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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與和諧社會》 

心靈素質提升教育 

2007 年 4 月 16 日  於鄭州大學講演 

一、前言 

尊敬的校領導、尊敬的海內外嘉賓、各位同學：大家好！ 

此次淨空承蒙河南省領導的邀請，參加黃帝祭拜大典。又蒙大學

邀請，來到貴校參觀學習，有緣與諸位仁人大德聚會一堂，談談學習

傳統文化的心得報告。淨空感到非常榮幸，非常難得！ 

二、和諧安樂的泉源 

中華兒女，無不自稱為「炎黃子孫」。最近，我家族弟將珍藏多

年的家譜給我看，厚厚的一大疊，三十三冊。徐氏家族可上溯至四千

五百多年，代代相傳，到我這一代，是黃帝的一百三十六代子孫。黃

帝有二十五個兒子，徐氏這個姓，是從他的次子昌意傳下來的。這些

淵源，我們從中國的家譜、歷史記載都可以考查得到，非常清楚。追

本溯源，對「炎黃子孫都是一家人」就會有清晰的概念。特別是此次

參加祭拜黃帝的大典，更是倍感親切。 

過去中國家家都有家譜，對整個家族的歷史有詳細記載。知道家

族歷史，對家族自然生起親愛之情。能愛家者，才知道愛國。並逐漸

將愛心推廣至對全民族、全人類、對天地萬物，達到「世界一家、宇

宙和諧」的大同境界。中國人最重視家譜，實有其重要意義。 

家譜中更重要的部分是家訓。長輩們把老祖宗世代人生體驗的精

華代代相傳，融會貫通，記載成文字，作為後世學習的典範。後代子

孫秉承先人千百年的智慧經驗結晶，可以避免走許多冤枉路。這是人

類文化的瑰寶，也是人類物質、精神文明的泉源。今日人類疏忽傳

統，疏忽老祖宗的智慧結晶，處處講求創新，自以為進步。豈知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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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頭，無路可進，才逐漸體會傳統文化的珍貴，老祖宗的智慧高明。 

君不見今日社會科技發達，但卻同樣面臨著貧窮匱乏的窘境，較

之以往，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何以故？所謂「貧」有兩種，一種是物

質生活的缺乏，另一種是精神文化的缺乏。最近北京同學邀我和大家

談談「如何進行精神扶貧、文化扶貧」，可見得這個問題存在於現代

社會的嚴重性。仔細思考，物質與精神，二者何種更重要？我們看看

古今中外，大賢大聖，幾乎物質生活都相當貧乏，在中國，諸位所知

道的孔子、孟子，都屬於清貧。尤其是孔子的學生顏回，這是夫子最

得意的一位門生，夫子常常讚歎他。但他在所有同學裡，物質生活是

最貧乏的。簞食瓢飲，吃飯連一個飯碗都沒有。用竹子編成一個小

簍，當作飯碗盛飯；喝水用個瓢，沒有杯子。過這樣的生活，他非常

快樂；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由此可知，幸福快樂與物質生活不相

干，我們要從這個地方去探索。 

所以聖賢、佛菩薩為我們示現，究竟幸福快樂的生活是不是建立

在物質的享受呢？印度的釋迦牟尼是王子出身，十九歲放棄王位，捨

棄榮華富貴的生活，出去求學。他一生堅持三衣一缽，日中一食，樹

下一宿；不以此為苦，反而快樂無比。當時多少國王、大臣，大富長

者，都做他的弟子，都向他學習。可是世尊沒有接受他們的供養，一

生沒有建過寺廟。偶爾也接受禮請，在他們的講堂精舍裡講學授課，

講完就走了。最後入滅在雙樹林間，沒有在房屋裡。走的時候是在野

外，這個示現意義很深，是在告訴我們，幸福快樂是建立在精神文化

的基礎上，與名利和五欲六塵生活毫不相關。我們必須對這樁事深刻

體會，才真正知道應當放下。 

三、自性本具一切萬法 

釋迦牟尼佛年輕，王子出身，聰明絕頂，我們能想像得到，他的

機緣一定非常殊勝。十九歲出去參學，印度當時所有宗教的高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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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界的大師，他都有機會接觸到。學了十二年，到三十歲時，認為這

些宗教學術都不究竟。為什麼不究竟？三個問題不能解決，第一、眾

生的煩惱和痛苦，諸如生、老、病、死、求不得、愛別離、怨憎會等

等，是怎麼來的？沒人知道。第二、為什麼會有六道輪迴？沒人知

道。第三、六道之外還有沒有世界？也沒有人知道。所以說十二年的

參學不究竟，不能解決疑問。於是他再到恆河邊上大樹底下，靜坐入

定，把十二年所學的統統放下。這一放下，大徹大悟，明心見性，所

有的疑問統統解決了。釋迦牟尼這個表演，使我們深刻領悟，世間法

與出世間法的界限就在於「徹底放下」！世間的四禪八定，能突破界

內的空間維次，沒有把妄想、分別、執著真正放下，就叫「世間

法」。放下妄想、分別、執著才是「出世間法」。世出世法了了分明。

換而言之，世間法學也行，不學也行；釋迦牟尼佛示現學了十二年，

然後放下！ 

在中國也出現一尊佛，禪宗六祖惠能大師，他為我們示現，不識

字，沒念過書，也沒去參過學。釋迦牟尼佛學了十二年，他一天也沒

學過。五祖為他講解《金剛經》大意，講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惠能豁然大悟。他怎麼悟的？妄想分別執著放下了。所以，放下就

是！ 

放下之後，他的境界與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示現的境界完全相

同。《壇經》上記載，他說出徹悟的境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自

性是我們的本性、真性。中國古人也說「人性本善」，「善」的意思很

廣，清淨是善，本來清淨，沒有染污。「何期自性本不生滅」，沒有生

死。「何期自性本自具足」，「具足」是沒有欠缺。具足什麼？佛在

《華嚴》上所說：「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如來就是自性，我

們跟一切諸佛一樣，自性本具圓滿的智慧、德行、能力、福報，無量

無邊，平等平等。能大師覺悟了才知道、才發現了。我們今天是迷

失，並不是真的失去；只是迷，不起作用。又說「何期自性本無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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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動搖」指的是念頭。凡夫前念滅後念生，妄念紛飛，是假的，

是妄念。真心不動。最後說「何期自性能生萬法」，這句話很重要，

宇宙從哪來的？十法界從哪來的？六道輪迴從哪來的？是自性變現出

來的，所以《華嚴》講「唯心所現、唯識所變」，自性能生萬法。 

惠能說出這五句話，五祖很歡喜，行了，真的開悟了，即將頓教

並衣缽傳給他，他就是第六代祖師。那時能大師二十四歲，他為我們

表演的--放下就是！妄想、分別、執著放不下就叫凡夫，放下就是

佛。我們什麼時候放下，什麼時候成佛。當知「一切眾生本來是

佛」，成佛即是自性圓滿流露，自性純淨純善。所以我們今天講的精

神扶貧、文化扶貧，在佛法裡，是究竟徹底的消滅貧富之別。貧沒有

了，富就不存在。貧富是對立的。自性沒有妄想、沒有分別、沒有執

著，這才真正得到大圓滿。 

釋迦、惠能兩尊佛的示現，我們若能體會，就得大自在、大智

慧、大富貴，成就大德大能。因為我們本來是佛，聖賢教育就是幫助

我們恢復性德，如是而已。首先我們把大前提說出來，各位從這個地

方建立清淨信心，這個路怎麼走法，就明白了。 

四、回歸自性 反璞歸真 

在全世界，中國人可說是最懂得教育的；深知教育的真實內涵與

重要性，五千年前老祖宗就說出「人性本善」。《論語》裡所說的「人

之初，性本善」，是不是孔子的發明？不是，孔子自謂一生述而不

作。也就是說，他所學、所行、所講、所教的，都是古聖先賢所傳述

的。釋迦牟尼佛跟孔老夫子一樣，也是述而不作，他一生所修所講，

皆是古佛所傳。「古佛」，即是自性本具，自性本有，不是學來的。 

所以中國人講教育，《三字經》前面八句話是祖傳的。「人之初，

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談

到精神教育、文明教育，這八句是最高的指導原則。這個原則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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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超越時間，超越空間。超越空間，沒有中外之分；超越時間，沒

有古今之分，萬古常新，故云真理。違背了它，就會惹來麻煩，會惹

來災難。覺悟了之後，本來就是。順著這條路子走，這是一條康莊大

道，超凡入聖之道。 

「人之初，性本善」，這個「初」不是講出生，而是「本來」，你

的自性本來是善，現在還是善，永恆不變，純淨純善。為什麼現在不

善？底下講，「性相近，習相遠」，關鍵在「習」。從「性」上講，凡

夫與佛聖沒有兩樣，性體、性德、性相、性用，完全相同。若是迷失

自性，就隨順習慣，所謂「近朱則赤，近墨則黑」，凡夫必定受外面

環境的影響，於是教育就非常重要。「苟不教，性乃遷」，如果不教，

他會隨著環境產生變化；接觸不善的環境就變得不善。但不善屬習

性，不是本性。於是教育從此興起。怎麼教法？「教之道，貴以

專」。佛家講戒定慧三學，「定」是樞紐；這個「專」字就是定。所謂

「因戒生定，因定開慧」，「慧」是終極的目標，是本覺。「戒」是規

矩，依照這些方法、規矩學習，就能得「定」。定生慧，智慧開了，

才能真正解決一切問題。 

現代教育讓學生學得很多，學得很雜，效果呢？學到許多知識，

但是心浮氣躁。心浮氣躁與自性是一百八十度的相反，不但道業不能

成就，世間學術都不能成就。世間所有學術都必須專心才能學得成

功，心浮氣躁者焉得成就！  

五、教育原點 父子有親 

今天全世界都在探討怎樣化解衝突，怎樣能恢復安定和平。徹底

解決之道，還是要靠先祖黃帝所傳的文化教育。「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倫的教育不是哪個人發明

的，不是哪個人創造的，而是一切眾生本具性德。也就是說，本來如

此，它是大自然運行的法則，大自然本來的秩序。大自然的規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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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人能隨順大自然就是「德」。隨順自然的規律，稱之為「德

行」。違背性德，一切天災人禍、複雜紛擾的問題必將隨之而生。 

傳統文化本性本善教育的原點，即是「父子有親」。「親愛」，父

母對子女、子女對父母這種親愛是天性。現在父子沒有親愛，那是習

性，不是天性。天性從什麼地方看？細心觀察非常明顯，小孩出生

三、四個月，你看看兒女對父母、父母對兒女的那種親愛的表現，完

全是無條件的，這是天性。等嬰兒慢慢長大就變了，那是什麼？習

性。現在為什麼兒女不孝？父母不慈？都是習性當家作主，迷失了天

性，所以產生諸多社會問題。中國教育是真誠愛心的教育。教育第一

個目的，是希望「父慈子孝」，讓父子本具的親愛永遠保持，這一生

決定不會改變。其次，從這個原點出發，然後將之發揚光大，由愛自

己的父母擴大到愛家庭、愛家族、愛鄰里鄉黨、愛社會國家、愛整個

人類！《弟子規》所說「凡是人，皆須愛」，將愛心擴展至虛空法

界，決定沒有傷害眾生的念頭。 

六、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內涵 

真誠愛心必須落實在日常生活、處事待人接物中。否則僅成儒

學、佛學，是一種學術思想，無法解決問題。唯有篤行實踐，學儒學

佛、學聖學賢，才得真正智慧，真實受用--孔子所說的「學而時習

之，不亦悅乎」，佛家所說的「常生歡喜心、法喜充滿」。 

真誠愛心落實在生活中，就是懂得尊重別人，這是愛的表現。不

懂得尊重，就沒有愛心。真正愛人，必定懂得尊重別人、敬愛別人、

關懷別人，照顧別人，幫助別人。別人不尊重我，我尊重他；別人不

敬愛我，我敬愛他。這叫學儒、學佛、學道。若非如此，縱然講得天

花亂墜、著作等身，僅止於儒學、道學、佛學。儒家作學問有五個次

第：「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儒學僅止於前四，沒有真正

篤行。篤行必須從尊重別人、敬愛別人開始。尤其對犯過失的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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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瞧不起他，我錯了。應知他犯過失是他的習性，他的本性本善沒

變，他本來是佛，本覺本善，我們可不能小看他。這是「儒學」「學

儒」、「佛學」「學佛」兩種差別不同。關鍵在於篤行實踐。 

五倫中的君臣，也就是現在講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一個公司

行號，老闆是領導，員工是被領導。老闆怎樣愛你的屬下、愛你的員

工？員工怎樣愛老闆？這是「義」。父子的親愛表現在上級與下級之

間稱之為「義」。 

表現在夫婦就是「夫婦有別」。「別」是不同的責任。夫婦組成一

個家庭，家庭是社會最小的單位，一個細胞。家庭中兩個重要的工

作，一是家庭經濟，一是教育下一代。所以男主外、女主內。男性到

外謀生，負擔家庭經濟；婦女則在家擔任教育下一代的使命。內比外

更重要。中國人講「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後」不是說兒孫多，而

是指兒孫裡有沒有能繼承家道、家業的人？有沒有繼承家庭傳統、繼

承家庭事業的人？這要靠母親的教導。 

由是而知，家裡能不能出聖賢，完全依靠母親教化。孔子是母親

教出來的，孟子是母親教出來的。中國古聖先王哪個不是母親教出來

的？所以中國人，先生稱妻子為「太太」。什麼意思呢？「太太」是

聖人，這個名詞是從周朝來的。周朝開國三位君王都是聖人。周文

王，他的祖母太姜，他的母親太任，他自己的夫人太姒。太姜生王

季，王季是文王的父親；太任生文王，太姒生武王、周公，都是聖賢

人。所以周朝開國三位夫人，世稱「三太」，「太太」這個名稱從此得

來。家庭組織，家庭裡總希望新婦效法聖人，將來養育的子女都是大

聖大賢。這個名稱是多麼的尊貴！天天喊著「太太」，自己要警覺到

我像不像太姜？像不像太任？像不像太姒？太任懷文王時就開始教

育，重視「胎教」。起心動念、言語造作端莊謹慎，為什麼？她知道

自己起心動念會影響胎兒，言語動作也會影響胎兒。因此，所有一切

不善的思想言行全都要放下，全都要捨棄。她生下的嬰孩，就是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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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周朝享國八百年，是中國歷史上最長的朝代。所以「太太」這個

名稱確實是非常了不起。這「別」就在此地，有個別的任務，你必須

要完成。否則自己的事業做得再輝煌，後繼無人，功業還是等於零。 

親愛落實在兄弟上，就是有「序」，「長幼有序」。落實在朋友

上，則為有「信」。就是一個「愛」字，演變出這麼多的名詞術語。

所以中國五千年的教育內涵，從幼兒、成人直至老年，均以真誠愛心

為宗旨，不離五倫道德教育。 

由此可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這五個學習次

第，「行」特別重要，必須把前四者所學到的，認真落實。落實首重

「修身」。修身在《大學》裡講得很清楚（《中庸》談理論，《大學》

講方法），首先要把對五欲六塵、名聞利養的欲望，盡量放下。在佛

法裡講「斷惡修善」，這是修身。中國傳統教學裡講「言忠信、行篤

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與佛法所說的「勤修戒定慧，息滅

貪瞋痴」、「斷惡修善」是同一個意思。必須以修身為本，仁義勝過物

欲，才能真正正己化人。從自身的和諧安樂，幫助一切眾生平等對

待、和睦相處，獲得真實永恆的和諧安樂。如果還受外面名利，財色

名食睡的誘惑，就很難成就，必須時時警覺。受欲望誘惑，是迷失自

性，隨順煩惱習氣。隨順煩惱習氣就是造業，所造的不善業必定感得

不善的果報。 

七、自然環境隨心而轉 

今年全世界每個人都感到氣候異常，冬天溫暖，暖冬；現在是春

天，應該開始暖和，卻又變成寒冬。這個現象即是古人所說的「上天

垂象」，大自然對人類的警告。我們應深刻反省。佛法講得很透徹，

「境隨心轉」、「一切法從心想生」，外在的環境，人事環境、自然環

境都是隨著我們的心念而轉。眾生心善，則境緣無一不善，日月清

明，風調雨順。若是眾生心存不善，充滿自私自利、貪瞋痴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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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異常變化，多災多難。《楞嚴經》上講得很清楚，貪心熾盛，感

應水災。瞋恚感應火災，火山爆發，氣溫上升；地球發脾氣就是火山

爆發。愚痴所感的是風災。傲慢所感的是地震；傲慢是不平，不平就

震動。貪瞋痴慢是四種災難的真因。所以佛教我們化解災難，唯有勤

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痴。這個道理我們從日本江本勝博士水結晶的實

驗得到證明。確實是「境隨心轉」。人心純淨純善，外面災難自然化

解。真正明白這個道理，即是「看破」，明白事實真相。下手之處，

還是必須篤行實踐，徹底放下貪瞋痴慢，真正斷惡修善，積功累德。 

八、「人定勝天」的省思 

今日科學技術發達，人們沈迷其中，享受科技帶來的方便。但是

也有少數人，從高科技反思、覺悟，深知科技的發展對人類不僅沒有

好處，到最後是導致人類在這個地球上的絕滅。這個現象似乎現在我

們也看到了。迷於科技的人，認為人定勝天，人有能力勝過大自然，

改變大自然的規律。沒錯，今天人類確實改變了大自然，可是大自然

的回報，則是人類是無法承受的。地殼的變化，海水的上升，全球氣

候的異常，這是大自然的回報！科學無論如何發達，到了人類無法再

在這個地球生存時，方始覺悟。究竟是人勝大自然，還是大自然勝過

人？！ 

中國古人所說的「人定勝天」，有其精義。現在人完全錯解了，

以為人一定可以勝過天；中國古人說的話不是這個意思。「人定勝

天」，意思是「人」心要「定」下來，就能勝過大自然，外面自然環

境都恢復正常。為什麼？大自然現象是隨順人心而轉變，人心要是定

下來，放下妄想分別執著，回歸到真性，外面自然環境也會恢復正

常，日月清明、風調雨順；即是華藏世界，極樂世界的圓滿境界！  

九、一味真誠 純淨純善 

淨空學習聖賢教誨五十六年，提出二十個字：「真誠、清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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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正覺、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隨緣、和敬」。這是我修學的

綱目、心得，並以此勉勵同學一起認真學習：「真誠、清淨、平等、

正覺、慈悲」，這是修心。一切時一切處，無論順境逆境、善緣惡緣

（「緣」是人事環境，「境」是物質環境），我們只用一個「真誠心」。

別人對待我不真誠，欺騙我、侮辱我、陷害我，我對他只有一個真

誠。為什麼？因為他不修行；我則真幹。真幹就要跟聖賢人學，釋迦

牟尼佛真誠，孔子真誠。我可不能跟一般人學。一味真誠，學久了就

得受用，心安理得。學清淨心，不受染污；修平等心，修覺而不迷，

修大慈悲心。「心」還是抽象的，如何落實？落實就是「看破」，明白

了。「放下」，惡念放下、雜念放下、所有一切不善放下；不善的言語

放下、不善的行為放下，你自然就得「自在」。日常生活當中「隨

緣」，沒有一樣不好，然後你才真正體會到，「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

事」。為什麼？都是幫助我、教導我消業障，長智慧。因此處事待人

接物所表現出來的態度言行，自然誠敬謙和。 

我這一生的經歷，沒有別的長處，說老實話，就是這二十個字，

我做了將近三十年。落實在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先要自愛；

人不自愛，則不會愛人。人不自覺，則無法幫助別人覺悟。所以自愛

很重要。「自愛」是什麼？是知道愛自己的本性本善，愛自己的本性

本覺。自愛，則所有一切不善統統遠離，所有一切不覺統統遠離，這

叫真正自愛，真得受用。自愛之後自然會愛人。因為明了自他不二，

自他是一體。知道天地萬物是自性所現，六祖能師所說「何期自性能

生萬法」，萬物與我是一體。所以不但一切人要愛，所有動物也愛，

所有鬼神也愛，所有樹木花草、山河大地，沒有一樣不愛。「愛心遍

法界」，怎麼會不歡喜！怎麼會不快樂！我愛眾生，眾生愛我，我愛

花草樹木，花草樹木愛我。他有表現，他有回報，回報過來的是樹長

得特別好、花開得特別香，果實特別茂盛；一點都不假。鳥獸跟我們

可以一起生活，牠們很有禮貌，共同在一起學習。你說這個生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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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我們從這個地方體會到釋迦牟尼佛的樂趣，釋迦牟尼佛的幸福美

滿。 

我們眼前迷失了自性，必須學聖人，學佛菩薩。佛菩薩尊重一切

眾生，自己謙卑。斷除一切損人利己的念頭。與一切人、一切物往來

接觸，表現的是誠敬謙和，自卑尊人。在日常生活中，善人幫助他，

惡人也幫助他。只記別人的善，不記別人的惡。真正聰明人，必定愛

護自己純淨純善的心性。決定不肯把自己純淨純善的良心，作為別人

的垃圾桶。若是只裝別人的不善，自己的心就變成不善，這是大錯。

真正修行人要把自己心裡的垃圾清除乾淨，心裡決定不放別人的過

失，口中不說別人過失。口裡頭還會說，表示你心裡很髒。所以一個

人心善不善？行善不善？你聽他的言談，你看他的舉止動作就曉得，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雖然清楚明白，可不能放在心上。我們對人讚歎

他的善，不要記他的惡，保持自己的純淨純善。這是我們這一生學佛

能不能有成就的關鍵所在。面對大眾，如果有能力，有緣分，就要學

習釋迦、孔子，辦班教學。尤其是拯救今天的世界，我們知道問題出

在教育，疏忽了聖賢的教育。現在的教育，總的來說就是教導競爭。

競爭升級就是鬥爭，鬥爭升級就是戰爭，所以今天教育是走向滅亡的

途徑。中國古聖先賢的教育，教我們倫理道德；教我們孝悌忠信、禮

義廉恥、仁愛和平；教我們謙和禮讓。這是回歸自性、反樸歸真的至

善教育。 

十、宇宙萬有是一體 

今天的社會充滿自私與競爭，真正化解之道，必須是自己做給別

人看。若僅止於講學，沒人相信。必須自己做到，時時處處力行不

懈，才能感化別人。現代科學技術發達，我們以遠程教學，利用電視

網絡，把教學的效果擴大，周遍全球。胡主席所提倡的「和諧社會、

和諧世界」必定可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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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們在安徽廬江湯池小鎮作實驗，成功了！證明「人民是教

得好的」。推而廣之，和諧世界必須是國家與國家、派系與派系、族

群與族群、宗教與宗教，皆能做到和睦相處、平等對待，和諧世界就

實現了。此四者又須是從「團結宗教」下手，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

去年十月，我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有詳細的報告可以參考。 

古云：「學然後知不足」，學無止盡。到什麼時候究竟圓滿？唯有

徹底放下妄想分別執著，自性純淨純善，沒有對立，沒有疑慮，只有

慈悲，只有真誠；相知相待。尤其今天世界講多元文化，不同的宗

教，不同的學派，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國家，我們是一體，要互相尊

重。「互相尊重」從我開始，我要尊重他，他不尊重我不要緊，我永

遠尊重他，到後來他一定也會尊重我。所以互相尊重，我要先付出，

不要先求別人尊重我，那就錯了，那是永遠做不到的。我要敬愛他，

我關懷他，我照顧他，我全心全力幫助他，決定不求回報，因為我知

道我們是一體，宇宙也是一體。真正覺悟、明白了，回報是自然的。

當沒有回報時，他還是在迷；我已覺悟，他還沒有覺悟。等他覺悟

時，一定跟我的心行完全相同，這是真理事實真相，佛法講的「諸法

實相」。 

多元的概念，不但佛講得很清楚，中國聖王也有這個觀念。我們

在雍正上諭讀過，雍正皇帝說「三教是一家」。唐肅宗時有「混元三

教九流圖贊」碑文，裡面也說三教九流是一家。「三教九流是一家，

宇宙萬有是一體」，將這個理念展開，即是「全球宗教學派是一家」。

我們要從此處深刻體認，團結全世界的宗教學派，化解一切衝突、促

進社會安定，世界和諧。 

十一、結語 

所以我們要發大心、發大願，特別是要利益眾生，怨親平等，斷

惡修善，學為人師，行為世範。種種不如意、種種辛勞痛苦都是為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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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演出。你不如是表演，他不覺悟，這個意義非常深。我們真正明

白了，多做一番表演，多一些人覺悟。覺悟的人不是一下就覺悟，慢

慢來。所以要天天表演，時時刻刻表演。釋迦牟尼佛為我們表演六十

一年，（參學十二年，講經教學四十九年）。實則始從入胎，最後到入

般涅槃，沒有一樣不是表演給我們看的。沒有一樣不是甚深的教學，

我們要能體會得。再仔細想想，整個世界上的人，所有一切眾生，是

不是在我面前表演給我看的呢？是的，一點都不錯。每一個人都是佛

菩薩，每一個人都是我的老師，他們是在表演，天天表演，有正面、

有反面，都幫助我覺悟，都是幫助我斷煩惱、開智慧。一切眾生本來

是佛，你也是佛，他也是佛。 

以上是淨空對傳統文化教育的淺薄體會，謹此向諸位提出報告，

向諸位專家學者，仁人大德請教！  敬  祝 

諸位仁者吉祥如意 

大會活動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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