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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教育在大專院校推動多年，學生透過服務活動不

但學會尊重多元文化，還能同時帶動社區發展及給予社會正面能

量。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在2015年「青年服務學習成果分享及競

賽」中，強調社會企業體驗學習，邀請大專校院青年學生組隊參

加「社會企業體驗學習暨真人圖書館」計畫。青年署精選30家社

會企業，媒合參加的學生團隊體驗學習，並將所學成果以團隊為

單位，參與「青年服務學習成果競賽」。

臺北商業大學學生（上圖，後排左二為指導老師，中間為

里仁公司總經理李妙玲）在競賽簡報中分享在里仁公司的學習體

驗，並將其社企歷程完整介紹，闡述企業的核心價值，榮獲社會

企業體驗組別第一名。以下是他們的心得分享：（皆為國立臺北

商業大學企管系五專二年級學生）

當大學生遇到里仁

特 別 報 導 營 隊 迴 響

盧映婷：

我國中時曾有過敏性濕疹的病症，看了許多醫生都找不出

原因，只能吃類固醇來控制病情。之後穿了媽媽買給我的有機棉

內衣，外面再套上一般的衣服，便覺得舒服許多，不會感覺刺刺

的，而是很舒服、很好穿。雖然棉質衣服洗後總會縮一點，但總

比穿一般衣服，讓我的背整片過敏變紅，癢到睡不著覺還要好。

由此可見，穿著有機棉衣的健康好處了。

王品妮：

要從慣行變為有機，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改良。改良期間，

農民們的作物與收成都陷入了短絀、匱乏，生活該怎麼辦？里仁

公司為了農民們的生活，會買下所有蟲蛀的農作物，這是讓我印

象最深刻也最刮目相看的地方。可以做到這點真的很偉大。

我們應該讓更多人知道有機農業的重要，我自己就對有機棉

的宣傳比較有想法。里仁目前在全台只有一家專賣有機棉的店，

雖然現在的我沒辦法開一家店，但是我覺得可以換個方式，從日

常生活來達到自己期許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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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滴因共同的信念而聚集，形成一股力量後，降落到這片

大地，向下深耕，鑽過沙礫、流過乾涸，最終盼得蒸發昇華的那

一天。

結束在里仁的體驗後，心中久久不能平復，我們五個人七嘴

八舌地分享著自己的感受，激動非常！最後，這些暖人心脾的分

子，一點一滴地聚集，迸發出一個深深打動著我們的故事⋯⋯

***

依稀記得宋朝時的一位官員羅大經，曾在他所著的《鶴林玉

露》中寫到：「滴水穿石」──不值一瞥的小水滴，只要不斷努

力，也能鑿石。這些水滴，並非僅憑一己之力便能穿石，而是聚

集起來，一起努力，並且堅定不移。同樣地，里仁公司這樣的社

會企業，就像是答答落下的小水滴一般，凝結、降水、滲透、蒸

發，不停地循環著，將這片土地變得更好、更富饒。

人們為了利益，不顧自然生態地大肆破壞，造成環境惡化，

使里仁公司的創辦人日常老和尚發起善念，號召一群人，從有機

事業著手，一同為這片土地打拚──這就是凝結。做任何事，一

開始總是最艱辛，因為沒有經驗，以致屢屢碰壁。

俗云：「萬事最難即是起頭時。」曾經，我為了要訓練自

己的心肺耐力，便計劃每天跑操場四圈，但不到三天，我的堅持

與毅力，就蕩然無存了；直到後來，遇到一位田徑教練，他告訴

我：剛開始一定會很累，有時候甚至會徘徊在崩潰邊緣；但只要

記得，無論如何都不可以停下腳步，並且要保持穩定呼吸，嘴巴

也不要打開，日復一日，心肺耐力就能夠有效地提升。之後，我

照著做了，也咬著牙根捱過一開始最痛苦的日子，果然誠如老師

小雨滴 昇華

廖子葳：

邱鈺嵐：

聽到里仁公司在以前的年代就想要發展有機農業，我是滿佩

服他們的精神。因為我的外公、外婆也是農夫，所以我知道農業

生產者本身的利潤其實很低，而且辛苦的程度絕不是一般人所能

想像的，更何況是有機農業啊！我想，如果沒有里仁願意不顧一

切地努力嘗試與推廣有機農作的栽種，或許我們現在還只能繼續

不斷地噴灑農藥，傷害農民、傷害土地、傷害我們這些消費者。

就算現在從事有機農作的耕地面積只有一點點，但是積少成多，

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幫助他們，使我們的環境變得更好。

蔡佩璇：

結束里仁公司的企業體驗後，我覺得自己改變最多的是開始

對有機食品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陪家人到市場時，我除會特別

留意它是否黏貼有機標籤、營養標示；也會特別注意農產品背後

的小故事，因為那些內容對我來說已變得一點都不平凡了。現在

時常縈繞在腦海中的，是一群在為環境默默努力的農民身影，就

如同參訪當天影片中所觀看到的農民模樣，如此地親切可愛。

同時，我也開始在想現階段的我能為他們做些什麼？我們既

是年輕學子，便利用我們所最熟悉的社群媒體為里仁公司進行行

銷，除告訴身邊的親朋好友有機農產品的好處，甚至邀請他們親

自走訪里仁公司，希望他們也能因為接受有機農產的洗禮，而讓

生活開始有了健康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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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的，我確實漸漸地享受到了運動的樂趣──或許這就是屬於

我自己的「降水」。

聽著台上講師說著他們公司的理念，以及一路走來所經歷過

的種種故事，我恍然驚覺──無農藥不就是回到古早時候的耕作

方式，怎麼會艱辛至此？一條條思緒在腦中紊亂紛飛，有一句話

不斷地閃現──「從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這句話能否反映

出現在農耕的窘境？我想：能的！因為只要種子、化肥、農藥備

齊了，就不怕種不出漂亮又好吃的蔬果來；相反地，有機農作照

顧起來極其麻煩，還要擔心蟲害、擔心賣相，又不一定賣得好，

有誰會願意挑這吃力不討好的差事做呢？化肥農藥危害人體早已

不是秘密，就連身上穿的棉製衣料也與此相關，食衣住行皆有涉

及。政府、消費者、通路、農民，雖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卻唯有

攜手共進、互相配合，才能創造出一個真正健康的生活環境，而

非只靠一小部分的人在為此付出。

***

降水過後還需努力滲透，克服土壤中的重重關卡。就「如

同地瓜浸泡糖水，絲絲軟綿，含在嘴裡口口香甜，蜜糖入心。」

除了埋頭苦做外，要讓有機事業長久經營下去，願景得以發揚光

大，還需要獲得各界的支持與認同。在社會企業體驗學習之旅的

短短幾個小時裡，我不只看到了有機蔬果，還有相關加工產品以

及有機棉，每一個產業區塊都有完整的規畫。其中，最令我印象

深刻的是宣傳影片中，每一個人物所表露出那或悲或喜的真實情

感；以及店裡每位叔叔、阿姨的熱情笑容──就像是小時候鄰居

的爺爺、奶奶們，他們所展現出的喜怒哀樂與憂愁。

單憑高品質的農產還不夠，最難能可貴的是人與人之間情感

的聯繫。「有機」，這個名詞其實從小聽到大，對我的生活卻無

甚改變。這一次，之所以會有這麼大的感觸，倒不是因為那些不

會說話的蔬果，抑或是數據資料，而是活生生的「人」所流露的

真情實感。當我們踏進店鋪，歡聲笑語便不絕於耳。每位叔叔、

阿姨，除會熱情地招呼我們外，同時也會和前來買菜的人們點頭

微笑，甚至聊上一兩句家常話。恍惚間，我似乎被拉回到了小時

候所最熟悉的菜市場裡，感受到每個人都像是朋友般，自然地聊

著生活中的大小事，而非是老闆與顧客間的關係。因為箇中有溫

暖的感情、彼此間深厚的信任，所以一拍即合──深耕的不只是

土地，還有人。

里仁公司的講師說，他們除了經營有機食品之外，也已將觸

角拓展到其他領域，並且與其他企業合作，更舉辦許多不同型態

的活動，例如：觀光農場、讚頌班等，積極努力地朝著下一個里

程碑邁進。這令我想起了某日「企業概論」的課堂上，老師曾說

過的一句話：「目標，是有長期和短期的；你訂定短期目標的同

時，也要想到更長遠的未來──一個個短期目標的達成，匯集而

成的力量，會使你實現長期的遠大志向！」或許，我還不確定自

己的遠大志向是什麼，但我知道自己正在為將來打下基礎。步入

了「蒸發」這個階段，並不是意味抵達終點，而是邁向下一個目

標的起點。

***

這個打動我們的故事，正是每個人在地理課裡都曾經學過

的「水循環」。所謂「循環」，其意在於生生不息，每個階段相

互承接、形成環鏈。這樣的循環如同人生般，途中也許會遭逢挫

折，但它就像是降水與滲透，雖會偶遇沙礫、烈日、乾旱⋯⋯等

種種困難，但相信勢必都會一一克服，並且向下深耕，最後終能

見著曙光，如願得以蒸發、昇華⋯⋯之後，再朝下一階段的旅程

繼續循環邁進。 

有如燕子飛上青天，四處奔忙；乳燕緊跟在後，隨之拍動翅

膀──這次的社會企業體驗，我看見他們辛勤地付出努力，也品

嘗了一回人生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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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夙娟 (2014年企業主管生命成長營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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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此時，我認為我的後半輩子不會再有幸福。

我之所以還活著的唯一理由，是因為我不能讓兒子一輩子背

負著「母親無法承受壓力而選擇放棄」這樣的陰影過他的一生。

現在，我找到了更多活下去的理由。

***

我原本是一個開朗、自信、樂觀、積極的人，一直以來所有

的事情都有計畫，都在我的掌握之中。但就在十幾年前父親無預

警的腦中風，瞬間讓我的人生風雲變色，接下來的人生都出乎意

料之外。

這十幾年當中，父親二度中風導致腦部嚴重受損及重度失

智；母親因痛風、腎衰竭、大腸癌頻繁進出加護病房，也收過多

次病危通知。我在娘家、醫院、公司、家庭間蠟燭多頭燒，但從

沒有人問過我是否扛得起這個重擔，沒有人關心過我是否也會得

憂鬱症，只在乎我沒有喬到特等病房、脾氣變得不好、醫生不

好、看護不好、伙食不好⋯⋯

家人質疑我沒有掌握兒子在校的狀況、對兒子的學業不關

心、沒讓他跟別人家的孩子一樣每天去補習，我不像別人家的媳

婦每天回家煮飯給家人吃、沒有對老公溫柔體貼、沒有常常到婆

家噓寒問暖⋯⋯

我的老闆對我說:「妳是公司的高階主管，應該要在公司坐

鎮；我花這麼多錢請妳，不是讓妳每天準時下班去醫院，妳應該

留下來加班開會⋯⋯」

就在前年，我終於病倒了！醫生告訴我腦袋中有六個腦瘤，

同一年，我的椎間盤突出導致我沒辦法走路，甚至無法站立，醫

生說這都是因為壓力過大及過勞導致，我終於可以讓我的家人了

解我的壓力有多大！當兒子考上台大時，我比兒子還激動，心中

積壓多年的委屈傾瀉而出，我終於可以證明我有好好教導我的孩

子！但是無情的現實壓力，也讓公司董事會沒辦法諒解身為副總

的我有如此多的「狀況」，要我以健康狀況不佳為由自請離職！

就這樣，我動了開顱手術，兩次椎間盤切除手術。就在我開

脊椎手術時，母親最終不敵病魔過世，我坐著輪椅完成母親的告別

式。在最困苦難過的時候，一出院就丟了工作！人生至此，由高峰

跌落谷底，由雙手滿盈變成一無所有；我失去了一直擁有的開朗、

自信、樂觀、積極，也失去了那張用來獲得別人認同的名片。

***

就在快過不去人生的這道關卡時，好友極力推薦我參加去年

的企業營。本來因為我已經不是「企業主管」了，自尊心作祟之

下，並不想參加這種「企業精英」齊聚的場合。再者，從事人力

資源的專業工作已經二三十年，諮商過那麼多人，我最不喜歡的

就是別人試圖「開導」我，驕傲的我，常常會覺得我講得會更好

聽、更打動人心。

但礙於好友的苦苦相勸、輔導員親切的聯絡，終於勉為其難

參加了 。沒想到，從一開始的「黃背心」就讓我的鐵石心腸軟化

了，有人因為知道我腰椎不好，在一千多人中把我找出來，推了

一張董事長椅給我，說這樣坐得比較舒服。更沒想到，這世上竟

然有人能將我心裡的苦貼切的描述出來，句句命中我心裡的痛。

我從頭哭到尾，連哭了四天三夜。

師父說：「只要你自己不放棄，我很樂意陪你走完最後一

程！」

十幾年來第一次有人對我說願意陪我一起走！

十幾年來第一次有人不因我沒有了頭銜而嫌棄我！

點燈發願的那個晚上，我發願祈求諸佛菩薩及師父引領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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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心裡糾結多年的苦；藉由學習廣論，走出禁錮自己的象牙塔，

找回生命的意義；我將義不容辭的以自身的經驗幫助更多需要幫

助的人，特別是那些跟我有一樣遭遇的人。

 ***

從企業營開始到之後的《廣論》研討班，我們一直在討論

「觀功念恩」。自己當主管二三十年，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出別人

的錯誤是我最擅長的獨門絕技！但在「觀功念恩」深植我心之

後，我試著在抱怨生起之時，閉上嘴，先想想對方的好，想想這

件事有什麼優點。我甚至回想前半生所有的挫折是否真的只有壞

處，沒有一點可取之處？難道這一切真的全都是別人的錯嗎？如

果他們今生會傷害我是因為我前世先傷害過他們呢？

進而又想，除了需要坦然去面對與經歷自己造成的業果，是

否能由「離苦得樂」的過程修得無限生命更美好的未來？當我開

始這麼想時，漸漸不再那麼怨恨那些我很難諒解的人，也漸漸放

過自己。

***

以前我常比較，然後想：為什麼我沒有？我只看到我失去的，

失去自由、失去健康、失去工作、失去財富，所以感覺自己很可

憐；我看到的是我需要負起的責任、別人對我的無情無義、社會的

現實冷漠，所以感覺自己好孤單、好寂寞，甚至感到萬念俱灰。

現在我也比較，然後想：多麼萬幸啊，我沒有失去！我學

會「轉念」，開始去看及感恩我所擁有的，雖然或許因為前世業

因感業果，現在這麼辛苦，但也因此才有機會學習《廣論》，也

才有機會認識這麼多善友。我感恩過去的磨練，讓我變得處變不

驚；因為一無所有，懂得謙虛；因為痛過，所以更有同理心⋯⋯

懂得感恩後，慢慢覺得其實自己是幸福的。我也更深一層了解生

命的意義，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學習，慢慢學會關懷周圍

的人，才知道自己其實並不孤單。

***

記得有一次《廣論》班請假，在收到課後副班長寄來的課摘

時，我一眼直接看到中間的部分：「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

「上帝不會計較，祂不會去計算，祂衡量你的基礎，是你曾經如

何利用自己的天賦幫助別人成為更好的人。」

當下就像被師父敲頭棒喝：「衡量人生的標準應該是：是否

利用自己的天賦幫助別人成為更好的人！」不是有沒有一個響亮的

職務，不是地位的高低、報酬的多寡，不是那個我很在意的工作。

當時我淚流滿面，一直梗在心頭的痛，被狠狠的挑起，也被

溫柔的安慰了！從三年前手術並失去工作後，我的心就一直糾結

在「失去事業成就」這個盲點上，無論什麼人跟我說了無數的什

麼話，我就是心有千千結，始終過不去這個關卡。

我以前聽到哪位我曾提拔過的人當上總裁，哪位我曾面試錄

用的人當上總監，或是哪位同事創業成功，就會心很痛！他們都

功成名就了，那我呢？我不斷的問老天：「我這麼努力，為什麼

會有這種下場？」我恨自己不爭氣，我恨上天不公平，然後自閉

好幾天。

現在我饒了自己！我為他們高興，也為自己高興，高興自己

很有識人的能力，不僅能慧眼識英雄，還能利用自己的天賦及能

力幫助別人成為更好的人，我是在累積自己的資糧啊！我已經學

會用不同的角度來看待同一件事情。

我的生命在福智得以重生，期許自己能以這裡為起點，展開

自己不一樣的後半生。我在這裡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我想讓更

多人知道世間沒有走不下去的路，只要你找對方向。我現在知道

不用試圖去改變別人，只要改變自己思惟的角度，世界就會跟著

改變。

希望有一天，我的心能真正的變成一顆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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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的力量
文∣如晴 (2015年卓越青年生命成長營學員)

去年秋天起，因朋友介紹學習《廣論》，許多概念大致上已

經建立了，也大多能理解，但說到實踐，仍是一件困難的事。經

過卓青營三天二夜的密集「特訓」之後，我體驗到一份難得的正

面能量，正充斥著自己的身體與心靈。

回顧過去與母親的相處經驗，雖然也有過像朋友那般無話不

談的時光，但是，大部分的歲月裡，我們多半是劍拔弩張，或凍

如冰霜的冷戰狀態。在參加卓青營前，我跟媽媽又因為一點事而

起了爭執，以致近兩個月未能好好交談。可是，母親就是母親，

她對子女的愛，是永遠不會停止的。

那天從卓青營回到家，正是午休的時間。我發現媽媽為我洗

了平時沒空清洗的被子及枕頭墊等寢具，心裡備感溫馨，實在非

常感謝媽媽的愛心與貼心。不料，我很快的察覺到，枕頭墊不知

何以居然遍尋不著，下落不明。當下只想好好休息一下，恢復體

力，卻未能如願，因此，以往慣有的情結又開始發酵，心中不禁

責怪起母親擅作主張，亂動我的東西，才讓我不能立即小憩。

晚上我躺在床上，卓青營裡「觀功念恩」的故事一一在腦海

中流轉，而一千多名義工熱情、真誠付出的畫面，也不斷浮現。

這些義工們與我非親非故，都能不求回報的為我們服務，更何況

十月懷胎辛苦生下我的媽媽？她只是愛我、疼惜我，才幫我洗好

寢具，並不是故意讓我不能休息的。這讓我著實覺得慚愧，自己

能對義工觀功念恩，卻不能完全體諒母親的苦心，還結合過往不

快的記憶，把錯都推到她身上。隔天，我向媽媽好好的道了歉。

曾經有過的衝突與傷痛，因為觀功念恩，因為真心感謝，都

要慢慢放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