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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責任

1985年，人們發現，牛津大學有著350年歷史的大禮堂出現了

嚴重的安全問題。經檢查，大禮堂的20根橫樑已經風化腐朽，

需要立刻更換。

每一根橫樑都是由巨大的橡木製成的，而為了保持大禮堂350

年來的歷史風貌，必須只能用橡木更換。在1985年那個年代，

要找到20棵巨大的橡樹已經不容易，或者有可能找到，但每一

根橡木也許將花費至少25萬美元。這令牛津大學一籌莫展。

這時，校園園藝所來報告，350年前，大禮堂的建築師早已考

慮到後人會面臨的困境，當年就請園藝工人在學校的土地上種

植了一大批橡樹，如今，每一棵橡樹的尺寸都已遠遠超過了橫

樑的需要。

這真是一個讓人肅然起敬的消息！一名建築師350年前就有的

用心和遠見。建築師的墓園早已荒蕪，但建築師的職責還沒有

結束。

如今，這樣一個故事能給我們什麼啟示呢？盡可以去聯想一系

列的詞彙——可持續，資源，長久，環境，但這些都顯太弱。

可能，只有一種力量會持續，那就叫「責任」。

-省     思-

什麼樣的責任視野高度，才能讓一個人看到350年後所出現的

問題，並預想解決的辦法。

現今有太多太多的人，只看短利卻無遠見，遇到問題思考的只

是如何解決眼前問題的辦法，卻沒去思考這種辦法會不會種下

更多的問題，有些問題雖在眼前沒事，但在不久的將來爆發後

將產生更大的問題。

摘自  學習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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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的文殊菩薩，弟子迦羅越，懇請您現

身加持，為弟子開大智慧。」

迦羅越很想能有如文殊菩薩一般的大智慧，

所以，只要一到佛寺，就在身戴瓔珞、騎著

獅子、拿著智慧寶劍的文殊菩薩像前至誠頂

禮，一心祈求文殊菩薩現身，為他加持。

有一天，迦羅越準備了豐盛的齋宴來供養僧

眾，並在宴席的最前方，放置一張高大精緻

的座椅，希望莊嚴的文殊菩薩慈悲應供。不

多時，在前來應供的僧

眾中，有一位其貌不揚

的跛腳老人，身上披掛

著破破爛爛、長短不齊

的衣服，骯髒的顏面益

發顯得邋遢不堪。這位

跛腳老人正一拐一拐的

走向前方的華貴座椅，

準備就坐。迦羅越看到

這個情形，心想：「這

高座大位是要給莊嚴的

文殊菩薩、或是德高望眾的大和尚坐的，怎

麼可以讓一個邋遢的乞丐坐在這上面呢！」

於是，迦羅越立刻走了過去，把老人從座椅

上拉下來，要他到旁邊去吃飯。不一會兒，

老人又一拐一拐地上去坐。「怎麼又跑上去

了！」迦羅越就又上前把老人給拉下來。可

是不到一會兒，老人還是拐回到大座椅上去

坐。

就這樣拉拉扯扯、上下七次，老人不再走回

高座，找了一處角落席地而坐，迦羅越終於

願 見 文 殊 摘自  佛典故事

鬆了一口氣！

齋僧之後，迦羅越就到佛寺中，恭恭敬敬的禮

拜，並將今天供僧的功德，祈願回向：「弟子

迦羅越，虔誠祈願：願以齋僧功德回向今世即

能得見文殊菩薩現身加持，令弟子得大智慧。

」

整整忙碌了一整天，疲憊的迦羅越從佛寺回家

後，就倒頭呼呼大睡了。在睡夢中，他見到了

他早也祈求、晚也祈求的的文殊菩薩，文殊菩

薩對他說：

「你不是從早到晚的唸著 

，希望親眼見到我嗎？希

望我去應供嗎？為了滿你

的願，今天我親自現身應

供，可是你卻每次都把我

從椅子上拉下來，一共拉

了七次，為了不讓你起煩

惱，我只好到角落邊去用

齋了。」

此刻，迦羅越猛然從夢中驚醒坐了起來，想到

齋僧當時，一直要坐上高座的跛腳老人，原來

正是文殊菩薩！文殊菩薩慈悲的示現，自己不

但未上前禮拜，竟然有眼不識泰山，將菩薩一

次又一次的請下座來！

「唉！唉！」愈想愈懊惱，愈想愈後悔。想想 

，都是因為自己平常就習慣從外表去分別、執

著的習氣，造成當面錯過大善知識的悔恨。再

想想，今天文殊菩薩以這樣的外貌示現，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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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鳳儀嘉言錄

【第六節 不怨人】

當官的人屬火，火主明理，明理不怨人。百姓不好，怨自己沒治化好，怎能怨人呢？

一天，一位員外要出遠門。臨走時，交代僕

人阿福：“你要好好看門啊，別讓我們 

的驢子、繩子什麼的，被偷走了！”阿福說 

：“您放心好了，交給我就沒問題了！”

員外走後，阿福一個人覺得很無聊。忽然，

屋外傳來一陣陣咚咚鏘鏘的鑼鼓聲，原 

來街上要演戲了！阿福高興地拔腿就往外衝 

，腳剛踏出門檻，耳邊突然響起員外交代的

話：“阿福你要好好看門，別讓……”苦惱

的阿福，搔頭想著該怎麼辦呢？“有了！”

他拆下門板，用繩子綁在驢子身上，快快樂

樂地牽著驢子看戲去了。

有個小偷，從員外家門口經過，看到大門開

著，於是溜進去，把家裡的財物偷個精光。

員外回來，看到家裡空蕩蕩的，就氣呼呼地

問阿福：“家裡的東西呢？”阿福理直氣壯

的回答：“您叫我看好門戶、驢子和繩子，

這些東西不都好好的在這兒嗎？其他的我

就不知道啦！”王員外生氣地說：“叫你看

門，就是叫你看好財物，家具、寶物都被搬

走了，門板還有什麼用？”

想想，我們是不是也死守著什麼，而讓自己

失去更多？

是在教化自己不可以貌取人，教化自己心性

才是真實可貴的；能夠面對種種外境不起任

何分別執著，便是真正的大智慧。

迦羅越不禁由衷的禮拜，感謝文殊菩薩的啟

發，讓他徹底瞭解不可妄從表相上分別取捨 

，今後要以平等心供養一切，不可以輕慢他

人！

是的，文殊菩薩的大慈悲示現，圓滿了迦羅

越的至心祈求，也開啟了迦羅越本具的智慧 

。

省    思-

生活中，我們常常有許多的執取，高、矮；

胖、瘦；美、醜；富貴、貧賤；聰明、駑鈍 

……，在種種分別中產生憎愛取捨。遇到令

我們憎恨的便覺得痛苦萬分，遇到我們所愛

的心生歡喜，苦苦追求到了又害怕失去。如

此分析，所有憎愛取捨都是痛苦的枷鎖，不

得解脫的根源。

佛法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只要於分別中不起憎愛取捨，就是最大

的智慧，帶我們趣向解脫的要津。

愚人守門
摘自  弘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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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CELESS TREASURE

SIX CARTONS OF MILK

A group of tourists sits in a bus that is passing through gorgeously beautiful country; lakes 
and mountains and green fields and rivers. But the shades of the bus are pulled down. They 
do not have the slightest idea of what lies beyond the windows of the bus. And all the time 
of their journey is spent in squabbling over who will have the seat of honor in the bus, who 
will be applauded, who will be well considered. And so they remain till the journey’s end.

Source: Anthony De Mello, The Way to Love: Meditations for Life

CONSIDER THIS

“What will it profit them if they gain the whole world but forfeit their life?”—Matthew 16:26

“We are perishing for lack of wonder, not for lack of wonders.” —G.K. Chesterton

A wife asks her husband, “Would you please go shopping for me? Buy one carton of milk, 
and if they have eggs, get six.”

A short time later the husband comes back with six cartons of milk.

The wife asks him, “Why on earth did you buy six cartons of milk?”

He replied, “They had eggs.”

PONDER AND CONSIDER

Good communication is not as easy as it sounds! Misunderstandings can happen so easily.
Are we really listening to what is actually being said?

https://philipchircop.wordpress.com

https://philipchircop.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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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8: Money
 The Chinese have a saying that can be roughly translated as “The honorable person loves 
wealth, but uses the Tao in acquiring it.” It depicts the cultural attitude where money is not seen 
as a negative thing that conflicts with spirituality. It is only the method of acquisition that can be 
positive or negative. 
 This is a healthy and accurate view of money. It points out that we can have both honor 
and prosperity; one does not preclude the other. We need not trick people in order to fatten our 
wallets at their expense.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for us to do everything in congruence with the 
Tao and benefit everyone including ourselves. Like a river flowing across the land and nurturing 
all living things in its path, the Tao of money is a win-win scenario for all of us.

The Tao Today
 Consider your attitude towards money. Do you feel a twinge of guilt in acquiring it? Do 
you associate wealth with greed? Is it possible that some deep-seated negative feelings have 
kept you from tapping into the unlimited affluence of the Tao?
 Remind yourself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worldly resources can be a way to increase your 
ability to work on goals that are meaningful for you. The more resources you acquire, the more 
you can support charities, improve your community and assist those in need. This approach to 
mastering the use of money is absolutely in tune with the Tao.

The Tao of Joy Every Day 

Kindness in words creates confidence. 
Kindness in thinking creates profoundness. 
Kindness in giving creates love. 

-Lao T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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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網路文章

預防早發性老花

一位36歲的工程師，每天緊盯電腦超過8小時，下班後 

滑手機逛社群、玩遊戲，未讓眼睛有休息的機會。近日 

，他常覺得看遠不清楚、看近物又感到吃力，本以為是

近視加深，經檢查竟是「早發性老花眼」。 

現代人用眼過度，老花眼40歲前報到
我們的眼睛就像照相機的鏡頭，在看東西時，睫狀肌會 

自動調節水晶體對焦。看近處時，睫狀肌呈收縮緊張狀 

態；看遠處時，睫狀肌就會放鬆。如果長時間緊盯電腦 

、手機，睫狀肌一直處於緊繃的狀態，就會使肌肉疲勞 

、彈性變弱，看近物時無法準確調節，導致視野模糊不

清，出現老花眼的症狀。

以往，老花眼往往在40歲後才出現。然而，三軍總醫院眼科主任呂大文指出，現代人 

生活模式改變且用眼習慣不佳，經常讓眼睛睫狀肌過度收縮緊張， 臨床上發現老花眼 

病人的平均年齡早已降至30多歲。

如何保護眼睛，預防早發性老花眼？ 

呂大文指出，讓睫狀肌放鬆的最好方法，就是休息眼睛。

一般人在專心工作時常常用眼過度，應提醒自己多休息。 台國健署針對人們的用眼休 

息時間給出建議：從小學到大學畢業前的人群，每用眼30分鐘休息10分鐘；成年後且

未出現老花眼的人群，用眼40分鐘休息10分鐘； 出現老花眼後 ， 則用眼30分鐘休息

10分鐘。

在專心用眼時，需要注意眼睛和屏幕的距離。近距離閱讀時， 眼睛和屏幕或書籍的距 

離應大於40公分；用電腦時，眼睛和屏幕的距離應維持在70公分左右。在使用電子產

品的過程中，還要注意調節螢幕的亮度，避免螢幕的光比周圍光線更亮，刺激眼睛。

此外， 多眨眼也很重要。因為專心在做事時，眨眼次數從每分鐘16次下降為12次以下 

，眨眼次數變少，老花症狀會更明顯；適時補充人工淚液也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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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大文表示，在飲食上， 攝取含有維他命B食

材對眼睛有好處，如深色蔬菜、紅蘿蔔等。

他呼籲，民眾養成正確用眼習慣、 讓眼睛適當

休息。若眼睛疲勞，可以在諮詢醫師後 ，適度

使用含有維生素成分，如B12、B6等放鬆眼睛

睫狀肌的眼藥水，達到舒緩的效果。 若仍長期

感到眼睛不適，則務必至眼科就診， 避免眼睛

提早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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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紅蘿蔔絲 150g，白糖 100g，牛奶 150g，

麵粉適量，油適量。

●作法：

1、 麵粉少許倒進大盆裡， 放進紅蘿蔔絲，白糖。 

2、倒進牛奶合拌均勻。

3、取少許做成餅坯， 放進燒好油的不粘鍋裡。

4、油煎，途中翻面， 煎熟煎香即可。

摘自 好豆菜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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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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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蘿蔔煎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