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弘文

【老師專欄】【老師專欄】【老師專欄】【老師專欄】

　　我們走過的每一步，經歷的人事境，都是我們每一個當下所形成的生命軌跡，
透過現在這一個當下的煉，我們有能量、有能力讓發生過的都成為最好的安排。

　　已經發生的事，我們有沒有辦法在心念上讓它成為最好的安排呢？我們是不是
心悅誠服地認為發生過的都是最好的安排？這就是我們要去「圓」的，要讓過去發
生的都是最好的安排；然後再去「亮」，亮就是指引，是光明，讓我們的未來，由
這個過去的「圓」來照「亮」，這就是「圓亮」，「圓」舊「亮」新。我們不一定
要除舊佈新，更圓滿、更完整的方式是圓舊亮新。這個舊是指發生過的人事境，我
們一直認為我們的過往還可以更好，所以就一直停在那個地方而懊悔，然後就會卡
在那個點而過不去。圓～就是我們有能力不再糾結於過往的發生，完全的接受而且
沒有勉強，認為發生過的都是最好的安排。

這一個心法的修煉，剛開始要很用力、很勉強地去說服自己，要自我解釋，一直不
斷地練習去解釋，從認為是一個倒楣的事情，到成為一件好事，中間可能要很多的
解釋，當我們能量越提升就越容易解釋得過，到後來面對類似的事情就不用解釋，
從身心靈都完全接受了，相同的事情閃過第一個念頭就是~天地宇宙最好的安排了。

特別要注意這個最好的安排，一定是用在事後，在事前不要輕易用這幾個字。在事
前一定是可以努力與盡力，而不是什麼都沒有做，想說反正一切都會是最好的安排
。我們所謂的隨緣就是事前努力與盡力，事後的結果才是真正的隨緣，事前不能以
隨緣為藉口，就說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要特別注意不能誤用。 
　　
我們要以感恩的心去回顧過往，讓已經發生的事，都真的成為最好的安排！

最好的安排

文化部 逐字稿/張惠玟  整理/李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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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癌友新生命協會

助印感謝：普瑜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人：林弘文

出刊月份：二○一八年十一月五日

免費贈閱　歡迎索取、助印11/03～11/04 台南基礎班 台南圓場

11/17～11/18 台北基礎班 汐止圓場

12/15～12/16 台北基礎班 汐止圓場

透過每一個當下的煉，我們有能量、有能力
讓發生過的都成為最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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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焦筍子～找一個雙贏的方法 王　愷

【執行長日記】【執行長日記】【執行長日記】【執行長日記】

　　最近一次用廚房是在某個晚上，當天有個一人帶一道菜的重要聚會。同一天上
午，在另一個會議場所附近有賣筍子，我買了已經削好皮的筍子，開完會後，到板
橋圓場上課，我認真地思考要不要把筍子請板橋圓場主廚協助完成。賣筍子的婆婆
告訴我，煮涼筍只要放在水中滾過即可，如此簡單的事真無需麻煩圓場主廚，況且
水煮東西是我會的廚藝。下午回到家裡，開著火，把筍子丟進鍋中水煮，開始處理
台南十週年慶事務。突然一陣焦味出來，燒焦了！每塊筍子的底部都是黑的，但因
為已到了必須出門的時間，我只能切掉筍子燒焦的位置，其它東西，比如：燒焦的
鍋子、削掉的焦黑筍子、用過的刀子……全部凌亂的放在流理台上，就出門了。

　　聚會時，心中掛著弘文老師會不會以為家裡發生爆炸了？會不會詢問我發生什
麼事？結果居然是「沒有」，弘文老師沒有打電話來詢問，當我聚會結束回到家時
，廚房乾乾淨淨，連廚餘都丟掉了。

　　這是將修煉用在生活中的實例。用這案例討論，當回家的人看到廚房凌亂情形
，忍不住立即詢問原因的目的是什麼？一、等對方回來清理廚房？如果是等對方回
來清理廚房，就維持原狀，不用問原因。二、要幫對方清理廚房？既然要幫對方清
理廚房，同樣不用詢問原因。三、問對方要不要幫忙清理廚房？對方如果回答要，
就協助清理，請直接清理何必詢問原因。對方如果回答要，卻拒絕協助清理，更是
不必詢問原因。

　　我們常在遇到事情、解決事情時，習慣性地先去指責，或讓對方感到歉疚，甚
至為展現自己的能力或等著被感謝而不自知。明明要協助他人到最後卻得到反效果
。能夠覺察「忍不住」問原因的思考邏輯是修煉的起點。

　　「焦筍子」最後結果，是清理或不清理廚房？由誰清理？發生事情當下，我心
中的確有愧疚，如果協助的人可以不要「得理不饒人」，整個事件就會平和並在感
謝中圓滿！原本預期要被指責卻被支持取代，感謝油然升起。反過來，原本預期要
被指責還是被指責！負面加負面得到更大的負面，衝突直接產生。不僅得不到原本
要協助要的好意，反效果的更彼此傷害。

　　有時「停一下」，很多事情會跟著轉變，先想想我們要的結果，在要的結果下
，有沒有一個更順、雙贏的方法？同樣，清楚自己到圓場目的是非常重要的。來圓
場是「學習」，跟隨協會方式才是學習；是「突破」，做不會做的事情，才是突破
。以前的生活方式讓身體不好，要讓身體變好，就改變以前的生活方式；以前的習
慣讓自己生病了，不要生病，就要改變習慣。讓「決心」改變一切，讓「歸零」回
到新生命，用「適合的方法」讓結果雙贏。

潤稿/文化部潤稿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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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還給自己―汐止圓場蔣卉芬師姊的生命故事

【同圓分享】【同圓分享】【同圓分享】【同圓分享】

文化部  撰文/蔣卉芬  潤稿/文化部潤稿小組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除夕夜，我與建邦師兄在醫院度過，我因為子宮內
膜惡性腫瘤開刀住院，兩人吃著醫院供應的晚餐，當作年夜飯，有孤苦伶仃的感覺
。出院後，開始化療，治療子宮癌及復發的乳癌。醫生吩咐要多吃以保持體力，可
是化療的副作用就是沒胃口，肚子很餓卻吃不下，晚上也開始睡不著，吃了安眠藥
，還是睡不好，我終於了解：吃得下、睡得著、拉得出，實在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經由清甘師姊的接引，我與建邦師兄初次到圓場，
就被師兄姊親切、燦爛的笑容以及睿淳師姊的眼淚所觸動，覺得這應該是一個可以
讓我感到自在的地方吧! 吃了當天的動力餐後，我就決定要留下來了，因為動力餐
解決了我沒胃口吃不下東西的問題，在短短一個星期我就胖了兩公斤。

　　五月份基礎班後，我幾乎每天到圓場生活――煉功、分享，開始參班、護持。
在轉化班體驗了許多人生的第一次：矇著眼睛走過吊橋、在慈恩塔前小石子空地快
轉、在美麗的澎湖體驗海上活動、在森林玩溜索、聽著同圓們生命故事的分享，大
家一起笑、一起流淚，漸漸了解自己生病的原因以及該轉化的方向。

　　進了協會我感到安心、安全，感受到愛的流動，接受了大家的愛，同時可以把
愛傳出去。在協會裡每個人都可以變得很有用，我加入了敬飯組和接待組，主動加
入脊椎保健講座的行列，第一次去三軍總醫院推廣脊椎保健時，真的領會到生病是
上天給我的禮物，我可以用這個禮物與別人分享，接引更多人來加入我們這個大家
庭，一起修煉，一起回到健康、輕鬆、喜悅、自在。

　　二〇一七年八月，我參加了第一次高密度煉功營，與師兄姊共同生活十天，除
了功法較精準外，體會到生活可以很單純、很簡單，但是很充實。我的信心回來了
，我相信我一定會越來越好，越來越有能力服務更多人。在參加第三次高密度時老
師要我們發願，我發的願是「要成為高密度的護持團隊」。回圓場後我更如實煉功
、護持，加入功法組和口令組，如今我的願實現了―我成為高密度護持團隊的一員
！老師說：「生命因承擔而擴大。」在協會，我不怕承擔，因為我知道背後有老師
，有家人的隨時「在」，我確信「我不是一個人」。

　　感謝協會，感謝創辦人，我找回了感動、感恩的心。感謝所有的發生，我可以
很開心，很驕傲的說：「我今年滿六十五歲了，我可以享用敬老卡了，我可以把自
己還給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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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著這顆愛煉的心，我們愛一起
煉，煉在一起，愛在一起。來到
這世上就是為了愛，為修煉而來
。因著我們的愛支持著我願意修
煉，願意煉在一起。

―林弘文

話說愛煉六的始作俑者就是我們夜間部了，從2016年
起在夜間部愛煉六召集人秀慧師姊的熱情承擔下，10
月將邁入第30場～弘文老師主題歌選得好「一天一點
愛煉」～我們就是這樣一點一點的累積能量，30場耶
！說不出的激動⋯
 
其實在2016年一整年稱之為「愛煉9一點」，是一群愛
煉功同圓共同增向上，每月發起一次團煉九小時，
2017年起緣於弘文老師的一念之善，正式改名為愛煉
六，沿用至今。門檻當然要節節高升，動力才會在、
初發心才會看到。從2016年直到隔年5月都是25人，同
年6月一躍變成45人。2018年8月再度攀升為48人。喜
的是我們除了會跟還是「是是是好好好」的忠實鐵粉
，硬是每一期都達標，而且高出很多⋯很是讚嘆！愛
煉六那種綿密持續穩定安定的能量，夜間部一定特有
感覺，你看一辦就是30場、而且場場爆滿，就知道了。

雖說愛煉六是由夜間部「湠」出去，但是夜間部的收
穫最多，大家全部都煉兩場，感受更紮實、因為所有
人的目標都一致；提早進場地天地心，讓我感覺一切
都在發酵又好像一切都如如不動；好像是光又好像自己
對視⋯。　　　　　　　　　　　　　　　　―許真珠

六小時是平時生活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把握住了，自會擴大到
其他四分之三。六小時是安住，
安住徬徨無助的心、安住恐懼的
心、安住朝向希望的心、安住與
大家在一起的心。　　　　　　
珍惜、感謝自己有六小時，愛煉
六是用協會方式煉功生活六小時。
　　　　　　　　　　　―王愷

【活動報導】【活動報導】【活動報導】【活動報導】

　　生活可以在精彩豐富中增添活力，可以在簡單單純中感到幸福。協會有各式各樣的課程和活

動來豐富我們的生命，而愛煉六，就是在簡單單純中找到幸福。

　　夜間部的同圓平日工作繁忙，來圓場的時間多是零碎的。所以彼此約定，一個月給自己一天

，一起完整煉功。兩年多來已經辦了三十場，深深感受到「決心」和「專注」帶給自己很大的力

量。於是在今年，在各圓場掀起了愛煉六的風潮，每個月一次的愛煉六，成為各圓場大家團聚的

大日子，更是有些同圓組團，到每個圓場去參加愛煉六。愈煉，愈愛煉。透過愛煉六，深刻的感

受到煉功的美妙！

愛煉六―愛煉很愛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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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愛煉六依然起的大早，卻不知道該不該去，畢竟

錦城狀況不是很好，動不動就喘起來，但他卻毫不猶

豫的來，真的我有擔心卻不害怕，在老師的帶領跟同

圓的共振我們紮紮實實愛煉六，真的感動再感動謝謝

老師跟大家的在。　　　　　　　　　　　―蔡匹越

煉功開始是老師先將愛煉六的緣起講起，主要是這裡

看似適合煉功的場所，就想到如果在這裡讓同圓好好

煉功，會有多棒啊！老師們常常心中掛念著我們，在

這裡就能更深感受到。　　　　　　　　　―黃振仁

很認同老師說的「愛煉六」是安住內在那顆圓圓亮亮

光明與希望的心。當報名之後就期待「愛煉六」的來

臨，當天早上從一起床就刻意讓自己進入穩定狀態，

我真的越煉越深入、越煉越愛煉、心沒有徬徨無助、

沒有恐懼、只有安住的與大家在一起的心、我體驗到

了、我做到了那份來自內心淡淡的喜悅、我愛「愛煉

六」。　　　　　　　　　　　　　　　　―羅淑櫻

身為夜間部的一圓，能夠～有時間～抽時間～好好的

靜下來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余亮潔

【活動報導】【活動報導】【活動報導】【活動報導】

　　夜間部明達師兄，系統工程師

，長期在各地處理系統疑難，一年

多前發現腦瘤，被十年前到協會獲

得幫助的太太「逼」到協會。明達

師兄有機緣持續並開始深入高密度

課程。發現協會的功法丶心法是有

人性的動態系統,環環相扣缺一不

可。高密度結班後，開始認真參與

協會的課程。八月高密度後，九月

、十月連參與三場圓場愛煉六。愈

煉愈愛戀，決心繼續參加十月高密

度。

愛煉
就像一場愛戀
雙魚情愛的追逐，永不停歇

自從戀上了煉
每場的煉，像似盛裝赴約的
舞會，稍縱即逝

自從戀上了煉
踩踏的步履，變得輕盈，
猶如輕踩湖面的水波，蕩漾，蕩漾
旋轉的心情，變得輕鬆，
彷彿攀撫天上的浮雲，飄然，飄然

當煉上了戀，
愛煉的思念變得那麼悠長，
愛煉的情懷變得如此深遠，

煉，煉，我就這樣一步步的煉
戀，戀，我就這樣一天天的戀

當煉上了戀
旋轉的旅途，不再是決心，
而是盼望，盼望那永不停歇的
追逐，永不止息的愛煉。

―鄭明達 愛煉六 有感

文化部   攝影/楊琍雯

愛煉六―愛煉很愛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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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活動報導】【活動報導】【活動報導】

　　愷愷老師說～活動，讓我們看到生命可以放進更
多的人、放入更多的感恩。是的，北上回程時，同圓
的媽媽主動說要分享，她提到女兒生病時，全家人都
反對她到協會，原因是一個生病的人需要的是快樂的
生活，怎麼還要到一群許多生病人的團體呢。但從第
一天開始，她就好感恩好感動，怎會完全讓人顛覆想
像，圓場裡歡樂氣氛讓老人家動容，眼淚開始不自覺
地留下，第三天一進高雄圓場，看到如家人熱烈歡迎
的同圓，聽到愷愷老師的話，淚水又沒停過，她的觀
念完全改變了，回家一定會分享給所有的人，告訴他
們她看到的一切感動。　　　　　　　　　―李興孝

敬飯組十週年慶、台南圓場十週年慶、高雄圓場開幕一週年慶

攝影群/元 元 朱聿謙 林雅玲 徐靜怡 張斯清 楊琍雯 鄭素珠 劉富華

　　每一次活動都是為了點燃每一個人心

中那把熱情之火，幫助自己一次次的接收

「愛與感恩」之洗禮！敬飯十週年，敬天

地宇宙，敬食材，敬協會，敬老師，敬所

有參與的家人，更敬自己的「在」才能感

受到家人無私的付出。豐盛的是味蕾，滿

足的是心靈，唯有「會跟」，連結更多家

人，激發出更多能量，才能圓亮自己的細

胞。　　　　　　　　　　　　―游惠卿

　　感謝高雄家人們全體總動員發揮團隊的力量，三

、四個月來的努力，讓來自各圓場的家人感受到我們

散發的熱情與溫度。看到大家的努力與幸福，對於護

持高雄圓場的家人是最最開心的事。我們要繼續努力

下去，繼續幸福下去。　　　　　　　　　―何玉春

　　台南藝文組是負責圓場整體佈

置的工作。用純手工製作打造了一

個全新圓場。因為大家共同參與和

支持在短短的時間裡完成了場佈的

工作。為圓滿十週年慶活動而盡一

份心出一份力，過程中的點滴充滿

了滿滿的感動和溫暖！　―和朝軍

影片播放清單掃描：

敬飯組暨台南
圓場十周年慶

高雄開幕
週年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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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圓場因為老師、師兄、師姊們的守護～十週年了！感念十年

來的守成，期盼能再把愛更擴大，持續地舉辦十場脊椎講座，用協助

讓鄉親更健康的方法來慶祝台南圓場的生日，也回饋台南這塊土地的

護持。

　　每一場的感動是各里長全力藉協會的功法為里民的健康努力，其

中有三個里辦完第一次講座後再度邀請圓場辦第二次講座，而建平里

的里長甚至邀了一票人，進圓場學習參觀和用餐。台南圓場所辦的講

座不只要拓展還要深入，在同一個點多次的關懷及帶領讓里民煉功，

讓大家感受到貼近的陪伴。在九月的基礎班中，收編了來自各里的民

眾，他們感動並認同而進入這令人心情透亮、愉悅的台南圓場來學習

及承擔，而這果實的呈現是師兄師姊們，散發出快樂的能量，無形中

送出的禮物，並鼓舞了人群，為協會做出了貢獻。

　　我在協會兩年，身體改善很多。

　　以前我有很嚴重的暈眩症，發作時要閉眼三十

分鐘後，覺得不轉了才敢起床。一年發作兩次我很

擔心，去耳鼻喉科和血液科檢查，結果說是細胞老

化。但自從我來協會煉功後，就再沒有暈眩發作，

真的很高興。

　　有一天我喉嚨腫起來，醫生看後說是甲狀腺腫

，超音波一照，發現共有六顆甲狀腺結節，醫生說

沒大礙只要半年檢查一次。到第三次抽檢時，剛好

來協會一年，醫生說抽不到液體了，因為那六顆消失了，我剛開始還不相信哦～後來醫生說是真的

不見了，他一樣不知為何會消失。我拿協會DM給他說我在煉這個，醫生就說那你繼續做吧。

　　我在一〇〇年的三月車禍時脛骨斷裂，我很幸運地開刀並努力陸續復建、推拿五年有比較好，

但沒有現在靈活。我進協會後按老師的方式每天很認真的煉功，六個月後發現我的膝蓋不再發炎，

開刀口不再繃緊，覺得輕鬆。我開始跟師兄姊分享，連朋友都說“手腳這麼強＂，去年參加退休聯

誼會走雪壩公園，我挑戰最難的路線成功～！

　　過年前的大掃除必做得腰酸背痛。在完成隔天老師說要帶領大家一〇八下的脊椎旋轉，我跟著

做將近兩小時，完成時覺得好輕鬆哦，所有酸痛都不見了～！所以新生命的功法不是只有保健康，

還讓你省錢，然後把這筆錢捐給需要幫助的人。脊椎旋轉真的很棒～！

【活動報導】【活動報導】【活動報導】【活動報導】

整理/李佩霞
攝影/李佩霞 施東和 林思蘭 張惠玟

鄭素珠 郭惠娟 台南圓場脊椎保健報導

脊椎保健―台南圓場篇

107年06月12日(二)

107年06月13日(三)

107年07月13日(五)

107年07月14日(六)

107年08月10日(五)

107年08月13日(一)

107年08月26日(日)

107年09月06日(四)

107年09月07日(五)

107年09月13日(四)

107年09月16日(日)

107年10月16日(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建平里活動中心

台南市安平區石門國小

東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台南文化中心

大恩社區發展協會

建平里活動中心

台南文化中心

裕孝路關聖社區活動中心

大恩社區發展協會

裕孝路關聖社區活動中心

台南文化中心

虎尾里活動中心

台南圓場對外脊椎保健講座

【碧燕師姊】台南圓場｜煉功實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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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1號6樓
▍電話：(02)2695-5598
▍網址：www.love-newlife.org.tw
▍專頁：www.facebook.com/love.newlife.tw
▍社團：www.facebook.com/groups/lovenewlife

文化部 撰文/ 陳宇涵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癌友新生命協會
立案登記證：台內社字0910012833

▍圓　　場：汐止(02)2695-5598　   台北(02)2571-1991
　　　　　　板橋(02)2956-5696　   中壢(03)495-2245
　　　　　　新竹(03)516-6319　   台中(04)2212-0477
　　　　　　台南(06)261-7598　   高雄(07)236-5045
　　　　　　加拿大　
▍編　　輯：楊琍雯　　　　　　 ▍潤　　稿：歐亞菁 
▍捐款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癌友新生命協會
▍銀行匯款：華南商業銀行內湖分行
▍銀行帳號：190-10-002193-3
▍郵政劃撥：19672420　　　　    ▍愛心捐贈碼：6988

[同圓]

　　我原本擁有一個非常美好的幸福家庭，包括原生家庭、婆家、先生和孩子都很

好，在工作上也有很好的成就，但這一切在我退休之後，全都變質了！

　　退休之後的我，管東管西，喜歡掌控先生和孩子，先生終於外遇了，現在全家

的氣氛都籠罩在冷戰的陰霾中。生病以後，所有的治療都是娘家在支持我，婆家讓

我完全沒有感受到溫暖，我隨時都有心理準備要簽字離婚。先生不懂我、不體貼我

，讓我感到很傷心失望！曾經我們是一對人人羨慕的神雕俠侶，如今見面卻感到非

常厭惡，打從心裡很排斥他，家裡儼然像一座冰宮。先生不肯簽字離婚，二人形同

陌路，無法再交心了，每天擦肩而過，彼此卻視若無睹，老師，我該怎麼辦？

[老師]

　　家，是由家人共同創造出來的，你們一家三口共創的原子彈，到底是要引爆？

還是不要爆？不引爆的話，妳會繼續餵養更大的原子彈。與其三個人在裡面攪和著

、糾結著，為什麼不讓它爆開來呢？引爆之後，三個人才能發揮到最大。妳是家裡

最重要的人，你的世界不是只能造就二個人，但你卻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他們二

人的身上，他們承受不了這麼多擔心的愛，才會反彈，現在要把妳這份愛分享給更

多人，讓自己的生命開出更美麗的花朵，這樣才不會再互相折磨，還給彼此一個亮

麗的人生！

管大一點

活動
公告

高密度訊息

1812高密度：12/17～12/27

1812高密度前行：12/05

11月份各圓埸「愛煉六」日期

02日(五)高雄　17日(六)台南
06日(二)中壢　19日(一)汐止
07日(三)板橋　26日(一)台北
10日(六)夜間

每週四上午9:00～11:00

【老師答問】【老師答問】【老師答問】【老師答問】

林弘璋

三軍總醫院脊椎保健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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