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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別（教育體制砦

本佛學院於 90學年度（2001年度）以前分

設有初級、高級、研究等三部。

b.三部之教育目標　分別如下。

(1)初級部

課程設計兼顧戒、定、慧三學及中國佛教

史、印度佛教史等磣以確立佛法之正知正見磣陶

練學眾之健全人格；並藉由念佛禪修、半月布薩

等以調柔學眾之心性；另開設英文、日文文法磣

及英文、日文佛學著作導讀磣提供學生選修磣以

奠定下一礓階修學的基礎。

(2)高級部

開設《俱舍論》、《清淨道論》、《中論》、

《大智度論》、《攝大乘論》、《大乘起信論》……

等研討課程磣期望學生能養成獨立解讀經論之能

力磣並著重於分析、論辯能力之提昇。另有梵語、

巴利語、藏語等選修課程。此外磣任事能力之訓

練磣宗教情操之培養等磣亦是教育重點所在。

(3)研究部

承前初級部砮高級部六年的修學基礎磣礓一

步加強教理、教史之深度砮廣度磣及治學精神、

研究方法、語言能力、弘化技巧等訓練磣期能養

成未來僧教育之師資人才磣以及視野深廣、解行

兼備之僧才。

c.學制

(1)平均學習年限：三年。

(2)自 2002 年起磣由原來的「初級部、高級

部、研究部各三年」改制為「大學部四年、

研究所三年」磣採學分制。

(3)採學年制磣以半年為一學期。

d.特色

(1)秉持印順法師「淨治身心、弘揚正法、利濟

有情」的訓示磣致力於佛教人才之培育。

(2)除經律論佛典導讀之外磣亦開設多門印順法

師著作磣如《妙雲集》、《印度佛教思想史》

等研討課程。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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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方針

泝教導佛法的正知正見。

沴陶冶高尚的宗教情操。

沊指導正確的修學方法。

沝力行和合的僧團生活。

(4)本院為純男眾之學團磣環境幽靜磣適宜修

學。

a.創立時間　1969年。

b.獲准立案機關 中國佛教會磣 1969 年 9 月 9

日磣(58)中佛聖秘字第1320號。

c.創立宗旨

造就僧才、住持正法、續佛慧命、淨化人心。

d.創立沿革

印順法師於 1953 年來砟創建福嚴精舍之

初磣即有許多大陸法師追隨研習。其間造就了不

少教界棟樑磣如演培、續明、印海、常覺、仁

俊、妙峰、幻生、唯慈等法師之弘化於海內外。

1961年 3月磣續明法師創辦之「福嚴學舍」

正式對外招生磣屬男眾僧教育機構；主要師資

有：印順、續明、演培、仁俊、幻生等諸位法

師。

1969年磣由於砟北慧日講堂所屬之「太虛

佛學院」宣告停辦磣新竹福嚴精舍乃以「福嚴佛

學院」名義繼續辦學。學眾除原「太虛佛學院」

學生之外磣另招收新生十餘名磣禮請印順法師為

導師磣演培法師任院長磣印海法師任副院長兼訓

導主任磣常覺法師為教務主任。

1972至 1977年秋磣由於沈家楨居士所主持

之「美國佛教會」磣假福嚴精舍成立在砟譯經

院磣從事漢文佛經英譯事業；期間磣佛學院暫停

招生。直至「譯經院」北遷磣佛學院得以續辦。

1978年磣福嚴佛學院恢復辦學磣改以招收

女眾為主。直至1993年9月磣恢復純以男眾為主

之佛學院迄今。

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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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雄寶殿前庭一景

1955 年磣福嚴精舍早期

共住修學磣前排右起為：

厚基、演培、印順、

印實、續明、淨明等諸位

法師



e.導師—印順法師 1

印順法師磣光緒32年（西元 1906年）生磣

浙江海寧縣人磣俗名張鹿芹。 1918年畢業於高

等小學磣此後三年間習中醫並自修道學。 1921

年執教小學磣歷時九年整磣課餘廣閱老莊、聖

經、佛教經論。

1928年母逝磣翌年父又捨生磣悲痛之餘發

心出家。1930年10月磣在普陀山依清念法師剃

度於福泉庵磣法名印順磣號盛正磣並禮昱山法師

為義師磣是月底赴天童寺受具足戒。

1931年2月求法於南普陀閩南佛學院。其間

作《抉擇三時教》砮《共不共之研究》二文磣為

其著述開端磣8月任教瞺山佛學院。1932年於閩

院授課半年。此後四年間除了曾往武昌佛學院研

三論宗章疏半年磣又到閩南佛學院半年外磣皆在

普陀佛頂山慧濟寺閱藏。 1936年閱畢全藏磣受

太虛的囑咐磣往武昌佛學院指導三論。

1938年日軍逼武漢磣往重慶北碚縉雲山漢

藏教理院授課磣遇影響其甚深的法尊法師。雙方

常就教義互相問難、論辯磣使其在教義上有更深

的理解。

1940 年徙貴陽大覺精舍磣著《唯識學探

源》。1941年磣受聘為法王學院導師。2

1942年磣付梓流通《印度之佛教》磣是首部

出版的作品。 1944年夏磣法王學院結束磣回漢

藏教理院。

1946年抗戰勝利後磣回到上海。 1947年太

虛大師圓寂磣駐奉化雪竇寺一年多磣編纂《太虛

大師全書》磣餘暇開講《心經》及《中觀今論》磣

並於杭州籌組西湖佛教圖書館磣決定聚集一、二

十名僧青年研究佛法。但以局勢惡化磣不能回杭

州磣為了培育僧青年磣 1949年成立大覺講舍於

南普陀寺磣被稱許為閩南佛學院第二磣惜戰火逼

近磣只一學期就停辦。隨即赴港磣雖住處不安

定磣但仍然隨處講學不輟。

1940 至 1952 年間世局震盪磣其以羸弱之

軀磣雖顛沛流離磣卻是思潮蓬勃磣講說砮述作最

豐盛的時期。

1952年秋磣應中國佛教會推為世界佛教友

誼會第二屆大會代表而來砟磣後受聘為善導寺導

師。 1953年磣接任《海潮音》雜誌社社長並決

定定居砟灣磣將擬建於香港的福嚴精舍移建於砟

灣磣作育僧青年。一切課程均經其擘畫磣衡量經

論內容、義蘊磣編排三年一屆的經典閱讀次第磣

並親自講學。1956至1957年負責善導寺法務。

1957年成立新竹女眾佛學院磣培育尼僧。

是年剃度師清念法師圓寂於新加坡磣迎回靈骨磣

1958年安奉於福嚴精舍舍利塔。 1960年在砟北

建慧日講堂為弘法道場磣翌年落成。 1963年在

嘉義建妙雲蘭若磣隔年於此掩關靜修。 1965

年磣應中國文化學院聘請磣講授佛學概論及般若

學；並出席中國佛教華僧大會任主席。 1967年

應聘為太虛佛學院導師。 1969年福嚴佛學院成

立磣仍膺為導師磣其僧伽教育理念一直是該院教

育人員作育僧才所秉持的中心磣也是該院師生的

精神依止及修行指南。

1973年磣以《中國禪宗史》一書獲日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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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此以下磣有關印順、演培、印海、常覺、真華、能淨、依道法師之生平事誼磣係摘引自砟灣佛學院誌編纂組磣《砟灣佛學院

誌磣壹、福嚴佛學院誌》磣民83（1994年）磣嘉義：香光書鄉出版社磣p59-64。

2. 「導師」是這時學僧對他的稱呼磣後成為教界普遍對他的尊稱。據悉磣當時有老學究想考驗印順的真實學問磣請其寫「法王寺碑

記」磣「地方公認能寫最好文章劉疇九老秀才磣看後讚不絕口磣且對一般人說磣像這樣文言文磣不是我所能寫出磣印順和尚確有學

問磣吾法王寺請到這位高僧來做導師磣實是本寺最大幸福。經老秀才品評磣將碑文在各縣市鎮傳閱磣合江縣所有新舊文人磣沒有

不知導師大名磣對導師更加尊敬。從此磣不但學眾稱印公為導師磣全縣僧眾及地方士紳磣皆尊老人為導師磣後來弘法各方磣信眾

亦尊稱導師。導師之所以成導師磣不是自封得來磣亦非親信弟子所封磣實由真實德學得來！」（見演培著磣《一個凡愚僧的自

白》磣p109-110。）



正大學頒予博士學位磣這是中國比丘中第一位獲

博士學位的殊榮。 1975年始磣定居砟中華雨精

舍。

印順法師著作等身磣尤以晚期論著更為學界

所重。其闡明教法磣以直探佛陀本義為依歸磣於

各期佛法之流變中磣爬梳其因緣關係磣深入探

討磣提出人間佛教是緣起的觀點磣於當代中國佛

教有深廣的影響。 3

f. 創辦人暨首任院長—演培法師

演培法師磣江蘇揚州人磣俗姓李磣號諦觀磣

生於 1916年。十三歲磣依高郵臨澤鎮福田庵常

善法師剃度。

1934年春受具足戒。 1936年夏磣就讀閩南

佛學院。 1939 年磣到漢藏教理院親近太虛大

師磣受學於法尊、法舫、印順法師等人。

1941年磣奉太虛大師之意前往合江法王寺

辦學。自居教務主任磣以東方為院長磣聘印順法

師任導師並講學磣隨堂聽課錄成講記磣對其往後

弘化義解有深遠影響。該院三年停止。 1946年

春磣太虛大師薦其赴杭州武林佛學院負責教務、

教學。

1952年2月磣應聘來砟磣任砟灣佛教講習會

教務主任。 1954年完成《俱舍論頌講記》於福

嚴精舍。1957年至1960年住持善導寺磣並講學

於新竹女眾佛學院。 1964年駐砷新加坡靈峰菩

提學院砮新竹福嚴精舍。 1967年任太虛佛學院

院長。1969年轉任福嚴佛學院院長。1968年晉

山玄奘寺磣住持三年。 1979年辭卸靈峰磣復接

新加坡女子佛學院。1958年至1981年間磣往來

遊化於越、寮、泰、柬、馬、星、菲、美等地。

1974年至 1987年間磣多次回砟參砮傳戒、

講戒。1987年應圓光佛研所聘為導師磣1990年

任元亨佛學院院長。 1981年起定居新加坡著述

弘化磣且創辦佛教福利協會磣開設多家慈善福利

機構磣並擔任主席。 1986年創建福慧講堂磣並

任住持。

1986年及 1992年新加坡總統頒予公共服務

星章及公共服務勳章。 1992年又受任為新加坡

宗教和諧總統理事會佛教代表。著作、譯述甚

豐磣收錄於《諦觀全集》和《諦觀續集》。

g.箊要相關人士—印海法師、常覺法師

印海法師

印海法師磣 1927年生磣江蘇如皋人。 1939

年依同縣定慧寺智明法師出家磣時年十三。

1947年磣受具戒於南京寶華山。隨即就讀

江蘇省常州天寧佛學院。二年後大陸動亂磣只得

輟學來砟磣於中壢圓光寺砟灣佛學院依止慈航法

師修學。 1954年之後移住福嚴精舍親近印順法

師磣曾任新竹女眾佛學院教師及靈隱佛學院訓導

主任。印順法師做學問崇尚自由磣但要求嚴謹磣

印海法師從其身行言教中磣漸漸掌握佛法的根本

思想。

1960年磣慧日講堂甫成立磣印海法師任監

院；1964年任住持。1967年於慧日講堂籌辦太

虛佛學院磣並任副院長。後停辦磣為安頓學生磣

乃於 1969年砮常覺法師共創福嚴佛學院磣仍自

任副院長。二年後停辦磣再度出任慧日講堂住

持。1977年於南加州洛杉磯創建法印寺。

印海法師著譯多書磣在砟期間曾講學於新竹

女眾佛學院、靈隱佛學院、中華佛教學院、基隆

正覺佛學院及中國佛教會所辦的大專佛學講座

等。

常覺法師

常覺法師磣生於 1928 年磣福建晉江人。

1944年在崇福寺派下所屬慧濟寺福忍法師座下

剃度。出家後曾就讀南普陀養正院磣再讀杭州武

林佛學院。當時正值印順法師在杭州磣而結師承

之緣磣自此隨侍印順法師近二十年。

1949年就讀印順法師所辦大覺講舍磣後因

戰雲密布磣6月往港。在香港五年內磣孜孜矻矻

地自修。 1953年底隨印順法師來砟磣為報師恩

常住福嚴精舍磣一面建設精舍磣一面研讀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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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印順法師事略是參考下列資料整理磣於民國83年（1994年）8月16日得其本人校正：

(1)印順法師著磣《平凡的一生》磣《華雨香雲》磣《法海微波》磣《遊心法海六十年》。

(2)鄭壽彭著磣《印順導師學譜》。

(3)演培法師著磣〈福嚴精舍重放光輝〉磣《福嚴精舍重建落成紀念特刊》磣p17-18。



1957 年任教新竹女眾佛學院磣並編輯《海潮

音》。

1964年磣演培法師任福嚴精舍住持磣以長

年旅居海外磣而由常覺法師全權負責一切寺務行

政工作。

三年後移住松山寺磣編輯《獅子吼》磣並講

學於太虛佛學院。 1969年因太虛佛學院停辦磣

砮印海法師共議興學磣以安頓太虛佛學院輟學學

生磣於是回精舍增建一棟二樓房舍磣福嚴佛學院

開辦磣初任訓導主任磣後來負責教務工作。

1971年往翠碧岩開講《成唯識論》磣半年後學院

停辦。翌年到碧雲寺曉光佛學院負責教務工作。

後任教佛光山佛教叢林學院。

1986年2月接任停刊近半年的《獅子吼》主

編磣續成八年多。曾任教於壹同女子佛學院、妙

清佛學院、華嚴專宗佛學院、佛光山叢林學院、

香光尼眾佛學院、印度哲學研究所、中華佛研

所、慈明佛研所。

h.歷任院長、副院長

本院以每三年為一屆。

歷任院長及副院長如下。

第一屆：演培法師（58至60學年）。

第二至三屆：真華法師（67至69學年、70至72

學年）。（副院長：能淨法師）

第四屆：真華法師（73至75學年）。

（副院長：依道法師）

第五至七屆：真華法師（76至78學年、79至81

學年、82至84學年）。

第八屆：大航法師（85至87學年）。

第九屆：厚觀法師（88至90學年）。

以下介紹真華法師、能淨法師、依道法師、

大航法師、厚觀法師。

真華法師簡介（曾任第二至七屆院長）

真華法師磣 1922 年生於河南永城。四歲

時磣家中八口相繼亡故磣可謂童年多蹇。十四歲

往永城泰山禪院依淨文法師披剃出家。 1945年

出外參學磣同年冬在南京寶華山受戒磣後棲止東

嶽廟。 1947年正月往常州天寧寺佛學院就讀磣

同年冬以該院人事複雜、師資不佳離院。翌年

春磣披閱印光大師文鈔磣往蘇州靈巖寺磣原擬礓

堂念佛了生死磣後擔任知客護持大眾。 1949年

朝普陀磣曾到法雨寺當行堂磣後掛單於蓮池庵念

佛堂。同年 9月入伍磣後隨軍駐砟。 1952年除

役。次年於砟北汐止彌勒內院重現僧相。後到基

隆靈泉寺領香燈三個月磣又返彌勒內院當飯頭磣

親近慈航法師。

1957年於福嚴精舍參學。 1958年底在宜蘭

三星鄉創辦念佛會。翌年受聘為羅東念佛會導

師。 1965 年任屏東東山寺佛學院院長六年。

1970年磣住持砟北慧日講堂。 1978年能淨法師

續辦第二屆福嚴佛學院磣以真華法師為院長磣但

未實際參砮學院運作。直到 1986年晉山福嚴精

舍後磣開始掌理學院至第七屆。晉山後重建福嚴

精舍磣提供學生更好的修學園地磣培育僧伽續佛

慧命。著有《參學瑣談》、《行化雜記》二書。

能淨法師簡介（曾任第二、三屆副院長）

能淨法師磣 1937年生於砟北市磣十六歲失

怙磣乃隨母四處禮佛。於善導寺聽聞印順、續

明、演培法師開示磣心生景仰砮喜樂。

高二皈依續明法師。 1964 年續明法師引

介磣依止香港澄真法師出家。其母於陽明山腰創

建妙德蘭若以供靜修。常瞻仰諸高僧行誼磣擷取

其精華為修學指南。

1973年磣在法雲寺受具足戒。此後曾在蓮

華學佛園及華文佛教學院授課。 1978年經福嚴

精舍和慧日講堂住持及大眾會商磣決議推請能淨

法師全權續辦福嚴佛學院。其禮真華法師為院

長磣自任副院長磣而實際擔負學院行政、經濟之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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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嚴佛學院第二∼七屆

院長　真華法師



1984年辭副院長職後磣曾在淨覺、福嚴、

元亨三所佛學院任教。目前安住妙德蘭若自修磣

並隨緣開示。

依道法師簡介（曾任第四屆副院長）

依道法師磣 1940年生於中壢。其姑媽和姊

姊均在曾祖父所建元化院出家磣從小出入佛寺磣

自然欣樂佛法。

1958至 1961年磣就學於砟中佛教會館磣畢

業後參加幼教師訓班磣後回元化院辦幼稚園。

1965年到壽山佛學院求學磣同年依元化院達善

法師披剃磣法號日暉。出家儀式由當時壽山佛學

院院長星雲法師、監學慈惠法師主持磣並予法號

依道。同年磣於法雲寺受戒。

後在常覺法師座前聽講唯識一年。 1972年

應慧潤法師之邀磣至砟中先校《妙雲集》磣後校

《諦觀全集》磣再砮慧潤法師同往屏東創法雲精

舍。

1984年應福慧兩院住持及大眾之聘磣續辦

福嚴佛學院第四屆磣禮真華法師為院長磣自任副

院長磣全權負責一切行政工作。 1986年真華法

師晉山福嚴精舍磣並主持該院行政磣遂砮慧潤法

師辭職回法雲精舍磣安住自修。

大航法師簡介（曾任第八屆院長）

大航法師磣 1960年 2月 25日生磣砟灣省砟

中縣人。東海大學哲學系畢業；日本大正大學文

學科碩士。1986年5月9日依止人乘寺聖開法師

出家磣同年11月於元亨寺受三壇大戒。

曾任新竹市佛教會理事長、福嚴佛學院院

長、圓光佛學院教務長、中華佛研所教師、慈明

研究所教師、福嚴佛學院教師、圓光佛學院教

師。現任新竹縣峨眉鄉金剛寺住持。佛學專長為

天台學。

厚觀法師簡介（現任第九屆院長）

厚觀法師磣 1956年 7月生磣砟灣省苗栗縣

人磣淡江大學畢業。1985年10月29日依止印順

法師出家磣1985年12月於妙通寺受三壇大戒。

中華佛學研究所結業磣東京大學印度學佛教學博

士課程修了。曾任中華佛學研究所教師磣現任福

嚴佛學院院長及教師、印順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佛學專長為《大智度論》、《十住毘婆沙論》。

i. 未來展望

(1)秉承辦學宗旨磣持續培養僧教育之師資。

(2)培育弘法人才磣幫助信眾建立佛法之正知正

見。

(3)成立佛學研究中心。一則結合本院在職教師

及畢業生磣共同開發各領域之佛學研究；二

則提供在職教師持續礓修、研究之機會；三

則令畢業生得有學以致用、繼續成長之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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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嚴佛學院第八屆院長

大航法師

福嚴佛學院現任院長

厚觀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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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院組織

本院導師：印順法師；置院長一人磣綜理院務。

於院長下設如後之各單位磣共同推展相關院務。

(1)教務處：掌理招生事宜磣課程安排磣教師之聘請等各項教育事務之籌劃砮執行。

(2)學生事務處（即「學務處」）：掌理學生生活輔導、法會共修、戶外參學、操行考核等有關學生

之事務。

(3)總務處：掌理經辦會計、出納、採買、器具維修等事務。

(4)圖書館：掌理圖書、期刊之蒐集、採購、編目、典藏及推廣服務等。

(5)推廣教育組：掌理推廣教育課程之安排磣受理學員之報名磣教材之採購、影印等。

b.本院章程　福嚴佛學院無獨立之組織章程。茲列出福嚴精舍組織章程作為參考。

福嚴精舍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精舍定名為福嚴精舍（以下簡稱本精舍）。

第 二 條：本精舍以弘揚佛法磣興辦僧伽教育事業為宗旨。

第 三 條：本精舍設於新竹市東區柴橋里明湖路三六五巷三號。

第二章　寺　務

第 四 條：本精舍之寺務如下︰

一、成立佛學院磣興辦僧伽教育事項。

二、舉辦弘法佈教事項。

三、舉辦佛教文化推廣事項。

四、舉辦法會活動等事項。

第三章　組織及職掌

第 五 條：凡出家僧伽磣經本精舍信徒推薦磣經信徒大會通過磣報請主管機關備查磣得為本精舍信

徒。

第 六 條：依監督寺廟條例第六條之規定磣本精舍置住持一人磣以綜理本精舍暨附屬佛學院一切寺

務。

第 七 條：本精舍住持之繼承磣依本精舍之慣例辦理之。本精舍住持之繼承慣例是依信徒大會推薦

產生。四年一任磣連選得連任一次。如無法依慣例產生時磣得由所屬教會磣依其教規選

任之。

第 八 條：本精舍住持資格之認定磣原則上依中國佛教會寺庵住持規則之規定辦理。但事實上磣確

有不能依此規定之原因者磣得由所屬教會磣依其教規選任之。

第 九 條：本精舍住持職責如下︰

一、管理本精舍及佛學院之財務。

二、管理本精舍及佛學院所有人事。

三、管理本精舍及佛學院弘法、法會活動。

四、管理本精舍及佛學院應興革事項。

第 十 條：本精舍住持磣得酌情分派副院長、教務主任、訓導主任、糾察、總務、庫頭、知客及其

他執事磣共同推行寺務。

各執事職責如下︰

一、副 院 長︰襄助院長磣處理寺務及院務磣並監督各執事之日常運作。

二、教務主任︰負責學院教育各項事務之籌劃砮執行。

三、訓導主任︰負責督導大眾磣維護學生生活起居磣執行院規之職務。

四、糾　　察︰襄助訓導主任磣維護紀律等職務。

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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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　　務︰負責經辦會計、出納磣如銀錢出入砮保管、賬目清理等職務。

六、知　　客︰負責招待賓客磣辦理外交等職務。

七、庫　　頭︰負責採買飲食、生活起居需要之用品及管理運用。

第十一條：本精舍住持磣在任職住持期間內應用本精舍財產所購置之動不動產磣無論用何名稱磣均

歸屬本精舍所有磣其俗親不得繼承。如主張為該住持或其親屬所有磣必有確切之反證而

後可。

第十二條：本精舍住眾需分擔執事磣並另訂清規磣為全體住眾遵行之准則磣並為參砮執事會議之依

據。如有違反者磣上至住持磣下至清眾磣均依清規議處。

第十三條：本精舍執事會議職責如下︰

一、寺務、學院運作策劃。

二、寺務、學院運營得失之檢討。

第十四條：本精舍信徒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行使本精舍財務收支結算審議權。

二、行使本精舍財產處分議決權。

三、行使信徒審查同意權。

四、行使住持審查同意權。

第十五條：本精舍信徒之義務如下︰

一、須履行護持三寶之義務磣盡一己之人力財力磣擁護本精舍。

二、協助本精舍所舉辦之弘法、文化、教育、慈善、公益等事業。

三、本精舍寺眾被無端毀謗磣或權益被非法侵害時磣須盡一切力量護持之。

第十六條：本精舍信徒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磣視同喪失信徒資格磣經住持檢送資料磣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磣得予以除名。

一、死亡或行方不明及違犯公序良俗者。

二、自願離開本精舍或違犯本精舍規約而離開者。

三、連續二次未參加信徒大會者。

四、言行嚴重損害本精舍或佛教名譽者。

五、侵占本精舍財產磣查有屬實或經判決有罪確定者。

第四章　會　議

第十七條：本精舍得如期召開下列各種會議︰

一、執事會議磣每六個月召開一次。

二、信徒大會磣每一年召開一次。

上列定期會議外磣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所有會議磣均由住持召集磣並由信徒之中磣

互推一人為會議主持人。

第五章　經費來源及會計

第十八條：本精舍經費以下列各項充之︰

一、信徒布施。

二、其他收入。

第十九條：本精舍年度決算磣若有盈餘磣應以福嚴精舍名義存入金融機構保管之磣不得轉入任何私

人名義下。並應用之於弘揚教義及興辦慈善公益事業。

第二十條：本精舍會計年度磣以每年一月一日起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六章　附　則

第二一條：本精舍解散或撤銷時磣其剩餘財產應依法處理磣不得為個人或私人企業所有磣應屬地方

自治所有。

第二二條：本章程訂於民國八十六年（1997年）一月二十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2002年）

三月十六日。如有未盡事宜磣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三條：本章程提經信徒大會會議通過磣報請主管機關及所屬教會核備後施行磣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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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別 學歷 經歷 專研之領域 教授科目

釋厚觀 僧

中華佛學研究所結業、

日本東京大學印度佛教

學博士課程修了

福嚴佛學院院長（現任

第九屆）

中華佛學研究所教師

大智度論、

十住毘婆沙論

成佛之道、大智度論、

十住毘婆沙論、初期大

乘佛教之起源砮開展

釋大航 僧 日本大正大學碩士

福嚴佛學院前院長（第

八屆）

中華佛學研究所教師

天台學、唯識學 佛法概論、修行要略、

天台學、顯揚聖教論、

攝大乘論

釋廣淨 僧

交通大學計算機砮控制

工程系畢業

靈山佛學研究所畢業

福嚴佛學院前教務主任

圓光佛學院教師

俱舍論、

部派佛教

俱舍論、異部宗輪論、

印度佛教思想史

釋淨照 僧 中華佛學研究所結業

福嚴佛學院教師

農禪寺院內教育教師及

安和分院教師

阿含、唯識學、

如來藏學

遺教三經、百法、

八識規矩頌、

般若經概論

釋淨化 僧 東海大學歷史系

淨律寺前訓導主任

南普陀佛學院前教務

長、教師

大乘起信論、

遺教三經

大乘起信論

釋齎因 僧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福嚴佛學院教務長
梵語、巴利語、

阿含

梵語、巴利語

釋開印 僧 圓光佛學院畢業

福嚴佛學院前教務主任

（第八屆）、圓光佛學院

教師、福嚴佛學院教師

清淨道論、

大智度論、

禪定學

佛法概論、清淨道論、

禪修

釋本因 僧 國立政治大學畢業
福嚴佛學院教師

南普陀佛學院教師

戒律、南山三大部 比丘戒、瑜伽菩薩戒

釋傳妙 僧 國立空中大學 福嚴佛學院教師 梵唄 梵唄

釋慈隆 僧 福嚴佛學院畢業 福嚴佛學院前學務長 淨土學、律學 沙彌律儀

釋如範 僧 中原大學建築系畢業 砟南女眾佛學院教師
阿含經、成實論、

印度佛教史

阿含經

郭忠生 男 中興大學法律系畢業
現代佛教學會理事

業餘翻譯家

初期大乘佛教、

般若學、中觀學

初期大乘佛教、

佛學專題研究

萬金川 男
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

碩士

南華大學前佛教文化研

究所所長

中央大學國文系副教授

中觀學 中論導讀、

當代佛教學研究

許洋主 女
砟灣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

福嚴佛學院教師、中華佛

學研究所兼任副研究員

英、日、梵、巴、

藏語

英、日、梵、藏語

黃運喜 男
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博士

玄奘大學宗教研究所所

長

中國佛教史 中國佛教史、

中國佛教諸宗概論

福嚴佛學院師資簡介

a.教師

(1)師資概況

現有教師人數：20位。男性18位；女性2位。

中華民國籍19位；馬來西亞籍1位。

學歷：博士2位；碩士8位；大學8位；佛學院2位。

(2)各部師資簡介

初級部：16位。高級部：10位。研究部：10位。

教職生資料



b.行政人員　

人數7人磣包括碩士1人磣大專畢業6人。

c.學生　至 2001年 6月招生到第九屆。每屆招

生磣初級部約 42人；高級部約 12人；研究部

約6人。

(1)現有全修生人數： 52人。初級部約 39人；

高級部7人；研究部6人。

現有國際學生人數：21人。

(2)現有學生國籍分布：中華民國（31）、馬來

西亞（11）、新加坡（3）、緬甸（2）、泰國

（1）、香港（2）、美國（1）、越南（1）。

d.校友

(1)校友人數：448位（1969~2001年）。

(2)校友職業分布：本院校友多為僧眾故磣畢業

後磣或從事文教工作磣或任寺院行政、弘

化磣乃至繼續參學、深造。

(3)傑出校友事蹟

會寬法師任元亨佛學院副院長。

淨珠法師任元亨佛學院教務主任。

能淨法師任福嚴佛學院第二、三屆副院長。

慧理法師曾任福嚴、慈明、中華等佛學院講

師。

崇誠居士任菲律賓普賢中學校長。

a.課程概況

(1)初級部

泝一年級：成佛之道（第一至四章）、佛法

概論、遺教三經、沙彌律儀、比丘戒、中

國佛教史、梵唄、國文、英文、日文。

沴二年級：成佛之道（第五章）、修行要

略、異部宗輪論、瑜伽菩薩戒、百法明門

論、八識規矩頌、妙雲集導讀、中國佛教

諸宗概論、佛學日文、佛學英文。

沊三年級：阿含經、印度佛教史、金剛般若

經、十住毘婆沙論、佛學日文、佛學英

文。

課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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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一標 男
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

博士

華嚴專宗佛研所副所長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助理

教授

俱舍論、

唯識思想、

如來藏思想

唯識學探源

廖本聖 男
淡江大學化學研究所碩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中華佛學研究所專任助

理研究員

西藏佛學 入中論、

菩提道次第廣論

楊德輝 男 國立成功大學畢業 福嚴佛學院教師 日文 日文

高志豪 男 國立政治大學畢業
哈佛留學中心講師

中國生產力中心講師

英文 英文

華美玲 女
美國舊金山大學公共行

政研究所碩士

玄奘大學國文講師 國文 國文

福嚴佛學院第四屆畢業典禮攝影紀念

姓名 性別 學歷 經歷 專研之領域 教授科目



(2)高級部

泝一年級：天台學、大乘起信論、大智度

論、清淨道論、俱舍論大綱、比丘戒、顯

揚聖教論、日文、英文、巴利語。

沴二年級：清淨道論、印度佛教思想史、攝

大乘論、妙雲集導讀、佛學日文、佛學英

文、梵語、巴利經文導讀、藏語。

沊三年級：十住毘婆沙論、初期大乘佛教之

起源砮開展、中國佛教諸宗概論、唯識學

探源、梵典導讀、藏譯佛典導讀。

(3)研究部

泝一年級：大智度論、初期大乘佛教、中觀

專題研究、俱舍論賢聖品、顯揚聖教論、

日文、英文、梵語、巴利語、藏語。

沴二年級：論文寫作指導、佛學專題研究、

攝大乘論、當代佛教學研究、印度佛教思

想史、佛學日文、佛學英文、巴利經文導

讀、入中論（藏語）。

沊三年級：佛學專題研究、菩提道次第廣論

（藏語）、唯識學探源、十住毘婆沙論。

(4)福嚴推廣教育：開設有妙雲集導讀、成佛之

道、大智度論、十住毘婆沙論……等課程。

本佛學院目前是每三年招生一次磣 2002年

起磣每兩年招生一次。

A.福嚴佛學院91學年度（2002年度）招考男眾

a.學制

大學部四年磣研究所三年磣均採學分制。

b.報考資格

(1)大學部：高中以上或具同等學歷磣年齡 18

歲以上磣身心健全、品行端正之出家比丘、

沙彌或正信三寶弟子（男眾）。

(2)研究所：佛學院高級部畢業以上學歷磣或大

學以上具佛學研究能力磣身心健全、品行端

正之比丘。

c. 91年度招生報名日期

(1)國內：自2002年3月1日起至5月28日止。

(2)國外：自2002年3月1日起至6月28日止。

d.繳交證件

(1)報名表。(2)學歷證件影本一份。

(3)身分證（護照）影本一份。

(4)自傳（八百字以上磣內容須含學佛經歷、報

考佛學院動機等磣請用六百字稿紙或A4紙

電腦打字）。

本簡章、報名表備索磣請寄「福嚴佛學院教

務處」磣並註明姓名、地址、電話。

e.報名方式 一律以掛號郵件寄至「福嚴佛學院

教務處招生組」。

300砟灣新竹市明湖路365巷3號。

3, Lane 365, Ming Hu Road, Hsinchu

Taiwan 300, R. O. C.

其他聯絡資料：網址：http://www.fuyan.org.tw

電子郵件信箱：fuyan@mail.fuyan.org.tw 或

fuyan@cm1.hinet.net 

電話：886-3-520-1240 傳真：886-3-520-5041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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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考試日期

國　內：大學部：2002年6月9日（星期日）。

研究所：2002年6月16日（星期日）。

國　外：大學部、研究所： 2002年 7月 28日

（星期日）。

g.考試地點

國內：福嚴佛學院：砟灣新竹市明湖路365巷3號

國外：馬來西亞

（東馬）亞庇慈音寺：(088)724-725

（西馬）洪　福　寺：(04)228-0503

12, Perak Rd., 10150 Penang, Malaysia

h.考試科目

(1)筆試：大學部—佛學概論、國文。

研究所—中印佛教（含教理砮教

史）、英文或日文（任選一科）。

(2)口試：口試不合格者磣概不錄取。

（經審查合格者磣考後次日個別通知。）

i. 參考書目

(1)大學部：《學佛三要》、《佛法概論》、

《成佛之道》（印順法師著、正聞出版社）

(2)研究所

泝《印度佛教思想史》、《空之探究》

（印順法師著、正聞出版社）

沴《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砮開展》

（印順法師著、正聞出版社）

沊《佛教各宗大意》

（黃懺華著、文津出版社）

沝《中國佛教史概說》（野上俊靜等著、聖

嚴法師譯、砟灣商務印書館）

各類參考書籍請自行向下列各出版社洽詢。

正 聞 出 版 社：886-3-551-2254

文 津 出 版 社：886-2-2363-6464

砟灣商務印書館：886-2-2311-6118

B.福嚴佛學院91學年度（2002年度）大學部插

班考試簡章

a.插班年級　大學部三年級（採學分制磣之前在

佛學院修過之課程可抵免學分磣修學期間二

年磣得延長二年）。

b.報考資格

佛學院（初級部）畢業磣年齡十八歲以上磣身

心健全磣品行端正之出家比丘、沙彌。

c.報名日期

自2002年3月1日起至5月28日止。

d.繳交證件與報名方式　同前一招生簡章。

e.考試日期　2002年6月16日（星期日）。

f. 考試地點　砟灣新竹市明湖路365巷3號。

g.考試科目

(1)筆試：《成佛之道》（印順法師著）、

中印佛教（含教理砮教史）。

(2)口試：口試不合格者磣概不錄取。

（經審查合格者磣考後次日個別通知。）

h.參考書目

(1)《成佛之道》、《佛法概論》

（印順法師著磣正聞出版社）

(2)《印度佛教史》

（聖嚴法師著磣法瞺文化公司）

(3)《佛教各宗大意》（黃懺華著磣文津出版社）

參考書籍請自行向出版社洽詢：

正聞出版社、文津出版社（同前）

法瞺文化公司：886-2-2893-4646

C.福嚴佛學院91學年度（2002年度砦招考男眾

& 插班考招生說明會

時間：2002年3月24日（星期日）上午9：30。

地點：在本院舉行。

學雜費全免磣提供膳宿、衣被、教科書、講

義、日常用品磣就醫另有醫療補助。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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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研究所學生每月發給獎助金新砟幣伍千元。

b.大學部、研究所在學學生獎學金

國外僑生磣每人一學期新砟幣壹萬伍仟元；國

內同學磣每人一學期新砟幣壹萬元。

c.另有隱名氏護持金及各項醫療補助金供學生申

請。

d.畢業生進修獎助金

為獎勵本院優秀學生繼續於國內、外大學或

研究所深造磣俾學成後能將所學貢獻於佛教磣提

供礓修獎助金磣最高金額原則如下：

(1)就讀國外公私立研究所者磣每人一年新砟幣

肆拾萬元。

(2)就讀國內公私立研究所者磣每人一年新砟幣

貳拾萬元。

(3)就讀國外公私立大學者磣每人一年新砟幣貳

拾萬元。

(4)就讀國內公私立大學者磣每人一年新砟幣壹

拾伍萬元。

a.圖書館

(1)館藏數目：本學院圖書館現有藏書及中西文

期刊、博碩士論文磣合計二萬餘冊。

(2)檢索設施

本館採用明宇公司所研發之「天圖圖書館資

料庫管理系統」（視窗版）。其模組共有七個：編

目、流通、期刊管理、採訪、系統維護、讀者服

務及輔助。透過自動化作業磣得以節省人力、時

間磣大大地提高圖書館工作效率。

編目方法乃採用中國圖書編目規則。

分類方法方面磣佛學類採用香光尼眾佛學院

所編輯的「佛教圖書分類法」；非佛學類則採用

賴永祥的「中國圖書分類法」。

本館亦提供cbgrep、普賢等全文檢索軟體磣

以利電子佛典資源之檢索砮利用。

圖書館內設有七部電腦提供檢索服務磣全校

亦已完成電腦連線磣教師也可於個人研究室直接

查詢。

此外磣本館已將館藏書目掛上「福嚴佛學院

網站」磣其網址為：http://www.fuyan.org.tw磣以

提供校外人士線上檢索。

(3)館藏特色

泝收藏敦煌寶藏、房山石經及漢文、日文、

藏文、巴利文等藏經三十餘套。

沴館藏以學術研究為主磣特別是日文學術著

作及日文期刊相當豐富。

b.無障礙設施　設有殘障廁所（含坡道）。

a.每學期舉辦二至三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磣由全體

師生共同參砮磣藉由發表會的礓行磣訓練學生

思辨、研究、寫作、演說之能力磣並由此檢證

學生之佛法知見。

b.每學期舉辦戶外參學磣以增廣見聞。

《福嚴佛學院學生論文集》磣是第七屆砮第八

屆初級部、高級部學生論文集。

a.宿舍面積　1,102 m2。

b.校園總面積　11,355.17 m2（平面磣不含樓層）。

c.平均每一住宿生分享之宿舍面積　19 m2。

d.平均每一學生分享之校園面積　196 m2。

校舍面積

學術出版

校園生活介紹設備

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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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嚴學舍（福嚴佛學院前身砦大事記

1961年 03.09 續明法師於1959年任福嚴精舍住持磣1960年冬磣砮印順法師共同協商磣擬成立一

中級性質的僧教育機構磣定名為「福嚴學舍」。今天為「福嚴學舍」開學典禮磣學

員18名。住於學舍教學之師長有：續明、仁俊、幻生法師等人。

1964年 01.01 「福嚴學舍」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磣學員共17名。

1969年 07.13 位於砟北慧日講堂的「太虛佛學院」（1967年秋季開辦）因故停辦磣於今日舉行簡

單之結業典禮磣學生將轉入新竹福嚴佛學院繼續完成學業。

福嚴佛學院大事記
第一屆

1969年 10.16 第一屆「福嚴佛學院」於今日正式上課磣這次來院報考者除太虛佛學院原有同學

40名外磣尚招收插班生10名磣旁聽生數名磣學生共計有55人。學級除分甲、乙兩

班外磣尚設有研究生數名。敦聘印順法師為導師磣演培法師為院長磣印海法師為副

院長兼訓導主任磣常覺法師為教務主任。

1970年 04.04 福嚴佛學院新建之二層樓房已於近日完工開始啟用。

1971年 06.20 佛學院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磣畢業同學有甲、乙班共42名。典禮由導師印順法師

及副院長印海法師主持。（佛學院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後因故停辦。)

1972年 1972年至1977年之間磣精舍借給沈家楨居士磣興辦美國佛教會在砟譯經院漢文佛

經英譯事業磣佛學院暫時停辦。

第二屆

1977年 美國佛教會在砟譯經院北遷磣適逢青年尼僧能淨法師正在尋地建築磣準備辦學。經

由福慧二道場住持及大眾會商決議磣敦請能淨法師全權續辦「福嚴佛學院」；能淨

法師自謙磣請真華法師任院長磣自任副院長並實際綜理院務。又聘妙音、寄中、妙

定等法師磣共同協助推動院務。

1978年 09 「福嚴佛學院」第二屆開學典禮。本屆教師有：真華、常覺、顯明、厚行、能淨、

勝光、慧理、妙音、妙定、寄中、慧璉法師、關世謙、藍吉富老師等。

1981年 廣善法師晉山為福嚴精舍第八任住持。

第三屆

1981年 09 佛學院第三屆仍由能淨法師續辦磣能淨法師自任副院長磣真華法師為院長磣由妙

音、寄中法師協助磣並有第三屆畢業生竟中、宗文、淨慧等法師回院參砮院務運

作。本屆教師有：真華、常覺、顯明、如虛、能淨、慧理、寄中、竟中、慧璉法

師、藍吉富、劉秋岳、鄭蕊珠、許淑慎老師等。

1984年 06.15 今日舉辦第三屆畢業典禮。

第四屆

1984年 09 泝依道法師接辦第四屆佛學院磣自任副院長兼教務主任磣實際負責院務磣仍聘請真

華法師為院長。慧潤法師擔任訓導主任磣璨慧法師任庶務組長。

沴佛學院第四屆開學典禮。本屆教師有：真華、常覺、如虛、厚觀、能淨、性圓、

慧理、性瀅、依道、慧潤、昭慧、璨慧、仁辰法師、關世謙、許淑慎、梅迺文、楊

潮清老師等。

1986年 10.26 真華法師晉山任福嚴精舍住持。

1987年 06.21 今日舉行第四屆畢業典禮。

福嚴佛學院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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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

1987年 07 真華法師於今日主持福嚴精舍重建破土。

09 佛學院第五屆開學磣院長真華法師聘請本院畢業生仁辰、宗文、性演等法師擔任教

務、訓導、總務工作。

本屆教師有：真華、日慧、常覺、寬裕、廣元、如虛、厚賢、惠空、能淨、恆清、

性圓、慧理、性瀅、昭慧、聰慧、見正、寬謙、仁辰、宗文、悟成、善寂法師、關

世謙、許淑慎、楊潮清、湯廷池老師等。

1988年 03.12 下午戶外行腳磣參訪法源寺、圓光寺、仁光寺、智觀寺、壹同寺等道場。

1990年 06.17 今日舉行第五屆畢業典禮。

第六屆

1990年 09 佛學院第六屆開學磣院長真華法師聘請心航法師為副院長磣常憶、心儀等法師分任

教務、訓導工作。本屆教師有：印順、真華、常覺、日慧、如虛、厚賢、傳道、果

煜、性圓、天機、心舟、慧哲、性瀅、心航、心儀、依戒、昭慧、如瑩、悟殷、禪

曜、常億、海青、見和法師、楊德盛、湯廷池、許淑慎、硩淑文、呂秀玉、游少華

老師等。

10.21 精舍重建落成磣於今日傳授在家五戒、菩薩戒。由導師印順法師為得戒和尚磣演培

法師為說戒和尚磣妙蓮法師為羯磨和尚磣真華法師為教授和尚磣會本法師任開堂和

尚磣此次求戒的男女戒子共計575人。

1993年 04 印順法師返院小住數日。

1993年 06.19 今日舉行第六屆畢業典禮。

第七屆

1993年 09.02 本日為第七屆學員報到日磣由本屆起招收男眾磣恢復為純男眾佛學院。真華法師自

任院長磣慧天法師任教務主任。本屆教師有：真華、日慧、妙境、道海、如虛、等

慈、法振、慧天、慈忍、厚觀、大航、心宏法師、關世謙、陳常生、曾磬坤、楊郁

文、曹志成老師等。

1996年 06.04 舉辦畢業旅行磣至中國大陸四大名山朝聖。

1996年 06.24 泝舉辦第七屆畢業典禮磣畢業學生有65位。

沴真華法師退位磣由大航法師接任精舍第十一任住持暨第八屆佛學院院長磣佛學院

體制除原有初級部外磣並於第八屆增加高級部。

第八屆

1996年 09.03 佛學院第八屆開學。大航法師任院長。本屆教師有：妙境、寬裕、大航、法振、惠

空、廣淨、大修、厚觀、淨界、傳妙、本因、淨旭、如嚴法師、關世謙、張士欽、

曾森椅、黃運喜、廖大華、吳火川、江德千、傅金圳、洪舜帆、許洋主老師等。

09.17 下午學院舉辦行腳。地點：青草湖、靈隱寺、法源寺。

09.22 全院師生參加新竹市捐血中心「捐血活動」。

09.23 普獻法師至本院演講。

10.19 上午杜忠誥居士至本院演講「學書砮學佛」。

11.05 鳳山寺梵因法師陪同大陸長老法師至本院參訪。

11.11 學院舉行戶外教學磣至溪頭、日月潭、玄奘寺參訪兩天。

11.18 下午法藏法師帶領南普陀佛學院師生砮本院師生座談。

12.07 演培法師靈骨礓駐福慧塔院。

1997年 01.11 開照法師至本院演講「死囚•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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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9 砟北慧日講堂重建落成。

03.09 本院學生參加砟北慧日講堂「太虛大師圓寂五十磩年紀念座談會」。

03.22 下午蓮航法師至本院演講「現代中國佛教如何走向未來」。

04.05 賴鵬舉老師至本院演講「罽賓國的念佛襌法砮佛像製作」。

04.10 仁俊法師至本院開示。

04.11 性梵法師於學院捨報往生磣學院全力幫忙辦理喪事。

04.18 印順法師生日磣舉行金剛法會。

04.24 全院師生過堂改搭衣、持缽。

04.28 三天春假磣本院舉辦戶外教學（4/28~4/30）。地點：慈惠寺磣冬山河磣慈濟醫學

院磣靜思精舍磣和南寺磣天祥。晚上研討主題：「太虛大師僧伽制度的革新」。

05.03 厚賢法師帶領圓光佛學院學生至本院參訪。

05.24 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老師至本院演講「中印佛學之比較」。

05.31 晚上全院師生至清華大學欣賞金色蓮花的佛教戲劇演出—「太虛大師傳」。

06.07 下午黃運喜老師至本院演講「唐代中期的僧伽制度」。

06.14 本院師生至砟北故宮博物院參觀董玉祥教授—「燦爛輝煌的隴東石窟寺藝術」。

06.22 本院祖蓮、如源、印定、成慧、會元、祖傳法師等同學參加香光寺86年度佛教圖

書分類研習營（6/22~6/24）。

授課內容：圖書資料分類砮編目、《佛教圖書分類法1996年版》使用介紹、專題

演講—圖書館技術服務的管理砮效率提昇、分類編目實習。

08.18 初級部同學至新竹監獄弘法（8/18~8/21）。

08.15 廣淨法師正式擔任教務主任。厚觀法師3/21回國磣08/15擔任教師一職。大順法師

正式擔任監學一職。

08.27 全院比丘下午5：00結大界磣由本因法師唱四方大界相。

09.01 本院首次誦戒。

09.05 初、高級部同學參加法光佛研所主辦的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二天）。

10.12 糾察法師及高級部四位同學首次對外實習弘法。

10.13 本院糾察法師等五人參加第一次安寧療養講習（10/13、 14）。講習地點：馬偕醫

院。

10.17 全院師生至桃園東眼山森林遊樂區行腳。

10.18 下午2：00~5：00院長簡介印度之旅（幻燈片、影帶播放）。

10.25 舉辦院內第一次論文發表會（發表者：如源、如戒、祖仁法師）。

11.01 楊英風居士往生磣本院派十位同學參加法源寺三時繫念磣隔天告別式磣均由真華老

院長主法（11/1~11/2）。

11.13 高雄佛光山心定法師砮新竹無量壽圖書館二位尼師來訪。

11.18 大陸陜西省牛頭寺果林老法師蒞院參訪。

11.22 砟北市佛教觀音線協會蔡稔惠居士至本院演講「心理諮商砮佛法初次對話」。

11.26 本院舉行戶外教學（11/26~11/27）磣至杉林溪、鳳凰谷、淨律寺。

12.06 院內第二次論文發表會（發表者：印融法師）。

12.20 法藏法師蒞院演講—「中國佛教未來之路」。

1998年 01.14 於寒假聘請魏南安老師至本院教授漢語課程（1/14~1/18）。

04.18 第三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發表人：開尊、慈融法師）。

院長應邀至新竹市政府演講（題目：正信砮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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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9 新竹市政府舉辦浴佛祈福法會暨佛前大供磣本院派員參加。

04.21 妙境法師蒞院開示。

04.25 緬甸帕奧禪師蒞院開示。

04.27 仁俊法師蒞院開示。

05.02 第四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發表人：如定、印定法師）。

05.19 戶外教學三天磣參訪超峰寺、光德寺淨覺佛學院、青龍寺、五公寺、蓮光寺、佛光

山。

06.13 第五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發表人：如嵩、祖蓮法師）。

07.09 兩岸學術交流參訪團蒞院參訪。

07.31 本院高級部學生祖仁、印融、如源、如定法師參加華嚴專宗佛學研究所主辦之「第

九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並發表論文（7/31~8/2）。

09.14 密因法師短期密集課程《修道宗範》（9/14~9/24）。

09.26 第六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發表人：如源師、開仁師）。

10.16 王見川老師蒞院演講「砟灣佛教史」（10/16、10/23、10/30、11/7共四次）。

10.20 妙境法師密集課程《地持菩薩戒》（10/20~10/30）。

10.21 中華佛研所師生蒞院參訪。

10.24 邀請果煜法師蒞院演講「行門的著力處」。

11.18 第七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發表人：祖仁、如戒法師）。

11.22 11/22~24戶外教學：古坑慈光寺、阿里山、奮起湖、草嶺。

11.30 仁俊法師蒞院開示。

1999年 02.25 念佛三天。

02.28 高志豪老師蒞院講授「如何提昇英文能力」（2/28、3/7、3/31三次）

03.12 如嚴法師邀請印度Poona大學講師Mahesh Deokar蒞院介紹印度文化。

03.13 宏印法師帶領40位居士蒞院參訪。

03.15 第八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發表人：如正、果化法師）。

03.18 孟加拉籍法師Gyana Ratna蒞院演講「行住坐臥的禪法」。

03.30 至清華大學觀賞金色蓮華舞砟劇「蓮花生大士」。

04.10 院長應邀至新竹市政府大禮堂演講「修行砮感應」。

04.11 院長暨同學27人參加新竹市浴佛法會。

04.21 仁俊法師蒞院並開示法義。

04.28 舉行福慧僧團會議。推選厚賢法師任慧日講堂第十一任住持磣厚觀法師任福嚴精舍

第十二任住持兼福嚴佛學院院長。

05.03 5/3~5/7畢業旅行。

06.27 舉行第八屆畢業典禮及厚觀法師晉山福嚴精舍典禮。

第九屆

1999年 08.05 本院研究部砮中華佛學研究所簽訂「所際選修協定書」。

08.20 8/20~8/22研究部同學參加圓光佛學院所主辦之「第十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發

表人：如戒、如定、祖仁、印定法師）。

08.28 馬天賜神父率宗教人士50人參訪本院。

08.30 交通大學文書組戴淑欣組長蒞院講解文書處理流程。

09.03 佛學院第九屆開學磣厚觀法師任院長磣佛學院體制除原有初級部、高級部外磣並於

本屆起增設研究部。本屆教師有：厚觀、大航、齎因、廣淨、淨照、開印、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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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化、如範、傳妙、慈隆法師、郭忠生、萬金川、黃運喜、陳一標、廖本聖、楊德

輝、高志豪、許洋主、華美玲老師等。

09.08 上午邀請消防局蒞院講解消防常識。下午邀請交通大學黃漢昌教授講解「公文處

理」。

09.12 CBETA周海文居士蒞院講授「檔案比對程式」。

09.18 賴金光居士蒞院講解「如何開好會議」（師長、職事參加）。

09.19 慧日講堂厚賢法師晉山磣院長厚觀法師帶領同學前往祝賀觀禮。

09.22 9/21集集大地震磣學務長率領同學至災區賑災助念。

09.23 糾察法師率領同學13人至災區助念及賑災。廣淨法師率領同學10人至埔里災區賑

災。

10.09 弘誓學院新校舍落成暨佛陀聖像開光典禮磣院長偕同廣淨法師到場觀禮祝賀。

10.20 惠空法師帶領大陸學者30人蒞院參訪。

10.23 10/23~24 同學三人參加1999第二屆兩岸禪學研討會。

10/23~24師生25人參加弘誓文教基金會主辦之「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印順導

師思想之理論砮實踐學術研討會」。

10.25 仁俊法師蒞院開示。

10.28 全院舉行防震演習及防震演習檢討會。

10.31 高雄正信佛教青年會14人蒞院參訪。

11.06 印海法師蒞院開示。

11.20 戶外參學：十八尖山、古奇峰、青草湖靈隱寺。

12.04 第九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發表人：成慧、開仁法師）。

12.12 邀請衛生署新竹醫院至本院教授「震災急救訓練課程」（全院師生參加）。

12.28 本院內部網路施工。

12.29 香港慧瑩法師等多人來院訪問。

2000年 01.09 舉行第七、八屆校友聯誼會。

01.22 1/22~23本院師生53人參加印順文教基金會砮現代佛教學會主辦之「印順思想—

邁向二千年佛學研討會」（砟大）。

02.29 新竹觀護所70名學員假本院舉辦佛學講座磣並邀請淨化法師主講。

03.22 3/22~24戶外參學（至花蓮靜思精舍拜見導師磣並參訪慈濟醫學院、慈濟醫學暨人

文社會學院、慈濟技術學院磣及前往鯉魚潭、池南森林遊樂區、烏來風景區）。

03.28 仁俊法師蒞院演講。

04.01 第十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發表人：開尊、安慧法師）。

04.23 僧伽醫護基金會假中壢圓光佛學院舉辦「心理諮商輔導員訓練課程」磣本院學務

長、糾察法師、性燈、清利、傳印、會慈法師等人參加。

04.29 邀請惠敏法師蒞院演講（講題：「大乘止觀導論」）。

05.07 邀請張文宗、朱麗娟夫婦蒞院講解編製畢業紀念冊、畢業論文集之作業流程及應注

意事項。

05.23 從韓國來的法國籍Bernard Senecal 神父為了礓一步瞭解印順導師對佛教的貢獻砮將

來佛教的走向磣由同為法國籍的馬天賜神父、龍若望神父陪同蒞院訪問院長厚觀法

師。

05.27 第十一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發表人：如定、如戒法師）。

06.08 舉辦消防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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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0 周海文及李志強居士蒞院講解CBETA藏經光碟使用方法。

07.27 7/27、28院長和黃運喜老師前往花蓮探望導師磣請示院務以及詢問有關編撰《福

嚴寺誌》的相關事宜。

08.25 泝屏東法雲精舍慧潤及依道兩位法師率法師及信眾等36人磣由正聞出版社性瀅法

師陪同蒞院參訪。

沴南華大學佛教學研究中心暨宗教學研究中心師生等40人磣由佛學研究中心蔡主

任昌雄先生領隊蒞院參訪。

08.26 泝中華佛教護僧協會理事長傳孝法師及委員等8人於上午蒞院訪問磣由海正法師接

待。

沴中華佛研所主辦之第十一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磣於26、27日兩天在砟北中華

佛研所舉行。本院院長、教務長及11位同學砮會磣並有三位研究部同學：祖蓮、

如戒和如定法師發表論文。

08.28 大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及中國佛學院等6位研究生磣趁參加中華佛研所主辦之第

十一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之便磣於本日下午由中華佛研所秘書陳秀蘭居士等陪同

蒞院參訪。

09.10 院長主持第一次福嚴推廣教育班籌備會議磣計有廣淨、淨照、齎因、海隆等法師磣

以及交大陳耀宗、清大張士欽教授磣清大佛學社指導老師林義焜和玄奘人文社會學

院宗教研究所所長黃運喜教授等多人參加。

09.17 衛生署新竹醫院護理人員蒞院教授急救課程（一）。授課內容如下：

李秀彩護理主任：「急救課程總綱介紹」。邱奕成護理師：「溺水急症病患之處

置」。洪麗鳳護理長、陳綠蓉護理師：「毒蛇咬傷及昆蟲螫傷」。

09.21 下午韓國海印寺律學院院長慧能法師及四位學僧磣由韓國慈林法師陪同來訪磣並贈

送韓國律宗食用缽及高麗藏抽印《四分律》影印本以為結緣。

09.23 衛生署新竹醫院護理人員蒞院教授急救課程（二）：基本心肺復甦術。

10.04 聖嚴法師在清華大學新體育館舉行「菩提樹砮蘋果樹的對話」（砮清大和交大兩位

校長、聯電曹興誠董事長以及工研院史院長對談）。本院由院長領隊磣共計34位師

生出席聹聽。

10.06 圓光佛學院畢業班同學20位蒞臨本院參訪。

10.07 下午舉行第三次急救訓練磣主題是骨折固定。

10.10 仁俊法師蒞臨本院開示磣講題是「智健慈壯淬永青」。

10.21 下午舉辦本院學生第十二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空理法師：〈頂墮砮墮頂初探—以

《大智度論》為主〉；長慈法師：〈印順法師之「人菩薩」思想初探〉。

10.22 上午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同學20名蒞院參訪磣並借用研究部教室開校友會。

10.24 下午佛光山都監院院長慧寬法師等6位法師蒞院參訪。

10.26 下午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研究所所長黃運喜博士磣率全體研究學生蒞院參觀本院

圖書館。

10.29 下午日本立正大學佛教學部長三友健容等師生 7人及一名山田屋旅館店主磣共 8

人磣由該校我國籍果暉法師引導蒞院參訪。

10.31 泝壹同寺原幼稚園房舍及土地無償借給本院使用三十年磣今天由院長砮壹同寺住持

如琳法師正式簽約以為憑證。

沴上午獅頭山金剛寺大航法師晉山典禮磣師生代表計26位前往祝賀。

11.02 院長砮傳妙法師前往砟北慧日講堂向印海法師禮座磣請益有關福嚴精舍及福嚴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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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以往之事蹟磣以利《福嚴寺誌》之編輯。

11.10 導師印順法師上午蒞臨學院磣並期勉全院師生：為了眾生和佛教磣要特別注意各自

身、口、意的清淨及經教的研究。

11.12 中華民國佛教青年會二十餘人蒞院訪問。

11.15 學院舉行兩天戶外教學活動磣參訪地點：一、西蓮淨苑（由慧觀法師放幻燈片簡報

淨苑開創過程）。二、承天禪寺。三、砟北市防災教育科學館。四、慧日講堂。

五、七星山。六、桃園海洋生物館。

11.26 心宏法師目前在紐西蘭坎特布里大學哲學砮宗教研究所礓修磣趁假期之便在本院掛

單數日。今天上午對高級部和研究部同學舉行一場演講磣講題是：「西方佛學現況

簡介砮留學經驗談」。

12.03 許洋主老師在砟北舉辦論文發表會。本院計有祖蓮、開尊、如定、成慧、如永、安

慧、性燈和空理法師等8位同學前往參加。（其中祖蓮、如定法師發表論文磣其餘

6位擔任主持人。）

12.12 越南宗教研究所所長鄧嚴萬教授及研究員陳億方先生磣由圓光佛學院法師陪同蒞臨

本院訪問。

2001年 01.04 日本立正大學佛教學部擬砮本院簽訂「學術交流同意書」磣約定雙方交換定期刊物

及學術雜誌等事項。經本院於本日第四十五次院務會議通過簽約事宜磣並決議贈送

印順導師著作全集及《福嚴佛學院學生論文集》交換對方《學報》等刊物。

01.05 本院正式由院長厚觀法師砮日本立正大學佛教學部部長三友健容簽訂「學術交流同

意書」文件磣並隨即寄贈導師著作全套及《福嚴佛學院學生論文集》。

01.12 院長砮教務長至南華大學參加「第十二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籌備會」磣會中決議

2004年由福嚴主辦第十五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01.23 傳悔法師昨晚圓寂磣院長、廣淨法師代表學院至承天禪寺參加封棺大典。（由聖嚴

法師主法。）

02.01 法源寺舉辦「十日慧學」課程磣由悟殷法師主講《印度之佛教》。本院師生廣淨法

師等13人參加。

02.09 下午寬謙法師帶領「十日慧學」課程之學員蒞院參訪。

02.15 三天念佛共修。

03.10 師生12位至砟北參加由僧伽醫護基金會所舉辦之「觀老病苦磣渡生死海」生命砮

生活國際研討會。

03.27 日本立正大學佛教學部部長三友健容博士磣砮山喜房佛書林老闆淺地康平先生、果

暉法師等人蒞院訪問。

03.31 師生共32人磣前往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磣參加弘誓學院舉辦之「人間佛教磣

薪火相傳」學術論文研討會。

04.04 本院舉辦金剛法會慶賀導師印順法師九秩晉六嵩壽。

04.08 「福嚴推廣教育班」正式成立並開始上課磣百餘名學員參加。

04.14 砟北法光佛研所師生一行23人磣由該所所長蕭金松教授帶隊磣上午蒞院參訪。

04.22 11位同學到清華大學聽名人對談—「歲月的智慧—大師真情」。對談人有楊振

寧、金庸、劉兆玄先生和聖嚴法師。

04.27 教育部專門委員及4位教授組團至圓光佛學研究所訪視磣院長砮廣淨法師列席參砮

「宗教教育研修機構學歷認證座談會」。

04.28 全院師生參加消防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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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 5/1∼ 5/3全院師生參砮戶外教學參訪活動磣所到地點計有：砟中科博館秦兵馬俑

展、香光尼安慧學苑、妙雲蘭若、嘉義靈嚴禪寺、香光尼眾佛學院及阿里山森林遊

樂區等。

05.06 新竹市政府文化局砮清華大學合辦「寺院之旅」活動磣共計一百位學生砮民眾參

砮磣於下午至本院參觀。

05.07 菲律賓唯慈法師蒞院訪問。

05.11 師生19位到中央大學參加萬金川老師主持的「佛典翻譯砮佛教經學座談會」。

05.13 師生17位到法源寺參加「贊助九二一震區竹山明善寺重建園遊會」。

05.27 泝前教務主任慧天法師蒞院對全院師生開示。

沴「第一屆圓光、福嚴聯合論文發表會」假本院推廣教育班舉行磣約有一百二十餘

位師生參砮。圓光佛學院發表者—釋演莊：〈試析佛教「中有」概念的呈現砮發

展〉；釋德聞：〈比丘尼八淨法之修道義—以《大愛道比丘尼經》為主之探

討〉。福嚴佛學院發表者—釋安慧：〈如來藏的探討—以《大乘起信論》為中

心〉；釋本密：〈人間佛教的勝解空性初探—以印順法師的著作為中心〉。

06.13 法瞺山果醒法師蒞臨本院指導禪修。

06.21 幻生法師自美返國磣蒞臨本院指導。

06.26 上午日本多摩美術大學教授清田義英博士和交通大學共同科目教授楊永良博士磣由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研究生會元法師陪同蒞臨本院參訪。

07.01 福嚴推廣教育班第一期課程圓滿結束。

07.05 玄奘大學主辦「宗教學術研討會」磣宗教所所長黃運喜教授率學員蒞院參訪。

07.14 行政院「中諦禪學社」70人蒞臨參訪。

08.26 印順法師蒞臨福嚴小住。

09.07 9月 7、 8日兩天磣南華大學舉辦第十二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本院學生 4人參

加磣研究部如正師發表論文：〈文殊法門中的彌勒菩薩形象〉。

09.12 慈忍法師陪同福建廣化寺佛學院道偉法師來訪。

09.16 福嚴推廣教育班第二期正式開課磣至明年1月12日止。本期課程計有：

磩日：【中級班】妙雲集導讀（厚觀、齎因、廣淨及淨照法師）

磩一：【初級班】成佛之道一至三章（開尊法師）

磩二：【初級班】佛法大要（祖蓮法師）

磩三：【高級班】《十住毘婆沙論》（厚觀法師）

磩六：念佛共修（海隆法師等）

09.29 法寶寺自今日起至12月1日止磣每磩六舉辦「安寧緩和醫療（臨終關懷）志工訓練

課程」磣為期十磩磣本院19位同學參加。

10.01 中秋夜磣全院師生於大殿靜坐修慈悲觀磣為九一一紐約世貿大廈罹難者祈福。

10.02 第九屆同學畢業旅行磣共計三天磣師生共 47位參加。參訪地點：中華佛學研究

所、農禪寺、法瞺文化出版公司、法瞺山僧伽大學、法光佛學研究所、市立天文科

學教育館、故宮博物院等地磣並聆聽聖嚴、惠敏法師開示。

10.05 惠空法師陪同大陸學者等一行共23人蒞院參訪磣並砮院長座談。

10.07 護僧協會總幹事等一行8人來訪磣並致贈教育基金。

10.11 清雲技術學院土木系陳德成教授陪同系主任郭來松教授及3位同學蒞院協助勘查圖

書館前廣場及福嚴後山土質結構。

10.20 法源寺別苑連續兩天舉辦「解脫道、菩薩道—人間佛教專題演講暨座談會」磣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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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廣淨法師及20位同學參加。

10.27 第三屆兩岸禪學研討會今明兩天在師大舉行磣討題主題：〈圓頓砮次第〉磣本院師

生共21位參砮。

院長至花蓮靜思精舍拜見印順法師磣請示：自2002年起磣學制由目前的「初級部

三年、高級部三年及研究部三年」改為「大學部四年和研究所三年」是否可行磣導

師表示非常贊同。

11.01 院長至大林慈濟醫院看望厚行法師磣並至埔里向老院長真華法師報告學院於明年改

制的情形。

11.03 邀請開印法師主持禪七（11/3晚上19：00 ~ 11/10下午17：00）。

11.10 中華佛學研究所於天母國際會議中心主辦〈兩岸佛學教育現況砮發展研討會〉磣如

正法師代表參加（11/10 ~ 11/11）。

11.12 泝上午中華佛學研究所陳秀蘭秘書陪同〈兩岸佛學教育現況砮發展研討會〉砮會大

陸學者6人蒞院參訪。

沴下午邀請國立交通大學陳光華教授演講〈危機管理砮危機處理〉。

11.24 泝長慈法師等九位同學到砟北中華佛學研究所磣參加該所舉辦之「研究人員專題發

表會」。

沴法源寺別苑連續兩天舉辦「解脫道、菩薩道—人間佛教專題演講暨座談會」磣

院長、廣淨法師及8位同學參加。

11.25 第一屆玄奘學術研討會於玄奘人文社會學院舉行磣學院老師發表論文。

廣淨法師：〈從《俱舍論》看玄奘翻譯之語言問題〉；黃運喜老師：〈玄奘大師晚

年之行實—以高宗朝為中心〉；陳一標老師：〈《解深密經》中的阿陀那識〉。

12.07 下午舉辦第十四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磣由開心法師發表〈四尋思砮四如實智初探〉磣

其講評老師為：淨照法師。會慈法師發表〈佛教因明略探〉磣其講評老師為：陳一

標老師。

12.08 新竹法寶寺自9日29日至12月1日磣每磩六舉辦「安寧緩和醫療（臨終關懷）志工

訓練課程」磣為期十一磩。本院19位同學參加磣其中清利法師等6位全程參砮並獲

頒「研習證明書」。

12.22 下午全院師生舉行「防災演習」磣並召開檢討會。

2002年 01.10 《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光碟版第三版製作完成磣今天院長及長慈法師專程送至砟

中華雨精舍磣呈給印順導師。

01.18 第四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於中央研究院舉行磣主題為「佛教砮二十一世紀」。本院

由廣淨法師帶領九位同學參加。

01.21 留學英國的法曜法師於早上十一點帶領Rupert Gethin教授參訪本院。

01.23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研究所所長黃運喜教授及該校資訊處主任江振瑞博士、楊喨

智老師磣邀院長、廣淨法師和法源寺寬謙法師等人磣於福嚴推廣教育班討論「網路

佛學院」之可行性及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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