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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年輕世代，在颱風來臨的時候，特別喜歡吃泡麵。一位年輕朋友
專程跑到大賣場買了兩大包維力炸醬麵，颱風天吃了一包以後，大喊「這不是
維力炸醬麵，這不是維力炸醬麵！」並把這個強烈的感受告訴他的好朋友。

我知道這位朋友在說什麼，因為我愛吃的梁王牌辣豆瓣也發生相同的情
況。今年初，去岡山的時候，有人送了兩罐，回家只吃了一口，立即覺察味道
變了？看看配方成分，發現更動過了，很失望。

這兩則報導其實是有相關的，因為梁王牌的創辦人梁顯義先生是臺灣的
炸醬調味包的頂尖達人，維力炸醬麵就是他的傑作。他也用了一二十種的配方
調出好吃的辣豆瓣，我深受感動之餘，曾經寫成一個訓練規劃的個案，意思是
教育訓練也要能融合多元的教學方法，讓人吃了還想再吃，所以印象深刻。

現在不約而同的都被改掉了，簡單的說就是為了降低成本，新的配方為了
製作快速，省成本，但是那迷人的味道，令人吃了還想再吃的味道就不見了。
部份的顧客會流失，不再購買，這可能是廠商沒有想到的。

品牌來自於品質，品質來自於堅持，沒有堅持就沒有品質。不管你現在是
一家小企業還是大企業，對於品質都應該要有所堅持，才能永續發展。

2019.09.072

堅持—品質 領導實戰



最近是中秋節，又到了送禮的季節，這幾天已經陸

續收到一些禮盒，到目前為止，收到讓我最驚豔的一個

禮盒是「維摩舍」的禮盒。(請參閱下兩頁說明)

驚豔一，無蛋、無奶、無添加，健康好油、天然純

素，非常稀有。驚豔二，能夠吃到原味，這是我第一次

吃到鳳梨酥酥皮的原味，如此的美味。驚豔三，原來這

是一家道場的出品，是由吃素的在家居士王培仁監製。

驚豔四，每天限量生產，不追求商業量產與利益。驚豔

五，所得全數捐出給需要的人，無私地付出與利他。

簡單地講，這是非常有理念的機構的產品，我個人

非常的讚歎。一開始上網去查的時候，並沒有發覺他有

在促銷這些產品，只找到道場。後來在FB 的一則 po 文

裡面看到，並沒有掛在商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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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吃素 修行實踐

這是我一個吃素朋友送的，她是企業老闆娘，

她願意將好的產品送給好朋友及廠商，全部都來

吃素，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功德。

因為，同時有另外一個老闆娘，看到她送給

客戶葷食的禮盒。同樣的兩位都是老闆娘，我們

除了要堅持自己吃素，最好能夠利用與眾生的好

因緣來勸人家吃素，推廣有理念的好產品，這樣

也是一種說法與傳法。



陪伴你，陪伴月娘

純天然無添加

無蛋無奶，健康好油

不斷火，手工炒製數小時的內餡

想給你滿滿的情意

手炒鳳梨蘋果酥 (6入)

搭配任一款大吉嶺莊園茶葉

大吉嶺莊園紅茶-微光 (50g/包) 或

大吉嶺莊園白茶-月出 (50g/包)

每日限量製作，共130盒

尼泊爾沙彌畫作包裝

所得悉數供養尼泊爾菩薩沙彌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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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你，陪伴月娘 趨勢觀察

寫這篇當然不是為了廣告，是為
了推廣理念。這麼多年以來，今年總
算有人送我無蛋無奶的禮盒，讓我很
感動。因為常常會收到一些奶蛋素的
產品，有感受到對方的用心。

另外也被這一家維摩舍的精神所
感動，開始吃一口鳳梨蘋果酥的時候，
這輩子才知道什麼是真正鳳梨酥該有
的味道，就是這樣的簡單美味，真的
有被感動到。

寫文章的時候才將白茶拿出來喝，
沒有看到花卻喝到花香，茶葉在茶湯
的樣子，讓我聯想到中國名茶劍毫。
白茶茶味微苦而不澀，看起來平淡，
喝起來有味，一種君子之交淡如水，
但是會讓你歡喜與懷念的味道。



《善食事》- 回到最簡單的滿足

作者王培仁老師在師大美術系畢業後，

擔任老師多年，

退休之前，就樂衷於嘗試各式新菜予人分享，

退休之後，索幸拿起鍋鏟爲更多遠道而來的陌生朋友端上一桌好料。

王老師自小天生嗅覺味覺敏銳，

吃過一次的菜，總能靠記憶回家拼湊出完整菜譜及調味幾何，

也因為過人的敏銳，而能嗅到許多人駑鈍不察的魚肉臭腐。

於是，老師棄葷從素，在自然天地間養成的果蔬找到更多自在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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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食事》-回到最簡單的滿足 趨勢觀察

維摩舍，陪你推開一扇門

以入世的態度弘揚禪法，
善美生活、樸直生命為宗旨，
深耕生活的質量，
與菩薩寺的「禪、茶、齋、飲、
藝」結合，
有機地從這塊土地長出各種形式
的美好，
成為你安心的所在。



農曆正月初一日 彌勒菩薩生日

農曆正月初六日 定光佛生日

農曆正月初八日 釋迦牟尼佛出家日

農曆二月十五日 釋迦牟尼佛涅槃日

農曆二月十九日 觀世音菩薩生日

農曆二月二十一日普賢菩薩生日

農曆三月十六日 準提菩薩生日

農曆三月二十五日多寶佛生日

農曆四月初四日 文殊菩薩生日

農曆四月初八日 釋迦牟尼佛生日

農曆四月二十八日藥王菩薩生日

農曆五月十三日 伽藍菩薩生日

農曆六月初三日 韋馱菩薩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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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菩薩生日 精進札記

農曆六月十九日 觀世音菩薩成道日

農曆七月十三日 大勢至菩薩生日

農曆七月十五日 諸佛歡喜日

農曆七月廿四日 龍樹菩薩生日

農曆七月三十日 地藏菩薩生日

農曆八月十五日 月光菩薩生日

農曆八月二十二日燃燈古佛生日

農曆九月十九日 觀世音菩薩出家日

農曆九月三十日 藥師琉璃光佛生日

農曆十一月十七日阿彌陀佛生日

農曆十一月十九日日光菩薩生日

農曆十二月初八日釋迦牟尼成道日

農曆十二月二十九日華嚴菩薩生日

本週讀書會之前有人來問我，
月光菩薩的生日是不是八月十五？
我回答說，我也不清楚，應該是
吧！心想八月十五月正圓，象徵
月光菩薩的德行圓滿，應該是很
貼切的聯想。事後上網搜尋時，
得到左邊這張佛菩薩的生日表。
月光菩薩的生日也有另外的版本，
但我覺得這都不是重點。菩薩的
生日你不記得沒關係，但是菩薩
出世的精神，他的理念，他的願
力，他的法，我們要記得。要將
這些法生生世世傳下去，這才是
諸佛菩薩出世最重要的目的。

月光菩薩，月光遍照之意，
表示靜定，映現明澈清輝，容攝
大千芸芸眾生，使免於受貪、嗔、
癡、三毒逼惱。



農曆十一月十九日，是日光菩薩的聖誕。日光菩薩的名號，
是取自「日放千光，遍照天下，普破冥暗」的意思。日光菩薩
持其慈悲本願，普施三昧，以照法界俗塵，摧破生死之闇冥，
猶如日光之遍照世間，故取此名，又作日光遍照、日曜等。

日光菩薩是藥師佛的左脅侍，與右脅侍月光菩薩在東方淨
琉璃國土中，並為藥師佛國中無量菩薩眾的上首菩薩。二者共
同輔弼東方淨土藥師如來弘揚正法，一左一右，普渡有情，位
補佛處，尊貴有如釋迦佛側的文殊菩薩、普賢菩薩。

「日光遍照」在佛法上表智慧，放射無量光明，普透一切
宇宙生命，使自昏昧迷蒙中醒覺。「月光遍照」在佛法上表靜
定，映現明澈清輝，容攝大千芸芸眾生，使免於受貪、嗔、癡
三毒逼惱。

相傳藥師如來與日光、月光菩薩本為父子，久遠劫前曾於
電光如來法運中勤修梵行，受電光如來咐囑分別改名為醫王與
日照、月照，發無上菩提大願，誓救六道一切有情出輪迴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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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菩薩生日 精進札記

寫了月光菩薩，想想也要寫寫
日光菩薩才能平衡報導。月光與
日光兩位菩薩是藥師佛兩位護法
菩薩，於是就找了左邊的資料提
供大家參考。

在中秋佳節的前夕，我們在
賞月之餘要學習月光菩薩的精神，
白天呢，要學習日光菩薩的精神。
這樣白天與夜晚都在佛法中，就
是最吉祥的。過節的時候不要只
記得中秋烤肉，吃月餅，要想想
月光菩薩與日光菩薩，就能照亮
自己的心地風光。



管理是修己、安人、成事的過程，來看兩個真實案例，互相對照。有兩位企業家，

經過 30 年的奮鬥，A企業不論併購或者是擴充展店越來越來越順利，漸入佳境，企業

的獲利維持穩定。B企業雖然曾經風光一時，快速展店，多角化經營，最近十多年來，

經常轉投資失利，獲利也一路下滑，損失慘重。

深入瞭解這兩家經營管理的差異，赫然發現B企業是一位霸氣的主管，全靠他一人

指揮作戰，快速衝鋒前進。眼光對的時候，運氣好的時候就賺大錢，但是錯的時候就

會賠錢。更重要的是部屬做錯了會被他臭駡一頓，甚至會被換掉。做好了，老闆還是

有很多意見要繼續創新或改善。這樣的企業缺乏人心的安定，有誰會願意為這樣的老

闆賣命呢？加上後來財務狀況不佳，財務部門也有很多的想法，延長協力廠商的付款

日期，堅持自己的意見，不願意配合銷售部門的想法策略。表面上控制了財務風險，

卻陷入了虧更多錢的經營風險而不自知。經過 5 到 10 年的驗證，終歸以虧錢收場。

不論是大老闆或財務部門最大的問題就是固執己見，不懂得尊重別人，這是報章

雜誌所寫的。很久以前也曾經在現場看過他對於所聘請的老師不懂尊師重道，這樣的

人需要好好學習A企業的領導人，那就是從修己與安人開始，改變自己才能改變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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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安人成事-1 領導實戰



反觀A企業的領導人，他在剛擔任高階主管的時候，曾經自以為是的做了一些

動作，跟併購公司的高階主管起了很大的衝突。這一課讓他繳了很多學費，也確實

從中深刻的反省。從此以後，他學會尊重每一個人，不再輕易裁員或調動，除非是

違反公司的價值觀。

他更學會了要成事先要安人的道理，白天忙碌的工作之後，晚上會與這些主管

喝酒聊天，主要是傾聽他們的心聲，也會力行走動式管理，不斷的去巡店，去瞭解

現場的問題，認識第一線的主管。他花了20 年的時間勤耕基層，要變革的時候，

也會努力去尊重傾聽再說服溝通，讓大家安心，而不是一味的霸氣蠻幹。過程當中

雖然有很多的雜音，但都能夠獲得最後的成功。

A公司的領導人是典型修己、安人、成事最佳的寫照。今天同時看到一個真實

的成功案例與失敗案例，特別寫下來印證，並作為前車之鑒與他山之石。想要成大

功、立大業的人，不要忽略了從修己開始，再學會尊重與感恩，包容與善解，做好

安人的功課。能夠做到，修養夠了，成事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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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安人成事-2 領導實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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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能量矩陣圖 管理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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