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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僧有话要说》二十九说：
我修学赞叹法门

文／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
我们一生，多少总会给人批评毁谤，

也会获得一些好话赞美；有时候我们也会批
评毁谤人，当然也有好话赞叹人，大抵人间
就是如此。不过，语言很容易出差错，一不
小心，所谓「言多必失」，所以，修赞叹法
门就非常重要。

记得五十年前，寿山佛学院刚开始，
只有几十个学生、几十位老师，在一个只有
八十坪的寿山寺里，大家教学求学，各安己
分，虽然当时我们一无基础，生活也清苦，
但师生和乐融融。一位担任高雄六十兵工厂
附设医院院长的唐一玄教授，也是知名的佛
学家，我请他为学生教授《六祖坛经》和《
法华经》。

唐教授佛教著作甚多，但与我的观念风格不同，对我一
向批判多于赞美。但有一次，他竟然很高兴的跟学生讲：「你
们院长他举重若轻。」我过去听过多少人说我勤劳、发心、负
责、公平无私，我都不以为意，觉得那是人家的客套话，我不
能不承当，但唐老的这一句「举重若轻」，不觉得也让我暗暗
感到欢喜，我真能举重若轻吗？这是给我最大的勉励。

因而就想到，人都喜欢听别人赞叹。所谓赞叹法门，就
等于现在人说的拍马山，但是拍马山也很好，哪一个皇帝不喜
欢人喊「万岁万万岁」？哪个企业家不喜欢人家称他王董、李
总？这正常的称呼，正常的赞叹，是人我关系的增上，也没有
不好。不过把它形成老套，就觉得不够艺术了。所以，我从唐
一玄教授的话里，觉得我也应该修学赞叹法门，让别人欢喜。

我记得有则故事，说一个很漂亮的女孩，是个瞎子，有
个青年一直追求她，但她不愿意，她认为自己眼瞎，不适合婚
嫁。经过多年，这位青年的殷勤最后感动了女子，她终于说：
「好吧，我愿意嫁给你。」青年一听喜出望外，就拿了一面镜
子给女子，说：「你看看你多漂亮啊！」青年以为这是一句赞
美的话，想让女子欢喜，但女子觉得受到污辱，立刻把镜子朝
地下一掼，说：「你知道我是瞎子，却这样讽刺我，我不嫁给
你了。」这个青年人急忙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因为在
我心目中，我从不觉得你是瞎子。」这个女瞎子心念一转，觉
得天下人都认为我是瞎子，只有他认为我不瞎，我不嫁他嫁谁
呢？所以一句话，这样说那样说，就有不同的分别。

当今最高明的禅门教育，所谓「不说破」，即退而求其
次，指东说西；再退而求次，以鼓励代替责备。例如：称初
来佛门，行事冒失的人「初参」，或者说参学已久的老油条
是「老皮参」，又或者说人「不知惭愧」、「不知苦恼」，
这些话既具有教训意味，又不失厚道，能令人心生警惕，恰
似净水一般，能涤人习染。而赞叹法门也像「不说破」的禅
门教育，它既可以增进人际关系，言外之意有更深一层的内
涵。但可惜，现在佛教里流传的，无非是：你很发心、你很

慈悲、你很庄严、你很虔诚、你很肯出功德
布施……，我觉得这许多俗套的赞叹，并不
会太引起人的欢喜。

比如每当佛光山开信徒会议，我的台
湾话虽然不好，但我学习「同事摄」，总会
在会议中说两句不标准的台湾话，给大家欢
喜。我的开场白经常是：「各位『头家』（
老板），欢迎回山，我们『辛劳』（员工）
在此，向头家们报告。」意思是说，寺院不
是我们出家人的，是信徒所护持建设，他们
理应成为老板，我们只是服务效劳的人。我
觉得一个出家人能懂得自谦，懂得以弘法利
生服务信徒，那必定能有很多成长。

尤其，我觉得赞叹人的时候，不一定要把话说的非常明
白。举例来说，二十几年前，员林赖义明居士，他把家产送
给佛光山做道场，把儿子送来佛光山出家，有一天我偶然看到
他，想起过去须达长者布施祇园精舍，让佛陀说法传教，我就
不禁说：「我们的须达长者来了。」赖居士为人低调，是个本
分的人，据说他听到我这句话，也欢喜了好几十年。他觉得能
与须达长者相比相映，感到与有荣焉。

最近，觉培为了尼泊尔震灾救难，日夜辛苦，时常半夜
两、三点还在接听国际电话。于是我想打电话给她慰劳，可是
如果我说「你辛苦了，你很发心」，这种话都听习惯了，我说
与不说，差别不太。所以我就讲：「觉培啊，看起来你就去登
记选总统吧，台湾总统应该让你做了。」她听了开心大笑，就
说：「哎呀！师父，您怎么这样讲啊！」我认为这就是赞美的
艺术，妙不可言。

又例如南京大学的赖永海教授，二十几年前，就与佛光山
合作出版三百万字的《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多年来也一直支
持我们人间佛教理念的弘传，我告诉别人，说赖教授与我们「
是一起经过苦难，有革命情感的」，相信这句话如果传到赖教
授耳里，他必然很有感受，毕竟岁月无情，人间炎凉，有多少
人可以同甘共苦呢？我也曾对前江苏省宗教局的翁振进局长说
过：「我们是二十多年所培养的友谊，能算没有感情吗？」相
信他们都能懂得，我话中的真情。况且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知
交情义，难道不值得称赞吗？

创办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柴松林教授，数十年来，与我也
是时有往来，他的基金会为消费者主持公道，更在环境保护、
残障教育、公共利益上，贡献良多，因此我总称他是「台湾的
良心」，一个人能带动社会的善行风气，当然值得赞叹。

又例如我曾尊称高雄县长余陈月瑛，以及现任高雄市长陈
菊女士为「妈祖婆」，意喻她们救苦救难，为民服务。世间的
人，能与威灵广大的妈祖媲美，岂不是最大的赞美？就像有人
说我是「现代活佛」，我是不是如他所述并不重要，但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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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负别人赞叹的好意，的确也让我更勉励自己要像佛一样「行
佛所行」、「做佛所做」了。

本山的萧碧霞师姑已六、七十岁了，虽然身材发福，不
似年轻时苗条，但当初我们都劝她选中小学姐，这句话即使
经过了五十年，我相信现在还是让她感到高兴，她心里一定
想：「你们要知道，当初我就是那么漂亮，是有条件选中小
学姐的。」

所以，赞叹要讲究巧妙，能让人回味的赞叹，往往不落俗
套，是有智慧、有内涵的。比方说，他们这一家是佛化家庭，
是慈善之家，我就称他们是「三好人家」，表示他们家没有纠
纷吵闹。我写的一笔字里，「有您真好」、「有情有义」、「
仁心仁德」、「书香之家」、「我是佛」等，具有赞美意涵的
文字，欢喜收藏的人最多，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想将这些称
赞，送给他最感谢的人珍藏。

比方一个慈悲的人，我们也不必说他很慈悲，可以说「
他是我们的观世音」；这个人很有智慧，我们不必说他聪明
灵巧，可以说「他是我们的文殊师利」。我想，懂得佛法的
人，听到这些话，不是很直接的赞叹他，只是做个比喻，大
家心中有数，话中赞美的意义能够到位，我认为，这就是赞
美的艺术了。

在我数十年的经验中，我体会到，赞美别人要适当，不宜
信口开河、随口言说，如果让人以为你是讥笑他，反而弄巧成
拙。好比过去有人说：「你很巧妙，七窍中已通了六窍。」意
思是你一窍不通。曾经有人请郑板桥写对联，他就写「一二三
四五六七，忠孝仁爱礼义廉」，意思即无耻。这是骂人讽刺的
话，有人认为这是坦诚，其实也不需要如此。如果对方不好，
我们可以不必赞美，无言胜过有言。当然，如果对方真有值得
赞美的地方，我们可以给予适当的称赞，因为赞美，就像夏日
绽开的花朵，美丽芬芳，让人心旷神怡，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我想，赞美别人，最好确定对方值得赞美的条件，而且
让他在这句赞美里，除了受到肯定，还得到鼓舞增上的动力。

例如有一次，我得知信徒赖维正先生的贸易在欧洲做得非
常成功，就写了「品牌」二字送给他。他最初不知道是什么意
思，甚至还误会，我是否在评论他有品、无品？为了消除他心
中的遗憾，我为他讲了一个我偶然在一本小书读到的故事。

有一位先生想开个公司赚钱，他很先进，开了家顾问公
司，但挂牌两个月都没人上门。有一天有人上门了，因为对
方穿着邋遢，他也就没有很好的口气问：「你姓什么？」对
方说：「我姓李。」

「你要做什么？」「想发财来请教。」
「你做什么职业的？」「叫化子。」
这个老板一听，语带轻视的说：「叫化李，你也要发财

啊？」
叫化李对于老板轻蔑的口吻，深不以为然，就回说：「叫

化子向人要钱，当然也是希望发财啊！」
老板心想，这是顾问公司的第一笔生意，也就不再计较，

便接受了叫化李的请托。于是告诉叫化李：「你到人潮密集的
中山公园门口摆个地摊，立个牌写上『希望仁人君子赐给我生
活保暖五毛钱。』假如有人给你一块，你一定要找他五毛。如
果是给两块钱，或者更多，你也绝对不可以接受，永远只能收
五毛钱。」

叫化李听了无法接受，就说：「那怎么行？向人家讨钱，
当然是越多越好啊！」

老板就说：「那你不能发财，发财都要靠『品牌』。」
在老板一番说示之后，叫化李弯腰辞谢就要离开。老板见

状，马上就叫住他，问说：「顾问费呢？」
只见叫化李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说道：「叫化子哪里有

顾问费？等到将来讨到钱再给你吧！」
老板想想，他说的也没错，事情也就这么算了。
回去后，叫化李依照老板指示的方法，如法炮制，人家

给他一块，他说等一等，要找五毛。人家觉得奇怪，就再试一
次，给他五块，他就找四块五。人家说通通给你，他说不行，
我只要五毛。这样一来，果真远近好奇，怎么会有个叫化子只

要五毛钱？也就接连不断地，这个人给五毛钱、那个人给五毛
钱，大家都想要来看看这个叫化子的真面目。

不多久，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下雨天，叫化李又来到了顾
问公司。老板见他来，就问：「叫化李，你又来做什么？」

「缴顾问费啊！我现在赚钱了。」
老板心想，这个叫化李还是满讲信用的，果真是有那么一

点「品牌」了。
经过了一、两年，有一天，老板朝公园门口经过，只是这

回看到的叫化子，已经不是叫化李了。他只有四处寻觅，口中
并且还轻声喊道：「叫化李、叫化李！」

没想到，蹲坐在那里的叫化子听到了，就回答：「你叫我
师傅啊！」原来，现在已经换成徒弟在讨饭了。

老板就问：「你师傅呢？」
「师傅到百货公司去开店，他现在已经发财了。但是他

说这个地方有品牌，地理位置很好，叫我接替他留在这里讨
钱。」

这时，我就告诉赖维正先生说，无论做什么事业，「品
牌」最重要。他听了之后，满心欢喜，要我再为他多写几张「
品牌」，好送给他的朋友。我也一样欢喜地就答应下来。所以
人也好，物也好，字也好，无论什么，都需要「品牌」；「品
牌」之重要，就如称赞别人，这个人正派、这个人豪爽、这个
人公正、这个人有品牌，你只要适当，就叫赞叹法门。

所以过去诸佛菩萨，几乎没有不修赞叹法门的。像本师
释迦牟尼佛和弥勒菩萨，他们同时修道，但佛陀比弥勒菩萨早
了九劫成佛，为什么？因为他多修了一个赞叹法门，如「天上
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或者普贤菩萨「一者礼敬诸
佛，二者称赞如来」；甚至我们早晚课诵都要念到「阿弥陀佛
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赞叹他四十八愿度众生；念到观
世音菩萨，就说「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还有「四大菩萨」的悲、智、愿、行，不也是对菩萨示现的形
象，所给予的称赞吗？

想到当初佛陀在教化的时候，他对波斯匿王、频婆娑罗
王等王宫大臣，不亢不卑展现修道者的超然，但多少也要给予
一些赞叹，所以称他们「转轮圣王」；甚至让每个弟子都有一
种功用，这个弟子说法第一，那个弟子持戒第一，所以「十大
弟子」各有专长。佛陀对弟子都要赞叹，何况我们对朋友、信
徒，对一些对我们有贡献的功德主，能不赞叹吗？

所以我曾说，一个人如能想出一百句艺术赞叹的美语，这
个人必定成功。而不要只是「你很发心」、「功德无量」的老
话。例如：「他禅坐如同佛祖」、「他走路真似行如风」、「
他的威仪就像立如松」；我也曾赞叹忠诚护持的信徒是「阿鞞
跋致」，意思是我对他们不退转的精神，很受感动。

林肯在竞选美国总统前，竞选过州议员、参议员、众议
员，通通都失败落选，那他如何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因为一句
话。当时他最强的对手是卡特赖特牧师，在一场演讲会上，牧
师一再宣说上天堂下地狱的教义，他当众请问林肯选择要到哪
里去？林肯坦诚地回答：「我只想进国会、到白宫。」说完，
全场听众一致鼓掌，深为林肯的雄辩风趣折服，认为这句话真
是经典，整个美国一时喧腾，民众真的把他送进了白宫。

我还记得在宜兰的时候，有位海军送了我一台收音机，平
常我也没有收听的习惯，但不知为何有个半夜，我忽然打开收
音机，听到了甘乃迪被刺的消息。当时距离他死亡的时间只有
几分钟。我就想到，在报纸看过，他也是凭一句话而当选，那
一句话是：「我要带动美国进入一个新境界。」我刚开始还不
认为这句话有多了不起；不过，美国人毕竟是有思想的，他们
因为想要开展、创新，所以渴盼新境界的来临。因为这句话符
合美国人的口味，所以他能当选。也是在听闻他遇刺的那个晚
上，我才进一步去思索「何谓新境界」，也因而更开启我新佛
教运动的实践。

多年以前，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读到这么一句话：「语
言，要像阳光、花朵、净水。」当时深深感到十分受用，于
是谨记心田，时刻反省。随着年岁增长，益发觉得其中意味
深长。经典里说「面上无嗔是供养，口里无嗔出妙香」，或
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可见得一句话，

（文接自第一页）

（文转第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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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恰如其分，适时达意，有多么关键性的重要。
例如，我常赞美人说「你非常从善如流」、「你很与人

为善」、「你能够和而不流」、「你有慈心必有好报」，我总
期许自己对人的赞叹，能像阳光一样，不只要温暖人心，更在
这句话里，为其应机说法，留下一点禅机、一点勉励、一点祝
福，甚至是一点幽默。赞叹法门，也是我的一瓣心香供养吧。

的确，赞叹需要具备艺术。例如在《禅林宝训》里说，
被称作纣王、幽王的人，不会因此感到欢喜，因为他们荒淫

无度，残暴的形象令人不敢苟同。如果被人称作伯夷、叔齐，
反而觉得欢喜，因为他们是为了守卫正道而饿死首阳山，有廉
洁道德的形象。或者，我们说这个人有如岳飞、文天祥，必然
表示此人有风骨气节，即使他们是失败的英雄，但他们为国尽
忠，英烈千秋。所以，从这些比喻的话语里，我们就能看出此
人究竟有德或无德了。

至于如何运用智慧，适当的赞叹人，端看此人修行的艺
术了。

(2015.5.1口述完稿)

（文接自第三页）

4月19日晚上八点，新加坡佛光
山恭请到佛光山宗长心保和尚法驾光
临，为近400位护法信徒主讲「般若心
经的生活观」，阐明生活无处不在的
般若妙用。当晚副住持妙穆法师及新加
坡佛光山顾问暨前国会议员杨木光贤伉
俪、协会督导沈清发、副会长曾炳南、
黄冠桢、黄薆琏，及各分会长和理事皆
出席讲座。

讲座一开始，心保和尚首先抛出问
题给大家，有人说心好就好，为什么要
学佛？因为好人也有烦恼，而没有智慧
是无法解脱烦恼的，所以佛陀教导的般
若智很重要，而佛法中的戒定慧三增上
学，则是帮助我们取得般若的利器。

般若心经的全名是《佛说摩诃般
若波罗蜜多心经》。“佛说”意味着
经典都是佛说的。所谓摩诃共有三个意
思，一是“大”的意思，“摩诃萨”就
是大菩萨；二是“多”的意思，亦即丰
富的意思，表示这部经里有好多功德；
三是“胜”的意思，是很伟大、殊胜甚
深的一部经典，可以说是佛法的纲要。

心保和尚谈到，许多人经常抄心
经，是因为经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为什么要学佛菩萨？而心经又告诉我们
什么？般若心经是观世音菩萨叙述修行
般若的心法精要。如能“行深般若波罗
蜜多时”，就不会让你生起无明烦恼，
因为般若是超越了分别的无分别智。正
如吃橘子的感受，没吃前，心想吃甜的

般若心经的生活妙用
橘子，入口时发现不酸也不甜，平淡无
味，因而体验到打破分别的平静。我们
常说人生如梦，其实人生本来就是一场
梦，如梦幻泡影，因为现实生活与梦境
是等无差别的。

为了让大家更明白般若的内涵，和
尚用了一则逻辑推理模式说明“有即是
空”和“色空不异” 两种观念。有意指
存在，存在即是变异的状态，而变异即
无常之意，无常就是无我的展现，无我
代表一切不可得，一切不可得等同于空
的意思，从逻辑中可推理出有即是空的
意涵。另外，和尚进一步分析“色空
不异”与“本来面目”不二。“色不
异空，空不异色”即是缘起性空的表
征，缘起性空即“一切有为法，如梦
幻泡影”，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
影”就是幻有之意，幻有中可见实相，
实相即本来如是，本来如是即指本来面
目，由此可知色不异空与本来面目两者
不一不异。般若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
就是真我，而般若与智慧不同，因为般
若是不可说的，就是想用言语表达也无
法清楚明白，般若如同禅一样，禅有禅
机，因缘到了自然就开悟了。

透过这场讲座，心保和尚为大众阐
明般若的意义，让大众心开意解，身心
清凉。从烦恼是非的此岸，领略悟道之
后放下五蕴沉重包袱的彼岸，是何等解
脱自在。和尚更殷殷叮咛，我们必须给
自己因缘，才能到彼岸，因为改变须要

因缘，就好比我们此刻如果将大殿灯光
熄灭，那就什么也看不见了，灯光就是
那个因缘。

最后，他以金刚经中的「应无所
住而生其心」，为大众再次提醒无住生
心，无住就是佛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
泡影，我们听得见与看得见的就是梦幻
泡影。当我们离开世间时，可以带走什
么？不都是虚幻吗？因此了解心经可以
提升我们的心境，让这期生命价值彻底
发挥，自利利他，并以大师说的一句话
祝福大家，只要能发起大道心，觉悟有
情就可以称作菩萨，众生一体，大家都
是菩萨，我们断除烦恼需要般若智慧，
才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2018年4月21与22日，佛光山本
山都监院文书慧澄法师莅临新加坡佛
光山，主讲“戒律的缘起--生活中的
举止”英文佛学讲座。两日的讲座下
来，有近200人出席同沾法益。

慧澄法师在讲座中提到，戒律的
作用是让我们以持戒找到自己内心的
平静与安乐。戒律的目的不是束缚我
们的行为，而是要带给我们身心的自
由。他强调戒律应该是人性化的，大
众化的，现代化的，并且能与时俱进
的，同时能够顺应现代人的需求。因
此，对于戒条不应该断章取义，要善
巧活用，更要谨记佛陀制戒的本意，
就是“不侵犯他人”。身为凡夫，我
们的内心常被贪、嗔、愚痴、颠倒妄

善持戒律的精神  美化人生
想的乌云笼罩。因此，我们必须透过
戒律洗涤心灵。

戒律不只是“不该做”，更是“
我该做什么?”因此，我们在不杀盗
淫妄酒的同时，更应该以慈悲欢喜的
心，对待所有的事物。要以喜舍对治

贪欲，以慈悲对治嗔恨，以般若智慧
对治愚痴，以禅定对治颠倒妄想。我
们要在不杀生的同时，爱护一切的生
命；在不偷盗的同时，喜舍布施；在
不邪淫的同时，尊重他人的名节；在
不妄语的同时，常说爱语、慈语；
在不饮酒吸毒的同时，保持身心的清
净。

由 讲 座 中 ， 慧 澄 法 师 善 巧 地 为
大众讲解，让大家更明白戒律是活泼
的、自由的。法师很希望大家能够善
持戒律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做到「
诸恶莫坐，众善奉行」，更要以大师
的「三好四给」精神，把慈悲带给亲
友，把真诚带给大众，将自己和他人
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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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12th and 13th of March 
2018,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collaborated with Mee Toh School 
and organised Mee Toh Children 
Dharma Camp 2018 “Learning 3 
Acts of Goodness with Joy”. This 
Dharma camp aims to nurture 
our students to learn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Do Good 
Deeds, Speak Good Words, Think 
Good Thoughts) through the joy 
of learning. This camp believes 
in nurturing the joy of learning 
dharma so that every child can 
discover their interests, grow their 
passions and develop positive life 
perspectives. 

On Day one, the children 
started the day with Morning 
Chanting. Thereafter, the children 
attended an opening ceremony, 
which included a Buddhist 
Etiquette talk by Venerable Zhi 
Hai, the Camp Advisor for this 
year’s dharma camp. Through the 
Buddhist Etiquette talk, the children 
learnt about Buddhist practices, 
as well as the correct method 
to perform three prostrations and 
one bow. Following the Buddhist 
Etiquette talk, the children got t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the Icebreakers. During lunch, 
the children were taught to 
observe a formal meal setting, 
maintain silence and practicing 
mindfulness while eating. After 
they finished their meal, walking 
meditation was conducted to 
practice mindfulness. Afterwards, 
they played Mr. Monopoly which 
is similar to station games, through 
the games, the children learnt 
how to work better in teams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he start of Mr Monopoly, also 
kick started the Three Goodness 
Bingo, which lasted throughout 
the duration of the camp. The 
Three Goodness Bingo gave the 
children a series of simple task 
that embodied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The Goodness Bingo 
served as a platform for the 
children to perform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and understand that 
the Acts of Goodness are simple 
acts that can be easily done on 
a daily basis. Mr Monopoly also 
included Calligraphy, which allow 
them to be focused and patience 
when writing the Dharma words 
of Master Hsing Yun. They also 
experienced Tea Chan, conducted 
by their Team Leaders, and they 
get to taste the tea. They ended 
the day with evening chanting. 

On Day two, outdoor 
excursions was planned for our  
children  to experience three 
different activities simultaneously. 
The activities included a Milo 
Factory Discovery Tour, a Chinese 
Garden Tour as well as picnic 
and drawing at Chinese Garden. 
Through the fun and educational 
journey at the Milo Factory, 
the children will not just learn 
about how Milo is made, but 
als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breakfast energy and sports 
through engaging and interactive 
through digital devices. At the 
end of the tour, the students 
were treated to some Milo. The 
children also had the chance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history and background of the 
Chinese Garden, through a tour 
guided by their Team Leaders. The 
children also engaged themselves 
in a drawing session, where the 
children got to choose a scenery 
in the garden, before sitting down 
to draw and enjoy the morning 
atmosphere in the gardens. 
The camp was concluded 
with the Closing Ceremony 
and Achievement Showcase, 
attended by guests and parents 
as well. The ceremony comprised 
of a prize presentation and various 
performances. The children and 
the team leaders put up a mass 

dance to end off the ceremony. 
The Achievement Showcase 
followed the ceremony, where 
the students painting done earlier 
in the day as well as selected 
calligraphy pieces were put on 
display for the guests and parents 
to view. 

This year’s children dharma 
camp was successfully concluded 
on the 13th of March 2018. The 
unitity of the Children Dharma 
Camp is the committee team was 
formed by youth ages between 14-
18, and our team leaders are ages 
between 13-16. Both the children 
and youths involved in the camp 
were able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through the various activities that 
were lined up for them. The camp 
committee would like to thank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Mee Toh 
School, Parent Volunteers, Parents, 
and participants for contributing 
towards the success of this camp.  

MEE TOH CHILDREN DHARMA CAMP REPORT
DONE BY: POH XUE YING & LIVIA S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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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明医院
慈善关怀

每 个 月 两 次 的 观 明 医 院 慈 善
关怀，是新加坡佛光山走入社会关
怀人群的固定行程。4月3日下午2
点，道场安排1位法师至观明医院
带领病人礼诵心经，并诵读大师为
病者所写的祈愿文，让许多病患心
灵获得依靠，很期待每个月的诵经
祈福及法师们的开示。

此次，由妙觉法师出席慈善关
怀，以佛法的七圣财及百喻经中的
故事，让病人学会不生气就是对自
己好，及惭愧和忏悔的重要。在场
10位病人及义工们纷纷表示，对法
师所说的开示，非常受用。

4月14日，新加坡佛光山在大殿举
办了“威德智海”全国硬笔书法比赛。
在清亮悠扬的琵琶曲《大浪淘沙》和琤
琮如流水的古筝曲《草原英雄小姊妹》
中，比赛拉开了序幕。副住持妙穆法
师、新加坡协会周应雄会长、3位副会
长及新加坡书法协会副会长何钰峰等
贵宾，346位决赛者、百多名老师和家
长，近600人出席此次活动。

副住持致词时表示，现代社会科
技越发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越发疏
远，藉此活动发扬传统中华文化之美，
更促进彼此的交流，也希望大家能够透
过书法的书写，认识三好四给，丰富心
灵，涵养品德，更感谢众缘和合成就这
场文化盛事。

新加坡书法协会何副会长非常肯
定新加坡佛光山举办硬笔书法比赛的意
义，他表示这么多年参与这个活动，发
现新加坡佛光山办得一年比一年好，越
来越多学校学生参赛，无形中带着学生
跳脱手机和电脑的束缚。

今年的比赛有60所中小学及高中参
赛，比去年多了14所学校，而初赛作品
数量更高达2027份，评审时格外谨慎，
深怕有遗珠之憾，最后精心挑选出346
份进入决赛。

今年赛题取自星云大师《点智慧
7》的文章，主题以三好四给的生活智
慧为主，让学生们在比赛同时也能在品
德上，获得佛法的增益。此次比赛开始

硬笔书法比赛  书写三好四给
前由副住持、周会长及书法协会何钰峰
副会长，先行颁赠「和谐奖」、「文化
奖」和「踊跃参与奖」，奖励参赛学校
的用心推广。

比赛结束后，佛堂贴心地准备了本
土风味的零食，以及教学生们动手做自
己的珠串，还有精彩的魔术表演带来了
快乐的氛围，学生们在比赛之后放松心
情，等待比赛成绩的揭晓。

此次活动受到了老师和家长们的好
评和肯定，新加坡佛光山通过活动与更
多的学校及学生结缘，将“三好四给”
的理念带入每位学生的心中，把欢喜带
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智慧增长，福
慧双修，忠义传家。

新加坡佛光山于3月18日至4月1启
建清明节孝亲报恩梁皇宝忏法会，法会
分三个周末进行，为期五天。十卷经十
场法会，吸引了七千多名信徒齐聚大殿
及B1斋堂，共同礼诵《梁皇宝忏》，忏
除累劫愆尤，清净身心。

3月18日早上九点，副住持妙穆法
师带领信众熏坛洒净，清净坛场，《梁
皇宝忏》由此开始。从卷一的香供养，
到卷十的衣供养。引领大众虔诚供养，
培植深厚福田。经典的内文分成四十个
小章节，从「皈依三宝」开始，接着要
「断」除对三宝的疑「惑」，并且「忏
悔」身口意的恶业，决心改过。更进一
步要「发菩提心、发愿和发回向心」。
从发回向心后，再进一步显示众生果报
的苦，为其代为忏悔发愿，藉佛菩萨的
力量，助其出地狱，解冤释结，脱离苦
轮。至第10卷最后一小节的「嘱累」再
次叮咛大众，忏悔后莫要再造新业，才
能令自己不再轮回于三恶道。

在法会结束时，副住持为大众开
示忏悔的真义，指出「忏」是发露过

清明孝亲报恩梁皇宝忏法会

去所做的旧恶，「悔」则是知错后不再
重犯。因此，拜忏能帮助我们在日常中
内心觉照反省，所谓「不怕无明起，只
怕觉照迟」。忏悔不仅能洗涤一个人的
身心，更能报恩还债，培福结缘。正如
田中的秧苗（功德）如长得好，杂草就
不能碍其生长，又好比一把盐（罪业）
如果放在一杯水，一定会很咸，但放在
一大缸水（忏悔法水）就会淡的多了。

每场法会过后，信徒们总会特别留
下，找寻自己为过往亲眷好友及冤亲债
主设立的牌位，一心虔诚礼拜，通过梁
皇宝忏孝亲报恩法会，忏悔宿业，也藉

由礼忏的功德回向于冤亲债主，冥阳两
利。清明孝亲报恩梁皇宝忏法会，在法
师一步步带领着大众深入忏悔，达到身
心净化的同时，在欢喜中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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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A YAD’s visit to the Harmony in 
Diversity Gallery

On Saturday, 7th April 
2018, Singapore Buddha’s Ligh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Young 
Adult Division (YAD) organized a 
visit to the Harmony in Diversity 
Gallery (HDG). It was attended 
by 10 youths aged from 16 to 35 
years old. HDG was developed 
by the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in 
collaboration with Inter-Religious 
Organisation (IRO) to promote 
appreciation of Singapore rich 
religious diversity. The whole tour 
guided by HDG staff lasted for 3 
hours and contained an indoor 
gallery and outdoor heritage trail 
along Telok Ayer Street.

As we know Singapore is a 
nation built by immigran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 therefore, 
we adopts the “work in process” 
model in building the religious 
harmony that we enjoy today. 

The indoor gallery is divided 
into 4 sections. For the first part of 
the gallery, we understand that 
the religious harmony that we 
enjoy is always a work in progress. 
Through the video on inter-religious 
conflicts that occurred around the 
world, we understand that a rich 
religious diversity can be a source 
of strength but it is also a root of 
conflict as well. The interactive 
quiz has allowed us to understand 
if we truly recognize Singaporean 

inter-faith communities. 
The 2nd part of the gallery 

allows us to reflect on finding and 
emphasising the common ground 
to gain mutual respect and 
understand. In the 2nd part of the 
gallery, the multimedia exhibit on 
Maria Hertogh Riots and unique 
artefacts of different religions, 
it allows us to reflect on finding 
and emphasising the common 
ground to gain mutual respect 
and understand to preserve the 
harmony that we currently enjoy. 

In the 3rd part of the gallery, 
people of different religions would 
interact and create shared 
experiences in common spaces 
such as hawker centres. 

Singapore common spaces 
have allowed people of different 
races to come together to interact 
and create shared experiences. 
However, in the densely populated 
urban environment it would 
invariably create friction. Hence, 
through the scenario-based game 
to find out how our responses to 
everyday situations can contribute 
towards building the bridges that 
connect or the walls that divide. 

In the last gallery, we were 
invited to reflect on the role we 
can play in helping to sustain a 
harmonious Singapore and make 
a pledge to preserve this precious 

4月21日下午，在One people.sg组织的邀约下，新加坡佛光山副住持妙穆法
师带领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周应雄会长、曾炳南副会长、苏政文副会长、韩玉
瑜顾问及2位佛光青年一行7人，参加由新加坡 one people.SG主办的2018年社区
领袖会议。

One people.sg由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于2007年5月发起，是一个依国家力
量开办，致力于种族与宗教和谐的组织。今年的社区领袖会议以“建构以种族多
元化及世间国土为基底的跨信仰关系”为主题，邀请到500多位来自不同宗教团体
的领袖和青年，一同来聆听新加坡政府对于信仰间的和谐与沟通的看法。

会议一开始，由主席，教育部兼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暨白沙榜鹅集选区
国会议员普杰立医生开场演讲，为会议擦亮今年的主议题，并邀请新加坡文化社区
及青年部傅海燕部长为主要贵宾，和其它与谈人一同探讨不同宗教信仰间该如何彼
此尊重，以维持和谐无诤。座谈会上，除了各宗教团体领袖的参与之外，还有来自
3间专科学校学生协助会议的顺利进行，傅部长对着与会青年学生问到“青年们你
们有没有信仰？”引起会场青年很大的回响。

由会场受邀与会的各种族的宗教团体，可见新加坡政府对种族及宗教的重视和
平等对待的态度。新加坡佛光山很荣幸参与这场年度会议，并从中学习各宗教间相
互尊重与沟通。

社区领袖会议  
促进宗教间的尊重与和谐

legacy. After that, the outdoor 
heritage trail along Telok Ayer 
Street. We saw some places of 
worship of different religious, and 
they are just few steps away. This 
heritage trail has also allowed 
us to better appreciate the 
significant iconic sites to racial 
harmony. 

All in all, there’s a lot to take 
back from this trip. Our youth 
have definitely buil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open heart 
from this inter-faith tour which was 
an enriching journey for all.

文：陈凯贤　图：林家禾

照片来源：onepeople.sg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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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书香日暨文学四月天活动，4月7日下午1点30分在华侨中学诚毅楼
举行开幕典礼，新加坡佛光山副住持妙穆法师带领法师及信徒共10人与会。

为了迎接4月28日即将举办的“生活有书香阅读博览会”，新加坡佛光山
及佛光会新加坡协会藉此因缘，参与新加坡一年一度的世界书香日开幕式，
亲临现场感受，并观摩及见习新加坡的阅读博览会的模式。

世界书香日暨文学四月天活动始于1999年4月23日，自此读书会就在新
加坡生根茁壮。今年世界书香日以「爱上华文，读出精彩」为主题，开幕典
礼当天吸引了约1000名学生、教育工作者、读书会代表及一般民众出席。

新加坡世界书香日开幕典礼

庆生法会 Birthday Prayer Service 6/5, 3/6
日 Sun 10:00 am - 12 noon

护寺大悲忏法会 Great Compassion Repentance Service 13/5, 17/6
共修法会 Dharma Service 20/5, 10, 24/6 日 Sun 10:00 am - 12 noon

新 加 坡 佛 光 山 二 ○ 一 八 年 五 月 ／ 六 月 活 动 表
MAY/JUNE 2018 PROGRAMME OF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法 会 Dharma Service

法律咨询服务 Free Law Clinic 6, 20/5 , 3, 17/6
日 Sun 1:30 pm - 3:00 pm

义诊（成文鸾医师）Free Clinic 13/5, 10, 24/6

其 他 活 动 Other Activities

活  动  预  告
2018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English Dharma Talks Series (3)
Speaker : Venerable Zhi Yue
Date : 11 & 12.5.18 (Fri & Sat )
  8:00 pm - 9:30 pm
Topic : Living Well Everyday 
慧昭法师佛学讲座
讲    题：金刚经的重点与主要思想
日    期：13.5.2018（日）
时    间：2:00 pm - 3:30 pm
医学讲座
讲    题：中西医谈乳腺癌的认识与预防
讲       师：林素珊  医师／Dr Lim Siew Kuan
日    期： 3.6.2018（日）
时    间： 2:00 pm - 3:30 pm
2018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English Dharma Talks Series (4)
Speaker : Venerable Hui Pei
Date : 9.6.18 (Sat )
Time : 8:00 pm - 9:30 pm
Topic : Chan in Everyday Life 
慧裴法师佛学讲座
讲    题：「人间修行  八识讲话」
日    期：10.6.2018（日）
时    间：2:00 pm - 3:30 pm
2018新书推介会
星云大师点智慧8及漫画2
日    期：27 & 29.5.2018（日、二）
时    间：3:30 pm - 4:30 pm
地    点：新加坡佛光山二楼大会议室
日    期：31.5.2018（四）
时    间：6:30 pm - 8:30 pm
地    点：2018新加坡书展
  首都大厦剧院 & 赞美广场草坪

苦恼？困扰！

星期二至五 1:00 pm ~ 5: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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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办单位 Co-organiser:主办单位 Organiser:

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 Buddha’s Light Association (S’pore)
www.blia.sg

新加坡佛光山 Fo Guang Shan (S’pore)
Tel / Fax:  6411 0590 / 6411 0599   www.fgs.sg

日期 Date :

26 ~ 27.5.2018
(星期六～星期日, Sat ~ Sun )
10am ~ 10pm

29.5.2018
(星期二Tue)
10am ~ 5pm

地点 Venue : 
新加坡佛光山 Fo Guang Shan (S)
1 Punggol Place  Tel: 6411 0590

浴佛  Bathing the Buddha
26.5.18 10am ~ 6pm
27.5.18 10am ~ 6pm
29.5.18 10am ~ 5pm

素食园游会 Vegetarian Foodfair
26.5.18 11am ~ 4pm
27.5.18 11am ~ 4pm
29.5.18 11am ~ 4pm

26.5 (六 Sat) 

 

双亲节 
Parents’ Day Celebration

双亲节晚宴
时间 Time: 
6.30pm 

毓麟祈福
Baby Blessing Ceremony
时间 Time:   10am  
报到时间 Reporting time：9am
报名资格 Eligibility：
0至5岁的小朋友，生活照片1 张

27.5  (日 Sun)  26.5 (六Sat) 

诵经祈福／上佛供
Chanting & offering to Buddha
时间 Time:   10am  

26 ~ 27 / 29.5
 (六 Sat / 日Sun / 二Tue)

佛传人物彩妆造型秀
“Life of the Buddha” 
Characters Dress-up 

时间 Time:  11.30am 
报到时间 Reporting time：10.30am

须报名

Offering
to Buddha 

Offering
Procession 

Offering 
of Light 

Alms Round

托钵
Cultural Show 

节目Programme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 Punggol –
10 years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2008-2018)

新加坡佛光山榜鹅落成
十年回顾展

Years
2008 ~ 2018

晚宴：凭餐券入席

27.5 (日Sun) 

三皈五戒典礼 

Refuge-Taking & Five Precepts Ceremony
时间 Time:  2pm
报到时间 Reporting time：1pm

地点Venue：新加坡佛光山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26.5 ~ 2.7

时间 Time :  9am ~ 6pm
   closed on Monday 星期一休息

新加坡佛光山榜鹅
落成十年回顾展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 Punggol –
10 years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2008-2018)

Years
2008 ~ 2018

须报名

须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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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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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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医疗保健班（成文鸾医师）

六
Sat

智慧鱼儿童绘画班- 续 2017班（材料另收费） 易豆豆老师／曾秀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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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琴班（口琴自备）（邓远为老师） 11:00 am - 12: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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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新班招生

以宽厚为师，可以养量

以俭仆为师，可以养家

以奋发为师，可以养志

以淡泊为师，可以养德

Use magnanimity to grow more magnanimous.

Use frugality to sustain your family.

Use earnestness to cultivate your resolve.

Use detachment to enlarge your virtue.

额满

额满

额满

额满

额满

额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