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研究對象所處場域 

教師生涯發展常受到職業脈絡之外的社會脈絡所影響，宗教對於某些教師而

言，是其除了職業之外會接觸並參與其中的脈絡之一。宗教通常藉由舉辦各類活

動，提供人們認識其宗教思想的管道；而生命主體也因而得以在其所經歷的宗教

經驗中，獲得轉化與啟發自我生命的可能，本研究個案即是一例。本章首先概要

描繪研究對象所處的宗教背景脈絡「慧心法人事業」的組織，其次再說明本研究

對象在此背景脈絡中的活動場域。 

 

第一節  慧心法人事業組織概要 

一、創辦緣起 

慧心法人事業是由農業、文教、佛教事業所組成的事業體，其創辦緣起主要

是慈海1法師為了讓在家的學佛弟子有機會實踐《菩提道次第廣論》的教授內涵

所開設。那麼，慈海法師何以選擇《廣論》作為創辦慧心法人事業的理念基礎？

慈海法師出家後，透過印順法師的介紹首次接觸到屬於藏系佛法的論典《廣論》。

但真正開啟他對藏系佛法內涵的認識，是他於民國 62 年到美國紐約的佛教道場

拜訪後，受到當地民情易於包容、接納多元思想的態度影響，而有機會一轉過去

對藏系佛法的誤解，理解到該佛法的特色有其在理論上的完整性，且實踐上則可

修可證。民國 75 年，他前往印度的辯經學院，追隨有圓滿師承的洛桑校長深入

學習《廣論》，經由引導他更體認到《廣論》的內涵有著由佛而來連綿不絕的傳

承，而延續傳承的祖師皆有修有證；再者，《廣論》可以說是開啟佛法三藏十二

部的鑰匙，為學佛者鋪排出一條直接扼要且不可少的成佛次第，宛如一張「藏寶

圖」，只要依著它即可迅速找到寶藏。慈海法師透過自己學習的體驗，以及達賴

                                                 
1 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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喇嘛的建議，決定回台弘揚《廣論》，讓有心學佛者也能透過修學《廣論》而掌

握到學佛的精要與方法。 

學佛的最終目的是為了成佛，而成佛需透過人們依循道次第的內涵，經多生

多世對內在良善特質（例如慈悲、智慧）的開發與修煉圓滿而達成。慈海法師體

認若要使《廣論》的佛法內涵逐漸內化於修學者的身心，需在有師長、佛法與善

友組成的學習環境中練習實踐，三者缺一不可。慈海法師的出家弟子已具備修學

的條件，為了幫助在家弟子也有機會提升，他於是創立了慧心法人事業，使他們

也能在一群有相同成佛宗旨的同行善友組成的修學環境中，練習實踐《廣論》的

理論內涵。他並提出「歷事練心」、「淨罪集資」（淨除罪障、集聚資糧）的教授，

「歷事練心」是提醒弟子在做事的過程中，觀察自己心對境時的狀態，將動機從

依著習性調整為與佛法內涵相應，當內在不斷從惡轉向善、從利己轉為利人，生

命即獲得提升與改善，也就是所謂的「淨罪集資」。 

事實上，慈海法師創辦慧心法人事業的眼光不僅為了利益在家的學佛者，也

在體認到僧、俗二眾互依互存的信念下，期待此事業能透過在家學佛者的護持，

有助於出家僧團的全心修行，而出家眾的成長也有助於在家人的提升。此外，慈

海法師也考量到佛法的建立與弘傳需以十善社會作為基礎，慧心法人事業的推動

方向，即是在此基礎上抉擇而出。他抉擇以身、心、靈三面向的淨化與提升，作

為利益社會大眾的主軸，於是分別設立了「善耘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財團法

人慧心文教基金會」與「慧心佛教基金會2」。即使慧心法人事業對外呈現了這三

種面貌，但對於學習《廣論》並參與此事業推動的職員與義工而言，其心靈提升

的目標一致。與一般的慈善機構不同的是，他們不只是在作慈善事業，而是在「為

利有情願成佛」的目標下透過參與這些事業，依著《廣論》的道理來歷事練心、

淨罪集資，使自己的生命不斷改善與提升。 

                                                 
2 以上組織之名稱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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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業組織 

慧心法人事業的組織，由身、心、靈三面向的提升開展出善耘事業、文教事

業與佛法事業三個事業體，分別設立「善耘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財團法人慧

心文教基金會」與「慧心佛教基金會」，如圖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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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慧心法人事業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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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善耘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 

善耘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的成立與推動，是以身的淨化與提升為主軸。設立

的緣起在於現代農業太過依賴農藥與化學肥料，導致地力衰退、農產品遭污染、

水質惡化，以及生態不平衡等問題。加上現代人追求好看、好吃的飲食習慣，佔

日常生活食物 70%的加工食品，也濫用過多的化學添加物而增加危害健康的隱

憂。有鑑於此，慈海法師提出「光復大地、光復人心」的理念，於民國 86 年三

月正式向農委會申請，成立了善耘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推廣「有機農耕」及「安

全加工食品」。此事業的推展不僅為了促進社會大眾的健康，也在宣導慈心不殺、

誠實不欺的理念。故在會務方面除了落實有機農業教育的推廣與驗證工作、安全

加工食品的輔導及推廣；也透過發行書籍影帶或舉辦講座，與有機農場體驗的方

式來宣導善耘事業的理念；並推動互助互信的產銷體系。 

該基金會的理念推廣活動主要透過舉辦營隊，或到各學校、社區宣導，讓大

眾認識食品添加物對健康的害處，教導消費者盡量選擇天然、有機的食品；也透

過「農場體驗營」，讓大家認識化學肥料與有機肥料對土壤、週邊生物的不同影

響，傳達「人養地、地養人」的觀念。另外並向大眾傳達「生產者」、「消費者」、

「銷售者」之間的誠信互助理念。「消費者」若能體會農夫種植有機蔬果的辛苦

與不易，給予肯定與感恩；「生產者」也能因為得到消費者的關懷與支持，而繼

續為大家的健康努力。「銷售者」則扮演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橋樑，除了以誠

信為原則找尋健康的食品提供給消費者，也關懷生產者的生產狀況，並協助銷售

過剩的產品。 

（二）財團法人慧心文教基金會 

財團法人慧心文教基金會的成立，是以心的淨化與提升為基礎。慈海法師體

認到現代教育受到科技文明發展的影響而偏重於物質的追求，學校教育也傾向於

教導學生學會技能以獲取想要的東西。有鑒於教育是人類升沉的樞紐，且教育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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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靈為主、物質為輔，故選擇重視心靈提升的傳統儒家思想作為推動文教事業

的主軸，並強調人際之間互助互信的關係。 

具體的做法是透過營隊活動、常態研習活動、書籍的出版、網站架設、專案

計畫等將心靈提升落實到每個人的生命中，對象涵蓋老、中、青三代，並且深入

家庭、學校、社會各個層面。包括針對教師、校長主任、大專生、企業主管所舉

辦的「短期密集成長營隊」；為幼兒至大學階段學生，以及家長、教師、社會人

士所舉辦的「常態定期研習活動」，如兒童讀經班暨家長成長班、教師聯誼會、

讀書會；「落實國民小學德育教學推廣計畫」，遴選幾所種子學校實施道德教育，

引導學童將勝人的智慧落實於生活實踐中；「出版文教書籍」，包括文化經典系列

與德育教材系列；與中正大學電算中心共同承辦教育部「生命教育學習網」；建

立以德育為基礎的「教育園區」等。其中尤其重視師資養成教育，使其成為種子

教師，以利各項業務順利推展（有關會務的詳細說明請參考附錄一）。 

（三）慧心佛教基金會 

慧心佛教基金會主要以推廣《菩提道次第廣論》為主。在慧心法人事業尚未

成立前，民國 76 年開始南北各地的廣論研討班即一一成立，慧心法人事業正式

成立後，研討班的制度也逐漸確立。至 93 年為止，全省與海外的研討班級數共

約有 700班，研討人數約 22000人。 

研討班的招生與開班時間在每年的春季與秋季，提供學員免費報名參加，而

開班數量與執事人員的培訓事宜乃由北、中、南三區學苑籌組。執事人員的編制

為班長、副班長與關懷員三人，班長需由受過幹部培訓的人擔任。研討班進行的

方式為每週兩個半小時，學員在研討前事先準備課程進度，以慈海老法師講解的

《廣論》淺釋錄音帶為輔助教材，上課時由班長帶領學員研讀《廣論》的內容，

並由學員各自分享如何將這些內容運用於日常生活中的經驗，有任何疑問或難

題，及其他學員皆可一起參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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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宗教教育推廣活動 

佳佳老師於任教公幼的第二年寒假（民國 87 年），透過同事姊姊的介紹報名

參加了慧心文教基金會舉辦的「全國教師成長營」（教師成長營課程表請參考附

錄二），並於活動結束後報名參加慧心佛教基金會設立的「廣論研討班」學習佛

法。一年後的暑假，佳佳老師以義工的身分至文教基金會設立的幼教機構「德樂

托兒所」擔任暑期和睦營的帶班導師，後來並辭去公幼教師一職，進入德樂托兒

所成為正式帶班教師。以下依序陳述本研究對象所參與之各項宗教推廣活動內

容。 

一、全國教師成長營 

有鑒於教育是人類升沉的樞紐，且教師又處於教育的核心地位，「財團法人

慧心文教基金會」於民國 81 年起，在每年寒假為任職於全國公、私立各級學校

的教師舉辦「全國教師成長營」，活動為期一個禮拜，期能將德育與生命教育的

內涵散播至每個校園。教師成長營的宗旨是希望藉由各項整體性之靜態與動態活

動規劃，使參與的教師能確立教育理念，體會教育工作之神聖；認識傳統文化之

珍貴，體認心靈教育之重要；並藉由教師思想行為之淨化，轉為淨化校園與社會

之動力。 

義工們用心籌備、歡喜迎接 

為了迎接每年的教師成長營，慧心文教基金會約在五個月前即開始陸續籌

備，由廣論學員擔任義工，藉由成立秘書組、教務組、公關組、餐飲組、總務組、

輔導組等組織來分工運作與協力配合，從寫計劃書、勘查場地、籌備會議、各組

間協調會議、講說人員培訓、看板設計到場地清掃、佈置等，皆期望能透過準備

的過程學習歷事練心，也希望提供給參加的教師們最好的學習情境與課程，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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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得到最佳的收穫。近年來每年錄取的教師名額約有 800多至 1000多人不等，

與義工人數相近，可謂是一對一的服務。 

活動前，各組輔導員對教師們的關懷已經開始，他們以電話通知各組被錄取

的教師，提醒老師們該準備的物品，初步了解他們的身體健康狀況與活動當天的

交通安排。活動第一天，來自全省各地甚至外島的教師們坐著從屏東火車站或屏

東機場、小港機場接送他們的遊覽車陸續抵達屏東大仁技術學院，由大專生組成

的大專義工隊熱情地唱著「歡迎歌」列隊歡迎，並熱心接過老師們手上的行李，

噓寒問暖地帶他們前往住宿的場地。這樣的迎接方式讓多數教師受寵若驚，而大

專義工也從中體驗了生平難得的服務經驗。 

課程設計環環相扣，展現真實生命經驗 

    教師成長營的第一堂課，從民國 89 年以後，加入配合時事呈現的生動戲劇

「我就這樣過了一生？」為開場，藉由劇中教師們在知識掛帥下，心靈世界對未

來茫無目標的狀態，拋出「人生到底要教的是什麼？要學的又是什麼？」的問題，

激發學員省思人生的方向。延續戲劇的餘溫，「人生何去何從」、「無限生命」的

講座次第引導學員探討人生的真相，省思生命的目的。無限生命的意義不在於無

限的時間，更重要的是生命的無限提昇與成長，端看自己如何選擇。課程引導學

員從「人際互動」、「師生互動」、「物我互動」三個方向來著手，透過義工生命經

驗的分享，傳達如何將理論內化於心，落實於行的過程。 

在「人際互動」方面，透過「觀功念恩」理念的宣導，以及四位實踐者的生

命經驗分享，敘說如何透過看別人的功德與念恩，增進人我之間的良善互動；「師

生互動」方面，倡導將儒家思想「仁」的內涵落實於教育上，積極開發「師愛」

與「使命感」的心靈資源，並邀請四位老師分享推動德育的實際經歷、學生的受

益與自我成長的體會；「物我互動」方面，引導學員重新反思、觀察人與自然的

關係，傳達關懷自然、尊重生命的養地精神，並透過座談會分享一群人誠信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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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努力的成果。學員在聆聽生命經驗分享的過程，常被講者真心誠摯的表達或

者因自我生命歷程的相似而對某些道理有所體會，就如學員李阿丹（2004：37）

對於「觀功念恩」的觸動：「我感受到柔軟體善的心被喚醒，敏銳察覺的感官被

激發，隱約中看到先生、親人平日為我付出關心的身影，也清晰的看到師長、朋

友、工作夥伴提攜鼓勵的畫面。」 

配合課程主軸，營隊也安排學員以較輕鬆、能與義工互動的方式分組參觀文

教事業的展覽與有機農業的展覽，將教育與健康理念的落實更具體、細緻地展

現。文教事業展有三站，分別介紹「慧心文教基金會」的創辦理念、基金會所推

動的教師成長團體組織「生命教育工作坊」、在校推動讀經與善行的方法與成果

分享。展覽目的除了讓學員理解基金會重視心靈提升、師資培育、與從小到大的

學子養成教育，也邀約大家一起努力，共同在這個團體營造學習的團隊。在團體

中學習的好處一方面除了幫助教師自身的成長，避免個別努力的孤單與無力感；

另方面生命教育的內涵也能透過這樣的機制更易在校園當中推廣與落實。有機農

業展也透過三站的介紹，傳達關懷自然、尊重生命的養地精神；並讓學員了解農

藥化肥及食品添加物的禍害，呼籲大家拯救地球即從飲食習慣的改變開始。 

最後一天晚上的無盡燈之夜，法師從孔子像前引燈，燈火一一傳到每位老師

手上的小燈，象徵教育薪火的代代相傳。法師引導大家藉著供燈點亮自己的心

燈，期許自己劃破內心的黑暗，為承擔教育工作任重道遠。藉著發願的儀式，教

師們將前幾天的感動沉澱下來，凝聚為朝向目標行動的能量，準備把在營隊學到

的理念帶回學校推展。而慧心文教基金會也透過定期舉辦的教師聯誼會、生命教

育工作坊等進修管道，使教師能延續教師營所學的理念繼續成長，教學使命得以

在與同儕互動切磋的學習環境中更加堅定，化為持續行動的力量。 

以身教營造優質共學環境 

「教師成長營」不只跟教師們講道理，透過義工們的為人付出、待他人著想

與觀功念恩，其所營造的共學環境，讓每個人學習的成效倍倍增長。營隊各組的

18 



義工皆在其職務上盡心盡力，餐飲組的義工每天四點半起來準備早餐；茶水組則

從早上午點忙到晚上十點半，每天都變換不同口味的餐點與茶飲，期能將學員的

身體照顧好，讓他們用最好的精神與體力上課；文宣採訪組義工不僅紀錄學員的

心得受用，也紀錄義工們的用心，每天在刊板上更換不同的新聞，讓大家共享學

習與成長的喜悅。每天早上教師用完早餐走到禮堂上課的路上，都有義工列隊向

他們道早、加油，一開始雖有很多老師不習慣而選擇繞道而行，但在活動最後幾

天，老師們皆能敞開心胸回應義工的善意。學員在進餐廳用餐、上廁所時，也都

會聽到義工們向他們說辛苦了，而當老師們跟義工道謝，義工也常笑著回答，謝

謝老師給我服務的機會；輔導員時時刻刻關心學員的身心狀況，為他們解答學習

上的疑惑；連法師們也傳授他們平日在寺院生活的經驗累積，親身向義工們示範

如何在洗碗、摺被、灑掃內務與切菜炒作時觀察與用心。 

許多學員都被義工不求回饋的付出、熱忱親切的服務所感動，這些善行的力

量足以讓學員返回自身觀照自我，策勵自我效學此善行。有的老師抱著感恩的

心，願將在此學習到的傳播出去；有的老師在此感受到連佛教團體都這麼努力為

教育付出，自己更不應懈怠（編輯室，2004a：29-31）。身教產生的影響就如學

員林月鳳所言：「營隊透過利他與無私的行動去牽動別人的自覺，透過每個歷程

策動人們感知的心，使其藉由反省而審視到以往的不足與疏忽。」她也從觀察到

每位講師上臺必虔誠向臺前的孔子講學圖像鞠躬致敬；司儀在宣佈事情時，總會

加上「各位敬愛的老師」；即使老師上課遲到了，也只會聽到「要小心台階喔」

等字眼，體會到整個營隊流程都在示範著「如何尊師重道」的道理（林月鳳，2003：

32）。這些教師們都願將自己的感動化為行動，帶回校園利益更多的莘莘學子。 

 

二、廣論研討班 

廣論研討班強調以「研討」的方式進行為其特色，不鼓勵學員獨自在家聽錄

音帶修學。此乃慈海法師承襲《廣論》作者宗喀巴的宗風所制定。宗大師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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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經論的內涵要透過不斷反覆聽聞、思惟來認識，以確認修行方向。因此透過與

研討班學員彼此切磋琢磨，將有助於增長對佛法的了解，也有助於在共學的環境

中見賢思齊，改善獨自學習時力不從心的狀態。 

廣論研討班的上課方式，從學員起身禮敬佛菩薩的聖像開始，接著跟隨錄音

帶的唱誦，三稱「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的聖號、「開經偈」、「心經」到「密集

嘛」（祈求宗大師加持的藏文讚頌），大家透過這樣的緣念把心靜下來，暫時放

下平日繁忙的事務與心緒，思維自己是為了成佛而來，在每個禮拜兩個半小時的

研討課程中，學習聽聞與思惟《廣論》中所闡述的成佛道次第內涵，並透過互相

討論釐清內文的義理，也藉由互相分享日常生活中的例子與佛法作應證或比對，

讓每個人都能學習他人如何運用佛法來歷事練心、轉化心境，使生活實踐能夠更

契合成佛的目標。 

研討《廣論》的目的是為了實修，慧心佛教基金會配合研討班的上課進度，

也安排學員到寺院跟隨法師學習與《廣論》內涵相關的修習課程，包括「八關齋

戒」、「皈依法會」、「精進共修」等。此外，基金會也透過聯合義工招募的活動，

鼓勵學員在慧心法人事業，包括善耘、文教與佛教事業體系中擔任義工，或者透

過營隊的舉辦招募義工，使其在一個以學習心靈提升、成佛為目標的環境中，透

過做事、與人互動的過程，學習以佛法作為調整與淨化內心的準則，進而將其內

化於心中，使自我的思惟模式與行為得以不斷改善與淨化。 

 

三、德樂托兒所 

涵養心靈提昇的學習環境 

德樂托兒所屬於慧心法人文教事業的一環，於民國 84 年成立，並於民國 92

年正式通過立案。成立的緣起是慈海法師有鑒於現今幼兒教育多偏重有形的知識

與才藝教育、忽視無形的品格培養及生活自理教育；也體認到教育必須從小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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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故希望建立一個以儒家教育文化為精神，道德教育與生活教育為實踐，以涵

養心靈提升內涵的學習環境，徳樂托兒所即在此理念下成立。 

德樂托兒所有大、中、小各一個班級，在環境規劃上為營造以心靈為主、物

質為輔的學習情境，教學硬體設備以簡樸與惜福愛物的環保理念為特色。例如幼

兒玩具的種類不多，目的是希望孩子能在有限的資源上學習分享與互助合作；而

有些資材如課桌椅、櫃子、風琴⋯等，是來自某些小學的汰舊換新或其他人士的

捐贈，目的是物盡其用，減少資源的浪費。 

親師生與義工在互助下心靈成長的教育目標 

德樂托兒所的教育總目標在於「建立親、師、生共同成長的理念，營造一個

心靈成長的學習環境」，故聘任的教師必須是學習佛學課程《廣論》的成員，而

招收的學生也必須是《廣論》學員的子弟，使親師能在共同的理念下為了教育孩

子而互相切磋與學習，凝聚教養共識。具體的做法之一，是每學期開學前，老師

們會去拜訪每個幼兒的家庭，一方面了解幼兒的狀況與其家庭生活，一方面也將

德樂的理念告訴家長，請家長配合，一同幫助幼兒的學習成長。 

學習心靈提昇與志為人師，是德樂教師們的重要教學理念，因此在一天工作

的開始，他們都會在佛堂前策發動機，提醒自己在「為利有情願成佛」的目標下，

於工作崗位上歷練不足與發揮所長；並在工作結束時反省過失與迴向利他的功

德，將不足之處作為下次努力的方向。他們並會不定期在下班時間共同討論教學

的問題，藉由分享學習心得學習彼此的優點。偶爾他們也會在週末邀請法師或基

金會的學長，就某個議題開示或向其請益教學上的問題。除了親、師、生以外，

義工也是德樂托兒所內的學習者之一，他們學習配合教師們處理教學行政事務與

準備餐點，親師生與義工的共同目標都是希望在學習《廣論》後能在各自的定位

上依法歷事練心、淨罪集資，使心靈得到漸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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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見導行的課程規劃 

德樂托兒所在為幼兒「建立崇高人格」的教育目標下，開展出「讀經」、「生

命教育」、「生活教育」與「善行分享」的課程規劃綱要。前二者是認知的涵養，

後二者則是知見的落實。就「讀經」而言，此課程的主要目的在於讓幼兒從小儒

染聖賢智慧，確立成聖成賢的高遠目標；「生命教育」乃是老師對聖賢智慧的體

會，依據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三大領域，將此體會以分享或身教的方

式傳達給學生，開展其對生活環境的求知探索欲，與對生命熱愛的心；「生活教

育」則讓幼兒從灑掃應對進退中，學習孝悌與待人接物的基本禮儀，養成惜福習

勞，健康飲食與整齊清潔的好習慣；「善行分享」則讓幼兒在生活中實踐觀功念

恩，從看到他人功德、體會他人恩惠中，生起行善報恩之心。 

生活教育—營造孝悌精神的學風 

德樂托兒所的生活教育著重於營造「孝悌」的學風，以下各舉一例說明之。 

孝--洗腳活動 

「洗腳活動」的設計構想來自於一位基金會學長的親身經歷分享。民國 86

年德樂托兒所所長與幾位教師正在開發德育活動教案，學長去關心他們時，談到

小時候父親為了讓他學習謙卑與孝敬，要他每晚端一盆溫水為父親洗腳的回憶。

父親會隨機教導他如何用心做得更好，也藉機了解他在學校的狀況，教他做人處

事的道理，父子間的感情由此建立。所長聽了深受感動，認為此活動可以在母親

節帶著孩子一起做，於是從 87年開始至今，「洗腳活動」成了德樂托兒所每年母

親節例行舉辦的特色活動之一（編輯室，2003：28-29）。 

為了讓孩子掌握為父母洗腳的內涵，活動前兩三個星期，老師們透過一些課

程教孩子念父母恩，點滴體會父母親的付出。並提醒孩子去想：洗腳不是只為了

減輕母親的疲勞，而是想到自己沒有什麼可以報答母親，難得母親給我報恩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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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不論洗、搓、指壓與擦拭，內心都殷切希望母親的身體舒服自在、心靈愉悅

安寧。活動的期間通常在母親節前或後的週末，地點則選在附近的公園，排上一

整排的板凳與水盆，在歌曲「媽媽的腳」播放中「媽媽的腳，存在著多少甜蜜的

負擔，陪過家人走過多少艱辛的歲月，媽媽的腳掌，是時光刀下的痕跡⋯」，開

始洗腳的活動。有的家庭是三代一起來參與，第二代先幫第一代洗，第三代再幫

第二代洗。洗腳的場面溫馨感人，曾有路人停下腳步問道：「怎麼有這樣一幅天

倫樂的畫面？」也有一位學生的父親由於自己的母親住在苗栗，他看到另一對夫

妻為母親洗腳時，也要求替他們的母親洗，因為他也想在練習過後替自己的母親

洗腳。 

推動德育活動的教師們都曾經歷過挫折與困難，他們共同的發現是，除非身

體力行，否則要影響孩子、改變孩子根本不可能。因此許多教師率先身體力行，

克服習性與違緣去為自己的雙親洗腳。結果透過這樣的互動，很多人親子關係改

善了，而孩子透過老師的引導認識洗腳的內涵，回家為父母洗腳後，家長的喜悅

與感恩又回饋到他們的父母身上。所長也有為母親洗腳的經驗，當她低頭去觸摸

與搓揉母親的腳時，她從中感受與母親有一份共同走過一段很長的路的心靈交

會，彼此的心很貼近，是她以前未曾體會過的。「洗腳」不只是一份教案，不只

是文字知識的傳遞，透過實踐，它所產生的生命力足以撼動其他人的生命。它讓

我們相信，弘傳這種小小善行即可開顯出人類內在純真善良的本性，傳達互助、

誠信的功效（編輯室，2003：29）。 

悌--大心帶小心 

「大心帶小心」的活動設計構想，是德樂托兒所的教師們有感於現今多數孩

子來自小家庭，甚至多是獨生子女，集大人的寵愛於一身，以致他們較以自我為

中心。老師們針對此現象設計出「大心帶小心」的活動，也就是一個大班生要負

責照顧一個中班或小班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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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真正落實悌道精神，老師們先以身作則扮演好照顧者的角色，讓孩子們

體會到被照顧的溫暖感覺與方法，並耐心用兩個月的時間讓孩子們適應環境、熟

悉老師、同學，等他們逐漸有了信心與安全感後，在老師的引導下大心開始照顧

小心。老師利用各種情境例如到戶外教學時，教導大心耐心等候小心、察看小心

是否帶了水壺與外套、走出戶外時牽著小心的手，自己走在外側、洗手搆不到水

龍頭時大心要幫助小心。經過一段時間後，大心與小心彼此間的情誼猶如親手

足，他們的世界從「我」成為「我們」，也學習到助人與向人學習的態度（編輯

室， 2004b： 23-24）。 

曾有一位小心吃飯吃得特別慢，大心陪著他吃，一個鐘頭後，大心開始一口

一口餵著小心，沒有放棄也沒有不耐煩。後來這位小心很認真吃飯，竟然進入前

三名。也有一位小心吃飯時要求大心把玉米切成一半，大心用湯匙用力地切著玉

米卻切不開，旁邊的小朋友看到後，切玉米的一雙手變成了三雙小手，呈現出互

助合作的美。其實不論是在公園玩接力賽、在教室清掃時合力搬桌椅、擦地板，

大、小心都通力合作，此生活教育課程為孩子在成長路上如何參與人倫互動、建

立人際關係紮下了根基（編輯室，2004b：27）。 

綜言之，德樂托兒所從學習環境的安排、親師生的互動、課程規劃到教學活

動的進行，皆是為了將儒家教育文化的精神落實於生活實踐當中，以逐漸達成建

立崇高人格、提升心靈、人際間互助互信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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