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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果毅 

法鼓山普化中心副都監  

專長於「法鼓全集導讀、漢傳禪佛教典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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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老師、在座法師，還有諸位同學，大家早安，阿彌陀佛。 

在座的都有聽過法鼓山的三大教育嗎？──大學院、大普

化、大關懷。聖嚴師父在建構三大教育的時候，一直希望大學

院與大普化教育能夠彼此串接、交流，人才互補。不過，目前

似乎沒有串接得很好。現在的狀況是，有人從大普化入門後，

之後進一步來到大學院就學，這是師父所講的串接其中之一。

但師父還提到另外一種串接，希望大學院培養出來的人，能夠

到大普化來做弘化與服務的工作，這部分就必較少。師父期待

雙方面的串接，這是我們還有待努力的地方。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第一是先定調，也就是師父定

調法鼓山是一個教育的團體。第二是聖嚴師父怎麼樣來談大普

化教育？大普化教育的推動與開展，以及法鼓山大普化教育的

特色和展望。 

 

壹、 法鼓山是一個教育的團體 

一、 法鼓山園區命名 

 

聖嚴師父定位法鼓山是一個教育的團體，在師父的資料或

者是開示的文獻當中可以找到非常多這樣的資料。因為時間關

係，我只能很簡短地介紹。當年命名法鼓山園區時，聖嚴師父

很明確指出我們是一個教育團體，所以將這個園區命名為「法

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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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後來法鼓山不叫做法鼓寺、法鼓廟，法鼓……，

而稱之為「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其中不只是學校，包

括僧眾居住的地方、僧團各種活動的所在地都叫做教育園區。

足見師父很清楚地標舉法鼓山整個團體，就是要做教育的工

作。不論是大學院、大普化或者大關懷都叫做教育。 

僧俗四眾都是做教育的工作，不論是進到僧團出家，或者

來到這個單位服務，都是在從事教育的工作；甚至來法鼓山當

義工也是在做教育的工作。師父當年非常清楚這一點，而且講

得很明確，我們就是在做教育的工作，因此金山的法鼓山稱之

為「教育園區」。 

聖嚴師父曾指出「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是：「正在從心

靈的建設以及禮儀的教育這兩方面，來幫助社會大眾，做著安

心、安身、安家、安業的服務。法鼓山不是一座普通的寺院，

是一座學府，是一所提昇人品的修行中心」，然而師父這裡講

的學府不單指大學院教育，而是三項教育工作：1.大學院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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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普化教育，3.大關懷教育。 

「法鼓山的佛化教育，是為了落實淨化人間的全面教育。

它不僅是建設有形的道場，同時，也淨化無形的人心。人人都

可以參與，也歡迎人人都來參與辦教育及接受教育。讓我們共

同做好一個二十一世紀佛教徒的準備。」。所謂「人人都可以

參與」，就是要佛法普及到每一個人能夠接受、能夠用的程度。

簡單講，這中間要有很多轉譯，或是將它生活化的部分。  

 

二、 法鼓山的一大使命，三大教育 

 

聖嚴師父在《法鼓山的方向》書中有一段話指示我們要做

的重點：「法鼓山目前已經推動而未來會一直推動下去的『一

大使命、三大教育』。一大使命是推動全面教育。」所謂全面

教育指的就是三大教育：大學院、大普化、大關懷。  

若我們回過來看，一般傳統的寺院，從古至今，基本上都

在做大普化的教育。除非是在深山修行，不對外互動，否則都

是在做大普化。上課、法會、禪修都是大普化，多多少少也有

做生老病死的大關懷，其中的差別只是有沒有更系統化，有沒

有更全面大量的推動而已。 

一般佛教寺院比較少做大學院。當然現在國內外已經有幾

個道場也在做，但不是很多，因為難度很高。譬如開精品店、

百貨公司難度是很高的，設備、人才規格和便利商店都是不一

樣的，當然所發揮的功能與效應也不一樣。在三大教育中具有

指標意義，是帶著大家往前走的一個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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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鼓山的共識 

 

再回來看法鼓山的共識。在座有些人可能耳熟能詳，因為

我們每次開會、上課都要誦法鼓山的共識。在法鼓山共識裡，

就提到「教育」。下圖是我把「我們的理念、我們的方針、我

們的精神、我們的方法」做了排列。  

我們的理念是我們最高的願景，是希望達到的目標。我們

的原則是什麼？是以佛陀的理念為最高的原則；而且是以奉

獻、成就他人的態度，來從事這樣的工作。用什麼樣的方法來

實踐，達到我們的願景呢？即「提倡全面教育，落實整體關懷」。

師父也曾經講過：「以教育達成關懷的目的，以關懷達成教育

的功能。」其中，全面教育又回到前面講的「一大使命、三大

教育」。全面教育就是指三大教育，這三大教育又以心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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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核心。 

前面大概簡單的介紹法鼓山的定調與法鼓山的教育，定調

是教育，教育的內容是什麼？是三大教育，我們在理念上面也

已經標舉三大教育出來了。 

師父在對大眾講這部分的時候曾說，大家來法鼓山就是修

學佛法、護持佛法和弘揚佛法。發願弘揚佛法，這個願的著力

點是什麼？聖嚴師父說：著力點就是我們的三大教育──大學

院、大關懷、大普化。如果不照著具體的辦法去做事就是發空

願，不能著力。 

前面提到，師父說要讓人人都能夠參與辦教育，也就是不

是一個單純的受教育者。甚至成為一個推動者，而這個推動者

發的願就是要推動三大教育。 

 

貳、 聖嚴師父談大普化教育 

前面做了簡單的定調之後，我們進一步來看大普化教育。  

 

一、 何謂「大普化教育」？ 

 

師父對大普化教育的定義非常的簡單，他就講了這一句

話：大普化教育就是「用佛法薰陶普遍的大眾。」。這句非常

簡單的話，我這樣解讀它：第一個「普遍的大眾」不是特定的

某些大眾，不是某些要考試進到學校的人，而是一般的街坊民

眾。例如農禪寺有很多老菩薩，你沒辦法跟他講很深奧的佛法，

甚至講因果、因緣也不容易。兒子失業、媳婦不孝等問題就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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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煩惱了，只能先從安心開始。「沒關係，念佛」、「觀音

菩薩會保佑你」……，你只能從這些開始。有時候講到最後我

們甚至覺得「唉！都沒用」，好像只是給他一點糖果吃而已。

可是他就是需要糖果，所以還是給，未來有因緣再慢慢引導真

正學習佛法。類似的例子很常遇到，這就是普遍大眾的狀況。

這裡的「普遍」甚至不分宗教。要能夠做到不分宗教。  

 

二、 大普化教育的內容 

 

法鼓山的大普化教育，分成兩部分，第一是傳統佛教的各

種修行活動，例如法會、傳戒、朝山禪修活動等……。第二是

現代文化的各式活動，如營隊、成長營、講座、出版和網路

等……。還有，加上傳統與創新結合在一起的網路共修、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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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網路教學非常蓬勃，不過我們在十

年前就開始做「法鼓講堂」的網路教學。當年開始做的時候，

很多人並不看好，但我們就想試試看。一開始非常的簡陋，在

錄影、錄音各方面都不是很好。十年之後的現在已經非常普遍，

甚至是疫情之下的教學主流。 

 

三、 大普化教育的功能 

 

師父很簡單的講：三大教育就是要推動法鼓山的理念。我

們可以進一步去談法鼓山的理念是什麼，「提昇人的品質，建

設人間淨土」總總的內容。這裡只簡單把師父的話摘錄出來。 

《法鼓山文教基金會香港分會年刊二○○四．書序Ⅱ》：

「我們以大學院、大普化、大關懷的三大教育，來推動我們的

理念。」。 

《法鼓山的方向》：「法鼓山的理念，就是要把佛教的因

果觀念傳遍到每個角落。」、「法鼓山的理念，係指法鼓山所

傳播的佛法，對於全世界的國家、社會、家庭乃至每一個人所

產生的安定、和平、康樂、淨化的效用。」。 

2007 年 7 月 31 日於雲來寺為專職菩薩精神講話：「法鼓

山的第二個堅持，是堅持『三大教育』：大學院教育、大普化

教育、大關懷教育，以三大教育來建設人間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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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普化教育的推動者與接受者 

 

前面已經談過，這裡再講得更明確，就是法鼓山的成員都

是「接受」，也是「支持」。另外，也要「從事」剛講的修學

佛法、護持佛法、弘揚佛法，來接受這三大教育──大學院、

大普化、大關懷教育。 

在這之前，大部分的信眾都是進到大普化、大關懷這個領

域，也從這個領域，最後投入參與推動這個領域。這幾年慢慢

有更多的人進到大學院，進而成為推動者，這樣的一個循環已

經開始了。 

師父很明確的講「接受」要做些什麼。僧團要著重律儀、

踏實禪修、弘講著述和管理經營，這些我們都有在做。之前還

要上管理的課，雖然我們都不是來應徵工作，可是面臨要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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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一個單位，或者是帶領信眾、帶領法師的職責，還是要學一

些管理的觀念。 

師父說信眾可以接受什麼呢？禪修、念佛、讀經、弘講和

指導修行的培訓，進一步要成為可以推動的人，這些部分其實

都已經在做了。 

法鼓山是 1989 年購地至 2005 年落成。在法鼓山還沒有落

成之前，中間這十三年，師父講非常多有關法鼓山的理念、法

鼓山要做什麼。那時房子還沒建起來，所以師父都是用理念來

做溝通，我們未來要做什麼和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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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這個部分，圖中畫虛線的部分是師父講的。意思

是指僧團主要是從事大普化、大關懷的工作，少數人才進到大

學院，畢竟大學院需要的人才規格不太一樣。信眾的部分，像

在座老師們，他們受過學術方面的訓練，可以直接進到大學院

教育，然後再到大普化、大關懷這邊去做相關的推動。  

「支持」，僧團要支持全部，信眾也要支持全部的三大教

育。只是面向不太一樣，僧團是由上往下，連同信眾都要照顧；

信眾就照顧大普化、大關懷、大學院這三個部分。這是從推動

者與接受者出發，最後進一步到全人類，以上是所有「普遍的

大眾」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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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普化教育的目的 

 

師父講大普化教育的目的是能夠「全面提昇人品，提昇身

心，淨化社會環境。」，這裡含藏一些我們自己要去了解的內

涵，例如淨化社會。社會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今天所用弘化

的方法，五年前、十年前可以適用，現在可能不適用。社會是

變動的，我們弘化的方法也要跟著與時俱進。  

 

六、 三大教育的關係 

 

早期師父滿強調三大教育的關係，就是大學院是來深化大

普化與大關懷教育，確實也是如此。  

我應該是 1993 年來法鼓山，1994 年出家，1997 年受大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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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們出家常住在農禪寺，而佛研所設在文化館，所以佛研

所與農禪寺還滿親近的。早期佛研所有哪些老師與學生，雖然

不能說都認識，可是大概都知道、都曾耳聞。例如惠敏法師，

我們不見得認識，可是都知道。尤其是過年時，師父會請學生

來農禪寺吃飯，當時還算有一些互動交流，現在搬到山上就稍

微有一點點遠的感覺。 

師父希望這三個教育能夠多一點互動，如剛剛所講大學院

是站在一個制高點的地方，它能夠帶領與深化大普化、大關懷

教育。除此，師父講深化的另一層面，就是大普化、大關懷的

人才，可以再到大學院做進修。  

師父在《明日的佛教》中的〈慈濟、文化、修行〉篇裡，

我個人非常喜歡其中一段文字：「慈濟工作為佛教救世濟人的

第一步驟。然而僅止於此，那是不夠的，因為人是有思想、有

感情的眾生，人除了需要衣食以維持物質生活的基本要求，更

需要以文化、哲學、宗教，作為他們精神的糧食。所以佛教利

世救人的第二步驟便是要以文化、宗教來澄清他們的思想，來

淨化他們的感情，來撫慰他們的心靈，來昇華他們的精神。」。

法鼓山是在 1989 年成立的，師父 1975 年拿到博士學位到美國

去。1977 年我們的師公——東初老和尚捨報，師父回到臺灣之

後，就奔波臺灣、美國兩地弘法。在 1983 年還沒有法鼓山時，

師父已經畫下他心中佛教現代化與對外弘化的樣貌，這篇文章

我很推薦大家看一下。 

在這篇文章中師父提到，佛教的團體要做慈善、文化和修

行這三項工作。因為是 1983 年寫的，與我們現在用的語言「大

普化」、「大關懷」有點不一樣。師父說「慈濟」是救世濟人

的第一步，慈濟指的是慈善的工作。然後「文化」與「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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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二步驟。他們的內容是什麼呢？「文化」是講經說法、出

版佛典和發行雜誌等方式。這些我們都有在做，而且法鼓山的

出版社成立的非常早。「修行」師父把它分成兩部分，一是廣

義的修持：五戒，行十善，修福增慧；二是狹義的修持：攝心

修定，參禪、念佛，進入解脫。它們的功能各有不同，不同的

內容會發揮不同的功能。 

 

以我們現在來看，好像不太一樣，廣義成為現在的狹義。

師父那時候講的狹義，現在已經非常、非常地高端了。現在如

果一下子對人說：「來，我教你怎麼解脫。」會把人家嚇跑，

即便是說：「你要來受五戒、行十善」都還要看看對方能不能

接受。只能先跟他講：「我們教你放鬆，你上班不要那麼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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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可以了，所以時代的差異很大。不過，當時師父這樣講

是認為修行最後是要能夠解脫。解脫，指的當然是解脫煩惱。 

「慈濟」（慈善）是第一階段，它是安定社會的基礎；「文

化」是淨化社會的工具；「修行」是超越世俗的羽翼；一個安

定，一個淨化，淨化之後再超越。這段寫得非常的清楚明確，

對應到現在法鼓山所推動的——就是大關懷與大普化教育。 

在這個階段，師父雖然還沒有提出三大教育，不過在 1983

年時已經有佛研所了，只是師父還沒有把這三個串在一起。因

為，在 1983 年還沒有法鼓山的時候，師父已經很清楚這三者要

怎麼做。它的層次、關係、比例、比重、內涵和發揮的功能，

還有未來的團體要做哪些事情，當時在他心中已經有一個藍圖

了。因此，當我看到這很早期的資料時，我非常的歡喜，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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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清楚知道師父為什麼堅持要做慈濟工作。 

大家知道有一個「慈濟」的團體，他們的慈善做得真的非

常的好。當時法鼓山也有做，可是做的不多。當師父說要成立

一個慈善基金會來專門做這件事時，體系內引起很多的討論：

有人做就好了，我們又不擅長，還要做嗎？但如果我們把這個

圖拿出來，就可以理解師父為什麼堅持。 

在師父心中的藍圖，慈濟工作是要做的。他曾經跟我們講

過，慈濟工作要控制在多少的比例。雖然它放在最下面，並不

代表它的比例是最大的。師父也曾經講過，它是一個最基礎，

對外接觸最大，也最容易接觸的面向。但它的目的不在於此，

它要往上，到最上面，甚至要解脫、要超越，最後要達到無我。 

慈濟、文化和修行這三者環環相扣，循行不盡，不可偏廢，

事實上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進到大學院、大普化、大關懷教育，

都會面臨生老病死，都需要被關懷。因此，慈善（慈濟）這一

塊是永遠都有需要的。但當你在現世有煩惱，還想要進一步讓

心靈得到解脫時，就必須走到修行這一層。 

 

參、 大普化教育的推動與開展 

剛剛講的內容都是比較理念、概念性的，接下來談法鼓山

究竟怎麼做大普化教育。 

 

一、 現行的組織、功能及其弘化項目 

 

法鼓山大普化教育有幾個中心級的單位，就是普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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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中心和文化中心。中心級單位主要負責研發、規劃，當然

也兼具推廣的責任。 

普化中心是在 2008 年師父捨報的前一年才成立，時間相當

的晚。當時師父身體已經不是很好，僧團與師父認為需要建立

健全的制度來進行整體性的推動，在此之前，都是零星的課程。 

普化中心之下有信眾教育院、數位學習組和活動組，最近

我們又成立了「心靈環保學習中心」，目前還在籌備當中，是

一個實體的推廣據點。 

禪修中心，有傳燈院、禪修研教室和禪堂。文化中心，也

就是法鼓文化出版社。 

 

二、 推廣管道 

 

推廣的管道有實體與虛擬，國內外弘化據點，是實體推動

大關懷、大普化教育活動；虛擬，就是網路的部分。過往寺院

多半是實體活動，很少採用線上的方式。如今因為疫情的關係，

各個分院也都在做線上的直播工作。 

以法會為例，在傳統上都是實體的。可是未來會有更多的

網路直播出現，但不能只是網路，該如何搭配實體活動，所謂

的「虛實整合」，這對佛教的寺院弘法，會是一個新的突破。 

 

肆、 大普化教育的特色 

一、 解行並重 

 

行門是指禪修、念佛和法會，這是法鼓山平常就有在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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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例如：我們希望能和解門做更多的結合與搭配，所以在

佛學課程中，有一學期就是專講禪修、念佛和觀音法門。觀音

法門是以大悲懺法會為例子，在課程當中帶著學員去做這些修

行的功課。每一次上課前，也會帶領學員靜坐。而且法會中，

也多半會安排說法，加強法義的認知。  

 

二、 內容多元 

 

法鼓山的普化教育有很多元的項目，包含了法會、禪修、

佛學、自我成長、培訓、節慶和營隊等各種項目。 

 

三、 系統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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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左邊看起，第一層次分入門、基礎和進階。這並不是依

內容的難易度來分，而是指能夠參加的難易度，入門就是很容

易加入。共學活動，是沒有老師，由想參加的人自己組成，共

同學習，例如讀書會、心靈茶會。普化中心會開辦讀書會，帶

領人的培訓。 

接下來進到基礎與進階，這是有學制的規劃。最初入門的

有快樂學佛人、福田班，譬如福田班有十次課程，學員一定要

上完這十次才能拿到結業證書。中間還有規定，要做行門與解

門的功課，有一定的上課時數，缺課多少就不能拿到結業證書。

這有點像學校的概念，它就學難度稍微高一點點，所以歸為基

礎。進階就是佛學班與禪學班，它們是三年的課程。以上是我

們初步為法鼓山的佛學課程所做的次第安排。 

禪修的部分也有次第的安排。以禪七而言，法鼓山有初階

禪七、中階禪七，高階的默照與話頭的禪七，這些都屬於進階，

一定要有相對的條件才能夠參與。譬如，想參加初階禪七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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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上過禪訓班，也要打過兩次禪二才能夠參加。中階禪七要

參加過兩次初階禪七，高階的話要三次以上初階禪七的經驗。 

佛學課程（解門）與禪修（行門）之間的交流。譬如讀書

會，我們會鼓勵學員參加禪坐共修的禪一、禪二；在福田班與

佛學班的課程中，我們會穿插禪修指引、八式動禪和禪訓班；

禪學班畢業的條件，需要打三個禪七，其中一個是高階禪七。

以這樣的方式，將解行這兩個部分串接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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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對大普化教育的展望 

最後，對大普化教育的展望。這些綱目是我所提出的。  

首先是更明確地確立法鼓山大普化教育的政策，以及怎麼

推動，再來是強化我們的普化教育核心項目。  

現在大家講到宗教與佛教，都會有一點距離感。於是，大

家都在談淡化宗教色彩，但是要淡化到什麼程度？核心項目又

是什麼？那些是不能改變的？這些應該要被定義出來，否則就

變成沒有特色，或根本失去核心精神。 

第三是傳統與創新的再出發，這部分講很容易，但實際上

難度很高。並不是在網路上架起直播就叫做創新，那還不夠，

如果觀念守舊、跟不上時代思潮，佛言佛語造成難以理解，那

不是創新。那只是善用現代化的工具，內涵上並沒有創新。 

最後是要強化推廣通路。因為目前都還只是侷限在團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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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難以對外跨步，以至於受眾有限。  

 

陸、 普化中心目前的發展狀況 

以下簡單報告普化中心目前正在推廣的課程項目。 

首先是三年制佛學班，最早於 2004 年在高雄屏東開班。

2008 年法鼓山普化中心成立，這個課程就從一個地區性的課程

納入中心級單位，做全面的推廣。2009 年師父捨報，2010 年福

田班開班，是每月一次共十次的課程。 

2011 年開辦三年制禪學班，2012 年開辦每梯三次的快樂學

佛人。同年，長青班開班。 

一開始在推動這些課程時，期待能夠長期、持續開班，而

規劃了一整套的開班機制。此外，把開辦課程的主動權放在各

分院、護法分會，而非普化中心。 

寺院、護法分會只要有需求就可以提出開班申請，由我們

提供整套的 SOP。從工作團隊的組成方法、表單、課程的教案，

乃至於文具、筆記本等配備，都由普化中心提供、輸出。一來

減輕開班單位的負擔，相對比較容易開班成功，其次則藉由各

地的主動性，成為凝聚團隊、培養人才的動能。 

透過這樣的機制，明確定位初中心級單位與通路單位（寺

院、護法分會）各自的主要功能、價值和任務。從而能妥善扮

演各自的角色，既能分工，又能互相支援。從而在推廣佛法的

道路上形成一個善的循環，保有持續前進源源不絕的動能。  

 


	09.釋果毅：佛法普照：三大教育大普化教育
	心講選輯版型（110）－v9果毅法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