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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覺之教育理念探索品德教育策略

邱兆偉

壹、前言

　　《天下雜誌》在2003年11月發表有關國民中小學品格教育的調查報

告，八成以上的教師及家長都認為非常重要，而四成多教師及六成家長認

為台灣社會普遍的品格，比十年前差很多，相反地，很少人認為比十年前

好很多。教師及家長對於「社會對品格教育最具不良影響的是哪些」之反

應，彼此之間具有相當一致的共識，鎖定五項最具不良影響的來源，為：

政治人物、電視節目、新聞媒體、演藝人員、網路，以及電動玩具。(何

琦瑜，2003a:42-46)又，國中學生是最需要培養的能力，依序是「獨立思

考」、「挫折忍受力」、「自律精神」、「有自信」、「勇敢」、「同理

心」，以及「誠信」(何琦瑜，2003b:表十之1，51)；此等最需要培養的

能力，可以作為品格教育核心價值之參考。其後，教育部2004年12月公布

「品德教育促進方案」，並於2006年修訂。2006年《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

方案》強調品德教育的「核心價值」，其言云：

　　品德教育不僅在強化個體優質品格面向，增進個人生活幸福，更期奠

定公共領域之共識基礎與規範，增強身為現代公民應有之核心價值、行為

準則與道德文化素養，使社會更朝良善發展。

本案之品德教育方案目標如次：

　1.增進各級學校學生對於當代品德之核心價值及其行為準則，具有思　

　　辨、選擇與反省，進而認同、欣賞與實踐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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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引導並協助各級學校發展以「學校」結合學群/社區之「品德校園文化

　　營造」予以推動，使全體成員(包括學生、教師、行政人員、家長、或

　　結合社區/民間人士等)，於對話溝通與共識凝聚歷程中，建立其品德

　　教育之核心價值、行為準則，及其校園優質文化之方向與願景。

　3.提升家長/社區對於品德教育之重視程度，並增進其對於當代品德之核

　　心價值及其行為準則之認識與實踐，進而發揮家庭/社區教育之德育功

　　能，並期與學校教育產生相輔相成之效。

　4.結合各級政府、家長與民間(媒體)等資源，強化社會之品德教育功　

　　能，並藉以喚醒社會各界對於當代品德之重視與體現，進而提升全民

　　道德文化素養。

　　由上所述，近年來國內朝野對於推動學校品德教育，已凝聚了強烈的

共識。但是，如何將崇高的道德理念落實於內心與行為，鎖定其落實的切

入處，是必須掌握的一個重大課題。否則，徒有千言萬語歌頌道德理想，

規劃品德教育方案，終就一切落空，一事無成。

　　國內倡導「覺之教育」佛教領袖，有：曉雲法師、證嚴法師、惟覺法

師、及馬遜校長等，其「覺之教育」可作為發展品德教育策略之重要參

考。又，秉持儒家思想的倫理論述，與「覺之教育」有相互呼應的契合。

有鑑於此，本文擬根據佛教領袖「覺之教育」有關的教育理念及儒家古聖

先賢的倫理論述，來省察教育行政機關推動的學校品德教育之原則、目標

與要領，以探索學校品德教育之可行策略。其探索的旨意，在於提出學校

品德教育理念與實施結合之可能途徑，希望對於學校品德教育的切入處，

而提供具有建設性的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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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佛教領袖倡導覺之教育

　　據個人查詢所得的資料，國內倡導「覺之教育」理念的佛教領袖，

有：曉雲法師、馬遜校長、證嚴法師，及惟覺法師等人。茲引述其說於

后。

一、曉雲法師「覺之教育」的理念

　　曉雲法師在 1982年12月第二屆佛教教育研討會中，發表了〈般若淨

化之覺性教育〉一文，她所陳述的覺之教育，一方面有佛教淨化人心的理

念，另一方有傳統儒家的倫理思想。其言云：

　　「覺之教育」不祇是知識之灌輸，更要是心靈思想的培養，務期心身

轉化（轉識為智）。(曉雲法師，1998：101)

　　是以佛陀教化眾生，要頓悟「本性」；見性在乎「明心」，故佛經為

開顯人性中「明心見性」之經典。(Ibid.:102)

　　故人之教育也重在親切，所謂親切是從根本教育，以心攝心，以心感

心，心的感通，發生活力的作用，自然生長善法；正如大地之吸養雨潤。

(Ibid.:103)

　　人之根性言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完具，接受教育

自然容易。佛教教育重視從人的根性培養，就六根中言，應最注意那一根

性為培養之始？應以「意根為首要的重視，佛教的教義，針對「意識」為

重心。修研佛法或為施設教化，若能把握「意」根所生起之「塵」「識」

為研修、為尋求、對治法，‧‧‧。(Ibid.:103-04)

　　曉雲法師在 1987年10月發表了「覺之教育理想研究之三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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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覺之教育理論之闡揚

　　覺之教育之理論主要為秉承佛陀教化之基本精神，融攝我國歷代聖哲

之教育思想，並參考世界教育學家之著論，取捨融貫，研議其可行性及適

合我國民情社會者，俾便下一代之主人翁對國家，民族，東方文化及人類

社會之根本教育有一理想之指標，使其於生命歷程中，得以攝取充分之養

分，以涵養豐富、美善之人生。 (曉雲法師，1998：245)

　　(二)覺之教育施教方針之設擬

　　為使覺之教育落實於現代教育之實踐，亦期社會人士普受其惠，覺之

教育將配合時代思潮及社會需要設定必要之施政方針。預期將於兩年內著

手搜集資料積極研究「覺之教育」之實施。(曉雲法師，1998：245-46)

　　(三)覺之教育之實驗和反影

　　繼施教方針之後，覺之教育將依預定之方針，著手從事實際之教化工

作。例「華梵工學院」開辦後，將實施工作方針。在教學上，一方面依據

教育部之法規範圍，另方面則針對如何影響青年人對內外生活之重視與心

靈之培養，以達到科技人員人文素養之良好反應等加以教導。學期中且將

視實際教學情況之需要，隨時方便調整有關之施教方式及學習環境，並以

觀察所得之資料，做為往後教學實習之參考改善。(曉雲法師，1998：246)

二、馬遜校長「覺之教育」的理念

　　華梵大學前校長馬遜詮釋「覺之教育」的特質，提出了六項，包括：

心靈的教育、自發的教育、智慧的教育、人本的教育、慈悲的教育，以及

宗教的教育等。分項引述其言如次：

　　(一)心靈的教育

　　人類的社會活動，由心掌控。由於人心複雜多變，起心動念，皆由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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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惱業力牽引，表現出善惡是非。佛教的修行，就是修心，亦可稱為　

　　「調心」，神秀大師說：「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就是修心的

　　功夫。

　　(二)自發的教育

　　自覺是積極而主動的，發自內心深處的行為。單講理論而無實踐，正

　　如畫餅不能充饑。必須親身去體驗「行解並重」。所以說：「佛在靈

　　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

　 

　　(三)智慧的教育

　　梵文「般若」，唐譯作「妙智慧」。蕅益大師云：「般若有三，文字

　　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語言文字是具體的，如般若之表　　

　　「相」光明。例如：書報、電話、電腦、電視皆是資訊的來源，若能

　　善用耳目，獲得正知正見，即文字般若智慧。觀照是自我「反省」的

　　教育，觀照為般若之「用」。向內觀照，恰如一盞明燈，進入暗室，

　　大放光明。實相般若，是般若之「體」。當觀照功夫純熟時，定中生

　　慧，妙用無窮。

　　(四)人本的教育

　　佛陀覺悟「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及「心佛眾生，等無

　　差別。」在佛陀那個時代，婆羅門是印度四種姓中，至尊至貴的，其

　　次是剎帝利、吠舍而至最低賤的首陀羅。佛陀首先打破不平等的種族

　　階級觀念，將佛教建立在「人本精神」的平等觀上。是有史以來，第

　　一位以最柔和方式，闡揚人權平等的社會改革家。《六祖壇經》有：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就是積極

　　宏道的出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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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慈悲的教育

　　佛教重視人際關係及倫理生活。對今天社會劣風之導正很有幫助。提

　　倡多研究世間各種學問，以因應社會發展和人類的需要。如四攝法，

　　即布施、愛語、利行、同事；慈悲喜捨，都是促進和諧人際關係的不

　　二法門。

　　(六) 宗教的教育

　　有信仰的人，透過理性的自我反省，懺悔業障，修心養性，澄懷靜　

　　慮。而智慧必會滋長。覺之教育是理性、專誠、反觀內照、日新又新

　　的教育模式，以人為本，以治心為要，應用解決人心問題。肯定生命

　　的價值尊嚴，對他人尊重包容，對環境關心維護，並且能提出具體的

　　實施辦法。

三、證嚴法師「覺之教育」的理念 

　　證嚴法師有關「覺之教育」的教育理念，認為探討宇宙與生命奧秘、

懂得尊己敬人、獲致身心解脫，以及生慈悲喜捨的善念，需要佛教的覺之

教育。其言云：

　　其實愈是有知識、有志節，要追求宇宙真諦、探討生命奧秘的人，更

需要宗教——尤其是佛教——覺之教育 。           　　

　　接受佛法的真理教育，能提升人生，懂得尊重自己、禮敬他人，以平

等心對待一切眾生。

　　佛法圓融無礙，廣博深遠。不僅能教導我們透徹宇宙人生真理，並且

能啟發智慧，發揮良知良能，讓我們真正獲致身心解脫的自在境界。

　　太平安樂的世界，是眾生心地善良、厚德重道所感。我們必須在佛法

修行中，起勇猛精進心，生慈悲喜捨的善念，才能獲得人生真妙義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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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心靈輕安的喜樂，及生命永恆的解脫！

四、惟覺法師「覺之教育」的理念

　　根據中台禪寺辦理的普台中小學之創辦宗旨，可以反映其住持惟覺法

師之教育理念。其言云：在發揚佛陀「覺的教育」，期以佛法慈悲平等的

精神，開創良好的教育機會及學習環境。此一學校的辦理，希望以中學為

體，佛法為根的方針，達到以教育安定社會、淨化人心的目的。其言云：

中學為體，是以中國的文化、倫理、道德為本「體」；佛法為根，以佛法

的心性教育、覺性教育、啟發每個人的良知良能為「根」基；由「體」與

「根」為出發點，而傳授知識、技能、才藝、科技。

　　再者，惟覺法師強調教育的根源在心，必須「從心救起、從心教

起」。心是一個人的根本，就像是一顆樹的樹根，讀書、畫畫、做人、做

事皆由它所帶動，苦樂也是由它所衍生。而心的運作，則又來自於個人的

認知、理念與心態，因此首先就必須推展「覺悟的教育」，教他們正確瞭

解自己身心、生命與外在環境世界的交互運作原理。這樣，心才能不為外

境所惑、所轉，而能時時保有一顆寧靜安定的心，好專注的學習。也才能

「為所該為」，過正確健康的生活，為自己招來福祉；而不會想不該想、

做不該做，惹來一堆麻煩苦果。

五、「覺之教育」之啟示

　　根據前文所述，國內佛教領袖們有關「覺之教育」的教育理念，對於

品德教育有三項重大的啟示，即：(一) 「覺之教育」在本質上，就是心靈

的教育；(二) 「覺之教育」在方針上，根據佛教的精神，而融入古今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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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哲的教育思想；以及(三) 「覺之教育」在目的上，指向啟迪人心，服務

社會。

　　首先，心靈的教育而言，曉雲法師認為人的根性有眼、耳、鼻、舌、

身、意六根，而教育的切入處，在於意識有關之「意」根，易言之，把握

「意」根所生起的「塵」與「識」，宜作為教育切入的重心；馬遜校長引

述神秀大師「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之禪語，說明「覺之教育」修心

的功夫；證嚴法師亦倡導修心的努力，云：「生慈悲喜捨的善念，才能獲

得人生真妙善諦」；又，惟覺法師強調教育的根源在心，必須「從心救

起，從心教起」，他的「覺之教育」亦可肯定為心靈的教育。

　　其次，就「覺之教育」的方針而言，曉雲法師認為「覺之教育」的理

論，要一方面「秉持佛陀教化之精神」，另一方面「融攝我國歷代聖哲之

教育思想，並參考世界教育學家之嘉論」，如是，根據佛教的精神，而融

入古今中外聖哲的教育思想，予以權衡、斟酌，規劃適合我國民情社會的

教育方針。又，惟覺法師的「覺之教育」，採取以中學為體及佛法為根的

方針，云：「中學為體，是以中國的文化、倫理、道德為本「體」；佛法

為根，以佛法的心性教育、覺性教育、啟發每個人的良知良能為「根」

基。」

　　再次，就「覺之教育」的目的而言，有儒家修己善群、明德親民之胸

懷。曉雲法師強調佛陀教化眾生要頓悟本性，「覺之教育」要「便下一代

之主人翁對國家，民族，東方文化及人類社會之根本教育有一理想之指

標」；馬遜校長引述六祖壇經「佛法在世界，不離世間覺，離世覺菩提，

恰如求兔角」之禪語，譬喻「覺之教育」是積極宏道的世間法；證嚴法師

以尊己、敬人及平等心之人生處世態度，去善待眾生，作為「覺之教育」

的目的；又，惟覺法師亦呼應上述明德親民之理念，認為「覺之教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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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學為體，佛法為根的方針，達到以教育安定社會、淨化人心的目

的。」

參、儒家思想契合於覺之教育

　　據前文已述，「覺之教育」在方針上，根據佛教的精神，而融入古今

中外聖哲的教育思想。事實上，不但儒家相關的倫理思想可以融入「覺之

教育」，而且儒家思想本身就相當契合於「覺之教育」的理念。茲引大學

之道及義利之辨，予以論述於后。

一、大學之道契合於覺之教育

　　朱熹在＜大學章句序＞云：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

自天子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大學章句》的精華在首

章，其言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

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

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

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

致，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

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

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根據《大學章句》首章，為政及教化的重心在於修身，而修身涉及格

物、致知、誠意、及正心等四個修心的步驟。其中修身第一個步驟格物，

要格之物，不是物質世界之物，而是精神世界之物；易言之，修身涉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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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物窮理的對象，應是心靈實體，吾人最重要的關懷不在於身外的大千世

界，而應反身而誠地探索內心深處的大千世界。有人把格物之格，詮釋為

與猛獸之格鬥，個人認同於此意。事實上，在心靈實體上即物窮理之修心

功夫，本來即非易事，必須以圖存而救亡的搏鬥精神，畢盡全心全意的努

力與付出。格物、致知、誠意、及正心等四個修心的步驟，接近於「覺之

教育」的切入重點。又，大學之道雖以修身為本，卻絕不自限於獨善其

身，要明德而親民，進一步地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一種兼善天下而

民胞物與之宏偉情懷，實與「覺之教育」善待眾生的目的，在理念上相互

契合。尤有進者，無論是明德親民，或者是善待眾生，都由心靈範疇的思

辨功夫，轉移到實現理想的實踐層面。

二、陸象山嚴義利之辨理念亦有契合

　　陸象山在朱熹的盛邀之下，在白鹿洞書院登臺講學，以「君子喻於

義，小人喻於利」為題的專題講座，其講詞嚴義利之辨，令在場的學生和

客人熱淚盈眶。其言云；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

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

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

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

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陸氏根據孔子「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旨，推衍其嚴義利之辨

的見解。他認為學者最重要之事，當在於「辨其志」，故云：「志乎義，

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此一志乎義、習於義及

喻於義之理念，為大學之道的誠正修齊治平，作了一些補充的詮釋。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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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相當於誠意、正心，習於義相當於修身，而喻於義則可以廣泛的解讀，

包括了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覺之教育」有心靈範疇的修

心功夫作為起始，而以善待眾生作為實踐的目的，陸氏嚴義利之辨的主

張，亦有相互契合的理念。

肆、品德教育方案與覺之教育相輔相成

　　教育部促進品德教育方案強調當代「核心價值」，及鼓勵以多元教學

模式推廣，與「覺之教育」的實踐，有相輔相成之功效。茲論述於后。

一、強調品德教育的「核心價值」

　　2006年《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強調品德教育的「核心價值」，

其言云：品德教育不僅在強化個體優質品格面向，增進個人生活幸福，更

期奠定公共領域之共識基礎與規範，增強身為現代公民應有之核心價值、

行為準則與道德文化素養，使社會更朝良善發展。

　　本案之品德教育方案目標如次：

　1.增進各級學校學生對於當代品德之核心價值及其行為準則，具有思　

　　辨、選擇與反省，進而認同、欣賞與實踐之能力。

　2.引導並協助各級學校發展以「學校」結合學群/社區之「品德校園文化

　　營造」予以推動，使全體成員(包括學生、教師、行政人員、家長、或

　　結合社區/民間人士等)，於對話溝通與共識凝聚歷程中，建立其品德

　　教育之核心價值、行為準則，及其校園優質文化之方向與願景。

　3.提升家長/社區對於品德教育之重視程度，並增進其對於當代品德之核

　　心價值及其行為準則之認識與實踐，進而發揮家庭/社區教育之德育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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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並期與學校教育產生相輔相成之效。

　4.結合各級政府、家長與民間(媒體)等資源，強化社會之品德教育功能

　　，並藉以喚醒社會各界對於當代品德之重視與體現，進而提升全民道

　　德文化素養。

　　又云：美國十餘年來業已積極推動「新品德教育」，強調當代核心價

值，且以多元教學模式加以推廣。本部特依九十二年「全國教育發展會

議」結論，成立「品德教育工作小組」，以因應社會變遷與學生身心發展

變化之需求。冀藉本方案之推動，以學校教育為起點，引導並協助各級學

校（小學至大學）在既有基礎上，發展其具有特色且永續之品德教育校園

文化，藉以強化學校全體成員對於當代核心價值之建立與認同、行為準則

之確立與實踐，以及人文與道德素養之提升。

　　據上所述，《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以「增強身為現代公民應有

之核心價值、行為準則與道德文化素養，使社會更朝良善發展」，作為品

德教育方案目標之指導原則，期望能增進學生對於當代品德之核心價值及

其行為準則，以「學校」結合學群/社區之「品德校園文化營造」予以推

動，發揮家庭/社區教育之德育功能，以及強化社會之品德教育功能。而

且，教育部認同於美國推動的「新品德教育」，以多元教學模式推廣當代

核心價值。

　　事實上，上述教育部的方案，有地方教育行政機關予以配合。高雄市

前教育局長鄭進丁(2006)在高雄師範大學「教育論壇」發表的「學校推動

品德教育的理念與作法」，提出高雄市學校實施品德教育之具體策略之

一，為「凝聚教育核心價值，確定品德教育目標」，其言云：

　　學校教育之核心價值，要能深化到學生的心靈層面，讓學生透過生活

學習與生命體驗，認識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進而珍愛生命與自我實現；對



33

大自然產生感動，對天地萬物心存謙卑、感恩；並豐饒人的心靈，涵養品

德、發展人格。學校除了要「教人成才」，更要「育人成人」；而「育人

成人」的重點就是要發展人性，豐富心靈，培養氣質，養成健全人格，實

有賴品德教育之有效推動，培養學生學習未來公民社會能有效運作與實踐

的基本能力，促進學生人格之健全發展，並成為健康且具有良好道德的

人。

　　依據高雄市特色與現代國民最需要的道德價值訂定高雄市品德教育核

心價值為：「友善」、「負責」、「孝順」、「感恩」、「尊重」、「合

作」、「寬恕」等七項

二、美國「倫理與品格促進中心」品德教育之六E

　　美國「倫理與品格促進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thics and Character)提供了品德教育全方位之實施方法，並擷取該些

方法之第一個字母，稱為「品德教育之六E」（ six E’s of character 

education）：

　1.示範(Example)：品德教育應強調教師身教之重要，其雖並非聖人但仍

　　應審慎地處理其道德生活，成為學生學習榜樣，以獲學生信賴。

　2.解說(Explanation)：言教是品德教育方式之一，藉由道德對話，能使

　　學生益加了解品德之本質與精神。

　3.規勸(Exhortation)：學生難免會有遭受挫折或面對選擇出現徬徨之　

　　際，品德教育則可發揮規勸進而引導之功效。

　4.校風或倫理環境(Ethos or ethical environment)：班級或學校皆可

　　視為小型社會，因而品德教育方式之一乃強調境教之重要，亦即營造

　　學校整體道德氣氛以形塑學生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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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經驗(Experience)：「做中學」乃品德教育之有效途徑，藉由提供校

　　內勞動或校內外服務，可使學生結合道德思考與行動，由自我概念之

　　形成而至培養與人群和諧相處。

　6.追求卓越(Expectations of excellence)：學生不僅在學業上追求卓

　　越，在品德方面亦應設定優質之標準努力以赴，使學生終生知善、愛

　　善、行善並止於至善。(周玉霜 2006，引述李琪明，2005)

　　前文所述教育部鼓勵以多元教學模式推廣當代核心價值，推動品德教

育的機關、學校或社區，可以參考美國「倫理與品格促進中心」推出的

「品德教育之六E」，包括：示範、解說、規勸、校風或倫理環境、經驗，

以及追求卓越等六項。但是，「覺之教育」把握「意」根及生慈悲喜捨的

善念之修心功夫，與大學之道誠意、正心的修身要領，也已納入於推廣當

代核心價值之多元教學模式。

伍、覺之教育與品德教育合流的可行策略

　　個人探索「覺之教育」與「品德教育」之心得，認為二者有合流的可

行策略，以作為切入相關問題的重要參考，作為本文之結語。茲論述如

次：

　(一)覺之教育肯定人是具有善根，而富於發展潛力的主體

　　　慧定雙修，悲智兼備，正心誠意，己達達人，都是可能的，做得出

　　　來的。適用於「覺之教育」，亦適用於「品德教育」。

　(二)覺之教育仰賴於強而有力的宗教信仰或道德信念

　　　有信仰、有信念，在世為人，有人生使命感，發願做善事，修己利

　　　群，才會充分地發展善根。灑掃應對是日常小事，瑣瑣碎碎，不登

　　　大雅之堂。但是，若能抱持著遠大的理想，其差別可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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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罰打掃，勉為其難，心有不甘，就沒有多少意思了。假如想一　

　　　想，整潔為強身之本，強身為愛國之本，那就會以熱誠的奉獻態　

　　　度，把生活起居的一切，打掃得一塵不染。

　(三)覺之教育的本質是修心的教育，要從內心深處循循善誘地引導善根

　　　出來。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仁義禮智)，知皆擴而充之，若火

　　　之始燃，泉之始達。人本心理學跟孟子一樣，肯定善根能引導出來

　　　。開始之出，也許成效不大，但是，持續下去的話，會有莫之能禦

　　　的好結果。孟子又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異

　　　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

　　　莫之能禦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當若是。

　　　孔子的學生顏回曾說：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太史公司馬遷以「高山

　　　仰之，景行行止」之辭，頌揚孔子的人格與教化。因之，孔子循循

　　　善誘引導學問與品德之善根，普受千古同欽。

　(四)覺之教育不僅是慎思明辨的慎獨功夫，而且是師生互動的啟發性活

　　　動有一位美國著作等身的大師被問到最好的學習方法，他的答覆很

　　　讓問者非常失望，不符合獲得治學密訣之期望。這位大師的答覆　

　　　：「最好的學習方法，我想，祇是讀書而已！」(The best method 

　　　of learning, I think, is just reading the books!)表面上這是

　　　令人氣結的老生常譚，事實上這位大師在讀書中誦習辭章之外，有

　　　他的慎思明辨，自成一套思維方式、價值判斷，以及思想體系。

　　　又，愛因斯坦說，讀書在一定限度內是有用的，但是，讀到了相當

　　　時候之後，總該停下來，開始去進行思考。愛氏的物理學不是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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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的，而是想出來的，他一直都在進行思考實驗。不過，他們的治

　　　學有成的風格，還可以輔之師生互動的啟發性活動。

　　再者，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提到在美國加州大學攻讀化學博士的經

驗，他的指導教授是化學領域的權威學者，提供使用化學實驗室及申購實

驗材料的方便之後，每幾個禮拜一次，到實驗室去找李遠哲，劈頭問一句

話：今天有什麼新的收穫，李先生？(What is new today, Mr. Lee?)在聽

取李遠哲近幾週以來努力研究的經過與成果之際，這位化學家滿意的時候

眨一眨眼睛，不滿意的時候就皺眉頭，並不多講一句話。李遠哲這一位傑

出的化學家就是如此這般地被培養成功。

　　事實上，道德教育也是靠個人慎思明辨，在內心深處奠立基礎，當然

要仰賴師生互動，循循善誘地啟發出來。在道德修持上面教導學生，應可

以試採化學大師指導李遠哲先生的要訣，每隔幾個禮拜考查個別學生的德

行進展，問一聲”What is new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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