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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育之涵義與功能

陳城禮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摘要

    背景：港澳約有一半學校除了德智體群美五育之外，還有靈育，合稱六育。這些學校大部分的辦學團體是有

宗教背景，辦學嚴謹，校風純樸，成績一流。近年不少無宗教的學校也漸漸覺察到靈育對學童身心的重要，容許

校內有宗教活動例如團契或佛學會等。最近中國崛起，大部分華人都感到光榮，但另一方面由於假的國貨充斥，

談吃色變，又為國民的素質感到憂慮，認為大國要長治久安，大國子民必需具備高尚之情操。無奈國內的教育因

誤信進化論而長久忽視靈育，學校的宗教教育受到禁制，從而壓抑了無數學子的心靈。

    目的及討論焦點：本文試圖去探討“靈育”的涵義，並列舉佛教、道教、回教、天主教、基督教和反宗教人

士對靈育的看法。此外，亦探討靈育如何能促進德、智、體、群、美五育的發展，及建議如何在校內推行靈育。

    總結：教育成功的要素是靈育。中國要取得世人的真誠信任、提高人民的心靈素質、促進官員的清廉愛民，

成為一個舉世推崇的泱泱大國，必須盡快在校內推行靈育。

    關鍵詞：靈育、心靈教育、宗教教育

The Meanings and Functions of Spiritual Education

Sing Lai CHAN
Stewards Pooi Kei College

Abstract
  Background: About half of the schools in Hong Kong and Macao uphold spiritual education, on top of the “5 educations” 
known as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group, and aesthetic. Collectively, it is now called “6 educations”. Most of these schools are 
having religious sponsoring bodies. They excel in school administration, academic results and school ethos. Recently many other 
schools that do not have religious backgrounds also gradually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spiritual development for their students, 
thus relaxing school religious activities such in the forms of Christian fellowship or Buddhist society. The rise of China makes 
most Chinese proud, however, due to markets flooding with fake Chinese goods, we can’t help worrying if the quality of Chinese 
citizens could meet the high standard expected for a great nation. Meanwhile, it is a pity to observe that China is still discouraging 
spiritual education because of falsely believing in Darwinism. As a result, students’ spirituality is prohibited and people’s quality 
cannot be improved. 
  Aims and focus of discuss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fine what spiritual education is and to list out the viewpoints from 
representatives of Buddhists, Taoists, Moslems, Catholics, Christians and atheists. In addition, it explores how spiritual education 
can promote the 5 aspects of education and suggests how spiritual education can be implemented in schools. 
  Conclusion: Since spiritual education is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al success, we wish that China could promote spiritual 
education ASAP so as to gain the genuine trust from the world, to raise people’s spiritual qualities, to promote officials’ cleanliness 
and caring for people, and to become a truly respectable worl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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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最近中國崛起，大部分華人包括海外的都感到光

榮，但另一方面由於假貨充斥，談吃色變，又為國民

的素質感到憂慮，認為大國要長治久安，大國子民必

需具備高尚之情操。無奈國內的教育因誤信進化論而

長久忽視靈育，學校的宗教教育受到禁制，從而壓

抑了無數學子的心靈，結果是學童心中無神，不怕報

應，小則損人利己，大則作奸犯科，引致社會不安，

國力不穩。

    根據中國黨章，黨員必須履行的第一條義務：就

是“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可惜的是，馬列主

義就是唯物主義、無神主義。據報，上一代的領導人

曾經坦言：“黨人是無神論者…”(北京日報，2011；

人民日報，2006)。有學者說：“中共早期高舉無神論

旗幟，所有的宗教一律被禁，連非宗教的傳統儒家思

想也在打壓之列，結果是甚麼？結果就一定是道德真

空，嚴刑峻法無力重整道德，只有心中有神，才能真

正規範一個人的行為，心中有神的人做了壞事會感到

不安，這就是所謂良心的譴責，沒有了宗教，就沒有

了良心”(曾淵滄，2008)。　　　

    筆者不才，斗胆作出了一個假設：“教育成功的

要素是靈育”。中國要取得世人的真心信任、提高人

民的心靈素質、促進人民的互愛互信、培育國民的高

尚情操、養成黨員的廉潔自守、掃除官員的貪污腐

敗，成為一個舉世推崇的真正大國，就必須及早在學

校內推行靈育。推行靈育後，我們的國家不單強於經

濟、軍事和政治，也強於公義；我們的國民不止富於

衣食住行和物質，也富於心靈。共產黨建國的理想，

也是世人嚮往的人間天堂，這個烏托邦其實曾經在歷

史出現，“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使徒行傳

2:44)。那裡人民財富平均，互愛互信，產業共用。

這豈不是我們最初建國的理想，世人嚮往的大同世界

嗎？ 

靈育的涵義
    靈育的涵義取決於我們看“靈”是甚麼。靈的定

義，隨著各人的不同理解而有不同。綜合新華字典、

漢典及漢語字典的解釋，“靈”這個字大致有三個意

思：

    1. “靈”指“心靈”(mind)：源於大腦而發於心；

產生喜、怒、哀、樂、愛、惡、欲之處。

    2. “靈”指“靈魂”(spirit &  soul)：康熙字典對

“靈”的注釋：“《書·泰誓》惟人萬物之靈” 

。台灣教育部編的《國語小字典》也將“靈”

解釋為 “人的魂魄、精神” 。維基百科則將靈

魂定義為“住於人軀體之內並對之起主宰作用

者”；那位“我思故我在”的著名法國哲學家笛

卡兒則相信靈魂是居於腦內的松果體。聖經則說

生命是在血中(利未記17:11)。

    3. “靈”指“神靈”(God or deities)。康熙字典對

“靈”的注釋：“《玉篇》神靈也。《大戴禮》

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傳》靈，神

也。”不同宗教對神靈是有不同的定義和稱謂：

上帝是耶和華、佛祖是釋迦牟尼、道教有玉皇大

帝及諸仙。神分真神假神，靈有聖靈邪靈，佛分

真假菩薩，道有真假神仙，相信讀者自能分辨。

    由於第1點可以較為唯物，而第2及第3點較與宗教

有關。所以靈育有兩個層面：非宗教性靈育和宗教性

靈育。兩者都對學童的心靈和人生有莫大的影響，前

者可能較適合現時的國情，可率先推行。後者則能為

前者提供終極的原動力和意義，所以亦不容忽視。

    愚見認為，人體內“靈”與“魂”是不同的實體

(傳道書3:21)，靈(spirit)是宇宙中最高的元素，出於神

靈而連於神靈，因造物者造人時特別在其鼻孔吹了一

口靈氣，故人與其他生物不同，人有靈魂而其他生物

只有魂，故人有宗教觀念，人是宗教動物，而其他生

物則沒有宗教行為。魂(soul)形諸外可感觀者為氣質，

動物有“心意氣力”(例如：忠心、好意、勇氣、勤

力)，植物有“形色香味”(形態、顏色、香氣、味道) 

。豬狗馬牛，梅蘭竹菊，每生物自有其獨特的氣質，

因其魂有所不同。在人體內，靈帶動魂而魂帶動體，

如火車頭之作用，所以靈育能徹底影響人生。以上愚

見請讀者指正。

非宗教性靈育

    “心靈(或心智，英文：Mind)一般指：來源於腦，

由思維、知覺、情緒、意志、記憶和想像組成的理智

和意識層面”(維基)。既來源於大腦，用唯物的理論

去解釋，思維只不過是電化學反應而已。國家地理雜

誌有一篇文章的題目是 “The Mind  Is What  the Brain 

Does”(Shreeve，2005)。其實中文“心靈”與“心智”

不同，“心靈”著重“心”的安寧，而“心智”則

著重“腦”的思考，心靈教育雖然可以不一定涉及宗

教，但世人不會否認良心或良知。哲學家們也不會否

認心靈的重要性。普世公認的美德，例如關愛包容、

知足常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禮義廉耻等，也無

一不是從心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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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論人的心靈素質。

    儒家等先賢學者提倡要治國平天下，先要修身，

而“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

意。”大學之道其實便是心靈教育。所謂“君子慎其

獨也”《禮記》。近年有不少人士提倡心靈教育，包

括學術界、教育界、和商界的領袖。以下我試引用他

們的說話，闡明心靈教育的重要。有關儒家的教育思

想，北京師範大學郭齊家教授作了相關研究。他認為

儒家是以“仁”為基礎去提高讀書人的心靈素質（郭

齊家，1999）： 

    儒家教育的終極目的是培養民族精神，

淳化代代人風，提高人的心靈素質，說明人

們修養身心，達到一種真善美統一和諧的人

格境界。…有仁德的人會用愛心去對待人，

既自愛，又愛人；既自尊，又尊人。‘仁’

就是一種寬容忠恕的精神。孔子說: ‘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注:論語·顏淵》。) ‘夫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注:

《論語·雍也》。)自己要站得住，同時也使

別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時也使

別人事事行得通。….儒家認為，人存在的價

值，就在於成就道德人格。

    大學關顧學生心靈。

    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教授在今年的大學畢業典禮

上，便是以心靈教育來勉勵同學。他說在大學四年的

教育裡，最重要的不是得到一張文憑和牢記的知識，

而是一顆真誠脫俗的心靈。因為“一顆沒有精神家園

的心靈，不可能去思考自己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也就

不可能對他人有真正的情感關心，對社會有真正的責

任心。”他說（楊玉良，2011）：

無論你們當初進入復旦的理由是什麼，我們

現在更需要反省的是復旦在這四年當中給了

你們什麼。除了文憑以外，你們從復旦還得

到了什麼。這個問題涉及到教育的本質問

題。…因此，我相信一顆沒有精神家園的心

靈，不可能去思考自己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也就不可能對他人有真正的情感關心，對

社會有真正的責任心。這是我強調的心靈育

人。其實我們如此強調心靈，也是因為這是

一所大學所能夠給我們的學生最寶貴的東

西。…因此，我希望每一個復旦人都知道復

旦的追求，就是要使復旦成為心靈和想象力

展翅飛翔的地方，我們大家都要奉獻我們的

心靈和想象力。

    中學關顧學生心靈。

    心靈教育與“生命教育”類似。國內長嶺中學有

一位副校長到安慶皖江職業技術學校演講，他的講題

是“珍愛生命，培植自信”。他說（方法，2009）：

我們姑且把今天這節課稱之為與青青相約，

這是心靈之約，希望之約，為此我顯得興奮

而激動，…在你們的老師日以繼夜為開發你

們智慧而辛勤勞作時，我想就你們的成長做

些心靈的撫慰，使你們愉快地行走在人生征

途上。…美國有一所中學的校長曾是納粹集

中營中的倖存者，每當一位新的老師來到

學校，他就交給那位老師一封信，信中這樣

說:“親愛的老師，我是集中營的生還者，我

親眼看到人類所不應當見到的情景，毒氣室

由學有專長的工程師建造，兒童由學識淵博

的醫生毒死，幼兒由訓練有素的護士殺死，

婦女和嬰兒被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們槍殺，看

到這一切，我懷疑教育究竟是為了什麼？我

的請求是請你說明學生成為具有人性的人，

你們的努力絕不應當被用於製造學識淵博的

怪物，多才多藝的變態狂，受過高等教育的

屠夫，只有在能使我們的孩子具有人性的情

況下，讀、寫、算的能力才有價值。”

    心靈教育又與“價值教育”和“品德教育”相

近。眾人認為有美好價值的德性稱為“美德”。世人

公認的美德有很多：而一個好公民應該具有責任感、

關愛、誠實、愛國等美德，所以又和“公民教育”與

“國民教育”等有關。因此，辦好心靈教育，就能培

育出好國民和好官員，具有大國市民的風範。

宗教性靈育

    中國人有句諺語：“舉頭三尺有神明”。人若敬

畏神靈，便不會輕易犯惡，因為知道“善有善報，惡

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佛教、印度教等有

輪迴；道教、基督教等有審判(趙崇璧，2005)。上帝有

生命冊、閻王有生死簿，皆能根據人在世時之表現司

判。而天堂地獄之觀念，都顯明在人心裡。國家若能

推動宗教教育，必能淨化人心，有助建立人民的道德

生活。

    “宗教性靈育”與“非宗教性靈育”不同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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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前者肯定有涉及宗教信仰，而後者則不一定。

前者一般以永恆為終極意義去思考今生的方向，而後

者則以追求今生甚至現在的幸福和滿足為依歸。兩者

對提高人民的素質都是有效用的。例如忠孝仁愛信義

和平這些美德，對有沒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是好的，都

是值得鼓勵的，也是各宗教應該推崇的。

    “宗教性靈育”與“宗教教育”不同的地方：前

者是在學校內進行的正規課程或活動，包括宗教科(例

如佛學或聖經) 、宗教週、週會講道、早會短講等；而

後者則較局限於寺廟或教會內向成人的宗教活動。

    （宗教性）“屬靈教育”的領域可能較（非宗教

性）“心靈教育”更廣濶，因為“心靈教育”若把自

己限制於自然界，就如自然科學限制自己在自然界一

樣，這便少了超自然這個領域。“屬靈教育”相反則

可以包括“心靈教育”，因為所有宗教都會注重心

靈。例如：“你要保守你心， 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

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言4:23)。前文說過，無神

論者會將心靈解釋為心智，認為其運作是源於大腦而

發於“心”。至於這個“心”，是指唯物的心房呢，

還是指唯心的精神呢？孝順和愛情裡面涉及甚麼電化

學反應呢？應該是一個很有興趣的課題，本文拋磚引

玉，還望學者指正。

    佛教的看法。

    佛教廣化法師說（廣化法師，2010）：

中國人有句話說：「舉頭三尺有神明。」我

們每個人頭頂上都有神明。又有另外一種說

法：「舉頭三尺有青天；人可欺，天不可

欺。」這句話是叫我們須時時刻刻檢討自己

的起心動念、所作所為，止惡行善。佛家的

說法是，每個人身上都有兩個神，一個叫

「同名神」，另一個是「同生神」。同名神

是男的、是白的，是計善的神；同生神是女

的、黑的，是計惡的神。我們任何一個起心

動念是善是惡，祂們都會記下來。所以我們

最好不要隨便起心動念，以免造惡因；萬一

造了惡因，就要趕快回頭，不要一直繼續下

去，觸犯了戒律。《無量壽經》說：「神明

記識，犯者不赦。」有神明記下我們所造的

善惡，如果犯了罪，祂是不會饒恕你的。祂

們是每個月有六次以上，到天堂、地獄去校

對那裡的善惡簿，我們要隨著自己所造的善

惡，而去受苦受樂。講這些都是為了警惕大

家持戒。

    另一位篤信佛教的大學教授也認為要提升國民道

德水準，唯有依靠佛教教育之普及。他說（張有恆，

2000）：

吾人須知當今若欲淨化人心，改造社會，提

升國民道德水準，唯有依靠佛教教育之普

及，因佛教教育的特色，在於揭開宇宙萬有

實相，究明生命本源，強調因緣果報，淨化

心靈，改造命運，進而解決生老病死之問

題，期證得生命的永恆，並追求究竟的離苦

得樂，對人類有很大的貢獻。

    道教的看法。

    道教認為天地有神明，對人善有善報，惡有惡

報。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所

以人要廣積陰功，不能犯罪害人。請看下文（葉嬌

陽，2002）：

道教提倡廣積陰功，要求“積功累德，慈

心于物”。認為善惡的行為，終究逃避不

了果報的法則，陰功還是陰惡，人也許不

能知，天地神明卻不會不知。《太上感應

篇》認為“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

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

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

算盡則死”。…而所說的奪算，據《抱朴子

內篇·微旨》，一算是三日，就是說若犯過

失奪一算，便是減少三天壽命。比算大一級

的，還有紀，一紀合三百日。大錯奪紀，一

紀減少三百天壽命。所謂善惡功過，不僅僅

指人的言論與行為，還包括人頭腦中的念

頭。 既然人的一言一行乃至於一個念頭，都

有神明監督，那麼，決沒有一種欺騙天地神

明的辦法，陰惡能騙人，卻不能騙神。所以

人應該時時處處警戒自己，避開壞事惡行，

做好事，行善行。

    回教的看法。 
    “中國伊斯蘭教德育的基礎是信仰真主。它形成

了善惡報酬、服從、平等等德育原則。其主要的德育

方法是學而後德、追求至善、力行戒律等。中國伊斯

蘭教德育閃爍著人類智慧的光芒，是構建我國社會主

義德育體系可資借鑒的精神資源” (張建新，2005)。

請看下文（伊斯蘭之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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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在家庭、街道、工廠、商店中，也不論

在政治生活、社交往來方面，倫理道德都要

在言談舉止中表現出來。倫理道德，在我們

穆斯林看來，源於我們的信仰。作為伊斯蘭

要素的“爾巴代特”(IBADAT)只會在我們

穆斯林身上培植一切高尚的道德品質，從而

使我們遠離醜事和罪惡；如果“爾巴代特”

沒有被認真實踐，那麼，其職能也就沒有盡

到，例如，我們禮拜，只徒具形式，沒有遠

離醜事和罪惡，那除了辛苦勞累以外，這種

禮拜有什麼價值?再如齋戒。如果僅僅不食不

飲，而不同時戒除其他的非法言行和邪惡思

想，那麼，這種齋戒除了饑渴以外，也沒有

什麼價值！

    天主教的看法。

    香港的徐錦堯神父認為：現代人心自私自利，

沒有人生目標，天主教徒是地上的鹽和世上的光，

應當責無旁貸地去重建道德文明。他說（徐錦堯，

1994）：

在天主教的自我意識中，它相信自己是地上

的鹽、世界的光和社會的酵母，有回應人類

渴求和社會具體需要的責任。面對今日不少

香港人的精神狀態，下列的名詞或描寫也許

是大家都熟悉：..末世風情；視短期物質利益

回報比家庭、道德更重要；不求天長地久，

只求眼前‘過癮’；對今日及未來都感到無

能、無奈；無厘頭、不認真；不會思想、不

願思想、鄙視思想；不要道德，嘲諷道德；

做人無所守、無所堅持；自我中心、自私自

利，不關心別人；消費主義、無限制的享

樂、歡樂今宵；深感人生空虛、寂寞、無意

義……面對這種現狀，教會有重建道德文明

和精神價值的責任，公教學校在這方面責無

旁貸。

    基督教的看法。

    中國基督教協會副總幹事單渭祥牧師認為：“基

督教作為一種宗教，其社會功能的運作空間和有效範

圍，就是在道德倫理的層面上。”他說（單渭祥，

2009）：

社會生活中不可能存在‘道德真空’，良善

而有價值的人類生活，需要倫理道德的指

引。當代中國的道德建設，正面臨著經濟、

科技、文化發展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新的生活

方式的全新挑戰。...而基督教作為一種宗教，

其社會功能的運作空間和有效範圍，就是在

道德倫理的層面上。經歷了現代化洗禮的基

督教的倫理道德資訊，完全有可能成為現代

化進程中，中國社會倫理整合中所要吸納的

重要對象。

    基督徒待上帝如天父，學效基督的犧牲精神，愛

人如己，作完全人。經文說（馬太福音5：44-48）：

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

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

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

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你們若單愛那愛你

們的人，有什麼賞賜呢﹖...所以，你們要完

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反宗教人士的看法。

    有些人士以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因此對其

功能不予肯定。這句原出於馬克思的話其實是被人斷

章取義地錯誤引用了。當時馬克思並非批判宗教本

身，而只是批判組織和權勢利用宗教扭曲了上帝和人

的關係(王乾任，2009)。馬克思的原義是說：“宗教是

這個世界的總理論，是它的包羅萬象的綱要，它的具

有通俗形式的邏輯，它的唯靈論的榮譽問題，它的狂

熱，它的道德約束，它的莊嚴補充，它藉以求得慰藉

和辯護的總根據”(人民出版社，1995)。在馬克思的年

代，鴉片在世上數處仍是合法的，可作藥物用途，能

紓緩痛苦並藉鴉片尋得慰藉，以表示宗教之功能，而

並非今天將鴉片視如毒品般那樣負面。

    另外一些人士以為社會的所有問題可以透過其他

的教育去減輕，所以不需要宗教性靈育。例如“英國

透過價值教育減輕社會問題中心”(CAVE)也在網站發

問：“究竟‘靈育’是甚麼東西”？由於該文作者不

能界定甚麼是“靈”，竟然問“靈育”是否包括教導

提煉草藥去做靈媒？該文的結論是：靈育並不需要，

因為價值教育已能超越宗教和文化了(Robb, 2008)。這

正代表了英國人民的悲哀，本來是敬虔民族，但因誤

信了達爾文的進化論，以為信仰與科學有矛盾，其實

失去信仰正是日不落大國衰落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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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育與德、智、體、群、美
    在學校裡推動靈育或宗教教育，是會對德、智、

體、群、美五育有莫大的裨益。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主任淨因法師說：“被當

今教育界視為整體教育目標的‘五育’便是對傳統教

育理念的展開，同樣適用於佛教教育”。靈育與德智

體群美五育的關係，就好像手腕與五隻手指的關係。

手腕能領導和聯絡五隻手指，同樣靈育也可以領導和

聯絡五育。教育沒有了靈育，就像手指沒有了手腕，

又像人沒有了靈魂。

靈育與德育

    “宗教都是勸人為善的”，這句老生常談的話說

明了大家都接受靈育對德育的正面影響。前香港教育

學院副校長彭敬慈認為：五育之上須加上靈育，並且

靈能影響德。他說（彭敬慈，2005）：

‘德、智、體、群、美’ 也有漏洞，有些外

國有的東西我們卻沒有...當你看看學校的手

冊，或辦學宗旨，很多也指出 ‘德、智、

體、群、美’ 並重，但有些在 ‘德、智、

體、群、美’ 外，還加上 ‘靈’，共六樣。

雖然加上靈的多是宗教學校，但在最近的研

究中，我發現越來越多非宗教學校也推行靈

育。...想和大家深入看看靈這方面。靈與德有

關係，靈能影響德。…“靈”有四個範疇，

第一個範疇與品行有關。若‘靈’有某種取

向，‘德’也自自然然會有某種取向。若以

Bloom的三個重要學習範疇、Howard Gardner

的八個半智能和中國的‘德、智、體、群、

美、靈’作比較，中國那一套較著重價值觀

與品德的培養... 

靈育與智育

    “敬畏真神是智慧的開端”(箴言9:10)，這裡所述

靈育與智育的因果關係未必人人認同。但香港首富李

嘉誠也認為成功除了智商(IQ)和情商(EQ)外，還要有靈

商(SQ)。作為商界領袖，他的成功經驗很值得我們信

服。他說：成功要3Q：第一是IQ(Intelligence Quotient

智力商數)，但只有IQ是不夠的，尚有EQ(Emotional 

Quotient情緒智商)，比IQ重要。因為一個人多聰明也

好，倘不懂得尊重別人，不懂得如何被別人接納，

最終也未必會成功；所以要有情緒智慧，懂得感受

其他人的情緒、如何讓人覺得被尊重，感受到你是

一個易相處的人，是成功之道。第三樣是SQ(Spiritual 

Intelligence心靈智商)。李嘉誠先生說（管理者論壇，

2011）：

再有學識再成功的人，也要抵禦命運的寒

風。雖然我在事業發展方面一直比較順利，

但和大家一樣，無論我喜歡或不喜歡，我也

有達不到的夢想，做不到的事，說不出的

話，也有憤怒、有不滿、有傷心的時候，我

也會流下眼淚。….人生是一個很大、很複雜

和常變的課題，我們用分析、運算、邏輯等

理性智商(IQ)解決諸多問題；用理解力和自我

控制的情緒智商(EQ)去面對問題；用追求卓越

及激發自強的心靈智商(SQ)去超越問題。

靈育與體育

　　體育的目的在幫助學生強身健體，能健康地生

活，以及有體育精神，勝不驕，敗不餒。近來學童肥

胖率有增加趨勢，尤以經濟成長較快的省市而言。根

據北京學術界的研究報告，“北京、天津、上海、遼

寧、山東五個省市；城市男生、女生肥胖檢出率分別

達百分之八點六和百分之四點五，高於中國大陸平均

水準一倍以上，城鄉男女肥胖率相差高達三倍。此

外，將近百分之三十的城區男生和百分之二十的城區

女生處於肥胖的一級預防線以上”(趙彥，2004)。原

因是“課業繁重、飲食不當，缺乏運動”(聯合早報，

2007)。香港浸會大學的研究指出，“年青人懶做運

動、缺乏鍛煉、久坐看電視、終日打機及上網、愛吃

垃圾食物等不健康行為，大大增加了患病的風險”(雷

雄德，2009)。

　　在飲食方面，佛教主張禁慾，又提倡素食；回教

徒不吃豬肉。這對學童減肥有一定的好處。佛門少林

寺也是中國功夫聖地，對推廣中華武術功不可沒。但

要身體健康，最重要是生活有紀律，早睡早起，對人

生充滿希望，對世界充滿理想，對宇宙充滿信心，對

圖一：靈育與五育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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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樂觀，對人和睦，不沾煙酒賭毒，無不良嗜好，處

事有智慧，避開引誘罪惡，不作害羞之事，不暴飲暴

食，不打架生事，不走偏門，不行邪路。因此有宗教

信仰的人，生活可能會較為節制，身體也可能保養得

較好。“操練身體，益處還少，唯獨敬虔，凡事都有

益處”(提前4：8-10)。

靈育與群育

    佛教星雲大師認為：“人與人相處之道，看起來

很難，但下列四點意見只要你做到以後，必能受益無

窮： 一、你好我壞。二、你對我錯。三、你大我小。

四、你有我無”(星雲大師，2010)。因為如此行便能

夠彼此謙讓認錯，大家相安。所有宗教都不會教人傷

天害理，損人利己。宗教反而勸人捨己愛人，顯而易

見，靈育對群育有助。

    個人是群體的一部份，如何與人相處實在是一門

學問。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耶穌說：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馬太

福音7:12)。基督徒也有團契，大家無分階級，都是弟

兄姊妹，要互相關愛。最近看到一個真人真事，有位

少女在委內瑞拉撞車，卧床八月，起居飲食、痾嘔服

藥、大小二便等全由一位以前素未謀面的七十歲的婆

婆照顧，直到那少女康復離開(吳美瓊，2011)。婆婆

說：“不用謝我，是上帝吩咐我做的。我不是做給妳

看，也不是做給其他人看；我是為上帝而做，要做得

再好一點！”(朱麗，2011) 肯捨己愛人，互相服事，

這就是人民高貴的素質。今天完稿之前，知道動車失

事，溫州人民自願排隊捐血，又做義工協助有需要的

人。這就是我們民族的驕傲，也是世人信服中國稱雄

全球而不致恐懼的原因。

靈育與美育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主任淨因法師說：“美

育…. 通過文學、書法、繪畫、音樂、舞蹈欣賞等各類

藝術．培養和樹立一個超越的審美人生態度，使人的

生命、人格、心靈擺脫理性追求的片面性，趨向於秩

序與和諧”(淨因、張淇，2009)。可見宗教界認同美育

對人的靈性建立有正面的影響。

    筆者有一位同事將其女兒繪的山水畫擺設在辦公

室，工餘望一望，在美術的背後其實有精神的慰藉。

藝術家善繪山水花木，維妙維肖，鳥獸魚蟲，栩栩如

生；但天地的美麗背後還有很多值得科學家研究的地

方，例如植物細胞的葉綠體顏色美麗之餘功能又實

用，能啟發人設計出既美觀又環保的建築物，而海豚

優美泳姿的背後，亦蘊藏著通訊學和動力學的原理。

類似事例，俯拾皆是，似乎有一造物者既是大美術家

又是大科學家。

    溫家寶總理在英國皇家學會的演講曾引用費孝通

老先生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

天下大同”(人民日報，2011)。這裡所謂的美，是和諧

的美，是中國人胸襟濶大之美，能夠欣賞別人甚至另

一個文化之美。學校的宗教教育有這麼多的好處，相

信中國的領導人高瞻遠觸，必能包容推廣靈育。

靈育與關注學習差異

    除了先天資質外，後天也有後多心理因素會引致

學童之學習差異。兩者都需要老師付出愛心與關懷，

加以輔導與開解。無論是感動老師付出更多關愛，或

是啟發學童對人生採取積極之態度，各大宗教應能發

揮有效之功能。

    學者認為，學校為了應付監管，把“關注學童學

習差異”列入學校之三年計劃內，用“一招”例如

“小班教學”應付便算數，這做法並不恰當。因為關

注學童學習差異，根本是老師“日日面對”和“年年

面對”的恆常教學問題(趙志成，2010)。“班主任工

作是學校教育教學和管理工作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

班主任工作是學校德育工作的前沿陣地” (周嫻華、周

達章，2006) 。因此，前線教育工作者應該多掌握學童

的獨特個性，與他們多些溝通，聆聽他們的心聲，明

白他們的心情，瞭解他們的不滿，消除他們的煩惱，

化解他們的心結。班主任要給與學生多些公平公正，

多些尊重，多些愛護，多些賞識，多些寬容，多些笑

容，多些友情和多些時間空間，這樣才能走進學生的

心靈 (班主任工作網，2011)。

靈育在學校之實施

將宗教編入正規課程

    靈育與德、智、體、群、美五育，合稱六育。六

育在港澳地區甚為普遍，除基督教外，佛教學校也

注重六育。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及永遠榮譽校監釋

覺光法師說：“作為佛教學校，我們一貫推行德、

智、體、群、美、靈六育並重的教學宗旨”(釋覺光，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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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宗教團體辦學

    宗教團體辦學，在外國甚為普遍，世界著名的大

學如耶魯、哈佛、劍橋、牛津等，都有濃烈的宗教背

景。香港的大學例如浸會、嶺南，甚至香港大學和中

文大學，都有基督教的背景。很少人知道宣佈香港

大學的創辦是在一間聖公會的中學提出(香港大學，

2001)，因為當時不少大學的校董也是中學的校董，

而且兩校相鄰，可以共用資源。在香港和澳門地區的

中學、小學與幼稚園，半數以上的辦學團體都與宗教

有關(楊子秋，2006)。港澳地區由宗教團體(例如天主

教、基督教和佛教)主辦的中學、小學和幼稚園均數以

百計。

    若然中國肯邀請宗教團體辦學，不單省時省力，

亦可節省納稅人金錢；因為根據港澳開埠時的辦學經

驗，當時不計犧牲，奉獻金錢時間和寶貴人生去辦教

育的都是傳教士。他們是做給神看的，不是做給人看

的。港澳今天名校林立，市民爭相報讀的，大部分有

宗教背景。若是港澳沒有了這些宗教人士的參與，學

校將會勁縮六成，而且很多是名校，人民優良素質的

建立將會大受影響。中國有廣濶的胸襟，可以先考證

筆者所言是否屬實，然後廣納百川，請各市各鄉甚至

山區僻遠之地開列需要，向港澳宗教人士、社團、富

商提出邀請辦學，可以公平競投。這實在是富國利民

之德政，請各賢明領導垂察。

舉辦聯課活動

    以筆者曾任教的學校為例，除了各級每禮拜有一

至兩節生命成長課外(可自由討論宗教)，每週有兩次早

會，老師輪值向學生致詞，內容可以是勵志故事，也

可以是個人宗教經驗。每週五有宗教活動，學生自由

參加。每年有宗教週，全週加強信仰活動，例如邀請

科學家來演講。學生之反應良好，因為他們報讀學校

之前，已經清楚知道學校辦學之宗旨。實際上許多家

長慕名報讀，就是因為歡喜學校的宗教氣氛，可以將

其兒女教好，令他們放心。以筆者多年的教學經驗，

在宗教上認真的同學，多是品學兼優之士；相反那些

反斗跳皮的，多是挑戰宗教反對約束之人(當然亦有例

外)。筆者以前任教之某中學，宗教氣氛更濃，開辦不

久即成區內名校，數十年來對社會培養了不少專業人

才，從來未聽聞宗教教育會有任何負面效果。中國泱

泱大國，自行斷臂失去如此教育良方，豈不痛哉！

設立資源中心

    除了復旦大學外，香港不少學府也很關心香港學

子的心靈教育。例如香港中文大學於去年六月舉行題

為“心靈教育：學與教的終極關懷(Spiritual Education: 

Learning to be inspired and to inspire)”的計劃總結發佈

會。講者包括政府官員、學者、校長及宗教人士等，

分別從教育政策、學術、學校行政及前線教師培育等

方面，探討心靈教育在香港發展的可能。另一方面，

負責培訓香港師資的香港教育學院亦設立“宗教教育

與心靈教育中心”，提倡教育工作者應多關顧有關心

靈教育的問題(吳梓明，2008)。

結語
    上文提到靈育有兩種：“非宗教性靈育”與“宗

教性靈育”。試將兩者比較如下，見表一：

    中大楊國強博士這樣歸納心靈教育的涵意：1. 它

強調人與神聖及超越連繫的經驗；2. 它強調人與自

己、與他者、與萬物的連繫；3. 它嘗試助人將上述的

經驗與關係整理及表達。一些普世公認的價值是值得

向學生介紹，而老師亦要聆聽學生的心聲(張穎珊，

2009)。

    中國自古以來素有大國的風範。自堯舜以來，直

至乾隆，雖然間有積弱，中國的文化禮教素為外國的

楷模。六百年前，鄭和下西洋，所到之處，振揚國

威。清末八國聯軍、日本侵華等令華人痛心疾首。今

人有幸重見大國崛起，國人心裡皆額手稱慶。希望大

國之強不單於經濟軍事，亦在世道民風。我國領袖經

常對外宣稱，中國是和平國家，永不稱霸，但用甚麼

去稱雄成為泱泱大國呢？用導彈和銀彈能令世人真心

信服麼？筆者建議，首重提升人民的心靈素質，在這

方面希望教育工作者在德、智、體、群、美五育之上

加上靈育。令世界各國知道偉大的中國人民，不單只

聰明勤力，亦是氣質高貴、滿有關愛、充滿理想、靈

氣活現的君子。本文拋磚引玉，還望學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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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宗教性靈育 宗教性靈育

靈的定義 心靈
神靈或靈魂,

與神相通之元素

靈的居處 在人體內，源於大腦而發於心

神靈運行於宇宙之中,

亦可與人同在;

靈魂住於軀體之內,

不限制於大腦,

靈魂離體，人便死亡

涉及宗教或神靈 無 有

實施課程

道德教育 品格教育

生命教育 價值教育

公民教育 國民教育

愉快教育 和諧教育

愛的教育 人性教育

素質教育 通識教育

(宗教性靈育可再加宗教教育)

實施活動

在課程裏加添心靈雞湯

在聯課活動加添心靈講座

邀請嘉賓學者致詞

鼓勵閱讀勵志書籍

  設立有關資源中心等

邀請宗教團體協助辦學

開辦宗教課程(佛學等)

邀請嘉賓學者宏法證道

舉辦宗教活動例如團契

　參觀教堂廟宇等 

所生效用

守法助人、崇尚美德

因為“助人為快樂之本”

自己心境也開朗

做人有尊嚴

為官有氣節

建立自己

服務社會

無私盡忠

守法愛人、崇尚美德

因為“舉頭三尺有神明”

敬畏神佛，下世有好報

敬愛父神，將來有永生

瞭解人生真相

去除妄想執著

活得自在幸福

恢復智慧神通

表一：兩種靈育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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