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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愛是萬物之母的天性，自然流露、不求
回報，去照顧自己的下一代。

母愛親情流露的自然

繡眼畫眉育雛 照片提供李文化老師 照片提供吳俊勳老師

（一）動物現象的自然



母愛無微不至的呵護
親情付出 不求回報的自然

照片提供 王文德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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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愛是世界上最無私最
偉大的一種情感，它不
僅僅發生在靈長類高級
動物身上，在更廣泛的
動物界，母愛同樣不容
忽視！



候鳥遷徙避冬的自然

照片提供李文化老師



海龜迴游產卵的自然

照片提供 王前斌



人類表現的自然
人的生命活在一呼一吸間

人工呼吸器
照片提供 林孟志副院長



人率性的自然
《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人明理（禮）能夠自然流露五常(仁、義、禮、智、
信)之德，三達德(智、仁、勇)，就是率性的自然，
例如人的天性(自性)自然流露就會懂得孝順自己的
父母。



• 花開花謝的灑脫自然，花落能再開，這是植物
生長的自然法則，玫瑰花的天性(物性)，不會
受人為的影響。

(二)花開花謝的自然

芝蘭生於深林，不因無人而不芳

梅花 照片提供周文藝醫師香蓮 照片提供翁朝錕先生



向日葵(向光) 照片提供周文藝老師

玫瑰花 照片提供林燈河老師

百葉荷花 照片提供翁朝錕先生

香蓮 照片提供翁朝錕先生



日月運行的自然



晝夜變化的自然

滿月 照片提供吳俊勳老師 下弦月 照片提供吳俊勳老師

三仙台日出 照片提供楊長鉿校長夕陽 照片提供周文藝老師



四季變化 植物生長的自然



積極的人由自性發端，流露出至誠之正氣
像太陽照到哪裡都一樣，積極面對且圓滿
人事物；消極的人識心用事，像月亮初一
十五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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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散發正面能量的自然

三仙台日出 照片提供楊長鉿校長



（三）植物生長現象的自然
植物向陽的自然



什麼是自然(Nature)?

• 自然即非人為的，不做作、非勉強的、
不受干預，如萬物萬象按其自然的規律
發展變化，不約而不違。

天地萬物之道(天之道)



進入大自然的氛圍中，去感受綠意漾然！每一
棵樹每一種植物，鮮翠欲滴！清涼山風徐徐，
白雲瀏覽群峰，溪澗潺潺流水輕聲吟唱，魚躍
于淵，鳶飛于天。

人的一生
不能離開大自然



「自然」的古典意義作狀態詞，是一種境界語
言，大自然萬物萬象的呈現，有其自然的規律，
程明道的詩句「萬物靜觀皆自得」，「自得」
可說是一種「自然」



理學家談及「自然」狀態時常將山水田園的萬物
萬象的自然，呈現「物我交融」的氛圍。



孔子對山水風光有極佳的體會，孔子可視
為一位「自然」大家，他很圓融的將山水景物
與道聯結起來。





人生

每一個人只有一條命，命的長短隨著因果
隨著個人一生的際遇而不同

這就是天理、公道
生命長短不一，人生盡頭都是一樣的
但是蓋棺論定 能有不一樣的格局



人生
人之生命是小命，使命才是天命
唯有天命才能夠決定人生命之價值
人之頂天立地，守天理，不違天時

完成人之使命
俗云：「死生也，有輕於鴻毛者，有重於泰
山者；有萬世留芳者，有萬載遺臭者。」



人生
人必須藉著親近大自然之造化

體悟大自然而能明白天地造化的真理
依循天地間自然法則生存

找到安心立命之道，讓自己身心合道合理
生活才能安然自在，身心靈健康

成就圓滿的人生



人生旅程

• 體悟大自然法則
進入大自然生命的世界

• 了解宇宙天地真理
真理是萬能之鑰



人生旅程
你想

• 學習讓自己做一位明理(禮)的人

理者無漏縫

禮者有規矩

禮理流韻

做人圓融無礙

• 打開心燈

動靜自然 人生自然

生活自在 彩色人生

身心靈健康



人生旅程

• 身心靈健康 樂活自在？

擁有名利、權勢的人，不一定快樂！

有意義的生活，不是來自於地位，而是來
自於利他服務！

在奉獻生命中，才能找到生命的意義！

生命的意義在於成己成人，選擇正確的人
生旅程



日期 課程名稱

01 03/03 認識大自然、體悟自然法則

02 03/10 認識大自然、體悟人生真理

03 03/17 對於自然現象之省思（一）

04 03/24 對於自然現象之省思（二）

05 03/31 清明節放假

06 04/07 對於自然現象之省思（三）

07 04/14 日月運行的啟示(一)

08 04/21 日月運行的啟示(二)

09 04/28 動物生存的道理（一）

日期 課程名稱

10 05/05 動物生存的道理（二）

11 05/12 動物生存的道理（三）

12 05/19 自然界生態平衡之觀察(一)

13 05/26 自然界生態平衡之觀察(二)

14 06/02 植物生長的規律(一)

15 06/09 植物生長的規律(二)

16 06/16 心得分享簡報（一）

17 06/23 心得分享簡報（二）

18 06/30 心得分享簡報（二）



30/42

1、出缺席成績：80分為基準，缺課1節扣4分

（缺課一次扣8分）、全勤加20分（20%）。

2、第六、八、十一、十三、十五週每單元上課結束前，
每人交一份學習單（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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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繳交一份「親近大自然，發現生命之美」的覺察、感動心得

報告(含影象圖景相片) (18%) (04/30前繳交)

(正修科技大學易課平台http://eclass.csu.edu.tw/)

※報告內容重點是心得報告不是自然景點介紹，不得在網路

上隨便下載他人的照片與文章，以免抄襲。另外，大自然

的照片必須自己拍攝，其中一張照片必須自己入鏡，以表

示實際去親近大自然。

4. 繳交一項自然與人生課程的五大單元中體悟的省思書面

報告(18%) (06/20前繳交)

(正修科技大學易課平台http://eclass.csu.edu.tw/)

5. 自然與人生省思：心得簡報 (10%)
（簡報前，ppt請先上傳至正修科技大學易課平台的作業區）
※第3.4點的報告請用Word撰寫

http://eclass.csu.edu.tw/
http://eclass.c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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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於現代人在生存競爭的壓力下，有太多的心識作用，昧於
無明而不能保持平穩的心境與大自然有所互動。期望讀者藉著
本書能進入大自然生命的世界，體悟大自然的法則，從而了解
宇宙天地真理，由此打開心燈，明理(禮)悟道，方能做人圓融
無礙。
本書之寫作觀照於大自然現象，提出五大單元的省思，讀者於
其中應能夠瞭解人頂天立地，生存於天地大周天中與人的小周
天的自然法則，就大自然而言，天理流行的自然─象隨氣化，
氣隨理率，理氣象一貫流行；就人而言，人率性的自然─形隨
心正，心隨性正，性心身一貫流行，從而了解天地真理的體用
之道。在真理的世界中去探尋大自然生命的世界，而懂得崇敬
自然、尊重自己與萬物生命存在的意義及價值。在這渾沌的世
間，能夠懂得返照自己，縮小自己、尊重別人，勇於承擔，以
智、仁、勇去面對一切的人、事、物，自然能夠廣結善緣，心
靈自然，找到安身立命之道。遵守天命，發揮生命光輝，讓身
心靈健康，完成人生的使命，成就圓滿的人生。

本書介紹



102-1修課學生合照



102-2修課學生合照



103-1修課學生合照



103-2修課學生合照



104-1修課學生合照



104-2修課學生合照



105-2修課學生合照



106-1修課學生合照



106-1修課學生合照



106-2修課學生合照



107-1修課學生合照



107-2修課學生合照



108-1修課學生合照



體會大自然法則 學習天地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