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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紅燈
文╱星雲大師

現任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榮譽總會

長的吳伯雄先生，在好多年前，有一

回乘坐朋友的車子到某地去。明明路

口的交通號誌顯示著紅燈，但是朋友

卻踩油門急駛向前。他趕忙勸說：「

闖紅燈太危險了！」朋友則回答：「

現在車輛不多，可以爭取時間！」

行駛不久，又經過了一個路口，仍

然是紅燈亮起，朋友依舊照闖不誤。

他繼續勸說：「看到紅燈要停啊！」

朋友就安慰他：「紅燈很安全的，你

看！左右都沒有來車呀！」

車子繼續前行，再度來到一個路口

，這次換成綠燈亮了，朋友卻忽然停

車。吳先生相當不解，就對朋友說：

「綠燈亮了，你不走很危險啊！」朋

友說：「這你有所不知，綠燈亮時，

恐怕對方來車闖紅燈，所以車子要停

一下，才不會危險。」

綠燈危險，紅燈安全？其實，在這

個世間上，許多問題的起因，都是由

於違反了規則所造成。紅燈就是紅燈

的意思，綠燈就是綠燈的意思，不應

該任意變換它的意義。就像人都需要

尊嚴，無論老年、中年、青年、小孩

，各有各的尊嚴，所以，我們對人的

態度就要有所規範。規矩也是如此，

一個國家的法律，必定是維護社會治

安的準則，維護人民權益公平的法則

，因此刑法、民法都有它各自的內容

，民眾不應該向法律挑戰。如果我們

連法律都不相信，讓它失去了權威，

你說這個社會、這個世界什麼才是權

威呢？

佛教重視戒律，釋迦牟尼佛曾說「

戒住則僧住」，有了戒律，才有出家

人，沒有戒律就不會有僧團。同樣的

，有法律制約才有良善的社會，如果

沒有法律制約，社會脫序就不可愛了

。因此，守法的思想觀念對每個人都

很重要，在一個公平、合理、法治的

社會裡，人人才能生活得安心自在。

果實供人品嘗　微風供人涼爽
森林供人氧氣　食物供人存活
好藥供人治病　江海供人潛水
百花供人欣賞　山岳供人登高
家屋供人安全　禪修供人悟道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9/11
（日）

英文佛學班開學
（8：30 am ）
慧福法師佛學講座
（2：00 pm ）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

9/15
（四）

光明燈法會（10：30 am）
西來學校課輔班
硬筆比賽（2：00 pm）
中秋節朝山（7：30 pm）

9/17～12/10
（六～六）

西來書苑中文班開學

9/17
（六）

國際淨灘日（8：00 am）
西來學校周六班
硬筆比賽（10：00 am ）
月下慶中秋茶禪會
（7：30 pm ）

9/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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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25
（六～日）

八關齋戒修道會

9/24
（六）

聰敏與靈巧佛光盃籃球比賽、
生活講座（10：30 am）

9/25
（日）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圖／道璞

自然界與人（下）

捐大體補償金 回捐母校
【人間社記者簡美換花蓮報導】台灣花

蓮縣四維高中校友簡文欣家境清寒、飽受

癌症所苦，在校時受導師鍾嘉珊疼惜與照

顧，簡今年五月往生後，捐出生前積蓄五

千元及捐贈大體補償金五萬元給母校，成

為一筆「最感動的捐款」，當年照顧她的

鍾老師也在簡往生後兩個月病逝，兩人相

偕極樂佛國，再續師生情緣，令人動容。

簡文欣生前一封〈寫給老校長黃英吉爺

爺的信〉，信中表示：「在四維三年，這

個大家庭給我的溫暖，是此生最幸福快樂

的時光；老校長爺爺擔心我吃不飽穿不暖

的叮嚀，貼心的關懷是最大的鼓勵，今生

在人世間的功課已經修完，沒有罣礙，希

望把剩餘的錢捐作慈悲基金，提供學弟妹

愛心午餐，讓愛永遠傳承下去不中斷。」

四維高中日前舉行「讓愛延續慈悲基金

捐贈儀式」，由簡文欣的母親劉玟華捐贈

五萬元慈悲基金，校長蔡忠和代表接受，

儀式中校方特別播放簡文欣生前最愛的歌

曲〈天之大〉，遺愛母校。

母親劉玟華表示，與女兒雖然僅有二十

六年母女情緣，但女兒教會她知足、感恩

、善解、包容與愛心，雖然自己經濟狀況

不好，再辛苦也要完成文欣的遺願，捐贈

慈悲基金回饋母校，讓愛延續。

簡文欣九十九年畢業於四維高中，高二

時罹患淋巴癌，今年五月五日病逝於花蓮

慈濟醫院，生前感念就讀四維高中期間，

受到學校董事長黃英吉慈悲鼓勵，導師鍾

嘉珊愛心照顧，以及校方提供三年免費愛

心午餐，始能克服病痛與經濟困境，順利

畢業考取大學。在其彌留之際，特別託付

母親劉玟華，將生前僅剩餘積蓄五千元，

及大體捐贈補償金五萬元，一併捐贈母校

，做為慈悲基金，以提供清寒學弟妹的愛

心午餐，期望讓愛的循環延續永不間斷。

捐出所有一切

簡文欣自幼父母離異，由母親獨力扶養

，母女二人相依為命，家境清寒困頓，兩

個人一天的伙食費只有一百元。其幼時經

常莫名發高燒，多次就醫檢查不出原因，

國二時確診為罕見疾病「先天性高免疫球

蛋白E症」。

簡文欣於自強國中畢業，以第一志願考

取四維高中觀光學程，進入就讀，高二時

經常生病經切片驗出罹患淋巴癌，經六次

化療，頭髮掉光，瘦骨嶙峋。簡文欣克服

病魔，完成大學學業，並曾於大四時，至

新加坡進行交換學生，畢業後投入職場，

先後到麵包店及調解委員會上班，一邊準

備公職考試，並通過郵政特考，可惜生命

無常，無法一圓當公務員的夢想。

董事長黃英吉表示，這是他從事教育工

作五十六年生涯中，最令他心疼的學生，

同時也是最令他感動的善舉，黃英吉感性

的說，當天在慈濟大學大捨堂參加大體啟

用典禮，最後瞻仰文欣遺容時，真是悲欣

交集，悲其生命短促一生困頓；欣其徹底

放下捐贈大體遺愛人間。

最心疼的學生

校長蔡忠和指出，星雲大師曾說：「感

動的世界最美！」文欣在學期間雖然罹癌

仍非常認真學習，考取兩張技術士證照，

課餘時也投入義工行列參與社會服務，曾

獲頒「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

在簡文欣化療階段，董事長黃英吉自掏

腰包，委請導師鍾嘉珊購買營養食材烹煮

，讓她調養身體。黃英吉眼眶泛淚說，「

導師鍾嘉珊當時把我委託她，要給簡文欣

買補品的錢存起來，然後用自己的錢買營

養食材煮給文欣吃，導師慈悲，認為文欣

這孩子從小到大，沒穿過一件好衣服，她

將我給的這筆錢存起來，留到文欣往生時

，給她買一件漂亮的新衣服穿。」

黃英吉接著表示，在文欣捨報往生後兩

個月，最疼愛她的導師鍾嘉珊也因癌症病

逝，師生相偕極樂佛國，再續師徒情緣，

鍾嘉珊所展現的無私師愛，簡文欣感恩母

校情懷，讓他終生難忘不捨，將永留心中

，這慈悲善舉更是四維師生最美好的典範

與生命教育的教材。

最感動的捐款 

【本報新北訊】先天罹患腦性麻痺

和色盲的連志忠，儘管人生僅有「黑

白」，但卻比別人花多幾倍的努力克

服缺陷，他將顏色編號、背熟，創作

出生動豐富色彩的畫作，在畫畫中找

到快樂，最大的夢想就是「把畫畫好

」。

由台灣新北市文化局與伊甸台北市

萬芳啟能中心合辦的「永不放棄─伊

甸萬芳身障畫家美藝展」，日前在新

北市藝文中心開展，集結連志忠等二

十位身心障礙藝術創作者展出八十多

件作品，包括油畫、國畫、壓克力畫

等創作。

伊甸基金會副執行長林文賓說，每

幅畫都展現其背後生命精采的故事，

也期盼社會大眾給予身心障礙者發揮

才華的機會。

連志忠從七歲開始畫畫，他說，當

時最愛看卡通「藍色小精靈」，邊看

邊拿著鉛筆畫畫；後來就讀復興美工

，因先天罹患腦性麻痺與色盲，無法

分辨顏色，僅能看見黑白與明暗的差

異，為克服缺陷，他熟背電腦的顏色

編號，並透過指導老師描述，解決色

差問題。

他說，完成一幅電腦繪圖至少要三

周至一個月，「因為每個漸層用色要

用滑鼠慢慢點」，這幫助磨練耐心，

當發現自己有所進步的時候，總覺得

很有成就感、很快樂。

黑白世界的他
色盲畫出精采

【人間社記者李生鳳高雄報導】「二

○一六年佛光山第十二屆佛光親屬會」

日前在佛光山舉辦，來自美洲、澳洲、

馬來西亞、大陸、香港、印度拉達克等

地的佛門親家相聚，全山洋溢著一片溫

情和親情。

首日在如來殿大會堂舉辦歡迎晚會，

佛光山叢林學院獻上剃度時唱誦的〈為

僧之道〉做為開場，並安排佛光山寺常

務副住持慧傳法師主持「認識常住」、

「佛光親屬話說佛光山」座談，讓大家

了解子女在佛光山究竟是如何修學與弘

法利生。

傳燈會會長慈容法師致歡迎詞時表示

，相信兒女選擇出家時，父母內心都相

當掙扎，但也相信現在大家可以放下心

中的大石頭，儘管在這裡工作忙碌，但

出家為眾服務，使他們的人生更加寬廣

，活出人生真正的價值。

何其有幸 同行菩薩道

佛門親家分享子女出家後至今的心路

歷程，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祕書長覺培

法師父親王德旺說：「子女能在星雲大

師座下出家何其有幸，能夠使他們的生

命邁向圓滿，他們可以行菩薩道，至世

界各地弘法。」他並認為「佛光親屬更

應扮演人間佛教的傳播者」。

西來寺社教主任有恆法師的母親蔡培

華，九年前滿懷歡喜送女兒出家，她深

信在人間佛教道場可以利益更多人，「

我引以為榮，因為我的女兒出家了！」

而蔡培華也希望女兒以她為榮，積極參

與佛光會，成為真正的佛光人，更感念

星雲大師的奉獻努力，讓人間佛教精神

遍布世界。

慧眾法師的父親為國際佛光會北區協

會會長李德全。李德全說，慧眾法師具

有財務金融背景，懂得權衡什麼對他、

對大家是最有利的，「所以他選擇了出

家。」他期許身為佛光親屬，就是要做

最好的佛光人和信徒；佛門親家除了疼

愛自己的孩子，也要愛護所有的徒眾。

出家是賺到 平等自在

此次親屬團最大宗的為馬來西亞團，

新馬總住持覺誠法師在當地成立馬來西

亞親屬會，讓所有法師的親屬彼此扶持

關懷。馬來西亞籍的男眾學部教務主任

慧喜法師，其母親黃惠芬敘述慧喜法師

在讀大學前夕，決定來台灣的佛光山叢

林學院讀書，但她當下其實很明白：「

豈止是『讀書』這麼簡單的事！」但孝

順的慧喜法師，唯一要求就只有這件，

所以即使萬般不捨，也不願他有任何罣

礙，甚至向他喊話：「你有一位偉大的

師父，一定要一心一意為常住弘法，恪

守一師一道。」

都監院慧澤法師的父親王培聰，為馬

來西亞親屬會召集人，他以過來人的心

情，分享有三年時間認為失去孩子，直

到二年前參加親屬會，聽到許多人喊他

「爸爸」，還認識許多佛門親家，才體

會到原來孩子出家不是「失去」，而是

「賺到」，「我們這群親家相聚時非常

自在溫馨，一般人會比較孩子成就高下

如何，但我們孩子是法師，一切平等，

歡喜自在。」

佛光親屬喜相逢 以出家兒為榮

扌大師與佛光親屬接心，

大家齊唱〈惜別歌〉。 

➡佛光山印度佛學院教務

主任如繼法師（左）、台

北道場有能法師（右）的

母親（右二），首度參加

佛光山親屬會。

 圖／人間社記者陳碧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