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究命理，也相信，人們從出生開始，命運

的輪廓就已確定。但，所謂的輪廓，只是

先天勾勒出的基本格局，後天還是有很多

關卡等著被學習、突破與化解，也就是今

生必須修習的功課。何以求籤、占卜會靈

驗？那是因為宇宙本身就是個能量場，當

我們誠心祈求，往返傳遞的訊息就會帶來

靈驗的體會。所以，有些人在面對難以抉

▲ 沒有引起學習動機的學習，還不如輕鬆快樂的遊戲成長。

我們幾乎都認同「性格決定命運」。但，有沒有想過，

決定性格的，又是什麼？是環境？而環境，是否又來自命

運？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三者環環相扣，就成為一個互相

影響的圓，其中，一方調整了，其他也會跟著改變。雖然，

我們無法選擇出生在何種家庭的命運，卻可以透過打造後天

的勇者之路

是希望
與眼淚交織

文．圖片提供／邱麗文

我們無法選擇出生在何種家庭的命運，卻可以透過打造後天

環境與修正性格來改變命運。去實踐，人生就可獲得第二次

機會，獲得「重生」後的幸福。

環境與修正性格來改變命運。去實踐，人

生就可獲得第二次機會，獲得「重生」後

的幸福。

不認命，就能掙脫宿命的框

架

光從現在氾濫的命理叢書與節目就不

難窺知，人們對命運的重視程度。我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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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自己的作為，會導致怎樣的結果，以

致總是選擇了不幸。相信，這些人的心願

都是希望幸福的，但面對人生的棋局時，

卻總不自覺地選擇了痛苦，最後連思考也

愈來愈負面，與幸福的距離更是越來越

遠。

電影《雙面瑪琳達》的開場，兩位

劇作家在對話。Ａ說：「哲學家說人生荒

謬，因為到頭來，我們只能大笑以對，人

類的慾望是非常可笑，而不理性的。」Ｂ

說：「生命的本質不是喜劇，而是悲劇。

人的生存充滿可怕的現實，沒什麼好笑

的。」雙方爭論不休，始終沒有交集，於

是約好各自寫一個故事，一個寫成喜劇、

沒勇氣去追求的。我們的命運如何？其實

根本就是未定論。如果不認命，並願意積

極尋求有別於過往的生活，等到累積的能

量足夠，就能掙脫宿命的框架，那時，算

命就再也不準了。因為格局變了、命也改

了。

心轉、境轉，人生的風景從

此不同

日前震驚全台的「吞火」潛能開發

事件，其實只是一枚訊息彈而已。在「少

子化」的時代，家長們對孩子的栽培真是

不遺餘力啊！林林種種的才藝班，只要標

榜幫助學習、開發潛能，就會班班爆滿。

有些父母甚至縮衣節食，將資源全數花在

孩子身上，就連不景氣中的百貨公司週年

慶，兒童商品的業績，還是逆勢成長了五

成。

一顆種子，還沒有發芽，就已經被滿

滿的養料淹沒，根本無法被吸收，還會妨

礙正常的發展。畢竟，沒有引起動機的學

習，根本就是浪費時間；甚至，還會導致

孩子因為自由受限，而刻意反其道而行。

如果從小被父母強迫學習才藝，長大後反

而排斥這些才藝，那，還不如輕鬆快樂的

遊戲成長。或許，擁有輕鬆快樂的童年時

光，才是人生最棒的起跑點。

有些人總是生活在一種無明的狀態，

勢，人生自然比盲目亂闖的人更順遂些。

《東海岸減肥報告書》中，寫著：

「所謂生活現實，往往是我們不甘寂寞的

語言和幻想所打造出來的作品。人類其實

從來不曾真的在現實前面閉嘴過、謙虛

過。那麼多人日復一日地夸夸其談，無非

是想談出，找出一個讓自己安心的美麗世

界。這其實是對的，人本質上非常容易因

為欺騙自己而快樂。」作家林宜澐，用充

滿哲學思考的語言，精準描述了生活現實

的基調。 

人性就是如此！當需要被滿足，只

會繼續要求更多。欲望像個無底洞，永遠

填不滿；所嚮往的，永遠都是自身匱乏或

擇的關卡時，只要心夠誠、努力也夠，往

往會求得走出困局的指引。那，其實也是

自己的福報足夠。

老人家常說，愈算命、命愈薄。何以

有此一說？因為多數人算命的動機，並不

是真正碰到抉擇的關卡，而是一窩蜂盲目

跟隨。所以，在心不夠誠的輕率下，總是

聽到籠統或模稜兩可的批命；這樣的算來

算去，不但浪費時間與金錢，還會對生命

的本質愈來愈迷惑，自然是命更薄了。我

個人認為，研習命理只要懂得人有格局、

也能造命的觀念就夠了；我們真正該努力

的，是在理解自己的前提下，好好修習今

生的功課。如能懂得善用特長、避開弱

▲ 擁有輕鬆快樂的童年時光，才是人生最棒的起跑點。

▲ 心轉、境轉，人生的風景從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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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放下」了，過去的創傷並

未被一筆勾消，而是從創傷中重生了。在

《家族再生╱逆境中的家庭韌性與療癒》

的書中提及：「我們可以在創傷中站起

來，將這些經驗轉化，刺激我們的決心，

為更美好的未來做出有意義的改變，以鑄

煉出我們的韌力來。」我們或許無法抹去

來自童年時期的創傷，卻可以學習在未來

不要繼續受傷。當我們決心從創傷中重生

時，兒時的艱苦經驗，反而會幫助我們更

加堅韌。

許多人早期的被忽略、被遺棄或發

展遲緩，當他們後來得到關心與照料後，

的反覆，不斷地舔舐著傷口，不斷地怨怪

與憤怒。如此，反而被困在受害者的位

置，加強了環境影響性格的力度，導致人

生永遠盤旋在過去。

我也很熱衷心理學與自我療癒的領

域，但是與研究命理的感受一樣，當找到

了導致痛苦的心理癥結之後，就該暫停

了。下一步，要學習「放下」的智慧，並

積極打造有別於過去的未來。除了該好好

疼愛曾經受傷、受委屈的自己之外，還要

修正性格中導致悲劇不斷重演的特質，一

點一點朝幸福的未來邁進，才是更重要

的。

業更上層樓，就是這個道理。

環境，就是包圍我們的一切人事物。

一般人總是認為，打造新環境，絕對不是

件簡單的工程，其實，只要轉念即可。如

果願意轉念，不依循輿論的萬箭齊飛，只

靜思自己內心的渴望，並且積極去追求，

一點一點累積之後，屬於個人最棒的環

境，就會從此緊緊環繞著你。心轉、境

轉，人生的風景從此不同。

性格改變了，命運也被改變

了

近年來，關於心理學與自我療癒的書

籍，也非常多；特別是在憂鬱症已成為新

世紀三大文明病之一的時代，人們對於身

心靈相互影響的觀念，也逐漸有了體認。

愈是投入對原生家庭的探索，就愈覺得童

年對一生的影響，是如此的深遠。有些

人，童年缺乏家人的關愛，長大後就缺乏

愛人的能力；有些人，童年經歷了失落的

創痛，長大後就不能好好愛自己。失落的

童年，不斷渴求補償來獲得滿足，卻只會

陷入不健康的關係，彌補不了欠缺，反而

一再加深缺口。

太多探討性格影響命運的理論與觀

點，都把重點都放在痛苦的兒時經驗，導

致許多來自痛苦原生家庭的人們，忙碌地

對號入座，並將時間都放在「尋找答案」

一個寫成悲劇。喜劇裡的瑪琳達，歷經了

不堪的感情後，開始慢放腳步，慢慢地，

她開始發現自己的盲點，也逐漸認清誰才

是真正值得愛的對象。悲劇裡的瑪琳達，

經歷了不堪的感情後，還是執著於自己的

感受，於是繼續選錯對象，又落得被背叛

的下場。有趣的是，兩個故事中的角色配

置、重要橋段都相同，可見，悲劇與喜劇

的關鍵，只在是否願意「轉念」而已。

《天地一沙鷗》裡的沙鷗有兩種。一

種把飛行當作覓食的手段，因此，總是繞

著漁船飛行，爭食著水手施捨的零食；另

一種，卻把飛行當作飛行，等到技術精進

純熟時，雖沒有把覓食放在心上，卻可以

享受到最新鮮的山珍海味。我想，人生的

道理也是如此。經常，看到一些悲苦而無

助的人生故事，除了悲憫與同情，也有些

感慨。那種持續對自己的不負責任，累積

又累積，於是只能到處訴苦而無力自救。

中年，是事業興衰的關鍵。積極進

取的人，在累積多年的專業與經驗之後，

往往會有創業的念頭。此舉，表面上是充

滿風險的歸零，實質上卻是邁向人生新局

的再出發，充滿重生的熱情。反觀，如果

工作歷程總是在「混」，一但面臨中年失

業，人生往往就此走下坡了。這，就是積

極與消極的報償。常言，不景氣總能過濾

一些體質不佳的企業，而讓體質強健的企

▲ 「放下」了，過去的創傷並未被一筆
勾消，而是從創傷中重生了。

▲ 探討性格影響命運的理論
與觀點，都把重點放在兒

時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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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和解，歸零，再出發，就是一種重生。

如果願意積極閱讀自己、閱讀世界，視野

就會日漸開闊，性格也會變得更加可親。

此時，就已經是重生後的自己，可以自由

選擇環境，揮灑人生。 

造就更好的自己，造福下一

代

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

郎，不斷透過媒體傳達「重生」的體驗。

而導引他重生的轉捩點，竟是兒子的自閉

症。為了協助兒子，大江起初是充滿痛苦

且焦慮，但是，眼見兒子逐漸發展出自己

的生命，他竟從中獲得非常大的啟發，甚

至感受到自己正被治癒著。後來，兒子已

經能透過音樂來表達自己，大江則透過文

學，表達了向殘疾孩子學習的體會，並致

力推廣一個具有療傷功能的社會。兒子的

真正的愛情；她真心渴望的，是友誼與

支持，讓她有能量獲得重生。但，她失落

了。

心靈受創的人，在抵抗不安、無助與

意義喪失時，必須有人願意傾聽與支持。

但是，多數人卻寧可封閉自己也不願投入

人群，因為無法獲得真正的支持。只有與

知己互動，想法才不會被裁決、被嘲笑，

並感到被支持、理解，此時，療癒的效

果，也是最顯著的。但，並不是每個人都

能幸運擁有知己的支持。如果，我們沒有

機會碰到真正的知己，就要為自己尋找一

個信仰，讓信仰的力量來支持自己。

《巴爾札克與小裁縫》描述了兩位

被下放勞改的知識青年，邂逅了美麗卻沒

有文化的鄉下小裁縫的故事。無知的小裁

縫，一直聽著情人朗讀被查禁的文學作

品，那種分享祕密的興奮情緒，讓她逐漸

長了見識，也開始編織著無盡夢想。後

來，小裁縫發現自己懷孕了，又等不到已

返家的情人回來，於是毅然決然地接受流

產手術，並前往巴爾札克的故鄉闖蕩，成

為日後的傳奇人物。尾聲，我們看見當年

拋下小裁縫的情人，雖在大都市過著富裕

的生活，卻是滿臉的庸俗。原本該是傳統

女性悲劇的情節，卻因為心念的轉變而改

觀了，變得充滿熱情、希望與生命力。

改變現在，就改變未來。與自己的過

不再受原生家庭的影響，原本來自父母薰

陶的負面性格也將會慢慢改變。性格改變

了，命運從此也被改變了。

重生後的自己，可以自由揮

灑人生 

電影《為愛朗讀》裡的漢娜，活在無

法讀寫的世界裡。社會底層的背景，只顧

得了溫飽，讓她無力改變命運，只能盡量

遮掩無知。直到碰到可以任她操縱生死的

集中營囚犯，還有祕密情人麥克，她才敢

大膽要求對方為她朗讀書籍，讓貧瘠的心

靈，被有滋有味的想像力蜜汁滋養著。多

年後，漢娜成為納粹戰犯，而一起執行命

令的同袍們，紛紛指認她就是書寫執行令

的主謀；當場，她激烈否認。但是，當法

官提出當庭驗筆跡的指示時，她卻為了顧

全尊嚴，直接認了罪。

在獄中，原本萬念俱灰的漢娜，因

為收到麥克寄來的朗讀卡帶，又重燃起求

生的意志，甚至開始學習閱讀與書寫。自

尊心強烈的她，依舊掩飾著文盲的真相，

只是透過麥克的錄音與借來的書籍逐字比

對、熟記，直到能夠寫信給麥克，表達心

中的感謝。出獄前，兩人見面了，漢娜卻

只感覺到麥克的嫌惡，於是將長年學識字

的書籍堆成高台，上吊自殺了。相信，漢

娜心裡明白，她與麥克的那段激情，不是

也會成為優秀的照護者。心理學家榮格曾

提及「受傷的醫者」的觀念，也就是說，

生命的歷程必然有許多創傷、鍛鍊、迷惘

和重新上路，只要我們從中學習到智慧，

就可以分享給類似境遇的人，幫助他們

走向康復之路。這，與常聽的「久病成良

醫」，基本上是相同的道理。久病可以成

良醫，那是基於病人不願再生病的決心，

還有願意鍛鍊更強健的身體，才能達到的

目的。否則，就要一路病下去了。

自我療癒，不只是照護舊傷口，更是

發展潛在才華與能力的契機。當我們真實

打造了有別於原生家庭的環境，就會逐漸

▲ 療癒的效果，往往因為被支持、理解而效果顯著。

▲ 透過不斷傳遞的祝福，致力推廣一個
具有療傷功能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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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會深感挫折，甚至憤而放棄。微小的

成功，可以帶來驕傲和成就，然後從這裡

開始慢慢增加自信和能力。

當你立下了扭轉命運的志向，就等

於向宇宙發了一個願。只要真心誠意，並

且持續去實踐，效果就會如同《牧羊少年

奇幻之旅》裡的名言：「當你真心渴望某

樣東西時，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你完

成。」持續的投入，許多答案就會不斷顯

現，幫助我們得到幸福。一切都是循環

的，都是可變的；所以，我們的人生，也

會隨著掌舵者的心念，產生循環與變化。

要揮別過去的痛苦，邁向全新的人

生，除了必須歷盡艱辛，還必須堅定信

念，才能邁向重生的歷程，一條希望與眼

淚交織的勇者之路。

發願重生，讓未來更美好

人世的苦海無邊，本是常態；所以，

茫茫人海中的我們，每天都要辛苦地面對

生存的挑戰。而要從這無邊苦海中解脫，

自然不可能是隨口說說的簡單，如果沒有

誓願持續進行，那還不如輕鬆認命地隨波

逐流，苦中作樂。探索自我，必然會有痛

苦，也勢必會瓦解一些成果，所以許多人

寧可隨波逐流。但要獲得重生，就要經歷

類似蝴蝶羽化的艱辛，才有可能成就啊！

要將自己散亂錯置的過去歸零，就像

是要親手割除身上長年累積的毒瘤，需要

過人的勇氣。但，也是基於擁有如此過人

的勇氣，才能從創傷中復原。復原，是一

段需要決心、信心與勇氣、毅力的漫長歷

程，可能只是緩慢盤旋而上，忽又停滯、

忽又下墜，千萬不要有一蹴可及的想法，

兼攝影師。在唐氏症的女兒出生前，過著

幾近完美的生活，所以當他第一眼看見女

兒，直覺就是要掩蓋事實。但，這個急著

想要掩蓋的心念，也導引他走向痛苦的未

來。影片尾聲，24歲的唐氏兒為養母買

來一束花，卻意外得知自己還有另一位生

母，而生性溫暖、無邪且不會記恨的唐氏

兒，立即貼心地將買來的花一分為二，分

給了兩位母親。放棄了這樣的孩子，父母

可能會逃過許多心痛，但卻錯過了更多喜

悅。這些天使般的孩子，內心沒有現實人

生的複雜與痛苦，遠比正常孩子更能夠快

樂面對人生；而父母如果也願意開心接

納，相信也能獲得更多的快樂。

幸福，如果是生活上每一個細小的

願望達成。那，我們就可以一點一點地積

累著幸福感，串連成美好的人生風景。就

像點描法的畫作，是透過同樣的點點不斷

重複而成，近看，可能不太理解畫作的內

容，而距離拉遠來看，就清晰可辨了。我

覺得，人生的樣貌也是如此，在情緒的當

下看自己，完全抓不到頭緒，將時間拉遠

來看，反而更能體悟當時的心境。我們都

在這些點點之中，不斷抉擇著人生的方

向，最後成就了自己造就的人生風景。每

個抉擇的當下，都是改變命運的關鍵，如

果因此造就更好的自己，就能進而造福下

一代。

病，表面上是創造了家庭的哀傷，但是透

過持續的互動與觀察學習，反而凝聚了家

庭的親密。大江的重生，也引導了許多無

助家庭的重生。

許多社會菁英的人生，都是順遂且

幸運的。而這樣的一帆風順，也讓他們面

對挫折時，毫無招架之力。電影《不存在

的女兒》描述了兩個家庭的故事。一位替

妻子接生的醫師，目睹了唐氏症的女兒，

決定在妻子醒來前，暗中將孩子委託護士

送走，並謊稱女兒已經過世，後來卻因為

累積的罪惡感與壓力，導致離婚與意外死

亡；另一個則是不忍將新生兒送給缺乏完

善照顧的機構，決定自己養育唐氏兒的護

士，後來因緣際會認識了願意包容的男

人，從此共度了無數美好的快樂時光。

電影中的父親，是事業成功的醫師

▲ 如果沒有誓願重生，還不如輕鬆認命
地隨波逐流，苦中作樂。

 當你立下了扭轉命運的志向，就等於向宇宙發了一個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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