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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述南公懷瑾先生的軍事成就 
淺參禪與軍事的共通性           

文 /黨輝                            

南公懷瑾先生，一生兼通儒釋道三教，傳習諸子百家學

問，延續中華文脈，謀求民族發展。關於他的成就，張公尚

德先生作為其五十多年的老學生，在〈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

的成就在哪裡〉一文中說：「中國傳統肯定一個人的成就，說

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就立德來說，他一生真的

是時時刻刻都在做好事。從立功而言，在台灣參與、保存、推

廣中國固有的精華文化。他去了美國，轉至香港，靜悄悄的

和一些朋友一起，扭轉了一個時代，這就是各方所報導的

『密使』。立言，他著作等身，而且無論行文、內容、文字、語

言結構無不引人入勝，本本言之有理，說之有物，絕非空談

或放言高論。未來一定是永久流傳下去的，因此說他一生成

就了『三不朽』，那也成立。」

在南公懷瑾先生傳奇一生的「三不朽」中，其軍事成就

也是非常值得一書的。先生十九歲即擔任浙江省學生訓練總

隊（為應對抗戰而成立的軍事機構）武術教官。入川後，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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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大小涼山墾殖公司，任總經理兼自衛團總指揮。後任成都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教官。赴台後，曾兼任陸軍理工學院

教授，在「青年戰士報」連載《論語別裁》、《孟子講記》和

《唯識研究》。一九六六年，應邀於台灣三軍各基地巡迴講

演中國文化（其中一次在空軍高雄岡山基地講演時，蔣公中

正先生坐於幕後聆聽，為之所動，隨即啟動了「中華文化復

興運動」）。組織出版《正統謀略學彙編初輯》。為台灣軍

方將領、政要，講《素書》、《太公兵法》、《陰符經》、《左

傳》、《戰 國 策》、《史 記》、《長 短 經》、《漢 書》、《管

子》、《易經繫傳》等。先生與兩岸軍界也交往頗多，見諸報

導的有：台灣王昇、馬紀壯、彭孟緝、劉安祺、崔之道、蕭政之

等將軍，大陸熊光楷、丁衡高、楊斯德、陳知庶等將軍。先生

一向關心國家軍事發展，在九十五歲高齡時，還答覆中國航

天員科研訓練中心「關於航天員如何在未來二〇二二年空間

站內停留幾百天」等問題。一九九〇年四月，在大陸風波初

平、局勢變幻莫測之際，南先生更是以歷史的擔當和戰略的

高度，密派張公尚德先生赴上海會見汪道涵先生（見王恩重

〈「汪辜會談」一段鮮為人知的前奏〉），力勸大陸緩和中

美關係，重續兩岸秘密接觸，最終促成汪辜會談，從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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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開放和兩岸關係進入新階段。

南公懷瑾先生親歷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兩岸隔治，對

軍事謀略和帶兵治軍，在理論和經驗上均有許多獨特的見

解，在其論述中常常引用軍事、軍營、軍人之事。先生曾說：

「有三樣東西與禪是不可分的：第一是軍事，古代的名將都

有一點禪的味道。名將天生就是天才，打仗時，四面被敵人

圍住了，只有死路一條，而在這時，如何動一個腦筋，靈光一

現，反敗為勝，這是禪。如果說這時想想諸家兵法，都沒有

用，不論哪一個兵法都救不了。第二個與禪不可分的，是真

正的詩人，好句子作出來，連自己都不知道這些好句子是如

何寫出來。第三是藝術家的好作品，這也近於禪。」

張公尚德先生也常說：「我在軍中受過嚴格的訓練。」

張先生十六歲即加入青年軍第二〇六師，在孫立人將軍麾下

受訓，眾所周知，孫立人將軍是抗戰時期軍級單位將領中殲

滅日軍最多的將領，其部隊訓練管理的嚴格程度是可想而知

的，筆者曾見過張先生從軍時期孫立人部隊在台灣鳳山練兵

的資料圖片，其訓練組織和官兵風貌，均非常有素，令人肅

然起敬，在這樣的部隊摔打鍛鍊幾年自然是不同的。張先生

在〈天下第一翁〉中自述，「五年嚴格的軍中生活，有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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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是很大的：由於軍中風氣，養成了喜歡讀書的習慣，其

次便是能吃人所不能吃的苦。」

明代晦山戒顯禪師則仿《孫子兵法》十三篇作《禪門鍛

鍊說》十三篇，其在自序中說：「鍛鍊說而擬之孫武子，何

也？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柱下之言確矣！佛法中據位

者，治叢林如治國，用機法以鍛鍊眾如用兵，奇正相因，不易

之道也。拈華一著，兵法之祖。西天四七，東土二三，雖顯理

教，暗會孫吳。至馬駒蹴踏，如光弼軍，壁壘一變。嗣後黃

檗、臨濟、睦州、雲門、汾陽、慈明、東山、圓悟諸老，虛實殺

活，純用兵機。逮乎妙喜，專握竹篾，大肆奇兵，得人最盛。

五家建法，各立綱宗，韜略精嚴，堅不可破，而兵法全矣！」

可見，禪與軍事是相通的。那麼，兩者到底有什麼共通

性？對我們普通學人有沒有普遍性的啟示呢？帶著這些疑

問，筆者嘗試進行了一點探索，現淺參如下：

一、禪宗叢林制度與軍隊制度

南公懷瑾先生在《禪宗叢林制度與中國社會》中對禪宗

叢林制度進行了詳細介紹，包括叢林的規範、叢林的風規、叢

林以修持為中心的禪堂、叢林清規的遺範等，其制度之完

備、規定之詳細，令人歎為觀止。南先生說：「總之，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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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林集團生活，絕對是做到處處平等，事事有規矩。由一日

而千百年，由管理自己的身心開始，並及大眾，都是循規蹈

矩。至於詳細細則，還不止此。所以宋代大儒程伊川，看了

叢林的僧眾生活，便歎說：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同樣，軍

隊也有完善的條令條例和規章制度，如共同的「內務條

令」、「紀律條令」和「隊列條令」，各類戰鬥條令和工作條

例等，對軍隊所有運作進行了嚴格規範，使之有章可依，有

法可循，令行禁止，協調統一。對比兩者，不難發現有以下

共同特點：

（一）組織結構嚴密。禪宗叢林以住持和尚為中心，設立

兩序班首執事，西序偏於修學教務方面，東序偏於生活事務

方面。軍隊則以指揮員為中心，建立軍令和軍政系統，軍令

系統負責作戰訓練，軍政系統負責行政管理。總之，都是通

過一定的職位將人與事、權與責，統一起來，職責清晰、分工

明確。

（二）內部秩序嚴謹。叢林和軍隊都是集體生活，為了維

護嚴謹的內部秩序，個人要服從集體，個性要服從共性，集

中統一是必然要求。行住坐臥、衣食住行均有一定的規範。

現以日常一日生活安排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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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林：早課、過堂（住持和尚講話）、坐禪、過堂、午

休、坐禪、出坡（勞動）、藥食、晚課、就寢。

軍隊：早操、早飯（主官或值班軍官講話）、操課、午

飯、午休、操課、體能訓練與農副業生產、晚飯、晚點

名、就寢。

集體生活為了便於告知資訊，一般設立信號系統。叢林

以鐘、鼓、磬、板聲音為信號。軍隊則以軍號、哨音為信號。

從禪宗叢林和軍隊的日常生活秩序來看，兩者幾乎完全

一樣，看似機械呆板，其實是在規律有序的生活中，讓人養

成良好的生活習慣，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防止散亂。

（三）執紀要求嚴格。為保證規則嚴格執行，禪宗叢林

設置維那一職，僧眾犯戒或觸犯叢林清規，由他進行處理責

罰。軍隊則建立紀檢軍法系統，日常執紀由行政管理人員和

警備糾察，觸犯軍法的，由軍事法院處理。可見禪宗叢林與

軍隊都是法度森嚴的。

二、禪與軍事對人的要求

禪與軍事共同面臨的一個最根本問題就是生死。軍事的

目的是消滅敵人，保存自己。禪則更進一步，了脫生死，超

越生死。所以對人也有一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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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從與尊師。軍隊一向強調服從，「軍人以服從

命令為天職」，下級服從上級，局部服從整體，戰術服從戰

略，甚至在必要時，為了整體的勝利不惜犧牲局部和個人。

關於服從命令的問題，林彪元帥有句話非常深刻：「理解的

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可見軍

營是把服從放在首位的。禪門講究誠敬，尤其尊敬老師，所

謂「威音王后，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可見禪門老師

之重要。南公懷瑾先生說：「尤其是學佛學道，自己檢查自

己，如果恭敬心沒有發起，想上路是很難的」、「當年我年輕

學佛，我的皈依師父很多啊！我那時還是軍官全身武裝，經

常在大馬路上看到和尚，我很恭敬，就跪下來磕頭。照規定

軍人不能向出家人跪呀！尤其在大街上，可是我不管，我照

跪不誤。」張公尚德先生更是把「絕對的誠敬」作為悟道的

條件之一。在筆者看來，禪門不搞權威，但禪門老師比權威

還權威，因為修行好比登山，老師作為識途老馬，早已熟知

一路的風景與坎坷。我們走到哪一步，後面是什麼情況，他

一望而知。當我們走在平坦路上沾沾自喜時，殊不知下一

步就是萬丈深淵。而當我們在「山重水複疑無路」中要喪

失信心時，後面可能正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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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如果只相信自己對眼前的判斷，而不信任老師的指

點，那要轉到何時才能登上山頂呢？

（二）簡潔與單純。軍事最講究時效性，兵貴神速、以

快制勝、速戰速決，時間就是生命，都是在講這個。所以在

對人和事的要求上，都是圍繞「快」字。環境設置要簡潔明

瞭，穿衣、吃飯、行住坐臥要迅速利索，說話、行文要言簡

意明，至於訓練作戰更是「時、分、秒」，有嚴格的時間規

定，所以要時時處處做減法。禪門強調簡單、單純、儉樸。南

公懷瑾先生提倡「過儉樸的生活，走樸實無華的路子」、「今

日全世界經濟危機，就是受凱因斯『消費刺激生產』理論所

害的，前面也提到過這點，大家不肯節儉，儘量消費所致。」

張公尚德先生也一再告訴大家「少要一點、單純一點。」

（三）情懷與擔當。人做事一般都有目的性，從軍營來

說，從軍的人是懷著各種個人目的入伍的，但入伍後必然會

逐步把個人小目標匯集到保家衛國，愛護人民，維護和平等

更高目標中，這是一個心量由小到大，逐漸進步的昇華過

程。筆者曾親歷過抗洪搶險、森林滅火、事故救援等行動，在

這種環境中，自然災害的無情、生命與財產的無常以及人在

艱難困苦面前所迸發出的善良與堅強，會讓在場的人受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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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觸動，榮譽使命、責任擔當油然而生。學禪也是因為各種

因緣入道，走聖賢之路，最後必然歸到發心行願上。南公懷

瑾先生說：「英雄與聖賢的差別只一紙之隔，聖賢願意將一

切人的煩惱痛苦由自己挑起；英雄則將自己煩惱加諸一切人

的身上，建築在千萬人的枯骨上。翻過來是英雄，翻過去是

聖賢，聖賢實即大英雄，故中國佛教稱佛為大雄。」張公尚德

先生也強調「真正學禪學佛的人，是絕對負責的，不是逃跑

的，這一點很重要很重要，絕對不是把自己搞成廢物，絕對

不是對社會不滿，逃避情緒，絕對不是的，絕對是負責的。」

（四）體魄與養生。從軍入伍要過體能關，這是一個非

常艱難的過程，除了高強度地體能鍛鍊外，訓練、執勤、行

軍、勞動等，不斷地挑戰身體和心理的極限，是一場「苦其心

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的磨練。張公尚德先生

也回憶過這樣的經歷，「挖建阿公店水庫，挖溝有進度，又

沒有吃的，台灣南部太陽又大，我當時肉體不是苦不堪言所

能形容的。」在這種艱苦磨練下，強健的體魄和較強的心理

承受能力也是必然結果了。其實，帶兵人還有一個心照不宣

的事情，就是部隊不能閑著，寧可累一點、疲一點，也比閑

下來無事生非好，這也算是解決荷爾蒙問題的方法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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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禪也要有個好身體，身體不是道，但見、修、行都要用

它。關於這個問題，南公懷瑾先生介紹了武術、中醫等多種

方法，都是為了把身體調理好。張公尚德先生也把「腸胃要

通」作為悟道的條件之一，讓大家多走路多運動，把身體的

毒氣排出去。

（五）理論與實踐。毛主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

對理論與實踐有非常深入的論述，張公尚德先生多次向

道友推薦過這兩部書。軍隊一向注重理論與實踐，任何專

業、科目的教學都是先理論提示，然後再進行講解示範練

習等，戰術作業、演習和實戰則是更高層次地驗證理論。

兵家歷來注重此事，趙括紙上談兵就是典型的反面案例。

禪門對理與事，知與行也有深入探討，《華嚴經》的「理

無礙、事無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達摩祖師的「理

入與行入」等等。南公懷瑾先生對此有過多次闡述，如

「我們大家學佛修道，都是想證果。但是為什麼學的人

那麼多，而真正能證果的人那麼少見呢？主要是行願不

夠，不是功夫不到。今天站在行願的立場來講，如果沒有

行願，見地是不會徹底的。沒有真正的行願，修證功夫是

不會進步的。但我們最易忽略的，就是行願這方面，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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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用功會感覺不上路。」所以，知道並不等於會，見地

功夫要在行願中檢驗，真正把理搞通了，必然會落實到事

上，也就是南公懷瑾先生的「行行行到法王家。」

（六）少說與多做。軍隊有兩句行話：「少說話多幹

活」、「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樣子」，語言雖然簡單，但道理

卻非常深刻，可以說是經驗中的經驗，當過兵的人一定會

深有感觸。關於說話的問題，南公懷瑾先生說：「身口意

三業中，嘴巴造業的機會最多。身業只有殺盜淫三種，意

業也只有貪嗔癡三種。口業有四種，妄語（譬如不想和某

人打交道，他來找你，就隨口說沒有空，就是妄語）、惡口

（罵人、挖苦人）、兩舌（造是非，像是同人講，這話只告訴

你，不要告訴別人，就是兩舌）、綺語（像是說些不相干、不

由衷、敷衍的話，或者是說沒有意義、言不及義的話，像聊

天就是）不造口業就意無作相，這一點是很難說的。例如有

人以為不說話、禁語，就可以不造口業了，可是他雖然不說

話，見了別人有什麼過失，那難看的臉色就擺出來了。這不

仍然是在說話嗎？真正禁語是要從意上去禁的。」所以禪門

的「止語」道理很深，至於更進一步的世尊拈花一笑、維摩

詰默然無言等等，那就是張公尚德先生一再強調的「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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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必說，不能說，不要說」了。

三、禪門與軍營鍛鍊培養人的方法

禪門與軍營在鍛鍊培養人方面都有其特定的方法，比較

來看，兩者也有不少共通性。

（一）艱苦磨練，苦其心志。從生活環境來說，軍隊和

禪門的人一般都是遠離家鄉親人，在孤獨生活中自立。軍

營大多在山林野外、大漠邊關、海防前沿，野外生存、風餐

露宿是必修課。禪門也是遠離喧囂鬧市，入山唯恐不深。

從生活條件來說，都是物質條件簡單艱苦，不求享樂，甚

至以苦為樂。在磨練人方面，軍隊有特殊方法，如美國西

點軍校教官就明確告訴學員「三個月之內不是人」，目的

是不惜用非人的手段「把這些嬌生慣養的個人主義者們完

全擊垮，然後再拾起碎片來，重新塑造成合格的軍人。」

帶兵人有時會故意整人，想幹的不讓你幹，不想幹的偏讓

你幹，這個磨練的過程，就是實現由一個普通社會青年向

合格軍人的轉變，也是變化氣質的過程。這與禪門「驅耕

夫之牛，奪饑人之食」等方法是異曲同工的，就是要把人

的傲慢自大、分別計較、是是非非等打掉，降低對生活條

件等一切的要求。這也就是南公懷瑾先生所說：「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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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遭遇，沒有那一件不是來磨練你的。能經得起磨

練，就是大丈夫。如果被磨練垮了，就完了。所以說『能

受天磨真鐵漢，不遭人嫉是庸才。』」張公尚德先生也一

再和道友講密勒日巴尊者受盡磨練的故事。

（二）打掉念頭，去除執著。軍隊有一句話經常講，「要

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別問為什麼」，這有其現實需要，戰場

上槍林彈雨，不能有半點遲疑，只有把命令變成條件反射，把

每個動作練成下意識的自然反應，不經過大腦思考，才能應

付嚴酷的戰場環境。禪門強調無我、無相、無分別心，南公

懷瑾先生說：「一個人要學佛求法，第一非要把自己構成一

個法器不可。怎麼叫法器？法器是個空的，比方，你要把平

常所學的東西都倒光，變成一個很好的空杯子，七寶莊嚴的

空杯子，這樣人家的甘露下來，你才能夠接受。如果說不構

成這麼一個空杯子法器，裡頭裝滿了東西，譬如讀書人，過

去、現在的學者，知識學問多了或者佛學學多了，修行永遠不

會成功。因為他不是個法器，杯子裡已經裝滿了，對於別人

講的話，釋迦牟尼佛講的話，祖師講的話，他自認是在客觀

的批評，這個有道理，這個同我想法一樣……這就完了，這

就不是一個法器了」、「千萬不要用自己的第六意識，分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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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就來比較它，認為這個是對，那個是不對，這個符合我

的意思……如果那樣的話，就不要學法了。」張公尚德先

生說：「佛法的根本方法，兩點：人無我、法無我。」在筆者

看來，入禪門非在心理上丟掉自己所謂的身份、地位、榮譽

等等最得意的東西不可，執著於什麼，什麼就是障礙，不丟

掉這些，就無法進步，永無轉身之日。「博士碩士學士啥也

不是，上校中校少校統統無效」、「官大官小，沒完沒了，錢

多錢少，無盡煩惱」，放下一切，做平凡的小學生，輕裝上

陣，切莫負重前行。

（三）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無論是老師還是領導，都

是希望自己的學生或部屬能夠越來越好，不斷進步，所以會

不停地施加壓力以激發動力，防止自滿懈怠。在軍中還有一

個現象，越是要重點培養的部屬越是嚴格，批評起來不留情

面，正所謂「愛之深，責之切」吧！關於這個問題，南公懷

瑾先生說：「《大學》上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

效法天地，只有明天，滿足於今天的成功就是退步了。修道

也好，做學問也好，人生的境界永遠看明天，只有明天，不

斷地前進，生生不已，這就是我們中國文化生生不已的道

理。」在談到禪門宗師授受時，他說：「且復鄭重其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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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咐囑，其所望於繼往開來，承先啟後之人者，何其殷

勤！故離師自立以後，猶不免舐犢情深，常復令人探視指

授，如馬祖之於百丈等」，可見禪門老師是多麼希望自己的

學生能越來越好，不斷進步。

（四）勿忘初心，不斷反省。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建黨

九十五周年紀念大會講話中，十次提到「不忘初心、繼續

前進。」軍隊在教育管理中，也常常讓大家寫心得體會，其

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回顧自己的成長經歷，想一想當年

參軍為什麼？個人成長進步靠什麼？反省有沒有背離初

心，前後對比，憶苦思甜，最後歸到今後要如何更好地工作

上，這件事認真做起來，還是有效果的。南公懷瑾先生也常

講「最初的就是最終的」，關於初心他講到「《華嚴經》也

有『菩薩初發心時，即成正等正覺』的道理。『出家如初，成

佛有餘』，要檢起來，不管它一天半天，乃至還有一秒

鐘，要檢起初心來。那個誠懇追求的心情，要保持下去，人

不能姑息自己，一姑息就完了。大家都要警覺，一切道理大

家都要自己警覺反省。」

（五）啟發自覺，依靠自己。軍隊在教育管理中，常常使

用自覺一詞，這個詞本身就來源於佛學，就是在強制性、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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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同時，也注重從內因著手，啟發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由

「要我做、要我練、要我戰」轉化為「我要做、我要練、我要

戰。」南公懷瑾先生說：「什麼是學佛的人？一輩子來檢查自

己，反省自己，隨時隨地都能做到的人，就是修行人。所謂自

覺者，自己隨時找出自己的錯誤，解決自己的問題，就是這

個道理。」禪門老師的教育也是，強者抑之，弱者扶之，方法

不同，目的都是為了啟發學生自己明白，然後自己真正站起

來、走下去。所以，依師和自覺是統一的，缺一不可。

（六）持之以恆，增強定力。軍事訓練在教授動作時，一

般讓受訓者長時間保持一個姿勢，稱之為定型訓練。特別

是新訓階段，幾乎每個動作都要有這個過程。如站軍姿、據

槍等等，通過長時間的訓練，使人入靜，保持心平氣和的良

好心理狀態，特別是射擊瞄準訓練，還要配合呼吸，這些訓

練不僅訓了動作，同時也提高了定力。習禪更要修定，一步

步走上去。關於定力，南公懷瑾先生有一段話非常值得注

意，「總而言之，就要定力高明、定力強。定，這個不是解

脫、不是得道哦！定是功夫，還不是道，還不是悟道了。但

是一個真正悟道的人，如果定力是不夠，喜怒哀樂、碰到事

情，隨便就變化心境了。有些人學佛學道，打坐、吃素、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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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蠻好，一碰到事不行了，一做人做事全垮了，這就免談

佛法。」

（七）隨機應變，靈活機動。兵者，詭道也。軍事具有對

抗性，所以一向強調活學活用兵法，出奇兵，因為戰爭永遠

是新考題，天天做計畫、做方案，但沒有一件事能按照方案

計畫來，不能紙上談兵，必須隨機應變，靈活機動，正如岳飛

所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禪宗更是講究應機說法，法無

定法，所以《指月錄》上，祖師們東一說，西一說，皆因時機

不同，對象不同。如果把這些當作一般的知識、理論，縱使倒

背如流，也進不去。這時候，非靠明師不可，天時地利、人事

物各種環境機緣配合，加上老師眼明手快，輕輕一點撥，自

然就到位了。至於這裡面的時機火候，那就是禪師心法，非

吾等之妄測了。

行筆至此突然發現，何止是軍事，其他各類文化、藝

術、團體等等，不都與禪有共通性嗎？難怪張公尚德先生在

介紹《禪宗叢林制度與中國社會》中說，「全書雖然字數不

到五萬字，在介紹和強調其中心意義是，中國的禪林文化成

就，是將儒、釋、道、農、醫和各類雜家文化，融為一體的一

種生活。最重要的是工團生活也在其中……究實說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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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數千年來，各門各派精華文化的成就，其後，實由禪門文

化吸收、融會發揚且貫通在一起了」、「南老師在台灣五十

多年前，就推出《禪宗叢林制度與中國社會》一書，說明禪

宗叢林制度，能讓人回到本來平靜、高貴、心同、理同，生活

清純、素樸與天地萬物合而為一，從而間接與潛在的陶冶整

個社會，大家安居樂業。……但禪門叢林文化，如何重建

呢？？？」

二〇一七年十月一日，湖南湘潭，張公尚德先生在海內

外道友的共同見證下，為新落成的道南書院禪堂揭幕並主持

禪七，張先生在主七中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日，大

家聚在這裡是一大事因緣……。」十七天後，中共十九大在

北京開幕，習近平總書記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

代。新時代裡，禪門應該如何呢？這恐怕就是需要大家共同

思考的另一篇大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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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德讀後：

黨輝校官所寫〈略述南公懷瑾先生的軍事成就

──淺參禪與軍事的共通性〉一文，讓我憶起了在孫

立人將軍統率下的青年軍二〇六師時，受嚴格訓練五

年，當時只感覺到肉體很累，並無心理煩惱。

一退伍下來，這個那個，那個這個，念頭無邊，又是

學哲學的，真是煩惱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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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了解到禪門所說的：

打得念頭死，方得法身生。

學禪不易，就是念頭難以打死。

尚德 於台灣達摩書院

二〇一八年二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