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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會的四道題

家長會上，老師在黑板上做了這四道題：

2+2=4；4+4=8；8+8=16；9+9=20。

家長們紛紛說道:「你算錯了一道。」

老師轉過身來，慢慢地說道：「是的，大家看得很清楚，這

道題是算錯了。可是前面我算對了三道題，為什麼沒有人誇

獎我，而只是看到我算錯的一道呢！」

老師接著意味深長地說：「家長們，教育的真諦不在於發現

孩子錯誤之處，而是賞識他們做得對的地方！

孩子如此，成人亦是，共勉之！

做人也是這樣，你對她百次好，也許她忘記了，一次不順心 

，也許會抹殺所有！

這就是100-1=0的人性道理。

其實我們往往對於身邊

最親近的人越是容易犯

這同樣的錯誤。所以，

珍惜你周遭每個值得你

重視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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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認為你一生中都不會陷入絕境，那
麼只能證明你正在走向絕境的路上。

如果你已經陷入了絕境，那麼就證明你已
經得到了上天的垂愛，將獲得一次改變命
運的機會。

如果你已經走出了絕境，回首再看看，你
會說你從未發現過，自己要比自己想像的
要偉大，要堅強，要聰明。

如果你已經成功了，你要由衷感謝的不是
你的順境，而是你的絕
境。

順境中，你收穫的僅僅
是代表財富的東西，然
而大部分時間裏，你是
在不斷地喪失，喪失著
生命中原始的豪邁與激
情。

順境是一種腐蝕劑和麻
醉劑，讓你完成從呼嘯山林的獸中之王到
懶貓的蛻變，讓你經歷從將軍到奴隸的轉

化。

絕境僅僅是一段距離、一個門檻，同樣也
是一次轉折、一次醒悟和昇華。在絕境中
你往往會突破骨髓與血液中的樊籬，超越
與俗人甚至包括你自己所見不同的常規，
書寫連你自己都不曾想過的神話。所以，
絕境才是你的資本、你的證明。

一個人只要不甘心平庸，哪怕是有一點點
想法，在把想法通過辦法變成現實的過程
中，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難題、阻力和麻 
煩。人為製造的、客觀存在的和偶然發生 

的，會讓你感到時不予我、英雄氣短的無
奈，會讓你有窮途末路、求救無門的尷尬 
。

人生之所以有絕境，是因為你要突破要挑
戰。身陷絕境，就不要詛咒。學會控制，
學會珍惜和理解。巴爾扎克說：絕境，是
天才的進身之階；信徒的洗禮之水；能人
的無價之寶；弱者的無底之淵。

我說，絕境是你錯誤想法的結束，也是你 
選擇正確做法的開始。你不在絕境中發跡 

，就在絕境中淪落。

自古英雄多磨難，一
個平凡人成為一個領
域的英雄或者成為一
個時代的英雄，是挫
折和磨難使然，因為
英雄和平凡人的區別
就在於，英雄在逆境
中抓住了逆境背後的
機遇，在絕境中創造

了奇跡。而平凡人在逆境中選擇了隨波逐
流，在絕境中選擇了放棄。

什麼事情，都是成也在人、敗也在人。失
敗者並不是天生就比成功者差，而是在逆
境或者絕境中，成功者比失敗者多堅持一
分鐘，多走一步路，多思考了一個問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人之事，我事之
師。看別人的腳，我們至少少走彎路，少
跌跟頭；多一個想法，多一道門。

切記，多一次逆境，就多一分成熟；多一
次絕境，就多一次機遇。

成熟在逆境，醒悟在絕境
摘自 學習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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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佛教故事

王鳳儀嘉言錄
【第三節 學佛】

佛是人成的，今天不求人道，先求佛道，真是捨近求遠。我是從扛活（傭工）上得的道，人都

輕視我。有一年某人士向我說禪機語：「芥子能藏須彌山」我說：「是我」。他說：「請解

釋」，我說：「我這個人活在世上，真象一粒芥子那麼藐小，可是我的心裏藏著佛國、天堂、

苦海、地獄，四個大世界。不正是說我嗎？」

德 瓶
從前有個叫阿方的貧窮人，他非常敬仰 

天神，只要乞討到食物，一定滿懷感恩 

，先供養天神，才肯食用；如果乞討不

到食物，他也會真誠的告訴天神，請天

神原諒。就這樣經歷了十二年，阿方的

誠心始終未曾間斷。

對於阿方真誠的表現，天神非常感動，

為了幫助貧困的他，天神現身於阿方面

前，天神問：「你每天那麼誠摯地供養

我，十幾年來都不曾間斷，精神令人感

動，你有想要什麼東西嗎？」求索富貴

乃人之常情，阿方想了想，於是說：「

天……天神啊！我可以求取富貴嗎？」

天神聽了之後，回答：「嗯，我會讓你 

所願皆得。」說罷，天神面前多了一個 

精緻的瓶子。阿方瞪圓了眼，望著那只 

像花瓶、非花瓶的瓶子。天神告訴阿方 

：「這個瓶子叫做『德瓶』，它會滿足

你的願望。」說完，天神就不見了。阿

方揉揉雙眼，以為自己是在作夢，但是

德瓶就在一旁為證，他才確定此事。

然而，德瓶要怎樣使用呢？阿方想想，

先試試錢幣好了，才一想完，瓶內便發

出輕脆的聲響。阿方抖著手，小心地捧

著德瓶一倒，只聽嘩啦啦……從德瓶內

傾倒出一堆錢幣，阿方張大嘴，半天說

不出話來。等回過神來，他一一檢視，

真的是貨真價實的錢幣呀！把玩了一會

兒，阿方又想：「錢幣可能比較容易，

如果是體積龐大的馬車，恐怕就沒有辦

法了！」才想到此，德瓶又發出了聲響 

，於是阿方抱著德瓶一倒，有如玩具般

的馬車緩緩落地，並且不斷地長大，不

一會兒功夫，就變的跟真的馬車一樣大

小了。阿方看著如此神奇的瓶子，不禁

喜上眉梢，於是又陸續向德瓶要求了房

子、僕人、豪華的傢俱，以及稀世珍寶 

。

因為擁有德瓶的關係，阿方由一無所有 

的乞兒，一躍而成富豪。慕名而來的賓 

客，爭相參觀阿方家中的奇珍異寶。

其中，有一位賓客納悶的問：「聽說你

從前很貧窮，怎麼今日變得如此大富大

貴？」阿方非常驕傲的回答：「其實是

天神送我一個能隨心滿願的德瓶，所以

只要我想要的東西，都可以從德瓶中變

現出來。」阿方因為放縱享樂慣了，在

賓客面前不禁得意忘形起來，於是跳上

德瓶手舞足蹈，沒想到德瓶耐不住阿方

的重量，嘩啦一聲就碎了滿地。

隨著德瓶的破碎，阿方家中所有因德瓶 

所變現出來的東西，一瞬間也消失無蹤 

，於是阿方又變回貧窮的阿方，又開始

過著以乞食維生的日子。

典故摘自：《大智度論‧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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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IFT OF A CUP FULL OF DIRT

For her fourth birthday, Rachel’s grand-
father brought her a little paper cup full 
of dirt. She was disappointed with the 
gift and let him know that. In response, 
he simply smiled and then turned to pick 
up a small teapot from her doll’s tea set. 
He took her to the kitchen and filled it up 
with water. They went back into the nur-
sery. He set the cup on the windowsill and 
gave Rachel the teapot. He then said, “If 
you promise to put some water in the cup 
every day, something may happen.”

Rachel did as she was told, but as the 
days passed, she found it harder and har-
der to keep up the task. At one point, she 
tried to give the cup back to her grand-
father, but he simply told her she had to 
keep it up everyday.

With much effort, she did just that, and 
eventually she woke up one morning 
and there she saw two small green leaves 
sprouting out of the soil. She was amazed 
by what she saw, and everyday she wat-
ched the plant grow bigger and bigger.

When she saw her grandfather again, 
she told him all about it thinking that he 
would be just as surprised. He wasn’t. 
The grandfather explained to her how life 
was everywhere and how it was hidden in 

the most ordinary and unlikely places.

Rachel was excited by this, and asked, 
“And all it needs is water, Grandpa?” 
Her grandfather touched her gently on 
top of her head, and said, “No. All it 
needs is your faithfulness.”

Source| Based on a story told by Rachel Naomi Remen
in My Grandfather’s Blessings
(Riverhead Books, 2001) pages 1-2

---WISDOM STORIES TO LIV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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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s Water

Every-Minute Zen
-----http://www.101zenstories.org/

Zen students are with their masters at least ten years before they presume to teach 
others. Nan-in was visited by Tenno, who, having passed his apprenticeship, had be-

come a teacher. The day happened to be rainy, so Tenno wore wooden clogs and carried an 
umbrella. After greeting him Nan-in remarked: “I suppose you left your wooden clogs in the 
vestibule. I want to know if your umbrella is on the right or left side of the clogs.”

Tenno, confused, had no instant answer. He realized that he was unable to carry his Zen 
every minute. He became Nan-in’s pupil, and he studied six more years to accomplish his 
every-minute Zen.

Christian, a Catholic monk, had a very close Muslim friend, Mohammed. The two of 
them used to pray together, even as they remained aware of their differences, as Muslim 
and Christian.  Aware too that certain schools of thought, both Muslim and Christian, 
warn against this type of prayer, fearing that the various faiths are not praying to the same 
God, the two of them didn’t call their sessions together prayer. Rather they imagined 
themselves as “digging a well together”.

One day Christian asked Mohammed: “When we get to the bottom of our well, what will 
we find? Muslim water or Christian water?”

Mohammed, half-amused but still deadly serious, replied: “Come on now, we’ve spent all 
this time walking together, and you’re still asking me this question. You know well that at 
the bottom of that well, what we’ll find is God’s water.”

Source | Christian de Chergé, L’invincible espérance
(Bayard 2010) 183-184

CONSIDER THIS

God is always bigger than our wildest imaginings. God is beyond any definition and the 
moment we define God we shrink God. It has been said that God is the being whose cent-
re is everywhere and whose circumference is nowhere.

---WISDOM STORIES TO LIV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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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筋拍打」緩解睡眠障礙

撇開無法入睡的狀況不談，請想一想，

你每日連續睡眠的時間，是否少於8 小

時？是不是很久不曾一覺到天亮？半夜

醒來的次數超過2 次？如果你的答案有

2 個「是」，你的睡眠品質很可能不及

格。

有人會反駁說，我睡得少，可是我的精

神還是很好！

在沒有其他病理性因素（因服藥而亢奮

等）影響下，人如果長時間睡眠品質不

好、時間不足，精神和健康勢必受損。

但如果此情形只持續短暫時間，的確有

可能看不出異狀。

這是人體為適應環境，常逼不得已而進

行妥協，採取的權宜之計─取用進行其

他活動，或其他器官所需要的精力或養

分，藉此粉飾太平。如果您繼續選擇硬

撐，等到哪天身體無法承受，問題可能

已經非常嚴重。 

我們可以藉由「拉筋」、「拍打」保健

法，喚醒體內正常的免疫和循環機制，

讓緊繃的身體放鬆，恢復正常運作。之

前欠下的「睡眠債」，以及被移作他用

的精力和養分，全部可以再次透過「睡

眠」還給身體！同時身體也藉由睡眠，

優活健康網

讓自癒力回復正常運作！

加強“拍打頭部”，迅速揮別失眠之苦

「腦部」是人體重要器官之一，現代人

常因「用腦過度」，使腦部經絡堵塞，

形成「筋結」。如果不加以調理、疏通 

，堵塞情況會越來越嚴重，將帶來各種

困擾或病症，例如偏頭痛、頭暈目眩、

記憶力減退等，「失眠」也是其中一種 

。

反過來說，如果能疏通腦部的「筋結」

，上述問題自然能獲得緩解。若為「失

眠」所苦，建議除拍打全身外，還可以

局部加強─拍打頭部。

工具：雙手掌心。

力道：依個人接受程度為準。

注意事項：如果拍打過程中，明明使用

相同的力道，卻有些地方特別疼痛，代

表該處的堵塞情形特別嚴重。千萬別因

為怕疼而忽略不拍它，或對自己手下留

情，反而更應該著重淤塞處，好好拍通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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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石
鄭板橋

咬定青山不放鬆，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萬擊猶強勁，

任你東西南北風。

此詩可作為修道用的勵志詩。

鄭板橋先生用竹石勉勵自己修道立德的詩，

用“竹”影射自己。

用“石”代表山岩。

竹根牢牢咬定青山不放，代表修道的堅心，

立根即為處在世道險要的形勢 （以破岩形容） 下，

千磨萬擊、任考不倒，仍然很強勁，

任你東西南北風都不怕。

---黃煌點傳師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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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豆腐羹
●材料：

   南瓜 350~400g、板豆腐 1盒、 
   鮮奶 100cc、水 500cc、 
   無鹽奶油 15g

●作法：

1. 先將豆腐切成小塊。 南瓜切片，入電鍋蒸熟（鍋外約放1.5杯 
    水）。 南瓜蒸熟後攪拌成泥。

2.熱油鍋，將無鹽奶油融化後倒入南瓜泥拌炒一下。加入水（開 
   中小火煮約10分鐘），等到南瓜泥湯煮到稍微濃稠後再加豆腐 
   、鮮奶悶煮個5分鐘，起鍋前加些鹽調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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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