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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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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佛光山为新进义工培训
认知菩萨道上难行能行

新加坡佛光山于2022年10月15及16日举办的本年度最后
一期的新进义工培训。此次培训近35位通过面试的

新进义工，两日六堂课，六小时的课程，由加坡佛光山住持
妙穆法师、有弘法师、妙觉法师以及义工统筹组组长陈永汉
督导主讲不同课题，深入浅出为新进义工解说大师的一生
和理念、宗门思想、开山的故事、佛门行仪，以及义工的服务
态度和须知准则。

佛门第一课，由有弘法师向一众学员讲解佛门行仪，借
此让学员们在服务时能够如法如仪，懂得如何常行对佛法
僧三宝的尊敬。有弘法师在统筹组义工们的协助下给学员
们示范和指导如何持经，上香，还有问讯和礼佛三拜的步骤
与含义。法师提到，正如星云大师所说：「诸佛菩萨并不需
要我们礼拜，但人间的众生需要借由礼拜认识自己的永恒生
命，在一起一拜之间，升华自性进而降伏我慢。」只要有心，
就能透过礼佛三拜折服骄慢心，见贤思齐，学会尊敬感恩；
同时也可以忏除业障，感应诸佛、菩萨的护持加被。

许伟峰师兄也以大师的文章「义工六事」分享义工应该
有的服务态度，他希望所有新进义工都可以本着菩萨的行
为和精神，不忘初心，健全自己的个性，成为一名令人珍惜
的「不请自来」的菩萨义工。

住持妙穆法师在介绍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时，再三

强调星云大师的信念：「人非生而知之，乃学而知之。」大师认
为只有教育才可以帮助人心，才能把正能量传达给世间所有
人，透过转念来面对人世间的无常。因此，佛光山特别强调以
教育及服务来弘法，并且在这数十年来倡导「三好、四给」精
神，在五大洲创办了大学、佛学院、图书馆、育幼院等。

陈永汉督导以佛陀纪念馆的布局，从礼敬大厅、成佛
之道、八塔、四圣谛塔还有铜铸大佛，希望义工能从恭敬入
门，踏上成佛之道，学习四大菩萨悲智愿行的精神，最后度
人自度，成就圆满。

妙觉法师给新进的义工讲解了佛光山的宗门思想，目标
和宗旨，继而让学员们了解身为佛光人该有的佛光人性格、
精神和理念，和佛光义工该时时奉行「给人信心、给人欢喜、
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的四给工作信条。 佛光山是集体创作
的成果、不分你我，因此大家一定要互相帮助、要积极主动，
才有力量拓展「法水长流」的理想。

最后，妙觉法师带领义工一起唱佛光山之歌，希望新进
常常记得「佛光山上，殿宇辉煌，佛光山上，圣贤流芳」；佛光
山是「行解并重八宗兼弘的道场」，是「悲智愿行,四大名山的
榜样」，义工一同发愿「佛光永普照，法水永流长」！ 

（许芝湘）

（文接自第三页）

佛 光 世 纪 20224



新加坡佛光会青年团每年都会举
办感恩夜，感谢常住、佛光会理

事与佛光大德们对青年们的支持与指
导。今年更是首次选在九九重阳节感
恩敬老的这一天举办。青年们在活动
的前一个晚上就来到道场做前期筹
备工作，当天一大早就开始忙碌，随
后分组亲自到佛光会理事及大德们的
家中拜访，送上精心准备装满本地糕
点，如红龟粿、娘惹糕点等的便当盒，
诚意十足。2022年10月1日晚上，青年
们在一楼大雄宝殿举办九九重阳暨感
恩夜，用心地筹备了精彩的表演节目。
新加坡佛光山住持妙穆法师、两位监
寺——如全法师、有弘法师及住众法
师们、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周应雄
会长、佛光会理事、大德们与近200位
道场的年长义工一起与会共度难忘
的夜晚。除了佛光青年们的载歌载舞
外，大会也邀请了当地年轻艺人如出
演本地电影《女兵外传》的阳光可乐、
林茜茜等演员歌手一起登台助兴。 

青年们也为了增添趣味，穿插了
互动性十足的游戏环节，由青年扮演
七八十年代的著名歌手，演绎他们的
成名曲，让观众猜出歌名与歌手，答对
了的观众则能获得礼劵。青年团团长
杨雅婷提到今年首次在九九重阳节举
办感恩夜，特别有意义。她也代表青
年团感谢佛光山道场与佛光会理事们
对青年们的耐心与包容，予以青年团
最大的支持与协助，让他们在举办各
项活动时能够顺利。杨团长也分享了
自己在佛光山的21年里，从法师和师
兄师姐们身上收获了很多无价的知识
与技能，也希望与会的佛光人能够鼓
励家中的青年一起加入青年团，和这
一个佛光大家庭一起服务大众。 

新加坡佛光会青年团
九九重阳敬老尊贤年度感恩夜

从发心中承担责任弘扬佛法，从拥有
中养成节约惜福结缘，从理想中实践
抱负自利利他。住持也提到每一年青
年团都能怀着同一颗感恩的初心，以
不同的形式来举办感恩夜，令人动容，
也感谢青年们年复一年在道场付出的
努力与贡献！（江启豪、许伟峰）

周应雄会长提到亲手制作糕点是
十分不容易的一件事，虽然糕点不尽完
美，但青年在制作的过程，低头学习感
恩的那一份谦虚诚恳的心，实属难得，
他也期许通过筹备一场感恩夜，青年
们能够学会如何提起感恩的心来对待
生活中的大小事。住持妙穆法师在活
动的尾声，鼓励青年们成为人间菩萨，

慈爱光芒	 	 我们这一班

新加坡佛光山功德主兼艺人—刘
玲 玲首次与《回响 • 吹 打团》

合作，于10月16日举办了一场以《一
人一 半》为主 题 的演 唱 会。这 场 别
具 心 裁 的 演 唱 会 于 新 加 坡华 族 文
化中心 举 行。场次分为下午三点和
晚 上 八 点，门票售罄，每 场 爆 满。

该演唱会有八位来自新加坡佛光
山慈爱三好学校 K2 大班（六岁）的
小朋友受邀与歌手林茜茜同台表演《
我们这一班》舞蹈。小朋友们充满童
真的舞姿、愉悦自然的演出，让观众们
随之同欢共乐，令人赞叹不已。

此次演唱会《一人一半》由刘玲玲
师姐统筹策划和命名。刘玲玲师姐是
东南亚一名家喻户晓、多才多艺的艺
人，她曾在2022年新加坡国庆表演中，

首次以《一人一半》这首经典歌曲打动
全场观众的心。此次演唱会中，她也率
领多位新加坡本地年轻歌手，为大家
呈献一系列的动人歌曲。

《回响•吹打团》由一批本地青年
演奏家组成，团员多数毕业自艺术学
院。他们怀抱着一股发扬传统艺术的
理念，致力于探索吹打乐的无限表演
潜能, 通过许多创新的尝试和实践，
颠覆大家对传统音乐的认知。

这场《一人一半》演唱会透过传统
乐器与现代歌舞的结合，致力打造一个
不落俗套又令人耳目一新的表演；让观
众无论在听觉和视觉上有一个全新的
体验，超越了时代与年代的界限，充分
显示出本地艺术界极具创意的特色与
能力。（徐敏芳、原凤蓉、许芝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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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协会欢喜承担圆桌英文会
议「在多元宗族及宗教的社会

透过人间佛教本土化」
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2022年第七

届第四次理事会线上会议，新加坡协
会欢喜承担英文圆桌会议，主题是「
在多元种族及宗教的社会透过人间佛
教本土化」。

首先引言人新加坡协会秘书长黄
耀兴热烈欢迎线上的100位来自台湾、
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斯里兰卡、
澳洲等地的参与者，他介绍新加坡的
背景知识、人口数字、种族和宗教信
仰，接着他邀请第一位与谈人，新加
坡协会会长周应雄做分享。

周会长与大家分享如何在新加坡
推行佛光山的四大宗旨，并将其本土
化。就以文化弘扬佛法来说，在本地
通过两大活动，种族和谐庆祝会和卫
塞节庆祝会，与民众分享人间佛教，从
中解除他们的疑惑，并引起他们的兴
趣来学习人间佛教。周会长也提到如
何以教育培养人才本土化，这包括成
立慈爱三好学校、开办儿童佛学班、及
举办大专青年佛学营与青年论坛，以
及接待邻里居民参观寺院。我们的青
年团也非常活跃，通过轻松方法积极
推广佛法。

第二位与谈人分会督导谢门万，
则强调大师认为本土化并非舍弃在地

文化，而是提供更多心灵上的支持。人
间佛教是佛陀的教诲，能净化一切，转
为美好。佛教本土化也是刻不容缓，让
人们在地得到更好的心灵生活，更贴
近佛陀的教导。

引言人黄耀兴总结时提到，新加
坡社会结构复杂虽带来挑战，但这并
没有阻碍佛教的推广，甚至较容易落
实人间佛教本土化。

进行到问答时段，与会人周秀湘
提问在新加坡是否有跨宗教对话？周
会长回应新加坡共有89个和谐圈组
织，每2个月会进行跨宗教交流，近期
我们还会协助回教堂，为有需要的家
庭提供日常用品，这是新加坡政府推
广跨宗教交流的方法。与会者之一新
加坡协会副会长苏政文也提到宗教和
谐与互相信任是新加坡成功的关键。

来 自 印 度 G u j a r a t 协 会 的

Vimalkirti分享，人生的不二法门在于
自觉，自觉可以让一个人更有纪律，长
久锻炼就会成为习惯。近期由于禅修，
佛教在印度更盛行。马来西亚佛光文
教中心副住持如行法师则赞叹新加
坡政府注重推广宗教社会，宗教之间
彼此包容。与会者分会督导吕美成分
享通过三好四给走进学校，与学生互
动，学生见到法师会主动问候，倍觉亲
切，也愿意了解更多的佛法。

最后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理事沈
永安总结说人间佛教的教育在于当我
们悟道时，我们是同体共生的，世界是
无常的，我们要一心一意把佛法学好，
达到法乐，并实践在生活上。

此次会议大家踊跃提问与分享，
会议在谢督导的带领下，以英文佛光
四句偈写下圆满的乐章。（蔡钧均）

国际佛光会2022	 年第七届第四
次世界理事线上会议:开幕典礼

10月2日～10月9日为期8天的国际佛光会2 02 2 年第七届第四次世界理事
线上会议，于台湾时间10月2日早上9点举行开幕典礼。今年新加坡佛光

山全体法师及师姑、新加坡协会理事和会员共计147位报名参加理事会。
法师和新加坡协会理事共30人集中在新加坡佛光山海会堂参加开幕典礼。

出席者包括新加坡佛光山住持妙穆法师、住众法师、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会
长周应雄居士、沈清发督导、两位副会长苏政文和黄薆琏、南区分会会长王渼
茱、南区分会督导沈寳源、西区分会督导郑万联、中区分会会长翁春燕、东二分
会会长陈淑梅、青年分团团长杨雅婷等等。大家都很期待用Vfairs平台与五大
洲不同时区一万多位佛光人，藉由虚拟3D方式相见。佛光人在相见欢时开心挥
着手上握着的国旗互相问好。

大会特别设计7大不同主题的展览厅，虚拟会议室随时开放让全球佛光人随
着自己的时间上线浏览。

典礼接近尾声，由心保和尚、慈容法师、依空法师、慧东法师及永固法师抽
奖，送出最大奖iPhone 14等共17项奖品。开幕典礼在一片热闹气氛下圆满结束。
（吴美好）

「新闻专题」

2022年国际佛光会世界理事会线上会议:
英文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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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佛 光 山 二 ○ 二 二 年 十 一 月 活 动 表
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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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日 Sun

10:00 am - 12:00 noon
共修法会 13, 27/11
大悲忏法会 20/11 10:00 am - 12:30 pm

线上
直播

东南亚新马协会承办圆桌论坛「
在网络世界要如何安身立命? 」

国际佛光会2022年第七届第四次
世界理事会线上会议，东南亚新马协
会承担中文圆桌论坛「在网络世界要
如何安身立命？」。此论坛由国际佛光
会世界总会檀讲师萧仲文和吕美成、
马来西亚佛光青年团副执行长张凯
恒带领大家讨论在网络世界要如何安
身立命。有来自澳洲、马来西亚、新加
坡、日本、台湾、智利、法国、美国、德
国等一共85位与会者参与此会议。

引言人由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协
会秘书长邱淑音担任，她提出在五花
八门的网络世界，当我们不自觉沉浸
在虚拟的世界里为所欲为时，我们到
底是网络的受益人或受害者？

第一位与谈人张凯恒表示，我们
已走进一个大数据、网络盛行且百花
齐放的时代，包含创作者或使用者。在
网络和自媒体发达的时代，要先过滤
和分辨信息，应先以正知正见来判断
内容，才能发布。尤为重要的是因缘
果报，不可以「按键伤人」。此外，以
换位思考和逆向思考，多方探讨，否则
网络上的正义，往往到最后就会演变
成网络霸凌。

第二位與談人蕭仲文分享凡夫心
向外攀緣，六根與六塵相勾纏，不能自
拔。在這個時代，網路世界就如同是
花花世界，真是所謂的虛妄世界上加
虛擬。「星雲大師點智慧12」裡，大師
更提醒了我們得安住和滿足。網路世
界從刺激感官的網路遊戲和賭博，到
利用人性恐懼貪婪心理的詐騙集團，
形形色色的方法，若能肯定自己，不被
五欲六塵的境界牽著鼻子走，豈能被
蠱惑呢？ 

第三位与谈人吕美成提到现在知
识的来源，都靠媒体的报导传播。而
往往媒体报导，电视、报纸刊登的讯
息与事实有出入。只靠网络，不能认识
彼此真实的性格，如果轻易就相信，是
非常危险的事情，造成社会人心不安。
因此他分享星云大师凡夫心的六个安
住，安住在名利、感情、是非、尘劳、
欲望、安住在烦恼上。一个有修养的
人，凡事都能气定神闲，不会轻易受

「新闻专题」

2022年国际佛光会世界理事会线上会议:
中文圆桌会议

苦动、不为难动、不为力动（势力）、不
为气动，如果培养自己“不动心”，就是
一种禅心。

总结时张凯恒说网络带来方便，
但最终还是回归自己。他以星云大师的
八个心，「静心对动心，好心对坏心，信
心对疑心，以真心对妄心」，与大家共
勉。最后,邱淑音总结有智慧的网络用
户，就如去便利商店，有需要才去，并
且买需要的东西，才能算是善用现代
科技，圆满了此次论坛。

新加坡佛光山百人千拜礼佛修持	
和行堂义工也忙碌起来，为午间的过
堂吃饭做准备。 

此次礼佛千拜分成九支香，每支
香礼佛112次，完成九支香，就有1008
次的礼佛。在7位法师的轮替带领下，
信徒们在佛前礼拜，一拜一声佛号，忏
悔业障，调伏身心。每支香之间，都有
10到15分钟的休息时间，让信徒们休
息，补充精力。

午斋过堂吃饭时，住持妙穆法师
开示，吃饭也是修行，在吃饭时要抱有
感恩的心，感恩成就这一切的因缘，
也要有平等心，不该挑肥捡瘦。第一
次参于过堂用斋的信徒，很是赞叹佛
门过堂吃饭的行仪，也很感激义工们
的付出

活动结束前，住持欢喜赞叹所有
参与的信徒，相约明年再会。「礼佛一
拜，罪灭河沙；念佛一声，福增无量。」
，住持提到礼佛的意义，「拜」是与佛
接心，把内心的佛性拜出来，把身心的
自在与安稳找出来。

对于这次修持法会的圆满，筹备
委员非常感恩常住，法师们的带领和
指导，义工们的集体创作，更感谢信徒
热列参与。（温彩萍、许伟峰）

新加坡佛光山于10月8日举行《礼
佛千拜修持活动》。由当地佛光

会中区分会翁春燕会长、理事及义工
们，负责此次活动的筹备，大雄宝殿
花艺组的义工菩萨也用花艺花香，庄
严大雄宝殿。

当天早上7点就有参与千拜修持的
佛光人报到，将近140名信徒用过早斋
后，到大殿献花，带上禁语牌，在殿里
调整身心，静待礼佛。在大寮的典座

到环境的牵引、动摇。 那怎样才能不
动心呢？星云大师教导我们不为财动、
不为情动、不为名动、不为谤动、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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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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