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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僧有话要说》三十二说：
我写作的因缘（下）

文／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
那时候，我在中视播出《信心门》、

《星云说》；在华视播出《星云法语》；在
台视播出《星云禅话》、《每日一偈》、《
星云说喻》，甚至《星云法语》还曾经在民
视播出一段时间。这一切的好缘分，应该感
谢周志敏女士的帮忙，周女士是电视公司内
部的节目主持人、制作人，在电视圈里有一
定的力量，她对我电视弘法的贡献，可说居
功甚伟！

如今，我的文字不仅印成铅字，它也变
成电台的广播、电视的节目、电影的戏剧，
甚至化作2D、3D、4D的各种图书、动画、
短片，透过现代的网络科技，无远弗届在整个世界，以各种
语言传递真善美的理念，这不是很值得欣慰的事吗？

对于弘法与写作的理念，贫僧一向主张要有文学的外衣、
哲学的内涵，因为文学要美，哲学尤其要有理，内外相应，无
论是长篇或者短文，必然是好文章。胡适之先生说，《维摩诘
经》是世界上最长的白话诗，而《华严经》、《大宝积经》，
都是长篇或短篇的小说。在我觉得，佛学就是文学和哲学的总
合。

所以，曾有人问贫僧，为什么我这一生，这么热爱文字
写作？我告诉他，文字，是生生不息的循环，是弘法的资粮，
人不在，文字般若还在。一个人因为一句话而受用，这辈子乃
至下辈子，都会对佛教有好感。透过文字媒介，不只是这个时
代，不只是这个区域的人，都可以接触到佛陀伟大的思想，几
千、几万年以后，此星球他星球的众生，也可以从文字般若中
体会实相般若的妙义。

因此，后来我不但带领弟子汇编《佛光大辞典》、《中
国佛教经典宝藏精选白话版》、《法藏文库》，自一九七七
年起，近四十年来，我们持续编修《佛光大藏经》，日后全部

出版，这将是千余册的巨作。另外，我还编写
了《往事百语》、《佛教丛书》、《佛光教科
书》、《人间佛教系列》、《僧事百讲》等数
百本与人间佛教相关的教材，希望提供僧团培
育青年之用。

尤其二○○○年，《人间福报》创刊之
后，我开始在头版撰写专栏，逼着我不得不每
天供应他们文章。十五年来，我从来没有缺席
过一天，《迷悟之间》、《星云法语》、《人
间万事》、《星云禅话》、《星云说偈》，都
各自连载了三年，有徒众打趣说，这应该去申
请写作的金氏纪录了。

当初，贫僧从一个二十岁不到，为佛教改革与前途振臂疾
呼的僧青年，到台湾驻锡弘讲、建寺安僧，靠着一枝秃笔生存
立足，及至后来创办佛教的文教事业，将佛陀教法透过文字与
出版品，流传到世界各个角落。我这一生，也由于文字编写的
因缘，扩大了视野，广交各界的能人异士，可以说，写作丰富
了我的生命。

而今，贫僧老矣，眼睛看不到，连书也不能看了，不过在
国史馆的邀约因缘下，我还是口述了一部一百六十万字的《百
年佛缘》。最近又靠口述，写了《贫僧有话要说》，其实这不
是预想中的事，我只是因为一些佛教团体，给社会媒体批评伤
害，基于保护佛教的心情，我才写了《贫僧有话要说》。发表
以来，承蒙各界给我的鼓励，我本来只想写二说、三说就好，
在盛情之下，如今也写了四十说了。

本文所言，应该就是我这一生，写作的大致过程。所以有
人问贫僧生命何在？我说我的生命，就在文字写作里，就在讲
述传教里，就在信仰修持里，就在广结善缘中。至于其他像创
办大学、建设寺院等事业，那都是靠僧信二众的团队，大家集
体创作而来，我个人就不敢居功了。

在一年一度的新加坡小学毕业会
考在即，9月17日上午，新加坡佛光山
的法师们受弥陀学校陈珊珊校长之邀，
来到弥陀学校，为近2000名学生主持考
生祈福法会，希望通过祈福法会，降低
学生们的考试压力，提升信心，祈求诸
佛菩萨庇佑，大家顺利通过毕业会考。

为了让全校学生都能够参与这样
难得的祈福法会，学校特别安排两个
时段，让学生们能够有宽阔空间静下心
感受法会中带来的宁静与祥和。七点未

弥陀学校考生祈福法会

为表达谢意，陈校长在祈福会结束
时，特别赠了结缘品给佛光山，以感谢
多年来佛光山为考生祈福法会，从不缺
席的付出。

到，四到六年级学生便已聚集在学校礼
堂，由妙穆法师及4位法师带领大家诵
念心经，恭读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的
《为考生祈愿文》，并为师生们洒净。

弥陀学校陈校长带领两位副校长亲
自送出星云大师法语结缘品给每位学生
们，祝福大家都能智慧增长。之后，妙
穆法师以生动有趣的故事，提醒大家要
有像星云大师一样不怕苦学习态度，耐
得了苦，才能从苦中获得展翅高飞的力
量，昂首大步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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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8 年 9 月 7 日 ， 上 午 1 1 点 1 5
分，30位体障人士协会受惠者与佛光少
年与义工们，带着欢喜的心情陆续抵达
马林百列百汇广场。这是国际佛光会新
加坡协会北三分会第一次与体障人士协
会合作，把快乐带给这30位不同种族的
体障人士。

在他们到达之前，体障人士协会的
负责人简单地向佛光少年与义工们说明
如何使用轮椅。会长与督导也叮咛佛光
少年要秉持着星云大师的“三好四给”
：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给人欢
喜、给人方便、给人希望、给人信心的
理念来与体障人士协会的朋友们互动。

首先，佛光义工们和体障朋友们
一起享用午餐，少年们用餐时也不忘帮
忙招待与添菜，而有的义工则忙着带体
障人士上净房。此外，北三分会也安排
了几位义工来为大家高歌几曲，让大家

佛光少年与义工送暖予体障人士
在享用午餐时增添不少的气氛。他们在
义工细心的关怀之下都非常感动和愉快
的用餐！午餐过后，大家陆续到超市购
物。少年与义工们，有些忙着推轮椅，
有的忙着提篮子。体障人士协会的朋友
们在少年与义工们的陪同下，购买了各
自的所需品。

活动在2点15分结束，体障人士协
会的朋友们在少年与义工们的陪同下，
陆续到一楼等待体障人士协会的车子送
他们回协会。

老师们为了确保少年们在这次的
活动中有所学习，回到新加坡佛光山道
场后，一起做了分享与反馈，希望这次
的活动能让佛光少年们在实践三好四给
的同时，也学习到在面对困难时正面的
接受与处理。也希望他们能在感恩的当
下，常行布施广结善缘，把正能量与欢
喜带给有需要的人。（陈美仪）

新加坡佛光青年团教育组于9月1
日举办了两场特别为青年们而办的讲
座。讲座分为上下午两场，第一场是由
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秘书长黄耀兴师
兄，跟青年们谈《如何将佛法实践在生
活上》。讲座于上午11点开始，有约十
位在职青年出席。虽然仅短短一个小时
的时间，老师却让青年们重新认识了佛
法。所谓佛法要正信，但不迷信，他还
引用了一些实际的例子让大家了解什么
是学佛。

老师先讲解了一些大家比较熟悉
的佛法，如：一教、二众、三好、四
给、五和、六度、七诫、八正道，然
后再与大家分享了自己职场上以及治
理家庭的宝贵经验，并向大家诠释人为
什么会烦恼，以及如何活出自在以至能
够自主。如何在平时练习禅定，当逆境
现前时我们有能力升起智慧。其中又提
到佛陀教法中最重要的无常、因缘与因
果关系。佛法是带领我们走向快乐、幸
福、改变命运的道理方法，这些都是当
下青年们最想了解的。老师引用了永富
法师的一段话：“凡事要认真，但不要
当真”来面对生活上的人事物；不忘初

普杰立医生鼓励青年 
传播和谐共处理念

心，方得始终。这一小时的讲座真是让
青年们豁然释怀，对佛法升起坚定的信
心。

第二场是开放式的论坛，来宾有
OnePeople.sg主席、新加坡教育部兼
通讯及新闻部政务部长，也是新加坡
白沙—榜鹅集选区议员的普杰立医生
（Dr Janil Puthucheary），及其团队成
员Ramesh Ganeson, Jennifer Lewis, 
Jennifer Yin Ling和 Fiona Lim。佛光
会新加坡协会会长周应雄、青年团和
少年班以及家长班都有代表约30人出
席。论坛于下午2点开始，主题围绕着
OnePeople.sg (OPSG) 的宗旨：通过
跨文化教育培育和谐社会，进一步促进
新加坡多元种族文化的和谐。

约两小时的论坛，部长和团队让
大家提出现有的社会问题以及如何展
望未来。部长首先介绍OPSG组织以及
各团员的工作内容，从2007年创办以
来，OPSG就以认识新加坡多元文化、
多元种族、多元宗教；从中了解然后改
善以至避免敏感问题的发生。组织的成
立可说是给社会各社团的沟通带来便
利，是各宗教以及种族互相联谊的重要

平台。部长表示，多年下来的努力才
有新加坡今天的种族和谐，所以今天
到佛光山也是想多听取大家的问题以
及意见。

由青年团以及少年班代表提出的一
些问题成了当天讨论的主要话题，如：
宗教团体在学校门口分派圣经给中学
生、华人在农历七月焚烧冥钞导致空气
污染、政府组屋的分发机制、奖学金和
助学金的差别、学校与家庭教育等。现
场大家真是讨论得非常热烈，家长、青
年以及少年各有不同的看法以及意见。
而普杰立医生也给予一番说明，部长引
用实际的例子分析并加以解释，就像种
族冲突事件发生，要补救的时候已经太
迟了。我们应该在问题发生之前想办法
避免冲突，如要重视以及尊重其他宗教
的权益并加以谅解，用同理心觉知他人
的感受，和人权问题等等。OPSG也借
此机会鼓励青年们到他们的组织培训，
将多元社会和谐共处的理念传出去。

讲座在下午4点圆满，两场如此精
彩的讲座，于九月的第一天让大家心
中充满法喜！（吴皆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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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佛 光 山 二 ○ 一 八 年 十 月 ／ 十 一 活 动 表
OCTOBER/NOVEMBER 2018 PROGRAMME OF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法 会 Dharma Service

苦恼？困扰！

星期二至五 1:00 pm ~ 5:00 pm

活  动  预  告

2018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English Dharma Talks Series (8)
Speaker : Venerable Jue Qian
Date : 13 & 14.10.18 (Sat & Sun)
Time : 8:00 pm & 2:00 pm
Topic : The 3 Dharma Seals

9月16日下午，国际佛光会新加坡
协会会长、副会长、督导、分会会长、
理事、会员，青年团及佛光山义工像办
喜事般，大家开开心心地为中秋晚宴暨
教师节感恩晚会打点好所有活动餐点、
场地布置，以及各式中秋小活动—灯笼
彩绘、月饼制作、猜灯谜和茶艺品尝等
等。数十位义工热情投入准备工作，只
为感谢法师们及社教课程的老师们，一
年来无怨无悔的教导与付出。

下午5点整，中秋晚宴正式开始，
副住持妙穆法师与大家分享今年佛光山
讲习会的收获，肯定每位社教老师们的
付出与努力，并以大师虽从未进过学校
读过一天书，却仍孜孜不倦地学习，更
发愿建大学培育优秀学生，在台湾、美
国、澳洲及菲律宾建立了5所大学，这
样的精神与愿力值得大家学习。

中秋夜宴谢师恩
今年的中秋节谢师晚宴，不少老

师们带着全家一同来参与，还有许多佛
光人也合家老少欢喜来到道场共渡中秋
夜，3楼滴水坊和中庭挤了近500人。
从感恩奉茶礼谢师恩，到敦煌小飞天们
献上晚宴便当，再加上提灯笼、抽奖、
献灯祈福活动，让整个谢师晚宴在感动
中，添加了无限的欢欣愉悦气氛。

庆生法会 Birthday Prayer Service 7/10, 4/11

日 Sun

10:00 am - 12:00 noon
护寺大悲忏法会 Great Compassion Repentance Service 14/10, 18/11 10:00 am - 12:30 pm

药师法会 Medicine Buddha Dharma Service
21/10
28/10

  9:15 am - 12:00 noon
10:00 am - 12:00 noon

共修法会 Dharma Service 11/11, 25/11 10:00 am - 12:00 noon

法律咨询服务 Free Legal Clinic 7, 21/10, 4, 18/11
日 Sun 1:30 pm - 3:00 pm

义诊（成文鸾医师）Free Clinic 14, 28/10, 11, 25/11

其 他 活 动 Othe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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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晚节目演出可谓精彩纷呈，由
回响吹打团以一曲《淘金令》炒热现场
气氛。新加坡歌台一姐暨新加坡佛光山
义工刘玲玲小姐，透过与慈爱三好学校
小朋友互动的方式出场，让大众了解慈
爱三好学校贯彻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行
三好的宗旨—「说好话、做好事、存好
心」！从小做起，把这颗爱的种子深深
播在每一个小朋友的心中，茁壮成长，
将来为社会服务奉献！

此次晚会众星熠熠，除了刘玲玲
之外，还有长青歌手黄清元、资深艺人
陈建彬，以及凭《新兵正传》走红而成
为新一代演艺界小生的王伟良等，他们
的精彩演出，为晚会掀起掌声如潮。此
外，慈爱三好学校小朋友的卖力演出，

带来新谣《我们这一班》、《新衣哪有
旧衣好》，以及让全场赞叹连连的武术
表演，更为晚会增添清新活泼的气息！

节目结束前，妙穆法师致辞表示，
佛光山及慈爱三好学校将不遗余力、全
力推广三好的理念，大家一起携手，为
创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

慈爱献艺感恩夜
为了感谢社会各界善心人士和佛光

山护法大德们的慷慨解囊，新加坡佛光
山慈爱三好学校，在副住持妙穆法师、
监寺妙裕法师及住众法师的带领下，于
9月22日晚上，假新加坡大会堂音乐厅
举办了一场精彩、隆重的《慈爱献艺
感恩夜》晚会。

除了新加坡佛光山住众法师之外，
此次出席晚会的贵宾包括有担任大会主
宾的新加坡佛光山教育顾问房枚赪女
士、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周应雄会
长、曾炳南副会长、信徒代表魏彣锥
大德、徐叡祺大德，以及慈爱三好学
校的家长，带着阿公阿嫲全家出席晚
会，当晚近800人将整个新加坡大会堂
坐的几近满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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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中

顾问：妙穆法师    主编：安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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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班）9月18日开课

瑜伽班 (Mr Leonard Se) 

三
Wed

妙慧读书会《楞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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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仲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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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句经》
10:00 am - 11:30 am

素食烹饪周四班（材料另收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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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修初级班 （需具佛学基础；着修道服）（第一、第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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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第三周）

儿童敦煌舞蹈班 （P2 - P4）（黄莉莉师姑） 7:00 pm - 8:00 pm

禅修进阶班 （需具佛学基础；着修道服）

8:00 pm - 9:30 pm

佛光合唱团 （配合老师时间）（张平福老师）

中国彩墨画班（材料另收费）（林禄在老师）

口琴班（口琴自备）（邓远为老师）

中医医疗保健班（成文鸾医师）

六
Sat

智慧鱼儿童绘画班 10:00 am - 11:30 am

儿童珠心算班（材料另收费）（王菲菲老师） 2:45 pm - 4:15 pm

成人敦煌舞蹈班（黄莉莉师姑） 3:30 pm - 5:00 pm

素食烹饪周六班（材料另收费）（陈梅桂老师） 4:00 pm - 5:30 pm

书法班（材料另收费）（黄绍清老师） 4:30 pm - 6:00 pm

家长读书会 7:30 pm - 9:30 pm

日
Sun

人间音缘合唱团（郭淑萍老师） 1:30 pm - 3:00 pm

松鹤学堂（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日）（陈永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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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满

额满

额满

额满

额满

重新估定价值，凡事都不要那么执着。
Constantly re-evaluate your values; 
there is no need to be attached to anything.

人生卜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