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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僧有话要说》二十一说之三：
我一生「与病为友」

文／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
之 后 ， 身 体 陆 陆 续 续 都 有 一 些 状

况，几乎每年都要进出医院几次。像一
九九八年十月，因为糖尿病血管硬化的并
发症，侵蚀了我的心脏，也侵蚀了我的双
腿，让我不良于行。在信徒赵元修夫妇的
建议下，到了美国休斯敦美以美医疗中心
（The Methodist Hospital），由八十多
岁高龄的狄贝克（Dr. Debakey）医生，
为我进行颈动脉血管阻塞疏通手术。在医
师严正嘱咐下，手术后一个星期，我便到
澳洲黄金海岸佛光缘中心闭关休养。

贫僧想，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于是在闭关的时候，带着书记们做《佛
光教科书》的撰写编辑。虽然身体不良
于行，还有嘴巴可以宣说佛法，也就一
心一意地指导他们编写这一套书，希望
让佛教徒有修学佛法的课本可以研读。

因为糖尿病久了，影响到眼睛视力模糊，右手颤抖，
将近二十年前，就在台北请医师为我做眼睛雷射治疗。那时
候，老旧的机器替我的两只眼睛打了三百多下，不见好转反
而恶化。由于经常往来美国弘法，洛杉矶有一位旅美眼科名
医罗嘉医师，医术高明，他也为我雷射，打了一、两百下都
没有声音。在他悉心治疗之下，我维护住了眼睛，戴上眼镜
矫正，勉强还可以看。

一九九九年，七十三岁的我，视力日渐退失，曾经也
给国内眼科权威文良彦医师看诊，他告诉我：「在医界服务
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糖尿病患者，在接受多次雷
射治疗后，还能保有像你这样的视力。」他这样的一句话赞
叹，贫僧也感到有些安慰。

后来到了美国，因为眼睛再度出血，在当地，罗嘉医
师又一次为我诊疗双眼，并且进行雷射止血。他如实的告诉
贫僧，生病的眼睛，就像是一件破旧的衣服，破了缝补，只
会再坏，并不会变好。他要贫僧对还能用的眼睛，多给予爱
护，让他多休息，让仅存的功能，维持最好的状态。

为了这双眼睛，承蒙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的关心让我
到北京看诊，那许多老医师也给我很多医疗的意见。也承蒙
美国迈阿密一位信徒，特地把医疗仪器搬来台湾为我医疗，
他不相信不能为我医好眼睛。但是洛杉矶沈仁达医师告诉
我，糖尿病是不会好的，等于头发白了，还会变回黑发吗？
他的这句话，等于宣判了我那一双因为糖尿病而引起病变的
眼睛死刑。从此以后，贫僧也不太去在乎它了。

后来，由于眼睛退化很快，又加上眼底钙化，几年前开
始，有人站在前面，贫僧可以知道前面有个人，但是人的五
官长什么样子，已经看不到了。不能看书，不能看报纸，做
什么好呢？忽然想到，可以写字。凭着心里的衡量，一笔到

底，不能中断，因为只要中途停顿，第二
笔要下在哪里就不知道了，所以叫它「一
笔字」。这也算是贫僧与病为友另外的一
种成长，虽然身体的功能一直在降低，但
贫僧也不以为苦，总是在生活中，创造自
己的价值，学习做自己的贵人。

二○○三年三月，贫僧因为胆结石
发炎引起剧痛，连夜住进高雄荣民总医院
急诊室，因为高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在医
护人员陪同下，又至台北荣总，由雷永耀
副院长亲自操刀，为我割除胆囊。记得那
次，我还在每年写给护法朋友的一封信里
写下：「……从此，我已是『无胆』之人
了，虽然生命去日无多，但在这个复杂的
人间，还是『胆小』谨慎为好。」

二○○四年，我这个鸡皮鹤发之躯，
视力比起以往更加不及。八月，在美国弘法期间，右眼确定
患有白内障，又由罗嘉医师为我进行水晶体置换手术。

二○○六年四月初，我不慎跌断三根肋骨，虽然已是耄
耋之年，强忍着连呼吸都痛的伤势，按照既定行程，应邀前
去浙江杭州参加首届的「世界佛教论坛」，并且进行两个小
时的「如何建设和谐社会」讲演。

贫僧的坚持，让身旁的弟子担心不已，但一想到自己多
宣讲，可以促进两岸来往，对未来宗教、文化、种族的和谐
共融，能够略尽棉薄之力，也只有义无反顾的向前去了。因
为贫僧自小从战争中走过来，知道战争的悲惨可怕，两岸人
民同文同种，不可以再有战争啊！

同年十月，因为要飞往印度海得拉巴市（Hyderabad）
主持皈依典礼，我的主治大夫江志桓医师不放心，就在他
的陪同下，我带着心律不整，和随时会有心脏衰竭之虞的色
身，前往参加「安贝卡博士（Dr. B. R. Ambedkar, 1891-
1956）五十周年的纪念会」，同时主持二十万人皈依三宝典
礼。

二○○七年四月，我又因为一时不小心，造成手腕骨折
断裂。俗话说「伤筋断骨一百天」，在长庚骨科郭继扬医生
及复健科吴宜华治疗师的协助下，将我的手固定；而那三个
月，让贫僧学习如何使用一只手生活，也算是生命中一次独
特的体验了。也因为贫僧常常头晕，自然要跌倒，因此跟徒
众们自嘲说，我对跌倒很有经验，懂得如何跌倒，不会受伤
太大，要他们放心。

除了这些大一点的毛病，小毛病也不是没有，就常有人
要介绍什么医生、什么偏方。台湾南部有一位名中医，每天
门诊都有大排长龙的病患等候诊治，但这位中医师对贫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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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一小时到半小时的折磨而已，没有感到是好是坏，贫僧
也没有过问结果，就好像这个色身是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一
样，对它并不特别关心。因此，像医生每次检查后，总要做
的一些说明，我听不懂，也不想要听，大部份都是由慈惠法
师帮我听，我想，几十年下来，他应该听成具备各种医药常
识的专家了。

但这一次，医生们神情紧张，非得要贫僧去医院做更
精密的检查。记得那是在一间医疗室里，十几名医护人员围
着我，过程中，一下子这个人要我这样，一下子那个人要我
那样，一会儿是提手，一会儿是抬脚，这时候翻过来，那时
候又转过去；我心想，横竖自己也看不到，就听任他们的安
排，统统照做。我知道他们的好意是为了对身体每一个部
位做仔细检查，但在我，忽然感觉到，过去的屠宰场杀猪宰
牛，也不过就是这样吧。

我不禁感慨，人生不就是如此吗？生死存亡一线间，每
个人面对老病死生都是平等的，到了最后，什么功名富贵、
权力地位，没有什么大不了，也不值得去恐怖畏惧了。

因此，贫僧这一生的疾病，可以说也是经常有之；因为
不介意，「与病为友」这个想法，让自己虽有病痛，还不至
于如临大敌，倒也相安无事，过得很顺利。如今年近九十，
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这大概与贫僧从青少年起，就在苦难岁
月里成长，觉得世间也不是怎样美好、没有什么值得留恋有
关吧！

而在佛教里，死亡也不是没有去处，在我们的看法，死
亡不是消灭，而是像移民一样，所谓「往生」，就是从此处
移民到彼处；又好像汽车零件，这个零件坏了，换另外一个
零件；这个身体坏了，换另外一个身体，这应该都是好事，
不必那么悲伤。

但大部分的人认为，生死是人生大事，事实上，在生
命过程中，人之生也，何必欢喜？生了不久不是要死吗？人
之死也，何必悲哀？死了不是会再生吗？所以，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生命是不死的，是一种轮回，是无穷无尽，看得
淡泊，像春天播种，如夏秋生长，似冬天枯亡，这些转换改
变，也是一桩平常的事情而已。好比气候有春夏秋冬，物质
有成住坏空，人生有老病死生，又何必分别计较，那样看不
破呢？

因此，佛教讲「生老病死」，在我的体会，应该把它
改做「老病死生」。因为讲「生老病死」，死了好像就没有
了；假如改成「老病死生」，生了以后会死，死了之后还会
再生，生了就有希望，就有未来。

我非常欣赏一位老太太要过世的情形，国外的儿女子
孙都回来围绕在她的病榻前面，她望望子女说：「我想喝杯
酒。」儿孙们为了满老人家最后的愿望，就倒了一杯酒给她
喝。

喝过酒后，她又说：「我想抽根烟。」一位信仰西方
宗教的儿子就说：「妈妈，你患了重病，不宜吃烟。」旁边
的儿女就说：「你不可以这样讲，妈妈欢喜要吃烟就让她吃
吧！」于是拿支烟给妈妈。

这位老妈妈在喝了酒、吃过烟之后，说了一句「人生真
美」，就含笑而去了。到底她是带着病友而去呢？还是病友
陪她同去呢？这就不必深究了。

想到贫僧一生虽与病为友，但没有挂碍，生病时，也
不觉得自己生病，所谓「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
，就能够「远离颠倒梦想」，《般若心经》实在是最好的人
生观。所以，贫僧常说的四句话：「冷不怕，怕风」，这是
在大陆过冬的感受；「穷不怕，怕债」，这是贫僧童年的回
忆；「鬼不怕，怕人」，这是社会历练的教训；「死不怕，
怕痛」，应该就是贫僧现在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至于也有人问贫僧，既是修行人，又号称「大师」，怎
么也会有这么多疾病呢？其实，佛陀早就说过，修道人要带
三分病痛，才知道发道心。所以，疾病也是我们修道的增上
缘，不要排除它，与病为友，才是最好。用《金刚经》的话
来讲：佛说有病，即非有病，是名有病。而这《金刚经》的
妙义，就需要参详，才能断疑生信了。

（2015.04.19口述完稿）

特别缘分，常要上山来为我治疗，我都婉谢。
胡秀卿女士是台湾女中医师公会的理事长，因为她从

幼年信佛虔诚，看到我热心弘扬佛法，主动要做我的随身护
理，但我不觉得有这个需要，所以也拒绝她的好意。

贫僧不会去听信别人有什么偏方、办法，或者什么特效
药，但确实自己也有一些方法去对治一些毛病，例如：香港
脚、痔疮、晕眩、感冒、止痒等。但在这里不方便公开，因
为个人有个人体质的反应，在这个人适用，在那个人可能就
不适合了。光是感冒，就有千百种的病菌引起，哪里能人人
都适用的呢？

像有一次，贫僧应邀到基隆做一场讲演，因为感冒，咳
嗽不停，一位信徒知道了，自称有特效药，可以一针见效。
我虽然不喜欢打针吃药，碍于演讲在即，也不喜欢拒人于千
里之外，就答应他了。哪里知道，这一针打下去之后，膀子
竟然举不起来了，连脱衣服都困难，只有忍耐，几乎花了一
年的时间，才渐渐好转。挂念这个信徒会被人责怪，也一直
不敢说，至今这个信徒是谁，我都不敢告诉别人。

后来，一位医生告诉我，伤风感冒不用吃药对治，只要
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痊愈了，坊间一些感冒成药，只是
心理的安慰，实际上没有多大疗效。因此，有人要给我吃什
么秘方、偏方、补药，我都只有谢谢他们的好意了。在我认
为，任何疾病临身，要先检查原因，再给医师治疗，唯有正
知正见，以正确的方法面对才是最重要的。

而对于有些年轻人的观念，我也很不了解。常常身体
有病了，南部不看，一定到北部看，北部不看，非得要到南
部看；或者是西医不看，指定要看中医；中医不看，也一定
要看密医。其实，为了健康着想，看医生还是要慎重一点才
好。

说起我这一生与病为友的经验，很感谢早期佛光山大专
佛学夏令营的学员，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后来在世界各大城
市都做了医师，像美国的沈仁义、李锦兴、郑朝洋，日本的
林宁峰等，我在各地弘法、建寺，牙痛、眼睛、皮肤等小毛
病，都经过他们悉心为我治疗，也没有什么大碍。

所以，我的「与病为友」的想法，觉得很有用，大病，
不会来找我，小病，只要对它稍微关心一点，也不致造成什
么大害，大家相互尊重，就这样一天一天迈入老年。而多少
年来，这许多医师中，有中医、有西医，有信天主教的、有
信基督教的，大概为我看过病的人，都成为我的好朋友。

特别是最近三、五年来，贫僧很感谢高雄长庚医院的陈
肇隆院长，他是世界知名的活体换肝专家，有「换肝之父」
的美誉，也是过去佛光山大专夏令营的学员。他特地为我成
立了一支十多位专业医师的医疗团队。

他体贴我的老迈，要医师就我，我不去就医师，要仪
器就我，不要我去就仪器，免得我舟车劳顿；甚至，他们都
用卡车把仪器载到佛光山为我检查。承蒙他的慈悲美意，实
在让我感到相当过意不去，有时候觉得比有病的负担还要沉
重。

就像美国信徒赵元修居士，他们一家族都非常诚恳热
心，特别为我安排到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梅约医院作全身检
查，在盛情难却之下，应允前往。这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医疗
中心，听说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各国的公主、王子都在这里
看病。他们的检查确实仔细，前后总共十天的诊疗当中，
这里的和谐、谦让与亲切，让我深受感动，我写下了〈梅约
医疗中心检查记〉一文，记录这里的所见所闻，并且刊载在      
《讲义》杂志上。

尽管如此，看着信徒一家人为我奔波劳动，不得休息
睡觉，听说还花了几十万美金医疗费，让贫僧感到宁可以病
痛，也不要浪费他们的金钱、情意。后来，他们又有好几次
鼓励我再去检查，想到贫僧这个老朽之身，实在不值得他们
这样耗费精力，也就婉谢他们的好意，坚持不再去了。

二年前，在一次重感冒之后，长庚医院几位医生在佛光
山开山寮为我看诊，强迫我一定到医院做一次核磁共振和超
音波的检查。其实这在过去，已有过多次的经验，过程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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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佛光山于2017年5月6日、7
日与10日，隆重举办三天的佛诞节浴
佛法会，丰富的一系列活动包含星云
大师一笔字书法展、献灯祈福法会、双
亲节晚宴、毓麟祈福法会、行脚托钵、
迎太子仪式、佛传人物彩妆秀、素食园
游会、多元文化表演、抄经、文物艺术
区、许愿钟、转法轮等。三天下来，共
吸引了近两万人参与活动。

5月6日起至6月18日，星云大师一
笔字书法展在新加坡佛光山开展。今年
在大殿摆设两组拓印区，提供大家在浴
佛看展后，体验亲手拓印大师一笔字，
拓完后更可将吉祥法语带回家，细细参
悟大师笔墨下的禅心佛道。

6日早上，由副住持妙穆法师带领
几十位信徒代表，手持香、花、灯，
献上虔诚供养，恭迎太子圣像入场，为
庄严的浴佛法会拉开序幕。当日礼诵《
佛说浴佛功德经》提早为佛陀的圣诞庆
祝，同时于法会后举办毓麟祈福法会，
为小朋友洒净祈福。当晚7点，供灯祈

新加坡佛光山年度浴佛法会2万人同沾法喜
福法会由教育部兼通讯及交通部高级政
务部长普杰立医生为大会主宾，前国会
议员杨木光先生为特别嘉宾，共同参与
卫塞节晚会祈求国家平安，人民安乐。

每年庆祝卫塞节的同时，也会一
同欢度双亲节。7日早上10点，副住持
领众齐诵《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
并于当晚举办一年一度的千人双亲节
晚宴，以报父母的慈恩浩荡。

5月10日卫塞节正日，一早7点左
右，大殿前川流不息的人潮，上香祈福
祝祷。大殿、二楼或底层一楼坐满了信
徒，带着一颗喜悦的心，来到道场庆祝
佛陀的降诞人间，诵经祈福，同沾佛陀
的福气。

法 会 后 的 开 示 时 ， 妙 穆 法 师 简
单地解说卫塞节的由来及意义，并以     
《佛说浴佛功德经》里的经文详加解
说，让大家明白为何佛陀圣诞要浴佛，
供养佛陀需以虔诚心，正念赞诵佛陀的
慈悲与功德，同时在浴佛时持清净恭敬
感恩心，以空、无念、无相三解脱门来

浴佛，方能让浴佛意义更具圆满。
一场三天的浴佛节大法会，是集

合众人之力齐心完成，对此副住持妙穆
法师特别邀请在佛堂发心插花布置二十
多年的信徒代表李爱兰师姐，分享心得
告诉大家如何从忙碌生活，在道场的年
节法会和大活动，年年担起庄严道场的
责任。另外，更感谢正大园艺及道场的
场景顾问苏才超先生，每年为道场及诺
大的园游会、晚会、文物及浴佛的帐篷
区，发心供养的盆栽花卉与设计布置，
让每年的会场总能庄严而新意盎然。

同时，也感谢默默付出的音乐顾
问张平福老师安排节目与彩排，力求
呈现最美好的节目令宾主尽欢。最后，
妙穆法师更感谢所有无私奉献的义工菩
萨，因为义工们的同共发心，集体创
作，成就人人欢喜的卫塞节，让大众
更踊跃亲近道场，了解佛陀的一生与
大师的理念，进而学习佛陀的慈悲与
智慧，也更能体会星云大师的人间佛
教「三好」与「四给」生活。



4

佛光世纪2017

Buddha’s Life, Our Life
by Venerable Jue Di

“Why do we read about other’s lives? What have their lives got anything to do with us?
What are useful from the life of the Buddha that we can learn to better our lives?”

These were some of the questions asked by 
Venerable Jue Di before starting her Dharma Talk, 
“Buddha’s Life, Our Life” to some fifty devotees on 
the evening of 19 May 2017, at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The Venerable engaged the audience 
through interesting slides, some with carefully chosen 
pictures with hidden meanings to evoke different 
depths of understandings from the audience.

She told the audience to refer to the Buddhist 
Canon, also known as “Tripiṭaka” or “Da Zhang 
Jing” as a biography of the Buddha and also a 
chronological summary found in the Appendix of 
the book, “Humanistic Buddhism: Holding True to the 
Original Intents of Buddha”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She started the 
evening talk with defining 
the Buddha as the 
Enlightened One and 
emphasized that everyone 
is Buddhas, having the 
intrinsic Buddha’s nature. 
She reminded everyone’s 
declarations of “I am 
Buddha” during the 
Refuge Taking ceremony, 
and urged them to live 
their lives as close to a 

Buddha and even as a Buddha. She also mentioned 
that Buddhism is the religion of enlightenment and 
venerating to the Buddha is a personification of 
wisdom and compassion.

Venerable Jue Di mentioned about the blissful 
life of Prince Siddhartha until he encountered the 
four sights, Old Age, Sickness, Death and Practitioner 
during his trips outside his palace. The significances 
of these four sights led to a moment of existential 
realization from the prince, relating “Old Age” to 
“Impermance”, “Sickness” to “Suffering”, “Death” to 
“Mortality”, and “Practitioner” to “Deliverance”. With 
various causes and conditions, everyone went through 

“Four Core Courses” in 
life, namely “Birth”, “Old 
Age”, “Sickness” and 
“Death”, with “Old Age” 
as an optional course. 
Nevertheless, the audience 
was encouraged to take 
charge of themselves to 
accept various changes 
and to transform within 
themselves to lead more 
fulfilled lives.

Despite having 
everything, the prince 
decided to renounce to 
search for answers, and 

Humanistic Buddhism is what the Buddha 
‘conveyed’ to the human world with the original 
intents ‘to teach, instruct, benefit and bring joy’ and 
‘to attain the Buddha’s insight’.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evident in the Buddha’s 
declaration of equality ‘all sentient beings possess 
the Buddha-nature,’’ fitting the modern mentality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equality. 

We learnt in the Monastery, the root of 
our wisdom life. Monastery fulfill different needs 
or meaning of individuals such as lecture hall, 
school, gas station, shopping mall, restaurant etc.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actively hosts many 
events annually to create opportunity for cultivation 
in Humanistic Buddhism. Aspiring for the Bodhi Mind 
and Bodhisattva Path.

Master Hsing Yun proposed the following 
principle creeds of Humanistic Buddhism:

To Honor one’s family and country
To lead a moderate lifestyle
To value worldly interconnectedness

Humanistic Buddhism 
by Venerable Hui Pei

To maintain a peaceful and joyful mind.
Once the light of the Buddha illuminates our 

own minds, we shall be free from all affliction, 
ignorance, sorrow, sadness, sufferings and hardships.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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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erable Jue Di continued from her Dharma 
talk, “Buddha’s Life, Our Life” from the previous evening 
to some one hundred devotees on the evening of 20 
May 2017, at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She engaged 
the audience through interesting slides, some with 
carefully chosen pictures with hidden meanings to 
evoke different depths of understandings from the 
audience.

The Venerable shared about when Prince 
Siddhartha became the Buddha, he realised the 
knowledge of his past lives, knowledge of karma, 
cause and effect, knowledge of the end of afflictions, 
and also the “Four Noble Truths”,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s”, “Dependent Origination” and all sentient 
beings have Buddha natures. He taught his five 
companions who become his disciples and started 
turning the Dharma Wheel with the Three Jewels of 
the Buddha, the Dharma and the Sangha and later 
establishing the Sanga community.

The Buddha’s teachings differ from other 
teachings and focused on “rely on oneself”, “reply on 
the Dharma” and “rely on nothing else”, and having 
faith in oneself to discover one’s compassions and 
wisdom. She went into the Four Reliances, “Rely on 
the Dharma, not on people”, “Rely on the meaning, 
not on words”, “Rely on the ultimate meaning, not 
on conventional meanings” and “Rely on Prajna, not 
on knowledge”.

The talk took a turn after a brief mention of 
Buddha’s Nirvana when Venerable Jue Di began 
relating the Buddha’s life to the audience’s daily 
lives. She began with defining “happiness” with 
the five desires arising from the five sensory organs 
(eyes, ears, nose, tongue and body) and the desires 
for wealth, sexual love, fame, food and sleep. She 
added that Buddhism was not to direct towards these 
secular, temporary happiness but instead towards true 
happiness that transcend all desires, likes and dislikes, 
and biasness.

Moving on, the Venerable cited various 
Buddha’s stories and touched on lessons on “Equality”, 
“Honesty”, “Peace and Ceasing War”, “Dieting” 
and “Family Issues” for the audience to apply in 
their daily lives. She rehashed on the “Four Core 
Courses” and described in details that even Buddha 
went through them. She added that everyone can 
choose “Joy”, “Anger”, “Sorrow” or/and “Happiness” 
to lead their lives. In addition, instead of living with “I 
want what I want when I want it”, she encouraged 
the audience to live with the Six Points of Reverent 
Harmony: “Harmony of Physical Being, Speech, 
Thought, Discipline, View and Welfare”, and the Six 
Perfections: “Giving, Morality, Patience, Diligence, 
Meditative Concentration, Wisdom”.

Lastly, Venerable Jue Di reminded everyone to 
be masters of their lives. Instead of expecting things 

to change according to indivduals’ preferences, 
she urged everyone to let go. Only with embracing 
changes, one can then be free of entanglements 
and liberate oneself to switch on the lights and bring 
brillances in their own lives. (David Kwan)

started practising asceticism for six years. After little 
successes, he altered his practices to overcome his 
inner demons and hindrances: “five sensory desires”, 
namely sight, sound, smell, taste and physical feelings, 
“ill will”, “slot and torpor”, “restlessness”, “remorse” 
and lastly “doubt”.

Venerable Jue Di ended the talk after a short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 and gave a preview 
that part two of the talk will be on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Buddha and the lessons to apply in everyday’s 
lives. (David Kwan)

星云大师的智慧法语自2009年起，在新加坡新明
日报上日日连载，至今已九年，期间出版了《点智慧》
系列书，《点智慧》口袋书，《点智慧》电子书。其
中《点智慧5》更在2015年进入新加坡纪伊国屋书店
（Kinokuniya）及大众书局（Popular）前10名畅销书
排行榜，而《点智慧》1至6的出版量更突破十万本，
成为新加坡华文出版量第一的书籍。

5月29日起，《点智慧7》即将于新加坡各大书
局、Buzz售报亭及书报摊等销售点问世﹔同时，今年更推
出新的《点智慧•漫画》，由新明日报编辑梁铭恩以幽
默生动的漫画形式，将大师的智慧妙语精彩诠释，带给
人会心一笑的启发。

另外，《点智慧》NETS现金卡与《点智慧7》、
《点智慧•漫画》同时上市，由新明日报印上大师的智
慧法语发行，让在新加坡广为大众使用的NETS卡除了
购物功能外，也能带给人随手可得的智慧妙语。

5月30日到6月5日是新加坡一年一度的书展，新加
坡佛光山将于31日晚间6点，于新达城举办《点智慧7
》和《点智慧•漫画》新书分享会，由新明日报总编辑
朱志伟先生主持，邀请到佛光山新马泰印总住持觉诚法
师，与读者一同畅谈大师的智慧法语。

随手可得智慧妙语
点亮星洲大地

Part 2

星期二至五 1:00 pm ~ 5:00 pm

苦恼？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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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相惜、喜相聚
齐赴书香会

2017 新加坡佛光山
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培训

经过去年11月份总会的培训后，
精英干部组成4组，从1月份开始，积
极演练如何带领读书会。感谢常住与
人间佛读书会安排彭桂芳老师再次到
来，给予我们及时的指导与培训。

人间佛教读书会东南亚读书会执
行长彭桂芳坛讲师于5月9日到13日莅
临新加坡佛光山。适逢道场举行卫塞
节欢庆活动，彭老师也应邀于10日为
大众主讲“书香飘飘处处闻”，即时
在寺院里掀起阵阵书香味。

随之在12日晚上8时举行读书会
示范带领，由施丽芬同学发心承担。
其实三天卫塞节的庆祝活动后，大家
已疲惫不堪。但对带领读书会，大家
的学习热诚是有增无减，当晚的出席
率非常好，共30位学员参加。副住持
妙穆法师及妙觉法师也是座上嘉宾。
彭老师向大家简略介绍人间佛教读书
会的历史及目的。其目的在于要贴近
佛法，以闻、思、修三学融入读书
会，着重实践，以“证”体现行佛。
所以，除了欢喜读书外，更重要的是
将佛法与生活相结合。彭老师随后以
同样的文章示范带领，让大家更明确
的掌握四层次的运用。

13日早上10时，10位学员再次
赴约，与彭老师展开一场座谈会。大
家向彭老师请法，心中的疑虑和困难
点也一一解开。彭老师特别准备一堂
以“十修歌”为教材，让大家学习集
体制作方案设计。

培 训 时 间 虽 然 短 暂 ， 却 非 常 精
彩，简单扼要。学员们温故知新，重
新掌握导读的技巧与方向，大家越战
越勇，带领读书会的那份信念更是坚
定不移。我们非常期待彭老师下次的
培训，相信会碰撞出更多更精彩的火
花。老师，我们11月见！（李美娟）

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在新加坡
象棋总会协助下，5月27日续办第四
届佛光杯象棋比赛，参赛人数创下历
届新高，较上届增加了超过四成，近
300名中小学生踊跃报名。获得如此
广泛的响应，除了用心宣传外，今届
也首度采取网上报名制度，给申请者
带来不少便利。

棋 赛 采 取 了 积 分 编 排 赛 制 ， 从
早上9时由新加坡佛光山副住持妙穆
法师击钟开赛，一共对奕七轮，着实
考验学生们的实力。颁奖典礼于傍晚
举行，妙穆法师在致辞时表示，举办
棋赛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提倡中华文化
棋艺，促进学生们之间的交流，推进
青少年参与健康正面的活动从而减少
时下青少年甚至儿童对电子游戏的沉
迷，而棋道更是与佛法修持有着密切
的关系。 

“ 一 着 不 慎 ， 满 盘 皆 输 ” ， 道
出了中国象棋考验对弈者如何在压力
下沉着专心地应对，更要目观八方，
懂进退、掌先机、不盲从等等的关键
能力，否则因一个小失误而导致失去
优势处于下风，这亦如同佛学修行一
样，要能时刻警惕观照真心，而心不
动念。

象棋总会副会长林关浩大德感谢
新加坡佛光山大力推动象棋活动，更
期盼佛光杯能走出本地，举办亚洲级
的国际赛。他也建议在赛前或赛后，
或可举办小型的分享会，让裁判前辈
们能与学生分享中国象棋近千年来的
文化历史背景，推广下棋的好处。他
表示，下棋是种男女老幼皆宜的活
动，它不仅培养少年们遵从法规，也
不失为预防老年痴呆的好办法。

象 棋 总 会 的 前 会 长 陈 福 来 大 德
也前来担任赛会裁判，他在受访时表
示，学生们需从开局时即细心推算每
一步棋，而除了涉猎不同的布局，学
生也可从当中挑选两三种布局多加练
习，精通其髓以便在对弈时能灵活运
用。他更鼓励学生应该多向强者请
教，通过与强者的对弈才更能有效提
升自己的棋技。 

获得中三、四及五年级组冠军的
罗凌轲同学，来自华侨中学，他连胜
七盘，实至名归。罗同学从七八岁开
始学下棋，喜欢研究布局，出奇制胜
的成就感。他虽然对自己的表现相当
满意，但也希望能更精进于开局的技
巧，完善弱点。

如 此 紧 凑 多 轮 的 对 弈 ， 为 了 确
保棋赛能顺利进行，新加坡佛光山的
义工们发挥了十足的默契与耐心。天
真顽皮的小学生，难免奔跑喧闹，义
工们提高了声量却也放大了爱心，以
微笑的暖意接待那奔跑中的童真。副
住持在致辞中也提到了义工们无私的

付出，赞扬义工们虽已奔忙多时，脸
上却也丝毫无倦怠之意，依旧挂着微
笑。国际佛光会也赠予结缘品与积极
弘扬象棋文化教育奖给象棋总会与六
所中小学校，以感谢他们的支持，让
象棋比赛在这众因缘的和合下，得以
顺利举行，圆满落幕。（许伟峰）

参与的义工有感而发地写了首诗
歌，表达自己见证义工们忘我的投入
而由衷的感动：

大声中的细心
小心中的严谨
微笑中的爱意
奔跑中的童真
汗水中的无为
点点中的滴滴

表现出
素质中的涵养
性格中的高尚

佛光山
因你们而闪光彩
因你们而更显神采。

各组冠亚季军得主：

小二及以下级组：
姚智瀚、王光超、黄涌峻
小三、小四级组：
潘峻贤 、王康全、郑宇盛
小五、小六级组：
冯薛乃弘 、张铭宇、朱悦翔
中一、二级组：
陈殷豪、廖文钦、黄康捷
中三、四及五级组：
罗凌轲、周劲程、丁南方

“巅峰对决”-第四届新加坡
佛光杯象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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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生法会 Birthday Prayer Service 4/6, 2/7

日 Sun 10:00 am - 12:00 noon
为父亲祈愿法会 11/6
护寺大悲忏法会 Great Compassion Repentance Service 18/6, 16/7
共修法会 Dharma Service 25/6, 9, 23,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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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加 坡 佛 光 山 二 ○ 一 七 年 六 月 ／ 七 月 活 动 表
JUNE/JULY 2017 PROGRAMME OF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法 会 Dharma Service

法律咨询服务 Free Law Clinic 4, 18/6, 2, 16, 30/7
日 Sun 1:30 pm - 3:00 pm

义诊（成文鸾医师）Free Clinic 11, 25/6, 9, 23/7

其 他 活 动 Other Activities

活  动  预  告
2017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Humanistic Buddhism English Dharma 
Talks Series (4) & (5)
Speaker : Ven Miao Xin
Topic : Finding the Buddha
Date : 24 & 25.6.17 (Sat & Sun)
Time : 8:00 pm & 2:00 pm

Speaker : Ven YouLu
Topic : Original Intents: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China (I)

Date : 15 & 16.7.17 (Sat & Sun)
Time : 8:00 pm & 2:00 pm

5月1日劳动节公共假期，新加坡
佛光山举办义工培训，并订为每年的
固定义工培训日，义工菩萨齐聚一堂
接受常住的宗门思想课程。目前新加
坡佛光山义工团分成40组，今年义工
日报名参加活动的义工原有220位，
当天多了20多位现场报名者，显见义
工们对培训的高度重视。

早上9点，两个让大家手脚及大脑
并用的破冰游戏，使大家精神为之一
振，更借着游戏去除彼此的陌生感。
培训正式开始时，特请副住持妙穆法
师出场致辞，为大家放弃公共假期外
出度假的机会，特别抽空参加培训的
精神给予至高鼓励。

活 动 开 始 后 ， 由 妙 觉 法 师 进 行
第一阶段的专题演讲“分工与合作”
，以大师《迷悟之间》中一篇「分工
与合作」为核心主题，带出人间佛教
义工的宗门思想－以「集体创作，制
度领导」的观念，计划做事，化繁
就简，分工合作，圆融人际，成就任
务。

平日大家各自在自己工作岗位上
发心，无缘一睹各组工作状况，此次
藉由义工日的因缘，特地收集各组工
作照片制成小短片，让彼此更认识不
同领域的工作。同时，邀请五位组长
及组员，分享一路上的义工甘苦谈，
以及如何突破困难及突破后心境的转
变。

其 中 ， 服 务 台 的 亚 英 师 姐 除 了
分享在服务台第一线当义工的难处，
学习随顺环境的改变，让其不断成
长，20多年来由最初的佛光缘时代
到现在的榜鹅慧命之家，秉持着一颗
「永不退票」的心，跟随道场一路走
来，始终如一。另外，八十多岁的秀
兰师姐，初到道场时，脚痛腰痛拄着
拐杖来，不识字，只会说广东话和简
单的中文，被身为佛光会分会会长的
孩子拉进佛光山，十分不愿意。十年
后，拐杖不再，更参与四个不同义工
组别工作，不可与当年同语，其转变
最令人激赏！

精彩的分享后，请来新加坡佛光
山音乐顾问张平福老师带领大家一同
唱〈十修歌〉，用音乐点出大师修行

义工培训  佛光宗风凝聚众念
下手处就在每个当下的理念。最后，
妙穆法师结语前以一部介绍大雁如何
依靠团体力量，飞行数千公里迁徙的
短片，提醒与鼓励义工们要像雁群一
样具备团队精神，与相同目标的人同
行，接受彼此，分工合作，共同面对
问题与挑战。

妙穆法师更提醒身为佛光人的义
工要学习大师“传承交棒”的精神。
提携后学，给予因缘，尊重互助，欢

喜赞叹，团结一致，发恒长心，看清
目标，以欢喜心与感恩的心成就他
人，并成就自己。

活 动 结 束 前 ， 副 住 持 带 领 住 众
法师与义工们共同献灯祈福回向及大
合照。义工日培训圆满，上了珍贵的
一堂课，深入人间佛教智慧大海，义
工满怀欢喜感恩心，期许在义工发心
的路上，藉由大众的力量汲取福慧资
粮，成就人间菩萨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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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 DAY	 课程 CLASSES 	 	 时间 TIME

新 加 坡 佛 光 山 社 教 课 程 表	 	
REGULAR CLASSES OF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星云大师

二
Tue

基础佛学班 《阿弥陀经》 10:00 am - 11:30 am

Core Teachings of  Buddhism

8:00 pm - 9:30 pm佛门行仪

瑜伽班 (Mr Leonard Se) 

三
Wed

妙慧读书会《阿含经》 （额满） 10:00 am - 11:30 am

卡通漫画班 （萧承财老师） 1:30 pm - 3:00 pm

English Dharma Class - Sutra
8:00 pm - 9:30 pm

佛事助念班 ［发心司法器者﹔ 需经面谈］ （钟玮娴老师）

四
Thu

佛陀的故事
10:00 am - 11:30 am

素食烹饪周四班（陈梅桂老师）

基础法器班［发心司法器者﹔ 需经面谈］

8:00 pm - 9:30 pm
禅修第一班－初级班 （每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四）

禅修第二班－进阶班 （每月第二和第四个星期四）

（需具佛学基础；着修道服；）

五
Fri

抄经修持班《阿弥陀经》［着修道服］
10:00 am - 11:30 am

松鹤禅修班-坐椅子（为脚不方便盘坐者开设；着修道服；每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五）

《梁皇宝忏》读书会 （不定期） （限旧生）

8:00 pm - 9:30 pm
合唱团［配合老师时间］ （张平福老师）

中国彩墨画夜班（林禄在老师）

中医医疗保健班（成文鸾老师）

六
Sat

三好书法班（巫振松老师） 1:00 pm - 2:30 pm

成人敦煌舞蹈班（黄莉莉师姑）（需面谈） 3:00 pm - 4:30 pm

儿童珠心算班 （王菲菲老师） （额满） 3:30 pm - 5:00 pm

创意气球初级班（徐玉薇老师）
4:00 pm - 5:30 pm

素食烹饪周六班（陈梅桂老师）

亲子书法班（黄绍清老师） 4:30 pm - 6:00 pm

儿童、少年佛学班
7:30 pm - 9:30 pm

家长读书会  

日
Sun

太极（陈亚亚老师） 7:15 am - 9:00 am

口琴进阶班（口琴自备） （郑文成老师） 9:30 am - 11:00 am

口琴初级班（口琴自备） （郑文成老师） 11:00 am - 12:30 pm

青年歌咏队 Vocalight（黄玮莘老师） 11:00 am - 12:30 pm

人间音缘合唱团 (Ms Kellyn) 1:30 pm - 3:00 pm

松鹤学堂［每月第三个星期日］（陈永汉老师） （额满） 2:00 pm - 3:30 pm

读作一个人、读明一点理、读悟一点缘、读懂一颗心。

新班招生

成功的里面，包含了多少辛酸
名人的双肩，承受了多少压力
荣耀的背后，付出了多少代价
伟大的成就，奉献了多少牺牲

To succeed, one needs hardship.

To be celebrated, one needs pressure.

To gain honor, one needs to labor.

To achieve, one needs to sacrifice and be dedicated.

（额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