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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香光尼眾佛學院教學
設計彙編》
黃夏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提要】佛教教育是續佛慧命的大事。臺灣香光佛學院自創辦三十年來，不僅取得了成果，而且還
積累了經驗。該院編纂的《香光尼眾佛學院教學設計彙編》是一本很有特色的教案總結，本文對此
《彙編》做了評論，認為該院將提高正信作為佛教教育的首位，是一個文化自覺的行為，對提升佛
教徒的境界與增進信心無疑有著重要影響。閱讀《彙編》，可以感受到香光尼眾佛學院的課程設計，
起點是高的，立意是高的，目標也是高的，授課內容豐富，教學手段深入，方法多樣，操作性強，
態度認真，應該說在佛學院體系教學中具有垂範作用。不足之處，則在於佛教教育規模太小，事業
不好做大。最後，筆者建議佛學院在《彙編》的基礎上，儘快出版教材，為佛教教育提供更多可資
利用的資糧。

關鍵詞：佛教教育；通經；通識；正信；教案彙編

佛教教育是中國佛教的傳統之一。二千年的
中國佛教歷史，也是一部中國佛教教育的歷史。

有佛教教育，就沒有底蘊豐厚的中國傳統文化，
也沒有中國佛教的今天。

眾所周知，古代中國由於教育系統不發達，讀書

臺灣佛教教育已有半個世紀了。六十多年前

撰文是一些士大夫的專利，讀書不僅需要有天

慈航大師秉承「教育、慈善、文化」三大佛教救

賦，而且還需要有充沛的資金，否則就無法念得

生圈宗旨，在臺灣開辦了第一家佛學院。之後，

起書。但是佛教不一樣，因為佛教講平等，不管

臺灣佛教教育進入新時代。香光尼眾佛學院作為

有錢或沒錢的人都可以在寺院學習文化；佛教界

臺灣佛教教育碩果，已名聞於佛教界，這座進入

重視人才培養，重視佛教文化發掘，古代中國寺

而立之年的佛教教育機構，始終在紛繁複雜的形

院教育一直很發達，不僅彌補了世俗教育不足，

勢中不斷調整，最終形成自己教學特色，卓立於

而且成為國家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沒

寺院林立的臺灣佛教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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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出版的《香光尼眾佛學院教學設計彙編》

中國的佛教教育「第一，在指導思想和教學管理

（以下簡稱《彙編》）一書，是集該院三十年來

工作中，對學與修的關係掌握、解決得不夠好，

教育經驗於一爐的教案彙編。本書「收錄佛學院

這是一些學僧信仰淡化、戒律鬆弛，畢業後還俗

課程之教學設計有 49 篇，分為七類：基礎教理，

流入社會其他單位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二，各佛

教史，戒律、制度，經典，論典，行門，人文、

教院校進行的均是一種培養通才式的教學，缺乏

弘護、執事，此七類可攝解門、行門、弘護、執

專才的培養，難以適應不同方面（寺院管理、佛

事，至於生活門則另由輔導課程引導學習者反

教教學、佛學研究、國際活動等）、不同層次的

觀、內省。」（註 1）由茲可見，此書的內容是豐

急需。」（註 2）所以兩者如能結合在一起是最好

富的，囊括了佛教的理論與修行，以及弘法利生

選擇。因之大陸中國佛教協會曾經於 1986 年和

種種內容，反映該院施教方針，這就是──以培

1992 年召開的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明

養通識人才為主的教育形式。

確提出佛學院教育「學修一體化，學僧生活叢林

中國古代佛教教育與世俗儒家教育一樣，是
以培養人格而形成的一門通經學問。就佛教教育

化」的辦學方針，希望以此來推動大陸佛教人才
培養。（註 3）

而言，出家人在寺院裡跟著師父學一部經或幾部

以講授知識的通識式佛教教育是這一百年來

論，能把所學的經論貫通無礙，那麼他的教育過

的事情。20 世紀初「廟產興學」運動，迫使佛教

程就完成了。中國歷史上出現眾多學派或宗派，

界自己辦教育，培養人才，於是與世俗教育接軌

就與通經式教育有關，許多歷史上學有成就大

的西方模式的佛學院開始出現，太虛大師在這方

師，特別是中國佛教史上創宗立派的人物，都是

面做出成績。中國佛教教育開始轉型，奠定以佛

通某一部經（論）的大學者。他們長期研習某一

學院通識教育為主的範式，這種風氣傳到祖國各

部經（論）之後，產生感悟，有新想法，於是開

地，延續到今天。雖然這種教育模式是受到西方

始講說創宗，培養後人，最後形成歷史上著名的

世俗學校教育模式影響，不過筆者認為，受到日

宗派，做了宗祖。現在回頭來看，這一教育形式

本佛教教育模式影響還是更多一些。日本自從明

頗有些類似今天我們教育部門培養碩士生與博士

治維新以後，努力向西方學習，最早引進了西方

生情形，只不過現在碩士生和博士生要拿文憑，

的思想與學術，佛教研究在這方面執於牛首，其

知識面肯定要比過去學僧寬，但在專業素養方

所做的佛教教育努力也是引進形式結果，為此創

面，亦即通經知識，肯定不會超過以往出家學僧。

辦了不少佛教大學。

通經教育的好處是對佛學院學僧在生起正信

香光尼眾佛學院的教育模式應是通識教育。

方面可以起到鞏固作用，不足之處則是知識面稍

閱讀《彙編》可以看到，該院教學已經在某種程

嫌擬窄，不如灌輸式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雖然能

度上融合了通經與通識兩者特點。該院認為：「回

使學僧增長知識，但在加強學僧正信方面還有欠

顧過去數十年來，臺灣『佛學院』的辦學，其性

缺，已故大陸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就指出，

質及辦學的共通經驗，既有別於一般大學院校，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50 期 98 年 12 月

109

書香．書鄉

不只是一個上課、求學的地方；也不同於職業專

課時間長達一年以上，可以看出，佛學院課程設

門學校在培養專業的技術。它的特殊之處在於學

置是費盡心思。當前，中國佛教道風建設是一項

程中強調加入修練身心、實踐教義的實修課程。

需要加強的重要工作，香光尼眾佛教學院對學僧

因此，佛學院的教育可以是學術人才的培養，但

進行「成佛之道」教育，就是為增強道風建設而

又不盡然在養成學術人才，其精華更必須是僧格

做出的努力，續佛慧命不是一句空話，是需要我

及宗教弘化人才的養成。」（註 4）例如該校課程

們去切實努力而構建之，從這個角度來講，佛學

設計裡面有通經內容的《阿含經》、《佛遺教經》、

院為佛教未來已經做了縝密思考與親為實踐。

《八大人覺經》、《大智度論》、《中論》、《俱

作為佛教僧伽師範搖籃，香光尼眾佛學院課

舍論》、《瑜伽師地論》等教學課程，有通識內

程設計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最重要的內容。一門

容的梵唄、佛學英文、社會學專題、書評寫作等

課教學效果好壞，與課程設計有著重要關係。佛

專門應用知識，雖然學術人才不是學院教育的主

學院應該教多少門課，筆者不知，但是從《彙編》

要目標，但是通過這些課程的設計，也不一定不

裡看到的 49 篇課程設計，可以看到教師敬業與細

會有學術人才出現，只是我們不必將「學術人才」

心，許多課程設計不僅有匠心獨到之處，而且還

限制在僅是學術研究層面，學術人才也應該包括

具有啟迪後來者意義。例如，《學佛三要》也是

教育人才在內。因為香光尼眾佛學院是「以僧伽

「基礎教理」中的一門堅定道心、建設道風的課

師範教育為職志，堅持修道的立場，培養住持正

程。授課教師緊緊抓住佛法與人生主題，把人最

法、弘傳佛陀智慧的宗教師」為宗旨。（註 5）出

關心的生死問題給提煉出來，作為開講。從哲學

家人本身就是人天師，從事佛教教育的師範人

高度來講述人生，這本來就是打開眼界、提升境

才，更是人天師之師，也是培養人才，特別是培

界的崇高活動。出家之人之所以在寺院生活，就

養學術人才的教師。從這個角度來講，對未來人

是為了擺脫生死羈絆，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目

天師要求肯定應該超過了對一般學僧的培養，這

標。但是佛學院學僧不僅只是要做解脫生死的自

也是香光尼眾佛學院的基本要求，而且所有課程

了漢，他們肩負的使命是要啟迪眾生，開化社會；

都是圍繞這一要求而服務的，這就決定了「課程

不僅要知道或瞭解如何去看待生死，更重要的是

規劃以基本僧格的陶養為核心，全方位學習經、

要讓周圍眾生和整個社會大眾去正確面對生死，

律、論，同時配合時代需要，培養學僧面對時代、

將此定為「能建立佛法的正知見而設」（註 7），

回應時代的器識與眼光，期許每一位僧伽有效的

可說是抓住了佛法正脈，提高了佛教徒正信。

規劃修學生涯，充分發揮內在的潛能。」（註 6）

又如，作為「戒律、制度」課程裡的「高山

香光尼眾佛學院的管理層充分重視提高正信問

仰止」課，從課程設計來看，這是一門學習典範、

題，把提高正信放在最前面的基礎理論課程裡，

效法先賢高僧的專業課。中國佛教一直人才濟

凡是進校學僧首先要學習「成佛之道」的課程，

濟，高僧龍象是維繫中國佛教慧脈的最主要力

以此增強學僧的正信，並且把它作為基礎課，授

量。佛教是道德的宗教，領軍人物示範作用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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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少。佛教曾經在古代擁有像鳩摩羅什、道安、

是要受佛學教育，這是佛學院主打方向。香光尼

玄奘等一代偉人，近代有虛雲、太虛、印順等一

眾佛學院把培養正信作為最主要工作，這是抓住

批高僧，正是高僧示範作用，撐起了中國佛教門

了方向。但是如果同時在佛學院裡課程過多，學

面，把中國佛教推向一個又一個高峰。設計這樣

僧肯定是吃不消的。雖然這些課程非常重要，能

課程，培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偉人風範，

夠讓學生全面地掌握佛教知識，但是要把所有課

是每個佛學院都應該做的功課。在大陸的佛學院

程都教給學生，我擔心學生是否能夠全部消化吸

裡，例如閩南佛學院就設有《高僧傳》的課，不

收，如果不是，那麼還是以灌輸知識為主，如此，

過要講好這門課，並非易事，因為作為高僧的風

就不能達到已經制定好的教學目標，有可能出現

範是多樣性的，又是具有特點的，每一位高僧都

事倍功半的情況。

有自己的獨特魅力，要想把這些高僧魅力展現在

從佛教教育的角度來看，堅持培養僧格，增

學僧面前，激勵後來者去效仿，這是需要對這些

強正信是必不可少，但是必要的知識也是不能沒

高僧有精深瞭解與掌握才行，否則只是流於文

有。怎樣教授知識，讓學僧能夠做到舉一反三，

字，成為學術大家，而不能成為有學有修的先行

這裡有很大學問。就我學習佛教體會而言，最重

者了。

要的是要讓學僧能夠掌握佛教知識的關鍵點。很

總之，從香光尼眾佛學院的課程設計來看，

多學僧，包括在大學裡學習的佛學碩士與博士

起點是高的，立意是高的，目標也是高的，授課

生，甚至他們的導師都沒有能夠正確地掌握這一

內容豐富，教學手段深入，方法多樣，操作性強，

點。佛教歷史悠久，佛法內容廣博，佛書學問殊

態度認真，應該說在佛學院體系教學中具有垂範

勝，是一門非常專業的知識，要想在佛學院幾年

作用。佛教教育是用於培養人的正信，提升人精

時間裡讓學僧全部掌握是不可能，也是做不到

神境界的，推廣到社會，就是教化人間、教化眾

的，所以佛學院教育最重要的除了培養出家人僧

生。佛學院是佛教精英聚集之地，也是佛教界知

格之外，其次就是要讓學僧掌握佛教常識，特別

識分子薈萃之所，擔當如來家業，是佛學院師生

是要給學僧一個貫通佛教知識的機會，讓他們從

責任，如果能按照這些教案實施，我想香光尼眾

整體上去把握佛教，對整個佛教有概念性認識，

佛學院能夠培養出一代有用僧才，對中國佛教未

而不是對佛教的所有知識都要事無巨細瞭解，因

來發展將會大展鴻圖，甚至影響未來的中國佛教。

為有的知識一是可能用不上，二是能夠用上也許

不過，作為佛學院教育，由於其重點是在育

會與書本有差異，所以我們才可能有針對性地去

人，提高人的認知水平、人的修養境界，增強出

設置一些特殊課程。以佛教史為例，學僧們要掌

家人正信，所以工作重點應該放在提升上面，而

握中印佛教史上的鏈結點，要知道每一個時期佛

不是重在知識。本來進入佛學院的人都達到了一

教特點，例如要知道印度佛教從原始佛教到部派

定水平，出家前就受過世俗教育，進入僧團之前

佛教，再到大乘佛教，最後到密教的發展特點，

已經掌握了書寫文字與世俗知識，再進佛學院就

其中最重要的鏈結點是佛陀創教、經典結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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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分裂、大乘興起、空宗產生、有宗出現，再到

育座談會上，聖輝法師提出中國佛教教育正面臨

密乘反動。掌握這些鏈結點後，就能夠對印度佛

著各方面嚴峻挑戰，佛教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教發展有一個清晰認識，把握了印度佛教發展的

一是教育任務繁重。目前高學歷的僧人較

全部過程。就中國佛教而言，老師要向學僧充分

少，中等文化水平的居多，還有為數不少的初中、

說明並且強調中國佛教的歷史分期，讓學僧知道

小學文化程度。形成僧人眾多而整體文化素質偏

中國佛教的初傳、鼎盛、衰落、復興幾個階段特

低的局面。要提高僧眾的整體素質，我國佛教教

點，其中重點是在佛教初傳、南北兩朝佛教的特

育的任務極其繁重。

點、隋唐佛教宗派的建立、宋元明清三教合一與

二是教育觀念陳舊。各地辦佛學院的積極性

禪教合一思潮及其世俗化、民國佛教復興等這樣

雖然很高，但是辦學的目的各異，觀念陳舊。許

幾個發展過程。《彙編》設計者忠實地貫徹了這

多佛學院仍然停留在原始叢林教育狀態，呈現各

個思想，提出「帶領學僧作鳥瞰式的觀察」，「不

自為政、地域割據、封閉辦學的格局。

致墜入歷史的迷雲中」。（註 8）但在具體的設計

三是教育規模太小。這是佛學院的共性。主

課程中，則有過多繁瑣的嫌疑，例如對華嚴宗和

要指在校生少、教學班級少、師資隊伍薄弱、教

天臺宗等學理性學說無必要作過多講解，因為這

學設施簡陋、圖書館藏單一等。與境外佛教院校

部分純學理知識並不是每個學僧在將來工作中都

規模相比，我們的佛學院僅相當於他們的一個

能用上，如果今後需要，學僧可以在工作中學習，

系，或者一個叢林培訓班。

或者閱讀有關學術專著再解決。俗話說「師父領

四是教材極不統一。全國各級佛學院的佛學

進門，修行靠個人」，重要的是我們要把學僧帶

課、文化課教材各行其是，極不統一，造成初、

進知識大門，讓他們在知識海洋裡自由翱翔，掌

中、高三級教材重疊，課程重複，缺乏漸進梯次，

握學習方法，建立基本概念，最終完善自己認識。

學僧在初、中、高各級佛學院課程重讀現象普遍

香光尼眾佛學院成立三十餘年，這個時間段

存在。

也是中國大陸佛教開始恢復到復興，乃至進入高

五是高級師資缺乏。主要指深入三藏、兼通

潮時期。中國大陸佛教教育經過三十年之後，取

八宗和精通專宗、專科式的師資奇缺，影響了辦

得了一些成果，培養了近八千學僧，如今這些人

學質量。另外，由於教師沒有相應的職稱待遇相

已經成為中國大陸佛教界主力軍，有的甚至成為

配套，導致高水平的師資不斷流失。

中國佛教領導人。但是與臺灣佛教教育相比，大

六是生源參差不齊。多數中級佛學院的生源

陸佛教教育還有很多不足之處，與〈中國佛教協

問題較多，主要是新生的文化程度、信仰基礎、

會五十年〉報告中提出的「我們要培養出一大批

佛教知識、戒律修持等差異很大。導致學僧入學

講經弘法人才、學術研究人才、寺院管理人才、

後不能適應學習環境，中途退學、勸退、遷單的

國際交流人才、佛教教育人才」（註 9）的宏偉任

比例較大。

務相距甚遠。2005 年在四川峨眉山召開的佛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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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畢業生去向無序。各級佛學院畢業生就

書香．書鄉

業分配和去向，呈現放任自流狀態。許多優秀人

在規模太小、教材不統一等諸多弊病。香光尼眾

才得不到適當使用，其才能得不到充分發揮。

佛學院開辦三十年以來，培養畢業學僧不過「百

八是辦學資金短缺。目前全國各級佛學院主

餘人」，（註 11）平均每年不過三、四人而已，

要有三種經費來源：一是政府資助，由團體辦學，

這樣的規模，使佛學院教育不能做大，也不能有

如中國佛學院、栖霞山分院等；二是省級佛教協

大步發展機會。當前海峽兩岸沒有統一的佛學院

會撥款，由寺院承辦，如福建佛學院、上海佛學

教材，仍然處在各自編寫的情形。《彙編》是教

院等；三是寺院自籌資金，自己辦學，如閩南佛

案設計彙總，香光尼眾佛學院如果能夠集中精

學院、靈岩山分院、曹溪佛學院、雲門佛學院、

力，將三十年來的佛教教育經驗總結出來，編纂

普陀山佛學院、峨眉山佛學院等。第一種模式，

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教材，必能夠裨益佛門，續佛

經費雖然有保證，但並不寬餘，仍有缺口；第二

慧命，光大教育。現在，香光尼眾佛學院已經有

種模式，辦學經費比較困難，經費無保證，經常

了教案基礎，編纂教材的工作可以提上日程，我

靠承辦的寺院補貼經費；第三種模式，經費來源

希望能夠早日看到教材面世，為更多的學僧提供

略有保證，但是，如果擴大院校規模，資金缺位

有益資糧。

問題將會普遍存在。
當然還可以列舉出一些存在的問題，但主要
是以上這八個方面。（註 10）
上面所說的八個不足，是針對大陸佛教教育
而言，然而時間又過去五年，這些不足也沒有得

【附註】
註 1：香光尼眾佛學院主編，《香光尼眾佛學院教學設計
彙編》，（嘉義：香光書鄉，民 98），頁 8。
註 2：〈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紀要〉，《法音》，
1992 年第 3 期（1992 年 3 月 15 日），頁 8。
註 3：聖輝，〈繼承傳統，適應當代，面向未來──中國

到根本改觀。相比之下，臺灣佛教教育比大陸做

佛教協會第七屆理事會佛教教育和文化工作委員會

得好，這在香光尼眾佛學院的身上就可以看出。

工作報告（2005 年 9 月 24 日）〉，《法音》，2005

臺灣出家人素質普遍高，佛學院教育主要以佛學
為主，不需要像大陸學僧還要進行文化課學習。

年第 10 期（2005 年 10 月 15 日），頁 6。
註 4：同註 1，頁 7。
註 5：同上註。

臺灣學僧進入佛學院以後，可以直接進入佛學堂

註 6：同註 4。

奧，在佛教知識海洋裡遨遊。所以《彙編》設置

註 7：同註 1，頁 28。

中沒有文化課補習一說，這樣就可以省下很多時
間與功夫。授課教師自身水平較高，有很多人都
是受過高等教育，甚至擁有世俗學校的碩博士文
憑，使佛教教育的高起點與高水平能夠得到具體

註 8：同註 1，頁 52。
註 9：聖輝，〈中國佛教協會五十年〉，《法音》，2003
年第 10 期（2003 年 10 月 15 日），頁 25。
註 10：同註 3，頁 6-7。
註 11：同註 1。

體現。
臺灣佛教教育起點較高，但是也有可圈可點
之處。與大陸佛教教育一樣，臺灣佛教教育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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