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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調做人
法國著名化學家巴斯德有

一次去巴黎參加一個學術

會議時，住在一家旅店。

旅店服務人員見他衣著樸

素、行李簡單，以為他只

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客人，就把他安排在一間普通小房間裡。

後來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巴斯德教授，服務人員趕緊向他

道歉並要求幫他更換房間。服務人員：「我以為旅客的地位，

和他所攜帶的行李是成正比的，所以將您認錯了，實在是很抱

歉！」

巴斯德笑著回答說：「不！我認為一個人的擺闊和他的無知才

是成正比的！」

我們看到，那些真正有學問、有成就者，都是生活簡樸，為人

低調，身居簡出的人。他們不事事張揚、寬容有度，而得到人

們從心底的尊敬。

低調做人，看似降低了自己，其實使自身的人格得到昇華。低

調的人並不是與世隔絕，而是不矯揉造作，不忸怩作態，這使

他們在這個充滿誘惑的世界上不迷失自我。

山不解釋自己的高度，但它能撥開雲霧見青天。海不解釋自己

的深度，但它有容納百川的胸襟。地不解釋自己的厚度，但它

能滋養萬物的生長。成功的人不用去顯示自己有什麼，低調做

人，反而更能展現出謙卑高貴的人品與魅力！而那些急於想顯

示什麼，急迫想誇耀什麼的人，才是內心真正虛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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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事大 無常迅速

昔日，佛陀在舍

衛國時，有一位

年近八十歲的婆

羅門，他雖家財

萬貫，卻頑固闇

昧，慳貪成性，

不肯布施，難以教化，既不知道德

規範，也不解無常之理，每天忙於 

謀求家計，更熱衷於建造舒適的房 

屋。他的房子一間又一間地蓋了起 

來，除了前廳、後堂、涼臺、溫室 

，還有廳堂兩側的廂房等十餘間。

現在，還在加緊趕工蓋著後方的廳

堂。 

一日，佛陀觀察到這位老婆羅門壽

命將盡，而他對此事卻毫無所知，

仍舊疲於奔命的建造房舍，而讓自

己精疲力竭，實在非常可憐。佛陀

慈悲，想要度化這位老婆羅門，便 

帶著阿難尊者來到婆羅門家，慰問 

老婆羅門說：「你每日親自監工建 

造房舍，真是辛苦！你家的廳堂已 

經這麼多了，為什麼還要蓋房子呢 

？」婆羅門回答：「這些房間各有 

用處，前廳是用來接待客人的，後 

堂是我們自己住的，東西兩側的廂 

房可以安置我的孩子、財物和僕人 

。夏天太熱時，可以到涼臺乘涼；

冬天太冷時，就進到溫室保暖。」 

佛陀又說：「我

有一個偈子，對 

你生命有所幫助 

，想要送給你，

你是否有空和

我坐下來談談？

」婆羅門回答：「世尊，很抱歉！

我現在急著蓋新房子，實在沒有時

間聽法，等以後有因緣再去向您請

法！至於，您說要送我的偈子，就

請您直說。」 

於是佛陀便說了以下的偈語： 

　　「有子有財，愚惟汲汲；

　　　我且非我，何憂子財？ 

　　　暑當止此，寒當止此，

　　　愚多預慮，莫知來變； 

　　　愚蒙愚極，自謂我智；

　　　愚而勝智，是謂極愚。」 

婆羅門無心聽偈子，便說：「世尊 

，您所講的這個道理實在很好！可 

惜我現在真的很忙，等以後再談吧 

！」世尊見無緣度化便離去。婆羅

門又繼續去監工蓋房子，正當他指

導如何上屋樑時，竟被掉落下來的

樑木打中頭部，當場死亡。婆羅門

全家哀痛啼哭，驚動了附近鄰居。 

這件事，在佛陀尚未走遠就發生了 

摘自 佛典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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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鳳儀嘉言錄
【第五節 破迷】
人有迷於財色、有迷於煙酒、有迷於兒女的，沒有兒女盼兒女，過房兒子，抱養女兒，又
為兒女爭貪，忘了孝道，世界才壞的。周圍的人迷我，恭敬我、抬舉我，說我有道，其實
我沒有迷人，人偏來迷（信）我。

，路上數十位梵志見到佛陀，上前

問佛：「請問您從哪裡來？」佛陀

回答：「我剛從那位往生的老婆羅

門家離開，我曾數次為他說法，可

惜他心中只想蓋房子，不信佛說的

話，不知無常的道理。結果，今天

仍無法逃避無常生死的到來。」佛

陀藉此因緣對梵志們宣說偈子中的

真理，梵志們聞法歡喜，即得道跡 

。 

世尊進一步為梵志們開示： 

「愚闇昏昧的人親近智者，如同以

水瓢嘗味，如果不能親身去體會，

就像水瓢在美味的羮湯中浸泡許久 

，仍然無法知道羮湯的味道。 

開朗明達的人親近智者，如同以舌

嘗味，雖然只是很短的時間，也能

夠馬上知道食物的味道。 

愚人的所作所為，多為自己招來禍

患。只知一意孤行去作惡，自然會

引來重大的災禍。 

對於不善的惡行，所引發的禍端，

事發後再悔不當初，也只能痛哭流

涕。應當如實認知，所有的果報都

是自己過去的業習所招感！」 梵

志們聽完佛的開示，更加堅實篤信 

，向佛頂禮，歡喜奉行。

典故摘自： 

《法句譬喻經卷第二．愚闇品第十三》

省思

《無常經》云：「大地及日月，時

至皆歸盡，未曾有一事，不被無常

吞。」世間一切人、事、物，無一

不是在剎那剎那生滅變化當中。人

生幾何？若不明白「生死事大，無

常迅速」之理，終日只在「財、色 

、名、食、睡」中汲汲營求，當無

常忽爾到來，只能隨業受報，流轉

生死苦海。人命在呼吸間，常將生

死掛心頭，懂得看破、放下，不被

五欲所牽，能通達因緣果報、緣起

性空的真諦，把握每個當下因緣，

修福修慧，精進不懈，方有「了生

脫死，自在解脫」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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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IFT OF 
                A CUP FULL OF DIRT

For her fourth birthday, Rachel’s grand-
father brought her a little paper cup full 
of dirt. She was disappointed with the 
gift and let him know that. In response, 
he simply smiled and then turned to pick 
up a small teapot from her doll’s tea set. 
He took her to the kitchen and filled it 
up with water. They went back into the 
nursery. He set the cup on the windowsill 
and gave Rachel the teapot. He then said, 
“If you promise to put some water in the 
cup every day, something may happen.”

Rachel did as she was told, but as the 
days passed, she found it harder and har-
der to keep up the task. At one point, she 
tried to give the cup back to her grand-
father, but he simply told her she had to 
keep it up everyday.

With much effort, she did just that, and 
eventually she woke up one morning and 
there she saw two small green leaves 
sprouting out of the soil. She was amazed 

Wisdom stories to live by 
https://philipchircop.wordpress.com/

by what she saw, and everyday she wat-
ched the plant grow bigger and bigger.
When she saw her grandfather again, 
she told him all about it thinking that he 
would be just as surprised. He wasn’t. 
The grandfather explained to her how life 
was everywhere and how it was hidden 
in the most ordinary and unlikely places.

Rachel was excited by this, and asked, 
“And all it needs is water, Grandpa?” 
Her grandfather touched her gently on 
top of her head, and said, “No. All it 
needs is your faithfulness.”

CONSIDER THIS

Life is everywhere, hidden in the most 
ordinary and unlikely places and all it needs 
is our faithfulness.

Imagine every advent day to contain an 
invitation to water the soil in the field of 
your heart! Come Christmas day you may 
be surprised to discover  that the Word has 
once again become fl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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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5: Transient Life
	 Human	perception	is	such	that	we	cannot	feel	the	gradual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us	
from	one	moment	to	the	next.	Intellectually,	we	know	we	are	getting	older,	but	because	we	can-
not	sense	the	change,	we	may	imagine	that	our	current	state	has	a	certain	permanence	to	it.		
	 Sometimes,	this	illusion	is	pierced	or	stripped	away	entirely	when	we	come	face-to-face	
with	mortality.	This	can	be	triggered	by	the	news	of	someone’s	passing,	or	when	we	compare	
recent	photos	of	ourselves	to	photos	from	years	ago.	We	realize,	with	an	uneasy	chill,	that	time	
waits	for	no	one,	and	all	of	us	are	moving	slowly	but	surely	toward	death.	
	 Can	we	be	so	certain	that	every	one	of	us	will	still	be	around	ten	years	from	now?	How	
about	one	year	from	now,	or	even	one	day	from	now?	Recognizing	the	ultimate	impermanence	
of	life	is	an	important	step	toward	enlightenment.	

The Tao Today
	 None	of	us	can	say	with	absolute	certainty	that	one	day	will	be	followed	by	another.	Nor	
can	we	say	with	certainty	that	one	breath	will	be	followed	by	another.	Life	is	truly	transient,	and	
its	transience	is	measured	not	from	year	to	year,	but	from	moment	to	moment.	
	 Resolve	to	feel	your	aliveness	in	the	here	and	now.	Direct	your	attention	to	each	mo-
ment	as	you	experience	it.	Cherish	it	as	the	miraculous	gift	it	truly	is.	

The Tao of Joy Every Day 

               Give the ones you love 
                               wings to fly, 
    roots to come back          
                     and reasons to stay. 

– Dalai L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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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華人健康網
抗氧化食物提升腦力～

活化腦力，別忘了營養補充很重要。營養師指出，高脂肪、高膽固醇以及體重過重的人，也較容

易有腦力退化的風險，若想要提升腦力，可以多吃富含omega-3 脂肪酸、鎂，以及負責保護腦

細胞的抗氧化食物，有助大腦組織強壯，延緩腦部老化。

新光醫院營養師夏子雯指出，大腦是人體非常重要的器官。不管是腦力發育時期的兒童，學業緊

張的青少年，成年的腦力工作者，還是記憶力下降的老年人，補腦健腦都非常重要，而均衡飲食

對提升腦力則是有相當助益。

主要是因為食物中有許多營養素對於改善腦部血液循環、穩定神經都很有幫助。但氧化對於老化

的腦部壓力卻是傷害很大，因此需要多顏色的蔬果來幫助抗氧化、活化腦神經組織細胞和降低腦

部退化的風險。

抗氧化食物 護腦4大營養素

而在眾多食物中，其中又以含有維生素C、維生素E、維

生素B群，以及植化素等4 大營養素，具有較佳的抗氧化

效果。

1.維生素C：

又稱「超強抗氧化劑」，可保護攻擊神經細胞的自由基。

維生素C含量高的食物，有柑橘類水果、奇異果、芭樂、花椰菜、青椒等。

2.維生素E：

又稱「腦的守護神」，能防止腦內產生過氧化脂質，預防腦疲勞，延緩腦的衰老。維生素E含量

高的食物有堅果類的杏仁、花生、核桃等，和全穀類的糙米、小麥、燕麥等。

3.維生素B群：

包括維生素B1、B2、B6、菸鹼酸、葉酸、B12等。例如菸鹼酸和葉酸，都對大腦功能很重要。

維生素B群含量高的食物很多，如：雞蛋、酵母、豆類、黃綠色蔬菜等。

4.植化素：

在蔬果所含的植化素中，以紅色植化素為例，其抗氧化力強，而紅色植化素中含量最多的就是茄

紅素。要補充茄紅素很簡單，番茄、紅葡萄柚及西瓜都是炎夏必吃的紅色「氧」顏蔬果，而若能

將大番茄入菜，適量的油脂更能提升茄紅素的吸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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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抗氧化食物外，營養師夏子雯強調，要提

升腦力，關鍵還在於增進腦部神經傳導作用 

，像是菸鹼酸是重要成分。而想要提升記憶

力，補充微量元素錳也有幫助。建議可多吃

以下3種水果活化腦力，強化記憶。

活化腦力 必選3水果增記憶

1.香蕉：

能迅速補充人體所需的能量、提升體力，更

能預防精神疲倦引起的記憶力不佳。它不僅

含有的鉀離子，更能平衡身體鈉離子過高問

題，還可促進人體細胞及組織生長。另鉀也

能加速腦細胞代謝、活化腦力。

2.鳳梨：

有人稱鳳梨是能夠提高人記憶力的水果。鳳

梨中富含身體所需的微量元素錳，對於提高

人體的記憶力有幫助，且有生津解渴、提神

的作用。

3.芭樂：

芭樂所含有的維生素C 成份是所有水果之冠 

。由於處在高壓緊張的狀況下，腎上腺素分

泌，維生素C 的消耗也會增加，建議平日可

多補充維生素C 。補充維生素C 有助於消除

腦部疲勞，增進思考力。

同時，營養師也提醒，營養均衡、規律生活 

、適度休息，能讓腦部放鬆，消除一整天的

疲勞。而長期熬夜則會導致記憶力下降，反

應變遲鈍。因此，熬夜念書或加班，還不如

好好睡一覺，更能讓隔天的工作效率有效率 

；而平時也別忘了多動腦，多出外與他人交

談、聊天，時常活絡腦神經，才是預防腦力

退化的小撇步。

佛堂在7/28-29舉辦的

舊物拍賣以幫助非洲兒童舊鞋救命

的活動已經圓滿結束！！

由於各位道親，

無私的捐獻家中用品、

及在預賣時努力購買、

還有拍賣當天積極的發心贊助！

最後再加上大家慷慨的直接捐款～

目前總結了所有款項，

已全數交由相關負責人員～

總共結算的金額是：

拍賣所得：

          2482
捐款所得：

          2176

再次感謝所有的工作人員辛苦付出

及道親們積極支持佛堂的活動！

捐款所得雖有數字可見～

但大家的發心卻是無價～

+
=

45

454658

～感恩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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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香蕉
●材料：

香蕉…2條          奶油…2大匙

糖…1大匙          麵粉…1/3杯

蛋液…1顆          細麵包粉…1/2杯 

●作法：

1. 香蕉去皮剖半。

2. 將香蕉依序裹上麵粉、蛋液、細麵包粉。

3. 熱鍋，加入奶油、糖，再放上香蕉，煎至金黃色，即可。

摘自  美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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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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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堂班次

本刊物之部分文章及圖片是引用自網路或轉寄分享蒐集而來。
其著作權皆屬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敬請告知並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