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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万事万物没有绝对的好或不
好，观念可以改变一切。有的人做事容
易成功，因为他有很好的观念；有的人
做什么事都不顺利，因为没有很好的观
念。观念的重要由此可知。

一、一个观念─积极的人生观
有一位老员外，非常喜欢牡丹花，

庭内庭外种满了牡丹，并且常常以花馈
赠亲友。有一天，老员外采了几朵牡丹
花，送给一位老翁，老翁开心的将花插
在花瓶里。

隔天，前来欣赏的邻居对老翁说：
「你的牡丹花，每一朵都缺了几片花
瓣，这不是『富贵不全』吗？」

老翁心里觉得不妥，于是把牡丹
花全部还给老员外。老员外惊讶的问：
「为什么？」老翁一五一十的告诉老员
外，关于富贵不全的事情。

老员外听了忍不住笑说：「牡丹
花缺了几片花瓣，这不是『富贵无边』
吗？」老翁听了点点头，颇有同感，选
了更多的牡丹花后，开心的走了。

常常有人问：天堂地狱是什么样
子？依我了解，天堂地狱并非在天上
地下，天堂地狱也是在人间。天堂的人
要穿衣吃饭，地狱的人也要穿衣吃饭，
天堂和地狱的不同点，其关键在于「观
念」的差异。

相传在地狱，吃饭用的筷子有三
尺长，三尺长的筷子挟菜，无法把菜送
到自己的嘴里，从左边挟，还没送到自
己的嘴里，就给左边的人吃了；从右边
挟，又被右边的人吃了，地狱的众生非
常生气，责怪两旁的人吃了他的菜，天
天吵架、怨恨。

天堂的人，吃饭所用的筷子也是三
尺长，与地狱不同的是，天堂里的人夹
到菜，不往自己的嘴巴里送，他会夹给
右边的人吃或夹给左边的人吃，别人也
不断的夹菜给他吃。天堂的人就在你挟
给我，我送给你的当下，天天满足、快
乐。

天堂与地狱的差别在哪里？只不过

厂则是黑烟四起，污水横流，所以我们
要改变工厂的质量，清除内心的污染。

现代的年轻人，心中或多或少存
着不平不满的意念，因而生活不得安
宁、不乐观、不自在，这都是因为内
心的贫穷。

假如能改个念头，想到父母十月
怀胎，含辛茹苦，把我们生养到这个世
间，教养我们，从来不希望我们回馈，
我们怎可嫌弃父母、家庭呢？学校里，
师长不计辛劳教导，谆谆教诲，从来未
曾希望从我们身上获得什么，我们怎能
嫌老师不好、不对呢？乃至整个国家社
会，士农工商贡献给我们生活所需：早
上起床看报纸，是多少新闻记者熬夜不
睡觉赶出来的；上班上学，公交车司机
载送，给我们方便的交通；打开电视，
演艺人员精湛演出，让我们欢乐⋯⋯凡
此衣食住行育乐，都是仰赖社会各阶层
的奉献提供，我们却嫌这个世间这里不
好、那里不对，从不检讨自己为社会做
些什么。所以，要改心，将怨恨、不满
的心，改成慈悲喜舍、牺牲奉献的心。

 (二)要换性
改心以后要换性，常常听人说：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不尽
然，只要有勇气，下定决心，就能将
一些不好的习性换掉。

有一位母亲生了一个儿子，长大
不学好，不肯好好用功求学、孝顺父
母，却在外面浪荡，为非作歹。这个母
亲忧心忡忡，劝告儿子要学好，但是儿
子依然我行我素，坏事愈作愈多，到最
后东窗事发，终于锒铛入狱。

母 亲 为 了 这 个 不 孝 儿 子 悲 伤 不
已，哭得眼睛都瞎了，虽然如此，仍
然每天牵肠挂心。她想尽办法，终于
可以到牢狱里探望儿子。

瞎眼的母亲看不到儿子，对监狱
里的官员说：「请你发个慈悲，让我
儿子出来，让我摸摸他的头。」官员
慈悲准许这位母亲的请求，让她的儿子

是观念的不同。肯为别人着想，日子就
会很好过；自私自利，日子就会过的很
艰难。

能服务社会，带给大众欢喜是很有
福报的。佛光山初创时，立了四个工作
信条：一、给人信心；二、给人欢喜；
三、给人希望；四、给人方便。目的就
是要为大家服务，广结善缘。布施结缘
有如播种，所谓「敬人者，人恒敬之；
助人者，人恒助之」，我为人人，人人
也必定会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观
念一改，天地为之改变，世界会变得更
宽广。青年要成功立业，最要紧的就是
要有积极的人生观。

二、四个方法
除了观念能改变人生的境遇，另外

还有四个方法，能辅助我们的观念，增
进人生的幸福：第一、改心；第二、换
性；第三、转身；第四、回头。

(一)要改心
衣服太松、太紧，要改一改，穿起

来才合身；身体长瘤，要开刀切除，切
除以后，身体就会恢复健康；心灵受到
污染，要净化，才能将贪欲的杂染，改
成喜舍的心；坏脾气、嗔恨心改成仁慈
和气；悲观消极的态度，改成积极乐观
的性格；把闹情绪、怨天尤人的烦恼，
换成正常随缘的人生。人的心好比工
厂，好的工厂，出产好的产品；坏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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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二十分钟的谈话时限一到，母亲
得离开了，这个顽劣的儿子突然心有所
感，对监狱里的官员说：「我母亲眼睛
瞎了，不方便走路，请让我背她到监狱
的大门外坐出租车回去，好吗？」

官员答应他的请求。这个不肖子
背着母亲，在经过监狱漫长的走道时，
母亲突然对儿子说：「孩子，妈妈这一
生最高兴就是这个时刻了。想到你小时
候，妈妈就是这样背你，真是想不到，
今天你也能背妈妈，如此我已心满意
足，死而无憾了。」听了母亲这番话，
儿子顿时悔恨交加，抱住母亲痛哭流
涕，决心痛改前非。后来，果真在监狱
里改过向善，勤劳服务，出狱后又发愤
读书，终成为社会上能干有为的青年。

 (三)要转身
西洋哲谚说：「世界只有五尺高，

人有六尺长。」意思是，以六尺之躯，
在五尺高的世界里生存，必须低头，甚
至要转身，才能进去。战国时代蔺相如
懂得转身，所以能「相忍为国」；韩信
能从「胯下之辱」转身，所以有他日「
筑坛拜将」之功。

转身是换个空间，与人相处，为自
己，也为别人留一点余地，以后彼此还
要见面。说话，不要说绝；做事，不要
做尽，让大家都有转寰的空间。

 (四)要回头
每个人都有前面的世界与后面的世

界，人们总是争着往前面的世界走，争
得头破血流。假如能回过头来，后面还
有半个世界，有时，后面的世界比前面
的世界更风光明媚。像登山时，一般人
总是一直往上爬，爬得越高，越有成就
感。当登上最高峰时，却已疲倦不堪，
加上天色渐晚，于是又急着赶快下山，
他们似乎忘记，其实，有时候不要爬
那么快，回头看看，身后的世界一样
美丽。

改心、换性、转身、回头，做人才
能圆融，人生才会美满。

此外，圆满人生也有四个方法：
（一）有心外的知识，也要有心

内的体验
在学校里读书，主要学习世间上的

各种知识，有了丰富的社会知识，可以
谋求生活，成功立业。但是，只有心外
的知识是不够的，更要有心内的体验，
才是永恒的根本。

世间上有形的东西拥有再多都是有
限的，只有心内的宝藏是无限的。以钱
财来说，大家拼命的赚钱，整个社会好
像除了金钱以外，就没有其他的东西。
然而有了钱财，人生就会得到快乐吗？
日子就会好过吗？不尽然！因为就算有
钱财，买得到胭脂花粉，买不到气质；

(二)有接受的人生，也要有感恩的
美德

有句话：「即使黄金随着潮水流
下来，也要起早在潮水未退去之前将它
捞起。」俗语又说：「早起的鸟儿有虫
吃。」有些人希望不劳而获，但是天下
那有白吃的午餐？都是要经过辛苦才能
获得。如果自己不努力，只希望别人给
予，这是乞讨。

佛经有一则说喻：阎罗王审判两
个兄弟：

「你们两个小鬼到人间去做人，
一个天天接受他人的给予；另一个天
天布施给人，谁愿意天天接受他人的
施与呢？」

哥哥抢着说：「我希望别人给我！
」

弟弟说：「我希望有能力布施给
人。」

于是，二人出生人间，哥哥做乞
丐，天天向人乞讨，接受别人的施与；
弟弟做富翁，天天布施济助贫困。

布施不限于财富，一个微笑，一句
问好，一个点头，帮人做一件事，为人
服务，这些都比财富好；内心有财富，
才会懂得感恩。

我十二岁出家，当初出家并不是
要了脱生死，或者是为了要断除烦恼，
只是想到家乡教育不发达，将来除了做
农夫，做小买卖以外，能做什么呢？我
不知道将来怎么办才好？有一天，看到
一位大和尚，心里觉得做和尚很好，不
过，那也只是一念而已，并没有机会。

后来中日战争开始，一日在看军
队演练，忽然从身后走过来一个法师
问：「小朋友？你要不要做和尚？」我
随口回答：「要啊！」我以为没事了，
没想到那人竟然找到我母亲，问我母亲
肯不肯让我出家做和尚，我母亲当然不
准，当时我的眼泪马上流下来，我告诉
母亲：「不行啊！我已经答应人家，不
能反悔的。」因为我已经动了念头，一
定要信守自己得承诺。

我出家后所受的教育，非常的严
苛、不自由。记得受戒时，老师问我：
「你来受戒，是自己要来的，还是师父
要你来的？」

我很理所当然的回答：「是我自己
要来的。」

老师拿了一把藤条，打啊打的，打
了十几下之后，说：「岂有此理，师父
没叫你来，你自己就来了。」

我心里想，对啊！我怎么没有说是
师父叫我来的。轮到下一个老师问话，
还是同样的问题：「你来受戒，是你自
己要来的，还是师父叫你来的？」

已经有了一次经验，所以这次就回

可以买亮丽的衣服，买不到人格道德；
可以买许多的食物，买不到食欲；买得
到书，买不到智慧聪明；买得到床铺，
买不到睡眠；有钱，可以交很多的酒肉
朋友，交不到患难与共的法侣。所以，
金钱不见得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再以感情为例，每个人都希望得到
他人的关心、爱护，但爱情带来的烦恼
也是很多。唯有内心清净的宗教体验，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我没有钱，但很
满足；没有人爱我，但我有慈悲，主动
关心人，帮助人，感到很自在、很安
慰，这就是我心中的宝藏。

佛门中的禅师，他们的眼睛不看，
耳朵不听，不穿好衣服，不吃好食物，
并非他傻，而是内心中有禅悦法喜的体
验。禅师不一定要拥有外在的物质，三
千大千世界都在他的心里。

我不一定要拥有花园，但我可以享
有、欣赏；公园很美丽，不是我的，但
我可以去散步，享有公园的清净空气；
我可以观赏山水；我可以晒太阳⋯⋯。

希腊哲学家狄阿杰尼斯，有一天正
坐在一个木桶里享受日光浴，亚历山大
大帝前来探问，狄阿杰尼斯不因为对方
是帝王而起身，反而讲了一句名言：「
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只要能发掘心
中宝藏，自我享受，那就是世间上最富
有的人。

赵州禅师与徒弟文偃禅师，二人
谈禅论道，信徒送来一块饼。赵州禅师
想：一块饼，两个人，要给谁吃呢？于
是就跟徒弟说：「我们来打赌，谁赢就
给谁吃。」

徒弟问：「如何赌法？」
「我们两个人，谁把自己比得最

脏、最臭、最卑劣，谁就赢得这一块
饼。」

「师父您先说吧！」
赵州禅师说：「我是一只驴子。」
徒弟紧接着说：「我是驴子的屁

股。」
「我是屁股里的大便。」
「我是大便里的蛆。」
赵州禅师没得比了，便问徒弟：
「你这个蛆在大便里做什么啊？」
徒弟回答：「我在大便里乘凉啊！

」
「我在大便里乘凉啊！」这句话了

不起。你看，现代人住在洋房里，铺地
毯，坐沙发，吹冷气，日子却过得不耐
烦、不满足，满怀的苦恼，哪像禅师在
大便里都能乘凉。

所以，要将世间的知识学问消化
成为体验，如此，纵使身处恶劣环境，
也犹如天堂一样快乐。读书求知识，就
像牛吃草，吃到肚子里消化成牛奶；把
知识灌输到我们的思想里，消化成好观
念，就可以成为自己的道德、精神。 （文转第三页）

（文接自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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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老师慈悲，是师父叫我来的。」
结果老师还打，打了以后说：「真

是岂有此理，师父没有叫你来受戒，你
就不来受戒了吗？」老师打得也对。

又再换另一个老师，仍是同样的问
题，前面已经被打过两次，所以更有经
验，于是回答：「老师慈悲！是弟子发
心要来，师父也叫我来。」自以为这次
回答得很好。结果，老师仍然打，打了
半天以后说：「你好滑头。」

接着又换另一个老师，不等他开
口，我就把头伸过去说：「老师，您
要打就打吧！」

当时心想，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
对，我不要再说，再辩解了。

这是什么呢？佛门常用的一句话：
「打得念头死，许汝法身活。」把你的
执着，自以为是的念头打死。所以禅门
的教育常常是「以无理对有理，以无情
对有情」。如果在无理的面前都能服
从，岂会不服从于真理之前；在无情无
义之下都能忍受，在欢乐、慈悲、仁爱
之下岂有不感到欢喜的呢！现在回想起
来，实在幸福，因为那种教育对我一生
帮助很大。

有一年，大陆流行疟疾，我也被
感染，病得冷热无常、死去活来。几
个月过去，自以为就要死了。当时烽火
连天，战火蔓延，在深山古刹的大寺院
里，死了人是很正常的，大不了抬到火
葬场烧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小男孩端
了半碗咸菜来，说是我师父要给我的。
我捧着这半碗咸菜，流着眼泪把它吃下
去，不禁心中涌出一个念头：「伟大慈
悲的师父，你怎么知道我有病呢？你把
这么好吃的咸菜送给我，真是感谢！我
誓愿要做一个好徒弟，誓愿将来弘扬佛
法，普度众生来报答您对我的恩情。」
当时那半碗咸菜在我心中的价值，是师
父的慈悲关爱；所以滴水之恩，我要涌
泉以报。

我一生为人处世，时时都充满感
恩。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有能力，
到处帮忙人家？遇到别人不懂得回馈
时，怎么不灰心？」我之所以不灰心，
是因为这是我的发心、我的愿力，是我
自己心甘情愿的；从接受的人生到感恩
的人生，甘愿的为社会大众服务。接受
的人生是贫穷，感恩的人生才富有。

(三)有前面的世界，也要有后面的
世界

所谓后面的世界，就是一种看破放
下的世界。

有一个信徒到寺院里向住持和尚
请法，住持是一个年轻的比丘，两个
人在谈话时，年轻的住持叫身旁年老
的和尚倒茶给客人，老和尚赶快倒茶，

端给客人喝；过了一会儿，年轻的和尚
又叫老和尚准备水果，老和尚又赶快切
水果。信徒不以为然，认为年轻的住持
太过傲慢，不懂礼数，命令指挥老和尚
做这做那。这时年轻的和尚又开口了：
「我有要事必须外出，等会儿你带客人
去吃饭。」说完就走了。信徒禁不住纳
闷，开口问老和尚：

「那年轻的和尚是你什么人啊？」
「他是我的徒弟啊！」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对你呼来唤

去的？对你如此不恭敬！」
「你可不要这么说，我徒弟对我

很好，他只叫我倒茶，没有叫我烧茶，
烧茶就比较辛苦了；他只叫我切水果，
没有叫我种水果，种水果更是辛苦。现
在，他还叫我陪你吃饭，我不就可以休
息吃好东西了吗？」

人生要像这位老和尚一样，懂得另
一面人生，凡事不要自满自大，要看得
开、想得通。这个世间没有谁大谁小，
大家应该互相合作，了解一切都是众缘
所成，彼此有共识，便会尊重别人，日
子也会很好过。

(四)有自我的原则，也要有大众的
性格

所谓个人要有原则，就是对自己要
不忘初心，像学生当初选择什么科系，
就要好好的努力下去，不要忘记最初的
志愿。我出家几十年来，我不曾忘记最
初的一念，常常告诉自己：「要把和尚
做好。」

当然，世间上充满艰难困苦，但最
初的一念永远不会忘记，对最初的一念
要负责任。不要身在此山望彼山高，到
了彼山没材烧。世间那一行都好，就看
自己付出多少的心力。

所以，对自己要不忘初心；对国家
社会要做不请之友。不必有人请我们发
心，自己要主动为国家社会牺牲奉献；
对朋友不念旧恶，待人处事能有不变随
缘的性格。有这些基本的原则，就能随
缘生活、随遇而安、随众相处、随喜而
做了。

五根手指开小组会议，主题是：谁
是老大？大姆指首先威风凛凛地说：「
只要我竖起大姆指，就表示那是最大、
最好的象征，所以我是老大。」食指不
服气反驳说：「民以食为天，人类在品
尝美食时，一定要用我这根食指，所谓
『食指大动』，因此我是饮食的代表。
不吃饭，你们都不能存在，当然我最
大。」中指也不可一世地说：「五指我
居中，而且最长，你们应该听命于我才
对！」无名指优雅地说：「我虽然叫无
名指，但是人类结婚时的钻石戒指，都
套在我身上，我全身是名贵的珠宝，你
们怎么能和我相提并论呢？」

四指各自炫耀自己的伟大及重要

性，只有小指默然不语。四根指头吵
闹了一阵，发现小指的沉默，好奇地问
它：「你怎么不说话呢？」小指说：「
我最小、最后，我怎么能和你们相比？
」正当他们得意洋洋的时候，小指又
说：「但是合掌礼拜佛祖圣贤时，我
是最靠近佛祖，最靠近圣贤的。」

世间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没有用的，
无用就是大用。小指有小指的特性，平
时功用最小，合掌起来，却是离佛最
近；五指分开来，各有功能，合起来才
得以运用自如。在团体里也是一样，每
一个人各有其特长，只有彼此尊重，才
能和谐。

一个好观念，八个处事的方法，
若能运用得当，前途似锦，幸福快乐
无比。

　　公元一九九○年九月讲于高雄
树德家商

（文接自第二页）

好人好事
社区物资分发

新加坡佛光会东区分会与好人
好事慈善团体携手合作分发物资，
为疫情中的贫困家庭带来温暖。9月
4日早上9点，副住持妙穆法师、协
会周应雄会长、沈清发督导长及协
会副会长苏政文到达大巴窑社区，
关心社区物资分发活动，60多位佛
光人集体创作，支持物资分发。

此次社区物资分发，以西海岸
区的大巴窑、惹兰红山和直落布兰雅
3个社区225份物资为主轴区，另外
还有4个慈善团体130份、SriRutha 
Kaliamman 印度庙30份、联华小学
100份及14户癌症病患家庭，共计
发放499份民生物资。

2年前，联华小学老师文森特
和雷文参与好人好事慈善团体的物
资发放活动，觉得这项活动很有意
义，即向校长提议要一起参与分发
物资给低收入户的学生。校长认为
不能只向人拿东西，因此成立“微
笑项目” 给学生、义工家长负责，
由老师带领大家分发100份物资给学
校里低收入户家庭。期望能让学生
从办活动中，学习团体合作及服从
领导的精神，更要让学生、家长都
能了解“给”的意义，让佛光山提
倡的“三好四给”精神走进校园。
今年更因为疫情，分发的模式改由
老师及家长到学校领取物资，再个
别送到100户低收入户家庭，持续将
这份“给”的精神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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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全球佛学会考	 	 新加坡齐心应考	

新加坡佛光山2021年盂兰盆孝亲
报恩三时系念法会，自8月第二个星期
天的地藏法会开始，至9月5日下午1点
的三时系念法会圆满。共计举办了7场
法会，供僧法会、2场三时系念法会、
一场与本山连线的瑜伽焰口法会、慈
悲三昧水忏等，为期五周，现场及在
线参与人数近6300人。副住持妙穆法
师带领9位住众法师为了疫情中安定信
徒的身心，在没有马来西亚法师的支
援下，10众法师齐心合作圆满此次农
历七月法会。

假大雄宝殿连线总本山供僧道粮
暨瑜伽焰口法会，及100位佛光人参与
了此年度法会。每年本山为了感念全球
佛光人与十方善信对佛光山的护持，让
僧众们能安心办道，因此藉由此一个月
的佛事法会回向大众。佛光山常务副住
持慧传法师于法会开始前，向与会大众
慈悲开示。他说‘道粮’指的是办道的
资粮，寺院道场要安心办道必须先具备
资粮。因此信施的供养，让有道、有学
的出家人没有物资的缺乏而得以修行、
进德修业，积极弘法利生将佛法遍布世
间。他也曾听说有些南传道场的僧众都
修得很好，但是因为缺乏资粮办道，导
致僧众白天需要出去上班，晚上才回去

寺院精进修道，这样对佛教的弘扬是非
常不好的。所以各各佛光山的道场于每
年农历七月办供僧道粮法会，就是要感
谢善信们的扶持，让僧众们能够安心办
道，以此法会功德回向给十方善信的过
往亲人及自己。这样大家都能精进修
持，福慧增长并提升自己生命的资粮，
这可谓是护法、护教的菩萨行。大师说
供僧是供养十方，不只供养一人；是供
养一年，不只供养一天，是供养未来，
不只供养现在；供僧要以正派学道的教

长、副会长苏政文及中区分会长庄小
玲等理事干部，也都参加了在线佛学
会考。

为了让对于使用电子设备不太熟
悉的老菩萨也能参与考试，道场特别
在大殿设置考试场地，另外更特别安
排协会秘书长黄耀兴为5位不识字的
考生读考题，让大家欢喜上场考试。

此外，会考信息组则由青年团全
力承担，认真的学习与仿真，掌握进
度，为所有考生提供最好的服务。考
生 中 ， 有 高 龄 8 2 的 老 义 工 陈 树 裕 居
士、全家6人亲子共学的资深义工原
凤蓉全家，两个5岁及7岁的儿子参与
儿童组考试，奶奶也跟着孙子一起考
试，可说是全家总动员。4岁的王奕
竣是慈爱三好学校学生，为考生中年

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首次举办的
2021年全球佛学会考，经过无数的联
席筹备会议和各地的齐心配合规划，9
月11日下午2点整，终于让新加坡佛光
人在线应考。考生总计分成成人组、
青年组、青少年组和儿童组四大组，
年纪从4岁跨到82岁，以中文或英文
应考，共计711人参加会考。

在新加坡佛光山副住持妙穆法师
的指导带领之下，7、8两个月陆续为
中英文组考生举办考前研习课，加强
对佛法真义的了解，中文组7堂课，
中级组4堂，高级组3堂课由副住持亲
自带领讲解。英文组5堂课，由觉门
法师、协会檀讲师吕美成、分会督导
谢门万及英文佛学老师分堂为英语人
士讲解佛法真义，7堂课共计有近900
人上线学习。

当 天 考 试 开 始 之 前 ， 副 住 持 妙
穆法师特别在大雄宝殿，为考生们开
示。副住持表示这是第一次举办在线
佛学会考，我们要非常感谢世界总会
给我们的一点因缘，让大家在疫情中
仍不忘持续精进不懈。副住持为大家
敲钟三响，纸本试卷考试正式开始，
现 场 出 席 的 有 新 加 坡 协 会 周 应 雄 会

盂兰盆供僧道粮暨	
孝亲报恩三时系念法会

团为主，不是只在一天的集会去赶热
闹。法会于2点15分正式开始并于晚上
7点30分结束。

在焰口法会上佛光山寺宗长心保
和尚慈悲开示，表示大家通过焰口法
会发起大悲心，有了大悲心就能发起
菩提心。当见到需要帮助的地方，千
万不要认为自己力量不够，就不发心帮
忙，其实只要发心就会有力量面对一切
困难。参加焰口法会的意义就是希望通
过发广大的菩提心救度一切有缘、无缘
的众生，祈愿一切众生都能离苦得乐。
有信徒表示能参与焰口法会，除了感动
也感到惭愧，希望能早日明心见性，更
感念常住举办焰口法会，利乐有情，让
疫情早日平息，世界平安吉祥。

纪最小者，另外学校有两名印度裔的
兄弟Sathil Dimandiv Gunasinghe及
Sadev Dimandit Gunasinghe也参加
了英文儿童佛学组的考试。这次考试
在佛光会精心设计下，为培养全球佛
光人读书的习惯，开方便门让大家可
以翻书考试，大家考得法喜，考出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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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佛 光 山 月 二 ○ 二 一 年 十 月 活 动 表
OCTO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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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日 Sun

10:00 am - 12:00 noon

共修法会 10/10 10:00 am - 12:00 noon

大悲忏法会 17/10 10:00 am - 12:30 pm

药师法会 24, 31/10 10:00 am - 12:30 noon

新加坡佛光山从9月27日起作出以
下调整：

1.	星 期 六 、 日 及 公 共 假 期 来
寺 参 访 一 律 采 取 电 话 预
约：64110590.	 （星期一休
息）

2.	滴水坊堂食每桌最多2人（已完
成疫苗接种者）。

	 订 餐 电 话 ： 6 4 1 1 0 5 9 6 。
（10am-5pm）

3.	每组访客不得超过2人，停留时
间限30分钟。

4.	祭日佛事安排，每户家庭只限
10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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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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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响应国际佛光会T-earth植树
行动，新加坡佛光山与国家公园管理局
于9月18日首次协办植树活动。活动邀
请到卫生部兼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
长普杰立医生和杨涴凌国会议员为活
动主宾，受邀的贵宾还有国际佛光会新
加坡协会周应雄会长、沈清发督导长、
功德主徐叡祺及苏才超、4位协会副会
长、各分会会长、理事、青年团团长及
佛光青年，共计40多位佛光人。

副住持妙穆法师与40位佛光人一
起到康尼岛邻近森地植树，此次共种下
50棵树苗，鼓励大家成为「地球队长」

植树爱地球	 	 与新加坡国家公园
管理局一起植树

，以实际行动抢救地球，朝联合国「零
碳排」目标努力，并在致辞时提到国际
佛光会世界总会多年前就开始提倡吃素
救地球的“蔬食A计划”，有超过百万
人响应，近年来更是在全球多个国家倡
导植树救地球。植树是爱地球非常重要
的一环，感谢新加坡国家公园局提倡植
树活动，让新加坡佛光人在地做环保。

由于疫情严峻，主办单位国家公园
管理局严格要求，4人为一组，每一组
需保持3米距离，分成早上8:30及10时
两个时段进行植树活动。

活动主宾普杰立高级政务部长致词

通告
新加坡佛光山

时表示，榜鹅坊是新加坡未来的高科技
城镇，所以他很高兴接到新加坡佛光山
与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的邀请，出席
植树仪式，为社区绿化尽份心。

杨涴凌国会议员对于受邀参加此
次活动表示很开心，并谈到榜鹅坊绿地
和植物多又靠近海边，拥有很好的居住
环境，我们除了应该珍惜它，更要多植
树，让绿地比率提高，优化环境，同时
也能尽到爱护地球的责任。

通过此次的活动，让大家更了解保
护地球大家责无旁贷，每个人都应该为
地球的永续发展尽一份心力，爱护我们
居住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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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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 程 表	 	
REGULAR CLASSES OF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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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am - 11:30am   妙觉法师
2 English Dharma Class - Intermediate 8:00pm - 9:30pm Mr Herman C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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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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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am - 11:30am 知阳法师
9 English Dharma Class - Basic 8:00pm - 9:30pm 知育法师

10 禅话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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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愍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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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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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食烹饪班-供菜（材料另收费） 10:00am - 1:00pm 陈梅桂老师

星期五 Friday

4 儿童敦煌舞蹈班 （P2 - P4） 7:00pm - 8:00pm 黄莉莉师姑
5 中国彩墨画班（材料另收费） 8:00pm - 9:30pm 林禄在老师
6 中医医疗保健班 8:00pm - 9:30pm 成文鸾医师

星期六 Saturday

7 6F全脑训练 (网上课程) 12:30pm - 1:30pm Ms Lim Ming 
8 儿童珠心算班（材料另收费） 3:00pm - 4:30pm 颜宁老师
9 成人敦煌舞蹈进阶班（需经面谈） 3:00pm  - 4:30pm 黄莉莉师姑

10 成人敦煌舞蹈初级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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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天 Sunday

12 人间音缘合唱团 1:30pm - 3:00pm 郭淑萍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