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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亂世界中的純真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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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生的往生，當下即是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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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實踐

「活生生的往生，當下即是淨土。」這一句靜思語有些人不容易理解，我們來
看看證嚴上人開示的原意，「修行不是在最後一口氣才往生西方，而是當下活生生
的往生極樂世界——只要把凡夫心換成慈悲清淨心。 」

所以這句話說的是修行的方式與境界，很多人期待死後，往生淨土，可是卻
不修行。那有智慧的我們就可以推論，他往生就是死掉了，不會到淨土，因為他什
麼也沒做，或是隨著他之前所造作的業力受報。因為這種人很多，都是「凡夫心」，
所以證嚴上人開示，活著的時候就要修行，就要有一顆「慈悲清淨心」，能夠這樣，
當下就是淨土，往生也是淨土，到那裏都是淨土。

一般而言，立志修行的人有兩種：一種是被生活之苦所逼而有修道以求解脫的
衝動，另一種人是因為他找到了自我。對後者而言，生活體驗與挫折只會使他更加
堅定信仰。對於「被生活之苦所逼而有修道以求解脫的衝動」的人，由於智慧不夠，
信根、信力不夠堅定，容易退轉、徬徨歧路、沒自信做佛，需要擴大自己的慈悲心，
多聞法，以法水洗滌自己的煩惱無明，漸漸可以累積智慧與福緣，六根清淨可以得
清淨心與大菩提。

「活生生的往生，當下即是淨土。」第二句也有大智慧，那裡是淨土？「心淨
則國土淨」，所以不要以為往生了才會到淨土，當你的心清淨了，當下即是淨土。
當我們分分秒秒，都有慈悲心，都發揮自己的良能與功能，為人群付出無所求，還
要說感恩，這個當下就是淨土。修行就是以慈悲清淨心，把握時間，善用空間，在
人間付出，當下就是淨土。



願景與行動俱在可以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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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管理

“Action without vision is only passing time, vision without action is merely day dreaming, 
but vision with action can change the world.”— Nelson Mandela, Former President of South Africa

「有行動沒願景只是消磨時間，有願景沒行動只是做白日夢，但願景與行動俱在可以改變世
界。」– 納爾遜‧曼德拉 (前南非總統)

納爾遜‧曼德拉 (1918-2013 )是世界上最受尊重的政治家之一，他帶領南非結束族隔離制度，走
向多種族的民主制度。為南非第一位全民公投選上的總統，也是南非首位黑人總統，達到他傳
奇人生的高潮。他年輕時是反對黨武裝組織的領袖，因反抗種族隔離政策而被捕入獄 27 年，這
沒有摧垮他，反而使他變得更堅強。他出獄後展示的自嘲式的幽默、活力以及對別人的寬恕讓
他成為最受歡迎的政治人物之一。

他 71 歲獲釋後領導多黨協商，並達成多元族群的民主共識。他在 1993 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由曼德拉的一生，我們看到他體現了他說的這句話。他有願景也有行動，最後也改變了世界。
中間的故事就是要堅持，以無私盡責的心，克服通往願景的所有障礙。

曼德拉靠自己的政治技巧幫助南非取得和解，但是卻無法解決南非的社會問題。黑人聚集區一
貧如洗，大城市的犯罪率持續上升。他的繼任人姆貝基總統說:曼德拉心胸寬闊，不計私仇，他
的這種精神使南非夢想成真成為可能。卸任後的曼德拉在國際生活中仍十分活躍，為防治艾滋
病奔走呼籲。他還參與了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布隆迪和非洲及世界其他地區實現和平的談判。

有一次人們曾問曼德拉，他希望世人如何紀念自己。他回答說：「我希望我的墓碑上能寫上這
樣的一句話：『埋葬在這裏的是已經盡了自己職責的人』。除此之外，我別無他求。」



用感恩心待人待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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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理

我們的世界，就是心念的投射，如果你想要生命中有更多的愛，不只自我要投出愛，還要
去看到別人的愛。 ──花蓮慈濟醫院 社區醫學部副主任 許瑞云

許瑞云在美國還是住院醫師的時候，對於醫學上的制限感到無奈，更不斷問自己，真的一
點辦法也沒有嗎？於是她投入能量學領域，驚訝地發現疾病的根源與解方，脫離不了兩千多年
前，佛陀所教導的身心解脫之道。

「心若沒卡住，身體自然也不會卡住。」在能量學習的過程中，許瑞云深刻感受，如果人
可以用感恩心看待生命中的困難，不畏懼也不抗拒，而是深思背後寶貴的含意，心情自然開闊，
身體也就健康。世衛組織曾發表一份報告，到了2030年，全球將會有三億人口罹患抑鬱症、憂
鬱症，面對可能發生的危機，要如何因應與改善？許瑞云認為，與其看結果，不如了解原由。

「現在，人和人之間距離卻越來越疏遠，鄰居也多不相識，在沒有陪伴的支持力量，不安
與恐懼的情緒，就會引發憂鬱症；現代人又過度仰賴 3C 產品，這也是情感流動的阻力。」

許瑞云回憶幼年時，村民會聚在樹下飲茶、聊天，當某一戶人家發生事情時，大家就會放
下手邊的工作前去幫忙。情感的流動在於相處、眼神的交會，會帶來大能量的愛與支持。

「如果身邊已經有憂鬱症的朋友怎麼辦？我們可以給予鼓勵與支持，只要讓他們感覺到被
愛，就能走出關卡。」許瑞云鼓勵多多親近大自然，也挑選能為身體帶來喜悅的飲食；很多人
吃了大魚大肉容易感到疲憊，是因為動物被殺害時，釋放負能量的影響，如果能食用蔬果與五
榖雜糧，比較容易帶來輕盈舒爽的感受。



用感恩心待人待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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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理

「身體的反應是我們最好的老師，它會告訴我們自己適合什麼，但人類往往因為欲望而吃，而
不是用心、用身體的本能去吃。」

2017 年底，許瑞云將診間真實發生的 32 則故事集結成書。醫療工作這麼忙，為什麼還要抽
空爬格子？「我看過太多創傷，影響人的一輩子，一旦沒有走出來，就會被卡死。以家暴為例，
無法走出家暴陰影，沒有學會解開這門課題時，往往很容易再陷入家暴輪迴。」

就算身陷人生難題，能鼓起勇氣走出來，未來就不會再遇到同樣的遭遇，即使遇上，也知道
如何面對、處理與排解。「生命就是不斷的學習，我希望透過真實案例，教會大家如何透過『心
靈清創練習』自我修復。」「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自己人生劇本的導演，在期待別人愛你的同時，
要懂得更愛自己，就能走出迷思與困境。」(以上摘錄自慈濟網站報導)

我個人對於能量的研究發現，一個人能量的來源有五：調心、調身、調食、調眠、調息。其
中調心的力量最大，但也最不容易學。前面提到的愛與支持就是調心，心靈清創練習，自我修復
也是調心。這是先修復受傷的心，再逐漸康復，必要的過程。健康的心就不用，不過一般人或多
或少需要整理。而用心學佛，長期的修行菩薩道，當心的能量無限大就成佛了。

調身是運動，這是很多人欠缺但不自知的，近年健身房、瑜珈、自行車、馬拉松很盛行就是
調身可以帶來能量。調食就是吃素、吃新鮮的、當令的、當地的蔬果，各種顏色都吃，如果生病
的就要吃身體不足的營養分，可以從食物中獲得，要用心去感受，以慈悲心與感恩心去吃食物。
調眠就是不熬夜，充分的睡眠，不用睡太久。睡眠時身體可以補充能量，啟動自動修護的機能。
調息是另一特別的能量來源，可以有效率的運用身體能量，兼具調心、調身、調食、調眠的作用，
一般人不容易懂。總之，先學會用感恩心待人待己，長養慈悲心，是啟動宇宙生生不息的密碼。



常以忍辱為心念

6

妙法蓮華

常以忍辱為心念，能調禦諸惡不生；人間合和息諍論，逢苦能忍如大地；正道能斷一切
惡，除斷一切瞋癡慢。

各位同修，用心聽，用心接受，常常「以忍辱為心念」。修行，是要修什麼行啊？修得
堪忍；不只是堪忍，還要再堪耐，堪得忍，一切人我是非，我們都要忍。人我是非中，是非
難分。對(的)，我們要堅持著人間佛法正向，不論是什麼樣的環境來，我們都要很堅持。要
堪得忍耐。忍，我們能知道；耐，這要耐，就是要經得起環境的考驗，環境中種種的陷阱。
前面我們說過了，什麼樣的環境我們不要親近，我們要真正用心去體會、了解。常常要自己，
自己問自己，我們真的對人間世事，我們認識多少呢？對佛法體會深入有多深呢？而我們的
心態，對人間能堪得忍種種的環境，我們的力量有多少？那麼世間這麼多的誘惑，我們耐得
住嗎？耐得住這麼多所誘惑的環境。所以，我們要時時自己警覺。

尤其是名、利等等，所以，我們若還沒有這樣的功夫，我要接觸的對象，我們就要很謹
慎，謹慎我們所要接觸的人；哪怕國王、王子、大臣等等。因為，你接觸，就是有那分名、
利等等，那個接近的企圖，唉呀！不可要！我們應該老實修行，不要被名，為了名啊、利啊
等等。還有，有很多惡勢力，或者是憑文憑武等等，或者是種種利益，或者是財、色，女色
去搖動我們的道心，或者是，或者是在修行中，幼小的孩子，我們有那個能耐去接觸他嗎？
能這樣耐得煩、耐得住，有辦法我們心寬念純，不會起煩惱，來對這些幼小的孩子，少年的
心很浮躁，心浮氣躁，我們有辦法去降伏他嗎？這些力量我們若都不夠，我們就不要想要
「方等慈」。我們還是要嚴律自己，不要有這種自大，心想，我要發大乘心，我要行「方等
慈」，我要去度他。度人不過來；本欲度眾生，反為眾生度過去了。所以，我們修行忍耐、
忍辱，這我們都要很注意。 (恭錄證嚴上人開示)



十魔與十魔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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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淺釋

佛學大辭典引華嚴疏鈔云十魔：

一、蘊魔 色等五蘊，為眾惡之淵藪，障蔽正道，害慧命者。

二、煩惱魔 貪等煩惱，迷惑事理，障蔽正道，害慧命者。

三、業魔 殺等惡業，障蔽正道，害慧命者。

四、心魔 我慢之心，障蔽正道，害慧命者。

五、死魔 人之壽命有限，妨修道害慧命者。

六、天魔 欲界第六天主，作種種之障礙，害人之修道者。

七、善根魔 執著自身所得之善根，不更增修，障蔽正道，害
慧命者。

八、三昧魔 三昧者，禪定也。耽著於自身所得之禪定，不求
昇進，障蔽正道，害慧命者。

九、善知識魔 慳吝於法，不能開導人，障蔽正道，害慧命者。

十、菩提法智魔 於菩提法，起自執著，障蔽正道，害慧命者。

FROM:【明，楊卓《佛學次第統編》】

《經集》（Sutta NipAta） 有一段佛陀
對魔羅說的話：
汝欲第一軍，(愛欲)
不樂第二軍，(不滿)
飢渴第三軍，(飢渴)
渴愛第四軍，(渴愛)
昏眠第五軍，(昏沉睡眠/懈怠)
怖畏第六軍，(怖畏)
疑為第七軍，(疑惑)
傲慢不知恩第八軍，（傲慢不知恩 ）
恭敬利名譽，邪行得名聲第九軍，
（恭敬、利益、名譽與邪行得名聲 /
名利）
稱揚讚自己，貶下毀他人是第十軍的
受害者。（稱揚自己，貶抑他人/自讚
毀他 ）
汝軍障解脫，黑魔（Namuci）之軍勢，
無勇者不勝，勇者勝己樂。



淡江大學文學院的文創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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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新知

這是淡江大學文學院的文創學程
本學程共分為五大主修領域：
請同學自行選擇欲主修、認證之
領域進行有系統性的修課。

創意漢學
文化觀覽
創意出版
影視娛樂
數位內容

本學程應修學分總數至少為 22 
學分，分為：
(1)文創基礎課程（必修學程通論
2學分，選修8學分，共10學分）
(2)領域進階課程（選修8學分）
(3)產業實習課程（選修4學分）

我覺得內容及呈現方式具有創意，
值得於課程規劃時參考及學習。



珍惜你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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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佳句

「珍惜你的願景及夢想，因為它
們來自你的靈魂，是你最終成就
的藍圖。」– 拿破崙‧希爾 (勵志作家)

“Cherish your visions and 
your dreams, as they are the 
children of your soul, the 
blueprints of your ultimate 
achievements.”
– Napoleon Hill, Motivational 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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