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

第  叁佰壹拾肆  期

十二月份

西元 貳仟零壹拾捌 年
Issue 314

December 2018
Since June 1992

編　著　者：寶 光 紹 興

　　　　        慧 興 佛 堂

　　　　        崇華聖道院

發　行　人：黃　煌

創　刊　號：九二年六月

Chong Hwa Saint Tao Yuan

1077 Wright Ave.
Mountain View, CA. 94043

U.S.A
TEL: (650)938-2885
FAX: (650)938-9269

Website: http://www.chsty.org

善延子壽..........................1 

曾國藩家訓.......................2

人怎麼活著才舒服.............3

王鳳儀嘉言錄...................3

The way out of fear........4

Love is the cure.............5

Distracted by a stool......5

護眼按壓四穴道................6

養氣茶.............................8

善延子壽
農夫陳四，有一年夏夜住在地頭窩棚裡看守瓜田，遠遠看見柳樹蔭底 

下有幾個人影晃來晃去，懷疑有人來偷瓜，便躺下來裝睡，暗聽動靜 

。其中一人說：「不知陳四睡了沒有？」另一人搭腔說：「陳四呆不 

了幾天就得跟咱們一塊兒去了，有啥可怕的？昨天我在土地廟裡值班 

，看見城隍拘捕他的公文都送下來了。」又一人說：「看來你還不知

道吧？東嶽神君已給陳四延長了壽數！」眾人問：「這是怎麼回事？

」那人說：「某家丟了兩千文錢，主人把一個婢女打了好幾百鞭子，

婢女還是拒不承認偷了錢。主人便把婢女的父親找來嚴加訓斥。婢女

的父親非常氣憤，說：『生了這不爭氣的女兒，不如沒有。如果真是

她偷了錢，我就拿繩子勒死她。』那婢女說：『我承認是個死，不承

認也是個死，不如一死了之。』說罷，呼天搶地地號哭。陳四的母親

見這個婢女無辜蒙冤，非常可憐。便悄悄地典當了自己的幾件衣物，

換來兩千文錢，拿來還給主人說，『我這老婆子一時糊塗，見錢眼開 

，偷拿了你兩千錢。我以為你有那麼多錢財，未必就能發覺。誰想到

卻連累了這無辜的丫頭，我心裡既惶恐又慚愧。這些錢一文未用，特

冒死來向你自首，免得結下來生的冤債。我這老婆子從今也沒臉再在

你這兒呆下去，你就把我辭退了吧！』那婢女因而倖免一死。土地爺

為嘉獎陳母不惜自污以救人的美德，特地向城隍爺打了報告，城隍爺

也為之感動，便將報告轉呈東嶽神君。東嶽神君查檢冊籍，發現這老

婆子命中注定『老年喪子，凍餓而死』。只因她有這不惜自污以救人

的功德，改判她兒子陳四借來生壽於今生，以贍養老母善終天年。這

批示在你昨天下班後才轉到，所以你還不知道呢！」

陳四對母親因偷錢被辭退一事，始終耿耿於懷。聽了小鬼們的一番談

論，心中才豁然開朗，從此對老母親更加敬愛。過了九年，陳四的母

親壽終正寢。喪事辦完不久，陳四也無病而逝。

摘自 《紀文達公筆記摘要》  
紀曉嵐著／演蓮法師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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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說：「看一個家庭的興敗只看三個

地方。」

第一看：看子孫睡到幾點，假如睡到太陽

都已經升得很高的時候才起來，那代表這

個家族會慢慢懈怠下來。

第二看：看子孫有沒有做家務，因為勤勞 

、勞動的習慣影響一個人一輩子。

第三看：看後代子孫有沒有在讀聖賢的經

典，「人不學，不知義，不知道」。

暢遊史海，可以看到「盛不過三代」是大

多數官宦之家很難逾越的魔咒。而曾氏家

族卻代有英才層出不窮，出現了像曾紀澤 

、曾廣均、曾廣銓、曾昭掄、曾憲植等一

代代傑出人物。探尋曾氏家族長盛不衰的

奧秘，曾國藩留給後代的「四條遺囑」起

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四條遺囑：

一、慎獨則心裡平靜

自我修養的道理，沒有比養心更難的了。

心裡既然知道有善惡，卻不能儘自己的力

量以行善除惡，這是自己的表現。內心是 

不是自欺，別人無從知道。孟子所說的上

無愧於天，下無疚於心，所謂養心一定要

清心寡欲。所以能夠慎獨的人自我反省時 

不感到愧疚，可以面對天地，和鬼神對質 

，絕對不會有行為無悔恨而心卻退縮的時

候。

曾國藩家訓
人假如沒有可以愧疚的事，面對天地便神

色泰然，這樣的心情是愉快平和的，這是

人生第一自強之道，是最好的藥方，修身

養性的第一件大事。

二、主敬則身體強健

在內專一純凈，在外整齊嚴肅，這是敬的

工夫；出門如同看見貴賓，對待百姓像行

大祭祀一樣崇敬，這是敬的氣象；自我修 

養以讓百姓平安，忠實恭順而使天下太平 

，這是敬的效驗。聰明智慧，都是從這些

敬中產生的。

莊重寧靜則一天比一天強，安閒敬縱則越

來越懶惰，都是自然的徵兆驗效。如果不

論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以恭敬之心相

待，不敢懈怠，那麼身體的強健，還有什

麼令人懷疑的呢？

三、追求仁愛則人高興

讀書學習，粗淺地知道了大義所在，就有

使後知後覺的人覺悟起來的責任。孔子教

育人，莫大於求仁，而其中最要緊的，莫

過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這幾句話。

人有誰不願意自立自達，如果能夠使人自

立自達，就可以和萬物爭輝了。人有不高

高興興地歸附的嗎？

四、參加勞動則鬼神也敬重

如果一個人每天穿的衣服吃的飲食，與他

每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當，則看到的人

摘自 學習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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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鳳儀嘉言錄
【第五節 破迷】

世人有迷信八門的，每逢要出門或作事，都要看八門。迷信八字的，常請瞎先生批八字。依我說 

，「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是極好的八門，人要由這些門走，那八字也沒個不好，

成聖成賢都用不了。不過，也要看自己應該從哪個門進，就走哪個門進。我是由忠字門進來的，

從小給人放牛，長大給人扛活，後來在家種田，入宣講堂勸善，辦女義學和道德會，我敢說沒有

一件不是忠誠去做的，有了一個忠字其他的七德也就不缺了，我的八門和八字還會不好嗎？世人

又何必迷信呢？。

會贊同他，鬼神也會加以稱許，認為他是自

食其力的人。

倘若農夫織婦終年勤勞，才能收穫數擔糧食

數尺布，而富貴人家終日安逸享樂，不做一

事，卻每餐必是美味佳肴，穿必錦衣繡袍，

高枕而眠，一呼百應，這是天下最不幸的事 

，鬼神也是不贊同的。

這樣怎麼能長久呢？古代的聖君賢相，無時

無刻不以勤勞自勉，為自己打算，則必須操

習技藝，磨鍊筋骨，在困境中奮力前行，殫

心竭慮，而後可以增加智慧增長見識。

曾國藩的遺囑對其子孫後世的影響是十分深

遠的，其子曾紀澤在曾國藩死後才承蔭出仕 

，從事外交；曾紀鴻一生鑽研數學；孫子曾

廣鈞中進士後，終老翰林；曾孫、玄孫輩中

大都出國留學，曾氏後代子孫沒有一個加入

到行伍之列，甚至也極少有人出仕。

曾家後裔恪遵先祖遺言，遠離爾虞我詐鈎心

鬥角的政界、軍界，潔身自好，大隱於世，

實現了曾氏「長盛不衰，代有人才」的遺願 

，倘若曾國藩九泉有知，也定會捻須頷首微

笑的。

小和尚問：「師父！人怎樣活著才舒服

呢？」

師父說：「舒」字由「舍」和「予」組

成，就是告訴我們：人要想活得舒服，

需要「舍」和「予」。

「舍」就是捨棄、放下。

「予」就是給予、付出。

只有付出才有回報，為別人付出就是給

自己鋪路，如此自己就能活得舒服！

省思：

先人造字，在字裡行間常存有先人的智 

慧，也存有對後世的期許與叮囑、教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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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 OUT OF FEAR

Once there was a young warrior. Her te-
acher told her that she had to do battle 
with fear. She didn’t want to do that. 
It seemed too aggressive; it was scary; 
it seemed unfriendly. But the teacher 
said she had to do it and gave her the 
instructions for the battle. The day ar-
rived. The student warrior stood on one 
side, and fear stood on the other. The 
warrior was feeling very small, and fear 
was looking big and wrathful. They both 
had their weapons. The young warrior 
roused herself and went toward fear, 
prostrated three times, and asked, “May 
I have permission to go into battle with 
you?” Fear said, “Thank you for showing 
me so much respect that you ask per-
mission.” Then the young warrior said, 
“How can I defeat you?” Fear replied, 
“My weapons are that I talk fast, and I 
get very close to your face. Then you get 
completely unnerved, and you do whate-
ver I say. If you don’t do what I tell you, 
I have no power. You can listen to me, 
and you can have respect for me. You 
can even be convinced by me. But if you 
don’t do what I say, I have no power.” 
In that way, the student warrior learned 
how to defeat fear.

Fear whispers into your ears all the time 
and whether you listen to it or no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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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oice that you get to make in your 
life.  Many of us make the mistake of 
assuming as true the fearful stories and 
fear scenarios that we confront in our 
imagination. Instead, what if you chose 
to befriend fear and instead of getting 
paralyzed by the stories, you decided to 
find out for yourself and did the thing 
you feared.  Fear is built on structures of 
assumptions, lack of action and lack of 
awareness. Once you move through the 
fog of fear and shine the light of aware-
ness by taking action or moving forward, 
fear loses its power and efficacy.

CONSIDER THIS: 

“When things fall apart or you feel fear, 
rather than feel you’re getting the short 
end of the stick, feel lucky. Only when 
you feel fear will you feel the opportu-
nity to have the courage to grow. Being 
courageous and having a great life is all 
about being intimate with fear in a wise 
and graceful way. Feel the fear, and then 
do what needs to get done. Rather than 
being depressed about fear, lean into it, 
and see it as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and 
grow.” 
— Pema Chödrön as paraphrased by Cat-
hy Ch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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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IS THE CURE

DISTRACTED 
BY A  
FOUR-LEGGED S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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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ter: Most courageous lion tamers use 
two tools to control and ‘tame’ the fierce 
companions prowling around the cage: a 
whip and a stool, or a chair. Which of the 
two is the most valuable to the tamer?

Student: Surely the whip.

Master: No. The one most important tool 
is the stool, and more specifically, the four 

Master: 
“Love is the best cure. Love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dicine for humans.”
Disciple: 
“What if it doesn’t work?”
Master: 
“Increase the dose!”

CONSIDER THIS: 
Love recognizes no barriers. It jumps 
hurdles, leaps fences, penetrates walls to 
arrive at its destination full of hope.  
—Maya Angelou

legs of the stool!

Student: That’s odd! Why so?

Master:  A lion can easily overpower, 
maul and kill a person. However, it’s 
only easy for the lion to do so if it can 
focus on the singular object of the 
person. The lion tamer uses the stool as 
a method of distraction. The lion, when 
faced with the legs of the stool, tries 
to focus on all four at once. Confused, 
and unable to focus, it stands there, 
frozen!  The lion tamer remains relati-
vely safe behind the stool.

CONSIDER THIS:

Life isn’t a dress rehearsal. Whether 
you know it or not, you’re already in 
the circus ring of life. Most of the time, 
we sit quietly, maybe confused, gazing 
at the wooden stool dangled in front of 
us, silently debating about which leg is 
the most important.

“You will never get to the end of the 
journey if you stop to shy a stone at 
every dog that barks.” —Winston Chur-
chill, Speech, 3 December 1923

“The shortest way to do many things 
is to do only one thing at a time.” —
Richard Cecil

“If you chase two rabbits, both will es-
cape.” —Source Unknown

Wisdom stories to live by 
https://philipchircop.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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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https://heho.com.tw
年長者眼茫茫

一般人常用「視茫茫」來形容年長者的眼力，意思是不但有老花問題，還會感覺有一層

雲霧感，以致眼前事物看不太清楚。眼睛是靈魂之窗，最能反映一個人老化的程度，如

果不想讓視力更加惡化，必需從護眼保健開始著手。而按摩也是眼睛保健重要的一環，

多按摩可促進眼周循環，讓眼睛壓力舒緩無負擔。

(一)【攢竹穴】
位置：在臉部，左右眉毛的內側，即眉頭的凹陷處，左右各一。

效用：

(1)主治一切眼睛疾病。

(2)如 : 急慢性結膜炎、淚液過多、眼睛疼痛。

(3)上述病症連帶引起的頭痛，視茫茫，眼睛如有翳霧，眼睛紅腫，視力不清。

(4)並能調治風熱，痰濕引起的腦昏頭痛、眉陵骨痛。

(二)【陽白穴】
位置：陽白穴位置在前額部，當瞳孔直上，眉上1寸為陽白穴位所在之處。

效用：按摩陽白穴先將雙手搓暖後用指腹去按壓陽白穴，力度由輕到重，速度緩和不要

太快。具有治療目眩，目痛、眼睛疾患、頭痛等功效。平常可以用中指點按，力度由輕

到重，在慢慢放開，做為日常保健。另外，陽白穴對眼睛酸痛有相當程度改善效果。

(三)【四白穴】
位置：中指與食指併攏，中指側邊貼著鼻翼，食指所在位置即是四白穴。

功效：四白穴是一個明目穴，效果非常顯著。它是胃經的循經的上口，點揉四白穴，就 

把氣血引過來了，可以預防黑眼圈；眼保健操中就有按摩四白穴一節，對於上學的孩子 

，拿它來治療近視；對於中年人可防止黑眼圈；對於老年人，還可以防止老花眼。此外 

，如果有人經常眼睛癢，或者脹痛，也揉四白穴。四白穴的位置，有時也是三叉神經痛

的位置，所以它還對三叉神經痛有一定療效。

(1)雙手食指伸直。

(2)以食指指腹揉按左右穴位。

(3)每次1~3分鐘。

舒緩疲勞眼，按壓４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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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絲竹空穴】
位置：位於外眼角上方，眉毛尾端凹陷處。

功效：按摩絲竹空穴建議用大拇指、食指或中指腹按壓穴位，按壓同時吐氣，每

回6秒鐘重複6次，早晚各一次。

指壓時力道適當，以有酸脹感即可。具有治療頭痛、目眩、目赤痛、眼瞼跳動等

作用功效。另外，按摩絲竹空穴，能促進血液循環，改善細胞代謝，消除眼部魚

尾皺紋及眼睛保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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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黃耆3片、紅棗3顆、枸杞1大匙、

水1000cc

●作法：

1.黃耆以開水稍微沖洗，瀝乾水份備用。

2.紅棗以開水稍微沖洗，瀝乾水份後以剪刀在果肉上剪出幾個小洞。

3.將所有的材料放入保溫杯中，加入熱開水至八分滿，再加蓋燜泡至 

   少15分鐘後即可飲用。

＊至少可回沖三次，且當水飲用即可。熬煮飲用時則將所有材料加倍 
   ，並加入1000㏄的水，以中小火熬煮至水量剩一半即可。

＊有過敏與容易感冒的人適合多喝，冬季可當日常保養飲品。

摘自 楊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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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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氣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