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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法居士介绍 - 黄添送居士 
  

过去四年任职国际贸易及工业中小型企业发展部高级经理、前教育官

员，目前是能源、水供与通讯部属下排污服务署署长。  

自 1979 年学佛，大学期间活跃力全佛学会，1989—2000 年积极参与

BGF(BUddhist Gem Fellowship)，目前为 BGF 理事，协助培训弘法人

员，常受邀为中小学及大专生活营讲师。 

   黄添送居士 

当下化掉愤怒 访谈篇 
心灵对象：  首愚法师(首)     黄添送居士(黄)       主持：雷桂青(雷) 

首愚法师简介： 
台湾十方禅林住持，1971 年依仁俊、广善两位长老为剃度师出家，日

后随南怀瑾老师学习，曾於台湾及厦门南普陀寺、北京佛牙塔等地闭

关 19 次，专修条般若 三昧、禅修和准提密法。除主持十方禅林之弘

法外，首愚法师还创立十方杂志、十方人文书院，并於美国、加拿大

等各地设有准提共修会。 
 
雷： 我们都知道生气是不好的表现，但是很多时候却按捺不住发脾气；对大部分人来

说，生气就像家常便饭一样，可能一天之中就要生气好几次。久而久之，便养成生气 的
习惯，动不动就要无名火起冒三丈，根本无法察觉到底是什么原因挑起自己的怒气。今

天有幸首愚法师莅马弘法，我们请法师开示，愤怒的根源以及其化解的方 法? 

首：这是个大修 行，凡夫常常讲得到做不到，看得破转不过。说不贪偏偏贪，知道不该

发脾气，偏偏发脾气。贪嗔痴慢疑五毒是大无明，五毒要连根拔起，一点都不简单，要

从 「理」下手。多阅经、听经、诵经，能够帮助自我纾解。明埋后知道发怒对自己的福

德智慧的伤害，了解恶因会结恶果，心就开始软化。发观自己若起嗔恨心，打从 心里生

忏悔心，嗔恨心之根才会开始松动，就容易连根拔起，否则，根深蒂固的话，要拔也拔

不动。 

化解冲突只能管自己  
凡夫一般都以嗔报嗔，你骂我一句，我回你两句，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两脚。达摩祖师

在<二入四行>说得很清楚，如果从自己开始，你骂我辱我，我以德报怨，包容你，当是

消业障，慢慢心就开阔。这是「报冤行」。 

第 二种方法是「随缘行」。不管好坏、得失皆随缘。比方说一个人不但在银行没存款，

还向银行借贷钜款，他若想让自己轻松自在，首先得把旧债偿还了，有点积蓄， 才会越

来越欢喜。同理，别人侮辱你，你能够忍受，就当作消旧债、消业障。否则，别人骂一

句，你顶两句，旧债未还，又招新殃，只会欠下一屁股债，烦脑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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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无所求行」。有求就有苦，就有争执。你要是损坏到我的利益，侵犯我了，

我无所求的话，就会再三忍让你，嗔恨心就会相对减少。 

最后，是「称法行」，即身、口、意如理如法，遇事称法而行，就能化解愤怒、烦恼。 
这要经过长期的修行才能做到，非一朝半夕所能达到的境界。 

在人际关系方面，要学习菩萨的四摄法(利行、布施、爱语、同事)。要利行、布施，无

论是财施、法施或无畏施，都要付诸行动，以培养开阔的心胸。 

另外，要爱语――多说鼓励、赞美的话，避免语言上的顶撞。爱语要从同事开始，以他

的立场为立场，以他的需要为需要，想想能够为对方做什么？时时设身处地为他人著

想，就能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减少冲突，加上爱语、利行、布施，人际关系就会越来越

圆融。 

雷：我们应该宽恕邪恶吗?例如最近轰动新、马、中的八岁中国女童被杀案，给受害者家

属带来极大伤害；还有泰南的暴乱中，佛教领袖遭激进分子斩首。面对此种事件，我们

该如何自处？如何化解这种内心的愤怒、怨恨?社会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首：首先，社会不要落井下石，要有同理心，体恤、安抚家属，化解家属的愤怒情绪。

种族、宗教问题，必须处於平衡点上，才不会引发暴乱事件。治本之道要有平等心、包

容心，这样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当局、文化界、教育界、宗教界的携手配合，共同建设净化社会。 

山不转，路转。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们只能管好自己，要求别人很难。俗语说，求人

不如求己，求自己转念，以德报怨，感动对方，化解恩怨。 

黄：泰 国是佛教国，但是整个佛教教理蛮僵化，大家的心胸还不够开放，还是有「我是

佛教徒，你是回教徒」分别、对立的观念。人因愚痴、无明所犯下的错误，其带来的 伤
害甚至比贪、嗔还大，因为贪的行为和嗔怒的情绪是我们轻易察觉到的，而无明是不知

觉的，以致很多时候我们会自以为自己是对的，错都在别人身上，进而起分 别心－－对

跟错、好跟坏、我是上等人，你是下等人…… 

培养慈悲喜舍柔软心 

我 很认同法师所言，平息泰南暴力事件必须从政府开始，因为政府代表权力，一切对属

下部队的指示、政策，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我觉得，领袖若把国家当机构经 营，本身

是机构的总裁，看的只是国家的经济成长率，而忽略其他方面，就会引发国家冲突问

题。领袖应视治理国家为社会责任。 

除了容忍，我们还要谅解，同时有责任让友族了解我们的宗教、文化。我最近接待三位

来自泰国的法师，最后行程我们参访州回教堂，并且为回教徒祈福，祈愿能够以慈悲心

感染友族，缓和彼此僵化的心灵。 

我认为，尽管并非易事，开放心灵是每个佛教徒所需要的。我们要别人对我们好，首先

我们要对人好。法师当年拜南怀瑾为师，这种学习的开放心胸就值得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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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请两位分享自己的愤怒经验、两位在接触佛法后，心性上有何转变?两位有怎样的一

套对治嗔怒之法？ 

首：脾 气上会有明显的改变是肯定的。我过去在情绪起来时，一发不可收拾，难以控

制，必须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平伏心情。透过戒、定、慧的修行，就能够把发怒的时 
间缩短，渐渐地，烦恼很快的从三、五天，到一天、几个小时、几分钟，乃至当下就化

掉!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必须透过长期的精进修行，慢慢把心量打开，才能达 到。 
 
黄：师父，人往往是理直气壮，把错归咎於别人，自己永远是对的，把生气「合理

化」。 

首：问题是，你的理直不直啊？(哄堂大笑）是自以为是吧？人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

婆有理，才会理直气壮。要是其中一方理亏，「理不直、气不壮」，两个人就吵不起来

了。一个巴掌拍不响嘛! 

总而言之，一、要有见地，即明辨是非善恶；二、修习禅定，这样遇事比较不容易心烦

气躁，而能够冷静思考、分析，并且准行能行，难忍能忍。如此才能加强忍耐心、不容

易发脾气，像强韧的橡皮筋，有弹性。 

黄：虽然知道要观照自己的情绪起伏，不过前几天当车子被撞时，我还是会不高兴，心

一样会痛，然而愤怒的情绪并不强烈。我想，日常生活中修持内观禅是必要的，所谓内

观，并非阻止、压抑情绪生起，而是观照内心所有觉受、情绪的起伏。 

我知道自己不高兴，同时明白到情绪、外境不断在转，我要如何化解不满、怒气？满脸

通红，以重语气表达内心的不满，或怒气冲冲抓起那人揍他一拳？这都会影响到另一个

因缘；我还得看对方是年轻人、友族或精神病患者?不同的因缘都会有不同结果。 

后来我「理直气和」(非理直气壮)对他说：你为什么没看路呢？对方自知理亏，原本的

僵局很快就化解了。这也是法师刚提到的重点，不是强调我对你错，而是当下化掉了，

像耍太极，以柔制刚。 

我主要修持慈悲观(Metta)。慈悲观教导我们转念。我觉得，透过每个小时观内心一分

钟，其效果远比—天观 10 分钟、20 分钟或半小时来得好。方法简 单：「愿我没有危

险，愿我没有病痛，愿我没有烦恼，愿我平安、幸福、快乐。」然后，再将之扩大力身

边的亲友，愿他们没有危险，愿他们没有病痛，愿他们没有 烦恼，愿他们平安、幸福、

快乐。在日常生活中要培养细心、热心(前两者即慈悲喜舍)及柔软心，广结善缘，那么

我们就能对众生之苦感同身受，不管是家里的印 尼女佣或美国人眼中的伊拉克难民，一

切众生皆平等，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就得以平息。 

当抹布扫把扫除乱象 

雷：有时候我们对暴力行为不予理会，反而会激起对方的恨意，该怎么办? 

首：要扭转这种情况，除了礼让，你要有智慧啊!没有智慧，不但於事无补，反而把事情

搞砸了。空有智慧，没有慈悲，就容易变得咄咄逼人。因此要能智能悲。要包容，凡事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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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太清则无鱼。一个人如果连一点染污都堪忍不了，就没有福报。有时候要当抹布、当

扫把，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把污渍擦掉，把肮脏扫掉。否则，每个人都要当纯洁的白

布，谁来当抹布？白布很纯洁，但不堪染污，抹布、扫把能够扫除社会乱象，净化社

会。 

基本上，人有诚心，大概就能化解干戈。不过，应该澄清的就要澄清，不该辩证的就不

需浪费时间、唇舌，因为有些事是有理说不清，越描越黑的。有事情不说明， 让别人误

会，那是一种罪过。适当的时候还得说清楚真相，以免让人认为你默认。讲归讲，点到

为止。有云：是非以不辩为解脱。这是很高的境界，像布袋和尚一一 有人骂老拙，老拙

自说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这是一种很好的处事哲学。 
 
黄：我 觉得，如实观很重要，即理智、客观地看待事情。比方说，同事之间的关系极

差，有时碰上对方做错，自己没错，我们不须为免关系僵化，把错背在身上使自己成为 
弱者；自己没错，但对方还是对我们不好，我们不妨从因果上解释，是过去世我们种下

某些因，所以遭致如此果，这样就能坦然接受事实。但这不代表我们认命，我 们还可以

做些努力来改善情况：命、运、风水、读书、积德。「命」(先天)是注定的，但「运」

(后天)是可以改善的，「风水」如地理环境的调整，有改善作 用；「读书」可增长见

闻，学习放下等种种方法，「积德」以增长福报德行。一旦我们提升佛性，超越二元对

立，就没有你我、对错、好坏。不知法师除了嗔毒，还 有何方法对治其他四毒：贪、

痴、慢、疑？ 
 
首：天 台宗的五停心观教导我们对治五毒的方法：一、修不净观对治贪，了解身体是个

假相，断除男女情执。二、修慈悲观对治嗔恚烦恼，培养慈悲心。三、修缘起观对治 愚
痴烦恼，了解一切皆是因缘所生，减少执著。四、修界分别观(无我观)，对治我执之障

(疑)，让心笃定。五、修数息观，以定对冶散乱。一般人认为，真正从 事灵修者，在面

对恶言相向时应该表现超越人之常情的安忍，而非勃然大怒，这样会不会造成一个假

相，即修行境界越高，越能安忍、平静? 
 
首：那要看是真的超越境界？还是自欺欺人？有没有动怒，你自己心知肚明吧!不是做给

别人看，最重要是照顾好自己的起心动念。对方发脾气，你能够心平气和，百般容忍，

代表你境界高。减少冲突及使对方造门业，彼此也好过。有时候跌得重，爬得高。就当

是考验我安忍素养的功课。 
 
黄：我 偶尔也会发脾气，生气时也会不辨好坏，好像对生活营的筹委理事，遇到他们犯

错时，我会先温柔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听，我的语气会比较严厉，再不行，就要 很
严厉地训他们了。佛陀说过，世上有三种马，上等马自动自发，不需要鞭策，叫它就会

走；次等马见你执起鞭子，你没打它自动走：劣等马很顽固，你要挥打鞭 子，打得它痛

彻心肺，它才忍痛跑。各人根机不同，聪明者容易意会，拙劣者要当头棒喝。其实，有

时候惨痛的经验能够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修行程度到哪里。  
 
 
首：所以佛陀才会感恩提婆达多，提婆达多虽多次致佛陀身体出血、破坏僧团和谐、破

坏戒律，甚至毁谤佛陀，佛陀部不怀恨於心，反而感恩，视他为善知识，成就自己。如

果社会上人人都能具备佛陀的智慧，就好了! 



5 
 

发泄容忍还不如化解 

雷：佛陀教导我们要慈悲、安忍、宽恕，而坊间有许多激励课程，鼓励我们发泄内心的

愤懑情绪，是否也是疏导愤怒的途径呢? 

首：你要懂得分辨有关指导的方法对不对？课程的内涵够不够？如果有更高层次的究竟

方法，你为何要选择不究竟之法？发泄有发泄的结果，双方都发泄，只会引起反击，以

嗔报嗔。 
 
黄：发泄在自然界会否引起反击？ 
 
首：心态才重要啊!一切唯心造，发泄只会加强嗔恨心，使人难以平伏。你打树，拳头会

痛：你踢石头，脚会痛!与其能忍，不如能化。化解才是重点，把愤怒的负面情绪化成修

行的正面能量！ 
 
雷：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化」？他们认为，佛教的忍辱就是被压迫还百般容忍。 
 
首：你 为什么非得压抑得一发不可收拾呢？忍辱还不够，还要有化的智慧!把所有负面

情绪化得乾乾净净。好像我们常说，布施要三轮体空，没有布施的我，没有布施的对 
象，没有布施的东西；同理，忍辱也要有智慧，没有忍辱的我，没有忍辱的对象，也没

有忍辱的事情。把一切观空，法执和我执减少，愤怒、不满就烟消云散。这才 是圆满的

忍辱波罗蜜啊!否则，「我」在忍他，他被「我」忍，就会越忍越痛苦。(哄堂大笑) 
 
黄：千万别把自己压抑得忍无可忍，以免转变成情绪发泄。发怒会引发心脏病、血压

高、中风，同时使心灵受损，得花一段时间重新调整。严重的话，产生个人的纠纷恩

怨，甚至最终引发种族、国际间的问题。 

过去在国际贸易及工业部，我是部门里唯一的华裔。我做事向来要求高，不管下属是何

种族，只要表现好，一定会奖偿；反则，就算是华裔，做不好也不客气。没有适时表明

自己的立场以致引起冲突，那就是自己的过失。 

当世界出现黑暗面时，我们应该站出来，在说出真相时，我们的内心如果是善的、慈悲

的，那内心的愤怒其实已转变成正面能量，支持我们的行动。 
 
我想，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心性了如指掌，清楚观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就能够驾驭自己愤

怒的情绪，不轻易生起嗔恨心。 

雷：与其学习如何处理他人的愤怒情绪，何不乾脆直接避免跟这类人打交道，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 

首：你以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那永远就没机会了，徒让自己的生命萎

缩，没机会当菩萨。做事要勇於承担，面对挑战。多做多错，才能多改善，多机会。逃

避的话，少做少错，少机会，就少福报、少智慧。 

黄：换个角度看待，其实愤怒是善知识，愤怒与我们是一体的，我们不该把它当作是必

须被完全隔绝的一部分，不要过於抗拒愤怒，要学习从中看到自己的不圆满，改善自己

的缺点。不要看好或不好，要看在好和不好中，我们学习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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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当生气时，最好的方法不是百般指责别人，不是逃避，与愤怒对抗，而是保持正

念，认清愤怒的负面情绪，加强自己的洞察力，了解愤怒的因果为何?然后回到自己，好

好拥抱、照顾内心的愤怒．这样我们才有能力把负面情绪转化成正面的能量。 

整理：雨晴 
摄影：淑丽 
摘自《福报》第 31 期 

 自得其乐的弘法者 ―― 访黄添送     

「因为觉得有意义、因为法喜充满，所以弘法这条路我走了那么久，依然乐在其中。」

第一眼见到黄添送的印象，就是笑容满面的模样。与他谈著笑著，时间不知不觉中从指

缝间流逝。  

访谈中，黄添送不时挂在嘴边的这么一句话，说明了他这些年来弘法的心得。一个人的

心境与心态，其实都写在脸上，他那份乐在其中的快乐轻易地就感染了身边的人。 

 愿心：广传佛法、自利利他  
他曾发愿 1 年要弘讲 100 场佛学讲座或课程，即平均 1 个月 8 场，1 个星期 2 场。「长年

累月地南下北上，要不是因为从中得到源源不绝的法喜，早就累垮了!」弘法，就他而

言，是善行，也是修行。  
 
尽管四处弘法颇为劳累，但只要一想到一场佛法的分享或许能让一个人，或许无数个，

因此受益，他就乐此不疲了。「站在台上，听众的表情都清楚显现眼前，只要 有人露出

珍惜、感动、认同的眼光，就让我拥有无上的满足感了。」 

黄添送坦言：「如果没有那一股信念及洗涤人心的法喜，各地奔走去弘法真的是件不容

易的事哦!」 

身为弘法人员，必须不停地进修。本身对佛法的体验倘若不足，所说的法就欠缺说服力

了。要知道，身教比言教更甚，其影响力及摄受力是不容质疑的。 

「别以为弘法就是站在众人面前一板一眼地进行解说，其实自己对佛法的领悟及发自内

心的感同身受更加重要。」大众的耳朵是清明的，眼睛是雪亮的，弘法者不只身负传达

佛法妙谛的重任，而且也须将本身对佛法的感受及体悟与众人分享。 

「佛法是一种超越语言的媒介，传播出去的，不只是口中说出的话语，还包括举手投足

间散发的讯息，才能深入人心，让听闻者对佛法有所撼动。」 

不同的阶段中，会有不同的生活体验；透过不同的生活体验，对佛法的领会自然有所不

一。但，不变的是，佛法不是一项项的大道理，而是对生活、生命的体悟。因为，佛法

是实用的，而非仅属知识性的。 

从 1986 年开始弘法的黄添送，在 6 年后毅然想要让自己有更大的进步，于是发愿除了分

享生活化的佛法，也要开始讲解关于五蕴、十二因缘等佛学知识。有了这样 的愿心，接

下来就是好好装备自己，不断地自我观察、自省、阅读、累积经验，才能与听众分享如

http://www.mba.net.my/MyBuddhism/People/JuShi/HTS/JuShi-hts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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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运用佛法调适身黄添送弘法的对象层次蛮广的，从儿童、学生、 毕业生、上班族，乃

至家庭主妇等，只要是需要讲师的地方，他都尽量配合、答应。 

善巧：融会贯通、方便度众 
在全国各地办过许多青少年佛学生活营，他不奢望能在 3、4 天内就改变一个人。但，至

少通过生活营中群体生活在一起的气氛，可以从他们的眼中看出一些改变。愈被通称为

「问题学生」的人，他愈喜欢接近他们。 

「很多时候，不是他们真的有问题，而是没有人愿意去倾听这些孩子们的心声。其实他

们的本质是不坏的，只要以他们的方式与他们沟通，这些孩子的改变会让你眼前为之一

亮。」 

现在，每逢周 4，他都会到雪州沙亚南的「蒙福特少年城」上 1 小时的佛学课程。里头

并不是外人以为的「坏学生」，他们只是失学了，没兴趣念书，却又想学一门手艺或技

术的少年。因此，黄添送呼吁众人勿以异样眼光看待他们。  

蒙福特少年城里的 3 百多位少年之中，就有约 250 位前来聆听每周一次的佛学课程。黄

添送与几位朋友分成中英文班，共 6 个班级带领他们。 

佛 法浩瀚如大海，佛陀所开法门，更有 8 万 4 千之多。面对这群充满好奇心及生命力的

少年，不太可能与他们正规正统地谈论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内容。因 此，他选

择与少年们谈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例如神通、时间管理、钱财管理、人际关系……等

等，务求让他们感受到佛法是那么贴近人心的，而非遥不可及的。 

「对初学者而言，佛教名相并不能满足他们对佛法的好奇。若能让他们真正了解佛法的

内容及实用性，反而更能让他们受益。」 

什么年龄就用什么方式来分享佛法。「蒙福特少年城」里多数为 16 至 18 岁的少年，利

用有趣的经验分享，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而在面对儿童时，他认为就必须用儿童的表

达方式，向他们述说充满想像力及童真的故事，从中带出富教育性的讯息。 

「只有让少年及儿童先接受和相信说法的人，他们才会去听取法的内容。于是，弘法者

就要懂得调整本身的表达方式，以便更贴近他们的频率。 

当你可以将深奥难懂的佛法内容解说得清楚明白，随时可以在生活中派上用场，那么你

就成功了。因此，弘法人员本身对佛法的掌握必须是稳扎稳打。」 

信念：教学相长、直下承担 
如果你有听过黄添送的佛学讲座，就会发现他所说的，其实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大大小

小的事。「学佛最重要是懂得在日常生活中将佛法融会贯通。柴米油盐与佛法 本为一

物，学佛后不是不再需要柴米油盐，而是不再为之困惑。」 

他曾为一群即将毕业的大专生主讲一项关于「我、社会与佛教」的讲座。会中发现一些

即将踏入社会的新鲜人，对物质的享受既抗拒不了又害怕追求。其实，谁说学佛者不能

赚取很多钱财?谁说不能努力改善物质上的需求? 



8 
 

「我曾请示一位师父，在家学佛者该做些什么?师父告诉我：『去赚钱!』」 
 
赚钱，是为了让家人有安身之所，三餐温饱，过得平安快乐。其实，身为在家人，就应

好好扮演在家人的角色，让自身经济能力得以稳定，如果有能力，再帮助不幸 人士。

「我们都应将现有的角色尽量扮演得尽善尽美。当你可以将在家人的角色扮演好，如果

有一天因缘具足而出家，才能将出家人的角色也扮演好。」 

然而，许多人都误会了，以为学佛就是要粗茶淡饭、远离物质需求，不可谈论世俗的事

情，要活似不食人间烟火。其实，早在 2 千 5 百年前，佛陀就已开示说明钱财的运用与

分配。  

学佛，是让你学习在现有的生活中活得更好及有意义。 

他也透露，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有宗教，但是却必须要有信仰。信仰，是环境与自身成

长经验中建立起来的信念。有些人喜欢把宗教套在别人身上，指责什么事是某宗教徒所

不应做的，他并不认同这种心态，反而认为：「宗教是一种引导我们向善的教导，是心

中用以度量自己的一把尺。」 

回首当年是如何与佛教结下因缘，黄添送笑说：「其实早在中学时期，就有同学鼓励我

去认识佛教，邀请我加入校内的佛学会。但那时候的我，是蛮抗拒的。嘿!因为我是华文

学会的中坚份子，非常投入地主办及策划一连串的文化活动，享受于那种不遗余力搞活

动的热忱。」 

那时候，根本没兴趣了解何谓佛教。所以，同学的邀请并没有让他心动，也没有因此将

他引入佛门中。 

然而，因缘终究还是敲上了门。中 5 毕业之后，等待成绩放榜的期间，反正闲著没事

做，他就与同学从家乡马六甲北上，到吉隆坡去参加全国佛学生活营。这生平第 1 次参

加的佛学生活营，也因此为其佛学基础开启了启蒙之门。 

因为累积了多次参加及举办佛学生活营的经验，升上大学后，也当起佛学会的先驱，发

起一连串弘法、共修的活动。初生之犊不怕虎，凭的是—股热忱，也因此将国大佛学会

带上了轨道。 

「第 1 次开会讨论关于佛学会活动时，20 多个人在校内的非法聚会，还被校方警卫发

现，并给予警告。」 

谈起往事，黄添送兴致勃勃地诉说著属于他们的骄傲：「最后，我们决定将每周 5 中午

回教同胞礼拜的那段时间，用作佛学会会员的聚会时间。我们称之为 Common Class，邀

请一些讲师前来讲解佛法，分享法喜。」 

有时候，讲师在时间上不容易配合，尤其在那个很少全职弘法人员的年代。在这样的情

形下，他们几位领导人只有亲自上阵，边学边讲。 

「只要敢讲，就会一次比一次讲得好，信心自会不断增强。其实佛法的范围都非常生活

化。只要捉得稳中心思想，弘法并不是那么难的事。」就这样，他说法说了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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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学毕业后，加入全国大专毕业生联谊会（BGF)，发心担当了连续了年的主席一职。

这是个以英语源流为主的团体，为在藉大专生办了不少内容精采、感受深刻的 生活营。

黄添马佛青全国理事，在那 5、6 年内，负责设立训练委员会，为全国各地佛教会提供关

于策划、管理、团队精神等训练及资讯。 

远景：善观因缘、初心不变 
现在，他自言：「我巳进入生命的另一阶段，属于转型期，对弘法的工作已不像以前那

么高产量了。现在，会按照自己的能力选择较能胜任的弘法方式，尽量避免因本身的工

作而影响到弘法课程的进展。」 

「每个人都必须清楚明了自己生命中的大石头是什么。如果将生命喻为一个箱子，你必

须懂得先安置好大石头时，再依顺序将小石头、沙、水等较小的物件置入吧!」 

这样的大石头论，是山种生活的智慧。许多人就是不清楚自己的大石头是什么，所以会

失去生活的重心，或轻重不分地为所有事情奔波忙碌，结果都无法圆满成事。 

黄添送相信，在生命中的每个阶段对大石头的定义都有所不一，需要不断地调整。因为

世事本来就是在因缘变化中。 

询及未来，他希望能做更多未尝试过的事，例如周游列国，看看这世界。然而，他也清

楚，真正的自在，是先让自己的经济状况稳定。心无罣碍，才能真正轻安自在。 

与黄添送聊了近 2 小时，才知道原来他是我的学长，念的是同一个科系。有趣的是，毕

业后我们都「不务正业」，皆没有从事有关科系的行业，一个当上贸工部的公务员，一

个当了编辑。 

诚如他所言，只要做著有兴趣的工作，并且一直有进步的机会，那又有什么关系?生命

中，重要的是清楚自己的大石头在哪里。 

你呢?找到了生命中属于你的那片天空了吗?你的大石头又会是什么?无论你追求的是怎么

样的未来，希望都能像黄添送一样乐在其中，让人生充满意义及乐趣。 

汪劭徽/专访 《普门》第 38 期 2003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