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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太多是一種傷害
在一個小鎮裡有兩個男人。

他們的房子被一堵牆隔開，一邊是退

休老人，另一邊是年輕工程師。

他們在牆兩邊的土地上種花。

年輕人每天都給花澆水和施肥，老人

則很少這樣做。

年輕人的花長的很茂盛，豐盁的綠葉

充滿了生機。

老人的花都長的很小，那晚，下了一場暴風雨，隔天早上，年

輕人發現他的花樹都被連根拔起，而老人的花卻不受影響。

年輕人問老人：「你幾乎從不關心那些花樹，為什麼它們沒被

暴風雨摧毀呢？」

老人說：「那是因為你給它們的東西太多了，所以樹根並沒有

深入地下找食物，因此它們變的很脆弱，承受不了風雨的摧殘 

。我只供給它們基本的條件，樹根必須自己深入地下尋找食物

來供養樹幹。」

同樣的情況適用於我們的孩子，許多父母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

奪走了孩子的成長機會，過份的呵護和擔心，會使孩子失去成

長的機會。

父母不妨讓他們自己去摸索，同時在旁提醒，協助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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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石」的故事

唐朝李源，是貴族子弟，因為父親在安 

史之亂中死去而體悟人生無常，發誓不 

做官、不娶妻、不吃肉，把自己的家宅 

捐獻出來改建成惠林寺，作為佛教道場 

，並辭官住寺修行。寺裏的住持圓澤禪 

師，是一位道行很高而且精通音樂的大 

修行人。李源和他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兩人經常共同遊山玩水、吊古尋幽，

促膝談經論道，賞月吟風，怡情遣興，

詩賦文詞，往往一談就是一整天，幾乎

廢寢忘食。

有一次，他們商量一同去遊峨嵋，李源 

要從荊州乘水路前往。圓澤禪師說，最 

好從長安經斜谷陸路而去，但李源以為 

久絕人事，不願再入京師與舊友們相見 

，可是，圓澤禪師也有他不願走水路的

理由，又不便明白的說出來，就依李源

走水路由荊州乘船，李源帶了一僕人，

圓澤攜一弟子，共四人發舟。

不半月間，船行至三峽，停靠南浦岸邊 

，有一身穿花緞衣褲的婦人，肚大腰圓 

，身懷六甲，在水邊汲水。圓澤禪師看

見後，就流著眼淚黯然的對李源說：「

你知道麼？我之所以不願走水路，就是

因為怕見到她啊！」

李源驚問其故，禪師說：「此婦人懷孕 

三年未生，就是等我前來投胎作她兒子 

，以前我忍住不去見她，今日既然已見

到，此番生死，業力牽引，再也無法逃脫

了。你可以念經咒幫助我，使我能速速轉

生，此婦生產後，到第三天洗浴時，希望

您能來看望我，我會以一笑為你我隔世之

信約。再過十三年以後的中秋日，請在杭

州天竺寺外候我，我會與您再見一面。」 

李源聞聽悲悔不已。

四人即入一禪寺，寺僧接入。飲茶完畢，

圓澤禪師訴說了緣由，眾僧盡皆驚異。圓

澤禪師遂香湯沐浴，分付弟子已畢，就與

李源訣別。命人取了紙筆，作辭世頌曰：

四十年來體性空，多於詩酒樂心胸。

今朝別卻故人去，日後相逢下竺峰。

咦！幻身復入紅塵內，贏得君家再與逢。

偈畢，跏趺而化。

茶毗之後，只見火中一道嫋嫋青煙，直透

向雲端，煙中顯出圓澤全身本相，合掌消

隱於虛空中空……頃刻，只見天降舍利如

雨。眾僧收骨入塔，李源不勝悲愴。

 

首僧留李源住在寺中。過了三天，李源依

言前往婦家，此家人姓張，已於三日前生

一子，今正第三天。李源乃懇求一見，其

家人不許。李源把此事經過，告知其家，

其家人聽後驚異，就把李源帶至中堂。婦

人正在給嬰兒沐浴，小兒見到李源，果然

燦然一笑，當日夜晚，小兒就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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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鳳儀嘉言錄
【第五節 破迷】
世人學道，也被道迷。聽說誰有神通，就去恭敬誰，給他磕頭；聽說哪位神仙有靈，就供
奉上，給他燒香；聽說哪位神明好，就給他修廟，以為是無量功德。這和小人諂媚有什麼
不同？那叫迷惑。還有貪心用事的，為了求福，離道就更遠了！我才說，他修廟、我修神 
，他修房子，我修人。

親歷無常，目擊輪迴，李源心中大慟，

再也沒有心思去遊山玩水了，便失魂落

魄地返回惠林寺。寺中的弟子告訴李源 

說，圓澤師父早已預知此事了，所以臨 

行前就寫好了遺書，對我們交代了後事 

。李源震驚失色，痛不欲生。

日往月來，星移物換，不覺過了十三年 

，中秋日那天，李源如約來至杭州下天 

竺葛洪井畔。明月當空，李源轉到寺後 

，見一大石臨溪，泉流其畔。李源少坐

片時，忽聞隔川有歌聲傳來。李源側耳

傾聽，其歌云：

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

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  

李源循聲望去，見遠處的竹林中，一個

牧童正在拍著牛角唱歌。李源知道，那

牧童正是圓澤禪師的後身，於是他強忍

悲痛，含淚高聲問道：

「澤公啊澤公！一別十三秋，您老還好

嗎？」

牧童答道：「李公真乃守信義的君子，

沒有白交一場。可惜我與你塵緣已了，

不能再和你親近了，徒歎奈何！嗚呼哀

哉！輪迴路險，生死海深，人生苦短，

轉眼即是百年。只有努力修行，則自會

有再見之時。」即又唱起一首歌：

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  

吳越山川尋己遍，卻回煙棹上瞿塘。  

歌畢，只見小童遠遠的看著李源，拍手

大笑，且歌且行，漸行漸遠，漸漸融入

蒼茫山嵐，從此不知去向了……李源滿

懷悽楚而返。 

三年後，當朝大臣李德裕聞知此事，認 

為李源是忠臣之子又很孝順，遂向朝廷 

奏章推薦，請授官職。不久，皇帝頒詔 

，封李源為諫議大夫。但此時的李源早

已看破了世間輪迴，那肯就範於名韁利

鎖。後來他便一直在寺裏念佛修行，到

八十歲時，報盡往生淨土，大事了畢。

唐朝圓澤禪師，預知投生、三生轉世與 

舊友相見的故事，令人感悟人生的無常 

、輪迴的虛幻以及高僧大德的遊戲幻化

與生命的真情。後人稱呼李源與圓澤禪

師相逢處之葛稚川之石為「三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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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YOU  
SPARE SOME 
CHANGE?

LIVING 
TOGETHER 

WITH THE LITTLE 
WOUNDS

A beggar had been sitting by the side of the 
road for over thirty years. One day a stranger 
walked by. “Spare some change?” mumbled 
the beggar, mechanically holding out his old 
baseball cap.

“I have nothing to give you,” said the 
stranger. Then he asked: “What’s that you are 
sitting on?”

“Nothing,” replied the beggar. “Just an old 
box. I have been sitting on it for as long as I 
can remember.”

“Ever looked inside?” asked the stranger.

“No,” said the beggar. “What’s the point? 
There’s nothing in there.”

“Have a look inside,” insisted the stranger.

The beggar managed to pry open the lid. With 
astonishment, disbelief, and elation, he saw 
that the box was filled with gold.

CONSIDER THIS

“Drink water from your own cistern, flowing 
water from your own well.” | Proverbs 5:15

“The kingdom of God is inside you.” | Luke 
17:21

Someone wisely said, “Never place the key to 
your happiness in someone else’s pocket.”

It was the coldest winter ever. Many animals 
died because of the cold. The porcupines, rea-
lizing the situation, decided to group together 
to keep warm. This way they covered and 
protected themselves; but the quills of each 
one wounded their closest companions.

After awhile, they decided to distance them-
selves one from the other and they began to 
die, alone and frozen. So they had to make a 
choice: either accept the quills of their com-
panions or disappear from the Earth.

Wisely, they decided to go back to being 
together. They learned to live with the litt-
le wounds caused by th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companions in order to receive the 
warmth that came from the others. This way 
they were able to survive.

CONSIDER THIS

The best relationship is not the one that brings 
together perfect people, but when each indi-
vidual learns to live with the imperfections of 
others and can admire the other person’s good 
qualities.

Wisdom stories to live by 
https://philipchircop.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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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4: Bad Day
When you find yourself having a bad day, recall these immortal lines from the Tao Te Ching: 

Difficult and easy bring about each other 
Long and short reveal each other

What Lao Tzu means is quite clear: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has meaning only in comparison 
with one another. A task can only be difficult if it is compared to some other task that is easier. If 
there is only one task, it cannot be rated in terms of difficulty, since there is nothing to compare it 
with. 
It is the same with long and short, and all other evaluations one can possibly make. This puts 
having a bad day in a whole new light. A day can only be bad if you compare it with some other 
day that is not quite as bad. So what comparison exactly are you making? Are you getting your-
self depressed by dwelling on how bad it is? If so, think of a day that is even worse. Compared to 
that, the bad day is actually not so bad after all. Let this lift you out of depression so you can start 
taking steps to make things better.

The Tao Today
 At any moment, there ar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having a much more difficult time 
than you. Famine, drought, disease, warfare, extreme poverty and natural disasters create pock-
ets of extreme suffering that are almost inconceivable. How bad can your day be compared with 
that?

The Tao of Joy Every Day 

A good traveler  
has no fixed plans,  
and is not intent on arriving. 

Lao T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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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陳俊如（中醫師）
中醫師推薦止咳妙方

風寒咳嗽：紅糖薑茶
寒症一般用熱藥，薑辛溫，而

生薑茶也有收痰作用。紅糖薑

茶可以發汗解表，溫中和胃，

對於風寒感冒、惡寒發熱、頭

痛、噁心、腹脹、胃痛都有

效。

食材：生薑3～5片（不去

皮），紅糖適量。

做法：以上兩味煮茶，每日1

～2劑，不拘時溫服。

比起沖泡，最好是煮，因為這

樣可以讓薑的成分充分釋放出

來。另外，注意生薑不要去

皮，因為薑皮本身可以發汗利

水。如果不怕辣，也可以不用

加糖。

風熱咳嗽：蒸橘子
針對風熱型咳嗽，我們平時可

將橘子蒸熟吃。橘子性寒，所

以剛好抵銷掉咳嗽的熱性。但

橘子要怎麼蒸才有效，也是有

說法的。

食材：橘子一顆，鹽巴適量。

做法：

1. 將橘子外皮清洗乾淨（不要 

    去皮）；

2. 浸泡在滾過的熱水中約5～ 

    10分鐘；撈出橘子，用水果 

    刀把蒂頭挑掉，把洞挖深；  

    用適量的鹽填入；

3. 用錫箔紙包起來，放入烤箱 

    ，45攝氏度低溫烘烤約5～ 

    10分鐘即可。

風燥咳嗽：冰糖燉水梨
用滋陰潤肺的方法，可以處

理風燥型咳嗽的症狀。

食材：粗皮的黃皮水梨一

顆，冰糖適量。

做法：

1. 粗梨洗淨後，對半切；

2. 將梨的中心挖空，塞入冰 

    糖1～3克；

3. 把兩半梨和起來，用牙籤 

    固定，放入碗內；

4. 在電鍋中隔水蒸煮30～60 

    分鐘，至梨出水了，變成 

    透明狀。

（吃的時候，要果肉連梨汁一起食

用。）

風寒咳嗽
舌苔是白的，病人表現為寒

氣重，咳的痰也較稀、白、

黏，兼有鼻塞流涕。此時應

該吃一些溫熱、化痰止咳的

食物。

風熱咳嗽
舌苔是黃、紅色，這樣的

人內熱較大，咳嗽的痰黃、

稠、不易咳出，並有咽痛。

此時應該吃一些清肺、化痰

止咳的食物。

風燥咳嗽
屬於乾咳，譬如夏秋換季

時開始咳嗽，喉嚨和鼻腔發

乾，喝水也不解渴；或者一

些老人家長年咳嗽不癒，可

以用滋陰的食物來治。

咳嗽長期不好，怎麼辦？想要通過食療改善，首先搞清楚咳嗽的類型。

三種不同的咳嗽
常見的咳嗽由外感引起，分為風寒咳嗽、風熱咳嗽和風燥咳嗽。

止咳食療妙方 止咳食療妙方 止咳食療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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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一生經歷坎坷，遭過廷杖、下過大獄、被貶官、被

誣陷謀反，可謂受盡了人生的磨難。那麼，他又是如何保

持身體的健康呢？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劉瑾擅政干政，逮捕

了南京戴銑等二十多人，王陽明為他們上疏求救，因此觸怒劉瑾，他被杖四十，還

被貶謫到貴州龍場當驛棧的驛丞。貶謫途中，劉瑾派人追殺王陽明。他偽造跳水自

盡躲過一劫。當時龍場還未開化，瘴氣很重，跟隨王陽明的僕役到了龍場不久，就

大病一場。雖然瘴氣的毒害每天都存在，但他終是安然無恙。

在龍場謫居時，王陽明寫過一篇《瘞旅文》，裡面記載了一件事：

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七月初三那天，有一個從京師來的小官，帶著兒子和僕人 

，從龍場的驛站路過。由於天色已晚，陰雨連綿，他們就投宿到一個苗民家裡。

但是沒想到，次日這個小官就死了。不料，下午他的兒子也死了，第三天竟連僕人

也跟著死了。聽到這個消息，王陽明神情很悲傷，他命兩名僕人好好掩埋他們的遺

體。

對他們的死，王陽明早有預料，前兩天他隔著籬笆看到小官憂心忡忡、滿臉愁容。

既然貪戀這五斗米的俸祿，就應該高高興興地去上任，為什麼還要憂愁呢？小官前

往赴任，一路上風餐露宿，經常是饑渴勞累，筋骨疲憊，而山野的瘴氣又時時侵害

他們的身體。王陽明說：「如果這時，你還將憂鬱哀愁鬱積在心裡，外邪內毒互相

夾攻，人怎麼能不死？」小官鬱結的心神，促成了他的過世。

王陽明謫居龍場，也同樣經歷了瘴氣的毒害，但他依舊安然無恙。他始終保持著豁

達愉悅的心，無論被誣陷、被貶謫，他的心神並不為之所動，他的身體也未被瘴氣

所傷。

他講解練習書法的要旨時，總結出八個字 「凝思靜慮，擬形於心」。 

也就是說，讓自己的心靜下來，心中的所思所想形成的心理圖像，會將和它有關的

一切吸引過來。如果人的心是平和、光明的，他的人生也必然會是光明的。

王陽明的養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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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四季豆

●材料：

4 大匙 芝麻，2 大匙 味淋

2 大匙 醬油，4 杯 四季豆 

●作法：

1. 用小烤箱把芝麻烤香。待涼後，攪拌器將芝麻打成粉狀。再加入

味淋，及醬油。

2. 四季豆用滾水燙三分鐘，再過冰水。瀝乾水。

3. 加入第一步的芝麻，很香很香！

摘自https://www.xinshipu.com/zuofa/15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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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