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社會輯型期中，產生前所未有 的 撞撞，而在 新

樹立現代國民生活規範
以端正社會風氣

±宜、前…

才芭
無禮、奢侈浮華之風

我們試放 眼社會，諸如 中

之間聽所在，一個社會風氧積極樓世的國家，其

國自古以禮義之邦著稱，但至今 連婚喪禮儀都 只

c

強大為必黨之事，，一個社會風氧消極奢靡的國家

一般民

見其多樣與紊亂，尚無明確規定 與提倡

o

，主（童亡也指旦內待。由歷史証之 光武中興，

眾缺乏公德心，以都為整，隨意 觀造噪音髒亂

。

得力於「尊崇氧節，敦勵名﹒賀斤，而偏安的東室

至於交通秩序，市容整潔，更久己為人所詬病。

近年來，我國由於工業的急速發置，造成經

東街量一切。物質享受不如人者，盡心竭力的想

以物質上的辜受作為地位的車擻，臥物質的價值

人們所追盔尋求的，只是無謂的物質生活，一競相

濟的繁榮，叫及國民所得與生活水準的提高。在

異族。由此可見，風氣影響之大。

則因為社會風氣消極退縮，因而減於強郁，臣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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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

的體系尚未建立之前，但心虛價值
觀 念的混淆和 道
社會風氧之一旦蝠，往往是一個國家強弱盛畫 德倫理的墮落，故呈現在社會上 的 是一片枉法 、

E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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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學科期刊（創刊號）

求，使我們的國民生活日晶於浮華與腐化。任其

麗，行求車輛競斬，乃至歌舞的擻盔，酒色的貪

，故哀求時單華斐，盒求山時 海
J 昧，住求陳設富

求趕上．，物質生活駕于他人者，文只求更加草里

得社會人士對我們社會的暨化，

案件增加、華賭性的大家樂之風蔓延

費、貪逸享樂、崇洋媚外，社會秩序混亂、暴力

多負面的發展，如一股國民缺乏公德心、奢侈置

感 到措噩。「 我

等。使

等，，但相對的，也有許

長此扭住，使果必將不堪想像，因而我們要迅謀

們的社會道德是不是在況淪？」「 社會風氣為 什

的行為？」許多人不禁產生這樣 的 接間。這些 不

麼那麼讀？」「為什麼社會上有 那 麼多脫法脫 序

水準提高、人口成長

匡救之策。
所以我們今日的主要課題，便在改變社會風
氣，其方法是由端正國民生活開始。先總統蔣

宜的社會風氣到底如何產生的呢？ 筆者研究結 果

，歸納出在列七耳因素﹒．

「要以四維八種語德目，貫注於日常

生活中，要確立生活現範典人格觀念，且為建設

一、貧窮丈化的影響

公曾指示

社會國家，種興文化道德的張本（註→）。」其

宮君的）所創用，種指出人頓生活 處於宜窮困 揖

0月 白

民生活，改造社會風氣的一旦方善策。至於如何使

時，常讀展出一一種適應處壇的生
活 方式．，其特曲

「宜窮丈化」一詞，最早係路 易士（

現代國民生活規範確切樹立，來改造社會風氣，

聾，相沿成 習

近揖世紀且還，中國歷經內亂外悔，天災人

（註一一）。

望較高水單的生活環壩，世代因

是但求維持最低限度甚至相當惡 有 的生計，不 想

自民國三十八年以來，中國社會在台灣瞌睡

貳、目前社會風氣的檢討

筆者不揣揖陋，謹提棋接見，以就教於高明。

所示「確立生活規範」，實為補偏故幣，端正國

......

早已潛伏滋長。近年雖時代壁畫，經濟發達，民

了相當大的聾化。當時間，這些聾化有許多固定正面 禍，自致國勢盡敝’社會上久告宣困，畫窮丈化
的，如經濟快遠的成長、國民所得的增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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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富足，但貧窮文化仍在作祟，其影響於整個社

不講訣序而高聲喧叫，公車土下不肯排隊，任意

吃懶做，習於髒亂。舉例言之，民眾在公共場所

行為者，為不求進取，安於現狀，生活腐化，好

社會組織散漫，社會聽序單亂。至於影響於個人

保，不顧大眾利益公德，以損人利己為自由，使

鞋等血蜂團體，研能影響及控制的範 圍，逐漸縮

的社區其那里關品難以維繫’故傳 統 的民族、宗

暴力案件的增加。此外，頻繁的人

外？同時會增遁入典人之間的一競爭與 衝突，導至

都市，人口適度的擁擠，除 7造成 生 活土的不使

首先，我國步入工商業社會，大量農村人口湧進

上述社會變運對社會風氣產生很大的影響。

毀損公物，不顧公共衛生、公共道德，人行道被

職業婦女又急速增加，家庭的穩定性 遭受破墟，

小。最重要的，大家接制度瓦解， 小 家庭代興，

口流動，舊有

任意侵古私用，市容常一種破壞ji －－ 等。這些
情形，原為貧窮社會或貧民窟內的普遍現象，但

傳統家庭倫理教育功能撤退。再加 上 ，經濟快速

發展，引起人們價值觀念的改變。

改變 7 。人際關係的接雜，已非以 往 的倫理道德

社會變邊與快速的進步，使得 人 們生活狀態

張茂桂先生在「社會變遷與價值的功利取向」

及權威所能現範和維擊得了，而新的 體系尚未建

義，故社會風氣問題因而日趨嚴重。

三個層面的影響造成向外逐欲的擴侵性文明﹒，人 三、金錢崇拜的功利取向
頭經濟自主性的滅退，，恐懼心理與攻擊行為的增
＝一近年東民生建設的飛躍進步，工商企業的

與都市化﹒’切為價值取向的一商業化。他並指出這

要層面﹒﹒仙為工業化與經濟發展﹒，倒為人口成長 立，又無其他方法能有強維繫家庭倫 理及社會道

一文中，蓋到臺灣社會變遷的基本現象有三個主

一一、社會生活壁畫的影響

滯了社會的快速進步。

故國在貧窮文化的影響下，已蔚成不頁風氣，阻

會者，為抱殘守關、故步自封，蔑視人際互助關

。

加﹒，都市犯罪問題嚴重﹒，重視金錢與功利（註三）猛進，經濟型態由小型的自足經濟轉費為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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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物質的追求，使得人也「物化」，人在於物

貴經濟，消聲刺激生產，生產刺激消費，人們扭
實。

替了父母社會化的地位，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事

過程是在家庭生活中形成，可是今天的電視卻代

h叮已包日

此外，大無傳播蟬介時常受到指 控的一些反

，壘的貪婪而自私，摧殘了人額的精神活動。再

加上人們價值觀念的改壘，及受到近代現實功利
思想之誘惑。因此人人視金鐘為萬能，金錢成為

醉作用﹒使他們成為被動、消極、

仙麻醉大康大眾傳播常會對社

滿足、不自

會 大無產生麻

MF
，啊

人們運漸僅輯金錢、利害做為是非的祖據，以及

「起而行」吾與有益於社會的活動﹒ ，或使人趨於

干。品回H

做為最終追求的目的，故「笑賞不笑揖」直為社

忽略問題的檀雜性與嚴重性，而不

揖乎所有事物、闢係的衛量標準。在這社會裡，

會慣見之現象，人們為了個人之利益，忘掉了道

因和謀求解訣辦法。

間報導失實大增傳播蟬介常不

取 「蝙情主義

足 反映事實真

去 深思研究原

樁，貪污劫財有之，攝入索財有立，自甘墮落有

象，或趨於迎合低級趣昧，甚或提

之，社會上充斥者千奇百怪的情形，這是形盾社
會風氣的另一主要原因。

」，使報導失去平衛，為聞聽人提 揖 歪曲的環境
景象。

四、大東傳播躍升的影響

由於科學、經濟的急連進展，傅擂控術費生

業來說，自民國五十一年起步，至今不過二十七

已樓遁入我們每一戶生活的個壩。以台灣電視事

仙有失教賞大眾傳播中的犯罪與暴力材料，

言要蠶的大多數社會分子，無法充 分 表達意見。

業，趨向於站在大企業的利益立場 發 言，其他有

變 成一門大企

年，台灣地區已有四百多萬台電視機，幾乎是每

對青少年與兒量有不宜影響﹒’＠可能站礙見重身

問壟斷意見今天的大眾傳播已

一個家庭裡都有一部電視機，造成現代軍區的主

心的權全費鹿﹒’＠引起見一重模仿，因而導致犯罪

了革命性的改變。大東傳播在新技冊的運用下，

要休閒活動就是看電視。而且重最主要的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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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兒童的道德觀念。
日娛樂偏噸大眾傳播媒介一昧迎合欣賞水準
極低的最盧大閱聽人，而忽略了對社會中欣賞水
草較高分子的服務（註四）。

由此可知，在現代的大眾文化環境內，影警
意度反應和價值判斷最有力的工具就是大眾傳播

，所以大眾傳播媒介對於社會風氣影響至深且鉅。
五、鼓勵消費的經濟生產結構
近世因為生產技衛的改進，貨品趨向大量生

產，許多地區之經濟發展巳邁入「大眾化消寶 」

。

在今天這種大量生產的經濟體制下，消費

消費心理的趨勢，更有意無意助長了奢侈一浪費的
心理

型意繼續在轉變，大眾傳播所作的商品廣告，直
接間接都污染了在會的風氣 D
六、傳統習俗的走樣

中國康有許多民俗傳統，其立 一意深遠而一旦善
，可是沿襲日久，其原有精神惶惶 消失，只注重
形式，可說是一名存實亡－ c如結 婚 大宴賓客，

廠商為推銷產品，多方運用廣告宣傳刺激消費者

的階展

觀光飯店席開數十桌至數百桌者 ，甚至收帖人與

得。但現在已步入工業社會，還有 大 發紅帖，在

友，藉以聯絡感情，了解親友近恆， 誡是一舉數

在農業社會中可說用意甚佳，困農村社會交通不
便，音訊傳遞困難，利用這些場合，可以大宴親

購買的欲望，提高大眾消費的興趣．，甚至定出分

發帖人互不相識者亦有之，這可說 是保留形式，

再加上國民所得的提高，購買力增強，

期付款制度‘鼓勵大眾先享受後付款。傳統社會

而失去了原東的意義，徒鼎鼎助長了
奢 侈一溫貴之風

。

所強調的節在縮盒、者吃儘用的美德因而設揚棄

，而一量入為出一的觀念亦已被視為落伍
。廠商
。又如民間大拜拜，現在己鹿為競 富 ，好面子的
想盡方法來製造時章、鼓勵消費，大來就跟隨著
表現，還有人請 7歌舞團，在神明前大跳脫衣舞
流行，在服于會長、一會短．，領帶一下覽、一下 ，更成為奇怪的現象 。亦有辦喪事者，隨便占用

，死生大事，宜事之以禮，豈可追逐低俗風崗，

窄，，音響設備二聲道、四聲道，尚需由龍故果．， 巷道，邀請電子花車，利用賽克風大唱五于哭墓
汽機車更崙國外名牌，在這種情況下，造成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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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意本是很好，但到今天卻走了樣，只留下一

民文傷財。值 1
一一祖許多方面來看，很多傳統的習俗

許多送往迎束的人，再加上體行、說塵，真是持

來是人情之常。可是今天交通發達，在機場還是

可貴的一件事，而且艦途謹遠又不安全，還住迎

恐怕不是故人所樂見。另外過去出國艦行是難能

不但軍費金錢，更嚴重影響居住禮墳的品質，也

的意志，更缺乏道德判斷的能力。 故 這些青年步

了前，沒有奠定一且好的人格基嘴，沒 有堅定道權

此種偏桔的教育，學生讀書求學和 德 性的陶冶脫

育，蔣公稱之為偏桔的敢育。如果 星期的實施

內容之中。 A口四育種是健全的教育，不體全的教

的智育，禧育最重要，此外體育、群育也在教育

人的道理（註五）。」教育的內容，不限於單純

以上各種因素，長此以往，造 成 社會上脫序

入社會後，不但不能革新社會風氣， 反而隨控逐

近年來的學校教育，在升學主義的影響下，

脫法的現象，更形成奢侈一揖費的風 氣 。有志之士

個形式，使無助長了軍費之風。

只是重視智育，自致學桂鹿為死讀書、讀死書的

，有鑑於此，乃提倡建立現代化社 會 的新現缸，

流，更助長了不一且風氣的體展。

場所，道德教育形同虛設。我國傳統教育是合讀

價值。李總統壺輝先生也特別在 七 十八年元旦

「種興基地穩定持

盲從、粉飾、直觀、空泛、無計劃、無目的的教

論方法，應有聶有，實際上這種『新教育』只是

十年來倡行所謂『新教育』，在表面上倒乎是理

能以新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結構，迎接另一個新

仍有待在們眩暈大的訣心與臨力，儘連導正，俾

典範’但是，社會轉型期間的若干 失 調現象，則

續的蓬勃發展，固然已被譽為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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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道禧教育的唐抽

書與作人甫一事，體育是無比重要的。先總統
蔣公依據國父撞教，對於中國近代所謂新教育

祝詞中呼籲全國同胞，他說

叫解法日益巖童的社會問題，確有 其 重＋八意義與

，也曾有極嚴正的評論。他說．，「我們中國近謹

育。敢出來的一艦學生，大部分都不知道怎麼做

時代的東臨。我們要重新標畢生命的理想，自建

工業化國家的

人，也沒有立志要做怎磨的一種人，更不知道做

..

現代的倫理道德規範（主六）。一總統所示
序生活的正軌

倫理生活，有此種生活，纜會使社會走入組織秩

種真輯借口

山民主生活民主的含義非常
觀念、態度草生活方式

。

。由此可知，倫 理

有了民 主 生活的方式

，

面是指一種政治真社會制度．，男一 方面是指一 種

廣 泛，民主一 方

才能已顯人額的尊置真可貴司乃 挂 發按人性的 光

生活乃是每一現代國民 憲 過的生 活 ﹒唯倫理生 活

傳說以仁愛為申心的倫理精神

「人額的希望，來自東方 。一此東方即是指我國

。

今白，西方的哲學家也喊出，．

一建立現代的倫理道德規籃 ，
一，實為端正國民生
活，改造社會風氣的軍方善策 。

參、現代國民生活的基本要求
要樹立現代闊民生活規鞋，首先瞳瞭解現代
國民在生活上有那些一基本要求，為樹立生活現範

所應實現的＝在們由一新生活運動綱要一及「中
山樓中華丈化落肢紀念文」中可以歸納出一些要
。

泰 誓日

一民為 邦

「天視

織能產生真正的民主政府與民主 國 家。以民主 政

治思想來講，在我閱發鞠極早，

自我民視，天聽自在民器 。一尚書 日

o

這些必頭從教育、文化

。

的民主精神和潛在的民主力量，發揚光大，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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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人 類基於理性的自覺，就人與人

一、建立三項生活
川倫理生活

的各種關保，而定出彼此相互間適當的行為，這

一民主 所好好立， 民

之所惡惡立。一這實在說是民主 思想的濫觴

本，本固邦事。一禮記云

恕為墓禮，以催身為先務，再齊家治圈，逐步推

民主就是以全民革多數人的共同 重 志為目的， 所

倫理是以愛為出發點，以

進，到了極致便是世界大同，這是中華文化最高

以民主的基礎在寬容﹒，民主的作用固定開明正直﹒，

講

的境界。古人將此人倫關係歸納之為君臣、〈丸子

我們宿此準則生活，就是
。

民主的行為是互助合作

信義，為實行之準則

、夫婦、兄弟、朋友五頸，又稱為五倫．，而以君

。

..

工作、生活方面來學習培養，我們應將我國固有

種行為標準就是倫理

..

仁臣義，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友弟恭，朋友

..

唯民主生活才能使個人的－ E

。

更能具有現代化的進涉意識，使每一個人都能具
有民主生活的素養
。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願受到適當尊重，使個 人 尊嚴獲得維持與保障

州州科學生活尚書說
」這是我國傳統的

山崇禮禮祖源於人額共有的一民知，成為人群

共守的軌範’無論立身、處世、任事、治闕，體
「禮者，理也

。

理之在自然 界者，謂之 定

是人人所不能缺，時時所不能無者。先總統蔣
公說

律﹒’理之在社會中者，謂之規律﹒理
’之在國家 者

。

文明做了巨大的貢獻。但是一方面有些迂儒叫為

釋是『規規矩矩的意度』，但到現

矩的態度。（註八）。」又說．，「體字，原本 解

「不知禮，無以 立。」泰伯

在就應該由 規

「百工末技心乃 「壯夫薄而不為于，男－ e
方面，

」論語堯日

「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暐則蔥， 勇而無禮則 亂

。

救起，為時未晚，其解救之道，即從日常生活中

，直而無禮則級。」由此可知禮 乏 重要。故我 們

不安，遂致我們的科學文化落後表替。如令從根

和工作中，接肢合理的思維，實事求是的科學精

生活。
ω 尚義先總統蔣公說

。

」又說

「義字，原本解釋是『正正當當的行

當，或知其正當而不行，皆不得謂之義（註十）

會規律與國家紀律者，謂之正當行為．，行而不正

即人立正當行為，依乎禮即合於自然定律，社

..

簡」的工作要求，並佫遵先總統蔣公的指示

「科學不能是一個名詞，一句口號，而是要成為

全體人民的生活行動（註七）。」因此，科學生
活也為我們國民所應積極建立的生活方式 ，。唯科

「義者，﹛且也。且
（

應使每一國民都學禮、知暐、行禮 ，過著崇禮 的

..

神，和按步就班的科學方法，及「斬、遠、實、

..

規矩矩的態度，進為『嚴嚴整整的紀 律」（註九 ）

v陶主A

惟和

．，謂之紀律﹒，人之行為，能以此
律三
為權繩， 謂

、

之守規矩，凡守規矩之行為的表現 ，謂之規規 矩

，

科學理想。中國遠在中古時代，即發明了指南針

．，正德
、利用、厚生

等，為世界

..

數百年來，內亂外患交相煎逼，經濟璃廠，社會

、渾天儷、印刷術、火藥

......

學生活才能使生活舒適更舒適，方便更方便。
一一、發揚四種規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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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恥者，知也，即

「己之行為，若不合
禮義真康， 而

中知恥先擋在蔣公說

作為做人、處事、理家、建國的原則，把「廉」
為』，但到現在就應該由正正當當的行為，進而
為『懷慷慨恆的犧牲－干（註十一）。」由此可知 的效用發揮，恢宏到極致。

，「義」是行為的準則、是判別是非善惡的標準

聾，一叩覺堂（一司一泊者，謂芝惡一
．一
，一
惟一
蓋心之
有人口？種

人
P葦
之－
行為， 若不告種表 里
問甘一其可恥者﹒一謂之

。不當為的，雖富貴不處．，反之，斗目因為者，赴揚有羞惡之心也
宙火，亦必為乏，所謂一見義勇為一二捨生取

一逼真不及之弊﹒故覺悟要在切宜，有切實之羞，

希望在們國民能有所而為

、有所不為司逼著一一早人薄己，不爭權利，急公

義一，就是這個意思

此之 謂
必力圖土進

誦雪
有切實之惡，、必力行

忘私，弗辭叫宵痺，扶善除惡，以彰企理」的尚義
一廉者，明也。能

切切實實的覺悟（一一T
泣自
，）。一又 說

叩明廉先總統蔣公說

生活。

一恥字，

烈烈的奮門

』

原本解釋是『切切宜賓的覺悟亡， 到現在就應 該

由切切賈泣的覺悟，進為『轟轟

一恥是發自內心前自 羞自覺的德 性

辦別是非之謂也，合乎禮義為是，反乎禮義為非

C

（註十五）

，能「明恥、知恥、雪一此一句表現
合乎豆知與 理

性的行為，才挂稽的上一人了羞 恥之心與人 的

「廉字，原本解

一中庸第二

釋是－清清白白的辨別」了到現在就應該由清清

c

關保如比重要，故孔子、孟子都注 重知恥。論 語
、

一君子 恥其言而遇其行

白白的辨別，進為『實實在在在的節約』（註十

憲間篇說

一知恥近乎勇 。」孟子盡心上章說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1

．」所以恥乃人獸立分

「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也。一又說，．

做到公正廉明，臨財不筍，維紀綱於不墜

的所在

故希

白的明辨是非善惡。唯有清清白白的辨別，才會

十章說

白的辨別（註十二）。一又說

..

c

..
o

若大家都能知恥、明、恥、雪恥，必能使

望凡我同胞，無論何時何地，都以「明廉勤檢」

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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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其是而取之，知其非而舍之，此之謂清清白

..

一
一一一）
。這說明了，惟有節約，才能令人清心寡
1
欲﹒，我們的真知不為物欲所迷所障，才能清清白

..

人人都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雖為西式洋樓大廈，但布置陳設粗俗，不中不

德心。所以我們現在要求生活藝術化，就是要制

西．，行方面，雖有各式轎車，駕駐乘客卻缺乏公
「國民生活如何始

一二、達到三個標準

先總統蔣公曾訓示說

除得積、散漫、無禮、頹唐的生活

，

、

得高尚？日生活塾術化﹒，國民生活如何始得富足
7

清潔、求美的生活。要用藝術來配 合與充實生 活

過著整齊

日生活生產化．，國民生活如何始得鞏固 nr日生活

於生之者寡，

盒之者束，則凡不生而食者，其盒 之所賣，不出

叫生活生產化一個國家內，由

，使生活合於藝術。

現申述如左

o

之文化，無論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原都有很高

化的生活，就是美的生活。我中華民族有五千年

以節流，知奢侈不遜之非禮，不

們國民生活要講求生產化，「而後

勞而獲之可 恥

動以開源， 像

，而此比自由於不知「禮義廉恥」之
故。因此， 我

不「亂一即 盒

的藝術成就﹒，而儒家亦早有「禮、樂、射、御、

（註十七）」，使一般國民能消極 的崇尚儉樸’

於劫響，必出於依賴。如此，國家

書、數」的六藝之敬。在這些精神文明的黨陶培

減少消費，愛用國貨．，積極的更能勤苦工作努 力

山生活醬術化一個人真正的生活，乃是藝術

養下，一般人民都能過著求美、求雅的藝術生活

、

生產，多為社會服務，一掃奢侈

二揖費、意情

。可惜近百年來，中國飽經戰亂，長期宜窮文化

游蕩的頭風。一反而為生之者眾， 宜之者寡。

的組織，軍隊的紀律，軍隊的精神，和軍隊的行

就是「以軍 隊

俗、無禮、河輯、虛淨。如盒方面，雖山珍海味

動與生活，使之普及於政治經濟教育，以至於整

間生活軍事化軍事化的意義，

偎陳，但食器、酒器凌亂河橫．，在方面，雖穿著

個社會，成為一個戰門體（註十八）。」現代正

心態。雖然物質富足，但表現在生活上，卻是組

的作祟，一旦經濟發展，人民反呈現一種暴發戶

準

。」此三者實即現代國民所應達到的合理生活標

軍事化。三者實現，是謂生活合理化（註十六）

..

各種名牌衣飾，但常不能合禮台節穿衣．，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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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戰門的時代，故們如不能盤成軍事化的生

一、新生活運動的再倡導

摟章、迅速、確實主習性，以求其共同一致之守

﹒主要在使一位國民一薑垃整齊、清潔、簡單、

。但講求軍事化，並不是要人人武聾，同赴戰場

容是提倡一種義聾恥一規壇，生活﹒拒 盟（固有的倫

故倡導新生活運動

活的散漫，欲以種正一世之習俗﹒ 而 納諸規範，

公在民國二十三年就有聾於國民精 神 的萎靡，生

民生活規範工作中很重要的一手鹽。先總統蔣

確立行為規範，使人人有所依墟，為樹立國

一的
科研序、重祖識、盡責任、尚紀律（註十九） 1

活習慣和生活智能，則不足且擔負起戰門的任務

生活習慣，如肚則可一掃散亂、推語、因宿、苟

理精神，撞去盒住行曰常生活入芋

c

於實體。現定具體項目，自薑肢國 民有規律的生

潔、簡單、樓章、迅速、確實為原 則 ，使人人自封

，

心整齊、清

所謂新生活運 動 ，其主要內

安的積習。
斟上昕述，皆為現代國民所應過的、合理的
若我們國

活．，同時敢華主（理性，以期自動撞
賈倫理道德。

c

民都能過著上述合理的生活，那壓在們的社會風

生活，且為樹立生活規範所應實現的
氧品可橫無一斬。

c

故當前面 臨 社會風氣敗

此一運動在南昌推行挂司一時風起 重 酒，氣象為
之一新，園里生活習慣己頭有好的 改 變，社會風
氣亦為之轉換，惜于本久抗戰軍興 ，全力對外，

肆、如何樹立現代國民生活規範

此一運動不及種直推行

聾的情況，正本清源之道，更應章 進 行第二次的

國民的生活，積習很擇，規範的樹立，不是
一臨可即的’，社會的形眩，分子不齊，惡風的清

新生活運動。

是從盒在住行育樂日常生活入手，品於實睦。故

清晰的內容，明肅的中心準則，更重要的固定，它

新生活運動有完整的目標，有規割的程序，

除，也非一掃可盡。所以必讀全國上下共同體會
端正社風的重要，一齊努力來糾正社風，才能見

c

真助收買殼。現揖出樹立現代國民生活現範的方
法於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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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依照現代化的精神，訂出一套行為規範

二、振興倫理教育

問由公務人員作起，再推及於民眾。

ω 由自己作起，再推及他人。

，至今尚值得哉們參考與質踐。

總統蔣公當年手訂新生活運動推行的程序如在

慣，久而久之，逐漸鹿為國人天性的一部分。先

次的新生活運動，使人人有所遵行，一一養成習

。」現分述於左。

而遠，由點而面，來振興倫理教育 （註二十一）

，以學校教育為核心，以社會教育 為 整體，由近

故撮興倫理教育的途徑，應「以家 鹿 教育為基點

，就是僅注重知識的傅授，忽略了 德 育的陶冶，

育，都是叫道穗為中心。而當今各 級學 校的 缺點

而在於發揚人性、完成人格。因此，我國古代教

我國教育的傳統精神，原不限於授業解惑，

叫由簡要的事情作起，再推及其次。

’增列在頒行的新生活運動準則中，再推行第二

仙由不覺時不費力的情作起，再作其餘的事情。

山以家庭教育為基點 ﹒﹒家庭教育對 于女的影響
很大，舉凡飲食起居、一言一行，都 是親長對子

車站、碼頭、戲館、公闊、會場、菜館等作起，

默化的機會，故做父母的讀重視家 庭 教育，善盡

女教導、監督、考核、糾正和再教育 ，日及潛移

問由機關團體、及公共場所，如學校、公署、
再求普及於全體社會。而最緊要的，為由各人家

教養之責，注意維護子女的健康， 培聾子女的一良

目，切實講求，務期「父以訓子，兄以教弟」’

，德育中應當以倫理為中心，注重教材的編訂與

間以學校教育為核心﹒﹒各級學校自當五育並重

盡責任」的倫

、

接物立道，

庭首先實行（註二十）。

好習慣，指導其修身、為學、待人

而最重要的是教以「守名分」、「

家廈是社會單位，也是一切社會運動推行的
起點，故新生活運動必曲家庭作起。做父兄家長

理要義

督促子弟切實去做，這就是新生活運動的初步，

選擇，在各科教材中注入倫理思想，教以為人、

。

的，應以古人所說的離掃、應對、進退六字作科

也是端正社會風氣的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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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身、治事之道，待人接物之方。聞控「中華倫

三、加強民主與法律教育

過著倫理的生活，那麼社會風氣必然能燒焦一薪。

本意念，成為自常生活的一部分＝

尊重法律司遵冉一、－法律，使民主法精
治神
的 成為基

民。佳法不能自行，法治要靠每一個 國民來共同

有民主素養與法治精神的國民才是現代化國

理」一科，揖倡尊師重道二師生」雖在五倫之

外，但師生之間，闢係密切，生活接近．，進德偉

c

業，善友靠群，已構肢倫理主條件。各級學校教
師，為師者障言教之外，應注重身教真心教

叫以社會教育為整體﹒﹒社會是家臣和學校的擴

終身的教育責任。我們可叫利用大眾傳播工具，

校教育有遇之而無不及，因為社會教育負了人頭

真能力﹒，叫法律知識的普及與加強﹒州
﹒建立以守

治觀念與民主精神﹒，叫培養琴與公活
民動的經驗

在學校中更要推行民主法治教育，以 便心確立法

在們從小說要開蛤培養民主真法 治的精神，

配合圓家政策，協力推行道德教育，使四維八德

法為榮的觀念（註二十一一〉 0至於推 行民主法治

大輿延伸，市社會對於個人行為的影響，較之學

生活化、行動化、社會化，並培養國民的公德心

如特種營業的嚴格管制，電影、電視、節目的認

。比外，消極的要禁止防害社會倫理教育的事，

．，利用宗教團體力量，共同教育民眾，導人向善

表達意見、服從多數的原則，聲使學 生都能習慣

導學生召開一班會一及課外活動，充 分訓，展學生

本教材的編輯，使學生了解民主法治 的重要‘’輔

山在國中、國小階段，注重一公民 與道德一課

，增挂服著觀念‘，改革政風，影響社會倫理教育 教育的方法如左﹒．

真積查等。

於民主生活方式，並能熟一蓓一般民主制度的基本

法則。不止法的觀念的灌輸，更要使守法養成習

總之，家庭教育是人格形成的原動力，學校
教育是智慧的泉源，社會教育有潛移默化的任務

慣。

悶在高中階段，更進一步，使其了解各級民意

。故振興倫理教育，必讀家庭、學校、社會三方

面全面配合，協力推行，始能收效。若大家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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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正、質宜、服務的態度。人人對守法都已經能

組織與功能，以培養法治觀念和守法精神，以及

代表的性質，選舉民意代表的方式，日及法隘的

時，指出除了要有物質條件外，尚要有精神條件

為一談。先總統蔣公在論及「民生主義的建設」

神的調和，而我們切莫將奢侈混費與生活品質混

神條件（註二十三）。換句話說，要 提升生活品

，而社會道德、國民知識與學問即是 他所謂的精

悶在大專階段的法治教育，建議「將中華民國

質，必讀要物質條件與精神條件同時 具備。而要

為習慣。
憲法」或「挂學概論」列為大專院校各科系的、必

提升生活品質，讀從下面三方面著手

ω政府應當致力於國民經濟的發展 ，揖高國民

﹒E

修科，使學生進一步了解政府機構的組織與職權
，山及國民的權利與義務等。

所得，輔導國民就業．，廣建國民住宅，規劃合理

的社區，改善人群的居住環境，，加強
社會福利措

118

叫利用各種傳播蟬介，官一導法律常識、加強法
治教育，有些青少年因不明法律規定以至誤蹈法

施、社會安全制度，使一般國民均能 組成合于水

ω每一個國民均應在自身條件許可 的範圍內，

綱，若有 7豐富的法律知識，對法治的推行幫助

法治社會的出現要靠全體國民的守法，大家

設法改善家區生活。如家庭衛生環境的整理和保

準的家庭。

都尊重法律，固然不會違反重大的法律規定，而

持，家庭日常生活的合理化，室內佈 置的藝術化

更多。

表現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必能遵守交通規則、排

管理和維護的費用，舉辦各頸活動，如文藝、音

、劇場、文化中心和民眾活動中心外，更要充實

mw政府除了撥支經費大量興建圖書館、音樂廳

衛的薰陶，並給予兒童頁好之教導。

，育樂設備的充實，現代資訊、知識 的追求，藝

等，我們的社會必然秩序井然，祥

隊購票上下車、不隨地丟紙屑、不亂倒垃圾、不

製造噪音
和樂利。

生活品質簡單的說，即是一種物質生活與精

四、提升生活品質

......

，形放社會風氧逐漸變質﹒’電視從業人員當自律

，以免造技社會暴力及風化事件﹒，政府主管方面

等，提升國民的精神

層面。同時利用各種賦積政策，鼓勵民間企業興

，宜揉取補站及政策，以免鷹告支配節目圖，電視

樂、美稿、舞蹈、戲劇
建正當的休開場所和舉辦有益身心的育樂活動﹒’

台本身亦落不斷革求改進。在就報紙而論，直多

讀的水準．，予基直讀者反映意見的地
置，以與土
級政時取得溝通，’，吐捏一廣告侵篇
佔福
新﹒
聞車新

說文化性真學惰性的專體或副刊，以 提升讀者閱

並以重抽血泊耳奢侈鹿憫之風氣。
政府和一般民眾為了揖正社會風氣，應當其

c

謀家庭生活和環境的改善，共同努力來還升生活
品質，逼著真正現代化的生活

行報業自捧一c－
起外，社會中的學街研究機構，調

人組攏，實
聞賢告出現’，建立專業標車、巖密報

社會風氣最大的傳播碟體，當臥電視及報紐

議會等，都應共同發揮輿論力量以監督謀體，力

五、淨化傳播蟑體

最具力量。但是電視及報紐常因商業掛帥，而牽
就現實低級需要﹒以致傳播內容有損害國民生活

求消化傳播蟬體，以端正社會風氣。

，

..

攝少娛樂性節目﹒’並避免節目內容過於喧染物質

聞。其它，在電視方面，應盡量增加教育性節目，

取寵，以「求真、求寶、求平」的原則來處理新

棄持著新聞事業既有的直知，不走偏鋒、不講索

治上的價導階層不負起責任，不拿出辦法，不切

則，則能影響廣大群眾，使社會風氣革新。若政

領導之貴的人．，這些人能篤行生活規範’以身作

，所謂「一一一人」，在兮天來說，就是指負社會

育．，則提怯健全娛樂（註二十四）。蟬體本身應 自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己。一…這裡所謂一君子 」

？

「君子之種風，小人之 德草，草上

廣大的讀者、觀眾及聽眾， 以及新聞評

晶質者，極令人憂心，所叫我們當先有共識，全

六、由中央捏倡、基層響應

孔子說

查機懼

力來淨化傳播摸懼。首先，傳播媒體本身當了解

，傳播蝶體之主要責任為﹒﹒仙普及宣傳．，問宣揚

國策﹒，叫但進建設﹒’凶謹揖民氣﹒，日加強社會教之風必值。一晶回國藩說 一一風悔之厚
薄案自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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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痛下功夫，率先力行，再影響周圍相關的人，

負責頓導推行，而我們起一國民都應先從個人本

動、守時運動、節約運動、排隊運動等，由中央

動，如道德重整運動、公德心運動、清潔衛生運

頒行後，依照其內容，再從側面分別提倡各種運

的。因此國民生活現範的樹立，最好於生活規範

靠基 層 的 努 力 ， 是 不 容 易 收 到 切 貫 而 廣 泛 的 故 果

宜的執行，不以身作則，以收風行草值之效，光

心，全國一致，從遠樹立現代國民生

，無以自存自保

亡的關鍵時刻。大家必讀認清，不改 善社會風氣

們正處於非常時期，正是決定民脹絕 撞，人額存

氣之敗壞，較之五十多年前有增無誠 ，而今日我

備，當時的確發生 7相當大的作用。現在社會風

戰時生活來改進社會風氣，以作為長期抗戰之準

，乃是有鑑於當時社會風氣不一旦，希望能以新的

統蔣公在民國二十三年提出新生活連動的用窟

。

活規範’以

所以我們要深切反 省，痛下決

由巳及人，由近而遠，人人生活合理，社會風氣

改造社會風氣，以振襄起繭，創建立 新生活，以

發展「倫理、民主、科學」的新文化 ，以重建技

1

，卷三十七

四四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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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改 善 。

以上各點，皆為樹立現代國民生活現範的方

對國民教育小學「生活與倫理」

Z胃口

＋主

們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樂利的 新中國。

註

法，若全國上下皆能了解端正社風的重要，大家
都切實來推行，必能快連樹立現代國民生活規範

一 蔣公

一目出版，第四三五

委員會恭印，民國七十三年十月三十

，別錯。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

總統蔣去思想言論總集

中學「公民與道德 」課程 之指示。先

..

附
..

’社會風氣迅速獲得端正。

伍、結

實在 是 一 項 教 巴 、 救 人 、 教 圓 的 基 本 工 作 。 先 總

建設．，更進而種興中華文化，促進國家富強。這

，變化關民氣質，，進而改造社會風氣，完成社會

樹立現代國民生活規範’可以端正國民生活

論

一一 每士麟

論文化建設與貧窮文化之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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