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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生存術

文／葉惠文

簡單事認真做

因緣果報文／星雲大師

學佛應該有無限的慈
心、無限的悲願、無
限的熱誠、無限的親
切，才能廣度無邊無
際的眾生。

佛法真義

茶點食客

珍珠奶茶實作
文與圖／蔡仁傑 
貪吃豬豬茶房／提供

當初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成等正覺，

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就是「緣起」。人

間萬事萬物都是仗「因」託「緣」，才有

「果」的生起，此「果」又成為「因」，

待「緣」聚集又生他「果」；因此，佛教

認為，宇宙人生都離不開因緣果報。

講到「緣」，所謂的「因、緣、果」，

在「因」成為「果」的過程中，要有「緣

」。如一顆種子擺到桌子上，它不能生長

，因為桌子不是它的「緣」；種子種在土

地裡，還需要有陽光、空氣、水分等種種

的眾緣和合，才能生長、結果。所謂「因

中有果」、「果中有因」，但是因果之間

，「緣」是很重要的一個關係。

世間上，你可以什麼都不信，但是不能

不信因緣果報，因為宇宙人生彼此都是互

為因緣的存在。自然界中，小到一隻昆蟲

，都需要有花草作為食物；一個人的存在

，也需要士、農、工、商供給生活所需；

甚至人的身體，也是四大和合所成。

如果你懂得因緣，在世間上做人，就要

成就眾生、成就好的因緣，不要破壞、嫉

妒他人；你打倒別人，自己也不能獨存。

若懂得因果，便能明白一切其來有自，必

須自我負責。認識因緣果報，即能認識宇

宙人生的真理，世間萬有彼此都有相互的

因緣關係。

《三世因果經》說：「欲知前世因，今

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

「有衣有食為何因？前世茶飯施貧人；無

食無穿為何因？前世未施半分文。穿綢穿

緞為何因？前世施衣濟僧人；相貌端嚴為

何因？前世採花供佛前。」因果是通三世

，不能只看一時。

就如有人一出生就住在繁華都市，享受

文明的生活；有人終其一生，都在荒山野

地、窮鄉僻壤營生，這不是命運不公平，

或是有神明主宰，而是因緣果報不同。只

要你肯努力向上，肯廣結善緣，不論你生

長在哪裡，都能夠獲得善報，有所成就。

其實，因緣果報的原理很簡單，好比一

個人過去在銀行裡存款很多，今生雖然造

惡多端，你不能不准他提用存款；如果有

人往昔負債過多，雖然現在做人善良，但

欠債還錢是必然的道理，你能因為他現在

很有道德修養，就不用還錢了嗎？

善因增添功德，猶如存款；惡因減損功

德，猶如負債，所以善惡因果，每一筆存

入支出都是清清楚楚。惡人作惡還未受報

應，是由於時候未到，不能光看這一世或

一個段落，就妄說沒有因果存在。

再者，因果也有因果的理則，例如，健

康有健康的因果，你要健康，就要保持身

心的愉快，要過正常的生活，要有保健的

習慣，如果你日夜顛倒、暴飲暴食，卻祈

求佛祖來保佑你健康，則無異緣木求魚，

因為不合乎「如是因，招感如是果」的真

理。

若想要發財，就必須勤勞努力；想要有

好人緣，就要多為人服務；要想有好名譽

，就必須有道德、人格。須知經濟有經濟

的因果、信仰有信仰的因果；佛教不是保

險公司，因果不容錯亂。

佛教並不是「宿命論」，而是「緣起論

」。佛教雖然說過去、現在、未來「三世

因果」，但更重視現世和未來的因果。而

因緣本身空無自性，若從「諸行無常」、

「緣起性空」的真理來看，過去的惡因雖已

造成，但可以透過今生的努力來改變它，

未來的善果也可以靠今世的修持而獲得。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太子出得城來，行走不遠，忽見路旁有

一個垂死的病者，睡倒在那裡，身瘦腹大

，呼吸急促，手足如枯木，眼裡流著淚水

，口裡不住地呻吟，太子生起同情的心，

就問車匿，他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車匿

思索了一下，不敢隱瞞地回答道：

「太子！這是一個病人，身體裡各部機

構，如果缺乏調和，就會生起這病難的痛

苦。」

太子感觸很深，像是自語，又像是問人

：「世間上的病人，就是他一個人呢？還

是人人都不免要生病呢？」

「太子！這一個世間上，有身體就會有

疾病的。」聽到太子的自語，車匿小心的

這麼說。

太子想到人生的病苦，不覺恐怖戰慄起

來，好似一葉扁舟，航行在驚濤駭浪中，

他的心，時刻都感到忐忑不安，他不覺悲

嘆道：

「哎唷！人生實在是個苦的東西啊！怎

樣才能安然的過去呢？唉！世間上的一切

眾生，都被愚痴闇惑障住了，大家不知道

疾病隨時都會降臨，反而顛倒的追尋那不

實的五欲之樂。」

太子在城外轉了一個圈子，就命令車匿

駕車回城。他一想起病苦之情，就會感覺

好像被人綑縛起來，任意打擲一樣的痛苦

。

淨飯大王見到太子急忙的回城，不知為

了什麼，他就再三地詰問跟隨太子左右的

人，問到車匿，車匿老實的以見到老人、

病人稟告。淨飯大王聽了非常震驚，嚴厲

地譴責護衛，他又在王宮中更增添美女、

音樂，極盡人間歡樂之情，希望能以此令

太子離開憂愁的深淵，可是，這並不能收

到一點效果。

因此，淨飯大王這一次親自出城去巡查

了一趟，尋找一個繁茂的園林，重修街路

，掃除不淨，派了更多姿顏秀麗的侍女，

和更多才智計謀的隨從，催促太子再去出

遊。

太子見父王一番苦心，不忍過拂慈意，

也就出遊了。車馬尚未行至父王為他選擇

遊樂的園林，忽然看見四個人抬著一個棺

材迎面走來，棺材的上面蒙覆著幡蓋，跟

隨著的人都憂愁滿面，頭髮散亂，更有的

嚎啕大哭，太子看後，知道這又是誰家的

生命死亡了。太子搖頭嘆息著，車匿從旁

稟告道：

「太子！這裡面是一個死人！」

「人為什麼要死呢？」太子不禁感慨萬

千。

車匿好像對於死亡，也有很大的感觸，

就殷勤地解釋道：

「死人就是人的身體機構壞了，一切感

覺意識都沒有了，魂魄離開身體，筋肉也

都乾燥，失去在世時活著的屈曲自在，像

一段枯木似的，六親眷屬不能代替，朋友

知交不能調換，再有恩愛情感的夫妻，也

唯有把死者孤獨地放在荒郊野外的墳墓間

而不能不分別。太子！死後的形骸埋進土

裡的日子一久，屍骸也都要毀滅的！」

太子知道死亡是悽慘的，所以悲痛欲絕

的向車匿道：

「車匿！死是人生的結局，人凡是有生

，最終必定有死，男女老少，這是誰也不

能免的！」

太子過去感觸到衰老的痛苦，疾病的痛

苦，已經驚怖不已，現在再看到死亡的悲

慘，不覺伏在車上不絕地悲嘆起來：「唉

！世人的確誤會了，死亡是靠近我們的，

我們怎能放逸地生活著呢？人非草木，亦

非土石，怎麼能不憂慮世間的無常，還依

舊天天縱欲和遊戲呢？我想到死是人生不

能免除的，我怎能放逸地目送著生命悄悄

的過去呢？」

太子即刻命令御者車匿返城，車匿這次

是奉王命不能早歸的，他很畏怖的不敢轉

車，馬奔走得很快，太子的馬車終於到達

遊玩的園林。

馬車走進園林，太子注意一看，這裡是

水清樹茂，靈禽飛鳴，其幽美好似那天上

的樂園。 （待續）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每周一
至周四

KSCI 18台
《星雲法語‧人間生活禪》
（11：55am~12：00noon ）

8/24~26
周五~日

雲水禪心

8/25周六

光明燈法會（10：00am）
佛光青少年交響樂團甄試 
環保回收日 
（2：00pm~5：00pm） 
禪淨共修（7：30pm）

8/31周五 大師華誕暖壽（7：30pm）

太子出城去郊遊

⬆太子過去感觸到衰老的痛苦，

疾病的痛苦，悲嘆不已。

說到台灣的冷飲就不能不提到在國際間

都很受歡迎的珍珠奶茶。但想到珍珠奶茶

曾經出現過許多食安相關的新聞如：「起

雲劑」、「順丁烯二酸」、「DDT」殘

留等的事件。就興起來自己來做看看黑糖

珍珠奶茶的念頭。

黑糖珍珠的材料其實很簡單，主要是太

白粉跟黑糖而已。但是太白粉的原料有很

多種，有地瓜粉、也有馬鈴薯粉、藕粉等

，我們用的是木薯粉。步驟上大致是：先

將黑糖加水後大滾，然後倒入木薯粉，一

定要大滾後再去燙木薯粉，溫度不夠的話

後面的步驟會失敗。當黑糖水倒向木薯粉

後要拿筷子迅速攪拌，最終和成一個麵糰

。麵糰會有黏性，如果太黏可以繼續加木

薯粉調和，黏度適中後就可以開始切小塊

，像是搓湯圓一樣的搓珍珠。

當搓好珍珠後就是要來煮熟。我們是

拿珍珠的重量去抓煮珍珠時用的水量一

比十，也就是例如珍珠是六十克，那就是

六百毫升的水。一定要先把水煮大滾後才

能投入珍珠，在投入珍珠後要仔細攪拌免

得黏底，當珍珠浮起後轉中小火，蓋上鍋

蓋燉煮約二十分鐘，再關火後悶二十分鐘

。起鍋後珍珠沖冷水或泡入冰水，這樣可

以讓珍珠變得比較有彈性，但也要小心不

要弄過頭變硬。

奶茶的部分用鍋煮奶茶，用大約五百毫

升的水與五到七克左右的紅茶茶葉，燉煮

三到五分鐘。時間與茶葉量是依照茶葉本

身濃厚度以及個人口味去調整，想要茶底

濃一點茶葉就多一點燉煮時間久一點，想

要淡一點茶葉就少一點或燉煮時間短一點

。茶底燉煮完成再將茶葉瀝出，牛奶倒入

茶底後加熱至約80℃不要煮滾，最後加糖

調味就可以起鍋了。

把珍珠裝入杯裡，倒入事先煮好放入冰

箱的奶茶，就完成了。做完之後的感想是

，其實手工做珍珠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步驟看起來單純，但開始做後卻是有相當

的失敗率。做這樣兩杯黑糖珍珠奶茶，消

耗的時間差不多要一個小時左右。我自己

是比較偷懶，所以如果下次想喝，即使自

己做所用的材料比較好，口感上也是比較

好，我可能還是會去外面買一杯比較快。

逛賣場時，經常看到熱情的銷售人員，

一面推銷自家產品，一面邀請客人試喝。

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一位花甲之年的阿姨

，她有一頭微捲的短髮，帶著一副老花眼

鏡，笑起來眼睛會瞇成一條線，親切的模

樣就像個鄰家長輩。

她總是笑容可掬地招呼客人，口若懸河

地介紹自家產品，邊說邊倒產品給客人試

喝，且不管購買與否，熱情依舊不變；若

發現產品庫存過多，也會加碼贈品，增加

顧客的購買欲。

也曾有客人嘲諷她，年歲一大把，應該

回家享清福，把機會給年輕人。所幸，她

早已見慣了形形色色的客人，自有一套應

對之道，依然從容不迫在崗位上盡忠職守

地招呼客人。

某天晚上，我看到已下班的她，又回到

了賣場。原來阿姨就住在附近，吃飽飯後

依然心繫工作，既無要事在身，便返回工

作場所，把產品擺放整齊，方便顧客拿取

。我笑著問阿姨：「公司怎麼這麼有福氣

，請到您這樣的好員工，下了班還來？」

阿姨一邊補貨，一邊娓娓道來她的故事。

原來，兒女已成家立業的她，早就退休

閒賦在家，公司經理三顧茅廬請她復出兼

職，她推辭說要把機會給年輕人，經理卻

嘆氣說：「現在員工不好找。有的嫌薪資

低；有的養尊處優，挫折容忍度太低，遇

到挑三揀四的客人就氣急敗壞，做沒幾天

就離職；還有的上班滑手機，客人上門愛

理不理的。」

一方面拗不過經理的再三勸說，另一方

面又可為自己賺點零用錢，阿姨於是再度

回到職場。這位身經百戰的員工，全心全

意投入看似平凡的工作，因此總是早早地

就達到公司規定的業績目標。盡忠職守的

工作態度和全力以赴的敬業精神，難能可

貴，無怪乎慧眼獨具的經理，特地登門請

託。

我望著阿姨賣力推銷的身影，一股感動

湧上心頭。她把「簡單的事認真做」，創

造出自己的價值，贏得上司的肯定和賞識

，值得我們後生晚輩敬佩、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