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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網路文章
上帝的鍾愛

彼得從小雙目失明，那時候他還不知道失明的後果。當他了解的時候，他
知道自己將永遠看不到世界了。「上帝，為什麼要這樣對我？難道是我做
錯了什麼嗎？」彼得常常這麼問自己。「我看不到小鳥、看不到樹木、看
不見顏色、失去了光明，我還能做什麼？」

他的親人和朋友，還有好多好心人都來關懷他、照顧他。當他坐公共汽車
的時候，常常有人讓座給他；當他過馬路的時候，會有人來攙扶他。但彼
得把這一切都看成是別人對他的同情和憐憫。他不願意一直被人同情憐憫 
。直到有一天，一件事情改變了他對世界的看法。那是萊思神父對他講的
一句話：「世上每個人都是被上帝咬過一口的蘋果，都是有缺陷的。有的
人缺陷比較大，因為上帝特別喜愛他的芬芳。」

「我真的是上帝咬過的蘋果嗎？」他問萊思神父。「是的，你不是上帝的
棄兒。但是上帝肯定不願意看到他喜歡的蘋果，在悲觀失望中度過他的一
生。」萊思神父輕輕地回答道。「謝謝你，神父，你讓我找到了力量。」
彼得高興地對神父說道。從此他把失明看作是上帝的特殊鍾愛，開始振作
起來。

雖然眼睛看不到，起碼耳朵還可以聽到，雙手還可以感覺到！於是他就去
拜訪一位盲人按摩師，讓他教自己按摩的本事。由於他勤奮苦練，幾年後 
，他按摩的本領已經超過了老師，而且他還鑽研出一種新的按摩方法，這
種方式受到了人們的極大歡迎。他用自己的積蓄開了一家按摩店，上門的
人越來越多，他都忙不過來了。於是他又招收了幾個和他一樣的盲人徒弟 
。在工作的過程中，他不僅得到了人們的認可，還讓和他一樣的人看到了
生活的希望，也和他一樣重新振奮了起來，熱情洋溢地投入到生活中去。
終於，他開心地笑了！ 

上帝知道了這件事，笑著說：「我很喜歡這個美麗而睿智的比喻。我從沒
有放棄過任何一個蘋果。」

    麥加菲箴言: 
    每個人都是被上帝咬過一口的蘋果。有的人缺陷比較大，因為上帝特 
    別喜愛他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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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浪費時間的四件事

擔憂

庸人自擾是為難自己，讓自己每天神

經緊繃、憂心忡忡只會使自己身心俱

疲。生活裡總會有變數、總會有風雨

，任誰都無法提前預知一切。

所以，讓自己焦慮煩擾不如讓自己釋

懷輕鬆地過每一天，順其自然，淡定

坦然地面對一切，不要讓擔

憂禁錮你的身體、束縛你的

內心。

抱怨

充滿抱怨的人生會與快樂漸

行漸遠。

對環境不滿、對別人不滿、

對命運不滿、對現實不滿，

最後對自己的選擇和決定也不滿.....抱

怨會削弱你奮鬥的力量，會阻礙你前

行的腳步，會讓你陷入負面情緒無法

自拔。

試著讓自己勇敢坦然地面對一切風

雨，接受自己做出的每一個決定，即

使這個過程充滿艱辛，但也不要輕言

放棄，更不要裹足不前、自怨自艾。

埋怨

遇事先責備別人，不順先埋怨條件，

這是一種消極被動的人生態度，是一

種缺乏擔當的表現。

埋怨根本於事無補，只會讓你看不清

自己的問題、意識不到自己的錯誤。

聰明的人會懂得先反省自己，從自己

的身上找答案，只有用這種

積極的態度去面對生活中遇

到的問題，才能夠讓你吸取

教訓、增長經驗，讓你在今

後的生活中越走越順利。

比較

生活重要的是自己。自己覺

得快樂不快樂，滿足不滿足

，幸福不幸福，才是正理。

不要陷入跟別人不斷的比較之中，不

要因為別人擾亂了自己的步伐。每個

人都有自己的機遇和福分，也會遭遇

自己的坎坷和波折，不要拿別人的成

就榮耀與自己比，不要盲目追隨、模

仿別人的生活方式而忘記了自己的初

衷和追求。

多傾聽自己的內心，多思考自己的需

要，走自己的路，過自己的人生。

珍惜時間，順其自然！

摘自 學習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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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鳳儀嘉言錄
【第四節 天道】
如果有一個忤逆不孝的兒子，打他自己的爹媽，並沒有打別人的爹媽，可是人都恨他，這正是天恨

他。再如有一孝子，孝順自己的爹媽，並沒有孝順別人的爹媽，可是人全敬他，這是天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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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我
說
我
是
佛
教
徒
時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

不是說我比別人更純潔善良

而是我有太多無明煩惱需要去除

我需要佛陀的智慧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

不是說我比別人更具足智慧

而是我被太多的傲慢包裹

我需要用謙卑來體會更浩瀚的世界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

並不是因為我比別人好或壞

而是我了解到眾生的平等無二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

因為我只能愛自己所愛的人

而佛陀卻能愛自己所恨的人

並使他們具足智慧與慈悲

所以我選擇學佛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

不是為了從此求財得財

而是為了了斷自己對一切慾望的執著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

不是為了人生一帆風順

而是為了坦然接受無常

在任何殘酷的境遇下從容如君王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

不是說以愛的發心綁架他人

而是為了用周到的智慧

在隨順眾生中自利利他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

並不是因為我要逃避人世、追求虛無

而是深知日常生活處處是道場

活在當下就是在修行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

我的生命並非從此不再遭遇挫折

但是有了佛法相伴

挫折會轉化成助我成長的因緣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

我心中充滿無盡的感恩

單單想到今生有緣生而為人

且具備修行的能力

又有機會遇善知識、得以聽聞佛法

就深心感動因緣不可思議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

並不是因為外在有一個神

而是我發現了我本具的自心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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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itten Apple by God.

There was a blind man , who was worried and depressed for his physical defect when 
he was a child . He firmly believed that God must have punished him , so he thought 
all his life was a failure . Later , a teacher helped him and said , “ Every person in the 
world is a bitten apple by God , we are all defective people . Someone had been bitten 
harder , because his fragrance is God’s favorite .” He was encouraged . From then on , 
he regarded his blindness as God’s special dotage . He rose with force and spirit , and 
he began to challenge his fate . A few years later , he became a famous master of blind 
massage . He spared many sick people from pain , and his achievements were written 
in local textbooks of primary school .

We considered the defect of life as “ A bitten apple by God ” . The sort of thread is very 
peculiar , even though it’s spirit of ‘ A Q ’ that is self-appreciation .

There are three greatest and strangest genius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ulture —— 
the famous literature  Milton was blind ; the great musician Beethoven was deaf ; the 
talented violin player Parkenini was mute . If we made an inference from the theory 
of “ the bitten apple by God ” , they must have been bitten hard because they’re God’s 
favorite .

God is so gluttonous that he will bite whoever he meets . Everyone has defects —— 
some are born with the defects ; some are formed later . You can neither refuse nor 
remedy a defect . And then , you have to keep calm and 
face it unhurriedly . I still live staunchly even if you bit 
me . We don’t give in to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fate . 
We should be the masters of ourselves .

God is too niggard to give a person all benefits , he 
may give you good looks instead of wisdom , money 
instead of health , talent instead of opportunities …. You 
shouldn’t complain or give yourself up hopelessly when 
you come across something unlucky . And the top way is 
what the teacher told us——We are all bitten apples by 
God . I was bitten hard because I was God’s prefer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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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1: TIMELESS ONENESS

 The oneness of the Tao is the underlying level of reality where we connect as one. That con-
nection is something you can feel in a one-on-one encounter. When someone is in tune with you, 
with a spiritual energy similar to your own, it is easy for both of you to go beyond the surface level 
and touch the Tao together. 
 This deeper level of reality is eternal and timeless. This is why time seems to lose its mean-
ing when you get into a really good conversation. The experience can last for hours without you be-
ing the least bit aware. When you emerge from it, you are surprised by how much time has elapsed. 
This is the magic of timeless oneness. It is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that transcends everyday reality, 
and yet it is also the most natural thing for all of us.

The Tao Today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had a really good conversation that made you lose track of time? 
It is one of the treasures of life. It is also a simple way to demonstrate the truth of Tao teachings. 
Reach out to a friend and create an opportunity to get together and get caught up. Perhaps you can 
experience the joy of being lost together… in the timeless oneness of the Tao.

The Tao of Joy Every Day 

No work, no food

Hyakujo, the Chinese Zen master, used to labor with his pupils even at the age of eighty, 
trimming the gardens, cleaning the grounds, and pruning the trees.

The pupils felt sorry to see the old teacher working so hard, but they 
knew he would not listen to their advice to stop, so they hid away 
his tools.

That day the master did not eat. The next day he did not eat, nor 
the next. “He may be angry because we have hidden his tools,” the 
pupils surmised. “We had better put them back.”

The day they did, the teacher worked and ate the same as before. In 
the evening he instructed them: “No work, no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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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養生二十二點

晚年不想有病，知道這22點就夠了！

1、睡得早一點

晚上熬夜其實就是在折磨你的身體，會讓

你的血壓和膽固醇升高，這些都會給你心

臟帶來健康風險。所以中老年人一定要早

睡，23點以前必須上床休息。

2、動作慢一點

人到老年，反應、思維、動作、語言功能

有所減弱，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記住

慢一點。起床慢一點，吃飯慢一點，說話

慢一點，走路慢一點，以免發生意外，給

自己和家人留下永久的遺憾。

3、食量減一點

“要想身體好，頓頓七分飽”。中老年人

的消化能力下降，若吃得過飽，食物不能

被全部消化，容易感到不適。

4、吃得雜一點

要做到科學飲食，還要食物種類還要豐富

一點，飲食均衡搭配，粗細糧也有吃一些 

，保證身體所需的各種營養充足。

5、晚餐早一點

有研究顯示，睡前兩小時、或是晚上7點後

進食，會導致心梗、腦梗都高發！

6、食物熱一點

吃過冷或過燙的食物，都會對消化道產生

刺激。因此，中老年人飲食要注意溫度適

宜，保持食物的天然口味，從而使老年人

食慾旺盛。

7、水喝多一點

每天喝8杯水（一杯250毫升到300毫升，

小瓶裝礦泉水一瓶是350毫升），已是一

個公認的健康觀點。老年人，如果不經常

喝水，容易血黏稠、血脂高，最終引起高

血壓等一系列疾病。

8、鹽吃少一點

流行病學調查表明：鈉鹽攝入量與高血壓

發病呈正相關，即鈉鹽吃得越多，高血壓

的發病率就越高，而高血壓又是心、腦、

腎等重要臟器疾病最危險的因素。

9、運動多一點

運動能給人以健康的身體和良好的心態，

讓身心都永遠年輕。久坐容易使肌肉衰退

與萎縮，因此老年人忌諱久坐不動，應多

走路、勤活動，才是健康之道。

10、心放寬一點

人活著，沒必要凡事都爭個明白。爭的是

理，輸的是情，傷的是自己。放下自己的

固執己見，寬心做人，多一份平和，多一

點溫暖，生活才有陽光。

11、浪漫有一點

老伴是你的旅伴，天荒地老，執子之手，

就像一對長途跋涉的遊人，在慢慢地爬向

山峰的頂點。因此，好好愛你的老伴，千

萬不要因為子女、孫子而忽略了那個陪伴

你一生的人！更要和老伴做一些浪漫的事 

，比如過紀念日互贈禮物，每月享受一頓

燭光晚餐。

12、名利淡一點

名利是身外之物，都已經年過六十的人了 



第　7　頁

，要學會看淡。與其追求虛無的名利，不

如去追求快樂來得實在和舒心。胸懷淡泊

人長壽，心平氣和體健康。淡泊，是固守 

自己的所得，珍惜自己的幸福，與世無爭 

，簡單而又快樂。

13、知足會一點

知足的人，雖然睡在地上，如處在天堂一

樣；不知足的人，即使身在天堂，也像處

於地獄一般。人生，心靈富有最重要，知

足而能自在付出，就是真正的富有寬心。

14、年齡忘一點

歲數大了不是本錢。這年頭什麼都值些錢 

，就是歲數不值錢。心裡面千萬不要有那

麼多的“應該”或者“不應該”。

15、閒事少管點

少去管閒事，特別是家中的“閒事”。孫 

輩的教育是子女們的事，不是你的責任。

放寬心接受新觀念，子女會依據你之前對

他們的教導，融合新的時代觀念，給孫輩

更適宜的教育。

16、凡事看開點

生活中難免出現憂愁，只要你保持樂觀的

心態，擁有豁達的心境，凡事看開一點，

憂愁即會“煙消雲散”。遇到緊急之事，

要淡定；遇到為難之事，要清醒；遇到氣

憤之事，要想得開放得下，不生氣，不找

氣，不發火，不急躁。

17、朋友交一點

老同學、老朋友的見面機會要把握，要珍

惜老兄弟、老朋友的情分，有閒喝喝茶，

無事聊聊天。也不要錯過結交志趣相投的

新朋友的機會，因為友情是最可靠的吉祥

鳥。

18、微笑多一點

俗話說，笑一笑，十年少。笑容是最好保

養品，是最便宜的凍齡秘方。微笑也好，

哈哈大笑也好。精彩的人生總有精彩的理

由，笑到最後的才會笑得最甜。

19、愛好廣一點

擁有廣泛的興趣愛好，能夠幫助你在平淡

無奇的生活中找到樂趣。書畫琴棋，太極

拳、廣場舞……你完全可以自得其樂，尋

覓一塊可以寄情快樂的園地，栽下屬於自

己的風景。

20、打扮美一點

適當講究穿衣打扮能給中老年人的生命帶

來活力，從而產生一種積極向上的自我感

覺：我並不老，我還年輕。這種心情也有

利於健康長壽哦。

21、旅遊來一點

對於老年人來說，旅遊也是一種積極養老

的好方式，可以遊玩下美麗的景點，散散

心，增加為生活增添新的樂趣，為自己增

加青春活力！賞景的心情與居家過日子截

然不同，精神的放鬆，心態的放鬆，也有

益於身心的調養。

22、老年瀟灑點

瀟灑，是一種與世無爭的大度，淡看過往 

，笑看今朝，靜觀花開花落，雲卷雲舒的

愜意。瀟灑，是做自己喜歡的事，走自己

喜歡的路，做自己喜歡做的人，放飛自己

的心靈，讓心底無拘無束、自由自在。

60歲以後，一定要灑脫，看風輕雲淡，

榮辱不驚，不為物喜，不為己悲，瀟灑自

如，不拘小節，過好生命中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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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棗枸杞菊花茶

●材料：

菊花六朵、紅棗八顆、枸杞五克

●輔料：

冰糖適量、清水適量

●作法：

1.紅棗、枸杞洗淨，倒入小鍋，加入清水煮滾。

2.加入菊花、白糖，再煮五分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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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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好味道

佛堂班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