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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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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墨宝赠
新加坡副总理

新加坡佛光山长期与在地的好
人好事代表慈善组织合作，每月都
提供近600公斤的白米给好人好事
组织，已快7年。今年，新加坡副总
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暨东海岸
集选区国会议员王瑞杰特别邀请好
人好事代表组织，共同加入其社区
岁末贫困家庭物资发放的活动。

1月23日，好人好事代表组织的
主席黄进国因常常到佛光山做义
工，并加入东二分会担任理事，与新
加坡佛光山有着良好关系，知道道
场每年岁末“送福到你家”关怀弱势
家庭的活动中都有送墨宝春联给大
家，特地在活动前向道场申请星云
大师2022年的墨宝春联，要送给副
总理王瑞杰。住持妙穆法师表示要
送就要送更好的，不可失礼，于是
当天便带着裱好框的大师墨宝春联
送给副总理。

一见到大师的墨宝，副总理很
细心地看了墨宝，并用中英文读了
大师的法语“处事无畏,和平共存”，
并表示墨宝的字和字义写的非常
好，很欢喜收下礼物。透过墨宝的
力量，新加坡佛光山与副总理王瑞
杰结下好因好缘。

1月29日，弥陀学校儿童佛学班又
开学了！在疫情下，在线模式的进行
已成为常态，策划的老师们也都驾轻
就熟的准备好开学典礼的流程。当天
的典礼初级班、中级班和高级班学生
共58人，再加上老师及家长近100人参
与。

15位义工老师，先回顾2021年的
课程影片，让老师和同学们回忆，大
家看得十分感动。弥陀学校陈珊珊校
长致辞说到，“品德是人格之本，是无
价之宝。品德的力量是最持久，最深
厚的。培养良好的品德能够让一个人
的人生更光明、更有意义。努力让自己
在学佛路上的一言一行，体现三好四
给的精神。做一个善良坚定且正直的
人。”所以儿童佛学班非常重视同学的
品德培养，让大家了解学习佛法，就能
端正我们的身口意三业。

新加坡佛光山住持妙穆法师开示
时提到“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就像经
典上盲龟浮木的故事一样，做人真的
不容易；再以佛陀的一则教育弟子的
故事，分享给大家。有一次佛陀用手抓
了一把泥土，问弟子：“你觉得大地的
泥土多？还是我手上的泥土多呢？”世
界上的人如大地土这么多，佛陀手中
的土好比是无量众生中能听闻佛法的
人，稀少而珍贵，参与佛学班的每个
人都是有福之人，人生难得今已得，
佛法难闻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渡，更
待何生渡此生。

弥陀学校儿童佛学班开学典礼
星云大师以三好教导大众，日日“

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日常生活中
的一句美言，一件的善事，都是成熟
未来的好因好缘。千万不能轻视每一
个善美的种子，更要培养出正确的学
习态度。住持以一个学人向赵州禅师
求法故事提醒大家，禅师用茶杯倒满
水，教导学人，学习态度不正确，再好
的佛法都装不进杯子的道理，心中我
慢水充满，便无法学到好的观念。唯
有用恭敬、谦卑和感恩的心学习，将来
回馈父母、师长和国家，才是真的懂
得学佛的好学生。

最后，住持以大师“处世无畏，和
平共存”的法语，鼓励大家生活当中，
要像老虎一样，遇到任何困难，不要
害怕，勇往直前。疫情之下，随顺政府
的措施，以包容、智慧和感恩的心，互
相关心帮忙，创造一个欢喜的环境，
与一切众生和平共存，祈愿在佛菩萨
的加持下，新冠疫情早日平息。

开幕典礼圆满了，新的学期又开
始，同学们人人十分欢喜，期待在课程
中能学到新的佛法。

（文接自第四页）

 2月10日，新加坡佛光山住持妙穆
法师及法师们特地到慈爱三好学校与
小朋友一起庆祝春节。大班的3位小朋
友在老师的带领下，以舞狮及大头娃
娃迎接住持及法师们的到来。

老师向小朋友们讲解新年的由
来，并介绍农历新年的习俗，例如大扫
除和守岁的源由，让小朋友对华人传统
文化和礼俗扎根。

以往每年新年孩子们都会到道
场向法师们拜年，因着新冠病毒的疫
情，改以预录像片，介绍今年新加坡牛
车水的新年灯饰及新加坡佛光山新年
造型花灯和大殿庄严的布置。庆祝活
动中，孩子们更以可爱的舞狮表演及

新年舞蹈，为大家带来欢声笑语，及浓
浓的新年气氛。

精彩表演后，住持妙穆法师为大
家讲述佛教 “大扫除” 的精神，着重在
扫除内心的贪、嗔、痴，让内心得到净
化，生活中做个听话的好孩子。另外，
还有生动有趣的 “十二生肖故事” 让
小朋友们听得津津有味。好听故事结
束后，孩子们井然有序地拿着橘子，向
住持及法师们拜年，同时献上新年祝
福语。

最后庆祝活动之后，同时还为七
位小寿星庆祝生日。在欢声笑语和祝
福下划下句点，结束今年的新春团拜
庆祝会。

新加坡慈爱三好学校
新春团拜贺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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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千佛暨协会拜年

大年初一已过去12天，2月13日在十五元宵来之前，新加坡
佛光山为了让大众能够再感受礼千佛的殊胜，特别在13

日早上再追加一场礼千佛法会。
当天，在梵音缭绕的礼千佛之后，协会和8个分会及青

年团的督导、分会长及理事，为2022年春节带来预录的音乐
拜年影片，展现新加坡协会拥有像年轻人般活跃的精神。同
时，青年团更压轴表演极具年味双狮拜年，为即将结束的新
年气氛炒热起来。

欣赏完协会的拜年后，住持妙穆法师为在线及线下近
600位信徒，以信仰的力量鼓励佛光人，明因识果，以正向积
极的态度，面对新冠病毒疫情。

今年因为碍于疫情的限制，拜年时不能唱歌，为此每个
分会都想尽办法以精彩的预录歌唱影片，为大众带来热闹
的新春拜年气氛，协会也在拜年开始之前，准备了初六在佛
光山总本山对外开放给社会大众欣赏的无人机高空新春烟
火影片，让大家看到佛光山的新年夜景，及用无人机高空烟
火展现大师今年的法语“处事无畏，和平共存”的精神，成为
礼千佛法会上拜年节目的一大亮点。

新加坡第八频道年初一
来寺采访

农历春节是华人的重要节日，为了让人民能快乐又安全
过好年，新加坡政府放松新冠病毒的管制条令，开放

给寺院足够的入寺礼佛的人数，同时要求进到道场前必须已
完成两剂疫苗接种，同时又必须维持好安全距离。面对这样
的挑战，新加坡佛光山早在新年到前就和佛光会理事策划
好这项管理工作，让更多信徒可以欢喜入寺拜年祈福点灯及
礼佛，为新的一年带来好福运。

2月1日下午一点，新加坡华语第八频道，特地和新加坡
佛光山住持妙穆法师约好时间，采访道场为新年期间安排
的防疫准备。就职于新加坡Mediacorp的中文新闻组记者陈
思璇此行，特地准备了几个相关问题，采访新加坡佛光山住
持妙穆法师。

例如：在开放让大众没有预约自由进入道场的状况下，
又要符合安全距离的要求，如果来了过多的人，无法让大众
同时进道场，在等待中难免有人烦躁及抱怨，道场是如何处
理这样的状况的？

住持如实介绍新加坡佛光山在遵守政府的规定下做防
疫的经验，主要是在人手的安排及义工观念的建立两大项
上做好准备工作，让第一线工作的义工有正确的心理建设，
可以面对大众的烦躁情绪时，给予对的安抚及相关配套处
理，让来寺拜佛和用餐不会久等，自然就可以在广开方便下，
大家都可以安心并安全地开心拜年。

记者陈思璇在采访完后，接受了常住的午餐邀请，在滴
水坊享用美味素食时，表示很赞叹道场对防疫措施的完善
和用心，及这么多人愿意花时间来道场做义工给人方便，真
是十分让人对其所做的工作实难能可贵。采访的影片将提
供给所有新加坡民众，建立好的防疫观念。

元宵佳节点燃信仰的灯	 	 迎向新的一年

2月15日元宵节当晚，上灯法会在住持妙穆法师的带领下登场。虽是晚上8点的法会，大殿及二楼仍然吸引了近250人来
参加法会再加上近350人参加在线法会，让十五元宵夜春节的最后一天，大家热热烈烈地迎向新的一年。

上灯法会一启动代表今年的法会正式开始了，是全世界佛光山各别分院每年的必要法会，希望我们每个人心里点亮
一盏慈悲和智慧的灯。住持妙法师在法会结束开示时，讲到一个人即使物质生活欠缺，只要他有慈悲、有智慧，生命就变
得充实、富有。此外，我们还要点亮一盏欢喜的灯，点亮一盏信仰的灯。假如内心有了欢喜、信仰，比世界上有形的财富更
为重要。

在佛门，信众喜欢点灯，正月初一有平安灯，平常的日子有光明灯，父母为子女点灯，希望子女聪明乖巧；子女为父母
点灯，希望父母身体健康；有的人为自己点灯，希望自己事业顺利、考试成功、家庭美满。也有的人为世界点灯，希望世界
和平、人民幸福。“上灯”，就是在佛菩萨的加持下，点亮自我内在的般若、善良、正向、平和的心灯，让我们做个明理、有慈
悲、有爱心，又有包容心的快乐人。

最后，住持再以总本山新春高空无人机烟火的影片分享给大众，让新春的最后一天元宵佳节，在献灯祈福、虔诚礼佛
后，还能掬取清凉的法水，洗涤心灵，再欣赏美丽而赋有佛法意涵的高空无人机烟火，大众都怀着无比欢喜赋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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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佛 光 山 二 ○ 二 二 年 三 月 活 动 表
MARCH 2022 PROGRAMME OF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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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修法会、庆生法会 6/3
日 Sun

10:00 am - 12:00 noon
大悲忏法会 13/3 10:00 am - 12:30 pm
洒净、梁皇法会(卷一、二) 20/3 日 Sun 9:15 am - 3:30 pm
梁皇法会(卷三、四) 27/3 二 Tue 2:00 pm - 6:30 pm

1.  只限完成疫苗接种者进入道
场，每组访客不得超过5人，
停留时间限30分钟。

2. 滴 水 坊 堂 食 每 桌 只 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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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功德主会、社教课成果
展及岁末团圆晚宴，1月23日在新

加坡佛光山一楼大殿举办。去年在新
冠病毒疫情之下，大家有因缘回到新
加坡佛光山这个慧命之家，参与活动，
倍感欢喜。

下午2点，功德主会上，住持妙穆
法师带领大众献灯祈福，让大家在新
的一年即将来临之际，以明灯一盏为
大家带来光明与希望。

今年总住持觉诚法师因疫情无法
来参加，特别以影片向新加坡功德主
及信徒致词，感谢新加坡信徒在疫情
中仍持续护持道场，并为印度的疫情
及马来西亚的水灾热心捐款，发光发
热，并表示新加坡在东南亚一带是很
重要的一个平台，多年来新加坡佛光
山在社区做慈善工作关怀社区，与政
府建立良好互动，贡献良多，希望未来
能更深入儿童及青年的关怀，让孩子
从小亲近佛门。

住持妙穆法师在功德主会上提到

1月18日，新加坡友寺大悲佛教中心
永佳法师带领一行15人，来新加坡

佛光山参访。中午12点前游览车扺达
新加坡佛光山，由妙觉法师等3位法师
带领15人，进行寺院参访巡礼。

午斋后，先带着大家到2楼海会
堂，欣赏新加坡佛光山简介。同行法
师中，除了永佳法师一直与新加坡佛光
山有近20年的情谊，还有一位大师在
新加坡的法子开意法师，也随行来参
访。她表示自己很早就和新加坡佛光
山结缘，从早期的东海岸路上的佛光
缘到现在设立于榜鹅的道场，一路走
来25年始终不变。对于大师的人间佛
教理念，她是很赞叹的。

同行的其他法师，有不少是第一
次来到新加坡佛光山，在参观过道场

新加坡岁末晚宴暨社教成果展
大师对信徒的用心，是所有法师的依
循典范，大师称信徒为老板，并说信徒
及佛光会像是鸟之双翼，能让佛法的
弘传长长久久，所以佛光山每年都举
办功德主及围炉，以慰劳信徒们一年
来的护持辛劳。另外，住持更将今年一
整年的重要活动向信徒报告，感谢大
家护持道场的用心。

功德主及信徒，近200人与会，由
住持妙穆法师亲手颁赠师父的新年墨
宝“处事无畏，和平共存”给每一位长
年护持道场的功德主，感谢大家对佛
光山这个大家庭的无私护持。

3点半社教成果展，在读完师父上
人“致护法信徒的一封信”后，正式启
动，住持致词鼓励大家，好好学习，要
有信心用佛法面对疫情。

在年度活动报告影片之后，由道
场社教课的同学精心策划话剧表演，
把一年所学佛学课内容，用心呈现。妙
慧读书会每年不落人后，今年表演 “快
乐的秘方” 带给大家欢喜。成人敦煌班

友寺道场法师参访新加坡佛光山
后表示，从外面看名人墙碑还不知道
里面竟然有这素雅干净的塔位，供奉
着这么多信徒亲人的骨灰，对于净土
堂的设计对四楼净土堂令人印象深刻
很喜欢。

住持妙穆法师在忙碌之际，抽空
接待来访法师，并赠送给每一位来访
法师大师的《点智慧11》，让大家难得
来访，也能带着大师的智慧回去慢慢
阅读。

带来伎乐供佛的舞曲。《法华经》佛学
课以法华七喻中 “穷子喻” 诠释经中之
王的佛法奥义。同时，还有佛光智慧学
园的小朋友带来 “小城故事”伞舞及儿
童敦煌舞的“莲花处处飘”，让大家眼
睛为之一亮，显现佛光小菩萨的魅力
十足。

表演中，同时穿插社教课德学长
服务奖及优秀义工奖项，鼓励大家一
年来的服务奉献。今年的表演中，新
加坡歌台一姊刘玲玲身为佛光人，特
别抽空带着3位演艺圈的朋友，来到新
加坡佛光山用歌声与大众结缘。并表
示很感谢常住多年来给予机会，让她
来道场与佛陀结缘。

成果展表演结束后，常住特别准
备了素食便当，及新加坡地特色美食
叻沙、素虾面，给功德主、义工及社教
课老师和同学，近300人分三个楼层，
一起享用岁末团圆宴，为一年画下圆
满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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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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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