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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做「迷」？我们常常说：
「众生痴迷」，所谓的「迷」，就像闭
着眼睛一样；一层眼皮遮蔽了一切，使
我们看不到外面的真实世界，及美丽的
山川花木，而终日生活在黑暗、茫然之
中。一旦张开眼睛，看到光明的世界；
看到山河这样美丽，日月如此争辉，万
事万物都那么祥和，才知道以前那个黑
暗、茫然的世界只是一种假相，这就是
「悟」。

怎样才能睁开心中的眼睛，看清一
切真实的世相、法相呢？

一、世间迷信知多少？
世间有四种信仰：一是邪信，二是

不信，三是迷信，还有就是正信。
邪信容易走火入魔，非常危险。第

二种人是什么都不信，这比邪信要好一
点；迷信的人可能什么都信，有时候，
这也比什么信仰都没有来得好。最理
想的，当然是正信，有正确、正当的信
仰，可以指引我们臻于道德圆满至善的
境界。但是，正信也必须具备正信的条
件，才能算是真正的信仰。正信的条件
有三点：

１．信实：所信仰的对象是实实在
在存有的。比方说，我们信仰的佛教，
教主释迦牟尼佛是历史上真正存在的
人，他有出生的地点、有生养的父母、
有历史的左证，是个实实在在的大觉
者，不同于一般的神教以天神鬼魂为崇
拜对象，无法考证。

２．信德：所信仰的对象具有清净
崇高的道德。若我们信仰的对象，本身
仍有贪、嗔、痴，烦恼尚未断尽，生死
尚未解脱，这样的神祗，其自性都不清
净，如何能引渡众生呢？所以，信德是
正信与否的最重要考验。

３．信能：所信仰的对象确实具有
伟大的能力，能够引渡众生明心见性、
解迷开悟，这种伟大的能力必须包括慈
悲心、智慧心，及广大神通，才可能
成为我们生命的依靠，让我们脱出三涂
苦，不受五阴迷惑。

如果我们所信仰的对象不具备以
上三个条件，这种信仰就容易变成邪信
或迷信，徒然造成自我束缚、自欺欺人

树公打架，风神占了上风？水泥公司操
作挖掘机挖掉了半座山，就是挖掘机大
战山神，山神铩羽？这种迷信实在可以
休矣。

４．信仰仙鬼：如千岁、王爷、娘
娘等等。

５．信仰民间英雄：如关公、岳
飞、郑成功等。

一般人信仰仙鬼、英雄，是把他们
当作宗教神祗来膜拜，最主要的心态，
是自己遭遇到困难不能解决，希望借着
另一种伟大的力量来化厄解困，等到困
难解决了，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把信仰
的对象暂时搁到一边去。这样的信仰，
不是正信，而是迷信。

台湾的民间神明信仰，可说是众神
济济，五花八门，不但人物众多，而且
各有所司所职，就像现实世界的政府一
样，什么名堂都有。

人，在现实的生活上，需要司职
的官员们给我们协助，而当现实世界的
官员们无法给人们妥善的帮助时，就各
依所需产生了众多的神明，依靠牠脱
困，信仰祂求安心。当然，有信仰比没
有信仰好，但是与其苦求不可知、不可
测的神明来做寄托，落得不上不下，空
虚幻渺，何不把精神和力量用在改善社
会状况、促进官员与民众的沟通上，使
现实的困难获得解决，提高社会的生活
水平，使每一个人不致于遭到同样的困
境，这样不是更好吗？

另外，一般的迷信里充满许多禁
忌，实在不必要。比方：有人认为送雨
伞代表「离散」，送手帕是即将遇到伤
心事的预兆；吃梨子不可以切开来吃，
否则会「分离」；做什么事情都必须先
择日期、看黄历。盖房子，须先请地理
师来看风水，择一个吉日吉时才能破
土。

都市里，许多大大小小的高楼大
厦、商店街，难道都有一定的尺寸、方
向吗？那些店家没有找风水师看地理，
生意还不是很热闹、很兴隆？可见事在
人为，不靠迷信。

像看八字择吉日来论婚嫁，是不是

了。与正信比较起来，邪信与迷信像一
条绳索，束缚我们开朗的人生，带给我
们很多无意义、无价值的苦恼，使我们
的人生不能获致究竟解脱，不能求得光
明的世界。最严重的，迷信更像一付枷
锁，把自由自在的世界都锁住了，把清
净如满月的人格都埋藏了。

一般民间迷信的种类、对象很多，
比如：

１．迷信自然现象：以为打雷有雷
神、闪电是电神、刮风靠风神、下雨的
是雨神……把一切不了解的天时现象，
都归之于神祗的控制，人们变成了任
由气象宰割的渺小魂魄。现在的科学，
进步到改变大气结构的地步，可以制造
雨、改变风向，那么大气科学工程师，
是不是也可以自封为风神、雨神了呢？
可见信仰自然现象，实在是一种愚昧虚
妄的迷信。

２．信仰动物：譬如诸蛇由蛇神
御领，牛有牛神管辖，龟有龟神，连猴
子都有猢仙……到了现代，很多以前被
人们热烈膜拜的动物，都已逐渐濒临绝
种，或者须要人类划定特殊的动物保护
区，来维持牠们的生存繁殖，那么，
负责这件工作的生态保育员，岂不是神
中之神？所以，信仰动物的时代已经过
去，这种迷信也将不攻自破。

３．信仰植物：花有花神，草有草
神；一棵树长得特别大，叫它大树公；
一座山特别高，也以为有山神呵护。那
么，风吹草木折，就是风神和花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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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都不会争吵、离婚？依着吉时剖
腹生产的孩子，将来是不是都会成为圣
贤？其实，夫妻相处之道在婚后的相敬
如宾、互相体谅，而不在于结婚的时辰
好坏；养育儿女之道，也是依靠父母细
心的照顾、谨慎的教育，而不在于八字
吉凶。一个按照帝王时辰剖腹生出来的
小孩，如果不妥善照顾他、教育他，他
不但不是帝王，还可能成为社会的害群
之马。所以，佛教认为：日日是好日，
处处是好地；只要你心诚意正，走遍天
下，都是良辰吉时、地利人和的。

另外一种迷信是对数字的迷信。有
个出租车司机在街上准备载客人，车子
一停下来，客人却不要上车了，司机问
他为什么，他说：

「你这辆车子的号码不好，四八
四八，念起来像：死吧死吧！」司机大
怒：「你胡说！我的车号最好，有很多
人要买我这部车我都不卖！我这个『四
八四八』用闽南语念，是赌钱的时候通
通赢的意思，怎么不好？」

一样的数字往往有互相歧异的解
释，所以，数字本身只是符号，并没有
什么意义，只是各人的想法不同而已。
如果我们据以胡乱推衍，迷信它这个不
好那也不好，就是自己淆乱自己，作茧
自缚了。

现 在 不 仅 民 间 迷 信 各 种 无 稽 的
传闻，连西洋的迷信也流行起来，比
如说：十三是不吉利的，黑色的星期
五……等。四与九这两个数字也不受人
欢迎，一般的旅馆、医院都没有四楼。
其实这个「四」是事事如意，九，也不
是死的意思，是久久平安、九品莲花的
象征。

佛教里有一个故事：有个老太太跟
一个不识字的人学念咒语，把「唵嘛呢
叭弥吽」念成「唵嘛呢叭弥牛」。她每
天念一升豆子的数目，念了几年之后，
功效就来了，她每念一句，豆子不必用
手拨，就会自动跳过去，可以说到了出
神入化的地步。有一天一个法师云游到
此，恰巧天色晚了，就在老太太家借
宿一宵，夜晚听到老人家在做晚课，问
她：「你在念什么呀？」

老太太念「唵嘛呢叭弥牛」给他
听，法师一听，说：「老太太，您念错
了！是『唵嘛呢叭弥吽』不是『唵嘛呢
叭弥牛』！」

老太太知道自己念错了，赶快改正
过来念「唵嘛呢叭弥吽」，可是多年来
念习惯了，一旦改口，起了分别心，反
而诘屈赘牙，无论怎么念都不顺口，且
豆子再也不跳了。

这就是俗话说的「精诚所至，金
石为开」，一旦集中意念，没有分别臆
度的念头，就会达到心与物交融合一的
境界。在本省一些民间信仰里面，如卜
卦、吃符水、跳乩……等等，有时候会
出现一些不可思议的功效，其实也是凭

为人的真理：
（一）广结善缘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成

就正等正觉，他究竟觉悟了什么？就是
觉悟我们宇宙人生最根本的真理：「诸
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

这个缘起论，即是佛教的真理。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在我们的生活上，到处可以印证缘起
缘灭的真理。凡事由众缘和合而成，由
因缘散失而灭。有了因缘，事事顺遂；
因缘不合，处处失利。好比一部机器，
里面少了一枚螺丝钉，无论如何努力修
护，总是无法启动一样。所以，希望生
活幸福，事业有成就，最重要的是与人
相处要和谐，处处广结善缘，才能自求
多福，美事天成。这就是所谓「业因缘
在，业因缘绝；因明因显，缘起缘灭」
了。

如何广结善缘呢？
１．在时间中结缘：比如我现在点

头向你微笑，这是结「现在缘」；几天
之后，你看到我，你也向我含笑招呼，
这又进一步结「他日缘」了。说不定从
这一个微笑开始，我跟你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和了解，结下了生生世世的「未来
缘」。所以我们在时间中结缘，不仅要
结现在之缘，也要结他日之缘、未来之
缘；能够缘缘不绝，善事自成。

２．在空间处结缘：我们不仅要结
「此方缘」，还要结「远方缘」、「十
方缘」。其实，现在所结的「此方缘」
，也有可能成为他日「远方缘」的因，
而更一步成就了未来「十方缘」的果。
所以，时间空间是相续不断、生生不息
的，不要看轻任何一个小空间、任何一
个微少时间内所做的善事，因为这一
粒种子，很可能就是将来茁长的一棵大
树。

３．在人间里结缘：除了结「人
缘」外，还要与众生结下「生缘」。结
了「人缘」、「生缘」还不够，须更进
一步结「佛缘」，以和佛结的千年万世
法缘，来做为我们生生世世的皈依。

４．在因缘上结缘：这种缘有三
种：「亲因缘」、「改善缘」、「无缘
缘」。「亲因缘」是在已有的因缘上再
结因缘；「改善缘」是将彼此的关系做
调理、改善的努力，使这个缘更美好、
更长久。一般的婆媳、妯娌之间，都是
有缘才成为一家人，如果能改善原来不
好的嫌隙，这个缘就会和善，家庭也更
幸福。另外，我们还要结「无缘缘」，
跟我们有关系、互相认识的人，固然须
结无上善缘，即使是跟我们毫无关系、
形同陌路的人，也要主动友善的和他们
结欢喜缘。如：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人滑
倒了，立刻扶他一把，跟他点头微笑，
他也向你道谢微笑；由于你的广结善
缘，你们这两个原本无缘的人就成为有
缘人了。

借这种至诚的意志力量。但是我们应该
把至诚的意念放在正信上面，才是永久
恒常的信仰，迷信只能治一时，不能累
世，只能短期治标，不能成为我们治本
还元的依归。

其实，迷信的心态不止在宗教里才
有，社会上有无数的人更是迷信万端。
比方：有的人喜欢歌舞，迷信歌舞是人
生唯一的快乐；喜欢赌博、游荡的，迷
信纵情逞暴可以解决人生一切苦恼。

此外，还有很多迷信的事端，像迷
恋打球，把打球当成人生要务的球迷；
喜欢看电影，坐在银幕下才能安定身心
的影迷；迷信金钱万能，没有钱就活不
下去的钱迷；以爱情为依归，以为有了
爱情就拥有一切的情迷……还有迷信战
争、迷信权力……真是不胜枚举，比宗
教里的种种迷信复杂多了。

每一种迷信如同经中所说：「积聚
终消散，崇高必堕落；合会终当离，有
生无不死。」都是虚妄不实、短暂无常
的，像沙上的城堡，如空中的楼阁，既
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耐不住人事的变
迁，是完全不堪一击，随时会崩坍溃散
的。因此，没有信仰固然不好，迷信也
不完美，建立正确的信仰，人生才能圆
满究竟。

二、宇宙真理有几何？
要破除迷信才能正信真理。说到

真理，每个宗教都说自己是真理，人言
言殊，各树壁垒，究竟哪一家才是真理
呢？

真理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１．普遍如此：真理必须具有普遍

性，不能因为少数人能够言之凿凿，便
自以为是真理。比方：佛教讲「诸行无
常」，认为一切人为的功利都如同梦幻
泡影，终会毁坏而归于幻灭。我们翻开
一部人类进化史，可知有生就有灭，有
成、住就有坏、空，千百年来各朝各代
的文明均无所幸免，没有一样能原原本
本流传不变的，可知「诸行无常」合乎
普遍的特性，是确定不疑的真理。

２．必然如此：佛教讲「生死炽
然」，有生必有死，是不是放之四海而
皆准呢？古人有生死，今人亦有生死；
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如此，男人如
此，女人也如此；一切有生命的物体最
终的归宿都同一坟冢，可知生死是亘古
不变的真理。

３．本然如此：生死的本然特性，
可以从生者惧怕死亡的现象上去理解，
可见生与死是与生俱来的本然真理，任
何时间、空间的人类、生物，都没有办
法逃避这个问题，这就是真理。

我们用这三个条件，可以证悟出有
生有死的生死流转，确实是我们人生的
真理，我们应该正确地信仰这个真理，
把贪生怕死、畏惧疑惑等等心态都去除
掉，重新建立我们对生命的希望，把握
生命做更有意义的事业。

其实，佛教的真理，可说是充盈宇
宙、布满人心。佛教里有四个关于处世 （文转第三页）

（文接自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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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用什么方式来结缘呢？
１．资具结缘：譬如以财物、汤

药、日用品等捐赠给他人。我们常常把
钱捐给孤儿院，买日常用品给救济院，
这便是以资具和他人结缘，是一种财布
施。

２．身心结缘：用眼、耳、鼻、
口、身、意来和人结缘。我用眼睛向你
行注目礼，是眼结缘；用耳朵静静听你
讲话，是耳结缘；用嘴巴赞美你，是口
结缘；在心里欢喜你、关心你，是心结
缘，人与人是连在心里都可以与之结缘
的。

３．利行结缘：我们给人方便、利
益、好处，做对他人有益的事，这是利
行结缘。往往给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
便，给自己结下了未来的利行缘，此即
是佛法「他受用即是自受用」，自他不
二的甚深妙义。

４．佛法结缘：用真理、智识、技
术、佛法与人结欢喜缘。我个人从小在
佛门受人恩惠，也受十方大众的呵护，
受国家、师长的教导，我之有今天，完
全是社会大众的成就。我无以为报，只
能用佛法与大家结缘，所以从一九四九
年来台湾之后，台湾的每一个角落，乃
至世界各地，我都尽可能去讲演佛法。
这个缘愈结愈大愈广，听讲的人越来越
多，这些听讲的人，又把所听的内容向
没有听过的人传讲。于是，我以佛法向
大家结缘，大家又用佛法向更多的人结
缘，佛法就遍满虚空，使十方大众都能
沾被法益了。

（二）自作自受
「自作自受」的意思是：自己的行

为后果完全由自己来承担，这是千古不
变的道理。人在世间的幸福与否，都随
业力而定，业有善业、恶业之分。我们
生活里许多的困厄、不如意，都是自作
自受的因果报应，不是由外在的神权来
惩罚的。

（三）好心好报
「好心好报」就是善业，所谓「善

有善报」，你做了好事种下善业，幸福
的果实当然由你来享，别人是无法干预
的。这种因果报应的真理也是全凭自己
作主，不是神祇所能操纵左右的。

（四）空有不二
「空有不二」是真理，因为「空即

是色，色即是空」，真空可以生万有，
万有复归于虚空。能够了悟空、有之间
的妙谛，在生活上切实的付诸实行，许
多的计较、争夺、猜忌都可以消失，而
达到物我合一、人我两忘的逍遥境界。
佛教里有一则故事：

从前有一个小偷想偷禅师的东西，
趁着三更半夜禅师在睡觉时，偷偷溜到
禅师的房间里，找了老半天，找不到什
么值钱的东西可偷。小偷很失望，正要
离开时，一直躺在床上闷不吭声的老禅
师说话了：

「喂！顺便替我把那个门关好啊！
」

小偷吓了一跳，乖乖回头替他关好
门，却忍不住抱怨说：「这种门有什么
好关的？反正又没有东西好偷。」

禅师莞尔一笑：「是你偷不去，不
是我没有。我的东西遍布虚空、充塞宇
宙，你有何德何能偷去？」

禅师已证悟真空妙有的道理，所以
宇宙万物都是他的身家资财，小偷还是
执迷于世间法，以有形的物质为取舍，
自然徒劳无获了。

广结善缘的真理，可以引导我们
臻于世界大同的和平境地；自作自受的
律则，可以约束我们贪取为恶的意念；
好心好报的因果，鼓励大家勇于为善；
空有不二的妙理，则开启我们无限的丰
富生活。这四个真理好比四条路，每一
条都可以让我们转迷成悟，证得无上正
等正觉，是在家、出家修行的大道和妙
谛。

三、迷悟之间差几许？
迷者自迷，悟者自悟，迷悟之间究

竟相差有多少呢？
《金刚经》说：「佛说般若波罗

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
蜜。」古德禅师也说：「是佛法的不是
佛法，不是佛法的即是佛法。」乍看之
下，好像非常矛盾，其实「是佛法」、
「不是佛法」，只在迷悟之间。一念转
迷，本来是清净的佛法，也变成了染
污的世间法；一念觉悟，有漏的世间法
都变成了无漏的佛法，所谓「心迷世间
转，心悟转世间」，就是这个意思。而
「迷」、「悟」之别虽仅在一念顿超，
却是心地上的功夫，绝不是口舌上的逞
能。

有个年轻人正在澄心静虑打坐的
时候，正好一位老禅师走过来，年轻人
没有起身相迎，禅师问他：「你看到我
来，怎么不理我呢？这么没礼貌！」

年轻人学觉悟者的口气说：「我坐
着迎接你，就是站着迎接你。」

老禅师一听，立刻上前啪啪给他两
个耳光。年轻人挨了打，摀着脸抗议：
「你为什么打我呀？」

老禅师双掌一合，若无其事的说：
「我打你，就是没打你。」

如果还没有达到开悟的境界，而强
要摭拾开悟者的皮毛，那是画虎不成反
类犬的；迷悟之间的差别由此可见一斑
了。

美国夏威夷有一位军人因为参战
而殉难，他的遗族请来一位老禅师为他
主持告别式。这时候，一般的佛教仪式
都会说一些佛法，如「一切有为法，如
梦幻泡影」，或者是「诸法因缘生，诸
法因缘灭」……等等。老禅师一想，这
些都太老套了，我今天用更有意义的方
式来为他告别，也让这些外国人亲炙佛
法。他想：这个阿兵哥是为了国家战死
在沙场上，那么就用最能象征战争的枪
声来为他说法。所以禅师开示到最后，

就以「碰！碰！碰！」的枪声作结束。
在座的人听到这枪声，想到这位

朋友是为了护卫国家的安全，才奋不顾
身的死于枪口之下，一时大家都闻声痛
哭流泪。在场另有一位和尚，看到这三
声效果这么好，就依样学了下来，在为
另外一位军人举行兵葬仪式时，他也在
说法后对空中「碰！碰！碰！」碰了
三声，参加仪式的人因为不了解他的用
意，结果都哈哈哈大笑起来，成为一场
滑稽的告别式。这个和尚没有老禅师的
慈悲心和证悟力，同样的枪声由不同
的人发出，一个能感动人，一个不能感
动人，迷悟之间的不同，真是「差之毫
厘，失之千里」了。

迷者，即是众生；悟者，即是佛。
在迷境里面，我们的妄心、妄识交相
争夺；在悟的境界里，能知道自己的真
心安止何处，无着亦无系。所以迷悟之
别，就是凡夫与圣者的分界线。

在我们的社会里，凡有破坏性的是
迷；凡有建设性的就是悟。

有人用造谣生非来破坏社会的和
谐；有人专门从事不法勾结，破坏国
家的安全；有的用写文章来揭人阴私、
损人名誉……这些都是仍在迷境妄识里
的现象，所作所为、所言所语都具有破
坏性，威胁到社会国家的和平安详。例
如，一些重大的经济犯，他们在国内倒
闭了许多人的辛苦钱，自己潜逃到国外
一了百了，罔视他人的痛苦，就是损人
不利己的执迷不悟。这种自心迷昧而不
知醒悟的人，是不能了知佛法的，按照
佛教的真理，他们必然会受到因果报应
的制裁。

《百喻经》中有一则譬喻故事说：
从前有一个人应邀去朋友家赴宴，受到
主人的殷勤接待。吃到其中一盘菜时，
跟主人说：「这盘菜太淡了，没有味
道，不好吃！」

主人听了，立刻道歉说：「太淡了
吗？请您稍等，再加一点盐就好了。」

于是主人拿了一把盐来搅和，问：
「您再尝尝看，这回不淡了吧？」

那个人吃了一口，不觉拍掌而笑的
称赞起来：「好吃多了，好吃多了，加
了一把盐以后，这菜的味道果然大大不
同了，真是不可思议！」

他把这件事铭记在心里：原来菜的
味道好，是从盐中得来的。回到家，就
抓一把盐往嘴里吞；当然，是苦涩不堪
了！

佛法讲求觉悟的道理，如同盐一
般，应用得好、用得妥当，人生的滋味
无穷；如果矫枉过正，求悟反迷，那么
就如同笨人吃盐一样，贪求无益不说，
到最后还可能伤到自己，不能觉照万千
妙谛。

另外一种人，他处处为你、为我、
为他、为大众谋求幸福，为人公正，肯
自我牺牲，这种人那怕他的能力有限，

（文接自第二页）

（文转第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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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自第三页）

只能做很小的事，他仍然是一个有证有
悟的人，是我们社会最需要的智慧者。
因此，愚痴、执着、自私的人是迷者；
智慧、牺牲、公正的人是悟者。迷与悟
之间的差别，只在「一念之间」，一念
之间可能即是四万八千里的距离，也就
是「拟心即差，动念即乖；有人解者，
即在目前」。

四、转迷成悟有几人？
我们如果只知愚昧、自私的执着于

人生的一切假象，是永远不能解脱超生
的。

五通梵志是佛陀的弟子，有一天，
他在深山悬崖边行走时，不小心脚下
滑了一步，从悬崖边直直坠落下去。当
他失魂落魄跌下的一瞬间，随手抓住一
棵小树的枝干，竟然绝处逢生，整个人
不再坠落而悬挂在半空中摇晃不定，非
常危险。梵志眼看头上的树干快要支持
不住他的体重了，心里十分恐慌，大喊
着：「救命啊！救命啊！」

恰巧佛陀路过此地，听到他的求
救声，就赶来救他。佛陀说：「我实在
很想救你，可是你恐怕不会照我的话去
做。」

梵志指天誓地的说：「佛陀，我快
要掉下去了，求您赶快救我，您说什么
我一定听！」

佛陀说：「好，你把手放开。」
梵志一听，低头看看万丈深渊的悬

崖绝壁，心都吓飞了，非常害怕的说：
「我好不容易才抓到这一根枝干，您怎
么反而要我放开？我一放手，就会掉下
去活活摔死啊！我怎么能放手呢？」

佛陀摇摇头说：「梵志，放下！」
梵志仍然死命的抓着不放。
这则故事是说众生执着痴迷，既不

肯放下贪、嗔、痴，又要求得解脱，终
究还是永远困在迷境妄识里面，不能证
悟得道。古德说：「坐破蒲团不用功，
何时及第悟心空？真是一番齐着力，桃
花三月看飞红。」千百年来，人间真正
能转迷成悟的又有几人呢？

有道是：「但能识得娘生面，草木
丛林尽放光」，古来的禅师大德，一旦
转迷成悟，不仅双手尽离贪、嗔、痴诸
烦恼的枝干荆棘，而提升至一片光明欢
喜的悟者境界，就连无情的草木林石，
都沐润着他的法喜而欣欣向荣。古往今
来许多转迷成悟的禅师事迹太多了，他
们都是在这个惺惺不昧的向上一念中解
脱，寻到本来面目的。

药山禅师悟道之后，看万事万物都
是「荣也好，枯也好」，虽荣犹枯，虽
枯犹荣，何等自由逍遥。

灵佑禅师自称要投生做老牯牛，超
越了物我之分，是「天地与我并生，万
物与我合一」的境界。

临济禅师栽松，要为后人做标榜，
更是把他悟得的古道热肠分与众生共
享。

古贤大德的契悟，给现在的人留下
了很好的榜样。在我们的社会中，也有
一些悟得大智慧的人，把他们的精神、
力量都投注在全民的福祉上，这就是现
代的悟者。

除了有慧根的人能够转迷成悟以
外，就是十恶不赦的人，若能及时回
头，痛改前非，他仍然可以算是一个悟
者，能够获得宁静、安详的解脱。

有一个无恶不作的坏人，有一天他
被警察抓到了，却怙恶不悛不知悔改，
一失手把警察也打死了；逃亡了五、六
年，在别的地方又犯下案子被逮捕起
来。大家一看，他就是五、六年前在某
地杀死警员的人，于是把他押回原地去
法办。当他下火车的时候，当地的老百
姓听说犯人捉到了，都跑到火车站，等
他一下车，大家就愤怒地丢石头，要打
死他。押他的警员叫大家冷静下来，把
他押到一位手抱小孩的妇人面前，对那
个五、六岁的小孩子说：

「孩子，他就是杀死你父亲的人，
他害你一生出就没有爸爸！你要不要打
死他？」

小孩子没有讲话，只张着眼睛看
那个坏人，眼泪一直流个不停。这个犯
人本来是个穷凶极恶的人，此时看到这
一对母女流着无辜的眼泪默默望过来，

心里不觉万分惭愧，朝地上一跪，痛苦
的说：「我是世间上的罪人，请您原谅
我，我情愿被枪毙，以死来谢罪，请您
原谅我！」

这时原来想打死他的老百姓看到他
这样真心忏悔，不但不打他了，还跟着
他哭起来。

所以，一念之差执迷，害人害己；
一念之间觉悟，大家接受他、同情他，
就算他最后仍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的
心境也是平坦、无憾的；大家对他原先
再怎样的鄙视痛恨，此时也是赞赏、感
动的。在慈悲包容之前，不论如何顽迷
凶恶的人，也会幡然醒悟的。

悟，不分男女老幼，不分愚智贵
贱，人人都可以转迷成悟。那么悟后的
境界，又是什么风光呢？无门和尚有一
首诗偈说明：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
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
节。」

如果我们心中能不住一法，不着万
有，不为纷扰杂染的世相所迷惑，便能
享受光风霁月的悟境之乐；正所谓「参
禅何须山水地，灭却心头火自凉」。

     公元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讲于
彰化县政府大礼堂

三皈五戒
原定5月份卫塞节期间举办的三皈

五戒典礼，因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以
及政府防疫条令收紧的情况下，无奈取
消，改为7月28日连线高雄本山的三皈
五戒典礼。后来又因台湾疫情告急，当
地举办的三皈五戒典礼也宣布取消。有
见信徒们热切期盼可以接受三皈五戒，
新加坡佛光山副住持妙穆法师不忍信徒
们再一次失望，于是在遵守政府防疫条
令下，尽管条件有限，但还是决定于7
月31日上、下午分开两梯次举行三皈
依及五戒典礼。

31日上午10时不到，42名身着海
青的信徒们已在大殿就座安静等候典礼
开始，场面庄严肃穆。在仪式进行期
间，大殿外更下起了大雨，恍如佛菩萨
洒下甘露，洒进了每一位皈依的信徒心
里。而下午2时进行五戒授戒仪式，新
戒加上复戒共有78人。有的老菩萨也在
家人的陪同之下，一同受持三皈五戒。

妙穆法师开示时表示，皈依三宝，
即皈依佛、法、僧。三皈依了，才能算
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就算心中有佛，
没有皈依三宝，就不能算是佛教徒。
佛，是导师；法，是佛陀的教法；僧，
是指导者。法师也提醒受五戒的信徒“
戒”不是约束，它帮助我们修持，去
除贪嗔痴。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
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吸毒，是基
本道德规范，要以“戒”为师，由戒生
定，因定发慧。

最后，妙穆法师也恭喜各位在三
宝座前皈依三宝、受持五戒。法师表示
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之下能顺利举办这次
三皈五戒，需要很多的福德因缘，希望
大家能好好珍惜此次的因缘，多亲近善
知识，也要常常回来道场，好好的做一
位正信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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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慈爱三好学校75名学生
和15名老师及职员提早在学校共度新加
坡国庆日。

早上9点左右，副住持妙穆法师到
学校与大家一起参与升旗礼及唱新加坡
国歌，同时为大家讲解国家的重要性，
就像一个家庭有父母、兄弟姐妹；学校
有校长、老师、学生及员工等等，每个
人都身兼重要角色。国家有总理、部长
及人民才能够成为国家，有国才有家，
国家好大家才能安全。到学校要听老师
的话，在家里要听父母亲的话，对老师
和父母亲要有恭敬心，未来要成为对社
会国家有用的人。

庆祝活动中，如全法师以母鸡带小
鸡的故事，告诉大家国家保护人民的恩
德，就像母鸡对小鸡的爱护，未来大家
长大后要懂得回报国家的恩德。接着，
大家一起在国庆庆祝会上为8月份生日
的同学庆生唱生日歌及送生日小礼物。
当天，副住持给学校师生订了以新加坡
国庆为主题的蛋糕，让大家共同庆贺新
加坡生日快乐！

慈爱孩子庆国庆

欢度国庆节
8月9日一早10点，新加坡佛光山

大殿响起新加坡国歌，国旗在升旗手的
手中冉冉升起。副住持、10位法师、师
姑，以及新加坡协会周应雄会长、沈清
发督导长、3位协会副会长、8位分会会
长、理事和会员共计近60人，整场仪式
以现场出席及在线直播方式，让佛光人
一起欢度国庆日。

青年团以新加坡2021年国庆日全民
动起来“Get Active! Workout 2021”
的影片带大家暖身，让全场气氛更加活
络。

活动中以“国庆主题曲”和整合8
个分会的国庆日贺词PPT，与今年新加
坡国庆日主题—「齐心协力•坚毅前
行」相呼应。期望大家一起用积极的态
度，勇敢向前行，共同度过疫情的考
验！

白沙榜鹅集选区的大家长普杰立
医生连续两年的国庆日致词影片，表达
对大家的关心，并对新加坡佛光山多年
来持续帮助社区居民，更在疫情期间不
断捐赠物资予贫困家庭，以慈善福利社
会的心值得赞叹！副住持妙穆法师更以

《百喻经》里蛇尾争权的故事，告诉大
家要有感恩心，支持政府防疫政策，珍
惜目前拥有的幸福，感谢政府对人民的
付出，因为有对的领导，才会有现前大
家的平安。

仪式的最后，今年硬笔书法比赛
中小学及高中组的前三名得奖者，在老
师及家长陪同下，共计14人出席国庆
日典礼，在受赠奖座后，国庆日接近尾
声。由道场准备的国庆蛋糕出场，大家
合照为国庆日留下美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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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系念法会
新加坡佛光山2021年盂兰盆暨供

僧道粮三时系念法会，继八月初的两场
的地藏法会后，8月22日举办三时系念
法会。当天早上供僧圆满，下午2点，
大众期盼已久的三时系念终于登场。许
多人在参加完供僧后，便留下来圆满法
会，道场为了能让更多人与会，除了大
殿容纳近120人，更开放2楼大会议室
及B1空间，让现场出席人次近250人；
当天，同步现场直播提供无法来现场的
信徒参加法会，有近400人参加在线法
会。

对于能出席法会，信徒们都直呼好
幸福！虽然疫情仍严峻，但政府在防疫
方面控制得宜，让新加坡信徒还能亲自
来道场参加法会，实在是疫情下令人深
感庆幸之事。

为了三时系念法会能令信众欢喜，
副住持妙穆法师从6月中旬就开始带领
住众法师练习梵呗及法器，经近两个月
的练习，法师们各各十分欢喜，表示能
有机会练习三时系念梵呗，是相当难得
的因缘，希望能够以梵呗供养大众，广
结法缘。

新加坡协会督导长沈清发今年也特
别在供僧法会后留下来全程参加法会，
对于英文熟悉胜于中文的他，长年在佛
光会发心，很少出席法会。其夫人也跟
着一起在佛光会担起协会副会长，对于
法会十分熟悉，两人特别相约出席今年
的三时系念法会，对于能有因缘参加法
会特别珍惜！

法会圆满时，副住持特别准备丰富
的三时系念法会的内容讲解，让与会者
都能闻法欢喜，带着满满的法喜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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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佛光山从8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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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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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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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r a c e T o g e t h e r 
程序或便携器 登入SafeEntry
访客登记系统。

通告
新加坡佛光山

新 加 坡 佛 光 山 月 二 ○ 二 一 年 九 月 活 动 表
SEPTEMBER 2021 PROGRAMME OF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法 会 Dharma Service

活 动 ACTIVITY 日 期 DATE 星 期 DAY 时 间 TIME

焰口法会（本山） 4/9  六 Sat 2:00 pm - 6:00 pm

上佛供 5/9

日 Sun

11:00 am - 12:00 noon

三时系念法会 5/9 1:00 pm - 6:00 pm

共修法会 12/9 10:00 am - 12:00 noon

为考生祈福法会 19/9 10:00 am - 12:00 noon

大悲忏法会 26/9 10:00 am - 12:30 noon

线
上
直
播

供僧法会
新加坡佛光山于8月22日启建农历

七月孝道月盂兰盆暨供僧道粮三时系念
法会。近250名护法信徒及佛光人，一
早就来到到道场，为500份供僧法会大
众便当做准备，展现佛光人集体创作的
精神。在完成工作后便齐聚大殿，等待
供僧法会开始。

上午10点半，副住持妙穆法师带领
大众上佛供。紧接着11点整，由5位道
场社教敦煌舞学生以庄严的舞蹈带领法
师进场就座，并在用餐期间演出「白衣
观音」，以舞蹈供僧。另外，当天还有
竖琴和扬琴的演奏，新加坡歌手天悦演
唱佛教歌曲“观音偈”及新加坡福建歌
王谢金石先生演唱人间音缘歌曲“幸福
是啥咪”，久违的现场表演节目，让大
众十分欢喜。

供僧法会结束前，副住持以星云

大师的一段话「供僧是供养全年，不只
是供养一天；供僧是供养十方，不只是
供养一人；供僧是供养未来，不只是供
养现在。」提醒大家，防疫条令虽然稍
稍放宽了，但疫情仍然未平息，在有限
空间下，常住只能开放让有限的人回来
参加供僧法会，确保大家的安全无虞，
大家很有福报能来参加供僧法会，要了
解供僧真正意义，大师告诉我们供僧不
是来凑热闹，而是供养佛教，也让法师
能专心致力于弘法工作，让道场运作顺
畅。另外，本山供僧法会都会邀请其他
友寺道场法师一起参与，让佛教界能互
相沟通、团结，才是供僧的真正意义。

唱结斋偈时，由信徒代表魏彣锥、
张仰兴，新加坡协会周应雄会长和理事
代表大众，虔诚供养法师，供僧法会在
欢喜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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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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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