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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說

封面圖為甫於三月落成啟用的花蓮精舍。採用現代建築設計，形式

素樸、質雅，與地景空間融合，為後山的民眾，帶來花開蓮現的心

地風光。

花蓮精舍為都會型的現代寺院，透過各種多元化、實用性的教育成

長課程，接引地區大眾，共同體驗佛法的美好，感受禪修帶給生命

提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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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http://www.ddm.org.tw
208303 新北市金山區法鼓路 555 號
電話：（02）2498-7171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法會

念佛共修 週六 19：00∼ 21：00 舉行日期：7/2、7/9、7/16、7/30、8/6、8/13、9/17、10/1 
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大悲懺法會 週六 19：00∼ 21：30 舉行日期：7/23、9/24、12/24；設有雲端祈福消災、超薦牌位 
請上網登記：http://fagushan.ddm.org.tw

剃度大悲懺法會

週三 18：30∼ 21：00 擧行日期：8/24；活動地點：祈願觀音殿 
設有雲端祈福消災、超薦牌位；請上網登記：http://fagushan.ddm.org.tw

週四 13：30∼ 16：00 擧行日期：8/25；活動地點：祈願觀音殿 
設有雲端祈福消災、超薦牌位；請上網登記：http://fagushan.ddm.org.tw

剃度典禮 週五 09：00∼ 12：00 擧行日期：8/26；活動地點：大殿

祈福皈依大典 週日 13：00∼ 17：00

擧行日期：9/4；活動地點：大殿 
報名日期：7/4 起，額滿為止，須預先報名
報名對象：年滿六歲以上（2016 年以前出生）之社會大眾，尚未於法鼓山體系皈依者
請上網報名：http://www.ddm.org.tw/refuge；洽詢電話：（02）2498-7171 分機 1364、1365

法鼓山大悲心水陸法會 週日∼日 08：30∼ 16：00
舉行日期：11/27 ～ 12/4 
報名日期：詳見官網 http://shuilu.ddm.org.tw，或洽（02）2498-7171 分機 1364、1365 
設有各項功德護持、消災、超薦牌位；詳見近期活動文宣

禪修

默照禪四十九（第一梯）

週六∼六 13：00∼ 10：00

舉行日期：7/2 ～ 7/9
報名日期：5/2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初級禪訓班結業，熟悉放鬆、數息方法，五年內參加精進禪七滿三次，每週禪修六小

時以上，發心精進修行者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14

默照禪四十九（第二梯）

舉行日期：7/9 ～ 7/16 
報名日期：5/9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初級禪訓班結業，熟悉放鬆、數息方法，五年內參加精進禪七滿三次，每週禪修六小

時以上，發心精進修行者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14

默照禪四十九（第三梯）

舉行日期：7/16 ～ 7/23
報名日期：5/16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初級禪訓班結業，熟悉放鬆、數息方法，五年內參加精進禪七滿三次，每週禪修六小

時以上，發心精進修行者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14

默照禪四十九（第四梯）

舉行日期：7/23 ～ 8/6 
報名日期：5/23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初級禪訓班結業，熟悉放鬆、數息方法，五年內參加精進禪七滿三次，每週禪修六小

時以上，發心精進修行者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14

要經常保持身心的健康，
隨時運用佛法的觀念和方法調整自己，與他人和諧相處。

—聖嚴法師，《法鼓山的方向：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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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http://www.ddm.org.tw
208303 新北市金山區法鼓路 555 號
電話：（02）2498-7171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默照禪四十九（第五梯） 週六∼六 13：00∼ 10：00

舉行日期：8/6 ～ 8/20 
報名日期：6/6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初級禪訓班結業，熟悉放鬆、數息方法，五年內參加精進禪七滿三次，每週禪修六小

時以上，發心精進修行者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14

初階禪七 週三∼三 13：00∼ 10：00

舉行日期：9/21 ～ 9/28 
報名日期：7/2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參加過兩次精進禪二，每週禪修三小時以上，發心精進修行者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14

中英禪七 週四∼四 13：00∼ 10：00

舉行日期：12/8 ～ 12/15 
報名日期：10/8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初級禪訓班結業，熟悉放鬆、數息方法，一次禪七以上經驗，並願意連續七日體驗禪

修，發心精進修行者。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14

培訓

校園靜心師資培訓（初階） 週二∼三 09：00∼ 16：30

舉行日期：8/16 ～ 8/17；報名日期：2/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全國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有興趣之教師，或對本研習有興趣參與者 
活動地點：法鼓文理學院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43

校園靜心師資培訓（進階） 週四∼五 09：00∼ 16：30

舉行日期：8/18 ～ 8/19；報名日期：2/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全國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有興趣之教師，或對本研習有興趣參與者 ; 校園靜心師資

培訓初階研習結業者優先錄取
活動地點：法鼓文理學院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343

地區助理監香培訓 週五∼日 20：30∼ 17：00

舉行日期：9/16 ～ 9/18；報名日期：7/18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三次精進禪二或一次禪七經驗者 
活動地點：法華書苑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45

其他

清洗祈願觀音池 週六∼日 08：30∼ 16：00

舉行日期：8/27 ～ 8/28、9/3 ～ 9/4 
報名對象：對景觀維護有興趣者 
請上網報名：http://reurl.cc/l5zzAq 額滿為止 
洽詢電話：（02）2498-7171 分機 2443、2517

心靈環保三十週年活動 週日 13：00∼ 16：00 舉行日期：10/16；相關訊息詳見全球資訊網 
洽詢電話：（02）2896-6119 分機 208、210、237

法青水陸菩薩行 週六∼一 19：00∼ 21：00
舉行日期：12/3 ～ 12/5
報名對象：18 ～ 40 歲青年
請上網報名 http://ddyp.ddm.org.tw

觀念一轉變，心就會變得開朗。
如果老是盯著那個問題鑽牛角尖往壞的方面想，逆境就會出現了。

—聖嚴法師，《不一樣的生死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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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農禪寺 http://ncm.ddm.org.tw
112028 臺北市北投區大業路 65 巷 89 號、112021 臺北市北投區大度路一段 112 號
電話：（02）2893-3161 分機 801 知客處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節慶
農禪水月過中秋 週五 18：30∼ 21：30 舉行日期：9/9；詳情請洽知客處

2023 跨年迎新在農禪 週六∼日 22：00∼ 00：30 舉行日期：12/31 ～ 2023/1/1；12/31 入場時間 21：30；詳見近期活動文宣 
洽詢電話：（02）28933161 分機 801 ～ 804

 法會

念佛共修 週六 19：00∼ 21：00 舉行日期：7/9、8/13、9/10、10/8、11/12、12/10   
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大悲懺法會 週五 14：00∼ 16：30 舉行日期：7/8、9/2、11/4；設有消災、超薦牌位，請上網登記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週六 19：00∼ 21：00 舉行日期：7/23、8/27、9/24；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 已受菩薩戒的菩薩，請搭菩薩衣參加

地藏法會 週日 09：00∼ 12：00 舉行日期：8/28、9/25、10/30；設有消災、超薦牌位，請上網登記

梁皇寶懺法會 週日∼六 08：30∼ 17：30

舉行日期： 7/31 ～ 8/6；可隨喜參加  
7/30 晚課、灑淨 15：30；安位 19：00  
8/6 齋天法會 08：00 ～ 12：00；瑜伽燄口法會 15：00 ～ 22：00

報名資訊： 1. 6/3 上午 09：00 起，開放上網填寫報名表 
2.  6/18 上午 09：00 起，請持「報名資料編號」至農禪寺或各地分院、分會報名窗

口，臨櫃完成報名手續
3. 參加法會者請自備餐具（碗、筷）、海青

設有各項功德護持、消災、超薦牌位；詳情請洽知客處

慈悲三昧水懺法會 週六 09：00∼ 17：00

舉行日期：10/22；地點：農禪寺巨蛋；可隨喜參加，額滿為止 
報名資訊： 1.9/9 上午 09：00 起，開放上網填寫報名表 

2. 9/17 上午 09：00 起，請持「報名資料編號」至農禪寺或各地分院報名窗口，臨櫃完
成報名手續

3.參加法會者請自備餐具（碗、筷）、海青
設有各項功德護持、消災、超薦牌位；詳情請洽知客處

彌陀佛三暨八關戒齋 週五∼日 09：00∼ 17：00

舉行日期： 12/23 ～ 12/25 
12/22 晚課、灑淨 15：30；起三安位 19：00 
12/23 ～ 12/25 上午 07：30 開始發放入場券，座位有限發完為止

設有消災、超薦牌位、請上網登記；請自備餐具（碗、筷）

禪修

禪坐共修 週日 14：00∼ 16：30 舉辦日期：7/3、7/17、8/14、8/28、9/11、9/25、10/30、12/11、12/18 
參加對象：對禪修有興趣者

初級禪訓班（四堂課） 週二 19：00∼ 21：00 舉行日期：10/18、10/25、11/1、11/8；報名日期：9/6 起；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初級禪訓班（密集班） 週六∼日 09：00∼ 17：00 舉行日期：7/9 ～ 7/10（不住宿）；報名日期：5/9 起；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週三半日 +半日禪　 週三　
09：30∼ 11：30 舉辦日期：7/6、8/10、8/24、9/7、9/21、10/19、11/2、11/16、12/7、12/28 

參加對象：對禪修有興趣者  
※ 中午 11：30 ～ 13：30 時段，限上午場參加者　13：30∼ 15：30

面對逆境，要用正面解讀；
處於順境，要逆向思考，這樣我們的心就會安定。
—聖嚴法師，《我願無窮：美好的晚年開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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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農禪寺 http://ncm.ddm.org.tw
112028 臺北市北投區大業路 65 巷 89 號、112021 臺北市北投區大度路一段 112 號
電話：（02）2893-3161 分機 801 知客處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禪修

戶外禪 週六 08：00∼ 16：00 舉行日期：9/24；報名日期：8/13 起 
報名對象：對走路禪有興趣者；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念佛禪一 週六 09：00∼ 17：00 舉行日期：9/3；報名日期：7/23 起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且對念佛禪有興趣者；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禪一
　

週六 09：00∼ 17：00 舉行日期：10/29；報名日期：9/17 起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週三 09：00∼ 17：00 舉行日期：12/14；報名日期：11/2 起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精進禪二 週五∼日  18：30∼ 17：00 舉行日期：8/19 ～ 8/21（須住宿）；報名日期：6/19 起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且參加過禪一者優先錄取；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禪修教理二日營 週五∼日  18：30∼ 17：00
舉行日期：11/11 ～ 11/13（須住宿）；報名日期：9/11 起 
報名對象：具法鼓山體系禪七兩次以上經驗者；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活動內容：上課、禪坐、動禪、經行等

中階禪七 週六∼六  13：00∼ 10：00
舉行日期：10/1 ～ 10/8；報名日期：7/1 起 
報名對象：具法鼓山體系禪七兩次以上經驗者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佛學

快樂學佛人 （三次課程） 週六 09：00∼ 16：30

舉行日期：8/20、9/3、9/17 
報名日期：6/20 起，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凡是想了解佛教，不論皈依與否都歡迎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聖嚴書院—佛學班（學期制）
111年農禪甲班 週二 14：00∼ 16：00

上課方式：為期三學年，分上、下學期制；每期十六週，第一學期為 8/30 ～ 12/30 
開課日期：8/30；報名日期：6/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一般學佛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聖嚴書院—佛學班（學期制）
111年農禪乙班 週四 19：00∼ 21：00

上課方式：為期三學年，分上、下學期制；每期十六週，第一學期為 8/30 ～ 12/30 
開課日期：9/1；報名日期：6/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一般學佛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聖嚴書院—福田班（十次課程） 週四 09：00∼ 16：30

舉行日期：9/15、10/20、11/17、12/15、2023/1/5、2/16、3/16、4/20、5/11、5/25 
報名日期：7/15 起，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凡想了解法鼓山理念，對加入義工行列有興趣者，須完成十次課程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禪悅的人生—生死皆自在 週二 09：00∼ 11：00
舉行日期：9/13、9/20、9/27、10/11、10/18、10/25、11/1、11/8、11/15、11/22 
報名日期：7/13 起，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50 歲以上法鼓山義工；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法鼓講堂（直播課程） 週三 19：00∼ 21：00
舉行日期：7/6 ～ 11/16 每週三晚間；如有異動，另行公告於直播網頁 
歡迎親臨農禪寺授課現場上課或上網收看 
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663

家人、朋友間不要老是講公平、合理，
要學著彼此各讓一步，這樣就可以和了。
—聖嚴法師，《法鼓山的方向：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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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農禪寺 http://ncm.ddm.org.tw
112028 臺北市北投區大業路 65 巷 89 號、112021 臺北市北投區大度路一段 112 號
電話：（02）2893-3161 分機 801 知客處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佛學 心靈環保讀書會 每週二 09：30∼ 11：30 洽詢電話：（02）2893-3161 分機 562

禪藝 
生活

法鼓長青班（八次課程） 週三 09：00∼ 11：30
舉行日期：8/17、8/24、9/7、9/14、9/28、10/12、10/26、11/9 
報名日期：6/17 起，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60 歲以上社會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鈔經 @禪 週四 09：30∼ 11：30
舉行日期：7/7、7/21、8/11、8/25、9/8、9/22、10/13、10/27、11/10、12/8、12/29 
參加對象：對鈔經有興趣者 
詳情請洽知客處

社會 
關懷

第二十八屆「家中寶」佛化聯合祝壽 週日 10：00∼ 12：00
舉行日期：10/23；報名日期：8/23 起，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65 歲以上長者、家屬及親友等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其他

後 40的人生必修課 週六 09：30∼ 16：00
舉行日期：7/9、8/13、9/24、10/15、11/5、12/10 
報名日期：5/25 起、6/29 起、8/10 起、8/31 起、9/21 起、10/26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40 歲以上社會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幸福覺招團練室 週六 09：30∼ 16：00
舉行日期：7/16、8/13、9/17、10/15、11/5、12/17 
報名日期：6/16 起、7/13 起、8/17 起、9/15 起、10/5 起、11/17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18 ～ 40 歲社會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不要在乎人家對你的想法，
只要考慮自己對人是否誠懇、謙虛、包容和願意奉獻，

其餘都不是重點。
—聖嚴法師，《法鼓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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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 http://sfcb.ddm.org.tw
112006 臺北市北投區光明路 276 號
電話：（02）2892-6111 分機 212 知客處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法會

念佛共修 每週四 10：00∼ 12：00 暫停日期：7/21、8/25、11/24、12/1、12/8

藥師法會 10：00∼ 12：00 舉行日期：（農曆每月 12 日）7/10、8/9、9/7、10/7、11/5、12/13（原 12/5） 
設有消災、超薦燈及牌位、打齋供眾

觀音法會 10：00∼ 12：00 舉行日期：（農曆每月 19 日）7/17、8/16、9/14、10/14、11/12、12/20（原 12/12） 
設有消災、超薦燈及牌位、打齋供眾

中元報恩地藏法會 週五∼日 08：30∼ 17：00

舉行日期： 7/22 ～ 7/24 
7/22、7/23 上午「地藏法會」、下午禮拜《地藏寶懺》 
7/24 上午禮拜《地藏寶懺》、瑜伽焰口法會 15：00 ～ 21：00

設有消災、超薦燈及牌位、贊普、打齋及供僧

《地藏經》共修 13：00∼ 15：00 舉行日期：7/29、7/30、8/7、8/12、8/13、8/14、8/20、8/21、8/25、8/26 
設有消災、超薦燈及牌位、打齋供眾

《藥師經》共修 13：00∼ 15：00
舉行日期 ： 11/6、11/13、11/19、11/20、11/26、12/17、12/18 
共修內容 ： 恭誦《藥師經》兩部 
設有消災、超薦燈及牌位、打齋供眾

禪藝
生活

太極拳 每週六 08：30∼ 10：30 　

慈善
公益

歲末關懷 週日 09：00∼ 12：00 舉辦日期 ： 12/11；詳情請洽知客處

圖書室閱讀借閱 每日 09：00∼ 14：30 　

萬法唯心造、萬物唯心變，如果你的心不安定，
命再好也沒有用，運勢一定會變壞，因此讓心安定非常重要。

—聖嚴法師，《不一樣的生死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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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安和分院 http://anhe.ddm.org.tw
106058 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 29 號 10 樓
電話：（02）2778-5007 ～ 9 分機 156 ～ 159 知客處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法會

念佛共修 每週二 19：00∼ 21：00 暫停日期：8/2、11/29；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週二 19：00∼ 21：00 舉行日期：7/26、8/30、9/27、10/25、11/22、12/27 
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大悲懺法會　 週五　
14：00∼ 16：30 舉行日期：7/15、8/19、9/16、10/21、12/16 

設有消災、超薦牌位；請上網登記或洽知客處　19：00∼ 21：00

地藏法會 週日 09：30∼ 12：00 舉行日期：7/3、9/4、10/2、11/6、12/11 
設有消災、超薦牌位；請上網登記或洽知客處

藥師法會 週日 09：30∼ 11：45 舉行日期：7/17、8/21、9/18、10/23、12/18 
設有消災、超薦牌位；請上網登記或洽知客處

中元報恩地藏法會 週四∼五
舉行日期：8/11 ～ 8/26（農曆 7/14 ～ 7/29） 
設有消災、超薦牌位；請上網登記或洽知客處 
法會內容：詳見網站或洽知客處  

禪修

禪坐共修 隔週四 19：00∼ 21：00 舉行日期：詳見近期活動文宣；參加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 

禪修指引 週六 14：00∼ 16：30 舉行日期：7/16、10/22、12/17

初級禪訓班（四堂課）　 週三　
14：00∼ 16：00 舉行日期：7/6 ～ 7/27、9/7 ～ 9/28、10/19 ～ 11/9、12/7 ～ 12/28

19：00∼ 21：00 舉行日期：7/6 ～ 7/27、9/7 ～ 9/28、10/19 ～ 11/9、12/7 ～ 12/28

禪一 週六 09：30∼ 17：00 舉行日期：8/27、10/1、12/10；報名日期：活動前一個月起， 額滿截止 
報名對象： 初級禪訓班結業者、禪坐會會員（請自備環保杯）

佛學

快樂學佛人（三次課程） 週二 09：00∼ 16：30

舉行日期：7/12、7/26、8/9 
報名日期：5/12 起，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凡是想了解佛教，不論皈依與否都歡迎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聖嚴書院—佛學班（學期制）
111年安和甲班 週二 19：00∼ 21：00

上課方式：為期三學年，分上、下學期制；每期十六週，第一學期為 8/30 ～ 12/30 
開課日期：8/30；報名日期：6/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一般學佛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聖嚴書院—佛學班（學期制）
111年安和乙班 週五 14：00∼ 16：00

上課方式：為期三學年，分上、下學期制；每期十六週，第一學期為 8/30 ～ 12/30 
開課日期：9/2；報名日期：6/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一般學佛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聖嚴書院—福田班（十次課程） 週六 09：00∼ 16：30

舉行日期：9/3、10/15、11/12、12/17、2023/1/7、2/11、3/11、4/8、5/6、5/27 
報名日期：7/1 起，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凡想了解法鼓山理念，對加入義工行列有興趣者，須完成十次課程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心和諧才能喜悅，然後才會自在，
這樣環境就不會影響我們，相反地，我們還可以影響環境。

—聖嚴法師，《法鼓山的方向：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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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安和分院 http://anhe.ddm.org.tw
106058 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 29 號 10 樓
電話：（02）2778-5007 ～ 9 分機 156 ～ 159 知客處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佛學
佛學講座 週一 19：00∼ 21：00 舉行日期：8/29 ～ 2023/1/9；暫停日期：10/10、11/28、2023/1/2

佛學講座 週三 19：00∼ 21：00 舉行日期：9/7 ～ 2023/1/11；暫停日期：11/30

禪藝
生活

法鼓長青班（八次課程）　

週二 09：00∼ 11：30
舉行日期：9/6、9/20、10/4、10/18、11/1、11/15、12/6、12/13 
報名日期：7/6 起，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60 歲以上社會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週四 09：00∼ 11：30
舉行日期：9/1、9/15、9/29、10/13、10/27、11/10、11/24、12/8 
報名日期：7/1 起，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60 歲以上社會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週五 09：00∼ 11：30
舉行日期：9/2、9/23、10/7、10/21、11/4、11/18、12/9、12/16 
報名日期：7/2 起，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60 歲以上社會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供花研習班 週一 13：00∼ 14：00 每期十堂課

營隊 法鼓山兒童心靈環保體驗營 週六∼日 09：00∼ 17：00
舉行日期：7/9 ～ 7/10；報名日期：5/20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國小一升二～四升五年級學童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社會
關懷

第二十八屆「家中寶」佛化聯合祝壽 週一 10：00∼ 11：30
舉行日期：10/10；報名日期：9/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65 歲以上長者、家屬及親友等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對生命必須抱持一種珍惜和感恩的心，
無論生活在什麼樣的環境或狀況之下，只要有生命就有許多機會。

—聖嚴法師，《不一樣的生死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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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雲來寺 http://yunlai.ddm.org.tw
112004 臺北市北投區公館路 186 號
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110 ～ 6112 知客處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禪修

禪坐共修 每週五 19：00∼ 21：00 舉行日期：7/1 ～ 12/30；參加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詳見網站或洽知客處

初級禪訓班（密集班） 週六∼日 09：00∼ 17：30
舉行日期：8/13 ～ 8/14、9/24 ～ 9/25、12/10 ～ 12/11、12/24 ～ 12/25 
報名日期：6/29 起、8/10 起、10/26 起、11/9 起，額滿為止；報名對象：一般社會大眾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20

禪一 週六 09：00∼ 17：00
舉行日期：7/30、10/22；報名日期：6/15 起、9/7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20

中級 1禪訓班（密集班） 週六∼日 09：00∼ 17：30
舉行日期：8/27 ～ 8/28；報名日期：7/13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且具三次禪一或一次精進禪二經驗，未參加過禪七者優先錄取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20

禪藝
生活

法鼓長青班（八次課程） 週四 09：00∼ 11：30
舉行日期：8/18、9/1、9/15、9/29、10/13、10/27、11/10、11/24 
報名日期：6/18 起；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60 歲以上社會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兒童故事花園—中文繪本班 每週五 19：30∼ 21：00 舉行日期：9/16 ～ 11/18；報名日期：6/30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4 ～ 10 歲學童；詳見網站或洽知客處

兒童故事花園—英文繪本班 每週六 10：00∼ 11：00 舉行日期：9/17 ～ 11/19；報名日期：6/30，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4 ～ 10 歲學童；詳見網站或洽知客處

兒童故事花園—兒童瑜珈班 每週二 10：00∼ 11：00 舉行日期：9/6 ～ 11/8；報名日期：6/30，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4 ～ 5 歲學童；詳見網站或洽知客處

兒童故事花園—兒童暑期讀經班 週一∼五 09：00∼ 11：30 舉行日期：7/11 ～ 7/15；報名日期：5/2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4 ～ 8 歲學童；詳見網站或洽知客處

植物之心—綠活慢慢療 每週三 13：30∼ 15：30 舉行日期：6/1 ～ 8/24、9/7 ～ 11/23；報名日期：5/2 起、8/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一般社會大眾；詳見網站或洽知客處

心靈茶會 週六 14：00∼ 15：30 舉行日期：9/3、10/1、10/22、10/16、11/12、11/26、12/24，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一般社會大眾；詳見網站或洽知客處                                                                                 

盡力並不是拚命，而是盡你的心力、體力、時間，
盡你所能夠做得到的，不要那麼緊張，內心要保持平和。

—聖嚴法師，《法鼓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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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天南寺 http://tannan.ddm.org.tw
237008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二段 138 巷 168 號
電話：（02）8676-2556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節慶 中秋晚會 週五 17：00∼ 21：00 舉行日期：9/9；詳見天南寺官網或洽知客處

禪修

精進禪二 週五∼日 19：00∼ 17：00

舉行日期： 7/1 ～ 7/3、7/22 ～ 7/24、8/5 ～ /7、8/26 ～ 8/28、9/23 ～ 9/25、10/14 ～ 10/16、
10/28 ～ 10/30、11/11 ～ 11/13、12/30 ～ 2023/1/1

報名日期：  5/17 起、6/7 起、6/21 起、7/12 起、8/9 起、8/30 起、9/13 起、9/27 起、11/15 起，
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須住宿、全程參與、不開放隨喜；請上網報名
洽詢電話：（02）8676-2556 分機 3118

教師禪七 週六∼六 13：00∼ 13：00 舉行日期：7/9 ～ 7/16；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請上網報名：http://ft.ddm.org.tw

青年禪修系列—青年初階禪七 週六∼六 13：00∼ 10：00
舉行日期：8/13 ～ 8/20；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18 ～ 40 歲青年，初級禪訓班結業者 
請上網報名：http://ddyp.ddm.org.tw

話頭禪七 週日∼日 13：00∼ 10：00

舉行日期：9/11 ～ 9/18；報名日期：7/1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初級禪訓班結業，熟悉放鬆、數息方法，能接受傳統禪門逼拶棒喝，五年內參加三次

以上精進禪七，每週禪修六小時以上，發心精進修行者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14 

初階禪七 週六∼六 13：00∼ 10：00
舉行日期：10/1 ～ 10/8；報名日期：8/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參加過兩次精進禪二，每週禪修三小時以上，發心精進修行者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14

青年禪修系列—青年禪二 週五∼日 19：00∼ 16：00
舉行日期：12/16 ～ 12/18；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18 ～ 40 歲青年，初級禪訓班結業者 
請上網報名：http://ddyp.ddm.org.tw

為了平安，我們應當時時刻刻有危機的警覺，但不能變成恐懼感。
—聖嚴法師，《文集》



2322

蘭陽分院 http://ly.ddm.org.tw
265035 宜蘭縣羅東鎮北投街 368 號   
電話：（03）961-0296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法會

念佛共修

每週二 09：00∼ 11：00 暫停日期：8/2、11/29；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週三 19：00∼ 21：00
舉行日期： 7/6、7/20、7/27、8/17、8/24、8/31、9/7、9/21、9/28、10/5、10/19、10/26、

11/2、11/16、11/23、12/7、12/21、12/28
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大悲懺法會 週日 09：00∼ 11：30 舉行日期：7/3、8/21、9/4、10/2、11/6；設有消災、超薦牌位，請上網登記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週三 19：00∼ 21：00 舉行日期：7/13、8/10、9/14、10/12、11/9、12/14 
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地藏法會 週日 09：00∼ 11：30 舉行日期：7/17、9/18、10/16、11/20、12/18；設有消災、超薦牌位，請上網登記

中元報恩地藏法會 週日 09：00∼ 11：30 舉行日期：8/7；設有消災、超薦牌位，請上網登記

佛一 週日 09：00∼ 17：00 舉行日期：8/28；設有消災、超薦牌位，請上網登記

禪修

禪坐共修 每週四 19：00∼ 21：00 暫停日期：8/4、12/1；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報名請洽知客處

戶外禪 週日 09：00∼ 11：30 舉行日期：8/14；報名日期：6/30 起，額滿為止；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初級禪訓班（密集班） 週六∼日 09：00∼ 17：00 舉行日期：9/24 ～ 9/25；報名日期：8/10 起，額滿為止；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禪藝
生活

合唱團練唱 每週一 19：00∼ 21：00 暫停日期：8/1、10/10、11/28；歡迎對合唱有興趣者參加；請洽知客處

兒童故事花園 週六 14：00∼ 16：30 舉行日期：9/3、10/29、12/10；報名對象：6 ～ 12 歲兒童，額滿為止
詳見近期活動文宣或請洽知客處

營隊

法鼓山兒童心靈環保體驗營
—隊輔義工培訓

週六∼日 09：30∼ 17：00
舉行日期：7/2 ～ 7/3；報名日期：即日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小隊輔：18 ～ 45 歲在學或社會青年；內外護：14 歲以上學生或大眾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法鼓山兒童心靈環保體驗營 週六∼日 09：30∼ 16：30
舉行日期：7/9 ～ 7/10（不住宿）報名日期：5/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國小二升三～五升六年級學童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社會
關懷

第二十八屆「家中寶」佛化聯合祝壽 週六 09：30∼ 13：00
舉行日期：10/1；報名日期：8/3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65 歲以上長者、家屬及親友等 
報名請洽知客處

其他

法鼓山園區景觀維護 週六 08：00∼ 12：00 舉行日期：7/9、9/3、11/12 
報名對象：對法鼓山園區景觀維護有興趣者；報名請洽知客處

環保景觀維護日 週四 08：30∼ 13：00 舉行日期：7/14、8/11、9/8、10/13、11/10、12/8 
報名對象：對分院環境清潔景觀維護有興趣者；報名請洽知客處

法鼓山園區出坡日 週日 08：30∼ 16：00 舉行日期：7/31、10/30 
報名對象：對法鼓山園區環保、香積等義工服務有興趣者；報名請洽知客處

種福而有福，培福就有福。如何種福、培福？
就要許願，並且要確實地實踐。

—聖嚴法師，《法鼓山的方向：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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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齋明寺 http://jms.ddm.org.tw
335008 桃園市大溪區齋明街 153 號
電話：（03）380-1426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法會

念佛共修 每週四 19：00∼ 21：00 暫停日期：12/1、12/22；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週四 19：00∼ 21：00 舉行日期：7/14、8/11、9/8、10/13、11/10、12/8；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大悲懺法會 週日 14：00∼ 17：00 舉行日期：7/10、8/14、9/11、11/13、12/11；設有消災、超薦燈及雲端牌位

地藏法會 週日 14：00∼ 17：00 舉行日期：9/25；設有消災、超薦燈及雲端牌位

中元報恩地藏法會 週五∼日 　

舉行日期：8/26 ～ 8/28 
法會內容： 8/26 晚課、灑淨、安位 15：00；8/26 ～ 8/27 禮拜《地藏懺》19：00 ～ 21：00 

8/28 恭誦《地藏經》14：00 ～ 17：00
設有各項功德護持、消災、超薦燈及雲端牌位

佛三暨八關戒齋 週四∼日 19：00∼ 17：00 舉行日期：10/7 ～ 10/10；報名日期：8/23 起，請上網報名，額滿為止 
設有消災、超薦燈及雲端牌位；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秋季報恩法會 週六∼日 09：00∼ 17：00 舉行日期：10/22 ～ 10/23；設有各項功德護持、消災、超薦燈及雲端牌位

禪修

禪坐共修 每週六 14：00∼ 17：00 暫停日期：7/16、7/23、8/27、9/17、10/8、10/22、12/3、12/17、12/24 
參加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

初級禪訓班（密集班） 週六∼日 09：00∼ 17：00 舉行日期：9/17 ～ 9/18；報名日期：8/3 起，額滿為止；請上網報名

禪一 週六 09：00∼ 17：00 舉行日期：12/17；報名日期：11/2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佛學 聖嚴書院—福田班（十次課程） 週日 09：00∼ 16：30

舉行日期：8/7、9/4、10/2、11/6、2023/1/1、2/5、3/5、5/7、8/6、9/3
報名日期：6/7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凡是想了解法鼓山理念，對加入義工行列有興趣者，須完成十次課程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禪藝
生活

太極拳班 週二 14：30∼ 16：00 活動期間：9/6 ～ 12/27；須預先報名，請洽知客處

花道藝術班 週三 14：30∼ 16：30 活動期間：9/7 ～ 11/23；須預先報名，請洽知客處

書法班（十堂課） 週五 09：00∼ 11：00 活動期間：9/2 ～ 11/4；報名日期：7/19 起，限額二十名，額滿為止；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禪繞畫（進階班） 週五 14：00∼ 16：00 活動期間：9/2 ～ 11/25；報名日期：7/19 起，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報名對象：禪繞畫初階班結業

草月流插花班 週六 13：00∼ 16：00 上課日期：9/3、9/17、10/1、10/15、10/29、11/12、11/26、12/10、12/24、2023/1/7、1/14
須預先報名，請洽知客處（請自備剪刀、花器）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不能自我中心太強，
需要彼此學習、互相適應和諒解。

—聖嚴法師，《禪的理論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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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齋明別苑 http://jmbu.ddm.org.tw
330019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 361 號
電話： （03）315-1581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法會

念佛共修 每週三 19：00∼ 21：00 暫停日期：11/30；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週三 19：00∼ 21：00 舉行日期：7/20、8/17、9/21、10/19、11/16、12/21 
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已受菩薩戒者，請搭菩薩衣參加

大悲懺法會 週五 19：00∼ 21：00 舉行日期：7/29、9/30、12/30 
設有各項功德護持、消災、超薦燈，請洽知客處；雲端祈福請上網登記

地藏法會 週六 14：00∼ 17：00 舉行日期：7/16、10/8、11/12、12/17 
設有各項功德護持、消災、超薦燈，請洽知客處；雲端祈福請上網登記

中元報恩地藏法會 週四∼日 14：00∼ 17：00

舉行日期 8/18 ～ 8/21
法會內容： 8/18、8/19 恭誦《地藏經》 

8/20、8/21 地藏法會
設有各項功德護持、消災、超薦燈，請洽知客處；雲端祈福請上網登記

經典共修—《普門品》 週二 14：30∼ 16：15 舉行日期：7/5 ～ 8/23；參加對象：一般社會大眾，歡迎隨喜參加

禪修

禪坐共修 每週五 19：00∼ 21：00 暫停日期：9/9、12/2、每月最後一週週五暫停 
參加對象：對禪修有興趣者

半日禪 週日 14：30∼ 17：00 舉辦日期：8/28、9/25、10/30；參加對象：對禪修有興趣者

初級禪訓班（四堂課） 週六 14：00∼ 16：00 舉行日期：9/3、9/10、9/17、9/24；報名日期：6/10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對禪修有興趣者；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禪一 週日 09：00∼ 17：00 舉行日期：12/18；報名日期：11/18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佛學

聖嚴書院—佛學班（學期制） 
111年齋明別苑班 週四 19：00∼ 21：00

上課方式：為期三學年，分上、下學期制；每期十六週，第一學期為 8/30 ～ 12/30 
開課日期：9/1；報名日期：6/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一般學佛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鈔經共修 週一 09：30∼ 11：30 舉行日期：7/4 ～ 12/19，每月第一、三週週一 
參加對象：一般社會大眾，歡迎隨喜參加

禪藝 
生活

書法班 週四 09：00∼ 11：30 舉行日期：9/1 ～ 11/3；報名日期：7/2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一般社會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插花班 週三 13：30∼ 16：00 舉行日期：9/7 ～ 11/9，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一般社會大眾；報名請洽知客處

對於不如自己的人，應該包容；比自己好的人，則要向他學習。
—聖嚴法師，《從心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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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齋明別苑 http://jmbu.ddm.org.tw
330019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 361 號
電話： （03）315-1581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營隊

法青體驗共學日 週六或日 各場次時間不同
舉行日期：7/23、9/4、10/1；報名日期：即日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16 ～ 40 歲青年；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法鼓山兒童心靈環保體驗營  
—隊輔培訓

週日 09：00∼ 17：00 舉行日期：7/24；報名日期：5/1 起 
報名對象：對營隊、與小朋友互動有興趣之 16 ～ 40 歲青年；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法鼓山兒童心靈環保體驗營 週六∼日 14：00∼ 17：00 舉行日期：7/30 ～ 7/31；報名日期：5/20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國小二升三、三升四年級學童；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法青同學會 週六 10：00∼ 15：00 舉行日期：12/10；報名日期：11/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16 ～ 40 歲青年；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一定要感恩自己有這個生命，而且要好好地珍惜它。
未來的希望是無窮的。

—聖嚴法師，《不一樣的生死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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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寶雲寺 http://taichung.ddm.org.tw
407028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路 37 號
電話：（04）2255-0665 分機 9 知客處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法會

念佛共修
每週五 09：00∼ 11：00

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每週六 19：30∼ 21：30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週六 19：30∼ 21：30 舉行日期：7/2、8/6、9/3、10/1、11/5；可為往生 49 日內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 已受菩薩戒者，請搭菩薩衣參加

大悲懺法會 週日 14：00∼ 16：30 舉行日期：7/24、8/28、9/25、10/23、12/25 
設有各項功德護持、消災、超薦牌位

地藏法會 週日 19：00∼ 21：30 舉行日期：7/17、9/18、10/16、11/20、12/18 
設有各項功德護持、消災、超薦牌位

中元報恩地藏法會 週五∼日 08：40∼ 16：30

舉行日期：8/12 ～ 8/14 
法會內容： 8/12 晚課、灑淨、安位 15：00 ～ 17：30  

8/13 禮拜《地藏懺》08：40 ～ 12：10 
8/14 恭誦《地藏經》08：40 ～ 16：30

設有各項功德護持、消災、超薦牌位、佛前獻供、打齋供眾、贊普

佛一 週六 09：00∼ 17：00 舉行日期：9/10；採紙本報名，請洽中區各知客處，額滿為止 
設有各項功德護持、消災、超薦牌位

禪修

禪坐共修 每週二
09：00∼ 11：00

參加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
19：00∼ 21：30

初級禪訓班（四堂課） 週四 19：30∼ 21：30

舉行日期：7/14、7/21、7/28、8/4；報名日期：6/14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一般社會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舉行日期：9/15、9/22、9/29、10/6；報名日期：8/15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一般社會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禪一 週日 09：00∼ 17：00 舉行日期：8/21、10/30；報名日期：7/21、9/30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念佛禪三 週六∼一 09：00∼ 17：00

舉行日期： 12/31 ～ 2023/1/2 
12/31（六）13：30 ～ 17：30 
2023/1/1（日）～ 1/2（一）09：00 ～ 17：00

報名日期：12/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戶外禪 週日 08：00∼ 17：30 舉行日期：11/13；報名日期：10/13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一般社會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半日禪 週六 09：00∼ 11：30 舉行日期：12/17；報名日期：11/17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一般社會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如果人與人之間能夠彼此學習、互為師友，
不但自己能夠得到成長，對方也會成長。

—聖嚴法師，《從心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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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寶雲寺 http://taichung.ddm.org.tw
407028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路 37 號
電話：（04）2255-0665 分機 9 知客處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佛學

快樂學佛人（三次課程） 週六 09：00∼ 16：30
舉行日期：10/8、10/15、10/29 
報名日期：8/1 起，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凡是想了解佛教者，不論皈依與否都歡迎，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聖嚴書院—佛學班（學期制）
111年寶雲班 週三 09：30∼ 11：30

上課方式：為期三學年，分上、下學期制；每期十六週，第一學期為 8/30 ～ 12/30 
開課日期：8/31；報名日期：6/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一般學佛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禪藝
生活

花藝研習班 週四 10：00∼ 11：30 無經驗可， 歡迎隨時加入，報名請洽知客處

兒童讀經班 週四 19：30∼ 20：30 舉行日期：9/1 ～ 12/29 
報名對象：3 歲～國小三年級以下學童；歡迎隨時加入，報名請洽知客處

兒童故事花園 週六 10：00∼ 11：30 舉行日期：7/17、8/21、9/18、10/16、11/20、12/18；活動地點：寶雲別苑 
報名對象：5 ～ 11 歲學童；歡迎隨時加入，報名請洽知客處

社會 
關懷

第二十八屆「家中寶」佛化聯合祝壽 週六 09：00∼ 11：30 舉行日期：10/1；報名日期：8/24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65 歲以上長者、家屬及親友等；報名請洽知客處

其他 參學—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週六 07：00∼ 20：00 舉行日期：11/5；活動地點：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集合地點與時間：寶雲寺；06：45 集合、07：00 出發；報名請洽知客處

只要有一個人內心穩定，環境中其他的人雖然情緒波動，
也會漸漸地安定下來，人心安定了，環境就會安定。

—聖嚴法師，《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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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德華寺 http://dhu.ddm.org.tw
545007 南投縣埔里鎮清新里延年巷 33 號 
電話：（049）242-3025 分機 9 知客處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法會

念佛共修 週三 19：00∼ 21：00
舉行日期： 7/13、7/20、8/10、8/17、8/24、9/14、9/21、10/12、10/19、11/9、11/16、12/14、

12/21
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週三 19：00∼ 21：00 舉行日期：7/6、8/3、9/7、10/5、11/2、12/7；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 已受菩薩戒的菩薩，請搭菩薩衣參加

大悲懺法會 週三 19：00∼ 21：30 舉行日期：7/27、9/28 
設有消災、超薦牌位，請上網登記；佛前點燈，請洽知客處

《藥師經》共修 週三 19：00∼ 21：00 舉行日期：8/31、10/26、12/28
設有消災、超薦牌位，請上網登記；佛前點燈，請洽知客處

中元報恩地藏法會 週日 09：00∼ 12：00 舉行日期：8/7；設有消災、超薦牌位，請上網登記
佛前獻供、佛前點燈、打齋供眾，請洽知客處

禪修
禪坐共修 週二 19：00∼ 21：00 參加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 

※ 請穿著寬鬆衣褲

戶外禪 週日 08：00∼ 16：00 舉行日期：10/23 
報名對象：對走路禪有興趣者；須預先報名，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其他 朝山 週六∼日 07：00∼ 19：00 舉行日期：9/17 ～ 9/18；報名日期：8/1 起，額滿為止：報名請洽知客處 
活動地點：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在人生過程中，學做人為第一，那就是盡分、盡心、盡職。
—聖嚴法師，《東西南北》



3736

臺南分院 http://tainan.ddm.org.tw
704004 臺南市北區西門路三段 159 號 14 樓 
電話 :（06）220-6329、（06）220-6339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法會

念佛共修
每週三 09：00∼ 11：00 暫停日期：8/3、11/23、11/30；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每週四 19：00∼ 21：00 暫停日期：8/4、11/24；可為 49 日內往生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大悲懺法會 週六 19：00∼ 21：30 舉行日期：7/16、8/20、9/17、10/15、11/19、12/17；設有消災、超薦牌位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週四 19：00∼ 21：00 舉行日期：7/7、9/1、10/6、11/3

地藏法會 週日 09：00∼ 12：00 舉行日期：9/4、10/2、11/6；設有消災、超薦牌位

中元報恩地藏法會暨三時繫念法會 週日∼日 09：00∼ 16：30

舉行日期：7/31 ～ 8/7  
法會內容： 7/31 灑淨 

8/1 ～ 8/5《地藏經》共修 19：00 ～ 21：00 
8/6 地藏法會 09：00 ～ 12：00 
8/7 三時繫念法會 09：00 ～ 16：30

設有各項功德護持，消災、超薦牌位

朝山 週六∼日 07：00∼ 21：00 舉行日期：9/24 ～ 9/25；報名日期： 7/24 起，額滿為止，請上網報名 
活動地點：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禪修

禪坐共修 每週三 19：00∼ 21：00 暫停日期：8/3、11/23、11/30，參加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

初級禪訓班（密集班） 週六∼日 09：00∼ 17：30 舉行日期：10/29 ～ 10/30；報名日期：9/15 起，額滿為止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禪一 週六 09：00∼ 17：00 舉行日期：11/12；報名日期：9/25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

佛學 聖嚴書院—佛學班（學期制）
111年臺南班 週五 19：00∼ 21：00

上課方式：為期三學年，分上、下學期制；每期十六週，第一學期為 8/30 ～ 12/30 
開課日期：9/2；報名日期：6/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一般學佛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禪藝 
生活

法鼓長青班（八次課程） 週二 09：00∼ 11：30
舉行日期：9/6、9/20、10/4、10/18、11/1、11/15、12/6、12/20 
報名日期：7/5 起；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60 歲以上社會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合唱團練唱 每週日 17：00∼ 19：00 暫停日期：7/31、8/7、11/20、11/27、12/4 
歡迎對合唱有興趣者報名參加，報名請洽知客處

供花研習班 週四 14：00∼ 16：00 暫停日期：8/4、11/24、12/1

兒童心美學班 每週四 19：15∼ 20：45 舉行日期：9/15 ～ 12/29；暫停日期：11/24、12/1  
報名日期：7/15 起；報名對象：幼稚園～國小學童及家長

所謂「慈悲」，就是多為他人設想，常替他人處理問題，
相對地，困擾自己的問題也會愈來愈少，也就愈有「智慧」了。

—聖嚴法師，《是非要溫柔》



3938

臺南分院 http://tainan.ddm.org.tw
704004 臺南市北區西門路三段 159 號 14 樓 
電話 :（06）220-6329、（06）220-6339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營隊

法鼓山兒童心靈環保體驗營  
—隊輔義工培訓

週六∼日 09：00∼ 17：00 舉行日期：7/2 ～ 7/3；報名日期：5/1 起 
報名對象：小隊輔 18 ～ 35 歲青年；內外護 14 歲以上學生或一般大眾

法鼓山兒童心靈環保體驗營 週六∼日 09：00∼ 17：00 舉行日期：7/9 ～ 7/10；報名日期：5/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國小二升三～五升六年級學童；請上網報名

社會
關懷

第二十八屆「家中寶」佛化聯合祝壽 週日 09：30∼ 12：00 舉行日期：10/9；報名日期：8/10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65 歲以上長者、家屬及親友等，請上網報名　

智慧不是知識、學問、經驗，那是放下自我中心的態度。
—聖嚴法師，《真正大好年》



4140

臺南雲集寺 http://yunji.ddm.org.tw
722008 臺南市佳里區六安街 218 號；電話：（06）721-1295、（06）721-1298 
施工期間臨時共修處：722010 台南市佳里區光復路 321 號 2 樓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法會

念佛共修 每週五 19：00∼ 21：00 暫停日期：7/15、8/19、9/16、10/21、11/18、11/25、12/2、12/16
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大悲懺法會 週六 09：30∼ 11：30 舉行日期：7/9、8/13、10/8、11/12、12/10     

《地藏經》共修 週五 19：00∼ 21：00 舉行日期：7/15、9/16、10/21、11/18、12/16 

中元報恩《地藏經》共修 週五∼日 19：00∼ 21：00 舉行日期：8/19 ～ 8/21     

經典共修—《金剛經》 每週三 14：00∼ 15：30 暫停日期：8/3、11/23、11/30

禪修 禪坐共修 每週四 19：00∼ 21：00 暫停日期：11/24、12/1 
參加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

遭遇各種利害、得失、安危等問題，
都要能夠勇於面對，接受事實，用智慧來處理，然後要放下、淡化。

—聖嚴法師，《文集》



4342

高雄紫雲寺 http://zyt.ddm.org.tw
833161 高雄市鳥松區忠孝路 52 號
電話：（07）732-1380 分機 11 ～ 14 知客處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法會

念佛共修 每週五 09：00∼ 11：00 暫停日期：7/15、7/22、8/19、8/26、9/16、10/14、10/28、11/18、12/2、12/16 
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大悲懺法會 週五 19：00∼ 21：30 舉行日期：7/22、8/26、9/23、10/14、11/18、12/23 
設有消災、超薦燈及牌位

《地藏經》共修 每週三 14：00∼ 16：00 暫停日期：8/17、10/26、11/30；設有消災、超薦燈及牌位

經典共修—《普賢行願讚》 每週五 19：00∼ 21：00 暫停日期：7/15、7/22、8/19、8/26、9/23、10/14、10/28、11/18、12/2、12/23

菩薩戒誦戒會 週五 09：00∼ 11：00 舉行日期：7/22、8/26、9/16、10/14、11/18、12/16

中元報恩地藏法會 週日∼六 14：00∼ 17：00 舉行日期：8/14 ～ 8/20；設有各項功德護持、消災、超薦燈及牌位

中元報恩三時繫念法會 週日 09：00∼ 17：00 舉行日期：8/21；設有各項功德護持、消災、超薦燈及牌位

藥師法會 週日∼六 14：00∼ 16：30 舉行日期：10/23 ～ 10/29；設有各項功德護持、消災、超薦燈及牌位

慈悲三昧水懺法會 週日 08：30∼ 17：00 舉行日期：10/30；設有各項功德護持、消災、超薦燈及牌位

禪修

禪坐共修
每週二 19：00∼ 21：00 暫停日期：8/16、10/25、11/29；參加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

每週三 09：00∼ 11：00 暫停日期：8/17、10/26、11/30；參加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

初級禪訓班 （ 密集班 ） 週六∼日 09：00∼ 17：00 舉行日期：7/23 ～ 7/24、11/5 ～ 11/6 ; 報名日期：6/15 起、9/15 起，額滿為止

禪一 週日 09：00∼ 17：00 舉行日期：7/31、12/18；報名日期：6/20 起、11/15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

佛學

聖嚴書院—佛學班（學期制） 
111年紫雲班 週四 19：00∼ 21：00

上課方式：為期三學年，分上、下學期制；每期十六週，第一學期為 8/30 ～ 12/30 
開課日期：9/1；報名日期：6/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一般學佛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佛學講座 週六 14：00∼ 16：00 舉行日期：9/17、11/12；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福田心靈環保讀書會 週日 13：30∼ 16：30 舉行日期：7/24、8/28、9/25、10/16、11/20、12/25

禪藝 
生活

法鼓長青班（八次課程） 週四 09：00∼ 11：30
舉行日期：8/11、8/25、9/8、9/22、10/6、10/20、11/3、11/17 
報名日期：6/11 起；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60 歲以上社會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合唱團練唱 每週一 19：00∼ 21：00 暫停日期：每月第一週；報名對象：對合唱團有興趣者

數位攝影研習 週二 19：00∼ 21：00 每期十五堂課

書法 週三 19：00∼ 21：00 每期十堂課

素描 週四 19：00∼ 21：00 每期十二堂課

佛法的運用和禪法的修行，就是要使我們能生活得更平安。
—聖嚴法師，《禪的理論與實踐》



4544

高雄紫雲寺 http://zyt.ddm.org.tw
833161 高雄市鳥松區忠孝路 52 號
電話：（07）732-1380 分機 11 ～ 14 知客處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營隊

法鼓山兒童心靈環保體驗營 
—隊輔培訓

週五 08：30∼ 17：00
舉行日期：7/15；報名日期：5/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18 ～ 35 歲之在學或社會青年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法鼓山兒童心靈環保體驗營 週六∼日 08：30∼ 12：30
舉行日期：7/16 ～ 7/17；報名日期：5/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國小二升三～四升五年級學童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社會
關懷

第二十八屆「家中寶」佛化聯合祝壽 週日 10：00∼ 12：00
舉行日期：10/2；報名日期：9/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65 歲以上長者、家屬及親友等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生活得平安，內心就平安；心若不安，
生活在任何環境中，都不會覺得平安。
—聖嚴法師，《禪的理論與實踐》



4746

臺東信行寺 http://taitung.ddm.org.tw
950020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北路 132 巷 36 號或 38 號
電話：（089）225-199 、（089）223-151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節慶 中秋晚會 週六 19：00∼ 21：00 舉行日期：9/3

法會

念佛共修   週三 19：30∼ 21：30
舉行日期： 7/6、7/13、8/3、8/17、8/24、9/7、9/14、9/21、10/5、10/12、11/2、11/9、12/7、

12/14、12/21
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大悲懺法會 週日 08：30∼ 11：30 舉行日期：7/10、8/21、9/18、10/30、11/13、12/18 
設有消災、超薦燈及牌位；歡迎打齋供眾

地藏法會 週日 08：30∼ 12：00 舉行日期：7/3、9/4、10/9、11/6、12/11 
設有消災、超薦燈及牌位；歡迎打齋供眾

菩薩戒誦戒會 週三 19：30∼ 21：30 舉行日期：7/20、8/31、9/28、10/26、11/16、12/28

中元報恩慈悲三昧水懺法會 週四∼六 18：00∼ 17：30

舉行日期：8/11 ～ 8/13
法會內容： 8/11 灑淨、安位 18：00 

8/12 ～ 8/13 水懺法會 09：00 ～ 17：30
設有各項功德護持、消災、超薦燈及牌位；歡迎打齋供眾

中元報恩三時繫念法會 週日 09：00∼ 17：00 舉行日期：8/14
設有各項功德護持、消災、超薦燈及牌位；歡迎打齋供眾

祈福皈依大典 週日 08：00∼ 12：00
舉行日期：7/17（報到 08：00 ～ 09：00），報名日期：5/17 起，須預先報名
報名對象：年滿六歲以上（2016 年以前出生）之社會大眾，尚未於法鼓山體系皈依者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禪修

禪坐共修  每週日 14：00∼ 17：00 舉行日期： 7/3、7/10、8/7、8/21、9/4、9/11、9/18、9/25、10/2、10/30、11/6、11/13、
12/11、12/18

禪一 週日 08：30∼ 17：00
舉行日期：8/28；報名日期：6/28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
※ 請著寬鬆衣褲、自備水杯

念佛禪一 週六 08：30∼ 17：00
舉行日期：9/24；報名日期：7/24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且對念佛禪有興趣者
※ 請著寬鬆衣褲、自備水杯

初階禪七   週二∼二 13：00∼ 10：00
舉行日期：10/18 ～ 10/25；報名日期：8/18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參加過兩次精進禪二，每週禪修三小時以上，發心精進修行者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14 

初級禪訓班（密集班） 週六∼日    08：30∼ 17：00 舉行日期：12/24 ～ 12/25（不住宿）；報名日期：10/24 起，額滿為止
※ 請著寬鬆衣褲、自備水杯

精進禪二 週五∼日    19：30∼ 17：00
舉行日期：12/30 ～ 2023 年 1/1（須住宿）；報名日期：10/30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參加過禪一者優先錄取
※ 請著寬鬆衣褲、自備水杯與睡袋

種福田不在於錢多錢少，有錢沒錢，
有勢沒勢，力量大力量小，

凡是能給人方便、給人無畏、給人安慰，都是在種福田。
—聖嚴法師，《人間世》



4948

臺東信行寺 http://taitung.ddm.org.tw
950020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北路 132 巷 36 號或 38 號
電話：（089）225-199 、（089）223-151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佛學

快樂學佛人（三次課程） 週六 09：00∼ 16：30
舉行日期：7/2、7/9、7/23
報名日期：5/2 起，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凡是想了解佛教，不論皈依與否都歡迎；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聖嚴書院—佛學班（學期制） 
111年信行班 週四 19：00∼ 21：00

上課方式：為期三學年，分上、下學期制；每期十六週，第一學期為 8/30 ～ 12/30
開課日期：9/1；報名日期：6/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一般學佛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禪藝
生活

法鼓長青班（八次課程） 週四 09：00∼ 11：30
舉行日期：9/1、9/15、9/22、9/29、10/13、10/27、11/10、11/17 
報名日期：7/1 起；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60 歲以上社會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營隊

法鼓山兒童心靈環保體驗營 
—隊輔培訓

週日∼三 13：30∼ 12：00

舉行日期：7/24 ～ 7/27（須住宿）； 7/24 報到 13：30 ～ 14：00
報名日期：5/24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高中應屆畢業生及各大專在校學生，年齡在 18 ～ 35 歲有意願奉獻和學習之青年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法鼓山兒童心靈環保體驗營 週三∼日 12：00∼ 12：30

舉行日期：7/27 ～ 7/31（須住宿）；7/27 報到 12：00 ～ 13：30
報名日期：5/27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國小三升四～六升七年級學童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社會
關懷

第二十八屆「家中寶」佛化聯合祝壽 週日 09：00∼ 12：00
舉行日期：10/2；報名日期：8/2 起，額滿為止
參加對象：65 歲以上長者、家屬及親友等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如果凡事都能為他人設想，自我中心就會少一點，
也會少一點痛苦、少一點煩惱。
—聖嚴法師，《從心溝通》



5150

臺北中山精舍 http://cs.ddm.org.tw
104028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 67 號 9 樓（慶祥商業大樓）
電話：（02）2591-1008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法會

念佛共修 每週四 19：00∼ 21：00 暫停日期：12/1；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週四 19：00∼ 21：00 舉行日期：7/7、8/11、9/1、10/6、11/3、12/8

藥師法會 週六∼一 09：30∼ 12：00

舉行日期：10/21 ～ 10/23 
法會內容； 10/21 恭誦《藥師經》09：30 ～ 11：10 

10/22、10/23 藥師法會 09：30 ～ 12：00
設有獻供、祈福燈、消災、超薦牌位；請上網登記或洽知客處

地藏法會 週日 09：30∼ 12：00 舉行日期：7/17、9/18、10/16、12/11 
設有消災、超薦牌位；請上網登記或洽知客處

中元報恩地藏法會 週日∼日 09：30∼ 12：00

舉行日期：8/14 ～ 8/21 
法會內容： 8/14、8/21 地藏法會 09：30 ～ 12：00 

8/15 ～ 8/20 恭誦《地藏經》12：20 ～ 14：00
設有獻供、無盡燈、消災、超薦牌位；請上網登記或洽知客處

禪修

禪坐共修 週三 19：00∼ 21：00 舉行日期：7/13、7/27、8/10、8/24、9/14、9/28、10/12、10/26、11/9、12/14、12/28 
參加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

初級禪訓班（四堂課） 週五 14：00∼ 16：00
舉行日期：  8/26、9/2、9/23、9/30（第一期） 

12/9、12/23、12/30、2023/1/13（第二期）
報名日期：6/26 起、10/9 起；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佛學

佛學講座 週五 14：00∼ 16：00 舉行日期：9/2 ～ 12/30；暫停日期：9/9、12/2 
報名日期：7/2 起；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佛學講座 週五 19：00∼ 21：00 舉行日期：9/2 ～ 12/30；暫停日期：9/9、12/2 
報名日期：7/2 起；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佛學講座 週一 14：00∼ 16：00 舉行日期：9/5 ～ 12/26；暫停日期：10/10、11/28 
報名日期：7/5 起，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佛學講座 週三 14：00∼ 16：00 舉行日期：9/7 ～ 12/28；暫停日期：11/30 
報名日期：7/7 起；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聖嚴書院— 佛學班（學期制）
111年中山班 週四 09：30∼ 11：30

上課方式：為期三學年，分上、下學期制；每期十六週，第一學期為 8/30 ～ 12/30 
開課日期：9/1，報名日期：6/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一般學佛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禪藝 
生活

法鼓長青班（八次課程）  週五 09：00∼ 11：30
舉行日期：9/2、9/16、9/30、10/14、10/28、11/4、11/11、12/9 
報名日期：7/2 起，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60 歲以上社會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在一般人的生活中，如果想要生活得更自在、安樂，
就必須做到兩個基本原則：「少欲」、「知足」。

—聖嚴法師，《真正的快樂》



5352

臺北中山精舍 http://cs.ddm.org.tw
104028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 67 號 9 樓（慶祥商業大樓）
電話：（02）2591-1008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禪藝 
生活

太極拳

週二 14：00∼ 16：30
舉行日期：9/13 ～ 12/27，暫停日期：11/29 
報名日期：7/13 起，額滿為止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週六 14：00∼ 16：30
舉行日期：9/3 ～ 12/31 
報名日期：7/3 起，額滿為止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花藝研習班 週二 14：00∼ 16：30
舉行日期： 9/6 ～ 10/25（第一期）、11/8 ～ 2023/1/3（第二期） 
報名日期：7/6 起、9/23 起，額滿為止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小原流花藝班 週四 14：00∼ 16：00
舉行日期： 9/1 ～ 10/20（第一期）、11/3 ～ 12/29（第二期） 
報名日期：7/1 起、9/18 起，額滿為止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社會 
關懷

第二十八屆「家中寶」佛化聯合祝壽 週日 10：00∼ 11：30
舉行日期：10/2；報名日期：8/2 起，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參加對象：65 歲以上長者、家屬及親友等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唯有少欲知足，我們才不會如飢似渴地追求各式各樣的欲望，
也才不會怨天尤人，埋怨外在的環境總是不如人意。

—聖嚴法師，《真正的快樂》



5554

基隆精舍 http://kl.ddm.org.tw
200007 基隆市仁愛區仁五路 8 號 3 樓   
電話：（02）2426-1677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法會

念佛共修
每週二 19：00∼ 21：00 暫停日期：7/12、10/11、11/29；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每週五 09：00∼ 11：00 暫停日期：8/12、8/26、11/25、12/2；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地藏法會 週日 14：00∼ 17：00 舉行日期：7/10、8/14、9/11、10/9、11/13、12/11 
設有消災、超薦牌位；請上網登記或洽知客處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週二 19：00∼ 21：00 舉行日期：7/19、8/9、9/13、10/18、11/8、12/13；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觀音法會 週二 19：00∼ 21：00 舉行日期：7/12、10/11；設有消災、超薦牌位；請上網登記或洽知客處

中元報恩《地藏經》共修 週日∼六 14：00∼ 17：00 舉行日期：8/7 ～ 8/13（8/11 為 09：00 ～ 11：30） 
設有消災、超薦牌位；請上網登記或洽知客處

朝山 週五 18：00∼ 21：00 舉行日期：8/26；活動地點：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請參閱網頁文宣或洽知客處

佛一 週日 08：30∼ 17：00 舉行日期：12/18；報名日期：11/18 起 
設有消災、超薦牌位；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禪修

禪坐共修 每週五 19：00∼ 21：00 暫停日期：8/26、9/9、11/25、12/2、12/30 
參加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請參閱網頁文宣或洽知客處

初級禪訓班（密集班） 週六∼日 08：30∼ 17：00 舉行日期：7/16 ～ 7/17；報名日期：5/16 起，額滿為止；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禪一 週日 08：30∼ 17：30 舉行日期：9/4；報名日期：8/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佛學
心靈環保讀書會 週一 19：00∼ 21：00 舉行日期：7/4、7/18、8/1、8/15、9/5、9/19、10/3、10/17、11/7、11/21、12/5、12/19

報名請洽知客處

兒童讀經班 週六 10：00∼ 12：00 舉行日期：9/3 ～ 2023/1/14；暫停日期：9/10、10/8、12/31 
報名對象：國小三年級以上學童；報名請洽知客處

禪藝
生活

書法班 週二 14：00∼ 16：00 舉行日期：9/6 ～ 12/27；報名對象：對學習篆隸有興趣且精進不懈者 
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報名請洽知客處

插花班 週三 10：00∼ 12：00 每期八堂課；請參閱網頁文宣或洽知客處

合唱團練唱 週三 19：00∼ 21：00 舉行日期：7/13 ～ 2023/1/11〈每個月第一個星期三休練〉；報名請洽知客處

社會
關懷

第二十八屆「家中寶」佛化聯合祝壽 週日 08：00∼ 14：00

舉行日期：10/2；報名日期：8/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65 歲以上長者、家屬及親友等 
活動地點：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慈善
公益

社區長者關懷 每週五 14：00∼ 16：00 舉行日期：7/1 ～ 12/30；暫停日期：11/25、12/30 
活動內容：念佛共修、溫馨說故事、老菩薩開心時間、愛心關懷、虔誠祝福、佛前許願迴向等

多為他人設想，少為自己貪求，人間淨土才可能實現。
—聖嚴法師，《聖嚴法師心靈環保》



5756

新竹精舍 http://hc.ddm.org.tw
300007 新竹市東區民權路 266 號 7 樓
電話：（03）525-8246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法會

念佛共修 每週六 14：00∼ 16：30 暫停日期：7/16、10/22、12/3 
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大悲懺法會 週日 14：00∼ 17：00 舉行日期：7/3、9/4、11/6；設有消災、超薦燈及牌位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週六 14：00∼ 16：30 舉行日期：9/17、10/15、11/19、12/17 
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地藏法會 週日 14：00∼ 17：00 舉行日期：8/7、10/2、12/4( 暫停 )；設有消災、超薦燈及牌位

經典共修—《維摩詰經》 每週三 09：30∼ 11：30 舉行日期：7/6 ～ 9/7

經典共修—《六祖壇經》 每週三 09：30∼ 11：30 舉行日期：9/14 ～ 12/28；暫停日期：11/30

禪修

禪坐共修 每週六 09：30∼ 11：30 暫停日期：7/16、8/20、10/22、12/3；參加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

初級禪訓班（密集班） 週六∼日 09：30∼ 17：30 舉行日期：7/16 ～ 7/17；報名日期：5/15 起，額滿為止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禪二 週六∼日 09：30∼ 17：30 舉行日期：8/20 ～ 8/21（不住宿）；報名日期：6/15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 初級禪訓班結業者；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佛學
聖嚴書院──福田班（十次課程） 週日 09：00∼ 16：30

舉行日期 : 8/28、9/25、10/30、11/13、12/18、2023/2/12、3/12、3/26、4/16、5/21
報名日期 : 6/28 起，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 凡想了解法鼓山理念，對加入義工行列有興趣者，須完成十次課程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法青心靈環保讀書會 週四 19：00∼ 21：00 暫停日期：12/1；歡迎現場參與；參加對象：16 ～ 35 歲青年

禪藝
生活

法鼓長青班（八次課程） 週四 09：00∼ 11：30
舉行日期：9/8、9/22、10/6、10/20、11/3、11/17、12/8、12/22 
報名日期：7/8 起，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60 歲以上社會大眾；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書法班（十次課程） 每週二 13：30∼ 16：30 舉行日期：9/6 ～ 11/8；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禪心花藝班（十次課程） 隔週五 14：00∼ 16：00 舉行日期：7/8 ～ 12/16；暫停日期：12/2
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禪繞畫 隔週日 09：30∼ 12：00 舉行日期：8/14、8/28、9/11、9/25、11/6、11/20、12/11、12/25
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其他
齋明寺出坡日 週日 07：00∼ 17：00

舉行日期：7/10、8/14、9/11、9/21、10/9、11/13、11/14、12/11
報名截止日：7/7、8/4、9/8、10/6、10/13、11/10、12/8 
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報名請洽知客處

法鼓山園區出坡日 週六 07：00∼ 17：00 舉行日期：8/6、11/5、12/1、12/2、12/3；報名截止日：7/31、10/30、11/24 
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報名請洽知客處

培福的作法為何？無非是少浪費、多付出、多奉獻。
—聖嚴法師，《禪的世界》



5958

高雄三民精舍
807026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一路 433 號 2 樓
電話：（07）225-6692  E-mail：sanmincs@gmail.com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法會

念佛共修 每週六 19：00∼ 21：00 暫停日期：8/20、9/10、10/8、10/29、11/26、12/3、12/31 
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大悲懺法會 週六 19：00∼ 21：00 舉行日期：7/9、8/6、9/3、10/1、11/12、12/10 
設有消災、超薦燈及牌位

菩薩戒誦戒會 週六 19：00∼ 21：00 舉行日期：7/16、8/27、9/17、10/15、12/17

禪修 禪坐共修 每週四 19：00∼ 21：00 暫停日期：8/18、10/27、12/1 
參加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

禪的精神就是活在當下，用輕鬆愉快的心情過生活。
—聖嚴法師，《美好的晚年》



6160

花蓮精舍
970032 花蓮市中央路四段 272 號
電話 :（03）834 -2758   E-mail：ddm038@gmail.com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法會

念佛共修 週二 19：00∼ 21：00 舉行日期：7/5、8/2、8/16、8/30、9/6、9/20、10/04、10/25、11/1、11/15、12/6、12/20
可為往生 49 日內之蓮友登記念佛迴向

大悲懺法會 週二 19：00∼ 21：00 舉行日期：7/26、8/23、9/27、10/18、11/22、12/27 
設有各項功德護持，消災、超薦牌位

菩薩戒誦戒會 週二 19：00∼ 21：00 舉行日期：7/12、8/9、9/13、10/11、11/8、12/13

地藏法會 週日 09：00∼ 12：00 舉行日期：8/7
設有各項功德護持，消災、超薦牌位

佛一 週日 09：00∼ 17：00 舉行日期：10/30
報名請洽知客處

禪修

禪坐共修

每週四 19：30∼ 21：30 暫停日期：12/1 
參加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

週六 09：30∼ 11：30 舉行日期：7/9、7/23、8/6、8/20、9/3、9/24、10/8、11/5、11/19、12/10、12/24 
參加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

初級禪訓班（密集班） 週日 09：00∼ 17：00 舉行日期：9/18、9/25
報名請洽知客處

戶外禪 週六 08：00∼ 16：00 舉行日期：10/22
報名請洽知客處

禪一 週日 09：00∼ 17：00 舉行日期：11/12  
參加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報名請洽知客處

與其爭取不可能得到的東西，
不如善自珍惜運用自己所擁有的。

—聖嚴法師，《聖嚴法師心靈環保》



6362

法鼓山世界青年會 http://ddyp.ddm.org.tw
100002 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3 樓
電話：（02）8978-2081 分機 3010 　臉書：http://www.facebook.com/ddyp.ddm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備註說明
青年禪修系列—禪坐共修 週五 19：30∼ 21：30 臺北德貴學苑 舉行日期：7/1 ～ 12/30；報名對象：16 ～ 40 歲青年，初級禪訓班結業者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週三 19：30∼ 21：00 臺北德貴學苑
舉行日期：7/6、8/3、9/7、10/5、11/2、12/7 
報名對象：16 ～ 40 歲青年，亦歡迎一般社會大眾參與

夏季青年卓越禪修營 
—隊輔義工培訓

週四∼六 09：00∼ 14：00 法鼓文理學院
舉行日期：7/28 ～ 7/30；請上網報名
報名對象： 18 ～ 40 歲青年，法鼓山初級禪訓班結業者，須擔任 7/30 ～ 8/6 夏季青年卓越禪修營

隊輔

夏季青年卓越禪修營 週六∼六 14：00∼ 15：00 法鼓文理學院
舉行日期：7/30 ～ 8/6 
報名對象：18 ～ 40 歲青年；請上網報名

青年禪修系列—青年初階禪七 週六∼六 13：00∼ 10：00 三峽天南寺
舉行日期：8/13 ～ 8/20；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18 ～ 40 歲青年，初級禪訓班結業者；請上網報名

壞 why派對
週六 09：30∼ 16：00 臺北德貴學苑 舉行日期：8/27；報名對象：16 ～ 40 歲青年；請上網報名

週日 09：30∼ 16：00 臺北德貴學苑 舉行日期：8/28；報名對象：16 ～ 40 歲青年；請上網報名

青年初階梵唄課程 週三 19：30∼ 21：00 臺北德貴學苑
舉行日期：8/31、9/21、9/28、10/19、10/26、11/9、11/16、12/21、12/28 
報名對象：16 ～ 40 歲青年；請上網報名

青年禪修系列—初級禪訓班 週四 19：30∼ 21：30 臺北德貴學苑

舉行日期：9/1、9/8、9/15、9/22 
報名對象：16 ～ 40 歲青年；請上網報名

舉行日期：12/8、12/15、12/22、12/29 
報名對象：16 ～ 40 歲青年；請上網報名

身心 SPA 週二 19：00∼ 21：00 臺北德貴學苑

舉行日期：9/6、9/13、9/20、9/27、10/4、10/11、10/18、10/25 
報名對象：16 ～ 40 歲青年；請上網報名

舉行日期：11/1、11/8、11/15、11/22、11/29、12/6、12/13、12/20 
報名對象：16 ～ 40 歲青年；請上網報名

青年禪修系列—社青禪修營 週五∼日 19：00∼ 16：00 北投雲來別苑
舉行日期：9/16 ～ 9/18 
報名對象：22 ～ 40 歲青年；請上網報名

心潮梵音祈福晚會 週六 19：00∼ 21：30 臺北德貴學苑
舉行日期：9/24、12/24 
報名對象：16 ～ 40 歲青年，亦歡迎一般社會大眾參與

青年禪修系列—青年禪一 週六 09：30∼ 17：30 臺北德貴學苑
舉行日期：10/1 
報名對象：16 ～ 40 歲青年，初級禪訓班結業者；請上網報名

法青水陸菩薩行 週六∼一 19：00∼ 21：00 法鼓山園區
舉行日期：12/3 ～ 12/5 
報名對象：18 ～ 40 歲青年；請上網報名

青年禪修系列—青年禪二 週五∼日 19：00∼ 16：00 三峽天南寺
舉行日期：12/16 ～ 12/18；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18 ～ 40 歲青年，初級禪訓班結業者；請上網報名

為了對別人付出，就要盡量成長自己，不僅要使身體健康、
智慧增長，同時也要增強幫助別人的慈悲心。

—聖嚴法師，《真正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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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眾教育院 http://dbs.ddm.org.tw
112004 臺北市北投區公館路 186 號 6 樓
電話：（02）2893-9966 　法鼓山心靈環保學習網：http://www.dharmaschool.com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備註說明

快樂學佛人（三次課程） 
 
報名日期： 上課前兩個月起，須預先報

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凡是想了解佛教，不論皈依

與否都歡迎
請上網報名： http://dbs.ddm.org.tw或

洽各地知客處

週六 09：00∼ 16：30 臺東信行寺 舉行日期：7/2、7/9、7/23

週二 09：00∼ 16：30 臺北安和分院 舉行日期：7/12、7/26、8/9

週六或日 09：00∼ 16：30 護法總會 
圓山分會

舉行日期：7/24、7/30、8/14

週六 09：00∼ 16：30 北投農禪寺 舉行日期：8/20、9/3、9/17

週日 09：00∼ 16：30 護法總會 
板橋分會

舉行日期：9/4、9/18、10/2

週六或日 09：00∼ 16：30 護法總會 
重陽分會

舉行日期：9/17、9/25、10/8

週六 09：00∼ 16：30 臺中寶雲寺 舉行日期：10/8、10/15、10/29

聖嚴書院— 佛學班（學期制） 
111年各班

各地開班招生訊息請上網瀏覽 
http://dbs.ddm.org.tw　

上課方式：為期三學年，分上、下學期制；每期十六週，第一學期為 8/30 ～ 12/30 
報名對象：一般學佛大眾 
報名日期：6/1 起，額滿為止 
請上網報名或洽知客處

聖嚴書院—福田班（十次課程） 
 
報名日期： 上課前兩個月起，須預先報

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凡想了解法鼓山理念，對加

入義工行列有興趣者，須完
成十次課程

請上網報名： http://dbs.ddm.org.t或洽
各地知客處　

週日 09：00∼ 16：30 桃園齋明寺 
（新開班）

舉行日期 ： 8/7、9/4、10/2、11/6、2023/1/1、2/5、3/5、5/7、8/6、9/3

週日 09：00∼ 16：30 新竹精舍 
（新開班）

舉行日期 ： 8/28、9/25、10/30、11/13、12/18、2023/2/12、3/12、3/26、4/16、5/21

週六 09：00∼ 16：30 臺北安和分院 
（新開班）

舉行日期 ： 9/3、10/15、11/12、12/17、2023/1/7、2/11、3/11、4/8、5/6、5/27

週四 09：00∼ 16：30 北投農禪寺 
（新開班）

舉行日期 ： 9/15、10/20、11/17、12/15、2023/1/5、2/16、3/16、4/20、5/11、5/25

週日 09：00∼ 16：30 護法總會 
城中分會

舉行日期：7/17、8/21、9/18、10/23、11/13、12/18、2023/1/15 
（2022/1/16 開班，恕無受理中途插班，僅開放他班學員補課）

週日 09：00∼ 16：30 臺中寶雲寺
舉行日期：7/3、8/7、9/4、10/2、10/16、11/6、12/11 
（2022/3/6 開班，恕無受理中途插班，僅開放他班學員補課）

週六 09：00∼ 16：30 護法總會 
圓山分會

舉行日期：7/9、8/13、9/17、10/8、11/5、12/10、2023/1/7、2/11、3/11 
（2022/4/9 開班，恕無受理中途插班，僅開放他班學員補課）

週日 09：00∼ 16：30 高雄紫雲寺
舉行日期：7/10、8/7、9/4 
（2021/1/10 開班，恕無受理中途插班，僅開放他班學員補課）

如果凡事都能為他人設想，自我中心就會少一點，
也會少一點痛苦、少一點煩惱。
—聖嚴法師，《從心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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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眾教育院 http://dbs.ddm.org.tw
112004 臺北市北投區公館路 186 號 6 樓
電話：（02）2893-9966 　法鼓山心靈環保學習網：http://www.dharmaschool.com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備註說明
聖嚴書院—福田班（十次課程） 
 
報名日期： 上課前兩個月起，須預先報

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凡想了解法鼓山理念，對加

入義工行列有興趣者，須完
成十次課程

請上網報名： http://dbs.ddm.org.t或洽
各地知客處　

週六 09：00∼ 16：30 花蓮精舍
舉行日期：7/16、8/13、9/17、10/15 
（2021/3/6 開班，恕無受理中途插班，僅開放他班學員補課）

週日 09：00∼ 16：30 北投農禪寺
舉行日期：7/3、8/14、8/28、9/25 
（2021/4/18 開班，恕無受理中途插班，僅開放他班學員補課）

週日 09：00∼ 16：30 護法總會 
新店分會

舉行日期：7/24、9/4、10/2 
（2020/11/1 開班，恕無受理中途插班，僅開放他班學員補課）

法鼓長青班（八次課程） 
 
報名日期： 上課前兩個月起，須預先報

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60歲以上社會大眾 
請上網報名： http://dbs.ddm.org.tw或

洽各地知客處

週四 09：00∼ 11：30 高雄紫雲寺 舉行日期：8/11、8/25、9/8、9/22、10/6、10/20、11/3、11/17

週四 09：00∼ 11：30 護法總會 
潮州分會

舉行日期：8/11、8/25、9/8、9/22、10/6、10/20、11/3、11/17

週二 09：00∼ 11：30 護法總會 
屏東分會

舉行日期：8/16、8/30、9/13、9/27、10/11、10/25、11/8、11/17

週三 09：00∼ 11：30 北投農禪寺 舉行日期：8/17、8/24、9/7、9/14、9/28、10/12、10/26、11/9

週四 09：00∼ 11：30 北投雲來寺 舉行日期：8/18、9/1、9/15、9/29、10/13、10/27、11/10、11/24

週四 09：00∼ 11：30 臺北安和分院 舉行日期：9/1、9/15、9/29、10/13、10/27、11/10、11/24、12/8

週四 09：00∼ 11：30 臺東信行寺 舉行日期：9/1、9/15、9/22、9/29、10/13、10/27、11/10、11/17

週四 09：00∼ 11：30 護法總會 
內湖分會

舉行日期：9/1、9/15、9/29、10/13、10/27、11/10、11/24、12/15

週四 09：00∼ 11：30 護法總會 
城中分會

舉行日期：9/1、9/15、9/29、10/13、10/27、11/10、11/24、12/8

週五 09：00∼ 11：30 臺北安和分院 舉行日期：9/2、9/23、10/7、10/21、11/4、11/18、12/9、12/16

週五 09：00∼ 11：30 臺北中山精舍 舉行日期：9/2、9/16、9/30、10/14、10/28、11/4、11/11、12/9

週二 09：00∼ 11：30 臺北安和分院 舉行日期：9/6、9/20、10/4、10/18、11/1、11/15、12/6、12/13

週二 09：00∼ 11：30 臺南分院 舉行日期：9/6、9/20、10/4、10/18、11/1、11/15、12/6、12/20

週二 09：00∼ 11：30 護法總會 
新莊分會

舉行日期：9/6、9/20、9/27、10/18、11/1、11/15、12/6、12/20

週二 09：00∼ 11：30 護法總會 
重陽分會

舉行日期：9/6、9/20、10/11、10/18、11/1、11/15、11/22、12/13

如何安心？最重要的就是不受外在環境的影響。
如果心不受環境所左右，那就是智者，心中必定自在安定。

—聖嚴法師，《平安的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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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眾教育院 http://dbs.ddm.org.tw
112004 臺北市北投區公館路 186 號 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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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備註說明

法鼓長青班（八次課程） 
 
報名日期： 上課前兩個月起，須預先報

名，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60歲以上社會大眾 
請上網報名： http://dbs.ddm.org.tw或

洽各地知客處

週二 09：00∼ 11：30 護法總會 
板橋分會

舉行日期：9/6、9/20、10/11、10/25、11/8、11/22、12/6、12/20

週二 09：00∼ 11：30 護法總會 
樹林共修處

舉行日期：9/6、9/20、10/11、10/18、11/1、11/15、12/6、12/20

週二 09：00∼ 11：30 護法總會 
松山分會

舉行日期：9/6、9/20、10/11、10/18、11/1、11/15、12/6、12/20

週四 09：00∼ 11：30 新竹精舍 舉行日期：9/8、9/22、10/6、10/20、11/3、11/17、12/8、12/22

週四 09：00∼ 11：30 護法總會 
文山分會

舉行日期：9/8、9/22、10/6、10/20、11/3、11/17、12/8、12/22

週五 09：00∼ 11：30 護法總會 
新店分會

舉行日期：9/16、9/30、10/14、10/28、11/11、11/25、12/9、12/23

週五 09：00∼ 11：30 護法總會 
海山分會

舉行日期：9/16、9/30、10/14、10/28、11/11、11/18、12/9、12/23

心靈環保讀書會共學活動帶領人 
基礎培訓

週六∼日 09：00∼ 17：00 北投雲來寺

舉行日期：10/29 ～ 10/30（兩天課程須全程參與） 
報名對象：有意願推動心靈環保讀書會者 
報名日期：8/29 起，須預先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詳見信眾教育院網站 http://dbs.ddm.org.tw

法鼓講堂（直播課程） 週三 19：00∼ 21：00 北投農禪寺
舉行日期：7/6 ～ 11/16 每週三晚間；如有異動，另行公告於直播網頁 
歡迎上網收看，或親臨農禪寺現場上課 
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663

在任何一個團體中，都難免會有是非，若能夠在是是非非的環境中，
保持平靜與和諧，這就是個人的成長。

—聖嚴法師，《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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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中心
報名方式請參考備註欄說明或洽法鼓山各分寺院、分會
或查詢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  ※ 活動若有變動，依網站訊息為主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備註說明

遇見心自己 週日 09：00∼ 17：00 臺北德貴學苑 
或北投雲來寺

舉行日期：7/10、7/17、7/24、7/31、8/7、8/14 
報名日期：5/1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45 歲以下之社會大眾；課程全程為六堂課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43

初級禪訓班（密集班） 週六∼日

09：00∼ 17：00 北投雲來別苑
舉行日期：7/16 ～ 7/17、10/8 ～ 10/9 
報名日期：6/1 起、8/24 起，額滿為止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20

09：00∼ 17：30 北投雲來寺
舉行日期：8/13 ～ 8/14、9/24 ～ 9/25、12/10 ～ 12/11、12/24 ～ 12/25 
報名日期：6/29 起、8/10 起、10/26 起、11/9 起，額滿為止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20

線上初級禪訓班（密集班） 週六∼日 09：00∼ 17：00 Zoom 
雲端視訊會議

舉行日期：7/9 ～ 7/10、8/6 ～ 8/7、9/3 ～ 9/4、10/22 ～ 10/23 
報名日期：5/25 起、6/22 起、7/20 起、9/7 起，額滿為止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16

禪一 週六 09：00∼ 17：00 北投雲來寺
舉行日期：7/30、10/22；報名日期：6/15 起、9/7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20

線上禪一 週六或日 09：00∼ 17：00 Zoom 
雲端視訊會議

舉行日期：7/24、10/1、11/12、11/13、12/17、12/31 
報名日期：6/9 起、8/17 起、9/28 起、9/29 起、11/2 起、11/16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16

精進禪二 週五∼日 20：00∼ 17：00 三峽天南寺

舉行日期：7/1 ～ 7/3、7/22 ～ 7/24、8/5 ～ 8/7、8/26 ～ 8/28、9/23 ～ 9/25、10/14 ～ 10/16、
10/28 ～ 10/30、11/11 ～ 11/13、12/30 ～ 2023/1/1 
報名日期 ：  5/17 起、6/7 起、6/21 起、7/12 起、8/9 起、8/30 起、9/13 起、9/27 起、11/15 起，

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 
請上網報名：http://tannan.ddm.org.tw；洽詢電話：（02）8676-2556 分機 3118

中級 1禪訓班（密集班） 週六∼日 09：00∼ 17：30 北投雲來寺
舉行日期：8/27 ～ 8/28；報名日期：7/13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且具三次禪一或一次精進禪二經驗，未參加過禪七者優先錄取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20

線上中級 1禪訓班（密集班） 週六∼日 09：00∼ 17：00 Zoom 
雲端視訊會議

舉行日期：11/5 ～ 11/6；報名日期：9/2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且具三次禪一或一次精進禪二經驗，未參加過禪七者優先錄取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16

我們做任何事時，如果都投以全心的真誠，
那就是修行，修行與工作原來就是不相牴觸的。

—聖嚴法師，《工作好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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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中心
報名方式請參考備註欄說明或洽法鼓山各分寺院、分會
或查詢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  ※ 活動若有變動，依網站訊息為主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備註說明

初階禪七

週三∼三

13：00∼ 10：00

法鼓山園區

舉行日期：9/21 ～ 9/28；報名日期：7/2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初級禪訓班結業者，參加過兩次精進禪二，每週禪修三小時以上，發心精進修行者，

其他報名資格詳報名簡章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14

週六∼六 三峽天南寺

舉行日期：10/1 ～ 10/8；報名日期：8/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初級禪訓班結業者，參加過兩次精進禪二，每週禪修三小時以上，發心精進修行者，

其他報名資格詳報名簡章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14

週二∼二 臺東信行寺

舉行日期：10/18 ～ 10/25；報名日期：8/18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初級禪訓班結業者，參加過兩次精進禪二，每週禪修三小時以上，發心精進修行者，

其他報名資格詳報名簡章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14

中英禪七 週四∼四 13：00∼ 10：00 法鼓山園區

舉行日期：12/8 ～ 12/15；報名日期：10/8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初級禪訓班結業，熟悉放鬆、數息方法，一次禪七以上經驗，並願意連續七日體驗禪

修，發心精進修行者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14

默照禪四十九（第一梯）

週六∼六 13：00∼ 10：00 法鼓山園區

舉行日期：7/2 ～ 7/9；報名日期：5/2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初級禪訓班結業，熟悉放鬆、數息方法，五年內參加精進禪七滿三次，每週禪修六小

時以上，發心精進修行者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14         

默照禪四十九（第二梯）

舉行日期：7/9 ～ 7/16；報名日期：5/9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初級禪訓班結業，熟悉放鬆、數息方法，五年內參加精進禪七滿三次，每週禪修六小

時以上，發心精進修行者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14         

默照禪四十九（第三梯）

舉行日期：7/16 ～ 7/23；報名日期：5/16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初級禪訓班結業，熟悉放鬆、數息方法，五年內參加精進禪七滿三次，每週禪修六小

時以上，發心精進修行者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14         

默照禪四十九（第四梯）

舉行日期：7/23 ～ 8/6；報名日期：5/23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初級禪訓班結業，熟悉放鬆、數息方法，五年內參加精進禪七滿三次，每週禪修六小

時以上，發心精進修行者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14         

默照禪四十九（第五梯）

舉行日期：8/6 ～ 8/20；報名日期：6/6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初級禪訓班結業，熟悉放鬆、數息方法，五年內參加精進禪七滿三次，每週禪修六小

時以上，發心精進修行者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14         

要把自己的心量擴大。多一分心量就多一分人緣。
—聖嚴法師，《是非要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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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中心
報名方式請參考備註欄說明或洽法鼓山各分寺院、分會
或查詢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  ※ 活動若有變動，依網站訊息為主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備註說明

話頭禪七 週日∼日 13：00∼ 10：30 三峽天南寺

舉行日期：9/11 ～ 9/18；報名日期：7/1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初級禪訓班結業，熟悉放鬆、數息方法，能接受傳統禪門逼拶棒喝，五年內參加三次

以上精進禪七，每週禪修六小時以上，發心精進修行者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14

校園靜心師資培訓（初階） 週二∼三 09：00∼ 16：30 法鼓山園區 
（文理學院）

舉行日期：8/16 ～ 8/17；報名日期：2/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全國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有興趣之教師，或對本研習有興趣參與者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43

校園靜心師資培訓（進階） 週四∼五 09：00∼ 16：30 法鼓山園區 
（文理學院）

舉行日期：8/18 ～ 8/19；報名日期：2/1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 全國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有興趣之教師，或對本研習有興趣參與者 ; 校園靜心師資

培訓初階研習結業者優先錄取。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43

地區助理監香培訓 週五∼日 20：30∼ 17：00 法鼓山園區 
（法華書苑）

舉行日期：9/16 ～ 9/18；報名日期：7/18 起，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三次精進禪二或一次禪七經驗者 
請上網報名：http://chan.ddm.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345

English Beginners’ Meditation Class 週六∼日 09：00∼ 17：00 臺北德貴學苑

Retreat dates: 8/13 ～ 8/14 
Venue: Dharma Drum Degui Academy 
Who may participate: Open to English speakers interested in meditation. 
Registration: http://onlinereg.ddm.org.tw/img 
Contact: img.ddm@gmail.com 

English One-Day Retreat 週六 09：00∼ 17：00 臺北德貴學苑

Retreat dates: 7/30 
Venue: Dharma Drum Degui Academy 
Who may participate: Open to English speakers interested in meditation. 
Registration: http://onlinereg.ddm.org.tw/img 
Contact: img.ddm@gmail.com 

假如我們心中有愛，時時關心著付出和助人，
那麼你所看到世界和眾生都會是溫暖可愛的。

—聖嚴法師，《動靜皆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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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http://charity.ddm.org.tw
112004 臺北市北投區公館路 186 號 3 樓
電話：（02）2893-9966 轉慈善基金會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備註說明
中秋關懷 週三∼六 09：00∼ 17：00 各地區 舉行日期：8/10 ～ 9/10；關懷對象：本會關懷家庭以及社福機構之弱勢個人

百年樹人獎助學金頒發 週六∼日 09：00∼ 17：00 各地區 舉行日期：10/15 ～ 11/20；參與對象：本會受助學生及其家庭成員

歲末關懷 週六∼日 09：00∼ 12：30 各地區 舉行日期：12/1 ～ 2023/1/15；關懷對象：本會關懷家庭

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 http://www.ddhsif.org.tw    
地址：100002 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5 樓
電話：（02）2381-2345  傳真：（02）2311-6350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備註說明

關懷生命專線 週一∼五

服務時間： 
09：00-12：30 
13：30-17：00 
18：30-21：00

　
以電話及網路進行協談 
電話：（02）2311-8585 
網路：在 LINE 搜尋「關懷生命」關鍵字加入 LINE 官方帳號，再以 Google Meet 進行語音協談。

心靈講座 週三 19：00∼ 21：00 臺北德貴學苑
每季一次，講座最新相關訊息：http://www.ddhsif.org.tw 
洽詢電話︰（02）2381-2345 分機 5012

心六倫宣講團 　 　 歡迎各機關學校團體洽談宣講事宜，洽詢電話︰（02）2381-2345 分機 5010

心聚團—禪藝工作坊 週四∼日

平日：

19：30∼ 21：30 
假日：

13：30∼ 16：30

臺北德貴學苑

舉行日期：7/9、7/14、7/23、7/28、8/6、8/11、8/20、8/25、11/5、11/10、11/24、12/15  
報名對象： 18 ～ 45 歲對表演藝術、身心覺察、關懷服務感興趣，且有意願與團隊長期深耕 

成長者
活動相關訊，請見心聚團 FB 粉絲頁：http://www.facebook.com/mindtheatre

心聚團—幸福體驗親子營 週六∼日 08：30∼ 16：30 臺北德貴學苑
舉行日期：10/22 ～ 10/23
報名對象：5 ～ 7 歲學齡前兒童及一位家長
活動相關訊，請見心聚團 FB 粉絲頁：http://www.facebook.com/mindtheatre

2022關懷生命獎暨論壇 週日 13：30-16：40 中油國光廳
舉行日期：9/18 
請上網查詢或洽（02）23812345 分機 5016

擁有健全的人品、健康的身體、愉快的心境，才是人生的資本。
—聖嚴法師，《禪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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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社會大學 http://www.ddcep.org.tw
北海校區：208001 新北市金山區仁愛路 61 號     電話：02-2408-2593 ～ 4   
新莊校區：242001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 114 號   電話：02-2994-3755   
北投校區：112004 臺北市北投區公館路 186 號   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129                                

類別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備註說明

禪藝 
生活

法鼓山社會大學北海校區 111年暑期班 週一∼六 09：00∼ 17：00 舉行日期：7/4 ～ 8/28；報名日期：6/1 ～ 6/15，額滿為止 
請上網查詢：www.ddcep.org.tw；洽詢電話：（02）2408-2593 分機 13

法鼓山社會大學新莊校區 111年暑期班 週一∼六 09：00∼ 17：00 舉行日期：7/4 ～ 8/28；報名日期：6/1 ～ 6/15，額滿為止 
請上網查詢：www.ddcep.org.tw；洽詢電話：（02）2994-3755

法鼓山社會大學北投校區 111年暑期班 週一∼六 09：00∼ 17：00 舉行日期：7/4 ～ 8/28；報名日期：6/1 ～ 6/15，額滿為止 
請上網查詢：www.ddcep.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150

法鼓山社會大學北海校區 111年（第二期） 
秋季班

週一∼六 09：00∼ 21：00 舉行日期：9/12 ～ 12/30；報名日期：8/10 ～ 8/24，額滿為止 
請上網查詢：www.ddcep.org.tw；洽詢電話：（02）2408-2593 分機 13

法鼓山社會大學新莊校區 111年（第二期） 
秋季班

週一∼六 09：00∼ 21：00 舉行日期：9/12 ～ 12/30；報名日期：8/10 ～ 8/24，額滿為止 
請上網查詢：www.ddcep.org.tw；洽詢電話：（02）2994-3755

法鼓山社會大學北投校區 111年（第二期） 
秋季班

週一∼六 09：00∼ 21：00 舉行日期：9/12 ～ 12/30；報名日期：8/10 ～ 8/24，額滿為止 
請上網查詢：www.ddcep.org.tw；洽詢電話：（02）2893-9966 分機 6150

培訓 悅眾成長營 週日 09：00∼ 17：00 舉行日期：11/6；報名日期：10/3 ～ 10/21，額滿為止 
請上網查詢：www.ddcep.org.tw；洽詢電話：（02） 2994-3755

營隊 福慧傳家幸福營 週六∼日 09：00∼ 17：00 舉行日期：7/30、8/6；報名日期：6/1 ～ 6/30，額滿為止 
請上網查詢：www.ddcep.org.tw；洽詢電話：（02） 2994-3755

社會 
關懷

銀髮族樂起來系列課程 （二） 週一∼六 09：00∼ 17：00 舉行日期：9/12 ～ 12/30；報名日期：8/10 ～ 8/24，額滿為止 
請上網查詢：www.ddcep.org.tw；洽詢電話：（02）2408-2593 分機 13

其他 預約幸福—耕心田專車 週六 07：30∼ 12：30 舉行日期：7/23、8/27、9/24、10/22、11/12、12/10 
請上網查詢：www.ddcep.org.tw；洽詢電話：（02） 2994-3755

能夠心平氣和，就可以按部就班，
不但做事品質會比較好，身心也會比較平安。

—聖嚴法師，《工作好修行》



8180

聖嚴教育基金會 http://www.shengyen.org.tw
100018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二段 48 之 6 號 2 樓
電話：（02）2397-9300  

活動名稱 星期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備註說明

「氣候變遷與心靈環保」論壇 週五 09：30∼ 17：00 集思臺大會議
中心

舉行日期：7/1；報名日期：6/1 ～ 6/22，額滿為止 
請上網報名：http://www.shengyen.org.tw

談書時光 週六 10：00∼ 12：00 聖嚴教育基金會
舉行日期：8/6（第一場）、10/1（第二場）
報名日期：7/15 ～ 7/29（第一場）、9/12 ～ 9/26（第二場），額滿為止
請上網報名：http://www.shengyen.org.tw

「漢傳佛教四百年」學術研習營 週三∼六 08：00∼ 21：00 法鼓文理學院
舉行日期：8/31 ～ 9/3；報名日期：8/1 ～ 8/14，額滿為止 
報名對象：相關科系碩 / 博士研究生、博士後研究員、助理教授 
請上網報名：http://www.shengyen.org.tw

第八屆近現代漢傳佛教論壇 週五∼六 09：00∼ 17：00 集思臺大會議
中心

舉行日期：12/23 ～ 12/24；報名日期：12/1 ～ 12/16，額滿為止 
請上網報名：http://www.shengyen.org.tw

把自我的立場放下，才能有無私的智慧。
—聖嚴法師，《修行在紅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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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活動 報名方式請洽法鼓山各分寺院、精舍
或查詢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

日期 星期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7/1 五
氣候變遷與心靈環保論壇 09：30∼ 17：00 集思臺大會議

中心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雲集寺

7/1∼7/3 五∼日 精進禪二 19：00∼ 17：00 天南寺

7/2 六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30∼ 21：30 寶雲寺

7/2∼7/3 六∼日
法鼓山兒童心靈環保體驗營 
—隊輔義工培訓

09：00∼ 17：00 臺南分院

09：30∼ 17：00 蘭陽分院

7/3 日

地藏法會
08：30∼ 12：00 信行寺

09：30∼ 12：00 安和分院

大悲懺法會
08：30∼ 12：00 新竹精舍

09：00∼ 11：30 蘭陽分院

7/4∼7/9 一∼六 法鼓山兒童心靈環保體驗營 08：30∼ 12：00 中山精舍

7/6 三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德華寺

19：30∼ 21：00 德貴學苑

7/7 四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臺南分院

19：00∼ 21：00 中山精舍

7/8 五 大悲懺法會 14：00∼ 16：30 農禪寺

7/9 六
大悲懺法會

09：30∼ 11：30 雲集寺

19：00∼ 21：00 三民精舍

後 40的人生必修課 09：30∼ 16：00 農禪寺

7/9∼7/10 六∼日
法鼓山兒童心靈環保體驗營

09：00∼ 17：00 安和分院

09：00∼ 17：00 臺南分院

09：30∼ 16：30 蘭陽分院

初級禪訓班（密集班） 09：00∼ 17：00 農禪寺

7/10 日
大悲懺法會

08：30∼ 11：30 信行寺

14：00∼ 17：00 齋明寺

藥師法會 10：00∼ 12：00 文化館

七月活動 報名方式請洽法鼓山各分寺院、精舍
或查詢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

日期 星期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7/10 日 地藏法會 14：00∼ 17：00 基隆精舍

7/12 二
觀音法會 19：00∼ 21：00 基隆精舍

菩薩戒誦戒會 19：00∼ 21：00 花蓮精舍

7/13 三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蘭陽分院

7/14 四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齋明寺

7/15 五

法鼓山兒童心靈環保體驗營 
—隊輔義工培訓

08：30∼ 17：00 紫雲寺

大悲懺法會
14：00∼ 16：30

安和分院
19：00∼ 21：00

《地藏經》共修 19：00∼ 21：00 雲集寺

7/16 六

幸福覺招團練室 09：30∼ 16：00 農禪寺

地藏法會 14：00∼ 17：00 齋明別苑

菩薩戒誦戒會 19：00∼ 21：00 三民精舍

大悲懺法會 19：00∼ 21：30 臺南分院

7/16∼7/17 六∼日

法鼓山兒童心靈環保體驗營 08：30∼ 12：30 紫雲寺

初級禪訓班（密集班）

08：30∼ 17：00 基隆精舍

09：00∼ 17：00 雲來別苑

09：00∼ 17：30 新竹精舍

7/17 日

地藏法會

09：00∼ 11：30 蘭陽分院

09：30∼ 12：00 中山精舍

19：00∼ 21：30 寶雲寺

祈福皈依大典 08：00∼ 12：00 信行寺

藥師法會 09：30∼ 11：45 安和分院

觀音法會 10：00∼ 12：00 文化館

7/19 二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基隆精舍

7/20 三 菩薩戒誦戒會 19：30∼ 21：30 信行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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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活動 報名方式請洽法鼓山各分寺院、精舍
或查詢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

日期 星期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7/22 五
菩薩戒誦戒會 09：00∼ 11：00 紫雲寺

大悲懺法會 19：00∼ 21：30 紫雲寺

7/22∼7/24 五∼日
中元報恩地藏法會 08：30∼ 17：00 文化館

精進禪二 19：00∼ 17：00 天南寺

7/23 六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農禪寺

大悲懺法會 19：00∼ 21：30 法鼓山園區

7/24 日

法鼓山兒童心靈環保體驗營 
—隊輔義工培訓

09：00∼ 17：00 齋明別苑

大悲懺法會 14：00∼ 16：30 寶雲寺

7/24∼7/27 日∼三
法鼓山兒童心靈環保體驗營 
—隊輔培訓

13：30∼ 12：00 信行寺

7/26 二
大悲懺法會 19：00∼ 21：00 花蓮精舍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安和分院

7/27 三 大悲懺法會 19：00∼ 21：30 德華寺

7/27∼7/31 三∼日 法鼓山兒童心靈環保體驗營 12：00∼ 12：30 信行寺

7/28∼7/30 四∼六
夏季青年卓越禪修營 
—隊輔培訓

09：00∼ 14：00 法鼓文理學院

7/29 五 大悲懺法會 19：00∼ 21：00 齋明別苑

7/30 六 English One-Day Retreat 09：00∼ 17：00 德貴學苑

7/30∼7/31 六∼日 法鼓山兒童心靈環保體驗營 14：00∼ 17：00 齋明別苑

7/30∼8/6 六∼六
梁皇寶懺法會 　 農禪寺

夏季青年卓越禪修營 14：00∼ 15：00 法鼓文理學院

7/31 日 禪一 09：00∼ 17：00 紫雲寺

7/31∼8/7 日∼日
中元報恩地藏法會暨
三時繫念法會

09：00∼ 16：30 臺南分院

八月活動 報名方式請洽法鼓山各分寺院、精舍
或查詢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

日期 星期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8/3 三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德華寺

19：30∼ 21：00 德貴學苑

8/5 五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雲集寺

8/5∼8/7 五∼日 精進禪二 19：00∼ 17：00 天南寺

8/6 六

談書時光 10：00∼ 12：00 聖基會

大悲懺法會 19：00∼ 21：00 三民精舍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30∼ 21：30 寶雲寺

8/7 日

中元報恩地藏法會
09：00∼ 11：30 蘭陽分院

09：00∼ 12：00 德華寺

地藏法會
09：00∼ 12：00 花蓮精舍

14：00∼ 17：00 新竹精舍

8/7∼8/13 日∼六 中元報恩《地藏經》共修 14：00∼ 17：00 基隆精舍

8/9 二

藥師法會 10：00∼ 12：00 文化館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基隆精舍

菩薩戒誦戒會 19：00∼ 21：00 花蓮精舍

8/10 三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蘭陽分院

8/11 四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中山精舍

19：00∼ 21：00 齋明寺

8/11∼8/13 四∼六 中元報恩慈悲三昧水懺法會 18：00∼ 17：30 信行寺

8/11∼8/26 四∼五 中元報恩地藏法會 安和分院

8/12∼8/14 五∼日 中元報恩地藏法會 08：40∼ 16：30 寶雲寺

8/13 六

大悲懺法會 09：30∼ 11：30 雲集寺

幸福覺招團練室 09：30∼ 16：00 農禪寺

後 40的人生必修課 09：30∼ 16：00 農禪寺

8/13∼8/14 六∼日
English Beginners' 
Meditation Class 09：00∼ 17：00 德貴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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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活動 報名方式請洽法鼓山各分寺院、精舍
或查詢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

日期 星期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8/14 日

戶外禪 09：00∼ 11：30 蘭陽分院

中元報恩三時繫念法會 09：00∼ 17：00 信行寺

大悲懺法會 14：00∼ 17：00 齋明寺

地藏法會 14：00∼ 17：00 基隆精舍

8/14∼8/20 日∼六 中元報恩地藏法會 14：00∼ 17：00 紫雲寺

8/14∼8/21 日∼日 中元報恩地藏法會 　 中山精舍

8/16 二 觀音法會 10：00∼ 12：00 文化館

8/16∼8/17 二∼三 校園靜心師資培訓初階 09：00∼ 16：30 法鼓文理學院 
（詳見 P.74）

8/18∼8/19 四∼五 校園靜心師資培訓進階 09：00∼ 16：30 法鼓文理學院 
（詳見 P.74）

8/18∼8/21 四∼日 中元報恩地藏法會 14：00∼ 17：00 齋明別苑

8/19 五 大悲懺法會
14：00∼ 16：30

安和分院
19：00∼ 21：00

8/19∼8/21 五∼日
精進禪二 18：30∼ 17：00 農禪寺

中元報恩《地藏經》共修 19：00∼ 21：00 寶雲寺

8/20 六 大悲懺法會 19：00∼ 21：30 臺南分院

8/20∼8/21 六∼日 禪二 09：30∼ 17：30 新竹精舍

8/21 日

大悲懺法會
08：30∼ 11：30 信行寺

09：00∼ 11：30 蘭陽分院

禪一 09：00∼ 17：00 寶雲寺

中元報恩三時繫念法會 09：00∼ 17：00 紫雲寺

藥師法會 09：30∼ 11：45 安和分院

8/23 二 大悲懺法會 19：00∼ 21：00 花蓮精舍

8/24 三 剃度大悲懺法會 18：30∼ 21：00 法鼓山園區

8/25 四 剃度大悲懺法會 13：30∼ 16：00 法鼓山園區

八月活動 報名方式請洽法鼓山各分寺院、精舍
或查詢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

日期 星期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8/26 五

菩薩戒誦戒會 09：00∼ 11：00 紫雲寺

剃度典禮 09：00∼ 12：00 法鼓山園區

朝山 18：00∼ 21：00 法鼓山園區 
（詳見 P.54）

大悲懺法會 19：00∼ 21：30 紫雲寺

8/26∼8/27 五∼六 中元報恩地藏法會─地藏懺 19：00∼ 21：00 齋明寺

8/26∼8/28 五∼日 精進禪二 19：00∼ 17：00 天南寺

8/27 六

禪一 09：30∼ 17：00 安和分院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農禪寺

菩薩戒誦戒會 19：00∼ 21：00 三民精舍

8/27 六 壞 why派對 09：30∼ 16：00 德貴學苑

8/28 日

禪一 08：30∼ 17：00 信行寺

地藏法會 09：00∼ 12：00 農禪寺

佛一 09：00∼ 17：00 蘭陽分院

大悲懺法會 14：00∼ 16：30 寶雲寺

中元報恩地藏法會圓滿日 
─《地藏經》

14：00∼ 17：00 齋明寺

半日禪 14：30∼ 17：00 齋明別苑

8/28 日 壞 why派對 09：30∼ 16：00 德貴學苑

8/30 二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安和分院

8/31 三
《藥師經》共修 19：00∼ 21：00 德華寺

菩薩戒誦戒會 19：30∼ 21：30 信行寺

8/31∼9/3 三∼六
「漢傳佛教四百年」學術
研習營

08：00∼ 21：00 法鼓文理學院



8988

九月活動 報名方式請洽法鼓山各分寺院、精舍
或查詢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

日期 星期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9/1 四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臺南分院

19：00∼ 21：00 中山精舍

9/2 五
大悲懺法會 14：00∼ 16：30 農禪寺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雲集寺

9/3 六

念佛禪一 09：00∼ 17：00 農禪寺

大悲懺法會 19：00∼ 21：00 三民精舍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30∼ 21：30 寶雲寺

9/4 日

地藏法會

08：30∼ 12：00 信行寺

09：00∼ 12：00 臺南分院

09：30∼ 12：00 安和分院

大悲懺法會
09：00∼ 11：30 蘭陽分院

14：00∼ 17：00 新竹精舍

祈福皈依大典 13：00∼ 17：00 法鼓山園區

禪一 08：30∼ 17：30 基隆精舍

9/7 三

藥師法會 10：00∼ 12：00 文化館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德華寺

19：30∼ 21：00 德貴學苑

9/8 四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齋明寺

9/9 五 農禪水月過中秋 18：30∼ 21：30 農禪寺

9/10 六 佛一 09：00∼ 17：00 寶雲寺

9/11 日
大悲懺法會 14：00∼ 17：00 齋明寺

地藏法會 14：00∼ 17：00 基隆精舍

9/13 二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基隆精舍

菩薩戒誦戒會 19：00∼ 21：00 花蓮精舍

九月活動 報名方式請洽法鼓山各分寺院、精舍
或查詢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

日期 星期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9/14 三
觀音法會 10：00∼ 12：00 文化館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蘭陽分院

9/16 五

菩薩戒誦戒會 09：00∼ 11：00 紫雲寺

大悲懺法會
14：00∼ 16：30

安和分院
19：00∼ 21：00

《地藏經》共修 19：00∼ 21：00 雲集寺

9/16∼9/18 五∼日 社青禪修營 19：00∼ 16：00 雲來別苑

9/17 六

幸福覺招團練室 09：30∼ 16：00 農禪寺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4：00∼ 16：30 新竹精舍

菩薩戒誦戒會 19：00∼ 21：00 三民精舍

大悲懺法會 19：00∼ 21：30 臺南分院

9/17∼9/18 六∼日
朝山 07：00∼ 19：00 法鼓山園區 

（詳見 P.34）

初級禪訓班（密集班） 09：00∼ 17：00 齋明寺

9/18 日

大悲懺法會 08：30∼ 11：30 信行寺

地藏法會

09：00∼ 11：30 蘭陽分院

09：30∼ 12：00 中山精舍

19：00∼ 21：30 寶雲寺

藥師法會 09：30∼ 11：45 安和分院

9/18、9/25 日 初級禪訓班（密集班） 09：00∼ 17：00 花蓮精舍

9/23 五 大悲懺法會 19：00∼ 21：30 紫雲寺

9/23∼9/25 五∼日 精進禪二 19：00∼ 17：00 天南寺

9/24 六

戶外禪 08：00∼ 16：00 農禪寺

念佛禪一 08：30∼ 17：00 信行寺

後 40的人生必修課 09：30∼ 16：00 農禪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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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活動 報名方式請洽法鼓山各分寺院、精舍
或查詢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

日期 星期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9/24 六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農禪寺

大悲懺法會 19：00∼ 21：30 法鼓山園區

心潮梵音祈福晚會 19：00∼ 21：30 德貴學苑

9/24∼9/25 六∼日

初級禪訓班（密集班） 09：00∼ 17：00 蘭陽分院

朝山 07：00∼ 21：00 法鼓山園區 
（詳見 P.36）

9/25 日

地藏法會
09：00∼ 12：00 農禪寺

14：00∼ 17：00 齋明寺

大悲懺法會 14：00∼ 16：30 寶雲寺

半日禪 14：30∼ 17：00 齋明別苑

9/27 二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安和分院

大悲懺法會 19：00∼ 21：00 花蓮精舍

9/28 三
大悲懺法會 19：00∼ 21：30 德華寺

菩薩戒誦戒會 19：30∼ 21：30 信行寺

9/30 五 大悲懺法會 19：00∼ 21：00 齋明別苑

十月活動 報名方式請洽法鼓山各分寺院、精舍
或查詢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

日期 星期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10/1 六

第二十八屆「家中寶」 
佛化聯合祝壽

09：00∼ 11：30 寶雲寺

09：30∼ 13：00 蘭陽分院

禪一 09：30∼ 17：00 安和分院

青年禪一 09：30∼ 17：30 德貴學苑

談書時光 10：00∼ 12：00 聖基會

大悲懺法會 19：00∼ 21：00 三民精舍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30∼ 21：30 寶雲寺

10/2 日

大悲懺法會 09：00∼ 11：30 蘭陽分院

地藏法會

09：00∼ 12：00 臺南分院

09：30∼ 12：00 安和分院

14：00∼ 16：30 新竹精舍

第二十八屆「家中寶」 
佛化聯合祝壽

08：00∼ 14：00 法鼓山園區

（詳見 P.54）

09：00∼ 12：00 信行寺

10：00∼ 11：30 中山精舍

10：00∼ 12：00 紫雲寺

10/5 三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德華寺

19：30∼ 21：00 德貴學苑

10/6 四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臺南分院

19：00∼ 21：00 中山精舍

10/7 五
藥師法會 10：00∼ 12：00 文化館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雲集寺

10/7∼10/10 五∼一 佛三暨八關戒齋 19：00∼ 17：00 齋明寺

10/8 六
大悲懺法會 09：30∼ 11：30 雲集寺

地藏法會 14：00∼ 17：00 齋明別苑

10/8∼10/9 六∼日 初級禪訓班（密集班） 09：00∼ 17：00 雲來別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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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活動 報名方式請洽法鼓山各分寺院、精舍
或查詢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

日期 星期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10/9 日

地藏法會
08：30∼ 12：00 信行寺

14：00∼ 17：00 基隆精舍

第二十八屆「家中寶」 
佛化聯合祝壽

09：30∼ 12：00 臺南分院

10/10 一
第二十八屆「家中寶」 
佛化聯合祝壽

10：00∼ 11：30 安和分院

10/11 二
菩薩戒誦戒會 19：00∼ 21：00 花蓮精舍

觀音法會 19：00∼ 21：00 基隆精舍

10/12 三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蘭陽分院

10/13 四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齋明寺

10/14 五

菩薩戒誦戒會 09：00∼ 11：00 紫雲寺

觀音法會 10：00∼ 12：00 文化館

大悲懺法會 19：00∼ 21：30 紫雲寺

10/14∼10/16 五∼日 精進禪二 19：00∼ 17：00 天南寺

10/15 六

幸福覺招團練室 09：30∼ 16：00 農禪寺

後 40的人生必修課 09：30∼ 16：00 農禪寺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4：00∼ 16：30 新竹精舍

大悲懺法會 19：00∼ 21：30 臺南分院

菩薩戒誦戒會 19：00∼ 21：00 三民精舍

10/16 日 地藏法會 09：30∼ 12：00 中山精舍

10/16 日 地藏法會
09：00∼ 11：30 蘭陽分院

19：00∼ 21：30 寶雲寺

10/18 二
大悲懺法會 19：00∼ 21：00 花蓮精舍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基隆精舍

10/21 五
大悲懺法會

14：00∼ 16：30
安和分院

19：00∼ 21：00

《地藏經》共修 19：00∼ 21：00 雲集寺

十月活動 報名方式請洽法鼓山各分寺院、精舍
或查詢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

日期 星期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10/21∼10/23 五∼日 藥師法會 09：30∼ 12：00 中山精舍

10/22 六
戶外禪 08：00∼ 16：00 花蓮精舍

慈悲三昧水懺法會 09：00∼ 17：00 農禪寺

10/22∼10/23 六∼日 秋季報恩法會 09：00∼ 17：00 齋明寺

10/23 日

戶外禪 08：00∼ 16：00 德華寺

藥師法會 09：30∼ 11：45 安和分院

第二十八屆「家中寶」 
佛化聯合祝壽

10：00∼ 12：00 農禪寺

大悲懺法會 14：00∼ 16：30 寶雲寺

10/23∼10/29 日∼六 藥師法會 14：00∼ 16：30 紫雲寺

10/25 二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安和分院

10/26 三
《藥師經》共修 19：00∼ 21：00 德華寺

菩薩戒誦戒會 19：30∼ 21：30 信行寺

10/28∼10/30 五∼日 精進禪二 19：00∼ 17：00 天南寺

10/29 六 禪一 09：00∼ 17：00 農禪寺

10/29∼10/30 六∼日 初級禪訓班（密集班） 09：00∼ 17：30 臺南分院

10/30 日

大悲懺法會 08：30∼ 11：30 信行寺

慈悲三昧水懺法會 08：30∼ 17：00 紫雲寺

地藏法會 09：00∼ 12：00 農禪寺

佛一 09：00∼ 17：00 花蓮精舍

半日禪 14：30∼ 17：00 齋明別苑

10/30 日 禪一 09：00∼ 17：00 寶雲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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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活動 報名方式請洽法鼓山各分寺院、精舍
或查詢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

日期 星期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11/2 三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德華寺

19：30∼ 21：00 德貴學苑

11/3 四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臺南分院

19：00∼ 21：00 中山精舍

11/4 五
大悲懺法會 14：00∼ 16：30 農禪寺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雲集寺

11/5 六

參學 07：00∼ 20：00 法鼓山園區

（詳見 P.32）

幸福覺招團練室 09：30∼ 16：00 農禪寺

後 40的人生必修課 09：30∼ 16：00 農禪寺

藥師法會 10：00∼ 12：00 文化館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30∼ 21：30 寶雲寺

11/6 日

地藏法會

08：30∼ 12：00 信行寺

09：00∼ 12：00 臺南分院

09：30∼ 12：00 安和分院

大悲懺法會
09：00∼ 11：30 蘭陽分院

14：00∼ 17：00 新竹精舍

11/8 二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基隆精舍

菩薩戒誦戒會 19：00∼ 21：00 花蓮精舍

11/9 三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蘭陽分院

11/10 四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齋明寺

11/11∼11/13 五∼日
禪修教理二日營 18：30∼ 17：00 農禪寺

精進禪二 19：00∼ 17：00 天南寺

11/12 六 禪一
09：00∼ 17：00 臺南分院

09：00∼ 17：00 花蓮精舍

十一月活動 報名方式請洽法鼓山各分寺院、精舍
或查詢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

日期 星期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11/12 六

大悲懺法會
09：30∼ 11：30 雲集寺

19：00∼ 21：00 三民精舍

觀音法會 10：00∼ 12：00 文化館

地藏法會 14：00∼ 17：00 齋明別苑

11/13 日

地藏法會 14：00∼ 17：00 基隆精舍

大悲懺法會
08：30∼ 11：30 信行寺

14：00∼ 17：00 齋明寺

戶外禪 08：00∼ 17：30 寶雲寺

11/16 三 菩薩戒誦戒會 19：30∼ 21：30 信行寺

11/18 五

菩薩戒誦戒會 09：00∼ 11：00 紫雲寺

《地藏經》共修 19：00∼ 21：00 雲集寺

大悲懺法會 19：00∼ 21：30 紫雲寺

11/19 六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4：00∼ 16：30 新竹精舍

大悲懺法會 19：00∼ 21：30 臺南分院

11/20 日 地藏法會
09：00∼ 11：30 蘭陽分院

19：00∼ 21：30 寶雲寺

11/22 二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安和分院

大悲懺法會 19：00∼ 21：00 花蓮精舍

11/27∼12/4 日∼日 法鼓山大悲心水陸法會 08：30∼ 16：00 法鼓山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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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活動 報名方式請洽法鼓山各分寺院、精舍
或查詢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

日期 星期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12/7 三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德華寺

19：30∼ 21：00 德貴學苑

12/8 四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中山精舍

19：00∼ 21：00 齋明寺

12/10 六

後 40的人生必修課 09：30∼ 16：00 農禪寺

禪一 09：30∼ 17：00 安和分院

大悲懺法會
09：30∼ 11：30 雲集寺

19：00∼ 21：00 三民精舍

12/11 日 地藏法會 09：30∼ 12：00 中山精舍

12/11 日

地藏法會

08：30∼ 12：00 信行寺

09：30∼ 12：00 安和分院

14：00∼ 17：00 基隆精舍

歲末關懷 09：00∼ 12：00 文化館

大悲懺法會 14：00∼ 17：00 齋明寺

12/13 二

藥師法會 10：00∼ 12：00 文化館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基隆精舍

菩薩戒誦戒會 19：00∼ 21：00 花蓮精舍

12/14 三
禪一 09：00∼ 17：00 農禪寺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蘭陽分院

12/15 四 禪一 08：30∼ 17：30 基隆精舍

12/16 五

菩薩戒誦戒會 09：00∼ 11：00 紫雲寺

大悲懺法會
14：00∼ 16：30

安和分院
19：00∼ 21：00

《地藏經》共修 19：00∼ 21：00 雲集寺

12/16∼12/18 五∼日 青年禪二 19：00∼ 16：00 天南寺

十二月活動 報名方式請洽法鼓山各分寺院、精舍
或查詢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

日期 星期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12/17 六

半日禪 09：00∼ 11：30 寶雲寺

禪一 09：00∼ 17：00 齋明寺

幸福覺招團練室 09：30∼ 16：00 農禪寺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4：00∼ 16：30 新竹精舍

地藏法會 14：00∼ 17：00 齋明別苑

菩薩戒誦戒會 19：00∼ 21：00 三民精舍

大悲懺法會 19：00∼ 21：30 臺南分院

12/18 日

大悲懺法會 08：30∼ 11：30 信行寺

佛一 08：30∼ 17：00 基隆精舍

地藏法會
09：00∼ 11：30 蘭陽分院

19：00∼ 21：30 寶雲寺

禪一 09：00∼ 17：00
紫雲寺

齋明別苑

藥師法會 09：30∼ 11：45 安和分院

12/20 二 觀音法會 10：00∼ 12：00 文化館

12/22∼12/25 四∼日 彌陀佛三暨八關戒齋 農禪寺

12/23 五 大悲懺法會 19：00∼ 21：30 紫雲寺

12/23∼12/24 五∼六 第八屆近現代漢傳佛教論壇 09：00∼ 17：00 集思臺大會議

中心

12/24 六
大悲懺法會 19：00∼ 21：30 法鼓山園區

心潮梵音祈福晚會 19：00∼ 21：30 德貴學苑

12/24∼12/25 六∼日 初級禪訓班（密集班） 08：30∼ 17：00 信行寺

12/25 日 大悲懺法會 14：00∼ 16：30 寶雲寺

12/27 二
菩薩戒誦戒會暨念佛共修 19：00∼ 21：00 安和分院

大悲懺法會 19：00∼ 21：00 花蓮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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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活動 報名方式請洽法鼓山各分寺院、精舍
或查詢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

日期 星期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12/28 三
《藥師經》共修 19：00∼ 21：00 德華寺

菩薩戒誦戒會 19：30∼ 21：30 信行寺

12/30 五 大悲懺法會 19：00∼ 21：00 齋明別苑

12/30∼
2023/1/1 五∼日 精進禪二

19：00∼ 17：00 天南寺

19：30∼ 17：00 信行寺

12/31∼
2023/1/1 六∼日 2023跨年迎新在農禪 22：00∼ 00：30 農禪寺

12/31∼
2023/1/2 六∼一 念佛禪三 09：00∼ 17：00 寶雲寺

臺 灣 北 部 ／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208303新北市金山區法鼓路 555號
電話：（02）2498-7171

農禪寺

112028臺北市北投區大業路
65巷 89號

112021臺北市北投區大度路一段
112號

電話：（02）2893-3161

中華佛教文化館

112006臺北市北投區光明路 276號
電話：（02）2891-2550

（02）2892-6111

雲來寺
（行政中心、普化中心、文化中心）

112004臺北市北投區公館路 186號
電話：（02）2893-9966

（行政中心、普化中心）
電話：（02）2893-4646（文化中心）

雲來別苑（護法總會）

112057臺北市北投區三合街一段
99號

電話：(02)2896-6119
傳真：(02)2896-6377

法鼓德貴學苑

100002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號
電話：（02）8978-2081（青年發展院）
電話：（02）2381-2345

（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
電話：（02）8978-2110

（法鼓文理學院推廣教育中心）

安和分院（護法總會大信南分會）

106058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
29號 10樓

電話：（02）2778-5007∼ 9

天南寺

237008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二段
138巷 168號

電話：（02）8676-2556

蘭陽分院（護法總會羅東分會）

265035宜蘭縣羅東鎮北投街 368號
電話：（03）961-0296

齋明寺

335008桃園市大溪區齋明街 153號
電話：（03）380-1426

齋明別苑

330019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
361號

電話：（03）315-1581

中山精舍（護法總會中山分會）

104028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
67號 9樓

電話：（02）2591-1008

基隆精舍（護法總會基隆分會）

200007基隆市仁愛區仁五路 8號 3樓
電話：（02）2426-1677

新竹精舍（護法總會新竹分會）

300007新竹市東區民權路 266號 7樓   
電話：（03）525-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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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總會城中分會

100002 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電話：（02）8978-2081#1002∼ 1004

護法總會圓山分會

103632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
232號 12樓

電話：（02）2585-1585

護法總會松山分會

105015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
28號 7樓

電話：0921-690-545

護法總會社子分會

111065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五段
29號 1、2樓

電話：（02）2816-9619

護法總會北投分會

112001臺北市北投區溫泉路
68-8號 1樓

電話：（02）2892-7138

護法總會內湖分會

114059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123巷 20弄 3號 1樓

電話：（02）2793-8809

護法總會文山分會

116603  臺北市文山區和興路 52巷 9
之 3號 1樓

電話 : （02）2236-4380
116557臺北市文山區景興路

195號 2樓
電話：（02）2933-0085

護法總會萬金分會

208001新北市金山區仁愛路 61號
1樓

電話：（02）2408-1844

護法總會板橋分會

220652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一段
126號 13樓

電話：（02）8951-3341

護法總會新店分會

231023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95號 14樓

電話：（02）2219-2998

護法總會雙和分會

234045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
417號 10樓

電話：（02）2231-2654

護法總會海山分會

236036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三段
87號 5樓

電話：（02）2269-2578

護法總會重陽分會

241038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四段
53號 5樓之 1

電話：（02）2986-0168

護法總會新莊分會

242001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 114號
電話：（02）2994-6176

護法總會林口分會

244022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
266號 2樓之 2

電話：（02）2600-3007
（02）2601-8643

護法總會淡水分會

251013新北市淡水區新民街
120巷 3號 1樓

電話：（02）2629-2458
251018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251號 

（通訊處、物資寄送處）
電話：（02）2628-1246

護法總會三石分會

252006  新北市三芝區公正街三段
10號 1樓

電話：0978-207-781 
252006  新北市三芝區福德里埔尾 9-67

號 2樓（通訊處、物資寄送處）
電話： 0932-939-979

護法總會宜蘭分會

260022宜蘭縣宜蘭市泰山路
112巷 8弄 18號

電話：（03）933-2125

護法總會中壢分會

324008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
184號 3樓之 1

電話：（03）281-3127；（03）281-3128

護法總會桃園分會

330012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二段
105號 12樓

電話：（03）302-4761；（03）302-7741

護法總會苗栗分會

360006苗栗縣苗栗市建功里大埔街
42號

電話：（037）362-881

臺 灣 中 部 ／

寶雲寺（護法總會臺中分會）

407028臺中市西屯區市政路 37號
電話：（04）2255-0665

寶雲別苑

407001臺中市西屯區西平南巷 6-6號
電話：（04）2465-6899

德華寺

545007南投縣埔里鎮延年巷 33號
電話：（049）242-3025

護法總會豐原分會

420008臺中市豐原區北陽路 8號 4樓
電話：（04）2524-5569

護法總會海線分會

436108臺中市清水區鎮南街 53號 2樓
電話：（04）2622-9797

護法總會彰化分會

500009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2號
10樓

電話：（04）711-6052

護法總會員林分會

510002彰化縣員林市靜修東路
33號 8樓

電話：（04）837-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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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總會南投分會

540002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
中學西路 106號

電話：（049）231-5956

臺 灣 南 部 ／

臺南分院（護法總會臺南分會）

704004臺南市北區西門路三段
159號 14樓

電話：（06）220-6329；（06）220-6339

雲集寺

722008臺南市佳里區六安街 218號
電話：（06）721-1295；（06）721-1298
（施工期間臨時共修處：臺南市佳里
區光復路 321號 2樓）

紫雲寺
（護法總會高雄北區／南區分會）

833172高雄市鳥松區忠孝路 52號 
電話：（07）732-1380

三民精舍

807026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一路
433號 2樓

電話：（07）225-6692

護法總會嘉義分會

600050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
343號 3樓

電話：（05）276-0071；（05）276-4403

護法總會屏東分會

900033屏東縣屏東市建豐路
2巷 70號 1樓

電話：（08）738-0001

護法總會潮州分會

920004屏東縣潮州鎮和平路 26號
1樓

電話：（08）789-8596

臺 灣 東 部 ／

信行寺（護法總會臺東分會）

950020臺東縣臺東市更生北路 132巷
36號或 38號

電話：（089）225-199；（089）223-151

花蓮精舍（護法總會花蓮分會）

970032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四段
272號

電話：（03）834-2758

海 外 地 區 ／

▓ 美國（AMERICA）

東初禪寺（紐約州紐約分會）

90-56 Corona Ave., Elmhurst, NY 11373, 
U.S.A.
TEL：1-718-592-6593
E-MAIL：chancenter@gmail.com
WEBSITE：www.chancenter.org

象岡道場（紐約州）

184 Quannacut Rd., Pine Bush, NY 12566, 
U.S.A.
TEL：1-845-744-8114
FAX：1-845-744-8483
E-MAIL：ddrc@dharmadrumretreat.org
WEBSITE：www.dharmadrumretreat.org

洛杉磯道場（加州）

4530 N. Peck Rd., El Monte, CA 91732, 
U.S.A.
TEL：1- 626-350-4388
E-MAIL：ddmbala@gmail.com
WEBSITE：www.ddmbala.org

舊金山道場（加州）

255 H. Street, Fremont, CA 94536, U.S.A.
TEL：1-510-246-8264
E-MAIL：info@ddmbasf.org
WEBSITE：www.ddmbasf.org

普賢講堂（麻塞諸塞州）

319 Lowell Street, Lexington, MA 02420, 
U.S.A
TEL：1-781- 863-1936
WEBSITE：www.ddmba.org

新澤西州分會

56 Vineyard Road, Edison NJ 08817
TEL：1-732-249-1898
E-MAIL：enews@ddmbanj.org
WEBSITE：www.ddmbanj.org

塔城分會（佛州）

1310  N. Paul Russell Rd. Tallahassee, FL 
32301, U.S.A.

TEL：1-850- 888-2616
Email：tallahassee.Chan@gmail.com
WEBSITE：www. tallahasseechan.org

芝加哥分會（伊利諾州）

241  Holbrook Drive, Wheeling, IL, 60090, 
U.S.A.

TEL：1-847- 951-3602
Email：ddmbachicago@gmail.com
WEBSITE：www.ddmbachicago.org

西雅圖分會（華盛頓州）

PO BOX：694 Bellevue, WA 98009
TEL：1-425-957-4597
Email：ddmba.seattle@gmail.com
WEBSITE：www.seattle.ddmusa.org

▓ 加拿大（CANADA）

溫哥華道場

8240 No.5 Rd., Richmond, B.C., Canada 
V6Y 2V4
TEL：1-604-277-1357
FAX：1-604-277-1352
E-MAIL：info@ddmba.ca
WEBSITE：www.ddmb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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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分會（安省）

1025 McNicoll Avenue, Toronto, Canada
M1W 3W6 
TEL：1-416-855-0531
E-MAIL：ddmba.toronto@gmail.com 
WEBSITE：www.ddmbaontario.org 

▓亞洲 ASIA

馬來西亞道場

No. 9, Jalan 51A/225A, Zon Perindustrian 
PJCT, Seksyen 51A, 461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60-3-7490-2298

60-3-7490-2299
E-MAIL：admin@ddm.org.my
WEBSITE：www.ddmmy.org

香港道場—荔枝角會址

香港九龍荔枝角永康街 23-27 號 安泰
工業大廈 B 座 2 樓
2/F., Block B, Alexandra Industrial Building 
23-27 Wing Hong Street, Lai Chi Kok,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道場—尖沙咀共修處
尖沙咀漢口道 39-41號麥仕維中心 10
樓（港鐵尖沙咀 A1出口）
10/F Maxwell Centre, 39-41 Hankow 
Road, Tsim Sha Tsui（MTR TST Station Exit 
A1）
TEL：852-3579-5851
WEBSITE：www.ddmhk.org.hk   
E-MAIL：info@ddmhk.org.hk

新加坡護法會

146B Paya Lebar Road#06-01 ACE 
Building, Singapore 409017
TEL：65-6735-5900
E-MAIL：ddrumsingapore@gmail.com
WEBSITE：www.ddsingapore.org

泰國護法會

1471. Soi 31/1 Pattnakarn Rd., 10250 
Bangkok, Thailand 
TEL：66-2-0135651∼ 2
E-MAIL：ddmbkk2005@gmail.com
FB：www.facebook.com/ddmbathai

▓ 大洋洲 OCEANIA

澳洲雪梨分會—City Centre

Room 605, Level 6, 99 York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TEL： 61-2-8056-1773
FAX：61-2-9283-3168
E-MAIL：info@ddmf.org.au
WEBSITE：www.ddm.org.au

澳洲雪梨分會—Hornsby Centre

Unit 2, 67 Jersey Street, Hornsby
NSW 2077 Australia 
Tel： 8924 5451

澳洲墨爾本分會

42 Bridge Street, Bulleeu, VIC 3105, 
Australia
TEL：61-4-7069-0911 
E-MAIL：contact@ddmmelbourne.org.au
WEBSITE： www.ddmmelbourne.org.au

▓ 歐洲 EUROPE

盧森堡聯絡處

15, Rue Jean Schaack L-2563, 
Luxembourg 
TEL：352-400-080
FAX：352-290-311
E-MAIL：ddm@chan.lu

英國倫敦聯絡處

E-MAIL：info@londonchanmeditaion.org
WEBSITE： www.londonchanmeditation.

org 

相 關 事 業 群 ／

法鼓山僧伽大學

208303新北市金山區法鼓路 555號
電話：（02）2498-7171
網址：www.ddsu.org

法鼓文理學院

208303新北市金山區法鼓路 700號
電話：（02）2498-0707轉 2364∼ 2365
網址：www.dila.edu.tw

法鼓文理學院．推廣教育中心

100002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號 9樓

電話：（02）8978-2110轉 8011
網址：dilatw.blogspot.tw

中華佛學研究所

208303新北市金山區法鼓路 555號
電話：（02）2498-7171轉 2362
網址：www.chibs.edu.tw

法鼓山社會大學服務中心

208001新北市金山區仁愛路 61號
電話：（02）2408-2593∼ 4
網址：www.ddcep.org.tw

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112004臺北市北投區公館路 186號
電話：（02）2893-9966

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

100002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號
5樓

電話：（02）2381-2345

聖嚴教育基金會

100018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二段
48之 6號 2樓

電話：（02）2397-9300

般若禪坐會 、國際禪坐會（愛群大廈）

106072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124之 6號 7樓 B室

電話：（02）2893-9966轉 6345

法鼓山助念團

112004臺北市北投區公館路 186號
電話：（02）2893-9966轉 6117∼ 6119

法鼓文化 / 人生雜誌社

112004臺北市北投區公館路 186號
電話：（02）2893-46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