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

第 貳佰玖拾 期
 十二月份

西元 貳仟零壹拾陸 年
Issue 290

December 2016
Since June 1992

編　著　者：寶 光 紹 興

　　　　        慧 興 佛 堂

　　　　        崇華聖道院

發　行　人：黃　煌

創　刊　號：九二年六月

Chong Hwa Saint Tao Yuan

1077 Wright Ave.
Mountain View, CA. 94043

U.S.A
TEL: (650)938-2885
FAX: (650)938-9269

Website: http://www.chsty.org

不要太相信自己的雅量....1 
台灣訪道後記..................2
The thief and his son..............4

Butterfly dream.......................5

降低膽固醇......................6
活在感恩的世界...............7
王鳳儀嘉言錄..................7
南瓜豆腐羹......................8

摘自 學習電子報

不要太相信自己的雅量

狄仁傑是唐朝名相，他心胸豁達，方正廉明，被武則天看中，提

拔任宰相，他初任這一職務，也碰到過有人向他告密的事，告密

者不是別人，而是武則天。

那天，群臣退朝，武則天獨將狄仁傑留下，先是拉了一會兒家常 

，提及狄仁傑在汝南的政績，連連誇獎，「卿在汝南，甚有善政 

」，然後附耳過來：「你知道你在汝南，誰經常打你的小報告嗎 

？」

「卿欲知譖卿者乎？」你想知道嗎？我告訴你吧。

狄仁傑聽了這話，趕緊說：「陛下，請您別告訴我。」

武則天有點訝異：「你不相信我？」

狄仁傑說：「不是。不是我不相信您，而是我不相信我自己的雅

量。」

狄仁傑對武則天說：「陛下以臣為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 

，臣之幸也。臣不知譖者，並為善友。臣請不知。」

我不知道哪些是小人，我只知道他們都是好朋友，我請您不要告

訴我哪些人向您打過我的小報告。因為狄仁傑還想與他們照樣相

處，照樣共事，不想在心中留下任何疙瘩。

狄仁傑做宰相，他有太多的機會報復小人，可是作為政治家，他

能以公器報私怨嗎？他怕自己克制不住內心的報仇衝動，一不小

心私仇公報了，不能團結所有可以團結的力量，所以他“臣請不

知”。

不相信才是真相信。狄仁傑不相信自己的雅量，他擁有最大的雅

量，也因此被人譽為「河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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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日，美國慧興佛堂首
次台灣訪道團的團員終於在羅東的天德佛
堂集合相聚。雖說是個「團」，但是其實 
人員並不多；連蘇點傳師一起，當晚只有
八人。這個後學在兩年前，本著一股「體 
師心，繼師志」的衝動，想要完成蘇點傳 
師在二零零八年未完成的夢想終於實現了 
。

當晚第一個驚喜就是知道百聞不如一見的 
周玉梅講師會從戴德佛堂隨行至天德佛堂 
。有些人好像與生俱來就擁有一種“聚光
體”、吸引人的魄力，比如像我們的前人
柯大俠，而周講師也不例外。有她在的場
合，她可以滔滔不絕，毫無冷場。所以在
第二天，剛好碰上Halloween - 萬聖節（ 
也叫鬼節），聽她講了一下午自身求道前
毛骨悚然的經驗。不知不覺中，天已暗了 
，而我們依然意猶未盡，所以用完晚餐後 
，周講師繼續談天地之間的“法”，告訴
我們人生就是個回力棒；丟出去什麼，就
收回什麼。在因果輪迴的原則下，我們應
如何了惡緣、結善因。她一再強調「無事
存養、有事省察」，以自己的例子，告訴
我們如何如王公鳳儀所説－要找別人的好
處，找自己的不是。道是用盡的，而不是
用爭的。縱然是父不慈，子也要孝；兄不
友，弟也要恭。款款地談到了深夜，道親
們熱情地捧上剛炸好熱噴噴的臭豆腐。於
是周講師決定夜晚不趕回台北了，而繼續
和我們在睡房談到.......什麼時候?！後學不
知，已軒然睡去.....如此結束了訪台充實的
第一天。

第二天，天德及孝忠佛堂陳點傳師來見面
與關心，周講師已悄然離去，過了兩天，
才再碰面。這時，應該說說大家熟悉的李
德霖講師－他溫文儒雅，卻冷笑話不斷，
最絶的是我們笑到不行，他卻可以看著彎
腰的我們，仍淺笑不語。但是在他隨和謙
下的外表下，仍然傳遞了對道的堅固理念 
；他說：「修道是要拼命的，所以不要常

常放自己一馬（原諒自己）。」

星期三我們離開了羅東，前往基隆的孝忠
佛堂拜訪，看到了久違的奈美姑，很高興
她老人家看起來依如舊往，沒有太大的改
變。星期三晚回戴德佛堂入宿，以備第二
天一早聽周講師的一堂課。

星期四，Amy 姐和康冰加入我們，這時我 
們的陣容“龐大”到了十人！在戴德佛堂
林點傳師、陳點傳師及蔡點傳師的陪同下
聆聽周講師妙語如珠地闡述【優婆塞戒經 

】裡的一段經文。她從“性與心的距離有
多遠，就看稟性和習性有多重”，說到“
歷事煉心－培養自己生活的智慧，看清生
命的本質，活出圓滿幸福人生。”修行不
外就是內啟自身智慧、外利益於他人的福
與智二莊嚴。

星期五是我們這次訪團所有人的一個重大
心願 ～ 探望阿公。見到阿公的那刻，內
心是激動的，無怪彭阿姨眼淚奪眶而出。
這位慧興佛堂的大德長者，這些年身體已
大不如前。慧興佛堂二十五週年慶，阿公
用錄影帶表達了他老人家的叮嚀與祝福，
因為長途飛行，對阿公而言，已是一項挑
戰。黃點傳師對每一位道親的惦記，我們
在慧興Line 群組中都能深切感受到。當我
們要出發去石門水庫時，他原本打算一起
去的，但是因為實在走不動而依依不捨地
和大家揮別。每一次的相聚，都是上天的
恩德。所以在美國的道親，如果有機會去
台灣時，千萬要去看望我們這位敬重的阿
公！

星期天拜訪新竹的新德佛堂，雖然頼點傳
師出國，卻很高興看到他的夫人呂秀玉講
師。早上先聽了張秀卿講師（大家還記得
她嗎？）的「潘道長的五大犧牲」，這個
題目對我們講員訓練班的學員並不陌生。
我們都了解真正的犧牲，最終成就的是自
己 ～ 唯有無私，而成其私；功成而弗居 

台灣訪道後記
黃莉華 前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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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不去（refer道德經第二章）。潘道
長“感恩、付出、奉獻”的犧牲，是“死
而不亡則壽”。

接下來是吳守仁講師講的一堂「了凡四訓
的啟示」，這題對第二屆講員也是熟悉的 
。人生其實就是一場自編、自導、自演的
戲，所以說命由我作，福禍自造。我們能
夠到達淨土的三資源就是－信、愿、行。

這次在桃園聯源佛堂認識了印象深刻的王
點傳師；雖然只有六十二歲的她，卻已是
一頭銀白頭髮，但她外表看來天真無邪，
常常問，“真的哦?！” 然而後學相信她
内心必定透澈清明。她個頭不高，動作輕
盈敏捷的穿梭在佛堂內外，對每一位道親
都是滿滿地關懷，所以柯前人才會讚嘆地
說這様一位的點傳師已是獨一無二了。

星期日傍晚我們南下來到了台中，先拜訪 
了道務中心。在那裡和幾位講師短暫小聚 
，他們給我們的建議正如此時在美國的林
許源講師說的一樣；要對經典一門深入，
選一本契合自己的經典下手。

晚上我們入宿彰化的茂源佛堂，開始了在
中、南部的五天遊訪。非常感謝美卿姐一
星期的辛勞陪伴，她沉默寡言，默默地安
排我們每人的住宿，確定安排妥善後，才
自己隨便找個地方休息。她車子還開的一
級棒，安全穩當，什麼大街小巷都難不了
她。送我們到茂源佛堂，她算是任務圓滿
完成。

茂源佛堂有曾點傳師及黃點傳師，在此住
宿的兩晚，感恩綉媚姑忙進忙出為大家服
務、美杏姑姑為疲憊的我們按摩、刮痧、
拔罐－充電加油，以備接下來的緊湊程。

接著我們繼續南下拜訪了菁寮弘德佛堂，
在那裡很高興認識了李德霖、德儒講師的
母親陳點傳師和七十八歲又加入講員訓練
班、以鼓勵更多道親，如今已八十四歲的
父親李講師。

然後我們來到了台南致德佛堂，這時我們

的訪道人員已減至六人，可是每到一個佛
堂，都受到數倍的熱忱接待。

在弘德佛堂我們邂逅了坤道王玉華前賢，
一位以身示道的典範。她穿著樸素，腳上
一雙已有“年代”的大包頭涼鞋，有著爽
朗活潑的個性。她輕鬆地談著自身的坎坷
經歷，來印證道的真實寶貴；她說她是一
個業力深重的人，失去了兩個女兒，自己
又得了肝癌，才在四個月前開刀動手術，
可是在我們面前卻是一個活磞亂跳的人！
她讓後學感動！道在她身上已沒有適當的
言語可以形容地“道”味。

在致德佛堂和高雄最後一站的美德佛堂黃
點傳師慈悲，有兩次的座談會，席間都有
蕭雄俊講師的參與，他仍如印象中一樣，
激動地談如何改變意識種子，由心轉變，
轉識為智。另外也和王家欽講師談到我們
美國講員們的power point 要做的素雅，版
頁簡單，學習過程中，以義理為重。

第二個星期五晚上，我們搭乘高鐡回返桃
園聯源佛堂，此時為期兩星期的訪道已近
尾聲。星期六張朝欽講師又偕同夫人呂麗
惠講師來陪伴，德霖講師、大慧姐也都又
來與我們相見。張講師的儒雅與呂講師的
爽直是鮮明的對比！也許正是呂講師多年
的“調教”，張講師對我們美國某些講員
的無厘頭才可以忍受，哈哈！

洋洋灑灑地寫了這麼多，卻仍無法對台灣
所有道親的真誠熱忱表達於千萬分之一，
另外也無從仔细描述出所到景點的特色，
如九分的詩情畫意，鶯歌的精緻陶瓷，石
門水庫的壯觀，日月潭的湖光山色，奇美
博物館的美輪美奐，鹿港安平的神奇樹屋 
，和佛光山的雄偉莊嚴……等等。

短短的兩星期，行程是緊湊的，人是疲憊
卻興奮的，帶回家的回憶是溫馨難忘的，
收穫是滿載而歸的。雖然已回來美國了，
但這不會是一個結束。道在心中滋長，感
恩所有善知識的無私付出，正因為您們的
行儀，讓我們深切地體會到了何謂是真正
的知行合一。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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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Living
---- The Thief and His Son by Derek Lin

To explain the study of Zen and Tao, the 
Fifth Patriarch told this story:

”The Zen we have here is like an old 
thief who led his son into a mansion and 
instructed him to go into a walk-in closet to 
steal some clothes. As soon as the son went 
into the closet, the father closed the door 
and locked him in. He then ran through the 
hallway banging on doors and walls, ma-
king a loud racket before fleeing into the 
night.

”The residents got up, looked around and 
realized that there might still be a thief in 
the house. They banded together, lit a cand-
le, and started searching room by room.

”The son, still trapped in the closet, was in 
a bad situation. Out of desperation, he made 
mouse noises, which attracted the sear-
chers’ attention. The master of the mansion 
ordered his servant to unlock the closet. 
The young man sprang out, blew out the 
candle, pushed the servant aside, and ran 
for his life. The residents regrouped and 
gave angry pursuit.

”The young man couldn’t shake them, but 
suddenly he saw a well up ahead and got an 
idea. He pushed a large rock into the well, 
and ran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The resi-
dents heard the loud splash, assumed he fell 
in or jumped in the well, and went looking 
for him there.

”Thanks to this ploy, the young man was 
able to get away cleanly. He returned home 

to tell his father what happened. After 
he completed his report, his father said, 
’You’re ready to be a thief now.’”

Okay. What was the point of this rather 
long-winded story? What did the Fifth 
Patriarch mean when he said Zen was like 
these characters above? Think about it for 
a few moments before you read the next 
paragraph. Can you guess the meaning of 
this story?

The main point is that ultimately, Zen and 
Tao are concepts for each person to grasp 
individually. A student of Zen and Tao is 
like the young man in this story, and the 
master is like the father. A true master will 
provide a certain amount of guidance and 
lead the student along the path to a personal 
trial. For every piece of wisdom one gains, 
there is a corresponding trial which takes 
place in one’s heart as well as the mind.

When you undergo this process, you start 
out just like the young man, trapped, alone 
and in the dark. The lock that keeps you 
trapped isn’t a physical lock. Rather, it 
represents an obstacle to comprehension, 
and you need the key of insight to unlock 
it. In this critical juncture, it is entirely up 
to you to make a breakthrough. No one can 
help you.

Now why is that? By the above we have 
described the process, but not the reason. 
Why is this something that you must do by 
your lone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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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terfly Dream
From Zhuangzi, as translated by James Legge

By their very nature, Zen and Tao are high-
ly personal. If someone were to explain 
them to you, all you’ll get is a version of 
his understanding, expressed through the 
imperfect medium of his words. It still 
won’t be your own understaning, because 
something is always lost in the transition, 
and his understanding is tied to his intui-
tions and perceptions, which are not and 
can never be your intuitions and percep-
tions.

The only way to make Zen and Tao uni-
quely your own is to find a way out of this 
maze in the heart and make your escape to 

realization and oneness. During this mental 
flight, your pursuers are the forces of ig-
norance and misconception, and when you 
succeed in getting away from them, under-
standing dawns, and a light bulb comes on 
in your mind. You experience that golden 
”eureka” moment and win another piece of 
the Truth.

That’s what the study of Zen and Tao is all 
about - personal breakthroughs leading to 
personal enlightenment. In the context of 
our story today, it’s all about qualifying to 
be a thief… which, in turn, means taking 
another step toward becoming a true master.

Formerly,

I, Zhuang Zhou,

dreamt that I was a butterfly,

a butterfly flying about,

feeling that it was enjoying itself.

I did not know that it was Zhou.

Suddenly I awoke,

and was myself again,

the veritable Zhou.

I did not know

whether it had formerly been

Zhou dreaming that he was a butterfly,

or it was now

a butterfly dreaming that it was Zhou.

But between Zhou and a butterfly

there must be a difference.

This is a case

of what is call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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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膽固醇  
                ------使用5天然方法

身體需要膽固醇，但是太多膽固醇導致

阻塞，有礙血流到心臟和大腦。想要降

低膽固醇，以下是證明有效的簡易方法 

：

喝紅茶：  
茶所含的類黃酮是強力的抗氧化劑，預

防導致在動脈壁形成粥樣斑的壞膽固醇 

(LDL) 氧化。研究顯示，每天喝五份紅

茶，壞膽固醇降低 6% 到11%，而且三

個月內就可見效。若無法每天喝五杯紅

茶，可從喝一、兩杯開始。

吃較多好脂肪，少吃壞脂肪： 
如果看到食品成分表列出「部分氫化油 

」，就不要吃。「哈佛健康」刊物指出 

，這種反式脂肪比飽和脂肪更糟，因為

會提高壞膽固醇，降低好膽固醇。飽和

脂肪和食物所含的膽固醇，可吃一點，

但最好選擇是健康脂肪，能降低壞膽固

醇，增加好膽固醇。美國心臟學會建議

摘自元氣網

的健康脂肪，包括橄欖、堅果、種子、

和這些食物的油和蛋。

以植物為主食： 
史丹福大學的研究發現，以植物為主食 

，四周後減少的壞膽固醇分量，遠高於

低脂飲食。飲食最好是低升糖負荷、高

纖維，並包括健康脂肪，以植物為主，

同時攝取大量優良蛋白質（豆子、堅果

和種子）。

運動： 
體重過重通常會增加壞膽固醇，後者與

心臟病有關，而運動有助維持體重或減

重，降低壞膽固醇。雖然任何運動都有

益，但研究顯示，三十分鐘以上的有氧

運動，似能增加好膽固醇。

多吃全穀物： 
全穀物的纖維是天然抗凝劑和食慾抑制

劑，能預防膽固醇阻塞血管。「哈佛健

康」指出，吃全穀物而不是精緻穀物，

能大幅減少總膽固醇、壞膽固醇、三酸

甘油脂和胰島素，進而降低心血管疾病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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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感恩的世界

王鳳儀嘉言錄

【第三節 學佛】

八德是八個門，都能進入佛國。不過人應當從哪個門進，就由哪個門進，這就是「素位而行」

的意思。我是由忠、孝兩個門進來的，給人放牛、扛活全部抱定一個「忠」字；對老人抱定一

個「孝」字，這是我敢自信的。

感激傷害你的人，因為他磨煉了你的心志

感激欺騙你的人，因為他增進了你的見識

感激鞭打你的人，因為他消除了你的業障

感激遺棄你的人，因為他教導了你應自立

感激絆倒你的人，因為他強化了你的能力

感激斥責你的人，因為他助長了你的定慧

感激所有使你堅定成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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糙米紅豆飯
●材料：

   糙米  4杯

   紅豆  4大匙

   鹽     5克

●作法：

1. 將糙米跟紅豆洗淨並浸泡三個小時至
半天的時間。

2.將糙米、600c.c.的水和鹽放入電子鍋均勻混合。選擇糙米的
模式炊飯。

3.炊好之後，再悶40~50分鐘，接著稍微翻攪混合均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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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家
的
修
心
格
言

句

四
十
三
、
在
你
貧
窮
的
時
候
，
就
用
身
體

100

素食好味道

佛堂班次

去
佈
施
，
譬
如
掃
地
、
灑
水
，

這
也
是
一
種
佈
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