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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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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拉长，新冠病毒疫情普
及化，及新加坡三剂疫苗的施打

普遍率提升，新加坡政府对于疫情的
控管逐步放宽，3月15日实施简化版防
疫措施，开放道场集众人数为1000人，
只要戴口罩，就不需保持安全距离等
新条规正式上路。因临近清明节，得
知新加坡佛光山将举办清明法会，第
八频道为了让民众看见新疫情条规，
特别再到以新加坡佛光山为模范道
场，进行采访。

3月20日，清明节梁皇宝忏法会第
一天上场，第八频道特别选了早上十
点法会开始前，邀请住持妙穆法师进
行采访。第八频道记者陈思璇针对新
加坡佛光山在新的条规开放后，道场
如何安排信徒来道场参加法会，今天
的法会开放多少人参加等提问，并在
现场找了两位参加法会信徒提问关于
政府放宽疫情人数条规，让更多人来
参加法会，会不会感觉到不安全？能回
来道场法会，心情如何？

住持妙穆法师表示，新加坡佛光
山一直都是照着政府的防疫条规，让
信徒在疫情期间在做好防疫的情况
下，安心到道场礼佛及参加法会。另
外，为了满足更多人参加法会修持的需
求，法会直播因运而生，从一开始没有
信徒的法会直播，到在线直播及线下
法会同步进行，新加坡佛光山以百分
百的防疫配合度，安定信徒的身心。15

新加坡第八频道采访
法会简化版防疫措施

日的新条规上路，道场为20日清明节
梁皇宝忏法会开放了大殿180个名额
给来电预约法会的信徒，参加现场法
会，再加上法会的直播，大家可以安心
参加法会。

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苏政文副
会长和中区理事林素珊两人在道场发
心许多年，法会几乎不缺席。两人被采
访时表示，疫情虽然严峻，但只要遵
守政府的规定完成三剂疫苗的施打，
并不担心开放更多人来法会会不安全，
毕竟大家都想参加法会，很开心政府
能放宽疫情条规，让更多人回来道场，
这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第二次来新加坡佛光山采访的陈
思璇记者，对道场的用心印象深刻，
更在享用美味素食后，特别留下来体
验梁皇宝忏法会第二支香花供养的仪
式，感到很欢喜，更表示以后还要来
参加108拜的修持。

禅净共修直播法会温暖
佛光人的心

3月5、6日两天下午四点半，新加坡佛
光人齐聚于大殿参加禅净共修2022

年献灯祈福法会在线直播。两天共计
有近200人参与现场直播法会。

住持妙穆法师两天全程带领全体
护法信徒参与禅净共修法会，在法会
后特别与大众讲话，表示因为疫情大
家无法回本山，但透过直播让全球佛
光人都能参加这场在线法会，我们知
道疫情虽然不好，却也因此让全球各
个道场能同步参与禅净共修，这是十
分难能可贵的经验。道场也用800盏的
蜡烛排出国际佛光会的Logo及禅净共
修四个字，希望透过一盏盏明灯为全
球人民祈福，温暖人心。

护法信徒们对于佛光会举办禅净
共修献灯祈福法会感到十分感谢，觉
得佛光山总本山面对疫情，总能从容
处理，同时带着大家一起以正向积极
的态度面对，并提供各种法会、读书
会和研讨会，带给大家智慧和光明。

禅净共修献灯祈福法会里，大慈
育幼院公主王子以天籁之音献唱“歌颂

伟大的师公”，及台南佛光合唱团的 “
礼赞伟大的佛陀”，还有精彩的敦煌舞
艺，最后震撼人心的“龙腾虎跃”鼓乐
中，揭开禅净共修献灯祈福法会，3小
时中安排了动静有序的活动及法会流
程，内容有禅修、念佛、献灯祈福，活
泼又能让大众静下心，彷佛在一瞬间3
个小时就过去了。法会后，大家神彩奕
奕，怀抱着欢喜心赋归，并将法会功
德回向疫情早日平息，大家平安。

植树因缘
新加坡佛光山受
邀环岛生态之旅

2月26日，新加坡国家公园局再度邀
请新加坡佛光山与国际佛光会新加

坡协会，至圣约翰岛参加环岛生态之
旅。此次环岛生态之旅的因缘，缘于
去年捐款赞助植树活动，国家公园局
将部份款项用于新加坡外岛珊瑚礁的
保存，让新加坡外岛海域中珊瑚礁能
得到很好维护及保存，为海洋环境保
护尽一份心力。

当天早上九点前，全员在滨海南
码头集合。此次活动由新加坡佛光山
住持妙穆法师率新加坡协会沈清发督
导、3位法师、3位协会副会长及6位佛
光青年们共15人，共同出席圣约翰岛
环岛生态之旅。

因着疫情现前要求出游仅能5人一
组的规定，无法全员同时一起行动，15
个人分成四组，由国家公园局义工担任
导览工作，带大家认识岛上花草树木的
生态及植物相关知识。透过此行的导
览，对新加坡外岛生态及自然界的知
识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导览人员除了介
绍岛上的自然环境及新加坡对生态所
做的保育工作，同时更不断倡导正确
的环境保育观念，希望大家能够一起
肩负起爱地球做环保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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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新加坡青年团规划的3月份
英文讲座，邀请到在波士顿的觉谦

法师以 “How do we manage our life 
better by knowing ourselves through 
the learning of Buddhism”（如何透过
学习佛法了解自己，规划自己的人生？）
为主题，为青年授课，15位青年来道场
图书馆，聆听英文讲座。

觉谦法师以“生命是什么”破题，让
青年们思惟讲座主题，并提到 “How” 
（如何）这个词，是指做一件事必须
先明白为何要 做及做事的目标是什
么？“人命无常呼吸间”，法师告诉青年
要努力把握当下。课程中，以“蚂蚁的
智慧”影片，告诉青年蚂蚁的一生很短
却积极努力，懂得未雨绸缪，永不放
弃，把事情做到最好，更可以通过创造
因缘，达到目标，身为青年更应该有这

动。疫情限制下，大家齐心策划出丰富
好玩的课程内容，让小菩萨们在疫情
中继续学习三好精神。在这两天的活
动中，体验在相互尊重、包容，合作完
成作品，希望同学们将所学到的三好
用在生活上。

今年课程中的创意游戏为营队带
来许多乐趣，在创意汽车制作赛中，学
员们感受手工制作的乐趣，并丰富孩
子们的思考力和想象力。大家积极制
作自己的专属汽车，大大提高专注力
和创造力，并学习充分利用可回收物
品，成功把原本不成形的各种可弯曲
物，塑造成独树一格的汽车，丰富的
想象力令老师都赞不绝口。

另外，佛教故事课程更是营队中
的一大亮点，妙愍法师以沙画出佛陀
的故事，让小菩萨更深入认识佛陀的
教法。用沙画来叙述故事首次出现在
佛学营课程中，对队辅小老师也是一

弥陀学校儿童佛学营	 	 带动孩子乐学三好

弥陀学校儿童佛学营3月14日在弥
陀学校正式开营，两天的营队活

动由新加坡佛光山青年团及佛光少年
全力支持，再加上新加坡协会吕美成
檀讲师及儿童佛学班老师协助，总计
近40位幕后工作人员，成就营队活动。

今年的弥陀儿童佛学营共计138
位学生报名，127位出席，今年在政府
疫情管控发布新措施，允许在戴口罩
之下，不用再保持安全距离，让去年停
办一年的儿童佛学营再度开办。

多年承担弥陀学校儿童佛学营，
佛光少年今年承办营队在辅导法师
带领下，以“乐学三好”为宗旨，继续为
小菩萨们扎根人间佛教三好理念。新
加坡佛光山住持妙穆法师在结营时
表示，我们要感谢陈姗姗校长给新加
坡佛光山因缘，多年来坚持举办儿童
佛学营。今年，感谢陈校长愿意开放
教室，举办实体及在线同步的营队活

大挑战。最后，在小老师的集体创作
下，佛陀故事的课程非常圆满，不同于
一般讲课，画吸引小孩子的注意力，
彩色迷人的沙画，生动地呈现星云大
师的生平事迹。

陈姗姗校长在开营典礼上，对于
新加坡佛光山多年来为弥陀学校的学
生耕耘不辍，表示十分感谢，也很庆
幸孩子们有这么好的因缘可以学习“三
好”精神，提醒孩子们要心怀感谢，好
好学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因缘！

青年英文讲座以佛法谈人生意义
样的力量。

另外，课程上以《弘法人间的宗教
家 — 星云大师》一书中的文章，谈人
生的意义。书中以大师谈人生的意义“
不在恋栈长寿，也不在永生不死，应
该是如何发挥我们有限的生命，将它的
内涵做无限的扩充，正如火花，虽然瞬
间即灭，却为人间留下灿烂的光彩。”为
青年建立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再谈以八正道为身心管理原则，
在察觉心中的压力后，要和自己沟通，
调整自己待人处事的方法。办活动前，
要了解办活动的原因，要让大家办得
开心，并寻求与其他社团合作，互惠
互利。最后觉谦法师耳提面命地叮咛
青年传承的重要性，有接班人才能让
青年有因缘来道场学习佛法，让青年
团成为青年学习成长的平台。

青年
急救培训课

3月12日，为了白象干部考试的训练，
青年团特别邀请新加坡心脏复苏与

急救理事会（Singapore Resuscitation 
and First Aid Council）的资深急救培
训老师Ms Agnes，来为6位青年团上
完整基本心脏休克急救培训，让青年
熟悉如何运用心肺复苏术（CPR）及自
动体外除颤器（AED）去拯救生命。

课程中，6位佛光青年很快掌握
心脏休克时，急救的基本5个流程。
拥有十多年急救训练教学经验的Ms 
Agnes，分享平常活动中所有会遇到的
意外状况，及面对紧急状况时该如何
用正确而迅速的流程，去帮助已经休
克的人。

在1个小时的课程讲解后，6位青年
开始急救实战练习，首先是要学会心肺
复苏术和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练习
完成后，考试正式登场，青年完成6项
急救流程，将1个小时内所学的课程完
整展现，每个人都十分欢喜，并表示这
次的学习收获很大，感谢常住安排这
个课程，更希望以后可以用所学帮助
常住处理急救这一环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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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佛 光 山 二 ○ 二 二 年 四 月 活 动 表
APRIL 2022 PROGRAMME OF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法 会 Dharma Service
活 动 ACTIVITY 日 期 DATE 星 期 DAY 时 间 TIME

梁皇法会(卷七、八) 2/4 六 Sat 2:00 pm - 6:00 pm
梁皇法会(卷九、十) 3/4 日 Sun 10:00 pm - 4:30 pm
共修法会、庆生法会 10/4 日 Sun 10:00 pm - 12:00 pm
大悲忏法会 17/4 日 Sun 10:00 pm - 12:30 pm
共修法会 24/4 日 Sun 10:00 pm - 12:00 pm

1.  只 限 完 成 疫 苗 接 种 者 进 入
道场，每组访客不得超过10
人，停留时间限30分钟。

2. 滴 水 坊 堂 食 每 桌 只 限 1 0 人         
（已完成疫苗接种者）。

 订餐电话：64110596。
（10am-5pm）

3. 祭日佛事安排，每户家庭只
限10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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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访客一律采用TraceTogether 
程序或便携器登入SafeEntry
访客登记系统。

线
上
直
播

新加坡佛光山

通 告

新加坡协会餐宴话30年历程
2022年，国际佛光会迈入第三十

年，全球各协会各自在当地举办不同
的活动，庆祝国际佛光会30周年庆。
新加坡协会为响应30周年庆，在道场
举办功德主暨协会理事干部回家餐
叙，并邀请早年为建道场的功德主及
新加坡协会历任会长督导畅谈自己与
新加坡佛光山的因缘，一起回顾走过
近30年的历史。

3月5日中午，协会周应雄会长、协
会督导长曾炳南、信徒代表张仰兴及
李爱兰、林金文伉俪，功德主徐叡祺、
卓顺发、蔡瑞华、吴木兴等、4位协会
督导沈清发、许超才、温栢强和吴毓
新，协会顾问陈友明和黎慧丽，新加坡
佛光山教育顾问房枚赪、场景顾问苏
才超伉俪、彩墨顾问林禄在和文宣顾

问林焕章，以及各分会会长、分会督导
和理事共计近70人与会。

住持妙穆法师欢迎大家回到慧命
之家，希望大家藉由今日的相聚回顾
30年来，在佛光山、佛光会留下生命历
程里的美好回忆。

协会秘书长黄耀兴担任 餐宴司

仪，曾为青年团干部的他，从年轻参加
道场活动，至今仍在协会服务，身为资
深佛光人的他虽不是一开始就参与道
场活动，但20多年服务奉献，让他具
备深厚的宗门思想，此次他为大众详
尽介绍新加坡佛光山及新加坡协会的
历史，让不少久违的督导和理事重温
最初在道场的付出与发心。

除了餐叙，同时协会还举办了30
周年庆T恤设计比赛，请大家票选出
能象征佛光会精神的30年纪念T恤设
计，更于当天邀请功德主及协会历任
会长、督导和理事们，一起话说新加
坡佛光山及新加坡协会近30年的历
史，纪录大家的回忆，为正在进行中的
国际佛光会30周年纪念特刊加入丰富
的历史资料，见证佛光山在新加坡荜
路蓝缕的开山历程。

代科技弘法，便生起派人来新加坡
佛光山学习直播技术的想法。

下午2点，副校长带着一位负责
办活动的老师及3位学校信息组组员
一行5人来到新加坡佛光山。在住持
妙穆法师的安排下，青年团团长在滴
水坊里先让大家认识直播的基本知
识及直播必备的器材，之后再到1楼
大殿示范直播器材的连线流程。

短短的1个半小时的讲解，弥陀
学校的副校长及老师都很开心，表
示不虚此行，回去之后再向陈姗姗校
长报告，副校长也表示此行的学习
希望能将直播的技术带回学校，让更
多的同学能够一起学习，参加活动。

直播因缘	
看见青年的承担力

自2019年年底新冠病毒疫情开
始升温，至2020年4月新加坡政府宣
布为期近2个月的封城，让更多信徒
顿时失去了法会修持的依靠。新接任
青年团团长杨雅婷回想当初因见到
许多人无法回道场共修，而产生焦虑
及不安感，又看到有人做网上法会直
播，便发心想要承担共修及法会的直
播工作。

至今，从一个人的直播到现在直
播组已能完全支持新加坡佛光山各
类大小不同的法会和活动的直播，历
时2年直播，现今成员近10位青年团
青年轮流承担直播，团长雅婷也由
当初的副团长升等成为团长。这样的
发展怎么想也想不到的，但她表示最
初的一念就只是想帮助大家有因缘
参加法会，却促成了直播组的产生，
而自己也觉得透过直播体会到“给人
一点因缘”的重要。

3月4日，弥陀学校李崇达副校长
在陈姗姗校长的指示下，特别来到新
加坡佛光山向青年团团长杨雅婷取
经直播技术，他表示之前有机会见
到新加坡佛光山的直播，校长感到十
分赞叹，佛教竟能这么先进，善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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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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8:00pm – 9:30pm 觉谦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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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艺术 1:30pm – 3:00pm 妙愍法师
6 佛事助念班（发心司法器者; 需经面谈） 8:00pm – 9:30pm 如全法师
7 English Dharma Class - Sutra 8:00pm – 9:30pm 萧仲文老师

星期四 THURSDAY
8 《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 续2021 10:00am –11:30am 知阳法师
9 禅话禅画-初级（材料另收费） 1:30pm – 3:00pm 妙裕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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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FRIDAY
14 抄经修持班（着修道服) 10:00am – 11:30am 知海法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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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家长读书会 7:30pm – 9:30pm 妙裕法师

星期日 SUNDAY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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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班招生
佛 光 世 纪 20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