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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民國 107 年 6 月 3

日是慧日講堂第十六

任住持的晉山典禮。

當日一早，新舊任副住

持開仁法師及如暘法師便

在各樓層做最後的巡視與

確認，而提前抵達的居士

們已各就崗位，做最後的

準備工作，同時，諸山長

老及貴賓也陸續齊聚慧日

講堂，一同迎接此一盛會。

上午 9 時 25 分，一樓大

殿東西單諸山長老、長老

尼均已入坐，前立委洪玉

欽伉儷也坐在其中；東單

首座席依序是會藏和尚、

慈忍長老及厚觀院長，西

單首座席則是淨照長老及

宏印長老。居士們分坐東

西單外側，媒體的鏡頭也

對準著今日的主角及與會

貴賓。

9 時 30 分，大會司儀陳

斐以明亮柔和的聲音朗誦

「慧日講堂新舊任住持交

接典禮開始！禮請三師至

一樓大殿」，掌法器的法

師們隨即擊鼓鳴鐘，送位

和尚淨照長老、退居住持

宏印長老及新任住持會藏

和尚陸續就位，三位和尚

在三聲大磬一同禮佛三拜，

相互問訊後，退居住持回

到西單的首席。

緊接著是「送位儀式」，

送位和尚將坐具置於拜墊

上，侍者展具，由新任住

持禮佛三拜，接著為新任

住持掛上象徵住持的念珠。

最後是「印信交接」，退

居住持宏印長老將印信呈

送給送位和尚淨照長老，

再由其交付給新任住持會

藏和尚，以示慧日講堂法

脈的傳遞，大眾引首企盼、

屏氣凝神，一同見證此殊

勝的一刻。

接著禮請貴賓致詞。送

位和尚淨照長老特別欽佩

宏印長老曾於教內大刀闊

斧的改革，如舉辦「全國

大專院校佛教青年領袖培

訓營」，鼓勵大專青年學

佛。而於接任住持期間，

每年在北中南配合福嚴共

同舉辦「印順導師思想巡

迴講座暨座談會」；每學

期舉辦「人文講座」，廣

邀各界佛教菁英僧俗四眾

分享學佛心得；每週舉行

「印順導師著作導讀班」，

深入了解導師思想的深宏；

同時也邀請禪師前來指導

禪修；每週固定的初中高

三級的佛學班由福嚴佛學

院的法師們親自授課，及

寒暑假的海外弘法。四年

來，使得法務蒸蒸日上。

退居住持宏印長老特別

談到印順導師思想的廣博

深厚帶給他個人思想的改

變，亦特別提到任內全權

授權副住持開仁法師規劃

課程、謝水庸居士則是主

辦各項活動的安排，是他

任內最得力的兩位僧俗助

手。而他自覺尚未完成的

是針對宏揚印順導師思想

的大陸佛教學者之兩岸交

流，特別期許新任住持在

這方面能有所突破。

慧日第九任住持的慈忍

長老也談到宏印長老的貢

獻。厚觀院長一開始就談

到，歷任的五位慧日住持

都齊聚一堂，而講到由於

印順導師擘劃福嚴為內修，

慧日為外弘的高瞻遠矚，

並針對慧日住持不一定由

福嚴內部產生，而是由佛

教界有德高望重的僧眾拔

擢產生，展現印順導師的

無私。學習印順導師有三

事可為依據：「淨心第一、

利他為上、弘揚正法」，

與大眾共勉，生生世世行

菩薩道，修學善法。

新任住持會藏和尚曾擔

任福嚴佛學院總務長達

十二年，他本身非常孝順，

比較木訥。他談到，會在

宏印長老所打下的基礎上，

盡心盡力，持續做好佛教

教育及推廣。

導師的弟子慧理長老尼

拄著杖談到，諸位長老緬

懷過往，感覺時光飛逝，

恍如昨日；感嘆自己以近

古稀之年。同時，祝福宏

印長老，也祝賀會藏和尚。

最後，謝水庸居士代表

信眾發言，他除了感謝慧

日，四十年前跟著宏印長

老研讀《妙雲集》，對他

個人的教誨與成長外，更

特別提到，慧日講堂是小

而美，由於常住僧眾不多，

慧日講堂舉辦的多項活動，

都需要居士們長期的護持。

他也向新任住持保證，在

僧眾的領導下，相信慧日

講堂會繼續法務昌隆。

上午 11 時，於二樓進行

午供，由新任住持會藏和

尚主法。接著是席開 50 桌

的午齋，期間也是三寶弟

子的台北市市長候選人丁

守中在宏印長老陪同下，

至各桌致意 。

下午 2 時，在居士們通

力合作復原場地後，新任

住持晉山典禮圓滿落幕。

◎張致文
慧日講堂新任住持晉山典禮紀實

慧日朗諸天，妙雲湧現；福嚴垂大地，華雨均霑

淨照長老
宏印長老

慈忍長老
厚觀長老

福嚴校友會
慧理長老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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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整理

慧日講堂之法務報告

引言

宏印長老自 2014 年 6 月 8 日晉山慧日講堂第十五任住持之後，將於

2018 年 6 月 3 日正式卸任慧日講堂住持一職。在這四年當中，宏印

長老（簡稱住持）於法務上，延續了一些舊制，也開創了一些新制。以下，

將約特別及深具意義的部分，簡單報告成效與經歷。

一、延續舊制的部分

（一）慧日佛學班

每學期跟福嚴推廣班合作的慧日佛學班，上課的時間為晚上 7:00-9:00，

其中有的課程由福嚴推廣班「視訊」來慧日，而有的科目則由慧日「視訊」

去福嚴推廣班。於四年期間，共開了以下的八期課程：

第17期

2014.09.16-2015.01.17

《妙法蓮華經》：厚賢法師

《中阿含經》：道一法師（福嚴視訊）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長慈法師

（福嚴視訊）

《中觀今論》：厚觀法師（福嚴視訊）

第18期

2015.03.09-06.12

《修定──修心與唯心．秘密乘》：開仁法師

《妙法蓮華經》：厚賢法師

《中阿含經》：道一法師（福嚴視訊）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長慈法師

（福嚴視訊）

《中論》：厚觀法師（福嚴視訊）

第19期

2015.09.17-2016.01.09

《佛在人間》：開仁法師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長慈法師

（福嚴視訊）

《中論》：厚觀法師（福嚴視訊）

第20期

2016.03.10-06.04

《佛在人間》：開仁法師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長慈法師

（福嚴視訊）

《中論》：厚觀法師（福嚴視訊）

第21期

2016.09.22-12.31

《雜阿含經論會編》：開仁法師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長慈法師

（福嚴視訊）

《十住毘婆沙論》：厚觀法師（福嚴視訊）

第22期

2017.03.02-06.10

《雜阿含經論會編》：開仁法師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長慈法師

（福嚴視訊）

《十住毘婆沙論》：厚觀法師（福嚴視訊）

第23期

2017.09.07-2018.01.13

《雜阿含經論會編》：開仁法師

《如來藏之研究》：長慈法師（福嚴視訊）

《十住毘婆沙論》：厚觀法師（福嚴視訊）

第24期

2018.03.15-05.31

《雜阿含經論會編》：開仁法師

《如來藏之研究》：長慈法師（福嚴視訊）

《十住毘婆沙論》：厚觀法師（福嚴視訊）

（二）法會共修開示

慧日每年大型的法會，是年底的藥師佛三，三天的共修，晚上都有佛法

開示，誦念只在白天。這四年中，共有四位長老法師負責佛三的開示，如

下所示：

2014.10.17-19 東方淨土發微（藥師佛十二大願） 宏印長老

2015.11.06-08 印順導師對全體佛法的抉擇 超定長老

2016.10.28-30 金剛經大意 慈忍長老

2017.11.17-19 普賢十大願 淨照法師

其他，如盂蘭盆法會、八關齋戒、浴佛法會、臘八法會等，也都有簡單

的開示，但因沒特定的主題，故從略之。

（三）印順導師思想巡迴講座暨座談會

此活動的主辦單位有四，除了慧日講堂，其它為「福嚴佛學院、妙雲蘭

若、高雄市正信佛青會」，而協辦單位是「印順文教基金會、佛教青年文

教基金會、台北市佛教青年會」，這項合作的巡迴講座，廣受大家的歡喜，

時間從早上 8:40 至下午 5:10 結束。下述為於慧日講堂的場次：

2014.06.22 《般若經講記》：厚觀、開仁、圓波、長慈四位法師

2015.06.27 《學佛三要》：宏印、厚觀、開仁、圓波、長慈五位法師

2017.03.11
《空之探究》（阿含及部派空）：厚觀、開仁、圓波、長慈

四位法師

2018.03.10
《空之探究》（般若及龍樹空）：厚觀、開仁、圓波、長慈

四位法師

二、開創新制的部分

（一）人文講座與專題研討會

住持因秉持印順導師於初創慧日講堂時期，曾興辦過不少專題演講，適

應時、地、人的主題，以吸引更多的知識份子來學佛，瞭解佛教。這四年

期間，舉辦了不少個人專長的人文講座，時間從下午 2:30 至 5:00 結束。

另外，也設計了兩次一天的專題研討會，時間從上午 9:30 至下午 5:00 結

束。由此可知，住持讓講堂充份發揮弘法的效用。相關的主題如下：

2014.11.23 劇變時代的人生 柴松林教授

2014.11.28 中共佛教史研究的省思 侯坤宏教授

2015.03.22 印順導師對中國佛教復興的省察與悲懷 呂勝強老師

2015.04.26 初期大乘菩薩的修行觀 開仁法師

2015.05.24 印順與聖嚴的佛教思想比較 林建德教授

2015.08.23 （台灣）人間佛教的反思 侯坤宏教授

2015.09.27 中國禪宗史 邱敏捷教授

2015.10.25 印順導師的淨土思想 清德法師

2015.11.22 印順導師對密教的評議 慧璉法師

2016.03.27 般若心經五段結構義理說明 藍吉富老師

2016.04.24 印順導師對般若經思想及其發展的闡釋 長慈法師

2016.05.22 印順導師的佛陀觀 圓波法師

2016.06.26 1949前後佛教法師的調適問題 陳儀深博士

2016.09.25 談佛法與管理 陳勁甫教授

2016.10.23 印順導師的止觀思想特色及宗風 呂勝強老師

2016.11.27 佛門與國門 繼如法師

2016.12.25

龍樹思想研討會：

龍樹思想與阿含經的關係

龍樹依不二深觀而明菩薩的廣大行

龍樹思想與人間佛教的實踐

大航法師

開仁法師

林建德教授

2017.03.26 印順導師傳記所呈現人間比丘內涵 李芝瑩教授

2017.04.23 佛教禪修與西方正念——佛教現代主義的審觀 鄧偉仁教授

2017.06.25 印公壇經校正本的價值 繼程法師

2017.09.24 妙法蓮花經暨經變 寬謙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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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2 佛教禪修心要：四念處的當代應用 溫宗堃教授

2017.11.12

佛經結集與大乘佛教研討會：

阿含等聖典之結集與大乘思想的淵源

般若經之傳出、集成與弘傳

大乘的結集過程——以華嚴經為例

呂勝強老師

長慈法師

林建德教授

2017.11.26 佛教養生學之理論與實務 性廣法師

2018.04.15
生命是一種延續函數——從生命永續到生死自

在
慧開法師

2018.05.27 從唯識學、腦科學來了解一天的生活 惠敏法師

上述的活動，慧日雖為主辦單位，實際上，從活動的籌備到場地佈置和

志工安排等，皆由協辦單位「中華佛教青年會、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台

北市佛教青年會」等的法友來負責，尤其謝水庸和葉瑞圻居士的發心，讓

為期四年的講座順利舉辦。

（二）僧伽研修班與印順導師著作導讀班

此班的辦學宗旨，是「培養佛法的正見基礎，建立正道的修行方向」。

屬於白天的課程，上午、下午共四堂課。選在每週五早上 9 點開始，下午

4 點結束（前兩期到 4 點半結束）。

這個導讀班，因為是以印順導師著作為主，故由住持和開仁法師設計課

程，並邀請福嚴佛學院的講師和校友來授課。

1、「僧伽研修班」

第1期

2015.03.06-05.22
印順導師著《佛法概論》

宏印、開仁、圓波、 

圓融、會常、本裕六

位法師

首期住持取名為「僧伽研修班」，是因為期望能推行台北有關僧伽教育

的風氣；然而，從半年的參加者來看，還是在家眾居多，故住持就決定第

二期開始，易名為「印順導師著作導讀班」，讓在家和出家二眾皆有深入

導師著作的機會。

2、「印順導師著作導讀班」

第2期

2015.09.04-11.27
印順導師著《寶積經講記》

宏印、開仁、傳妙、 

圓波、圓悟、圓融、 

本裕七位法師

第3期

2016.03.04-05.20
印順導師著《學佛三要》

宏印、開仁、圓波、 

圓融、圓悟、本裕、 

貫藏、振价八位法師

第4期

2016.09.02-11.25

印順導師著《人間佛教》（單

篇文章）

宏印、開仁、傳妙、 

圓波、圓信，圓悟、 

圓權、貫藏、振价九

位法師

第5期

2017.03.03-05.19

印順導師著「菩薩道的深觀與

廣行」（《金剛經》、《心

經》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

經》三本講記）

宏印、開仁、如正、 

海正、圓權、圓波、 

會常、圓悟八位法師

第6期

2017.09.08-11.24

「般若思想（上）」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簡介，第1-47品）

宏印、開仁、道一、 

圓波、圓權、圓融、 

圓悟、長旭八位法師

第7期

2018.03.02-05.25

「般若思想（下）」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第47-90品）

傳妙、開仁、圓波、 

圓權、定賢、圓融、 

圓悟、長旭八位法師

以上，共有七期課程，每位講師皆會按照進度及範圍的規劃，將負責的

內容講述完成；至於上課的教材，均由開仁法師負責整理與出版，免費提

供學員學習。最後兩期會研讀《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實是延讀第五期有

關印順導師所闡述的菩薩之深觀與廣行而成，因為導師提倡觀行並重的菩

薩行，由此基礎再回到般若思想去探索，一者可以培養讀經之能力，二者

可藉助龍樹《大智度論》與導師著作來相互增明，讓大家紥下穩健的基石。

另外，住持大部分以「專題演講」來自由發揮，介紹宏觀的教理與導師的

思想特質。

（三）禪修

除了佛學課程，住持也開創了正規的禪修課程，這期間邀請了開印法師

和開照法師來指導禪修方法，開仁法師協助部分開示。曾舉辦過的禪修如

下：

2015.12.12-13 慈心禪二 開印法師

2016.12.10-11 佛隨念禪二 開印法師

2017.06.11 四念處禪一 開照法師

2017.12.09-10 安般念禪二 開印法師

除了密集禪修的規畫之外，住持也請張秀丹老師來帶領每週六上午的禪

修初學入門課程。其他，還曾禮請過緬甸的恰宓禪師來演講（然因身體不

適而由智光法師代講）。總之，開啟了這禪修之風，讓講堂增添了一項不

同過往的實習課程。

（四）慧日法音刊物

住持在接任之後，就請開仁法師負責編輯半年的活動訊息刊物──《慧

日法音》，此刊物的宗旨在報導與記錄講堂的活動，更希望藉由這些活動

訊息公告，能讓長期護持的信眾們瞭解我們的用心。

（五）其他

住持為人慈悲，只要有人請求助力弘揚導師的思想，他定竭盡所能的去

支援。一些協助性質的就不提了，其中，指定開仁法師正式規劃支援與合

作的國外團體，就是香港的「妙華學佛會」。在住持的任內期間，已進行

及準備進行的「妙華學佛會講座」，如下：

2016.06.25-26 〈法海探珍〉 貫藏法師

2017.01.07-08
《雜阿含．262闡陀經》之要義

印順導師的佛陀觀

開仁法師

圓波法師

2018.12.08-09 大乘三系之觀行要義 長慈法師

結語

慧日講堂的所有活動及課程，大部分皆有將講義資料或影音檔案，存放

至慧日講堂的網站：「http://www.lwdh.org.tw/」；近年來，也因大眾的建

議而創立了慧日講堂的「行事曆」，讓欲了解慧日講堂資訊及訊息的普羅

大眾，能快速獲悉最新消息。據知，還有不少遠地的法友，長久地跟著網

站上的開示在自修，甚至於有的人聽了開示而心生疑惑，也會寄發電子郵

件到講堂來請法，種種的回響、點滴的付出，必然功不唐捐的，期望座落

於台北市的慧日講堂，能繼續扮演著這鬧中取靜、學習正法的角色，自利

與利人。最後，也藉此感謝一直默默地付出的護法大德們，功德無量！

國曆 農曆 星期 活動名稱

07/08 05/25 日 八關齋戒

08/12 07/02 日 八關齋戒

09/09 07/30 日 盂蘭盆報恩法會

10/14 09/06 日 八關齋戒

11/02~04 09/25~27 五 ~ 日 藥師佛三法會

12/08~09 11/03~04 六 ~ 日
四界分別觀禪二 

（開印法師）

共修法會行事曆
慧日
講堂

107年度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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