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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交響樂團表演。活動進行中，以搶答

的方式贈送電腦、電影票等實用的獎品。

許多初次來寺院的家長帶著孩子，隨導

覽義工參觀西來寺，並在成佛大道的帳篷

內享用餐點，為活動畫上圓滿句點。

閻羅王的審判
文╱星雲大師

過去，內政部在台北世貿中心國際

會議廳舉辦了一場「人生哲學」講座

，找我前往演講。

我說了這麼一段話：社會上，如果

每一個寫文章的人都能筆下有德，就

可以救台灣；如果每一個講話的人，

都能口中有德，就可以救自己。不要

以為自己興之所至的一句話，一篇聳

動不實的文章，說過、寫過就算了，

聲音、影像雖然沒有了，但是它的影

響力是不會消失的，善惡因果始終存

在。

不真實、不厚道的言論，不只是當

事者吃虧，也讓對方受到傷害、委屈

，甚至影響遍及整個社會，大家從此

心灰意冷，不願意再做好人。經常，

一個做了幾十年的好人，好不容易樹

立起形象，卻在最後受到毀謗、中傷

，而喪失了信心，也就難怪給人一種

「好人難做」的感慨。

就好比一個品學兼優的模範生，只

因為制服有一顆鈕扣沒扣好，而被老

師當眾辱罵、責罰。學生感到自尊心

受挫，從此就想：我只是不小心鈕扣

沒有扣好，就被老師當作是壞學生，

那麼乾脆壞到底，做一個壞學生給你

看吧！

一句話對人的影響之深，真是不能

不慎。有這麼一則故事，話說有一天

，閻羅王審判一個平時著書立說的讀

書人。此人平時寫作不懈，卻被閻羅

王打入了無間地獄。當然，讀書人很

不能接受這樣的判決，就向閻羅王抗

議：「閻羅王，別人犯了殺、盜、淫

、妄，罪刑不過五年、十年、二十年

，而我只是寫寫文章，為什麼你判我

那麼重的罪呢？」

閻羅王就說了：「因為你在生的時

候，所寫盡是色情、造謠、不實的文

章，帶給人們很多不良的影響，況且

這些文字目前都還在世間上流傳，當

然你的罪業也就沒有辦法消除，一直

要等到它們在人間消失了，對人都沒

有害處了，你才能超生啊！」

這個人一聽，大為吃驚，不禁為自

己過去一時糊塗，造下了無邊重罪，

感到懊悔不已：「哎！不知何時這些

害人的文字才能消除啊！」

由此可知，做人不要逞口舌之能而

隨便說話，也不要逞筆下之能而隨便

造謠，引人學壞。常常做好事、說好

話、存好心，必定可以救自己，也可

以救國家社會！

用靜思對治妄動
用放鬆對治壓力
用單純對治複雜
用寬闊對治狹隘
用灑脫對治拘謹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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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
（二）

光明燈法會（10：30 am ）

12/3
（六）

洛杉磯協會會員代表大會
（3：00 pm） 

12/4
（日）

英文一日禪
（8：30 am）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9：00 am）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12/9
（五）

大悲懺法會（7：30 pm）

12/10
（六）

人間學院結業典禮

圖
／
道
璞

對治百法（20-8）

三好深耕校園 種子撒世界

【記者曹麗蕙高雄報導】「第六屆三好

校園實踐學校共識營」日前在佛陀紀念館

舉行，共有一百四十七所三好校園實踐學

校校長、典範及觀摩學校代表逾四百人出

席，其中四校從海外遠道而來，豐碩成果

，顯示三好校園運動，已由點到面，逐步

在台灣引領風潮，也把三好種子撒向全世

界。

佛光山寺住持心保和尚分享一則故事：

一個父親帶著女兒散步，聽到女兒嫌經過

的垃圾車太髒太臭。父親應機教導孩子不

要心生厭惡，因為若沒有垃圾車，變髒變

臭的就是自己家了。「這就是教育的力量

，能轉變孩子的觀念和想法，能把一輛垃

圾車變成一尊菩薩」。

串起有心有夢想的老師與學校

佛光大學校長楊朝祥表示，星雲大師六

年前創辦三好校園運動時，即明言這並非

宗教活動，而是社會淨化活動，因而要從

校園推廣起。

楊朝祥以自身為例，老師從小教導他早

睡早起，他至今持之以恆。「教育會影響

學生一輩子，在校園中推廣三好，學生會

把建立的習慣帶到社會中，促進社會祥和

。」

《人間福報》社長、三好校園實踐學校

主任委員金蜀卿表示，今年海外有東莞台

商子弟學校、粵台產業科技學院、澳洲中

天學校、菲律賓光明大學等四校，首次獲

選為三好實踐學校，顯示海外學校對三好

的認同愈來愈強。「我們就像在串珍珠，

提供資源與經費，把有心有夢想的老師、

學校串在一起」。

今年最特別的是在共識營上，首度有三

好學生代表分享三好運動帶給自己的正向

影響。

普門中學餐飲科三年級的黃竑鈞說，普

中是三好校園典範學校，引導學生在生活

中落實三好四給精神，如用餐前全體師生

合掌念四句偈，讓他用餐時能時懷感恩，

也養成在外用餐後也隨手收拾、整理的好

習慣。即使是微不足道的謝謝和問候，都

是學校教會我們的。

第一次參與共識營的菲律賓光明學校校

長Helen Correa表示，成立於二○一四年

的光明大學還是很新的學校，但全力培育

學生成為三好大使，全校師生也攜手將三

好理念推廣到校外，如今年暑假光明大學

藝術學系已經和不同學校合作，希望透過

藝術來推動三好。

依不同學齡層 設計實踐準則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校長王天才則指出，

在生活與品德教育上，依幼兒園到高中各

個不同學齡層，設計不同的三好實踐準則

扌第六屆三好校園共識營全體合影，

澳洲中天學校執行長陳秋琴（右二）

、南台別院住持妙勤法師、佛陀紀念

館館長如常法師、佛光山大慈育幼院

院長依來法師、佛光山寺住持心保和

尚、菲律賓光明大學校長Helen Correa、

美國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以及人間福

報社長金蜀卿。

 圖／記者楊祖宏

，讓三好校園運動真正落實在學生日常生

活中，而非淪於口號式宣導。

今年也是首度入選的嘉義興安國小校長

陳文瑜說，學校想讓三好深耕校園，因此

統整了一到六年級課程，引導學生從友善

土地，循序漸進到關懷嘉義、世界。

當日出席的貴賓還包括佛陀紀念館館長

如常法師、美國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佛

光山功德主會副代表滿益法師、南華大學

董事覺禹法師、南台別院住持妙勤法師、

佛光山大慈育幼院院長依來法師、菲律賓

光明大學生命中心主任妙心法師、澳洲中

天學校執行長陳秋琴、南華大學行政副校

長林辰璋、台南市港明高中家長會榮譽會

長范思筠、中華福報生活推廣協會理事長

陳順章賢伉儷、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南區

協會會長楊政達賢伉儷等。

【人間社記者永苓洛杉磯報導】佛光

山西來寺與國際佛光會洛杉磯協會舉行的

「二○一六寒冬送暖暨教育獎助活動」，

日前於西來寺大雄寶殿熱烈展開，為哈

崗拉朋地學區一百六十位學生頒發獎學金

，並邀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夏季

昌、美國眾議員Ed Royce、西來大學校長

Stephen Morgan、工業市警察局警長Timothy 

Murakami等貴賓出席觀禮。

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表示，西來寺秉持

星雲大師「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

社會」的宗旨，透過寒冬送暖、發放獎學

金等慈善活動，把佛教的慈悲傳送到各族

裔的人群。

此次活動的受益對象除了學生，還包

括工業市警察局及消防局。警察局由警長

Timothy Murakami代表接受，消防局則由

Fire Station91的五位隊員代表。

洛杉磯協會會長陳倫傑表示，感謝哈崗

拉朋地學區對佛光會的信任，讓發放獎學

金的活動得以順利舉辦。受獎學生涵蓋三

十二所學校，總幹事黃惠華與幹部更集思

廣益，除了獎學金，也贈送裝滿文具用品

的書包、禮品給所有孩子，並提供所有參

加者午餐盒。

得獎的學生陸續抵達西來寺，佛光會安

排會說西班牙語、英語及漢語的義工接待

。頒獎活動在Los Altos合唱團清唱〈The 

Star Spangled Banner〉（美國國歌）歌聲

中揭開序幕，還邀請專業魔術師、佛光青

為社區送暖 西來寺頒獎學金

扌頒獎活動在Los Altos合唱團的歌聲中

揭開序幕。 圖／西來寺提供

【本報台東訊】「我就是漂流木！」阿

美族旅英知名畫家優席夫（Yosifu），獨

自在異國他鄉奮鬥多年後，帶著豐富的人

生歷練返鄉，他告訴原住民孩子，「要像

個漂流木，為自己留下最美的一刻」。

「漂流木就像我的人生，會痛，也很美

。」優席夫說，漂流木到處漂流，就像他

在英國一樣，漂流木歷經日晒雨淋，被激

流和巨石撞擊，也像他人生過程經歷低潮

、不順遂，而漂流木的美，是他現在找到

自信，漂回最美的故鄉分享他的故事。

現年四十八歲的優席夫，十多年前時曾

離開故鄉到台北想要當音樂家，未料夢碎

，當時陷入低潮，深感「台灣不是屬於我

的地方」，於是跑到英國找朋友。初始為

付房租，做調酒師、送貨小弟，後來當油

漆工餬口、賺取時薪八到十英鎊（約新台

幣四到五百元）。

二○○三年去希臘玩的旅途中，他作了

個夢，夢中藍色天使告訴他：It's time to 

painting.（該是開始畫畫的時候了）。夢

境，開啟他邊創作、邊當油漆工的生活。

「想說拿油漆刷筆和水彩筆一樣，所以

就畫了！」優席夫笑說，自己不是科班出

身，但油漆工和畫家沒有太大差別，只不

過畫家是拿小筆，所以他嘗試畫畫，沒想

到愈畫愈有心得，就一直畫下去。

為了生活，優席夫開始賣畫，敲了很多

家藝廊的門都不被接受，當時的他很想放

棄，而一間咖啡館買下第一幅畫〈kiss you 

every day〉，優席夫充滿了信心，決定開

始參加英國國際繪畫比賽，獲得許多獎項

，逐漸在英國畫壇嶄露頭角。當時的他，

送一幅畫給房東掛在家中，孰料房東一次

家庭聚會，被二○○四年愛丁堡國際藝術

節策展人相中，優席夫就踏入這歷史悠久

、規模龐大的國際藝術盛會。

二○一○年前優席夫的創作題材都以動

物、風景和人物為主，之後他陸續回到故

鄉，找回屬於自己的靈魂，開始創作以原

住民的題材，並在英國國際藝術節參展大

放異彩，也是目前少數在歐洲推動台灣文

化的知名藝術家。

優席夫日前應邀到小學當臨時教師，他

說，教畫畫、教英文，也教他們人生要有

勇敢敲門的精神。

阿美族旅英畫家 優席夫：人生要勇於敲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