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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樹悅讀會
翻&轉—傳統的思考之外
(第一次讀書活動)

書名：蘋果橘子思考術
日期：103 年 11 月 3 日 地點：Q502 會議室
出席人：李惠玉、周慧美、邱貞雯、陳慧華、陳昭蓉、
曾靜儀、劉詠欣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什麼是「蘋果橘子思考術」？
李維特及杜伯納兩位作者提出了幾個另類的思考方式：
---蘋果的外表其實是橘子的內心，用心看清事物的本質。
「蘋果橘子思考術」意味著小思考，而非大思考。

李維特與杜伯納認為最好是問小問題，而非大問題，，並提出以下幾點理由：
一、本質上來說，小問題比較少被人問起，也比較少被研究，或許根本沒人碰過，他們是真知的處女地。
二、既然大問題通常是一堆一堆的小問題混合而成，相較於施展宏大的解決手法，著手解決大問題的一小
部份，將帶來更多進展。
三、任何改變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但讓小問題發生改變的可能性，大過於大問題。
四、大思考本身是一種不準確的事，甚至是在猜測。小思考帶來的獎勵可能比較少，但至少相對而言，你
能確定自己在說什麼。

心得摘要
一、首先，面對問題時，你得放下心中的道德羅盤
─為如果你已經決定要怎麼做的話，就很難看清楚問題的真面貌。
也就是所謂的先入為主的觀念
「當人們不必支付某事物的成本時，通常會用無效率的方式使用那樣東西。~談健保議題。
「當人們開始依據道德羅盤的讀數做決定時，第一個被犧牲的通常是事實。重新定義問題，問對問題會讓
你做對的決策。
二、學會說「我不知道」
─除非你承認自己真的不知道，否則幾乎不可能學會該做的事。---要懂的承認不知、放下莫名的自尊
"假裝知道"所付出的代價往往超乎想像。
勇敢承認"不知道"，不代表失敗，有時候反而能找到更多角度。
勇敢說-不知道，找出答案，並且盡快做到。
最終的關鍵在於決定何時開努力、何時又該放棄

三、像孩子般思考
─這能讓你問出更好的問題、想出更好的點子。---不要把問題複雜化像個孩子般思考，就算是很笨、很簡
單、反而比較沒有偏見。而且用的是全新角度。
先入為主的想法，會使我們排除大量的可能解決方式。
如果想到的盡是爛點子，怎麼辦？不要付諸行動就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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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個小孩子般思考的另一個基本原則便是：不要害怕顯而易見的事。

四、成為精通誘因大師
─無論如何，誘因都是主宰這個世界的根本要素。--回歸初始化
經常我們忘記了「誘因」經常將問題複雜化，而忽略了基本的程序。
永遠不要以為，一件正確的事情，人們就會去做。
要知道有些人會不惜一切代價投機取巧，用你想像不到的方式打敗制度。
﹙例頂新﹚

五、學會說服不想被說服的人
─只因為你是「對的」
，不代表別人就得聽你的。--包容
當一個人花很多心力才得出自己的看法時，要改變他，將會是一件難事。
說服的要點：不是我，是你﹙站在對方的高度﹚
、 不要以為只有你的論點才完美。只要微笑就好 -- 改變話
題。

六、了解放棄的好處
─如果你不願意放棄今天的死局，怎麼解決明天的問題？ ---放下
一般而言我們之所以這麼難放棄，絕大部分原因是怕被視同為失敗﹔
而失敗的本身真的只有負面的結果嗎﹖失敗帶來的回饋又是什麼﹖
通常決定目標是否無法達成，占了九成的爭扎---最終的關鍵在於決定何時該開始努力、何時又該放棄。如
果不願意拋棄今日行不通的東西，將無法解決明日的問題。

"放棄"對很多人而言是不鼓勵的，然而書中卻認為很多創意思維、美好而有價值的工作，都來自放棄
了不通的路。國父的第 11 次革命成功常被當作激勵屢敗屢戰的金玉良言，然而真的要戰這麼多次嗎?萬一結果
沒有那麼美好，途中或分叉路有更美麗的風景等著品味呢?我認為先想想這條路是不是非走不可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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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樹悅讀會
翻&轉—正面思考的力量
(第二次讀書活動)

書名：遇見心想事成的自己
日期：103 年 12 月 8 日 地點：Q502 會議室
出席人：李惠玉、周慧美、邱貞雯、陳慧華、陳昭蓉、
曾靜儀、劉詠欣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作者：張德芬 / 方智出版社 / 2008/02/29 出版

想要分享《遇見心想事成的自己》這本書，是因為作者的前一本著作《遇見未知的自己》內容也是藉由不
同的思維的故事情節，來做婆媳夫妻之間的心靈探討，適合年輕夫妻來看。今天分享的《遇見心想事成的自己》
又能激發不同的思維，似乎符合較我現在的年齡與心境。不過心靈探討的書很有趣，每一階段年齡的解讀與感
受是不一樣的。
剛開始看到這學期的書單，心想這次的三個主題，應該是完全不搭嘎的，似乎也會脫離親子教養話題。 但
聽完慧美的分享後，不得不佩服昭蓉組頭的用心與智慧，藉由不同的主題，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心境分享，幾
經翻&轉之後，還是回到我們在意的親子教養、家庭和諧上。心靈探討的重點是定睛在”自己”身上，多聽聽
自己內心需要，“心想事成”是不是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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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傳統的思考之外

蘋果橘子思考術 周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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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正面思考的力量

遇見心想事成的自己 李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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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接受還是放棄

不再試著修補生命

陳昭蓉

緣起：
作者張德芬藉由一個天方夜譚的童話故事，以平凡農夫想娶公主的故事來呈現如何創造非凡、心想事成的
人生的方法。並呈現不同的過程與結局，來協助我們釐清”心想事成”的人生步驟。
聽說神祕國擁有一個祕密，所以人民的生活都美好、喜悅，那個祕密到底是什麼呢？美麗的公主宣布：只
要有人可以找到那個祕密，我就跟他結婚。全國的青年都出發去尋找，阿南也是其中之一，可是旅途充滿了危
險與艱難，而那個祕密真的存在嗎？
阿南一心想娶公主，從沒懷疑這願望是否是自己真心想要，也沒想過願望背後要付出什麼代價，取得祕密
的畢業勳章後，理當美夢成真的阿南不解自己為何反而身陷險境？了解祕密的神秘國人民為何不如傳說中的喜
悅……
原來，祕密之後，還有祕密。(例如:阿南只憑第一印象，執著追求公主，從未想過”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
子”之後的現實面，如阿南是否可以容忍驕縱的公主個性…夫妻間因成長背景不同，思想難磨合…結婚後發現
幫助他追求公主的平凡女僕，才是適合他的理想對象…心想事成之後，為何不如傳說中的喜悅……
「心想事成」應該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本事。但是，為甚麼那麼多人心想事不成、甚至事與願違呢?這是因
為兩層重大的障礙，第一就是，從小到大，沒有人告訴我們應該如何夢想，或是鼓勵我們去讓夢想成真。一般
教育，都是注重於外在的一步一腳印的扎實功夫，不可以好高騖遠。當然，腳踏實地是一點也沒錯的，關鍵就
在於，我們忽視了心靈的力量，也忽視了這個有形的世界是受無形的世界操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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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心情被困擾憂傷氣憤所堵塞時，不妨試試這本書。
第一步：你必須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麼(心想事成的結果真的是你想要的嗎?)
雖然隨心所欲的達成你想要的東西，但是你也可能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例:作者參加了一個靈修課程，課程是無法隨意離開的，但是作者實在非常想要離開，就用秘密的方法觀想
明天就可以離開，結果最後她的確離開了，但是是因為急性腸胃炎，最後還開刀住院。
所以她的想法是，宇宙會選最近的達成方法，但是不會幫你計算付出的成本，所以後來作者就不使用
秘密的方法，只有每天控制自己的情緒，臣服於宇宙的趨勢。所以這就是作者認為秘密沒說透的事。心想事成
的陷阱和代價，不得不小心。

第二步:從小到大的制約:( 清除大腦中一直佔據你思想的舊信念，重新設定目標)
多年前，英國有一個馬戲團失火，燒死了幾頭大象。後來收拾善後的時候，有人發現，那些大象只是被一
根細繩栓在一根細的木杆上面，但是牠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火苗上身，也不會邁出那一步。這個慘劇發人深省，
至少，讓我非常感慨。因為，就某種程度和某些方面來說，我們無異於這些從小就被細繩給制約住的大象。

打從童年起，我們在周圍的環境，包括街坊鄰居、父母親友、老師同學等當中，吸取了很多資訊。有些資
訊是有用的，有些是無用的（或是錯誤的）
，或是當時有用，但是長大以後沒有用，反而會限制我們的。 但是
由於這些資訊從小就深埋在我們的潛意識中，已經變成了所謂的信念，我們從來沒有去檢視它們的有效性和真
實性，因此，一直無意識地受到它們操控，進而影響了我們一生。
◎ 打破因循的模式——先瀉再補的原理(P158)
◎ 積壓的情緒是堵塞的能量(P132)。
全然接受你的負面情緒，觀照負面情緒，釋放情緒—將拉圾倒出來
這些垃圾從哪兒來的?—自問自答修正法 (P179)
只要出現心想事不成的狀況，你就知道有舊信念在阻擾，重新檢視自己的信念走出受害者模式——讓理
性與感性平衡的技巧(P185)

第三步：等待接受、學習放下-- 發願，感恩，接受。
我們的頭腦是製造戲碼和編劇的高手。
告訴自己你很棒、而且事情會非常順利成功，只是做到了心想事成一半的功夫。真正心想事成的境界，應
該是在處理了自己的人生模式、知道自己真心嚮往的是什麼。
在看這本書之前，我覺得感恩是在 ”最後達成的階段” (一般習俗都是在期末過感恩節，豐收酬神等活
動。)，但本書作者提到感恩是在”化為行動的那個階段前”，也就是說要感恩才會有結果；總之重點是不論達
成前跟後都要抱持著感恩的心，那才是心想事成的速效方法。

1.信念:在教養子女上，要有正面的信念，學習感恩 (此書裡寫的是祈禱)，
吸引力法則，我們的意念、思想是有能量的。
(例如:聖經上說父母的話語是帶有權柄的，要對子女說正面祝福的話語。)
(例如:證嚴法師說要口說好話，口說真心關懷的話，而非擔心的責罵咒詛。)
17 秒:全神貫注 17 秒在一件事情或是一種情緒上，之後振動頻率才會開始作用。
◎你不知道要付出什麼代價——是否能發出喜悅振動的頻率(P124)

希望之樹 p.5
◎好的思想、正面的情緒，它們的振動頻率很高的，經由你把它們散發到宇宙之後，它們就會吸引振動頻
率相同的正面的人事物來到你的身邊，反之亦然。

2.習慣:另外，書上提到了"成功是一種習慣，失敗及平庸也不過是另一種習慣"所以我們要看到自己的不良
習慣，並將其轉換。
※佳句欣賞:
◎心想事成的第一步就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麼。
◎你不可能經由一個沒有喜悅的旅程，而達到一個喜悅的終點。
◎表面上的發願，沒有內在潛意識的支持的話，就像是沒有箭頭的弓箭，就算碰觸到了目標也無法一箭中
的。
◎一定要把注意力和焦點放在自己要的東西上，而且是正面的方向上。
(〇我要…X 不要…)
◎讓事情自然發生——等待接受，學習放下 (事緩則圓 三思而行)
◎如果你認為，你要的東西非到手不可，其實你是在推開這個東西。
◎那真的是你想要的嗎?——擺脫“不配得”的情結(P109)
◎我們想要的東西，最終可能變成我們想像不到的痛苦，或是，從一個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它未必適合我
們。
◎不要把人生看得那麼嚴肅和認真，加一點幽默感，你的日子會更好過。(用不同的角度來重新設定——歡
樂的人生)
◎為舊信念換上新衣服——成功是一種習慣(P172)

失敗和平庸也不過是一種習慣，所以會制約著一些人，讓他們甘於平庸，屢遭失敗。我們經常以＂不
應該＂如何的貫性思考來壓抑控制自我， 那股經常被壓抑住的能量，會阻礙著我們與宇宙進行連結，讓我們失
去自我本來的面目，感受是真實的，要接受自己的負面情緒，找到它的源頭，感受身體的波動及能量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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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樹悅讀會
翻&轉—接受還是放棄
(第三次讀書活動)

書名：不再試著 修補生命
覺醒、面對，全然接納每一個不完美的自己
日期：104 年 1 月 5 日 地點：Q502 會議室
出席人：李惠玉、周慧美、邱貞雯、陳慧華、陳昭蓉、
曾靜儀、劉詠欣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作者的話
對我而言，我們所有的問題、苦難和衝突，不論是個人或普世的，都源於一個基本問題：我們對自己真我
的無知。我們已經忘了我們和我們的生命是無法分割的，因此我們開始害怕生活，並且出於這分恐懼，我們以
各種形式和它作戰。我們和我們的想法、感覺、情緒、身體作戰，就在此時此刻。當我們努力保護自己免於痛
苦、恐懼、悲傷、不適、失敗，以及避開被制約後以為是不好的、負面的、黑暗的、或危險的生活，我們已經
不算是真正的活著了。
我們穿上用來保護自我不受完整生活經驗影響的盔甲，稱為分離我。但那盔甲並不真的保護我們─它只讓
我們麻木的舒服。
靈性的覺醒─了解你並非自己以為的那樣─是對這個人性基本問題的解答。近來市面上有很多關於這主題
的書，而且比起以往似乎有更多人發現了過去只有少數人才知道的古代教導。但這裡有一個陷阱。靈性很容易
就成為我們的另一層盔甲。與其說它讓我們對生命開放，它更容易讓我們對生命關起門。靈性的概念和陳腔濫
調，如「沒有自我」或「這不是我的身體」或「二元性只是一種妄想」等，很容易可以成為我們攀附的新信念、
逃避生命和推開世界的新方法，但那只會讓我們和所愛的人更痛苦。
我在本書所談的靈性的覺醒並不是要你更保護自己，而是要你了解真正的你並不需要保護，真正的你是開
放、自由、可愛的，且接受生命會全然進入你的生活這個事實。生命並不能傷害你，因為你就是生命本身。因
此此刻並不是你需要害怕的敵人，而是需要被擁抱的朋友。是的，真正的靈性並不是增強你抗拒生命的盔甲；
反之，真正的靈性，摧毀這抗拒生命的盔甲。
靈性的覺醒其實非常簡單。永遠認知到真正的你，覺知先於形體。但要真正把那樣的認知活現在日常生活
中，不忘記、不失去、且讓它進入你的腦子裡──這才是生命要真正展開冒險的起點。而這似乎也是很多人會
掙扎的地方─就連靈性導師或追求者也是。
當生活還很輕鬆，且每件事都很順利時，知道你到底是誰是一回事。但當事物開始崩毀，生活變得一團糟，
且你的夢想化為塵土時，要記住這點則是另一回事。當我們處於身體和情緒的痛苦、成癮症、人際關係的衝突，
以及世俗和精神上的挫敗中時，常常感受不到覺醒，且感到與生命、與他人、以及與我們的真我更加遙遠。我
們對能夠得到開悟的快樂夢想可能很快就煙消雲散，而要能接納則似乎更加遙遠了。
我們可以視人類生活中每日的麻煩與美麗為一種必須被避免、超越，或甚至是根除的東西；或者，我們也
可以看進它的本質：一份神祕而持續不斷的邀請，希望你此刻醒來，即便我們認為自己昨天早就醒了。生命，
在它無限的可能性下，不會讓我們滿足於現有的成就。
如果我早期的書都是靈性覺醒的描述，那麼這本書則提出更為重要的問題：如何在日常中活出那樣的覺醒？
我們如何接受此刻，即使我們似乎完全無法接受？甚至，
「我們如何接受此刻」是對的提問嗎？我們是否在最初
就已經和此刻分離了？
我教你們一件事，而且就只這麼一件事：對迎面而來的任何事深刻且無所畏懼的接納。這不是被動的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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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冷漠的抽離，而是明智且充滿創造力的出現在難以理解的當下之中。在傾聽眾多靈修的人們及和他們對話
的多年後，才孕育出這本書，聽他們的擔憂，回答他們充滿挑戰性的問題，在他們的痛苦、悲傷、日常掙扎，
及恐懼中與他們相遇，並且溫柔的指引他們。我並非指引他們隨即能有領悟，而是指引他們對此刻的經驗深層
且無條件的接納，對自己存在的本身全然的接納。

內容簡介：
第一章 對全然接納的覺醒
1-1 生命的完整性
真正的發現之旅不在於尋找新的山水，而是要有新的眼光
by 馬塞爾.普魯斯特
1-2 我們為何受苦？
我們不該停止探尋，探尋的終點將回到出發的起點，那時見山又是山。
By 艾略特
生命沒有達到我的期待，旁人讓我失望，不管我多麼努力，我還是無法掌控我的生命。人生該怎麼過?
真實的信念?本質的假設?好與壞的概念判斷?
追求未來的完整? 我們不斷追求未來的完整，因為某種程度上，我覺得現在的自己並不完整，逃避當下
感受到的不滿足，追尋圓滿。
1-3 無盡的接納
世上最弔詭的事莫過於 我們不斷求真實，卻不知自己早已身在其中。
By 拉瑪那.馬哈希
當你把注意力拉回到現在的感受，正發生的事、你所在的當下，你發現了什麼?事情是固定不變、靜止
的嗎?自我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個體嗎?「我」這個概念是完整的嗎?還是你發現每件事都在改變和移動，跳著從不
重複的舞步呢？
浪－從海的角度思考,沒有任何事不妥。痛苦、憤怒、恐懼、挫折來了又走，從來不是問題。我們的本
質如海洋，能接納每道海浪，因為我們就是每道浪。沒有選擇的餘地，只能接受。
1-4 探索對此刻的覺知
最有效的學習---是忘掉不真實的事。

By 安提西尼

是該挑戰我們對真實最基本假設的時候了。選一個時間，回到那個當下，回到你所處的環境。生命是一
連串的思考、聲音、感覺、味道來去自如的跳動，而你是它們的舞台。思想對真實做了很多假設，而我們很少
停下來檢視些假設，看看透過簡單的測試後，它們是否仍站得住腳。
從某個角度看，一道浪看來可能離另一道浪很遠，但從海洋的觀點來看，因為每道浪都源於它本身，
有沒有距離的概念就變得無關緊要。海洋沒有固定的位置，也就是說，它無所不在。換句話說，它也永恆常在。
要是不提及過去和未來，現在的你，是誰? 我真正的身份就是此時此地、現在發生的事，而不是有時
間性的故事。

第二章 實踐全然的接納
2-1 痛苦和疾病
承認，指的是「說真話」和「容許進入」
。承認現在，誠實說出現的感覺，認知我們十已被生命本身容
納的感覺。覺醒就是承認你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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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愛、關係和徹底的誠實
你的任務不是去找愛，而是找到你建構在自己體內反對愛的所有障礙物。
By 魯米
2-3 成癮症
我們執迷於「我」的故事中，執迷於維持自己的形象，誓死捍衛它；執迷於讓它更好，執迷於和別人比
較，執迷創造完美形象，到死前都在努力使它完整，並確保死後還能被別人崇拜與支持。

是真理使你自由，不是你的努力。

By 克里希納穆提

2-4 尋求開悟
我們最深的恐懼不是對死亡的恐懼，而是對生命的恐懼。生命包含一切，不只是好的、正面的、快樂的
事情，也是痛苦、悲傷、恐懼、憤怒、困惑和無助。對生命的開放等於對死亡的開放，對想像中自我的幻滅。
生與死是一體兩面，但心智永遠無法了解。

結語：
放下「他人能使自己完整」的期待，想要變得更好，就是認真面對最糟的部分，並發自內心接納它。
「就像
海洋接納每道浪，我們的意識也早已容許和接納此刻發生的事。」這本書，談論任何人或物質都無法給你的療
癒，也就是你本質上的完整。
人與生俱來對「圓滿的結局」有一種嚮往。講笑話需要一句妙語，句子需要一個結尾。我們追求吃撐的肚
皮和飽滿的荷包。女人和男人彼此尋求，希望藉著與另一半完整自己；我們尋找靈魂伴侶，會使我們完整的另
一半。我們追求命運，卻不了解我們就身在其中。
出於不完整感，我們開始追求一個完整的未來，我們這樣告訴自己：
「我現在不完整，但有一天，一旦我找
到我在尋找的，我就會變得完整。」總有一天我會找到真愛，到時我就完整了。總有一天我會成功，到時我就
完整了。總有一天我能完全的做我自己。總有一天我會被了解。總有一天我會成熟。總有一天我將為人父母。
總有一天我會自由。總有一天我會快樂。是的，我會變得完整，總有一天。但不是現在，時間還沒到。
生命不會照著我們的計畫走。即使我們有最好的立意，做了最周詳的計畫，正面思考，好好禱告，企圖彰
顯我們的使命，順著我們的靈性發展並且宣傳我們靈性上的進化，事情仍不如我們所願的發生。因此，我們也
才能一次又一次的看到，最終我們仍無法掌控這個我們稱為「生命」的東西。
若將每一個生命比喻為大海，海裡無數翻騰湧起的波浪，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我們無法挑剔波浪的美醜，
正如我們無法抗拒生命中每一個未知的來臨。當我們因為生活壓力、現實條件等種種因素，忘記了「自我的本
質」
，大多數人會企圖建構且維持一個由錯誤概念構成的「自我形象」
，我們不僅是在和當下的經驗對抗，更是
與他人、與宇宙對抗。而這股來自我們內在的衝突，造就了外在衝突。
在本書中，我們將探究內在的衝突根源，因為衝突發生的地方也將是它結束的地方。

心得：
以將軍令的歌詞，省思自己面對生命的態度並勉勵未來的自己

將軍令

作詞｜作曲：阿信

在等誰 一聲下令以後
才想起 呼吸你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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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何時 習慣這種生活 Oh ～ 你忘了
不相信 或是相信什麼
其實你 早已被決定過
你忍受 但是不願接受 Oh ～
歷史 落在 贏家 之手
至少 我們 擁有 傳說
誰說 敗者 無法 不朽
拳頭 只能 讓人 低頭
念頭 卻能 讓人 抬頭
抬頭 去看 去愛 去追 你心中的夢
此生到盡頭 你是誰 曾怎麼活 他們說 就讓他們去說
生命如長風 吹過誰 的心頭 你想被記住 的那個名字 將會是什麼
大時代 你我都是蜉蝣
在昨天 你我還是頑童
而今天 雙肩如此沈重 Oh ～
一首歌 只是靡靡唱遊
或者能 讓誰看見宇宙
全看你 願意聽見什麼 Oh ～
星月 從來 只能 沉默
微光 無力 遍照 角落
只求 點亮 你的 瞳孔
戰場 不會 放過 你我
直到 人們 覺醒 自我
何時 不盼 不求 不等 將軍或英雄
此生到盡頭 你是誰 曾怎麼活 他們說 就讓他們去說
生命如長風 吹過誰 的心頭 你想被記住 的那個名字 將會是什麼
蒼空盼飛鴻 蒼生等英雄 我們顛沛千年依然還在等候
失去了土地 失去了天空 自問 不能失去什麼
此刻到永久 你是誰 要怎麼活 為什麼 還在問為什麼
生命如長風 風中誰 在問我
你想被記住 的那個名字 將會是什麼
你相信什麼 你執著什麼 你就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