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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教育的問題與對策
南太老師懷瑾先生談教育的學習淺得          

文 / 朱德志

二〇一二年，南太老師懷瑾先生的最後一次演講，是面

向吳江太湖國際實驗國小的國小畢業生，題目是《臨別贈

言》，這個視頻網上現下也有，南太老師講︰「實驗什麼？

諸位同學也許知道，辦這個學校的目標，反對這一百多年來

的教育、方法。所有從國小到大學，全部反感」、「現代教

育、中國文化、世界文化出問題，文化教育的問題，尤其是

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內容出了問題」、「所以這個時代不安

定，一個國家的變亂，真正基本的錯誤，是文化教育。」

那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可以在南太老師的《亦新亦舊的

一代》和《二十一世紀初的前言後語》找到答案。

一、現代教育的問題

（一）讀書為賺錢的目的

自古以來，我國社會上就有讀書做官，光宗耀祖的道

統。這一道統到了現代，教育制度變為了現代教育，但讀書

的目的換了個形式，內涵沒變，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找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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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能夠更好的生活而已。

南太老師講，過去「因為讀了書，可以考取功名，登科及

第而做官。因此『讀書做官』自然而然就成為一般社會天經

地義的思想。做官又有什麼好呢？因為做了官，就能得到坐

食國家俸祿的利益。由此『升官發財』便順理成章地被民間

視為當然的道理。由於這一系列錯誤理念的養成，讀書讀到

後來，所有經、史、子、集，也成剩餘的物質，只有『八股』

的制義文章，才是生活的寶典，這都是很自然而形成的思

想，無足為怪。」[1]

「我們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雖然接受西方文化的

薰陶而換舊更新，可是我們教育的『暗盤』思想，依然落

在二千多年來的一貫理念之中，只不過把以往『讀書做

官』、『光耀門楣』的思想，稍微變了一點方向，轉向於求學

就可以賺錢發財的理念而已。然後引用一句門面話來自我遮

蓋這個理念，而以『教育即生活』，作為正面堂皇的文章，幾

家父母潛意識中，對子女的升學大事不受這個觀念的作祟？

又有幾家子弟選讀學校、選修科系的心理，不為這個觀念所

左右？」[1]

「於是，新的『科學八股』的考試方法，但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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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背誦』為學問的作風，依然猶如以往歷史的陳跡，只

是過去的風氣，但須記誦八股文章，作為考試的本錢；現下

的風氣，但須記誦問答和猜題，便能贏得好學校以及聯考的

光榮。過去的讀書為考功名、為做官；現下的讀書和考試，為

求出路、為求職業、為賺大錢。」[1]

（二）家教的缺失

就教育本身來說，不能只靠學校，更重要的是家庭的教

育，親職教育的重心不是要孩子考試考得好，而是教孩子怎

麼做人，怎樣做人也不是靠說教，而完全是靠家長自身的言

行，潤物細無聲的影響孩子。現代的家長是完全把孩子丟給

學校，望子成龍，卻由於自身的不良言行潛移默化的影響著

後代。

這一點，南太老師是這樣講的︰「生出來以後重要的是

家教，是家庭父母的教育，不是靠學校的。我看現代人，大

都把兒童教育寄託在學校，父母家長自己本身卻都有問題。

依我幾十年經驗看來，許多家長都犯了一個大錯誤，把自

己達不到的目的，寄託在孩子身上；自己書沒有讀好，希望

孩子讀好；自己沒有發財，希望兒女賺錢發財；自己沒有官

做，希望兒女出來做官。這個目的是很嚴重的，每個人都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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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成龍，望女成鳳，然後托給學校自己不管，自己的言語行

為又大多是亂七八糟的，影響到孩子。這就是中國教育的問

題，也正是家教的問題。」[2]

「再回來講到學與效，中國《禮記》講這個效，我們做

老師的、辦教育的，任務太重了，孩子們隨時在效法老師、父

母。教育不光是嘴巴裡教，也不只是讀書，父母、老師的行

為、思想、情緒和動作，無形中孩子們都學進去了。這就是

教育，這個教育叫『耳濡目染』，孩子們天生有耳朵、有眼

睛，他聽到了，也看到了。老師們偶爾講兩句黃色笑話，你

以為孩子們沒有注意聽，實際上他已經聽到了，這叫耳濡

目染。父母也好，師長也好，社會上的人也好，他們隨便有

個動作，孩子們一眼看到，已經發生影響了，這就是教育。

所以教育不只是在你上課教些什麼，整個的天地，自然的環

境，統統是教育。」[2]

（三）變本加厲的知識教育

目前的教育在內容上，基本上完全是知識的傳授，而且

是變本加厲，甚至幼稚園要學過去國小才講的知識，國小學

中學的，中學學大學的，大學本科學碩士的，到了碩博士就

是在學習西方前沿的科技，然後替導師做研究，寫論文，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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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完成既定的科研任務，爭取順利畢業，然後找個好工作

多掙錢。所學的幾乎都是科技與知識的教育，欠缺了我國歷

史悠久的人文修養，欠缺了「學問」的學習。

南太老師講到︰「必然承認新時代的教育內容和方

法，對於開啟國民知識和普及教育的效果，的確迥非前代可

比。但是知識並非就是『學問』，人格養成和國家民族文化

精神的栽接，並非有了知識就能成功的。尤其對於兒童教育

來說，問題更為嚴重。因為我們現在所採用的教育方法，為

了配合當前時代的需要，大體上都是傳授知識和技能，並沒

有真正考慮到國家民族『承先啟後』的百年大計。舊式的教

育，雖然也沒有明文確定是為這一目的而教育，但幾千年來

的一貫精神，實在是與此目的相契合的。」「所以忘記了舊

的人格修養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精神是『學問』；新的學識和

技能的教育是『知識』。因此觀念的分野，混淆不清，所以教

育的思想和規定就亂了章法。同時人文學科的重要和科學新

知識的重要，更沒有完全分別確定其尊崇的地位，因此教育

上的科目和課程，一味亂排，輕重倒置。」[1]

（四）升學主義導致的瘋狂考試

現代升學率高的學校就是所謂好的學校，因此現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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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就是背書與考試，透過考試，決定哪些是好學生，哪

些是差學生，而且考試已經近乎瘋狂。從小開始，背誦很多

不必要的知識，為的就是各種考試，完全在浪費學生的精力

和智力。現代已經是互聯網時代，很多知識上網一搜索就能

得到，而考試卻還在考誰記得牢，還不如舊式的科舉，至少

還是在考學生的思想怎麼樣。

南太老師的講述如下︰「並且最不可解的，我們現行

的小學課本，與中學、大學並非都能銜接。從小學一年級開

始，拚命教兒童們背誦現行課本上的許多大可不必要的知

識，來準備月考和期考。因此弄得有心『望子成龍』的家

庭，比較上進的子弟，『三更燈火五更雞』背書做功課，比

起科舉時代的考功名、背『八股』，更加嚴重。當時為了考

功名，背『經』、『書』，背了以後，一輩子受用不盡而學無

止境。只要問一問，我們現代六、七十歲以上有所建樹的老

少年們，請他們平心靜氣地談一談，哪一個的學問知識不是

從這種舊教育模式中打下基礎。可是現在我們花費了無價

可比的下一代童年時代的時間和精力來背課本，弄得頭腦

呆板，眼睛近視，背熟了以後，除了應付一級一級的考試以

外，便等於毫無用處。一考上了中學，小學讀的書就等於白



240

費。考上高中，初中的書是白讀了。考上大學，中小學的書

等于無用。大學畢業以後，踏進各階層社會來做事，無論如

何專門，也會感覺到所學與所用，完全毫不相干。」[1]

「考試是中國文化特有的創作制度，法良意美，素來為

外人稱道讚譽的。誰知到了現在，一考之弊至於如此，因此

而形成現在青少年們的思想與心理潛在的抗拒意識，也是相

當嚴重的因素之一，的確不能掉以輕心而疏忽置之的。如果

以時代觀點，從西方文化的教育制度來講，無論歐、美各國

的國小教育，其課本與作業，也有考試，但輕鬆而活潑，收效

的現象也絕不像我們的情形。」[1]

「不過，單以中學的教育而言，問題就頗為嚴重。歷

年來為眾望所歸的幾個著名小學或中學，尤其是某些『女

中』，為了爭取『校譽』（以升學率的高低而定校譽的聲

望），大半時間，在教『考』。除了背考試題以外，就不知道

什麼叫教育了。而且功課的繁重，根本沒有時間多讀課外的

書。我與學生及在中學裡當教師的同學們談話，他們或她

們在夜裡作夢的時候，經常都還夢見『趕考』──被考或考

人。除『考』以外，簡直不知什麼是學問。舊式考試考『思

想』，現在考試考『記誦』。《禮記》有言︰『記誦之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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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為人師』。可是現在能記誦而善於考試的學生，家庭與學

校，都認為是好學生。稍加活潑而稍富於才能與思想的，反

而考得不好。」[1]

（五）教書掙錢的老師

現代的學校體制下，用薪水聘用老師，老師必須完成

既定的任務，就是出賣知識而已。其實當老師是一個良心

活，課堂上怎麼教，對什麼學生怎麼樣，老師有很大的主

導權。在現有的體制下，能有多少老師是真心為了教育下

一代，為了中國的百年大計而工作呢？即便是老師有這種

想法，那是否又具備這樣的能力呢？我們現有的教育制

度，是否是在激勵老師為了培養下一代，為了中國的未來

而努力呢？

南太老師講︰「因為現在不是過去的教育，現在當老師

是出賣知識嘛，教完了，拿到鐘點費就走了，管你聽還是不

聽啊！老師也不要負責；學校變成了商店，顧客至上，做學

生的可以批評老師。」[2]

「至於從事教育事業的老師人才，捫心自問，是否真為

教育而教育，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雖然多少年來，自有專

門培養教育師資的學校和學系，但是有關培養師資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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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教育』的問題也還不少。而且最大的原因，從事教育的已

經有明文規定成為公教人員，因此做教師的是否都具有一片

赤心為國家、為民族教育子弟而任教，或者僅為個人生活的

需要而謀求任教為職業的，更須大加反省。」[1]

「不管公立的大專學校或私立的大專學校，只要能夠聘

請你當一位老師，不但是天大的面子，而且對你真有恩同再

造的衣食父母之慨。如果你不聽話，當然就『諸公滾滾』了

﹗所以當一紙聘書，交付郵局寄到你家裡來的時候，應該猶

如接捧古代皇帝的詔書一樣，喜從天降。身為學校當局的負

責人，還有誰肯保持中國文化的禮儀，公然地為學生親自作

代表或派學校的大員，執禮甚恭地送聘書呢？尤其有一類私

立的某些專校，由一、二個略識之無的老闆們唯利是圖地創

辦起來，請老師是當作賞飯吃，那種躊躇滿志、睥睨一切的

神氣，實在可使書生們不寒而慄。」[1]

二、對策

（一）首先應搞清楚教育是為了什麼

教育不是為了讓學生考個好大學，找個好工作，教育是

要引導學生向善良的路上走。南太老師講︰「教育是講什麼

呢？教育的基本原則是改正人性，使人向善良的方面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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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就是政治，就是法律。」「總之教育是啟發引導人性往好

的路上走。」[2]

「現在考試起來，連幼稚園小學還要考試，好的成績考

取了進名校，考不取了進差等的學校，這是什麼教育？教育

的目標是講這個孩子不成器，你把他教成好的成器的人。

讀書是憑興趣，靠啟發的，那才有動力、有創造力嘛！知之

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現在變成了全力應付考

試，有興趣也給你搞沒了。所以我現在講教育無用論，不曉

得搞些什麼﹗自己教育的方向目標，什麼都沒有研究清楚。」

[2]

張尚德老師也講︰「一切教育措施、種種教育的誘導、教

育的處罰、教育的獎勵等等，讓人性惡的一面不要起來，這

叫做防患於未然。教育的第一個目的就是要止惡。」「『教

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教學、教育或教化，全在培

養、發揮誘導人的本善，以及補足人的偏失和不足，這個叫

『長善』。把人本來的善發揮出來，把人有惡的那一面、人性

不對的那一面去掉，整個社會中的每個人，都在良好的學習

環境中趨善去惡，都在培養和發展自己的知、能、才、性，這

個就叫做教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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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只有透過品格教育才可以挽救中國

如果根據社會目前所需何種人才而開展教育，那方向

是錯誤的，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要走在時代的前面，要

透過品格教育來轉變一個時代。南太老師講︰「現在為了

面對當前時代的需要而傳授知識和技能，那麼，所有教育措

施，就只看時代的趨向、社會的需要而決定教育的方向。因

此，就無法以教育思想來開闢時代而領導新時代了。」「我

們只要息心反省教育的現狀，就可明白現代青少年陷落在一

片迷惘境地的前因和後果。」[1]

因為現代教育的問題，導致了青少年陷入迷茫，當他們

長大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之後，那整個社會也必將陷入迷茫

的境地，現代社會，正是如此。南太老師講︰「以我對這個

社會的觀察，尤其我們的國家、社會，現在統統走入了瘋狂

的狀態。在中醫有個病叫做失心症，忘失了心，發瘋了，今天

全世界以經濟金融決定政治的方向，使全人類知識分子發瘋

了，尤其像銀行界同諸位，每天困在數字和錢堆裡頭，忘記了

自己的心了，很茫然。」「尤其碰到我們這二三十年真正的安

定，如果研究歷史，這樣的安定前所未有，但是這個安定是非

常空虛的，真的很空虛，沒有根基的。因此我發現社會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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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業的人有個通病，問到前途都很茫然，沒有方向，一切都

不敢信賴，因為知識太淵博了，所見所聞太多。我們這一代

啊，像你們諸位這個年齡，我拿六十歲來計算，受這個時代的

文化教育影響，沒有真正學問中心，可是知識又非常淵博，各

方面都知道，都很清楚，也很茫然，整個的茫然。」[2]

「因此，我們為了後一代，對於親職教育思想、社會教

育思想，以及學校教育的思想制度，必須要多作檢討，以建

立一番復興文化的新氣象。雖然說問題並不簡單，但問題

終須尋求出答案和調整的方法。這不但是我們老一輩的責

任，也正是落在現代青年身上的重要責任，極須淵博通達的

學問，才能挽救亟待復興圖強的中國文化。」[1]

（三）自得天機自長成

「我這一輩子可說所有的教育都受過了，我個人的結論

下來清清楚楚，教育無用論，教育是教不好一個人的。以我

的經驗，人不是學校教育能夠改變得了的。一個了不起的

孩子啊！就算你不給他讀書，把他按在泥巴裡頭，他都會站

起來，成為一個有用的人；站不起來的孩子，無論你怎麼培

養、怎麼教育，也只能成為一個平庸的人，所以我幾十年來

總結的是教育無用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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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話，我的理解是針對現代一般人所認為的，教育

就是讓孩子出人頭地的目的而說的，就是孩子有各自的天

資，天資聰明的只要有機會就會出頭，而天資一般的無論怎

麼讓他學習也都註定平庸，所以說「教育無用。」

這一點南太老師也有論述︰「再說中國歷史上的聖人

堯、舜、禹，後代都不好，並不是壞，是不夠聰明，這就講到

現在科學所謂基因的遺傳。我也做過父母，還四代同堂，我

曉得孩子不夠聰明，這四代聰明給我占完了。你們看水果

樹，有一年長了很多果子，接下去就要休息好幾年。你們都

是了不起的聰明人，不要再往孩子身上加壓力，這個裡頭

的深意很大了。孩子生下來身體強弱、腦力夠不夠、個性好

壞，遺傳自父母的占百分之三十，所以做父母的要反省對兒

女的教導。」[2]

所以家長不要總想著望子成龍而給孩子太大壓力，社會

上出人頭地的人畢竟是少數，大部分人必定是平庸一生，因

此教育應該因材施教，不要過分的灌輸沒必要的知識。南太

老師講︰「所以對孩子們不是叫你們不關心，而是不要愛

得過分，放一步，讓他自由發展，但是現代人都關心得過頭

了。教育的目的，不是教他知識，是把孩子天生遺傳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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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轉化，所以真正的教育不是只靠學校，而是家庭教育。」

「所以大家在這幾十年安定的環境裡頭，不要希望將來自己

孩子如何如何，而是對自己孩子的教育要放手一點，讓他自

然長大。」[2]

（四）家長也要受教育

因為現代家長對於教育的看法很多是錯誤的，所以家長也

應該受教育。南太老師講︰「所以我認為現在不單是孩子教育

的問題，家長更要重新受教育。我講話很直，請大家深刻的了

解，不要只是望子成龍，不要只是望女成鳳。你們每個人心裡

都覺得自己的孩子了不起，要好好培養。我不是講過嗎？做父

母有個錯誤的觀念，把自己的缺憾，一生做不到的事，都寄望

在下一代身上，這是一個罪過，不可以的。」[2]

「現在講愛的教育，中國古文有一句話，『恩裡生

害』，父母對兒女的愛是恩情，可是『恩裡生害』，愛孩子愛

得太多了，反過來是害他不能自立了，站不起來了。」「孩

子們主要要教他們學會謀生的職業技能，不是讀名校，讀名

校出來又有什麼了不得的？那個我們看得多了。生活的教育

最好從家庭做起，尤其你們是家長，教孩子更要注重生活的

教育。你們不是都讀了《大學》嗎？自己正心誠意，修身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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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治國平天下，從本身做起。」[2]

（五）加強真學問的教育

既然對於學生應該主要教會謀生的技能，那應該重點講

授什麼呢？那就是學問，也就是中國文化中的修養功夫。

南太老師講︰「那麼，中國原來的知識分子讀書的目

標呢？是求學問，包括做人做事、身心修養等等一切的學

問，這是憑興趣來的，玩味一輩子，人格平等獨立的，同謀生

是兩件事。不像現在人讀書，都是為了謀生。」「我們這個時

代知識混亂，人的年紀愈大，思想愈亂，情緒也愈不穩定，一

般講學問啊、修養啊，就是講怎麼樣解脫這些思想束縛，把

捆住自己的繩子解開，脫離情緒的困擾；在佛學叫做解

脫，解脫情緒思想煩惱，恢復到心性的本來的清淨和平，這

是中國文化修養的功夫，這就叫學問，不叫做知識了。」[2]

最後，借用張老師的話作為文章的結尾︰「一個社會如

果在教育上脫序，那個社會是絕對不可能上軌道的。用智慧

的眼睛，透過對久遠未來的觀照，來決定教育的內容、制式

和方法，且讓那些內容、制式和方法，得到健全和良好的效

果，便成為治國的第一優先要務了。」「中國這幾百年來不

斷學西方，也學俄國和日本，西方的教育是不斷的創造、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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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不斷的探險，將人當做征服自然的主宰，在這個不斷的

創造、發現、探險與主宰中，也有其負面作用，諸如不斷的丟

棄，甚至不斷的毀滅、消耗和浪費，丟棄、毀滅、消耗、浪費

的結果，是造成社會普遍在人性上的不安。中華民族本來是

一個具創造力的民族，過去已創造，如今正在創造，未來更

需創造，但創造槓桿的平衡點，是要落在人性和整個社會的

安定上。」[3]

參考文獻：

[1]南懷瑾先生，《亦新亦舊的一代》。

[2]南懷瑾先生，《二十一世紀初的前言後語》  。

[3]張尚德先生，《中國人是真的》。

尚德讀後︰

一、教育的目的、制式，教者和受教者，應該怎麼樣？無非是啟

發、平衡人的知能才性、社會的安定與宇宙天人合一。也

就是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宇宙和諧的統一在一起。

我們的老祖宗在《禮記》中的〈學記〉，早就說清楚了。

二、現代人類文明的教育究竟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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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一再宣揚要歸到唯識和禪。

禪的基礎是「一缽千家飯，孤僧萬里遊。」然後提升到

不可說、不要說也不必說，原來如此。南老師一生從事

發揚雲門餅的雲門禪，就是這樣。他個人做到了，可惜

無人接到。唯識思想對人類最大的貢獻，是解釋了存

在的起始、過程、轉化與歸結究竟是什麼，那就是含如

來藏的阿陀那識，如來藏有真如門和生滅門。個人、家

庭、社會、團體、天下、國家，歸到絕對的真善美，就是真

如門。藏污納垢的一面，就是在生滅門中。

四、人是可以高貴和永恆的，那就是要想盡辦法克服和去

除人本來有的貪嗔癡慢疑惡見和二十個隨煩惱。然後

回歸人本有的善十一。

結論︰

人是絕對要且可以在最高智慧上自我提升和超越

的，這就是最高的教育。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五日

於台灣達摩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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