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將佛法介紹給社會人士，也是悟因一直很關心的一

件事。自從在夏威夷有機會上免費的英語會話課開始，

她便常常思考：為什麼佛法不能像語言一樣免費地提供

給所有的人，使他們受益呢？實現這一理念，是一個很

偶然的機緣—在1983年，悟因被請到嘉義的佛教會館

講〈普門品〉，這個機緣導致佛學研讀班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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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研讀班



悟因在嘉義佛教會館講了一週的〈普門品〉，聽眾踴

躍，很受歡迎。

佛教會館在日治時代，是淨土宗的佈教所，由日本

僧人主持；光復後，被國民政府接收下來，變成國有財

產。給食品檢驗局、勞工總會用作辦公室；只留下大殿

給佛教；寺院的庭院也變成民眾的市集，做商業買賣的

場所。後來經過嘉義的護法居士大力多方奔走，終於向

國有財產局爭取發還會館，成為嘉義佛教會的所在地。

因為它在市中心，交通方便，位置很好，所以很適合做

弘法的工作。

悟因被聘請講經，是十二月八日在嘉義會館舉辦法

會的一次盛況。從那之後，佛教會很希望悟因接住持

職。那時會館原住有兩位來自大仙寺的老比丘尼，她們

照顧信眾(後來也長期護持著悟因)，她倆年事已高，需回

大仙寺休息，非常希望悟因來嘉義多結緣，或者派徒眾

來服務。同時嘉義佛教會理事長惟覺在1982年四月面臨

選舉，恐有人事異動，希望在那之前先請到住持。至於

悟因之所以到佛教會館講普門品，後來並晉任住持，其

緣由悟因從頭說起：

在悟因晉山為香光寺住持兩個月後，立即開辦香光

尼眾佛學院，但只經過十二個月。次年1981年的三月八

日，香光寺前庭占地二千多坪的果園，一夕之間在推土

機轟隆聲中被夷為平地，果樹一棵也不留，據說是村民

要與某位林先生合資興建三、四十戶民宅販售。當時只

好請對方緩建，優先讓度給香光寺購買(甚至可謂高價讓

度)，化緣、募款、借貸，過去的師友同參親戚等，所有

可能拿到錢的辦法，都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擠壓出來。」

悟因說有居士勸導：「不應只募款卻不弘法，應該

去各處講經；不能只躲在山中，只照顧香光寺。」雖然

希望佛學院僧人不動，環境還是會逼迫著去面對！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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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第一次當住持，第一次當院長，原來是如此況

味。」於是接下佛教會講經的邀請，法緣很殊勝，也解

決香光寺土地購買的燃眉之急。

緊接著是嘉義佛教會理監事改選，要悟因為佛教會

服務。這一領域非悟因所長，悟因從早期在興隆寺、圓

通學苑到香光寺領職，乃至到如今，一向只參加教會，

卻不介入教會工作。因此，當嘉義縣市法師居士推薦，

要抉擇進退行止時，悟因雖然承諾依約定就任會館住持

六年，但仍以興辦佛學院、信眾教育為第一選擇。這有

個人興趣、專長、服務對象的次第差異。

九月二十四日，悟因帶兩位徒弟進駐佛教會館：見

竺做當家；見宗做知客；由縣佛教會的理監事負責產權

及對外交涉。悟因仍住香光寺在佛學院辦學，會館有法

會等大活動，她需親自主持，向信眾弘法是她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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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悟因應中國佛

教會台灣省分會嘉義縣

理監事的聘請，晉山嘉

義佛教會館住持。



悟因駐錫嘉義佛教會館以後，因有弘法，跟嘉義的

信眾如皈依等法務的接觸甚為頻繁。她常說的一個故

事，1984年，有居士說：

師父！您辦佛學院，只有利益出家眾，而我們在家

弟子，您也應該照顧啊！⋯⋯我們皈依三寶當然要依師

修學，但是師父們只是讓我們做「憨徒弟」，我們只會拿

香拜拜。這樣的拜拜，拜王爺公、媽祖婆與拜觀世音菩

薩又有什麼差別呢？我們「憨憨」地拜，師父不好意

思，我們也不好意思。

聽到這個要求，悟因很受刺激。─佛法不能只侷

限在自己身上、在出家人身上、在佛教寺院圍牆內；僧

俗有別，是在戒律，不在法義；推動佛教教育是不能只

以僧人為對象。─於是她說：「這樣好了，我請香光

寺的法師來為你們說故事，每個星期一次。」這是信眾

佛學研讀班初創的緣起。

說故事引導信眾是以了解佛法、實踐佛法為目的，

悟因於是認真地思考它的理想模式。七年以前，悟因在

夏威夷曾有上免費英語會話的經驗，這時她想，雖然那

是語言學習，但可以引用參考那種成人教育的模式，來

設計出整套佛教成人教育的計畫。佛法宜落實到一般人

的日常生活中，信眾過的既是現代社會生活，就宜以現

代教學法，依修學次第，有階次地介紹佛法，引導信眾

在生活中融入、體驗佛法。

這個想法在當年是很創新的。弘法是佛教徒有史以

來都在做的工作，不過一般的方式是在寺院辦法會時講

經；或通過電台說法；不然就是在大禮堂公共場所做大

型的演講，通過這些管道，一般民眾有機會聽聞佛法。

可是這些方法有一共同點，就是說聽之間都只是單向

的；如果民眾有疑問，往往沒有管道解決，所以最好提

供雙向教學、多元教學。有鑑於此，悟因決定以不同的

教學法，設計信眾佛學研讀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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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你做憨師父，我

做憨徒弟」的激發，悟

因決定要為在家居士設

計一套課程，讓學佛的

人也懂佛法。

佛學研讀班與一般講經

的最大差別，除了有次

第介紹佛法，就屬師生

互動與班級經營。法師

與學員的生命相互撞

擊，協助居士們能達到

「學佛學活」。



悟因將研讀班跟一般的講經做了這樣的比較：

佛學研讀班的研讀方式，乃是採小班的上課方式，

而不是一般的大堂演講。大堂的演講會，一場可以容納

三、五千個聽眾，只需要一個法師演講，散場後大家回

去就沒事了。但是在這裡，每個人有屬於自己的班級和

同學，有時由授課法師上課，有時是小組研討或報告。

上完課後，更有考試、作業、報告等方法幫助教學，刺

激學習─考得大家都哇哇叫，這就是研讀班多元化的

教學。

研讀班比照學校，一期十八週，每週晚上上兩小時

的課，分三級，共三年。每班由兩位香光尼眾佛學院畢

業的法師當老師，一位授課，一位做輔導。除了有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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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讀班課程分初中高三

級，並且比照學校，有

週數安排，每班分授課

法師與助教，協助關照

學員的學習。



作業及考試外，也有不少課外活動，如烹飪、歌唱、演

講比賽、郊遊、運動會、戲劇表演等，增加同學聯誼的

機會，不收學費。讀過研讀班的同學往往成為香光的信

眾和護法，他們以人力、財力、智力護持僧團，因而成

為香光的重要資源。

嘉義的研讀班正式成立於1984年冬，前三年是在嘉

義會館上課，1987年移到安慧學苑；1985年，高雄的

紫竹林精舍和苗栗的定慧學苑先後開辦；台北的印儀學

苑和台中的養慧學苑也陸續於1997年和1998年開班；

2007年起桃園香光山寺也開辦研讀班。研讀班開辦以

後，香光的經濟基礎較為穩定。香光寺、紫竹林精舍、

香光山寺以寺院登記，屬內政部轄下各縣府民政局管；

安慧、定慧學苑由縣市政府的教育處管理；印儀和養慧

學苑由伽耶山基金會支持，屬內政部民政司管。這些部

門在法格上是獨立的，所以它們並不是香光寺的分院或

下院。雖然在法律上它們是獨立的，但僧團內部視香光

寺為本山，各學苑為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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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讀班的成功，來自僧

團所有法師們的合作與

分工，讓研讀班的同學

們得到最完整的關照與

安頓。

圖為2003年，高雄紫竹

林精舍佛學研讀班開學

典禮，班主任見竺（中）

介紹精舍常住法師們給

學員認識。



研讀班的宗旨是：「推廣佛陀教育、踐行正信佛教

生活、以佛法美化人生。」這跟佛學院的教育宗旨相似

(說相似，因僧俗戒律有別)，都是行門跟解門並重，把佛

法跟生活結合在一起。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課程的設計包括知識性、生活

性、宗教性和服務性四部分，以期提供全人格的教育。

三級的課本各有十課，除此以外，各年級也有補充教

材，知識性的課程分教理、教史和教制。

佛學研讀班提供「自己栽培自己」的機會。悟因說：

香光尼僧團的佛學研讀班，早在民國七十三年就開

辦了，很多成年人，有小時候失學，有大學、碩士班畢

業的成人，都高高興興地再背起書包上佛教學校，接受

「覺的教育」。重新再學習，意味著：讀書不全然是為找

職業、賺錢、聯考⋯⋯而是為了充實自己的心靈，重新

認識自己，這也是成人教育的主要目標。成人學習者的

最大特色是學習覺醒，那就是─不必等人來栽培，要

自己栽培自己，讓生命變得更多采多姿。生命這本書，

應該要一讀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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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佛學院教育理念相

同，悟因創辦研讀班也

是基於自覺自發學習的

原則。她要大家安排自

己的生活、栽培自己，

透過學佛，好好一讀生

命這本書。

左圖：研讀班的期中活

動，法師與同學們以團

康活動暖身。

右圖：課堂上，同學們

以戲劇表演呈現佛陀的

故事。



除了提供佛學的基礎知識，研讀班最大的貢獻，自

然是提昇學員的心靈和品德，安頓身心，減少煩惱，以

佛法做人生的指引。悟因在研讀班的開學和畢業典禮

上，總會不厭其煩地說這個道理。她曾舉一個實例：

曾經有一位老人家，她的子女在台北工作，事業非

常騰達。有一天，她兒子來找我：「師父！拜託您去跟

我媽媽說說話，她老人家活得很不快樂！」⋯⋯

老人家看見了我就說：「⋯⋯手鐲、漂亮衣服、戒

指、項鍊⋯⋯又不會陪我講話！我到底活著做什麼？我

像家禽天天吃飽飽，不曉得活著做什麼，不如早一點死

掉算了！」

老人家既傷心又難過，我安慰她：「你要學會用自

己的心去安排自己的生活。我們年紀是大了，但不是馬

上就要死。你年輕時為家庭忙，現在孩子成家立業，不

需要你忙，就該學為自己忙、為自己活。怎樣是為自己

忙、為自己活呢？就是等我離開人間時，我要往哪裡

去？在還沒有走以前，我最關心什麼？⋯⋯」

於是我請她參加佛學研讀班，去學寫自己的名字，

跟人家一起聽課。我又告訴她：「同學若有問題你要去

幫忙。上下課的時候，你去扶持較老的同學，老的『牽』

更老的；否則你去『牽』年輕一點的也沒有關係！」結

果她真的報了名，且照我的話做，讀了一學期以後，她

整個人就活潑年輕起來了。

因為她上了研讀班之後覺悟到：人必須自己開發自

己、解放自己。如果自覺生命裡缺乏某些東西，也必須

開放自己的心靈去觀照，而不是坐困愁城，成天哀歎。

因為自憐的結果，往往造成更可悲的結局，也完全無法

改善問題。有時「冷漠」不是來自別人，而是自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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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讀班採小班教學方式，每班有人數限制，上課的

方式不只是法師講課，同樣重要的，有小組討論和交作

業。作業是課外的，每篇作業都經法師看過並給予評

語。這種教育方法也是尼眾佛學院所採用的，部分反映

了僧團接受現代教學法、心理學和管理學訓練的結果。

1985年僧團請陳怡安博士主持研習會，悟因也帶領

一些學僧參加洪健全文教基金會辦的「激勵研習營」，及

中華民國生產力運動推行委員會舉辦的「提高生產力系

列週末講座」。 1989 年起，請美籍的教育家Ms .

Katherine Jones(中文稱姜凱琳)，1990年，增聘郭澤錦教

授(新加坡籍華裔)先後蒞院講學，介紹ICA的課程，引進

「意識會談」、「意象教學」的概念，這些都使課堂的氣

氛及師生之間的互動變得活潑而生動。

悟因肯定這個教學法，但是她第一次參加激勵營也

受到很大的衝激。2004年，她回憶當年的感受：

回想當初要踏出這一步是非常的困難，不僅學費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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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佛法更深刻協助

學員身心，授課法師除

了具備佛學涵養外，還

要學習教學方法、製作

教具、撰寫教案與學員

情況報告。



貴，還要面對學員們所提出的一些尖銳問題。例如，他

們問我：「師父，法師可以看老夫子漫畫嗎？」「同性戀

者可以出家嗎？」等等，問題都很尖銳，很難直接回

答，學習過程是很煎熬的。除此之外，出家人要像一般

人穿梭在飯店裡參與營活動，我內心是掙扎與不自在

的。但我堅持要引進這個教學法，為什麼呢？

她說：

這個教學法，是基督教在西方訓練神職人員的方

法。這方法包括：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生命體驗分享的

過程；人對客觀情境產生的反應、感受後的詮釋；詮釋

後的抉擇、踐行。它融合知、情、意在其中。

其實，這些在佛法和禪修中也都有，它所關懷、討

論的就是人的問題。所以，我對此教學法是肯定的。因

為這個方法可以教自己，同時也可以教別人。在弘法

上，我們需要教學的方法來引導居士，告訴他們什麼是

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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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法師會挑選幾篇課

後作業的佳作，貼在教

室公佈欄。讓同學彼此

觀摩交流，一起分享人

生體驗。



研讀班的小組討論明顯地反映這些教育原則。每堂

課的小組討論，一班學生分成數組，每一組不超過十個

人。他們往往以一個問題做為核心，討論剛剛上過的課

文；在討論結束後，由一位同學代表小組，向全班做總

結報告。

佛學研讀班的教學也強調書寫。只有失學的學生練

習寫字、抄課文；其他的各年級學生每學期都要交十二

到十六份作業。法師會把每週的佳作公布在教室後面，

讓學員分享成果，互相交流。畢業及開學典禮時，一些

佳作也會被貼在特設的公布欄。

作業的目的是讓學員們相互觀摩，接受彼此差異，

從而對所學的佛法有更加深入的認知，及實踐於日常生

活的機會。這可以說是意識會談的延續。不同的是，會

談的對象是自己，而不是法師或同學，用以反觀內外、

前後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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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讀班課程的設計，包

括知識性、生活性、宗

教性和服務性四部分。

因此，課程內容豐富多

元。課後有小組討論，

回家有作業，還有念佛

禪坐體驗課程，提供學

員全人格的佛教教育。



一位高商畢業，民國五十一年出生，在銀樓工作的

女士，是定慧中級班的學生，她以自己最近的經驗回答

「一天當中曾經歷的六道輪迴」這一作業題目。

最近三週來情緒很不穩定，因為前段時間無意間發

現臉上出現了白色斑點，起先以為是擦過敏藥物所引

起，所以不太擔心，但看過第一個醫生後，說有可能是

藥物引起，也有可能是白斑，所以需要觀察一段時間，

在這段時間非常的恐懼不安，情緒起起浮浮。

她把當時的狀況比作阿修羅道。接著她去看另一位

醫生，被診斷為白斑，而且目前無藥可治，她聽了以後

感覺如被判無期徒刑。心想以後會變得很醜，非常恐

怖。她把此時比作地獄道。以後她轉念做另一個想法︰

與其花這麼多時間胡思亂想，不如多讀點經典迴

向。於是每天除了定課外，也讀誦《地藏本願經》（人

道）。我發現在認真讀經時，同時也讓自己暫時不去煩惱

這件事情，讀完之後殊勝快樂（天道），心情也開朗些

許。經由此事更讓我體認「無常」的真理，更要學習

「放下」，唯有如此，自己才能真正解脫、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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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的題目，正如佛學研讀班的課程設計，在在反

應悟因一向對介紹佛法給社會人士的教育原則。她認為

有三個原則：

第一，人生觀、世界觀是現前的、應世的。

根據這個原則，世界觀是因時因地而有差別，所以

不必局限於佛教承循的古印度四大部洲、須彌山、三界

及四大災難。取而代之的，可以教學生：「你所站的地

方就是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是在輾轉變動、成住壞空之

中。這是世間的、觀念性的，而不是界定在現在的地

球，或是一個須彌山。我們非教不可的是世界觀是變動

的，有生滅的、非確定性的，它是歸納出來的理則。」

第二原則是「著重人生關懷，引導敦倫盡分，安定

社會人心。」

來上研讀班的學生都是在家人，他們有工作，有家

庭生活，引導他們以信三寶、四諦、十二因緣、八正道

等佛教的根本義理作為生活的指南。使每個人安於家，

安於本分，安於工作，因而構成家庭和睦，社會安定。

「關懷的核心是人文的，所以是以運用為主，以佛法帶動

人文關懷。」

第三原則是「不宣揚毀身，及拈鬮、讖語、光環等

神奇感應。」

研讀班的課文除了介紹佛法的基本教義以外，主要

講佛、菩薩及高僧的故事，作為楷範。但是，不說《法

華經》中藥王菩薩燒身供佛及歷代自焚捨身的記載，因

為悟因不鼓勵毀損身體。

這種積極入世、重信仰、知識、理性的社會及人文

關懷，正是台灣的人間佛教的共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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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第一屆佛學研讀班結業合影。

佛學研讀班隨著香光尼僧團分院的成立，也在

各地開辦。作為創辦人的悟因談及研讀班，曾

以「在家居士的佛學院」來形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