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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初級佛教華語教材範例 
 

本章依據第二章文獻探討，第三章第三節問卷調查的結果，第四章第四節初

級佛教華語教材內容的探定，和第五章佛教華語教材編寫之原則，設計出一套初

級佛教華語教材。第一節為教材編寫之模擬過程。第二節根據教材內容大綱，實

際設計一課做範例，包括課文對話、生詞表、佛法知識註解、文法解釋、練習活

動等。 

第一節: 初級佛教華語教材編寫之模擬過程 

一、對象 

此教材是設計給具有以下學習需求的越籍學僧： 

1. 學僧已有漢字閱讀理解的背景，曾經學過兩本教科書《漢文自學》和《初

等佛學教科書》，因此他們對漢字已認識，對中華佛教文化、思想既有興趣又想

深入研究。 

2. 學僧既有漢字閱讀的能力以達到中級程度又透過閱讀漢語、越語的佛經

而精通佛法義理，但是對華語語音認讀是零起點，因此無法與華人（台、陸、港）

進行溝通，尤其是在佛教的領域上，沒有語言能力與臺、陸、港的法師和居士交

流雙方的思想及文化。 

3. 學僧有機會經歷各所佛學院和大學中文系研讀，雖然對華語語言技能：

聽、說、讀、寫以達至中、高級程度，可是針對佛教華語的詞彙、語用，未有接

觸、掌握，想藉由自學此套教材，而從事翻譯與著作佛教故事、文學作品，提供

給越南人士和華僑、華裔參讀。 

雖然學僧都有漢字閱讀理解的背景，可是由於此教材屬於佛教華語基礎內容

介紹，因此語言層級設定從零起點開始，在第一課到第三課需要介紹華語語音

學，配合佛教語言內容，學僧學完了此教材可以達至CPT初級華語程度，所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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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詞彙約1500個左右。 

二、教材緒言 

本教材的內容取自馬來西亞佛教總會所編著之《佛學入門首冊》、淨空法師

所撰之《認識佛教》與李炳南所編著之《佛學十四講》及方倫所編之《初級佛學

教本》中之部分內容，加上師大國語中心所編之《初級實用視聽華語》及康玉華

和來思平合編之《漢語會話301句》中之部分資料，再加以研究者採用聽、說、

讀、寫四種語言技能重新編撰，希望能有效地幫助初學者學習佛法與研讀華語。 

研究者按照佛、法、僧的次序來編排教材的內容架構，加上依據星雲法師

（1997）所云：「人能弘道，而道不弘人」的觀點，所以本教材排課的順序與方

倫（1967）所編的《初級佛學教本》有所不同，就是說研究者將佛、法、僧的順

序排成佛、僧、法。從第一課至第四課是一方面介紹華語語音學，另一方面是介

紹寺院的日常生活與儀式演練。第五課至第八課是講述佛的意義，具體介紹三世

（過去、現在、未來）佛。第九課至第十二課是簡介三乘：聲聞、緣覺、菩薩講

述佛教的教理。第十三課至第十六課是說明三乘：聲聞、緣覺、菩薩共修的法門。

第十七課至第二十課是講述佛法的基本義理常識。 

以上的分類，希望能協助初學佛與學華語的學僧在佛法領域能認識佛教，正

確的入佛法之門。在語言溝通方面，能學得心領神會，達到字正腔圓、言語順暢

的學習效果。 

三、教材設計的步驟 

本教材依據全語言教學理論，為了訓練學僧聽、說、讀、寫四種技能，在每

一課都有對話的內容，生詞表、佛法知識註解，其次聽說的教學活動，接下來是

語法註解，在此學僧已經學過詞彙、掌握文法，就可以進行翻譯練習，最後安排

閱讀與書寫順練。 

四、教材單元內容大綱 

此教材設計五個單元，共有 20 課。因未進行實施教學，故研究者預測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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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實施的總時數為120個小時，應用於越南佛學院每週上六時，一個學期五個月

就可以完畢。 

序數 單元主題 課數 課名 內容大綱 

第一課 問候與稱謂 

第二課 寺院一天的生活 

第三課 梵唄的意義與儀式 

 

 

單元一 

 

 

生活化 

第四課 在素食自助餐選菜 

 

寺院的日常

生活與儀式

演練 

第五課 為什麽佛有十號？ 

第六課 今天是佛誕節 

第七課 極樂世界在哪裡？ 

 

 

單元二 

 

 

佛寶 

第八課 滿臉笑容的彌勒佛 

 

佛的意義與

其本生、本

事 

第九課 你去過中國的四大名山嗎？

第十課 目犍連救母的故事 

第十一課 自修自證的碧支佛 

 

 

單元三 

 

 

僧寶 

第十二課 玄奘大師的故事 

 

簡介三乘：

聲聞、緣

覺、菩薩 

第十三課 完善人格的五戒 

第十四課 僧團和諧的溝通法則 

第十五課 人與宇宙的關係 

 

 

單元四 

 

 

法寶 

第十六課 培養悲心的方法 

 

三乘：聲

聞、緣覺、

菩薩共修的

法門 

第十七課 給人間造福的法門 

第十八課 生活中的苦難 

第十九課 六道輪迴 

 

 

單元五 

 

佛法 

基本 

義理 

 
第二十課 大千世界 

 

正報與依

報，人天福

報及災難 



第六章    初級佛教華語教材範例 

109 

第二節：初級佛教華語教材單元之範例 

第二單元  佛寶 
單元簡介 

「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間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有如佛者。」 

佛寶是三寶（佛、法、僧）其中之一。佛是佛陀的簡稱，又稱為佛圖、浮圖、

浮屠等，其義為覺者，覺悟真理者之意，具有自覺、覺他、覺行圓滿。於其身者

有32相、80種好。此外佛還有十號：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

間解、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此單元不僅講述佛的意義，而且介紹三世諸佛（過去：阿彌陀佛，現在：釋

迦牟尼佛，未來：彌勒佛）的略史。 

第六課   今天是佛誕節 

學習目標 

首先指引學僧在日常生活如何提問時間（月、日、時）、個人的生日，再次

能區別國曆和農曆的差異，最後透過釋迦牟尼佛的簡述，能理解佛一代的史蹟。 

教學活動呈現四種技能的配比：聽、說、讀、寫加上翻譯，在不同的活動中

應各有自己適當的位置，從而使各項技能得到全面發揮，又能適應學僧重點需要。        

I. 課文對話 

今天是佛誕節 
A：今天是幾月幾號？ 

B：今天是五月八號。 

A：那是國曆，農曆呢？ 

B：四月十五號。 

A：今天是佛誕節。今天星期幾？你有沒有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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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今天星期天，我放假。 

A：現在七點半，我去市場買鮮花、水果。大概九點左右我們一起去寺廟浴佛。 

B：為什麽叫做佛誕節？ 

A：很久以前，在印度的迦毗羅衛國，摩耶皇后在藍毗尼園生下了太子，太子29

歲時，去出家修行，後來證道成佛1，稱號為釋迦牟尼2。 

B：我懂了，因為紀念釋迦牟尼佛的生日，所以佛教徒把他出生的四月十五號定

為佛誕節也叫做浴佛節。我問你國曆12月25號是什麽節日？ 

A：那天是聖誕節，是耶酥的生日。 

B：你的生日是幾月幾號？ 

A：8月1號。 

B：我記住了，到那天我幫你慶生。 

II． 生詞表 

1. 幾        幾         j-               kỷ            mấy 

 例：你幾點起床？ 

2. 月        月         yu8             nguyệt         tháng 

 例：這個月我去上海。 

3. 號（日）  號（日）  h4o( r=)          hiệu (nhật)      ngày 

 例：昨天五號。 

4. 農曆     農曆      n@ngl=          nông lịch        âm lịch 

 例：農曆4月15號是佛誕節。 

5. 國曆     國曆      gu@l=           quốc lịch        dương lịch 

 例：國曆12月25號是聖誕節。 

6. 佛誕節   佛誕節    f@d4nji6          Phật đản tiết     lễ Phật đản 

例：幾月幾號是佛誕節？ 

7. 市場      市場      sh=ch3ng          thị trường       chợ 

                                                 
佛法知識註解 
1 佛：梵語 buddha 的音譯，全稱佛陀、浮屠。意譯覺者、知者，覺悟真理的人。 
2釋迦牟尼佛是裟婆世界的教主。 

釋迦牟尼是他成佛後所稱的號，其含意：釋迦是佛之性，牟尼是佛之名，譯為「能仁寂
默」，能即能力，仁即慈悲。寂者，不為苦樂所動；默者，不為煩惱所擾，自度度他，
功德圓滿。故稱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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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我去市場買花。 

8. 寺廟      寺廟       s=mi4o           tự miếu         chùa 

 今天沒上班，我去寺廟拜拜。 

9. 浴佛      浴佛       y*f@             dục Phật        tắm Phật 

 例：4月15號是浴佛節。 

10.生下      生下      sh5ngxi4        sanh hạ         hạ sanh 

 例：皇后在藍毗尼園生下了太子。 

11.出生      出生      ch%sh5ng       xuất sanh        chào đời 

 例：春天象剛出生的小孩兒，充滿了希望。 

12.出家      出家      ch%ji1          xuất gia  

 例：你幾歲去出家？ 

13.修行      修行      xi%x0ng         tu hành 

 例：台灣的寺廟幾乎都在山上，這樣較好修行。 

14.後來      後來      h$ul2i          hậu lai        về sau 

 例：她兩年前住在新竹，後來搬家到台北。 

15.證道      證道      zh8ngd4o       chứng đạo 

 例： 看你這麽用功誦經、拜佛，一定很快就證道。 

16.成佛      成佛     ch6ngf@         thành Phật 

 例：你怎麽知道他已經成佛了？ 

17.稱號      稱號     ch5ngh4o        xưng hiệu 

 例：在西方極樂世界有一位佛稱號為阿彌陀。 

18.紀念      紀念     j=ni4n           kỷ niệm 

 例：你快回國了，我送給你這件禮物作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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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生日      生日     sh5ngr=          sinh nhật         ngày sinh 

 例：今天是我媽媽的生日。 

20.節日      節日     ji6r=            tiết nhật          ngày lễ 

 例：五月五日是什麽節日？ 

21.聖誕節    聖誕節   sh8ngd4nji6      Thánh-đản tiết     lễ No-en 

 例：小孩兒都喜歡在聖誕節的晚上得到聖誕老公公的禮物。 

22.記住      記住      j=zh*           ký trụ             ghi nhớ 

 例：你記住她的名字，不要說錯。 

23.慶生      慶生     q=ngsh5ng        khánh sanh         mừng sanh nhật 

 例：今天是小蘭的生日，我們班到她家幫她慶生。 

 

專有名詞 

1. 印度       印度        y=nd*         Ấn độ          nước Ấn độ 

2. 迦毗羅衛國 迦毗羅衛國 ji1p0lu@w8igu@   ca-tỳ-la-vệ quốc  nứơc ca-tỳ-la-vệ 

3. 摩耶皇后   摩耶皇后   m@y6hu2ngh$u   Ma-da          Ma-da  

4. 藍毗尼園   藍毗尼園   l2np0n0yu2n      lâm-tỳ-ni viên    vườn lâm-tỳ-ni 

5. 耶酥       耶酥       y5s%           Giê-su          chúa Giê-su 

III. 看下列的表練習說話 

 

正月初一 彌勒尊佛佛辰 
2月19日 觀世音菩薩聖誕 
4月初4 文殊菩薩聖誕 
9 月 19 日 觀世音菩薩紀念 
9 月 29 日 藥師佛佛辰 
10 月初 1 台北府城聖誕 
8月27日 

 

 

 

 

是 

至聖先師孔子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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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看圖回答問題 

1現在幾點？ 

                    

2這個月是幾月？ 

                 

V. 文法解釋  

1 是：là 

 Là động từ làm vị ngữ trong câu, lọai câu này chủ yếu dùng để diễn đạt thời 

gian, tuổi tác, quốc tịch và số lượng v.v… 

 例：明天是9月9號，星期五。 

  她是中國人，我不是台灣人。 

2 在：ở . 

Là động từ làm vị ngữ trong câu, chủ ngữ là người hoặc sự vật hiện hữu, 

tân ngữ của nó cũng là người hoặc sự vật hiện hữu ở một địa điểm. 

例：摩耶皇后在藍毗尼園，生下了太子。 

3⋯⋯⋯⋯＋的時候 có thể viết gọn dưới dạng ⋯⋯⋯⋯＋時: khi 

 Là cụm từ chỉ thời gian làm trạng ngữ, đứng trước ＋的時候 có thể là danh 

từ (động từ, hình dung từ, hoặc một cụm chủ vị). nhằm giới thiệu thời gian cụ 

th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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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摩耶皇后到四十五歲的時候，才懷孕太子。 

  摩耶皇后回娘家時，半路上停在藍毗尼園休息。 

4「把」字句: câu chữ [把] 

 Thường dùng để cường điệu hóa việc giải quyết sự việc và kết quả của sự 
việc. giới từ 「把」và tân ngữ của nó luôn luôn đứng sau chủ ngữ và đứng trước 

động từ , đóng vai trò trạng ngữ trong câu. 

例：佛教徒把釋迦牟尼佛出生的四月十五號定為佛誕節。 

5因為⋯⋯所以⋯⋯：cập liên từ chỉ nguyên nhân và kết quả 

 Dùng để miêu tả nguyên nhân xẩy ra sự việc và kết quả của sự việc. 

 例：昨天因為下大雨，所以我不到你家。 

6為：là 

 Động từ làm vị ngữ trong câu, biểu đạt sự khẳng định。 

 例：太子得到父王命名為悉達多。 

7量詞替換表 

名詞 量詞 

床 張 

大象 頭 

故事，新聞 則 

馬 匹 

魚，龍 條 

佛 尊 

花 朵 

 

VI. 翻譯 

A聽後口譯為越語 

很久很久以前，在印度的迦毗羅衛國，摩耶皇后在藍毗尼園生下了太子，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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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29歲時，去出家修行，後來證道成佛，稱號為釋迦牟尼。 

B筆譯為越語 

因為紀念釋迦牟尼佛的生日，所以佛教徒把他出生的四月十五號定為佛誕節

也叫做浴佛節。我問你國曆12月25號是什麽節日？ 

 

VII. 聽錄音與看圖說話 

 

                                 
皇后夢見一頭大象                  太子出生 

 

VIII. 閱讀練習 

 很久以前，在印度的迦毗羅衛國有一位英明仁慈的國王名叫淨飯，他和拘利

國公主摩耶結婚很久都沒有孩子。一直到皇后四十五歲的時候，在一個夜裡，皇

后睡著的時候，夢見一頭大象走到她的旁邊，從右脅進入腹中，從此皇后就懷孕

了。 

 在4月15號皇后回娘家，半路上停在藍毗尼園休息，沒想到皇后在這個地

方生下了太子。太子出生時天上飄著香花，還有九條龍吐水幫他洗澡。太子剛剛

出生就走了七步，腳踏過的地方，出現了七朵蓮花。 

 

 

 

IX. 依據課文內容選擇正確的答案 

1 太子的父王是誰？ 

A摩耶皇后 □      B淨飯王 □       C阿私陀 □       D悉達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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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摩耶皇后是哪國的公主？ 

A迦毗羅衛國 □    B拘利國 □       C拘薩羅國 □     D舍衛城 □ 

3太子在哪裡出生？ 

A藍毗尼園 □      B苦行林 □       C阿那瑪河 □     D尼連禪河 □ 

4剛剛出生時，太子周行幾步？ 

A三步 □          B九步 □         C七步 □         D一步 □ 

5太子幾歲去出家？ 

A 16歲 □        B 21歲 □         C 7歲 □         D 29歲□ 

X. 討論問題 

1. 淨飯王是哪一國的國王？ 

2. 摩耶皇后夢見大象了以後發生什麽回事兒？ 

3. 為什麽太子出生在藍毗尼園，而不是在皇宮？ 

4. 太子出生時有什麽瑞相？ 

XI. 譯成中文 

 Ngày xửa ngày xưa, ở nước Ca-tỳ-la-vệ có đôi vợ chồng rất nhân hậu, đó là 
vua Tịnh-phạn và hoàng hậu Ma-gia. Một hôm hoàng hậu nằm mộng thấy bạch 
tượng chui vào bên hông phải của bà, từ đó hoàng hậu mang thai. 
XII. 用所給的詞彙練習寫一段短文約 50個漢字 

 主題：你的生日 

 詞彙：因為⋯⋯所以⋯⋯ 

     ⋯⋯把⋯⋯ 

     星期天，放假，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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