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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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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菩萨本愿经》开启盂兰盆
供僧道粮暨孝亲报恩地藏法会

新加坡佛光山7月31日早上以《地
藏菩萨本愿经》，启建盂兰盆供

僧道粮暨孝亲报恩地藏法会，吸引千
人到场共修。

自新加坡 放宽冠病19防疫措施
后，新加坡佛光山今年的地藏法会共
吸引千名护法信徒到场共修。当然，
在线精进共修功能也同时进行，让未
能到场的信徒也可以在家参与在线共
修。这三场农历七月的大型共修活动
分别为7月31日地藏法会、8月7日的供
僧与瑜伽焰口法会，和14日的慈悲三
昧水忏法会。

7月31日早上9时15分，新加坡佛光
山住持妙穆法师带领住众法师，与分
别在B1、二楼会议室和大雄宝殿的千
名护法信徒们，先进行洒净仪式。然
后在早上10时开始，分三个时段恭诵《
地藏菩萨本愿经》。

住持妙穆法师在中午开示时说，
地藏经在佛教界有佛门孝经的美誉，
是佛陀利用神通在忉利天为母摩耶夫
人宣说的经典，主要内容叙述了地藏
菩萨在“因地”的孝行事迹和23种业缘
果报。

妙穆法师说出佛陀叮咛地藏菩萨
救度众生的同时，特别举例猖獗的欺
诈集团日后甚至是累世所要面临的业

报，为自己的诈骗行为付出代价，以及
叮嘱已婚者对伴侣和婚姻的忠贞，以
免陷入日后投胎变成雀和鸽等小鸟的
报应。止恶扬善，是地藏经的精髓。

很多人误解为地藏菩萨只在地狱
中，而不能在家供奉和诵《地藏菩萨本
愿经》，尤其是农历七月更万万不可，
对此，妙穆法师破解迷思说，地藏菩
萨是佛陀释迦牟尼特别挑选出来嘱咐
大家止恶扬善、身负重任的大菩萨。

法师说：“地藏菩萨身放无量清净
光明，令众生心中能安稳，是无有恐
怖的大菩萨，并非住在地狱的裁判者
或地狱的主宰者。”

法师也提到了诵持地藏经和修持
地藏法门的28种利益，令众生破除恶
业、发起善根，增长善根福德。

法师也分享了地藏菩萨的精神：
勇于承担一切众生的苦难、启发众生
的佛性，以及要孝顺父母。

法师更以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中
的语录说：“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
成佛’；地狱能否度空，那不重要，凡事
尽其在我！只要我人能立大愿于斯，何
愁不能实现呢？”，勉励大家一起行善、
增长福德善根。

地藏法会在傍晚4时许，以《蒙山
施食》圆满结束。（康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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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七月孝亲报恩孝道月，新加坡
佛光山已于7月31日及8月7日分

别举行地藏法会及供僧暨焰口法会，
并于8月14日举行慈悲三昧水忏法会。
由新加坡佛光山住持妙穆法师及住众
法师，带领现场及在线近2000余位信
徒虔诚礼拜《慈悲三昧水忏》，希望藉
由大家的恭敬虔诚之心，将功德回向
累劫冤亲债主。

《慈悲三昧水忏》共分上、中、下
三卷，起源于唐朝悟达国师遇迦诺迦
尊者，教他以三昧水洗涤人面疮而消
除累世冤业的忏法，加上宗密大师《
圆觉经修证仪著录》而成，以净除三
障为因，成佛成圣为果。主旨在解冤释

新加坡佛光山僧信二众孝道月礼
拜慈悲三昧水忏	 消除累世冤业

结，消除往昔罪恶，回向无上菩提。我
们累劫累世不知道犯了多少贪嗔痴，
造了多少身口意的恶业，藉由诵经礼忏
回向给冤亲债主，消解彼此的恩怨，让
自己身心无所障碍，不萌恶念，趋近善
途，灾祸渐除，福德增长。

住持妙穆法师开示：礼忏犹如清
水，能洗涤我们的罪障，举例历史上
如西汉名臣袁盎、梁武帝皇后郗徽，
凭借忏法的加持才得以解冤超脱。他
叮嘱大众在礼拜忏悔时，应藉由祖师
大德身行、言教的提示，发起真诚的清
净心，以三昧法水洗去累劫的尘垢。

一天的法会圆满，信众无不法喜
充满，身心轻安。（陈建慈）

继7月31日举办地藏法会开启今年
的盂兰盆孝亲报恩活动后，新

加坡佛光山暨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
于8月7日在榜鹅道场举办实体的供僧
道粮暨瑜珈焰口法会。

过去两年因疫情缘故未能有海外
法师前来应供，今年的供僧法会除了
有来自新加坡佛光山和新加坡友寺的
法师出席，也邀请了马来西亚新马寺、
东禅寺、佛光文教中心以及泰国泰华
寺等共29位法师亲临现场应供。受邀
出席嘉宾还包括：新加坡佛光山顾问
前国会议员杨木光先生、教育顾问房
枚赬女士、信徒代表魏彣锥、张仰兴、
功德主陈金光等功德主们一起共襄
盛举。

随着防疫措施放宽，能到场参与
的信众也从去年的约100人，大幅回增
至今年的上千人，义工共准备了1200
份便当予信众享用。法会开始前播放
了一段星云大师解释僧宝节供僧的意
义的影片，大师云：所谓供僧并不是只
供养一个人，而是供养佛教、供养十方
大众；也并非只是供养一天，而是为出
家人一整年都能安心办道。

供僧法会续新马寺住持如彬法师
带领信众上佛供后，由佛光敦煌舞者
曼妙的迎请29位法师入席接受供养。
佛光义工们穿着整齐端庄，各国民族
服装，以恭敬欢喜之心为法师们献上
酥酡妙味的午斋。大众在法师们的带
领下齐念供养咒后一起用餐，同时观
赏表演节目。

与佛光山结缘已有20年的创作歌
手黄晶岩献唱了两首以大师的词而写
曲的「发心的礼赞」和「人生」，这是她
参加佛光山首届「人间音缘—星云大师
佛教歌曲发表会」入围的歌曲，她表示
自己感慨已有三年未能参加法会，今天
很欢喜可以回到道场发心唱歌给法师
们听。歌手黄祖祥以粤语演唱「伟大的

新加坡佛光山千人供僧　人间音缘佛曲感念师父	

佛陀」及「感恩」两首佛曲，信众们都
欢愉的拍手唱和。其他表演项目还包
括年仅7岁的古筝演奏者谢若晴，她台
风稳健地步入大殿中央，气定神闲地
弹奏一曲「渔舟晚场」，宛如经验丰富
的演奏家，当司仪过后透露谢若晴才
学古筝不过一年多，大家无不表示惊
艳，赞叹其才华。除此之外，还有年轻
演奏者沁萦的扬琴独奏、敦煌舞者带
来的「飞天天乐」，在新加坡佛光山人
间音乐缘合唱团献唱的「准提神咒」及
「师父恩」的和谐肃穆音声中圆满了
表演环节。

佛光山新马泰印总住持觉诚法师

为众人开示时，问信众道：听了「师父
恩」这首歌，有没有想念大师？她回本
山见大师报备在印度弘法所遇到的困
难时，大师纵然已经96岁了，依然心系
众生，推行人间佛教至今仍不遗余力，
在精神上领导着众人。众人的心也要
如同佛光普照，永远与佛法相应。她
也感念妙穆法师在这两年疫情期间，
边界没有开放，法师无法到新加坡来
支持大型的焰口法会，她立即将法会
转至在线，让信众们都可以有佛法的
依牯。如实说出法师们在遇到疫情时，
仍然不畏惧困难也不退道心，坚守岗
位，带领信众在佛道上勇敢前进，这
就是佛法给予的力量！ 

是日下午启建瑜珈焰口法会，近千
名信众在主法和尚，慧尚法师及众法
师的带领下参与时长5小时的无遮甘
露法会，为六道众生超荐施食。2022
年的供僧法会及瑜珈焰口法会在大众
的愉悦法喜充满中圆满落幕。

（刘慧祺、刘素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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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孝亲报恩　新加坡佛光山
儿童佛学班「四重恩活动」

农历七月是孝道月，为发扬孝亲报恩美德，新加坡佛光
山为儿童佛学班学生们在7月16日、23日及30日连续三

个周末举办「四重恩活动」。这也是时隔两年来，再度在道
场举办这项活动。儿童班辅导法师知海法师为小菩萨们讲
课，通过沙画视频，三好微电影等让大家更加了解父母恩、
国家恩、众生恩和三宝恩的意义。

虽然今年的活动舍弃以往大型的献供仪式，只是由法师
带领小菩萨们将自己带来的水果供奉在观音菩萨圣像前，感
念三宝恩，简单中不失庄严。

另外特意安排体验课程：让每个小菩萨各抱着装有约
两公斤重物品的布袋，并站立着听课约20分钟，不能随意放
下来。小菩萨们在约10分钟左右，就感受到布袋的重量，身
体开始摇晃，想把布袋放下来。可是在旁的知海法师讲述《
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怀胎守护恩」里的「今来托母胎…
体重如山岳，动止劫风灾，罗衣都不挂，装镜惹尘埃」，说
道：母亲在怀我们的十个月里，胎儿日益长大，不论出门工
作、走路、吃饭、休息、睡觉，都背负着重量，但她不曾想过
把我们放下来！听到师父的这番话，小菩萨们都紧紧抱着布
袋。通过此活动让小菩萨们感受妈妈怀胎十月时的辛劳，培
养感恩父母之心。

小菩萨们也分组制作心型卡片写给自己想要感恩的人，
及学唱歌曲“听我说谢谢”，并配合动作，学习了一支感恩舞
献给师长，感念师长恩、众生恩。

为了让小菩萨们了解国家恩，常住特别邀请到新加坡海
军部谢宝发高级中校，与大家分享如何在海域军事上保卫新
加坡，让人民安居乐业，无有外患之忧。希望可以藉此让小菩
萨们知道我们享有的一切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让小菩萨们认
识到要上报四重恩的重要性，铭记于心。（李丽英、刘素莲）

为弥陀学校儿童佛学班的学生主办的四重恩庆祝活动，
于7月30日在弥陀学校礼堂的大佛前举行。这是继两

年冠病疫情防疫开放以来第一次可以回到学校集众进行实
体庆祝活动，特别令人感到兴奋。本次活动共有1位法师，17
位老师和61位学生参与。

学生和老师们一大早就带着自备好的供品，欢欢喜喜
地来到学校。每份供品都包装精美且富有寓意。老师们除了
介绍四重恩的含义，庆祝活动还特别安排献供项目让小菩
萨们体验并认识十供养的意义。儿童班辅导法师知海法师
带领大家做早课后以献供仪式供佛。首先由法师以香供养佛
陀，接着老师和同学们依序以花、灯、涂、果、茶、食、宝、珠、
衣等，恭敬和感恩供养诸佛菩萨。

在献供仪式结束后，老师们还以音声做供养，献唱了一
首《听我说谢谢你》表达对父母、国家、众生以及三宝感恩
之心，希望把幸福传递，让世界变得更美丽。最后知海法师

弥陀学校儿童佛学班之四重恩活动	
也带领大家一起恭读星云大师《为父母亲友祈愿文》。

知海法师开示时表示：相隔两年之后能够在佛陀圣像前
举行四重恩献供礼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法师还给小菩萨
们说了两则故事——《国王和树》以及《老水手》，告诫大家
做人要知道根本的重要性，做人如果没有了根本就会失去
自己的价值。就如故事里国王为了贪图一时的方便，把宝树
砍来取珍果给客人享用，之后接回去的树再也不能生长，自
己也失去一颗宝树；另一个《老水手》的故事告诉小菩萨们
不可以忘本，当我们得到别人的恩惠和恩德时，应该铭记在
心，要懂得饮水思源，要懂得回报他们。

法师告诉同学们报四重恩需要在日行当中去表达，譬如
小学毕业后，可以经常回母校探望校长和老师们，以及参加
校友会活动。孝顺父母，帮助他人成为有用的人；把三好“做
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实践在生活，也就是在报答三宝恩。
（庄芳兰、刘素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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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是新加坡国庆节。新加坡佛光
山属下幼儿园慈爱三好学校约百名

师生于8月4日一起开着环保花车游行
为国家庆祝57岁生日！

清晨，小朋友们带来和父母亲携
手用环保材料制作的花车，一共有53
辆环保花车准备参加游行活动。

首先，由幼儿大班的学生代表李
承远和黄暄闵在校园入口处热烈欢迎
学校董事长妙穆法师以及妙裕法师、
如全法师与知祯法师等众法师莅临。

做完暖身操后，恭请妙穆法师为
花车游行主持开跑仪式，带领法师及
幼儿们穿戴上花车一起到邻里游行。
沿途上七彩鲜艳花车吸引了来往行人
的目光，幼儿们热情的挥动手上的小

新加坡佛光山慈爱三好学校
环保花车游行庆国庆

国旗与他们打招呼，群众们都以掌声
及挥手回应。

游行结束后，大家返回校内进行
升旗礼、唱国歌，以中英文高声诵读国
家信约，相互提醒新加坡是个多元种
族和谐的国家。庆祝活动安排了认识
新加坡的历史和国家特征的讲解，幼
儿们也以国庆主题律动歌舞表演给法
师们欣赏。

妙穆法师在开示时介绍了佛教里
的四种恩德，包括父母恩、国家恩、众
生恩及三宝恩，告诉幼儿们要做个孝
顺父母的孩子，因为父母养育我们；我
们更要感恩我们的国家，因为没有国
就没有家；小朋友都很认真听讲。

妙穆法师发结缘品给积极回答

新加坡佛光山欢庆国庆节 

新加坡佛光山在8月9日举办国庆节
庆祝活动！

随着防疫措施放宽，今年国庆庆
典显得异常热闹，吸引近400位佛光人
和信众踊跃参与。

住众法师和信众们齐聚大殿参与
庄严的升旗礼，六位新加坡佛光靑年
与少年更带领大众一起唱国歌与宣读
誓约。

新马泰印教区总住持觉诚法师、
新加坡佛光山住持妙穆法师和国际佛
光新加坡协会周应雄会长、曾炳南督
导长、沈清发督导、陈友明顾问、苏政
文副会长，以及榜鹅海滨公民咨询委
员会主席朱瑞资先生也带领信众一起
献灯祈福，并且恭读星云大师为国家
祈愿文。

接着，佛光青年带领大众到榜鹅
花园草地 上为8月9日的义走活动暖
身。笛声一响，大家带着雀跃的心情
迈开脚步向榜鹅水道公园走去。总住
持及住持也一路关心年长者，亲和地
与家长和小孩们传法演说、言传身教，
全程是欢声不断！

义走圆满结束后，大家回到佛光

山四楼的食物摊位领取古早味的传统
早餐。食物摊位是用竹竿和干叶来装
饰，营造浓浓的新加坡早期亚答风情，
而三楼则有提供信众玩古早游戏的摊
位。古早味早餐、传统的玩意儿，深深
地勾起了一些信众的童年往事。

白沙榜鹅集选区国会议员扬涴凌
小姐也莅临新加坡佛光山，与大家一起
为新加坡庆生。过后，大家在国旗造型
蛋糕前拍照留念。

中午，庆祝活动在一片欢腾的喜
悦中划上圆满的句点，祝愿国泰民安，
人民安居乐业。

（黄婉真、康秀金)

问题的幼儿们，另外颁发奖品给设计
环保花车得主，鼓励家长和孩子的参
与。

节目高潮是，常住特别送来了以
新加坡国旗设计的蛋糕，除了庆祝国
家生日也为8月份生日的小朋友庆生。
当然少不了各式美食：意大利面、日式
炒面、炸薯条、披萨和巧克力等，大家
欢乐的沉醉在这多元文化风味的庆祝
派对当中！（心洲，刘素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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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佛 光 山 二 ○ 二 二 年 九 月 活 动 表
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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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日 Sun

10:00 am - 12:00 noon
大悲忏法会 11/9 10:00 am - 12:30 pm
为考生祈福法会 18/9 10:00 am - 12:00 noon
共修法会 25/9 10:00 am - 12:00 noon

线上
直播

7月21日是新加坡一年一度的种族和
谐日。这个节日起源于1964年7月21

日，新加坡发生了历史上一次严重的种
族冲突事件，为了纪念这一天，新加坡
政府于1997年将每年的7月21日定为种
族和谐日，以提醒国人应该不分种族
和宗教，生活在这个拥有多元种族的
社会里要融洽地相处。政府每到7月的
这段期间都会举办很多与种族和谐有
关的活动来促进国人对种族的包容。

为了加深学生对不同宗教的了解，
育德中学童军队师生约70人，于8月3日
参访新加坡佛光山，除了华人之外，童
军团中也有印度籍及马来籍的同学，
彼此间的信仰也有所差异，所以此次

育德中学童军团参访
深入了解宗教文化差异

的参访对他们而言深有意义。
新加坡佛光山住持妙穆法师为同

学们致欢迎词时，为大家简单介绍了
新加坡佛光山的缘起，以及星云大师
推行人间佛教的理念。随后，再由知
育法师为他们解释佛教和道教的差
异，以及如何把三好四给以及人间佛
教实践在生活中。此外，知育法师也讲
解了佛教因果观，让大家知道凡事都
有前因后果。

过后由督导谢门万、东一分会会
长卢美贞，以及公关黄秀琴师姐带领
大家分组参访道场大殿、抄经堂以及
钟鼓楼等。最后，常住赠送结缘品给
童军们。（妙裕、陈建慈、刘素莲）

新加坡佛光青
年以多元方式
为学生准备本
届佛学会考

为了让少年们更好地准备8月27
日国际佛光会2022全球佛学

会考，新加坡佛光青年分团发挥了
巧思，于7月份举行了一系列的复习
课程，以多元的方式带领近80位少
年复习佛学会考。

新加坡佛光青年分团团长杨雅
婷以Gimkit游戏协助参与者正确地
解答游戏中的题目，副团长江启豪
和教育组组长陈凯贤则以讲解题库
的方式为少年们复习，以轻松的方
式解释各个答案的含义和相应的佛
法经典。

复习课程开始之前，新加坡佛
光青年分团讲解了课程和游戏的流
程，并鼓励少年们踊跃参与游戏，
以从中测试和吸收佛学知识。少年
们聚精会神地解答游戏中的各个问
题，并不忘发挥佛光山的集体创作
精神，和其他同学进行互动和交流，
增强课程的趣味。

此次的佛学会考复习，有助少
年们温故知新，加深佛法知识。

（张子庭，康秀金）

东北社区发展理事会联合
OnePeople .sg　率45长者居民参

访新加坡佛光山

8月20日，东北社区发展理事会联合
OnePeople.sg带领45名来自淡滨尼

中部的乐龄长者前来道场参访，进行
半天的宗教文化之旅。这是东北社区
发展理事会与OnePeople.Sg一项名为
HarmoNE Trail的计划，以组织不同
区域或单位的居民到各个参与计划的
宗教场所参访的活动，希望居民对于
不同宗教有更深的认识，摒除对不同
宗教的偏见从而推动宗教和谐。

新加坡是一个拥有多元种族及宗
教文化背景的国家，因此政府在推动
种族及宗教和谐这方面是不遗余力
的。新加坡佛光山一向致力与社区保
持良好合作关系，如送福到你家、好人
好事、敦亲睦邻颁发助学金等，以期将
善心分发到社区有需要人士的手上。

当天早上，由国际佛光会周应雄
会长、苏政文副会长及黄冠祯副会长
代表常住迎接长者们的到来，接着将
他们分配成几个小组，分别由公关人
员带领到道场各楼层参观，随后再回
到大殿集合。

住持妙穆法师在致欢迎词时，为
大家介绍了开山星云大师、新加坡佛
光山的建寺历程、解说什么是人间佛
教，以及佛光山四大宗旨（以文化弘扬

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
会、以共修净化人心）以及三好（做好
事、说好话、存好心）四给（给人信心、
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住持也为大家介绍了道场所举办
的法会、活动和课程等，希望大家有
因缘，不分种族宗教都可以常来道场
走走坐坐。

活动中的带领人Felicia与大家分
享： 自己如果没有踏入新加坡佛光山
这个道场的话，也不知道佛教场所其实
也可以这么新式、这么摩登，而非一般
人想象那样传统的庙宇那么肃穆。她
说宗教最需要的就是愿意去了解，了解
后再加上包容，这样社会才能和谐。

在参访结束前，大家移步到底层
一楼享用简单美味的点心，领取由常
住为大家准备的结缘品，圆满这次的
参访。（陈建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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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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佛教语录 10:00am –11:30am 妙觉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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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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