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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僧有话要说》二十说：
「可」与「不可」

文／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

在晚清末年的时候，知名人物曾国藩
先生，他最大的特长，被人赞誉为「知人
善用」，他对于如何知人、用人，读他的
《曾国藩全集》自能心领神会。他可以为
满清打败气势如虹的太平天国，也是靠着
他的识人、知人。在满清对汉人不是太信
任的状况之下，他能够保住大清的江山，
曾国藩的「识人」，确实应该受到我们的
肯定。

历史上知人用人的能者很多，但是
不能知人善用的人，也不在少数。世间
上，凡是做领导的人，政治界的也好、企
业界的也好、教育界的也好，对于选用部
属，「识人」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能量。有
的人，本来事业难成的，因为「识人」，
得天下英才而用之，什么都转危为安、转坏为好了。也有的
人，本来做得轰轰烈烈，由于「不识人」，最后一败涂地。
可见得，这个「识人」，关系着人间事业的成败，这是很重
要的因素。

什么是能用的人呢？什么是不能用的人呢？在贫僧的心
目中，凡是善事，都讲「可」的，都应善用；凡是官僚，讲
「不可」的，就应该保持距离，以免影响好事。

贫僧对这一个「识人」的问题，不能和过去这许多的历
史人物相比；因为贫僧没有财势，没有交友广阔，没有选用
天下英才的能力，只是说，在佛门里面，有一些老成持重的
发心人，或者一些肯得患难与共，所谓「发心」、「有共同
理念」，那就是我们最得力的人才了。

是人才？不是人才？要有选择的慧眼。我对于是人才、
不是人才，往往只看他做人对善恶能否分辨，他知不知道什
么是善、什么是恶？他的性格是恶、是善呢？这是根本的条
件。然后，我就是看这一个人对事情是肯得说「可」，或者
说「不可」，我在这方面比较有计较。

凡是说「可」的人，我觉得他肯得与人为善，肯得从善
如流，必定有人缘，能够和人相处。凡是一个人找上他，他
都回答「不可」、「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这种人必
然不受人欢迎，也就是所谓「官僚」、「打官腔」，没有服
务的性格。遇上这样的人，大部分我也都不喜欢用他。

在佛门里，有所谓「宗门思想」，你对于信仰虔诚不虔
诚？你对于工作伦理知道分寸吗？你对分内的事、不是分内
的事，都能很关心吗？你肯得主动的处理事情吗？或者你有
道德勇气吗？你对于情、理、法，都能照顾周到吗？

记得多年前，有一个弟子从美国旅游归来，他很得意地
说：「我只要讲一个字，在美国就能够通行无阻。」有人好
奇问他：「一个什么字？」他就用英文说：「No」，就是不
可以、不知道、不懂、不会的意思。

又有人问他：「为什么一个『No』
字，就可以让你在美国通行无碍呢？」他
说：「例如，我在海关，他们用英文问我
入境的情况，我就回他：『No』。因为他
怕麻烦，怕跟我罗嗦，就批准我，让我入境
了。或者在美国驾车，有违规了，警察来取
缔，跟我讲什么话，我都跟他说『No』、
『No』，意思是说，你讲的英文我都听不
懂，他也嫌我麻烦，就把我放行了。」

就这样，过了不久，他又到美国去旅
行，但这一次，我从别人那里听到说，他
被美国的警察机关逮捕了。因为「No」，
不能走遍天下。

几十年来，在我身边接触过的一些人
事，如果我看到他们的性格不肯以助人为

本、不肯以结缘为要，我大都是随他们自然发展；因为凡是
说「不可、不能」的人，必定无能，必定破坏好事，必定不
能与人合作。因此，我对这些说「No」、说「不能」的人，
大多不会重用他。

相反的，凡是肯得讲「我能帮你什么忙吗？」、「有什
么我可以为你服务吗？」、「什么事我来替你做做看」，能
够主动、能够见义勇为的，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有这
种性格的人，我都非常欣赏。

例如，做一个知客师，客人来了，他必定需要引导参
观，需要餐饮的招呼，需要联络什么事情；但是，有的知客
师父怕麻烦，都是问：「你吃过饭了吗？」如果对方说：「
没有。」他就说：「喔，你赶快去吃饭！」事情就这样推诿
了。

或者，客人来了，有的知客师劈头就问：「你有到大雄
宝殿拜佛吗？」客人说：「还没有。」他就说：「你赶快走
那边去拜佛。」把客人打发走了，他就没有事了。

这类的知客师，虽然看起来也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坏
人，但是这种没有真诚待人的心理，哪里能获得人心归向
呢？

所以，做一名知客师，对于来访的人，都要知道他的
需要。所谓「知客」，就是要「知」道「客」人需要什么，
他需要吃饭吗？他需要住宿吗？他需要找人吗？他需要办事
吗？他需要联络什么吗？你都要能认识、了解，自己承担下
来，帮助他一一解决问题，不要推三阻四。

像我们当初建寺院，要去办建筑登记的时候，到了县政
府，他说你到民政局；我们到了民政局，民政局说：「你到
建设局。」我们到了建设局，他说：「你这个是宗教的嘛，
应该再回到民政局。」他们就在那里推来推去，我们也不知
道究竟要找哪一个局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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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报一个户口，没有花一个礼拜来去，手续都不能完
成。你为什么不一次告诉我要带什么证件、什么数据才完整
齐全呢？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讲究红包来往的时代，有
红包，一次就「可」；没有红包，多次也「不可」。一个公
务人员这种态度，这么刁难人，你想，我们的行政效率还能
有成果吗？

吴修齐先生，是台湾最早期的企业界大老、统一公司的
创办人，有一次他跟我谈到，他在二十多岁才开始做小服务
员的时候，乡村的人士在乡公所里，要领个什么表格、填个
什么文件，因为早期普遍知识不够，大多不会填写，他说：
「别人拒绝的，我都上前说：『我帮你』，我就是这样欢喜
帮他的忙，解决他的困难。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事，举手之劳
啊！所以，我后来事业顺利，大概与我服务的性格也有关系
吧。」

很可惜，过去我们政府基层的服务人员，都不知道自己
的前途，就决定在他的性格的「可」或「不可」。如果常常
说「可」，前途必定上升；如果处处说「不可」，只有越做
越没有人缘了。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的事业顺利，并不是单凭
学历，也不是只靠能力，就是凭着肯得为人服务、肯得主动
帮别人的忙；反之，到处碰壁，到处没有人缘。

贫僧自喻是「破船多揽载的人」，凡是人家和我商量，
或者求助于我，只要能力所及，我都不擅于推辞。

例如：有人跟我说，现在的孤儿很多，要办孤儿院，
我知道这个可以，那么我就办孤儿院。有人跟我讲，现在的
老人跟年轻的儿女有代沟，应该要有个老人赡养的地方。我
想这是好事，可以，那么我就办老人院。有人说，现在的青
年学子，为了缴学费困难，读不起学校，由于过去我也是这
样，那么现在我有能力可以办小学、办中学，甚至办大学。
办一间不够，可以再办一间，从这个国家，再办到那个国
家。我自己虽然条件不够，但我可以藉助别人的因缘，没有
什么不可啊！

因为这一个「破船多揽载」的性格，贫僧觉得世界上
没有什么不可，所以后来办报纸、办电台、办电视、办佛光
会、办读书会、办都市佛学院、办丛林学院、成立美术馆、
推动云水书车、云水医院等等，都是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不
可。

经常有人跟我说佛经看不懂，实在说，不是文字看不
懂，而是道理很深。我不能因为道理很深就退却，所以就努
力想办法，让佛法的道理能够浅显易懂，能够讲了可以让人
明白。只要我肯发心、有心，又有什么不可呢？

后来，我又邀请大陆一百多位教授来协助佛教经典的白
话翻译工作，请慈惠法师几次到北京、上海去联系相关的事
情；这么一来，我的人缘越来越广，我的助力越来越多，事
情也成就了。可见得，好事要「可」，坏事要「不可」。

有的人在一生当中建一间寺院，都难以成功，像过去的
寺庙，都要经过几代人的建设才能完成。现在，我在世界五
大洲多少个国家建了多少的寺院，我哪里有能力？我只是有
一个性格：「可」。

我到了美国，王良信先生对我说，要在美国建寺院，我
说「可」；我到了欧洲，黄老太太和江基民跟我讲，希望在
法国建寺院，我说「可」；我到了荷兰，中国饭店的罗辅闻
说，要在当地建寺院，我说「可」。全世界所有的地方，要
建寺院，我都讲「可」，很少有什么地方说「不可」。

但我说一句「可」，后面的负担就大了。对方只是给
一个建议，他是一位在家信众，哪里有那么大的财力担当？
我必须去解决问题：我要帮忙买土地，我要集合地方人士，
我要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要找寻工程人员，我要在这里有所
示范，我要肯得服务、我要牺牲奉献……。所以，这一个「
可」的后面，跟着要有许多的能量、因缘，在这里贡献、在
这里助成。

所以我说，父母没有给我什么财富，但是，他们生给
我一个很好的性格，那就是：「可」。因此，我有一次在讲
演的时候，忽然说到，我们不要只是让上帝「万能」，我们

曾经香港有人寄了一尊佛像到宜兰给我，我到基隆海关
办入关手续，就在那栋大楼里上上下下，不知跑了多少趟，
都还找不到头绪。后来有人告诉我：「你不要这么麻烦嘛，
找个报关行帮你的忙，问题就能解决了。」我心里想，唉！
都怪自己。要节省经费，凡事亲自操劳，有时候确实耗费时
日，不容易达到目的。

记得有一次，我到海外访问一个地方，他们用最好的饭
店招待我，但是房门外面经常站了一个人。是来监视我们，
还是替我们解决问题？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在房间里，多
次听到有人来找我，他都是大声地问：「你来干什么的？」
「我来找星云大师的。」「你找他干什么的？」来人听了，
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或者来人说：「我是大师的亲戚。」这个人又说：「今
天不可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要说「今天不可以」
。来人听他这么一说，也只得告退了。

我到这一个地方是如此，到另一个地方也是这样；这种
国民，已经养成没有服务的性格，凡事都想拒绝了事，一句
「不可」、一句「No」，什么事就都了了。

后来，我又到了另外一个国家，那一个国家的饭店服务
人员见我一到，就起身来问：「我能帮你服务什么吗？」「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他承揽了我想要做的事情。他说：
「你跟我来，我带你到什么地方去。」他不但帮我找到我的
目的地，还帮我找到我要找的人士。

美国迪斯耐乐园，所以能在世界各地发展到这样的盛
况，他就是讲究服务精神。例如我曾在一本书看到，一位母
亲带了一个小孩，小孩忽然要上洗手间，不知道在哪里。刚
好有一位服务人员经过，母亲向这位服务人员提出要求。他
说：「我带小朋友去。」走了好远的路，之后又把小朋友带
回来。这位母亲是一位很富有的人，后来就出钱支持迪斯耐
乐园，感谢他们这种服务的精神。

另外，我还记得一件事。有一位老太太爬山，遇到下雨
了，从山上走下来经过路旁一间小店，里面有一位年轻人招
呼她说：「老太太，请你坐下来，在这里躲个雨吧！」并且
端了一张凳子给老太太坐。这位老太太也没有要买东西，不
过，年轻人还是殷勤接待。等到雨停了，还送老太太从哪里
走路，到哪里坐车。

过了几个月，这位年轻人收到一封信，说这位老太太要
赠送他一家公司。原来这位老太太也是一位富婆，她认为年
轻人的主动热忱服务，值得把公司托付给他。所以，推诿不
能致富，服务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几十年来，我在世界各地弘法旅行，也会遇到这许多
欢喜说「可」、欢喜说「不可」，欢喜说「No」、欢喜说
「Yes」的人；所以，我对于教育徒众，也没有什么其他特
殊的办法、技能，都是告诉他们：我们做人，第一要与人相
处，办事要主动，要先开口，要有微笑，要承担对方想要做
的事情，要能帮他解决问题。就是自己不能做到，也要很详
细地告诉他处理的程序：第一先找什么人，第二可以找什么
机构，第三可以做什么……事情要这样的进行。

在四、五十年前，我想，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有过的经
验，为了报一个户口，没有到户政机关跑个四、五次，户
口都报不成。在我们的经验里，第一次来报户口，办事的人
说：「你有身分证吗？」我就拿出身分证。「户口簿呢？」
我说：「我不知道要户口簿啊！」他说：「没有户口簿，报
什么户口？」我只有说：「对不起，我明天再来。」

第二天，我拿了户口簿再来找他：「我要报户口。」他
说：「你有带印章吗？」我说：「哎哟，报户口还要带印章
啊？」他就说：「你不盖印怎么能有信用呢？」想想他说得
也是有理，我就说：「抱歉，对不起，我明天再带印章来。
」

到了第三天，我又去报户口，「你的户长有证明吗？有
承认给你报户口吗？」我想：「啊？这个户口簿不就是户长
给我的吗？」他说：「不行，要户长提个证明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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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也应该「无所不能」。所谓「能大能小、能前能后、能
进能退、能有能无、能苦能乐、能早能晚、能冷能热、能富
能贫、能上能下、能饱能饿、能高能低」……我无所不能、
无所不可，自己做个万能的上帝。就等于佛教说「人人有佛
性」，自己能做佛，应该人人也能成上帝。所以我在想，假
如基督教像佛教一样「我是佛」，人人都能成上帝，那这个
世界必定非常平等、非常美好！

过去，贫僧在佛学院担任院长的时候，学生要请假，
这个事在训导处应该就可以处理了，但老师们都说不准、不
可。学生就来找我，我不但说可，还问他：「你要几天呢？
」他说：「三天。」我说：「路这么远，三天不够啊！五
天、一个礼拜吧！」学生一听，感到很意外，以为我这么好
说话。其实，我只是懂得人性而已。

为什么？因为他回去三天，和父母分别了一年、两年，
忽然回家了，家里的人必然欢喜，等于过年一样，请他吃
饭，给他赞美，家庭真是乐园啊！佛学院修道的生活多清
苦、多淡泊，当然，还是家里让人留恋了。

但我叫他在家里待一个礼拜，三天以后，「过年」的日
子过去了，总不能叫家人天天来宴请、天天来恭维、天天来
赞美，到了第四天、第五天，大家都冷淡下来，他就百无聊
赖了，开始想到佛学院团体生活的种种美好。一念之间，什
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他就可以分别。他就会想再回到学
院，不想要再回家了。

所以我觉得，人生要从积极面、向上、向前、向好去发
展，不要朝负面的「不可」、「不行」、「不能」去想，那
是不能成事的。

今天的青年们，在你的性格里，好事你都「能」吗？
你能跟人结缘吗？你能担当责任吗？你能吃苦耐劳吗？你能
勇于负责吗？你能吃亏忍耐吗？你「能」、你「可」，广结
善缘，放心，你必定会成功。「可」，也不是别人来教我们
的，是自己内心的潜能。你潜在的能量，能够发挥出来，这
是非常重要的。

实在说，佛光山有的徒众，也是势单力薄；但是「为了
佛教」，他发心、他「能」，就可以在海内外开山建寺。有
志于向学的，鼓励他读书，他觉得「能」，我们就培养他，
他就能从硕士、博士毕业。

所以，自己要有能量，才会有外缘，「能」是因，外缘
是「缘」，有了「缘」没有「因」，也不能成长啊！好比风
调雨顺都有了，没有种子，又哪里能生长呢？所以，大家不
妨审视自问：「我是一颗菩提种子吗？」

在西方国家，一条绳子一拦住，「不可」，这是法律，
当然就是不可。在我们，办大学很困难啊！但「可」，虽千
万人吾往矣！「可」的后面，要有承担、要有力量。这么简
单一个成败的关键，你能叫贫僧不说吗？

（2015.04.24口述完稿）

农历正月初九，2月5日一早，大殿里早早就有人提前
到，为法会做准备，殿外陆陆续续不断地有人以清香一炷，
上达天听。今天，除了礼千佛法会，更有国际佛光会新加坡
协会的新春团拜，以及新春大汇演的精彩演出。 

早上10点，礼千佛法会近400人前来与会，完全不见前
晚供佛斋天法会后的倦容，仍旧神采奕奕随着法师们唱诵礼
千佛的梵音，摄心聆听礼拜诸佛。

紧接着法会后，新马泰印总住持觉诚法师特地从马来
西亚赶来拜年，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心康泰，名声
天晓。为了让团拜热闹加分，特别请来新加坡擎威龙狮文化
团，表演新春醒狮，让团拜气氛顿时热火了起来。在这股热
络气氛下，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副会长、干部、督导及
各分会理事会员，一一出场向大众拜年迎新春。各分会会长
带领理事会员以创意风趣的口号、道具及表演，炒热现场气
氛。不论是公鸡舞或是名声天晓创意饶舌，在在都能展现佛
光人集体创作的创意与巧思。 

下午3点，新春大汇演未演先轰动，许多人在1点半左右
就提早抵达佛堂抢位子，怕进不了门观赏表演，近600人共
赏新加坡佛光山这项深具特色的新春演出。

新加坡佛光山音乐顾问张平福老师号召多位新马知名艺
人，如陈建彬、李宝恩、曾琳、云翔等共同演出，并安排杂
技“变伞”演出，以及新加坡佛光山合唱团、慈爱三好学校
小敦煌舞者、佛光青年、佛光智慧学园学生等，为大家演唱
新春歌曲及佛教歌曲。此次，更邀请到香港知名女歌手邓瑞
霞，参与演出献唱“喜气洋洋”及“万水千山总是情”，让
许多观众直呼来看这一年的新春演出，真是太值得了，太精
彩了！

另外，张平福老师更请到了宏茂桥联络所的新加坡马来

同胞共同参与合唱团演出，令人感到神奇，回教徒愿意参与
佛教寺院的新年演出，也显现出新加坡佛光山多年来在当地
所做的种族宗教融合的努力，有了成果。

从礼千佛、团拜到新春大汇演，各种活动都是新加坡佛
光山每年为信徒及国际佛光会，凝聚共同的心力，为弘扬人
间佛教而努力。不论是法会或是表演节目，都是依循着星云
大师的理念，为佛法的人间化不断耕耘大众的心田，让人能
感受到佛法亲切无疆界的普遍性。

新春礼千佛、大团拜、大汇演 

新加坡佛光山

上 灯 法 会
2月12日新加坡佛光山举办上灯法会，庄严的大

殿挂满新春红彤彤的合家平安灯笼，佛台上排满了信
众上供的朵朵吉祥莲花灯和盏盏的心灯。

早上10时，副住持妙穆法师与住众法师带领近
400多位信众一同唱诵《药师咒》及《药师赞》，并
念佛绕佛。大众以虔诚恭敬的心供上一盏盏心灯，祈
愿佛菩萨加持一切众生，点亮每个人的心灯，让无明
烦恼尽除。

为了让新一年增添新希望，妙穆法师带领大众恭
读星云大师《供灯》祈愿文，与大师接心，并开示提
到供灯的意义，藉由供灯及祈愿的力量，让来世身相
庄严，智慧圆满。（莫香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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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匆匆又一年，带着甜甜的笑
容，迈着轻轻的脚步，踏上飞速行驶
的时光列车，走进了又一个新年。

1月21日，弥陀学校儿童佛学班
开学典礼在法师、学校领导、老师
们、家长们和同学们的见证下，通过
殊胜而庄重的仪式，一首“三宝颂“
过后，妙穆法师为在场的学生以及家
长们给予授证。大家举起莲花手印，
认真地念着小菩萨以及家长的誓言，
以此为证。司仪陆续为大家介绍儿童
佛学班的结构与师资力量。我们的义
工老师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其中有
专业的在校老师、育儿专家、育儿平
台运营者等…每一位老师都是通过精
挑细选、专业培训，才能在佛学班授
教，家长们可以很放心把孩子送来学
佛。

弥陀学校吴宝德校长谈道：“教
育是老师们为学生们精心设计的一个
学习旅程。”他告诉我们，家长们除
了要重视孩子智商（成绩）的发展以
外，情商（品行）的发展也很重要。
随着世界的各种变化来看，没有任何
东西是一成不变的，唯有健康的心态
才是可以让人在遇到逆境或不顺心的
时候，可以从容不变的坦然面对。所
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来为学生们

的未来作一个规划。所谓的“T”型
模式是指，学习不仅要有深度、还要
保持宽度。弥陀学校一直以来，秉承
着教育的基础以“德育”开始。有慈
悲、喜舍”的情怀，“惜福、感恩”
的体验，才会有“精进”的学术。这
正是我们的佛学思想，也是我们各班
的名牌。所以校方希望我们的学生，
从小就可以用正面思维来面对学习、
成长以及未来。

新 加 坡 佛 光 山 副 住 持 妙 穆 法 师
给我们开示时提道：“佛门是需要众
缘才能成就，人心是需要用文化来教
育。”众所周知，佛光山一向重视教
育，星云大师在印度受戒时曾经说
过：“在印度能够帮助他们的是有限
的，唯有教育才能帮助他们改变命
运。”

随 后 ， 她 跟 我 们 分 享 了 一 个 故

感谢因缘，因缘成就一切
事：在很久以前，有一个神仙，他制
造了很多小泥人。这群小泥人都想做
真正的人，于是神仙给予他们一个
做人的机会。神仙告诉他们只要从此
岸游到彼岸，就能做人。最后只有一
个小泥人相信神仙（他的老师）说的
话，不惧困难，听话照做，最后得到
了他想要的东西。神仙遵守诺言，赐
给了他一颗心，让他成为了真正的
人。

不久后，这个故事传开了，原来
这颗心就叫做“信心”。在我们的学
习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但是只要我们不惧困难，积极面对，
所有的老师、家长都会给你信心，陪
你一起成长。

在场的所有人听完这个故事后都
若有所思，相信大家都怀着感恩的心
来面对未来的挑战！（陈春梅）

慈爱佛光山
新年团拜活动

2月1日，农历正月初五，慈
爱三好学校举办了“新年团拜活
动”。为了参加这次活动，孩子
们提早开始排练表演节目，当天
早上9点一切就绪后，满怀兴奋的
心情，大伙便开开心心地来到新
加坡佛光山向住众法师们拜年。

团拜在由慈爱K1及K2小朋
友组成舞龙舞狮队伍中，拉开序幕。副住持妙穆法师和
住众法师入席后，老师及小朋友用一对橘子及苹果向诸
位 法 师 拜 年 ， 祝 法
师 们 平 安 吉 祥 ！ 接
着，献上应景的小鸡
舞、舞龙舞狮表演，
以及《咕鸡咕鸡》、                   
《恭喜恭喜》等新年
歌曲，藉由舞蹈及歌
唱演出，体验佛门的
新年欢乐。

表演结束后，副
住持妙穆法师特别为
孩子们讲说鸡的“五
德”－－「文、武、
勇、仁、信」，鼓励
孩子学习“鸡”的仪
态威武、勇敢无惧、
守时无误等美德。

新春供佛斋天
每年，新春供佛斋天是新加坡

人的最爱法会之一，拥有福建“拜天
公”传统，让春节正月初九的凌晨，
热闹而更具新春气氛。

从2月4日晚上8点一直进行到5日的
凌晨12点半，近800人涌进道场参与盛会， 在 热
闹的气氛中，进行庄严隆重的新春供佛斋天，为人人取得今
年的好福气。

虽然是华人传统的天公信仰，但经过佛法思想的洗礼
后，在仪礼及内涵上更形丰富而深刻。每年的供佛斋天献供
典礼，信徒们身着庄严的各国服装，手捧佳肴美馔，上供诸
佛及诸天。这是新加坡供佛斋天仪式中最特别的一环，也显
现出新加坡华人对传统的坚持与用心。

今年，供佛斋天有缘礼请到来自台湾佛光山清德寺的
慧楷法师为斋天主法，法师清澈婉转而安定的音声让信徒
感到无比欢喜清凉。
透过音声不可思议的
力量，礼请诸佛诸天
降临道场，让大众闻
法摄受，以法相会。
同时，藉由供养的虔
恳 心 ， 长 养 菩 提 心
苗，广修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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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佛光山“送福到你家”
随着农历新年的来临，

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连同
白 沙 － 榜 鹅 集 选 区 基 层 组
织，于1月22日举办“送福
到你家”活动。举办这项活
动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提倡邻
里和种族的和睦，也将佳节
的欢乐带给社会较不幸的人
士。

今年新加坡佛光山总共
准备了大约700份福袋分发给
附近的居民和低收入家庭。
在白沙－榜鹅集选区国会议
员 普 杰 立 医 生 和 孙 雪 玲 小
姐，连同新加坡佛光山副住
持妙穆法师、妙裕法师、知
阳法师以及国际佛光会新加
坡协会沈清发会长和基层代
表的带领下，一群佛光人，
面带笑容，心中充满喜悦和
祝福，浩浩荡荡地把福袋送
给每户人家。议员们也向邻里居民拜早年。

今年的福袋除了有代表大吉的橘子，丰收的米袋和一
些应节食品，低收入家庭也领取到NTUC超市的$20购物礼
券，更少不了星云大师的春联墨宝《名声天晓》。看到居民
们收到福袋后所露出的喜悦和笑容，让大家深深感受的大师
所提倡的三好四给所带来的满足和欢喜，希望来临的一年里
家庭和谐，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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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寺大悲忏法会 Great Compassion Repentance Service 12/3, 16/4
梁皇宝忏法会 Emperor Liang’s Dharma Service

19/3 日 Sun 9:15 am - 3:30 pm洒净、第一、二卷	 Chapter 1 & 2
第三、四卷	 Chapter 3 & 4 25/3 六 Sat 2:00 pm - 6:00 pm
第五、六卷	 Chapter 5 & 6 26/3 日 Sun 10:00 am - 3:30 pm
第七、八卷	 Chapter 7 & 8 1/4 六 Sat 2:00 pm - 6:00 pm
第九、十卷、总回向	 Chapter 9 & 10 2/4 日 Sun 10:00 am - 4:50 pm
共修法会 Dharma Service 9, 23, 30/4 日 Sun 10:00 am - 12:00 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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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加 坡 佛 光 山 二 ○ 一 七 年 三 月 ／ 四 月 活 动 表
MARCH/APRIL 2017 PROGRAMME OF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法 会 Dharma Service

法律咨询服务 Free Law Clinic 5, 19/3, 2, 16/4
日 Sun 1:30 pm - 3:00 pm

义诊（成文鸾医师）Free Clinic 12/3, 9, 23/4

其 他 活 动 Other Activities

活  动  预  告
2017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Humanistic Buddhism English Dharma Talks Series (1) & (2)
1) Speaker : Ven Jue Wei
 Topic : My Understanding about Humanistic Buddhism
 Date : 31.3.17 (Fri)
 Time : 8:00 pm ~ 9:30 pm
2) Speaker : Ven Hui Pei
 Topic : Humanistic Buddhism in the Modern Era
 Date : 22.4.17 (Sat)
 Time : 8:00 pm ~ 9:30 pm
慧裴法师佛学讲座：「唯识与生活」
日期：23.4.17（星期日）
时间：2:00 pm ~ 3:30 pm

清
明
节
孝
亲
报
恩

Offering
to Buddha 

Offering
Procession 

Offering 
of Light 

Alms Round

托钵

Cultural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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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毓麟祈福Baby Blessing Ceremony
日     期: 6/5/17 （六 Sat）
时     间: 10am  （诵经祈福 / 上佛供）
报名资格： 0至5岁的小朋友,生活照片1张（须报名）
报到时间： 9:00 am

三皈五戒典礼 Refuge-Taking & Five Precepts Ceremony
日     期: 6/5/17 （六 Sat）
时     间: 2:30 pm （报到时间 Reporting time: 1:00 pm）

佛传人物彩妆造型秀 
“Life of the Buddha” Characters Dress-up
日     期: 7/5/17 （日 Sun）
时     间: 11:30 am （报到时间 Reporting time: 10:30 am）

双亲节Parents’ Day Celebration
日     期: 7/5/17 （日 Sun）
时     间: 10:00 am （诵经祈福 / 上佛供）
         6:30pm （双亲节晚宴）  晚宴：凭餐券入席 

法会地点:  新加坡佛光山 Fo Guang Shan (S)

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展
日     期: 6/5/17 ~ 31/5/17 （星期一休息）
时     间: 9:00 am ~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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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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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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修初级班（需具佛学基础；着修道服；每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四） （额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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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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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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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提琴－中／高级（额满）（杨长伟老师） 9:30 am - 10:15 am

小提琴－初级（杨长伟老师） 10:30 am - 11:1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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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心做、用心做，没有做不成的事
决心改、用心改，没有改不了的过
The determined can achieve anything.
The determined can erase all their faul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