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佛教教育与文化

佛教教育与文化
佛陀教育原则与方法
印度是东方的文明古国，文化思想开化甚早。但到了佛陀时代，文化 思想更为前进与开明；
因此佛陀的教育思想与作法，亦是极开明的，而且 还是极民主化与大众化的。
古代的人类，在社会阶级的特权之下，他们所过的生活，有许多是极 不合理、极不平等、极
不自由的。自从十八世纪末叶，人类的思想已渐接 近科学文明，开始注意到人权的提高与发展。法国
哲人卢梭著民约论，揭 发人类天赋权利平等，应绝强弱高下之殊，便无相侵相夺之患。当时不过 是
他个人的一种理想，却酿成了後来欧洲革命的动力。一七八九年八月， 法国议会决议立宪，发表「人
权宣言」，更掀起了民主自由的风气。後来 美国人唱民治、民享、民有的学说，主张「民族自决」，
争取民族独立； 而中国的孙中山先生亦作三民主义，提倡五权宪法。其属於人民的叫做政 权，属於
政府的叫做治权；且把「权」之与「能」，分得清晰有理，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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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主义的特色。尤其在政权上人民一律平等，则古代所谓贵族社会的特 权，剥削劳动大众种种不合
理的措施，皆不能存在了。
但据近代研究历史的学者所揭发，民权思想的言论行动，不是近代才 有，远在中古时代早已
有了。如我国的孔子，是两千四百年前的哲学家、 政治家、教育家。他的学说思想，对於中国的文化
影响甚大，但也有许多人 都以为孔子是专制时代的礼教人物，是宗法社会的遗孽，非要「打倒孔家
店不可」；其实呢，平心而论，孔子的学说思想，早已注重到人权。近阅 高葆泉先生作「孔子的平民
化教育」（见南洋商报一九五七年元旦特刊） ，他说：「孔子在两千数百年前，已知注重人权。他的
政治论以天下为公 、世界大同为目的；他的伦理学，是以仁爱为主旨；他的教育是极端的平 民化。
虽时至今日，他的学说价值仍然存在，真是值得我们崇拜与效法」 。孔子固然伟大，可是在孔子以前
的佛陀，确亦早已提倡民权，不但在言 教思想上极端平民化，且在身教上，还是民主生活的实际行动

者。今仅就 佛陀的教育原则与教育方法，略为一说：
（一）教育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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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虽然生於王族，受的是贵族教育，但到了他自己设化施教的时候 ，却是完全站在平民教
育的立场上，施设平民化的教育；或者亦可以说， 印度到了佛陀时代，贵族与平民两个名词，已不是
对立的存在，因佛陀主 张慈悲平等，对贵族与平民是一样看待，故所施的教育，亦是一律平等。 因
此我们研究佛陀的教育原则，最少亦可以举出以下的四点：
(1)无阶级的限制：印度古代社会有四姓阶级，世袭不变，其中以婆罗 门最尊，谓是梵胤，坐
须专席，不与余三姓同行；而最贱的首陀罗，生杀 任人，虽有优秀子孙，亦无权利享受优良教育，更
无再生之希望。但到佛 陀出世，既主佛性平等之说，打破社会严酷的阶级，同时复普化一切，没 有
等级的分别，亦无贫富的限制，而且还从自己的团体里做起，以示范於 人。阿含经说：「四河入海，
同一咸味，四姓出家，同称释种」。所以在 佛陀的教团里，大家是受同等的教育，同等的待遇，过的
生活完全是一律 平等。最贵的王族固可以学佛受教，最贱的首陀罗，亦同样地可以学佛证 果。在论
语卫灵公篇，说孔子的教育原则是「有教无类」，这与佛陀的教 育无种类阶级的限制，极为相近，而
其推行的程度，还不如佛陀之广泛普 及，深入民间。
(2)无条件的教授：佛陀的教育，可说完全是为教育而教育，他不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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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办教育的人，带有多少功利观念，而完全是「施恩不望报，望报不施恩」 的。所以佛陀的十二分教
之中，有一分的教法，叫做「无问自说」，自己 觉得有需要讲的道理，而这道理又是人生所必须要知
道的，义之所在，责 无旁贷，不待人来求教，也要自动的无条件的去讲给人听，全出於慈悲仁 爱的
一念。在涅盘、维摩、无量寿诸经中，佛陀还劝一般菩萨弟子，自动 地为社会服务，所谓「菩萨为众
生作不请之友」！不请之友，即是职责 所在，自己自动地为人义务讲解，不求图报。
在我们中国古代，珍贵的图书，都收藏在皇帝的府库里，或国家的图 书馆里，有专吏看管，
不消说除了贵族子弟有权阅读，一般平民是享受不 到的。但到了孔子时代，他居然能周游列国，向人
民公开讲学，把贵族的 图书，介绍到民间去，足见孔子的可贵。孔子在论语述而篇尝说：「自行 束
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修的修，据说文解字说，是「乾肉条」。 每条长一尺二寸，合现代的中
国尺九寸六分，宽度不拘。肉条的弯处为朐 ，直处为

。十

为一束。那

一束就是十条肉乾。高葆

泉先生说：「十 条肉乾，像颜渊原思那样穷，亦可以拿得出」。这因为古代重礼仪，见面 须有礼
物，何况拜见老师？而穷的人只拿出十条肉乾，孔子亦不嫌其礼轻 ，未尝不教诲他。这在「学不厌，

教不倦」的孔子，已算是难能可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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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陀当时教人，照现存的佛经研究，完全是没有条件的，只要你发心来 学，不论贫富智愚，一律诲
之不倦。看上面的「无问自说」，「不请之友」 ，也可以思过其半了。
(3)无嫌恨的感格：古往今来的大圣人，最有容人的雅量，敢说是佛陀 第一。佛陀对人第一有
慈悲心，第二无瞠恨心，所以他含容一切，普度一 切。如果他如梵天上帝那样，信他的携上天堂，不
信的打入地狱，他就慈 悲不普，失其佛之所以为佛的要素了。因此，佛陀对一般好人固要教育他 ，
对那些坏人，甚而或想害他的，对他采取敌对行动的恶人，他也不起怒恨 心，一样地要教育他，感格
他。金刚经说：「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 我於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
以故？我於往昔节 节支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瞠恨」。这是佛陀说 他在行
菩萨道时，对於残害他的人也无瞠恨报复之心。就是佛陀当时在印 度，教化恶人，也有很多例子：一
如菩提树下修道，魔王恶意破坏，佛入 慈心三昧，丝毫不动念头，弄到恶魔也非佩服敬仰他不可。二
如佛的堂弟 提婆达多，无恶不作，屡次害佛，佛不但不怒恨，反以慈忍心种种教诲他 ，要他改过，
要他觉悟。三如鸯屈摩罗听了邪师的邪教，要杀千人，聚指 为

，供养梵天，希图徼福，最後追杀佛

陀，佛也不嫌恶他，且同他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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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他辨邪正，明是非，结果感悟了他，使他重新做人。这都是佛陀施行感 化教育的成功。
孔子对於教化恶人，也有这种类似的雅量。如论语述而篇说：「互乡 难与言。童子见，门人
惑。子曰：人洁已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这意思是
说鲁国有个村庄叫做互乡 ，互乡村里多是蛮不讲理的恶人，有一次那村里有年轻人来求见孔子，孔
子接见他，许多门人都疑心这样的坏人，为何老师都要接见他？孔子说：「你 们太过了！人家来求见
我，必有改悔之意，这时他的心是洁净的，我嘉许 他的洁心，所以许可他来见我。至於他未见我以
前，甚至他离开我以後， 他的行为怎样，我何必担保他呢！」孔子能成人之美，不咎其恶，所以成
其伟大。高先生说：「大凡世界上的人：有的幸灾乐祸，故意引诱人犯罪 的；有的对於罪恶的人，采
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也有的嫉恶如仇，对於犯 罪的人不是冷嘲热骂，就是用严厉手段对付。这三种
人，都失去了人类的 爱。惟独孔子，以为人是我的同类，他犯了罪，我们应该伸出慈爱之手，加以
拯救抚摩，让他改过迁善，变成好人。可见孔子不但教育好人，还要教育 坏人。他的心肠何等热烈，
何等慈爱」。能扩展儒的仁爱，便是佛的慈悲 ，所以真儒心与真佛心，是没有多大距离的；所距离的

只是在由修养形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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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程度浅深与彻底与否耳。
(4)大众化的讲学：佛陀自三十岁成道，到八十岁泥洹，中间四五十年 的时间，都在印度各城
市和各乡村讲学、行化。他所讲的道理虽然很深， 但都是引用民间故事、譬喻、因缘，来做深入浅出
的启导。佛的十二分教 中有本生经、本事经、因缘譬喻经等，都是大众化的说法。至於他清心寡
欲，知足常乐，所过的云水生活，比一个穷苦的人民还要清淡。如孔子讲 学齐鲁各国，生活亦极平民
化，跟随他的学生有贵族也有平民，有老的也 有少的，而他自己出游，只不过乘了一辆马车而已。这
在古代，已是难能 可贵，但若与佛陀一比，觉得佛陀又有更过孔子的地方。佛陀游化民间数 十年，
只有日中一餐，树下一宿（为戒除贪恋心，还有空桑不许三宿的戒 条），三衣一钵之外不蓄长物，不
消说连一辆马车也没有，有的只是他随 身的「安步当车」的两脚车而已。当年一个可以「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 的太子，为了教育群众，与群众讲学，为社会大众服务，过起这种平民化 的云水式的流
动生活，又岂是常人可以做到呵。
（二）教育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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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讲学四十九年，谈经三百多会，阐说了很多道理，若论他的教育 方法，亦多至不可统
计。所谓「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法华经说： 「诸佛智慧，其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
入」。因佛陀悟彻人生原理， 根本的智慧深广无量，所以从这智慧所起的方便作用??教育的方法和技
巧，亦有种种不同，演绎之，可有八万四千法门，归纳之，亦唯五乘三学 而已。今约略言之：
(1)教育宗旨在即人成佛：佛陀一生说了很多深奥的道理，但是他劝人 修学，应该脚踏实地，
从最浅近、最切实、最平稳的做人的方法做起，如 果人都做不好，希望做佛，那是很幼稚而可笑的举
动；换句话说，你若把人 做好，人格升华到极点，也就是佛格完成了。例如佛教勉人先修五戒、十
善的人天二乘，为出世三乘的阶梯，没有这下二层的阶梯就爬不到上三层 三乘的顶楼；同时想建五楼
而不先打定基地，空中楼阁也就无从建筑起 来。而这人天乘法的五戒十善，也等於儒家的三纲五常、
四维八德之类，这 是做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像孔子在论语学而篇说：「弟子入则孝，出则 弟，谨
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年轻的人在家要孝 顺父母，出外要恭敬长辈，行为要
谨慎，交友要讲信用；还要普遍的爱人 ，和有道德的人常相亲近。做到这些之後，再去学习一切文学
典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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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可见孔子的教育宗旨，也首重做人，其次才追求知识。佛陀亦常告 诉弟子，每天把工作的时间
用二分来学佛学，一分去学世学。把多点工夫 注重学佛，即是注重先学习做人的方决，磨练做人的品
格，因佛学就是实 践的道德学、伦理学、教育学。
(2)教育方法契理和契机：佛陀教育的方法，有一个标准，即是他所说 的话，一面要契合一条
「法尔如是」的真理，一面又要适宜大众的程度， 决不会对浅人说深法，或对深人说浅法，各不投
机。考查佛在印度一生的 说法，可以总摄为五乘教法，按照受教育者的程度，循序渐进：一、人乘
法如幼稚园教育；二、天乘法如小学教育；三、声闻乘法如初中教育；四 、缘觉乘法如高中教育；
五、菩萨乘法如大学教育。依照中国佛教分宗判 教的方式，亦可以找出佛陀对机施教的线索。如唯识
宗把佛的一生施教， 判为三个时期：一、说阿含的有相教；二、说般若的无相教；三、说深密 的中
道教。如天台宗判释佛陀一代的说法，为五时八教。由华严时而阿含 时，而方等时，而般若时，而法
华涅盘时。其间还分有藏、通、别、圆、 顿、渐、秘密、不定的八教。如华严宗则分佛法为小、始、
终、顿、圆的 五教。虽各宗派因观点不同，所判有异，而在无论那一种的说法之中，都 可以看出佛
的设化，是「应机施教，对病下药」的一种作略，套一句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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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名词，即所谓「教育法」。
(3)戒定慧三学兼施并重：佛施教育，注重三个步骤：首重品德的修养 ，说有戒学；次重身心
的训练，说有定学；再重理智的掘发，说有慧学。 论语述而篇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高葆泉先生解文是关於 知识方面的训练，行是关於体育方面的训练，忠信是关於作人方面的训练，
属於品德。这与佛陀的三学并重，也颇相近。
近代西洋的新教育法，多注重智育与体育，对於德育不大留意，所以 会造成学风不良，青年
堕落，教育濒於破产的危机。近年来有心世道的教 育家，鉴於受过新教育的人道德观念薄弱，所以亦
提倡智德体三育并重。 且有在三育之外再加美育和群育：盖美育的训练，能陶铸性灵，亦可以使 人
生趋於真善美的至境；群育则使人相爱互助，和谐合众，更为人生所需 要。所以地无论中外，时无论
古今，教育家的见解，终归相近，是亦「人 同此心，心同此理」。不过佛陀的三学和普通的三育还有
不同处，是有浅 深的两部分，就其浅的一面观，可与世间的三育相提并列，自其深的一面 观，则三
学为出世的无漏净法，出生佛果一切功德庄严，远非世俗的三育 工夫所可企及。但是佛陀告诉弟子，
须先做到世间的有漏的三育或三学为 基础，进一步才求出世的无漏三学，虽然无漏三学非一蹴可就，
而须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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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有漏的三学做起，仍是浅近而切合现实大众修学的。
(4)辅导自学的自我教育：颜渊在论语子罕篇说：「夫子循循善诱人」 。高先生说：「循循及
诱字用得最好。孔子的教学是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辅 导学生学习，而绝不采用呆板的注入式」。论语述
而篇曾引孔子说的话：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高先生说：
「这段意思是学生对於不明白的（道理），有愤恨焦急的心，孔子才加以 启示。学生口里愿说的话，
但是讲不出来，孔子才帮忙他，让他能够说出 来，举一个例讲明後，其他类似的问题必须由学生自己
去解决。如果不 能根据同理解决，是他不用心的缘故，所以孔子也不再告诉他，让他自己 觉悟」。
这与孟子「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的意思相同，是用一种不教诲的方
法，逼使学生醒悟自己不用功的过失而 去用功，并不是真的不教诲他。
在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中，说佛教弟子有四记的方法：一是一向记， 对方问的道理是合理
的，向来都是这样的，就这样做合理肯定的答他；二 是分别记，对所问的道理对不对，须要分别的，
就分别答他有对的，有不 对的，不一定的；三是反问记，是对方故意戏论问难，就照他的话反问
他 ，要逼出他自己的过错；四是置记，是对无理的问难，置之不答，要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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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反省。这第四的置记与第三的反问记里面，都含有孔子「举一隅不以 三隅反则不复也」和孟子
「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的教 学方法。又摄大乘论中佛说法有「四秘密意趣」，含
而不发，亦寓自学、 自教、自悟之义也。
佛陀在许多经典里，不但辅导学生自学，而且还完全地提倡自我教育 。如阿含经说：「自依
止、法依止、莫异依止」！很明显的叫学生提高自 我警觉，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佛法去做举一反三的
工夫，不好专门依赖他 人！又在阿含经中，佛教弟子修学的方法，第一要自调，自己来调伏身心 ，
不被外境所转，飘堕邪恶之所。第二是自净，自己来清净身心，身心清 净，则世界亦清净。第三是自
度，自己努力，度脱众苦，不必仰赖他人的 鼻息。这些说法，都是佛为辅导学生，展开自我教育，揭
发自我教育的重 要性，而其所讲「自依止，莫异依止」，以及自调、自净、自度的道理， 都是浅近
切实富於人情味，且极合民主教育的原理，大众化而易於实践的 。所以佛陀无论在教育原则或教育方
法上，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极民 主，极平民化教育的创垦者、推动者、实践者！
（曾刊海潮音月刊第三十九卷三月号，在夏岛教育会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