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落實四種教育 
 
 

1 

落落實實四四種種教教育育 

《和諧世界從心開始》 

2006 年 1 月 4 日對香港佛陀教育協會同學的談話 

淨空法師修訂 

2005 年 11 月我參加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迪長老召開的「首要全

球和平論壇」。這是馬哈迪長老退休之後，深感全球的動亂不安，必須

化解。在全世界，有許多志士仁人莫不共同努力；聯合國也在尋求消

弭衝突，促進和平的方法。從七十年代到現在整整三十五年了，每年

投入的人力、財力、物力都難以計算。但是全世界的衝突頻率年年上

升，災害一次比一次嚴重，使許多從事和平工作的專家、學者都失去

了信心。我參加過五次，代表大學、代表澳洲，也認識了不少人。會

議結束之後我們在一起聊天，大家都搖頭，建議很好，不能落實，哪

個政府能接受你的建議？ 

去年我訪問美國，跟美國許多朋友也談到這些問題。消弭衝突、

促進和平是今天舉世人們的關心。各個階層，各行各業，都關心世界

的安定和平。我告訴這些朋友們，化解衝突，武力做不到。目前確實

有一部分人總認為用「報復」的手段可以制止恐怖活動，事實告訴我

們，這是不可能的。中國古聖先賢教導我們，「冤冤相報，沒完沒了」，

用武力鎮壓來解決，只有增長仇恨，冤結愈深，很不容易化解，這個

道理要懂。 

美國對恐怖分子採取武力、報復，於是這些弱小的族群，他們用

恐怖的方法來對付美國。我在大會裡也講到，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戰爭。

這個戰爭的方式讓擁有核武、飛彈，最先進武器的大國用不上力，你

在明處，他在暗處。一年發動三、四次，或更多次的恐怖活動，讓你

全國人民每天都生活在緊張的氣氛中；這場戰爭他們打勝了。他讓你

每天防不勝防，人若長期生活在緊張恐懼之中，連續個三、五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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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人會精神失常，這個麻煩就大了。所以不能把此事看作小事，

事情必須要解決，戰爭的手段解決不了，須要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 

我們看到，聯合國為這個問題，開過許多次會議，也解決不了。

可是這個問題非常迫急，必須早日解決。有沒有更好的方法？於是使

我們想起七十年代英國歷史哲學家湯恩比所說：「解決二十一世紀社會

問題，只有中國孔孟學說與大乘佛法。」他這個提示確實有遠見、有

學問。 

中國傳統的教學，儒家繼承了，所以我們說儒家，也可以說它代

表了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冷靜思惟，今天講到儒家，大家一定會想

到四書、五經、十三經，這些經教行嗎？能解決問題嗎？再說到大乘

佛法，一定就會想到般若、華嚴、法華……諸多高深的經典。所以我

才提出，四書五經、十三經是儒家的枝葉花果，非常好看；大乘經論，

也是佛法的枝葉花果，你把它採下來，插在花瓶裡供養，是很好看，

但是它沒有根；恐怕也解決不了問題！ 

湯恩比的話沒有說錯，我們如果要真正解決問題，需要找儒的根，

佛的根。根不好看，也許沒有人重視，但它是活的，它會生長、茁壯、

開花結果。化解衝突、恐怖，要從根救起。二次大戰之前，二十世紀

初，歐洲有一些學者他們曾作研究，「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三個都消失

了，唯獨中國還存在，這是什麼原因？」他們研究的結論認為，「可能

是中國人重視家庭教育的緣故」。此語非常正確，我完全同意，中國教

育的特色是在家庭。 

所以中國教育有五千年的歷史，五千年的經驗，五千年的智慧，

五千年教學的方法與內容，五千年的成果。這是任何一個有智慧、有

遠見的人，都不敢疏忽的。中國人怎麼教的？教什麼？中國人真的是

會教！所以我常講「聖賢是教出來的，佛菩薩也是教出來的，好人是

教出來的，恐怖分子也是教出來的」。看你教他什麼。所以《禮記．學

記》中有兩句名言，「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教學太重要了。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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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國家富強，靠什麼？靠教育。家庭也是如此，夫婦的結合，

建立一個家庭，家庭什麼最重要？教學為先，這就是中國人重視家庭

教育的緣故。 

孩童從什麼時候受教？一般都是講嬰孩出生後大約三、四天就開

始。他眼睛睜開了，雖然還不會說話，他會看、他會聽。做父母的、

做大人的，用什麼教？「身教」！在嬰孩面前言談舉止都不能隨便。

中國自古留傳下來著名的家教、家規一類的著述很豐富，有幾十家之

多。而清康熙年間李毓秀編輯的《弟子規》是集中國家教的大成之作，

這就是權威代表性的著作。編得好！它的底本，應是宋朝朱子（朱熹）

所編的《童蒙須知》。《弟子規》依此藍本，再刪節補充成為完本。 

這個本子不是教嬰孩念的，不是教嬰孩做的。是教為人父母的務

必要把每一條都做到，做給嬰兒看。嬰兒天天在看在聽。所以做大人

的在嬰孩面前，言談舉止全是正面，決定沒有負面的。他看了三年，

這是中國諺語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受了三年純正純善的

教育，根深蒂固了，所以三歲孩童就有能力辨別善惡，知道這是好的，

這是對的，那是錯的，三歲就懂得。所以中國古老的諺語說「三歲看

八十，七歲看終身」，看什麼？看他的教養，看他有能力辨別邪正、辨

別是非、辨別好醜，他有這個能力。換句話說，這三年家人在他面前

的表現，他全都學會了。這是《弟子規》，這是家教，倫理道德的根紮

下去，他怎麼會變壞！這個道理我們要懂。 

最早的家教是胎教。做母親的人，當她懷孕時就開始教育；在中

國第一位應是周文王的母親，太任。中國社會，先生稱妻子為「太太」，

「太太」這個名詞怎麼來的？我問過許多人都不知道。「太太」是周朝

開國時的三位婦女。周文王的祖母太姜，他的母親太任，他自己的夫

人太姒，這三位皆是聖人之母。一家祖孫三代，出了好幾位聖人，這

是母親會教。太任在懷周文王時，史書上記載，她能做到「目不視惡

色」，眼不看一切不好的東西。為什麼？她知道這會影響胎兒；「耳不

聽淫聲」，不善的音聲，絕不聽；「口不出傲言」，足以證明她是以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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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和孕育胎兒。身語意三業淨善都做到了，胎兒出生就是周文王，他

是聖人；聖人是母親教出來的。在一般人家，家教沒這麼早，大概都

是嬰孩出生後幾天，大人就很注意教養了，這是中國的教育。從小紮

下倫理道德的根，一生都不可能變壞。 

家庭如此，社會亦如此，無論哪個行業，現在講的公司行號也都

是如此，老闆對員工施教，教育重要。我們這幾年極力宣揚，第一個

響應的是「北京大方廣公司」，老闆盧利國先生，他聽了之後很歡喜，

樂意做試驗。所以他雇用員工，第一個月領工資不必工作。每天專上

《弟子規》的課，學一個月。一個月學完之後問他，「你願不意參加這

個公司工作？」願意，就歡迎你進來；不願意，你可以到別家去。他

們公司做得很成功，員工不要人管，所以老闆很輕鬆。每個人都非常

認真負責工作，都能互助合作，工作配合得非常好。收到這麼好的效

果。我們希望傳統的教學再推廣。現在已經有不少公司老闆覺悟了，

雇員工要考《弟子規》，《弟子規》不及格就不錄取，這是很好的辦法，

希望這個辦法從中國慢慢推廣到全世界。 

所以我們要明瞭，解決一切衝突只有靠「教學」，「教學」是用真

誠感化，倫理道德的感化。我們今天這個題目，重點就是怎樣落實「四

種教育」，化解衝突，恢復安定和平。我們不說「促進」，為什麼？世

界本來是安定的、本來是和平的，為什麼搞成這麼亂？疏忽了「教學」，

我們要覺悟。今天，中國傳統教育的根—《弟子規》的教育，要怎樣

才能落實？怎樣才能真正幫助社會，達到我們教學的目標？這種教育

在中國至少已經脫序三代了，三代的人都沒有學過，所以現在大家對

它感到非常生疏。三代，大概是將近一百年的時間，大家疏忽了傳統

教學，現在我們又把它找回來。我們知道宇宙是和諧的，地球上所有

生物也是和諧的，我們講恢復安定和平，這要靠弟子規的教育。 

倫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宗教教育 

中國教育並無嚴格的學制，在形式上略有四種，第一是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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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學校教育（從前的私塾教育），第三、社會教育，第四、宗教教

育。可是現在一般人大多與傳統脫序了，所以對這個講法非常生疏。

講倫理道德，他們說這是古代封建的東西，不適合於現代人；現代人

還講什麼倫理道德。講到因果跟宗教，他說這是迷信，完全排斥。這

個問題不單是在中國，在全世界許許多多國家地區，我們經歷過，跟

人交談時多數都不懂得，因此我們必須加以解釋。 

（1）什麼是「倫理」？「倫」是類，人與人是一類，物與物也各

有其類；「理」是道理，人與人相處有它的道理，物與物相處也有一定

的道理。所以倫理的教育，就是教人明了「人與人相處的關係」。你說

重要不重要？人與人的關係若是不知道，就亂了。在家庭，父子的關

係、夫婦、兄弟的關係，如果能懂得，就會相處得很好，家和萬事興。

不懂這些關係，問題就來了，夫妻衝突了，父子兄弟不和了。所以我

在聯合國會議上談化解衝突，衝突在哪裡？衝突在家庭，不在外面，

你看世界上離婚率多高，為什麼會離婚？還不是夫妻衝突嗎？你們有

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這是一切衝突的根源。夫妻衝突、父子衝突、

兄弟衝突，在現前的傳媒、報章上去看，每天都有，這個問題非常嚴

重。 

去年我在歐洲訪問，巴黎、倫敦當地的同學告訴我，最近兩個星

期出了一樁事，報紙上都登了；弟弟把哥哥殺了，弟弟才十四歲。父

親殺兒女，兒女殺父親，常常聽到。我跟他們說，現在我們在全世界

報導裡一個星期會聽到幾次；十年之後，每天將會聽到幾十次；二十

年之後，一天可能會聽到二、三百次，這成什麼世界？這就是西方宗

教所講的「世界末日」啊！ 

我說世界末日不是地球毀滅，也不是核武戰爭，而是倫理道德完

全沒有了。人與人相處沒有一點恩情，彼此充滿了怨恨，三句話聽得

不順耳，就動刀動槍了。沒有父子、兄弟的情義，這個社會還成什麼

社會？這叫做「世界末日」，你想想多麼可怕！往昔在東方有中國傳統

教育、有印度的宗教教育；在西方也有宗教教育，維持世界社會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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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平數千年。現在科學發達，人們不相信有神了。科學家一開口：「拿

證據來！你說上帝，你把證據拿來，上帝在哪裡？我們要看到才相信，

看不到就不相信。」一跟他講因果－「因果在哪裡？我沒有看見。」

所以必須要澄清。 

中國傳統教育已有五千年，教什麼？就是教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教了五千年。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大的族群，能夠安定，和睦相處，

互助合作，靠什麼？靠教育。中國教育的核心就是一個「愛」，愛的教

育，五倫的第一句「父子有親」，這個「親」就是「親愛」。「夫婦有別，

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別、義、序、信」皆是「親」字

的異稱，其體一也。五千年就教這個，一直到清朝末年還是教這個。

它如果不好，如果有問題，應該早就被淘汰掉了，為什麼朝朝代代都

遵守著這個教學綱領？必然有它的道理。 

「親」是親愛，是天性。什麼時候看得出來？2003 年，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在岡山召開一個國際和平會議，我去參加，當地的同修有十

幾個人跟著我一道。有位女同修帶了她四個月大的小孩，長得很好，

每個人都喜歡逗逗他。我就讓大家來看，我說，你們細細觀察「父子

有親」，你能親眼看到。你看父母對這個嬰兒的愛，出自於天性；這個

嬰兒對父母的愛，也是天性，沒有人教。你細心去觀察，你才懂得「父

子有親」這句話的意義。中國古代傳統教育就是從這裡興起來的，從

這裡建立的。教育的目的：第一、希望這種「親愛」，天性的親愛，如

何能保持一生不會變質。第二、是希望將「父子有親」的「親愛」發

揚光大，知道愛父母、愛兄弟、愛家族、愛鄰里鄉黨、愛社會、愛國

家，再擴充到愛一切眾生。 

所以整個教育的核心就是一個「愛」字，現在講「愛的教育」。中

國人自古至今皆是接受這種教育，五千年歷史當中，中國從來沒有侵

犯過別的國家，在歷史上找不到中國人跟哪個國家打過仗，沒有佔領

過他國尺寸土地。這是個愛好和平的族群。因為他們從小就接受和平

的教育，愛的教育，能夠捨己為人，不強佔別人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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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七次下西洋是一個很好證據。在六百年前，今年(2006 年)是

鄭和下西洋六百週年紀念，南洋多國人民皆熱烈慶祝。當時鄭和的船

隊，是世界上最龐大的海軍，有二萬八千人，他坐的寶船（旗艦），船

的長度 150 公尺，有兩個太和殿那麼長。就像現代的航空母艦一樣，

木造的，用風帆。有十幾個桅帆。我們看到通常帆船有三桅、四桅，

五、六桅，它有十幾桅，那麼大的船！在西方從來沒有過。哥倫布發

現新大陸的那艘船要放在它旁邊，只有它的幾分之一，變成小船了。

我當時看到船隊的模型，非常驚人！想六百年前，中國造船技術已是

世界一流。 

鄭和是中國人，也是穆斯林，七次下西洋，沒有發展殖民地，沒

有侵佔他國一寸一尺土地。跟當地人往來互相送禮物，當地人送的土

產向中國皇帝進貢，中國皇帝一定有回禮賜給他們，回禮比他進貢的

一定要多出一倍以上，這是中國人的厚道。為什麼會這樣做？教出來

的。是從小教出來的，以厚意對人，對待別的國家總是真誠的禮遇。

所以當他們真正了解中國歷史文化，如湯恩比之流，他會相信這個教

育是真的，今天二十一世紀全面動亂的社會，確實需要中國傳統教育。

所以我跟聯合國的官員們建議少開會，開會勞民傷財，沒有結果。要

多辦講座，多辦學，辦班教學。 

我到巴黎訪問，蔡禮旭、楊老師隨行；我們在那裡開《弟子規》

的班。講三天，每天五小時，總有十五小時課程。我也請聯合國的幾

位官員來聽。我說，「你看，辦班上課的效果，比開會的效果好！」聽

課的華僑，都是臨時通知，約有六百多人。最後一堂，我向大家介紹

中國傳統教學，聽眾一千多人，大家都很歡喜，希望我們常常去辦。

我說「好，你們去組織，最好歐洲的華人都聯繫到，能有一、二萬人，

我們的弟子規教學活動，對歐洲宣揚中國傳統教育，相信會起一些作

用。」所以「父子有親」這個教學核心，是一切教育的重點。 

日本江本勝博士做水實驗，他證明了「愛」與「感恩」會令水呈

現出最美好的結晶。悟平師在前年，偶然看網路發現了，下載四張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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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給我看。我看了之後非常歡喜，想到《楞嚴經》上有一段經文，「諸

法所生，惟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若諸世界，一

切所有……咸有體性。」從他的實驗中證明了此段經文，很難得。所

以當時我就讓同學們跟他聯繫，邀請他到澳洲來親自為我們做報告。

他接受我的邀請，在澳洲做了幾次講演，在我們學院、昆士蘭大學，

介紹幾個地方讓他來說明。那時他已經實驗第八年了，今年（2006）

應是第十一年。他的實驗結果，發現讓水產生最美的結晶、最殊勝的

結晶，就是「愛」與「感謝、感恩」，這兩個觀念的結晶是最美的，任

何善心善意都不能跟它相比，他說這是宇宙的核心。 

我到日本參加了兩次聯合國的會議，也到東京去參觀他的實驗

室，聽他最新的報告。他看到我很歡喜，因為他到澳洲訪問，是我邀

請他，當時我已出國弘法，沒能接待；但他對我們學院的接待很滿意，

所以我到東京他非常歡喜。見面之後他問我，法師，你是怎麼樣保養

的？我告訴他，我保養的方法就是你實驗的結果。他愣住了，說，我

實驗什麼結果？「愛、感恩」。我說，「愛、感恩」我落實做到了，你

雖然實驗了十年，你沒做到，你只知道這個道理，你沒能落實。所以

我就告訴他，「愛心遍寰宇，善意滿人間」，我送他這兩句話。善意就

是感恩，我說，這是符合你的實驗，你一定要很認真努力去做，你的

身體就會好。這是科學證明了「境隨心轉」，「一切法從心想生」。 

我們身體內的器官、細胞，都是活的，心地善，它全部都變善變

美好。所以人為什麼會生病？貪瞋痴會生病。貪瞋痴是很不好的念頭，

這個念頭多，身內細胞都有毒素，他怎麼會不生病？若把貪瞋痴消除

了，只有愛心、只有善意，身體怎麼會生病？我說這些，江本先生立

刻點頭，他肯定，他理解，他從實驗室內得到這個訊息。所以倫理教

育裡的「親愛」是核心，是中心，必須要知道。整個宇宙就是愛，整

個星系也是愛。中國古聖先賢在五千年前就發現了，真正是有智慧，

用「親愛」做教學的起點，也是終點。 

五倫下面是「夫婦有別」，「別」是什麼意義？是不同的任務。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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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結合，組成一個家庭，家庭裡最重要的兩樁事，一是物質生活，一

是教育。這是兩樁大事。古時先生對外，負責家庭經濟生活，太太在

家教育下一代。你家的後代有沒有賢人，有沒有聖人，這是太太的任

務。所以太太，太偉大了！你看印光大師在《文鈔》裡極力讚歎婦女。

他說現代的婦女不懂事，放棄自己神聖的任務，到社會上去跟男人爭

賺錢。錯了！你這一生事業再成功，你家下一代沒有人才，下一代沒

有良好的教育，你的一生事業只等於零。 

所以中國人講「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我講得很多，「無後」不

是說你有兒孫就叫有後；兒孫要受過教育，好兒孫，是聖人、是賢人、

是好人，這才叫「有後」。這完全要靠太太教育。所以稱「太太」，是

希望婦女要學太姜、太任、太姒。這三太是婦女的模範，三位大賢人

培養出聖賢的兒孫；「無後為大」是這麼一個意思。所以一定要懂，夫

婦各有不同的任務。 

如果說現代這個社會，太太很能幹，有能力，出去賺錢謀生。先

生就要在家裡教小孩，一樣的，男女平等，總有一人要照顧下一代。

如果不顧下一代，這叫大不孝。因為你家後代沒有人才，我們一定要

懂這個道理，這是「親愛」的落實。 

「別」，在夫婦，「別」就是親愛；在君臣，領導與被領導，「義」

就是親愛；在長幼，「序」就是親愛；在朋友，「信」是親愛，在各個

不同的領域它有一個名稱，總的都離不開父子有「親」。所以這是「良

好的人際親愛關係的教育」。你說倫理教育重不重要？所以我用這個簡

單的言語來詮釋它，讓大家不至於產生誤會。中國五千年需要它；五

千年之後還要不要它？再過五千年之後還要不要它？不要它不行！這

五個教育綱領超越時空，不但中國人需要它，外國人也需要它。所以

現在西方人也知道倫理道德的重要了。 

去年六月我接受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比爾先生的邀請，訪問華府，

跟布希總統見了面，我就提出倫理道德教育非常重要。現在同學把《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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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規》翻成英語，我也寄一本給他。我還提出中國傳統教學的《弟子

規》，大乘佛法《十善業道經》，與美國隆．克拉克所著的《教育的五

十五個細節 The Essential 55》相類似。隆．克拉克是一位小學老

師，他將幼時祖母教給他做人的方法，編寫成五十五條，教導小學生，

非常成功。他的教學在美國很轟動，總統曾召見了三次，這本書銷售

已經超過一百萬冊。《弟子規》與《十善業道》的內容比它更豐富，很

值得做參考，我把它介紹給美國的朋友。 

(2)道德教育，什麼叫「道」？什麼叫「德」？「道」是大自然運

作的規則，我們今天講的自然現象。你看植物，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這是自然的法則，自然的法則就是「道」。在人倫上講，父子、

夫婦、君臣、長幼、朋友，這是「道」。這不是哪個人發明的，不是哪

個人制定的，它是自自然然的。親、別、義、序、信是「德」，隨順自

然即是德。人不可破壞自然法則，（生態平衡），破壞自然就有災難、

就有災害。道德教育的內涵，第一、是人與人平等對待、和睦相處、

互相尊重合作的教育。第二、是人與自然界萬物的平等博愛、共存共

榮的生態平衡的教育。第三、教人應知修身為本，反求諸己；怎樣做

一個好人的教育。第四、就是古聖先賢所說的，『教人從不善的習性回

歸到自性本善的教育』。所以教學一定要肯定「人性本善」。你看《三

字經》第一句就說，「人之初，性本善」，這是孔子在《論語》上說的。

教育必要肯定人性本來都是善良的。世間沒有惡人，惡人是什麼？是

沒有受過倫理道德教育，他被不良的風氣感染成邪惡的習性，是這麼

一個原因。教育是什麼？教育就是幫助他從不良的習性，回歸到善良

的本性，這是教育，這是道德教育。 

(3)因果教育是真正使人們：『脫貧致富的教育』，『脫愚昧、開智

慧的教育』，『離苦得樂的教育』。 

佛陀說，財布施是因，得財富是果，這就是脫貧致富！讓你發財

的教育。法布施是因，開智慧是果；這是使你真正得到聰明智慧的教

育。第三、離苦得樂。無畏布施是因，健康長壽是果。唯有因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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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使人得財富、得智慧、得健康長壽。怎能不學？不學則一切都得

不到。天天妄想決定是想不到的。因果教育也是教人：『安分守己，不

怨天不尤人的斷惡修善教育。』 

(4)宗教教育。這是『前三種教育的昇華，人生最高的享受。』所

以宗教教育包含了世出世間的教學。探討、求證『人與不同維次空間

生物的關係』。以及『人與天地萬物真相的關係教育』。這都是大家非

常關心的事。宗教教育有詳實的說明。我們真正能落實這四種教育，

什麼樣的衝突都可以自然化解。宇宙、萬物本來是平等對待，和睦相

處。現在我們所希求的「化解一切衝突，恢復世界永久和平」只有依

靠教育、教學的方法才能達到。 

 

淨空法師專集網站(簡)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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