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慶祝二五五Ο佛誕—佛陀對人類的貢獻 

熱烈慶祝衛塞節 學習釋迦牟尼佛辦班教學 

化解衝突 促進社會安定 世界和平 

2006 年 10 月 7 日 在巴黎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大會堂講話 

尊敬的各國代表、首長，各國嘉賓、諸位大德，諸位女士先生們：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

實義」。 

今日勝緣希有，淨空與來自世界各地一百九十二個國家的諸位代

表在此齊聚一堂，舉辦慶祝二五五Ο年佛誕日的活動，探討學習佛陀

對人類的貢獻。談到佛陀對人類的貢獻，就是佛陀自覺之後，畢其一

生，教化眾生「破迷開悟，離苦得樂」。其方法即是「講經三百餘會，

說法四十九年」。淨空受教五十五年，教學四十八年，今日謹將愚者一

得，在此提出心得報告，向諸位大德請益。我的講題是「熱烈慶祝衛

塞節，學習釋迦牟尼佛辦班教學，化解衝突，促進社會安定，世界和

平」，敬請批評指教。 

好「利」是一切衝突的原點 

過去幾年，自從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澳洲昆士蘭大學和平學院

邀請我參加在學校裡舉行的一次和平學院教授的座談會。我聽取學院

的報告，才知道全世界有八所學校設有「和平學院」。昆士蘭大學的和

平學院成立已八周年，對「消弭衝突，促進和平」的研究相當有貢獻。

但九一一事件之後，他們做了一次深入的反省，覺得以往慣用的鎮壓、

報復、冷戰、熱戰等手段，皆無法解決問題。希望用純粹和平的方法，

能否達到消弭衝突，促進和平安定的成果。於是校長邀請我參加了這

次座談。 

首先我聽完學院這幾年的研究報告，然後主持人希望我提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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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我聽取他們的報告之後，了解「化解衝突」就和大夫治病一樣，

必須把病源找到，從根本上治療才會有效果。衝突的根本在哪裡？我

提出看法--衝突的根本在「家庭」。現今全球社會普遍的現象，離婚率

很高，這是夫妻衝突；家庭裡父子衝突、兄弟衝突；在中國一般還有

三代同堂，三代同堂裡的婆媳衝突等，種種家庭問題都是衝突的根源，

走出社會與大眾相處，哪有不衝突的道理！ 

實際上這還不是一切衝突的根源，真正的根在哪裡？真正的根在

自己，佛說「迷為苦本，覺是樂源」，自性覺與習性迷生起的衝突才是

根源。儒也說是「本性」與「習性」起了衝突。為什麼會起衝突？起

心動念、言語造作與本性本善相違，心行不能隨順本性，於是衝突就

發生。為什麼不能隨順本性？仔細去找，我們找到衝突的原點，就是

「貪欲」。所以釋迦教學，把「貪、瞋、痴」認定為衝突的根本，稱之

為「三毒」。而三毒的根源，就在於貪欲；貪欲的指標，即是中國古人

講的「利」字。 

現在社會上哪個不爭利！中國的孟子，生長在戰國時代（西元前

372-289），他見梁惠王，梁惠王開口便說，「您老人家從這麼遠的地方

來到我們的國家，想必對我們國家有利益的建議！」孟子說：「國王，

何必說利，只要有仁義就好了。」【原文：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

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

仁義而已矣」。】這句話含義非常深刻，因為「利」是人之所爭，貪欲

的對象就是「利」。由是而知，好「利」才是一切衝突的原點。 

要想化解衝突，一定要把「利」淡化，把「利」放下。「利」的反

面是「仁義」，仁義就是佛家講的「慈悲」。「仁」是「慈」的意思，與

眾生樂，捨己為人；「義」是拔眾生苦，與「悲」同義。所以，佛家講

「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儒家講「仁義」，言語不一樣，意思相同。

孟夫子化解問題與佛陀完全相同，都是從根本上著眼。 

由是而知，我們要想「消弭衝突，促進社會安定、世界和平」，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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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放下爭名奪利，積極提倡仁義、慈悲、覺悟眾生的教育，也就是一

般宗教所說「愛的教育」，「上帝愛世人，神愛世人」。我們細心觀察，

真正體會到古今中外的大聖大賢，世界主要宗教的創始者，都是聖賢，

都把利、貪欲完全放下，身心清淨，故能自行化他，對當世後代產生

廣大深遠的影響。 

「辦班教學」能化解一切衝突 

愛是性德，所以有愛、有仁義、有慈悲，這就是隨順性德。隨順

性德的後果是善良的。仔細想想，隨順性德者必定愛人；以仁義、慈

悲待人，怎麼會害人！如果爭利，決定會有損人利己的行為發生。每

個人都懷有損人利己的心理，人與人之間的衝突自然生起。所以要真

正化解一切衝突，促進社會安定、世界和平，不是武力鎮壓或報復所

能做到的，也不是開會能得到的。用什麼方法能得到？東方聖賢、釋

迦牟尼等人無一不是以「辦班教學」而達目的。孔子辦班教學，釋迦

牟尼一生辦班教學，經典上記載「講經三百餘會」，那就是佛陀一生辦

班總有三百多次。每一次對象不相同，目標、方法也不同，所以時間

長短也各不同。大的單元，譬如《般若》班，內容非常豐富，分了很

多中、小單元，需要好幾年的時間才能教完。又如《華嚴經》，現在我

們看到中譯本有三十九品，每一品是個大單元，大單元裡有小單元，

這也需要長時間的授課。正如辦學校，學生接受教育的期間有四年、

五年、六年，甚至到十年不等。或有三天、五天、一個星期、一個月，

也不一定。最小的單元，一天二、三個小時，這是有特定對象向釋尊

請教而為他們解答的，這種情形也很多。 

所以釋迦一生大單元的辦班教學有三百多次，內容非常豐富。他

從三十歲開始授課，七十九歲過世，四十九年的教學沒有中斷。我們

知道中國孔子教學只有五年；耶穌教學三年，他是被人害死的；穆罕

默德教學二十七年。所以在古今各個族群的聖哲中，確實，釋迦牟尼

佛的教學時間最長，內容也最豐富，成績、效果也非常的卓著，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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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值得我們參考學習的。只有「辦班教學」才能真正化解一切複雜的

衝突問題。 

自從參與昆士蘭大學和平學院座談會之後，學校就聘請我為和平

學院的教授，鼓勵我代表學校、代表澳洲參與國際和平會議。這是我

參與國際和平會議的因緣。我先後參加過八次國際和平的會議論壇，

今日在此地與諸大德聚會是第九次。八次當中有五次與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有關係，都是由他們主導大會。參與這麼多會議之後，我深深體

會到「會議很難真正化解問題」。 

由是反思，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中，從來沒有對鄰國發動過戰爭，

沒有侵佔鄰國一寸一尺的土地。縱然政權轉易，改朝換代，那是國家

內部的事；但對外從未主動侵略他國。所以世界許多專家學者都肯定，

中國是個愛好和平的族群。正如六百年前，鄭和的船隊航海訪問，發

現全世界。他們沒有開拓殖民地，所到之處，唯有全心全力的奉獻，

幫助當地人民提升農業、工藝、文化等多項交流，故能深受當地人敬

重，尊稱之為「三保太監」。至今在南洋地區還保留著許多「鄭和廟」，

香火鼎盛。這是個非常明顯的例子。當時中國國力是世界上最強盛的，

鄭和所率領的船隊，用現在話說，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艦隊，

航行遍及全世界，為什麼沒有建立殖民地？為什麼沒有拓展自己國家

版圖的意識？原因何在？實在講就是儒、釋、道三家辦班教學的效果。 

中國教育思想從「愛」興起 

所以中國人自古以來，他的思惟方式都是隨順自性、隨順性德，

也就是中國人所講的倫理道德與因果的教育。什麼是「道德」？「道」

就是現在所說的「大自然的規律」，「大自然運作的秩序」，「大自然是

和諧的—太和」。隨順大自然就是「德」。譬如一年四季，春、夏、秋、

冬，這是自然的規律現象，稱之為「道」。人的生活、思惟（思惟屬精

神生活，身體屬物質生活），都能隨順四季「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的規律，精神和身體一定非常健康。所以說隨順自然、和諧、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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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違背自然運作，不和，這個人一定不健康，容易產生疾病。這是

「道德」的定義。 

倫理是道，是隨順自然，隨順和諧。五倫關係，夫妻的結合，父

子、兄弟、君臣、朋友，都是宇宙間自然的現象，自然的和諧，不是

哪個人發明、創造出來的。所以說，人與人的關係與大自然的規律完

全相同。「五倫」是「道」，隨順五倫就稱之為「德」。所謂「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君仁臣忠、夫義婦聽、長惠幼順」，這「十義」，十種和諧

就是「德」。這是中國祖先教導子孫後代，做人必須遵守的和諧規範。 

道德的理體，原點就是「愛」。所以中國道德觀念的原點即是倫理

中的「父子有親」。「親」是「親愛」，就是以後儒家講的「仁義」，佛

法講的「慈悲」，西方宗教講的「神愛世人」、「上帝愛世人」；原點就

是父子天性的親愛。父子親愛是天然的太和，沒有任何條件。我們細

心觀察，嬰兒在三、四個月時，嬰兒對父母的愛，父母對他的愛，非

常明顯。中國的教育思想就是從這個原點興起的。 

因此，這些年來，我們將愛送到全世界，肯定人性本善，人人皆

有佛性。期望人人能學會自愛、愛人、愛家、愛國、愛世界、愛眾生。

愛，從心、從受。以真心感受為義，真誠心的感受就是愛。真誠包太

虛，仁愛周沙界。落實在世間，即是弟子規；落實在佛法，即是十善

業道。 

故慈悲遍法界，善意滿娑婆。亦即是學習十善業道遍世界，弟子

規的教育滿人間。 

愛就是十善業道的圓滿實踐。愛就是弟子規的圓滿落實。 

愛就是真心、真性、真如、法性。 

愛就是本性、本善、純淨、純善。 

愛就是真理、真諦、生命、永恆。 

愛就是神聖、上帝、真主、聖靈。 

愛孕育出宇宙萬物，天地萬物，無一不是從愛心而生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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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萬德萬能萬福的根源。 

一切佛聖所證所得，即是自愛。一切佛聖所教所化，即是愛他。

一切聖賢的教化，就是真誠、愛心、弟子規、十善業道生活規範的教

育。它是人類智慧經驗的承傳，也是世界文明的遺產。 

古代中國教育第一個目的，就是希望父子親愛在一生之中永遠保

持不變質。第二個目的是把這種真誠的愛心發揚光大，愛父母、愛家

庭、愛兄弟姐妹、愛族群、愛社會、愛國家、愛全人類，乃至於愛一

切生物。不但是愛人類，連動物、樹木花草都愛，把這個愛心擴大，

就是中國教育的理念，中國教育所希望達到的目標。中國教育是仁義

的教育、愛的教育，太和的教育；它不是爭利的教育。所以教育兒童，

從小就要教他懂得禮讓，不但要學習「不爭」，還知道應當捨己奉獻。

不像現代教育，從幼稚園就教小孩競爭，競爭就是自私自利。從小就

教他爭名奪利，養成損人利己的觀念，長大之後他不知道損人利己是

錯誤的行為。所以愛的教育是教人應當愛人如己，念念思惟希望自己

能犧牲奉獻，為別人服務，為社會、國家，為一切眾生服務；絕對沒

有考慮自己的利益。聖人的教育是從這裡興起來。 

中國最著名的教育典範，就是周朝的三太（太姜、太任、太姒）

提倡胎教。文王的母親太任，懷孕時就知道自己的意念言行會影響胎

兒。我們看到史書上記載，太任懷孕時，眼不看不善的現象，耳不聽

邪思邪念的音聲，言語柔和，沒有傲慢憤怒的言行。她深知自己的起

心動念、言語造作會影響胎兒。所以教育子女應當從懷孕的時候開始。

一般人對自己的兒女雖然沒有做到胎教，當嬰孩出生時也能明瞭嬰兒

見色聞聲必受影響。嬰孩不論懂不懂事，他只要是睜開眼睛了，眼睛

會看，耳朵會聽，他就在學習，就在模仿。這是自然的，自然就是道。

此時父母應當以正面教化之，這就是德教。 

孟子的母親明白這個道理，所以為了教育孟子，三遷其居。他們

原來住的地方接近墳墓，孟子從小玩耍遊戲就學埋葬死人。他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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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樣子不善，所以搬家。搬到靠近市場，市場有買賣，孟子看到

殺豬的、賣肉的，他就學殺豬、學賣肉，他母親看到了，再搬家。搬

到靠近學堂，於是孟子學會怎樣行禮，怎樣鞠躬，怎樣去讀書。孟母

看到這對孩子是好事，就定居於此。所以孟母三遷，為教小孩。孟母

確實教得好，以後孟子成為一代聖人，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僅次於孔

子。 

孟子所學的是孔子，但是那時孔子已經不在世了，他的老師是孔

子的第三代傳人，孟子向他們學習。孔子的著作在，所以孟子是中國

第一個師事古人--現前找不到好老師，可以找古人的著作。那時候還

有跟過孔子的學生，孟子好學，有不明瞭的地方就向孔子的學生請教。

他的道德、學問成就了，為中國文化史上做出卓越的貢獻。他一生繼

承了孔子的道德學術，排斥自私自利，提倡仁義道德。但當時的諸侯、

國君沒有人能用他。原因是什麼？他生在戰國時代（孔子生在春秋時

代），當時的社會風氣逐漸重視爭名奪利，動亂、征戰，與現代世界相

似。他們看在心裡，非常感慨，非常痛心，沒有人肯用他，這才回去

從事於教學工作，將自己的智慧、經驗、德行、理論傳授給下一代聖

哲。 

釋迦牟尼佛，我們很客觀的觀察，他的智慧、觀察皆在孔子之上。

因為釋迦牟尼本身是王子，如果想用政治的方法來推動他的理念，機

緣具足。但是他放棄了。放棄了王位、權勢，放棄了榮華富貴，終身

甘願過一個苦行僧的生活，從事於多元文化的社會教育工作。這是聖

人的作為，我們細心觀察，他一生所做的完全正確。他為我們後人做

了最好的典範，這是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 

孔子、孟子原本的期待，是能像周公一樣，自己有合法的地位、

權力，可以施展抱負，為人民造福。這是一種示現，我們講「表演」。

釋迦牟尼佛是另一種方式的表演，教人放下，不爭名利、不爭榮華富

貴、權勢地位。因為真正希望為人民服務，還是辦班教學好。對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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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會、國家、乃至世界，有百利而無一害。這是大智洞識，非

凡夫能見能為；他做得很徹底。 

聖哲賢士各有各的做法，都是對的，都是正確的。我們應當方方

面面都看清楚，然後才能真正開智慧，真正學習到我們應當學的智慧

德能。不能說孔子去求一個官職是錯誤的，他沒有錯誤；釋迦牟尼佛

一切放下，他是正確的。都是正確，沒有錯誤，只是方式不同，我們

要從多方面學習，才能圓滿。具有地位，具有權勢，也像釋迦牟尼佛

一樣，事要認真去做，心裡放得乾乾淨淨，一塵不染，這才達到圓滿。

大乘學習講的是圓融，圓滿的智慧、圓滿的事業、圓滿的功德。這是

我們現代人應當要能體會得到，應當要能效法。只有神聖智慧的教育，

才能幫助我們提升境界；在佛法講消除我們的煩惱習氣，也就是把錯

誤的思惟、錯誤的心理、妄想、分別、執著改正過來。完全隨順自然

的法則，隨順大自然的運作。認識整個宇宙與自然規律的關係，達到

終極，確實是一體、和諧的；你、我、他與整個宇宙是一體的。 

真神以不同形象教化眾生 

佛法為教學方便而將整個宇宙分為三分，一分是本體，一分是精

神，一分是物質。雖為三分，實為一體。「本體」是理體，就是佛法講

的「能現、能變」。「唯心所現」，「心性」是體；「唯識所變」，「識」是

分別、執著，分別、執著再變現為宇宙萬事萬法。「能變」與「所變」

是一不是二，所以從這個地方認知「整個宇宙是自己」。我們的精神與

法性融合成一體，我們的肉體與法身融合成一體；「法身」就是宇宙的

物質現象，「見、聞、覺、知」是宇宙的精神現象。所以精神現象與物

質現象是同一個本源，這個根源在佛法裡稱之為「法性」，在其他宗教

裡稱為「上帝」，稱為「神」。 

現在許多宗教學習者都說，上帝沒有肉身，無所不在，無時不在；

對於神，也是這樣說法。這就與佛家所講的「法性」完全相同。因此

我們知道各個宗教所說，實際是一樁事，只是名詞不相同。我跟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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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領袖往來，討論到這個基本觀念，都談到每個宗教崇信的神，皆

是宇宙之間唯一的真神。我向他們說，「真神有圓滿的智慧，你承不承

認？」他們承認。「真神會變化，神通廣大不可思議」，他們相信。於

是我說，「真神在佛教裡變成釋迦牟尼，在中國就變成孔子，在基督教

裡變成耶穌，在伊斯蘭教就變成穆罕默德；實際上是一個人，千變萬

化。所以大家都是一家人。」很難得，這些宗教領導人都很歡喜接受

這一理念。我以為提出這麼一個說法，可能要經過很多辯論，結果這

些年來居然大家都歡喜接受，這是非常的難得。 

所有宗教的創始者都是真神在各個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時代、文

化，不同的歷史背景之下，以不同的形象身分來教化眾生。仔細研究，

諸多的形式雖不同，可是方向、目標、目的決定相同。所有宗教總的

原點就是「愛」。原點相同，也就是我們的目標、方向完全一致。所以

宗教是可以團結的。我在新加坡，當時有九個宗教，我們真的團結成

一體，成為兄弟姐妹，非常和睦；為新加坡社會帶來安定、和平的基

礎。在印尼，我也在那邊做宗教和睦團結的工作，也非常有效果。 

印尼宗教的團結和睦，是在瓦希德長老沒有做總統之前，已從事

於這個工作，奠定的良好基礎。我非常幸運，到印尼訪問，非常容易

和大家團結在一起。我曾陪同他們組團訪問埃及、梵蒂岡；以後還訪

問中國。他們兩次都邀請我為宗教訪問團的顧問。實際上，旅行是非

常有益的學習機緣，因為各宗教領袖們平時很難得聚集在一起。組團

到國外旅遊訪問，有十幾天的時間共同生活在一起，從早到晚，無事

不談，互相交流，互相了解、學習，所以才真正成為朋友。 

有了這些經驗，所以二ΟΟ五年我拜訪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迪長

老時，他退出政壇，悲願未失。依然時時關懷如何化解世界的衝突、

災難，怎麼能讓社會恢復到安定和平。他這種悲天憫人的意念，我聽

了非常感動，也非常敬佩。他問我有什麼方法能落實，我當時就提出

了四樁事，我說這四樁事能做好，化解衝突、恢復安定和平的目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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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達到。 

他問我哪四樁事，我說第一、全世界國家跟國家要平等對待，和

睦相處；第二、不同的族群也要做到平等對待，和睦相處；第三、足

以影響世界安定的政黨、派系，也要能把心量、眼光拓開，不能只為

自己想，要為整個世界人民福祉著想。派系也應該團結，有共同的目

標，以「為全世界人民興利除害，謀福祉」為目標，一定要團結合作；

第四、全球宗教要和睦相處，平等對待。我說這四樁事都不容易做，

非常棘手，可是從宗教下手還是比較容易，如果宗教能和睦相處，能

平等對待，肯定會影響政治、政黨和族群。 

馬哈迪長老聽了我的意見表示贊同，第二天就決定邀請我參加他

在二ΟΟ五年十二月於吉隆坡召開的「波達那全球和平論壇」。我也很

歡喜參與這次的活動。感激他在論壇活動中對我的禮遇。他的身體很

好，我奉勸他，希望他晚年還能為世界和平、人類福祉，至少做十年；

為化解衝突，恢復世界的和平與安定做出最偉大的貢獻。 

弟子規奠定德行基礎 

由於數十年來世界上許多志士仁人，以無盡的悲願，希求化解一

切衝突，促進安定和平，用會議的方法未能收效。於是反思中國老子

所說「小國寡民」。我就想做一個實驗，找一個小社區做一個試點。從

前在美國想做，緣不成熟；以後在新加坡、在澳洲，緣還是不成熟。

前幾年難得回到家鄉去看看，與家鄉父老兄弟們聊天，談到這個理想，

沒想到他們很熱心的響應，他們說：「我們願意做。」我很歡喜，就在

家鄉選擇一個小鎮—湯池。這個小鎮是在鄉下，有十二個村莊，居民

四萬八千人。他們疏忽了中國的聖賢教育已有八十年。我們就以此地

做實驗，建立一所多元文化中心，希望將孔子、釋迦的教學理念、方

法和精神，在這個小鎮落實。 

首先是培養師資。因為這是教學的工作，沒有老師是做不成的。

我們將理念從網路上傳播，對外招生。對象是幼兒園的老師、小學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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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初中老師。很快的就有三百多人應試。我們在其中精挑細選，選

了三十多位參加面試。面談之後，選出三十位真正志趣相同的老師，

志願參加此項事業。他們辭去現有的工作，參與我們中心的教學活動。

學習的前兩個月，我們採用儒家基礎的教學《弟子規》為教材，要求

老師們要百分之百的自我落實。 

《弟子規》的教學，主要是父母長輩一定要做給兒童看的「身教」。

嬰兒從出生，睜開眼睛會看，豎起耳朵會聽，雖然還不會說話，還沒

有動作的能力，但已經在模仿了。長輩在他面前的言行舉止，必須都

符合倫理道德，使嬰兒所見、所聞、所接觸的，全是正面教育。中國

古諺云「三歲看八十，七歲看終身」，這種說法非常有道理。小孩看了

三年，聽了三年，印象深刻；到了三歲時就有能力辨別是非邪正。面

對現代社會許多不善的污染，以現在的話說，小孩就有免疫能力。這

種免疫能力是從小養成的。直到六、七歲上學，學校老師教導他天天

要做到，不能違背；將他從小學會的倫理道德教學不斷的加強、延續，

使其養成一生思想善、言語善、行為善的基本品德。念念能禮讓，待

人謙敬，處事謹慎，彼此和諧禮讓而不爭，所以沒有爭執。德行的基

礎奠定後，老師再教導他學習聖賢經典，接受倫理、道德、因果、智

慧的教育。 

童年是每個人一生中記憶力最好的階段。所以在十二歲以前，完

全著重記憶，將一生應記住的課程皆熟讀背誦，如此則一生都不會忘

記。兒童讀書不重視講解，只重視讀誦，學習涵養品德，學習處事待

人接物。孩童在學校裡學會奉事師長，回家就會孝養父母，為父母服

務。孩童十二歲以前，小學老師只教經文讀誦，沒有講解。各人天賦

不同，展讀十遍就能背誦，這是適當的進度。但必須要求他背一百遍、

兩百遍。為什麼？使他一生不會忘記。第二天教授新課程之前，先把

昨天的課程背一遍，然後再上新的課程。重視複習，溫故而知新。 

中國古代教學只有兩個階段。小學上去就是太學，太學就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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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歲上太學。太學教學著重講解、研究、討論。因為師生都背過經

典，所以讀書是非常快樂的，上課可以不用書本，即使引證古今著述，

他們全都熟背了。老師能背，學生也能背，問他這一句，都知道在哪

一本書第幾頁第幾行，他們都能說得出來。因為中國古代書籍的版面

是固定的，它沒有標點符號，每一頁十行，每行二十字。無論哪一家

的刻版，皆能遵守這個規矩。所以各家版本雖異，但行頁相同。這比

現代的書籍還科學。現代印書，版本不同，則行頁不一致，引用自然

困難。 

古代中國印書版面統一的方式，使天下讀書人無論是在南、北、

東、西，問起第幾頁第幾行第幾個字，皆能準確無誤。所以太學教授

上課不需書本。老師教學多半是帶著學生遊山玩水，重視史跡的考證

而加深學習的興趣與理解，重視活的教材。所以老師講到古人文章所

說的地域，就帶著學生實地遊覽，到現場去看，古人在這地域遺留下

的遺跡，研究討論，活的教學，所以讀書才有樂趣；不像現在讀得很

苦！研究討論的時候可以發揮自己的見解、自己的看法，以求融會貫

通，達到真實的智慧，符合現代人社會用途的學術。 

像這些教育理念，實在很值得我們融會東西方的學術，截長補短，

希望全世界人民都能接受到倫理、道德、因果、智慧、科學的教育，

建立共識。這不但是自己一生幸福，而是全人類共存共榮無比的幸福。

使每個人皆能從自己內心化解對一切人、事、物的衝突，對一切人、

事、物的誤會、懷疑、顧慮與矛盾；然後使自己身心調和，健康快樂。

大自然是和諧的，宇宙是和諧的，萬物是和諧的，人也應該要和諧，

跟宇宙配合，與一切人、一切萬物和諧合作。這樣才能真正化解世間

一切衝突，落實社會安定，世界和平，落實釋迦佛陀「破迷開悟，離

苦得樂」的教誨。 

「辦班教學」改良社會風氣 

我們用東方古老的辦班教學，在湯池鎮做試驗。中心要求教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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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落實《弟子規》的修養。《弟子規》共有一百一十三條，與美國隆．

克拉克的五十五條義趣相同，但內容更豐富，更廣闊。儒與道也各有

基本教條。道家的基礎教育是《太上感應篇》，佛家基礎教育是《十善

業道》；十善是綱領，由此綱領開展，大概也有一百多個條目。三家的

基本教育，初學啟蒙必須認真落實，百分之百的落實，從此基礎再向

上提升。 

廬江文化教育中心的教師們在兩個月內將儒家的教育一百一十三

條落實，然後開始嘗試教導當地的居民，鼓勵當地居民男女老少、各

行各業一起學習。湯池小鎮十二個村莊；中心的老師們，在中心他們

是學生，出去教導民眾，他們就是老師。我們分班同時到十二個村莊，

輪流教學。沒想到兩個月就見到效果。小鎮裡夫妻衝突沒有了，夫妻

不吵架；婆媳可以和睦相處，衝突也化解了；過去鄰居為小事爭執的

很多，現在沒有了，皆能和睦相處，彼此謙讓；小孩知道孝順父母。

整個小鎮人民的素質提高，社會風氣改良了。商人告訴我們，過去商

店裡竊盜很多，如果看得不緊，時常丟東西。現在經過中心這兩個月

的教化後，東西不看也不會丟了。 

計程車司機們反應說：「從前我們的念頭很不好，凡是外地來的旅

客總是欺負他，多收一些費用，或者繞路兜圈子，多繞幾圈。現在我

們知道自己以前錯了，都轉變態度，非常熱忱、真誠的對待顧客。曾

有一位從外地來的乘客，皮包遺忘在車上，裡面還有幾萬圓現鈔。在

從前，我們一定是自己沒收了，不會還他。但現在受到中心道德的教

育後，我們知道應該照顧顧客，於是把這個皮包原封不動的送回去。」 

這位乘客是位商業老闆，他看到之後非常感動的說：「此地竟有這

麼好的人，拾到東西還能送還！」司機說：「我們是受了中心的教育。

不但我這個計程車會做到，我們這個地區任何一位計程車司機都會做

到。」老闆聽了很感動。這就是辦班教學所收的效果。詳情將由中心

教務長楊淑芬女士向大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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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湯池鎮這半年的教學經驗，堅定了我們「化解衝突，促進社會

安定、世界和平」的真實信心。我們深信、肯定「人民是可以教得好

的」，「人之初，性本善」，佛家講「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人人本來是

好人，人性本善，本性都是本善的，都是好的。為什麼現在不好？「學

壞了」，沒有人教他。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這個道理。只

要有好的教育，正面的教育，隨順性德的教育，人人都能歡喜接受。

人皆不願意做壞人，皆願做好人。這是我們從湯池短短半年時間所看

到的事實真相。 

諸如此類的事例很多，今天難得有這麼好的機會，與大家在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總部聚會一堂，共同交流學習。希望分享我們在湯池小

鎮辦班教學的成果，貢獻與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仁人志士，共同攜手合

作。展開倫理、道德、因果、智慧、科學的教育，幫助全球苦難眾生，

「破迷開悟，離苦得樂」。大會最後一天，楊老師和蔡老師將提出專題

報告，說明我們在湯池半年獲得的經驗。這些教學的理念、方法與效

果，是來自佛陀與孔子的啟示，可提供聯合國做為化解衝突，促進社

會安定、世界和平的參考。希望以此微小成果，帶動為求化解衝突、

促進世界和平的志士仁人，增長信心，增上願力。只要團結宗教，推

展「辦班教學」的方法，一切衝突自然化解，「和諧社會、和諧世界」

不是口號，決定落實。願我同倫攜手合作，繼釋迦、孔子之後，也能

於今世對全人類做出最大的貢獻。最後，我謹代表中心，至誠邀請大

家光臨中國安徽省廬江縣文化教育中心參觀指教。謝謝大家！ 敬 祝 

尊敬的各國代表各位嘉賓  

身體健康吉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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