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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網路文章宗教與肥皂
有兩個人一起散步，一個是和尚，另一個是肥皂製作商。

這位肥皂製造商滔滔不絕地說話，而那位和尚卻一直在聽。

肥皂製造商對和尚說：請告訴我，宗教有什麼好？您的講經有
什麼好？佛經有什麼好？

人活在世上盡是麻煩，有人偷竊、有人相互殘殺、有人彼此怨
恨。

佛教至今已兩千多年，講經、頌經也兩千多年，卻沒有使一切
更美好。人還是一樣，他們仍然在爭奪、偷竊、殺害、仇恨...

這位和尚沒說什麼，他只是聆聽。

過了一會兒，他們路過一個地方，這裡有好多小朋友在泥漿中
玩耍。

和尚就和肥皂製造商說：您說肥皂可使人乾淨？我不相信。您
看看這些小朋友，他們多髒啊 
！肥皂有什麼好？

肥皂已經存在幾千年了，可是 
，即使世上到處都有肥皂，這
些小朋友卻還是被泥漿所弄髒 
？

那位肥皂製造商就說：和尚呀 
！除非人把肥皂拿來使用，否
則它發揮不了功用。

「完全正確！」和尚說：肥皂
本身無法使人乾淨，除非人拿
來使用才行。

這個道理和佛經的道理是相同的： 
佛經的道理沒辦法改變人，除非人們把經上所說的道理實行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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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石頭換一生富貴
舍衛國中有位富翁，

他的夫人為他產下了

一個胖嘟嘟的男孩。

當這個小男嬰呱呱墮

地時，天上突然降下 

了大量的黃金、白銀 

、珍珠、瑪瑙、琥珀 

、琉璃、珊瑚。這七

樣東西堆滿了他家的 

院子，奇怪的是這些東西只落進了他們家，

絲毫沒落於牆外。

富翁又驚又喜，急忙去請了一位有名的命理

師來為自己的孩子看相。師傅仔仔細細的看

了半天，驚喜的對富翁說：“令公子的面相

和手相都很特別，連我也是頭一次見到。他

長大後一定會為貴府造福。”

後來，富翁為孩子取名叫做寶天，他和妻子

細心養育著寶天，不知不覺中，十幾年的歲

月就從他們身邊悄悄溜走了，寶天轉眼間就

是個大人了。

寶天由於家境富裕，從小就接受了很多教育 

，多才多藝。加上人又長得英俊端正，自然

成了很多姑娘的傾慕對象。但是，寶天對前

來提親的人都是一口回絕，使得父母既不滿

又擔心。

寶天有一次上街，聽到兩個路人邊走邊談佛 

陀和佛法的事，他十分驚奇，就緊跟著那兩 

人走了一段很長的路，留心傾聽他倆的談話 

。盡管他小時就聽說過釋迦牟尼佛和佛法，

但是，更多的認識和了解卻是從這兩個路人

的口中得來的。

回到家後，寶天茶飯不思，一個人躲在床上

靜靜回想在路上聽到的談話。母親幾次來催

促他去吃晚飯，他都沒有起身。寶天經過整

整一夜的思考，決定跟隨釋迦牟尼佛修習佛

法。甚至等不及天亮就叫醒父母，告訴他們

自己的打算。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父母並未阻

止，只是對他說：“如果自己已經想清楚的

話，就去做吧!”

東方才露出了魚肚白，寶天就隨便吃了些早

餐，換上件新衣離開了家。寶天的父母望著

寶天漸漸遠去的身影，直到不見為止。

寶天到了祇洹，見到了釋迦牟尼佛，行大禮

之後，說道：“尊貴的佛陀！我特地來您這

裡出家修行，請佛陀成全我。”

佛陀完全了解寶天的情況，他對寶天說：“

很好，很好！”話才說完，寶天頭上的頭髮 

、臉上的鬍鬚就都脫落下來，身上的新衣也

變成嶄新的袈裟，成了一位出家的比丘。

佛陀讓寶天坐下，並立即為他講解佛法要義 

，解答他所提出的各種疑問。由於寶天天資

聰慧，再加上釋尊的細心教誨，所以馬上明

白世間的真相，徹底拋卻了一切痛苦及煩惱 

。佛陀的弟子們見寶天這麼快就修成羅漢

道，都十分驚奇。釋尊便為在座弟子講了一

個故事。

“很早很早以前，毗婆屍佛在各地說法。有

一天，有很多居士準備了各種各樣的生活用

品，供養佛和他的弟子。那時候，有一個窮

人，雖然他信仰虔誠，但他實在拿不出任何

東西來供奉，迫於無奈，只好從地上抓起一

把白石頭，並把這些白石當做珠寶，布施給

毗婆屍佛和他的弟子。

那個窮人就是寶天的前身，也正因為如此，

他在每一生中都擁有難以計數的財富。而且

這一世，一定得道。”

所以，既使是布施小小毫無價值的石頭，只

要是誠心誠意地供養，所得到的利益絕不是

黃金、鑽石可以比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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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鳳儀嘉言錄
【第四節 天道】
  罵人的人，打人的人，眾人必定不願意他。被罵的人，被打的人，眾人一定可憐他。 
  這正是天心發見處。

兩個選擇機會
有個年輕人，屆逢兵役年齡，抽籤的結果 

，正好抽中上上籤，最艱苦的兵種──海

軍陸戰隊。年輕人為此鎮日憂心重重，幾

乎已到了茶不思、飯不想的地步。年輕人

深具智慧的祖父，見到自己的孫子這付模

樣，便尋思要好好開導他。

老祖父：「孩子啊，沒什麼好擔心的。當

了海軍陸戰隊，到部隊中，還有兩個機會 

，一個是內勤職務、另一個是外勤職務。

如果你分發到內勤單位，也就什麼好擔心

的了！」

年輕人問道：「那，若是被分發到外勤單

位呢？」

老祖父：「那還有兩個機會，一個是留在

本島，另一個是分發外島。如果你分發在

本島，也不用擔心呀！」

年輕人又問：「那，若是分發到外島呢？

」

老祖父：「那還是有兩個機會，一個是後

方，另一個是分發到最前線。如果你留在

外島的後方單位，也是很輕鬆的！」

年輕人再問：「那，若是分發到最前線呢 

？」

老祖父：「那還是有兩個

機會，一個是站站衛兵，

平安退伍；另一個是會遇

上意外事故。如果你能平

安退伍，又有什麼好怕

的！」

年輕人問：「那麼，若是遇上意外事故

呢？」

老祖父：「那還是有兩個機會，一個是

受輕傷，可能送回本島；另一個是受了

重傷，可能不治。如果你受了輕傷，送

回本島，也不用擔心呀！」

年輕人最恐懼的部分來了，他顫聲問：

「那……若是遇上後者呢？」

老祖父大笑：「若是遇上那種情況，你

人都死了，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倒是我

要擔心，那種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苦場

面，可不是好玩的喔！」

人生擁有的，是不斷的抉擇，端看您是

用什麼態度，去看待這些有賴您決定的

無數機會。能夠綜觀每件事情、每個問

題的正反兩面，您將發現，內心最深沉

的恐懼，也在所有狀況明朗了解之後，

將會自行化為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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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ACKED POT
Once upon a time a woman named Chang 
Chang worked for a merchant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merchant’s home was high 
atop a hill, and Chang Chang worked as the 
merchant’s laundress. Every day she had to 
walk down the hill to collect water from the 
stream.

When she was young, Chang Chang made 
two pots to carry her water, and these she 
hung upon a pole she could carry over her 
shoulders. She painted one pot blue and 
the other red, and on each pot she painted 
flowers. Chang Chang loved flowers. And 
she loved her pots.

For some years she carried her pole down 
the hillside and collected water. Afterward 
she climbed the hill. She was strong and 
able, though she was growing older. And as 
time passed, the pots, too, grew old.

One day, as Chang Chang prepared to place 
the pole over her shoulders, she noticed the 
blue pot had a slender crack along its side.

She ran a finger over the crack and sighed, 
“My poor little pot.”

For a few moments Chang Chang studied 
the crack. “Will you hold my water?” she 
whispered. But she decided she could still 
use the pot. As always she carried both pots 
down the hill and filled them with water to 
the very brim. By the time she reached the 
hilltop, the pot with a crack was half-empty, 
but this still left her plenty of water for 
doing the laundry.

For the next two years, Chang Chang car-
ried those pots down the hillside every 
morning. When she reached the stream, she 

filled them to the brim, and afterward she 
walked back up the hill, balancing the pole 
across her shoulders. By the time she reach-
ed the house, the cracked blue pot was only 
half full — just enough for the laundry.

Each day Chang Chang examined the crack, 
and though it was growing a little longer, 
she decided all was well. What she didn’t 
notice was that the poor blue pot was mise-
rable. Each time it drank from the stream, 
it secretly hoped that this day all the water 
would stay inside its belly, but each day 
when they reached the top of the hill, the pot 
knew it had failed. The blue pot glanced at 
the red pot and saw water filled to the top, 
and the blue pot began to feel desolate.

In its resting place on the far side of Chang 
Chang’s little hut, the blue pot worried and 
wept. “I’m no good, I’m no good, I’m no 
good!” the blue pot wailed.

“Stop your whining,” the red pot answered. 
“No one wants to hear from a pot.”

One day the blue pot woke and felt its crack 
beginning to expand. It was certain Chang 
Chang would soon decide to throw it away. 
Soon it would be no use to anyone for anyt-
hing.

That morning, as Chang Chang climbed the 
hill, she was startled to hear a voice she had 
never heard. “Chang Chang,” the voice said, 
“throw me away. I’m no good for anyone or 
anything.”

Chang Chang stopped and looked around, 
wondering who could be speaking to her. 
“Hello?” she called down the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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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頁

But the voice that answered was very 
near. “I’m right here,” said the blue pot, 
swinging this way and that to get Chang 
Chang’s attention. “I’m your pot. The pot 
you made with your own two hands. The 
pot that has served you so well all these 
years. But I see now my time is finished. 
The crack in my side has made me useless. 
When you carry me up the hill, I spill all 
my water. I’m no good!”

For a long moment Chang Chang stood 
very still, amazed that her pot had spoken. 
“Is that you?” she whispered, looking close. 
“Are you speaking, dear pot?”

“It is I!” the pot said. “I am so sorry I have 
failed you, but I have.”

Chang Chang was overjoyed to know her 
pots were as full of life as she had always 
imagined, but she was sad to hear such sor-
rowful words. “But pot, you don’t under-
stand,” she said. “You haven’t been paying 
attention. Look around.”

Chang Chang pointed to the path beside 
them, the path up the hill, an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pot stopped looking inward and 
instead looked ou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hill the pot noticed beautiful 
flowers growing in abundance — 
poppies and peonies and chry-
santhemum and narcissus and 
citron. A ribbon of color edged 
the path.

“And look at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Chang Chang said.

The pot glanced to the other side 
and saw it was bare.

“I’ve always known about your 

flaw,” Chang Chang said. “And so I planted 
seeds on your side of the path, and every 
day you water them and add more beauty to 
the world.”

The blue pot was overjoyed. All its sad-
ness was gone. It understood, just as Chang 
Chang always had, that every being has its 
unique flaws. And it is our little quirks and 
faults that make us and the world so interes-
ting.

CONSIDER THIS

Nobody’s perfect, but our imperfections make 
us interesting.

Each of us has our own unique flaws. We’re all 
cracked pots. But it’s the cracks and flaws we 
each have that make our lives together so very 
interesting and rewarding. You’ve just got to 
take each person for what they are, and look 
for the good in them.

Blessed are the flexible, for they shall not be 
bent out of shape. Remember to appreciate all 
the different people in you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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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十常四勿」養生法

乾隆皇帝是清王朝的第四代君主。他

在位六十年，享年八十九歲，經歷了

康熙、雍正、乾隆和嘉慶四朝，享受

了七代同堂的天倫之樂，是歷史上壽

命最長的皇帝。乾隆皇帝有一套養生

的秘訣，可以用16個字概括，即吐納

肺腑、活動筋骨、十常四勿、適時進

補。下面我們就重點介紹一下「十常

四勿」養生法：

【十常養生法】

一、齒常叩：兩唇輕

閉，上下牙齒互相叩

擊，使之鏗然有聲。

每天叩齒兩次以上，

每次可叩一百下左右 

。牙齦的血液循環，堅固牙齒、促進

唾液的分泌。

二、津常咽：津液即唾液，具有很強

的殺菌和消化功能。津常咽就是經常

將口中的津液及時地吞咽下去。這樣

可起到中和胃酸、保護胃黏膜和促進

食物消化的作用。

三、耳常彈：人的耳朵像個倒位的胎

兒，與人體的各個器官緊密相關。耳

常彈就是經常用手指彈擊或搓揉耳廓 

，這樣可起到防治耳動脈或腦動脈硬

化以及耳鳴和耳聾的作用，而且有助

於疏通全身內髒的氣血，提高內臟器

官的生理功能。

四、鼻常揉：就是經常用兩手的中指從

上到下按揉鼻的兩側，可反覆按揉十幾

次，最後要按揉鼻翼兩旁的迎香穴十幾

圈，每天至少按揉兩次。經常揉鼻可防

治感冒、鼻炎、鼻竇炎、鼻衄等病症。

五、睛常轉：就是經常自覺地運轉眼球 

，讓視線按上下左右的方向

移動。經常轉睛可增強視神

經及眼肌的功能，並能消除

視疲勞。

六、面常搓：就是先將雙手

搓熱，再用搓熱的雙手搓擦

面部，可反覆搓擦面部十餘

次，直至面部發熱為止。經

常搓面可減少皺紋、調整血壓、消除大

腦疲勞。

七、足常摩：足常摩就是經常用手掌推

摩足心使之發熱，有溫補腎經、舒肝明

目、降血壓等多種功效，對腰酸腿軟、

神經衰弱等病症也有良好的防治作用。

八、腹常旋：腹腔是人體重要內臟的所

在地，揉腹對內臟保健十分有益。每天

睡前將雙手搓熱，然後將雙手重疊放於

神闕穴（肚臍）上，先沿順時針方向進

行按摩，從內向外按摩一百圈，按摩的

範圍可逐漸擴大到整個腹部。然後再沿

逆時針方向按摩腹部一百圈。經常按摩

腹部可促進腹部內臟疾病的康復，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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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是一個修煉的過程。

人生最大的幸福莫過於： 
白天可以有說有笑，晚上還能睡個
好覺！人生無須過於執著，盡人事
安天命而已。幸福是用來感覺的，
不是用來比較的！

選擇了，努力了，堅持了，走過了 
，問心無愧就好，至於結果怎樣，
不是能夠強求的。

人這一輩子，無非就是個過程，榮
華花間露，富貴草上霜，生不帶來 
，死不帶去，得意些什麼？失意些
什麼？順其自然、隨遇而安，如行
雲般自在，像流水般灑脫，才是人
生的態度。

有時候，人與人之間，會因為經歷 
、背景、閱歷、不同文化等而產生
誤解甚至衝突，心懷善意，努力化
解，化解不了，避而遠之，等待良
機。

世界有時候是很大的，而胸懷也要
寬大一些為好。專注於那些好的、
向上的、積極的、真心關懷自己的 
，而不是相反的那些。對後者，忽
略、遺忘、置之一笑…

食物的消化吸收，對胃（腸）炎、胃潰瘍、

便秘、腹瀉等病症有良好的防治作用，並有

助於腹部減肥和降低血脂。

九、肢常伸：肢常伸就是經常屈伸四肢，可

疏通經絡，促進周身的微循環，使四肢輕鬆 

、關節靈活。

十、肛常提：提肛可收縮和舒張肛門括約肌 

，補充腸道的元氣，對痔瘡、便秘、大便失

禁、前列腺增生等病症都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所謂肛常提就是經常自覺地、隨時隨地做

提肛運動，每次可提肛10次以上，堅持兩周

即可見效。

【四勿養生法】

一、食勿言：邊吃飯邊說話容易使人的胃腸

功能發生紊亂。食勿言就是吃飯時勿言語，

安靜地享受每一餐。

二、卧勿語：睡覺前說話過多會使人的神經

過於興奮，難以入睡。卧勿語就是人躺在床

上準備睡覺時不可以再說話了，保證人體生

物鐘的正常運轉。

三、酒勿醉：酗酒對人的心腦血管有不可估

量的危害。酒勿醉就是不能過量地飲酒。

四、色勿迷：色勿迷就是理性地對待女色，

勿使自己沉迷於性事和玩樂之中。過度的迷

戀女色會使人大傷元氣，嚴重時還能影響健

康和壽命。

不必把太多人，

              請進生命裡
遇到愛你的人，學會感恩；

遇到你愛的人，學會付出。

遇到欣賞你的人，學會笑納；

遇到你欣賞的人，學會讚美。

遇到不懂你的人，學會溝通；

遇到你不懂的人，學會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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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仁燉雪梨
●材料：

杏仁20 公克、雪梨1個、蜂蜜、砂糖各 20 公克

●作法：

1. 將杏仁、雪梨與蜂蜜、砂糖放入碗內，加入 
    200cc的水，燉鍋內隔水燉1小時即可。 

●功效：

杏仁、雪梨為白色食物，有止咳化痰、清熱生津、潤肺平喘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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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十
四
、
能
為
別
人
設
想
的
人
，
永
遠
不
寂

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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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堂班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