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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禮記》云：「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從

社會的密切關係來看，「安」、「危」不只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

題。個人的好壞都反射於社會上，此就是法法相攝相入的道理，也是華嚴

重重無盡緣起「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思想表現。  

《華嚴經》在佛典中，可以說是涵容深奧妙理的一部經。然此妙理是建

立在人類基本道德的基礎上。然道德或邪惡亦不離心，所以想改造人生、

改造社會一切都要從心開始。《華嚴經》中清淨莊嚴的華藏世界也是依這原

理而建立的。因此，筆者想從華藏世界的成就因緣去探究，說明此思想對

現代社會的教育有何幫助。  

本文將華藏世界成就之主要因素和教育系統配合，以凸顯華嚴淨土思想

的德育原理是以人為本。在平等公正、合理與有道德的制度之下，教師、

學生皆扮演好個人的角色，教育事業才獲得好效果。此外，華嚴淨土思想

中還有人與大自然的德育理念。這裡本文以心淨即國土淨和依正共生的兩

點，來說明華嚴淨土思想中的人與大自然的德育理念。華嚴淨土的依正不

二、眾生與世界共生的思想，表明希望能建立一個生態文明的和諧社會。

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境的公平和睦，以佛教自利利他精神，大家一起來

建立美好的世界，讓人類生活更文明、自在。  

關鍵字：華嚴、淨土、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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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華嚴淨土思想不僅僅是宗教理想，而是人類科學的先鋒。若以科學方

面來說，華藏世界之結構和現在科學的宇宙觀是很相似地。這點能表明此

思想不是一種迷信的信仰，它不只符合與現代科學的發明，而且背後隱藏

了對人類教育之價值。尤其是對於保護天然環境以及建立親近文明社會方

面，這思想可以提供極好的方法。現在世界經濟發達、道德下降，教育提

倡個人全面發展的目的，回頭看來兩千多年前，佛教已經提出如何創造一

個美好的社會。社會若以道德為本，社會中人人都有良好的教育品德，那

麼其處一定國泰民安，大家和睦相處。  

現實社會道德下降，自然環境被破壞，面臨危機的情況，教育體系在尋

找方法改革教育，提升學生道德品質，保護天然環境以及建立文明社會。

因此，筆者想從華藏世界的成就因緣去探究，說明此思想對現代社會的教

育有何幫助。本文以年實叉難陀在西元 695-699 所譯出的《大方廣佛華嚴

經》總有八十卷為研究的主要範圍，同時也會探討六十華嚴，以及中國古

代諸祖師們對《華嚴經》所注解的著作來補助內容。  

本文以三個部分來探討此問題。首先說明德育的意涵，次來談華嚴淨土

思想中以人為本的德育理念，最後展開人與大自然的德語理念。希望透過

本文的研究可以呈現佛經中的教育價值，能幫助改進社會成為真、善、美

的全面發展。  

二、德育的意涵 

「德育」這一詞可以說為道德教育。是教人培養道德品質的教育工作。

德育有廣義和狹義。德育的廣義指所有有目的、有計劃地對社會成員在政

治、思想與道德等方面施加影響的活動包括社會德育、社區德育、學校德育和家

庭德育等方面。狹義的德育專指學校德育。學校德育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會

或階級要求有目的、有計劃、有系統地對受教育者施加思想、政治和道德等方面

的影響並通過受教育者積極的認識、體驗和踐行以使其形成一定社會與階級所需

要之品德的教育活動，即教育者有目的地培養受教育者品德的活動。這里，本文

所使用的，是狹義的德育，即指學校的道德教育。 

道德的標準雖不一致，然任何一個社會都不能缺乏道德。在社會中，道

德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一個缺失道德之國家，不可能有快速、持續發展

的經濟，也不可能有社會健康的發展。然道德觀念不是天生，而是後天培

養出來的，所以道德與教育有密切的關係。  

教育是培養，然培養的趨向是隨著時代、國家之政治、經濟等等的因

http://baike.baidu.com/view/208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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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而定立。教育這一詞本身沒有道德之義，道德若有的是在於教育目的。

在教育領域中，不同學派的人對教育目的有不同的詮釋，有的學派只重視

培養知識。若據懷特在《再論教育目的》書中表達其觀點是：  

教育目的的中心內容應該是使學生成為一個具有道德自主性的人，

這個目的的實現依賴於各種必要條件。首要的和明顯的是，學生必

須具備某種能力、理解力和氣質。但也必要有其他素質。 1 

教育目的的整體要避免狹義性，這要求教師不僅從其職業有關的角度

來考慮學生的思想狀態等。關於學生的能力和氣質的條件，還必須考慮與

他們的教學及本質聯繫的其他必要條件。即教師不應該把自己的工作看作

是封閉的，而脫離更廣泛的社會生活。這裡筆者認同懷特的觀點，教育目

的不只是內在目的，還有外在的而且要全面發展。教育應以人為主要，尤

其是人的自由，教育若被政治所控制，那就已經失去了教育的真價值。教

育的任務是引導人往善好的方向發展，致所謂真、善、美的人格。人光有

知識不足夠，還要具備道德，道德可以看定一個人的價值。如孔子說：「文

質彬彬然後君子。」知識和道德是受教育者必須要培養的。  

古代中國大教育者孔子認為「人性本善」，而荀子又提說「人性本惡」。

但無論是孔子的「人性本善」，或者荀子的「人性本惡」，都是不準確的。

若說人性本善，那為什麼有不良的行為呢？反而說人性本惡，那為何有善

念。這兩種觀點皆有片差的一面。超越兩邊的極端，佛教認為「人性本具」，

凡是人皆有善惡的兩面。因為「人性本具」才有教育的作用。假如說「人

性本善」，則不需要道德教育；或說「人性本惡」，那道德教育根本無作用。

世間上所以有教育的存在，是因為「人性本具」。個人心中都有善惡之種子，

遇到善緣就往善的方向發展，遇到惡緣則隨著惡的方向下降。所以，道德

教育對培養個人品德才有作用。  

通常人們認為培養個人的道德品質是學校的責任，實際上家庭與生活

的環境是直接影響個人品德。一個人若用心學習，則社會上任何領域都可

以學到東西，尤其是宗教的方面，比如佛教等有許多道德理念應該學習。

客觀而言，佛教的教理是教人行善除惡，培養人格。像太虛大師所說「人

成即佛成」，是提出修行應從做人開始，先把人的身份做好，再說修佛。事

實上，釋迦牟尼佛就是以人的身份修行，自利利他圓滿並成正覺。佛陀也

是人，遵循菩提道的修行圓滿了斷德、智德和悲德等諸德。佛教的教理說

到底都是以人為本，從淨化人心去影響到依報的環境，變成莊嚴之世界。  

                                                 
1 約翰 •懷特（ John White）著《再論教育目的》，李永巨集譯，教育科學出版社，1997

年 -12 月出版，p.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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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華嚴淨土中以人為主的德育理念 

佛教信因果，人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幸福或痛苦都由自己造作，

不是上帝所安排，或神靈的造化。人類可以變痛苦的社會成極樂世界，也

可以破壞生活環境，讓大家生活失去了安全感。同樣的道理，在華藏世界

之成就中，人是主要因素能使無自性的環境變成莊嚴。這裡所謂「人」可

分成三種，第一是已經完全覺悟自利利他圓滿的毗盧遮那佛；第二是對善

法不退行，正在行自利利他的菩薩；第三種是行諸善業的眾生。  

就教育工作來談，能夠讓受教育者得到身心的全面發展，是教育之宗

旨目標。全面發展，即使學生在智慧、體能、道德等各方面都能夠發展。

在培養學生的全面發展中，尤其是培養學生道德品質方面，要結合許多的

因素。其中，制度、教師、學生等三個因素，對德育成功或失敗有很大的

影響。所以，這裡本文用三個有重要性的因素跟華嚴淨土思想做一個結合，

來凸顯華嚴淨土思想中含有的德育理念。  

（一）毗盧遮那佛之本願 

在說明毗盧遮那佛本願之前，此處先略釋毗盧遮那之意義。毗盧遮那，

梵文 Vairocana，又譯為毗盧折那、毗盧舍那、毘樓遮那、吠嚧遮那、盧舍

那、盧遮那、遮那、大日如來（Mahavairocana）。2 意譯遍一切處、遍照、

光明遍照、大日遍照、淨滿、廣博嚴淨。據《一切經音義》卷 21 所釋，「毗」

有種種或普遍之意；盧遮那，是光明照。毗盧遮那即光明遍照的意義。3這

裡所說的光明就是身智。毗盧遮那佛，就是佛以智慧普照眾生的意義。  

願指內心之願望，如心願、志願、意願、念願等，即心中欲成就所期

目的之決意。佛菩薩在因地發心修行時所發的願稱為本願。雖然修行證果

是由「行」而來，但若無「願」則行是無方向之行，亦無法達到所期的目

的。願望如指南針，行者依著走就能達到目的地。個人若有一個好的願望，

就會讓人生活著更美麗。在教育方面也一樣要有教育的目的，即期望培養

                                                 
2 （1）《翻梵語》卷 1：「毘樓遮那佛 (亦云毗盧遮那，譯云勝光亦云種種光也 )。」 CBETA, 

T 54, no. 2130, p. 981, c19。  

 （2）《一切經音義》卷 21：「毘盧遮那 (……毘盧遮那云光明照也，言佛于身智，以種

種光明照眾生也，或曰毘遍也，盧遮那光照也，謂佛以身智無礙光明遍照理事無

礙法界也 )。」CBETA, T 54, no. 2128, p. 434, c10-11。  

 （3）《續一切經音義》卷 4：「毘盧遮那 (…舊譯云光明遍照，新翻為大日如來，云如

大日輪無幽不燭也 )。」  CBETA, T 54, no. 2129, p. 951, c4。  

 （4）  《一切經音義》卷 20：「盧舍那 (或云盧柘那，亦言盧折羅，此譯云照，謂遍照

也…)。」CBETA, T 54, no. 2128, p. 431, a15-16。  

 （5）《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77〈住處品〉：「毘盧折那，唐言遍照。」CBETA, 

T 36, no. 1736, p. 604, a14-15。  
3 《一切經音義》卷 21，CBETA, T 54 no. 2128, p. 434, c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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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人對國家、對社會、對人類有幫助。  

毗盧遮那佛在佛教中被稱為法身佛。法身遍滿法界，無所不在。如法

藏在《華嚴經探玄記》卷 1 中說：「歸依大智海，十身盧舍那，充滿諸法界，

無上大慈尊。」4由此，故說毗盧遮那佛就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法爾如是。

毗盧遮那佛的本願，即是純淨純善；純淨是自性的本體，純善是自性的德

用。若人發心斷惡修善、破迷開悟，希求無上道，廣度眾生，那就是與性

德完全相應。所以說毗盧遮那佛的本願，就是十方一切諸佛共同的願望。

諸佛的願望是具有自利利他之精神。即希望能淨化自身與改善環境，又希

望幫助他人也能斷除一切煩惱，大家快樂地共住在一個無污染的環境。這

是一個超級文明的世界，沒有不良的行為，在智慧光明之下大家一起建立

一個完美的社會。  

自古以來，有群眾就必要有領導者，這是自然的規則，形成各種組織，

小如部落、大如國家等。在每一個組織中，為了保持組織內的平衡運作，

隨著風俗、習慣、人格的觀念等等而建立各種規則，就形成了所謂制度。

若以佛的本願與制度結合，則如下幾點可以的探索。  

1、佛本願中的平等性  

這裡所謂的平等就是一致不二元。也就是說一個國家裡，無論何處都

共用一個制度。所謂的二元，如我們越南國家在教育方面的制度是有兩套

的，城市一套，高原一套。這樣的不一致，也可以說對在山上的小孩是不

公平。此是人類一直存在的問題點，即個人缺乏利他的精神，教師們都不

願意來到辛苦、缺乏方便的地方，城市的老師太多，鄉下老師太少，說制

度要一致，什麼可能呢？國家若平均的發展，生活條件不會相差太遠，那

樣才能說有一致的制度。這一點佛在發心行菩薩道時，就已經想到。清淨

國土、成就眾生是一切佛菩薩的通願。毗盧遮那佛在因地修行已發大願，

我修證一切智時，光明遍照十方一切國土都得明顯。如《大方廣佛華嚴經》

卷 5〈世主妙嚴品〉中有載：  

 

如佛往昔所修治，乃至成於一切智，今放光明遍法界，於中顯現悉明

瞭。佛以本願現神通，一切十方無不照，如佛往昔修治行，光明網中

皆演說。十方境界無有盡，無等無邊各差別，佛無礙力發大光，一切

國土皆明顯。5 

 

經中所說的光明是指智慧，這智慧照遍十方無有障礙。因為佛心對眾

生無分別，無親、無疏一切平等，即是佛的無礙力。障礙不是外境能障礙

                                                 
4 《華嚴經探玄記》卷 1，CBETA, T 35, no. 1733, p. 107, a6-8。  
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CBETA, T 10, no. 279, p. 22, c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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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指心裡的障礙。心中無礙，則海闊天空；心若有障，則處處有礙。

現實社會的制度不能得到完全公正，是因為掌握制度的運作者心都有礙。

心中如果「我」和「我所」的念頭還存在，是不能有平等的。雖然國家提

倡「至公無私」的精神，但有幾個人能做到呢。有我與我所就有貪、嗔、

癡所礙。所以有的時候制度本身沒問題，而代替人民執行制度者有問題，

是個人修養問題。制度有問題可以更改，可是個人問題很難解決，尤其有

權力高的人更難改。為什麼很多犯法者仍然不受到懲罰？為什麼還有人可

以用金錢買職官？這是當權者的問題，代表人民而不為人民辦事，使社會

產生重重問題。所以佛一開始修行時，就發願將來所創造的社會每一個人、

在任何地方都能接受到他的平等心。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世界成

就品〉所云：  

 

於一塵中大小剎，種種差別如塵數，平坦高下各不同，佛悉往詣轉

法輪。一切塵中所現剎，皆是本願神通力，隨其心樂種種殊，於虛

空中悉能作。一切國土所有塵，一一塵中佛皆入，普為眾生起神變，

毘盧遮那法如是。 6 

 

佛教是一個宗教，則經典中就有宗教的用詞。有些言語聽起來好像神

話，但其背後隱藏之深意是一種於精神上而說。如這裡引文中所說「神通

力」，就是一種心力的展現，即國土中的每一個角落都能接受到他教導之精

神。這種精神大家都值得學習。我們的願望是很渺小，因為個人的心太狹

窄、不會打開，只想到自己的權利，或親人的權利，所以社會才產生許多

個人利益的矛盾。因此也讓我們知道在一個社會裡平等性是非常重要地，

不平等則有人不服，社會就會有對立矛盾，讓國家不穩定，影響到各方面

的發展。所以中國古代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

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人不和則事不成。人總是會有比較、嫉妒性，由比較

性而生不和，就用平等性來解決不和的問題。這也是佛本願中的一種表法，

讓人瞭解想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首先制度要具有平等性。教育方面亦同

此，想培養出具有智慧又有品德的人才，教育制度必須要平等。  

2、佛本願中的合理性  

 於世間法來說，什麼是合理呢？即同一個環境中大家所公認那就是合

理。所以這個理義隨時隨地可以改的。但是在佛法中的因果道理是不能改。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不流血汗而想得到好的成果那是不合理。同樣的道理，

雖然佛想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讓人人皆能過安樂的生活，而個人不改進

                                                 
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CBETA, T 10, no. 279, p. 36, b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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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修福、慧，則人間也不會改進。在佛法中個人的命運掌握在自己

手裡，佛不帶人上天堂也不懲罰墮地獄，天堂或地獄自己選擇、自己努力，

佛只是指路者。佛陀教人行善除惡，行善因得善果、行惡因得惡果，若能

依佛所教而行諸善因，則一定得到快樂。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夜

摩宮中偈贊品〉中說：  

 

無量無數劫，此法甚難值，若有得聞者，當知本願力。若有能受持，

如是諸佛法，持已廣宣說，此人當成佛。況複勤精進，堅固心不舍，

當知如是人，決定成菩提。 7 

 

抱了成就眾生的本懷，毗盧遮那佛不辭疲倦教導眾生，只要有人能接

受，堅持執行，終不懈怠，就能成無上菩提。這裡說此人將來一定成佛，

然成佛之前先成人，所謂成人是成為一個全面發展者，即當前教育工作的

目的。換句話說，人成就是能建立一個美好的人生，有快樂的生活，一切

諸行都由智慧領導不違背道德，既做好自己又能幫助人類。這就是一個非

常合理的制度，不過這個制度是不用懲罰來約束人，而是由先教導個人道

德知識，再引發內心之善性得來的。  

3、佛本願中的道德性  

在佛國中佛陀就是法王。這裡的法王與國王是不相同的。國王治國時

則有王法，即所謂的制度法律。但這種制度是好是壞，那要看當即治國者

是英明有道德的，還是無能又殘暴的國王。當前的時代已走出了民主社會，

但無論是怎樣的社會都有掌權、領導人。制度是由掌權者制定的，所以想

要國泰民安，社會和諧，那麼第一個公民必定要具備智慧與道德就是掌權

者。在一個國家裡最重要的是掌權者，若能制定良好的制度，則能帶給人

民的幸福；反而制度不好就讓社會不文明、人民過著不安的生活。  

社會裡，若人人都是有道德品質良好，就不用制度來約束。道德品質

良好即佛法中所謂的善行。善行，不只是做好自己的本分，還要無條件地

幫助他人。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0〈十行品〉所載：  

 

若我不令一切眾生住無上解脫道，而我先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者，則違我本願，是所不應。是故，要當先令一切眾生得無上菩提、

無餘涅槃，然後成佛。何以故？非眾生請我發心，我自為眾生作不

請之友，欲先令一切眾生滿足善根、成一切智。 8 

 

                                                 
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CBETA, T 10, no. 279, p. 101, a2-7。  
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0，CBETA, T 10, no. 279, p. 108, a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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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菩薩道的精神是那樣，先為人後為己。世間上若人人都如此，有

好處的先讓人，那麼社會就不會有利益的衝突。另外，我們還有分別心，

不請幫忙就不來，而諸佛菩薩誓願為眾生的不請之友。不管別人喜不喜歡，

只要他需要幫助的時候，都會去幫忙的。並且此為他人之精神，不是短暫

的，而是「常守本願，不舍世間，作諸眾生堅固善友。」9這種精神值得我

們學習，現在的社會太缺乏那樣的精神，年輕人不會主動去幫助有困難者。

孩子們都不懂父母親養育他的辛苦，只知道他需要什麼父母應該供應，若

不一一的供應，就對父母很不禮貌。甚至已經有人殺了父母，因為父母不

給他錢去玩電腦遊戲。社會已經出現了太多打罵父母、孽待父母的不孝子。

父母恩重不報反而又傷害，那樣的人什麼惡事不敢做呢？在社會貧窮的時

候，國家、學校只注重培養知識，以智慧為第一、輕視德育，加於家庭教

育無方，父母不關心孩子的品質，造成現實社會的結局。現在的社會雖然

物質豐富，但大家的生活缺少安全感。物質豐富可是少了道德，人活很不

踏實。由此可說，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道德是非常重要之因素。  

毗盧遮那佛的本願是先改進自己，淨化心裡的貪、瞋、癡，具備智慧

和慈悲，再來與人類建立一個美好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是不用制度來約

束、限制人的。因為能來此處的眾生，已經接受佛陀之教化，沒有不善的

行為，大家都為了國土、為了他人著想，自覺到自己是國家的一個分子要

有責任把此處淨化、發展，這樣的社會根本就不需要用制度來限制。將智

慧與慈悲的精神教導人民，一起來創造一個理想的社會，那就是毗盧遮那

佛的本願，也是我們大家的渴望。生為人身誰不希望生在一個美好的環境，

只是我們被貪、瞋、癡所迷惑在濛濛當中不知所以然而已，所以需要有悲

智雙具者來領導。  

（二）菩薩願行與教師觀 

 莊嚴清淨的華藏世界是由毗盧遮那佛的願望所造。但願望只是在心中種

下一個理念、一個意志力，能不能變成現實還要靠進行。並且創造一個文

明的社會不是一個人能做到，是靠大家的力量。可是怎樣能帶動全體呢？

必須要有先鋒者。這先鋒者，是能教人、能當人的榜樣，在我們的社會可

稱為教師。本文先略說菩薩的意涵。  

1、菩薩的意涵  

 菩薩，是菩提薩埵之略稱。菩提薩埵是從梵文 bodhi-sattva 的音譯，或

譯為菩提薩怛縛、菩提索多、扶薩等。10意譯為覺有情、道眾生、道心眾生、

                                                 
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2，CBETA, T 10, no. 279, p. 119, b11-12。  
10（1）《翻梵語》卷 2：「菩薩 (應云菩提薩埵，亦云扶薩。論曰：菩提者，道；薩埵者，

眾生，…)」CBETA, T 54, no. 2130, p. 991, b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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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覺有情等。菩提（bodhi），有覺、智、道的意義；薩埵（sattva），是指眾

生、有情之意。所以，菩薩一詞有覺有情，有情覺之意。就是以智上求菩

提，以悲下化眾生的意思。此外在佛教的經典中，對菩薩這一詞已用了多

種名稱來代表，如稱為大志、開士、始士、心初開、始發心、高士等名稱

都是指菩薩。11 

佛法中以修行的心態有分為三乘法，就是聲聞、緣覺和菩薩。聲聞、

緣覺二乘是現在大家常用的小乘，是偏於自修者，即主要是斷自己的煩惱。

另外菩薩道是屬於大乘。行菩薩道者，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即一邊斷自

己的煩惱，一邊利益眾生，修諸波羅蜜的行者。如《佛說菩薩本業經》卷

1〈願行品〉中說：「為菩薩者，必諦受學，如佛法教，無得增減，以誓自

要，念安世間，奉戒行願，以立德本。」12誓願自利利他是菩薩的精神特點。

「奉戒」是要約束自己，斷除心中的貪、瞋、癡煩惱和培養個人的德行，

這就是自利。「行願」是實行自己所立的願望，即所謂的「安世間」。「安世

間」是讓世間上的人都能夠過安樂的生活。然據佛法的立場來說，這意思

不是菩薩安排給眾生安樂的生活，而是菩薩教人如何去創造一個安樂的社

會。  

從這點來看，菩薩的角色與教師的角色是相似的，也是擔任教育工作。

就教師的角色而言，則要受過專門教育及訓練，或要有一定的專業程度，

才能當老師。菩薩這個角色也一樣，亦有其的條件。在菩薩修行的路上，

從凡夫到成佛所經過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妙覺等五

                                                                                                                                               
（2）《般若心經注》卷 1：「菩薩者，雖是梵音，文言不足。……問：梵本真言足者如

何？答：即云菩提薩怛縛，此翻菩提為道心，薩怛縛為眾生。」CBETA, X26, no. 526, 

p. 720, b11-15。  
11（1）〔後秦〕，僧肇選《注維摩詰經》卷 1〈佛國品水〉：「菩薩，正音云菩提薩埵。菩

提，佛道名也。薩埵，秦言大心眾生。有大心入佛道，名菩提薩埵。無正名

譯也，別本云：『菩薩三萬二千得大神通。』什曰：『大士凡有三種：一者出家、

二者在家、三者他方來。』複次，一者結業身、二者法身。此中菩薩多是法身，

然應感之形與物同跡，物或齊其所見而生劣想，故舉大數然後序德也。梵本

云：『神通智慧本事已作。』六度諸法，即通慧之因；通慧之因，即本事也。」

CBETA, T 38, no. 1775, p. 328, b20- -29。  

（2）〔宋〕，法雲編  《翻譯名義集》卷 1：「菩薩，肇曰：『正音云菩提薩埵。菩提，

佛道名也。薩埵，秦言大心眾生。有大心入佛道，名菩提薩埵。』無正名譯也，

安師云：『開士、 始士。』荊溪釋云：『心初開故、始發心故。』淨名疏云：『古

本翻為高士。』既異翻不定，須留梵音。但諸師翻譯不同，今依《大論》釋：

『菩提名佛道，薩埵名成眾生。』天臺解云：『用諸佛道，成就眾生故，名菩

提薩埵。又菩提是自行，薩埵是化他，自修佛道，又化他故。』賢首云：『菩

提，此謂之覺；薩埵，此曰眾生。以智上求菩提，用悲下救眾生。』」CBETA, T 

54, no. 2131, p. 1060, b22-c2。  

（3）《大智度論》卷 4〈序品〉：「『菩提』名諸佛道；『薩埵』名或眾生，或大心。

是人諸佛道功德盡欲得，其心不可斷不可破，如金剛山，是名大心。」 CBETA, 

T 25, no. 1509, p. 86, a13-16。  
12 《佛說菩薩本業經》卷 1，CBETA, T 10, no. 281, p. 447, b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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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個階位。這菩薩的階位諸經論中也有不同的說法，有的把十信列為階

位中，有的認為十信還不算數。  

不論十信有入位還是未入位，菩薩修行的出發點都是從十信。以十信

而發心，此發心是發菩提心成佛，不落於厭生死苦，樂求涅槃的聲聞緣覺

之果位。雖然十信還是凡夫位，但它是修行大乘法的最基礎條件，在信、

解、行、證的過程中，13因由信才有解、行、證，若不信則一切皆免談。如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4〈賢首品〉中說：「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

諸善法，斷除疑網出愛流，開示涅槃無上道。」14這裡的信心不是盲目的迷

信，而是以智慧為前導的信。  

在《華嚴經》的七處九會中，若就修行次第來講，則第二會是談十信法門，

其會中〈菩薩問明品〉，有提出十種甚深法，古德以此十種來配十信。15十種

當中第一種就是緣起甚深。這緣起甚深法的起緣，是由覺首菩薩來回答文

殊菩薩「心性是一。云何見有種種差別？」16的問題。覺首菩薩回答的第一

句就是「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 17因為諸法無體隨緣而起，所以有種

種假相的差別。文殊菩薩所問「心性是一」的一，就是一切法無有體性。

這無體性即一切法共同性，沒有例外的，不只色法無體，心法也是一樣無

體。若心法有體則凡夫永遠是凡夫，不能修行斷除煩惱轉凡成聖，壞人永

遠是壞人不能改善，那樣教育是沒作用的。  

說「心性是一」即約體性而言。然此無體性即般若實相，從這裡證明

雖然十信是未入聖位，但菩提心絕不能離開般若（智慧）而起的。若離般

若起了信心，則不是菩薩所發的菩提心。菩薩所起的信心是以般若為基礎，

不是盲目不懂緣起性空的迷信。這是當一位菩薩的基本條件。菩薩要教導

眾生，若連宇宙觀和人生觀也不清楚，什麼能帶領別人。教育者也同樣，

自己的心理思想要穩定，才能當學生的思想依靠。  

                                                 
13《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6 所說：「發菩提心即十信發心，起解即十住，行

即十行，願即十向，證即十地。」CBETA, T 36, no. 1736, p. 118, c22-23。  
1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4，CBETA, T 10, no. 279, p. 72, b18-19。  
15《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4〈菩薩問明品〉：「前中以十菩薩各主一門顯十甚深，即為

十段：一緣起甚深，二教化甚深，三業果甚深，四說法甚深，五福田甚深，六正教

甚深，七正行甚深，八正助甚深，九一道甚深，十佛境甚深。……。又此十種亦可

配於十信，但不次耳。文殊佛境即當信心，……賢首即回向心，以歸一道，即回向

真如，一身一智等，即是佛果。文云：如本趣菩提，所有回向心等，以是圓融十法

故，各兼多義。」CBETA, T 35, no. 1735, p. 601, a10-b5。  
1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3，CBETA, T 10, no. 279, p. 66, a28。  
1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3，CBETA, T 10, no. 279, p. 66, 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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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菩薩願行中的教師模範  

大乘行者從一發菩提心，就開始走上菩薩道。這是所謂的「從初發心，

起願立行。」 18 菩提心，有願菩提心與行菩提心兩種。願菩提心即菩薩的

本願，如說「為利他故願成佛。」19向著成佛的路上走去是行菩提心。這是

說菩薩起了願望，然後隨著願望而行，稱為菩薩行願。如《大方廣佛華嚴經》

卷 28〈十回向品〉中說：「安住菩提心無退故，修習一切菩薩行願。」20 

利他是菩薩的主要精神，即所謂，「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21

雖然不為自己求安樂，但在實現利他時又能成就自利的方面。此事與教師

教學有相似。教學工作是師生互相成長的。然教師的成長只是知識上與職

業經驗的成長，而菩薩的成長除了智慧增長，還有減掉我執煩惱的成長。

一個自我主義太強的人，很難與別人和睦相處，不會尊重他人的意見。師

嚴生從的封建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是自由時代，師生要相互尊重。教師

要尊重學生的想法。雖然站在教師的角度看，學生的想法是很幼稚。可是

於他們的年齡，知識和心理發展的程度來看，他們之想法是正確的。菩薩

教化眾生要先瞭解其之根機，方能隨機應教。教師也一樣，要瞭解學生，

建立好師生的關係，才能順利地向上教導學生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人才。  

當好一位教師的角色不是那麼簡單，行菩薩道者更難走，要靠個人的

意志力。所以在《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0〈十回向品〉中有載：  

 

願得圓滿無礙身業，修菩薩行；願得清淨無礙口業，修菩薩行；願

得成就無礙意業，安住大乘……。 22 

 

在佛法中身、口、意稱為三業，因為個人的表現、造作都從這三種方

面啟發。經文所說的「圓滿無礙身業」，千萬不能誤解成一種神變的現象。

這裡的「圓滿無礙」，是所謂的身表道德圓滿。身表有兩方面，一是以戒 23來

說；二是以威儀來說。身戒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威儀是在行、住、

坐、臥的表現端正。 24 無礙就是在大眾中的安定穩重，無不自在的表現。

若身戒以及威儀都圓滿，不收人的嫌疑，那就是教師身表的成功。  

                                                 
1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4〈十通品〉，CBETA, T 10, no. 279, p. 230, b23。  
19 《入菩薩行論廣解》卷 1，CBETA，WZ 4, no. 33, p. 46, a16-17。  
2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8，CBETA, T 10, no. 279, p. 152, b18-19。  
2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3〈十回向品〉，CBETA, T 10, no. 279, p. 127, a13。  
2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0，CBETA, T 10, no. 279, p. 161, a12-16。  
23 這裡“戒”是以人間基礎的五戒、十善法來說。  
2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7〈梵行品〉：「若身業是梵行者，梵行則是行住坐臥、左右

顧視、屈伸俯仰。」CBETA, T 10, no. 279, p. 88, b15-16。  



M-12  2014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集 

 

 

德育最好的方法是以身作則。教育者的一言一行都是受教育者的摸

樣。所以除了身表，口表也是非常重要。如經中說希望能得「清淨無礙口

業」，去行菩薩道。口清淨，是口不打妄語、不說兩舌、不說惡話、不說綺

語，只說利人之語。 25有如此清淨的口業者，則所說的話能懾服人心。  

人類對佛法而言就是有情眾生，所謂有情是因為有意識。簡單來說個

人在生活中，意識為中央領導。人若能「成就無礙意業」，是在意中不起貪、

瞋、癡與諸雜念，心常繫念諸法之真理。26身、口是外在的表達，然它們之

一切所作所為都由意來領導的。意起貪欲，身才去偷盜；意有瞋恚，身才

犯殺生等等。然在意中，所以有貪、瞋，是由癡而生。癡若說到徹底，就

是不瞭解緣起法。因為不明了這個道理，所以認為有一個主宰的我，再需

要有我所，才生貪心，貪得不到就生瞋恨。癡若在淺一層的方面來說，是

不會明知辨別善、惡，不理解道德，不會預料行為的後果，讓自己跟著貪

心走，不懂自我節制，而造作種種犯法的行為。通常，人被貪心所迷惑，

毫無猶豫的作出不良的行為，當面對法律的時候才感覺到後悔、害怕。這

就是佛教中常說「菩薩畏因，眾生怕果」。  

與現在社會的人，聽到菩薩這一詞，都認為不屬於現實社會的人。其

實，在佛法中不是那麼認為。菩薩也是一個平常人，只是發了菩提心，行

菩薩道利益眾生，而心中仍然有煩惱。帶著煩惱、習氣去行菩薩道，怕自

己的行為影響到眾生，所以才希望「得圓滿無礙身業」、「得清淨無礙口業」

去修菩薩行。菩薩還怕心中的煩惱起，會退菩提心，放棄利益眾生的願望，

所以希望「得成就無礙意業」，讓心安住於大乘。由此可見，行菩薩者是不

斷地要求自己。這樣的精神值得大家去學習，尤其是教師者更要學習，在

要求學生之前，先自我要求。  

在教化眾生的路上，菩薩還有許多方法要學。其中，有四攝法、五明

等。四攝法，梵語 catvārisagraha-vastūni，巴厘語 cattnisagaha-vatthūni，藏

語 bsdu-bai dos-pobshi。是菩薩攝受眾生的四種方法。 27菩薩以此四法投眾

生之情，善巧攝引，令其度脫諸苦。菩薩用這四個方法能接近眾生，建立

彼此的親密關係，與教師要跟學生建立好關係是同樣的。  

                                                 
2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7〈梵行品〉：「若語業是梵行者，梵行則是起居問訊、略說、

廣說、諭說、直說、贊說、毀說、安立說、隨俗說、顯了說。」CBETA, T 10, no. 279, 

p. 88, b18-20。  
2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7〈梵行品〉：「若意是梵行者，梵行則應是覺、是觀、是分

別、是種種分別、是憶念、是種種憶念、是思惟、是種種思惟、是幻術、是眠夢。」 

CBETA, T 10, no. 279, p. 88, b20-23。  
27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8〈夢誓品〉：「菩薩摩訶薩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淨

佛國土、成就眾生，當學六波羅蜜、三十七道法及四攝法，攝取眾生。何等四？佈

施、愛語、利益、同事。」CBETA, T 8, no. 223, p. 353, c29-p. 354,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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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攝法，又稱為四事攝（Cattārisagahavatthūni）28、或四攝事 29，簡稱

四攝、四事、四法，即佈施、愛語、利行、同事等四種法。一、佈施攝（梵

文 dāna -saṃgraha），即與人所求之物。佈施有法施、財施和無畏施三種。

法施，是對不懂真理者為他說法，如老師對不懂課程的學生為他講解。財

施，即對於財物方面有需要者，則用財施。當教師也要去關照學生，若有

學生家庭環境不好，教師以菩薩精神實現財施，或可以與同學班上發揮同

學愛。無畏施，就是若有怖畏者，令起親愛之心而生安穩。有的學生因為

家庭的原因，造成他常常沒有安全感，這種情況老師要用無畏施來安慰，

讓 學 生 的 精 神 穩 定 ， 能 夠 接 受 老 師 的 教 誨 。 二 、 愛 語 攝 （ 梵 文

priya-vādita-sagraha），即離口之四過（妄語、兩舌、惡口、綺語）為體，

依眾生的根性而善用言語慰喻，令其起親愛之心而樂於受教。人人都想聽

柔軟的愛語，為何不對別人說愛語呢？愛語讓人愛聽，使人與人之間容易

接近。那麼要建立師生的親切關係，教師們應該多說愛語。三、利行攝（梵

文 artha - caryā-sagraha），行是行為，就是以身、口、意的善行來利益眾生，

令其生親愛心而被感化，因此發心修行正法。學生若能感覺到老師的每一

言一行都是為了學生好，則老師的教誨皆被學生吸收。四、同事攝（梵

samānārthatā - sagraha 同利、同行、等利、等與），即與眾生共同事業，苦

樂、禍福和利益等，以此親近引攝眾生，而教化之。現在有多學校辦一些

課外活動，讓師生有所互動，就是使用同事攝的方法。  

這四攝法，不但對教師的事業工作上有幫助。而且，能表示佛教的重

要德目，是統攝一切團體的道德。攝法為人與人之間互相團結的條件。依

佈施法，團體之中能互相幫助，扶弱助貧，讓團體的生活向上完美。當個

人在行佈施時，要學菩薩的精神不求回的，只為了愛護他人，建立美好的

社會而佈施。30依愛語法，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互以和雅之言，談話討論，

使團體融洽、和睦相處。據利行法，即以公益為上，人人都為社會服務，

就不會產生個人的利益衝突。依同事法，大家共同服從團體的規矩。當然

此團體規矩必須合理性、有道德性，在這團體中為他人的榜樣，讓團體一

天比一天美好。就這四攝法而言，小是一家人，大至全世界，要有美好之

生活，則不能缺少的德目。  

在眾生中，菩薩的技能要於眾生之上才能起到感化的作用。所以，菩

薩在使用同事攝時還必須具備「五明」。五明或稱為「五明處」（梵文

                                                 
28 《中阿含經》卷 9〈未曾有法品〉：「世尊！謂有四事攝，如世尊說，一者惠施，二者

愛言，三者以利，四者等利。世尊！我以此攝於大眾，或以惠施，或以愛言，或以

利，或以等利。」CBETA, T 1, no. 26, p. 482, c14-17。  
29 《中阿含經》卷 33〈大品〉：「居士子，有四攝事，云何為四？一者惠施。二者愛言。

三者行利。四者等利。」CBETA, T 1, no. 26, p. 641, c13-15。  
30 《大乘悲分陀利經》卷 4〈千童子受記品〉：「為脫一切眾生苦，故發悲心施，至意立

願莊嚴佛土為度眾生故。」CBETA, T 3, no. 158, p. 262, b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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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ñcavidyā-sthānāni，藏文 rig-paignas la），是印度古代的五種學術，即內明、

因明、聲明、醫明（醫方明）、巧明（工業處明）。 31一、內明（梵文

Adhyātma-vidyā），是佛法的教理。佛法的主要教理是緣起性空，因果妙理。

二、因明（梵文 Hetu-vidyā），即論理學，事實上是辯論的方術。在佛典中

辯論方式有許多種論法，此處不便提說。32 三、聲明（梵文 Śabda-vidyā），

即語言、文典之學。四、工巧明（梵文 Śilpakarma-sthāna-vidyā），是工藝、

技術、算曆等之學。五、醫方明（梵文 Cikitsā-vidyā），即醫學、藥學等。

這五明是行菩薩者必須要學習的，也可以說世間上的一切學術都要懂。因

此可見，佛教的教義本來含有積極的入世精神。當一位菩薩所要學的東西

是無限的，這精神教師者值得學習。  

菩薩的精神是那樣，不斷地去改進自己和改進別人。行菩薩道，自利

利他是很理想的精神。但這條路是非常難走，在實現所起的願望時，對於

剛強難調難伏的眾生，菩薩容易退菩提心。所以行者要先具備大慈與大悲

兩種心。慈心，即愛念，也是與樂之心。謂菩薩對一切眾生的愛念，常隨

其所求而饒益之。大悲心，是湣念，即拔苦之心。是菩薩湣念一切眾生，

常懷悲心以拯救濟拔之，令其離諸苦惱。菩薩以大慈大悲是為了救脫眾生

苦，然眾生的苦是由煩惱而來。33因此，菩薩以善巧方便為說法，令其明瞭

眾苦之因，而能修正，把諸苦惱。菩薩以慈悲心湣愛眾生，來鞏固菩提心，

使不退利他之行。  

                                                 
31 （1）《瑜伽師地論》卷 38〈力種姓品〉：「如是一切明處所攝有五明處：一內明處，

二因明處，三聲明處，四醫方明處，五工業明處。菩薩于此五種明處若正勤

求，則名勤求一切明處。」CBETA, T 30, no. 1579, p. 500, c20-24。  

（2）《菩薩地持經》卷 6〈慧品〉：「云何菩薩自性慧？入一切所知境界，隨入已如

法擇觀緣五明處。所謂：內明、因明、聲明、醫方明、世工巧明。是名自性慧。」 

CBETA, T 30, no. 1581, p. 922, b17-20。  

（3）《顯揚聖教論》卷 6〈攝淨義品〉：「五明處：一內明處、二因明處、三聲明處、

四醫方明處、五工業明處。」  CBETA, T 31, no. 1602, p. 509, b12-13。  

（4）《大乘莊嚴經論》卷 5〈述求品〉：「菩薩習五明總為求種智者。明處有五：一

內明、二因明、三聲明、四醫明、五巧明。」CBETA, T 31, no.1604, p.616, a9-11。

卷 10〈覺分品〉：「知法者 ,謂知五明處 :一內明、二因明、三聲明、四醫明、五

巧，知此五論是謂知法。」p.641,c7-8。  
32《瑜伽師地論》卷 15：「云何因明處？謂于觀察義中，諸所有事。此複云何？嗢拕南

曰：論體論處所，論據論莊嚴，論負論出離，論多所作法。當知此中略有七種，一

論體性、二論處所、三論所依、四論莊嚴、五論墮負、六論出離、七論多所作法。

云何論體性？謂有六種：一言論、二尚論、三諍論、四譭謗論、五順正論、六教導

論。……善了知自他宗故，於一切法能起談論，勇猛無畏故。處一切眾能起談論，

辯才無竭故。隨所問難皆善酬答，是故此三於所立論多有所作。」  CBETA, T 30, no. 

1579, p. 356, a11-p. 360, c20。  
33 《菩薩本生鬘論》卷 3：「大慈心者猶如良藥，能愈眾生煩惱重病；大慈心者猶如明

燈，能破眾生三毒黑暗；大慈心者猶如船筏，能渡眾生三有苦海；大慈心者猶如伴

侶，能越生死險難惡道；大慈心者如摩尼珠，能滿眾生所求善願。」CBETA, T 3, no. 

160, p. 339, a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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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攝法只是實現菩薩利他的前方便，這些方便令眾生啟發信心而

接受正法。菩薩正真的教導眾生是指出苦與苦之根源，以及如何創造美好

的生活。創造的方法是使用八正道。如《大集法門經》卷 2 中說：  

複次，八正道，是佛所說。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

正精進、正念、正定。此名八正道。如是等法，佛悲湣心，廣為眾

生，如理宣說，而令眾生如說修習，行諸梵行，利益安樂天人世間。
34 

 

八正道，可以說是佛教的根本實踐原理。以經文中的意思來看，若人

能實現此八法，則令世間得到利益安樂。八正道（梵語 āryāṣṭāṅgika-mārga），

是八種走向解脫安樂的道路，所以又稱為道諦。35 

能令人趨向幸福快樂的道路就是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

正精進、正念、正定等八種。一、正見（梵文 samyag-di，巴 sammā-dihi，

藏文 ya-dag-pailta-ba），是正確的見解。就是說個人的世界觀與人生觀要正

確。對佛教而言說，正確的見解是諸法緣起性空。二、正思惟，即在行為

造作之前要有正確的思考、意志或決定。三、正語，和上面所說的愛語相

同。即口離妄語、惡口、兩舌、綺語等四過，要說真實、有益，又能與別

人融洽的語言。四、正業，這裡的「業」不是事業，而指行為造作。正業

就是作出對社會有利益的行為，具體是不做殺生、偷盜、邪淫的事，而且

要佈施與慈善、愛護生命、遵守性、道德等諸善行。五、正命，是在生活

中有正當的謀生職業，過得正當與有規矩的生活。六、正精進，是努力趨

向正確的理想，即努力除惡行善。於一切對社會有利益、對他人有幫助的

事情都積極努力去做。精進，若以佛法專用的話來說，就是「已生惡法令

斷；未生惡法，能令不起；未生善法，令能起生；已生善法，令使增長廣

大。」36七、正念，即有正確的觀念，而且時時刻刻保持這意念，對理想的

目的念念不忘。八、正定，定是精神的集中，佛典中說「制心一處，無事

不辦。」37定不只是在禪坐才有，而在日常生活中，心若無雜念，記憶力集

中，則做任何事情都會成功的。  

這八正道是釋迦牟尼佛覺悟真理之後，教導眾生如何得到安樂的教

法。佛法是如此，很理性、公正的，個人的幸福個人要自作，佛、菩薩只

是帶路者。可是，很遺憾！現在人對菩薩有嚴重的誤會觀念，只把菩薩當

                                                 
34 《大集法門經》卷 2，CBETA, T 1, no. 12, p. 233, a17-21。  
35 《大般涅槃經》卷 1：「道諦者，八正道：一正見、二正念、三正思惟、四正業、五

正精進、六正語、七正命、八正定。」CBETA, T 1, no. 7, p. 195, b25-27。  
36 《般泥洹經》卷 1：「已生惡法，能即斷卻，治性精進，自攝意端；未生惡法，能令

不起，治性精進，自攝意端；未生善法，意能發生，治性精進，自攝意端；已生善

法，志立弗忘，能使增廣，治性精進，自攝意端。」 CBETA, T 1, no. 6, p. 179, a2-6。 
37 《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CBETA, T 33, no. 1716, p. 685, c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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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祈求的對象。佛法正真的精神是教人如何去當菩薩，而不是教人如何祈

求菩薩。佛教是主張因果的，不造好因，而求菩薩有何用？不為社會效力，

而求社會為己服務，是有何道理？這「舍己利人」的菩薩精神，是一種對

社會公平正義的行為。  

在改進社會的方面，佛教還有一種特點，是相信每一個眾生都可以改

進。「一切眾生皆有佛性」，38釋尊是佛已成，眾生是佛將成。同樣道理，身

為道德的教導者，在發展學生道德的領域，首先要相信每個人都有良好的

一面，教育者的工作就是幫學生啟發那份心。德國教育、哲學、心理學家

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曾經說過：「教育絕非單純的文化傳遞 ,教育

之為教育 ,正在於它是一個人格心靈的『喚醒』,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此

外，蘇聯著名的教育實踐和教育理論家蘇霍姆林斯基（B·A·Cyxomjnhcknn）

也說過：「只有能夠激發學生去進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培養品德、塑造人格和個人健康成長，是教育的核心。然在喚醒學生

人格的過程中，師表是非常重要的。教師除了以身作則之外，培養學生的

道德知識也是很重要。有了道德知識，就會分辨某些思想行為是無道德，

使學生會愛護自己，讓自己變得更完美，明瞭如何用一個短短的生命去奉

獻，做一些對社會有利益，讓其他的生命活得更精彩、更自在，向真、善、

美的理想人生。如 Robert B.Laughlin 在談到他的教學經歷時說：「從不告

訴我的學生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我只對他們說，你們要想清楚什

麼是最重要的事情。要專注於做那些你認為是最重要的事情，因為生命的

過程很短。而每個人都有責任通過自己的努力，使這個世界更美好。」39相

信人心中有潛藏著善好的一面，是道德教育的主要信心。個人道德品質是

自主建構的，而不是通過外力約束造成的。所以，道德教育工作者要關注

學生道德行為的內在動機，以自己的真心去啟發學生內在正真的人格品德。 

（三）眾生業所造與學生觀 

菩薩的願望是「普為眾生作饒益」，40嚴淨國土。然國土能不能嚴淨，

還得要眾生的配合。教育方面也同樣，若想教育工作取到好的結果，除了

教師教學的能力和精神，還要結合學生的學習精神。在教育體系中，教師

與學生是最重要的角色。這兩個角色能互動起來，讓教育發揮教書育人的

真功能。  

                                                 
38 《大般涅盤經》卷 7〈如來性品〉，CBETA, T 12, no. 374, p. 404, c4-5。  
39 Nobel Prize in 1998 by Robert B. Laughlin who said of his educational experience, said: 

“Never tell me what to do, should not do. I just said to them, you want to know w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concentrate on doing those which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ecause the process of life is short. But everyone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hrough own efforts; make this world to be a better place. ”  
4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4〈賢首品〉，CBETA, T 10, no. 279, p. 74, 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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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是菩薩要教導的對象，與學生是教師要傳授知識的對象相同。教

師把知識傳給學生，培養學生的品德，然學生能不能把所學應用在生活中，

則要看學生的自我意識、自我努力、自我約束、自我修養。同樣的道理，

菩薩為了眾生，用一切方便說法，然眾生能否創造一個美好的命運，就要

靠眾生之所作所為。這一切所作所為，在佛法中稱為「業」。  

1、業之意涵  

「業」是佛教所用的術語，梵語為 karman，巴厘語 kamma。Karman

音譯羯磨，有行為、所作、行動、作用、意志等的意思。即指身心的活動。

這「業」的思想淵源與印度人，在釋迦牟尼佛出世時，這思想已經普及。

印度人認為業就是招致輪回轉生的一種動力。釋迦牟尼成佛後，採用 karman

一詞來表達個人能招感苦樂之果的原因。此原因就是個人的行為造作。  

佛教主張因果論，世間上的一切現象離不開因果關係。然佛教的因果

思想不是死板板的，而是從因到果的過程還需要助緣。比如，以世人常說

「種豆得豆，種瓜得瓜」的觀念來談。種瓜能不能得瓜，還要看栽培的過

程。若播種子下去，不澆水、不保持適當的溫度，種子就不發芽，則連瓜

樹也不長，哪來的瓜果可收穫呢？如果種子能發芽，又不按照好方法去栽

培，也得不到好的收穫。人生的因果關係也一樣，種下善因不要想馬上就

可以得好報，等到因緣成熟，果報才展現。佛教因果論的解釋非常廣泛，

此處不便細說。41然總而言之，從因、緣、果的一切造作都稱為「業」。  

人的生活中每一舉一動都是業，但依據動作的出發處而列為身、口、

意等三業。說三種業是為了方便講解，其實一切都由意業做主，身、口只

是意的表達工具。在佛法中，對於業的解釋極多，本文不便詳說。42此處主

要強調業是行為和行為落在心中的印象。個人的行為造作經過累積，熏習

成一種力量稱為業力。一個人一直重複做一件事情就變成習慣。人的習慣

性，越深越難改，變成一股力量可以控制個人的行為。這就是業的力量，

即稱為業力。  

2、眾生業所造中的自我修養  

人可貴的是對自己之行為負責任，而最公平的負責就是回歸於自己的

身上。佛教的「業力」說是如此，個人行為的作用落在自己之心，影響個

人的生活。從這思想去啟發個人的自我努力、自我要求，打破一切依靠他

人、利用別人的觀念，打破世界上的一切不平等。一個有道德品質良好的

                                                 
41 有趣者請參考世親造，《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6-卷 7 中的六因、四緣、五果。CBETA, 

T 29, no. 1558, p. 30, a2- p. 40, c15。  
42 有趣者請參考玄奘譯的《瑜伽師地論》，CBETA, T 30, no. 1579, p. 279 起。和《大乘

阿毘達磨集論》卷 4〈諦品〉，CBETA, T 31, no. 1605, p. 676 起。  



M-18  2014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集 

 

 

人，就不會享受幸福在別人的汗血上。可以說「業報」是社會公平的原素，

有業則有報。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4 世界成就品〉中說：「眾生業

海廣無量，隨其感報各不同。」43人間上各有各的千差萬別，從個人的長相、

個性，個人的生活環境等的一切現象，都是由個人的業力所感的。  

以佛法來說，業報的成熟有三種，即現報、生報、後報。眾生所造業

是有千差萬別，但有一點絕對相同的，就是在沒有受報之前，若不是修證

解脫，業就不會消失的。有業，就會有果報，今生不受報，來生不受報，

則千生萬生，業力仍然存在，只要因緣和合，還是要受報的。  

佛教主張有生死輪回，這思想對個人自我約束有很好的作用。唯物論

者說沒有輪回轉生，是有它的不好之處。凡是人就會有貪、瞋、癡煩惱，

都會有時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就難免做出一些違道德的行為。以人的心

理來說，在做惡事之前，若想到來世有報應，則不敢作。然而若以唯物思

想是沒有來世，就毫無畏懼，反正人生短短的幾十年，死後就沒有了，儘

量滿足個人的欲望。有這種觀念，就任何不良的事都可以做出來。現在社

會已經是一個現實的證明，市場上黑心的產品出現越來越多，讓人心惶恐

不安。人類的科學是一天一天的發展，然道德品質是一日又一日地滑坡。

這不是人類理想的社會，理想的社會是物質和精神都能得到安穩的程度。

從佛教的淨土思想而談，可以看出釋迦牟尼佛對現實人類社會的不滿，所

以才指出了道路，使人隨著此路走就能創立一個理想的社會。這不是迷信，

而是很現實又符合科學的道理，可惜人類不懂得發揮。  

華藏世界的快樂、莊嚴之所以成就，是在佛菩薩引導之下加於眾生所

造業而來。這思想對於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是非常符合的。一個國家最有

權勢的是掌權者，當能不能保護國家、讓國家發展是在於人民，人民的力

量是最大的。要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人民是最重要的，每個人是社會的細

胞，細胞健康整體才健康。換句話說，要建立一個文明的社會，必須先有

文明的人。這是說明每個人都要對社會有責任，大家團結同心合力才能把

社會運轉興盛。  

佛教的觀點，是教人如何培養道德品質，如何為自己與人類建構一個

美好的生活環境。一切都是由個人努力建造出來的，而不是上帝所創造，

也不是偶然而有。這個理念讓人啟發了自我努力、自我要求的精神。人不

能把自己的命運托給上帝，或者依賴別人，至親如父母、兄弟、姐妹也是

各作各受，無法代替的。如《大寶積經》卷 57 中說：「假使經百劫，所作

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44由這樣自作自受的道理，所以想得

到將來的美好，就要從現在種下良好的因。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享

                                                 
43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CBETA, T 10, no. 279, p. 37, a12。  
44 《大寶積經》卷 57，CBETA, T 11, no. 310, p. 335, b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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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45 

三世因果是如此的連環，個人的業因不同，則所受的果報不同，有人

一生下來就有很好的命，有人不管什麼努力都得不到幸福。不是所有富有

的人都是用不良的方式而得來的財產。人類曾經發生過錯誤的觀念，以為

強迫把富有者的財產沒收，讓大家都一樣的無產，是平等的社會。平等不

是那樣，平等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各人該得的則應得。拿財產跟大家

分享是很好，可是要從個人的內心啟發，而不是去強迫，那樣是很不公平

的。  

佛教的業報思想，也可以除去人心中的仇恨，培養個人的寬鬆、寬厚、

寬容之心。仇恨之心是讓人不得安寧的，抱著仇恨的人就會活得很痛苦。

在作出報仇害人的行為自前，懷恨者先享受心理的痛苦。有人認為有仇必

報，那麼冤冤相報何時了，世界到什麼時候才能平安。佛教認為現世受人

所害，是先世自己已造了因，現在要安然的受果，不能有懷恨之心，而且

還要以慈悲心來對待。慈悲心可以化解一切仇恨，如甘露水消滅瞋恨火，

造成一個溫暖人情的社會。這就是說明「業」對個人和社會的支配。  

佛教的教學方法，是先指出行為的結果，讓人判斷好壞之別，選擇往

好的方向走。再引導要如何走才能到達終止的目的。此教育不停止於外在

的，而佛法是一種全面發展的教育。這教育著重在戒、定、慧三學，「所

謂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為三無漏學。」46若假設戒是教

育的外在目的，那麼定與慧就是教育的內在目的。借世俗話來解釋，則定

是心的專一之狀態，因前面有戒約束身、口、意，使其已斷諸惡，所以此

定就是向善之定，它所引發的慧也是善良的智慧。  

這三學在佛法中稱為無漏學，然本文不談修行到解脫生死的三無漏

學，而以世間法來說三學。所以此處言智慧即指世間的知識。慧中又有聞、

思、修三慧。聞慧，即個人與外在（教師，父母，朋友，等等）所見、所

聽聞的學習。這是裴娣娜等著的《發展性教學論》47一書中，所談的交往學

習、操作學習、觀察學習等，以及包括書本知識學習。思慧，是從聞慧再

進一步的思維，即《發展性教學論》中的反思學習。由思維而體會所學到

的問題，然後把所學應用在生活就是修慧。  

依此三學修養個人的品德和知識，以戒約束不良的行為；以定、慧發

展知識，成為一個全面發展者。這就是教育的目的所在，也就是佛教中以

人為本的教育精神。華藏世界莊嚴的成就，雖然說有佛本願、有菩薩願行、

有眾生業等所造，但重要還是眾生業。佛的嚴淨國土、度化眾生之本願是

                                                 
45 《三教平心論》卷 1，CBETA, T 52, no. 2117, p. 785, c1-2。  
46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 6，CBETA, T 19, no. 945, p. 131, 

c14-15。《注大乘入楞伽經》卷 7〈盧迦耶陀品〉，CBETA, T 39, no. 1791, p. 481, c15-16。 
47 裴娣娜等著：《發展性教學論》，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M-20  2014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集 

 

 

為了眾生。菩薩也是為了眾生而用一切方便來引導。佛菩薩都為了眾生，

然能不能改造自己，建立美好的生活環境，主要是在眾生的思想和行為。

教育方面也同樣，學校、教師有責任把學生教好，但在將來人生的路上，

是由學生去發揮，能不能成為對社會有益者，就看個人的品德修養。社會

是一所大學校，在這大學校裡，每個人都是學生，都不停的學習，學習科

學跟著潮流走，學習為人的技能等。智慧是重要，然素質品德更重要，兩

者“彬彬”才是君子。佛教說悲而無智則悲癡，智而無悲則智狂，所以要悲

智雙修，方能圓滿。  

對改進社會來說，個人的修養是最重要的。無論是掌權者、官職者或

是常民者都要自我要求、自我約束，培養良好的道德品質。尤其是掌權者

要以身作則，為人民的榜樣，把整個社會帶動，創造成一個真善美的世界。

這就是華嚴淨土思想所含藏的德育理念。佛教認為人心本具，每個人在心

中都隱藏一份善好。所以想建立一個溫馨的生活環境，要去喚醒人心，使

那些美好的人格啟發，讓明天之生命活得更自在。  

四、人與大自然的德育理念 

就佛教的主張來說，則世間上的一切有情（人）無情（自然世界）都

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在佛法中所談的道德就不僅於調節人和人之間的關

係，而且還調整人與自然的關係。自然環境對人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可

是人類為了追求滿足欲望，而忽略了保護自然，也沒想到自然環境被破壞

越快，造成人的生命越簡短之原理。佛教認為世間是無常，世界總有一天

會毀滅的，但不一定是什麼時候，那天之來臨關鍵在於人類的手中。佛典

中說，若人類的惡性增長，則壽命會減少，減少到壽命只有十歲的時候，

有大三災（火災、水災、風災）起，世界就會毀滅。48所以說自然環境跟生

命一樣珍貴，保護生命就要懂得保護自然。  

（一）心淨即國土淨的德育理念 

一般人認為佛教是唯心主義。其實，這是一種對佛教的錯解。佛典講

中道，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中道就是以緣起為基本理論。萬事萬物都是

因緣和合生，若說有則一切都有，說無則一切皆無，所謂「畢竟空而宛然

有」。眼前的一切現象當然是有，然這只是短暫的有，一切都沒有永恆性，

沒有一個不變的主宰，所以說「緣起性空」。因為沒有不變的主宰，人才

可以改變自己和改變環境。也因沒有實性，境才能隨心轉。  

                                                 
48 若有興趣者可以參考《大樓炭經》卷 5〈三小劫品〉，CBETA, T 1, no. 23, p. 302, a23。

和《長阿含經》卷 22〈三中劫品〉，CBETA, T 1, no. 1, p. 144, a18。…等等有詳細的

說明。  



華嚴淨土思想的德育理念  M-21 

 

 

就佛法說，人心與環境是相互影響的，這兩者有密切的關係。世界隨

著眾生心而變易。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世界成就品〉中說：  

 

染汙諸眾生，業惑纏可怖，彼心令剎海，一切成染汙。若有清淨心，

修諸福德行，彼心令剎海，雜染及清淨。 49 

 

說外界環境是由人心所造，聽起來好像是由心變化。這觀點是很科學

的、可以理解的。言心與境是一種簡略說。詳細談，即由心引導個人的行

為，然此行為影響在環境上。心若善良，則做出好的行為，讓環境更美好。

若心中充滿的貪、瞋、癡，則做出破壞環境的行為，使國土污染，甚至毀

壞。如現代世界發生許多水災、土石流等都是由人類招來的。人的貪心永

遠不足，從地下挖財源，在山林砍樹，造成土石流。此外，還有很多工廠

排出大量的化學品，讓空氣、河水、連地也會污染。這就是由人之貪心而

造成環境的污染，即所謂的「隨其心淨，則佛土淨」。50 

那些對環境有傷害的行為，不是完全為了供應人類的生活所需要。多

部分是為了滿足一個「我」的欲望。生活所需要的物質很少，然想要的東

西是很多。為了表現我比他人強，所以任何東西都想要，他人有我也要有，

無論在生活中有沒有用處。以佛教的道德觀念來說，不僅是直接做出傷害

別人的行為才叫無道德，而且自己有錢財，但不善用也是缺德。因為資源

是從人類生活環境拿出的，個人若浪費資源，就會影響到整個環境的狀況。

現在的人聽到世界末日大家都會害怕，但有多少人想過它來臨的原因是什

麼。此事關於個人道德知識的問題，在這情況之下道德知識是很重要的。  

現在人類已經有許多國家提倡了環保之行。然「環保」能否成功關鍵

在人心，人若少了一份貪心，環境就少了一份負擔。這就是佛典中所謂的

「心淨則國土淨」之德育價值所在。  

（二）環境友好型社會與依正共生 

人類走到了二十一世紀，面臨環境被破壞的問題才提倡「和諧社會」。

其實這種「和諧社會」，在西元前佛教已經有提過。在「和諧社會」裡頭，

人除了自我約束，建立好人與人之間的人文關懷，實現人與社會的和諧關

係之外，還有人和自然環境的和諧。人和自然環境的和諧，就是把環境當

成好友的社會型。人和自然的關係，佛典中稱為依正共生。依正的關係在

佛法裡面所談的很多，然本文的主要是從《華嚴經》啟談。  

依、正是佛教的用詞。「正」，或言「正報」，是指有情眾生，即有

生命體的眾生。「依」，也稱為「依報」，是指國土山、河、大地等，即

                                                 
4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CBETA, T 10, no. 279, p. 38, b12-16。  
50 《維摩詰所說經》卷 1〈佛國品〉，CBETA, T 14, no. 475, p. 538, 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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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體所依止的環境。如上面已說，依正二報（身心和世界）都是由業力

所感而成。51華嚴的思想核心是周遍含容，萬物都是相入相攝的，依正方面

也一樣，互攝含容的，即所謂依正不二論。依正不二論，是表明人和自然

是不分開存在的論說。這是佛教對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關係的立場。如《大

方廣佛華嚴經》卷 13〈光明覺品〉中說：「眾生及國土，一異不可得，如

是善觀察，名知佛法義。」52若能善觀察眾生和國土是非一非異，就是能瞭

解佛法要義的人。  

佛法的要義是緣起法。緣起論認為，宇宙中萬事萬物的結構，是由種

種條件來組合的，一切現象都有關聯，各各皆要相互依賴而存在。如《中

論》卷 4〈觀四諦品〉中說：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無，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未曾有一法，

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 53 

 

時間上從來沒有能獨立存在的事物，所謂「隨去一緣，即一切不成。」54 具

體來說，人和自然界是共同生存的。在這共同存在之下，自然界對人類不

僅有外在性的工具價值，而且還有內在性的生態價值。因此，人類必須懂

得尊重、保護自然。保護自然界也就是保護人類，毀壞自然等同毀滅人類。

自然生態受到破壞，則人類的生活環境被惡化，影響到人體的健康、社會

經濟的發展，導致難以實現和諧社會。  

人類經過工業文明時期，以人類為中心的盲目主義，把自然界變成服

務自身的物件，滿足人類的貪求，造成環境破壞的危機。面臨這種危機，

人類想要保護生活環境，必須努力建設人及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類型。現

在人類走出生態文明，其實就是華嚴淨土思想的依正二報共生。生態文明

是人類解決環境問題。環境問題若不解決，則整個社會在各種方面都會影

響，尤其是社會道德倫理和社會人文。所以，現在壞境問題已經成為全世

界的問題。  

現代環境問題主要原因起於人類的欲求無止。人的欲望不斷地擴張，

而自然界的資源是有限，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糾紛。因此可見，問題點是在

於人的貪心，由貪心而破壞自己的生活環境，又破壞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

                                                 
51 參考《大明三藏法數》卷 21：「依，謂依報，即世間國土也，為身所依。故名依報。

正，謂正報，即五陰身也，正由業力感報此身，故名正報。」CBETA, T 182, no. 1615, 

p. 261, a6-8。  
5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3，CBETA, T 10, no. 279, p. 65, a14-15。  
53 《中論》卷 4，CBETA, T 30, no. 1564, p. 33, b11-14。或《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3〈菩

薩問明品〉也說：「未曾有一法，得入於法性。能緣所緣力，種種法出生，速滅不

暫停，念念悉如是。」CBETA, T 10, no. 279, p. 66, c20-22。  
54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4：「一切緣起皆非自性。何以故？隨去一緣，即一切不

成。」CBETA, T 45, no. 1866, p. 503, c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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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所以，想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類型，則首先人類要節制自身，

控制對自然的征服欲及佔有欲。人與自然共生時，雖然人能征服自然，對

自然是有超越性，但不應該把人當成絕對的主體性，而要約束自己，保護

自然，懂得嘗試自然，明了自然存在的真價值。在廣大自然之中，人就是

自然的一份子，人的所作所為都會影響到自然。所以，人類想實現與自然

的和諧共住，就要限制個人行為在於保護自然生態之內而改造環境。  

這人與自然界的和諧相處，讓人類有正確的生態文明價值觀，也就是

華嚴淨土思想的法界圓融觀。在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的淨土裡，每一

微塵中，顯無量諸世界。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9〈普賢行品〉中說：

「一一塵中有，十方三世法，……一一塵中有，無量種佛剎。」55華嚴的重

重無盡緣起觀，一中有一切，一切中有一，一與一切含攝相容的思想核心

中，包含了依正不二，人和自然共生的生態文明理念。也可以說，建立和

諧社會是將依正不二的思想認識為起點出發，以生態文明理念，建構成環

境好友的社會型。  

華嚴淨土的依正不二、眾生與世界共生的思想，已表明希望能建立一

個生態文明的和諧社會。然這個理想社會，是由人來創造的，不是佛、也

不是上帝或某一位神靈所造。上面在業的部分已談過，無論是人的個體（正）

或是人的生活環境（依），皆由人的所作所為累積構成的。如《大方廣佛華

嚴經》卷 7〈世界成就品〉中說：「隨心造業不思議，一切剎海斯成立。」56 自

然環境隨著人心而轉變，所謂：「染汙眾生住故，世界海成染汙劫轉變；

修廣大福眾生住故，世界海成染淨劫轉變。」57以此原理，在這個環境面臨

破壞的今天，人類也可以改造成一個既堅固又莊嚴的世界。只要每個人的

心皆趨向於善，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善待，大家一起來建立一個美好的世

界，讓人活得更自在，這種生活環境就是華藏世界海的模仿。但大家要記

住華藏世界海的水是香水，地是在無染的蓮花上。所以，人若想把此污染

的世界，變成那樣幸福的世界，就要好好地保護自然，使染汙變成清淨。

然這工程的起點在於心，要以知足心、愛護心、寬容心、關懷心等去善待

他人、善待自然，人和自然和諧相處，造成環境好友的社會型。  

五、結論 

從本文一路探究下來，可見華嚴淨土思想是在緣起性空的基礎上奠定

建設了華藏世界海。此世界就是人類所理想的和諧文明社會。這個完美的

社會生活，非上帝所造、非神靈的安排，是由人類一起創造出來的。以此

                                                 
5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9，CBETA, T 10, no. 279, p. 259, c22-25。  
5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CBETA, T 10, no. 279, p. 35, b16-17。  
5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世界成就品〉，CBETA, T 10, no. 279, p. 38, a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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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清淨莊嚴之安布，反省現實世界環境毀壞的危機。再進一步從華藏

世界之成就因緣教導人們如何建設一個和平安樂的社會。  

總而言之，華嚴淨土思想就是以人格道德品質為主要因素，來建設和

平公正的社會制度，創造興旺富有的人類生活，保護清淨無染的生活環境。

依華嚴淨土思想之菩薩精神，能培養個人的優良道德品質。行自利利他建

立人與人之間的優美關係，開展人與自然界的互動保持存在，創造環境友

好型社會，使人類活得更有意義，變人間成清淨莊嚴的國土。  

華嚴淨土思想中，從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教人如何做人，如何淨化

自心，培養個人的知識和品德，建立好人際關係。此外，個人的世界觀也

很重要，世界是由緣起法則與因果關係形成。以此法則人可以改善環境，

建設環境好友的社會。這就是華嚴淨土思想中的重要德育理念。  

現在社會的生活過於注重物質，人類道德品質正在下坡的路途。教育

體系積極尋找方法改革教育提升學生的道德品質。若可以採用華嚴淨土思

想中的德育理念應用在教育制度，教師教書的心裡，學生學習的精神等等，

那樣教育事業一定收得很好的結果。華嚴淨土思想的德育原理是以人為

本，在平等公正、合理以及有道德的制度之下，教師具備知識、品德又有

為他人的教學精神，學生又好學和尊師重道的德行。此外，華嚴淨土思想

中還有人與大自然的德育理念，人與大自然和睦相處。人要保護環境使環

境變得清淨莊嚴，建立一個生態文明的和諧社會。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

境的公平和睦，以佛教自利利他精神，大家一起來建立美好的世界，讓人

類生活更文明、自在。  

淨化自身、改善環境，建造一個完美的社會，是華嚴淨土思想含有的

德育原理。這個原理如何實現，是在於普賢行，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0〈華藏世界品〉中說：「諸修普賢願，所得清淨土。」 58 普賢行是因，

毗盧遮那佛是果，修諸普賢行就能共入毗盧性海。  

                                                 
5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0，CBETA, T 10, no. 279, p. 52, 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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