入門》讀書會

等。另有禪藝推廣教室，如

108式太極拳、成人美術班、

小原流中華花藝等多元課

程。

為了接引初皈依的信眾，

中山精舍分別於3、12月各舉

辦了一場「快樂學佛人」活

動，帶領新皈依弟子進行禪

修指引課程、法鼓八式動

禪、禪修體驗等活動。

除了舉辦共修，精舍與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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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互動交流也相當頻繁，今年元宵節，精舍於道場大殿舉辦元宵點燈祈福活動，進行猜燈

謎、佛學問答等遊戲；2月中山區聚盛里舉辦元宵聯誼，精舍也應邀前往指導法鼓八式動

禪；端午節時，並與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社福中心、中山區公所共同舉辦關懷獨居長者活

動；重陽節時，則主動關懷中山區年紀較長的勸募會員及地區悅眾的老菩薩，不定期在台

北新生公園舉辦法鼓八式動禪練習等。

法鼓山落成開山當月，精舍於6、13、20日晚上念佛共修後，增加持誦〈大悲咒〉四十

九遍，與全台各地分支道場共同進行「全球心連心大悲咒共修會」活動。

桃園齋明寺今年定期活動

包括：每天中午的《金剛經》

持誦，每週四晚上的念佛共

修，週六下午的禪坐共修，

週六晚上的佛學講座，每月

第一週週二晚上的大悲懺法

會，每月第三週週日下午的

地藏法會，以及每季一次的

禪一等；其中法會參與情形

十分踴躍，每場約有一百人

參加。

另有多場大型法會，例如1

月6日舉行「平安祈福超度念

佛法會」，為超度南亞海嘯罹難者、為人類平安祈福，約有九十人參加，當天並發動義工

至附近商家及社區進行賑災募款；每次分二天進行的春、秋季法會，第一天為地藏懺法

會，第二天為三時繫念法會，參加人數各約二千多人；而分別於3、11月舉辦的佛一暨八

關戒齋法會，各約有一百二十人參加，以及5月舉辦的浴佛法會則有三百人參加。

因應法鼓山落成開山，齋明寺自9月25日至10月15日每天晚上進行〈大悲咒〉持誦共

修，與全台各地分支道場同步舉辦「全球心連心大悲咒共修會」，每次約有六十人參加。

此外，聖嚴師父於2月6日至齋明寺，與桃園、苗栗等北五轄區約五百位義工圍爐，並巡

視古蹟整建工程，活動中安排了一場太鼓表演，師父鼓勵齋明寺成立小鼓隊。3月，齋明

寺即為鄰近的中、小學生開辦「和喜太鼓隊」，每週日上午進行打鼓共修，約有一百人參

與，並搭配活動於隔週舉辦一次「親職教育講座」，讓太鼓隊學員的家長們一同學習成

長；10月份招收第二批學員，且成立三個班，除了原成員組成的「和喜班」，還有國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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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六年級學員組成的「平安班」，與一般社會人士組成的「福慧班」。今年中秋節關懷晚

會，便由「和喜太鼓隊」指導老師及學員家長策畫，內容以素烤、鼓隊表演、親子活動為

主，約有五百人參加。

今年並擴大辦理「歲末關懷」，共約關懷了二百個慰訪戶，發放當天並安排多項活動，

例如：和喜太鼓、鳥與水舞集的演出，及惜福市場、園遊會等。此外，還有一系列身心健

康講座，主題為「永續地球關懷環境」、「尋找心靈指南針」等，各場普遍受到歡迎，約

有六十人與會聽講。

台中分院全年定期活動包括：每週一晚上、週三上午的禪坐共修，週二晚上的「拈花微

笑讀書會」，週三晚上的合唱團練唱、兒童讀經班，週五上午、週六晚上的念佛共修，週

六上午的「寶山讀書會」，以及每月第三週週日晚上的地藏法會，每月第四週週日下午的

大悲懺法會暨菩薩戒誦戒會等；其中參與最踴躍者為地藏法會、大悲懺法會，每次約有二

百多人參加。不定期活動方面，則有週二的助念團法器練習、週五的初級禪訓班，週六、

日的禪一、禪二、戶外禪，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淨土懺法會等。

今年僧團有多位法師前往台中分院協助分院舉辦法會，包括2月新春的慈悲三昧水懺法

會，8月的三時

繫念法會，以及

12月的彌陀佛七

法會，此三項法

會皆為台中分院

首次開辦。

其中，慈悲三

昧水懺法會現場

除了有台中分院

法師、僧大學

僧、高雄紫雲寺

法師齊力指導法

會進行，參與人

數高達七百多

人，為分院少見

的盛況；三時繫

念法會主要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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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元節地藏法會共同進行，由僧團12位男眾法師指導；地藏法會則由僧大第二屆畢業的

8位女眾法師指導，約有五百多人參與；而彌陀佛七法會則以視訊連線的方式，與農禪寺

同步舉辦，約有二百多人參加。此外，於新春期間舉辦的大悲懺法會，則是由僧大第一屆

畢業的3位女眾法師帶領，參與人數達五百多人。由於這幾場法會舉辦成效良好，接引了

許多當地民眾藉此更親近道場。

而不定期開辦「人文專題講座」及「佛學講座」，則是台中分院共修活動特色之一。

「佛學講座」部分於3至6月，邀請僧大講師淨照法師主講「八識規矩頌」；「人文專題講

座」部分，則於3月邀請秀傳醫療體系營運中心副營運長徐弘正主講「音樂與醫學」，8至

11月陸續邀請中興大學學務長陳世雄主講「有機農業與健康人生」、行政院衛生署署立台

中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陳學修主講「南亞海嘯救災心得」、大葉大學教授張耀南主講「新

世紀飲食素食養生之道」等，內容多元而精彩，廣受當地民眾喜愛，每場至少四十人參

加，最多有八十人。

而台中分院亦善用現代科技，以視訊連線的方式，於10月15日參加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

園區的五大士焰口法會、10月21日的落成開山大典、10月29日的供佛齋僧暨心靈饗宴，讓

分院信眾透過立即的視訊傳輸，有如置身會場，同步觀看，共同聆聽開示、進行共修。

南投德華寺全年定期活動，包括：每週二晚上的禪坐共修、週三晚上的念佛共修，每月

第三週週三晚上的大悲懺法會；其中以大悲懺法會的參與情形最為踴躍，約有三十多人參

加。不定期活動，則有禪一、禪訓班、戶外禪、新春藥師法會、元宵燃燈供佛法會、浴佛

法會、地藏法會，以及1、4、11月的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等。為了推廣素食，11月亦開辦

烹飪班，由悅眾提供教學，向更多信眾分享素食健康概念與方法。

其中，德華寺於8月21日舉辦的中元

普度地藏法會，由法鼓山僧伽大學第

一屆畢業學僧擔任悅眾，協助法會進

行，許多埔里、南投、竹山等地區民

眾前往參加，法會莊嚴圓滿。

法鼓山落成開山後，德華寺於11月

舉辦了一場法鼓山知性之旅，接引新

進信眾認識、親近法鼓山，從而體會

法鼓山建築意涵及理念的落實。

由於台灣921地震後，法鼓山即於德

華寺成立安心服務站，每逢端午、中



秋、歲末三節，德華寺都會舉辦關懷活動；或協助百年樹人獎助學金發放。此外今年4月9

日南投埔里靈巖山寺發生鷹架倒塌意外，當天德華寺即由法師帶領義工前往現場關懷致

意。

台南分院全年定期活動包括：每週

二上午、週四晚上的念佛共修，週三

的禪坐共修，以及每月第一週週六的

菩薩戒誦戒法會，第三週週六的大悲

懺法會，第二週週六的淨土懺法會，

每年5月的浴佛法會、每月第一週週日

的地藏法會；另有不定期於週六、日

舉辦的佛一、佛二、禪一、戶外禪

二，週五晚上、週六下午開辦的初級禪訓班等。

其中，原本僅於週四舉辦的念佛共修，每次都有二百六十多人參加，有時甚至多達三百

多人，十分受到當地民眾的歡迎，因此5月份起又於每週二上午增辦一場；禪坐共修的參

與人數亦日益增多，每次約有六十多人參加；大悲懺法會、淨土懺法會、地藏法會平均約

有二百多人，浴佛法會則有四百五十多人參與。

除此之外，台南分院舉辦多元共修，例如：週一晚上的佛學課程，週六下午的生命成長

營，每月第一、三週週日晚上的讀書會，每月第一、三、四週週日晚上的合唱團練唱，每

月第二、四週週六晚上的法青園地，念佛禪三、精進佛二，以及三梯次的新皈依弟子學佛

營、兒童環保體驗營、歲末溫馨關懷活動、佛化聯合祝壽等；或是不定期舉辦講座，例如

邀請台中榮總直腸科王輝明醫師主講「如何吃得高枕無憂」、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暨政

治經濟研究所副教授許永河主講「佛法生命觀與生活觀」等。

為配合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活動，分院參與「全球心連心大悲咒共修會」活動，自7月1

日至10月底，於每次念佛共修開始前三十分鐘持誦〈大悲咒〉；10月15、21、29日，更動

員了嘉南地區共約一千二百人次的信眾，分三梯次回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共襄落成

開山盛舉。

值得一提的是，法鼓山於嘉南地區的辦事處、共修處的活動皆以台南分院為中心，台南

分院於8月在台南縣佳里鎮北門高中舉辦了一場大型皈依祈福法會，約有二千人次參加。

當地信眾瀚昌公司董事長黃福昌即發心捐贈場地做為法鼓山佳里道場，提供共修之用，佳

里道場於每週五進行念佛共修，即日起並開始進行各項法會、讀書會及初級禪訓班等活

動，各項弘化活動皆是由台南分院協助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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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信行寺因原有房舍及臨時大

殿簡陋，於去年（2004年）10月開

始進行整修工程，直至今年完工，

於7月16日舉行落成典禮及大殿佛

像開光儀式，同時舉辦皈依祈福法

會。當天不僅聖嚴師父親臨主持，

台東縣縣長徐慶元、副縣長劉櫂

豪、縣議會議長吳俊立等貴賓亦蒞

臨與會，共約一千三百多位信眾參

加，為台東地區難得一見的盛況。

由於今年上半年寺院興建工程持

續中，信行寺僅借用信眾提供的臨

時場地，於每週三晚上舉辦念佛共

修，參與人數約有四十多人；道場建設落成後，除了原有念佛共修，並增闢有每週一晚上

的讀書會，週二晚上的法器教學，週三晚上的念佛共修或菩薩戒誦戒會、淨土懺法會，週

四晚上的禪坐共修，週五晚上的法鼓隊練習；並於週六、日舉辦法會，如每月第一週的大

悲懺法會，第三週的觀音法會，第四週的菩薩戒誦戒會，及佛一、佛二暨八關戒齋法會

等，各場法會均有四十多人參加。11月，亦舉辦了一場慈悲三昧水懺法會，約有一百五十

人次參與。

7月海棠颱風災情發生後，信行寺義工在法鼓山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的帶領下，前往鄰

近受創地區民眾家中，提供協助與關懷。此外，為了接引當地小菩薩學佛，並針對國小三

至六年級學童，於暑假期間8月9日至17日舉辦了二梯次「兒童自然環保體驗營」，參加人

數約有一百三十人，讓與會小朋友體會自然環保的重要性，同時學習珍惜資源的觀念。

高雄紫雲寺全年安排了多項定期活動，包括：每週二晚上的禪坐共修，週三晚上的《地

藏經》持誦共修，週五上午、晚上的念佛共修，每次參與者約有三十人。法會部分，則有

每逢觀音菩薩聖誕、出家、成道紀念日舉辦的觀音法會，每月第一週週日的淨土懺法會、

地藏法會等；其中，參與情形最踴躍者為觀音法會，每場約有二百二十人。而每年5月的

浴佛法會及8月的三時繫念法會，均約有六百人參加；12月的都市報恩佛七全程八天，則

有四千人次參與。此外，每週一晚上、週六下午有讀書會，週二、五晚上及週六上午有佛

學講座，以及不定期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禪一等。



而禪藝班的開辦，則是紫雲寺

共修活動的另一多元呈現，包

括：每週一晚上的兒童陶塑班，

週二、四上午及週日晚上的瑜伽

禪坐班，與週三晚上的筆禪書法

班、中華花藝等，希望藉由各項

禪藝推廣，讓當地民眾學習安定

身心的方法；其中又以瑜伽禪坐

班特別受歡迎，每次參與人數最

多可達一百人。

紫雲寺於今年成立高雄法青

會，2月19日舉行成立大會，會

中安排擊大法鼓及聯誼活動等，與會法青約有六十多人。法青會成立後隨即舉辦多項共

修，例如：法青回饋日、山水禪、禪修指引，以及每月第二、四週週六晚上的讀書會等。

而紫雲寺於6月舉辦的一場健康講座，邀請台中榮總直腸外科主任王光輝主講「素食與健

康」，廣受喜愛，約有四百人次與會聽講。

因應法鼓山落成開山，紫雲寺參與「全球心連心大悲咒共修會」活動，自9月25日至10

月15日，將念佛共修內容改為〈大悲咒〉持誦，並於瑜伽禪坐班、佛學課程等活動中，增

加一段〈大悲咒〉的持誦共修，與全台各地分支道場同步精進。

高雄三民道場全年定期活動，包

括：每週一晚上的合唱團練唱共修，

週四晚上的禪坐共修，週六晚上的念

佛共修，以及每月第二週週六晚上的

大悲懺法會暨菩薩戒誦戒會；其中，

念佛共修約有一百多人參加，而大悲

懺法會暨菩薩戒誦戒會則是三民道場

較大型法會，每次約有一百二十多人

參加。

不定期活動則有週三上午的佛學講

座，週五下午的讀書會，週日的佛

一、禪一等，另開辦禪藝推廣教室，包括週三晚上的瑜伽禪坐班，週四上午的筆禪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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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因應法鼓山落成開山，三民道場同步參與「全球心連心大悲咒共修會」活動，進行方

式與紫雲寺大致相同，自9月25日至10月15日，將念佛共修內容改為〈大悲咒〉持誦，並

於其他活動中，增加一段〈大悲咒〉的持誦，同步共修。

■傳燈院

禪修推廣中心今年更名為

「傳燈院」，並統籌法鼓山禪

堂的運作，由僧團果醒法師

擔任副都監。今年主要舉辦

禪修指引課程、禪訓班、法

鼓八式動禪，以及出坡禪試

教、出坡禪師資培訓等活

動。各項課程以禪訓班舉辦

場次最多，共有五十六場，

約有二千一百人次參加；而

禪修指引課程每月均有舉

辦，共有三十八場，約有一

千二百九十人參加。

2003年開始推廣的法鼓八式動禪，自開放外界團體申請之後，廣受各界歡迎，今年便

舉辦了三十三場教學，申請單位來自學校、政府機關、民間團體等，每場最多可達二百

人參加。

今年上半年的工作重點，以研發具有普及性、生活化的禪修課程為主，如出坡禪、山

水禪、聽溪禪及賞月禪等；並繼續推廣更具深度、廣度的「動禪進階營課程」，包括走路

禪、吃飯禪等，也研發了「情緒覺察課程」，多次邀請專家及禪眾們前來試教，活動頗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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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禪修課程舉辦班次暨上課人次

班次

地 區 禪 修 指 引 禪 修 課 程

38 4

出 坡 禪 試 教 出坡禪師資培訓

1 3

禪 訓 班 法鼓八式動禪

56 33

1292人次 238 32 127 2112 2074



好評。而於2004年即推展的出坡禪師資培訓營課程，今年3月進行試教一場後，即於5、7

月陸續進行三場，共培訓了127位義工講師。

下半年則首次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禪堂舉辦「賞月一日禪」，由僧團法師指導一

百七十多位學員，在寧靜莊嚴的禪堂以及戶外草坪，練習賞月禪的方法。

配合開山活動，今年10月啟用的法鼓山園區禪堂，自10月23日至11月16日每週六、日開

放大眾入內參訪。為使上山參訪者能在短時間內，即領略法鼓山禪法的特色，傳燈院特別

規畫每天四場、每場一小時的法鼓八式動禪及禪坐體驗課程，由僧團法師及義工講師們指

導，藉此接引更多人參加禪修活動。

禪堂並於12月首次舉辦精進禪修，包括了默照禪十、默照禪十四，聖嚴師父亦蒞臨開

示，二場活動共約有三百多人參加。

開山後，因應上山參訪團體對於禪修的需求，法鼓山園區特別安排了動禪體驗活動，由

傳燈院派請義工講師前往教學，讓參訪信眾均能感受到法鼓山禪修境教的道場氣息。

■青年部、法青會

為了佛法未來的永續弘揚，青

年人才的培養是最重要的一部

分，僧團於是在今年10月成立青

年部，由果霽法師擔任監院，以

法鼓山整體發展的觀點，整合青

年資源，推動青年組織發展與活

動規畫，並協助法鼓山各單位完

成相關工作，擴大接引十八至三

十五歲的青年們加入法鼓山；另

一方面，則是輔導原有法青會的

運作與活動舉辦，接引更多青年

學子參加。

法青會今年舉辦的定期活動，包括大專禪修營小隊輔培訓、寒假大專禪修營、寒假大專

禪七、暑期大專精進禪七等禪修活動，以及三場山水禪活動；二階段的讀書會，閱讀書目

分別為聖嚴師父的著作《找回自己》及《拈花微笑》。另外，還舉辦了一場生活藝術成長

營，約有七十位學員參加。

除此，法青會開辦了多項成長課程及修行活動，成長課程採分組進行，自2月起，陸續

舉辦了香積組、美編組、導覽組的專業培訓，邀請各領域專家擔任講師；並於3、4月在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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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寺及士林共修處舉辦三次「普賢隊成長課程」，由果妙法師指導研讀《父母恩重難報

經》，讓同學們分享自己與父母互動時所遇到的問題及感動故事。

修行活動方面，除了延續去年（2004年）的梵唄課程，由果妙法師指導菩薩戒誦戒儀

軌，並自3月起於台北中正精舍、農禪寺開辦六場菩薩戒誦戒會，全場由法青同學執掌法

器、擔任監香，並由僧團法師說戒，為同學們講述受戒意義、守戒的方法等，每次約有二

十餘人參加。

而為了培養法青學子們的感恩心，8月份首次舉辦法青點燈日，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

園區進行導覽、晚會活動，並於農禪寺舉辦各組學員的靜態學習成果展，以及各項節目表

演、供養、點燈儀式等，約有一百三十位學員及其家長參加；另一方面，今年共舉辦了六

次法青回饋日，帶領學員們至法鼓山園區、農禪寺、桃園齋明寺、台中東勢安心服務站、

台中分院等地，參與出坡工作，讓大家藉此學習回饋感恩，也練習將禪法運用在工作中，

體驗佛法在生活中的助益。

■佛學推廣中心

佛學推廣中心今年舉辦的佛學

課程，大致與去年（2004年）相

同，開辦次數較高者為「學佛五

講」、《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

記》、《成佛之道》、《地藏菩薩

的大願法門》等，舉辦地區以台

北縣市最為密集，其次則是高屏

地區、桃竹苗地區。今年並首次

於高雄岡山佛教堂開辦「佛教徒

的生活」、「四聖諦──佛教生死

學」佛學課程，邀請林其賢老師

主講，約有二十人參加。

由於今年為法鼓山落成開山之年，而法鼓山為觀音道場，並以發揚大乘精神為願，因此

佛學推廣中心特別於3月起，每週三晚上在農禪寺開辦「法華七喻」佛學課程，邀請任教

於法鼓山僧伽大學大常法師主講，講述《法華經》中的生動譬喻與故事，約有八十位學員

參加，頗獲好評。

而高屏地區的「學佛研讀初階班」課程，內容按修學次第安排，主題包括：「心靈環

保」、「心五四運動」理念、基礎佛學「學佛五講」、《探索識界──八識規矩頌講記》，



以及《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等；該課程今年為第三年開辦，歷經長期教學，教學團隊規

模逐漸步上軌道，今年於高雄地區開辦三班，每班約有六十人參加。

2002年開辦的《天台心鑰──教觀綱宗貫註》師資培訓課程，今年舉辦《天台心鑰──

教觀綱宗貫註》研讀班，招收了約八十位學員，由佛學推廣中心講師戴良義主講，課程中

邀請去年（2004年）曾參與師資培訓的學員，與今年新進學員進行心得分享，以使他們對

於課程能有更深刻的瞭解。

為了擴大推廣佛學讀書會的成立，佛學推廣中心於3、4、6、7及11月共開辦了三場「心

靈環保讀書會帶領人」種子培訓課程，包括二場初階班，約有八十多人參加，另有一場進

階班，約有百人參與；培訓期間，學員們新成立了六個讀書會，成效可期。

為配合今年法鼓山落成開

山，擴大推廣法鼓山理念、

落實關懷，護法總會藉由每

月召開「全省分區正副召委

會議」及每季召開「全省正

副會團長、轄召、召委會

議」，積極與各地區悅眾互

動、交流；開山籌備期間，

諸多配合事項便是在這些會

議中達成共識。

不僅如此，護法總會「自

我提昇推廣小組」更於4月底

舉辦「2005年正副會團長、救災總指揮、召集委員成長營」，聖嚴師父亦蒞臨開示在地區

帶領團隊時的方法與要領，讓悅眾菩薩於護法工作上進一步自我精進、提昇成長。

今年，護法總會便規畫了「聖嚴師父巡迴關懷」系列活動，共有十一場次。聖嚴師父在

活動中關懷大家，勉勵大眾全力邁向百萬人護持，將法鼓山的共識與理念傳達至各地區，

也深入瞭解地區推動教育的情形。

7月，為了召募更多義工加入開山大典的服務行列，由僧團弘化院策畫舉辦的「緣滿人

生，菩薩行──你我都是擺渡人」活動，由僧團法師授課，培訓對象主要針對護法會各地

區的轄召、召委、副召委等資深悅眾，希望藉此將法鼓山的精神與理念分享給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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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了與社會大眾分享佛法觀念，護法總會於7月發行「聖嚴法師108自在語」，共

有中文正體版、簡體版及英文版、日文版，讓信眾們方便以佛法與他人結緣。9月並與台

北富邦銀行合作推出「法鼓山自在卡」，除推廣「心自在消費觀」，更能藉此護持法鼓山建

設。

■禪坐會

主要籌辦各項禪修活動的禪坐

會，除了每週日於農禪寺舉辦禪

坐共修，今年共舉辦了十一場禪

一、二場禪二、三場初階禪七、

一場中階禪七、一場高階禪七，

及一場戶外禪修。各場均由僧團

法師指導，其中又以禪一的舉辦

場次最多，禪七的參與情形最為

踴躍，每場約有百人以上。

法鼓山落成開山後，位於法鼓

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的禪堂正式

啟用，並於12月陸續舉辦默照禪

十與默照禪十四，禪坐會則參與

協辦。

舉辦禪修活動之餘，禪坐會為了協助禪眾建立正確的禪修觀念，今年亦於每月雙週週日

晚上開辦經典導讀課程，由僧團果時法師導讀聖嚴師父的著作《牛的印跡》。課程內容由

淺入深，循序漸進地將禪法要義傳達給有心深入禪修者，並指導學員如何將禪法落實於生

活的方法，共有十二堂課，每堂約有六十多人參加。

■念佛會

定期於農禪寺舉辦各項念佛法門修行活動的念佛會，今年各項共修延續往年，包括：每

週六晚上的念佛共修，每次都有三百多人參加；每月第二、四週週六上午至浩然敬老院，

週日至福德社區，帶領老菩薩念佛共修，每次約有四十位老菩薩參加。另有每年二次的佛

一暨八關戒齋法會，4月的清明報恩佛七、12月的彌陀佛七以及佛一、佛七等；其中，佛

一約有六百人、佛七則有八百人次參加。此外，念佛會亦協助農禪寺舉辦大悲懺法會、地



藏法會、淨土懺法會等各項法會中的引禮工作；會長、副會長亦輪流至各共修處，指導當

地共修、法器教學等。

因應落成開山，念佛會於下半年開始便積極投入相關準備工作，特別是在每年皆會舉辦

的引禮組培訓課程中，加強佛教行儀、殿堂規矩、接待禮儀等訓練，並由引禮組的資深悅

眾帶領新進成員，約有百人參加；引禮組成員並自9月25日至10月15日，支援法鼓山世界

佛教教育園區「大悲心起——精進21」持咒共修活動，協助僧團法師助理監香的工作。成

員共分成四組，每組十二人，全天二十四小時輪流值班。

■助念團

助念團每年都會參與農禪寺舉辦的皈依大典會團博覽會，於會中宣導佛化喪儀的理念與

精神，推廣禮儀環保，讓新皈依弟子對於法鼓山的助念觀念有初步瞭解。

今年11月26日，在農禪寺開辦了一場「臨終關懷成長課程──猝死者家屬的關懷」，邀

請蓮花臨終關懷基金會前執行長黃鳳英主講，課程包括：認識猝死者的種類、哀傷家屬的

身心狀態、面對猝死的關懷原則與方式等，並輔以「溝通與陪伴」的實務經驗分享，讓學

員對於各種不同的關懷方式有更深入體會，約有二百人參與。

此外，助念團也協助地區舉辦臨終關懷相關教育課程，7月在台北松山共修處、內湖共

修處，11月在桃園齋明寺，由正、副團長輪流前往授課指導，課程中特別加強地區信眾的

關懷理念及實務運作技巧等。

■義工團

法鼓山落成開山系列活

動，義工菩薩為其主要的

協助力量。今年年初開

始，義工團為負責第一線

接待工作的接待組成員，

安排一連四天的專業課程

師資培訓，約有一百六十

多人參加；之後又於5月

展開接待組專業課程種子

培訓，由先前參與師資培

訓的學員協助指導，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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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人參與。

課程內容包括：禮儀環保觀念、殿堂規矩、佛教行儀的介紹、園區行進動線的引導、外

語學習，以及法會、活動、會議等各種不同場合的接待方式指導等，由僧團法師、義工團

團長秦如芳、副團長吳麗卿及導覽組顧問陳政峰律師等人聯合授課。

10月落成開山之前，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又針對法鼓山全台各地的義工團義工展開

一連串的培訓，除了接待組，另有香積組、場地組、護法勤務組、交通組、環保組、醫護

組等，提供完整的專業培訓課程。

此外，義工團原有的培訓、共修活動亦持續進行，包括1月舉辦的生態導覽培訓，帶領

百位學員認識法鼓山的自然生態；每週四晚上開辦的才藝成長班──拼布班，培訓義工們

的第二專長；以及3至6月、9至11月的老菩薩讀經班等，期使義工們的成長不間斷。

■合唱團

合唱團今年維持往年定期共

修，每週日晚上於農禪寺進行

練唱，由團長李俊賢老師帶

領，每次約有一百人參加，最

多可達一百五十人。

在法鼓山落成開山系列活動

中，包括10月21日落成開山大

典，22、23日晚上的「大悲心

起音樂感恩晚會」，及29日的供

佛齋僧饗宴等，合唱團集結了

台灣九團包括台北團、基隆

團、羅東團、台中團、苗栗

團、員林團、豐原團、台南團、高雄團，暨香港、馬來西亞團共約六百人共同獻唱，透過

心願與音聲的共鳴，詮釋對三寶及護持信眾們的讚歎與感恩。這一系列的演出，可說是法

鼓山合唱團自創辦以來，最盛大的聯合演出。

12月15日由法鼓山香港護法會、樹華文教藝術協會合辦的「國際性慈善音樂會」，在香

港尖沙咀文化中心隆重演出，這場音樂會結合了法鼓山香港和台灣合唱團、香港春風合唱

團、台北藝術大學管弦樂團約三百多人共同表演獻唱，台港法音宣流，讓聽眾們沉浸在佛

曲法悅中。



■法行會

法行會今年亦

如以往積極參與

法鼓山各項法務

推展之規畫，如

「法鼓山落成開

山大典」系列活

動，以及法鼓山

自在卡發行、一

人 一 樹 移 樹 計

畫、法華鐘募款

等。

而今年所舉辦

的例行活動，主

要則是每月一次

的例會，每月第二、四週週四晚上的讀書會，以及每三個月一次的健行登山活動；還有依

成員興趣而開設的法鼓隊、菁英球隊及太極拳研習營等，各項活動均以增進成員健身、修

行、互動交流為目的。

例會中，除了討論會務、協調支援法鼓山所推動的活動外，還安排各種專題講座，提供

會員共修、成長的機會。每月例會延續往年仍由法行會各組成員各別規畫執行，所有成員

分為十一組，每月輪流一次，讓會員們能以各自的專長參與、規畫活動，每場均有近百人

參加。此外，法行會也定期舉辦讀書會，由資深悅眾帶領研讀聖嚴師父的著作《聖嚴說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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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12月8日進行新舊團隊交棒，於台北市空軍官兵活動中心舉

辦成立六週年慶暨交接典禮，由僧團首座惠敏法師首先代表聖嚴師父擊鼓，接著由第一、

二任會長鄭丁旺，第三、四任會長蔡清彥及新任會長蕭萬長分別擊鼓、交棒，完成交接儀

式。

■法緣會

法緣會主要配合法鼓山各項活動，擔任接待、關懷的工作，今年的定期共修，於每月第

二週週二上午在台北安和分院進行誦經，包括：《心經》、《金剛經》、《普門品》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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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下午則舉行演講活動，曾邀

請僧團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果

祥法師等人主講，與會員們分享

佛法落實於生活中的各種方法。6

月並在台北中正精舍舉辦禪一，

以及協助法鼓山慈善基金會於桃

園地區舉辦的「百年樹人獎助學

金」發放活動。

今年多數時間，成員皆投入落

成開山的彩排準備工作，並且加

強莊嚴儀態的訓練，讓法鼓山的

精神理念在活動中展現。另一方

面，也參與了「緣滿人生，菩薩行──你我都是擺渡人」落成開山大典萬行菩薩的培訓課

程。

2月春節期間，法緣會全體成員特別至農禪寺向聖嚴師父拜年，師父勉勵大家，在修學

佛法的過程中得到利益，一定要分享給他人，這就叫做「法緣」，而「法緣會」即是自己

與佛法有緣，再以佛法與他人廣結善緣。

■教師聯誼會

每年都會舉辦教師成長營的教師聯誼

會，今年於1月26日至2月2日在法鼓山

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了一場「2005全

國教師寒假心靈環保進階體驗營」，帶

領教師們在禪坐、經行、禮拜、出坡

中，體會心靈環保的精神，希望他們能

將此理念帶入校園，讓青年學子們亦能

受益。

此外，教聯會的會員們也支援協助法

鼓山各分院道場的共修活動，例如台北

安和分院每週舉辦的成人讀經班、兒童讀經班、兒童作文班，台北中山精舍、新店共修

處、淡水共修處、宜蘭繪本館開辦的兒童繪本班；或是進行校園禪修的推廣，至基隆仁

愛、東信、長興國小，台北內湖國中、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台南何嘉仁美語補習班



等，指導學生禪坐共修。

法鼓山落成「開山分享月」活動期間，自10月22日起每週六、日於法鼓山園區教育行

政大樓設有一「親子DIY活動區」，教聯會成員也協助參與，內容包括：「普門示現」圖

文顯像遊戲、「手捏觀音」捏麵人遊戲、「動動DIY」玩偶繪圖剪紙及「智慧方塊」四

項活動，每項活動均有5至6位老師於現場指導小菩薩。

■榮譽董事會

今年，榮譽董事會最主要的工作重點，即是因應法

鼓山落成開山，推出相同主題的「法鼓山大悲心起行

大悲願」專案，除了鼓勵會員成長，並希望接引更多

信眾加入法鼓山榮譽董事的行列，共同成就法鼓山的

關懷教育與人間淨土的理念。

多位榮董會員亦為「法鼓山落成開山」系列活動的

專案執行小組成員，包括：負責大典統籌與執行的總

執行長劉偉剛、各項活動宣傳的媒體公關陳韋仲、節

目策畫和執行的陳麗華，以及大典活動總幹事連智富

等人，皆為這次大典活動的重要推手。

■海外分會

法鼓山北美地區的主要弘法重鎮─

─紐約東初禪寺，今年定期活動包

括：每週一晚上的念佛共修、每週二

晚上的禪坐共修、每月第四週週六的

禪一，每二個月舉辦一次的中、英文

初級禪訓班；以及每週日全天的共

修，如禪坐、經典講座、法會等，另

有每週五晚上的中文讀書會，每月一

次的英文讀書會，與半年一次的地藏

法會，自3月起每月舉辦一次的大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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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法會。象岡道場

舉辦的禪修活動則

有：一年四次的禪

十、半年一次的大

專禪三、每年一次

的西方禪六等。

其中，於象岡道

場 舉 辦 的 西 方 禪

六，首次由聖嚴師

父首位西方傳法弟

子 約 翰 ‧ 克 魯 克

（ John Crook） 指

導；而今年5、6月

所舉辦的默照禪十與往年相同，是由師父親自指導，但11、12月所舉辦的默照禪十及話頭

禪七，則首次由象岡道場負責人果峻法師帶領。果峻法師並於11月17日至20日，於象岡道

場指導禪訓班。

2004年底，長期住持東初禪寺法務的果元法師，應法鼓山僧團派請回台灣協助弘化；約

於同時，台灣法鼓山派請果明、果謙、果啟三位法師至美國任職。之後，除了推動東初禪

寺、象岡道場原有定期活動外，三位法師並與原先駐於紐約的常悟法師，開始積極前往美

國各地進行弘法及關懷工作，使得東初禪寺與美國各地分會、聯絡處增加了更多的互動與

連結。

紐約法鼓出版社

紐約法鼓出版社今年與北大西洋出版社（North Atlantic Books, Berkeley, CA, USA）合作，於春

季共同出版英文版《佛心》（Getting the Buddha Mind, 2nd Edition, 2005）一書，內容以禪修方法及經

典闡釋為重點。

每季出版一次的《禪》雜誌（Chan Magazine），今年推出內容除了聖嚴師父的開示文，另有多篇

修行相關報導，例如：春季的 "What Is Wu"，夏季的 " Who is dragging a corpse around"，秋季的

"NOT THAT"，及冬季的"After doing everthing"、"The Sound of Silence"等。



東部轄區

「新澤西州分會」

今年主要定期活動

包括：每週日上午

的禪坐共修、每月

第一週週日的精進

禪修、每月第二週

週日的念佛共修，

及每月第三週週日

的大悲懺法會，每

月第四週週日的誦

《金剛經》共修，每

月第五週週日的誦

《地藏經》共修等。

除了法會修行活動，新州分會亦於每月第三週週日舉辦英文讀書會，每月第一週週日舉

辦「彈心茶座」活動；另舉辦各類文教活動，如每週日的元極舞班，每月二次的中醫班，

每週四的禪意書法班等。

此外，9月17日，新澤西州平原市（Plainsboro）圖書館邀請新州分會參加當地藝術節十

週年慶祝活動，現場除了示範法鼓八式動禪、分送結緣書外，並為卡翠納（Katrina）風災

舉辦募款義賣，許多中外人士皆踴躍前往參加；且由於歷年來法鼓山皆有義工協助藝術節

的舉辦，今年該活動主辦委員還特別頒發傑出義工感謝狀，以示感謝。

紐約州長島聯絡處全年主要的定期活動有：每週四晚上進行二個小時共修，內容包括：

禪坐、讀書會、法鼓八式動禪等。聯絡處還分別於9月22日、11月10日舉辦初階、進階禪

修營，由紐約東初禪寺常悟法師前來指導，為當地民眾提供密集的修行機會。

不定期與當地的學校、團體互動交流，一直是長島聯絡處的重要弘法工作。今年長島聯

絡處即於 2、4、10月先後前往當地的和寶高中（Hauppauge High School）、國王公園高中

（Kings Park High School）、蠔灣高中（Oyster Bay High School），為該校學生們舉辦專題座

71

2005



72

2005

談會、示範法鼓八式動禪等，亦於現場舉辦佛像展覽，每場都有二百多人參加。長島聯絡

處召集人李海蒂並應邀為當地組織團體The Wang Center舉辦三場演講，主題包括了「如何

處理憤怒及情緒」、「從禪修者的角度詮釋《金剛經》」、「禪法於生活中的應用」，共約有

一百五十多人參加，讓許多民眾對佛法有進一步的認識。

此外，長島聯絡處也協助當地一家專業服務機構，在其為長島教師所舉辦的教師研習營

中，舉行講座、佛教藝術幻燈片展示，及指導學員唱誦、法鼓八式動禪等。

紐約羅徹斯特聯絡處今年共修活動包括：每

月第一週週六上午的初級禪坐共修，每月第三

週週五晚上的讀書會，每月第四週週六的全天

禪修生活日等。其中，新開辦的讀書會，由新

任召集人黃敏主講印順導師著作《成佛之道》，

讓民眾可藉此學習佛法，因民眾迴響熱烈，此

課程於下半年起更增為每二週舉辦一次。

而每年定期活動「安心養生聯誼會」，今年3

月20日於布賴頓鎮公園（Brighton Town Park）

舉辦第十次，會中除了安排念佛共修，還特別

邀請中國大陸北京醫學院內科教授李多楨主講

「春季保健」，為現場五十多位信眾講解膽固醇

對人體的作用。

羅徹斯特聯絡處今年的重要大事之一，為紐

約東初禪寺果謙、果啟二位法師於4月底親臨弘

法。法師們除了於當地主持大悲懺法會，果啟法師並以「心靈環保和安定人心」為題，做

了一場公開演講；果謙法師則主持「生活佛法講習班」，以「《心經》、禪和生活」為題，

講解《心經》在大乘經典中的地位，及如何建立健康的人生觀、宇宙觀、三世因果觀。此

外，6月18、19日，僧團果祺、果興二位法師亦特別自台灣前往羅城弘法，帶領大眾念佛

共修，及主持《心經禪解》佛學講座，指導儀軌、法器執掌等活動。

10月落成大典後，聯絡處於11月19日舉辦的「安心養生聯誼會」中，播放大典當天活動

影片，與四十多位長期護持法鼓山的信眾，共同回顧「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的盛況。

11月2日羅徹斯特聯絡處成立了羅城法青會，並開辦讀書會。讀書會根據法鼓山基礎佛

法課程綱要，將課程分為「佛教之成立」、「佛教之基本教義」、「漢傳佛教」三個篇章，

共十六個章節，以聖嚴師父的著作為主要參考書籍，每二週進行一次。除了讀書會討論，



法青會並舉辦戶外活動，讓學子們將所習得的佛法落實在生活中。

佛蒙特州聯絡處今年的共修活動為：每個月一次的禪坐練習，由聯絡處召集人李瑞莒帶

領，另安排觀賞聖嚴師父的開示錄影帶，以及讀書會、心得分享等；今年讀書會主要研讀

《心經新釋》、《智慧100》等聖嚴師父的著作。各項活動均安排於每月第三週週六下午舉

辦，約進行三個小時，每次約有十至十五人參加。

賓州聯絡處今年定期共修活動，主要於每週日上午進行禪坐共修、法鼓八式動禪，以及

讀書會討論等。

2月11日至13日，賓州聯絡處至賓州州立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舉辦了三

場禪修活動，包括2月11日的禪修簡介及學佛心得分享，向學子們介紹禪修方法；2月12日

的初級禪坐班，以調身、調息及調心等步驟，引導學子逐步進入禪修的領域，並學習在日

常生活中應用方法安定身心；2月13日則舉辦一日禪，內容包括：禪坐、經行、動禪、瑜

伽及直觀等禪修法門練習，由資深悅眾王翠嬿指導，她並以自身多年的禪修經驗，與大眾

分享體驗心得。

南部轄區

北卡州聯絡處今年定期舉辦的

共修活動包括：每週日的英文禪

坐共修、讀書會，每月第二週週

日下午的拜懺、中文禪坐、讀書

會等，以及每季擇一週日舉辦的

一日禪；其中，一日禪為去年

「半日禪」的延伸活動，除了原

有的禪坐，亦增加念佛、經行、

法鼓八式動禪等；而讀書會，則

是研讀聖嚴師父的著作，各項活

動約有十多人參加。

7月23日至24日，紐約東初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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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果謙、常悟二位法師蒞臨弘法，為北卡州聯絡處帶來新氣象。活動中，法師們指導大眾

禪坐、法鼓八式動禪，舉行皈依儀式；果謙法師並公開演講，主題為「心靈環保與安定人

心」，舉辦「心經與生活」佛學講座及主持大悲懺法會、指導念佛等，約有八十多人參

加。法師們此次的弘法關懷，不僅凝聚了當地信眾的向心力，也讓大家得以藉此精進共

修，共勉修習。

喬治亞聯絡處於4月重新恢復暫停了一段時間的固定共修，活動於現任召集人陳佩雯家

中進行。共修活動主要安排於每週日下午，以禪修、禮佛及學佛心得分享為主，每次為時

一個小時，剛開始參與人數有限，卻為當地民眾提供了一處接觸、修習佛法的良好機會。

德州達拉斯聯絡處今年的定

期活動為：每月第二週週日的

小法鼓共修，內容包括：禪

坐、法鼓八式動禪、教學遊

戲、戶外活動等，邀請小菩薩

及其家長共同參加，每次約有

十人參與；另有每月第三週週

日的共修，內容為禪修早課、

法鼓八式動禪、觀看聖嚴師父

的開示影片及讀書會等。

為了響應法鼓山為南亞海嘯

所舉辦的全球平安祈福超度活

動，1月9日小法鼓共修時，除了

進行法鼓八式動禪、禪坐，並誦念由果元法師為海嘯受難者撰寫的祈禱文，給予祝福；之

後，眾人持誦「阿彌陀佛」聖號一百零八遍，迴向給罹難者與社會大眾。不僅如此，小菩

薩們還共同寫了一封給受難小朋友的祝福信函，以表達關懷。9月卡翠納（Katrina）風災

發生，小法鼓亦於當月11日共修時，為颶風受災民眾祈福。

4月15日，紐約東初禪寺果謙、常悟二位法師前往達拉斯聯絡處進行為期二天的弘法關

懷。其間，舉辦了「生活座談──心有千千結」中英文演講，由果謙法師開示如何善用佛

法，以慈悲心待人，以智慧處事，下午並指導大家練習法鼓八式動禪、慢步經行等；17

日，指導大家禪坐、念佛、拜懺，最後一天則舉辦皈依儀式。此趟弘法關懷行更促成當地

4位老菩薩發心共組念佛會，於每月定期舉辦一次念佛，接引更多老菩薩們一同共修。



10月21日法鼓山落成開山，達拉斯聯絡處響應法鼓山所發起的全球持誦〈大悲咒〉活

動，於8、9、10月定期共修時，安排信眾們聆聽聖嚴師父於6月12日紐約千人大悲懺法會

中的開示錄音帶，並進行大悲懺共修，迴向社會大眾。小菩薩們於共修期間，除了聆聽師

父的開示錄音帶，亦持誦〈六字大明咒〉為眾人祈福。

法鼓山於佛州設有二個聯絡處，包括：奧良多市（Orlando）的奧良多聯絡處，以及位

於奧良多市西面的天柏聯絡處。奧良多聯絡處的定期活動，主要是每月第一、三週週日下

午的禪修共修，包括禪坐、經行、法鼓八式動禪及佛法研討等；而天柏聯絡處的活動，則

是每月第二週週六的讀書會，以及每週六的太極共修。

中西部轄區

芝加哥聯絡處今年更名為「伊利諾州

芝加哥分會」，平日定期活動包括：每週

一晚上的瑜伽共修、每週二晚上的禪坐

共修、每週六的韻律健身舞蹈、每月第

三週週六的英文讀書會，每週日的「禪

工作坊」，每月第三週週日的《法華經》

讀書會；今年並於每週五增設誦經共修

或法器練習二項活動；其中，禪工作坊

開辦於2004年11月，活動包括：法鼓八式

動禪、禪坐、佛法討論等，由於內容包

括各種禪修練習法門，因此將其命名為「禪工作坊」。此外，亦不定期舉辦初級禪坐班、

禪一、禪二，其中禪二為今年3月首次開辦，獲得許多禪眾的肯定與迴響。

今年1月1日舉辦一場《阿彌陀經》法會，時值南亞海嘯災難發生後不久，法會中特別增

加持誦〈往生咒〉一百零八遍。且因應法鼓山為南亞災難所推動的全球平安祈福超度法

會，1月9日當天，芝加哥分會有近二十位中外蓮友參加晚上舉辦的《阿彌陀經》法會，共

同誦念《阿彌陀經》及〈往生咒〉四十九遍，迴向受難者與社會大眾。

2月25日起，紐約東初禪寺的果謙、果啟二位法師前往芝城弘法三天，主持佛學問答、

大悲懺法會、演講、念佛共修及一日禪等活動。8月20、21日，果啟法師二度至芝加哥弘

法，於分會主持地藏法會、大悲懺法會、專題演講等，每場都有四十多人參加，並擔任佛

化婚禮祝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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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根州聯絡處於密西根

州的蘭莘（Lansing）、安娜堡

（ Ann Arbor）、 諾 斯 維

（Northvill）各有一處共修場

所，其中蘭莘位於密西根州

立 大 學 （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校區所在。

蘭莘平日的定期活動，包

括每週五晚上與蘭莘學佛會

合辦的讀書會，會中亦安排

念佛共修；另有每週六下午

的禪坐共修，每月第三週週

六下午的基礎禪坐班，每月

第四週週日的英文共修等，

其中以英文共修的參與人數最多，約為二十人。

於安娜堡的定期活動，有每月第一、三週週日的讀書會；於諾斯維的活動則有每週日全

天的禪修活動，包括：禪坐、法鼓八式動禪，以及讀書會等。

4月15日，法鼓山美國護法會總召集人林博文及資深禪修講師毛靖，專程自加州前往密

西根州聯絡處，進行為期三天的關懷訪問。他們參與了當地讀書會共修，藉以瞭解比鄰校

區的密西根聯絡處，如何接引當地為數眾多的年輕學子學佛；又至蘭莘參加誦經拜佛及禪

坐共修，與眾人分享禪修心得及進行研討。

8月中旬，密西根聯絡處協助由安娜堡學佛社主辦的「繼程法師佛學講座」活動，由繼

程法師以「佛學漫談」、「正見具足」等主題授課，為當地民眾開闢了多元學佛管道。

西部轄區

加州洛杉磯聯絡處今年更名為「加州洛杉磯分會」，全年定期活動以禪修為主要項目包

括：雙月第四週週日的禪一，單月第四週週日的半日禪，以及每週四晚上三個小時的禪坐

共修。

除了禪修，洛杉磯分會每週五晚上亦舉辦法器練習；另有每月第一週週日上午的大悲懺

法會，每月第二週週日的念佛共修與讀書會，以及每週三晚上、週六上午開辦瑜伽班。



今年，洛杉磯分會的盛會，即是紐約東初禪寺法師二度親臨弘法關懷，包括：1月，果

謙法師至當地關懷、開示，約有五十人參加；8月，果謙、常悟二位法師於南加州大熊湖

區帶領禪三，共有67人參加，其中6人遠從沙加緬度（Sacramento）和戴維斯區（Davis）

而來。活動結束後，法師於洛杉磯分會舉辦多項關懷活動，包括：幹部會議召開、助念培

訓及大悲懺法會、讀書會、念佛、法器練習等，使得分會的共修更加蓬勃而充滿生氣。

加州舊金山聯絡處今年更名為

「加州舊金山分會」，全年的定期

活動包括：每月一次的大悲懺法

會，及每月三次的瑜伽禪坐共

修，每次為時二至三小時，由資

深悅眾指導。

今年1月9日，舊金山分會為響

應法鼓山全球分支道場為南亞海

嘯罹難者祈福活動，同步舉辦

「全球平安祈福超度大法會」，眾

人齊聚道場，虔誠恭誦「阿彌陀

佛」聖號，迴向罹難者及全世界

大眾。

今年，舊金山分會另一項重要活動，則是紐約東初禪寺果謙、果啟、果明三位法師前往

關懷弘法。1月24至26日，果謙法師指導當地民眾〈大悲咒〉持誦、念佛儀軌、法器練

習，以及禪坐共修、讀書會；4月2日，果謙、果啟二位法師於舊金山《世界日報》會場，

舉辦大悲懺法會及佛學講座，翌日果謙法師帶領精進一日禪；11月11、12日，果明法師前

往主持念佛法會、禪修指引課程及佛法問答座談會。法師們的關懷，凝聚了當地法鼓人的

向心力，也為當地民眾注入了一股精進向上的力量。分會並於2、5、9月舉辦三場禪一，

由來自加州洛杉磯的資深悅眾毛靖帶領，每次約有二十五人參加。

舊金山分會並於2月舉辦了一場大悲懺法會，之後又在法師及資深悅眾們的指導、鼓勵

下，自5月份起，開始定期舉辦大悲懺法會，於每月第一週週六上午進行，每次約有十人

參加。

此外，今年開辦讀書會，會中帶領大家聆聽林孟穎老師主講的「學佛五講」錄音帶後，

再針對主題進行研討，活動獲得許多迴響；下半年，則積極推廣法鼓八式動禪，亦分別於

5、11月舉辦念佛共修。2005年分會在持續原有固定共修之餘，嘗試開辦不同的修行活

動，提供了民眾多元接觸佛法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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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省會聯絡處全年的定期活動，

主要是每月第二、四週週日上午舉辦

的法鼓八式動禪、禪坐共修，及讀書

會等。除了聯絡處自行推展的共修

外，聯絡處信眾也會一同前往參與鄰

近舊金山分會、洛杉磯分會所舉辦的

共修，例如：舊金山分會舉辦的大悲

懺法會、一日禪、念佛共修，以及洛

杉磯分會舉辦的三日禪等活動。

奧勒岡州聯絡處今年的定期

活動為：每週六下午的念佛共

修，包括誦《阿彌陀佛》、《心

經》等。除此，每月亦舉辦社

會關懷活動，前往當地的養老

院關懷長者、分享佛法，每次

約有二十多人參加，此為聯絡

處的重要活動之一。

奧勒岡州聯絡處今年9月成立

合唱團後，開始舉辦小朋友練

唱共修，以及中、美、日、原

住民等各地歌曲的練唱共修。11

月，法鼓山僧團關懷院監院果

東、果祺二位法師及護法總會副總會長周文進，特地自台灣前往美加地區進行弘法關懷，

於溫哥華的行程結束之後，轉往奧勒岡州聯絡處。果東法師於12日上午，在比佛賴市進行

了一場主題為「展現生命力──活在當下，快樂生活」的演講，精闢地闡述了佛教的生命

觀；下午則和與會人士就演講內容展開討論，為當地一項難得的共修活動，且獲得信眾熱

烈的迴響。

華盛頓州西雅圖聯絡處今年更名為「華盛頓州西雅圖分會」，今年的定期活動，包括上



半年每週四晚上的合唱

團練唱共修，每月第一

週週日上午的大悲懺法

會，每月第二週週五晚

上的生活談心，每月第

二週週六的禪坐共修，

每月第三週週六的讀書

會，每月第四週週日的

念佛共修等；其中，參

與人數最多者為大悲懺

法會，每次約有三十人

參加。

而佛學課程，則是西雅圖分會今年的重要共修之一，包括4至6月舉辦的六場春季初階佛

學課程，約有三十人參加；以及9至10月的《八大人覺經》佛學課程，約有四十五人參

加。

西雅圖分會今年最特別的活動，是3月25日至27日紐約東初禪寺果謙、果啟二位法師蒞

臨弘法，舉辦了「從《心經》談如何安定人心」佛學講座，及大悲懺法會、半日禪、讀書

會種子培訓等；二位法師並分別進行了一場公開演講，主題為「從心靈環保談如何安定人

心」及「六波羅蜜」，指導大家學習在日常生活中落實佛法。

此外，僧團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及護法總會副總會長周文進至美加地區弘法關懷時，於

11月13日至西雅圖分會，出席分會舉辦的四週年慶祝活動，法師並指導大家半日禪，並以

「活在當下，快樂生活」為題演說，讓與會者深感獲益良多。

位處於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聯絡處於今年5月成立，拉斯維加斯市為世界知名的商業

城市，擁有百年歷史，人口近二百萬，其中華裔約有六、七萬人。定居於拉斯維加斯市的

劉維孟與其同修張啟佩，在參與法鼓山共修後獲益良多，因此共同促成該聯絡處的成立，

希望弘揚法鼓山理念。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成立後，自5月22日起，每月第一、三週週六上午於該市西撒哈拉

（Sahara West）市立圖書館進行三小時的共修，首先練習法鼓八式動禪及半小時的禪坐，

接著進行聖嚴師父禪修相關著作的閱讀，或觀看《人間悟語》DVD影片後，再針對內容

彼此交流心得，每次約有十人參加。共修舉辦以來，美國護法會總召集人林博文、資深禪

修講師毛靖曾三次自加州前往拉斯維加斯聯絡處給予指導，並提供禪坐經驗及心得，期盼

藉著拉斯維加斯聯絡處的成立，接引更多人學習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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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分會今年年初啟建新道場，

於8月31日完成大樑上架工程，為祈求

過程順利，同日並舉辦「上樑祈福法

會」，現場近百位信眾虔敬持誦《心

經》、〈大悲咒〉為新道場建設祝福。

溫哥華分會今年的定期活動，禪修

部分，包括每月一次的一日禪，每週

日的半日禪、週二晚上的禪坐共修，

以及每二週一次為西方信眾舉辦的禪

坐共修；法會部分，包括週五的大悲

懺法會、菩薩戒誦戒會和念佛共修。另有於分會道場、溫哥華（Vancouver）地區、西溫

哥華（West Vancouver）地區、本拿比（Burnaby）地區等各共修地點，每週舉辦一次的中

文讀書會，及於白石鎮（White Rock）地區的英文讀書會等。今年上半年，分會並於每週

三上午舉辦義工菩薩自我提昇課程；此外，亦不定期舉辦中、英文禪訓班，向更多東西方

人士介紹漢傳禪法，推廣禪修風氣。

溫哥華分會為了提供移民當地的華人也有接觸佛法的機會，特別於今年8月開辦「心靈

觀察站」活動，每隔二週邀請街坊鄰居、親朋好友，一起觀看「大法鼓」、「不一樣的聲

音」、《人間悟語》及「法鼓山社會關懷記錄片」等影片，民眾並針對內容彼此分享觀後

心得，每次為時二小時。

而另一項新增活動則是青

少年禪修，此乃延續分會於

暑假期間所舉辦的青少年禪

修夏令營活動，於9月起固定

每二週擇一週五晚上舉辦青

少年生活營，以活潑的課

程，引導學子們認識、體驗

禪法。

5月 9日，僧團果燦、果

界、果會三位法師自台灣前

往溫哥華弘法關懷十一天。



法師們先後帶領了大悲懺祈福法會、浴佛暨道場啟建祈福法會、禪一，及指導法器、禪坐

監香、學佛行儀等教學活動，並舉辦公開演講等。11月8日，同樣自台灣前往溫哥華弘法

的僧團果東、果祺二位法師，除了為新道場的建設舉辦點燈祈福大悲懺法會外，果祺法師

並就聖嚴師父的著作《心經禪解》為主題進行演講，及帶領四十多位信眾進行三日禪修；

果東法師也為大眾說明佛化奠祭的理念和儀軌。法師們前後二次的到訪，均深入各地區關

懷，讓當地信眾們備感溫馨。

多倫多分會今年的定期活

動，主要安排於每月第一週週

六，活動自上午九點至下午五

點，內容包括二小時的禪坐共

修、二小時的「大法鼓」座

談，以及二小時的大悲懺法會

等；另有一個月一次的中英文

讀書會、二個月一次的禪一，

並不定期舉辦禪修指引課程。

其中，因應法鼓山的落成開

山，每月一次的大悲懺法會又

於10月15日增辦了一場。

10月8日至10日的精進禪三，則是多倫多分會今年首次舉辦，特別邀請紐約東初禪寺常

悟法師指導，提供當地信眾一個良好的精進共修機會。由於該活動獲得參與禪眾的喜愛，

分會計畫持續舉辦。

多倫多分會往年都是借用信眾的住家、圖書館進行共修，今年4月，開始於萬錦市

（Markham）大都會廣場（Metro Square）承租場地做為共修之用，並提供法鼓山書籍借閱

的服務；之後，又於12月改承租另一處更為經濟、且近多倫多市中心的地點，進行共修及

圖書借閱服務。

新加坡辦事處今年正式註冊成為協會團體，2月初搬遷至新會所「南安會館」，當天恭請

光明山普覺禪寺廣聲法師蒞臨主持灑淨儀式，11月並更名為「新加坡護法會」。全年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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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包括：週三、週日的禪

坐共修，每月最後一週週日

的精進禪一，同時開辦八堂

課的心靈環保課程及生命故

事分享等。

5月6日至8日，新加坡護法

會邀請僧團果元、果祺、果

霽三位法師自台灣前往光明

山舉辦禪三，共有 9 7人參

加；其間，果元法師並舉辦

了中英文講座，中文講座即

有一百二十多人參加。僧團

果建、常智二位法師亦於11月11日至16日至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舉辦禪五，不僅指導禪坐監

香培訓，並舉辦一場禪修講座，以「如何運用默照在日常生活當中？」為題，及帶領中文

初級禪修班等，在法師循序漸進的引領下，讓民眾對禪修有更深度體會。

而講座及成長課程一直是新加坡護法會重要活動之一。8月23、24日舉辦了臨終關懷講

座，出席者包括：醫護人員、專業輔導人員及各行各業人士共約六十位，講座邀請台灣屏

東縣社區大學副主任郭惠芯主講。她透過實例闡述全程關懷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照顧病患

身心靈。12月3日至4日針對九歲至十八歲的青少年規畫舉辦生活成長營，指導學員們在生

活中運用佛法，約有四十多人參加，此次活動特別邀請僧團青年部常遠法師自台灣前往指

導，常遠法師並於4日晚上舉辦了一場「禪修與壓力管理」禪修講座。12月5、6日同時邀

請陳武雄指導法鼓八式動禪。

9月11日，新加坡護法會首次舉辦法鼓聯歡義賣會，會中並設置書展，展出聖嚴師父的

著作，同時舉辦法鼓八式動禪、兒童彩繪活動、手工藝製作、心靈環保講座及誦念〈大悲

咒〉等；晚上更邀請紐約象岡道場負責人果峻法師主持禪修與「修行在生活」講座。

因應法鼓山落成開山，新加坡護法會特別於6月18日舉辦了「法鼓人團聚暨法鼓山落成

大典推介會」，以增進悅眾菩薩們之間的交流；10月21日，則約有六十位信眾組團回台灣

參與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共度盛會。歲末，新加坡護法會舉辦了一場聯誼會活動，進行

禪坐、誦念〈大悲咒〉與心靈環保分享會等，歡喜迎接2006年。

馬來西亞分會今年11月更名為「馬來西亞護法會」，全年的定期活動包括：每週一晚上

的念佛共修，週二晚上、週日上午的中文禪坐共修，週四晚上的成人合唱共修，週五晚上



的英文禪坐共修，週日上午的法鼓八式動禪，每月第一週週六的中文初級禪訓班，第一週

週日的英文禪訓班，第三週週日的禪一，以及每月最後一週週日上午的禪食結緣等。其

中，禪食結緣共修參與情形最為踴躍，至少都有四十人參加；禪一活動亦獲得許多人喜

愛，每次約有二十人。

非定期活動方面，馬來西亞護法會於3月27日下午舉辦了一場讀書會，學員們藉由閱讀

《法鼓全集》系列書籍，共同探討聖嚴師父的思想；8月份亦開辦念佛禪共修，於每週一晚

上進行，參與人數約有二十多人。4月29日至5月3日及11月1日至5日，並舉辦了二次禪

五，由資深悅眾帶領，約有一百人參加。

此外，馬來西亞護法會為了鼓勵民眾親近法鼓山、參與共修，今年特別成立了一項「自

我提昇年課表」學習活動，凡是於一年內完成固定功課，如參與法鼓山共修、閱讀書籍、

背誦經典等，護法會即贊助其前往台灣參加法鼓山舉辦的共修活動。

香港分會今年更名為

「香港護法會」，全年定期

活動項目多元，每週舉辦

者包括週一晚上的合唱團

練唱共修，週二晚上的法

器練習，週三晚上的太極

班、讀書會，週五晚上的

念佛共修，週六上午的鈔

經班、下午的瑜伽班、禪

坐共修，每月第一、三週

週六的佛曲動唱班等，每

月第一週週六下午則有菩

薩戒誦戒法會，及第二週

週六的大悲懺法會，每二

個月一次的禪訓班。

各項共修參與人數約有二十人，其中念佛、合唱團練唱共修各約有五十人參加，大悲懺

法會、禪訓班則有六十人，參與情形踴躍。

香港護法會的合唱團因應法鼓山落成開山，特別安排法鼓山合唱團總團長李俊賢老師於

6月18、19日自台灣前往香港指導練唱。12月15日，香港護法會、樹華文教藝術協會則在

香港尖沙咀文化中心合辦一場國際性慈善音樂會，僧團首座惠敏法師、關懷院監院果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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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護法總會副總會長黃楚琪、周文進，及香港工商業界領袖等人皆出席這場音樂盛會。

除了參與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的合唱演出，香港護法會亦與全球各地的法鼓山分支道場

共同進行「全球心連心大悲咒共修會」，不僅持續原有第二週週六的大悲懺法會，9、10月

均增辦法會場次；開山大典當天晚上則多加持誦〈大悲咒〉二十一遍。

歷經一年多的籌備，法鼓山

泰國分會今年在曼谷成立，3月

5日舉行灑淨典禮，正式啟用，

由僧團都監果品法師、關懷院

監院果東法師主持，首任會長

由提供分會場地的悅眾蘇林妙

芬擔任。分會並於5月7日舉行

開幕儀式及皈依典禮，由聖嚴

師父親臨主持，駐泰國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代表夫人彭水英

及副代表吳建國、台灣商會總

會長黃勝涌等人共同剪綵，當

天有近八十位來自泰國、香港、馬來西亞等地的民眾皈依三寶；11月更名為「泰國護法

會」。

泰國分會在尚未成立之前，即在1月份參與南亞賑災募款，共募得八千多美元，也計畫

與泰國朱拉隆功佛教大學（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合作，共同進行災

區民眾的心靈輔導。分會成立之後，便開始舉辦共修，包括每週一晚上的禪坐、週二上午

的讀書會，及不定期的念佛、禪訓班等，不到半年時間，即接引四十多人參與護持。此

外，並有僧團法師前往弘法關懷，即果品法師先後於5、6月至當地主持一日禪，12月又與

常應法師共同前往，除了舉辦一日禪，亦帶領大悲懺法會等活動。

墨爾本聯絡處今年更名為「澳洲護法會墨爾本分會」，主要的定期活動包括：每月第一

週週五的大悲懺法會，第二週週五的《阿彌陀經》共修，第三週週五的禮佛大懺悔文共

修，第四週週五的念佛共修，以及每週六、日的中、英文禪坐共修，內容除了禪坐，亦有

法鼓八式動禪，每次約有十人參加；8、9月份亦於每週四開辦「中文鈔經班」。



5月中旬，墨爾本分會

舉辦了浴佛節慶祝活動，

邀請當地民眾共同參與；

7月，則邀請美國象岡道

場負責人果峻法師前往指

導二日禪及佛學講座，活

動深受當地民眾喜愛。

而配合澳洲全國清潔日

活動，參與地區的環境整

潔服務，亦是墨爾本分會

每年深入社區文化的重要

活動之一。除了回饋、服

務社會，並推廣法鼓山環保理念，讓民眾藉此獲得法益，每次活動約有三十位義工參與。

另外，並舉辦了多場中文佛學講座，各場講題包括8月1日的「法鼓山世界觀」，10月9日

的中醫講座「肝炎的傳統中醫治療」、16日的「便祕的傳統中醫治療」等。

今年，墨爾本分會於墨爾本東北區Templestowe覓得新道場，設有寮房供信眾掛單，於7

月1日正式啟用，果峻法師並親臨為新道場主持灑淨儀式。

雪梨聯絡處今年更名為「澳洲

護法會雪梨分會」，全年的定期

活動主要安排於週六進行，包括

1至3月每月第一週週六上午舉辦

的禪坐共修，第二週週六上午的

大悲懺法會；4月開始，於第三

週週六舉辦的精進禪一，以及第

四週週六或週日的英文讀書會，

研讀《禪的智慧》等，每次讀書

會進行前，皆會進行十分鐘的禪

坐共修，幫助大家安定身心。

其中，大悲懺法會、精進禪一

為今年新開辦的活動，大悲懺法會籌備約二年，並由紐約象岡道場負責人果峻法師及資深

悅眾林萍協助將《大悲懺》懺本翻譯成英文及加注拼音，希望讓當地不懂中文的民眾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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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唱誦。

分會定期舉辦的精進禪一，是由於原本每月二小時的禪坐共修受到大家喜愛，但有些會

員須長途跋涉才能抵達共修之處，因此促成此項活動的開辦，今年內容增加了聖嚴師父開

示影片的觀賞、經行及法鼓八式動禪等，讓參與者可進行更完整的精進修行，而定期的禪

坐共修則取消。

為了讓更多民眾學習法鼓八式動禪，雪梨分會自3月起，連續三個月每月舉辦一次練習

課程，並針對活動成效予以檢討，研擬往後的推廣策略和方式，之後亦不定期舉辦法鼓八

式動禪共修。此外，今年5月浴佛節，分會也協助籌備由新州佛教協會主辦的慶祝活動，

於活動中設置書展，展出聖嚴師父的英文著作、畫像等。

7、8月果峻法師至雪梨弘法，7月22日在定慧學舍（Ding Hui Temple）主持了一場禪

三，活動獲得許多迴響，共有16人參加。因應法鼓山落成開山，分會並於10月15日共同參

與法鼓山「全球心連心大悲咒共修會」，以中、英、廣東話三種語言，及齊一的音聲，共

同持誦〈大悲咒〉，為全人類祈願祝福。

盧森堡聯絡處為法鼓山於歐洲地區唯一的共修道場，今年主要活動為協辦盧森堡中華文

教協會主辦的「新春音樂會」、「母親節音樂會」，分別於2月在路維尼演奏廳（Villa

Louvigny）、5月在貝斯卡托養老院（Fondation Pescatore）舉辦，活動安排當地華僑表演鋼

琴、小提琴、吉他等音樂演奏，聯絡處則於會中分送法鼓山活動文宣與結緣品，向大眾推

介法鼓山的理念。

此外，盧森堡聯絡處召集人林麗娟每月分送《法鼓》雜誌予當地民眾，並不定期舉辦素

食推廣活動；或是向主動來電洽詢禪修訊息者，介紹紐約東初禪寺所舉辦的共修，以接引

更多歐洲民眾學習佛法。

法鼓山僧伽大學是聖嚴師父培育青年僧才願心所在，旨在培養兼具現代知識、佛學素

養，並深具宗教情操的優秀僧才。學制方面，分為四年制的佛學院與二年制的僧才養成

班，九十四學年度招生人數，佛學院有男眾4人、女眾14人，養成班有男眾11人、女眾18

人。

僧大今年共舉辦二次剃度典禮，首次是在3月17日舉行，剃度者為2位養成班男眾學僧；

法鼓山僧伽大學法鼓山僧伽大學



女眾則有11位，包括佛學院4人，養成班7人。第二次則於9月3日，計有6位男眾、12位女

眾，另有僧大一年級8位男眾、21位女眾求受行同沙彌（尼）戒。

今年，佛學院應屆畢業學僧共有9位，於7月14日分發至法鼓山體系內各單位服務。而開

辦於2003年的僧才養成班，今年共有首屆畢業生2位沙彌、13位沙彌尼，他們於4月9日至5

月4日赴中國大陸高旻寺參加三壇大戒，求受具足戒。

為了讓學僧學習各種生活作務及培養弘化能力，僧大於每週三開辦「作務與弘化」實習

課程，內容包括：汽車維修保養常識、心理學、校園禪修、國際禮儀、法鼓山生態導覽

等。9月後則安排了多場與法鼓山組織運作相關的專業學習課程，由僧團法師親自授課；

另邀請台灣大學醫學院家庭醫學科教授陳慶餘、台大醫院緩和醫療病房臨床佛教宗教師滿

祥法師等人，教授「安寧療護」系列課程等。

佛學院二、三、四年級學僧自7月起，進行為期一個半月的暑假實習。此次實習課程範

圍廣泛，例如二年級分發至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臨時寮、農禪寺大寮，三年級至法鼓

山園區服務中心、文化中心、機要祕書室，以及殿堂組、知客組等，四年級則分批支援法

青會的大專禪七及各地分院。

為了擴展學僧們的國際視野，今年僧大亦安排學僧參與多場國際性活動，例如8月27

日，農禪寺舉辦的「2005年聯合國地球憲章貴賓來台座談會」，邀請聯合國「地球憲章」

青年會議主席米歇爾．斯拉比（Michael Slaby）與聖嚴師父會面，並與青年學子研討交

流，僧大即派3位男眾學僧、8位女眾學僧參加。

另一項活動則是8月30日，由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在農禪寺舉辦的「2005青年國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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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僧大佛學院四年級學生全員參加，與來自美、日、澳等海外具國際交流實務經驗的

華人青年切磋交流。

以融合佛學教育、研

究出版的中華佛學研究

所，旨在培育優秀的佛

學研究與教育弘化人

才；今年10月，正式獲

教育部核定為宗教法

人，為佛研所的佛教高

等教育邁向嶄新的里

程。

為了因應國際化、數

位化時代的來臨，今年

中華佛研所的佛學教

育，於九十四學年度第

一學期新開設了十三項課程，除了佛學、經典等專題，亦有英文佛教方法學、佛教數位文

獻學等專業課程，以增進學生們的研究能力，各項內容如下所列：

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新開課程

中華佛學研究所中華佛學研究所

巴利《中部》選讀

佛經音義研究

禪淨專題論文選讀

斷惑修證專題、禪波羅密專題

現觀莊嚴論明義釋導讀

地道專題

章嘉宗義應成派專題

英文佛教方法學、中觀專題、攝類學理論與實踐

文化內容數位化與佛學資訊

佛教數位文獻學

關則富

竺家寧

黃繹勳

陳英善

袞桑牒千堪布

雪歌仁波切

蔣悲格西

馬紀（William Magee）

許素朱

杜正民



而專題演講的開辦，則是中華佛研所的年度重要學術交流活動之一，希望藉由專業人士

的演說，擴展學生們的研究視野。今年邀請的講師，多數為來自中國大陸、日本、英國等

各地的知名學者，包括1月邀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東吳大學客座教授陳國燦，

演講「絲綢之路的歷史與文化」，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師範學校教授然布杰，演

講「多羅那他的《他空心要論》」；另外，還邀請畢業校友越建東，以「早期佛教中一個

重要架構和各個相關禪修公式之研究」為題進行演講；3月邀請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

究所東方學研究部教授船山徹，進行「真諦三藏著作的特徵」專題講座；及11月邀請英國

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Richard Gombrich教授，進行六場專題講座等。

學術研究方面，則於11月26日舉辦專任研究人員論文發表會，共有4位研究人員發表論

文，分別為：

學生活動方面，中華佛研所九十四學年度就讀的全修生人數共計有31位，出家眾10位、

在家眾21位；31位中，有12位具有碩士學位。每學期固定舉辦的「創辦人時間」、「所長

時間」、「學術副所長時間」活動中，今年亦穿插安排了專題演說。5月的所長時間，特別

邀請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張文玲專題演講「古代中亞佛教藝術」；6月的學術副所長時

間，則邀請甫自德國學成回台的校友宗玉媺專題演說「空與累積功德：以語文學（philol-

ogy）為基礎之佛教思想研究」；7月，二年級研究生承辦暑期佛學營，以「認識e世代藏

經」為題，介紹漢文、巴利文及藏文電子化佛典的現況，指導學員善用CBETA光碟等。

中華佛研所佛學推廣教育中心今年開辦的課程共分為三期，第一期課程有七項，第二期

十一項，第三期十二項。除了原有的師資陣容，並新聘4位老師開設新課程，包括：具有

二十餘年教學經驗的簡淑華老師講授「瑜伽養生保健系列」，美國維吉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Virginia）博士馬紀（William Magee）講授「佛學英文如何實踐佛教」，英國

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博士越建東講授「清淨道論」，及印度德里大學博士

李德會講授「印度文化與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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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專任研究人員論文

廖本聖

蔡伯郎

釋見弘

杜正民

專任研究員

專任助理研究員

專任助理研究員

專任副研究員

西藏佛教格魯派詮釋的宗義、地道、八事七十義、心

類學與三士道次第之間的關係略探

佛教心心所與現代心理學

關於月稱二諦說的幾點問題（上）

資訊時代的阿含研究──以《阿含辭典》數位化研究

為例

黃奕彥

陳一標

劉嘉誠

楊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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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法鼓人文社會學

院於「2005聖嚴法師大陸

學術之旅」期間，與中國

大陸南京大學聯合舉辦

「心靈環保與人文關懷」

學術研討會，共有八場，

以「東亞思想傳統中的身

心關係、修養工夫與生活

實踐」為主題，邀集來自

兩岸重要專家學者，進行

交流研討，聖嚴師父並進

行了一場演講，主題為

「禪學與禪文化的人間

性」，詳解禪、禪文化與日常生活相互融合的禪修型態。

這場研討會，乃法鼓山繼2003年於北京大學舉辦「心靈環保與人文關懷」學術研討會

後，再度於中國大陸高等學府舉辦，期與更多青年學子分享心靈環保的理念。

至於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校地的整建工程，正積極進行中，直至今年底，整體進度約為百

分之五十六。

2003年開辦的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今年課程延續往年，共分為「生活技能」、「生命

關懷」、「人文休閒」、「農作栽培」四類，各類內容除了原有課程的進階延續，並加強開

設生活化、具有實用性的課程。今年第一期（春季班）即新開設了「親子生活美語」、

「親子右腦教育」、「理財規劃」、「左岸咖啡」、「有機植栽的經營與實作」及「自在瑜伽」

等；而全年的「人文休閒類」課程，則增加了繪畫、陶藝等。

學期課程結束後，並安排於新春活動、開學典禮中展出學員們的學習成果，並且也在當

地的「良亭生活藝術空間」舉辦的春節聯展活動中展出，與當地民眾分享。在4月2日舉行

■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法鼓人文社會學院

法鼓山社會大學法鼓山社會大學



第一期開學典禮中，

有別於以往安排靜態

成果展，又增加動態

表演，包括：兒童相

聲、朗誦、英文歌唱

及導覽活動等，呈現

學員們多元學習面

貌。

除了定期課程，金

山法鼓山社會大學為

配合金山鄉的人文、

觀光發展，亦受委託

舉辦金山鄉「觀光景

點」導覽解說活動，

陸續在金山鄉大型的

活動中擔任導覽解說；或是協助金美國小舉辦老街導覽，協助鄉公所舉辦金包里老街藝術

節等活動。

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今年第一期共招生510人，第二期為457人，學員年齡多集中於三十

至五十歲。除金山鄉外，鄰近鄉鎮包括萬里鄉、石門鄉、三芝鄉的報名人數均較上期增

加，可見社會大學的辦學成果已受到更多認同。

社會大學自舉辦以來，每期推出的各項課程都廣受歡迎，民眾不僅可以藉此提昇生活的

廣度與深度，也因此接觸法鼓山，進而參與共修活動。

■大溪法鼓山社會大學

法鼓山在金山地區開設第一所社會大學後，今年10月在桃園縣開設第二所──「大溪法

鼓山社會大學」，開學典禮於當月8日在大溪至善高中活動中心舉行，桃園縣副縣長廖正

井、教育局局長張明文等多位地方首長、民意代表均與會參加；典禮後，隨即於石門青年

活動中心召開「大溪法鼓山社會大學授課講座第一次教學會議議程」；10月26日並舉行九

十四年度第一期第一次自治幹部會議，二次會議均由社會大學校長曾濟群主持，與成員們

共同針對開課內容及校務進行討論。

大溪社會大學校區依大漢溪分為河東、河西二處，分別於至善高中、仁和國中各開設六

門課程；課程內容主要分為「生活技能」、「生命關懷」、「人文休閒」等三大類，內容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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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初級日語、生活英語、

初級電腦、素菜料理、中醫

與生活，以及禪修與身心調

適、紓解壓力開發潛能等多

面向的課程，希望提供大溪

民眾人文、心靈成長方面的

學習管道。

第一學期共計錄取 4 9 6

人，學員年齡層以三十至五

十歲居多，最年長者為八十

五歲，學歷以高中職為最普

遍。首期開辦後，即於12月

參與桃園齋明寺冬令關懷活

動，協助擺設素食料理的攤位，與當地民眾有良好的互動交流。

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今年工作重點，為積極推動兩岸大學校園「心靈環保與

人文關懷」理念的推廣，包括設置法鼓人文講座、邀請專家學者進行文化交流等。

繼中國大陸北京大學、台

灣大學，及大陸北京清華大

學之後，今年2月27日，獎基

會又與台南成功大學簽署

「法鼓人文講座」，由聖嚴師

父與成功大學校長高強共同

簽署，台南市市長許添財亦

到場祝賀，並對於此講座能

夠在台南設立表示感謝。

獎基會於4月25日起一連五

天，舉辦「2005聖嚴法師大

陸學術之旅」，聖嚴師父親自

於北京、清華、南京、中山

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



四所大陸知名大學學府進行演講，主題分別為「中國佛學的特色」、「佛教傳入對中國文

化的影響」、「禪學與禪文化的人間性」、「禪學與心靈環保」，四場共約有一千五百多位

師生與會聆聽。

其間，並於南京大學舉行「南京大學法鼓人文講座暨獎學金」簽署儀式，由聖嚴師父與

南京大學副校長張大良代表雙方簽署，這是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後，第三所設置法鼓人

文講座的大陸重要學府，也代表心靈環保在大陸更進一步推廣與扎根。

專案方面，獎基會協助由中國大陸山東大學美術考古研究所教授劉鳳君主持研究小組推

動的「四門塔阿 佛與山東佛教藝術之研究」，以及佛學翻譯、世界青年領袖和平高峰會

等。此外，也提供獎學金予中華佛學研究所做為助學之用；獎基會並接受「談子民教授紀

念基金會」捐款，設置紀念獎學金，計有台大等十校10位學生獲獎。

為了佛法的永續與弘揚，佛教文化工作的深耕為重要一環，法鼓山因而在今年7月成立

文化中心，由僧團果毅法師擔任副都監，設有「法鼓文化」、《法鼓》雜誌、《人生》雜

誌、「行願館」、「開山館」、「文物典藏」，以及「史料暨影音製作部」等單位。

文化中心，具有文字、影音、影像弘法，及文史資料保存等多元功能，依佛教文化未來

發展之需，整合或闢立相關工作團隊，有效運用資源。除了法鼓文化、《法鼓》雜誌、

《人生》雜誌改編隸屬文化中心的單位，還包括原屬法鼓山基金會公關文宣室的「影視

組」、僧團的「國際翻譯室」，以及僧團文化室現改名為「文史資料室」；另外，行願館、

開山紀念館、生活禪影像館、攝影棚籌備處也隸屬其下。

■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鼓文化今年共出版三十八項新品，包含：書籍三十一項、有聲產品六項、桌曆一項。

出版方向仍秉持實用及生活化為原則，並兼及學術論著，希望讀者能從各項出版品中獲得

法益。

本年度出版品中，7月份出版的三十冊《法鼓全集續編》為最大重點，內容集結了聖嚴

師父於2000至2005年的所有著作及文章，與2000年已出版之七十冊成為一百冊。而廣受歡

迎的掌中書系列，在歷經四年努力後，也在今年底以全套五十冊畫下圓滿句點，並榮獲金

石堂票選「2005年十大最具影響力的書」候選書之一。而新書系「般若方程式」，則開啟

了科學與佛法的對話，今年出版有《心與大腦的相對論》及《黑熊能入定嗎？》二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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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佛學研究所論叢則持續推出四冊新書，包括《巴利語佛典精選》、《佛教與二十一世

紀──第四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中文論文集》、《佛教與二十一世紀──第四屆中華國際

佛學會議英文論文集》（The Role of Buddhism in the 21st Century）、《無明即法性》。

翻譯書方面，大智慧系列的《一行禪師說佛陀故事Ⅰ、Ⅱ、Ⅲ》，詳述了佛陀的生平；

而大自在系列的《誰惹你生氣？》及《不得不說的禪》，則為禪與生活的結合提供了可行

的方法。在有聲品中，推出一套二十四張CD的《大方廣圓覺經》。桌曆「禪意在象岡」，

以美國紐約象岡道場的四季景象，讓人領略象岡禪味及聖嚴師父的法語。

出版品的推廣方式，除了主動提供書訊至書店、媒體等通路，協助通路瞭解新品，並依

書籍特性及讀者需求，企畫不同的宣傳方式及促銷案；或與通路聯合舉辦各類型書展，擴

大接觸面，廣納不同類型的讀者。每年年初的「台北國際書展」，是法鼓文化例行參與的

盛會，今年2月在台北世貿中心舉辦的第十三屆「台北國際書展」，法鼓文化以「以寧靜心

擁抱世界」為題參展，將觀展民眾帶入寧靜的心靈饗宴。9月至12月，「智慧掌中書」系

列書籍更於全台灣「福客多超商」上架銷售，為法鼓文化書籍通路開創新機。

此外，11月起與金石堂書店──金石書院合辦「『學生活』心靈SPA系列講座」，以講座

分享方式，接引更多讀者加入閱

讀法鼓的行列。

成立一年的法鼓文化心靈網路

書店（http://www.ddc.com.tw），

以「數位時代的衹樹給孤獨園」

為定位，朝綜合型宗教心靈網路

書店的訴求，透過各種促銷活動

進行線上推廣。3月起，心靈網

路書店誕生5位網路虛擬人物─

─素的鹹蛋超人、果然是大師、

愚石小編、路人乙和好康阿今，

每日撰寫網誌（blog）與讀者分

享，首開文化出版業以blog和讀

者溝通的創舉。今年另增加發行

二份電子報，包括《人生》雜誌

電子報和「心靈網路書店好康

報」，將心靈網路書店電子報總

數量擴增為七份。



■法鼓雜誌

《法鼓》雜誌今年於版面上的規

畫延續往年，包括了「要聞」、

「護法關懷」、「各地報導」、「生

活佛法」、「樂在修行」、「教育文

化」、「建設法鼓山」、「焦點報導」

共八版。

為配合10月法鼓山落成開山，

《法鼓》雜誌自6月號186期起，便

開始報導相關籌備工作；10月21日

落成開山當天，並發行了一份共四

版的「落成開山專刊」；11月號

191期更將全刊闢為「落成開山特

別報導」。

「落成開山專刊」內容共有三大

主題，包括法鼓山為觀音道場的意涵、法鼓

山十大建築與十大景觀、法鼓山十件大事記，除了帶領讀者深入瞭解法鼓山禪修道場的根

本精神，並從各大重要建築、景觀及歷史事件的重點介紹、涵義說明，體會眾多護持信眾

如何以悲心共同成就了法鼓山今日的規模。

「落成開山特別報導」內容中，則報導了落成開山的系列活動，及各地信眾、貴賓參與

開山的情形，其中第二、三版，以跨版呈現，精彩圖文並陳，詳盡記錄了「大悲心起落成

開山大典」當天活動。

其他的焦點報導，則有「聖嚴師父出席世界銀行領袖會議」（183期）、「泰國分會正式

啟用」（184期）、「成功大學設立法鼓人文講座」（184期）、「法華法會台灣日本同步舉辦」

（185期）、「美國西岸系列關懷行」（185期）、「聖嚴師父於泰國朱拉隆功佛教大學受博士

學位及專題演講」（186期）、「美國紐約千人大悲懺法會」（187期）、「台東信行寺落成」

（188期）、「法華鐘首次撞鐘測試，聖嚴師父親赴日本勘驗」（189期）、「聖嚴師父首度傳

法大典」（190期）、「2005年北美年會法鼓山上盛大舉行」（192期）等。

為使讀者對法鼓山動態有更深入瞭解，《法鼓》雜誌並針對法鼓山今年重要弘化工作，

做深度特別報導。大普化教育方面有：「新型態萬行菩薩培訓營」（188、189期），大關懷

教育有：「南亞災難全球法鼓人持續救援」（182、183、184、190期）、「聖嚴師父巡迴關

懷行」（182、183、184期），大學院教育有：「聖嚴師父大陸學術行」（185、186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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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雜誌

《人生》雜誌在2005年依然秉持著生活化、國際化、年輕

化、資訊化四大目標前進，內容上，更積極開闢佛教徒生

活實用專欄，並針對國際佛教動態與世界宗教概況做

介紹，亦開發與青年讀者相關的議題。

《人生》每期皆針對現代人的需要策畫專題，

議題涵蓋現代生活、修行法門、社會人文等三

大類，例如「超越時空，行腳西域──深入新

疆，窺探石窟之美」（259期）、「病不可怕─

─害怕的心才可怕」（261期）、「追思人間佛

教之父──印順長老」（263期）、「健康要素」

（264期）、「永不退流行的觀世音菩薩」（266

期）、「突破10大障礙，鋪設學佛的路」（267期）

等，探討面向深及身心靈各方面。

專欄方面，除了原有的定期專欄，今年推出

的新專欄有「親密與自由」、「南國海嘯救災

記」、「旅人手札」、「電影與人生」、「法相萬千」、「聖嚴法師大陸學術之旅」等；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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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佛教藝術創作，以及教界、學術的動態，希望與讀者交流更多佛法新知。

■結緣書刊推廣組

以編製法鼓山各項免費結緣

出版品的結緣書刊推廣組，目

前出版品共有書籍五十九冊，

影音品二十八種。為了將佛法

擴大推廣至海外，今

年有多本英文結緣書

進行改版發行，包括：

《人生為何》、《菩薩戒》、

《日常生活中的佛法》、《家庭

美滿與事業成功》、《心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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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結緣品陳列點分布圖

話》、《禪修與信仰》、《禪的精神》共七本。

結緣書刊於全台灣現有的推廣據點總共有八百二十八處，相較於去年（2004年）的七百

八十一處，成長了6%。就推廣的縣市來說，以台北縣市、台中縣市、台南縣市的推廣據

點最多，其次則是桃園縣市、高雄縣市等地。印製量方面，今年總印量為1,197,400冊，與

去年（2004年）總印量746,000冊相較，成長了61%；影音品總印量則為64,000片。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法鼓山與福客多便利商店合作，於9月份起至12月在全台三百六十

家福客多門市陳設結緣書刊及「智慧掌中書」系列書籍；結緣書部分以最受歡迎的十四種

書籍為主，例如：《我為你祝福》、《成功的助緣》、《生命的價值》等，讓更多民眾能藉

此親炙實用的智慧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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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基金會

法鼓山今年設立行政中心，以原

有法鼓山基金會綜合辦公室為基

礎，提供各項行政支援服務。法鼓

山基金會，為法鼓山主要幕僚單

位，今年最主要的任務，即是協助

「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相關活動

的進行，包括相關會議的配合與統

整、傳媒通路運用的規畫聯繫，以

及網路宣傳、視覺設計等作業。

此外，法鼓山基金會今年上半年

依往例舉辦「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全台十七個地區共有二十三場；協助僧團弘化院

於7至8月舉辦「暑期兒童自然環保體驗營」，全台十個地區共有十七個梯次；11月起於全

台各地共舉辦五場「家中寶」佛化聯合祝壽活動，合計有274位壽星參加，以及辦理青年

參加國際活動計畫，如5月，安排三位青年代表參加巴西美景市（Belo Horizonte）舉辦的

「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青年領袖高峰會議」（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Youth

Leadership Summit），8月於農禪寺舉辦「聯合國地球憲章貴賓來台座談會」，邀請聯合國

「地球憲章青年運動」（The Earth Charter Youth Initiative）總召集人米歇爾．斯拉比

（Michael Slaby）來台。

每年例行舉辦的祈福皈依大典，基金會也協助辦理，包括今年於農禪寺進行四場，以及

支援宜蘭、台中、台南、高雄、台東等，及曼谷、斯里蘭卡等海內外地區舉行皈依儀式，

總計在國內共接引9367位新皈依弟子，海外地區則約有五百五十人。

此外，《大智慧過生活》校園贈書活動今年仍持續推動，共有國內學校五百二十二所、

海外中文學校三十一所申請。

除了推廣各項心靈環保活動，基金會另一功能，即是協助法鼓山體系內各單位活動的行

政、宣傳等工作，包括各項活動的對外廣告宣傳、新聞發布，以及建置維護中、英、西文

版本的「全球資訊網」，影音媒體行銷與經營管理等。其中媒體行銷部分，今年於佛教衛

視、生命電視台、東森新聞台、JET頻道等電視台續播《不一樣的聲音》，其中佛教衛視亦

續播《大法鼓》，東森北美頻道則續播《大法鼓》英文版；並於中華電信MOD隨選電視播

放《大法鼓》、《不一樣的聲音》，及名人對談特別專輯等節目。

行政中心行政中心



■慈善基金會

以落實整體關懷，辦理社會福

利及國內外公益慈善事業為宗旨

的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今年主要的工作項目為國內外重

大災害救助。國外救災方面以南

亞海嘯賑災為主，救助範圍包

括：印尼、斯里蘭卡及泰國。印

尼部分，前後派員赴棉蘭救援四

梯次，以及派員至菩提學校教授

華語、舉辦印尼華語教師座談會

等。斯里蘭卡部分，包括派員赴斯里蘭卡救援共三梯次，赴當地提供醫療服務共二梯次，

與斯里蘭卡強帝瑪法師（Ven. Dr. Bodagama Chandima）及其所屬「原始佛法三摩地學會」

（Theravada Samadhi Education Association）合作，於該國東南部汗班托塔（Hambantota）

興建房舍安置災區民眾，第一期建設「台灣村」完工；以及僧團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前往

當地舉行皈依法會、海嘯週年紀念法會等。

國內救災方面，包括了3月屏東大同國小車禍事件，120名義工至相關醫院慰問關懷；6

月屏東豪大雨發生，約動員了百位義工協助救援；7月海棠颱風來襲，亦動員了225位義工

協助救援與慰問等。

「百年樹人獎助學金」方面，今年慈基會頒發第六、七期「百年樹人獎助學金」，共補助

了1920名學生，包括小學559人、國中497人、高中569人、大學295人。除了獎學金的補

助，更進而針對「百年樹人獎助學金」專案受助學生舉辦徵文比賽，共有69位學生投稿，

由教師聯誼會、法緣會、慈基會等單位評審後，進入決選者共有37位，再自其中選出前三

名。

而每年的三節關懷工作，則是慈基會的重要例行活動。除了個案關懷，法鼓山歲末大關

懷共於八個地區舉辦，端午關懷於二十三區、中秋關懷於二十一區、重陽關懷則於四十七

區舉辦。除此之外，另有各地關懷列車活動的推展，包括台中安心服務站每月定期關懷大

里仁愛醫院病患，及大里菩提仁愛之家等；南投、竹山、東勢安心服務站則定期舉辦念

佛、禪坐、法會等共修，落實法鼓山的關懷。

在關懷人才的培訓方面，慈基會延續舉辦慰訪實務研討、聯絡人成長營。因應海外救援

工作的增加，今年並於農禪寺舉辦四梯次派赴國外救援人員培訓班的教育訓練，或是安排

學員參加教育部舉辦的各項專業知能研習，協助成員們進行專業能力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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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21日，法鼓山舉行落成開山大典。特地選在觀音菩薩成道紀念

日這天進行，「大悲心起」更是這項開山大典所有系列活動的精神總標竿，

充分凸顯整個法鼓山和觀世音菩薩自創建開始就緊密連結的奇妙因緣。

從小即修行觀音法門的聖嚴師父明白地指出，法鼓山從最初起就是觀世音

菩薩道場，「就是要學習觀世音菩薩的大慈大悲，千手千眼」。所以，「大悲

心起」本就是法鼓山的精神。

1989年間，正當眾人在為日後擴大濟世弘法的場地苦尋不著時，聖嚴師父

和上百名僧俗四眾齊誦二十一遍〈大悲咒〉，靠著觀世音菩薩的指引，順利地

在金山覓得這塊寶地，也才有今天的法鼓山。

開山前，法鼓山全體本著觀世音菩薩的精神，致力於心靈環保方面的推

動。開山之後，法鼓山更希望藉此積極、誠摯地鼓勵世人共同生起大悲心。

除了熱烈邀請全球各界參與這場盛事，還要藉此啟發大眾一起學習觀世音菩

薩的慈悲與智慧。

法鼓山落成開山專輯



落成開山系列活動首先登場的是持咒三部曲，第一部曲為自2005年7月1日

開始的全球性「家家戶戶持大悲咒．祈大平安」活動，這項活動長達四個

月。

內容是在法鼓山全球資訊網首頁上設一塊專區，提供四方信眾及社會大眾

透過網路持誦〈大悲咒〉或「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整個持咒活動進行到

10月21日，計有逾十萬人次上網參加。

第二部曲為9月25日至10月15日，僧團弘化院在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禪

堂推出「大悲心起──精進21」持咒活動。整場活動以馬拉松接力的方式，

連續二十一天，每天二十四小時不間斷持誦〈大悲咒〉，約有五千多人參加。

活動於10月15日中午圓滿，為了效法觀世音菩薩慈悲救濟的精神，當天還

以「焰口法會」做為整個精進持咒的總迴向，引領參與信眾以「身敬、口

誦、思惟」三業清淨的心，祝福十方眾生。

另外，自10月1日起至正式開山的21日止，一項由法鼓山全球各地的分支道

場、共修處共同發起的「全球心連心大悲咒共修會」也盛大展開，正式進入

「持咒三部曲」的第三個階段。

其間，無數信眾就近前往居住所在地的共修道場，踴躍參與這場跨海的持

咒盛會。由於各地共修盛況空前，引起全球各界和社會大眾的關注及共鳴，

許多媒體紛紛大幅報導，讓全球民眾得以一起分享法鼓山成長茁壯的喜悅。

法鼓山向來戮力

於 心 靈 環 保 的 推

廣，期許以「從心

探索人類大願景」

做為主要訴求的三

場國際座談會，便

是在這樣的理念下

成為法鼓山落成開

山大典的重要活動

之一。

這三場座談會分

別是「世界佛教領

袖座談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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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學術座談會」及「世界宗教領袖座談會」，於10月20日至22日在台北圓山

飯店國際會議廳進行，廣邀海內外各宗教、精神領袖與佛學學者參加，每場

都吸引數百位關心心靈提昇運動的專家和民眾參與。

會中，聖嚴師父籲請現場貴賓，在二十一世紀共同努力，使所有宗教在多

元文化的地球村共存共榮，將地球村建設成人間的淨土、人間的天堂。

法鼓山落成開山系列活動，於靜態部分包括多項兼具有歷史深度與人文質

感的系列展覽，分別是9月下旬的「觀音文獻特展」，開山當天開展的「一步

一腳印，建設人間淨土──十六年成果展」及法鼓山「開山紀念館」的展出。

率先登場的是9月25日開展的「觀音文獻特展」，這是由中華佛學研究所圖

書資訊館主辦，許多展出內容都是收集自國外的歷代精品，極為難得和珍

貴。

開山紀念館則規畫有「榮董功德堂」、「流芳堂」、「祖堂」、「我們的師父」

四個展區，足以讓人充分感念法鼓山開山之前，種種蓽路藍縷的艱辛。

「一步一腳印，建設人間淨土──十六年成果展」更要讓民眾分享法鼓山多

年耕耘的成果，同時感恩一路護持法鼓山成長的信眾。

特別的是，國立故宮博物院為共襄法鼓山開山盛事，亦於10月7日推出「佛

光普照：院藏佛經佛畫珍品展」，展示的三十餘件故宮珍藏佛經與佛畫，皆為

難得一見的手工繕寫、裝幀珍品，受到社會大眾的矚目和喜愛，亦為開山系

列活動增添一個兼具智慧與藝術氣息的項目。

10月21日落成開山

大典當天有來自四面

八方，包括政經界、

媒體界、藝文界等多

位知名貴賓，以及教

界諸山長老、道友，

法鼓山全球護法信

眾，共同給予法鼓山

最誠摯的祝福。

有別於一般慶典熱

鬧喧騰的場面，當天

整場落成開山大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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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禁語持咒」做為活動進行的主軸。

禁語，為表示對開山盛事的慎重和對十方眾生的恭敬；持咒，是要藉助諸

佛菩薩的加持來感恩萬物和大地。法鼓山更希望能藉由這場別開生面的安

排，鼓勵眾人啟發自心珍寶，成就心靈環保理念的推動。

一萬五千多位來賓依序進山，在義工和法師的引導下，分別朝向十條灑淨

路線前進，全場一片寧靜與祥和。

各自就位後，聖嚴師父及24位海內外貴賓共同揭開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

藥師佛前的佛幔。在揭幔儀式後，緊接著由19位教界長老為全區六座佛像舉

行開光儀式。

這場開山大典除了灑淨、揭佛幔和佛像開光儀式外，法鼓山上的一磚一

瓦、一草一木，以及所有的軟硬體設施，對於當天到場的近萬名全球海內外

長年護持法鼓山的信眾來說，尤其意義非凡。這些長年護法的信眾都是以遊

子回到心靈家鄉的心情，分享法鼓山開山的喜悅，而這份感動也將繼續堅定

他們一同護持法鼓山的信念。



當天，法鼓山並於全球資訊網上同步實況直播這場盛大莊嚴的開山典禮，

透過網路直播的方式，讓無數海內外不克親自到場的信眾能夠同時參與這場

盛會，分享歡喜。

莊嚴隆重的開山儀式之後，一項「大悲心起音樂禮讚」隨即登場。婉轉、

溫潤的旋律，讓全場貴賓接受一次佛化樂音的美妙洗禮。

在開山大典之後，10月22、23日晚上法鼓山又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二

場「大悲心起音樂感恩晚會」，22日當天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宗教領袖與佛教

學者共襄盛舉；23日則是安排「榮董感恩晚會」，以感謝全球資深護法信眾，

每天約有二千多位來自海內外護法信眾與會。

開山的多項系列活動於10月21日達到最高潮，但仍有許多海內外護持法鼓

山的信眾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及時親身與會。

法鼓山特地於開山大典後的連續九個週末假日，也就是10月22、23、30

日，及11月5、6、12、13、19、20日，擴大舉辦「開山分享月」系列活動。連

續一個月的活動，總計約有近七萬人次參加。

為了感謝眾多信眾的參與和支持，以及十方諸佛菩薩，諸山長老、法師對

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的加持與愛護，法鼓山特別在10月29日舉辦「供佛齋僧

暨心靈饗宴大會」。這是法鼓山首次舉辦供佛齋僧大會，禮請約一千七百餘位

僧眾出席。

106

2005



107

供佛齋僧活動圓滿後，並舉辦「五大士焰口」法會，計有五千多人參與，

也為整個落成開山系列活動畫下圓滿句點。

十六年來，法鼓山能夠在艱辛中逐步創建，主要都是在各界護法菩薩點滴

涓輸的齊力護持下，才得以逐步前進。而法鼓山舉辦落成開山大典，絕非意

味一個階段的結束，更象徵另一個全新的開始。

誠如聖嚴師父所說：「開山的意義，是開啟人人心中的寶山，讓人們學習

如何去成就智慧、慈悲心，共同為我們的社會、我們的世界提供和諧、平

安、快樂、健康。這個工作是永遠做不完的，只要有人出生，就有心中的山

要開，因此，這個山是無盡藏，是一個開不完的寶山。」

法鼓山以此因緣，邀集來自全球各界的貴賓，凝聚共同的志業。所以，不

是落成開山這天才要生起大悲心，法鼓山邀請大家無時無刻不一起參與建設

人間淨土，努力開墾自己內心所擁有的無盡藏寶山，這才是法鼓山舉辦開山

大典的真正意義。



07.01 10.21

為迎接法鼓山落成開山典禮，

法鼓山首先自7月1日起至10月21

日推出一項全球性的「家家戶戶

持大悲咒．祈大平安」活動，這

項活動長達四個月，受到全球信

眾非常熱烈的關注和響應。

同時在法鼓山全球資訊網首頁

上設立一塊專區，提供四方信眾

及社會大眾透過網路持誦〈大悲

咒〉或「南無觀世音菩薩」聖

號。據統計，活動期間有逾十萬

人次上網參加。

這項活動鼓勵大家以感恩的心隨喜持咒，無論是在地球上哪一個角落，在

家或在任何方便的場所，都能用功精進，同時為全世界祈願祝福平安。法鼓

山各地分支道場並提供持咒卡、〈大悲咒〉文、〈大悲咒〉教念CD等。

持咒專區網頁的內容包括：「持咒的意義／方法」、「持咒功德」及「網上

持咒」等單元，深入淺出地介紹「持咒」的意義和方法外，並以問答方式，

為一般人對於持咒可能產生的疑惑提供解答。

網頁上並設有「持咒次數功德榜」，刊出網友參與持咒活動的情形，詳列各

地區參與活動網友的持咒次數，以及首頁上列出「總參與持咒人數」、「總參

與次數之計數器」等統計數字，期盼更多人將這份自利利人的善念、成就自

身的功德，化為對法鼓山和全世界的祝福。

09.25 10.15

9月25日至10月15日，在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禪堂推出「大悲心起──

精進21」持咒活動。這是繼網路上的「家家戶戶持大悲咒．祈大平安」活動

之後，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之前，第二個系列熱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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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持咒人員以馬拉

松接力的方式，連續二

十一天，每天二十四小

時不間斷持誦〈大悲

咒〉。這也是法鼓山園區

禪堂自落成以來，首次

舉辦的大型活動，約有

五千多人次參加。

整場持咒人員分成精

進、隨喜二組，其中精

進組又分為二十一天、

十四天及七天等組別，

約有三百多人報名參加。活動在僧團法師帶領下，每天早、晚展開環山灑

淨，除了預告法鼓山即將落成啟用，並以誠摯的心意祝福這塊土地上的一切

眾生。

這場空前的持咒盛事，是海內外僧俗四眾非常難得的精進共修機會。活動

期間完全禁語，參與信眾隨著拜佛、繞佛、坐念、止靜等儀軌，不斷持咒，

即便於出坡、用齋、盥洗時，也一樣用心默念〈大悲咒〉。

為了成就這場持咒活動，僧團有18位常住法師全力投入，共同帶領信眾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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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持咒；不少專職、義工更是全程參與二十一天的持咒，勇猛精進的精神令

人感動。

活動於10月15日中午圓滿，當天下午還舉辦「五大士焰口法會」，為整個活

動做總迴向。

09.25 12.07

為了慶祝法鼓山即

將落成開山，9月25日

至12月7日中華佛學研

究所特別於法鼓山世

界佛教教育園區圖書

資訊館舉辦一項「觀

音文獻特展」。這項和

在禪堂進行的「大悲

心起──精進21」持

咒活動幾乎同步推出

的特展雖屬靜態，卻

同樣是法鼓山開山大

典前的重要前奏曲。

法鼓山是一個觀音道場，以觀世音菩薩的悲願和度化眾生的種種行誼做為

弘化、利益眾生的根本學習典範。因此，在法鼓山將邁向另一全新里程碑之

際，舉辦這場難得的「觀音文獻特展」，別具意義。

「觀音文獻特展」的展區從圖資館外的雀榕小徑開始，一幅幅自北齊到民國

的歷代觀音圖像，懸掛於圖資館的窗台上，生動展現觀世音菩薩種種慈悲化

身，讓所有蒞臨法鼓山並參觀這些圖像的貴賓和信眾深受薰陶。

展覽作品包括美國聖路易斯美術館（The Saint Louis Museum）、那爾遜——

阿特金斯美術館（The Nelson-Atkins Museum）所提供的宋代木雕金漆觀音及

遼代木雕彩繪觀音圖像，十分珍貴。

在二樓迴廊展出的，有民眾發心捐贈的觀音畫作和石雕；三樓文獻展區則

展示了相關期刊、論文及圖書等，字句之間充滿了後人對觀音菩薩的敬意與

思惟。四樓展示的是以觀音菩薩為主題的多媒體動態資料展，充分表現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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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種種化身，形貌活潑生動。

展區雖然沒有富麗堂皇的布置，但每個角落都有令人驚豔的設計，讓參觀

者得以親近菩薩的身行。在21日下午落成開山大典結束後，隨即有不少民眾

和貴賓湧入圖資館參觀展覽。這場觀音特展，於12月7日圓滿落幕。

10.01 21

10月1日至21日止，法鼓山全球信眾幾乎全體熱烈地總動員起來。一項由美

洲、澳洲、亞洲和全台各地的分支道場、共修處共同發起的「全球心連心大

悲咒共修會」，緊鑼密鼓地於各地輪流接力展開，許多信眾就近前往居住所在

地的共修道場參與。

「全球心連心大悲咒共修會」為一環繞全球的持咒活動，首先自10月1日起在

台灣的基隆精舍、台南分院、高雄紫雲寺、高雄三民道場，以及海外的香港分

會、加拿大多倫多聯絡處、美國拉斯維加斯聯絡處展開。位於美國德州的達

拉斯聯絡處不但在大悲懺法會中持咒迴向，舉辦「小法鼓」共修活動時，小

菩薩們也一起持〈六字大明咒〉，給予祝福；位在南半球澳洲雪梨聯絡處的信

眾們，平常以中文、英文、廣東話三種語言溝通，在此次共修會上，則是齊

一音聲誦持〈大悲咒〉。

這個環繞全世界的持咒活動，充分展現了佛法無疆界，以及法鼓人的同心

共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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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心連心大悲咒共修會巡迴日期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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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

中部海線

南投

彰化

豐原

員林

羅東

羅東

花蓮

羅東

台東

羅東

宜蘭

羅東

羅東

花蓮

羅東

台東

羅東

拉 斯 維 加 斯

（每日七遍）

多倫多

拉斯維加斯

新澤西州

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

溫哥華

拉斯維加斯

東初禪寺

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

東初禪寺

新澤西州

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

東初禪寺

拉斯維加斯

香港

新加坡

泰國

馬來西亞

香港

泰國

香港

新加坡

馬來西亞

香港

香港

新加坡

泰國

馬來西亞

香港

泰國

香港

新加坡

墨爾本

基隆

桃園觀音共修處

松山、林口、中

和、永和、石牌、

中壢

士林、天母、大

同、中正、萬華、

樹林

北投、社子、板

橋、土城、文山、

石牌、桃園

中山、淡水、新

店、新莊、金山萬

里

淡水、內湖

基隆

桃園觀音共修處

松山、中和、永

和、林口、石牌、

中壢

士林、天母、大

同、中正、萬華、

樹林

社子、板橋、土

城、文山、石牌、

桃園

中山、淡水、新

店、新莊、金山萬

里

10月1日

10月2日

10月3日

10月4日

10月5日

10月6日

10月7日

10月8日

10月9日

10月10日

10月11日

10月12日

10月13日

台南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高市南區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台南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台南

高市南區

高雄三民道場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台南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台南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高市南區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台南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台南

高市南區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113淡水

基隆

桃園觀音共修處

松山、林口、中

和、永和、石

牌、中壢

士林、天母、大

同、中正、萬

華、樹林

社子、板橋、土

城、文山、石

牌、桃園

中山、淡水、新

店、新莊、金山

萬里

淡水

中部海線

南投

彰化

中部海線

宜蘭

羅東

羅東

花蓮

羅東

台東

羅東

宜蘭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台南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屏東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高市南區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台南

屏東潮州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台南

高市南區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

多倫多

東初禪寺

德州達拉斯

新澤西州

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

香港

新加坡

泰國

香港

泰國

香港

新加坡

墨爾本

雪梨

墨爾本

10月14日

10月15日

10月16日

10月17日

10月18日

10月19日

10月20日

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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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 (2006.01.15)

為共襄法鼓山落

成開山盛事，國立

故宮博物院特別自

1 0 月 7 日 至 明 年

（2006年）1月15日

於正館 2 0 4 、 2 0 6

室，展出一項「佛

光普照：院藏佛經

佛畫珍品展」，內容

包 括 清 宮 典 藏 佛

經 、 佛 書 二 十 餘

件，皆為國寶級的

珍稀文物，藉此和

大 眾 結 佛 緣 、 善

緣，也讓法鼓山的開山活動更增添一個兼具智慧與藝術氣息的項目。

這項特展組合了佛經、佛畫，是故宮首次嘗試的展出方式。故宮博物院院

長石守謙在開展記者會上表示，這次展出的宮廷藏品，精緻華美，正巧和緊

鑼密鼓進行中的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系列活動互相呼應，因緣相當殊勝。

展出的內容包括：宋元明三朝十二部名家、出家眾繕寫的經典，如《金剛

經》、《大方廣佛華嚴經》等大乘經典；以及宮廷所藏《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

界金剛智經》、《吉祥喜金剛集輪甘露泉》等密教經典；其中，亦有書畫名家

張即之、趙孟頫、董其昌等人的作品，足徵他們一生求藝之外，還有渴求佛

法的內心世界。

佛畫則由佛教藝術專家、故宮圖書文獻處研究員精選十三幅代表性佛畫，

表現形貌各異的漢傳、藏傳各宗對於佛、菩薩、天王、羅漢等造像的詮釋，

以及獨具巧思、布局綿密的經文經塔和心鏡圖，呈現多樣豐富的佛教藝術。

由於這項展覽和法鼓山關係密切，共有來自法鼓山僧團法師和悅眾約有四

十多人，特地前往參加10月6日開展前的記者會。

代表聖嚴師父出席的僧團首座和尚暨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在會中強

調：「佛教藝術不單純為美而美，而是表達佛智慧的方便善巧。就像此次展

出的《金剛經》，在書法底層蘊含著佛的大智慧。」



10.15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本日舉辦

一場盛大的「五大士焰口」法會，這

是自9月25日起連續二十一天以來，

僧團在法鼓山園區禪堂推出「大悲心

起──精進21」持咒活動的一個總迴

向。

活動在本日下午於園區接待大廳祈

願觀音殿進行，由僧團果醒、果建、

果祺、果元、果興5位法師擔任金剛

上師，共有一千七百多位來自全台各

地的信眾參加。人潮不僅擠滿整個祈

願觀音殿，接待大廳五樓及七樓的第

二、第三佛堂，亦同樣座無虛席。

這場法會的舉辦目的，是為了效法

觀世音菩薩慈悲救濟的精神，引領參與信眾以「身敬、口誦、思惟」三業清

淨的心，救度地獄的鬼道眾生。由於南亞海嘯甫發生不久，法會特地為震災

罹難者設立往生蓮位，期望藉由眾人的加持和願力，為罹難者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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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世界宗教團體投入淨化人心、淨化社會，建立跨宗教與跨國溝通的

平台，法鼓山落成開山系列活動規畫了三場國際座談會，於10月20日至22日

在台北圓山飯店國際會議廳進行，廣邀海內外各宗教、精神領袖與佛教學者參

加。首場為「世界佛教領袖座談會」，邀請8位來自世界各地的佛教領袖進行

討論，由世界華僧會會長淨心長老及緬甸西塔古（Sitagu）國際佛學院院長尼

亞尼沙拉（Ashin Nyanissara）主持，聖嚴師父亦出席開幕式並發表談話，約

有四百人到場聆聽。

上半場會議主題為「全球問題的概觀」，與會的佛教領袖皆不約而同提出

「共生」的概念，做為達到永久和平的對策。針對當前世界所面臨的問題與危

機，包括核武的威脅、國家與種族之間的衝突、自然環境的破壞等，國際佛

光會世界總會會長星雲法師表示，佛法的「平等」、「生權」可協助人們解決

問題。日本淨土宗宗務總長水谷幸正則表示，人們必須擁有「愚者的自覺」、

「世界共生」的觀念。而西藏甘丹赤巴、越南中央佛教團副主席智廣法師則表

示，人類的貪欲與思想的惡念是造成問題的起因，世人應對此有所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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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場會議主題為

「從心探索解決全球問

題的方針」，中國大陸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聖

輝法師指出，佛法的生

死輪迴觀可幫助現代人

重新找到生命的意義、

解除對死亡的恐懼。印

尼一乘禪寺住持定盛法

師認為，實踐謙遜、無

貪、分享等價值觀，可

讓人們的生活品質更加提昇。美國羅徹斯特禪修中心住持Ven. Bodhin Kjolhede

則表示，淨化自心、共生共存是面對問題之道。

全場會議透過多種語言翻譯，將各國佛教領袖的談話內容清楚地傳達給與

會者，會議於中午十二點半圓滿結束。

另外，法鼓山在19日晚上於台北圓山飯店舉行國際座談會的迎賓晚宴，共

有來自全球各地受邀參與三場座談會及10月21日落成開山大典的貴賓及宗教

領袖，約近一百人出席參加，彼此分享交流，聖嚴師父並蒞臨致辭。

世界佛教領袖座談會與談名單

主持人

與談人

‧淨心長老（台灣，世界華僧會會長）

‧尼亞尼沙拉（Venerable Dr. Ashin Nyanissara；緬甸，西塔古（Sitagu）國際佛學院

院長）

‧星雲法師（台灣，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會長）

‧龍日南傑仁波切（His Holiness Tri Rinpoche Longrig Namgay；西藏，格魯派第101

任甘丹赤巴）

‧智廣法師（Most Venerable HT. Thich Tri Quang；越南，中央佛教團副主席）

‧水谷幸正教授（Venerable Kosho Mizutani；日本，前佛教大學校長暨淨土宗宗務

總長）

主持人

與談人

‧淨心長老

‧尼亞尼沙拉（Venerable Dr. Ashin Nyanissara）

‧德首豐（Most Ven.  Phra Thepsophon；泰國，朱拉隆功佛教大學校長）

‧聖輝法師（中國大陸，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

‧定盛法師（印尼，印尼一乘禪寺住持）

‧ Ven. Bodhin Kjolhede（美國，羅徹斯特禪修中心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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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全球不同信仰的宗教領袖於圓山飯店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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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在世界佛教領袖座談會上致辭。

The Earth Charter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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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座談會邀請來自各地關心人類未來的宗教、精神領袖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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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國際

座談會第二場「世界佛學學

術座談會」，本日下午在台北

圓山飯店國際會議廳召開，

由中華佛學研究所副所長惠

敏法師與美國維吉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Virginia）榮譽

教 授 傑 佛 瑞 ． 霍 普 金 斯

（Jeffrey Hopkins）共同主持；

邀請來自美國、印度、中國

大陸的佛學學者，從佛教思

想探討當前全球經濟、社

會、溝通各方面的問題，並

提供未來眾生和平發展的對策，以期達成世界永續生存的目標。

上半場座談以「從佛教教育、文化談災難救助與終止貧窮」為主題，主持

人惠敏法師首先開場指出，佛教團體參與救災和濟貧由來已久，對此貢獻良

多。日本龍谷大學芳村博實教授則強調雙向溝通，才能讓佛法深植人心，減

輕人類之苦。印度德里大學佛學研究所所長沙洛（K. T. S. Sarao）教授從佛教

倫理的角度指出，佛教反對欲望，但不否定財富，只是必須取用如法。中國

大陸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馮達文提出「三法印」中「無我」的教法，是佛

教落實社會關懷的基礎。

下半場座談則以「從佛教教育、文化談和平與人類永續發展」為主題。日

本立正大學佛教學部部長三友健容教授表示，世界和平先要宗教和平，因而

信仰不應該淪為「原理主義」，封閉自己思辯的能力和寬容的氣度。美國維吉

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教授卡倫‧藍（Karen Lang）則以《淨八偈

經》和中觀思想為例，呼籲社會淨化自心，創造有效的溝通。中國大陸南京

大學哲學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長洪修平則回顧人間佛教的思想，肯定法鼓山

投入心靈環保的努力。

最後，主持人之一的傑佛瑞教授（Jeffrey Hopkins）總結道，佛教教導我們

不為表相所矇蔽，讓人類找到真正應該做的事，充分體現宗教的內涵。

座談會於下午六點，在熱烈的討論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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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10月21日在萬眾期待中，「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終於在台北縣金山鄉法

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正式登場。

陳水扁總統、台北市市長馬英九等國內政要，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宗教領

袖、佛教界的諸山長老、藝文界人士、各大媒體負責人及遍布海內外的法鼓

世界佛學學術座談會

主持人

與談人

‧惠敏法師（台灣，中華佛學研究所副所長）

‧傑佛瑞‧霍普金斯（Jeffrey Hopkins；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榮譽教授）

‧芳村博實（日本，龍谷大學教授）

‧馮達文（中國大陸，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沙洛（K. T.  S. Sarao；印度，德里大學佛學研究所所長）

與談人 ‧三友健容（日本，立正大學佛教學部部長）

‧洪修平（中國大陸，南京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

‧卡倫‧藍（Karen Lang；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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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信眾，總計有一萬五千多人齊聚

法鼓山，共同為大典帶來誠摯的祝

福。

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以「大悲心

起」為活動主題，有別於許多慶典

熱鬧喧騰的場面，落成開山大典特

別以「禁語持咒」為活動主軸，希

望能藉由典禮呈現法鼓山是一個啟

發眾生自性，以禪修教育、弘揚漢

傳佛教為方向的道場。

此次前來參與盛會的貴賓與信

眾，紛紛感受到此次活動的特殊氣

氛，於入山時便自動禁語，分十條

灑淨路線依序前進，全山頓時籠罩在莊嚴的氛圍裡。

十點二十分，鼓聲與鐘聲齊鳴，聖嚴師父與國內外貴賓共同揭開佛幔，釋

迦牟尼佛、阿彌陀佛及藥師佛三尊佛像法相立即示現在眾人面前，在法鼓鐘

聲與巨大佛幔漫布全場之際，在場觀禮的貴賓與信眾內心充滿無限感動；隨

後諸山長老為佛像說法開光，象徵佛菩薩的慈悲精神普照世人，也為法鼓山

的開山寫下歷史性的一刻。典禮在揭佛幔、佛像開光的儀式之後，法鼓山也

正式宣告開山。

結束莊嚴隆重的佛教儀式之後，會場緊接著以「大悲心起音樂禮讚」，慶祝

法鼓山邁向新紀元。在交響樂、合唱團及聲樂家的合力演出下，溫潤有致的

佛法梵音在和諧的演出中傳達給在場的每一位貴賓，全山隨著現場同步連線

共同沐浴在莊嚴和悅的音聲中。

典禮最後，聖嚴師父於會場中開示。師父首先歡迎來自國內外的貴賓與信

眾前來參加典禮，表達由衷的感謝；並表示，法鼓山的創建是集合眾人的心

力而成，在正式開山之後，也需要更多人的護持與投入。在師父的開示後，

典禮圓滿結束。

當天典禮活動的全程，在全山十六處看台播放，並透過網路同步轉播，讓

無法親自與會的海內外各界人士也得以共襄盛舉，有如臨現場一般。

活動結束後，現場全體觀禮的貴賓、信眾用完午齋後，隨即展開園區內的

參訪行程。大家依舊是在禁語祥和的氣氛中，靜靜體會法鼓山十六年開山的

建築成果，也回味著聖嚴師父在開山大典中所說：「建築物要有意義、發揮

作用，就要用它來做對社會與世界有用的事」，因此而對法鼓山的理念與作法

有了更深一層的體認和護持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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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山大典議程表

落成開山大典揭幔貴賓

大殿

開山觀音區

禪堂

祈願觀音殿

第一次擊法鼓

大悲心起萬人持咒活動

第二次擊法鼓

灑淨開山

全場持誦〈大悲咒〉

第三次擊法鼓

揭幔、護幔、迎幔、展幔儀式

四處六座佛像開光儀式

大悲心起音樂禮讚

聖嚴師父致辭

佛前大供法會

溫馨禪悅午膳

分享法鼓山－－園區導覽系列活動

圓滿返家

10：35

11：00

11：30

12：00

12：30

13：30

15：30

07：30

09：00

09：20

09：30

10：00

10：15

10：20

聖嚴師父

陳水扁

馬英九

李連杰

林青霞

林懷民

王俠軍

賴國洲

江奉琪

江霞

陳剛信

胡元輝

張樹森

王克捷

劉忠繼

張榮華

嚴智徑

林聖芬

黃素娟

吳阿明

Jeffrey Hopkins 

Rabbi Awraham Soetendorp

Holiness Sheikh Saliou Mbacke

甘丹赤巴

水谷幸正

林顯政

黃友三

王崇忠

談曉東

張清全

李耀文

黃詹愛

鄭文烈

孫謝瑾洲

法鼓山創辦人

總統

台北市市長

表演藝術工作者

表演藝術工作者

雲門舞集創辦人

琉園創意總監

台灣電視公司董事長

中國電視公司總經理

中華電視公司總經理

民間全民電視公司總經理

公共電視總經理

東森電視董事長

中天電視總經理

八大電視總經理特助

三立電視總經理

年代電視執行副總經理

《中國時報》社長

《聯合報》總編輯

《自由時報》發行人

美國佛教學者

荷蘭宗教領袖

非洲宗教領袖

藏傳佛教格魯派代表

日本宗教領袖

法鼓山護法信眾代表

法鼓山護法信眾代表

法鼓山護法信眾代表

法鼓山護法信眾代表

法鼓山護法信眾代表

法鼓山護法信眾代表

法鼓山護法信眾代表

法鼓山護法信眾代表

法鼓山護法信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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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1

1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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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數字為全區

十六個看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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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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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於落成開山大典上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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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成開山大典呼籲眾人發起大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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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報 導

總統陳水扁（右一）與台北市市長馬英九（右三）

出席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給予祝福。



Rabbi Awraham
Soetendorp

Jeffrey
Hopkins

Tri Rinpoche Longrig
Nam-gay

Saliou
Mbacke

133

來自印度的全印Seva運動創辦人

His Holiness Swami Dayananda

Saraswati。

世理會祕書Bawa Jain（左）與世理會

理事Rt. Rev Riah Abu EI-Assal（右）等

國際貴賓。

嚴長壽總裁（右一）接待來自荷蘭的地球憲章委員會委

員兼猶太教拉比（Rabbi Awraham Soetendorp）與其夫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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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 Most Ven. Phra Thepsophon

18

9

3

3

3

18

淨心長老為此次落成開山大典暨

相關系列活動的榮譽總召集人。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聖輝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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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成開山大典19位諸山長老開光偈語

．大殿

聖嚴師父

仁俊長老

守成長老

真華長老

淨心長老

圓宗長老

明義法師

聖輝法師

心定法師

廣聲法師

大雄世尊天中之天

法王中王大覺金仙

娑婆教主遊化人間

常住在世靈山法筵

佛光普照於十方

一切實相昭彰彰

示眾徹悟淨實相

涅槃無住菩提揚

釋迦慈悲行方便

示現娑婆度有情

為實施權無畏說

末演法華顯究竟

福德巍然無等倫

智慧淵博海樣深

慈能與樂悲拔苦

稽首禮敬佛世尊

十二大願誓宏深

娑婆苦海濟沉淪

眾生有求皆感應

法界有情沐慈恩

藥師如來琉璃光

燄網莊嚴無等倫

消災植福延壽王

悲心救苦降吉祥

藥師如來誓宏深

琉璃世界度群生

法鼓徹響天籟聲

農禪契悟智慧生

四八洪願阿彌陀

極樂慈悲顯泰和

無量光照無量壽

福田廣植歡慶多

法幢高樹

智慧花開

鼓響振動

萬千眾來

十方諸佛太虛空

百億分身顯現同

變化萬般碧玉相

莊嚴千尺紫金容

．禪堂

．祈願觀音殿

寬裕長老

晴虛長老

心茂法師

法鼓雷鳴震中外

靈山勝會今重開

世尊駕蒞莊嚴殿

放光動地萬眾來

無上師子釋迦尊

大覺悲智融乾坤

慈風普被娑婆界

法雨滋潤天地春

靈山會上，佛陀拈花微笑

正法眼藏，親授迦葉長老

達摩東來，單傳參悟法要

法鼓得脈，代代高僧得道

淨良長老

淨海長老

傳道法師

法鼓宗風震大千

廣弘法化利人天

觀音普灑甘露水

蒙恩皆發菩提心

最勝妙智觀自在

普現光明照世間

不捨慈悲遍塵剎

常在苦海度眾生

觀機施教號圓通

音相示現遍十方

大悲救苦常與樂

士夫證真普稱揚

．開山觀音公園

廣元長老

明光法師

全度法師

觀音大士號圓通

久證佛果正法明

倒駕慈航輔彌陀

三十二應度眾生

聞塵清淨證圓通

觀空觀有觀自在

尋聲救苦觀世音

千處祈求千處顯

古佛如來正光明

現身妙莊觀世音

點開大士慈悲像

尋聲救苦度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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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4
18

18

弘誓學院昭慧法師。

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長老出

席「世界佛教領袖座談會」。

福嚴佛學院院長厚觀法師（右一）、淨照法師（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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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界人士齊聚法鼓山上為法鼓山祝福。

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 表演藝術工作者林青霞（左）、李連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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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9

各地護法信眾，歡喜參與盛會。



48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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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全台各地的信眾們齊聚法鼓山上，以持咒聲帶給法鼓山最誠摯的祝福。



48

33
22

21 150

10

140

2005

48位護法信眾代表迎佛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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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圓滿後，來自各地的護法信眾在義工引導下，展開園區參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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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1

特 別 報 導

落成開山大典之前，場地組義工同心協力以接龍方式搬置座椅。



2004 7

150

100
80

143

香積組義工在禁語中，完成大典所需的一萬

五千個便當。

環保組義工早在大典前幾天，即上法鼓山清

掃全山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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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200

400

100

1800

1021

10

10 18
10 21

專案小組總執行長劉偉剛。

專案小組節目策畫陳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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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小組與義工們用心規畫每個場地的布置細節。



10.21 (2006.02)

為歡慶法鼓山落成開

山，10月21日至2006年2

月，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

園區特別於第一大樓五樓

展示中心，盛大舉行「一

步一腳印，建設人間淨土」

成果展，藉由各種照片、

影像與多媒體等展現方

式，詳細介紹十六年來法

鼓山致力推動的各項佛化

教育成果。

此成果展，主要是以聖

嚴師父創辦法鼓山的理念與精神為主軸，內容以大學院教育、大關懷教育以及

大普化教育三大主題來呈現。主辦單位希望透過此項成果展，讓大眾更進一步

瞭解法鼓山，並藉此共同分享這份開山的喜悅。

展場以一個圓柱做為中心，環繞圓柱的是聖嚴師父的世界行腳和國際弘法二

大濟世核心，再由此分別向四方展開三大教育主題。

「大普化教育」單元展示法鼓山大普化教育所推行的成果，除了持咒、法

會、心靈環保營以及佛學推廣外，還有多項禪修活動。

「大關懷教育」單元則有近年來法鼓山舉辦的各種佛化聯合婚禮、佛化聯合

祝壽、關懷弱勢、佛化奠祭、臨終關懷，以及國內、外救災行動等。

「大學院教育」單元中，可見中華佛學研究所、僧伽大學與法鼓人文社會學院

的辦學過程與建設，一同見證成長軌跡。

同時，大學院教育系統下的各單位，包括中華佛研所、僧大以及法鼓人文社

會學院等，於10月21日至11月20日也另外在園區的教育行政大樓一、二樓展出

多年耕耘的歷程與成果，吸引許多民眾參觀。這部分展出的內容皆由學生參與

策畫，展場以「悲願傳承，永續綿延」、「續佛慧命，法脈泉眼」為二大主

軸，深入呈現法鼓山的佛教教育理念，及法鼓山以「學院教育」為重點發展

的深意。

中華佛研所部分，透過文字與圖片的搭配，呈現該所多年來的辦學成果，包

括舉辦多次國際性學術會議、兩岸學術交流，以及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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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的網路發表等。

僧伽大學部分，則規畫了

「宗教師的時空交錯」以及

「繼往開來的宗教師」二大

子題，向大眾說明僧大辦學

宗旨在於培養宗教師，以傳達

漢傳佛教的知識。

而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則

以學校建築的初創模型與圖

文歷史大事記為展覽特點。

透過這些展出，點滴記錄

法鼓山十六年來的辛苦建

設，民眾可藉此深入地瞭解法鼓山，並讓曾經為法鼓山付出心力的信眾們，共

同回味過往、分享彼此的心得與感受。

10.22

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國際座談會第三場「世界宗教領袖座談會」，本日上午

於台北圓山飯店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全球重要的8位宗教與精神領袖共同研

討，以期跨越宗教、國界、種族等藩籬，聖嚴師父亦特別出席聆聽世界宗教

領袖的智慧之言。

上半場座談主題為「全球問題的概觀」，首先由天主教台中教區主教王愈榮

引言表示，全球問題的解決在於人心與內在價值的提昇。而東正教香港及東南

亞區大主教聶基道（Nikitas Lulias）表示，世界正面臨嚴峻挑戰，很多問題連

政府都無法解決，唯有正確的宗教觀念可以引導人心遠離痛苦。

信奉伊斯蘭教的美國紐約城市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教授Amir

al-Islam則說明，伊斯蘭教的教義教導人以純淨心靈面對事情，透過真誠的心

意來達到溝通的效果。

以色列耶路撒冷地區聖公會主教Abu El-Assal呼籲「和平」必須合乎正義，

正義的行為則奠基於人們正確的觀念，透過教育引導也是宗教的責任。會中

各宗教領袖達成共識，認為宗教不能只是口頭言說，而是要透過共同合作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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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教義傳遞給全人類。

下半場座談主題為「從心探

索解決全球問題的方針」，其中

全印度Seva運動創辦人Swami

Dayananda Saraswati表示，在

佛教傳統中「我」其實分為多

種層次，從心中的自己到社群

的自己，乃至於到國家的自己

和宇宙的自己，但真正說起

來，「我」又沒有任何不同，

唯一決定的是自己如何看待真

理。

Saraswati分析，在慈悲中沒有藩籬，沒有宗教、種族的對立和隔閡，不論是

基督教、猶太教或印度教都認同慈悲，可見慈悲本身就是解決之道。慈悲不但

在每個人心中，也是每個人都可實行的，人類透過愛、快樂以及慈悲等，是

可以化解彼此衝突的。塞內加爾非洲跨宗教和平互信運動協調人Sheikh Saliou

Mbacke則認為，克服自己內心的欲望與我執即是「聖戰」的意義。

會中，美國婦女和平運動共同主席Sister Joan Chittister並指出，基督教「靈

修」的意義在於將人內在的慈悲精神引導出來，慈悲會引領我們走向正確的

道路。

與會的領袖皆提出有助於解決全球問題的建議，整場會議在熱烈討論中進行，且達

到各宗教交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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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宗教領袖座談會與談名單

主持人

與談人

‧王愈榮主教（台灣，天主教台中教區主教）

‧ Rabbi Awraham Soetendorp（荷蘭，地球憲章委員會委員）

‧ His Eminence Nikitas Lulias （香港，東正教香港及東南亞區大主教）

‧ Reverend Dr. Joan Brown Campbell（美國，全球女性和平運動主席）

‧ Prof. Amir al-Islam（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教授）

‧ His Excellency Rt. Rev Riah Abu El-Assal（以色列，耶路撒冷地區聖公會主教）

與談人 ‧ His Holiness Swami Dayananda Saraswati（印度，全印Seva運動創辦人）

‧ His Holiness Sheikh Saliou Mbacke（塞內加爾，非洲跨宗教和平互信運動協調人）

‧ Sister Joan Chittister（美國，婦女和平運動共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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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 Lang

三場國際座談會為世界和平開啟新機。



Sheikh Saliou Mbacke

S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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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23

延續甫圓滿結束的「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10月22、23日二天晚上於台北

國際會議中心舉辦「大悲心起音樂感恩晚會」，由資深主播葉樹姍主持，每天

約有二千多位海內外護法信眾與會。其中，22日當天更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宗

教領袖與佛教學者共襄盛舉，現場氣氛溫馨而熱烈。

晚上七點半，由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兼任副教授張佳韻指揮的愚韻室內

管絃樂團，首先演奏〈法鼓山開山交響詩〉，為晚會揭開序幕；舞台上並同步播

放前一天落成開山大典活動的精彩畫面。

隨後由名歌手潘越雲、蕭煌奇、大小百合及楊烈等人演唱質樸婉約的台灣民

謠組曲。此外，晚會特別安排來自阿美族的馬蘭吟唱團，演唱原住民的天籟

美聲。接著，由有「音樂神童」之譽的八歲男童牛牛演奏中國樂曲、孟德爾

頌的隨想曲，以及高難度的蕭邦鋼琴獨奏曲等。

晚會最後，由愚韻室內管絃樂團以及近百位法鼓山合唱團、台北歌劇合唱

團，與張杏月、鄧吉龍二位男女高音共同演唱〈我們的師父〉與《法鼓山組

曲》，圓滿這場感恩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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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主辦單位於〈我們的師父〉與《法鼓山組曲》這二段節目

演出時，特別於舞台大銀幕上搭配播放聖嚴師父求學、弘法以及建設法鼓山

的紀錄影片。其中，也包含「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的精彩活動片段。

主持人葉樹姍在晚會將結束時，呼籲大家自今晚起就不斷說好話，做好事，

這樣才能轉好運，共同建設人間淨土，以感恩聖嚴師父諄諄教誨的恩澤。

10.21 11.20

「法鼓山落成開

山大典」的多項活

動於10月21日圓滿

結束，但為了與更

多人分享法鼓山落

成的喜悅，特地於

開山大典後連續九

個週末假日，於法

鼓山世界佛教教育

園區擴大舉辦「開

山分享月」系列活

動。

這段期間，總計

約有七萬人次參

加，其中透過護法

總會團體報名的全台護法體系信眾約八千人，其餘則為自行前往的信眾。

主辦單位僧團弘化院表示，此次規畫「開山分享月」乃是希望邀請全體護法

信眾「回家」，以分享法鼓山落成開山的喜悅。活動延續開山大典的氛圍，也

充分運用法鼓山的環境空間，發揮教育人心的功能。

分享月期間，於動態活動方面，每週六、日於園區第一大樓大殿舉辦「千億

持誦」——千人〈大悲咒〉共修會，每天六場，每場約有上百人參與持咒；園

區第二大樓三樓祈願觀音殿，則每半小時舉行一場「念念不離觀世音」《延命

十句觀音經》共修會，民眾可藉此感念每一個成就法鼓山觀音道場的因緣。

分享月並安排「祈願樹．平安果」活動，讓民眾在園區最高點「開山觀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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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將心中的祝福

與感恩透過祈願卡

結 滿 在 整 片 竹 林

上，象徵法鼓人同

心同願為自己和後

代子孫開啟大好年

的希望。

此外，為了讓上

山民眾能藉此培養

親子感情，主辦單

位特別在教育行政

大 樓 舉 辦 一 系 列

「觀音心‧親子情」

活動，包括在七棵雀榕樹下，聽大哥哥、大姊姊說觀音菩薩的故事，以及「巧

手慧心照月明」親子DIY活動，讓小朋友用黏土DIY捏塑出心中的觀音菩薩。

於靜態活動方面，則安排有「開山紀念館」展覽，民眾可以從中瞭解法鼓山

成長的點滴；以及「江心上的月影」時光隧道區，帶領民眾走入過往時光，

體驗聖嚴師父的人生歷程。連續一個月的「開山分享月」活動，使得園區處處

洋溢著溫馨和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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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山觀音公園

生命步道

禪堂三樓

七棵雀榕樹下

第一大樓六樓

第二大樓簡介館

第三大樓一樓圓形大廳

第三大樓階梯教室

第三大樓活動中心

第二大樓三樓祈願觀音殿

將祝福寫在祈願卡，掛在竹林上，象徵法鼓

人同心同願為後代子孫開啟大好希望。

朝山、行禪

禪修體驗課程

說觀音菩薩故事，畫心中的觀音菩薩

千人〈大悲咒〉共修會

觀賞法鼓山相關影片

江心上的月影──時光隧道區

千江有水千江月──螢光劇場區

巧手慧心照月明──親子DIY活動區

《延命十句觀音經》共修會

祈願樹‧平安果

朝禮觀音

千江禪悅

說書繪畫世界

千億持誦

認識法鼓山

觀音心．親子情

（觀音主題館）

念念不離觀世音

開山分享月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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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參觀成果展，重溫當時參與活動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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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落成開山各項展覽資訊

信眾們在觀賞展覽中，分享法鼓山成長的喜悅。

中華佛學研究所圖書資訊館

教育行政大樓一、二樓

園區第一大樓五樓

園區第一大樓三樓

國立故宮博物院204、206展覽廳

9月25日∼12月7日

10月21日∼11月20日

10月21日∼2006年2月2日

10月21日開館

10月7日∼2006年1月15日

觀音文獻特展

大學院成果展

「一步一腳印，建設人間淨土」十

六年成果展

開山紀念館

佛光普照：院藏佛經佛畫珍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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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

法鼓山本日

上午舉辦「供

佛齋僧暨心靈

饗宴大會」，

以禮謝十方諸

佛菩薩，以及

諸山長老、法

師對法鼓山落

成開山大典的

愛護。會中禮

請僧眾約一千

七百餘位，分

別於法鼓山世

界佛教教育園區第一大樓的大殿、副殿，以及第二大樓的祈願觀音殿進行，

約一千八百位義工參與服務。活動圓滿後，並於午後舉辦「五大士焰口」法

會，約有五千多人參與，為一系列落成開山活動畫下圓滿句點。

這是法鼓山首次舉辦供佛齋僧大會，上午九點鐘鼓齊鳴，首先由來自十方的

24位功德主，迎請主壇和尚聖嚴師父、世界佛教會僧會副會長廣元長老、《今

日佛教》創辦人之一廣慈長老、聖靈寺住持今能長老及高雄縣佛教會理事長心

茂法師。隨後，與會的長老、法師和信眾們同聲誦念《盂蘭盆經》，法音傳遍

會場內外，氣氛格外莊嚴肅穆。

法會後，聖嚴師父致辭表示，法鼓山歷經十六年來的努力，終於在21日落

成開山，除了感恩教界大德的支持和鼓勵，並希望未來大家能善用法鼓山，多

來這裡學習佛法。

接著，活動舉行佛前大供，由功德主向諸佛獻上素味淨果，供養十方諸佛菩

薩及諸天鬼神。之後，供僧齋宴正式開始，席間特別安排了表演節目，包括

金山大坪國小小鼓隊的二十四節令鼓、法鼓山合唱團演唱〈讚僧頌〉、〈三寶

歌〉、〈法鼓頌〉等，以音聲供養三寶，使齋僧現場成為清新的「心靈饗

宴」。

供齋後，長老們在接待人員的陪同之下，參觀法鼓山的各項建設，圓滿結束

法喜充滿的行程。



創 辦 人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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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主壇和尚為聖嚴師父（中）、廣元長老（右二）、廣慈長老（左二）、今能長老

（右一）以及心茂法師（左一）。



10 21

159

「供佛齋僧大會」在大殿中的第一會場，場面非常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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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普化教育是法鼓山推動的三大

教育之一，目的在弘揚正信佛法、

推廣心靈環保理念，讓佛法普及於

社會和家庭，讓人人開發心中的慈

悲和智慧寶山。

聖嚴師父今年在一場對專職的精

神講話中特別指示，法鼓山日後的

工作，皆須以「普及化、國際化、

年輕化」為目標，因此，大普化教

育在2005年中，除全力配合落成開

山系列活動的相關普化教育外，更

積極開發青年活動、接引青年學

佛。今年大普化教育茲就：修行弘

化、佛學普及、教育成長、文化出

版與推廣等四面向介紹說明如下：

修行弘化

禪修推廣是法鼓山普化教育的重

點項目，除例行舉辦的禪一、禪

七、禪十等精進禪修，以及已推廣

有成的「法鼓八式動禪──立姿」，

今年再推出坐姿禪，希望提供上班

族和社會大眾一個放鬆身心的禪

法。同時為落實禪法於日常生活

中，負責禪修推廣的傳燈院研發各

種禪修方法，包括生活禪、出坡禪

等，並於今年5月首度舉辦二期出坡

為籌畫法鼓山落成開山

而舉辦的一系列成長培訓，

可說是今年大普化教育一大重點。

從法鼓山理念的深化、專業知識培訓，

到多項新型態禪修課程，

對象更從一般社會大眾到青年學子，

在在展現法鼓山普化教育的廣度與深度。

聖嚴師父為民眾親授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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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師資培訓營，共有102位學員通過

考核並獲頒結訓證書，成為法鼓山

推廣出坡禪的生力軍。

在法會共修方面，今年首度舉行

的法會包括於4月的「法華法會」，

在祈求法華鐘製造順利的同時，引

領信眾體會大乘佛教的開闊氣度，

感受觀音道場法鼓山所推廣的菩薩

道精神。另外則是在歲末12月31日

舉辦一場「寧靜．感恩．祝福──朝

山跨年」活動，以朝山禮拜的佛教儀

式跨年，頗受青年人喜愛。

在例行法會共修中，法鼓山總本

山及各地分院針對各地不同的文化

和需要，舉辦各類型法會，提供不

同修行法門的信眾，有一固定精進

共修的機會，例如：觀音法門的大

悲懺法會、觀音法會；淨土法門的

念佛共修、淨土懺法會；地藏法門

的地藏法會、地藏懺法會。針對年

節而舉辦的有：新春普佛法會、元

宵燃燈供佛法會、浴佛法會、中秋

祈福消災法會等。

為接引剛入佛門的信眾所舉辦的皈

依大典，今年在農禪寺共舉辦四

場、在台南佳里舉辦一場，以及於

年初，聖嚴師父到全台各地關懷的

同時，亦舉辦多場皈依大典，均由

師父親自主持，總計約有一萬多人

皈依三寶。

佛學普及

由僧團佛學推廣中心所擔負的佛

學推廣工作，在這一年，仍朝「佛

學弘講」和「心靈環保讀書會」二

大方向推廣。

法鼓山園區大殿進行「寧靜．感恩．祝福──朝山跨年」活動，開啟法鼓山開山後的

嶄新元年。



在佛學弘講中，今年特別在南部

地區的推廣，頗具成效。在佛學推

廣中心講師林其賢、郭惠芯精心規

畫下，分別在高屏地區的高雄紫雲

寺、高雄三民道場、屏東辦事處等

開設「學佛五講精讀班」、「初階

班」、「精讀班」等次第性課程，以

及「佛教生死學」、「佛教徒的生活」

等佛法相關課程。由於有完善的學

習藍圖、階次性的修課規畫，引導

學員一步步深入佛法義理，獲得當

地學員熱烈迴響。在北部地區，各

地辦事處仍陸續開設各種佛學課

程，其中於農禪寺所開設，由大常

法師所主講的「法華七喻」佛學課

程，十分受到歡迎。

此外，由佛學推廣中心所舉辦的

「心靈環保讀書會」帶領人種子培

訓，至今年正式邁入第五年，除於

農禪寺各舉辦二場「讀書會帶領人

種子培訓課程」外，台中分院今年

起也開始舉辦，以培訓更多種子帶

領人，並且已在各共修處、公司團

體廣開讀書會。為提昇帶領人專業

品質，在11月亦舉辦一場進階成長

營，讓曾在各地主持讀書會的帶領

人再充電。

除透過培訓課程的推廣外，藉由

媒體弘傳的成效更具普及性。尤

其，每當社會發生重大事件時，媒

體界總希望聽取被稱譽為「心靈領

航員」的聖嚴師父的見解，以尋求

心靈的安定。

在這一年內，聖嚴師父接受了多

家知名媒體的專訪。年初，南亞大

海嘯之後，師父於中廣新聞網，以

佛法對災難的看法，提供大眾安

身、安心之道。台灣著名的身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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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青會舉辦山水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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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以培養師資。

其中，因應10月份法鼓山落成開

山大典，於4、5月在農禪寺開辦

「接待組專業課程種子培訓」後，即

於7月起三個月，陸續在法鼓世界佛

教教育園區、農禪寺及台灣北、

中、南等各地分院，共舉辦十六場

「緣滿人生，菩薩行──你我都是擺

渡人」義工培訓課程，總計培訓了

三千多位義工。

由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各

項建設已逐一完工，參訪信眾人數

日益增加，為了將法鼓山的環保理

念藉此推廣，法鼓山園區服務中心

自去年（2004年）底便已開辦「景

觀維護種子培訓營」，今年則陸續舉

辦「景觀維護日」活動，邀請愛好

大自然者參與園區景觀維護的工

作，在法師的引領下，於作務中同

時學習禪法，

並體會自然環

保、心靈環保

的精神。 4月

底，進而開辦

「景觀維護種

子領隊進階研

習營」，強調

禪修對於領導

工作、景觀維

護工作的運用

與幫助。

除針對一般

大眾的成長課

健雜誌《康健》，於年底專訪師父，

探討個人安身立命之道。《聯合報》

則在今年規畫「方外看紅塵」專

欄，邀請師父就當前社會所發生的

社會、生活、人生問題，每週發表

專文提出智慧的建言。

已製播十年以上的電視弘法節目

《大法鼓》，於今年11月在華視頻道

推出新型態的內容，新型態節目由

師父針對當前的社會現象與問題，

進行深度開示。

教育成長

大普化教育，強調將佛法的利益

帶給社會各階層人士，法鼓山今年

度特別著重於普化教育的扎根工

作，不僅延續往年舉辦例行的修行

活動，接引民眾學習佛法；並開辦

了多項師資培訓、種子學員培訓的

法鼓山落成開山之年，舉辦多項義工培訓課程。



程外，呼應聖嚴師父所指示的「年

輕化」，法青會舉辦了「點燈日」、

「山水禪」等多項具創意的青年活

動。而為了擴大服務範圍，於是進

一步於10月成立「青年部」，積極規

畫各項活動。

另外，在青年活動方面，延續去

年的「台北青年論壇」（WYPS）遴

選活動後的一系列「WYPS台北論壇

青年代表學習培訓計畫」，今年共舉

辦三場培訓，邀請新莊輔仁大學社

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雷敦龢神父、

南投暨南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李

家同等人，為青年們分享致力於公

益和社會的生命經驗。

在社會普化教育的推廣上，以提

供台北縣金山地區民眾終身教育學

習環境的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自

2 0 0 3 年成立以

來，辦學成果深

獲 當 地 民 眾 肯

定，參與人數逐

年成長，至今年

底總計約有二千

六百餘位學員參

加。

繼金山社大之

後，法鼓山 8月

又在桃園大溪開

辦 另 一 社 會 大

學，提供「生活

技能」、「生命

關懷」、「人文

休閒」等三大類課程，配合品德教

育，讓當地民眾學習技能，從而帶

領地區健康而良善的學習風氣。

文化出版與推廣

在文化出版方面，首先，集結聖

嚴師父理念與思想最完整著作的

《法鼓全集》，7月由法鼓文化出版續

編共計三十一冊（含一冊目錄），內

容為師父於2000至2005年期間撰著

的短文、學術論文、開示與演講等

內容；連同2000年改版發行的七十

冊《法鼓全集》，總冊數擴增至一百

冊。

其次是《1989∼2001法鼓山年

鑑》，於10月法鼓山落成開山前出

版，共計三大冊，內容以編年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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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社會大學舉辦「小小話劇家」活動，帶領小朋友學習表演

技巧，也練習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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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完整呈現法鼓山創建過程的

辛勤軌跡。

另由法鼓文化於2002年出版的

「智慧掌中書」系列，至12月底截

止，全書系列共五十本已經全部出

齊，出版至今銷售近四十萬冊，獲

得讀者廣大迴響。

在書籍推廣方面，參加台北國際

世貿中心舉辦的台北國際書展，已

成為法鼓文化每年重要活動之一，

今年2月15日至20日，以「和喜自在

有幸福」為題，參加第十三屆書

展，將聖嚴師父及佛法相關著作介

紹給台灣讀者，並擴大書籍在書市

上的能見度，其中最新出版的《找

回自己》、《法鼓家風》等書籍，尤

其受到許多非佛教徒的喜愛。

自1949年發行至今的《人生》雜

誌，於8月份榮獲九十四年度第二十

九屆金鼎獎「最佳人文類雜誌獎」

入圍，耕耘多年的《人生》雜誌以

佛法角度關注現代人的生活，首度

獲出版界獎項，對於該雜誌多年來

致力於佛教文化推廣，以及為現代

人提供心靈資糧的努力，可謂是一

大肯定。

此外，僧團、法鼓山基金會及護

法總會於7月份共同發行了結緣性質

的「聖嚴法師108自在語」，並以中

文正體、中文簡體、英文、日文四

種語文版本，以名片樣式的小巧版

型，推廣至台灣各地及中國、美

國、澳洲、日本等地，廣為與社會

大眾分享聖嚴師父的法語。

結語

2005年，法鼓山正式宣

告邁向新紀元，大普化

教育以「淨化人心，淨

化社會」為主軸，擔負

著扎根深化、堅實弘化

根基的使命，不但關懷

本地，更放眼世界，將

法鼓山的理念提供國際

社會做為安身立命的方

法。尤其在法鼓山正式

落成開山啟用之後，大

普化教育工作將以更積

極、更多元的型態，對

社會、世界發揮正面的

影響力。

2005年為法鼓文化十週年，長期以來，藉由舉辦書展向

社會推廣佛教書籍。



01.01

由護法總會舉辦的第五場「悅眾鼓手成長營」，本日於花蓮辦事處舉行。這

場成長營原訂去年（2004年）11月17日舉辦，因颱風因素而延至本日，僧團關

懷院監院果東法師特地到場關懷與會悅眾，同時說明南亞震災的情形，並呼

籲大眾付出關懷和愛心，共同面對這場世紀的災難。

上午的課程，首先安排觀看聖嚴師父的開示影片，接著由資深悅眾陳志仁

主講「我在法鼓山的角色與定位」；北二轄區召委廖美櫻則主講「法鼓人法鼓

心」。下午的課程，由花蓮地區召委鄧美美就「活動企畫、執行與評估」的主

題進行詳盡的解說，並分享自身的經驗；而由資深悅眾曾國安主講的「溝通

與同心同願」，則提醒眾人溝通不是要爭對錯，而是為了讓溝通更通暢，事情

更圓滿。

此外，來自宜蘭地區

的資深悅眾游文聰、林

信德則分別以「使用自

我提昇日課表心得分

享」、「悅眾的身口意」

為題，以親身經歷，說

明如何激發眾人的行動

力，進而完成共同的目

標。最後，在眾人熱烈

的討論和分享中，圓滿

結束活動。

01.01

1月1日起，桃園齋明寺為古蹟整建工程祈福，於每天中午舉辦《金剛經》

持誦共修，由齋明寺監院果迦法師、果澔法師帶領，平均每天都有二十位悅

眾、義工參加。

齋明寺自1985年被內政部審定為三級古蹟並開始整建寺體，1999年交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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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山承接法務，重新規

畫，並在去年（2004年）

7月5日通過文化資產保存

法，列為古蹟保護區，齋

明寺整建修復工程即於8

月23日起動工，陸續進行

重整房屋牆壁、泥作、屋

頂大木等工作，此部分完

成後，再進行剪黏、彩

繪、雕花等精工，整體工

程預計二年完成。

在工程進行期間，齋明

寺特別舉辦《金剛經》持誦共修，希望藉由《金剛經》的持誦共修力量，祝

禱整建工程順利完成。

01.05

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與金山社教站、社區媽媽讀書會合作舉辦「創意夢想

家」及「小小導覽家」研習活動結束，本日下午於台北縣金山國小操場舉行

結業典禮，由法鼓山社會大學校長曾濟群主持。

這項計畫從去年（2004年）9月22日至12月底，利用每週三下午的時間，為

當地四所小學開辦「小小導覽家」與「創意夢想家」二項課程，希望提供當

地學童更多人文方面的學習，開啟小朋友的創意能力，以及對鄉土的關懷，

將人文社區教育向下扎根。

於2004年12月29日結業的「創意夢想家」研習，是由台北中正精舍手繪講

師蔡秀敏指導，課程以讀繪本、說故事、視覺魔術、教手語唐詩等為主，希

望啟發小朋友的想像力、創意，同時讓他們也學會自己動手做，共有60位小

朋友參加。

於今年1月5日結業的「小小導覽家」研習，則由曾任金美國小校長的張瑞

松主講、金山社會大學導覽班學員協助，課程除了讓小朋友認識家鄉的歷史

文化、生態環境，也從中學習解說導覽技巧，進而加入導覽志工的行列，為

地方發展盡心力，共有30位小朋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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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

1月3日，台灣海峽交

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

老居士往生，聖嚴師父

於本日上午自美國弘法

返國，旋即率領僧團都

監、副都監等法師，以

及護法總會總會長陳嘉

男、中華佛學研究所所

長李志夫、法鼓人文社

會學院校長曾濟群等

人，前往辜老居士靈前

追悼致意。

聖嚴師父抵達設於台北市台泥大樓的追思會場後，率領眾人舉行簡單隆重

的法會，辜老居士的家屬也一同參與，眾人齊聚靈前誦持《心經》暨佛號迴

向，場面莊嚴肅穆；師父並於誦經迴向之後，為辜老居士開示說法，表達對

他的敬重、懷念與祝福。

稍後，聖嚴師父由辜老居士的公子辜成允陪同，至辜府向辜老居士的遺孀

辜嚴倬雲夫人致意。辜老居士於前年（2003年）由師父親授三皈依，法名

「果圓」。

01.07 04.01

1月7日至4月1日期間，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舉辦多項寒假活動，針對不同

學習對象規畫了「高僧傳記」、「針線風情」、「刺繡拼布手工藝入門」、「小

小話劇家培訓班」等課程。

「高僧傳記」自1月14日至4月1日每週五由果舟法師主講，透過高僧傳記，

引領學員深入高僧大德的生命世界，約有十五人參加；「針線風情」則於1月

12日至3月9日每週三上課，由金山鄉農會家政老師陳李麗華教導大家勾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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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針的運用技巧，讓學員在八堂課中學會圍巾、

帽子、手提包和背心的織法，約有三十人參加；

「刺繡拼布手工藝入門」課程，於1月10日至2月2

日每週一、三上課，由金山國小美術老師嚴惠琳

帶領學員進行創意又簡單的拼布製作，學習美化

住家，共有30人參加。

而「小小話劇家」則是專為小朋友開辦的課

程，於1月7日至3月25日每週五舉辦，約有四十

人參加。課程中除了指導專業表演技巧，老師潘

美香還透過分享日常生活中的經驗、佛法小故

事，以及指導禪修，引導小朋友練習說話方式。

整個寒假課程，讓許多大、小朋友都感到獲益良

多。

01.09

由護法總會舉辦的第六場「悅眾鼓手成長營」，本日於台中分院進行，約有

一百位來自中部地區的悅眾參加。

本場活動由資

深悅眾李東枝主

持，課程首先播

放影片「法鼓山

的理念與願景」

，接著由來自宜

蘭地區的陳志仁

主講「悅眾在法

鼓山的角色與定

位」；北二轄區

召委廖美櫻則主

講「法鼓人法鼓

心」；而花蓮地

區召委鄧美美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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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活動企畫、執行與評估」為題，將其自身舉辦多次大型活動的經驗，與在

場學員們分享；資深悅眾曾國安主講「溝通與同心同願」時，並以有趣的故事

引領學員學習有效的溝通方式。

之後，在各組關懷員的引導下，悅眾們分享自己在法鼓山所擔任的角色工

作，以及如何運用佛法來突破困境。宜蘭地區的游文聰和高雄地區的林淑美，

並以「自我提昇日課表」和「悅眾的身口意」等主題，分享自身的經驗。最

後，監院果理法師勉勵大家，學佛要修智慧、改變習性，才能脫離生死的流

轉。

當天，台北農禪寺為甫發生的南亞震災舉行「全球平安祈福超渡大法會」，

因此成長營結束前，果理法師也特別帶領全體悅眾念佛十分鐘，為南亞震災罹

難者及災區民眾祈福。

01.09

中國大陸江蘇省南通市狼山

廣教寺本日舉辦「月朗法師榮

陞法主和尚暨俊才法師榮陞廣

教寺方丈陞座典禮」，與會者

有中國佛教協會、宗教局、南

通市政府、江蘇省佛教協會等

代表及中國佛教界諸山長老、

南通市民，約五百多人參加。

法鼓山由僧團都監果品法師、

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代表出席

典禮。

廣教寺為聖嚴師父童年出家

之寺院，師父於1988年至中國

大陸參訪時曾專程前往該寺，

去年（2004年）6月8日，該寺

在時任住持俊才法師帶領下，

一行8人曾到法鼓山世界佛教

教育園區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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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 04.11 07.21 11.15

今年為法鼓山落

成開山元年，聖嚴

師父於1月13日、4

月11日、7月21日及

11月15日對法鼓山

全體工作人員進行

四場精神講話，鼓

勵大家共同為法鼓

山的未來而努力，

凝聚全體共識。

首場，聖嚴師父

以「認識法鼓山」、

「 體 驗 法 鼓 山 」、

「運用法鼓山」，以

及「推廣法鼓山」

四項要點，勉勵大家在大普化、大關懷、大學院三大教育的工作中奉獻自

己，並體驗法鼓山的精神，從中受益，進而運用這些理念，將它推廣出去。

第二場中，聖嚴師父勉勵大家除了要善用法鼓山推行的四它處事，並要發

揮觀音菩薩大慈大悲的精神，讓接觸法鼓山的人，都能經由法鼓人獲得一份

安慰、平安、喜悅。

第三場精神講話於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前舉行，因應法鼓山的落成啟用，

法鼓山的成員增多，工作量也相對增加，聖嚴師父特別勉勵所有人員要以法

鼓山的理念為基礎，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完成自己的責任、義務，做一個實

實在在的法鼓人。

第四場精神講話在開山大典後舉行，聖嚴師父除了說明開山的意義外，並

希望每位法鼓人都能落實法鼓山所推行的四種環保，將法鼓山理念國際化、

普及化，並接引更多年輕人共同投入法鼓山。

往年的精神講話皆在農禪寺舉行，今年度的第四場，首度以視訊方式在農

禪寺、台北安和分院、桃園齋明寺、台南分院、台中分院、高雄紫雲寺、台

東信行寺，同時播出聖嚴師父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講話的實況，讓全

體僧團法師、僧伽大學學僧及各地專職人員、專任義工等就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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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在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精神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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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全體專職人員及核心悅眾聆聽聖嚴師父的精神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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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6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

區舉辦「法鼓山歲末景觀

大維護」活動，此次景觀

維護日是景觀維護種子領

隊研習營於元旦結束後，

首次的實地活動，因此，

有許多是種子隊員邀請家

人一起加入行列，由僧團

果祺法師指導，約有二百

多人參加。

活動首先由果祺法師開

示。法師針對法鼓山的原

生物種做概略性的介紹，接著指導出坡禪，教導大家如何在進行維護工作

時，練習放鬆、專注。經過法師詳盡解說後，全體成員在種子領隊和工作人

員的帶領之下，分別前往全山的二十三個區域，進行除草、整平土面等工

作。在法師指導下，大家學習專注著手中的工作，將身心融入大自然之中。

法鼓山園區服務中心景觀維護組，自去年（2004年）12月底開辦「景觀維

護種子領隊研習營」，經過四次密集的課程後，共有41位種子隊員完成培訓課

程，正式加入維護法鼓山景觀的行列。研習營的目的，不僅是訓練維護法鼓

山上景觀的種子領隊，更期望能把景觀維護的理念推展到各地；藉由景觀維

護的參與、推動及互動過程，種子領隊亦將成為法鼓山實踐心靈環保、禮儀

環保、生活環保、自然環保的尖兵。

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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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去年（2004年）舉辦五場之後，第六場於本日在台北安和分院舉

行，共有30位青年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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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課程，再次邀請台灣

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簡錫　，帶領學員實地進行

一場「開放空間會議」。簡

執行長首先指出四大原則︰

「出席的人都是最適當的

人」、「任何時間都是最適

當的時間」、「發生的，都

是當時只能發生的」、「結

束的時候就結束」，說明了

開放空間的精神在於自由激

盪，不做論斷。他並強調，

「開放空間會議」不一定會有絕對的結論，但有很大機會產生正面的想法，最

重要的是，對於認同或不認同的意見，大家都要學習專注、傾聽。

在會議進行時，學員們主動提出「如何建立和諧的醫病關係」、「通姦罪符

合人權嗎？是否該廢除？」、「教師角色的定位」、「如何消除恐怖主義」、

「社會正義與媒體的角色」、「你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等六個討論議題。

接著，讓大家為自己的題目邀集討論者，由於青年代表們專精領域不同，討

論內容多元而豐富。

本次「開放空間會議」的特點之一是採用「雙腳法則」，意指每個人皆可在

各議題的組別間自由來去，亦可以只是傾聽，不一定要發言；多組多議題並

進的方式，訓練學員們隨時切換場景、多元思考，藉此學習到新觀念，及從

互不認同到協調的過程，讓他們收穫良多。

01.23 03.20 07.24 10.09

農禪寺本年度舉辦四次「和喜自在——祈福皈依大典」活動，分別在1月23

日、3月20日、7月24日以及10月9日舉行，由聖嚴師父親授三皈依，活動當天

同時舉辦會團園遊會，展出各會團的修行內容和活動訊息等，全年計有4508

人皈依三寶。

首場皈依典禮中，共有915人皈依。聖嚴師父開示勉勵大眾，面對現實生活

的各種衝突、災難及疾病等狀況時，不要過度擔憂，要用心思考；皈依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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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要積極學佛，即能增長智慧

與慈悲，無論遭遇任何狀況，

都能以佛法的智慧面對它、接

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第二場皈依典禮，共有1086

人皈依。聖嚴師父在活動中指

出，台灣近年來皈依三寶的年

齡層有逐漸年輕化的趨勢，許

多知識分子在面對各種問題時

常感到精神空虛。師父勉勵大

家，學佛後要相信三寶給我們

的力量、信心、智慧；要相信

因果，面對好的際遇不要傲慢得意，遇到壞的結果不須怨天尤人；要相信因

緣，瞭解到任何一件事的成就皆是由許多不同因素所造成，人能夠掌握的因

素並不多，但以個人的意志力予以努力、堅持，也是成就事情的因緣之一。

第三場皈依典禮，共有1254人皈依，由於參加此次皈依的年輕人人數眾

多，聖嚴師父特別針對年輕人容易遭遇的感情問題給予開示，勉勵大家要用

智慧及理智來處理感情問題，千萬不要感情用事，濫用慈悲心，破壞了家庭

的和諧。

今年的最後一場皈依典禮，共有1253人皈依，聖嚴師父在開示時，特別帶

領所有與會大眾，為日前發生的南亞強震、美洲颶風所釀成的災難祈福，並

以「人生難得，佛法難聞」勉勵新皈依弟子，面對人生的順境、逆境，皆要

正面解讀、逆向思考，做最好的打算、做最壞的準備。

01.25

本日「中廣新聞網」記者劉敏娟女士至農禪寺專訪聖嚴師父，就宗教角度

探討南亞海嘯災難的意義。師父以佛經對於災難的看法，進一步提供大眾安

身、安心之道。

聖嚴師父表示，從佛教的立場來看，這場災難帶給受災者非常大的痛苦，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所處的世間隨時都有災難發生，因此，我們要有

「未雨綢繆」的心態，首先要做好預防工作，在心理上也要有面臨災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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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的準備，一旦發生了災難，才有能力應變，將傷害和痛苦減到最少。

劉敏娟女士也請教聖嚴師父關於佛經中提到娑婆世界成住壞空的現象，以

及對於「劫」的描述，這些解釋對大眾的幫助為何？師父指出，這個世界有

「成」，就一定有「壞」，地球上任何地方發生災難，一定是牽動整體的，這也

是由於所有人類共同業力所感得的，亦即行為所造成的結果。解決之道即是

需要每個人從現在多做好事、少造惡業，如此才有改變個人的命運、扭轉人

類共業的可能。

聖嚴師父並表示，日前法鼓山為南亞大海嘯的罹難者舉行了超度法會，是

為超度罹難者，以及安定生者。法會中邀請亡者來聽法，憑藉佛的力量及感

應，獲得安慰、好處；而活著的人心情也會安定一點，不會那麼哀痛。

最後，劉敏娟女士請聖嚴師父提供大家安身、安心的方法。師父表示，無

論什麼樣的狀況發生，都可以運用「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的

方式來解決問題，假使問題解決後，仍有未盡完善之處，也不需牽掛或怨天

尤人，既然已經盡了人事，就不需要再痛苦，才能夠走出一條新路來。

02.09 12

為了迎接2005年舊曆新年的到來，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2月9日起至12

日，舉辦「法鑼喜鼓創新機．和喜自在迎新春」系列活動。

首先，大年初

一至初四在法鼓

山園區臨時寮舉

辦法會活動，分

別為：9日（大

年初一）上午舉

行新春普佛法

會，下午則是

「新春祝福會—

—預約法鼓元

年」活動；10、

1 1日（大年初

二、初三）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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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懺法會；12日（大年

初四）上午的觀音法

會，下午新春祝福會，

每場法會約三百人參

加。

其他活動還有在法鼓

山園區觀音殿舉辦的敲

鑼許願、預約法華鐘、

隨喜燃燈供佛等。在教

育行政大樓分成三區，

第一區「祈福區」，提供

民眾向觀音菩薩像頂

禮、寫祈福卡、擊鼓敲

鐘等；第二區「遊戲

區」，設計「金山尋寶特攻隊」遊戲，過關的民眾可以獲得一份象徵祝福的福

袋；第三區「展示區」，播放法鼓山社會大學學員的學習記錄影片，使民眾能

夠深入瞭解法鼓山的理念、進程和展望。

新春期間也安排了四場新春祝福會活動，包括初一下午二場、初四下午二

場，聖嚴師父均親自出席開示並為民眾祝福。會中，民眾除了向師父拜年，

並可領取「福慧紅包」，和一小片「法鼓年」拼圖；拼圖活動預計在今年10月

的法鼓山落成開山啟用典禮中，讓民眾與師父一起將2005小片拼圖，共同拼

製成一幅完整的作品，為法鼓元年做歷史的見證。

在大年初一的活動中，聖嚴師父開示，大年初一是「南無當來下生彌勒尊

佛」的聖誕，彌勒佛菩薩

有二個象徵意義，一是

「笑口常開」；二是未來彌

勒佛的國度裡，人間沒有

天災、毒蛇猛獸和生病的

人，是個人心善良的淨土

世界。師父並指出，在彌

勒菩薩還沒有來到人間之

前，常誦念觀世音菩薩聖

號或阿彌陀佛聖號，讓身

心安定，如此即猶如讓彌

勒淨土落實於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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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勉勵大眾天天和喜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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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9 11

2月9日起至11日春

節期間，農禪寺如同

往年，舉辦各項新春

法會，包括 2月 9日

（農曆大年初一）的

二場法會，分別是新

春普佛和大悲懺法

會；10日（初二）為

大悲懺法會； 1 1日

（初三）則為淨土懺

法會。初一至初三，

聖嚴師父也在農禪寺接受信眾的拜年，為大家祈福。

聖嚴師父在開示時，提供大家天天「和喜自在」的四個方法：一是經常保

持身心健康，隨時用佛法的觀念調整自己、學習與他人相處；二是要知足；

三是發大悲願心，多布施；四是歡喜自己是佛教徒。

除了法會之外，也規畫有書寫祈願卡區，讓民眾寫下新年心願；同時舉辦

內容豐富的「新春園遊會」，包括法青會專為小朋友設計的「托水缽」、「佛

學機智問答」、「佛典故事DVD」等闖關遊戲；佛學推廣中心則規畫了「迷你

讀書會」，由專人帶領大家體驗如何「大智慧過生活」；還有「環保燈籠

DIY」、「《心經》背誦」競賽、「紙黏土教學」、「佛藝推廣成果展」、「佛教

文物義賣」及「環保餐飲」等攤位，內容琳瑯滿目，現場充滿了歡樂的新春

氣息。

02.09 13

2月9日（農曆大年初一）至13日（初五）新春期間，除法鼓山世界佛教教

育園區、農禪寺之外，法鼓山體系分支道場，包括台北安和分院、桃園齋明

寺、台中分院、台南分院、高雄紫雲寺、台東信行寺等，也都分別舉辦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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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許多海內外地區的法

鼓人都回到法鼓山各地道

場，共同迎接嶄新的一年。

桃園齋明寺新春期間在大

殿四周的迴廊上，掛滿了眾

人巧思設計、發心製作的平

安福慧燈籠，大殿內佛前則

有蓮花燈海，宛若一盞盞新

年的溫馨祝福。大年初一上

午舉辦新春普佛法會，約有

三百位信眾參加，祈求新的

一年平安順利；初二的大悲

懺法會則有一百五十多位信

眾參加。齋明寺今年並提供信眾填寫新春祈福卡、叩鐘祈願，透過悠揚的鐘

聲，發願淨化自己，祈願世間和平。

台中分院則以「和喜自在有幸福」為活動主題，布置以呈現觀音菩薩的慈

悲精神為主。除大殿入口處安奉一尊「來迎觀音」，走進大殿則是「許願觀

音」；而在大殿裡，一側是「佛像禪石花藝展」，展出唐、宋時期的佛像珍

藏，以及收藏於世界各大美術館及中國大陸石窟的佛菩薩像畫板；另一側則

是「燃燈供佛區」，提供信眾們點上一盞燭燈，祈願新的一年闔家平安順利。

台中分院的法會現場，則是在分院外的空地上搭建大型的臨時帳棚。初一

進行新春普佛法會，有近七百位信眾參加；初三的大悲懺法會、初四的慈悲

三昧水懺法會，則分別有三百人、五百多人參加。初七當天，還有「幸福電

影院」，放映導演吳乙峰的紀錄片《生命》，二百多位觀眾共同回顧台灣921地

震的生命教育，體會主角堅韌的生命力。初八的「幸福音樂會」，有長笛、鋼

琴演奏、台中合唱團的演唱；活動最後，全場八十多位聽眾一起合唱〈我為

你祝福〉，為新的一年啟動溫馨、幸福的開始。

台南分院於初一舉辦新春普佛與大悲懺法會，每場約有三百人參與。二場

法會結束後，信眾們透過影片聆聽聖嚴師父的新春開示，法師們也分送平安

米、大悲水給與會大眾，做為新春的祝福。比較特別的是，台南分院另外於

初三至初五舉辦「念佛禪三」，約有三十多位信眾於年節期間至分院精進共

修。

高雄紫雲寺也舉行了二場新春法會，分別是初一的新春普佛，以及初三的

慈悲三昧水懺，每一場參加人數都超過了五百人，將現場擠得水洩不通。

而台北安和分院與台東信行寺，也都舉辦了新春普佛法會與大悲懺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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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3 19

2月13日至19日，農

禪寺舉辦第十一屆菩

薩戒會，共分二梯次

進行，分別在16日及

19日舉行正授典禮。

由聖嚴師父、惠敏法

師、果醒法師擔任尊

證師，共有 5 7 0位戒

子，其中包括來自香

港、新加坡、美國、

加拿大等地區的信眾

參加。

聖嚴師父在開示時特別強調受菩薩戒的精神，在於培養智慧和慈悲、學習

威儀；同時，在生活中能以佛法知見為引導，修養自己的身儀、口儀、心

儀，以莊嚴的威儀化眾，達到菩薩自利利他的精神。

傳戒進行期間，2月16日另有4位來自日本的貴賓，前來學習菩薩戒傳授的

儀軌，並觀摩進行的方式，希望能為日本菩薩戒的復興與推廣，蒐集相關參

考資料。4位分別是東京大學博士暨愛知院大學教授蓑輪顯量、東北大學研究

學者曾根原理，與東京大學碩士青野貴芳及其友人倉島隆行。參加正授典禮

後，他們向聖嚴師父請益相關問題，師父均一一詳細回覆。師父並請教目前

日本研究菩薩戒的狀況，且從而得知，多數學者是從歷史角度研究戒律問

題，只有四、五位研究者針對戒律本身進行研究。在簡短的會晤中，師父除了

肯定他們對復興菩薩戒的用心，並致贈《菩薩戒指要》一書給予參考。

02.15 20

法鼓文化於2月15日至20日，以「和喜自在有幸福」為主題，參加在台北世

貿中心舉辦的「第十三屆台北國際書展」，透過書展活動，將聖嚴師父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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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給國內的

讀者，希望藉

此接引更多人

學佛、護法。

展 場 攤 位

中，法鼓文化

特別規畫了小

型流水池、禪

坐環境展示，

在熱鬧的展區

中，闢出一靜

謐的空間，有

許多讀者駐足

體驗。多元豐富的書系、禪修生活用品等，展現佛教專業出版社的形象。除

了智慧掌中書、禪修系列、學佛入門系列、隨身經典等書系廣受歡迎外，最

新出版的聖嚴師父著作《找回自己》、《法鼓家風》，亦受到許多非佛教徒的

喜愛。

為期六天的活動中，參觀法鼓文化攤位的人潮眾多，法鼓文化希望能透過

此次書展，讓更多社會大眾接觸到法鼓山的理念，進而能運用佛法來安住身

心，為社會注入安定的力量。

02.19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本日在臨時寮

舉辦「燃燈供佛祈願法會」，共有二百多

位來自北海岸四鄉鎮的居民，及法鼓山僧

伽大學師僧參加。

法會首先由女眾學務處果慨法師開示，

藉由貧女點燈的故事，讓大家瞭解持誦

《佛說施燈功德經》的意義。因為這場燃

燈供佛法會以持誦《佛說施燈功德經》為

主。經上說：若眾生於佛塔廟奉施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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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奉施所做善業，能獲得四種可樂之法，一者色身、二者資財、三者大

善、四者智慧。透過持誦此經，讓參與法會的民眾更瞭解燃燈供佛的功德與

殊勝之處。

誦經之後，大眾進行供燈、拜願，點燃油燈的同時，象徵點燃學佛、信

法、敬僧的智慧燈，也是指引人生方向的光明燈，最後，眾人帶著法師們的

祝福賦歸，祈願共度和喜自在的一年。

02.20 03.06

法青會自去年（2004

年）起即開始舉辦一系

列成長課程，今年度課

程自2月20日起於法鼓

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農禪寺二地展開，其中

美編組、香積組於農禪

寺進行；導覽組在園區

進行，約有五十位學員

參與。

美編組課程，邀請復

興商工美術科老師張宏彬授課，指導POP海報教學。香積組課程，邀請恩主公

醫院營養師廖淑芬於上午講授「正確素食營養概念」，讓學員知道怎樣吃素最

健康；下午，則由農禪寺典座師果增法師講解香積組的工作內容及意義，也

邀請有興趣的學子一同參與香積組義工的工作。最後，安排義工主廚黃貴美

指導學員實際操作，學習做素食麵線羹。

而導覽組成長課程則由義工團導覽組講師陳政峰帶領大家走訪法鼓山園

區，認識法鼓山的歷史淵源及各項建設，讓同學們在實務中學習成長。

由於第一次培訓成長營舉辦後獲得許多迴響，法青會又於3月6日舉辦第二

次課程，包括了香積、美編、表演三組成長課程。美編組仍邀請張宏彬擔任

講師；香積組邀請長庚醫院中醫師趙敬賢講授「藥膳與食物屬性」，義工主廚

何琇、黃蕙蘭指導學員製作義大利麵醬；表演組則由心靈環保讀書會種子培

訓學員陳世宏導讀《父母恩重難報經》，共有六十多位學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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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3

農禪寺於本日元宵節晚上

舉辦「元宵燃燈供佛暨提燈

踩街」活動，法會中聖嚴師

父特別為大眾祝福開示，接

著安排「傳燈祈願」活動，

最後由法師帶領大眾提燈踏

街，共有近八百位信眾共襄

盛舉。

聖嚴師父開示時，首先祝

福大眾運用法鼓山「提昇人

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

理念，發「智慧、功德、金

錢」三財；並進一步說明，發智慧財，就是用「心五四」運動的方法，自我

提昇，減少煩惱；發功德財，即是用慈悲心待人，幫助他人離苦得樂。有了

「智慧、功德、金錢」財，就會有幸福、快樂、平安。

之後，聖嚴師父親自點燃一盞平安燈，藉由傳燈的儀式將心燈傳給大眾，

期勉大眾將這盞象徵平安、智慧的燈繼續傳下去。接著，大眾將手中的心燈

排成「和喜自在」四個大字，象徵對自己、家人及社會大眾新年的祝福。

法會儀式結束後，由農禪寺常住法師帶領大眾提燈踏街，並唱誦「南無觀

世音菩薩」聖號，將這份溫馨的祝福傳遞予鄉里。當天提供給大眾的燈籠，

全部是由農禪寺法師及義工以回收資源經手工製作而成，別具溫馨、環保的

意義。

02.26

2月26日起，法青會每個月不定期舉辦「法青回饋日」，安排法青學員至法

鼓山各地分院，讓學員們在勞務之中學習奉獻。

例如：2月26日至27日、4月22日至24日至桃園齋明寺協助春祭法會的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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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擔任法會布置的場

地組以及香積組義工，

並為齋明寺古蹟修復義

賣募款，當地悅眾皆對

充滿服務精神的法青同

學深表讚賞。

學員在作務奉獻的同

時，法青會也安排了禪

修及戶外體驗的課程，

包括於4月23日晚上指

導同學們禪修，體驗身

心放鬆；24日下午至御

成古道進行生態導覽，引領同學們瞭解自然生態、環保的重要性。法青同學

們在參與回饋日活動後，都表示收穫豐盛，並且對禪修有了新的體會。

除了至齋明寺，「法青回饋日」也分別至農禪寺、台中分院、台南分院和

高雄紫雲寺等地進行，並和當地的法青學員聯誼交流。

02.26

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於台北安和分院舉辦第七場「WYPS台北論

壇青年代表學習培訓計畫」，課程邀請了新莊輔仁大學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雷敦龢神父及山河探險協會

理事長徐海鵬二位演講，約

有三十位青年學員出席參

加。

當天上午，雷神父以「和

平主義在歷史上的演進」為

題演講。雷神父提到，提倡

和平主義的人主要抱持三種

不同的立場和理論，包括

「權利和平主義」、「義務和

平主義」及「目的和平主WY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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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而大多數人皆是基於第三者，亦即認為戰爭可怕而無法帶來和平，因此

主張和平。他指出，西方人士很早就體認到和平的重要，十九世紀初分別於

紐約和倫敦二地成立了和平協會；此外，雷神父還介紹諾貝爾和平獎的成立

淵源等。

下午的演講，由徐海鵬理事長分享其二十年來從事探險活動的故事，以及

成立山河探險協會的理想，期望透過協會的成立，讓大家在人生中都有探險

的機會，並藉由探險傳達和平、友善的理念。他並向在場學員介紹該協會

「鄭和八下西洋」海上探險活動，經歷史學顧問的協助，兩岸共同參與探險的

華人計畫重訪鄭和當時下西洋的路徑，這趟海上探險在行經各國港口時，將

以贈送紀念禮物的方式，傳達和平友善的理念。

課程最後，基金會活動室副主任楊順娥勉勵學員們，將培訓課程所學應用

在生活中，讓和平的理念都能在各個層面得到實現。

02.27

本日，聖嚴師父於「成功

大學法鼓人文講座」締約儀

式後，與亞都麗緻總裁嚴長

壽就「年輕的夢想與自我實

現」主題，展開對談。這場

對談會由台南成功大學主

辦，為該校「生涯規畫系列

講座──大師對談」其中一

場，當天現場有來自高雄、

台中、嘉義的青年學子和成

大師生、台南民眾約二千人

參加。

這場對談會由成功大學學

務長柯慧貞主持。會中，柯學務長首先分別就青年經常面臨的問題，包括人

生目標、時間管理、親情、愛情方面等煩惱、挫折，逐一請教2位與談人。

聖嚴師父指出，人生充滿希望，活著就是最好的出路，只要踏實地做好目

前的每一件事，累積一天天的基礎，每走一步都會有成果。師父並以當年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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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求學的歷程，勉勵青年腳踏實地，不須太過憂慮。

聖嚴師父表示，在成長過程中，每個人都會遭遇到挫折，挫折是邁向成功

的經驗，遇到挫折時要正面看待它，努力充實自己以等待機會。師父並鼓勵

在場青年試著瞭解自己的特質、掌握自己的缺點，把父母、長輩的意見當做

是人生的資源和提醒。

針對日常生活，聖嚴師父以「忙得快樂、累得歡喜」、「病得很健康、老得

有希望」與所有青年共勉。師父說，忙人都是重要的人，因為有人需要他，

他才會很忙；之所以不會累，因為是做自己喜歡的事，反而會很歡喜。至於

生病與衰老，師父則認為，人沒有不生病的，但心理健康最重要；而老則是

人生必經的旅程，表示生命在這個空間的任務完成，下一個任務階段正等著

我們，如此便能老得有希望。

嚴總裁也呼應聖嚴師父的見解，鼓勵年輕人要瞭解自己所長，做一個心靈

的自由人。他強調，在今日忙碌的社會中，大家需要培養「自我療養」的能

力，而宗教信仰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可以讓人瞭解境遇的無常，坦然面對生

命的挫折。他以自己年輕時的座右銘——「凡事抱最大的希望、盡最多的努

力、做最壞的打算」，與青年學子共勉。

03.05 03.13 04.17 04.24

由佛學推廣中心所舉

辦的「心靈環保讀書會」

帶領人種子培訓，至今

已邁入第五年，3月5日

起於農禪寺展開今年第

一梯次的初階課程，共

有70名學員參加，其中

包括2位來自其他佛教團

體的法師。

3月5日的培訓課程，

以認識讀書會為主。上

午首先播放「法鼓山與

人間淨土」影片，聖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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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在影片中表示，要實現人間淨土，社會就要清淨；社會要清淨則人心要

先清淨，而「心靈環保讀書會」正是以人心清淨為推廣宗旨。

接著，由台南市社區大學老師林美琴講授「讀書會的基本意涵」、「帶領人

的功能定位」。林老師強調，讀書會是一個「轉識成智」的冶鍊過程、是「知

性收穫、感性滿足」的自覺體驗；參加讀書會如同在修學佛法，經由相互討

論與思考各種生命面向，進入自己內在生命的心靈領悟。

下午課程則分組進行讀書會的實體運作，由資深讀書會帶領人陳建富、簡

德霖、謝美容、楊建國帶領學員進行討論。

在本日課程後，3月13日教授學員帶領技巧，4月17日進行經驗分享，4月24

日進行多元題材教學，共計四次完成了初階培訓課程。

03.06

為帶動桃園地區民眾

的親子共修活動，促進

親子間的溝通與關懷，

3月6日起，桃園齋明寺

於每週日上午九時至十

一時半舉辦「小菩薩和

喜太鼓」活動，分為和

喜班與自在班，邀請中

華音體教育發展協會指

導教練馬秀芬、李建民

授課，約有一百一十人

參加。

活動開辦後，獲得許

多迴響，第一期至9月17日結束，10月9日起又擴大舉辦第二期，除了原有2位

指導老師外，另外再邀請中華音體教育發展協會指導教練卓曉蘭共同加入教

學行列，總計招生一百五十人。

此外，為配合「小菩薩和喜太鼓」活動，3月6日起至7月17日，齋明寺於每

週日舉辦親職教育講座，邀請桃園縣立平鎮國中老師潘寶英主講「如何增進

親子間的溝通技巧」，共約六十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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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內容包括：「好父母、好家庭、好子女」、「感謝的教育法」、「換個

角度看孩子」、「傾聽與同理」、「生命教育」、「行為改變技術」、「創意父

母，快樂孩子」、「金句與禁句」、「爸媽是同學」、「從衝突到和諧」等。

參與課程的父母大多為齋明寺義工，他們表示，能夠藉此親職教育課程在

奉獻之餘學習成長，深感獲益良多。

03.10

本日上午，愛沙

尼 亞 塔 爾 圖 大 學

（University of Tartu）

東方科學中心研究

員 林 西 華 （ M a r t

Laanemets），在中華

佛學研究所所長李

志夫及僧團果元法

師陪同，至法鼓山

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拜訪聖嚴師父。林

西華此行主要是向

師父表達，盼能將漢傳佛教引介到愛沙尼亞。

席間，林西華提及愛沙尼亞自1990年脫離蘇聯獨立後，社會風氣轉為開

放，因而開始接收到佛教訊息，也數度邀請國際人士到愛沙尼亞介紹佛法，

其中尤以藏傳佛教最為活躍，目前全國的佛教徒人數約有五百人。

曾經閱讀多本聖嚴師父著作的林西華表示，自己深受法益，也藉此機會對

禪和佛教有了基本認識。因此，他懇切希望能把漢傳佛教、中國的禪法分享

給愛沙尼亞的人民，因而前來拜會、請益聖嚴師父，盼有機會邀請法鼓山僧

團法師至該國弘法，或提供愛沙尼亞人來台學習佛法的機會。

對此，聖嚴師父允諾未來有機會將派員至愛沙尼亞帶領禪修，同時建議該

國人民可以至美國象岡道場參加禪修。

林西華是我國教育部支持在台灣進行研究的外籍研究員，2004年9月起，申

請在中華佛學研究所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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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2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

園區自3月12日起，於每

月的第二週週六舉辦

「景觀維護日」，邀請愛

好大自然者，參與景觀

維護的工作。3月12日恰

好為一年一度的植樹

節，首次活動選在這一

天展開，格外具有意

義，當天共有100位義工

參加。

活動一開始由僧團果祺法師為大眾開示，法師表示出坡可以是一種禪修、

一種修行，更是一種布施；布施不單指金錢上的捐助，布施體力、智慧、精

神，同樣是布施。藉由出坡禪能夠體驗身心的放鬆和專注，並營造一個清

淨、安定的學習環境。

接下來的活動分成室內打掃、戶外出坡二部分，包括認識法鼓山的原生物

種，以及除草、育林、景觀維護實地操作，學習生活禪與出坡禪。

許多學員們均表示，參加景觀維護活動不但可以走出戶外與人群互動，更

能運用禪法，體會活在當下的放鬆與自在。

03.17

本日（農曆2月8日）為佛陀出家紀念日，僧團於農禪寺舉行剃度典禮，在

近二百位觀禮者的祝福中，法鼓山僧伽大學13位發心求度的學僧，圓滿完成

剃度、受戒儀式。

典禮由聖嚴師父擔任得戒和尚，果醒法師擔任教授阿闍梨。師父指出，落

髮只是一種象徵，表示祛除煩惱絲，出離世俗煩惱。出家後要發慈悲心、出

離心，慈悲心是用佛法來幫助眾生；出離心則是捨離世俗的一切娛樂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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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利權位，不被人事物

牽掛，凡是有利眾生的

事，都應該去做。

當天許多新戒法師的

父母、親友，亦到場觀

禮。聖嚴師父特別向他

們表示，孩子出家對於

父母來說是無上的功

德，是件值得恭喜的

事；孩子出家並不等於

失去，而是讓他們有更

大發揮的空間。

最後，聖嚴師父從教

育的角度，說明出家如同是進入佛教的師範學校，讓佛教可以培養幫助別人

祛除煩惱的師資人才，師父勉勵新戒法師成為「人天師範」，將弘法事業一代

交傳一代，為世界帶來希望，為人類帶來光明。

03.19 04.23 05.21

台中分院分別於3月19日、4月23日及5月21日舉辦第六期「心靈環保讀書會

種子研習課程」，共有來自台中、彰化、員林、南投等地讀書會成員約六十人

參加，進行為期三個月讀書會帶領人技巧提昇的訓練課程。

開課當天，由「心靈環保讀書會」輔導法師果雲法師首先致辭，期勉大家

把握這次難得的研習機會，深入研讀聖嚴師父的著作，對自己展開新的認

識，對人生有更正向的看法，也進一步影響周遭的人，共同成就人間淨土。

接下來，由方隆彰講師就「讀書會的提問與討論」。方講師特別提醒大家，

讀書會帶領人主要是扮演穿針引線、刺激並催化成員討論的角色，並不需要

全知全能；擁有熱心及謙虛柔軟的心，才是帶領人的先決條件。而帶領人也

需具備一些「基本功」，例如：問「好」問題以引發互動、整理內容以催化進

一步研討等，以助益讀書會的討論。

最後，方講師以一篇短文示範，運用提問法，引導大家腦力激盪。學員們

的發言情形十分踴躍，課程在熱絡的氣氛中結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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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6

由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策畫的第八場

「WYPS台北論壇青年代表培訓計畫」，本日於台北安

和分院舉行。這是一系列培訓課程的最後一場，邀請

南投暨南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李家同主講，僧團男

眾部副都監果醒法師、青年代表李志強也分享和平工

作思惟和經驗，共有39位青年學員參加。

當天上午，由李家同教授進行演說。李教授說明當

前人類面臨的九大問題，包括：道德、彼此的仇恨、

少數人操縱重大決策、自然資源消耗殆盡、環境汙

染、貧富不均、軍備競賽、攸關人類重大幸福的科技

由少數人壟斷、經濟發展鼓勵浪費等。他指出，這當

中有些已不是制度面問題，而是道德問題，一旦缺少

了道德考量，即使科技和民主發達國家亦可以為惡；

所以他鼓勵每個人應該發揮自身的影響力，推動實質的和平活動。

下午，由果醒法師講述「無我與和平」。法師表示，和平與心性修為的目的

皆在追求快樂，然而快樂並非建築於外在，而在於擁有內心的永恆喜悅。佛

陀正由於超越了世間的種種幻相，所以無論苦難或樂土，在佛陀眼中都是淨

土，因此而擁有永恆的快樂，法師進一步指出，無我的寬闊胸懷，是推展和

平的重要基礎。

之後，青年代表李志強介紹許多人以自己的力量，從事改善、挽救人類命

運的工作，讓大家體會「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珍貴意義。活動最後，透過

專案規畫與執行的說明，讓青年學員從中瞭解如何逐步實踐理想，以及構思

推動和平的作法，讓理論與實務做了完整的結合。

03.27

台南分院本日舉行了一場「觀音法會暨佛化祝壽」活動，這是分院首度將

觀音法會和佛化祝壽結合舉辦，由監院果舟法師、果樞法師帶領，以念佛誦

WYPS



205

大
普
化

經的方式，為

119位老菩薩祝

福，260位壽星

的親友及信眾

共同參與，場

面 熱 鬧 而 溫

馨。

119位壽星主

要是台南地區

勸募會員、護

持會員及信眾

家中的長者，

其中還有不少對高齡的婆媳檔參加。

活動在共同持誦〈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後，果舟法師代表聖嚴師父為老菩

薩們授三皈依，並為他們一一掛佛牌項鍊、贈送紀念獎品。之後，法師請老

菩薩們分享養生之道；老菩薩們強調長壽秘訣是念佛、輕鬆過日子、不計

較，及多素食的飲食。最後，法師鼓勵大家多念佛，心寬自然長壽。

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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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九十四年第一期春季班，本日在台北縣金山鄉中山堂

舉行開學典禮，社大校長曾濟群、金山鄉鄉長游忠義、護法總會總會長陳嘉

男等人皆出席參加。

游鄉長致辭時，對於金山社大配合地方發展、規畫設計相關生活技能課

程，給予極大的肯定，並對社大帶動地方學習風氣、積極投入社區教育的貢

獻，表達誠摯的謝意。

典禮中，並安排動態表演呈現多元的學習成果，包括兒童相聲、朗誦、英

文歌唱、「小小話劇家」的演出，以及小朋友背誦《心經》、「四眾佛子共勉

語」，演出者個個台風穩健、口齒清晰。現場的四周，也陳列了社大學員的立

體雕塑、繪畫、陶藝等作品成果展，同時亦展出了寒假期間舉辦的「拼布刺

鏽」、「針線風情」、「兒童繪本」等課程作品。學員們為了籌募「法鼓人文

社會學院」建設基金，也主動發起惜福義賣活動。最後，活動在英文班學員

演唱〈春天組曲〉中圓滿結束。

在這次開學典禮中，同時頒發了九十三年第二期（秋季班）學員的結業證

書、學習護照和勤學獎，該期結業人數共有417人，其中獲頒結業證書者321

人、獲學習護照者372人、獲勤學獎者158人。

04.0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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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跨越台灣、日本二地，祈求台灣最大型「法華鐘」製造順利的法華法

會，於4月8日在農禪寺和日本富山縣高岡市的「老子製作所株式會社」同步

舉行。

於農禪寺舉辦的法華法會，從4月8日起，以二天半時間誦完整部《法華

經》，約有四千多人次躬逢盛會，除了來自台灣各地，更有遠自香港、新加

坡、中南美洲及美國的悅眾參加。

而在日本「老子製作所」製造法華鐘現場舉行的法會，於4月8日下午二點

舉行第一場，由聖嚴師父的日本友人、日蓮宗本納寺住持桐谷征一，以及盛

泰寺、本是寺、本昌寺、全性寺、經榮寺等各寺院住持共同進行日蓮宗式的

法會，台、日二地

一起祝禱法華鐘製

造順利。

當天台北時間下

午三點，進行法華

鐘製造過程中最重

要的「灌銅」階

段，因此日本的第

二場法華法會特別

安排在這個時間開

始舉行，由僧團果

品、果東、果元、

果霽、常智5位法

師擔任法會悅眾，

並將灌銅過程中所拍攝的照片，立即以網路傳送回農禪寺法會現場，透過大

銀幕的播放，讓將近一千五百位與會信眾如臨日本現場。

4月9日，聖嚴師父於農禪寺的法華法會中開示。師父指出，法華鐘代表觀

音菩薩的普門示現，也代表菩薩的精神，今天大家於此同誦《法華經》，為鑄

鐘過程加持祝禱，日後有人在法鼓山聽見法華鐘聲，便有如聽聞了整部《法

華經》。師父勉勵大家學習觀音菩薩，千手護持、千眼照見，生起弘揚、實踐

法華精神的大悲心，即能成佛。

法會於中午圓滿整部《法華經》的持誦，並於下午施放焰口一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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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 24

4月22日至24日，聖嚴師父應

邀出席由中國大陸國家宗教

局、中國佛教協會與三亞市政

府於海南省三亞市舉辦的「南

海觀音開光典禮」以及「海峽

兩岸暨港澳佛教圓桌會議」，由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聖輝法

師、國家宗教事務局副局長齊

曉飛等人親自接待；師父並與

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法師、香

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法師等

貴賓共同主持「海峽兩岸三亞海上觀音朝聖之旅」啟動儀式。三天議程中，

約有來自中台港澳二百多位法師與會。

由於聖嚴師父無法親自參與24日的開光典禮，22日上午，三亞市代市長陸

志遠博士特地陪同師父參觀南海觀音聖像，這座高一百零八米的觀音菩薩聖

像，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觀音造像。

23日的「海峽兩岸暨港澳佛教圓桌會議」，由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一誠法師與

副會長聖輝法師共同主持，討論主題包括「建立海峽兩岸佛教交流機制」及

「設立永久性的世界佛教論壇」，集合兩岸四地多位佛教領袖共同出席。聖嚴

師父致辭時，有別於其他法師探討佛學議題及兩岸交流，以「法源、血源」

為題，感性分享宗教師的心路歷程，令在場貴賓備感親切。

結束佛教圓桌會議後，聖嚴師父於24日上午搭機離開三亞市，前往北京、

南京等地，展開「2005年聖嚴法師大陸學術之旅」。

04.22 24

4月22日起至24日，第二屆法鼓山合唱團成長研習營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

園區舉辦，為將於10月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中舉辦的禮讚音樂會展開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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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220位來自全台各地團員參與。

活動距離上次的成長營已隔三年，在這段期間，合唱團也從原本只有台北

一地的總團，成長為擁有九個地區分團，團員人數達四百多位的全國性會

團。此次活動除促進分團互動交流，亦希望藉此凝聚共識，接引更多人加入

合唱團行列。

活動首先由僧團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開示，法師向團員傳達了聖嚴師父的

關懷之意。師父期許所有的團員要做師父的化身，努力實踐法鼓山的理念，

積極推動心靈、禮儀、生活、自然等四種環保，並且要具備良好的身儀、心

儀、口儀，用虔誠的心，唱出心聲，淨化人心，讓合唱團的音聲也成為一種

修行法門，藉著音聲護法、弘法。

在三天二夜的活動中，除了進行活動宣導及各地分團交流外，並邀請3位講

師，進行專業課程的講授。23日上午，由佛教學者賴信川博士演講「唱誦利

天人——梵唄的理解與欣賞」，他指出現代梵唄不一定要講求腔調，在歌詞方

面，也不再局限於佛典，高僧大德的精妙言語也可入歌，因應現代需要而有

所變化。

24日上午的課程，則由實踐大

學音樂系兼任講師楊冬春以及台

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副教授陳玉

芸，分別為各團的指導老師及伴

奏團員進行指導。此外，成長營

還安排學員參加了一場大悲懺法

會，讓團員將梵唄課程中學到的

技巧，運用在法會上的唱誦。

合唱團團長李俊賢也在研習營

中，呼籲團員們熱情邀約新團員

加入，共同為合唱團發聲。

04.23 05.29

為了迎接10月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義工團分別在4月23日及5月29日於農

禪寺舉辦「接待組專業課程種子培訓」，希望藉由種子組員的培訓，讓所有親

近法鼓山的民眾皆能經由接待組義工的行儀，感受到禮儀、心靈環保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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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課程中並安排英日語會話訓

練，以因應接待外籍人士參訪的需

要，共有200位北區義工參與。

課程首先由僧團果稱法師說明培

訓的目的，在於將心靈環保等「四

環」理念內化於身口意之中，以培

養出良好的威儀，讓參訪者感受到

法鼓山莊嚴形象及慈悲精神，並進

一步於生活中落實聖嚴師父所推廣

的大普化教育。

上午的學佛行儀課程由接待組義

工吳美玲擔任講師，她詳細介紹七種佛教行儀，分別為：操手、合掌、問

訊、拜佛、持經、上香及長跪，並強調這些動作不但要做得正確，更要攝受

內心，表現出優雅清淨的威儀；之後，義工們分組練習，並上台示範演練。

下午進行美姿美儀課程，內容包括：身口心三儀、服裝儀容、美容儀態等訓

練，由具有三十年美容界經驗的楊秋香擔任講師，另外還有齋堂行儀課程，

讓義工們學習在用齋時也能吃出禪味與優雅。

04.23 24

4月23日起一連二天，台北縣

大板橋區悅眾配合由台北縣政府

與土城市公所主辦的「2005年台

北縣土城桐花節」，舉辦了系列

活動，內容活潑多元、寓教於

樂，共有三百多人參加。當天並

有義賣活動，所得全數捐做法鼓

山建設基金。

活動當天，土城教育訓練中心

一樓設有「惜福市場」；三樓設

置「健康飲食區」，備有義工們

製作的可口餐飲，供大眾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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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禪修指引」教學區，接引想要修習禪法的民眾入門；四樓則有義工指

導民眾做「法鼓八式動禪」，體驗身心放鬆、安定的感覺；另外，並設有「心

樂園闖關遊戲」，包括福慧箱連、制心一處、岳母刺字、一葦過江、托水缽、

智慧之泉、百發百中等七關遊戲，讓大小朋友從遊戲中認識佛教故事。

而在戶外的南天母會場上，則提供結緣書及一系列禪修體驗活動，包括托

水缽、坐姿禪、吃飯禪等，指導民眾將禪法融入生活中。

04.29 05.01

為了迎接法鼓山落成開山大

典，並瞭解各地區推動理念、

關懷工作進展情形，4月29日起

至5月1日，護法總會在法鼓山

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正副

會團長、救災總指揮、召集委

員成長營」，共有護法總會會團

正副會長和各地區召委、救難

總指揮等128人蒞臨參加，聖嚴

師父也親自蒞臨開示。

此次成長營目標，在於認識

法鼓山現階段的願景，以及建立悅眾經驗傳承的橋樑，並深化「四眾佛子共

勉語」於護法、生活、工作中。活動中，藉由影片觀賞，帶領學員回顧法鼓

山早期開闢的辛苦，體會聖嚴師父以觀世音菩薩為榜樣，發起弘揚佛法的大

悲願，以堅定大家推動佛法的信願。

聖嚴師父分別在4月30日、5月1日，分別講述「受報、還願──面對挫折、

接受挫折、化解挫折、消融挫折」及「法鼓山的未來與悅眾的使命」。師父強

調，與會者都是法鼓山的核心悅眾，應肩負護法、弘法、推廣理念的重責大

任，因此需要「選才、養才、留才」，「老幹新枝」才能生生不息，如此才是

百年之計。師父並以樹木為譬喻，勉勵地區召委要做樹根，有強壯的樹根才

能滋長新葉，也才能讓護法體系成長；因此，他期勉悅眾菩薩，不但要自我

成長，也要幫助新進悅眾成長，傳承法鼓山精神和理念，協助各項事務。

4月30及5月1日的活動中，邀請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楊蓓帶領悅眾



進行「悲智雙運菩薩行」小組工作坊，並從中探討「角色的自我觀照」，以及

如何「從救災、關懷的工作中體驗修行」等活動。

由於此次活動強調「老幹新枝」的傳承精神，所以特別注重學員們於小組

工作坊單元的分享，在活動分組上，主辦單位巧妙地安排資深悅眾和新進悅

眾彼此進行經驗的交流，並針對聖嚴師父開示的內容，分享生活佛法的體

驗，以增長在推動法務上的智慧。

04.30 05.01

4月30日起一連二天，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景觀維護種子領隊進

階研習營」，有別於去年（2004年）12月「景觀維護種子培訓營」，這次著重

心靈層面，強調禪修對領導工作以及景觀維護工作的幫助，共有40位隊員參

與。

研習營首先由僧團傳燈院動禪講師陳武雄，為大家講授如何在出坡中應用

「手在哪裡，心在哪裡」的禪修法門，並實地到戶外進行景觀維護工作。種子

隊員一邊進行拔草、施肥等工作，一邊練習專注與放鬆。下午的課程繼續由

陳武雄指導吃飯禪、法鼓八式動禪以及走路禪等。

5月1日則由陽明山國家公園解說員蕭淑碧、中華民國自然與生態攝影學會

理事長潘建宏授課。蕭老師首先帶領種子隊員前往法鼓山園區體驗自然；並

在解說時，以竹子為例，說明竹子本身是中空的，但其姿態是下垂的，以此

勉勵隊員將來在帶隊時，要學習竹子的謙卑，身段要柔軟，這樣才能確切感

受到整支隊伍的節奏，並深入瞭解其他隊員的體力與心情。潘老師則以自身

攝影經驗，指導隊員如何運用相

機記錄生態。

隊員們對課程的反應相當熱

絡，並認為擔任法鼓山景觀維護

的種子領隊，與一般社團的解說

員有很大的不同，在這裡不但要

與參訪者一起分享自然的樂趣，

更要以身作則，實地帶領大眾用

雙手、用行動來愛護大自然，體

驗法鼓山的境教和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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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維護義工細心培育花苗，共同打造法鼓山自

然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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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3

為引領今年2月在台南成

功大學皈依的三寶弟子進

入學佛之路，台南分院特

別舉辦了二梯次各為期四

週的「皈依弟子快樂學佛

營」，第一梯次於5月3日展

開，共有五十多人參加；

第二梯次於 2 2日開始上

課，參與學員約有一百三

十多位。

這次的課程主題包括修

持與生活、學佛行儀、禪

修簡介與基礎佛法。第一梯次活動第一堂課，由台南分院監院果舟法師講解

皈依的意義和學佛行儀；第二堂課邀請成功大學教授許永河談「正信的基礎

佛法──正知、正見、正信與迷信」，讓學員藉此瞭解正信佛法的觀念；接著

第三堂課，由果舟法師介紹念佛、持咒、誦經等多項修持法門的意義和功能

等，勉勵大家依教奉行，持續修習，並以修行利益眾生，如此才能真正解脫

苦惱。最後一堂課，則由果舟法師為大家講解臨終關懷的意義。

05.06 08 05.13 15

由僧團傳燈院首度舉辦的出坡禪師資培訓營，於5月6日至8日及13日至15

日，在台北縣土城教育訓練中心進行二期的培訓，共有來自海內外各地104人

參與。學員們經過三天的培訓後，其中102人通過考核並獲頒結訓證書，成為

法鼓山推廣出坡禪的生力軍。

培訓課程由傳燈院監院果醒法師指導，法師指出，出坡即是工作，出坡禪

的重點在於透過「身在哪裡，心在哪裡」的方法，讓身心能達到「清楚放

鬆、全身放鬆」；再加上佛法中「無我」、「不執著」、「奉獻無所求」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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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進而達到身心的安定和

法喜，真正實踐聖嚴師父所

提倡「禪修融入生活工作，

生活工作就在禪修」的精

神。

課程內容以教授出坡禪心

法及培養口語表達力為主，

共分成「全身放鬆」、「心靈

分享」、「清楚放鬆」、「感

恩迴向」等四階段教學，在

法師授課後，並由受訓學員

進行分組練習及講解示範。

多位參加的學員表示，將禪修融入生活、工作的出坡禪，非常適合平日繁

忙的現代社會，因此希望於師資培訓之後，能與大家分享禪法，讓更多人受

益。

05.08

桃園齋明寺本日舉辦「溫馨5月慈母情」母親節活動，監院果迦法師等多位

法師，引領參與的大菩薩、小菩薩人手一盞感恩燈，在佛前感恩母親平日為

子 女 辛 勞 的 付

出。參加者包括

百餘位「和喜太

鼓 隊 」 的 小 鼓

手，及家長、義

工 等 約 有 四 百

人。

活動當天安排

了一系列親子闖

關遊戲，由桃園

縣平鎮國中老師

潘寶英設計。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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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是「感恩卡製作」，小朋友可以透過親手自製的各式母親卡，表達對母親的

感恩之情；第二關是「反哺報親恩」遊戲，由小朋友親手為媽媽洗腳；第三

關是「團結拼台灣：拼圖遊戲」，考驗小朋友的邏輯思考能力；第四關是「感

受新生命」，摸擬母親懷孕時彎腰洗衣、操持家務的辛勞；第五關「歡樂對對

碰」，考驗每位小朋友的記憶力。活動不只有小朋友參加，還有許多祖孫三代

同堂同樂的情形。

此外，當天也安排了「和喜太鼓隊」小鼓手表演「春之舞」，小鼓手專注地

敲擊出令人震撼的鼓樂，贏得滿場熱烈掌聲。活動最後，由小菩薩家長代表

全體獻花感謝齋明寺舉辦該項活動，以及由4位小鼓手獻花給籌畫活動的老師

及義工菩薩們，在充滿感恩溫馨的氣氛中，圓滿此次活動。

05.15

本日（農曆4月8日）為佛陀誕辰，為慶祝佛誕，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舉辦「朝山、浴佛、行禪、迎觀音」活動，金山鄉鄉長游忠義亦前來共襄盛

舉，約有近五千人參與，藉浴佛、浴心而淨化心靈。

清晨四點，第一批信眾抵達法鼓山，在義工菩薩手持手電筒的照路下，沿

著步道，隨著法師口誦「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佛號，三步一拜。隨著天光

漸亮，九十六輛來自台各地的遊覽車陸續抵達法鼓山，隊伍分三條路線依序



218

2005

朝山，在微風

細雨中，更顯

殊勝莊嚴。之

後，所有的朝

山隊伍集合在

臨時寮大殿進

行總迴向。

上午的朝山

活動結束後，

下午則展開多

項活動，例如

圖書資訊館設有「親子創意浴佛」，讓十五歲以下的小菩薩腳踩七步蓮華，一

手指天、一手指地，模擬佛陀出生情景，而後浴佛並寫下祈願祝福的願望，

藉此深入瞭解浴佛節的故事及意義；教育行政大樓的階梯教室，則有「螢光

劇場」的演出，以螢光道具生動呈現十五年來聖嚴師父帶領四眾弟子，為保

育園區自然景觀的用心及努力；教育行政大樓一樓圓型門廳中，則有萬里鄉

大坪國小表演「法音擂鼓」、金山兒童舞蹈團表演「太子踩街」及法青會的

「海底總動員」演出龍王獻瑞、水魚歡騰等，各項活動無不活潑逗趣，博得在

場大眾的熱烈掌聲與笑聲，為今年的浴佛節增添青春歡樂的氣息。

除了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各分院道場也都有舉辦浴佛法會，且賦予

其現代意義，讓法會內容更具教育意涵，例如農禪寺設計模擬了藍毗尼園，

大眾可於其中領略當年佛陀出生地的莊嚴殊勝。

05.28

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本日舉辦春季旅遊活動，由社大校長曾濟群帶領，除

走訪桃園齋明寺外，並參觀大溪鎮的慈湖公園、花海農場與和平老街等地，

法鼓山各地分院道場舉辦浴佛法會時間表

5月8日 農禪寺、台南分院

5月15日 中華佛教文化館、台北安和分院、 美國東初禪寺、香港分會

台中分院、桃園齋明寺、高雄紫雲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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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391人參加。

活動首站參訪齋明寺，該寺

監院果迦法師親自歡迎，並以

一段寓言故事鼓勵大眾，要以

聖嚴師父「四它」的理念和方

法面對生命。之後，學員們在

草坪廣場上欣賞由當地國小學

生組成的「和喜太鼓隊」表

演，接著在齋明寺義工導覽

下，仔細參觀這座歷史古蹟。

下午則前往慈湖公園參訪，

讓學員對大溪鎮有更深一層認

識，大溪鎮鎮長曾榮鑑並親自迎接，致辭時特別表達對法鼓山即將在大溪設

立社會大學的謝意。隨後，學員前往大溪花海農場、和平老街，在大溪導覽

聯誼會10位導覽員的解說下，認識有近百年歷史的街道和建築，同時體會到

先民開基創業的辛苦。

這次的活動，除了讓金山社會大學的學員更加瞭解法鼓山在各地的發展與

貢獻，也為即將開辦的大溪社會大學暖身，是一次相當成功的交流。

05.29

由國際禪坐會主辦

的「英文禪坐班」，

本日特別至桃園齋明

寺舉辦一場英文禪

一，由僧團果霽法

師、常聞法師主持，

共有12人參加，其中

多數為僑居台灣的外

國人士，齋明寺禪坐

班成員，也一同參與

了這場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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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當天，全場以英文主講，內容除了禪坐外，還包括出坡、戶外經行、

認識齋明寺環境等。最後進行學員心得分享時，許多學員皆表示，在這優

美、寧靜的環境中禪坐，讓身心更加放鬆，尤其是在齋明寺古道的戶外經

行，更能體驗身心放鬆的感受。

06.11

當代佛學泰斗印順長老，6月4日上午於花蓮慈濟醫院安詳示寂，世壽101

歲。6月11日於慈濟新竹香山聯絡處舉行讚頌法會及荼毘追思大典，法鼓山由

中華佛學研究所副所長惠敏法師、僧團都監果品法師帶領代表團，代表聖嚴

師父及法鼓山出席參加，向印順長老致上追思之意。

由於聖嚴師父刻在美國弘法，不克出席，特為文〈佛門星殞，人天哀悼〉

追思印順長老。師父在悼念文中稱譽印順長老為「人間佛教之父」，強調自己

雖無緣為其門下，但長老的思想卻是師父一生學佛的指路明燈，法鼓山推廣

的「人間淨土」及「心靈環保」的世界性運動，也是出於人間佛教的啟發。

讚頌法會由真華長老、仁俊長老、印海長老主法，共安排五個會場，約有

五千多人參加。法會開始，首先進行法眷祭拜印順長老，真華長老代表恭誦

讚頌偈，接著由大會司儀向大眾介紹長老生平事蹟，並宣讀總統褒揚令，放

映長老生前的記錄影片與開示，最後則進行各團體公祭。

法鼓山代表團除

僧團法師，還包括

中華佛研所師生、

護 法 總 會 正 副 會

長、各會團代表，

以及以長老為題撰

寫博士論文的中華

佛研所客座德籍老

師馬德偉，正好來

訪的日本立正大學

佛 學 教 授 三 友 健

容，亦同行前往致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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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1996年4月16日，聖嚴師父前往新竹福嚴精舍拜訪印順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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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9

為迎接10月21日「法鼓山落成開山

大典」，護法總會於本日在農禪寺召

開「轄區、地區正、副召委、會團長

暨救災總指揮全省聯席會議」，向悅

眾們說明開山大典義工召募工作與培

訓課程，呼籲各地信眾積極投入義工

行列。與會人員包括護法總會總會長

陳嘉男、副總會長黃楚琪、各地一百

三十多位轄召、地區召委和救災總指

揮，僧團執行副都監果廣法師、百丈

院監院果旭法師等亦蒞臨關懷。

會議開始前，大眾首先就聖嚴師父

於5月1日召委成長營中的內容開示，分別討論「要做樹根，不要做樹枝」、

「做幕後的支持者」、「選才、育才、留才」、「替自己定位」、「要做補位的

人」、「將感動化為行動」等六項要點，重新省思身為召委的意義。

會議中，除了說明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籌備的最新進度外，並討論了「如

何發揮聯席會議的定位與功能」，以及系列活動的義工召募。由於落成開山大

典預計需要六千五百多名義工，包括具有外語能力的青年義工，負責接待外

籍貴賓，因此盼有更多人共同參與承擔。

各地區召委、會團長們在此會議中，藉由彼此討論更加凝聚共識，期能共

同為法鼓山的未來努力。

06.28 09.23

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於暑假期間，規畫一系列多元化「自然學習e夏」課

程，提供金山鄉親學子一個暑期學習的機會，每項課程平均有三十多人參

加。

課程內容以「自然環保」為主軸，針對兒童和成人不同需求開班。兒童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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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包括：讀經、認識昆蟲、

陶藝、舞蹈律動等，以趣味

的授課方式啟發兒童的學習

興趣；成人課程則有法器操

作練習、梵唄唱誦、電腦繪

圖、書法、花藝及禪坐等，

兼具實用與休閒。

其中，梵唄唱誦課程，由

僧團果傳法師指導學員認識

梵唄與法器、法器執掌的方

法，學習調和呼吸技巧等，

讓學員們瞭解如何參加一場

莊嚴的佛事；而禪坐課，則由僧團都監果品法師指導，讓學員們學習正確的

禪修觀念及方法，藉此放鬆、安定身心。

多元的學習課程，讓金山的鄉親學子們度過一個豐富且充滿樂趣的暑期生

活。

07.01

由法鼓山僧團、法鼓山基金會及護法總會籌畫的「聖嚴法師108自在語」，

自7月份起正式發行，內容為聖嚴師父的法語輯錄，共發行中文正體、中文簡

體、英文、日文四種版本。

「108自在語」由聖嚴師父命名，封面並由名書法家黃篤生題字。自在語的

內容，從師父的著作中，挑選信眾們深感受益的師父法語，彙整出二千多句

後，再由師父從中挑選一百零八句定案。

「108」是佛教常用的數字，通常為煩惱數

的代稱，「108自在語」正是對治世人的煩

惱，將煩惱轉為菩提，獲得身心自在。

「108自在語」在設計上與一般名片大小相

同，方便隨身攜帶，提供民眾及上班族利用

搭公車、捷運或休息片刻之際，隨手閱讀；

另外也發行大字版，以利年紀稍長的民眾

閱讀。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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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1

法鼓文化於本月份出

版《法鼓全集》續編，

共計三十一冊（含續編

總目錄一冊）。《法鼓

全集》是聖嚴師父著作

最重要、最完整的集

結，自1994年發行、

2000年首度改版後，

再次進行大規模增

修，歷經一年半的蒐

集編輯，不但數量擴

增至一百冊，原有的七十冊也進行了全面校訂。

此次續編的著作，為聖嚴師父於2000至2005年間寫作的短文、學術論文，

以及在各種場合的弘法開示，新增書籍的書目，包括：「生活佛法類」、「外

文書類」、「經典釋義類」等，呈現了師父著述弘法生活化、國際化的特色。

其中「經典釋義類」書籍，為師父在奔波忙碌中，利用病餘、課餘、公餘，

將唯識學、天台學、華嚴學等佛學經典，用現代人能接受的語言進行闡述，

十分具有分量，亦可從中得見師父無比的願心與願力。

其中《學術論考II》、《書序II》、《悼念II》、《致詞》、《法鼓山的方向II》

等五冊未曾集結出書，內容多半為聖嚴師父至世界各地發表的講稿、論文

稿，均以完整面貌收入於《續編》中。

除新文集的彙整外，原七十冊的《法鼓全集》，亦進行全面性的校訂修正，

例如《福慧自在──金剛經生活》、Zen Wisdom等書。

07.02

為了迎接10月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同時加強法鼓人對法鼓山理念的認識

和實踐，僧團弘化院特別策畫了「緣滿人生，菩薩行──你我都是擺渡人」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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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菩薩培訓課程，自本日起在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農禪寺及各地分

院，展開為期三個月，共計十六場課程，總計有三千多位義工接受培訓。

此次培訓活動最大的特色為，所有課程均由僧團法師講授，題材、教案皆

經由法師重新擬定，內容精要、層次分明，再輔以法師們全程參與分享與互

動，讓與會學員印象深刻。

首場於7月2日至3日舉辦，培訓對象為護法會各區轄召，及各地正、副召委

等資深悅眾共190位；第二場於7月9日至10日舉行，對象則是義工團的成員

250位，二場舉辦地點皆在法鼓山園區舉行。

為期二天的課程中，第一天以「師父的悲願」、「法脈法源」、「法鼓人的

身行」、「觀音菩薩」等

課程，詳細介紹法鼓山的

歷史、理念和方針；第二

天則是專業義工課程，包

括介紹落成開山大典的活

動內容，以及義工所需的

專業課程等。

除了前二場為二天課

程，其他各場次均安排一

整天，陸續於農禪寺、台

中、台南、高雄、宜蘭等

全台各地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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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住法師的引導下，現場互動氣氛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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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緣滿人生，菩薩行──你我都是擺渡人」各地區活動場次表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臨時寮大殿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臨時寮大殿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臨時寮大殿

農禪寺

農禪寺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臨時寮大殿

高雄紫雲寺

萬華區公所

花蓮農校

桃園縣北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大舞台禮堂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南投安心服務站

台南分院

台中分院

農禪寺

羅東幸夫愛兒園

園區專職、義工

護法會各區轄召、各

地召委、副召委等資

深悅眾等

義工團導覽組、接待

組、保全組

北二轄區

北一轄區

北七轄區

高雄地區

北三轄區

花蓮地區

北五轄區

義工團

南投、嘉義地區

台南地區

台中地區

北四轄區

北六轄區

80

250

190

370

300

80

290

400

120

250

250

120

250

250

450

250

試教場

召委場

地區第一場

地區第二場

地區第三場

地區第四場

地區第五場

地區第六場

地區第七場

地區第八場

義工團

地區第九場

地區第十場

地區第十一場

地區第十二場

地區第十三場

6月29日

7月2日

7月9日

7月23日

7月30日

7月30日

7月31日

7月31日

8月6日

8月14日

8月20日

8月20日

8月21日

8月27日

8月28日

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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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6

經過近二年

的改建，台東

信行寺本日上

午舉行落成啟

用暨佛像開光

大典。典禮由

聖 嚴 師 父 主

持，台東縣縣

長徐慶元、副

縣長劉櫂豪、

縣議會議長吳

俊立、前立法

院副院長饒穎

奇等多位貴賓皆出席參加，台東縣佛教會、佛光山日光寺、台東海山寺等道

場代表也前來祝賀觀禮，共有一千三百多位信眾參與。

上午的活動，由熱鬧的鼓陣及舞獅揭開序幕，接著由聖嚴師父主持大殿佛

像開光儀式，隨後向大眾開示。師父表示，佛像尚未開光前是一項文物，經

過開光之後，則代表釋尊的法富有生命力，它是由大眾的虔誠心共同感應而

成，是眾生心靈信仰的寄託。

聖嚴師父進一步說明，法鼓山是以奉獻的心來到台東，期勉所有當地信眾

發願將台東建設為人間淨土的模範，確實做到以心靈環保為主軸，實踐心靈

環保、禮儀環保、生活環保、自然環保等「四環」，將法鼓山建設人間淨土的

理念從台東推廣到全世界。

徐慶元縣長致辭時表示，他非常認同聖嚴師父推動的理念，未來台東縣將

致力發展觀光產業，將台東建設為淨土。

下午接著舉辦大型祈福皈依大典，共有426人皈依三寶。聖嚴師父開示時以

玉石譬喻，說明台東地區環境優美、民風純樸，但仍是一塊未被雕琢的玉

石，而用以雕琢的方法就是法鼓山的理念。

整個落成啟用儀式及活動在聖嚴師父繞場關懷後，圓滿結束。法鼓山信行

寺在東台灣的弘法工作也自此正式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未來將成為法鼓山

在東台灣地區推動佛教教育，弘揚漢傳禪法的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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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21

為了推廣二菜一湯的簡單飲食，本日下午聖嚴師父在農禪寺大殿，為香積

組的義工進行一場開示，講題為「法鼓山的飲食原則」，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聖嚴師父在開示中，首先感恩香積組義工們的辛勞。師父表示，舉凡法鼓

山、農禪寺，以及各地分支道場，只要舉辦活動，皆需要香積組的投入；如

遇有災難發生，救災工作一定先要解決飲食問題，由此可見，香積組是非常

重要的一部分。

聖嚴師父提出，法鼓山的飲食需符合「簡單、衛生、營養」三項原則。在

菜色方面，平時應以二菜一湯為原則，不要出現葷菜的名字、樣子及味道，

需重視營養及可口感。在佛七、禪七或是大法會時，亦應以此為原則。

最後，聖嚴師父期許香積組不但要做筵席上的「功夫菜」，亦要會做修行活

動時的簡單菜色。師父鼓勵香積組義工多接引年輕人一起投入廚房工作，共

同學習成長，把握培福與修行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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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本日於農禪寺舉辦「工商建研會」禪一，由果元、果祺二位法師指

導，聖嚴師父並出席開示。參與學員包括天剛資訊董事長陳和宗、亞洲集團

董事長顏文熙、廣達電子總經理王震華等68位企業界菁英人士及眷屬。

活動舉辦緣起於工商建研會北區分會會長陳和宗，由於參與法鼓山社會菁

英禪修營後，深刻體會到禪修的益處，因此而促成此次活動。

當天活動內容包括：禪坐、走路禪、吃飯禪、法鼓八式動禪等，下午聖嚴

師父出席開示，就學員可能面臨的家庭與事業問題，提供佛法的觀點。師父

說明人有許多「想要」的事物，但實際的「需要」並不多，因此，勉勵學員

要學習以智慧在諸多「想要」與「需要」之間做釐清與判斷，並擴大願心，

讓諸多「想要」走出個人私利的框架，擴大為社會大眾共謀福祉的「願心」。

07.30 31

7月30日起一連二天，法青會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生活

藝術成長營」，為表演組、美編組、關懷組及電訪組學員的聯合成長課程，共

有54位學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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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第一天，進

行美編組和表演組

課 程 。 美 編 組 部

分，由台北市攝影

學會月刊主編劉振

雄授課。劉老師除

指 導 學 員 攝 影 技

巧，並帶領學員前

往苗栗勝興火車站

實習；在拍攝的過

程中，他不忘提醒

大家多運用鏡頭寫

日記，為生活留下記錄。表演組部分，則由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學生黃遠持

指導學員肢體開展、發聲練習等，課程並安排有即興創作表演，讓學員從中

加深對於自我的認識。

第二天進行關懷組與電訪組慈善慰訪課程，特別邀請台北縣家庭暴力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社工師謝云洋，以「淺談社會工作與義務工作」及「義工專業

認知及倫理」為題，為學員們授課。謝老師說明助人行動中最根本的價值在

於尊重他人，其次才是同理心、真誠、協助對象增能等。此外，並安排台中

東勢安心服務站悅眾與大家分享慈善慰訪的經驗及由常惺法師帶領大家禪

修。

課程結束後，學員們皆表示受益良多，同時更加清楚擔任法青義工的重要

性。

08.01

法鼓山重要文字弘法媒體──

《人生》雜誌，榮獲九十四年度

第二十九屆金鼎獎「最佳人文類

雜誌獎」入圍，此一入圍代表對

《人生》雜誌多年來致力於佛教

文化推廣，以及為現代人提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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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成長的努力表示肯定。

《人生》雜誌為一本關注人文、心靈、佛法與社會脈動的雜誌，1949年由東

初老人創辦，希望透過刊物讓一般民眾瞭解正信佛教。創刊後，聖嚴師父、

高雄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法師以及《今日佛教》月刊創辦人之一廣慈法師都

曾擔任過主編，至今已發行五十多年。近年來，《人生》不斷因應時代需

求，提供大眾更多元化的佛法智慧，歷經2000年、2002年二次的改版，不僅

內容更貼近人心，在設計上也帶給讀者全新的閱讀享受；讀者不但可以從中

接收到心靈養分，還可洞悉教界動態、國際佛學等資訊。

金鼎獎是出版界的最高榮耀，也是出版界的一大盛事。《人生》雜誌在眾

多的競爭者中脫穎而出，入圍「最佳人文類雜誌獎」，其優質內容獲得肯定。

08.07

台中分院本日首次

啟建「三時繫念法

會」，由僧團都監果

品法師擔任監香、傳

燈院果醒法師主法，

並由法鼓山僧伽大學

男眾學僧擔任悅眾法

師，約有六百多位信

眾參加。

法會開始前，果品

法師首先說明「三時

繫念」的意義，他表

示，三時繫念佛事是

由元朝中峰明本禪師

所提倡，主要目的在

超薦亡靈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永離茫茫業海。法師並開示心、佛、眾生三者

無差別，開顯唯心淨土、自性彌陀。

接著，果醒法師及十多位悅眾法師共同帶領大眾恭誦經文。法會中，莊嚴

的梵唄音聲，攝受與會者的道心，讓信眾們融入彌陀大誓願海中，生起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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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的信念。

台中分院監院果理法師表示，台中分院過去不曾舉辦大型的法會，此次於

農曆7月舉辦「三時繫念法會」，除了讓民眾追思先亡眷屬，為累劫怨親債主

超度，亦是一個眾人共修、增長慈悲智慧的良機。

08.07 13

一年一度的農禪寺

梁皇寶懺法會，於8

月7日展開，13日晚

上圓滿，每天約有二

千多人參加，法會首

日有近六千人參加；

其間，包括大殿在內

的五個佛堂、法鼓書

店和所有走道，皆湧

入眾多人潮，聖嚴師

父亦蒞臨開示。

聖嚴師父在開示時

表示，懺悔分為三

種，一種是檢討自己

不應該犯的錯誤，並發願不再犯錯；第二種是對自己所傷害的人懺悔；第三

種是讓一組人、一個團體受到損失、傷害，就要當眾懺悔。拜懺能幫助我們

消除自私自利的煩惱心，對人事物多些慈悲心，心才能與空性相應。

此外，交通部部長林陵三並於法會最後一天上午，偕同夫人、公路總局局

長陳晉源、國道高速公路局局長陳建宇等人，至農禪寺參加梁皇寶懺法會中

的齋天法會，為國內海陸空交通的平安祈福；當天，林部長並於聖嚴師父座

下皈依三寶。師父為林部長開示表示，父母官有二種，一種有能，一種有

福。有能而無福者，在位時常有事端，很辛苦忙碌；有福無能者，不容易有

建樹；如果福能兼具，則諸事順調，百姓就有幸福。他期勉林部長等人，於

有福、有能之餘，仍需再培福。

13日下午四點舉行結懺──瑜伽焰口施食法會，共有四千三百多位民眾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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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蕭萬長亦全程參與。與會大眾隨著維那法師的帶領

唱誦，呈現整齊攝受的音聲。聖嚴師父指出，焰口法會儀軌是顯密合一，與

會者只要一心專注、恭敬地唱誦，便是以佛教甘露對十方一切眾生做最高的

供養。

整個法會在法師的帶領下，氣氛顯得莊嚴殊勝，於晚上十一點圓滿結束。

08.07

法鼓山本日上午於台南縣佳里鎮北門高中大禮堂舉辦「聖嚴法師祝福平安

祈福皈依法會」，由聖嚴師父主持，共有來自台南、嘉義、高雄、屏東等地約

二千三百多位民眾參加，其中約有一百二十位民眾皈依三寶，為當地難得一

見的盛事。台南縣縣長蘇煥智、副縣長顏純左、佳里鎮鎮長邱建男，及捐贈

土地給法鼓山籌建禪修道場的瀚昌公司董事長黃福昌等人亦到場觀禮，

蘇煥智縣長致辭時表示，每個人都無法避免老病的苦痛，如今聖嚴師父能

在台南縣興建道場，正是為南部的民眾開授「生命學」的課程，開發生命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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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福昌董事長表示，自己是七十二歲的老人，原本以為沒有什麼用了，因

為聖嚴師父的一句「廢物利用」，讓他十分感動，也更積極學佛，親近法鼓

山、護持佛法。

聖嚴師父在開示時提及，他和台南相當有緣，1978年自美國返台後，翌年

即在台南首次對大眾宣講佛法，創下台南地區大型佛教弘法演講的先例，這

是他一生難忘的經驗。接著師父說明，修學佛法並不難，有二個基本的原

則：第一，要讓他人平安、幸福、健康、快樂，並從自己的家庭做起，用佛

法善待家人，使家庭的環境得到提昇。第二，要讓自己平安、幸福、健康、

快樂，就是要利益他人，幫助在每一個因緣裡所遇到的眾生。

會場外，台南分院亦規畫了「法鼓山會團迎新博覽會」，展出各會團成果內

容，獲得了當地民眾熱烈的參與，活動於中午十二點圓滿結束。

08.15

長期關注跨宗教交流與環

境、人權議題的聯合國地球憲

章（The Earth Charter Initiative）

總部青年團總召集人米歇爾．

斯拉比（Michael Slaby），本日

親赴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拜訪聖嚴師父，邀請師父參加

地球憲章五週年年會，並就宗

教交流與全球普世價值等問題

向師父請益。

聖嚴師父表示，各宗教因為

受到環境影響，分別發展出不同的觀念和修行方法，無非是要追求至聖至善

的境界。然而，上個世紀的宗教過於強調自己的優越性，忽視了人類共同面

臨的問題，導致衝突的產生；這個世紀，各宗教應該放棄彼此不同神祇的競

爭，找到普世的價值和相容的方法來解決人類問題。

聖嚴師父強調，佛法具有高度的人道精神，以平等與慈悲看待眾生，例如

佛教提倡素食和簡約，就是從人類長遠的利益著想，而不只是一種宗教規

範；師父並期許在追求西化的現代社會中，人們能夠反省傳統的價值，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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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文化的特色，亦希望台灣青年多多參與國際組織，向世界發聲。最後，

師父肯定地球憲章秉持義務參與的性質，努力改善環境生態與社會的弊病，

將青年人的力量帶到全世界。

米歇爾．斯拉比目前於德國海德堡大學攻讀碩士，曾經閱讀聖嚴師父著作

的德文譯本。他此次拜會後，將於8月28日再次造訪法鼓山，至農禪寺與法鼓

山青年進行座談交流，以瞭解佛教青年參與社會、淨化人心的努力。

08.16

聖嚴師父應國防部陸軍

總司令部之邀，本日至台

北關渡，為500位國軍進行

專題演講，主題為「尊重

生命，迎向未來」。

主持人陸軍總司令部主

任陳克難中將於致辭時表

示，很多人往往沒有足夠

的勇氣面對挫折，甚至以

自殺的方式解決。為了加

強軍中弟兄面對、處理挫

折的能力，特別邀請聖嚴師父為國軍軍官提供解決人生困境的智慧和方針。

演講中，聖嚴師父就「生命的責任」、「生命的目的」、「生命的意義」三

方面進行闡釋。師父指出，一般人總認為生命可以自由支配，然而個人的生

命乃受惠於父母、家庭、國家與社會的栽培，因此我們有義務對家庭、社

會，乃至人類歷史盡力奉獻，而自殺是一種對生命不負責任的行為。師父進

一步表示，以佛教的觀點來看，生命是永續而非片段，現世今生只是生命長

河中的一絲漣漪，師父並期勉大家用更寬廣、深厚的角度來看待自己的人

生。

最後，聖嚴師父勉勵大家，凡事以正面解讀，事情便會朝著正向發展；並

以逆向思考社會普遍存在的價值觀而不隨波逐流，反而能找到人生解答。

演講結束後，國軍們紛紛提出問題，聖嚴師父則以佛法的觀點一一解答。

在師父平實親切、深入淺出的開示下，活動於上午十一點半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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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委由日本「老子製作所」鑄造的法華鐘，於今年4月8日起，歷經四

個月進行灌銅後修整工程，已接近完成階段。值此完工前夕，聖嚴師父特別

於8月22日上午，率領僧團賢首會果暉法師、執行副都監果廣法師、營建院監

院果懋法師、護法總會總會長陳嘉男，與2位副總會長黃楚琪與葉榮嘉、鳳甲

美術館負責人邱再興夫婦，以及負責法華鐘專案的施建昌居士等共計36人前

往日本，為法華鐘進行完工前的祈福和勘驗。

23日一早，一行人抵達位於日本本州北陸富山縣高岡市的「老子製作所」，

由該製作所會長元井實、社長老子秀平、總經理元井秀治等人親自接待。大

家對於仿唐鐘造型的法華鐘，渾厚樸實、線條優美，一致讚賞。

上午十點，聖嚴師父引領所有隨行成員，舉行虔敬的繞鐘祈福儀式，祈願

法華鐘製作順利圓滿，元井會長、社長及總經理等人也隨眾持誦「南無妙法

蓮華經」聖號。祈福儀式後，師父隨即由元井會長陪同，仔細檢視法華鐘內

外的經文字體，近距離仔細檢查。

上午十一點，法華鐘正式進行撞鐘測試，現場所有人士都屏息聆聽，感受

鐘聲的渾厚飽滿。現場還有日本當地NHK電視台、《朝日新聞》、《讀賣新

聞》、《中外日報》等媒體，全程記錄法華鐘首次撞擊的震撼。



特 別 報 導

241

大
普
化

2004 5 11

2005 4 8

4 8

5
5

8 22

2

8 23

聖嚴師父仔細檢視法華鐘內外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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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4 4.5
2005

聖嚴師父於日本製作所帶領大眾為法華鐘舉行繞鐘祈福儀

式。

左起北川前肇、三友健容、聖嚴師父、佐藤達玄、淺地康

平、山口晃一一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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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製造所工作人員合抱撞木，為法華鐘進行

撞鐘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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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起一連

二天，法青會在法

鼓山世界佛教教育

園區、農禪寺舉辦

「法青點燈日」，邀

請法青會學員的父

母一同參與，向父

母表達感恩之意，

也藉此認識法鼓山

及法青會，聖嚴師

父特別於28日蒞臨

農禪寺現場，勉勵

青年學子精進學佛，共有130位學員及家長參加。

27日下午，首先由法青導覽組學員帶領大眾參觀法鼓山園區，晚上則在教

育行政大樓階梯教室舉辦表演晚會。28日，學員轉往農禪寺，參觀在一樓新

禪堂展出的「法青成果展」，並觀賞由東勢安心服務站小朋友演出話劇「花婆

婆」，法青法鼓隊表演「法鼓法音」、RAP版的「四眾佛子共勉語」，以及法青

學員演出戲劇「生命的暗房」等。

接著，播放「點燈」影片，觀看聖嚴師父與美國佛教會沈家楨居士之間的

因緣和情誼，以及師父對沈居士所表達的無限感恩。影片後，則進行深具意

義的「供養」活動，每位學員手捧點心，跪著表達平日不曾對父母啟口的感

謝，此時師父亦來到現場，

勸勉學員應當孝順父母、報

答親恩，並接引更多年輕人

學佛。

活動最後安排一項「叮嚀」

節目，由每位家長將手中點

燃的無盡燈，傳交給子女，

並給予孩子叮嚀及祝福，活

動在溫馨的氣氛中圓滿落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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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8

本日上午，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於農禪寺簡介館舉辦「聯合國地球憲章貴賓

來台座談會」，邀請聯合國「地球憲章青年運動」（The Earth Charter Youth

Initiative）總召集人米歇爾．斯拉比（Michael Slaby）、中華佛學研究所研究

生、法鼓山僧伽大學學僧、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青年代表、亞太青

年和平高峰會代表、法青會會員等近五十位傑出青年參加。

這場座談會以「心靈環保與地球憲章的理念聯結」為主題，由亞太青年和

平高峰會代表何麗純主持。首先，由僧團常濟法師介紹法鼓山所推廣的心靈

環保理念，以及落實國內外的成果，接著由米歇爾．斯拉比介紹「地球憲章

青年會議」的歷史起源、組織概況、成立目標及現況等。

米歇爾．斯拉比引用數據，說明現今世界貧富差距之大，各國政府的武器

預算相當驚人，但因營養不足而導致疾病孩童為數眾多，他提出了「我們要

如何向後代子孫交代我們今日所做的」問題，邀請青年們一同加入「地球憲

章青年運動」，共同為地球環境而努力。

另一方面，米歇爾指出，有許多西方人對東方的哲學與思想相當感興趣，

但這樣的智慧卻無法在國際間廣泛被運用，希望透過民間交流、民間與政府

的合作，將這樣的智慧廣泛流傳。

最後，在場全體青年代表展開一場動腦會議，針對地球環境的保護議題，

展開熱烈討論。這場國際交流座談會就在彼此的祝福聲中，暫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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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名來自美國、日本、比利時、澳洲、中國大陸等地的青年代表，應行政

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之邀，來台參加「2005青年國是會議系列座談」活動，並

在青輔會安排下，於本日上午至農禪寺向聖嚴師父請益，師父以自身參與國

際會議的經驗，與青年代表分享參與會議的三大原則，僧團亦有多位法師出

席參加。

座談中，聖嚴師父提及，雖然自己的英語能力不佳，卻能參與國際事務，

擔任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主席，其實是把握了三項原則：一、首先要跨越自

己的立場與身分；二、要在會議前先做好瞭解的功課；三、同時要準備好自

己的發言，針對會議題目，「言人之所未言」，如此方能受到邀請者及與會者

歡迎。

聖嚴師父進一步說明，拋開自己的立場和身分，對他個人而言，是跨越漢

傳佛教的立場與出家法師的身分，如此才能與不同宗教、文化的人做交流溝

通；而在會議前先做足功課，瞭解會議的性質、主題、目的與參與人員的背

景和想法，才能知道眾人所需是什麼；至於自己的發言部分，則要針對大會

希望達成的目標而準備，因此需先請教各行各業的能人，來增加自己言論的

豐富性。



247

大
普
化

會後，另有開放問答時間，來自加拿大、澳洲的青年請教聖嚴師父，「如

何化解認為自己的宗教最好」的觀念，以及「如何去除貢高我慢的心態」等問

題。師父表示，每個宗教在精神層面上其實並沒有分別，所以應該要互相尊

重、包容；而知道自己貢高我慢的人，就已經跨出了「去除」的第一步。之

後，青年代表與法師們共進午餐後，結束此行的參訪。

09.01

自9月份起，由法鼓文化編

製的「智慧掌中書」，以及法

鼓山佛教基金會出版的結緣小

冊「智慧隨身書」進駐福客多

三百六十家便利商店，讓民眾

能更方便親近聖嚴師父的智慧

書冊。

「智慧掌中書」為輕薄短小

的口袋書，其親切、實用、生

活化的文字內容，以及各式創

意插畫，深受讀者歡迎，十分

適合忙碌的現代人於快速的生活步調中，利用閒暇之餘隨手翻閱。而「智慧

隨身書」則希望透過贈閱的方式，普及推廣佛法。

由於法鼓山所推廣的禪法，早已受到社會各界普遍肯定，福客多超商亦洞

悉到社會大眾對心靈成長需求日益增加，因而引進這套「智慧掌中書」，服務

更多消費族群。

09.01

本月份，法鼓山完成製作一系列新制服，包括：深藍色的正式禮服，以及

白色上衣、藍色長褲的義工服，展現了莊嚴、清新、簡約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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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制服的設計、製作，於二年前在聖嚴師

父指示下，積極展開。負責催生新制服的「制服

規畫小組」表示，在設計與製作上，新制服蘊涵

著法鼓山的理念和形象，尤其制服上的山徽圖像，純樸而鮮明，是一個相當

顯眼而清楚的辨識標記。

這一系列的正式制服包括：外套、藍大衣、背心、白襯衫，以及深藍色長

褲或裙子，再搭配上藍色領帶或領結；義工服則有：長袖和短袖白色上衣、

深藍色長褲，薄、厚二款外套。

規畫小組並規範出各種場合適合穿著的制服，例如禮服，適合專職菩薩上

班、拜見聖嚴師父的活動、法鼓山年會、代表法鼓山出席外部會議、接待外

賓、婚喪喜慶關懷、對外慰訪工作，以及合唱表演等；義工服，則適合參與

教育訓練、環保工作、園遊會、平時聚會等場合。

09.02

法鼓山成立十六年來首度的「傳法大典」，本日在農禪寺舉行，由聖嚴師父

將「中華禪法鼓宗法脈傳承證書」交給12位法子，象徵交付傳持法脈的重責

大任，共有僧團法師、法鼓山各事業體一級主管，以及護法總會資深幹部約

四百多人到場觀禮。

聖嚴師父在開示中表示，這次是任務型傳法，接法的法子，有的在禪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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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上有深厚基礎；有的在佛學、教育、文化等方面貢獻良多，都在法鼓山體

系內長期奉獻；而傳法的意義，則是要把佛法傳持下去，讓佛法明燈永續不

斷，讓漢傳佛教承先啟後，讓法鼓山理念傳持和普及。

12位法子包括：僧團首座及中華佛學研究所學術副所長惠敏法師、禪堂板

首及玉佛寺住持果如法師、僧團副住持果暉法師、禪堂板首果元法師、傳燈

院副都監果醒法師、都監果品法師、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美國象岡道場負

責人果峻法師等8位比丘，以及法鼓山僧伽大學副院長果鏡法師、執行副都監

果廣法師、中華佛研所行政副所長果肇法師、文化中心副都監果毅法師等4位

比丘尼。

典禮中，聖嚴師父特別親自帶領12位法子及在場所有人宣讀法鼓山的傳法

標準：一、對佛法具正知見；二、生活言行嚴守淨戒律儀；三、具備弘法的

悲願與能力；四、具備攝眾、化眾、安眾的能力；五、認同法鼓山理念，願

盡形壽以推廣法鼓山理念及宗風為當然責志。會中，師父並宣布二項人事派

任，一為惠敏法師任首座和尚，另一為果暉法師擔任法鼓山副住持。

頒授傳法證書後，聖嚴師父進一步向所有僧俗四眾弟子指出，法是本師釋

迦牟尼佛親口所說，只要我們運用佛法、修持佛法、弘傳佛法，就是法子；

只要心心與佛法相應，就是法子。

12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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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聖嚴師父將「中華禪法鼓宗法脈傳承證書」交

予12位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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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2 位法子承接傳法證書，象徵擔負起傳承法脈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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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3

僧團本日舉行剃度典禮，

由聖嚴師父擔任得戒和尚，

中華佛學研究所副所長、亦

為僧團首座的惠敏法師擔任

教授阿闍黎，果暉、果元、

果醒、果祺等6位法師擔任

男眾執剃阿闍黎；中華佛教

文化館住持鑑心法師，及果

祥、果勤等12位法師擔任女

眾執剃阿闍黎，計有法鼓山

僧伽大學二年級學僧6位男

眾、12位女眾，共18位求度

出家，另有8位男眾、21位女眾學僧受行同沙彌（尼）戒。

會中，全體新戒法師隨著儀軌如法進行，氣氛莊嚴而感人。聖嚴師父勉勵

在場受戒學僧，不但外表上要有出家人的樣子，在心態上更要袪除過往不好

的習氣，做一個實實在在的出家人，師父並強調出家的與眾不同，在於能隨

時隨處觀照環境，開展個人潛在的寶藏，進而善用寶藏自利又利人。惠敏法

師亦勉勵新戒法師，要轉凡成聖、出煩惱家，當個專業的煩惱終結者，不但

自己不起煩惱，還能解決眾生的煩惱。

聖嚴師父同時向新戒法師的父母們表示感謝和讚歎，師父指出，難捨能

捨，能夠將子女布施給三寶，為未來的眾生奉獻，是大功德；而辭親的意

思，就是離俗出家了，請父母不必擔心，以後有護法龍天及護法信眾照顧。

典禮最後在莊嚴肅穆中，圓滿落幕。

09.07 09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大禪堂即將開始正式運作，為培養監香人員並統

一全山監香相關工作內容，以提昇禪修品質，9月7日至9日，僧團三學院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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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禪堂監香培訓」講習課程，共有34位僧團法師參加。

課程內容主要包括：監香的認識、禪堂規矩、各式禪修練習等主題。第一

天，由三學院監院果幸法師主講「培訓的目的」、傳燈院副都監果醒法師主講

「禪堂環境及動線介紹」。翌日課程，上午首先由果醒法師為大家說明「為什

麼需要監香？」、「什麼是監香」；下午，由果霽法師以「如何當好監香？」

為題，就「禪七流程、禪堂規矩」進行說明，幫助學員們更瞭解監香的責任

及工作；接著，由果祺法師帶領學員們實際演練如何巡香，果鏡法師指導禪

堂法器認識與練習。9日上午，禪堂板首果元法師帶領大家禪坐，之後則指導

擔任監香工作時，該如何觀照禪堂。每堂課程皆安排分組討論，且開放問答

時間。三天課程結束前，果醒法師並為大家就整個監香培訓做總解說，讓參

與學員深感受益良多。

09.20

法鼓山和台北富邦銀行合作推出「法鼓山自在卡」，本日於台北安和分院舉

行發卡記者會。會中，護法總會總會長陳嘉男與富邦金控副總經理林啟峰共

同簽署宣言，推動正確消費觀，僧團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法鼓山基金會祕

書長黃銀滿、VISA國際組織台灣區總經理麻少華亦出席與會。

陳總會長致辭時表示，發行法鼓山自在卡主要是提醒消費者，消費時要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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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法鼓山「心五四運動」中「四要」的

精神，即「需要的東西並不多，想要的

東西非常多；需要的東西應該要，想要

的東西不重要」，呼籲大眾謹慎消費。

林副總經理則表示，法鼓山自在卡的發

行概念迥異於一般信用卡，強調有定

見、有主張，花所應花費的「心自在消

費觀」。

此次發行的「法鼓山自在卡」，分普

卡、金卡、白金卡三種，每一種卡皆具

回饋機制，回饋金將捐贈法鼓山推動心

靈環保的教育文化與關懷事業。持卡人

不僅可隨手護持法鼓山，還會定期收到

《法鼓》雜誌，藉此瞭解法鼓山的修行

弘化、教育文化、慈善救濟等各項工作

的推動。

10.01

為了佛教未來的

永續發展，法鼓山

於10月份成立了青

年部，鼓勵十八至

三十五歲的青年們

加入法鼓山，一起

為實踐人間淨土的

理想而努力。

青年部監院果霽

法師表示，青年部

初 期 是 以 法 青 會

（法鼓山大專青年

會）為核心，舉辦各項活動，接引青年學子參加。除此之外，亦協助全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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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成立法青分會。同時將設立網路社群，建立青年們分享溝通平台，透過網

路推廣正確佛教知識。

中期目標，則是配合全球各分院成立海外法青會，讓更多不同世界觀的青

年加入法鼓山。至於長期目標，則是一方面培育具有國際觀的青年人才，與

其他國家的青年互動溝通，一方面與國際青年組織合作，讓法鼓山的理念推

展到全世界，以利益更多人。

青年部也將以法鼓山整體發展的觀點，協助各項計畫，包括兒童營隊、法

鼓山僧伽大學的自覺營，以及各類型的親子營等活動。

10.01 2006.04.30

在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去年

（2004年）7月舉辦「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

北論壇」（WYPS）後，參與的青年學員為了

積極推動環保理念、促成和平願景，學員代

表魏孝丞，自發性成立了「因應京都議定書

及能源危機之大眾行動方案推廣小組」（簡稱

大眾行動小組），該小組並與全球素食網於10

月1日起至2006年4月30日共同推動「一人一

筷，健康愉快」運動，並邀請法鼓山文教基

金會、荒野保護協會、主婦聯盟共同協辦，

鼓勵民眾自備筷子，節省自然資源，以改善

地球的環境。

「一人一筷，健康愉快」運動，是延續

WYPS追求和平、從自己做起的精神，從而影響周遭的親友。大眾行動小組表

示，雖然自備筷子是一件微小的事，但如果每個人在用餐時都能自備筷子，

不僅可以讓地球減少製造免洗筷、塑膠套的資源消耗，另一方面，店家也可

以減低購買免洗筷、處理塑膠垃圾的成本。

「一人一筷，健康愉快」運動推出後，便有許多店家響應。活動期間，只要

民眾自備筷子至響應的店家用餐，店家即會以折價或是加菜方式回饋民眾。

這項活動在民眾商家的支持下，引起社會大眾一致的認同，也為WYPS的影響

力，做了最好的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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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歷 時 二 年 編 輯 製 作 的

《1989∼2001法鼓山年鑑》，

特別選在法鼓山落成開山的

10月隆重出版。這套年鑑包

括〈總論〉、〈記事報導〉、

〈大事記〉三大冊，總計一

千二百頁，約五十多萬字，

共收錄六百張圖片的內容，

以編年體的方式，詳實呈現

法鼓山的發展軌跡。

第一冊〈總論〉分為：

理念、人物、組織、工程

四個部分。「理念篇」說

明法鼓山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人物篇」介紹師公東初老人、創辦人聖嚴

師父；「組織篇」介紹法鼓山各個事業單位、會團；「工程篇」介紹法鼓山

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的整體工程規畫與建設。

第二冊為〈記事報導〉，分為二個部分，第一部分「蓽路藍縷：前法鼓時

期」，收錄1949年至1988年草創時期的歷史資料；第二部分從1989年法鼓山開

創至2001年，以「主題年」方式編輯，各年主題包括「法鼓開創年」、「理念

宣揚年」、「心靈環保年」等，並以「記事報導」詳加記錄當年推動的各項活

動，針對特殊重要事件，再輔以「特別報導」、「創辦人語」，事件呈現更完

整的面貌。

第三冊〈大事記〉，以逐年、逐月、逐日的方式，鉅細靡遺記錄法鼓山的各

項活動。

透過此套年鑑，可完整認識法鼓山這十六年來致力推動淨化人心、淨化社

會的工作，及以大學院、大普化、大關懷三大教育落實四大環保的各項具體

活動，盼能提供學界、教界及社會各界做為深入瞭解法鼓山的參考。

負責統籌出版的法鼓文化總編輯果毅法師表示，在這套年鑑中，讓我們有

機會回顧法鼓山這段極為艱辛的開山歷程，並在眾人的奉獻與付出中，看見

佛法命脈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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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

繼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之後，法鼓

山再度於桃園大溪鎮開辦大溪法鼓山

社會大學，並於本日上午在桃園縣大

溪鎮至善高中活動中心舉行開學典

禮，特別邀請桃園縣副縣長廖正井、

教育局局長張明文等多位地方首長與

民意代表與會，約有六百多人參加。

法鼓山社會大學校長曾濟群在典禮

中致辭表示，法鼓山社會大學的開

辦，乃源於聖嚴師父的理念，師父認

為未來的教育是終身學習，希望藉由

社會大學的開辦，讓大眾學習一技之

長，並配合品德教育，進而提昇人的

品質、建設人間淨土。

桃園縣副縣長廖正井致辭時表示，

人要不斷地學習，生活才有意義，終

身學習是很重要的。因此，法鼓山於

金山鄉開辦的第一所社會大學，辦學

二年半以來，深獲當地居民的肯定及

讚揚，未來將會陸續在全台各地辦

理。

大溪社會大學開學典禮中，同時安

排多項活動，包括由「中醫與生活」

課程授課教師廖桂聲等多位醫生做現

場義診；工藝童玩DIY，免費提供蝴蝶風車材料，供學員參與體驗；創意彩繪

及金山社會大學的學習成果展，另有由金山社會大學學員所烘製的十多種可

口中西式點心等，讓所有來賓共同品味分享學習成果。

大溪社會大學於10月11日起正式開課，校區沿大漢溪分為河東及河西二區，

分別在至善高中及仁和國中各開設六門課程，每門課程每週上課一次，每次

二小時，以十二週為一個學習單元，邀請了各界專業人士擔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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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本日，僧團果建

法師代表法鼓山出

席於中國大陸北京

西苑飯店舉辦的

「世界佛教論壇主

題研討會」，來自

台灣、香港、澳

門、新加坡等地的

佛教界法師、學

者、媒體、出版社

等文化界人士共有

97人受邀與會。

研討會由中國佛

教協會、國家宗教事務局主辦，並由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聖輝法師主持，主

題為「和諧世界，從心開始」。

會中，果建法師代表法鼓山以「心靈環保與世界和平」為題，分別從「生

活環保與身心淨化」、「自然環保與人類的永續發展」、「禮儀環保與人際和

諧」等三方面，論述如何從心靈環保做起，使得世界和平成為可能。

果建法師表示，弘揚佛法須現代化，包括使用現代人容易接受的語言，深

入非佛教徒的內心，才能讓佛法廣為大眾所接受。他並建議「世界佛教論壇」

未來可於世界各地舉辦，邀請對象除了佛教界代表之外，亦可涵括非佛教

徒，以及政治、經濟、宗教、學者等各領域的人士。

11.01

11月1日，由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製作的電視弘法節目《大法鼓》於華視頻道

推出新型態內容，播出時段亦調整為每週四早上九點三十分至十點。

新型態的《大法鼓》節目內容，有別於以往主持人與聖嚴師父對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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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由師父針對目前社會現象及

觀念進行深度開示，播出時同時

輔以旁白串接，並搭配相關的主

題畫面，期以更活潑、切題的引

導，將佛法導入人心，活用於人

間。

節目內容部分，每一個主題都

規畫以三至四集的節目時間，做

全觀、深度的探討，首集播出即

以人生的大事「生死」為討論主

題；這樣的呈現方式，較諸以往

的談話型態節目有更多深入主題

的空間，希望能夠帶給廣泛的社

會大眾，更清楚且正確的佛法觀

念。

11.13

為提供現代

人心靈成長的

契機，法鼓文

化特別策畫一

系 列 「 心 靈

SPA講座」，首

場於本日在台

北信義店金石

書院舉辦，由

台北大學社會

工作學系副教

授 楊 蓓 主 講

「從關係中成長SP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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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情緒轉折與面對衝突的因應之道」，為大眾揭開關係與情緒的奧祕，同

時幫助人們在關係的領域中成長，約有一百六十多人參加。

楊蓓老師在演講中指出，任何人都脫離不了「人際關係」，包括親情、師

生、朋友及愛情等諸多關係，一個人除了應面對這些關係，更須體認只要有

關係，必然會有衝突產生，面對人際間的衝突，我們毋須消極悲觀，反而要

善用與人相處的機會學習成長。

楊蓓老師表示，一般人往往將內心的感覺視為負面情緒，然後加以壓抑或

忽略，其實我們應當正視自己的感覺，體會在不同關係裡，自己的心境如何

變化，才能進一步面對自己、瞭解他人。她並建議大家可以運用禪修的方法

和佛法的觀念，在心靈安靜的時候找回自己，瞭解自己在意的是什麼，進一

步才能包容別人，接受差異，找到與人相處的和諧關係。

11.20

佛學推廣中心本日於農禪

寺舉辦「讀書會帶領人種子

培訓進階班」，邀請台北大

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楊

蓓，以「讀書會經營困境的

探討與解析」為題，為80位

擔任過讀書會帶領人的學員

授課。

針對經營讀書會常會面臨

的許多困境，例如：讀書會

成員的年齡、性格、需求皆

不同，要達到認知與情感的

交流並不容易。對此，楊老師於課堂中不僅以專業的角度給予學員們支持的

力量，還提醒學員：在心態上，要自我期許成為法鼓山理念的播種者、實踐

者，時時覺察、檢視自己，在認知上，則要體認到經營讀書會，面對任何的

討論，最後不一定要有答案，而是要提供大家更寬廣的思考角度，及引導新

的思考方向。

課程中，學員們也分組進行讀書會實際演練。對於讀書會中經常發生的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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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例如：成員滔滔不絕、偏離主題、意見對立相左、閱讀書目的選擇、對

新成員的接納、佛法正知見的把持等，楊老師也都提供了具體的因應方法。

最後，楊老師鼓勵所有學員要彼此互為顧問，並藉由讀書會成員的分享與

討論，瞭解自己在佛法學習上的不足處，進一步便可在生活中找到落實佛法

的著力點。

11.20

本日上午，聖嚴師父於法

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第二

齋堂舉行早齋開示，以「出

家的好處與出家障礙」為

題，闡述「出家的好處」、

「初出家的種種障緣，如何處

理？」、「出家要練習解脫道

的觀念及菩薩道的方法」、

「推動法鼓山的心靈環保，建

設個人的人間淨土」等內

容，共有僧團法師、僧伽大學學僧及中華佛學研究所出家師生約二百人參

加。

開示中，聖嚴師父首先說明出家的好處，在於可以擺脫俗情、俗務的纏

繞，出家人沒有私有的情與物，可出離煩惱以及困惑的障礙；而且出家人不

計較個人得失、名聞利養，完全奉獻個人生命，如此即是菩提心及出離心並

修的菩薩道。

接著，聖嚴師父說明種種初出家時常會遇到的障緣，包含心理的、生理

的、群體的方面，只要任何一項發生時，都有可能退失道心，此時要善用佛

法的觀念和方法來調整自己，這就是修行。師父鼓勵大家，面對任何的順

境、逆境，要做「正面解讀」，且應心存感恩，將它們當成助道的因緣。

針對解脫道、菩薩道的修學方法，聖嚴師父指出，解脫道與菩薩道二者互

為體用，解脫道是基礎，菩薩道是功能；修學二者的方法包括感恩、懺悔，

抱持無常觀、慈悲觀，以及體認到三界危脆、生死苦海、五蘊非我，如此便

不會執著自己的身心。



267

大
普
化

聖嚴師父進一步表示，解脫道和菩薩道的理念和方法，其實就是法鼓山的

理念，也就是四種環保，以「心靈環保」為核心主軸；而「心靈環保」就是

把世俗的想法、觀念，調整為出離心、菩提心的過程，進而導向解脫道和菩

薩道。

最後，聖嚴師父勉勵大家出家後，自己先運用法鼓山的理念和方法，再與

團體一起分享，然後推廣到社會大眾，讓更多的人能夠獲得法鼓山理念的益

處，這即是出離心、也是慈悲心，既是修解脫道，亦是菩薩道的實踐。

12.02 11 12.11 25

法鼓山於落成開山後，園區內的禪堂正式開始啟用，首場精進禪修活動為

12月2日起至11日舉辦的默照禪十，緊接著又於12月11日至25日舉辦默照禪十

四，二場共約三百多人參加。

首日晚上，聖嚴師父親臨關懷禪眾並開示。師父提及，1989年覓得法鼓山

這塊土地後，有一次上山探勘時，在一塊巨石上打坐，四周環境非常寧靜攝

受，頓時感覺身心安定無比。當時心中即認定此地為未來禪堂的所在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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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塊巨石的所在即是現在佛像的位置。

聖嚴師父強調，由於禪堂是培育弘揚漢傳禪法人才之處，亦是國際禪修的

重鎮，因此對禪堂的空間規畫投注了相當多心力，目的無非是希望每一位來

到禪堂者，皆能在此安心地精進用功。

座落在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後方的禪堂，又稱「選佛場」，是法鼓山的

禪修重心，預期將成為國際禪修重鎮，約可容納三百人同時禪修，內部除了

禪堂、大小參室，還有寮房、齋堂，食宿兼具；整體機能完善，運作獨立。

12.04

台灣著名的身心保健雜誌《康健》，本日至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專訪聖

嚴師父，主題為「如何在生活中尋回心靈的安定」，專訪內容刊登於該雜誌第

八十六期，標為「心可以打太極拳」。

聖嚴師父首先說明，有些人遇到挫折、困擾，如果缺乏宗教信仰，或者自

己無法面對，也找不到人生的導師協助解決時，可能就會尋求算命、求籤、

卜卦等方式協助。雖然這些方法能為徬徨無奈的人們，帶來某種程度上的精

神寄託，但是從佛教的角度來看，算命的推論最多只能掌握過去已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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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對於未來不一定準

確。因為因緣經常在變

化，除了外在環境不斷改

變，個人的毅力和努力，

亦是一股改變的力量。

針對現今大環境渾沌不

明，個人如何安身立命？

聖嚴師父以「心安才有平

安」，做了最好的詮釋，

並進一步說明，如果內心

不平安，無論外在的環境

多麼舒適，仍會覺得痛

苦；如果內心是平靜的，心不隨外境波動，雖然身處惡劣的環境，還是非常

平安。

師父鼓勵大家常抱持「逆向思考」及「正面解讀」的心態來面對各種現

況，便可順勢而為，趁勢而起，這也就是法鼓山所主張的「心靈環保」。

聖嚴師父更以己身赴日留學的辛苦過程為例勉勵大家，學會四它，如此便能

在人生挫折困頓迎面而來時，還能找到繼續支持自己的力量，這正是所謂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如果環境使人動彈不得，心念一轉，日子一樣

可以過得輕鬆自在。

12.08

本日晚上，素有「法鼓山智庫」之稱的法行會，於台北空軍官兵活動中

心，舉辦成立六週年慶暨新舊任團隊交接典禮，新任會長由蕭萬長接任，活

動並以「大悲心起，微笑向前行」為主題。由於聖嚴師父不克出席，特別預

先錄音給予祝福，而僧團首座惠敏法師、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則親臨關懷，

約有四百多位成員參加。

聖嚴師父在預錄的開示中，除了祝福法行會生日快樂之外，並肯定前任會

長及所有成員的投入，使得法行會的運作日益成熟。

眾人在聆聽完聖嚴師父的開示後，便由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專案小組成員

劉偉剛、連智富、陳韋仲、段鐘沂等人，與大家分享策畫落成開山大典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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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接著由知名舞蹈家林秀偉指導的太古踏舞團、當代傳奇劇場藝術總監吳

興國、聲樂家廖英君進行一連串的精彩演出。

在法鼓隊擊鼓表演後，新舊任會長交接典禮正式展開。由惠敏法師代表聖

嚴師父擊鼓，接著第一、二任會長鄭丁旺，第三、四任會長蔡清彥及新任會

長蕭萬長亦分別擊鼓、交棒，完成交接儀式。

新任會長蕭萬長於致辭時表示，聖嚴師父是他非常敬仰的宗教家，未來他

將奉獻心力給法鼓山，朝著「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方向努力。

接著，由新團隊的副會長、執行長、副執行長等7人，共同表演一段「歡樂魔

法秀」，輕鬆有趣的表演，顯示出新團隊的創意和活力。

在交接典禮完成後，法行會新團隊隨即於12月19日在農禪寺舉行第一次悅

眾會議，討論法行會未來的工作方向，並計畫積極開發台灣中南部以及東部

地區的成員，接引更多社會菁英加入法鼓山的行列。

12.17

本日上午，高雄縣縣長楊秋興偕同高縣府民政局宗教禮俗課課長蔡振坤等

人，至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參訪，上午由專人引導參觀園區各項建築，



下午則拜訪聖嚴師父。

楊縣長表示，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當

天，他因公務在身，無法前來參與盛會，

但透過電視媒體轉播，看到儀程莊嚴又充

滿創意的活力，令他深受感動。因此，特

別安排了此次參訪。

下午，楊縣長與聖嚴師父會面時，分享

上午參訪園區的心得，他表示，法鼓山建

築群分散在不同的區域，非集中式建築，

且工程歷經十多年才落成，可想而知過程

的艱辛。他尤其讚歎園區建築工程的樸

實，法鼓山的建設中，令他感受到共願所

成的道理，期許自己要更努力奉獻，做對

社會有助益的事情。

聖嚴師父則勉勵楊縣長，為政者要更用心、多奉獻，亦要精進不懈，才不

致辜負選民的期待。

12.20

法鼓山弘揚

佛法新據點北

投「雲來寺」，

自2002年8月起

歷時三年多興

建，本日舉行

大 殿 安 樑 典

禮，觀禮者包

括北投派出所

副 所 長 曾 錫

曉、鄰近傑士

堡社區主任委

員方孝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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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員童真，以及護法總會北投區150位悅眾參加。

典禮由僧團副住持果品法師主法。儀式一開始，果品法師帶領大眾唱誦

〈楊枝淨水讚〉，之後，果品法師手持楊枝淨水，和眾人持誦〈大悲咒〉，環繞

全區進行灑淨。接著，由2位工程人員護持著綁上金色佛字紅布的鋼條，緩步

走上位在七樓頂的安放位置，完成最後綁上鋼條的儀式。

在安樑儀式後，整體工程也進入最後完成階段。「雲來寺」由聖嚴師父親

自命名，預計2006年秋天竣工。

12.25

駐美代表李大維於返國述職期間，本日偕同夫人及公子至法鼓山世界佛教

教育園區參訪，除進一步瞭解法鼓山的弘法工作與成果外，並拜訪聖嚴師

父，與師父一同探討對於宗教與人生的看法。

聖嚴師父表示，心安是做事的基本態度，為政做事的人難免會遭受別人指

責、批評，認為世間事有諸多不公平而有挫折感，因此不容易維持平常心。

但仍要學習維持平常心，這樣才能心安。師父接著說，人們追求「萬事如

意」，不如追求「內心自在」。今年法鼓山就以「和平吉祥」為理念，從國

際、社會、家人與自身做起，先有和平進而有吉祥，二者是互有因果關係

的。法鼓山

落成開山大

典廣邀世界

宗教領袖與

會，就是希

望從宗教的

相互瞭解與

對話，推動

世界和平。

李大維則

表示，他在

美國聽到法

鼓山落成開

山 的 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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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希望能有機會拜訪聖嚴師父。他十分欽佩師父有跨宗教對話的胸襟，

發揮佛教廣大的慈悲心，包容不同的信仰，找出共同解決人類問題的方法，

這是處理宗教與國際衝突最可行且最有效的方式。

他並表示，從法鼓山的各項建設可以感受到聖嚴師父無比的願心，尤其是

禪堂周圍及內部的環境，非常具有安定心靈的力量；此外，結合了佛法與科

技的圖書資訊館，為佛法打下萬世基業。李大維指出，整個園區予人開闊、

安定的精神氣勢。

會後，聖嚴師父除贈予李大維中英文著作、「和平吉祥」春聯，並陪同李

大維與家屬，再次詳細參觀了園區的各項建設。

12.29

應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之邀

來台指導泛音詠唱（Overtone

singing）密集課程的米歇爾．費

特（Michael Vetter）先生與娜塔

莎（Natascha Nikeprelevic）小

姐，本日參訪法鼓山世界佛教教

育園區，並於晚上在教育行政大

樓國際會議廳做一場泛音詠唱的

示範演唱會與解說，由台北藝術

大學戲劇學院院長鍾明德翻譯，

約有一百位法鼓山僧伽大學的法

師及學僧與會。

泛唱，源自於蒙古等地，原意指「喉嚨」，是一種藉由喉嚨緊縮而唱出雙聲

的技法，亦即一個人能同時發出高低二種不同的聲音，被譽為人聲表達之極

致。當晚，米歇爾．費特先生與娜塔莎小姐指導大家練習基本的泛音詠唱技

巧，讓眾人感受聲音在放鬆及專注下的多變性。

學僧們在僧大副院長惠敏法師的帶領下，利用課餘時間，一同參與觀賞此

一難得的演唱會，希望藉此交流、學習的機會，對泛音詠唱有更進一步的認

識。



12.31

由法鼓文化出版的「智慧掌

中書」系列，至本月底，全書

系列圓滿五十冊，獲得廣大讀

者的迴響，出版至今銷售近四十

萬冊。

輕薄短小、攜帶方便

的智慧掌中書，自2002

年推出以來，內容即以

生活化、輕鬆有趣的方

式呈現聖嚴師父的智慧

開示，為現代人提供面

對家庭、職場、疾病、

年老和死亡等深層問題

的方法。整個書系主題的

涵蓋範圍十分多元廣泛，

更延請30位插畫家發揮創意，活潑呈現書中主題。

智慧掌中書全部共分六大類：一、轉危為安——應變智慧的掌中書。二、快

樂家庭－－家庭智慧的掌中書。三、樂在工作——職場智慧的掌中書。四、情

緒治療——性情智慧的掌中書。五、人生探險——生命智慧的掌中書。六、善

待自己－－自我智慧的掌中書等。

法鼓文化計畫未來將從書系中，挑選主題相近的掌中書進行推廣，讓讀者

可以有更多選擇，從聖嚴師父的智慧法語中獲得因應各種煩惱的妙方。

274

2005



特 別 報 導

275

大
普
化

2002 1 2005
12

2005

2003
2004

2005 9



特 別 報 導

276

2005

五十冊「智慧掌中書」全套書目

一．「轉危為安」系列

如何渡過苦日子

亂不了你的心

愈挫愈勇健

放下壓力吧！

如何不怕鬼

心安就有平安

改運算命原來如此

逆向思考，反敗為勝

林　俐

龔雲鵬

蕭心玫

徐建國

果　祥

林　俐

陶一山

江長芳

2002年1月

2002年3月

2002年12月

2003年5月

2003年7月

2003年11月

2004年9月

2005年8月

二．「快樂家庭」系列

牽手一輩子

和孩子做朋友

結婚好嗎？

家有青春狂飆兒

如何做好新手父母

家庭不再有問題

新世代的孝順之道

廖麗洳

廖麗洳

江長芳

張振松

劉建志

林威敏

劉建志

2002年1月

2002年6月

2002年10月

2003年9月

2004年5月

2005年1月

2005年5月

三．「樂在工作」系列

忙得快樂累得歡喜

最會用錢的人

溝通萬事通

突破工作瓶頸

競爭不鬥爭

利人利己做義工

悠遊職場的智慧

好人緣自己創造

江長芳

嚴凱信

艾雷迪

江長芳

肥　貓

許敏雄

簡漢平

B o x

2002年3月

2002年8月

2002年10月

2003年11月

2004年7月

2004年11月

2005年5月

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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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生探險」系列

病得很健康

自在的告別

老得有智慧

人生，福氣啦！

知足最滿足

別怕人生變化球

做個現代新女性

只要文明不要病

人生不再無聊

蕭心玫

張榮傑

王元芳

張榮傑

卓昆峰

張振松

江長芳

林　俐

珈　米

2002年6月

2002年8月

2002年10月

2002年12月

2003年9月

2004年3月

2004年5月

2004年9月

2005年10月

六．「善待自己」系列

獨立做自己

別再執著了！

早原諒，早開心！

如何培養自信

習慣好壞大不同

恰到好處的欲望

積極人生，元氣滿分

何必自尋煩惱

用寧靜心擁抱世界

劉建志

陳敏捷

嚴凱信

柯明鳳

蘇力卡

沒　格

蘇力卡

高鶯雪

邵婷如

2003年3月

2003年5月

2003年7月

2004年1月

2004年3月

2005年1月

2005年3月

2005年8月

2005年12月

四．「情緒治療」系列

何必氣炸自己

愛情沒煩惱

如何化解仇恨？

忍耐不忍氣

快樂自己決定

別再吵了吧！

放輕鬆，免緊張

別再鬱卒啦

做好情緒管理

林　俐

崔麗君

嚴凱信

林　俐

陳敏捷

蘇力卡

張振松

蔡嘉驊

陳威達

2002年1月

2002年8月

2002年12月

2003年3月

2004年1月

2004年7月

2004年11月

2005年3月

200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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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2006.01.01）

歲末年終之際，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寧靜．感恩．祝福──朝山

跨年」活動，共有一千多位信眾參加跨年，其中包括了二百多位的青年朋友。

31日晚上七點至十一點，民眾在常住法師帶領下，懷著感恩心，三步一拜

從法鼓山三門朝山行經祈願步道、溪濱步道至園區大殿，在虔敬的步伐中，

歡送2005和喜自在年。之後，大眾持誦〈大悲咒〉，2006年1月1日凌晨零時，

法鼓山大殿響起一百零八響鐘，鐘鼓齊鳴。接著，民眾共同參與2006年1月1

日的早課，迎接充滿希望的一年，活動於凌晨一點半圓滿。

2006年1月1日上午接著進行大悲懺法會，中午有佛前大供，最後在桃園齋

明寺太古隊約一百位小鼓手的精彩表演中，圓滿結束跨年活動。

由於在朝山跨年活動之後，是法鼓山開山後的嶄新元年，所以此項活動別

具特殊意義。之後，法鼓山即推出「人間淨土月」等活動，持續與社會大眾

分享法鼓山的理念。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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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關懷完成教育的功能，是法鼓

山「大關懷教育」的目標。本年度

對社會各階層的關懷，除了秉持往

年的方式，也因應時代和現況需

求，在部分活動內容上展開新的規

畫和調整。而在急難救助上，特別

是對南亞大海嘯災區民眾的關懷，

不僅突破國界限制，還深入當地設

置據點，由法鼓山義工直接進行關

懷服務，這對法鼓山的急難救助工

作是一項創舉，對於運用漢傳佛法

關懷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民眾，

也是一項嶄新嘗試。

以下依大關懷教育的對象、性

質，分別從信眾關懷教育、社會關

懷教育、急難救助關懷教育三方

面，概論本年度「大關懷教育」實

行的重點和特質。

信眾關懷教育

本年度信眾關懷的內容，在例行

性活動方面，包括了各項聯誼活

動、成長營，以及各類義工的專業

培訓課程。這些例行活動的舉辦，

主要是讓悅眾菩薩們在進行感恩、

交流、分享的同時，也彼此勉勵提

昇自我人品，以便為社會大眾提供

更好的關懷服務。

值得注意的是，因應台灣社會新

問題的產生，以及法鼓山成長的需

要，例行活動內容的規畫也與時俱

變，例如近來社會上自殺事件頻

傳，為了關懷這些猝死者家屬，助

念團11月26日舉辦的臨終成長課

程，特別推出「猝死者家屬的關

懷」；再如11月27日大板橋區的慰

本年度法鼓山關懷工作因應社會需求，

展開全新規畫與調整，

於國際急難救助上，突破國界限制，

為南亞海嘯災區推動計畫性關懷行動，

於信眾、社會關懷上，

致力於安定人心工作的推展，

以提供涵融自我教育、

自我提昇的內容為目標，

擴大啟發了大關懷教育同體大悲的心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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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員聯誼會，有別一般聯誼活動，

特別邀請法律專家為慰訪義工介紹

實用的法律知識，以協助弱勢者尋

求法律途徑、結合社會資源解決自

身的困難和問題。

自從10月21日法鼓山落成開山

後，愈來愈多信眾主動到法鼓山園

區服務，為了關懷、協助日益增多的

園區義工，園區服務中心於12月份推

出了「園區義工關懷員培訓課程」。

此項課程的舉辦，除了顯示法鼓山

信眾的成長，也凸顯落成開山後的

法鼓山園區，在接引、關懷信眾方

面，扮演了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例行性活動之外，本年度信眾關

懷最令人注目的焦點，當屬聖嚴師

父於1月16日至7月16日之間至全台

各地巡迴關懷。總計十一場的關懷

活動，從宜蘭高中出發，依序至農

禪寺、法鼓山園區、台中分院、高

雄紫雲寺、台南成功大學，最後在

台東信行寺圓滿。

關懷全台信眾的過程中，聖嚴師

父不僅親自向護法悅眾們致上感

謝，同時期勉悅眾們在接引民眾、

「邁向百萬人護持」目標的同時，更

要著重對年輕人的接引，使法鼓山

在「老幹新枝」的推動下，永保弘

傳佛法的活力。

除了對信眾感恩致意，聖嚴師父

對內部信眾最為關切的，是信眾們

在接引、關懷他人的同時，是否也

在做著提昇自己、自我成長的工作。

因此，不論在哪一處關懷場合，師

父無不諄諄提醒信眾，一定要落實

「自我提昇日課表」，藉由日課表的

實施，時時反省自己、提昇自我人

品。這些涵融自我教育、自我提

聖嚴師父至全台各地巡迴關懷廣大信眾，圖為高雄紫雲寺。



昇、自利利人的內容和目標，也正

是大關懷教育的精神所在。

社會關懷教育

對社會各層面的關懷教育，本年

度仍延續往年舉辦的各項活動。茲

就一般社會大眾、弱勢族群二方

面，略述本年度社會關懷教育的推

展和成果。

在關懷社會大眾方面，例如心靈

環保列車、暑期兒童自然環保體驗

營等，都是延續往年的例行活動。

值得一提的是，本年度聖嚴師父至

全台各地進行的巡迴關懷，對象不

僅止於法鼓山信眾，也在台中、高

雄、台南、台東四個地方，同時舉

辦大型的祈福皈依大典，除了接引

信眾皈依三寶，也期勉所有參與皈

依大典的民眾，遇到困擾時，只要

以智慧處理事、用慈悲對待人，就

可以平安度過難關。

在中部地區，為了進一步向民眾

宣導環保的觀念和具體作法，台中

分院邀請了台中市政府環保局，以

及民間環保、慈善等團體，於6月5

日「世界環保日」共同舉辦「和喜

心世界行動園遊會」，約有三千多位

民眾響應環保行動，當天現場中午

不僅使用環保餐具，在義工們的示

範下，民眾並學習垃圾分類、環境

保護等方法和觀念，可說是一次相

當成功的社會關懷教育。

法鼓山對弱勢族群的關懷，長年

以來都不斷在進行。所謂「弱勢族

群」，指的是特別需要援助、關懷的

民眾，像是中低收入戶、失依老

人、清寒學子等。法鼓山透過義賣贊

助、慰訪育幼院、養老院等活動給予

弱勢者關懷，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法

鼓山歲末大關懷」系列活動，本年

度已邁入第五十年。從當初的北投

地區，逐步擴展至北、中、南各

地，持續半個世紀對貧病老幼關

懷。隨著法鼓山在金山落成開山，

本年度更將「法鼓山歲末大關懷」觸

角深入北海岸地區及海外，使偏遠地

區的弱勢民眾，同樣也有機會接受

佛法的關懷和祝福。

對清寒學子最具體的關懷「百年

樹人獎助學金」，除了每年例行的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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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分院自然環保體驗營帶領小菩薩們

體驗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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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典禮、慈善義演會，以及去年

（2004年）推出的「認養人」活動，

本年度也持續推動外，慈基會並再推

出「百年樹人」徵文比賽，做為對

清寒學子的後續關懷。而3月10日在

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的「百年樹人

獎助學金慈善義演會」，首度邀請身

障舞蹈團「鳥與水舞集」演出。透

過身障舞者的表演，二千多位民眾

從中體會身處困境者的奮發和堅

韌。由當晚募得約一百五十九萬獎

助學金，以及「認養人」大量增加

的結果，可以看出這場表演不僅為

清寒學子募得實質幫助，也為許多民

眾帶來心靈上的教育意涵。

急難救助關懷教育

急難救助不只是一時救急，在救

助過程中使災區民眾能夠同時安身、

安家、安業，重新獲得安心的力

量，是法鼓山急難救助的根本精

神。因此，法鼓山不管是對國內、國

際的急難救助，皆朝此一方向推動

和落實。以下就國內、國際二方

面，概述本年度的急難救助關懷。

國內方面，包括：6月中旬南台灣

連續多日豪大雨傳出災情、7月海棠

颱風造成新竹、屏東、台東地區嚴

重受創，法鼓山都在第一時間啟動

緊急救援系統，透過各地救災中心

進行災難救援。此外，7月31日東港

火燒船的意外，法鼓山也即時前往慰

問傷者、為往生者及其家屬助念關

懷。

國際方面，針對南亞大海嘯受災

國家推動計畫性的關懷行動，是本

年度國際急難救助的重點。2004年

年底發生的南亞大海嘯，造成南亞

百年樹人獎助學金頒獎典禮於全台灣各地陸續展開，圖為台中地區的頒獎典禮。



地區難以估計的傷亡，各

國政府、民間組織紛紛投

入救援，法鼓山除了緊急

提供基本民生物資、安置

學童等初步援助，更著眼

於災區人心重建、失學失

護兒童照護等長遠關懷。

慈基會經過多次深入災區

勘查、評估，最後以印

尼、泰國、斯里蘭卡三國

為救助對象，並分別於印尼

及斯里蘭卡著手進行了「五年救助計

畫」。

這項救助計畫的重點，首先是因

應災區不同宗教、文化背景，以結

合當地僑界、宗教界和教育界的方

式，共同推動救援工作。在印尼，

和「印度尼西亞菩提心曼荼羅基金

會」簽訂合作備忘錄，提供災區學

童獎助學金、推動華語教學教育；

在泰國，由法鼓山泰國護法會和朱

拉隆功佛教大學（Mahachulalongkorn

rajavidyalaya University）一起進行災

後關懷、心靈輔導；在斯里蘭卡，

則與「原始佛法三摩地學會」合

作，推動房舍興建、安置災區民眾

等計畫。

在救援行動的推展上，比照台灣

921震災救援模式，在印尼、斯里蘭

卡災區設立安心服務

站，以進行長期的人

心關懷。除了從台灣

派駐義工，就近慰

訪、關懷災區居民，

並定期召募醫療、華

語教師等專業義工前

往當地服務。這項跨

國性、持續性、在地

性的救援工作，充分

地給予當地民眾最即時

的援助，也用佛法法義

安定了每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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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為斯里蘭卡醫療團舉辦行前講習會議。

斯里蘭卡醫療團為南亞災區民眾義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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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場舉世震驚的災難，災區

民眾所受的衝擊是直接的，而數十

萬生命頃刻之間消失，整體世界人

心一樣受到無比的震撼。南亞大海

嘯發生後十四天，法鼓山連結全球

二十個國家、一百多個分支道場，

同日舉行「全球平安

祈福超渡大法會」，

藉此啟發全人類同體

大悲的心懷，號召大

家共伸援手為災區民

眾送達希望和溫暖，

活動本身即蘊涵深刻

的關懷教育意義。

結語

從關懷個人的生老

病死，到關懷整個社

會、全體人類的心

靈；由關懷內部信眾

到社會大眾，從

國內到國外，在

這層層緊密的整

體關懷網絡中，

法鼓山運用正信

的 佛 法 ， 落 實

「大關懷教育」的

每一處環節。從

本年度法鼓山進

行的每一項自我

教育、安定人心

的活動中，可以

看出這些具體推

動的全方位關懷，對人心的啟發和

影響。而這些具體行動，未來仍將

持續不斷進行。聚沙成塔，建設人

間淨土的願景，將在涓滴實踐的過

程中，逐步成形。

在各項法會、活動中，聖嚴師父親切關懷信眾。

法鼓山派赴印尼的華語教師指導華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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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蘇門答臘外海去年（2004年）12月26日發生芮氏規模9的強烈地震，並

引發南亞諸國大海嘯及逾十萬人罹難。法鼓山除了立即啟動緊急救援系統，

於第一時間進行物資救援外，1月1日至9日又派遣護法總會副總會長黃楚琪、

法鼓山慈善基金會副總幹事鄭文烈、印尼棉蘭安心服務站站長李豪作等5人，

隨台灣路竹會醫療服務團，至斯里蘭卡災區實地瞭解需求，提供受災民眾短

期醫療服務等。

此行救援人員共分二組，第一組由黃楚琪副總會長帶領，與南亞七國非政

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NGO），包括：FIOH組織

（Future In Our Hands Development Fund）、扶輪社前社長Gemunu Gunatilleke、

全錫蘭佛教大會（All Ceylon Buddhist Congress）Jagath Sumathipala等，研擬

後續救援計畫。

另一組則由台灣路竹會會長劉啟祥帶領醫療團員至當地為二千多位民眾服

務看診，除此之外，此行醫療人員並攜帶二千五百公斤的藥品衛材，於斯里

蘭卡東部巴地卡羅（Batticalloa）地區，以及東南部安帕拉（Ampara）地區的

瓦樂奇（Valaichaenai）、卡魯萬奇谷地（Kaluwanchikudy）、坦比魯利（Tham

Biluvil）、卡內基葛拉瑪（Kannigigramam）等四個難民營，提供當地約三千五

百位災區民眾短期醫療義診服務；並勘查這二地營內居民的居住環境現況，

以做為短、中、長期協助災區重建的參考。

後續救援計畫則是與斯里蘭

卡強帝瑪法師（Ven. Dr. Boda-

gama Chandima）所屬「斯里蘭

卡法輪孤兒基金會」（Sri Lanka

Dharma Child Foundation）合

作，雙方簽訂2005年至2009年

五年救助計畫，並於斯里蘭卡

設立「安心服務站」。這些服務

站不只由台灣派員前往，法鼓

山在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

及泰國的信眾，也共同協助災

後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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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大海嘯災情發生，繼

去年（2004年）12月28日至

今年1月2日，法鼓山慈善基

金會首次派員前往印尼棉蘭

地區與亞齊省救援後，1月7

日至14日，慈基會再度派遣

慈基會副總幹事翁哲雄、總

指揮鍾文盛，與台北市衛生

局醫療團再度前往，計畫與

菩提學校（Maha Bodhi Sch-

ool）合作，設置災民收容

中心，提供救援物資。

行程中，翁副總幹事與鍾

總指揮二人並於8日、9日分別前往亞齊當地醫院及印華總會美德收容所、印

華總會分支所「新光新村」等處關懷受災民眾，並拜訪菩提學校學源法師，

參觀該校新籌設的圖書館，以進一步瞭解災區學校上課情形及華語師資缺乏

的問題。

為了提供當地民眾適切的幫助，法鼓山結合了當地各方資源，例如與學源法

師簽訂2005年至2009年五年合作備忘錄，初步目標在於盡速讓災區民眾恢復

正常的家庭生活，以租屋方式，改善災區民眾的居住環境，並提供災區民眾

基本生活所需；其次是輔導就業與就學，協助受災學童至菩提學校免費就

學，或是提供獎助學金、生活補助，以及隨台北市衛生局醫療團至菩提學校

為災區民眾義診等。

01.09

為超度南亞海嘯震災罹難亡靈，法鼓山於農禪寺舉辦「全球平安祈福超渡

大法會」，台北市市長馬英九、內政部常務次長林中森、高雄市政府代表陳雨

287

大
關
懷



鑫、立法委員

楊麗環、洪秀

柱均出席，與

近三千位民眾

參 加 這 場 法

會，共同為南

亞海嘯罹難者

致意。

「全球平安祈

福超渡大法會」

以三時繫念法

會方式進行。

聖嚴師父於法

會中開示指出，南亞海嘯罹難者是代替全球人類承受災難，以奉獻生命現身

說法，提醒我們要反思自己的行為，未來人們應要努力為世界創造和平。師

父呼籲大家共同協助南亞地區的救援工作，並指出目前物資的救濟固然是當

務之急，但受難者心靈的創傷撫慰，則須付出更多的耐心和慈悲心，以持續

數年的時間做好心靈重建的工程。

馬英九市長在致辭時，對於法鼓山在第一時間配合市政府前往災區投入救

援工作給予高度肯定。他同時強調，這個關鍵時刻是台灣基於人道立場回饋

國際的機會，這份無私的奉獻必會讓全球大眾體認到台灣對國際社會的貢獻和

價值。

法會中，藉由眾人虔敬地誦經、念佛，迴向佛菩薩慈悲的力量，一方面祝

福海嘯罹難者往生佛國淨土，並為災區民眾祈求平安；一方面也鼓勵世人共

同發揮同體大悲的精神，協助災區民眾。

而法鼓山海外各分會道場也紛紛響應南亞海嘯祈福活動，其中包括聖嚴師

父於1月3日在美國東初禪寺主持大悲懺法會，共有14位法師及一百多位信眾

參加。師父於法會中表示，救災工作不分宗教、民族、國家，凡是有需要的

地方，我們都應全力以赴。

此外，美國伊利諾州聯絡處於1日舉辦《阿彌陀經》持誦共修；香港分會於

2日舉辦大悲懺法會；美國達拉斯聯絡處、舊金山聯絡處及加拿大溫哥華聯絡

處等皆於9日舉辦平安祈福超度念佛法會，各地亦同時響應捐款救助活動。

在整體救援計畫中，法鼓山將與印尼、泰國及斯里蘭卡當地的NGO（非政

府組織）合作，以「災民安置」、「災後人心重建」及「災後失怙、失學兒童

的照顧」為援助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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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南亞海嘯的災難救援，聖嚴師父呼籲社會大眾持續關懷。



01.15

為感謝北海岸各鄉鎮長期以來對法鼓山的護持，並增進法鼓山與鄉民彼此

間的認識與瞭解，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本日舉辦「關懷好厝邊．金山萬

里情」歲末聯誼活動，會中邀請台北縣石門鄉鄉長劉兩傳、萬里鄉鄉長蔡蒼

明、金山鄉鄉長游忠義及慧明禪寺住持宏海法師等30位金山鄉、萬里鄉、石

門鄉各地公家機關、宗教單位代表一同參與，聖嚴師父並特別出席與會。

聖嚴師父於致歡迎辭時，首先向大家拜早年，恭喜全體來賓「和喜自在」，

並說明「和」就是和諧、和平、和樂；「喜」就是以樂觀的態度來面對我們

的生活；「自在」就是不管在任何順逆情況下，身心都不受影響。師父更進

一步說明，法鼓山自從1989年來到金山鄉三界村後，和大家已經成為十六年

的鄰居了，對這些年來受到地方的照顧與關懷，深表感恩，因此特別舉辦這

次活動，邀請大家上山，除表達感恩之意外，也讓大家瞭解法鼓山的現況。

接著，游忠義鄉長代表全體來賓致辭時，則是對法鼓山和聖嚴師父深表感

恩，感謝師父每年都關懷北海岸地區，舉辦冬令救濟，他也期待法鼓人文社

會學院早日建設完成，屆時金山鄉將成為全台灣教育體系最周全的鄉鎮之

一。因此，法鼓山能設在金山鄉是北海岸居民的福氣，像法鼓山這樣的「好

厝邊」，大家都很珍惜。

當天活動主要內容包括茶敘聯誼，觀賞介紹法鼓山理念、建設、未來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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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認識聖嚴師父的影片，及全山參訪等。經過這次實際的交流活動，與會貴

賓對法鼓山、聖嚴師父以及心靈環保的理念，都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也更

加認同與肯定。

此次參與人員包括：台北縣議員唐有吉、許春財，石門鄉鄉長劉兩傳、萬

里鄉鄉長蔡蒼明，金山鄉鄉長游忠義及金山鄉公所各課課長、金山鄉代表會

主席黃文欽、副主席李清財、金山鄉農會總幹事李榮昇，慧明禪寺住持宏海

法師、嚴淨寺明慧及聰慧二位法師、慈護宮董事長王淵源等貴賓，金山鄉承

天宮、鎮天宮、朝天宮、伍天宮、石門鄉玉龍宮，以及萬里鄉順天宮、仁和

宮、保民宮等代表參加。由金山鄉體育會會長郭隆雄夫婦、法鼓山金山地區

召委潘信宏與副召委鄭寶玉統籌聯絡。

01.16

今年，護法總會舉

辦一系列「聖嚴師父

巡迴關懷」活動，首

場於本日在宜蘭高中

音樂館舉行，約有一

千一百多位來自宜

蘭、羅東、花蓮地區

的信眾參加。

睽違將近二年，聖

嚴師父再度來到宜

蘭，信眾們無不以欣

喜的心迎接師父的到

來。

這次活動內容包括：皈依大典、巡迴關懷以及感恩聚會，溫馨氣氛凝聚現場

每位法鼓人的心。上午的皈依大典，有四百多位民眾皈依。聖嚴師父於開示

時，期勉新皈依弟子學習用佛法的慈悲智慧，消融煩惱，共同建設人間淨

土。

下午的巡迴關懷，則有四百多位勸募會員參與，僧團關懷院監院果東法

師、法鼓山基金會祕書長黃銀滿、護法總會總會長陳嘉男亦到場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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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首先由陳總會長致辭，他表示，此次關懷的主題為「全力邁向百萬人

護持」，希望藉由勸募會員的努力，將佛法及法鼓山的理念推廣給更多人。宜

蘭區召委鍾碧銀在介紹地區發展現況時指出，目前宜蘭地區正在推行「家庭

聯誼」，透過聚會、法鼓山一日遊等方式彼此關懷、凝聚向心力，努力邁向百

萬人護持的目標。

之後，在悅眾們手持鮮花的溫馨氣氛中，聖嚴師父走進會場。師父表示，

這次來到宜蘭，是懷抱感恩心而來的，感恩大眾的護持，更勉勵悅眾們以

「自我提昇日課表」來提昇人品，進而感動周遭的人。

當天活動中，護法總會也表揚鼓勵宜蘭、羅東、花蓮等地區，多位具有特

殊服務精神的悅眾們，展現法鼓山在不同世代的傳承，已於地區日漸茁壯。

01.21 23

南亞大海嘯災

情發生後， 1月

21日至 23日，法

鼓山慈善基金會

派遣第三梯次人

員至印尼棉蘭地

區參與救援，由

慈基會緊急救援

系統總幹事陳果

開與新莊救災中

心總指揮鍾文盛

等人代表前往，

此行主要目的是

進一步勘查、洽談於當地設置安心服務站等事宜，及瞭解菩提學校發放災區

民眾慰問金的狀況。

在當地華僑的協助下，慈基會人員順利在棉蘭市區附近尋覓到適合成立安

心服務站的地點，並擬由李豪作、鍾文盛二人擔任印尼棉蘭安心服務站站長。

在成立安心服務站的初期，計畫由台灣派員前往擔任幹部，訓練當地義工從

事慰訪、關懷、教育等工作，以及包括：禪坐、念佛、法鼓八式動禪和華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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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同時也接引當地民眾一起加入關懷行列。

為了讓印尼棉蘭災區小朋友能繼續就學，法鼓山與當地菩提學校（Maha

Bodhi School）合作，提供獎助學金給一百多位在該校就讀的災區學童。在這

次行程中，陳總幹事等人也前往菩提學校瞭解獎學金發放的狀況，並進一步

關懷災區學童居住及就學的情形。

01.22

由護法總會舉

辦的「聖嚴師父

巡迴關懷」系列

活動，本日上午

於農禪寺大殿舉

辦，約有四百六

十 多 位 來 自 桃

園、中壢、新竹

地 區 的 悅 眾 參

加。

活動一開始，

首先由桃園縣平

鎮市義興國小鼓

舞團表演〈世紀

2000〉、〈童心夢太鼓〉、〈天空〉等三首曲目，帶來振奮人心的開場。

之後，由轄召、召委報告各地區的發展概況。接著，由護法總會總會長陳

嘉男感恩發心提供場地給新竹辦事處使用的信眾莊定財，以及數位傑出的勸

募悅眾；其中身為中壢召委的蘇楊快，她的雙胞胎小孫子特別上台為大家演

奏小提琴、大提琴，其父母也參加這次活動，台上「一家都是法鼓人」的溫

馨場面，鼓舞現場不少悅眾，也興起帶動全家人學佛的心。

聖嚴師父於活動最後開示，特別為大家說明實踐「自我提昇日課表」的重

要，並期勉大家除了提昇自我之外，也要接引更多人學佛，一起推動法鼓山

的理念。同時，師父也一一關懷地區悅眾，讓全體悅眾更堅定「全力邁向百

萬人護持」的信心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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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2

由護法總會舉辦的

「聖嚴師父巡迴關懷」

系列活動，本日下午

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

育園區舉辦，約有三

百位來自基隆、金

山、萬里地區悅眾參

加，到場悅眾彼此親

切熱絡地問候，現場

充滿溫馨氣息。

為了迎接這個難得

的日子，基隆地區悅

眾精心設計了整場活動，內容包括：各地區組織架構及未來願景的介紹、兒

童讀經班的手語歌唱表演，以及合唱團的獻唱等。會中並表揚區域中歷年來

勸募金額最多、護持人數最多、最年長、最年輕等多項勸募之「最」的會

員，由護法總會總會長陳嘉男予以表揚鼓勵。

聖嚴師父開示時，殷切叮嚀大家在法鼓山要有成長，第一是自我人品的提

昇和成長，並不忘以日課表督促自己，努力減少煩惱、增添家庭和樂；第二

是護持會員人數的成長，要向百萬人護持目標邁進。師父並期勉大家，在勸

募的同時，也要鼓勵優秀青年報考法鼓山僧伽大學，共同投入護法、弘法的

行列。

01.22

為感恩台北市中山區義工們的發心和辛勞，台北中山精舍本日下午舉辦

「歲末感恩聯誼會」，安和分院監院果印法師及果弘法師亦到場關懷，共有153

人參加。

活動於帶動唱之後揭開序幕，大家首先觀賞了「法鼓山與人間淨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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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接著，由資深藝人林松義和大家分享其生命故事，他述說自身在坎坷崎

嶇的人生際遇裡，由於及時接觸到佛法，才得以絕處逢生。

會中，並安排著有多本幽默書籍的作家賴淑惠主講「幽默智慧的人生」，分

享如何在日常生活當中，以幽默及佛法的智慧來化解誤會和對立。

最後，由召委鄭素卿感恩義工們無私的奉獻，果印、果弘二位法師也在會

中勉勵大眾在法鼓山的大家庭中，應互相關懷、彼此提攜，讓整個法鼓大家

庭的每個成員都能有所成長。

法師並主持了元宵提燈活動的點燈儀式，全體信眾在莊嚴的觀音菩薩聖號

中，依序點亮了手中的酥油燈，象徵點亮每人的心燈，及法鼓山精神的薪火

相傳。

會後，全體大眾齊聚一堂進行餐敘，圓滿整個活動。

01.30

為感恩高雄地區勸募

會員長期以來對法鼓山

的護持與貢獻，高雄紫

雲寺本日上午舉辦「高

雄區勸募會員歲末聯誼

餐會及義賣活動」，總計

有一百多位會員齊聚一

堂。

活動的開場首先由紫

雲寺監院果舫法師擂鼓

三陣，接著由召委陳世

音擊鼓，最後由2位高雄

法青會員接棒，象徵法

鼓山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其他活動還包括：高雄合唱團以優美的歌聲供養大眾、心聲交流關懷秀、

鋼琴四手聯彈、數來寶、小蝸牛短劇等表演，以及信眾的學佛心得分享，內

容豐富多樣。

聖嚴師父亦透過影片為大家做新春開示，說明過去一年中法鼓山所做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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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作、各項建設進度，以及新年的展望等，期勉勸募會員們對法鼓山現況

更加瞭解，共同為護持法鼓山繼續努力、奉獻。

最後，果舫法師開示表示，希望藉此感恩大家對佛法、法鼓山的護持，並

祝福人人平安、幸福。

02.16 19

南亞海嘯震災撼動全球，法鼓山慈善基金會繼今年1月至斯里蘭卡協助救災

後，又於2月16日至19日派遣第二梯次人員，包括：慈基會副總幹事鄭文烈、

義工彭憶及曾維莉等三位，前往瞭解災區重建的情況。

此行，慈基會也攜帶了許多物資、醫療用品至當地，以協助當地成立安心

服務站。18日，一行人參加了「台灣村」的動土典禮，此為法鼓山與斯里蘭

卡強帝瑪法師（Ven. Dr. Bodagama Chandima）所主持的「原始佛法三摩地學

會」（ Theravada Samadhi Education Association），共同於汗班托塔

（Hambantota）所興建的房舍，將提供災區民眾居住。

典禮中，鄭文烈副總幹事偕同曾維莉、彭憶共同出席，與會者還有強帝瑪法

師、斯里蘭卡南部省 Sanga Nayaka 佛寺長老法師 Batuwanhene Buddha

Rakkitha Thera、Kandakkulame Dhammakiththi Thera，與原始佛法三摩地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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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珠慶、斯里蘭卡全

國佛教總會會長Me-

leena Sumathipala，以

及斯里蘭卡總理

Mahinda Rajapaksha、

該國都市發展和水利

資源部次長等多位政

要。鄭文烈副總幹事

並代表法鼓山聖嚴師

父參與典禮植樹及點

燈等儀式。

典禮後，鄭副總幹

事於 1 9日返台，彭

憶、曾維莉則繼續留駐斯里蘭卡服務，預計將以二年的時間，在斯里蘭卡從

事各項物資、心靈的協助，包括協助法鼓山於當地設立安心服務站，關懷災

區民眾、照顧孤兒、教育培訓當地義工從事心靈重建與關懷，給予災區民眾

適切的幫助。

對於斯里蘭卡災區的重建工作，法鼓山將分五年進行，計畫內容參照台灣

921震災救助關懷的原則，希望能長期發揮安定人心的力量。

02.20

由護法總會舉辦的「聖嚴師父巡迴關懷」系列活動，2月20日於台中分院舉

辦。上午進行皈依典禮，共有來自台中、南投、苗栗、彰化等地約一千五百

位民眾皈依，台中市市長胡志強也親臨會場表達祝福。下午則進行勸募會員

關懷活動，有台中、豐原、彰化、員林、苗栗、南投等地約八百位勸募會

員、悅眾參與。

上午的皈依典禮，在寒風細雨中展開，搭建在台中分院旁的巨型帳棚會

場，全場座無虛席。聖嚴師父開示時表示，中部地區的環境良好、人文氣氛

濃厚，建設人間淨土的模範可以從中部開始；師父也勉勵所有新皈依的弟

子，皈依後就要學習做一個佛教徒，參與法鼓山各項活動，一起為淨化人心

和社會努力。除此，於會場外，則有會團迎新博覽會及義賣活動，包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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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讀書會、法青會、禪坐

會、義工團等會團，熱情

召募新皈依弟子加入；中

部地區各安心服務站、辦

事處則設立義賣攤位，現

場充滿歡喜熱鬧的氣氛。

下午的勸募會員關懷活

動，在台中分院合唱團優

美的歌聲中揭開序幕。護

法總會總會長陳嘉男致辭

時表示，今年秋天將舉行

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象

徵法鼓元年的開始，所以今年更是勸募推廣年，希望勸募會員用心、用行為

感動他人，並接引更多人學佛，早日實現「百萬人護持」的目標。

會中同時為中部地區136位新勸募會員授證，聖嚴師父關懷每位新勸募會

員，提醒大家，募人、募錢、募心彼此相輔相成，但以募心最為重要；並再

次勉勵所有會員要做師父的分身、佛菩薩的分身，將佛法、法鼓山的理念推

廣出去。

02.26

由護法總會舉辦的「聖嚴師父巡迴關懷」系列活動，本日在高雄紫雲寺舉

辦，上午進行皈依祈福大典，下午於該寺五樓大殿舉行勸募會員聯誼會。除

了高雄、屏東、潮州地區的悅眾和勸募會員，榮董聯誼會、法行會、法青會

代表均出席與會，共有五百多位悅眾參加。

上午的皈依大典，約有近千位高雄地區民眾由聖嚴師父親授三皈依，年齡

層以三十至六十歲的民眾居多，最長者為八十四歲。師父開示時表示，皈依

三寶是成為佛教徒開始學佛的第一步，皈依之後就像學生到校註冊，註冊後

就要到法鼓山認真學佛，努力將「心靈環保」的理念，推展到社會的各個角

落，並期勉新皈依弟子遇到困擾時，要用智慧處理事，用慈悲對待人。

下午的勸募會員關懷，首先由紫雲寺監院果舫法師、護法總會總會長陳嘉

男致辭，之後，法青會以撼動人心的鼓聲為活動揭開序幕，合唱團的演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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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唱，更熱

絡 了 全 場 氣

氛。

高雄區召委

陳世音進行報

告時，向大家

說明高雄的勸

募分工，將朝

更具組織化的

方向規畫，希

望藉由分區合

作的力量，接

引更多人參與

奉獻。隨後進

行學佛、勸募心得分享，其中一段「佛法勸募真好」數來寶等表演，則引來

滿堂喝采。

02.27

由護法總會舉辦的第六

場「聖嚴師父巡迴關懷」

系列活動，本日在台南成

功大學成功廳展開。上午

舉行皈依典禮，下午則有

來自台南、嘉義、佳里、

麻豆等台南地區共約六百

位勸募會員共聚一堂，接

受師父的關懷和勉勵。

上午十點半進行皈依典

禮，在聖嚴師父的主持

下，共有八百多位民眾皈

依三寶。師父於典禮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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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新皈依弟子，皈依之後要學習用佛法來幫助自己、也幫助他人；並以慈悲

心對待眾生，用智慧心消除煩惱，將法鼓山「心靈環保」的理念推展出去，

以「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

下午的勸募會員聯誼會，首先由台南合唱團以法鼓組曲及帶動唱，揭開序

幕；接著由資深悅眾分享學佛歷程，並輔以圖片呈現方式，與大家一起回顧

台南分院這一路走來的成長，以及目前各會團的發展現況。

會中也表揚了最年長、最年輕的勸募會員及勸募家庭，接著進行授證儀

式，共有65位新勸募會員接受聖嚴師父的授證。在歡迎新會員的同時，師父

開示強調，自我人品的提昇，才是加入法鼓山的首要目標，希望大家能將

「心五四」運動的觀念和方法落實在生活中，讓自己活得快樂、自在。

03.01 18

南亞大海嘯災情發生

後，3月1日至18日，法鼓

山慈善基金會派遣第四梯

次人員前往印尼棉蘭地區

參與救援，由棉蘭安心服

務站站長李豪作、副站長

鍾文盛及資深義工顏炯彬3

人前往印尼棉蘭地區亞齊

省等災區，實地勘查當地

災情，以便進一步規畫後

續的援助工作。

針對印尼援助計畫，法

鼓山已在棉蘭地區，捐助「印度尼西亞菩提心曼荼羅基金會」（Bodhicitta

Mandala Indonesia），第一期二百多萬重建經費。李豪作站長、鍾文盛副站長

於3月1日前往當地，瞭解該基金會發放慰問金、獎助學金的狀況，且規畫法

鼓山印尼棉蘭安心服務站的各項設備運作。

棉蘭安心服務站初期由李豪作、鍾文盛分別擔任站長、副站長，負責安心

服務站成立的各項事務，包括：房屋裝修、採購所需物品，並培訓義工從事

關懷、慰訪的工作。之後，由李徒接任站長，協助亞齊當地居民做房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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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規畫華語班。安心服

務站更配合節日舉辦關懷

活動，例如華語教師度中

秋活動，贈送物資給菩提

學校學生，希望藉由安心

服務站的成立，為當地民

眾帶來心理上的撫慰。

此外，為了持續對棉蘭

地區進行關懷，李站長、

鍾副站長並於 5日前往亞

齊省，深入當地受創最嚴

重的Olele地區進行勘查；

同時前往泰北宮，與該宮負責人賴福年（Laifunien）討論當地的需求，與會者

尚有外交部國合會代表、菩提學校學源法師等約十人參加。

03.05

由護法總會舉辦的「聖嚴師父巡迴關懷」系列活動，本日在農禪寺大殿舉

辦二個場次，上午場次約有七百位來自新莊、板橋、中永和、樹林地區的悅

眾參加；下午場次則有四百多位來自大安、信義、南港、中正、萬華、內

湖，及桃園、中壢、新竹地區的悅

眾參與。

上午的活動中，聖嚴師父指出，

法鼓山今年的二大工作重點，一是

法鼓山落成開山典禮，二是完成百

萬人護持。師父表示，落成並不只

是一棟建築物，更重要的意義在於

發揮「影響人、給人平安、關懷

人、助人造福」的無形價值。而針

對第二項工作重點—— 全力邁向

「百萬人護持」，師父指出，要推廣

佛法，應該自己實踐佛法，同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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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大眾，師父並期勉大家共同成長，接引更多人修學佛法、護持佛法、弘

揚佛法。

在聖嚴師父的開示後，安排了學習成果分享，透過播放投影片及表演短

劇、皮影戲等方式，彼此分享這一年來擔任義工的成長。

下午的活動則舉行勸募會員表揚感恩典禮，由護法總會總會長陳嘉男親自

表達感謝，受表揚者包括滿十年以上的勸募會員、年度勸募人數最多的會

員、家中二代以上的勸募會員，以及提供共修道場的信眾等。

聖嚴師父亦親臨關懷勉勵，師父指出，現場出席的每位悅眾都值得表揚與

感謝；並強調，勸募以募心最重要，勉勵大家對佛法及法鼓山要有信心，才

能精進學佛、護法。活動就在充滿感恩、加油的掌聲中，圓滿落幕。

03.06

由護法總會舉辦的「聖嚴師父巡迴關懷」系列活動，本日在農禪寺舉行，

上午場次約有五百位來自中山、大同、士林、天母、松山、社子等地區的悅

眾和勸募會員參加；下午場次則有五百多位來自淡水、北投、石牌、大三

重、蘆洲等地區的悅眾和勸募會員參與。

上午的場次中，護法總會總會長陳嘉男致辭勉勵大眾要推動生活佛法，首

先要讓自己受用，才能感動他人；接著，由轄區召委、地區召委分別介紹各

區過去一年來舉辦活動的情形，並由各地區悅眾報告推展活動運作的過程。

當天除表揚各區募人募心成果傑出的勸募會員，還有7位資深悅眾分享個人

學佛的生命故事，並接受陳總會長頒發聖嚴師父「人間淨土」的墨寶。活動

最後，師父勉勵大家多發掘身邊感動人心的事物，以說故事的方式與人分

享，讓他人在感受佛法的利益後，也能一起加入學佛護法的行列。

下午場次的活動在擊鼓聲中正式展開，接著，法青會同學們以現代年輕人

流行的RAP音樂曲風，演唱〈四眾佛子共勉語〉，及進行感恩活動，由陳嘉男

會長致贈「人間淨土」墨寶，感恩長期護持法鼓山的勸募會員。此外，活動

並安排各地區召委報告過去一年來的成長，召委們亦共同發下「全力邁向百

萬人護持」的新年宏願。

聖嚴師父於開示中，以「四弘誓願」期勉大眾，要「發願度眾生，而後煩

惱斷」，接引人護持法鼓山即是度眾生，利用日課表提昇自己就是斷煩惱。最

後，再度叮嚀大家，要積極落實自我提昇與勸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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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0

法鼓山慈善基金會與國際扶輪社第三五二Ｏ地區，本日共同舉辦一場「舞

一份關懷，希望無窮——百年樹人獎助學金慈善義演會」，邀請國內知名身障

舞團「鳥與水舞集」和中國文化大學舞蹈系學生共同於台北國父紀念館演

出，演出所得約一百五十九萬元，全數做為「百年樹人獎助學金」，以協助國

內清寒學子，約有二千多位民眾與會觀賞。

開演前，僧團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致辭表示，大家對於獎助學金的護持和

鼓勵，不僅是為自己種福田，同時也讓失學學生有就學成長的機會。國際扶

輪社第三五二Ｏ地區總監吳蓓琳則表示，教育的提昇有助於世界和平，她感

謝所有出席民眾一起為世界和平盡心力。

「鳥與水舞集」，是國內第一個結合肢障與視障舞者的特殊藝術表演團體，

當晚一共演出十六齣舞碼，內容呈現了台灣先民的開墾經歷，以及生命在困

境中成長的過程。在舞者們用心而細膩的詮釋下，整場表演展現出不畏逆境

的堅毅精神，以及對生命的承擔和勇氣，獲得觀眾如雷的掌聲。

「百年樹人獎助學金」自2000年成立至今，已發放二千多萬元，嘉惠了三千

三百多名學子，今後將以每年一千萬元為籌募目標，為中輟失學的孩子，提

供更完善的教育機會。

04.16 04.30 05.07 05.22

4月16日起，法鼓山慈善基金會陸續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台南分

院、宜蘭辦事處等地舉行「百年樹人獎助學金頒獎典禮」，並結合皈依、出坡

禪等各項活動，期勉貧困學子努力成長。

4月16日，慈基會在法鼓山園區舉辦台中東勢安心服務站的「百年樹人獎助

學金頒獎典禮」。在站長何美惠的帶領下，85位接受獎助學金的孩童及家屬們

特別來到法鼓山參加頒獎典禮，同時參觀了園區各項建設。

4月30日，於台南分院舉行頒獎典禮，共有20位學子受獎，包括：國小組7

位、國中組2位、高中組6位、大學組5位。此外，法青會亦安排了多項活動，

包括：合唱團的佛曲演唱、帶動唱，以及台南地區召委邱素雲分享設立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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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人獎助學金的緣起等。台

南分院監院果舟法師在主持

頒獎典禮時，勉勵大家堅定

互助、布施的信念。

5月7日，東部地區頒獎典

禮在宜蘭辦事處舉行，共有

44位受獎者，包括：國小1

位、國中30位、高中12位、

大專1位。

北部地區的頒獎典禮則於

5月 2 2日在法鼓山園區舉

行，這是慈基會首次為北部

地區舉辦，受獎地區包括台北及基隆，共有280位受獎者，包括：國小98位、

國中72位、高中75位、大專35位。典禮中，僧團監院果霽法師蒞臨關懷，並

以聖嚴師父當年赴日留學的艱辛過程，勉勵在場每一位受獎者不要因挫折而

放棄自己，要不斷努力，並學習師父助人的精神，將來回饋社會大眾。除了

頒獎典禮外，並安排受獎者及家長們參觀法鼓山園區。

04.20 21 05.11 13 06.25 26

法鼓山慈善基金會積極展開對南亞大海嘯災情的各項救援工作，分別於印

尼棉蘭、斯里蘭卡派遣義工進駐，服務當地民眾。為持續推動相關工作，又

於4月20日至21日、5月11日至13日及6月25日至26日，在農禪寺舉辦三梯次

「派赴海外救援人員培訓班」，積極培訓派赴南亞賑災的義工。

第一梯次，針對派往印尼尼亞斯島的賑災人員進行培訓，共有11位參加；第

二梯次，主要針對派駐斯里蘭卡的義工給予培訓，共有17位。培訓結束後，

並分別至南投、台中、東勢等安心服務站進行為期九天的實習，並於6月10日

前往斯里蘭卡展開救援任務。第三梯次，則對印尼及斯里蘭卡二地救災人員

進行培訓，共有38人參加。

在三梯次的培訓當中，課程主題包括：「認識法鼓山的理念」、「萬行菩薩

的身心口儀」、「法鼓山成立海外安心站緣由與理念」、「如何結合運用當地

資源」、「救助工作與技巧」、「社會福利服務工作的倫理規範」，以及法鼓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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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動禪教學及練習

等；由僧團法師、

法鼓山基金會副祕

書長謝水庸、慈基

會總幹事陳果開等

人主講。

其中，第二梯次

的培訓活動特別著

重於斯里蘭卡的風

情民俗介紹，以及

加強義工們各項救

助專業技巧，慈基

會為此特別安排鍾文盛副總幹事講授「如何培訓當地志工」；台北市政府社

會局高級專員林淑文為義工們講授「家庭訪視須知」、以及「助人歷程與技巧」

等，希望藉此培訓課程，引領救援義工以同理心深入感受災區民眾的心情，

同時對法鼓山在國外的慰訪關懷工作能有初步瞭解，以便接引更多當地的義

工投入。

04.20 05.30

為關懷百年樹人獎助學金受獎學子，法鼓山慈善基金會於4月20日至5月30

日，針對該專案受助學生舉辦徵文比賽。來自各地的稿件經教師聯誼會、法

緣會、慈基會的初審、複審與決審後，結果於7月6日揭曉，所有得獎作品公

布於慈基會網站，並於31日舉行頒獎典禮。

該徵文活動，是百年樹人獎助學金的後續關懷之一，為落實聖嚴師父對於

慰訪工作原則的指示，採取深耕、精緻化的作法，慈基會對於家境清寒的學

子不只是給予金錢上的協助，並且投入長期的關懷。

這次比賽共分為國小、國中、高中與大專組，主辦單位於各組取前三名及

若干名佳作。從得獎作品中，看出得獎學生在成長過程中不囿於因緣環境，

以體諒之心、積極奮鬥向上的意志力面對困境，其精神展現也正呼應了慈基

會舉辦徵文比賽的目的，亦即鼓勵家庭經濟狀況特殊的學子建立自信心，擁

有積極、進取的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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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4 06

繼2004年12月南亞大海嘯

之後，3月29日印尼再度遭

受芮氏規模8.7強震襲擊，

法鼓山慈善基金會於5月4日

至6日，分批派遣棉蘭安心

服務站站長李豪作、副站長

鍾文盛、義工李徒等人前往

印 尼 尼 亞 斯 島 （ N i a s

Island）。

行前於5月3日下午，在法

鼓山基金會辦公室舉行賑災

義工授旗儀式，由僧團關懷

院監院果東法師主持。

印尼此次震災災情慘重，尼亞斯島上主要城市超過九成屋舍倒塌，在道路

搶通後，法鼓山印尼棉蘭安心服務站曾於第一時間偕同印度尼西亞菩提心曼

荼羅基金會（Bodhicitta Mandala Indonesia）人員深入災區勘察救災工作，之

後即回台規畫救災物資的募集。

此次的賑災活動，法鼓山共計捐贈一百噸白米，及沙拉油、餅乾、香皂等

民生物品與醫療用品，金額達三百多萬新台幣，約有五萬人接受這批物資的

援助。

此次，慈基會將欲發放的物資置於環保袋內，方便災區民眾提取，藉著環

保袋的重複使用，同時也將法鼓山的「生活環保」理念傳達至該地。

06.05

本日是聯合國「世界環保日」，台中分院特別邀請台中市政府環保局、主婦

聯盟台中分會、台中市世界聯合保護協會等環保、慈善團體，於台中市光復

國小操場共同舉辦「和喜心世界行動年園遊會」，台中市市長胡志強、法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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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團都監果品法師等皆蒞臨現場，約有三千多人參加。

果品法師於致辭中，除向辛苦的義工表達感謝，並向現場民眾說明法鼓山

推動的心靈、禮儀、生活、自然等四環運動的內涵與實踐的方法；胡志強市

長也讚揚法鼓山提倡的「心靈環保」，期許台中市民以實際行動來落實環境保

護，真正做到心靈環保、淨化人心。

園遊會中，台中分院透過各式活動，向民眾宣導環境保護的觀念。當天現

場民眾皆使用環保餐具，法鼓山環保義工亦在會場中，將收集的垃圾進行分

類，因此使得會場保持整齊又清

潔。另外，主婦聯盟台中分會義

工在現場導覽解說台中公園的自

然生態、古蹟，台中市環保義工

則舉行垃圾分類競賽活動等。

在宣導環保之餘，法鼓山義工

亦帶動大眾做法鼓八式動禪；另

有法鼓山合唱團演唱〈如來如去〉

等歌曲、法鼓隊表演「大法鼓」

等活動，讓民眾在休閒、輕鬆氣

氛中，建立環保觀念，也吸收正

知正見的佛法。當天義賣所得，

全數捐做推廣環保建設，以及救

助社會貧困之用。

06.13

由於連日豪雨造成南台灣地區嚴重水患，其中以台南、高雄、屏東等地災

情最為嚴重，法鼓山慈善基金會獲悉後，立即啟動緊急救援系統，本日起全力

進行援助，慰問災區民眾，安定人心。

以屏東縣新園鄉為例，積水曾一度達一層樓之高，變電所也因淹水停擺，

造成新園、東港、萬丹地區四萬多戶停電。慈基會副總幹事翁哲雄在瞭解災

情後，即刻動員屏東、潮州及高雄地區救災中心30位義工，製作一千個便當

和採購五十多箱礦泉水，偕同陸軍第八軍團所屬機械化部隊，以裝甲車即時

運送物資到災區民眾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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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嘉義縣沿海地區，

由於累積雨量逾七百公

釐，造成沿海鄉鎮一片水

鄉澤國。6月16日，高雄紫

雲寺在常住法師帶領下，

由香積組組長吳錦治率同

35名義工，製作六百個便

當送抵東石鄉及布袋鄉，

供民眾食用。

而同屬沿海鄉鎮的雲林

縣台西鄉、口湖鄉受豪雨

影響，居民生活作息全部停擺。慈基會於16日偕同口湖鄉公所社會課發放物

資，提供民眾實際的協助。

06.18

有鑑於南亞大海嘯造成嚴重的災情，使得當地學童教育幾乎停擺，法鼓山

慈善基金會與印尼棉蘭菩提學校（Maha Bodhi School）合作，提供獎助學金

給災區學童。為此，該校創辦人學源法師於6月6日率同28位師生來台進行為

期十四天的研習，並於14日前往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參訪，18日舉行離

台記者會。

在記者會上，慈基會特別致贈

法鼓文化出版品給予該校，包括

聖嚴師父的《法鼓全集》全套書

籍三套，總計共八百一十一冊，

以及二百零四卷錄音帶及經典學

院一百五十三張CD，並贈予每

位學生一本辭典，希望藉著這次

贈書活動，充實當地中文圖書館

館藏，並增進海外華人的中文程

度。

記者會中，每位同學也分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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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國語、台語、客語發表幾天來的所見所聞，並表示希望未來有機會來

台就學。學源法師表示，由於宗教信仰的不同，以及印尼排華問題日益嚴

重，導致華人學生很難融入當地社群，成長的空間也受到限制。他對法鼓山

慈基會所提供的獎學金和贈書，深表感謝，尤其此次園區的參訪，讓這群學

生在學習成長的同時，更感受到無窮的希望與關懷。

07.10 08.14

往年由各地分院舉辦的暑期兒

童自然環保體驗營，今年首度由

僧團弘化院統籌規畫，並以「我

愛大自然── I Love Nature」為

主題，7月10日至8月14日分別在

高雄紫雲寺、台中分院、東勢安

心服務站、桃園中壢辦事處、宜

蘭辦事處、台北安和分院、台東

信行寺、台南分院、羅東辦事處

等地舉辦，計有十七梯次，每梯

次為期一至五天，約有近千位國

小三至六年級學童參與。

其中，高雄紫雲寺與台東信行寺為示範教學區，在活動開始前，首先進行

小隊輔導員召募與培訓課程，輔導員於課程結束後再分別前往各營隊服務。

這次活動，以「四環：心靈環保、禮儀環保、生活環保、自然環保」為核

心主軸，課程內容包括：體驗自然、禪的生活、法鼓八式動禪、出坡禪、托

水缽禪、佛教行儀、生活禮儀、佛曲教唱，以及欣賞自然環境生態影片等，讓

參與學員透過活動的引導，學習與大自然相處、體驗自然的祥和，及禪修的

專注與安定。

而在共同的教材、教案外，各地區也設計規畫各具特色的內容，例如東勢

安心服務站為了善用當地的師資，特別將活動命名為「兒童閱讀營」，自7月11

日起一連舉行三梯次、每次為期五天，分別為國中一年級、國小中年級及高

年級學童授課，希望透過文章閱讀、影片欣賞、繪本導讀、戲劇表演等體驗

活動，使學員懂得閱讀也喜歡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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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 8 14

I
Love Nature

Joseph Cornell

特 別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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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6

護法總會舉辦「聖嚴師父巡

迴關懷」系列活動，本日至台

東信行寺，上午聖嚴師父主持

了信行寺新建大樓落成典禮；

下午為皈依大典，晚上師父則

在新啟用的大樓中，關懷來自

台東地區的一百多位榮董、勸

募會員，感恩大眾在當地推動

法鼓山理念，護持信行寺的改

建工程，並邀請大家參加今年

10月舉行的「法鼓山落成開山

大典」。

晚上的勸募關懷活動，全體

勸募會員首先向聖嚴師父問好，以一句「師父您辛苦了」為活動開場，師父

以「忙人時間最多」慰勉因信行寺開光典禮而忙碌的台東勸募會員，並鼓勵

大家要善用佛法的觀念，才能「忙得快樂，累得歡喜」。護法總會總會長陳嘉

男、副總會長黃楚琪亦出席表達對大家的感恩，現場充滿溫馨的氣氛。

會中，同時表揚勸募成效優良的勸募會員，此外，還特別感恩台東地區副

召委李明泉。由於他自信行寺發包動工開始，便全心全力投入信行寺的營造

工程中，對信行寺的改建貢獻良多。

07.17

南亞海嘯造成印尼亞齊（Aceh）地區多位華語教師罹難，使當地的華語教

學也連帶受到影響。為了延續當地華語教育，法鼓山慈善基金會於本日派遣

第一梯次華語教師前往印尼服務。

行前，慈基會分別於7月5日及14日在法鼓山基金會辦公室為華語教師舉行

研討會。7月5日邀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文中心老師林雅惠，講授「漢語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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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14日則邀請中壢中原大

學應用華語文學系教授宋如

瑜，講授「第二語言教學注

意事項」。

此批海外華語教師義工，

包括黃惠娟、馮令愛、鄭楷

得、黃芳攣4位，他們皆曾受

過專業訓練並富有教學經

驗。

慈基會預計於明年（2006

年）1月派遣第二梯次華語教

師前往，今年11月5日至6日則

先在農禪寺舉辦「第二梯次華語教師培訓班」，安排了「第二外國語言教學技

巧及教學注意事項」、「漢語拼音簡介」、「如何教國語：發音（正音）、詞句」

等課程；並於12月12日及18日舉辦第一梯次與第二梯次華語教師交接會議。

07.18

7月18日強烈颱風

海棠造成新竹五峰

鄉、屏東林邊，以及

台東金峰鄉等多處災

情，法鼓山慈善基金

會獲悉後，隨即動員

各地聯絡處前往受災

地區，提供物資及慰

問金等。

自 7 月 1 9 日 至 2 3

日，各地區的救災工

作亦陸續展開，總計

動員新竹、花蓮、宜蘭、台中、苗栗、雲林、嘉義、高雄、潮州、屏東、台

東等十一地共225位義工，發放十七萬元慰問金、白米六百包、麵包九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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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當三千五百個、礦泉水一千五百六十瓶，以及換洗衣物等。

18日當天，慈基會總幹事陳果開便帶領義工前往關懷安置於新竹縣清泉山

莊、五峰國小等地的民眾，並連夜將物資送往五峰鄉鄉公所；19日於水患最

為嚴重的屏東林邊鄉設立服務中心，並緊急調度高雄、屏東二地義工前往協

助。紫雲寺常住法師則帶領義工製作了二千多個便當，動員一百多人前往林

邊災區乘遊艇發放。

此外，高雄縣茂林鄉對外交通中斷直至22日方搶通，連日來救援物資皆靠

空投維持，慈基會在瞭解災況之後，即購白米五百包、礦泉水二百五十箱送

往當地，以解燃眉之急。

另外，連日豐沛的雨量導致台東金峰鄉嘉蘭村十四戶民宅、衛生所及天主

教堂遭大水沖走，19日信行寺監院果勤法師，率領多位義工前往關懷；20

日，僧團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深入嘉蘭山區，提供衣物、棉被等物資給當地

的民眾，並代表法鼓山捐給受災戶慰問金各一萬元，同時慰勉他們，只要生

命安在，未來就有希望。

07.31

屏東縣東港小琉

球本日發生觀光船

引擎失火事件，造

成4死35傷，法鼓山

慈善基金會於事件

發生後，緊急動員

高 雄 、 屏 東 、 潮

州、嘉義等地55位

慰訪組人員前往關

懷，並至往生者家

中助念。

首先，慈基會各

組救災慰訪人員於高雄紫雲寺整備物品及車輛，準備前往慰問，接著潮州組

至東港安泰醫院關懷傷者，高雄組及屏東組則至東港輔英醫院慰訪傷者，並

發給每位傷者三千元慰問金與大悲水，給予祝福及安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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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7 15 09.15 24

9月7日至15日，法鼓

山慈善基金會派遣醫療

服務團至斯里蘭卡，協

助義診及災區民眾心靈

重建等工作，由慈基會

副會長楊黃玉淑帶領14

人前往，約服務六百五

十人次。

此行醫療團成員先後

前 往 維 利 嘎 馬 地 區

（Wellgama）及馬特勒

地區（Matara）的災民

安置所、孤兒院、幼稚園等關懷災區幼童生長發育及飲食營養，並針對災區

民眾進行心理狀況評估，以做為後續心靈重建工作的參考資料。同時，也進

行公共衛生教育宣導。

此外，醫療團並協助當地「安心醫療服務站」的籌畫與設置，以便能持續

宣導衛生保健教育、提供醫療保健服務，也培訓當地看護技術人員等，希望

未來可就近服務更多民眾。

9月15日至24日，慈基會派遣5位義工至斯里蘭卡的汗班托塔（Hambantota）

寺院、班達拉維拉（Bandarawela）寺院、可倫坡佛教居士總會（Colombo）以

及可倫坡機場等地，協助台灣觀音愛心佛學會中醫團義診活動，在現場擔任

即席翻譯。活動中，並分送近萬份代表「祈福、平安、願望實現」的「五色

祈福平安帶」，為當地受災民眾帶來心靈撫慰的力量。

09.10

法鼓山與斯里蘭卡強帝瑪法師及其所屬的「原始佛法三摩地學會」

（Theravada Samadhi Education Association）合作，於該國東南部汗班托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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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bantota）興建房舍，安置南

亞海嘯之後的災區民眾。經過近

七個月的建設，第一期的「台灣

村」順利完成，本日舉行落成啟

用典禮，由法鼓山慈善基金會副

會長楊黃玉淑、法鼓山基金會資

源整合組曾照嵩代表法鼓山出

席，聖嚴師父並親筆撰文為斯里

蘭卡祝福。斯里蘭卡總理馬欣

達 ． 拉 賈 帕 克 薩 （ M a h i n d a

Rajapaksa）、水利都市發展建設部

副部長馬欣達．阿瑪拉威拉（Ma-

hinda Amarawira）以及斯里蘭卡其他重要官員亦蒞臨祝賀，約有三千位民眾到

場參加。

典禮中，首先由楊黃玉淑副會長代表法鼓山致辭，傳達聖嚴師父對斯里蘭

卡的關心和祝福。對於來自台灣的祝福，斯里蘭卡總理特別表示感恩台灣人

民的愛心，協助他們重建家園。

位於汗班托塔的「台灣村」，預計興建一千戶房舍，其中的一百戶為法鼓山

所捐贈。除了興建房舍，無償提供災區民眾居住，並與澳洲OPAL環保設備公

司合作，提供優良水質給居民飲用。

9月初慈基會並與紅十字總會簽訂「送愛至斯里蘭卡──法鼓山安心工程在

南亞紮根」合作企畫案，同意捐贈房舍，每間有床二張、床墊二個、桌子一

張、椅子四張等家具，以及瓦斯爐具、鍋子、茶壺等廚房用品。

法鼓山預計在斯里蘭卡

進行的救助計畫為期五

年，將持續以「人心重

建，安定人心」為主要工

作，除興建房舍，後續將

提供災區學童獎助學金、

民眾職業訓練，及設立托

兒所，以照顧災區失學、

失怙的兒童等為重點工

作，協助斯里蘭卡居民重

建家園，即早走出災難陰

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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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1

法鼓山慈善基金會參與由財團法人台北市北投文化基金會發起的「北投社

區健康關懷服務合作計畫」，本日於台灣大學校友會館舉行記者會，正式對外

說明活動內容，由慈基會副會長楊黃玉淑代表致辭。

楊黃副會長在致辭中提到，農禪寺座落於北投，與此次受關懷的長者有地

利之緣，因此慈基會希望藉由贊助此項計畫，讓更多長者得到實質的幫助，

並獲得精神支持的力量。

此次計畫以「溫馨送餐」為主要服務項目，由法鼓山提供食物材料費，並

與北投社區大學、北投區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聯誼會，以及當地各發展協

會、里辦公室等共同合作。

這項活動，首先由台北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社區醫學科、北投社區醫師

和專業營養師，共同設計符合老年人健康需求的營養菜單，再由志工於每週

一至週五準備餐點，送至北投區獨居、中低收入長者，及身心障礙特殊境遇

者家中。

此外，法鼓山義工也配合送餐時段進行訪視，給予關懷慰問；必要時，代

為尋求社會福利、醫療照護資源及安排轉介服務等。

10.08 09

10月8日起一連二天，法鼓山分別於南投安心服務站、員林辦事處舉辦「家

中寶」佛化聯合祝壽活動，台中分院監院果理法師並到場祝福。南投安心服

務站的活動中共有60位壽星參加，員林辦事處則有36位壽星參加，最高齡者

為九十二歲，其中四對壽星結婚超過五十年。

8日南投安心服務站的祝壽活動首先播放法鼓山開創歷史，以及聖嚴師父參

與國際宗教和平會議期間的相關介紹影片，讓每位老菩薩及其家屬瞭解法鼓

山的理念與師父的悲願；之後由義工獻唱〈農村曲〉等老歌。節目表演告一

段落後，則為18位老菩薩舉行皈依三寶儀式，最後在全體合唱〈我為你祝福〉

的歌聲中，圓滿活動。

9日員林辦事處的祝壽活動則是當地首次舉辦，約有二百多人參加。活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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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演節目、祈福法會、祝壽

儀式三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的表演節目，包括

古箏二重奏、太極功夫扇、創

意武術等，另有員林室內樂團

演出台灣民謠組曲等。

第二階段的祈福法會由果理

法師主持，並為壽星開示和祝

福。法師祝福老菩薩無量壽，

並勸勉老菩薩「少念兒孫，多

念佛」，接著為全體壽星授三

皈依。

活動最後，果理法師邀請2位最年長的壽星代表切壽糕，在全體壽星拍照留

念後，活動圓滿結束。

11.05 11.06 11.12 11.27

法鼓山慈善基金會今年舉辦第七期百年樹人獎助學金頒發活動，分別於11月

5日在台北市立圖書館景新分館，11月6日在台中東勢安心服務站，11月12日在

台中安心服務站、竹山安心服務站、南投安心服務站等地，以及11月27日在宜

蘭縣政府文化局進行。

首場在台北市立圖書館景新分館頒發文山及新店地區獎學金，共有64人受

獎。此次活動由文山區民眾的南管表演揭開序幕，接著有忠義育幼院舞蹈表

演、法鼓山教師聯誼會老師說故事等。由於此活動與地區聯合辦理，因而有

許多義工及地區人員參與，為溫馨感人的氣氛中增添許多歡笑熱鬧的景象。

在東勢安心服務站的活動，共有64人受獎。典禮中，首先安排與會學生及

家長以文字或圖畫的方式，表達個人對「四眾佛子共勉語」印象較深刻的感

受；接著播放東勢安心服務站小鼓手劇團表演的DVD影片，藉此讓大家學習

從故事劇情及肢體動作中瞭解自我及他人。

11月12日在台中安心服務站的活動，共有95人受獎。活動首先由主持人及3

位法青學員分享參與修學活動的成長經驗，接著安排觀賞「2004法鼓山大事

記」影片，讓受獎學生及家屬認識法鼓山的理念與精神，進而鼓勵大家多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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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修學活動，學習奉獻及關懷社會。頒獎典禮後，台中分院監院果理法師開

示勉勵受獎學子精進學習，在未來有能力時感恩回饋社會。

在竹山安心服務站的活動，共有70人獲獎。活動中播放法鼓八式動禪教學

影片，之後依國小、國中、高中及大專學生分組，讓學員分享將如何使用獎

助學金的計畫。

同一天，南投安心服務站也舉辦獎助學金頒獎活動，典禮中安排學子們做

法鼓八式動禪，不少學生深感興趣，表示將會持續練習，將動禪的專注方法

運用在課業上。此外，義工們也教導學子問訊、合掌等佛教禮儀，及唱誦

「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使學子感受莊嚴氣氛，收攝紛亂心思，進而感知觀

世音菩薩慈悲救苦的悲憫精神。南投德華寺果弘法師並以聖嚴師父赴日本求

學的艱辛歷程為例，勉勵大家努力向上，並以「心靈環保」的理念與方法面

對生活及課業上的問題，善用它們來安身立命，假以時日必有所成。

最後一場於11月27日

由宜蘭辦事處在宜蘭縣

政府文化局舉辦，共有

95人受獎，此次活動受

到地區校方高度的重視

與肯定。典禮開始時，

首先由地區媽媽們組成

的法鼓表演隊演出揭開

序幕，並有學子分享個

人在艱困中成長的經

驗，與其他學子相互勉

勵，場面溫馨感人。

11.26

今年自入冬以來，社會上的意外事故與自殺事件增加，突然喪親的家屬們

往往不知所措。有鑑於此，法鼓山助念團於本日在農禪寺舉辦一場「臨終成

長課程──猝死者家屬的關懷」，邀請蓮花臨終關懷基金會前執行長黃鳳英擔

任講師，約有二百位助念團悅眾幹部參加。

上午的課程主題包括：猝死的種類、哀傷家屬的身心狀態、面對猝死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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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原則與方式、關懷時的禁忌等。下午則由講師針對學員們提出的實際案例

進行分析，釐清關懷工作時的心態與方法，協助學員進一步提昇關懷品質。

黃老師提到，「猝死者家屬的關懷」是臨終關懷中最困難的部分，必須運

用更善巧、溫和的方式；而關懷者須先安定自我，進而才能幫助對方。

由於猝死是屬於非預期的死亡，面對失親之慟，家屬不僅身心受創，甚至

將過錯歸咎於自己，造成更多心理負擔。此時，關懷者必須耐心陪伴家屬，

並扮演傾聽者的角色，慢慢引導家屬將內心哀傷說出，才能為家屬紓解苦

痛。

助念團團長鄭文烈表示，面對高度競爭的社會環境，造成人心的焦慮和壓

迫，罹患憂鬱症人數逐年攀升，因此更需要落實並推展正確的關懷方式；主

辦單位希望透過成長課程，讓助念團成員深入瞭解關懷工作的核心，同時學

習更好的關懷技巧幫助別人。

12.04

本年度的「法鼓山歲末大關懷」系列活動，本日在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

區舉辦，與會貴賓包括：台北市社會局副局長黃清高、台北縣社會局局長楊

素端、台北縣金山國小校長連進福等，及近千位受慰訪者參加，包括了北台

灣金山、萬里、石門、北投、中山等九個地區受慰訪的低收入戶等，此外，

慈基會還邀請印尼亞

齊災區來台就學的11

位學生參與，並頒發

每人獎學金三千元。

活動在祈願祝福儀

式中揭開序幕，接著

由貴賓致辭。法鼓山

慈善基金會會長王景

益鼓勵在場受慰訪

者，學習觀世音菩薩

的慈悲心，受到關懷

時也不忘對社會注入

溫暖。僧團果建法師

320

2005



則代表聖嚴師父，祝福每位與會者新的一年「和平吉祥」，並希望每個人運用

法鼓山的「四環」理念，做到內在與外在的和平。

各項活動內容，包括於大殿中進行的帶動唱、金山國小舞獅團的表演等；

而大殿外設置的園遊會，除了提供精美餐點及二手惜福物品，現場還安排健

康營養諮詢服務等，讓與會者度過一個充滿愛心、健康的週日假期。

「法鼓山歲末大關懷」活動，除了在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外，並陸

續於12月11日在桃園齋明寺、12月18日在台南分院舉行。

12.10 11 12.18 12.25 2006.01.01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

區落成開山大典後，有更

多人投入義工的行列，為

了協助和照顧新加入的義

工，園區服務中心特別召

募86位關懷員，分別於12

月10日、11日、18日、25

日和2006年1月1日，開辦

培訓課程。

「關懷員」的主要任務

為關懷、協助園區中各組

的義工。培訓的內容包

括：交通指揮、參訪接待、電話聯絡，及洗衣、烹調等服務工作等，以熟悉

各項義工工作。

課程中，僧團百丈院監院果旭法師特別向學員表達感恩之意。知客師果尚

法師則以自身的經驗，和學員分享接待事宜，他表示，知客室是法鼓山對外

的大門，一言一行代表著法鼓山，希望學員將來在知客室擔任關懷員時，能

以誠懇的態度協助義工服務上山參訪的信眾。

培訓課程中還特別安排了景觀維護種子隊員擔任課程輔導員。他們以其豐

富的經驗帶領新進的關懷員，在園區的大停車場、接待大廳、義工休息室等

地，學習各個地點的工作程序和技巧。

學員對課程的反應皆十分熱絡，透過課程的引導，學習如何將佛法融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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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進而領會聖嚴師父所提倡的「生活化的佛法」，也更深入瞭解園區每個

單位的功能，並對法鼓山的使命和責任有了更深的體會。

12.21 2006.01.05

南亞海嘯發生屆滿週年之

際，法鼓山慈善基金會於12

月21日至2006年1月5日，派

遣第三梯次醫療團前往斯里

蘭卡，為當地居民進行醫療

義診，由僧團關懷院監院果

東法師擔任團長、國軍八○

七醫院醫療部主任潘文中擔

任副團長、慈基會副會長吳

宜燁擔任領隊，另有中西醫

師、藥劑師、護理人員及關

懷服務人員共17人，展開為

期二週的災區義診工作，約有一千四百五十多位民眾受惠。

這次醫療團前往三摩地（Samadhi）台灣村、維利嘎馬（Welligama）貧民

區、馬特勒（Matara）等地的災民安置所，進行公共衛生教育宣導，並提供各

項醫療服務，希望可

以藉此協助當地改善

環境衛生，和居民身

心健康。

果東法師抵達斯里

蘭卡後，首先於台灣

村的法鼓山安心服務

站，向長期在安心服務

站默默耕耘的義工致

意，之後一連三天，

在台灣村為當地居民

舉行多場皈依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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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當地的安心服務站尚未建設完全，皈依典禮只能借用已落成的災區重

建屋舉行，而一間重建屋中最多只能容納二十人，但三天中的每場皈依典禮都

有將近四、五十人參加，約有四百人皈依三寶。

25日，果東法師並與強帝瑪法師在台灣村共同主持一場「海嘯週年紀念法

會」，為南亞海嘯受難者進行超薦及迴向，約有千位民眾參加；27日，果東法

師前往可倫坡（Colombo）「法輪孤兒院」關懷，慰問孤苦無依的孩童等。

12.25

1 2月2 6日為

南亞海嘯屆滿

週年之日，法

鼓山慈善基金

會與印尼班達

亞齊釋迦牟尼

佛堂於本日舉

辦超度法會，

為了表達對災

區 民 眾 的 關

懷，同日特別

在印尼亞齊市

海南會館舉辦

「法鼓山歲末關

懷在亞齊」活動，邀請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代表林永樂、印度尼西亞

菩提心曼荼羅基金會（Bodhicitta Mandala Indonesia ）理事莫粧量、中華民國

紅十字會社會服務處處長謝昭隆等人一同參與。中午時分，所有貴賓均蒞臨

法會會場，為大眾祈福，之後轉往海南會館參加物資捐贈儀式。

此次是「法鼓山歲末大關懷」首次於海外舉行。當天現場擔任發放結緣品的

義工菩薩們，身穿法鼓山義工服，協助當地民眾領取結緣品，現場充滿平和、

歡喜的氣氛，約有二千人前來領取物品，物品內容包括：白米、沙拉油、煉

乳、餅乾及糖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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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南亞關懷日誌

南亞海嘯，印尼蘇門答臘外海發生芮氏規模9的強烈地震。

即日起至2005年1月2日，法鼓山慈善基金會救災中心第一次派員前往印尼棉蘭，

協助南亞海嘯災區救援工作。

即日起至9日，慈基會先後派遣護法總會副總會長黃楚琪、副總幹事鄭文烈等5人

赴斯里蘭卡，瞭解災情需求，並與台灣各界救援團體及南亞七國當地的NGO組織

合作，共同研擬後續救援計畫。

即日起至14日，慈基會第二次派員至印尼棉蘭、亞齊，由副總幹事翁哲雄、總指

揮鍾文盛2人與台北市衛生局醫療團前往。此行主要目的是與印尼棉蘭菩提學校

（Maha Bodhi School）合作，設置災民收容中心，提供救援物資。

即日起至23日，慈基會第三次派員至印尼，由總幹事陳果開、總指揮鍾文盛前

往，勘察法鼓山安心服務站場地及瞭解菩提學校發放災民慰問金狀況。

即日起至19日，慈基會副總幹事鄭文烈、義工彭憶及曾維莉3人前往斯里蘭卡，

瞭解災區重建的情況，並提供設立安心服務站將用到的第一批物資。

為推動南亞救災五年救助計畫，慈基會與斯里蘭卡「原始佛法三摩地學會」強帝

瑪法師（Bodagama Chandima），於該國東南部汗班托塔（Hambantota）興建房舍

安頓災區民眾。本日舉行動土典禮，該國總理及多位政要出席，慈基會副總幹事

鄭文烈也前往參加，並瞭解災區的實際需求以及後續人心重建工作。

即日起至18日，慈基會第四次派員至印尼棉蘭、亞齊，由印尼棉蘭安心服務站站

長李豪作、副站長鍾文盛領隊，提供捐款、物資給「印度尼西亞菩提心曼荼羅基

金會」（Bodhicitta Mandala Indonesia，簡稱曼荼羅基金會），並於5日至9日至印尼

受災最嚴重的亞齊省 Olele 地區，實際勘察當地災情。

印尼再度遭受強震襲擊。

即日起一連二天，慈基會於農禪寺舉辦第一梯次派赴海外救援人員培訓班，共有

11人參加。

本日下午，僧團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為6位將前往印尼尼亞斯島（Nias Island）賑

災的工作人員主持授旗儀式；之後分別於5月4日和6日前往印尼尼亞斯島與曼荼

羅基金會深入災區勘察救災工作。

即日起至13日，慈基會於農禪寺舉辦第二梯次派赴海外救援人員培訓班，共有17

人參加。

南亞災區學童教育面臨停擺，慈基會與印尼棉蘭菩提學校（Maha Bodhi School）

合作，提供獎助學金給一百多位在該校就讀的災區學童；本日，菩提學校創辦人

學源法師率同28位該校師生來台研習，一行人並於14日參訪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

園區，18日舉行離台記者會。

5月1日回台參加救援工作培訓的義工曾維莉、彭憶，本日偕同義工徐昭雯及張世

美前往斯里蘭卡安心服務站服務。

（2004

年12

月）

（以下為

2005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26

28

1

7

2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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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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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

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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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23日，慈基會派遣法鼓山基金會資源整合組曾照嵩及廖文衡前往斯里蘭

卡，與澳洲OPAL公司接洽，獲贈二套淨水設備，分別裝設在台灣村及法輪孤兒

院；並協助改善法輪孤兒院硬體設備、探訪災民收容所等。

即日起一連二天，慈基會於農禪寺舉辦第三梯次派赴海外救援人員培訓班，共有

38人參加。

本日及14日，慈基會為派赴海外第一梯次華語教師，舉辦南亞賑災印尼華語教師

研討會，邀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文中心老師林雅惠，講授漢語拼音課程；中原大

學應用華語文學系教授宋如瑜，講授第二語言教學之技巧和相關課程等。

為了讓華語教學能在印尼延續，慈基會應當地棉蘭菩提學校（Maha Bodhi School）

之請，召募華語教師前往教學。本日派遣首批海外華語教師義工，包括黃惠娟、

馮令愛、鄭楷得、黃芳攣共4位。

即日起至30日，花蓮東華大學研究生潘怡寧至斯里蘭卡做學術研究，並擔任當地

安心服務站義工，服務災區民眾。

即日起至15日，慈基會派遣醫療團義工14人至斯里蘭卡，為災區民眾進行醫療服

務，由副會長楊黃玉淑帶領。

慈基會與斯里蘭卡強帝瑪法師及其所屬的「原始佛法三摩地學會」於該國東南部

汗班托塔（Hambantota）合作興建房舍安置災區民眾，第一期「台灣村」工程完

工，本日舉行落成啟用典禮，聖嚴師父為文祝福，約有三千位民眾參加。

印尼棉蘭安心服務站站長李徒前往印尼，和華語教師共度中秋，並捐贈物資給菩

提學校。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與慈基會簽訂「送愛至斯里蘭卡——法鼓山安心工程在南亞紮

根」合作備忘錄，同意捐贈斯里蘭卡汗班托塔（Hambantota）台灣村二百間房舍

家具及三百間廚房暨生活用品等。即日起至25日，紅十字會總會處長謝昭隆至台

灣村，由斯里蘭卡安心服務站站長曾維莉接待並驗收。

印尼棉蘭安心服務站站長李徒，偕同救災人員蔡福盛和3位華語教師，帶領60名

亞齊災童參觀棉蘭當地舉辦的海豚表演秀。

即日起一連二天，印尼蘇北政府前往亞齊和尼亞斯島舉行賑災設施的完工典禮，

印尼棉蘭安心服務站站長李徒偕同救災人員蔡福盛前往，希望能尋求更多的合作

機會。

即日起至5日，印尼棉蘭安心服務站站長李徒前往亞齊災區訪視，並拜訪釋迦牟

尼佛堂前會長吳清瓊，4日亦拜訪亞齊華人慈善基金會會長蔡文龍，擬定興建多

功能安心服務站計畫。

慈基會派赴印尼的華語教師參訪仁多（Jantho）慈濟災民收容所，在村內帶領小

朋友們帶動唱、教中文等；並探訪海邊小鎮倒塌的醫療所，協助其重建。

本日及23日，慈基會舉辦華語教師與菩提學校幼稚園教師聯誼活動，各有12人及

10人參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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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23日，印尼棉蘭安心服務站站長李徒前往亞齊，於21日參加釋迦牟尼佛

堂信眾舉辦的觀音法會，約有八十人參加；22日訪視印尼瓊州海南會館十五戶災

區民眾，協助受災民眾購置家具等；23日關懷當地一所華人收容所。

慈基會於印尼棉蘭菩提學校為來自亞齊災區學生舉辦戶外教學活動，共有災區學

生35人、義工51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慈基會舉辦第二梯次華語教師培訓班，共有14位學員參加。

即日起至9日，法鼓山基金會副祕書長謝水庸至斯里蘭卡安心服務站關懷，檢視

安心站建築工程、討論設計變更相關事宜，並對安心服務站所有人員解說佛法教

育與說明自我修行的重要性。

印尼棉蘭安心服務站站長李徒、副站長鍾文盛與華語教師鄭楷得、黃芳孿，代表

法鼓山至台中朝陽科技大學，訪視9位在台的印尼亞齊災區學生。

即日起一連二天，印尼棉蘭在台同學會會長劉其俊參訪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

區。

慈基會於印尼舉辦「師生話別茶會」，歡送第一梯次赴印華語教師，共有34位師

生出席。

慈基會舉辦第二梯次派赴印尼菩提學校華語教師試教活動，邀請台北士東國小3

位資深老師、台灣師範大學老師黃桂英以及剛從印尼返台的華語教師鄭楷得指

導，共有徐曉萍、許明敏、莊學琴等3位老師參加。

本日及18日，慈基會舉辦第一梯次與第二梯次華語教師交接會議，與會者包括印

尼棉蘭安心服務站站長李徒與華語教師共10人參加；並於29日舉行授旗儀式，

預計2006年1月初派遣華語教師許明敏及徐曉萍前往印尼服務。

印尼棉蘭安心服務站站長李徒與與華語教師黃惠娟、馮令愛探視就讀台中朝陽科

技大學的印尼學生。

法鼓山南亞賑災醫療團前往斯里蘭卡，由僧團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領軍，結合中

西醫師、藥劑師、護理人員及關懷服務的工作人員等共17人，展開為期二週的災

區義診工作。

在南亞海嘯屆滿一年之際，慈基會與印尼班達亞齊釋迦牟尼佛堂舉辦超度法會，

為表達對災區民眾的關懷之意，法鼓山並配合此活動在印尼海南會館舉行「法鼓

山歲末關懷在亞齊」物資捐贈儀式，邀請台北駐印尼代表處代表林永樂、曼荼羅

基金會理事莫粧量、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處長謝昭隆等人一同參與。

即日起至30日，印尼棉蘭安心服務站站長李徒前往美拉坡關懷慰訪當地民眾，並

轉達聖嚴師父的祝福之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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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佛教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在培

養優秀人才之後，由他們帶動更多

的人才，無論是國內外，佛法弘揚

的層面就會更廣而深遠，不但能使

正信佛教受到重視，也將佛法傳遍

社會每個角落。」聖嚴師父提契佛

教教育方向，不只培育專精佛學的

研究者，更能養成弘傳佛法，走向

社會的佛教人才。

今年，甫落成開山的法鼓山世界

佛教教育園區，早已耕耘佛教教育

多年，瓜熟蒂落。尤其是法鼓山僧

伽大學的僧才養成、法鼓山人文社

會獎助學術基金會舉辦的「2005年

聖嚴法師大陸學術之旅」和社會教

育各方面，都有豐碩的成果。除了

向下扎根的教育與建設，國際與兩

岸交流的腳步更加緊湊、頻繁，以

期廣布佛法於世界，建設人間淨

土。

中華佛學研究所

中華佛研所創辦以來，即秉持聖

嚴師父的校訓，要「立足中華、放

眼世界」，在國際佛學的交流與互惠

當中，充實我國佛學研究的實力，

並與世界各國同享佛學研究的成

果。因此，本年除了深化教學，更

加快國際交流的步伐，進行了學

術、佛教推廣與校務發展等各方面

的交流。

學術方面，繼2004年，多位研究

生自海外取得博士學位，學成歸國

後，今年中華佛研所又有自英國布

培育精研佛學、推廣佛法的人才，

需要開放的視野與長遠的規畫，

2005年，法鼓山大學院教育，

在學術、技術、佛教發展和校務上開放交流，

在聖嚴師父帶領下，從本土走向兩岸，

在華人世界植栽即將發芽、茁壯的佛法種子，

同時，也為大學院的教育方向，

奠下了知行並重的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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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

甫獲佛學研究博士的越建東返國，

並受聘為輔仁大學科學與宗教研究

所擔任博士後研究員，參與佛學與

科學跨科際的研究工作。

傑出校友歸國，帶回最新佛學研

究的議題與方法，連同全年持續不

斷的學術交流，使得中華佛研所更

能掌握國際佛學研究的脈

動。2005年3月，日本京都

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船山徹駐所二週，從跨文

明的角度，比較瑜伽行派

與西方哲學的認識論相。4

月21日，來自美國天主教

大 學 （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副

教授周文廣（ Charles B.

Jones）則主講袁宏道所著

《西方合論》含攝五教，開闊淨土宗

視野的圓融精神。

科技的發展亦有助於學術的進

步，專司佛學資訊化以促進研究成

效的中華佛研所資訊學程，本年度

邀請多位領域專家，介紹佛學研究

的數位科技與最新方法。3月15日，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法鼓山大學院九十四學年度畢結業開學典禮」於法鼓山園區國際會議廳舉行。

中華佛研所邀請船山徹教授進行專題演說。



California, Berkeley）老師藍效農，

說明如何使用「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簡稱GIS）研究佛教。4月29日則有

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歐陽彥

正以「系統模型」來描述「空」、

「中觀八不」等佛學理論，開啟佛學

與其他科學之對

話。

除了實用科技

方法的引介，中

華佛研所資訊學

程師生及網路資

訊室更利用 7月

「2005法鼓山暑期

佛 學 營 」 的 機

會，推廣 e 化佛

典的最新成果。

一方面介紹科技

結合佛法研究的

各項成果，另一方面

希望以現代科技推動

佛法研究，達成「數

位化取經」的效果。

在學術之外，中華

佛研所同樣關注佛教

發展的現況，6月14

日，即邀請英籍比丘

尼丹津‧葩默法師

（Ven. Tenzin Palmo）

蒞臨主講「重建藏傳

比 丘 尼 制 度 的 展

望」，說明他在喜瑪

拉雅山區建立的女性閉關修道中心

之成果，為女性提供修學佛法的機

會和場所，並與僧團諸位法師交流

僧伽制度與修行教育的心得。

校務方面，素與中華佛研所關係

密切的日本佛學界，今年7月有日本

淨土宗佛教大學校長福原隆善、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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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館週舉辦四眾佛子硬筆鈔經活動成果展，吸引眾多人潮到場欣

賞入選作品。

中華佛研所舉辦暑期佛學營，推廣佛典e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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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校友歸梓、學者訪談、網路數

位科技的升級與推廣，以及圖資館

與民眾互動的相關展示，在在顯現

中華佛研所耕耘佛學研究與資源匯

整的用心和成果。然而，這些成果

不只是文獻與研究的累積，更蓄積

成探究佛法、推廣法義的學理基

礎。藉此基礎，中華佛研所將於

2006年舉辦「第五屆中華國際佛學

會議」，格外令人期待。

法鼓山僧伽大學

以培養自度度人之佛教宗教師自

許的高等學府──法鼓山僧伽大學，

2005年誠可謂結實花開。1月14日首

屆僧才養成班舉行畢業典禮，共有2

位男眾、13位女眾學僧畢業。同

時，體驗班舉行結業式。值此盛

務長館憲雄等一行人前來參訪觀

摩。除了參觀各學院硬體設備外，

亦對於園區先進和人性化的自然、

人文環境，留下深刻印象。雙方並

達成初步的共識，將來中華佛研所

畢業的學生，可望負笈日本佛教大

學直攻博士學位，實為二校之美

事。

推廣佛學研究方面，適逢法鼓山

落成開山，圖書資訊館特別於今年9

月舉辦「觀音文獻特展」，完整呈現

觀音研究之文獻、藝術、創作等豐

富資源；緊接著於12月舉辦「悲智

雙運——觀音掌中瓶，文殊手中書」

圖館週，舉行「當善財童子遇到觀

音菩薩——《華嚴經‧入法界品》四

眾佛子硬筆鈔經活動」成果展及

「資訊成果展暨說明會」等活動。

僧大上課情形。



事，聖嚴師父親臨典禮會場開示指

出，出家是智慧的選擇。畢業後的

法師僧眾，並非學習的結束，而是

邁入服務人群的新階段。

除了僧大學僧畢業，為佛教弘化

再添生力軍，15位甫自僧大僧才養

成班畢業的沙彌、沙彌尼，亦於4月

9日至 5月 4日前往中國大陸江蘇揚

州高旻寺參加「三壇大戒」，體會漢

傳佛教傳戒的精神和內涵，精進學

習和觀摩，亦為兩岸佛法交流的美

事。

隨著第一屆僧大畢業生，投入各

地弘化事業，法鼓山僧伽教育同樣

呼應社會需求，創新課程內容。僧

大佛學院暨僧才養成班的「弘化實

習」課程設置了校園禪修、禮儀環

保──國際禮儀、法鼓山生態導

覽、中西式點心烘焙、插花、汽車

維修保養常識及心理學等課程，並

安排了多場組織相關專業學習課

程，在專業佛法認識外，更培育僧

眾關懷社會、接引民眾、領導大眾

的能力。

弘化、領眾，最重要的就是掌握

佛法的核心。為此，聖嚴師父特別

從2月至3月份，為僧團僧眾、僧大

學僧，以及中華佛研所的研究生等

講解「華嚴學入門」，介紹華嚴五祖

圭峰宗密大師《原人論》融合中國

各家思想的寬廣視野。

法鼓山人文社會

獎助學術基金會

法鼓山所推廣的佛教教育，可深

可廣，立足學院課堂，但不畫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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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於中國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舉辦演講會，講述中國佛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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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今年更走出台灣，與中國大陸

溝通交流。此舉不僅得以暸解兩岸

佛教發展現況，更能接引需要佛法

的大陸民眾。

4月25日至29日「2005年聖嚴法師

大陸學術之旅」，師父分別前往中國

大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

學及廣州中山大學發表專題演講，

除了講述中國佛教歷史與現代特質

外，更將禪宗深刻的內涵與生活實

踐法門，也就是法鼓山提倡的「心

靈環保」，介紹給大陸的莘莘學子。

這趟學術之旅，不僅獲得大陸高等

學府的禮遇款待，演講現場更是場

場爆滿，座無虛席。聖嚴師父提倡

的生活佛法，確實已於大陸民眾心

中點燃引信。

聖嚴師父此趟大陸之行，除以演

說與大陸師生交流互動外，獎基會

亦於 4月28日和南京大學簽署設置

「法鼓人文講座」，隨即於該校舉辦

「心靈環保與人文關懷」研討會，成

功推廣師父所一再強調照護本心、

全面關懷，從個人影響社會的「心

靈環保」主張。透過講座，在兩岸

高等學府扎下心靈環保的樹根。

此外，獎基會推廣聖嚴師父的理

念，有跨出海外的視野，也有關懷

本土的胸懷。2月，獎基會即在聖嚴

師父代表之下與成功大學簽署人文

講座合作案。位居北部的台灣大

學，則自3月9日揭開首場「台大法

鼓人文講座」，每月邀請國內外知名

學者，就人文、社會、思想、心靈

等議題，與台大師生進行座談。

社區大學方面，在金山法鼓山社

會大學成立四年之後，又於10月8日

在人文薈萃的桃園縣大溪鎮設置

「大溪法鼓山社會大學」，不僅間接

聯繫大溪鎮民的鄰里情感，也成為

推動人品教育、從事終身學習的新

據點。

結語

回顧2005年大學院教育的發展，

國際化與本地關懷是主要的發展趨

向。中華佛研所成立二十餘年來，

年年培育專業佛學人才負笈海外，

成為海外交流的生力軍。學術之

外，佛教現況與教學研究等校務發

展，同樣獲得重視。而本年度最重

要的交流盛事，當推聖嚴師父大陸

訪問之行，此舉不僅已收人文學術

教育之效，更讓大陸民眾瞭解法鼓

山心靈環保對現代人的心靈具有清

淨、安定的效果。

此外，為了強化佛法對於民眾的

關懷，僧伽教育和社會大學深耕易

耨，在畢業新生的加入下，更為弘

揚佛法的志業增添力量。整體而

言，大學院的教育不僅充實了嚴謹

的學術研究能力，更開展出面對社

會、關懷人群的普化觸角。



01.13

中華佛學研究所本日下午邀請該所畢業校友越建東於法鼓山園區教育行政

大樓，進行一場專題演講，以其就讀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

神學與宗教研究所時，所發表的博士論文〈早期佛教中一個重要道架構和各

個相關禪修公式之研究〉（A Stereotyped Structure of the Path in Early Buddhist

Literatu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ali, Sanskrit, and Chinese Sources）為

題，約有三十多人到場聽講。

目前於新莊輔仁大學科學與宗教研究所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的越建東博士表

示，其論文研究主要是探討早期佛教文獻中（以四部漢譯《阿含經》和四部

巴利尼柯耶為代表），一個完整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佛教禪修之「道架構」（path

structure）。

這項「道架構」可被視為一種佛教典型的修道次第，從初步之聽聞佛法，

到最終之證成「漏盡通」（即成為阿羅漢），構成一個非常長的佛教修道架

構。他以此為論文發表的原因，主要是該「道架構」所描述之禪修方法具有

非常豐富的內容可探討。另外，它出現在巴利尼柯耶和漢譯阿含經（Pali

NikAyas and Chinese  Agamas）的次數亦非常高。

越建東博士亦提到，他在論文中嘗試應用各種角度的比較，逐一檢視道架

構不同層次比較之下所呈現的異同點，再進一步分析、探討這些異同點所可

能展現的意義。若依此基礎做更進一步探討，對我們理解經典成立史和傳播

史方面皆可能提供更多寶貴的線索。

01.14

法鼓山僧伽大學首屆僧才養成班畢業暨體驗班結業式，本日晚上於法鼓山

園區教育行政大樓階梯教室舉行，本次共有養成班2位男眾、13位女眾畢業；

以及體驗班2位男眾、7位女眾結業。

典禮中，從觀賞養成班及體驗班製作的影片中，學僧們一起回顧成長和蛻

變的歷程，並彼此期勉精進修行，進而弘揚佛法，達成「眾生歡喜，諸佛歡

喜」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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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的尾聲，聖嚴師父為大眾開示。師父表示：「出家是有智慧的選擇，

有福報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看見煩惱的真相就應捨離，究竟的解脫當然

是出家，能為眾生服務，是最大的福報。」他期勉大家莫退初心，要時刻提

醒自己精勤不懈，承擔起中流砥柱的責任，出家的可貴在於清淨、精進，學

問能力如何不重要，只要整個團體是清淨、精進，個人就會和僧團同步進步

成長。

本次畢結業式，由養成班及體驗班學僧共同籌備，儀式隆重莊嚴，極具溫

馨與創意。對畢業的學僧而言，這不只是一個畢結業典禮，也是一段新里碑

程的展現。

02.21

辦學二十餘年、培養無數佛教研究及教育人才的中華佛學研究所，去年

（2004年）共有純因法師、證融法師、越建東、莊國彬、關則富、宗玉媺6位

研究生，分別自美國、日本、英國、德國取得博士學位，並回國內佛學院所

執教。

本日聖嚴師父於法鼓山園區設午宴，祝賀前述校友完成學業，中華佛研所

所長李志夫、二位副所長惠敏法師與果肇法師、圖書資訊館館長杜正民均出

席參加。此外，去年4月甫自日本京都佛教大學完成文學博士學位的果鏡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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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在場陪同。

這6位校友中，純因法師已取得美國亞利桑那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

東亞研究所學位，研究領域以中國明末佛教為主，目前在法鼓山僧伽大學、

福嚴佛學院任教；證融法師則是畢業於日本龍谷大學文學研究科佛教學，以

〈說一切有部修行體系，以大毘婆沙論為中心〉這部論文取得博士學位，受聘

為僧大教師。

越建東及莊國彬二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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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建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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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莊國彬的研究領域

則為部派佛教，現在任教於圓光佛學研究所、僧大及福嚴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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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亦將相繼投入

國內佛學研究教學領域。

會中，聖嚴師父除表達祝賀之意，亦關心校友的就業狀況，他同時鼓勵校

友們出版論文，以便讓往後的研究者有參考學習的機會；師父亦希望大家取得

學位後，不要把學位當做一個結果，要明白這只是一個階段，進一步是要對

佛教有所奉獻。

另外，聖嚴師父也提出二個構想：第一，成立「研究資料中心」，把新發現

的資料，進行蒐集研究，讓國內研究佛學的人士，共同運用。第二，成立一

個「研究小組」，召集完成博士學位的校友，每月定期開會，針對某一個主

題，每一個人從不同的領域，交換意見，分享學術成果，也激發思考。

這項提議獲得與會者的認同，眾人並允諾將加強交流彼此的研究，以提昇

台灣佛學研究的風氣與水準。

02.21 03.21

2月21日起至3月21日每週一晚上，聖嚴師父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特

別為僧團法師、法鼓山僧伽大學學僧，以及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師生們，講授

「華嚴學入門」，主要介紹華嚴五祖圭峰宗密的《原人論》。

聖嚴師父指出，綜觀中國佛教各宗派，不論是祖師的經歷、所著的論述，

幾乎都與《華嚴經》、華嚴思想有關聯。開辦此課程的主要目的，是希望站在

漢傳佛教的立足點上，讓大家瞭解漢傳佛教的消融性及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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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課程共分五次講

授，聖嚴師父分別從五

個面向切入，先簡介

《華嚴經》、說明「華嚴

教學」（即「華嚴學」）、

「華嚴宗」的不同，進而

概說杜順、智儼、法

藏、澄觀、宗密等5位華

嚴祖師的思想，以漸次

的方式進入核心主題─

─宗密的《原人論》。

聖嚴師父闡明宗密大

師用判教的形式，將儒、道外教及佛教中的大、小乘等宗派，一一加以評斷

其優缺點，最終歸結「一乘顯性教」為佛教最高真理；師父表示，這並不是

否定其他教派，而是在評判其缺點後，用一乘顯性教加以融通包容，一方面

表現了宗密大師對當時中國排佛風氣的應對方式，另一方面也指出大乘佛教

中「人人皆具有佛性」的觀念，認為只要能「息妄歸真」，就能顯現本具佛

性，這也正是禪宗所持的核心思想。

此次課程也同時採取視訊教學，以使分別在農禪寺及各地分院的僧眾，亦

能同步聽取聖嚴師父的精闢開示。

02.23

為了讓學僧學習各種生活作務及培養弘化能力，2月23日起，法鼓山僧伽大

學佛學院暨僧才養成班於每週三，為各年級學僧開辦「作務與弘化」實習課

程。

從2至6月主要授課的內容包含：中西式點心烘焙教學、插花培訓、汽車維

修保養常識，以及心理學、校園禪修、國際禮儀、法鼓山生態導覽系列課程

等。

僧大為因應國際化的來臨，並特別安排「禮儀環保──國際禮儀」課程，邀

請台北圓山飯店教導國際禮儀專業老師李彩蓮主講，介紹國際禮儀的目的、

使用的演進，以及用餐、服飾、座位、接待、應對進退等，希望藉此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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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讓學僧們學習接待貴

賓時應有的基本禮儀，這亦

是法鼓山大關懷教育中所推

動的「四環」之一—— 禮儀環

保。

另外，課程還針對三、四年

級學僧開辦兒童、青少年、

成年、老年一系列的心理學

課程，邀請多位心理學老師

授課，包括：兒童福利聯盟

基金會臨床社工組宋家慧講

授「兒童心理學」、新莊輔仁

大學學生輔導中心專任講師甯國興講授「成年心理學」、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

系副教授楊蓓講授「老人心理學」等，學僧們大多認為，此課程對於日後與

信眾相處，乃至弘化工作的推展極有助益。

9月之後，僧大則安排了多場與組織相關的專業學習課程，除了由僧團副都

監果廣法師講授「法鼓山僧團的組織與運作」與「弘化院的組織與運作」，並

由僧團傳燈院副都監果醒法師、三學院監院果幸法師、百丈院監院果旭法

師、文化中心副都監果毅法師等人講授各該單位的運作情形，並針對「組織

運作與領導的技能」及「法鼓山整體組織領導」開辦了二場專題課程。

值得一提的是，僧大特別於11月為學僧們規畫「安寧療護」系列課程，邀請

台灣大學醫學院家庭醫學科教授陳慶餘講授「臨終醫療」、台大醫院緩和醫療

病房臨床佛教宗教師滿祥法師與宗惇法師講授「宗教師在安寧療護上所扮演

的角色」；並於29日最後一次課程，由僧團果慨、果解二位法師帶領學僧們

至台大醫院見習。學僧們把握此一難得的機會，紛紛提問，例如問到：如何

關懷不同信仰的臨終者、宗教師對病人的態度應如何等，授課講師均一一予

以解答。

02.27

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與台南成功大學合作設立「法鼓人文講

座」，簽署儀式本日上午於成功大學成功廳舉行，由聖嚴師父與成功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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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強共同締約，台南市長許添財、成功大學教務長施炎坤、學務長柯慧貞、

獎基會執行長曾濟群、獎基會董事暨台南大億集團總裁吳俊億等嘉賓，以及

上千位成大師生、民眾，皆一起見證這場簽署典禮。

聖嚴師父在致辭時表示，台南市是台灣的文化古都，以理工科系見長的成

功大學更是享譽全台的一所大學，如果能將科技與人文相互配合，是一件非

常有意義的事。師父指出，科技是為人類服務的，但如果忽略人的品質，可

能就會帶來災難。所以在成大設立「法鼓人文講座」，就是希望科技能加上人

文修養，如此便能為社會帶來和諧與關懷，亦可造福人類。

成大校長高強則指出，成大一

向較著重科技人才的培育，在人

文教育方面比較缺乏，法鼓山是

第一個提供該校人文講座的團

體，他相信對未來整體人文素質

的提昇，會有很正面的幫助。

典禮上，許添財市長亦表示，

「法鼓人文講座」將讓以科技人

才培育、工業發展為主的成功大

學，能進一步在人文方面成長、

茁壯。

締約儀式在全場觀禮人士的熱

烈掌聲下，圓滿完成。

341

大
學
院



特 別 報 導

342

2005

2003
2004

2005

2005 5



03.09

由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

基金會與台灣大學合作舉辦的

九十四學年度首場「台灣大學

法鼓人文講座」，邀請加拿大多

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

副校長信廣來教授，於台大東

亞文明研究中心，以英語主講

「儒學思想中的『純粹』觀──

朱熹論虛、靜、私」，由該中心

主任黃俊傑教授主持，台大歷

史系教授甘懷真、吳展良等學

者，以及近三十位研究人員、

中外學生前往聆聽。

演講中，信教授指出，傳統中國哲學家所思索的「虛與實」、「動與靜」等

概念，哲學家也用來描述人類的心靈狀態，其中南宋理學家朱熹就認為，人

的本性是「靜」的，只是受到外在事物的觸「動」而產生感情，心靈的「動」

與「靜」，在朱熹看來是沒有善惡之分的。

信教授指出，朱熹以儒家「仁」的觀念，說明自然萬物其實是一體的，當

我們體認到這一點，心中就不會有偏私、為我的觀念，生命動能便能活活潑

潑地展現。

信教授亦表示，東方哲學談道德或心靈理想，不以知識思辯為主，而是著

重在生活人倫的體會，儘管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卻能為人類指出一條心

嚮往之的道路。

03.14

本日，德國敏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unster）宗教研究所研究生在Wilke

教授的帶領下，一行10人至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參訪，由中華佛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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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德國籍研究助理馬

德偉全程陪同，雙方

就彼此經驗展開交

流。

一行人除參觀法鼓

山園區教育行政大

樓、圖書資訊館、男

寮之外，在僧團果元

法師、學僧常聞法師

及常光法師的引導

下，實際體驗禪坐，

練習放鬆身心，並在

午餐後參觀法鼓山園

區戶外的景觀，其中，他們對開山觀音的因緣與法鼓山園區移樹植種的用心

特別深受感動。

之後，雙方展開小型的座談會，除了有法鼓山僧伽大學副院長果鏡法師、

教務處常諦法師、學務處常度法師，及常嶺法師等4位僧大學僧參與，並有果

元法師，中華佛研所沙洛教授（K. T. S. Sarao）、馬紀教授（Willian Magee）

及圖資館館長杜正民等人。來訪研究生對僧大學制、聖嚴師父理念，以及佛

教出家的生活亦特別感興趣，雙方會談氣氛輕鬆熱絡。

03.15

中華佛學研究所佛學資訊學程委員會本日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教師藍效農，於法鼓山園區教育行政大樓

海會廳介紹「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GIS），

約有十多位中華佛研所師生、圖書資訊館等專業人士出席聆聽並參與討論。

藍老師指出，GIS原本是為了都市規畫、公共建設而建立的資料庫及資訊架

構，然而其簡便的操作介面、豐富資料庫的開放，以及綜合時空向度的架

構，使得不同學科領域也能加以運用。他以「絲路與佛教」的研究為例，說

明GIS能呈現出中國、西域、印度的地圖和路線，透過時間軸的推移，還可展

現西域通商路線在不同時期的變化，大幅減少查詢文獻、拼湊地理位置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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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讓佛學研究更加便利。

此外，GIS可透過3D，表現

地表人文和自然景觀；也可利

用超連結的方式聯繫其他資料

庫或網站，亦開放由學界自行

輸入學術研究和統計成果，提

供需要者免費運用。

藍教授亦帶領在場師生實際

操作，體會GIS實用的便利性。

圖資館館長杜正民表示，佛教

地理的研究由來已久，以往爬

梳文獻、筆繪地圖相當辛苦，如今GIS將科技和佛學研究結合，對未來研究者

助益良多。

03.15 18 03.22 23

自3月15日起至18

日、22日至23日，中

華佛學研究所邀請日

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

研究所教授船山徹，

在法鼓山園區教育行

政大樓海會廳陸續進

行六場演講，其中五

場主題為「中期印度

佛教的認識論及蓮華

戒論師對瑜伽行者的

直接知覺之詮釋」，

另一場為「真諦三藏

著作的特徵—─ 中印

文化交涉的一個例子」，並由中華佛研所研究員見弘法師擔任翻譯，約有二十

多位佛研所、法鼓山僧伽大學的師生前往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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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徹教授畢業於京都大學，歷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理、副教

授。他精研印度佛教知識論（因明學）及中國魏晉六朝時期的佛教思想，對

佛教傳入中國的思想轉化亦有高度興趣，本次六場演講便以他所專長的領域

為主題進行研討。

透過這次講座的課程，船山徹教授為大家釐清因明學在印度佛教史上不同

的學說內容和傳承的法脈，讓與會者瞭解印度、中國佛教因明學，和唯識宗

的發展、演變。船山徹教授也將佛教認識論和西方認識論相比較，凸顯了很

多有意義的問題，引發大家研究探討的興趣。

03.25 31

10位中國大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法鼓人文講座暨獎學金」受獎博士研

究生應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之邀，3月25日起至31日，在北京大學

教育基金會副祕書長暨副教授鄧婭、清華大學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夏廣

志的帶領下，來台進行學術訪問。其中26日特別前往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

區及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參訪，聖嚴師父並親自會見全體成員。

26日上午，團員首先參加由獎基會執行長曾濟群所主持的一場座談會，會

中藉由簡報、影片觀賞，認識了法鼓山的「四環」、「三大教育」、「國際弘

化」等內涵。

鄧 婭 教 授 表

示，「四環」

的理念能融合

在北大的通識

教育之中，因

為它正是目前

中國大陸乃至

於世界所需要

的。

隨後，團員

參觀了法鼓山

園區各項硬體

設施，藉此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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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鼓山的緣起、環保護生的理念，以及法鼓山為觀音道場的意涵。一行人

並前往圖書資訊館參觀特藏室的貝葉經典、藏經數位化搜尋系統，中午則與

聖嚴師父進行餐敘。

席間聖嚴師父針對環保、兩岸佛教現況、宗教觀等議題，與團員們交換意

見。夏廣志副主任則發言表示，在企業界普遍只贊助科技學院的風潮中，獎

基會捐助北大、清大的人文學術研究，意義十分重大，有助於提昇整體人類

的心靈品質。

結束法鼓山參訪行程後，27日起，訪問團繼續參訪多所文、史、哲相關研

究單位及機構，包括中央研究院、台灣大學、清華大學、故宮博物院及國家

圖書館，整個學術訪問行程於31日圓滿結束。

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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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法鼓

人文講座」，九十四年度第

二場邀請中央研究院院

士、現任香港科技大學講

座教授張灝，本日在台大

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演講

「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的轉

型與展開」，約有三十位該

校歷史系、地理系師生到

場聆聽。

張教授於演講中表示，所謂的「轉型」乃是指文化核心產生大規模、持續

性且具深度的轉變，他將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的轉型定在1895年，也就是鴉片

戰爭後五十年。

張教授指出，西方以鴉片戰爭打開中國的門戶，但五十年後中國思想文化

才有了量和質的重大改變。量的部分，指的是西學大量散播，西學成為學校

教育的主要內容等，皆反映了西學散播日益普遍的情形。而質的方面，張教

授分析，在西方衝擊下，有些知識分子甚至產生自卑心態，此類中國人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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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混亂及意識型態等問題，至今仍然沒有解決。

張教授認為，延續至今的自我認同混亂情形，是因為全世界政府過去太重

視經濟、政治的發展，忽略多方關切社會的每個層面；未來則需要多關懷如

環保、自我認同等問題，社會才能健全地發展。

04.08 09

4月 8日起一

連二天，台中

東海大學宗教

研究所所長趙

星光帶領12位

該所師生，至

法鼓山世界佛

教教育園區進

行交流訪問。

除了參觀法鼓

山園區各項硬

體設備，東海

師生並和中華

佛學研究所所

長李志夫、副所長果肇法師、法鼓山僧伽大學副院長果鏡法師等人展開座

談，並參加園區的課程。

8日中午東海師生抵達法鼓山園區後，透過戶外導覽和影片欣賞的方式，認

識法鼓山。在圖書資訊館副館長果見法師接待下，一行人參觀了圖資館豐富

館藏，以及實地體驗清幽的研究環境。

稍後，東海師生和中華佛研所、僧大師生，進行一場宗教與教育的交流座

談。東海師生表示，法鼓山所提倡的環保和教育理念，為現代社會提供了一

種普世價值。李所長則說明，法鼓山以最平易切實的方式，推動環保和教

育，是希望讓所有接觸漢傳佛教的人都能受益。

9日上午，東海師生並參與早課和禪修課程，練習法鼓八式動禪和基礎打

坐，以禪修來放鬆身心，體驗漢傳禪法的清淨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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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1

中華佛學研究所邀請美

國 天 主 教 大 學 （ T h 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副教授周文廣（

Charles B. Jones），本日上

午在法鼓山園區教育行政

大樓海會廳，以「袁宏道

的《西方合論》與晚明淨

土思想發展」為題，進行

一場為時三小時的專題演

講，由中華佛研所老師黃

繹勳主持，共有師生25人

參加。

演講中，周副教授指出，袁宏道花二個月時間寫成的《西方合論》，快速地

成為晚明佛學內部融通合流的產物，對當時的佛教出版文物深具影響，如明

代高僧智旭就將《西方合論》列於《淨土十要》，《嘉興大藏經》融入《西方

合論》的思想等。該著作主要貢獻在於以華嚴的圓融精神，含攝五教，通貫

六階，開闊了淨土的視野。

周文廣副教授於1996年獲得美國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宗教

研究學博士，著有 Buddhism in Taiwan: Religion and the State，及論文

“Buddhism and Marxism in Taiwan：Lin Qiuwu’s Religious Socialism and its

Legacy in Modern Times”等。

04.25

4月25日起至29日，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本著推動人文教育、促

進學術交流的理念，舉辦「2005聖嚴法師大陸學術之旅」。首站，聖嚴師父於

本日在中國大陸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專題演講「中國佛學的特色」，這也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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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學法鼓人文講

座的首場演講，北

大常務副校長遲惠

生、著名佛教學者

樓宇烈親自接待並

全程參與，約有三

百位師生前來聽

講，包括哲學系

（宗教學系）研究

生、法師及喇嘛。

演講前，聖嚴師

父與遲惠生副校長

會面，致贈《大藏

經》光碟、法鼓山山徽琉璃及《法鼓山年鑑》予北大，並說明山徽上所提

「金山有情，法輪常轉」的意涵，師父指出，此山徽是代表佛法、思想與精神

的寶藏；遲副校長亦代表北大回贈《中國佛教文化大觀》等三本書。

在北大哲學系（宗教學系）系主任趙敦華主持下，聖嚴師父展開演講，首

先針對佛教、佛學、佛法、學佛四個名詞逐一詳細解釋，強調佛教絕對不是

迷信；並以深入淺出的分析及例

證，提出佛學中三項具有特色的

觀念就是因緣、無常、無我，說

明「我」雖然不是真實不變的

「我」，而是生命過程的工具，但

人仍要善用生命、利益眾生。師

父也表示，中國佛學的特色是適

應力強，內容融合了中國人的思

想，而禪學尤其受到中國人的喜

愛，因此成為中國佛學的顯著代

表。

聖嚴師父幽默風趣的演說，令

在場年輕學子印象深刻。北大人

類學研究所博士生張亞輝表示，

師父用態度、身教所說的佛法，

帶給聽講者寶貴的啟示與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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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6

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

基金會舉辦的「2005聖嚴法

師大陸學術之旅」，繼4月25

日於北京大學的演講後，本

日下午聖嚴師父於北京清華

大學專題演講「佛教傳入對

中國文化的影響」，這是清

大首次邀請佛教宗教師發表

演講，除了四百多位清大的

師生，並有多位北大學生專

程前來聽講。

當天上午，清大副校長謝維和、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彭林、葛兆光代表清

大校方歡迎聖嚴師父的來訪，並互贈禮物合影留念。謝副校長表示，清大極

為重視去年（2004年）與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簽署的「清華大學

法鼓人文講座」，已組成專家小組推薦國內外知名學者共10位進行講座，目前

已舉辦至第五場，他強調，法鼓人文講座

對清大人文學科的發展極有助益。本日更

因適逢清大國學院成立八十週年，法鼓人

文講座與慶祝活動結合共襄盛舉。

下午的演講，由清大港澳台辦事處副主

任夏廣志主持。二個小時的演講，聖嚴師

父首先論述中國哲學與宗教，說明其主流

思想在儒道二家。佛教傳入中國後，對中

國產生全面性的影響，如宋明理學的心性

之說與禪宗的明心見性類似，而道教的許

多典籍更是大量採用佛經與佛理；中國文

學方面，佛教則豐富了漢語語彙，例如白

話詩、山水畫，以及章回小說的體裁都是

到受佛經的影響。

最後亦開放現場問答，聖嚴師父以深入

淺出的方式一一與學生對話，並強調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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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積極態度應世，例如運用禪修的觀念與方法來調整自己，就是心靈環保的

實踐；有人問及師父的大願為何？師父回答「盡形壽、獻生命的利益眾生」，

旋即引起現場聽眾熱烈掌聲。

04.28 29

「2005聖嚴法師大陸學術

之旅」期間，28日舉行「南

京大學法鼓人文講座暨獎學

金」簽署儀式，由中國南京

大學副校長張大良與聖嚴師

父代表雙方締約；其後由南

京大學思想家研究中心與法

鼓人文社會學院聯合於4月

28日、29日展開「心靈環保

與人文關懷」學術研討會，

主題為「東亞思想傳統中的

身心關係、修養功夫與生活

實踐」，師父並於會中演講「禪學與禪文化的人間性」，約有二百位南京大學

的文史哲博士生及學生前來聆聽。

南京大學乃是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後，第三所設置「法鼓人文講座」的

中國大陸學府。簽署儀式後舉辦的研討會，與會學者涵括老中青三代，包括

來自台灣的中華佛學研究所副所長惠敏法師、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黃俊傑、

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林月惠，與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徐小躍、南

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王青等三十多位學者。在二天共八場的研討會中，從

歷史、哲學、中文等面向共發表了二十二篇論文；其中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賴永海發表〈心靈環保與人間佛教〉，從中國佛教史、世界宗教發展趨勢等方

向，呼應了心靈環保是解決現代人諸多身心問題的重要主張。

聖嚴師父在會中強調，心靈環保能幫助現代人在充滿物質刺激、困擾的生

活裡，保護自心的清淨與安定，進行全面性的關懷，進而從個人影響至社

會，如此才是真正治本的方法。張副校長對師父的理念亦表示認同，他期許

雙方未來能有更多的發展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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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學「心靈環保與人文關懷」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一覽表

聖嚴師父 法鼓山創辦人 〈禪學與禪文化的人間性〉

顏世安 中國大陸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中國古代人的類群本質意識形成初探〉

周勳初 中國大陸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三教論衡的歷史發展〉

徐興無 中國大陸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郭店簡《性自命出》中的心性觀

及其與孟子心性論的比較〉

莫礪鋒 中國大陸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論杜甫的人格意義〉

賴永海 中國大陸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心靈環保與人間佛教〉

孫亦平 中國大陸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論道教身心觀的文化特質及其現代意義〉

周　群 中國大陸南京大學教授 〈易道與身心修養〉

傅新毅 中國大陸南京大學教授 〈身心作為識顯現〉

許蘇民 中國大陸南京大學教授 〈唯人主義與形上境界〉

曹　虹 中國大陸南京大學教授 〈「遂初」系譜的形成〉

王　青 中國大陸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印度文化的輸入與中土想像力的拓展〉

黃俊傑 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東亞儒家思想傳統中的四種「身體」類型

與議題〉

甘懷真 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東亞政治循序與生命意義的安頓〉

陳昭英 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情」概念從孔孟到荀子的轉化〉

蔡振豐 台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語言與道——以「老子」的語言策略與致虛

工夫〉

林月惠 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陰陽後學的「克己復禮」解及其工夫論之意涵〉

副研究員

楊儒賓 台灣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迢遞人生路——榮格與朱子論人格之完成〉

林維杰 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朱熹哲學中的經典詮釋與修養工夫〉

助理研究員

釋惠敏 台灣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佛教修行體系之身心觀〉

林鎮國 台灣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空性與暴力：龍樹、德里達與列維那斯不期

而遇的交談〉

張昆將 台灣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安藤昌益的身體論與山田方穀的養氣論〉

助理教授



04.29

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舉辦

「2005聖嚴法師大陸學術之旅」，繼中國大

陸北京、南京的學術行程後，本日聖嚴師

父抵達此行終站廣州中山大學，於該校嶺

南堂發表「禪學與心靈環保」專題演講，

約有二百五十位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科系

的學生前來聽講。

演講前，中山大學校長黃達人、副校長

李萍、哲學系教授馮達文代表校方歡迎聖

嚴師父。對談間，師父與黃校長交流對宗

教、教育的看法；李萍副校長認為，師父

所提倡「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正是現代社會所需要的。

專題演講在哲學系主任黎紅雷的主持下展開，聖嚴師父首先帶領大眾練習

「放鬆觀呼吸」，體驗禪修的放鬆方法。接著師父從禪學、心靈逐步談到何謂

心靈環保，並說明頓悟、看破紅塵的真正意義就是心不受環境的影響。師父

並強調佛教所謂的看開，是指放下個人的利害得失，而不是放下利益眾生的

菩提心。

此外，學生們針對開悟、偶像崇拜、佛教生死觀，以及佛教是否為消極等

問題請教聖嚴師父。師父表示，現在的佛教皆是抱持積極入世的態度，以法

鼓山為例，不僅以教育進行社會關

懷，並於台灣 921地震、南亞海嘯

等急難災害後，主動投注心力與資

源，這都是佛教從事社會關懷，積

極入世的具體行動。

會中，聖嚴師父亦詳細介紹心靈

環保與「心五四」運動的意義與方

法，並舉出「面對、接受、處理、

放下」四它，是最實用的處世方

式。這場演講就在中山大學師生熱

烈的掌聲中，圓滿結束，也為五天

的大陸學術之旅畫下完滿的句點。

354

2005



創 辦 人 語
355

大
學
院



356

2005

聖嚴師父於北京大學演講，場內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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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的學生在聖嚴師父演講後踴躍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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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為清大學子說明佛教傳入中國對文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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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在清大演講上，說明佛教對儒道二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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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於清大演講，清大學子踴躍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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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進入南京大學演講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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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學「心靈環保與人文關懷」研討會，約有二百位南京大學

文史哲博士及學生前來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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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於南京大學演講「禪學與人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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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大學師生在聖嚴師父的帶領下，練習「放鬆觀呼吸」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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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聖嚴師父的腳步，心靈環保的理念也推動到中

國大陸重要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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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於中國大陸重要學府演講，將人文教育在校園扎

根。



2005年聖嚴師父中國大陸學術之旅行程表

‧拜會北京大學校方：副校長遲惠生、哲學系（宗教系）系主

任趙敦華、哲學系（宗教系）教授樓宇烈、港澳台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潘慶德。

‧聖嚴師父專題演講：「中國佛學的特色」。

‧拜會清華大學校方：副校長謝維和，歷史系教授彭林、葛兆

光，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夏廣志。

‧聖嚴師父專題演講：「佛教傳入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拜會南京大學校方：副校長張大良、校長助理周憲、中國思

想家研究中心主任馮致光、哲學系教授賴永海、中文系教授

周勛初、社會科學處處長王明生、港澳台事務辦公室主任鄒

亞軍。

‧簽署南京大學法鼓人文講座。

‧聖嚴師父專題演講：「禪學與禪文化的人間性」。

‧邀集兩岸學者召開「心靈環保與人文關懷」研討會。

‧拜會中山大學校方：校長黃達人、副校長李萍、哲學系系主

任黎紅雷，哲學系教授馮達文、倪梁康，港澳台事務辦公室

副主任劉春陽。

‧聖嚴師父專題演講：「禪學與心靈環保」。

4月25日（一） 北京大學

4月26日（二） 清華大學

4月27日（三） 南京大學

4月28日（四） 南京大學

4月29日（五） 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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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於南京大學「心靈環保與人文關懷」研討會後，全體會談者合

影留念。



04.29

中華佛學研究所佛學資訊

學程本日邀請台灣大學資訊

工程系教授歐陽彥正，於法

鼓山園區教育行政大樓海會

廳以「佛學與系統科學及系

統生物學」為題演講，共有

17位師生參加。

這場演講由圖書資訊館館

長杜正民主持，曾參與「玄

奘西域行」、「蓬萊淨土遊」

等計畫的歐陽彥正教授，於

演講中指出，佛學是探討生命輪迴、宇宙運行規律的一門哲學和科學，而在

當今的生命科學中，探討高層次生命現象的「系統生物學」，其實就是佛學所

研究的範疇。

演講中除了介紹系統科學、系統生物學外，歐陽教授並嘗試以「系統模型」

來描述「空」、「中觀八不」等佛學理論，並強調人隨著修行層次的提昇，模

組的數值也會隨之改變，當修行到極致程度時，善念將呈現極大值，惡念則

趨於零，此時人將永恆處在「善意識」極大的境地。演講中，在場學生對教

授以「系統模型」描述個體意識的運作，感到十分有興趣，紛紛提問，教授

並一一予以解答，現場討論氣氛熱烈。

05.03

「台灣大學法鼓人文講座」九十四年度最後一場，本日邀請美國耶魯大學

（Yale University）東亞研究所主任孫康宜，於台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講「傳

統女性道德力量的反思」，由中文系教授張寶三主持，約有四十多位師生到場

聆聽。

孫康宜教授首先說明講題中的「道德力量」，並非一般人認為的權力，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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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婦女在逆境中對自身高潔忠貞的

肯定，可以解釋為「威望」或是「影響

力」。孫教授表示，現代的性別研究已不

再強調女性為受害者，這亦使國際漢學家

重新思考傳統中國女性的道德力量。

孫教授也以中國文學作品為例，說明傳

統女性在逆境中的道德意識，如西漢班婕

妤雖然身為棄婦，但並沒有因此而自暴自

棄，她藉由《自悼詩》來彰顯自己內在的

美德，而成為歷代女性的典範；此外，東

晉蘇蕙的《璇璣圖》、明代寡婦詩人文氏

的《擬騷》、馮夢龍的短篇小說〈李玉英

獄中訟冤〉，都凸顯了女性的歷史地位和

道德情操。

孫教授進一步說明，從這些例證中可以看出傳統中國女性，如何透過文字

創作產生堅毅的力量。她也強調在不同的範疇、階層裡，都有所謂的「受害

者」，但只要心存樂觀、活出自我，任何人都不會是被壓迫者及受害者。

05.13

以研究八世紀蓮花戒大

士的修習次第，而獲得法

國斯特拉斯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博

士學位的天主教神父蒂埃

里‧馬利高洛（Thier ry-

Marie Courau），在出身剛

果 共 和 國 （ Republic of

Congo）、目前派駐金山地

區 的 鮑 霖 神 父 （ P a u

Batairwa, SX）陪同下，本

日至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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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參訪，由甫獲日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的果暉法師全程接待，其間2位

專研佛學的博士宗教師，對於禪修的止觀有深入討論。

高洛神父於巴黎的神學院教授佛學，亦學習世界各佛教系統的修行方法，

特別是透過國際MID（Monastic International Dialogue）組織在日本禪寺及美

國藏傳修行中心學習佛教修行方法。高洛神父表示，他的修行方法是曹洞宗

「只管打坐」，而天主教修道院中亦有類似中國淨土宗的念天主聖名、聖母聖

名或觀像的修行方法。

高洛神父表示，在天主教中有近乎佛教「止」（samatha）的修行方法，但缺

乏「觀」（vipassana）的修行方法，所以他對佛教修行產生很大興趣，希望未

來能有機會到法鼓山的禪堂參加禪修。他也認為，世界各大宗教若能多做交

流，將有助於促進世界和平。

05.16

藏傳佛教格魯派第

一百零一任甘丹赤

巴，本日上午參訪法

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

區，由中華佛學研究

所所長李志夫、法鼓

山僧伽大學副院長果

鏡法師等人接待。

在圖書資訊館副館

長果見法師導覽下，

甘丹赤巴首先參觀圖

資館，瀏覽「心經影

壁」及館藏圖書，並於藏經區翻閱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甲操傑（Gyaltsab

Darma Rinchen）大師所造釋的《寶鬘論疏：顯明要義》（Commentary of

Ratnavali──snying po’i don gsal bar byed pa）。

之後，甘丹赤巴至海會廳向大眾開示法要，由中華佛研所廖本聖老師擔任

口譯。開示中，甘丹赤巴讚歎法鼓山是修學佛法的極佳環境，勉勵大眾應該

珍惜此良善因緣，用心聽聞佛法、如理思惟法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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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3

中國大陸遼寧省佛學院

院長王前教授及華嚴專宗

佛學院院長楊永慶、藏豐

文化藝術有限公司董事長

馮儀、中國中佑企業集團

董事長張家獻等一行 1 0

人，本日上午參訪法鼓山

僧伽大學，由僧大女眾學

務長果肇法師、三學院果

幸法師等人接待。

在參觀法鼓山園區教育

行政大樓的校史館、僧大

教室及佛堂等過程中，王前院長特別關心僧大的教學設備及學僧的學習情

況，對法鼓山園區的戶外環境，亦表示讚賞。

會後，王院長除贈送一副親書對聯給僧大，並致贈他的書畫作品集。王院

長一生從事教育工作，是一位集國學、書法、文學及佛學於一身的名家。此

行主要是受中華兩岸文化藝術基金會等單位之邀來台，舉辦詩書畫個展、佛

學講座、學術研討會，與台灣藝文界交流。但弘揚佛學、辦佛學教育乃王院

長的主要心願，所以特別要求來參訪僧大，以觀摩及交流辦學經驗。

05.25

中華佛學研究所客座教授沙洛（K. T. S. Sarao）本日於法鼓山園區教育行政

大樓海會廳，以「印度佛教的式微」為題進行一場演講，包括中華佛研所所

長李志夫、副所長果肇法師等師生共三十多人參加。這也是沙洛教授在結束

二年多的客座教授前，於中華佛研所的最後一場演講。

沙洛教授在演講中提到，印度佛教的傳播傾向於都市菁英發展，並沒有深

入民間；佛陀涅槃、女性僧團的消失，都是印度佛教式微的原因。沙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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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出，僧團沒有真正看待與處理

僧團內部的問題，也影響了佛教在

印度的發展。在演講之後，中華佛

研所隨即舉辦歡送茶會，感謝沙洛

教授這二年來的教學與付出。

沙洛教授為印度德里大學及英國

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

雙博士，專精印度文化史、印度佛

學等領域，曾任印度德里大學教

授，數度前往歐美講學，2002年至

中華佛研所擔任客座教授，開設

「印度佛教史」、「巴利文」等相關

課程，並發表多篇論文。他在中華佛研所的教學工作於今年6月底圓滿。

05.27

中華佛學研究所本日舉

辦專題演講，邀請國立歷

史博物館召集人梅士杰，

於法鼓山園區教育行政大

樓海會廳以「交織現實與

虛擬的博物館知識網絡」

為題，介紹佛教歷史文物

資料數位化，及知識網絡

的建置，說明資訊科技如

何運用在博物館，約有二

十餘人與會聆聽。

演講中，除了說明史博館資訊科技的發展策略之外，梅士杰並從數位典藏計

畫、無線寬頻技術，及博物館行動學習系統等面向，探討數位內容產業的發

展。

梅士杰表示，資訊科技快速發展能為傳統行業帶來新契機。他以2003年史博

館「歷史創新─—神龍再現」的計畫為例，說明如何運用資訊科技的無線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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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建設虛擬博物館，將數位典藏資料庫中的文物圖片與知識，提供給社

會大眾瞭解和使用。

梅士杰亦指出，透過資訊科技的運用，古老文物知識能更便捷、有效率地

傳達表現，成為參觀、教學和研究的利器。

06.14

本日，中華佛學

研 究 所 邀 請 《 雪

洞》、《心湖上的倒

影》作者丹津．葩

默法師（Ven. Tenzin

Palmo）於法鼓山園

區教育行政大樓進

行一場專題演講，

主題為「重建藏傳

比 丘 尼 制 度 的 展

望」，約有七十位師

生到場聆聽。

英籍丹津．葩默法師為西方女性皈依佛教出家的先驅，曾於喜馬拉雅山的

山洞中進行十二年的閉關，出關後致力於北印度道久伽薩林尼院（The

Dongyu Gatsal Ling Nunnery）的創辦，努力復興藏傳佛教比丘尼戒的制度，並

發願以女身成佛。

演講前，丹津．葩默法師在法鼓山僧伽大學副院長果鏡法師、中華佛研所

副所長果肇法師等人的接待下，首先至中華佛研所、圖書資訊館參訪。

演講中，丹津．葩默法師指出西元八世紀佛教興起於西藏，雖然建立了比

丘僧團，但比丘尼僧團的制度卻始終付之闕如，使得藏傳女性出家眾無法受

足出家戒；她並提及二十多年來計畫重建藏傳比丘尼制度的過程中，曾遇到

諸多困難，此一議題引發現場與會者踴躍討論。

下午，僧大副院長果鏡法師及僧團多位比丘尼法師，與丹津‧葩默法師針

對比丘尼制度等問題進行一場交流，丹津．葩默法師對於尼眾在漢傳佛教的

地位和目前所擔任的工作，尤其感到興趣，雙方討論十分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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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8

中華佛學研究所本日於法鼓山園區教

育行政大樓舉行「2005法鼓山暑期佛學

營」，這次佛學營以「認識ｅ世代經藏」

為主題，介紹佛學研究結合科技的各項

成果，並於場外設置了多媒體展覽區，

展現弘法科技化、多元化的趨勢，共有

107位來自各大學院校的青年學子及社會

人士參與，其中近四成是各大學院校的

大學生、碩士及博士班研究生。

不同於往年佛學營多以佛學義理研討

為主，這次主題是佛學營舉辦以來的創

舉，一方面希望能為有心深入佛學研究

的青年學子，介紹最現代化的研究工

具；另一方面則希望能以現代科技推動佛學研究。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

師表示，電子媒體讓人類知識得以普及，每個人因此擁有知識生產的權利，

可說是符合「眾生皆有佛性、人人平等」的佛法精神。

活動首先由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致辭，為佛學營揭開序幕。整天的課程包

括：介紹CBETA中華電子藏經、巴利文電子佛典、西藏電子佛典等內容，並

述及漢傳、南傳及藏傳佛教的經典和相關學術研究成果。

至於場外的主題展覽，則以書籍展示、電子多媒體展覽、裝置藝術展覽、

空間展等方式呈現。在空間展中，學生運用學習成果作品，如光碟、書籍

等，裝置成一個立體展示空間；多媒體區則藉由電腦呈現創作者的概念思

惟，進而體悟苦集滅道的真義。

07.11

日本淨土宗佛教大學校長福原隆善、總務長館憲雄、國際交流課松村公榮

小姐一行3人，本日至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參訪，由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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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夫、副所長惠敏法師，及法鼓山僧伽大

學副院長果鏡法師、甫自日本立正大學取得

博士學位的果暉法師等人陪同。

一行人主要參觀中華佛研所及僧大，藉此

瞭解各項教學設施與研究環境，福原校長對

於園區中完善的設備與優美的修學環境極為

讚歎，對法鼓山能匯聚眾多國際人士前來研

修尤其讚譽有加。

福原校長並參觀圖書資訊館，由館長杜正

民、副館長果見法師陪同，除瞭解館內不同

語言版本的藏經外，並在副所長惠敏法師的

介紹下，認識佛典數位化的最新內容，對於

園區先進和人性化的自然、人文環境，留下深刻印象。

行程中，李志夫所長表示期盼二校之間能有更頻繁的交流。福原校長則認

為，日本佛法在民間信仰仍不普及，他希望學習法鼓山福慧雙修的精神，在

日本繼續弘傳推動佛法。中華佛研所與日本淨土宗佛教大學於1989年締結姊

妹校，並於1993年簽訂學術交流合議書。此次參訪，讓雙方有更進一步的交

流與認識。

07.29 30

7月29日起一連二天，僧團果暉法師前往日本大阪市四天王寺參加第五十六

屆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 學術會議。

此次會議，除有日本佛學教授和博士班學生老、中、青三代發表論文外，

還邀請亞洲各國學者以及西方佛學研究者一起進行學術交流討論。甫獲日本

立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的果暉法師表示，此一學術會議的重要性，在於經常

發表許多在中國失傳的新文獻資料，例如在奈良法隆寺發現北齊釋道紀所撰

的《金藏論》，和在金澤文庫發現宋代四明沙門如吉所撰的《天台文類》。

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成立於1951年，每年召開一次會議，集合日本各佛教

大學的學生、研究生或研究人員，分為印度、中國、西藏、日本等組，會議

結束後再將論文彙編為《印度學、佛教學研究學報》，為目前日本佛教研究領

域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學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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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8

法鼓山僧伽大學九十四學年度開學前，聖嚴師父特別於本日中午在農禪

寺，邀請47位僧大教師餐敘，感謝教師們至僧大任教，同時也藉此說明僧大

辦學的理念、目標與原則。

僧大教師中，約有二十位具有大學教師資格，師資陣容堅強。聖嚴師父希

望教師們能傳承法鼓山的特色，教導學僧「道心第一，健康第二，學問第

三」，共同培養德學兼備的優秀僧才。

會中，聖嚴師父說明僧大的辦學理念，是以保有漢傳佛教為特色、以培養

宗教師為目標。師父強調，法鼓山是弘揚漢傳佛教的道場，雖然容納各宗各

派的思想，但我們必須明確認識自己的立場和長處，才能深耕、發揚漢傳佛

教的精神。

針對僧大的辦學目標，聖嚴師父進一步說明，是為培育宗教師，而非培養

佛學研究人員而設；並以日本僧才和佛學人才的培育各有不同管道為例指

出，法鼓山也是朝此方向規畫，中華佛學研究所是以培養佛學、佛教專門研

究人才為主，僧大則以培育宗教師為主。

至於如何培養出德學兼備的宗教師？聖嚴師父分別從心態和儀態二方面來

闡述。以心態而言，學僧不能以在家人的心態過出家人的生活，包括不能因

逃避現實而出家，也不能追求名聞利養；在儀態方面，不論上殿、過堂、日

常作息，以及語言、表情、動作、服裝等，皆是培養重點。

此次為聖嚴師父首次與全體僧大教師聚會，現場氣氛溫馨，教師們也藉此

因緣對僧大辦學的理念、目標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09.05

本日上午，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山僧伽大學、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

聯合於法鼓山園區國際會議廳舉行九十四學年度開學暨畢結業典禮，由中華

佛研所所長李志夫主持，蒙藏委員會科長徐榮松、中華佛研所董事今能長

老、全度法師、僧團都監果品法師等人都到場觀禮。

聖嚴師父由於不克出席典禮，特別以錄影方式進行開示。師父指出，法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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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是弘揚漢傳禪法的道場，不論是學生或老師，都能在此學習正知正信的禪

法，尤其法鼓山著重教育工作，細心規畫大學院教育，希望培養二種人才：

佛學研究的人才、主持三寶的僧才。

聖嚴師父表示，法鼓山培養的研究人才和一般學院的「知識分子」不同，

不只傳遞和追求佛學知識，也要有健康的身心、奉獻社會的菩提心，以及實

踐佛法的道心，才不辜負十方大眾供養的用心和功德。同時也期許僧大學

僧，除了學習出家眾應有的「心儀、身儀、口儀」，讓大眾對佛法有信心之

外，也要從大眾的利益來思考問題。

典禮上，僧大副院長果鏡法師、中華佛研所行政副所長果肇法師分別介紹

今年的畢業生和新生。僧大本屆共有9位畢業生，為僧團弘化事業再添力量；

中華佛研所則有3人畢業；新生方面，今年僧大有27名、中華佛研所12名、漢

藏班3名，其中不乏來自經濟、社會、文學、數學等不同領域的優秀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僧大培育出第一屆畢業學僧，為了讓各地悅眾一同分

享師生們的喜悅，主辦單位特別透過視訊系統，將典禮精彩實況轉播至法鼓

山全台各地分院和道場。

09.05

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 9位首屆畢業生，本日下午於法鼓山園區教育行政大

樓舉辦「畢業感恩會」，邀請僧大教師及所有僧大學僧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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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以「謝師禮讚」

為主題的感恩會中，

播出由畢業學僧們精

心製作的音聲影像輯

錄，包括僧大教師的

照片和上課錄音，藉

以表達對師長們的感

謝；此外，畢業學僧

們還親自撰寫〈感恩

會疏文〉，以唱誦方式

表現，令在場參與者

印象深刻。

首屆畢業學僧透過「活水源頭」影片，回顧這四年來完整的僧伽教育課

程，以及學僧們和聖嚴師父之間的互動情形，內容充滿了成長的喜悅與感恩

之意。影片以「活水源頭」為名，即是期待每位學僧，都能夠成為活水，有

著源源不絕的動力，傳承正法，讓正法流傳人間。

會中，畢業生並將四年前聖嚴師父親筆題寫、用以期勉首屆學僧的八個字

「發大悲願，建設淨土」，傳交至四年級學弟手中，象徵使命與精神的傳承。

09.06 07

9月6日起一連二天，中華佛學研究所邀請日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教授落合

俊典、日本花園大學教授衣川賢次、日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學術開拓研

究員青木進，於法鼓山園區教育行政大樓海會廳演講，由僧團果暉法師擔任

翻譯，每場約有三十五人參加。

6日上午，落合俊典教授以「日本古寫經的資料的價值」為題，做了一場專

題演講，落合教授專攻中國佛教，著有《金剛寺一切經的基礎研究和新出佛

典的研究》、〈日本的古寫經和中國佛教文獻〉、〈有關唐代金剛般若經的注

釋書〉等學術論著，對於日本的古寫經和中國佛教文獻有深入的研究。

下午，衣川賢次教授則以「日本古寫經的檢證」為題演講，衣川教授專攻

中國文學、中國語言學、敦煌學，尤其對於中國古文獻之語言與思想、中國

古代（六朝至唐末五代）之佛教文獻整理與校訂、禪語錄之解明、中古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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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口語有深入研究，此次演講為同學們提供更多深入理解經文註釋的方法。

7日下午，青木進研究員並以「數位影像與CBETA間之介面開發」為題演

講，對於將佛學資訊影像化的議題，有深入的剖析；三場演講，皆令在場師

生獲益良多。

10.14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教授楊笑

天、浙江工商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

王仲堯、浙江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

究所教授董平3位中國大陸學者，

在中國哲學會祕書長、台灣大學教

授杜保瑞陪同下，一行共15人，應

中華佛學研究所之邀，至法鼓山世

界佛教教育園區教育行政大樓以

「心靈環保的精神理念對當代社會

之影響」為題，與法鼓山大學院體

系相關人員進行座談交流。

座談中，首先由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校長曾濟群，向與會者介紹聖嚴師父所

提倡的心靈環保精神、理念以及其對當代社會的影響。接著，與會學者分別

發表意見，王仲堯教授以目前中國大陸一胎化政策所造成的社會問題為例，

說明心靈環保的重要性；董平教授以杜甫的詩句「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

濁」，表達對法鼓山這一片淨土的感動，並指出，要改變文明所造成的衝突及

對自然的破壞，應由內而外進行改革；楊笑天教授則特別舉出師父曾說過

「如果宗教的教義，與促進世界和平的理念相抵觸時，都應對這些教義提出新

的詮釋」，他認為這是極具前瞻性的一項理念。

中華佛研所行政副所長果肇法師亦表示，心靈環保雖是現代才有的名詞，

但與佛陀蘊含著慈悲與智慧的生活，是相符合的；要實踐心靈環保，可以從

對人多一分關懷、智慧，少一分計較、比較做起；其實，不論是佛教或非佛

教，全人類的環保都應從心做起，回到本來的面目。

座談會結束後，一行人在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陪同下，參觀了中華佛研

所、法鼓山僧伽大學、圖書資訊館以及園區主要的設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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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25

11月14日起至25日，中華佛學研究所歷時將近一年的邀約，邀請到享譽國際

的佛教學者李察‧貢布里奇（Richard Gombrich）蒞校講學，開設為期二週共

六場的專題講座，由現任中華佛研所老師，也是貢布里奇的學生關則富擔任

中文翻譯。

李察‧貢布里奇教授為英國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哲學博士，曾

任教於牛津大學、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擔任過巴利聖典學會（Pali Text Society）會

長、國際佛學研究協會歐洲幹事、皇家亞洲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研究

員等職，著述十餘冊，發表論文百餘篇。

貢布里奇教授擅長以歷史研究的途徑重建佛陀生平及歷史環境，此次來台

講學，除了帶來精彩的內容，中華佛研所師生亦有機會當面向他請益，並從中

瞭解國際佛學研究的動態。

貢布里奇教授來訪期間，

亦參觀法鼓山園區的各項建

設，對於中華佛研所、圖書

資訊館以及興建中的法鼓人

文社會學院等學術單位，印

象尤其深刻。貢布里奇表

示，中華佛研所的規模比他

想像還要宏大、完善，圖資

館的設備也十分豐富完整，

是理想的佛學研究環境。

11.14

藏傳佛教上密院（Gyuto Tantric University）台北佛學會那旺久登仁波切

（Ven. Ngawang Jorden）本日至法鼓山僧伽大學參訪，由4位藏傳比丘、歌仔戲

名伶廖瓊枝、台北市文化局研究員呂宜玲等9人陪同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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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人由僧大副院長果鏡法

師、男眾學務長常度法師及教務

處常諦法師全程陪同，參觀大

殿、祈願觀音殿、圖書資訊館、

「一步一腳印．法鼓山十六年成果

展」，和大學院教育成果展等。

上密院台北佛學會為印度達蘭

莎拉上密院的台北分院，印度本

寺乃達賴喇嘛之密續部密乘學

院。

11.26

中華佛學研究所本日舉辦專任

研究人員論文發表會，共有廖本

聖老師的〈西藏佛教格魯派詮釋

的宗義、地道、八事七十義、心

類學與三士道次第之間的關

係〉、蔡伯郎老師的〈佛教心心所

與現代心理學〉、見弘法師的〈關

於月稱二諦說的幾點問題〉，以

及杜正民老師的〈資訊時代的阿

含研究──以《阿含辭典》數位

化研究為例〉四篇論文發表。

廖本聖老師發表的論文，主要探討西藏格魯派僧眾所學習的八部基礎教材

中的四部──《宗義》、《地道》、《八事七十義》、《心類學》，與「三士道次

第」之間的關係。

蔡伯郎老師的論文，則依據佛教發展史的角度，檢視在不同時代、不同學

派中，對於「心所」的認知與理解。其中就原始佛教的部分，以《阿含經》

為主要討論的重點；而部派佛教方面，以說一切有部以及經量部為主，再就

瑜伽行派的論書，探討瑜伽行派有關心所的理論，最後並以當代心理學的理

論，詮釋佛教「一心」、「心所」的相關爭議。

387

大
學
院



見弘法師的論文，主要探討見「唯世俗」的聖者能否見勝義諦？二諦的次

第與世俗諦的雙重面向，以及二諦說與唯識批判等問題。

杜正民老師的論文，則從中華佛研所研究員楊郁文的阿含研究過程，與電

腦工具的應用，探討資訊時代的佛學研究方法，並以《阿含辭典》數位化研

究為實例，提出實務說明。

12.01 07

12月1日起至7日，中華佛學研究所圖書資訊館舉辦一年一度的圖館週活

動，由於適逢法鼓山落成開山盛事，凸顯法鼓山為觀音道場的特色，特別以

「悲智雙運─—觀音掌中瓶，文殊手中書」為主題，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包

括「當善財童子遇到觀音菩薩──《華嚴經．入法界品》四眾佛子硬筆鈔經活

動」成果展、「中、西參大賽」、「電影欣賞」，以及「資訊成果展暨說明會」

等。

12月1日的開幕式上，圖資館館長杜正民致辭表示，這次以「悲智雙運」為

主題，希望大眾學習「觀音菩薩廣大的慈悲、文殊菩薩永恆的智慧，深入佛

法、落實佛法」，杜館長並歡迎大家多多利用圖資館的資源，開啟佛學世界之

門。

開幕式上，二十餘位入選「《華嚴經．入法界品》四眾佛子硬筆鈔經活動」

入選者也受邀出席，其作品則於教育行政大樓展出，並分成十冊一函裝禎，

象徵「即一即十、即十即一」理事無礙的華嚴法義。除了鈔經作品，教育行

政大樓活動中心亦展出弘一大師、成一長老的墨寶，以及藝術家聶惠雲的佛

菩薩畫像等。

「資訊成果展暨說明會」中，則由網資室代表佛學資訊學程教師周邦信等

人，向大眾說明網資室本年度的建置成果，例如「法鼓全集HTML網路版」等

專案，讓大眾熟悉如何運用數位資源。

「電影欣賞」會，則分別於3日、4日、6日下午，在教育行政大樓階梯教室

播放「五歲的心願」、「點燃生命之海」、「命運的十三個交叉口」等三部獲

得國際獎項的影片，引導觀賞者從中探討信仰與生命。

7日上午舉辦「中、西參大賽」，遊戲以中、英文進行，參賽者需自由運用

圖書工具，找出指定的各項佛教名相，過程十分有趣。為期一週的系列活

動，於會後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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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

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經

由各大媒體大篇幅報導，

法鼓山廣為國內外人士所

知悉，因此行政院新聞局

特別安排「縣市長選舉歐

美觀選團」等8位國際媒體

人士及政治學者，於本日

至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

區參訪，進行文化交流。

當天上午，在中華佛學

研究所圖書資訊館副館長

果見法師、法鼓山僧伽大學學務長常度法師等人陪同下，觀賞介紹法鼓山

「大哉斯鼓」影片，之後雙方進行一場交流討論。

其中，德國漢堡亞洲研究所（Institut fur Asienkunde）所長根特．舒荷

（Gunte Schucher）表示，希望瞭解佛教對台灣社會的重要性；委內瑞拉《太陽

報》副社長阿拉米塔．西拉諾．卡斯朵（Araminta Serrano Castro）則問及，

法鼓山到西方弘揚佛法是否曾遭遇困難？西方人學佛有無條件限制等問題。

針對以上問題，果見法師表示，佛法對於人們安定身心、追求內心平靜有

很大助益，他同時列舉法鼓山的作法，予以說明；常度法師則針對卡斯朵女

士的提問表示，在西方弘法會遇到生活方式、文化背景不同的問題，但佛法

具有平等、包容的特質，因此能跨越障礙，共創具有當地特色的佛教文化。

此外，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n

Philadelphia）亞洲部主任暨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法學院教授

賈克．得利茲（Jacques de Lisle），對中華佛研所的發展甚表興趣。會後，中

華佛研所美籍教授馬紀（William Magee）特地為一行人介紹佛研所的環境；

果見法師則為他們說明了該所運用現代科技研究、弘揚佛法的方向，並以

「CBETA中華電子藏經」為例做詳細的解說。

新聞局祕書劉緯陵表示，台灣有相當多的民眾信仰佛教，而法鼓山是台灣

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佛教團體之一，藉由參訪法鼓山將有助於歐美人士對於台

灣人民的認識與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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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

中國大陸浙江省佛教協會文化交流團

一行13位法師及8位居士，在團長浙江省

佛協俞昶熙居士、副團長寧波天童寺方

丈誠信法師的帶領下，本日至法鼓山世

界佛教教育園區參訪，由法鼓山僧伽大

學副院長果鏡法師、僧大女眾學務處果

肇法師、僧大男眾學務處常度法師、僧

大教務處常諦法師等人接待。

一行人於上午九點抵達法鼓山園區，

首先至大殿禮佛，之後於教育行政大樓

海會廳，與僧團法師進行一場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座談。結束後，團員並至

中華佛學研究所圖書資訊館參觀，由館長杜正民接待。

在瀏覽豐富館藏後，一行人參觀園區各項建設活動，包括：第一大樓三樓

「開山紀念館」，第二大樓三樓「祈願觀音殿」以及園區第一大樓五樓展示中

心的會團成果展等，中午並於齋堂一起過堂用餐，圓滿整個參訪行程。

12.16

在印度推動佛教復興運動多年的英籍世友（Dharmachari Lokamitra）先生，

應法鼓山僧伽大學的邀請，本日下午於法鼓山園區教育行政大樓，就「印度

佛教復興現況」一題進行演講，由世界佛教友誼會執行長游祥洲擔任翻譯，

除了僧大學僧之外，僧團法師、中華佛學研究所學生亦到場聆聽。

世友先生是「印度佛教普及會」（Trailokya Buddha Ma-hasangha Sahayak

Gana，簡稱為TBMSG）和印度龍城龍樹學院（Nagarjuna Institute）的創辦

人，多年來在印度致力於復興佛教的運動，尤其推動佛教眾生平等的觀點，

期望改變幾千年來，印度文化根深柢固的種性階級觀念。這場演講，不僅讓

現場聽眾瞭解現今印度佛教的復興進展，對於世友努力改善印度不平等的人

權對待，更是充滿了感動與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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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漢傳佛教走向世界，並發

揮國際上的影響力？在聖嚴師父指

示下，「國際化、普及化、年輕化」

是法鼓山近年致力發展的方向。本

年度的國際弘化工作，在總本山僧

團、全球各地護法會的共同努力

下，正逐步朝此方向邁進。

以下就國際社會的參與、全球各

地推動的弘法活動二方面，回顧本

年度法鼓山國際弘化的內容，並從

全球護法組織的強化、海外年輕人

的接引和培育二部分，略述本年度

工作的重點。

國際社會的參與

身為國際社會的一分子，法鼓山

對各項國際活動一向積極參與，對

於國際間發生的重要事件、災難，

不僅保持高度關心，並以實際行動

投入關懷。茲就參與國際活動、關

懷國際社會，說明法鼓山本年度在

國際上的表現。

在參與國際活動方面，首先是1月

底，聖嚴師父受邀出席在愛爾蘭舉

辦 的 「 信 仰 暨 發 展 領 袖 會 議 」

（ Leaders’ Meeting on Faith and

Development），這個會議由聯合國

所屬組織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

舉辦，邀集全球各宗教、政治領

袖，共同為世界的貧窮、社會倫理

及道德等遭遇的問題，商討解決之

道。受邀出席的聖嚴師父，在會議

中發表〈以慈悲和智慧處理各種衝

突〉一文，從佛法觀點向國際人士

讓漢傳佛教走向世界，

發揮國際影響力，

是法鼓山2005國際弘化的主要方向，

除以「心靈環保」為推動國際和平的根本信念，

舉辦各項修行、成長、關懷活動，

並且因應海外對佛法需求的日益迫切，

加強全球護法組織的擴展，與弘化人才的培育，

為法鼓山世界弘化整體規模的建立奠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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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法鼓山

將漢傳佛法推向

世界的努力，已

獲得國際社會注

目。5月8日，東

南亞最重要的佛

教國家──泰國，

不僅邀請師父至

朱拉隆功佛教大

學 進 行 畢 業 演

說，並由該國佛

教最高領袖副僧

王（Buddhacharya）

親自頒發朱拉隆

功佛教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給師父，

足見師父創立法鼓山、在世界各國

弘揚佛法的貢獻。

至於關懷國際社會方面，本年度

國際間發生了幾起重大事件：4月4

日，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逝

世，聖嚴師父以法鼓山創辦人的身

分，致函悼念﹔4月20日，新教宗由

德國籍樞機主教拉辛格（ Joseph

Ratzinger）就任，師父亦親函致

賀。7月份，英國倫敦發生舉世震驚

的爆炸案，師父隨即於7月11日致函

英國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

主教、中東教等各宗教領袖，表達

哀悼和關懷，事後，英國基督教坎

特伯里大主教羅文‧威廉（Rt. Rev.

Dr. Rowan Williams）、英國中東教大

主 教 桂 葛 瑞 思 （ A r c h b i s h o p

Gregorios of Thyateira and Great

說明矛盾和衝突存在的事實，並提

出根本的化解之道，讓衝突的雙方

都能以智慧去看待事實本身，同時

以慈悲心去包容、體諒彼此。

從「心靈環保」角度出發，讓衝

突獲得解決，是法鼓山推動國際和

平的一項根本信念，不僅在「信仰

暨發展領袖會議」中，聖嚴師父如

此呼籲，接著在4月初於美國紐約曼

哈頓河邊教堂（Riverside Church）

舉行的「走出伊拉克陰霾，建立心

靈家園」跨宗教祈禱活動，以及5月

中旬於巴西舉辦的「拉丁美洲暨加

勒比海青年領袖高峰會」（L a t i n

America and Caribbean Youth Leadership

Summit）上，法鼓山出席代表們莫不

致力推廣「心靈環保」理念，希望

國際社會從「心」拯救世人的心靈貧

窮，以達世界和平。

聖嚴師父受邀出席世界銀行舉辦的「信仰暨發展領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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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ain）皆親自來函，感謝法鼓山對

倫敦爆炸案的關懷和支持。

此外，2004年底的南亞震災、8月

份美國南部卡翠納（Katr ina）風

災，法鼓山美國東初禪寺皆舉行

「大悲懺法會」迴向罹難者，同時發

起賑災捐款活動。

全球各地推動弘法活動

為了接引全球人士親近漢傳佛

法，本年度總本山僧團、全球各護

法會，均展開多元、深入的弘法關

懷。以下先從僧團法師至全球弘法

的行程出發，次從各地寺院、道

場、護法會的活動，概述法鼓山本

年度在全球弘法、護法的狀況。

法鼓山僧團法師密集在美國、加

拿大、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展

開一波又一波的弘法行，是本年度

最 令 人 矚 目 的 事

件。在北美地區，

以僧團派駐美國東

初禪寺的常住法師

為主，分別於 1 、

2、 3、 4、 5、 7、

8、11這八個月份，

前往洛杉磯、芝加

哥、華盛頓州、奧

勒岡州、加州、德

州達拉斯、紐約羅

徹斯特、北卡州等

地 ， 進 行 佛 學 講

座、念佛共修、禪

修指導、讀書會等

活動。

1 0月下旬，在美國護法會規畫

下，「北美年會」首度移師台灣，

於甫落成的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

區舉行，一百多位護法悅眾齊聚法

鼓山，親身體會觀音道場的精神。

由於東初禪寺常住法師人力有限，

5、6及11月間，總本山僧團法師分

別應美、加護法會之邀，由台灣飛

抵溫哥華、紐約、奧勒岡州、西雅

圖等地，展開弘法關懷。

在東南亞地區，4、5、11月間，

僧團法師至馬來西亞、新加坡主持

禪修活動、佛學講座。這些密集的

弘法活動，一方面顯示全球人士對

親近佛法的需求日益殷切，一方面

也顯示日益茁壯的法鼓山僧團，已

肩負起弘化全球的重責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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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拉隆功佛教大學邀請聖嚴師父於畢業典禮中進行專題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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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禪 三 、 念 佛 禪

二、歡喜親子營等

例行活動，更加強

對西方人士的接引

工作，例如於 3月11

日 至 1 6 日 首 辦 的

「西方禪六」、5月20

至22日首辦的「菁

英禪修營── 三百

六十度禪修營」。

將漢傳佛法推廣

至全球，各地護法

會均扮演舉足輕重

的角色。本年度各

地護法會除了積極

邀請僧團法師至當地弘法關懷、進

行例行共修活動外，並不斷推出各

種講座、成長課、生活營及慈善關

懷等，一方面關懷內部信眾，一方

面也接引更多當地人士，例如：美

國新澤西州的「義工成長講座會」，

至於法鼓山的海外道場，本年度

東初禪寺舉行的活動，包括：南亞

震災祈福大悲懺法會、新春普佛暨

大悲懺法會、西方悅眾聯誼會、浴

佛法會、千人大悲懺法會及感恩節

持誦〈大悲咒〉法會等。其中「千

人大悲懺法會」於哥倫比

亞 大 學 （ C o l u m b i a

University）進行，由聖嚴

師父親自主持並開示，近

千人參加、近百人皈依的

規模，可說是當地華人社

會首見。

另一個弘法重心──象

岡道場，為法鼓山國際禪

修中心，隨著修建工程逐

步完成，本年度不僅舉辦

默照禪十、話頭禪七、大

新加坡分會舉辦禪三，由僧團果元、果祺、果霽三位法師指導。

僧團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至美國奧勒岡州弘法關懷。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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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心靈環保」課程、「青

少年成長營」、「聯歡義賣會」，香

港的「慈善音樂會」，加拿大溫哥華

的「歡喜少年生活營」，澳洲雪梨的

「佛誕藝術展覽」等。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推出各項活

動，美國各地分會、聯絡處還紛紛

前往當地社區大學、中小學、圖書

館等地介紹禪坐、法鼓八式動禪，

以及聖嚴師父的英文著作，並從事

社區關懷活動，將法鼓人萬行菩薩

的義工精神帶入當地社會。

強化組織，接引青年

隨著全球護法信眾日益增多，海

外推廣佛法的需求日益迫切，本年

度國際弘化的方向，也因應這些變

化進行調整。以下分別從全球護法

組織的擴展和強化、海外年輕人的

接引和培育二個部分，敘述本年度

國際弘化工作的重點。

在護法組織部分，本年度國際弘

化的據點又新增一處，3月5日「法

鼓山泰國護法會」正式成立，在以

南傳佛教為主的泰國成立護法據

點，對於漢傳佛法的傳布和對外交

流，可說意義深遠。

在制度上，2月份海外策略研討會

修訂通過「法鼓山海外機構設置準

則」，原各地的分會改稱「法鼓山護

法會」，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

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皆依此統

一改名。

更名後的各地護法會，在推動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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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岡道場舉辦歡喜親子營，法師帶領大家練習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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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護法、弘法工作上，更能配合

當地需要而顯得靈活。以「法鼓山

美國護法會」為例，為因應北美地

區幅員廣大的狀況，護法會結合境

內各分會、聯絡處，透過現代網際

網路，於5月1日發行「北美法鼓電

子月報」，提供各州信眾海內外最新

弘法共修訊息；此外，美國護法會

還於10月份召集人會議中，通過新

的組織章程，將原先下轄的六個聯

絡處：紐約州、加州洛杉磯、伊利

諾州芝加哥、新澤西州、華盛頓州

西雅圖、加州舊金山，更名為「分

會」，並配合弘法工作的需要，申請

成立為「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對推動北美地區的弘

法工作，堪稱為一頁嶄新開始。

此外，漢傳佛法要在海外地區深耕

扎根，達到國際化、普及化的目

標，年輕人的接引和培育是必要的

工作，本年度國際弘法更全力朝此

方向推動。在接引年輕人方面，美

國法青會於寒暑假期間，在象岡道

場舉辦青年禪修營，特別針對二十

至四十歲以下的大專青年、專業人

士規畫活動內容，參加人數倍增至

六十多人。美國新澤西州分會，本

年 度 成 立 青 少 年 團 隊 （ Yo u t h

Group），每月定期活動二次，其中

推 出 的 「 推 動 世 界 和 平 訓 練 」

（Peace Making Program）課程，參

與的青少年成員於3月15日還獲邀至

聯合國，觀摩推動世界和平的相關

活動。而美國德州達拉斯聯絡處則

為當地小朋友規畫「小法鼓」共修

活動。

至於新加坡護法會，本年度也特

別針對青少年，舉辦成長營、禪修

課，並邀請僧團青年部前往協助當

地成立法青會，對於青年朋友的接

引，將更具活力。

在弘法人才的培訓方面，美國護法

會在美國開辦了「西方眾佛學師資

培訓」，計畫為期一年的課程，將培

養具有佛法正知見、有弘法熱誠的

師資，以接引更多西方民眾親近佛

法。而6月20至22日，由美國象岡道

場舉辦的「進階動禪師資培訓課

程」，二十多位培訓完成的師資，發

心在全美各辦事處和社區推廣動

禪，致力於將禪法深耕在西方社

會。

結語

進入二十一世紀，國際社會早已

成為一個「地球村」，各地發生的問

題、衝突，都會影響每個人的心靈

和生活，可以說，全球人類是個

「生命共同體」，從這個角度來看，

未來的國際弘化工作，將更顯迫切

和重要。

回顧本年度法鼓山國際弘化內

容，「國際化、普及化、年輕化」

的腳步已經邁開，在全球法鼓人盡

心盡力地推動下，將漢傳佛法推向

國際，使舉世之人同霑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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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

1月1日起，加拿大多倫多聯絡處於每個月第一週週六舉辦「大法鼓」生活

講座定期共修，講座主題包括了生老病死的「老」、「夫妻溝通」，以及「如

何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等議題，參與成員多來自三十至六十歲的社會人

士。

「大法鼓」生活講座於去年（2004年）5月開辦講解聖嚴師父著作的活動，

有別於以往的共修，此一生活講座以觀看法鼓文化出版的《人間悟語》DVD

為主，內容為收錄師父在「大法鼓」節目中的開示，以利民眾修學佛法。開

辦之後由於成效良好，非常受到歡迎，此講座便成為聯絡處每個月的定期共

修。

活動的進行方式，首先觀賞一段聖嚴師父的開示影片，再展開圓桌小組討

論，讓學員們彼此熟悉，接著針對主題進行研討與心得分享，希望藉此幫助

大家學習在生活中運用佛法。主持人並視參與學員的狀況，分別做中文、英

文與廣東話的翻譯。

01.03

為幫助南亞

海嘯災區民眾早

日度過困境，

美國紐約東初

禪寺本日晚上

舉辦「南亞震

災祈福大悲懺

法會」，由聖嚴

師父主持，約

有一百位僧俗

四眾參加，這

也是東初禪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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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舉辦大悲懺法會。

聖嚴師父於法會中，呼籲信眾及全世界各宗教領袖共同為南亞海嘯災區民眾

祈禱及募款，以便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啟動最大的救援行動 。

除了當天舉辦的祈福法會，東初禪寺亦發起捐款活動，號召社會各界踴躍

參與捐款，希望能籌得五十萬美元，以幫助南亞受難災區民眾。對此，聖嚴

師父亦表示，所有捐款將匯至台灣法鼓山統籌處理，主要是用以支援災區醫

療、民生物資等方面，並幫助災區民眾做心靈重建。

01.06 09

1月6日至9日，法鼓山美國法青會於紐約象岡道場舉辦大專禪三，由東初禪

寺果謙、果啟二位法師主持。報到當天，由於大風雪造成附近地區交通混

亂，許多已報名的學員因而無法參加，但在冰天雪地中，仍有16位學員抵

達，圓滿此次禪三。

活動中，二位法師針對年輕人的特點和禪修背景，以故事、譬喻、書寫、

問答等多種方式，引導學員們認識自我，體會身心放鬆的感受，讓學員們瞭

解禪修並不限於蒲團上的打坐，隨時隨地的一舉一動都是禪，這樣的學習對

於在西方社會成長的學員來說，是相當難得的體驗。

最後大家進行心得分享時，許多學員不約而同地表示，參與這次活動，從

一開始的不習慣，到體驗禪法，再進一步認識、觀察自己，過程中獲得了相

當的學習成長，內心十分感恩。活動結束後，學員紛紛登記加入義工行列，

希望能藉此培養和實踐自己的菩提心。

01.09

美國達拉斯聯絡處本日進行「小法鼓」共修活動，由於適逢法鼓山為南亞

海嘯罹難者發起「全球平安祈福超度大法會」，參與共修的小朋友們也紛紛響

應這項有意義的活動，為罹難者祈福。

活動一開始，先進行法鼓八式動禪及禪坐練習，再由悅眾為小朋友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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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心五四」運動理念中的「四福」──知福、惜福、培福、種福。活動

中，小朋友們提出自己的感想，認為對比去年（2004年）南亞地區因海嘯而

喪失親人的小朋友，自己實在是太幸福了，往後他們將倍加珍惜目前所擁有

的一切，並感恩父母的愛心照顧。

活動尾聲，為響應「法鼓山全球平安祈福超度大法會」的舉辦，由達拉斯

聯絡處召集人陳忻民代為誦讀果元法師所寫的祈禱文。法師於文中表示，今

天大家共同齊聚為南亞海嘯罹難者祈福，願他們脫離苦海，往生西方佛國淨

土；也為生還者禱告，願他們具備生存的勇氣，無憂無懼，只要一息尚存，

即應慶幸，即有迎向未來的希望。同時，也要感謝罹難者，示現世間國土危

脆，提醒我們要及時行善，知足感恩，關懷別人。

最後，小朋友們共同誦念「阿彌陀佛」聖號迴向給罹難者，並參與佛珠製

作義賣的活動，也共同寫了一封信給當地受難的小朋友們，表達他們的關

懷。

01.15

應香港新界長洲佛教慧

因法師紀念中學之邀，香

港分會召集人陳國華本日

前往該中學進行一場專題

演講，主題為「禪修在現

代生活的應用」，約有五十

位師生及學生家長參加。

演講前，陳國華首先指

導大家觀照呼吸、體驗呼

吸的方式，漸次引導大家

體驗清楚、放鬆的感覺；

之後在專題演講中，介紹

法鼓山所推廣的禪法，強調在日常生活中，隨時觀照自己的內心，放鬆身

心，才能放下身心，並從中體會整潔、簡樸、節約的素樸之美。

陳國華具有多年禪修經驗，多次到法鼓山接受禪修、監香以及法鼓八式動

禪講師的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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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場聆聽演講的民眾大多居住於長洲外島，與島外的聯繫較少，所以

對此次的禪修演講及體驗特別有興趣。

01.22 23

1月22日起一連二天，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果謙法師至加州洛杉磯聯絡處弘

法，此行為法師近二個月來的第二度到訪，約有八十位各地信眾前往參與活

動。

加州聯絡處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動，包括：佛學講座、念佛共修、中級禪修

指導、讀書會研習、法器練習及皈依典禮等，均由法師親自主持，並給予指

導及建議。而本次同行者還有紐約東初禪寺的悅眾任敏蘭，由她擔任這次法器

練習課程的指導人。

本次弘法之行，果謙法師除了主持活動，並且關心法鼓山洛杉磯道場的規

畫。針對北美地區的弘法工作，法師亦表示，北美地區的文化背景與台灣有

很大不同，雖然目前大部分信眾為第一代華人移民，但第二代移民的人數在

迅速增長。而下一步要做的即是逐漸將佛法傳達給美國的主流社會，讓更多

的民眾能夠體驗佛法清淨的妙用。

01.23

美國紐約羅徹斯特聯絡處每年定期舉辦的安心養生聯誼會，本日在布賴頓

鎮公園（Brighton Town Park）進行今年度的第一場，由於適逢農曆年前，活

動中並安排歡慶新年，約有六十多人參加。

聯誼會當天，信眾們提供各自準備的素食餐點，與大家分享，與會者並在

聯誼會上交換生活資訊。

聯絡處召集人王岷首先感謝大家對法鼓山的護持，亦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吉祥如意。餐後則安排元極舞、劍舞及歌曲演唱等表演。

接著由主持人帶領大家合唱一首〈我為你祝福〉，並由老菩薩楊秀文即興講

故事、進行猜謎遊戲等，現場充滿溫馨的氣氛。在遊戲後，眾人歡喜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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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4 26

1月24日至26日，美國紐約東初禪

寺果謙法師與悅眾任敏蘭至舊金山

聯絡處弘法關懷，指導當地信眾念

誦〈大悲咒〉共修、念佛儀軌，及

法器練習、禪坐與讀書會等，約有

二十人參加。

24日，由果謙法師帶領聯絡處信

眾持誦〈大悲咒〉，並與大眾分享自

己出家因緣、跟隨聖嚴師父身邊的

體驗，以及說明法鼓山目前所做的

事務、未來的方向等。法師並在會

中指導大家禪坐的基本觀念與方

法、法鼓八式動禪及其心法和放鬆的要領等。

25日舉行了一場聯誼餐會，會中，果謙法師以其在台灣主持弘化活動及籌

辦大型活動的經驗，詳細地為舊金山悅眾們一一指導各項活動的規畫與運

作，期許在新的一年，眾師兄姊皆能獨當一面，為聯絡處推廣更多元化的活

動。

晚上，果謙法師在聯絡處道場舉辦讀書會，亦就目前舊金山舉辦禪坐共修

的情況做討論，約有二十人參加；另外，任敏蘭並指導聯絡處信眾練習法

器、念佛儀軌及梵唄唱誦等注意事項。

活動的最後一天上午，果謙法師前往舊金山市區養老院關懷當地老菩薩，

圓滿結束此次行程。

01.31 02.01

1月31日起一連二天，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

（Dublin）舉辦第三屆「信仰暨發展領袖會議」（Leaders’ Meeting on Faith and

Development），共有48位來自全球各大宗教暨精神領袖、政經領袖及慈善家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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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聖嚴師父亦應邀出席。

世界銀行為聯合國所屬的組織，成立宗旨在於解決未開發和開發中國家的

貧窮問題，每二年舉辦一次領袖會議。本次大會的主席為世界銀行總裁詹姆

士．沃爾芬森（James D. Wolfensohn），主要討論的內容包括：如何減低貧

困、南亞海嘯後的省思和重建、愛滋病的社會支助及倫理道德問題、女性與

青年等議題，希望透過各領域領袖的交流和商討，促使國際間共同努力和合

作，建立一個以平等、人權和社會公正為基礎的全球制度。

此次會議，聖嚴師父是漢傳佛教中唯一的受邀代表。會中，師父除了發表

〈以慈悲和智慧處理衝突〉專文，並進一步向與會人士說明衝突的層次和本

質。師父指出，各類衝突中以宗教、民族的信仰衝突最難解決，但事實上，

宗教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在於人的知見，對於公平、正義、真理的標準各有

不同，而這正是衝突的根源。他更進一步說明，世間無論任何現象，無一不

存在矛盾和衝突，其解決之道不在於追求或要求平等，而在於學習如何包

容、調和彼此的差異。

接著，在討論到南亞大海嘯救災的議程中，聖嚴師父亦向與會領袖介紹法

鼓山規畫的三階段救助計畫，從第一階段災難發生時的物資救濟，第二階段

結合當地的佛教和社會團體建設台灣村及設置安心服務站，第三階段提供當

地青少年、兒童教育獎助學金，並配合當地的信仰、文化，積極進行各方面

的協助。

此次會議，不論是聖嚴師父發表對衝突的見解，還是介紹三階段的南亞災

區救助計畫，與會人士均給予肯定，並紛紛向師父致意；且有代表向師父表

示，在所有議程中，師父的發言最為扼要，且深具智慧，為世界和平提出根

本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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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9 02.13

本日美國紐約東初禪寺舉辦創

立二十五年來，首度「新春普佛

暨大悲懺法會」賀農曆新年活

動，在海外地區，雖然當天不是

法定假日，仍然有百餘位東西方

信眾參加。西方信眾持著寺方準

備的英文版懺本，參加全程以中

文唱誦的法會。

下午進行的大悲懺法會，信眾

跟著懺文的義理進行禮懺，透過

佛法的修行，從新年起重新出

發。法會結束後，大家聆聽聖嚴

師父為新年祝賀的開示錄音，師父除了回顧一年來法鼓山的弘法活動，也預

告台灣法鼓山，將在今年10月份舉行落成啟用大典，開啟法鼓山新紀元。

此外，東初禪寺並於2月13日舉辦「中國新年慶典暨賑災義賣活動」。活動

在常住法師帶領大眾誦持《心經》、迴向後展開，並邀請新澤西州同淨蘭若仁

俊長老出席開示，今年適逢雞年，長老以雞有「仁、義、禮、智、信」五

德、人有五常、佛有五戒，勉勵大家謹守，並時時警策自己。

當天義賣活動進行得非常熱絡，義賣內容包括花卉盆栽、文物字畫、衣物

玉飾、傳統中國糕點以及法鼓文化圖書等，當天義賣總計得款一萬六千多美

元，全數捐贈南亞災區。

02.09

正在籌建新道場的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同時也洋溢著新年的歡喜氣氛。

本日聯絡處在目前租用的夢幻花園道場，舉辦了新春普佛法會和信眾聯誼

會。這一天也是新道場建設破土動工的日子，約有二百多位信眾參加。

上午活動在道場籌建委員會總幹事王國賢帶領下，進行普佛拜願，並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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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新春賀詞；下午的信眾聯

誼會，由悅眾沈麗文主持；在合唱

團團長曾榮輝的引領下，合唱團獻

唱了〈恭喜恭喜〉、〈菩薩的手〉等

五首歌；另外，活動還包括少林拳

術表演、歡樂唱和歇後語有獎徵答

等遊戲，全場互動熱烈。

最後大家共同發願：「一願世界

和平、眾生和喜自在；二願聖嚴師

父法體康泰、法輪常轉；三願溫哥

華道場建設早日圓成」，全場氣氛溫

馨感人。

02.25 27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果謙、果啟二

位法師，於2月25日至27日前往伊利

諾州聯絡處，進行弘法活動，分別

舉辦了佛學問答、大悲懺法會、公

開演講、念佛會及一日禪等，讓信

眾在不同的形式中感受佛法關懷和

聖嚴師父所倡導的法鼓山精神。

25日晚上的佛學問答共有近二十

位東西方人士參加，討論從「聖嚴

師父所教漢傳佛法特色」這一問題

展開，二位法師扼要闡釋了漢傳佛

法的特色和法脈、「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這一法鼓山理念，和

「大學院、大普化、大關懷」等三大教育的內容。

26日上午進行大悲懺法會，在法師引領下，近六十位信眾共同祈禱、禮

拜。下午的公開演講，由果謙法師主講「從《心經》談如何安定人心」，提綱

挈領地解說佛教人生觀：三世因果、還願受報、奉獻利他等，法師勉勵大家

時時以《心經》中的觀念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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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的一日禪包括法鼓八式動禪、禪坐、經行、出坡禪等，約有十多位禪

眾參加。臨近傍晚，活動在心得分享中圓滿落幕。

02.26

香港分會本日晚上舉辦新春聯誼會，活動安排觀看聖嚴師父的新春開示祝

福影片及帶動唱遊戲、悅眾的心得分享等，約有一百二十多人參加。

聖嚴師父在影片中，讓所有與會者瞭解去年（2004年）法鼓山的努力成果，

並為大家祝福。之後，安排有歌曲獨唱、音樂演奏、帶動唱遊戲等節目，與會

大眾並齊聲高唱〈我為你祝福〉及〈一家人〉，在溫馨的氣氛中，大家深切感

受到彼此誠摯的祝福。

聯誼會最後，榮譽董事林富華、林王心美及香港分會召集人陳國華等人也

紛紛致辭給予祝福，活動圓滿結束。

03.01

加拿大知名佛教雜誌《香巴拉太陽》

（SHAMBHALA SUN），於3月份發行的「修行

專刊」中，特別以超過十頁以上的篇幅，向

廣大的北美地區讀者介紹聖嚴師父所指導的

漢傳禪法。

《香巴拉太陽》為一本介紹佛教、修行方

法，以及運用佛法思惟探討當代社會、政治

問題的雜誌。由於如何在修行中開悟，一直

都是西方人所關心的議題，因此該雜誌即於

「修行專刊」中以「Sought For, It Is Not Seen」（追尋，不見）為題，介紹聖嚴

師父對此問題的思考和體驗。

聖嚴師父在文中指出，修行者總以為透過禪修可以祛除妄念，認為只要妄

念不起，就可以證悟佛性，其實這是不正確的，因為「想要開悟」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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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就是一個妄念。師父以個人的修行體驗，說明修行其實就是活在當下，

不眷戀、不執著於過去，對未來不擔憂、不期待，這才是修行的智慧。

《香巴拉太陽》刊載的這篇文章，摘錄自聖嚴師父去年（2004年）底出版的

最新英文著作《心銘》（Song of Mind）。此文不但傳達漢傳佛教的修行觀念，

也提供實用的修行方法。

經常受邀至世界各地弘法、指導禪修的聖嚴師父，已是西方社會中備受國

際敬重的一位禪師，《香巴拉太陽》刊載此文，足見漢傳禪法已引起北美地

區民眾高度的興趣和重視。

03.05

美國新州聯絡處本日下午，為當地的義工們舉辦了一場「義工成長講座

會」，由紐約東初禪寺果啟法師指導，約有四十五人參加。

果啟法師在開示中提到，擔任義工就是要做萬行菩薩，萬行不是萬能，而

是高可以做，低也可以做，只要是沒人做卻需要人做的事情，自己便去做。

從事義工的過程中，不僅自己可以修行六度波羅蜜，還可以接引眾生由無明

的此岸，到達清淨的彼岸。

此外，果啟法師期勉大眾要發揮菩薩的精神，並要時時保持清新、純樸、

真誠、友善的形象，幫助眾生不受身心環境影響、祛除煩惱，如此才能慈

悲、智慧，利益眾生，達到「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目的。整個

講座會就在義工們滿心歡喜中，圓滿結束。

03.05

歷經一年多的籌備，泰國分會於今年3月份正式在曼谷（Bangkok）成立，

並於本日舉行灑淨啟用典禮，由僧團都監果品法師、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共同

主持，護法總會副會長周文進、香港分會副會長陳天明亦到場祝福。另有台

北駐泰代表處泰華文教服務中心主任許振榮、副主任呂素真，以及來自美

國、日本、香港團體代表等逾百位僑界貴賓和信眾參加。

408

2005



典禮於上午開始，首先由二位法師

帶領大眾誦念〈大悲咒〉，繞行分會遍

灑甘露水祈福。果品法師在致辭時，

詳細介紹聖嚴師父的生平和弘法歷

程；果東法師則說明「心五四」運動

的內容，勉勵大家一起落實「心靈環

保」。

提供分會道場的泰國分會會長蘇林

妙芬，在致辭時分享自己護持法鼓山

的故事。她表示，自己曾於去年

（2004年）8月參加農禪寺的梁皇寶懺

法會、10月參加社會菁英禪修營，今年農曆春節回台受菩薩戒，在參與法鼓

山這一連串的活動中，她深受聖嚴師父的願心和慈悲所感動，因此發心要接

引泰國民眾親近法鼓山。

由於分會的成立是泰國佛教界的盛事，泰國當地的《世界日報》於3月8日

大篇幅報導分會成立的消息。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泰國分會在尚未正式成立

前，即在1月份參與了南亞賑災的募款活動，共募得八千多美元，之後也計畫

將和泰國朱拉隆功佛教大學（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合

作，共同進行災區民眾的心靈輔導。

03.12 13

Gilbert Gutierrez

3月12日起一連二天，加拿大多倫多聯絡處舉辦一日禪、晚餐討論會等禪修

活動，邀請聖嚴師父的法嗣在家弟子吉伯．古帝亞茲（Gilbert Gutierrez，法名

果聞）指導，約有二十多位信眾參加。

一日禪活動中，吉伯．古帝亞茲帶領大家練習禪坐，除指出一般人經常遇

到的禪坐問題，並說明打坐是為了修行「知生無生」的禪宗要旨；而「知生

無生」是清楚察覺心念的生起，同時明瞭心念的自我假相，只有如實瞭解，

才能幫助我們見性悟道，祛除煩惱。

晚上的討論會，吉伯．古帝亞茲以電影放映為譬喻，指出戲院中的白色銀

幕有如我們的本來面目，不論是否有影像投射，銀幕本身始終是空白的，以

此說明色相不會干擾原本空性，也不能和自性分離，並詮釋《心經》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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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真

義。

13日早上，吉伯．古帝亞茲

以日常生活為例，為大家說明

佛法觀念，並提出「什麼是你

人生的目的？」等問題與大眾討

論。他進而解說如何在日常生

活中落實禪修的觀念，並強調

「因果不爽」的道理，他表示佛

教相信因果，不論造任何業，

都得由自己承受後果、接受果

報，基於這個信念，遵守五戒的規範將保護我們不造惡業，並避免未來因之

而起的痛苦，因此佛教的戒律是幫助人們消融自我的方針。在吉伯．古帝亞

茲風趣的指導下，學員們都感到法喜充滿，受益良多。

03.18 20

3月18日起至20日，美國紐約東初禪寺念佛會於象岡道場舉辦念佛禪二，由

果謙、果啟二位法師帶領，共有63位學員參加，其中包括了7位西方信眾。

活動一開始，法師帶領著大眾唱誦佛號，一句一拜。之後法師開示表示，

念佛時，合掌在胸前要莊嚴，就如同將「阿彌陀佛」合在掌心，雙眼不時觀

照著掌中的佛。在佛號中收攝身

心，而放掌時就如用掌心捧住

「阿彌陀佛」，要時時觀照自己心

中的佛。接著大家打坐念佛，隨

著法器專心稱念佛號。

隔天，在下午的拜懺中，法師

開示拜懺的意義，是對治我慢

心，要誠懇省思、慚愧、懺悔自

己的過失，並發願修正自己的行

為，如此才能使身口意更清淨，

真正達到拜懺的功能。

活動最後，果謙法師以〈大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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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菩薩念佛圓通章〉中的「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

佛不遠」，勉勵眾人精進念佛。

03.26 04.03

3月26日起至4月3日，美國紐約

東初禪寺果謙、果啟二位法師展

開「美國西岸系列關懷行」，分別

至華盛頓州聯絡處、奧勒岡州聯

絡處以及加州舊金山聯絡處舉辦

一系列弘法活動。

首日活動於華盛頓州聯絡處展

開，共有72位信眾參加。首先由

果謙法師主講「從《心經》談如

何安定人心」佛學講座，法師提

到《心經》宗旨主要在建立正確

人生觀和啟發慈悲心，讓人在面對困難時也能處之泰然、自在放下。接著，

由果啟法師帶領半日禪修活動，指導參加民眾進行法鼓八式動禪、坐姿禪、

慢步經行等禪修。

3月27日，二位法師帶領大家進行大悲懺法會，並主講「六波羅蜜」及「心

五四運動」；晚上則進行佛學答客問活動，舉凡生活佛法、個人面臨的瓶頸

等都在提問之列。

3月29日至31日，結束了華盛頓州的行程，二位法師至奧勒岡州聯絡處關

懷，進行了「臨終關懷」、「心的經典」二場專題講座，以及大悲懺法會、法

器教學、禪修指引、答客問等，共有18位信眾參加。

4月2日，法師們前往加州舊金山，並於《世界日報》大樓二樓會場進行弘

法活動。上午，在法師們的帶領下，50位來自沙加緬度（Sacramento）、戴維

斯（Davis）、舊金山市（San Francisco）和聖荷西（San Jose）等地的信眾，一

起參與了大悲懺法會。下午由果啟法師主講「火宅清涼」，法師指出人世間猶

如三界火宅，修行就是學習在火宅中自由出入，而透過修行慢慢調整轉變，

人的習氣亦可改變。

4月3日上午舉行精進一日禪，有57位學員參加。由於有不少學員是初次參

加，果謙法師請資深學員為大家現場示範指導，並講解各項禪修基本心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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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勢。法師叮嚀學員，打坐不隨順逆境起舞，過程中，應以「佛來佛斬，魔

來魔斬」的心態面對。

此外，4月3日舊金山聯絡處亦舉辦了「佛一暨法會監香培訓」，由果啟法師

指導，大家對於此次法師不遠千里而來的指導課程特別珍惜。二位法師在4月

4日離開舊金山，圓滿了此次的美西弘法關懷行。

04.04

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台

北時間4月3日病逝於梵蒂岡，聖

嚴師父獲知消息後，即於4月4日

親至教廷駐台大使館，以法鼓山

創辦人的身分，代表法鼓山全球

信眾表達對教宗的悼念，並將弔

唁信送至大使館轉交梵蒂岡教

廷；師父也以「世界宗教領袖理

事會」（ The World Council of

Religious Leaders）主席的身分，

代表世理會全體成員表示對教宗

逝世的哀悼之意。

若望保祿二世於1978年當選教宗，任內為促進人權、世界和平、宗教交

談，做了很大的貢獻和努力。因此聖嚴師父在弔唁信中表示，教宗的逝世是

「整個世界的損失」，不過教宗的努力、智慧和慈悲，已為宗教間的交流互

動，開啟了一扇大門；師父並指出，這是全人類一項珍貴的遺產，將會在這

個世界上永遠留存。

由於1997年10月，聖嚴師父曾到義大利出席「第十一屆國際各宗教領袖和

平會議」，並前往羅馬拜會教宗。在弔唁信中，師父特別提到和教宗的會面，

是一生中永遠難忘的事；師父也深信，雖然教宗辭世，但全球所有人士都會

永遠懷念他。

若望保祿二世辭世後，梵蒂岡教廷展開繼任教宗選舉，新任教宗於4月20日

（台北時間）產生，由德國籍樞機主教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當選，封號

為本篤十六世（Benedict XVI）。聖嚴師父隨即傳真祝賀信至教廷駐台大使

館，由教廷大使館代辦安博思（Ambrose Madtha）接受並代為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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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4

本日晚上，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應

邀 參 與 在 曼 哈 頓 河 邊 教 堂

（Riverside Church）舉行的一場

「走出伊拉克陰霾，建立心靈家園」

跨宗教活動，這場活動由「世界婦

女和平促進會」（The Global Peace

Initiative of Women）主席、亦是聖

嚴師父宗教界友人瓊安．坎貝爾牧

師（Rev. Dr. Joan Brown Campbell）

所發起，與會者包括天主教、基督

教、猶太教、回教及佛教人士；東

初禪寺則由監院果明法師代表參與。

由於當天是美國人權領袖馬丁‧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逝世三十七

週年，因此活動開始前，特別安排由天主教神父及猶太教牧師共同宣讀一篇

金恩博士的著名演說，呼籲大家消弭種族歧視，包容各種不同宗教。

接著，活動正式揭開序幕，果明法師受邀第一位上台，在唱誦〈四弘誓願〉

後進行一段簡短致辭，由隨行的常悟法師翻譯。果明法師指出，佛法即是心

法，心的力量無窮，如果我們能常常觀照身口意三業，諸惡莫做，眾善奉

行，那就是對家庭、社會、國家的貢獻，若人人如此，世界和平便指日可

待。

隨後各宗教代表一一發表演說，其中二位因伊拉克戰爭而喪子的母親，除

了訴說憶子之情，同時呼籲大家同心協力讓戰亂消弭於無形，其真誠懇切的

肺腑之言，令人動容。

04.15 17

4月15日起至17日，美國密西根州聯絡處舉辦讀經會、禪坐共修、讀書會

等，美國護法會總召集人林博文、資深禪修講師毛靖專程從加州前往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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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當地信眾共修情

形。

15日，二人參加密

西根州聯絡處每週五

固定舉辦的讀經會，

藉以瞭解當地的共修

情形，及如何接引年

輕學子學佛的方法。

16日上午，他們參

加聯絡處每週六舉辦

的誦經拜佛共修，下

午則由毛靖指導大家

禪坐共修。晚上，眾人則共聚一堂，討論如何推廣法鼓山的理念，接引更多

人學佛，林博文也與大家分享多年來推動法務的經驗，藉以進行關懷及勸

募。

17日上午，大家針對禪修問題、法鼓山的理念進行討論。下午他們則於聯

絡處每月例行的讀書會中，分享讀書心得，並鼓勵大家多成立讀書會，共同

推動「家家蓮社，戶戶禪堂」的理念。

04.16 17

4月16日起一連二天，美國德州

達拉斯聯絡處舉辦中英文座談及

共修活動，紐約東初禪寺果謙、

常悟二位法師特別前往指導、關

懷。

16日上午，於德州布蘭諾中心

（Plano Centre）舉辦主題為「心有

千千結」的中英文座談，由果謙

法師主講，共有35人參加。其

間，法師說明如何藉由佛法來反

觀自省，用慈悲心來待人，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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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結」或遭遇困難，則可以「心五四」運動理念中的「四它」觀念來處理，

便能將問題化解。他並鼓勵大家每天至少花二十分鐘打坐，固定練習便可安

定身心。下午，法師指導大家法鼓八式動禪、慢步經行及打坐基本方法。

17日上午，在二位法師帶領下，於達拉斯聯絡處進行早課，齊誦〈大悲

咒〉、《心經》、〈普賢十大願文〉等，共有30人參加。法師並期許大家運用

佛法來調整觀念、開發心智，在火宅中建設清涼淨土；下午則教導大家念佛

儀軌、繞佛、拜懺。最後舉行皈依儀式，法師開示講解了皈依三寶、五戒、

菩薩戒的意義，以及持守十善業的重要；鼓勵大家對於十方法界一切眾生永

存慈悲心，積極正面地參與助念，與亡者及家屬共結佛緣；並期許大家從

「心靈環保」出發，真正將「心五四」運動落實在日常生活當中。

04.29 05.04

4月29日起至5月4日，僧

團果元法師、果霽法師、果

祺法師，應馬來西亞分會邀

請於雪蘭莪（Selangor）馬

來西亞佛學社首次舉辦禪

五，約有七十多人參加，其

中有4位比丘尼法師、16位

西方人士。

在活動中，三位法師以豐

富的禪修教學經驗，教導大

家學習禪坐、經行、法鼓八

式動禪與早晚課誦等，循序

漸進地引導大家練習放鬆身心、觀照呼吸。法師也鼓勵大家多閱讀聖嚴師父

的著作，將禪修應用在日常生活，才是確實修行，最後並為二十多位學員主

持皈依儀式。

此外，果元法師並於3日晚上在《南洋商報》禮堂，以「快樂自己決定」為

題進行演講，以深入淺出的說明讓民眾瞭解佛法的真義，約有一百八十位民

眾參加；而4日晚上，果元法師亦在Sukhi Hotu書店以英文專題演講「什麼是

禪？」將禪法介紹給當地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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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0 05.01

4月30日起一連

二天，美國紐約

東初禪寺果謙、

果啟二位法師特

別前往羅徹斯特

聯絡處，舉辦大

悲懺法會、佛學

講座等活動。這

是十五年來，首

度有漢傳佛教的

法師至當地弘揚

佛法，因此信眾

都十分珍惜此次殊勝的因緣。

4月30日上午舉辦大悲懺法會，由二位法師共同帶領；下午，果啟法師以

「心靈環保和安定人心」為題進行演講，約有近七十位東西方人士到場聆聽，

法師在開示中強調，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期許大家要把握時間、運用方

法，確實修行。晚上二位法師與40位信眾，分享自己的學佛心路，激發大家

的道心。

5月1日的「生活佛法講習班」，果謙法師以「《心經》、禪和生活」為主題，

向與會的60位信眾講解《心經》，以及日常生活中如何把握五蘊皆空的「空」

義，祛除煩惱，讓身心自在；接著法師帶領大家體驗禪坐、戶外經行、法鼓

八式動禪。另外舉辦念佛會監香培訓、助念團組織運作研習，由果啟法師以

實務經驗指導大眾學習，希望帶動當地共修的風氣。

05.01

5月1日起，法鼓山北美護法會於每月發行「北美法鼓電子月報」，提供北美

信眾一個方便取得法鼓山海內外重要訊息的管道，內容包括：活動報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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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簡訊及聖嚴師父開示等，以聯繫法鼓人情誼，

並推動法鼓山活動。

其中，「聖嚴法師開示」單元，主要刊載聖嚴

師父的開示文稿或節錄師父的著作內容，讓海外

的信眾有如親臨師父的教誨。「新聞特載」單

元，以圖文並陳方式，報導法鼓山海內外近期的

重要活動，讓信眾們藉此能瞭解法鼓山的整體弘

法概況。「活動焦點」單元，刊出法鼓山近期將

舉辦的重要活動資訊。「各州簡訊」單元，則有

北美各州聯絡處的共修活動訊息，提供各州信眾

參考，以便前往共修。

05.05 09

5月5日至9日，聖

嚴師父應泰國朱拉

隆 功 佛 教 大 學

（M a h a c h u l a l o n g

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之邀至

曼谷，展開為期五

天的弘化之行。訪

泰期間，除獲頒泰

國佛教最高學府朱

拉隆功佛教大學榮

譽博士學位、為該

校畢業典禮進行專

題演講外，並前往甫成立的法鼓山泰國分會主持開幕剪綵，關懷當地悅眾。

此行不僅是南傳佛國對於師父在弘法和佛教教育的肯定，更為南傳與漢傳佛

教建立溝通合作的橋樑。

在頒授榮譽學位前，聖嚴師父於6日應邀在朱大畢業典禮系列活動中演說，

主題為「從印度到中國的佛教」，共有近二千位僧眾及民眾聽講，全場活動並

Buddhachar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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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實況錄音轉播，創下外

國僧侶在朱大畢業典禮演

講的先例。

聖嚴師父在演說中，首

先為大眾說明一般人對

「大乘非佛說」的誤解，他

認為從時序來看，大乘經

典的確比較晚形成，但內

容沒有悖離佛陀根本的教

法，而是將原始佛法更有

系統和組織地表現出來，

尤其重視廣度眾生的信心和願力。

聖嚴師父接著談到，大乘佛教後來又發展出三個系統，即中觀、唯識和如

來藏。而如來藏所講求的「眾生皆有佛性」觀念，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思

想，由此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派，其中以禪宗最能適應中國的社會文

化，其在生活中修行佛法的觀念，使佛教能夠深入人間。

8日上午，聖嚴師父前往曼谷近郊的佛教城，由泰國佛教最高領袖副僧王

Buddhacharya 親自頒授朱大榮譽博士學位，肯定師父在佛教教育和弘揚佛法

上的貢獻。

朱拉隆功佛教大學校長德首豐法師（Phra Thesophon）在頒授典禮前向大眾

介紹，聖嚴師父刻苦自學獲得日本文學博士學位，在台灣創立法鼓山，並在

歐美和亞洲各國弘揚佛法，著述豐富，是中國佛教界難得的修行者。他特別

強調，師父此次前來領取榮譽博士學位，「不是朱大給師父榮譽，而是師父

為朱大帶來光榮」。

典禮結束後，副僧王與聖嚴師父進行簡短的晤談，並贈送師父象徵泰國教

界最高榮譽的金邊僧扇；師父則回贈法鼓山琉璃山徽一座和英文著作數本，

並邀請僧王參加今年10月份法鼓山落成開山典禮，為漢泰佛教的交流開啟新

頁。

朱拉隆功佛教大學是 1 8 8 7 年為紀念泰國國王拉瑪五世朱拉隆功

（Chulalongkorn The Great）所興建，旨在培養專門的出家人才，為泰國佛教最

高學府。

此外，聖嚴師父並於7日前往法鼓山泰國分會主持開幕剪綵，且在下榻的乃

勒公園飯店（Nai Lert Park Hotel）為信眾主持皈依、關懷悅眾，當地僑界人

士、香港、馬來西亞等各地悅眾共百餘人參加。五天的弘化之行於9日上午圓

滿結束，師父隨即搭機，前往美國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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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演講「從印度到中國佛教」，會場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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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與泰國最高領袖副僧王Buddhacharya（左一）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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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6 10

5月6日至10日，新加坡分會先後

於光明山普覺禪寺舉辦禪三、於分

會舉辦禪修講座等，由僧團果元、

果祺、果霽三位法師前往指導。

於6日至8日舉辦的禪三，共有97

人參加，其中多位為首次參與。在

三位法師的指導下，學員們從禪

坐、經行中，學習如何放鬆、觀照

自己內心的念頭，三天活動中並安

排有小參時間，讓學員有機會個別

詢問禪修問題。

8日晚上，分會特別安排去年

（2004年）曾參加聖嚴師父主持的社會菁英禪三學員聚會，學員們並籌組菁英

禪三聯誼會，未來將廣為推展各項活動。法師們關懷瞭解詢問學員的生活近

況與禪修情形，且予以解惑，也分享了法鼓山的現狀與成果。

9日晚上進行的禪修講座，由果元法師主講「禪──從心開始」，共有125位

學員參加，法師透過故事說明慈悲心、平等心、瞋恨心、貢高我慢心等的不

同，讓信眾學習在生活中察覺自己的起心動念；三位法師並詳盡回答信眾所

提出的禪修疑惑與問題。

10日晚上的禪修講座，由果元法師以英語主講「禪坐與心靈健康」，由於一

百多位前來聆聽講座的信眾都是受英語教育的人士，因此所詢問的問題都較

為直接，法師均一一予以解答。

05.07

聖嚴師父前往泰國進行弘化期間，5月7日至泰國分會主持開幕剪綵，並於

下榻的乃勒公園飯店（Nai Lert Park Hotel）寶倫廳向當地民眾開示及主持祈福

皈依典禮，約有近八十位來自泰國、香港、馬來西亞等地信眾皈依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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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國分會開幕式中，由

聖嚴師父、駐泰國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代表夫人彭水

英、副代表吳建國，台灣商

會聯合總會會長黃勝涌共同

剪綵，另有台灣商會聯合總

會名譽總會長林炯烈、僑務

委員陳水龍等僑界人士前來

參加，當天還有自香港、新

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共135位

護法信眾特地組團前來祝

福。

開幕剪綵結束後，聖嚴師

父主持一場祈福皈依典禮。典禮前，師父開示說明皈依三寶的意義，他指出

皈依三寶不是皈依個人，而是認同佛法與僧團，所以皈依不是崇拜師父，是

認同「心靈環保」的理念。

下午，聖嚴師父與泰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的信眾們聚會，師父勉

勵已皈依的民眾，於參與法鼓山和皈依三寶後，要擔負起「修學佛法、護持

佛法、弘揚佛法」的任務。師父亦指出，有些人學佛，只是知道很多佛教名

相，但沒有成為精進的修行者，沒有發揮佛法的功能來解決生命的問題。對

此，師父特別提醒大家善用「四眾佛子共勉語」和法鼓山提倡的「心靈環保」

理念，這些都是佛法的菁華，也是最實用的佛法，如能活用，就會成為快

樂、有福的人。透過師父平易簡明的解說，許多在場的悅眾表示對理念更加

瞭解，並認為佛法確實是可以落實在生活中。

會後，各地分

會悅眾陸續與聖

嚴師父合影留

念，現場氣氛十

分溫馨。分居東

南亞各地的法鼓

人，也彼此鼓

勵，希望能加強

聯繫與互動，凝

聚共識，共同推

動弘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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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9 19

5月 9日至 1 9

日 ， 僧 團 果

燦、果界、果

會三位法師前

往加拿大溫哥

華，展開為期

十一天的弘法

關懷行程。此

行除了代表聖

嚴師父對溫哥

華地區信眾表

達關懷之外，

法師們並主持

「大悲懺祈福法會」、「浴佛暨道場啟建祈福法會」，以及一場禪一，也安排了

法器、禪坐監香、佛教行儀等教學活動。

11日上午，果燦法師以「從心五四運動談如何安定人心」為題，對上百位信

眾進行開示；下午則為20位信眾進行法器教學。

12日舉行「大悲懺祈福法會」，共有一百多人參加。法會中，果燦法師首先

開示大悲懺的意義，指出若以誠摯懇切的心懺悔，就能消除業障，展開全新

生活，而參加法會接受佛法熏陶，更能使我們身心清淨。

13日上午，由果燦法師為50位信眾講授「法鼓人應有的禮儀」。14日舉行的

「浴佛暨道場啟建祈福法會」，約有一百多位信眾參加。法師並於會中開示，

參加浴佛節的意義不在於形式，而是藉此啟發我們對佛法的信仰，學習佛陀

的慈悲願力來自利利人。在「啟建祈福法會」後，新道場正式展開土木工程

建設，預計一年後可完工啟用。

15日則安排一日禪，由果會法師指導，共有50位學員參加，其中有三分之

一是西方人士。16日至19日一連三天，法師們分別至列治文（Richmond）、溫

哥華（Vancouver）、本拿比（Burnaby）、菲莎河谷（Fraser Valley）、維多利亞

（Victoria）等五個地區，展開關懷活動，以佛法的觀念和智慧，指導信眾如何

化解生活中所遭遇的問題。法師們的弘化行程，在19日至各地關懷後畫下圓

滿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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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2 16

5月12日至16日，由全球和平婦女促進會（The Global Peace Initiative of

Women）主辦的「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青年領袖高峰會」（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Youth Leadership Summit）在巴西的貝洛奧里藏特市（Belo

Horizonte）召開，約有來自世界各國一百多位青年參加。法鼓山由僧團三學

院監院果幸法師，以及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青年游秋雲、李佳達代

表出席。

13日的開幕儀式，以各宗教的祈禱儀式做為開場，包括天主教、印地安原

始宗教、佛教等，其中代表法鼓山的果幸法師，以西班牙文解釋〈四弘誓願〉

的意義，接著和二位隨行青年代表一起唱誦〈四弘誓願〉。

這次大會，主

要採分組方式進

行，分別為南美

洲、中美洲、加

勒比海及巴西四

組，針對拉丁美

洲及加勒比海國

家所面臨的嚴重

失業、暴力等問

題進行研討，內

容包括：減少貧

窮與飢餓、確保

教育權利、推動

兩性平等，及爭取婦女權益、降低幼兒死亡率、維護孕婦健康、維護環境資

源等。現場討論十分熱烈，尤其來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代表的發言更

是踴躍。

法鼓山代表參與這次盛會，除藉由活動達到多元學習，建立國際溝通管道

之外，更重要的是經由此次活動，將法鼓山多年推動的「心靈環保」理念，

推廣到國際上，達到「拯救心靈貧窮，維護世界和平」的目標。

果幸法師並於活動休息時間，帶領二位隨行青年一起做法鼓立姿八式動

禪，不少在場青年代表因此產生興趣，並進一步主動索取法鼓山資料，讓此

行成為一次很成功的互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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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3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本

日晚上舉辦「西方悅眾

聯 誼 晚 會 」（ D h a m a

Gathering），由聖嚴師父

主持，約有九十位西方

悅眾參與。

此次與會的西方悅眾

中，除了有首次接觸佛

法的民眾、跟隨聖嚴師

父學禪多年的弟子，以

及一位遠從波蘭而來的

老菩薩外，還有許多青

少年們與家人一同參與，讓東初禪寺充滿了年輕的氣息。

晚會開始，首先恭迎聖嚴師父進入禪堂，隨後，師父為大家開示，說明練

習禪修可能面臨的疑惑。師父指出，大多數人必須經由靜坐、入定、見性等

階段才能達到開悟，但即使有開悟經驗，仍須努力修行、不可懈怠，才能如

佛陀般大徹大悟。師父並提醒大眾不要一味求入定、開悟，以免將幻覺誤認

為悟境而緊抓不放，最安全的修行方式就是正確認知幻覺並放下，重新回到

方法上。最後師父鼓勵大眾不要退縮，努力修行，一分努力就會有一分收

穫。而原本預計進行一個小時的開示，因為悅眾們踴躍提問而延長半小時，

互動交流十分熱烈。

05.15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本日舉辦一年一度的浴佛法會，由聖嚴師父親自主持，

約有五百多位東西方信眾扶老攜幼參與。

典禮以中英文雙語進行，首先由聖嚴師父帶領大眾唱誦〈香讚〉、《心

經》，並開示浴佛的意義是浴自己內心的佛，眾生藉著浴佛儀式洗滌自身污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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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才不失浴佛的真正意義。

下午，聖嚴師父進一步開示如何運用佛法，並以「現法樂、現觀樂」為題

解說。「現法樂」是從佛法中得現世的快樂，如健康、事業等，只要透過發

願、誠心禮佛等修行方式即可達到；而「現觀樂」則是瞭解佛法，透過修

行、體證開發智慧而得解脫，此為佛法的根本目的。因此，師父強調佛法無

非是希望讓更多人得受法益，但要解脫煩惱，達到真正的身心平衡，還是需

透過禪修。

05.20 22

5月20日起一連三天，美國紐約象岡道場舉辦今年第一次北美地區社會菁英

「360度禪修營」，由聖嚴師父親自主持，來自全美各州及加拿大的東、西方社

會領導階層人士共有78人參加。

這次的三日禪，其定名內容不同於象岡道場過去舉辦的禪修活動，「360度

禪修營」主要是針對忙於事業、且沒接觸過禪修的人士為對象。活動中，聖

嚴師父以「360度──從零歸零」做為全程開示的主題，他表示，圓的起點為

零，繞一圈360度後仍歸於零，歸零並非消極的人生觀，而是宇宙的一種現

象；人的痛苦皆源於自我中心，而禪修者要從具罪業、惡業的自我，轉變成

具福業、慧業的解脫者。「360度禪修營」的功能，就是指導大家多修福慧，

如此自然就能過更自在、幸福的人生。

聖嚴師父並引用《金剛經》、《心經》、《六祖壇經》，說明自我肯定、自我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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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自我消融是貫串時間、空間而進行的，若能隨時隨地練習禪法，就能

化煩惱為智慧、轉化負面情緒，最後便能使得愚癡苦惱的自我，成為悲智圓

滿的覺者，也就是從煩惱及痛苦的零，歸於智慧及慈悲的零。

這次禪眾職業的領域包括了財經、教育、新聞傳播、資訊、會計、建築、

法律、醫界、公部門等，多數具有博、碩士學位，教育程度相當整齊。經過

三天的禪修營，許多學員表示，聖嚴師父的指導，不論是觀念或方法，都對

他們非常實用。

05.23 27

為了慶祝佛誕節，5月23日至27日，澳洲雪梨聯絡處和當地的新州佛教協會

（Buddhist Council of New South Wales）等十四個佛教團體，於新州州議院聯

合舉辦「Combined Vesak Celebration & Art Exhibition」活動新州總理 Bob

Carr、總督 Marie Bashir  均前往主持開幕典禮。

這次的展覽具有歷史性的意義，除了顯示澳洲當地佛教團體對社區的貢獻

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認外，一般民眾亦可藉此活動來接觸和認識佛教。

展覽中，透過繪畫、雕塑、服裝等藝術作品，表現佛陀的誕生、證道、涅

槃的過程，以及佛陀的教誨，與各佛教團體對社區所做的貢獻等。雪梨聯絡

處提供阿 佛首的圖片參與展出，詳述佛首被竊、流轉海外、佛身佛首重聚的

故事，讓民眾藉此瞭解法鼓山對保護文化古物的努力。

展覽結束後，雪梨聯絡處接著又於28日在賓士鎮（Bankstown）巿政廳設立

書攤，向民眾介紹法鼓文化的出版品；並舉辨禪修練習活動。民眾在義工的

引導下，練習以紙板托著乒乓球放鬆走完全程，經由這樣的過程，讓他們對

於禪修，有了全新體會。

05.26 06.05

5月26日至6月5日，美國紐約象岡道場舉辦默照禪十，由聖嚴師父親自主

持，共約有來自全球各地一百位禪眾參加，其中還包括從台灣專程前往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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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僧團果元、果醒、果祺、果興等多位法師。

聖嚴師父在默照禪十中，開示曹洞宗的「君臣五位」名相，說明運用偏正

概念進行的五個修行層次和悟境，偏是指煩惱，正是指智慧，「正偏宛轉，

明暗因依」就是靈活、互用這二者，而默照就是不即不離偏與正這二種狀

況。師父並勉勵禪眾們，將修行的過程視為一個又一個層次的體驗，而以信

心與願力修行默照法門，才能早日幫助自己證悟心性。

最後一天，聖嚴師父以「因為菩提心，讓我們相聚一堂，當禪期結束後，

你們每一個人，還是在我的心中！」，與大家共勉，令禪眾們深刻難忘。

05.30 07.18

新加坡分會自5月30日至

7月18日，舉辦「心靈環保

課程」，共計八堂課，課程

由悅眾鍾聯盛、林複醛負

責策畫，共有14位學員參

加。

在八堂課中，次第循序

討論「感恩惜福」、「四安

四它」、「需要與不需

要」、「諸法無我」、「生

死無常」等議題，讓學員

對心靈環保觀念更深入瞭



433

國
際
弘
化

解，並學習如何以健康正確的心態面對現實、處理問題。

參加的學員們首先分享各自家庭背景與成長經驗，並透過一系列遊戲活

動，學習重新認識自己，例如藉由記錄「心情紅綠燈表」，瞭解從不同顏色所

反應的情緒意義，學會觀照與察看自己的內心，例如紅色代表「貪、瞋、

癡」，綠色代表「心情安寧平靜」，橙色代表「普通心情」等，在反省的過程

當中清楚地認識自己，並勇敢接受自己。

多數學員們皆表示，他們從來不知道學習佛法可以如此輕鬆自在，而且還

能如實運用在日常生活中，類似這樣認識自我、淨化人心的課程，未來可以

多加推廣，以利大眾。

06.07

中國大陸中國佛教協會副會

長戒忍法師一行15人，本日上

午至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拜訪聖

嚴師父，隨行者有淨旻、信

光、智宗、會閑、常寬等5位法

師及9位居士。

戒忍法師目前擔任中國大陸

浙江省佛教協會會長、普陀山

佛教協會會長、普陀山全山方

丈。由於戒忍法師為焦山定慧

寺已圓寂之茗山長老的法子，

而茗山長老是聖嚴師父的同門師兄，因此戒忍法師尊稱師父為「師父」。

席間，戒忍法師向聖嚴師父介紹了普陀山目前的近況，說明為了因應信眾

的需求，該山已增設禪堂，將來計畫朝禪修方面努力，希望師父能派弟子前

往指導禪修。對此師父提及，紐約象岡道場如有因緣舉辦僧眾禪七，屆時將

歡迎全球各地僧眾參加。

聖嚴師父也強調，學佛者除了具備基礎的佛學，並應配合禪的修行及體

驗，才會產生堅定的信心。因此，師父建議戒忍法師可採用《天台心鑰──

教觀綱宗貫註》及《探索識界──八識規矩頌講記》二書，做為其佛學院的

教學教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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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2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為了籌募擴遷

基 金 ， 本 日 於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 Columbia University） Roone

Arledge 禮堂舉辦千人大悲懺法

會。活動包括：聖嚴師父開示、禮

拜《大悲懺》及皈依儀式等，約有

近千人參加。

活動首先由聖嚴師父以「心安就

有平安」為題進行開示。師父表

示，一般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可能

會依賴工作成就、健康、財富等而

獲得安全感，這些外在事物其實並

不是我們所能掌握的，為了保有佔據，有時候反而造成內心更大的不安；但

藉由宗教力量修行，卻可以讓自己的心安定，當心安穩時，生活便能平安。

聖嚴師父在開示中，並提供三項簡明的安心原則：第一，認清人生不如意

事十常八九；第二，要多做好事、種福田、結善緣，以行善的方式改變與他

人的關係；第三，遇到任何好事要心存感恩，遇到困難及災難時則要念誦觀

世音菩薩聖號、持〈大悲咒〉，以宗教的力量化解困境，讓自己平靜以對。

聖嚴師父進一步說明，《大悲懺》是根據觀世音菩薩內證的根本心咒〈大

悲咒〉而制定的懺法，主要是希望透過觀世音菩薩的大悲願力來淨化眾生的

身口意，同時增長智慧與慈悲。法會最後，由師父主持皈依祈福儀式，約有

近百人皈依。

06.18 19

6月18日起一連二天，美國羅徹斯特聯絡處邀請僧團果祺、果興二位法師前

往弘法，這是繼北美護法會輔導師果謙法師 4月前往關懷後，再度有法師蒞臨

當地，信眾們無不把握這殊勝因緣參加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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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日上午，二位法師

在 布 萊 頓 休 閒 中 心

（ Brighton Recreation

Center） 帶領大眾念佛

共修，約有四十多位信

眾參加。下午，果祺法

師主講聖嚴師父的著作

《心經——心經禪解》，

針對一般人於生活中常

遇到的問題，以《心經》

的空義與菩薩六度萬行

精神，一一予以解答，並帶領大家練習放鬆和專注，讓眾人親身體驗禪修的

感受。最後，法師為大家講解功德迴向的意義和方法，並領眾做祈願。

19日上午，由果興法師指導當地悅眾，演練念佛共修的儀軌和法器執掌的

要領，共有9人參加。

06.20 22

6月20日至22日，美國紐約象岡道場舉辦進階動禪師資培訓課程，由僧團傳

燈院監院果醒法師指導，並由 4位自台灣前往的常住法師進行協助及示範，共

有來自紐約、新澤西、羅徹斯特、長島、舊金山、洛杉磯、芝加哥、多倫多

等地二十多位學員參加。

這次活動特別因應現代人生

活緊張忙碌，不懂得隨時自我

覺照及放鬆，而規畫法鼓八式

動禪、坐姿禪、吃飯禪、走路

禪、出坡禪等系列生活禪法。

三天課程，果醒法師詳細說

明如何透過「動中鬆、鬆中動」

的要領，在動作中練習攝心，

透過「動作在哪裡，心就在哪

裡」的動禪心法，幫助大家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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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念由散亂紛雜轉化為專注集中，並掌握清楚、放鬆原則，使身心輕鬆自

如。

活動中，聖嚴師父亦親自蒞臨講授賞月禪的精要，帶領學員觀照明月，以

此放鬆身心、集中心念。與會學員在分組研習及教學實習課程中，紛紛表示

透過這次課程，瞭解到禪修帶來的輕鬆自如，及前所未有的寧靜和專注感

受，他們都發心將於培訓課程中所學得的動禪精髓，在全美各辦事處及社區

推廣，讓更多東西方人士都能同霑禪修利益。

07.11

7月8日，英國倫敦發生爆炸案，引起世界各地震驚，聖嚴師父得知消息

後，本日特別致函倫敦當地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各宗教領

袖，表示哀悼之意。

聖嚴師父於信中提到，雖然此次爆炸攻擊事件發生在倫敦，但也引起了世

界各國人民不安與恐懼，師父懇請各宗教領袖們共同為此事件中受害者祈

禱，並安撫各地紛亂的人心。

此外，聖嚴師父希望社會大眾能夠理性面對這次事件，勿再以更深的仇恨

製造國家與宗教間的衝突。師父指出，我們應該以愛與慈悲心，為所有人類

守護和平的願景。

之後，英國基督教坎特伯里大主教羅文‧威廉（Rt. Rev. Dr. Rowan Williams）

於20日來函感謝聖嚴師父的關懷與支持，並強調此時團結一致、重建人心的

重要性。英國中東教大主教桂葛瑞思（Archbishop Gregorios of Thyateira and

Great Britain）於8月11日來函致謝。

07.14

新加坡分會本日晚上在光明坊禪修中心舉辦一場「生命故事英語講座會」，

全場以英文主講，由分會副召集人林永洪分享個人生命經驗，約有四十多位

民眾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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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林永洪說明自己如何從一名只懂賺錢、追求名利的人，因前往法

鼓山擔任專職，而有機會認識佛法，學習開啟心靈成長、淨化的方法；在這

段時間中，他的家庭亦遭逢巨變，這讓他有機會習得佛法的智慧與慈悲，也

更深刻地體會到生死無常，更有力量度過生命中的關卡。

會場中，還播放法鼓山的簡介短片，藉此讓大家對於聖嚴師父、法鼓山積

極推廣人間淨土的理念，有更深一層的瞭解。新加坡分會亦鼓勵大家前往分

會擔任義工，給自己一個學習和成長的機會。

07.15 18

7月15日至18日，美國紐約東初

禪寺果謙、果啟二位法師前往密

西根州聯絡處，展開弘法關懷，

活動包括：演講、大悲懺法會、

法器教學、禪坐共修及佛學問答

等。

15日晚上，果啟法師於密西根

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以

「生命的啟示——臨終關懷」為題，

舉辦一場演講，約有六十多人參

與。演講中，法師首先請大家靜

坐三分鐘，體驗身心放鬆的感

覺，再一一解說十二因緣等佛學名相；接著進行生活經驗分享，透過彼此的

互動與現場的問答，讓大家瞭解法鼓山大關懷教育的重要性，也藉此體認每

個生命都是獨特、有潛能的。最後，法師勉勵所有聽眾要活得快樂、病得健

康、老得有希望。

16日早上，密西根州聯絡處首次舉辦由法師親自帶領的大悲懺法會，約有

四十人參加。果謙法師開示時表示，拜懺的目的並不是在念佛、拜佛，而是

透過儀式的進行，安定我們的心，並誠心懺悔，體認懺本中一字一句的意

義，以達到淨化心靈的目的。

下午，果謙法師於當地一所圖書館，以「心經、禪和心靈環保」為題，舉

辦了一場演講，約有四十人參加。法師在開示中強調，體認還願、受報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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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因果的觀念是學習《心經》的基礎，若沒有這樣的體認，容易落入頑空或

是偏空的誤解中，這些都非大乘佛法所講的畢竟空。

除演講及法會等活動外，果謙法師還在密西根州聯絡處舉辦悅眾會議，又

與果啟法師共同為信眾解答佛法疑惑。四天三夜弘法行，於18日圓滿結束。

07.23 24

7月23日起一連二天，美國紐約

東初禪寺果謙、常悟二位法師前往

北卡州聯絡處進行弘法關懷。

本日上午進行禪坐共修與法鼓八

式動禪活動，共有30位東西方民眾

參加；下午，由果謙法師以「心靈

環保與安定人心」為題進行公開演

講，講述如何以禪的立場看待生

命、享受與運用生命；晚上，則有

一場「心經與生活」佛學講座，果

謙法師深入淺出的解說，讓大家瞭

解「五蘊皆空」方能「度一切苦厄」的真實意義。活動後開放問答時間，許

多民眾把握機會提問，法師均一一解答。

24日上午舉辦大悲懺法會，法會中，法師引導大家藉由拜懺，懺悔自己的

累世業障，進而安心、發願。法師強調，拜懺不應停留在保平安的層次，而

應用來收攝身心，而收攝身心則是禪修的目的之一。下午，安排念佛儀軌的

教授，由法師親自指導，活動最後由法師帶領大眾唱誦〈讚佛偈〉、六字佛號

等，並迴向利益眾生。

08.05 07

美國紐約象岡道場於8月5日至7日舉辦第八屆「歡喜親子營」，由台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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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楊蓓、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宗教研究所

博士班研究生俞永峰共同帶領，計有三十六個家庭、137位大小朋友參加。

這次營隊主題為「Mindfulness──自我認識暨覺照」，活動內容包括：戲劇

坊、家庭工作坊、禪坐、念佛禪、瑜伽、托缽經行，以及陶藝與美勞創作、

功夫與戶外球類運動等。活動輔導師果啟法師表示，「覺照」就是清楚知道

當下的自己，不論當下的動作是什麼，都要用心體會自己的一言一行；希望

學員透過三天的課程和活動，能養成「覺照」的能力，並清清楚楚活在每一

個當下。

營隊分為「成人組」和「青少年組」，其中由家長組成的成人組，於「家庭

工作坊」進行時，在楊蓓老師帶領下，回溯並省察自己從小到大的經歷，藉

此認識自我。

俞永峰則帶領青少年組進行「戲劇坊」單元，從短劇活動中瞭解自己無心

的言語動作，可能會傷害到家人朋友，進而學習多為他人著想。透過此活動

的舉辦，學員之後在面對家庭親子關係，更能和諧融洽的相處。

08.08 11 08.11 14

美國紐約象岡道場舉辦為期一週的大專禪修，主題為「如何找回自己」，活

動分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8月8日至11日的大專禪修營，約有三十人參加；

第二階段為8月11日至14日的大專禪三，約有六十人參加。

整個課程內容，以「念念分明、放鬆身心、慈悲為懷」為學習重點。透過

這三個學習主題，帶領學員們學習把自己放在當下、放鬆身心，清清楚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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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知周遭環境，與生活中的每一時刻。

在第一階段的大專禪修營中，對象為對佛教、禪修有興趣，但尚未接觸或

初學禪修的大專院校學生及在職青年。課程重點為基礎禪修練習，內容著重

於引領禪修者透過體驗、觀察，學習連結自心與外在的環境，並且在日常生

活中實踐禪修。

第二階段則帶領學員更深一層地體驗禪法滋味。內容包括：禪坐、經行、

瑜伽以及戶外禪，讓學員在樹林、瀑布、湖泊與曠野等自然環境中，深層體

驗禪修。

這些針對大專青年量身訂做的禪修活動，不論是對於正在追尋生命答案的

青年，或是想要進一步探尋佛教的禪修者，均提供了一個絕佳的途徑。

08.19 21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果啟法師於8月19日至21日至伊利諾州聯絡處進行弘法關

懷，內容包括：地藏法會、大悲懺法會及舉辦專題演講等系列活動，並擔任

一場佛化婚禮的祝福人。

在地藏法會中，果啟法師介紹「地藏菩薩」的修行法門，引導大眾學習地

藏菩薩的大願精神，及如何將所學落實在生活中。而於大悲懺法會中，法師

則開示「千手千眼及大悲心起」的意涵，法會結束後，並舉行皈依儀式。

果啟法師此行，還特別為伊利諾州聯絡處副召集人林扶世的千金林愛知小

姐，與西非塞內加爾駐荷蘭大使 Abou Lam 的公子 Cheikh Lam主持佛化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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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法師勉勵這對新人體認生命共同體

的真諦，要彼此疼惜、互重互愛，建立

溫馨的佛化家庭，共約一百人觀禮。

21日下午，果啟法師進行一場專題演

講，以「莊嚴的生死觀」為題，針對有

情生命的生死無常做剖析，並回答聽眾

的提問。法師以輕鬆溫馨的真實故事，

引導大眾深入思惟生死，並學習如何自

在地面對生命中的瓶頸。這次弘法行，

讓許多信眾都深感法喜，尤其感恩法師

的親臨關懷。

08.25 28

8月25日至28日，美國加州洛杉磯聯絡處於南加州大熊湖區舉辦禪三，由東

初禪寺果謙、常悟二位法師主持，主題為「找回自在」，約有六十多人參加。

大熊湖營區位於海拔六千英呎的森林區，有著高山、流水及濃密的樹林，

環境幽靜，十分適合禪修。這次是法鼓山美國護法會第一次在西海岸舉辦禪

修活動，許多參與民眾是初次體驗禪修。

第一天，果謙法師對參與的禪眾進行概況瞭解，並展開禪修前的指導說

明。26及27日則安排全天課程，包括早晚課、禪坐、法鼓八式動禪、經行、

拜懺，以及吃飯禪、走路禪、戶外禪等活動。在活動最後一天，二位法師帶

領禪眾們進行分組討論和心得分享，許多禪眾均表示十分感謝有此精進禪修

的機會，不但獲得心靈上的沉澱，並從中體會佛法。

08.31

歷時二年半，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新道場於本日完成大樑上架工程，為祈

求過程順利，當天同時舉辦「上樑祈福法會」，由前任召集委員曹昌桂、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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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及道場籌建委員

會總幹事王國賢等人共

同主持，約有近百人參

加。

法會中，眾人一起虔

敬持誦《心經》、〈大

悲咒〉，隨後在「觀世

音菩薩」聖號聲中，大

樑緩緩上架，並將聖嚴

師父手書的「佛」字懸

於樑上，此刻令在場信

眾心生感動。

溫哥華新道場自2003

年秉承聖嚴師父指示，

依「省事、省力、不複

雜；實用、夠用、很快能用」的原則展開施工。位於列治文市五號路上的溫

哥華新道場，土地面積2.4公頃，地上建築物12,000平方呎，主體建築包含大

殿、齋堂、辦公室、知客大廳、圖書館、會議室、寮房等。新道場的大樑上

架後，將進行外體結構，並陸續進行內部工程，預定明年將可完成所有硬體

建設。

09.10 11

9月10日起一連二天，加

拿大溫哥華聯絡處針對七至

十五歲青少年學子，舉辦一

場「歡喜少年生活營」，約

有二十多位青少年參加。陪

同孩子而來的父母則參加

「生活禪茶會」，親子們一起

感受禪的自在快樂，體會禪

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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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少年生活營」於溫哥華聯絡處禪堂舉行，由多位悅眾菩薩分組帶領青

少年進行各項活動，包括自我介紹、說故事、西遊記尋寶、托水缽、筷子夾

彈珠接力、簡易禪修等。學員們全心專注在趣味的遊戲中，全場洋溢著歡樂

活潑的氣氛。

陪同學員前來的父母們，則進行「生活禪茶會」，在悅眾的主持下，大家一

同分享參加讀書會、大悲懺法會，以及在生活中應用禪法的心得等。由於家長

對此活動迴響熱烈，溫哥華聯絡處計畫之後每二週舉辦一次類似的親子共修

活動。

09.11

新加坡分會於本日舉辦了

「法鼓山聯歡義賣會」，當天

下午並舉辦誦持〈大悲咒〉

共修等活動，以祝福迎接即

將到來的法鼓山落成開山大

典，約有八百多位民眾參

加。

「法鼓山聯歡義賣會」現

場除了安排素食、精品、書

籍等義賣會，還進行各項活

動，包括法鼓山世界佛教教

育園區影片欣賞、法鼓八式動禪示範、手工藝品製作、品茗茶香交流會，及

心靈環保講座、佛法與生活講座等；此外，由紅風箏劇作坊團長黃美芬、艾

薇二位老師帶領的兒童彩色繪畫活動，讓小朋友們歡喜不已；專業古箏老師

譚春文與其學生，也現場演奏多首悠揚悅耳的樂曲，為會場增添美妙的氣

氛。

當天清晨，義工們齊心將所有攤位的素食和義賣品準備就緒，包括炒米

粉、日本素料、八寶粥、沙拉以及富有當地色彩的傳統糕點，另有多位信眾

捐獻的精品收藏、自製紙蓮花燈等，展現了眾人積極奉獻的精神。

為了推廣生活佛法，當天分會特別在四樓禪堂舉辦了三場講座，上午由資

深輔導員劉美雲老師主講「心靈環保」，劉老師以真實的輔導個案為例，帶領



聽眾體會「心安就有平安」的道理。下午由多次在佛學討論會上發表演說的

曾汝鑾居士，主講「為什麼生活要佛法化；問與答」；晚上則邀請美國象岡

道場負責人果峻法師主講「修行在生活」，許多義工菩薩在義賣會結束之後，

紛紛前往禪堂聆聽法師開示，同霑法益。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分會為了讓信眾充分瞭解分會十年來的成長和活動

情形，義賣會籌備期間，特別設立文宣組，將分會的歷史背景和成長點滴，

製作成多張大型海報，詳細呈現分會在穩健中茁壯成長的軌跡。

09.11

8月30日，美國發生超級颶風卡

翠納（Hurricane Katrina）風災，造

成紐奧良市重大災情，為此，紐約

東初禪寺於本日舉辦大悲懺法會，

為受難者祈福消災，祝禱災區民眾

早日重建家園。

超級颶風卡翠納造成數千人死

傷、數十萬人無家可歸，是美國有

史以來損失最大的一場天災，遭受

打擊的範圍不僅限於風災地區，全

美各地都深受影響。東初禪寺除了

舉辦法會迴向予罹難者，盼其離苦

得樂，往生淨土。此外，並成立賑

災捐款專戶，所有捐款將於彙整後送至相關單位，為救災工作盡一分心力。

09.17

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接受該州平原市（Plainsboro）圖書館之邀，本日參加

當地藝術節十週年慶祝活動，共約三百多位民眾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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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新州聯絡處的8位信

眾，在悅眾王九令的帶領

下，現場示範法鼓八式動

禪，許多中外人士隨著教

學影片實地練習，之後還

特地致謝並索取說明手

冊。

除動禪教學外，聯絡處

還為美國紐奧良卡翠納風

災舉辦賑災募款義賣。其

中由聯絡處書畫班學員所

提供的書畫作品，深受與會者喜愛。書畫班的學員並當眾揮毫，為民眾取中

文名字、寫中文名卡，深受西方人士歡迎。

此外，藝術節的主辦單位並頒發傑出義工感謝狀給法鼓山二位義工，感謝

他們多年來為藝術節慶祝活動的付出。藝術節慶祝活動，除了新州聯絡處提

供的內容外，主辦單位另安排了京劇、各種歌唱表演、民俗展示與手工藝活

動教授等各項室內外活動。

10.22

「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

（World Council of Religious

Leaders，簡稱「世理會」）本

日於台北圓山飯店舉行例行年

會，討論理事會的各項行政事

務，由聖嚴師父擔任該會的理

事主席。

成立於2002年的「世界宗教

領袖理事會」，為世界各主要

宗教與精神領袖溝通對話的重

要管道，除定期進行跨宗教的

對話與瞭解外，並討論全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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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面臨的問題，向聯合國提出解決的建議方案。

此次與會人士包括：耶路撒冷地區聖公會主教 His Excellency Rt. Rev. Riah

Abu El-Assal、千年和平基金會顧問 His Excellency Ravi Sawhney及其夫人

Madhu、印度宗教領袖理事會主席 Bhupendra Kumar Modi、全印度 Seva 運動

創辦人 His Holiness Swami Dayananda Saraswati、紐約市立大學教授、信奉伊

斯蘭教的Amir Al-Islam，以及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祕書長Bawa Jain，共計8

人。

與會人士除參與世理會年會，當天上午，並出席參加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系

列活動之一，於圓山飯店舉行的「世界宗教領袖座談會」。

10.23 25

法鼓山世界

佛教教育園區

落成開山大典

之後，法鼓山

北美地區的年

度盛會──北

美年會，也特

別選在法鼓山

上召開，自10

月23日至25日

舉行，在美國

護法會輔導師

果謙法師的指

導下，共有105位來自北美地區的悅眾參加，台灣護法總會總會長陳嘉男亦到

場關懷。

第一天舉辦萬行菩薩成長課程，由僧團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主講。法師表

示，佛法講因緣，大家眾志和合而成即是因緣匯聚的展現。他並提及，聖嚴

師父少年時即感受到「佛法這麼好，知道的人這麼少，誤解的人這麼多」，因

而立下努力學習佛法、弘揚佛法的志願，如今創建法鼓山，便是因緣和合的

最佳明證。法師希望大家運用佛法的智慧，展現慈悲心，凡是有急需要做、



正需要做的事，要勇於承擔。

接下來的課程，以「怎樣學做萬行菩薩及擺渡人」為題，由常華法師主

講。法師勉勵大家學習觀音菩薩無我的精神，放下自我中心利害得失。下

午，則由來自宜蘭地區的義工演出「千山有水千江月」螢光劇場，讓眾人更

深切瞭解觀音菩薩對聖嚴師父的影響，以及法鼓山如何展現觀音菩薩的精

神。

在「法鼓人的行儀」的主題中，由果傳法師主講。法師勉勵大家要從日常

生活做起，發揚法鼓人的家風。會中，並播映聖嚴師父拜訪沈家楨老居士的

紀錄影片。從影片中，眾人體會到曾經大力護持師父的沈老居士開闊的胸襟

與識人之明，以及師父的重情重義、知恩感念。當天晚上的「心靈禪浴」活

動，則由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楊蓓指導大家從禮佛中，如何清楚面

對自我。

第二天的課程，包括由花蓮悅眾鄧美美主講「勸募的心態與技巧」、企管顧

問公司講師曾國安主講「溝通與互動」等。講師們以輕鬆有趣的方式授課，

指導眾人學習在義工的團隊裡及日常生活中，更明確找到自己的定位。晚

上，則由傳燈院果元、果醒二位法師帶領大家禪修。

第三天上午為專題研討，分成「助念及臨終關懷培訓」、「監香培訓」、

「佛法概論」、「親子營系列」四組進行。下午安排法鼓山深度導覽，由導覽

組義工陳政峰帶領大家深入體會法鼓山的三美：環境之美、建築之美、心靈

之美，以及參觀「一步一腳印——法鼓山十六年成果展」。最後，進行一場法

鼓傳薪感恩法會後，由果醒法師代表聖嚴師父，感謝北美地區悅眾菩薩的參

加，並勉勵大家時時有慈悲，念念有智慧。

11.01 17

11月1日至17日，果建、常智二位法師前往馬來西亞、新加坡二地，進行弘

法關懷活動，除了主持禪修、公開演講，並至新加坡光明山普覺禪寺、蓮山

雙林寺、自度庵拜訪致意。

1日至5日，二位法師於馬來西亞巴生濱海佛學會主持由馬來西亞護法會首

度舉辦的「默照禪五」，約有八十位學員參加，活動期間並舉行了二場皈依儀

式。之後，果建法師於6日前往馬來西亞護法會，為當地甫成立的念佛共修會

進行指導，讓學員們對念佛修行有更完整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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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二

位法師抵達

新加坡。 8

日上午，於

新加坡護法

會禪堂，舉

辦禪坐共修

監香人員的

培訓課程。

當天晚上，

果建法師以

「如何運用

默照在日常

生活當中」為題，進行一場生活講座，約有一百二十位聽眾；法師指出，

「照」是對於自己身體、心理、環境狀況與人事上的問題、反應都清清楚楚，

照的同時，心情不受到影響，就是「默」，默照禪法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隨時

運用。

9日上午，二位法師至新加坡光明山普覺禪寺拜訪該寺住持廣聲法師，由於

廣聲法師曾應邀出席今年法鼓山的落成開山大典，因此互動格外親切熱絡；

接著，又至蓮山雙林寺拜訪惟儼法師。10日，前往自度庵拜訪隆根長老，隆

根長老為聖嚴師父二度出家時的戒師，因此師父對長老一直懷著感恩，二位

法師特地代表師父向長老致意。

9日起一連二晚，法師於新加坡護法會指導「華語基本禪修班」，約有七十

位信眾參加。果建法師強調修行方法和觀念要同時並行，並著重戒定慧三無

漏學。11日至16日，則於新加坡居士林主持默照禪五，約有三十多位學員參

加。此次星馬地區的弘法關懷行程，於17日圓滿結束。

11.07 09

11月7日起至9日，果禪、常濟二位法師代表聖嚴師父至荷蘭阿姆斯特丹，參

加國際組織「地球憲章（The Earth Charter Initiative）」成立五週年會議，共有

來自全球五大洲五十三個國家、約五百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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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會議與會成員多為參與及推動地球憲章的知名人士，包括現任聯合國

副祕書長Maurice Strong、草擬憲章的美國洛克斐勒兄弟基金會董事長 Steven

C. Rockefeller、推動環保工作的國際知名人物 Kamla Chowdhary、珍古德

（Dame Jane Goodall）等人。

果禪法師在7日的「宗教與地球憲章」專題討論中，以梵唄唱誦為此次會議

帶來佛教式的祈禱。常濟法師則在8日的分組討論中，代表聖嚴師父宣讀〈大

悲心起〉演講稿。

聖嚴師父在講稿中指出，我們每一個人對待彼此、腳下的土地、身旁的自

然環境，都要有慈悲心；對於不同的宗教、文化、種族背景的人，要能理

解、慈悲與包容。師父並提及，法鼓山多年來以提倡「心靈環保」做為人心

安定、蘊含慈悲的根本方法，對此，與會人士皆深表認同。

在9日的「地球憲章如何對永續發展及經濟社會公正的奉獻」座談會中，常

濟法師分享法鼓山「心靈環保」的觀點，並引述聖嚴師父的話指出，要解決

環境問題，除了要有西方社會一向重視的環境制度面的思考外，最根本的方

法是從個人內心的淨化做起，進而感化家人、朋友、社會，從而影響整體環

境。

常濟法師也敘述了聖嚴師父於去年（2004年）法鼓山舉辦的「世界青年和

平高峰會」中，以長輩身分向青年朋友表達歉意，因為上一代年長者無法善

盡保護地球的責任，未來這項責任將交到青年手中，而這一代應該為下一代

子孫負責，以免重蹈覆轍。常濟法師的這一段發言，讓與會者深受感動，而

對聖嚴師父、

法鼓山留下深

刻的印象。

會 議 結 束

後，多位與會

人士主動與法

鼓 山 代 表 晤

談，表達希望

能有機會與法

鼓山合作，未

來共同推動深

度 的 環 保 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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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 18

11月8日至18日，

僧團果東、果祺二位

法師和護法總會副總

會長周文進三人至加

拿大溫哥華，及美國

奧勒岡州、西雅圖三

地，展開為期十一天

的弘法關懷行。

8日下午，三人抵

達加拿大護法會溫哥

華分會，與當地數十

位義工進行互動。果

東法師分享許多令人省思的故事；果祺法師則以「學習別人的優點，改善自

己的缺點」等短語勉勵義工。

9日，二位法師在溫哥華分會主持「建設道場點燈祈福大悲懺法會」，祈願

新道場明年（2006年）5月順利完成，約有近百位信眾參加，法會後並進行一

場皈依儀式。10日上午，舉行「心經禪解」講座，果祺法師以深入淺出的方

式說明《心經》對「空」的詮釋，引導與會者學習將佛法運用在生活中。講

座後，果祺法師前往禪修中心指導禪三，共有40位學員參加。

11日，果東法師及周副會長抵達美國護法會西部轄區奧勒岡州聯絡處。12日

上午，果東法師於比佛賴市社區活動中心進行一場主題為「展現生命力──活

在當下，快樂生活」的演講，法師以精闢的內容，闡述佛教的生命觀，並提

出人們如何以健康觀念來改變命運的方法，鼓勵在場聽眾積極展現生命活

力；下午，法師和與會人士就演講內容展開討論，現場互動十分熱烈。

13日，果東法師和周副總會長轉往美國護法會華盛頓州西雅圖分會，出席

分會四週年慶祝活動，法師並以「活在當下，快樂生活」為題演說。

14日，果東法師返回溫哥華分會，為當地信眾開辦「助念關懷及佛化奠禮」

講座。法師以聖嚴師父所說的「死亡不是喜事，亦不是喪事，而是一場莊嚴

的佛事」，勉勵大眾以一顆至誠的心念佛，用寬廣慈悲的心、智慧圓融的方

法，處理各種不同狀況。

15日至18日，二位法師分別在溫哥華地區進行六場小型但精緻的關懷活



452

2005

動，讓信眾們得以有機會當面請益學佛修行上的問題，對於如何護法、推廣

理念，也得到更貼切的指導，大家無不充滿感激。

11.13

本日下午，美國護法會加州洛杉磯分會舉辦一場學佛、修行心得分享演講

會，由紐約東初禪寺監院果明法師主講，與當地義工分享其個人的學佛修行

觀念和經驗，當地的華文媒體包括東森電視、鳳凰衛視、天下衛視和《台灣

日報》、《台灣時報》等，皆前往採訪。

演講會中，果明法師表示，學佛之路有如登山，一路上會有種種逆境出

現，這時要先把自己的心安定下來，接著聽聞佛法、思惟佛法，然後修定、

多熏習善法種子，聞思修後，還要親身體解佛法，為眾生奉獻自己。

果明法師引述一段聖嚴師父曾對「空性」所做的開示，說明一切現象都是

因緣聚起而出現，因緣散了就沒有，但因為我們煩惱多，無法體會這個道

理，如果能夠學習佛法的智慧，把自己的身心環境，包括能力、專長、智

識、財富和權勢，不當做是「我的」，而是當成修福增慧的工具來使用，如此

便會減少煩惱、消融自我。

11.13

美國護法會華盛頓州西雅圖分會本日舉辦成立四週年慶祝活動，除了舉辦

半日禪修、感恩茶會，並邀請僧團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進行一場主題為「活

在當下，快樂生活」的演講，約有五十人參加。

當天上午首先進行半日禪修，由果東法師帶領大家練習法鼓八式動禪，法

師接著開示禪修應有的正確觀念，並指導大家以禪坐、經行和觀大地的方式

體驗禪法。

中午進行感恩茶會，首先由護法總會副總會長周文進致辭，為西雅圖分會祝

福；西雅圖分會現任召集人陳瑞娟接著感恩所有義工菩薩的成就，使西雅圖

在短短四年中，由共修處、聯絡處再升格為分會；最後，前任召集人陳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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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家分享回

台灣參加法鼓

山落成開山大

典的喜悅心得。

下午，果東

法師於演講之

中，說明何謂

生命的關卡及

佛 教 的 生 命

觀。他強調佛

教的因果與因緣觀念，不是命定無轉寰餘地的宿命論，而是能引導世人過著

有智慧、平安健康快樂的自在生活，使人人都能成為自己真正的主人，進而

開創未來。

最後他強調，人無法決定生命的長度，但是可以決定生命的寬度和品質，

珍惜生命、善待生命、運用生命，可以讓生命更加圓融完美。他勉勵大家盡

心盡力付出、奉獻，時時以慈悲待人、以智慧處事，即能將大事化小事，小

事化為沒事，如此便能獲致快樂生活的泉源，享有輕鬆自在的人生。

11.16

新加坡護法會本日舉行佛像開光灑淨儀式，此尊釋迦牟尼佛像為新加坡分

會首座安奉的佛像，別具特殊意義，果建與常智二位法師特別前往主持開光

儀式，約有七十多人參加。

今年2月，新加坡護法會甫搬

遷至新會所南安會館，此次佛

像的安座，為當地信眾注入一

股安定的力量，更凝聚了彼此

的向心力。

儀式開始之前，首先由果建

法師開示，說明開光對眾生的

意義與真諦在於，藉由儀式提

醒大眾開發內心智慧之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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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由常智法師帶領信眾於佛前供香，並持誦〈大悲咒〉三遍及《心經》一

遍，信眾無不虔誠祝禱，期望未來的新加坡分會能做更多弘法利生的工作。

11.24

本日是美國一年一度的感

恩節，紐約東初禪寺舉辦了

一場別具意義的〈大悲咒〉

持誦法會，由果明、果謙、

常悟三位法師帶領，約有八

十多位東西方信眾參加。

由於近年來世界災難頻

傳，東初禪寺特別舉辦這場

法會，希望大眾在此精進的

持咒共修中，和諸佛菩薩的

慈悲智慧相應，以持咒的力

量，為所有眾生祈福；並期

待東初禪寺能順利找到一個更寬敞而合適的新道場，以接引更多人學佛。

法會從上午九點三十分進行至下午三點，參加者有十三歲的小菩薩，也有

八十歲的老菩薩，大家共同專注地持咒。共修活動結束後，果明法師開示表

示，如實持咒的力量最大，不但自利也能利益他人；法師希望眾人在持咒禁

語的共修中，能領略到「沉默是金」的深意；法師並勉勵大家，持咒只是一

個修行開始，之後更要養成精進用功的習慣。

12.03 04

為了引導青少年將禪法運用在日常生活中，12月3日起一連二天，新加坡護

法會特別針對九至十八歲的青少年族群，在護法會會所和白沙度假村舉辦生

活成長營，活動內容包括：禪修與壓力管理課程、英語禪修體驗等，法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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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部常遠法師、法鼓八式

動禪講師陳武雄等人特別從

台灣前來指導，共有43位青

少年參加。

參 與 學 員 共 分 為 「 安

心」、「安身」、「安家」、

「安業」四組，每組都有大

專青年負責帶領。學員們在

講師們的引導下，從吃飯

禪、出坡禪、山水禪、立

禪、臥禪等各式禪修中，體

驗如何放鬆身心，在動中感受攝心和安心。

常遠法師表示，青少年學習佛法，是預先做好「心靈環保」，猶如為身心提

早注入預防針，它能抵抗未來病毒可能的侵犯，對於青少年將來的成長，是

一項健康的保證。最後，法師期許學員們在菩提道上踏實精進，如此便能開

啟真正的幸福。

12.15

香港護法會、

樹華文教藝術協

會本日晚上在香

港尖沙咀文化中

心合辦一場國際

性慈善音樂會，

由法鼓山香港和

台灣合唱團、香

港春風合唱團、

台北藝術大學管

弦樂團共約三

百多人，以及

指 揮 家 徐 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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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小提琴家馬忠為、女高音李靜美等共同擔綱演出。法鼓山僧團首座惠敏

法師、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護法總會副總會長黃楚琪、周文進等亦出席這

場音樂盛會。

這場音樂會，以〈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音樂演奏揭開序幕，接著演唱

〈法鼓山組曲〉。晚會中場，由名歌星冉肖玲接手擔任司儀，惠敏法師受邀上

台致辭。法師以輕鬆有趣的譬喻和說明，串連起音樂和佛法的關係，讓聽眾

們在聆賞音樂的同時，亦能對佛法有更深一層的體會。

香港護法會往年也曾舉辦過多次慈善音樂會，獲得香港社會各界的熱烈迴

響，這次擴大舉行，特地跨海邀請台灣地區的管弦樂團攜手合作；受邀的台

北藝術大學教務長正是法鼓山僧團首座惠敏法師，法師這次以雙重身分出席

音樂會，為佛法與世法融通無礙做了最好的示範，也為這場音樂會增添了另

一美麗的樂章。

12.25 28

為彌補未能參加法鼓

山落成開山大典，並加

強香港護法會與總本山

的聯繫，12月25日至28

日，香港護法會召集人

陳國華特別帶領六十多

名信眾，前往法鼓山世

界佛教教育園區參訪，

並拜見聖嚴師父。

聖嚴師父在開示時表

示，法鼓山是屬於社會

大眾的，歡迎大家隨時回來，並且能參加各項精進共修，成長自我，繼而將

自己所獲得的法益親自分享他人，如此才是自利利人的菩薩行。之後，一行

人參觀園區大殿、禪堂等各項建設。

26日上午，一行人前往農禪寺隨喜參加佛七共修；下午，轉往台北安和分

院、台中分院參訪。27日，南下參訪台南分院與高雄紫雲寺，整個行程於28

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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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
◆《人生》雜誌第257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81期出刊。

◆《金山有情》第11期出刊。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智慧掌中書系列《家庭不再有問題》、《恰到好處的欲望》（聖嚴

師父著），論叢系列《巴利語佛典精選》（水野弘元著、釋達和譯）。有聲影音品：經

典學院系列《佛說盂蘭盆經》CD（聖嚴師父主講）。

◆為援助發生於去年（2004年）12月南亞海嘯罹難者及災區民眾，即日起，法鼓山舉

辦「祈福表關懷．送愛到南亞」活動，籲請全球各地法鼓人念佛共修，為受難者祈

福，並在法鼓山全球資訊網設置祈福留言版，發起全體專職工作人員捐助一日所得等

活動。

◆即日起，台北安和分院每週六下午舉辦兒童讀經班；晚上舉辦基礎佛學導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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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舉辦假日

佛學講座。

◆即日起，桃園齋明寺每天中午舉辦《金剛經》持誦共修，為古蹟整建工程祈福。

◆即日起，台中分院每週五上午、週六晚上舉辦念佛共修。

◆即日起，台南分院每月第一週週六舉辦菩薩戒誦戒會。

◆即日起，台北中山精舍每週六晚上舉辦初級禪訓班。

◆即日起，台北中山精舍每週一至週六上午於台北永盛公園、新生公園及榮星花園舉辦

法鼓八式動禪共修。

◆即日起，台北中山精舍每週六上午舉辦繪本導讀課程。

◆即日起，基隆精舍每週六上午舉辦國中英文閱讀班；下午舉辦生活美語班、初級禪訓

班。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即日起至6月30日，高雄紫雲寺舉辦「觀音殿惜福市場」活

動，提供高雄地區悅眾共同參與生活環保理念，約有一萬八千人次參加。

◆即日起至2月28日，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於台北縣金山鄉「良亭生活藝術空間」舉辦

「九十三年度第二期陶藝與繪畫聯展」，展出學員們的作品成果，由社大陶藝老師許偉

斌、曹世妹，以及繪畫老師林滿紅指導。

◆為援助南亞海嘯救災活動，即日起至9日，財團法人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以下簡稱慈基會）先後派遣護法總會副總會長黃楚琪、慈基會副總幹事鄭文烈等5人

赴斯里蘭卡，實地瞭解災情需求，積極與台灣各界的救援團體及南亞七國當地的

NGO組織合作，共同研擬後續救援計畫。

◆護法總會繼去年（2004年）舉辦四場「悅眾鼓手成長營」後，本日於花蓮辦事處舉

辦第五場，課程中除了觀看聖嚴師父的開示影片，亦有來自宜蘭、台中、台北的講師

們為大家授課，僧團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並至現場關懷，約有三十多位悅眾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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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念佛會每週六晚上於農禪寺舉辦念佛共修。

◆即日起至8月，教師聯誼會每週六於台北中山精舍及新店共修處開辦兒童繪本班，由

退休老師為國小學童導讀繪本。

◆即日起，教師聯誼會每週三、週六於台北忠義育幼院與淡水共修處開辦兒童繪本班。

◆即日起，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每週二晚上、週六上午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每週六上午舉辦英文初級禪訓班；下午舉辦中文初級禪訓

班，二個月一期。

◆即日起，美國密西根州聯絡處每週六於蘭莘地區彌陀村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每季不定期於週六或週日舉辦初級禪訓班。

◆美國伊利諾州聯絡處舉辦《阿彌陀經》法會，法會中特別為南亞海嘯罹難者助念一百

零八遍，約三十人參加。

◆即日起，美國加州聯絡處每週六舉辦瑜伽共修。

◆即日起，美國奧勒岡州聯絡處每週六舉辦念佛共修。

◆即日起至22日，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每週六舉辦中文初級禪訓班。

◆為援助南亞海嘯救災活動，即日起至2月9日，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發起募款，協助紅

十字會所發起的救援行動。

◆即日起，加拿大多倫多聯絡處每月第一週週六舉辦禪坐共修、大法鼓生活禪座談、大

悲懺法會。

◆即日起，馬來西亞分會每月第一週週六舉辦中文初級禪訓班。

◆即日起，香港分會每週六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香港分會每月單週週六舉辦佛曲帶動唱活動。

01.02
◆即日起至6月，農禪寺每月第一週週日下午舉辦大悲懺法會。

◆台中分院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禪一，由僧團果雲法師指導，約有七

十人參加。

◆即日起，台南分院每月單週週日舉辦讀書會。

◆即日起，台南分院每月第一、三、四週週日舉辦合唱團練唱。

◆即日起，合唱團每週日晚上於農禪寺舉辦練唱共修。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花蓮辦事處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進行皈依弟子聯誼

會，共有35人參加。

◆即日起，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每週日舉辦觀音法會、佛法討論、禪坐共修及合唱團練

唱。

◆即日起，美國密西根州聯絡處每月單週週日於安娜堡地區Kuo Mei Chen's House舉

辦讀書會。

◆即日起，美國密西根州聯絡處每週日於諾斯維（Northvill）地區HanlinWang House

舉辦禪坐、法鼓八式動禪與讀書會。

◆即日起，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每週日舉辦禪坐共修；其中，第一週週日舉辦半日禪、

彈心茶座活動。

◆即日起，美國北卡州聯絡處每週日舉辦英文禪坐與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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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美國加州聯絡處每月第一週週日舉辦大悲懺法會。

◆即日起，美國喬治亞州聯絡處每週日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美國華盛頓州聯絡處每月第一週週日舉辦大悲懺法會。

◆即日起，美國賓州聯絡處每週日舉辦法鼓八式動禪、禪坐共修及讀書會。

◆即日起，美國佛州奧良多聯絡處每月單週週日舉辦禪坐、經行、法鼓八式動禪及佛法

研討等共修。

◆即日起，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每週日晚上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澳洲雪梨聯絡處每月擇一週六或週日，在佛教圖書館舉辦《禪的智慧》

（Zen Wisdom）英文讀書會。

◆即日起，新加坡分會每週三及週日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馬來西亞分會每月第一週週日舉辦英文初級禪訓班。

◆即日起，馬來西亞分會每週日上午舉辦法鼓八式動禪及中文共修。

◆即日起，香港分會每月第一週週日舉辦禪坐共修。

01.03
◆即日起，台北安和分院每週一上午及週四晚上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台中分院每週一晚上及週三上午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台北中山精舍每週一晚上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台北中山精舍每週一至週三清晨於台北市民運動中心舉辦法鼓八式動禪共

修。

◆即日起，台北中正精舍每週一中午開設「甘露門」，提供民眾佛法諮詢與心靈成長的

服務。

◆即日起，台北中正精舍每週一下午舉辦「資深悅眾方位生涯角色與輔導」課程，提昇

悅眾專業服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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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基隆精舍每週一下午舉辦生活日語課程。

◆即日起至7月11日，基隆精舍每週一晚上舉辦經典導讀課程。

◆即日起至3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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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記》佛學課程，由講師陳標主講。

◆即日起至3月14日，佛學推廣中心延續去年（2004年）11月開辦講解《觀世音菩薩普

門品講記》佛學課程，於每週一晚上在台北中正精舍進行，由悟常法師主講，約有二

十八人參加。

◆即日起至5月30日，佛學推廣中心延續2003年9月開辦講解印順長老的著作《成佛之

道》進階班佛學課程，於每週一晚上在台北內湖共修處進行，由宗譓法師主講，約有

二十二人參加。

◆即日起至31日，佛學推廣中心延續去年﹙2004年﹚9月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作《金

剛經講記》佛學課程，於每週一晚上在台北縣淡水共修處進行，由講師戴良義主講，

約有二十九人參加。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本日晚上舉辦大悲懺法會，為南亞海嘯災區民眾祈福，並呼籲信眾

及各宗教領袖共同祈禱、援助救災，由聖嚴師父主持，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即日起，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每週一晚上舉辦念佛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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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美國伊利諾州聯絡處每週一晚上舉辦瑜伽共修。

◆即日起，美國奧勒岡州聯絡處每週一晚上舉辦內觀禪坐共修。

◆即日起，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每週一晚上舉辦佛法指引活動。

◆即日起，香港分會每週一晚上舉辦合唱團練唱共修。

01.04
◆即日起，台北安和分院每週二下午舉辦成人讀經班、生機料理養生班；晚上舉辦鈔經

班、念佛共修。

◆即日起，桃園齋明寺每月第一週週二舉辦大悲懺法會。

◆即日起，台南分院每週二晚上舉辦法器共修。

◆即日起至6月，台南分院每週二及週五下午開設「甘露門」，提供民眾佛法、修行以及

人生問題的諮詢服務。

◆即日起，高雄紫雲寺每週二晚上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台北中正精舍每週二中午舉辦國畫班；晚上舉辦英文讀書會與禪坐共修。

◆即日起，基隆精舍每週二下午舉辦書法班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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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會每週二於台北中正精舍舉辦禪坐成長班。

◆即日起，美國伊利諾州聯絡處每週二晚上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每週二舉辦禪門探索及禪坐共修。

◆即日起，馬來西亞分會每週二晚上舉辦中文共修。

◆即日起，香港分會每週二舉辦法器練習。

01.05
◆即日起，農禪寺每週三舉辦初級禪訓班。

◆即日起，台北安和分院每週三舉辦佛畫班、兒童美術班、造福村拼布班。

◆即日起，台北安和分院每週三晚上與單月週四下午舉辦初級禪訓班。

◆即日起，台中分院每週三晚上舉辦合唱團練唱、兒童讀經班。

◆即日起，南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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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地藏經》共修。

◆即日起，台東信行寺每週三晚上舉辦念佛共修。

◆即日起，台北中山精舍每週三上午舉辦日語進階課程；晚上舉辦中華花藝課程。

◆即日起，台北中正精舍每週三上午舉辦生活英文班；晚上舉辦念佛共修、生機飲食

班。

◆即日起，台北中正精舍每週三、四中午舉辦「放輕鬆」活動，提供附近上班族一個中

午禮佛、打坐的場所。

◆即日起，基隆合唱團每週三晚上於基隆精舍舉辦練唱共修。

◆即日起，宜蘭繪本館每週三晚上舉辦「幼兒組繪本DIY」以及禪坐讀書會。

◆中華佛學研究所（以下簡稱中華佛研所）邀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暨東吳大學

客座教授陳國燦，於法鼓山園區以「龜茲石窟藝術之鑑賞」為題，進行一場專題演

講，約有三十多位師生參加。



◆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舉辦「小小導覽家」及「創意夢想家」活動結業典禮，由法鼓人

文社會學院校長曾濟群主持，金山國小校長連進福受邀出席，約有五十人觀禮。

◆即日起，法行會每週三晚上於台北北投鳳甲美術館舉辦法鼓隊擊鼓練習共修。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華國大飯店之邀，於本日下午至該飯店指導其員工法鼓八式動

禪，約有三十人參加。

◆即日起，香港分會每週三晚上舉辦讀書會與太極拳教學。

01.06
◆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於1月3日逝世，聖嚴師父在法鼓山僧團都監、副都

監等法師，以及護法總會總會長陳嘉男、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等人陪同下，本日上

午至台泥大樓士敏廳靈堂致意。

◆即日起，台北安和分院每週四上午舉辦插花班──池坊花藝課程，下午舉辦插花班─

─歐式花藝課程。

◆即日起，桃園齋明寺每週四晚上舉辦念佛共修。

◆桃園齋明寺舉行「平安祈福超度念佛法會」，為南亞海嘯罹難者及社會大眾祈福，由

監院果迦法師主持，約有九十人參加；齋明寺並於活動前發動街頭募款，募款所得連

同法會收入全數捐做南亞賑災之用。

◆即日起，台中分院每週四舉辦書法班、插花班課程。

◆即日起，台南分院每週四晚上舉辦念佛共修。

◆即日起至6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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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精舍每月第一週週四晚上舉辦法器共修。

◆即日起，義工團每週四於農禪寺舉辦才藝成長班。

◆法行會於台北力霸皇冠大飯店舉辦第五十七次例會，邀請僧團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以

「展現生命力，活在當下」為題演講，約有七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2月5日，佛學推廣中心延續去年（2004年）9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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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每週二晚上在桃園辦事處進行，由寂照

法師主講，約有二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27日，佛學推廣中心延續去年（2004年）11月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作

《心的經典──心經新釋》佛學課程，於每週四晚上在台北縣板橋共修處進行，由講師

戴良義主講，約有三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2月3日，佛學推廣中心延續去年（2004年）6月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作

《學佛群疑》佛學課程，於每週四晚上在台北石牌共修處進行，由講師田季訓主講。

◆即日起至2月3日，佛學推廣中心延續去年﹙2004年﹚12月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作

《佛遺教經講記》佛學課程，於每週四晚上在桃園縣中壢辦事處進行，由見正法師主

講，約有二十八人參加。

◆即日起，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每週四晚上舉辦太極拳教學。

◆即日起至9日，美國法青會於紐約象岡道場舉辦大專禪三，由東初禪寺果謙、果啟二

位法師指導，共有16人參加。

◆即日起，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每週四舉辦禪意書法班。

◆即日起，美國加州聯絡處每週四舉辦禪坐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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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美國華盛頓州聯絡處每週四舉辦合唱團練習共修。

◆即日起，美國紐約長島聯絡處每週四晚上舉辦法鼓八式動禪、禪坐、經行和讀書會。

01.07
◆即日起，農禪寺每週五下午及晚上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台中分院每週五下午舉辦紙黏土教學。

◆即日起至6月，南投德華寺每週五晚上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至6月，台南分院每週五上午舉辦讀經共修。

◆即日起至6月，台南分院不定期於週五晚上舉辦佛學講座。

◆即日起，高雄紫雲寺每週五舉辦念佛共修。

◆即日起，台北中正精舍每週五上午舉辦助念法器教學；中午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學；

晚上舉辦佛學入門課程。

◆即日起，台北中山精舍每週五下午舉辦兒童美語課程。

◆即日起，基隆精舍每週五晚上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至3月25日，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舉辦寒假活動，針對不同學習對象規畫「高

僧傳記」、「針線風情」、「刺繡拼布」、「小小話劇家」等課程。

◆繼去年﹙2004年﹚12月28日至今年1月2日，慈基會救災中心首度派員前往印尼棉蘭

協助南亞海嘯救援，即日起至14日，慈基會再度派遣副總幹事翁哲雄與總指揮鍾文盛

隨台北市衛生局醫療團前往印尼棉蘭亞齊進行救援工作，此行主要目的是與印尼棉蘭

菩提學校（Maha Bodhi School）合作，設置災民收容中心，提供救援物資；並於21

日由慈基會總幹事陳果開與副總幹事鍾文盛前往勘查及洽談設置安心服務站等事宜。

◆即日起至14日，禪坐會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初階禪七，由僧團果祺

法師指導，約有六十人參加。

◆即日起，義工團每月第一週週五舉辦月會。

◆即日起，教師聯誼會每週五晚上於台北內湖國中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至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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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五講》進階班佛學課程，由講師戴良義主講，約有三十六人參加。

◆即日起至6月24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五晚上於台北縣中永和共修處，開辦講解印順

長老的著作《成佛之道》初階班佛學課程，由善音法師主講，約有二十四人參加。

◆即日起，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每週五晚上舉辦中文讀書會。

◆即日起，美國密西根州聯絡處每週五與蘭莘佛學會合辦念佛讀書會。

◆即日起，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每月第一週週五舉辦菩薩戒誦戒會。

◆即日起，澳洲墨爾本聯絡處每月第一週週五晚上舉辦大悲懺法會。

◆即日起，馬來西亞分會每週五晚上舉辦英文共修。

◆即日起，香港分會每週五晚上舉辦念佛共修。

01.08
◆即日起，農禪寺不定期於隔週六或週日下午舉辦禪修指引課程。

◆即日起至3月12日，桃園齋明寺每週六舉辦素食烹飪研習班，由桃園縣廚師業職業公

會祕書李致遠指導，約有五十人參加。

◆即日起，台南分院每月雙週週六舉辦法青園地，提供青年佛子一個修學佛法的空間。



464

2005

◆即日起，高雄三民道場每月第二週週六晚上舉辦大悲懺法會暨菩薩戒誦戒會。

◆即日起，台北中正精舍每週六上午舉辦兒童手繪書創作課程。

◆即日起，宜蘭繪本館每週六晚上舉辦「國小組親子共讀繪本」活動。

◆即日起，念佛會每月雙週週六上午於台北福德社區、浩然敬老院舉辦念佛共修。

◆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禪一，由僧團果稱法師指導，共有42人參加。

◆即日起至6月，禪修推廣中心每月第一週週六或週日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

◆即日起，美國紐約羅徹斯特聯絡處每月第一週週六舉辦初級禪修活動。

◆即日起，美國華盛頓州聯絡處每月第二週週六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澳洲墨爾本聯絡處每週六舉辦法鼓八式動禪與英文禪坐共修。

◆即日起，香港分會每月第二、三、四週週六舉辦瑜伽共修。

01.09
◆中國大陸江蘇省南通市狼山廣教寺舉辦「月朗法師榮陞法主和尚暨俊才法師榮陞廣教

寺方丈陞座典禮」。由法鼓山僧團都監果品法師、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代表出席。

◆農禪寺舉辦「法鼓山全球平安祈福超渡大法會」，由聖嚴師父主持，約有三千人參

加，法鼓山分布於全球歐、美、亞、紐澳等洲二十個國家、一百多個分支道場亦同步

進行各項祈福法會活動。

◆即日起，台北安和分院每月第一週週日舉辦地藏法會。

◆南投德華寺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約有二十五人參加。

◆即日起，高雄紫雲寺每月第一週週日上午舉辦淨土懺法會；下午舉辦地藏法會。

◆護法總會於台中分院舉辦第六場「悅眾鼓手成長營」，約有一百位來自中部地區的悅

眾參加。

◆即日起至30日，法行會每週日於辦公室舉辦法器研習課程，由念佛會會長張清全指

導。

◆即日起，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每月第二週週日舉辦念佛法會。

◆即日起，美國北卡州聯絡處每月雙週週日舉辦中文禪坐與讀書會。

◆即日起，美國加州聯絡處每月第二週週日舉辦念佛共修、讀書會。

◆即日起，美國加州省會聯絡處每月雙週週日舉辦法鼓八式動禪、禪坐及讀書會。

◆即日起，美國德州達拉斯聯絡處每月第二週週日舉辦「小法鼓」共修，指導法鼓八式

動禪、禪坐共修等。

01.10
◆即日起，台北安和分院每月雙週週一上午舉辦基礎佛學導讀課程。

◆即日起一連二天，中華佛研所邀請中國大陸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師範學校教授

然布杰分別以「多羅那他的《他空心要論》」、「時輪金剛密咒之十相自在的含義」為

題，於法鼓山園區進行二場專題演講，由次成達杰堪布及中華佛研所老師廖本聖現場

口譯，約有三十多人參加。

01.11
◆農禪寺舉行僧團會議，除各單位工作報告，聖嚴師父並於會中表示，未來會議希望有

海外道場住眾的參與，以相互瞭解彼此間的情形、增加團體的向心力。



465

1

◆即日起，台北安和分院每月第一週或第二週週二晚上舉辦淨土懺法會。

◆即日起至1月22日，佛學推廣中心延續2004年10月開辦講解印順長老的著作《成佛之

道》進階班佛學課程，於每週二晚上在台北中山精舍進行，由清德法師主講，約有三

十三人參加。

01.12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北中正精舍舉辦鄰里慰訪活動，由義工進行送書、春聯、

賀卡等與大眾結緣。

01.13
◆聖嚴師父本日上午於農禪寺大殿為法鼓山全體專職人員精神講話，師父期勉大家要發

心認識法鼓山、體驗法鼓山、運用法鼓山，以及推廣法鼓山的理念和精神。

◆聖嚴師父接受《民生報》專訪，談「正確的財富觀：發財人生──智慧財」，講題包

括：一、人人想發財，什麼才是圓滿人生的發財觀？二、如何增進「智慧財」？三、

經濟大環境未有起色，許多人憂心台灣前途，如何才能重燃對於人生、對於台灣的希

望？

◆中華佛研所邀請甫取得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神學與宗教研究

所博士學位的校友越建東，以「早期佛教中一個重要道架構和各個相關禪修公式之研

究」為題，於法鼓山園區海會廳進行一場專題演講，約有三十人參加。

01.14
◆中華佛研所佛學資訊學程委員會邀請台南市興國管理學院電子商務學系主任黃國展，

以「從佛學資訊系統看相關技術發展」為題，於法鼓山園區進行一場專題演講，介紹

文獻資料如何做有效彙整以方便檢索，約三十多人參加。

◆法鼓山僧伽大學（以下簡稱僧大）本日晚上於法鼓山園區教育行政大樓，舉行養成班

畢業式及體驗班結業式，聖嚴師父並出席開示，勉勵大家以「清淨」、「精進」當做

修行生涯的準則。

◆即日起，美國華盛頓州聯絡處每月第二週週五舉辦生活談心活動。

◆即日起，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每月第二週週五及第四週週六舉辦大悲懺法會。

◆即日起，澳洲墨爾本聯絡處每月第二週週五晚上舉辦《阿彌陀經》共修。

01.15
◆為感謝北海岸各鄉鎮長期以來對於法鼓山的護持，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臨時寮舉

辦「關懷好厝邊，金山萬里情」歲末聯誼活動，約有三十多位金山、萬里、石門等地

區的行政機關、民意代表及宗教代表等人士蒞臨參加，聖嚴師父親臨接待並致感謝之

意。

◆即日起，農禪寺每月第三週週六下午舉辦地藏法會；晚上舉辦淨土懺法會。

◆即日起，台南分院每月第三週週六舉辦大悲懺法會。

◆即日起至6月，台南分院每月第三週週六晚上舉辦繪本導讀課程。

◆即日起，台北中山精舍於單月第三週週六晚上舉辦禪修指引課程。

◆即日起至22日，中華佛研所與僧大，於法鼓山園區教育行政大樓佛堂合辦止觀禪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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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僧團果徹法師擔任總護，約有五十位學員參加。

◆即日起至31日，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每週六、日協助台北縣金山鄉公所於金包里老街

舉辦「金包仔里老街亭仔腳藝術節」活動，由19位社大學員導覽服務。

◆即日起至22日，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每週六舉辦初級禪訓班。

◆即日起，美國密西根州聯絡處每月第三週週六於Sparrow Hospital舉辦基礎禪訓班。

◆即日起，美國華盛頓州聯絡處每月第三週週六舉辦讀書討論會。

◆即日起，美國佛蒙特州聯絡處每月第三週週六舉辦禪坐共修，並觀看聖嚴師父開示

DVD及進行讀書會討論等。

◆即日起，加拿大多倫多聯絡處單月第三週週六舉辦禪一。

◆澳洲雪梨聯絡處參與澳洲當地雪梨節舉辦的「佛教祈福大典」活動，於雪梨達令港分

送結緣書，及示範慢步經行、法鼓八式動禪等，並以托水缽的遊戲方式與大眾分享禪

的體驗。

◆香港分會召集人陳國華應香港新界長洲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之邀，本日以「禪修在

現代生活的應用」為題，進行一場專題演講，約有五十人參加。

01.16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法鼓山歲末景觀大維護」活動，除有原生物種的介

紹，並由僧團果祺法師指導出坡禪，約有二百多位義工參加。

◆農禪寺舉辦週日講經，由僧團果見法師主講「《六波羅蜜》之禪波羅蜜（一）概說」。

◆即日起，台中分院每月第三週週日晚上舉辦地藏法會。

◆高雄紫雲寺舉辦冬令歲末關懷活動，關懷高雄地區低收入戶的生活及身心狀況，監院

果舫法師並帶領大眾念佛迴向予南亞海嘯受災民眾。

◆台北大三重地區勸募會員於三重市培德活動中心舉辦「大三重區勸募會員歲末聯誼

會」，會中安排觀看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建設過程的紀錄影片，以及聖嚴師父的

開示影片，之後亦有多位悅眾進行心得分享。

◆護法總會舉辦「聖嚴師父巡迴關懷」系列活動，首場於本日在宜蘭高中音樂館舉行，

上午的皈依大典約有七百多位來自宜蘭、羅東、花蓮等地區的民眾參加，其中有四百

多人皈依。下午的巡迴關懷，則有四百多位勸募會員參加。

◆合唱團於法鼓山基金會辦公室舉辦今年度第一次悅眾會議，約有三十人參加。

◆法青會於台中東勢安心服務站舉辦歲末關懷活動，帶領小朋友做佛學機智問答，並介

紹法青資訊，鼓勵青年朋友加入法青會，共有15人參加。

◆即日起，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每月第三週週日舉辦大悲懺法會。

◆即日起，美國德州達拉斯聯絡處每月第三週週日舉辦共修活動，包括：早課、觀看聖

嚴師父開示與禪坐等。

◆即日起至7月，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每月第三週或第四週週日舉辦禪一。

◆即日起，馬來西亞分會每月第三週週日舉辦禪一。

01.17
◆義工團於本日及21日在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導覽組培訓課程，以凝聚義工向

心力及培訓義工導覽知識，約有四十多人參加。

◆即日起至31日，佛學推廣中心延續2003年起開辦講解印順長老的著作《成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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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課程，於每週一晚上在台北社子共修處進行，由法鼓山基金會副祕書長謝水庸主

講。

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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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禪修營小隊輔

培訓課程，由僧團常寬法師指導，共有25人參加。

01.19
◆即日起，南投德華寺每月第三週週三晚上舉辦大悲懺法會暨菩薩戒誦戒會。

01.20
◆即日起，基隆精舍每月第三週週四晚上舉辦菩薩戒誦戒會。

01.21
◆即日起，中華佛教文化館﹙以下簡稱文化館﹚每月農曆12日舉行藥師消災法會。

◆即日起，台北安和分院每月第三週週五上午及晚上分別舉辦一場大悲懺法會。　

◆繼去年﹙2004年﹚12月底，慈基會救災中心派員前往印尼棉蘭亞齊協助南亞海嘯災

區救援後，即日起至23日，第三次派遣總幹事陳果開、總指揮鍾文盛前往印尼，此行

主要目的是勘查法鼓山安心服務站場地及瞭解菩提學校發放災區民眾慰問金狀況。

◆即日起，美國紐約羅徹斯特聯絡處每月第三週週五晚上舉辦讀書會。

◆即日起，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每月第三、四週週五舉辦合唱團練習共修。

◆即日起，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每月第三週週五舉辦念佛共修。

◆即日起，澳洲墨爾本聯絡處每月第三週週五晚上舉辦拜懺共修，禮拜《禮佛大懺悔

文》。

◆美國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研究生邵雲東（Brenton Sullivan）由中

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陪同，本日上午至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拜訪聖嚴師父，並就

太虛大師倡議的「人生佛教」之相關議題，向師父請益。

01.22
◆即日起至6月，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每月第四週週六舉辦朝山大悲懺法會。

◆台南分院舉辦勸募會員聯誼晚會，會中安排聖嚴師父開示，及法青會、合唱團的表

演，會後僧團果選法師並為大眾點燈祈福，約有二百人參加。

◆即日起，高雄三民道場每週六晚上舉辦念佛共修。

◆台北中山精舍本日下午舉辦歲末感恩聯誼會，感恩義工菩薩的辛勞，會中除了安排觀

賞「法鼓山與人間淨土」影片，並進行元宵燈籠點燈儀式，僧團果印及果弘二位法師

到場關懷，勉勵大家互相提攜、共同成長，共有153人參加。

◆繼去年（2004年）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以下簡稱獎基會）舉辦五場

「WYPS台北論壇青年代表學習培訓計畫」後，第六場培訓課程本日於台北安和分院

舉辦，邀請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簡錫 ，帶領學員實地進行一場「開放空

間會議」，約有三十位青年代表參加。

◆護法總會本日下午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聖嚴師父巡迴關懷」系列活動，

關懷基隆、萬里、金山等北七轄區悅眾。會中師父開示勉勵大家提昇自我人品，並接



引更多人來投入護法、弘法的行列，約有三百多人參加。

◆護法總會本日上午至農禪寺舉辦第二場「聖嚴師父巡迴關懷」系列活動，關懷桃園、

苗栗等北五轄區悅眾。會中師父特別開示以實踐「自我提昇人品日課表」來提昇人品

的重要性，並期勉大家接引更多人學佛，共同推動法鼓山的理念，約有四百六十多人

參加。

◆義工團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生態導覽培訓課程，帶領導覽組義工約一百

人，認識園區中的自然生態植物。

◆即日起一連二天，美國加州聯絡處舉辦一系列共修活動，包括：佛學講座、念佛、中

級禪修、讀書會研習、法器練習等，紐約東初禪寺輔導師果謙法師特地前往指導。

01.23
◆即日起，台中分院每月第四週週日下午舉辦大悲懺法會暨菩薩戒誦戒會。

◆農禪寺舉辦「第四十八次社會菁英禪修營共修會」，內容包括：禪坐共修、聖嚴師父

開示、學員心得分享等，約有一百二十人參加。

◆台南分院舉辦精進禪一，由監院果選法師指導，約有三十人參加。

◆即日起，高雄三民道場每月第三週週日舉辦地藏法會。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和喜自在──祈福皈依大典暨會團迎新博覽

會」，共有915人在聖嚴師父座下皈依三寶。當天亦舉辦護法總會各會團博覽會，邀請

新皈依弟子加入。

◆即日起至28日，法青會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寒假大專禪修營」，

由僧團常寬法師指導，共有118位學員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上午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臨時寮大殿，為新皈依信眾舉辦禪

修指引與法鼓八式動禪等課程，約有一百人參加。

◆即日起，美國密西根州聯絡處每月第四週週日於Spartan Village Community

Center舉辦英文共修，約有二十人參加。

◆即日起，美國加州聯絡處於單月第四週週日舉辦半日禪。

◆美國紐約羅徹斯特聯絡處於布賴頓鎮公園（Brighton Town Park）舉行新春安心養

生聯誼會，約有六十人參加。

◆即日起，美國華盛頓州聯絡處每月第四週週日舉辦念佛共修。

◆廣達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林百里本日下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林百里向師父表示，

該基金會希望能與法鼓山共同致力於青年的教育工作。

01.24
◆即日起至28日，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市立龍門國中之邀，指導學生法鼓八式動禪，約

有二十七人參加。

◆即日起至26日，美國加州舊金山聯絡處舉辦〈大悲咒〉共修、念佛、法器練習、禪坐

與讀書會等，由東初禪寺果謙法師前往指導。

01.25
◆國內新聞廣播頻道「中廣新聞網」製作新春特別節目，本日至農禪寺專訪聖嚴師父。

師父從宗教的角度，探討南亞海嘯災難發生的意義，並開示佛教對災難的看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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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安身、安心之道。

01.26
◆即日起至2月2日，教師聯誼會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寒假教師心靈環保進階

體驗營，由僧團果徹法師擔任總護，共有96人參加。

01.27
◆聖嚴師父本日上午拜訪多位長老，包括至台北縣五股鄉妙雲禪寺訪今能長老、至台北

樹林市海明禪寺訪悟明長老，以及至台北華嚴蓮社訪成一長老。會晤中，師父向長老

們拜年，更感謝長老們早年的照顧、提攜之恩。

◆法鼓山基金會於農禪寺舉辦專職及專職義工歲末感恩聯誼餐敘，聖嚴師父出席開示，

感恩大家一年來的付出，並鼓勵大家遇事要用面對、接受、處理、放下的四它觀念，

理性解決。

◆即日起，新加坡分會每月最後一週週四舉辦心靈環保體驗會。

01.28
◆即日起，文化館每月農曆19日舉辦觀音消災法會，約有一百人參加。

◆即日起，台北安和分院每月第四週週五晚上舉辦菩薩戒誦戒會。

◆即日起至30日，禪修推廣中心於台北縣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出坡禪師資培訓課程，

共有32人參加。

◆即日起，澳洲墨爾本聯絡處每月第四週週五晚上舉辦念佛共修。

01.29
◆即日起至2月5日，法青會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寒假大專禪七，由僧

團果霽法師指導，共有116位學員參加。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禪一。

◆即日起，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於單週週六下午舉辦瑜伽共修。

◆即日起，美國紐約羅徹斯特聯絡處每月第四週週六舉辦禪修生活日。

◆即日起一連二天，美國奧勒岡州聯絡處舉辦青少年課程，包括太極拳、太極扇及太極

劍等共修。

◆即日起，香港分會每月最後一週週六舉辦廚藝分享。

01.30
◆即日起，台北安和分院每月第四週週日舉辦進階禪一。

◆台中分院舉辦義工接待教育訓練，約有一百人參加。

◆高雄紫雲寺本日上午舉辦高雄區勸募會員歲末聯誼餐會及義賣活動，監院果舫法師藉

此機會感恩大家對佛法的護持，並祝人人平安幸福。

◆即日起，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每月第五週週日舉辦誦《地藏經》。

◆即日起，美國奧勒岡州聯絡處每月雙週週日舉辦《金剛經》中文讀書會。

◆即日起，美國舊金山聯絡處每月第一、三、四週週日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香港分會每月最後一週週日上午舉辦大悲懺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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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分會應佛教溫暖人間慈善基金會之邀，於佛教大雄中學共同為南亞海嘯災難遺孤

募款，協助斯里蘭卡當地居民重建家園等，並由召集人陳國華及資深悅眾林錦洪帶領

12位信眾為當地民眾示範禪坐與法鼓八式動禪。

01.31
◆即日起一連二天，聖嚴師父應邀出席由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在愛爾蘭首都

都柏林舉行的「信仰暨發展領袖會議」（Leaders’Meeting on Faith and

Development），共有48位全球各大宗教暨精神領袖、政治領袖、慈善家參加。會

中，師父發表〈以慈悲和智慧處理衝突〉專文，向與會人士說明衝突的層次和本質，

強調解決衝突需要學習包容、調和彼此的差異。

◆佛學推廣中心本日晚上於台北縣淡水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作《地藏菩薩的

大願法門》佛學課程，由講師翁碧穗主講，共有33人參加。

02.01
◆《人生》雜誌第258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82期出刊。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人間淨土系列《找回自己》、《法鼓家風》（聖嚴師父著），大自

在系列《女性寧靜的變革：The Feminine Face of Buddhism》（吉兒．法瑞—霍爾

斯著）；有聲影音品：經典學院系列《普賢菩薩行願讚》CD（聖嚴師父主講）。

02.03
◆即日起，香港分會於雙月週四晚上舉辦禪訓班。

02.04
◆香港分會應可立中學之邀，本日於分會為該校教師舉辦禪一，約有六十位教師參加。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菊、主任祕書賀端蕃，職訓局局長郭芳煜、副局長孫碧

霞，勞資關係處處長黃秋桂、勞工安全衛生處處長林進基、勞工福利處處長藍福良等

多人，本日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2.05
◆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關懷區域聯絡人茶會」，由僧團果時、常慧二位法師主持，關

懷大台北區域各共修處禪坐共修情形，共有20位區域聯絡人參加。

◆即日起至12日，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每週六舉辦中級禪訓班。

◆即日起一連二天，美國奧勒岡州聯絡處舉辦新春年宵會。

◆即日起，澳洲雪梨聯絡處每月第一週週六舉辦禪坐共修。

FEBRUARY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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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
◆為感謝藝文界多位書畫家長期以來對法鼓山的協助與護持，聖嚴師父本日晚上特別邀

請台北換鵝書會黃篤生教授伉儷，以及名書畫家連勝彥伉儷、曾中正伉儷等，至農禪

寺餐敘。

◆桃園齋明寺舉辦歲末圍爐，聖嚴師父蒞臨關懷開示，約有五百人參加。

◆即日起，澳洲墨爾本聯絡處每週日舉辦法鼓八式動禪與中文禪坐共修。

02.07
◆美國華盛頓州聯絡處舉辦歲末祝福法會，約有七十人參加。

02.08
◆僧團本日中午於農禪寺舉辦除夕聯誼會，包括僧大學僧、僧團執事法師約二百人出

席，聖嚴師父亦蒞臨開示，勉勵全體僧眾運用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規畫具有特色的

弘化內容，對社會進行關懷；會後全體僧眾至文化館進行除夕晚課及禮祖。

◆香港分會舉辦新春除夕大悲懺法會，並觀看聖嚴師父新春祝福影片，約有六十人參

加。

◆捷克籍性空法師及其友人Libor Sulak，在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陪同下，至農禪寺

邀請聖嚴師父為其所譯註的捷克版《大乘起信論》一書寫序，希望藉此讓更多捷克人

接觸漢傳佛教。

02.09
◆即日起至2月12日，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法鑼喜鼓創新『雞』‧和喜自在

迎新春」活動，除了舉辦多場新春法會，亦安排有祈福許願、金山有約、法鼓文化書

展等多項活動。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於本日（大年初一）及11日舉辦「預約法鼓元年──新春

祝福會」活動，邀請2005位信眾向聖嚴師父拜年，並聆聽師父開示及領取福慧紅包。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臨時寮大殿、農禪寺、台北安和分院、桃園齋明寺、台中分

院、台南分院、高雄紫雲寺、台東信行寺，本日上午分別舉辦新春普佛法會。

◆即日起至2月12日，農禪寺舉辦多項新春活動，包括向聖嚴師父拜年、新春法會，以

及「新春園遊會」活動，內容有佛藝成果展、《心經》背誦競賽、環保燈籠DIY及迷

你讀書會等。

◆即日起至11日，文化館舉辦千佛懺法會，約有二百五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2月20日，台中分院舉辦春節佛像暨花藝展活動。

◆南投德華寺、台南分院、台東信行寺、高雄三民道場本日下午分別舉辦新春大悲懺法

會。

◆即日起至13日，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在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2005和喜自

在迎新春──歡喜有緣、自在學習」活動，內容有藝文作品展、兒童繪本展等。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舉辦「新春普佛暨大悲懺法會」，約有一百多位東西方信眾參加。

◆美國伊利諾州聯絡處舉辦「禮八十八佛洪名寶懺」法會，並於法會後舉行新春聚餐，

共有50人參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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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本日上午舉辦新春普佛法會，下午舉辦信眾聯誼會，內容包括：

合唱、少林拳術表演、有獎徵答等，約有二百多位信眾參加。

02.10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分別於本日下午、11日上午舉辦新春大悲懺法會。

◆香港分會舉辦誦《金剛經》法會，約有四十五人參加。

02.11
◆台北安和分院、桃園齋明寺、台中分院本日下午分別舉辦新春大悲懺法會。

◆即日起至13日，台南分院舉辦念佛禪三，由監院果選法師帶領，約有九十多人參加。

◆高雄紫雲寺舉辦新春慈悲三昧水懺法會。

◆即日起一連二天，法青會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與師有約、以法相會」活

動，聖嚴師父蒞臨開示，共有50人參加。

◆即日起至13日，美國賓州聯絡處於賓州州立大學（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舉辦一系列禪修活動，由悅眾王翠嬿指導，包括：11日介紹禪修及學佛

心得分享等，共有17人參加；12日的初級禪坐班；以及13日的一日禪。

◆現為十七世大寶法王的老師第七代堪布仁千仁波切及三位喇嘛，在顯密三乘普門佛學

中心會長牟姵融陪同下，本日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仁波切表示希望有機會學習漢

傳佛法。

02.12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本日上午舉辦新春觀音法會。

◆台中分院舉辦新春慈悲三昧水懺法會，約有六百人參加。

◆美國芝加哥光明寺信眾一行六十多人，至伊利諾州聯絡處參訪。

◆即日起，澳洲雪梨聯絡處每月第二週週六舉辦大悲懺法會。

◆聖嚴師父首位出家弟子暨玉佛寺住持果如法師，本日帶領信眾一行三十多人，至法鼓

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向師父拜年。

02.13
◆即日起至19日，農禪寺舉辦第十一屆菩薩戒會，共計二梯次，第一梯次正授典禮於

16日舉行，第二梯次正授典禮於19日舉行，由聖嚴師父、惠敏法師、果醒法師擔任尊

證師，約有五百七十位來自香港、新加坡、美、加等地區的信眾參加。

◆南投德華寺舉辦新春藥師法會，共有62人參加。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舉辦「中國新年慶典暨賑災義賣活動」，由常住法師帶領大眾誦

《心經》，仁俊長老亦受邀出席開示；當天義賣所得，全數捐做南亞海嘯賑災之用。

◆美國紐約州長島聯絡處參加 Hauppauge High School 跨宗教教學活動，舉辦專題講

座及佛教雕像展示，並為該校師生指導法鼓八式動禪，約有二百五十人參加。

◆旅居匈牙利的明證法師在台灣地區護法居士陳嘉豪的陪同下，本日上午至法鼓山世界

佛教教育園區拜訪聖嚴師父。

02.14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北縣三重蘆洲地區悅眾於文山農場舉辦「自然環保文山農



473

2

場一日禪」，約有四十五人參加。

◆即日起至5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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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佛學課程，由講師林立主講，約有十八人參加。

02.15
◆即日起至2月20日，法鼓文化參加於台北世貿中心舉辦的「第十三屆台北國際書展」，

主題為「和喜自在有幸福」，透過書展將聖嚴師父的著作介紹給海內外讀者，藉此接

引更多人學佛、護法。

◆即日起至31日，為紓解醫院血荒，台東信行寺於台東火車站舉辦今年第一場捐血活動

暨園遊會，約有六百多人參加，總共捐血五百一十二袋。

02.16
◆即日起至5月1日，慈基會第二次派遣救援人員前往斯里蘭卡，包括慈基會副總幹事鄭

文烈、義工彭憶及曾維莉等三人，瞭解災區重建的情況，提供設立安心服務站的第一

批物資救援。鄭副總幹事並於18日參加「原始佛法三摩地學會」（Theravada

Samadhi Education Association）在汗班托塔（Hambantota）興建房舍的動土典

禮，19日先返台；彭憶及曾維莉二位義工，則繼續留駐斯里蘭卡。

◆日本東京大學博士暨愛知院大學教授蓑輪顯量、東北大學研究學者曾根原理，以及東

京大學碩士僧侶青野貴芳及其友人倉島隆行，在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引介下，

至農禪寺學習菩薩戒傳授的儀軌。典禮結束後，聖嚴師父與貴賓們進行了約三十分鐘

的互動與交流。

02.17
◆即日起，法行會單週四於會所舉辦研讀聖嚴師父的著作《聖嚴說禪》讀書會。

◆即日起至4月28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四晚上於台北縣樹林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

父的著作《正信的佛教》佛學課程，由講師胡國富主講，約有三十二人參加。

02.18
◆為推動南亞賑災五年救助計畫，慈基會與斯里蘭卡「原始佛法三摩地學會」強帝瑪法

師（Ven. Dr. Bodagama Chandima），於該國南部汗班托塔興建房舍安頓災區民

眾。本日舉行動土典禮，該國總理及多位政要出席，慈基會副總幹事鄭文烈代表出

席，並瞭解災區的實際需求以及後續人心重建工作。

02.19
◆即日起，台北安和分院於雙月第三週週六下午舉辦禪修指引課程。

◆台北中山精舍舉行元宵猜燈謎及佛學問答活動，並安排資深悅眾介紹「心五四運動」

的精神及內涵，共有128位民眾參加。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臨時寮大殿本日晚上舉辦燃燈供佛祈願法會，由僧大三年級

女眾學僧執掌法器，祝禱一切眾生平安吉祥，遠離災禍苦難。

◆南亞海嘯發生後，慈基會與「原始佛法三摩地學會」簽訂五年救助計畫，初期成立的

安心服務站，設於強帝瑪法師所屬「法輪孤兒院」辦公室，由義工彭憶、曾維莉留

駐，以「安定人心」為首要目標，協助物資發放、照顧院童和關懷當地災區民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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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佛教》月刊創辦人之一的廣慈法師，本日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02.20
◆聖嚴師父於台中分院接受台中中廣電台主持人專訪，師父祝福大家「和喜自在」，並

勉勵大家要學習和自己和、和別人和，並視順境、逆境為成長的機會，且抱持感恩之

心。

◆農禪寺週日講經，由僧團果見法師主講《六波羅蜜》，講解《六波羅蜜》之禪波羅蜜

（二）、《般若經》中的禪波羅蜜與中亞禪法、漢傳大乘「禪佛教」的關係初探。

◆桃園齋明寺舉辦新春地藏法會。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宜蘭及羅東地區悅眾舉辦法鼓山自然體驗走春一日遊，共有

225人參加。

◆護法總會於台中分院舉辦「聖嚴師父巡迴關懷」系列活動。上午的皈依大典，共有來

自台中、南投、苗栗、彰化等地區約一千五百位民眾皈依；下午的關懷活動時間，約

有八百位中部地區的勸募會員、悅眾、法行會會員參加。

◆義工團於本日、26日至28日在農禪寺舉辦「接待組專業課程師資培訓」，約有一百七

十人參加。

◆法青會於農禪寺舉辦香積組、美編組成長課程；另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導

覽組課程，包括瞭解該組的工作內容、意義及認識法鼓山的歷史淵源及各項建設等，

約有五十人參加。

02.21
◆即日起至3月21日，聖嚴師父每週一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為僧團、僧大、中華

佛研所等法師、居士開講「華嚴學入門」課程，介紹華嚴五祖圭峰宗密《原人論》。

◆中華佛研所6位校友完成博士學位，包括純因法師、證融法師、宗玉媺、關則富、越

建東與莊國彬，近期分別自日本、德國、英國學成歸國，聖嚴師父為表祝賀之意，本

日上午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教職員宿舍齋堂設午宴祝賀。

◆即日起至3月15日，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九十四學年度春季班開始招生。

◆來自中國大陸四川省峨嵋山訪問團一行11人，為其即將籌辦的「普賢文化節」活動，

至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參訪，由僧團果品、果祺二位法師接待。

02.22
◆禪修推廣中心應邀於桃園市三民里活動中心，為退休教師指導法鼓八式動禪，共有15

人參加。

02.23
◆本日為元宵佳節，農禪寺於本日晚上舉辦「元宵燃燈供佛暨提燈踩街」活動，聖嚴師

父蒞臨開示，並帶領大眾點燃平安燈，約有八百多人參加。

◆台北安和分院、桃園齋明寺、高雄紫雲寺本日晚上分別舉辦元宵燃燈供佛法會；台北

中正精舍則舉辦提燈踩街賀平安活動，約有八十多人參加。

◆南投德華寺舉辦元宵燃燈供佛法會，共有55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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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4
◆台南分院舉辦元宵燃燈供佛法會，由法師帶領信眾誦念《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約有

一百六十人參加。

◆法緣會近五十位會員至農禪寺向聖嚴師父拜年，師父勉勵大家多精進用功，並護持法

鼓山活動。

02.26
◆獎基會於台北安和分院舉行第七場「WYPS台北論壇青年代表學習培訓計畫」，邀請

輔仁大學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雷敦龢神父及山河探險協會理事長徐海鵬演講，約有

三十位青年學員出席參加。

◆護法總會於高雄紫雲寺舉辦「聖嚴師父巡迴關懷」系列活動。上午的皈依大典，共有

來自高雄、屏東、潮州等地區約一千位民眾皈依；下午的關懷活動，師父則為148位

新勸募會員授證。

◆即日起至6月，法青會每月最後一週週六、日舉辦法青回饋日，由輔導師果妙法師帶

領學員至各分院、道場參與出坡工作。

◆即日起一連二天，美國伊利諾州聯絡處舉辦佛學問答、大悲懺法會、演講、念佛會及

禪一等活動，由紐約東初禪寺果謙、果啟二位法師指導，讓地區信眾透過共修活動感

受佛法及法鼓山的精神。

◆美國加州舊金山聯絡處舉辦大悲懺法會，由美國護法會總召集人林博文、資深禪眾毛

靖指導，共有15人參加。

◆香港分會舉辦新春聯誼會，會中除播放聖嚴師父新年祝福開示影片，並安排帶動唱遊

戲、悅眾心得分享等，約有一百二十人參加。

02.27
◆台北安和分院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約有二百人參加。

◆獎基會與台南成功大學合作設置「法鼓人文講座」，簽署儀式於本日上午在成功大學

成功廳舉行，由聖嚴師父與成大校長高強代表簽約，台南市市長許添財、成大教務長

施炎坤、獎基會執行長曾濟群等，以及上千位成大師生、民眾，一起見證這場簽署典

禮。

◆聖嚴師父本日於「成功大學法鼓人文講座」締約儀式後，和台北亞都麗緻飯店總裁嚴

長壽就「年輕的夢想與自我實現」一題，展開對談。這場對談會由成功大學主辦，為

該校「生涯規畫系列講座──大師對談」之中的一場。當天現場有來自高雄、台中、

嘉義的青年學子和成大師生、台南民眾約二千人參加。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第五屆社會菁英禪七」，共有25人參加。

◆護法總會於台南成功大學成功廳舉辦「聖嚴師父巡迴關懷」系列活動，關懷台南地區

悅眾。上午進行皈依典禮，共有834位民眾皈依三寶；下午則有來自台南、嘉義、佳

里、麻豆等地約六百位勸募會員共聚一堂，聆聽師父開示。

◆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禪一，由僧團果南法師指導，共有72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應佛教蓮花臨終關懷基金會之邀，本日上午於該基金會辦公室為其董

事、志工舉辦禪修指引課程，約有五十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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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美國加州聯絡處於雙月第四週週日舉辦禪一。

◆美國加州舊金山聯絡處舉辦禪一，由資深禪修講師毛靖指導，共有23人參加。

03.01
◆《人生》雜誌第259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83期出刊。

◆加拿大知名佛教雜誌《香巴拉太陽》（Shambhala Sun），於3月份發行的「修行專刊」

中，特別以超過10頁以上的篇幅，向北美讀者介紹聖嚴師父所傳承和推廣的禪修觀念

和方法。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智慧掌中書系列《別再鬱卒啦！》、《積極人生，元氣滿分》（聖

嚴師父著），琉璃文學系列《阿斗隨師遊天下2》（張光斗著）。有聲影音品：經典學院

系列《四弘誓願》CD（聖嚴師父主講）。

◆即日起至18日，慈基會第四度派員前往印尼棉蘭、亞齊海嘯災區，由印尼棉蘭安心服

務站站長李豪作、副站長鍾文盛領隊，提供捐款、物資給「印度尼西亞菩提心曼荼羅

基金會」（簡稱曼荼羅基金會）（Bodhicitta Mandala Indonesia），並於5日至9日前

往印尼受災最嚴重的亞齊省Olele地區，實際勘查當地災情。

◆即日起至5月，法青會每週二舉辦梵唄教學課程，由僧團果妙法師指導。

◆即日起至6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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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五講》佛學課程，由講師謝美霜主講。

◆即日起至12月27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二晚上於高雄紫雲寺，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

著作《學佛五講》精讀班，由講師林其賢主講。

03.02
◆即日起至6月及9月至11月，義工團每週三舉辦讀經班，指導老菩薩讀經。

◆即日起至6月29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三晚上於高雄三民道場開辦「佛學研讀初階班」

佛學課程，由講師郭惠芯主講，約有五十三人參加。

◆即日起至5月18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三晚上於農禪寺開辦「法華七喻」佛學課程，

由大常法師主講，約有七十九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應國立體育學院休閒產業經營系之邀，本日晚上於該校跆拳道館舉辦禪

修指引課程，並於9日至30日每週三晚上舉辦禪訓班。

◆禪修推廣中心應桃園天使發展中心之邀，本日上午為其教職員指導坐姿禪，約有二十

五人參加。

03.03
◆即日起，法青會每月第一週週四晚上舉辦讀書會，研討聖嚴師父的著作《找回自

己》，由僧團果賢法師指導。

◆即日起至5月26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四晚上於中壢辦事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

作《探索識界─—八識規矩頌講記》佛學課程，由講師黃國清主講，約有三十一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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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即日起至8月25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四晚上於台北板橋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

的著作《絕妙說法──法華經講要》課程，由講師戴良義主講，約有三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12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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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讀班課程，由講師林其賢主講，約有十七人參加。

03.04
◆聖嚴師父前往中視錄製「不一樣的聲音」節目，與談來賓及主題分別為：民進黨新潮

流總召集人段宜康委員／「學運的種子兵」、「離開權力的智慧」；中華希望之翼服

務協會執行長張平宜小姐／「悲歡樂生」、「打造四川痲瘋村小學」等。

◆禪修推廣中心應國立體育學院休閒產業經營系之邀，本日上午於該校跆拳道館舉辦禪

修指引課程，並於11日至4月1日每週五上午舉辦禪訓班。

03.05
◆護法總會於農禪寺舉辦「聖嚴師父巡迴關懷」系列活動，本日上午聖嚴師父關懷北四

轄區悅眾，開示推廣佛法應該要向陌生的大眾走去，同時還要身體力行；下午關懷北

三轄區悅眾，師父提及法鼓山落成典禮的重點，並強調勸募以勸心最重要。

◆即日起一連二天，禪坐會於台北縣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禪二，由僧團果增、果惟二

位法師指導，共有23人參加。

◆即日起至12月29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六下午於高雄紫雲寺，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

著作《學佛五講》精讀班，由講師林其賢主講，約有二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5月21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六於高雄岡山佛教堂，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

作《四聖諦》──佛教生死學佛學課程，由講師林其賢主講，約有二十一人參加。

◆即日起至6月18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六於台中分院，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作《探

索識界─—八識規矩頌講記》，由淨照法師主講，約有一百五十人參加。

◆佛學推廣中心於本日、13日及4月17日、24日在農禪寺舉辦今年第一梯次「心靈環保

讀書會帶領人種子培訓初階A班」課程，共有70位學員參加。

◆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舉辦「義工成長講座會」，由紐約東初禪寺果啟法師指導，約有

四十五人參加。

◆美國華盛頓州聯絡處於本日及12日舉辦禪訓班，約有二十七人參加。

◆澳洲雪梨聯絡處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學。

◆位於泰國曼谷的泰國分會舉行灑淨儀式，由僧團都監果品法師、副都監果東法師主

持，護法總會副總會長周文進、香港分會副會長陳天明亦到場祝福，另有台北駐泰代

表處泰華文教服務中心主任許振榮、副主任呂素真，以及來自美國、日本、香港團體

代表等逾百位僑界貴賓和信眾參加。

◆法鼓山法律顧問林玫卿本日偕同先生涂又明，至農禪寺向聖嚴師父拜年。師父頒贈榮

譽董事證書及「大願力大家庭」琉璃乙座給林律師，感謝她多年來協助法鼓山處理各

項法律事務。

03.06
◆農禪寺舉辦週日講經，由僧團果祺法師主講聖嚴師父的著作《心經》之一〈心經禪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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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桃園齋明寺為提倡太鼓精神，並讓青少年有機會親近正信佛法，於每週日舉

辦「小菩薩和喜太鼓」活動，由中華音體教育發展協會指導教練馬秀芬主持，約有一

百人參加。

◆即日起至7月17日，桃園齋明寺於單週週日舉辦親職教育講座，邀請桃園縣平鎮國中

老師潘寶英講「如何增進親子間的溝通技巧」。

◆台中分院舉辦禪一，約有一百人參加。

◆台南分院舉辦生命成長課程，邀請南台科技大學教授王環莉指導，帶領學員在遊戲中

體驗成長，共有23人參加。

◆台南分院舉辦勸募成長營，約有一百二十人參加。

◆僧大第五屆佛學院暨僧才養成班招生說明會於法鼓山園區教育行政大樓舉行，由僧大

副院長果鏡法師介紹僧大的辦學理念，並於會中觀看聖嚴師父預先錄製的開示影片，

共有男眾20位、女眾49位參加。

◆護法總會於農禪寺舉辦「聖嚴師父巡迴關懷」系列活動，上午聖嚴師父關懷北二轄區

悅眾，鼓勵大家多多發掘身邊感人的事物，與他人分享，也從中體會佛法的涵義；下

午關懷北一轄區悅眾，師父以「四弘誓願」期勉大家發願度眾生，而後煩惱斷。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台北縣新莊共修處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學佛行儀

暨聯誼，共有22人參加。

◆法青會於農禪寺舉辦香積組、美編組、普賢隊成長課程，約十五人參加。

◆即日起至12月25日，佛學推廣中心於單週週日在台北中正精舍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

著作《天台心鑰——教觀綱宗貫註》研讀班，由講師戴良義主講，約有四十一人參

加。

◆澳洲墨爾本聯絡處配合澳洲全國清潔日活動，約有三十位義工參與Westerford Park

的清潔整理工作。

◆香港分會於本日、4月10日及5月22日舉辦第一期中醫講座，邀請中醫師蔡漢錦主講

素食與健康，約有五十人參加。

03.07
◆即日起，泰國分會每週一晚上舉辦法鼓八式動禪、禪坐及觀看《人間悟語》DVD等共

修。

03.08
◆法行會於台北力霸大飯店舉辦第五十八次例會，邀請現年九十多歲的崔介忱主講「我

的養生保健之道」，以及資深媒體人陳月卿主講「化災難為祝福」，約有七十五人參

加。

◆即日起，泰國分會每週二上午舉辦〈大悲咒〉早課及觀看《人間悟語》DVD等共

修。

03.09
◆僧大「作務與弘化」實習課程安排系列心理學程，邀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臨床社工

組宋家慧講授「兒童心理學」，為佛學院三、四年級學僧授課，約有二十五人參加。

◆獎基會舉辦九十四年度首場「台灣大學法鼓人文講座」，邀請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478

2005



479

3

（University of Toronto）副校長信廣來，於台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講「朱熹論

虛、靜、私」，由該中心主任黃俊傑教授擔任主持人，台大歷史系教授甘懷真、吳展

良等學者也出席這場講座，約有三十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福林國小之邀，於本日及16日指導該校學生練習立姿動禪，約有

三十人參加。

03.10
◆慈基會為幫助清寒學子募集就學基金，本日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百年樹人獎助學

金慈善義演會」，邀請國內知名殘障舞團「鳥與水舞集」演出，約有一千五百人參

加。

◆即日起至13日，法鼓山基金會舉辦「第二十五屆社會菁英禪修營」，共有70人參加。

◆申請在中華佛研所進行研究的愛沙尼亞塔爾圖大學（University of Tartu）東方科學

中心研究員林西華（Mart Laanemets），由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及僧團果元法師陪

同，本日上午至法鼓山園區拜訪聖嚴師父。

03.11
◆僧大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臨時寮舉辦禪一，共有80人參加。

◆即日起至12月31日，佛學推廣中心於單週五晚上在台北中山精舍，開辦講解聖嚴師

父的著作《學佛五講》精讀班，由講師溫天河主講。

◆即日起至7月8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五晚上於高雄紫雲寺，開辦「佛學研讀初階

班」，由講師林其賢主講，約有四十二人參加。

03.12
◆即日起一連二天，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景觀維護日」活動，約有一百位義

工參與認識法鼓山的原生物種，及景觀維護實地操作。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台中分院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學佛行儀課程，共

有122人參加。

◆法青會舉辦山水禪一，活動為自台北捷運忠義站經行至淡水站，由僧團果妙法師指

導，共有21人參加。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舉辦大悲懺法會。

◆美國羅徹斯特聯絡處舉辦初級禪坐共修。

◆即日起一連二天，加拿大多倫多聯絡處邀請聖嚴師父的法嗣在家弟子吉伯．古帝亞茲

（Gilbert Gutierrez，法名：果聞）前往指導禪一、討論會等活動，約有二十多位東

西方信眾參加。

◆富邦集團總裁蔡萬才伉儷，偕同大公子蔡明忠與陳藹玲夫婦、二公子蔡明興等家人，

至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拜訪聖嚴師父，並參觀中華佛研所校史室、國際會議廳及

圖書資訊館等。

03.13
◆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夫人林淑如居士12日逝世，本日聖嚴師父帶領僧團果品法師、

果東法師、果霽法師、果器法師、果界法師等一行10人前往郭府誦念關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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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齋明寺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由僧團果元法師指導，約有八十人參加。

◆台南分院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共有52人參加。

◆高雄三民道場於本日、5月29日及9月11日舉辦佛一。

◆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禪一，由僧團果時法師指導，會後並安排讀書會，共有45人參

加。

◆法青會於本日、4月17日及5月22日舉辦菩薩戒誦戒會，由僧團常寬、果妙二位法師

主持，約有二十五人參加。

◆美國加州舊金山聯絡處於本日及6月12日舉辦讀書會，約有十人參加。

◆香港分會於本日及4月3日舉辦監香培訓課程，由召集人陳國華指導。

03.14
◆德國敏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unster）宗教研究所學生一行10人在Wilke教授帶

領下，本日至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參訪，由僧團果元、常聞二位法師接待。

03.15
◆中華佛研所佛學資訊學程本日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老師藍效農，在法鼓山園區教育行政大樓進行一場專題演講，

介紹「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GIS），約有十多

位師生及圖書館專業人士參加。

◆即日起至18日以及22日至23日，中華佛研所邀請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船山徹，於法鼓山園區教育行政大樓，以「中期印度佛教的認識論及蓮華戒論師對瑜

伽行者的直接知覺之詮釋」和「真諦三藏著作的特徵──中印文化交涉的一個例子」

為題，進行六場演講，由中華佛研所研究員見弘法師擔任中文翻譯，約有二十多位師

生參加。

03.17
◆本日（農曆2月8日）為佛陀出家紀念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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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二百位觀禮者的祝福下，共有13位僧大學僧完

成剃度、受戒儀式。

◆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簡易旅遊英話會話班」學員於本日、30日在社大服務中心舉辦

「春天組曲」成果表演，由社大老師黃秋榮指導，共有13人參加。

03.18
◆法鼓山園區教育行政大樓一樓攝影棚建設完工，本日舉行灑淨儀式，翌日舉行啟用典

禮暨功能展示會，聖嚴師父親臨現場為攝影棚主持揭幕啟用儀式。

◆經實地瞭解災區的需求後，慈基會於印尼棉蘭市區設立「法鼓山印尼棉蘭安心服務

站」，協助安置居民生活，給予民眾安心的力量。初期由李豪作、鍾文盛擔任站長，

之後由李徒接任。

◆即日起至20日，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於象岡道場舉辦念佛禪二，由果謙、果啟二位法師

指導，共有63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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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9
◆桃園齋明寺舉辦禪一，由僧團果澔法師指導，約有八十人參加。

◆台中分院於本日、4月23日及5月21日舉辦第六期「心靈環保讀書會種子研習課程」，

提昇讀書會帶領人技巧，約有六十位台中、彰化、員林、南投等地的讀書會成員參

加。

◆即日起至6月，宜蘭繪本館每月第三週週六舉辦「故事劇場」。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宜蘭縣羅東鎮地區悅眾於羅東信義社區活動中心二樓舉辦

「為自己健康加分」講座，約有五十人參加。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參訪南投埔里德華寺，共有中山

地區88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快樂學

佛人」活動──福慧成長營，共有40人參加。

◆美國伊利諾州聯絡處舉辦〈普門品〉持誦法會。

◆澳洲雪梨聯絡處舉辦精進禪一。

03.20
◆農禪寺舉辦「和喜自在──祈福皈依大典暨會團迎新博覽會」，共有1086人在聖嚴師

父主持下皈依三寶。

◆台北安和分院舉辦觀音法會，約有一百人參加。

◆高雄紫雲寺舉辦觀音法會。

◆美國紐約羅徹斯特聯絡處於布賴頓鎮公園（Brighton Town Park）舉行安心養生聯

誼會，邀請北京醫學院內科教授李多楨以「老年春季保健」為題演講，約有五十人參

加。

03.21
◆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副所長果肇法師、圖書資訊館館長杜正民等，應邀出席教育

部召開的「宗教法人認定協調會議」。

03.22
◆僧大教務處常諦法師應台北陽明大學佛學社團晨鐘社之邀，本日下午至該校以「生命

的執掌者」為題，進行一場專題演講，約有一百五十人參加。

03.23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花蓮縣地區悅眾舉辦第一次禮儀環保「佛化奠祭宣導系列活

動」，約有一百人參加。

◆僧大「作務與弘化」實習課程安排之心理學課程，本日邀請曾任台北市少年輔導委員

會社工員謝云洋講授「青少年心理學」，為佛學院三、四年級學僧授課，約有二十五

人參加。

◆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協助台北縣金美國小舉辦「金包里老街導覽」活動，行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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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包里老街、古厝、百年老店、傳統市集等，由法鼓山義工導覽員黃雪嬌、徐陳月

鳳、郭麗華三人帶領，約有九十位金美國小二年級學童參加。

03.24
◆聖嚴師父前往中視錄製「不一樣的聲音」節目，與談來賓及主題分別為：台中榮總精

神科醫師林本堂／「排解你的壓力」、「打造美麗境界」；洪建全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簡靜惠／「快樂讀書去」；原住民作家撒可努／「夢想實現的人」、「獵人學校與哲

學」。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士東國小之邀，本日下午為該校五、六年級資優班學生舉辦禪修

指引課程，共有30人參加。

03.25
◆即日起至4月2日，農禪寺舉辦清明報恩佛七，約有四百人參加。

◆即日起至31日，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術訪問團應獎基會之邀，由北京大學教育基金會副

祕書長暨副教授鄧婭、清華大學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夏廣志等，率領10位北大、

清大「法鼓人文講座暨獎學金」受獎博士研究生來台進行訪問，聖嚴師父親自會見訪

問團成員。

◆興農企業總裁楊天發偕同順德工業董事長特別助理陳朝廷與養生館（股）公司董事長

洪美珍，至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拜訪聖嚴師父。

03.26
◆即日起至4月23日，桃園齋明寺每週六上午舉辦初級禪訓班，約有四十人參加。

◆獎基會於台北安和分院舉辦第八場「WYPS台北論壇青年代表培訓計畫」活動，這是

此系列培訓課程最後一場，邀請暨南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李家同演講，法鼓山僧團

男眾部副都監果醒法師、青年代表李志強並於會中分享有關推動和平的思考和經驗，

共有39位青年學員參加。

◆法青會舉辦導覽組成長課程，由輔導師果妙法師帶領認識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共有20位同學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美國伊利諾州聯絡處舉辦禪二。

◆即日起至4月3日，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果謙、果啟二位法師展開「美國西岸系列關懷

行」，首站至華盛頓州聯絡處，舉辦佛學講座「從《心經》談如何安定人心」、半日

禪，及指導法鼓八式動禪、坐姿禪、經行等。

◆桃園中壢賴金盛醫師與張美美伉儷，偕同前教育部高教司司長陳卓民與蘇莎菲伉儷，

以及桃園縣政府督學黃金通先生，由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陪同，至法鼓山世界佛教

教育園區拜訪聖嚴師父。

◆《看見佛陀在人間──印順導師傳》作者潘 女士至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拜訪聖

嚴師父，針對將由天下文化出版印順長老百歲圖文書一事，向師父請益。

03.27
◆桃園齋明寺舉辦「永續地球──關懷環境」講座，邀請華視無毒家園教育中心主任講

師胡弘昌主講，約六十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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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桃園齋明寺不定期於每月第三週或第四週週日舉辦地藏法會。

◆台南分院本日上午舉辦「觀音法會暨佛化祝壽」，這是分院首度將觀音法會和佛化祝

壽結合舉辦，由監院果舟法師、高雄紫雲寺果樞法師帶領二百多位信眾一起誦念《觀

世音菩薩普門品》，為119位老菩薩祝福。

◆即日起至4月3日，高雄紫雲寺舉辦「都市報恩佛七」。

◆即日起至4月3日，僧大佛學院三、四年級及養成班學僧舉辦默照禪七，由僧團果元法

師指導，約有八十人參加。

◆法行會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菁英回娘家──心靈溫泉浴」活動，由聖嚴

師父親臨開示，並安排由禪修推廣中心指導法鼓八式動禪，約有一百五十人參加。

◆澳洲墨爾本聯絡處於本日、4月10日及11月27日參加紅十字捐血活動。

◆馬來西亞分會本日下午舉辦讀書會，由悅眾陳永明帶領大家研讀聖嚴師父的著作《法

鼓全集》，深入瞭解師父的思想。

03.28
◆作家華嚴女士及其女兒葉文可、媳婦李乙樺女士等，本日下午至文化館拜訪聖嚴師

父。

◆香港分會舉辦禪一，共34人參加。

◆台北新興國中輔導室更新社師生一行22人參訪中山精舍，由中山區悅眾為其介紹，

並指導法鼓八式動禪。

03.29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果謙、果啟二位法師日前展開「美國西岸系列關懷行」，本日起至

31日於奧勒岡州聯絡處舉辦多項活動，包括：臨終關懷、大悲懺法會、法器教學、禪

修指引等，共有18位信眾參加。

04.01
◆《人生》雜誌第260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84期出刊。

◆《金山有情》第12期出版。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人間淨土系列《分享法鼓山》（中文版，胡麗桂編著）。有聲影音

品：經典學院系列《華嚴經淨行品》CD（聖嚴師父主講）。

◆即日起至3日，法鼓文化受邀參加由台北市政府舉辦的婦幼健康嘉年華會，於台北信

義區紐約購物中心及世貿二館之間的行人徒步區展出各式優良讀物及產品，推廣正信

的佛教及法鼓山的理念。

◆即日起至6月17日，美國華盛頓州聯絡處開辦春季初階佛學課程，約有三十人參加。

04.02
◆農禪寺舉辦「第四十九次社會菁英禪修營共修會」，共有96人參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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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一連二天，台中分院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禪二，由監院果理

法師指導，共有80位學員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花蓮縣地區悅眾於本日及10日在花蓮共修處舉辦第一梯次

「心靈環保禪修體驗班」，約有四十五人參加。

◆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九十四年度第一期春季班，本日上午於台北縣金山鄉中山堂舉行

開學典禮，社大校長曾濟群、金山鄉鄉長游忠義、護法總會總會長陳嘉男等人皆出席

參加。典禮中安排社大課程的學習成果展，並有多項表演及義賣活動，約有五百人參

加。

◆雲林一家爆竹工廠發生爆炸事件，慈基會副總幹事翁哲雄於第一時間緊急動員聯絡嘉

義及彰化救災中心前往關懷。

◆法青會於台北士林共修處舉辦《父母恩重難報經》導讀課程，共有17位學員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為新皈依弟子指導法鼓八式動禪及禪坐，

約有五十人參加。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果謙、果啟二位法師「美國西岸系列關懷行」期間，本日起至3日

於加州舊金山地區舉辦各項活動，包括於《世界日報》大樓舉辦大悲懺法會、「火宅

清涼」佛學講座、精進禪一；並於舊金山聯絡處舉辦「佛一暨監香培訓活動」。

◆即日起至23日，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每週六舉辦英文初級禪訓班。

◆前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偕同千金，由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陪同，至法鼓山世界佛

教教育園區拜訪聖嚴師父。

04.03
◆聖嚴師父前往中視錄製「不一樣的聲音」節目，與談來賓及主題分別為：視障律師李

秉宏／「生命的眼睛」，台南成功大學工業衛生學科暨環境醫學研究所教授蘇慧貞／

「生活中實踐——《京都議定書》」，漢唐樂府藝術總監陳美娥／「人生的修行」，《選

擇生命被看見》作者張淑蘭／「選擇生命被看見」、「最後的別宿」等關懷老人議

題。

◆農禪寺舉辦週日講經，由僧團果祺法師主講聖嚴師父的著作《心經》之一〈心經禪

解〉。

◆台南分院舉辦清明報恩地藏法會，共有280位信眾參加。

◆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於本日、4日、9日及10日，協助台北縣金山鄉公所在金山金包

里街續辦「金包里老街亭仔腳藝術節」活動，由社大學員帶領導覽。

◆法青會於農禪寺舉辦香積組成長課程，由農禪寺義工主廚黃蕙蘭指導同學烹飪基本功

──切法。

04.04
◆因應2005年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即將到來，聖嚴師父接受法鼓山基金會公關文宣室

專訪談「法鼓山的未來」，師父表示法鼓山的未來將朝二個方向進行努力，一是大學

院教育，一是法鼓山的硬體建設；屆時內容將提供給來山訪客認識法鼓山。

◆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Ioannes Paulus PP.Ⅱ）於台北時間4月3日病逝於梵蒂岡

（The Holy See）。聖嚴師父得知消息後，立即為文弔唁，並於本日下午親自將弔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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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送往教廷駐華大使館轉交梵蒂岡教廷，表達悼念之意，由大使館安博思（Ambrose

Madtha）代辦全程接待。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監院果明法師及常悟法師，受邀前往紐約曼哈頓河邊教堂

（Riverside Church），出席一場「走出伊拉克陰霾，建立心靈家園」跨宗教活動，這

場活動由「世界婦女和平促進會」（The Global Women's Peace Initiative）主席、

亦是聖嚴師父宗教界友人瓊安‧坎貝爾牧師（Joan Brown Campbell）發起，包括天

主教、基督教、猶太教、回教及佛教人士皆出席參加。

◆即日起，新加坡分會每週一及週六舉辦法鼓八式動禪練習。

04.05
◆來台參加「台北縣美術家大展」的德國史坦堡（Starnberg City）副縣長Christa

Ackermann女士、7位德國籍藝術家，以及近二十位參與「台北縣美術家大展」的成

員們，由陶藝家連寶猜陪同，參訪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並拜訪聖嚴師父。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北縣金山萬里地區悅眾於金山鄉福祿靈骨塔舉辦禮儀環保

清明法會，共有義工30人參加。

04.06
◆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協助台北縣金美國小舉辦「金包里老街導覽」活動，由法鼓山義

工黃雪嬌、蔡秀琴、郭麗華帶領，約有一百二十位金美國小一年級學童參加。

◆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黃安捷偕同同仁黃冠志、林明蓉，本日中午至農禪寺拜

訪聖嚴師父，請益人生智慧。

04.07
◆即日起，宜蘭繪本館每週四舉辦閱讀種子志工培訓。

◆獎基會舉辦「台灣大學法鼓人文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

授張灝於本日在台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演講「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的轉型與展開」，

約有三十多位該校歷史系、地理系師生到場聆聽。

◆法行會於台北力霸皇冠大飯店舉辦第五十九次例會，邀請當代傳奇劇場創辦人吳興國

專題主講「禪修、靈感與創新」，並邀藥劑師陳豐慧主講「用藥安全及自然療法」，約

有一百人參加。

◆長榮航空公司總經理張國煒偕同副總經理邱克台、協理張麗莉，本日中午至農禪寺拜

訪聖嚴師父，請教佛法。

04.08
◆即日起至10日，農禪寺和日本富山縣高岡市「老子製作所」同步舉辦法華法會，祈求

將放置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的「法華鐘」製造順利。農禪寺以二天半的時間持

誦《法華經》，並透過網路將法華鐘製造最重要的灌銅現場錄影，傳回台灣法會現

場，經由大銀幕播放。聖嚴師父亦蒞會開示，約有四千多人次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台中東海大學宗教研究所師生一行12人在所長趙星光的帶領下，參

訪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並與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副所長果肇法師、僧大副

院長果鏡法師等人座談，亦參加園區的早課和禪修，體驗漢傳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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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9
◆即日起至4月30日，台中分院每週六舉辦《探索識界——八識規矩頌講記》佛學講

座，由淨照法師主講，約有二百人參加。

◆南投埔里靈巖山寺本日發生鷹架倒塌意外，南投德華寺獲知後，即由果恆法師帶領5

位義工前往關懷。

◆即日起至5月4日，僧大15位首屆僧才養成班畢業生前往中國大陸揚州高旻寺參加三

壇大戒，臨行前，學僧參加僧大於3月22、25日舉辦的求受大戒座談會。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舉辦大悲懺法會。

◆即日起至30日，香港分會每週六舉辦「義工工作坊」活動，課程內容包括溝通、關懷

技巧、團隊精神訓練、推廣等。

◆即日起，香港分會每週六舉辦鈔經班。

04.10
◆桃園齋明寺邀請高雄中山醫學大學健康管理學院營養學系副教授劉德中，以「如何做

一個健康的素食者」為題演講，共有60人參加。

◆南投德華寺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約有二十五人參加。

04.11
◆聖嚴師父本日上午於農禪寺大殿為法鼓山全體專職人員精神講話，師父勉勵大家要以

觀世音菩薩的精神，學習做千手千眼觀世音。

◆即日起至8月8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於台北市中正精舍，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作

《念佛生淨土》佛學課程，由悟常法師主講，約有二十八人參加。

◆即日起至8月29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於台北縣新莊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

著作《48個願望──無量壽經講記》佛學課程，由善音法師主講，約有二十八人參

加。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百齡國中之邀，為該校學生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37人參加。

04.12
◆中華佛研所佛學資訊學程邀請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網路組兼資訊組組長周

海文於網資室大會議室，以「CBETA工作流程經驗分享」為題，向大家分享製作電

子佛典的心得，約有三十多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為參訪信眾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

有36人參加。

◆即日起至6月28日，新加坡分會每週二舉辦瑜伽共修班。

04.13
◆即日起一連二天，中華佛研所舉辦校外教學，參訪花蓮縣力行禪寺、慈濟志業單位及

和南寺，共有師生72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本日下午為前來參訪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的癌症病患及其家屬舉辦

禪修指引課程，約有一百人參加。

◆聯電集團董事長曹興誠至台北安和分院拜訪聖嚴師父，向師父請益佛法的問題。



04.15
◆即日起至6月24日，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內湖國中之邀，每週五下午為該校學生舉辦

禪修課程，共有42人參加。

◆即日起至17日，美國護法會總召集人林博文、資深禪修講師毛靖至密西根州聯絡處進

行弘法關懷，參與指導該聯絡處定期舉辦的共修，如讀經會、禪坐、讀書會等，與當

地信眾分享法益。

◆美國紐約州長島聯絡處參加金司帕克（Kings Park）高級中學跨宗教教學活動，舉辦

專題座談會及佛像、書籍展示，並為學生和工作人員指導法鼓八式動禪等，約有二百

五十人參加。

04.16
◆即日起至5月22日，慈基會陸續在北部地區、台南分院、台中東勢安心服務站、宜蘭

地區舉行「第六期百年樹人獎助學金頒獎典禮」，並結合皈依、出坡禪等各項活動，

期勉貧困學子在各方面努力成長。

◆即日起至23日，禪坐會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中階止觀禪七，由僧團

果理法師指導，共有113人參加。

◆法青會舉辦山水一日禪，先後至苗栗縣獅頭山、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進行禪修練

習，由僧團果祺、果妙二位法師指導，共有32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果謙、常悟二位法師至德州達拉斯聯絡處進行弘

法關懷，包括於本日上午在德州布蘭諾中心（Plano Centre）舉辦「心有千千結」中

英文演講，於17日下午教導大家念佛儀軌、繞佛、拜懺等。

04.17
◆農禪寺舉辦週日講經，由僧團果祥法師主講聖嚴師父的著作《八大人覺經講記》。

◆台南分院舉辦勸募成長營，約有一百二十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基隆精舍於台北縣瑞芳國小舉辦園遊會，內容包括：有機植

栽、惜福市場、書畫禪藝等，約有三百五十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北縣新莊泰山地區悅眾於陽明山國家公園舉辦自然環保體

驗活動，約有三十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宜蘭縣羅東鎮地區悅眾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法鼓

山心靈環保一日遊，約有三十五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為新皈依弟子及新勸募會員舉辦法鼓八式

動禪教學課程，共有43人參加。

04.18
◆即日起至7月4日，新加坡分會每週一晚上開辦鈔經班，由資深書法家鄭文章指導。

04.19
◆禪修推廣中心應彰化市中華生物能醫學氣功研究推廣中心之邀，本日晚上為該中心學

員舉辦法鼓八式動禪及禪坐教學，共有30人參加。

◆禪修推廣中心應台北全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邀，在該公司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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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5人參加。

04.20
◆天主教教廷梵蒂岡（The Holy See）於4月19日選出新任教宗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聖嚴師父本日上午傳真祝賀文，表達對新教宗的祝福及對天主教的

祝賀之意。

◆中華佛研所舉行研究生佛學論文發表會，共發表〈五蘊「七處善巧」之管窺——兼含

《蘊相應‧七處》之譯注〉、〈《清淨道論》「六種性行」瞋行人之研究——以《清淨道

論》、《阿含經》相關經論為範圍〉、〈漫談佛典中大小便的世俗生活〉、〈從初期佛

教中探討「阿羅漢」〉、〈佛典漢梵雙語知識本體建構初探〉、〈《海八德經》譯者

考〉、〈淺談金錢諸戒之落實——以巴利律為中心〉等共七篇論文。

◆為支援南亞海嘯救災活動，慈基會積極召募義工、展開各項救濟工作，分別於本日及

21日在農禪寺舉辦第一梯次赴海外救援人員培訓班，共有11人參加。

◆即日起至5月30日，慈基會針對「百年樹人獎助學金」專案受助學生舉辦徵文比賽，

經教師聯誼會、法緣會、慈基會等單位評審後，結果將於7月6日揭曉，7月31日舉行

頒獎典禮。

04.21
◆中華佛研所邀請美國天主教大學（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n）周文廣

教授（Charles B. Jones）於本日上午在法鼓山園區教育行政大樓海會廳，以「袁宏

道的《西方合論》與晚明淨土思想發展」為題，進行一場為時三小時的專題演講，共

有25位師生參加。

04.22
◆即日起至24日，聖嚴師父應邀出席由中國大陸國家宗教事務局、中國佛教協會與海南

島三亞市政府於三亞市舉辦的「南海觀音開光典禮」及「海峽兩岸暨港澳佛教圓桌會

議」，由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聖輝法師、國家宗教事務局副局長齊曉飛等人接待。

◆即日起至24日，合唱團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第二次悅眾暨全省合唱團研習

成長營，邀請賴信川博士專題演講「梵唄的理解與欣賞」，並參與大悲懺法會、法鼓

山環山導覽等，約有二百二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6月3日，新加坡分會於每月單週週五舉辦大悲懺法會。

04.23
◆即日起一連二天，桃園齋明寺舉辦春季超薦法會，約有二千五百人參加。

◆台南分院舉辦生命成長課程，邀請南台科技大學老師王環莉以「親子衝突的省思」為

題進行指導，約有三十位學員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即日起一連二天，台北縣土城教育訓練中心配合台北縣政府

「土城桐花節」舉辦了一系列活動，包括：惜福市場、健康飲食、禪修指引、闖關遊

戲等；其中於戶外南天母廣場進行的部分，則以托水缽、法鼓八式動禪、坐姿禪等禪

修活動為主，約有三百人參加。這次義賣所得，全數捐為法鼓山建設基金。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屏東辦事處舉辦心靈環保講座，邀請東港海事職校校長邱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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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以「生命之翼」為題進行演講，約有七十人參加。

◆禪坐會舉辦戶外禪活動，由僧團果時法師指導，共有76人參加。

◆義工團分別於本日及5月29日在農禪寺舉辦「接待組專業課程種子培訓」，以培訓種

子組員，讓親近法鼓山的民眾，經由接待組義工的行儀，感受到禮儀環保、心靈環保

的理念，共有200人參加。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朝

山大悲懺，共有45人參加。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台北士林共修處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新皈依弟子

聯誼會，共有34人參加。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台中分院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由僧團果雲法師帶領

禪修指引，共有134人參加。

◆美國加州舊金山聯絡處首次舉辦大悲懺法會，由悅眾施志龍主持。

04.24
◆高雄紫雲寺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約有一百二十人參加。

◆台東信行寺舉辦悅眾鼓手培訓課程，藉此召募義工、凝聚共識，共有75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北縣新莊泰山地區悅眾於泰山辭修公園舉辦自然生態體驗

親子活動，共有67人參加。

◆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禪一，共有59人參加。

◆助念團於農禪寺舉辦助念團聯誼會，由僧團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助念團團長鄭文烈

指導，約有一百二十人參加。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舉辦地藏法會。

04.25
◆僧大發行今年第一期《僧芽》刊物，本期以「無常觀」為主題，內容刊出〈給煩惱魔

的一封信〉、〈不落兩端〉等修行生活札記，及學僧出家的因緣等文章。

◆即日起至29日，獎基會舉辦「2005聖嚴法師大陸學術之旅」，以推動人文教育、促進

學術交流的理念。本日師父至中國大陸北京大學專題演講「中國佛學的特色」，約有

三百位師生參加。

◆中國大陸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教授李河、張志強參訪中華佛研所。

04.26
◆僧大舉辦「金山老街人文之旅」校外教學活動，希望藉由實地參訪之行，帶領學僧瞭

解金山的歷史、文化與生態，約有八十人參加。

◆獎基會舉辦「2005聖嚴法師大陸學術之旅」期間，聖嚴師父於本日至中國大陸北京

清華大學，以「佛教傳入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為題演講，此為清大首次邀請佛教宗教

師發表演說，約有四百多位師生參與。

04.27
◆即日起至29日，僧大舉辦校外教學活動，帶領學僧至歷史博物館參觀「荒漠傳奇．

璀璨再現──敦煌藝術大展」，約有八十人參加。

4



◆禪修推廣中心應基隆地方法院之邀，於本日下午為司法人員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學課

程，共有40人參加。

04.28
◆獎基會日前展開「2005聖嚴法師大陸學術之旅」，本日於中國大陸南京大學舉行「南

京大學法鼓人文講座暨獎學金」簽署儀式，並於本日及29日展開「心靈環保與人文關

懷」研討會，主題為「東亞思想傳統中的身心關係、修養工夫與生活實踐」，聖嚴師

父於會中並以「禪學與禪文化的人間性」為題演講，約有二百人參加。

04.29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北縣金山萬里地區悅眾於金山中南海灘舉辦「2005年台

灣海洋年全國淨灘」活動，約有義工一百人參加。

◆中華佛研所佛學資訊學程於法鼓山園區教育行政大樓舉辦演講，邀請台灣大學資訊工

程系教授歐陽彥正以「佛學與系統科學及系統生物學（Buddhism, System Science,

and Systems Biology）」為題演講，由圖書資訊館館長杜正民主持，共有17位師生

參加。

◆獎基會舉辦的「2005聖嚴法師大陸學術之旅」最後一站，聖嚴師父於本日至中國大

陸廣州中山大學，以「禪學與心靈環保」為題演講，約有二百五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5月1日，護法總會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正副會團長、救災總指

揮、召集委員成長營」，聖嚴師父二度出席開示，以「老幹新枝」說明延續護持佛法

和服務工作的重要，勉勵大家加強「選才、養才、留才的百年之計」，共有會團正副

會長、各區召委、救難總指揮128人參加。

◆即日起至5月4日，僧團果元、果霽、果祺三位法師至馬來西亞分會弘法關懷，主持禪

五，約有七十多位禪眾參加；並指導中英文禪修講座、為二十多位學員主持皈依儀

式。

04.30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於本日及5月1日舉辦「景觀維護種子領隊進階研習營」，內

容以心靈環保為導向，強調禪修對帶領成員及景觀維護工作的幫助，參與者除了40位

景觀維護種子隊員之外，還有90位來自台灣各地的義工參加。

◆農禪寺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

◆高雄紫雲寺舉辦禪一，共有47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即日起一連二天，台北縣土城板橋樹林地區悅眾配合土城市

公所於台北縣土城近郊舉辦的桐花節活動，設置健康飲食區、介紹禪修等，約有六十

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果謙、果啟二位法師至羅徹斯特聯絡處弘法關

懷，首日上午舉辦大悲懺法會，下午由果啟法師以「心靈環保和安定人心」為題進行

演講，約有七十多位東西方人士參加。翌日舉辦「生活佛法講習班」，主題為「《心

經》，禪和生活」，共有60位信眾到場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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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
◆《人生》雜誌第261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85期出刊。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智慧掌中書系列《悠遊職場的智慧》、《新世代的孝順之道》（聖

嚴師父著）。有聲影音品：經典學院系列《慈雲懺主淨土文 》CD（聖嚴師父主講）。

◆農禪寺舉辦週日講經，由僧團果祥法師主講聖嚴師父的著作《八大人覺經講記》。

◆台中分院舉辦戶外禪，由僧團果雲法師指導，約有一百五十五人參加。

◆台南分院舉辦勸募成長營，介紹法鼓山的理念與願景、生活佛法的分享及法脈法源

等，共有60位新勸募會員參加。

◆即日起，法鼓山北美護法會每月發行「北美法鼓電子月報」，提供北美信眾法鼓山海

內外訊息，內容包括：活動報導、各州簡訊及聖嚴師父開示等。

◆慈基會獲悉日月光桃園中壢廠房大火事件後，由中壢救災總指揮吳政樺前往現場瞭

解，並至署立桃園醫院及林口長庚醫院關懷傷者。

◆泰國分會於乃勒公園飯店（Nai Lert Park Hotel）舉辦禪修活動，由僧團果品法師指

導，共有60人參加。

05.02     
◆瀚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黃福昌偕同女兒黃美雲、女婿羅華山，本日上午至文化館拜

訪聖嚴師父。

05.03
◆台南分院為今年2月底在成功大學皈依三寶的弟子，舉辦二梯次的「皈依弟子快樂學

佛營」，課程內容包括：修持與生活、學佛行儀、禪修簡介與基礎佛法等；第一梯次

於本日起展開連續四週的課程，約有五十多位學員參加；第二梯次於5月22日舉辦，

共有137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即日起至14日，花蓮縣地區悅眾舉辦第二次禮儀環保「佛化

奠祭宣導系列活動」，約有一百五十人參加。

◆獎基會舉辦「台灣大學法鼓人文講座」，本日邀請美國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

東亞研究所主任孫康宜，於台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演講「傳統女性道德力量的反

思」，由中文系教授張寶三主持，約有四十多位師生到場聆聽。

◆去年（2004年）南亞海嘯之後，今年3月29日印尼再度遭受強震襲擊，慈基會印尼棉

蘭安心服務站偕同印尼曼荼羅基金會深入災區勘察救災工作，本日下午僧團關懷院監

院果東法師為6位將前往賑災的工作成員主持授旗儀式，並於5月4日和6日分批派員

前往印尼尼亞斯島。

◆即日起至7月19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二於台北中山精舍開辦講解印順長老的著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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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佛之道》進階班佛學課程，由清德法師主講，約有三十七人參加。

05.04
◆前中華民國駐梵蒂岡大使戴瑞明偕同夫人戴呂瀟男、外甥女張魯生及外甥女婿王鳳影

等人，本日下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僧大佛學院二年級「作務與弘化」課程於本日及11日，邀請台北圓山大飯店國際禮儀

指導老師李彩蓮以「禮儀環保──國際禮儀」為題，進行一場演講，介紹國際禮儀的

目的、演進等，以及用餐、接待、應對等禮儀。

◆即日起，法行會每週三於台北松山共修處舉辦法器研習課程。

05.05
◆即日起至9日，聖嚴師父應泰國最高學府朱拉隆功佛教大學（Mahachulalongkorn-

rajavidyalaya University）之邀，至泰國曼谷展開弘化之行。

◆即日起至6月30日，南投德華寺每週四開辦初級禪訓班。

◆即日起至6月23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四於台北縣樹林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

作《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記》佛學課程，由悟常法師主講，約有三十七人參加。

05.06
◆聖嚴師父於泰國最高學府朱拉隆功佛教大學（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畢業典禮系列活動中，以「從印度到中國的佛教」為題演講，約有近二

千位僧眾參加。

◆即日起至8日及13至15日，僧團傳燈院於台北縣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二期「出坡禪

師資培訓」，內容以教授出坡禪的心法、培養口語表達力為主，共分成「全身放鬆」、

「心靈分享」、「清楚放鬆」、「感恩迴向」四個階段，由監院果醒法師指導，共有102

人通過考核並獲頒結訓證書。

◆法行會於台北力霸大飯店舉辦第六十次例會，邀請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演講「法鼓

山的願景與使命」，前行政院院長蕭萬長演講「兩岸經貿展望──博鰲亞洲論壇」，共

有113人參加。

◆即日起至8日，新加坡分會於光明山普覺禪寺舉辦禪三，僧團果元、果祺、果霽三位

法師親臨指導，共有67位女眾、30位男眾參加；果元法師並於9日及10日舉辦中英文

禪修講座。會後，三位法師接受《星洲日報》等八家平面媒體、雜誌專訪。

05.07
◆高雄三民道場舉辦健康講座，邀請台中榮總直腸外科主任王光輝主講，教導大眾素食

與健康觀念，約有二百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北文山地區悅眾於台北縣石碇鄉華梵大學舉辦「華梵尋螢

自然環保一日遊」，約有六十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北縣土城、板橋、樹林地區悅眾參與台北縣立廣福國小二

十週年校慶暨運動會，共有義工18人參加。

◆即日起，美國加州舊金山聯絡處每月第一週週六舉辦大悲懺法會。

◆泰國分會舉行開幕剪綵儀式，由聖嚴師父、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夫人彭水

英、副代表吳建國、台灣商會總會長黃勝涌等人共同主持，觀禮者包括台灣商總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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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長林炯烈、僑務委員陳水龍及來自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135位護法信

眾。

05.08
◆聖嚴師父前往泰國曼谷近郊的佛教城，接受泰國佛教最高領袖副僧王Buddhacharya

親自頒授朱拉隆功佛教大學（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榮譽博

士學位，顯示師父在佛教教育和弘揚佛法上的貢獻受到肯定。

◆同獲泰國朱拉隆功佛教大學（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榮譽

博士學位的緬甸籍Ashin Nanissara法師，至乃勒公園飯店（Nai Lert Park Hotel）

拜訪聖嚴師父。

◆為慶祝佛誕節（農曆4月8日），農禪寺及台南分院本日舉辦浴佛法會，另有親子、創

意浴佛等感恩活動。

◆桃園齋明寺舉辦母親節活動，由監院果迦法師引領一百多位信眾手持感恩燈，在佛前

感恩母親平日的付出；活動並安排「和喜太鼓隊」小朋友表演「春之舞」，及五道親

子闖關遊戲。

◆南投德華寺舉辦禪一，約有二十五人參加。

05.09
◆即日起至19日，僧團果燦、果界、果會三位法師至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進行弘法關

懷，內容包括：主持大悲懺祈福法會、浴佛暨道場啟建祈福法會，指導禪一、法器及

禪坐監香、學佛行儀等活動。

05.11
◆僧團傳燈院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為地區護持會員指導法鼓八式動禪及禪坐，共

有45人參加。

◆僧團傳燈院於農禪寺為慈基會派赴國外救援人員培訓班之義工指導法鼓八式動禪，共

有17人參加。

◆中華佛研所邀請任職於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展覽科科長張文玲，於法鼓山園區教育行

政大樓介紹「古代中亞佛教藝術」，約有九十位師生參加。

◆即日起至13日，慈基會於農禪寺舉辦第二梯次教育訓練，讓學員對法鼓山理念及赴海

外救援人員之職責有初步瞭解，共有17人參加。

05.12
◆即日起至16日，由全球和平婦女促進會（The Global Peace Initiative of Women）

主辦的「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青年領袖高峰會」（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Youth Leadership Summit），於巴西貝洛奧里藏特（Belo Horizonte）召開，僧團

三學院監院果幸法師及2位「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青年游秋雲、李佳達代

表法鼓山應邀出席，約有一百多位來自世界各國的青年代表參加。

05.13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本日晚上舉辦「西方悅眾聯誼晚會」，由聖嚴師父主持，師父並於

開示中，期勉大家能堅定西方法鼓人弘揚佛法、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共有90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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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法國天主教神父蒂埃里──馬利高洛（Thierry-Marie Courau）神父在剛果共和國籍

的鮑霖神父（Pau Batairwa, SX）陪同下，參訪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由甫獲日

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的果暉法師全程接待。高洛神父以研究八世紀蓮花戒大士之

修習次第，而獲得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The State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博士

學位。

05.14
◆僧團傳燈院應台北市立心慈善基金會之邀，於台北萬華區龍山老人中心舉辦禪修指引

課程，共有15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美國加州舊金山聯絡處舉辦念佛共修及禪一等活動，由資深禪修講

師毛靖指導，約有二十人參加。

05.15
◆為慶祝佛誕節（農曆4月8日），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本日舉辦「朝山、浴佛、行

禪、迎觀音」活動，讓信眾藉浴佛淨化心靈，共同建設人間淨土，約有五千人參加。

◆農禪寺舉辦週日講經，由僧團果祥法師主講聖嚴師父的著作《四聖諦講記》。

◆為慶祝佛誕節（農曆4月8日），文化館、台北安和分院、桃園齋明寺、台中分院、高

雄紫雲寺、台東信行寺及香港分會於本日分別舉辦浴佛法會。

◆僧大發行今年第二期《僧芽》刊物，本期以「修行」為主題，內容刊出聖嚴師父的文

章〈修行方法〉，以及〈真假考試〉、〈假菩薩〉等修行生活札記，與出家故事〈走過

生命的傷痕〉等文章。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帶領台中信眾至法鼓山世界佛教

教育園區朝山、參與浴佛法會，約有一百六十人參加。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舉辦浴佛慶典，儀式以中英語並行，由聖嚴師父主持。活動中，師

父首先帶領大眾唱誦〈香讚〉、《心經》；下午，師父以「現法樂、現觀樂」為題進

行演講，之後並安排精彩的表演，約有五百多位東西方信眾參加。

◆美國加州聯絡處參加南加州佛教界於柔似密市Whittier Narrows Regiona公園舉辦

的聯合慶祝佛誕節大會，義賣書籍、示範法鼓八式動禪等。

◆澳洲墨爾本聯絡處本日上午舉辦浴佛節法會。

05.16
◆藏傳格魯派第一百零一任甘丹赤巴參訪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由中華佛研所所長

李志夫、僧大副院長果鏡法師等人接待，除參觀園區環境和圖書資訊館館藏，甘丹赤

巴並於教育行政大樓開示法要。

05.17
◆即日起至19日，僧團三學院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臨時寮舉辦「生活禪師資培

訓」，內容包括：法鼓八式立姿、坐姿動禪，吃飯禪、走路禪及出坡禪等禪修指導，

共有39位僧團法師參加。

◆僧團傳燈院應台北內湖國中之邀，本日下午於該校團輔教室為該校老師舉辦禪修指引



課程，共有50人參加。

05.18
◆即日起至20日，僧團都監果品法師代表聖嚴師父至泰國參加朱拉隆功佛教大學

（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在聯合國亞太會議中心及佛教城所

舉辦的衛塞節慶祝活動。

◆僧大「作務與弘化」實習課程安排之心理學課程，本日邀請新莊輔仁大學學生輔導中

心專任講師甯國興講授「成年心理學」，為佛學院三、四年級學僧授課，約有二十五

人參加。

05.19
◆即日起至21日，美國密西根州聯絡處舉辦禪修生活營。

05.20
◆即日起至22日，美國紐約象岡道場舉辦「三百六十度禪修營」，聖嚴師父以「三百六

十度——從零歸零」為題開示，引用《金剛經》、《心經》、《六祖壇經》，說明人類

的自我肯定、自我成長、自我消融，是貫串在時間及空間的線和點而進行的，共有78

位來自全美及加拿大的東西方社會領導階層人士參加。

05.21
◆僧團三學院於本日及28日在台北安和分院舉辦「發言人培訓」課程，邀請先璣公關

公司執行副總鍾筱敏、《聯合晚報》資深記者邵冰如、新聞工作者葉樹姍等指導授

課，共有監院級法師9人參加。

◆僧大於本日及28日，邀請聲樂家廖英君於法鼓山園區教育行政大樓為學僧指導發聲

課，課堂上除講解基本發聲的方法，並教授如何將此發聲方法用於唱誦乃至弘法開示

場合，約有五十位學僧參加。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台北中山精舍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帶領新皈依弟子

進行禪坐共修，共有32人參加。

◆法青會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導覽組成長課程，安排「認識法鼓山」，並邀

請義工團悅眾帶領學員進行法鼓山實地導覽。

◆美國羅徹斯特聯絡處舉辦初級禪坐共修。

05.22
◆台北安和分院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約有二百人參加。

◆桃園齋明寺邀請高雄中山醫學大學營養科學研究所教授劉德中，以「如何做一個健康

的素食者」為題演講，共有60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即日起一連二天，台北士林、天母地區悅眾於花蓮縣馬太鞍

溼地舉辦自然環保動禪，約有四十三人參加。

◆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禪一，共有75人參加。

◆即日起至29日，禪坐會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初階禪七，由僧團果

慨法師指導，共有128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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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帶領台北中山區新皈依弟子參訪

南投德華寺，共有79人參加。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皈依典禮，由聖嚴師父主持。

◆美國加州聯絡處舉辦法鼓八式動禪示範及推廣，共有15人參加。

◆即日起至8月20日，美國拉斯維加斯聯絡處每月單週週六舉辦法鼓八式動禪、禪坐及

讀書會等共修。

05.23
◆中國大陸遼寧省佛學院院長王前教授一行10人本日參訪僧大，其此行目的是希望藉由

瞭解佛學院的運作，達到雙方經驗的交流，由僧大學務長果肇法師、果幸法師等人接

待。

◆即日起至27日，澳洲雪梨聯絡處、當地的新州佛教協會和十三個佛教團體，於新州州

議院聯合舉辦慶祝佛誕的藝術展覽，新州總理Bob Carr、總督 Marie Bashir 均出席

主持開幕典禮，28日並設有書展及禪修遊戲。

05.25
◆中華佛研所為歡送將結束二年多客座教授職的沙洛（K. T. S. Sarao），本日邀請他於

法鼓山園區，以「印度佛教的式微」為題進行一場臨別演講，之後隨即舉辦歡送會，

約有師生三十多人參加。

◆僧大「作務與弘化」實習課程安排之心理學程，本日邀請台北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

楊蓓講授「老人心理學」，為佛學院三、四年級學僧授課，約有二十五人參加。

◆僧大男眾部「作務與弘化」實習課程，本日邀請台北北投耕德中醫診所醫師陳再程講

授「中醫保健」，課程內容分為三大項，包括：保健療法之認識與注意事項，常見疾

病的瞭解、預防與治療，食療法之認識。

05.26
◆即日起至6月5日，美國紐約象岡道場舉辦默照禪十，由聖嚴師父主持，約有一百人

參加，包括17位僧眾，其中果醒、果祺、果東、果興等4位男眾法師則來自台灣僧

團。

05.27
◆中華佛研所佛學資訊學程於法鼓山園區教育行政大樓舉辦專題演講，邀請國立歷史博

物館資訊小組召集人梅士杰，以「交織現實與虛擬的博物館知識網絡」為題，與中華

佛研所師生分享資訊科技如何運用在博物館，約有二十多參加。

05.28
◆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於桃園齋明寺舉辦春遊活動，由校長曾濟群帶領學員參觀大溪鎮

的慈湖銅像公園、花海農場及和平老街等地，共有391人參加。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高雄紫雲寺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指導新皈依弟子學

佛行儀，共有110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法青會舉辦法青回饋日，至台中東勢安心服務站出坡及慰訪，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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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分院法青進行交流，由輔導法師果妙法師指導，約有二十人參加。

05.29
◆台南分院舉辦勸募成長營，由資深悅眾向學員們介紹護持會員的開發及勸募的心路歷

程，並安排法鼓坐姿動禪教學等，共有57人參加。

◆僧大發行今年第三期《僧芽》刊物，本期以「覺有情」為主題，內容刊出〈聖嚴法師

的金錢觀〉，以及〈維那十四天〉、〈《歸程》淺讀〉等修行生活札記及〈我的出家因

緣〉等文章。

◆慈基會高雄地區義工至高雄鼓山區欣榮總養護中心參與慶端午活動，關懷老菩薩，活

動中亦安排高雄醫學院佛學社學子進行歌唱、舞蹈表演等。

◆國際禪坐會於桃園齋明寺舉辦英文禪一，由僧團果霽、常聞二位法師指導，活動內容

除了禪坐共修，還包括出坡、戶外經行、認識齋明寺環境等，其中半數為暫居在台的

外籍人士。

05.30
◆為培養法鼓山大普化教育的師資人才及提昇法師弘講教學能力，僧團三學院於法鼓山

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法鼓山大普化教育講師核心教學能力培訓」，分四梯次培

訓，第一梯次於本日至6月1日舉行，共有11位法師參加。

◆即日起至7月18日，新加坡分會舉辦「心靈環保」課程 ，共有八堂課，課中循序討論

「感恩惜福」、「四安四它」、「需要與不需要」、「諸法無我」及「生死無常」等課

題，希望透過「心靈環保」理念的推廣，讓大家學習如何以健康正確的心態，面對現

實、處理問題，共有14位學員參加。

06.01
◆《人生》雜誌第262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86期出刊。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佛教會議論文彙編系列《佛教與二十一世紀——第四屆中華國際

佛學會議中文論文集》（聖嚴師父等人著）；大自在系列《誰惹你生氣？》（

Working with Anger）（圖丹卻准著）。

◆即日起，宜蘭繪本館每月單週週三舉辦家長讀書會。

◆即日起，宜蘭繪本館每週三舉辦「幼兒繪本故事時間」。

◆僧大「作務與弘化」實習課程，本日邀請台灣大學醫院緩和醫療病房護理長王浴，為

學僧們講授臨終關懷的相關課題，約有八十人參加。

06.02
◆即日起一連二天，僧團三學院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教育行政大樓舉辦「管理共

識暨組織效能」研討會，邀請格林管理顧問公司顧問林政惠授課，內容包括：認識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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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管理、管理者的角色定位、組織文化建構的過程及擬定行動目標等主題，共有25人

參加。

◆法行會於台北力霸皇冠大飯店舉辦第六十一次例會，邀請立法委員王昱婷演講「樹

動、風動、心動」，共有77人參加。

◆即日起，馬來西亞分會每週四舉辦成人合唱團練唱共修。

06.04
◆即日起一連二天，僧團傳燈院應台北邰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邀，於嘉義縣阿里山為

該公司職員舉辦禪坐課程，共有89人參加。

◆桃園齋明寺舉辦初階禪一，共有40人參加。

◆台南分院至台南市安南區健生安養中心，進行端午節關懷活動。活動首先進行佛號誦

念，為老菩薩祈福，之後由合唱團義工們帶領老菩薩做法鼓坐姿八式動禪，製作香包

等。

◆即日起至10月15日，基隆精舍為配合10月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特別規畫於每週六

舉辦觀音法會共修。

◆即日起一連二天，台東信行寺舉辦今年第二場及第三場捐血活動，約有六百五十人參

加，約捐血四百袋。

◆即日起一連二天，禪坐會於台北縣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禪二，共有43人參加。

◆即日起至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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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128人參加。

◆美國伊利諾州聯絡處舉辦藥師法會。

06.05
◆僧團傳燈院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為護法會會員指導法鼓八式動禪及禪坐，共

有120人參加。

◆農禪寺舉辦週日講經，由僧團果時法師主講聖嚴師父的著作《金剛經講記》。

◆台中分院邀請台中市環保局、主婦聯盟台中分會、台中市世界聯合保護協會等環保、

慈善團體，於台中市光復國小外操場共同舉辦「和喜心世界行動年園遊會」，響應聯

合國設立的「世界環保日」；台中市市長胡志強等貴賓蒞臨會場，向市民推廣環保意

識，以提昇、淨化心靈，約有三千多人參加。

◆台南分院舉辦悅眾鼓手成長營，約有一百五十人參加。

◆台北中山精舍與台北市社會局、中山區公所於中山區公所大禮堂合辦端午節關懷中山

區獨居長者活動，共有關懷員45位及獨居長者126人參加。

◆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舉辦自然體驗活動師資培訓，由義工帶領學員至台北陽明山國家

公園體驗大自然。

◆即日起，馬來西亞分會每週日舉辦兒童合唱共修。

06.06
◆台北縣萬里國中師生於本日、7日及13日至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參訪，由僧大佛

學院三、四年級學僧接待。

◆由於南亞海嘯造成災情，當地學童教育面臨停擺，慈基會與印尼棉蘭菩提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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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a Bodhi School）合作，提供獎助學金給一百多位在該校就讀的災區學童；本

日，菩提學校創辦人學源法師率同28位師生來台研習，一行人並於14日參訪法鼓山世

界佛教教育園區，18日舉行離台記者會。

◆即日起，馬來西亞分會每週一晚上舉辦念佛共修。

06.07
◆中國大陸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戒忍法師一行15人，本日上午至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拜訪

聖嚴師父。

06.08
◆中華佛研所邀請甫自德國學成歸國校友宗玉媺，以「空與累積功德：以語文學為基礎

之佛教思想研究」為題，於法鼓山園區進行一場專題演講，約有三十人參加。

06.10
◆先前於2月16日至斯里蘭卡的義工曾維莉、彭憶二人，在5月1日返台參加救援工作培

訓，本日偕同義工徐昭雯及張世美再度前往斯里蘭卡安心服務站服務。

◆即日起至23日，慈基會資源整合組曾照嵩及廖文衡前往斯里蘭卡，與澳洲OPAL公

司接洽，獲贈二套淨水設備，分別裝設在台灣村及法輪孤兒院，並協助改善孤兒院硬

體設備、探訪收容所等。

06.11
◆新竹慈濟香山分會舉行「印順導師追思讚頌法會」，刻在美弘法的聖嚴師父除為文

〈佛門星殞，人天哀悼〉追念，並指示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僧團都監果品法

師帶領法鼓山代表團出席。

◆台南分院舉辦生命成長課程，邀請南台科技大學生活輔導老師王環莉主講「折翅與共

生」，帶領學員探討人與人的共生依存關係，共有30人參加。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彰化辦事處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學佛行儀暨禪修

指引課程，共有14人參加。

◆美國伊利諾州聯絡處參加芝加哥國際佛教節活動，於現場設有聖嚴師父書籍專區，與

大眾結緣。

06.12
◆台中分院舉辦禪一，由僧團果雲法師指導，共有100人參加。

◆高雄紫雲寺舉辦禪一，共有32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本日及19日，花蓮縣地區悅眾舉辦第二梯次「心靈環保禪修

體驗班」，約有五十人參加。

◆禪坐會於農禪寺舉辦禪一，共75人參加。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為台

北縣中永和地區新皈依弟子指導出坡禪，共有47人參加。

◆佛學推廣中心於12日、25日及7月24日、31日，在農禪寺舉辦「心靈環保讀書會帶領

人種子培訓初階B班」，邀請讀書會資深講師方隆彰、佛學推廣中心講師戴良義，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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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環保讀書會資深帶領人楊建國等人進行專題演講。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本日於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Roone Arledge

禮堂舉辦千人大悲懺法會暨皈依儀式，聖嚴師父出席開示「心安就有平安」，約有近

千人參加、近百人皈依。

◆美國華盛頓州聯絡處於西雅圖雷德蒙市瑪麗摩爾公園（Redmond Marymoor），舉辦

戶外聯誼野餐會，約有一百人參加。

06.13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三門」預定地舉行灑淨典禮，由僧團果暉法師主法。

◆連日豪雨造成南台灣地區陸續傳出災情，慈基會於本日啟動緊急救援系統，動員屏

東、潮州及高雄地區救災中心，運送物資到災區民眾手上，全力進行救援。

06.14
◆藏傳佛教女性修行者丹津‧葩默（Tenzin Palmo）至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參

訪，由僧大副院長果鏡法師、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果肇法師等人接待，上午除參觀佛研

所與圖書資訊館，並以「重見藏傳比丘尼制度的展望」為題，進行一場演講；下午則

與僧團女眾法師代表進行座談。

◆中國大陸上海市社會工作者協會訪問團一行8人，包括：主管市內宗教事務的上海市

民政局等主管人員，於本日上午至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參訪，由僧團都監果品法

師全程接待。

◆台北縣中和市忠孝街發生疑似瓦斯氣爆火災，造成5位民眾嗆傷，慈基會新店救災中

心總指揮高金木、中永和救災中心總指揮許明坤分別前往永和耕莘醫院和火災現場探

視慰問，表達關懷之意，並致贈急難救助慰問金。

06.15
◆僧大本日下午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女寮舉辦專題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文哲所

編審兼圖書館主任劉春銀主講「如何蒐集資料與撰寫報告」，全體學僧皆出席聽講。

◆僧大發行今年第四期《僧芽》刊物，本期以「無我」為主題，內容刊出〈無我的境

界〉，以及〈給老菩薩的一封信〉、〈《歸程》淺讀〉等修行生活札記等文章。

06.17
◆泰國分會於乃勒公園飯店（Nai Lert Park Hotel）舉辦禪修活動，由僧團果品法師主

持，共有40人參加。

06.18
◆即日起一連二天，僧團果祺、果興二位法師至美國羅徹斯特聯絡處弘法關懷，帶領大

眾念佛共修、演講，並指導念佛儀軌和法器執掌的要領。

◆即日起，澳洲雪梨聯絡處每月第三週週六舉辦精進禪一。

◆新加坡分會本日晚上舉辦「法鼓人團聚聯誼會暨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推介會」，除關

懷新加坡菁英禪三學員，並把台灣法鼓山的最新信息發布給當地信眾，約有一百多人

參加。



06.19
◆農禪寺舉辦週日講經，由僧團果時法師主講聖嚴師父的著作《五根五力講記》。

◆台北安和分院舉辦觀音法會，約有一百人參加。

◆台南分院舉辦醫學講座，邀請台中榮總直腸科醫師王輝明，以「如何吃得高枕無憂」

為題，談素食對人體的好處，共有100人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台北林口地區悅眾舉辦「齋明寺百年尋幽一日遊」，共有45

人參加。

◆護法總會於農禪寺召開「轄區、地區正副召委、會團長暨救災總指揮全省聯席會

議」。會中除向悅眾們說明開山大典義工召募的工作和培訓課程，並呼籲各地信眾加

入義工行列，約有一百三十多位轄召、召委和救災總指揮參加。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南投埔里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戶外禪，共有39

人參加。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台北縣淡水共修處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新皈依

弟子歡迎會，共有13人參加。

06.20
◆高雄紫雲寺舉辦健康講座，邀請台中榮總直腸外科主任王光輝主講，教導大眾素食與

健康觀念，約有二百人參加。

◆即日起至22日，美國紐約象岡道場舉辦進階動禪師資培訓課程，由僧團果醒法師指

導，並有多位法師協助及示範，指導學員將禪法的精神融入日常生活之中，約有來自

紐約、羅徹斯特、長島、舊金山、洛杉磯、芝加哥、多倫多等地二十多位講師參加培

訓。

◆即日起，為讓移民海外的華人能親近佛法，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舉辦「地區關懷──

心靈觀察站」，由各區域居士，每隔二週邀請鄰居、親友，觀看「大法鼓」、「不一樣

的聲音」、「人間悟語」、「心靈環保」及「法鼓山社會關懷記錄片」等影片，並分享

心得。

◆新加坡佛教總會前主席隆根長老蒞臨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參訪，由僧團都監果品

法師接待。

06.21
◆即日起至23日，僧團三學院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第二梯次「法鼓山大普

化教育講師核心教學能力培訓」，傳達法鼓山精神理念，共有11人參加。

◆即日起至8月30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二於桃園辦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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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講師黃國清主講，約有三十人參加。

06.24
◆即日起至7月4日，美國象岡道場舉辦話頭禪十。

06.25
◆台東信行寺舉辦義工接待禮儀培訓課程，由義工團團長秦如芳授課，約有五十人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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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一連二天，慈基會於農禪寺舉辦第三梯次海外救援人員培訓，讓學員對法鼓山

理念及赴海外救援人員之職責有初步瞭解，共有38人參加。

◆即日起至7月2日，禪坐會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初階禪七，共有118人參

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中華佛研所舉行招生考試，共招收全修生9位、選修生2位。

06.26
◆桃園齋明寺舉辦「尋找心靈指南針」活動，邀請桃園療養院心理衛生中心主任林淑梨

以「基本心理衛生常識」為題演講，約有六十人參加。

◆高雄紫雲寺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共有115人參加。

◆即日起至29日，法青會舉辦法青回饋日，至台中分院、台南分院和高雄紫雲寺參

訪，並與台南、高雄二地的法青學員聯誼交流，由輔導師果妙法師指導，約有二十人

參加。

06.28
◆僧團傳燈院應內政部之邀，本日下午於台北中央聯合大樓為其所屬單位員工指導坐姿

禪，共有150人參加。

◆即日起至9月23日，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舉辦「自然學習e夏」系列課程，內容包括﹕

讀經、陶藝、舞蹈等兒童班，以及法器操作、梵唄唱誦、電腦繪圖、書法、花藝、禪

坐等成人課程，提供金山鄉鄉親學子一個持續學習的空間，每項課程平均有三十多人

參加。

06.29
◆即日起至9月4日，僧團弘化院舉辦「緣滿人生，菩薩行——你我都是擺渡人」法鼓山

落成開山大典萬行菩薩培訓課程，共計十五場，每場皆有12位法師協力授課。本日於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試教場，約有八十位專職及義工參加。

◆心靈環保列車系列活動：即日起至14日，花蓮縣地區悅眾舉辦第三次禮儀環保「佛化

奠祭宣導系列活動」，約有一百人參加。

◆中華佛研所「佛學網路資訊室」舉辦專題演講，邀請來台進行學術交流訪問的二松學

舍大學COE（Center of Excellence, 卓越中心）佛典研究小組特別研究員會谷佳

光，以「《新唐書》 ──唐‧釋道宣《大唐內典 《續高

僧傳》」為題，發表其對於《新唐書．藝文志．釋氏類》與佛典目錄之關係的研究成

果，由僧團果暉法師擔任口譯，約有三十五人參加。

07.01
◆《人生》雜誌第263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87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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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有情》第13期出版。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法鼓全集》續編三十冊（聖嚴師父著）。《法鼓全集》自1994

年發行、2000年首度改版後，再次進行大規模增修，歷經一年半的蒐集編輯，不但數

量擴增至一百冊，原先七十冊也進行了全面校訂。

◆即日起至10月21日，僧團舉辦「家家戶戶持大悲咒．祈大平安」活動，並於法鼓山

全球資訊網闢立專區，讓大眾透過上網持誦〈大悲咒〉或「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

全程約有逾十萬人次參加。

◆即日起至8月31日，僧團傳燈院應台北芝麻街兒童托育中心之邀，於每週一、三、五

下午舉辦禪修課程，共有75人參加。

◆護法總會於本月發行《聖嚴法師108自在語》，版本包括：中文正體、中文簡體、英文

及日文四種。

◆即日起，高雄紫雲寺每週三晚上、週五上午及週六下午舉辦初級禪訓班。

◆即日起，台北中山精舍每月雙週週五晚上舉辦讀書會研討聖嚴師父著作《佛教入

門》。

◆僧大本屆招生考試放榜，佛學院共錄取男眾2名、女眾12名；養成班錄取男眾10名、

女眾13名。

◆法行會於台北力霸大飯店舉辦第六十二次例會，邀請運動名人紀政女士演講「與健走

談戀愛」，並邀請原始佛法三摩地學會（Theravada Samadhi Education Association）

創辦人強帝瑪法師（Ven. Dr. Bodagama Chandima）演講「海嘯無情‧人間有

愛」，共有72人參加。

◆即日起至11月30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五於台北縣中永和共修處，開辦講解印順長

老的著作《成佛之道》進階班佛學課程，由宗譓法師主講，約有二十人參加。

07.02
◆僧團弘化院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緣滿人生，菩薩行──你我都是擺渡人」

義工培訓課程，首場共有護法會各區轄召、各地召委、副召委等資深悅眾約二百五十

人參加。

◆僧團傳燈院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為新皈依弟子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學活動，共

有四十五人參加。

◆即日起至12月，農禪寺每月第一週週六晚上舉辦大悲懺法會。

◆即日起，桃園齋明寺每週六晚上舉辦假日佛學講座。

◆即日起，高雄三民道場每週三晚上及每週六下午開辦初級禪訓班。

◆即日起，基隆精舍每週六上午舉辦兒童讀古書、開辦美語學習課程。

◆即日起至8月27日，宜蘭繪本館每週六舉辦「國小組繪本故事時間」。

◆即日起，國際禪坐會每週六上午於文化館舉辦英文禪坐共修。

07.03
◆農禪寺舉辦週日講經，由僧團果見法師主講「《維摩經》與在家居士的修行」。

◆即日起至12月，高雄紫雲寺每週二、週四上午及週日晚上舉辦瑜伽禪坐班。

◆即日起，基隆精舍每週日晚上舉辦讀書會。

◆僧大本日、9日及10日舉辦活動司儀人才培訓課程，邀請資深廣播人白銀指導，參與



者以三、四年級學僧為主，約有二十五人參加。

◆台中欣晃製藥化工廠發生火災意外，慈基會獲報後，派遣副總幹事鍾金雄帶領3位義

工前往關懷，並致贈念珠一串、聖嚴師父結緣書、營養品等。

07.04
◆即日起至9月26日，台南分院每週一晚上舉辦「佛法的生命觀與生活觀」課程。

◆即日起至12月，高雄紫雲寺每週一晚上舉辦兒童陶塑班。

◆即日起至12月，高雄三民道場每週一晚上舉辦合唱團練唱共修。

◆即日起至8日，宜蘭繪本館舉辦「兒童繪本故事營」，教導兒童繪本製作，約有六十

位小朋友參加。

◆即日起至9月5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於台北內湖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

作《金剛經的生活智慧》佛學課程，由講師林孟穎主講，約有一百人參加。

◆即日起至2006年6月，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於台北縣淡水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

的著作《絕妙說法──法華經講要》佛學課程，由講師戴良義主講，約有四十五人參

加。

07.05
◆即日起至26日，僧團傳燈院應台北晶晶兒童托育中心之邀，於每週二下午舉辦禪修

指引課程，共有30人參加。

◆即日起，南投德華寺每週二晚上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至8月30日，台南分院每週二晚上舉辦健康自在行活動，約有二十五人參加。

◆即日起，台北中山精舍每週二晚上舉辦楊家108式太極拳教學活動。

◆即日起，台北中山精舍每月單週週二晚上，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作《天台心鑰──

教觀綱宗貫註》讀書會。

◆即日起，台北中正精舍每週二上午開辦書法班。

◆即日起至8月26日，宜蘭繪本館每週二至週五舉辦「動畫繪本故事時間與討論會」。

◆即日起至8月30日，宜蘭繪本館每週二舉辦「英文繪本故事時間」。

◆慈基會舉辦南亞賑災第一次印尼華語教師研討會，邀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文中心老師

林雅惠，講授漢語拼音課程，共有9人參加。

07.06
◆即日起至12月，高雄紫雲寺每週三下午舉辦池坊花藝課程；晚上舉辦筆禪書法班與

中華花藝課程。

◆即日起至12月，高雄三民道場每週三上午舉辦佛學講座；晚上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至12月，高雄三民道場每週三晚上及每週六下午舉辦初級禪訓班。

◆即日起，台北中山精舍每週三上午舉辦生活日語教學課程。

◆即日起，台北中山精舍每週三晚上舉辦教師禪坐共修暨讀書會。

◆即日起，台北中正精舍每週三、五中午舉辦「放輕鬆」活動，提供附近上班民眾利用

中午休息時間於精舍禮佛、打坐。

◆護法總會舉辦「聖嚴師父巡迴關懷」系列活動，本日聖嚴師父至台東信行寺關懷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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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上午舉行皈依大典，共有426位皈依三寶；師父關懷來自台東地區的一百多位榮

董、勸募會員，感恩大家在當地推動法鼓山理念，護持信行寺的改建工程。

◆即日起至8日，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舉辦佛學講座，邀請馬來西亞繼程法師主講，主

題分別為「如何找回自我」、「開悟的層次」、「中觀法門淺釋」。

07.07
◆即日起，文化館每週四上午舉辦念佛共修。

◆即日起至12月，高雄三民道場每週四上午舉辦筆禪書法班；晚上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台北中山精舍每週四上午舉辦小原流花藝教學課程。

◆即日起，台北中正精舍每週四中午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學活動。

◆即日起至8月25日，宜蘭繪本館每週四舉辦「親子繪本創作DIY」活動。

◆即日起，台東信行寺每週四晚上舉辦禪坐共修。

◆即日起至8月15日，僧大展開暑假實習課程，安排學僧至法鼓山各單位支援與學習。

◆即日起至8月25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四於台北縣樹林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

著作《念佛生淨土》佛學課程，由悟常法師主講，約有三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9月29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四於桃園中壢辦事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

作《金剛經講記》佛學課程，由見正法師主講，約有四十人參加。

07.08
◆即日起至12月，台北中山精舍每週五晚上舉辦太極拳初階教學課程。

◆中華佛研所於法鼓山園區教育行政大樓舉辦「2005法鼓山暑期佛學營」，以「認識ｅ

世代經藏」為主題，介紹科技結合佛法研究的各項成果，共有107位來自各大學院校

的青年學子及社會人士參加。

◆即日起至12月30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五於台北中正精舍，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

作《修行在紅塵──維摩詰經六講》佛學課程，由善音法師主講，約有三十五人參

加。

07.09
◆僧團弘化院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緣滿人生，菩薩行──你我都是擺渡人」

義工培訓課程，共有義工團導覽組、接待組、保全組義工約一百九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12月，基隆精舍每月第二週週六上午舉辦法鼓山朝山共修。

◆即日起至12月，禪坐會每月第二週週六於農禪寺舉辦禪一，約有四十人參加。

07.10
◆即日起至8月17日，僧團弘化院陸續於法鼓山各地分院、道場舉辦「法鼓山兒童自然

環保體驗營」，共有十七梯次，約有一千人參加。首場在高雄紫雲寺舉辦二梯次，第

一梯次為7月10日至12日，第二梯次於13日至15日，分別約有六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12月，禪坐會每月雙週週日於農禪寺舉辦經典導讀，討論聖嚴師父的著作

《牛的印跡》，由僧團果時法師指導，共有75人參加。

◆義工團因應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導覽組義工專長培



訓課程，約有八十四人參加。

◆助念團於台北松山共修處舉辦臨終關懷教育訓練，加強地區菩薩的關懷理念及實務運

作技巧。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台北縣新莊共修處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帶領新皈依

弟子至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進行朝山一日遊，共有46人參加。

◆即日起，禪修推廣中心每月第二週週日於農禪寺舉辦禪修指引課程。

◆即日起，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每月第二週週日舉辦大悲懺法會。

◆美國加州舊金山聯絡處舉辦讀書會暨禪坐共修。

◆香港分會舉辦禪一，由召集人陳國華指導，約有三十人參加。

07.11
◆ 7月8日英國倫敦發生爆炸慘案，聖嚴師父得知消息後，於本日致函當地各宗教領

袖，表達哀悼之意，並籲請宗教領袖們共同為罹難者祈禱。

◆即日起至13日，僧團三學院於台北縣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今年第二梯次「生活禪

師資培訓」，共有18位常住法師參加。

◆即日起至15日，7月20日至24日以及7月26日至30日，僧團弘化院於台中東勢安心服

務站舉辦三梯次「法鼓山兒童自然環保體驗營」，共有56人參加。

◆日本佛教大學校長福原隆善、總務長館憲雄、國際交流課松村公榮小姐一行3人，本

日至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參訪，由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僧大副院長果鏡法師

等人接待，雙方並進行交流。福原隆善校長表示，希望學習法鼓山福慧雙修的精神，

在日本弘傳佛法。

07.12
◆前華視總經理張家驤的夫人張梅子女士因病於日前往生，其間張居士受到法鼓山法師

及蓮友長期的關懷，本日張居士偕同家人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並提出個人對於生

命的疑惑向師父請法。

07.14
◆僧團於農禪寺新簡介館召開「第二屆僧團代表臨時會議」，行使「文化副都監任職同

意權」，由方丈提名，並經僧團代表投票通過，由果毅法師擔任文化中心副都監。

◆僧團會議本日於農禪寺舉行，在僧團各項法務報告後，由執行副都監果廣法師專題報

告「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系列活動」規畫、「僧團組織架構調整」。

◆慈基會舉辦南亞賑災第二次印尼華語教師研討會，邀請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教授

宋如瑜，講授第二語言教學之技巧和相關課程。

◆新加坡分會於光明坊禪修中心舉辦「生命故事英語講座會」，由副召集人林永洪分享

個人的生命經驗，約有四十多人參加。

07.15
◆即日起至17日，僧團傳燈院於台北縣土城教育訓練中心舉辦出坡禪師資培訓，共有

25人參加。

◆即日起至17日，桃園齋明寺舉辦「自然科學環保夏令營」，內容包括：專注能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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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喜太鼓」單元、瞭解植物生態的「綠色地圖」單元，學習相片專輯製作的「青

春剪輯」，及科學童玩製作等，由音樂表現教育專門學院老師馬秀芬帶領，共有108位

小朋友參加。

◆即日起至18日，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果謙、果啟二位法師，前往密西根州聯絡處展開弘

法關懷，活動包括：演講「生命的啟示──臨終關懷」，及指導大悲懺法會、法器教

學、禪坐共修及答客問等。

07.16
◆即日起一連二天，以及7月23日至24日，僧團弘化院於桃園中壢辦事處舉辦二梯次

「法鼓山兒童自然環保體驗營」，共有100人參加。

◆台東信行寺本日上午舉行落成開光暨皈依大典，由聖嚴師父主持，台東縣縣長徐慶

元、副縣長劉櫂豪、縣議會議長吳俊立、前立法院副院長饒穎奇等多位貴賓蒞臨；台

東縣佛教會、佛光山日光寺、台東海山寺等道場代表，亦出席觀禮、祝賀，約有一千

三百多位信眾參與。

◆澳洲雪梨聯絡處舉辦精進禪一，邀請新加坡菩提閣果峻法師指導，並專題演講「快樂

的生活」。

07.17
◆法鼓山於農禪寺舉辦「第五十次社會菁英禪修營共修會」，共有54人參加。

◆農禪寺舉辦週日講經，由僧團果見法師主講「《維摩經》與人間淨土的實踐」。

◆台東信行寺為慶祝新建大樓落成暨佛像開光，舉辦三時繫念法會，約有一百五十人參

加。

◆南亞海嘯造成印尼亞齊（Aceh）地區多位華語教師罹難，使當地學童的華語教學連

帶受到影響。為了讓華語教學能在當地延續，慈基會應印尼棉蘭菩提學校（Maha

Bodhi School）之請，召募華語教師至當地教學。本日派遣首批海外華語教師義工，

包括黃惠娟、馮令愛、鄭楷得、黃芳攣共4人前往教授華語。

◆香港分會於本日、8月21日及9月4日舉辦第二期中醫講座，邀請中醫師蔡漢錦主講

「易學」，約有五十人參加。

07.18
◆台東信行寺為慶祝新大樓落成暨佛像開光，本日舉辦金剛寶懺法會，約有一百五十人

參加。

◆即日起至22日，澳洲雪梨聯絡處參與支援由MITRA Intervarsity Buddhist Network

於定慧學舍所舉辦的學生禪修營，邀請新加坡菩提閣果峻法師指導，共有12位義工參

加。

07.19
◆即日起一連二天，僧團三學院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教育行政大樓舉辦「策略規

劃及績效管理研討課程培訓」，參加對象為監院級執事法師等近三十人。

◆即日起至12月，台東信行寺每週二晚上舉辦法器教學。

◆7月18日海棠颱風來襲，造成新竹五峰鄉、屏東林邊以及台東金峰鄉等多處災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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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至23日，慈基會隨即動員新竹、花蓮、宜蘭、台中、苗栗、雲林、嘉義、高

雄、潮州、屏東等十地人員前往災區關懷，並提供物資、慰問金。

◆中國大陸國家宗教事務局外事司郭偉司長、王偉芳及趙燕華居士，本日下午至法鼓山

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拜訪聖嚴師父。

07.20
◆即日起，基隆精舍每週三晚上舉辦經典導讀課程。

◆即日起至25日，「2005香港書展」於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辦，香港分會參與設

展，推廣聖嚴師父的著作與相關出版品。

07.21
◆為了推廣二菜一湯的簡單飲食，本日聖嚴師父於農禪寺大殿為香積組義工菩薩進行一

場開示，講題為「法鼓山的飲食原則」，約有一百多人參加。

07.22
◆法鼓山於農禪寺舉辦「工商建研會」禪一，內容包括：禪坐、走路禪、吃飯禪、法鼓

八式動禪等，由僧團果元、果祺二位法師指導，聖嚴師父出席開示，共有68位企業

人士參加。

◆即日起至29日，法青會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暑期大專精進禪

七」，由僧團果霽法師指導，共有106人參加。

◆即日起至25日，澳洲雪梨聯絡處舉辦禪三，共有16人參加。

07.23
◆僧團弘化院於農禪寺舉辦「緣滿人生，菩薩行──你我都是擺渡人」義工培訓課程，

共有台北中山、大同、士林天母、松山、社子等北二轄區，義工約三百七十人參加。

◆僧團弘化院於台北安和分院舉辦「法鼓山兒童自然環保體驗營」，共有60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以及7月30日至31日，僧團弘化院於台中分院舉辦二梯次「法鼓山

兒童自然環保體驗營」，分別有77人及87人參加。

◆由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學員組成的宴客組，本日進行試煮活動，讓學員有機會練習並

藉此熟悉環境，由僧團香積組組長常賡法師指導，共有25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美國東初禪寺果謙、常悟二位法師至北卡州聯絡處進行弘法關懷，

包括由果謙法師演講「心靈環保與安定人心」，及指導禪坐共修、大悲懺法會等。

07.24
◆僧團弘化院於本日及31日在宜蘭辦事處舉辦二梯次「法鼓山兒童自然環保體驗營」，

各有100人參加。

◆台北安和分院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共有200人參加。

◆台南分院舉辦觀音法會，約有二百人參加。

◆高雄紫雲寺舉辦觀音法會，約有二百多人參加。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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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4位民眾皈依三寶。

◆美國伊利諾州聯絡處舉辦〈普門品〉持誦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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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6
◆即日起至10月21日，基隆精舍為配合10月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活動，特別規畫於每

月第四週週二舉辦大悲懺法會。

07.27
◆即日起至12月，台東信行寺每月第四週週三晚上舉辦菩薩戒誦戒會。

07.29
◆聖嚴師父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接受《聯合報》資深記者梁玉芳進行「方外看紅

塵」專欄專訪，訪題有：信用卡與現金卡濫發所衍生的社會問題、國中基測考生家長

買槍手代考、職棒再傳打假球弊案等。

◆即日起一連二天，僧團果暉法師至日本大阪市四天王寺，參加第五十六屆日本印度學

佛教學（簡稱印佛學會）學術會議，瞭解日本佛學研究的最新動態。

◆即日起至31日，法青會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生活藝術成長營」，

內容包括：慈善慰訪技巧、美編攝影技巧、戲劇表演等，由僧團果妙、果霽、常惺三

位法師指導，共有54人參加。

◆即日起至31日，澳洲墨爾本聯絡處舉辦禪二。

07.30
◆僧團弘化院於農禪寺舉辦「緣滿人生，菩薩行──你我都是擺渡人」義工培訓課程，

來自北一轄區台北淡水、石牌、三重、蘆洲、北投等地區義工約三百人參加。

◆僧團弘化院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臨時寮大殿舉辦「緣滿人生，菩薩行──你我

都是擺渡人」義工培訓課程，共有來自北七轄區，包括台北金山、萬里、石門、三

芝、基隆等地區義工約八十人參加。

◆今年將剃度的僧大學僧家屬，本日至法鼓山園區教育行政大樓拜訪聖嚴師父，師父在

會談中除給予眾人鼓勵、祝福，分享個人出家心得。

◆即日起一連二天，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台北縣新莊共修處舉辦「快樂學佛人─

─暑期兒童自然體驗營」，內容針對國小一至四年級小朋友安排學佛行儀、團體動

能、戶外禪等活動，共有58人參加。

07.31
◆僧團弘化院於高雄紫雲寺舉辦「緣滿人生，菩薩行──你我都是擺渡人」義工培訓課

程，共有來自高雄地區義工約二百九十人參加。

◆僧團弘化院於台北市萬華區公所舉辦「緣滿人生，菩薩行──你我都是擺渡人」義工

培訓課程，共有來自北三轄區台北大安、信義、南港、中正、萬華、內湖等地區義工

約四百人參加。

◆農禪寺舉辦週日講經，由僧團果見法師主講「《維摩經》與不二法門的探討」。

◆屏東縣東港小琉球線發生交通船火燒事件，慈基會立即發動高雄、屏東、潮州地區的

義工投入救援工作，並至東港安泰醫院慰訪傷者。

◆美國伊利諾州聯絡處舉辦念佛共修。

◆即日起，新加坡分會每月最後一週週日舉辦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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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1
◆《人生》雜誌第264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88期出刊。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智慧掌中書系列《何必自尋煩惱》、《逆向思考，反敗為勝》（聖

嚴師父著）；大自在系列《不得不說的禪》（You Have to Say Something）（片桐大

忍著）；以及出版有聲影音品：經典學院系列《大方廣圓覺經》CD（聖嚴師父主

講）。

◆《人生》雜誌本月入圍九十四年度第二十九屆金鼎獎「最佳人文類雜誌」獎項，代表

該雜誌多年來致力於文化推廣，以及為現代人提供心靈成長的努力獲得肯定。

◆僧團傳燈院應台北市政府民政局之邀，本日下午於台北萬華區公所舉辦法鼓八式動禪

教學活動，共有100人參加。

◆澳洲墨爾本聯絡處舉辦「法鼓山的世界觀」佛學講座。

08.02
◆中華佛研所校友暨法鼓山佛學推廣中心講師林孟穎至法鼓山園區拜訪聖嚴師父。日前

取得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研究所碩士學位的林老師，特別面呈十餘萬言的碩士論

文〈論中有之研究〉，向師父表達感恩。

08.03
◆即日起至24日，澳洲墨爾本聯絡處每週三開辦觀音繪畫班。

08.04
◆法行會於台北力霸大飯店舉辦第六十三次例會，邀請「漢唐樂府」創辦人陳美娥為大

家說唱「南管」，以及法鼓山基金會資源整合組曾照嵩演講「禪修後的頓悟」，共有80

人參加。

◆即日起至9月29日，澳洲墨爾本聯絡處每週四舉辦中文鈔經班。

08.05
◆即日起至9月3日，基隆精舍每週二舉辦地藏法會。

◆即日起至7日，美國紐約象岡道場舉辦第八屆「歡喜親子營」，由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

系副教授楊蓓、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宗研所博士班研究生俞永峰

等共同帶領，課程內容包括：佛法故事分享、家庭工作坊、瑜伽練習等，共有三十六

個家庭、137位大小朋友參加。

08.06
◆僧團弘化院於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舉辦「緣滿人生，菩薩行──你我都是擺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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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培訓課程，共有花蓮地區義工約一百二十人參加。

◆僧團傳燈院於台北縣板橋共修處為新皈依弟子舉辦禪修指引課程，共有60人參加。

◆宜蘭繪本館舉辦「兒童說故事比賽」，分為國小組及幼稚園組，共有35位小朋友報名

參加。

◆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舉辦默照禪教學課程，由資深悅眾指導，約有六十人參加。

08.07
◆僧團弘化院於宜蘭羅東辦事處舉辦「法鼓山兒童自然環保體驗營」，共有107人參加。

◆即日起至12日，農禪寺舉辦梁皇寶懺法會，約有二萬人參加。

◆台中分院首度舉辦三時繫念法會，由僧團都監果品法師擔任監香、傳燈院副都監果醒

法師擔任主法，約有六百多人參加。

◆台南分院於台南縣佳里鎮北門高中大禮堂舉辦「祝福平安──祈福皈依法會」，由聖

嚴師父主持，台南縣縣長蘇煥智、副縣長顏純左、佳里鎮鎮長邱建男，以及捐贈土地

給法鼓山籌建禪修道場的瀚昌公司董事長黃福昌等人亦到場觀禮，共有來自台南、嘉

義、高雄、屏東等地二千多位民眾參加，一千多人皈依三寶。

◆台東信行寺舉辦地藏懺法會，約有一百五十人參加。

08.08
◆即日起至11日，及11日至14日，法鼓山基金會與美國法青會共同於紐約象岡道場舉

辦二梯次的禪修體驗營，主要對象為大專院校學生與在職青年，第一梯次為基礎禪修

營，約有三十人參加；第二梯次為禪三，約有六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29日，美國密西根州聯絡處舉辦禪三，邀請馬來西亞繼程法師指導。

◆中華航空公司董事長江耀宗偕同沙永存處長、經理楊高生及督導葛建武，至農禪寺拜

訪聖嚴師父。時值農禪寺梁皇寶懺法會起懺的第二天，師父親自引領江董事長一行前

往設於一樓新禪堂的功德堂上香。

08.09
◆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至教育部參加「宗教研修學院設立初步構想」座談會。

08.10
◆即日起至24日，澳洲雪梨聯絡處每週三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學。

08.12
◆即日起至14日，及8月15日至17日，僧團弘化院於台東信行寺舉辦二梯次「法鼓山兒

童自然環保體驗營」，分別有61人及29人參加。

◆已退役將軍來鎮華，在中華佛研所董事方甯書教授陪同下，本日上午至農禪寺拜訪聖

嚴師父，並皈依三寶，法名「常鎮」。

◆陸軍總司令部主任陳克難中將偕同夫人蘇木蘭、祕書余熙明中校、心輔官沈耀國上

校，以及政綜處陳文正副處長等人，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並邀請師父為士兵舉行

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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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3
◆即日起一連二天，僧團弘化院於台南分院舉辦「法鼓山兒童自然環保體驗營」，共有

81人參加。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蕭萬長本日下午至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向師父請益佛法。

◆台中分院舉辦人文專題講座，邀請中興大學學務長陳世雄主講「有機農業與健康人

生」，約有八十人參加。

08.14
◆聖嚴師父至中視錄製「不一樣的聲音」節目，與談來賓及主題分別為：荒野保護協會

理事長李偉文／「牙醫師的荒野夢」、「綠色童年培育計劃」；無國界醫師宋睿祥／

「醫療無國界」、「行醫的框定與無限」等。

◆僧團弘化院於桃園縣北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大舞台禮堂舉辦「緣滿人生，菩薩行──

你我都是擺渡人」義工培訓課程，共有來自桃園縣、苗栗縣約二百五十位義工參加。

◆桃園齋明寺舉辦心靈講座，邀請知名生物能量中心營養師黃苡菱演講「身心靈的平

衡」，共有50人參加。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舉辦地藏法會。

08.15
◆聯合國地球憲章（The Earth Charter Initiative）總部青年團召集人米歇爾‧斯拉比

（Michael Slaby），為邀請聖嚴師父參加地球憲章五週年年會，本日下午至法鼓山世

界佛教教育園區拜訪師父，雙方並就宗教交流與全球普世價值做簡短交流。

◆即日起至9月10日，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九十四學年度秋季班開始招生。

◆即日起至12月5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於台北中正精舍，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作

《地藏菩薩的大願法門》佛學課程，由立融法師主講，約有三十五人參加。

08.16
◆聖嚴師父應陸軍總司令部之邀，至台北淡水專題演講「尊重生命，迎向未來」，針對

生命的責任、生命的目的、生命的意義三方面進行闡示，約有五百位國軍參加。

◆即日起至23日，4位來自印度「菩提法林尼學院」的藏傳法師參訪法鼓山世界佛教教

育園區，主要為觀摩台灣僧團的教育體制與寺院管理制度，並與僧團法師進行一場交

流座談會，以增進雙方的瞭解、促進宗教交流。

◆即日起至11月1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二於台北中山精舍，開辦講解印順長老的著作

《成佛之道》進階班佛學課程，由清德法師主講，約有三十多人參加。

08.17
◆聖嚴師父接受東森電視台邀請，與主播靳秀麗等人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禪堂，

拍攝一支臨終關懷公益廣告，呼籲社會大眾重視臨終前的生命關懷。

◆澳洲雪梨聯絡處舉辦法鼓八式動禪共修，約有四十人參加。

08.19
◆即日起至21日，美國紐約東初禪寺果啟法師至伊利諾州聯絡處關懷弘法，行程包括﹕



主持地藏法會、大悲懺法會、佛化婚禮，並舉辦一場專題演講「莊嚴的生死觀（The

Compassionate Use of the Dharma in Death and Bereavement）」，每場活動約有

四十多位信眾參加。

08.20
◆聖嚴師父至中視錄製「不一樣的聲音」節目，與談來賓及主題有：新加坡知名廣播節

目主持人東方比利／「棒下出孝子的迷思」、「浴火重生」；整體健康規畫工作室負

責人薛慶光／「倒跑哲學」；青樺攝影董事長蔡青樺／「一生都要美麗幸福」；資深

藝人田豐／「快樂的銀髮爺爺」等。

◆僧團弘化院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緣滿人生，菩薩行──你我都是擺渡人」

義工培訓課程，約有二百五十人參加。

◆僧團弘化院於南投安心服務站舉辦「緣滿人生，菩薩行──你我都是擺渡人」義工培

訓課程，共有來自南投、嘉義地區義工約一百二十人參加。

◆僧團傳燈院於台北中懋公司會議室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學活動，共有50人參加。

◆桃園齋明寺為國家三級古蹟，該寺為了推動文化資產的保護，與地方文化之聯結，於

本日及27日舉辦「古蹟導覽解說員培訓」，共有75人參加。

◆高雄紫雲寺舉辦三時繫念法會，共有來自高屏地區信眾約七百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僧大分別於台中分院、高雄紫雲寺舉辦擴大招生說明會暨面試活

動，接引更多學子就學。

◆即日起至9月20日，大溪法鼓山社會大學九十四學年度秋季班開始招生。

◆國際禪坐會於文化館舉辦英文禪一，約有三十人參加。

◆美國紐約州長島聯絡處舉辦佛教藝術之旅，帶領民眾參觀羅賓佛教博物館（Rubin

Museum），認識佛教藝術。

◆澳洲墨爾本聯絡處為抗癌協會舉辦水仙花義賣。

08.21
◆僧團弘化院於台南分院舉辦「緣滿人生，菩薩行──你我都是擺渡人」義工培訓課

程，共有台南地區義工，約二百五十人參加。

◆桃園齋明寺舉辦中元普度超薦法會，約有三百人參加。

◆南投德華寺舉辦中元普度地藏法會，約有五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27日，僧大舉辦九十四學年度新生講習，活動除了由副院長果鏡法師為大

眾開示及各行政部門介紹外，還包括「認識環境」、「僧團生活介紹」、「生活教

育」、「威儀訓練」、「規約簡介」等單元，共有佛學院10位女眾及養成班8位男眾、

10位女眾參加。

08.22
◆委由日本「老子製作所」鑄造的法華鐘，已接近完成階段，聖嚴師父特別於本日上

午，率領僧團賢首會果暉法師、執行副都監果廣法師、營建小組監院果懋法師、鳳甲

美術館負責人邱再興夫婦等人，前往日本為法華鐘進行完工前的祈福和勘驗。

08.23
◆美國紐約州長島聯絡處應邀於LI Institute專業服務機構，為長島地區教師所舉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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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一日研習營」中，舉辦講座、唱誦共修、佛教藝術幻燈片展示及法鼓八式動禪

教學等。

◆即日起一連二天，新加坡分會舉辦臨終關懷講座，由佛學推廣中心講師郭惠芯指導，

透過實例闡述全程關懷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照顧病患身心需要等，約有六十人參加。

08.24
◆澳洲雪梨聯絡處舉辦法鼓八式動禪共修。

08.25
◆即日起至28日，美國加州聯絡處首次於南加州大熊湖區舉辦禪三，以「找回自己」為

活動主題，由東初禪寺輔導師果謙和常悟二位法師指導，共有60人參加。

08.27
◆僧團弘化院於台中分院舉辦「緣滿人生，菩薩行──你我都是擺渡人」義工培訓課

程，共有來自台中地區義工約二百五十人參加。

◆聯合國地球憲章（The Earth Charter Initiative）總部青年團召集人米歇爾‧斯拉比

（Michael Slaby）再度至農禪寺拜會聖嚴師父。會中，師父指出，環保要從觀念改

變，才能真正落實。

◆義工團舉辦香積組衛生講習，培養中餐烹調技術士，約有一百二十人參加。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帶領大板橋地區新皈依弟子至法

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進行朝山活動。

◆即日起一連二天，法青會舉辦法青點燈日，分別在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農禪寺

進行，讓學員們有機會向父母表達感恩，共有130位學員及其父母參加。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舉辦禪一，活動包括：禪坐、經行、瑜伽運動及法師開示等。

08.28
◆僧團弘化院於農禪寺舉辦「緣滿人生，菩薩行──你我都是擺渡人」義工培訓課程，

共有來自台北縣土城、永和、新莊、台北市文山等北四轄區的義工，約四百五十人參

加。

◆桃園齋明寺舉辦心靈講座，邀請桃園療養院心理衛生中心主任林淑梨擔任主講人，介

紹社會大眾常見的心理、精神疾病等，共有50人參加。

◆台南分院舉辦地藏法會，約有二百三十人參加。

◆高雄紫雲寺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約有八十五人參加。

◆僧大開學前夕，聖嚴師父於農禪寺邀請僧大全體教師餐敘，感謝教師們至僧大任教授

課，也藉此說明僧大辦學的理念、目標與原則，共有47人參加。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於農禪寺舉辦「聯合國地球憲章貴賓來台座談會」，主題為「心靈

環保與地球憲章的理念聯結」，邀請聯合國地球憲章（The Earth Charter Initiative）

總部青年團召集人米歇爾‧斯拉比（Michael Slaby）、中華佛研所研究生、僧大學

僧、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WYPS）青年代表、亞太青年和平高峰會代表、

法青會會員等近五十位傑出青年參加。

◆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舉辦念佛禪一，由東初禪寺果啟法師指導，共有37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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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紐約羅徹斯特聯絡處於布賴頓鎮公園（Brighton Town Park）舉辦安心養生聯

誼會，活動包括：素食聚餐、法鼓八式動禪教學及電影欣賞等。

◆香港分會舉辦佛一，由僧團果舫法師指導。

08.30
◆17位來自美國、日本、比利時、澳洲、中國大陸等地來台參加「2005年青年國是會

議系列座談」的青年代表，在行政院青輔會安排下，本日上午至農禪寺向聖嚴師父請

益參與國際會議的經驗。

◆佛學推廣中心於高雄紫雲寺開辦「學佛研讀初階班」，由講師郭惠芯主講，共有68人

參加。

08.31
◆台東信行寺舉辦淨土懺法會，約有四十五人參加。

◆即日起至12月28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三上午於高雄三民道場開辦「學佛研讀初階

班」下學期佛學課程，由講師郭惠芯主講，約有五十人參加。

◆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新道場完成大樑上架工程，本日舉行上樑祈福法會，由前任召委

曹昌桂、王隆成，以及道場籌建委員會總幹事王國賢等共同主持，約有近百位信眾參

加。

09.01
◆《人生》雜誌第265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89期出刊。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般若方程式系列《心與大腦的相對論》（釋惠敏著）、《黑熊能入

定嗎？》（陳章波著）；論叢系列《無明即法性》（陳堅著）；大智慧系列《一行禪師

說佛陀故事Ⅰ、Ⅱ、Ⅲ》（一行禪師著）。

◆本月起，法鼓山與福客多便利商店合作，於全台三百六十家分店陳設聖嚴師父的著作

「智慧掌中書」，以及免費結緣的「智慧隨身書」。

◆即日起至3日，文化館舉辦地藏法會，約有二百五十人參加。

09.02
◆聖嚴師父於農禪寺舉行首度「傳法大典」，將「中華禪法鼓宗法脈傳承證書」交給12

位法子，包括僧團首座及中華佛研所學術副所長惠敏法師、禪堂板首及玉佛寺住持果

如法師、僧團副住持果暉法師、禪堂板首果元法師、傳燈院副都監果醒法師、都監果

品法師、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美國紐約象岡道場負責人果峻法師8位男眾，以及僧

大副院長果鏡法師、執行副都監果廣法師、中華佛研所行政副所長果肇法師、文化中

心副都監果毅法師4位女眾，約有二百位僧團法師及事業主管、悅眾出席觀禮。

◆法行會於台北力霸大飯店舉辦第六十四次例會，邀請長期致力於社會藝術與文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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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周渝演講「中國茶世界中的自然與人文」，以及多年來致力於醫療與正確健康觀念

研究、推廣的陳銘國演講「茶對健康修行的貢獻」，共有80人參加。

◆即日起，宜蘭繪本館每週五舉辦「國小組繪本故事時間」。

◆即日起至5日，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舉辦默照禪三，活動包括：禪坐、經行、動中

禪、禪法教學等，約有三十五人參加。

09.03
◆農禪寺舉行剃度典禮，由聖嚴師父擔任得戒和尚，中華佛研所副所長、僧團首座惠敏

法師擔任教授阿闍黎，共有6位沙彌、12位沙彌尼求度出家，另有僧大佛學院一年級8

位男眾、19位女眾一同受行同沙彌（尼）戒。

◆即日起至9月24日，宜蘭繪本館每週六舉辦「英文繪本故事時間」。

◆即日起至24日，台東信行寺每週六舉辦初級禪訓班。

◆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六下午於高雄紫雲寺開辦「學佛研讀初階班」，由講師林其賢主

講，約有三十九人參加。

◆即日起至11月19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六下午於高雄縣岡山佛教堂，舉辦「佛教徒

的生活」佛學課程，由講師林其賢主講，約有二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12月17日，美國拉斯維加斯聯絡處每月單週週六在Sahara West圖書館舉辦

法鼓八式動禪、禪坐及讀書會。

09.04
◆為召募更多義工加入10月份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的服務行列，僧團弘化院於羅東幸夫

愛兒園，舉辦「緣滿人生，菩薩行──你我都是擺渡人」義工培訓課程，共有來自花

蓮、宜蘭等地的義工約二百五十人參加。

◆桃園齋明寺舉辦進階禪一，由僧團果澔法師指導，約有七十人參加。

◆台中分院舉辦人文專題講座，邀請彰化縣警察局副局長陳治明主講「台灣詐騙集團現

形記」，約有四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12月，台東信行寺每月第一週週日舉辦大悲懺法會。

◆義工團因應10月份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場地組、護

法勤務組、交通組專業課程、環保組悅眾培訓等，約有三百人參加。

09.05
◆中華佛研所、僧大、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班，本日聯合於法鼓山園區國際會議廳舉行九

十四學年度開學暨畢結業典禮，由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主持，蒙藏委員會科長徐榮

松、中華佛研所董事今能長老、全度法師、僧團都監果品法師等人皆到場觀禮。

◆9位僧大佛學院首屆畢業生於法鼓山園區教育行政大樓舉辦「畢業感恩會」。

◆即日起至12月26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於台北縣新莊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

的著作《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佛學課程，由善音法師主講，約有三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12月26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於高雄紫雲寺舉辦「學佛研讀初階班」佛

學課程，由講師郭惠芯主講，約有六十人參加。

09.06
◆即日起至9月27日，宜蘭繪本館每週二舉辦「生命教育繪本研究會」。



◆中華佛研所邀請日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教授落合俊典，於本日上午在法鼓山園區

教育行政大樓海會廳，以「日本古寫經的資料的價值」為題，進行一場專題演講，由

果暉法師擔任口譯，共有40人參加。

◆中華佛研所邀請日本花園大學教授衣川賢次，於本日下午在法鼓山園區教育行政大樓

海會廳，以「日本古寫經的檢證」為題，進行一場專題演講，由果暉法師擔任口譯，

共有35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僧大於法鼓山園區教育行政大樓舉辦「激勵領導訓練」輔導法師培

訓課程，包括僧團都監、副都監、僧值、綱領執事、監院、分院監院及僧大各部門的

執事法師，約有二十多人參加。

09.07
◆為培養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禪堂未來的監香法師，並統一全山監香相關工作內

容，即日起至8日，僧團三學院於禪堂舉辦「大禪堂監香培訓講習」課程，由僧團果

品法師、果醒法師、果元法師等戒長法師授課，共有34位僧團法師參加。

◆中華佛研所邀請日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學術開拓研究員青木進，於本日下午在法

鼓山園區教育行政大樓海會廳，以「數位影像與CBETA間之介面開發」為題，進行

一場專題演講，由果暉法師口譯，共有三十五人參加。

◆即日起至15日，慈基會派遣醫療團義工14人至斯里蘭卡，為南亞海嘯災區居民進行

醫療服務，由副會長楊黃玉淑帶領。

09.08
◆即日起，宜蘭繪本館每週四舉辦「動畫繪本故事時間與討論會」。

◆即日起至10月27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四於台北縣樹林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

的著作《地藏菩薩的大願法門》佛學課程，由悟常法師主講，約有二十五人參加。

◆香港分會舉辦禪坐共修，邀請美國紐約象岡道場負責人果峻法師指導，法師在開示中

期勉大家運用智慧與慈悲來解脫煩惱。

09.09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台北士林共修處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新皈依弟子

聯誼會。

09.10
◆中秋節前夕，僧大學僧們在僧團果尚法師的帶領下，分組至鄰近民家拜訪，向鄉親們

致上祝福，約有二十多人參加。

◆慈基會與斯里蘭卡原始佛法三摩地學會於該國東南部汗班托塔（Hambantota）合作

興建房舍安置災區民眾，第一期「台灣村」工程已經完工，本日舉行落成啟用典禮。

慈基會副會長楊黃玉淑、資源整合組主任委員曾照嵩代表法鼓山出席典禮，斯里蘭卡

總理 Mahinda Rajapaksa、水利都市發展建設部副部長Mahinda Amarawira等多位

重要官員均蒞臨祝賀，聖嚴師父並親筆撰文為斯里蘭卡祝福，約有三千位民眾參加。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在台中分院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禪修指引課程，

共有42人參加。

◆即日起至10月1日，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每週六舉辦英文初級禪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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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一連二天，加拿大溫哥華聯絡處針對七至十五歲青少年學子舉辦一場「歡喜少

年生活營」，並為陪同而來的父母舉辦生活禪茶會，約有二十多位青少年參加。

◆香港分會本日下午至伸手助人協會白普理護老院進行關懷，給予長者們中秋佳節祝

福；當天義工們以毛巾、橡皮圈製作了一百多條小金魚及三十三條手鍊，致贈長者們

做為佳節禮物。

09.11
◆慈基會高雄分會至高雄縣燕巢鄉慈德育幼院舉辦中秋關懷列車活動，帶領院童做法鼓

八式動禪、跳土風舞等，約有三十多位義工參加。

◆法青會舉辦讀書會，研討聖嚴師父的著作《拈花微笑》，由僧團果賢法師指導。

◆美國紐奧良城市遭遇超級颶風卡翠那（Hurricane Katrina）侵襲，造成重大災情，紐

約東初禪寺舉辦大悲懺法會，為受難者祈福。

◆即日起，美國德州達拉斯聯絡處每月第一或第二週週日舉辦小法鼓禪修班；9月11日

當天，小朋友並為超級颶風卡翠那風災受難者祈福。

◆美國加州舊金山聯絡處舉辦禪一，由資深禪修講師毛靖指導，共有24人參加。

◆新加坡分會舉辦聯歡義賣會，義賣素食、精品、書籍等，現場並安排兒童彩色繪畫與

手工藝製作等活動，約有八百人參加。

09.13
◆即日起至12月20日，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二於屏東辦事處開辦「佛教生死學」佛學課

程，由講師郭惠芯主講，約有五十人參加。

09.15
◆美國紐約州長島聯絡處舉辦講座，從禪修者的角度詮釋《金剛經》，共有72人參加。

09.16
◆結合國內藝術收藏家、文物收藏團體的「清翫雅集」一行13人，本日至法鼓山世界佛

教教育園區參訪，由僧團都監果品法師帶領，參觀圖書資訊館、教育行政大樓及甫完

工落成的禪堂。

◆即日起至12月30日，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在台北文山共修處舉辦「快樂學佛人」

活動之《天台心鑰──教觀綱宗貫註》導讀課程，共八堂課，約有二十五人參加。

◆即日起至10月7日，美國華盛頓州聯絡處舉辦《八大人覺經》講座，由悅眾王崇忠主

講，約有四十五人參加。

09.17
◆桃園齋明寺舉辦中秋關懷晚會，活動包括：素烤、和喜太鼓隊表演，約有五百人參

加。

◆美國新澤西州聯絡處應平原市（Plainsboro）圖書館之邀，參加當地藝術節十週年慶

祝活動，於現場示範法鼓八式動禪、分送結緣書，並為卡翠那颶風災情舉辦義賣募

款。

◆為感恩信眾的護持，美國伊利諾州聯絡處舉辦「回娘家」活動，並為卡翠那風災受難

者誦經及募款。



09.18
◆農禪寺舉辦中秋祈福法會。

◆僧大於法鼓山園區舉辦「月光禪悅感恩心中秋晚會」，約有一百多位學僧及僧團執事

法師參加。

◆即日起至12月，台東信行寺每月第三週週日舉辦觀音法會。

◆法鼓山棉蘭安心服務站站長李徒前往印尼，除和華語教師共度中秋之外，並捐贈物資

給菩提學校。

09.19
◆即日起至21日，僧團三學院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第三梯次「法鼓山大普

化教育講師核心教學能力培訓」，提升禪訓班師資，共有12人參加。

09.20
◆護法總會和台北富邦銀行合作推出「法鼓山自在卡」認同卡，本日於台北安和分院舉

行發卡記者會。會中，護法總會總會長陳嘉男與富邦金控副總經理林啟峰共同簽署一

份宣言，推動正確消費觀。

09.21
◆中華佛研所於法鼓山園區舉辦專題演講，邀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教授鄧東濱以

「破解管理迷思以提昇經營績效」為題演講，約有八十人參加。

◆即日起，慈基會配合台北北投文化基金會發起「關懷長者、溫馨送餐」活動，對北投

社區的獨居、中低收入長者及身心障礙者提供食物、給予關懷，並結合北投社區大

學、社區醫療群等相關社區資源，共同參與此活動。

09.22
◆美國紐約州長島聯絡處舉辦初階禪修營，由僧團常悟法師指導，共有51人參加。

09.23
◆僧團三學院為弘化院及百丈院法師們舉辦「法鼓山導覽介紹」課程。

◆慈基會與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於9月初簽訂「送愛至斯里蘭卡——法鼓山安心工程在南

亞紮根」合作備忘錄，同意捐贈斯里蘭卡汗班托塔（Hambantota）台灣村二百間房

舍家具及三百間廚房暨生活用品等。即日起至25日，由斯里蘭卡安心服務站曾維莉陪

同紅十字會總會社會服務處處長謝昭隆至台灣村驗收。

◆即日起至12月23日，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台北文山共修處舉辦「快樂學佛

人」，進行《八大人覺經》導讀課程，共計七堂課，約有二十五人參加。

09.24
◆台北安和分院舉辦觀音法會，約有一百人參加。

◆台中分院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約有二百人參加。

◆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於金山中山堂舉行九十四年秋季班開學典禮，現場安排學習成果

展、惜福義賣區、親子創意區，另有舞蹈表演等活動，約有三百多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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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青會舉辦山水禪，由僧團常遠、果妙二位法師帶領學員前往萬里鹿堀坪體驗戶外

禪。

09.25
◆即日起至10月15日，僧團弘化院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大悲心起──精

進21」持咒活動，參與者分精進與隨喜二組，以馬拉松接力的方式，每天連續持誦

〈大悲咒〉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其中參加七天以上的精進組約有三百人。

◆台南分院舉辦精進禪一，共有28人參加。

◆台北中山精舍為關懷中山區六十五歲以上的勸募會員及七十五歲以上地區悅眾的父

母，於重陽節前，邀請長者至中山精舍餐敘，並由僧團果印法師為民眾開示，共有45

人參加。

◆即日起至12月7日，中華佛研所於圖書資訊館舉辦「觀音文獻特展」，展出主題包括

「千處祈求千處應──穿越時空的觀音容顏」、「觀音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的啟示」、

「現代觀音畫作展」、「觀音文獻展」、「大悲牆」、「觀音普門示現」、「觀音多媒體

展示區」等，展出各種形式的觀音作品。

◆法鼓山印尼棉蘭安心服務站站長李徒，偕同救災人員蔡福盛和3位華語教師，帶領60

位亞齊災區學童，參觀棉蘭當地舉辦的海豚表演秀。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台東信行寺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佛教行儀教學，

共有23人參加。

09.27
◆即日起一連二天，印尼蘇北政府前往亞齊和尼亞斯島舉行賑災設施的完工典禮，法鼓

山印尼棉蘭安心服務站站長李徒偕同救災人員蔡福盛出席參加，希望尋求更多合作機

會。

10.01
◆《人生》雜誌第266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90期出刊。

◆《金山有情》第14期出版。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智慧掌中書系列《做好情緒管理》、《人生不再無聊》（聖嚴師父

著）；人間淨土系列／英文版《分享法鼓山》（Sharing Dhama Drum Mountain）

（胡麗桂編著）。

◆法鼓山基金會出版《1989∼2001法鼓山年鑑》，這套年鑑由法鼓文化編輯製作，內容

包括〈總論〉、〈記事報導〉、〈大事記〉三大冊，總計一千二百頁，共收錄六百多張

圖片、五十多萬字的內容，以編年體的方式，完整詳實呈現法鼓山的發展軌跡。

◆即日起至21日，法鼓山美洲、澳洲、亞洲和全台各地的分支道場、聯絡處、共修

處，共同接力舉辦「全球心連心〈大悲咒〉共修會」。本日首先於台灣的基隆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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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分院，高雄紫雲寺、三民道場及香港分會、美國拉斯維加斯聯絡處展開，為全球

祝福迴向。

◆即日起，桃園齋明寺每月第一、二週週六開辦「大自然童玩教室」課程，邀請國立藝

術教育館社區藝術學苑傳統藝術教師蕭淯宏指導，約有四十五人參加。

◆基隆精舍舉辦「聯合祝壽家中寶活動」，共有108位壽星參加。

◆即日起，宜蘭繪本館每週六舉辦「手工書FUN學習營」。

◆即日起至2006年4月30日，獎基會「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WYPS）參與學員為了

推動環保理念、促成和平願景，自發性成立「因應京都議定書及能源危機之大眾行動

方案推廣小組」（簡稱大眾行動小組）；並於本月起推動「一人一筷．健康愉快」運

動，鼓勵民眾自備筷子，節省自然資源。

◆法鼓山基金會制服規畫小組正式推出法鼓山新制服，包括：深藍色的正式禮服，以及

白色上衣、藍色長褲的義工服。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帶領

台北內湖區信眾參觀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及隨喜持咒，共有110人參加。

◆法鼓山成立青年部，由僧團果霽法師擔任監院，整合青年資源，全力推動相關的組織

及活動。

10.02
◆即日起至5日，法鼓山印尼棉蘭安心服務站站長李徒前往災區亞齊訪視，並拜訪釋迦

牟尼佛堂前會長吳清瓊及亞齊華人慈善基金會會長蔡文龍，擬定興建多功能安心服務

站計畫。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台北縣新莊共修處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禪修指引

課程，約有二十人參加。

10.04
◆即日起至25日，台東信行寺每週二舉辦初級禪訓班。

10.05
◆僧大舉辦「作務與弘化」實習課程，本日由僧團執行副都監果廣法師為佛學院二、

三、四年級及養成班二年級學僧們講授「法鼓山僧團的組織與運作」，約有六十人參

加。

10.06
◆即日起至27日，南投德華寺每週四晚上舉辦初級禪坐班。

◆法行會於台北力霸大飯店舉辦第六十五次例會。故宮博物院為法鼓山落成開山特別策

畫「佛光普照：院藏佛經佛畫珍品展」，此次例會邀請故宮博物院展覽組科長張文玲

演講「當法鼓山遇上故宮」，共有74人參加。

10.08
◆台中分院舉辦人文專題講座，邀請署立台中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陳學修專題演講「南

亞海嘯救災心得」，約有四十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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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一連二天，台東信行寺舉辦佛二暨八關戒齋法會，約有五十人參加。

◆南投安心服務站舉辦「家中寶」佛化聯合祝壽活動，由台中分院監院果理法師主持，

共有來自南投地區60位壽星參加。

◆大溪法鼓山社會大學本日上午於桃園大溪鎮至善高中活動中心舉行開學典禮，現場安

排有中醫義診、工藝童玩等活動，桃園縣副縣長廖正井、教育局局長張明文等多位地

方首長與民意代表應邀出席，約有六百多人參加。

◆青年部舉辦法青回饋日，上午帶領學員參與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香積組」義工

培訓，學習「香積禪」，共有15人參加。

◆國際禪坐會於文化館舉辦英文禪一，約有二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10日，加拿大多倫多聯絡處首次舉辦精進禪三，由美國紐約東初禪寺常悟法

師指導，約有二十人參加。

10.09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台南分院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內容包括：播放

2004年法鼓山大事紀錄影片，及介紹修持法門、學佛行儀、禪坐的益處等，約有七十

人參加。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農禪寺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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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人皈依三寶。

◆澳洲墨爾本聯絡處舉辦中醫講座，邀請Greta Young醫師主講「肝炎預防與治療」，

約有三十人參加。

10.10
◆僧團於農禪寺新簡介館召開九十四年度「第二屆僧團代表會議」，會中進行「法鼓山

寺組織章程」第一次修正案的討論與決議。

10.11
◆即日起，大溪法鼓山社會大學正式開課，分別於桃園縣大溪鎮至善高中及仁和國中各

開設六門課程，課程分為生活技能、生命關懷及人文休閒三大類，邀請各領域專業人

士擔任講師，提供大溪地區民眾免費學習。

10.12
◆僧大舉辦「作務與弘化」實習課程，本日邀請台北藝術大學教授林保堯為僧大佛學

院、養成班全體學僧講授「佛教藝術賞析」，內容以中國大陸四川大足寶頂山石刻為

主題，藉由投影片播放，講解宋朝佛教藝術之美，約有九十人參加。

10.13
◆美國紐約州長島聯絡處舉辦生活講座，主題為「禪法於生活中的應用」，共有55人參

加。

10.14
◆中國大陸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教授楊笑天、浙江工商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王仲堯、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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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董平等一行15人，在台灣中國哲學會祕書長杜保瑞的

陪同下，本日至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參訪，並與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校長曾濟群、

中華佛研所行政副所長果肇法師等人進行座談交流，主題為「心靈環保的精神理念對

當代社會之影響」。

◆僧團都監果品法師、青年部監院果霽法師前往香港分會關懷，除開示拜佛、念佛的方

法，並指導禪修。

10.15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首度舉辦焰口法會，於接待大廳祈願觀音殿進行，由僧團果

醒、果建、果祺、果元、果興五位法師擔任金剛上士，約有一千七百多位來自全台各

地的信眾參加。此項法會為「大悲心起——精進21」活動的總迴向。

◆大溪法鼓山社會大學參與財團法人北海岸金山醫院啟用典禮，僧團副住持果暉法師受

邀出席，當天現場並舉辦「健康快樂園遊會」，大溪社大認養其中三個攤位，展售法

鼓文化出版品。

10.16
◆位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開山紀念館」中的祖堂，本日上午舉行灑淨及安位儀

式，由僧團副住持果暉法師主法，共有總本山全體僧眾、僧大學僧及專職義工等近二

百人參加。

◆慈基會分別於本日及23日舉辦二梯次華語教師與菩提學校幼稚園教師聯誼活動，分

別有12人及10人參加。

◆澳洲墨爾本辦事處舉辦中醫講座，邀請Greta Young醫師主講「慣性便秘的預防與治

療」，約有三十人參加。

10.17
◆即日起至2006年1月，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一晚上於台北內湖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

父的著作《金剛經的生活智慧》佛學課程，由講師林孟穎主講，約有七十人參加。

10.18
◆美國紐約州長島聯絡處參加蠔灣高中（Oyster BayHigh School）跨宗教教學活動，

為九至十一年級學生和工作人員示範法鼓八式動禪與說明禪法的益處，並有佛像及書

籍展示，共有230人參加。

10.19
◆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迎賓晚宴於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行，約有近百位世界各宗教領袖、

佛教領袖、學者出席參加，聖嚴師父並蒞臨參加，向來訪的國際貴賓表達感謝。

◆僧大舉辦「作務與弘化」實習課程，本日由僧團果醒法師為佛學院二年級及養成班二

年級學僧們講授「傳燈院的組織與運作」，約有三十人參加。

◆僧大舉辦「作務與弘化」實習課程，邀請企管顧問楊娜娜於本日及26日，為佛學院

三、四年級學僧們做一場專題演講，講授「組織運作與領導的技能」、「法鼓山整體

組織領導」，約有三十人參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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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奧勒岡州聯絡處至森林促進之家（Allen Foster Home）關懷長者，約有二十五

人參加。

◆即日起至21日，新加坡光明山普覺寺參訪團一行近二十人，在該寺住持廣聲法師、

弘法部副總裁傳賢法師的帶領下，來台參加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暨世界宗教領袖座談

會等活動。本日下午，一行人參觀中華佛研所、僧大、圖書資訊館等單位及各項成果

展，並於圖資館四樓視聽室進行雙向交流座談。

10.20
◆法鼓山落成開山系列活動之國際座談會首場「世界佛教領袖座談會」，本日上午於台

北圓山大飯店國際會議廳舉辦，會中邀請8位來自世界各地的佛教領袖，針對「全球

問題概觀」、「從心探索解決全球問題的方針」二項主題進行討論，由世界華僧會會

長淨心長老及緬甸Sitagu國際佛學院院長（Venerable Dr. Ashin Nyanissara）主

持，聖嚴師父亦發表談話。

◆法鼓山落成開山系列活動之國際座談會第二場「世界佛學學術座談會」，本日下午於

台北圓山大飯店國際會議廳舉辦，以「從佛教教育、文化談災難救助與終止貧窮」及

「從佛教教育、文化談和平與人類永續發展」為議題，由中華佛研所副所長惠敏法師

與美國維吉尼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榮譽教授傑佛瑞．霍普金斯

（Jeffrey Hopkins）共同主持。

◆即日起至23日，法鼓山印尼棉蘭安心服務站站長李徒前往亞齊，21日參加釋迦牟尼

佛堂信眾舉辦的「觀音法會」，約有八十人參加；22日訪視印尼瓊州海南會館十五戶

災區民眾，協助他們購置家具等；23日關懷當地一所華人收容所。

10.21
◆「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本日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行，以「大悲心起」為活

動主題，全場禁語。典禮中進行揭佛幔、開光儀式，及音樂禮讚等活動。包括總統陳

水扁、台北市市長馬英九等國內政要，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宗教領袖、佛教界的諸山

長老、藝文界人士、各大媒體負責人及遍布海內外的法鼓山信眾，總計約有一萬多人

參加。

◆即日起至明年（2006年）2月，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第一大樓五樓展示中心，展

出「一步一腳印，建設人間淨土」成果展，藉由照片、影像與多媒體等方式，呈現法

鼓山十六年來致力推動的各種佛化教育活動。

10.22
◆法鼓山落成開山系列活動之國際座談會第三場「世界宗教領袖座談會」，本日上午於

台北圓山大飯店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全球重要的宗教與精神領袖共8位，一同探討

「對於全球問題的概觀」、「從心探索解決全球問題的方針」等議題，以期跨越宗教、

國界、種族等藩籬。

◆即日起一連二天晚上，法鼓山榮譽董事會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大悲心起音樂感

恩晚會」，由知名新聞主播葉樹姍主持，會中節目包括：天才神童牛牛的鋼琴演奏、

愚韻交響樂團演奏「法鼓山開山交響詩」，知名歌手潘越雲、蕭煌奇、楊烈、大小百

合等人演唱台灣民謠組曲，以及法鼓山合唱團的演出等，每場皆有近三千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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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11月20日，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每週六、日舉辦「開山分享月」活

動，內容包括：「朝禮觀音」朝山行、「千江禪悅」初階禪修體驗課程、「千億持誦」

〈大悲咒〉共修會、「念念不離觀世音」《延命十句觀音經》持誦共修會等，約有七千

多人參加。

◆「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World Council of Religious Leaders）於台北圓山大飯店

舉行年會，討論理事會的各項行政事務，由聖嚴師父擔任理事主席，與會者包括耶路

撒冷地區聖公會主教His Excellency Rt. Rev. Riah Abu El-Assal、千年和平基金會

顧問His Excellency Ravi Sawhney及其夫人Madhu、印度宗教領袖理事會主席

Bhupendra Kumar Modi等8位出席。

◆即日起一連二天，桃園齋明寺舉辦秋季超薦法會，由僧團果器法師主法，約有二千人

參加。

◆美國紐約州長島聯絡處參加長島圖書館年度研討活動，藉由這場跨宗教的活動，於現

場陳列各類佛教書籍、影音光碟等，讓當地長島圖書館員及行政官員對佛教有更多的

瞭解，以便未來能提供更好的服務，共有120人參加。

10.23
◆中國大陸中國佛教協會與國家宗教事務局於北京西苑飯店舉辦「世界佛教論壇主題研

討會」，僧團果建法師代表法鼓山出席，與會者包括來自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

等地的佛教界法師、學者、媒體、出版社等人士。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帶領

台北市松山區信眾參觀法鼓山，共有25人參加。

◆即日起至25日，法鼓山北美護法會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行北美年會，內容

包括：「萬行菩薩成長課程」、「專題研討」、「法鼓山深度導覽」等，由美國護法會

輔導法師果謙法師主持，共有105位來自北美地區的悅眾參加。

10.26
◆僧大舉辦「作務與弘化」實習課程，本日由僧團果幸法師為佛學院及養成班二年級學

僧們講授「三學院的組織及運作」，約有三十人參加。

10.27
◆即日起至30日，中國大陸廈門閩南佛學院舉辦成立八十週年院慶及南普陀寺則悟法

師陞座典禮，僧大男眾學務長常度法師代表法鼓山參加。

10.29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首次「供佛齋僧暨心靈饗宴大會」，會中邀請諸山長

老、法師約一千七百多位接受供養，約有一千八百位義工參與服務。

10.30
◆中華佛研所舉辦懇親大會，會中表揚資深教職員並向義工表達感恩之意，約有二百人

參加。

◆中華佛研所於法鼓山園區召開校友會，約有四十五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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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基會於印尼棉蘭為菩提學校來自亞齊災區學生舉辦戶外教學活動，共有災區學生

35人、義工51人參加。

◆合唱團於農禪寺舉辦歲末聯誼會，共有150位團員參與。

◆護法會美國加州舊金山分會於本日、11月13日及20日，舉辦法鼓八式動禪與禪坐共

修，由甫獲紐約禪訓師資班資格的悅眾Hogan指導，並分享個人心得。

11.01
◆《人生》雜誌第267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91期出刊。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佛教會議論文彙編系列《佛教與二十一世紀——第四屆中華國際

佛學會議英文論文集》（The Role Buddhism  in the 21 century）

◆由文化中心製作的新型態「大法鼓」節目，本月起正式於華視頻道播出，每個主題都

將以三集至四集的節目呈現，做全觀與深度的探討與開示；播出時段亦調整為每週四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時。

◆即日起至2006年1月，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二於桃園辦事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著作

《修行在紅塵──維摩詰經六講》佛學課程，由見正法師主講，約有二十人參加。

◆依據2005年2月份海外策略研討會修訂之法鼓山海外機構設置準則，法鼓山海外各分

支道場統一更名為「護法會」。其中，美國分會更名「法鼓山美國護法會」，加拿大聯

絡處更名「法鼓山加拿大護法會」，新加坡分會更名「法鼓山新加坡護法會」，馬來西

亞分會更名「法鼓山馬來西亞護法會」，香港分會更名「法鼓山香港護法會」，澳洲聯

絡處更名「法鼓山澳洲護法會」，泰國分會更名「法鼓山泰國護法會」。

◆即日起至17日，僧團果建、常智二位法師陸續至馬來西亞、新加坡二地，進行弘法關

懷活動，除了主持禪修、公開演講，並至新加坡光明山普覺禪寺、蓮山雙林寺、自度

庵參訪。

11.02
◆僧大「作務與弘化」實習課程為四年級學僧規畫「安寧療護」系列課程，內容以宗教

師在安寧療護上所扮演的角色為主題，本日邀請台灣大學醫學院家庭醫學科教授陳慶

餘主講；9日及23日二次課程，邀請台大醫院緩和醫療病房臨床佛教宗教師滿祥法師

與宗惇法師主講；29日則由僧團果慨、果解法師帶領學僧們至台大醫院見習。

◆即日起，美國紐約羅徹斯特聯絡處法青會每二週擇一週三舉辦讀書會活動，本日為首

次舉辦，內容依法鼓山「基礎佛法課程綱要」進行佛法學習及討論。

11.03
◆慈基會派赴印尼教授華語教師們，本日參訪仁多（JANTHO）慈濟災民收容所，帶

領小朋友們帶動唱、教中文、發放糖果；並探訪海邊小鎮倒塌的醫療所，協助其重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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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
◆即日起，台東信行寺每週五舉辦兒童讀經班。

◆即日起，宜蘭繪本館每週五舉辦「成人親職教育課程」。

◆法行會於台北力霸大飯店舉辦第六十六次例會。會中邀請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

授楊蓓，以「從『大悲心起』看『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輕』」為題演講，共有80人參

加。

11.05
◆即日起一連二天，南投德華寺舉辦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之旅，邀請信眾們參與開

山大典系列活動，約有四十三人參加。

◆台北中山精舍於新生公園舉辦法鼓八式動禪共修，內容還包括禪修、心得分享及餐

敘，共有57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慈基會辦理第二梯次華語教師培訓班，共有14位學員參加。

◆即日起至27日，慈基會舉辦「第七期百年樹人獎助學金頒發活動」，分別於5日在台

北市立圖書館景新分館；6日在東勢安心服務站；12日在台中安心服務站、竹山安心

服務站、南投安心服務站等地；以及27日在宜蘭縣政府文化局舉辦。

11.06
◆農禪寺舉辦週日講經，由僧團果見法師主講「四聖諦（一）──你快樂嗎？」。

◆台中分院於苗栗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辦精進禪一，由僧團果雲法師指導，約

有一百人參加。

◆台南分院舉辦精進禪一，共有28人參加。

11.07
◆即日起至9日，僧團果禪法師、常濟法師代表聖嚴師父，至荷蘭阿姆斯特丹參加以關

懷全人類的共同命運、維護地球生態為目標的國際組織「地球憲章」（The Earth

Charter Initiative）五週年會議，共有來自全球五大洲五十三個國家，約有五百人出

席；常濟法師並於會中代表師父宣讀〈大悲心起〉一文。

◆即日起，台東信行寺每週一晚上舉辦讀書會。

◆即日起至9日，法鼓山基金會副祕書長謝水庸至斯里蘭卡安心服務站關懷，檢視安心

服務站建築工程、討論安心服務站設計變更相關事宜，並對安心服務站所有人員解說

佛法教育與說明自我修行的重要性。

11.08
◆僧團傳燈院應泰山文教基金會之邀，於台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

學，約有三百人參加。

◆僧團傳燈院應台北縣永和社區大學之邀，於社區大學圖書館舉辦禪修指引教學，約有

六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18日，僧團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果祺法師和護法總會副總會長周文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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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展開為期十一天的加拿大溫哥華及美國奧勒岡州、華盛頓州三地關懷之旅；這次

的關懷行程，包括一場溫哥華「建設道場點燈祈福大悲懺法會」、四場演講、六場關

懷活動等。

11.09
◆僧大舉辦「作務與弘化」實習課程，本日由僧團果旭法師為佛學院及養成班二年級學

僧們講授「百丈院的組織與運作」，約有三十人參加。

11.10
◆美國紐約州長島聯絡處舉辦進階禪修營，由僧團常悟法師主持，共有45人參加。

11.11
◆美國護法會伊利諾州芝加哥分會於該地九華樓舉辦秋季募款聚餐，活動包括：猜謎問

答、親子學佛班的表演及播放《大法鼓》節目，約有九十人參與。

◆即日起一連二天，美國紐約東初禪寺監院果明法師至護法會美國加州舊金山分會關

懷，舉辦念佛法會、禪修指引與佛法問答等活動，約有十五人參加。

11.12
◆台中分院舉辦人文專題講座，邀請彰化縣大葉大學教授張耀南專題演講「新世紀飲食

素食養生之道」，約有八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12月17日，南投德華寺每週六舉辦烹飪教學，由信眾蘇秀春指導健康素食

及點心的製作。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帶領

大三重地區信眾進行園區參訪，共有90人參加。

◆青年部舉辦法青回饋日，帶領台灣大學晨曦社、台灣科技大學恆音佛學社法青成員，

至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參訪，由僧團果傳法師指導，共有44人參加。

11.13
◆法鼓文化與金石堂連鎖書店共同舉辦「心靈SPA講座」，首場於本日在台北信義店金

石書院舉行，由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楊蓓主講「從關係中成長──談情緒轉

折與面對衝突的因應之道」，約有一百六十多人參加。

◆桃園齋明寺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約有七十人參加。

◆高雄紫雲寺舉辦禪一，約有六十人參加。

◆台東信行寺舉辦禪一，約有十五人參加。

◆僧大「作務與弘化」實習課程邀請知名聲樂家廖英君老師，於本日及17日為佛學院及

養成班一年級學僧開辦「發聲」課程，約有四十人參加。

◆金山法鼓山社會大學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戶外禪，由僧團都監果品法師指

導，共有22人參加。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為台北縣新莊、泰山區信眾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朝

山暨學佛行儀，共有206人參加。

◆美國護法會加州洛杉磯分會舉辦一場學佛、修行心得分享演講會，由紐約東初禪寺監



院果明法師主講，與當地義工分享其個人的學佛修行觀念和經驗。

◆美國護法會華盛頓州西雅圖分會慶祝成立四週年，舉辦半日禪修、感恩茶會等活動，

僧團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前往關懷，並進行一場「活在當下，快樂生活」演講，約有

五十人參加。

◆香港護法會受邀參加香港佛聯會主辦的「六十週年鑽禧嘉年華會」活動，藉此機會推

廣聖嚴師父的著作和法鼓山精神、理念。

11.14
◆即日起至25日，中華佛研所舉辦六場專題演講，邀請享譽國際的佛教學者李察‧貢

布里奇（Richard Gombrich）主講，由中華佛研所老師關則富擔任中文翻譯，每場

約有三十人參加。

◆藏傳佛教上密院（Gyuto Tantric University）台北佛學會那旺久登仁波切（Ven.

Ngawang Jorden）本日至僧大訪問，4位藏傳比丘、台北市文化局研究員呂宜玲等9

人亦陪同前來。

11.15
◆聖嚴師父於法鼓山落成開山後，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首次對全體僧俗弟子、專

職人員、義工等悅眾擴大精神講話，並透過視訊連線，讓各分院信眾皆能同步聆聽師

父的開示。師父除了感謝法鼓山所有成員的付出與辛勞，並鼓勵大家今後朝向「普及

化、國際化、年輕化」的目標努力。

◆即日起至2006年1月，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二於台北中山精舍，開辦講解印順長老的著

作《成佛之道》進階班佛學課程，由清德法師主講，約有五十人參加。

11.16
◆新加坡護法會舉行釋迦牟尼佛像開光灑淨，由僧團果建法師與常智法師主持，約有七

十人參加。

11.17
◆僧團三學院舉辦秋季戶外教學，參觀故宮博物院「佛光普照──院藏佛經佛畫珍品

展」，共有26位僧眾參加。

◆僧大四年級學僧由僧大副院長果鏡法師及果峙法師等執事法師們帶領，本日至貢噶精

舍、上密院台北市佛學會等藏傳佛教道場參訪。

11.19
◆台東信行寺舉辦三昧水懺法會，約有一百五十人參加。

◆法鼓山基金會舉辦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一日遊活動，邀請專職人員及其眷屬、義

工參加，約有四百多人參加。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進行

出坡禪練習，共有來自桃園、苗栗的北五轄區信眾360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香港護法會舉辦皈依、佛一等活動，由僧團果寰法師、果恆法師主

持，共有27人皈依。

529

11



530

2005

11.20
◆聖嚴師父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為僧眾開示，以「出家的好處與出家障緣」為

題，闡述「出家的好處」、「初出家的種種障緣，如何處理？」、「解脫道的觀念與菩

薩道的方法」及「法鼓山的理念與心靈環保」等內容，共有僧眾及中華佛研所出家身

分的一百八十位師生參加。

◆農禪寺舉辦週日講經，由僧團果見法師主講「四聖諦﹙二﹚── 到底問題出在

哪？」。

◆即日起，南投德華寺於日月潭慈恩塔舉辦戶外禪，由僧團果弘法師帶領，共有22人參

加。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帶領

社子區12位信眾進行法鼓山一日遊。

◆佛學推廣中心於農禪寺開辦「讀書會帶領人種子培訓進階班」課程，邀請台北大學社

會工作學系副教授楊蓓，以「讀書會經營困境的探討與解析」為題，為80位具帶領

讀書會經驗的學員授課。

◆美國護法會加州舊金山分會舉辦「學佛五講」讀書會，由佛學社學員施孟甫指導。

11.21
◆法鼓山棉蘭安心服務站站長李徒、副站長鍾文盛與華語教師鄭楷得、黃芳孿，前往台

中縣朝陽科技大學訪視印尼亞齊災區的9位留台學生。

11.22
◆外交部非洲司司長李辰雄與蔣維瀾夫婦、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組長楊司恭，本日晚上至

農禪寺拜訪聖嚴師父。

◆屏東辦事處舉辦戶外禪活動，共有30人參加。

◆即日起至28日，僧大舉辦「水陸法會梵唄唱誦」課程，邀請廣慈老法師於法鼓山世

界佛教教育園區，為僧團法師及僧大學僧授課，每天進行五個半小時的密集梵唄課

程，約有六十人參加。

11.23
◆即日起一連二天，僧團三學院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心靈環保』即『人

間淨土』核心義蘊提綱課程」，由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副教授林其賢主講，藉以加強僧

眾們對法鼓山精神理念深廣化的能力，同時培養更多能夠在地區推廣法鼓山理念的師

資人才，共有僧團法師33位、信眾12位參加。

◆僧大於本日及26日舉辦校外教學，參觀故宮博物院配合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規畫展

出的「佛光普照──院藏佛經佛畫珍品展」，共有90人參加。

◆僧大舉辦「作務與弘化」實習課程，由僧團果鏡法師為佛學院及養成班二年級學僧們

講授「僧大的組織與運作」，約有三十人參加。

11.24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於台北安和分院舉行董事會議，包括僧團果肇法師、果光法師，及

曾任政治大學校長鄭丁旺、凌陽科技創辦人施炳煌、何周瑜芬等董事與會，聖嚴師父



亦出席參加。會中，曾濟群校長首先報告近半年來學院的建設工程、佛教研修學院的

申請籌設等事項，之後討論學院的未來發展。

◆中華佛研所佛學資訊學程邀請台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博士洪振洲，於本日在法

鼓山園區專題演講「網際網路運作原理的簡介」（How the Internet really works），

約有十五人參加。

◆本日為美國感恩節，美國紐約東初禪寺舉辦「持誦〈大悲咒〉法會」，以持咒的力

量，迴向給所有眾生。法會由果明、果謙、常悟三位法師帶領，共有東西方信眾約八

十多人參加。

11.25
◆僧團傳燈院應永和網溪國小志工大隊之邀，前往指導法鼓八式動禪教學課程，約有八

十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印尼棉蘭留台同學會會長劉其俊參訪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11.26
◆農禪寺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

◆中華佛研所舉辦專任研究人員論文發表會，分別由該所老師廖本聖發表〈西藏佛教格

魯派詮釋的宗義、地道、八事七十義、心類學與三士道次第之間的關係〉、蔡伯郎老

師發表〈瑜伽行派心所問題之探討〉、見弘法師發表〈關於月稱二諦說的幾點問題〉，

以及杜正民老師發表〈資訊時代的阿含研究──以《阿含辭典》數位化研究為例〉等

四篇論文。

◆助念團於桃園齋明寺舉辦臨終關懷教育訓練，加強地區菩薩的關懷理念及實務運作技

巧，共有來自桃園、苗栗的北五轄區信眾約二百人參加。

◆助念團於農禪寺舉辦「臨終成長課程── 猝死者家屬的關懷」，課程主題包括﹕「解釋

猝死的種類」、「哀傷家屬的身心狀態」、「面對猝死的關懷原則與方式」、「關懷時

的禁忌」等，邀請蓮花臨終關懷基金會前執行長黃鳳英主講，約有二百位學員參加。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帶領

台中地區160位信眾進行法鼓山一日遊。

11.27
◆基隆精舍舉辦佛一暨八關戒齋法會，共有23人參加。

◆慈基會於大板橋地區（板橋、土城、樹林）舉辦慰訪員聯誼會，邀請法律扶助基金

會、中國青年和平團的工作人員，為慰訪義工們介紹如何協助弱勢者尋求法律途徑、

結合社會資源，解決自身所面臨的問題。

◆慈基會舉辦「師生話別茶會」，歡送第一梯次赴印華語教師，共有34位師生出席。

◆青年部舉辦讀書會，導讀聖嚴師父的著作《智慧100》，由僧團果賢法師指導。

11.28
◆僧團傳燈院應台北縣永和社區大學之邀，前往社大圖書館舉辦禪修指引教學，約有六

十人參加。

◆慈基會舉辦第二梯次派赴至印尼菩提學校華語教師試教活動，邀請台北士東國小3位

資深老師、台灣師範大學老師黃桂英及剛從印尼返台的華語教師鄭楷得指導，共有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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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萍、許明敏、莊學琴三位老師參加。

◆即日起至12月1日，香港護法會至能仁書院參加書展活動，此次書展是繼7月份的香

港國際書展外，首次在學校單位舉辦，受到師生們的熱烈迴響。

11.29
◆僧團傳燈院應退輔會台北市榮民服務處之邀，前往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學課程，約有

十五人參加。

◆中華佛研所佛學資訊學程邀請中華電子佛典協會資訊組組長周海文，本日於法鼓山園

區女眾電腦教室專題演講「如何設計實用的Access資料庫及簡介SQL語法」。

11.30
◆聖嚴師父本日下午於台北中正精舍接受《聯合報》專欄專訪，訪題包括：「從父攜子

自殺事件談台灣兒童人權」、「虐待動物的小孩長大後會有暴力傾向嗎？」、「談外勞

受不平等待遇反映的問題」、「談東南亞外籍媳婦的處境可能產生的影響」。

◆僧團於農禪寺新簡介館召開「第二屆僧團代表臨時會議」，行使都監任職同意權，由

方丈提名，並經僧團代表投票通過，由僧團首座大和尚惠敏法師擔任。

◆僧大舉辦「作務與弘化」實習課程，本日為佛學院及養成班一年級學僧開辦「香積組

的功能及運作」課程，由僧團常賡法師指導，約有四十人參加。

◆僧大舉辦「作務與弘化」實習課程，本日由文化中心副都監果毅法師為佛學院二、三

年級及養成班二年級學僧們講授「法音宣流──認識文化中心」，約有四十五人參

加。

12.01
◆《人生》雜誌第268期出刊。

◆《法鼓》雜誌第192期出刊。

◆法鼓文化出版新書：智慧掌中書系列《用寧靜心擁抱世界》、《好人緣為自己創造》

（聖嚴師父著）。智慧掌中書系列自2002年推出至今，全書系列共五十本全部出版完

畢，廣獲讀者、出版界好評。

◆中華佛研所圖書資訊館舉辦一年一度的圖館週活動，由於適逢法鼓山落成開山盛事，

特別以「悲智雙運──觀音掌中瓶，文殊手中書」為主題，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內

容除了包括9月25日起展開的「觀音文獻特展」，即日起至7日並舉辦「當善財童子遇

到觀音菩薩──《華嚴經．入法界品》四眾佛子硬筆鈔經活動」成果展，及「中西參

大賽」、「電影欣賞」、「資訊成果展暨說明會」。

◆即日起至23日，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每週五於台北縣新莊共修處舉辦「快樂學

佛人」活動，開辦初級禪訓班，共有26人參加。

◆即日起至2006年1月，佛學推廣中心每週四於桃園中壢辦事處，開辦講解聖嚴師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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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心經禪解》佛學課程，由講師黃崧修主講，約有三十人參加。

12.02
◆即日起至11日，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禪堂「選佛場」首次啟用，舉辦默照禪十，

約有一百八十多人參加。

◆即日起至2006年2月，佛學推廣中心每週五於台北縣中永和共修處，開辦講解聖嚴師

父的著作《48個願望——無量壽經講記》佛學課程，由宗譓法師主講，約有四十人參

加。

◆即日起至6日，僧團果品法師及常應法師前往泰國護法會關懷弘法，活動包括：播放

法鼓山開山大典VCD影片，舉辦念佛法會、一日禪及大悲懺法會等。

12.03
◆聖嚴師父接受東森電視台行銷總經理邱佩琳的邀請，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為該

台成立十五週年慶祝活動進行開示錄影。

◆即日起至24日，台東信行寺每週六舉辦初級禪訓班。

◆青年部於台北縣鶯歌舉辦山水禪，由僧團果祺法師指導學員在行進中運用禪修的方

法，共有35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新加坡護法會針對九至十八歲的青少年族群，於新加坡護法會會

所、白沙度假村舉辦一系列成長課程，包括二日生活成長營、禪修與壓力管理課程，

以及英語禪修體驗活動，由青年部常遠法師、法鼓八式動禪講師陳武雄擔任講師，共

有43位青少年參加。

12.04
◆聖嚴師父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接受《康健》雜誌專訪，製作新年專題。

◆僧團傳燈院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為護法會組織發展組護持會員，舉辦法鼓八

式動禪與靜坐教學，共有43人參加。

◆農禪寺舉辦週日講經，由僧團果見法師主講「四聖諦﹙三﹚──人生真的有可能從此

過著幸福無憂、沒有煩惱的日子嗎？」。

◆僧大「作務與弘化」實習課程邀請資深廣播人白銀，於本日及11日為佛學院及養成班

一年級學僧開辦「正音」課程，約有四十五人參加。

◆慈基會舉辦「法鼓歲末大關懷」活動，首站於本日在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進行，

約有近千位受慰訪者參加。

◆即日起至23日，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快樂學

佛人」活動——法鼓山歲末關懷體驗營，共有36人參加。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

「大悲心起心連心聯誼」，共有彰化地區信眾100人參加。

◆新加坡護法會舉辦佛學講座，由僧團常遠法師以「禪修與壓力管理」為題，做一場禪

法開示。

◆在行政院新聞局的邀請下，歐美政治、國際關係學者及媒體人士，包括美國費城外交

政策研究所亞洲部主任Jacques de Lisle、德國北德廣播電台「每日新聞」主編Eck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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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tz、丹麥《政治報》主筆兼亞洲版主編FlemmingYtzen、《時代報》（The Age）

資深專欄作家Tony Parkinson等「縣市長選舉歐美觀選團」一行十多人，來台觀察

與採訪12月3日舉行的縣市長合併縣市議員、鄉鎮市長「三合一選舉」；選舉結束之

後，在新聞局人員陪同下，一行人於本日上午至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參訪，進行

文化交流。

12.05
◆聖嚴師父於台北中正精舍接受《聯合報》記者訪問，內容主題包括：「五年級的中年

危機」、「三明治人生」、「外遇時代來臨了嗎？」及「年老父母的奉養」等。

◆台南分院於本日及26日，舉辦二梯次「自我提昇──和喜自在方案，心五四活動」，

本日內容包括瞭解「心五四運動」、分組研討及生活佛法分享等；26日則由僧團果肇

法師談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運用「心五四運動」理念與運用「自我提昇日課表」等，約

有一百人參加。

◆美國奧勒岡州聯絡處至Same right關懷長者，約有二十五人參加。

12.06
◆中國大陸浙江省佛教協會文化交流團一行13位法師及8位居士，在團長俞昶熙及副團

長寧波天童寺方丈誠信法師的帶領下，參訪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由僧大副院長

果鏡法師、果肇法師等人接待；活動中除了參觀園區的建設、成果展外，並與僧大法

師就文化教育進行一場交流。

12.07
◆中華佛研所邀請中國大陸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漢語教研室教授朱慶之，於法鼓山園區

教育行政大樓專題演講「佛教漢語及其研究」，約有四十五人參加。

12.08
◆法行會於台北空軍官兵活動中心，舉辦成立六週年慶暨會長交接典禮，聖嚴師父因不

克出席，為文祝福。僧團首座惠敏法師、僧團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蒞臨關懷，約有四

百位成員出席。

12.10
◆法鼓山園區服務中心分別於本日、11日、18日、25日和2006年的1月1日，舉辦關懷

員義工培訓課程，除由僧團果尚法師以自身的經驗和學員分享接待事宜，並特別安排

景觀維護種子隊員在園區的大停車場、接待大廳指導學員相關的工作程序和技巧，共

有86位關懷員參與培訓。

◆桃園齋明寺舉辦進階禪一，共有64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台南分院於台東信行寺舉辦戶外禪二，共有37人參加。

◆即日起至31日，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宜蘭辦事處舉辦「快樂學佛人」——初級

禪訓班，共有53人參加。

◆國際禪坐會於文化館舉辦英文禪一，約有二十人參加。



◆國際扶輪社參訪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行程中安排法鼓八式動禪和禪坐教學，共

有40人參加。

12.11
◆即日起至25日，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的禪堂「選佛場」舉辦默照禪十四，約有

一百多位禪眾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台南分院舉辦念佛禪二，共有34人參加。

◆大板橋地區悅眾參與台北縣家扶中心在板橋市立體育館舉辦的「點燃生命之火」歲末

聯歡活動，內容包括：園遊會募款、相見歡、扶幼楷模表揚等，約有一千三百多戶台

北縣低收入戶家庭受邀參加。

◆勞保局員工參訪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行程中並安排有法鼓八式動禪與禪坐教

學，共有40人參加。

◆宜蘭縣太極拳協會成員參訪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行程中安排有法鼓八式動禪和

禪坐教學，共有88人參加。

12.12
◆慈基會於本日及18日舉辦第一梯次與第二梯次華語教師交接會議，包括印尼棉蘭安心

服務站站長李徒與華語教師共10人參加；並於29日舉行授旗儀式，預計於2006年1

月初派遣華語教師許明敏及徐曉萍前往。

12.14
◆僧大邀請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鄭明修教授，以「為找尋海洋永續之道」為

題演講，約有六十人參加。

◆法鼓山棉蘭安心服務站站長李徒與華語教師黃惠娟、馮令愛，探視就讀朝陽科技大學

的印尼學生。

12.15
◆即日起一連二天下午，僧團傳燈院應內政部消防署高雄港務消防隊之邀，於高雄港務

局舉辦法鼓八式動禪教學，共有40人參加。

◆桃園縣圓光佛學院護法會成員參訪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僧團傳燈院為來訪者進

行法鼓八式動禪教學，共有200人參加。

◆香港護法會、樹華文教藝術協會本日在香港尖沙咀文化中心合辦國際性慈善音樂會，

由法鼓山香港和台灣合唱團、香港春風合唱團、台北藝術大學管弦樂團約三百多人，

共同擔綱演出。法鼓山僧團首座惠敏法師、關懷院監院果東法師、護法總會副總會長

黃楚琪等人亦出席這場音樂盛會。

12.16
◆教育部部長杜正勝至台北安和分院拜訪聖嚴師父，席間，杜部長針對立法院日前通過

的私立學校法及佛教藝術等議題，向師父請益。

◆僧大邀請印度龍城龍樹學院創辦人世友（Dhammachari Lokamitra）至法鼓山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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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大樓，專題演講「印度佛教復興現況」，由世界佛教友誼會執行長游祥洲擔

任翻譯，約有八十人參加。

◆高雄縣中、小學校長一行六十多人，在高雄縣教育局副局長陳麗幸的帶領下至法鼓山

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參訪，由僧大常度法師、常諦法師全程接待，並介紹法鼓山理念。

12.17
◆高雄縣縣長楊秋興偕同高雄縣政府民政局宗教禮俗課課長蔡振坤等人，本日下午參訪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由導覽組義工陳政峰負責解說，之後並拜訪聖嚴師父。

◆美國護法會信眾魏煜展、李友琴夫婦至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拜訪聖嚴師父，關切

師父健康狀況，師父感恩他們發心護持東初禪寺及象岡道場。

◆中央大學三慧佛學社一行84人參訪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由僧大常度法師、常

諦法師全程接待，除了參觀園區之外，並就法鼓山的理念及建築特色等主題，進行一

場座談交流。

12.18
◆台東信行寺舉辦佛一，約有五十人參加。

◆農禪寺舉辦週日講經，由僧團果見法師主講「四聖諦﹙四﹚──有哪些具體的做法是

能夠讓我們實踐的呢？」。

◆即日起至25日，高雄紫雲寺舉辦都市佛七，由果舫法師擔任總監香，約三千九百人

參加。

◆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

「深度之旅──瞭解法鼓山」，共有基隆區信眾33人參加。

◆台北縣中和玉佛寺信眾參訪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行程中安排有法鼓八式動禪教

學，共有120人參加。

◆佛陀教育中心信眾參訪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行程中園區服務中心為其安排法鼓

八式動禪教學，共有40人參加。

12.19
◆法行會於農禪寺舉行新任會長上任後第一次悅眾會議，由新任會長蕭萬長主持，並由

僧團果祥法師、副會長黃楚琪向悅眾報告法鼓山和法行會概況。

12.20
◆位於台北北投公館路的雲來寺舉行大殿安樑典禮，由僧團副住持果品法師主法，前來

觀禮的貴賓包括北投派出所副所長曾錫曉、鄰近社區傑士堡主任委員方孝友等多位，

以及北投區悅眾一百五十人參與。

12.21
◆僧大舉辦「作務與弘化」實習課程，於本日及28日邀請曾任台北國賓飯店總公司人事

部資深經理李彩蓮，講授「人際溝通第一步──說話的藝術」，約有八十人參加。

◆即日起至2006年1月5日，慈基會派南亞賑災醫療團前往斯里蘭卡，由僧團關懷院監



院果東法師帶領，成員包括中西醫師、藥劑師、護理人員及關懷服務的工作人員等共

17人，展開災區義診工作。其間，果東法師除了指導醫療服務、衛生宣導外，也向當

地居民傳達聖嚴師父的關懷和祝福，並舉辦皈依及週年紀念法會，為南亞海嘯受難者

進行超薦及迴向。

12.22
◆中國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倪世雄、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系主任李義虎、

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李寶俊教授等8位中國大陸高校國際政治研究會會員，

應邀來台參加由中國大陸大陸研究學會和東吳大學共同舉辦的「第二屆兩岸國際關係

與兩岸外交」學術研討會，本日並參訪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12.23
◆即日起至25日，法鼓山基金會皈依關懷組於台東信行寺舉辦「快樂學佛人」活動，

進行歲末聯誼，共有80人參加。

12.24
◆即日起至2006年1月1日，農禪寺舉辦彌陀佛七。

◆台北安和分院舉辦觀音法會，約有一百人參加。

◆即日起一連二天，台南分院舉行精進禪二，由監院果舟、果啟二位法師帶領，共有

125人參加。

◆法鼓山基金會舉辦「第十一屆佛化婚禮」婚前講習，共有三十二對新人參加。

12.25
◆僧團傳燈院於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為園區服務中心關懷員指導吃飯禪、走路

禪、出坡禪等，共有90人參加。

◆台東信行寺舉辦禪一，由僧團果顯法師指導，約有二十人參加。

◆在南亞海嘯屆滿一年之際，法鼓山本日與印尼班達亞齊釋迦牟尼佛堂共同舉辦超度法

會，以表達對災區民眾的關懷之意，之後並配合此項活動在印尼海南會館舉行「法鼓

山歲末關懷在亞齊」物資捐贈儀式，邀請台北駐印尼代表處林永樂代表、曼荼羅基金

會理事莫粧量、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謝昭隆處長等人一同參與。

◆即日起至28日，香港護法會召集人陳國華帶領護法信眾六十多人，至法鼓山世界佛

教教育園區參觀，並拜訪聖嚴師父，聆聽師父開示。

◆我國駐美代表李大維於返國述職期間，偕同夫人及公子至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參

訪，並拜訪聖嚴師父，與師父分享其對於宗教與人生的看法。

12.26
◆即日起至28日，僧團三學院舉辦「法鼓山大普化教育講師核心教學能力培訓」第四

梯次，共有13人參加。

12.27
◆即日起至30日，法鼓山印尼棉蘭安心服務站站長李徒前往美拉坡關懷慰訪當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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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並轉達聖嚴師父對美拉坡民眾的祝福之意。

12.28
◆旅美華裔藝術家蔡國強本日參訪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由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

術基金會祕書長李伸一、榮譽董事會執行長劉偉剛、誠品畫廊經理趙琍等一行人陪

同，下午前往台北安和分院拜訪聖嚴師父。

◆即日起至30日，僧團三學院為培養帶領禪修之總護及小參人員，舉辦「總護．小參」

培訓研習課程，由僧團果元法師、果醒法師、果祺法師指導。

12.29
◆應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之邀來台指導泛音詠唱（Overtone singing）密集課程的米

歇爾‧費特先生（Michael Vetter）與娜塔莎（Natascha Nikeprelevic）小姐，參訪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並做一場示範與解說，約有一百人參加。

12.30
◆合唱團於農禪寺舉辦年終聯誼會，約有一百五十人參加。

12.31
◆新加坡護法會舉辦新年倒數聯誼會，內容包括：靜坐、誦念〈大悲咒〉、拜佛與心靈

環保分享會等，約有三十五人參加。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舉辦「寧靜．感恩．祝福──朝山跨年」活動，以三步一拜

朝山之行歡送2005年，並於2006年1月1日凌晨零時，叩一○八響鐘，約有近千人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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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禪寺

台北安和分院

台北中正精舍

台北中山精舍

中華佛教文化館

桃園齋明寺

基隆精舍

農禪寺

台北安和分院

法鼓山世界佛教

教育園區

農禪寺

台北安和分院

桃園齋明寺

農禪寺

台北安和分院

中華佛教文化館

桃園齋明寺

台北安和分院

中華佛教文化館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09 30 1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4 30 16 30

14 00 16 00

19 00 21 00

14 00 16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4 00 17 00

14 00 17 00

08 50 11 30

9/1 9/3  08 30 17 00

14 00 17 00

3/20 6/19  09 30 11 30

9/24 12/24  09 30 11 30

19 10 00 12 00

§法會共修活動§

◎北部地區

2/12、4/9、7/2、8/6、8/13、

9/3、10/1、10/29、11/5、

11/26、12/3暫停

7∼12月舉行

1∼6月舉行

2、8、10、12月除外

1/11、2/15、3/8、4/5、5/3、

6/7、7/5、8/2、9/6、10/4、

11/8、12/6舉行

1∼6月舉行

1∼6月舉行，2月除外

7∼12月舉行，8月除外

2月除外

1∼6月舉行

7∼12月舉行

2、7、9、11月除外

1/9、2/20、3/6、4/3、5/1、

6/5、7/3、8/21、9/4、10/2、

11/6、12/4舉行

7∼12月舉行，8、10月除外

1/28、2/27、3/28、4/27、

5/26、6/25、7/24、8/23、

9/22、11/20、12/19舉行

法鼓山2005年各地分院定期共修活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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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安和分院

基隆精舍

法鼓山世界佛教

教育園區

農禪寺

台北安和分院

中華佛教文化館

桃園齋明寺

中華佛教文化館

中華佛教文化館

法鼓山世界佛教

教育園區

農禪寺

台北安和分院

桃園齋明寺

桃園齋明寺

桃園齋明寺

桃園齋明寺

台北安和分院

桃園齋明寺

基隆精舍

1/21、2/20、3/21、4/20、5/19、

6/18、7/17、8/16、9/15、10/14、

11/13、12/12舉行

◎中部地區

台中分院

南投德華寺

台中分院

台中分院

台中分院

台中分院

南投德華寺

台中分院

南投德華寺

台中分院

南投德華寺

台中分院

09 00 11 10

19 30 21 30

19 00 21 00

2/9 09 30 11 30

2/11  14 00 17 00

2/12  09 30 17 00

14 00 17 00

19 00 21 00

5/15  09 30 11 30

5/15  09 30 11 30

19 00 21 30

8/21  09 30 15 00

1/23  14 00 17 00

2/27暫停

2月除外

2/20暫停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5/15  09 30 11 30

5/8    09 00 12 00

5/15  09 30 11 30

5/15  09 30 12 00

5/15  09 30 11 30

12 10 00 12 00

2/9 2/11

09 00 17 00

2/9

2/9

2/9  09 30 11 30

2/9

4/23 4/24  09 00 17 00

8/21  14 00 17 00

10/22 10/23  09 00 17 00

2/27 5/22 7/24   08 00 21 00

2/27 11/13  08 30 20 30

3/19  08 30 2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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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信行寺 19 30 21 30

2/9

19 30 21 30

◎東部地區

◎南部地區

台南分院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台南分院

高雄三民道場

台南分院

台南分院

高雄紫雲寺

台南分院

高雄紫雲寺

台南分院

高雄三民道場

高雄紫雲寺

台南分院

台南分院

台南分院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高雄紫雲寺

高雄紫雲寺

高雄紫雲寺

高雄紫雲寺

高雄紫雲寺

高雄紫雲寺

19 00 21 00

18 30 21 00

09 00 1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30

19 00 21 00

7/24  09 00 11 30

3/20 7/24 10/23  09 00 12 00

2/9 09 30 11 30

2/9   09 00 12 00

10/2   09 00 16 00

3/13 5/29 9/11  08 30 17 00

4/24 6/26 8/28  08 30 21 00

3/13 6/12  08 30 21 00

12/24 12/25  09 00 16 00

8/28  09 00 16 00

14 00 17 00

14 00 16 30

09 00 12 00

5/15  08 30 12 00

3/28 4/3  08 30 21 30

12/18 12/25  08 30 21 30

8/20  15 00 21 00

19 00 21 00

1∼6月

7∼12月

2/11、4/1暫停

1/22、1/29、2/5、2/19、

3/5、3/26、4/2、4/23、

4/30、5/21、5/28、6/4、

6/25舉行

7∼12月舉行

8/20、12/24暫停

1/15、2/9、3/19、4/16、

5/21、6/18、8/20、9/17、

10/15、11/19、12/17舉行

5月為第一週週六

8月除外

1、4月除外

5月暫停

2/9、2/23、3/30、12/21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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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信行寺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8/31 11/30  19 30 21 30

11/19  09 00 17 00

8/7  09 00 17 00

10/08 09

09 00 21 00

09 00 17 00

12/18  09 00 17 00

農禪寺

台北安和分院

台北中正精舍

台北中山精舍

桃園齋明寺

基隆精舍

農禪寺

台北安和分院

台北中正精舍

台北中山精舍

基隆精舍

桃園齋明寺

農禪寺

14 00 17 30

18 30 21 00

14 00 17 00

09 30 11 3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4 00 17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4 00 16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4 00 16 00

14 30 16 30

19 00 21 00

09 00 11 00

14 30 16 30

1∼6月舉行，2/11、2/18、

3/25、4/1、4/8暫停

7∼12月舉行

8/6、11/26暫停

2/10暫停

4/23、5/15、10/22暫停

1∼6月舉行，2月暫停

7∼12月舉行，8、10、12月

暫停

2月暫停

2、4、6、8、10、12月暫停

1∼6月舉行，滿20人開班

滿20人開班

1∼6月舉行

7∼12月舉行

1∼6月不定期開班

7∼12月不定期開班

1/8、1/22、2/19、3/5、4/2、

4/17、5/7、5/22、6/4、6/19、

7/10、8/14、8/28、9/11、9/25、

11/13、11/27、12/11舉行

§禪修活動§

◎北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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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東部地區

台中分院

南投德華寺

台南分院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台東信行寺

台中分院

南投德華寺

台南分院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南投德華寺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台東信行寺

19 00 21 30

09 30 1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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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09 00 11 00

14 30 16 30

19 00 21 00

14 30 16 30

5/8   08 00 17 00

08 30 17 00

10/9  08 30 17 00

9 12 09 00 11 00

10 19 30 21 30

1∼6月舉行

7∼12月舉行

7∼12月舉行，7/7、7/14、8/11

、8/18、8/25暫停

一期四堂課，不定期開課

5、6、10月舉行，一期四堂課

1∼6月舉行，一期六堂課，不定

期開課

7∼12月舉行，不定期開課

一期四堂課，滿30人開課

一期四堂課，滿30人開課

6/12、8/14、11/13舉行

不定期開班

台北安和分院

台北中山精舍

農禪寺

台北安和分院

桃園齋明寺

基隆精舍

14 00 16 30

14 00 16 30

08 30 17 00

08 40 18 00

3/13 6/12   08 30 17 00

9/10 12/10  08 30 17 00

6/4  08 30 17 30

1/15、3/19、5/21、7/23、

9/24、11/26舉行

7∼12月舉行， 8月除外

2、10、12月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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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部地區

台中分院

台南分院

台中分院

台南分院

高雄紫雲寺

高雄三民道場

台南分院

台中分院

台南分院

高雄紫雲寺

19 30 20 40

19 00 21 00

19 30 21 30

09 00 12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4 00 16 00

14 30 16 30

09 00 10 30

14 00 16 00

19 30 21 3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09 00 11 00

1∼6月舉行

7∼12月舉行

7∼12月舉行

7∼12月舉行

1∼6月舉行

誦《華嚴經》、〈淨行品〉

1∼6月不定期舉行

7/4∼9/26舉行

7∼12月舉行

7∼12月舉行

7∼12月舉行

§經典系列及讀書會活動§

◎北部地區

農禪寺

農禪寺

基隆精舍

桃園齋明寺

台北中正精舍

台北安和分院

台北安和分院

台北安和分院

桃園齋明寺

台北安和分院

09 30 11 00

18 3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09 30 11 3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4 00 15 30

09 00 11 00

14 30 16 30

1/6、2/20、3/6、4/3、4/17、5/1、

5/15、6/5、6/19、7/3、7/17、7/31、

11/6、11/20、12/4、12/18舉行

7/10、8/14、8/28、9/11、9/25、

11/13、11/27、12/11舉行

1/3∼7/11

7/20起

4/23、5/15、10/22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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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10 30 12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30 21 30

17 00 19 00

19 00 21 00

11 00 12 00

台北中正精舍

基隆精舍

台東信行寺

農禪寺

基隆精舍

台中分院

台南分院

高雄三民道場

農禪寺

§其他活動§

台東信行寺 19 30 21 30 11、12月舉行

7∼12月舉行

7/5、7/12、8/9、8/16、

8/23暫停

1/23、2/6、2/13、3/27、

4/10、7/24、8/7、10/9、

10/23、10/30、12/25暫停

7∼12月舉行

4、5、6、11、12月舉行

◎東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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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14 00 17 30

18 30 21 00

1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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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00 16 00

09 00 11 30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06 00 06 30

06 30 7 00

19 30 21 30

19 00 20 20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法鼓山2005年各地共修處定期活動一覽表

◎北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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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07 30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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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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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30 13 30

10 30 12 00

19 00 21 00

19 30 2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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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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1 30

19 00 2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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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1 30

1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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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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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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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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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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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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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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2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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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9 00 21 30

14 00 16 00

19 30 21 30

14 00 16 00

14 30 16 30

09 30 11 30

14 00 16 00

19 00 21 00

19 30 20 40

09 30 11 30

14 00 16 00

19 30 21 30

09 00 11 10

19 00 21 00

◎中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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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09 00 11 00

19 30 21 30

14 00 16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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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00 16 00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19 15 21 30

19 15 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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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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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3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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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30

19 30 21 3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0 00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08 30 10 00

08 30 10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南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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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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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00 1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09 00 11 00

14 3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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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海外聯絡處定期共修活動一覽表

Youth Group

◎北美洲

19 00 21 00

19 00 21 45

09 00 15 00

10 00 11 00

19 00 21 00

19 00 21 00

15 00 16 30

11 00 12 30

16 00 18 00 

14 00 15 00

09 00 17 00 

19 00 21 00

09 00 19 00

09 30 15 30

10 00 12 00

09 30 10 30

09 30 12 00

10 30 12 30

10 30 15 30

13 30 15 30

13 00 17 00

13 30 15 30

08 30 09 30

15 30 17 30

19 00 2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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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10 00 12 00

19 00 21 00

09 00 17 00

18 30 20 30 

13 00 17 00

10 00 14 00

10 00 14 00

14 30 15 30

14 00 16 00

14 30 16 30

07 30 08 30 

09 00 12 30

08 00 17 00

14 00 18 00

09 30 12 00 

13 30 16 00

14 00 16 00 

19 00 19 30

19 30 20 30 

14 30 16 30

10 00 17 00 

20 00 22 00 

20 00 22 00

20 00 21 20

20 00 2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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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0 12 00

19 30 21 30

09 00 12 00

15 00 17 30

10 00 12 00

19 30 21 30

15 00 17 00 

18 30 20 30 

09 00 12 00

5 8 09 30 12 00

9 12 10 00 13 30

10 00 12 00

10 00 12 00

09 00 13 00

09 00 17 00

09 00 12 30

18 30 20 00

10 00 12 00

19 00 21 30

19 00 21 00

10 00 12 00

10 00 12 00

13 00 15 00

09 30 12 00

09 30 17 00

19 30 21 30

09 30 12 00

19 30 21 30

10 00 12 00

10 00 12 00

14 00 16 00

10 00 12 00

13 00 14 30

09 30 17 00

09 00 17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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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19 30 22 00

09 30 12 00

13 30 14 30

14 00 15 00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08 45 17 15

10 3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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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5 19 00

15 00 16 30 

15 00 17 00

15 00 17 00

20 00 22 00

20 00 22 00

09 30 11 30

20 00 22 00

07 30 08 30

14 00 18 00

08 30 13 00

09 30 21 00

19 00 21 00

10 00 12 00

4/18 12

4/22 6/3

◎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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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0 12 30

10 00 12 30

09 00 17 00

10 00 13 00

09 30 12 00

10 00 12 30

19 30 22 00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19 30 21 30

2 4

4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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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善光寺（新北投公園溜冰場）

大豐公園（北投市場對面兒童遊樂區上方）

奇岩捷運站後方廣場

農禪寺兒童班

新北投公園溜冰場

大業路大業高爾夫練習場前

中和街復興公園籃球場邊

中和街復興公園正門口

陽明大學

榮光公園

立農公園兒童遊戲場旁廣場

淡江大學圖書館前

砲台公園

真理大學

新興國小

蘆洲共修處

湧蓮寺

蘆洲國中

雙溪河邊公園溜冰場（士林福林橋下）

劍潭前港公園

華聲公園

士林官邸音樂台

士林共修處

台北護理學院

天母公園

天母運動公園（誠品對面）

林森14號公園

新生公園

中山運動中心

榮星花園

永盛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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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安國宅

07 00 09 00

07 00 07 30

17 10 17 40

07 40 08 00

06 30 07 40

06 00 06 30

07 00 08 00

09 30 10 30

06 30 07 00

06 00 06 30

19 30 20 00

06 00 06 30

06 30 07 00

06 00 06 30

06 00 06 30

0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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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5 13 15

05 30 06 00

06 00 06 50

06 30 07 00

06 30 07 00

07 30 08 00

06 30 07 00

06 30 07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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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區域推廣活動一覽表

◎北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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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國小

迪化公園

雙蓮國小

大同共修處

勞委會及職訓局

建成地政事務所

德星幼稚園

延平里活動中心

忠孝國中

大同衛生所

海光公園

社子公園籃球場

社子國小後操場

社正公園溜冰場

社正國小（中操場的穿堂）

大安森林公園

安和分院

中央研究院研究中心廣場

植物園荷花池畔

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18樓

中正紀念堂（愛國東路、杭州南路口側門）

內政部消防署

交通稽查大隊

替代役男中心

交通部統計處

行政院農委會311 會議室

行政院中諦禪社

汀州路三段160巷4號5樓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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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湖國小

仁愛頤養院

雙溪口共修處

文山共修處

景美區萬慶公園

景美仙岩廟前廣場

興隆公園

潤泰台大御花園社區

政治大學八角亭（運動場旁、行政大樓後）

06 30 07 10

07 30 08 10

06 10 06 50

19 30 20 00

12 10 12 50

08 20 09 00

16 30 18 30

14 00 16 00

15 00 16 00

14 00 15 00

14 30 15 10

06 30 07 00

07 00 07 30

06 00 06 30

06 30 07 00

16 00 16 30

06 30 07 10

10 00 11 00

06 30 07 30

06 00 06 50

12 30 13 00

06 40 07 20

12 10 13 20

12 10 13 20

20 00 21 00

10 00 10 15

15 00 15 15

12 30 13 15

08 00 08 30

16 00 16 30

09 00 09 40

08 00 08 30

14 00 15 30

06 30 07 30

06 30 07 10

19 30 20 10

08 00 08 30

09 30 10 10

07 30 08 00

19 30 20 00

05 40 06 30

05 00 05 40

06 00 06 40 

06 30 07 30

07 00 08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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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丹諾美容院連鎖店

擎天雙星大廈

埔墘國小

林家花園正門廣場

中正路體育場司令台

台北縣藝文中心廣場

重慶國中

板橋國小活動中心門口（公館街）

東門街勤益證券

板橋藝文中心

板橋共修處

八德公園

土城綜合運動場

新莊體育館露天劇場公園（入口右邊）

輔仁大學（升旗桿左手邊草坪）

新莊老人文藝中心門口（長青街30號）

光華國小操場

新莊青年公園

昌隆國小

泰山共修處

辭修公園

文林國小

樹林省民公園（板橋市體育館西側）

樹林共修處

新店共修處

五峰國中

大豐公園

新光人壽極景大樓

龜山活動中心

中和公園（安樂路、永貞路口4號公園）

仁愛公園（仁愛路、永貞路口）

美玉美容工作室

獅頭山

竹林寺公園

桃園共修處

桃園大成國小

八德榮民安養中心

永康公園

龍潭鄉大同路100巷中庭

宣得公司

八德天使中心

竹北仁愛國中

08 00 08 30

20 00 21 00

06 40 07 20

05 40 06 40

06 40 07 10

06 30 07 00

08 20 09 00

05 50 06 30

15 00 16 00

16 00 17 00

18 50 19 20

06 00 07 00

06 10 06 50

05 50 06 20

06 00 06 30

06 00 07 30

06 00 06 30

06 40 07 15

06 00 06 30

19 30 20 00

05 40 06 15

06 00 06 30

06 00 06 35

19 00 21 00

19 00 19 30

19 00 20 30

05 30 06 30

09 00 09 30

19 30 21 30

06 00 06 50

06 00 06 50

07 00 09 00

06 00 09 00

06 30 07 00

19 00 19 30

14 30 15 20

08 00 09 00

06 00 06 30

06 00 07 00

17 50 18 30

08 00 08 30

07 10 0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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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狸山公園忠烈祠前

老人文康中心操場

玉清公園

啟文國小

文華國小

婦幼館前

苗栗高商

苗栗巨蛋

植物園大草坪（後門口）

大墩十八街與大榮西街交叉口

市民廣場

06 00 06 30

06 00 06 30

06 30 07 00

05 50 06 20

06 00 06 30

05 45 06 15

05 30 06 30

05 30 06 30

06 00 06 40

16 30 17 10

06 30 07 00

06 45 08 00

◎中南部地區

北津社區籃球場

中興國小

蘇澳冷泉

羅東運動公園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馬賽國小

羅東信義活動中心

羅東辦事處

羅東基督教長老會

羅東國中穿堂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菩提托兒所

親水公園

美侖山運動公園（山頂平台）

瑞穗國中

玉里醫院

花蓮高商

中正公園

綜合體育場

情人湖古堡的觀景樓

台銀基隆分行

基隆精舍

金山國小下操場

19 30 20 00

08 50 09 10

10 00 10 20

06 30 07 10

06 30 07 00

16 00 16 40

06 00 06 30

20 00 20 30

19 30 20 00

08 30 09 00

20 00 20 30

18 50 19 30

06 00 06 50

17 10 17 40

07 30 08 00

16 00 16 30

09 30 10 30

16 00 17 00

06 30 07 00

06 00 06 30

06 30 07 30

08 30 09 00

19 00 19 30

06 00 06 30

◎東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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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北屯區兒童公園 ── 讀者館後方

太平運動公園

九德國小

大同國中

員林辦事處

員東國小

三條街江厝社區

成功大學（雲平大樓前）

南門公園

文南社區公園

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台南地方法院

台南地檢署

台南大學啟明苑308

台南科技大學師生活動中心

台南體育公園

文化中心對面公園

果茂社區（林森路三段140巷）

施姓宗祠前綠池

大億店後廣場

新化體育公園

復興國中

新興國中

新化高工

高雄文化中心

天下觀大樓中庭

圓山大飯店聯誼會停車場前

中科院萬象館

紫雲寺舊大殿

明義國中

明義街廣場

五福國中

林靖公園

潮州運動公園

屏東辦事處

忠孝公園（忠孝國小旁）

千禧公園

屏東師範學院

屏東農業改良場

公正國中

06 00 06 30

16 30 17 30

06 00 06 30

16 30 17 00

19 30 20 00

06 00 07 00

19 00 21 00

06 30 07 00

07 20 08 20

07 20 08 20

07 00 08 00

05 40 06 40

18 00 18 50

07 00 08 00

12 00 12 40

15 30 17 00

18 00 1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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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00 08 00

20 30 21 00

06 30 07 00

11 50 12 30

08 00 09 00

08 00 09 00

08 00 09 00

08 00 09 00

19 00 20 00

06 00 06 30

06 00 06 30

20 00 21 00

07 00 07 40

07 30 08 30

06 30 07 30

17 00 17 30

17 00 17 30

15 30 16 30



56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

CD /

/

The Feminine Face of Buddhism /

CD /

/

2 /

CD /

/

CD /

/

CD /

/

Working with Anger /

/

You Have to Say Something /

CD /

/

/

/

Old Path White Clouds Walking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Buddha /

/

Sharing Dhama Drum Mountain

2006

The Role of Buddism in 

the 21st century

/

法鼓文化2005年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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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中華佛學研究所課程表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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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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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Wuzburg

William Magee

Bingenheimer

Marcus

Sarao

中華佛學研究所九十四學年度師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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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佛學研究所2005年畢業生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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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法鼓山僧伽大學九十四學年度師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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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10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10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法鼓山僧伽大學九十四學年度
「僧才養成班」課程及師資

◎僧才養成班二年級

10

32

32

32

32

32

32

32 

10

32

32

32

32

32

32

32 

◎僧才養成班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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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23

10

22

15

19

23

10

43

22

14

34

16

21

19

16

11

20

30

17

36

40

9

14

17

22

20

40

21

13

8

10

9

13

佛學教育推廣中心2005年開課概況

◎第一期課程：2月底至5月初

◎第三期課程：10月中至2006年1月中

◎第二期課程：6月中至9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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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48

48

◎北部地區

佛學推廣中心2005年課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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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竹、苗地區

A

B

◎南部地區

◎中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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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中國大陸北京大學法鼓人文講座

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
2005年「法鼓人文講座」開課概況

5 16

5 18

5 27

5 27

5 30

5 31

Johannes Meier

Johannes Meier

Colin Renfrew

Jane Renfrew

Colin Renfrew

Colin Renfrew

◎中國大陸清華大學法鼓人文講座

1 5

3 4

3 12

3 17

3 23

3 25

4 14

10 12

◎成功大學法鼓人文講座

1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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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法鼓人文講座

3 9

4 7

5 3

9 23

9 30

10 7

10 14

10 21

10 28

11 4

11 11

11 18

11 25

12 2

12 9

12 16

12 23

12 30

2006 1 6

21

Scarbo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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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全球各地主要分支道場】

【國內地區】

02-2498-7171

02-2498-9029

208 7 14-5

02-2893-3161

02-2895-8969

112 65 89

02-2891-2550 02-2892-6111

02-2892-5501

112 276

02-2893-9966

02-2893-9911

112

02-2778-5007~9

02-2778-0807

106 29 10

02-2591-1008

02-2591-1078

104 67 9

02-2426-1677

02-2425-3854

200 8 3

03-380-1426 03-390-8575

03-389-4262

335 153

04-2255-0665

04-2255-0763

407 37

049-242-3025 049-242-1695

049-242-3032

545 33

06-220-6329 06-220-6339

06-226-4289

704 159 14

07-732-1380#11 12

07-731-2310

07-731-3402

833 52

19

07-380-0848

07-396-6260

807 94 1 2

089-225-199   

089-239-477

950 132 38

02-2269-1551

02-2269-1552

236 111 10

DIY

037-870-995

037-871-986

367 21

【海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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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 CHAPTER

TEL 1-718-592-6593

FAX 1-718-592-0717

90-56 Corona Ave., Elmhust

NY 11373, U.S.A.

NEW JERSEY CHAPTER

TEL 1-732-249-1898

FAX 1-732-957-0563

789 Jersey Ave., New Brunswick

NJ 08901, U.S.A.

LONG ISLAND LIAISON OFFICE

TEL 1-631-689-8548

FAX 1-631-689-8548

P.O.BOX 423 Upton, NY 11973,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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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HESTER CHAPTER

TEL 1-585-461-4195

170 Maywood Dr., Rochester

NY 14618, U.S.A.

VERMONT LIAISON OFFICE

TEL 1-802-658-3413

FAX 1-802-658-3413

16 Bower St., S. Burlington

VT 05403, U.S.A.

PENNSYLVANIA LIAISON OFFICE

TEL 1-814-867-9253

134 Gala Dr., State College

PA 16801, U.S.A.

CONNECTICUT LIAISON OFFICE

TEL 1-203-972-3406

66 Field Crest Rd., New Canaan

CT 06804, U.S.A.

NORTH CAROLINA CHAPTER

TEL 1-919-468-3834

101 Ranchero Court Cary

NC 27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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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LLAS LIAISON OFFICE

TEL 1-817-226-6888 1-972-660-5971

FAX 1-817-274-7067

2150 East Pioneer Pkwy #104 Arlington

TX 76010, U.S.A.

ORLANDO LIAISON OFFICE

TEL 1-407-932-3360

Herndon Library, 4324 E. Colonial Dr.

Orlando, FL 32803, U.S.A.

TAMPA LIAISON OFFICE

TEL 1-727-393-9588

Safety Harbor Library, 101 2nd St. N.

Safety Harbor, FL 34695, U.S.A.

ILLINOIS CHAPTER

TEL 1-847-932-1567

FAX 1-847-932-1567

1234 North  River Rd., Mt. Prospect 

IL 60056, U.S.A.

MICHIGAN LIAISON OFFICE

TEL 1-517-332-0003

FAX 1-517-332-0003

1431 Stanlake Dr., East Lansing

MI 48823, U.S.A.

LOS ANGELES CHAPTER

TEL 1-626-572-5472

1168 S. San Garbriel Blvd. #R Rosemead

CA 91770, U.S.A.

SAN FRANCISCO CHAPTER

TEL 1-650-692-3259

1842 El Camino Real Burlingame

CA 94010, U.S.A.

SACRAMENTO LIAISON OFFICE

TEL 1-916-681-2416

9196 Campobello Court Elk Grove

CA 95624, U.S.A.

OREGON LIAISON OFFICE

TEL 1-503-579-8582

12715 S.W. 158th Terrace  Beaverton

OT 97007, U.S.A.

WASHINGTON CHAPTER

TEL 1-425-957-4597

14028 Bel-Red Rd., Suite 202 Bellevue

WA 98007, U.S.A.

LAS VEGAS LIAISON OFFICE

TEL 1-702-839-9155

3069 Harrier Court North. Las Vegas

NV 89084, U.S.A.

DHARMA DRUM MOUNTAIN 

VANCOUVER CENTER

TEL 1-604-277-1357

TEL 1-604-277-1352

8240 No.5 Road, Richmond, B.C.

V6Y 2V4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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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VANCOUVER CHAPTER

TEL 1-604-277-1357

FAX 1-604-277-1352

10800 No.5 Rd., Richmond, B.C. V7A

4E5, Canada

TORONTO CHAPTER

TEL 1-416-621-7885 1-416-937-0986

FAX 1-416-621-6391

Unit 1, 2 fl. 1041 Ave., Rd.,

Toronto Ontario, Canada

SINGAPORE BRANCH

TEL 65-6735-5900

FAX 65-6735-8900

30, Mohamed Sultan Rd., #04-00 Lam

Ann Building Singapore 238974

MALAYSIA BRANCH

TEL 60-3-7960-0841

FAX 60-3-7960-0842

No.7, Jalan Changgai 6/22

460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HONG KONG BRANCH

TEL 852-2865-3110

FAX 852-2591-4810

23-27

B 205

Room 205 2/F, Block B, Alexandra

Indstrial Bulding 23-27 Wing Hong Street,

Lai Chi Kok, Kowloon, Hong Kong

THAILAND BRANCH

TEL 662-2535819 662-2531859

FAX 662-2533098

1041/29 Soi Nailerd Ploenchit Rd.

10330 Bangkok Thailand

MELBOURNE CHAPTER

TEL 61-4-2185-0290

FAX 61-3-9846-8801

115 Serpells Rd., Templestowe VIC 3106

Australia

SYDNEY CHAPTER

TEL 61-4-131-85603

FAX 61-2-9283-3168

Lucy Garden, 413-425 Beamish St.

Campsie NSW 2194, Australia

LUXEMBOURG LIAISON OFFICE

TEL 352-400-080

FAX 352-290-311

15, Rue Jean Schaack, L-2563 Bonnevoie

G.D. De Luxembourg



《2005法鼓山年鑑》在千呼萬喚中，終於出版了！回顧2005這一年的法鼓

山，在歷經開山盛事之後，以擁抱之姿迎向「法鼓元年」，就像奮力破蛹而

出、振翅飛翔的蝴蝶，邁向可期的未來。這是眾人長久等待的一刻，也是值得

珍藏記憶的歷史性一年。

2005年年鑑特別闢了一個專區，詳列落成開山所有系列活動，並以報導文

字、圖片，深入且完整地呈現開山盛事風貌。藉此，我們深刻感受到聖嚴師父

創立法鼓山的悲願，以及所有法鼓人心連心共為建設人間淨土所做的努力。

為了舉辦這一場空前的開山盛事，法鼓山各單位早在年初就緊鑼密鼓的展開

各項準備工作，舉凡護法總會舉辦的「聖嚴師父各地巡迴關懷」、法鼓山各分

院道場的共修、會團的義工培訓課程等，皆為迎接光輝的10月而躍身起跑，

凡此種種，年鑑皆逐一記載，期能完整收錄各單位眾志成城的軌跡。因此，

2005年年鑑與各單位工作人員接洽更頻繁、更密切；然而各個單位的人員總

不厭其煩、純然無私的耐心提供我們各方面協助，對此，年鑑編輯小組深深感

恩。

感恩有這些人事因緣的促成，讓年鑑在尋本探源的過程中，更加展露其可貴

意義，並讓我們從中汲取新生的創造力量。隨著時序的前進，法鼓山已跨越了

「法鼓元年」，但是誠如聖嚴師父所說，它不是一個句點，而是代表著一個開

始，未來各單位的人員將會為落實法鼓山理念而繼續努力。

法鼓山是每位法鼓人的心靈故鄉，法鼓人亦像一隻隻的蝴蝶，在心靈的故鄉

中翩然起舞。然而，蝴蝶是沒辦法忘記蛹裡的那些事的，在各單位為弘化工作

努力的同時，年鑑一一將其點滴記錄下來。我們也期待藉此年鑑，眾人可以共

同見證法鼓一路成長的足跡。

編輯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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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籤 目錄頁

一，使用左側的「書籤」導覽列來快速切換要

    閱讀的文章。

二，或是點按「目錄」頁，利用目錄頁的文章

    標題翻閱到該篇文章。

1

點按頁面中任何文章的標題，就可快速移動到該

文章的起始位置，接下來，只要按「空白鍵」就

可以逐頁依序翻看閱讀。

2

快捷目錄

如果需要更大的閱讀空間，可以關閉「書籤」導覽

列，然後利用每個頁面最上方的「快捷目錄」來切

換到各篇文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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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自由放大頁面的縮放比例外，也可以利用「注釋和標註」提供的功能，在雜誌上加上您自己的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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