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日期 2017 年 7 月 25 日

第四屆四年制(2018-2021 年)漢文佛典課程概覽
第一年、
〔諸經選要〕(2018 年)
1.1 《雜阿含經》選（必修）
1.2 《般若經》選（必修）
1.3 《淨土三經》、《維摩經》選
1.4 《法華經》、《如來藏經》選
1.5 《解深密經》選
1.6 《大日經》選
1.7 《華嚴經》選
第二年、
〔中觀學與如來藏〕(2019 年)
2.1 《中論》選（必修）
2.2 《百論》及《十二門論》選
2.3 《菩提資糧論》選
2.4 《十住毗婆沙論》選
2.5 《究竟一乘寶性論》選
2.6 《大乘起信論》選（必修）
2.7 《現觀莊嚴論》選
第三年、
〔唯識學〕(2020 年)
3.1 《辯中邊論》選
3.2 《瑜伽師地論戒品》（必修）
3.3 《因明入正理論》
3.4 《攝大乘論》選
3.5 《唯識三十頌》（必修）
3.6 《六門教授習定論》
3.7 《入中論》選
第四年、
〔中國佛學〕(2021 年)
4.1 《肇論》選
4.2 《法華玄義》選（必修）
4.3 《金師子章》（必修）
4.4 《六祖壇經》選（必修）
4.5 《五燈會元》選
4.6 《密宗道次第論》選
4.7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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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第一年、
〔諸經選要〕(2018 年)
1.1 《雜阿含經》選（必修）
首先介紹佛教產生的背景、佛陀生平、經教的結集、阿含的內涵、本經的內容結構，
然後選讀有關四諦、五蘊、十二緣起，十二處、十八界、八正道、三十七道品、涅槃
及阿羅漢果德等篇章。
1.2 《般若經》選（必修）
首先介紹佛教的分裂、部派諍議、大乘諸經的出現與流傳、般若思想的涵義與發展，
般若經典的纂編與《心經》、《金剛經》的關係。然後參考玄奘譯本，以「般若中觀」
的思想，疏釋鳩摩羅什所譯的《般若心經》
，並通過討論糾正時人對「空」義的誤解。
跟著運用無著、世親的分析方法，探討《金剛經》所討論的二十七個主題，介紹此經
的主要內容與其在般若系統中的重要性，然後參考玄奘、義淨二譯，依「般若中觀」
的觀點，略釋鳩摩羅什所譯《金剛經》的重要文句。
1.3《淨土三經》、《維摩經》選
首先介紹大乘菩薩道與十方淨土建立的關係，西方淨土的旨趣，然後解釋法藏比丘的
四十八大願和往生淨土的修行方法，並與「彌勒淨土」及「般舟三昧」作簡略比較。
本課程將選讀《無量壽經》「四十八大願」、《觀無量壽佛經》之「十六觀門」與「九
品往生」及《阿彌陀經》的淨土描寫與持名念佛法門。
第二部分乃選講鳩摩羅什翻譯的《維摩經》
，疏釋〈觀眾生品〉
，欣賞「天女散花」的
趣味片段，以顯示本經的文學手法；疏釋〈佛道品〉有關「菩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
佛道」一段，以彰顯本經的「反修」與「圓教」思想特色，以及其對中國佛學發展的
影響。最後選講〈文殊問疾品〉及〈入不二法門品〉的若干章節，以顯示本經「彈偏
斥小」
、
「嘆大褒圓」的宗趣。
1.4《法華經》、
《如來藏經》選
首先介紹此二經傳出的思想背景、內容概要及風格，又略論如來藏思想的淵源及其發
展，然後分別探討此二經所要解決的問題，對印度及中國大乘佛教發展所引發的影響。
第二部分乃選講《法華經》，通過「火宅之喻」、「三車之喻」、「化城之喻」的選讀，
顯示本經的文學趣味特色，然後選講〈方便品〉以彰顯「會三歸一」
、
「開權顯實」的
如來但教化菩薩的佛陀本懷。最後參考不空所譯《大方廣如來藏經》，以疏解佛陀跋
陀羅所譯的《大方等如來藏經》，以彰顯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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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解深密經》選
首先介紹《解深密經》乃瑜伽行派直接所依的聖典，闡釋其思想源流，介紹佛教「無
我緣起論」對宣說「生死流轉」的困難，敘述部派解決此困難的不同方法與得失，以
彰顯「種子識」建立的需要；又述說「三性、三無性」的建立因緣，以明「三性」是
否與般若經所說「畢竟空」義相違。
第二部分乃選講《解深密經》的＜心意識相品＞、＜一切法相品＞及＜無自性相品＞
等內容，並從漢譯文獻解讀瑜伽行派早期「心意識」及「三性、三無性」等核心精神
及其意義。
1.6 《大日經》選
《大日經》全稱《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
，乃漢地密教兩部根本依據經典之一。
本課程首先介紹大乘密教興起的歷史背景、
《大日經》的建立、傳入中土及弘揚經過，
繼而選取第一品＜入真言門住心品＞，輔以一行禪師記的《大日經疏》作重點的專題
文獻解讀，以明菩提心、大悲及方便三事與成佛的關係，闡釋漢地密教所顯「即身成
佛」義理的旨趣。
1.7 《華嚴經》選
首先介紹《華嚴經》的成立、各種譯本及內容要旨，對中國佛教的深遠影響。然後選
讀〈華藏世界品〉以明華藏世界，
〈十地品〉以明菩薩十地的修行及三界唯心等思想，
〈入法界品〉以明善財童子的參學歷程，〈普賢行願品〉以明菩薩「十大行願」的大
乘思想，藉以彰顯華嚴的「法界緣起」思想及「一即一切」的圓融無礙精神。

第二年、
〔中觀學與如來藏〕(2019 年)
2.1 《中論》選（必修）
首先介紹中觀學派的產生、發展與影響。然後選講〈觀因緣品〉諸頌以破生，選講〈觀
有無品〉以破自性，選講〈觀四諦品〉以顯「空」的大用，選講〈觀涅槃品〉以顯空
的究竟。
2.2 《百論》及《十二門論》選
於介紹二論的作者、內容概要之後，選講〈捨罪福品〉以破罪福，〈破神品〉以破實
我，
〈破常品〉以破時、空、極微，
〈破空品〉以破空執；然後再選講《十二門論．觀
作者門》以破創造神論中有關「造物主」的思想。
2.3 《菩提資糧論》選
首先介紹此論的作者、注釋者及譯者，全論的組織及內容概要，然後選錄重要篇章，
演述疏釋其中福德修持與智慧修持的內容與方法，包括六度、四無量心等菩提分法，
發揮般若中觀的思想內涵，以彰顯佛家大智、大悲並重的精神及成就佛智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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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十住毗婆沙論》選
《十住毗婆沙論》是龍樹菩薩闡述在家菩薩及出家菩薩的菩薩道論著。傳統說法，認
為本論是《華嚴經十地品》的部分注釋書，由法藏部佛陀耶舍三藏口述，鳩摩羅什法
師譯出。由於是不完整的十地注釋，一直都被忽略，只有淨土宗曇鸞大師引述本論〈易
行品〉的論點，將佛法分為難行、易行二門，因而淨土學者對其研究甚多。近代部分
日本學者，認為本論是一部廣引大乘經典來述說菩薩道的論書，從〈入初地品第二〉
至〈入寺品第十七〉是解說在家菩薩的菩薩道；從〈共行品第十八〉至〈略行品第二
十七〉是解說在家及出家菩薩共修的菩薩道；而從〈分別二地業道品第二十八〉至卷
末〈戒報品第三十五〉是解說出家菩薩的菩薩道，是一部完整演繹菩薩道的論書。本
課程將於前二十七品中選讀一些重要篇章。
2.5 《究竟一乘寶性論》選
首先介紹如來藏思想的發展概要，交代如來藏是體是用的問題，如來藏與中觀的關係
與諍論、本論作者的諸說差異等，然後依梵、藏本的「金剛七句」，把勒那摩提譯本
選取適當篇章，於三寶、如來藏、菩提、如來功德、事業等方面，疏釋文義，彰顯如
來藏的思想系統與理論依據。
2.6 《大乘起信論》選（必修）
首先介紹此論有關成書問題與作者的諍論、本論思想與印度傳統如來藏諸經思想的差
別、以及本論對中國佛教的巨大影響，然後選讀其中重要章節，以了達本論「一心二
門」
、
「真如緣起」、乃至流轉、還滅諸相關理論。
2.7 《現觀莊嚴論》選
西藏相傳《現觀莊嚴論》是「慈氏五論」之一。本論的組織是通過八大主題，七十條
細目，很有條理地解釋般若經的總綱和內涵。本論是以大乘修行的全程來理解《般若
經》中的教理行果，通過瑜伽實踐之道來闡明般若性空的道理，使得般若甚深空義與
瑜伽廣大修行能夠互相配合，涵攝大乘兩個系統的精粹在內，影響深遠。

第三年、
〔唯識學〕(2020 年)
3.1 《辯中邊論》選
首先介紹瑜伽行派的思想淵源、建立宗派的過程、發展、傳承、影響、研究資料與進
路，然後參考窺基《述記》
，選講其〈辯相品〉以彰顯「唯識中道」
，進而討論唯識言
「空」與中觀言「空」的異同，唯識「中道」與中觀「中道」的差別與會通。
3.2 《瑜伽師地論戒品》（必修）
首先介紹戒學在佛教中的起源、結集、分類、基本概念，以及其對修行證果的重要，
然後選講〈菩薩地戒品〉以彰顯菩薩戒的內容及其所蘊涵著的宗教實踐與人生修養之
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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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因明入正理論》
首先介紹佛陀演教的思想方法、外道正理學派的論理方式、龍樹中觀的論證形式與陳
那、法稱的因明創製，然後依窺基大疏，配合近代西方邏輯的方法，疏解本論的重要
文義，以彰顯唯識學的思想方法梗概。

3.4 《攝大乘論》選
首先介紹《攝大乘論》乃瑜伽行派唯識思想建立的重要典籍。課程內容第一部分著重
分析「三性」思想的演變，解說由「阿陀那識」發展到「阿賴耶識緣起」的歷程，並
說明無著菩薩最終把「三性」攝屬「唯識」的意義。第二部分乃選講《攝大乘論》的
＜所知依品＞及＜所知相品＞等內容，並解讀此派從教、理上證成「阿賴耶識」，以
及奠立「一切法唯識」的新里程，成為世親菩薩弘揚「唯識」思想的重要依據。
3.5 《唯識三十頌》（必修）
首先簡述本論如何統攝瑜伽行派諸論要義、如何發展而構成「唯識今學」的思想體系，
然後依《成唯識論》與窺基的《述記》，疏釋「三十頌」的含義，彰顯生命存在、流
轉、還滅與修行證果的歷程等有關境、行、果的完整唯識理論。
3.6 《六門教授習定論》
首先介紹佛教一般禪修的主要內容及其在宗教實踐中對修行、證果的重要，然後演釋
本論的禪修理論，並參考《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的旨趣、以及窺基「五重唯識觀」
的觀法，以彰顯唯識的禪修方法。
3.7 《入中論》選
首先介紹中期中觀學派的代表人物佛護、清辨、月稱等如何在唯識顯學流行期間復興
中觀思想，再重點介紹月稱的中觀宗義及應成中觀的八難題。本課程將選讀月稱《入
中論》第六地辯破唯識無境之部分。

第四年、
〔中國佛學〕(2021 年)
4.1 《肇論》選
首先簡述中國佛學的建立過程與印度佛學思想的異同，格義思想對般若空義的干擾，
然後於《肇論》選講其中的《般若無知論》
、
《不真空論》
、
《物不遷論》的重要章節，
以顯示《肇論》如何會通梵華的思想內容以及其對中國佛學發展的影響和貢獻。
4.2 《法華玄義》選（必修）
首先介紹天宗台宗的源流、傳承理論要義與思想特色，再說明智者大師如何以釋名、
辨體、明宗、論用、判教五重玄義來詮釋佛陀的一代時教。本課程將選讀《法華玄義》
「跡門十妙」之「境妙」，藉十如是、四種十二因緣、四種四諦、七種二諦、三諦、
一實諦及無諦來說明天台探索真理的門徑。
(第 5 頁，共 6 頁)

更新日期 2017 年 7 月 25 日

4.3 《金師子章》（必修）
首先簡述華嚴宗的立宗經過、理論要義與思想特色，然後闡釋《金師子章》文義，以
彰顯華嚴宗「相即相入」
、
「一即一切」以及判教的宗旨，同時討論天台、華嚴圓教的
異同。
4.4 《六祖壇經》選（必修）
首先簡述禪門的立宗、發展、南北分流的經過及其思想背景與特色，然後於宗寶本《壇
經》從〈行由品〉
、
〈般若品〉
、
〈定慧品〉等諸篇選講其要義，彰顯南禪宗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明心見性、頓悟成佛的宗旨。
4.5 《五燈會元》選
首先簡述南禪一花開五葉的經過、宗門接引的特色、各種不同的參悟方法，然後於《五
燈會元》中選講行思、懷讓等禪師以及五家宗風的公案事跡，以彰顯諸家或動或靜、
或言或默的不同禪風及其中可能的涵義。
4.6 《密宗道次第論》選
宗喀巴大士為建立新藏地密法系統，撰下鉅著《密宗道次第廣論》
，由於其篇幅太廣，
故其高弟克主傑依《廣論》作《密宗道次第論》
。本論原稱《密續部總建立廣釋》
，是
詮釋四部密續建立的依據。本課程首先介紹本論之宗旨與大綱，繼而選取有關密教
事、行、瑜伽、無上瑜伽四部續所修生起、圓滿次第、繪曼荼羅法、修灌頂法及各級
灌頂等而作出扼要的解讀，於此可視為藏傳密教之略覽。
4.7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選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一卷，簡稱《童蒙止觀》
、
《小止觀》
。天台智顗大師述。此書
說明止觀下手用功處，為天台宗初修者入道最為切要的法門。此書稱小止觀，是相對
於《摩訶止觀》
、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而言，內容相對較少，但實質上已包括了天
台止觀的重點。而且難得的是，智者完整講授沒有缺落。

*各科導師可因應實際情況適當調換講授次序或更改課程內容，不另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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