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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慧學對現代大學教育中人格教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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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第一步界定人格、人格教育及健全人格，第二步以相關界定為基礎考
察現代大學教育中人格教育的績效與常見大學生人格問題，第三步描述與分析
佛教慧學對現代大學教育中人格教育的作用。  
 
 
關鍵字：1.人格教育 2.健全人格 3.大學教育 4.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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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格與人格教育 

1.1 人格 

  人格（personality），是一個多學科共有的概念；學術界出現過許多定
義，一直沒有達成一致，也不可能達成一致。本文探討的人格，基本上限制在
心理學和倫理學範圍之內。 
  西方常見的教科書定義，多是整體論，如：“ …the visible aspect of one’s 
character as it impresses others ” ； “ …a totality or collection of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that goes beyond superficial physical qualities” ；“ …the unique, 
relatively endur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aspects of a person’s character that 
influence behavior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Schultz, 1994).”  
  新近 中文 化心 理學 著述 定 義： 「綜 合各家 的 定義 ，可 以認 為， 人 格

（personality）是個體在行為上的內部傾向，它表現為個體適應環境時在能力、
情緒、需要、動機、興趣、態度、價值觀、氣質、性格和體質等方面的整合，
是具有動力一致性和連續性的自我，是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給人以特色
的心身組織（黃希庭，2002）。」這個定義，強調人格的四個基本特性：整體
性(unity)，穩定性(stability)，獨特性(uniqueness)，和社會性（sociality）。 
  新近倫理學著述定義：「個人的尊嚴、價值和道德品質的總和。是人在一
定社會中地位和作用的統一，亦即作為一個社會人的資格和品格的總和（朱貽
庭，2002）。」 
  可以將各家定義綜合與簡化為：人格是個人心理特性、認知態勢、和行為
取向的總和，包括情感、動機、興趣、態度、氣質、意志、認知、行為習慣、
品德、操行、觀點、價值觀、需要、和體質等多種成分。  
  人格理論，是探討人格的結構、形成、發展和動力性等方面的理論。現代
學術史上，出現過多種人格理論；有學者將它們劃分為特質說、類型說、精神
分析論、習得論、自我論五大學說（《心理學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1995；
顧明遠，1998），也有學者將它們劃分為心理分析論、神經心理分析論、特質
論、生命期限論、人文論、認知論、行為論、社會學習論、有限領域論等九大
類型（Schultz, 1994）。 

1.2 人格教育 

  人格教育，是一個跨教育學、心理學和倫理學等學科的範疇，權威性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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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多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卷未立辭條；《教育大辭典》收有「人格
教育」條，並將它界定為：「是塑造健全人格的教育。包括促進與意識傾向相
聯繫的氣質、性格、愛好、品德、操行、觀點、態度等人格因素健康發展的各
方面教育（顧明遠，1998）。」 
  人格教育是塑造健全人格的教育，本文認同這個定義。但是，如果健全人
格沒有定義，這個定義就沒有實際意義。心理學、倫理學和教育學著述，大多
只討論健康人格，很少論述健全人格。什麽是健康人格，目前也還沒有一致定
義與明晰理論。各種人格理論，定義健康人格，基本上都是以障礙或不健康人
格為參照進行的。健康人格不等於健全人格。鑒於此，本文有必要界定健全人
格。本文界定：健全人格是人格成分齊全、成分比值平衡的人格。  
  人格成分（personality elements），或稱人格因素（personality factors），
指構成總和的各種成分，或如上節人格定義所列情感、動機、興趣等成分，或
如本節人格教育定義所列「氣質、性格、愛好、……態度等人格因素」。齊
全，指人格成分沒有類或缺，類中沒有種或缺；在不分類而直接以種而論的情
況下，指沒有種或缺。 
  成分比值（proportion of elements），指各類成分在總和中、及各種成分
在類中所占比值；在不分類直接以種而論的情況下，指各種成分在總和中所占
比值。平衡，指成分比值不低於下限，不溢出上限，達成平衡與合理，即：各
類成分結構均衡，各種成分配置合理。  
  各類成分結構均衡，借鑒柏拉圖（Plato）靈魂三原則和諧學說。靈魂三
原則是自然原則(the natural principle)、情感原則（the passionate principle）、
和理性原則（the rational principle），它們調控個人與國家的靈魂，它們的和
諧程度決定個人生命和國家運行的質量。靈魂三原則和諧學說後來演變成三靈
魂均衡觀念。三靈魂，一是生物靈魂（the Vegetable Soul），主控本能與體魄
等；一是情感靈魂（the Passionate Soul），主控感情與行動等；一是理智靈魂

（the Rational Soul），主控理性與智慧等。三靈魂比例失調，降低個人生命質
量；三靈魂比例均衡，提高個人生命質量。三靈魂均衡觀念對莎士比亞（W. 
Shakespeare）影響很深，莎劇人物很多是詮釋這一觀念的案例。僅舉奧莉維
亞和哈姆萊特兩例。奧莉維亞（《第十二夜》）情感靈魂溢出上限扼殺理性靈
魂，弄到「智慧和理性都不能掩藏我的激情（三幕一場）」的地步。哈姆萊特

（《哈姆萊特》），理性靈魂膨脹，壓制生物靈魂與情感靈魂的基本功能，使
「果斷力的本來靈光／蒙上一層暗淡的思想的迷霧／聲勢浩大的事業／……／
背離原有的航道／失去行動的光輝（三幕一場）。」靈魂三原則，或三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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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是三類人格成分。本文所提各類成分結構均衡，不涉及如何分類，只強
調類與類的均衡，如：內部特質與外部特質（Schultz, 1994）兩類均衡，心理
特質與生理特質兩類均衡，生理、情感與於理性三類均衡等等。  
  各種成分配置合理，借鑒弗洛伊德（ Freud, 1963）人性圖（ Image of 
Human Nature）和卡特爾（ Cattell, 1950; Cattell, 1970）人性圖（ Image of 
Human Nature）和十六因素態勢座標（16 PF Profile）。弗氏人性圖，以天平
高低展示對應或對立人格因素的權重，如：自由意志（Free will）與決斷能力

（Determinism），左輕揚，右重抑；過去經驗（Past experiences）與現在經驗
（ Present experiences ） ， 左 重 抑 ， 右 輕 揚 ； 個 性 （ Uniqueness ） 與 共 性
（Universality），平衡；樂觀（Optimism）與悲觀（Pessimism），左輕揚，右
重抑。卡氏人性圖，因素與弗氏圖相同，只有權重不同，如：過去經驗與現在
經驗，平衡；樂觀(Optimism)與悲觀(Pessimism)，左重抑，右輕揚。卡氏十六
因素態勢座標，實際上是十六種人格成分對應或對立因素的權重態勢，如：因
素 A，矜持(Reserved)與外向(Outgoing)；因素 B，愚鈍(Less intelligent)與聰慧
(More intelligent)；因素 E，服從（Submissive）與主控（Dominant）；因素
I，堅韌（Tough-mind）與善感（Sensitive）；等等。在態勢座標中，橫坐標
為 0 到 100 數值；縱為十六組因素，每組中前者列於左側或 0 側，後者列於右
側或 100 側。本文所提各種成分配置合理，借鑒弗氏與卡氏取值大思路，但不
考慮天平具體權重值，不考慮座標具體標示值，更不考慮用相同方法設定具體
配置值；具體的、合理的配置值，不由學者個人確定，而由文化語境決定。以
動機、態度等兩種人格成分為例。如果動機包含自驅（Self-motivated）和他驅

（Other-motivated）兩種對立因素，態度包括樂觀和悲觀兩種對立因素，而自
驅：他驅為 60：40、樂觀：悲觀為 70：30 在某種文化語境中最受喜愛，這種
比值便是該文化語境中合理動機配置值與合理態度配置值。  
  人格成分不齊全，或成分比值不平衡，不一定不是健康人格，但肯定不是
健全人格。健康人格與健全人格不是一碼事；健康人格不一定是健全人格，但
健全人格總是健康人格。健康人格是一個是否判斷命題，健全人格是一個級差
確認命題。 

2.現代大學教育，與人格及人格教育 

2.1 現代大學教育：目標、目標體系與教育實踐 

  大學教育，通常被界定為完成高級中等教育基礎上實施的高等教育；狹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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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一般不包括高等職業教育，廣義大學教育往往泛指高等教育。大學教
育的目標，被習慣性地界定為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 
  現代大學的目標體系，最通行的是三育，即德育、智育、與體育。雖然
德、智、體全面發展是喊得最響的口號，是最受推崇的目標體系結構，智育在
三育中始終占絕對主導地位。 
  智育培養目標體系，通常包括知識與能力兩個方面。知識往往包括公共知
識，專業基礎知識，與專業高級知識。能力主要是相應的專業學習、研究甚至
是開發與生產能力。知識傳授與能力培養，基本上限定在專業範圍之內，而專
業大多是科學學科之二級、三級甚至是四級學科為依據設置的。以專業為核心
構建的專業型知識目標體系，很少包括跨學科知識；在非綜合型大學，自然科
學學科教育基本上沒有人文學科內容，人文科學學科教育也基本上沒有自然科
學內容。這種知識目標體系設置，適於培養工具型與操作型人才，而這培養工
具型與操作型人才顯然不符合大學教育的理論目標。近年來大學紛紛進行教育
改革，其中有三項內容與專業知識目標體系相關：一是以拓寬專業口徑為宗旨
的專業改造；二是以增加跨學科知識為手段的專業知識結構調整；三是以構建
人文精神為目的的文化素質教育。三項舉措中，文化素質教育最引人注目，各
地紛紛建立文化素質教育基地。文化素質教育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受教育者
的心智，但仍然不能全面克服積澱已久的工具型與操作型專業思維模式。  
  大學德育，一般從三條途徑施行。一是必修公共課中的意識形態課與自選
文化素質課中傳統倫理課，二是學生工作部門（如校學工部與院系學工組）的
課外教育，三是學生援助機構（如心理諮詢中心等）的課外援助。意識形態課
與傳統倫理課，主要任務是傳播道德理論，雖然著眼於達成良好道德狀況，但
在實踐中，受教育者往往停留在學分獲取上。學生工作，因為種種原因，主要
職能已經蛻變為學生日常事務管理（如紀律監控等）與學生社會團組織（名目
繁多，有興趣型組織如書法協會、武術協會和攝影協會等，有業務型組織如通
訊社、文學學會等，有行政型組織如學生會等）調控。學生援助機構，主要是
做後發性工作。 
  大學體育（此處不包括體育專業教育），主要內容有兩個方面，一是必修
公共課中體育課講授，二是各級各類（非體育專業）大學生體育競賽教練。  

2.2 現代大學教育中人格教育：比重與績效 

  本文認為，人格教育有兩層意思，或者包括兩大方面內容。一是直接培養
健全人格的心理學、倫理學與教育學教育，可以稱為直接人格教育；二是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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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健全人格的科學學科教育，可以稱為間接人格教育。第一方面廣為教育工
作者熟知，不必多述；第二方面經常被教育工作者忽視或忽略，有必要簡要敘
論。 
  塑造健全人格的科學學科教育，是將人格教育滲透到學科教育，用人格教
育提升學科教育的質量，用學科教育改善人格教育的實效。塑造健全人格的自
然科學教育，注意培養受教育者認知與守衛自然價值、關注與維護自然尊嚴、
回避與防止掠殺性研發的能力，注意克服為科學而科學的傾向，注意培育為人
類健康永壽而科學的理念。塑造健全人格的社會科學教育，注意培養受教育者
認可文化多樣性的能力、尊重文化多元性的意識、寬容文化多向性的情懷，注
意培育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文化精神。  
  然而，整體地看，人格教育在現代大學教育中，不僅比重小，而且績效
低。總體目標體系雖然含有比重很輕的直接人格教育內容，但因為諸種原因而
績效相當差；這從本章上節可以看出。智育的科學學科知識目標體系中，既沒
有直接人格教育的內容，也沒有間接人格教育的成分。  
  如文學學科，鬥爭文學（以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為題材或主題的文
學）曾經佔據重要地位，「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
窮」的觀念使許多文學學習者養成鬥爭型人格；近年來流氓文學與妓女文學粉
墨登場並得到空前突出（foregrounding），流氓與妓女形象成為明星，「我是
流氓我怕誰」的蠱惑使許多文學學習者人格扭曲；荒原文學、廢都文學、影視
文學、網路文學、等等，湧入文學課堂，不只是與經典文學分庭抗禮，而是將
經典文學擠到邊際。文學是載道之學，是養性之學；文學學科所載之道、所養
之性，直接影響學習者與研究者的人格。  
  再如醫學學科，只關注學生專業知識水平、實踐技能或研發能力的提高，
不重視學生情感認知力（sensitivity）和情感交流力（sympathy）的培育；只
引導生關注病理與藥理，不引導學生重視人性與人生；只傳授醫病的工序與技
術，不培育醫人的心智與情性。醫者，（懸壺）濟世者也，人格修煉為第一要
務；醫學學科，培養（懸壺）濟世者之學科也，人格教育當為第一要務。  
  又如土建學科，只傳授專業知識和培養平地建築設計能力，不引導學生關
注自然遺產與自然尊嚴，也不引導學生尊重人文財富與人性價值；只提高學生
空坪積木式材料組合與搭配能力，不培養學生認知、利用與理解既在自然物與
人造物的能力，也不培養學生包容、接納與融合既自然資源與人文成就的心
懷。設計者人格決定建築物風格，建築物風格又影響使用者或進入者人格；視
界窄小、氣度狹隘的建築物往往給人抑鬱感與強迫感等，心懷博大、氣勢恢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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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築總能使人心曠神怡。無容則小，有容乃大；塑造學生曠心宏量式人格，
應當是土建學科不可忽視的任務之一。  
  人格教育，是現代大學教育不可或缺的內容。有一種說法，人格教育使受
教育者成人，專業教育使受教育者成才。其實，人格教育對於受教育者成才與
成人，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沒有人格教育的專業教育，只能培養高級工
具，不能培養真正意義上的才。  

2.3 現代大學生人格問題 

  因為現代大學教育中人格教育比重輕、績效低，現代大學生人格問題很
多。本節對最常見問題進行分類簡論。有必要說明兩點：第一、大學生主要指
在校大學生，也兼指在社會各界工作的有大學生出身的、也被稱為大學生的年
輕人；第二、本節用人格問題囊括各種人格不健康與不健全問題，轉換成通行
西方心理學話語時，可能有概念交叉或重合。  
  第一、人格障礙，是人格問題中最嚴重的，是與人格健康對立的人格病
態。已知各種人格障礙，在大學生群體中，均有案例出現。最常見的是神經衰
弱症、焦慮症、恐懼症、強迫症、疑病症、抑鬱症、和偏執症等。案例很多，
僅舉兩例。一例，男，在校學生，智商高、學業好，有偏執症（思維片面、思
想偏激等），誤信邪教功法，練功時走火入魔落入廢水淨化池。一例，女，青
年外事工作者，有恐艾症（害怕與外國人接觸感染艾滋病），不與外國人握手

（害怕汗液傳染）、不與外國人正面交談（害怕飛沫傳染），後來調離外事部
門。筆者親見不少人格障礙案例，限於篇幅，不多敍述。 
  第二、人格缺陷，比人格障礙程度輕，不構成或尚未發展成人格病態。表
現形式很多，討論也很多。散點式探討，或看到自卑、害羞、狹隘、抑鬱、懶
惰、焦慮、虛榮、自我中心化（劉春蕾，2000），或看到自我價值迷失、道德
認識與實踐匱乏（王洪海，2001），或看到認知稚嫩性、心理不成熟性、和自
我評價片面性等（朱春花，2001），等等；系統性探討看到氣質與性格等方面
發展缺陷（如粗心、浮燥、怯懦、偏激、自卑等氣質問題，和孤僻、粗暴、拘
謹、多疑、自大等性格問題）、能力方面發展缺陷（如人際協調能力缺乏、綜
合應變能力缺乏等）、和需要與興趣發展缺陷（如功利型價值觀偏差等）等

（廖仁春、茶世俊，2002）。 
  第三、品行障礙，是倫理意義的人格問題，不必然是人格缺陷與人格病
態，但肯定是人格不健全。表現形式很多，探討也很多，最引起注意的有：集
體意識淡漠與奉公守法精神缺乏（邢邦志，1995），崇尚金錢與重視實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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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海，2001），自私、虛僞與性愛失范等（廖仁春、茶世俊，2002），等等。
最普遍的是學業失誠，在校期間的學業失誠，往往發展成走入社會後的學術腐
敗，由品行障礙演變成道德病變。  
  第四、第三狀態，是心理與生理意義上的人格問題，不必然是品行障礙，
不必然是人格缺陷與人格病態，但肯定是人格不健全。第一狀態是健康，第二
狀態是疾病，兩者之間是第三狀態；有調查結果表明，處於第一狀態者 10%
左右，第二狀態者 20%左右，第三狀態者 60%以上。第三狀態的含義是，沒
有疾病，但感覺不到健康；心理特徵包括焦慮感、煩亂感、疲倦感、無聊感、
無助感、無用感、和負罪感等，生理特徵包括失眠、乏力、記憶力下降等。何
繼善院士、筆者、王希俊副教授等三人曾經合作指導在校本科生歐陽德調查研
究中國大學生第三狀態，該研究報告全文在中國大學生「挑戰杯」科技作品競
賽發表，其中對策研究部分在教育類學術刊物刊出（歐陽德，1999），本節不
贅述。 
  本節將大學生人格問題分類進行敘論，但是，很多具體問題倒底屬於哪
類，要視輕重而定，比如焦慮，一般焦慮感屬於第三狀態，中度焦慮感屬於人
格缺陷，重焦慮感成病症者屬於人格障礙。形成這幾大類人格問題的原因，內
緣（intrinsic）原因和外緣（extrinsic）原因。內緣原因有兩個。一個是重要人
格成分缺省或失落，如：認知力缺省，價值觀失落，等等。二是人格成分因素
比值失調，如：興趣成分中他驅因素比值越高越懶惰，意志成分中決斷能力因
素越少者越散漫，等等。外緣原因是上述人格教育比重輕與績效低。  

2.4 大學生人格教育：重要性與改善途徑 

  大學生人格問題，使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大學教育中人格教育的重要性，
已經有人認識到：人格教育是大學教育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內容（惠曉麗、林
莉，2002；郭來富，2002；王靜，2002），育人養德比育才長才更重要，而人
格教育是育人養德的起點（楊叔子，2002；陳玲，2002）。 
  為改善現代大學教育中人格教育狀況，如擴大比重與提高績效等，已經有
不少教育工作者開始尋找改善途徑。有人提出以強化通行的德育育人與管理育
人為途徑，來培養健全人格，改善人格教育狀況；有人建議從西方人格理論中
尋找途徑，來促進大學生人格發展；有人提倡運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格理論，
培養大學生健全人格。提倡傳統文化的人，有人主張用儒家思想建構人格（吳
錫標，1998；謝友祥，2001；等等），有人主張用佛教育思想來糾現代大學教
育之偏，來提升人格（歐陽德，1999；黃西元，1999；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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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德在尋找第三狀態調治方法時，提出 PUS 模式：P，是個人保持心靈
健康和諧；U，是大學促進學生個性和諧發展；S，是社會加強引導、緩解大
學生壓力。在設計 P 部分時，筆者建議他從佛教四聖諦與八正道中探求方
法。在此之前，筆者已經開始思考佛教慧學對現代人格教育的作用，並嘗試運
用佛教智慧及慧學進行某些人格問題調理。筆者思考與嘗試在大學文化課程或
人文講壇上進行過介紹與討論，沒有在公開學術論壇或刊物上發表過。本文是
第一次公開與正式探討這個課題。  

3.慧與慧學，及慧學對現代大學教育中人格教育的作用 

3.1 慧與慧學 

  慧（mati），是有部大地法之一，法相宗別境之一。本義是智慧，是觀照
空理的智慧。 
  發凡而論，慧是判別事理、斷除疑念、取得決斷性認識的認知心理與精神
境界。《俱舍論》：「慧謂於法，能有簡擇（卷四）。」《大乘廣五蘊論》：

「雲何慧？謂即於彼擇法為性，……斷疑為業，慧能簡擇，於諸法中，得決定
故 。 」《 成唯 識論 》： 「雲 何 為慧 ？於 所觀境 簡 擇為 性， 斷疑 為業 （ 卷
六）。」 
  慧，是一個名相根，即詞根與概念根；由此名相根，衍生出眾多名相，如
慧心、慧眼、慧根、慧身、慧命、慧行、慧力、慧處、三慧、等等。限於篇
幅，本節僅簡述本文要涉及的、對人格發展最重要的數條。  
  慧力，斷絕見思煩惱、破除偏小知見與表現無漏智光的智慧之力；或如實
了知四聖諦的智慧之力。《集異門論》：「如實了知是苦聖諦，如實了知是苦
集聖諦，如實了知是苦滅聖諦，如實了知是苦集滅道聖諦，是名慧力（卷
七）。」 
  慧眼 ，觀 照真 理的 智慧 之 眼。 《維 摩經》 ： 「慧 眼無 見無 不見 （ 卷
中）。」無見者，無見相也；無不見者，無所不見也。  
  慧根，滲透四聖諦、增長清淨法的智慧之根；擴展而言，泛指殊勝之理解
力或認知力。 
  慧仗，了知四聖諦，斷惡行善，其銳利有如利器（仗），故曰慧仗。《集
異門論》：「慧仗云何？答：如實了知此是苦聖諦，此是苦集滅道聖諦，是名
為慧。因此慧依此慧由此慧建立故，能斷不善法，能修諸善法（卷五）。」  
  與慧相通的名相，有智及智的衍生名相，如：智力、智行、智門、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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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斷、智諦、智解脫、智體、智慧、智慧眼、等等。與慧相關的名相有：二
德、三仗、三心、三學、三德、三門、定慧雙修、等等。本節僅簡述戒、定、
慧。 
  戒、定與慧中，戒是遵守戒律、積習善行、以抑止或防止邪行惡事；定是
止息念慮、安定意識；慧是破除迷妄、觀照真實、體證真理。修習戒、定、慧
的學問，為戒學、定學與慧學，稱為三學，是佛教三種最基本的學問。  
  慧學，是智慧之學，是修習、獲得與運用慧的學問，亦是獲得與運用智的
學問。佛教三學，慧學為三學之一；反之，佛教基本學問，除戒學與定學外，
皆是慧學。慧學，博大精深。 

3.2 慧學對現代大學教育中人格教育的作用 

  佛教慧學對現代大學教育中人格教育的作用，是一個大課題，洋洋數十萬
言不足以發其凡，單篇論文充其量只能做序言式的導論。本文的目的，也正是
做序言式導論。 
  佛教慧學對現代大學教育人格教育的作用，是多方位與多層面的。本節僅
從表層作用、中層作用、與深層作用等三大方面，簡述大要。  
  第一、表層作用：直接調理與矯治大學生人格問題  
  佛教慧學，對本文第二部分簡要描述的各類大學生人格問題，均有調理與
矯治作用。既可對具體問題進行對症調理，又可對大類問題或全部問題進行綜
合調理。 
  首先是對症調理，是用不同智慧及慧仗，解除不同症狀。很多具體的大學
生人格問題，都具有可變性，輕者可以變重、也可以變無，重者可以變得更重

（發展成精神病症）、也可以變輕並由輕變無。調理得法，可以導引變化態
勢。僅舉兩例如下。 
  一例是負罪感。對有負罪感的學習者，說罪地相，即說只有犯罪者才有由
犯罪而來的重負；說犯罪之人放下罪仗（屠刀、惡念等）尚可立地成佛，無罪
之人放下惡念更可成佛；說罪福無主，即說罪與福都是空、都是無定實體，念
念在罪與念念在福都是無明與執迷；凡此種種說法，均是引導學習者以智慧破
無明而解脫負罪感。 
  一例是無用感。對有無用感的學習者，說布施種類，即說財布施（給予他
人的錢財與物質等）、法布施（給予他人的知識與智慧等）與無畏施（給予他
人的精神扶持與信念援助等）；說布施之施無貴賤、無大小，心誠之施最貴最
大，即說個人力量沒有大小之分只有心誠心不誠之別，一切誠心奉獻者都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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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用之人。某大學曾經舉辦「我心目中最好學生」三教授聯席演講，筆者應邀
出席。筆者先簡單講述一個布施鑄鍾的故事：某寺院接受布施鑄造大鍾；施物
中有小木梳一把，被小和尚揀出丟棄；大鍾鑄成後，面有暇疵、音質渾濁，眾
僧不解其中底裏；老方丈檢核所得施物，發現小木梳，令人將大鍾與小木梳一
同熔燒，再鑄新鍾；新鍾鑄成，面無暇疵、音質清純，眾僧不解其中奧妙；老
方丈告訴眾僧，說前次所鑄之鍾，漏卻施物中最珍貴的物件，小木梳是一位行
路女施主的所攜全部可施財物。講完故事告後，筆者告訴聽眾說：我心目中最
好學生，不是學生群體中學業成績最好、品行最佳的學生，而是求知心最誠、
進德心最實、學習進步幅度最大、德行進步態勢最穩的學生。凡此種種說法，
均是引導學習者以智慧斷除疑惑、以智慧見自心性而生信心。  
  其次是綜合調理，主要講說四聖諦、八正道、十二因緣等，講讀《金剛
經》，和欣賞著名智慧之偈（gatha），如《金剛經》偈（偈一：「若以色見
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偈二：「一切有為法，如夢幻
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與六祖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
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等。筆者講授中國文化史與中西文化比較等
課程數輪，每輪必講《金剛經》。凡此種種做法，均是想啟動學生慧根、激發
學生慧心、激長學生慧力、激揚學生慧仗，從而使學生以智慧解脫種種人格問
題、達成健全人格。 
  第二、中層作用：豐富大學德育內容、改善大學生人格教育狀況  
  品德是重要人格成分，德育是人格教育的重要內容。一切德育，無論是學
校德育還是社會德育，目標都是道德價值觀培育和道德狀況提升。而德育的最
通行模式，是道德價值觀傳授與倫理規範輸入。大學人格教育績效低，和大學
生品行障礙，原因是德育績效低；而德育績效低的主要原因，除本文第二部分
所說學分化與形式化外，還有道德價值觀局限性和倫理規範無明性。  
  道德價值觀局限性，指所傳授道德價值觀局限於少數現代倫理學學派，而
不是博採眾長、用人類文化一切優秀遺產來提升大學生心智與道德；局限於再
傳思想或再傳之再傳思想，而不是元典理論與精神。給大學德育加入佛教智慧
及慧學，無疑是一種解開這種局限性的好辦法。 
  倫理規範無明性，指德育只注重輸入倫理規範，而不重視改善與提升受教
育者認知與倫理論知；只讓受教育者知其然，而不讓他們知其所以然。受教育
者只有在被告知何事不能做、何事能做之後，才能有正確道德行為；教育者疲
於告知，受教育陷於等待與依賴被告知的情結中。這樣，受教育者往往在回避
一件已告知惡事時，陷入另一件未告知惡事之中；在做一件已告知善事時，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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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另一件未告知善事。大學德育，經常陷於這種境地。這樣的德育，是無慧德
育，因此是無明德育；而無明德育，績效可想而知。  
  止惡行善，表像相同，而因緣各異。有人畏懼條法處罰而不敢為惡，有人
為盡條法規定義務而行善；有人受周邊價值判斷與止惡觀念約束而不為惡，有
人受公共行為準則與行善召喚驅動而行善；有人因心無迷妄、不生惡念而不為
惡，有人因明理厚德、本性生髮而自然行善。條法威懾下的止惡、條法約束下
的行善，均是表面文章，不斷除惡因，亦不種植善根；抑惡揚善，依賴於團體
與社會的條法建設。周邊價值判斷約束下的不為惡、公共行為準則驅動下的行
善，均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非自性使然；離惡向善，依賴於團體或社會
持續的價值強化與觀念刷新。無惡念而不為惡、本性生髮而行善，屬於自然；
斷除惡念而生善根，全因慧根、慧心、慧力、慧仗自然。  
  佛教慧學，能啟動慧根、激發慧心、激長慧力、激揚慧仗；佛教慧學注入
德育，能變無慧德育為有慧德育、變無明德育為有明德育。只有慧育與明育，
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大學生道德價值觀和道德狀況，培育大學生健全人格。  
  第三、深層作用：增強科學學科教育底蘊、提升人格教育績效  
  佛教慧學，通過顯性途徑或潛性途徑，注入科學學科知識系統，可以改良
學科教育模式與豐富人格教育途徑。  
  顯性注入，是將佛教智慧及慧學加入到科學學科知識體系之中，直接傳授
給學習者。可以採用多種方式，最重要的有兩種：一是確認，二是運用。  
  確認，是確認佛教智慧在各科學學科知識體系中的既有注入。佛教學說，
不止是（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科學學科群
中是不可忽視的一個大系。佛教慧學，不止是佛教僧眾修習與研究的學問，更
是溢出佛教領域，進入哲學、教育學、文學、醫學等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學
科，構成這些學科知識體系的重要成分或內容，這就是所謂的既有注入。梶田
叡一將教育目標分為知、情、意、技四大類型，又每個目標分為開、示、悟、
入四大層次（李守福，1988）；這種類型與層次學說，是佛教智慧及慧學在教
育學中的既在注入。康有為的變化理論，是佛教智慧及慧學在哲學與政治學中
的既在注入。案例極多，不再多述。  
  確認，是直面既有注入，是按照佛教智慧對它們進行描述與闡釋，而不回
避、不歪曲、不做粗淺評價、不做盲目批判。康有為曾經研究佛學，其變化理
論，與《金剛經》無相和無為法智慧，十分契合；而學者們大多將它與西方進
化論相提並論，極少言及佛教智慧及慧學對康氏的影響，也極少言及康氏慧根
與慧力。這種或有意或無意的回避，就是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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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是運用佛教智慧及慧學考察與闡釋科學學科問題。科學，無論是自
然科學還是人文科學，都是對現象（物質現象、自然現象、社會現象、行為現
象、心理現象、文本現象、等等）進行系統考察與闡釋的知識體系；對於相同
現象，不同的科學學科知識體系、或相同學科不同的學派，常常會有不同的考
察視角與闡釋結果。佛教智慧可以闡釋或協同闡釋各科學學科考察與闡釋的現
象，佛教慧學經常與很多科學學科知識彙通與契合。筆者將貓論與無為法互
釋，將教學與布施（授人以魚與財布施，授人以漁與法布施）比較，將布施功
德與教師教學功德貫通，將因材施教和靈山拈花相提並論，等等。這樣運用，
既可以拓寬學習者視野與思路、增加學習者學科認知力，又可以破除學習者偏
小知見、增加學習者無漏智光，從而提高學習者智慧、提升學習者人格。  
  潛性注入，是將佛教智慧及慧學加入到科學學科研究方法與方法論體系
中、加入到學科教學方法與方法論體系中，而不直接傳授給學習者。措施有多
種，本節僅選述其二。 
  一種是以佛教智慧及慧學方法指導與實施教學。現代大學教育從本質上說
是批量生產，學生分級分班，統一目標、統一規格、統一大綱、統一教材、統
一進度、統一考試、……，教師分教研室分課程組，統一課件、統一教案、統
一教法、統一測試學生、統一評閱試卷、……。這諸種統一，既浪費師生寶貴
時間，又窒息師生聰明才智（黃西元，1999）；可以說，它們既降低學習者心
智，又損傷學習者人格，完全與現代大學教育的宗旨背道而馳！佛教智慧，如
是觀教育與教學：所謂教法，即非教法，是謂教法；教無定法，以定法教，是
教行邪道，不能見真理。以佛教智慧指導教學、以佛教慧學方法實施教學，可
以改變這種批量生產模式。 
  一種是用慧學方法評估學業。現代大學，評估學業的主要方式是統一考
試，而統一考試又往往是統一題型與統一答案。在多數場合，學習者不必動腦
筋、也不能動腦筋，不必抒發、也不能抒發己見。這種學習業績評估機制與方
式，引導學習堅守定學固識、執迷偏見小識，不但不能增加學習者智慧，反而
會封閉已生慧根、遮蔽已具慧眼、損耗已有慧力。慧學方法評估學業，手段靈
活，方式多變，題型多樣；所試問題沒有預設（「標準」）答案，答案無正確
與錯誤之分，但有高低之別。區別高低，是學習者與真理的距離；遠者低，近
者高。禪宗五祖的接班人選拔考試，與弟子神秀與火夫慧能的答卷，應該是最
著名的案例；五祖的學業評估，應該是十足慧估。如果將慧學方法引入大學生
學業評估，不但可以開啓學習者智慧，而且可以培育大容型、靈慧型、創新型
人格，其導向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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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格發展，受智慧狀態制約；智慧發展，也受人格狀態制約。將佛教智慧
與慧學注入科學學科知識系統，可以達成人格教育式學科教育，也可以達成學
科教育式人格教育，既增強科學學科教育底蘊，又提升人格教育績效。人格教
育式科學學科教育，是達成健全人格的通徑。  
  現代大學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人才，才學
教育重要，人格教育更重要。沒有才學，不成為才；有才學而沒有健全人格，
只能沈淪勞作工具與操作器械，不能成為人才。人格教育是現代大學教育不可
忽視的大事。佛教慧學，對現代大學教育中人格教育的作用，則是不可忽視的
必然、實然、與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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