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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心靈環保

心靈環保是

全球性的運動 

多年來，法鼓山一直在推動心靈環保，除了

在國內提倡之外，我也在關係著整體人類未來

的全球性會議，包括千禧年聯合國世界宗教暨精

神領袖高峰會、世界經濟論壇，以及二○○二

年在曼谷召開的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中，提出

心靈環保的理念。心靈環保的內容指出了什麼

是人的正確的價值觀念，也就是人生的責任是

盡職盡分，人的功能是從奉獻中成長，人的意

義是隨時消融自我而經常喜悅自在，人的生命

是融入於無限的時空而又超越於無限的時空。

如果這些我們都清楚了，就不會茫然無序，就

不會空虛無聊。

從生命的存在來看，每一個生命都具有「將

來性」，雖然這個將來性的發展因人而異，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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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其價值。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都相信生

命有永恆的未來，稱為終極的關懷。即使沒有

宗教信仰的人，也應該體認每一個人的存在，

是與國家、民族、整體人類，甚至與全宇宙的

存在，密切相關的。

我們的肉身雖然只有短短幾十年的壽命，卻

都與歷史的生命和社會的生命結合在一起，永

遠不會、也不可能脫離宇宙時空的整體生命。

因此，每一個生命都是非常偉大的。

不管有沒有宗教信仰，如果具備這樣的想

法，就不會有生存的恐懼感；人與人之間的相

處，也不會有疏離感，當然也不會有這麼多的

衝突、對立。我們只要能夠開闊心胸，隨時隨

地就有一種平安的感覺，對於人格的穩定及成

長，也會有所幫助。

不過，如此偉大的生命是一般人難以體會

的，那需要先從觀念的建立、方法的練習，漸

漸地才能有所體驗。因此，我們提倡在生活

中，盡量練習運用禪修的觀念及禪修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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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們的心念，盡可能不受外在環境的影響、

誘惑、刺激而產生困擾。

基礎的禪修觀念，是讓我們知道，人人都有

機會開悟成佛，只要消融了自我中心的執著，

立即就是禪悅和法喜。禪修方法就是體驗呼

吸，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呼吸的體驗上，頭腦

裡就不會有複雜的情緒；或者情緒依然複雜，

但經由體驗呼吸，可以讓情緒漸漸穩定下來。

這是可以隨時隨地練習的一種方法。此外，具

有宗教信仰的人，不管是道教、基督教、回教

或其他宗教，透過冥想、持誦、禮拜、祈禱，

也一樣可以達到內心的安穩與平靜。

在二○○二年九月二十一、二十二日的「心

靈環保全民博覽會」中，天主教的單國璽樞機

主教也應邀出席，共同推動心靈環保。從立意

與方向來說，心靈環保與天主教推動的心靈改

革，是彼此相呼應的；而從心理學來看，心靈

環保與情緒管理及心理分析，也有異曲同工之

妙。心靈環保不僅超越人我對立的自我，也超

 心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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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全體統一的自我。不論是什麼領域的人士，

希望超越人與人、人與環境的對立，卻是一致

的。因此，我們提倡的心靈環保，是在推動一

個超越宗教、超越民族、超越國界的大運動，

它是屬於全人類的心靈提昇運動，乃至不管有

沒有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一同分享。

（本文摘錄自《人間世》）

︱心靈環保是全球性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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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與智慧的

心靈環保

心靈環保這個名詞，雖然是我新創的，它的

內容，其實就是以觀念的導正，來提昇人的素

質，除了能夠不受環境的影響而產生內心的衝

擊之外，尚能以健康的心態，面對現實，處理

問題。

因為人的心境，往往會受環境中的人、事、

物的誘惑及刺激而隨著波動起伏，輕者受到干

擾，重者喪失自主。如果有了心靈的防禦措

施，處身在任何狀況之中，都可以保持平靜、

穩定、自主、自在的心境了。

作為一個人，都應該具備三個層面的修養，

那就是身體的、心理的、精神的，通常稱之為

身、心、靈的健康。可惜的是，一般人僅能注

意到自己的身體是否健康無病，往往疏忽了心

 心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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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否平衡自在，連帶著也忘記了精神層面的

修養。

因此，若處於平順的境遇中時，當然能夠揮

灑自如，不會覺得有什麼不能克服的難題，如

果遇到連番的逆境現前之際，就難免要唉聲嘆

氣了。心靈環保的功能，便在於使我們養成一

種得勝不驕傲、失意不喪志的習慣。

可是對於一般人而言，勝而不驕者已難，敗

而不餒者更難。有了心靈環保的工夫，便是有

了精神修養的基礎，因為世界上並沒有絕對和

永遠的勝利者與失敗者，只要因緣改變，狀況

立即改觀。

一時的成功並不等於永遠有保障，一時的失

敗也不等於永遠的絕望。因此，如果大家都知

道：「以平等心看待」，便屬於心靈環保的層

面。

佛教主張有因果觀念，通常的說法是「種瓜

得瓜，種豆得豆」。實際上光是如此說，是有問

題的，因為不種瓜當然不得瓜，不種豆當然不

︱慈悲與智慧的心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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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豆。可是，如果種瓜種豆而不得其法、不得

其時，又不得其適宜的土壤、水分、陽光、肥

料等，那麼，種瓜種豆就不一定得瓜得豆了。

所以在佛法之中，除了因果定律，必須配上

因緣定律。也就是說，凡事凡物一切現象的形

成，從因到果的過程之中，尚有待以各種自然

及人為因素的促成；其中主要的條件，稱為

「因」，配合的條件，稱為「緣」。從最初的

因，到最後的果，只是有其可能性，並沒有一

定的必然性。以此可見，因果觀必須配合因緣

論，才是正確的現象論。

正因為從因到果，並沒有一定的必然性，個

人的因素固然極重要，外在的因素能否如個人

所期待的那樣配合，也極重要；個人的自主因

素，有時候也可能出現意外，外在因素的不確

定性，則更難以掌控了。

因此，我們對於自己的命運，只能希望最

好，卻無法保證最好；只能朝向最好去努力，

卻也不得不做最壞的預防。否則，過分的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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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過分的悲觀，都是和因緣論的原則背道而

馳，都不是成熟健康的心態。

觀念及方法

心靈環保，就是在於心理的平衡及人格的穩

定，除了觀念的導正，尚須有方法的練習，否

則，在平時的心理雖很健康，一旦遇到難以抗

拒的刺激和誘惑等各種陷阱，就會不自覺地跳

了進去；或者遇到重大的阻力、打擊、挫折和

委屈，也會不能自主地陷入無底的悲苦，而失

去重新站起來的自信心。

曾經見到一些朋友，他們不僅讀了不少心理

學的書及人格修養的書，甚至有的本身就是心

理治療師，或者也出版過類似勸世格言的書，

但當麻煩臨頭、情感糾纏之際，仍不免陷入所

謂「天人交戰」的悲苦之中。

至於如何練習成心理的平衡及人格的穩定？

首先是從觀念的調整做起，它的步驟可有四

種：凡事應做正面的認知，便可避免負面的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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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和悲觀的情緒；人生的旅途，總是有起有落

的，但那都是前進的過程。凡事宜做逆向思

考，便可做到勝而不驕傲，敗而不氣餒；成功

而昇至巔峰之際，要有走向下坡的心理準備，

失敗而降至谷底之時，宜有攀登下一個極峰的

願景在望。

凡事應知進退有度，能收能放而收放自如，

古人說：「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也就是說，能有機會舒展抱負，奉獻天下，應

該當仁不讓，竭盡全力，積極進取；萬一時運

不濟，屢戰屢敗，那就養精蓄銳，以圖未來。

不論成敗，宜將自我的私利和私欲看空，要將

對於國家、民族，乃至全人類安危禍福的責

任，一肩擔起，這便是一個有智慧和慈悲的人

了。

不過，光有觀念的調整，尚不能保證真的可

以做到心理的平衡及人格的穩定，必須輔以方

法的練習，才能奏效。我們所用的方法，便是

禪修，基本的原則是由放鬆身心、體驗身心、

 心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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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身心到放下身心的四階段。放鬆身心與體

驗身心，是屬於自我肯定及自我認知的範圍；

體驗身心與統一身心，是屬於自我反省及自我

成長的範圍；統一身心與放下身心，是屬於自

我完成及自我消融的範圍。

放鬆身心是隨時隨地，將腦部神經及全身肌

肉保持在輕鬆的狀態；初練習之時，最好有一

個比較不受打擾的空間和暫時擺下萬緣的時

段，僅僅五分鐘或十分鐘也好。盤腿坐最好，

坐在椅子上也可以，主要是把眼睛合攏，眼球

不要用力，不用頭腦思考，保持清醒狀態，面

部略帶微笑，全身的神經、肌肉、關節都不用

力，小腹不用力，身體的重量感是在臀部和

椅子（墊子）之間，然後體驗呼吸從鼻孔出入的

感覺，以享受生命的心態，來享受活在當下的

自我。

這時候，你能踏實地體會到當下的呼吸，便

是全部的生命，享受每一口新鮮的呼吸是最真

實、最親切的自我之外，其它的東西，不論是

慈悲與智慧的心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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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毀譽，無一不是夢、幻、泡、影，過去的

已煙消雲散，未來的尚不可捉摸。

在認知當下的同時，就可發現自我的信心是

極其脆弱的，對於自我的認知是極其有限的，

乃至對於自我的駕馭也是有所不足的。所謂心

高氣盛、自我膨脹、自我掩飾，或者自怨自

艾、自甘墮落、情緒起伏、心猿意馬、心浮氣

躁、身不由己等的毛病，都可在此放鬆身心及

體驗身心的練習中察覺出來，並且逐步改進。

知道自我的優點與缺點愈深刻，自我肯定的自

信心建立也愈穩固。

再由體驗身心而至統一身心，是對自我的身

體健康及心理健康的切實照顧。體驗呼吸，可

以使得心情平靜、安寧、澄淨，可以不受當前

的狀況所困擾與刺激；體驗身體的感覺，體驗

心理的反應，可以發現要想自主地指揮自己的

身心，要比號令千軍萬馬還難上百倍，以致拿

破崙在失敗之後被囚於一個小島上時，慨歎他

能支配全世界，竟不能指揮他自己的心。

 心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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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放鬆身心、體驗心境，便能逐步逐步地

忘卻身心的負擔，那就是由身心的對立而成為

身心的統一了。

當你自知不能輕易地掌控自我的身心之時，

便能包容他人的缺點、尊重他人的優點，也不

致誇張自己的優點，更用不著為自己的缺點做

掩飾及辯護了；你便可成為一個謙虛、誠懇、

努力改過、全心上進的人了。

所以，體驗自我的身心，便能使自己有自知

之明；體驗到身心的統一，便能使自己感受到

個人的自我不能離開大環境而獨立存在。個人

是有限的，大環境的時間與空間，才是無限

的。若將自我體驗融入於全體的大環境之中，

便也成了無限的存在，這便是哲學家及宗教家

的心胸了。

再由身心的統一更進一步，放下身心，便是

中國禪宗所講的「絕觀」，也就是《金剛經》所

說的「無相」。絕觀是超越於主觀，也超越於客

觀的一種不預設立場的智慧。一般人的常識所

慈悲與智慧的心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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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主觀的判斷當然不足為準，其實人間所謂

客觀的角度，同樣也是出於某一族群在某一時

段中的主觀考量。

因此，任何一種風俗、習慣、法律、學說、

信仰，總是會隨著時代及環境的變遷而跟著演

變，往往是古人的生活習慣，或某些特定族群

的民情風俗，到了今天多元化及開放性的二十一

世紀，就無法接受大環境的考驗了。

例如阿富汗的神學士政權，他們敵視異己，

要征服非回教徒，乃至在他們國內全面摧毀了

已擁有將近二千年歷史的石雕佛像，的確有其

信仰的依據，不是出於他們捏造的理由，照他

們的想法，那也絕對不是少數人士的主觀意

志。可是合乎回教徒基本教義的價值觀，並不

代表那就是全人類的價值觀，所以遲早會遭到

客觀環境的制裁。

至於禪宗所說的絕觀，便是無我無相的智慧

功能，是能適應一切狀況的，是可因人而異、

因事而異、因時空環境而異的彈性措施。只要

 心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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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前的眾生有益，又對其他的眾生無害，不

論有沒有例子可循，均可揮灑自如地放手去

做。因為「法無定相」，便是「實相」的真理；

不過，「無相」並不僅是消極的否定，所以

《金剛經》又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

無所住」是不受固定的形相所拘限，「而生其

心」是恰如其分與恰到好處地處理、因應一切

的事情。這種「無住生心」的工夫，便是智慧

與慈悲的作用：「無住」是不被煩惱所動的智

慧心，便是無我的態度；「生心」是隨機攝化

的慈悲心，便是平等的態度。

到了這個層次之時，不僅要放下私利私欲的

自我身心，連和宇宙同體的無限大我也要放

下，否則，小我與大我的經驗仍是相對的，仍

是有相、有住、有我的。禪宗的無相與絕觀，

是超越有相及無相、超越於時間相及空間相，

也超越於自我相及非我相的。只有互為表裡的

兩項任務，那便是以智慧心斷除煩惱，以慈悲

心利益眾生。

慈悲與智慧的心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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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與智慧

談起慈悲和智慧，便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感性

和理性的兩個名詞。其實，感性並不等於慈

悲，理性也不等於智慧，因為重感性的人，很

可能會多愁善感，或者落於激情的奔放，或者

流於情感的糾纏，或者陷入矛盾的衝突，那是

很累人的！慈悲是沒有條件的奉獻，不計回饋

的付出、怨親平等的照顧，那是很自在的。

至於重理性的人，往往會得理不饒人，所謂

理直氣壯、盛氣凌人，那就既不慈悲也沒有智

慧了。得理讓三分，理直氣要柔；明虧不妨吃

一些，暗箭必須要嚴防；為了全體的利益，不

妨放棄個人的利益；為了長遠的大利益，不妨

放捨眼前的小利益。這才算是以智慧處理事情

的態度，有了真智慧的人，必定也是真有慈悲

的人。

以此可知，慈悲和智慧不等於感性與理性，

慈悲是感性與理性的調和，智慧是理性與感性

的調和，它是感性與理性的互動，不是感性與

 心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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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衝突。若以前面所說的四個階段做判

斷，在放鬆身心、體驗身心、統一身心的修行

過程中，是在練習運用慈悲與智慧的觀念及方

法，到了放下身心的層次，才算是經驗到了由

自心之中開發出來的寶藏，得心應手，自自然

然對己對人，無非是慈悲和智慧的並重並行

了。

（本文摘錄自《致詞》，原名〈心靈環保——

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

慈悲與智慧的心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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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環保          

「心靈環保」的意思是指對環境衛生的保護，

以及人類生存空間的維護。為什麼要講「心靈

環保」呢？因為環境的汙染是由人造成的，

「環境」本身不會製造任何汙染，植物或礦物也

不會為人類環境帶來汙染。唯有人類會製造髒

亂，不但汙染物質環境更是汙染精神環境，從

語言、文字、符號，種種形象以及各種思想觀

念等都會為人類的心靈帶來傷害。物質環境的

汙染不離人為，而人為又離不開人的「心靈」。

如果人們的「心靈」清潔，則我們的物質環境

不會受到汙染。因此，我們討論環境的汙染，

就必須從根源著手，也就是要從「心靈」開

始。

「心靈環保」雖然是新名詞，但是我們中國自

古以來講「仁」、「義」、「愛」等，都屬於此

一範圍，佛教講「慈悲」、「智慧」也屬此範

 心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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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西方宗教提倡「博愛」亦不離「心靈環

保」。因此，欲使國家社會富強康樂，必先建設

「人心」。如何建設呢？

以下就我個人在佛法上及生活上的體認，做

一番介紹。

一、要有方向感

所謂「方向感」是指「立志」，佛教名詞是

「發願」。「立志」是要有大目標，可是大目標

會因時空的遷移而逐漸遞減乃至消失。人們自

幼都胸懷大志，總是期待自己將來會成為什麼

樣的人，要做什麼樣的事業。然而，往往在小

學時代所立的「志願」，一進入中學便有所變 

動，如是從小學到大學，縱然已踏入社會，也

一樣變化多端。請問諸位：「當你們念小學

時，是不是已計畫將來要進入大學念書？」或

許有些人一開始就擁有這種心願，然而這種人

畢竟不多，大部分的人都是隨著年齡的增長，

環境的變遷，慢慢的促使自己走向這一條路上

心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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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由此可見，人先要有方向感，但是「目

標」不一定要馬上建立起來。「方向」也可以

說是做為一個人的基礎，從基礎點上一步步地

往未來邁進。「方向」也是指盡自己的心力、

體力，處處運用種種的資源、時時學習成長，

只要是對社會、國家、世界有利之事，就要全

力以赴，這就是「大方向」。其實大方向沒有一

定的目標，反而能成其為最大且是無限大的目

標。如果僅設定一個目標，結果可能會很痛

苦，什麼道理呢？例如：參加大學聯考時，會

填寫第一、第二、第三志願，以防第一志願沒

有考取時，可退而求其次，念第二志願的學

校，乃至第三、第四的志願，這樣做法，是正

確的。有些人一心一意鎖定非考取第一志願不

可，如果沒考上，連第二志願也不願念。有這

份志氣固然很好，或許可依靠自己的努力而如

願以償，可是，有些人根本是進不了校門。基

於此，我們如果能運用一句俗諺「騎馬找馬」，

似乎比較妥當，縱然一時之間找不到良駒，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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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匹跛腳馬應急，也是不錯。有了這種心理

準備，就是考不上理想中的學校，至少不會那

麼痛不欲生。 

二、邁向方向的過程須假以努力

我們在朝向「方向」的過程中是必須加以努

力的，因為在每一步的前進中，隨時會遇到

「山窮水盡」、「柳暗花明」的現象，但是，

「山窮水盡」並不等於無路可走，「柳暗花明」

也不意味著永遠有好的前程在前面等著。我們

一路往前走就好比登山，時而康莊大道，時而

羊腸小徑，忽而遍處荊棘，或臨懸崖絕壁，忽

而又置身於賞心悅目的自然美景中。登山未必

一直往上攀爬，有時是「迂迴曲折」，有上也有

下，最後才抵達峰頂。在這一切的過程之中，

不可否認，我們都必須仰賴因緣的促成。

有人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請問：

種瓜是不是一定會得瓜呢？如果將「瓜」的種

子播種在沙漠裡，且得不到雨水的滋潤，其後

心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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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何？想必大家都很清楚。記得在屏東大橋

下有一條溪流，非常適合種植西瓜，有一年，

豐收在望，不料在一夕之間由於颱風的肆虐，

前功盡棄，如此辛勤種瓜，結果是無瓜可得。

那麼，種豆是否得豆呢？也是同樣的道理。不

過，我們要明瞭一項事實：要想有瓜收成，有

豆享用，一定要種瓜種豆，不事種植，僅盼坐

享其成者，不合天理。或許有人會相信「有因

一定有果」不是事實，於是說：「因果」並不

可靠。其實，「果」一定是從「因」而來的，

可是從「因」到「果」的過程裡，必然要有許

多的條件因素加以配合，佛教稱之為「緣」。也

就是指主要的條件加上環境、時間、他人及自

己的配合，此即所謂「天時地利人和」。如果因

緣不具足、不成熟，強求也是求之不得。例

如：種瓜若非風調雨順，又懂得種瓜的種種技

術，深耕淺栽、澆水施肥、除草培土等等的條

件，從種子、瓜苗至開花結果，都必須有一番

成長的經歷及照顧，才能有好的收成，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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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配合各種條件因素再加上自己的努力，最後

才有好的結果。 

在人生的過程之中也如同種瓜，我們很難掌

握自己的命運，所以，人在世間須「盡其在

我」，本著「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信念，不

斷地向前努力、再努力。努力的階段就是在成

長自己，在成長自己的同時更要時時考慮到利

益他人。如果自己沒有得到甜美的果實，而由

他人獲得，我們也要以感同身受的心情為對方

感到高興、欣喜、慶祝，這豈不是另一份的喜

悅嗎？所以，「因果」的過程一定要有「因緣」

的配合。 

三、爭取及奉獻

現在有很多的民意代表在競選中做政見發表

時，口口聲聲說「願為民奉獻」，以此口號來取

得選票，骨子裡是以「奉獻」為口號而以個人

爭取權勢名位為目標。社會上真正有理想、有

抱負、肯為全民福祉而奉獻服務的大政治家，

心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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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不多。然而能提出這一句口號的人，也算

不錯，起碼能說一句「奉獻」，至少他必須去兌

現他自己在政見會上發表的諾言；可是，如果

競選落榜，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曾經有一位臺北市選出的國大代表，參加我

主持的禪修營時對我說：「世界怎麼變得這麼

美好！能來參加禪修營是如此地自然，又如此

地自由自在，可是禪修營中的生活卻如此地辛

苦。」我問：「你在競選國大代表時的感受如

何？」他回答：「哦！很忙，很累。」我再

問：「是不是被打得頭破血流？」他說：

「啊！還好！現在我還健在。」這表示他如何地

在緊張、忙碌之下爭取這項公職，付出努力的

代價是多麼地大。我又問他：「爭取得到之

後，你究竟要做什麼？」他說：「更忙，更覺

得自己的責任重大。」這是一位很好的國大代

表，才有這樣的觀念。 

如果僅為爭取而爭取，動不動就揚言「奉

獻」，這不但欺人且又騙己。反之，能以奉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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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點，奉獻的本身就是目標，至於是否能獲

得回饋，根本不放在心上，這種觀點，和我剛

才提到的，種瓜未必得瓜的道理是相通的。

再談奉獻對自己是否有好處？表面上看奉

獻，好像自己很吃虧，將自己所擁有的，奉獻

給大眾，到頭來，大眾究竟能給你回報什麼？

自己付出那麼多，結果豈不是白忙一場，什麼

也沒有得到！如果有這感受時，就要反轉念

頭，應該如此想：「人，本來就是要奉獻，奉

獻就是我來這世間的目的。我的奉獻，並不表

示我想得到什麼。我的生活目標就是為了奉

獻，我不想得到什麼。因此，當我能為別人奉

獻時，我感覺到自己很快樂、很滿足。奉獻之

後，別人不懂得回饋，我不必覺得難過或指責

對方不好，因為我只是完成我自己應該做的工

作而已。我不但在奉獻中自我成長，也在成長

中不斷地奉獻。我能奉獻，表示我已擁有，所

以才能奉獻我的體力、心力、智慧力和財力。」

能奉獻且以奉獻為目標，則時時生活在充實的

心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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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悅之中。其實，奉獻的本身就是一種回饋。

還有，我們對「實至名歸」這句話也要有所

了解，例如我歷年來獲得一些榮譽的獎項，其

實這都是國家社會頒給我的，是不是給我的回

饋呢？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為什麼？因

為我始終都沒有希望要得獎的念頭，可是「獎」

是自然而至；對我而言，只是做了我該做的

事，如果將已做過的事放在心上，老是為是否

得獎而憂慮或期待，得獎時就會欣喜若狂，那

不得獎是否要垂頭喪氣，乃至從此以後就不願

再做任何事了呢？事實上這些想法都是錯的，

我不必為自己獲頒某種獎項而感到欣慰，可

是，我卻為我們的社會感到歡喜，為什麼？因

為得獎不是我個人的事，而是整個社會環境與

風氣給予我們這麼一個機會，讓我們來奉獻，

甚至因此而獲頒獎。能得到頒獎，也不是靠我

一個人的力量，乃是有一群和我的理念相契的

人，大家共同攜手分工合作，為我們的社會付

出，而我僅僅是代表這一群人來接受獎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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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已，也可以說是因緣促成。所以我要說：

「奉獻不必要有目的，回饋是一定有的。」一般

人是用爭取獎項來做為努力的出發點；賢者與

智者，當以「奉獻自我」做為努力的原動力。

如此，我們的一生，將會是「萬事如意」。

四、以利他的存心，達成自利的目的

以利他的存心來達成自利的目的，這與前面

所提到的「奉獻」，有異曲同工之妙。凡是人，

都希望自己有所成就，有所成長，有一番大事

業、有財富、有名望、有地位⋯⋯等，這些期

望誠屬正常。人一定是慢慢成長，成長後再為

社會提供「奉獻」，所以一般人都以自利來幫助

他人，以自利來參與社會。譬如：公司想賺

錢，於是就提出「要為大眾服務並奉獻公司的

成果，將成果與社會大眾共同分享」的理念。

請問：提出這樣的說明所為何事？說穿了還不

是為了公司的利潤。反之，以自利利人為出發

點，公司可成長得更快，縱然是因緣不成熟而

心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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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稱心如意的成長，也不見得是白費力氣，

因為目的無非是為了利他。

現今的社會，有許多問題。曾有一位企業界

的老闆問我：「目前的社會，都是以利當頭，

我們的公司，想從事研究發展，以便推出新的

產品和技術，可惜我們所培養的人，尚未完成

研究工作，就已被其他公司以高薪挖走，而且

都在祕密中進行，讓我頗覺寒心，更不知是否

要繼續培養研究人才？請法師慈悲指示。」我

回答：「這不是很好嗎？貴公司不是為了社會

國家嗎？貴公司辛苦所培養的人才，由別的公

司運用，也是一樣為社會國家奉獻出一份力

量。」他又問：「是啊！不過如此一來，我的

公司就很倒楣，我不得不考慮這種投資是否值

得？」我說：「值得呀！不過要如何留住人，

不會楚才晉用，人才不外流，這些都須靠貴公

司同仁之間共同努力，你不妨從貴公司的理

念、制度，重新加強建立，或許可留下人才。」 

如果我們以利他為目的，縱然是發現有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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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或沒有如你所想要獲得預期的東西時，

這個時候就不會頹喪、灰心或以為是失敗。其

實失敗是成功之母，失敗也是一種過程，失敗

的本身就是一種成長，所謂：「不經一事，不

長一智。」世界上沒有不失敗的事，跌倒並不

等於失敗，乃是經驗。我常常告訴我的弟子，

要學「不倒翁」，隨倒隨起，連倒連起。倒下以

後，馬上站起來，此處不能站，退一步也可以

站，甚至轉一個圈也可以站，所謂：「山不轉

路轉」，山不動，人要動。如此，我們的命運自

然可轉變。

五、從整體大局著眼，從個人的成長著手

佛教常說，無限、無量、無數或恆河沙數，

地藏菩薩的願心是「地獄不空，誓不成佛」、

「眾生有盡，我願無窮」。地藏菩薩的救世心願

是沒有窮盡的，他是放眼於永恆無盡的無量眾

生，不為個人。從時間上來說是永恆的，從空

間上而言是無限、無邊際的，如果凡事都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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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考量，則自己內心的煩惱必然愈來愈少，

相對的也愈能獲得他人的尊崇，或許你在團體

中毫不出色，可是能替他人設想考量，縱然不

能成為領導者，此人在團體裡必定受到每一個

分子所尊敬。 

記得某校有一位校工，數十年來都是以校為

家，對待學校裡的學童，都將他們視為自己的

小孩來疼愛，雖然他沒有結婚，可是他的孩子

比誰都多，凡是該校的畢業生，都把他當成自

己的親人那般地愛戴。

另外，有一位在痳瘋病院的女士，自從二十

多歲住進該院至今已五十多歲，她沒有結婚，

一日突然帶她的孫子來農禪寺，我很訝異地

問：「你什麼時候有這麼一位可愛的孫子呢？」

她說：「很久了。」我又問：「哦！是誰生的

呢？」她回答：「當然是我兒子生的。」我疑

惑的問：「你不是沒有結婚嗎？」她說：「是

啊！」我再問：「既然未婚哪來的兒、孫？」

她告訴我：「師父，這其中有一段小故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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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親從小就是孤兒，我一直照顧他長大，後

來就叫我媽媽，他生的孩子當然叫我祖母。」

這麼一位沒有結婚的痳瘋病患，擁有數位孫

子，一直覺得很安慰。她以前是為兒子付出，

現在又為孫子付出，每月僅以微薄的收入為孩

子做衣服等，她總是想到別人，從不為自己著

想。我問她：「將來怎麼辦？」她說：「我不

想將來會如何？只要現在過得很愉快就好。」

我進一步問：「可是，萬一小孩將來不照顧妳

⋯⋯」她樂觀的說：「我從不想這些事，我只

想如何照顧他們就好，反正死後，總會有人料

理我。」這種觀念真令人感動。 

由此可知，我們在社會上或在團體裡，哪怕

是沒沒無聞、微不足道的人，也可以為全體

想，為他人想；能做到少為自己想，生活一定

過得很充實、很愉快，且會終生感到很安全。

有些人總覺得自己不安全，為什麼不安全呢？

沒有金錢、沒有背景、沒有人事⋯⋯等等，因

此，挖空心思，絞盡腦汁設法「爭取」，爭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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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終究還是雙手空空地走了。何不多想一

些「如何為全體奉獻」，能如此想，才是安全之

道。今日的臺灣，沒聽說有餓死的人，或死後

無人掩埋的事，所以也有人問：「法師，您死

後怎麼辦？」我回答：「一定有人來替我收

屍。」又問：「萬一沒有怎麼辦？」我說：

「也沒有關係，或者有螞蟻或者有其他的蟲類會

拿我做窩、把我當做食物，這不是很好嗎？」

或許有人會說：「落到這種下場實在很悲慘！」

其實也沒什麼好悲慘的，死了就死了，根本沒

有事。

六、以慈悲包容人，以智慧處理事

對於人，我們一定要以慈悲心來關懷、體

諒、幫助。世界上只有壞事，沒有壞人，人做

壞事，並不代表此人就是壞人。一般人的觀念

總是認為搶劫、綁票、強暴、縱火的都是壞

人，但是，往往「大壞人」只壞一次就沒有機

會再壞。在做壞事之前，是好人，做了一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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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事，破案、被捉、判刑、坐牢，最後可能被

槍斃。我們也看到很多惡人被槍斃前說：「請

大家不要學我，我做錯了事，對不起社會，對

不起父母、兒女，希望我的下一代不要學我。」

唉！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邪惡之人怎會天良

發現而好話連篇呢？其實這些人並不壞，只不

過一時糊塗做了一件壞事，所以，我們要以慈

悲心包容所有的人，夫婦、同事之間，乃至社

會上形形色色的人，都要互相包容，彼此體

諒。 

當然，我們也不能因為要包容人而變成爛好

人、變成鄉愿或沒有原則的人，對任何事都唯

唯諾諾，什麼都好。事情是要以智慧來處理

的。

曾經有人問我說：「如果有一位殺人犯，越

獄逃走，結果身中一槍逃到農禪寺，師父！您

如何處理？」我說：「我不考慮他是不是殺人

犯或是從監獄逃脫出來，先送醫要緊，如果他

不願到醫院，可以請醫生出診，以人命為先。

心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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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他到底做了什麼壞事，暫且不予理會。萬

一警察找上門來問說，是否有這麼一個人逗留

在寺院裡？我一定說有，為什麼？因為事實上

就有這麼一個人在，我不能說沒有，也不考慮

他被捉回去是否被槍斃的問題。當然，如果能

有機會讓他悔過自新，是最好不過的事，在法

律上如有這種機會，見死不救，就是沒有慈

悲。」

所以，我們是要以智慧來處理事情，所謂智

慧，是包含常情與常理。常情、常理該怎麼

做，就依照常情、常理去做。 

（本文摘錄自《禪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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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心靈環保法語精選

如何取得內心的安定呢？我們應該從「心靈環

保」的角度出發，一方面保護我們的心不受環

境汙染，增強對環境的「免疫力」；一方面內

心不要有妒嫉、忿怒、猜忌、自私等種種不好

的心念，以免使得環境變得更糟糕；練習著時

時覺察自己的起心動念，清楚知道自己的「需

要」，化解個人欲望的「想要」。

——《法鼓山的方向》

心靈環保必須雙管齊下：1.淨化人心，少欲知

足；2.淨化社會，關懷他人。少欲知足，便會珍

惜天然資源，養成惜福的習慣，等於推動環

保。關懷他人，便不會因為一己之利而造成整

體環境的破壞。

——《聖嚴法師心靈環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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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果能時時刻刻注意心裡的平靜，遇到任

何不如意的時候，能夠回心轉意，設身處地為

他人想一下，他人的錯誤可能是很有道理的，

即使是沒有道理的道理，也是一個道理。如何

解決問題，而不是在彼此之間增加更多的問

題、更多的困擾，這就是心靈環保。

——《法鼓山的方向》

依據心靈環保的原則，每一個人，都應該具備

三個層面的修養，那就是保持身體、心理、精

神的平衡與平常，通稱為身、心、靈的健康。

然而一般人僅在意自己的身體是否健康，卻忽

略了心理是否健康，尤其會疏忽了保持平常心

的精神修養。因此，在順境中能揮灑自如，似

乎沒有不能克服的難題，一旦遇到逆境當前，

便唉聲嘆氣，不知如何自處了。這必須要透過

「心靈環保」的修為，才能做到「以平常心」來

看待一切順境及逆境了。          

 ——《人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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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心靈環保的方法有三種：

一、佛教的禪修念佛，能夠讓人心自然安定。

二、時時生起慚愧心，反省與悔過，就像儒家

所說「吾日三省吾身」。其實一天反省三次

還是不夠的，應該要時時刻刻知道自己的

心在做什麼。

三、經常以感恩心，面對生活環境中的每一個

人及每一件事，全心奉獻服務，目的是為

了報恩。

用這三種方法落實心靈環保，就可以隨時隨地

安定自己的身心，成長自己的人格，也能為社

會大眾，帶來安定的力量。      

——《平安的人間》

心靈環保其實很簡單，就是心理衛生、心理健

康，如何使我們自己清靜、安定，進而影響、

協助他人生活愉快，這就是心靈環保的目的。

——《法鼓山的方向》

附錄：心靈環保法語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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