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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黃牛、解牛到牧牛 

——談儒釋道人生設計思考的創意思維 
 

 

許鶴齡
＊ 

 

 

儒釋道三家面對人生各種轉折點與生活困境，表現不同的解析與欣

賞態度，乃至論及生命的終極關懷，三家亦有獨樹一幟的入世、忘世或

出世標竿，儒家重在希賢成聖，道家追求轉俗成真，禪宗則貴在解脫煩

惱，見性成佛。然儒道佛三家在歷史推演更迭中，實產生或對立或主輔

或融通的各種交涉樣貌。「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越科技反而越人文，

隨著科技快速發達，人文關懷的重要性也再度受到重視。本文欲探究引

領全球科技「不同凡想」的賈伯斯，如何汲取儒道佛洞察真實世界變化

與生命本質關連性，展現在「同理、定義、發想、原型、測試」的實驗、

發現與改變人生「設計思考」，以卦象爻辭、解牛寓言、十牛圖組，將

過程步驟分鏡與簡捷優化，融貫黃牛、解牛到牧牛，進而援引轉譯在科

技、簡報及培訓課程的創新思維與實踐。 

本文除前言與結語外，共分為四個面向予以探究，包括：一、人生

逆境的設計思考，二、《易經》的黃牛，三、《莊子‧養生主》的解牛，

四、普明《十牛圖和頌》的牧牛。欲藉由本文的探討，除能窺見矽谷科

技對儒道佛哲學的古智今用實例，亦能深化理解易道禪對提升生命質量

的設計解方之共通關懷。 

關鍵詞：設計思考、賈伯斯、易經、解牛、十牛圖  

 
＊ 佛光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教授 



56  玄奘佛學研究  第三十七期 2022/3 

 
 

From Understanding the Bull, Dissecting the 

Bull, to Herding the Bull: A Study of the 

Creativity in the Design Thinking in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Hsu, Ho-ling＊ 

 

ABSTRACT: 

In the face of various turning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in life,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show different ways of analysis and appreciation. 

When it comes to the ultimate care of life, they have respectively unique 

standards of engagement with, oblivion of, or detachment from the world: 

Confucianism focuses on the hope of turning wise people into saints; Taoism 

seeks to transform the worldly into the truthful; Zen Buddhism aims at getting 

rid of troubles and worries and at becoming a Buddha by revealing nature. 

However, in the cours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hange,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producing opposing, 

asymmetrical, integrated, or other various relationships. “Technology always 

comes from human nature.” While we appear to be more technological, we 

become more humanistic.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e 

importance of humanistic care redraws our attention. This essay would like to 

interrogate how Steve Jobs, a leading figure always injecting creative ideas 

into global technology, absorbed Confucian, Taoist and Buddhist insight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in the real world and the essence of life and 

how he demonstrated a type of design thinking that could experiment with, 

discover, and change lif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empathy, definition, 

brainstorming, prototypes, and testing. By making use of hexagram images,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Fo Gu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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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ble of dissecting the bull, and the Ten Bull Herding Pictures, Steve Jobs 

split a process into storyboards and optimized it; by understanding, dissecting, 

and herding the bull, he applied the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to technology, presentations, and training courses. 

Besides the preface and the conclusion, this essay investigates four 

aspects: first, design thinking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of life; second, the 

yellow bull in I Ching; third, dissecting the bull in Zhuangzi Nourishing the 

Lord of Life; fourth, Pu-ming’s herding the bull in the Ten Bull Herding 

Pictures. With the investigation in this essay, we are not only able to see the 

modern application of ancient wisdom from Confucian, Taoist and Buddhist 

philosophies in Silicon Valley Technology; we als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on concern among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in their 

attempt to design solutions that coul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 design thinking, Steve Jobs, I Ching, dissecting the bull, the Ten 

Bull Herding Pictures 

 

 

  



58  玄奘佛學研究  第三十七期 2022/3 

 
 

 

過往討論傳統文化的思想融匯或宗教對話，相當多關於儒釋道三教

的著墨。儒釋道三教衝突與會通在不同時代，或以各種模式或姿態的特

質展現，亦有學者進行相關的建構與論述。然而，對於如何將三教思想

內容，以現代或科技的實踐相關的研究，則較為不足，也值待投注予以

開展。本文即思維儒釋道三教在面對時代的全人關懷及共同處境，如何

創意走出思想的同溫層進行跨界互補融通，與現在各產業為了突破藩籬

疆界的跨域合作有些許類似，予以的整合撰寫嘗試。倘以因為 Covid-19

疫情影響而改變商業模式為例，如 Kkday、Klook 等旅遊電商平台，其

過往的行銷產品與重點，主要以旅遊住宿、娛樂、交通、體驗景點的相

關訂票為主軸，然因疫情衝擊影響下近 1 年多來，為求生存轉改以國內

旅遊重新設計出發，包括提供防疫的蔬菜箱、生活品味的下午茶、蛋糕、

咖啡、健康瘦身等商品，善用破壞式創新重新打造平台，提供以前未曾

提供客戶或未曾想過的延伸相關服務。同樣地，在教育現場現今較多討

論大學應盡的社會責任及實踐，大學所學也長期受產業界詬病，認為大

學教學與業界脫軌，學生畢業無法學以致用或為業界所用，如此的鴻溝，

實有待扣連無縫弭平。吾人以為或可借鑑賈伯斯的企業經營成功案例，

換言之，挖掘引領影響全球 Apple 的創辦人賈伯斯（Steve Jobs）如何將

儒釋道思想融會，作為企業課程、培訓人才、研發設計、生態永續等的

啟動引擎，俗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或許可以協助現今高教面對少子女

化海嘯，另闢辦學策略與未來發展的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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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 1945 （a series of eleven lithographs） 

畢卡索（Pablo Picasso, 1881-1973）於 1945 至 1946 年的石版畫「公

牛」系列作品1：以不同關注焦點畫出 11 張，透過線條、五官、黑暗對

比各種減法，刻畫牛不同的變形，從具肌肉骨骼輪廓及皮膚紋理具象寫

實牛，到不斷簡化線條抽象牛的過程。儒道佛對人生的本質皆非常關注，

累積前人的智慧經驗，掌握生命的數據寶庫，如顯現變化（曲線圖、柱

狀圖、圓餅圖）、關連性（兩個指標組合找出關連性），運用童牛、祭

祀牛、X 光的牛到心性之牛，譬喻對比進行「同理、定義、發想、原型、

測試」生命設計思考，以眾人生活世界常看且熟悉的牛，三者的心，惻

隱之心、無厚虛心、本自具足心，以不同功夫方法予以解答，提供對世

界的不同創意角度觀看，解消二元的破框思維，觀看世界也各有其不同

專擅的觀察與詮釋，且面對生命陷落，困境的寓言譬喻，如何同理詮釋，

在處理及覺察負向情緒，亦都有其工夫論或關鍵性思維，以象喻意或借

象言理的譬喻圖示，將其社會設計的創意思維具體化，六爻六十四卦象、

 
1 https://www.artyfactory.com/art_appreciation/animals_in_art/pablo_picasso.htm. 

檢索日期：2021.11.10。 



60  玄奘佛學研究  第三十七期 2022/3 

 
 

解牛、十牛圖。消解生命挫敗難題，重擬吉凶成敗、養生有傷、馭心成

敗問題，重構意義，並繪製地圖，問對問題則答案自然找得到，就如同

問「什麼是好吃？」與「吃什麼才健康？」是不同。「把人生當成一件

原型。我們可以實驗人生、發現人生、改變我們對人生的看法。我們可

以尋找機會把過程轉化為專案的具體成果。」2於人生整理可看到各自側

重的價值，於價值釐清中看到背後的預設價值，並再重建重構意義而獲

得生命療癒。三者如何重擬？三者在處理的同異與可會通處，或在不同

層級及階段的運用。 

 

史丹福大學自 1969 年起，為培育設計創新與跨領域人才，為使學生

能面臨真實世界中挑戰及更符合市場的需求，規劃跨領域合作的 ME310

課程。D. Kelly 與 T. Winograd 後創立 d. School 並將設計思考歸結具有

同理（empathize）、定義（define）、發想（ideate）、原型（prototype）

及測試（test），雖是五個步驟，但是非線性，而是可以在不同階段來回

檢視修正。五步驟以雙鑽石的發散及收斂思考，在眾多選項及找出解決

方案間移動，「如果說解決問題聚斂階段是要逼我們找出解決方案，那

麼擴散性思考的目標，則是為了豐富我們的選項。」3換言之，透過演繹

分析與歸納綜合的交互來回，進而找出真正的問題與解方。由於人生乃

是面對一連串問題的解決過程，而設計思考乃以人為中心，我們可以將

設計思考擴及生活，打造人生原型，就像心理學者丹‧霍姆斯（Dan 

Holmes）認為新習慣養成就如同牛群不斷重複踩踏形成的「牛徑」新路

 
2 Tim Brown，吳莉君譯：《設計思考改造世界》，台北：聯經，2018，頁 300。 
3 《設計思考改造世界》，頁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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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4藉由實驗、發現，進而改變對人生的看法。5在面對人生的原型，「活

在持續發生的生命設計創意流程中」6。所以，能從「是」到「做」，再

到「成為」一個人，更至「新的所是」的不斷地成長循環。7在設計思考

中，探索與解決問題同等重要，因為兩者可以幫助我們「擁有優秀設計

藍圖的人生」8。 

然而人生難免會碰到挫敗，「我們都會在生活中面對解決不了的問

題，碰上難纏的情勢，碰上找麻煩的人，還碰上惱人的個人與專業難題。」

9如何對失敗免疫不具負面情緒？國外課程在課堂談失敗，自己也曾在課

堂上實踐過，面對個己的失敗經驗，學生分享後反應很好，因為將失敗

變成故事的敘說分享，具有相當的療癒效果。《真希望我 20 歲就懂的

事：史丹佛大學的創新 X 創意 X 創業震撼課程》書中〈矽谷的秘密醬汁

――寫下你的失敗履歷表〉指出在不斷嘗試中，「體驗失敗是最有效的

 
4 天下讀者俱樂部、艾莉森路易斯：〈拖延症、猶豫病、執行癌……開始做這件

事就會好〉，《天下雜誌》，摘自《從 1%的選擇開始，去做你真正渴望的事：

每天 7 分鐘微行動，在追求中釐清優先順序，每個選擇都為人生加分》，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17715，檢索日期：2021.08.15。 
5《設計思考改造世界》，頁 300。 
6 張志育：《當自己的大設計師》，台北：大寫，2016，頁 214。 
7 《當自己的大設計師》，頁 218。 
8 比爾‧柏內特（Bill Burnett）、戴夫‧埃文斯（Dave Evans），許恬寧譯：《做

自己的生命設計師：史丹佛最夯旳生涯規劃課，用「設計思考」重擬問題，

打造全新生命藍圖》，台北：大塊文化，2016，頁 34。 
9 博納德‧羅斯，譚天譯：《史丹佛大學設計學院創辦人教你  把成功變成習

慣：全球頂尖名校教授執教 50 年提出的 10 項人生忠告》，台北：大塊文化，

2019，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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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10。皮耶羅‧斯加魯菲（Piero Scaruffi）在《矽谷百年史》（A History 

of Silicon Valley）也指出矽谷的創新基因在於「容忍失敗的文化」11。當

我們檢視生命的挫折或失敗時，一連串從小到大的失落史，有的是在生

命不同階段關注的問題，有的是個己的特殊經驗。面對成功與失敗，世

人已習於某個觀看的角度。哲學就像一個槓桿，協助我們撐起觀看世界

的支點，我們所處的天空常是萬里無雲的晴空萬里，還是愁雲慘霧的烏

雲密布。我們面對困境與失敗，多數可能視為無法超越克服，或者已無

法找到出路。哲學的統合整全觸類旁通，能引爆創新點子與知識關係，

解決克服金融與數位無知、或落差資訊焦慮等不自由問題，讓人能更樂

觀面對人生。 

閱讀相關賈伯斯的書籍材料，理解他對設計的詮釋，「不單是解決

問題的方案、一種讓事物美麗的技術，而更是讓事物如何運作的思維。」12

深知其受益東方禪、道、易哲學思想，並將禪宗的精神專注力、道家的

問題解決力及《易經》的自主學習力，從問題設計思考對「人」的關懷，

以生活審美簡化「刪減一些功能，盡量讓產品變得最簡便、最方便使

用。」13至最基本的元素形態與回歸源頭，「從使用者會有怎樣的體驗角

度」14在視覺藝術與哲學之間流動互轉，與管理、美學、科技的跨域，運

用在企業人文的創意思維，在矽谷設立一所教授哲學的 Apple University 

 
10 婷娜‧希莉格（Tina Seelig），齊若蘭譯：《真希望我 20 歲就懂的事：史丹

佛大學的創新 X 創意 X 創業震撼課程》，台北：遠流，2015，頁 123。 
11 Hon：《矽谷思維》，臺北巿：日月文化出版，2021，頁 176。 
12 數位時代編輯部：《從賈伯斯到馬斯克》，《數位時代》第 302 期，台北：

巨思文化，2019，頁 24。 
13 里恩德‧坎尼，王鈞譯：《大師輕鬆讀 NO.295：賈伯斯的神奇思路》，臺北：

輕鬆讀文化，2008，頁 44。 
14 《大師輕鬆讀 NO.295：賈伯斯的神奇思路》，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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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ning Progam 課程內容，從畢卡索的 The Bull（藝術），及以「牛」

作為世界的隱喻，包涵《易經》陰陽、道教斷食辟穀及佛家禪修的宗教

理論與倫理實踐，作為 Apple 員工跨域創意思維的研發基地，以提升員

工幸福與道德思辨。也因此，「沒有企業能像蘋果一樣，產品還沒上巿

就已賣出數千萬台，將商品與消費者生命意義連結的能力，成為關

鍵。」15賈伯斯每次新產品發表皆以其簡報吸睛，將人與世界環境、人

與身體的養生、人與關係的和諧、人與產品的人機合一共構，以更有創

意減法回應生活的品味。 

《易經》如何以陰陽消長，六十四卦錯綜，陰屬降、沈、靜。有些

是爻本身困境、六爻間「承、乘、比、應」關係之乘、或者卦象的困境，

有小至個人而大至外部等困境的闡釋。《易經》提供回應的力道，從陰

陽與變化及人的主動性，發現成功與失敗是不斷地轉化動態歷程，並非

是當下占卜結果，因為它可能又是另一個新的起點，唯有謙德才是長久

王道。道家亦討論身形合一、輿論意見、美醜、人間、政治等困境。在

老子有禍福相倚伏、長短相傾軋，莊子方生方死、方可方不可的生死，

可不可的流動，以及面對正居、正味、正美提問對標準或成功的反思，

麗姬悔泣、眾狙朝三暮四等譬喻。道家老子「曲則全，枉則直」16，談的

少是多。莊子在〈養生主〉文惠君「庖丁解牛」的解牛秀，在取捨得與

失之間，運用在蘋果的設計，崇尚提倡減法與樸素。吾人覺得賈伯斯深

受莊子庖丁解牛故事的啟發與影響。手機等產品就如同牛，現代人喜歡

簡單、省時、容易，並希望能提供知識，解決問題。賈伯斯如何把手機

線條簡化，又具有美感。複雜的手機內件如何簡化。在簡易與複雜，一

 
15 《從賈伯斯到馬斯克》，頁 23。 
16 《老子・二十二章》。王弼注、郭象注：《老子莊子》，台北：臺灣中華書

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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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多間不斷的來回。莊子就像古代的 Podcaster，能在極短時間，以庖丁

解牛故事傳達他的養生概念，並讓文惠君買單，甚至後人、賈伯斯買單。

他援藝術、哲學入企業，畢卡索是美學裡的人類學家、《易經》為變化

的人類學家、庖丁為廚房裡的人類學家、禪宗為馭心的人類學家，儒道

佛三家各自給出儒家希賢希聖的為政者仁君、道家轉俗成真的修道體道

者、佛家轉識成智明心見性的修禪者的人生解方，養生淡定力量，儒道

佛為人回應生命困境提供解決困境之設計。儒道佛對人生困境的理解同

理，人生困境如何能無憂無悔、無傷無痛、無執無苦，達精神之遊與自

由，面對逆境會有想掙脫、擺脫，如何翻轉改變，不再讓處境所糾纏，

能解開束縛對行動的限制，需要拋棄自我，就像廚藝解牛條件，最後要

能統合整合。平時準備及涵養智慧，才能足以轉化，集中精力專注度，

尚須時間待機，以獲得進於道之實現自我的成功。 

 

儒家重修身、教育、政治，亦重儀式與德行，儒家回應世界，在《孟

子》就有以見牛未見羊，因不忍生命中經驗的牛其觳觫，具有的感通共

感，以喻關懷為政者具仁術（技藝）與惻隱之心17的博施濟眾。牛在古代

 
17 《孟子‧梁惠王上》：「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

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

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

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

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

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

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

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



從黃牛、解牛到牧牛  65 

 
 

常出現在祭禮，因為與祭祀有關的動物牲畜中，牛算是體型較大，祭祀

大多殺牛，也表示相關的敬意與重視程度。《易經》為群經之首，《繫

辭下傳》云：「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18《易經》為古人仰觀俯察的經驗，並再以遠近取擬的

涵養設計方案，作為人在生活中實踐的參考依據。檢視《易經》中關於

「牛」的詞彙，在〈遯卦〉六二爻辭「執之用黃牛之革」19及〈革卦〉初

九爻辭「鞏用黃牛之革」20，實具有堅實中道意涵；另外，牛的詞彙亦具

有財富之意，如在〈無妄卦〉六三爻辭「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

得，邑人之災」21及〈旅卦〉在上九爻辭有「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

喪牛於易，凶。」22其中「喪牛于易」意謂牛隻丟失在易地23。同時，此

爻辭亦提供與牛相關的事情及發生場景的經驗值。《易經》具有指導人

安身立命的智慧，因其在觀察宇宙萬物中獲得經驗的累積，發現事物對

立變化的數據，亦指出有時容易被覺察發現的風險，往往常被人因為缺

乏相關的憂患意識予以慣性地忽略。《易經》也重在平衡互補，「一陰

 

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

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18 《繫辭下傳・第二章》。程頤：《易程傳》，臺北巿：文津，1987，頁 608。 
19 〈遯卦〉六二爻辭。程頤：《易程傳》，臺北巿：文津，1987，頁 294。 
20 〈革卦〉初九爻辭。程頤：《易程傳》，臺北巿：文津，1987，頁 439。 
21 〈無妄卦〉六三爻辭。程頤：《易程傳》，臺北巿：文津，1987，頁 224。 
22 〈旅卦〉上九爻辭。程頤：《易程傳》，臺北巿：文津，1987，頁 509。 
23 殷之先王亥，因其生活放蕩，在有易國被殺，丟失牛在易地的故事。據王國

維、顧頡剛認為「喪牛于易」是殷王亥喪牛於有易國；李鏡池認為「喪牛于

易」是周人居邠，養殖許多牛羊，狄（易）人要佔領其地，燒殺搶掠，損失

慘重。因此，「喪牛于易」應為喪牛於田畔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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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陽之謂道」24錯綜互跨「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25。《易經》

將生活中的事物與社會現象問題，進行分類闡述，並進行不同的整理組

合。云：「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

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

易簡之善配至德。」26大生廣生超越一般養生，探討生命活水源頭，人生

在天地間以見天道與人道有高度相關性，且生活的順逆處遇亦互倚轉變，

如何推天理以明人事的生存法則，並在人的德行實踐中趨吉避凶。 

綜觀六十四卦為大系統，每卦小系統有六爻，「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

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27古人在體察宇宙萬象中，理解事物具一消一

長陰陽轉化中，具次序連續及階段等規律特性，與向對立轉化的互動關

係。足見事物不停在發生關係與變化無常，並非停滯不動。六爻也呈現

變化的初端、萌芽、有成、上升、功成、頂峰等，以示事物過程中所處

的上下、貴賤、先後的地位、條件與發展的不同階段，在關係中亦是彼

此複雜交織。當具有對宇宙事物變化的本質理解，相應在人事的關懷，

就會落在如何順應事物發展變化，清楚評估與覺察認識所處之境，因著

時間與空間的開展，雖然嚮往趨吉避凶，明白對立轉化關係，而不落於

吉凶兩端。換言之，不論處吉或處凶，皆需動態把握守正防凶與趨正求

吉。 

 
24 《繫辭上傳・第五章》。程頤：《易程傳》，臺北巿：文津，1987，頁 579。 
25 《繫辭上傳・第十章》。程頤：《易程傳》，臺北巿：文津，1987，頁 595。 
26 《繫辭上傳・第六章》。程頤：《易程傳》，臺北巿：文津，1987，頁 582。 
27 《說卦傳．第二章》。程頤：《易程傳》，臺北巿：文津，1987，頁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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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爻可以說是透過六爻六畫卦，以圖示模擬建構事物錯綜變化的數

據模型，讓人學習觀察陰陽變化之理，預測未來的趨勢與方向，但人如

何運用象徵時間與空間的時位條件變化規律，如六爻相鄰爻間有因著上

下、陰陽、遠近等屬性，具承乘比應的爻間複雜關係，人如何掌握盤點

分析有利或不利的外在條件資源，認清自己與外在世界的動態與關連

性，在交織的複雜網絡中能多方體察，獲得更具總體的系統認識，以順

陰陽轉化性命之理，開放靈活而不落入有傷困頓，具有智慧地明哲保身。

從六爻相應事物每個階段，皆有《易經》憂患意識與吉凶禍福變化的提

醒。第一爻初爻是起始位卑勿躁進、第六爻即上爻，已是發展最終要慎

防衰微。第三爻與第四爻的位置，為下卦的上爻及上卦初爻，可以說與

初爻與上爻同樣問題，甚至還有三明治來自上下夾攻的相鄰關係回應。

而二爻與五爻則是居中，也喻因居中具中庸守正持中之道。《易經》談

挫折與困難因應之道的卦，包括困卦、屯卦、蹇卦、損卦、否卦等，從

其卦形圖像符號以暗喻相應的道理與規侓。而進入卦辭與爻辭，則能看

到古人在面對世界詮釋與觀看，以吉凶判斷之詞提醒相關事態見微知著

敏銳覺察，因著人為方向與時間發展，總體趨勢朝著成功與失敗可能性

的評估，以指導人事行止舉措持守貞正或危險，導致吉凶的可變之理。 

孔穎達《周易正義》：「小人遭困則『窮斯濫矣』。君子遇之，則

不改其操。君子處困而不失，其自通之道。小人遭困則窮斯濫矣。……

處困而能自通，必是履正體大之人，能濟於困，然後得吉而『無咎』。」28

換言之，困境有身困或道困，如生活經濟困頓，在〈困卦〉九二爻辭「困

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無咎。」29宜安貧樂道走出艱困，

 
28 「 中 國 哲 學 書 電 子 化 計 畫 ╱ 周 易 正 義 ╱ 下 經 夬 傳 卷 五 」 ，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588528，檢索日期：2021.11.10。 
29 〈困卦〉九二爻辭。程頤：《易程傳》，臺北巿：文津，1987，頁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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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些僅是暫時之困，在面對艱困時刻具有守持正道的關鍵思考與對

策，山窮水複疑無路，甚至需要精神心靈的支持鼓勵，九五爻辭「劓刖。

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30且要實際行動，才能柳暗花明又一

村擺脫困境並轉困為亨，困難到極處，〈困卦〉上六爻辭「困于葛藟，

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31累積許多失敗，在經驗中不斷汲取教

訓，獲得更多通往成功的經驗數據。 

《易經》的〈解卦〉「雷水解」，「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32意

謂解難濟阻，面對難題，「動而免乎險」，在行動中如何評估風險、承

擔與降低風險。如何具解決問題能力或問題解決能力，解決與面對困難

的設法解除，《易經》強調適中原則，剛柔相濟，面對困境不順之處遇，

因著吉凶悔吝的大失小失，而有各種痛苦情緒，有時是個己宥限才有藩

籬，新發現及觀點跨界的極致，其實是無界的。如何同理其中的複雜困

境，每一爻一種所處困境，有時初始的資源不足，有時需要行動力、力

挽狂瀾，但亦需等待時機，在解除歷程中，有對未來發展的指導，相應

的行動策略與方法。同理人面對困境的情緒，在六爻的陰陽消長的爻象

與卦象，能對困境發生的時間軸、空間軸或內外部情境，進行總體的覽

看，能找到困境的徵結而予以定義，以明確探索所處遇的困境為何。透

過生活各種與困境的關連發想協助思維，打造出六十四卦中卦象或卦名

與困境有關，或六爻中與困境有關的原型，最後能透過個己在行動中推

天理以明人事的倫理實踐。明瞭吉凶悔吝、成功失敗、快思慢想、創新

附和、正負、開放封閉、系統局部，巨觀微觀、框內框外、局內局外、

理性感性、拆解組合、前向後向，上推下推，淺層深度，形狀色彩、聲

 
30 〈困卦〉九五爻辭。程頤：《易程傳》，臺北巿：文津，1987，頁 425。 
31 〈困卦〉上六爻辭。程頤：《易程傳》，臺北巿：文津，1987，頁 427。 
32 《彖傳》。程頤：《易程傳》，臺北巿：文津，1987，頁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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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味道、是非善惡、古往今來的動態轉化，進而在過程中的覺察與修正。

卦的每爻，可以協助我們探詢困境發生，鄰近各爻在陰陽與位置中，具

有「乘承比應」緊密作用與反作用關連性，到各卦與總體六十四卦總系

統的相應關連性，能協助我們對困境的內部與外部系統化認識，以及如

何動態予以適切回應。換言之，從細微到全面的把握，不是停留在單點

或當下困境的窄化理解，並因著在時間的遞增積累，關乎個己投注主動

性努力，於是產生量化的趨勢走向。融合邏輯與創新，混搭發散和收斂、

結合巨觀與微觀，跳出舊框架，站上新高度。〈解卦〉上六爻辭「公用

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33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

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以

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34〈解卦〉「射隼」，奮動解脫，疏解險

難，置身險境面對禽鳥，射鳥的武器工具相應的準備。如何改善問題，

勇往直前的勇氣引領得眾。 

‧  

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k Erikson）認為人渴望成長。賈伯斯以「你

是想一輩子賣糖水呢？還是想抓住機會來改變世界？」35打動約翰．史

考利（John Sculley），他讚揚與賈伯斯共事，「賈伯斯的做事方法異於

他人之處就在於，他一直認最重要的決定不是你要做什麼，而是你不要

做什麼。」36。我們可以從《莊子・養生主》看到異曲同工之妙。確定訪

談的主題：養生／食物產品或服務。飲食產業的供應鏈：最後到美食、

 
33 〈解卦〉上六爻辭。程頤：《易程傳》，臺北巿：文津，1987，頁 359。 
34 《繫辭下傳・第五章》。程頤：《易程傳》，臺北巿：文津，1987，頁 617。 
35 宋華：《賈伯斯的金色人生》，臺北：御璽，2014，頁 110。 
36 《大師輕鬆讀 NO.295：賈伯斯的神奇思路》，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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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養生產業的相關利害關係人，乃為政者、廚師、製刀、全民。廚

師可能個人的興趣是具有音樂、舞蹈，會較強調流動及順暢節奏，運用

廚師面對牛隻的同理心模型以喻人面對複雜情境關係。刀的功能性、特

性（包括理、開、斷執纏），刀―解牛刀的相關活動。養生、廚師運用

解牛刀、人的社交，過往群體預設的養生思維或定見習慣與解牛刀有何

意義與價值？能有什麼創新方向。討論廚藝已知、假設從中挖掘養生技

藝及未知項目養生之道。關心人在做什麼，如何生活，刀、廚藝擴大到

活動與文化背景，將人與牛、刀（科技）、生活巧妙結合起來。針對想

討論關於養生，尋找能提供相關資訊的專家，並從中釐定突顯關涉飲食，

每日烹飪飲食的廚藝，蒐尋相關的達人專家，並請其引薦專家，透過訪

談比較其個別經驗，整理成主要共同數據解讀與差異。瞭解專家的想法

觀點，透過訪談圍繞相關養生的事實與資訊。用心專注聆聽，紀錄內容，

整理具啟發的想法與其他人分享。過往那些因素造成面對養生的看法，

隨著科技或技藝的提升，與養生相關的為政者政策，全民養生、廚藝科

技，如何從中探尋並獲得養生產業的嶄新觀點及價值觀，融入庖廚的日

常，以敏銳的全面覺察與傾聽，透過觀察瞭解其面對的難題與挑戰，包

括外顯易見或未被言說的需求與行為模式，分析以同理其感受，深刻瞭

解廚師的痛點、需求、活動及相關經驗，在體驗學習中，深刻挖掘其百

工人類活動的厚數據，構思設計創新的解決方案或觀點方法。《莊子‧

養生主》云：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

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

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无非〔全〕牛者。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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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

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

有間，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

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

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

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37 

身體為每個人的重要資本，職場不是主戰場，養生才是王道，養生

主「善刀藏之」。如何拆解步驟（六爻、解牛、十牛圖），掌握人生本

質與生活方式的覺醒，以心智鍛鍊與系統思考。養生如果是目標，由目

標反推如何執行，才不會偏離計畫航道。在養生行動前要充份蒐集資訊，

蒐集有助於相關疑惑解答，釐定清晰方向與問題核心所在，才能制定完

善養生計畫。在執行中遇到困境時亦能排除與持續，以確保養生順利。

倘以一天解一牛，三年至少也解過一千頭牛，累積學習集中專注力（重

要關鍵與時間管理）、體力（需要運動規律與生活飲食，就像牛、刀、

人間的相關性）、社交力（如同牛的筋肉紋理有順有逆向，上下前輩晚

輩，如服務縱向的順紋理，盤根錯節就如同碰到不講「理」，是無法迴

避又不能掉以輕心）、承受挫折力、溝通力（養生的共同話題，引起熱

衷情共鳴，打動內心）。 

當你開始去探討一個問題，而認為他很簡單時，你其實並不了解

問題到底有多複雜。等到你深入探討問題，就會看清問題的複雜

 
37 《莊子‧內篇養生主第三》。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台北：貫雅文化，

1991，頁 11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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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然後想出一些繁複的解決方案，大多數人到這個階段就停

住了，而解決方案通常能夠撐一陣子，不過真正傑出的人還會繼

續努力，找到根本問題，想出可以解決所有麻煩的漂亮解決方案，

我們在做 iMac 的自我期許就是如此。38 

由於良廚等的視野，僅在牛隻的單一部位，所以只能用有限的牛刀，

費盡氣力去處理。不是從牛體的整體，去了解所處理部位彼此間的關連

性。良廚等所製造出來的問題，倘以庖丁進行方案解決，就肌肉的紋理

順切與橫切的斬斷面，口感與力氣實不相同的。換句話說，需能在牛體

不同部位的無關聯中發現有關聯，沒有為什麼中發現為什麼。面對複雜

困境的解決問題能力，這次如何結束，與下次如何開始。以牛隻整體助

人審視，面對人生的全貌，在見林鳥瞰與見樹細節間動態穿梭，以掌握

相互之關連性而非斷層割裂。 

賈伯斯「一向聘用全世界最聰明的工程師、設計師和程式設計師。」39

庖丁就是一位養生達人，莊子找來體驗豐富的廚藝頂尖高手――庖丁，

以庖丁成功地創造出精彩解牛廚藝人生，提供類廣告的養生方案實作展

演，由現況走到目標的規劃指導，傳達其對養生價值觀的願景。庖丁採

取的屬於視覺設計思考，藉由經驗處理過的數千頭牛，在不斷的嘗試和

犯錯中，熟悉各種牛種牛體，一看就對它的體型及肌肉紋理，能正確的

分析，心中繪製出牛的生理數位地圖。對牛清晰線條與視覺結構，皆能

瞭若指掌，因此在對牛實際支解的時候，就像在進行畫作，一切牛體的

各個部位功能，能井然有序，就像從牛頭至牛尾（2021 年為牛年摸牛），

在不同時間重新整理空間，做好養生管理，讓生活減壓而輕快省力，似

已閱歷人生複雜情境，能對人生的系統整理，在專注進入喜悅沈著心流

 
38 《大師輕鬆讀 NO.295：賈伯斯的神奇思路》，頁 83。 
39 《大師輕鬆讀 NO.295：賈伯斯的神奇思路》，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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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獲得視覺上的美學效果。 

透過事先對廚藝巿場廚師的「一日回憶法」日常訪查，進行廚師的

技術方法相關資訊搜集與學習觀察，並從關鍵數據分析背後意義，以敏

銳洞察篩選出最具價值的廚師端體驗值，以挖掘出新事物，「要達到那

樣的簡潔境界，聽起來好像輕而易舉，可是往往要在設計上反覆琢磨。

你必須殫精竭慮去了解所有問題和消費者碰到的困難――甚至是在消

費者都講不清楚問題和困難是什麼的時候。」40瞭解多數使用牛刀的感

受及困擾不便之處，充份貼近廚師的立場感受，以反映其期望省力耐用

的實際需求。在人與廚刀工具間，整合由上游至下游，端到端之相關供

應鏈的系統思考資訊，不宥限僅解決其換刀的技術，及工具性能痛點，

更預測開發巿場上，連眾人都說不清楚或「這對我有什麼好處？」的潛

藏養生需求，以具差異性創新解決方案，展示廚藝權威的庖丁為文惠君

解牛秀的驚艷體驗簡短腳本，傳遞具美學藝術、便利簡易、品味價值的

新藍海養生設計定位，創意行銷攻佔對養生的認知，獲得心動青睞進而

前瞻引領影響，其面對養生的想法與生活實踐方式，最後更朝「進於道」

的終極理想邁進，成為體道合道的修道者。 

從蒐集並建立廚藝資料庫量化趨勢評量：月、三月、歲更刀，除了

解需求，從廚師使用與更換刀子情境的頻率，以進行時間軸演變比較（包

括耗損折舊、痛點及投資報酬率），並重新建構問題，思考整體養生產

業以瞭解不同差異的原因。刀子的科技發展，人面對工具，是受限於工

具？還是使用方法問題？還是製刀技術提升？請教專家達人的用刀技

術，能夠擴大思考的視野。倘不是紅海，則創新對整體的餐廚產業的影

響會是什麼？不同層級如學徒、丙級、乙級廚藝、良廚，到藍海 19 年？

或如同早期使用撥號電話機、BBcall、掀蓋式手機、智慧型手機到網路

 
40 《大師輕鬆讀 NO.295：賈伯斯的神奇思路》，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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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不同的分野與差異瞭解，更預測更進於道的未來機會，作為加以

開拓創新發展的可能性方向。對還沒達到養生，庖丁展現就如同想像未

來養生生活短片，具有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 POV（Point of 

View）。探尋養生問題的技巧，莊子運用富涵 STEAM「科學（Science）、

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藝術（Art）、數學（Mathematics）」

跨域創意整合的庖丁解牛，以故事行銷分享養生的價值觀。系統思考後

以圖像化展現，反而有助於將複雜簡化為易理解。庖丁追求卓越的養生，

欲尋求體道的自我實現。面臨牛體的複雜，不是按照過往廚師的處理方

式，翻轉慣性的成功公式，找到自己的路徑。如同人生的各種際遇轉捩，

能否有勇氣走岔路，庖丁排除功利與擺脫得失，破除有用無用的各種界

限，以「緣督以為經」平衡。聽了庖丁解牛的節奏規律、目的地、精神

自由故事，能否成功複製？ 

庖丁在宰牛的體驗過程，如何由時間積累不斷嘗試逐漸純熟，親身

體會宰牛並從中洞察到重要關鍵處為何，他的基礎功，至少有三年都在

做宰牛這件事。亦即以感官目視的全牛，以小刀解全牛，由於感官視覺

僅聚焦要完成眼前被交付的日常定額工作，因此看到全牛只會依循著

割、折或砍的蠻力埋頭苦幹慣性思維，日復一日，忙碌上演廚師傳統處

理牛隻的屠牛與換刀日常，長年用錯方法與姿勢，弄得自己疲累失衡、

體力不堪負荷與生活貧乏的挫敗，更如何談及有閒暇餘裕身心養生。但

在經過三年的經歷中洞察，並嘗試轉向內在鍛鍊，他更弦開拓昇華精神，

以心的跨界技術方法，不是身體跨入，觸類旁通，以神欲看到不同的牛

（世界觀不同），這是他呈現養生蛻變地突破大躍進，建立與一般庖廚職

涯差距的關鍵分水嶺。換言之，能運用頭腦思考牛體先後順序，及一連

串執行整體流程。能具系統思考與時間管理，統合掌握身體、刀與牛體

的關係。在執行解牛進度時才能如音樂、舞蹈的流暢更具高效率。因此，

往後 19 年處理計達千頭牛體時，不論是進展順利，或每當面對關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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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盤結、複雜困境考驗時，皆能沒有失衡，仍「適來適去」隨遇坦然

接受，持續以戒慎，集中精神冷靜評估處理，且改採無厚之刀的覺察技

藝，專注投入處理細節，使人、境、刀於思想與情緒互動交匯中，於精

神「安時處順」的平和寧靜而無傷不擾，獲得人與解牛刀皆如新不換的

平衡成功案例。因此，能在 19 年間，不斷地在廚藝屠牛界能屹立不搖。

當能善用時間，就會以非常省力省錢、省時便捷、美學地卓越解牛方式

優雅轉身，而有更多時間投資過想要的養生人生，庖丁在職涯遊刃有餘

而淡定自若的幸福養生，成為眾人憧憬的生命存在樣態。莊子庖丁解牛

的寓言故事，以「解」或虛擬方式宰牛令人印象深刻，並在故事中告訴

文惠君有趣的庖廚宰牛數據，並引述庖丁 19 年沒換刀的有力養生證明。

「為之躊躇滿志」，庖丁成功養生實力展現在解牛經驗，覺察自己沒有緊

張壓力，從容不迫的轉變及別人回饋中，帶來自信並擁有愉悅滿足的生

活。庖丁累積的經驗能貼近同理，考慮眾多庖廚忙碌疲勞的換刀立場心

情與感受，如何省力省時有更多的家庭、休閒、養生時間，能以輕鬆快

速環保永續41養生回應。我們亦可在現代，看到 Apple 也在力推 2030 年

碳中和與淨零排碳，思考人與科技、社會間設計的動態影響。 

 

由於佛教源於印度，而印度當地將牛視為神聖之物，所以，可以看

到關於養牛、繫牛、調牛、牧牛、駕牛等人與牛的互動關係喻修行不同

 
41 1991 年國際生態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cology，簡稱 INTECOL）

和國際生物科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Biological Sciences，簡稱 IUBS）

聯合召開永續發展討論會給予永續發展的定義，為環境屬性上的定義是：「保

護和加強環境系統的生產和更新能力。」就此意義言，「永續」宜理解為「可

以持續」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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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與實踐方法。佛教也常有關於人與牛的譬喻，如「《遺教經》云：『譬

如牧牛，執杖視之，不令縱逸，犯人苗稼。』則牧牛之說所自起也，嗣

是馬祖問石鞏：『汝在此何務？』答曰：『牧牛。』又問：『牛作麼生牧？』

答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來。』則善牧之人也。」42透過牧牛喻如

牧心，以善牧人執取杖鞭，注意牛隻不會隨意踰越進而破壞危害別人秧

苗，比喻修心涵養覺醒如牧牛的鍛鍊歷程。此外，在《增一阿含經》同

樣也有以牧牛喻禪修：「牧牛不放逸，其主獲祈福。六牛六年中，輾轉

六十牛。比丘戒成熟，於禪得自在。六根而寂然，六年成六通。」43在時

間積累中，禪修者不斷地逐漸深化禪修實踐，加上收攝眼耳鼻舌身意六

根，待其清淨自顯禪修自在。事實上，在禪宗如百丈懷海（720-814）在

與大安禪師的師徒問答，亦能見到牧牛牧心的對話：「『學人欲求識佛，

何者即是？』百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後如何？』百丈曰：

『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百丈曰：『如牧牛

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44禪門同以

《佛遺教經》的牧牛喻，從尋覓牛隻過程到能得牛騎牛、執鞭牧牛，肯

認人人具本具佛性，如何識心識性，見性成佛，且悟後勤修保任的努力

持續動態歷程。而禪宗以牧牛禪畫將此歷程模組化成為「牧牛圖」亦稱

為「十牛圖」45，為兼具圖畫與詩頌的禪宗圖畫，其中又以普明禪師《牧

牛圖頌》為禪宗著名的牧牛圖代表詩頌。「十牛圖者，盖禪宗託喻於此，

 
42 《卍新續藏》第 64 冊，《十牛圖和頌》卷 1，No. 1271-A〈牧牛圖序〉（X64, 

no.1271, p0777a05）。 
43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卷 46（CBETA, T02, no.125, p.795a10-

13）。 
44 宋‧道原纂，《景德傳燈錄》卷 9（CEBTA, T51, no.2076, p.267b24-28）。 
45 十牛圖頌之前亦有五圖、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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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修心證道者也。」46旨以牧牛譬喻習禪由愚迷而醒悟本來面目的歷程，

「牧童即人也，牛即心也。」47禪師為助益禪修者明白在參禪修行歷程的

十個階段，並闡發禪意而予運用。十牛圖大抵以普明《十牛圖和頌》及

廓庵《十牛圖頌》二者，代表曹洞宗與臨濟宗風格。賈伯斯長期習禪，

並到過印度，在印度街道上總是瀰漫著「牛隻動物的味道」48，加上賈伯

斯師承「塔薩哈拉禪修中心」乙川弘文禪師，乃隸屬日本曹洞宗「知道

有諸相，知道有萬物，那就是『照』」默照禪。 

相關普明「牧牛圖頌」的十張《普明禪師牧牛圖頌》圖像組合，「未

牧第一」49、「初調第二」50、「受制第三」51、「迴首第四」52、「馴伏

第五」53、「無礙第六」54、「任運第七」55、「相忘第八」56、「獨照第

九」57、「雙泯第十」58，從未牧至雙泯，皆有歷程次序主題標示，從曚

昧、拉扯、煩惱、失敗、混亂、不安，到放下、無憂、自在、清明、解

悟的不同心路歷程。 

 
46 CBETA 2021.Q3, X64, no.1270, p.775b9 // R113, p. 921a3 // Z 2:18, p. 461a3。 
47 CBETA，2021.Q3, X64, no. 1270, p. 775，b9-10。 
48 王紫蘆，《賈伯斯的蘋果禪》，新北：大喜文化，2018，頁 46。 
49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CBETA 2021.Q3, J23, no. B128, p. 347b14。 
50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CBETA 2021.Q3, J23, no. B128, p. 347b23。 
51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CBETA 2021.Q3, J23, no. B128, p. 347c4。 
52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CBETA 2021.Q3, J23, no. B128, p. 347c13。 
53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CBETA 2021.Q3, J23, no. B128, p. 347c22。 
54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CBETA 2021.Q3, J23, no. B128, p. 348a4。 
55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CBETA 2021.Q3, J23, no. B128, p. 348a13。 
56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CBETA 2021.Q3, J23, no. B128, p. 348a22。 
57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CBETA 2021.Q3, J23, no. B128, p. 348b4。 
58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CBETA 2021.Q3, J23, no. B128, p. 348,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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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明禪師牧牛圖頌》十牛圖59 

明代有胡文煥著《新刻禪宗十牛圖序》，普明禪師十牛圖頌第一張

圖像是「未牧」，有牧牛人與黑牛在同框，此與廓庵禪師第一張是「尋

 
59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CBETA 2021.Q3, J23, no. B128，p. 347b11- p. 348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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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人）、第二張「見跡」（人與牛的印跡），至第三張「見牛」（人

牛同框），在處理解方的步驟上，看到側重關注不同。普明禪師直接聚

焦處理修行的實踐歷程，而廓庵禪師則以 30%比例，表示未能覺察修心

狀態。從普明禪師在十牛圖像中，除能透過觀察呈現在圖像中人、牛的

行為與互動關係，亦從各圖的頌詞，協助理解圖像背後欲表達的禪意悟

境。從十張牧牛圖，亦可看到牧牛人與牛隻，一開始是以白色牧牛人與

黑色的牛隻的強烈黑白對比，到牛隻前中後尾，由牛頭、牛肚、牛後、

牛尾的四個部分，由黑色轉為白色；牧牛人與牛的互動，也從平行、交

涉互動、馴化、時時看守。隨著牧牛時間積累與方法優化，人牛關係也

由調伏、明淨、平穩、無礙、漸入和諧之境，終而人牛雙泯。 

第一張「未牧」圖像頌詞「生獰頭角恣咆哮，奔走溪山路轉遙，一

片黑雲橫谷口，誰知步步犯佳苗？」60主要描繪牛隻在山中會因鳥雲遮

蔽光線而迷失方向，以喻本具清明心性易受到五蘊煩惱的烏雲障蔽，而

造作諸惡殃苗。第二張「初調」圖像頌詞「我有芒繩驀鼻穿，一迴奔競

痛加鞭，從來劣性難調制，猶得山童盡力牽。」61描繪牧牛者使用馭牛芒

繩穿鼻方法及牛鞭工具，企圖調伏訓制野放已久力氣大的牛隻，人與牛

處在勢均力敵互相角力狀態，喻人的染污妄心調伏的困難性。第三張「受

制」圖頌詞「漸調漸伏息奔馳，渡水穿雲步步隨，手把芒繩無少緩，牧

童終日自忘疲。」62及第四張「回首」圖頌詞「日久功深始轉頭，顛狂心

力漸調柔，山童未肯全相許，猶把芒繩且繫留。」63描繪牧牛歷經初期艱

難過程，在時間日漸積累的歷程，牛隻出現轉化為調伏與調柔狀態，從

 
60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CBETA 2021.Q3, J23, no. B128, p. 347b15-19。 
61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CBETA 2021.Q3, J23, no. B128, p. 347b24-28。 
62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CBETA 2021.Q3, J23, no. B128, p. 347c5-9。 
63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CBETA 2021.Q3, J23, no. B128, p. 347c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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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中牛體，已由牛頭至牛身到牛尾，漸由黑轉白的色澤變化，牧牛在

力氣上也相應逐漸減力省力不少。且牛隻與牧牛人之間，也產生一些微

妙轉變，牛隻由一開始不願而牛頭擡高反抗、不情願到回頭，似乎能肯

認牧牛人，但人牛還在磨合階段。所以，牧牛人也從一開始芒鞭動態兼

施、平持牛鞭嚇阻到後來放下牛鞭僅用芒繩，實已經歷一段相當大的努

力過程。 

到第五張「馴伏」圖頌詞「綠楊陰下古溪邊，放去收來得自然，日

暮碧雲芳草地，牧童歸去不須牽。」64牛已逐漸轉化，但牛的後腳及牛尾

仍還是黑色的，而牛已能肯認並跟著牧牛人，人牛能相望，牧牛人也已

不再將芒繩套在牛隻上，將芒繩一併拿著，似乎已較省力氣。第六張「無

礙」圖頌詞「露地安眠意自如，不勞鞭策永無拘，山童穩坐青松下，一

曲昇平樂有餘」65描繪將芒繩及牛鞭全都放下，並能在樹下休息愜意吹

起牧笛，牛隻也安恬於旁聆聽休息，此時，僅剩牛尾為黑色，喻心已漸

轉清明而平穩自在，不用勞動牛鞭的鞭策。第七張「任運」圖頌詞「柳

岸春波夕照中，淡煙芳草綠茸茸，饑餐渴飲隨時過，石上山童睡正濃。」66

牛體已全白，牧牛人已能完全放心小憩而不用擔心費神，牛隻也能隨其

飢渴而食飲水草。於此人牛平行，實乃經歷調伏訓練後的平行任運。至

第八張「相忘」圖頌詞「白牛常在白雲中，人自無心牛亦同。月透白雲

雲影白，白雲明月任西東。」67描繪人與白牛處在雲月間，喻人牛對立關

係的泯除。第九張「獨照」圖頌詞「牛兒無處牧童閑，一片孤雲碧嶂間，

 
64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CBETA 2021.Q3, J23, no. B128, p. 347c23-27。 
65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CBETA 2021.Q3, J23, no. B128, p. 348a5-9。 
66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CBETA 2021.Q3, J23, no. B128, p. 348a14-18。 
67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CBETA 2021.Q3, J23, no. B128, p. 348a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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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手高歌明月下，歸來猶有一重關。」68描繪牛隻不再出現於圖中，僅留

牧牛人，喻能破除我執。最後第十張「雙泯」圖頌詞為「人牛不見杳無

蹤，明月光寒萬象空，若問其中端的意，野花芳草自叢叢。」69以人和牛

皆不再於圖像中，僅有一輪明月高懸夜空，呈現禪悟者體悟平等無礙圓

融的一圓相。 

十牛圖頌可以視為將修行過程面臨的處境問題，以設計思考的分鏡

腳本拆解，並畫出由迷轉悟的境地。禪宗為教外別傳，直指見性，對禪

修者而言，最大的困難與挑戰，就是如何駕馭心性與煩惱解脫。因此，

以圖中的黑牛、白牛喻心，以牧童喻禪修者，而牧牛圖像即是呈現禪修

者與心的相關性，以及二者在禪修實踐的互動，包括從無覺察到訓練、

持續不掉以輕心、掌握、人牛合一、人牛俱忘歷程。從初始在人牛的平

行或放任或未覺察，或不懂得具有的覺性寶藏資源；其間需要運用調伏

工具，到放下工具，人牛相安和諧的人牛相忘；到最後的人境雙泯，體

證心性的人牛不二不分，不具主客的分離，呈現寧靜和諧的無擾無事。 

普明禪師為了回答如何修心見性的問題，找出問題徵結並予以解

決，「夫牛且可馴，而謂心不可修者，未之有矣！心可修而謂道不可證

者，又未之有矣！且道既謂本然，而心則何俟乎修，物欲之蔽故也，故

予既摘十牛圖。」70以十張牧牛圖設計禪修者實踐藍圖，類似引路人以圖

像及解說，圖文並呈由迷轉悟的修行路徑或流程圖，提供修行者按圖索

驥檢視或評估，能不斷在十張圖中，反覆盤點資源與釐訂重要方向。傳

達於實踐過程的時間軸與空間軸概況，不同階段所經歷的身心或外部環

境關係動態交織，處遇困難、失敗、拉拒、訓練、投注、掌握訣竅、平

 
68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CBETA 2021.Q3, J23, no. B128, p. 348b5-9。 
69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CBETA 2021.Q3, J23, no. B128, p. 348b14-18。 
70 《新刻禪宗十牛圖》，CBETA2021.Q3, X64, no. 1270, p.775b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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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愉悅、各種轉折體驗。畫圖可以達快速傳達想法概念，在設計思考

中製作原型，能達到快速溝通。「一個專案要從催生創意構想的活潑習

作變成解決方案，這是個關鍵時刻。」71事實上，在廓庵禪師也同樣提及

為何做十牛圖頌，「夫諸佛真源，眾生本有，因迷也沈淪三界，因悟也

頓出四生，所以有諸佛而可成，有眾生而可作。是故先賢悲憫，廣設多

途，理出偏圓，教興頓漸，從麤及細，自淺至深，……正法眼藏自此流

通天上人間，此方他界。得其理也，超宗越格。」72而其十個歷程73與普

明不同，在〈尋找自己 10 階段禪宗《十牛圖》的啟示〉以「茫然、惶惑、

追感、掙扎、戰戰競競、得心應手、專心致志、渾然天成、功成名就、

安適自在」74助人面對生命的失落。換言之，借由禪師積累蒐羅觀察，或

參照相關過往修行歷程數據，反覆提萃精鍊後，篩選出不增不減的禪修

行證過程步驟，以十個最貼近修行本質義的嘗試路徑圖示，提出修行者

如何達到明心見性的解決方案構思。 

面對人生苦惱的根源與終極解悟的關懷，如何在「生活即道場」的

生活二六時中，以牧童牧牛喻修行牧心，在一個接著一個的圖像開展中，

除肯認人人本具之覺性，也意謂修行自覺歷程中，能予以投入的方向指

引，提撕我們覺察易忽略而習焉不察，且慣性地自動導航模式，尤其在

面對困難的壓力挫敗感受，觀看順境逆境與互動中的刻板黏著，有賴不

斷地持續練習予以轉化，以破除人回應人生的成敗。因此，打造可以進

 
71 Tim Brown，吳莉君譯：《設計思考改造世界》，台北：聯經，2018，頁 125。 
72 宋・廓庵《十牛圖頌》卷 1（CBETA, X64, no.1269, p.773b8-12）。 
73 尋牛、見跡、見牛、得牛、牧牛、騎牛歸家、忘牛存人、人牛俱忘、返本還

源、入廛垂手。 
74 王珉瑄，〈尋找自己 10 階段禪宗《十牛圖》的啟示〉，《天下雜誌》，2017.01.19。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80553.檢索日期：202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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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對話的修行實踐圖像設計，邀請眾人皆可進行反覆體驗與測試，以覺

察、專注、耐心、自律、慈悲、平等、喜悅、和諧等，嶄新創意回應與

體驗生活每個時刻，終而達企明心見性的生命理想光景。而事實上，《十

牛圖頌》亦言「夫心孰不有乎，有則皆當修也；道孰不具乎，具則皆當

證也。然此獨為禪宗之喻已哉，雖吾儒亦同然矣，獨吾儒為同然已哉，

雖天下之人，亦皆同然矣。要之始終無異，其理甚明。」75換言之，面對

困難與如何修養及馭心，皆是人共同關懷生命課題。 

 

賈伯斯每次要發表新產品時，總是穿著黑色上衣與白色球鞋。就如

《易經》陰陽的黑白魚圖、道家的禍福相倚、十牛圖的黑白牛。一提到

「牛」這語詞，在現實世界與觀看者間概念間，實表達不同的意義符號，

在祭祀者關懷儀式的眼中，牛因體型較大健壯，擇選意謂表達在儀式過

程中的最大誠意。當然牛具有的野性、力氣與不受控，也常使用指涉人

的倔強情緒如牛脾氣。或許牛在營養、美食業者的眼中，可能會想探究

諸如喜歡吃牛肉的人，是否會有類似在平均壽命或收入較高等數據呈

現？當我們使用 Google Trends 搜尋趨勢，鍵入關鍵字「牛」，相關主題

出現了如年、家牛、祭祀、食物等，當然不同國家文化也會有不同的文

化地圖風貌呈現。倘縮小範圍僅以臺灣作搜尋，又甫今年是牛年，所以

在相關搜尋就可以看出大多圍繞在春聯、祝福、賀語、吉祥話等。倘鍵

入「廚師」關鍵字，相關主題則出現「技能」、「牛肉麵」、「刀」、

「廚神」、「飲食文化」。倘鍵入關鍵字「養生」則有一相關主題「五

感」體驗的關聯性也有飆升。從關鍵字的搜尋與更改，除了可以對探尋

 
75 《新刻禪宗十牛圖》，CBETA 2021.Q3, X64, no. 1270, p.775b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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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瞭解，也會因更動關鍵字，滾雪球延伸相關主題的認識與了解，進

而擴展研究視野，如同問對問題答案就出來，意謂才能觸及真正本質核

心問題，否則可能皆是在外緣表象。 

影響我們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對事件的看法。儒釋道面向真實世

界的無常變化，掌握生命厚數據，因著不同的 TA（Target Audience）「考

量我的價值觀，能帶給我滿足感的事以及我想要成長的方式，我可以透

過獨特的方式提供這世界什麼？」76協助目標族群認識自己、人與人、人

與環境及相互關係，更回應人生困境與失敗觀點，如同互聯網的人工智

慧即運用相關性進行預測，重構對困逆的認識思考及人生的倫理實踐，

期盼設計一套優化的產品（服務、流程、方案），產品思維決策順序，

將推薦較優的目光焦點擺在最後一項（既濟未濟、庖丁臻於道、人牛雙

泯）以靈活善用六爻、解牛、十牛的解析詮釋，將個體在體驗過程的轉

化經歷，與四時合序天人合一，道通為一的與道泯合，人牛雙泯的身心

不二。聖人由簡易、變易、不易的變化中覺察，觀象簡化畫卦，面對方

向確立，能小心不放鬆具戒慎恐懼的專注力，以小觀大具履霜堅冰且見

微知著的覺察力，時間等待與行止適切在時間漸進中積累效應力。養生

在季節歷程時間軸及場域空間軸，涵蓋廚師、牛刀、養生、音樂、科技

各種和諧，再以譬喻敘事呈現養生不同實踐的深淺，進行五感美學分享。

牧心如牧牛，由外向內之路，到經歷尋找、調伏之過程。儒道佛同以牛、

圖進行人與社會設計對話，面對人生的困境，知順逆境之二元對立轉化，

除兩端執取，能安處困境，超越二元相待，達到真正的自由無待。 

人的生命設計需能契合生命之終極意義，人具有的主動性與自由，

人才能參贊成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76 維申‧拉克亞尼（Vishen Lakhiani）著，張美惠譯：《佛陀與惡棍》，台北：

時報文化，2021，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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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合其吉兇」77順性命之理的儒家大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78

安時處順的道家真人、「明心見性」佛家覺悟，使人人成為創業家。儒

道佛提供設計解方的目標是什麼？使用者體驗是什麼？藉由關懷生命

本質的愛好者，透過訪談，不斷告訴大家，覺醒群眾行業建立實踐此目

標的人脈網絡。因此儒道佛皆需要一個不論是黃牛、解牛、牧牛故事圖

像，行銷以展示其對人、世界本質與關係回應的解方，從內心深處打動

閱聽眾，帶領他們展開心靈之旅。大家都在爭取閱聽眾的時間，希望能

夠多吸引他們的注意力，因此如何在短時間內就引起聽眾興趣，就變成

很重要的一項能力。儒釋道的簡報方式能提供關鍵思維，換言之，黃牛、

解牛、牧牛就如同「電梯簡報」79在提供方案時具備了聽眾對於我要說的

東西有多少了解？說服為政或眾人相信過去發生了什麼事、目前的情況

如何、以視覺輔助工具及產品的樣本、未來需要怎麼做才能達到目標，

好的結論應該可以挑起聽眾的興趣，完成提供願景這個步驟，你必須說

出你的簡報目的，也就是希望對方怎麼做，以達成功行銷自己的解決方

案。莊子創意商業簡報行銷養生思想，透過用獨具巧思方法開場，以庖

丁解牛提供資訊，有創意做出結論，提供養生明確目標，呼聽眾採取行

動。提供可靠令人信服的演講內容、並用神欲方式節省時間、十九年新

發於硎節省金錢，專注除去壓力源、選擇提供的解方是一個安全的選擇、

生活流暢便利而感受愉悅，大家永遠會想知道：「養生對我來說有什麼

 
77 〈乾文言〉。程頤：《易程傳》，臺北巿：文津，1987，頁 20。 
78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台北：貫雅文化，

1991，頁 17。 
79 資訊型簡報和說服型簡報的混和體公正地提供資訊，鼓勵聽眾聽完之後，再

進一步了解說服型提供資訊目的，是要讓聽眾做某件事或採取某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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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處？」為什麼要找庖丁，他在廚藝專業領域裡已有 19 年的資歷，良好

專業訓練，能專注於細節，擁有許多解牛成功的案例為業界翹楚。 

綜而觀之，儒道佛三家都在問人生的關鍵本質問題，皆是善於觀察，

從洞悉世界和人性以獲得本質資訊，在各自擅長的領域或主戰場，建構

不同的世界觀，藉由瞭解人面對各種生活、養生、修行挫敗的需求及挑

戰，不斷地價值創發優化再設計，協助發展人生創新輕鬆達陣計畫，推

薦不同有效的人生企劃解決方案，與提供相關訓練過程，邀請實作也供

人自導自演地改變面對生活的價值觀及行為回應的生活方式，因而成就

不同的人生光景。賈伯斯在矽谷創辦的蘋果大學，並視訓練課程極為機

密，本文試著旁敲以破譯管窺儒道佛哲學對賈伯斯的影響，並在科技當

道之際以見儒道佛思想具有的跨域性與時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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