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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假日佛學院』第五屆 

 

成立緣起：為念三寶恩，不忍聖教衰，祈盡綿薄力，          

護持正法輪，三寶常住世，廣度一切眾。 

教學宗旨目標：一門深入，解行相應，入佛知見，究竟離苦得樂。 

學院組織：設院長 1人，班主任 1人，班導師數人。班導師須負責該班的教

學計劃擬定與計畫執行；并擔任與學員聯絡、互動之角色。 

教學方式： 

一、以「學佛基礎進階班」及中國佛教「十宗」來分班，表列如後。 

二、為方便學習，上課時間則利用週末假日。 

三、為讓遠程大眾能同時學習，教學講經現場同步網路直播。授課內容以

mp3 錄音檔及 MP4 錄影檔存放於本會網站中，方便下載學習。 

四、各宗有安排行門課程計劃，一門深入，專修專弘；歸元無二路，方便

有多門。 

開課日期：2020/04/11（週六）、12（週日）開學。 

上課地點：本會教室（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55 號各樓層）及 

三學講堂教室（杭州南路一段 63 號 6樓之 1） 

報名：（1）基礎班與各宗採用同一報名表，由學員自行勾選欲報名的班別。 

（2）即日起至 2020 年 3月 31 日止。請詳細填寫報名表後（報名表可

於本會網站中下載，http://www.budaedu.org）： 

1.E-mail 報名：college@budaedu.org； 

2.函寄本會：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55 號 11 樓， 

佛陀教育基金會『假日佛學院』收 

3.親自報名：至本會三樓服務台，索表報名。 

4.傳真報名：FAX：（02）2391-3415。 

5.洽詢電話：（02）2395-1198＃36 

錄取通知將會用 E-mail 或簡訊告知。 

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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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分班、師資及授課時間：設一班、十宗， 

每週上課如下表所示：(依時間排序) 

課程類別 班導師 授課時間 錄影、直播 

學佛基礎進階班 理群法師 週六 上午 9：00～12：00 AM ˇ錄影 ˇ直播 

華嚴宗 蔡長志老師 週六 上午 9：00～12：00 AM ˇ錄影 ˇ直播 

密 宗 大顯法師 週六 上午 9：00～12：00 AM ˇ錄影 ˇ直播 

天台宗 覺行法師 週六 上午 9：00～12：00 AM ˇ錄影 ˇ直播 

成實宗 陳世賢老師 週六 上午 9：00～12：00 AM ˇ錄影 ˇ直播 

三論宗 如碩法師 週六 下午 2：00～5：00 PM ˇ錄影 ˇ直播 

在家律學班 同燈法師 週六 下午 2：30～5：30 PM ˇ錄影 ㄨ直播 

淨土宗 阮貴良老師 週六 晚上 6：30～9：30 PM ˇ錄影 ˇ直播 

俱舍宗 施凱華老師 週六 晚上 6：30～9：30 PM ˇ錄音 ㄨ直播 

法相宗 廖誠麟老師 週日 上午 9：00～12：00 AM ˇ錄影 ˇ直播 

禪 宗 簡豐文老師 週日 下午 2：30～5：30 PM ˇ錄影 ˇ直播 

課程學制與選課規定： 

一、每二年招生一次：（1）「學佛基礎進階班」，一期 2年。（2）十宗，

一期 4年；每二年再新開一期。 

二、選修「學佛基礎進階班」者，不得選各宗的課程；僅可旁聽。需待二

年結業後，方可正式報名各宗的課程。 

三、各宗的課程，最多可以同時選 3宗，以專修一宗為主，餘二宗為輔。 

四、各宗課程可以允許學員在開班的第一年內中途插班，但必須由「班導

師」簽署同意書，並填寫正式報名表。第二年則請其旁聽即可，待第

二年課程結束後，即可正式報名新開辦的各宗課程。 

五、學員不得曠課，而且請假每年不得超過 5 次，否則視同旁聽生，不予

頒發畢業證書。 

六、四年課程期滿，本會將頒發畢業證書及紀念品予正式學員，以資獎勵。 

七、各班的『教學計劃大綱』及授課講師資料，詳見如後；或參閱本會網

頁。（各班排序，依上課時間） 



Page 3 

學佛基礎進階班（2年課程） 

班導師：理群法師 

班導師簡介： 

理群法師，台灣基隆人。學歷：華南師範大學心理學博士修畢，玄奘大學宗教學碩

士，靈山佛研所、淨覺佛研所畢。經歷：(1)美和科技大學、育達科技大學任教，及佛學

院教授師、電視弘法及主持節目。(2)心理諮商(擁有一級心理師證照)、榮獲教育部頒發

社會教育有功獎。 

教學與研究領域：1.華嚴宗專題研究與教學、禪宗、淨土宗、天台宗。2.心理學、

生命教育、性別平等、人生哲學 

上課時間：每週六早上 9：00～12：00。 

教學計畫大綱 

1 學佛知津 3 個月 理群法師 

2 念力的秘密分享 3 個月 照欣法師 

3 人間佛陀及基本教理 2 個月 理群法師 

4 淺說談因-佛經故事集 3 個月 照澄法師 

5 佛教聖典 3 個月 理群法師 

6 高僧行誼 3 個月 照欣法師 

7 人生最高的享受-聽經聞法 3 個月 理群法師 

8 虛雲老和尚傳奇故事方便開示 4 個月 理群法師 

講師簡介： 

照欣法師：華南師範大學博士生修畢、玄奘大學宗教學碩士、佛學院教務長。 

照澄法師：國立台灣大學博士後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哲學博士、高職輔導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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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宗 

班導師：蔡長志老師 

班導師簡介： 

輔仁大學宗教研究所畢業。 

著作：《從佛教觀點看器官捐贈問題》－2013 年，中國佛教功德會出版。 

〈華嚴宗之緣起觀-以法藏思想為主〉－2015 年，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 

專長：華嚴思想。 

上課時間：每週六上午 9：00～12：00。 

一、教學目標： 

主要以闡明華嚴經核心思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為主。藉由華嚴宗論著之教導，

來理解華嚴經、信受奉行華嚴經，悠遊於華藏莊嚴世界海。 

二、課程之進行： 

首先由陳英善老師介紹華嚴概論及核心思想，為學員建立起華嚴基本教觀後，將以

研讀《六十華嚴經》為主，另會補入《八十華嚴經》之〈十定品〉、〈普賢行願品〉，並適

時輔以華嚴宗大德之論著及思想史。 

三、課程大綱、進度： 

 華嚴經 華嚴宗論著 

華嚴概論 

第一年 

十地品 

法界觀門（唐‧杜順） 

十玄門（唐‧智儼） 

五教止觀（唐‧杜順） 

遊心法界記（唐‧法藏） 

第二年 

十定品 

十明品 

十忍品 

阿僧祇品 

壽命品 

菩薩住處品 

華嚴經旨歸（唐‧法藏） 

三聖圓融觀門（唐‧澄觀） 

華嚴經七處九會頌釋章（唐‧澄觀） 

禪源諸詮集都序（唐‧宗密） 

華嚴念佛三昧論（清‧彭際清） 

第三年 佛不思議品 華嚴經普賢觀行法門（唐‧法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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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相海品 

佛小相光明功德品 

普賢菩薩行品 

寶王如來性起品 

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宋‧淨源） 

華嚴宗教義始末記（民‧持松法師） 

第四年 

離世間品 

普賢行願品 

入法界品 

華嚴宗教義始末記（民‧持松法師） 

賢首概論（民‧常惺法師） 

四、教材： 

 1、《華嚴經探玄記》 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 

 2、《華嚴義海》 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 

 3、《華嚴念佛三昧論》 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 

 4、《華嚴宗教義始末記》持松法師著 震曜出版社 

 5、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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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宗 

班導師：大顯法師 

班導師簡介： 

釋大顯，民國四十八年於高雄市出生，出家前曾涉獵淨土、禪宗、南傳、藏密等法

門，後於民國八十二年在慈光山，在上聖下開老和尚座下剃度出家，八十三年至九十三

年依止上日下常老和尚學習菩提道次第廣論，並多次在藏傳噶嚕尊貴的達賴法王及三大

法王座前聆聽精要教授。並接受諸多灌頂及學習其內涵。 

九十四年於上日下常老和尚圓寂後，留學印度三大寺兩年，後回台依止雪歌仁波切

學習種種顯密教法至今，目前為了把藏傳完整精妙的教法融入於我華人學法者心中，並

能時時刻刻在生活對境中活用，深入體會，每週於高雄、台中、新竹、台北、板橋、宜

蘭等地講法，期望每一眾生能真正得到妙法甘露，速證無上菩提果，並祈正法永駐，佛

法昌隆，普耀於十方。 

上課時間：每週六上午 9:00~12:00。 

教學大綱： 

 課程名稱 課程所需時間 教材 

1 《廣論‧毗婆舍那》 2 年 《菩提道次第廣論》 

2 顯教地道建立 1 個月 倉忠仁波切 pdf 檔 

3 密續要義淺說 1 年 4 個月 結緣書 

4 攝類學 7 個月 
阿底峽佛學會 

2009 卻佩格西手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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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宗 

班導師：覺行法師 

班導師簡介： 

法名：天順，法號：覺行。1963 年 2月出生，1992 年７月出家，1994 年於香港寶

蓮禪寺受三壇大戒。學歷：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博士。現任：水月寺負責人，天台教學

推廣班負責人，經歷：國立中央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私立華梵大學佛教學系助理教

授，僧伽大學研究所教授，圓光佛學院天台學教師。學術研究專長：１智者大師思想的

研究，２天台宗的判教論，３天台四教實相論次第的建立，４天台四教與華嚴五教的比

對批判，５重編天台藏。著作：天台藏禪觀部－摩訶止觀、釋禪波羅密次第法門、四三

昧。天台藏教理部－妙法蓮華經玄義、維摩詰經玄疏、四教義．天台八教大義、四念處、

法界次第初門、觀心論疏．菩薩戒義疏、天台五小部、維摩羅詰經、文疏(上)、維摩羅

詰經文疏(下)、天台宗派教學（一）立法實相，論五時八教次第的建立。 

上課時間：每週六上午 9:00~12:00 

課程設計： 

 

教學計劃大綱 

1 天台宗派教學次第的建立(一)立法實相論 1 年 

2 法界次第 6 個月 

3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天台三觀的開展 6 個月 

4 法華三昧懺 6 個月 

5 小止觀、六妙門 6 個月 

6 釋禪波羅密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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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實宗 

班導師：陳世賢老師 

班導師簡介： 

陳世賢居士，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台灣大學

歷史系學士。碩、博士論文分別以《成實論》和《俱舍論》、《順正理論》為研究題材。

曾教授過印度佛教史、部派佛教思想概論、印度文化史、中國文化史、老子道德經賞析

等課程。 

上課時間：每週六上午 9：00～12：00。 

課程規劃說明： 

《成實論》屬於聲聞乘論書，全論分為五部份：作為序論的「發聚」，以及「苦諦聚」、

「集諦聚」、「滅諦聚」、「道諦聚」。本論以闡釋「阿含」義理為旨趣。本論對「阿含」的

闡釋乃是將各部派所說作一取捨融貫，並受到初期大乘「空」思想的影響，這成為本論

的特殊與精采之處。 

本論的五大結構中，「發聚」的內容包含三寶論以及當時部派爭論的十大議題；「苦

諦聚」闡釋「五蘊」；「集諦聚」闡釋「業」和「煩惱」；「滅諦聚」闡釋滅煩惱的次第：

首先滅除執取假名之「假名心」，其次滅除執取五蘊的「法心」而見道，最後滅除「空心」

而證阿羅漢；「道諦聚」的內容則包括：成就禪定所須具備的種種條件，禪定的闡釋，種

種禪修方法的闡述，以及智慧種類的闡釋。 

本課程將依序講解這些主題，並配合閱讀相關的「阿含」經文，也會介紹《俱舍論》

和《清淨道論》的相關解說。 

課程計畫大綱 
課程內容 預定授課時數 

1 作者介紹及《成實論》所屬部派探討 1 週 

2 「佛、法、僧三寶」解說 3 個月 

3 部派爭論的十大議題解說 4 個月 

4 「五蘊」解說 6 個月 

5 「業」解說 7 個月 

6 「煩惱」解說 6 個月 



Page 9 

7 「滅諦」解說 4 個月 

8 成就禪定所須具備條件之解說 2 個月 

9 禪定及方法解說 9 個月 

 「智」解說 5 個月 

參考書籍: 

1.楊白衣，《俱舍要義》，台北：佛光出版社。 

2.覺音造，葉均譯，《清淨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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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宗 

班導師：如碩法師 

班導師簡介： 

如碩法師，學歷：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畢業、中原大學化學系、淡江大學化學系

畢業、國立東華大學化研所畢業、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結業、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

所博士。 

學佛經歷：蓮因寺大專學生齋戒學會(82~86)；西蓮淨苑大專念佛會(81~90)、佛七；

農禪寺禪七、法鼓山短期出家體驗營、大專學佛營等；其餘尚有參加各式佛學講座、修

行活動等等。此外，擔任過中原大學慧智學社社長、東華大學中觀學社創社社長等等。

後因深入學習佛法，時感娑婆惱苦、世事無常，而後於民國九十年依止南投埔里中道學

苑上真下華長老披剃出家，其後就讀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結業，後又就讀國立中央大

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班，取得博士學位，為國立中央大學文學博士。 

先後親近過玅境長老、宗興長老、懺雲長老、智諭長老、聖嚴長老；又從本因法師

學律，曾從學於法藏法師；對於出家的自我要求：嚴持戒律，善識開遮；戒為先導、才

有定慧；端正僧倫，護正法城；教弘台宗，止觀為體，念佛為用，行歸彌陀淨土。 

上課時間：每週六下午 2：00～5：00。 

講授內容大要： 

本課程之進行，分為四年，均以課堂講授，為主要進行方式，若學員有相關問題，

則於最後一段時間約十分鐘與以提問並解答。並且對於近來所作之相關學術研究，能有

一概略性的了解；先行介紹印度中觀學派的形成；再來研討中國三論宗的涵義、《三論》

與中國三論宗之有何異同。吾人可以了解：中國的三論宗，和印度佛教的中觀學派不盡

相同。中國佛教的三論宗，已有滲入魏晉玄學的說法，並且有「格義」研究的出現，直

到鳩摩羅什來到中國，方使此「格義」風潮萎縮，然則就初期中國佛教的般若學，已和

魏晉玄學和「格義」思想難以區隔。而此正是三論宗的先前濫觴。吾人當於課程中予以

解釋，並且做一釐清，以還原真正印度佛教中觀學派《三論》的內涵。最後介紹並導讀

《肇論》、《三論玄義》。 

課程簡介：主要分為三方面 

1、介紹印度佛教的中觀學派，以及中國佛教三論宗相關簡介、典籍、內容，以印順長老

《中觀今論》、《性空學探源》、平川彰《印度佛教史》、呂澂《印度佛學思想概論》、《中

國佛學思想概論》為主，並輔以其他相關的講義和文獻來輔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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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介紹印度佛教的般若思想演變，以及中觀學派的形成，並且由鳩摩羅什大師傳譯來中

國，與中觀學派相關的論典：如《中觀論頌》、《中觀論青目釋》、《十二門論》、《百論》

為主。 

3.行有餘力，再將《中觀論疏》、《十二門論疏》、《十二門論宗致義記》、《百論疏》、《三

論玄義》、《肇論》、《肇論疏》作一些概括性比較簡介。 

課程目標： 

課程結束時，學員將能夠對三論宗的介紹與其實踐法門有一整體性了解，俾使能運

用於修行與日常生活中。 

上課教材： 

1.《中觀論頌》、《中觀論頌青目釋》(大正藏‧冊三十，No.1564、No.1565~No.1567) 

2.《十二門論》(大正藏‧冊三十，No.1568) 

3.《百論》(大正藏‧冊三十，No.1569) 

4.印順長老著：《中觀論頌講記》、《中觀今論》、《性空學探源》、《空之探究》(正聞出

版社) 

5.平川彰著：《印度佛教史》(商周出版社) 

6.呂澂著：《印度佛學思想概論》、《中國佛學思想概論》(天華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7.吳汝鈞著：《龍樹中論的哲學解讀》(商務印書館) 

8.李潤生著：《中論析義》(上)、(下)(佛教志蓮圖書館、羅時憲弘法基金有限公司) 

9.李潤生著：《十二門論析義》(佛教志蓮圖書館、羅時憲弘法基金有限公司) 

10.李潤生著：《百論析義》(上)、(下)(全佛文化公司) 

授課進度表： 
印度佛教中觀學派史綱(一) 1 月 

中國佛教三論宗的興起、魏晉玄學與佛教、格義佛教的興起與終止 2 月 

中觀論的論辯模式與句法分析、止觀觀修次第、法義思惟教導 3 月 

中觀論頌解讀與中觀論‧青目釋導讀 4～12 月 

第 1 年

中觀論頌解讀與中觀論‧青目釋導讀 1～9 月 

中觀今論導讀與性空學探源 10~12 月月
第 2 年

百論文句解讀與百論疏導讀 1～12 月 第 3 年

十二門論疏導讀與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導讀 1～9 月 

肇論導讀 10～12 月 
第 4 年

參考文獻與講義： 

1. 《中觀論疏》(大正藏‧冊四十二，No.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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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二門論疏》(大正藏‧冊四十二，No.1825) 

3. 《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大正藏‧冊四十二，No.1826) 

4. 《百論疏》(大正藏‧冊四十二，No.1827) 

5. 《三論玄義》(大正藏‧冊四十二，No.1852) 

6. 《肇論》(大正藏‧冊四十五，No.1858) 

7. 《肇論疏》(大正藏‧冊四十五，No.185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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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律學班 

班導師：同燈法師 

班導師簡介： 

同燈法師，師大附中畢業，民國 66年高雄師大畢業，任助教一年；中正理工學院任

助教二年；台大化學研究所畢業；黎明工專化工科講師、副教授，至 90 年初出家。民國

80 年，親近上淨下行老和尚，在靈山講堂學習「階梯佛學」，隨即任義工辦理機動組業

務，協助大型法會活動。民國 90 年依上淨下行老和尚剃度，後隨老和尚任侍者工作，民

國 100 年七月起，於靈山台北講堂開講「優婆塞戒經」。 

上課時間：每週六下午 2：30～5：30。 

課程計劃大綱 

預定   
課 程 內 容 採 用 課 本 

週數 時數 
學年次 規劃講師

1 聞法儀軌 宗喀巴大師《菩提道次第廣論》 1 3 1 同燈法師 

2 在家律學概說 果清律師《在家律學概說》 2 6 1 慧尊法師 

3 南山律在家備覽

(別行篇) 
弘一大師《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 

20 60 
1 

本玄法師 

4 三皈 釋門歸敬儀 18 54 1 同燈法師 

5 在家五戒八戒 育因法師《五戒要解》《八戒要解》 11 33 1~2 遵因法師 

6 優婆塞戒經 會性法師《優婆塞戒經節本講記》 20 60 2 本玄法師 

7 瑜伽菩薩戒 續明法師《瑜伽菩薩戒講義》 20 60 2~3 慧尊法師 

8 梵網菩薩戒 會性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會解》 54 162 3~4 慧尊法師 

9 南山律在家備覽

(宗體篇) 
弘一大師《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 

23 69 
4 

本玄法師 

10 南山律在家備覽

(其他篇) 
同上 

23 69 
4 

本玄法師 

  合計 192 576    

 

講師簡介： 

慧尊法師： 

1969 年生於花蓮市，1996 年依止星雲法師座下，1998 年剃染受沙彌戒，2000 年受

具足比丘戒。於佛光山叢林學院畢業，留院擔任僧伽教育執事。2008 年至南投鹿谷鄉淨

律學佛院參學，依止淨界法師隨學淨土、唯識經論。2013 年曾往美國洛杉磯淨宗學會講



Page 14 

說《戒律學綱要》，並分別在台灣各處講學。目前於高雄淨土教觀學苑，帶領研經班：《菩

提資糧論》、《彌陀要解》、《金剛經導讀》，台北大乘妙法弘護學會，開演《佛遺教三經》、

《瑜伽菩薩戒》、《靈峰宗論》、《往生論》……等經論。 

遵因法師： 

生於 1971年，1995 年畢業於屏東科技大學。當兵期間，親近水里蓮因寺，1998 年

蒙
上
懺

下
雲老和尚攝受剃度出家，2002年至鹿谷淨律寺受具足戒。 

本玄法師： 

生於 1972年，畢業於台灣屏東科技大學食品技術系。於大學期間參加佛學社並擔任

過社團社長。1999 年，就讀鹿谷淨律學佛院，2001年披剃於學佛院院長
上
道

下
海老和尚

座下，2002年於南投鹿谷鄉淨律寺受三壇大戒。2006 年，至正覺精舍依止
上
果

下
清律師

學習，次年在圓通寺擔任維那、會計及住持和尚侍者等職。2015 年，彰化弘願念佛會擔

任青年班研討授課法師及梵唄教學。以「持戒為本，淨土為歸，修心為要，善友為依。」

做為修行的依據，並在解行二門不斷充實，以祈自利利他，是為衷心之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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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宗 

班導師：阮貴良老師 

班導師簡介： 

阮貴良居士，出生於高雄市。民國七十一年台大造船系畢業。民國七十六年起，於

佛陀教育基金會任職至今；曾擔任慈濟組長、法務組長、執行長等職務。於大學期間，

依廣欽老和尚受三皈，親近懺雲法師、聖嚴法師等善知識；民國七十三年，拜
上

淨
下

空法

師為師，學習淨土經論。曾於土城中正國中、臺北科技大學、中央研究院等佛學社團，

及佛陀教育基金會講堂，講授多種佛法經論；包括《無量壽經》、《彌陀要解》、《觀經疏

妙宗鈔》、《大乘起信論義記》、《大乘止觀法門釋要》、《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楞嚴經

講義》、《楞嚴經正脈疏》等。 

上課時間：每週六晚上 6：30～9：30。 

課程計畫大綱： 

 課程內容 採用課本 預定週數（時數） 講者 備註 

1 淨宗概論 自編講義 7（21） 阮貴良 1.5 月

2 觀無量壽經 善導《四帖疏》 30（90） 劉國棟 第 1年

3 阿彌陀經 阿彌陀經對照本 34（132） 王理智 第 2年

4 無量壽經 黃念祖《解》 50（150） 阮貴良 第 3年

5 念佛三昧 自編講義 7（21） 阮貴良 第 3年

6 往生論 曇鸞《往生論註》 20（60） 劉國棟 第 4年

7 念佛圓通章 續法《疏鈔》 22（66） 劉國棟 第 4年

8 普賢行願品 范古農《行願品疏鈔擷》 30（90） 王理智 第 4年

  合計 200 週（600 時）

※行門課程－每月第一週，學員共修持名念佛 30 分鐘。 

講師簡介： 

王理智居士： 

民國 39 年出生於香港。民國 60 年畢業於台北工專冶金科。民國 70 年依廣欽老和尚

受三皈，親近淨空法師聽聞十四講表、大乘經典、以及阿彌陀經要解。民國七十六年起，

於佛陀教育基金會講述印光大師文鈔、彌陀要解、天台宗綱要（靜權法師註解）以及阿

彌陀經對照本。民國 80 年於桃園淨宗學會講述楞嚴經（蕅益大師註解）、無量壽經五種

譯本對照本。民國 85 年於新店廣明寺，講述金剛經、觀經四帖疏、 彌陀要解等。民國

95 年於文山教育基金會，講述無量壽經，105 年講述阿彌陀經對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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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棟居士： 

民國四十八年宜蘭縣出生。民國七十年中興環工系畢業，民國七十四年台大環工所

畢業，隨即任職於中鼎工程公司環工部門。民國一零二年退休後，就讀法鼓文理學院佛

教學系碩士班，民國一零八年完成碩士論文《「持名念佛」三根普被之探討─以華嚴四種

法界為中心》。大學時期親近台中佛教蓮社。近年曾於台北淨廬念佛會學講《印光法師文

鈔》，於東山高中文山教育基金會學講《唯識概要》等。 

 

參考書籍： 

《無量壽經》：黃念祖《解》、隋慧遠《義疏》、彭際清《起信論》、淨空《講記》。 

《觀無量壽經》：善導《四帖疏》、智顗《觀經疏》四明《妙宗鈔》。 

《阿彌陀經》：《阿彌陀經對照本》、蕅益《要解》達默《便蒙鈔》、蓮池《疏鈔》古德《演義》、傳燈《圓

中鈔》、蕅益《要解》圓瑛《講義》、淨空《講記》。 

《普賢行願品》：諦閑《輯要疏》、宗密《別行疏鈔》、慈舟《親聞記》、彭際清《華嚴念佛三昧論》。 

《念佛圓通章》：續法《疏鈔》、靜權《講義》、淨空《親聞記》。 

《往生論》：曇鸞《往生論註》、印順《往生淨土論講記》、太虛《往生淨土論講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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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宗 

班導師：廖誠麟老師 

班導師簡介： 

廖誠麟老師，國立台灣大學心理研究所。曾任台北「張老師」中心特約講師、專案

管理顧問、RCA、美商迪吉多電腦公司人事主管。民國六十四年皈依上智下諭法師，曾親

近玅境長老、夢參長老與成觀法師。現為佛陀教育基金會佛學講師。曾經講授過很多經

論課程，例：摩訶般若經、瑜伽師地論、解深密經、攝大乘論、唯識三十頌、成唯識論、

八識規矩頌、百法明門論、大乘阿毗達磨集論等。 

課程計畫說明： 

上課時間：每週日上午 9：00-12：00。 

課程計畫大綱 

學習發無相的願、修無相行、得無相果，由此得無生法忍、得無上菩提，

這就是《金剛經》的大義。 

方便言說，說四嗢柁南。一切法空宗為般若，一切法無我宗為唯識。智

慧與識屬法相事，空及無我屬法性事。空是其體，無我是用，唯識詮用義是

一大要旨。唯識學本論而外濫觴於攝論，而昌極於成唯識，宜知是時談《成

唯識論》。 

研究次第，參照「成唯識論研究次第」所說（歐陽漸，現代佛教學術叢

刊第 96冊，1978 年 03 月初版，頁 275-287）： 

 

1 三性三無性段 三性三無性段 

2 識變內二分段 識變段 

3 四分段  

4 賴耶以受熏及持種之受持為自性段 心意識自性段 

5 末那以恒及審思量為自性段  

6 六識以了別為自性段  

7 辨種八義釋熏段 種子段 

8 緣生中十五依十因段  

9 四緣中五果段 因緣果段 

10 相前說名段  

11 教理無難相中四緣二生段 依緣分別段 

12 教理無難相中二十支段  

13 六識中第七共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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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七識中三依段  

15 八識八段十義中相分見分段  

16 七識十門分別中緣彼段  

17 八識、七識、六識諸相應段 心意識相應段 

18 七識十門分別中五行相段  心意識行相段 

19 六識九門分別中三行相段  

20 七共依門八俱轉段 俱轉起滅段 

21 九起滅段  

22 八段十義中五受段 受俱段 

23 十門分別中七相應中解五受俱段  

24 九門分別中六受俱段  

25 八段十義中三性段 性俱段 

26 十門分別中六性俱段  

27 九門分別中四三性段  

28 八段十義中八斷伏位次段 心意識伏斷位次段 

29 十門分別中伏斷位次段  

30 九門分別中九起滅分位段  

31 十門分別中七界繫別段 界繫別段 

32 總料三能變段 三能變段 

33 八識中五教十理段 心意識教理證成段 

34 七識中教理證成段  

35 唯識位中資糧五位段 資糧五位段 

36 宗要中略釋宗相廣破外小段 破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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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 

班導師：簡豐文老師 

班導師簡介： 

禪宗雖是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道之法門，然此方法

是對因緣成熟，能聞六塵說法，放下萬緣頓脫身心，直下會取無所依止的本

心，但以此心直了成佛之大修行人。一般修學禪宗的佛弟子，還是需要依緣

而證入的，故經云：佛種從緣起。末學非屬上根利智之行人，故修學禪宗的

方法是依《達摩血脈論》中，祖師所開示：「若未悟解，須勤苦參學，因教方

得悟」也即是達摩四行觀中所云之理入「藉教悟宗」的方法。故末學安排禪

宗班授課是先以六祖壇經、金剛經、心經、圓覺經、八識規矩頌、大乘起信

論、楞嚴經，溯源至達摩祖師傳慧可大師之《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依此次第

修學而悟入「如來禪」。接著學習祖師語錄，禪宗公案，而由「如來禪」入「祖

師禪」，顯明自性的大機大用。金剛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故

先於修學如來禪頓明自性，於如來禪入祖師禪中修學提升自己的悟境，此是

末學所帶領禪宗班的學習方式，即是先「藉教悟宗」悟「如來禪」，再由「如

來禪」入「祖師禪」，提升自己的悟境。 

末學從小受到外祖母及母親的影響，信奉觀世音菩薩至今。逢甲建築系

畢業，經高等考試及格的開業建築師，於從事建築業期間;有緣親近淨空法

師，共同創立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早期更為淨空法師錄製講經錄影帶

贈送各地時，因拍攝的因緣，而有了聞法的機緣，因而奠定了佛學的基礎。

特別與六祖壇經、金剛經有緣而歡喜受持讀誦;後經成觀法師的指示，應溯源

而上，至達摩祖師傳慧可大師之四卷楞伽經。後再經多位善知識的指導，依

六祖壇經、金剛經、心經、圓覺經、八識規矩頌、大乘起信論、楞嚴經、楞

伽經、維摩詰所說經、大般涅槃經，以此十部經典次第而入，藉教悟宗，同

時參究禪宗祖師語錄公案，護持正法，修福修慧，因而發明心地。 

上課時間：每週日下午 2：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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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畫大綱 

 課程講題 時程 講 者 

1 認識禪宗 4 週 簡豐文老師 

2 修學坐禪之方便法 3 週 簡豐文老師 

3 六祖壇經 30 週 李永慶老師 

4 金剛經（前段） 12 週 李永慶老師 

5 心經 4 週 李永慶老師 

6 圓覺經 25 週 李永慶老師 

7 八識規矩頌 10 週 李永慶老師 

8 大乘起信論 25 週 李永慶老師 

9 楞嚴經（卷一、二、三） 20 週 李永慶老師 

10 楞伽經摘要 14 週 李永慶老師 

11 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拈花品（拈花微笑） 6 週 李永慶老師 

12 五祖最上乘論 7 週 李永慶老師 

13 達摩四行觀 5 週 簡豐文老師 

14 達摩血脈論 10 週 簡豐文老師 

15 達摩悟性論 10 週 簡豐文老師 

16 達摩破相論 5 週 簡豐文老師 

17 禪宗公案研討（龐蘊居士語錄卷上） 10 週 簡豐文老師 

           合計：200 週次 
 



俱舍宗 

班導師：施凱華老師 

班導師簡介： 

施凱華，臺灣台北市人。學歷：輔仁大學哲學博士、輔仁大學宗教博士班研究。目

前任教：輔仁大學哲學系、法鼓佛教學院佛教學系，教授「天台思想」、「華嚴思想」、《法

華玄義》、《摩訶止觀》，「華嚴與各宗思想專題研討」，以及「漢傳佛教諸宗思想」等課程。

專長為：天台思想、華嚴思想、漢傳佛教、宗教學、生死學，以及宗教與思想比較。歷

年任教：六所大學、五所佛學院。學術著作：一、《天台智者教判思想》，二、《天台「中

道實相圓頓一乘」思想：相即不二門》，三、《天台「中道實相圓頓一乘」思想：教觀一

體門》。以及四十五篇佛學、哲學、及宗教等相關之論文。現從事佛學、哲學，與各宗教

義理思想比較等領域之講學與研究。 

上課時間：每週六晚上 6:30--9:30。 

教學大綱 

 課 程 名 稱 課程期間 

1 婆羅門教與古印度宗教 

2 印度六派哲學與外道思想 

3 佛陀生平與印度原始佛教 

六個月 

4 印度部派佛教總論 

5 《異部宗輪論》 

6 《異部宗輪論述記》 

三個月 

7 《舍利弗阿毘曇論》綱要 

8 《三法度論》綱要 

9 《三彌底部論》綱要 

10 《法蘊足論》綱要 

11 《品類足論》綱要 

12 《集異門足論》綱要 

13 《識身足論》綱要 

14 《界身足論》綱要 

15 《施設論》綱要 

16 《發智論》綱要 

17 《阿毘曇心論》綱要 

18 《雜阿毘曇心論》綱要 

六個月 

19 《入阿毘達磨論》 

20 《五事毘婆沙論》 

21 《阿毘曇甘露味論》 

三個月 

22 《俱舍論》 

23 法寶之《俱舍論疏》 

二年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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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神泰之《俱舍論疏》 

25 普光之《俱舍論記》 

26 圓暉之《俱舍論頌疏》 

參考書籍： 

1 《異部宗輪論》、2 《異部宗輪論述記》、3 《發智論》、4 《阿毘曇心論》 

5 《雜阿毘曇心論》、6 《俱舍論》及相關《俱舍論疏》、7《入阿毘達磨論》 

8《薩婆多宗五事論》9《阿毗曇甘露味論》10《五事毘婆沙論》11《大毘婆沙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