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勤奮工作就是修行

二十幾年前，我在淨空法師的

華藏圖書館講經，課堂上有個年輕

人，每個禮拜都來聽課，連續聽

了幾場。有一天他跟我告假，我問

他：「你要去哪裡？」「在哪裡工

作？」他說：「我在電力公司。」

我以為他是調職到別的地方去，他

說不是，他工作的地點在深山裡

頭，他是從事架設電塔的職務。我

聽後對他表示祝福，跟他說：「你

真的很不簡單，你所做的是菩薩的

工作。」他說：「很辛苦！我們這

種工作是在深山裡，危險性很高，

腳底下常是萬丈深淵。」

之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這

個人沒有來聽經，直到他放假回

來，又來聽經的時候，他跟我說：

「老師，我只能夠聽二個禮拜，然

後又要回去工作了。」二個禮拜之

後，他找了一個時間跟我談，他說

總覺得自己沒有辦法在這裡聽經，

回到深山裡，自己看佛經也未必看

得懂，不曉得怎麼學佛？還有，到

底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怎麼修行？

雖然自己是個有信仰的人，可是再

怎麼做，還是覺得修行和工作是

分開的，感覺事與願違。我說：

「不！不！」先問他這次去要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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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他說：「這次一去，有可能半

年後才有機會放假回來。我現在還

年輕，不怕，但總覺得想好好修

行，可是卻又必須到深山做這麼辛

苦的工作。」

我說：「年輕人，菩薩的工作

就是為了利樂有情，為了化渡眾

生，你在深山裡搭設這些鐵塔，將

南電北運、西電東運，讓每個家庭

擁有光明，我覺得你所做的這些事

情，就是菩薩的工作，你每天在那

裡工作，這些工作就是修行。」他

愣了愣，問我：「真的嗎？」我

說：「真的，我可以給你印證，你

做的就是菩薩的工作，雖然拿的薪

水有限，但也正因為薪水不多，所

以你布施得更多，而且許多人的溫

暖都是從你這裡得來的。記得每天

工作的時候，定課照做，雖然沒有

佛堂或其他的東西，但早上只要一

起來，就合掌念觀世音菩薩或阿彌

陀佛，或者早上念觀世音菩薩，晚

上念阿彌陀佛，佛菩薩一定會保佑

你。」他當時表示會做做看。半年

後他跟我說，自己連工作時心中都

繫念佛號。我說：「善哉！你的功

夫大了，這已經比專門修行的人還

要更好！」他說自己的工作已經變

成修行的一部分了。

有一次，我到台電演講，我

問：「不曉得這位年輕人今天是不

是在這裡？」那個人舉了手，他就

在那裡。我問他現在如何？他說還

在繼續修行。其實，工作本身就是

一種修行，你是一個醫生，你就在

醫事工作裡修行；你是個家庭主

婦，家務工作便是你的修行所在；

你是個農人，農地耕作即是你的修

行處；一個老師、公務員、工程師

等等，都各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修

行。修行就是把事情做好，這叫做

利樂有情。

大約十幾年前，我一個禮拜講一

次經，有位老先生每個禮拜都來，有

一天他對我說：「老師，我覺得這段

日子在這裡聽經，人生有了很大的改

變，觀念也有很大的變化，我的生活

調適得比以前好，謝謝你。老師，你

經講得真好。」我說：「其實是佛經

好、佛法好，不是我講得好。」突然

間，他冒出一句話：「老師，如果我

是你該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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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先生這句「如果我是你該多

好」有障礙，因為你不可能變成別

人，我也不可能變成你，那表示

你並不喜歡自己，也沒有看出自己

的如來，所以這裡有障礙。於是我

趁這個機會啟發他，我說：「老先

生，您在哪裡高就？」他說：「我

退休了。」我問：「那您最後一個

工作在哪裡？」他說不好意思說出

口。我又問：「您做什麼工作？」

他說：「我做土水（泥水匠）。」

我問他：「那您最後一個工作地點

在哪裡？」他說在北二高，做完以

後就沒有再做了。

我說：「哇！很敬佩您。」那

條高速公路完成了，現在一天有幾

十萬、上百萬輛的車子來來去去，

他能躬逢其時，建造那條路，真是

功德無量。當然我不會說「我如果

是他該多好」，不過真的很敬佩

他。他說：「我一天賺不到二仟

元，臉又做到烏七抹黑，老師，您

想想看，大包商、小包商，還有工

頭賺多少錢？而我才賺多少錢？」

我說：「老先生，您在這裡學

佛，應該有聽到佛經裡這麼講─眾

生平等，一切平等，其實您跟其他人

的待遇是一樣的。」他說：「哪裡！

他們一天賺多少錢？一個月賺多少

錢？我才賺多少？怎麼會平等？怎麼

會一樣呢？」我說：「一樣！佛經裡

佛陀跟我們講一樣就是一樣。」他問

何以見得？我說：「只是他們領比較

多出來用，而您領出來用的比較少，

但是您的功德還在。」他說：「我領

少出來用，那麼其他的存在哪裡？」

我說：「自己的金錢比較私密，您靠

近點，我跟您講。」我在他耳朵旁邊

對他說：「您的錢存在西方極樂世界

的銀行，它不是錢，它叫功德。」

他想想：「真的是這樣嗎？」

我就問他：「老先生，您這輩子蓋

過多少間房子？」他說沒辦法算。

我問：「那您記不記得自己建過幾

座橋？」他說：「記得啊！二座橋

而已，高速公路不要算，二條而

已。」我說：「老先生，一個人來

人間走一趟，建房子沒辦法算，又

建二座橋，外加一條高速公路，您

回到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那裡的時

候，您就可以跟阿彌陀佛說，您在

此世做了這些事，積了很多德，到

宗教信仰與健康人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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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走這一趟真的很好。可是現在

的您卻不知道，原來自己這輩子過

得這麼有意義、有價值！」

過了一個禮拜，老先生又來

了，他說：「老師，上禮拜你跟

我講完了以後，我回去愈想愈高

興！」我問他真的想通了嗎？他

說：「是的，我真的想通了，其實

做一個工人也很有價值啊！我也在

學做菩薩啊！」我說：「對啦！這

句話是你自己悟出來的，這就叫做

開悟。」他說：「啊！我懂了，所

以我現在每天都念佛，而且不會自

卑了。」我問為何要自卑呢？人人

平等，人人都成就菩薩的功德，都

很圓滿呀。不是只有他，他的親戚

朋友，有的是工人，有的是老師、

公務員，他們都在工作上有所成

就！老先生聽了很開心。因此，當

一個人在宗教信仰裡開始領悟時，

他會產生一種很好的同化，一種生

命的力量，然後便可以調適自己。

做為一個心理學的學習者，除

了研讀個案，我的老師還要求我多

讀傳記，所以我讀中國人的傳記、

外國人的傳記，讀還活著的人的傳

記，也讀已往生者的傳記，我發

覺，外國人寫的傳記比我們台灣人

或是中國人寫的還要好，因為中華

民族有一個特質，那就是喜歡歌功

頌德，傳記裡講的都是好的，至於

那些人如何從困境裡超越出來的部

分，通常講得很少。

外國人在碰到大難題時，是如

何運用宗教的觀點處理呢？我舉個

很有意思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

戰，麥帥想要登陸菲律賓，當戰艇

開抵海邊時，他從船上一躍而下，

走在最前面，涉水搶灘，當時砲彈

紛落附近，子彈從他的身邊飛過，

戰地記者在他的旁邊緊緊跟著，

問道：「將軍，像這樣，您怕不

怕？」麥帥倒也很從容，回說：

「不怕！」就二個字，而且還很從

容地往前登陸，而這個戰地記者早

已嚇得面容失色。麥帥問他：「你

怕嗎？」記者說：「我怕！將軍，

您真的不怕嗎？」麥帥說：「我不

怕！上蒼把這個責任交給我，他不

會在我還沒完成之前叫我回家。」

由此可見信仰的力量有多大，有信

仰的人就是這麼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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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並不是一個形式。之前，

我有一個祕書，罹患了嚴重的小兒

麻痺症，兩腿都要穿鐵鞋，每天開

著三輪車上班。跟她相處之後，我

才知道她不止到國外去唸書，還上

過阿爾卑斯山呢。她說：「老師，

當爬上冰天雪地的阿爾卑斯山後，

我哭了！」我問為什麼要哭呢？她

說：「爬上去時，是痛得哭；下山

時，是被別人抬著回來，我感動得

哭！」她是個很虔誠的基督徒，而

我是個佛教徒，但我們在宗教信仰

上都很有默契。她說：「老師，像

我走路一拐一拐的樣子，你會不會

認為不好看？」我說：「哪裡，

這樣拐給上帝看，上帝一定會說

『嗯，這個孩子還能夠走，而且姿

勢真優美。』」

她雖然是我的祕書，二人的信

仰不同，但是談起話來，會覺得宗

教信仰是沒有界限的。所以，當

我們接受宗教的洗禮，智慧就會開

啟。不過要注意的是，初民的宗教

跟高級宗教之間的分野。所謂初民

的宗教，是指一般的拜拜，常常都

是對價的，也就是我供養了什麼，

你保佑我什麼，這是對價的。而高

級的宗教通常會發展出一種精神生

活，一種精神上的領悟，提供精神

成長的資糧，同化生活中的苦，轉

苦為樂，轉消極為積極，讓人們在

信仰中得到自在、喜樂和歸宿感，

對生命有所覺悟和參透，進而能夠

面對任何的痛苦、意外、困難。

如果每個人都下定決心在不同

的崗位裡修行，都想要成為菩薩，

或者用基督教的說法，我要成為一

個使徒，當上帝的好兒女。每個人

都在自己的信仰中展現慈悲，才叫

做愛；由此訓練道情，當碰到苦難

時，就比較能夠接納；反之，喜樂

之時，也不會被沖昏了頭，這便是

宗教信仰的力量。

宗教信仰與身心健康

人的信仰跟健康有非常密切的

關係。有位醫學院的教授，訪問一

些重病患者，例如AIDS、癌症，

或是罹患其他重病，以醫學角度評

估難能存活下去的病人，他問道：

「是什麼力量使你又恢復健康？」

宗教信仰與健康人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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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回答：「醫療上的幫助是很重

要的，但真正賜給我力量的是宗

教。」幾乎每個病人的答案裡都提

到宗教，所以這位醫學院教授便將

這個發現提出，供醫學界參考。後

來，一些大型醫院開始設置禱告

室，因為透過祈禱，精神上產生了

一種依靠和力量，自然提高了病症

的治癒力。高級宗教的祈禱還有一

種好處，那就是可以啟發人的精神

與心理上的力量。

十幾年前，某日，一位志工朋

友告訴我，他的老師正住在台大醫

院，需要我去看他。這個病患是位

醫生，也是教授，他是因意外而住

院的。平常，每天晚上九點或九點

多時，他一定會到醫院病房去探望

住院的病人，他認為病人若能在睡

前看到自己的主治醫師，心靈定能

得到較多的安慰及安全感，將有助

於病情的恢復，所以他是一位很好

的醫生。

有一天晚上，他依例到病房慰

探，看到地下室燒了起來，他奮不

顧身，趕緊搶救病人。在認真救

人的同時，由於吸入過多的燃燒廢

氣和毒氣，心肺功能受損了，但當

時並未留意，只是覺得很累，他在

半夜三點鐘回到家睡下之後，第二

天就爬不起來了，他請同事幫忙代

班。第三天，他還是爬不起來。因

為父親也是醫生，聽到消息，前往

探望，一看不對勁，趕緊將兒子送

院檢查，才發現心肺功能幾已壞

損，最後送到美國，依然無法醫

治，回到台灣，就戴著氧氣罩一直

躺著。

我去探望這位醫師，發現他連

要講幾句話都很困難，他太太端了

把椅子，我就坐在病榻旁邊，靠

他很近，聽他講自己的故事。我問

他：「我現在瞭解了，你希望我能

幫你什麼？」他其實也想見我，他

說：「我只想問你一件事情，如果

有因果，請問像我這樣的醫療態

度，為什麼今天會弄到這種地步？

要受這麼嚴重的傷？上蒼不幫我，

佛菩薩也沒有幫助我啊！」

我問他：「你是信佛還是信基

督？」他說：「我信佛。」我說：

「很好。」他過去曾經接觸過法

師、牧師和神父，而他選擇信佛，

No.538 Apr. 2009∣47 



所以他才會問我，如果有因果，

他為何會這樣？他說這件事情始

終沒有辦法參透，他這麼愛護病

人，為何今天落到這個地步？我靠

近他說：「醫生，你有沒有聽過

一部經，經名叫做《維摩詰所說

經》？」他說：「沒有。」我說：

「這部經裡，有一段話是這麼寫

的─菩薩為了眾生的病，自己也

病倒了，我想這就是你人生的修

行。」就在這時，他停下來思索，

我沒有再講別的，他的眼淚掉了下

來，手開始在動，接著我握著他的

手，他點頭說：「我今天才真的開

悟，我瞭解了。」

二個多星期後，這位醫師往生

了。後來，他的夫人特地來找，說

一定要當面致謝，因為自從我跟

她先生談過一、兩次話以後，她先

生完全平靜下來，她感覺他又找到

了人生的意義跟價值，所以走的時

候，心情很平和，沒有不滿和怨

恨，所以她特地前來道謝。

再給各位講一個類似的故事。

有一間公司的高級主管，是位女

士，得了漸凍症，她病發得很快，

從開始發作，到真正發現罹患這種

疾病的時間大約一年多。才一年多

的時間，她全身都不會動了。我去

看她，她躺在病榻上，牆上掛了一

幅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像，我知道她

是佛弟子。她雖然可以聽見別人講

話，但無法表達，因此當她想講話

的時候，就用有注音符號的板子與

人溝通。我們點一點板子上的ㄅㄆ

ㄇ，她以眨眼的方式表示，然後我

們幫她把音拼出來，所以她要傳遞

一個訊息，是非常艱難的，所幸她

還能聽得到我講話。

我對她說：「今天老師來看

妳，沒帶什麼，只帶了一點法寶，

也就是說，老師要來給妳開示。」

「人生就像開車一樣，剛開始妳買

了一部車，還不是很好開，漸漸

地，熟練了，可是之後呢？妳要定

期保養車子，之後車子慢慢舊了，

就要換零件，到最後，這部車子壞

了、開不動了，連換零件都不行的

時候，怎麼辦？那就只好從車子裡

出來。此時，妳可以再換一部新

車，但如果要換車，請記得到極樂

世界去換，妳瞭解嗎？」

宗教信仰與健康人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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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個三十出頭的小姐，我對

她說：「妳要注意人的身體和本性之

間的關係，也許這個疾病摧殘了妳

的身體，就好像風災或水災來臨，

把妳的房子摧毀了一樣，但是請注

意，只有房子損壞，妳並沒有被摧

毀，妳可以再重建房子。妳的田產或

許也因為這個天災而受損，但妳可

以重新再耕耘，真正的妳並沒有受

傷，壞掉的只不過是妳的房子和田

產而已，所以要好好的學佛。妳現在

不能動，剛好可以在這裡閉關，妳的

病榻就是妳閉關的場所，醫院就是

妳修行的佛堂，妳要在這裡好好的

修行，才能往生極樂。」我跟她講完

這番話，就離開了。

第二天，她留了幾句話給我，她

寫下：「鄭老師，你不必客氣。」然

後又寫了八個字：「車子不在，我心

自在。」請她的同事轉交給我。當她

把這幾個字拼完，隔了一個小時，便

安詳地離開人世。在生命受到重創的

時候，她得到很多的幫助。

在美國，有人做過一個研究，

研究的對象有二十五萬人，從研究

中發現，普遍調查，約有百分之九十

出頭的人都會說自己有宗教信仰，

但是真正每個禮拜會去參與宗教活

動的人，也就是指高宗教參與率的

人，只占全部人數的百分之三十幾，

且人數越來越少。這個研究發現，

不管是信仰那一個宗教，每週都會

參與宗教活動的人，其死亡率比起

低宗教參與率的人要低很多。後來

又有一個研究發現，高宗教參與率

的人的死亡率，比之低宗教參與率

的人，低了將近百分之五十，也就是

說宗教真的是對人的壽命、健康有

密切的關係。這是一九九四年和二

○○○年所做的研究。

數據顯示，高宗教參與率的人

在健康上，得高血壓的機率比一般

人少百分之四十，在免疫力方面，

他們也比較不容易感冒。若因病到

醫院，他們花在治病的時間也都比

較少。這些人通常比較不會抽煙，

不酗酒，更不會吸毒，且較願意從

事跟健康有益的活動。此外，高宗

教參與率的人，享有的人際支持比

較多，所以他們比較健康。

一個跟自己的家人、親戚、朋

友、同事較有互動及來往者，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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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為「人際網絡比較大的人」。

研究也發現，人際網絡較大與人際

網絡孤零的人，身心健康有很大的

區別。人際網絡孤零的人，免疫力

真的比較差，也較容易生病；反

之，人際網絡較大的人，健康情況

相對比較理想。

研究報告出來後，又再徵求一

些志願者，進行另一個實驗。將志

願者分成二組，一組是人際支持、

人際網絡較多的人，另一組則是人

際網絡孤零者，二組人都簽了自願

同意書。進實驗室後，研究人員在

他們的鼻子上輕抹流感病菌，然後

經過追蹤，看看誰感染得多，結果

發現人際網絡孤零零的人比較容易

感染。感染到底差別有多大呢？答

案是人際網絡較大者的四倍。

再講另外一個發現，那就是當

一個人的心比較柔軟，個性比較活

潑，而且感覺自己所碰到的人都像

手足一樣，這種慈悲心發展之後，

人跟人之間的敵意便開始減少，敵

意的反面就在於愛，有愛的時候就

有比較多的包容。較有容忍力，將

會發展成一種比較仁愛的態度。比

較柔軟、慈愛的人，人際網絡比較

容易打開；至於容易生氣的人，人

際網絡當然就較不易開啟。

美國NIH最近做了一項調查，

就是每個州「敵意分數」的調查，

題目大都是「認為朋友都是基於

利害關係，沒什麼真正友誼」之類

的，以勾選「是」或「不是」作

答。調查結果有一個跟健康有密切

關係的重大發現，即一個州或城市

的敵意分數較高時，該區生病的人

較多，所花的醫藥費及健保成本當

然就相對的提高了。

個人因為工作等各方面因素，

跑過美國的十八個州，其中有幾個

州讓我印象良好，譬如鹽湖城、丹

佛、多聖塔等。我認為比較友善、

親切的那些地方，居民被調查出來

的敵意分數都是比較低的。所以，

有很多的研究顯示，透過宗教的力

量，對人類的健康是有益的。宗教

信仰帶來的愛、慈悲和義行，提升

了健康，形成一個社會支持。

宗教信仰的幫助、支持跟調適，

對病人有非常積極的幫助。有宗教調

適的老年病患，不僅憂鬱較少，死

宗教信仰與健康人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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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率也較低。另外，有宗教信仰的老

人，也比較不怕死。其實人都會怕

死，這個壓力有多大呢？有一天，有

位上我進修課程的學生，對我說：

「老師，我實在很羨幕你，如果我能

像你一樣有堅定的信仰該有多好！」

我心裡想：天啊！這個人明明就是佛

教徒，怎麼到今天還講這種話？這表

示她只是接觸佛教，並未建立真正的

信仰。因此我對她說：「那我們現在

重新皈依，重新建立起這個信仰。」

她說，總覺得自己還是信不來，我

說：「沒有關係，只要先念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聖號就好了。」她問我，真

的有那個地方嗎？她好害怕。

我碰過另一種人，是生重病的

人，跟他談過之後，請法師幫他皈

依，並給他一串念珠，他的心靈就很

穩定，這份穩定來自於信仰的力量。

根據德州大學的研究，一個人開不開

心，與生存力有著很大的關係，有的

重症患者之所以能夠活過來，除了願

意接受醫方的治療之外，宗教的信仰

是最重要的因素。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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