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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的，但又不是你的！

你買下二十幢別墅，可一輩子只住過其中一幢，你能說那其餘十

九幢都是你的？不，它們不過是臨時由你保管著。

你的財產永遠是你的？可惜當你離去後，再多的財產也會更換主

人。你買的房子永遠是你的？可惜房子下的土地只有七十年的使

用期。你的兒女永遠是你的？可惜兒女長大了都要離開家成為別

人的丈夫或妻子。你把一本書買下了，簽上自己的大名放入書架 

，這本書就一定是你的？不，如果你只是把它當裝飾品，那這本

書實際上已經不是你的了，書只有讀過、欣賞過，才真正屬於你 

。

你的錢雖然很多，但只有花了才能顯示其價值。拿錢買食品你可

免飢餓之苦，拿錢買房子你享受了舒適與溫暖。若只是把錢一直

緊攥在手裡，你還能獲得這麼多的享受嗎？鑽石再大，若永埋在

地下也不過等同於磚石；黃金再多，若永埋土中也不過等同於黃

土；時間再珍貴，若不抓緊利用也不過等同於流水……世上許許

多多東西，若永遠不為人所用，珍貴的也會變得一文不值。

有時你的也是他的，他的也是你的。

他人栽下一棵樹，同時你也

享受到樹的綠色、清涼與它

所凈化的空氣，這樹不也等

於是你的？

凡是你自己做出來的，哪怕

再少也是你的；凡是你貪占

的，哪怕再多也不一定就是

你的。

得到太多卻享用不完，早晚也不是你的，還不如拿出一些與他人

分享，反而就成了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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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天恩師德！感謝柯前人的慈悲與蘇點
傳師的栽培成全！乘搭了17小時的飛機，
再花上將近兩小時在車上，台灣時間快到
了晚上九點我們才輾轉來到達訪道的第一
站──羅東的天德佛堂。熱誠的道親早就
在那裡等著我們。參駕後，收拾整理後，
走入臥室躺下的第一念頭就想到，古人的
訪道是如何的一個狀況？他們是否比我們
更為辛苦？他們出去是求真人，訪明師，
但時代因緣的不同，時與空大不一樣了， 
我們明師已遇，如今訪道的意義與目標可
跟古人是一致的？也不就是“攝心罄前禮 
，訪道把中虛”嗎？《初學記》

緣起：

一年多前（2015）的某一天，遠遠忽然聽 
到遠處有一位前賢（莉華姐）在興致勃勃 
，侃侃而談她剛從台灣訪道回來的心得，
她的一腔熱忱，法喜滿滿的幸福感深深的
打動了後學。這位前賢本著“獨樂樂不如
與眾樂樂”的願力，當下就發心要組織慧
興佛堂第一次回台訪道之旅！後學也毫無
猶豫之下報了名。

10月29日：懷著空空的心情（本來是想放 
空，但功夫未到，所以就變成了空空），
後學獨自一人搭上聯合航空。為了要準備
對峙17小時的漫漫時間，臨出門前攜帶了 
兩本書，一本是《佛規諭錄》，另一本是
呂祖的《學庸淺言新註》。結果一口氣之
下《學庸》讀了六小時，把三篇《序》抄 
了一遍，格致部分反覆參詳，第一次感受
到與聖人在一起空前的那種幸福感！對格
物致知修心養性的深義與上天的慈悲感動
不已。在讀《學庸》六小時當中有許多地
方不太明白，心想，這次回台非得請益個
夠！那就從《格致》下手吧！

感恩前賢的悉心安排此行走訪了柯前人領

導寶光紹興的不少佛堂，當中有：

1. 羅東的天德佛堂（陳點傳師）

2. 基隆的孝忠佛堂（陳點傳師、奈美姑）

3. 新莊的戴德佛堂（陳、林、蔡點傳師及 
  參加周玉梅講師講課）

4. 桃園的聯源佛堂（王傳師，參觀鶯歌陶 
  瓷）

5. 新竹的新德佛堂（星期天參加張秀卿及 
  吳守仁講師講課）

6. 台中的道務中心（講師們成全我們談如 
  何研讀經典，後學請走了期待已久的在 
  中心僅存的一本【大學證釋】）

7. 彰化的茂源佛堂（黃、曾點傳師，及去 
  瞻仰寶光紹興老前人們的紀念園區，緬 
  懷老前人們的德行）

8. 菁寮的弘德佛堂（陳點傳師）

9. 台南的致德佛堂（我們參觀奇美博物館 
  及台南文化介紹導覽）

10.高雄的美德佛堂（黃點傳師，我們先去 
  參觀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共十個公堂。 

感謝所有招待我們的前賢們！您們周到的
安排，禮貌彬彬，笑容可掬的親切是此行
中在我們心中留駐最為長久深刻的印象！ 
在您們無畏施的接送、款待、關懷中，後
學看到了“率性之謂道”，我們以“道”
為親，同是一母之子的仙兄弟姐妹，儒釋
道三家的同門弟子，雖是初次見面但卻一 
見如故！如不是道的寶貴，那是什麼？如
不是您們懷中“虛”的修持，何來行於外
的圓“滿”？

點傳師的可風可仰

若問此行印象最為深刻的事，後學認為不
是遊覽過的聖地，不是舌尖上和齒香的回
味（雖然臭豆腐和釋迦果真的好好好吃！
），而是每一位點傳師，他們身上所流露

攝心罄前禮，訪道把中虛
高韻上 前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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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份親切可貴的魅力！他們身上所展現
的風範都是活生生的彌勒祖師、濟公活佛 
、月慧菩薩化身的行誼。深深打動後學的
是他們的慈悲、歡喜、感恩、活潑玲瓏的
心，還有他們為了照顧道親，願奉獻他們
的所有來換取眾生的無明之古道熱腸！每
天繁忙的道務，加上要配合與安排我們這 
些遠來道親的食、行與住，事事處理的一
絲不苟的周到，但看到他們都是精神抖擻 
，健步如飛！後學忍不住問，“哪來的精
力？”訪道回來後晃然悟了，點傳師們的
修辦道精力不就是可以用道德經第八十一
章的這幾句話來解釋嗎？“聖人不積，既
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白陽修士－講師們的風采

此行我們遇見了我們熟悉的幾位講師（張
朝欽講師、陳明玉講師、張秀卿講師、李
德霖講師、蕭雄俊講師），還有在天德佛
堂與我們會合，和我們第一次相聚，我們
久仰的周玉梅講師。幾天的相處，套一句
康冰前賢的話，“常聽講師的講課錄音，
但更有幸認識講師的台下風采！”。台上
的周講師，辯才無礙，口才非凡！台下的
周講師親切可仁，情真意切，幽默風趣，
我們再再的可以完完全全用放鬆的心情去
聆聽她娓娓道來修道的心路歷程，聆聽她
如何反觀自照和多年調心的功夫！看出她
對三教聖人的義理有多深的攝受！我們不
但聽得津津樂道更感受到“道”不就是用
來“盡”化我們的生活，洗滌我們的心靈
嗎？

幾次的座談會中，對講師所講的法語，後
學都盡量筆錄起來，現與大家分享幾句印
象深切的金玉良言：

•“有事察省，無事存養，靜渡自己，即
是無事時的存養！”後學的體悟：所謂修
道修心，修心修念啊。若要做到每臨大事
有靜氣，平常無事的觀照是唯一的方法。

•“無明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粗。 
”後學的體悟：一念無明的不覺察所引起
的骨牌效應帶動後面的念念辟（不正），
唯有迴光返照才能走出無明的黑暗。

•“給眾生的愛是平等的，但在表達方面
要有適度的包裝，發而皆中節。”後學的
體悟：縱然我們在給予愛的念是純的，在
表達方面所用的措辭需要調適，要溫和有
度，不能理直氣壯！

•“格心物－明理擺在第一位。驅身物－
用戒律。用孔聖的四非”體悟：心物－心
內的塵染，細微滋蔓而不易覺，需用的力 
度非輕，師尊說“不明理，焉修道”格心
物必須從明理入手，需了解“物”之所患 
，“物”之所害，非從根部下手不可，所
謂“慎心物於隱微，遏意惡於動機”，此
二句需時時勤復之，莫耽誤“改毛病，去
脾氣”的功夫！ 

•“性與心的距離有多遠？就看稟性與習
性有多重！任何事物，當你了解它不是真
的時候，它就不會左右你。蠶作繭，蜂釀
蜜。” 後學的體悟：人性本善，善不能夠
展現，是因為累劫的染濁─我們的稟性與
習性把圓陀陀的本性給重重蓋住了。當你
明白到這些稟性與習性都是外來的塵染，
不屬於我們的東西，那改起來就比較得心
應手了！ 

•“心一疏忽，是錯的開頭；一念鬆散，
萬事不可收拾；一念決裂，錯到底！”後
學的體悟：修道要惟精惟一，目標鎖定，
克己復禮，時時刻刻不能有所怠慢，找理
由退縮不前！

•“修道是一輩子的事，拚了命也要修理
自己！”－李德霖講師講的。下次見到他 
，記得問他有關“一輩子”的笑話！還有 
，修道與減肥的懸念！

天涯共此時

訪道已畢，後學們回到加州已經一個多禮
拜，感恩我們共同在天恩與師德的庇佑之
中，短短二星期的相聚，讓後學再次的感
受到道的寶貴與心靈共振的力量！寶島已
遠，天涯共此時，點傳師、善知識們的德
風昔在今在！一年多前，後學知道（know 
how she feels）但無法體會莉華姐訪道 
回來的心情，如今後學Feel How She 
Fe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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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ing to Catch the Wind
by Lee Felten

Smiling into tired eyes a cup of tea is pas-
sed. It appears that something has gone 
wrong, and yet there are no words to con-
vey just what that might be. Just the silen-
ce of two who have found that sometimes 
words are unnecessary, that words will 
come on their own when it is time, that 
nothing need be forced.

Sitting in the backyard tea cups are set asi-
de, as one smiles into the breeze and the ot-
her looks upon that smile in wonder. A deep 
sigh as a hand is raised and the invisible 
breeze plays between 
outstretched fingers.

Sensing the wonde-
ring eyes, the glance is 
returned, a smile still 
upon the face, but the 
eyes much more direct 
now. Hand still held 
aloft turning this way 
and that as the breeze 
gently tickles the palm, the inner wrist, 
raising goose-bumps.

A quiet little laugh as fingers suddenly 
close in on themselves, fingertips pressing 
firmly into the palm.

Quizzical look as a question is asked. “Do 
you think I caught it?”

“Caught what?” is the reply.

Opening of the hand, held out as in offe-

ring, “The wind of course.”

Laughter now in the eyes that had looked so 
tired. “You can’t catch the wind.”

Looking away and leaning over a dandelion 
blossom, “And why can’t I?”

A bit more seriously the reply comes, “The-
re is nothing to catch.”

Face turning up 
from the dandelion, 
“If you know that, 
then why do you 
look so tired my 
friend?”

How often do we 
find ourselves hur-
rying through our 
day trying to catch 

something that is elusive to us? We tell 
ourselves that if only this happens we will 
be ok, that if only that happens things will 
even themselves out and we can finally sit 
back and relax.

We wear ourselves out trying to catch 
something that is as unobtainable as the 
wind, when all along it is flowing, ebbing, 
and rising all around us. We get so caught 
up in our endeavors that we miss the gentle 
tickling on our pa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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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FOR THE MISSING RING
WISDOM STORIES TO LIVE BY

If you want something you’ve never had,

You must be willing to do something you’ve 

never done.

-Thomas Jefferson

Mulla had lost his ring in the living room. He searched for 
it for a while, but since he could not find it, he went out into 
the yard and began to look there. His wife, who saw what 
he was doing, asked: “Mulla, you lost your ring in the room, 
why are you looking for it in the yard?”

Mulla stroked his beard and said: “The room is too dark and I can’t see very well. I came out 
to the courtyard to look for my ring because there is much more light out here.”

Source:  Classic Tales of Mulla Nasreddin

CONSIDER THIS

Like Mulla Nasreddin, many are constantly looking for the key to happiness, the key to bliss, 
the key to freedom, the key to inner peace and tranquility, the key to love, and the key to God 
in the wrong place: in the place where we think there’s most light!

What if the one and only right place to find the key to life is the deep, dark cave of our inner-
most being: our heart?

Inspirational Qu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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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定胃脹氣 

胃脹氣、上腹飽脹、常打嗝或放屁 
胃脹氣是現代人非常普遍的胃部毛病，

最明顯的症狀是「上腹部飽脹感，常伴

隨打嗝（或稱噯氣）或放屁」。

新竹馬偕醫院營養醫學中心主任暨胃腸

肝膽內科主治醫師陳青富指出，上門求

診的病人之中，十之八九會有「胃脹氣 

」的困擾，常常嗝氣，甚至自覺上腹部

明顯外凸，擔心是不是長了「壞東西」

而來就醫。

常見6大不良飲食生活習慣引起 

胃脹氣大多與生活飲食習慣不良有關，

若經生活飲食習慣調整後 

，症狀大多可以改善。若

症狀仍持續一週以上，或

伴隨噁心嘔吐、吐咖啡色

食物殘渣（代表有血液混

雜其中），並有體重下降 

等現象，可能是嚴重胃病 

、甚至胃癌的危險徵兆，

建議就醫做進一步胃鏡檢

查。

1.氣從口入

這類的胃脹氣多半是飲食習慣不良引起 

，例如暴飲暴食、吃飽後立刻躺著或趴

著、邊吃東西邊說話，喜歡吃油膩的食

物、喝氣泡性飲料、嚼檳榔、口香糖或

抽菸，不知不覺吞嚥了很多空氣到胃裡 

。

摘自 常春月刊

2.氣由腸生

胃與腸是相連的，若是嗜食容易產氣的 

食物，進入腸道後大量產氣，也會致胃

脹氣。產氣食物有：豆類、牛奶、番薯 

、芋頭、馬鈴薯、高麗菜、洋蔥、綠花

椰菜、茄子、麵包、甜點、汽水、可樂

等碳酸類飲料。

3.不動氣滯

缺乏運動的人容易胃脹氣，胃腸少了運

動刺激、胃蠕動差、排空差，就會脹氣 

。建議在飯後，應或站或坐、休息三十

分鐘，然後起身走一走、散步，有助於

胃腸蠕動幫助消化，但切記不要激烈運

動。

4.病致氣生

腸胃道疾病可能會產生脹氣

的症狀，例 

如胃炎、消化性潰瘍、肝膽

胰疾病、腸躁症、腸胃腫瘤

異物阻塞等。一般的胃脹氣 

，只要改善飲食習慣，細嚼

慢嚥、減少攝取產氣食物，

多半可以不藥而癒，但若是

持續脹氣不改善，就要考慮

可能是疾病引起。

5.壓力

壓力太大，容易使胃部蠕動和胃酸分泌

失常，胃排空變差、會造成胃脹氣。可

以自我觀察，工作或學業壓力大時，是

否特別容易有胃脹不適的現象，應學習

紓解壓力，有助改善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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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拜：
不是彎下身體，而是放下傲慢。

念佛：
不是聲音數目，而是清涼心地。 

合掌：
不是併攏雙手，而是恭敬萬有。 

禪定：
不是長坐不起，而是心外無物。 

歡喜：
不是顏面和樂，而是心境舒展。

清修：
不是摒棄欲望，而是心地無私。

布施：
不是毫無保留，而是愛心分享。

學佛：
不是學習知識，而是踐行智慧。

成道：
不是看見佛祖，而是終於看懂自己。

修

智

慧

，

不

修

制

約

王鳳儀嘉言錄

【第三節 學佛】

人不得道是由於性、心、身未能合一。身子做事，心裏想別的，是心和身不合一；遇著逆境受

不了，生氣上火，是性和心不合一。必須三合一，才能得道。要想成佛，還得四大界合一。今

人只用心念佛，身口與佛相違，怎能成佛呢？

6.藥物引發

服用部分降血壓藥物或止痛藥物，容

易引發胃脹氣。

8大預防與治療方法 

◆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細嚼慢嚥。

◆避免產氣的食物或高脂肪、油炸食 

    物。

◆適當的運動，幫助腸胃正常蠕動。

◆如果是臥床或老人家行動不便者， 

    建議看護者每天至少3 次，在臥床 

    患者飯後 1～2  小時後，於其肚臍 

    邊塗上薄荷油或脹氣膏，以順時針 

    方向輕輕按摩，協助腸胃蠕動。

◆補充益生菌。

◆給予促進胃排空及消脹藥物。

◆紓解壓力。

◆如果脹氣持續不消，伴隨噁心、嘔 

    吐、腹痛、腹瀉、黑便血便、發燒 

    、體重減輕，應該進一步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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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蘿咕老豆腐
●材料：

   老豆腐 1塊，菠蘿半個，番茄醬5湯 
   匙，水澱粉2湯匙

●作法：

1. 老豆腐洗淨，菠蘿切去當中硬芯，切片用淡鹽水浸泡十分鐘瀝 
    乾水分，老豆腐用廚房紙巾吸乾表面水分切成小塊，菠蘿切小 
    塊。

2.鍋燒熱後放油燒熱，放入薑片煸出香味。

3.老豆腐倒入鍋中，用中小火慢慢煎到表面金黃撈出備用。

4.用鍋中餘油，中火煸炒蕃茄醬半分鐘，倒入小半碗清水煮開。

5.倒入步驟3 煎好的豆腐，加糖和鹽一起翻炒兩分鐘，讓豆腐入 
   味。在倒入菠蘿快翻炒一會兒。最後用水澱粉勾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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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