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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這四種放，
還有什麼不能放手的?

新來的小沙彌，對什麼都好奇。秋天，禪院里紅葉飛舞，小沙

彌跑去問師父：“紅葉這麼美,為什麼會掉呢？”

師父一笑：“因為冬天來了，樹撐不住那麼多葉子，只好捨。

這不是［放棄］，是［ 放下 ］！”

冬天來了，小沙彌看見師兄們把院子裡的水缸扣過來，又跑去

問師父：“好好的水,為什麼要倒掉呢？”

師父笑笑：“因為冬天冷，水結凍膨脹，會把缸撐破，所以要

倒乾淨。這不是［真空］，是［放空］！”

大雪紛飛，厚厚的，一層又一層，積在幾棵盆栽的龍柏上，師

父吩咐徒弟合力把盆搬倒，讓樹躺下來。小和尚又不解  了，急

著問：“龍柏好好的，為什麼弄倒？”

師父臉一整：“誰說好好的？你沒見雪把柏葉都壓塌了嗎？再

壓就斷了。那不是［放倒］，是［放平］，為了保護它，教它

躺平休息休息 ， 等雪霽再扶起來。”

天寒，加上全球金融危機，香油收入少多了，連小沙彌都緊張 

，跑去問師父怎麼辦？

“少你吃？少你穿了嗎？”師父瞪一眼：“數數！櫃裡還掛了

多少衣服？柴房裡還堆了多少柴？倉房裡還積了多少土豆？別

想沒有的，想想還有的；苦日子總會過去，春天總會來。你要

放心，［放心］不是［不用心］，是把心安頓。”

春天果然跟著來了，大概因為冬天的雪水特別多，春花漫爛，

更勝往年，前殿的香火也漸漸恢復往日的盛況。師父要出遠門

了，小沙彌追到山門：“師父您走了，我們怎麼辦？”

師父笑著揮揮手：“你們能放下、放空、放平、放心，我還有

什麼不能放手的呢？”

摘自  弘善佛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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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智慧：分槽餵馬和同槽養豬，是古

代帝王馭人術的精髓所在。

戰國時期，中國北方有兩種馬非常有名：

其一是蒙古馬，力大無窮，能負重千斤；

其二是大宛馬，馳騁如飛，日行千里。邯

鄲有一商人家裏同時豢養了一匹蒙古馬和

一匹大宛馬。

他用蒙古馬來運輸貨物，而用大宛馬來傳

遞資訊。這兩匹馬被圈在一個馬廄裏，同

在一個槽裏吃草料，經常因為爭奪草料而

相互踢咬，每每兩敗俱傷，不得不請獸醫

來調治，花費不少，使得主人不勝其煩。恰巧，相馬高手伯樂來到邯鄲，商人聽聞後主動拜訪伯

樂，請他來幫助解決這個難題。伯樂來到馬廄看了看，微微一笑，只說了兩個字：「分槽」。主

人依計而行，果然，二馬分槽後再沒有相互踢咬。

此商人後來又養了兩頭豬，仍舊沿襲伯樂之言，分槽而飼。結果，令他困惑的是小豬越來越挑食，

而且不上膘。於是他主動去拜訪伯樂，說出自己的困惑。伯樂一聽就樂了，他對商人講：「養豬非

養馬，要同槽而飼。」商人回家後一試，果然靈驗。兩頭豬在一個槽裏吃食，互相爭搶，吃得更香 

，很快就上膘了。

其實到底是「分槽」還是「合槽」，要看清楚物件。能獨當一面的千里馬需要分槽餵養，各有所專 

，各負其責；而正在成長中、尚未成熟的小豬要合槽，給它們一個競爭的平臺，讓它們快速成長。

這也是古代帝王用人策略最重要的「分槽合槽」術。即要把最合適的人放到最合適的崗位上。歷史

上，很多看起來很平庸的人能夠當領導、做大事業，其奧妙就在於擅用馭人術，能合理任用人才、

調動下屬的積極性，因為他們知道：管理的本質在於通過別人去完成任務。一個人的領導水平不體

現在他自己做了什麼事，而是體現在他用什麼樣的下屬去做事。 

人才管理的好，是治世之能臣，人才管理不好，將變成亂世之梟雄，取己而代之，這樣的情況從古

至今在各朝代中常所屢見。世上沒有絕對的制度和完美的辦法，只有因材施教、對症下藥，才能事

半功倍。

分槽餵馬和同槽養豬 摘自  學習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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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鳳儀嘉言錄
【第六節 不怨人】

現今的人都因為別人看不起自己，就不樂。其實我這個人，好就是好，歹就是歹，管別人看得起

看不起呢？只是一個不怨人，就可以成佛。現在精明人都好算帳，算起來不是後悔，就是抱屈，

哪能不病呢？

誰比較髒
摘自  人間福報

有一天，老師父帶著小徒弟外出布教弘法，走啊走地，半路上，忽然看到一個小孩子

跌進臭水溝裡。於是，老師父加緊腳步，走到水溝邊，將他拉了起來。小孩起來後，

老師父又帶著他在附近找到了一條溪水，替他把身上的穢物清洗了。

在一旁的小徒弟看了，捂住鼻子，皺著眉頭說：「師父，您不必幫這個小孩清洗髒汙

啦，弄得您的新衣服也骯髒了。」老師父聽了小徒弟的話之後，語帶教誨地說：「這

小孩身上的骯髒是有限的，你的心才髒啊！」

人身上的骯髒可以清洗，但是心裡的骯髒卻不容易洗淨，甚至身上的垢穢可以去除，

但是口裡的骯髒：妄語、惡口、挑撥離間、搬是弄非、講不正當的話等等，有時候比

身體的骯髒還要更加可怕。

清淨要從自己的心裡開始。所謂「心淨國土淨」，我們的心一清淨，大地山河也會跟

著清淨。心怎麼清淨呢？比方：貪欲心、瞋恨心如同我們心中的髒汙垃圾，能把貪欲

心去除，轉換成喜捨心，把歡喜給人，心就不髒了；能把瞋恨的念頭去除，用慈悲心

來莊嚴自己，心就清淨了；能把嫉妒、懷疑、邪見，各種煩惱、習氣都去除了，就能

還給自己一個清淨心。

人的身體就像一座村莊，心是我們的主人。身體骯髒、

衣服骯髒、環境骯髒，都還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讓我們

的主人翁清清白白，讓我們的主人翁乾乾淨淨；心弄髒

了，那是怎麼都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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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CHING 
THE WATER

A troubled widower made his way to ask 
a wise old woman about his troubles.  
The old woman received him and they 
walked along a stream.  She could 
see the pain in his face.  He began to 
tremble as he asked, “What’s the point? 
Is there any meaning to life?” She in-
vited him to sit on a large stone near 
the stream.  She took a long branch and 
swirled it in the water, then replied, “It all 
depends on what it means to you to be 
alive.” In his sorrow, the man dropped his 
shoulders and the old woman gave him 
the branch.  “Go on,” she said, “touch 
the branch to the water.”

As he poked the branch in the running 
stream, there was something comfor-
ting about feeling the water in his hand 
through the branch.  She touched his 
hand and said, “You see, that you can 
feel the water without putting your hand 
in the water, this is what meaning feels 
like.” The troubled man seemed puzzled.  
She said, “Close your eyes and feel your 
wife now gone.  That you can feel her in 
your heart without being able to touch 
her, this is how meaning saves us.”

The widower began to cry.  The old 
woman put her arm around him, “No one 
knows how to live or how to die.  We 
only know how to love and how to lose, 
and how to pick up branches of meaning 
along the way.”

Anthony, a middle-aged monk, was on 
pilgrimage, visiting Benedict his good 
friend, a monk in another country. Arri-
ving at the monastery, Benedict, a gra-
cious host and friend, welcomed Antho-
ny, and as they started climbing a long 
flight of steps, said, “We have no eleva-
tors here. I apologize for the many steps 
we have to climb to get to your room.”

Anthony, with a smile and a twinkle in his 
eye, answered, “There are many steps 
in my home monastery, too.”  Then he 
added, “I count them as I climb…. This is 
how I count them: one, one, one…!”

CONSIDER THIS

In the spiritual life, it is always the be-
ginning.

“Be willing to be a beginner every single 
morning.” —Meister Eckhart

“Spiritual life is a constant beginning and 
beginning again.” —Josemaría Escrivá

IT’S ALWAYS 
THE 
BEGINNING

WISDOM STORIES TO LIVE BY
https://philipchircop.wordpress.com

WISDOM STORIES TO LIVE BY
https://philipchircop.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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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7: Right and Wrong
	 Many	beginners	in	the	Tao	have	a	tendency	toward	moral	relativism.	Upon	learning	that	
there	are	no	absolutes	in	the	world,	they	apply	the	concept	to	everything,	including	themselves.	
They may shrug and say: “Who knows what is right or wrong?”
	 The	answer	from	a	real	sage	of	the	Tao	is	simple:	“You	do.”	No	one	knows	what	is	right	
or	wrong	for	everyone	in	the	world,	but	we	all	know	what	is	right	or	wrong	for	ourselves.	You	
are already aware of the wrongness of hatred, cruelty, brutality and genocide, just as you are 
aware	of	the	rightness	of	love,	kindness,	beauty	and	generosity.
	 Small	children	can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hey	know	malice	is	not	the	
same	as	kindness.	It	is	only	adults	who	manage	to	confuse	themselves	with	their	ability	to	twist	
logic	and	words.	Clearing	up	this	confusion	and	returning	to	a	simpler,	more	childlike	state	is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goals.

The Tao Today
	 Let	yourself	be	more	childlike	today	by	stripping	away	the	layers	of	rationalization	that	
come	with	age.	Be	open	and	direct	as	you	interact	with	everyone,	and	deal	with	an	issue	by	go-
ing	right	to	the	heart	of	it	without	pretense	or	self-serving	justifications.	Starting	today,	you	live	
in	the	simplicity	of	the	Tao,	where	rightness	and	wrongness	cannot	be	distorted	into	complex	
puzzles.

The Tao of Joy Every Day by Derek Lin

When I let go of what I am, 
        I become 
               what I might be.

- Lao T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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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招跟手腳冰冷說掰掰

瘦弱女性與中老年人冬天特別容易手腳冰冷

面對氣象局頻頻發出的低溫特報，許多人算是穿得再多 

，把全身包像個粽子一樣，往往手腳還是一樣冰冷，這

種四肢冰冷的狀況，以女性（特別是瘦小的女性）、老

年人最常見。

以瘦弱的女性來說，末梢血液循環較差，而手腳冰冷正 

是自律神經功能調節不順暢，血管變細所引起。而且腳 

趾、膝蓋、肩膀和手指等部位，屬於運動較多的關節區 

，因為脂肪、血管皆相對較少，熱度容易散失。

有不少的中老年人因為血管阻塞、出現血糖低或是低血

壓的狀況，也會出現手腳冰冷的狀況，這些中老年人因為體表的溫覺神經接受體的「涼

點」太過遲鈍而不能感受到寒冷，所以會出現手腳特別冰冷的狀況。

此外，焦慮症、貧血、糖尿病、甲狀腺功能低下等疾病，也會影響手腳的血液循環與交

感神經。

用這4招可以改善冬 天手腳冰冷的狀況

1.慎選食物，少吃寒性與刺激性食物：
在寒流來襲時要改變飲食習慣，儘量少吃寒性或刺激性食物，例如白蘿蔔、竹筍、梨子 

、辣椒等。這種說法一定顛覆了絕大多數人「多吃辛辣食物會讓身體熱起來」的傳統概

念，事實上，狂吃辛辣口味的食物，並不會驅寒，愛吃麻辣鍋、麻辣燙的朋友們，還是

要適量攝取避免過量，以免脾胃功能失衡、傷害腸胃道，更容易出現手腳冰冷的問題。

建議可以多吃溫性的食物，例如桂圓、紅棗、枸杞、生薑、黑芝麻，或是富含Ome-

ga-3脂肪酸的食物，還有礦物質如鐵、鎂和維生素B群，有助於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

謝，使身體變暖，改善手腳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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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期從事有氧運動
為了克服手腳冰冷的問題，不僅要從飲食方面著手，規律的運動習慣也非常重要，因為

長期待在電腦螢幕前的上班族往往都是久坐不動，如果再加上平時沒有運動習慣，手腳

冰冷的機率就會大增。

建議有手腳冰冷症狀的上班族，每天早晚上下班時可以由開車通勤改為騎腳踏車或步行 

、搭電梯進辦公室改為走樓梯，從最簡單的生活習慣改變做起，漸漸地加強鍛鍊，可以

下班後或休假時去做瑜伽、慢跑、跳繩、騎腳踏車等有氧運動，增強心肺功能，幫助促

進血液循環，加速身體代謝，以預防手腳冰冷的症狀。

3.睡前泡澡或泡腳
緩解冰棒手腳的最快方法之一，就是泡澡，或泡腳。在冬天氣溫低於 16 度時，晚間要

就寢前，可以用攝氏 40 度左右的溫水填滿浴缸，或是具有相當高度的盆子或桶子，將

全身或腳部與腿部完全浸泡在水中，至少15 到20 分鐘，就可以促使全身血液循環到手

指與腳部，同時紓解壓力、緊張、焦慮的情緒，以及放鬆肌肉。

不過，如果是糖尿病患或是神經損傷的患者，就必須特別注意泡澡或泡腳時的水溫，以

免因肢體末端痛感遲鈍而造成水溫過熱的燙傷。

4.穿戴手套與厚毛襪，並使用熱敷墊、電熱毯或電熱器
除了工作時，可以穿戴手套以保暖手指與手掌，天冷時應該穿著質地細密或較厚的毛襪

以保足部溫暖。為了保持手腳暖和，可以使用暖暖包、電熱毯或電熱器，放在手腳附近

一人去深山中的寺廟找禪師問道。

禪師問:“你到這兒來是幹什麼的?”

那人說:“我是來修佛的。”

禪師答:“佛沒壞,不用修,先修自己。”

以保持溫暖，而在入睡時，使用這

些配備設施，更可以達到手腳保暖

的功效，此外，還可以有效舒緩肌

肉酸痛。

不過，也要提醒使用這些保溫用品

的人，如果是會直接接觸皮膚，一

定要特別注意，以免因為長期的低

熱溫度，還是會造成皮膚燙傷。

修行就是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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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當歸、蓮籽、芡實、淮山、茯苓

、任一種菇類、香菇素肉。

●作法：

1.四神洗淨泡水數小時(可泡隔夜)，

   放到電鍋燉煮至蓮子、淮山變軟。

2.加入香菇素肉、菇類以電鍋煮。

3.最後從電鍋中拿出來，加入米酒，放到瓦斯爐上滾至湯有 

   四神的味道並將酒精蒸發。

每星期日-皆大歡喜班　　　　　　　　　  

　　　　  兒童讀經班　　　　　　　　　  

每週皆大歡喜班上課內容請參閱佛堂公佈欄

每個月第三個星期五　　　     - 英文班 

每個月第二及第四個星期三 　 - 經典班

每個月第三個星期三　　　     - 長青會 

10:00AM-12:00PM
10:00AM-12:00PM

08:00PM-09:30PM
08:00PM-09:30PM
10:00AM-02: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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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神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