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面的談話是哈利帕爾默對2006年7月國
際阿梵達課程學員的演講。

我真的很喜歡你們。我認為今天我能夠
來跟你們講話，沒有事先的安排，是我個
人的榮幸。謝謝你們給我一些的時間，我
知道你們都很忙。

我要談談幾件關於生命的挑戰的事情。
首先我要恭賀所有新的阿梵達，你已經獲
得了一組的工具，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
選擇去使用它們，將你自己內在無限的潛
能發揮出來。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可以選
擇去使用它們。

當然呢，你也可以坐著很輕鬆的坐著，

就是讓誘惑與環境塑造你的生命，你的信
念以及你的性格。我並不是很建議人們這
樣做，但是很多人都這樣做。總之，就像
以往一樣，如果有任何我說得話你不同意
的話，你就貼一個標籤說：這只不過是另
外一個觀點。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的經驗都會引發我
們不同的選擇，因此，自然的我們每一個
人也都獲得了不同的結論。我的選擇是；
充滿企圖的故意生活著，我對這個看法的
感覺很強烈，因此我寫了一本書叫《故意
生活》，你可能已經聽過了。

阿梵達的工具不會幫你很多的忙，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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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演化的目標是什麼？
所有的種類與變化最終都聚集在哪一個渠
道裡呢？
我們要到那裡去？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或者這基因的馬拉松競賽最後有一些任務
需要完成呢？對這些問題以及其他許多問
題，在阿梵達網絡的全球擴展過程中可以

經由可觸摸的與實驗的方法拼湊出來。拼
圖中的幾塊會在安靜的，最深處的，最清
楚的，慈悲的自己裡找到。每一個新的阿
梵達都是新添加的一塊拼圖，這使得更多
塊的拼圖會出現，目前為止最大的發現是
我們並不是我們所認為的自己。你是那一
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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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沒有選擇去使用它們的話。但是如果你
開始充滿企圖的去選擇它們，然後繼續的
使用它們，一直到它們便成了一個習慣，
那麼你就可以學著充滿企圖的故意生活。

環境可能會讓你成功，但是機會不大，誘
惑剛開始，看起來的時候非常熱，很快就
冷卻了，另外一個定義「誘惑」的辦法是
這樣的，它們是一個看起來很具吸引力的
渴望，想要保障你可以獲得快速的幸福。

我曾經聽過一個雙胞胎兄弟的故事，一個
兄弟一事無成而且是一個酒鬼，另外一個
非常地成功，非常快樂。人們就問那個酒
鬼說：「你怎麼會變成今天這樣呢？」他
的回答是說：「我之所以會變成今天這樣
是因為我爸爸是個酒鬼。」

很成功的兄弟也被問了相同的問題，「你
怎麼會成為你今天這樣呢？」你知道他的答
案是什麼嗎？「我之所以成為我今天這樣呢
，是因為我爸爸是個酒鬼。」相同的誘惑，
相同的環境，兩個完全不同的結果。

環境以及誘惑，如果你給它們機會，它們
就會塑造你的生命，但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生
活裡都有一些誘惑、有一些的環境我們必須
要經歷，但是你不需要因此給它們機會，讓
它們毀了你的生命。每個人的生命裡都有一
些很艱困的時光，可以說這些就是生命的挑
戰，你會充滿企圖地選擇，或者你會讓誘惑
與環境你你選擇？

Victor Frankel，他是在納粹集中營的生還
者，他這樣寫的：「一個人所有的一切都可
以被別人奪去，只有依樣是不能被奪去的，
就是你的自由，在所有的情況下，你都可以
選擇你要用什麼樣的態度面對它。」

現在，「因為我的父親是一個酒鬼」，哪
一個兄弟做了一個充滿企圖的選擇呢？哪
一個兄弟讓誘惑與環境選擇了他們的生命
呢？

我是一個極力推廣練習美德的人。不是因
為我自己是個充滿美德的人，而是我認為
在誘惑以及充滿企圖的選擇練習美德，這
兩者之間的掙扎，是我們來到這個地球玩
得遊戲。

我並不是覺得自己像個牧師，但是我們所
談得道理可能是一樣的。邪惡與良善的戰
爭是存在很久的，也許你只相信良善，不
相信邪惡。曾經有人告訴我說邪惡的座右
銘是「我不存在」。但是如果沒有邪惡，
你不可能有良善的。

你可不可以只有良善沒有邪惡呢？你想要
站在哪一邊呢？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選擇站
在良善的這一邊，有一些人，他們衡量他
們這一輩子有多成功，就看他們能夠在別
人的世界裡放入多少的痛苦。

我在智者會講一個有關美德的演講，你一
定要來看我，因為說得時候整個人發熱。美
德並不是一件應該做或不應該做得事情，他
們是當你想要過快樂生活時，一個充滿智
慧的建議。

美德是靈性修行的關鍵。人性的美德是我
們能夠有勇氣，願意像充滿了憐憫的上帝
一樣的行動著。你對別人所採取的行動，
是不是就想一個充滿了憐憫的上帝呢？這

生命的挑戰 繼續

如果你給它們機會，誘惑與環境就會塑造你的生命。

哈利 帕爾默，阿梵達教材作者，
在阿梵達智者課程中問候學生。



是一個很不好回答的問題。美德，
同時也是一個很好的策略。很多人
誤會了，以為美德就是批評、是受
苦或是過著很無聊、很單調乏味的
生活。這是錯誤的觀點。美德是經過
長時間考驗的策略，也就是無論世界丟
給你什麼，你最後都能夠像充滿憐憫的上
帝一樣的行動著，一個阿梵達。你怎麼發
展美德呢？你願意在你自己身上下工夫。

JimRohn，他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商業哲
學家，我很敬佩他，他說：「成功的祕訣
是你必須要在你身上下工夫，而不是只是
把工作做好。」那是一個很好的建議。

「如果你只是很努力的工作，你可以過得
不錯，」他說：「但是如果你在你自己的
身上好好的下工夫，你可以創造財富。」

我對這個哲學有我自己的版本，我的版本
是說：你如果願意在你身上好好花工夫、
發展美德，你不但會很成功，而且你成功
的時候是很高興的。成功不能夠使一個人
免於憂鬱症，但是美德卻可以。

美德是什麼呢？耐心、仁慈、寬恕、容
忍、慈悲、願意承擔責任，我曾經創造了
一張清單，寫上所有人類的美德。這個單
子很容易創造，因為你自己就是一個美德
測量器，你的美德測量就是你對你自己有
多好的感覺。

任何的行動你是出於愛、出於仁慈，你的
美德測量器就會上升，你誠實的企圖，使
得美德測量器上升，你可能會覺得這個美
德測量器就是你在道德上的指南針，或者
你的直覺，或者從高我來的指導。美德的
行動讓我們覺得充滿高貴的感覺。它讓我
們能夠跟老天的到結合在一起，在我們最
好、最神智清醒的時刻，我們願意犧牲所
有的一切去加入道。

有一件事情很好玩，可能你已經知道了。
一個木棍到底有幾端？一條路通向幾個盡
頭呢？至少兩個，對吧？每一個美德都有
一個相對的邪惡，美德滋養了愛與仁慈，
邪惡滋養了充滿自私的害怕。

就好像電池的正極與負極，宇宙是有兩極
的。有一端視愛與仁慈，有另一端是害怕
與邪惡。對我來講，生命的水流是從正極
，也就是願意為宇宙提供服務，到負極，
進入到我執，以自我為中心的自私。

你知不知道，沒有任何的美德是關切自己

的
成就、

自己的好處
？有少數的一些美

德是關心你的家人，也
有少數的幾個美德是關係到你能不能夠對
一個團體忠誠，但是最大多數的美德是關
係到你能不能對一個陌生人愛與仁慈。很
有意思吧。

生命的水流，就在我們四周。美德帶著你
往上游走。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談論到揚升、
升高、高我、鼓舞，它們都是往上游走。我
不知道為什麼事情是這樣的。

也許我們生命是註定滑入到生命的水流
裡，也許我們這輩子真正的挑戰是逆流直
上。因為坦白說，接受誘惑一點都不需要
花費任何的力氣。練習美德，哇！在剛開
始的時候它要很努力，也許你覺得這件事
情太不公平了，充滿企圖地故意生活竟然
要這麼費力，生命竟然是一場挑戰，但是
你最大的收穫是能夠往上游走，連我家裡
的尼羅河魚似乎都懂這一點。

美德是去幫助某一個人，智慧是知道幫助
什麼人。幫助一個連續殺人的殺人犯，犯
下更多的罪行，這是缺乏智慧的。或是幫
助一個病態的人去破壞好人所作的功，也
是沒有智慧。

佛說：「如果想要安全的走過人生的迷宮
，一個人需要智慧的指引和美德的引導。」

我們先暫時不要談智慧，美德與邪惡之間
的關鍵是，任何一個行動，如果它充滿傷
害別人的企圖，它將使你自己的生命充滿
痛苦；任何的行動是帶著良善的企圖，它
使你的生命獲得幸福。

也許我們應該將這句有智慧的話印在我們
鈔票上，不斷地提醒我們。也許這就是為
什麼在美國鈔票上我們印上這句話「在上
地理，我們充滿信任」也許吧！我也不知
道。

我相信，任何一個行動，如果你充滿傷害
別人的企圖，它將使你的生命痛苦，如果
任何一個行動充滿良善的企圖，它使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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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獲得幸福。一
個人為什麼會進

入到這種狀況呢
？因為他們有

了一些的罪
行、有了一
些不良善

的企圖，所
以他們因此一直

覺得他們值得受苦
，這就是為什麼告白

與原諒，可以使得一個
生命轉向。

我二十四歲的那一年，發現
了美德的價值，在那個時候，我已經很久
沒有練習美德了。千萬不要等那麼久。我
那時候把我的生命浪費在，喔，跟著水流
轉。你有沒有看過一件汗衫上印了一句話
，「沒有恐懼」？我的汗衫上是印著「不
用努力」。

我順著水流往下游走，就是讓誘惑與環
境塑造我。「嘿！老兄啊，酷就好了嘛！
冷靜下來啊！不要再選邊站啦！跟誰在一

起，就愛他就好啦！如果感覺很好，那就
去做嘛！」你知道這個哲學，帶著我的生
命走到哪裡呢？ 下游；我被困在淺灘裡，
我打算離婚了，還很討厭自己的工作。但是
，我覺得很酷。

當時，只剩下少數幾個人願意對我誠實，
我爸爸是其中一個，他給了我一個建議，
他說：「孩子，如果你希望你的生命有成
就的話，你必須要能夠掌握你的生命。」
太棒的建議了。太棒了。我覺得這個建議
像天才一樣，完全的正確。

你想不想要一個好建議啊？「孩子，如
果你希望你的生命有所成就，你必須要掌
握你的生命。」

我花了十年的時間，才知道如何掌握自
己的生命。你知道嗎？我是從自己的頭腦
裡出發，想要掌握自己的生命。思考、揣
摩、猜測，好像自己就坐在那個鍋子的中
間，把一整鍋的誘惑攪起來了。煮了很久

的時間。在我身上插一把叉子吧，我已經
熟了。

我花了十年的時間才發現掌握自己的生
命必須要從創造源頭的角度出發。我不是
一個學得很快的人。好在上帝對我很仁慈
，讓我發現了阿梵達。

阿梵達是一個很容易學會的指導。如果
你想要掌握你的生命的話。你只要花九天
的時間。這是很快的。你可能沒辦法在九
天裡面改變世界很多，但是你卻能夠在你
的生命裡創造奇蹟。你的生命是你的起點
。當你把你的生命整理好了，那就去上你
的領袖工作坊。

大部分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喜歡種花
重草。他們同時知道每一次我談論頭腦的
時候，很喜歡用花園來作比喻。怎麼？如
果佛和基督都用花園來作比喻，那我也可
以啊。

好。我也可以更現代化、更具創造力地
用另一個方式比喻：你到了街上一個賣頭
腦的店，買了一個很棒的頭腦。這個頭腦
很餓，想吃所有的思考。你把這個頭腦放
到大盒子裡帶回家，然後將它接連上你身
體的傳導器，連結上集體意識。很快的，
一開機。這個頭腦就開始加乘、擴大以及
保衛所有它吃進去的思考。

不用再把這個包裝盒留下來了。一旦頭
腦離開了這個包裝何以後，它就放不回去
了。

你的新頭腦根本不在乎你將它放進去哪
一種思考。只要你放進去任何的思考，它
就開始加乘、擴大、保衛。這件事其實很
有趣，你越想它，這個想法就變得越擴大
。頭腦加乘、擴大以及保衛任何你放進去
的思考。

如果你想要毀掉這個頭腦，就給它很多黃
色圖畫，或給它一個復仇的計畫，或給它
一些的仇恨，或是讓它有一些想要有名、
有錢的幻想，它都可以。你給它一個謠言或
是給它一個真理，都一樣。它馬上就加乘、
擴大、保衛。對這個頭腦來講，任何的想法
都是一樣的。它只是很餓，想要吃很多的想
法。至於你給它哪個想法都一樣。

就像電腦世界用的語言：垃圾進，垃圾
出。

你覺得我們是電腦模仿人腦呢？還是你
必須要到銀河系的邊緣才能考慮另ㄧ個可
能性。也許人類的頭腦是模仿電腦，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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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是去幫助某一個人，

智慧是知道幫助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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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哪一個先呢？雞先，還是蛋先呢？現在
你懂了吧，為什麼我覺得用花園來作比喻
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好，現在讓我換另一種說法。你的頭腦是
一個肥沃的花園。無論你種什麼，它就會
開始成長。假如你沒有打算要種任何的東
西，那些充滿誘惑的野草就會開始成長。

任何的時候，你創造一個主要起始，或
者是創造一個藉口，你就已經在你的頭腦
種下了一個種子，這個種子就會成長。任
何時候你認為你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你就
已經在你的頭腦裡種下了一個種子，這個
種子就會成長。任何時候，你認為你自己
擁有什麼樣的極限，你就已經種下一顆會
成長的種子。任何時候，你設立了一目標
或是創造一個信念，你就已經種下一顆會
成長的種子。你知道嗎？花園根本不在乎
你種的到底是什麼。

我聽過一個很有智慧的說法是：你種什
麼，就收什麼。這是真的。有一些種子需
要更多照顧，另外一些種子卻不需要花很
多的力氣。我有很實際的經驗。

我種番茄。因為希望收穫番茄。這個過
程好辛苦。很多很多的次要。我必須要把
蟲趕掉、不斷的澆水、不要讓它們被太陽

晒到、還要跟野草鬥爭。但是最後的收穫
是我有很多新鮮的番茄。你可以想像我有
多高興。當我能夠帶著這一盆的番茄走進
屋子裡交給我的太太，Avra。哇，那時候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勝利者。

當然我也可以種植很多誘惑的雜草。那
不會有什麼次要的，也不會有蟲、

也不需要擔憂天
氣。同樣的，

它的收成
也沒什
麼價值
。那個

時候我覺得：慘啊。早知道我應該種植一
些有價值的東西。

你想要感覺哪個感覺？「哇，我覺得自
己是個成功的人」，或者是「慘啊，早知
道我應該種植一些有價值的」。

當你在生命裡呼吸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
你想要感覺的是「哇」還是「慘啊」？這
個又是我們往上游走的那個教訓。種番茄
是比較難的，種充滿誘惑的野草是比較容
易的。但是就個人的收穫來講，番茄的收
穫大多了。

假如，你打算不花費任何的力氣過生活
的話，最後你一定是跟充滿誘惑的野草在
一起。「慘啊，早知道我應該種一些比較
有用的東西。」除非你非常非常地幸運，
哇到了金礦，否則的話，任何的成功都是
需要努力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種植誘惑，不需要努力。
這就是為什麼誘惑沒有什麼價值，誘惑是
次要的。次要起始不需要花費任何的努力
就可以成長了。是主要起始才需要很大很
大的力氣。

如果你種植負面的情緒，驕傲、貪婪、
羨慕、忌妒或者是仇恨在你的花園裡，你
覺得你會收成什麼呢？當然囉，忌妒、貪
婪、羨慕、忌妒以及仇恨。這些東西很容
易長，一點都不需要花力氣，也因此沒什
麼價值，也不值錢。

你的生命將如何開展，根據你放下的思考
是什麼。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古老的智慧。

• 繼續

你的頭腦是一個肥沃的花園。無論你種什麼，

它就會開始成長。假如你沒有打算要種任何的東

西，那些充滿誘惑的野草就會開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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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挑戰 繼續

佛說：「你想什麼，你就成為什麼。」
亞里斯多德，羅馬的哲學家說：「我們

的生命是由我們思考所組合而一的。」
主耶穌基督說：「你種什麼，你就收什

麼。」
這些都是很好的建議，但是並沒有指導

你怎麼做。上帝當時還沒有預備好要讓人
們知道阿梵達。阿梵達需要一個人願意很

誠實的檢查自己，以及充滿意志的力量，
願意充滿企圖的選擇。因此並不適合每一
個人。

那些悲觀的人、精神病患以及攻擊阿梵
達的人，他們不喜歡誠實的檢查自己，他
們不願意在他們自己的花園花力氣，他們
只想要批評你的花園。他們自己的花園種
滿了祕密以及罪行。他們的收穫是隱晦的
企圖。他們種了很多的責備來解釋為什麼
他們遭遇到困難以及麻煩；但是問題是「
責備」。這個農作物沒有什麼人想要。

我有一卡車的埋怨可以很便宜賣給你，
如果你想要的話。如果你充滿企圖的想要
種植原諒，你最後的收穫就是拯救了你的
生命。如果你種植的是仇恨的思考，你的
收穫是你的生命被毀掉了。

關懷與分享的想法使你對你自己有好感
覺。忌妒與自私的思考使得你充滿災難。慈
悲的思考是得你充滿智慧。憤怒的思考使得
你愚笨。你如果對你自己種植下一個意見、
一個看法，你就產生了一個自我認同。你在
領袖工作坊會更瞭解所謂的自我認同。它們
是你花園裡的烏鴉。

你是花園的主人，你是創造的源頭。你
的生命會怎樣的開展，根據你允許你的花
園裡種植下什麼樣的思考，要拔掉什麼樣
的思考。你怎麼想你就成為什麼。

把那些「我做不到」的想法拔掉，種植
下一些「我做得到」的想法。把你的害怕
的野草拔掉，種植下一些勇氣－我知道你
做得到。

阿梵達的一些課程在一開始的時候可能
讓你很吃驚，但是你最後一定會發現到底
是誰一直在打壓你，到底是誰一直在壓迫
你，到底是誰使得你一直在失敗，到底是
誰使得你的生命充滿了掙扎－在鏡子裡的
那個。

如果我太坦白的話請原諒我。好消息是，
如果一切都是在鏡子裡的那個做的的話，那
你一定能夠處理它。

所以我對於所有新的阿梵達的建議是－
打開你的心，尋找良善，選擇使用工具。

享受你剩餘的阿梵達課程。我們智者見。
謝謝你們給予我的愛。

把你的害怕的野草從勇氣堆中拔掉…

在這2007年7月國際阿梵達課程現場
錄製的DVD中，哈利帕爾默探討生命
的挑戰與使用阿梵達工具去打開你最
大的潛力。你可以很輕鬆地，讓誘惑
與情境塑造你的生命，你的信念與你
的特性或者你可以選擇充滿企圖地故
意生活。目前只有英文發音。如果你
要訂購這個DVD，請到www.
AvatarEPC.com網上書店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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