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問:

學探索有什麼用

我回答:

學探索會像「打開」了一雙

翅膀，而且是彩色的翅膀。

請問:您相信嗎



楊和枝(慈源)
1963年-2000年國小教師
2000年8月退休，

轉慈濟教聯會志工
2001慈濟探索教育學員
2008年委員受證
2009年慈濟教師受證
現打雜:大愛媽媽 親子班 慈少班

中區探索教育教具倉庫



老阿婆說古

韓愈的名句: 「而視茫茫，
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
疫情關係，牙齒掉了不敢找牙醫師，
失禮處請多包涵。
老阿婆說古，聽不下去時，不妨….
秀一張年輕的照片！



古董照片

提著鈔票摺成的花籃，
夠年輕吧！
70年前的故事，
只是
都是舊台幣

四萬塊換一塊錢新台幣



鈔票玩具

抽屜裡的玩具！
我是三年..
大愛劇場女主角玉惠
懷疑：不是很多女孩都沒讀書嗎？
你家….？
回頭想想，真是…

幸運的奇蹟



非常幸運的奇蹟

國小四年級，

五年級要分班

爺爺說:

補習費？

別讀下去

媽媽回娘家，

騎著腳踏車去

牽著腳踏車回來

感恩貴人



•民國52年師範學校畢業

吃飯沒問題了

教職37年，22年兼行政職

申請退休想換跑道

遇到家長江雲榕師姊

89年8月退休，

9月員林親子成長班，教聯會活動



菜鳥志工，脫垂演出

90年震災區學校安心活動
921災區重建學校-南投國中

慶祝母親節活動:

自我感覺良好，冒昧的自信

回饋分享… ！自顧自的..

師兄姊的智慧

法就在生活中



首開慈濟探索教育訓練班推手

蔡啟章
師兄

郭寬亮師兄 梁國棟師兄



•90下半年，寬亮、啟章、國棟三位師兄，開
辦第一次探索教育訓練課程，

•學了幾招「繡花拳」 迫不及待獻寶

•教聯師兄姊規劃課程:歌選 賑災影片教學

探索動態體驗。

•心動馬上行動；購買器材

回服務學校，尋找空檔時間(考試完)

對象:幼稚園..到高中職

初學探索教育熱心推廣



邊走邊整隊
•慈濟功夫，淵源流長，

•一招半式，走遍天下，

•第一招….

事實是:大孩子，丟球沒興趣，

改弦易轍，換成解手結，

加上硫酸河剛剛好

學會:每一場都要量身訂做，

不是；一招半式走遍天下。

，，



•孩子的反應，

告訴我們 ？

教學相長，

感恩孩子們

讓我們磨刀練功夫，

學習謙卑

學習謙卑



國中小硫酸河 年齡不同方法有別
93.2.19             93.6.3            



回饋分享關懷苦難人93.2.19

回饋分享 祝福卡



第一期探索種子培訓流程之一

• 90.10.28彰化探索

種子培訓第三次課程，

學員來自中彰投，結束前
的毛線球，是國棟師兄帶

的，線是剪斷了，溫馨的
畫面卻長存腦海中。



高老師延續了慈濟探索教育

•探索團隊的團長

•阿利師姊邀約

廖炳煌老師:

指導中區教聯會師兄姊

寬亮、啟章、國棟師兄

慈濟探索教育種子培訓班，

事業、家業、志業 難行又非行不可
。



•菩薩從地湧出

高明智老師
十幾年，教學免費 不會學到會

因緣不同，想學不一定有因緣

福報中的福報，

感恩高老師！

感恩自己和伙伴。



高老師開始來上進PA進階課
93.11.14

高老師:樹和木頭喻:

「樹可變成木頭，木頭不能變成樹，
木頭是技巧，但不要只學技巧；樹有
生命力，木頭會枯萎；蘋果樹的英文
叫喜捨樹；木頭可治標 救急；

樹可治本，持續維持生命力、

創造美景、美化環境、欣賞、

生產果子；要學樹，學做喜捨樹，

不只當木頭(只學技巧)…



探索團隊聯誼2011.2.13



多元的探索教育累積我們的功力

•十幾年探索課程，

•佛法與上人的理念，

•法契入遊戲中，多元 豐厚 內涵

•任務體現願力，訓練累積信心和功力

•無形的影響:學員



一個球玩半天？
•雲林組隊第一次邀請

•「立體琉璃同心圓」泡泡龍，

•師兄蹣跚不起勁，

•諮詢師姊和學員對話:

•一個氣球給你們玩半天？」

•學員:「不是喔！有東西呢！」

•丟魚的game，令人玩味省思



期待三十幾年的心願
•「幾十年都等不到，先生叫她的名字…」，

•古人說:「睡破三張草蓆，不知道配偶心…。」

•心理的溝通多重要。



雲林合心共識營2012.2.26-27日月潭



馬來西亞的學習
• 馬來西亞道氣安靜莊嚴心平氣和，

•慈委志工行止依法有節，

•上人說:說千百次，不如做一次

•信受奉行，全然的尊重和實踐

•男眾無立足之地(蹲的)，沒有不耐煩，

•師兄慈眼視眾生，默默關心。

•小小菩薩，人文展現 善的希望。



法中找KEY

一念動三千，

上人開示說法，

「無漏(無煩惱)」， 「有漏(遺漏掉)」，

佛知見、知佛見、佛見知」，

視而不覺，心思飄浮，

「自以為知，其實不知」

自己的「知障」。

•



要如何使力

課輔班六年級的孩子，「
松鼠運松果」…

自己有使上力(

自我感覺良好！)

任務的洗禮

過程盡力

結果不用太在意



菩薩大招生 千手來牽手 凝聚群力

上人曾說:
「我不會的，就給會的
去做」大哉！斯言！這
就是慈濟凝聚群力的法寶



千斤萬擔也能挑
•精舍安師父名言:「人生若有目標，千斤萬擔也能
挑，人生若沒有目標，一枝草枝就梗倒腰」

陪伴長照長者遊戲中說法，

簡化探索遊戲，改變器材

佛法不在寺廟裡，而是在行住坐臥中

凝聚群力 共善磁場



把愛傳出去(改版工作接龍版)

行善布施



快樂泡泡龍

建寶塔



探索伙伴豐富我學習的廣度

•從伙伴體會和學習，豐富了視覺

•開心的事:伙伴帶領的精鍊與進步

•展現帶領的功力與如法智慧

•佩服高雄團隊；從無到有，精進不懈

•中彰投不努力的話..

•期待彰化、南投有組隊看到這顆探索鑽石。



•敬佩桃園合心師兄，眼光獨到

•探索教育的潛在價值

•桃園探索團隊，積極進取

•台南 新竹 台北探索團隊正精益求精

祝福伙伴能展現探索正能量

•難行能行奮力接棒。

•合和互協扛粽串



隊伍浩蕩長--北市第五聯區慈院活動



行動精準 難行能行

•

您還看到什麼？



立體琉璃同心圓



探索團隊



教具蒐集篇

•為什麼中區教具在我家？

蒐集採購，早期教學資源缺乏，器材大多
自己蒐集、製作的習慣

登山器材店有齊眉棍；夜市找到小丑魚

丟垃圾車的大袋裡，有大、小布偶、玩具

• 寬亮師兄和國棟師兄送交管理

• 高老師贈送多重要教具。倉庫就成立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雖然有許多遊戲不用
教具，但是，有教具在手，規劃應用會更
得心應手； 而且從管理中，才清楚那些繩
子要鬆鬆的收，那些器材不能貼牛皮紙膠
；最近最熱門的口罩，丟棄前拔下鬆緊帶
洗好，它比橡皮筋還好； 伙伴們要隨高老
師出國出任務時，老師要先估算人員 、行
李的體積、重量，再分配攜帶教具，這工
作有許多學習的點，我們學到沒有？



為什麼它們不用排隊為什麼我被打叉叉

界繩 戒繩



教具哪裡找

環保高爾夫推桿

垃圾變黃金



桌上保齡球與桌上曲棍球



探索打開了我的翅膀
•基本上，我是內向性格，但是對於學習則是比較主
動，經過探索教育訓練，老師的指導、伙伴互動、
任務磨練中，建立不少勇於接受任務的信心。

•年紀這麼大，還可以玩遊戲，真是幸福；就像擁有
一雙會飛的翅膀，而且是彩色的。

•探索教育真的 打開了我有形和無形的翅膀。

在風和日麗好日子，讓我們唱一首，彩色的
翅膀，快樂飛翔)



心經傳法 法髓入心
東渡傳法 一帆風順



打開彩色的翅膀
條路 有多長 開始走 都不嫌晚

一個夢 有多遠 不放手 就不怕難

往前飛 就不會留下遺憾

牽著手 就不會覺得孤單

沒有風的天空 也要飛翔

因為我有一雙彩色的翅膀
當我面對千山 不曾失去方向

因為有你 陪在我身旁

彩色的翅膀.ppt


輕輕帶著翅膀，
欣賞這美好的世界



感恩
2012.2.2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