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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具 觸 動 現 代 人 心 絃 的 古 典 樂 章

與六祖壇經禪宗
主講者：鄭振煌教授

合辦單位：　　中華佛教居士會、　　 中華維鬘學會、　　台北市艋舺龍山寺、　    智敏‧慧華上師基金會

聯絡單位：中華佛教居士會 Tel:02-2362-0223  Fax:02-2362-8824 許師兄
　　　　　h�p://www.laybuddhists.org　e-mail: laybatw@gmail.com

4 21~11 17時間：

地點：艋舺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大會堂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242號七樓。捷運板南線：江子翠站，3號新北市議會出口，左轉350公尺。）



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大會堂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242號7樓，捷運板南線江子翠站3號出口

《六祖壇經》文字如行雲流水，是最早的白話文範本，
涵義高深莫測，不能以智取，不能以義解，

只有融通儒釋道三家思想而無心出岫者差堪悟之，信手拈來皆是佳句。

「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何有差別？」

「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六祖壇經》不僅是中華文化的主流，更是人類思想的瑰寶，

其價值體現在宗教修持、文學、哲學、藝術上，奠立禪宗的基礎，

進而影響世界心靈。   

惠能二十四歲以樵夫身登祖師位，創南宗頓悟禪，

五家七宗，杲日麗天，波瀾壯闊。

今年適逢大師示寂一千三百週年，演說〈六祖壇經與禪宗〉，

更具深遠意義。

捷運路線
板南線→江子翠捷運站3號新北市議會出口，直走350公尺

公車路線
◎由北至南方向

江翠國中站：233、245、264、310、702、703、

　　　　　　701正副線、客運台北－大溪、

　　　　　　台北客運15路、10路、藍32、藍17

◎由南至北方向

新北市議會站：233、245、264、310、702、703、

　　　　　　　701正副線、客運大西－台北、

　　　　　　　台北客運15路、10路、藍32

★敬請填妥報名表並傳真、郵寄或e-mail至中華佛教居士會(請務必來電確認)

10647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八一號十二樓 / 中華佛教居士會收

Tel: 02-2362-0223  Fax: 02-2362-8824  E-mail: laybatw@gmail.com

講座報名表

4/21(日)上午

代訂素食便當：　需要　　不需要

4/21(日)下午
鄭振煌教授

釋經題
鄭振煌教授

自序品第一

5/26(日)上午

代訂素食便當：　需要　　不需要

5/26(日)下午
鄭振煌教授

般若品第二
鄭振煌教授

決疑品第三

6/16(日)上午

代訂素食便當：　需要　　不需要

6/16(日)下午
鄭振煌教授

定慧品第四
鄭振煌教授

1. 妙行品第五
2. 禪修：無念、無相、無住禪觀

7/28(日)上午

代訂素食便當：　需要　　不需要

7/28(日)下午
鄭振煌教授

懺悔品第六
鄭淨元老師

兒童繪本說故事比賽

9/15(日)上午

代訂素食便當：　需要　　不需要

9/15(日)下午
鄭振煌教授

機緣品第七
鄭振煌教授

禪修：無相懺悔

9/29(日)上午

代訂素食便當：　需要　　不需要

9/29(日)下午
鄭振煌教授

頓漸品第八
蔡爾高居士、廖惠品居士、洪秋月居士

佛法如何實務運用於
重病、臨終、捨報時

10/20(日)上午

代訂素食便當：　需要　　不需要

10/20(日)下午
鄭振煌教授

護法品第九
宗惇法師

最後的摯愛與道別

11/17(日)上午

代訂素食便當：　需要　　不需要

11/17(日)下午
鄭振煌教授

付囑品第十
鄭振煌教授

禪修：一行三昧

姓名： 電話： 手機：

地址：□□□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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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六祖壇經禪宗

與六祖壇經禪宗

4 21~11 17
艋舺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大會堂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242號七樓。
捷運板南線：江子翠站，3號新北市議會出口，左轉350公尺。

聯絡單位：

中華佛教居士會 Tel:02-2362-0223 Fax:02-2362-8824 許世穎師兄

h�p://www.laybuddhists.org　e-mail: laybatw@gmail.com

中華佛教居士會　　　　中華維鬘學會

台北市艋舺龍山寺　　　智敏‧慧華上師基金會

合辦單位：



鄭振煌 老師
中華維鬘學會理事長、中華佛教居士會副理事

長、淨覺僧伽大學大乘佛教思想研究所所長、新

加坡佛學院資深客座教授。翻譯西藏生死書、藏

密度亡經等及三十餘部著作。

宗惇 法師

鄭淨元 老師

蔡爾高 居士

廖惠品 居士

洪秋月 居士

台灣臨床佛學研究協會秘書長、台大醫院緩和醫

療病房研究員暨佛教宗教師臨床講師、台灣科技

大學兼任講師

專長：安寧緩和醫療靈性照顧、靈性照顧研究、

宗教師培訓

白聖佛學院佛教研究所碩士、碧潭大佛寺佛法講

師、三之三空中美語百齡分校負責人、花婆婆繪

本館館長、中華佛教居士會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諾那華藏精舍 雲林嘉義助念團 團長

諾那華藏精舍 資深助念專職

諾那華藏精舍 資深助念智工

自序品第一
4/21(日)14:00~16:30

鄭振煌教授2.
禪修：無相懺悔

9/15(日)14:00~16:30
鄭振煌教授10.

惠能聞《金剛經》言下感悟，又作理悟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
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又蒙五祖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而大悟萬法不離自性：「何其自性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
搖、能生萬法。」受法衣，南行隱獵人隊一十五載，出至廣州法性寺，以「不
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驚訝大眾，印宗為其剃髮，得開東山法門。

罪業如霜露　慧日能消融
觀罪性空真懺悔　何有餘善能勝彼

釋經題
4/21(日)09:00~12:00

鄭振煌教授1. 機緣品第七
9/15(日)09:00~12:00

鄭振煌教授9.
講解《六祖法寶壇經》經名涵意 隨機教化弟子。諸佛妙理，非關文字；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佛以一

大事因緣出世，為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
智菩提；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聖諦不
為，何階級之有；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分別亦非意，則留一宿覺；妙湛
圓寂，體用如如；修行惟自知自見。

般若品第二
5/26(日)09:00~12:00

鄭振煌教授

開演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深義。般若之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自
悟者不假外求，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分別頓漸禪，緣於根機利鈍。真戒定慧法，接最上乘人，皆從自性起用，念念
般若觀照，不立一切法，無有次第。

3. 頓漸品第八
9/29(日)09:00~12:00

鄭振煌教授11.

抉擇達摩祖師曰梁武帝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實無功德。求福非功德，功德法身
中；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又解念佛生西之
疑，迷人念佛求生西方，悟人自淨其心，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心清淨即
自性西方。

1. 介紹與了解「一念蓮華」，引導大家如何達到一念蓮華的目標。
2. 「一念蓮華」的準備---患關懷。引導病人轉念；安頓身心的實例分享。
3. 「一念蓮華」的前奏---臨終關懷。協助病人面對生死的重點，溝通家屬到時
如何因應，輔導學會簡單的助念方式。

4. 「一念蓮華」的掌握---實際助念。了解如何助念，帶領大家實行助念轉理論
為能力。

決疑品第三
5/26(日)14:00~16:30

鄭振煌教授4. 佛法如何實務運用於重病、
臨終、捨報時

9/29(日)14:00~17:00
蔡爾高居士、廖惠品居士、  洪秋月居士12.

揭示「定」與「慧」一體不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
之時慧在定。一行三昧，於一切處，常行一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立無念
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能善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婉辭入京，開示道由心悟，不在坐。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
二，即是實性。蒙帝詔獎，修飾寺宇。

定慧品第四
6/16(日)09:00~12:00

鄭振煌教授5.
護法品第九

10/20(日)09:00~12:00
鄭振煌教授13.

1. 確立頓悟禪法。坐者，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禪者，內見自性不
動。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
佛道。

2. 無念者，於念而離念　無相者，於相而離相
 無住者，於諸法無繫　珍貴此心能生誠稀有

1. 在面對重病或臨終的病人時，如何運用佛法安頓病人及自己的身心，轉病苦
為光明之路。

2. 當疾病已無法治癒後，如何活出尊嚴與品質？當此生已來日無多，如何掌握
契機，在生命終點處，轉成無限希望的起點？

3. 與臨終者談往生事宜，除了引導臨終者放下執著接受無常的到來，更積極的
意義在於引導他求生淨土。

1.妙行品第五
2.禪修：無念、無相、無住禪觀

6/16(日)14:00~16:30
鄭振煌教授6. 最後的摯愛與道別

10/20(日)14:00~17:00
宗惇法師14.

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授「無相懺悔」、四弘誓願、無相三歸依，須從自性
中起，念念自淨其心。

六祖臨涅槃，傳法不傳衣，教導弟子舉三科法門，用三十六對，說一切法莫離
自性。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正眼法藏，有道者得，無心者
通。

懺悔品第六
7/28(日)09:00~12:00

鄭振煌教授7. 付囑品第十
11/17(日)09:00~12:00

鄭振煌教授15.

培養孩子表達、傾聽與溝通的能力，啟發孩子從故事中學習，讓孩子學會如何
使用肢體語言豐富個人的生活。透過競賽讓孩子的學習更具目標性，藉此加強
孩子的人際互動關係。

於一切處　純一直心
不動道場　真成淨土

兒童繪本說故事比賽
7/28(日)14:00~17:00

鄭淨元老師8. 禪修：一行三昧
11/17(日)14:00~16:30

鄭振煌教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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