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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時間花在人身上

我和爸爸一起在銀行呆了一個小時，因為他必須要轉帳，我忍不住
就這樣問他了。

『爸爸，我們為什麼不啟動你的網路銀行？』

他問我：『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那樣你就不必在這裡花一個小時，只為了要轉帳。你甚至可以在
線上購物，一切都會很容易！』我很開心的引導他進入網絡銀行的
世界。

他問：『如果這樣做，我是不是就不必走出房子？』

我說：『是的，是的！』。

我告訴他現在甚至可以在家門口交貨，亞馬遜如何遞送一切。

但他接下來的回答讓我感到啞口無言！

他說：『今天進入這家銀行後，我遇到了四個朋友，而且和工作人
員聊了一會兒，他現在應該對我這個人有點認識了。你知道的，我
經常就一個人，這樣的公司是我需要的，我喜歡把自己準備好來銀
行一趟，我有足夠的時間，這是我渴望的與人實際的接觸 
。

兩年前我生病了，我經常去買水果的那家店主專程來看我，他坐在
我的床邊哭了起來。幾天前當你媽在早晨走路的時候，突然倒了下
去，雜貨店的人看到她倒下去，馬上就開車送你媽回家，因為他知
道我住在哪裡。

如果一切都上網解決，我會有這種【實際與人接觸】的感覺嗎？為
什麼我要讓一切東西都送到我家門口，然後強迫自己只能和我的電
腦互動呢？

我喜歡知道我正在打交道的人，而不僅僅是【賣家】。它創造了關
鍵跟關係。亞馬遜、淘寶……也能提供這一切嗎？』

『科技不是生命，把時間花在人身上，而不是花在設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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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丐與彿祖
夢中相遇的故事

從前有一個叫化子每天出門乞討，他很想過

正常人的生活，於是他總要乞討一些糧食積

攢起來。可是他積攢了好多年，他的糧倉還

是只有那麼一點米。他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於是他打算弄個明白。

　　一天夜裡，他悄悄的躲在一個角落看著

他的糧食。結果，他看見一只大老鼠來偷吃

他的糧食。於是他很氣憤，就對老鼠喊道，

富人家那麼多糧食你不去吃，為什麼偏偏偷

吃我辛辛苦苦攢下的糧食？突然，老鼠說話

了：你命裡只有八分米，走遍天下不滿升。

乞丐問老鼠，這是為什麼？老鼠對他說，我

也不知道，你去問佛祖好了。於是，叫化子

下了決心，要去西天向佛祖問個明白，看看

到底是什麼原因才有此命運？叫化子第二天

就出發了。他一路乞討，走了好多路。

　　有一天，他好不容易趕到天黑才見到一

戶人家，便上前敲門，出來一個管家問他有

什麼事，他說討點飯吃。正好員外出來看見 

了，就問叫化子為什麼這麼晚了還在趕路？

叫化子就說了他的命運，說要去問佛祖一個

明白。員外聽了趕緊把他請到屋裡坐下。給

他拿了好多干糧和一些銀子。叫化子問這是

為什麼？員外說明緣由，他說他家女兒都十

六歲了還不會說話。拜托他去西天幫忙問問

佛祖，是什麼原因？員外曾經發過誓說誰能

讓他的女兒說話，她就把他的女兒嫁給誰。

叫化聽了覺得反正都是去西天，我就順便幫

幫他去問一下佛祖也好，於是叫化答應了。

　　乞丐又走了許多山路。走到一座山上看

見一個廟，就進去討水喝。看見一個老和尚

拄著一根錫杖，很老的樣子，但很精神，老

和尚給了他水喝並且叫他休息一會，遂問他

要到哪裡去。叫化子說明去向，老和尚趕緊

拉住叫化的手說，拜托你一定幫我去西天問

問佛祖。我都修行了五百多年了，按說早該

升天了，為什麼還飛不起來？於是叫化也就

答應了這個老和尚。

　　再往前走，又過了許多溝溝坎坎。叫化

子來到一條大江邊上，江裡沒有一條船。叫

化子著急了，這可怎麼辦？怎麼過去？叫化

子哭了起來說，難道我的命就該這麼苦嗎？ 

突然，江裡一個大老龜浮出水面。老龜說人

話了，問叫化子在這裡哭什麼？叫化子把事

情經過說了一遍。老龜對他說，我都修行了

一千多年了，按說早該成龍飛走了，為什麼

還是一個老龜？如果你去了西天能夠幫我問

問佛祖，我就把你馱到對面。叫化子很高興

的答應了。

　　叫化子又走了不知多少天，可是怎麼也

見不到佛祖。叫化子納悶了，心裡想到，佛

祖到底在哪裡？西天按說早該到了啊。叫化

子很傷心，於是迷迷糊糊的就睡著了。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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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鳳儀嘉言錄
【第四節 天道】
  人得天道，才能享天福。天道雖遠，知天很難，可是縮回來，知性是最近的路。性中有天，
命就是人。知人、知性就知天，何必遠求呢？人為什麼要研究天呢？因為與天道不合，離開
天了，不是任性，就是怨人，所以才招災長病。   

佛祖出現了，叫化子很高興，佛祖問叫化 

，你這麼大老遠來這裡一定是有什麼很重

要的事來問吧？叫化子說，是的，我要問

幾個問題，希望佛祖能夠給我說個明白。

佛祖說好啊，不過有個條件，你最多只能

問三個問題。因為一直以來都沒有人問三

個以上的問題。叫化子答應了，心裡想到 

，我問哪幾個問題？叫化子覺得自己的問

題太不重要了，老龜修行了一千多年了很 

不容易，它的問題應該問問。老和尚修行

了五百多年了也很辛苦，他的問題也應該 

問問。員外的女兒很可憐啊，不能說話怎 

麼嫁的出去？他的問題也應該問問。於是

叫化子毫不猶豫的問了第一個問題。佛祖 

告訴他，老龜是因為捨不得它那背上的龜

殼才變不成龍的，它的龜殼裡有二十四顆 

夜明珠在裡面。如果它把龜殼去了，就可

以化成龍了。第二個問題佛祖回答，老和 

尚整天都拿著他的寶貝錫杖，心裡整天記

掛著，他的錫杖是個寶物，用它在地上一 

扎，地上就會有清泉出現，如果老和尚捨

得扔掉那個錫杖，他就可以升天了。叫化 

子很高興，又問了第三個問題。佛祖回答 

，如果啞巴女孩見到她的心上人來了就會

說話了，突然佛祖不見了。

　　叫化子覺得自己的事也沒有什麼，還

是乞討過日子吧，於是就趕緊往回趕路。

叫化子來到那個江邊，老龜已經算到叫化

子該回來了，就急著問佛祖是怎麼說的 

？叫化子說，你先把我度過江去我給你 

說。老龜把叫化度了過去，叫化子說了 

緣由，老龜一聽就明白了，於是就把龜 

殼脫了下來送給叫化子說，這裡面有二 

十四顆夜明珠，是無價之寶，對我已經

是沒有用處了，我就把它送給你了。於

是老龜馬上就變成龍飛走了。叫化子拿

著二十四顆夜明珠又往回趕路。來到山

上見了老和尚，老和尚急著問佛祖怎麼

回答的？叫化子說了緣由，老和尚一聽

非常高興，於是就把那個寶貝錫杖送給

了叫化。老和尚馬上就騰雲飛走了。叫

化子來到員外家門口，突然從裡面跑出

一個大姑娘大聲喊道：那個問佛祖話的

人回來了。員外也跑了出來，他很吃驚

他的女兒怎麼突然會說話了。叫化子說

了佛祖的話，員外非常高興就把女兒嫁

給叫化子了。

愛出者愛返，福往者福來。

省思-

老和尚修了五百年記掛著錫杖不能升天 

，老龜因為捨不得背上的殼修了一千年

不能變成龍，皆因為有堅固的貪愛執著 

，不能成就，經過佛祖指點立刻升天，

而那乞丐夢中與佛結緣，沒有私心，以

別人為重，反而得到大利益，大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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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BLE OF 
THE SPO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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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bbi Haim of Romshishok was an itine-
rant preacher. He traveled from town to town 
delivering religious sermons that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respect for one’s fellow man. He 
often began his talks with the following story:

I once ascended to the firmaments. I first went 
to see Hell and the sight was horrifying. Row 
after row of tables were laden with platters of 
sumptuous food, yet the people seated around 
the tables were pale and emaciated, moaning 
in hunger. As I came closer, I understood their 
predicament.

Every person held a full spoon, but both arms 
were splinted with wooden slats so he could 
not bend either elbow to bring the food to his 
mouth. It broke my heart to hear the tortured 
groans of these poor people as they held their 
food so near but could not consume it.

Next I went to visit Heaven. I was surprised to 
see the same setting I had witnessed in Hell – 
row after row of long tables laden with food. 
But in contrast to Hell, the people here in Hea-
ven were sitting contentedly talking with each 
other, obviously sated from their sumptuous 
meal.

As I came closer, I was amazed to discover that 
here, too, each person had his arms splinted on 
wooden slats that prevented him from bending 
his elbows. How, then, did they manage to eat?

As I watched, a man picked up his spoon 
and dug it into the dish before him. Then he 
stretched across the table and fed the person 
across from him! The recipient of this kindness 
thanked him and returned the favor by leaning 

across the table to feed his benefactor.

I suddenly understood. Heaven and Hell offer 
the same circumstances and conditions. The 
critical difference is in the way the people treat 
each other.

I ran back to Hell to share this solution with 
the poor souls trapped there. I whispered in the 
ear of one starving man, ‘You do not have to 
go hungry. Use your spoon to feed your neigh-
bor, and he will surely return the favor and 
feed you.’

‘You expect me to feed the detestable man sit-
ting across the table?’ said the man angrily. ‘I 
would rather starve than give him the pleasure 
of eating!’

Source: Moshe Kranc, The Hasidic Masters’ 
Guide to Management

CONSIDER TH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eaven and hell is not 
the setting. It’s in the way people treat each 
other.

So much of how we deal with the world simply 
comes down to perspective. Heaven and hell, 
the same place and situation, the only diffe-
rence the attitudes and approach of the people 
present.

We can create heaven and hell for one another, 
right here in this world, by the way we treat 
each other. We have the ability to cause suffe-
ring and pain, and we have the ability to bring 
comfort and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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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Y OF 
MINDING 

ONE’S OWN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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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group of people were travelling in a boat. 
One of them took a drill and began to drill a 
hole beneath himself.

His companions said to him: “Why are you 
doing this?” Replied the man: “What concern 
is it of yours? Am I not drilling under my 
own place?”

Said they to him: “But you will flood the 
boat for us all!”

CONSIDER THIS

The moral of this story is clear: one person’s 
destructive action may literally drown the 
entire community. But we might add that the 
inverse is also true: a single positive change 
may transform an entire community.

What holes have you been boring in your 
life, thinking, ‘It’s only my seat’?
Are you willing to take a look at how they 
are affecting the lives of others, especially 
the ones you love?

If a man steps on a stranger’s foot
In the marketplace,
He makes a polite apology
And offers an explanation:
“This place is so crowded.”

If an elder brother
Steps on his younger brother’s foot
He says, “Sorry.”
And that is that.

If a parent steps on his child’s foot
Nothing is said at all.

The greatest politeness
Is free from all formality.
Perfect conduct is free of concern.
Perfect wisdom is unplanned.
Perfect love is without demonstrations.
Perfect sincerity offers no guarantee.

- Chuang Tzu

https://theunboundedspirit.com/

Apologies

“When you talk, 
you are only repeating 
what you already know. 
But if you listen, you 
may learn something 
new.”
- Dalai L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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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樂嗎？如果你每天都有好心情，保持

樂觀心態，真的可以長壽喔！根據一項最

新研究顯示，如果心情樂觀快樂的女性，

她即使有各種疾病，也可降低近三成疾病

死亡機會。

研究：心情樂觀開朗　可降低近三成疾病

死亡率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用了八年時間，共

分析超過七萬名女性；結果發現，如果心

情樂觀快樂的女性，其因為疾病而死亡的

機會可以降低近三成，其中因癌症死亡機

會降一成六，因心臟病死亡機率降三成八 

，因腦中風死亡機會降三成九，平常罹患

呼吸道疾病機會降低三成八，而感染性疾

病也因此降低五成二。此項研究結果已發

表於最新一期美國流行病學期刊。

做好健康管理　才可使心情快樂

人往往不是說要快樂就能快樂的起來，至

於要如何樂觀面對人生，該如何使心情快

樂呢？師大化學系教授吳家誠認為，若是

沒有疾病就能快樂；所以，要做好生活管

理與心態的健康管理，使身體達到很好狀

況才能享受人生，而且即使是生病了，更

應該要做好健康管理。

吃喝拉撒睡都要管理好　免疫力才能達到

良好水準

吳家誠教授建議，首先是不要想賺很多錢 

，不要讓升官升等給自己太大壓力，即使

是在生活上和別人有所競爭，競爭也應該

是良性的，而且任何時間都不要過度工作 

，不要做日夜顛倒的工作，不要做自己能

力所不及之事；而且不論是吃喝拉撒睡都

要管理好，身體才會有常態性平衡，免疫

力才能達到良好水準，也較不會生病。

養成每天運動習慣　走路是很好的運動

此外，想要做好健康管理，養成每天運動

習慣更是重要。吳家誠教授強調，運動是

維持新陳代謝所必須要的，而且走路是很

好的運動，雖然游泳與騎腳踏車也是很好

的運動，但是走路不需要學習；只是走路

要注意到呼吸，可以血流暢通與腦筋清晰 

，而且配合呼吸才不會造成無氧狀態，因

為運動最怕無氧狀態，無氧狀態反而會有

所傷害，而維持好體能，也是快樂的方法 

，才能享受人生。

健康醫療網

心情樂觀開朗
可．以．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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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才能順心如意

曾有人問我：「你總是鼓勵大家不論遇到什麼問題都要微笑以對，不要愁眉苦臉，這會

不會有點不切實際？因為若是問題能解決的話，又怎麼會愁眉苦臉？而若是問題無法解

決，又怎麼笑得出來？」

這話正好道出了多數人的盲點，那就是「要等問題都解決了，才能夠快樂 」。

生病的人以為，要等病好起來，才能夠快樂；做生意的說，要等生意興隆，才會快樂；

感情不和的則說，要等感情和諧了，才能快樂。這就是人們一直不快樂的原因，不是

嗎？

有一位朋友，每次見面時都心情愉快，眉開眼笑。大家打趣說：「那是因為他家庭事業

兩得意，所以才春風得意。」他笑說：「不，我不是因為順心如意才快樂，而是因為我

一直很快樂，所以做什麼都順心如意。」他說得對！不是順心如意讓人歡喜，而是歡喜

讓人順心如意；就像一位心理學家說的：「我們快樂是因為我們微笑，而非我們微笑是

因為我們快樂；先微笑然後快樂就隨之到來。」 

人們總想「如果問題都解決，就能夠很快樂」，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如果你能很快樂，

你就能解決問題；因為你能快樂，就能樂觀以對，那就沒有解決不了的難題。你想生意

更好、你想感情變好、你希望身體好起來、你期望好運一直來，不管你想的是什麼，你

都必須先快樂起來；只要你能喜樂，每一件事都會隨之好起來。不要再等待快樂的事發

生，不要再期待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你已經等得夠久了；快展露微笑吧！

先快樂，然後看看會發生什麼? 從現在起，讓自己經常微笑、歡笑，開懷大笑。如果你

能夠笑出來，你的世界就會變成一個歡樂天堂，如此，天下就沒有事能難倒你。

「轉臉面向太陽，影子就落到你後面。」 —紐西蘭原住民諺語

省思-

主宰自己的人生，從主宰自己的情緒開始。

一時的悲傷，可以宣洩情緒，但宣洩完後記得重捨笑容面對困境，因為心情處理好來，

才能處理事情，若遇事就愁眉苦臉、怨天尤人，連情緒都無法管理，又如何有心思來處

理問題。

摘自 學習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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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香菜
●材料：

紅蘿蔔、白蘿蔔、黑木耳、竹筍、香菇、
豆干、炸豆包、、黃豆芽、金針、芹菜

●調味料：

鹽、麻油、白胡椒粉

●作法：

1.將所有蔬菜除了黃豆芽與金針外全部切成細絲。

2.鍋中倒油,先將紅白蘿蔔炒軟,再依序將各種材料放入炒熟。

3.加入鹽及白胡椒粉調味。

4.起鍋前淋上些許麻油即可。

［摘自Carol自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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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
人
不
是
壞
的
，
只
是
習
氣
罷
了
，

每
個
人
都
有
習
氣
，
只
是
深
淺
罷

了
。
只
要
他
有
向
道
的
心
，
能
原

諒
他
就
原
諒
他
，
不
要
把
他
看
做

是
壞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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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好味道

佛堂班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