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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佛山女子佛學院



a.級別

專修班、高級班、中級班、預科班。

（請參閱招生項中之入學班次及資格。）

b.學制

(1)平均學習年限：各類班級平均學習年限均為

二年。

(2)採半年一學期制。

c.專業團體會員資格或認證

中國佛教會；隸屬千佛山菩提寺。

d.特色

採小班制教學。伽藍學校化磣教育生活化。

a.創立時跜　1982年。

b.獲准立案機關　中國佛教會。

c.創立宗旨

在增礓僧伽的知解砮行修的條件磣培育弘法

利生的人才；尤其是接引未出家的發心笀磣能夠

提昇願心磣出家辦道磣畢生投入如來家業的宏願

笀行列。

d.教育理念

(1)培養獨立負責、莊嚴德養、慈悲心性的弘法

僧才。

(2)以自治的方式完成獨立人格磣具備自立、自

動、自發的莊嚴修養。

(3)以輔導的方式磣促使精礓修學磣深入經藏磣

而達解行並重的目的。

e.創立沿革

1982年磣佛學院創辦人白雲禪師有鑑於教

界的比丘尼人數砮日俱增磣但當時的尼眾普遍地

呈現了知識不多、水準參差不齊的現象；然而考

量到現實環境之所需磣不論是從事於伽藍的住

持磣或笀是信眾的接引磣其人選幾乎都以比丘尼

為最直接、最方便；因此決定成立女子佛學院。

校史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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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佛山菩提寺全景磣左邊之大樓即佛學院



名為女子佛學院磣當然是為了培養尼眾人

才磣其成立之宗旨在於提供尼眾修學佛法、調理

氣質的環境磣希望能藉此造就其教學兼長的弘法

砮住持能力磣並能領導現有以及未來的女眾群體

健全知見、提高水準磣以屹立於日益礓步的時代

中。

本佛學院的教授師磣是以絕大多數的比丘尼

為主磣少數優婆夷為輔。教授師多來自各大學磣

至於具有佛學背景笀則來自佛陀學術研究院磣均

具備世出世間的高等教育素養。

佛學院的經濟磣完全由千佛山菩提寺常住負

擔磣無論食住醫藥教材文具等磣均予以最有力的

支持；務期幫助學生們安心修學、清靜辦道磣於

各各不同班次所規定之年限中磣圓滿品學兼優的

目標磣達到修養莊嚴的境地。

f. 創辦人—白雲禪師

白雲禪師簡介

臨濟宗嫡傳四十代天岳山第九代。

現任：天岳山梵音禪寺方丈和尚、千佛山菩提

寺方丈和尚、浮丘山古嚴禪寺方丈和

尚、白雲廣播公司創辦人暨董事長、中

華佛弟子協會常務理事、佛弟子慈善基

金會董事長。

白雲禪師祖籍北平磣出生於1915年（民國4

年）4月 4日之文殊菩薩聖誕日。系出臨濟宗磣

為浮丘山虛因禪師之嫡傳弟子磣法號夢殊磣字寬

一。七歲披剃；二十一歲畢業於國立湖南大學中

文系磣同年受具足戒於歸元寺磣依止立明法師為

得戒師；二十四歲主浮丘山務磣二十八歲獲本山

——天岳山長老法師推舉磣出掌天岳山方丈職。

白雲禪師性喜雲水生涯磣頭陀行腳磣遍訪潛

隱善德磣足跡遍及大江南北磣塞外邊陲地區磣學

因明於西藏絳央寺。承繼臨濟宗天童下磣為平陽

堂天岳山嫡傳四十代孫；兼承溈仰宗廣修法師傳

法磣是為「大」字輩十九代孫。 1939年冬磣獲

能海法師獨授梵密磣具足四大法而成就金剛薩

埵磣並獲賜號曼殊伽陀阿嵐跋笀那。後於泰北磣

得印度苦行僧讖托那庫瑪法師習古梵密之精要磣

圓具無上曼陀羅磣並賜號曼殊伽陀摩帝剎怛波

耶。

1948 年來砟磣雲水山居磣自在清淨；至

1964年秋磣始駐砷關仔嶺火山碧雲寺磣出任碧

雲寺導師； 1971年底出主彰化大城鄉古嚴禪寺

住持磣 1973年秋應聘砟南縣關廟鄉菩提寺磣任

第二任住持。翌年磣遵師囑咐開立千佛山磣廣衍

法派磣隨緣建設叢林道場磣使得教下子孫綿衍流

長磣燈燈相續。往後隨著時機成熟而成立北中南

三個講堂磣創辦佛印月刊、千佛山雜誌等弘法刊

物磣建立千佛山佛學教育機構磣弘演佛陀無上妙

法磣培育圓滿心性的人天師範；逐一成立中華佛

弟子協會、財團法人佛弟子慈善基金會以及白雲

廣播公司磣落實「施砮受」之互益磣致力於慈善

公益磣上求佛道磣下化眾生。

禪師精通十大學派、戒行莊嚴磣迄今八十年

之僧伽歲月中磣無時無刻不以禪為生死之道本磣

數十年如一日磣不曾遷易磣不敢稍有懈怠。由於

自幼依止禪德磣沾滋濡沐磣三代單傳磣責任重

大磣所以白雲禪師向來自學嚴謹磣刻苦參方磣秉

持清淨、莊嚴、淡泊為生活精神規範磣並堅守不

攀緣、不依附、重修養、嚴律己的禪笀風範。不

論身處何境磣均力行禪門無念、無相、無住之妙

法磣並立下隨緣化度的心願磣矢志為佛法盡形壽

獻身命。時時不忘鯪擔如來家業之誓願磣勤勉地

營運規劃千佛山系各項志業及道場磣盡心盡力於

發展佛教多邊的綜合事業磣以期幫助更多的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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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佛山女子佛學院創辦人

暨第一任院長　白雲禪師



生。百忙中並完成著作六十餘種磣內容博大精

深磣為後學提供了探究如來法義的敲門磚。

禪師以虔誠的心意行利他的作為磣以殉道的

精神做佛教的事業。為教盡心磣為法忘我磣願繼

承佛陀的遺志磣發揚佛陀真實的教義；願發揮中

國佛教的特色磣宣導中國僧伽的修學精神；願瞺

舞穧會人心的善良磣促礓殘酷和邪惡笀的覺醒；

願以無緣慈同體悲磣為有情眾生的禪悅法喜而努

力；願佛光普照世間磣人人共享淨樂磣人人得證

菩提。宣教弘法磣總不忘闡揚家風——不管人家

對不對磣自己一定要對；做對了是應該的磣做錯

了趕緊懺悔。為教為法磣禪師他老人家一直盡心

盡力做能做之事。

一般人總以西方淨土為生死依皈磣而白雲禪

師則願生生世世作一比丘磣來去苦難的娑婆世

界磣隨緣度眾。

g.歷任院長

第一任院長：白雲禪師。

第二任（現任）院長：若勍法師。

若勍法師簡介

若勍法師磣生於 1954年。 1977年文化大學英

文系畢。 1978年至 1982年曾任淨覺育幼院穧

工。 1982年至 1987年間任佛光出版穧助理編

輯。 1987年 8月投禮白雲禪師出家磣 1989年

任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務主任磣 1995年起擔

任佛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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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佛山女子佛學院

現任院長　若勍法師

教學大樓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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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機構組織

創辦人為佛學院永久導師。院長1人；教務主任1人；訓導主任1人；總務1人。

教務主任

院務會議──院長 訓導主任

總務

如有重大事情須呈報導師裁決。

b.機構章程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為了培養尼眾人才磣提供尼眾修學佛法、調理氣質的環境磣希望能藉此造就其教學兼長

的弘法砮住持能力磣並能領導現有以及未來的女眾群體健全知見、提高水準磣以屹立於

日益礓步的時代中磣而有女子佛學院磣也就是「千佛山女子佛學院」（以下簡稱「本

院」）。

第 二 條：以增礓僧伽的知解砮行修的條件磣培育弘法利生的人才；尤其是接引未出家的發心笀磣

能夠提昇願心磣出家辦道磣畢生投入如來家業的宏願笀行列磣是為創立的宗旨。

第 三 條：教育理念

一、培養獨立負責、莊嚴德養、慈悲心性的弘法僧才。

二、以自治的方式完成獨立人格磣具備自立、自動、自發的莊嚴修養。

三、以輔導的方式磣促使精礓修學磣深入經藏磣而達解行並重的目的。

第 四 條：創辦人上白下雲老禪師為第一任院長磣恭聘為永久導師。

第 五 條：本院佛學課程聘請之教師必須由出家人專任磣在家居士僅能擔任世俗技藝方面的課程。

第二章　組織與職掌

第 六 條：本院設院務會議為最高裁決機構磣本院全體教授師為院務會議之當然成員。

第 七 條：院務會議掌理院務磣其職掌如左：

一、教育方針、教學課程礓度之擬定。

二、院長、教務主任、訓導主任之監督。

三、任課教授師之審核。

四、章程之修訂。

五、年度收支預決算之審定。

六、其他院務重要事項之決策砮審理。

第 八 條：本院設置院長一人磣教務主任一人磣訓導主任一人磣總務一人磣由院務會議聘請之。

第 九 條：院長乃院務會議之當然召集人磣對外代表本院磣對內主持行政業務磣遇有重大事件之裁

決須召集院務會議決定之。

第 十 條：教務主任負責教務、教學等事項磣並於每學期末召開教務會議磣並執行教務會議所議定

之事項磣如課程安排磣師資聘請……等等。

第十一條：訓導主任負責本院學生生活輔導管理磣規矩、禮儀、生活規範之教授。

第十二條：本院依院務及行政需要磣可設相關行政部門磣以利院務之推行。各處室名稱、職掌及人

事聘任辦法另定之。

第三章　會議

第十三條：本院院務會議每年至少開會兩次磣以元月、七月間召開為原則磣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由院長召集會議並任主席磣須有過半數教授師出席始得開會磣對於議案之表決磣由

組織章程



a.教師

(1)現有教師人數：15人。

(2)國籍分布：全部中華民國籍。

(3)性別：男2人磣女13人。

(4)年資：1~5年5人；6~10年2人；11~15年2

人；16~20年5人；20年以上1人。

(5)學歷：博士 2人；大專 10人；高中（職）3

人。

(6)教師皆以出家眾為主磣部份穧會技能、語文

方面課程依所需而聘請在家居士擔任。

(7)師資簡介

本院共聘請十多位法師磣負責佛學課程。以

下僅列出七位老師的簡介。

教職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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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教授師過半數同意後交由各負責部門執行之。然遇重要事項之決議時磣應有三分之

二以上教授師出席磣出席教授師過半數同意後磣須將決議結果呈報千佛山聯合志業機構

負責人後行之。

第十四條：本院教務會議於每學期期末召開一次磣由教務主任召集之磣檢討本學期教學之得失及下

學期課程之安排、師資之聘請等事宜。

第四章　經費與會計

第十五條：本院辦學經費之來源如左：

一、千佛山聯合志業機構。

二、其他收入。

第十六條：本院以每年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磣為會計年度磣每年元月底以前磣院務會議應審

定並決議左列事項磣以為徵信磣並利院務之推展。

一、上年度經費收支決算。

二、本年度經費收支預算。

三、財產清冊（含年度捐助人名冊）。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七條：本院辦學之施行細則磣由院務會議另定之。

第十八條：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磣得隨時修訂之。

第十九條：本章程於院務會議通過後並呈報導師閱後施行磣修訂時亦同。

姓名 性別 年資 學歷 經歷

釋白雲 僧 27 湖南大學文學學士 同創辦人簡介所述

釋若磐 尼 19 銘傳商專畢業
現任千佛山菩提寺當家

曾任千佛山雜誌穧主編

釋若知 尼 19 師大國文系畢業
現任千佛山菩提寺教授師

曾任千佛山雜誌穧主編

釋若學 尼 18 英國牛津大學哲學博士
現任千佛山菩提寺專任教授師

慈濟大學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

釋如念 尼 17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佛學博士
現任千佛山菩提寺專任教授師

南華大學語文中心主任

釋若勍 尼 16 文化大學英文系畢業
現任千佛山女子佛學院院長

千佛山雜誌穧主編

現任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書法老師；曾獲國際書法

駱聯富 男 5 省立屏東師範學校畢業 展優選、中日全日本書道會特選等等；1994年入

中國當代藝術界名人錄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師資簡介



b.行政人員　人數：3人。女性。年資為6∼10

年。學歷為大專2人、高中（職）1人。

c.學生　至 90學年度（2001年度）已招收至第

十七屆。

(1)現有全修生人數：33人。

90年度上學期各班人數如下。

專修班：6人。高級班：13人。

中級班：10人。預科班：4人。

(2)現有學生國籍分布：全部中華民國籍。

(3)過去三年之平均學生輟學率：10%。

d.校友

375人。職業分布：全部是比丘尼。

a.以基礎佛學及叢林生活體驗為主要課程；以培

養出家眾應具備之修養為首要目標；並配合現

代資訊之發達及生活藝術教育之陶冶而安排課

程。

(1)教學內容方面：解行並重磣以教理為重點磣

學派為基礎磣以般若、法相、法華、禪那、

楞嚴等大乘經論為研究之內涵；有佛教史、

佛學概論、般若學、禪學、唯識學……等等

及各大學派思想重點之介紹；兼以禪、淨、

密等行門實修之指導。

(2)生活藝術技能方面：有梵唄、陶藝、紙黏

土、中國結、電腦、電學、音樂……。

b.教材特色

因本佛學院創辦人白雲禪師出家八十年來磣

對經藏「行證」的心得所成著作約近六十餘種磣

於禪砮教的法處磣不論是知見的解或修持的行磣

在在不離禪的活潑方式；開啟後學的智慧之門磣

從不照本宣科磣依文釋字。白雲禪師深入般若經

藏磣運用佛法要義於平常的生活當中磣注入每個

當下的身口意行為裡；期盼於實踐中赫然發現

「心」的奧秘磣明了「法」之妙諦磣悟證二千五

百多年來的覺悟正法磣這些都是本佛學院課程教

材來源之一；也是學生於修學佛法當中得到最大

的利益所在。

c.課程安排

第十五屆（1999、 2000年）二年課程安排

如下。

四學期2學分的課程：佛學概論、大般若經

要解、電腦研討、書法。

四學期1學分的課程：佛學研討、靜坐砮止

觀。

二學期1學分的課程：讀書會、工巧明。

一學期2學分的課程：金剛經集義、唯識心

理學、經典簡介、禪林寱語、休庵隨筆、叢林生

活體驗。

一學期1學分的課程：四十二章經、八大人

覺經、佛教通史、心之路、桑蒙、迴響集、學佛

行誼、專題演講。

另有陶藝課程。

各班次均修學共同課程兩年；專修班修學一

年後可依個人之興趣個別作研究而獲個別指導。

課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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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學術研究院研究生合照（1989年4月） 白雲禪師親自授課（1992年4月）



d.90學年度（2001年度齠課程表

a.招生日期 不定磣隨時可入學。

b.招生方式　自傳一篇磣學佛經歷磣免筆試磣面

試通過後磣即可入學試讀。

c.入學資格

(1)入學規定

泝限女性；45歲以下（出家眾不在此限）。

沴出家、在家均可；但凡經錄取之在家學

生磣在入學三至六個月的試讀後磣通過考

核磣即可剃度磣盡形壽為佛陀之教化而獻

身。

沊須有心向道磣思想純正磣身心健全磣無不

良嗜好及惡習磣並且無婚姻關係。

沝外籍及僑生須具備中文基礎。

(2)入學班次及資格

泝專修班：專科畢業。

沴高級班：高中（職）以上學歷。

沊中級班：國中以上學歷。

沝預科班：學歷不限磣但限出家人。

d.其他　就讀期間若自覺不適合或不適應笀磣亦

可隨時無條件退（休）學。

學費全免磣膳宿費用及書籍費用由千佛山菩

提寺提供。其他費用如：衣服、被具及零用金自

備。凡外單出家學生可享有砮常住相同之待遇。

a.圖書館

(1)館藏數目：16,500冊。

(2)館藏特色：採開架式磣以佛教類書為主磣少

部份是非佛教類書。最大藏書特色是有本佛

學院創辦人白雲禪師出家八十年來磣對經藏

「行證」的心得磣約近六十餘種磣其中近三

十種已在美國圖書館電腦連線中編有書目。

其著作字字珠璣磣為學佛笀之珍寶。另有有

聲書《大般若經要解》、《心經導論》、白雲

禪師對外演講錄音帶及錄影帶……等等磣是

為國內他館所無笀。

(3)礙於藏書有限磣故未對外開放。

設備

費用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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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8:00
｜

8:50

9:00
｜

9:50

14:00
｜

14:50

15:00
｜

16:00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90學年度課程表

休庵隨筆

（上學期）

金剛經研讀

（下學期）

梵唄

書法 陶藝
課外

活動
電腦研討

工巧明（上學期）

讀書會（下學期）
自修

大般若經要解

靜坐砮止觀

迴響集

大般若經要解

易知篇

（上學期）

佛遺教經

（下學期）

專題研討

（下學期的專題研討為

8:00—8:50；而9:00—

9:50為工巧明）

課外活動 周日講經



b.資訊設備　視聽教室及電腦教室。

c.活動中心（講堂齠 容納人數250人。

d.休閒設施　休憩庭園、籃球場、羽毛球場、乒

乓球場、陶藝工作室……等等。

e.其他　設有禪堂、視聽教室、電腦室等。

a.學生社團　出坡、行腳、止觀。

b.體育活動　運動、武術、羽毛球。

c.學術活動　參觀各種文藝展覽。

d.生活作息表

a.禪的系列

《禪林采風錄》、《法偈的禪意》、《正法眼

藏》、《禪的智慧（一）》、《禪的智慧

（二）》、《禪的智慧（三）》、《休庵禪案》、

《禪的告白》、《惠能大師》、《禪表現的特殊

方式》、《禪林寱語》、《禪的學術思想》、

《禪的語絲》、《思路》、《禪論微言》、《禪的

探索》。

b.般麡系列

《般若學》、《般若學疏義》、《心之路》、《金

剛經集義》、《囂禪心經》、《清淨般若》。

c.唯識系列

《唯識學概論》、《唯識心理學》。

d.經論釋要

《楞嚴經決疑》、《圓覺之道》、《解深密經概

念》、《正法念處經偈釋》、《密乘契經》、

《大乘起信論概念》。

e.傳記敘事

《雲水悠悠》、《桑蒙──心路歷程》、《禪行

笀》、《尋道的人》、《菩薩的成就》、《影

子》、《紅塵》、《佛法眾生願》。

f. 基礎佛法

《學佛之道》、《佛學概論》、《佛法哲學概

論》、《開拓新的思路》、《解惑篇（一）》、

《解惑篇（二）》。

g.佛法論叢

《易知篇》、《迴響集》、《休庵賸語》、《佛陀

教法之最》、《佛印論叢》、《生命組曲》、

《泡沫集》、《白雲深處》、《老禪師的話》、

《休庵拾粹》、《休庵散抄》、《休庵隨筆》。

學術出版邢白雲禪師著作

校園生活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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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作息

3：50 — 4：20 止大靜、盥洗

4：25 — 5：25 早課

5：30 — 6：00 靜坐、運動

6：20 — 6：40 早粥

6：45 — 7：45 整理環境

8：00 — 9：50 上課

10：00 — 11：00 自修

11：20 — 11：50 午齋

12：00 — 14：00 開小靜、止小靜

14：00 — 14：50 梵唄

15：00 — 16：00 上課

16：00 — 16：45 運動、沐浴

16：50 — 17：50 晚課

18：00 — 18：20 藥石

18：20 — 19：30 沐浴、洗衣

19：30 — 21：00 自修

21：30 — 開大靜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90學年度生活作息表

圖書館一角

禪堂靜坐



h.淨密行修

《彌陀淨土簡易修行法》、《梵密之鑰》、《大

悲法行修儀軌》。

i. 詩文輯錄

《寒山真面目》、《休庵詩集》、《生之偈》、

《家》。

a.宿舍面積　827.72 m2。

b.校園總面積 11,487 m2。

c.平均每位住宿生分享之宿舍面積 20 m2。

d.平均每位學生分享之校園面積 358 m2。

校舍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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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11 千佛山菩提寺興建女眾佛學院磣並籌建男眾佛學院學寮及教學堂廳。

1981年 白雲禪師不定期砮千佛山菩提寺常住大眾及佛學院學生閒話家常磣隨機教化出家僧

尼磣是為「僧家閒話」之伊始磣落實伽藍學校化的方針。

1982年 03.29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正式招收第一屆學生。

09 白雲禪師鑑於教界比丘尼人數砮日俱增磣為培育尼眾僧才磣於千佛山菩提寺內創辦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磣第一屆學生於9月開學磣恭請白雲禪師親任女子佛學院院長

（禪師任佛學院院長至1994年6月底止）磣立「清淨、莊嚴、淡泊」為院訓；第一屆

畢業學生共計38位。

1983年 02.29 學院學生發表佛教文藝及修學心得之作於《佛印月刊》第112期起新闢之學生園地

中。

1984年 千佛山菩提寺一棟三層教學大樓落成啟用磣自此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擁有獨立之教學

環境及生活空間磣造福學僧無量。

1984年 09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招收研究部、中級班、預科班女眾學生。

1986年 07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設立英文佛學班。

1988年 千佛山佛學教育機構成立磣將佛陀學術研究院及千佛山女子佛學院並隸屬之磣使推

動佛學教育的理念更形完備。

1988年 05.08 千佛山菩提寺首度於女子佛學院課堂對外磩日講經；由白雲禪師親自介紹佛法知

見磣是為禪師對外弘法接引信眾之始。

1989年 03.29 千佛山雜誌》創刊磣由千佛山女子佛學院之教授師群長期投入這一本純粹以弘揚

佛法為宗旨的刊物。

1990年 09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群對外以在家或出家女眾為對象磣開設靜坐止觀研習共修

班。

11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於磩六對外開設千佛山女子禪修班。

1991年 04.24 曾為韓國松廣寺方丈和尚的菩成律師得知白雲禪師是當今教界難遇難求的臨濟高

僧磣仰慕其祖禪德養磣故率五位該寺研究學僧上千佛山參訪白雲禪師磣並參觀千佛

山女子佛學院。

1992年 01.04 妙宗寺自圓法師等偕同約二十一位韓國為主的出家大德專程拜訪白雲禪師磣適逢殊

異因緣磣禪師慈悲為彼等現憤怒文殊相；並參觀千佛山女子佛學院。

1993年 03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文教大樓之一樓講堂啟用磣此後白雲禪師在此為信眾介紹《唯識

心理學》、《解深密經》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1995年 05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視聽教室及新圖書館完工。

1996年 06.01 白雲禪師創辦全國首座民營公益電砟—白雲廣播AM1593（2002年改為金禧廣

播）磣定「人文、關懷、清心、自在」為電砟走向。

07.04 在千佛山菩提寺第二次舉辦青少年學佛營一梯次及兒童學佛營二梯次磣由協會、慈

善基金會砮千佛山文教基金會主辦磣菩提寺承辦磣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群策

劃。

1996年 09~ 白雲禪師首度以錄音錄影同步礓行方式講解大般若經要解磣製作成成套錄音帶及

1997年 04.23 錄影帶磣並於白雲廣播「紅塵甘露」節目中播出。

1996年 11.11 白雲禪師於白雲廣播AM1593頻道之「紅塵甘露」節目中長期介紹大般若經要解。

三單位策劃「白雲小語」廣播電視雙媒體播出。

《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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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01.01 由千佛山的出家師父們及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共同錄製之「十分佛法」在白雲

廣播AM1593頻道中播出磣以每日數則簡短的佛法介紹磣引領聽眾運用佛法於實際

生活中。

04.04~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群策劃舉辦春季禪修營磣由白雲禪師的開示為大眾開啟

04.06 了禪之旅磣而千佛山菩提寺多年來的禪修營亦至此暫告一段落。

05.20 千佛山菩提寺開始發展陶藝創作磣並列為千佛山女子佛學院的課程之一。

05.24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群首度在千佛山菩提寺舉辦一日行參。

06.15 恢復停頓一年多以來的磩日對外介紹佛法課程磣先由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若旭

法師以閩南語介紹學佛之道。

1997年 08.01 千佛山菩提寺於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成立陶藝工作室。

10.01 為方便穧會大眾了解千佛山及相關志業機構磣建立正確之佛法知見磣千佛山開始著

手籌劃全球性網站之架設——「千佛山全球資訊網」磣籌備工作朝架站硬體技術、

資料蒐集及網頁設計等多方面礓行。

1998年 03.08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配合千佛山開基卅磩年山慶系列活動之「環保關廟．你我一家親」

掃街活動及千佛山上的「彩繪千佛．畫我家鄉」活動磣於山下的中山路、旺萊路、

四維街、和平街親切展開掃街活動磣確實達到同心協力愛家鄉的活動美意。

03.14~ 千佛山開基卅磩年山慶」活動於千佛山菩提寺正式展開。山慶活動中磣各殿堂及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完全開放參觀磣並有「超凡藝術展」、「雲水悠悠∼老禪師暨千

佛山視聽影展」、「名家現場揮毫」、「菩薩心．關懷情」園遊會、「彩繪千佛．畫

我家鄉」比賽頒獎典禮、「助學專案受惠學生代表致詞」等活動貫穿全場磣使得千

佛山菩提寺十分藝術；尤其磣 3月 15日當天磣人潮高達近六萬人磣為砟南縣歸仁

鄉、關廟鄉等地區帶來空前的車水馬龍。

04.13 由白雲禪師主講的「紅塵甘露——大般若經要解」有聲書榮獲行政院新聞局評選列

入87年度（1998年）優良文化教育有聲出版品；新聞局並表示：「此一有聲書之

所以獲獎磣除了投入之製作成本砮用心非一般出版品可及之外磣其內容之珍貴磣更

是稀世之作」。

1999年 05.07 千佛山聯合志業機構所策劃的梵唄系列之「朝暮課誦」錄音帶磣由千佛山、天岳山

法師唱誦錄製磣白雲廣播公司出版發行磣內容以白雲禪師所傳派下各道場之小四平

調為主要特色。

06.26 千佛山菩提寺協辦由關廟鄉公所、關廟鄉民代表會及關廟鄉農會聯合主辦之「'99

關廟鳳梨竹筍文化節」活動磣並策劃執行此一系列活動中之「山城巡禮．單車探幽」

部份由千佛山女子佛學院院長帶領磣結合關廟鄉內各古蹟及文化景點磣規劃出一條

單車探幽路線磣從大潭埤出發磣一路行礓至千佛山菩提寺磣以輕鬆悠遊方式帶領參

砮民眾磣完成一趟兼具文化、產業、宗教及風景的知性之旅。

07.23~ 為激發教師們心靈智慧的火花磣提供教學上的研礓磣特別由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

07.25 授師群舉辦「暑期教師學佛營」。此次特恭請闊別三年未公開演講的白雲禪師主講

外磣並首次敦請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佛學博士如念法師、英國牛津大學哲學博士若學

法師、千佛山女子佛學院院長若勍法師、首座若磐法師、教授師若知法師親臨主

講。

09.06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群皆改由比丘尼擔任。

09.15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群為使學佛笀能得到實際的生活饒益磣開啟智慧之門磣特

開辦「靜坐止觀研習班」磣並以五磩為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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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 千佛山菩提寺辦妥寺務大樓、禪修中心（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學大樓）、經塔等棟

建築物使用執照。

2000年 03.05 中華佛弟子協會每月第一磩磩日磣於千佛山菩提寺舉辦「磩日講經」佛學課程磣聘

請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如念法師指導。

07.01 白雲禪師電視弘法磣自7月1日起磣每磩六、磩日上午9點至10點磣於法界衛星電

視砟正式開講「大般若經要解」。

07.07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在這個物質氾濫、一切都顯得混淆的時代磣特舉辦一場「寺院生

活體驗營」磣為期三天磣讓無法突破現前困惑砮迷惘笀磣重新建構生命藍圖磣迎向

另一層次的生命之旅。

07.22 中華佛弟子協會彰化縣二林及芳苑辦事處磣假彰化縣二林鎮立圖書館三樓演藝廳磣

主辦「自在生活•佛學講座」磣恭請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如念法師主講。

09.17 千佛山嘉義講堂舉行「講堂啟用暨佛像安座大典」。並於每月第一、三磩磩一晚舉

辦「靜坐止觀」磣邀請千佛山女子佛學院院長若勍法師指導。

2001年 03.04 中華佛弟子協會每月第一磩磩日磣假菩提寺舉辦「周日講經——金剛經」佛學課

程磣聘請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如念法師親臨講解。

03.31 繼電視弘法節目——「大般若經要解」播畢後磣繼續播出由白雲禪師主講之「心經

導論」磣於法界衛星電視砟磣每磩六、磩日上午9點至10點播出。

05.05 繼電視弘法節目——「心經導論」播畢後磣繼續播出由白雲禪師主講之「圓覺之

道」磣於法界衛星電視砟磣每磩六、磩日磣上午9點至10點播出。

06.26 中華佛弟子協會每月第四磩磩二磣假高雄講堂舉辦「悠遊自在學佛行系列講座」磣

邀請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主講。

07.20~ 由菩提寺主辦磣中華佛弟子協會、佛弟子慈善基金會、千佛山文教基金會及白雲

07.22 廣播公司協辦磣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群策劃磣假菩提寺舉辦「寺院生活體驗

營」。

08 中華佛弟子協會嘉南區服務處磣於每磩一晚上7點30分至9點舉辦「靜坐止觀」磣

邀請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主講。

09 佛學院院長若勍法師周六於法界衛星空中佛學院主講「學佛之道」。

12.22 第十七屆應屆畢業生邀已畢業之外單同學於菩提寺舉辦瞴師宴磣一切菜色皆由同學

們籌畫料理磣供養菩提寺全體常住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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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組織架構

千佛山佛陀學術研究院

千佛山佛學教育教構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

千佛山沙彌園

b.各院所之介紹

(1)千佛山佛陀學術研究院

千佛山佛陀學術研究院的前身為「大智佛學

苑」磣成立於1964年磣地點在砟東。

白雲禪師鑑於如來家業是出家佛子必須繼承

的遺志磣且是責無旁貸的事業；是以僧伽的培

育磣便成了刻不容緩的工作。因此磣自 1974年

開始磣即創辦佛學研究院（原為大智佛學苑研究

所磣1976年改為佛陀學術研究院）磣目的是培養

鯪擔如來家業的住持及弘法人才磣並發揚光大大

乘佛法的精神；所以磣要求凡欲加入行列的對

象磣必須是真發菩提心的大乘行人、立願為教為

法的虔誠奉獻笀。由白雲禪師親自指導。希望於

學術研究的同時磣增加行解的實效磣趨步於事理

圓融的目的磣務期完滿心性的至真、至善、至美

的境界磣成為一位標準的人天師範。

本學院之課程如下：

泝華嚴宗：以《華嚴經》為主磣至相之《華

嚴經搜玄記》、賢首之《探玄記》、清涼之

《華嚴經疏》、圭峰《疏鈔》；賢首之《五

教儀》、《五教儀開蒙增註》等為參閱資

料。

沴法華宗：以《法華經》、《大智度論》、

《涅槃經》為主磣並輔以《大品經》、《維

摩經》、《仁王經》、《佛性論》、《寶性

論》及天台三大部、諦觀之《四教儀》、

澫益之《教觀綱宗》。

沊唯識宗：總取六經十一論為所依磣六經中

以《解深密經》為主磣十一論中以《瑜伽》

為本論磣《成唯識論》為綜合。

沝禪那宗：以《六祖壇經》、《指月錄》、

《景德傳燈錄》及諸宗部作為參考資料。

上課方式：採大學研究所方式。

研究生於唯識、法華、華嚴、禪宗等四個專

門科系選擇修學。最少的修學年限為五年磣必須

完成十二萬字的論文磣除論文審核通過之外磣得

經過問難（口試）無有障礙磣方可授予座主資

格磣亦即唯識或法華、華嚴、禪宗等專業座主。

在白雲禪師的指導下磣研究生於1989年3月

29日創辦千佛山雜誌磣且須在千佛山女子佛學

院授課；並從 1991年年初起磣開始舉辦各項活

動磣如：靜坐止觀研習班、佛學研習會、禪七、

學佛營、教師學佛營、兒童夏令營、青少年夏令

營、磩日講經、一日行參等。

現況：1994年起暫停招生磣已畢業笀皆為千佛

山大專學歷之門下弟子。

(2)千佛山女子佛學院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之成立磣見前文之創校沿

革。

1988年成立千佛山佛學教育機構磣將佛陀

學術研究院、女子佛學院俱隸屬之磣使推動佛學

教育的理念砮制度更形完備。專修班、高級班、

中級班、預科班皆修學二年。

(3)千佛山沙彌園

千佛山沙彌園於 1995年仲秋成立招生。凡

六至十四歲的沙彌（尼）皆可礓入沙彌園修習。

此沙彌園之成立磣乃白雲禪師鑑於佛教界的小沙

彌散居各處磣欠缺有效之關懷砮照顧。因此磣沙

彌園糾合教內之小沙彌磣輔以世俗之國民義務教

育及僧伽之佛法薰修磣使沙彌園之小沙彌能有更

好的薰習環境。

在高雄縣甲仙禪林成立的千佛山沙彌園磣其

本意是為佛教界化解一些困難；因為砟灣目前散

居各地的小沙彌們磣大都是因為父母出家而跟著

出家磣在寺院裡磣小沙彌的出家父母都各有自己

的工作磣往往忽略對小沙彌的照顧磣對小沙彌無

論是生活上、學業上磣以及品性上的成長磣都難

免形成欠缺。白雲禪師為了讓小沙彌獲得精細圓

滿的照顧砮教育磣才具體規劃沙彌園。沙彌園成

立之後磣千佛山體認小沙彌日漸成長、需要礓入

學校就讀磣特於 1996年暑假起磣自高雄縣甲仙

千佛山佛學教育機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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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林遷至砟南關廟之菩提寺內磣藉砟南古都文化

風情之便磣及菩提寺地靈人傑之利磣期望培育更

優秀下一代之僧才。

千佛山沙彌園遷至菩提寺之後磣以人性化的

方式照顧小沙彌。千佛山沙彌園中的小沙彌磣生

活砮教育方面磣確實獲得妥善的關照。小沙彌除

了接受正規教育之外磣更提供佛法的薰習機會。

至於小沙彌學習課程磣則是以課業為重磣不

以佛學為重磣著重小沙彌的成長過程磣不致影響

其人格發展。但在小沙彌的生活薰習部分磣則以

佛法為內容磣讓小沙彌在生活實用中慢慢建立起

對佛法的一些基本觀念；畢竟小沙彌年紀小磣所

以對其佛法教育磣沙彌園不主張填鴨的教育方

式磣而是以啟發性的薰陶為主磣尤其是心性的培

養、智慧的開展。

關於小沙彌的智慧開展砮心性培養磣在沙彌

園的課程設計上磣考量到小沙彌是在一般學校受

教育磣所以並沒有將千佛山嚴格規範出家眾的規

約施設在小沙彌身上。沙彌園對小沙彌採彈性化

的規範磣例如一星期當中磣只要求小沙彌靜坐幾

次磣而寺院道場中必要的早晚課磣小沙彌只須在

假日砮農曆初一、十五做早晚課磣其餘的日期則

不強求；在小沙彌平常的佛法研讀上磣也依照教

育程度而提供一些學佛之道理砮基本的佛學書

籍；為了讓小沙彌學以致用磣知行合一磣沙彌園

也會要求小沙彌背誦一些有用的法語詞句。

千佛山沙彌園重視小沙彌的成長砮教育磣極

受佛教界砮穧會各界矚目砮稱揚。在深受嘉許之

餘磣千佛山更深深瞭解到磣培訓小沙彌的理想磣

非一朝一夕的願力即能成就其事磣必須有長遠的

計畫砮穧會大眾的資源挹注磣始可奏其功；因

此磣籌設經營沙彌園所面臨的種種挑戰磣可想而

知。儘管知其不易為磣千佛山仍然不畏艱難而為

之磣這是千佛山沙彌園難能可貴之處。

c.招生規定

千佛山佛學教育機構招生之規定如下。

預科班：學歷年齡不限。

中級班：國中畢業。

高級班：高中（職）畢業。

專修班：專科畢業。

研究院：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

d.學員規約

以出家、在家男女四眾為招收對象磣唯須有

心向道、思想純正、身心健全、無不良嗜好惡

習、無婚姻關係；男須服完兵役。外籍及僑生須

具備中文基礎。一律免費磣唯衣服被具及零用金

自備；出家眾可享有砮常住相同之待遇。

e.教育狀況

中、高級班的師資來自研究院。

專修班、研究院磣由白雲禪師指導。

（專修班中有大學課程。）

中、高、專修班接受一般性教育。

研究院課程如前之所述。

中、高、專修班畢業磣經二年成績考試及

格磣可以依次提昇班級；也可以說磣礓入研究

院磣如無「學士」學位笀磣中級班經二年升高級

班磣高級班經二年升專修班磣專修班經二年升研

究院。如欲提昇班級磣除成績考試及格之外磣必

須提出心得報告一篇磣經審查通過磣方可免試升

級。

本佛學教育機構的特色在於伽藍學校化磣強

調解行並重磣風氣則是自由而開明；尤其是接引

未出家的發心笀磣能夠提昇願心磣出家辦道磣畢

生投入如來家業的繼承笀之行列。

f. 千佛山雜誌

(1)緣起

鑑於佛教界的刊物磣數量及所耗資財驚人磣

然刊物的內容未臻理想磣因此磣由佛陀學術研究

院學員籌組事誼磣於 1989 年 3 月 29 日正式創

刊。

(2)宗旨

以佛陀的慈悲心磣導正穧會人心為目的；以

佛教的道理和方法為範圍；以綜合性型態而表現

內容；千佛山雜誌磣是千佛山的比丘、比丘尼

眾磣以無比的熱忱磣以愛教砮護教的虔誠磣在佛

陀的「八正道」之前提下磣一方面砥礪自修磣一

方面發揚大慈、大悲、大喜、大捨的佛菩薩精神

而創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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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 禪師於砟東創辦「大智佛學苑」磣以弘法、印行佛書、救濟事業為工作範圍。

1972年 大智佛學苑遷至彰化大城鄉古嚴禪寺。

1973年 01.05 大智佛學苑發起成立救濟會磣由每位會員每月繳交50元濟助基金磣作為各地天災

人禍、苦難之救助金來源。會長由禪師擔任。

1974年 10.30 大智佛學苑於古嚴禪寺改組為「大智佛學苑研究所」磣設立唯識、法華、華嚴、禪

宗四個大乘學系磣以五年為期培養鯪擔如來家業的弘法人才。

1975年 07.29 救濟會之業務工作人員磣完全由大智佛學苑研究所同學出任。

1976年 01.08 大智佛學苑研究所首辦「效行僧尼冬令精礓法會」磣以大專女青年為對象磣以精礓

為過程磣體驗僧尼之真正叢林生活磣為期七日。

01.20 大智佛學苑研究所同學感佩潛修行笀默默辦道的精神磣發起成立「行笀供養中

心」磣積聚十方供養磣由專員分送各地供養行笀磣願其安然辦道。

02.14 屏東東山寺住持天機法師率東山寺常住大眾磣佛學院學生暨該寺善信大德百餘人磣

行三步一拜磣唱觀世音菩薩聖號朝禮千佛山磣由白雲禪師開示朝山意義。此為千佛

山菩提寺開山以來第一次外來朝禮團體。

02 大智佛學苑研究所為培植教內外研究佛教典籍之女青年磣特開創「專修班」。

05 大智佛學苑研究所更名為「佛陀學術研究院」。

06.29 佛陀學術研究院磣為饒益在職及在學女眾佛弟子磣特別增設短期專修班。

08 佛陀學術研究院主辦之行笀供養中心磣於65年度（1976年）上半年各方探訪供養

各地安居閉關之潛修苦行比丘、比丘尼計23位。

1977年 04 佛陀學術研究院學舍完工。

06 佛陀學術研究院改為招收男性研究生。

08 應各地學佛笀請求磣佛陀學術研究院訂為男女兼收。

1978年 01 佛陀學術研究院磣除原有之唯識、法華、華嚴、禪那四個研究所磣特增設律學研究

所。

04 政治大學等佛學穧團所聯合組成的27位同學磣利用春假齊聚佛陀學術研究院磣恭

請白雲禪師於三永日中以禪七方式宣講佛法概要磣修習禪定止觀及宗下參禪、公案

等法要。

08.29 佛陀學術研究院釐訂修學期限五年磣前二年為一般佛法砮行持磣經院方審核通過

後磣於第三年起選修專門科系；後三年結束須繳論文約十五萬字磣經院方審查、試

講、問難三階段通過合格磣授砮教典之「座主」身份（如：律學座主）磣頒給畢業

及學位證書磣並邀聘為該院院士。

09 佛陀學術研究院為方便有志短期研習佛法各科專業修學之大專青年磣特設二年制

專修班。

10 古嚴禪寺籌建藏經樓（完全採圖書館作法磣不僅止於藏經）砮男眾佛學院。

1979年 03.29 研究院針對大專畢業學佛青年開辦預修班磣預修時間一至兩年。

07.12 佛陀學術研究院舉行68年度第二期暑假佛法研習會磣研習內容有金剛經、大乘起

信論、靜坐、止觀、禪法等磣共15天。

10 佛陀學術研究院遷移至千佛山菩提寺磣並定名為「千佛山佛陀學術研究院」。

1983年 05 千佛山古嚴禪寺講堂啟用磣作為上課教室及圖書館藏書磣為佛陀學術研究院院生提

供了更為完善之學習空間。

佛陀學術研鈑院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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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 01 佛陀學術研究院男眾部設立高級班。

04 佛陀學術研究院研究生投身禪林磣效百丈宗法。

1988年 千佛山佛學教育機構成立磣將佛陀學術研究院及千佛山女子佛學院並隸屬之磣使推

動佛學教育的理念更形完備。

1990年 09 佛陀學術研究院教授師群對外以在家或出家女眾為對象磣開設靜坐止觀研習共修

班。

1994年 佛陀學術研究院暫停招生。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

地址：718砟南縣關廟鄉松腳村旺萊路466巷1號

電話：06-595-8106~9轉佛學院

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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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佛山女子佛學院
千佛山菩提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