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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緊拳頭的感覺

老人對他的孩子說：「攥緊你的拳頭，

告訴我什麼感覺？」

孩子攥緊拳頭：「有些累！」

老人：「試著再用些力！」

孩子：「更累了！有些憋氣！」

老人：「那你就放開它！」

孩子長出一氣：「輕鬆多了！」

老人：「當你感到累的時候，你攥得越

緊就越累，放了它，就能釋然許多！」

多簡單的道理，

放手才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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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化緣不像現在的沿門乞討，必須在

一個固定的地方坐下來念佛誦經，並且掛

牌昭告大眾化緣的目的。

有一位老和尚下山到城市去化緣，以籌募

擴建寺院的經費，坐在街口念佛誦經七天 

，卻化緣不到半文錢。有一位賣燒餅的小

孩每天經過這個街口，看到老和尚日復一

日地曝曬在烈日之下，卻化不到半個銅錢 

，心生同情 

，就把口袋裡賣燒餅所得的錢，悉數捐出 

。臨別時，老和尚說：「小朋友，你這麼

有善根，懂得布施植福，以後有什麼困難 

，歡迎到某山某寺來找我！」

賣燒餅的小孩回到店家後，因為交不出當

日所得，而被雇主開除，最後流落街頭乞

討度日。由於三餐不繼，加上飲食骯髒，

小孩因而生了一場病，眼睛也瞎了。正當

窮途末路之際，他忽然想起了老和尚的交

代，內心懷抱一線希望，就獨自一人摸索

到寺院找老和尚幫忙。

三世因果

老和尚是個有修為的聖者，早就知道小孩

子要來，便昭告全寺住眾說：「明天有大

功德主要來，大家都要出來迎接。」隔天 

，大眾遵照老和尚指示，一大早就在山門

口列隊歡迎。只是一直等到太陽都快下山

了，也還不見有什麼大護法來。正當大家

感到納悶時，老和尚就問了：「我們的大

護法來了嗎？」

知客師上前稟報：「老和尚，大施主是沒

有，不過剛有一個又髒又臭、瞎了眼的小

乞丐，拄著拐杖闖進來，我怕對尊貴的功

德主不禮貌，就要他離開了。」老和尚一

聽，急忙說：「快！快！快把那個小孩追

回來，他就是我們要迎接的大功德主，趕

快把他帶回來迎為上賓，妥善照顧。」知

客師聽後，趕緊要人沿著山徑追回小孩，

幸好小孩子腳程不快，總算及時把他帶回

寺中。

住在寺院裡的日子，小孩的生活受到很好

的照料。可是萬萬沒想到，有一天，他去

上廁所時，竟不小心跌進茅坑裡淹死了。

這個消息慢慢地被傳開來，但同時閒話也

開始了：「你看！不做好事也還罷了，原

本賣燒餅餬口不成問題，一做好事，不但

失業，眼睛也瞎了，最後還跌進廁所裡淹

死了。」村民奔相走告，說信佛布施得不

到善終好報，不僅不再燒香拜拜，更不願

意行善助人。

摘自 人間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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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鳳儀嘉言錄
【第五節 破迷】

耍脾氣的人都有仗勢：貴人耍脾氣仗著勢，富人耍脾氣仗著錢，窮人耍脾氣仗著窮，小孩子耍

脾氣仗著小，立業人耍脾氣仗著立業錢，都是迷人。看起來發大財，當大官也不是好事，被名

利所累，為名利所迷，不如沒有倒輕快。人能在名利之中，超出名利之外，才算出數，才是真

人。

老和尚為了平息風波，就請村民大

眾上山吃素菜，藉機說法開示。老

和尚說道：「大家不可以撥無因果

啊！這個小孩子原本要受三世的罪

業，第一世受窮苦報、第二世受瞎

眼報、第三世受溺水報。就是由於

他布施的功德 

，而讓三世的罪業一次受完。他來

生將生於富貴人家，年少出家，證

得聖果，永離世間的生老病死苦。

」

常有人說：「為什麼他作惡多端，

卻不受惡報？他行善積德，卻反受

惡果？」事實不然，佛教講到「因

果」，都說「三世因果」，意思是

因果業報有時候不能只看眼前，要

看三世。有首偈語說：「善惡到頭

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欠人的債有朝一日必要償還，所造

的業也必然受報；所以，我們要想

未來獲得好的果報，今生此時就要

努力培植善的因緣。

佛陀和阿難入城乞食的時候，看見一群男孩在路

邊游戲，堆積泥土當作糧食、宮殿。

有個小男孩遠遠看見佛陀到來，心生歡喜，想要

供養佛陀，就把泥土當作米，上前施給佛陀。佛

陀低頭稱贊了小男孩一番，接受了他的供養，讓

他把泥土放在缽裡。

阿難奇怪地問：“佛陀，您為什麼接受這些泥土

的供養呢？”

佛陀慈悲地說：“阿難，重要的不在於事相，而

在於發心。這個小男孩發了大佈施的心，不可輕

視。這些土可以拿回去塗在我房間的地上。

阿難依照佛陀的吩咐去做了，可是心裡老是懷疑 

，禁不住又問：“佛陀，這個小男孩雖然發起真

實的布施心，但是佈施這點兒泥土能有什麼功德

呢？

佛陀含笑說道：“因為這一舉動，小男孩在我涅

槃後一百年的時候成為國王，名叫阿輸迦，其他

的男孩都做他的大臣，統領閻浮提許多國土，興

隆三寶，廣施供養，分布舍利，為我建塔八萬四

千座。”

後來，小男孩就投生為阿育王。

《佛教故事大全》

與阿育王結善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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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MIRRORS THE HEART

Su Dongpo prided himself on his wit and 
liked to debate Master Foyin. One day, 
over tea, he challenged the master. “Foyin, 
people think you are an enlightened monk, 
but to me you just look like a big, stinking 
pile of worthless dung sitting on your pil-
low all day long.”

Su Dongpo leaned backward and crossed 
his arms slyly.

Master Foyin placed his hands in prayer 
position, “My dear Dongpo, but to me you 
look like a Buddha.”

Su Dongpo grinned and bid Master Foyin 
farewell.

When Su Dongpo got home, he was wea-
ring a triumphant smile. His sister asked 
him what happened.

“Today I outsmarted Master Foyin,”Su 
Dongpo replied, then recounted the events 
to her.

“Oh no, brother! I’m sorry to tell you this, 
but you lost badly,” s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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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do you mean?”

“Don’t you realize that the world mirrors 
the heart? Master Foyin sees you as a Budd-
ha because he is a Buddha. You see him as a 
pile of dung. What does that make you?”

Su Dongpo turned beet red. Then, all of a 
sudden, he became enlightened.

CONSIDER THIS: 

“Everything that irritates us about others can 
lead u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ourselves.” 
—C.G. Jung

“If you hate a person, you hate something in 
him that is part yourself. What isn’t part of 
ourselves doesn’t disturb us.” —Hermann 
Hesse

“We discover in ourselves what others hide 
from us and we recognize in others what we 
hide from ourselves.” —Vauvenar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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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D WHO HIDES Wisdom stories to live by 
https://philipchircop.wordpress.com/

The grandson of Rabbi Baruch, Yehiel, burst 
into tears in his room.

“Yehiel, Yehiel, why these tears? Why are 
you crying?”

“My friend cheated, it’s not just grandpa, it’s 
not fair for a friend to cheat!”

“But what did your friend do?”

“We were playing hide-and-seek. I hid so 
well that he could not find me; so he stopped 
playing, he did not look for me anymore. Do 
you understand, grandpa? I hid and he did not 
look for me. It’s not fair!”

Rabbi Baroukh, upset, began to caress the 
boy’s head, and tears flowed from his eyes:

“God, too, Yehiel,”he murmured, “God is 
sad too. God hides, and human beings do not 
seek Him. Do you understand, little Yehiel? 
God hides and humans do not even bother to 
look for Him. “

Guaranteed ways to miss the hidden God

•	 Live your life at high speed. No excep-
tions. Run hard.

•	 Stay scattered and distracted. The more 
clutter and activity, the better.

•	 Take everything personally. Never evalu-
ate. Agree.

•	 Use blame liberally. It’s so invigora-
ting. I wasn’t responsible, you were. 
Everything’s your fault.

•	 Don’t laugh, especially at yourself.

•	 Stay tied to your past. Elevate it to gre-
atness. Live remembering and longing. 
Or missing. Why do it halfway? Go for 
it.

•	 Use the word ‘because.’ ‘I can’t chan-
ge, because.’ Because is so little appre-
ciated as a solvent for responsibility. 
Try using because. This will work.

•	 Never question or think for yourself. 
Just keep moving and accepting. (Refer 
to #1 and #3.)

•	 Continue to think of God as invisible 
and distant. Surely not present in this 
room. At this moment. Not while I’m 
reading a book.

•	 Reinforce the belief that your life is 
going to happen soon. This is not it, 
not yet. But one day. Maybe when I 
finish reading.

I have just three things to teach:    

   simplicity, 
    patience, 
      compassion. 
These three are  
your greatest

 treasures.

- Lao T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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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華人健康網

推護腸胃５招助消化

消化不良、胃脹氣雖然不是大病，但發作起來還真是要人命，不僅食慾全無嚴重時還會痛

到在地上打滾，非常難受。到底該如何避免脹氣，脹氣時又能吃點什麼舒緩呢？讓營養師

教你養成5個好習慣，避免脹氣找上門！

腸道中的空氣來得多、去得少就會導致脹氣，上消化道中大量氣體主要來自於邊吃邊說話 

、用吸管喝飲料而吞下的空氣，或是腸胃道中的細菌將食物發酵產氣，大多會以打嗝或是

放屁的方式排出，不過當腸道中的氣體囤積過多無法順利排出，便會造成脹氣、胃嘟嘟甚

至是胃部絞痛不適的症狀。改善脹氣不適，５習慣一定要做到

好習慣1／細嚼慢嚥，最忌邊吃邊說話

用餐時聊天不僅容易忘記自己吃下的分量、越吃越多，更容易在無意間吞進過多氣體，造

成脹氣。建議細嚼慢嚥，吃飯時好好放鬆、享受口中的食物，讓用餐時間盡量不低於二十

分鐘。

好習慣2／避免產氣性食物

馬鈴薯、地瓜都是很好的主食來源，能提供難消化吸收的抗性澱粉、膳食纖維，是不少人

減重時的好幫手，不過也因難消化的特性，若攝取過多容易囤積在腸道中，反而被細菌利

用而發酵產氣，造成脹氣。

黃豆、豌豆等莢豆類食物雖是不錯的蛋白質來源，但莢豆類中的寡糖同樣不易被消化吸收 

，容易導致腸道中的氣體增加，加重腹脹。

好習慣3／少喝碳酸飲料、少用吸管

碳酸飲料沁涼解渴，帶有氣泡更是讓大人小孩忍不住一口接一口，不過這些氣泡可是會讓

腸道充滿空氣，萬一選擇用吸管喝飲料，更會額外吸進多餘氣體。

好習慣4／充足益生菌

健康的菌叢可讓食物在腸道中消化吸收過程進行得更順利，減少食物囤積在腸道時間過久

造成細菌過度發酵，或是食物吸收不良的問題。

好習慣5／水果酵素助消化

消化不良、易脹氣，不妨來點酵素助腸道一臂之力！木瓜、鳳梨等水果具有蛋白質分解酶 

，用來醃漬肉品或是入菜一同料理，都能夠達到肉質嫩化，幫助消化蛋白質的效果，減少

因消化不良導致脹氣不舒服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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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談網 http://www.havemary.com

久視傷神，

 久行傷筋，

  久立傷骨，

   久坐傷血，

     久臥傷氣。.........【黃帝內經】

五
勞
損
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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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鳳梨、腰果、蛋、白飯

●調味料：

鹽、醬油

●作法：

1. 先將鳳梨對半切、中間以井字的切法，再沿邊緣切ㄧ圈，用湯匙將 

    鳳梨挖出。

2. 蛋黃蛋白分開，將蛋黃打入白飯攪散，可撒點胡椒鹽。

3. 熱油鍋，先將蛋白和ㄧ顆蛋炒半熟。加入白飯略炒開，同時加入調 
    味料拌炒均勻，最後加鳳梨、腰果炒熟，盛盤，即完成。

摘自  愛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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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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著作權皆屬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敬請告知並見諒。

鳳梨炒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