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学年度硕博士班
考生辅导手册

編者序
歡迎您加入法鼓文理學院大家庭！
本校創辦人聖嚴法師曾說：「今日不辦教育，佛教就沒有明天。」
聖嚴法師期許：學院能成為「善良動能的發源地，可為我們的社會培育
出更多淨化人心的發酵種籽」。因此，學校則以「心靈環保」為核心價值，
以「博雅教育」為辦學方針，建構自主且融和的學習環境，培養跨領域學科
素養、關懷生命、奉獻社會，具「悲智和敬」能力與態度的領導人才。
時代變遷，環境轉變，人心需要安定，自我需要提升——在種種因緣下，
你我，選擇了法鼓文理學院！
為了讓應考生在閱讀本手冊前，能對內容有個簡單的瞭解，筆者於此略
述本手冊梗概以作為導讀：
第壹、貳部份——創 校 緣 起 與 教 育 理 念 篇 ： 從法鼓山創辦人聖嚴師父
的「創校理念」與中華佛學研究所榮譽所長李志夫老師「創校期勉」起，到
本校現任校長惠敏法師的「精神傳承」以及副校長蔡伯郎所提及的翻譯與交
流中心之籌備與學校概況與展望（包括辦學目標、學校特色與發展方向等）。
第參部份——課 程 介 紹 篇 ： 主要是目前校方的師資陣容、修課資訊
（含選課辦法、課程介紹），以及一些常見問題的對答。這方面若是多加思
考，可以幫助讀者更深入瞭解校方詳細狀況。尤其是在師資與開設課程方面，
讀者能夠藉此釐清「能在這所學校學到什麼」或是「這所學校能提供什麼」。
第肆、伍部份——報 考 概 說 與 考 情 分 析 篇 ：這部份除了校方公開的考
試參考書目與範圍外，還有去年考試入學的在校生對筆試（佛學概論及佛教
史）與口試（面試、研究計畫）的考情分析與教戰方針，將有助於考生對入
學考試的準備。
第陸部份——應考心得及校園生活分享篇：主要是目前在校生的心得
分享，包括在學的體驗、眼中的學校樣貌、勉勵與提點等等。讀者可以進一
步地以「學生的角度」來認識這所學校，為讀者提供了另一視角。這對於未
來有心成為本校學生的考生而言，將具有高度的參考價值。
我們誠摯地以這本手冊傳遞一份關懷、一份期許來祝福所有考生們！
考輔手冊編輯組

合十

法鼓文理學院 107 學年度考生輔導說明會
日期：107.01.27（星期六）
地點：法鼓文理學院新校區綜合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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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校緣起篇
創辦人──佛教教育的弘願
聖嚴法師 法鼓山、佛教學院創辦人
《法鼓雜誌》2007 年 5 月 209 期
-------------------------------這三十年來，我們一步一步堅持、努力，我們的第一步，是「寄生」於中國文
化學院，在中華學術院底下成立佛學研究所。那是一九七八年，我應中國文學院創
辦人張其昀先生邀請擔任所長。一九八一年起，研究所正式招生，現在我們的佛教
學院校長惠敏法師就是第二屆校友，尚有果祥法師是第一屆校友。
一九八五年，研究所遷至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同時更名為「中華佛學研究
所」，這是我們第二步的努力。我很幸運能有李志夫教授和方甯書教授一路來協助，
特別是在辦學的實務經驗上。
中華佛研所歷經二十餘年辦學，培養了許多優秀佛教人才，對佛教界產生很大
的貢獻，譬如在座的第二屆校友厚觀法師，過去曾擔任福嚴佛學院院長；有的在國
外教書，如梅迺文教授多年在美國任教；有的則在國內大學執教務，譬如惠敏法師
已歷任台北藝術大學學務長、教務長和代理校長，但是他毅然選擇擔任法鼓佛教佛
教學院校長，我非常感謝他。
佛研所的辦學成果，讓我們深具信心，然而宗教學位的爭取承認，始終是我們
努力的目標。我們爭取了二十多年，就是我、李志夫老師還有恆清法師，我們經常
到教育部、到立法院去爭取。我們一直在努力，鍥而不捨地努力，我說這是我一輩
子的心願，我一定堅持到底。
如今，法鼓佛教學院正式揭牌成立，今天是我最高興的一天！佛教學院成立以
後，我們會要求學生茹素、上早晚課，畢竟佛教學院是為了培育佛教的宗教師人才，
因此對於佛教的儀式、宗教師的威儀養成，我們都非常重視，希望能為佛教界，乃
至這個世界培養出最優秀的宗教師人才。
法鼓佛教學院是國內第一所佛教研修學院，也是第一所獨立宗教研修學院，我
們矢志辦到最好，也盼有朝一日能把我們的辦學經驗，分享其他宗教團體參考。因
此，我們的校長責任非常重大，我相信我們會辦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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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國內宗教教育培養佛教人才
李志夫 法鼓佛教學院籌備處主任
中華佛學研究所榮譽所長
《法鼓雜誌》2007 年 5 月 209 期
-----------------------------------法鼓佛教學院終於成立了，這不僅是法鼓山的大事，也是我國教育史上的一件
大事。
自一九七○年代以來，為了爭取單一宗教教育納入國家教育體制，我們教界長
老曾一度申請辦佛教大學，我們陪著聖嚴師父拜訪過教育部幾位部長及次長，直到
一九九○年代，在我們不斷爭取下，才可以在大學內設宗教系所，但我們希望的是
單一宗教教育納入學制。
從我們開始爭取單一宗教納入教育體制，到今天已整整三十五年。我們中華佛
研所常有國際學生要申請入學，因為沒有學位就不來了；我們要辦國際佛學班，因
為沒有學籍也招不到學生。我們是佛教第二祖國，我們的法師、學者即使是研究中
國佛學，還得到非佛教的國家去攻讀學位。
現代追求高學歷，已是國際社會、人才供需的普世價值，宗教研修教育不但可
以提昇國內各宗教的教育水準，也可以正式招收國際學生，提昇我們的國際地位。
聖嚴師父在還沒有留學日本前，已是一位有名的學問僧，試想，如果他沒有博
士學位，要在聯合國宗教高峰會議領導群倫，恐非易事。這可說明，學位對宗教人
才培養的影響是很大的。
中華佛研所成立近三十年來，一直都是以籌備法鼓佛教學院為使命，今天法鼓
佛教學院終於成立，我們要向政府有關長官，尤其教育部及立法委員諸公表示由衷
感激。

從「中華佛學研究所」到「法鼓佛教學院」
惠敏法師 法鼓文理學院校長/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本文依曾刊登於 2007 年 2 月《人生》雜誌 No. 282 之
拙文〈從「中華佛學研究所」到「法鼓佛教研修學
院」〉而修訂
---------------------------------------------【當代佛教界辦學的軌跡】
我國之現代化大學教育是從滿清政府所設立的「京師大學堂」（1912 年，民國
成立改名為北京大學）於 1910 年招收第一批大學本科生開始。在 1920 年以前，中國
的大學教育大都以民辦大學（例如︰東吳大學、齊魯大學、聖約翰大學等）為主。
根據統計，當時 80%以上的大學生就讀於基督教會大學。
1920 年以後，公立大學（例如︰東南大學、交通大學、廣東大學、清華大學等）
陸續設立，其影響力也逐漸增加。1929 年，政府頒布大學組織法與大學規程，要求
民辦大學納入管轄，私立大學設立的條件受到規範。所以，當時佛教界辦大學的因
緣很難具備。
1949 年，政府遷到台灣後，對於過去所發生的「學潮」有慘痛經驗，政策上更
加管制私立大學之設立。1974 年，政府制定私立學校法，規定所有私立大學均須登
記為財團法人。70 年代的台灣經過石油危機的考驗，產業界對於高級技術人才需求
迫切，長達 13 年之久的停止私人興學申請的教育政策，自 1985 年起再度開放，但只
限工學院、醫學院或技術學院。
於是，佛教界設立了「華梵工學院」（1990 年招生；1997 年改名為「華梵大
學」）、「慈濟醫學院」（1994 年招生；2000 年改名為「慈濟大學」）。之後，政
府再開放設立私立「人文社會學院」，於是有「南華管理學院（1996 年招生；1999
年改名為「南華大學」）、「玄奘人文社會學院」（1997 年招生；2004 年改名為
「玄奘大學」）之開辦，與 1998 年之「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核准籌設，以及「佛光
人文社會學院」（2000 年招生；2006 年改名為「佛光大學」）之成立。佛教興辦大
學的風氣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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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台灣高等教育之宗教學研究，是從 1988 年輔仁大學設立宗教研究所碩士
班與 1992 年設立學士班開始。其後，真理大學（1996）、玄奘大學（1997）、政治
大學（1999）、南華大學（2000）、慈濟大學（2000）、中原大學（2000）、東海大
學（2001）、佛光大學（2001）等九所相關宗教系所。

【宗教研修學院】
近數十年來，臺灣約有一百三十多所內政部許可立案招生的佛學院、神學院、
基督書院、一貫道書院等宗教教育機構，但未能納入教育部體系之規範，學歷也未
能獲教育部認可。此外，如教育部立案的「中華佛學研究所」也無法授予研究生教
育部認可之學位。如此，對我國的宗教教育之發展，造成諸多障礙。
所幸，於 2000 年底，教育部召開宗教教育相關事宜會議，考慮有條件將神佛學
院等宗教研修機構納入高等教育體系。於 2004 年 3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私立
學校法」第九條，有別於以多元宗教學術研究為目的之宗教學院或系所，例如︰目
前已有的九所相關宗教系所：
輔仁大學（1988）、真理大學（1996）、玄奘大學（1997）、政治大學（1999）、
南華大學（2000）、慈濟大學（2000）、中原大學（2000）、東海大學（2001）、佛
光大學（2001），允許私立大學或宗教法人設立單一宗教的「宗教研修學院」，授予
宗教學位，以培養神職人員及宗教人才，並且開放學生參加宗教儀式，以作為開設
「修行」學分科目的依據。於是，臺灣之單一宗教的宗教教育有了嶄新的可能性，
可以將學術「研究」與實踐「修行」結合。

【法鼓佛教研修學院、法鼓佛教學院】
於 2006 年，中華佛學研究所以 25 年辦學經驗為基礎，結盟國外 15 所知名院校
之國際化績效，培養十多位畢業生在國際名校取得博士學位的成果，全國第一所向
教育部申請成立獨立的單一宗教研修學院，名為「法鼓佛教研修學院」。之後，依
據教育部於民國 96 年（2008 年）三月召開研訂「宗教研修學院設立辦法草案」會議
決議：宗教研修學院及其系、所、學位學程，均應冠以該學院所屬宗教慣用之名稱，
不硬性規定冠以「研修」之文字。因此，本校為便於國際交流與簡明校名，報請教
育部自 97 學年度起（8 月 1 日）核可，更名為「法鼓佛教學院」。
在學術研究方面，以過去已具備之「印度佛學組」、「中國佛學組」、「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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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組」師資陣容，融合漢傳、南傳，與藏傳佛教之精華，開創佛教研修之新紀元。
並且將原有的佛學資訊學程擴大為「佛學資訊組」，以培養佛學數位典藏與知識管
理系統人才。同時重視梵、巴、藏之佛典語文的訓練，及加強英、日語之學習，建
立「佛典翻譯學程」。
在實踐修行方面，可融合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與僧團之朝暮課誦、禪坐或定
期共修為平常定課，以養成修行習慣。同時，結合法鼓山國際佛教園區之教學資源，
進行禪修、儀軌、弘化等各類行門的理論探討與歷史演變之考察，以及實踐修行指
標之建立，醞釀研究與修行並重的學風，傳統與創新相融的發展。
未來，「法鼓佛教學院」也可與籌設中的「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搭配，建構佛
法與世學兼備教學環境，讓學生們可互相作跨校選擇輔修學系與雙主修學系，以培
養具有科際整合能力之佛教研修人才，造就具有宗教情懷之社會服務人才。

【研究寶庫──歷年來的辦學成果】

國際交流
本校的前身「中華佛學研究所」創校二十餘年來與國際間多所知名大學或研究
所建立姊妹校關係，進行學術交流及師生的互訪。目前已簽訂學術交流同意書的學
校共有 17 所，在推動佛學國際化方面，成果輝煌（中華佛研所方面）：
日本佛教大學、日本立正大學佛教學部、日本駒澤大學佛教學部、日本花園大
學國際禪學研究所、泰國法身中心、大陸中山大學人文學院比較宗教研究所、大陸
南京大學中國哲學與宗教文化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新
疆龜茲石窟研究所、山東大學宗教科學與社會問題研究所、塔里木大學、俄羅斯聖
彼得堡大學東方研究學院、雪梨大學宗教學系、比利時根特大學、美國維吉尼亞大
學宗教研究所、美國密西根大學亞洲語言文化系佛教文化研究所、美國史丹佛大學
佛學研究中心等。

文薈津梁
中華佛學研究以其 25 年的辦學經驗，所展現的成果，已為佛教教育樹立楷模與
建立典範。歷屆畢結業生中，有的前往德、美、日、英、印度、澳洲、紐西蘭等地
持續深造；有的已獲得或即將獲得博士學位，返國為母校服務；留在國內的，亦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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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加入佛教教育、文化及研究工作行列，成果斐然，為佛教高等教育結出豐美果實。

自在智海
中華佛學研究所之研究生包括僧俗四眾弟子，在三年的同窗情誼中彼此切磋琢
磨，互助與成長，也正如佛陀教育普被大眾，平等無礙；而以此有教無類的精神，
相信更能將佛法帶入更深廣的社會關懷，與文化層次中。
本所創所二十五年來，已招收研究生 237 位。修完應修學分之學生共有 210 位，完成
畢業論文者有 115 位；留學德、英、日、美等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共 14 位；另外 2
位在國內取得博士學位，目前正在攻讀博士學位者有 16 位(國外 5 位，國內 11 位)。
其餘的畢、結業生，多半於大學、佛學院所從事研究、教學，或於出版、文化、新
聞界等領域工作。修畢博士課程者共 9 位。

國際交流概況
本校自 96 年 4 月正式成立以來至 101 年 11 月止，締約學校包括國內、外 22 所，
及締約機構 5 所，成績斐然，未來將更致力於雙方學生及學者之交流互訪，以落實
國際化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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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念篇
「法鼓文理學院」啟航
釋惠敏 法鼓文理學院校長
（本文發表於《人生》雜誌 373 期，2014.9）
----------------------------------------2014 年 7 月 28 日，教育部舉行「法鼓人文社會學院」與「法鼓佛教學院」合併審議
會，經過法鼓學校法人代表簡報及審議委員提問答詢，由審議會議決：通過兩校合併，
校名為「法鼓文理學院」。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多年的「大願興學」終於成就；之後，
方丈和尚果東法師代表法鼓山向長期協助的教育部致謝，圓滿各方情義。
今後，原來「法鼓佛教學院」繼續以「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博士、碩士、學士班」
（或簡稱為：法鼓佛教學系博碩學士班）的名義招生。原來「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則以
「法鼓文理學院人文社會學群」（或簡稱為：法鼓文社學群）的名義招生，將於 2015 年
春季開始招收「生命教育」、「社區社群再造」、「社會企業與創新」、「環境與發展」
等四個碩士學位學程學生，2015 年秋季入學。
於「法鼓文理學院」（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縮寫 DILA）正式啟航
之時，藉此解釋有關中英文校名的緣由與學校發展願景，祈請大家指教。

（一）為何不能以「法鼓大學」或「法鼓學院」為校名？——礙於法規或慣例

70 年代的台灣經過石油危機的考驗，產業界對於高級技術人才需求迫切，長達 13 年
之久的停止私人興學申請的教育政策，自 1985 年起再度開放，但只限工學院、醫學院或
技術學院。於是，佛教界設立了「華梵工學院」（1990 年招生；1997 年改名為「華梵大
學」）、「慈濟醫學院」（1994 年招生；2000 年改名為「慈濟大學」）。
之後，政府再開放設立私立「人文社會學院」，於是有「南華管理學院」（1996 年
招生；1999 年改名為「南華大學」）、「玄奘人文社會學院」（1997 年招生；2004 年改
名為「玄奘大學」）之開辦，與 1998 年之「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核准籌設， 以及「佛光
人文社會學院」（2000 年招生；2006 年改名為「佛光大學」）之成立，這是當代佛教界
辦學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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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法師為籌辦「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從 1993 年 9 月敦聘李志夫教授擔任籌備處主
任，1997 年 10 月由曾濟群教授接任，2007 年 8 月由劉安之教授接任， 2012 年 2 月方丈
和尚果東法師再敦聘曾濟群教授接任。劉安之教授擔任籌備處主任期間，曾經嘗試向教
育部提出「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直接成立「法鼓大學」的申請，曾濟群主任期間
也嘗試提出「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與「法鼓佛教學院」合併直接成立「法鼓大學」
的申請，但是最後都無法突破如下的法規或慣例：私立「大學」的成立程序，須經過
「學院」階段，具備辦學成效良好，並有具體績效證明以及校務行政運作制度正常等條
件，才能提出成立「大學」的申請。因此，我們不能直接以「法鼓大學」作校名。
於上述 2014 年 7 月 28 日，教育部之「法鼓人文社會學院」與「法鼓佛教學院」合併
審議會時，我們也曾提出以「法鼓學院」為校名的意見，因為比「法鼓人文社會學院」
簡潔之故。但是教育部表示礙於私立學校法第五條：「私立學校之名稱，應明確表示學
校之類別、等級及所屬學校法人」的法規，學校之名稱必須標示「類別」的慣例。因此
我們才提出以「法鼓文理學院」為校名的意見，讓教育部審議會可以通過併校提案。

（二）為何以「法鼓文理學院」為校名？——重視「博雅教育」小而美的學院
如上所述，1993 年 9 月，「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成立，是由於當時政府之私
立「人文社會學院」的法規開放，讓法鼓山的大學院教育可以開展。但是，鑑於當前台
灣高等教育的困境面臨（一）少子化的社會趨勢，造成學生來源逐年減少；（二）大學
數量（目前已有 11 所大專院校）已經飽和，台灣 62 所公立大專院校與 109 所私立大專院
校辦學資源競爭日益激烈。為因應此「生源減少」、「資源競爭」的情勢，法鼓山體系
決定將「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及「法鼓佛教學院」兩校整合，以達到「集中資源」並且
「發展特色」的效益。
為使兩校合併後，為跳脫一般「〇〇人文社會學院」必須發展為 5000 人以上規模才
能維持與發展的困境，也為完成創辦人聖嚴法師的創校期許：「是一處善良動能的發源
地，可為我們的社會培育出更多淨化人心的發酵種籽」且具備「小而美」特色，將參考
北美高等教育之「文理學院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或稱「博雅教育」）的辦學
方針，故以「法鼓文理學院」（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簡稱 DILA）作為
中英文校名，發展規劃方向：學生約數百人，可以實施「全住宿、小班制」，校園猶如
「大家庭」氛圍，建構自主且融和的學習環境，培養跨領域學科素養、關懷生命、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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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各級領導人才。
在英文校名，特別採用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不是用 Liberal Arts College，主要是有
別於一般以「大學部學士班」為主的 Liberal Arts College，而是以「研究所碩士班、博士
班」為主的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依此實踐學院宗旨：以「心靈環保」為核心價值，立
基原「法鼓佛教學院」之佛教學系之博碩學士班，與原「法鼓人文社會學院」之「生命
教育、社區社群再造、社會企業與創新、環境與發展」等碩士學位學程，建構佛法與世
學兼備的多元的教學環境，以培養「悲智和敬」能力與態度以及因應全球化地球村公民
之素養與能力的各級領導人才，好比在美國，許多文理學院的學術聲譽與傑出校友並不
亞於哈佛、耶魯等常春藤盟校，例如：蔣宋美齡、希拉蕊柯林頓、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
王力宏等。

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簡稱 DILA)：法喜(delight)
充滿的學園

此 外 ， 我 們 也 考 慮 到 「 法 鼓 人 文 社 會 學 院 」 （ Dharma Drum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簡稱 DDCHSS 或 DCHSS）中英文名稱有些冗長，不
如「法鼓文理學院」（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簡稱 DILA）的簡潔有
特色，而且目前台灣還沒有以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博雅教育研究與實踐 型學院)為
名稱與發展方向的大學，值得我們一起來努力。最後，博君一「喜」，我們的校名
英文簡稱為 DILA，與英文 delight (歡喜)的發音類似，所以我們也期待它是一所讓大
家法喜充滿的學園。

一、創校理念（校長 惠敏法師）

本校創辦人

聖嚴法師深體「今日不辦教育，佛教便沒有明天」，故於民國 76 年創

辦了中華佛學研究所。二十多年來，中華佛學研究所一直在聯合宗教教育界，向政府爭
取宗教教育能納入國家體制，但未能成願；直到 93 年，政府修正私立學校法第九條第一
款，開放籌設宗教研修學院，順此因緣提出申請「法鼓佛教學院」。
本校以弘揚漢傳佛教文化的精萃，孕育推動人間淨土的舵手為理念，培養理論與實踐
並重、傳統與創新相融、具有國際宏觀視野的宗教師暨學術文化兼具的人才為宗旨。本
10

校學生應秉持校訓「悲、智、和、敬」的精神，推動佛教教育文化工作，落實社會之整
體關懷，肩負起帶動世界淨化之使命。
（一）理論與實踐並重：
理論是實踐的指導原則、實踐是理論的活水源頭，二者如車之兩輪，不可偏
廢。本校的教學乃朝理論與實踐並重的方向，除了培養學生於佛教義理上的研究
外，也注重在生活上的實踐，與宗教情操之涵養，經由一系列充實完善課程及生
活教育之學習，培養學生建立服務及奉獻的人生觀。
（二）傳統與創新相融：
印度佛教的發展與傳播有三期，即南傳（斯里蘭卡、緬甸、泰國等地）的聲
聞乘佛教、北傳（中國、韓國、日本等地）的菩薩乘佛教、及藏傳（西藏、蒙古
等地）的金剛乘佛教。由於聲聞乘與金剛乘密教思想差距，與歷史性的隔閡太大，
所以漢傳佛教（代表初期大乘佛教）正可以扮演綜合、交流、融通的角色。此外，
為因應「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 及「成人教育」(Further & Adult Education)
社會的來臨，本校的課程規劃，當重視養成「終身學習」習慣與能力，使學生能
夠在生命全程中，永續建立個人與團體的終身學習網絡，發展學習型組織。
在科技化、資訊化社會的潮流，佛教教育若能培育兼具佛學及資訊知能人才，
運用資訊、傳播以及教育科技等理論與方法，建立佛學「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與「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系統以及「線上學習」(Online
Learning, e-learning)環境，建構成教學、研究、行政、推廣服務等層面相互結合的
「數位神經系統」(Digital Nervous System)，並且結合人文與藝術的資源，發展
「文化創意產業」，達成真、善、美的人生目標。
（三）具有國際宏觀視野：
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交通利捷、資訊方便，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更形頻繁，處
於瞬息萬變的新時代，需有更宏觀的視野與更廣大的胸懷，才能與時代脈動緊密
連結。本校以培育能夠洞悉新時代需求的宗教人才為目標，除在梵、巴、藏經典
語言學習，並加強英、日等現代語言訓練，以及「宗教對話」的經驗，與科學
（特別是生命科學）整合與對談的能力，希望發揚漢傳佛教的精神與內涵，躋身
國際宗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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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秉持「悲智和敬」的精神：
「悲智和敬」——以慈悲關懷人、以智慧處理事、以和樂同生活、以尊敬相
對待——是本校學風之所繫。其中，「悲智」代表菩薩道利樂眾生的精神；「和
敬」則是代表和合以敬的涵養。秉持「悲智和敬」，以提昇人品為職志，並積極
入世、化導社會。

（五）帶動世界淨化：
以悲憫眾生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的宗教情操，從佛教教育文化出發，共同投
入建設人間淨土的大工程，將佛法的智慧與慈悲有效普遍地傳播於世，讓所有的
人同飲佛法的甘露。另一方面，這也是落實法鼓山的弘法精神「奉獻我們自己，
成就社會大眾」，致力推廣淨化人心的方針。

二、法鼓文理學院（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DILA）博雅教育的三特色：

（一）「心靈環保」博雅教育之波形圓周式課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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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學多聞」有悲智，「雅健生活」樂和敬：

博學

雅健

佛學、人文社會與博雅生活型態

（三）跨界與轉型：從「T」型到「工」型博雅人才培養：

三、辦學目標
培養具有科際整合之佛教研修人才。
培養具有人文素養之宗教教育人才。
培養具有宗教情懷之社會服務人才。
培養具有國際視野之卓越領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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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校特色
法鼓文理學院，為全國第一所、經教育部通過成立之獨立的單一宗教研修學院，碩
士班學生畢業，授予宗教碩士學位。
本校以中華佛學研究所近三十年辦學經驗為基礎，融合漢傳、南傳，與藏傳佛教之精華，
以開創佛教研修之新紀元；並運用佛學數位典藏與知識管理系統，建立佛教資訊學程；
同時重視梵、巴、藏等佛典語文的訓練，及加強英、日語之學習，並建立佛典翻譯學程。
辦學宗旨為研究與修行並重，傳統與創新相融，注重科際整合，並以國際化教學為導
向，結盟國內、外二十餘所知名院校及機構，建立海外進修管道，提昇學生國際視野。
本校師資陣容堅強，圖書資訊豐富，校園環境幽雅，生活機能完備，堪稱有志研修佛教
青年的第一選擇。

五、佛教學系簡介：
「培育佛教研究與宗教實踐人才的搖籃」
理論與實踐並重、傳統與創新相融
二千多年前源於印度的佛教對全亞洲文明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因此佛教研究是認識
亞洲宗教、文化、藝術、思想、政治、社會等領域所不可或缺的學科。此外，隨著全球
化的腳步，佛教逐漸成為現代世界重要的精神與思想的源泉，並為全球環境的永續發展
與社會淨化提供新思考與意義。基於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這兩層意義，「法鼓佛教學系」
自 2007 年成立以來設有學士、碩士與博士學位課程，一方面致力於培養優秀的跨學科佛
教教育與研究人才，另一方面也希望培養以關懷心靈與淨化社會為目標的佛教專業人才。

「佛教學系特色」

1、完整的佛學課程：漢傳、印度、藏傳三大佛教傳統。
2、紮實的文獻語言訓練：梵、巴、漢、藏佛典語，以及英、日語等學術研究語文之
學習。設立語言與翻譯中心，推展與梵、巴、藏語、古漢譯佛典文獻相關之語言學習以
及翻譯、教學與研究。
3、享譽國際的佛教資訊學程：運用數位人文、數位典藏與資訊技術，開展佛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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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方法與新思維，培養兼具佛學與資訊知能之科際整合人才。
4、與國際接軌的教學研究：透過與歐美日 20 所知名院校（如哈佛、普林斯頓、史丹
佛、柏克萊、漢堡、東京等大學）的教學與研究合作，學生經常有機會見識國際最優秀
的佛學研究學者，而得以提升國際視野。
5、專業的佛教實踐訓練：延聘法鼓山資深法師以及專業教師教導禪修、儀軌、弘化、
生命教育等實修與實踐。
6、師資陣容堅強，圖書資訊豐富，校園環境幽雅，生活機能完備。
7、跨領域教學：結合法本校法鼓人社學群的教研資源，可提供本系在「生命教育」、
「社區再造」「社會企業與創新」、「環境與發展」四個面向的跨領域的應用教育。
8、學雜費優惠。出家學生學雜費全免；在家學生免收學費，僅收雜費，清寒者可再
減免雜費。

六、發展願景
（一）課程發展
1、經由實際教學，確立佛教研究的發展規模。
2、組織佛教研究討論小組，進行課程的規劃與開發。
3、與海內外佛教研究相關院、校交流，配合時代，進行課程的調整。
4、增聘師資，擴充新課程。

（二）教學與學術研究
1、配合台灣及其他國家之佛教研究機構進行交流，使本校成為亞洲最重要的佛教研
修機構。
2、舉行國際佛教之學術研討會，帶動學術研究風氣。

（三）社會服務
1、與出版社合作，出版各類佛教叢書。
2、與各種宗教事業單位合作，成立宗教事業輔導中心。
3、經常舉辦宗教交談活動，促進宗教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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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佛學與資訊

1、整合過去佛典電子化的經驗以及電子佛典資源，除本所既有師資之外，再加入外
來資訊方面的師資，以期能培養佛教資訊人才。
2、為提供選修「佛學資訊組」的研究生好的學習環境作佛學研究的發展，將規劃佛
典數位文獻研究環境，以研究如何將佛典以電子數位方式儲存、呈現，進而進行典藏
（archive）、分析（analyze）、發行（publish），並學習文書處理、學術論文、刊物及網
路電子出版等。
3、開發數位佛典閱讀環境的開源碼研究，建立跨作業系統、跨佛典語文、整合應用
的軟體平台，作為普及性佛典閱讀、學術性佛學研究的共同環境，進行佛法推廣與教學
科技研究。
4、規劃不同於一般網路資料的高品質數位發行，以學術、標記、可靠性及可發行等
性質的現代數位文獻。
5、立基於上述的基礎，透過佛學與資訊課程的規劃及設計，希望未來除了能夠培養
兼具佛學與資訊知能的人才之外，更能推動發展佛學數位學習，以建立資訊時代佛學終
身學習環境。

（五）就業方向

1、聘為本校教職人員。
2、聘為法鼓山體系工作人員。
3、進入國內外各大學繼續深造。
4、推薦至各佛學院及佛教相關各事業機構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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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立翻譯與交流兩中心
拓展宏觀的學習視野與國際觀
蔡伯郎

法鼓文理學院副校長

摘自《法鼓佛教學院院訊》第 19 期
----------------------------------------------時光荏苒，法鼓佛教學院成立以來邁入第八年，現今已有三十多位碩士班學生完成
畢業論文，獲得碩士學位，而這些畢業論文符於本校佛學教學上的多樣性，同樣富含著
多樣性的領域與議題。而學士班也已有二屆的畢業生了，這些畢業生，雖然為數不多，
但卻大都能在畢業後找到適當的工作與發展，其中考入國內外碩、博士班繼續研究進修
的亦為數不少。此外隨著博士班的成立，本校在佛學的教學與研究的體制上，已逐步建
立起一穩定、一貫而完整的學習規劃與歷程。
從中華佛學研究所到法鼓佛教學院，在教學方面，向來重視佛教經典語文與佛學研
究語文的學習，這些語文的基本能力，在現代的佛學研究上已是一項基本而不可或缺的
能力與條件，同時這些語言能力在整體佛學的推展上，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
以此，本校亦成立有語言與翻譯中心，除了持續推展本校既有的語文教學之外，同時亦
將進一步培養優秀的佛教經典與文獻的翻譯人才，將教學習成果轉化為知識、文化產值。
另外，由於本校與國際佛教學術研究交流極為頻繁，為能強化並落實國際佛學研究
交流之成果，本校未來亦規畫在既有的研究發展組之外，另外成立一國際交流中心，負
責本校與國際間的學術交流。這幾年來在研究發展組的努力下，本校已與歐、美、亞、
澳各洲及國內等十多所知名大學或研究中心締約合作關係。未來國際交流中心，除將立
基於這些締約夥伴與締約內容，進一步推展實質的交流，包含學生的交流、教學與研究
人員的互訪與交換教學等之外，亦將持續舉辦具指標性之國際學術會議，使本校之師生
可以拓展更宏觀的學習視野與國際觀。
而在博士班的規劃上，本校之發展特色乃以「佛教禪修傳統與現代社會」為主軸，
立基於印度、漢傳及藏傳的佛教禪修傳統，對其思想之起源與發展進行研究、比較與對
話，並結合現代佛學數位資訊的運用，建立起佛教禪修的現代意義與實踐方法，使理論
能與現實生活結合，以對人之生命產生正向、提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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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篇
一、 碩士班課程介紹
（一）教育目標
培育兼具佛學專業與博雅教育之中堅人才，實踐關懷生命、奉獻國際社會的志業。
（二）核心能力
1、具備經典語言與學術語言的進階能力。
2、對於相關領域的經典、專題、人物與現代社會的意義，具備基本的詮釋與評析能
力。
3、具備在國內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或投稿學術期刊的能力。
4、具備禪修素養與弘化能力。
5、具備人文創意、跨領域學習能力。
6、具備安定人心、奉獻社會的學習能力。
（三）教學特色
本所學生原則上在一年級下學期後分「印度佛教組」、「漢傳佛教組」、「藏傳佛
教組」、「佛學資訊組」四個組別。除「佛學資訊組」將於後另述外，這是因為佛教在
歷史上的傳播主要分為印度、漢傳及藏傳佛教三大傳統，為能深入研究各大傳統的精華，
培養專業的研究人才，參考國際學術訓練方式，本所在佛教研究的 課程，主要分為「印
度佛教」、「漢傳佛教」、「藏傳佛教」三大類。又為了落實及發揚佛教長期以來「解
（學問）行（修行）並重」之傳統優良精神，每組課程皆有學術類和行門（即佛教修行）
類兩大類，每類中再細分為必修和選修。
1、課程設計原則與特色 ：
為培養學生寬廣的視野與人文關懷的胸襟，且實際上兼具與國際學術研究接軌的治
學能力，課程設計以目前國際間主流的 佛教文獻學之訓練為主，輔以其他相關連的社會
人文科學課程。其中必修課程為佛學研究中基本且共通的課程，包含有佛教史專題、梵
巴藏漢等佛教原典語文和英日文等研究語文之課程。選修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專門的研究
能力與寬闊的人文視 野，故就內容而言包括：佛教寫本研究、佛教典籍研究、佛教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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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思想研究、佛教各學（宗）派人物史傳研究、 佛教認識論、佛教論理學、佛教
倫理學、佛教修道論等專題研討，以及計劃將來加入佛教心理學、佛教醫學、佛教音樂、
佛教美術、佛教建築、比較宗教學、社會學方法論等課程。

!

學術課程簡介：

組 別

課 程 特 色
印度佛教組在課程的設計上有印度佛教的歷史、思想、原典研究，以
及從事學術研究不可或缺的語文課程。

印度佛教組

除了有梵文課、佛學日文課、佛學英文課，和原始佛教巴利原典選讀
之外，部派佛教思想研究，以及大乘中觀派、瑜伽行派的專題研究亦是本
組研究中心主軸。
漢傳佛教組則將中國最重要的宗派思想及其經典研究作為課程核心。

漢傳佛教組

包括天台、華嚴以及禪宗的研究，而各朝代的禪宗典籍選讀則呈現出禪宗
此一做為漢傳佛教重要宗派的演變脈絡及思想上的變化；另外，影響漢傳
佛教的重要經典如《法華經》的研究，也都是漢傳佛學組的重點。
藏傳佛教組延攬了西方學者及多位仁波切。課程除了各大教派法史。
藏傳唯識、密續、中觀、因明思想的專題，和藏傳佛典的研讀外，還有

藏傳佛教組

「西方的藏學研究」這類探討佛學學術研究的課程。不但能夠深入分析佛
學學術研究本身的發展與問題，也能與世界的佛學研究接軌，使學生在學
術研究上更具競爭力。
融合漢、藏、印佛學課程，提供系統化跨領域學習。符合資訊潮流，
教導最先進文件數位化處理技術。

佛學資訊組

聘請國內外佛學與資訊專家學者，提供優質研究環境。
積極參與國內外學術會議，增廣國際視野與經驗交流。
考察相關領域學術研究機構，進行多項核心技術開發。推動國際合作
研究，整合資訊相關技術與佛學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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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門課程：
為培養學生具有宗教家的情懷和服務社會的熱忱，本所另設有宗教實修即行門方
面的課程，例如朝暮定課、禮懺法門、念佛法門、禪修法門、或禪庭設計等課程，藉
由宗教實修的體驗，令學生體驗「佛法」對於淨化個人身心乃至轉移社會風氣、建設
人間淨土的積極功能。俾使佛教於契合和引導現代人之生活與心靈層面上，能發揮其
助益社會、服務人群之功用。
! 行門課程 ：
三學精要
禪學專題
弘化專題
佛教藝術專題
懺儀專題
朝暮定課
禪修實習

2、結合科技新知的研究方式：
此外，邁入數位新時代，人文學科必須結合科技新知的研究方式，已是現代學術發
展的重要一環，為了因應資訊時代潮流，培養兼具佛學與資訊知能的宗教師，本所另設
有「佛學資訊組」。其專業課程分為核心必修課程、選修課程及專案研究。並配合學生
的性向，朝「佛學資訊研究」、「佛學知識工程」及「佛學科技應用」等方向發展。至
於行門課程與上面三組相同。

（四）碩士班發展方向與重點
1、課程發展
經由實際教學，確立佛教研究的發展規模。
組織佛教研究討論小組，進行課程的規劃與開發。
與海內外佛教研究相關院、校交流，配合時代，進行課程的調整。
增聘師資，擴充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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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與學術研究
配合台灣及其他國家之佛教研究機構進行交流，使本校成為亞洲最重要的佛教研
修機構。
舉行國際佛教之學術研討會，帶動學術研究風氣。
3、佛學與數位資訊整會
整合過去佛典電子化的經驗以及電子佛典資源，除本所既有師資之外，再加入外
來資訊方面的師資，以期能培養佛教資訊人才。
為提供選修「佛學資訊組」的研究生好的學習環境作佛學研究的發展，將規劃佛
典數位文獻研究環境，以研究如何將佛典以電子數位方式儲存、呈現，進而進行典藏
(archive)、分析(analyse)、發行(publish)，並學習文書處理、學術論文、刊物及網路電子
出版等。
開發數位佛典閱讀環境的開源碼研究，建立跨作業系統、跨佛典語文、整合應用
的軟體平台，作為普及性佛典閱讀、學術性佛學研究的共同環境，進行佛法推廣與教
學科技研究。
規畫不同於一般網路資料的高品質數位發行，以學術、標記、可靠性及可發行等
性質的 現代數位文獻。
立基於上述的基礎，透過佛學與資訊課程的規劃及設計，希望未來除了能夠培養
兼具佛 學與資訊知能的人才之外，更能推動發展佛學數位學習，以建立資訊時代佛學
終身學習環境。
4、社會服務
與出版社合作，出版各類佛教叢書。
與各種宗教事業單位合作，成立宗教事業輔導中心。
經常舉辦宗教交談活動，促進宗教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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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作參考，入學時依 107
級各組課程科目表為主。
一年級上學期(106 學年度上)
梵文文法(暑+上)2
印度佛教史專題 2
心靈環保講座 3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碩士班 106 級課程科目表（印度佛教組）
106 年 04 月 24 日佛教學系 105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年月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校級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年級下學期(106 學年度下)
二年級上學期(107 學年度上)
專業必修：11 學分
佛教數位典藏與佛學研究 2
宗教學：理論與方法 2

語言必選修：2 學分
日文文法(I)0 /英語佛學論著選讀(I) 0/進階
日文文法(II)0/英語佛學論著選讀(II)0/
佛學英文(I)0/進階佛學英文(III)0(擇一)
進階佛學英文(II)0/進階佛學英文(IV)0(擇一)
巴利佛典相關課程 2/梵語文獻導讀 2
專業選修共 15 學分 (本組至少修滿 6 學分，跨組選修 9 學分(含跨學程 6 學分))
巴利語佛典研讀(I) 4
巴利語佛典研讀(II) 4
阿含經研究（I）2
阿含經研究（II）2
空思想梵典研究 2
梵語中觀論書專題 2
印度中觀原典研究(I) 2
正念學專題(I)2
正念學專題(II)2
正念學專題(III)2
梵語唯識論典(III) 2
梵語唯識論典(IV) 2
梵語唯識論典(I) 2
佛教經典日文(I)2
佛教經典日文(II)2
日文佛學著作選讀(I)
上座部佛教專題 2
《瑜伽經》研究(II)2
行門必修：2 學分
朝暮定課(I) 0.5
朝暮定課(II) 0.5
朝暮定課(III) 0.5
禪修實習(I) 0
禪修實習(II) 0
禪修實習(III) 0
行門必選修採學年制，至少選修 1 門 (合計：2 學分)
禪學專題 2(上學期)
弘化專題 2(上學期)
佛教藝術專題 2(上學期)
懺儀專題 2(下學期)
三學精要 2(下學期)
※印度組學生語言學習要求：1.「梵文文法」必修兩學期。「梵語文獻導讀」或「巴利語佛典研讀」選修一學期。
2.「日文文法」或「英文相關課程」必修一年。
專業必修：13 學分（含英語或日語必選修 0 學分，巴利佛典相關課程/梵語文獻導讀 2 學分）
最低專業選修：15 學分（印度組選修課須至少修滿 6 學分；跨組選修 13 學分(含跨學程 6 學分)）
行門專修： 4 學分（行門呈現 2 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
最低畢業總學分（專業必修+最低專業選修＋行門專修+畢業論文 4 學分）：36 學分（32 學分修完才能申請免修)
以同等學歷入學者須另選修專業課程 6 學分，校際、校內相關選課須經系主任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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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下學期(108 學年度下)

印度中觀原典研究(II) 2
正念學專題(IV)2
梵語唯識論典(II) 2
日文佛學著作選讀(II)
上座部佛禪修專題 2

朝暮定課 (IV) 0.5
禪修實習(IV) 0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碩士班 106 級課程科目表（漢傳佛教組）
106 年 04 ⽉ 24 ⽇佛教學系 105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年⽉⽇ 105 學年度第 2 次校級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年級上學期(106 學年度上)

⼀年級下學期(106 學年度下)
⼆年級上學期(107 學年度上)
專業必修：13 學分
⼼靈環保講座 3
佛教數位典藏與佛學研究 2
漢傳佛教史專題(I)2
漢傳佛教史專題(II)2
印度佛教史專題 2
宗教學：理論與⽅法 2
語⾔必選修：2 學分
⽇⽂⽂法(I)0 /英語佛學論著選讀(I) 0/進階 ⽇⽂⽂法(II)0/英語佛學論著選讀(II)0/
佛學英⽂(I)0/進階佛學英⽂(III)0
進 階 佛 學 英 ⽂ (II)0/ 進 階 佛 學 英 ⽂
(擇⼀)
(IV)0(擇⼀)
藏⽂⽂法(暑)1/梵⽂⽂法(暑+上)2(擇⼀)
專業選修共 13 學分 (本組⾄少修滿 6 學分，跨組選修 7 學分(含跨學程 6 學分))
禪的理論與實踐（I）2
禪的理論與實踐（II）2
禪的理論與實踐（III）2
中國淨⼟專題(I)
中國淨⼟專題(II)
中國淨⼟專題(III)
漢傳禪學專題(III)
漢傳禪學專題(IV)
漢傳禪學專題(I)
漢譯契經專題研究(III) 2
漢譯契經專題研究(IV) 2
學術論⽂寫作(II) 2
佛典⽂獻學(1) 2
佛典⽂獻學(2) 2
後期唯識思想專題(Ⅰ)2
天台思想(III)2
天台思想(IV)2
天台思想（Ⅰ）2
華嚴思想(I)2
華嚴思想（Ⅱ）2
華嚴思想(III)2
佛經⾳義研究 2
印度思想與佛教(Ⅰ)2
印度思想與佛教(Ⅱ) 2
部派佛教思想專題(Ⅰ)2
《瑜伽師地論》專題（Ⅰ）2
《瑜伽師地論》專題（Ⅱ）2
⾏⾨必修：2 學分
朝暮定課(I) 0.5
朝暮定課(II) 0.5
朝暮定課(III) 0.5
禪修實習(I) 0
禪修實習(II) 0
禪修實習(III) 0
⾏⾨必選修採學年制，⾄少選修 1 ⾨ (合計：2 學分)
禪學專題 2(上學期)
弘化專題 2(上學期)
佛教藝術專題 2(上學期)
懺儀專題 2(下學期)
三學精要 2(下學期)
※漢傳組學生語言學習要求之要求：1.「梵文文法」、「藏文文法」擇一必修一年。
2.「日文文法」或「英文相關課程」必修一年。
專業必修： 15 學分
最低專業選修：13 學分（漢傳組選修課須至少修滿 6 學分，其餘可跨組選修 7 學分(含跨學程 6 學分)）
行門專修： 4 學分（行門呈現 2 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
最低畢業總學分（專業必修+最低專業選修＋行門專修+畢業論文 4 學分）：36 學分（32 學分修完才能申請免修）
以同等學歷入學者須另選修專業課程 6 學分，校際、校內相關選課須經系主任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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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下學期(108 學年度下)

禪的理論與實踐（IV）2
中國淨⼟專題(IV)
漢傳禪學專題(II)
學術論⽂寫作(II) 2
後期唯識思想專題(Ⅱ)2
天台思想（Ⅱ）2
華嚴思想(IV)2
部派佛教思想專題(Ⅱ)2
朝暮定課 (IV) 0.5
禪修實習(IV) 0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碩士班 106 級課程科目表（藏傳佛教組）
106 年 04 ⽉ 24 ⽇佛教學系 105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年⽉⽇ 105 學年度第 2 次校級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年級上學期(106 學年度上)

⼀年級下學期(106 學年度下)
⼆年級上學期(107 學年度上)
專業必修：14 學分

⽇⽂⽂法(I)0 /英語佛學論著選讀(I) 0/進 ⽇⽂⽂法(II)0/英語佛學論著選讀(II)0/
進 階 佛 學 英 ⽂ (II)0/ 進 階 佛 學 英 ⽂
階佛學英⽂(I)0/進階佛學英⽂(III)0
(IV)0(擇⼀)
(擇⼀)
宗教學:理論與⽅法 2
⼼靈環保講座 3
佛教數位典藏與佛學研究 2
藏⽂⽂法(暑)1
藏⽂佛典研讀（I）2
西藏佛教史專題（I）2
印度佛教史專題 2
專業選修共 14 學分 (本組⾄少修滿 8 學分，跨組選修 6 學分(含跨學程 6 學分))
《俱舍論》思想專題（I）2
《俱舍論》思想專題（II）2
《俱舍論》思想專題（III）2
中觀思想專題（I）2
中觀思想專題（II）2
中觀思想專題（III）2
西藏佛教思想專題（I）2
西藏佛教思想專題（II）2
西藏佛教思想專題（III）2
《⼤乘論》莊嚴經思想專題（I ）2
《⼤乘論》莊嚴經思想專題（I ）2
定解寶燈論（I）2
《禪定⽬炬》導讀(III) 2
《禪定⽬炬》導讀(IV) 2
《禪定⽬炬》導讀(I) 2
藏醫⽂獻研究(I) 2
西藏佛教史專題（II）2
藏⽂佛典研讀（III）2
藏⽂佛典研讀（II）2
⾏⾨必修：4 學分
朝暮定課(I) 0.5
朝暮定課(II) 0.5
朝暮定課(III) 0.5
禪修實習(I) 0
禪修實習(II) 0
禪修實習(III) 0
⾏⾨必選修採學年制，⾄少選修 1 ⾨ (合計：2 學分)
禪學專題 2(上學期)
弘化專題 2(上學期)
佛教藝術專題 2(上學期)
懺儀專題 2(下學期)
三學精要 2(下學期)
※藏傳佛教組學生語言學習要求：1.「藏文文法」必修一學期，而「藏文佛典研讀」必修一年。
2.「日文文法」或「英文相關課程」必修一年。
專業必修： 14 學分
最低專業選修： 14 學分（藏傳佛教組選修課須至少修滿 6 學分，跨組選修 8 學分(含跨學程 6 學分)）
行門專修： 4 學分（行門呈現 2 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
最低畢業總學分（專業必修+最低專業選修＋行門專修+畢業論文 4 學分）：36 學分(32 學分修完才能申請免修)
以同等學歷入學者須另選修專業課程 6 學分，校際、校內相關選課須經系主任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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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下學期(108 學年度下)

《俱舍論》思想專題（IV）2
中觀思想專題（IV）2
西藏佛教思想專題（IV）2
定解寶燈論（I I）2
《禪定⽬炬》導讀(II) 2
藏醫⽂獻研究(II) 2
藏⽂佛典研讀（IV）2
朝暮定課 (IV) 0.5
禪修實習(IV) 0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碩士班 106 級課程科目表（佛學資訊組）
106 年 04 ⽉ 24 ⽇佛教學系 105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年⽉⽇ 105 學年度第 2 次校級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年級上學期 (106 學年度上)

⼀年級下學期 (106 學年度下)

⼆年級上學期 (107 學年度上)

⼆年級下學期(107 學年度下)

專業必修:17 學分
佛學資訊、⼯具與技術 (I) 2

佛學資訊、⼯具與技術 (II) 2

⼼靈環保講座 3

宗教學:理論與⽅法 2

印度佛教史專題 2

佛教數位典藏與佛學研究 2

佛學資訊、⼯具與技術 (III) 2

佛學資訊、⼯具與技術 (IV) 2

語⾔必選修：2 學分
英語佛學論著選讀(I) /進階佛學英⽂(I)/進階 英語佛學論著選讀 (II) /進階佛學英⽂
佛學英⽂(III)0(擇⼀)

(II)/進階佛學英⽂(IV)0(擇⼀)

梵⽂⽂法 (暑+上) 2
選修 11 學分［本組⾄少修滿 4 學分；另 7 學分可跨組選修（但其中必跨選他組 4 學分）(含跨學程 6 學分)］
⼈⽂資訊學專題(I) 2
⾼階程式語⾔（I） 2 (待聘)

朝暮定課(I) 0.5
禪修實習(I) 0

⼈⽂資訊學專題(II) 2

資料庫系統 2 (待聘)
⾏動應⽤程式開發(待聘)
佛學數位⽂獻專題 2 (與蔡伯郎⽼師 佛學數位⼯具專題 2 (與梅靜
⾼階程式語⾔（II） 2 (待聘)
合開)
軒⽼師合開)
數位⽂獻分析 2
佛學資訊專案 2
佛教語料庫專題 2 (待聘)
⾏⾨必修：4 學分
朝暮定課(II) 0.5
朝暮定課(III) 0.5
朝暮定課 (IV) 0.5
禪修實習(II) 0
禪修實習(III) 0
禪修實習(IV) 0
⾏⾨必選修採學年制，⾄少選修 1 ⾨ (合計：2 學分)
禪學專題 2(上學期)
弘化專題 2(上學期)
佛教藝術專題 2(上學期)
懺儀專題 2(下學期)
三學精要 2(下學期)

※資訊組學生語言學習要求：1.「梵文文法」必修一年 2.「英文相關課程」必修一年。
專業必修：19 學分
最低專業選修：11 學分（本組至少修滿 4 學分；另 7 學分可跨組選修（但其中必跨選他組 4 學分）(含跨學程 6 學分) ）
行門專修： 4 學分（行門呈現 2 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
最低畢業總學分（專業必修+最低專業選修＋行門專修+畢業論文 4 學分）：36 學分(32 學分修完才能申請免修)
以同等學歷入學者須另選修專業課程 6 學分，校際、校內相關選課須經系主任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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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士班課程介紹
（一）教育目標：
培育兼具佛學專業與博雅教育之領導人才，實踐關懷生命、奉獻國際社會的志業。

（二）核心能力：
具備經典語言與學術語言的進階能力。
對於相關領域的經典、專題、人物與現代社會的意義，具備良好的 詮釋與評析能力。
具備在國內外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或投稿學術期刊的能力。
具備國際性禪修教學與交流的經驗與能力。
具備人文創意、跨領域論述與研發能力。
具備安定人心、淨化社會的關懷與化導能力。

（三）課程特色：
開設「佛教禪修傳統與現代社會研究方法與理論」核心課程，學生可從「印度佛教」、
「漢傳佛教」、「藏傳佛教」、「佛學資訊」四領域中，選擇主修與副修領域，並須修習
「行門呈現」及通過「博士論文」審查。
博士生在一年級下學期結束前，須從本系「印度佛教」、「漢傳佛教」、「藏傳佛教」、
「佛學資訊」四領域中，選擇主修（即博士論文研究方向）與副修領域，以便深入研究各大
傳統的精華，培養專業的研究能力。其課程設計原則與特色如下：
1、學術課程：
(1)語文科目：
開設梵、巴、藏文等佛典語言，以培養研讀原典能力，並加強英、日文等現代語言的學
習，以利於廣泛運用國際各類研究資料。
(2)學科專題：
佛教禪修專題、佛教禪修與現代科學之整合研究。阿含學專題、阿毘達磨專題、中國佛
學各宗基本論典研究、中國各宗派大師思想或專著之研究、中國佛學之國際研究現況和趨勢
之評析、佛教與中國文化專題。印度各大學派思想研究、梵語佛典研究、南傳佛教研究。藏
傳佛教專題、藏傳修心法要研究、藏傳祖師著作研究、印藏中觀思想比較研究等。
此外亦開設佛學資訊各種相關課程，以培養兼具佛學資訊知能之科際整合人才。
2、行門課程：
本系學生將經由行門與福業課程的規劃，修習如朝暮定課、禮懺法門、念佛法門、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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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門、或禪庭設計等課程，將禪修次地實際地運用於日常生活中。藉由宗教實修的體驗，令
學生體驗佛法對於淨化個人身心乃至轉移社會風氣、建設人間淨土的積極功能。

（四）博士班發展方向與重點：
(1)實用性課程發展：
經由實際教學，確立漢傳佛教研修的發展規模。
與海內外漢傳佛教研修相關院、校交流，配合時代，進行課程的調整。
結合傳統與現代，培養具國際宏觀之宗教師。
為社會民間佛教教育、文化、出版事業機關培植所需之人才。
不與一般現有之佛學院所所開之課程所欲培植之人才相重疊，自行開拓學生就業之管道。
(2)教學與實修並重：
強化宗教師行儀和作務與弘化，解行並重，設置外國學生漢傳佛教研修獎學金，使本校
成為全世界重要的漢傳佛教研修機構。
與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境教結合，發展宗教教育的國際視野與胸襟，帶動佛教研修
風氣。
舉行各種國際漢傳佛教課題研修座談會。
積極架設校務系統，除行政作業數位外，教學與研究充分應用電子資訊，並籌設數位學
習系統，以彌補學習時間與空間的障礙，充分達到學習的目的。
以遠距教學方式，在全台各地分享及貢獻本土的宗教教學資源。本院博士班的設立將可
建立完整的佛教高等教育資源，亦能將教學資源完整的貢獻出來。
(3)結合社會脈動：
本校欲造就之人才有能力以人文及宗教情操深入社會，從事基層社會服務與社會工作，
能與民眾打成一片。
社會脈動緊密結合，並與各宗教事業單位合作，落實宗教師的慈悲心與菩提心。
參與相關的社會服務與關懷，落實法鼓山大學院教育、大關懷教育與大普化教育三者緊
密結合的願景，真正地將佛法的慈悲與智慧落實於社會中。
(4)增進國際合作：
本校與世界各地知名的學校或宗教系所，簽有學術交流與合作的合約，能順利執行與國
外學校的博士生交換及博士後研究等學術交流與合作。
積極參與及舉辦宗教交談性活動，促進宗教交流與溝通，以達成宗教帶動社會與世界和
平的使命。與世界各佛教研究機構進行資訊交流，並舉行各種國際漢傳佛教課題研修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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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參 考 用 ， 入 學 時 以 107
級各組課程科 目表為主。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博士班 106 級課程科目表
106 年 04 ⽉ 24 ⽇佛教學系 105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6 年 05 ⽉ 03 ⽇ 105 學年度第 2 次校級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年級上學期(105 學年度上)

⼀年級下學期(105 學年度下)

⼆年級上學期(106 學年度上)

⼆年級下學期(106 學年度下)

核⼼課程(必修)：7 學分
⼼靈環保講座 3

禪修與現代社會之研究理論與專題 2

宗教學研究⽅法與理論 2

選修課程(碩、博合開)：主修領域(選 1 組)⾄少 6 學分；副修領域(選 1 組)⾄少 4 學分；其他選修 7 學分
印度組:
巴利語佛典研讀(I) 4
空思想梵典研究 2
梵語唯識論典(III)2
正念學專題(I)2
《瑜伽師地論》專題（Ⅰ）2
漢傳組:
華嚴思想(I)2
漢傳禪學專題(III)2
中國淨⼟專題(I)2
禪的理論與實踐(I)2
佛經⾳義研究 2
佛典⽂獻學(I)2
漢譯契經專題研究（III）2
印度思想與佛教(Ⅰ)2
藏傳組:
藏⽂佛典研讀（I）2
《俱舍論》思想專題（I）2
中觀思想專題（I）2
《禪定⽬炬》導讀(III) 2
西藏佛教思想專題（I）2
西藏佛教思想專題（I）2
《⼤乘論》莊嚴經思想專題（I）2
資訊組:
⼈⽂資訊學專題(I)2

印度組:
巴利語佛典研讀(II) 4
梵語中觀論書專題 2
梵語唯識論典(IV)2
正念學專題(II)2
上座部佛教專題 2
《瑜伽師地論》專題（ⅠI）2
漢傳組:
華嚴思想(II)2
天台思想(IV)2
漢傳禪學專題(IV)
中國淨⼟專題(II)2
禪的理論與實踐(II)2
佛典⽂獻學(II)2
漢譯契經專題研究（IV）2
印度思想與佛教(ⅠI)2
藏傳組:
藏⽂佛典研讀（II）2
《俱舍論》思想專題（II）2
中觀思想專題（II）2
西藏佛教史專題（II）2
《禪定⽬炬》導讀(IV) 2
西藏佛教思想專題（II）2
《⼤乘論》莊嚴經思想專題（I I）2
資訊組:
⼈⽂資訊學專題(II)2
⾼階程式語⾔(II) 2

印度組:
印度中觀原典研究(I)2
正念學專題(III)2

印度組:
印度中觀原典研究(II)2
正念學專題(IV)2

漢傳組:
華嚴思想(III)2
後期唯識思想專題 (Ⅰ)2
漢傳禪學專題(I)2
中國淨⼟專題(III)2
學術論⽂寫作(1)2
部派佛教思想專題（Ⅰ）

漢傳組:
華嚴思想(IV)2
後期唯識思想專題 (II)2
漢傳禪學專題(II)
中國淨⼟專題(IV)2
學術論⽂寫作(1I)2
部派佛教思想專題（IⅠ）

藏傳組:
藏傳組:
藏⽂佛典研讀（III）2
藏⽂佛典研讀（IV）2
《俱舍論》思想專題（III）2
《俱舍論》思想專題（IV）2
中觀思想專題（III）2
中觀思想專題（IV）2
藏醫⽂獻研究(I)2
藏醫⽂獻研究(II)2
《禪定⽬炬》導讀(I) 2
《禪定⽬炬》導讀(II) 2
西藏佛教思想專題（III）2
西藏佛教歷史專題（IV）2
定解寶燈論（I）2
定解寶燈論（II）2
資訊組:
資訊組:
⾼階程式語⾔(I)2
數位⽂獻分析 2
佛學⽂獻數位化專題 --唯識⼆⼗論 佛學⽂獻數位化專題 --唯識⼆⼗論
⽂獻數位化研究與應⽤(I) 2
⽂獻數位化研究與應⽤(II) 2
⾏⾨課程 2 學分，⾄少選 1 ⾨(必選修)
禪學專題 2(上學期)
弘化專題 2(上學期)
佛教藝術專題 2(上學期)
懺儀專題 2(下學期)
⾏⾨呈現 2
畢業論⽂ 4 學分
畢業學分數合計:30 學分(含論⽂ 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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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陣容
姓

名

最高學歷

職

稱

專長與專業領域

專任教師 12 人
釋惠敏

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

法鼓文理學院校長

瑜伽行派、禪定學、梵文、
人文與科學通識

蔡伯郎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博士

法鼓文理學院副校長

唯識學、部派佛教

釋果暉

日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

佛教學系主任副教授

禪定學、安世高研究、
初期漢譯禪經研究、生死學

釋果鏡

日本佛教大學文學博士

禪文化研修中心主任
副教授

中國禪學、中國淨土學、
漢傳佛教史、日語文

釋見弘

日本九州大學文學博士

副教授

印度中觀思想、梵文、藏文、
日文

洪振洲

臺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
研究所博士

副教授

數位典藏、計算語言學、
資料庫

廖本聖

淡江大學化學研究所
碩士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

西藏口語、藏文文法、菩提道
次第教法、格魯派三大寺六類
基礎教科書等

莊國彬

鄧偉仁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Bristol)神
學與宗教研究博士
美國哈佛(Harvard)大學
宗教研究博士

溫宗堃

澳洲昆士蘭(Queensland)大學
宗教研究博士

梅靜軒

德國波昂(Bonn)大學東方與
亞洲研究院西藏學博士

王昱鈞

人員

國立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博士

副教授

巴利語、阿毗達磨、早期佛教

副教授

巴利語佛教、古典梵語、唯識
思想、中國佛教史、宗教學理
論與方法

助理教授

正念學、初期佛教、上座部佛
教、佛教心理學

助理教授

西藏學、宗教學

助理教授

佛學數位人文、自然語言處
理、資訊檢索、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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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教授

4人

Jeffrey
Hopkins
霍普金斯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佛教研究
博士

榮譽教授

《論佛教唯識宗的空性》
《對真相的省思：唯識宗的三性
與三無性》

李志夫

印度大學宗教哲研所碩士

榮譽教授

中印佛學比較研究
法華玄義研究

竺家寧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
博士

榮譽教授

《安世高譯經複合詞詞義研究》
《佛經語言初探》

謝清俊

交通大學工學博士

榮譽教授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Information science

兼任教師

7人

陳清香

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文學
博士

教授

藝術史、文化史、宗教史

楊郁文

高雄醫學院醫學士

教授級專業技
術人員

阿含經、阿含辭典

陳英善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博士

副教授

天台教觀、華嚴思想

高明道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

副教授級專業
技術人員

文獻學、佛教經典語文

輔仁大學哲學博士

兼任副教授

佛教史料學、日本佛教史、漢傳
佛教史、亞洲佛教史略

蘇南望傑

日本佛教大學文學博士

助理教授

西藏佛教歷史專題、思想專題、
西藏文、日文

藍碧珠

日本埼玉大學文化科學研究科
碩士

語言教師

日本語學

藍吉富

※ 關於各位教師之歷年著作，可詳學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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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締約學校
美

洲

7所

締約時間

學校系所

締約項目

2007 年 11 月

史丹佛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Stanford 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

2008 年 8 月

柏克萊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 at UC
Berkeley

2011 年 1 月

北伊利諾州立大學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2011 年 8 月

哈佛大學
Fairbank Center of Harvard University
柏克萊聯合神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AT
THE 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
BERKELEY
天普大學 Temple University
網址：https://www.temple.edu/
美國法界大學 DHARMA REALM
BUDDHIST UNIVERSITY
網址：http://www.drbu.org/about/regulatoryinformation

2012 年 4 月

2013 年 3 月
2016 年 11 月

歐

洲

1.教學與研究人員交流
2.學生交流
3.學術出版物和資訊之交流
4.籌備具體合作項目
1.教學與研究人員交流
2.學生交流
3.學術出版物和資訊之交流
4.學術研究計畫之合作
5.籌備具體合作項目
1. 學術交流
2. 教師與學生的交流
3. 籌備具體合作項目
1. 進行學術研究合作計畫
1. 交換學生

2. 交換學生
1.
2.
3.
4.

學術交流
交換學生
教師與學生的交流
籌備具體合作項目

6所

締約時間

學校系所

締約項目

2008 年 4 月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Theology and
Religious Studies, Bristol University

2009 年 11 月

德國漢堡大學亞非研究所
Asien-Afrika-Institut of the University of
Hamburg
網址：https://www.aai.uni-hamburg.de/

2010 年 3 月

挪威奧斯陸大學
University of Os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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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與研究人員交流
2.學生交流
3.學術出版物和資訊之交流
4.籌備具體合作項目
1.教學與研究人員交流
2.學生交流
3.學術出版物和資訊之交流
4.籌備具體合作項目
1.共同合作研究、演講與研討
會。
2.學者或研究學人之交流。
3.研究生與博士生之交流。

2013 年 9 月

義大利上智大學
Sophia University

2015 年 11 月

比利時根特大學
Ghent University

2016 年 2 月

匈牙利法門佛學院
Dharma Gate Buddhist College
網址：http://www.tkbf.eu/

亞

洲

締約時間

2008 年 5 月

2008 年 5 月

2008 年 9 月

2008 年 9 月

2008 年 9 月

2008 年 10 月

4.雙方對於有興趣之資源與教
材進行交流。
1.教學與研究人員交流
2.學生交流
3.學術出版物和資訊之交流
4.籌備具體合作項目
1.教學與研究人員交流
2.交換學生
3.學術出版物和資訊之交流
4.籌備具體合作項目
1.學術交流
2.交換學生
3.教師與學生的交流
4.籌備具體合作項目

11 所
學校系所

締約項目

1.交換教授和學生；
2.交流研究成果，開展合作研
究
韓 國 東 國 大 學 佛 教 學 院 、 佛 教 文 化 研 究 3. 交 流 成 功 的 教 學 方 法 和 內
所、電子佛典文化遺產內容研究所
容；
Dongguk University
4.交換教材、圖書、資料等學
術材料及學術資訊
5.雙方提供必要之學術交流便
利性
1.教學與研究人員交流
中國大陸南京大學中國哲學與宗教文化研 2.學生交流
究所
3.學術出版物和資訊之交流
4.籌備具體合作項目
1.教學與研究人員交流
2.學生交流
中國大陸塔里木大學
3.學術出版物和資訊之交流
4.籌備具體合作項目
1.教學與研究人員交流
2.學生交流
日本立正大學
3.學術出版物和資訊之交流
Rissho University
4.學術研究計畫之合作
5.籌備具體合作項目
1.教學與研究人員交流
中國大陸山東大學宗教、科學與社會問題 2.學生交流
研究所
3.學術出版物和資訊之交流
4.籌備具體合作項目
中國大陸中山大學比較宗教研究所
1.教學與研究人員交流
Sun Yat-Sen University
2.學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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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5 月

韓國金剛大學校
Geumgang University

2012 年 3 月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
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

2013 年 5 月

印度普納大學
UNIVERSITY OF PUNE, INDIA

2016 年 6 月

西藏辯經學院
INSTITUTE OF BUDDHIST DIALECTICS
網址：
http://www.instituteofbuddhistdialectics.org/

2017 年 1 月

日本聖德學園大學
http://www.shotoku.ac.jp/facilities/bukkyo/

3.學術出版物和資訊之交流
4.籌備具體合作項目
1. 教學研究人員互訪
2. 學 生 互 訪 、 參 與 研 究 計
畫、共用圖書館資源
3. 學術出版物與資訊之交流
4. 籌備未來合作的具體形式
1. 交換學生
2. 交換教師或研究員
3. 合作研究計畫
4. 其他促進學術、教育交流
活動
1. 交換學生
2. 交換教師或研究員
3. 合作研究計畫
4. 其他促進學術、教育交流
活動
1. 交換學生
2. 交換教師或研究員
3. 合作研究計畫
4. 其他促進學術、教育交流
活動
1. 教師交流
2. 學生交流
3. 合作研究計畫
4. 其他促進學術、教育交流
活動

※國外姊妹校及機構，⾄ 107 年 1 ⽉⽌共計有 24 所
國外姊妹校 23 所：
美國 7 所——史丹佛⼤學佛學研究中⼼、柏克萊⼤學佛學研究中⼼、北伊利諾州⼤學、哈佛
⼤學 Fairbank Center、柏克萊聯合神學院、天普⼤學、法界⼤學
歐洲 6 所——⽐利時根特⼤學、英國布⾥斯托⼤學佛學研究中⼼、德國漢堡⼤學亞⾮研究所、
挪威奧斯陸⼤學、義⼤利上智⼤學、匈⽛利法⾨佛學院
亞洲 11 所——韓國東國⼤學佛教學院、中國⼤陸南京⼤學中國哲學與宗教⽂化研究所、中國
⼤陸塔⾥⽊⼤學、⽇本⽴正⼤學、中國⼤陸⼭東⼤學宗教科學與社會問題研究
所、中國⼤陸中⼭⼤學⽐較宗教研究所、韓國⾦剛⼤學校、韓國學中央研究院、
印度普那⼤學、印度西藏辯經學院、⽇本聖德學園⼤學
※ 境外機構合作：
境外機構 1 所--中國藏學研究中⼼（機構）
⽇本印度學佛教學會會員之⼀
與加拿⼤ SSHRC 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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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內外獎助學金
※ 學生事務組獎學金查詢網頁： http://sa.dila.edu.tw/?page_id=126

一、校內獎助學金
（一）獎助學金
•
•
•
•
•
•

法鼓文理學院僧伽獎學金
法鼓文理學院入學榜首獎學金
佛教學系學士班書卷獎學金
佛教學系學士班菁英新生入學獎學金
佛教學系在家眾學費減免獎學金
佛教學系東初老和尚留學獎學金

（二）助學金
•
•
•
•
•

服務奉獻時數記錄及考核表
緊急紓困金
優良畢業論文獎學金
學術論文獎助金
中低收入家庭學生就學補助

二、校外獎學金（ 僅列透過學校發放部分）
•
•
•
•
•
•
•
•
•

教育部獎助外國學生獎學金
教育部補助研究生助學金
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
僑務委員會優良僑生獎學金
蒙藏委員會語言獎學金
李春金僧伽獎學金
談子民先生獎學金
信徹蓮池功德會獎學金
弘化獎學金

三、就學貸款
四、學雜費減免
五、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
•
•
•

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
法鼓文理學院弱勢學生助學實施
法鼓文理學院弱勢學生助學金、生活助學金
法鼓文理學院弱勢學生助學-中低收入戶學生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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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概說篇
一、碩士班報考說明 （歷屆考古題參考網址: https://goo.gl/r111qv）
（一）報考資格：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應屆畢業或已畢業取得學士學位者。
(2) 符合教育部訂定「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報考資格者（請參閱簡章附件一）。
（二）報考說明：
1、報名網址：http://www.dila.edu.tw/Admission →點選「招生考試網路報名系統」或 至本
首頁（網址：http://www.dila.edu.tw/）→點選「招生資訊」→進入點選「招生考試網路報名系統」
→進入系統輸入報名資料，網路報名後，請 列 印 報 名 表 和 依 規 定 報 名 應 繳 資 料 一 起 郵 寄 到
本校。
2、報名系統開放時間：自 107 年 2 月 05 日（星期一）至 3 月 18 日（星期日）止。
3、報名資料寄送方式：
各項報名表件及報名費用（郵政匯票），請裝入 A4 信封內封妥後，在 3 月 19 日（星期
日）前，以限時掛號方式郵寄至：
「20842 新北市金山區西湖里法鼓路 700 號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碩士班 收」。
4、初試（筆試）日期：107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5、複試（口試）日期：107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三），（時間及地點以複試通知單為準）。
考試科目
（1）初試筆試：占總成績 60%。
共同科目：佛學英文
專業科目：加倍計分，（二組擇一選考）
!

佛學概論與佛教史（佛教組必考）

!

電腦概論（佛資組必考）

（2）複試口試：占總成績 40%（參加資格：初試/筆試合格者）。
※ 簡章內容網址：http://www.dila.edu.tw/Ad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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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 年 度 佛 教 學 系 碩 士 班
招生考試參考書目（佛教組）
考 試 科 目

參

考

書

目

106.06.14

作（譯）者

佛學概論與

《佛教基本通》

魯柏‧葛汀著

佛教史

The Foundations of Buddhism

賴隆彥譯

What the Buddha Taught

Walpola·Rahula

《佛陀的啟⽰》

出 版 社
橡實⽂化出版
佛陀教育基⾦會
(02) 2395-1198轉11、
12、13，有書結緣

《佛陀的啟⽰》網路版（請⾃⾏參閱）：
英⽂版：
1. https://zh.scribd.com/book/358298379/What-the-Buddha-Taught
佛學英⽂

2. https://sites.google.com/site/rahulawhatthebuddha/
3. http://vinaire.files.wordpress.com/2012/09/bhante_walpola_rahula
what_the_buddha_taught.pdf

中文版：
1. http://book.bfnn.org/books/0535.htm
2. http://myweb.ncku.edu.tw/~lsn46/lib/authors/WalpolaRahula/What_the_Buddha_Taught-Han.pdf
※備 註：
一、除佛學英文外，欲購書籍者：
(一) 請至：法鼓文化—心靈網路書店購買（網址：http://www.ddc.com.tw）。
(二) 以郵政劃撥方式，戶名：法鼓文化，帳號：50013371，聯絡電話：(02) 2893-4646轉 9。
二、《佛陀的啟示》中、英文版，佛陀教育基金會【(02) 2395-1198轉 11、12、13】有結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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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 年 度 佛 教 學 系 碩 士 班
招生考試參考書目（佛資組）
考 試 科 ⽬

電腦概論

參

考

書

⽬

《計算機概論》
（第 12 版）

What the Buddha Taught
《佛陀的啟⽰》

作（譯）者

106.06.14

出 版 社

趙坤茂，張雅惠
⿈俊穎，⿈寶萱

全華圖書(02)2262-5666

(2017)
Walpola·Rahula

佛陀教育基⾦會
(02)2395-1198 轉 11、12、13

《佛陀的啟⽰》網路版（請⾃⾏參閱）：
英⽂版：
1. https://zh.scribd.com/book/358298379/What-the-Buddha-Taught
2. https://sites.google.com/site/rahulawhatthebuddha/
佛學英⽂

3. http://vinaire.files.wordpress.com/2012/09/bhante_walpola_rahula
what_the_buddha_taught.pdf

中文版：
1. http://book.bfnn.org/books/0535.htm
2. http://myweb.ncku.edu.tw/~lsn46/lib/authors/WalpolaRahula/What_the_Buddha_Taught-Han.pdf
※備 註：
《佛陀的啟示》中、英文版，佛陀教育基金會【(02) 2395-1198轉 11、12、13】有結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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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士班報考說明 （歷屆考古題參考網址: https://goo.gl/19YsNG）
（一）報考資格：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應屆畢業或已畢業取得碩士學位者。
(2) 符合教育部訂定「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報考資格者(請參閱簡章附件一)。

（二）報考說明：
1、報名網址：http://www.dila.edu.tw/Admission →點選「招生考試網路報名系統」或至本
首頁（網址：http://www.dila.edu.tw/）→點選「招生資訊」→進入點選「招生考試網路報名系統」
→進入系統輸入報名資料，網路報名後，請 列 印 報 名 表 和 依 規 定 報 名 應 繳 資 料 一 起 郵 寄 到
本校。
2、報名系統開放時間：自 107 年 2 月 05 日（星期一）至 4 月 16 日（星期一）止。
3、報名資料寄送方式：
各項報名表件及報名費用（郵政匯票），請裝入 A4 信封內封妥後，在 4 月 17 日（星期
二）前，以限時掛號方式郵寄至：
「20842 新北市金山區西湖里法鼓路 700 號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博士班 收」。
4、筆試及口試：107 年 5 月 11 日（星期五），（時間及地點，以筆試通知單為準）。
考試科目
1、筆試：佔 40%
（1）共同科目：佛學英文（成績排名須達到考生總人數之前 80%，70 分以上不受此限）
（2）專業科目（加倍計分）：佛教史與佛學專題
2、口試：佔 60%
（1）專業領域中之專業知識 30%。
（2）研究方向及研究計畫的掌握能力 30%。
※ 簡章內容網址：http://www.dila.edu.tw/Ad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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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 年 度 佛 教 學 系 博 士 班
招生考試參考書目
考試科⽬

參 考 書 ⽬

作（譯）者、出版社

106.06.14

備 註

1、Good or skilful? Kusala in Canon and Commentary.
By Lance Cousins
2、The Hīnayāna Fallacy. By Bhikkhu Anālayo
3、Buddhist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and the Role of

佛學英⽂

Theory. By José Ignacio Cazebon
4、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m. By
Erich Zürcher
5、Liberation: An Indo-Tibetan Perspective By José

1.“英⽂佛學論⽂選
集”五篇出題⽐
率：約60%
(歡迎上本校站參閱
或下載)
2.其它：約 40%

Ignacio Cazebon

佛教史與
佛學專題

1、Zürcher, E. (2007).The Buddhist

可參考中譯本《佛教征服中

conquest of China :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Leiden, Brill.

傳播與適應》李四⿓等譯

國：佛教在中國中古早期的
2003.江蘇⼈民出版社

2、《初期⼤乘佛教之起源與開

印順法師著

約 60%

台北：正聞出版社

展》

⽔野弘元著

3、《佛教教理研究》

(譯者：釋惠敏)

「⽔野弘元論⽂選集（⼆）」

台北：法⿎⽂化

4、除以上三本書外，尚包括其中相關的佛教原典（nikāya,中
觀論頌、唯識三⼗頌等）的翻譯與解讀。
※備註：
一、除佛學英文外，欲購書籍者：
(一) 請至：法鼓文化—心靈網路書店購買（網址：http://www.ddc.com.tw）。
(二) 以郵政劃撥方式，戶名：法鼓文化，帳號：50013371
聯絡電話： (02) 2893-4646 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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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40%

三、考生自傳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碩、博士班招生
考生自傳
報考系所
姓

佛 教 學 系

名

大 學：

性 別
學

出
生
年 月 日

歷

出 生 地

省

縣

研究所：

（市）
（市）
（若篇幅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加項目及另頁續寫）

一、成長與學經歷背景：

二、報考動機：

三、未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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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計畫表
姓

名

日

期

（若篇幅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加項目或另頁續寫，碩士班至多 5000 字；博士班至多 8000 字）
一、研究主題或方向：

二、研究內容：

三、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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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Q&A
（一）考試須知

Q：報考佛教學系為什麼需要填寫「預定研究計畫表」？
A：填寫「預定研究計畫表」的主要目的，是提示同學早作研究工作的心理準備；同時讓
校方作參考、瞭解研究生的研究意向與研究能力，方便校方提供各種協助，因此鼓勵報考
的研究生盡可能詳細填寫。若尚未確定具體研究主題或方向，考生大略填寫即可。日後研
究方向若有所改變，有關研究計畫亦可更改。

Q：為何筆試通過而口試不通過者不能錄取？
A：如同創辦人聖嚴法師所強調—「道心第一、健康第二、學問第三」，在口試簡短的對
談中，可以對面試者的性向、興趣、道心、發展潛力及是否與本校學習環境相應等方面有
初步了解，而作綜合評估。所以這是頗為重要的一環。

Q：海外考生如何報考？
A：外籍生一律採申請制，詳參本校網站「外國學生招生簡章」；僑生請向「海外聯合招
生委員會」申請入學；陸生請向「陸生聯招會」申請入學。

Q：在應考方面，海外考生應多注意哪些事項？
A：端視個人條件而定，若中文較弱者，則須加強中文：義理不明者，則應精勤習誦。
（二）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概況

Q：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的辦學宗旨為何？
A：宗旨為提倡國際性的佛教學術研究，培植資訊時代的佛教教育及弘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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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與其他佛學院所有何差異？
A：(1)

辦學歷史悠久，師資陣容堅強

本校的前身，中華佛學研究所，從民國七十年在文化大學開始招收學生，七十四年遷
至北投文化館，九十年搬遷至金山法鼓山，已歷二十五屆；民國九十六年教育部立案通過
「法鼓佛教(研修)學院」之成立，成為國內第一所具有正式宗教碩士學位的研修學校。本
校碩士班之專任老師有 12 位，榮譽教授 4 位，兼任老師 6 位。
所有人員都具有博、碩士或同等資歷以上的學歷，或對於佛學研究學有專精，除在本
校從事教學工作外，也常於各種學報、雜誌、研討會中發表論文，同時也常出版研究專書。
有這樣優秀的教師陣容，相信我們在學習研究佛法的路上，必能事半功倍。
(2) 館藏豐富的圖資館
本校圖書館是一所佛教專業圖書館，總館藏量計有圖書七萬多冊、現期期刊五百多種，
可說是東亞地區最大的佛學圖書館，也是世界上佛教三藏經典典藏量最豐富的圖書館之
一，包括漢、藏、滿、梵、巴、日、英、泰、緬、柬埔寨、傣文等 80 餘套大藏經。2008
年館藏又增加了大量藏文微縮單片，含美國國會 PL480 系列及不同版本的甘珠爾及丹珠爾。
本館提供有 CBETA、TBRC、ACIP、CSCD 等不同語文電子佛典的檢索，其次還提供有四
庫全書電子版、中國歷代石刻史料匯編、JSTOR Art & Science I & III、ProQuest Religion
電子期刊全文資料庫、EBSCO-Religion and Philosophy Collection 等檢索服務。
除了持續擴增中、日、歐文等佛教學術性著作外，更重要的長期館藏發展計畫則是儘可能
地蒐集到所有的佛教三藏經典。
(3) 研究風氣
由於大家常互相切磋，使學習氣氛融洽，學習效果更好。又因為本校為一國際性學術
研究中心，常有來自各國的佛教學者蒞校交流，同學可以親身接觸到目前其他國家的佛學
研究現況。每年本校研究人員的論文發表會及歷年來舉辦的校際、國際佛學會議，也讓同
學有開展眼界與國際觀的機會。
(4) 環境幽雅
法鼓文理學院位於金山，遠離塵囂，觸目盡是青山綠水，在山林間經行沉思不再是奢
侈的夢想，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對有志潛心修學的人而言，是一個絕佳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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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有沒有教育部正式承認的學歷證明與文憑？
A：法鼓文理學院已經教育部通過成立，研究生畢業授予宗教學碩士/博士學位。

Q：佛教學系畢業後的發展如何？研究生畢業後有哪些出路？
A：可繼續在國內外深造；畢業生多半從事於佛學研究所、佛學院、出版社、雜誌社等的
教育、研究、文化等工作，或留在母校服務。

Q：佛教學系與國外哪些學校有交流合作計畫？畢業生可直接申請到國外就讀博、
碩士班嗎？

A：詳細內容請參閱本手冊之「締約機構」內容。未來將更致力於雙方學生及學者之交流
互訪，以落實國際化之目標。而本校的畢業生至締約學校院所深造，將會獲得較妥善的照
顧。其中，日本立正大學對本校畢業生提供有特別獎學金，以鼓勵同學赴該校就讀。

（三）課程與學習

Q：研究生要修多少學分才能畢業？
A：①106 級碩士班入學適用:課程學分數

32 學分﹝其中學術課程佔 28 學分，行門課程

佔 4 學分，及其他必修零學分〔例如：佛典語言(英、日等)〕，必須依照每學期應修學分
的上下限選課。畢業論文 4 學分，總共 36 學分。
②博士班: 總共 30 學分（含「行門課程」2 學分及畢業論文 4 學分）。

Q：佛教學系課程分為哪些組別？何時開始分組？可以跨修他組課程嗎？
A：本校課程依地域性與經典語言的區別，規劃成「漢傳佛教組」(以漢譯經典及中國撰
述部為研究範圍)、「印度佛教組」(以梵語、巴利語經典及印度撰述部為研究範圍)、「藏
傳佛教組」(以藏譯經典及西藏撰述部為研究範圍)、「佛學資訊組」(培養兼具佛學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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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人才，詳細規劃藍圖請參考本校網站的「佛學與資訊」)等四組。原則上自一年級下學
期開始分組，課程分組有助於同學確立自己專精的研究領域，因此及早確定組別，選課時
(例如教史、經典語文等課程)就有依循的標準。
另外，也必須注意不同組別的「跨組選修」學分之限制。如果同學在自己專精組別行
有餘力，對他組課程又有興趣的話，選課可不受限制。為期一～四年的佛學課程中，第一
年以宗教學專題、佛教史、文獻學、佛教基本典籍、佛典語言(梵語、巴利語、西藏語)、
研究語言(英語、日語)等課程為主；第二年則以專書解讀、專題研究等課程為主；第三～
四年以論文寫作為主，並繼續專書解讀、專題研究的課程。

Q：若原先佛學基礎不紮實，會不會跟不上進度？
A：如果沒有讀過佛學院，但平時上過一些佛學課程，或自己常閱讀有關佛學的書籍，對
於佛教的歷史有基本的認識，應該不難跟上進度。如果完全沒有認識，只靠考試時所閱讀
的印象，建議一年級時好好熟悉佛教歷史。只要配合老師的進度，課前課後確實做好預習
與複習，應該沒有問題，不須擔心。

Q：請問在佛教學系一～四年內可以學到什麼？
A： (1)可深入佛學義理和學術研究方法，終生受益無窮。
(2)奠定語文基礎、掌握學術研究的方法與嚴謹的學術態度、認識與運用史料文獻、學
習論文寫作等等，這些都是日後獨立研究或繼續深造的根基。

Q：語文若已具一定程度，可否申請免修該語言課程？
A：可檢具相關證明，向教務組提出申請免修，由相關課程之教師認可，必要時可舉行考
試，並經系主任決審後，得准予免修。

Q：研究生可以至僧伽大學選課嗎？
A：在取得僧伽大學教務處及任課老師同意之後，可至僧伽大學旁聽，不採計學分，而且
以一門課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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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佛教學系會不會開禪修課程？
A：雖然碩、博班並無開設授課性質的禪修課程，但除行門有開設禪學實修課程外，各組
亦設有禪學理論課程，兩者相輔相成，解行並重。此外，法鼓山經常舉辦禪修營，學生可
在寒、暑假前往參加。

Q：佛教學系學生有哪些例行活動？
A：有全校師生交流時間及校外教學，校方主辦的研究生論文發表會、校際與國際研討會
等。學生亦可提出活動申請，如影片欣賞、健行、參訪等。

Q：佛教學系學生需要參加任何法會活動嗎？
A：學、碩士班同學僅須參加規定時數的早（晚）定課與禪修課程。此外，法鼓山有定期
有禪七或大悲懺等修行活動，同學於課餘可以自由參加，沒有硬性規定。該方面可詳見
「朝暮定課研修」與「禪修實習」相關系列課程的授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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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活起居

Q：佛教學系的研究生要繳學費嗎？
A：目前雖採學費制，如為出家眾則學雜費全免，清寒者學雜費亦可減免，在家眾免學費
（只收雜費等）。此外，入學考試榜首者，頒發新台幣一萬五千元獎學金。就學期間，每
學期每人約可申請三萬～六萬元獎助學金。

Q：讀佛教學系一定要吃素嗎?
A：素食為漢傳佛教的重要生活習慣，園區內一律素食，禁止攜帶及食用葷腥。個人在園
區以外的飲食則無嚴格限制。

Q：會鼓勵佛教學系的學生出家嗎?
A ： 除 了 解 門 的 學 術 研 究 課 程 （ religious

courses ） 外 ， 也 開 設 「 行 門 」 實 踐 課 程

（religious rituals）；但出家與否須看個人意願及因緣，不會特別強調。

Q：研究生中有多少人來自海外？來自海外的學生享有何種福利？校方對其居留
是否協助安排？

A：目前碩士班每年級平均約有

2 位。海外學生與國內學生相同，亦盡同樣義務。海外

學生可申辦居留簽證，可申請全民健保。

Q：如何前往法鼓山？
A：請參考 http://www.dila.edu.tw/about/location/campus#bus
（1）開車的建議
◆法鼓山園區位於新北市金山區西湖里，於省道台 2 線（淡金公路）約 40 公里處，
即可見通往法鼓山園區的山徽大石。
◆ 無論您從何處前往，請參考以下的地圖與說明，公路沿途皆有路標及公里數標
示，方便您辨識。
台北市→重慶北路交流道→大度路（2 乙省道）→淡水→淡金公路。
台北市→陽明山國家公園→陽金公路（2 甲省道）→淡金公路。
三重市→五股交流道→關渡大橋→竹圍→淡水→淡金公路。
一號國道（中山高速公路）→八堵交流道→基金公路→萬里→淡金公路。
三號國道（北二高速公路）→萬里交流道→基金公路→淡金公路。
※備註：因三號國道是較快捷的路線，建議您經由汐止交流道，從一號國道（中山
高）轉接三號國道(北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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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眾運輸系統
【公車】金山－法鼓山園區
金山地區的聯營 828 和 829 公車來回金山醫院與法鼓山園區，而且可以使用悠遊卡。
自 2006 年 2 月 16 日起調整班次，請點選此處參閱詳細資訊
【客運】台北－法鼓山〈國光客運〉
查詢國光客運資訊：02-24982006，25583060
全程時間：約 1.5～2 小時，「台北─法鼓山」定時進入法鼓山，平日 7 班次，週末上山
13 班、下山 21 班次。
搭車地點：國道客運台北總站（重慶北路、市民大道、北平西路交口）。
下車站名：「法鼓山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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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運】台北－金青中心〈國光客運〉
全程時間：約 1.5～2 小時，大約每 5—15 分鐘一班。
搭車地點：與 「台北─法鼓山」線相同。
下車站名：您可在「金山郵局」站下車，轉搭聯營公車 828、829（站牌就在下車處）到
法鼓山園區。
【客運】台北－陽明山－金山〈皇家客運〉
查詢皇家客運資訊：0800551687，02-22969666
全程時間：約 1.5 小時，平日約每隔 1 小時一班。
搭車地點：位於公園路 32 號對面、臺大醫院牙醫部門口的站牌區。途經中山北路、捷運
劍潭站、泰北中學、文化大學等。
下車站名：您可在「金山郵局」站下車，轉搭聯營公車 828、829（站牌就在下車處）到
法鼓山園區。
【客運】淡水－金山〈淡水客運〉
查詢淡水客運資訊：0800002277，02-26227331
全程時間：約 1 小時，大約每 15-30 分鐘一班。
搭車地點：淡水捷運站對面、中油加油站旁。
下車站名：您可在「金山區公所」站下車，到對面轉搭聯營公車 828、829 到法鼓山園
區。
【客運】淡水－金山－基隆〈基隆客運〉
（基隆客運電話：0800588010，02-24323185）
全程時間：自淡水到金山約 1 小時（所需時間較淡水客運稍短），大約每 15—30 分鐘一
班。
搭車地點：位於淡水捷運站，出站後向右、福臨門餐廳門口站牌區。
下車站名：您可在「金山區公所」站下車，到對面轉搭聯營公車 828、829 到法鼓山園
區。
【客運】基隆－金山〈基隆客運〉
（基隆客運金山站電話：0800588010，02-24982155）
全程時間：約 50 分鐘，每 10 分鐘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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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車地點：位於基隆火車站旁，出站後向右、天橋下仁祥醫院前站牌區。
下車站名：您可在「金山區公所」站下車，在下車處轉搭聯營公車 828、829 到法鼓山
園區。
【客運】金山－國道 3 號－臺灣大學〈基隆客運 1068〉
（基隆客運金山站電話：0800588010，02-24982155）
全程時間：約 60 分鐘，每 20 分鐘一班。
搭車地點：位於南勢(金山站)。
下車站名：您可在「金山區公所」站下車，在下車處轉搭聯營公車 828、829 到法鼓山
園區。
【客運】金山、萬里－國道 1 號－大安區－板橋〈基隆客運 953〉
（基隆客運金山站電話：0800588010，02-24982155)
全程時間：每 20 分鐘一班。
搭車地點：位於南勢（金山站）。
下車站名：您可在「金山區公所」站下車，在下車處轉搭聯營公車 828、829 到法鼓山
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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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光客運「台北─法鼓山」乘車資訊
國光客運乘車資訊
◎ 提醒考生們注意：
1、自 2016 年 9 月 20 日起調整平日發車時刻表。
2、自 2016 年 10 月底國道客運總站遷移，上車地點「台北車站東三門」。
3、車上可投現金，但不找零，請攜帶零錢備用，也可使用悠遊卡刷卡。
4、車程時間約：1小時40分鐘～2小時。

假日班次：時刻表如下

假
日
班
次
時
刻
表

台北總站→法鼓山
06：15
06：45
07：10
07：30
07：50
08：10
08：30
08：50
09：20
09：45
10：15
10：45
11：15
11：45
12：30
13：30
14：30
15：30
16：30
17：15
18：10

法鼓山→台北總站
07：50
08：50
09：20
09：50
10：20
10：50
11：20
11：50
12：20
12：50
13：20
13：50
14：20
14：50
15：20
15：50
16：20
16：50
17：20
17：50
18：20

19：10

19：20

20：15
21：18

20：20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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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班次：「台北─法鼓山」，時刻表如下

平
日
班
次
時
刻
表

台北總站→法鼓山
06：20
07：10
08：20
09：15
10：15
11：20
12：20
13：20
14：20
15：15
16：30
17：20
18：20
19：18
20：15
21：20

法鼓山→台北總站
08：00
09：00
10：10
11：00
12：00
13：00
13：50
14：50
15：20北二高
16：20北二高
17：20北二高
18：20
19：20
20：20

彈性延駛：
上 山 ：前往法鼓山乘客超 過 八 位 時，可搭乘同路線且班次較多的國光客運「台北
─金青」公車，只要在上車時請司機加開一站即可。
下 山 ：若同時有八 位 以 上 的乘客需要搭車下山，請與國光客運金山站聯絡( 電 話 :
02-24982006)，隨時上山來接大家。
票價：台北車站→法鼓山：全票135元；半票(敬老票)70元。
搭車地點：起站為國道客運台北總站*，沿途停靠站依序為審計部、北科大（捷運忠孝
新生3號出口旁）、正義郵局、捷運忠孝敦化站（4號出口旁，到安和分院請
在此站下車）、觀 光 局 （捷運國父紀念館站2號出口旁）、市 政 府 轉 運 站
（捷運市政府站2號出口）、安樂社區、大武崙、武聖街口、萬里、翡翠灣、
野柳、國聖村、金山等。
各項訊息配合國光客運公司之業務調整，請上法⿎⼭全球資訊網查看最新訊息，或電
話洽詢 02-24987171 轉園區服務中⼼分機 2309、2319、法⿎⼭知客處分機 1360-1363、國
光客運⾦⼭站 02-24982006。

54

考情分析篇

各科考試經驗分享
如何準 備佛研所⼊ 學考試—佛學概 論及佛教史
佛教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釋如遊

因為自己在準備報考時，受益於學長們分享的經驗，所以，我覺得再次與大家分享學
長們的寶貴經驗，會有比較大的幫助。
首先是準備考試的過程，其實也是聞思佛法的學習過程，在筆試專業科目的準備期間，
能對佛教發展及佛學思想脈絡的認識，佛學英文的準備有助於入學後相關修習科目的學習
研究計畫 。
研究計畫及自傳的準備也有助於自我認識給對未來發展的構思。
在筆試專業科目中，個人認為：印順導師的《印度佛教思想史》是內容相對最艱深的，
其次是印順導師的《佛學概論》，最後則是相對輕鬆的《佛教基本通》，建議可依三本書
的特性，配合自己的身心情況，安排閱讀方式。
學校很貼心地將歷年的考古題公佈在網站上，大家不妨可以在準備的過程中配合著考
古題的內容做為自己的參考方向及測試。
另外，安排適合的讀書計畫時間，建議方法是，念第一遍時先有概略的印象，念第二
遍時可以搭配目錄章節做好筆記，第三遍時可架構出大綱及要點。
最後是心態很重要！——不論考上與否，在為考試而準備的過程中，已是為自己認識
佛法以及學習佛法不斷地向前邁進了！享受過程的風光，可能比抵達目的地令人難忘！
祝福大家，願佛菩薩與我們一路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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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英⽂準備
佛教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林詠盛
107 學年度佛學英文的成績要求和過去不一樣了，今年取消了英文前 80%的最低錄取
標準，相信這對考生在準備英文筆試時有一定程度的幫助；而這幾年碩士班考試的英文考
試用書基本上都是以《What the Buddha Taught》（《佛陀的啟示》）為出題的基礎文本，
原則上只要下功夫讀熟，再加上有一定的中文寫作能力，這就等於有應考的基本準備了。
從這幾年的考古題來分析出題的方向，在 96 到 100 學年度的佛學英文在出題上都是相
當基礎紮實的，各年度都有佛學名詞的中翻英及英翻中以及英文作答的佛學小論文，除此
之外再加上英文句子的英翻中（97 及 99 學年）、中翻英（98 學年）、以及報考佛學所的
個人論說小論文（96 及 100 學年度），而這幾年的試題在準備上都是需要下一定程度的功
夫準備，也需要有較紮實的英文寫作能力才有辦法完整作答。
而在這之後的英文筆試則都沒有了佛學名詞的對譯，在 101 和 102 學年度的題目中就
只有英文句子翻成中文、以及最少一百字的英文小論文的寫作這兩大類的題目而已；而在
103 學年之後的筆試就全都是英翻中的題目，主要著重在英文的閱讀能力以及中文的寫作
能力，只要英文單字的字彙量不差，再加上有額外熟讀中文版著作的話，基本上就都有達
到考試作答的要求了；而今年在英文的最低成績錄取上又取消了前 80%的限制，這更給了
有意報考的考生更大的準備空間。
每個考生的英文能力都不相同，準備考試的方法也會因人而異；以粗略的上中下作三
個等級的劃分的話：
英文接觸原本就不多的考生，不妨可先閱讀中文版，對於全書有個大略的架構之後再
開始閱讀英文版，在說明會中主講人會提供較難單字的字彙清單，除了可用在閱讀上互相
配合之外，同時也可作為背單字用的依據，對於英文的閱讀能力也會有所提升。
對於英文讀寫都有程度的考生，可視每個人自己熟習的唸書方法來準備；考生可以先
把中文版唸過再唸英文版，也可以閱讀英文版的同時再視個人情況作變化。
對於英文能力優等的人，除了閱讀過英文版之外，不妨再接著閱讀中文考試書目《佛
教基本通》的英文版《The Foundations of Buddhism》，除了可同時準備佛學概論與佛教史
的考試外，對於基礎的佛學理論也會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最後祝福大家心想事成，一切圓滿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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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資訊組──備考要點
佛教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張榮顯
一、緣起與動機
我是法鼓山信眾，去年（105）約 10 月初參加體系內舉辦 2 天信眾禪修營，活動（上
課、住宿）地點都在文理學院，活動過程中發現文理學院學習環境與氛圍相當適合延續個
人之前學佛與禪修功課，故決定報考法鼓文理學院繼續精進禪修功課。就在去年底報名參
加生命教育學程甄試，該學系預計收取 10 名，據說有 20 幾人報名，初試取 18 名，經過複
試錄取 14 名（正取 10 名，備取 4 名）而我名落孫山，那是去年底的事。既然甄試落榜，
就得準備參加考試，考量原先動機（初發心）是為延續之前佛學與禪修功課（道場學習非
學院系統學習）故直接報考佛教學系，亦參加考前說明會，擬定準備方向。

二、準備過程
決定報考佛教學系到實際考試（筆試）時間約是 3 個月，準備有點倉促，所以選了與
目前資訊工作較類似的資訊組。雖然我現在資訊單位工作，但工作類型是文書工作，所以
計算機概論中程式設計部份大概很難得分，這在後頭題型分析再作說明。
資訊組考 2 科，除前述專業科目｢計算機概論｣外還有一科共同科目「佛學英文」，按
簡章說明從網路下載中英文版，並作 OCR 成可編輯 Word 檔，以段落為單位編排成中英
文對照，並附加字彙註解，如附錄。因以段落為單位中英文對照，無論螢幕或紙本閱讀可
謂「一目了然（文句對照很方便）」，加速理解與記憶的速度。但重新排版確實也花了不
少時間，幾乎 2 個多月準備考試的時間都是在作這樣工作，當然排版完成也等於讀過一遍，
並完成字彙查詢。
此說明會我僅是負責介紹「計算機概論」準備方向，前面介紹英文科目的準備工作並
未逾越，因為我主要介紹如何從 PDF 檔 ! OCR ! Word 檔，並在 Word 檔上編輯及註解，
包括單字（生字）註解，而單字查詢當然是利用網路免費字典，並由網上摘記在 Word 檔
上。且 OCR 輸出入經驗對這次「計算機概論」考試亦相當的助益。或許 OCR 軟、硬體
設備對一個考生來說是不小的負擔，不過我們學校圖書館就有一套 OCR 系統（掃描機可
不用，因網上下載及為 PDF 檔），可免費使用，若印表則須付費。
除了上述應用資訊工具協助準備考試外，入學後還有系列佛學資訊與工具的介紹，協
助你日後佛學研究課業，尤其是以文獻探討方法從事佛學詮釋，資訊工具的應用更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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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半功倍的效果。
介紹過了資訊工具的效能，現在以策略規劃的考量報考佛資組，學校每年都提供佛資
組 2 個名額，但考生都沒善加利用，換句話說，佛資組競爭不像佛學組那麼激烈（可說是
慘烈），雖然佛資組有一定的門檻，也就是對資訊科學粗俱概念，包括電腦結構、資訊系
統資料輸入與輸出（網頁展示）、演算邏輯及網路傳輸等知識，聽起來好像很複雜，但這
些都是我們身邊週遭的事物，試問誰不是每天上網看網頁，誰不是每天在用 4G、5G 無線
網路，只是我們沒去注意而已，況且考的是「計算機概論」，只要有了基本概念即可應付
裕如了。
現在就來分析考題，作為準備方向及考試重點，如上所述，考試範圍包括
1、電腦結構 + 記數系統，而電腦架構可粗略以下圖表示：至於記數系統大概就是二
進位與十進位轉換，八進位與十六進為乃二進位的延申。
輸入設備

中央處理器(cpu)

輸出設備

記憶體
2、資料輸入與輸出
資訊系統不外是 資料輸入! 處理(電腦黑箱作業) !輸出。
（1）資料輸入：格式（中、英文字，數字，圖形）
方法（打字，OCR，相機、掃瞄）
（2）處理：電腦聽從程示指示從事一些處理工作
程式分系統程式、應用程式
（3）資料輸出：格式（報表、網頁）
方法（印表機、螢幕）
3、演算邏輯
（1）判斷
（2）迴圈
4、網路
早期區域網路(現行企業網路)!廣域網路(無線網路)!TCP/IP!IPv4!IPv6
祝大家考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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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準 備·⼼得分享 1
佛教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釋振慈
太好了，我通過筆試考試了！接下的口試要怎麼準備？
法鼓文理學院入學考試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初試（筆試）與第二階段複試（口
試）。第一階段筆試通過後，離下一次口試準備時間約有兩個星期左右，以比重來說，口
試成績占總成績 40%，與筆試一樣是不可忽視的一環，所以也需要準備萬全，才能輕鬆考
進學校。
如何準備口試內容？可從兩方面來說明，
一、口試前的情報搜集。
二、口試當天的臨場應對。
首先從情報搜集來說，可從三個面向來說：第一，對於校系簡介的說明，對於法鼓文
理佛學院的學校歷史、學校特色、課程大綱，是否有初步認識，並且認同學校的創校理念？
第二，對於師資陣容、課程書目、課程大綱的掌握是否足夠，了解學校的科系的教學走向
與學習概況。第三，了解該系目前重要的研究主題，及教授的研究專論等。
此外考前的書面繳交資料，如家庭概況、報考動機、未來規劃等，也需要再重新掌握。
其中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預定研究計畫的準備。報考時的研究計畫雖然不一定是實際的研
究計畫呈現，但這代表自己是否能夠提出問題意識，利用目前現有的知識來找到解決方法。
所以研究計畫的準備，可視為測試自己是否能在知識科系中找到問題，並且將答案梳理之
後說明。
來到口試當天，也可分三個層次來說明：
一、面談方向。面談內容可以有多元性例如思考自己與系所間的未來連結性、如何進
行自己的研究計畫、對於自己目前喜歡的經典與科目掌握性等等相關內容。
二、口試當天。除了口試內容的應對，對於外在的口頭應答，威儀舉止，也應該要有
所應對。如誠實應對主考老師的內容，不誇大其辭、回答時的講話速度、進入會場時，開
門前應先敲門等細部內容。
三、具有一顆柔軟心。不論被提問到艱澀問題，不論自己回答是否滿意，都應該要謝
謝主考老師的提問，而不被情緒左右接下來的對話，良好的舉止應答，都是為自己帶來加
分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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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口試結束。都應該要恭喜自己，可以成功地走完一個考試流程，雖然對於自己
當天反應一定會有許多的反省跟覺得不滿意之處，覺得：「哎呀！我當時應該那樣回答才
對。」，而覺得心中悵悵然。但若以長遠心來看，考試都是人生中的一個小點，而人生還
有許多的點線面等著自己串起，若拘礙於某點而無法前進，那麼未來豈不是損失太多了。
所以放開心胸，不論結果是否能讓自己滿意，都應該恭喜自己已成功打完一場美好的
戰役，已欣賞的沿路
美景，都是最美麗的回憶！

⼝試準 備· ⼼得分 享 2
佛教學系碩士班學長 陳胤芙
準備口試的過程，某種程度上，與最初準備報名資料習習相關。雖然準備這些的確是
件煩人的事，但其實，也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機會，督促自我檢視：為什麼報考法鼓文理
學院佛教學系？為什麼是佛教學系而不是其他？為什麼是法鼓文理學院而不是其他？自己
想要的究竟是什麼？
一般而言，考官對你的了解源自你最初繳交的報名資料，包含你的出生（假如自傳有
寫到）、學經歷、及研究計畫。所以如果可以，記得自己所寫的內容，或許有可以推敲可
能會被詢問的問題。
概列準備重點如下：
1、恭喜自己通過筆試，放鬆心情迎接口試。
2、口試由多為師長同時面談，對於師長們的提問誠懇面對，跟自己內心連結。
3、思考報考動機，報考原因，報考目的與為何學佛做連結。
4、思考讀書計畫及畢業後對於自己未來人生或生活的連結。
5、思考學佛 /禪修的心得或體驗跟自己生命的連結。
6、思考自己有沒有喜歡的經典或修行的方法。
7、應考時，穿著簡單樸素，避免短褲短裙。
8、進出試場時，向師長問訊 /問好為表示禮儀及尊重。
9、回答時避免冗長無重點，針對問題有條理性有組織的答覆。
10、睡個好覺，讓頭腦清析心情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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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準 備· ⼼得分 享 3
佛教學系碩⼠班學⾧

劉曉青

恭喜準備⼝試的同學們，您們距離成為⽂理學院的新鮮⼈只差此臨⾨⼀試了！
準備考試的過程，其實也是聞、思、修的學習過程，在筆試專業科目的準備期間，同
學們已經一步步地深化了對佛教發展及佛學思想脈絡的理解，佛學英文的準備亦有助於入
學後相關修習科目的學習，研究計劃及自傳的準備亦益於同學們於自我認識及對未來發展
期許的再構思。而，口試與筆試最大的不同為- 需與多位師長同時面談，師長們的提問可
能涵蓋了考生的報考動機、研究計劃內容架構、自傳或是對個人在群體生活適應性及行門/
解門的理解等問題。如何利用自初試錄取公告至口試的這兩週準備呢？末學在此分享一些
心得予各位酌參：
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考前，學校相關資訊蒐集：
（一）認識法鼓文理學院：
1、校園整體：師父教育理念、DDBC 辦學方向、師資。
2、課程規劃：語言訓練、原典學習、文獻學觀念、行門課程⋯⋯
3、資源及特色：重視解行合一、國際化、佛資工具的普遍應用。
4、體驗法鼓山的環境：結合禪修道場境教的環境，有別於一般大學院校的環境型態
與作息。
二、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口試前，準備好自己：
（一）檢討筆試結果：從筆試結果充分了解自己的優劣勢，可作為弱勢的補強、優勢
的發展，以及安排學習計畫的參考。對於非佛學院出身的同學，筆試的內容不只是入學的
門檻，這段期間奠定的佛學基礎也會有助於入學後的課業。
（二）培養對備審資料的熟悉度：除了自傳或研究計畫的文本之外，建議可以作一份
大綱式的要點，讓自己在口試前能短時間完成複習，或者能在五分鐘內簡要且完整地介紹
自己及研究計畫。
（三）回顧自己想在佛學領域作進階研究的初發心，並思考想進入法鼓文理學院的動
機及期許。
三、上場口試：
（一）身心的調整：提早上山，在口試前預留一段時間禮佛、經行、體驗園區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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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參觀圖書館，都有助於減少不安的情緒、融入環境的氛圍。
（二）穿著：整潔樸素為原則（儘不要穿短褲、短裙）。
（三）試場禮儀：進出試場時記得站定位後向諸位老師問訊、保持微笑可以減少因緊
張而出錯。
（四）對於提問，誠懇的回答。重點不在研究計劃是否完美，而是有無獨立思考的能
力。由於口試時間有限，所以誠懇回覆的同時，可適切地回答需說的內容，或把話題帶回
對口試主題有幫助的軌道上。
（五）另外，記得帶准考證！（口試與筆試的准考證是同一張, 筆試後學校寄初試成
績單，不另外再寄口試准考證）
祝福諸位同學：
學習之路，法喜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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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享篇

應考⼼得&校園⽣活記
心安， 因為 DILA
——法鼓山參學心得
佛教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釋耀緣

台灣有一座山，緊鄰北太平洋，山有一個美妙的名字：法鼓。
山中有所學校，融合禪堂及僧團，她有個洋氣的名字：DILA。
DILA全名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法鼓文理學院。
校園猶如「大家庭」，在自主且融和的學習氛圍中，接觸到跨領域學科及關懷生命、
奉獻社會的佛學、佛法。
如果問，她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博雅教育」——「博學多聞」有悲智，
「雅健生活」樂和敬。DILA，恰好與英文 delight（歡喜）的發音相似，生活其中、學習其
中，內心時刻充滿著法喜。
博雅多聞——
在DILA，最喜愛的是聆聽老師對於不同課程的不同見解，在擴展視野的同時，也能增
加對佛法的理解。多聞是一種品質，是修行的前行工夫，也是在親近佛陀，邁向覺悟之路。
校長是留日回台最年輕的教授法師，他將「博學多聞」落實到生活當中，清晰明瞭地
歸納為「五戒」:「 閱讀、記錄、研究、發表、實行」。
閱讀是一個信仰的習慣：深入經藏，堅持過後，在某一瞬間，便能體會到佛言祖語，
了達人生真諦——苦、集、滅、道；看破放下的同時，亦能提起承擔！這是大乘佛子，於
現代社會應有的抱負，如聖嚴長老言「奉獻我們自己，成就社會大眾」。
記錄是一個智慧的習慣：學在書本中，知識要內化，不斷地往心中「記錄」，用的是
「心筆」、「心墨」。沈澱於佛法海洋裡，記錄著感悟的一點一滴，如長老所言「提昇人
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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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是一個嚴謹的習慣：佛陀智慧的教育，信解行證過程中，不可或許的是對佛學的
深入研究，更徹底掌握其最真實一面。在佛法面前，人人是平等的，追求真理，反邪歸正，
如長老所言「回歸佛陀本懷，推動社會大眾。」
發表是一個許諾的習慣：對於佛法的初衷，起源於對生命境界更高一層的追尋，為了
探索真諦，一門研究待到豐碩時刻，應該眉開眼笑。忘了苦痛、忘了疲倦、忘了困厄，將
所得所獲與人分享、發表。像是給予自己和他人一個諾言：學有所成必弘揚於世，如長老
言「以心靈環保為核心，弘揚漢傳佛教。」
實行是一個慈悲的習慣：付出行動，在修行生涯中，生活與禪修合一，從人心淨化、
內在自覺的正本清源著手。法鼓山提倡「心靈環保」，把佛法普遍地運用在生活中，以實
用為先，是人間化、人性化、生活化的佛法。因此，聖嚴長老主張「心五四」運動：四安、
四要、四它、四感、四福。如下圖所明：

DILA，推廣三大教育，實行著佛法在人間，引導大眾從自心清淨做起，提供現代人實
用可行的安心之道，如長老言「提倡全面教育，落實整體關懷。」
雅健生活——
行走於DILA，溪水、鳥鳴、草綠、山青……處處都是禪觀的所緣，生活中處處都是在
「境教」。校長同樣也將「雅健生活」輕鬆活潑地歸納成「五戒」： 微笑、刷牙、運動、
吃對、睡好。
閱讀每一次的微笑，得到快樂；
記錄每一時的刷牙，得到健康；
研究每一刻的運動，得到平安；
發表每一餐的吃對，得到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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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每一晚的睡好，得到自在。
如長老提及「以健康、快樂、平安的身心，照顧自己、照顧社會、照顧大自然，使得
我、你、他人，都能健康、快樂、平安地生活在同一個環境之中，便是現代人的心靈環
保。」
法鼓山於上世紀90年代便提倡「心靈環保」，緣起是：長老鑒於時代環境的變化，在
全球掀起一片環保的聲浪中，卻忽視了心靈淨化的重要性，認為唯有從心的根本觀念改變，
才能真正達到美化世界、淨化世界的目標，而提出「心靈環保」的理念。長老以《維摩詰
經》「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佛國品第一〉）的觀念，
認為「只要人類的內心清淨，所見的世界便是佛國，只要人類的內心平安，生活的環境也
能平安。只要人的心靈在一念之間清淨平安，就會影響到週遭人物環境的清淨平安」。
可知，「心靈環保」即是淨化自我的心靈環境，從價值觀及認知的改變做起，建立自
利利人的價值觀，每個都以健康、平安、快樂的身心，照顧自己與週遭的人、事、物。如
此，便可過著健康、平安、快樂的生活。
長老言「人的心境，往往會因為受到環境的誘惑、刺激而產生情緒的波動，輕者覺得
困擾，重者喪失自主的能力。如果有了心靈環保的措施，遇到狀況發生時，便可淺則保持
平靜、穩定，深則自主、自在。」所以，心靈環保的關鍵即在於人格的穩定及心理的平衡，
進而達到心靈的淨化。
心靈的層面分為心理、思想、精神三個層面，心理的層面是屬於情意，思想的層面是
屬於理智，精神的層面是屬於情意和理智的昇華，即把我們從自我中心的束縛之中解脫出
來，所呈現的慈悲和智慧——那是平等而無條件的大愛。
長老開示我們如何實踐「心靈環保」：穩定情緒——情緒是心理的重要因素，情緒容
易波動和衝動，是不健康的心理，會給自己增加煩惱。穩定情緒的方法可有很多，可以欣
賞音樂、做運動、與人傾訴等，或者是學習佛教的禪修。
疏導觀念及思想——健康和優良的觀念及思想，應該是以平等的愛心為起點，如此，
必定會生起尊敬心及感恩心，會以真誠心待人接物、以謙卑心自我約束。佛陀說「一切的
生命，皆是現在的菩薩，皆是未來的諸佛。」如此，哪裡還會有對立和衝突的仇恨呢？
提昇精神層面——精神，是從心理情緒的穩定及思想的淨化所產生的心靈層次，可以
通過文藝、哲學、宗教等的欣賞、修養、實踐，而體驗到個人的內心世界，與外在的環境
世界，是不可分割的，此時便會以平等而無私的愛心，看待一切人和一切物了。若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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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常、空」來實踐菩薩道的精神，就能超越個別的小我和整體的大我，而實證大解脫、
大自在、大慈悲的境界了。故而，心靈環保的核心價值，是在於淨化及深化每一個人的心
靈，來提昇精神的層面。
禪宗，乃頓悟成佛之法門，直指人心，凡是用文字傳流的佛言祖語，不過是修證方向
的指示牌，其本身不代表方向所指的目的物，甚至祖師將佛言祖語，比喻成葛藤絡索——
如果死執文字的經教，反叫人受困擾。可是，若是沒有佛言祖語，還是不行都。如《壇經》
中六祖惠能大師，教導後學要依《維摩經》所說的「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的開示，
修行者應「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便是「一行三昧。」六祖又依
《金剛經》中「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主張「心不住法，道即流通；心若住法，名為自
縛。」長老如是言語道：「應無所住是不將一切現象跟自我中心的利害得失連繫起來，而
生其心是以無我的智慧心來應對處理一切的狀況。心不住法（現象），佛道的智慧便在你
的心中產生功用，心若住法（現象），自己便被此法所束縛而智慧的功能就不現前了。」
因此，在六祖以後的禪宗祖師們，主張「道在平常日用中」，主張喫飯飲茶都是解脫
道及菩薩道。
一次，趙州和尚向南泉普願提一個問題：「什麼是道？」
普願說：「平常心是道。」
趙州又進一步問：「既然說平常心是道，還可趣向否？」
普願說：「擬向即乖。」
趙州問這個「道」，能否接近它，能否靠攏它？普願回答說你想向它走去就不對了。
因為，道就在目前，你向哪裡去呢？你越想接近它，你可能離道就越遠，因為道就在平常
的日用中嘛！
對於平常心最微妙的詮釋是一首詩：「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
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人間的好時節是什麼呢？就是這個平常心。如果我們修行能
夠這樣，又有什麼難呢？當下即是。如生活禪導師淨慧長老開示：「我們一定要用禪的這
種平常心來對待生活中的一切毀和譽、名和利、好和壞。面對社會萬相，要以這樣一顆平
常心去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然後放下它。」這樣，就能「將禪的精神、禪的智慧普
遍地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實現禪的超越，體現禪的意境、禪的精神、禪的風採。」從而
「在生活中實現禪悅，在禪悅中落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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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長老也如是開示：「我們若用無住的平常心生活，便可時時都是身心健康、快樂、
平安的時間，處處都是身心健康、快樂、平安的空間，所遇的人、所見的物、所做的事，
也就無一不是好人、好物、好事了。所以，雲門文偃禪師也說『日日是好日』了。」
不知不覺來此學習已近半年，有過不適，有過紛亂，有過煩惱；如今，漸漸得到心安，
因為法鼓山，因為DILA，因為博雅教育，因為心靈環保，因為平常心……

學習⼼得
佛教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釋賢甘

末學是來自大陸的短期研修生，與大家分享在法鼓山的學習心得。法鼓優秀的師資隊
伍和豐富的圖書資源是眾所周知的了，應該也有很多同學會分享這些內容。那我就分享法
鼓山最獨特的，也是對我最大的饒益的幾點：
《本生論》說：「悉不應遠諸善士，以調伏理修善行，由近彼故其德塵，雖不故染自
然薰。」身在法鼓，時時處處能感受到創辦人聖嚴法師的悲心願力，從法鼓山僧團、老師、
志工到法鼓山的建築等等，都可以熏陶學習到聖嚴法師的理念行誼。我想這種熏陶甚至比
課堂的學習更重要，來自一帶大師的恩澤，無形當中，就影響提升自己的生命。
比如法師在《一鉢千家飯 · 法鼓山攝影集》中寫的序言，讓我非常的感動，他說：
「當初很多人都反對我創建法鼓山，甚至有人說，可能道場還沒蓋好，我就已經往生了。
但是我認為，人的壽命能有多長，我們雖然沒有把握，但是活一天就應該做一天，做一天
能做的、允許我做的事。因此，那時我雖然已經六十歲了，但是從來沒有考慮自己能活到
多少歲，但是，在我七十歲的時候，法鼓山第一期工程完工，八十歲的時候，則建設完成
了，這是當初從來沒有想到過的事。也許我的業已經了了，可能很快就會往生，也可能不
會，因為我還有法鼓大學和許多的願未完成。我希望法鼓大學能夠完成，但是即使不能完
成也沒有關係，自然有後來的人替我完成。當我還是小和尚的時候，那時佛教已經很危險
了，於是我發願，至少我自己不會背離佛教，只要還活著，就一定要維持佛教，弘揚佛法。
我希望法鼓山所有僧俗四眾弟子，也能夠有這樣的悲心宏願。」法師和弟子們克服了多少
難以想象的困難呀？他是怎樣忘我的生命態度，正是大乘佛法真實的展現，也是留給後學
最珍貴的教育。
有幸於法鼓學習，甚為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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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法⿎
佛教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釋賢阿

「臺灣法鼓山」，被喻為臺灣四大山頭的臺灣法鼓山早有耳聞，臺灣幾大道場都與大
陸佛教界有很多互動，其中法鼓山開創者聖嚴法師先後六次率團參訪大陸佛教聖跡，特別
是 2002 年率五百多位僧俗弟子參訪大陸 27 個禪宗道場，並寫下了《五百菩薩走江湖》；
同年，又將流失海外的阿閦佛首送歸濟南四門塔。2008 年四川汶川大地震，聖嚴法師積極
發起賑災工作，他宣佈法鼓山要為四川災區重建做六件實事，包括重建兩所小學、兩所中
學、一所醫院及自來水廠、新村，設立獎學金幫助受災青少年完成從小學到中學的學業。
聖嚴法師 1930 年出生於江蘇省南通縣，1943 年在南通狼山廣教寺出家，1947 年到上
海靜安寺佛學院學習，1949 年還俗從軍入臺，1960 依止太虛大師的學生東初法師再度剃度
出家，依道源長老受三壇大戒，並從東初法師得受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薰陶和禪
宗曹洞宗與臨濟宗的教導。法師又專心研學戒律，1962 年 3 月發表《弘一大師三十三種律
學合刊讀後》，隨後又寫成十九萬字的《戒律學綱要》，成為兩岸三地間著名的戒律學教
材。1969 年 3 月，法師前往日本東京立正大學佛教學部求學，1971 年以《大乘止觀法門之
研究》獲得碩士學位，1975 年 2 月以明末蕅益大師的研究作為博士論文而獲得博士學位。
1978 年 12 月從靈源法師得到禪宗臨濟宗法脈的正式傳承。自 1978 年開始，法師在臺灣的
中華佛教文化館和農禪寺舉行大專青年學生與一般社會人士的禪修活動，並陸續地出版
《禪的生活》、《拈花微笑》、《禪與悟》等禪修著作。法師還在紐約成立禪中心，編寫
《禪的體驗》作為教材，並陸續發行了兩種英文的定期刊物：《Ch'an Magazine》（《禪雜
誌》季刊）和《Ch'an Newsletter》（《禪通訊》月刊）。
1985 年聖嚴法師於臺灣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1989 年聖嚴法
師創辦法鼓山。1990 年召開第一屆國際學術會議。1993 年提出「心靈環保」，為法鼓山核
心理念。1994 年提出「禮儀環保」。1998 年獲《天下雜誌》遴選為四百年來對臺灣最具影
響力的五十位人物之一。1999 年「提出心五四運動——廿一世紀生活主張」、領導法鼓山
投入 921 地震救災工作，積極展開「災後人心重建運動」。2003 年推動法鼓山人文社會獎
助學術基金會與北京大學合作設置「法鼓人文講座」。2004 年推動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
術基金會分別與臺灣大學、北京清華大學合作設置「法鼓人文講座」。2005 年出席在愛爾
蘭都柏林召開的世界銀行「信仰暨發展會議」，推動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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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臺灣成功大學、南京大學合作設置「法鼓人文講座」；於北京大學、臺灣清華大學、南
京大學及廣州中山大學進行專題演講；獲頒泰國朱拉隆功僧伽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創設之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落成開山。2007 年利用社會媒體宣揚「新時代心六倫」道德理念。
今年有幸，作為大陸的短期研修生能有機緣來到法鼓山文理學院深入學習，倍感榮幸
及珍惜如此勝緣。法鼓環境靜謐、簡潔而不失莊嚴，很快能讓心沉靜下來。法鼓山建築體
以褐、灰、白三色為主色調，是源自對大地的禮贊，體現佛教沉穩安定的特質，寧靜中蘊
涵活潑的氣息。各建築群的施工，采與自然環境融為一體的生態工法，依山勢而築，層次
分明，內斂中透顯出開闊之氣度。聖嚴法師說「山上每一寸土地，都應具有境教功能。目
前山上有十四處公園，八條朝山步道，處處都散發著淨化人心的教育功能。」
法鼓文理學院是一所將我們對自己與世界的觀點與體證，透過各種對話與實踐的動態
歷程，轉變為富於創造力自我及社群的大學。以實踐「提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理
念，是一所回應高等教育時代需求，並充滿人文氣息、心靈願景且關注全球發展的大學。
文理學院的使命及願景是「以心靈環保為核心價值，培育兼具慈悲與智慧的領導者，
探索人類未來，建設地球淨土」；在作法上，要「建構國際教育村，營造多元學習，創新
學術研究，建立全球淨化的典範與共識。」
*本文參考：《和尚博客之2009 年臺灣法鼓山參學記》

⾝在法⿎
佛教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釋賢輔

在法鼓山就好像进入了一个精神疗愈世界，一切都是那么积极乐观向上，人与人是那
么的和合，互敬、互助。这里风景秀丽，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生活上法鼓山常住照
顾的很好，饭菜很好吃，自己觉得很丰富，种类也很多，很喜欢吃这里的小点心。宿舍每
个房间都有空调，很舒适。这里雨季比较长，但处处都有雨伞，不用担心下雨忘记带伞。
风景很好，处处都能够体会到和大自然的和平相处，沿着小溪走一走，体会大自然的美，
也能让身心安定。最主要的是精神世界的提升，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在这里听闻佛法，
体会佛法的博大精深，提升人的品质，圣严师父很伟大，建立这样一个学校，不分国家，
不分地域，让更多的人听闻到正法，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心的皈依处，让佛法的种
子播撒到每一片土地，让我们共同建造人间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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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法⿎學習的⼀天
佛教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游鴻裕

我是碩一的游鴻裕，因為個人因素，每週只有週五這天才能到佛學系上課。而在每次
進入法鼓校園時，內心總是充滿感恩的心，主要是：
一、學校在創辦人聖嚴法師的規劃下，提供我們最好的教學設備、最佳的師資、最棒
的伙食、最特別的學習伙伴（法師和外國朋友）和最舒適的學習環境，讓我們能在心無旁
騖的學習環境下，專注於課業學習。
二、能夠在這樣的精緻環境下學習佛學，除了能認識來自世界各國的同學，了解各國
的文化習慣，也能結交各國的朋友，增廣見聞。
三、在學習的課堂上，常因為座位的左右都有法師同學護持，所以較能專心於學習，
這種特殊的學習經驗，讓我感覺到特別幸福。
四、隨著上午課程的結束，接著是去餐廳用齋，這是每週到校一天的我，最期待的一
刻，因為在餐廳裏可享用法師和志工們用心所烹煮可口菜餚，這是外面享用不到的，所以
吃起來備感幸福滿滿。
雖然每週只有一天到校學習，但我還是很珍惜這難得的學習機會，不斷精進自己，因
為能夠在法鼓山學習都是很有福報的人。
因此，我要告訴想投考佛學所的朋友，法鼓山是你最好的選擇，在這裡你可以 learn
what you like, love what you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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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時光
佛教學系碩士班短期研修生 于洋洋

我是從四川大學來台灣的短期研修生于洋洋，轉眼間，從大陸來臺、在法鼓的學習與
生活已經四個多月了，回頭看，只覺這段時間如白駒過隙，充實而精彩。七月份剛來的時
候，因為初來乍到，對法鼓的一切都是既陌生又好奇的，但經過四個月的熟悉之後，雖然
對法鼓文理學院的了解還很有限，但內心卻有很多感觸。
從校園環境來說，法鼓的校園美麗而獨特。法鼓校園的美是不言而喻的，藉著依山傍
海的地形我們可以在學習累的時候散步到「海天一線」去看晚霞；站在麗英館的位置俯視
校園，外觀靚麗、造型獨特的建築與周圍的綠色互相輝映，再加上藍色的操場和跑道，在
藍天的映襯下，簡直如置身畫中行。
從老師與同學的角度來說：法鼓的老師學問淵博，教學態度嚴謹認真，且老師們待學
生真的是異常慈悲，除此之外，另外讓自己覺得非常幸福感恩是，法鼓的同學都非常善良
和熱情，讓身在異鄉的陸生感受到的是如一個大家庭般的溫暖，不論是法師們還是其他的
同學，在學習和生活方面都帶給了我無盡的溫暖和感動。趁此機會也特別想表達對國際事
務組幼如菩薩的感謝，在生活中對我們事無巨細地關心帶給我們陸生太多如媽媽般的關懷。
從教學資源和課程設置來說：給我最大的感觸是，法鼓的課程體系太完善了，每一門
課都非常值得去上，以致于在剛開始選課的時候真的是覺得眼花繚亂，不論是佛典語言的
學習還是佛教經論的義理研究或是文獻學方法等等，可以說在法鼓讀書，只要是你想要學
習領域，全部都能找到相應的老師去請教與學習，師資力量超級雄厚、教學資源得天獨厚，
重點在於在選擇課程的時候需要根據的興趣和研究方向找到學習的重點，否則如果選擇太
多課程可能會無法吸收該門課程的精華、也沒有太多時間認真準備每一門課程，所以若能
找到自己的學習重點和愛好，做出抉擇后，認真準備自己所選的每一門課程，相信每個人
都會有很大進步和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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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習⼼得
佛教學系碩士班短期研修生 鄭友潔
我是大陸南京大學的交換生，未至法鼓學習之前，便已對即將在法鼓開展的學習
和生活充滿了期待。尤其在聽了已交換回去的學長姐的描述后，更是心馳神往。從今
年 7 月中旬開始，我在法鼓文理學院的學習生活正式啟航，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幾個月，
下面將這段時間的心得分享給大家。
在法鼓的生活是十分寧靜的。首先，這得感謝法鼓所處的地理位置：遠離都市，
群山環繞，亦有好水——側旁的兩條小溪真真是神來之筆。或許是天性喜歡水，夏天
的時候伴著溪水聲入眠是我覺得特別幸福的事情，抑或晚飯后與三兩好友在溪水邊散
步、讀書，也是學習之餘放鬆舒壓的好方式。其餘的美景自不必說，夕陽、大海、天
空中的云，甚至風聲、雨聲，都是讓我樂在其中的。除此之外，我在法鼓遇見的人也
都非常友善、貼心，無論是學習上還是生活上，都幫助了、也教會了我很多很多。
除了生活，在法鼓的學習亦是十分充實的。老師們的盡力教導，同學們的認真聆
聽與思考，以及師生之間的互動等等都讓我受益匪淺。如是，在法鼓，你身邊的善知
識很多，自己要善於挖掘。而法鼓的課程更是相當豐富，初來之時你可能會眼花繚亂、
不知所措。若不想放棄其中某些課程，導致修課太多，一定會超負荷運轉，重要的是
每門課的吸收質量也會大大減損；可是若只修少數的課，好像又辜負了自己在這裡的
寶貴時光。我經歷過這麼一段糾結的選課過程。我想我可以給的建議是，這也是校長
所倡導的，也即：每學期選擇一個自己的學習重點，然後根據此重點選擇少數與之相
關的課程，精心準備、聽講、互動等，確保這些課程可以吸收 80%以上。若想旁聽其
他課程，也並非絕對不可以，只是自己需要分出主從順序，安排好每門課程要花費的
時間，畢竟人的時間和精力真的十分有限。有了選擇後，學習一定會既快樂又充實的。
在自己興趣的帶領下，學習是一件十分愉悅的事情，若太用力，總免不了會疲勞。
我想，可以適當參加學校的社團，或者參加其他的活動，勞逸結合，這樣學習之餘也
會有所調節，畢竟身體才是進行一切活動的基礎。而對每個人起到身心安撫作用的方
式是不同的。以我為例，古琴的樂音常常能幫助我沉靜下來，在學習古琴的時候也是
對自己心身的修煉過程，所以對我來說，學習之餘去悅音社跟著老師學琴是一項很好
的選擇。總之，法鼓的校園生活是十分豐富多彩的，個人的選擇也是十分重要的。
祝願大家將來能有一個自己感到滿意的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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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校園
⽣活

佛教學系碩士班學長 慈誠桑波

從小到大，校園生活就像一部多姿多彩的電影，記錄著我們的喜怒哀樂，記錄著我們
成長中的點點滴滴。這部電影，因為有你、有我、有他而變得多姿多彩。是緣分，讓我們
相聚在一起。我們迎着朝陽，盡情揮灑我們的青春，讓校園生活成為了我們記憶中最美麗
的篇章！
法鼓山的環境十分優美，一座座別具風格的教學樓，在翠綠欲滴的樹兒和嬌羞欲語的
花兒的裝飾下，更平添了一份勃勃的生機，甬路兩旁的花草樹木隨風搖曳，帶來了一縷縷
花草的幽香，沁人心脾，令人陶然欲醉！漫步在這清新的校園裡，在和風中接受陽光的沐
浴，在細雨中接受她的溫柔洗禮，這種感覺實在是妙不可言！
清晨，我們都會上準備上早晚課，伴隨着冉冉升起的朝陽，高高興興地迎接新的一天。
課堂上，我們盡情地放飛我們的思想，大膽地說出自己獨到的見解，認真地記好我們要領
悟的知識與要點。課間十分鐘，同學們都會精勤的討論課業。這樣的學習方式，讓我們對
於學習的態度非常認真。
在緊張的學習之餘，我們學校還安排了許多有益的活動來拓寬學生的視野，使我們全
面發展。比如，校刊的徵文比賽，讓同學們文采飛揚；說書比賽，讓同學們都有展現的一
面，以不同的語言交流及認識；羽球比賽，讓同學們既增強了體質，又增進了友誼。
啊！美麗的校園，當我們站在國旗下敬禮；當我們站在領獎台上自信微笑的時候；當
我們站在五月頌歌的合唱台上一展歌喉的時候，我們驕傲，我們自豪，鳥兒為我們加油，
大樹為我們喝彩。我們在快樂中學習，我們在學習中成長。我愛這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
她已經融入我的血液，成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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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地圖
佛教學系碩士班學長 張巧昀

還記得那年夏天的蟬叫、流水潺潺聲，自由的湛藍天空與無憂的白雲，頂在我的頭頂，
以及閃耀著光芒的陽光，我心想，或許這就是所謂的閃耀的青春歲月，發著亮光的生活。
學校有棟英倫式的建築，有國外學院的風味，座落著圖書館、佛教學系，裡面有珍貴
的貝葉書、大藏經、以及各種語言的佛學書籍，木質古樸的書桌搭配著白色框邊的綠色窗
外景觀，那一片的綠意盎然，一杯咖啡、幾本書，佐以天光，打發著時間，我彷若時光攝
影機，記錄著天色的流轉，以及知識的萃取。
隨著山坡，爬行著步道，走到禪悅書苑，低處藏身著第二座圖書館——麗英館，擁有
著豐富的世間藏書。圖書館更新書籍的速度很快，時常會有新書上架，常常可以在新書區
看到不同近期出版的新書，很方便做報告、寫論文，相關資料跟藏書量都會讓你感到知識
的豐足。
如果喜歡沉澱心靈、獨處，禪悅軒、歡喜地、輕食區，這些名字的共通點，都指稱著，
一處可以放鬆心靈，感受著生活的地方。生命不在於長短，而在於活得有覺知，感覺到自
己活著，而非行屍走肉。
某個地方美得像首詩，某個角落彷若電影場景，曾在雀榕下感受著落葉，那瞬間的生
命力，落葉靜美；步行在大願橋上，感受到落日餘暉，霞光映射枯樹，奇異的生命迸發力；
瀑布流動帶動著整片河岸邊，樹的呼吸、鳥的叫聲，抑或，抬頭就看見飛鴻劃破整片天藍，
影過無跡，震攝於大自然生命力的美。
每個心靈走過的足跡，都會在腦神經形成一個連結，也許遺忘了，也許烙印腦海，其
實都存在著，不曾消逝。歡迎你，來到法鼓山文理學院，完成專屬於你的心靈地圖，或許，
這將是這是最美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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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發——報考佛學所的⼼路歷程
佛教學系碩士班學長

范文亮

一艘潛水艇浮在海面，將近全艦半數的維修人員正在積極地進行整修，準備再度出擊
投入戰事。突然間警報聲大作，敵方隱形潛艦悄然而至，艦長和高階軍官都在瞭望塔上，
可以及時撤入潛艦內，即刻下潛逃離，然而必須放棄維修班的同袍，不然只有下場一個—
潛艦被擊沉，然後全體官兵犧牲
如果您是該艦艦長，您會怎麼做？
如此場景在高科技產業中讓我碰見兩次：第一次毫不猶豫，裁員瘦身，心中雖帶著對
成員們的愧疚，但是絕不認輸，重新整軍，再打一場；第二次在完成任務及所有後續事項
後，我安靜地遞出辭呈，拒絕一切慰留，加入被我拋棄的那一群同袍中。兩次都有我無法
釋懷的個案：剛與新住民同事成婚的工程師，雙雙被裁；寒流時仍穿著短袖，有著躁症，
每天中午要跑步到大汗淋漓，否則無法靜心的工程師；為了生計，從南部離家北上的同事
……我無法幫助他們，我只能陪著他們走過同樣的路。質疑開始產生，為甚麼為了求勝一
定得拋棄自己的兄弟，逼得敵人也拋棄他們的兄弟？再想深一些，難道科技發展和全球化，
就是開放你的弱小兄弟，以競爭之名被敵人掠食，以交換合理地掠食敵人的兄弟？是這樣
嗎？人類文明真的是弱肉強食嗎？那人類和一般禽獸有何不同？
我困擾了很久，在高科技制約所築起的理性與效率、優越與冷漠的高牆背後，好像有
一種聲音一直在發出疑問，一種很單純的質疑，這是對的嗎？生存競爭的叢林法則是對的
嗎？當敵人手刃你的心臟時，你會快樂嗎？當你手刃敵人的心臟時，你會快樂嗎？要鍥而
不捨持續追問呢？還要視若無睹，轉頭繼續回到高牆背後的富足與冷漠呢？眾生優勝劣敗，
干卿何事？眾生癡愚，干卿何事？大多數人都這麼說。把心封起來過日子，眼不見為淨，
就不會受傷！真的是這樣嗎？
我沒有答案，我也一直在找答案！在其間我皈依了聖嚴師父，讀了師父的開示，其中
好像有一些東西觸動了我的底層。我好像從那冷漠的科技高牆上跳了下來，然後取下身上
的狗牌(識別證)。當下發覺沒有了狗牌，自己好像甚麼都不是，只是一塊硬梆梆的磚頭！
然而卻從這冷硬的直線稜角中，慢慢慢慢長出了手眼，慢慢慢慢長出了腳腿，慢慢慢慢在
比我高的小雜草中爬行，慢慢學步，慢慢挺直腰桿，慢慢感受到晴雨冷暖、日月山川，慢
慢感受到赤子之心的單純，慢慢頂天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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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從學著當一個真正的人開始了另一段的人生，一個新的機會，脫離被制約的
思維，重新觀照生命帶給我的啟示，這世界紛亂依然，眾生悲喜仍舊，不同的是，在這緩
慢費盡心力的覺醒當中，辛而不苦，充滿深層的喜悅與平靜！
我在四十歲的時候，沒有不惑，反而是大惑不解！
我在五十歲的時候，找到了我的天命，就在佛陀成佛的道路上！
我就讀佛研所！
感謝一切諸佛菩薩眾生有情無情之慈悲護祐！
希望你也在慈悲護佑中找到你的天命！
常寂 書於水陸大法會前夕
2015.11.28

感受法⿎⼭的佛學教育與⽣命教導
佛教學系碩士班學長

釋彌堅

學僧來台灣已經第五年了，但想回頭看看，已經學到得如何？個人認為，雖然學了不
少佛法的教理，佛學研究的方法，佛法的實踐運用，但覺得所修學還不夠。特別在法鼓文
理學院，雖然已經讀了四年的佛學院，但總覺得在此的環境教育下，所學、所看、所接觸
的佛法只是一點而已。
由於，深覺法鼓文理學院師資很優秀，還希望更多接觸與學習；另外，研讀佛法的工
具及語言甚多，可以能充分地應用，並且之後可以在我國（越南）推廣；環境教育融入佛
法行門實踐，體會到境教具有聖嚴法師的慈悲和智慧，如禪修運用、心靈環保的推廣等。
越感受法鼓文理學院的深廣微妙之教育及實踐，就越發現自己所學非常有限與淺薄，讓學
僧更想留在法鼓文理學院繼續研讀佛法及學習台灣佛教之特色。
同時，希望碩士班畢業後，未來對於自我修行提升與弘化教育普羅大眾，令正法久住，
一切眾生得到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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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得
佛教學系碩士班學長

馬希寧

With regard to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admission exams to the master program in Dila, I
strongly recommend students bury their heads in those reference books on the list rende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Buddhism. I had personally spared quite some time on all the books for almost four
months, which enabled me to feel comfortable with a colossal number of Buddhist terms in the
books and to memorize them so as to express them with my own words when taking the exams.
For the reference of he who would like to become one of us next year, first of all, I usually
spent at least one hour a day on Buddhism English, focused wholeheartedly on What the Buddha
Taught, which instructs me not only the Buddhism essence but the way to express them in English
as well. Besides figuring out what every sentence meant, I would identify all the terminology
concerning Buddhism and put them down in a handy notebook I brought along everyday so that I
could review them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whenever and wherever I was available. By and by,
I found myself memorize all of them without efforts! Moreover, I highlighted and studied
repeatedly some Buddhist core ideas in the book because I believed some of them should
definitely be put on my answer sheet as correct answers.
As for the other subject Introduction to Buddhism, a real challenge for me honestly, I made
strenuous efforts to learn what those books were trying to tell me about Buddhism, which had
been a confusing and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for me because there were so many people in the
history, Chinese, Indians or other foreigners, who had exerted their strength respectively to shape
what we see as Buddhism and numerous incidents, major or minor, which made what Buddhism
is today. Once found myself lost in the overwhelming number of causes and effects, people and
events, I panicked, not knowing what to do. Going through a few days of anxiety, I put myself
together, opened those books again, and started summarizing every chapter to clarify for myself
what I was told by the books. Despite not finishing all the chapters, I had been actually equipped
with plenty of knowledge about Buddhism for the entrance exam and fortunately admitted to Dila.
You might find yourself not ready yet and that’s totally fine because we will go to your aid
without hesitation. All you have to do is make a New Year resolution to become one of us and to
experience the incredibly refreshing, amazing and inspiring school life here in Dila. You will
receive a cordial and warm welcome from everyone here just like what I have been going through
until right this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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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理學院學習之五六語
佛教學系碩士班學長

釋常平

很多人問我，出家那麼久了，為什麼想再回到學校讀書？為什麼選擇法鼓文理學院？
聖嚴師父說：「究竟我們該怎麼活著，才有意義與價值呢？」自己的思考是，這輩子僅餘
的時間，我能做什麼？該做什麼？

楔子
早齋後，打電話給法師，那端的法師似乎覺察這端的思考困頓、講話結巴、表達困難，
話語中顯得特別慈悲，感到自己的難堪……
上課中收到同學的催稿 E-mail，在驚慌的心情中，看著上課的景象——老師豐厚的學
術內涵，熱忱的引領同學思考，同學們饒富興味的回應老師的提問——身處在佛教學系的
學術殿堂，回首來時路……

回溯與展望
聖嚴師父說：「在法鼓山上受教育的人跟一般學校的學生，有所同，有所不同。相同
的是，學問要充實、科技新知要懂；不同的是，法鼓山獨有的『心靈環保』理念。」兼具
專業與品格的學習，是諸多學校的理念，文理學院力行世出世的「心靈環保」，顯得更為
超越。
當年，課堂上，法師講述古印度那爛陀大學的輝煌，而今，文理學院「建構自主且融
和的學習環境」，對我，似乎就是回溯「那爛陀大學」的學習風氣，往未來看，西方極樂
世界不退菩薩為同學伴侶的願景，似乎也在這裡實現了。

思考與學習
面對師長對於佛學研究的諸多難問，不得不認真思考與衡量自己的佛法學習。杜老師
在「數位典藏與佛學研究」上課時提醒，佛學研究在漢傳佛教是從古至今皆有。聖嚴師父
說：「佛教在國際間，正在面對著新時代的新現實，加緊腳步，做著適應與復興的努力。
……而且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在佛學研究的學習過程中，常常思惟「現代的佛學研究
方法，究竟對我在佛法的學習上有何幫助？這樣的學習能如何利益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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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與實踐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碩士班學習核心能力的養成，「對相關研究領域具有獨立思考、
批判、分析與創造能力」，以及「具備經典語言與現代學術外語的基本解讀能力」，是當
初衡量就讀文理學院時，覺得自己最迫切需要的因素。
學習佛法的過程，經常感到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缺乏，不能有效思考佛法義理，法不
入心的感慨常縈繞在心中。現在，課堂中的學習，深具學術背景的老師，總是能適時的拋
出問題，提醒大家思考，佛法聞思修的過程，就是這樣一點一滴的累積而成吧。
閱讀現代的佛法著作，梵文、藏文、巴利文、日文等等是文章中經常出現的語言，內
心常想是否能夠有學習這些語言的因緣？現在，因緣已是近在眼前。上課時，老師描述他
自己的學習，經常是透過不同的語言，例如巴利文，更瞭解中文藏經中蘊涵的深義。也許
有一天，我可以獨立的打開一扇窗，甚至是一扇門，讓我不僅看到，而且能走出去，領略
另一種學習風景——透過不同的語言，體會經文中傳達的義理。

結語
走在法鼓山上，心裡有這樣的體會，聖嚴師父覓得一片果園，師長們辛勤的在這片果
園中耕耘，園中纍纍的果實，無償供給大家摘採享用。也許享用完了，頭也不回的離開，
也許享用時抱怨著一點也不甜，至少，應該記得微笑的說聲謝謝。
我們能做些什麼？帶著這些果實與人分享，帶著大家一起來果園中採收果實，鼓勵大
家一起耕耘這片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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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感動」與「法喜」
佛教學系碩士班學長

釋覺心

在法鼓文理學院就讀了一個學期，在這段時間只能用幾個字來形容我的心情：「感動」
與「法喜」！什麼事情讓我那麼的感動與法喜呢？其實在這裡的一切是那麼的美好，而最
觸動我心的有以三幾項：
一、祥和的環境
這個環境是那麼的寬廣、自然、優美與祥和。走在校園裡，時時可以聽到優雅的溪水
聲以及喜悅的鳥鳴聲。這些音聲有如佛陀的涅槃妙音，時時讓自己能夠回歸當下、讓自己
的心趣向寧靜與平穩——突然發現自己已經處在法喜禪悅的狀態中，真是感動！
二、老師的用心
上課時，高老師非常篤定地告訴同學：「如果你面對任何問題，要勇敢地問老師，我
一定會盡一切辦法幫助你的……」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一位老師能夠不顧一切地
幫助學生超越困境，真讓我感動！
另外，我們的校長（惠敏法師）風雨不改地一天在校園步行三次，之後轉為一天親自
打掃校園三次，以自己的身教鼓勵學子們對當下的校園感恩知足，並共同維護校園的美好
環境。校長這種以身作則、親力親為的模範，真讓我感動！
三、解行並重
這裡最殊勝之處就是做到了研究與修持並重的崇高信願。莊嚴的早晚課誦、法會、禪
坐共修，不但讓自己能夠一再地溫習佛陀的教法，更讓自己能夠在心靈的修行上細水長流
地走下去，實在讓我法喜不已。
這份感動和法喜，讓我能夠輕鬆自在地度過這裡的每一天——包括趕課業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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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 DILA，常隨佛學
佛教學系碩士班學長

黃婉亭

20151105 晨曦
望著山坡上白茫茫的蘆葦，滿眼綠意映入眼廉，和同學併肩走向法鼓文理學院的教室，
這番的光景，對於一年前的我，是無法想像的！
2014 年中左右，一直對佛學與修行生活有興趣的我，興起了報考佛學系的念頭，雖然
許多因素讓自己裏足不前，也自覺程度不夠，思考著倘若報考，究竟該報考學士班抑或碩
士班，即使未有定案，不過，仍是先請回碩士班的書目自修，並一面著手進行報名所需的
資料。隨著報考日期一天天逼近，還是得下個決定，因考量年齡因素，能夠全職讀書的時
間有限，於是最後決定報名碩士班；而最後的臨門一腳，則是因為讀到上一屆學長所寫的
報考心得，大大鼓勵了自己，告訴自己有這樣的想法，就付諸實現去應試吧！！至少來報
考，才不會突留遺憾。
在準備考試時，自身的工作仍是非常的繁忙，因此，考試的書目來不及看完，心裡是
非常沒有把握考上的；到了筆試前，仍想著，自己是陪考的成份居多，於是，帶著放鬆的
心情，到開山紀念館走一走，意外遇到了久別重逢的師姐，開心寒暄完後，就去應試~ 直
到看到考卷，應試完畢，才有點覺得，我、我、我說不定會考的上耶！這是之前想都不敢
想的。收到初試成績單後，真的考過了，這時，開始認真地準備面試，請教佛研所已畢業
的法師，應試技巧及準備方向；此外，那位久違重逢的師姐，在這段期間內，也一直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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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與我電話聯繫，要我好好準備，如果考上的話，一定要來讀。
猶記得，口試前到祈願觀音殿，請求觀音媽媽給我一些啟示! 因末學資質駑鈍，觀音
媽媽給的籤語清楚明白指出方向，這也是支持末學考上後，放下萬緣前來 DILA 就讀的強
大推動力之一。
致未來的學弟妹們，當你們上網搜尋考試相關資料、參加考生輔導會……意謂著與法
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開始有了連結，這樣的連結，會產生怎樣的化學變化，結成怎樣的果
實，對這個時間點的你來說，當然是未定之天；不過，套句胡適先生的名言「要怎麼收穫，
先怎麼栽」，一步步按著考程行事曆，將夢想付諸實現，說不定，你會和末學一樣發現最
大的障礙是自己那顆猶豫不決和沒自信的心，此外，更發現當自己已發心，其他的因緣會
自然而然來成就。
古德常云：「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
身？」這句話的意義之于末學，恰似二十四節氣之驚蟄，春雷初響，驚醒蟄伏中的蟲子。
來到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讓 末學漸漸學習如何從一隻聽聞雷聲的蟲子，進而瞭解到
什麼是「降法雨、震法雷、擊法鼓、吹法螺」，更期待進一步成為擊法鼓、震法雷的人。

20151117 夜未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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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礦‧⾃取無限
佛教學系碩士班學長

釋慧禪

有人說：「你已經在法鼓學士班讀四年了，還要在同一所學校繼續讀碩士班，不膩
嗎？」
我說：「當然，金山有礦，還有很多寶藏待挖，怎能空手而回呢! 還欲罷不能，樂在
學習中哩！」
有人說：「我比較年長，又不諳電腦操作，這樣去讀書會不會跟不上學習腳步？」
我說：「學習不在年紀，在心態，活到老學到老，要學到老方能活到老。敝人此生原
與電腦無緣，來法鼓文理學院讀書後，從一指神功，到雙手十指齊下，雖不入打字排行榜，
倒能寫上數篇萬字論文。」
有人說：「聽說來法鼓讀書，語言能力很重要，若基礎不好會很辛苦。」
我說：「安心啦，敝人當了好幾年山頂洞人，甚麼 ABC 是離我好遙遠的事，但這裡
有很多愛心的同學、師長、還有語言課後輔導小老師，絕對讓你腦神經迴路活絡，語言功
力大增。」
有人說：「大學、研究所學費、雜費用高，怕負擔不起。」
我說：「感恩創辦人聖嚴法師為『提升人格品質，創造人間淨土』的辦學悲願，出家
眾來此讀書免學、雜費，在家眾僅酌收雜費，且學校有非常現代化住宿環境，三餐有法鼓
山僧團、護法菩薩支持，找不到這樣能安身、安心、安道無慮的學習環境。」
除此，這是教育部核准設立學校，為開拓學生的寬廣視野，回應高等教育的時代需求
與培育學生專業智能，常邀請國際知名學者，舉辦國際交流講座、學術研討以及跨領域的
交流合作、國外交換學生…等；秉持創辦人聖嚴法師的期許，成為一處「善良動能的發源
地，為我們的社會培育出更多淨化人心的發酵種籽」，以心靈環保為核心價值，以博雅教
育為辦學方針，建構自主且融和的學習環境，培養跨領域學科素養、關懷生命、奉獻社會，
具「悲智和敬」能力與態度的領導人才。
所以不用再躊躇擔憂，想說、問說，不如勇敢踏出一步，親臨法鼓文理學院，參加專
解考生疑惑的「考生輔導說明會」，一起來感受這溫馨大家庭的學習氛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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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願開始了學習旅程
佛教學系碩士班學長

呂玟儀

如果要說一個學資訊的人怎麼會想要來讀佛教學院呢？其實就是一個願，希望能為佛
教做些什麼的願。可是，我能做些什麼呢？又應該怎麼做呢？其實對一個空有資訊背景的
人來說是很難想像的。於是一直就有就讀佛學系的打算，但總是因故錯過，也曾經想過就
上上一般道場開的佛學班就好，看來也是不錯，但總覺得似乎離我的願有些距離。在一個
學長的建議下，我參加了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佛資組的甄試。當時的想法是，這樣我一
方面可以學習佛法，另一方面可以就資訊方面為佛教盡點心力。順利甄試上後，我開始準
備要上山讀書的事項，包括一切山下事務的圓滿交代與結束。
上山後，接觸的第一門課就是暑假開始的梵文課，還記得第一堂課老師問大家為什麼
來學習梵文，我的回答是「因為是必修」，這是什麼回答啊！不過對我來說確實是如此，
當時的我還真是不知道為什麼要學習梵文，甚至是不知道自己應該學些什麼。話雖如此，
但還是很認真的上課。開學後開始接觸到其他的課程了，佛教史、文獻、研究方法、佛學
資訊等相關課程，每個老師上課的各有風格，但都很有默契的在課堂中激發學生的思考與
表達的能力。這一開始對我來說確實是一項挑戰，我該說些什麼呢？腦中總是一片空白。
後來開始嘗試著讓自己學習發言，但是發現總是文不對題，不過這也沒有白過，知道文不
對題了也是個很好的學習經驗，重點是你知道老師真正想問的是什麼了嗎？經過幾個月的
調適，慢慢能抓到一些學習的方法與重點，重要的學會了以放鬆的心情去面對可以稍帶壓
力的課業。這似乎讓我更具體得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接下來又該怎麼走。
對於一年級的新生來說，走進校園就像劉姥姥逛大觀園一樣，一切是這樣的陌生又新
奇。除了要面對學業與行門，還要去認識、熟悉學校的一切，這時候是最需要有人協助的
了。我們學校最可愛的地方，就是有一群慈悲，並且比學生都還認真的老師們，他們總是
竭盡所能的協助同學們盡快進入學習狀況。當然更要提及我們熱心的學長與同學們了，總
是不吝惜所長幫助課業上需要輔導的同學們。常常覺得自己真得好幸福，能在這樣良善的
環境中學習。
也期許自己不忘初衷，將所學奉獻出來，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觸佛法，因為佛法而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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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法⿎⼭掘寶藏，取寶藏
佛教學系碩士班學長

釋傳範

學習就好像挖掘寶藏一樣。法鼓文理學院坐落在金山，內含著豐富多元的寶藏，正等
待我們去發掘、開採、使寶藏能夠發揮並傳播光與熱，而成為光源體。然而開採的過程得
有力道、有思惟、有方法、有觀念，最終落實於實踐之循序進路的階段以開拓更廣泛的應
用。因此個人藉由學習心得的分享，兼含升學文理學院研究所的甄試過程，開始回顧自己
從發掘、開採直至實踐的進路階段。
在法鼓佛教學院學士班修學歷程，所嚐到的酸甜苦辣，就好像挖掘寶藏的時候必須使
點力氣、流點汗；由迷迷糊糊的思惟漸漸找到正念正智的出路；由猛力轉換成柔軟的滲透
力；打開狹隘的心胸，發現慈悲所涵容之廣大的世界，如此就好像點點滴滴的在累積光源
體的能量。
學習期間最大的受益即是禪修的過程以及瑜伽課，透過兩者在身心方面的鍛鍊，培養
並增強個人的心力、體力、耐力、輕安一心的解脫力，進而增長了學習正見的思惟力。因
此想再往前跨一步的決定，即是要繼續升學研究所，以加強信願行，紮實地建立自利利他
的基礎，然後以胸有成竹的自信，和熱誠的行動，勇往直前，邁向大乘菩薩的解脫道。
好戲在後頭，當決定要報考研究所的時候，正在準備升學計畫書等資料以及備考的科
目，竟然面臨了三大考驗：一是電腦故障，障礙了寫作以及做功課的過程；二是身體健康
狀況陷入異常的虛弱，障礙寫作及做功課的能力；最糟的是在口試前一天晚上發生車禍，
被一輛大型的機車把我的身體飛行式的拋出車外十公尺外，幸好有戴安全帽，沒有重大傷
情，只有手腳擦傷。當時個人為了能夠圓滿明日的口試，不想讓自己陷入車禍糾紛所帶來
的種種後續要處理的連環事宜，選擇原諒肇事者，忍著傷痛自行離開車禍現場。
雖然面臨，而且也走過了這三件障礙事件，無論是道高一尺，或魔高一丈，然而考驗
是一時無常之緣起的現象；重要的是，在學校學習的收穫（掘寶藏）讓身心的受益，卻是
一直在增長，而且是終生受用，甚至是永恆的。後來完成口試之後，終於上榜了。而之所
以通過考驗，筆者只是秉持著一個單純的心願與動力，也就是在法鼓文理學院學習，有努
力，有方法、有觀念，一定可以充實電力，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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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福地—— 法⿎⽂理學院
佛教學系碩士班學長

釋覺莊

福者，為眾人所趨，而法鼓文理學院作為一福地，也應為大家所嚮往。法鼓文理學院
之「福」在何處？今引張潮《幽夢影》所述之「福」以示之，裡頭「福」者定義如下：
「有工夫讀書，謂之福；有力量濟人，謂之福；有學問著述，謂之福；無是非到耳，謂之
福；有多聞直諒之友，謂之福。」能具備以上一二，已可謂難能可貴；而法鼓文理學院兼
具以上五者，更是世間幾希。
一、有工夫讀書，謂之福
在法鼓文理學院的主要工夫即是讀書，讀的是聖賢書、佛門內典，不僅豐富知識，還
具備陶冶身心，涵养德性的效果，可謂就讀法鼓文理學院的第一大福。
二、有力量濟人，謂之福
法鼓文理學院與法鼓山教育園區相鄰，法鼓山教育園區為推動心靈環保教育不遺餘力，
長期舉辦各類社會教育工作，因此提供許多文理學院學子助人機會。
三、有學問著述，謂之福
法鼓文理學院惠敏校長於校內積極推動終身學習五戒——閱讀、記錄、研究、發表、
實行，以期讓學子擁有吸收、整理、批判、表達、實踐等能力，享有學問著述的福報。
四、無是非到耳，謂之福
法鼓文理學院地大人稀，有著許多靜修的學習空間，因此要覓得耳根清淨之處，在此
絕非問題。
五、有多聞直諒之友，謂之福
法鼓文理學院每學期開課眾多，課門選項之多元是為學院一大特色，因此在您周遭的
各個必是「博學多聞」之士；而學院的教學以心靈環保為宗旨，以淨化心靈為目標，因此
同學之間少有競爭、比較的情況，直諒之友也因而相對易得。
綜述以上種種可知：「福在法鼓莫遠求，法鼓即在金山中」，誠邀各位福人齊居福地
尋福、培福、再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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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字⽚語—— DILA ⼩記
佛教學系碩士班學長

釋顯照

「叢山環繞、藍天白雲、樹草碧綠、溪水長流、涼風習習、星空滿天……」
走進法鼓山，身輕安、心清淨，時時猶如身處一個大禪堂中。
「和藹可親、博學多聞、慈悲關懷、循循善誘、耐心教導、智慧處事、和樂生活、互
敬互助、切磋砥礪……」
在 DILA，校長法師、教授老師、職員菩薩、學長同學，彼此間宛如一家人。
「梵語、日文、藏文、英文、巴利文；漢傳佛教、印度佛教、藏傳佛教；教史、宗教
學、數位資訊……」
DILA 佛教學系的課程涵蓋各語文、各傳承、各宗派的深廣學問，讓同學可以任意隨
己所好，投入佛學浩瀚之海，從各各層面去深入經藏。
「梵音繚繞、肅穆莊嚴；放鬆平穩、正念專注……」
本院注重道業與學業，實施解行並重的課程。期初禪修、平日參禪打坐、早晚日誦，
都讓同學沈醉在研讀佛學之際，也能從共修行持中薰習佛法。
「才來不久，就已經捨不得離開……」
來到法鼓山、來到法鼓文理學院，走進這個大家庭，有了這份心情。
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鼓勵我們 ：「請給我們大家一個奉獻的機會、一個成長的機
會，來種福田；請給我們的後代子孫一片淨土、一個希望，呼籲更多的人，來共同支持我
們的教育。」
非常感恩諸因緣成就，得以來到這個法喜充滿的學園（DILA≒Delight）！
願您也一起來分享這趟充滿喜悅的生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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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ILA
佛教學系碩士班學長

弘倫

A chance encounter and a long-standing interest in Chinese led me to apply to DILA almost
a year ago – truly a case of yinyuan – and now, almost six months after my arrival in Taiwan, it is
still a little difficult to believe that I’m already here.
To be in a position to pursue both academic and personal interests in such an environment i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say the least. The enthusiastic and friendly faculty and staff made any
apprehension I had about study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quickly vanish, and the courses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have proven to be stimulating and engaging.
Naturally,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DILA is its monastic character. The
academic study of Buddhism, alongside the practice of Buddhism in situ offers a rare combination
of skill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nd a richly rewarding one at that.
Allow me to second the invitation offered by my classmates, and extend a warm welcome to
potential students to join us here in DILA and to “follow your bliss” !

「來⾃彼岸」
佛教學系博士班學長

李周淵

考輔會請我寫一篇報考動機，給即將報考的學生作參考用。但我是大陸生，不需考試，
也不需面試，除了激勵大家勇猛精進、頭懸梁錐刺股之外，似乎也沒有多大的參考價值。
我之前的專業是中國古典文獻學，我對於一個字怎麼讀、是什麼意思，一部經典是怎
麼翻譯、哪個時候刊刻的這些問題充滿了熱情。是的，這些都跟弘揚佛法無關。但或许正
是这些跟佛法無關的事情，一點點累積起來，決定了我們對佛教的看法和態度。因此，這
便是我的報考動機：去一個能親近佛教方方面面的地方。
所謂方方面面，大要有二，即佛教氛圍及學術研究。前者不必多言，出家眾的發心及
行誼一直讓我欽佩不已，現在能如此近距離地跟他們接觸、學習，真是一大幸事。至於學
術研究，法鼓山重視語言且不偏不倚，這從圖書館入口處那塊多語言寫就的“心經影壁”
即可見一斑。掌握了一門陌生的語言，就如同驅散了一片迷霧，來法鼓山學習至今，我對
漢譯佛典的認識，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轉變。有時候坐在圖書資訊館，從藏經區望出去，
看見朵朵白雲好像雕刻在窗戶上一般，突然一愣神，想著當初選擇繼續留在大陸，選擇繼
續用自己最熟悉的模式來學習，可不知道要錯過多少精彩了。我深深感謝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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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緣到了
佛教學系博士班學長 黃文吟

是否曾經在忙碌的日子裡，每天要面對這麼多人，處理這麼多事，心裡卻時時掛著問
號？一些莫名的問號，冷不防地出來問候自己，不知所以！
總有一些時候，想靜下來面對自己；總有一些時候，想為這些問號尋找解答；總有一
個時候，遇見了佛法，觸動內心少見的那個箭號，告訴自己：「就是這個！」於是，一連
串不可思議的機緣在生命中出現……來到之前並不熟悉的法鼓山。
這裡的寶，靜靜地、幽雅地、沈穩地耐人尋味，美妙地、豐富地值得多花幾年來體驗。
每次每次，總為一位具德者所能展現的生命力、攝眾力而感到震撼，開發出來的這片淨土，
滋養了無數有緣人的心，繼續開花，繼續開花。
在法鼓山上奉獻的義工菩薩，是令人感激而讚嘆的！做得辛苦，但卻快樂。在他們身
上，或也可以學到柔軟。在這邊當學生，是幸福的！
圖書館內豐富的佛學典藏，挖都挖不完，那是認識古今中外學佛者的好地方。越親近
他們，越顯得自己的卑微和無知。
學校裡有許多學有專精的老師，認真而富有使命感地善待學生。在他們身上，能看到
豐富而多采的生命能量。
能夠有許多機會進禪堂參加禪修，是在這邊當學生珍貴的福利。禪修的好處，只能自
己來體會。
法鼓山是一個結合了道場與學校特質，對世界開放的教育園區。這座寶山，值得大家
用心投入，一齊來這邊學習、親近、護持。或許，機緣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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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來會微笑的幸福
佛教學系博士班學長 張雅雯

在山上偶遇舊識每每詢及碩班畢業沒，聽到繼續讀博班時總會接著問為什麼，或說妳
很愛讀書喔；其實，從二十幾歲研究所畢業後開始工作，我便暗自慶幸再也不用過著考試、
交報告的日子了。奇怪的是，一樣是上課、趕報告，在法鼓山的日字，卻從沒感覺是在
「讀書」（像以往求學過程中的讀書），它比較像是有機會學習、思維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知識，有機會體驗、印證知識成為生命經驗，然後有機會將生命經驗與其他生命相互分享；
在法鼓文理學院（原法鼓佛教學院）碩士班三年，是生命中一段法喜充滿、清淨快樂的美
好時光，這裡是個長養慈悲與智慧的好所在，在這兒學習有種醒來想到會微笑的幸福。
在法鼓文理學院的學習包括佛學理論的「智增上行」、禪修實踐的「信增上行」1，與
弘化應用的「悲增上行」，對應著印順導師所言求成佛道的法門，除了從《阿含經》以來
有鈍根慧淺「信行人」的「信增上」法門、利根慧深的「法行人」的「智增上」法門外，
另有大乘特有的重悲的菩薩道，乃念念為眾生發心、體悟無生而不願證實際的「悲增上」
行。2在法鼓山求學，此三法門並非毫無交集的三條平行線，而是像交互影響的循環圖螺旋
向上成長，這學術、禪修、弘化的交錯學習，正呼應著創辦人聖嚴師父所提法鼓山世界佛
教教育園區包括大學院教育、大普化教育、大關懷教育三項教育工作，3而「所有住山與來
山的菩薩，都是此一環境裡的修學者、受教育者，也是法鼓山理念的實踐者和推廣者；如
此不斷地學習、練習，體驗與分享，不僅成長了自己，也能影響周遭的人群一起改變，從
而帶動更多的人品提昇和社會人心的淨化。」4

1

聖嚴法師於其著作屢屢提及禪的修行第一要有大信心，信三寶、信因果、信自己努力修行精進不懈必能明
心見性；以大信心為起點外，修行另須具備大願心、大憤心與大疑情。參見聖嚴法師著，《禪的體驗‧禪的
開示》，法鼓全集 2005 網路版 (第 4 輯第 3 冊，頁 114)。其他有關大信心之說明，另見法鼓全集 2005 網路
版《明末佛教研究》，頁 90、《禪的體驗‧禪的開示》，頁 112、342、《拈花微笑》，頁 281、《信心銘講
錄》，頁 32、《禪鑰》，頁 75、《聖嚴說禪》，頁 226 等。法鼓全集網路版，http://ddc.shengyen.org/pc.htm,
2015.03.06。
2
印順導師（1981）。〈自序〉《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新竹縣，正聞出版社，2013 年出版 10 刷。
頁 2-3。
3
「法鼓山不是一座普通的寺院，是一座學府，是一所提昇人品的修行中心，它正在建設二十一世紀的世界
佛教教育園區，包括三項教育工作：1.大學院教育，2.大普化教育，3.大關懷教育。」聖嚴法師著。《禪門》，
法鼓全集 2005 網路版 (第 4 輯第 11 冊，頁 173)。 http://ddc.shengyen.org/pc.htm, 2015.12.06。
4
聖嚴法師著。《法鼓山故事》。法鼓全集 2005 網路版 (第 10 輯第 8 冊，頁 179)。另見《法鼓家風》：「這
個地方是一個教育園區，是專門培養現代化佛教教育人才的地方。我們希望培養的教育人才分成三大類：一
類是大學院教育，一類是大普化教育，另一類則是大關懷教育。你們每一個人，無論在家時學歷或高或低，
只要進到法鼓山之後好好學習，就是一個終身受教育，終身從事教育的一位菩薩行者。」法鼓全集 2005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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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法鼓文理學院看到聖嚴師父與師長們擘劃的遠景，看到現代社會禪修應用充滿可
能性的未來，在法鼓文理學院此一善緣具足的平台上，在師長的指導協助下結合禪學理論
與實踐的學習、結合生命教育與社會科學研究等資源，執行於禪法弘化課程之規畫、推廣，
將是生命中一場美好的心靈盛宴，如有志同道合者相伴而行，將是令人心生微笑的未來。
知道這一切並不容易，但法鼓文理學院是可以讓這願景實現的最佳平台，想起創辦人聖嚴
師父說的一段話：
「因願心和決心而潛力無限，也許有人會說：『這恐怕不容易吧！』其實只要真有願
力和決心，就會發現潛在的能力無限。所謂的潛能，包括智慧和影響力，兩者並存時，時
空便可以延伸至無限。這對大多數人來說，並不是一件容易瞭解的事，但是確實是可以做
到的。」5
憶及 2015 年初參加僧大禪七繼程法師之開示，提醒禪眾要禪修、也要多讀經典，應依
教修行而非盲修瞎練，並勉勵大家應不斷學習與修行以提昇自己的能力，才能有更多的佛
法體會與人分享。惠敏校長於考生輔導手冊以竺摩法師所贈對聯「學到冷湫湫地，做箇熱
烈烈人。」說明學術研究、做學問的態度是「冷湫湫」的，依法不依人、不顧喜好厭惡而
按道理與證據，也是「漸離於分別，苦樂次第盡。」的禪定心境。 6宏智正覺禪師亦曾說
「冷湫湫處却要溫和。乾爆爆時還須津潤。若能如是。便乃能方能圓。能曲能直。」。7也
恰可應用聖嚴師父發揚宏智正覺禪師所教的默照禪法，放捨我執、冷湫湫地默，清清楚楚
的照、當下是什麼便是什麼；8處處現成，在日用中修正自己，並以佛法所學體驗關照他人，
把佛法的光分享他人，做箇熱烈烈的人。

路版 (第 8 輯第 11 冊，頁 107)。http://ddc.shengyen.org/pc.htm, 2015.03.06。
5
聖嚴法師。《動靜皆自在》。法鼓全集 2005 網路版 (第 4 輯第 15 冊, 頁 66)。http://ddc.shengyen.org/pc.htm,
2015.03.03。
6

釋惠敏（2015）。〈選佛場〉《104 年度佛教學系碩博士班考生輔導手冊》。新北市，法鼓文理學院。頁
80。（原文摘錄自人生雜誌 285 期及 162 期）。
7
《宏智禪師廣錄》卷 1：「上堂云。靈苗發種覺樹敷春。冷湫湫處却要溫和。乾爆爆時還須津潤。若能如
是。便乃能方能圓。能曲能直。正恁麼時。如何體悉。還會麼。誌公不是閑和尚。剪刀常在臥床頭」
(CBETA, T48, no. 2001, p. 12, c3-6)
8
聖嚴法師（2004）。《聖嚴法師教默照禪》。台北市，法鼓文化。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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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記
您手上這本《考生輔導手冊》的誕生，其最初的緣起是：為考生提供相關資訊
及方向，助於考生能夠順利地通過考試，而成為法鼓文理學院的一員。
同時，我們也希望藉由這本手冊，帶給您一份信心與安心，釋放緊張壓力、放
下一切罣礙。正如聖嚴法師所言「隨緣盡力，無所執著」——這鼓舞著我們：考前
盡力精進學習，考時呈現真實的自己，不因自覺不夠好而沮喪，也不因自覺高超而
懈怠，而是以一顆平常心，來迎接這次人生挑戰！於此，心無旁鶩地報名、準備、
考試、放榜、入學。要相信：在起心動念報考的當下，善因早已發芽！
感念諸佛菩薩一路相隨，成就您入學的心願！
期盼在新生訓練時可以看到您，加油！
考生輔導手冊編輯組 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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