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義:不只是動作，更是由虔誠、謙虛，而一心一意以使身心合一。
作法:輕輕合起雙掌，手指及掌心併攏，手肘自然彎曲，貼於胸前。兩手
掌相合，十指併攏，不可參差分離，或中空彎曲，這是表示統一圓滿。

佛門禮儀-合掌(合十)

圖片來源:截取sophiewu27280110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user/sophiewu27280110


佛門禮儀-問訊
意義：表示謙虛、誠懇、恭敬。
方法：
(1)虔誠的合掌，集中注意力，目光注視中指指尖，放鬆身心。
(2)彎腰約90度、頸宜直、頭不可垂下。表示謙虛的、誠懇的問候、請示。
(3)起來時、手結定印，即是以左手三指包右手三指（右內左外），兩大拇指指尖相觸，兩食指
指尖相合、豎直。手掌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蓮花。
(4)經過心臟，表示你或佛菩薩在我的心中。
(5)伸直腰，舉手到眉心，再放掌。
(6)作用：表示把佛菩薩、法師供到頭頂、表示尊敬之極。

圖片來源:截取sophiewu27280110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user/sophiewu27280110


向諸佛菩薩頂禮:合掌「一拜→起→再拜→起→三拜→問訊」



向宣公上人頂禮:合掌「一拜→起→再拜→起→三拜→問訊」



班長(隨堂老師)
口令:向法師、老師及長輩們行見面禮
→坐正(面向攝影機) →合掌→問訊

全體同學說:
「法師、老師、長輩們，阿彌陀佛」

口令:向全體同學行見面禮
→坐正(面向攝影機)→合掌→問訊

全體同學說:
「同學，阿彌陀佛」



第二堂課

•複習及作業分享

•唸(背)誦

•上人法語

•討論解說/演練活動

•回家作業



弟子規 總敘
弟子規 聖人訓

首孝弟 次謹信

汎愛眾 而親仁

有餘力 則學文





「弟子規矩我會做」力行表

1 按摩捶背 10 盛飯洗碗 

2 擺收碗筷 11 掃地拖地 

3 收拾房間 12 洗腳 

4 衣服書包外套疊掛整齊 13 洗菜

5 洗茶杯 14 洗米煮飯 

6 澆花 15 照顧弟妹(讀繪本...)

7 晾衣疊衣 16 清洗浴廁

8 擦桌櫃 17 其他  :_______________

9 端茶倒水

家事部份:有做到的請把號碼圈起來！



入則孝(一)
父母呼 應勿緩

父母命 行勿懶

父母教 須敬聽

父母責 須順承





解說
•父母呼喚，應及時回答，不要慢吞吞的很久才應答。

•父母有事交代，要立刻動身去做，不可拖延或推辭偷

懶。

•父母教導我們做人處事的道理，是為了我們好，應該

恭敬的聆聽。

•做錯了事，父母責備教誡時，應當虛心接受，不可強

詞奪理，使父母親生氣、傷心。（君子聞過則喜，小

人聞過則怒。）



連連看1

父母呼

父母教

父母責

父母命

應勿緩

行勿懶

須敬聽

須順承



連連看1

父母呼

父母教

父母責

父母命

應勿緩

行勿懶

須敬聽

須順承



連連看2

父母呼

父母教

父母責

父母命

應勿緩

行勿懶

須敬聽

須順承



連連看2

父母呼

父母教

父母責

父母命

應勿緩

行勿懶

須敬聽

須順承



排出正確的順序1

4父母呼

2父母教1父母責 3父母命

5應勿緩

7行勿懶 8須敬聽

6須順承

(                 )



排出正確的順序1

4父母呼

2父母教1父母責 3父母命

5應勿緩

7行勿懶 8須敬聽

6須順承

(  4 5 3 7 2 8 1 6  )



排出正確的順序2

4父母呼

2父母教 3父母責1父母命

7應勿緩

5行勿懶

8須敬聽

6須順承

(                 )



排出正確的順序2

4父母呼

2父母教 3父母責1父母命

7應勿緩

5行勿懶

8須敬聽

6須順承

(     4 7 1 5 2 8 3 6    )



分組背誦
完成的同學可以告訴老師想劃掉哪些圖
案(最多劃3個,最少劃1個)，最後畫到哭臉
的就輸囉。





想一想(一)

•小朋友你們知道自己今年幾歳

嗎?生日是哪一天呢?



想一想(二)

•小朋友你們知道自己今年幾歳
嗎?生日是哪一天呢?

•小朋友你們知道爸爸媽媽今年
幾歳嗎?生日是哪一天呢?



想一想(三)

•小朋友你們知道自己今年幾歳嗎?
生日是哪一天呢?

•小朋友你們知道爸爸媽媽今年幾
歳嗎?生日是哪一天呢?

•小朋友你們知道阿公阿嬤今年幾
歳嗎?生日是哪一天呢?



想一想(四)



《論語．里仁》孔子說：「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一喜，一則以懼。」

• 為人子女的，應該隨時記得父母的年齡，於是一方面為他們愈來愈高壽而喜悅，

一方面為他們愈來愈衰老也愈接近死亡而畏懼，這是孝子微妙而矛盾的心情；正

因為有這樣的心情，才會更加珍惜能和父母在一起的時光，恪盡為人子女的孝

道。

• 韓伯俞泣杖，正是孔子這一段話最好的詮釋。這個故事記載於西漢劉向《說苑．

建本》。

《孔子家語．卷四．六本》：「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

• 舊時認為子女受到父母懲罰時，輕打就忍受過去，重打就逃走，以免受傷而陷父

母於不慈不義，這是為人子女的孝順態度。

• 文章來源:作家生活誌

向歷史人物學孝順



•韓伯俞，西漢梁州人，是一個至孝的人。他母親家教很嚴，
每次伯俞有點小過失，母親都會用枴杖打他，雖然很痛，
而他總是跪著甘心無怨地受杖，從無不悅之色。

•有一天，韓伯俞做錯事，母親又拿枴杖打他，他卻大哭起
來。

•母親驚異地問：「以前打你，你都沒有哭過，今天為什麼
大哭呢？」

•韓伯俞流著眼淚說：「母親您有所不知，以前兒子有了過
失，您打我，我覺得很痛，知道母親年輕有力氣，身體還
是健壯的。可是今天母親打我的力氣卻小得使我感覺不到
痛了，我從而知道母親已經年老力衰了。我們母子能在一
起的時日，恐怕也就日漸減少了，所以我忍不住悲從中
來！」

向歷史人物學孝順





（一）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

1.學生表演：

•當父母親叫我們的時候，我都怎麼回答?

演練活動(一)



（一）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

1.學生表演：

•當父母親叫我們的時候，我都怎麼回答?

演練活動(一)

…….(安靜無聲)

做什麼 很煩耶

幹嘛我很忙耶,別一直叫我

等一下



（一）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

1.學生表演：

當父母親叫我們的時候，回答「幹嘛、做什麼、很煩
耶」這些字眼。

2.引導學生:

•「這樣有沒有禮貌?」

•「如果你是父母，你聽了高不高興?」

演練活動(一)



（一）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

講解:

(1)當父母親叫我們的時候要馬上向前說:
「_______ ，請問您有什麼事?」

(2)父母親交代完後要說:「是的，我馬上去
做。」接著立刻去做，不可以拖拖拉拉或偷懶。

(3)做完後再問父母一次:「請問還有事嗎?」

演練活動(一)



（一）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

1.學生表演：

•當父母親叫我們的時候，回答「幹嘛、做什麼、很煩耶」這些字
眼。

2.引導學生:

•「這樣有沒有禮貌?」、「如果你是父母，你聽了高不高興?」

3.老師講解:

(1)告訴學生當父母親叫我們的時候要馬上向前 說:「_______ ，請
問您有什麼事?」

(2)父母親交代完後要說:「是的，我馬上去 做。」接著立刻去做

，不可以 拖拖拉拉或偷懶。

(3)做完後再問一次:「請問還有事嗎?」

演練活動(一)



(二)父母教需敬聽，父母責需順承
• １.老師提問

「父母親罵我們是為了什麼？」

「有沒有可能父母親責備我們是為了好玩？」

「你最近常因為什麼事被父母親責備？」

請學生回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引導學生

「父母親這樣的責備是在怕什麼?」、「是希望我們可以有怎麼樣的表現?」

請學生回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3.當我們做錯事，長輩 (包括父母親和老師)責備教誡時，我們通常有什麼
回應?

• 4.老師講解:

當父母親責備我們的時候要說:「______________________」

演練活動(二)



(二)父母教需敬聽，父母責需順承

•1.老師提問

「父母親罵我們是為了什麼？」

「有沒有可能父母親責備我們是為了好玩？」

「你最近常因為什麼事被父母親責備？」

•學生可能回答：「玩完玩具不收，東西亂丟」、「電腦玩太久」 、
「作業沒寫完」 、「飯前沒有洗手」

•2.引導學生

「父母親這樣的責備是在怕什麼?」、「是希望我們可以有怎麼樣的表
現?」

•學生可能的回答:「東西亂丟下次找不到」、「怕我們近視或是功課
退步」 、「作業寫太晚,隔天起不來」 、「怕我們生病」

演練活動(二)



(二)父母教需敬聽，父母責需順承

• 3.當我們做錯事，長輩 (包括父母親和老師)責備教誡時，我們通常有
什麼回應?

「又不是我弄的!」

「妹妹也有錯，為什麼每次都罵我?」

「我又不是故意的，你幹嘛那麼兇!」

「剛才已經講過好幾次了，到底煩不煩哪!」

「等一下再做又不會怎樣!」

•4.老師講解:

當父母親責備我們的時候要說:「對不起，我錯了，謝謝 ________告訴
我。」

演練活動(二)



「弟子規矩我會做」力行表

1 按摩捶背 10 盛飯洗碗 

2 擺收碗筷 11 掃地拖地 

3 收拾房間 12 洗腳 

4 衣服書包外套疊掛整齊 13 洗菜

5 洗茶杯 14 洗米煮飯 

6 澆花 15 照顧弟妹(讀繪本...)

7 晾衣疊衣 16 清洗浴廁

8 擦桌櫃 17 其他  :_______________

9 端茶倒水

家事部份:有做到的請把號碼圈起來！ 本週家庭作業（躬行實踐）
1. 當長輩 (包括父母親和老師)叫我們的時候，無論
正在做什麼，都應該放下，馬上向前說:「 ____ ，
請問您有什麼事?」
2. 每一次當我們做錯事，長輩 (包括父母親和老師)
責備教誡時，不可以頂嘴或狡辯，要馬上低頭認錯，
說:「對不起，我錯了，謝謝____告訴我 。」
3. 當孩子忘記沒有照著回答時，請家長不厭其煩地
提醒教導孩子。
4. 請家長每天以孩子的品性表現作評分。

項目       落實情形 5/28(六) 5/29(日) 5/30(一) 5/31(二) 5/2(三) 5/2(四) 5/3(五)

父母呼 應勿緩

父母命 行勿懶

父母教 須敬聽

父母責 須順承

弟子規部分:躬行實踐程度以代碼填入(1.做到 2.偶爾做到 3.未做到 4.沒有這種情境)

＊

入

則

孝



本學堂之弟子規教案係參考以下資料
彙編而成:

•1.弟子規淺釋-孫果秀註釋

•2.桃園孔廟弟子規教案全集

•3.弟子規簡說-明倫電子叢書

•4. 細講《弟子規》蔡禮旭老師主講

•5.弟子規-法界佛教總會印行

•6.上人開示-彌陀聖寺FB、法界學堂網頁



向諸佛菩薩頂禮:合掌「一拜→起→再拜→起→三拜→問訊」



向宣公上人頂禮:合掌「一拜→起→再拜→起→三拜→問訊」



班長(隨堂老師)
口令:向法師、老師及長輩們再見禮
→坐正(面向攝影機) →合掌→問訊

全體同學說:
「謝謝法師、老師、長輩們，阿彌陀佛」

口令:向全體同學行再見禮
→坐正(面向攝影機)→合掌→問訊

全體同學說:
「謝謝同學，阿彌陀佛」



下課

今天我們先學習到這裡，

祝福大家法喜充滿！

別忘了回家作業—實踐弟子規

下次上課請同學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