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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世箴言

......處世箴言......

人不敬我，是我無才；

我不敬人，是我無德。

人不容我，是我無能；

我不容人，是我無量。

人不助我，是我無為；

我不助人，是我無善！

凡事，不以他人之心待人，你會多一份付出，少一份計較；

凡事，不以他人之舉對人，你會多一份雅量，少一份狹隘；

凡事不以他人之過報復人，你會多一份平和，少一份糾結；

堅持內心的平和，不急、不躁、不驕，多一份雅量，一切随

緣！

感恩生命中遇到的所有人！

省思--------------------------------------

在這年頭，有些人遇事不自省，反而怪東怪西指責他人不是 

，錯都不在自己，全是別人的錯，反觀有品德的人，凡事自

省已身，修身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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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過者化  所存者神
我們敬愛的慧興佛堂大家長黃點傳師—阿公，於

4/18(二) 在家人隨側陪伴下，於3:55 pm安詳歸

空，功德圓滿回天交旨，享年90歲。

阿公一生修辦道與德行可說是福祿壽喜康五福臨

門，四代同堂家族溫馨孝悌慈展現、以「誠信」

將公司事業很成功推向世界，並度所有親族求道

及與有緣人廣結善緣，可謂白陽應運聖凡雙修、

在聖在凡均圓滿俱足，是白陽道場最好的典範。 

阿公在 1990 年與柯前人帶著後學來美國開荒辦

道，隔年 5月份即在灣區正式成立美國慧興佛堂 

，開始推動開荒道務，並毅然安心留在美國，以

佛堂為家、道親為親友，將道務一步一步推展開

來，從來沒有掛心過台灣的事業、親友，真是令

人佩服。

從阿公來美國開荒辦道後就積極到Adult school

學習英文，他時而用英文與這裡的人交談；並努

力學習講國語、用國語請壇、講經典與上課。

在日常生活中，阿公愛好攝影，喜愛山水大自然 

、皆用心取景記錄下來，並與大家分享其中心得 

。他也愛好運動，堅持一有空就一早起身自己開

車去游泳、健身，甚至去西班牙巴塞隆納開荒辦

道也都去游泳健身，保持運動的精神。

阿公的向上學習精神是大家有目共睹，也是我們

學習的對象，不管在科技新知、醫學知識、文學 

、道學、以及古人的行誼上都用心研究，並將所

知心得運用在生活中，也不時地分享給我們知道 

，如七貞史傳中，天仙狀元邱長春真人修道成正

果的故事、及達摩祖師傳中，達摩拜宗衡這一段

精彩師傅拜徒弟的故事，運用智慧度頑固難化的

有緣人的大愿力與胸懷。

阿公對後生晚輩們從來不用苛責的話語與口氣教

化，而是善巧運用機會給予指點開導。最讓後學

們感受深刻的是他教化引導方式是於生活互動問

答中讓我們能轉過身來看到自己的問題，由自己

努力改善；他也常用無言之教引導我們，使我們

可以深刻自我省思與改過向善，讓大家沐浴在其

慈悲德行春風化雨中。在此暖暖的陽光與和風似

的教誨下，不但更願意來佛堂親近他、且於請益

中變得更明理，更積極參辦修道。

在 1994 年，阿公心臟做了繞道大手術後，就一

直自喻    上天慈悲給他機會「加班」，要善用這

個機會好好為    上天及有緣人做些有意義的事。

接著又做了幾項開刀手術，他完全接受生命中每

一個過程的來臨，坦然面對全然放下，似乎從來

就沒有發生過一樣，在心靈上完全沒有被劃下傷

口。阿公說過：「要與病痛做朋友，視為身體的

一部分」，也因為這樣的領悟，任何病痛來臨都

干擾不了他的情緒與心情。這讓後學更感動生命

是可以經由每件事情的發生來增加智慧化解自己

障礙，而不是產生煩惱、憂愁、生氣、絕望、或

怨天尤人的道理。

後學回想阿公對我們這些小後學們無微不至的關

懷成全，讓我們對道才稍稍有所認識，才想要來

佛堂修辦道護持道場，貢獻小小心力了愿結善緣 

。我們真要好好努力修道，也要效法阿公一生的

行誼來度己成人，方不辜負阿公及上天慈悲。

請大家不要太哀傷，要面對此一事實及節哀順變 

。我們大家共體艱難、相互鼓勵，齊心向道、合

心辦道、將阿公開荒辦道的大愿力實現起來及推

轉出去，以報天恩師德於萬一及阿公大德栽培成

全之恩。 

阿公真是一位「知行合一」、「道範德行圓滿」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的長者，身為後學的

我們一定要效法阿公的行誼！如今黃點傳師阿公

已功圓果滿、回天繳旨，「道成天上、名留人間 

」、典範永存！

愚後學 榮珍 感念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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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劇大師 卓別林為滿座的觀眾說了一個很棒的笑話，引得哄堂大笑。

卓別林立即重複說了同一個笑話，這時，只有幾個人笑了。

當他再一次重複同一個笑話之後靜悄悄地，再沒有人笑了！

接下來，卓別林說了這一段扣人心弦的格言：

「如果你不能一次又一次的，為同一個笑話開懷大笑，那為什麼要為同一個傷心，一次又一

次的哭啼呢？又為什麼要為同一件事情，一次又一次的生氣呢？」

省思：

人生苦短只有數十年，且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若對每件失意之事都念念不忘無法忘懷，那

就註定一生悲慘。

當別人深深的傷害了你，事過境遷後請將這些傷害都忘懷吧，忘懷並不是代表原諒對方，而

是放過自己，那些傷害過你的人，自有他們自己的良心會幫你譴責他，不要用對別人的恨來

毀了你一輩子，只有忘懷放下了，人才能真正的重新開始新的生活。

人生就像一個杯子，傷心的情緒將杯子裝滿了，那將再也裝不下其它的情緒，只有將傷心的

情緒倒掉，才能將喜樂裝進杯子裡。 　

王鳳儀嘉言錄

【第四節 天道】
眾人就是天，所以說話要憑天理，做事要順人心。人若抱屈就是怨天，人若
循私就是違天，人若養性就是事天，這叫天人一致。

傷心過後就放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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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HERS

A woman whose tongue was sharp and 
unkind was accused of starting a rumor.
She was brought before the village rabbi 
protesting,

“What I said was in jest … just humor!
My words were carried forth by others.
I am not to blame.”

But the victim cried for justice, saying,
“You’ve soiled my own good name!”

“I can make amends,” said the woman 
accused, “I’ll just take back my words 
and assume I’m excused.”

The rabbi listened to what she said,
and sadly thought as he shook his head,
“This woman does not comprehend her 
crime,
She shall do it again and again in time.”

And so he said to the woman accused,
“Your careless words cannot be excused 
until …you bring my feather pillow to 
the market square.
Cut it and let the feathers fly through 
the air.
When this task is done, bring me back 
the feathers …every one.”

The woman reluctantly agreed.
She thought, “The wise old rabbi’s gone 
mad indeed!”
But to humor him, she took his pillow to 
the village square.

She cut it and feathers filled the air.

She tried to catch. She tried to snatch.
She tried to collect each one.
But weary with effort she clearly disco-
vered,
the task could not be done.

She returned with very few feathers in 
hand.
“I couldn’t get them back, they’ve scat-
tered over the land!
I suppose,” she sighed as she lowered 
her head,
“Like the words I can’t take back,
from the rumor I spread.”

Source |  Heather Forest, Wisdom Tal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ugust House,  2005) pages 67-69

 CONSIDER THIS-------------------------

There are many ways to kill a person – 
shooting, stabbing, drowning, choking – 
but the easiest and simplest method is to 
invent a lie about someone.  Whisper a 
lie about someone in an ear and see how 
this grows out of proportion, leading to 
a downward spiral of 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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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as this very first class on a Monday morning. The wise teacher, a couple of 
years shy of retirement, started the day by asking her clas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Here is a quiz for you. You are sleeping. You are dreaming. A big tiger is chasing 
you. You try to run away and you see a tiger coming in front of you. You turn si-
deways, but every side you turn to, you find a ferocious animal coming after you. 
How can you escape?”

There was silence in the classroom. No one dared a response.

So finally the teacher said, “There’s only one answer: Wake up!”

Source | Philip Chircop. This is my own retelling of a story I heard years ago.

CONSIDER THIS------------------------------------------------------------------------------

It’s all about waking up.  Waking up one enters a whole new world of reality, diffe-
rent from that of the world of dreams. What was a huge problem in the dream state 
often becomes a non-issue in the waking state.

“Spirituality means waking up. Most people, even though they don’t know it, are 
asleep. They’re born asleep, they live asleep, they marry in their sleep, they breed 
children in their sleep, they die in their 
sleep without ever waking up. They never 
understand the loveliness and the beauty 
of this thing that we call human existence. 
You know, all mystics -Catholic, Christian, 
non-Christian, no matter what their theolo-
gy, no matter what their religion — are 
unanimous on one thing: that all is well, all 
is well. Though everything is a mess, all 
is well. Strange paradox, to be sure. But, 
tragically, most people never get to see that 
all is well because they are asleep. They 
are having a nightm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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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歲老中醫

 養生之道，養生貴在養心
一位112 歲的老中醫將祖傳祕方及一生經驗總
結成的一百條養生、治病之道。老中醫用中國
傳統的價值觀顛覆了當代人的保健養生概念，
使人耳目一新，受益匪淺。

「很多重病或絕症，都只有一個理由：恨。當
這恨沒了，病也必一起消失。這世間最難解的
是綿延不止的恨，固有解不開的恨，才有治不
好的病。」他在講述養生的過程中甚至揭示了
人的生死之謎。他總結一生所得認為：中醫的
最高境界是養生，養生的最高境界是養心。

老中醫臨終百條饋贈

老中醫在其百條饋贈中寫道：就養生而言，下
士養身，中士養氣，上士養心。意思就是最低
層次的養生方法是養身，中等層次是養氣，而
最高境界是養心。這與傳統中醫所說的「生命
三寶」相對應。

中醫認為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個成分就是：精、
氣、神，合稱為「生命三寶」。「精」的護衛
能力相當於西醫免疫系統（直接消滅入侵者）
和神經與內分泌系統（調節體內環境）；「
氣」在體內不斷地循環，也在體表形成強大的
防護層，抵禦外邪的入侵；「神」的構成粒子
小，能量最強，護衛生命的能力也最強。

下士養身（精）

1. 睡覺是養生第一要素。睡覺的時間應該是晚 
    09:00 —早3:00。因為這個時間是一天的冬 
    季，冬季主藏，冬季不藏，春夏不長，即第 
    二天沒精神。

2. 過度地增加食物不僅不會增加血氣，而且會 
    成為身體中的垃圾負擔，反過來還得靠消耗 
    血氣來把他們清理掉。五臟六腑是一個血氣 
    加工廠，食物是原材料，加工能力是有限的 
    ，而食物是無限的，所以食物的數量必須得 
    到控制。

3. 人要想健康，就必須使體內有足夠的「氣」 
    來「氣化」所進的食物，只有這樣，你的體 

摘自 優活健康網

    內才不會積累垃圾，不會有多餘的食物來釋放 
    游離的「虛火」損害你體內的臟器。這個「虛 
    火」反過來會損耗你的「氣」。所以，從這個 
    意義上來講，現代人生病，大多數是飲食不節 
    的緣故。

4. 人為什麼必須保持一定的飢渴才是對養生有利 
    呢？其實這就是「虛」的妙用。道家講，虛則 
    靈。人必須經常保持「虛靈」的狀態，才能時 
    時保持清醒，保持健康。

5. 所以要想長壽無病，應當常常強健肉身。要想 
    強健肉身，應當調伏精、氣、神。要想調伏精 
    、氣、神，應當拒絕擾亂之賊。要想杜絕擾亂 
    之賊，應當先收斂心神。要想收斂心神，應當 
    化解貪、嗔、癡三毒。要想化除此三毒，必須 
    學習制止心中的惡念。但是嘴上說要制止心中 
    的惡念，很難做到，必須求開慧，才不會被愚 
    弄。要想開慧，必須先求定。要想能定，必須 
    學散步。

6. 散步是息心法，心息則神安，神安則氣足，氣 
    足則血旺，血氣流暢，則有病可以祛病，不足 
    可以補充。現在病可去，未來病可防。心靜則 
    神明，神明則機靈，能靜下心的人會得到很多 
    好處：格外敏捷、見理既正、料事益遠、遇亂 
    不驚、見境不惑，能一切通達，自然沒有主觀 
    偏執之弊，人從此清爽。

7. 午時屬心，此時可散步一刻鐘，閉目養神，則 
    心氣強。

8. 養病治病不可求速。因性急助火，火旺損氣， 
    反而不美。另不可貪多，貪則無恆而性急，況 
    百病由貪而起，不可再貪以重增病苦也。

9. 偶爾拉肚子、打噴嚏、咳嗽、發燒等都是身體 
    修復系統在工作，不要一出現這些症狀就濫用 
    藥物，否則這些藥物就會破壞你自身的修復能 
    ，一旦你的修復功能減弱或喪失，那你就把命 
    運交給這些藥物了。記住，只要症狀不嚴重， 
    最好的辦法是靜養，安心靜氣讓自身的修復系 
    統來完成疾病的修復工作。所以，我們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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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慎用藥物，讓我們自身的修復系統功能恢復 
     起來，這才是真正的健康之道。

10.早起如在寅時三點至五點，此時切忌鬱怒，不然 
     必損肺傷肝，萬望注意。

中士養氣（氣）

11.人受五行之氣而治生，故肉身以氣為主。氣虧則 
     病，氣滯則病。欲治其病，先治其氣。

12.人的大部分生病現象是人體在調節、清理身體垃 
     圾時所表現的現象，是人體自動調節平衡所表現 
     出的狀態，所以應該把它們當成正常的生理現象 
     ，而不應該去把它當成病因來消滅。所以當人在 
     生病的時候，一定不要有怨恨嗔恚心，心裡要安 
     定，心定則氣順，氣順則血暢，氣順血暢則百病 
     消。

13.氣以行血，血以補氣，二而一也。凡人久視則傷 
     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 
     ，七情六慾之過則傷元氣、傷心腎。相火旺，真 
     陽耗。

上士養心（神）

14.凡人欲求長壽，應先除病。欲求除病，當明用氣 
     。欲明用氣，當先養性。養性之法，當先調心。

15.一切藥物對治病來說都是治標，不是治本，不管 
     是中醫還是西醫。因為一切的病都是錯誤的因產 
     生錯誤的果。錯誤的因不除，錯誤的果就不會絕 
     根。健康的根本在心。一切法從心生，心淨則身 
     淨，所以得病了，不要向外求，要靠自己自身的 
     修復系統來修復自己的疾病。

16.與其相信藥物，相信檢查的數據，不如相信自己 
     的感覺，相信自己所具足的自我調節能力。但這 
     需要在你得道（智慧開了）的前提之下，才能分 
     辨這一切。

17.正確的觀念遠比昂貴的藥物和危險的手術更能幫 
     助患者消除疾病。有了正確的觀念，你就會有正 
     確的決定，你就會有正確的行為，你就可以預防 
     許多疾病的發生。

18.人生最忌是個「亂」字，心亂了，對外可以紊事 
     ，對內可以打擾血氣，使失正常。凡惱怒恐怖喜 
     憂昏疑，都是亂，為多病短壽的根源，不但養病 
     時不應亂，即平居時亦忌心亂。

19.身病之起，無不由心虛弱，外邪乘入。而心虛氣 
     弱，每由心魂惱亂，真體不充，發現種種不安。 
     貪食貪勝貪得貪樂逸，皆足以致病。以貪之不得 
     ，於是乎嗔。貪嗔可使心蕩氣促，膽驚肝旺，六 
     脈震動，五臟沸騰，外邪同時乘入，此病之起因 
     。

20.心神不安，情性燥急，為致病致死之總因。故安 
     心法，為衛生第一要訣。心可以主動一切。心定 
     則氣和，氣和則血順，血順則精足而神旺，精足 
     神旺者，內部抵抗力強，病自除矣。故治病當以 
     攝心為主。

21.人在生病的時候最忌諱是嗔恚心起。這個時候一 
     定要安然順受，讓心安定。然後慢慢調理，健康 
     很快恢復。心安才能氣順，氣順才能除病。否則 
     心急火上，肝氣受損，加重病情。心神寧一，那 
     渾身的血氣，自可健全發揮。

22.別貪那個小便宜，大便宜也別貪。一個貪字就含 
     著禍。貪，患得患失會導致人得心臟病。貪，患 
     得患失是不懂道法自然的表現。

23.現在是一個競爭（的社會），把所有的秩序都打 
     亂了，把人引入了魔道。競爭是什麼？競爭就是 
     把人們引入無限的貪慾世界。

24.真正的科學是什麼？就是因緣果報。不信因果， 
     就不是真正的科學。

25.現代人往往都在追求提高物質生活方面下工夫， 
     這種追求的後果是很可怕的。要知道，人們對於 
     物質的慾望是無止境的。一旦這種慾望得不到控 
     制，那等待我們的就是無止境的痛苦。其實，物 
     質能帶來的享受，精神也能；藥物能治療疾病， 
     心理療法也能做到。所以，我們用一生來追求財 
     富，不如用一生來培養出一種好的心態，讓我們 
     的精神達到一種超凡的境界。

26.人治不了的病，要靠神治；神治不了的病要靠佛 
      治。佛是什麼？佛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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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蜜花生醬三明治
●材料：

蜂蜜1.5茶匙、全麥吐司2片、花生醬1湯
匙、1/4顆蘋果切薄片、新鮮蔬果適量

●作法：

1.兩片吐司各塗上1面的花生醬。

2.在塗有花生醬的吐司上鋪滿蘋果切片，再淋上蜂蜜。

3.兩片吐司夾起來，就是一份蜂蜜花生醬三明治了！

4.建議搭配清爽的水果和蔬菜一起享用，像是草莓、藍莓、小番茄、小黃瓜條、 

   小紅蘿蔔等，平衡三明治的口感和營養。

摘自：華人健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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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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