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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肉穿腸過 佛祖心中留】下一句更重要！

濟公活佛破帽破扇破鞋，貌似瘋顛，不受戒律拘束，嗜好酒肉，舉止

似癡若狂，但確是一位學問淵博、行善積德的得道高僧。他的故事無

人不知無人不曉，他好打不平，救人之命，扶危濟困、除暴安良、彰

善罰惡等種種美德，廣為傳誦。

「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是濟公活佛流傳下來的一句話，但是

大家僅知「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卻不知濟公活佛還有後一句

「世人若學我，如同進魔道」。

這句話幾乎成了很多人為了口福，貪嘴吃肉的理由和藉口。甚至有些

人見到學佛人吃素，則說：「何必執著，佛都說了酒肉穿腸過，佛祖

心中留」。這種說法貽害非淺，使很多人混淆了聖凡、德性和修德，

是邪見。 

一切眾生，都有佛性，在凡不減，在聖不增。然在凡夫的地位，煩惱

覆蓋，佛性不能顯現，若殺生吃肉必得到多病短命的果報，來世還要

做畜生償還命債。只有大神通的真正高僧大德在特定情況下，為度眾

生才示現吃肉，如果我們凡夫學的話，可就是：「世人若學我，如同

進魔道」了啊！

「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的來由，本是一個悲壯的典故。

說的是明朝張獻忠攻打渝城，也就是現在的成都時，在城外的廟裡駐

紮，強迫裡面的和尚吃肉，當時有個叫破山的和尚說，只要你攻城後

不屠城，我就吃肉。結果張獻忠答應了他。於是破山和尚一邊吃，一

邊說出了這句話。他是為了數千百姓的生命才破戒的啊。而這也不是

破戒，這是戒條中的開緣，不算犯戒。

此兩句偈子最早是濟公活佛道濟和尚為破人執著所言，破山和尚也是

引用。但世人不知，濟公活佛全偈子如下：『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

留，世人若學我，如同進魔道』，世人只知斷章取義，唯利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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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始起慈心因緣

省 思

《觀無量壽佛經》云：

「佛心者，

    大慈悲心是。」

《涅槃經》云：

「三世諸世尊，

    大悲為根本。」

為期三個月的夏安居結束時，比丘們深

得法益，身心自在清涼。為表達對佛陀

的無比感恩，比丘們前往舍衛國中的祇

樹給孤獨園，恭敬禮拜釋迦牟尼佛。佛

陀見到比丘們，即以慈悲的口吻慰問大

眾：「這三個月來的生活起居，是否有

所匱乏？身心是否安樂？」

佛陀的侍者阿難，在一旁見到佛陀如此

慈愍地關心大眾，深為佛

陀的廣大悲心所感動。因

此，恭敬地請問佛陀：「

世尊，您的慈悲令弟子們

個個如沐春風。您這般不

忍眾生受苦的悲憫胸懷，

是從何時開始的呢？」

佛陀微笑著對阿難說：「

無量劫前，在地獄中有兩

個罪人。獄卒剝取他們身

上的皮，用作拉車的皮帶 

；並且，命令他們共拉一輛十分沉重的

鐵車。在拉車的過程中，獄卒還不斷以

鐵棒毆打他們。兩個罪人就這樣來回奔

波，毫無喘息的時候。」

「其中一人終於體力不支，暈倒在地；

獄卒見狀，又是一陣毒打。見到同伴如

此悲慘，另一人心生憐憫，告訴獄卒說 

：『可不可以讓我代替他？我一個人來

拉這部車就好了。』獄卒聽了大發雷

霆，以鐵棒重重地捶打這個人，這人

當場身亡；然而，由於一念悲心，結

束了地獄的業報，投生於忉利天。」

說完了這則故事，佛陀告訴阿難：「

地獄中心懷慈悲，願代同伴受苦的罪

人，就是我的過去生。自從在那一世

當中，看到地獄罪苦眾生受苦無量，

我就發起了大慈悲心。此後 

，生生世世對一切眾生都心 

懷慈愍，不曾退捨，直到現 

在。」阿難聆聽了佛陀初發 

慈悲心的因緣後，十分感佩 

佛陀的慈心悲願，歡喜地依 

佛陀的教誨，精進用功修行 

。

原典出處：《賢愚經》

省思

《觀無量壽佛經》云：「佛心者，大

慈悲心是。」《涅槃經》云：「三世

諸世尊，大悲為根本。」對眾生發起

慈悲心，是修行學佛的初步，也是成

佛不可或缺的資糧。發心正確，知見

正確，修行方向就正直不偏，佛道指

日可期。

摘自 佛典故事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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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鳳儀嘉言錄
【第五節 破迷】
世人都被鬼迷住啦！抱屈的是屈死鬼作祟，生氣的是凶鬼作祟，上火的是急鬼作祟，怨人
的是冤鬼作祟，定不住性的是無常鬼作祟。此外，好酒的是被酒鬼迷住了，好煙的是被煙
鬼迷住了，好色的是被色鬼迷住了。凡是有稟性、嗜好的，都是被鬼捉弄著啦！沒有鬼捉
弄神的。

生命與磁鐵
有時候，你難免多心。心眼一多，對許多

小事就跟著過敏。於是，別人多看你一眼 

，你便覺得他對你有敵意；別人少看你一 

眼， 你又認定是他故意對你冷落。

多心的人注定活得辛苦，因為情緒太容易

被別人的情緒所左右。多心的人總東想西

想胡思亂想，結果很容易困在一團思緒的

亂麻中，動彈不得。

有時候，與其多心，不如少根筋。

相不相信？其實你是一塊磁鐵。當你身心

愉悅、喜歡自己、對這個世界充滿善意，

美好的東西就自然地被你所吸引。

相反的，當你悲觀、鬱悶、覺得什麼都不

對勁，負面的一切也就相繼來報到了。

因為你是一塊磁鐵，吸引的是與你相信的

東西，所以快樂的你就吸引讓你快樂的人

事境，煩憂的你則吸引讓你煩憂的人事境 

。幸運與厄運，在於你如何使用內在的磁

力。這是信念的奧秘。 

你今天心情好嗎？ 

你不說話，但眼底的神色已回答了一切。

那麼，就別讓自己繼續躲在心事重重的甲殼裡

吧。「煩腦」這種煩人的東西是想出來的 

啊，若是不想就不存在，你沒聽過這句話嗎 

？

去喝一杯咖啡，買一件衣服，剪一種新髮型。

去吃一筒冰淇淋，走一條街，看一場電影。

去看一個老朋友，聊一回往事，數一晚星星。

讓自已好過的方法很多，而且善待自己是道德

的。除非，你堅持躲在潮濕的甲殼裡更快樂。

不然，走出來吧！

好與不好僅存在自己的”一念”之間，

你(妳)相信自己的”信念”嗎?

比大海更大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大的是”心”

”心” 為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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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n of Tao

VIGILANCE

Inspirational Taoist Quotes and 
Stories by Chuang Tzu
BY SOFO ARC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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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an of Tao acts without impediment,

He harms no other being by his actions,

Yet he does not know himself

to be kind and gentle.

He does not struggle to make money

And he does not make a virtue of poverty.

He goes without relying on others,

And does not pride himself

on walking alone.

The man of Tao remains unknown.

Perfect virtue produces nothing.

No Self is True Self.

And the greatest man is nobody.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to make myself 
Enlightened?

As little as you can do to make the sun rise 
in the morning.

Then of what use are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you prescribe?

To make sure you are not asleep when the 
sun begins to rise.

--------One Minute Wisdom (page 11)

PONDER AND CONSIDER

Keep awake therefore, for you know neither 
the day nor the hour. | Matthew 25:13

Are you awake or asleep … distracted or cen-
tred and focused?

What spiritual exercises do you engage on a 
daily basis to keep yourself mindful, he artful, 
alert and atten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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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2: Lucky Number

 Many people still regard thirteen as an unlucky number. Some even suffer extreme 
fear of it with a specifically recognized condition, triskaidekaphobia. There are still build-
ings without a thirteenth floor, and Friday the 13th has become a horror movie franchise. 
These are all indicators that the concept of the unlucky number is still alive and well. 

 Those who cultivate the Tao are free from the bondage of this concept, because they 
understand luck is something they create for themselves. No matter what happens to them 
externally, they can always create the internal reality they want, and let this reality radiate 
outward.

 Sooner or later, their external world will improve to match their internal reality. 
When this happens, people will think they are lucky, but they know it comes from within. 
This is the Tao that makes any number you want a lucky number---including the number 
thirteen. 

The Tao Today

 Look deeper into the origin of “unlucky thirteen” and discover for yourself that the fear 
is nothing more than a mental construct lacking any substance. Then, go deeper into the core of 
your being and take control. You have the power to create your own beliefs, and not blindly fol-

low the beliefs of others. 

The Tao of Joy Every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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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腳站立，身體前彎，雙手可以碰到地板

嗎？多數人知道前彎彎得越下去，代表筋

骨越軟Q，但您可能不曉得的是，好的前

彎柔軟度對身體有15大健康好處。

前彎，是一個人人都會的簡單動作，但對 

健康的幫助卻一點也不簡單 

！曾經擔任日本棒球選手鈴

木一朗及足球選手三浦知良

的教練谷啓嗣，在著作《前

彎，最強舒筋活血法》中提

到，前彎可以同時伸展豎脊

肌、背闊肌、臀大肌和大腿

後肌等「抗重力肌肉」，如

果前彎的柔軟度越好，表示

身體越健康，且無論是在健

康或體態方面，都能獲得以

下15項好處：

1.降低跌倒機率：柔軟度變

好時，雙腳可以輕鬆地完全

抬高，不易跌倒，並預防運

動障礙症候群等問題。

2.能長距離行走：不會做白費力氣的動作 

，可保留體力，因此能行走比過去更長一

段的距離，也不會感到疲累。

3.提升注意力：提升柔軟度，身體姿勢就 

會變好，進而使得血液及氧氣循環率提升 

，因此注意力也會提高。

摘自  華人健康網「體前彎」的15大好處

4.不容易疲勞：姿勢端正，便不容易受到

重力影響，使體力消耗量能控制在較少的

程度，所以不容易疲勞。

5.改善姿勢：骨盆確實立起，肩胛骨也會

回到正確的位置，因此可擺脫駝背、聳肩

等不良姿勢。

6.提高行走的速度：柔軟度

整體提升，使得手臂揮動幅

度與行走步距加大，因此走

路的速度就會變快。

7.每一步之間的距離變大：

由於大腿後側變柔軟了，所

以雙腳可以往前邁開大步，

增加每一步之間的距離。

8.維持窈窕體態：柔軟度提 

升後，使得身體更容易活動 

，如此，熱量消耗就會增加 

，因此不容易變胖或復胖。

9.減少體脂肪：呼吸變順暢後，就能吸收

大量氧氣，有效燃燒脂肪，達到輕鬆減重

的效果。

10.抒解肩膀痠痛： 肩胛骨能被充分運用 

，讓背部肌肉獲得放鬆、血液循環變好，

因而改善肩頸痠痛等問題。

11.改善腰痛： 由於背部、腰部、臀部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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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得以充分伸展，所以可減少神經壓迫 

等影響，進而減輕腰痛。

12.舒緩膝蓋疼痛： 膝蓋痛有時起因於

肌肉疲勞。膝蓋後側的肌肉變柔軟後，

不僅能降低疲勞，疼痛也會改善。

13.呼吸變順暢： 一旦骨盆及肩胛骨得

以活動自如後，胸部便容易擴展開來，

使呼吸變得更順暢。

14.預防代謝症候群：  身體可以隨心

所欲的活動後，運動量就會增加，如

此，能降低體脂肪，並預防腹部凸出

的代謝症候群。

15.提升內臟代謝功能： 關節的可動

範圍擴大後，身體運動量自然會增加 

，進而活化、改善內臟機能，代謝也

會跟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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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瓜煎餅

●材料：

地瓜粉    70克

糖粉       20克

低筋麵粉 20克 

●作法：

將蒸熟的地瓜搗泥，加入糖粉、低筋麵粉，壓揉成團狀。

接著分成小塊搓圓壓扁，以奶油煎熟即可。

摘自http://misslee0511.pixnet.net/blog/post/3082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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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