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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t Times
CA施恩不望報，受怨不計較，

此中寬大了多少懷抱；
忍不過時，著力再忍，
受不得時，耐心再受，
此中消除了多少煩惱。

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巧克力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10/30~11/1    
 周五

精進三日禪修會

 10/30 
周五 

西來學校課輔班萬聖節
（7：30 pm）

 10/31
 周六
 

西來學校周六班萬聖節
（10：00 am）
 觀音菩薩出家紀念日午供
（11：00am）
 觀音出家紀念日─朝山
（7：30 pm） 

 11/1  
 周日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9：00 am）
美以美醫院義診
（8：00 am~11：30 am）

 11/5~8  
 周五~日

藥師法會

 11/8 
 周日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

 11/11 
 周日

藥師佛聖誕─午供
（11：00 am ）

行孝要及時

生活快門

藍山炊煙

文／小鳳

文與圖／一然

文／王舒俞

回台定居的一家人

慢活的美好

豆腐提拉米蘇

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巧克力，我只要

默默拿一顆百分之七十黑巧克力給你

，也許，你會還我一顆百分之八十五

苦味巧克力，或給我苦甜的生巧克力

，很簡單，很精準，很對味，我能

了解你的感受，適合不喜歡言語的你

──只是，你怎麼等不及我給你的巧

克力，就飄然遠去，沒有隻字片語，

雖然很「你的風格」，我不意外，卻

很震撼。 

「現在要談一個已經死掉的人是非

常困難的事，而談一個年紀輕輕就死

掉的女孩子就更困難了。因為死了，

所以她們永遠都年輕。」這是你最喜

歡的村上春樹《聽風的歌》書中寫的

，此刻，我借來描述談你的感受，差

不多是近似的，想必你也會很高興我

這樣引用吧！ 

是的，你永遠不會老了，永遠停在

你離開的那個年紀，然後曾經的過往

一併跟著你，通通消逝了。甚麼理由

，發生了甚麼事，沒人知曉，你的家

人也不願提；而我，似懂非懂，憶起

穿著白襯衫、牛仔褲，還繫領帶的你

，看來拘謹，有些不像你，淡然地，

彷彿口中說的，與你無關：「明天，

我還是不去上班了。」說完，扯下領帶，

恢復本色，那是你第一天從工商時報下班

，當時我還住在附近。 

就像尼采說的：「白晝的光，如何了解

夜晚黑暗的深度呢？」凡夫如我們，看著

你，就像沒對準的描圖紙一樣，無論多用

心，怎麼專注，都失真。所以，我才想，

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巧克力，也許，一切簡

單得多。 

曾經，同學問我，你的狀況，「我也不

知道耶。」「妳們不是有連絡？」「是啊

，但……」我要怎麼告訴她們，我們不聊

彼此近況，聊書聊音樂談電影，分享某種

心境，溝通某些思緒，就是沒有近況，更

不會問：「你好不好？」 

是不是因為這樣的不真實，所以我錯開

了你的狀況，我以為的你的樣子、你的心

態，也是錯估的？如果當時也在生病的我

，主動提及「病程」，是不是你也會告訴

我你的近況？這一切一切跟回不來的過往

，模模糊糊，直到，翻開我們畢業合寫的

報導，刊登在商業周刊，印在紙上的你的

名字，提醒我，你真實存在過，而我們曾

經如雲的如風的不寫實的談話內容，就限

定在我的記憶吧！ 

記憶中，我們提及過，所要追求的不是

永遠的生，也不是不滅的夢，很接近我現

在學習《金剛經》裡所講的「應無所住而

生其心」的況味，無所住，亦即無所

執，只是，年輕的我們，還沒能有六

祖禪師的頓悟；不過，你用一種我能

理解的方式，告訴我「應生無所住心

。若心有住，則為非住。」你只是早

我先一步去到涅槃寂靜之地，相信，

在那兒，沒有病痛，你更自在。在彼

岸的我，敬你一顆巧克力吧，靜靜的

坐著，不用言語。

 

文／Maple Day    圖／Barry  Lee 

我家樓下住著一對美國小姐弟，說得一

口流利的中文，因為從小就由台灣外婆撫

育。小姐弟的爸爸是美國人，媽媽小君則

是土生土長的高雄人，身為經濟學專家的

他們，之前在美國從事白領工作。 

前幾個月，在搭電梯時遇見他們一家人

。閒聊後，才得知小君和她老公已搬回高

雄定居，目前兩人分別任教於中山大學及

義守大學。 

我心裡很納悶，因為之前才聽台灣外婆

說等孩子大一點就要送回美國，怎麼會在

這個時候舉家遷回台灣呢？ 

和小君幾次相遇，深聊之後才知原委。 

小君說：「前不久我爸爸往生，事情來

得很突然，我們回來奔喪，才發現一直幫

我們照顧小孩的媽媽一夕之間老了很多。

雖然充滿活力的她，還能肩負起每天騎車

載送小孩上下學的責任，但我們還是深感

歉疚，覺得應該為她做些什麼才對。於是

我跟老公商量後，決定辭去美國的高薪工

作，返台和年逾七十的老媽同住，讓她可

以享受含飴弄孫之樂，我們也可就近照顧

與陪伴。這是我在處理爸爸後事時深刻的

體會：什麼事都不重要，在父母親有生之

年，承歡膝下，全家人能聚在一起，相互

關懷與照顧，才是人生最值得做的事。」 

小君看起來就是個聰敏智慧、學有專長

，凡事都能當機立斷的新女性，雖然我不

知道她那只會講簡單中文的老公為人如何

，但對於他能做出離鄉背井，和妻子一起

飛來台灣和岳母同住的決定，就對他的勇

氣讚歎與欽佩不已。在遇見他時，我不時

對他豎起大拇指稱讚，讓他能感受到台灣

鄰居的熱情。 

能夠在事業顛峰時期，為盡孝道而急流

湧回，我在這家人身上，看到不一樣的孝

心深度。

       巧磕人生 

 認識一些吃奶素的朋友，素食之後就

沒機會一嘗美味的提拉米蘇了。 

傳統作法的提拉米蘇裡有生蛋黃，或是

為了外觀好看還要加吉利丁來當凝固劑，

吉利丁是提煉自動物的骨膠，我也不吃。 

看來，又要自己動手做才能享受到了。

於是上網查許多配方，很多無蛋配方也只

是不加生蛋，內容還是使用蛋糕或含蛋餅

乾和吉利丁，不符合我的奶素需求。 

於是若有似無的，我坐著想，站著也想

，走路在想，躺著更是想。還不時疑惑的

翻開食譜書研究一下，或再上網查查前人

有過哪些經驗可以借鏡？最後寫下一個自

己的配方，就等著找時間進廚房做實驗。 

這一個配方就是以好吃又低糖低熱量為

目標中玩出來的。除了基本的奶香，還添

加了豆香，為了使味道有跳躍的亮點，還

隱藏了少許蜂蜜作為後盾，它已經不是傳

統的滋味，是新的滋味。 

有時候這些設計在實地操作之後會得出

成功的甜點，有時候失敗了，也只好默默

自己收拾，或是半強迫塞進剛好來訪的朋

友的肚子裡。 

這就是我在廚房裡的遊戲，廚房是化學

實驗室。這些玩出來的甜點，會繼續透過

網路，在別人家的廚房裡重現，就好像我

在學習時，也重現別人在網路上無私的分

享一樣。 

材料：約6小杯 

A.馬士卡彭起司200g、盒裝嫩豆腐100g、

蜂蜜1大匙、香草精1/4小匙、糖30g、

鮮奶油50g 

B.鮮奶油50g、玉米粉2.5小匙 

C.消化餅約5片(70g)、即溶咖啡3小匙 

作法： 

1.將材料A全部量好，放入單柄小鍋中，

用小火一邊攪拌一邊加熱軟化，之後便

用手持式攪拌器（或果汁機）攪打成滑

順的乳液狀。 

2.材料B攪拌均勻，放於一碗中。將打好

的材料A放回爐子上小火加熱，要一邊

攪拌到四周圍冒有小泡泡，但不要煮滾

，此時徐徐加入材料B。攪拌均勻後會

成為濃膏狀，熄火，放涼。 

3.製作餅乾屑。將5片全麥消化餅加入即

溶咖啡粉打碎成粉狀，最後成為咖啡餅

乾屑。 

4.將材料組裝堆疊起來，餅乾層薄薄的較

好。最後一層上面鋪餅乾屑，以免奶糊

表面乾燥。全數冷卻後加蓋移入冰箱冷

藏至少2～4個小時。 

優雅老去

文／天行

退休族生涯規畫

退休是人生另一階段的開始，應以樂觀

、積極的態度面對，並預先安排、妥善規

畫。 

生涯規畫是近年來的時髦話題。早期的

生涯規畫是以就業、工作為主要內容，近

年來，生涯定義已擴展為涵蓋人生的各個

層面，統合一生中各種職業和生活，以求

事先規畫，定期實行，達成目標。 

因此，生涯規畫可說是個人整體生活的

妥善安排；依照規畫要點，在定期內充分

發揮潛能，並運用環境資源，達成各階段

目標，最後實現一生的理想。生涯規畫不

只是求生存，還要求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並活得有尊嚴。 

銀髮族的生涯規畫步驟如下： 

一、自我覺醒：要具有危機意識，並且

相信自己有權、有能力規畫黃金歲月，千

萬不要期待晚輩為我們安排生活。 

二、自我理解：必須了解自己的能力、

性向、人格、興趣、價值觀等，才能設定

目標，享受生命的成就與尊嚴。 

三、評估狀況：依照理想的生活形態，

評估自己的條件，了解適合的程度與差距

；再依照所擁有的社會資源，詳估填補該

差距的可能性與必須付出的成本後，再決

定採取的步驟。 

四、決定目標：從上述三個條件中，加

上主客觀的價值衡量，選擇一個或數個可

行的目標，依據年齡別，來做長短程的規

畫。六十五至七十歲，以一年為短程，五

年為中程，十年為長程；七十一至七十五

歲，以一年為短程，三年為中程，五年為

長程；七十六至八十歲，以半年為短程，

一年為中程，三年為長程；八十一歲以上

，以一個月為短程，半年為中程，一年為

長程。 

五、實踐策略：主要內容為資源利用與

知能的獲得，前者要預為籌措，後者則賴

學習進修，以提高達成目標的機會。 

六、檢討修正：在執行的過程中，倘若

發現窒礙難行，應立即檢討修正。 

大致而言，生涯規畫宜於退休之前進行

，切忌退休後才開始規畫，將會措手不及

，形成斷層，甚至發生「退休症候群」。

人到了相當的年紀時，遲早都必須從工

作崗位上退休。各國多以六十五歲為退休

年齡，不管是人員新陳代謝的需求，或個

人精神體力的衡量，都是一個適當的年齡

；但是，退休並非退出人生舞台，無所事

事。 

退休所代表的是生活的轉型，而非生命

的斷絕。人不能離群獨居，退休後仍是社

會的成員，必須關心社會，參與活動。要

擁有快樂的晚年，必須有事可做，和過著

正常的社交生活。

滿山遍野的綠意，讓人一解身心壓力與

憂鬱，亦可暫時拋開塵世間的紛擾。 

這隻駐足枝頭上的翠鳥，在溫飽之餘，

似乎也懂得享受片刻的悠閒與清靜，因為

寧靜足於致遠。 

有道是：「休息乃是為走了更長遠的路

。」天空的雲兒飄盪，地上人兒馬蹄忙，

何不學學鳥兒哲學——享受慢活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