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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普敦週刊滿300期，
特別進行本問卷調查，
作為特刊內容未來改進
參考，特將結果與大家

報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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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歷年有代表性的各期放在一起，可以鑑往知來，再看看分析報告，將是很好的省思與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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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 啟程 目標管理

我看到遠方的夢工場，想要啟程行動
你的熱情感染我，我們一起投入
彼此互賴，信心勇氣，學會連結
關懷生命，關懷大地
善用科技，善用工具
看見人性，看見典範
看得更遠，看得更清
當我貼近世界的脈動
不會迷失在變動的洪流中
清晰的價值觀與方向引導我
擁抱夢想，為人群，為社會
生活更便利，生命更美麗
我更喜愛我，發揮愛與智
我知道，我能夠，愛別人，愛生命
真心付出，源源不斷，直到永遠

3



缺乏順與柔的老婆 夫妻關係

一對結婚多年的夫妻，彼此努力維持婚姻關係，雖然稱不上甜蜜，但也是恩愛
的小兩口。

先生因為要照顧生病的媽媽，將原本住在南部的媽媽接到北部來住，由老婆照
顧。老婆阿晴自認將婆婆照顧的無微不至，比對自己的媽媽還好，但從來沒有獲得
老公的讚賞與肯定。阿晴覺得有時候因為一些小事，老公常常對他大聲吼叫。日復
一日沒有改善，關係愈來愈冷漠，漸漸地，她當初的甜蜜愛意也不見了。

因為長期壓力，阿晴出現失眠、皮膚過敏等症狀。雖然尋求醫生的協助，仍然
不見起色。如果看到這裡，會覺得阿晴很可憐，她老公很兇，或是認為是阿晴欠她
老公的，要忍耐。

這個個案，深入了解才發現，阿晴對有些事很堅持，例如婆婆想要吃某個食物
要吃兩個，她會堅持不可以，認為會影響健康。她認為老公「應該」如何如何做，
老公沒有依照她的意思，她也會很不高興。但她都不自覺，只認為自己是對的。

在衝突中，堅持很高的人，會覺得他人都很無能。其他人(她老公)會害怕向她
承認他的無知與不確定。所以，給阿晴的解藥就是順與柔。柔弱勝剛強，要先順她
先生的意，展現女性的溫柔，才能有好結果。要先察覺老公的情緒與需求，這方面
阿晴也很弱，老公需要一個柔順的老婆，需要愛，都沒有感受到，才會用吼的。在
往後的日子裡，阿晴可以自我調整，用感恩尊重愛，關心她老公，會有妙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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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與贏之間 親子關係

有位老和尚上山砍柴，回寺途中遇到一位年輕人。
年輕人手捂著一隻蝴蝶，看到老和尚，就要跟老和尚
打賭，賭他手上的蝴蝶是生或死。如果老和尚說錯了，
所砍的柴就歸他所有。老和尚同意，猜蝴蝶是死的，
年輕人一聽非常開心說道：「你輸了」，之後張開手
把蝴蝶放走了。老和尚笑笑地把柴交給年輕人，就走
了。年輕人不明白老和尚為什麼這麼開心，但也不
多想，覺得自己贏了，把柴挑回家。回到家中，父親
問他柴的由來，他一五一十地告知，父親聽後大罵
年輕人糊塗，說他連自己輸了都不知道怎麼輸的。立
刻要年輕人挑著柴，帶著他向老和尚賠罪。道歉後，
回家途中，年輕人不明白問父親到底怎麼回事。父親
對他說：「那位師父說蝴蝶死了，你才會放了蝴蝶，
贏得一擔柴；師父若說蝴蝶活著，你便會捂死蝴蝶，
也能贏得一擔柴。你以為師父不知道你的算盤嗎？人
家輸了一擔柴，贏的是慈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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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就看過這個故事，
但今日再看，很有感觸。以前
會看到老和尚的智慧與慈悲，
但我覺得這個故事還彰顯了家
教的重要。這個故事有雙主角，
一個是老和尚，一個是年輕人
的父親。很有智慧的父親，會
教訓兒子，懂得向老和尚賠罪，
會講道理給小孩聽。

想想目前社會上，還有多
少這樣的力量存在？我小時候，
住在三合院，大家族，還看過
帶著小孩賠罪的事，現在已經
少見，這是家教，很重要。老
和尚的智慧與慈悲要學習，父
親管好小孩，做好家教很重要。



選擇原諒 修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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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最親的親人不幸遭逢車禍，怎麼辦呢？一位師兄一拙的老婆晚上在家門口
整理環境，被酒駕的汽車駕駛撞到，不治往生。另一位師姐一心的父親，早晨騎
單車出門，被下夜班的一對男女騎摩托車急轉彎時撞到，一樣不治往生。

一拙與一心及其家人都很難接受這突如其來的晴天霹靂，一拙師兄選擇對肇
事者提告，一心師姐選擇原諒。

我們來看看這有甚麼不同，一拙，心情不好，情緒不穩定。因為，你要告我，
肇事者就採取拖延、不理會來應對。造成一拙沒有好日子過，天天要煩心，事業
也影響。後面想要透過法律途徑制裁肇事者，或是將賠償金捐出來的想法也不得
實現。造成自己無法全身而退，也喪失與肇事者協商的機會，是很不智的做法。

一心，身為長女，車禍當天下午，回到家中，看到兩個鼻青臉腫的肇事者跪
在父親靈前，彷彿看到是自己無知的子女，立刻將他們扶起。妹妹很不以為然，
認為為什麼要對他們這麼好。一心選擇原諒他們，讓他們得以釋懷。主動開出的
和解條件是保險金120萬以外，加上20萬賠償金及奠儀。一心將100萬用父親的
名義捐出去，剩下的錢用肇事者的名義捐出去，替他們植福。

當做完這些決定，往生者在第二天、第三天，遺容展現出滿意的笑容，含笑
九泉，家屬都很欣慰。這是很有智慧的做法，值得我們反思與學習。



以法增慧報親恩 妙法蓮華

以世道大孝報親情，唯資於一世盡天年；以法增慧命報親恩，有益於萬劫離三界。
人間親情是一項很奧妙的感情！其實父母、親子，這是一個真是難斷的情，以常理來說，但

是在現代的時代，孩子長大就是離鄉背井了，故鄉是老父、老母在故鄉，這個情已經是淡薄了；
哪怕是父母在身邊，老來時有病也無法照顧，送老人院去了，這就是現代的親情。在古代呢？報
父母恩是天經地義，人人應該要遵守孝道。

但是在佛法，說孝是要說大孝。什麼是大孝呢？什麼是大孝呢？大孝，已經我們透徹道理了，
人生就是因緣會合，親子也是有過去的因，會合今生的緣來出生。但是，對父母的恩重難報，因
為我們來到人生，就是父母的因緣才能來到人間，知道父母為孩子是多辛苦。就知道母親生孩子
是用生命，經過了陣陣、陣陣的痛苦，經過了幾個月的懷憂，擔心孩子在肚子裡，能否安全等等。
時日到了，十月懷胎，順利生產，那個時間即使怎樣的順利，也是歷盡了母體的痛，也是歷盡了
將要出生的孩子，赤裸裸的身體的痛，親子之間經過很掙扎，而這樣拚命生下來。

開始，父母為幼小的孩子，就開始想孩子的名字，將來盼望他的人生，與他的名字一樣。很
多父母，孩子還沒出生就一直傷腦筋，要取名，總是一個盼望。所以我們不要以為平常名字，名
字就只是一個名字而已，其實大家想一想，我們的名字，父母對我們有什麼樣的盼望？從小，生
下來，是不是孩子都平安呢？是不是孩子平平安安，順利長大？長大了又很擔心要如何給他教育？
要如何讓他將來在人間能成功？很多事情都是在，父母的心思掛慮。

長大學成，事業也成了，現在要回報父母恩。父母的恩情，知道要孝順，儘管怎麼孝順，還
是「世道大孝報親情」，只是能在身邊來孝養父母。(恭錄 證嚴上人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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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智 佛學淺釋

（術語）不借功用，自然而生之佛
之一切種智也。
法華經譬喻品曰：「自然智，無師
智。」
同義疏六曰：「自然智者，無功用
智也。」
大日經疏五曰：「自然智者，是如
來自覺自證之智。昔所未聞未知之
法，現前無所罣礙，故以為名。」
同六曰：「若法依師智得，從於眾
因緣而生，即是戲論生滅之相，非
法性佛自然之慧。若是自然之慧，
則非修學可得，亦不可授人。」

FROM:【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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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地圖基本結構(平衡計分卡四大構面) 管理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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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與實踐 精選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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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證嚴法師
靜思妙蓮華開示，法譬如水開示，引用自奈普敦論壇

攝影：高明智
P2網路圖片，歡迎登入奈普敦論壇，更多法寶分享

作者：高明智
jack01823@gmail.com 歡迎來函，可以獲得訂閱本週刊

版型：西國設計
感恩您對於奈普敦週刊的愛護支持，用行動傳播正法

版權聲明：本刊版權屬於作者所有，歡迎任何個人或團體，

作非營利的流傳，但不得有任何形式的營利行為

編輯：高明智
歡迎連結奈普敦智慧平台有更多的作者文章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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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jack01823@gmail。com
https://www.neptune-it.com/


網站連結 奈普敦學習顧問

推薦網站 奈普敦智慧平台https://www.neptune-it.com/

明智心語 法華心香

愛的
漣漪

推薦影音 【證嚴法師菩提心要】20150516 - 心定能通度群生

妙法蓮華 20170105《靜思妙蓮華》以法增慧報親恩(第995集)

明月清風應無價，智者慧根覺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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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ptuner.666forum.com/t13197-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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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與靜思惟修

昨日下午二點多，從永和開車到南港軟體園區開會，選擇走建國高架
道路接一號國道，從康寧路交流道下去右轉就到了。平時走只要20分鐘多
一點就到了，昨天一上建國高架不久就發現南下的車子很多，已經回堵，
雖然我要北上，也是被堵住。選擇下民權交流道走平面道路，再接上北上
的國道，結果平面還是很多車，堵了一會，上高速公路以後，一切順暢。
還好我有提早10分鐘出門，只遲到2分鐘。事後才想到昨天是中秋節連假，
我應該是遇到提早返鄉或出遊的車潮。

這個經驗讓我悟出來，靜思惟修很重要，當我們很急的時候，趕路的
時候，遇到堵車很煩或很緊張的時候，就沒辦法靜心，思惟修。因為你的
腦子不斷在運作，走那一條路最快？要如何才不會遲到？當開車來到平順、
熟悉的道路，像國道這種高級平順安全的路面，你經常走的路段，你的腦
子是可以進入專心思考某一件事的狀態。昨天此一感受很明顯。

透過反省與分析，我發現，真正的思惟修是遇到堵車，很急，趕路，
或是遇到各種突發狀況的時候，你都不會煩躁不安，也不會緊張焦慮，就
對了。重要的不是外境，而是你的心。當然這樣的境界是要透過長時間的
薰法、靜思、禪坐等，修練禪定的功夫。思惟修就是禪定，古德說，行住
坐臥皆可以為禪。這個行，不只是走路，應該包含開車，騎車之類，總之，
有修練的人，面對外境可以如如不動，做出正確反應，內心情緒不受影響。
這是我們非常需要學習的地方。

修行實踐



開車與守戒

每天薰法香，我會從永和中山路的辦公室停車場，開到中和中山路的雙和連絡處停車
場，一大早的行車時間大約是9-12分鐘。這段路只有短短三公里多一點，但是有16個紅綠
燈，每個30秒到95秒。所以快慢是由遇到幾個紅綠燈，以及這幾個紅綠燈設定的秒數，彼
此的連鎖與是否同步關係決定。

九月份上人升座開示隨喜功德品，我們也都非常高興，不敢懈怠，提早或準時去聞法。
有一天，我前面耽擱了，比標準時間晚了五分鐘以上才出門，有點緊張，眼看快要遲到。
這時車子來到第二的路口，是最小的，一早也沒人，正要過的時候，剛好變紅燈。當下第
一個念頭，守戒，遵守交通規則。就很安心地停下來，只有三十秒，等一下就過了，心中
很平靜，一點都不急也沒有不安。結果，接下來奇妙的事發生了，我竟然全程只花了七分
鐘就到靜思堂，沒有遲到。途中只遇到兩次紅燈，這是有史以來最快的。

仿佛菩薩及龍天護法示現，你要守戒，無論如何要守戒，心會安，會有好結果。其實，
最近以來，對於開車排隊，等紅綠燈，我都會規規矩矩的排，有耐心地等。以前比較急，
缺乏耐性，現在已經好很多了。上個月，去機場接老婆，一位一起出差的女同事搭便車。
先送他回去，我徵詢他要走國道一號還是三號，他選三號，結果在二號就堵車，我也很有
耐心，很輕安的開。到了快到他家時他說，多年前喝喜酒，也搭過一次便車，他說我開的
很快。如果不是他坦白地說，我是不會覺得我開很快，我認為那是應該的，正常的。

總之，感恩真實善知識的回饋，還有可能是佛菩薩的示現，讓我知道要守戒及守戒的
好處。最後還要加上一條，早一點出門，提早15分鐘出門就一切都沒事。我記得英國海軍
上將威爾遜就是奉持這樣的信條，一生就比別人幸運與順遂，其來有自。

修行實踐



隨喜讚嘆

我帶領的探索教育團隊，每個月固定有一天的共修，遇到重大活動如浴佛、吉祥月、
歲末祝福會事先錯開，每年約共修八次。近年實施翻轉教育的課前作業制度，學習不是
到教室才開始，而是在來之前就開始了。這次九月份共修之前，六七八月沒排課，所以
提出以下的作業。

探索教育訓練員進階共修，課前作業。以下三題，任擇一題撰寫，感恩。
1.態度對了就對了—啟動自我驅動力，讀後心得。
2.這三個月視為結夏安居，提出三個月中的「自恣」報告，學習與應用了那些佛法，心
中很高興，要與老師及同學分享。或是，自省自覺中，發現自己需要懺悔與改進的地方，
想要提出來分享。
3.學到什麼新的Game或是閱讀了什麼新書，上了什麼新課程，感到很值得與同學分享，
限與探索教育有直接或間接相關者為限。

截至我寫這篇文章時，有15人貼文，三題皆有人選，篇篇精彩，讀來令人欣喜不已。
看到同學的正思惟、正精進、成長、而且是大幅的進步與成長，真的很欣慰。做老師的
最期待青出於藍，或是同學突破自己的盲點，走出自己的困境，或是發現自己的長處，
找到自己的興趣，或是在某一領域更加精進。總之，學無止境，很多人、事、物，都有
很多學習空間，這次我看到了。因為看到，所以隨喜讚嘆。

愈是願意投入生活的人有愈多的學習，生活包括家業、事業、志業都在內。心中有
愈來愈清楚的方向與目標，愈順著這個方向走，不懈怠、不執著，精進向前，保持一顆
柔軟的心，將會看到光明、希望與一片淨土。

精進札記



心中清淨無染的源頭活水

一位住在阿里山山區的師兄分享，小時候家裡喝的
是山壁石縫中流出的泉水，清澈無比。他們會拿石頭把
水圍起來蓄水，再用水管接回家中使用。

他譬喻這清淨的水是人的真如本性，可是水流到山
中，再到山下，愈往下游，水被汙染愈多。這樣的寫照，
跟現代人被外部的環境、資訊、人我是非以及自己的慾
望、煩惱所汙染的情形很像。

修行人的課題就是如何維持清淨？如何找回自己清
淨的真如本性。其實佛陀老早就教導我們一條真實之路，
菩薩道，就是真實法。只要我們依照四聖諦、十二因緣
法、六度波羅蜜去修行，就可以到達清淨的彼岸。

法很簡單，不難，但要你不只心生信解，還要深心
信解，更要信受喜樂，用心修行，自然能體會妙法。

聞法得解的喜悅很難形容，信受奉行，行而有證的
境界更是要自己去體會。邀請每一個人來薰法香，不要
錯過了這一次聞法歡喜讚的機會，把握時間，把握因緣，
聽聞名師說法，帶領我們走菩薩道，能夠找到清淨無染
的真如本性。

精進札記



自在莊嚴威德三昧

威而不猛，謙恭為德；溫厚勵行，篤愛為德；折伏為威，攝受為德；自在莊嚴，威德三昧。
孔夫子是，「溫而厲，威而不猛」，這是孔夫子他的德。現在我們釋迦牟尼佛，所教育我

們的，也是同樣，要教我們如何待人接物，如何自己修養自己的身行與心，不論是佛或者是賢
人、聖人，全都必具的，「威而不猛」，「謙恭為德」，「溫厚勵行」，這就是我們要學的。
要知道，要如何來帶領人，要有德，讓人看了起恭敬心，所說的話能讓人接受。聽了，能夠入
心反省，有過錯的，要趕緊反省，醒悟過來。過去的錯，趕緊改。知過，趕緊改，這樣還是來
得及的人生，不要到了人生最後，來不及了，那就比較遲了。

有好的因緣，接觸到了，有這樣好的人，與我們有緣，對方有德，德行。德行，是來自對
方他的修養。有這個因緣與有修養的人會合，我們的錯誤，有人這樣將我們點醒，就要趕緊接
受。這不是責備我們，是勸誘我們，這樣我們願意接受。即使是責備我們，也是應該，「感恩
啊！有人看到我的錯誤，有人看到我偏差，指點我一下，我的錯，我要趕緊及時要悔悟」。這
就是我們要學，要學的事情真的是很多。所以，學，才是有修養。要修養的是什麼東西呢？是
什麼功夫呢？修養之後，讓人與我們互相對待，結果是什麼呢？就是剛才說的，說的話，人家
會聽，跟他說：「你有這樣的錯，你應該這樣改。」他，對方願意接受，這就是有一種威德存
在。這個威德，不是用不好的臉(色)給人看，也是很溫，溫厚，這種溫厚，或者是很謙恭，對人
也很謙卑，對人，人人也是有尊重。但是，你的謙卑、你的尊重，對方的錯誤，你可以直接對
他說話，你對他說話，也不離開謙恭，這樣已經是隱含著威而不猛。 (恭錄證嚴上人開示)

妙法蓮華



薩婆若果

薩婆若（雜名）Sarvajña，又作薩云若，薩雲
若，薩云然，薩婆若，薩伐若，薩婆若囊，薩
婆若那，薩婆若多，薩嚩吉孃，薩栰若，薩芸
然等。譯曰一切智。
放光般若經十一曰：「又云薩云然，此云一切
智。」慧琳音義七曰：「薩婆若，記也，正音
薩嚩吉孃（二合），唐言一切智。即般若波羅
蜜之異名也。又云薩栰若心，梵語不正也。」
圓覺大疏鈔一曰：「薩婆若，此云一切種智，
即諸佛究竟圓滿果位之智也。種謂種類，即無
法不通之義也。謂世出世間種種品類無不了知
故，云一切種智。故華嚴如來名號品中，列佛
種種名。於中云：亦名一切義成。一切義成者，
即翻梵語悉達多，為此言也。謂於一切義理悉
皆通達成就，即是一切種智也。」

FROM: 丁福保 : 佛學大辭典

佛學淺釋



S 速度（Speed）

P 個性化（Personalize）

E 超越客戶期望（Exceed Expectation）

C 禮貌與能力（Courtesy and Competence）

I 信息（Information）

A 態度—“能夠做”（Attitude-“Can Do”）

L 長期關係（Long-Term Relationship）

如何讓客戶感受到到特殊禮遇 管理新知



共識的鑄造者 精選名句

一個真正的領導人
不是共識的追求者
而是共識的鑄造者

戴爾卡內基



引用：證嚴法師
靜思妙蓮華開示，法譬如水開示，引用自奈普敦論壇

攝影：高明智
P5上方，網路圖片，歡迎登入奈普敦論壇，更多法寶分享

作者：高明智
jack01823@gmail.com 歡迎來函，可以獲得訂閱本週刊

版型：綠色木紋
感恩您對於奈普敦週刊的愛護支持，用行動傳播正法

版權聲明：本刊版權屬於作者所有，歡迎任何個人或團體，

作非營利的流傳，但不得有任何形式的營利行為

編輯：高明智
歡迎連結奈普敦智慧平台有更多的作者文章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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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ptuner.666forum.tw/
mailto:jack01823@gmail。com
https://www.neptune-it.com/


網站連結 奈普敦學習顧問

推薦網站 奈普敦智慧平台https://www.neptune-it.com/

明智心語 法華心香

愛的
漣漪

推薦影音【證嚴法師菩提心要】20150131 - 守護生命化永恆 - 無語良師二十年

妙法蓮華 201707024《靜思妙蓮華》自在莊嚴威德三昧 (第1137集)

明月清風應無價，智者慧根覺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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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和尚觀自在

布袋和尚有一偈：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遍十方，入時觀自在。
布袋和尚是宋朝的一位禪師，經常背著一個布袋，有人叫它乾坤袋。別人給他什麼他

就收什麼，惡作劇的人給他葷菜他也收，布袋裡什麼都裝。任何不好的東西進入他的布袋
以後，都會變成好東西。他常常拿出來送給別人，而且好像永遠掏不完。這首偈是他的體
悟，有很開闊的境界。布袋就是他的心境和胸懷，空間廣大無限無量，就像虛空沒有障礙。

對他而言，沒有任何東西是不能接受、包容、接納的。不論善惡、是非、好壞、多寡，
只要在他前面，都會變成沒有障礙。不論人家給他名聲、讚歎、羞辱或委屈，他心中不存
任何芥蒂，心包太虛，量周沙界，展開時可以遍及十方，心胸廣大。

入時觀自在，是指能伸能屈，因為心量廣闊，感受到一切都是自在的。因為心無罣礙，
你我都能得到自在！很多人喜歡布袋和尚的模樣，認為他是福神。我覺得他就是彌勒菩薩，
象徵著泱泱大度、解脫自在，能夠包容一切、給予一切。

這首偈從我念大學的時候就伴隨著我，給我很大的安穩力量。日常生活，無處不是法，
浩瀚的佛法中，蘊含無數生活中的智慧。佛法能涵蓋一切，而證嚴上人已告訴我們人生的
生活方向，不需再向外求。只要對準方向，只要心中有法，可以這麼灑脫，運用於生活中。
如果能時時以此偈告誡自己，承擔責任無礙，放下包袱自在，事理圓融解脫。

精進札記



彌勒菩薩的忍辱偈

有一天，寒山問拾得：「世間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惡我、騙
我、如何處治乎?」拾得回答道：「只是忍他、讓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
不要理他、再待幾年你且看他。」
寒山又問：「還有甚訣可以躲得?」
拾得答：「我曾看過彌勒菩薩偈，你且聽我念偈曰：「老拙穿衲衣，淡飯腹中飽；
補破好遮寒，萬事隨緣了。有人罵老拙，老拙只說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
涕唾在面上，隨他自乾了；他也省力氣，我也無煩惱。這樣波羅蜜，便是妙中寶；
若這知消息；何愁道不了……」
這兩段話道出忍辱波羅蜜的真功夫，實境界，令人讚嘆。
近日聽證嚴上人開示法華經法師功德品，聽到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清淨，彌勒菩薩
與寒山拾得算是做到了。相傳兩位就是文殊菩薩與普賢菩薩的化身，在此將彌勒
菩薩的忍辱偈與六根清淨簡單對照如下，敬請參考。
老拙穿衲衣，淡飯腹中飽；身清淨，舌清淨。
補破好遮寒，萬事隨緣了。眼清淨，身清淨，意清淨。
有人罵老拙，老拙只說好；耳清淨，舌清淨。
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身清淨，意清淨。
涕唾在面上，隨他自乾了；眼清淨，身清淨，意清淨。
他也省力氣，我也無煩惱。鼻清淨，意清淨。
這樣波羅蜜，便是妙中寶；若這知消息；何愁道不了。

修行實踐



凡夫知見-阿花論見鄰居(案例)

阿花與阿珠每天早上5點30分到6點整，都會在T大樓社區的中庭運動，來回健走。
某一天早上5點35分，樓上鄰居關先生從外面走進來，阿花與阿珠剛好轉身往內走，沒看
到他，等他走進樓梯間，阿花與阿珠又轉身朝外走，關先生都看到他們，他們剛好都沒有
看到他。從Lobby到該棟樓梯間只要14秒，他們走一趟要15秒(他們兩個並不知道)
試分析，當你或是一位警察要做調查或是客觀人士去問阿花，今天早上5點35分，是否看
到關先生走進來，請問她會如何說？

創新思惟

問題 回答(執著型) 回答(理性型) 事實 知與見

問1:你有沒有看
到關先生5:35走

進來？
答:沒有

答:沒有，但也許我們剛好沒
看到。

有 沒看見

問2:關先生說他
有走進來。

答:我不相信，因為我
每天從5:30-6:00都在

中庭運動

答:我不知道，你可以去問警
衛，如果很重要的事，可以調

監視錄影帶來看。
有 沒看見

以上這個真實案例，給你什麼樣的啟發？你有沒有曾經犯過類似的錯誤，執著而不自知？
這樣的執著會帶來什麼樣的危害？為什麼會發生？又該如何對治？可以思考一下。



凡夫知見-阿花論見鄰居(啟發與對治)

在Youtube網站上有一段有趣的影片，是關於「認知(awareness)」的小測驗。這是兩位心理學
家設計的。有四位穿黑衣及四位穿白衣的年輕人，兩組各有人拿著一顆籃球，旁白的人要觀眾數一數
他們傳了幾球？傳到一半的時候，出現一隻由人扮演的黑色大猩猩走進來，還在中間停留數秒中，扭
一扭身體，再走出去。結束時旁白說傳了13球。主持人問說，有看到大猩猩嗎？結果有相當高比例的
人沒看到，他們通常回應說，因為太專注在計算傳球數，根本沒看見那隻大猩猩！你是屬於看到還是
沒看到的呢？

偶像劇裡有一句台詞這樣說，「我只看到我想要看的，聽我所要聽的的話」，其實很多人有時候
會這樣，這就是凡夫。阿花沒有看到鄰居關先生不代表他沒有走進來，甚至已經跟她講關先生說他有
走進來，她還是不相信，因為她認為她每天從5:30-6:00都在中庭運動。呼應剛剛提到的認知測驗，
當我們專注在某一件事(例如數傳球數)時，縱使在你眼前走過都不一定看得見，所以要深自警惕。有
時候我們的心門未打開，心中煩惱無明濁氣重，法眼沒開啟，是不是也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所以修練
人人心中的「法眼」與「佛眼」是一個重要的功課，才能讓自己看得正確與理性，得到「清淨」。

證嚴上人開示：「你看大地的熱氣升高，這都是我們人類任何一個人，都要有責任，同時人人要
『齋戒、虔誠戒慎』。這個『齋戒、虔誠戒慎』，這都是能降溫，可以淨化濁氣。總而言之，時間要
長久的，這種濁氣才會慢慢淡化，不要一直一直增加，原來的才能淡掉，這個濁氣才能慢慢淡掉。」
社會是個大染缸，生活在五濁惡世裡，如何讓自己的心清淨，行菩薩道，唯有照顧自己的心，「繫緣
修心，藉事練心，隨處養心，唯有一心、一心不亂，才能明心又見性。」把握當下，修心，恆持剎那，
行菩薩道。唯有忘掉我執、我見，修練寬廣的視野(看的真實、遠、廣、細微)，才能改變我們的思維
和想法，才能突破自己。心要踏實，心可轉境，以簡馭繁、以靜治煩，專心修行得清淨。

修行實踐



觀眾生心善愛無量 妙法蓮華

觀眾生心善愛無量，根塵和合因緣生滅，善惡無記三性不定，隨善惡念造福惹禍。
這就是我們眾生的心。這一次，外面走一趟去行腳，在短短半個月的時間，從北一直到

中部，所看到眾生可愛的一面，那就是善、愛，那分愛與善堅定的心性。凡所看到的，人人
都是表達出，那分堅定的愛心，甚至不少老人家，很多已經上了年齡了。因為慈濟走來也是
五十年了，四五十年間，人生歲月匆匆，從他們四五十年前，開始起一念心開始，接受慈濟，
行在慈濟，一路這樣跟得很緊，所做的都是不離人間事，同時接受著佛法在人間，那一念堅
定的信心，現在猶然，一樣。

不過，年紀大了，看他們年齡已經大了，卻也是那分的智慧，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很超
然解脫，視生死如歸，去來，就如我們人生來來去去，不覺得死是可怕。他們總是說：「我
很感恩啊！這輩子我幸好有做慈濟，我很滿足。幸好那時候做慈濟還年輕，現在老了，雖然
身體病痛，而且醫生宣布生命剩下不久，是癌症，不過，我一直感覺很滿足，夠了。」看他
們這樣安然自在，過來給師父看。

甚至又看到從年輕牽手進慈濟，現在同樣也是三位老菩薩，同樣那天她們也是手牽著手，
前面的牽著後面的，後面再牽著後面的一位，三個人互牽手，一手拿枴杖，三位手裡都是拿
著枴杖，一隻拿著拐杖，一隻手牽人，這樣前後走過來，走過來靠近師父的身邊。我就說：
「老菩薩，我怎麼很久沒有看到妳們了？」她們就說：「有啊，師父，您每次來，我每次都
在這裡。我們每天都在這裡。」我說：「師父來了，怎麼都沒有出來給師父看？」她說：
「有啊，來的時候，要給師父看，都被人牆把我圍住了，我都在人的後面。」我說：「妳應
該將拐杖舉高，說『師父，我在這裡！』」。 (恭錄證嚴上人開示)



十二部經(九部經)

十二部經：
1. 契經（修多羅）長行散文
2. 諷頌（伽陀）孤起
3. 本事（伊帝曰多伽）此說
4. 本生（闍陀伽）生處
5. 希法（阿浮陀達磨）未曾有
6. 因緣（尼陀那）諸經之序品
7. 譬喻（阿波陀那）撰錄
8. 應頌（祇夜）重頌
9. 論議（優波提舍）
10. 方廣（毘佛略）廣解
11. 記別（和伽羅那）授記
12. 自說（優陀那）本起

佛學淺釋

一切經教的內容分為十二類，叫做十二部經，也叫做十二分教。
一、長行，以散文直說法相，不限定字句者，因行類長，故稱長行。
二、重頌，既宣說於前，更以偈頌結之於後，有重宣之意，故名重頌。
三、孤起，不依前面長行文的意義，單獨發起的偈頌。
四、因緣，述說見佛聞法，或佛說法教化的因緣。
五、本事，是載佛說各弟子過去世因緣的經文。
六、本生，是載佛說其自身過去世因緣的經文。
七、未曾有，記佛現種種神力不思議事的經文。
八、譬喻，佛說種種譬喻以令眾生容易開悟的經文。
九、論議，指以法理論議問答的經文。
十、無問自說，如阿彌陀經，係無人發問而佛自說的。
十一、方廣，謂佛說方正廣大之真理的經文。
十二、記別或授記，是記佛為菩薩或聲聞授成佛時名號的記別。
此十二部中，只有長行、重頌與孤起頌是經文的格式，其餘九種都是
依照經文中所載之別事而立名。
又小乘經中無自說、方等、授記三類，故僅有九部經。
FROM:【陳義孝《佛學常見辭匯》】



使命、願景、價值觀(以CPIB為例) 管理新知

The 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 (CPIB)
貪污調查局(CPIB，新加坡)
Our Mission: To Combat Corruption through Swift and Sure, 
Firm but Fair Action.
使命: 透過迅速確實堅定但公平的行動來打擊貪污
Our Vision: A Leading Anti-Corruption Agency that upholds 
Integrity and Good Governance towards Achieving a 
Corruption-free Nation.
願景: 先進的反貪機構，能以誠正信實及良好管理達成
無貪污國家
Our Core Values: Integrity, Teamwork and Devotion to Duty.
價值觀: 誠正信實，團隊合作，盡責奉獻



精通與成長 精選佳句

嘗試做一些你不
精通的事，否則
你永遠不會成長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
(Ralph Emerson)美國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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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篆春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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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己復禮

歲末祝福時，看到書法家吳兆淵先生以小篆寫的一幅春聯，心生歡喜，就結緣請購。

上聯：一門天賜平安福，下聯：四海人迎富貴春。橫批：百福年增世業長。

走到春聯區的時候，剛好看到正在寫橫批，詢問是否有人預訂，答說沒有。就留在原地等
待春聯完成。剛好文字的真善美志工也過來採訪，才知道老師的大名，事後上網搜尋，果真是
以篆隸擅長的書法家。

他提到小篆是李斯所創，當初秦始皇統一天下，書同文，車同軌。這裡的書同文用的就是
李斯的小篆。當今，愈來愈多人不認識小篆，不會辨別何謂大篆、小篆、隸書、銘文、甲骨文。
像吳老師，就連甲骨文都會寫，實在不簡單。

我一直都對書法有高度的興趣，多年前到師大對面買文房四寶時，那一家店就是書法月刊
的發行贊助者，訂閱至今。前一陣子關心兒童專注力的問題，發現其實恢復書法課就解決一半
的問題。回想小學時候，有書法課，到中學寫週記也要用毛筆，雖然不認真，但也是一種訓練。
長大了以後，自己體會到書法的重要，有練過幾個月的字。我是在研究壓力管理的時候才體會
到寫書法有調息的作用，對於紓解壓力有幫助。

回到一門天賜平安福，這一門可以是佛門，可以是德門，可以是布施門，可以是持戒門，
可以是精進門，也可以是書法門等。每年專注於一門，一門深入可以帶來平安吉祥。四海人迎
富貴春，可以解釋成跟各種人結好緣。要如何與這麼多人結好緣，可以透過布施，國際賑災的
布施；或是祈禱，為天下苦難眾生祈禱；或出來做志工，都可以做到。百福年增世業長，做到
前面兩項，自然累積很多福報，生生世世都是有福之人，事業志業家業順利，福會綿延長長。

網路圖片
非吳老師
當天作品



簡單但豐富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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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己復禮

讀誦《法華經法師功德品》至有千二百舌功德。「若好若醜，若美不美，
及諸苦澀物，在其舌根，皆變成上味，如天甘露，無不美者。若以舌根，於大
眾中，有所演說，出深妙聲，能入其心，皆令歡喜快樂。又諸天子天女、釋梵
諸天，聞是深妙音聲，有所演說，言論次第，皆悉來聽。」

對於「皆變成上味，如天甘露」印象深刻。由於茹素二十多年，持經十年
多，這幾年愈吃愈純，感覺吃甚麼都很好吃。以昨天的晚餐為例，老婆與同事
聚餐，女兒下班前也說要與同事一起吃飯。難得剩下我一人，不想出去吃，也
不想開伙。就拿出香積飯，蔬菜口味。泡的時候再加上一點秋薑黃粉，我水故
意放多一點，但還沒有到粥的標準。泡好後，拿出一點豆腐乳的醬汁與幾顆豆
瓣，再拿出十幾顆花生。就是我昨天的晚餐，很好吃，一下子就吃完了。簡單
但豐富，如天甘露。

為什麼我說簡單但豐富，別人只有吃香積飯。我還可以加上大溪最香醇的
豆腐乳汁，因為水多放所以加一點調味。我還有有機市集買的花生，其實是陪
岳母去，她買的，分我一小罐，吃起來當然很幸福。我還加了書軒的秋薑黃粉，
覺得很補，很養生。所以，我說很豐富，不論情感與營養上都很豐富。

照經文說，醜的、不美的、苦澀的都可以變成上味，如天甘露。何況是這
些好的、美的，有感情的。吃了這一頓簡單但豐富的晚餐，還有吃水果。隔天
早上量體重，瘦了半公斤，真是賺到了。你也可以試試看，包君滿意。但前提
是要茹素加上持經。如果一時做不到，先從茹素開始，可以成就舌根功德。



三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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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

苦，有什麼苦？大概有三苦。這三苦，就是苦苦、壞苦、行苦。

一、「苦苦」。苦上加苦。來做人已經是苦了，但是，我們又在做人當中，又再造作一些業，造
作這個業，就輪迴六道，永遠無法出離，這叫做「苦苦」。做人已經不知道為何來做人，做人又
不明白道理，又一直在造業，所以叫做「苦苦」。

苦苦：是心身受苦時所生之苦

第二、叫做「壞苦」。這個壞苦，偶現之樂境失去時所感受的苦。

壞苦：是偶現之樂境失去時所感受的苦

人生的失，失去的苦，這叫做「壞苦」。第一，壞了我們做人，本來可以感受佛法，我們能夠依
教奉行，一失人身，就萬劫難再，壞了這個人身，要再得到機會，沒那麼容易。因為人道，只是
在六道中之一，六分之一的機會。

有的人會覺得，「沒關係，失去人身，我能生天堂，天堂的壽命比較長。」各位，剛才不是跟大
家說了，你種什麼因來做人，既然善因的種子都沒有造，福都沒有造，哪有辦法生天堂呢？所以
既然生天堂是沒有指望了，做人，又失去做人的道理，那全都失去，所以這也是叫做「壞苦」。

或者是在這輩子得到機會，名利、地位都有，樂極生悲，過去的忽然間失去了，快樂的事情忽然
間失去了，這種樂極生悲，這也是叫做「壞苦」。

再來第三、就是「行苦」。「行」是諸行無常，遷流不息，不得安定的苦。

行苦：是諸行無常遷流不息不得安定的苦。 (恭錄 證嚴上人開示)



三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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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

我們常說「五蘊皆空」，五蘊中有一個叫做「行蘊」。常常和大家分享，「行蘊」是讓我們不
覺不知。我剛剛走出來，走到外面看天空，太陽還沒有出來，繼續往我們的主堂進來，進來坐
下來，看到我的面前，已經太陽升上來了，已經超過屋頂了。看，不知不覺，這就是很微細行，
運轉，叫做運行。

大乾坤是這樣，地球公轉、自轉，這麼順暢不停息，不斷一直轉，這是在乾坤的生態。在我們
人間，都沒有感覺到，在我們自己，每一分秒在過都沒有感覺。我們的小乾坤，我們自己也不
知道。生、老、病、死，也沒有停息，不斷在不覺中過了。這都是叫做「行」，「行蘊」。

所以「行苦」，這是我們要覺悟，「諸行無常」。無論是天地運行，或者是我們內在自身的運
行，或者是天地間的萬物，一切無不都是在行蘊中。沒有一樣東西沒有離開無常，樣樣都是在
無常遷變，這種遷流變動之中，所以叫做遷流不息。看水這樣流，一直流過，也是這樣遷流不
息。所以，人生因為有了行蘊，不得安定，這就是苦。

有些人覺得，生下來，在年輕時，若能時時停留在年輕時，不知道有多好！中年，中年也沒有
關係，永遠在中年，這樣我也很滿足。有辦法滿足嗎？根本就沒有辦法，中年還是同樣要過去
老年。有些人連(到)老年都沒有辦法，都沒有經過老年的時代。

甚至中年，有些人說不定連中年都無法到，有些人說不定連少年都無法到。所以在幼年，或是
生下來，就已經不具足的生命，不知少年、中年、老年的境界，都不知道。這叫做人生。隨著
什麼樣的果報來，苦的果報，一輩子就是不堪；樂的果報，會容易使我們沉迷。所以我們要修
行，時時提高警覺。

欲界：三苦俱全。色界：有壞、行二苦。無色界：只有行苦。 (恭錄 證嚴上人開示)



三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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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淺釋

「三苦」為苦苦、壞苦、行苦。

苦苦：人生在世是苦，而處於違逆境界中，身心產
生種種逼惱之苦，實在是「苦上加苦」，故稱之為苦苦。
(例如求不得，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伴侶等。)

壞苦：於種種順意境界壞滅時，身心所感受的苦，
稱為壞苦。(做大官被彈劾下台，擁有巨大的財產被騙走，
名車被偷走或是撞毀了等。)

行苦：「行」是遷流變動之意，即於非違逆、非順
意之境，心中無有苦、樂、憂、喜之感受；一般人常會
感到無聊、無所事事，心中好像沒有苦受或樂受，但事
實上仍然有微細的念頭在活動，念念生滅、遷流不止，
此即為「行苦」。例如晚上做夢，乃白天心中微細的念
頭於夢境中顯現，此即是行苦。

三苦、八苦，只是略示苦的內容，實則世間之苦無
量無邊，所謂「千人千般苦，人人不相同。」而種種苦
報，皆是由於眾生起惑造業的結果，假使不知道用功修
行，就必然遭受眾苦交煎之果報。若欲脫離苦報，唯有
知苦斷集，方能超脫無盡的煩惱苦海。(網路資料)

多年前聽證嚴上人開示「三苦」，記得那
時候剛好人在馬來西亞，薰法香後還要分享。
我記得自己是似懂非懂，或是以自己的意思去
解讀。今天早上，薰法香，又聽到三苦，心中
很高興，剛好算是複習。

聽完感覺有比較懂，其實還是沒有完全懂，
利用出差坐高鐵的時間，上網搜尋，閱讀。再
把上人的逐字稿看一遍，用心想。發願，一定
要弄懂。這一次，總算弄懂了。很高興，與大
家分享。限於篇幅，例子就寫在左邊括號內，
文章是網路的資料，例子是我補充的。

行苦不論是在欲界、色界、無色界都存在，
不論你現在處於逆境或是順境都會遇到。一直
修行到出三界，才沒有三苦。其餘留給大家用
心聞思修，感恩。



定慧力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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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札記

故法華經云：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力莊嚴，以此度眾生。
當知此之二法，如車之雙輪，鳥之兩翼。若偏修習即墮邪倒。故經云。若
偏修禪定福德。不學智慧。名之曰愚。偏學知慧不修禪定福德名之曰狂。
狂愚之過雖小不同。邪見輪轉蓋無差別。若不均等此則行乖圓備。何能疾
登極果。(修習止觀坐禪法要)

所以妙法蓮華經有提到，佛是安住在大乘菩薩道中，就如他所得到的
真實法，是具足禪定與智慧兩種力量，莊嚴殊勝無比，是可以用來救渡眾
生之用的。

要知道這兩種法，就像一輛車的兩個輪子，一隻鳥的兩隻翅膀。如果
修行有偏頗就會墮入邪見而傾倒。所以經典上說，只偏頗的修禪定福德，
不學習智慧，這叫做愚癡。偏頗的學習智慧，不修習禪定福德，這叫做狂
妄。狂妄與愚癡的過失雖然有一些些不同，但兩者皆落入邪見，會在六道
輪迴永不得出離是沒有差別的。如果不能做到止觀均等，那就背離了修行
的目的，沒有辦法圓滿完備，又怎能快速達到無上正等正覺智慧之果呢？



找齊團隊9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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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新知

任務執行者

具體定型者

貫徹完成者 溝通協調者 觀察評估者

資源鼓動者

團隊潤滑者

開創播種者

專家(各角色)



策略與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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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佳句

• 制定正確的戰略固然重要，但
更重要的是戰略的執行。
—聯想集團總裁兼CEO楊元慶

• 三流的點子加一流的執行力，
永遠比一流的點子加三流的執
行力更好。
—日本軟銀公司董事長孫正義

• 企業的執行力靠的就是紀律
—臺灣華建公司總裁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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