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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僧有话要说》十九说：
我主张「问政不干治」

文／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

知道贫僧的读者们，除了知道我有
很多的名字以外，我还有一个名字，就是
许多人称贫僧为「政治和尚」。「政治和
尚」这个名词，我也非常不喜欢，因为贫
僧从小出家，一生也没有做过官，也没
有受过政府的津贴，甚至我和政府官员之
间，偶尔接受他们的访问以外，也没有太
多交往，我为什么要被冠上「政治和尚」
这个名词呢？

政治，不是什么不好，有名的政治
家，像英国的丘吉尔、美国的林肯、罗斯
福、德国前总理柯尔，他们为国家服务，
为人民谋求福利，功在人间。也有一些政
客利用权力，图私为己，国家、人民都不
放在心上，当然就不可以称道了。

我是「政治和尚」，我是政治家呢？还是政客呢？属
于文官？还是武将呢？我有参加过什么政治运动吗？我百思
不得其解。会有「政治和尚」这一词，大概由于我曾经是国
民党的党员；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任命为国民党的「
党务顾问」，我没有接过一份聘书，也没有一个人转告我是
党务顾问。后来，我又做了国民党的「评议委员」，我也没
有接到什么人的通知，也没有收到聘书，只是在报纸上，看
到国民党人事中央评议委员名单中，有「星云」两个字。既
是国民党的党员，国民党给我什么名义，我也不能推辞否认
了。

说起了贫僧做国民党的党员，在十八岁的那一年，中
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和共产党抗战胜利，在我们佛学院的讲
师名单中，有一位讲公民课的老师，口才相当，雄辩滔滔，
非常受我们同学的敬重。有一次，他叫我们全体同学都参加
国民党，做国民党的党员。我也不知道做一个党员，会有什
么权力、尽一份什么义务，他只是发给每一个人一张党员证
书。

但当我回到祖庭大觉寺礼祖的时候，有一天，代表师兄
到祖庭百里外的一户人家做功德佛事，走在一片荒野山区，
忽然想到，国民党、共产党的人士经常在此活动，我身怀国
民党的党员证书，假如给共产党知道，小命就不保了啊。于
是，就把这张党员证不放在身边的口袋里，而插在鞋子的旁
边；因为要走一百多里路，等到做完佛事回到祖庭，再看看
这张党证，已经磨成面粉的样子了。我心里想，这样也好，
我是出家人，「本来无一物，何必惹尘埃」呢？

当我二十三岁到了台湾，一、两年后，那时，国民党有
「党国元老」之称的李子宽老居士，他曾经和太虚大师、章
嘉活佛，三个人共同列名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佛教会整理委
员会」委员，他就对我们说：「你们法师，要想在台湾弘扬
佛法，不给政府认同，恐怕难以活动，我劝你们，统统参加

国民党做党员吧！」那时候在台湾，因为蒋
夫人（蒋宋美龄）是基督教徒，她的教性非
常坚强，所有的公务人员，不改信基督教，
难以升官，不改信基督教，难有出国访问的
机会。甚至，我们出家人要想在各地传教，
如果不是国民党的党员，警察也不会允许。

在那时候，贫僧非常热心要弘扬佛法，
想到我若不做国民党的党员，事实上会有弘
法的困难。因为他叫李子宽，我称呼他「子
老」，我就说：「子老，出家人做党员，也
不能去为党服务，光有一个党的名义，反而
给人见笑，可否让我们不要参加国民党的小
组会议、不要叫我们缴交党费，也不要给
人知道我们是党员；至于我们在台湾弘扬
佛法，在国民党政府领导之下，我们就随

政府安排了。」后来一、二十年当中，我也没有参与什么会
议，偶尔，在乡村弘法布教，让警察知道我是国民党党员，
确实也得到方便不少。

在一九八六年，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蒋经国先生
做总统，指名要贫僧出席，并且要在会中发表讲说，我才感
觉到有些紧张，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才好。记得会议是在台北
阳明山中山楼召开，先是由秘书长马树礼先生报告政治，后
来由参谋总长郝柏村先生报告军事；这时候，有一位先生送
来一张纸条给我：「主席（指蒋经国先生）要你下午发表意
见。」既然要贫僧发表意见，我一个出家人不能妄语，不能
只是歌功颂德，我应该直接把我的意见说出来，要对当时的
国家社会有所贡献。于是我提出几点建议：

我希望政府开放，让台湾的大陆人士能回到大陆去探
亲。因为我们在台湾这么多年，有家难归、有亲难投；尤其
一些老兵，思乡情切，我们不能为了两岸的战事，使得很多
的百姓家不成家、人不成人。

第二，我希望国民党要开放，不要只有一党专政（那个
时候还没有民进党）；希望党外异议人士，例如高玉树、邱
连辉等，要能给予接纳包容。因为党外人士也有很多有为之
士，不予任用，甚为可惜。假如让他们加入政府的阵容，更
可以显见政府的力量。

我希望让佛教来办一所大学。因为在台湾，天主教办有
辅仁大学、静宜大学，基督教办有东吴大学、东海大学等；
在东南亚，那么多的佛教徒，感觉到台湾没有一所由佛教办
的大学，实在让他们心有不公不平之感。

我希望国家要发展体育。因为在国际间，像少棒、青棒
为国家带来多少的荣誉；现在也不是以战争为主，两岸可以
从事和平发展，在体育上竞赛。现在不少人都提出，以「三
民主义」的自由、民主、均富统一中国，那也不必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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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重视道德，守法守纪；你说，如果有另外一个国家要去
侵略他，会能胜利吗？阿难尊者回答说：佛陀，侵犯这样的
国家，是不会胜利的。雨舍大臣听了以后立刻起身告辞，他
说：佛陀，我了解您的意思了。

佛陀没有逃避，他也是「问政不干治」。佛陀虽然把佛
教护法的责任交给王公大臣，但也是让政治界保护佛教，佛
教拥护人民，拥护社会国家。

佛教传来中国，当初五胡十六国的石虎、石勒滥杀民众
的时候，不是靠佛图澄大师显现神通，感化他们，才减少许
多杀业吗？他拯救了多少万千苍生，后来二石还礼佛图澄作
老师，时常向他请教国家大事。

东晋道安大师说：「不依国主，则佛法难立。」说明
佛教与政治是互惠的，佛教拥护国家，两相受利。但是到了
道安大师的弟子庐山慧远大师，曾在〈沙门不敬王者论〉里
说过：「袈裟非朝廷之服，钵盂岂庙堂之器？」这也只是说
明：宗教要超越政治。

有一些所谓有修行的圣贤，他们对于世间俗事不愿意
闻问，所谓「不在三界内，超出五行中」，但是每个时代都
有不同的文化，当佛教在衰微危急之秋，如果说不再服务社
会、关心时势，不是要自取灭亡了吗？

所以，太虚大师不愧是当代新佛教的领导人，他倡导
佛教要改革，即「教义改革、教产改革、教制改革」，并且
提出「问政不干治」的指导原则；我想全佛教徒都会奉为圭
臬，大家多关心国际民生、多关心人民的幸福，而不是去从
事治理的工作。我觉得当代有知识的人士，应该尊重佛教徒
已经放弃治国的权利，但是不能叫他放弃关心人民的福祉。

贫僧一生中，虽没有像慧远大师「沙门不敬王者」，但
是，我和王者、政要来往都毫无所求。佛光山当初启建的时
候，因为得罪当时的地方首长，他不给佛光山寺庙登记，一
直等到十年以后，他下台了，我才领到佛光山的寺庙登记。
我也很自豪的说，你做政府的官员，纵然选举当选，总有任
期，无论四年、八年，你总不能终生担任官职吧！可是我做
和尚是一生的，我以一生的岁月，跟你的政治生命相比，我
比较稳操胜算。

佛光山启建，虽然我们也办了多少文化、教育、社会
福利的事业，但我们没有求助政府给我一块钱的补助，为什
么？因为我有我的人格，我有我的想法。所谓「大丈夫达则
兼善天下，不达则独善其身」，我抱着这样的原则，等于佛
陀「有缘佛出世，无缘佛入灭；来为众生来，去为众生去」
，我既是佛门弟子，有什么不能效法佛陀的行为呢？

台湾，从专制的时代，到现在实施自由民主的制度，这
是很可贵的；可惜，制度虽好，思想观念不改变，削足适履
的自由民主，总有一些不合时宜。例如，贫僧初到台湾，就
参与了台湾的民主选举，最初五、六十年前，还会喊出「选
贤与能」的口号，颇有尧舜的谦让精神，后来每况愈下，就
经常传出选举贿赂、买票的情况，丑化对手的言论。

我们佛教徒也是社会的一分子，虽然只是一个平民百
姓，既然是民主社会，当然也具有神圣一票的权利；但是，
每当选举，出家人去投票，总要受到媒体的冷嘲热讽，这种
歧视宗教的行为，是不懂得民主的真义呢？还是自由民主的
堕落呢？这实在是今日台湾的政治人物和全民都应该深思的
地方。

现在，台湾的国民党承认「中华民国」，民进党不承认
「中华民国」，但是他每次又要参与选总统，究竟他参选的
是哪一个国的总统呢？我曾坦诚的说，我是中国人。因为我
是哪里人是改不了的，但每当我说我是中国人，总有人批评
我不对。那么，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哪一国人呢？我是日本
人吗？我是美国人吗？难道要让我做一个无国籍的世界难民
吗？

我觉得为政之道，是要包容、和平、尊重、平等，造福
全民；所谓中华文化中，「王道」比「霸道」重要啊。

总说一句，我是一个和尚，我做过国民党的党员，我是
中国人，这是贫僧一生不能改变的。这也是我的理念和信念
吧。（2015.4.25 口述完稿）

我们把战争浩繁的支出，用来发展体育，可以扬名国际……
至于，还有一些什么建议，我也记忆不清了。不过，这

一段讲话，第二天被刊登在《中央日报》第一版。后来有人
告诉我，这段讲话的记录，在国民党的档案里也有存盘。那
天郝柏村还对贫僧说：「今天我们三个扬州人都讲得不错。
」其实，我自己对党政外行，也不是要做官扬名立万，只是
说了心中的感言，希望国家、人民、佛教都有所增益，希望
未来更好。

后来，据闻蒋经国先生有所改变，陆续开放大陆探亲、
解除戒严，并且有人告诉我：「你一个和尚，都希望如此，
他当然有所裁决。」我们知道蒋经国先生不容易听信部下
的建议，因为我是一个和尚，不是他的什么部下、官员；当
然，和大陆往来，我不敢居功，也非我个人的能力所及。

之后，国民党成立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组织，我
被推为常务委员，记得和前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还曾
经一同开过圆桌会议。后来，对贫僧被誉为「政治和尚」一
词，在报章杂志上就屡见不鲜了。当然是誉少谤多，批评我
的人都说，我是和尚还要参与政治吗？我对于这句话一直耿
耿于怀，不以为然。因为政治我们可以不参与，但是对于社
会的关怀、人民的富乐，我们佛教徒不能置之度外。

太虚大师在抗战胜利初期，据闻蒋介石曾经要求他组
党，他推辞以后，提出一个佛教今后对政治的主张：「问
政不干治」。我对太虚大师的高见，举双手赞成。因为我们
出家人做官，当警察局长、当什么县市长，这就不便了。
不过，一些民意代表，如：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监察委
员等，这个应该要义不容辞的参与。对治理国家有关人民幸
福，不能不问，所以这「问政不干治」的理想，大概就在此
吧！

甚至后来我到高雄寿山寺的时候，已经民国五十年了。
在国民党高雄市党部担任主任委员的季履科先生，曾经要我
竞选高雄市的立法委员。当时，我已经看出台湾的选举，不
是选贤与能，完全是谩骂。我想到，假如我个人参与选举，
祖宗八代拿出来被人羞辱也还罢了，把我的教主佛陀释迦牟
尼佛，也拿出来被人辱骂，实在是划不来。因此，我就敬谢
不敏了。

虽然如此，贫僧这一生，虽不想做官，也不想做民意代
表，但对于社会的公平公义，有时候不能不参与意见。

我是一个普爱世人的出家人，不应该对这个世间有党派
的观念；我做和尚，终生不悔；我做了国民党党员，也是终
生不悔。虽然国民党对过去政治犯的残忍屠杀、对异议分子
的冤屈，践踏人的生命，我是深不以为然；但是，国民党对
我的宽容，虽有白色恐怖时期，我还能在那个乱世时代保住
小命，也算不容易。

但贫僧对于台湾媒体的一些人士，动不动就批评说：   
「出家人还要干预社会？还参与政治？还要表达意见？」对
于他们这种说法，我深表不认同。至少说，我是一个没有
犯法的公民，我不是被褫夺公权的受刑人，我不能关心国事
吗？我不能对社会人民的福祉表达意见吗？那贫僧作为出家
人，普爱世人的责任，究竟在哪里呢？

我想到，我没有被褫夺公权，我们的媒体和民间的一些
人士，你们就这样残忍的剥夺贫僧公民的权利吗？是你们无
知，还是你们不懂得民主自由的真义呢？

想到我们的教主──佛陀释迦牟尼佛，在成道以后，经
常受印度的国王问道。例如：印度南方摩竭陀国的频婆娑罗
王、北方憍萨弥罗国的波斯匿王，都经常的向佛陀请问一些
治国之道。佛陀对政治，曾经发表过《仁王护国经》，也倡
导仁王政治，他并没有说佛教不可以关心世事。

我在撰写《释迦牟尼佛传》的时候，曾经写到，雨舍大
臣奉阿阇世王的命令，要去向佛陀请问他要讨伐越祇国，能
否打胜仗呢？雨舍大臣见到佛陀，很难启口。但佛陀知道他
的来意，就跟阿难尊者说：阿难，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假如
一个国家教育昌明，社会伦理敦厚，父慈子孝，上下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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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如箭一转眼2016年已经过去了。新加坡佛光山在
2017年1月15日（星期日）下午两点正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功
德主会，以及成果展暨岁末围炉。当天出席有新、马、泰、
印总住持觉诚法师，新加坡佛光山副住持妙穆法师，以及国
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会长沈清发、周应雄副会长等。

在法师们的带领下，所有信众都合掌共同虔诚之心在佛
陀圣像前献一盏心灯。接着觉诚法师致欢迎词，觉诚法师强
调星云大师今年送了一句春联《名声天晓》献给所有信众，
愿大家做好事，存好心，说好话天公都会知晓。接着邀请觉
诚法师颁发星云大师春联墨宝《名声天晓》感谢功德主常年
的发心护持道场。

功德主会后，接下来是进行一年一度的成果展。由各
社教课程的学员以不同的方式呈献自己一年来所学所得。首

2016年功德主会，成果展暨岁末围炉
先，呈献给大家的是星云大师的【致护法朋友的一封信】接
着由各社教呈献的节目有：敦煌舞蹈，禅修班的松柔操，人
间音缘合唱团，妙慧读书会呈献短剧，青年舞蹈，口琴班，
家长读书会等等。在节目之间也穿插了颁奖典礼，由觉诚法
师颁奖给全勤奖，优秀义工奖，服务奖，以及2016年佛学慧
考的得奖者。同时，呈献2016年的活动报告。这一连串的节
目让大众观赏个个都目不转睛。

在节目接近尾声，张平福老师与合唱团带领合唱两首新
年歌“财神到”和“名声天晓公鸡啼”全体大众手上握着春
联“名声天晓”同时，法师们与大众一同和大师拜年。在欢
乐的气氛中结束成果展。随后，大众欢聚享用常住准备的丰
富美味的围炉火锅，为岁末围炉增添气氛。

优秀义工

向大师拜年

围炉

成果展

功德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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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元旦，新加坡佛光山举办入学礼暨敦亲睦邻助学
金颁发典礼已步入第九个年头。除了提供白沙-榜鹅莘莘学
子入学祈福礼，让学子们在新的一年，身心安定，学习更专
注，与此同时，也颁赠助学金，鼓励学生不畏惧艰难、努力
向上。

清早，学生及家长欢喜到大殿参加入学祝福礼，新加坡
佛光山副住持妙穆法师带领近400位学生及家长虔诚诵经、祈
愿。领奖学金的学生及家长，对道场精心准备的系列义剪、
填写许愿卡、趣味游戏，及奉茶给父母等活动乐在其中。

在助学金颁发仪式未开始前，先迎请贵宾入席，与会贵
宾有：新加坡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先生、人力
部政务部长及东北区市长张思乐先生、教育部长（学校）及
交通部第二部长暨白沙-榜鹅集选区国会议员黄志明先生、
通讯及新闻部兼教育部政务部长暨白沙-榜鹅集选区国会议
员普杰立医生、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颜添宝先生、佛光山
新马泰印教区总住持觉诚法师、新加坡佛光山副住持妙穆法
师、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沈清发会长、信徒代表张仰兴先
生、李爱兰女士，此外，更有各区基层领袖、校长、佛光会
督导、干部等。

仪式开始由慈爱三好学校的小朋友，穿着金光闪烁的
服装，以千手观音的舞蹈，赢得全场来宾的赞叹掌声。紧接
着，住持觉诚法师为大众开示。觉诚法师提醒学生们能领受
助学金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以自己为例，从孩童时期只有

新加坡佛光山入学礼敦亲睦邻 
勉励学子、提倡和谐

每天两毛钱的零用钱，为了读书省下一毛钱作为日后借书的
费用。些许年后，在老师的鼓励下第一次领受的助学金终于
让觉诚法师有了学音乐的机会。在教育体系堪称世界首选的
新加坡，学生们更应该珍惜身旁的父母、师长、甚至国家给
予优良的教育体系及典范。反观其他国家的孩子想要上学
却不是易事，以尼泊尔为例，孩童年纪稍大便得下田帮父母
耕种，因此，佛光山以助学金的方式希望孩子们能受教育。
最后，觉诚法师希望在场的学生们能以部长们为榜样，为社
会、国家尽心尽力。

教育部长黄志明先生致词时表示，新加坡佛光山2008年
于榜鹅地区建寺，成立「敦亲睦邻日」，促进白沙-榜鹅地区
宗教和种族间的和谐与团结功不可没。今年，共有250名家境
清贫的学生，不分种族、宗教信仰，在新的一年都能收到这
难得的礼物。他以“慈爱三好学校”为例，培养孩子们具有
良好的品格，是给予孩子们未来人生路上的方向盘，同时鼓
励孩子们以每日辛勤劳作的“超人”父母、义工团队的“英
雄”Uncle, Auntie为榜样。最后，黄志明部长鼓励所有受奖
学生要善加运用得到的助学金，期许学生们未来也能帮助他
人，成为新加坡种族与宗教和谐团结的一份力量。

在义工的簇拥下，学生们一一上台在部长、法师的见证
下领受了今年的第一份礼物，又能跟贵宾合照，脸上的欢喜
非笔墨所能形容。

（杨肃斌）

1月21日下午2时，新加坡佛光山启建一年一度岁末祭
祖法会。

700余位信徒齐聚佛堂，由副住持妙穆法师及住众法师
带领，虔诚礼拜《八十八佛洪名宝忏》，为过往父母历代
先祖祈求诸佛菩萨加持护念，得生佛国净土。

为令法会庄严殊胜，义工们在法会前几天即开始进行准
备工作，清洗便当盒、包水果篮、坛场布置、书写及打印牌
位等。21日，包祭祖便当的义工们一早便已赶到佛堂，协助
各项工作；过程中，大家集体创作心中默念佛号，不散心杂
话，很快地七百二十多个便当，在午斋前就已完成，在大殿
摆放完成。

2017 慎终追远 岁末祭祖法会
在开始包便当盒前，副住持妙穆法师先为义工开示，祭

祖是华人社会一项优良传统，如果没有先人的努力，不会有
今日优渥舒适的生活，所以在祭拜先人时，需具足虔诚恭敬
的供养心，那么祖先来受供时，方能领受到后人供祀食物的
美味。

每年祭祖时，见到殿内精致美味的餐盒及水果，让信
徒都非常欢喜，祭祖便当经常供不应求，法会时常见儿女陪
同父母前来祭祖，显见华人文化中孝道教育及慎终追远的精
神，仍代代相传，绵延不绝。下一代明白祖先的德行，才能
在人生的道路上，具备良善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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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生法会 Birthday Prayer Service 5/2, 5/3

日 Sun 10:00 am - 12:00 noon
护寺大悲忏法会 Great Compassion Repentance Service 19/2, 12/3
上灯法会 12/2
共修法会 Dharma Service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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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加 坡 佛 光 山 二 ○ 一 七 年 二 月 ／ 三 月 活 动 表
FEBRUARY/MARCH 2017 PROGRAMME OF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法 会 Dharma Service

维也纳佛光青年爱乐团在执行长
觉彦法师的带领下，于2017年1月8日
前来新加坡佛光山为信徒们举行一场
中西融合的新年音乐飨宴，以西方乐
器演奏佛曲。泰华寺住持心定和尚担
任主宾，其余出席嘉宾还有新加坡佛
光山副住持妙穆法师、新马寺副住持
如彬法师、沈清发会长及会长夫人、
曾炳南副会长及周应雄副会长等。

维也纳佛光青年爱乐团于2015
年，在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的支持与
鼓励下正式成立，由近50位不分宗
教、国际的专业年轻音乐家与声乐家
组成。此次新加坡站的演出，是爱乐
团『2017云水之爱、光照寰宇』亚洲
巡演新年音乐会的其中一站。随团来
新演出的30名青年团员，皆是旅居奥
地利的资深音乐人，其中包括有来自
保加利亚音乐世家，年仅27岁的指挥
Georgi Nikolov；有来自罗马尼亚小提
琴世家，是世界重量级的意大利帕格
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得主，多次在欧
洲议会、罗马尼亚总统国宴上演出的
年轻第一小提琴手Tudor Andrei等。

音乐会于下午5时，在轻快的《双
头鹰进行曲》中，正式掀开序幕。一
曲曲团员们精湛的演奏，让现场气氛
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高潮，特别在第一
小提琴手Tudor Andrei于《查尔达
斯》时的出色琴艺，让听众掌声久久
不息。更特别的是，为融合新加坡多
元 种 族 的 风 土 人 情 ， 乐 团 也 特 别 呈
献了两首马来传统歌曲：Chan Mali 
Chan以及Rasa Sayang，当熟悉的曲
调响起，听众们不禁乐翻天，跟着一
起大合唱。

维也纳佛光青年爱乐团新加坡献唱

中场休息
之前，定和尚
也上台给大家
献唱，并幽默
的表示：“刚
才的是大餐，
现在来上点小
菜”，逗的全场欢乐不已。接着和尚
给大家清唱了星云大师的佛光人信条
和四给。

十 分 钟 中 场 休 息 后 ， 乐 团 一 改
前面演奏的曲风，演奏了多首佛曲，
如：《礼赞伟大的佛陀》、《无相
颂》、《三稽首》、《佛光山之歌》
、《最上三宝》等，
以西方的乐器奏出经
过改编的佛曲另有一
番风味；此外，新加
坡佛光山佛光青年团
也参与《和谐》的演
唱。

音 乐 会 进 行 了
两 小 时 ， 经 过 两 次
的“encho”，心定
和尚再一次被邀上台
唱诵《香焚东海》之
后，维也纳佛光青年

法律咨询服务 Free Law Clinic 19/2, 5, 19/3
日 Sun 1:30 pm - 3:00 pm

义诊（成文鸾医师）Free Clinic 12, 26/2, 12/3

其 他 活 动 Other Activities

新加坡佛光山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1 Punggol Place, Singapore 828844. Tel: 6411 0590   
Email: admin@fgs.sg   Website: www.fgs.sg

询问 Enquiry:

罪 从 心 起 将 心 忏
心 若 灭 时 罪 亦 亡
心 亡 罪 灭 两 具 空
是 则 名 为 真 忏 悔

19.03 
(日 Sun)

 9:15 am –  9:50 am
10:00 am – 12:30 pm

洒净 
第一卷 Chapter 1

  
香供养 Incense

 1:30 pm –  3:30 pm 第二卷 Chapter 2 花供养 Flower

25.03  
(六 Sat)

 2:00 pm –  3:30 pm 第三卷 Chapter 3 灯供养 Light

 4:00 pm –  6:00 pm 第四卷 Chapter 4 涂供养 Fragrance

26.03  
(日 Sun)

10:00 am – 12:30 pm 第五卷 Chapter 5 果供养 Fruit

 1:30 pm –  3:30 pm 第六卷 Chapter 6 茶供养 Tea

01.04  
(六 Sat)

 2:00 pm –  3:30 pm 第七卷 Chapter 7 食供养 Food

 4:00 pm –  6:00 pm 第八卷 Chapter 8 宝供养 Treasure

02.04  
(日 Sun)

10:00 am – 12:30 pm 第九卷 Chapter 9 珠供养 Jewels

 1:30 pm –  3:30 pm 第十卷 Chapter 10 衣供养 Clothes

 3:50 pm –  4:50 pm 总回向

活  动  预  告
2017	 社教开学典礼	
日  期 : 26.2.17（日）
时  间 : 1:30 pm
覃亚湾居士生活讲座	
讲  题 : 认清附佛外道（二）
日  期 : 4.3.17（六）
时  间 : 8:00 pm ~ 9:30 pm

2017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Humanistic Buddhism English Dharma 
Talks Series (1)
Speaker : Ven Jue Wei
Topic : My Understanding about 

Humanistic Buddhism
Date : 31.3.17 (Fri)
Time : 8:00 pm ~ 9:30 pm

爱乐团送上最后一首《惜别歌》，再
度燃起现场热络的气氛，大师推动的
人间佛教，透过音乐，达到以音声做
佛事的微妙，在这场音乐会中看到最
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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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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珈班 (Mr Leonard Se) 

三
Wed

妙慧读书会《阿含经》 10:00 am - 11:30 am

卡通漫画班 （第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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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修初级班（需具佛学基础；着修道服；每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四）

五
Fri

抄经修持班《八大人觉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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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织DIY（陈妙女老师） 2:30 pm -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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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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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棋艺班［中国象棋］（蒋永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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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远为老师） 10:00 am - 11:30 am

小提琴第一班－（额满）（杨长伟老师） 9:45 am - 10:30 am

小提琴第二班－（额满）（杨长伟老师） 10:30 am - 11:15 am

小提琴第三班－初级（杨长伟老师） 11:15 am - 12:00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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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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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世间最美丽的是感动的笑容 

宇宙间最宽广的是真理的道路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in the world is 
a smile of gratitude. 
The most wonderful thing in the world 
is the path to tru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