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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性教育」的體系與行持 

 

                                 釋隆迅 

 

一. 緣起 

    邁入以資訊科學為主導的時代，人類的工作及生活方式、產業結構、社會生態都發

生了巨大的變化。如萬花筒一樣瞬息萬變的發展，帶來新的衝擊和契機，推動人類文明

的步履，快速不停向前行。由於急劇變動帶來的不穩定因素，很難一時消化，導致人心

動盪、社會不安。雖然文明不斷演化，人類面對的憂悲苦惱一些也不曾減少。此刻應放

慢腳步，冷靜全盤思考。如何提昇人的品質，解決人類的問題，開拓人文教育永續經營。

因為歷史經驗說明，科技進步並不能保障人類幸福，也不能維護生命的尊嚴，免於災難

的威脅。 

國與國之間仍然存在仇恨猜忌，中東戰火並未完全止息，非洲飢餓死亡無日無之，

謀財害命、搶竊貪污犯罪率節節高升。社會賢達有識之士，均竭盡心思期待為世界文明

找尋出路，讓新生代擁有高品質的精神生活，這也是教育工作者責無旁貸的義務。政府

也應配合規劃出良好的教育政策，建設安和樂利的未來社會。 

   曉雲法師創辦華梵大學，是華人第一所佛教捐資興辦的大學。既由宗教家興辦，關

心社會，關心人類，維護中華文化，是老法師辦學本懷，發揚佛陀悲智精神，無私無我、

奉獻人類社會，是其當仁不讓的使命。 

曉雲法師說：「淑世難忘德育荒」，她盼望:「挹取傳統優良文化精神，創造新時

代教育」。提出「覺之教育」為華梵大學的創校理念，其本義來自佛陀「啟迪智慧，淨

化人心」的教育。固佛者覺也，覺之教育是有次第的，一步一步邁向完美。最高層級的

覺之教育，就是成佛之道。  

 

二、 覺、覺者、覺性： 

    佛教的真理觀，就是一個「覺」字。根據佛光大辭典：「梵文 Bodhi，音譯菩提，

即證悟涅槃妙理之智慧，舊譯為『道』，新譯為『覺』。」 

「覺」作為名詞，指的是覺性，亦即生命的本體，也稱為佛性。作為動詞，有覺察

與覺悟兩重意義。凡夫與佛皆有覺性，並無差別，經云：「佛與眾生，無二無別」。「覺」

指的是共同具備的性體。中論云:「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

去。」凡夫生死輪迴，不能成佛者，在迷惑本心，一念無明，產生兩重障礙，一是煩惱

障，二是所知障。故佛教以「覺察」對治煩惱無明，「覺悟」對治所知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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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這一稱呼，來自梵文 Buddha，意即「覺者」，佛教不是神權宗教，佛並不是

神，而是一位證悟真理，圓融無礙的人，故稱為「覺者」。釋迦牟尼佛是歷史上的偉人，

不是杜撰虛構人物。佛陀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以應化身穿梭生死輪迴，開示悟入教

化眾生。宣示一則重大訊息，就是人人皆有佛性，皆能成佛。 

唯以眾生背覺合塵，迷執深厚，故世尊說法四十九年，以正法教化世間，都是了生

脫死，明心見性之法。並成立僧團，弘揚正法，紹隆佛種，清淨毗尼，故名為僧。 

佛法順應世間之制度，教化中有四眾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共同維繫

佛法長久住世。從現實的角度，有皈依儀式，皈依佛法僧三寶，始能稱為佛教徒。從理

體上來說，皈依三寶，即回歸自性，自性原具三寶，自性佛即覺、自性法即正、自性僧

即淨。  

所謂覺性，是宇宙的本源，生命的本體。佛陀當年在菩提樹下，證悟緣起的宇宙

觀。覺性是理體，不生不滅，因緣和合，滋生萬物，春夏秋冬、生住異滅。不生不滅的

是本體，性體非物質，不具形象，而遍虛空無邊無際，亦即法界體。有生有滅的是種種

人事物，是物質世間現象，森羅萬象。故佛法講世出世間，真俗二諦，緣起性空，性相

圓融、理事無礙。若悟得其中奧妙，則與天地同功。佛住湼槃，悲愍眾生輪迴生死，故

慈悲方便示跡人間，普度眾生脫離苦海，回歸湼槃寂靜。 

佛教相信人類與生俱來的「覺性」，超越一切分別相，平等清淨，不假外求。「覺

性」人人本具，個個不無，在聖不增，在凡不減，稱為「本覺」。凡夫自無始以來，生

死相續，分別妄想，無明污染，不知自覺。若能依佛法修行，內依本覺，開拓智慧，淨

化心意。外持教法，行善祛惡，慈悲利他。日久薰習，終能勘破無明，闊然開悟，此稱

為「始覺」。繼續發菩提心，行菩薩道，修習止觀、定慧定持，恢復本有的智能，稱為

究竟覺。 

   「覺」之程級有三，即自覺、覺他、覺行圓滿，阿羅漢有智慧，缺乏慈悲，只能自

覺，不能覺他。菩薩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不但自覺，且能覺他。佛陀智慧慈悲圓融通

達，所以覺行圓滿。 

     

三.根機有別 覺性相同 

古文「覺」字通「學」，若人有緣親近善知識，聞經聽法，從而善根發起，修持心

性，在正道上追求安祥自在，就是覺悟的開始。藕益大師說：「學者，始覺也。」論語

云：「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有困而學之，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所謂無業不

生娑婆，來到世間的凡夫，都有一些瑕疵，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圓滿。生來既非大聖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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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透過努習，完成自我，實現自我。 

佛陀的教化如學校的課程，從初級而深入，如五時八教即是循序漸進，並非一步登

天，只有依教奉行，終有一天成就佛道。太虛大師云：「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

要成佛之前，首先應當成就完善的優良人格，這應是曉雲導師提倡「覺之教育」的本懷。 

 「法華經」藥草品云：「佛平等說，如一味雨，隨眾生性，所受不同，如彼草木，

所稟各異。」人之根性不同，各各有別。有人先知先覺，有人後知後覺，大部分人則是

不知不覺，混混沌沌過一輩子。 

    「生而知之者」就是，宿世有修，天賦異稟，世上的各行各業中，有所謂的天才，

領略能力特別強，能舉一反三。佛教稱為再來人，以乘願再來故，如六祖惠能聽到金剛

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當下大徹大悟。民初敬安禪師誤吞狗食，脫口說出：「不

垢不淨」，豁然開朗。這些是少有奇才，觸景觸機，即獲得大智慧和身心的解脫。 

   至於「學而知之，或困而學之」，可說是後知後覺者，或遇良師益友，見賢思齊，

或因一時錯誤，及時悔悟。或在紅塵滾滾數十年，突然省悟人生真諦，或為一大事因緣

棄俗出家，修成正道。例如弘一大師，前半生在富貴顯達中渡過，自虎跑寺閉關，披剃

出家後，嚴守淨戒，發度眾生之宏願，終成一代宗師，超越了自己、也成就了自己。 

   有些「困而不學」者，不知不覺，或因環境影響，或稟性頑劣，不辨是非，為非作

歹，一錯再錯、瑯璫入獄、抱憾終生。種種根器，不同的人生際遇，在覺與不覺，悟或

不悟，而有差別。 

人之根性各各不同，要解決人的問題，必須因材施教，因機逗教，故淨名經云：「先

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法華經云：「深入眾生心，則入如來藏。」 釋迦佛兩千多

年前，說法四十九年，五時八教，示現 「般若將入畢竟空，絕諸戲論；方便將出畢竟

空，熟土嚴生。」的教育。針對眾生「心性」之轉化，淨化社會人心，端正世風，皆是

從「心」出發。 

 

四.「覺性教育」即成佛之道 

 

1.本覺圓明 不生不滅： 

昔日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夜睹明星徹悟宇宙真諦，說：「奇哉！奇哉！一切眾生

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顛倒妄想，不能證得。」所謂「如來智慧德相」，即是人人本

有的「覺性」，與生俱來、不假外求，是至高無上的智慧本體。眾生心性，本自清淨，

離一切妄相，寂照常明，名為本覺。這一心性，佛與眾生無二無別。因諸法唯心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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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所現，心性即萬法之本體。般若心經云：「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

不減。」仁王經曰：「自性清淨名本覺性，即是諸佛一切智智。」六祖偈云：「何期自

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

生萬法。」描述至為貼切。 

 

2.一念無明 逐妄迷真 

既然人人有覺，為什麼還是非不分，胡作非為，行為乖張，損人損己呢？究其原因，

是無始劫來，一念無明，產生雜念妄想，如投下一顆煙幕彈，散發出層層煙雲，把真心

覺性遮蔽。一念不明就是迷，無明種子在心田發芽蔓延，如同長滿荊棘芒草的土地，智

慧花朵很難綻放。 

覺性被遮蓋的凡人，經過無量劫生死，不斷起惑造業，輪迴六道之中。憑著自己感

覺，對外境人、事、理，產生分別執著，顛倒妄想，迷惑本心。身口意造作為「因」，

依善惡而產生「業」果。在生死輪迴中，業力承襲物質生命產生的苦果，循迴不絕。由

於業力招感不同，有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故凡夫稱為業報身，即是承受報應而輪

轉不息。 

 

3. 生老病死 苦集滅道 

舉凡宗教，都關懷生死問題，佛教對生死體認最為透徹。人生最大的苦是生老無

常，誰也避免不了。法華經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開示悟入。」教化眾生明

心見性，了生脫死，離苦得樂。故三轉法輪，以四聖諦，真切說明世界真相，勸導眾生

知苦斷集，慕滅修道，此即學佛之根本。 

「苦是世間果，集是世間因」，世人陷生死輪迴漩渦，受盡種種苦惱，起源來自見思

煩惱，無始劫招感惡因業報。「滅是出世間果，道是出世間因」，涅槃寂靜不受後有謂

之「滅」。這種殊勝果報，是緣於精進修道，所以「道」是出世間因。佛陀轉四聖諦輪，

共有三次。在勸轉時，佛說：「此是苦，汝應知；此是集，汝應斷；此是滅，汝應證；

此是道，汝應修。」 

 

4. 十二因緣 因果相生 

四聖諦說明生死與了生死原由，十二因緣則是對三世因果的闡釋。眾生輪迴生死，周而

復始，生命就是一個循環。佛講十二因緣，涵括三世，指過去、現在和未來，彷彿一個

大車輪不停轉動，無始也無終，隨十二因緣沒有停歇。十二因緣是無明、行、識、名色、

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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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

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這樣的生死流轉順序，稱為流轉門。如果將此順序逆轉，

則稱之為還滅門，即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

入滅則觸滅、觸滅則識滅、識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

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滅。在流轉的輪迴生死中，打破這一條鍊，方可脫離生死。如受而

不生愛執，即可於中斷絕。 

 

5. 身語意業 住持正道 

修行即是端正自己的行為。誠於中則形於外，心是言行的主導，心不正則言不順，意不

正則行不端。因此修行首重修心，就是修清淨心。「心淨則土淨」，社會動亂，災禍頻

仍，皆緣自人心複雜，煩惱障礙，貪嗔癡妄，起惑造業，業深罪重，陷入六道輪迴。學

佛之人，心住正道，「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就是讓身語意清淨，不造惡業。十

善業就是轉化身語意，如不殺不盗不淫，不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不貪不嗔不癡。

三十七道品中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命、正業、正精進、正定、正念，亦都

是端正身語意三業，在佛法中是非常實際的行持。 

 

6. 修於六度 不捨眾生 

  大乘的修行者，都必須發菩提心，受持三聚淨戒，攝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

菩薩修六度萬行，積功累德，成就聖果。六度為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彌勒菩薩偈云：「檀義攝於六，資生無畏法，此中一、二、三，是名修行住。」布施是

植福田，為眾生謀福利，故「未成佛道，先結人緣。」布施有三，財施、法施、無畏施。

以法施最重要，能究竟利益一切有情，脫離生死苦。若以三輪體空之般若智行施，內無

能施之我，外無所施之人，中無所施之物，則與佛旨相應，是修行之最高用心，功德不

可思量。 

 

7. 轉識成智 息心三昧 

佛有四種智慧，即成所作智、妙觀察智、平等性智、大圓鏡智，(密宗還有法界體性智)。

是由凡夫八識轉化而成。人的分辨能力稱為識，即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

識、末那識、阿賴耶識八種，轉識成智，即轉凡成聖。 

成所作智由前五識所轉化，可成就世出世間種種妙法。妙觀察智是由第六意識轉成，能

產生正思惟。平等性智是末那識所轉，末那識是人性中的執著，執著於「我」、執著於

「法」，自私自利，產生煩惱。若知佛我眾生，三無差別，則轉成「平等性智」。大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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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智是阿賴耶識轉成，是最高圓融無礙的智慧。 

 

8.修止修觀 禪定智慧   

修行者要成就佛道，必須依本修法門，循序漸進。唯法海浩瀚，目的皆在修禪定智慧。

若證得定慧等持，寂照相映，方能慈悲方便，覺己覺人。佛教各宗派的修行方法，多不

出止觀二途。止為生定，觀以發慧。故智者大師云：「止乃伏結之初門，觀是斷惑之正

要。」世間外道邪說甚多，或偏修禪定，或多聚福德，缺乏智慧；或偏修般若，而不修

禪定，則謂之狂慧。唯有止觀雙修，無有偏廢，定慧力莊嚴，方能深入薩婆若海。 

 

9. 空有一如 理事無礙 

佛法不外勝義諦和世俗諦，也稱真俗二諦。真諦者，一法不立，即是空；俗諦是世

間法，森羅萬種，是虛妄，名假有。華嚴經云：「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第一義

諦是兼容真俗，真以顯性體。俗則顯性相也。性空者真諦，緣起為俗諦。性空緣起，緣

起性空，實相般若以性空為體，空生大覺，大覺亦緣，菩薩慈悲方便不捨眾生，行六度

萬行，遊於畢竟空，不著有不礙空，即空即有，空有一如，理事無礙，事事無礙。 

 

五、覺性教育的宗旨與特色： 

 

「覺之教育」可分為兩個面向，其一對內，就是開拓智慧，另一對外，慈悲利他。智慧

與慈悲是覺的兩面，如鳥之雙翼，車之二輛。「覺之教育」的特性，是屬於淨化身心的

教育、精勤實踐的教育、般若為導的教育、慈悲平等的教育、多元發展的教育、永無盡

止的教育。今略釋其意如下： 

1. 淨化身心的教育： 

   人類社會活動，皆由心掌握。心是機器的樞紐。又以人心複雜，起心動念，皆由

無明業力牽引，身語意造作，生善惡是非。所謂：「萬法唯心」。修行就是修心，修心

就是「調心」，四十二章經有「調心如調絃」的譬喻，絃過鬆則不成曲調，絃過急則絃

將斷！以調伏淨化心性，達到轉識成智，三業清淨的目的。 

   神秀大師「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雖未徹底覺悟，卻是修行必經之路。如懺

悔行善、念佛禪坐皆淨心功夫。為今之世，返觀自照是修行必要的。有幾人如惠能大師

智慧，悟得「般若性空」，省知「明鏡非臺」？壇經：「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定西長老卻指出：「本來無一物，唯有四悉檀。」天台宗四悉檀，大千世界的事，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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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本來無一物是「空」，四悉檀則是「有」，闡明大乘佛教求度眾生的悲心。 

 

2. 精勤實踐的教育： 

    覺是自覺，是積極主動，發自內心深處的行為。單講理論，而無實踐，如畫餅不能

充饑，必須親身體驗。釋迦佛靈山苦行，就是示現眾生，如何自我教育，成就菩提。修

行應從何處起修？樂果老法師云：應從六根起修，莫使放逸。六根者，眼、耳、鼻、舌、

身、意。涅槃經有「如龜之藏六」，大勢至菩薩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即能消除妄想，

真心現前。 

 

3. 般若為導的教育 

    無論做人處世，人都應該懂得自我定位，自我定位就是自覺。人改造的力量來自內

心。自覺是智慧，有智慧才能明辨是非。智慧是一股潛在的能量，能產生無窮無盡的創

造力。由於人格特質興趣不同，世間也造就了各領域的專業人才，說明人類的智能各有

千秋。佛教的智慧稱為般若，不同世俗人的世聰辨智。「般若」譯自梵文(Prajna)，意

譯妙智慧，佛教認為「般若」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瑰寶。只因無始貪嗔痴，導致煩惱叢生，

彷彿烏雲蔽日，「般若」不能顯現。如「一念之差」的罪行，都是來自貪嗔痴。若能化

解無知愚昧，「化煩惱為菩提」(菩提就是覺)的「轉化」過程，是對生命的體驗與覺悟。 

 

4. 慈悲平等的教育： 

佛陀那個時代，印度有四種姓，婆羅門是四姓中最為尊貴的，其次是剎帝利，也就是諸

侯貴族、其次是吠舍，就是商人，最低賤的是首陀羅。佛陀首先打破不平等的種族階級

觀念，把佛教建立在「人本精神」的「平等觀」上。是有史以來，唯一柔和不流血的方

式，成功創造人權平等的社會改革家。佛法不離世間法，壇經：「佛法在世間，不離世

間覺，離世覓菩提，恍如求兔角。」佛教是為人說，除了智慧，還有慈悲，菩薩度生，

當發「大悲心」。若僅有「智慧」而缺少「慈悲」，佛陀斥之為「焦芽敗種」。 

 

5. 多元發展的教育：  

   佛陀教化普及，層面涵蓋極廣。天文地理，心性唯識，社會教育。佛法尤重人際關

係及道德倫理。如四攝法之布施、愛語、利行、同事，以及六度之布施、持戒、忍辱、

精進、禪定、智慧，都是覺己覺人之妙法。華嚴經云：「菩薩入世，當向五明處求。」

五明即內明、聲明、因明、醫方明和工巧明。菩薩為度眾生，研究世間學問，包括宗教

哲學、語言文字學、邏輯學、醫藥學、及科學技能等。以入世之慈悲，善巧方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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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深入人群，造福一切眾生。 

 

6. 永無盡止的教育： 

   「覺海無涯，唯勤是岸」，覺是沒有止盡的努力，未成佛果，就沒有中止之日。菩

薩修六度萬行，利益眾生，持續至永恆。覺性教育對人生的影響深切。如心中有堅定的

信仰，懺悔業障，讀誦大乘，修心養性，念佛修禪，則心地淨化，智慧增長，煩惱不能

侵擾，必能事事安穩。 

 

六. 實施覺性教育的條件  

   要實踐覺性教育，需具備條件，例如佛陀講經前，具備六種講經因緣，稱為六成就：

即信、聞、時、主、處、眾。如今時開會，紀錄時間、地點、出席人員，主持人等。曉

雲法師以華梵大學作為實施覺教的實驗場所，重視景觀境教，配合優勢的環境，提倡「景

觀境教」，「師法自然」，又以藝術陶冶其性情，實乃高明之舉。 

所謂「時」，就是把握適當時機。天台宗把佛陀說法分為「五時八教」，即是契合眾生

之機。又如佛經必以六成就，置於一切經首，昭信於天下。 

   其次是「地」，如「佛陀誕生於藍毘尼園，修行於伽耶山中，行化於竹林下、孤獨

園、庵摩園等，終於雙林示寂」，人鮮有不受環境影響者。尤其佛陀一生教化，都在園

林之中，風和日麗，身心輕安，有利說教與聽教的情緒。就一所學校而言，也應講究景

觀境教相輔之功。蘇東坡云：「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

他日如何舉向人。」修行講法的場地，或是校園環境，教室清新高雅的佈置，都可以影

響教學的品質。金耀基先生說：「在校園裡，一草一木精妙的安排，和四週景物的變化，

若非麻木的人是不會不產生感應的。環境能令人的氣質在不知不覺間受到薰陶。」  

曉雲法師規劃華梵校園，覓地於環境清幽、景色如畫的大崙山，不設校園門牆，而自然

形成天然屏障，與外界相隔。朝雲暮日，鳥語花香，是人傑地靈之地。此謂之「景教」。

校園內規劃的景點，各含深意：如大學之道、菩提大道、飲水思源、三友路、阿育王柱、

百丈寮、讀書亭、自然教室、心鏡湖等，皆足是以啟發年輕人對自然的認同及響往，以

及對生命的關愛與熱情，此謂之「境教」。 

當然最重要的因素還是在「人」。教育必須仰仗教育工作者，就是教師本身。儒家提出

言教與身教，佛家尚有默教。教育者本身品德、動默舉止，對學生會直接產生影響，此

之謂潛移默化。一位好教師，不但是「經師」、同時也是「人師」。 

釋迦牟尼佛具足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故能攝化眾生。法華經有：「以慈修身，善入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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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應為教育工作者的座右銘。 

  「覺之教育」是一崇高的理想，必須在生活中落實方有意義。太虛大師云：「仰止唯

佛陀、完成在人格」。「覺之教育」旨在達到最高人格。儒家謂“止於至善”，佛家謂“成

等正覺”。儒佛相輔相成，融合匯通，是人文教育的最高發揚，中華文化的瑰寶，放之

四海而為準。  

 

七、儒佛會通的覺性教育 

 

儒佛思想有許多理念相通，如儒家「致良知」，以「誠」為中心思想，正心誠意則意業

清淨，行為舉止合乎道，也是一切善法因緣的根本。 

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從容中道；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誠」是聖人的「至善」境界，所以「自誠

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是不斷透過學習，教化的過程，來達到「明心見性」

的目的。又云:「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

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

參矣。」由此可見，「誠」是體，能起「大用」，可以盡物、我、眾生之性，還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就是「與天地同功。」有道君子之行為舉止，沒有不如法、

不得體的情形。「不誠無物」「至誠如神」，可以預測「善」與「不善」，與「覺性」

的特質似有相通之處。 

 

八. 生活的覺教 實踐原則 

 

「覺」具有慈悲與智慧兩個面向，智慧能坦然面對人生，處順境時，奮發向上；遇上逆

境，能冷靜面對困難、解決問題。有了智慧，不論富貴貧賤，生老病死都能處之泰然。

智慧需向內自我開拓，慈悲以平等為懷，心繫一切眾生，予樂拔苦，行菩薩行，就是發

揚人性最高貴的情操。如何落實「覺」之教育，可以歸納以下四點原則： 

一、提起正念，收攝六根： 

曉雲法師說：「吾人起念如下種子，善念是福田的種子。」正念好比一粒種子，種

善因得善果。身、語、意三業清淨，行住坐臥，不離正定，就是覺悟的生活。 

收攝六根是修定的方法。眼、耳、鼻、舌、身、意，相當心的門戶，此六根追逐六

塵，色、聲、香、味、觸、法，產生六識：見、聞、嗅、嘗、覺、知。起心動念，計較

執著，起惑造業，造成個人、家庭、社會的不安。若能將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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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內收攝，則煩惱不生，身心安泰，人際關係自然順遂。 

二、理性思考，反觀內明： 

世間一切諸法，應以客觀理性的態度觀察，就不會受情緒波動而滋生事端。理性思

考就是「正思惟」，以覺性審視事理因果，明察秋毫。此外，「常見己過、莫論人非」，

「不二過」就是自律自強，人格品質提昇向上，就是覺性的彰顯。凡事反觀內省，如在

心室點上一盞明燈，心中貪、嗔、癡頓時消散。 

三、慈悲平等，尊重包容： 

菩薩精神的最高體現是「行無緣慈，運同體悲」。華嚴經淨行品中，文殊菩薩念

念不捨眾生。為什麼佛教的慈悲如此殷切呢？因為佛陀偉大的平等觀是絕對的平等，「佛

與眾生，等無差別。」在二千五百多年前，階級森羅的印度，佛教僧團中，王孫貴族與

賤民共聚一堂，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人與人間彼此尊重，則爭端可息，對天地常懷感恩之心，尊重自然，尊重生命。暴

力戰爭，皆來自人類的嗔恨心，若懂得尊重自己、尊重別人，就不會有煩惱。現代人缺

少尊重包容，殊不知此乃成就慈悲的第一步，更是和平共存的基礎。 

四、終身學習，歡喜精進： 

新時代的來臨，專業知識的追求固不可放鬆，而德育之增進亦需努力。人生何其有

幸，能一窺學術殿堂之美妙，向內開拓智慧，向外精進修學，「日日新，苟日新，又日

新」，心境輕鬆愉悅，人際關係必和睦，事理如法，無不如意。 

「覺」是從心出發的人本教育，當今之世，簡化這層道理，闡揚覺教功能，使人人

易懂、個個能行，則人與人之間尊重包容、珍惜關懷，有助於人格提昇，道德倫理之維

繫，社會人心之淨化。 

覺之教育的發揚，讓現代人在多元價值的環境中，堅定原則，修習定慧，不斷提昇

自己、超越自己。慈悲平等善待一切眾生，和諧社會，落實覺的生命，促進人間淨土早

日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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