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  理  大  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計劃表 

科目名稱：(中)     禪宗經典導讀              (英)  Introduction to Zen Buddhism 

授課教師：  張國一          系別：     通識中心人文社會學科     專任  兼任 

開課班級 □校訂共同必修      □通識核心必修     □通識分類選修 

學分數 2   學分  2  小時       預備知識： 無 

授課方式 □口頭講授    □分組討論   □媒體教學   □上機實習   □其他（請詳述於後） 

教學

目標 

中文 

1.禪宗為中國佛教最興盛之一支，迄今不衰，在中國佛教乃至世界佛教中，佔有重

要地位。禪宗對於中國文化、藝術、文學、思想，乃至一般人民生活，影響深刻廣

大。 

2.達摩與惠能，無疑為中國禪史最具代表性的禪宗祖師，本課程擬介紹他兩人的重

要作品：《菩提達磨大師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觀》與敦煌本《壇經》。閱讀了這兩部作

品，修課同學可對禪宗思想，有一個重要的理解、掌握。 

3.對於宗教思想—尤其是佛教思想有興趣的同學，閱讀這兩部作品，無疑實參與了

一場重要的心靈饗宴。 

4.對一般同學而言，也可藉此，加深對禪宗的認識，進而加深對中國文學、藝術、

思想的理解與鑑賞力。 

5.當然，閱讀，進而對古文較為熟悉，也有助於同學文字寫作能力的提升。 

英文 

1. Zen Buddhism represents the most prosperous branch in the Chinese history, and 

remain its prestigious status until now. It enjoys a significant role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Zen Buddhism exerts profound influences on Chinese culture, 

art, literature, and even the daily lifestyles of ordinary individuals. 

2. Dharma and Huineng, undoubtedly, were two prominent Masters in the Chinese Zen 

history.  The course introduces two of their leading publications: “Puti Dharma 

Master’s Preliminary Debates on Entries to Four Dimensions of Mahayana” and 

“Holy Scripture” of Tunhuang Edition. This approach enables participants to gain a 

grasp and important comprehension of the thoughts of Zen Buddhism.  

3. With respects to religious thoughts,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m are interested in  

Buddhism, the reading of these two publications will immerse the participants a 

heartfelt appreciation of Buddhism.  

4. For other participants, it is also a great means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Zen 

and further, to strengthen their capacity for comprehending and appreci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arts and thoughts. 

Of course, reading helps acquaint the participants’ knowledge of ancient literature. This, 

in turn, will improve participants’ writing skills. 



教材課本 

1. 《菩提達磨大師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觀》，《卍續藏經》冊 110，臺北市：新文豐，

1993-1994 年。 

2. 楊曾文校寫：《敦煌新本六祖壇經》，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參考書籍 

1. 印順：《中國禪宗史》，台北市：正聞，1992 

2. 阿部肇一撰，關世謙譯：《中國禪宗史》台北市：東大，1991 

3. 鎌田茂雄撰，關世謙譯：《中國禪》，高雄市：佛光，1986 

4. 柳田聖山撰，吳汝鈞譯：《中國禪思想史》，台北市：商務，1992 

5. 洪修平：《中國禪學思想史》，台北市：文津，1994 

6. 張國一：《唐代禪宗心性思想》，台北市：法鼓文化，2004 

7. 楊惠南：《禪史與禪思》，台北市：東大書局，1995 

8. 潘桂明：《中國禪宗思想歷程》，北京：今日中國，1992 

9. 顧偉康：《禪宗六變》，台北市：東大，1994 

10. 何國詮：《中國禪學思想研究》，台北市：文津，1987 

教學進度 

及內容 

授 課 進 度 表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 

1  課程簡介與相關資料之準備 

2  簡說禪宗文獻一 

3  簡說禪宗文獻二 

4  《菩提達磨大師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觀》一 

5  《菩提達磨大師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觀》二 

6  《菩提達磨大師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觀》三 

7  《敦煌新本六祖壇經》頁 1-10 

8  《敦煌新本六祖壇經》頁 11-20 

9  期中考 

10  《敦煌新本六祖壇經》頁 21-30 

11  《敦煌新本六祖壇經》頁 31-40 

12  《敦煌新本六祖壇經》頁 41-50 

13  《敦煌新本六祖壇經》頁 51-60 

14  《敦煌新本六祖壇經》頁 61-70 

15  《敦煌新本六祖壇經》頁 71-78 

16  禪宗與中國文化、藝術、文學、思想一 

17  禪宗與中國文化、藝術、文學、思想二 

18  期末考 
 

本課程能達成 

通識之教育目標 

＊請老師勾選 

(複選) 

□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品德及人文教養的人。 

□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獨立思考和批判能力的人。 

□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自我學習的人。 

□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國際視野的人。 

□培養學生成為一個懂得愛護地球環境與保育生命的人。 

 學生基本素養 □人文反省素養。權重 25  % 



＊請老師勾選 

(複選，並填寫權

重。權重總分需為

100分。) 

□溝通表達素養。權重 25 % 

□社會實踐素養。權重 25 %  

□多元文化素養。權重 25 % 

□自然與健康素養。權重  % 

□資訊素養。權重  % 

□體育素養。權重  % 

成績考核方式 期中考：25  %、期末考：25  % 、平時成績： 50 % 

老師基本資料 

E-mail: 

教學網站: 教學網頁：「張國一的哲學林蔭步道(新)」        

http://au4242.epage.au.edu.tw/bin/home.php 

電話(公):  02-26212121      ext. 7725 

辦公室時間: 週一 4-5節、週二 3-6節 

地點: 研究室 

備註 
為鼓勵評分方式之多元化，避免僅以期中及期末考為評分依據，請詳述成績考核方

式，並於開學時宣佈，以強化學習效果。 

 

 

http://au4242.epage.au.edu.tw/bin/home.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