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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大綱
四攝法無所不在—莫三比克義診歸來

何謂四攝法？佛教的領導學？

在生活與工作中看見與應用四攝法

四攝法的內涵？標竿學習，作業練習

四攝法與領導力的修練

結語：四顆種子，開花成果









賴院長語重心長：「史懷哲曾
去非洲行醫，我們這次去的時
候遇到史懷哲的心靈導師，心
靈導師是誰？就是這些非常苦
難的、驚惶、舉足無措的災民，
很沉重的非洲！」











葉樹姍還是鼓舞著士氣：「所以這一大片福田我們要
非常努力、用愛接力、持續耕耘、播種，更重要的用
教育、提升醫療，徹徹底底的改善當地的生活。」



每一個成功的
活動背後都有著
四攝法的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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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緣相逢只是一個開始，
人人保持向前才是進步，
願意一起共事才是成功。

--亨利 福特

共知 共識 共行



有緣相逢只是一個開始，(布施+愛語)
人人保持向前才是進步，(利行+精進)
願意一起共事才是成功。(同事+團隊)

--亨利 福特

共知 共識 共行



以四攝成熟眾生

四攝（布施、愛語、利行、同事），是
四種攝受眾生的方法。在家或出家的，
無論是家庭、社會、國家，或在僧團中，
在信徒中，要集成群的關係，起著領導
作用，得到大眾的信任，肯接受教化，
見於實行，就決不能離開這四攝。

印順《成佛之道（增註本）》p.396 



管理(領導)就是:

修己 安人 成事 永續



20年前併購案失敗？
V.S.

近年來併購案成功？



修己的基本功夫

修己 安人 成事 永續

縮小自己+感恩、尊重、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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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攝法

Happy
Leadership



以四攝法領導…
菩薩居士，要下化眾生，這一定要學四攝法。攝是領
導攝受的意思。要影響別人的思想，使接受自己的意
見，必須有方法。不要看輕自己，以為不能起什麼作
用，學生可以領導同學，父母可以領導子女，店東可
以領導店員，老師可以領導學生，在農工商各方面有
成就的更不必說了，凡是與我們發生關係的，只要有
方法都可以攝受領導他們，以佛法來熏陶他們，教化
他們，救度他們，這方法就是現在要說的四攝法。

(印順導師，慈濟月刊1974年8月)



生活與工作
看見四攝法



布施，面目無瞋是布施

愛語，柔和善順的口氣

利行，不怕苦，不畏難

同事，愛己愛人好同事



念念都在四攝法中

停車/等待(利行/愛語)

開車/相讓(利行)



又另外一位志工（阿梅莉雅）被車撞到，
手受傷了，去敷一敷，用石膏將它包起
來。她說：「很懺悔、很懺悔，不好意
思，撞到我的那個人有平安嗎？你們能
夠替我去找。不是要找他來理論，是要
告訴他：『不好意思，我被你撞到，你
有怎麼樣嗎？』」是用翻轉善解。(愛語)



這種，這實在是無法去想像，他們聽法聽
得能夠身體力行，又能夠這麼殷切，真的
碰到了，他們還是一樣這樣。有人就告訴
她：「妳休息，妳手斷掉，妳休息。」
「我這隻手斷掉，這隻手請假，但我這隻
還能夠做，這隻手不用請假。」所以她也
要做。這就是法。(利行)



我說：「這種的法我就還不曾說到。」
但是在那裡青出於藍。總是法聽進去，
自己的身體遇到，她總是展現出獅子勇
猛的精神出來，很不簡單。要說他們的
故事，實在說不完。
2019/05/29晨語簡記
《法師功德品第十九》



只有享受不是福氣，
有能力為他人付出，
才是真正恆常的福。



菩薩不住相佈施

《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佈施。
所謂不住色佈施。不住聲香味觸法佈
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佈施。不住
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佈施。
其福德不可思量。》～金剛經。



菩薩不住相佈施

《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佈施。
所謂不住色佈施。不住聲香味觸法佈
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佈施。不住
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佈施。
其福德不可思量。》～金剛經。

付出無所求，還要說感恩



靜思語—愛語
口說好話，心想好意，身行好事。

理直氣和，得理要饒人。

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

口說一句好話，如口出蓮花；口說一句壞話，如口出毒蛇。

一句不恰當的話，就會使人產生排斥的心。

說話講得恰到好處，多一句少一句都不行。

一句溫暖的話，就像往別人身上灑香水，自己也會沾上兩三滴。

口能造業，亦能弘法；要善用舌根良能，廣傳善法！



靜思語—同事
太陽光大，父母恩大，君子量大。

愛不是要求對方，而是要由自身的付出，無條件的奉
獻，做到事事圓滿。

有智慧者，不見人過，但見己非。

小事不做，大事難成。

智慧當向恭敬中求，當向謙卑中求，當向無私中求。

君子如水，隨方就圓，無處不自在。

人都以為「我」很大，其實他的人往往最狹窄。



新加坡慈濟菩薩回來董事會報告，那種悲心喜捨，尤其
是要顧全靜思法脈，也要守護慈濟宗門，那種的信、願、
行。他們誠正開道立典範，那種很誠、很正，就是要守
護這個法脈宗門。這一群人，雖然名稱上有董事，董事
長，或者是執行長，但是慈善大家平齊去做。董事也要
投入去訪視，負責輔導個案；執行長同樣也要負責，負
責去輔導，去投入認養個案。一個人認養四個家庭，所
有的慈濟委員、慈誠、董事、執行長，大家通通都投入
做相同的事情，讓我很感動。2019/05/30晨語簡記

新加坡—同事



四攝法-證嚴上人開示

「四攝法」——布施、愛語、利行、
同事，是菩薩度眾不能缺少的方法。

「布施」：除了有形的「財施」，還
要以「法施」和「無畏施」，播下善
種，引法水滋潤受助者心田，讓人堅
定無畏，安穩前行。



四攝法-證嚴上人開示
「愛語」：要運用「軟實力」，從說話開
始，隨順對方根機，用善而柔的語言去安
慰、勉勵、教育；彼此好話相對，就能
「愛語相受」。

「利行」：要愛惜自己的身行，所走的每
一步、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利人間。
利行更需「力行」，要為人間立典範，做
「不言之教」。



四攝法-證嚴上人開示
「同事」：行入人群，要提起慈悲智
慧，循循善誘、相互關懷，接引大眾
同做好事，同霑法益。

法要入心、歡喜受用，才能在人群中
觀機逗教，廣結善緣，使人敬而愛之；
期待人人照顧好身、口、意，讓人感
動相隨，號召浩蕩長的菩薩隊伍，共
同成就人間好事。



四攝法
四種有效影響他人的方法

布施、愛語、利行、同事

攝是攝受，以某種行為讓人「接收到，受影響」，
內心起變化的過程。

領導力就是影響力，所以說，四攝法就是佛家的領
導學。最好的團隊就是人人都是領導人，人人都是
被領導人，所以，人人都要學習四攝法。

不只是學習，還要熟練，還要養成習慣，就是上人
常常叮嚀的法入心，法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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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四攝法可
以讓人願意
按下心中的

快門

我們的行為
(言行舉止)



布施，愛語的力量

證嚴上人最近開示又提到57年前，
1962年他與修道法師來到東淨寺，
因為下雨，全身濕淋淋，一位名
叫楊姑的老菩薩很熱情的招待，
拿著乾毛巾給他們擦擦頭臉，也
跟她們閒聊，她的熱情與溫暖的
話語，到現在還記得。

花蓮靜思堂銅門以十六幅
浮雕，敘述證嚴上人出家
求道、創立慈濟的經過。
圖：初到花蓮。 1960 年，
上人掛單花蓮東淨寺。



「如果當年沒有楊姑老菩薩的
熱心，也許就沒有今日的慈濟
世界了。所以起心動念、開口
動舌都要小心，時時提醒自己
要互護道心，廣結善緣！」



四種影響他人的做法(四攝法)

布施

•財施

•法施

•無畏施

愛語

•慰喻語

•慶悅語

•勝益語

利行

•利眾生

•利成事

•利績效

同事

•人同

•法同

•道同





布施
財施，給人物質、財貨，對
方若需要財就財施

法施，給人方法、觀念，對
方若需要法就法施

無畏施，給人安心，不害怕，
對方若需要無畏就無畏施



端午節送粽子？



中秋節送月餅(鳳梨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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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碗熱的玉米湯
是我這輩子吃過
最好喝的湯

紐約長島的災民



莫
三
比
克
發
放
的
物
資



南、北，能夠來到中部，做救災的
工作，這是我很感恩的，剛剛還聽
到，很多人兩三天沒睡了，我很擔
心。我會趕快來中部，當然一來，
也要去多體會、多瞭解，災區到底
現在真正需要的是什麼，但是另外
一項，就是要關心大家，你們可知
道，你們大家的安危是師父的生命，
所以我，雖然你們的付出，我很感
恩，卻是讓我很擔心。(19990924)

證嚴上人921講話-19990923(0043).mp4


研華工業電腦
用讀書會
拓展客戶

自從辦了讀書會
訂單就接不完



德蕾莎修女說「愛，是在
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
責任。」
Mother Teresa said:
"Love is in the needs of 
others to see their own 
responsibility."



了解對方需求
付出關懷行動
感恩尊重態度
勇於承擔責任

大愛布施的公式



1. 主動去關懷一個需要關懷的人
2. 去做一件讓他人高興的事情
3. 買些小禮物或書籍與人結好緣
4. 把今天學到的法喜分享出去

布施的作業





愛語
慰喻語，說好話，多說溫暖人、
支持人、感謝人、安慰人的話

慶悅語，依據對方的喜好與特性，
及當下時空的表現給予讚美

勝益語，說話要說到讓他感受到
你的真誠與善法，使人進步受益



愛語

當人擔心害怕時，慰喻語

當人幸福快樂時，慶悅語

當人煩惱無助時，勝益語



高中美術老師
愛語的啟發





稱讚對方的習慣
稱讚對方的體貼

稱讚對方值得尊敬的部份
稱讚對方令人意外的一面

稱讚對方的努力

多說愛語的公式



NG對話例子

經理: 你的現況如何？
部屬: 有點困難。
經理: 是喔，比如說哪裡困難？
下屬: 我本來是希望能在這個星期之內結束，但是
還有兩成左右沒有進展。
經理: 原來如此，不過你的責任就是要想辦法撐過
去啊，再加把勁吧！
下屬: 好……



經理: 你的現況如何？
部屬: 有點困難。
經理: 是喔，比如說哪裡困難？
下屬: 我本來是希望能在這個星期之內結束，但是還
有兩成左右沒有進展。
經理: 原來如此，不過你這麼拼命，我真的很敬佩，
而且剩下兩成不就代表你已經完成八成了嗎？
下屬: 謝謝，聽你這麼一說確實如此，我有自信，只
剩一點點了，我會再加油
經理: 萬事拜託了
下屬: 好

OK對話例子



讚美三原則

真誠

及時

具體



「謝謝你」+「讓我變得……」

理所當然的事，更要懂得感恩
(越親近的人越需要讚美)

對於熟人的讚美



「感謝你，食物很美味，讓我吃得很開心」

日本知名
紀錄片
人生果實
津端修一
夫婦



「吃了您的壽司，我更有動力了，謝謝你」



你一定做得到

適用於任何人的的讚美

祝福您…...



1. 今天回去，請選擇至少一位
熟人，表達你對於他的感恩。

2. 再找一位寫下他的10個優點
給他，以及一句祝福的話。

3. 用柔和善順的口氣對人說話。

愛語的作業





利行
利眾生，只要對眾生有利的，
我就去做，做就對了

利成事，只要能讓事情順利進
展的，我就去做

利績效，注意自己的身口意，
保持都對大家有利的言行與意念





921大地震的救災活動

提供物資、煮熱食、蓋學校，財布施
提供有效率的救災方法，法布施
過程中撫慰災民，家屬安心，無畏布施
過程中互相打氣，互相關懷，愛語施
五十三間的學校能夠順利完成，利行
大愛屋能夠順利的完成，利行
志工、包商、民眾、軍警政單位互動和諧，同事



921希望工程，一位慈誠隊員的心聲

他連續在災區2年多，偶爾才回台北的家
他自己說，那三年成了不回家的男人
他自己又說，幾乎變成中南部的原住民

他說，如果一個學校有一千人
提早一天完工，就造福一千位師生
他們這個團隊負責七間學校的工程

他是用拼了生命在做的態度來做事
這是真正的利行

是受到上人的感召，心中升起真正的使命感



八八風災杉林大愛屋
一位外包廠商老闆的心聲

大愛屋啟用的前一天，最後的水電工程配線還在
進行，有位有經驗的師兄看到就前往關心，詢問
進度如何？老闆當場就說了一句話

家中長輩說出的話，不能讓他漏氣
他們不眠不休地工作，果然順利圓滿完工



讓利，
讓你無往不利

永康國際商圈會長
李慶隆



王副總—利行
再大的委屈與挫折默默的獨自吞下，因為累生累世

前起的那一念，所以心甘又情願，所以無怨無悔，

前腳走後脚放。歴史會給我們公平的答案。

因為喜捨，所以無憂無求。《淨化人心丶利濟蒼生

的事》，縱使前方刀山劍林，雖千萬人吾往矣，

《聞聲救苦》不是名詞，是動詞，是本能也是本分。

無畏丶無懼丶無悔、無憾《對的事做就對了》！



雲端科技系統—利行

50000人/10天

緬甸



無畏，《雖千萬人吾往矣》

無懼，《對的事做就對了》

無悔，《前腳走，後脚放》

無憾，《甘願做，歡喜受》

念念利行的公式



一生懸命，《用拼了生命在做的態度來做事》

使命必達，《長輩說出的話，不能讓他漏氣》

顧全大局，《讓利，讓你無往不利》

承擔放下，《承擔責任，放下包袱》

善用科技，《簡化流程，善用科技》

念念利行的公式



1. 宣布一件讓事情順利進行的事
例如簡化流程或制訂新的SOP

2. 表揚人品典範讓大家學習效法
3. 下定決心，讓拖延已久或卡住

很久的事情，動起來，完成。

利行的作業





同事
人同，心行平等，打從心底相
信眾生平等，大家都是一家人

法同，表現出平等態度、做法，
有同理心，調和見解，同霑法益

道同，一起做好事，有福同享，
共創雙贏，共行菩薩道



CEO演講
開場稱呼
各位員工



CEO演講
開場稱呼
各位員工

缺乏同事度，沒有同理心，不得民心，士氣低落



葛斯納
做到
四攝法
領導IBM
轉型成功



Wal-Mart 創辦人山姆威頓( Sam Walton) 的十大領導哲學

對人的愛
聆聽公司每個人的話，讓
他們暢所欲言

和同仁分享利潤，視同仁
為伙伴，同仁也會以你為
伙伴

激勵你的伙伴

凡事多與伙伴溝通，他們
知道愈多，就愈能理解，
也就愈關心

感激同仁對公司的貢獻

管理的智
全心經營，比別人更盡
心盡力

超越顧客的期望，顧客
就會一再光臨

控制成本低於競爭對手

成功要大肆慶祝，失敗
則不必喪志

逆流而上，走不同的路，
放棄傳統觀念



Wal-Mart 創辦人山姆威頓( Sam Walton) 的十大領導哲學

對人的愛

聆聽公司每個人的話，讓他們暢所欲言(布施) (同事)

和同仁分享利潤，視同仁為伙伴，同仁也會以你為
伙伴(同事)

激勵你的伙伴(愛語)

凡事多與伙伴溝通，他們知道愈多，就愈能理解，
也就愈關心(利行) (同事)

感激同仁對公司的貢獻(愛語)



Wal-Mart 創辦人山姆威頓( Sam Walton) 的十大領導哲學

管理的智

全心經營，比別人更盡心盡力(利行)

超越顧客的期望，顧客就會一再光臨(布施)

控制成本低於競爭對手(利行)

成功要大肆慶祝，失敗則不必喪志(布施)

逆流而上，走不同的路，放棄傳統觀念(利行)



人醫會陳奎村醫師在校時得到恩師的教訓

至誠一貫

做醫師前要先學做人

常作笑容而常用向前樂觀
的心情和誠心誠意貢献你
的患者和你的朋友

以這樣的人生觀自我領導，完全符合四攝法
的精神，讓他一生三次大難不死，逢凶化吉



至誠一貫，心行平等

做人謙虛，除卻我慢

尊重人人，不輕未學

有同理心，共享成果

平等同事的公式



1. 用平等心邀請同仁一起做一
件事一起吃飯，一起運動，
參加讀書會，一起做環保……

2. 願意傾聽他的意見，尊重他
3. 分享利潤給同仁，共享成果

同事的作業



四攝法與領導力的修練



證嚴上人的修練

在靜謐當中，我們聽到外面
雨聲滴滴，我就是將這一念
心，一直感覺到有很多人受
到災難，對於無家可歸的人，
像這樣的雨聲，不知他的身、
心，有多麼的不能安定！



證嚴上人的修練
在靜謐當中，我們聽到外面
雨聲滴滴，我就是將這一念
心，一直感覺到有很多人受
到災難，對於無家可歸的人，
像這樣的雨聲，不知他的身、
心，有多麼的不能安定！

對眾生的大悲心

對自己的慚愧心



阿耆達王
的故事



阿耆達王
的故事

聞法



烏丁屯與烏善丁帶動緬甸一把米善效應



緬甸一把米 輾轉相傳

「是諸人等，聞已隨喜，復行轉教，餘人聞已，

亦隨喜轉教，如是展轉、至第五十。」



瑞那滾村與鄰近13個村莊

累積728公斤白米

拍
攝
：
郭
寶
鈺



粒米成籮
每人一把米 累積成一座小米山

拍
攝
：
郭
寶
鈺



走過無常的災變
開啟了一大事因緣
藍天白雲的身影
湧進了遙遠的南天

一把智慧的稻種
撒向了奇妙的稻田
心懷感恩的農民
綻放著豐收的笑臉

啊…一把米 一個願
兩分助人結善緣
米撲滿 種福田
積少成多 愛心在漫延

一把米 一個願
兩分助人結善緣
米撲滿 存愛心
一生無量大愛滿人間

一把米傳奇 詞曲：羅恒源(本吾)



每一次的布
施行善都是
在布善種子

不一定顆顆
發芽

總是把握
因緣



結語—四顆種子

修己 安人 成事 永續

布施 愛語 利行 同事



結語—四顆種子，開花結果

布施大愛，一生無量
愛語常說，柔和善順
利行用心，諸事吉祥
同事同學，同道同行



證嚴上人完整開示
請看大愛電視台或

奈普敦論壇及奈普敦智慧平台
指教電郵：jack01823@gmail.com

http://neptuner.666forum.com/t15164-topic
https://www.neptune-it.com/learn-buddha-966211/20180313
mailto:jack01823@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