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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法師謠言止於智者
戰國時候，各國之間爭戰不停，國與國之間也常訂定各種盟約，當時常

會將太子交給對方做人質，以表示能夠信守盟約。魏國有位名臣叫龐恭 

，他奉命陪魏國的太子去趙國的都城邯鄲當人質。臨走之前他對魏王說 

：如果有人跑來向你報告，說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出現老虎，大王會相信

嗎？魏王搖頭說：我當然不信。龐恭又問：如果接著有第二個人來跟你

說，大街上出現老虎，您信不信？魏王遲疑了一下，還是搖頭說：我還

是不信。龐恭接著又問：那，又有第三個人急匆匆地來跟您說，大街上

出現老虎，你信嗎？魏王回答說：那我就不得不信了。

龐恭說：熱鬧的街市上不會出現老虎，這是很明顯的事，可是經過三個

人一說，就讓人不得不相信；現在趙國離魏國可比街市遠多了，而在大

王身邊的人，又何止三人？我出使邯鄲之後，不知道會有多少人議論我 

，希望大王明察。魏王回答說：你不用擔心。於是龐恭就跟太子到趙國

去了。果然如龐恭所料，他一離開魏國，就有許多人到魏王的面前議論

他。過了幾年，龐恭回國，已失去魏王的信任，再也沒有召見過他。

佛教的五戒中，有一條戒妄語，妄語包括兩舌、惡口、妄語、綺語。兩

舌就是說離間語，說莫須有的話，離間別人互相間的信任、感情；惡口

就是罵詈惱人的話；妄語就是不誠實的語言；綺語就是指一切不正的言

詞。謠言是兩舌，也是妄言，它具有可怕的殺傷力，小則汙染心靈，大

則喪邦滅國。

據《法苑珠林》記載，妄語會有兩種不好的果報：一為多被誹謗。一個

說話不誠實，常妄語無信的人，也會常遭誹謗。二是常被人騙。一個專

以妄語欺誑別人的人，日後也會常被他人誑惑。

有智慧的人，除了自己不妄語，面對道聽途說的八卦新聞、流言蜚語時 

，也要有敏銳的判斷力，能夠過濾虛妄不實的話，且不再傳與他人，使

自己成為謠言的散播者。謠言止於智者，智者越多，社會就越能安定與

祥和，越能累積向上提升的力量與動力，這才是眾人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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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德」決定運勢
       聰明人不說的10種話

古人說：口能吐玫瑰，也能吐蒺藜。修口德，

就是修自己的氣場，一身正氣才能好運多多。 

口德好才能運勢好，運勢好才能少走彎路，多

些成就。惡言不出口，苛言不留耳。這是我們

應該具有的修養。

出言不慎，駟馬難追，傷人傷己，運勢必定越

來越差。戒掉下面這十種糟糕的說話方式，有

了這樣的修養，你就能化腐朽為神奇，風生水

起好運來。

 1、戒多言。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說話不要太多，言多必

失。《墨子》中記載，墨子的學子禽問墨子： 

「多說話有好處嗎？」墨子回答說：「蛤蟆、

青蛙，白天黑夜叫個不停，叫得口乾舌疲，可

是沒有人去聽它的。今晨看到那雄雞，在黎明

按時啼叫，天下振動，（人們早早起身。）多

說話有什麼好處呢？只有在切合時機的情況下

說話才有用。」

墨子告訴我們，話不在多，會說話的人總是在

恰當的時機說出恰當的話。

2、戒輕言。

言不可輕說，若說話更改，不如不說；言不可

輕諾，若應諾更改，不如不諾。不要輕率地講

話，輕言的人會召來責怪和羞辱。不要輕易向

人許願。輕易許願，會喪失信用。

3、戒狂言。

不要不知輕重，胡侃亂說。胡侃亂說，往往後 

悔。清代山陰金先生言：「為人行事勿猖狂，

禍福淵潛各自當。」猖狂還是謙下，這是直接

關係著個人的禍福的。人展現在他人面前的無

非言與行，言語又最直接，所以說話切忌狂言 

。狂則惹眼，狂則招恨，很容易惹來禍事。

4、戒直言。

不要不顧後果地直言不諱，否則也會引起麻煩 

。直話，要轉個彎說，冷冰冰的話，要加熱了

說，顧及別人的自尊，把別人的自尊放在第一

位。

5、戒盡言。

說話要含蓄，不要不留有餘地。知人不必言盡 

，留三分餘地於人，留些口德於己。責人不必

苛盡，留三分餘地於人，留些肚量於己。

6、戒漏言。

不要洩露機密。事以密成，語以漏敗。對於一

些關係他人或組織秘密的事，切忌不可洩漏，

這是操守和人品問題，也容易造成嚴重的後果 

。在事情沒有確定時，也不可說確定的話，以

免造成不好的影響，讓人覺得輕浮或刻薄。

7、戒惡言。

不說無禮中傷的話，不要惡語傷人。古語說，

刀瘡易沒，惡語難消。惡言惡語給人心理上造

成的傷害遠甚於身體上的傷害。

8、戒矜言。

矜就是自大、自以為是。老子言：「自伐者無

功，自矜者不長。」自我誇耀的人抵消了功勞 

，妄自尊大的人不會長進。矜言之人，不是驕 

傲就是無知，無論哪種都既對自身成長不利，

也會招致別人的厭惡。明末清初申涵光所以說 

：「自謙則人愈服，自誇則人必疑。」說話，

不要驕傲自滿，自以為是。自矜自誇，是涵養

不夠的表現。

摘自網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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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鳳儀嘉言錄
【第四節 天道】
  我的道就是眾人的道，信著眾人就是信著天了。人要能對天辦事，對天說話，對天算帳，照
天理去行事，才合天道。   

愛因斯坦的鏡子

君子立身當「四有」
9、 戒讒言。

讒言就是背後說壞話，挑撥離間或者惡意

誹謗、貶低和侮辱別人。讒言之人，皆是

小人。東漢哲學家王充說：「讒言傷善，

青蠅汙白。」不要背後說別人的壞話。背

後說人壞話，會弄得天下都不太平。

10、 戒怒言。

生氣的時候不要說話，因為這時候說出來

的話傷人傷己，說出去的話，潑出去的水 

愛因斯坦小時候是個十分貪玩的孩子。他的母親常常

為此憂心忡忡，母親的再三告誡對他來講如同耳邊風 

。直到16歲的那年秋天，一天上午，父親將正要去河

邊釣魚的愛因斯坦攔住，並給他講了一個故事，正是

這個故事改變了愛因斯坦的一生。故事是這樣的: 

昨天，愛因斯坦父親說，我和咱們的鄰居傑克大叔去

清掃南邊工廠的一個大煙囪。那煙囪只有踩著裏邊的鋼筋踏梯才能上去。你傑克大叔在前面，

我在後面。我們抓著扶手，一階一階地終於爬上去了。下來時，你傑克大叔依舊走在前面，我

還是跟在他的後面。後來，鑽出煙囪，我們發現了一個奇怪的事情：你傑克大叔的後背、臉上

全都被煙囪裏的煙灰蹭黑了，而我身上竟連一點煙灰也沒有。 

愛因斯坦的父親繼續微笑著說：我看見你傑克大叔的模樣，心想我肯定和他一樣，臉髒得像個

小丑，於是我就到附近的小河裏去洗了又洗。而你傑克大叔呢，他看見我鑽出煙囪時乾乾淨淨

的，就以為他也和我一樣乾淨呢，於是就只草草洗了洗手就大模大樣上街了。結果，街上的人

都笑疼了肚子，還以為你傑克大叔是個瘋子呢。

愛因斯坦聽罷，忍不住和父親一起大笑起來。父親笑完了，鄭重地對他說，其實，別人誰也不

能做你的鏡子，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鏡子。拿別人做鏡子，白癡或許會把自己照成天才的。 

愛因斯坦聽了，頓時滿臉愧色。 

愛因斯坦從此離開了那群頑皮的孩子們。他時時用自己做鏡子來審視和映照自己。

。話，不能亂說，生氣的時候說話是不經

大腦的，所以，要三思而後行。

生氣的時候，拿出一張白紙，隨便寫、隨

便畫，把這個時候的想法、決定等全都寫

在紙上，想到什麼寫什麼，事隔一天，拿

出來看一下，如果這時候的想法和決定還

是沒改變，那麼，就去做吧。如果，覺得

那是氣話，就折成紙飛機，把它放了。



第　4　頁

WHERE IS YOUR UMBRELLA
WISDOM STORIES TO LIVE BY       https://philipchircop.wordpress.com

The rains failed again that year. It was the third 
year in succession when there was no rain. 
The crops had disappeared and the land was 
a brown swath of dusty rubble. Trees had lost 
their leaves years ago and stood out like sil-
houettes of cactus on the dusty horizon. There 
was a stream that skirted the village in years 
bygone. Now the riverbed was dry. Where 
once flowed clean, fresh water from the near-
by mountains, there was now a bed of clay, 
cracked in a checkerboard pattern with gaps as 
wide as a foot.  No one knew what had hap-
pened to the birds except for the vultures that 
circled the town, looking for a carcass or two 
of an animal that was left dying.

There was famine in the land. People walked 
around like sticks, sans flesh, surviving on 
whatever ration was brought to them by vario-
us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Desperate for help, the people of the village 
held a meeting under a big banyan tree that 
was as old as the village. “Let us pray”, said an 
elderly woman. “Only God can help us now.”

There lived people of many faiths in the village 
and there ensued a big debate as to where to 
hold the prayer – in a church, a mosque, a sy-
nagogue  or a temple. There was no consensus. 
Exhausted, they decided to hold their prayer in 
the open, late that night, under the open sky, 
away from the town. It was a full moon night 
and the moon shone with its alluring brightness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shimmering stars.

Amongst the people gathering for prayer a 
little girl holding hands with her young brother 
came running from a nearby village, holding 
high an open umbrella over their heads. Huf-

fing for breath, they stood there, looking up, 
umbrella still unfurled. The gathered crowd 
could not but help turn around and wonder 
what was going on.  Some were curious; others 
were annoyed and some others were even fu-
rious as they kept being poked by the spokes of 
the umbrella.

Finally a curious bystander asked, “Why did 
you bring the umbrella?  Can’t you see there 
is no rain and we have come here to pray for 
rain?  Only a foolish person would stand on a 
clear night like this with an open umbrella.”

“Yes  indeed”, chimed in the two young sib-
lings. “We came to pray too. We are certain 
that our prayer will be answered and it will 
rain. That is why we brought this big, colourful 
umbrella.”

CONSIDER THIS

One short passage in the Gospel of Matthew 
reads, “Ask, and it will be given you; search, 
and you will find; knock, and the door will 
be opened for you.  For everyone who asks 
receives, and everyone who searches finds, 
and for everyone who knocks, the door will be 
opened.” | Matthew 7:7-8

Sometimes we ask and we do not receive, we 
search and do not find, we knock and the door 
remains tightly shut. So what do you make of 
this Gospel verse?

What are you praying for and what do you 
bring with you to prayer? What is your umbrel-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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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OVE YOU SO MUCH

At the end of a busy day, a man and his wife were 
sitting at home on the veranda in the quiet of 
twilight, broken only by the sounds of the gent-
le wind and the swash of the waves. They were 
enjoying a glass of wine together.

As the sun slowly sank below the mountains, she 
broke the soothing silence saying, “I love you 
so much I don’t know I could ever live without 
you.”

The husband, a tad surprised, asks, “Is that you or 
the wine tal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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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 replies, “It’s me … talking to the wine.”
And the two burst out laughing!

CONSIDER THIS

Learning to laugh a little more just may save 
your life, not to mention your marriage. To 
paraphrase Henry Ward Beecher, “A marriage 
without a sense of humor is like a wagon 
without springs – jolted by every pebble in the 
road.”

Still not convinced? Listen to these other 
voices:

•	 Laughter is an “instant vacation”. | Bob 
Hope

•	 You can’t stay mad at somebody who 
makes you laugh.” |  Jay Leno

•	 We cannot really love anybody with 
whom we never laugh. | Agnes Repplier

1. Make Peace with your Past.. so it doesn’t spoil your Present.
2. What others Think of you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
3. Time Heals Almost Everything, Give the Time, Some Time.
4. No one is the Reason of your Happiness... Except You yourself.
5. Don’t compare your Life with others, You have No Idea what
    their journey is all about.
6. Stop Thinking too much, It’s alright not to know all the Answers.
7. Smile, you don’t own all the Problems in the World.

7 LOVELY LOG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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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者容易氣虛體寒 
多吃6種蔬果補虛補氣

吃素的人通常容易產生虛寒體質。虛寒

體質就是寒性體質再加虛證。寒證包括

怕冷、四肢冰冷、常腹瀉、頻尿、月經

遲來或月經來有血塊、少腹痛（註1）、

小便顏色淡如清水；而虛證表現出身體

疲倦、四肢無力。

中醫講陰陽平衡，虛寒體質不能服用寒

涼的食物或藥物；實熱體質不能服用辛

熱的食物或藥物。

涼性食物應當少吃

體質虛寒患者不宜攝取的涼性食物，例

如梨子、椰子、西瓜、葡萄柚、白蘿蔔 

、大白菜、豆腐等。另外，綠茶、咖啡

等飲料即使是熱的，也屬於寒性食物，

體質虛寒患者應少吃或不吃。以下幾種

蔬果，建議不可多食：

1. 洛神花：性寒涼、味甘酸。具涼血的 

洛神花，雖然好但不是人人都適合食用 

。

2. 甜菜根：性平微凉，味苦，具有健胃

消食、止咳化痰、順氣利尿、清熱解等

功效。儘管如此，吃多了容易腹瀉、腹

痛；女性容易有白帶。

3. 哈蜜瓜：性寒、味甘，能利小便、止 

渴、除煩熱、防暑氣、生津止渴。但是 

，哈蜜瓜性寒，患有腹脹、腹瀉、寒性

咳喘、腳氣水腫及黃疸者不可過食。

4. 火龍果：性涼，味甘。體質虛寒者，

不宜吃太多火龍果。在午餐後飲用少量

火龍果汁較適合，不過，女性月經來時

不宜食用。

補虛補氣食材是佳品

講對於虛寒體質的茹素者可以多吃一些

性味甘溫、補氣食材，參考食材如下：

1. 薑黃：色黃入脾，兼入肝經，能除風 

消腫、理血中之氣、下氣破血、治氣脹

血積、產後敗血攻心、通月經、療撲損 

。

2.蓮子：性味甘溫而澀，屬於比較溫的 

食品。小孩如果消化不良、胃口不好、

文｜李應達（桃園慈航中醫診所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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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瀉、腹脹，吃蓮子是很好的。

以前在宮廷裡，御醫時常用蓮子為慈

禧太后準備點心。蓮子對於腸胃消化

很有幫助，而腸胃好，身體就會健康 

。蓮子還有鎮靜安神的功用，可以治

失眠，但蓮子具有收澀作用，所以便

祕者不可多食。

3. 核桃：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

中提及：核桃仁有「補氣養血，潤燥

化痰，益命門，處三焦，溫肺潤腸」

。核桃仁內含維生素E，有抗氧化、 

抗老化的功效，所以能補腎通腦，有

益智慧。

4. 栗子：補腎、益腸胃。栗子含糖量 

較高，應避免吃太多栗子，尤其是糖

尿病患者，以免影響血糖的穩定。

5. 花生：《本草綱目》記載：「落花生

炒熟辛香，辛能潤肺，香能舒脾進食，

為人所好，誠果中之佳品也」。可炒食 

，若怕吃了火氣大，宜用煮食。

食用適量的花生容易有飽足感，能降低

食慾，有助於減重。也有研究發現，早

上適度吃些花生可以穩定血糖。

6. 紅番薯：《本草綱目》記有「甘薯補

虛，健脾開胃，強腎陰」，還有海中之

人食之長壽的說法。紅薯富含蛋白質、

澱粉、果膠、纖維素、胺基酸、維生素

及多種礦物質，具有抗癌、保護心臟、

預防肺氣腫、糖尿病、減肥等功效。

註1. 少腹痛指的是臍下偏左或偏右處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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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地瓜球
●材料：

地瓜  600g、地瓜粉  300g、砂糖  130g

●作法：

1. 將地瓜去皮切小丁，入電鍋蒸13～15分鐘至全熟、軟化。

2. 剛蒸好的地瓜放入碗中，下地瓜粉、砂糖搓揉至三光。 

3. 揉成長條狀，切塊再搓圓。

4. 冷油下地瓜球，油溫維持在130度，用小火慢慢讓地瓜球熟化、上色， 
    並不斷攪拌。

5. 在地瓜球變色前用篩網大力壓扁使其膨脹，炸至浮起，撈起瀝油即可享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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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