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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言變真理
文╱星雲大師

過去有人說，說謊超過三十次以上

，謊言也成真理。

曾經，曾子的母親正在織布，忽然

有一個鄰居匆匆跑來，說：「不得了

！不得了！你的兒子曾參在東街殺了

人！」

曾母一聽，就說：「不會啦！我的

兒子不會殺人啦！」她一點都不動心

，還是很鎮定地繼續紡紗織布。

過了一會兒，又有一個人急急忙忙

地趕來，說：「糟了啊！你的兒子殺

人了！」這回，曾母聽了以後，心裡

就想：會這樣嗎？但她還是說：「不

會啦！我的兒子怎麼會殺人？你說的

恐怕是別人吧！」曾母仍然相信兒子

不會殺人，安心地織著布。

再過了一會兒，一個人急忙奔馳而

來，說：「不得了啊！你的兒子在東

街殺了人！」曾母一聽，趕緊停下織

布機，口中念道：「真是這樣嗎？」

立刻就往事發現場奔跑而去。一探之

下，才知道殺人者是另外一個也叫曾

參的人，並不是她的兒子。

可見得即使親如母子，就像那麼信

賴兒子賢能的曾母，經過了三個人的

奔走相告，也會相信謊言可能是真的

。所謂「眾口鑠金」，社會上很多消

息的傳播，就是這樣而來的。

過去蔣經國先生說了一段故事。抗

戰期間，日本人派遣飛機來轟炸，一

拉警報之後，就有一個人問：「有多

少架飛機？」有人回答：「是一架飛

機。」聽的人沒聽清楚，聽成「十一

架飛機」，所以，一架飛機就變成了

十一架飛機。再有人問：「有多少架

飛機？」他就轉告說：「就是十一架

飛機啊！」然後，又有人問：「多少

架飛機？」輾轉聽到消息的人就回答

：「九十一架飛機。」

才只是三個人的消息傳播，飛機就

從一架變成了九十一架，可見謠言的

可怕。因此，一個有德的君子，寫文

章，筆下要有德；講話，口中要有德

。社會沒有了道德，就像「曾子殺人

」的傳說，許多不實的傳聞就會紛至

沓來。

所謂「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

，有時候，社會上的人做了一些好事

，即便宣揚了，人家也不聽，覺得沒

有趣味；反而做錯了一點無關緊要的

事，就被渲染得極為嚴重，造成人心

惶惶。為了愛護我們的社會、愛護我

們自己，希望大家不要渲染事情，共

同創造一個美好的世界，這才是我們

的責任。

在諸佛菩薩的眼中，眾生
和我不但體不相殊，並且
是互為一體，關係至為親
密的。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3/20
（日）

捐血活動
（9：15 am～3：15 pm）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3/23
（三）

光明燈法會
（10：30 am）

3/26～3/27
（六～日）

八關齋戒修道會

3/26
（六）

慶祝觀音聖誕 ─朝山
（7：30 pm）

3/27
（日）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4/3
（日）

孝親報恩清明水懺法會
（9：30 am～5：00 pm）

4/7
（四）

光明燈法會
（10：30 am）

4/8
（五）

大悲懺法會
（7：30 pm ）

珍寶入地宮 4800年再見
【人間社記者蕭惠珠高雄報導】一聲嘹

亮的「起—」，全場響起莊嚴的「唵嘛呢

叭咪吽」六字大明咒佛號，佛光青年抬著

承載珍貴文物的寶轎，朝本館前進，送入

地宮珍藏；由信眾和法師組成的兩列人龍

，接力把眾人發心抄寫的《心經》送入本

館塔剎。齊聚佛陀紀念館菩提廣場的群眾

目送隊伍前進，虔誠合十，功德回向，衷

心祈求世界和平、人民安樂、所求滿願。

連續七年舉辦的「地宮珍寶入宮暨百萬

心經入法身法會」，首度結合「信徒香會

」，日前在佛館隆重登場，來自海內外的

信眾回佛光山相見歡，朝山禮佛、聽聞佛

法、祈福消災、親近諸佛菩薩，見證這場

佛教信仰與人類文化傳承的歷史盛會。

傳承文化 典藏當代史

配合莊嚴的鐘鼓節奏，佛光山榮譽功德

主捧著各方捐贈的珍寶文物進場，其中最

引人矚目的金玉滿堂瓷瓶、蓮鶴方壺、海

螺和紫砂布袋羅漢，分別由馬英九總統、

河南省長郭庚茂、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和

藝術家陳建平捐贈，連同其他文物一起放

入地宮珍藏，直到四千八百年後開啟地宮

大門，才能再度與世人見面，讓這場活動

充滿當代、知識、歷史與紀念意義。

「珍寶入地宮和百萬《心經》入法身，

豎窮三際、橫遍十方，廣度全球有緣人與

佛菩薩結緣，種下菩提種子，只有星雲大

師才有這種智慧。」立明集團企業董事長

劉招明代表所有功德主致詞表示，感謝大

師的慈心悲願，提供更多人學佛行佛的好

因緣。

「難捨能捨，有捨才有得。」佛光山寺

住持心保和尚指出，目前本館珍藏的文物

已放滿十八個地宮，非常感謝大眾的發心

布施，為當代留下歷史，也供後人見證歷

史。而百萬人士抄寫《心經》，共結法緣

，更是稀有難得的盛事。

抄經回向 廣度有緣人

值得一提的是，活動當天適逢農曆二月

佛光青年抬著承載珍貴文物的寶轎

，朝本館前進，送入地宮珍藏。

� 圖／人間社記者陳碧雲

初一，是星雲大師出家紀念日。出家七十

八年的大師，始終秉持「不據為己有，都

可以給人」的理念，創辦佛光山五十年來

，除了堅持住持傳位制度，也堅持推廣文

化教育，以佛法滋養人心，造就了以「給

」為樂的佛光山文化特色。

來自美國紐約的Sokoli Brahaj和鄧絜心

伉儷，專程到佛光山過年，日前發心抄寫

《心經》，也出席這場盛會。

鄧絜心深信，集合眾人願力抄寫《心經

》，功德回向，可以促成世界和平、人民

安樂，讓法水灑遍娑婆世界，是很有意義

的活動。

「星雲大師的想法好偉大！」擔任律師

的Sokoli Brahaj表示，大師鼓勵人人抄經

，回向法界，等同於創造了世世代代修學

佛法的歷史；至於「珍寶入地宮」，想像

四千八百年後的未來，當「未來人」目睹

地宮珍藏的文物，想必十分震撼。

「暖暖食堂」溫暖偏鄉長者的心。��

� 圖／中華聖母基金會提供

【人間社記者心續洛杉磯報導】美國

加州洛杉磯縣政委員會

日前在洛杉磯肯尼斯漢政府禮堂

　　　　　　　　　　開會，討論該縣

各種事項，約兩百人與會。應哈崗所屬

的第四區區長Don Knabe之邀，佛光山西

來寺住持慧東法師，偕西來寺妙西法師

、有恆法師、黃少芬居士出席，為大眾

祈福。

西來寺深耕社區

洛杉磯縣政委員會議 佛光山祈福 
　會議首先安排祈福儀式，由慧東法師

恭讀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為社會大眾

祈願文〉。區長（Supervisor）Don Knabe

為大家介紹西來寺，讚歎該寺多年來為

社區的貢獻，並頒發感謝狀。

洛杉磯縣是美國最重要的縣之一，下

轄洛杉磯地區有多個城市。每周一度的

縣政委員會議，由五位區長共同主持，

討論洛杉機地區的各項事務。

➡哈崗所屬的第四

區區長Don�Knabe（

右二）禮請佛光山

西來寺住持慧東法

師（右三）在縣政

委員會議開會時為

與會大眾祈福。

� 圖／西來寺提供

偏鄉暖暖食堂 
長者食在健康
【記者羅智華嘉義報導】嘉義縣鹿

草鄉，老年人口比例高居嘉義縣各鄉

鎮第二，加上青年人口外移嚴重，很

多長輩成了獨居老人，為讓偏鄉的獨

居長者，不要再孤伶伶一個人吃飯，

天主教中華聖母基金會募集大眾愛心

成立「暖暖食堂」，幫助長者享用溫

暖午餐，每餐只收二十元，六十五歲

以上經濟弱勢長輩和弱勢身障者，還

提供免費用餐服務。

中華聖母基金會董事長陳美惠修女

表示，鹿草鄉人口老化相當嚴重，很

多長輩住家附近沒有餐館，對於獨居

長輩來說，飲食問題成了生活上一大

不便。為讓老人家好好吃一頓飯，中

華聖母基金會募集社會愛心，為獨居

長者打造暖暖食堂，讓老人家可以就

近用餐。

中華聖母基金會執行長黎世宏說，

暖暖食堂一次可提供一百多位長輩用

餐。目前接受供餐服務的長輩中，年

紀最大的是九十六歲的吳爺爺，平常

他都自己做飯，有時煮一餐得吃上好

幾天，營養價值令人擔憂。

為讓長輩享用色、香、味俱全的營

養午餐，暖暖食堂特別邀請天主教聖

馬爾定醫院營養師，協助設計食堂菜

單，並與在地小農合作，減少食材碳

足跡。

【本報高雄訊】被稱為「呼吸英雄」的

張守德，雖罹患脊髓性肌肉萎縮症，仍積

極規畫校園巡迴公益講座，闡釋生命教育

，不少聽講的同學當場感動泣哭不已，感

動莘莘學子心。

三十歲的張守德罹患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體重不到二十五公斤，生長歷程多艱難

，在雙腳出現逐漸萎縮不良於行症狀後，

父母等至親相繼過世，但他不氣餒，精通

電腦寫電腦程式、破解密碼和架設網站，

並出書自傳《生命藏寶圖》。

必須依靠呼吸器輔助，張守德才能順利

活下去，他相當珍惜能呼吸的機會，因此

被讚為「呼吸英雄」。

張守德擁有樂觀、熱愛生命的人生觀，

經常安排到校園、監獄演講，鼓勵學子、

受刑人要珍惜現在擁有的一切。

張守德曾獲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第十六屆

全球熱愛生命獎章，也曾獲選高雄市社會

優秀青年。

在成功電台主持人海薇等義工協助下，

規畫一系列的生命教育校園巡迴公益講座

，分享他的生命歷程和拚鬥精神，引起熱

烈回響。

張守德表示，萬分之一的幸運，千萬分

之一的幸福，幸與不幸，一線之隔，看你

用什麼角度去看它。

張守德樂觀面對隨時有可能停止呼吸的

人生，他發願用有限餘生，提醒大眾，熱

愛生命、孝順要及時。

呼吸英雄演講 同學感動哭泣

（Board of Supervisors）

（Kenneth

 Hahn Hall of Administ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