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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可以學習到

什麼是教育？
什麼是愛？
什麼是自我的心靈教育？
聽懂證嚴上人的開示
學習化城喻品的精髓



證嚴上人說
教育就是愛的接力

愛就是慈悲
慈就是予樂，悲就是拔苦

大愛就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新上任的社會科老師，尤金在學期初給予
的報告題目：想辦法改變這個世界。
崔弗爾決定的題目就是無償的幫助三個人
，並要求這三個人得到幫助的恩情傳達給
另外三個需要幫忙的人。

讓愛傳出去 (電影)







愛的四要素(佛洛姆)
了解 關懷 尊重 責任

實踐愛的四要素
專注 耐心 自律 關心

這8個要素是讓愛的傳遞不會斷掉的關鍵
當一個人能做到了，就真正的有愛無礙



教育訓練以形式來分有三大類

工作崗位的教育訓練(OJT,做中學，累積專業)
離開工作崗位的教育訓練(Off-JT,吸收新知)
自我啟發的教育訓練(SD,學習的養分來源)

如果整個教育訓練以一棵樹來譬喻
工作崗位的教育訓練是樹幹
離開工作崗位的教育訓練是樹枝
自我啟發的教育訓練是樹根



OJT:
工作崗位訓練

OFF-JT:
集合式研修

SD
自我啟發





七種不同的
學習型態

Learning Style

視覺圖像型 文字語言型音樂/聽覺型

肢體觸覺型 邏輯數理型 社交互動型 獨立思考型



視覺圖像型



音樂/聽覺型



文字語言型



肢體觸覺型



邏輯數理型



社交互動型



獨立思考型



七種不同的
學習型態

Learning Style

視覺圖像型 文字語言型音樂/聽覺型

肢體觸覺型 邏輯數理型 社交互動型 獨立思考型



證嚴上人開示的節目/內容/時機
靜思晨語(靜思法髓妙蓮華)
人間菩提
志工早會
精進日開示
初一十五拜經後開示
歲末祝福開示
志業主管同仁報告後開示
志工報告後開示
外賓來訪時開示……



薰法香 智慧聞思修
做定課 心定道念正
持齋戒 持戒滅煩惱
制一心 防非止惡法
勤分享 導人安穩道
發大願 做人間菩薩



薰法安心讀書會



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隨境會法理事融會

1072集-20151029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2年6月22日











SELEX是一種分子生物學試驗，用來找出和配體最親和的核酸序列。隨機核酸序列庫通過生物化學方法產生
，序列庫和配體反應，然後通過免疫學方法分離出配體，清潔未和配體結合的核酸序列，然後再將結合了的
核酸序列用聚合酵素鏈式反應複製數百萬倍，再選擇多次，和配體最親和既核酸序列就會產生。



法度入
心機熟

萬法所
依因緣

周遍法
界萬化

無始因
地法身

事相顯
理易解

理事融
會一體

無因緣
有因緣

修習氣

法度入
心的過程

信解
行證

除煩惱

轉識成智



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樂著欲愛險難惡道

1073集-20151030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2年6月23日







法未入心樂著諸有慾愛

譬如五百由旬，險難惡道，曠絕無人，怖畏之處，
若有多眾，欲過此道，至珍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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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見思惑



為什麼險難惡道，
因為法未入心，
三界無安猶如火
宅，不知覺不怖，
輪迴四生五道



法，法若還未入心，我們的心還是執著在樂，就
是一直貪著。這種貪著樂欲，為所欲為，「我就
是要這樣」，他就不會修行，接受道理，按照規
則來生活。像這樣，不願意在規則生活中，日夜
顛倒，現在社會有多少夜不歸人。又有多少人做
事情都要做到很晚，白天再來睡覺，這都是作息
顛倒。也有人修行，修行的方式有一個規則，但
有人修行入佛門，生活還是不照規則，這都在我
們一念心。



心若能夠在生活中，各人在什麼樣的位置，做好
、守好那個位置的規則，若這樣，生活就正常。
生活不正常的實在是很多，生活中不正常，心怎
有辦法調伏呢？所以我們必定要將法入心，法若
入心，作息就是規矩，規矩作息的生活，規矩的
作息，心就能按照於日常生態中。



尤其是最能降伏心的，就是修行在團體中，自然
這是一個規戒。人與人之間互相勉勵，彼此有互
動的規則，這樣就沒有機會「樂著諸有欲愛」。
佛陀他在僧團的生活，也是與一切僧團的生活是
一樣的，三衣一缽，日常生活，這樣還有什麼需
要值得去貪著嗎？同樣能生活下去，有衣服可穿
，有飯可吃，身能遮蔽身體取暖，冷不會受寒。



每天這樣的生活，一天，佛陀時代，日中一食，
住的是樹下一宿。很簡單，他就能生活，還有什
麼好追求呢？有了財物，就有煩惱，若要去除心
靈的欲念，就要在身外所有的物質，生活中的生
態將它回歸於規則中。這樣就能心無欲就無罣礙
，就不受很多煩惱來誘引我們的心。所以，心要
定、要靜，唯有就是要簡化生活，才有辦法身心
清淨。



我們前面也是這麼說，法度入心，根機才會成熟
，我們昨天早上不是這樣說過嗎？萬法依這個因
緣，不論身外、心外的萬法，我們就要心很清楚
，了解一切因緣。一切因緣周遍法界是萬化，這
我們昨天都說過了。世間一切事物等等，遍虛空
法界都是多變化，看看我們現在，春、夏、秋、
冬，在全球，時差、季節差，因我們的北半球與
南半秋，春、夏季就不同。



我們將要進入冬天了，南半球要進入夏天了。這
就是天下間的氣候不同，氣候若不同，景象就不
同。我們這裡要進入冬天，要準備冬天，外面的
樹木，隨著季節，秋天來時，樹葉開始凋零。有
的花就是它的樹葉要落盡，就是花將開之時，例
如櫻花，春天來了，葉子就一直落，當落光禿禿
時，它的花就開出來了。







所以，外面的境界真的是會影響內在的性。人的
本性也是一樣，會受外面的境界所影響。我們要
將我們這念心守得好，天地萬物千變萬化，我們
若這個道理了解，利用我們的心，定下來，心去
轉境，不是境來轉我們的心。那位老菩薩就是用
她虔誠的心，去轉外面這棵玉蘭花的境。這棵玉
蘭花也受虔誠所感動，也會提早玉蘭花開。這是
心，虔誠的心，轉外面的境。



剛剛說的那些櫻花，是受外面的境界，風吹落了
它的葉子，所以它的花提早開了。同樣的木、樹
木，它有的是受外面的境界、氣候，順著氣候，
外面的境界，它的生態是這樣，隨著這樣發生。
我們人的心要去了解外面的法則，自然用我們虔
誠的心來影響大地萬物。所以常常說，一念虔誠
的心，上達諸佛菩薩聽，我們要很用心，心不要
「樂著諸有欲愛」，外面的境界來誘引我們。



要知道，「輪迴四生五道喻處火宅」，我們若是
心沒有守好，一念無明再起波動起來，這樣我們
就懈怠了。一懈怠下去，就又墮落凡夫心。凡夫
心，那就是輪迴四生。大家了解什麼叫做「四生
」？是啊，好，大家記得就對了。卵生、胎生、
濕生、化生，這叫做「四生」。所有眾生的生態
沒有離開這四種生態，所以，看我們會落入哪一
道。五道，天道、人道，再下去呢？地獄道、畜
生道、餓鬼道，這就是五道。



由不得自己啊，只是我們如何心被外面境界如何
影響，我們的心念起動，精進的變懈怠，正常的
就變顛倒反覆。像這樣，你們想，規則，生活的
規則要如何才能真正的不受擾亂呢？所以我們必
定要了解，要不然我們永遠都是處在火宅，輪迴
四生五道，由不得自己。這種的煩惱、業力，就
是這樣逼迫，非常的壓迫著我們非去做不可，這
是很無奈。





看，像這樣的家庭有多少呢？這是說不完的家庭
苦難，像這樣這麼多人，這就是在火宅中。在這
種由不得自己，輪迴五道，由不得自己的苦，實
在是誰都沒有辦法。這個人生，天下如一個家，
所以喻處三界無安。現在的敘利亞是這樣，有家
歸不得，但是還有土耳其、約旦，還有很多，幾
十個國家慢慢在收容。但是「其家廣大」，在天
下之間，到底會到哪個國家去，他能安嗎？能安
住在什麼地方呢？不知道啊！



「其家廣大喻處三界無安」。儘管天地之大，每
一個家庭要安住在哪個地方呢？居無定處，沒有
安穩的地方，這是活生生的現在人類的故事。若
是佛陀來向我們譬喻，我們就如這樣在這心靈境
界，在欲界的心靈具足了貪、瞋、癡，欲界有貪
、瞋、癡來造惡業。在色界，思想中還是有貪著
。在無色界，雖然無貪無著，卻是還有煩惱，塵
沙煩惱，道理還未很究竟透徹，所以這叫做「三
界」。



若是在人間，現在那些難民，天地之大，何去何
從呢？實在是居無定處，三界無安，不管是心靈
的依靠沒了，外面的境界也容不得他們大家，你
們想，是不是很苦呢？「火來逼身不覺無知不怖
」，我們在平安的地方，自己都沒有感覺到，時
日這麼的快速過去，我們日常生活，「是日已過
，命亦隨減」，還不趕快了解這道理到底是如何
。



佛陀教導我們，道理很容易，你發大心、立大願
，趕緊人人的心安定下來，如何能使人安定，趕
緊去付出。從他生活中的苦難，讓他們穩定下來
，將他們的心靈中的那個仇恨安撫下來，讓他們
將這種人間的愛恨情仇去除掉。社會人群能面向
著道理，真如的本性，在菩提覺道這樣趕緊走，
從我們現在開始的生活中就能夠做得到了，還要
等什麼呢？



光是在這個地方懈怠，不知道時日如風、火一樣
，這樣一直過去。風不斷掃盡、吹斷了一切樹枝
，掃掉了樹葉。火燒盡了山林大地，就這樣一直
過去傷害，我們難道還要再讓火燒？「如救頭燃
」，火燒到眉毛了，時間這樣過去。世間景象讓
我們看了，氣象的變遷，這麼多的火來逼身，還
是不覺無知不怖，這樣還是沉淪在這種懈怠、不
精進。想，這是不是讓人很擔心呢？



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心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佛法不
離開世間法。現在的世間已經是到了這樣的程度
，人禍天災、天災人禍，我們不能將這些世間的
千變萬化連結起來。這個道理，我們不能透徹嗎
？我們還能這樣的醉生夢死嗎？所以我們要好好
地法入心，法若未入心，就永遠樂著諸有欲愛，
輪迴四生五道喻處火宅。一旦真正由不得我們自
己時，火來逼身，你們想，我們還是不覺不知，
這我們要很用心去體會人間的道理。



法未入心樂著諸有慾愛

譬如五百由旬，險難惡道，曠絕無人，怖畏之處，
若有多眾，欲過此道，至珍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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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怖畏】

（名數）初學之菩薩，有五怖畏：一、不活
畏，行布施者，恐己不能過活，而不能盡所
有。二、惡名畏，恐已惡名，不能為和光同
塵之行。三、死畏，雖發廣大之心，然恐死
而不能捨身命。四、惡道畏，恐己墮於惡道
，而對治不善法。五、大眾咸德畏，恐眾多
之人或威德之人，不能於其前為獅子吼。







是啊！佛功德累積是累生累世，無始以來，就如
我們，我們也有功德。功德，那個真如本性，就
是埋在我們的內心，我們若是用功，自然這個本
性德就現前。你若不用功，本性德就無法啟發出
來，所以我們要法入心，法若入心，才能根機成
熟，這是我們昨天說過了。所以，昨天的法要入
心，今天的法若是不入心，還是停滯在欲樂之中
，「樂著諸有欲愛」，這實在修行最大的障礙。



我們要經過「五百由旬」，關關都有障礙，這障
礙沒有什麼，就是煩惱無明來障礙我們要經過「
五百由旬」這個險道，煩惱若再一出來，要走的
路就又受障礙了。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心在日常生
活中，不要懈怠。愈來會愈覺得時間不夠了，愈
來愈覺得世態很險惡，我們應該要愈來愈認真，
所以要請大家時時要多用心。



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心定念正導人安穩

1074集-20151031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2年6月24日







智慧聞思修
心定道念正
持戒滅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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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導師聰慧明達，善知險道通塞之相，將導眾人
欲過此難。所將人眾，中路懈退。

防非止惡法

導人安穩道

導人令入菩提正道者
，即佛菩薩之通稱

分別
判斷
遠見
慈悲



智慧聞思修
心定道念正
持戒滅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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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導師聰慧明達，善知險道通塞之相，將導眾人
欲過此難。所將人眾，中路懈退。

防非止惡法

導人安穩道

導人令入菩提正道者
，即佛菩薩之通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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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

我們要自度度人，這才是我們的目標，這樣才是安全究竟的道路。



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初心懈怠半途欲退

1075集-20151101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2年6月25日







身心懶惰於諸道業 不能精進
因而退大向小懈怠 惱亂初心
隨煩惱障礙大道業 半途欲退

白導師言：
我等疲極而復怖畏，不能復進；
前路猶遠，今欲退還。

中路懈退，即擬向往菩提大道

發心
為初

至佛
為終

導師有四
通途慈悲導師
結緣導師
權智導師
實智導師
四從時異
人只是一
並是王子

表相問題 真正原因



我等疲極而復怖
畏，不能復進；
前路猶遠，今欲
退還。真因是凡
夫心的懈怠造成



我們大家看看這段文，這幾天，我們一直都在說
道險難，曠野無人，甚為恐怖。真的是我們在修
行的過程，好好用心，思考我們這輩子，開頭不
由自己來人間。所了解的人間世事不盡人意，很
多事情都是由不得自己。看透了，了解了，選擇
修行。修行一段時間，慢慢道心退失，懶惰於諸
道業。真正的道業，我們已經開始慢慢變成了不
稀奇、不認真，與平常的生活回歸一樣，就是煩
惱雜念。



同樣過著與平常人一樣，一點都沒有道氣。道業
已經放鬆了，無法如初發心那一念的精進。自己
內心就這樣放鬆了，不能精進，因為這樣，所以
退大向小。開始的熱情，要為佛教、為眾生，自
己要自度，同時也要度他人，這念心慢慢退失了
。回歸回來，我修我自己就好，自己顧好，不用
去管別人。做「為眾生」的事業真的是很辛苦，
面對著各形各色的人，真的是很複雜，很辛苦，
不如就顧自己就好了。



這樣，自己的內心也已經懈怠。這懈怠心一起，
就惱亂了我們的初心，擾亂掉了，起初這念心往
哪裡去了呢？提不起這分人群中的熱情，就慢慢
隨著煩惱來障礙大道業，半途欲退。我們自己的
心態，自己來思考看看，初發心那一念心，是不
是到現在與當初幾十年前、十幾年前，很多年前
開始發的那一念心，還有保持著嗎？自己可以自
問。



就如佛的時代，佛陀在靈鷲山講經時，有一位已
經下定決心，辭親割愛，就來到佛的道場，向佛
陀懇求：「佛啊！我想要修行。」佛陀問他：「
你為什麼要修行呢？」他說：「在一個家庭裡，
就是為了妻、兒，妻小，一輩子庸庸碌碌，很辛
苦啊！家庭很多很多的牽掛，無了時。我想通了
，我很想向佛的道路追求，求佛讓我出家，走在
這條佛的覺道上，我若能了解道理，我也能將佛
法傳達給大家。」





一切意流衍
愛結如葛藤
唯慧分別見
能斷愛根源



學佛，我們要很用心，身與心，雖然每天都覺得
很累，但是每天還是要這樣，該做的事情就要做
，這是初發心的使命，「為佛教，為眾生」。沒
有一天不說累，但是，每一天都還是要面對芸芸
眾生，也一樣要向前。隨著日子這樣走，生命減
少了，但願眾生結緣，結善緣、造福業。這就是
我們發心，這一生中應該盡的。發心如初，成佛
有餘。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啊！



身心懶惰於諸道業 不能精進
因而退大向小懈怠 惱亂初心
隨煩惱障礙大道業 半途欲退

白導師言：
我等疲極而復怖畏，不能復進；
前路猶遠，今欲退還。

中路懈退，即擬向往菩提大道

發心
為初

至佛
為終

導師有四
通途慈悲導師
結緣導師
權智導師
實智導師
四從時異
人只是一
並是王子

表相問題 真正原因

發心如初 成佛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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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心如初，成佛有餘 01:17



薰法香 智慧聞思修
做定課 心定道念正
持齋戒 持戒滅煩惱
制一心 防非止惡法
勤分享 導人安穩道
發大願 做人間菩薩



愛的迴響—心得分享



請將今天所聽到的，感受到的，學習到的
，關於愛的接力，大哉教育，茹素齋戒，
發心立願，如何學佛，上人開示的觀念分
享出去，分享給2個人一起去實踐，也希望
他們再分享給另外兩個人，感恩。

這樣你就已經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

讓愛傳出去 (慈濟真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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