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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幸福

一個衣著高貴的美麗婦人去看心理醫生，她對醫生說自己不快樂 
，生活空虛無聊。

心理醫生聽完後，叫清潔地板的老婦人過來，醫生對這位有錢的
女人說，讓瑪麗告訴你，她是如何找到幸福的吧。老婦人放下掃
把，坐在椅子上，開始講她的故事。

我先生得瘧疾死了，三個月後唯一的兒子也被車撞死了，我沒有
親人，一無所有，睡不著覺也吃不下飯，對誰也笑不出來，甚至
想結束自己的生命。

一天晚上下班回家，有一隻小貓跟著我，外面那麼冷，我有點可
憐牠，就讓牠進了屋，還給牠牛奶，牠把盤子都舔乾淨了，蹭著
我的腿滿意地低聲叫著。

幾個月來，我第一次笑了，然後我就想，幫到一隻小貓都能讓我
高興，那為其他人做事應該會讓我幸福吧。

第二天我烤了餅乾，帶給臥病在床的鄰居，每天我都努力為別人
做些好事，看到他們高興，我也很高興。如今我再也不會吃不好 
、睡不好了，通過給予他人，我找到了幸福。

聽到這裡，貴婦哭了，她說：「金錢能買到的東西我都有，但是
卻失去了金錢買不到的東西。」

生活的美好不在於你有多快樂，而在於你給別人帶來多少快樂。

幸福不是終點，而是旅程。

幸福不是明天，而是現在。

幸福不是依賴他人，而是取決於自己。

幸福在於你是誰，而不在於你擁有什麼。

摘自 學習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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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佛之前
一日，阿難尊者對佛陀說：「世尊，您出生

於帝王之家，擁有一般人所沒有的榮華富貴 

；出家後，經過六年苦行，最後於菩提樹下

靜坐四十九天，即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似乎

一切都順理成章，您說是嗎？」

佛陀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而是為阿難說了

一則公案。 

過去有一位大富長者，擁有各式珍奇異寶，

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獨缺取得不易的

深海赤珍珠。於是長者決定出海採珠，在突

破種種難關後，終於找到赤珍珠的產地。

珠蚌生性嗜血，為了得到這稀世珍寶，長者

以刀刺身，將流出的血裝入油囊中，並且垂

至海底，引誘大蚌出而食之；一旦蚌殼打開 

，就趁機剖蚌取珠。就這樣，長者一次次地

刺身取血，一次次地入海剖蚌取珠，經過三

年的時間，好不容易才採集到一袋赤珍珠。

長者帶著這袋赤珍珠回到岸上。不料，同伴

們看到如此稀有且價值非凡的寶珠，竟萌生

惡念，欲殺害長者將寶珠佔為己有。於是眾

人佯稱要到井邊打水，趁著長者不注意時，

便將他推落井中，並把井口封死。

墜落井底的長者幸好無恙，不知在井底待了

多久，突然聽到獅子的吼叫聲；長者張開眼

睛一看，竟然有一頭獅子從旁邊的洞穴走進

來喝水。長者驚惶萬分，心想性命難保，沒

想到獅子喝完水後就離開了。長者不僅鬆了

一口氣，並且循著獅子的足跡，離開這一口

井，最後安全回到家鄉。

長者找到同伴的家，對他們說：「你們搶走

我的寶珠並且加害於我的這件事，目前還沒

有人知道，只要你們將所有寶珠歸還，我就

不會告訴任何人。」他們看到長者安然無恙

地站在面前，都感到非常恐懼，知道自己犯

了大錯，於是將所有的赤珍珠全數歸還。

一天，長者的兩個兒子在遊戲中把玩這些寶

珠，大兒子問道：「這些寶珠是從哪裡來的

呢？」小兒子說：「寶珠當然是從我的口袋

裡找出來的。」大兒子辯道：「不對，不對 

，寶珠是長在屋子裡的大甕中。」

聽到孩子們的對話，長者面露笑意，長者夫

人不解地問：「這有什麼好笑呢？」長者回

答：「寶珠對他們來說是垂手可得，他們豈

能想像取得寶

珠的過程是如

此地辛苦？那

是因為有我當

他們的依靠，

才會以為這些

費盡千辛萬

苦、幾乎喪命

採得的珍珠，

是從家裡的甕

中長出的。」

佛陀告訴阿難 

：「你只看到

我成佛的果，

卻不知我從無

數劫來即不斷

地勤苦修學，

就像小孩認為

寶珠是在口袋中，如探囊取物般容易，而不

了解採珠過程的辛苦。其實，成佛必須修諸

萬行，積功累德，不是一事、一行、一身就

可獲得。」

典故摘自：《眾經撰雜譬喻‧卷下》

摘自 佛典故事

省 思

經云：「理可頓悟 
，事須漸修」，修
行並不是一蹴可幾 
，而需把握因緣，
勤修六度萬行，累
積福德資糧，「做
一分得一分，做十
分得十分」，如此
努力不懈，待因緣
果熟，自然能圓滿
菩提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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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鳳儀嘉言錄
【第五節 破迷】
人迷在什麼上受什麼害，所以富的，死在富上；貴的，死在貴上；多情的，死在情上。
能脫出來才算有道，脫不出來就是迷人。

父親的三碗粥

小明的父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

對待莊稼表現出了超乎尋常的珍惜和

敬畏。但是有一件事，卻讓小明始終

很不理解。

每次收完莊稼後，父親總會在地裡留

下一些乾癟的稻穀。

剛開始，小明以為是父親不小心遺漏

的，便提醒父親。

父親卻說：「別管了，讓它們留在那

兒吧！」

後來，小明才明白，那些乾癟的稻穀

是特意為鳥雀留下的，是牠們安全過

冬的保障。

父親精於耕作，莊稼常常能獲得大豐

收。

有一年，鄰縣因天災糧食歉收，一些

人不得不外出謀生計。

那段時間，父親總會在院子外面掛一

個竹籃，籃子裡面有時放著兩個饅頭 

，有時是兩塊紅薯，或者是幾個馬鈴

薯。

摘自 學習電子報

「把食物放到外面，不怕別人偷了去

嗎？」小明疑惑地問。

父親搖搖頭，笑著說：「我們把食物

放在外面，就是為了能讓過路的外鄉

人填一填肚子，如果能吃飽飯，誰願

意離鄉背井呀！」

有一次，小明透過窗戶看到一個衣衫

襤褸、風塵僕僕的路人拿出了籃子裡

的饅頭，狼吞虎咽地吃完之後，朝著

他家的房子深深地鞠了一個躬。

如今，父親年事已高，他告訴小明：

「人要活得善良一點、大氣一點。假

如人生有三碗粥，一碗自己吃，一碗

給家人親友吃，剩下的那一碗要分給

那些與你毫不相干的路人吃。」

父親的『三碗粥』不僅僅是出於善良

和愛心，更是一種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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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AT RACE

THE EYES  
              TO SEE

wisdom stories to live by
http://philipchircop.wordpress.com/

wisdom stories to live by
http://philipchircop.wordpress.com/

There was a great race between a team of 
the wise and a team of the foolish. The 
wise people won by a mile. So the foolish 
people hired a expert to figure out what 
went wrong. He reported that the wise 
people had one person steering and eight 
people rowing, while they had eight peop-
le steering and only one person rowing.

“Aha,” said the foolish people who imme-
diately restructured their team: Now they 
had one senior manager, seven manage-
ment consultants, and  one rower. In the 
rematch, the wise people won by two 
miles!

After further intensive consultations, the 
foolish people fired their rower!

CONSIDER THIS

In the above story reality was staring the  
team of the foolish in the face, but they 
just couldn’t see it. The fully lived life is 
all about seeing, seeing differently, seeing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  It has been said 
that “We do not see things as they are, we 
see things as we are.”

“The real voyage of discovery consists, 

A writer arrived at the monastery to write a 
book about the Master. “People say you are a 
genius. Are you?” he asked.

“You might say so,” said the Master with a 
smile.

“And what makes one a genius?” asked the 
intrepid reporter.

“The ability to see,” said the Master.

The writer was betwixt and between. Scrat-
ching his hair with one hand and rubbing his 
tummy with the other, he muttered, “To see 
what?”

The Master quietly replied, “The butterfly in 
a caterpillar, the eagle in an egg, the saint in a 
selfish person, life in death, unity in separati-
on, the divine in the human and the human in 
the divine.”

not in seeking new landscapes, but in ha-
ving new eyes.” – Marcel Pro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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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ght from 
   the Shadow

Inspirational Taoist Quotes and Stories 
by Chuang Tzu
http://theunboundedspirit.com/

CONSIDER THIS

In the Easter letter before his death, Bishop 
Klaus Hemmerle of Aachen wrote, “I wish 
each of us Easter eyes, able to perceive in 
death, life; in guilt, forgiveness; in separation 
unity; in wounds glory; in the human, God; 
in God, the human; and in the I, the You.”

There was a man

who was so disturbed

by the sight of his own shadow

and so displeased

with his own footsteps,

that he determined to get rid of both.

The method he hit upon was

to run away from them.

So he got up and ran.

But everytime he poot his foot down

there was another step,

while his shadow kept up with him

without the slightest difficulty.

He attributed his failure

to the fact

that he was not running fast enough.

So he ran faster and faster,

without stopping,

until he finally dropped dead.

He failed to realize

that if he merely stepped into the shade,

his shadow would vanish,

and if he sat down and stayed still,

there would be no more foot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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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已經知道該如何增加飲食中的肉類

蛋白，不過如果你想增加蛋白質攝取量，

不一定得多吃肉。

今日，蛋白質似乎是營養素中的超級巨星 

，而且那絕對不是沒有理由。在相同重量

的情況下，它帶來的飽足感高於碳水化合

物和脂肪；也就是說，它能讓你覺得更飽 

、讓飽足的感覺更持久。此外，蛋白質是

修補和打造肌肉的必要物質，也有助維持

新陳代謝。

蛋白質的每日建議攝取量，為每公斤體重

0.8 公克；對大多數成人來說， 約為每天

46-56公克的蛋白質。舉例來說，拳頭大

小的漢堡，約含24公克蛋白質。

有些人說，美國人攝取的蛋白質為適量甚

至過多；有些人則認為，攝取超出建議量

的蛋白質不會影響健康，或許我們應該多

攝取一些才是。

你可能已經知道該如何增加飲食中的肉類

蛋白──例如牛肉、雞肉、火雞肉、海鮮

等。不過如果你想增加蛋白質攝取量，不

一定得多吃肉，動物蛋白雖然可以提供我

們所需的一切必需胺基酸，但植物來源也

絕對可以提供足夠的蛋白質。

接下來就是20種不必多吃肉、就能在飲食

中增加蛋白的簡易方法：

天下雜誌

不吃肉
如何攝取更多蛋白質？

1杯花生：41公克蛋白

1杯南瓜籽：39公克

1杯起司：36公克

1杯丹貝：34公克

1杯燕麥：26公克

1/2杯豆腐：22公克

1杯零脂希臘優格：22公克

1杯腰豆：21公克

1杯白腰豆：19公克

1杯斑豆：19公克

1杯扁豆：18公克

1杯毛豆：17公克

1杯皇帝豆：15公克

1份蔬菜漢堡：11公克

2茶匙花生醬：9公克

1杯豆腐優格：9公克

1杯煮熟的藜麥：8公克

1杯脫脂牛奶：8公克

1杯豆漿：7公克

1茶匙味噌：2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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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東西耗己福

人的福報是有限的，一用完沒福時就苦了！比方我們去印度朝

聖，住在飯店時，飯店的衛生紙我一張都不敢多用。雖然住飯

店要付錢，但自己福報是一定的，不是這東西是飯店的，多用

沒關係。

其實我們所用的一切東西－不論是用別人或用自己的，都是在

耗自己的福報，一定要有這種觀念，有的人認為住飯店那麼貴 

，就要多用一點，甚至臨走還要帶一點走。其實少用就是多布

施，把好處予人就是布施，明白這個道理，處處都能修福；你

不明白，處處都在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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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蔬燕麥餅 

●材料：

即食燕麥片三大勺、雞蛋一個、胡蘿蔔半根、

蘆筍三根、鹽、胡椒粉。

●作法：

胡蘿蔔去皮切成片、蘆筍刷洗乾淨，鍋中水燒開，放入胡蘿蔔片和
蘆筍，燙熟後撈出分別切成碎。雞蛋打散，和胡蘿蔔碎蘆筍碎一起
加入到燕麥片中，加少量鹽和胡椒粉，攪合拌勻成厚厚的糊狀。平
底鍋中放油燒熱，用勺子兜起一大勺彩蔬燕麥糊，放入鍋中，用勺
子輕輕按壓成小餅狀。用中火煎至兩面金黃即可，出鍋後用廚房紙
巾吸取小餅上多餘油份。裝盤，吃的時候可以淋上自己喜歡的各種
醬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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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