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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不是一般劝善，教人做好事
而已，因果，是人间的实相，也是高深
的哲学；有因必有果，其准确性连现代
的电脑科技也不如。《尚书》云：「天
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因
果报应是人间所不能勉强，苍天所不能
更易，即使鬼神也不能违抗的定律，它
支配了宇宙人生的一切，也种下了横亘
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因缘。如《涅
盘经·遗教品》指出：「善恶之报，如
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此生空
过，后悔无追！」

因果是由谁在操纵？由谁来主使？
它是由万法因缘所起的「因力」操纵，
由诸法摄受所成之「因相」主使，有其
超然独立的特性。人可以改变天意，但
不能改变天理，也就是不能改变因果；
因分果分，是佛陀证悟之性海，为三际
诸佛自知之法界，是不可妄加厘测的。
我们常常听到某些人自夸说：「我什么
都不怕。」这实在是幼稚、张狂而愚昧
无知的诳言；人可以不怕鬼神，不怕生
死，不怕诸佛菩萨，但是却不能不怕业
报，不畏因果。

佛教里有两句具有深远意义的话
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说明菩
萨和众生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对因果的
看法不一样。「菩萨畏因」，表示菩萨
慎于始，知道「招果为因」，对于一切
事理的迹象不昧不滞，能够洞察先机，
防患于未然；而众生不怕「因」，往往
逞一时之快，意气用事做了再说，不能
善始亦不能善终，因而无明造作一些罪
业之后，害怕受到惩罚、报应，终日忐
忑不安，这就是「凡夫畏果」了。

《安士全书》云：「信因果者，其
心常畏，畏则不敢为恶；不信因果者，
其心常荡，荡则无所忌惮。一人畏而行
一善，万人即增万善；一人荡而造一
恶，万人即增万恶。故曰人人知因果，
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大乱之道
也。」维系我们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有
礼俗、道德、法律，但是最大的力量
还是「因果」；法律的约束是有形的，
道德礼俗的制裁是有限的，都不如「因
果」观念深藏在每个人心里，做严厉、
正直的审判。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

时，要穿衣保暖，冷是「因」，暖是「
果」。

有些人一出生就住在繁华都市，
享受文明生活，有些人却终其一生都在
荒山野地垦拓，在穷海僻河边营生，日
日困苦月月穷劳，这不是命运不公平，
是因缘果报不同。有些人生来就住在花
园洋房、高楼大厦，不受严寒酷暑的侵
袭，有人却穷居陋巷和违章建筑，受着
凄风苦雨吹打，这不是世事不公平，是
因缘果报差异。

同样是人，为什么有人富贵，有
人贫苦？为什么有人锦衣玉食似王侯，
有人三餐不继如饿殍？这都是他们自作
自受的因果不同，并不是命运和世事对
他们不公平；怎么样的因地修行，便有
怎么样的果证福报，因果原是相生相成
的。

北宋时的大文豪黄山谷，曾写过一
首戒杀诗：

「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原同
一种性，只为别形躯。

苦恼从他受，甘肥任我需，莫教阎
老断，自揣应如何？」

这是说：我与众生的地位、名称
虽然不同，其实都有一样的真如自性，
只不过在转世投胎时，应机随报而成为
人、羊、牛等不同躯壳而已。如果只为
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而不顾众生的
痛苦，那么，不必等到阎罗王来审判，
自己扪心想想，这样对待众生是不是公
平呢？如是因，如是果，造什么业，受
什么报，是分毫不变的。另外，愿云禅
师有一偈将因果讲得更透彻：

「千百年来碗里羹，怨深似海恨
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
声。」

有些贪食美味的饕餮，专喜欢杀
取稚鸟，为了个人区区的口腹之欲，不
但拆散动物的天伦之爱，许多珍禽异兽
更因人类的贪餍，面临绝种的危机，间
接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人类虽然享受
到一时的甘肥，却为自己造下恶因，也
为世世代代子孙留下灾厄；殊不知杀戮
太多，共业所感，将会种下他日兵灾劫

人类的幸福、痛苦不是由神权来控制，
而是由「因果」裁决，幸与不幸完全由
自身所作所为而定，有了这层「因果」
的体悟，随时随地都能约束自己的行
为，规范自我的意念，以维系善良的人
情风俗，那么，社会国家就能迈向祥和
康庄的境界了。

因果，是保护大家的心灵法律，
并不限于囿于佛教的独门妙谛。因果是
不可替代的，如《地藏菩萨本愿经》所
说：因果，自作自受，即使是父母兄弟
之亲，都不能彼此相代，何况旁人。过
去有一位母亲，对她儿子笃信因果报应
颇不以为然，屡屡对儿子说：「傻瓜！
因果报应是唬人的，如果真有什么因果
制裁，有妈妈替你顶，怕什么！」有一
天，这个孩子被刀子割伤了手，痛得眼
泪直流，做妈妈的眼看儿子血流不止，
在一旁顿脚干着急，心疼却无计可施。
小小的肌肤之痛，父母都无法代替子女
受苦，又何况是祸福生死的因果报应
呢！所以，自己的行为要自己负责，因
果报应也由自己来承受。

以下，分成四点来谈因说果。

一、从衣食住行来谈因果
因果，不只是佛门各宗所弘示的道

理，更是每一个人衣食住行之中，随手
可拈、随处可证的真理。例如肚子饿了
要吃饭，天气转凉要穿衣保暖；肚子饱
是一种「果」，有了枵腹进食的「因」
，才能收肚子饱的「果」，天气转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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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国际佛光会新加坡
协会东二分会欢喜联谊

无常的疫情打乱了大众的生活，
却没有打乱服务大众的心，正

信的道场更是大众的慧命之家。11月
13日由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东二
分会会长陈淑梅、副会长林秀霞及
陈宝金督导等，带领分会干部及所有
会员们一起诚邀亲朋好友、左邻右舍
共150人，一同到佛光山欢乐联谊。

为了让信众能 够更 加了解 佛光

山，陈宝金为大家播放星云大师的「回
顾与展望」，并且介绍了佛光山的社教
课程及成为正式义工的方法，同时介
绍东二分会辅导法师有弘法师和莉莉
师姑。

住持妙穆法师为大众开示时说：「
新加坡佛光山就像一所大学，有满满的
正能量；希望信众们都能够常常回来自
己的慧命之家。」

发心的义工菩萨们准备了丰盛的
点心及甜品让大家享用，大家还一起
欢唱了人间音缘歌曲度过欢乐时光。

东二联谊会在住持及诸位法师的
鼓励和祝福下，圆满结束。（陈淑梅、
康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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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拔除根本业缘。悔过后不再重犯，佛门的《三昧水忏》
也是一个显著的忏悔法门。《地藏经》中婆罗门女为救母脱
离恶道，不惜舍宅变卖供养佛菩萨，而光目女为母也广做布
施，供养罗汉。此等说明了佛力不可思议，加持忏悔罪业，从
而获福、所求遂意。

「忏悔有何功德？」妙穆法师开示，忏悔不仅有洗涤、
净化身心的作用，也具备培福和结缘的功能，对一个人的身
心皆有效益。学佛修道中，「忏悔法门」正是不可或缺的必
修课，而忏悔的对象除了是佛祖外，为人子女者也可向父母
忏悔，这也是一种增加孝心的美德；向儿女和配偶忏悔，也
能促进家庭和睦、美满。忏悔后也要感恩所有的人事物，因
为它让自己更坚强、更具韧性地勇往直前。（叶玲、康秀金）

  

新加坡佛光山药师灯灯火辉煌
信众修持药师宝忏与药师经祈求国泰民安

农历9月29日的药师佛诞，新加坡佛光山在10月23日至30
日举行药师法会，大雄宝殿燃灯八永日，让信徒参与

供灯，祈求国泰民安。
这是新加坡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后的消灾祈福法会，

因为信徒人数众多，新加坡佛光山开放大雄宝殿及二楼海会
堂、斋堂，让信徒参与两场法会，每一场都有逾500名信众。

23日全日修持上、中、下三卷的《药师宝忏》，住持妙穆
法师开示，忏悔是佛教修行的重要法门，它不是口号，是用
心忏悔往昔所造的身口意三恶业，从而祛恶向善，取得净化
身心的力量。星云大师在《佛光菜根谭》提到：「盖世功德，
抵不了一个矜字；弥天罪过，当不得一个悔字。」

大悲忏就是透过持诵《大悲咒》，忏悔累世所造的诸恶

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于10月
3 0 日下午 2 时，在 新 加 坡佛

光山大殿 举 行「2 0 2 2 年常年会员
大会」。大会邀请了新加坡佛光山
住持妙穆法师、住众法师、曾炳南
督导长、督导沈清发及吴毓新、顾
问黎 慧丽 列席，并由周应 雄 会 长
主持会议。近8 0名协、分会、青年
团的干 部 理事及会员大众参与。

周应雄会长致词表示，虽然防
疫措施已逐步放宽，但病毒仍在散
播，协会也会因应政府的防疫措施
作出适当的调整。周应雄也对会员
们在冠病疫情中所发挥的坚韧精神
感到欣慰，如过去一年积极举办的全
国硬笔书法比赛等大型社区活动，形
成一种社区凝聚力。周应雄也对协
会将常年的年终社区助学金活动恢
复到冠病前表示期待。会员将于11月
5日首次与各宗教的义工，一同在社
区派发必需品，给有需要的家庭。

周应雄在会员大会上表示，明
年将是新加坡协会成立30周年的喜
庆，协会将组织一系列30周年纪念
活动，并出版一本纪念册，吁请会员
继续努力支持新加坡佛光山的弘法

2022年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常年会员大会	
佛光人继续努力支持弘法活动	 法水长流

必须珍惜每一个会员，并且接引更
多的会员加入，提升佛教的力量。因
此，协会也将要迈入国际公益。今
年，总住持觉诚法师到阿富汗、巴
基斯坦做慈善，提供救济，将慈善
国际化。妙穆法师说：「我们要遵循
总住持的脚步，这就是佛光会做出
的善举，帮助全球有需要的人民。」

大会结束前，秘书长黄耀兴恭
请住持妙穆法师为新加坡佛光青
年分团主持白象干部一级的授证仪
式；周应雄会长为2022年第七届第
四次世界理事线上会议「佛光欢乐
排行榜」得奖者颁发奖品。

（李美娟、康秀金）

活动，让法水长流。
新加坡佛光山住持兼协会辅导妙

穆法师鼓励和感谢所有理事与会员出
席常年会员大会，强调参加常年会员大
会的重要性，除了表示对协会的关心，
也知道协会在办的活动。三年疫情改
变了整个世界，也出现了许多新常态，
例如，开会、上课用视讯。住持妙穆法
师也勉励大家往好的方面去想，不要
因冠病对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而存有负
面的想法，应依据佛光山的四大宗旨
行佛。住持也希望大家常常回到道场
参加活动，尤其是每个星期日在现场
举行的共修法会。

妙穆法师也说，今年9月15日，总
会秘书长觉培法师到访时强调，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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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就像佛光山所奉行的三好、四给
一样，要在生活中每天去实践。佛学
班的学生虽然参加了毕业典礼，在学
业上结业了，但是学佛是没有结业的。
我们要一直学习佛法、端正身心和做
到正知正见。皈依后继续努力修行，
才能像佛陀一样自觉觉他；只有觉和
行都圆满了，才能成就佛道。接著皈依
戒子们领取皈依证和结缘品，顺利圆
满了皈依典礼。

接著，来到了佛学会考颁奖环节。
本年度共有377位来自儿童与少年佛
学班的学生报考了儿童与成人组A1的
佛学会考，其中有129位获得满分的殊
荣。妙穆法师分别颁发初、中、高级和
少年班的奖项，也就是佛光奖、菩提
奖和般若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还
增设了一个特别的班级：线上佛光学
堂，这也说明有越来越多的小菩萨都
愿意接触佛教、了解佛教，让他们有机
会种下菩提的种子。希望大家再接再
励，明年能在佛学上更加精进，取得
更好的成绩。（李晓新、许芝湘）

新加 坡 佛 光 山 儿 童 及 少 年 佛
学 班 于 1 1月 5 日 举 行 了一 年

一度的结业典 礼。当天 新加坡佛光
山充 满了温 馨 祥 和，家长、儿 童、
老 师 以 及 受 邀 出 席 的 贵 宾 约 6 0 0
余人，欢 聚在佛光山殿 堂，参加 暌
违 3 年 之 久 的 佛 学 班 毕 业 典 礼 。

当天的毕业典礼有别于前，虽然
少了各个班级的精彩表演，但是却特
别安排一场庄严的三皈依典礼，俾让
约80位小菩萨借此与佛接心，成为一
名真正的佛教徒。如全法师简单讲解
当晚三皈依流程后，大众起立合十，
恭迎法师们入场。礼佛三拜后再由法
师带领8位班首出列迎请和尚尼，之
后大众一起唱颂炉香赞，三称后诵读
心经，再宣誓。由开始的引请，到最后
的发愿忏悔，整场皈依典礼都庄严肃
穆、有条不紊。

妙穆法师为大众开示：皈依三宝
就是皈依佛法僧，佛是老师，法是方
法，僧就是指导者。如果只是吃斋念
经，而没有皈依，只能算是信徒，而不

是佛教徒。只有虔诚地皈依了三宝，
才算是正式的佛教徒。皈依也是跟佛
接心，是一个很庄重的仪式。

星云大师常说「我是佛」，他认为
每个人都可以成佛，我们要学习慈悲
和良好的行为，不好的行为一概不能

2022年新加坡佛光山儿童及少年佛学班结业礼
皈依三宝与佛接心

10月14日凌晨6点30分中区分会一
团31人集合在新加坡佛光山，在

如全法师和妙裕法师的带领下浩浩荡
荡地往马来西亚出发。这次参与中区4
天3夜怡保联谊之旅的有协会督导沈
清发、协会副会长黄薆琏和苏政文、中
区分会会长翁春燕以及理事们。

在柔佛巴鲁永平享用早餐后，一
路北上芙蓉。旅程中佛光山信徒暨导
游秋英师姐和马来西亚导游Celine师
姐讲解行程安排，随后还为大家播放
了国际佛光会于今年世界理事大会上
庆祝30周年的一些精彩内容与片段。

往北 上 的路上 风 景 优美，山峦
叠翠；烟云 缭 绕，偶而 飘 过一 阵 小
雨，更添几分仙气。当晚入住文冬的
Waterway Resort，此度假胜地具原野
气息，从屋顶到地板都是以当地的竹
子为原材料，整个搭建的过程中没有
用到一根铁钉，很有特色。药石之后大
家齐聚一堂齐欢唱并玩得非常开心。

第二天启程前往文冬城镇游览，
在菜市场看到堆积如山的文冬姜，终
于见识到了文冬姜的气势。在土产店
里大家买得不亦乐乎，并且吃了好多
好吃的当地美食，如白咖啡、云吞面、
加上姜糖汁的豆花，风味独特，还意
外地吃到了榴梿。

午斋大家到怡保素食餐厅用餐，
老板准备了17道菜加甜品，极致丰盛。
在这一天的旅途中，导游Celine 师姐

请大家分享为何会来到佛光山。在分
享与交流中，大家都觉得在佛光山学
习到许多宝贵的经验与知识，并通过
参与活动增进了彼此的认识及距离。
如全法师与妙裕法师也勉励大家精进
学佛，不忘初心。

第三天的行程至养鸭场、安东咖
啡厂及太平湖参观游玩。太平湖湖光
山色，风景秀丽；大伙儿都仿佛回到了
青春期，拍照拍得停不了手。其他的

景点有红树林、河豚养殖场与在船上
观看了老鹰觅食。最后到十八丁碳窑参
观，在讲解员的解说中了解到制碳的过
程需32天，每一块碳都来之不易，都要
好好珍惜。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最
后要游览的两个景点是山清水秀的极
乐洞与霹雳洞。洞里尽是漂亮的天然
石壁，顶部有很多钟乳石。里面各处
还供奉著佛菩萨圣像与各种神像，还
有栩栩如生的美丽壁画。往外走风景
更是令人惊叹，山外有山；别有洞天。
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有豁然开阔的感
觉。

最后一天的行程前往佛光山怡保
禅净中心参访，监寺慧性法师开示时
勉励大家在疫情稳定后可以多互相往
来参访。道场的师兄、师姐们为大家
准备了亲自制作的怡保道地美食，如
嫩滑可口的素肠粉及自制的甜酱、炒
粿条、素咖喱菜等，同时还准备了生日
蛋糕为十月的寿星庆生。最后慧性法
师给大家送上结缘品，并叮咛与祝福
大家一路平安到家，为这次旅途画上
圆满的句点。

最后感谢两位法师的一路陪伴，
司机大哥与两位导游师姐及各位师兄
师姐的相互照顾，让这次的联谊之旅
充满了欢乐与感动。结束是下一个新
的开始，期待再一起踏上下一个愉快
的旅途！（郑雪莲）

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中区分会-
马来西亚怡保联谊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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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陀学校于11月5日假学校礼堂举
行年度儿童与家长佛学班结业

典礼，从2007年至今已走过17个年头。
在冠病疫情期间，老师们仍然坚持线
上上课，充分体现出佛光人「坚韧不
拔」的精神。阔别2年再次举办实体
结业典礼，场面一如既往的欢喜和热
闹！

新加坡佛光山住持妙穆法师、儿
童与家长班辅导法师知海法师、弥陀
学校校长陈珊珊、副校长陈丽华及李
崇达，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副会长
苏政文、黄薆琏、国际佛光会檀讲师吕
美成、新加坡协会分会督导与理事、
弥陀学校校友会黄金标、弥陀学校校
友会理事及委员、老师和同学们等近
200人参与

儿童班的学生们于结业典礼上为
大家带来各项不同的精彩表演，期望
透过演出将所学习到的佛法传递给大
家。高年级精进班的学生以小品演绎
方式，诉说了高僧玄奘大师和《心经》
的因缘，由学生诵出《心经》260个字
的经文；中年级惜福班和感恩班用诗
歌朗诵「时间是什么？」，应用了星云
大师语录：「春天，不是季节，而是内
心；生命，不是躯体，而是心性；老人，
不是年龄，而是心境；人生，不是岁
月，而是永恒。」来提示大家时间的宝
贵；而初级喜舍班和慈悲班则分别带
来歌舞表演「点灯的孩子」和「有佛法
就有办法」，小菩萨们还送上自己亲手
制作的手工礼物，并准备了星云大师的
法语送给嘉宾和家长们。

除了学生的演出之外，弥陀儿童
佛学班的义工师资团队也集体献唱「
师父颂」；家长班4名学员代表也和大
家分享在家长班的学佛旅程，通过人
之苦、因缘果报、三好、给人因缘四个
方面分享自己的感悟和心得。大家感恩
有佛光山星云大师和法师们、弥陀学
校校长、家长给予他们因缘和机会学
习和成长，及增加自己的人缘和福报。

陈珊珊校长在致词时感谢新加坡
佛光山给予孩子因缘学习佛法，还特
别安排义工老师每个星期六到学校为
学生们上佛学课。她表示从小朋友们
的演出中，可以感受到孩子们有经历
过佛法的熏习。她感谢新加坡佛光山
住持妙穆法师在9月份为全校举行了
为考生祈福法会，并给予学校老师和
学生们鼓励，法师的开示犹如为大家
打了一剂强心针，她同时也感谢知海
法师在周会上教导孩子做人的道理。

致词后，陈校长和妙穆法师分别
为4位儿童高级班的小六毕业生戴上
红彩带及颁发证书。其他颁发的奖项
还包括学习优异的5名三好奖，6名精
进奖，以及26名参与2022年国际佛光

懂感恩的人最有福报
2022年弥陀儿童与家长佛学班结业典礼

自己的功课以外，在家里和学校也要
时常行「三好」，修行「十善法」，生活
中还要有「四给」就是六度当中的布
施。就像儿童班的孩子们，从小应该
培养美德，才能广结善缘。虽然今天
是结业典礼，但是学习佛法是没有结
业，修行佛法是没有毕业的。

（陈春梅、心洲）

会全球佛学会考的弥陀学校学生。随
后，毕业生代表带领全场师生，一起恭
读「为父母亲祈愿文」，感谢父母为孩
子们的付出，祈愿父母亲身体健康。

最后，妙穆法师给家长和学生们
开示「懂得感恩的人最有福报」通过
分享2个小故事，勉励学生们做人要懂
得感恩和有礼貌。除了每天必需完成

11月１９日，是慈爱三好学校全
体小朋友最难忘和激动的日
子，一群可爱的孩子即将毕业

了！
历经三年新冠疫情的洗礼，新加

坡慈爱三好学校第九届毕业生毕业典
礼，终于可以在新加坡佛光山大殿里
隆重举行。今年共有１９位幼稚园大
班的学生毕业，学校全体师生、家长、
佛光会理事、来宾大德、义工等数百人
欢聚一堂，犹如一个快乐的大家庭，
共同迎接这难忘的美好时刻。

下午２时３０分，毕业典礼伴随着
欢快的音乐声拉开了帷幕。节目开始，
司仪介绍并欢迎来宾们及毕业生入
场。接着新加坡佛光山住持妙穆法师
颁发毕业证书给毕业生。毕业生代表
与家长代表致词时都真诚地感谢全体
教师们的付出及慈爱三好学校的培育
之恩。之后教师代表致词时对即将离
开自己身边的孩子们显得依依不舍并
寄予深切的厚望。

法师致词时表示，孩子能在欢乐
及温馨的校园生活里健康快乐地成
长，要非常感谢各位家长对慈爱的厚
爱及支持，慈爱三好学校会继续通过
教育让孩子们更具有三好、四给，以
达成五和的良好品德，成为国家未来
的栋梁，造福人群。住持也祝愿毕业
生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展翅翱翔，前
途无限光明。

大会主宾房枚赪顾问，非常感谢
教师团队的努力、家长的信任及所有
佛光人给予的爱心。此外，她鼓励家长
和教师们能持续在生活中秉持星云大
师的理念，培养儿童实践“三好”，健全
自我品德；学习“四给”广结善缘，在生

新加坡慈爱三好学校第九届毕业典礼
继续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

活中常行慈悲惜福；实践人生四大价
值：第一，对父母师长要存感恩的心；
第二，对长辈要存恭敬的心；第三，要
有正直的心；第四，要有毅力。

接着，法师颁发奖项给国际佛光
会全球佛学会考表现优良的学员。今
年，参加佛学会考年龄最大的是８３
岁，最小的是４岁，还有祖孙党等，他
们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孩子们在数月前就开始紧锣密鼓
地排练毕业典礼的演出，只为能在舞
台上呈现出最好的学习成果。此次毕
业典礼的节目非常丰富，老师们精心
策划了１０多个精采的表演节目，包括
尊巴舞、扭扭体操、欢喜歌、墨西哥舞
蹈、春晓舞和点灯的孩子等。上台表
演的小朋友从１８个月到６岁不等，节
目精采连连，活跃动感、热力四射，让
现场气氛欢乐无比，专业水准让全场
掌声不断，台下的父母及贵宾们欢呼
声此起彼落；孩子们稚嫩清澈的童音
唱出了感恩之歌，在缓缓轻唱声中，
相信全体毕业生将带着大家满满的祝
福，勇敢地迎向人生下一个阶段。

典礼的最后，在阵阵掌声中，大家
拍了团体照，为毕业典礼画下了圆满
的句点。（蔡宁格、吴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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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佛 光 山 二 ○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活 动 表
DECEMBER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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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日 Sun

10:00 am - 12:00 noon
共修法会 11/12
大悲忏法会 18/12 10:00 am - 12:30 pm

弥陀法会
24/12 六 Sat 9:50 am - 5:00 pm
25/12 日 Sun 10:00 am - 5:00 pm

线上
直播

新加坡佛光山
三好爱心
捐血活动

 

11月5日，新加坡佛光山和国际佛
光会新加坡协会北三分会联
合新加坡卫生科学局及新加

坡红十字会合办三好爱心捐血活动。
这项活动自2015年开始，今年已经步
入第8个年头，每年的捐血活动，当地
社区邻里居民都踊跃参与，希望能帮
助医疗机构有稳定的血液库存供应，
以实际行动拯救生命。由于新冠病毒
疫情，佛光会也配合政府所设的防疫
措施与条例调整活动的流程。

捐血活动从早上10点开始，活动
前一天就开始忙碌的北三分会义工分
工协助医疗人员和服务前来捐血的热
心人士，其他分会的干部会员不仅卷
起袖子捐血，也自发地在现场协助。常
住贴心地准备了红豆汤及糕点给义工
和捐血的人享用，暖心也暖胃，多年参
加此项捐血活动的民众也表示很是怀
念佛光山的糕点。除了邻近社区的乡
里和佛光人，新加坡佛光山法师们也
参与了捐血，直至下午4点活动结束，
共有172位热心捐血人士共襄善举。

新加坡佛光山监寺如全法师表
示，人间佛教很重视布施，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者，无不以布施结缘作为度
化众生的首要方便，布施分财布施、
法布施、无畏布施。捐血活动恰恰显
现了大众和义工们愿意奉献自己「血
肉之躯」的一小部分利益大众，是非
常难得的「内财」布施，是为社区带来
正向的一股暖流。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非常感谢新加
坡佛光山及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持
之以恒常年的热心协助与支援，为社会
慈爱奉献服务，也对佛光人为爱行善，
处处行三好的慈爱精神留下深刻印象。
（張桂瑛、許偉峰）

新加坡是多元社会国家的楷模，多
元宗教相互尊重包容，奉献社

会维系安宁。新加坡佛光山与国际佛
光会新加坡协会，秉持人间佛教同体
共生及尊重包容的精神，11月5日连同
其他宗教团体一起行善，分发爱心食
品给当地榜鹅区7座租赁组屋的居民。

「Blessings in Harmony（齐心协
力献祝福）」，是由坐落于榜鹅区阿伊
斯拉回教堂（Al-Islah Mosque）、榜鹅
西族群与宗教互信圈（Inter-racial and 
Religious Confidence Circle）联办的活
动，集结来自不同宗教的热心团体出资
出力，派发食品给当地弱势群体，以实
际行动体现宗教之间和谐，带给社会
最大化的利益。

这一梯次分发活动，新加坡佛光
山也 获 邀一同参与，其他参与的宗
教团体有新加坡法身寺、Church of 
Transfiguration、圣家庙、福音之光基
督教会、Arulmigu Dandayudhapani 
Swami Thirukovil（印度教寺庙）、新
加坡天主教男子海星中学等，分派近

2000份关爱社区爱心食品礼包。
新加坡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

部长张志贤、通信和信息高级国务部
长Janil Puthucheary、教育部兼社会
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孙雪玲，也一
起来到现场为志愿者们加油鼓励。

新加坡佛光山住持妙穆法师带领
132位佛光分会义工菩萨、各分会长、
副会长、及督导长一同参与，借此机会
与其他宗教团体交流结善缘。活动结
束后，大家回到One Punggol参与闭幕
典礼，阿伊斯拉回教堂赠送结缘品给
各宗教单位，所有志愿者一起享用午
餐、拍大合照。

（黄婉真、吕美成、许伟峰）

新加坡七宗教团体合体一心
分发食粮关爱弱势贫困家庭

新加坡创价学会（Singapore Soka 
Association）理事长郑永吉、秘

书主任 Mr Loh Seng Kwok及企业事
务部总监兼任传讯及社区关系科Ms 
Li Jin Haw，一行3人于11月16日参访新
加坡佛光山，由住持妙穆法师、监寺有
弘法师及国际佛光会协会公关谢门万
伉俪予以接待。此一因缘始于新加坡
创价学会曾邀请新加坡佛光山出席他
们于11月6日新加坡坐落于榜鹅区的第
九间中心开幕典礼，当天由新加坡佛
光山住持妙穆法师、监寺有弘法师及
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副会长苏政文
代表出席。

一行人先至大殿参观，刚巧大殿
正布展新加坡佛光山一年一度的社教
成果展，而社教课程之一的《法华经
大意》班特别吸引了以诵读《法华经》
为基本佛道修行的创价学会的注意。

参观大殿后，众人移步至2楼海会
堂观赏《未来与展望》影片，谢门万也

新加坡创价学会参访新加坡佛光山
欢喜分享与交流推动宗教理念

为他们介绍佛光山是国际化组织，全
世界超过百万信众。佛光山也非常重
视四大宗旨之一的「以文化弘扬佛法」，
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和谐与和平。

妙穆法师赞叹创价学会在榜鹅区
的新中心盖得十分庄严，并且能在疫
情期间完成建设，十分不容易。郑永
吉表示，佛光山和创价学会的弘化虽
然方法、方式有些不同，但都是为了度
众，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在滴水坊享用点心时，双方并就
建设道场、组织架构及信众组成等各
方面建行交流与分享。（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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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妙穆法师	 	 	 	主编：安范

读作一个人、读明一点理、读悟一点缘、读懂一颗心。

新加坡佛光山 社教课程总表
佛学课程

序 课程名称 时间 授课老师
星期二 TUESDAY

1 《法华经》大意 - 续2021 10:00am –11:30am 妙觉法师
2 English Dharma Class-Intermediate 8:00pm – 9:30pm 谢门万老师
3 佛门行仪 8:00pm – 9:30pm 如全法师

星期三 WEDNESDAY
4 妙慧读书会 ～《楞严经》-第四学年 10:00am –11:30am 妙穆法师
5 佛事助念班（发心司法器者; 需经面谈） 8:00pm – 9:30pm 如全法师
6 English Dharma Class - Sutra 8:00pm – 9:30pm 萧仲文老师

星期四 THURSDAY
7 人间佛教语录 10:00am –11:30am 妙觉法师
8 禅话禅画-初级（材料另收费） 1:30pm – 3:00pm 妙裕法师
9 English Dharma Class - Basic 8:00pm – 9:30pm 知育法师

10 禅话禅画-中级（材料另收费） 8:00pm – 9:30pm 妙裕法师
11 基础法器班（发心司法器者; 需经面谈） 8:00pm – 9:30pm 钟玮娴老师
12 禅修初级班（需具佛学基础；着修道服） 8:00pm – 9:30pm 有弘法师

星期五 FRIDAY
13 抄经修持班（着修道服) 10:00am – 11:30am 知海法师
14 禅修进阶班（需具佛学基础；着修道服） 8:00pm – 9:30pm 妙裕法师

星期六 SATURDAY
15 家长读书会 7:30pm – 9:30pm 妙裕法师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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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艺課程
序 课程名称 时间 授课老师

星期二 TUESDAY
1 卡通漫画班 1:30pm – 3:00pm 萧承财老师

星期四 THURSDAY
2 周四YOGA早班  9:30am –11:00am 吴剑鹏老师
3 周四素食烹饪班（材料另收费） 10:00am –11:30am 陈梅桂老师

星期五 FRIDAY
4 儿童敦煌舞蹈A班（进阶）K2- P6 7:00pm – 8:00pm 黄莉莉师姑
5 儿童敦煌舞蹈B班（初级）K2- P6 7:00pm – 8:00pm 黄莉莉师姑
6 中国彩墨画班（材料另收费） 8:00pm – 9:30pm 林禄在老师
7 中医医疗保健班 8:00pm – 9:30pm 成文鸾医师

星期六 SATURDAY
8 儿童珠心算班（材料另收费） 3:00pm – 4:30pm 颜宁老师
9 成人敦煌舞蹈B班- 初级（需经面谈） 3:00pm – 4:30pm 黄莉莉师姑
10 成人敦煌舞蹈A班- 进阶（需经面谈） 4:30pm – 6:00pm 黄莉莉师姑
11 素食烹饪周六班 （材料另收费） 4:00pm – 5:30pm 陈梅桂老师

星期日 SUNDAY
12 人间音缘合唱团 1:30pm – 3:00pm 郭淑萍老师

佛 光 世 纪 20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