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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僧有话要说》二十一说之二：
我一生「与病为友」

文／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

除了糖尿病以外，记得好像在五十
岁左右，佛光山的朝山会、大雄宝殿，
经过十年建设，粗胚已经完成。有一次
台风来袭，把树木吹倒，我爬上屋顶，
希望把它扶正，不小心从屋顶跌落到地
上。当时不觉得怎么样，只是背部疼痛
了几天，也不以为意。

后来，政府倡导进入中年的公教人
员和民众，都要做健康检查。在徒众们
一直催促下，贫僧也去台北荣民总医院
做个体检。检查完之后，已接近傍晚下
班时间，一位主任医师认为我的检查结
果有问题，邀约好多位相关的医疗人员
来为我诊断。他吞吞吐吐，好似难以启
口，最后问我：「你们出家人畏惧死亡
吗？」

这个问题问得太突兀，我是来检查
身体，为什么讲到死亡这个议题呢？这真是很难回答，但我
又不能不回答他。如果我说怕死，他会笑我是一个没有用的
修行人；如果我说完全不怕死，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
那我也太过矫情了。我就回答他说：「死亡不怕，应该疼痛
比较可怕。」他听了以后终于开口：「你的背部有一块可
疑的阴影，应该是不好的东西。如果真是恶性的，生命只有
两、三个月而已。你明天再来重新检查一下吧。」

贫僧听了一点也没挂怀，反而跟他说：「不行，我明
天在宜兰要主持一位比丘尼的告别式。」他说：「那就后天
好了！」我说：「后天也不行，因为我在南部高雄开山，已
经约了工人要会议。」他就怪我：「你的健康也不是不重要
啊！」当然，我谢谢他的好意，就说：「那等我从高雄回来
之后再说吧。」贫僧确实对自己的色身健康不是那么样的重
视。

我回到普门寺，时候已晚了，徒众们等得心急，纷纷问
我检查结果如何。我说，今天做了切片检查。他们很讶异，
问我什么是切片检查？我幽默的跟他们说，就是割一块肉下
来，用刀切成一片一片检查。他们紧张的问我：「割的哪一
块肉？严不严重？」其实，我只是吓唬他们一下，莞尔一笑
而已。

我在高雄完全忘记了检查这件事情。十多天后，医师
透过台北普门寺打电话追踪我的行程，好心要我一定前往医
院复检。贫僧漫不经心，不感到有什么严重性的回到台北荣
总，十几位医疗团队的医师已经在等候。那时，贫僧因为写
作、建寺、弘法，已经有了一点名气，承蒙他们对我特别照
顾，做一个彻底检查。

照过片子之后，他们问我：「你有跌跤过吗？」我想

不起来是否有摔倒的往事。后来医生说
明，你背后的黑斑瘀血严重，我才记起那
一次从屋顶跌到地上的事。他们一听，才
松一口气说：「啊，那就不要紧了，背上
的黑点应该是跌伤的瘀血。」一场癌症的
疑虑，也就烟消云散，好像这个朋友还没
有认识相处，就离开了。

随 着 年 岁 的 增 长 ， 人 生 的 各 种 问
题，也会不断的来访问。记得是在一九
九一年八月，佛光山在台北举办供僧法
会，早上贫僧在浴室沐浴更衣，准备前往
参加。忽然房间内的电话响个不停，我跑
着去接听，还没拿起话筒，响声就停了，
于是我又回到浴室继续盥洗。这时，电话
铃声又再响起，贫僧担心电话那头的人等
急了，赶紧又跑着去接听，没想到电话还
是没有接到，因为地上有很多肥皂水，我

一不小心整个人滑倒在浴室里，跌断了腿骨。徒众们紧急把
我送到台北荣民总医院，承蒙主任陈天雄为我开刀，放进四
根钢钉固定。

睡在病床上，我疼痛难忍。到了半夜，见弟子心平法
师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顾，我跟他说：「心平，你来睡在
床上，把椅子让给我坐，我睡在这里非常不舒服。」他不敢
违逆我的意思，就睡到床上去，我就坐在椅子上歇息。过了
一会儿，他忽然起身说：「师父，不行啊！等会儿护士来打
针，把我当成病人，打错了就不好了。」疼痛，让我整个人
糊里胡涂的，后来如何解决这一段公案，我也不复记忆了。

从那时候起，四根钢钉就留在贫僧的大腿里，到今天已
经二十多年。每一次出国，进出海关做安全检查时，我身上
没有任何金属物品，但仪器总是叫个不停。海关人员在我身
上怎么搜查，就是找不出什么东西。人来人往，引起不少人
注目，尴尬之余，我只有跟他们说明自己身上有四根钢钉，
难道要我把皮肉剖开来给你们看吗？他们不容易懂得我的意
思，多次以后，干脆也不说，任他们随意检查了。就这样，
这四根钢钉一直与我和平相处，过了这数十年的岁月。

那一次的跌断腿，让贫僧尝到寸步难行的苦头，躺在病
床上时却发现，可以不用会客，不用开示，就跟闭关一样，
真是悠闲舒服，成为难得的享受。但同时，贫僧的管理人也
增多了，一下子这个人说：「师父，那个不能吃。」一下子
那个人说：「师父，你的脚要这么动。」让我倍感束缚。但
看到徒弟们为我担忧、为我忙碌，不忍心拂逆他们的好意，
也只有自己忍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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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医师。」在我想，心脏开刀，时间耗费长久，年轻、体
力、医术敏捷、医学新知等，都是重要的条件。

在手术之前，他拿了一颗心脏模型，走到我的病榻前，
跟我说：「我叫张燕，是你心脏主刀的医生，我并没有把您
当作星云大师，我只知道您是我的病人，在开刀前，我必须
把心脏的结构、关系、过程，先向您说明……。」我心想，
这么一位年轻的医生，说话这么率直、严肃，不过，我对他
很有信心，欣赏他的坦诚、直接。

手术的日子终于来到，贫僧记得那天早上七点钟，一
切都已准备就绪，很安心地等待进入手术房。那个时候，心
脏开刀是一件很严重的大事，看到站在一旁的徒众担忧紧张
的表情，我兴高采烈的对他们竖起手来，安慰他们说：「放
心，我一定会凯旋归来！」这大概也是缘于我一生在面临危
险艰难的时候，都有不畏惧的勇气吧。

经过八小时，从手术室出来，进入恢复室观察。等我醒
过来，看到对面的墙上，时辰钟正指着「六点」，外面有一
些光线，也不知道是清晨还是黄昏。我又闭上眼睛等待，觉
得过了很久，又再睁开眼睛看，时钟指着「六点五分」。我
感觉好像已经过了几个小时，怎么只有五分钟呢？时钟成了
我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结物，它让我知道，我没有死亡，自
己还活着，因为从时钟的走动，表示我的生命还存在。

经过第一个夜晚的休养，我的情况恢复得很好，隔天
就送我回到一般的病房。医生、护士教我要如何小心、如何
复健，不可以摔跤跌倒等等注意事项。到了第二天，四周无
人，一方面也听从医生嘱咐要有适当的活动，一方面也感到
无聊，于是就下床四处走动，观察医院的建设。后来听说，
看护人员吓得到处找我，遍寻不着，因为不知道我到哪里去
了。医生也很紧张，怪我说，你不能这么快就起身走动啊。

第三天，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复原，那一天，正是佛
光山丛林学院的「梵音乐舞─礼赞十方佛」要在台北国家剧
院演出；我认为，佛教音乐能走入国家殿堂，是一件重大的
事情，觉得自己应该前往观看，鼓舞大家的士气。但是这个
想法不被医师团队允许，后来，我说动了替我主刀的张燕医
师，他说他可以陪我前去。就这样，从院长到医护人员有
十几人，都跟着我一同去欣赏梵呗演唱，自己也觉得非常得
意。

出院以后，贫僧在台北道场设宴感谢这次照顾我的医护
人员，也欢迎有缘人一同前来。原本以为大概二十多人，竟
然来了近二百位，忙得厨房里的人，赶紧增加饭食菜肴，不
过，我知道，那一天大家吃得很隆重，从院长、副院长、主
任、医生、护士，甚至他们的家属，都非常开心。这就是贫
僧与病为友的最好纪录吧！

后来，因为张燕医师说可以运动，我就邀约他一同到
加拿大。我告诉他：「那里有落基山脉，我久已向往想前去
一看，邀请你相陪。」他一听也非常高兴，可以随行对我照
顾。记得那一次有七、八人同行，大家一同畅游美西一个星
期。不但贫僧与病为友，徒众们与医护人员也因病而结成好
友了。

这一次的住院，是我在医院里住过最久的一次，我像一
个刚进学校的学生，对这门心脏学，我是一年级生，努力的
学习，每一位医事人员讲的话，卫教的知识，我都很努力配
合及学习，几乎忘了自己是一个病人了。

所以，一件事情总是有好有坏，有苦有乐，都在自己一
念之间；一念善，就上天堂，一念恶，就下地狱，全看我们
怎么去体会。只要看破放下，也就随喜自在了。

半个月后，有一场在日本东京宪政议事厅举行的讲演行
程必须出席，我如实告知主办单位：「我的腿跌断了，只能
坐轮椅，可能无法前往了。」没想到，日本《朝日新闻》的
名记者吉田实先生以及好几位国会议员，一再诚恳地表示愿
意做各种服务，我只有如期赴会。

到了讲演会场，竟然发现没有无障碍空间的设施，最
后，由多位日本议员连同轮椅将我一起抬上讲台进行讲说。
贫僧平常少有荣耀的感觉，总觉得自己只是一介僧人，没有
什么了不起。但在那许多国会议员抬我的时候，忽然兴起一
个念头，过去多少年来，中国人都是给日本踩在脚下，现在
你们肯得以议员之尊抬一个和尚上台，这也真叫贫僧感觉「
难遭难遇」了。

三个月后，我离开了轮椅，反复练习走路，上下自如，
连医师都啧啧称奇。所以，有病不要紧，只要对症下药，就
能迅速的恢复健康，如果一味逃避，即使华陀在世，也难以
治好啊。

要说贫僧这一生最严重的疾病，大概就是一九九五年四
月时，因为心脏冠状动脉阻塞，在台北荣总接受了冠状动脉
绕道手术了。

在那之前，由于一九九二年起，世界各处佛光会陆续
成立，我在全球各地奔波弘法，当然糖尿病也没有离开我，
随着时间，疾病慢慢的腐蚀我的身体，损毁我肉体的结构。
一九九四年八月，贫僧在南非弘法，夜里心脏忽然绞痛，当
时，我已明显感觉到参与这许多活动以及说话，都要花费我
许多的气力，身体的症状也已经很严重的提醒我：需要看医
生了。

我忍着身体的不适回到台湾，台北荣总的江志桓医师立
刻为我作了心导管检查，确定是主要供应心脏的三条大血管
阻塞，一定要我立即准备开刀治疗。但是这一年已经排定了
许多的行程，我答应欧美的信徒会员前往成立佛光会、主持
会议，我不能随意更动，失信于信众，因为我的一生是信守
承诺、永不退票。

江医师要我做慎重的考虑，他说：「难道你的身体都不
照顾吗？要开刀的不是别人，更何况你的心脏血管三分之二
都阻塞了。」后来，我跟医师谈妥，他们也千叮咛万交代，
叮嘱我哪里要小心，哪里要注意，有什么症状时，一定要赶
快回来。医师们无奈的妥协，并且护持我完成这一段不轻易
更动的行程。结束之后，我又忙于过年，接着又前往菲律
宾，出席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第六次理事会。

直到一九九五年四月，贫僧带着一颗沉重的心脏回到
台湾，乖乖的前往台北荣总赴约，在当时的院长彭芳谷、副
院长姜必宁的领导下，为我组织了一个医疗小组，包括江志
桓、蔡世泽、陈国瀚等各相关科别的专门医事人员，为这一
次的心脏开刀进行准备。

当时，姜必宁副院长向我介绍了几位心脏科的医师。他
问我：「每一个人都很相当，你要选择哪一位呢？」我不常
看病，对医疗领域的医师也不太认识，但我直觉说：「我选

9:00 am ~ 6:00 pm
 （星期一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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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汉通顾问率团
参访新加坡佛光山

2017年4月22日中午，前国会议员兼新加坡佛光山顾
问，成汉通先生率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学员，一行30人前来新加
坡佛光山道场参访及进行交流，由副住持妙穆法师、如全法
师、贤教法师、妙觉法师、曾炳南副会长、周应雄副会长、
韩玉瑜秘书长及谢门万公关主任给予接待。

大众首先在大殿销假，献灯，接着由公关主任谢门万给
大家介绍大殿内的设备，如释迦牟尼佛、金刚经琉璃墙、三
十三观音及万佛墙等。接着妙穆法师带领众人到二楼参观抄
经堂，并于海会堂观赏十五分钟的影片《未来与展望》，让
大家对于新加坡佛光山有更深的认识。

影片观赏结束后，妙穆法师、成汉通顾问及两位副会
长与访客进行约廿分钟的交流。对于访客的提问，如在新加
坡这个多元种族与宗教的社会，人民如何共处，以及佛教如
何在新加坡立足等提问，妙穆法师皆以佛法的角度给予深入
浅出的说明和解答。成汉通顾问也适时给予补充，表示新加
坡政府虽不偏袒任何一个宗教，但对于各种宗教却给予极大
的包容，也不容许有人民发出对其他宗教不当及煽动性的言
论。周应雄副会长也与大家分享了自己身为佛教徒却在天主
教学校就读时，所受到的善意对待，让来宾们更了解新加坡
这个多元社会的融和。

交流会后，大家到四楼参观钟鼓楼及净土堂，接着再到
三楼用午餐。成汉通顾问席间也表示非常感谢大家给予这个
因缘可以聚在一起，希望大家以后有空会再回来走走。接着
妙穆法师代表常住赠予成汉通顾问以及所有来宾星云大师的
《 贫 僧 有
话 要 说 》
一 书 作 为
结 缘 品 ，
为 这 一 次
的 参 访 划
下 圆 满 句
点。

佛光青年白象干部培训
于3月18日至19日，五位新加坡佛光青年-林紫昀、

钟佩珊、郑文铭、林美霞和杨雅婷参加在新马寺由马来
西亚青年团主办的2017年第一梯次「白象干部研习营」
。新马寺副住持如彬法师、马来西亚佛光青年团执行长
如音法师、新加坡佛光青年团辅导法师有灯法师，以及
约90位来自不同区域的马来西亚干部青年一同出席。

此两天一夜的研习营分成的四大部分，有认识佛光
青年团的架构、青年生涯规划、佛法概论、活动议案讨
论和自学成长与提升。在第一堂课里，如彬法师分享佛
光青年的成立、团队的运作方式和佛光山未来50年，让
青年更加清楚了解自己扮演的角色，展现青年干部的特
色。青年是佛教的未来与希望，干部们分组研讨和思考
如何推广正信佛教，让更多的青年接触人间佛教。

白象干部和善财讲师透过轻松的聊天方式与青年探
讨领袖特质，包括有学业
事业的平衡、人际关系管
理、道业 修行、净财管
理和关心时事。干部们以
身作则，自利利他，作为
青年的学习榜样。

佛学院辅导法师妙豪
法师播放十二因缘解说的
短片，让青年能更加认识
自己和能够把佛学名相运
用在生活里。关于议案讨
论两年一次的大马好万人佛教音乐会，大家集思广益、
突破传统、设计有创意另类的方式凝聚青年一起互动，
达成共识。新加坡的青年提供了现今潮流的活动-MP3 
experience让主办单位参考学习。

在自学成长与提升的部分，白象干部方耀祥以星云
大师的著作《贫僧有话要说》里的〈我的自学过程〉，
分享自己如何在学业、团体及信仰中自学。谢淑仪老师
鼓励青年
思考自己
追求的是
什么，设
计自己的
人生，勇
敢活出自
己，体验
生命中的
每一个遭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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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加坡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共同举办
的“2017威德智海全国硬笔书法比赛”的决赛，4月8日在
新加坡佛光山盛大举行，366名决赛者于早上八点半陆续
报到入席。此次比赛分三个组别—高中组、中学组与小学
组。今年共44所学校参赛，1900多份的参赛作品，比去年
多了三百多份，高中组决赛者有78名，中学组64名，小学
组195名。

早上9点，新加坡佛光山副住持妙穆法师带领评审——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副会长暨新加坡佛光山书法顾问何钰峰先
生，评审员吕永华先生、杨昌泰先生，功德主杨桂月娘，及
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副会长周应雄先生和秘书长韩玉瑜小
姐，入席就坐。

比赛开始前，安排中国笛演奏，由五位小小中国笛演奏
家，展现笛音清脆高昂的明亮感，将中国书法的典雅香烘托
无遗，参赛者紧张心情从中得到舒缓，更令在场嘉宾及家长
无比的愉悦舒畅。在五首歌曲—“牧民新歌、草原巡逻宾、
陕北好、帕米尔的春天”，与末尾的合奏曲“喜讯传来乐开
怀”演奏完毕后，全场气氛更显宁定而祥和。

接着，副住持妙穆法师为参赛者致欢迎词，谈到书法
是中华文化的精髓，由下笔的笔锋和笔劲可见着书写者的
风骨内涵。佛门透过抄经修持，让急躁的心平静下来。佛光
山开山星云大师纵使眼睛钙化看不清楚，还能日日写字，一
次沾墨，一气呵成完整字书。大师以心驾驭文字，将心中的
慈悲，反映在字上。希望大家不但把字写得好，还要写得明
白，写得受用。

此次评审何钰峰先生致词时，也说到把字写好，让见者
心中舒畅，是一种对人的尊敬，更是一种耐心与毅力的人格
修为展现。致词完毕，邀请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副会长何钰峰
先生颁发踊跃参与奖给20位得奖者，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
副会长周应雄先生颁发两座和谐奖，以及文化奖给十位非华
文语系国家学生，勉励其对华文书写所下的功夫。

在副住持妙穆法师赠予结缘品给评审贵宾及拍完大合
照后，贵宾和家长便离席，让决赛选手能全心投入书法比赛

小
学
组

金牌奖 银牌奖 铜牌奖  
罗浩哲 甘俊皓 王懿璠

优胜奖
王彦洁 刘宝贤 张新月 蔡苡婷 林芷君
徐孜冉 花清华 李嘉馨 韩子宜 孙钰尧

其其格刘 李优飒 姚心慧 殷铭骏 林圣熹

硬笔书法比赛深化华人文化影响力

2017年威德智海全国硬笔书法比赛
-总决赛得奖名单

“读唯识不能只靠硬啃书籍，以
单纯、简单、平常心学唯识”。佛光
山都监院院长助理慧裴法师于2017年
4月23日在新加坡佛光山为出席讲座的
信众指出唯识学的入门。

学唯识难在名相，读经论不一定
一开始就要读懂。读不懂的时候就换另
一部，直到找到适合自己的。法师与信
众分享了他如何在生活中学习，并实践
唯识学。法师解释我们每天的所看、所
闻，都可以成为智慧或烦恼的来源。当
我们的六根在攀缘外境时，我们必须对
我们的心念进行检讨、反省、分析，唯
有深刻理解了，才能产生智慧，判断什
么“种子”适合种在我们的心识田里。

我们需要时刻注意我们平时的行

局限，才能克服困境。
法师以嘹亮的歌声唱四句偈和十

修歌，大家也跟着打拍子哼了起来。他
鼓励信众通过诵经、唱偈、拜佛，把善
的种子种在心识里。最后，法师和我们
约定“以法相会”，共同在法上精进。

中。十分钟的静坐后，比赛正式开始。大殿里宁静的氛围，
及参赛者专注的表情，更显书法在心性陶冶上的摄受力。

比赛结束后，老师学生家长五百多人到斋堂享用午餐，
等待评审品评所有作品。下午一点半左右，所有人再度齐聚
大殿，等后最后的评审结果。虽然后场比赛总有输赢，但看
到年报名人数的上升，就可知道学校对这样一个推动文化深
化的比赛，给予很大的支持。每年硬笔书法比赛的举办，通
过书法文化传递书法的精神内涵，也可以让学生体会到古人
以书法锻炼心性的益处，同时也达到中华文化的发扬及传承。

唯识与生活

中
学
组

金牌奖 银牌奖 铜牌奖
张一帆 林思呈 罗昕铭

优胜奖
魏昕航 唐之恒 梅思嘉 叶诗敏 仇 真
王铭旭 王一晖 山昀弘 易彦莹 严灵滢
吕正翔 翟新瑞 陈浩 刘心怡 柴友恒

高
中
组

金牌奖 银牌奖 铜牌奖
朱含秀 颜雨洲 徐嘉佑

优胜奖
陈思颖 李嘉敏 胡欣蓓 王文希 吴钰泓
林可盈 闫小琰 杨舒淮 赵秋实 郑泓钰
许书凝 韦 壹 秦可树 丁哲铭 董一卓

为，因为行为会成为习惯，而习惯则
会成为习气。法师以国际网球高手和
他自己为例，说明必须有自觉，有所改
变，才能改进。想改变习气，必须“审
虑思”，将念心所引发的善恶习气种子
进行修饰、包装或改良。宇宙山河都是
唯识所现，唯心所变。“一水四见”指
对于同一境界，由于见者心识的不同而
看到截然不同的结果。

当慧裴法师向我们伸出他的右手
时，大家都无法想象他的右手曾经因
为跌倒造成骨头碎裂而几乎残废。经
过4年来无数次的手术和复健，终于恢
复了大部分的功能。这其中需要有过人
的坚韧不拔、超强的意志力。法师以此
说明我们必须打破思想上的、意识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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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麟祈福 Baby Blessing Ceremony 6/5 六 Sat 10:00 am - 12:00 noon
为母亲祈愿及庆生法会 Birthday Prayer Service 

7/5 日 Sun
10:00 am 

佛传人物彩妆造型秀 “Life of the Buddha” Characters Dress-up 11:30 am
为母亲祈愿法会 14/5 

日 Sun 10:00 am - 12:00 noon
护寺大悲忏法会 Great Compassion Repentance Service 21/5, 18/6
共修法会 Dharma Service 28/5, 25/6
庆生法会 Birthday Prayer Service 4/6
为父亲祈愿法会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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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加 坡 佛 光 山 二 ○ 一 七 年 五 月 ／ 六 月 活 动 表
MAY/JUNE 2017 PROGRAMME OF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法 会 Dharma Service

法律咨询服务 Free Law Clinic 21/5, 4, 18/6
日 Sun 1:30 pm - 3:00 pm

义诊（成文鸾医师）Free Clinic 14, 28/5, 11, 25/6

其 他 活 动 Other Activities

活  动  预  告

2017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Humanistic Buddhism English Dharma 
Talks Series (3)
Speaker : Ven Jue Di
Topic : Buddha's Life, Our Life
Date : 19 & 20.5.17 (Fri & Sat)
Time : 8:00 pm ~ 9:30 pm

佛光山新马寺甘露灌顶三皈五戒
日     期 ： 28.5.17（星期日）
报到时间 ： 6:30 am

日期 Date: 6/5/17   星期六 Saturday 10:00 am ~ 10:00 pm

 7/5/17  星期日 Sunday 10:00 am ~ 10:00 pm

 10/5/17  星期三 Wednesday 10:00 am ~ 5:00 pm

活动地点 Event Venue 
榜鹅地铁站旁的大草场 Tentage next to Punggol MRT station 

6/5/17 11:00 am ~ 4:00 pm
7/5/17 11:00 am ~ 4:00 pm 
10/5/17 11:00 am ~ 4:00 pm

6/5/17 10:00 am ~ 6:00 pm
7/5/17 10:00 am ~ 6:00 pm 
10/5/17 10:00 am ~ 5:00 pm

新加坡佛光山于3月11日，举办
2017新加坡“佛光杯”神墨珠心算比
赛，来自中国及马来西亚的50多位参
赛者和120位新加坡参赛者在家长陪同
下参赛。

出席嘉宾有新加坡前国会议员暨
新加坡佛光山顾问成汉通先生、神墨
（国际）教育集团创始人、总校长暨
中国山东省政协委员李绵军先生、美
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言语、语言和听力科学学院教授、世
界沟通语言学会会长暨美国科学院院
士Dr Lilly Cheng以及神墨（国际）分
校校长们。

妙穆法师致词时表示佛光杯珠心
算比赛，是新加坡佛光山第一次联同神
墨教育新加坡分校，以及国际佛光会新
加坡协会一起举办。妙穆法师法师表示
珠心算是古老珠算与现代教学方法的结
晶，它除了可以训练头脑聪明、手指灵
活外，也跟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佛
门有一部《增一阿含经》，就是以数字
为核心。

李绵军先生则赞叹新加坡佛光山
为比赛所做的事前准备工作的到位，
并表示明年一定要让英国、美国和俄
罗斯的神墨小选手前来参赛。

嘉宾致词完毕之后，接着在副住
持妙穆法师及神墨创始人李绵军先生为
比赛主持开幕仪式后，正式掀开序幕。

是次比赛共分三个时段，参赛者
全神贯注展现平日训练成果，让所有
观礼者不禁赞叹连连。比赛至下午结
束，得奖者领取奖杯及精美小礼物欢
喜而归。 佛学讲座：

1） 主讲者 ： 心保和尚
 讲  题 ： 金刚经成就的秘密
 日  期 ： 28.5.17（星期日）
 时  间 ： 8:00 pm ~ 9:30 pm

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展
日期: 6/5/17 ~ 18/6/17 （星期一休息）
时间: 9:00 am ~ 6:00 pm

神墨珠心算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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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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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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修第一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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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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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大树，必经多少风霜摧残
百丈高楼，必经多少物力艰辛
百年老店，必经多少兴衰沧桑
百岁老翁，必经多少坎坷考验

An ancient tree survives wind and frost.

A skyscraper is raised with money and sweat.

An old business has its ups and downs.

An old man is tested by misfortune.

（额满）

jiantze
圖說
（口琴自备）

jiantze
鉛筆

jiantze
圖說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