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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人间佛教系列－佛教的未来观（二）
慢慢的人们发现，只有来生是不
够的，因为除了来生，还有无量无数的
后世，后世要做的事情很多，有待我们
好好计划、好好实践。今生、来生、后
世，这样的未来还是不究竟，我们所要
追求的理想是「无生的未来」。
什么叫「无生的未来」？现在的我
们，在生死苦海里沉沦，死死生生，生
生死死，无有尽期，怎样才能究竟解脱
呢？唯有证得「无生」。无生，就是没
有生死。透过修持，了解生命现象有生
老病死，五趣轮回，但是我们的真如自
性却是不生不死，永恒自在。
例如念佛，念到往生极乐世界，就
能证得「无生」。往生，是「生」而不
死，与一般的生死是迥然不同。一般人
见到某人家生小孩，便好生欢喜，证得
般若智慧的人看到却要哭泣，因为他体
悟到「有生就有死」。
最好的未来是「无生」，就是佛教
所谓的「涅盘世界」，体悟这种不生不
死的世界，就能灭除心中的动乱，而在
不断的喜舍奉献中，享受随缘放旷的自
在生活。
十、从佛学看未来
太虚大师把佛学在印度流传的最初
一千五百年，划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
五百年名「小行大隐时期」，小乘佛教
盛行，大乘佛教隐晦；第二个五百年名
「大主小从时期」，大乘佛教风行，小
乘佛教隐藏；第三个五百年名「密主显
从时期」，密宗盛行，显教隐藏。
佛教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二千多年，
大致可分为六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
东汉、魏、晋、南北朝，这时佛教初传
汉地，称为「东传译经时期」；第二个
时期是隋唐时代，此时天台、华严、三
论、法相、律宗、禅宗、密宗、净土
等八宗大放异彩，谓之「八宗成立时
期」；第三个时期是五代赵宋时代，此
时称为「禅净争主时期」；第四个时期
指元、明、清时代，称为「宫廷密教
时期」；第五是清末民初时期，称为「
经忏香火时期」；第六个时期是现在提
倡，未来将发展的「人间佛教时期」。

美好，但是怎样才能获得呢？怎样美化
我们的未来呢？我用佛法的观点归纳如
下：
第一、要未来能自由，必须做到六
点：
１．对别人的生命不可以杀害。
２．对别人的财富不可以侵占。
３．对别人的身体不可以冒犯。
４．对别人的信用不可以破坏。
５．对别人的拥有不可以嫉妒。
６．对别人的生活不可以干扰。
每一个人都能做到以上六点，不就
是人人自由吗？
第二、要未来能民主，必须做到六
点：

人们逐渐发现，无论小乘、大乘、
显教、密教，都是佛陀「示教利喜」的
本意，于是共同服膺三法印、四圣谛、
十二因缘等真理。走过佛教兴衰，人
间悲欢，大家发现，唯有回归佛陀的本
怀，弘扬以人为主要对象的佛教，才能
裨益世间，造福人群。
所以，未来是一个大小兼弘、显
密融通、人生普济的「人间佛教」的时
代。这也是佛光山所重视的生活佛教。
人间佛教主张因缘果报，注重五戒十
善，强调六度四摄，讲究慈悲喜舍；具
备人间的生活性、喜乐性、时代性及普
济性的特色。未来，在人间佛教的推广
下，人人都会懂得佛法，懂得生活的佛
教，懂得命运是操之在我，而建设一光
明、幸福的「人间净土」。
佛教讲「业」，业，有善业，有恶
业，人之所以不断的生死，就是「业」
在维系着我们的生命。一期一期的生命
结束，就像一根一根的木材烧完再递
补，生命之火会一直延续下去，因此佛
教业力的学说，让我们对未来有很大的
信心。在佛教信仰的普及下，大家能够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未来的前途
必定是光明、美好的。
我们的未来是自由的、民主的、和
平的、幸福的，想想未来的日子是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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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任何时刻要互相尊重。
２．任何时刻要奉行法治。
３．任何时刻要公正无私。
４．任何时刻要分工合作。
５．任何时刻要容纳异己。
６．任何时刻要赞叹随喜。
第三、要未来能和平，必须做到六
点：
１．在瞋恨之处散播慈悲的种子。
２．在仇视之处施予宽恕的谅解。
３．在怀疑之处培养信心的力量。
４．在黑暗之处点燃般若的火花。
５．在失意之处提出明天的希望。
６．在忧伤之处增加喜乐的安慰。
第四、要未来能幸福，必须做到六
点：
１．对他人要有喜舍的布施。
２．对世间要有感恩的美德。
３．对物质要有知足的修养。
４．对处事要有结缘的认识。
５．对生活要有勤俭的习惯。
６．对佛法要有发心的修行。
以上就是美化我们未来的最好方
法，我们的未来能不能自由、民主、和
平、幸福，有赖每一个人共同的努力。
公元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讲于
台北国父纪念馆

供佛斋天

2月19日，新加坡佛光山每年正月
春节的「供佛斋天法会」，以酥酡妙供
虔诚礼奉献佛法僧三宝及诸天，感谢三
宝护念及护法龙天的守护，同时更圆满
大众拜天公的传统。
受限于疫情，道场只允许250人出
席参加，大殿里150人座无虚席，今年

在线直播有近400人，自晚上8点加入
到凌晨时分，全程参与，以弥补无法亲
自来道场参加法会的遗憾。
法会布置隆重而庄严，副住持妙穆
法师亲自主法，在高低起伏的赞子中，
领众讽诵《金光明忏斋天科仪》，礼拜
供养三宝，及借着供种种上妙饮食，为

全家人带来明年好福气。
法会结束于将近凌晨，妙穆法师
表示这场疫情的因缘让今年少了主法和
尚，成就了这份承担，希望信众能拜得
欢喜，祈愿诸天菩萨龙天护佑，让疫情
早日结束，大家健康平安。

年初一礼千佛 增长智慧法财
新冠肺炎的影响力持续着，新加坡佛光山大年初一大
殿举行礼千佛法会，藉由法会的庄严殊胜，抚慰大众内在的
不安情绪，祈求新的一年平安健康，远离疫情。由于尚未能
完全开放让大众随心所欲地进出道场，除了250人可以来参
与法会，今年在线共修的开播，更吸引近250人同沾法益。
法会结束后，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透过预录视频，向
现场和在线的信徒拜年，勉励大家好好掌握时光，改掉过
去的缺点。另外，也提醒大家，金钱不等于财富，健康、平
安、欢喜、有人缘都是的财富，智慧、慈悲及佛法，都是我
们的财富。
心保和尚则以大师今年的“花开四季，耕耘心田”勉
励大家，精勤耕耘心田，四季常开智慧之花，“心田不长无
明草，性地常开智慧花。”外界的田地需要耕耘、种植，我
们的心田也需要开发、耕耘，才能播种、生长、收成。
新马泰印总住持觉诚法师透过视频，关心新加坡的大
众。以梅花来譬喻人生，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
花扑鼻香”，越是困难的挑战，越要逆风而起，心更加能忍
耐，就更加有力量。我们的心要像莲花一样，在污浊环境中
能不受污染，常保清净。
最后，新加坡佛光山副住持妙穆法师以“佛教的财富
观”，阐明如何才是善用财富的智慧，以及七圣财－“信

仰、精进、持戒、闻法、喜舍、智慧和惭愧”的妙用，叮咛
大家只要肯发心发愿，勤奋努力，就算再困难，也能成就自
己的心灵净土。
大众欢喜礼千佛，同时更获得满满的法益，法喜之情溢
于言表。（陈建慈）

岁末普佛
2月11日，新加坡佛光山举办岁末普佛。
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的普佛不烧年香，没有叩平安钟
及朝山的活动。现场参加法会的人数也只有近250人，尽管如
此大家还是欢喜心恭诵八十八佛大忏悔文，迎接新春的到来。
同时，在法会后得以听到与星云大师接心的视讯，在送旧
迎新之际忏悔往昔的过错，为新的一年精进纳福。大师提醒大
众要记得行佛，祝福大家欢喜、发财，并表示发财不是依靠金
钱，财富可以是平安、欢喜、人缘、慈悲、智慧、健康，我们
发心结缘服务就是发财。
最后，副住持妙穆法师更为大众，解说佛门的岁末普佛恭
诵《八十八佛大忏悔文》，及年初一早上礼千佛的意义，是为
了让过去一年身口意三业所犯的过失，透过忏悔洗涤清净，再
透过礼千佛的力量，重新发愿再出发，所以学佛修道，忏悔是
必修之课，通过忏悔可以深化人我、家庭及社会的和谐。副住
持更强调忏悔消除罪业的同时，还要感恩伤害我们人，因为他
让我们的身心变得更加的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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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送福
社区暖心
春节将近，2月7日新加坡佛光山
与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第8年协同白
沙榜鹅集选区社区基层组织筹办“送福
到你家”活动。1200份象征新春喜庆
的福袋，由新加坡佛光山副住持妙穆法
师偕同两位白沙榜鹅集选区国会议员普
杰立医生和孙雪玲女士，在近90位佛光
人的协助下，完成社区岁末敦亲睦邻活
动。
活动开始前，妙穆法师勉励佛光
人要走出去，把大师三好四给的理念
落实，以感恩心及欢喜心与社区邻里居
民互动，佛教才能扎根深入社区居民的
心。另外，副住持特别赞叹一位在儿
童佛学班的11岁李冠龙小菩萨，自4岁
开始就和在家长佛学班学习的父母，一
起参加送福到你家的活动，连续7年不
断，精神可嘉，是佛光家庭的好楷模。
副住持在新加坡协会周应雄会长、
督导长沈清发和社区基层代表的陪同
下，与国会议员普杰立医生，把春节福
袋送给每户人家。春节福袋里的平安
柑、福气米、糖饼等应景食品，让每个
收到福袋的居民十分暖心，而低收入家
庭在收到福袋、购物礼券及星云大师的
春联墨宝《耕耘心田花开四季》后，露
出灿烂的笑容，并连声说谢谢。
佛光人的热情为社区带来温暖，
把星云大师“三好四给”理念落实在社
区，一份小小的祝福为邻里居民带来和
谐，也让居民倍感新年气氛。

祭祖法会
2月6日下午2点，祭祖法会于新加
坡佛光山隆重登场。今年总计有1220
个祭祖牌位，数量上与去年不相上下，
丝毫未受疫情影响，足见祭祖一事在大
家心中的份量。
为了让祖先和过往亲人享用美食，
每年在准备祭祖便当时，都是提前一个
月开始设想便当的菜色，力求让每道菜
都能达到色香味俱全。此外，为了准备
便当，义工们提早在凌晨3点多来到道
场，开始备料、烹煮，再由近50位义工
在午餐前完成一千多个便当。
法会后开示时，副住持妙穆法师
先以《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中，佛
陀为弟子们讲述「假使有人左肩担父，
右肩担母，研皮至骨，穿骨至髓，绕须
弥山，经百千劫，血流没踝，犹不能报
父母深恩。」点出佛教对父母恩德的重
视。再提佛教谈孝顺父母的三种层次，
第一层次的甘旨奉养，第二层次的功成
名就光宗耀祖，到最高层次的引导父母
学佛，使其获得永断三恶道之苦的上上
大孝，让所有听闻者皆能深入佛门“
孝”的精神。
现场及在线直播总计近450人参与

法会，虔诚欢喜礼诵《八十八佛洪名宝
忏》报亲恩。法会后，大家欢喜地将祭
祖便当及水果带回家，也将华人慎终追
远的祭祖信仰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慈爱三好学校
拜年
青年团开春
首场英文讲座
2月20日，新加坡青年团举办了
2021年开春首场英文讲座，邀请到拥
有丰富临终关怀经验的讲师Doris Ang
博 士 为 大 家 授 课 ， 以“Overcoming
Compassion Fatigue while Providing
Palliative Care” 为主题，吸引了95人
参加。
讲师首先让大家了解临终关怀的意
思，介绍临终病人的症状，及心理期待
能无病无痛，后事安排妥当，无牵无挂
地走。再谈同情疲劳 (Compassionate
Fatigue)，照护者在照顾病患时，所
产生的严重生理或心理疾病，及其因
承受过大压力而引起的冷漠情绪，
并提供 “2I- Insulate & Isolate 和
2R-Recharge & Rebuild”两种方式缓
解症状。
洪博士提到我们可以远离尘嚣，花
时间和自己对话及独处，懂得充电、抒
压，和人聊天。另外，我们需要学会爱
自己，增加自己内在的能量，对自己诚
实，活在当下，远离会让我们损耗正能
量的人，通过快乐和爱为自己人生带来
圆满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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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慈爱三好学校循着学校
的传统，一年一度新春拜年。全校师生
84人皆因法师及师姑的到来，十分欢
喜。
教室内张灯结彩，年味十足。每年
向法师拜年，为慈爱的小朋友带来新年
新祝福，让大家都很期待。大班的学生
特别为法师们准备精彩的新春舞蹈，表
现大家的热情活力。4条小舞龙舞动的
很卖力，并献上吉祥贺语。各班小朋友
们诚意满满的表演，让整个慈爱学校欢
声笑语不断，其乐融融。
随后新加坡佛光山副住持妙穆法
师为全校师生开示，今年是牛年，鼓励
小朋友要学习牛勤劳作务的精神，老师
们也从中感悟良多。最后，大家向法师
拜年，法师祝福大家平安吉祥，并送给
每人平安米、象征平安吉祥的苹果和橘
子，以及内含星云大师智慧法语的红
包，收下美好的祝福，春节团拜圆满落
幕。孩子们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年，祈愿
今年一切平安顺利！

年前社区物资发放  实践三好四给
（文接自第二页）

农历新年将近，新加坡协会与社区
好人好事福利社团体共同协力，完成社
区物资捐赠孤独老者及弱势家庭的慈善
活动。
2月6日一大早，4位佛光青年代
表新加坡佛光山到大巴窑社区大牌170
号，协助将赞助商赞助的食品：米油盐
酱等日常必须物资及春节应景食品等进
行搬运和包装。包装完毕后，义工们开
始陆续将捐赠物资送到每一户家庭。收
下物资时，受赠者连声道谢，并互祝新
年快乐，感激之情流露无遗，同时在彼
此心间留下美好的印象。
佛光青年感谢常住给予机会走向

人群，服务大众，深刻体会到星云大师
「以人为本」的慈心悲愿。好人好事福
利社团的召集人黄进国，在佛光会东二
分会担任理事多年，希望透过自己的因
缘藉此活动让佛光会能走出去，为大众
服务，给人欢喜与希望，落实「三好四
给」的理念。

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培训
走过了充满挑战的2020年，我们
迎来了后新冠病毒疫情的2021年。新
的一年同样会有无限的可能，不管好
坏，我们所有佛光人还是坚信星云大师
说的：“有佛法就有办法”，身为读书
会带领人更是笃定这个信念。新加坡佛
光山于1月23日（星期六）下午2点30
分假二楼海会堂为21位读书会带领人安
排了一场培训。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教育硕
士蔡钧均老师为我们授课。
培训开始前，副住持妙穆法师表示
很开心看到大家在这艰难的时刻依然是
这样的精进，让她感到无比的欣慰。她
接着说最近听说有一位信徒因为疫情的
关系无法到道场来，后得知佛光山海外
道场也有办线上法会，于是从新加坡到
台湾、到香港、到加拿大的所有法会，
她都积极的参与。因此忙到无法与他人
联络，让朋友们都非常的担心。当朋友
联络上她时，她说在精进修行呀。师父
于是说每个人的精进方式都不一样，但
如果我们能与众人一起精进那不是会更
好吗？就像大家今天集聚在这里一起学
习，得到的不是会更多吗？
钧均老师开始导读前，与久违的组
员们进行了一场与“闻、思、修、证”
有关的问答游戏。从游戏中让大家重温
读书会“四层次”的提问。接着为了
加深大家对这个理论的应用，老师把大
家分成五个小组进行演练。各组别都拿
到一张三好卡，然后针对卡片上的短文
以“四层次”的提问方式设计问题。讨
论过后各小组提交教案，大家一起参与
讨论并及时修改。

各组别的表现都非常棒，让学员
们学习了很多提问问题的技巧及学会
铺陈；经过了今天这么一场精彩的演练
后，大家更有信心的进行未来要带领的
读书会。（吴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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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
成 果 展
1月31日，新加坡佛光山社教课程
的学生们为法师及功德主们带来了一场
不一样的成果展。因为阻断措施的人数
局限，所以说这是一场在线线下别开生
面的成果展。
副住持妙穆法师提到总住持觉诚
法师每星期疫情视频会议，重视信徒的
情况，更要求法师们关心信徒，给予佛
法，提升力量。此外，还强调要用科技
来弘扬佛法、共修法会采在线直播，用
ZOOM上课、开会，突破疫情带来的诸
多不便。
另外，妙穆法师鼓励大家要行解并
重，学佛除了做义工修福报，也要上课
修智慧，疫情下要接受现实，日子改变
会更好。与会的嘉宾有前国会议员杨木
光贤伉俪、国际佛光协会新加坡协会会
长周应雄贤伉俪、督导长沈清发、资深
信徒代表张仰兴贤伉俪、苏才超贤伉俪
等约百余人。

新加坡佛光山2021功德主会

1月31日，近200名功德主欢喜回
到道场茶叙参加功德主会，这是新加坡
新冠疫情阻断措施解封第三阶段开放，
允许250人回到寺院。大家见面都相互
问好，互道平安，展露道情。
身处在马来西亚的新马泰印印总
住持觉诚法师心系新加坡的信徒，也捎
来视频：欢迎功德主们回家，回到道场
团聚。感谢各位功德主护持道场，说到
2020年是挑战的一年，大家心中要有佛
法。以大师新春祝语：耕耘心田，花开
四季；勉励大家努力精进，耕耘心田，
以四种花譬喻，如梅花忍耐坚毅，愈冷
愈绽开；要如莲花在污泥中不染着，保
持清净；如菊花在秋冬依旧盛开，保持
温馨法喜，还要如兰花般高风亮节，不
因一时的困难而退缩。
住持问道：要怎样迎接2021年？
答曰：要用八正道，在新的一年，不管
是到佛堂还是在线上，要参加法会、禅
修、上课等精进学习，沐浴在佛陀慈光
庇佑下，日子一样光彩，法喜充满。
副住持妙穆法师也热诚的欢迎各
位头家回家，如大师形容功德主是“头
家“，在这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各界的
冲击很大，打乱了生活，但是不好的会
过去，正是佛教讲的无常，祈愿大家要
平安健康。
接着，妙穆法师等住众带领功德主
在佛前献灯祈愿祝祷，并颁发结缘品：
星云大师新春墨宝“花开四季，耕耘心

• 阻断措施第三阶段期间，
逢六、日及公共假期来访本
寺一律采取预约制。预约
热线：64110590（星期二
~日，9am-5pm，星期一休
息）
• 本寺将持续严格执行安全
管理措施：戴口罩、测量体
温、SafeEntry登记、1米安
全距离及暂停提供免费食
物。
• 来访者每次进入本寺停留时
间不得超过30分钟；B2停车
场不对外开放。
• 图书馆持续关闭，直到另行
通知。
• 每周日共修法会继续采取线
上直播形式，直播网址请参
阅以下：
Facebook: https://www.
facebook.com/foguangshan.
singapore
YouTube: https://www.
youtube.com/user/
FGSsingapore

感谢您的配合

田”给功德主们，以感谢功德主们在一
年疫情下仍然心系道场，不离佛法，积
极护持道场在线上的各项活动。

星 期 二 至 五 1:00 pm ~ 5:00 pm

新加坡佛光山月二○二一年三月活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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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DATE

庆生法会

7/3

星 期 DAY
日 Sun

大悲忏法会
梁皇宝忏法会（洒净）

14/3

日 Sun

梁皇宝忏法会－卷一（供香）

21/3

梁皇宝忏法会－卷四（供涂）
梁皇宝忏法会－卷五（供果）
梁皇宝忏法会－卷六（供茶）
观音法会

10:00 am - 12:00 noon
10:00 am - 12:30 pm
9:15 am

梁皇宝忏法会－卷二（供花）
梁皇宝忏法会－卷三（供灯）

时 间 TIME

27/3

线上
直播

日 Sun

1:30 pm
六 Sat

28/3

日 Sun

31/3

三 Fri

5

10:00 am
2:00 pm
3:30 pm
10:00 am
1:30 pm
8:00 pm

新 加 坡 佛 光 山 社 教 課 程 表  

REGULAR CLASSES OF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2021 年

新班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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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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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穆法师
妙愍法师
如全法师
萧仲文老师

星期四 Thur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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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Thursday
2
3

周四YOGA早班
素食烹饪班-供菜（材料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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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