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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目標
理解四攝法，複習四攝法，深入四攝法

善用四攝法，領導團隊合，提升領導力



課程大綱
四攝法無所不在—莫三比克義診歸來

慈濟人為何總是前仆後繼？慈濟是怎麼動員的？

做訪視的五個層次，您在那一個層次？

何謂四攝法？四攝法的自我檢核與改善

四攝法與領導力，驅動領導，情境領導

四攝法的修練？標竿學習，愛語施的練習

領導實務，化解衝突，個案研討

訪視實務，四大理念，做好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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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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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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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也是馬普托來的，腳受傷了，她
（雪拉），腳已經腫又爛，一直拖著這
雙腳，不怕痛，繼續做，繼續走；不能
穿鞋子，她又繼續走、繼續做。一直到
我們人醫會醫生到達，前面的醫生到達，
這樣為她敷、為她治療，邊治療邊做工
作。聽說，大家要回來的時候，她可以
穿鞋子了。
2019/05/29晨語簡記《法師功德品第十九》



天下只要有災難，
慈濟人為何總是前
仆後繼，走在最前，
做到最後。慈濟是
怎麼動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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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享受不是福氣，
有能力為他人付出，
才是真正恆常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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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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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生活中，開口動舌無不是業，上人
教眾要用心聽好話、立好心。「三寸舌根
有兩用；說好話是『法』，道壞話即『是
非』。好話如蓮花，讓聞者心生歡喜；壞
話如病毒，無形卻有強大的致病力，能使

人不安甚至生病。」
上人表示，口能造業，亦能弘法；要善

用舌根良能，廣傳善法！
(恭錄自-「慈濟月刋」492期-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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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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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堅定的宏願「遍十方世界」

學佛必須發大道心，要有

四弘誓願

四無量心

四攝法



上人開示四攝法(奈普敦論壇以標題搜尋)

20141111《靜思妙蓮華》四攝入眾隨順法度(第433)（法華經•方便品第二）

20190328《靜思妙蓮華》菩薩四攝饒益眾生 (第1575集) （法華經·分別功德品第十七）

人間菩提--20110322以四攝法隨緣度

人間菩提--20120210以四攝法度群生

人間菩提—20120705菩薩力行四攝法

人間菩提—20180408轉逆為順四攝法

人間菩提—20180728行四攝法度眾生

人間菩提—20180811力行四攝承教法

人間菩提—20180428廣修四攝益社稷

人間菩提—20150308同舟共濟行四攝

人間菩提—20140915惜資源‧行四攝

人間菩提—20120317四攝善法利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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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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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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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賴 獨立 互賴

成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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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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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行為

對方的
認知
眼睛
時間
生理

對方的
心田意識
感受影響
記憶儲存

攝影學的
曝光原理

四攝法的
影響原理



我們的行為

對方的
認知
眼睛
時間
生理

對方的
心田意識
感受影響
記憶儲存

攝影學的
曝光原理

四攝法的
影響原理

用四攝法可
以讓人願意
按下心中的

快門



布施，愛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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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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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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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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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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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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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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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中小畢業典禮上人愛語開示(06:03)



慈中小畢業典禮上人愛語開示(06:03)

你印象最深的一句話

你的學習與應用

上人說了那幾種愛語

有沒有符合四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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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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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種影響他人的做法(四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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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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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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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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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從身旁
的人做起



四攝法檢核表



四攝法—布施
我有定時定額奉獻自己的時間與金錢的習慣

我有將東西或物資送人，與人分享的習慣

我會自掏腰包請客，會買些小禮物與人結好緣

我會將好的、有用的話語或文章傳播出去

當同仁/法親不知道如何做時，我會主動教導他正確的方法

當別人急於完成一件事，詢問並尋求支援時我會指引他

當別人陷入困境，不知所措，胡思亂想時我會開導他

當我看到路上有障礙或危害時，我會將障礙物排除

當我發現廁所髒了或地上有紙屑，我會加以清除

當有人無助、害怕、不安、生病時，我會主動關心他



四攝法—愛語
我經常對伙伴表達出感恩，說感謝的話

我經常對朋友說加油打氣的話，讓他們更有動力

我經常給人微笑，用慈愛的眼神給人歡喜

我會以真誠的態度與人打招呼，關懷他人近況

我會多說給人希望、給人信心、給人力量的話

我會對長輩定期問安，給他們關心與尊重

我會勸人為善，勸人持戒，勸人多聽聞正法

當周遭的人有表現時，我會即時給予具體的讚美

當有人傷心難過時，我會說安慰人的話，膚慰他

當別人喜慶節日時，我會多說祝福的話，愛護他



四攝法—利行
只要對眾生有利的，我就去做，做就對了

只要能讓事情順利進展的，我會補位、調整與促成

縱使損己利人，只要能感化眾生走正道，做就對了

我會注意身口意，保持對大家有利的言行與意念

我會以給人方便就是給自己方便的信念行事

我可以做到該承擔時承擔，放下時放下，讓事情順利

我對於他人的要求，能合實情，使他得利益與成長

我對於利益眾生的事，難行能行，努力用智慧去實踐

我能夠化解本位主義，以大公無私態度做事

我時時與人結好人緣，相互幫助，讓社會更祥和



四攝法—同事
我會在稱呼言語上注意自己的用詞，避免自大與傲慢

我會以同理心待人，站在對方來設想

我會以身作則，與他做同樣的事，感動他

我會用一切平等的態度對待萬物，走入人群

我可以有福同享，共創雙贏，大家都是一家人

我可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我可以跟人成為好友，契機契緣下影響他做好事

我可以做到與人互相尊重，建立相互信賴的關係

我可以做到彼此體諒，感恩包容，相互支援

我可以做到無私無我，沒有強弱利害，一切無礙



統計與自我反省與自我改善
那一項最低分，要思考原因

提出如何改善的行動計劃

過一陣子再來自我檢核一遍

一樣思考自我的改善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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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驅動型的領導人有五大責任
第一、堅定自己的信念。

第二、創造自由平等的文化，讓人人敢講真話。

第三、確保組織內的人創新的渴望，創造大家渴望歸屬
的團隊。

第四、具備組織創新能力，包括創造點子、精煉點子、
整合資訊、正確判斷。

第五、創造感恩、尊重、愛的環境。

驅動領導 Leading from Behind



驅動型的領導人有五大責任
第一、堅定自己的信念。(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第二、創造自由平等的文化，讓人人敢講真話。(同事)

第三、確保組織內的人創新的渴望，創造大家渴望歸屬
的團隊。(布施)

第四、具備組織創新能力，包括創造點子、精煉點子、
整合資訊、正確判斷。(利行)

第五、創造感恩、尊重、愛的環境。(愛語)

驅動領導 Leading from Behind



主管的兩大能力(情境領導)

指導行為
◦結構(5W2H)

◦監督(定期監督)

◦控制(控制品質)

◦教導(教導能力)

支持行為
◦傾聽(傾聽心聲)

◦讚美(讚美表現)

◦促動(促動活力)

◦說明(說明理由)

指導行為是理性，支持行為是感性

感性與理性即是慈悲與智慧，也是全腦的表現，
這兩種主要能力，二者不可偏廢。

這兩種行為就包含四攝法在其中

法施
利行
同事

無畏施
愛語
同事



依照部屬發展階段
採取適當領導模式

新手型能力低 意願高

指導型 高指導 低支持

挫折型能力低 意願低

教練型 高指導 高支持

不滿型能力高 意願低

支持型 低指導 高支持

高手型能力高 意願高

授權型 低指導 低支持

記得根據路況換檔，
才能體會駕駛樂趣

根據任務而定
不是根據人

情境領導
Situational Leadership



四攝法的修練
標竿學習

布施，陳美玉—我的幸福修練

慈濟組隊長的十大領導哲學(參考)

愛語，學習說好話，適時稱讚他人

愛語施的練習

回家作業：寫下一個人的二十個優點

回家作業:影片欣賞—母親節傳遞愛

同事，【證嚴法師說故事】20181014-愛的小花

利行，欲做諸佛龍象，先做眾生馬牛



陳美玉—我的幸福修練(03:19)

20180106-【證嚴法師菩提心要-幾何人生】



陳美玉—我的幸福修練
20180106-【證嚴法師菩提心要-幾何人生】

理解因緣果報觀

翻轉人生，寫劇本

布施，乞丐發大願

刷洗馬桶如刷洗自己的心

好好照顧好自己的心

覺悟之後，不再悲觀

打掃掃出人生轉捩點

靠勞力打掃布施，何樂不為

聞道，聞法，精進

知道真理，人生是圓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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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組隊長的十大領導哲學(參考)
對人的愛
聆聽組隊每個人的話，讓
他們暢所欲言

和同仁分享法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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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同仁對組織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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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菩薩的路，
放棄小我思想



讚美三原則

真誠

及時

具體



練習一：寫下一朵花的二十個優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個學生的答案
潔白、晶瑩、淡定、分明、靜謐

自在、優雅、融合、清香、自然

配合、動物的家、人類好友、滋養大地、果實

種子、生生不息、循環、詩歌、藥石



一個學生的答案
潔白、晶瑩、淡定、分明、靜謐

自在、優雅、融合、清香、自然

配合、動物的家、人類好友、滋養大地、果實

種子、生生不息、循環、詩歌、藥石
課後同學好奇，怎麼想出這麼多的優點?
當時書寫到約10個優點時，一時想不到要再寫什麼，腦海中閃過
上人曾經開示蓮花的比喻，生在汙泥出於水，雖是汙泥函養分，
長成蓮蓬含蓮子，融入池中歸自然…，以此勉勵弟子要入人群…，
於是就湧現出蓮花的其他優點……



練習一：寫下一朵花的二十個優點
美麗、潔白、白中帶粉、紋路美麗、顏色吸引人、遠看近看都好看

高雅、清香、有氣質的花

出污泥不染、旁邊的葉子枯了仍然不失其風範

象徵人品高超，妙法的象徵

給人很想親近的感覺，讓來看到的人都很清淨

是攝影的好體材

可以用來插花，可以用來供佛，可以種在庭園

可以給人生起歡喜心

蓮子可食用，蓮藕也可食用



回家作業：寫下一個人的二十個優點

對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家作業: 傳遞愛的訊息

請選一張卡片或
是一張簡單的信紙
或立貼

寫一句祝福、讚
美、感恩、支持話
給你組隊中的一位
師兄姊

敬愛的某某師姊(師兄):

AAAA

BBBBB

CCCC

某某感恩合十
20190604



四攝法—現代通用版
布施vs臉要笑（笑臉迎人，布施無憂）

愛語vs嘴要甜（口說好話，廣結善緣）

利行vs手腳快（把握時間，服務利他）

同事vs腰要軟（放下身段，同事度化）



欲做諸佛龍象，先做眾生馬牛
無相禪師回答：「如果以一棵樹作為比喻，
眾生是樹根，菩薩像是樹的花，佛則是樹的
果。想要這棵樹長大、開花、結果，就得先
灌溉它，所以救度眾生是修學佛法的根本。」

禪師又說：「《華嚴經》裡有一句偈言：
『欲做諸佛龍象，先做眾生馬牛』。你如果
想成為佛門龍象，就要先付出；致力為眾生
服務，才能福慧雙具。」



四攝法是原動力也是免疫力

上人也說，我們每個人一定要有原動力，還
要有免疫力，原動力就是說你常常薰法，才
有做慈濟的那分熱情，免疫力就是你在慈濟
路上，永遠不會受傷。我覺得這兩個力量，
對我來講也是一個警惕，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一定要緊緊跟著上人。(潘廖葉，師徒之間)



培訓目標
理解四攝法，複習四攝法，深入四攝法

善用四攝法，領導團隊合，提升領導力

修四攝四修，行六波羅蜜，登十地菩薩

若行菩薩道不僅四攝，還有六度萬行，
不過四攝法是他的前方便。
慈濟月刊1975年2月



結語
慈緣安心法布施

悲願治病傳愛語

喜見承擔勤利行

捨命無諍真同事

四弘誓願四無量

滴水融入功德海

四攝入心結好緣

菩薩精進在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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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普敦智慧平台Line@加入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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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