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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兒童教育的內涵

慈容法師

俗語說：「從小一看，到老一半。」童年時期所接收的印象影

響未來至巨，相較於成人，兒童猶如一張白紙，有極大的可塑性，

是以古往今來，聰明的家長無不在孩子幼年時期給予細心的栽培。

諺云：「兒童是世界未來的主人翁。」文明社會本此共識，也往往

在兒童教育上挹注大量的人力與資金。至於以利樂世間、教化眾生

為己任的佛教，則有所謂「四小不可輕」之說，對於兒童教育，更

有其獨特的見地與深遠的貢獻。以下從兒童教育的理念、方法與特

色等三方面，來說明佛教兒童教育的內涵。

一、從羅 羅的修證談佛教兒童教育的理念

自佛陀證悟佛果、組織僧團之後，就開始接引沙彌學佛修行，

並囑令得道的高徒將他們帶在身邊就近照顧，擔任他們的老師，指

導生活言行。像佛陀出家前的兒子羅睺羅，便是以舍利弗尊者為親

教師，以目犍連尊者為阿闍梨；另如均頭沙彌之於舍利弗尊者、億

耳沙彌之於富樓那尊者等，也都是以攜手弘化著稱的師生關係。

此外，從六歲的須陀沙彌以流暢的法義對答而被提前拔擢為「大

比丘」，八歲的修摩那沙彌以莊重的行止威儀贏得僧團的尊敬；迦

葉、妙慧童女，月光、寶授童子等，於眾中說法，威服四座，均可

以看出佛世時，佛教兒童教育的輝煌成果。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署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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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兒童教育的內涵

其中，羅睺羅是佛教史上第一個剃度出家的兒童，也是第一個

佛教沙彌，他從一介嬌生慣養的王室金孫轉變為「密行第一」的羅

漢比丘，從他的成長過程，讓我們對佛陀的兒童教育理念有下列的

了解：

（一）重視兒童因緣果報的觀念

當佛陀知道剛入佛門的羅睺羅經常以謊言捉弄別人為樂時，便

來到他的住處，藉著他端水給佛洗腳為引子，讓他了解：被三毒汙

染的身心無法裝進道糧，而洗過腳的盆子無法盛飯，無法得到大家

的尊重與愛護；好比洗過腳的盆子即使破損，也無人感到可惜。自

此羅睺羅一改既往調皮搗蛋的個性，開始觀照言行，嚴持淨戒，不

僅讓大家刮目相看，也提升了自己的定力與智慧。

「有如是因，結如是果。」因緣果報是最基本的真理法則，也是

身而為人應有的行事準則，及早讓孩子了解與接受，畢生受用無窮。

（二）重視兒童群我合諧的相處

經云：「佛法在大眾中求。」佛教在修持方面尤其重視處眾的

和諧，貫徹在兒童教育上，便是鼓勵孩子從小融入大眾，讓他了解

共處的可貴與共修的好處，進而以為眾生奉獻為樂。

因此，當佛陀得知羅睺羅因寮房被作客的比丘占去而躲進廁所

時，並沒有責怪任何人，只命羅睺羅先住到自己的香室；繼而規定

未受具足戒的沙彌可以有兩夜與比丘共住，並吩咐舍利弗擔任羅睺

羅的親教師。當羅睺羅為信眾施食的分別心而有所不滿時，佛陀先

教羅睺羅「出家人應以道為糧，以法為尊」，之後又將此事告訴舍

利弗，要他留意僧團的利益均等，並對年少的比丘與沙彌多加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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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佛陀的

善巧處理，讓羅

睺羅在團體生活

中學會體諒、容

忍、謙讓、平和

等美德，凡此都

成為他修道的寶

貴資糧。現今，

孩子對家庭、學

校不滿的情緒時

有所聞，校園霸凌事件也無日無之，佛陀的智慧很值得家長、老師

們作為參考。

（三）重視兒童慈悲喜捨的性格

佛陀十分重視慈、悲、喜、捨的修持，並囑咐資深有德的比丘，

應教導年少比丘與沙彌時刻以此四種無量心觀照世間，以遠離煩惱、

怨恨、貪瞋、諍論，得到安穩快樂。

由於久受佛法薰習，羅睺羅有次在托缽途中，無端被惡人打破

頭部，竟無半點怨恨，反而對眾生的愚痴無明心生憐憫。佛陀得知，

心中十分欣慰，因為此後的羅睺羅不僅得以獨自承擔人生中的風風

雨雨，而且離悟道也更近了。

於此可見，「慈悲喜捨」不是遇惡退縮，也不是屈己就人，而

是一種勇於接受與承擔的性格，可以讓孩子走得更高、更遠，比「以

牙還牙」更有力量。但看現今情殺案、仇殺案、謀財案、槍擊案的

犯人，不乏受過高等教育或家境小康以上的青少年，在感慨之餘，

羅 羅出家，依舍利弗尊者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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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帶給我們許多省思：父母師長給小孩最好的禮物，不是知識，也

不是財富，而是良好的性格。知識與財富都不是萬靈丹，只有慈悲

喜捨的性格才能陪著孩子安樂一生。

（四）重視兒童自主自覺的能力

佛教最高的精神在於自覺自度，佛陀常說「自依止，法依止，

莫異依止」，便是在鼓勵行者以自度自悟的精神走出一片天地，而

非一味仰賴師長的提攜。

是以，當其他比丘為羅睺羅的遲遲未悟而憂心時，佛陀卻認為，

只要他能精進梵行，必有證果之時。後來羅睺羅奉佛陀之命，為大

眾開示法義，並如實觀照，終於證得阿羅漢果。

值得注意的是，佛陀雖然是覺行圓滿的聖者，但他在教導羅睺

羅的時候，並沒有刻意提攜，也沒有不停說教，而是針對他的特質

與因緣，扮演指引者的角色。禪門有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須

是自己胸中流出，蓋天蓋地，方有少分相應。」即是此意。

二、從「不說破」的藝術談佛教兒童教育的方法

不說破，是諸佛菩薩乃至歷代祖師教化弟子最重要的法寶，有

時保持了轉圜的餘地，讓弟子自動改過遷善；有時創造了深思的空

間，讓弟子在遭受棒喝怒斥的當下痛徹省悟。以下略分四點，說明

佛教如何運用不說破的藝術來教育兒童：

（一）慈悲感化的教育法

佛教向以慈悲為本，對於正處叛逆期的少年，慈悲感化尤其顯

得重要。像仙崖禪師對於夜遊翻牆歸來的沙彌，只說了一句：「夜

人間佛教兒童教育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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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露重，當心著涼。」此後全寺百

名學僧不再違規外出；妙善禪師為

度化鄰居的不孝逆子，甘願被其以

糞尿淋身，乃至面對旁人的譏笑，

還歡喜地說：「人身本是眾穢所集

的大糞桶，如今只是大糞桶上加了

個小糞桶罷了。」逆子聞知，痛改

前非。

凡此都說明了慈悲沒有敵人，

當父母師長先戰勝自己，放下身

段，懷抱善意，即使是片言隻語，

也足以使浪子回頭。

（二）同事攝受的教育法

兒女還小的時候，母親總是張嘴出聲誘導小孩吃飯，父親也很

樂意趴在地上讓孩子將他當成馬兒來騎。親子相處融洽則施教不難，

這就是「同事攝受」的妙用。

像文殊菩薩過去世為比丘時，看到孩子沿路追討糖果，便掏出

兩顆，要他承諾一顆留為己食，一顆布施僧人，童子答應，歡喜之

餘，自願受持戒法，終生行佛。唐朝的少康法師初到嚴州弘法時，

凡童子念一聲佛號，皆施錢一枚以為獎勵；後來隨著念佛的童子日

增，改為十聲佛號一枚錢。一年後，見路上行人無論老少貴賤均以

念佛為樂，當地民風也變得淳樸，少康便至他處繼續弘法。

文殊其實身懷多顆糖果，但他卻只拿出兩顆給童子，以顯法行

之珍貴；少康也不是無止盡地施財，而是有原則、有計畫地進行度

禪畫禪話〈夜遊〉。（高爾泰、蒲小雨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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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作。於此可知佛教實踐「同事攝受」的要訣，是以不濫慈悲為

原則，以法施教育為究竟，與一般的慈善布施不同。

（三）自尊自重的教育法

佛教重視孩子的自主性，主張讓孩子從肯定自己、愛護自己裡，

發揮向善的力量。

日本大正時代，建仁寺的俊崖和尚一日外出回來，看到一個沙

彌橫躺在廊道上睡覺，阻斷了通路。沙彌其實已經醒了，但不好意

思起來，仍躺著不動，俊崖和尚明知沙彌是在裝睡，仍一面說「對

不起」，一面小心翼翼地跨過他的身體。後來這名沙彌不但不曾再

午睡，平時連一分鐘也不肯空過地精進用功。這沙彌就是日本第一

個遠赴美國弘揚禪法的宗演和尚。他後來每憶及此事，總是感恩地

說：「此乃人師之風範也！」

星雲大師對於兒童教育也有類似的作法。當他得知沙彌學園的

學生因為調皮搗蛋而被罰跪香或拜佛時，立刻告訴老師：「不應如

此處置，拜佛是何等神聖的事情，為什麼是處罰呢？以後大家不是

都不愛拜佛了嗎？應該罰他們睡覺，不准他們參加早晚課誦。」結

果實行半年之後，沙彌變得自動自發，不敢再調皮。因為受罰的孩

子雖然睡在床上，鐘鼓梵唄的聲音卻歷歷入耳，根本就睡不著，更

何況當看到其他同學都可以上殿拜佛，而自己卻不能參加時，心裡

明白：睡覺是被處罰的，拜佛是光榮無比的，自然就生起慚愧心，

改過遷善。

另外，對於一些智力發展比較遲緩的沙彌，星雲大師就拿文章

給他們抄寫，建籃球場跟他們玩籃球，久而久之，個個都變得聰明

靈巧，有的投稿雜誌被錄用，有的成為寺裡最會修理水電的技師。

禪畫禪話〈夜遊〉。（高爾泰、蒲小雨 /繪）

人間佛教兒童教育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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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曾告誡佛學院的老師：「教人，先要從人情上著手，

才能再進一步談到法情；先要去尊重他們，才能培養他們的榮譽

感。」這段話很值得父母師長們深思效法。

（四）問答啟悟的教育法

對於聰明善辯的孩子，又當如何？

少年神會初參惠能大師時，被問道：「你從遠處而來，自性禪

心帶來了嗎？可看見本體的法性是什麼嗎？」

神會憑著聰穎的辯才回答：「『我』有來去，『自性』沒有來去，

本體法性，普遍法界，怎可言見，抑或不見呢？」

惠能大師下座之際，拄杖也跟著落下。神會不但不閃躲，還繼

續問：「老師坐禪時，是見還是不見？」

惠能再用拄杖打他三下，問他：「那我打你，是痛還是不痛？」

「感覺痛，又不痛。」

「那我坐禪是見，也不見。」

神會不放鬆，追問道：「為什麼是見？又不見呢？」

「我見，是因為常見自己的過錯；我不見，是因為我不見他人

的是非善惡。所以是見，又是不見。至於你，如果是不痛的話，那

麼你便像木石一樣的沒有知覺；如果是痛的話，那麼你便像俗人一

樣會有怨憤之心。我要告訴你，見與不見都是兩邊的執著，痛和不

痛都是生滅的現象，你連自性都摸不清楚，居然還說無來無去？」

神會聞言拜服，依止惠能座下，參學期間，師徒之間仍機鋒不

斷。惠能大師往生後的二十年間，諸宗競演，南宗禪之所以能獨樹

一幟，奠定地位，神會的四出論戰，大弘宗風，功不可沒。雖然對

南頓北漸的分界，學界仍有疑議，但可以肯定的是，若無惠能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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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點撥，即無神會後來的偉業，南宗禪的歷史也必然改寫。

所謂「大疑大問，小疑小問」，佛門中的師資相授往往就在彼

此問答中展開，因此，即使子弟不若神會那樣善於叩問，師家也會

設法開啟疑竇，以為引導。

像塤翁禪師曾藉著西瓜，探問當時年紀還小的瑞芳禪師：「這

西瓜好吃極了，究竟這味道是從哪裡來的，是在西瓜嗎？是在舌頭

嗎？」

瑞芳因回答遭到嚴斥而不知所以，塤翁又說道：「西瓜之味就

是那個，那個『從哪裡』的，就是出味之處。」

瑞芳仍是不解，及至稍長，帶著疑情出外參學，始知徒以聰敏

領略，無法究明大事，故而立志老實修行，終有所悟。

禪門裡諸如上述的公案比比皆是，可知，有修有證的大師往往

也是擅長教化的老師：他們以世間為講堂，以生活為教材；由於他

們耐心傾聽弟子的問題，善於誘導弟子說出想法，不僅增進對弟子

的了解，也讓弟子對深刻的生命問題產生興趣，進而尋求解決之道，

可說是世間上最有效的教育方式了。

三、從「菩薩道」的精神談佛教兒童教育的特色

佛教將世間所有的修行法門分為人、天、聲聞、緣覺、菩薩等

五乘。若將各種信仰依此作個定位，提倡三綱五常、重視人文精神

的儒家屬於人乘，認為造物主創造世間而主張信者得永生的一神教

屬於天乘，強調出世無為的道家則屬於聲聞乘與緣覺乘。

佛教雖曰五乘共法，實則以調和人乘、天乘之入世作為，與聲

聞乘、緣覺乘之出世精神的菩薩道作為依歸。佛教的兒童教育即因

秉持菩薩道的精神，而擁有不共其他信仰的特色，茲分四點說明：

人間佛教兒童教育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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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足平等的佛性

二千六百年前，佛陀證悟時說的第一句話：「奇哉！奇哉！大

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此一「眾

生平等」的宣言，不僅照亮了黑暗的世間，也為人類教育帶來永恆

的啟示：即人人本具無限的潛能，父母師長若能扮好指引者與陪伴

者的角色，依孩子的根器、性向，將其潛能激發出來，不但利益孩

子、造福社會，也能讓父母師長本自得到更多的提升。

 

（二） 重視人間的修證

人間種種既由佛性流溢而出，若欲返本歸源，自應以人間的事

物作為方便。佛教從教主佛陀開始，即主張必須先獲得世法安住的

智慧，才能了知涅槃解脫的智慧。但看佛陀的施教，從三法印到四

聖諦，從四攝六度到四弘誓願，從五戒十善到八正道法，從十二因

緣到三十七道品，哪一樣不與人間有關；至若佛世時的行腳、托缽、

作務等，更是人間教育

的方便與悟道的根由。

佛教傳至漢地後，

大乘繁興，其中禪宗因

力倡「行住坐臥，無

非佛法」、「平常心

是道」、「即心即佛」

等而傳播迅速，度化益

廣。在禪門裡，舉凡吃

飯睡覺、灑掃進退、搬

柴運水、揚眉瞬目都是 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三好兒童夏令營。（周雲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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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養聖胎的方便。歷來許多祖師大德不乏在勞動作務、應對進退的

當下體證玄旨，所謂的「趙州茶」、「雲門餅」更不知接引多少行

者識達本心。

進而言之，在上述的五乘佛法中，聲聞、緣覺二乘與大乘菩薩

道的修持，是在觸事遇緣之際，向內觀照起心動念，而非向外攀緣

追逐，比人乘的修持以親疏遠近規範、天乘的修持依造物主的意旨

來執行，都更上一著。而其中，大乘菩薩道的人間修持旨在利濟眾

生而重視菩提心的持續，又比二乘的人間修持旨求了生脫死而重出

離心的保任更為究竟，也是最為理想的教育方式。孩子在菩薩乘的

薰習下成長，將擁有更寬廣的心胸與更前瞻的視野。

（三） 培養不二的智慧

世間的知識以二元、分別為特色；而佛門的智慧則以不二、超

越分別為特色。

知識本是為了生存於世而不斷施設，但若空有知識，而無觀照

與使用的智慧，也是徒然，乃至為一己之私而濫用知識，造成諸多

社會問題，更是貽禍無窮。君不見今天五花八門的知識，已將原本

整全的世間割裂得支離破碎，在生態、經濟、和平、安全等全球問

題上尤其顯得乏力；現代的經濟犯、科技犯，也以高知識分子居多；

拜先進知識所賜的武器升級，更為全人類帶來莫大的威脅。

早在二千六百年前，佛陀即已洞察知識的局限性，故在修證上

強調「如實知」的重要性，乃至在毘舍離城的維摩丈室，邀集文殊

師利等三十二位摩訶菩薩現身說法，針對「不二法門」進行深刻討

論，最後由維摩詰居士的一默如雷畫下句點，象徵不二的智慧既非

言詮所及，亦非循跡可至，而必須打開所有的感官，以超越二元的

人間佛教兒童教育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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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接納一切事物，遠離顛倒妄想，才能達到人我息諍、物我和諧

的境地。

當今這個知識爆炸而道德低落的時代，父母師長與其擔憂孩子

走偏學壞，不如在日用中培養他們以不二的智慧超越分別，正確地

運用知識造福自他。

（四）活出真實的自我

佛性本自具足，並隨不同的因緣，以千差萬別的相、用流布世

間。但我們凡夫往往對境生迷，執假為真，以致起惑造業，輪轉受

苦。覺醒與自在之道，在於正確地認識自己所在的位置，自我肯定，

自我尊重，綻放佛性的光芒，照亮幽暗的世間；自我承擔，自我實現，

散發佛性的力量，造福無量的眾生。

像許多祖師大德不僅在學習期間真參實修，即使在開悟見性之

後，依然精勤不懈，或留在原本的崗位上，繼續利樂有情；或興寺

聚徒，領眾薰修。甚至如普願禪師發願來世作個老牯牛服務眾生，

趙州禪師希望往生之後到地獄度化有情。他們像赤子般，以熱忱擁

抱每一段生命，不僅活出真實的自我，也為世間帶來溫暖與光明。

反觀現世的孩子，卻常常在大人的自以為是下喪失了天真，添

增了俗媚，一點也不快樂，遑論散發熱力。所以疼惜孩子，最好讓

自己也成為孩子，與他們一起學習認識因緣時節，盡其在我地發揮

正向的力量。    

俗語說：「童子知少，越少越完；成人知多，越多越散。」在

所有的兒童教育中，唯有佛教的兒童教育不是從外在來滿足孩子甚

或大人的需要，而是向內啟發人人本具的豐富潛能，減少分別妄想，

因此能讓孩子以整全的宇宙人生觀來面對問題，而不會因時代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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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知識愈發達，對世間的了解卻愈來愈散裂。

今天的孩子比起過去，雖然擁有的物質更為豐富，探取知識的

機會也更多、更方便，卻不因此而更幸福。許多孩子每天不是被逼

著補習功課、學習才藝，便是從小由 3C 保母帶大，以致壓力日升，

興味益減，乃至沉迷於虛擬的網路世界，反而忘失在真實世界裡生

活的能力，或變得憂鬱、自閉，困頓終日。在經濟上、環境上或智

能上處於弱勢的孩童，或被迫放棄受教的機會，或欠缺適當的引導，

自卑自怨、自暴自棄者也不在少數。影響所及，孩童的犯罪率逐年

遞增，犯罪年齡卻逐年遞減。長此以往，不僅斲傷國力，對於人類

文明的發展也是一大隱憂。成人是兒童的鏡子。面對這樣的危機，

父母師長，乃至整個社會都應負起責任。我們從上述佛陀的教學實

例、祖師的教學方針及佛教的教學特色可以得知，佛教的佛性觀、

因緣觀、慈悲觀、智慧觀、人生觀、世界觀，直指人心幽微之處，

且言教、身教、境教並用，兼顧人性與理法，是最為究竟的兒童教

育，值得有志之士共同來推廣。

參加三好兒童夏令營，孩子回家都會主動幫忙洗碗。
（賴守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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