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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佛教系列－佛教对因缘的看法
二千余年前，释迦牟尼佛「为一大
事因缘而降诞于世」，这个大事、这个
因缘，就是我们现在通称的「佛法」，
也就是佛陀所觉悟的真理。
佛法，和一般的知识学问不同。一
般的知识学问，大多注重表面的诠释，
是名相表解；佛法则注重内涵的透视，
是终极、究竟。以我们的手掌为例，从
医学上看，它是许多骨骼、肌肉、神经
及细胞所组成；从文学上看，它表现许
多风度、姿势及语意；从哲学上看，它
蕴含某些命相、情谊；从物理学上看，
它的伸缩绻曲代表许多运动引力……。
总之，它是个实体，是一种真实存在的
东西。而佛法则像Ｘ光一样把它透视成
一个空虚的影像，是一种必然腐烂灰灭
的空假之相。
再举例说明：我伸手向空中一抓，
从一般的知识学问来分析，我抓到了
空气、微尘，有动作与表相；从佛法来
看，却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的因缘和合现象。
所以，人的观念狭窄而有限，往往
阻碍了对事理最终极的大慧光明，世上
的一切苦乐都没有绝对的存在，只是我
们的观念与想法有分别而已。我们在接
受佛法时，要把一般的观念改一改，由
表面的名相，推极究竟到真如实相，开
般若光，播菩提种，三昧法水才会流入
我们的心田。
佛经里有一则譬喻故事：有位老太
太经常哭泣，因为她有两个女儿，大女
儿嫁给卖雨伞的，小女儿嫁给卖面条的
做媳妇。这位老太太一看到阳光普照，
就忧虑得流下眼泪，担心大女儿的雨伞
没人买；如果天气不好，下雨了，她还
是哭，因为她小女儿店里的面条没有太
阳曝晒，面条卖不出去，怎么办呢？如
此每天忧心忡忡，无论晴天雨天，她都
在哭，左邻右舍劝不过来，干脆称这位
老太太为「哭婆」。
有一天，她遇到一位出家人，问
她为什么天天哭？她原原本本地说出原
委，这位师父听了蔼然一笑说：「老太
太，你不要难过，我告诉你一个解脱法
门，你就不会天天哭了。」
「哭婆」一听，立刻请问是什么方

法，师父说：
「你只要把想法改一改：太阳高挂
的好天气，不要想大女儿的雨伞卖不出
去，而想到小女儿的面条店可以晒很多
面条，生意一定兴旺。遇到下雨天的时
候，你就改想大女儿的雨伞店可以多卖
几把雨伞，生意一定好。」
这位老太太听了之后，恍然大悟，
不但不再哭泣，反而天天高兴得笑逐颜
开，从「哭婆」一变而为「笑婆」。
我们人人心里有烦恼的事，有困苦
的事，然而只要像哭婆一样稍微改变一
下，就可以将种种烦恼、困苦一变而为
幸福、快乐。这并不需要什么神通，只
要稍微了悟一些佛陀微妙的佛法，当下
体悟通达，在机锋处一转一破，自然而
然能够破愚为明，转痴为悟了。
释迦牟尼佛当初在菩提树下金刚座
上，夜睹明星而成正等正觉。当流星灿
然划空而过的时候，佛陀到底觉悟了什
么？
他觉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
佛陀觉悟的真理又是什么？
是因缘，是缘起。
如果我们能懂得因缘缘起的真理而
受用，必定也能像佛陀一般，舍弃这个
有漏世间的一切烦恼困苦。经上说：「
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因缘，就
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与人之间
相敬相爱、相争相逐、相善相恶……的
种种关系，就是「因缘」。懂得因缘，
可以了悟世间众生的运命浮沉，懂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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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生命的缘起缘灭，对于宇宙人生的真
理就会洞然明白了。
世上生灭不已的因缘有四种：
１．无因无缘：很多人认为世间的
一切都是冥冥中完全注定，是偶然的、
神意的、宿命的，不是因缘的关系。好
像石头本来榨不出油，如果石头竟然
能榨出油来，他们不去探索石油层的结
构与形成原因，只会认为是偶然如此；
小孩子吃得太多太饱而噎死胀死了，
他们不去追究饱食的祸因，只会一味的
哭喊：「命呀！命呀！」强盗因抢夺不
遂而起意杀人，被害人家属也只会归之
于宿命如此；可怜的是那种把一切归之
于上帝旨意的人，认为一切都是神吩咐
的，否定了现世人生的自主价值，也否
定了一切努力的自我意义，如此彻底抹
煞了人生的努力而专讲命运的，是邪命
外道，不是正确的因缘论。
２．无因有缘：这种人认为世界上
没有什么过去的因缘果报，都是现实上
的机缘凑合而成，是一种「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的论调。例如同一父母所
生的子女，有的肯争气而成功，有的不
争气没出息，就怪罪运气不好，机会太
少，而忽略了他们教育过程和心理境界
的歧异；同一个老师教导出来的学生，
成绩好坏不同，则归咎于他们的努力和
程度不够，而忽略了先天聪明才智的不
同，这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
偏见。
３．有因无缘：有些人认为因和
缘是两回事，认为事出或者有因，却不
见得有缘，忽略了因缘生灭的奥义。许
多怀才不遇的例子就是这样──年轻时
去求职，公司要老成的，好不容易老成
了，他们却又要年轻的；到一家公司求
职，他们要结过婚的，赶快订婚结婚再
去求职，他们却要不结婚的。类似的情
形常常发生，有些人会以为因和缘是两
回事，有因未必有缘，有缘未必有因，
而忽略了因缘并非一成不变的东西，它
随时在时间和空间中生生灭灭，是不会
停下来等你的。俗话说：「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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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个意思。
上面所说的三种因缘都是一偏之
见，不是佛教正确的因缘论。在佛法里
面，我们相信因缘果报是环环相衔的，
是相生相成的，一切事情都是「有因有
缘」。
４．有因有缘：佛教认为一切法都
由因缘贯穿连结，无论大小乘、性理事
相、世出世间，一切有为法必依因缘和
合而生，《楞严经疏》云：「圣教自浅
至深，说一切法，不出因缘二字。」譬
如建造一栋房子，一定要砖瓦、木料、
水泥……等很多条件结合起来，才能建
筑完成；又如同我们请客，也必须具备
一些基本条件：彼此的交情够不够？对
方有没有困难？此时此地是否适合……
必须各种因缘具足了，这场宴会才能圆
满举行，因缘不具备，事情就无法成
就。
有位富翁请客，宾客来了一半，还
有一半未到，厨师问要不要先上菜？富
翁说等一等，结果等了半天，看看时间
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有很多重要的贵宾
没有来。富翁心里很着急，忍不住焦灼
万分的埋怨道：
「唉！好不容易请一次客，该来的
不来，不该来的都来了！」
那些围桌而坐的客人一听，顿时觉
得脸上讪讪的有些挂不住，心想：「原
来主人并不是真心邀请我的，既然主人
已经表示了不欢迎，我还赖在这里做什
么？」这些人越坐越不自在，就一个个
悄悄地离席而去。富翁一看客人又走了
不少，顺口又说：
「唉！好不容易请一次客，该走的
不走，不该走的都走了！」话一说完，
那些原先不好意思走的客人，一个个满
脸怒气的掉头而去。
有因有缘，一切事情才能成就，
如果自己破坏了因缘，自己不能把握因
缘，万事万物当然很难圆满了。以下将
佛教对于因缘的看法分成四点说明：
一、因缘与人我的关系
现在流行讲「人际关系」，人际关
系好，做事便顺利，人际关系不好，麻
烦就很多，「力强为因，力弱为缘」，
「人际关系」就是一种因缘。
做生意，要先筹集资本、调查市场
潜力、安排投资环境及条件……种种条
件规划安排得好，生意就能顺利开展，
否则便会失败。这种种企划安排，就是
做生意的「因缘」。
对于人我的因缘关系，要懂得感恩
因缘，不要斩杀因缘。像梁武帝见达摩
的一段史话，就是因缘不投的例子：
禅宗初祖达摩，是在梁武帝普通元
年从印度航海到广州，由梁武帝派人护
送迎请入京的。初见达摩大师，梁武帝
便有邀功倨傲之心，开头即问：
「我曾经建造许多寺庙，抄写了许

多佛经，供养许多僧尼，大师看我的功
德如何？」
达摩大师回答：「无有功德。」
梁武帝有些不高兴，便追问：「明
明功德巍巍，怎么说没有功德？」
达摩大师说：「陛下这些功德，不
过是人天小果，是有漏之因，如同影随
身显，却无实体，只是一种空相。」
「那么，如何才算是有功德呢？」
达摩大师开示：「不可着功德之
相。自净其意，自空其体，不着贪相，
不以世求。」
梁武帝不能了悟妙义，还存着贡
高我慢的私心，亟于表现一国之君的智
慧，就气焰万丈的继续问道：「天上地
下，何谓至圣？」
达摩大师识出梁武帝的私心，更不
宽贷地说：「天上地下，无圣无凡。」
梁武帝生气的问：「你知道我是谁
吗？」
达摩大师淡淡一笑，摇头：「不知
道。」
梁武帝一向自认为是佛教的大功德
主，自以为盛名远播，既怀炫耀之心，
又缺乏见道之诚，那里受得了这番奚
落？当下摆出圣明天子的威势，拂袖而
去，从此失去了达摩印心的因缘，失去
了中国佛教蜕化的契机；后来虽然悔悟
改过再度迎请，却再也追不回来了。
由于梁武帝我执太重，名心炽烈，
先着功德相，又偏离中道，不能了悟
佛法「非真非假，非善非恶」的第一义
谛，前因既不善，现缘亦不佳，难免有
话不投机的后果。
《华严经》云：「剎尘心念可数
知，大海中水可饮尽，虚空可量风可
系，无能尽说佛功德。」六祖惠能向五
祖弘忍大师求法时，五祖问：
「你从哪里来，来寻求什么？」
「弟子自岭南来，但求成佛作祖。
」
五祖为测试此子夙缘，不假辞色说
道：「你不过是小小一个岭南蛮子，如
何敢企求成佛作祖的境界？」
惠能回答：「人有东西南北之分，
佛性没有东西南北的分限；因缘和合，
人人都能成佛，我为何不能作祖？」
五祖当下深觉契合：「很好，你就
留下来，到槽房工作吧。」从此一连八
个月，惠能天天拿着柴刀砍柴，天天在
腰上绑了石块，踏着石碓舂米，虽然五
祖对他不闻不问，不传一句佛法；惠能
却无一丝怨咎，一直到五祖在深夜将衣
钵传给他时，才用一首偈语道破了这一
段公案：
「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
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
意思是说：当初你远自岭南来向我
求道的时候，你的因虽已成熟，情也恳
切，环境的机缘却还不够圆满，所以我
必须让你先自我打磨一段时间，等一切
因缘具备了，才传法给你。
由此可知：因缘与人我之间，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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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相当圆满的
因缘和合，人际关系会有欠缺、遗憾，
任何事都要依因缘成熟的快慢而衍变成
就。好比有的花春天播种，秋天就开得
灿烂了；有的花今年下种，却要等到明
年才能开花；有的花更久，种是种了，
却要生长几年才开花结果。
唐代有名的文学家韩愈，被贬到潮
州当刺史，潮州地处偏远，人文未开，
没有谈心论道的对象，听说大颠禅师在
当地弘化，立刻整装前去参访，恰巧
禅师在打坐。韩愈站在旁边鹄候良久，
禅师还是不出定，韩愈久候多时，心生
厌烦，正要举步离去，守护在禅师身旁
的侍者忽然开腔：「先以定动，后以智
拔。」这一声如春雷震耳，铿锵有力，
韩愈因为适时适机，终于在侍者处巧遇
得度的缘分。
人世间的因缘，忽而邂逅，忽而
离散，总有个理则在，「不经一番寒彻
骨，焉得梅花扑鼻香」，很多事总要事
先有因有缘，才会开花结果。如同石头
希迁禅师初见他的老师青原行思禅师的
时候，青原禅师问他是否出自曹溪（六
祖惠能）门下，拜师之前心里有些什么
障碍没有，石头希迁回道：
「我去曹溪求师之前，并不缺少什
么。」
「既已圆满，何必更去曹溪参学？
」
石头希迁禅师回答：「假如不去曹
溪，怎知我什么都不缺，又如何照见身
心自在。」
这是说：一切因缘，都要在本来面
目上求，在生活境遇中证悟。时时清凉
水，是因缘；处处般若花，是因缘；父
母生养我们，是亲情因缘；师长教育我
们，是学问因缘；农工商贾供应我们的
生活物品，是社会因缘；开车、乘车，
是行路因缘；观看电视，是视听的因
缘……靠这么多的因缘和合，我们才能
过着快乐自由的生活。
对于人我之间的因缘关系，就如弥
勒法语所说：
「眼前都是有缘人，相见相亲，怎
不满腔欢喜？
世上尽多难耐事，自作自受，何妨
大肚包容。」
二、怎样知道因缘的存在
我们怎么确定因缘的存在，如实地
去发现它、把握它？这好比工厂的机器
正在运转时，忽然停止不动了，技师拆
开来一检查，原来是一根小小的螺丝钉
断了，这根小螺丝钉就是因，因缘不具
备，机器自然动不起来。盖房子要灌水
泥，如果少了一根承梁，支撑的力量不
够，整个混凝土屋顶都会塌下来。因缘
少一点，境遇的顺遂会有很大的差异。
花为什么开不出美丽芬芳的花朵？
果树为什么长不出硕大甜美的水果？是
（文转第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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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少了水份，少了肥料的助缘。美国
发射航天飞机到太空探测，有时会因为
某种零件故障而延迟升空，或因电脑出
了毛病而停摆，凡事只要因缘差一点，
事物的境相都会层层衍变。
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不顺利，必
须好好反省检讨，看是什么地方缺少了
因缘，千万不要怨天尤人，自取其咎。
例如现在很多青年男女相亲相爱，明明
门当户对，可是父母反对他们结婚，缺
了因缘的辅助，婚姻就不顺遂，这是无
缘；有的青年男女一见钟情，闪电式的
结婚了，连他们自己都不知所以然，男
的说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女的说是
「有缘千里来相会」，这就是缘分。
《那先比丘经》记载：有一次，弥
兰陀王问那先比丘：
「眼睛是你的吗？」
那先比丘回答：「不是。」
弥兰陀王又问：「耳朵、鼻子、舌
头是你吗？」
那先比丘答：「不是。」
「那么，真正的你就是身体了？」
「不，色身只是假合的存在。」
「意，是你真正的体？」
「也不是。」
弥兰陀王扬起了脸：「既然眼、
耳、鼻、舌、身、意都不是你，不能
代表你真实自在的本体，那么，你在那
里？」
那先比丘反问：「窗子是房子吗？
」
弥兰陀王一愕，回答：「不是。」
「门、砖、瓦是房子吗？」
「不是。」
「那么床椅、梁柱才是房子了？」
「也不是。」
那先比丘反问：「既然窗、门、
砖、瓦、梁、柱、床、椅都不是房子，
那么，房子在那里？」
弥兰陀王恍然大悟，房子要靠各
种因缘具备才能完成一栋房子，人也是
诸般因缘和合而成为人；只要懂得因缘
法，认识因缘的存在，处处种好因，时
时结好缘，人生必能无往不利、所到亨
通，如诗所云：「若人识得因缘法，秋
霜冬雪皆是春。」
三、因缘的层次与疑解
因缘，有哪几种呢？以下从四个方
向来看：
１．有因缘与无因缘：因缘，不
是知识上的问题，不是靠研究讨论而能
得知，因缘的真理是要靠自己在事理上
修行，在心境中证悟才能体会出来的。
这种经由真实的修行、了悟而体会的因
缘，是「有因缘」，在因缘法里，你我
的法性都是平等的，宇宙即是我心，我
心即是宇宙，这就是懂得因缘。如果只
是滞留在表解的理论上，表现在空洞的
言语中，则是「无因缘」，是缘木求鱼

了。
２．白因缘与黑因缘：因缘，有善
有恶，白因缘是善的因缘，黑因缘是恶
的因缘。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不
能明白生灭的终极究竟道理，对因缘只
有肤浅的认知，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变
迁而随波逐流，陷溺在黑暗、恶性的因
缘里无法自拔；反过来说，如果道心坚
定，信念不变，那么，所成就的因缘就
会是光明、善良的因缘。
３．内因缘与外因缘：因缘，有外
在与内在的不同，外在的因缘是一般因
缘，内在的因缘是价值因缘。好像同一
块田地，外在的因缘是一样的，可是不
同的种子播种下去，收成就不一样，这
个种子就是价值因缘。再举个例子：一
样的父母，养出不一样的儿女；一样的
老师，教出来的学生造诣各殊──外在
的一般因缘如父母、老师虽然相同，可
是内在的价值因缘如资质、心力却各有
千秋。所以说：因缘有内外，外缘虽然
具足，如果内在因不好，果报就产生种
种差异。
４．正因缘与邪因缘：因缘有正、
邪，有的人生了病，知道是身心失调，
接受对症下药的医疗，病就好了，这
是「正因缘」；有的人生病不能找出生
病的真正原因，反而疑神疑鬼，以为是
神明的惩罚，到处求神明拜庙，画符、
念咒、吃香灰，结果病情反而加重，这
就是「邪因缘」。很多事或顺利或不顺
利，障碍困难或多或少，有时是导因于
对因缘的认识不够正确，因此我们要懂
得趋正避邪。
其次说到因缘的层次，因缘有四种
层次：就是正见、因缘、空、般若。
５．正见：凡夫所能了解的因缘，
就是正见。一般人经由各种学识、经
验，容易了解世间许多痴妄的因缘，例
如：病痛、烦恼、破财等等，能知因离
苦，得到解脱，这是入世法的因缘。
６．因缘：到了阿罗汉的程度，他
了解出世法，能够勘破五阴皆空，离所
知障，把心灵提升到更高一层的境界，
知道万事万物无对待，知道六道众生相
互而生，他就懂得「因缘」的真境了。
７．空：空，是菩萨的阶段，这
时候不但证悟了世间法，也证悟出世间
法，而且能进一步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
缘，「一色一香无非道，或语或默终是
禅」，以空为因为缘，自然能知成万事
了。
８．般若：这是佛陀的层次，是
证悟了自性般若之后，本体与现象不二
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没有世间法与
出世间法的界限，也泯除了一切人我世
相的痕迹，因缘自来自去，白云空往空
回，一切自然和合圆满。
换一种说法来了解这四种层次：
一切乐器演奏，如笛、箫、提琴、
钢琴之类，在刚开始下手学习时，都
要从认谱和按键按弦开始，一音一调的
练习、摸索，依照乐谱上的记号一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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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音的弹，直到练熟为止，这是第一
阶段。这种必须看谱才能弹的情形，对
于外境仍有认识作用，是第一层次的正
见。
等到完全练得纯熟流利的时候，乐
谱已经铭刻在心版上，不需要看谱就可
照弹，这时候不看谱而心中有谱，闭上
眼睛，音符自然而然从心中谱出。外表
上虽然可以不看谱演奏，可是心里毕竟
还是有个谱本的囿限在，还是要依样画
葫芦的照谱演奏，不能肆意挥洒，这种
内外合一的第二阶段，是第二层次的因
缘。
继续用心练下去，可以进入内外相
忘的境界，不看谱，心中亦无谱，一阙
乐章可以浑然忘我的一气呵成，完全流
转无痕，这是第三层次的「空」。心内
心外都没有谱，却总还有个谱的因，要
照存在的谱弹，不能随手自成乐章。
等到对音韵、乐理两皆圆融无碍
了，就可以与大化共流行，随心之所
游、神之所驰而挥洒成曲，一游心即是
般若，一挥手尽成妙谛，这种无内无
外、无忘无不忘的境界，便是最高层次
的「般若因缘」。
一般人连「正见」都还未具备，
常常对世间持颠倒的看法：明明是烦
恼的名利富贵，却当成快乐的享受；明
明是平等一如的真如自性，偏要依阶级
成就划分出高下界限；明明本来是互相
关心、互相和合的因缘，却硬要互不
信任、互不和爱的弄出是是非非，这
真是何苦呢？只有正确地认识因缘，体
证般若定慧，不拘泥于世相，不执滞于
人我，才能和诸佛一鼻孔出气，游心法
界，逍遥自在。
四、怎样广结善缘
有人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就
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佛经说：「未成
佛道，先结人缘。」所谓结缘，是和他
人建立融洽的关系和良好的沟通。
人生最可贵的事就是「结缘」，为
了我们自己的生活愉悦，也为了大家的
生命快乐，广结善缘实在重要。那么，
怎么样才能广结善缘呢？
过去，有的人在路上点灯和行人结
缘，有人做茶亭施茶与人结缘，有人造
桥梁衔接两岸与人结缘，有人挖水井供
养大众结缘，这些都是很可贵的善缘。
只要有善心，自然善缘处处在，善门处
处开。以下略举几种结缘的方法：
１．经济结缘：有时一块钱也可以
跟别人结善缘，不但带给别人亲切感，
甚至救人救己。有个年轻军官，看到一
位贫困的老婆婆哭着要自杀，原来她家
仅有的一块铜板钱被拐骗，换成了假
钱。军官心有不忍，于是拿了一块钱跟
她换假钱，随手放在胸口，也就上前线
去了。
有一天，一颗子弹正射过来，年
（文转第四页）

（文接自第三页）

轻军官来不及闪躲，只感到胸前震了一
下，竟然没有受伤。他惊魂未定，摸摸
全身，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正中央凹
下去的铜钱，他才明白，原来是这块假
铜钱救了他一命。这一块钱的结缘，真
是功德无量。
２．语言结缘：别人灰心的时候，
你鼓励他一句话，对方就有绝处逢生的
感觉；别人失望的时候，你赞美他一句
话，他就觉得人生可爱多了。所谓「一
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
钺」，一句好话可以使人我快乐、天地
清平。
３．功德结缘：一件小小的善事，
一个小小的善心，都可以蔚成大功德。
荷兰曾经有一个小孩子，傍晚从海边堤
防走回家，发现堤防上有一个小洞，海
水正慢慢的从洞口流出来，他想：这不
得了！要是不赶快把它堵塞起来，明天
这堤防就会溃决，海水会淹没整个城市
的。这个小孩子一发善心，找不到东西
堵塞，就用手指头去堵，整晚他站在风
雨中，到了天亮后，才被人发现他僵冷
的晕倒在堤防边，手指头还紧紧塞在洞
里；他的一根指头，挽救了全城居民的
生命财产。所以，「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一个小小的善心，
能够拯救无量的生命，成就无限的功
德。
４．教育结缘：我们也可以用知
识或技术与人法布施。往往一句睿智的
语言，可能影响对方一生，成为他生活
的指南和处世的依据；教别人一点知识
或技术，他日将成为他人立身处世的本
领。
５．服务结缘：在某些事情上给别
人一点方便，有时会成为大家钦佩敬爱
的对象。譬如警察先生在十字路口搀扶
老婆婆过街，为人民保母树立美好的形
象；售货小姐亲切地引导客人买东西，
让顾客享受到购买的乐趣；小朋友在公
共汽车上很有礼貌地让位给老人，使我
们对国家的未来有信心。这些都是日常
生活上给人的服务结缘。
６．身体结缘：一个微笑，一个
举手，有时候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善缘。
曾经有一个失业的青年徘徊在台北火车
站前，望着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色发愣，
想找一个有钱人的座车撞上去自杀，以
便让贫穷的老母亲得到一笔抚恤金过日
子。正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有一个高
贵美丽的小姐经过他面前，对他微微一
笑的点了个头，这个青年一高兴，竟忘
了寻死；第二天他居然得到了一份工作
养家，更不想死了。一个笑容的因缘多
么大。
学佛法、做功德，有时候不一定
要入山修行或施舍钱财，有时候一句好
话、一件善事、一个微笑、一点知识，
都能给我们的人生广结善缘，成就大好
功德。中国佛教有四大名山，四大名山

各有一个菩萨应世传法，就是我们通常
称念的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文殊菩
萨、普贤菩萨。这四位大菩萨各有殊胜
的因缘：
观世音菩萨以慈悲为缘，普渡众
生，在他的慈心悲愿里，一切众生承受
了慈悲的法乳，成就了慈悲的心怀。
地藏菩萨以愿力为缘，「众生度
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千百年来，地藏菩萨的这四句无量愿
偈，为世人指出成佛路，为佛法点出了
长明灯。
文殊菩萨以智慧为缘，出广长舌，
说无上法，为盲者现光明，为瘖者演法
音，以他的睿智大慧为中国佛教开创至
深至妙的大般若境界。
普贤菩萨以实践为缘，举手投足皆
是道，扬眉瞬目无非法，为中国佛学树
立了崇朴务实的道范与高风。
除了四大菩萨之外，历代高僧大
德，个个都有独到的结缘法门。例如：
弘一大师以书法与人结缘，只要是向慕
佛法的人，他从不吝惜以笔墨写经句，
结法缘；他自己更是严谨修行，坚守戒
律，以持戒与人结缘，绝无一言谤法，
无一行犯戒，为佛法树立了「华枝春
满，天心月圆」的崇高典范。
虚云老和尚以禅定与人结缘，如如
不动，一心不乱，不说法而法音宣流，
接万机而不随境转。太虚大师则以说法
为缘，或以文字演绎般若，或以讲经启

迪迷津，奔走各方，为中国佛教的起死
回生打下一剂清凉药方。善导大师以光
明和大众结缘，使眼盲者心不盲，使心
盲者重现智光，为黑暗污浊的人间带来
一片光明。印光大师以念佛结缘，从念
念观佛相续不断，日日持诵佛号不绝的
修持中，引导信众对弥陀净土产生坚定
的信心，和弥陀世尊结下妙善的因缘。
其他如印度的须达长者以布施结
缘，建造了祇园精舍，成为佛陀在印度
北方弘化的场所，而受到举国的敬仰。
又如永明延寿禅师以放生结缘，救度了
无数水族走兽免受刀俎油锅的灾难。龙
裤国师以奉茶结缘，让饥渴的旅人游子
得到甘露的滋润、清凉的庇荫，有力气
跋涉更遥远的路途。
个人的生命要依靠六根的配合聚
会，才能生活愉快；社会要靠群体的
结合营运，才能发挥功能效用；我们日
常生活的一切要仰仗士农工商的合作无
间，搬有运无，才能衣食无缺，免于匮
乏，因此我们要感谢因缘，感谢众多的
人成就我们。如果我们想要事业亨通、
生活幸福，就要和一切众生结现世好因
好缘，甚至结未来善因善缘，乃至和诸
佛菩萨结法缘。能够把握因缘、创造因
缘、随顺因缘，「十方来，十方去，共
成十方事；万人施，万人舍，同结万人
缘」，必能成佛有份，菩提证成。
公元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讲于
高雄中正文化中心

带领人培训课鼓舞推广读信心
7月3日在新加坡佛光山2楼海会
堂，举办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培训
课，蔡钧均老师带领21位读书会带领
人，继续精进读书，练习写教案设计为
大众带来更生动的参与与讨论。
培训开始时，副住持妙穆法师提
到，培训课停了快半年，好不容易再
看到大家仍然不畏疫情，来道场精进读
书，令人感到十分感动。大师常常鼓励
我们要读书，才能增长智慧，希望大家
借由全球佛学慧考的因缘阅读佛法真
义，提升自己佛学内涵，建立对佛法有
正确认知。并感谢钧均老师在百忙之中
用宝贵的时间为大家来授课，因而特别
赠予老师一套佛法真义，以示感谢。
培训课上，老师以中区分会副会
长翁春燕做的教案教授大家如何用简单
的方式设计“闻、思、修、证”的学习
模式，在老师的带领下大家学会了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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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三好卡设计题目，带动与会者的讨
论。并以卡片中大师提到“八项”在自
己人生中应该找到的东西为例，提醒大
家“缺点、问题、兴趣、目标、良师、
益友、因缘及真心”，这样的内容往往
在设计教案时，很容易出现重复问题。
在老师修正后，教案内容显得更生活
化，灵活应用题目设计带动参与者的互
动讨论。
另外，还运用佛学慧考题库带入带
领人设计教案，让大家明白“闻、思、
修、证” 题目是可以依据题库来设计。
以佛法真义“皈依三宝” 一文的提要，
示范教案指导大家。
这次的培训，学员们学习到提问
及响应参与者的技巧。在老师精彩的示
范后，大家表示会更积极去推广佛学慧
考，对未来要带领读书会更有信心！

在线全球青年大会师
《2021 年信仰与传承佛光体系青
年大会师》 在6月26及27日在线举行。
这次的活动由丛林学院、佛光青年、佛
光童军共同承办。连续两天的活动，
吸引了近千位全球5大洲青年不畏时差
于 Zoom 齐聚。新加坡佛光青年也不
例外，共有 28 位青年在线参与。出席
的嘉宾包括国际佛光会署理会长慈容法
师、佛光山总住持心保和尚，及世界佛
光青年总团执行长慧传法师。
第一天的课程包括「继承与创新佛光山数字弘法新世纪」及「青年如何
在数位时代安顿身心」。科技弘法的
方便性能让信徒从APP修持，也能让更
多人在线上认识佛光山。现在是科技时
代，身为佛光青年的我们应该利用科技
认识佛法、人间佛教的内容、内涵来安
顿自己的身心， 再推广科技弘法。
第二天的课程包括「全球议题与青
年的关系」及「数位营销-佛教文化与
组织活动」。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
师提到青年要有实践力，我们学佛更要
行佛，要打开胸襟、打开视野、打开格
局与世界接轨，成为爱护地球的佛光队
长。在第二堂课提到营销佛教文化与组
织活动是从观念、方法、平台、对象、
议题、扩散即小撇步来认识数位营销及
文化的推广。

在活动的尾声，慧传法师以四句话
勉励青年朋友：「超越距离心连心，集
体创作手牵手，佛教靠我要参与，信仰
传承靠你我。」
在这两天的会议，青年们收获满
满，期待明年再相遇。祈愿疫情尽快远
离，让我们不用在云端相遇。

新加坡佛光山

通告
新加坡佛光山从7月22日起作出以
下调整：
1. 星 期 六 、 日 及 公 共 假 期 来
寺 参 访 一 律 采 取 电 话 预
约：64110590. （星期一休息）
2. 滴水坊只限打包，不准堂食。
订餐电话：64110596。
（10am-5pm）
3. 每组访客不得超过2人，停留时
间限30分钟。
4. 祭 日 佛 事 安 排 ， 每 户 家 庭 只 限
10人。
5. 进 入 道 场 前 须 测 量 体 温 及 消 毒
双手、全程佩戴口罩，及遵守
一米安全距离措施。
6. 访客一律采用TraceTogether 程
序或便携器 登入SafeEntry访客
登记系统。

新加坡佛光山月二○二一年八月活动表

AUGUST 2021 PROGRAMME OF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法 会 Dharma Service
活 动 ACTIVITY

日 期 DATE

星 期 DAY

时 间 TIME

庆生法会

1/8

地藏法会－洒净
地藏经（卷上）

8/8

地藏法会 －地藏经（卷中、下）

15/8

上佛供及供僧法会

22/8

三时系念法会

22/8

2:00 pm - 6:30 pm

慈悲三昧水忏法会

29/8

10:00 am - 5: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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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am - 12:00 noon

线
上
直
播

9:15 am
10:00 am - 12:00 noon
日 Sun

10:00 am - 3:00 pm
10:00 am - 12:00 noon

新 加 坡 佛 光 山 社 教 課 程 表  

REGULAR CLASSES OF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佛学课程
序

课程名称

时间

授课老师

10:00am - 11:30am
8:00pm - 9:30pm
8:00pm - 9:30pm

妙觉法师
Mr Herman Chia
如全法师

星期二 Tuesday
1
2
3

《法华经》大意
English Dharma Class - Intermediate
佛门行仪

星期三 Wednesday
4
5
6
7

妙慧读书会 ～ 《楞严经》
佛教艺术
佛事助念班（发心司法器者; 需经面谈）
English Dharma Class - Sutra

10:00am - 11:30am
1:30pm - 3:00pm
8:00pm - 9:30pm
8:00pm - 9:30pm

妙穆法师
妙愍法师
如全法师
萧仲文老师

星期四 Thursday
8
9
10
11
12

《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English Dharma Class - Basic
禅话禅画 （材料另收费）
基础法器班 （发心司法器者; 需经面谈）
禅修初级班 （需具佛学基础；着修道服）

10:00am - 11:30am
8:00pm - 9:30pm
8:00pm - 9:30pm
8:00pm - 9:30pm
8:00pm - 9:30pm

知阳法师
知育法师
妙裕法师
钟玮娴老师
妙愍法师

星期五 Friday
13 抄经修持班（着修道服）
14 禅修进阶班 （需具佛学基础；着修道服）

10:00am - 11:30am
8:00pm - 9:30pm

知海法师
妙裕法师

星期六 Saturday
15 家长读书会

7:30pm - 9:30pm

妙裕法师

星期天 Sunday
16 松鹤学堂（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日）

2:00pm - 3:30pm

陈永汉老师

才艺课程
序

课程名称

时间

授课老师

1:30pm - 3:00pm

萧承财老师

星期二 Tuesday
1

卡通漫画班

2
3

周四YOGA早班
素食烹饪班-供菜（材料另收费）

星期四 Thursday
9:30am - 11:00am
10:00am - 1:00pm

吴剑鹏老师
陈梅桂老师

星期五 Friday
4
5
6

儿童敦煌舞蹈班 （P2 - P4）
中国彩墨画班（材料另收费）
中医医疗保健班

7:00pm - 8:00pm
8:00pm - 9:30pm
8:00pm - 9:30pm

黄莉莉师姑
林禄在老师
成文鸾医师

星期六 Saturday
7
8
9
10
11

6F全脑训练 (网上课程)
儿童珠心算班（材料另收费）
成人敦煌舞蹈进阶班（需经面谈）
成人敦煌舞蹈初级班（需经面谈）
素食烹饪周六班 （材料另收费）

12:30pm - 1:30pm
3:00pm - 4:30pm
3:00pm - 4:30pm
4:30pm - 6:00pm
4:00pm - 5:30pm

Ms Lim Ming
颜宁老师
黄莉莉师姑
黄莉莉师姑
陈梅桂老师

星期天 Sunday
12 人间音缘合唱团

1:30pm - 3:00pm

郭淑萍老师

读作一个人、读明一点理、读悟一点缘、读懂一颗心。
顾问：妙穆法师

主编：安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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