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的智慧─平常心（三）

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講於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蕭武桐　主講
 呂妙香　整理

任運自然

我最近喜歡唸這句

「無取無捨任運住」，世間法就是

有取有捨，但是我們要學習無取

無捨。無取無捨，你就能夠任運

住，退休也好，沒退休也好，做一

天，就樂在工作一天。有結婚，沒

結婚，有孩子，沒孩子也好，眾生

有取就有捨，所以另外一個境界

就說捨得，有捨自然就有得；但是

有得，又必有失啊！還都是在陰陽

五行裡面。禪宗無取無捨任運住，

能夠任運自在，而且所見一切皆清

淨，不清淨則是我們的心裡所顯現

的東西。

我們生活，尤其年

輕人，當然是以垂直發展為

主。做大官可以做大事，但是官

無大小，事情也無大小，這個叫

不二。平常心是道，一個叫道法自

然，一個叫不二，不起分別。那什

麼又是水平發展呢？以目前來講，

一個是家庭發展，一個是自我的發

展。自我發展含社會服務，也就是

最後靈性的發展。在國外，除了注

重垂直發展，也很注重家庭生活，

個人自我發展，以及靈性的發展。

我們要能夠慢，定靜安慮得，知止

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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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安，安而後能慮。有定，才能夠

觀，能夠觀，才有智慧產生，所以

才叫做戒定慧。年輕人能夠來聽演

講，已經有智慧了，是踏出成功的

一步。給他們鼓掌一下！

垂直發展基本上要樂在工作。

那退休呢？就樂在不工作。所以

工作也好，不工作也好，我們都要

懷著非常喜悅的心情。剛才講死

亡，一般人力資源管理都教人家規

劃，但其實死亡是最重要的投資，

我們卻很少去面對這個問題，這

就是水平發展裡所要了解的，最

少要能按照儒家的智慧「未知生，

焉知死。」不要問人家死後要到哪

裡去？你生前如果是打麻將的，

死後就是打麻將，因為這個就是

習氣，業感緣起！開車，走路或是

騎機車，你有沒有發覺，上下班的

路線，回家的路線，常常都是固定

的，要改，有時候也很難，因為就

是一種慣性。

各位學長，你覺得平常心是道

和現在有什麼作用？有啊！你多接

觸藝術、人文、自然，多接觸禪宗

的東西，可以讓你產生一些創造

力，開發右腦，當頭棒喝也可說是

類似改造心智的一個模式。禪宗有

個典故，有一次，一個修行很好的

在家居士去看趙州禪師，那時趙州

禪師已經八十幾歲了，他說：「老

師父！我已經見到空性了。空性就

是一絲不掛、一塵不染。」趙州禪

師跟他講：「請放下！」那位居士

想，我跟您老人家說已見到空性，

沒有什麼可放啦，你為什麼叫我放

下？是不是耳朵有問題，耳背？於

是又趨前再講一次：「師父！我已

經見到空性了。」趙州禪師回他：

「請挑起！」智慧、空性是看不到

的，但是你可以從這個人有沒有

仁慈之心？有沒有仁愛之心略窺

一二，就是說，能夠放下多少，你

就能夠挑起多少，要能夠承擔起我

們應該盡的責任。先前提到的費奧

麗娜，她去年出版了一本書—

「勇敢抉擇」，建議大家有機會一

定要看。很多人對道家、禪宗誤解

很深，以為「放下」就好像不負責

任一樣，不是。簡單來講，以出世

的精神，做入世的大業。你心裡若

已忘己、忘功、忘名，你就不會被

No.522  Dec. 2007∣43 



人家設計。反之，若容易被人家設

計，那你的心一定已經動了，心已

經有了貪瞋癡，所以放下其實是叫

我們挑起。

唯我與順他

禪宗另外有一句話：「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這個我，可以代

表每一個個體，包括現在在講的環

境正義，生態環境，每一個物種；

包括每一個生物，每一個植物，既

然存在這個宇宙地球，都有他存在

的生命的價值意義，沒有說哪一樣

東西無用，無用是因為我們還未發

現它的用處。就像以前，我們認為

盲腸沒有用，現在知道盲腸其實還

是有用的！唯我獨尊，就是每一個

存在的個體，都是獨一無二，都是

尊貴無比，無可替代的。假定我們

能夠做這種自我肯定，以此勉勵子

弟，部屬，那他的潛能就能得以發

揮，行行出狀元。我們到現在都還

受傳統觀念的影響，以為只有讀書

才有出路，不是啊！打網球、打高

爾夫球也有出路啊！王建民打棒球

也很有出路啊，就連漢堡都請他

拍廣告呢！所以囝仔要因材施教，

不要一直硬盯他。我常異想天開，

愛因斯坦、牛頓、畢卡索絕對有來

台灣投胎。但是來台灣投胎，每次

都沒成功，每次都掛了，只好回去

了。你可以允許一個孩子從小就不

太唸書嗎？唯我獨尊，獨一無二，

尊貴無比，每一個人都可以走出他

自己的路。

禪宗有一句話「見了便做」，

請各位學長看看講義的大綱─

「見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

希望我們有這個知見、價值觀。所

謂「了」，就是能夠在澄清正確了

以後，知行合一。知道卻不去做，

不是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道，我

們就要去做！既然知道目前的環境

是多元、異質、開放，我們就要尊

重、包容，做了就要放下。禪宗說

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連

現在心也不可得，三心了不可得。

我們要廣結善緣，同船共渡都得修

五百世，何況我們今天下午在這裡

相處兩個小時。

人的一生真的是錯綜複雜，從

生活的智慧─平常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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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來講，就是因果律。比如說很

多單位請我演講，都被我婉拒，為

什麼只有慧炬我不好意思再婉拒？

那就是歸結三十幾年前，和慧炬

結的這段緣啊！緣是錯綜複雜的，

如是因，如是果，除非聖人，才有

足夠的智慧了解因果。為什麼難以

了解？因為有共業啊！但是我們要

使它變成好的共業，不要變成壞的

共業。台灣有好的共業，不是騙你

的，從我個人從事社會服務的角

度看，台灣人善良的人好多，好太

多啦！只是媒體每天都報導那些搶

人的、殺人的，你如果有從事社會

服務就會知道。台灣應該會越來

越好，只是因為環境變遷，未來年

輕人的前途，可能大部分都不在台

灣。

不知道各位學長有沒有聞到？

我們三字頭、四字頭的這一代，其

實已經是最後一代的黑面琵鷺了，

以後想要子女孝順我們，不可能。

因為他們可能人在尼加拉瓜，在

薩爾瓦多，在倫敦，在紐約。所以

我們自己要能放得下，要把自己的

身體鍛鍊好。我最近碰到好幾個

學長，說一直想看誰，撐在那邊。

不要看！看他幹嘛？我們化一道虹

光，就走啦，去尼加拉瓜看他。所

以為道日損很重要，做了就放下，

養兒育女的過程當中，我們已經得

到快樂，子女有沒有回報，那是另

外一回事了。

了了有何不了？以這種生活的

智慧，面對週遭，我們就不會有煩

惱。就像聖嚴法師有感於最近自殺

事件很多，做了一個公益廣告。他

真的很有智慧，沒讀過壓力管理，

但他講了四句話「面對問題、接受

問題、解決問題、放下問題。」我

覺得滿好的。盡人事，聽天命，最

後一定要放下

問題。如果還

不能體會，我

再 舉 報 紙 上

登 的 兩 個 個

案，你們就知

道，為什麼

天將降大任

於斯人也，

必先苦其

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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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逆緣不一定不好，在佛家

說「逆增上緣」，順也可以當增上

緣，順逆不二。前幾年，理律律師

事務所陳長文，被他的員工盜賣聯

電股票，還是什麼，一下子被虧空

三十億，他沒有跑去自殺，反而勇

敢的面對問題，接受並處理問題，

他鍛鍊成功了。如果你知道陳長文

的家庭，你就知道他為什麼不會

自殺？另外就是蘇貞昌的小舅，只

被倒了五六千萬，就從樓上跳下

來，自殺身亡。你一定會說：「老

師，這樣叫而已喔！你那麼有錢

啊？！」有智慧的人，用錢可以解

決的事是大事還是小事？小事嘛！

假定我們真的如法如實在經營，經

營企業本來就會有風險，不是惡

意掏空的，那就宣告破產，重新來

過呀。但是他想不開，在辦公室越

想越凝（台語）啊！凝結，凝固，

終於把自己束起來了（台語）。說

到這個凝字，我順便再報告一個，

八、九年前，如果沒碰到少林寺南

派的在家嫡傳的一個師父弟子，我

到現在也還在摧毀自己，摧毀我的

孩子。

生活的智慧

夏天到了，平時冰水、涼水一

點都不喝的，舉手！那位坐在後面

的學長，您看看，所以為什麼現在

醫院會來不及開？都跟這個很有

關係。我今天真的很誠懇，各位學

長都是有智慧的人，這是當頭棒

喝，你定能有所開悟。悟字很好，

悟是什麼邊？心。你從心裡面感受

到這個冰，這個涼的東西，你看我

們三字頭、四字頭的人，身體為什

麼有時候反而比年輕人還要好？弟

弟，你今天來，看看能不能忍住，

你如果不喝便利商店的飲料，不喝

冰的，你以後會長到180公分，像

王建民那麼壯；你如果再吃冰，你

就束起來（台語），你就不太會長

高，轉骨都轉不過來，真的喔！可

能女性學長比較能體會，生理期

來的時候，你吃冰看看，如果是好

的東西，應該什麼時候都可以吃，

為什麼身體比較虛弱的時候，吃冰

會有反應？所以這個冰是好的嗎？

真的不要吃冰。但誰聽得進去？只

是佛度有緣人。我年輕時聽到這

生活的智慧─平常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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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話，很氣！奇怪！佛不是大慈大

悲？為什麼只度有緣人，我現在終

於體會啦。你如果不吃冰，又注重

運動，真的不必上醫院。而且我剛

才已經警告啦，如果你是三字頭、

四字頭的人，以後我們的子女大

都不在身邊，沒人帶你去台大、榮

總，要靠誰？只能靠自己了。假定

你現在身體不很好，不吃冰，身體

馬上會好一半。很多養生之道，有

沒有鼓勵你吃冰？再跟各位學長

報告一個不用花錢又快速的養生

之道，大清早起來，先喝一杯溫開

水。記得！

我們生活的智慧，用道家這

句，「道法自然」就好，食衣住

行育樂，越自然越好。頭髮，要

不要染？說實在的，有智慧

的話，不要染，賺錢又健

康。染髮劑的毒性很強

啊！現在腦瘤的人越來越

多，就是我們接觸到的都是違

反自然的。冰，不是自然的東西，

要吃熱的東西，尤其大清早起要喝

一杯溫開水。今天我們講到這

裡先告一段落，剩下一

點時間，看看各位學長有沒有什麼

問題？我們蘇主持人不管是佛法，

還是國學涵養，都很精深，我不能

夠解決的，也可以請蘇主持人幫我

們解決。

問與答

問一：萬般皆是道，這個道，

到底是多餘的，還是讓它自然就好

了？因為處處都是道。

答：你的意思是說這個本來是

本具的東西？《心經》有句話講

得很好：「不生不滅，不垢不淨，

不增不減」。剛才也講了一些基

督教、天主教的道，儒家、道家的

道，以及佛家禪宗的

道，這中間的

層次很多，但

不管是什麼層

次，如果用比

較通俗的角度來講，

則可從「有」的角度、

「無」的角度和「空」

的角度這三方

面 來 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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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為學日益？如果從學習的

角度、立場來看，現在很多學習的

東西，也是道，也是智慧啊。知識

裡面可以淬取智慧，所以叫做知識

管理，叫做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

如何轉化、淬取智慧，又如何將智

慧落實在生活應用裡，一學就通，

這是第一個層次。第二個層次，就

是「無」這個東西啦。為什麼現在

國外很風靡我們的《老子》、《莊

子》、《孫子兵法》？因為這些東

西講的道，剛好可以使我們能夠應

付剛才講的典範移轉，瞬息萬變

的複雜社會。從《易經》的角度來

講，一陰一陽，陰陽調和，日月為

明。這個就是禪宗所講的正念分

明、空性。但是這種空

性是要確實不斷

的去練。空性

不是頑空，不是

斷滅空，所以回入娑

婆度化有情，放下，還

要挑起來，要承擔我們

該承擔的責任。

問二：感謝蕭教授

今天為我們做了一場

言簡意賅的演講，受益匪淺，也感

謝慧炬給大家這樣的機會，讓大家

能夠共聚一堂聽講。我也知道要放

下，才不生煩惱心，可是面對自己

的小孩，難免愛之深、責之切，因

此得到的都是反效果。剛剛蕭教授

說我們要尊重孩子，讓他們適性發

展，但是現在的小孩很喜歡上網玩

一些遊戲，然後就會沉迷，跟他們

講，通常都會得到反效果，這個時

候我們該如何自我調適？

答：您的小孩幾歲？小四、小

五，還來得及啦！如果是大三、

大四，就來不及了。心理學也講，

二十歲以前的臉孔，是父母給的；

二十歲以後，我們的臉孔就是自己

給的，我們要對自己負責。所以在

小五小六這一段，我們要跟他們

訂一些遊戲規則，完全用禁止的也

不行。很多家長說，乾脆「犧牲小

我，完成大我」，家裡不裝電腦，

沒有電視。我說這個不是辦法，在

座一定也有些很偉大的父母，而且

以後先生可能會常常不回家，為什

麼不回家？因為到別人家去看電

視啦，最後還可能會轉台喔！這不

生活的智慧─平常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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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辦法，而且會使孩子喪失解決問

題的能力，因為他不能面對啊。回

家不能上網、看電視，可是他到別

人家呢？孩子管得越厲害，到大學

都完蛋。我們給他劃定一個環境，

給他適度的彈性，和他談一個遊戲

規則，看他能不能去面對，如果他

破壞這個遊戲規則，我們再來給

他矯正矯正。我剛才講啦，其實孩

子的個性都是父母親給的，如果由

這一點來講，你就比較不會一直去

管孩子啦。每個孩子的情性其實

都來自父母某一部分，有些是深層

的，有些是表面的，但都可以看得

出來。你先把自己這個破除，不說

做父母的全部都對，孩子的全部都

不對，慢慢跟他溝通，聽他說話。

你看「聽」是由哪幾部分組成？耳

朵、心、目。所以為什麼在現場聽

演講，與事後聽錄音帶、看DVD、

錄影帶不太一樣，因為在現場，不

只是用耳朵，你還用了眼睛以及自

己的心。禪宗叫做「心心相印」，

因為智慧不可傳授，所以老子講

「道可道，非常道」。這位學長，

你要有耐心、愛心、慈悲心，去給

他灌溉，樹木小的時候比較好調，

大了就不好調了。但這也跟環境

有關係，所以你要給他製造一個環

境，家裡再怎麼樣小，都要隔一間

書房，就像學佛的人，房間再小，

也一定要隔一間佛堂作為拜佛、打

坐的地方，畢竟我們還是凡人嘛。

「心能轉境，則同如來」，但我們

大部分時候的心還是被境轉，所以

先要布置好的環境，常常帶孩子來

文化中心，去看看藝術展啊，不要

常往那些ㄅㄧㄤ、ㄅㄧㄤ、ㄅㄧㄤ

的地方去。我說為什麼現在的孩

子會成為過動兒？由這些貢寮櫻

花會，什麼音樂會，就可以看得出

來，都靜不下來。所以像台下這些

年輕人也都像是希有的黑面琵鷺

啦！兩小時坐著不動，不容易啊！

其實能夠靜得下來，不管讀書，做

什麼事情，都容易有成就。所以禪

定是禪的前行，禪定雖然不是禪，

但是禪定非常重要。所以儒家也說

「定靜安慮得」，家長要給孩子安

排，包括聽聽古典音樂、巴洛克音

樂，比較自然的，山林的音樂。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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