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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佛教教育思想與實踐
――以香港佛光道場義工教育為例
王富宜
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哲學與科學系講師

中文摘要
人間佛教是當代漢傳佛教發展的主流，星雲大師創立的佛光山是實踐人
間佛教的典型代表。星雲大師將人間佛教思想運用到實踐之中，先後在世界
各地建立分道場，革新佛教發展理念，拉近信眾和僧團之間距離，對人間佛
教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創新。本文以佛光山在香港的分道場――香港佛光道場
為個案，結合星雲大師提倡的人間佛教理念、香港的社會處境以及道場的環
境組織，通過分析道場的人員組織，教育活動課程的安排及考核方式，探討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教育思想，尤其是義工教育思想及實踐，從而進一步揭
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教育的方式和特點。

關鍵字：人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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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Philosophy and
Actualization of Buddhist Education:
Volunteer Education at Hong Kong Fo Guang Vihara
(IBPS Hong Kong)
Wang Fuyi
Southeast University, School of Humanities, Philosophy and Science Department

Abstract
Humanistic Buddhism is the mainstream in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m. Fo Guang Shan, founded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is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how Humanistic Buddhism is practiced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has brought the beliefs of
Humanistic Buddhism into real practice and has made unprecedented contributions
by establishing numerous branch temples around the world, by introducing
innovative ideas to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and by bringing monastics and
devotees closer.
This paper is a case study of Hong Kong Fo Guang Vihara, one of the branch
temples in Hong Kong. It is a discussion on the harmonization of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Humanistic Buddhism,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Hong Kong,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 staff structure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courses, and modes of assessment at Hong Kong Fo Guang Vihara. Furthermore,
it discusses the philosophy of Humanistic Buddhist education as advocated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particularly regarding the educational beliefs and
practices in volunteer teams, further revealing the methods of teaching and related
characteristics of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advocacy for Humanistic Buddhist
education.
Keywords: Humanistic Buddhism, volunte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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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傳統漢傳佛教教育類型有「譯經講學」、「叢林薰修」等。近代新式佛
教教育機構，始於清末楊文會居士在南京創辦的祇洹精舍。民國年間的新式
佛教教育機構，以歐陽竟無居士領導的支那內學院和太虛法師領導的武昌佛
學院最具聲譽，特別是太虛法師所宣導的「佛學院」這一名稱，最終成為後
世佛教教育機構最通行的稱謂。中國佛教史上，譯場、寺院、叢林、佛學院
都是曾經擔負佛教教育重任的載體。
佛教教育傳統中，僧伽教育是主流，以佛教聞思修為內容，而針對信眾
進行的教化活動為支流。自二十世紀初，出現了居士可以住持正法的思潮，
這股思潮，發軔於楊文會，光大於歐陽竟無。居士們大大加強對世俗教育的
參與，「參學」並盡力「興學」，成為佛教獲取社會認可、爭取社會生存空
1

間的可靠方式。佛教教育不僅注重僧教育，也開始有組織地投入國民教育。

這個時期的居士以文獻整理為基本內容，樹立了僧俗共同追求佛教整理的價
值追尋。
當代人間佛教教育的開展，繼承近代佛教教育開創的重視居士的特點，
並在教育理念、教育內容、教育手段等方面有所創新。其中，台灣佛光山的
佛教教育便是其中突出個案。本文謹以台灣佛光山在香港的分道場――香港
佛光道場為案例，來呈現星雲大師的佛教教育思想和實踐在當代的展開。

二、香港佛教歷史中的香港佛光道場
「人間佛教是當代中國佛教和海外華人佛教的主流，而近百年的港澳佛

〈 清末僧教育會與寺廟興學的興起 〉
，
《 安徽史學 》第 6 期，2005 年，頁
1. 賀金林：
〈 近代中國佛教興學之緣起 〉
，
《 法音 》第 2 期，2008 年，頁 34-38。
28-34。左松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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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在現代中國人間佛教史上佔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 但是，對香港佛教
3

的研究，至今著墨不多。 本文結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將香港佛教的歷史發展
4

過程分為五個階段。

5

第一階段為「1906 年以前 」。 香港的佛教事蹟最早的記載是在南北朝時
期。據梁 • 慧皎《 高僧傳 》記載，428 年，中國南朝劉宋時期著名僧人杯渡
禪師 (380-458) 來港弘揚佛教，在「 交廣之間 」的屯門青山建立杯渡寺。遺
6

址在今新界屯門青山禪院。 此後修建了不少寺廟，以宋代的靈渡寺、明代建
造的淩雲寺影響較大。清末以來，因香港的環境自由安穩，國內部分僧侶開
始來港購入屋宇、復興寺廟、改觀為寺。隨之而來的是中國佛教的規制，以
及當時佛教復興運動的思想和風氣，豐富了香港佛教。
第二階段為「1906 至 1937 年」。1920 年中國現代著名僧人太虛大師應
《 人間佛教與現代港澳佛教：太虛大師、竺摩法師與港澳佛教 》，香港：
2. 何建明：
新新出版，2006 年，頁 1。
《 香港佛教與佛寺 》，香港：香港
3. 目前對香港佛教的研究只有幾本專著：釋永明：
大嶼山寶蓮寺，1993 年；何建明：《 人間佛教與現代港澳佛教：太虛大師、竺摩法
師與港澳佛教 》，香港：新新出版，2006 年；鄧家宙：《 二十世紀之香港佛教 》，
香港：香港佛教與文化歷史學會，2007 年。
4. 對香港佛教歷史的發展歷程，鄧家宙分為五個階段：( 一 )1920 年之前；( 二 )1920
年 到 1941 年；( 三 )1941 年 到 1960 年；( 四 )1960 年 到 1980 年；( 五 )1980 年 之 後。
何建明將香港百年歷程分為 ( 一 ) 現代覺醒 (1906-1937)；( 二 ) 現代轉型 (1938-1959)；
《 二十世紀之
( 三 ) 現代發展 (1960-1984)；( 四 ) 興盛 (1985 年至今 )。參考鄧家宙：
香港佛教 》，香港：香港佛教與文化歷史學會，2007 年。同時其他學者也對香港佛

教做了不同的分期。何建明：《 人間佛教與現代港澳佛教：太虛大師、竺摩法師與
港澳佛教 》，香港：新新出版，2006 年，頁 24。本文主要採用了何建明的分法。原
因在於鄧家宙的分法更多的是從政治形態上劃分，如以二次世界大戰、日治統治
開始等為劃分界限，何建明更多的是從佛教發展的趨勢劃分，因此筆者採用了後
者的劃分方法。
《
5. 此劃分的依據是何建明將寶蓮禪寺的初建作為香港現代佛教的開始。何建明：
人間佛教與現代港澳佛教：太虛大師、竺摩法師與港澳佛教 》，香港：新新出版，
2006 年，頁 25。
〈佛教在香港的傳播與發展〉
，
《中國宗教》第 3 期，1998 年 1 月 1 日，頁 53。
6. 劉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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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徒的邀請，在香港弘法，使佛教在香港得到了極大發展。在此期間，
7

太虛大師 5 次來港，其中 1920 年和 1935 到 1936 年之間的兩次弘法活動， 為
香港地區人間佛教之傳播與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1935 年到 1936 年間
隨侍太虛大師的竺摩法師，在抗日戰爭後與大批內地的太虛門人先後逃到香
港，在港澳地區掀起了現代人間佛教弘法的高潮。

8

9

第三階段為「1938 到 1959 年」。1945 年秋，佛聯會成立。 五○年代中期，
社會相對穩定，新式的佛教團體興起，並且創辦了不少的雜誌期刊，促進了
文化的發展。
第四階段為「1960 到 1985 年」。香港社會經濟到了六○年代，開始進
入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也是在這一年，佛學列入了香港中小學會考課程。
1966 年，香港佛教界的一個重要組織「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成立。這一時

期的香港佛教進入了現代發展時期。
第五階段為「1985 年以後」。1984 年 12 月，中英兩國政府簽訂〈聯合
聲明〉，確定香港主權於 1997 年 7 月 1 日回歸中國，香港社會起了根本性質
的變化。一方面，科技和通訊的發展使得香港與世界的聯繫和交流越來越頻
繁，另一方面，不少的海外佛教團體來港設立分會，將已經成熟的香港佛教
帶來新的思惟和衝擊。香港回歸後，香港政府擴大宗教團體參與社會事務的
7. 太虛大師在 1935 年底來港主持多次佛學講座，有利於園舉行的「從香港的感想說

到香港的佛教」、「《彌勒上生經》」；在東蓮覺苑主講的「優婆夷教育與佛化
家庭」；在東普陀寺開講「同成了觀音菩薩」等，以及應請至菩提場主持「念佛
勝義」講座。鄧家宙：《二十世紀之香港佛教》，香港：香港佛教與文化歷史學會，
2007 年，頁 49。
《 人間佛教與現代港澳佛教：太虛大師、竺摩法師與港澳佛教 》，香港：
8. 何建明：
新新出版，2006 年，頁 10。
9. 鄧家宙：《二十世紀之香港佛教》，香港：香港佛教與文化歷史學會， 2007年，
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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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佛教在香港回歸之後發展迅速。其中的一個標誌就是特區政府成立之
10

後，訂定了佛教的佛誕為公眾假期。

香港是一個介於東西方之間、相容並蓄的多元文化社會。其領土包括香
港島、九龍和新界等 230 多個大小島嶼，面積約 1092 平方公里，總人口 700
11

多萬。佛教是香港歷史最悠久、信徒最多的宗教。 全港大概有佛寺、庵堂和
精舍三百間，分布在香港島、九龍、新界和離島各地。香港佛教協會在 1999
年編纂了《佛陀在人間》，記載了 1999 年香港「寺廟及佛教社團」的概況。
書中列明：( 一 )「佛教機構」25 所。主要有香港佛教聯合會、香港佛教僧伽
聯合會、世界佛教友誼會香港分會等，其餘為學會，如菩提學會、法住學會、
大乘佛學會、華嚴學會等。( 二 )「寺廟道場」242 所。有寺、庵、禪院、蘭若、
園、苑、精舍、講堂、蓮社等等。( 三 )「佛教學校」40 所。其中中學有 17 所，
有大雄中學、善德英文中學、筏可紀念中學、職業先修中學等等，還有能仁
書院以及小學、幼稚園等等。其中 1971 年香港能仁書院成立 ( 佛教界辦的大
專，設有文學、哲學、商學、佛學等系和哲學、中國文學兩個研究所 )。( 四 )
「文化、慈善事業」51 所。有大學學生會的佛學會、各種基金會、佛教圖書
館、出版社、雜誌社、文化館、資訊中心等，還有醫院、墳場、青年康樂園、
安老院。其中安老院約有 10 所，如寶靜安老院、李嘉誠護理安老院、沈馬慧
英安老院、張妙願老人中心等等。按照王亞榮的理解，「佛教機構」指佛教
10. 香港佛教聯合會多次向港英政府提出佛教的公共假期的申請，但均未獲得成功。

直到中國政府和英國政府正式談判香港回歸，覺光長老一再提出建議，同時，香
港各界賢達、立法會議員以及香港六大宗教領袖都表示支持，最終於 1998 年獲得
立法會通過。每年農曆四月初八日佛誕節，定為全港法定公眾假期，並於 1999 年
開始實施。香港佛教聯合會編輯：
《慶祝香港佛誕公眾假期實施十周年紀念特刊》，
香港：香港佛教聯合會，2009 年，頁 3。
〈 香港宗教的傳播與發展 〉
，
《 世界宗教研究 》第 2 期，1997 年，頁 133；王
11. 趙紅宇：
亞榮：
〈香港佛教的現狀及其發展趨勢〉
，
《中國宗教》第 7 期，2004 年，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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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鬆散的聯絡機構，「寺廟道場」是以出家人為主的佛教信仰修持場所。「佛
教學校」是社會性的私立學校，並非是宗教性的學校，其辦學經費主要由佛
教徒募集。「文化、慈善」事業是行之不同的兩類，分別是從事有關佛教的
12

文化活動和佛教界主持的社會救濟機構。 1999 年，聯合會的覺光長老在《佛
陀在人間》序言中介紹，當時香港有 80 萬信徒。2004 年，在王亞榮訪問覺
光長老的時候，覺光長老介紹說香港的佛教徒人數已經超過百萬。由此可見，
香港佛教歷史注重社會現實，其實踐底蘊為人間佛教密切社會的理念，其實
踐為人間佛教理念的外向推廣。
香港佛光道場並非香港本地的道場，是台灣佛光山設於香港的分道場。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將其弘揚的佛教教義稱之為「人間佛教」，佛光山的宗
旨是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慈善福利社會及以共修淨化人心。
目前佛光山在台灣的分院共有 62 所，海外則有 98 所 ( 佛光緣不在此數內 )。
分支道場的發展方向為：傳統與現代融合，僧眾與信眾共有，修持與解慧並
重，佛教與藝術合一。佛光山的分道場依據規模的大小，定名如下：1.「別院」：
設置於人口超過一百萬的都市；2.「分院」、「講堂」、「道場」或「學舍」：
設置於人口超過二十萬的縣轄市。分院之建築外觀多仍維持傳統寺院形式，
講堂、道場或學舍則多位於都市現代化高樓中。3. 其他設於鄉鎮地區的名為
「禪淨中心」或「佛光緣」。

13

台灣佛光山在香港最早設立的分處是 1983 年設立的「佛香精舍」，位於
何文田。1991 年 9 月遷至窩打老道冠華園二樓，改名「佛香講堂」，1994 年
註冊為非牟利佛教慈善團體。該處地面面積較小，最初只設大殿及小齋堂等，
後來相鄰之桌球室結業，講堂將之購入，成為今日之規模，目前講堂占地二
〈香港佛教的現狀及其發展趨勢〉
，
《中國宗教》第 7 期，2004 年，頁 51。
12. 王亞榮：
13.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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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萬六千平方呎 。
隨著信徒的日益增多，容納之人數滿足不了信眾的需要，2010 年 4 月九
龍灣億京中心香港佛光道場成立。到目前為止，這些精舍、講堂也仍然投入
使用。在本文中，為簡明方便，將此一系列的歷史沿革以及現存的所有弘法
精舍、講堂和道場的總和稱之為香港佛光道場。

三、作為人間佛教受教育者的義工
15

香港佛光道場目前有法師 13 名，師姑 1 名。 其在家信眾分為三個層面：
一個是最廣泛意義上的信眾，他們偶爾來道場參加活動，大多數參加法會活
16

動。另一層面是加入在家信眾組成的組織――香港佛光協會的信眾。 這個
層面的信眾參加道場的活動較前者頻繁；第三個層面是參加道場固定組織的
17

信眾。第三個層面的信眾是道場信眾的核心。 這三個層次的信眾可用圖一
表示。
14. 1 平方呎大約等於 0.09 平方米，2 萬 6000 平方呎大約等於 2340 平方米。
15. 師姑是佛光山介於出家女性和在家女性的女性。申請成為佛光山的師姑必須具備
(1) 單身在家居士；(2) 本山各級學部畢、結業生；(3) 年齡在 25 到 45 歲；(4) 高中
( 職 ) 以上學歷等條件。入道修行的規約包括：(1) 恭敬三寶，信心不移；(2) 奉
行佛光山宗風，忠貞不二；(3) 受持在家菩薩戒律，謹慎不犯；(4) 終身不婚嫁，
茹素不葷食；(5) 接受常住一切職務之調派等條件。佛光山宗委會：《 佛光山開山
四十周年紀念特刊 》第 1 冊，頁 90。
16. 1991 年 2 月佛光山成立了一個佛教信眾組織的團體「 中華佛光協會 」，繼而全球
六十多個國家地區也隨即成立佛光會，次年 5 月，「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 」在美

國洛杉磯舉行成立大會。
17. 佛光山將信眾會員分為四個部分：(1) 一般信眾會員：在本寺隨喜發心者，不論
其皈依師長、皈依道場，為一般信眾會員；(2) 護法信眾會員：信奉三寶，護持
協助本寺之各種弘法利生事業者，不論其宗派傳承，為護法信眾會員；(3) 佛光

人會員：奉行一師一道，對本寺之各種弘法利生事業特別護持，及奉行佛光人信
條者，為佛光人會員，如全家皆為佛光人，可稱為佛光人家，本寺對其終老奉安
事宜，均有優待，其辦法另訂之；(4) 功德主會員：凡佛光人教性堅定，心不退轉，
對本寺護持，貢獻卓著者，經宗委會審定為功德主，分為九品。如有其他特殊貢
獻者，可聘為榮譽功德主其辦法另訂之；(5) 榮譽會員：凡對佛教有特殊貢獻者，
或具有崇高理想之信眾，得由本寺禮聘加入成為榮譽會員。佛光山宗委會：《 佛
光山徒眾手冊 》( 內部資料 )，頁 13-14。

644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 上 )

圖一：佛光道場信眾的構成

( 一 ) 香港佛光道場的社團
道場的固定信眾可以根據不同的年齡、興趣等區別加入不同的組別。道
場的組別很多，例如兒童佛學班、青少年班、佛光童軍、婦女法座、金剛護法、
長青會、香港佛光青年團等。其中，青年分團由 18 歲至 40 歲的男女青年構成，
婦女法座由 35 歲至 60 歲的女性組成，金剛護法團由 30 歲以上的男性組成，
長青會由 60 歲以上的男女信眾組成。如表一中所示，佛光道場設有相應的團
體讓信眾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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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香港佛光道場的社團

社團

條件

兒童佛學班

5 歲到 11 歲的兒童

佛光童軍

7 歲半到 10 歲半的男女成員

青少年班

11 歲到 17 歲

香港佛光青年團

18 歲到 40 歲的男女青年

婦女法座

35 歲至 60 歲的女性

金剛法座

30 歲以上的男性

長青會

60 歲以上的男女

( 二 ) 義工
道場人員構成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是義工。義工和信眾身分可以重疊，
但義工不同於信徒，部分信徒可能頻繁參加道場的活動，但不一定擔任從事
佛光道場的義工。道場義工人數眾多，一直在 1000 人左右浮動，大多數時候
都超過了 1000 人。義工的類型多樣化，有「園藝組」、「圖書館組」、「佛
光緣美術館組」等等。例如「園藝組」義工負責道場的綠色植物種植和布置。
「圖書館組」義工負責圖書館的借書、還書服務。「佛光緣美術館組」義工
負責美術館內展出的字畫、雕塑等的導覽和說明。佛光道場的義工的組別和
工作內容具體清單表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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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佛光道場的義工組別和工作內容

部門

中央支持部

行政部

文化教育
推廣部

義工組別

工作內容

滴水坊

負責滴水坊的食物製作及其售賣

攝影

負責道場的活動拍攝及錄影，輔助電台組

運輸

運輸道場所需貨品

櫃檯服務

接聽電話、回答查詢及接收表格

修繕

修理道場損壞的物品

知賓

接待訪客

保安

維持道場的秩序、儲物的管理

清潔

維持道場的清潔

發行

發行人間福報、佛光世紀

圖書館

當值，負責借、還書手續

行堂

負責道場用膳時的行堂

典座

負責製作信眾的食物

醫療

法會或活動照顧身體不適的人

佛光緣

協助佛光緣的運作

電台組

負責道場的活動拍攝及錄影

園藝

幫忙美化大殿

善財童子

佛光青年分團

電腦組

輸入資料

行政組

負責義工的行政

培訓組

設計及籌畫義工培訓的活動

教育組

擔任青少年班、兒童班、都市佛學院的導師

人間佛教
讀書會

讀書會

人間社

報導、編制及記錄重要資訊，出版佛光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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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統籌處

慈善委員會

義工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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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

法務處

協助法會順利進行

護壇

壇場秩序

慈善組

國內助學、節日送禮於有需要人士、豐衣足食、
急難救災、溫暖飽人間、愛心送暖等活動

展能組

探訪展能宿舍及提供活動

長者支援
組

個別上門探訪長者地區中心、佛香講堂羅陳楚
思老人中心及獨居長者

耆青組

探訪長者之家及提供共修法會

由表二可見，從義工自身來說，義工種類眾多，種類之間具有清晰的分
工，只要信徒願意參加義工，都可以找到適合自身條件的崗位。同時，從道
場方面來說，義工崗位的設立非常嚴密，涉及到道場活動的方方面面，讓道
場的每一項活動都能找到相應的義工幫忙，有力地支持了道場活動的發展。
最後，義工崗位按照中心支持處、文化處、教育處、儀式處、慈善處設立，
與佛光山的宗旨相吻合。
佛光道場對義工有著完善的組織制度和規劃。2004 年新設「義工護照」
供義工們申請。「義工護照」乃專屬佛香講堂義工紀錄之用，屬專人專用，
不作任何證明效用，並不得借與他人或交替使用。凡修持紀錄、參加義工培
訓及都市佛學院課程、擔任義工職務、獲得獎項等一一記錄在內。這是義工
身分的證明。
另外，佛光道場有審定信徒序列方法，為信徒制定各種獎勵、福利方法。
所有義工證分為金、銀、銅、優惠卡、綠色證及臨時義工證，以作為擔任義
工的證明。不同的徽章有不同的要求，有服務時間的要求以及服務時間內義
工工作小時數的要求，同時還有佛學班和修持課程的要求，在 2009 年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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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義工長期為講堂工作之奉獻，凡登記為正式義工後具足以下條件，即可
受頒以下徽章。義工需要承擔特定的義務，例如根據志願服務道場的時間的
數量和服務的品質給予相應的獎勵，義工各品徽章的條件如表三所示。
表三：義工各品徽章的條件

徽章
一品銅章
二品銅章

三品銅章

辦法
1. 服務滿 2 年；2. 每年有 50 小時以上義務工作時數
1. 服務滿 4 年；2. 每年有 50 小時以上義務工作時數；
3. 完成第一階段培訓課程
1. 服務滿 8 年；2. 每年有 50 小時以上義務工作時數；
3. 完成第一階段培訓課程；4. 至少參加５次以上修持項目
1. 服務滿 12 年；2. 後四年每年有 100 小時以上義務工作時數；

四品銀章

3. 完成都市佛學院基礎班，第一、第二階段培訓課程；
4. 至少參加 10 次以上修持項目
1. 服務滿 16 年；2. 後四年每年有 100 小時以上義務工作時數；

五品銀章

3. 完成都市佛學院初級班、第一、二、三階段培訓課程；
4. 至少參加 15 次以上修持項目
1. 服務滿 20 年；2. 後四年每年有 100 小時以上義務工作時數；

六品銀章

3. 完成都市佛學院進階班、第三階段培訓課程；
4. 至少參加 18 次以上修持項目
1. 服務滿 25 年；2. 後五年每年有 150 小時以上義務工作時數；

七品金章

3. 完成都市佛學院中班、第四階段培訓課程；
4. 至少參加 25 次以上修持項目
1. 服務滿 30 年；2. 後五年每年有 150 小時以上義務工作時數；

八品金章

3. 完成都市佛學院高級班、第五階段培訓課程；
4. 至少參加 25 次以上修持項目

九品金章

1. 服務滿 37 年；2. 後七年每年有 150 小時以上義務工作時數；
3. 完成最高階段培訓課程；4. 至少參加 30 次以上修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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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間佛教義工教育的機制
佛教教育的範圍，既包括叢林對僧伽進行的師承教育，也包含對佛教在
家眾進行的宗教弘化以及佛教四眾開辦的社會教育機構。佛光山以興辦教育而
知名，專門教育有佛學院、研究所；信眾教育有夏令營、信徒講習會、都市佛
學院。社會教育有大學、小學、兒童教育以及到企業、監獄弘法、舉辦電視講
座，為不同的人提供佛學和社會文化知識的學習環境。佛光道場是佛光山的一
部分，繼承和發揚了注重教育及文化的特點。

( 一 ) 教育活動的類型
18

佛光山的教育主要分為僧伽教育和社會教育兩大體系。 僧伽教育指培養
僧才的教育，其宗旨就是培養更多的弘法人才。佛光山的出家眾需要在台灣佛
光山就讀叢林佛學院，經申請通過才能被剃度。相應地，佛光道場的僧伽教育
體現在香港佛教學院，信眾教育的特色在於都市佛學院和義工教育。圖二顯示
了佛光道場具有特色的教育工作。

圖二：佛光道場的教育體系

《 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 》，台北：天下遠見，2005 年，頁 107。
18. 滿義法師，

650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 上 )

1、香港佛教學院
1939 年香港佛法精舍落成後，觀宗寺住持寶靜法師擔任住持，並創辦弘

法精舍佛學院。二次大戰期間，弘法精舍遭日軍佔領，抗戰勝利後，由東蓮
覺苑成立保管董事會，延續弘法精舍培育僧才、辦佛學教育的精神，1948 年
倓虛法師應邀抵港，創辦華南學佛院，由東蓮覺苑提出弘法精舍作為學院之
院址。1963 年，倓虛法師去世後，精舍曾分別借予能仁書院、香港佛教書院
19

作校舍。1999 年起，由佛光山以香港佛教學院名義開辦佛學班。

香港佛教學院最大的特點在用佛教義理和佛教實踐相結合，用佛教術語
來說，便是「解行並重」。解門包括經典宣讀、佛法概論、佛教歷史、八宗
綱要、專題講座，同時還有梵唄唱誦、插花藝術、素食烹飪、書法研習等。
行門包括學佛行儀、早晚課誦、禪坐念佛、出坡作務。香港佛教學院的招生
對象是 35 歲以下的未婚男女，每一期的香港佛教學院一般歷時四個月，要求
報考人員在每個月的禮拜六和禮拜天在香港佛光道場掛單。這種「學生生活
叢林化」――學校與叢林相結合的辦學方式，將叢林現代生活制度與現代教
育制度融合，佛教傳統精神與現代教學融合。

2、都市佛學院
佛光山首創都市佛學院，為在家信眾提供進修佛學機會。香港佛光道場
的都市佛學院在 1991 年成立，教育對象是在家男女信眾，上課時間為假日與
晚間。都市佛學院課程豐富多元，融合人文與科學、理論與實踐，提供法務、
外出服務機會，次第明顯，由初階、進階至高階。通過定期舉行佛學問答比
賽、佛學辯論比賽、社教成果展、秋季大旅行等活動促進教學成果。
《 佛光山開山四十周年紀念特刊 (3) 》，頁 74。
19. 佛光山宗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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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義工培訓
佛光道場活動非常豐富，需要大量的義工投入。義工教育訓練的目標是
確立宗門思想、提升服務技巧。表四顯示了義工培訓的 3 個階段。
表四：義工培訓階段

階段

重點

計畫要求

第一
階段

宗門思想的養成、
義務工作基本知識

2 項必修課程、最少 2 項選修課程、
20 小時服務實踐 ( 課程開始一年內完成 )

第二
階段

活動參與及籌劃、
服務技巧之提升

3 項必修課程、最少 3 項選修課程、
50 小時服務實踐 ( 課程開始一年內完成 )

第三
階段

人間佛教的認知、
義工管理及培訓技
巧、領導才能養成

2 項必修課程、最少 2 項選修課程、
100 小時服務實踐 ( 課程開始一年內完成 )、
提交一份約 1500 至 3000 字的習作

義工培訓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目標，第一個階段是宗門思想的養成，即
是形成對佛光山的認同感；第二個階段注重提升義工的服務技巧；第三個階
段是培養義工的領導才能的養成。每個階段有相應的課程以及義工服務實踐
時間的具體要求。佛光道場對義工的教育培訓是長期性的、永續性的規劃，
義工分組中特別有一個「義工培訓小組」負責義工的培訓工作，經常通過電
話和日常的交往去了解義工，加深義工之間的感情。

( 二 ) 義工教育的制度
1、義工教育的課程
教育培訓課程的難、易、簡、繁關乎教育的成效。義工培訓的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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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無論是從其廣度還是深度上來說，都具有解行並重 、豐富多樣的特徵。
從課程內容的廣度來說，課程不僅注重佛學知識，且穿插了一些藝術性
的課程，讓人們在學習佛學知識的同時，還能學到一些在社會上收費較高、
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課程。以香港佛光道場第 43 期都市佛學院課程為例，課程
的設置如下：佛門第一課、佛學基礎班、佛學初級班、佛學進階班、佛學中
級班、英文佛學班、禪修基礎班、茶禪樂習賞、素食烹飪班、太極扇、中醫
保健、國語讀經班、佛畫班初級班。就義工培訓來說，不僅要求義工們學習
佛教知識，主要還要將佛教信仰與義工工作技能結合起來。在義工培訓的課
程中，有探訪技巧、急救技巧的學習，還有人際關係處理、溝通藝術等。總
體而言，課程的設置將單純的一經一論的學習擴展到整個佛教史與佛教理論
的學習，從狹窄的內明學習擴到世俗教育的學習。這樣的課程設置能夠適應
多樣性的社會活動。
就課程內容的深度而言，佛學知識按次第傳授，且不能逾越。以都市佛
學院的課程為例，順序依次為：佛門第一課、佛學基礎班、佛學初級班、佛
學進階班、佛學中級班。都市佛學院的章程規定：1、佛學班的修讀，須由基
礎班開始，修滿學分或經考試合格，即可依次晉升。2、報名禪修基礎、初級
或加行班者，必須同時選修佛學 ( 基礎、初級、進階、中級班或高級班 ) 課程。
3、凡報讀興趣班之新生，必須同時報讀佛門第一課。首先，課程設置由易到

難，從基礎到初級再到中級、高級，逐層遞進；其次，禪修班不能單獨開設，
必須和佛學基礎課程同時開設。
20.「 解行並重 」為佛教術語，即智解與修行之並稱。指由見聞學習而知解教理，進

而實踐躬行所知解之教理。了解佛道之真理 ( 智解 ) 與觀心修行之實踐行，乃是
相因相資。參見佛光大辭典編修委員會編纂，《 佛光大辭典 》
，台北：佛光出版
社，1988 年，頁 559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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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義工教育的師資
根據不同的課程內容，師資分為兩部分：(1) 佛教解行方面的師資是道場
法師。(2) 佛光山有檀講師制度，即在信眾中培養師資。1993 年 10 月國際佛
光會首創檀講師制度，給學有專精的在家信眾提供弘法的機會。檀即在家人，
就是「檀那」，檀講師就是在家的講師。檀講師表現優異並經評鑑合格者，
可繼續升任檀教師、檀導師。星雲大師希望將傳教的責任也分擔給在家眾，
「以出家眾住持的寺廟道場為經，在家眾參與的佛光會為緯，兩者緊密交錯，
21

鋪展開佛教國際化、生活化的版圖」 。師資多元，且都經過系統規範的專
業訓練。師徒之間相授不再是祖庭相授中的師徒單線傳授，而是一個教育團
體對全體學員的集體教育。教學方式與社會教育有相同之處，它面對大眾，
使得信眾在佛學院中，能夠接受系統全面的義理培訓與僧格薰習。這樣的教
育有著較為嚴格的教育模式、教育目標和教學設計。

3、教育活動的考核
教育除了課程和師資外，制度特色還在於有力的考試制度。香港佛教學
院的學員在課程結束之後需要考試。佛光山還有一個特色的考試形式，並非
只有上述香港佛學院、都市佛學院學員參加，廣大信眾都可以參加，稱之為
「佛學會考」。佛光山舉辦「佛學會考」的歷史由來已久。從 1990 年起，首
辦佛光山世界佛學會考，世界佛學會考是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主辦的考試，在
佛光山之分別院同步舉行。以 1993 年的佛學會考為例，全球均在 1993 年 8
月 22 日同時考試，超過 5 萬名的中外人士參加，考生含括 4 歲到 90 歲的男
女老少。考試的文字除了中文之外，還有英文、日文、葡萄牙文等。

22

〈 國際佛光會 〉：《 佛光山開山四十周年紀念特刊 (6) 》，頁 34。
21. 佛光山宗委會：
《 佛光山開山四十周年紀念特刊 (3) 》，頁 175。
22. 佛光山宗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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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階段過後是獎勵階段，佛學院課程結束的時候還會張貼成績，圖三
和圖四是 2011 年佛光山舉行佛學會考的情形。佛光道場對優秀的學生進行獎
勵。

圖三：佛學會考圖

圖四：成績公布

五、結論
星雲大師主張「僧信平等化」，重視動員和發揮在家信眾的弘法力量，
曾經講到：「我深信，僧俗二眾若能合作無間，相輔相成，則猶如超人同運
23

雙臂，大鵬高展雙翼，必定可以將佛教帶入更高更遠的境界。」 為了健全
組織，星雲大師主張在行政及社會活動方面，主張依靠在家信徒；法務活動
則由出家法師來負責，希望僧信和合，各司其職，相輔相成。自 1974 年起，
佛光山每年定期舉行信徒會員大會，此外佛光山宗務委員會還為信徒專設了
功德主總會，每年向功德主們進行宗務報告，令其了解當年佛光山所做的各
項弘法工作。
星雲大師以教育為振興佛教的根本之法，力圖恢復寺廟傳播佛法、教化
〈 佛光會的方向 〉，《 人間佛教系列 (1) • 佛光與教團佛光篇 》，台北：
23. 星雲大師：
香海文化，2005 年，頁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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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利益社會的功能。教育的重點是轉變傳統寺廟的功能，他將傳統誦經
拜佛的寺廟轉型為學校，住持是校長，信眾是學生，使寺廟成為大眾學佛的
地方。
星雲大師重視佛教教育內容必須貼合入世的趨勢。在教育課程內容廣度
上，不僅含括佛教教理和修行，且涉及社會教育的種種內容，門類多樣，既
包含一些基本的技能性，如外語、電腦等知識，還包含中國傳統文化層面，
如書法等。教育內容的選擇，一方面滿足佛教組織內部人員與社會接軌的現
實需求，同時也滿足了信徒向佛教尋求內部的心靈歸屬。
合理化的教學體系是教育品質的保證。佛教教育同時面向出世與入世，
甚至可以說出世原本就是為了更好地入世。佛教教育要融入世俗教育，包括
學制管理、教育成果和人才的考核與應用機制、海外交流等。當代佛教教育
在教育的過程中，注重梯級層次發展，讓學員能有規範的教育層次。同時，
師資除了道場法師外，還廣邀專家學者，讓學員接受多方面的知識與訓練。
佛光道場的義工教育活動經過了一個循序漸進、不斷創新、逐步完善的發展
歷程，已經成為了佛教教育的重要模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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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
擁有豐富的教義、深奧的哲理，
其中，更有異於一般宗教哲學之處，
這就是佛教的特質。
《 人間佛教系列 7 • 佛法與義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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