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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團日誌 

■  令人肅然起敬的大師風範 

■  公告：2016年「利他主義與菩薩思想」國際學術會議暨

     第十四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兩岸研討會 

■  第五屆「觀自在青年成長營」招生啟事 

■  「中國佛教史」專題講座、第五期《瑜伽師地論》專題講座 

 

本 
期 
目 
錄 

學學學學團日誌團日誌團日誌團日誌 

105.5.2 

■下午，昭慧法師於玄大主持宗教與文化學系課程委員會。 

105.5.3 

■下午，昭慧法師於玄大出席一級主管會報、專案教師甄審會議。 

105.5.4 

■上午，性廣法師與傳法、心謙師父各自從南投山上禪林及學院，前往台北善導寺，參

加玄奘大學董事會。 

■下午，昭慧法師於玄大出席招生委員會、統籌款設備經費審查會議。 

105.5.5 

■上午十時，法律系和日本明治學院大學法學部和法

律研究所於行政大樓會議室舉行「學術交流簽約儀

式」，昭慧法師到場觀禮。 

■中午，玄大宗教語文化學系於生活廣場烹飪教室舉

行「家鄉創意蔬食料理比賽」，昭慧法師到場開幕致

詞。接著到雲來會館，出席應心系「社會秩序與犯罪

防治研討會」餐敘。應心系邀請心理學大師黃光國教

授蒞校演講，於餐敘中，黃教授精通佛學，而且對人

間佛教讚歎備至，認為最究竟的學問就是佛學。法師

於是將其著作Buddhist Nomative Ethics（《佛教規範

倫理學》英文版）及其與古倫神父合寫的《你信什

麼？》中文版二書，贈送黃教授，並邀其另日至宗教

系演講。 

105.5.6 

■是日，玄大宗教所舉行所內碩士生論文發表會，昭

慧法師到場開幕致詞。 

105.5.7 

 
105.5.5 法律系和日本明治學院大
學舉行「學術交流簽約儀式」。 

 
105.5.5 中午，昭慧法師為蔬食烹
飪比賽開場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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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玄奘大學宗教所邀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李

瑞全教授蒞校演講，題目是「宗教和平與普世倫理」

，昭慧法師全程聆聽。中午，法師請李教授及聽講學

生至香濃齋餐廳餐敘。 

■下午，昭慧法師帶著宗研所碩職班學生，前往台中

作「宗教倫理學專題研討」之戶外教學。本次行程由

施忠全同學所安排，先到台中環保局所開設廢棄家具

再生中心「寶之林」園區，由環保講師沈明煌先生導

覽。他介紹了園區的設立緣起與宗旨、軟硬體設施，

介紹許多廢棄物所再生的創意藝術品，以及園區回收

後修復、展示的珍貴古董傢俱。各有其饒富意義的歷

史，化腐朽為神奇，令人讚嘆不已！市民壞掉的家

具、家電，也可拿到園區修繕，宣揚愛物惜福的觀

念，是個提供環境教育的極佳場所。 

 接著前往參觀施忠全所主持之兩處榮輔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資源回收場。原來這是施同學的父親白手起家

創立的資源回收公司，台中市環保局將中區及南A區

民營的清除、清運垃圾資源回收工作委託給榮輔公司

執行。 

 晚上，施忠全賢伉儷與兒、媳、孫女於聖華宮餐廳

宴請法師與碩職班同學，餐後驅車北返。 

■晚上七時，於嵐園招開學術會議籌備會，由總策畫

陳悅萱老師主持，本院學眾、外事組李雁智暨余瓊招

伉儷、關懷生命協會吳念諠、專員林均翰等共20人與

會。是晚，潘佳甄以素食披薩供眾。 

■傍晚，玄大宗教與文化學系江維德同學陪同四位陸

生（都來自貴州）陳燕、羅夢菁、郭冉星、陳紅來院

參訪，晚間掛單於本院。 

105.5.8 

■下午一時，本院23位學僧搭乘專車，前往台北中正

紀念堂，出席慈濟浴佛大典。儀典於五時半正式開

始，結合「佛誕節、母親節、全球慈濟日」三節合

一，以「祈福、感恩」為主軸，中正紀念堂和台北市

政府廣場透過視訊同步連線，總統馬英九、副總統吳

敦義、立法院長蘇嘉全和駐台使節、台北市長柯文哲

等各界人士參與，計約四百位僧眾、逾兩萬人參加，

場面莊嚴隆重。 

■上午，王彩虹開車陪同玄大四位陸生與江維德，到

慈湖、大溪攬勝，下午載五人至中正紀念堂參加浴佛

大典。陸生們第一次參加宗教慶典，感受到清淨、莊

 
105.5.5 中午，昭慧法師出席應心
系「社會秩序與犯罪防治研討會」
餐敘，與心理學大師黃光國教授合
影。 

 
105.5.6 玄大宗教所舉行所內碩士
生論文發表會，閉幕式後合影。 

 
105.5.7 李瑞全教授蒞玄大宗研所
演講「宗教和平與普世倫理」。 

 
105.5.7 下午，昭慧法師帶著玄大
宗研所碩職班學生，前往台中作戶
外教學，於「寶之林」園區合影留
念。（左四：環保講師沈明煌，右
四：施忠全同學） 

 
105.5.8 下午，本院學僧參加慈濟
於中正紀念堂舉辦的浴佛大典。 

 
105.5.9 下午，昭慧法師於玄大為
銀髮養生學習團演講「身心紓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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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陸生們第一次參加宗教慶典，感受到清淨、莊

嚴的氛圍，很是歡喜，欣然表示，下週也想到本院參

加浴佛法會。 

105.5.9 

■下午，昭慧法師於玄大主持院課程委員會。接著到

圖資大樓二樓藏經閣，為銀髮養生學習團演講「身心

紓壓與情緒管理」，該研習營由玄大雲來銀髮書院與

潤福機構合辦。  

105.5.10 

■下午，昭慧法師於玄大出席一級主管會報、第三梯

次校內研究計畫決審會議。 

105.5.11 

■是日，昭慧法師於玄大出席系列校級會議。 

105.5.13 

■晚上，玄大宗教系江維德同學陪同陳燕、羅夢菁、

郭冉星、陳紅等四位陸生二度來院掛單，翌日參加浴

佛法會。 

105.5.14 

■上午，本院舉行一年一度的浴佛法會，共約三百五

十人參加。九時整法會開始，由性廣法師主法，大眾

奉誦《八十八佛大懺悔文》，齊聲誦念佛號，接著性

廣法師開示，說明舉行浴佛法會的目的，是藉以紀

念、緬懷、感恩佛陀偉大的功德，並依著佛陀所教示

的法，開啟智慧、增長慈悲，自利利人。 

 昭慧法師接著說明，學院每年都將浴佛法會淨收

入，提撥為清寒學生獎助金，多年來有很多小朋友受

到幫助，這一切的功德，都歸於大眾的護持。並且公

佈：學院於暑期將舉辦系列弘法活動，含兒童營、青

年營與佛法講座。 

 接下來休息時間，大眾歡喜享用大寮準備的豐盛點

心，同時在無諍講堂舉行皈依儀式，由昭慧法師主

持。本次約有十位居士求授皈依，包括兩位小學生。 

 十一時半，進行佛前大供及浴佛，昭慧、性廣法師

帶領會眾，依序虔誠禮佛、灌沐香湯，期能仗佛慈

力，滌淨內心的污穢煩惱。法會圓滿，大眾享用香積

組志工用心烹煮的豐盛佳餚。餐後大眾一起打掃環

境，將場地恢復原貌，結束溫馨法喜的浴佛法會。 

情緒管理」。 

 
105.5.14 本院舉行浴佛法會，大
眾唸佛、繞佛巡行鹿野苑。 

 
105.5.14 共約三百五十人參加，
信眾扶老攜幼虔誠浴佛。 

 
105.5.16 玄大社科院邀請清華大
學賴建誠教授演講，昭慧法師致贈
感謝狀。 

 
105.5.18 玄奘大學舉行第三屆
「穿越時空感恩月」浴佛大典，圖
資大樓一樓大廳現場，學校教職員
踴躍參加。 

 
105.5.18 劉得任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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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15 

■上午於嵐園，李玉鳳等九位兒童營小隊輔進行營前

培訓事宜。 

105.5.16 

■上午，玄奘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概論」課

程，邀請前清華大學經濟系主任賴建誠教授蒞校演

講，講題「劣幣驅逐良幣的祖師爺——格雷欽爵士如

何協助都鐸王朝籌措外債」，到場學生約150人，賴

教授演講生動有趣，深入淺出，老師與學生都聽得非

常入神，問答欲罷不能。院長昭慧法師主持本次講

座。 

■隨後昭慧法師召開「社會科學概論」教學社群會

議，老師們與賴建誠教授餐敘，紛紛針對演講內容作

進一步之諮詢。社群會議結束後，法師復主持系務會

議，出席其他校級會議。 

105.5.117 

■下午，昭慧法師於玄大出席一級主管會報。 

105.5.18 

■是日，玄奘大學於圖資大樓一樓大廳，舉行盛大的

第三屆「穿越時空感恩月」浴佛大典，由宗教與文化

學系、清涼禪學社、TAPC青年活動企劃社共同承

辦，清涼禪學社輔導法師光持師父、總幹事劉逸柔同

學、副總召沈大業同學率領幹部與志工同學攜手合

作，帶來極具意義的浴佛大典。特別感謝慈濟新竹聯

絡處鼎力襄助，精心設計、佈置了美輪美奐的浴佛台

和貴賓室，甚獲大眾好評。 

 本次浴佛節活動設有十大系列文藝活動，包括「鳳

凰海選」、「抄心經」、「蔬食烹飪比賽」，及當天

的香湯浴佛、許願亭、藝文表演、摸彩活動，以及玄

奘國際志工義賣泰北小朋友自己做的手工藝品。並贈

與當天來參加的嘉賓每人一張六十元的素食餐券，至

會場外食攤及生活廣場指定店家，享用美味的素食午

餐。 

 上午九時半，先由玄奘大學國樂社、海選前三名的

傑出隊伍，帶來精彩的開場表演。接著典禮正式開

始，全體唱誦「三寶歌」後，劉得任校長致詞，感謝

十方大德對學校的無私護持，宣告未來將致力於打造

專業取向的卓越大學。 

 新竹法源講寺住持真理法師致詞表示，大學教育除

 
105.5.18 法源講寺住持真理法師
致詞。 

 
105.5.18 閉幕後昭慧法師與負責
籌辦的學生志工們開心合影。 

 
105.5.21 何日生教授（右二）、
賴睿伶老師（左一）與羅世明居士
（右一）到玄大社科院拜訪昭慧法
師。 

 
105.5.21 昭慧法師於玄大傳播學
院「2016新世紀、新媒體與新新聞
學術研討會」中，擔任其中一場圓
桌論壇的主持人。（左起：甘國棟
神父、劉新白教授、何日生教授、
昭慧法師、游祥洲教授、金蜀卿社
長、靳秀麗經理） 

 
105.5.23 玄大宗教與文化學系舉
辦「宗教學研習營」，邀請政大宗
教所前所長蔡彥仁教授演講，昭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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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專業知識技能的培養，還有很重要的是「情緒管理

的能力」，在這方面，佛法有實用的理論與方法，有

助於整全人格的形塑。 

 接著頒發感謝狀、各項文藝比賽及蔬食烹飪比賽之獎項。隨後進行浴佛，由本院師父

們擔任悅眾，帶領現場來賓依序浴佛。是日學校教職員踴躍出席，包括副校長簡紹琦、

副校長曾光榮、傳播學院劉念夏院長、林順德總務長、蔡耀弘研發長、王學城副學務長

等一級主管，以及時尚系施文瑛主任、通識教育中心張貴傑主任、應外系池田辰彰主

任、廣電系延英陸主任等多位主任及教授，共約兩百人與會。 

 浴佛結束已近中午，昭慧法師陪同劉得任校長、真理法師與校內主管進入臨時佈置的

貴賓室，大家輕鬆茶敘，享用精緻素糕及米粉、滷味等餐點。下午一時進行精彩的文藝

表演活動，二時舉行閉幕式，昭慧法師致詞感謝光持法師率領學生們承辦本次活動，並

為幹部與志工頒獎，然後與這些可愛的青年大合照。第三屆浴佛大典圓滿落幕。 

■下午，昭慧法師於玄大參加系列校級會議。 

105.5.20 

■上午，昭慧法師於玄大主持宗教與文化學系實習成果發表會。晚上出席傳播學院

「2016新世紀、新媒體與新新聞學術研討會」之晚宴。 

105.5.21 

■上午九時，慈濟發言人何日生教授、賴睿伶老師與羅世明居士到玄大社科院拜訪昭慧

法師，並代證嚴法師致贈慈濟50週年慶的專書、紀念章與慈濟LED夜燈。雙方久未謀

面，暢談大愛理念與僧團律法的中道精神。 

 接著法師與何主任等三人趕赴慧光廳，參加傳播學院與各大學傳播學系共同主辦的

「2016新世紀、新媒體與新新聞學術研討會」。是日為研討會第二天，法師擔任其中一

場圓桌論壇的主持人，該場有四位發表人——人間福報金蜀卿社長、大愛電視節目部靳

秀麗經理、光啟社董事長甘國棟神父、慈濟基金會發言人何日生教授，與兩位評論人—

—佛光大學游祥洲教授、世新大學新聞系主任劉新白教授。 

 為期兩天的學術會議，同步啟用聖印、慧光、竹溪三廳。更難得的是，來賓都是當前

傳播學界與媒體界的龍頭或是菁英。發表人的論述內容都十分精釆，有人文哲思的深

度，也有宏觀古今中外的廣度，大家聽到欲罷不能，法喜充滿。 

■上午九時半，學團舉行安居行籌羯磨，由監院明一師父主持。 

105.5.22 

■上午，本院舉行105學年度招生入學考試，研究部有13位、專修部有24位到考。 

■上午九時半，11位兒童營小隊輔來院進行營前培訓，到下午二時半結束。 

■晚上八時半，學團舉行安居羯磨，今年共有十六人結夏安居。 

105.5.23 

■玄大宗教與文化學系舉辦「宗教學研習營」，是日邀請政大宗教所前所長蔡彥仁教授

演講「全球化理論與臺灣宗教現況」。昭慧法師、根瑟‧馬庫斯教授、林碧津教授全程

聆聽。 

教所前所長蔡彥仁教授演講，昭慧
法師致贈感謝狀與茶葉禮盒。 

    臉臉臉臉書書書書留留留留言言言言錄錄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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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肅然起敬的大師風範令人肅然起敬的大師風範令人肅然起敬的大師風範令人肅然起敬的大師風範 

臉書留言錄臉書留言錄臉書留言錄臉書留言錄（（（（之三一四之三一四之三一四之三一四）））） 

                    釋昭慧 

105.5.6 

  今天接到Peter  Singer教授來函。為了本月下旬即

將進行的哲學與宗教對話（合撰新書），他告訴我：

他已看完了我所致贈的拙著Buddhist Normative 

Ethics，以及與古倫神父合寫的《你信什麼？》（德

文版），並從網路上蒐尋到Karma Lekshe Tsomo（美

國聖地牙哥大學教授）所撰"Socially  Engaged 

Buddhist  Nuns"，對我的工作有了更廣闊的背景了

解。 

  因此他期待即將展開的新書對話，可以不拘形

式，談論一切可能的議題。他說： 

  This has led me to amplify the outline we discussed 

some  months  ago.  As  we  then  agreed,  I  don’t want  to 

limit  what  we  talk  about  –  I  think  we  should  let  the 

dialogue  flow  freely,  going  in whatever direction seems 

good to us at the time. 

（這讓我擴增了我們在幾個月前討論的大綱（指與他

兩人合著哲學與佛學對話新書的討論大綱）。我並不

想限制我們所談論的內容——我認為我們應該讓對話

自由地流動，在任何看來對我們而言良好的方向）。 

  他並且幽默地說： 

  But  I  do  not  want  to  come  back  to  Australia  and 

then think “Oh, we should have discussed this (whatever 

it is) but I forgot to raise that question.” 

（但是，我不想等到回到澳洲時想起：哦，我們應該

要討論這個（不管它是什麼），但我忘了提出這一個

問題。） 

  於是他擬了一份長達七頁（A4）的討論備忘，

逐條敘明可供討論的相關議題，並且客氣地說： 

  So  please  have  a  look  at  what  is  attached,  and  of 

course, if there is something you prefer not to discuss, let me know. If there are topics I have 

omitted  that  you would  like  to  discuss,  you  can  either  tell me  before I leave for Taiwan, or 

when our dialogue begins. 

（因此，請看看附檔（按：指Singer教授所擬的，長達七頁的對話議題）。當然，如果

妳不希望討論其中的一些內容，請讓我知道。如果我忽略掉了妳想討論的話題，你也可

以在我出發到台灣前，或是當我們的對話開始時告訴我。） 

  我於是覆函云： 

2014年國際動保會議結束前，昭慧
法師與Singer教授在玄大慈雲廳合
影。（103.4.27檔案照片） 

2014年國際動保會議結束後，昭慧
法師陪同國際友人參訪花蓮慈濟。
上午在台北火車站候車時，致贈與
古倫神父合著的《你信什麼？》
（德國四塔出版社出版）給Singer
教授。他說：「好極了，我的祖籍
是奧地利，因此通曉德文。」並且
立刻翻閱起來。（103.4.29檔案照
片） 

昭慧法師與Singer教授、性廣法師
在花蓮民宿檜木居前合影。
（103.4.30檔案照片） 

第 P 頁(6)



佛教弘誓電子報第340期

  非常感謝您於行前提供這份資料。您所提出的這些問題與見解，我感覺非常精采！

腦力激盪的對話是很有張力的，我沒有任何避諱的內容，願意謙卑地就我所體會的佛

法，據實談談我的看法，也非常期待聆聽您的主張，與您證成這些主張的精采推論。您

為了證成「動物解放」，所作的綿密推論，讓我拍案叫絕且深刻難忘。 

還有，我也非常贊同，彼此進行不拘形式的談話，我相信這樣會讓對話進行得更豐富，

更有意義！ 

  然而，坦白說，當我看完這整整七頁，Singer教授字字親撰的談話備忘錄時，竟然

想不起來，到底還有什麼議題，是Singer教授所忽略掉，而我所想要討論的。他所提到

的話題，包含我在書中所提及的許多生命倫理（含動物倫理）觀點，他並精準地抓住要

害來詢問我：面對現實環境中的價值衝突與利害衝突時，從佛法應有什麼樣的判準。 

  一位蜚聲國際的哲學家，對於一介後學晚輩，竟然在彼此對話之前，作那麼周詳的

準備！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竟然如此熟悉我的佛法理念與社運實踐內容（他列出的犖

犖大者，有佛門性別平權運動、動保運動、反核運動、聲援同婚等等），甚至還就我在

著作中所提到的觀點與行動（例如：我曾婉拒政治職位，並說這是來自政教分立的想

法，但我所從事的又是高度政治性的社會運動），來作進一步的詢問。 

  這真是令人肅然起敬的「大師風範」啊！ 

學學學學術術術術會會會會議議議議 

2016年年年年「「「「利他主義與菩薩思想利他主義與菩薩思想利他主義與菩薩思想利他主義與菩薩思想」」」」國際學術會議國際學術會議國際學術會議國際學術會議 

暨第十四屆暨第十四屆暨第十四屆暨第十四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兩岸研討會兩岸研討會兩岸研討會兩岸研討會 

公 公 公 公                     告告告告 
一、主  旨： 

  為紀念印順導師一百一十一周年誕辰暨圓寂十一

週年，促進「人間佛教」理念之弘揚與印順學之研

究，爰由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中華民國關懷生

命協會與財團法人弘誓文教基金會共同舉辦2016年

「利他主義與菩薩思想」國際學術會議暨第十四屆

「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 兩岸研討會。 

二、說  明： 

（一）大會時間：2016年5月28、29日 

（二）大會地點：玄奘大學慈雲廳、聖印廳 

   （地址：新竹市香山區玄奘路48號） 

（三）本次學術會議涵蓋三大子題： 

   1. 跨領域對話：利他主義與菩薩思想 

   2. 「印順學」專題 

   3. 「人間佛教」專題 

（四）綜言之，召開本學術會議之要旨有三： 

   1.為紀念印順導師一百一十一周年誕辰暨圓寂十一週年，促進「人間佛教」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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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弘揚與印順學之研究，爰舉辦第十四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國際

學術會議。 

   2.以他人的利益做為道德判斷及道德行為必要條件之西方「利他主義」，與佛法

的菩薩精神不謀而合。藉由本次會議，進行利他主義與菩薩思想的宗教與哲學

對話，互放智慧的光芒。。 

   3.藉此會議之交流，分享佛弟子們在人間佛教的實踐中，關懷與淨化「此時、此

土、此人」的經驗。 

（五）本次學術會議內容： 

   1.  專題演講 

     動物倫理哲學家 Peter Singer教授 

     "Effective Altruism: Ethics for the 21st Century" 

   2.  論文研討會 

   3. 「利他主義與菩薩思想」綜合座談會 

   4. 「印順學的回顧與前瞻」綜合座談會 

（六）會後演講： 

   主講人：Prof. Peter Singer 

   講 題：Dogs, cats, pigs and chickens: which animals should we care about? 

   時 間：2016年5月30日13:30~17:00 

   地 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七號11樓） 

   備 註：報名資訊詳參中華民國關懷協會官網：www.lca.org.tw  

三、主辦單位：玄奘大學宗教學系、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財團法人弘誓文教基金會 

四、承辦單位：玄奘大學應用倫理研究中心、佛教弘誓學院  

五、協辦單位：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臺南妙心寺、財團法人妙雲蘭若、新竹法源

講寺 

六、報  名：歡迎報名參加本次盛會。會議第一天現場備有中、英文同步傳譯設施，

提供與會來賓使用。  

■報名截止： 105年5月18日 

■報名方式：1. 請至「佛教弘誓學院」網站填寫報名表。 

      2. 以電話、郵寄或傳真方式，向大會籌備處索取報名表，並於限期內寄

回。 

 地  址：桃園市觀音區新富路一段622巷28號 

 電  話：(03)498-7325  傳  真：(03)498-6123 

 電子郵件：hong.shi@msa.hinet.net 

 網  址：www.hongshi.org.tw  

青青青青年年年年營營營營公公公公告告告告 

第五屆「觀自在青年成長營」招生啟事 

■活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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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營隊的活動，讓學員們以彼此的生命經驗相

互溝通，並學習以不同的角度看待周遭的人、事、

物。課程教學重視人際互動的智慧與美善，期能發揮

年輕人充沛的活力與愛心，讓心地增強光明與喜樂的

力量，提昇精神生活，擴展生命境界。歡迎青年朋友

們結伴來參加！

■活動內容

  1. 活動日期：7/13～7/16（4天3夜）

  2. 報到日期：7/13（三）上午8：00～9：00 報到

（請於上列時間辦理報到）

  3. 參加對象：15～35歲青年男女，招收100名。

（即日起受理報名額滿為止）

  4. 活動地點：佛教弘誓學院（328桃園市觀音區

新富路一段622巷28號）

  5. 課程內容：

  一、初階班： 

  佛門禮儀／明一法師、尋找小王子的路上有盞燈／傳法法師、「哈佛醫師心能量」

‧談人際關係與工作／許瑞云醫師、身心舒壓情緒管理（轉念）、寧靜的喜悅、無限生

命的作業～愛情、親情、友情／性廣法師、博雅教育之個人學習因緣／惠敏法師、遠離

顛倒夢想——《心經》的生命智慧／耀行法師、活動企劃‧執行夢想／賴金光老師、如

何了解自己的世界～淺談佛學、東方與西方思想之歷史與比較／邱英芳老師、觀自在與

觀世音——解脫道與菩薩道／昭慧法師、請您聽我這樣說、「心靈場域，自在奔馳——

職場、情場、能量場」座談會等課程。

   二、進階班：應青年朋友之請，本期特別增加開設進階班，課程以學習佛學經論

與靜坐為主。

  博雅教育之個人學習因緣／惠敏法師、解脫道三部曲——《阿含經》的相應智慧，

觀自在與觀世音——解脫道與菩薩道／昭慧法師、清淨道論／性廣法師、「哈佛醫師心

能量」‧談人際關係與工作／許瑞云醫師、 活動企劃‧執行夢想／賴金光老師、寧靜

的喜悅、無盡燈之夜、「心靈場域，自在奔馳——職場、情場、能量場」座談會等課

程。

■報名方式：

 即日起受理報名，額滿為止。報名表請以下列任一方式回擲。

 ◆線上報名：http://www.hongshi.org.tw/singup.aspx?code=17A69C0794BD78C00AA667B5932A50FD

 ◆洽詢電話：03-4987325 紹玄法師

 ◆電子信箱：hong.shi@msa.hinet.net

 ◆傳  真：03-4986123    

■住宿營隊攜帶物品：（用品請標貼姓名，並勿攜帶貴重物品） 

 1. 健保卡  2. 輕便換洗衣褲3～4套  3. 穿運動鞋

 4. 盥洗用品（牙刷、牙膏、毛巾、皂乳）  5. 塑膠袋3～4個

 6. 水杯  7. 防蚊蟲藥  8. 手帕、備用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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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處：佛教弘誓學院 無諍講堂 

■配合事項： 

1. 特別說明： 

（1）請依上述時間報到。報到當天安排有中壢火車站至本院之接泊車，請留參加學員

之手機號碼。 

（2）如需接泊，請於報名表上之交通接泊時間詳細填寫。搭乘高鐵之學員，請在桃園

高鐵站8號出口處集合，並於7/5以前將回函確認表單回傳。若有任何交通問題，

歡迎來電洽詢。 

（3）活動中全程茹素。 

（4）主辦單位在活動期間內規劃之作息，懇請予以配合。 

2. 最新訊息將不定期公佈於佛教弘誓學院網站。報名後若臨時有事不能參加，敬請提前

告知。 

3. 若非人為因素（如天災或流感等）影響，主辦單位將視情況變更活動，敬請隨時查看

公布訊息。 

十、愛的叮嚀: 

1. 請家長放心讓子女專心體驗學佛營活動。若有緊急要事，請撥打03-4987325轉9觀自

在青年學佛營團隊。 

2. 請勿攜帶任何違禁品及保育類動物製品，凡發現違規或持有危險物品者，除先行沒收

外，並通知家長及有關單位。 

3. 禁止在營區內吸煙、飲酒、賭博等行為，請恪守活動規定，藉此機會學習淨化心靈，

清淨身心，學習成長。 

暑暑暑暑期期期期講講講講座座座座 

佛教弘誓學院105年 

暑期講座
 

一一一一、「、「、「、「中國佛教史中國佛教史中國佛教史中國佛教史」」」」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 

課程簡介：首先，簡略介紹印度、中國佛教之流行，並串連印、中佛教之思想關連；其

次，隨著中國朝代之更迭，介紹中國佛教思想流變的過程，各時代，各宗、

各人之重要思想，怎樣說明生死流轉，反其道而行之，就是涅槃解脫。 

教  師：悟殷法師 

上課時間：105/7/30～8/8（農曆6/27～7/6），每日五堂課，每堂課50分鐘。 

必備教材：1.印順導師：《中國佛教史略》，【妙雲集】下9，正聞出版社。 

     2.悟殷法師：《中國佛教史略原典資料彙編》，法界出版社。 

報名截止：105年7月20日 

 

二二二二、、、、第五期第五期第五期第五期《《《《瑜伽師地論瑜伽師地論瑜伽師地論瑜伽師地論》》》》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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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1.《瑜伽師地論》簡介。 

     2.《瑜伽師地論》「本地分」教學。昭慧法師續講「聲聞地」；耀行法師續

講「有尋有伺地」。 

教  師：昭慧法師、耀行法師 

上課時間：105/7/17～24（農6/14～6/21）每日五堂課，每堂課約50分鐘。 

     「聲聞地、菩薩地」：上午8:20～11:10； 

     「有尋有伺地」：下午2:00～3:50。 

必備教材：《大正藏》第30冊 

報名截止：105年7月10日 

備  註：本期若「聲聞地」講授完畢，將續講「菩薩地」。 

 

■上課地點：佛教弘誓學院 

■報名方式： 

 1.網路報名，請至「佛教弘誓學院」網站線上報名。 

  「中國佛教史」專題講座 線上報名 

  第五期《瑜伽師地論》專題講座 線上報名 

 2.以電話、郵寄或傳真方式，向本院秘書室索取報名表，並於限期內寄回。 

 3.全程參加者優先錄取，非全程參加列為備取名額。 

■備  註： 

 1.因赴本講座而需在本學院住宿者，或因報名聞法而擬於本院安居之僧眾，敬請於報

名表中註明，以方便本院安排膳宿等相關事宜。 

 2.住宿期間，須隨眾早、晚課誦、靜坐、出坡。 

請輸入請輸入請輸入請輸入EEEE----MailMailMailMail     訂報     退報  

若內文有亂碼出現，請至： http://www.hongshi.org.tw/userfiles/epaper/hongshi pic4/340.html閱讀正確版 

佛教弘誓學院 桃園市觀音區新富路一段622巷28號 Tel：03-4987325 Fax：03-4986123 

hong.shi@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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