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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巴桑救台灣
文╱星雲大師

中國人向來深具人情味，這不但反

映在民俗節慶裡，人際之間的應對更

是如此。然而如今，由於社會結構改

變，冷眼旁觀、自掃門前雪的人愈來

愈多，取而代之的則是冷漠淡薄。

曾經，聽徒眾轉述了一則網路上流

傳的「歐巴桑救台灣」故事。

在人聲鼎沸的早晨，有個小學生搭

乘公共汽車上學，一到站就急急忙忙

衝下車了，卻把便當忘在座位上沒有

帶走。公車裡，許多年輕人看到了，

只是「啊」了一聲，但沒有人採取任

何的行動。

有一位歐巴桑看到了，逕自打開車

窗，大叫：「囡仔啊！你的便當喔！

」歐巴桑的動作、聲音之大，引起了

大家的側目。雖然眾目睽睽，她仍然

不顧旁人的眼光，拚命地揮手、喊叫

，要向小學生示意。只見公車上的人

依舊保持沉默，小孩也因為聽不到歐

巴桑的聲音，繼續往前走著。

不過，街邊的另一個歐巴桑看到這

一幕，倒是很關心，遠遠地就大聲問

：「喂！妳在喊什麼啊？」車上的歐

巴桑提高嗓門，回道：「便當啦！那

個囡仔的！」街道上的歐巴桑一聽，

應了一聲「喔」，隨即趕往車旁，接

過公車裡那個歐巴桑從車窗拋出來的

便當，然後快步向小學生追去，把便

當交到小孩的手中。

這一瞬間，全車響起了一陣歡聲雷

動。

在人情日益澆薄的社會，歐巴桑的

熱心融化了人與人之間如冰山一樣的

距離，喚回了逐漸失去的人情味。確

實，這個社會就是需要有更多像她們

一樣熱忱的人，來共同成就世間的真

善美好！

用淡泊對治虛榮
用大方對治小氣
用成熟對治幼稚
用寬容對治嚴厲
用尊重對治侮辱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11/6
（日）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9：00 am）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11/11
（五）

大悲懺法會（7：30 pm）

11/13
（日）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11/14
（一）

光明燈法會 （10：30 am）

11/19
（六）

寒冬送暖暨教育獎助活動
（9：00 am）

11/20
（日）

佛光西來學校感恩義賣園遊會
（10：00 am～3：00 pm）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11/26
（六）

西來寺我們共同成長的家
（7：00 pm）

11/27
（日）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圖／道璞

對治百法（20-6）

竇娥輪迴報冤 真實在人間

【記者曹麗蕙台北報導】元代雜劇最膾

炙人口的《竇娥冤》，不僅僅是戲曲作品

，竇娥輪迴報冤的故事就真實發生在台灣

張老師專線發起人、佛光山檀教師——張

迺彬身上。日前，佛光山金光明寺邀請到

八十歲的張迺彬分享見證，當天細雨綿綿

，卻有逾五百位民眾冒雨前來，只為聆聽

張迺彬今生如何與竇娥「解冤釋結」。

長男活不過36 長女活不過34

「在我的家族中，長男、長女都分別活

不過三十六、三十四歲。父親、祖父、曾

祖父都是在三十六歲生日時往生；大姑姑

、大姑婆則在三十四歲生日去世，但因我

是長女，媽媽都不敢告訴我。」張迺彬一

道出家族異事，就勾起大家好奇心。

十一歲隨母親從中國東北來台的張迺彬

，事母至孝，師範學校畢業，步入婚姻，

生下第三個兒子後，考上中興大學社會系

進修，接觸到許多不良少年、少年感化院

的個案，因而投入社會服務工作，發起成

立「張老師專線」，以電話協談方式輔導

青少年，陪伴他們走出生命幽谷。

害喜到撞牆 挨夫與3子打

一帆風順的日子，卻在張迺彬三十三歲

時起波瀾。

「三十三歲那年五月，我發現懷孕，且

醫生說預產期是三十四歲生日。」那時，

長年茹素、學佛的張媽媽卻希望張迺彬墮

胎，讓她非常傷心不解。「且懷第四胎時

，連續兩個月，晚上害喜時會難過到用身

體撞牆，還一定要讓丈夫、三個兒子打我

一頓，才能睡著。」張迺彬細數懷孕期間

種種怪事。直到一日，張媽媽的友人——

道靜法師來訪，收了她腹中的孩子為徒，

才逐漸好轉。

懷孕六個月時，孝順的張迺彬搭公車為

母親買銀絲捲，但公車緊急煞車，讓她跌

倒，導致孩子早產，在醫生沒把握救活時

，她打電話給道靜法師，希望能救孩子，

法師教她長素百日，念觀世音菩薩聖號，

從那時起，她除了睡覺，幾乎都在誦念。

但孩子在保溫箱滿月當天，半夜三時離

世了。全家陷入愁雲慘霧，道靜法師隔日

卻前來道喜，讓張迺彬一家生氣又詫異。

但道靜法師一下就道破孩子三時往生，並

說孩子魂魄前去向他道別時，坦言本打算

在張迺彬三十四歲生日時，讓她難產而亡

。道靜法師對她說：「因為你累世前生是

個貪官，判錯案子，讓這名孩子被刑罰兩

個多月，含冤而死，所以他發毒誓，要你

生生世世不得安寧。」

前世貪官太守 害竇娥受冤獄

「我讓她撞牆、兒子打她，也折磨她兩

個月，但她太孝順，大肚子還為母親買東

西，我早產後，她還每天念觀音聖號，觀

音菩薩就在她旁邊，我已無力帶她走，只

好自己去投胎了。」道靜法師轉述完孩子

的話後，恭喜張媽媽撿回一個女兒。張媽

媽也鬆了一口氣，也向他們道出：張家長

子活不過三十六歲，長女活不過三十四歲

一事。

「可惜，當時我沒有懺悔、檢討」。時

光過了二十年，一九八八年，「我到美國

探望二兒子和小兒子時，突然接到丈夫來

張老師專線發起人張迺彬現身說法

電，說在台灣的大兒子洗澡時忽然呼吸受

阻，已送進醫院。」張迺彬急忙回台，卻

見不到長子最後一面，讓她悲痛萬分，整

個人崩潰，在醫院昏迷好幾天，是母親和

小兒子力勸，她才稍微振作，辦完喪事，

就到美國療傷止痛。

「在美國我依然以淚洗面，無法承受為

何上天這樣懲罰我。小兒子就陪我到一間

小佛堂，遇到一位從香港來的馬來西亞法

師——慧圓法師。」法師不斷開解張迺彬

，卻勸不開她的恨和委屈。

沒多久慧圓法師表示，要了解她的因果

才能對症下藥，需要「上天表」陳情，便

給了她一張紙，請她寫出身世、全家姓名

、委屈、悲痛、願望等，並交待不能給任

何人看。「我寫了一千六百多字，燒掉後

把灰燼放在枕頭下。」

高僧指點 了斷累世冤親

不到十天，慧圓法師查明因果，「他拿

出一張紙，裡頭是他從水壇中浮出的字所

抄錄的內容」。她說：「第一段寫到我的

前世因果，原來我就是竇娥冤中的貪官太

守桃杌，害竇娥受冤獄，並判她死刑，結

下血海深仇，所以她生生世世要我家破人

亡，這與二十多年前道靜法師所言不謀而

合，只是更具體、有名有姓。」

「第二段則是把我上天表，燒掉的內容

，一字不漏地寫在這張紙上。」

「第三段則指出，我今生沒做壞事，且

事母至孝。所以我告訴大家，孝順的人無

形中可救自己一命。」從此，張迺彬努力

懺悔、學佛法，發自內心希望了斷累世的

冤親。慧圓法師還說她會碰到高僧教導指

點。「當時我還不知道，原來那位高僧，

就是星雲大師。」

之後，她搬家至西來寺附近，自此和佛

光山結緣。當時星雲大師見她愁容滿面，

總是非常親切、不厭其煩地開導：「張老

師，你要擦乾眼淚、展開笑容，給人微笑

、歡喜。」讓張迺彬十分感動。爾後，她

受到大師器重，擔任西來寺婦女法座會會

長、佛光會洛杉磯協會首任副會長、檀講

師、檀教師等，到世界各地巡迴演講。

她說：「我今生學佛後，從未放棄過任

何拜懺機會，西來寺的所有法會，我都是

固定班底」，「希望大家從我的故事中，

或多或少能領悟一些道理和啟示：因果是

如此真實，因緣果報業隨身，今生雖未害

過人，但累世前身是否曾有意無意傷害別

人？讓我們用懺悔改變整個生命。」

金光明寺住持覺培法師則開示，人生難

免歷經痛苦煎熬，張老師現身說法，提醒

大家學佛要學得智慧，不僅要深信因果，

還要理解、接受因緣果報的來龍去脈，張

老師和大家都慶幸遇到了高僧——星雲大

師，因而在今生能不斷創造善緣善業、精

進增長，命運就在其中不斷改變，許多苦

難也會隨之化解。

《竇娥冤》全名《感天動地竇娥冤

》，為元朝關漢卿雜劇代表作，內容

敘述竇娥父親竇天章為上京趕考，無

錢還債，就把竇娥送到寡婦蔡婆家當

童養媳，婚後兩年，竇娥丈夫去世，

她便與婆婆相依為命。

楚州有一流氓張驢兒威迫蔡家婆媳

與張家父子成親，竇娥拒絕。一日，

蔡婆想吃羊肚湯，張驢兒欲毒死蔡婆

霸占竇娥，不料反被父親搶著喝，父

親毒發身亡。張驢兒誣告竇娥殺人。

太守桃杌收了張驢兒賄絡，嚴刑逼供

，竇娥不忍婆婆受罪，含冤招認，被

判死刑。刑前，竇娥指天立誓，若為

冤枉，死後血濺白布、六月飛雪、楚

州大旱三年，結果全應驗。

三年後，竇天章高中擔任大官，竇

娥冤魂向父親訴冤情，案情重審，為

竇娥平反，貪官桃杌革職受罰、張驢

兒斬首；宣判完，大雨從天而降。

貪官桃杌即今日之張迺彬，《竇娥

冤》不只是一齣雜劇劇本，更是真人

真事，且影響至今。

竇娥冤小 檔 案

【人間社記者黃雅芬洛杉磯報導】國際

佛光會世界總會洛杉磯督導委員會，十月

初發起「捐贈弱勢婦女兒童衣物」活動，

募集的衣物多得遠超出預期，回響熱烈。

活動負責人黃少芬督導表示，原本只規畫

要將捐贈的衣物送到惠堤爾市的婦女兒童

平價店，後來因衣物太多，臨時與惠堤爾

市婦女兒童急難庇護所連繫，決定直接送

至庇護所。

十月三十日，由徐綉鑾督導長帶領五十

位來自各分會的督導與會員，分類整理募

集到的衣物。大家看到堆積如山的衣物時

，一開始都不知從何整理起，但一想及庇

護所內，無家可歸或受虐的婦女兒童，能

在感恩節前，收到這些衣物，每個佛光人

遂埋頭苦幹，愈做愈順手，兩個小時就把

原本以為四個小時都無法做完的工作完成

了。

原本計畫有些衣物需要清洗，但是慈悲

的佛光人，送來的衣物竟都已清洗乾淨。

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及國際佛光會世界總

會祕書處主任覺仲法師到場關心，感謝大

家的發心與用心。

四日，西來寺法師及督導委員會代表，

把一百二十一袋、逾萬件的衣服、鞋子、

圍巾、毛毯、玩具等送至庇護所，讓些目

前處於逆境中的婦女、兒童，感受到佛光

人的愛與溫暖。

捐逾萬件寒衣 佛光人助逆境人過冬

扌佛光人分類整理募集到的衣物，集結

一百二十一袋。� 圖／人間社記者吳秀玲

圖／林淑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