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年印儀學苑 年度行事曆
法會共修活動
日 期

行 事 內 容

平日：1/2~12/25
結夏期間：5/30~8/25

平日：八十八佛、彌陀經、
普賢行願品、普門品

( 6/5、6/12、6/19、6/26、7/3、7/10、7/17、
7/24、7/31、8/7 )

結夏：禮誦法華經 共 10 週

備 註
每週二晚上 7:00~9:00
每月最後一週大回向
放香(暫停)：2/13、2/20、
4/10、8/21、11/5-27 封山

5/15.5/29.6/14.6/28.7/13.
7/27.8/11.9/10.10/9.10/23
11/8.11/22.12/7.12/21

共修暨佛前大供
週六：3/3.3/17.3/31.4/14.4/28.9/22

初一、十五
上午 10:10~11:30

106.12/31（日）

跨年共修

晚上 10:00~12:00

2/6（二）

辭歲普佛共修

晚上 7:00~9:00

2/16~27（五~二）

新春祈福保安法會

2/27(二) 晚上總回向
初一~初三午齋供眾
初四~初十 休苑

3/25（日）

八關齋戒 暨 抄經共修

3/31~4/7（六~六）

梁皇護國祈安報恩法會
3/31（六）晚上召請

5/19（六）

慶祝佛誕暨護夏法會
皈依祝福大典

8/11（六）

八關齋戒 暨 佛前大供
抄經共修

上午 9:30~下午 4:30
下午 2:00~4:30

8/14~18（二~六）

盂蘭盆報恩法會暨護夏總回向
8/14（二）晚上召請

法會期間藥石供眾
禮懺時間詳洽弘化堂

日 期
106.12.30（六）

課程活動
107 年度開學典禮

備 註
上午 9:30~12:00

1/3~5/11

每週 2 小時，三、四、五上課

報名至 107.1/26 為止

4/21~4/22（六~日）

期中聯誼-香光行

在校生、畢業學長參與

5/13（日）

107 年度畢、結業典禮

上午 9:30~11:30

10/6（六）
9 月~12 月
108.1/6（日）

在校生清淨校園
108 年度初級班招生
108 年度開學典禮

上午 9:00~下午 5:00
週三、四、五上課
下午 2:00~4:30

法會加行用功
上午 9:30~下午 4:30
法會期間藥石供眾
禮懺時間詳洽弘化堂
※3/31 補上班
上午 9:30~12:00
下午 2:00~5:00
※5/19~5/29 浴佛

佛學研讀班

佛學專題講座
日期

課程活動

3~6 月，9~12 月（五）

佛典選讀

備註
下午 2:30~4:30

2/26~4/9（一）

千年之問─情愛修行觀自在（6 週）

晚上 7:00~9:10

(詳細時間請上網查詢)

〔4/2 梁皇法會停課一週〕

6/13~8/1（三）

瑜伽師地論（8 週）

晚上 7:00~9:10

8/23~10/18（四）

華嚴經（9 週）

9/17~10/22（一）

悟師父談人生─楞嚴經的啟示（5 週）

晚上 7:00~9:10
晚上 7:00~9:10
〔9/24 中秋節停課一週〕

禪修課程
日 期

課程活動

備 註

5/31~7/5（四）

禪修課程

上午班 9:30~11:30
晚上班 7:00~9:10

7/7、8/4、12/1（六）

一日禪

上午 9:30~下午 5:00

1/27~28（六~日）
10/13、10/27（六）
春日禪 2/8.22，3/8.15.22，4/12.19.26
夏日禪 5/10.17.24，6/14.21.28，7/12.19.26
秋日禪 8/9.23，9/13.20.27，10/11.18.25

假日勁好—
身心舒展，禪體驗

上午 9:30~下午 5:00

禪坐會

春夏秋 每月第 2~4 週
週四
晚上 7:30~9:00
※8/16 盂蘭盆報恩法會

社區教育課程
日期

課程活動

備註
上午 10:00~11:40
（3/31、4/7、4/21 停課）
上午 10:00~11:40
（8/18、9/15 停課）

3/10~6/2（六）

佈達園 Buddha Garden (春季班)

8/4~10/20（六）

佈達園 Buddha Garden (秋季班)

7/28~29（六~日）

印儀小學堂

上午 10:00~下午 5:00

6/9~10（六~日）

讀書會研習營

上午 9:30~下午 5:30

詳細時間請上網查詢

生命自主講座

下午 2:00~3:30

推廣課程、社團活動

太極拳、瑜珈班、花藝班、佛畫班、
讀書會、合唱團、北區慧青社、
念佛互助共修會、晚緣服務

志工團活動
日期

課程活動

備註
上午 9:30~12:00
護法、培福居士

1/20（六）

歲末感恩法會

6/30、9/15（六）

Fun 輕鬆學佛趣

志工培訓課程

9/15（六）

第九屆志工大會

上午 9:00~12:00

僧團活動 / 慧青活動
日期

活動

地點

5/30~8/25（三~六）
11/5~27（一~二）

法師結夏安居
法師封山禪修

歡迎護夏、供僧

1/13~14（六~日）

舒心身活營

台北

歡迎供僧
印儀學苑

2/3~4（六~日）

淡定自在營

大溪

香光山寺

7/12~15（四~日）

智慧青年營

嘉義

香光寺

10/20~21（六~日）

舒心身活營

高雄

紫竹林精舍

每月第 1、3 週
1/6~12/1（六）

『大智度論』讀書會

下午 2:30~4:30
(遇法會、活動、休苑暫停)

12/8（六）

微笑之旅

開放時間：週一 ~ 週五
週六

詳細內容待公告

上午 10：00 ~ 晚上 9：00
上午 10：00 ~ 下午 5：00

週日、端午、中秋

休苑（靜修日）

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 36 號（捷運忠孝新生站 2 號 / 5 號出口）
電話：（02）2394-6800 / 0975-639133
E-mail：yinyi@gaya.org.tw

/

傳真：（02）2322-2837

Line ID：yinyiline

網址：http://yinyi.gaya.org.tw
瞭解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