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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等教育下「佛教教育」的挑戰與展望
──以法鼓佛教學系為例

鄧偉仁＊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做為台灣高等教育體制下「佛教教育」的教育目標，
其發展趨勢與特色、挑戰以及未來展望。從世界佛學學術史的角度來
看，現代高等教育體制下的「佛教學」的開展始於十九世紀的歐州與北
美州的大學，從而也影響了接下來二十世紀在亞洲的現代大學開始發展
的「佛教學」。影響的面向包括研究方法、研究課題以及學術意識形
態。尤其明顯的是，歐美早期的「佛教學」延續啟蒙運動的科學理性精
神，強調客觀的實證主義，以嚴謹的文獻學以及義理研究為主的學術研
究樣態，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影響了佛教發源地與深具佛教傳統的亞洲
地區的現代佛教教育。
本文想探討的議題是：以學術為導向的西方佛教學，在承載佛教傳
統的亞洲脈絡下產生什麼影響、變化以及挑戰，另一方面後者相對於西
方的佛教學，又能有什麼特色、優勢、契機？在這個議題框架下，為了
有更具體而聚焦的探討，本文將以法鼓「佛教學系」的教學沿革與現況
以及契機與挑戰來思考未來華人佛教研究與教育未來發展的可能方向
與機會。

＊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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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Buddhist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Teng , Wei-jen

＊

ABSTRACT：
The topic of this paper is an analysis of “Buddhist education” or
“Buddhist Studies”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setting
discussing its institutional nature, educational objectives,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s. “Buddhist Studies” as an academic field of study was evolved in
the West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Since then, it helped to create Buddhist
Studies in the East in which the religion largely weaves into the fabric of the
belief system of the people. In particular, the 19th-century European
Buddhist Studies embedded the Enlightenment’s scientific outlook, was
characterized by positivist philology. Henceforth, the issues to be addressed
in this paper concern with the impact, changes, and challenges by the
Western academic scholarship on the Buddhist education in Taiwan,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advantages and potentials the latter could be expected to
develop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Buddhist education. In order to carry out
more focused and concrete discussions the analysis will mainly base on th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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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of Buddhist Study Department of the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Keywords: Taiwan’s modern Buddhist Education, Buddhis Studies,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Chinese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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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主要探討做為台灣高等教育體制下「佛教教育」的教育目標，
其發展趨勢與特色、挑戰以及未來展望。從世界佛學學術史的角度來
看，現代高等教育體制下的「佛教學」的開展始於十九世紀的歐州與北
美州的大學，從而也影響了接下來二十世紀在亞洲的現代大學開始發展
的「佛教學」。影響的面向包括研究方法、研究課題以及學術意識形
態。尤其明顯的是，歐美早期的「佛教學」延續啟蒙運動的科學理性精
神，強調客觀的實證主義，以嚴謹的文獻學以及義理研究為主的學術研
究樣態，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影響了佛教發源地與深具佛教傳統的亞洲
地區的現代佛教教育。
本文想探討的議題是：以學術為導向的西方佛教學，在承載佛教傳
統的亞洲脈絡下產生什麼影響、變化以及挑戰，另一方面後者相對於西
方的佛教學，又能有什麼特色、優勢、契機？在這個議題框架下，為了
有更具體而聚焦的探討，本文將以法鼓「佛教學系」的教學沿革與現況
以及契機與挑戰來思考未來華人佛教研究與教育未來發展的可能方向
與機會。
西方佛教學可以說是起始於 19 世紀以文獻學為主的「比較宗教
學」 1，而展開對佛教經典語言與文獻、佛教教義思想、與思想歷史發
展等議題的深入研究。這樣的佛教學研究進路對現代南亞與東亞的現代

1

一般將現代「比較宗教學」的開展歸功於 Max Müller:“Müller was Certainly one
of the most noted and influential figures associated with the institutionalized
emergence of the ‘science of religion’ or ‘comparative religions’ during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見 Girardot, N.J. “Max Müller’s ‘Sacred Books”
and the Nineteen-Century Production of the Comparative Science of Religions’ in
History of Religions. Vol.41, No.3.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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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研究產生深遠的影響。例如以上座部為主的斯里蘭卡，由於其殖民
的歷史以及其近代佛教復興的開展，許多在大學以及佛學院校（如：
Vidyodaya Pirivena）教授佛學的教授或法師有歐洲教育的背景或學位，
日本現代佛教學的開展也與歐洲印度佛教學有密切關係，而中國近代的
佛學教育家也不少受西方學術的影響。這部分的歷史已有許多研究成果，
在此無需贅述。
本文所關注的主要是在華語圈的現代佛教研究與教育，針對以學術
為主的現代西方佛教學對承載佛教傳統歷史的佛教研究與教育所產生
的課題、困境或挑戰加以考量，包括學術與信仰或修行體驗、理論與實
踐等。為了有比較聚焦的探討，本文將以台灣的法鼓文理學院的「佛教
學系」的教學資源與課程現況為主，探索其教育目標、課程設置、學術
研究等面向，在國際佛教學術研究與教學脈絡下，面臨何種挑戰，如何
克服、是否有其優勢以及為了可能的契機或特點。希望這樣的探索，也
能做為未來華語圈佛教學研究與教育發展方向的參考。以下本論文將分
成三部分：一、討論與釐清佛教教育的範疇、學科性質與內涵。二、以
「法鼓佛教學系」的教學沿革與課程規劃凸顯目前台灣高等教育下佛教
教育的侷限與挑戰。三、提出「法鼓佛教學系」教學的特色與潛在優勢
為未來台灣高等教育下的佛教教育提出可以努力的方向或做法。

二、佛教教育的範疇、學科、對象與內涵
（一）
「佛教」
、「佛法」
、「佛學」與「學佛」
本文所談的「佛教教育」的範疇涉及幾個常用的核心概念：「佛
教」、「佛法」、「佛學」與「學佛」。這四個語詞一方面有著不同甚至互
斥的指涉，但另一方面也有相攝相屬的關係？在這篇文章裡，我對這四
個詞語的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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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佛教
指涉從公元前六世紀在印度形成，以及此後在世界各地的發展與傳
播，以佛陀、佛陀的教法及包含四眾弟子的僧團為中心的宗教制度
（religious institution）
，包括經教思想、戒律規範、修行法門、儀式；以
及寺院、佛塔等相關的文物。

2. 佛法
指涉佛陀的教法，包括佛陀的證悟內容，如緣起法、三法印等，佛
陀的經教以及經教中的思想理論，以及此後各個佛教傳統據此發展出的
思想。

3. 佛學
指涉與佛教相關的一門研究學問，在西方可以稱為「Study of
Buddhism」 或 「Buddhist Studies」
。

4. 學佛
這個語詞比較常見於教界。主要指學習佛法的智慧，把佛法的智慧
運用在日常生活，最終實踐佛法解脫及利益眾生的理想。
由以上的說明，「佛學」是研究佛教的一門學問，就像「宗教學」
研究宗教，「歷史學」研究歷史。在現代社會的教育框架來說，「佛學」
可以算是一個學術領域。
「佛法」則是「佛教」的一部分，也是最核心、
最能展現佛陀思想精神的一部分。「學佛」則是佛法的實踐。如果從學
術教育架構的角度來看，「佛教」、「佛法」以及「學佛」皆可，也應該
是「佛學」的研究對象。
但如果僅從宗教的立場來思考，「佛教」與「佛法」就不僅僅是研
究的對象，「佛教」是宗教傳統，是歷史產物，對於個人、社會文化有
深遠影響，其義理與修行方法具有可操作，可實踐之意義。而「佛法」
則是佛教的思想、理論或精神的體現，是佛教徒的生活態度的指引、生
活智慧的基礎以及建立生命價值的依據，對佛教而言也是宇宙萬物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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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的「佛教」是歷史現象，因此其產生與發展
規律並沒有超越佛法所陳述的緣起、無常、無我（無本質性）等法則。
如果從宗教的角度來看，佛教研究也一樣，無論是研究者發現的觀點或
企圖的理論都含攝於佛法的緣起、無常等法則。
承上說明，本文不僅從學術角度出發，也希望從佛教本身的「佛法」
與「學佛」的角度來思考「佛教教育」
，除了探討學術教學與研究之外，
也包含「佛法」的實踐層面。佛教教團辦學的「佛教學院」（包含本文
討論的法鼓佛教學系）
，一般而言是強調「解行並重」
，也就是認為（或
者希望）佛教的研究與佛法的實踐是相輔相成，應該有理想的結合，但
另一方面從教學以及研究的面向來看，兩者之間又明顯具有緊張關係，
甚至是矛盾，而成為現代佛教高度教育的重要挑戰。這部分將在本文第
四部分討論。首先我們討論「佛教教育」下的「佛學研究」這部分。

（二）做為「佛教研究」這一門學科的佛教教育
現代「佛學研究」從歐洲開始，大約是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2 當
時歐洲對宗教的研究的主流是「神學」
（Theology）
，3主要的研究對象是
2

De Jong, J.W. 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Varanasi: Bharat-Bharati Oriental Publishers & Booksellers, 1976, pp.12-14.

3

關於西方佛教學學者討論「神學」
（Theology）一詞用在佛教研究的遺憾以及
所衍生的信仰與學術等相關問題，可參考： Roger Jackson & John Makransky
所 編 之 Buddhist Theology: Critical Reflections by Contemporary Buddhist
Scholars, Cuzon Press, 2000, pp.25-60. 另外關於佛學學術研究與信仰的關係
或矛盾等課題的中文二手文獻，也可參考：印順法師所著之《以佛法研究佛
法》，新竹：正聞出版社，2003 年，1-14 頁；林鎮國所著之〈多音與介入：
北美的佛學論述〉，收於《空性與現代性》，台北：立緒出版社，2004 年，
頁 159-180，以及蔡耀明所著之《般若波羅蜜多教學與嚴淨佛土：內在建構之
道的佛教進路論文集》，南投：正觀出版社，2001，頁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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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內容，而在方法上主要是以經典詮釋為主。4 當時對於宗教的其
他層面，例如儀式、社會、政治經濟等層面，討論不多，因為這些層面
當時主流的宗教學術界，認為是宗教的表層現象，而不是宗教的核心。5
在這樣的認知上，以及加上對於東方宗教思想的嚮往，西方的研究佛教
的動機可以說主要是出於對佛陀的教法的興趣，因此最主要的研究對象
是佛教經典與佛教語言，例如 Max Müller 所開啟的文獻學研究，或者比
較宗教學。6 這樣的研究進路往往造成一種把宗教化約成經典，或者把
經典承載的內容等同與宗教本身的迷思。
這樣的宗教研究進路─神學式的（theological）
，重語言文獻的─不
久就被今天的「宗教學研究」所挑戰。7今天的「宗教學研究」深入宗教
的各個層面，意識到宗教的豐富性、複雜性、以及其多元價值。換句話
說宗教不能簡單的化約成宗教的經典思想；而經典至多僅能代表「大傳

4

關於早期的神學研究史：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Brief outline of the study of
theology: drawn up to serve as the basis of introductory lectures, translated by
William Farrer into English. Edinburgh : T. & T. Clark ; London : Hamilton,
Adams, & Co, 1850.

5

韋伯將這樣的意識形態或現象稱為「除魅」（disenchantment）認為這是啟蒙
運動後，強調理性思維的的趨勢。這個趨勢影響宗教在後啟蒙運動的發展方
向，重視經典的文獻與歷史考證，哲理的思辨，而弱化宗教儀式以及其背後
非人類理性能認識或解釋的力量。Weber, Max.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First
Print.1920], London: Methuen, 1971. p.270.

6

關於 Max Müller 的研究史：Jon R. Stone (ed.), The Essential Max Müller: On
Language, Mythology, and Religion. New York: Palgrave, 2002.

7

現代「宗教學研究」
（Religious Studies）可以說是起源於德國的 Religionswissenschaft
(science of religion)，而在北美透過芝加哥大學神學院的“History of Religion”
的建立而逐漸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與獨立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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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精英宗教」
，往往與「小傳統」的普羅大眾所實踐的宗教8 ，也
就是 Schopen 所謂的「實際的宗教情形」
（Religion on the ground）9有極大的
落差。此外，宗教有多元價值，多元意義，除了提供生命的終極意義之
外，宗教學者往往認為宗教更重要或更真實的意義是社會的、經濟的、
或心理的，而不僅僅是宗教的本身。10
從以上關於西方宗教研究進程的變化來看，現今的「佛學研究」應
該是，而且事實上也是多元的。這一點可以從「佛學研究」在目前西方
的高校教育體系的位置來理解。例如在北美的大學體系下，「佛學研
究」可以在以下幾個領域或學科進行。

1. 哲學系所
主要討論佛教思想中的哲學理論，哲學式地思考佛教思想，或者與
西方哲學比較。例如討論佛教的倫理學、知識論、存有論、現象學等等。

2. 歷史學系所
主要敘述宗教的歷史，或者用歷史的視角來討論或解釋佛教的起
8

宗教學研究開始意識到過去宗教過於重視所謂的「大傳統」而忽略「小傳統」。
關於這方面的論述：Redfield, Robert. The little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在佛教研究方面對於大傳統與小傳統佛教的差異的研
究可參考 Spiro, Melford. Buddhism and Society: A Great Tradition and Its
Burmese Vicissitudes. Second, expanded editio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p.3-30.

9

Schopen 認為要了解印度佛教在當時印度的真實情形，不能僅從三藏下手。
他認為三藏經典是少數男性精英的產物，是應然式的 （prescriptive）， 他鼓
勵用考古銘文等資料來解讀印度佛教。請參考：Schopen, Gregory. Bones, stones,
and Buddhist monks: collected papers on the archaeology, epigraphy, and texts of
monastic Buddhism in Indi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p.114-115.

10

關於宗教的定義、意義、與功能：Daniel L. Pals. Eight Theories of Relig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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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發展、變遷。這裡又可分為思想史及社會史。思想史則討論或者解
釋佛教某些思想的起源，思想的異同比較、思想的轉變、或某某論師／
高僧的思想內容。而社會史則是討論佛教與社會各層面，如經濟、政
治、人口等等的相互影響。

3. 文學系所
主要從文學，或文學理論來討論佛教的文本，或文本的敘事。

4. 人類學
主要用田野調查的方式，來理解佛教的真實面貌。 11 例如 Spiro,
Melford 研究緬甸當代佛教，認為緬甸同時有三種不同的佛教：「庇佑的
佛教」
（Apotropaic Buddhism），「業力的佛教」
（Kammatic Buddhism），
以及「涅槃的佛教」（Nibbanic Buddhism）。

5. 社會學
主要解釋佛教的社會功能、社會如何影響佛教發展方向、人們為何
信仰某種佛教傳統、佛教團體、佛教的興起衰弱的原因等等。

6. 區域研究
例如東亞文化語言，印度文化語言系等等。區域研究是跨學科的領
域主要以佛教分佈的地理位置來區分研究的範圍或領域。如中國佛教、
日本佛教、印度佛教等等。
近半世紀以來的趨勢，是將上述各種佛教研究的方式含攝於宗教學
系所，成為一個跨學科的領域，以宗教為研究對象，而上述的研究進
程，或方法都被視為是研究宗教的視角。

11

Spiro, Melford. Buddhism and Society: A Great Tradition and Its Burmese
Vicissitudes. Second, expanded editio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p.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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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佛學研究」仍面臨如何在研究與教學上，突破傳統文獻
義理學的挑戰──這個侷限在傳統文獻義理研究，也仍然是整個東亞
「佛學研究」學術圈需要突破的挑戰。12這樣的佛學研究面向或學科方
法論的侷限，反映在研究成果的主題詞或關鍵字上。例如，台大圖書資
訊館唐牧群教授對「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
，從 1957 到 1986
以及 1987 到 2016，近 40 萬的中、英、日語佛學著作（包括專書與期刊
論文）的主題詞與關鍵詞，所做兩階段三語種的統計與分析，其統計結
果顯現出 1957 到 1986 的中、英、日文的佛教研究關鍵詞或主題詞，以
佛教宗派、主要人物以及經典思想為主。
而 1987 到 2016 的英文佛教研究，則跳脫佛教傳統文獻義理的研究，
而反映出宗教學的跨領域研究趨勢，同時重視佛教的現代化變遷，以及
佛教與社會各個領域的互動與應用。13而 1987 到 2016 的中、日文的佛

12

雖然今年來在東亞其他地區（如中國大陸、日本）佛教歷史的研究有大量的
貢獻，但這些研究學者或者研究領域通常是來自歷史學，而不是佛學研究
（Buddhist Studies）。

13

“in contrast to the studies from 1957-1986, additional attention has been allotted
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mpacts of Buddhism on Western culture. The dialogue
between Buddhism and the secular world is dualistic. On the one hand, the
secularization of Buddhism continued to receive considerable attention,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Sinifi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Buddhist practices
were linked with contemporary secular concerns, including psychological health,
ethics, sexuality, and caring for the terminally ill. A close affinity was also
observed between “Pure Land School of Buddhism” and “Buddhism and the
secular world.” Tang & al.2019.” 參考 Tang, M.-C., Teng, W. and Lin, M.
“Determining the critical thresholds for co-word network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ercolation transition: A case study in Buddhist studie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Vol. 76 No. ,2019, p.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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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究文獻的變化則有限，與 1957 到 1986 的研究趨勢差異不大。
透過以上的佛學研究進程、領域與方法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到，
「佛教研究」的多樣性與可能性。似乎把「佛教研究」放在西方宗教學
系的學科框架，最能展現佛教研究的全面性與完整性，因為目前西方（特
別是北美）宗教學，此一學科的本質或研究方法來說，是含攝人文與社
會科學的視角。據此，個人認為完整的「佛教教育」應從兩方面來展現：
一、從研究的對象來說，
「佛教教育」不應該侷限在經典、教義或思想。
佛教作為一個宗教的多層意義、多層面向，如果要比較完整的認識佛教
及其歷史社會意義，我們也要探討佛教的傳播，與當地文化的互動或碰
撞，佛教儀式、藝術等面向。二、從研究的方法來說，「佛教教育」不
應侷限在文獻語言方法，應該借用各種學科的研究方法，來分析解讀佛
教的各種價值與意義。當然，「佛教教育」也不應侷限在研究與理論的
論述。如何加以應用與實踐也是必須思考的問題。
上述的研究課題的侷限與佛學研究相關系所的課程規劃互為因果。
課程規劃的侷限性，無法開創出比較前沿而有突破性的研究課題或議
題，而研究成果的侷限性，自然也框住教師課程規劃的能力與想像。論
文的第二部分會具體以法鼓佛教學系為例，討論其課程規劃的侷限性與
如何突破。我們接下來討論知識與實踐、學術與實修的「解行」問題。

（三）經教 pariyatti、證悟 paTivedha 與實踐 paTipatti
對「佛教教育」而言，「佛學研究」與「佛法實踐」兩者皆不可或
缺。在佛教歷史上，「佛學研究」可以說屬於「解門」，而「佛法實踐」
屬於「行門」
。雖然從佛教的修行次第來看，
「聞」
、
「思」
、
「修」三者都
是需要的 ──「聞」、「思」屬於解門，而「修」屬於行門。但是在佛
教歷史上的確有重「解」與重「行」的爭論。例如南傳佛教在公元前一
世紀的錫蘭，便有受持經教（dhammakathika）與修持佛法（paMsukul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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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輕孰重之爭。
根據 Rahula 的《錫蘭佛教史》，在公元一世紀，錫蘭發生大飢荒，
僧人擔心佛陀的教法的消失，於是討論應該以受持經教為主還是以修行
為主，最後，受持經教的僧人得到多數的支持。14在藏傳佛教也有同樣
的爭論，例如從噶當派經教傳統受學的岡波巴，最後選擇重修行的噶當
分支，結合大手印的修持方法創立了達波噶舉派。15 在漢傳佛教也有類
似的禪、教之爭。尤其禪宗的「不立文字」對於經教文字上的琢磨探究，
從經教來體證佛法的態度的不認同，影響中國佛教後來對於經教的忽
視，甚至對於現代的中國「佛教教育」的思考仍有其影響力。16
現代的佛教教育除了各大學高校的學術研究之外，最重要的當然是
教界的「佛學院」，以及台灣目前有正式本科、碩士、博士學位的「佛
教學院」。17在「佛學院」及「佛教學院」，學術研究與佛法實踐一直存
在一種「不可說」的緊張關係與矛盾心態。一方面，由於佛學院或佛教
學院對於現代佛學研究的學術性的資訊取得，以及教授本身的學術訓
練，以及學術研究論文的發表，與學術界的對話等等，已經無法忽視目
前的國際佛學研究成果。
14

參見：Rahula, Walpola. 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 The Anuradhapura
period, 3rd Century BC-10th Century AD. M.D. Gunasena Publication, 1966,
pp.158-161.

15

參見：Rungram Gyaltrul Rinpoche. “Gampopa, the Monk and the Yogi: His life
and Teaching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04,
pp.79-90.

16

參見：龔雋，〈近代中國佛學研究方法及其批判〉，《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
四十三期（1997），頁 118-127。

17

目前台灣有「法鼓佛教學院」、佛光大學的「佛光佛教學院」以及華梵大學
的「華梵佛教學院」
。其中「華梵佛教學院」僅有本科學位，現已更名為「佛
教藝術學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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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課堂的用書，也開始重視西方佛學研究論文，重視歷史、文
獻語言、甚至現代詮釋學、宗教學的研究方法訓練。但另一方面，學術
成果帶來的各種對佛教傳統的挑戰，例如大乘經典的歷史性，疑偽經等
等問題，以及最終對於學術對於整體宗教教義的挑戰，都在教學的過程
在學生心理產生矛盾心態。18
目前有些從信仰角度對學術挑戰所做的回應，我認為非但無法
為佛教價值辯護，反而落入某些學術的不正確預設的陷阱。例如，所謂疑
偽經常見的辯護，往往是試圖證明被質疑的經論，確實是從印度傳來的
經論，並非如學者質疑在中國產生，而偽托為印度傳來之佛經或論典。
一方面這樣的辯護，問題是現有的歷史證據往往無法百分百的釋疑，而
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辯護可能還是落入：「凡是印度造的
經論便是真經，便有價值；反之，如果是在中國造的，託為翻譯的經典，
就必然無價值」這種「印度中心論」論述的預設。
另外一種回應是把學術放在一個純粹論述，而無關宗教修行的位
置。如此，學術的任何結論，最終是無法與宗教教義或宗教實踐連結。
但是這種不認同學術對自身宗教的挑戰的態度，一方面誤解真正的學術
精神，另一方面當學術對「外道」宗教傳統的挑戰時，我們自己又覺得
學術有其價值。例如，在基督教的領域，從學術歷史的研究角度，上帝
是人創造，而非人是上帝創造。這時，作為佛教徒的我們似乎很能接受
學術的「客觀」真理。
我個人認為，好的學術是對於真理的探索是採用開放立場的，這點
和佛教的精神相通。當然，學術有許多方法上結論上的謬誤，這也是學

18

在筆者就讀過的芝加哥大學神學院，不少有基督宗教信仰的研究生承受不了
學術觀點（例如上帝是人創造的）而退學。同樣地，在我任教的「佛教學院」，
也有學生產生信仰危機。

114 玄奘佛學研究

第三十四期 2020/9

術存在的目的，不斷的修正過去的錯誤認知，或者認知的不足。不嚴謹
且不開放的學術態度，對宗教價值的膚淺評論當然不可取，但是沒有經
教基礎，各自解讀式、完全相信宗教經驗的修行態度也有其不可靠的地
方。我認為，佛教本身就提供學術與修行最好的結合模式的智慧：也就
是上面提到的「聞」、「思」、「修」。在「聞」的階段，也就是學習的階
段，對於相關的知識的學習與熟知。在「思」的階段，則對於學習到的
知識做分析、判斷抉擇的思維、最後選擇最適合自己有效的修行方式來
實踐自己的所學。

三、「法鼓佛教學系」教學沿革與挑戰
（一）
「法鼓佛教學系」
：台灣「佛教研修學院」之設立
台灣最早的「佛教（研修）學院」成立於 2006 年，其成立的法源
是依據 2004 年「立法院」通過的「私立學校法」第九條修正︰允許設
立單一宗教的「宗教研修學院」
。2006 年聖嚴法師於 1985 年創立的「中
華佛學研究所」19向教育部申請單一宗教學院，並於該年通過「法鼓佛
教研修學院」的設立（2008 年改名為「法鼓佛教學院」
），並於 2007 開
始招收碩士班，於次年 2008 招收四年本科學士班，並於 2010 年通過博
士班的設立，於 2011 年開始招收博士生。20 2006 年「私立學校法」第
19

關於「中華佛學研究所」的歷史簡介，參見其官方網站：
http://www.chibs.edu.tw/ch_html/index_ch00_0302.html。2020.7.15 瀏覽。

20

佛光大學也於同年（2006）申請通過佛教學院的設立，同樣與 2007 年招收
本科與碩士生，並同樣於 2012 年開始招收博士生。參見佛光大學佛教學院
官方網站：

http://buddhist.fgu.edu.tw/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1 。

2020.7.15 瀏覽。華梵大學稍晚也於 2008 年成立佛教學院並開始本科學士班
招生。參見學院官方網站：http://bu.hfu.edu.tw/introduction/pages. php? ID=demo1。
2020.7.15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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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條修正後，教育部核准設立之「佛教（研修）學院」無論是否是大學
的一個學院（如佛光大學佛教學院），或者獨立的一個學院（如「法鼓
佛教學院」），均可依法以及佛教學院設立之學制，授予本科學士學位
（Bachelor of Arts）
、碩士學位（Master of Arts）以及博士學位（Ph.D.）
。
「法鼓佛教學院」於 2014 年與「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合併成立「法鼓
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簡稱 DILA）
，法鼓佛
教學院成為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以下論文統稱為「法鼓佛教學
系」）
。
台灣佛教學院的設立淵源，可以追溯至民國佛教團體對佛教教育的
振興。民國初期，佛教團體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亦參與許多佛教改革
的措施，特別是在佛教教育的辦學上，可說是不遺餘力。重要的佛教辦
學的有識僧人與居士包括，太虛大師創辦武昌佛學院、月霞法師的華嚴
大學、楊文會，諦閒法師的觀宗學社、會泉法師的閩南佛學院、歐陽竟
無的支那內學院等等。關於民國百年來佛學教育的振興，國內外有非常
多的著作，此處不另重複贅述。21 總的來說，台灣「私立學校法」第九
條修正核准「宗教（研修）學院」的設立，可說是當時台灣佛教界延續
民國佛教辦學的的渴望下所努力的成果。
台灣「佛教學院」的設立，在中國的佛教教育史上，有特別的歷史
意義，對於未來的佛教教育也有其指標意義。從歷史的角度來說，「佛
教學院」是歷史上，首次以單一宗教為學院或學系，而得以授予正式學
位的高校。而從佛教教育的指標角度來看，除了各種佛學學術課程之外，
21

請參考釋惠敏法師的總結整理，
〈建國百年之佛教高等教育回顧與展望：從
傳統分類到科際整合〉
，發表於
「建國百年宗教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
，
中央研究院，2015年14-15日。全文見：
https://www.yumpu.com/en/document/read/50425089/- 2020.8.10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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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學院」還得以開設有高校學分的宗教實踐課程，例如：禪修、梵
唄、儀軌等。因此本文以作為「佛教學院」的「法鼓佛教學系」為例（相
對於作為一個學術領域的佛學研究及傳統的「佛學院」
）
，來探討佛教教
育未來的可能以及潛在的挑戰。

（二）
「法鼓佛教學系」的教學傳承：
「中華佛學研究所」
「法鼓佛教學系」的前身為「中華佛學研究所」，由聖嚴法師創立
於 1985 年，並於 1987 年通過教育部立案成為一學術研究機構。「中華
佛學研究所」近三十年的辦學可以說是專注於，與國際佛學學術接軌的
教學與研究，以及培育佛學學術研究人才。其重要的策略包括邀請國際
知名學者來所內授課、22舉辦國際佛學研討會以及與海外大學締結姐妹
校，建立學術交流與合作關係，以及創辦《中華佛學學報》國際佛學期
刊，迄今 7 年，出版 7 期。23人才培養方面，前後共招生二十五屆共有
19 位獲得英國、美國、日本、德國、澳洲、印度等博士佛學研究博士學
位，並陸續在各大學或佛學院任教。24
當時的「中華佛學研究所」相當於高校的研究生院碩士班，致力於
佛學學術的基本訓練，培養研究與教學人才，由於「中華佛學研究所」
無法授予正式學歷（但其畢業論文以及畢業證書，當時為大多國外大學
22

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主编，《台灣佛學院所教育年鑑》創刊號，新北市：
中華佛學研究所出版，2002 年，頁 185-214。

23

包括日本佛教大學、立正大學、駒澤大學、花園大學、龍谷大學；美國密西
根大學、維吉尼亞大學；泰國法身中心和中國大陸的南京大學、中山大學、
山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塔里木大學；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澳洲雪梨大
學等，皆有密切往來，詳見中華佛學研究所官網：http://www. chibs.edu.tw/ch_
html/index_ch00_0302.html。2020.8.15 瀏覽。

24

詳 見 中 華 佛 學 研 究 所 官 網 統 計 ：
html/index_ch00_0302.html。2020.8.15 瀏覽。

http://www. chibs.edu.tw/ch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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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
，有志取得博士學位的學生，在畢業後傾向申請國外大學博士班。25
然而另一方面因為不受教育部高教的聘任教師規範，
「中華佛學研究所」
反而得以比較彈性的方式，聘用到當時國際知名的佛教學者來授課，26
也因此更容易啟發以及幫助學生申請到國外的大學深造。
「中華佛學研究所」的課程大部分屬於 Cabezón 所稱的「經典範
式」 （classical paradigm）27的研究進入與方法，強調佛教原典語言（梵
文、巴利文、藏文）、佛教歷史文獻學、佛教教義等方法論。這樣的師
資規模與課程規劃，即使在當時的國外佛教研究也是相當完整的。這些
是歷年的統計，並非所有課程、所有師資都同時出現。事實上很多客座
教授與兼任教師的授課時間可能僅有數星期或數月。
以 90 學年度一學年課程科目表為例，28必修的課程包括介紹各宗教
的「宗教學專題」以及歷史文獻研究，而共同必選修則以原典語言為
主。另外佛學專業則分成中國佛學、印度佛學、及西藏佛學。中國佛學
方面除了任博克（Ziporyn Brook）介紹西方的中國佛學研究，其他的課
程是傳統的中國佛教思想。而印度佛學組的課程大多數是梵語及巴利語
原典導讀。西藏佛學組則重視傳統西藏佛教論典的研讀。在下一節我們
可以看到，現在的「法鼓佛教學系」研究所的教學規劃基本上傳承「中

25

當我們自己的佛教學院能頒發正式學位時，學生需要出國深造取得學位的需
要就變小了。雖然這是我們佛教教育自主所應該有的方向，但現實上也出現
以下的弔詭：我們要致力自己培養優秀的學生（特別是博士生），還是希望
優秀的學生能申請國外一流大學取得學位。

26

「中華佛學研究所」歷年客座教授、專、兼任教師與課程資訊見附錄一。

27

所謂的“classic paradigm”是指以經典研究的文獻學為研究導向範式。細節請
參考：José Ignacio Cabezón. “Buddhist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and the Role of
Theory.”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8,1995, pp.231-268。

28

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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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佛學研究所」的課程規劃方向。

（三）
「法鼓佛教學系」課程規劃現況與侷限
「法鼓佛教學系」課程規劃可以分三部分來討論：一、碩、博士班
佛學專業課程，二、學士班佛學專業課程，三、
「行門」課程。

1. 碩、博士班佛學專業課程
如論文第二部分所提，除了新增的佛學資訊組29之外，基本上沿襲
中華佛學研究所，將課程分成印度、漢傳與藏傳組。以下是 109 學年度
碩士班兩年期課程規劃：
從 109 碩士班課程科目表來看，30碩士生必修課雖然各組要求有些
不同，但不脫離以語言為主的規劃，如梵文、英文、日文。為了加強佛
教學系研究生的學科以及研究方法論意識，「宗教學研究方法與理論」
是所有碩士生的必修課。31以下是各組課程的主要內容：

29

法鼓佛教學系的「佛學資訊組」
是全國唯一結合佛學與數位人文的碩士課程。
此課程另設有「佛學資訊組」碩士學分學程。

30
31

見附錄二。
「宗教學研究方法與理論」之課程目標為：宗教幾乎影響人類所有的文明活
動，包括思想、文學、儀式、藝術、政治、社會、經濟等等。另一方面宗教
的形成與發展也受這些活動影響。因此現代的宗教學術研究涉及不同學科的
研究方法，例如歷史、哲學、文學、藝術、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等。在
此學術現況下，本課程希望佛教研究的學生熟悉重要的宗教研究方法以及目
前學界對於宗教研究提出的幾種重要的理論。目的主要有二：一、擴展學生
研究方法與理論的視角，二、幫助奠定學生與現代宗教研究對話的基礎。課
程主題包括：宗教研究的學術史，哲學、歷史學、文獻學、社會科學等研究
方法，以及化約主義 Reductionism、東方主義 Orientalism、詮釋學理論、後
現代主義等理論。重要的研究議題，包括宗教多元主義、佛教與科學、佛教
與現代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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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漢傳佛教
除了「漢傳佛教史專題」32大部分課程為中國佛教宗派思想，如淨
土、禪宗、天台、華嚴以及法相宗相關思想。
（2）印度佛教
主要為梵語及巴利語原典研讀以及與佛教思想（如瑜伽行派、中觀
等）相關之經論原典研讀。
（3）藏傳佛教
主要為藏譯佛典以及西藏主要祖師思想研讀。
（4）佛學資訊組
主要有關「人文數位」或「數位典藏工具」之使用與研發。
目前佛教學系博士班課程，除了宗教學研究方法與理論以及禪修，
與現代社會之研究理論與專題必修課之外，其餘選修課程與碩士班課程
相同。33
上述課程規劃雖然容易看出，對佛教宗派思想傳統的涵蓋面是否完
整，而部分法鼓佛教學系相對與國內外佛教研究相關系所的課程，涵蓋
面比較是相對完整的，然而如本論文第一部分提到的，這樣的課程規劃
理念，比較無法凸顯課程希望教授的專業能力，34或者研究方法論。另

32

根據「漢傳佛教史專題」授課大綱，「此課程主要想了解在印度文化下產生
的佛教，如何在中國的文化思想脈絡及政治社會的歷史條件下被接受、理
解、和發展和轉變。另外我們也將會探討學術上不同學科領域對於這個議題
所提出的看法和理論。通過這些探討希望學生能培養具歷史觀、獨立思考、
批判與分析的思維能力進行自己的佛教研究。」

33

雖然法鼓佛教學系碩博士生的選修課程相同，但博士生的修課報告或修業成
績評估方式會有較高的要求。

34

例如「淨土專題」Ⅰ、Ⅱ、Ⅲ、Ⅳ，這樣的課程名稱無法突顯這個課程教授
的是解讀淨土思想原典、中國淨土宗僧人思想、淨土修行法門、或是淨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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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不以議題為聚焦的課程設計，學生的研究論文自然無法與佛學之外
的學科，例如哲學、歷史、或社會科學對話。意識到這些侷限，109 學
年起課程規劃有如下的嘗試：例如過去的「漢傳禪學專題」Ⅰ、Ⅱ、Ⅲ、
Ⅳ四學期的課則分別分類成：「經論」、「思想」、「禪籍」、「社會文化」，
而「淨土專題」Ⅰ、Ⅱ、Ⅲ、Ⅳ則分類成：「歷史」、「經論」、「思想」、
「實踐」
。35
另一個侷限是沿襲中華佛研所，將佛學課程分成漢傳、印度、藏傳
三大傳統。這樣的課程分類，一方面容易割裂學生的研究範疇，認為研
究天台的法華思想與印度佛教或梵語能力無關。另一方面，許多重要的
印度佛教思想的相關文獻，是保存在非印度語系的佛教文獻，例如「說
一切有部」的阿毘達摩或部派思想論典，大部分保存在漢譯文獻中，而
因此將相關思想的課程歸於漢傳佛教，而非印度佛教也是一種歷史誤
導。36此外，許多佛教思想課題是跨三大佛教傳統的，例如佛教詮釋學、
佛教知識論等。因應此一侷限，佛教學系另外分出一組「共同跨組選修」
課程。然而，課程如何清楚的歸屬，仍然困擾著教師與學生。37由此，
的歷史建構與發展等專業能力。
35

這些各年度不同的課程詳細授課大綱可由法鼓文理學院課程資訊入口取得：
https://www.dila.edu.tw/node/12848。2020.8.20 瀏覽。

36

例如 103 學年度―108 學年度陸續開設的「阿毘達摩俱舍論專題」
、「部派思
想專題」、「佛教與印度思想專題」。法鼓佛教學系各學年碩士班課程規劃官
網：https://bs.dila.edu.tw/%e7%a2%a9%e5%a3%ab%e7%8f%ad/。2020.8.20 瀏
覽。

37

中華佛學研究所課程分成漢傳、印度與藏傳，主要是以教授的經典文獻的語
言為主。以《俱舍論思想》課程為例，如果上課使用的《俱舍論》是玄奘或
真諦翻譯的，則屬於漢傳佛教，如果讀世親的梵語原典，則屬於印度佛教，
同樣的如果讀藏譯《俱舍論》則此課程屬於藏傳佛教。這樣的分類從思想史
或宗教歷史傳統的角度來看是非常誤導的。就像將莎士比亞文學課歸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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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要認知台灣佛學研究的前沿性與國際性的提升，有待於佛教相
關系所課程規劃是否能突以宗派傳統、思想經論為研究課題的侷限。

2. 109 學年度學士班佛學專業課程38
佛教學系學士班的設立，是台灣高等佛教教育歷史的重要里程碑，
因為在此之前，台灣高等教育體系中，從未有四年學士班規劃的佛教學
系。這樣的四年專門佛學研究基礎的設置，除了日本、韓國、以及東南
亞少數佛教大學之外，西方大學教育也不多見。法鼓佛教學系從 108 學
年起，依據學系制定之八個佛學研究基本專業能力，規劃相應課程。如
果以此課程規劃訓練，學生對於各類佛教經典文獻、原典語言、佛教歷
史、教理教義等領域，將可打下紮實的基礎。課程同時也注意到佛法與
現代社會的交涉，有助於佛法的現代應用。由此，佛教學系學士畢業的
學生其佛學研究的起點，通常高於大部分研究所才開始修習佛學專業課
程的研究生。
然而，未來優秀佛教學者的基礎知能，除了佛學相關課程之外，更
重要的是基本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知識，也就是北美大學或學院所強調的
「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
。如論文第一部分提到，宗教是個
跨學科的學科，需要多元的研究視角，才能比較完整的認識宗教的多元
價值。因此，哲學、文學、歷史學、心理學、社會學以及人類學的基本
知能，都應該融入佛教學系學士班的課程。雖然法鼓佛教學系的通識教
育嘗試含攝這些基本知能，但仍非常不足。論文的最後部分將說明不足
的原因。

3. 行門課程39
國文學」組，因為課程使用中譯本。
38

見附錄三。

39

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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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門」課程的規劃，是台灣「宗教研修學院」與一般大學之宗教
相關系所最主要的區別。課程的目的在訓練學生除了佛教教理的深入
外，也能提升佛法修持，也就是本論文第一部分提到的實踐與證悟的部
分，因此規劃出禪修、朝暮定課、懺儀等課程。此外為了訓練學生佛法
的社會實踐，也規劃出弘講、佛教藝術等課程。法鼓佛教學系在「行門」
課程的規劃上也仍有一定的侷限與不足。
其一，雖然在佛學專業上，課程包含佛教各個傳統教理與法門，然
而目前修持課程上仍以漢傳佛教法鼓山僧團的修持方法為主。其二、行
門課程的社會實踐廣度與專業度有待建立。基督宗教傳統神學院，對於
宗教的社會實踐的課程規劃已有近百年傳統，在美國許多大學神學院設
立 有 教 育 部 承 認 之 專 業 宗 教 師 碩 士 學 程 （ Master Program in
Chaplaincy/Ministry），其畢業生可在其主修的領域中取得專業的宗教
師，在醫院、監獄、軍隊、大學等領域擔任專任的宗教師。這些學生除
了具備自己所選擇的宗教教義與修持之外，也具備所選擇社會服務或實
踐的專業，如安寧病房、監獄弘化、大學教育、心理諮商等。40

四、「法鼓佛教學系」教學研究之優勢與展望
（一）
「法鼓佛教學系」佛學教育的優勢

40

美國教育部授權「臨床宗教師協會」（Association for 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
認證合乎學術以及宗教信仰要求的專業宗教師碩士學程或授予個人臨床宗
教師證書。許多大學神學院透過 ACPE 的認證成立專業宗教師碩士學程。
https://www.acpe.edu/ACPE/About_ACPE/ACPE/About_ACPE/About_ACPE.
aspx 。2020.7.1 瀏覽。近年來也開始有佛教宗教師碩士學程的成立：例如哈
佛大學神學院，西來大學、那諾巴大學、伯克萊聯合神學院的佛學研究中心
等教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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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獨立學系
我認為「法鼓佛教學系」作為一個獨立的佛教研究學系，可以比較
完整的照顧佛教各個層面的研究。這個優勢是相對與其他學科，例如中
國哲學、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或甚至社會科學等來說的。佛學研究
作為一獨立的學科，不像其他的學科，不必受限於方法或研究取向。佛
學研究作為一宗教研究由於涉及各種人類各種活動面向：思想哲學、文
學、藝術、歷史、文化等，可以說是一個跨學科的學門，這個學門放在
上述任何一個傳統的學科底下都限制其研究的面向。因此佛教學系作為
一獨立系所有其優勢。41

2. 原典語言的強調
「法鼓佛教學系」的佛學教學，基本延續「中華佛學研究所」重原
典語言的特色（學生從學三開始接觸梵語課程），而掌握原典語言的佛
學研究是國際佛學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礎（特別是印度與西藏佛學）
，42從
這點來看，「法鼓佛教學系」的教學具備與國際佛學研究對話的基礎，
特別對於重視文獻學的佛學研究。

3. 跨學科佛學資訊教學與研究
「法鼓佛教學系」的另一個佛學教育特色，是發展佛學與資訊結合
之跨學科教學與研究，包括運用資訊的計算程序來協助作者或譯者或譯

41

關 於 宗 教 學 作 為 一 個 學 科 的 特 色 的 相 關 探 討 ， 可 參 考 ： Olson, Carl.
“Religious Studie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heory and Method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A Selection of Critical Readings. Carl Olson (ed.). Belmont, CA:
Thomson Wadsworth, 2003, pp. 15-20. 關於佛學作為一個學術學科的相關討
論，可以參考：Cabezón：1995, pp. 231-268。

42

漢傳佛學研究雖然對梵語或巴利語的要求比較低，但是如果涉及佛教思想的
解讀，原典語言仍是重要的基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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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風格的判斷、43數位典藏、佛教時空地理平台，中國佛教地理人物規
範資料庫等。此一佛學與資訊工具的結合，目前逐漸為國際佛學研究學
者所重視。44

4. 宗教實踐 ──「行門」教育
與「中華佛學研究所」以及國內外各大學佛學研究系所比較，「法
鼓佛教學系」最大特色在於「行門」課程，因為在目前國內外各大學的
佛學學術課程中並無，也無法包括「行門」。釋惠敏教授把佛教的「行
門」課程與藝術學院或醫學院的「術科」相比擬：「若能參考藝術大學
之『學科與術科』，或醫科大學之『講課與實習』的教育理念，則可以
「術
順利 推展「將學術『研究』與實踐『修行』結合」
。45我們可以看到，
科」之具體操作，在藝術學院與醫學院無可置疑地是學術的一部分，同
樣的道理，在宗教學門自然也可以加入禪修、儀軌、梵唄等具體操作或
實踐的專業教育。很可惜在目前西方對於佛教教育作為一個學術領域的
思考，並無考慮佛教的宗教實踐教育──「行門」課程。46
43

例如：2011.08-2012.07 統計式漢籍佛典譯經風格分析研究 —以阿含經譯者：
竺佛念、僧伽提婆例(100-2410-H-655-001-)，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另外參
考 ： Hung, Jen-Jou, “Quantitative Evidence for Translatorship Attribution:
Perspectives for the Chinese Ekottarika-āgama. ”, in Research on the
Ekottārika-āgama (Taishō 15), Dharma Dr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3,
pp.107-113.；謝承恩、洪振洲、馬德偉，
〈結合漢典古籍虛詞常見字與統計量
化分析進行漢譯佛典譯者風格辨別〉，《數位人文要義：尋找類型與軌跡》，
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2 年，頁 117-140。

44

法鼓佛學資訊研究成果可參考：佛教數位典藏專案官網
https://lic.dila.edu.tw/digital_archives_projects#/tab1/cbeta。2020.8.20 瀏覽。

45

釋惠敏：2011，腳註 11。

46

參考José Ignacio Cabezón.. “The Changing Field of Buddhist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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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跨界」的研究與應用佛教
「法鼓佛教學系」近幾年來積極發展所謂的「跨界」的佛教教育，
特別是佛教禪修與腦神經科學研究的結合。此趨勢可見於博士班的課程
「佛教禪修傳統與現代社會專題」
（必修）
、
「正念學專題」
、以及「法鼓
文理學院」校長釋惠敏教授的整合型國科會計劃：「慈悲心像：禪修在
宗教教育場域的運用研究」
。47佛教教育的「跨界」研究有助於發展佛教
研究的應用以及與其他學科的互動，開展更多元的佛學研究面向，以及
增進佛學研究的具體應用。
然而我們也注意到上述「法鼓佛教學系」佛學教育的許多優勢中，
很弔詭的都有潛在的挑戰或問題。

（一）
「法鼓佛教學系」佛學教育的挑戰或問題
1. 獨立系所的缺陷48
前文提到佛教學系作為一獨立系所的優勢，在不受限於其他學科研
究方法的「化約」
，49但是如「法鼓佛教學系」作為獨立的學系也缺乏其
2009, pp. 283-298.
47

2013-2015「慈悲心像：禪修在宗教教育場域的運用研究──總計畫及子計畫
一：慈悲心像之禪修課程與數位學習平台建構」主持人：釋惠敏（郭敏芳）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48

這裡的獨立系所是指「法鼓佛教學系」（包含前身之「中華佛學研究所」以
及「法鼓佛教學院」）為一獨立院所的大專院校，而非綜合大學中的一個院
所。目前法鼓文理學院除了佛教學系，雖然有人文社會學院，但也僅有生命
教育、社會企業與創新、社區再造、環境與發展四個碩士學程。

49

關於人文社會科學對宗教研究的化約（reduction）的問題，參見：Gill, Sam.
“The Academic Study of Religion”. In Theory and Method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A Selection of Critical Readings. Carl Olson (ed.). Belmont, CA:
Thomson Wadsworth, 2003, pp.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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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學科的研究與教學資源。如果說佛教教育是跨學科的學門，它需要其
他學科的教學研究資源，因此例如哈佛大學的宗教研究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Study of Religion）的教授由神學院、東亞、南亞、哲學、社會學、
人類學、歷史學等學系的教授組成。這部分「法鼓佛教學系」往往需要
用兼任教授來協助，或讓學生根據需要去其他大學修課。目前由於法鼓
「人文社會學群」的師資的加入，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的需求稍有彌補，
但由於「人文社會學群」的師資對宗教研究比較陌生，這兩個學科間的
連結仍有待加強。

2. 強調「原典語言」的弔詭
「原典語言」特別是梵、巴、藏語，在國際佛學研究脈絡下，一直
是台灣及大陸佛學教育的弱項。這也是「法鼓佛教學系」特別強調原典
語言的理由。但是我們知道在國際佛學研究過度強調原典語言，在宗教
研究的地位已經被視為「古典範式」
（classical paradigm）
，是過去 30 年前
現代實證主義的產物。具後現代的詮釋學或宗教學（Religionswissenschaften）
對於把宗教經典視為宗教本身的預設有很多的反思。50面對華人佛學教育
缺乏原典語言的基礎，以及原典語言在這個國際佛學研究範式的移轉下
的批判，就產生了一方面強調與一方面批判的弔詭。這個弔詭也不僅僅
呈現在原典語言的層面，同時也是展現在既要強調又要批判「理性、客
觀、實證」等現代學術性的兩難。

3. 「行門課程」面對「規範」（normative）問題
宗教／佛學學術教育與「神學」
（Theology）教育最大的不同之一，
在於宗教／佛學學術教育，不必涉及教義規範或者正統性（orthodoxy）
50

參考：Cabezón：1995, pp. 231-268。另可參考，劉宇光，
〈對古典語文獻學在
當代華人佛學研究中的角色問題之省思〉
，
《正觀》 第 1 期（1997 年 6 月），
頁 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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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舉例來說，佛學學術教育不必解答「四聖諦」是了義或不了義、
到底「定中可否做觀」、到底外境實有或虛妄等問題。但是作為具體的
禪修修行，我們無法避免什麼方法最有效或能達到最終的開悟的問題。
如果說佛教的學術可以迴避教義正統性（orthodoxy）的問題，修行則無
法迴避實踐正統性的問題（orthopraxy），51因此法鼓佛教學系的行門課
程，特別是與修持相關的儀軌與禪修法門，只能教授法鼓山認可的修行
法門，而無法包含其他佛教傳統的修行。

4. 佛學與科學、學術與應用的問題
「法鼓佛教學系」近年來受北美腦神經科學對佛教禪修的研究趨勢，
以及「正念減壓」的傳入台灣，也積極推動類似的「跨界」研究或在課
程中推廣「正念減壓」。雖然這樣的取向讓佛學研究有更多的可能性，
以及具體的應用效益，但是也對作為人文學科的宗教／佛學教育帶來潛
在的挑戰。52其中對於腦神經科學對佛教禪修的研究已有許多的反思，
特別是佛學與科學如何對話的問題，53以及佛教現代主義下「科學的佛
51

關於佛教是 orthodoxy 還是 orthopraxy 的討論的例子可參考 Silk, Jonathan.
“The Yogācāra BhikSu,” in Wisdom, Compassion, and The Search for
Understanding, edited by Jonathan Silk.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p. 297.

52

David McMahan 的名著 The Making of Buddhist Modern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215-240.指出，現代化的佛教（包括現代化的禪修與西方正念）
對佛教本身可能帶來更根本性的問題。關於佛教禪修與科學對話的一些爭議：
McMahan & Braun 編輯的 Meditation, Buddhism, and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關於佛教禪修與身心療癒應用的問題，可參考鄧偉仁，
〈一個佛教現代主義的審視：佛教禪修與身心療癒〉，《玄奘佛學研究》，第
30 期（新竹：2018.09）頁 1-30。

53

關於佛教與科學研究的問題：Lopez Jr, Donald S. Buddhism and Science: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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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迷思。54另外也有一些重要的佛學哲學學者，從佛教教義或哲學
的面向對於心智科學的哲學挑戰。55至於「正念減壓」的推廣中，所強
調的去宗教性或「世俗化」（secularization），對於作為宗教的佛學教育
來說，是否是一種宗教俗化的挑戰也值得深思。因此，未來佛教學系在
發展上述跨科學的教學研究，或佛學的入世應用課程時，也應該意識到
這些發展可能帶來的潛在問題。56

五、結論
從民國到現當代台灣「佛教學系／院」的佛教教育，都有西方的佛
學研究方法與進程的影響，在探討近現代中國佛教教育以及思考，我們
自身的特色與可能的發展方向時，我們應該首先將其置於西方佛教研究
學術史的脈絡下來理解，我們的研究與教育方法與進程，多大程度上受
其影響或侷限；而另一方面，我們與西方佛學研究的新發展的落差為
何。
其次，我們要思考自身的特色與優勢，如何在西方佛教研究的潮流
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例如，台灣佛教教育具有漢傳佛教的宗教文化傳承、

54

Lopez Jr, Donald S. The Scientific Buddha: His Short and Happy Lif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

55

Coseru, Christian. Perceiving Reality: Consciousness, Intentionality, and
Cognition in Buddhist Philoso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以
及 Thompson, Evan. Waking, Dreaming, Being: Self and Consciousness in
Neuroscience, Meditation,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特別是 McMahan 與 Braun 合編之 Meditation, Buddhism, and
Scienc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56

關 於 宗 教 俗 化 的 論 爭 ： Swatos, William & Olson, Daniel(eds). The
Secularization Debate.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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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國際觀以及豐富的教內修行等資源，對於國際漢傳佛教的教學與
研究我們有一定的優勢，吸引一流的國際學生與學者來學習或交流。因
此，在課程規劃以及學術研究上，除了考慮包含漢傳、印度、藏傳三大
傳統的完整性之外，更應該特別發展漢傳佛教教學與研究，以及培育漢
傳佛教的現代弘化人才。
在「佛教學系／院」的定位與目標上，我們要清楚體現「宗教研、
修學院」的本質。我覺這部分可以參考芝加哥大學神學院的模式，將其
碩士學位分成兩種不同性質的學位：一、碩士（Master of Arts）或宗教
學碩士（Master of Arts in Religious Studies）以學術為主，做為進一步博
士學位的基礎。二、神學碩士（Master of Divinity）以專研與弘化自身
宗教傳統教義，以及宗教之臨床或社會應用為主。這樣的模式一方面可
以同時在台灣佛學研究的建設扮演一定的角色，以及為佛教提供弘化與
社會實踐之人才；另一方面才能真正能實踐「學、術有專攻」與「因材
施教」的教育目標。
總的來說，我認為「佛教學系／院」理想而完整的佛教教育，應該
包括學術與修行兩個層面的專業教育。雖然不免涉及學術與信仰的矛盾，
但是良性的衝突對於佛教教育是有益，甚至是必需的。所謂「解行並重」
或者「解行合一」，可能僅僅是矛盾下表面的粉飾或者刻意的忽視，並
不代表矛盾的消失。多元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課題的異質性，也許是佛教
教育的特色與價值。57
57

正如 Cabezón 所說的，佛學研究這個學科的穩定與永續不是強調其同質性，
而是擁抱其多元的異質性：“Now that the cat of difference is out of the bag,
what will guarantee the stability and longevity of the discipline is not the
insistence on homogeneity, which in any case can now only be achieved through
force, but instead by embracing heterogeneity.”（Cabezón：1995，p.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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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況來說，目前台灣的法鼓佛教學系以及佛光佛教學院，有著優
秀而完整的佛學師資，同時具有豐富的佛教修行與佛法社會實踐的教學
資源，如果我們能前瞻地看到自身的優勢與潛在的挑戰與問題，我相信
未來台灣佛教學系／院的佛學教育，必能為未來高度教育體制下之佛教
教育樹立一個卓越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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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學年度課程科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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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法鼓佛教學系 109 碩士班課程科目表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二年級上學期
印度佛教組

二年級下學期

專業必修
梵文文法(暑+上)
印度佛教史專題
心靈環保講座

宗教學：理論與方法
語言必選修

日文文法(Ⅰ)0 /英
語佛學論著選讀
(Ⅰ) 0/進階佛學英
文(Ⅰ)0/進階佛學
英文(ⅡⅠ)0
(擇一)

日文文法(Ⅱ)0/英語
佛學論著選讀(Ⅱ)0/
進階佛學英文(Ⅱ)0/
進階佛學英文
(Ⅳ)0(擇一)
巴利佛典相關課程/
梵語文獻導讀
專業選修

《阿含經》與《尼
初期佛教思想專題
柯耶》比較研究
上座部佛教專題

上座部佛教禪修專題

大乘佛教思想專題 印度中觀原典研究
(Ⅰ)
(Ⅰ)

大乘佛教思想專 印度中觀原典研究
題(Ⅱ)
(Ⅱ)

巴利佛典研讀 (Ⅰ) 巴利佛典研讀 (Ⅱ)

巴利佛典研讀
巴利佛典研讀 (Ⅳ)
(Ⅲ)
佛教數位典藏與

巴利語文法(Ⅰ) 1

巴利語文法(Ⅱ) 1

佛學研究

瑜伽行派梵語論典 瑜伽行派梵語論典研 瑜伽行派梵語論 瑜伽行派梵語論典
研讀 (Ⅰ)
典研讀 (Ⅲ)
讀 (Ⅱ)
研讀 (Ⅳ)
漢傳佛教組
專業必修
梵文文法(暑+上)
心靈環保講座

佛教數位典藏與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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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
漢傳佛教史專題
(Ⅰ)
印度佛教史專題

漢傳佛教史專題(Ⅱ)

宗教學：理論與方法
語言必選修
日文文法(Ⅰ)0 /
日文文法(Ⅰ)/英語 日文文法(Ⅱ) /英語 英語佛學論著選
佛學論著選讀(Ⅰ) / 佛學論著選讀(Ⅱ) / 讀(Ⅰ) 0/進階佛
進階佛學英文(Ⅰ) / 進階佛學英文(Ⅱ) / 學英文(Ⅰ)0/進
進階佛學英文
進階佛學英文(ⅠV) 階佛學英文
(ⅡⅠ) (擇一)
(擇一)
(ⅡⅠ)0
(擇一)

日文文法(Ⅱ)0/英
語佛學論著選讀
(Ⅱ)0/進階佛學英
文(Ⅱ)0/進階佛學
英文(ⅠV)0 (擇
一)

專業選修共
中國淨土專題:歷
史
漢傳禪學專題: 經
論
天台思想(Ⅰ)
佛經與漢語詞彙
(Ⅰ)
實用佛典文獻學：
版本、斠讎
漢譯契經專題研究
(Ⅰ)
《解深密經》思想
專題(Ⅰ)
唯識思想專題(Ⅰ)

中國淨土專題: 經論 中國淨土專題:思
想
漢傳禪學專題:思想 漢傳禪學專題:禪
籍
天台思想(Ⅱ)
華嚴思想（Ⅰ）
佛經與漢語詞彙(Ⅱ) 佛經音義研究
(Ⅰ)
實用佛典文獻學：注 實用佛典文獻
釋、翻譯
學：語文、文字
漢譯契經專題研究 漢譯契經專題研
(Ⅱ)
究（Ⅲ）
《解深密經》思想專 《攝大乘論》思
題(Ⅱ)
想專題（Ⅰ）
唯識思想專題(Ⅱ)
如來藏思想專題
（Ⅰ）
藏傳佛教組
專業必修

心靈環保講座 3
西藏佛教史專題
（Ⅰ）
印度佛教史專題

宗教學:理論與方法
佛教數位典藏與佛學
研究
語言必選修

中國淨土專題：實
踐
漢傳禪學專題:社
會文化
華嚴思想（Ⅱ）
佛經音義研究(Ⅱ)
實用佛典文獻學：
文獻、目錄
漢譯契經專題研究
（Ⅳ）
《攝大乘論》思想
專題(Ⅱ)
如來藏思想專題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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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文法(Ⅰ)0 /英
日文文法(Ⅱ)0/英語
語佛學論著選讀
佛學論著選讀(Ⅱ)0/
(Ⅰ) 0/進階佛學英
進階佛學英文(Ⅱ)0/
文(Ⅰ)0/進階佛學
進階佛學英文(Ⅳ)0
英文(Ⅲ)0
(擇一)
(擇一)
藏文文法(暑)1
藏文佛典研讀（Ⅰ）
專業選修
藏文佛典研讀(Ⅱ)
藏譯佛典思想專題 藏譯佛典思想專題
(Ⅰ)
(Ⅱ)

藏文佛典研讀
藏文佛典研讀 (Ⅳ)
((Ⅲ)
藏譯佛典思想專 藏譯佛典思想專題
題(Ⅲ)

(Ⅳ)

祖師文集思想專題 祖師文集思想專題 祖師文集思想專 祖師文集思想專題
（I）
題(Ⅲ)
(Ⅱ)
(Ⅳ)
藏譯《俱舍論‧ 藏譯《俱舍論‧分
藏譯《俱舍論‧分
藏譯《俱舍論‧分別
分別定品》思想 別定品》思想專題
別定品》思想專題
定品》思想專題 (Ⅱ)
專題 (Ⅲ)
(Ⅰ)
(Ⅳ)
藏 醫 文 獻 研 讀 (I): 藏醫文獻研讀(Ⅱ) : 藏醫文獻研讀
藏醫文獻研讀(Ⅳ) :
歷史
理論
(Ⅲ) : 理論
實踐
西藏佛教史專題(Ⅱ) 西藏禪修專題（I）西藏禪修專題(Ⅱ)
《定解寶燈論》思 《定解寶燈論》思想 《入大乘法》思 《入大乘法》思想
想專題(Ⅰ)
專題(Ⅱ)
想專題(Ⅰ)
專題(Ⅱ)
密法生圓二次第
(Ⅰ)

密法生圓二次第(Ⅱ) 密法生圓二次第 密法生圓二次第
(Ⅲ)
佛學資訊組
專業必修

程式語言入門(Ⅰ)
心靈環保講座
印度佛教史專題
佛教數位典藏與佛
學研究

佛學文獻數位化概
論
程式語言入門(Ⅱ)
宗教學：理論與方法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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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必選修
英語佛學論著選讀
(Ⅰ) /進階佛學英文
(Ⅰ)/進階佛學英文
(Ⅲ)0(擇一)
梵文文法 (暑+上)

英語佛學論著選讀
(Ⅱ) /進階佛學英文
(Ⅱ)/進階佛學英文
(Ⅳ)0(擇一)
專業選修

佛學數位文獻專題

佛學資訊、工具與技 大數據與文本分 數位文獻系統設計
術(Ⅰ)
與開發
析
資料庫系統

行動應用程式開發
網頁資料庫程式設
計
地理資訊系統與網
絡分析
人工智慧文本探勘

跨組共同選修
日文佛學著作選讀 日文佛學著作選讀
(Ⅰ)
(Ⅱ)
正念學專題(Ⅰ)
學術論文寫作 (碩
士班)
心靈環保講座實作
專題 (碩士班)

正念學專題(Ⅱ)

日文佛學著作選
讀(Ⅲ)
佛教藝術史專題
(Ⅰ)

日文佛學著作選讀
(Ⅳ)
佛教藝術史專題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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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9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科目表暨專業能力分析
專業能力

一年級

學術研 究
與論文 寫
作58
基礎的 宗
教比較 分
析59
基礎佛 教
教義與 主
要佛教 學
派之思 想
教義與 修
行60
佛教歷 史
以及歷 史
學分析61

58

世界宗
教導論
（ 必
修）
佛教導
論（必
修）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論文寫
作（必
修）

佛學英
文選讀
(I)

佛學英
文選讀
(Ⅱ)

基礎佛
學日文
(I)

基礎佛
學日文
(Ⅱ)

阿毘達
磨導論
（ 必
修）

佛教禪
修理論
（ 必
修）

印度般
若中觀
思想

天台與
華嚴思
想

禪宗思
想

淨土思
想

藏傳佛
教 史
（ 必
修）

佛教藝
術史

瑜伽行
派思想
佛教導
論（必
修）

漢傳佛
教 史
（ 必
修）

印度佛
教史(I)
（ 必
修）

印度佛
教 史
(II)
（ 必
修）漢
傳佛教
史（II）
（ 必
修）

認識學術研究的本質、目的與其產生知識之意義，學習如何進行報告及學術
論文寫作，包括如認識研究問題、研究目的、文獻查詢與回顧、研究方法與
論文格式等。

59

認識除佛教外世界五大宗教（猶太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印度教與道教）
創教主、基本聖典、基本歷史與基本教義。

60

認識初期佛教基本教義以及佛教歷史發展中產生的教義，包括部派佛教、印
度大乘佛教、與漢傳佛教重要宗派思想，並且學習如何對思想教義進行哲學
分析與獨立評析思維（critical thinking）
，以及認識重要佛教修行理論與方法
門。

61

認識佛教歷史與分析探索促使歷史發展與變遷之因素，包括思想史與社會史
以及認識佛教歷史書寫之文獻（例如律藏、異部宗輪論、大史、島史、高僧
傳、大唐西域記、佛祖統紀、布頓西藏佛教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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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含
經 》
選 讀
（I）
基 礎
佛 典
漢 語
(Ⅰ)

佛教的 倫
理道德 思
辨與佛 法
社會實 踐
63

佛教資 訊
學

漢譯大 漢譯大
乘論典 乘論典
選讀（I） 選 讀
（II）
藏文初
《阿含 藏 文 初 階(II)3
巴利語
經》選 階(I)3
佛典選
梵 語 初 讀（I）
讀（II）
梵 語 初 階(II)3
基礎佛 階(I)3
梵語佛
巴利語 典選讀
典漢語
巴 利 語 初 階 （I）
(II)
初階（I） （II）
藏語佛
典選讀
（I）

巴利語
佛典選
讀（II）

巴 利 語 巴利語
佛 典 選 佛典選
讀（III） 讀（IV）

梵語佛
典選讀
（II）

梵語佛
典選讀
（III）

梵語佛
典選讀
（IV）

藏語佛
典選讀
（II）

藏語佛
典選讀
（III）

藏語佛
典選讀
（IV）

戒律學
綱要

佛教現
代化與
全球化

漢譯大
乘經典
選 讀
（I）

漢譯大
乘經典
選 讀
（II）

比丘尼
戒律

菩薩戒
比丘尼
戒律專
題

佛教倫
理與現
代社會
必

佛教經
濟學
女性與
當代佛
教

大藏經
與電子
佛典

畢業呈 現
64



行門課程

一年級上學期
朝暮定課(Ⅰ)
禪修實習(Ⅰ)
62

一年級下學期
二年級上學期
行門必修：學分
朝暮定課(Ⅱ)
朝暮定課(Ⅲ)
禪修實習(Ⅱ)
禪修實習(Ⅳ)

二年級下學期
朝暮定課 (Ⅳ)
禪修實習(Ⅳ)

學習經典語言包括，梵語、巴利語、佛教漢語、藏語、學習精讀（close reading）
與評析式解讀（critical reading）能力以及認識基礎文獻寫本與版本概念。

63

認識佛教善惡的意義、辨別判攝善惡的各種原則與善惡之精神，探索佛法在
現代社會應用的各種可能性與挑戰。

64

論文寫作形式或佛法應用創作之成果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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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門必選修採學期制，至少 5 選 1
禪修與生命反思專
題

弘講專題
佛教藝術研修專題

禪修專題

弘講專題

懺悔法門與生命反
佛教藝術研修專題
思專題

（責任編輯：潘鳴珮）

148 玄奘佛學研究

第三十四期 20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