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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僧有话要说》三十三说：
我的欢喜乐观从哪里来

文／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
贫僧的个性是非常的乐观，每日都在

欢喜中。我不喜欢愁云惨雾的生活，也不喜
欢艰难困苦的思想，我喜欢乐观进取、安然
自在，我学佛也是学习转烦恼为菩提，转痛
苦为快乐。

《般若心经》说，照见五蕴皆空，可
以度一切苦厄，开宗明义就已经指导我们修
行的道路。所以，在讲述《贫僧有话要说》
的时候，忽然想起可以讲讲我这一生的欢喜
和乐观从哪里来，仅以此文给予一点述说。

明年（二○一六）就是佛光山开山五
十周年了，五十年前，来到大树乡麻竹园开
创佛光山，也没有专家，也没有工程师，更没有建筑师，只
是一个初中毕业的木工萧顶顺先生，因为在高雄帮我建幼儿
园的因缘，贫僧就带他上山来开创佛光山。

他不会绘图，贫僧也不会，我们只凭着一根树枝，在地上
画出这栋建筑要多宽、多高、多长，他就着手开始建设了。从
开始到现在，即将五十年，这批木工、铁工、泥水工、瓦工、
油漆工、绑铁工，都是原班人马，没有换过。你们说世界的「
金氏纪录」里有这样的纪录吗？

萧顶顺先生来山做工程以后，把父亲也带来加入建筑行
列，并将两个儿子送到工科学校学建筑，他们毕业后也都回
来参与工程，可以说他们一家几代都为佛光山发展而努力。
当然，也有些人来参观，看到佛光山的建筑后赞叹说：「佛
光山的佛殿庄严，佛光山的坡台高低走路顺利……。」但是
谁知道，这都是我和这许多工人，如「三个臭皮匠」一般地
共同创建的呢！

建设期间，虽然不断地有传闻，说佛光山的这块土地非常
贫瘠，都是深渠沟壑，是不容易建筑的。但是萧顶顺先生从不
畏惧艰难，贫僧得到他，也可以说，就像是伯乐得到千里马，
我们相互尊重。

当然为了建筑物的庄严宏伟，外面不断地有人来挖角，要
他去替他们建寺；但是萧先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说：「
我在佛光山赚到了欢喜，这是世间所有财富都不能比拟的。」
所以，佛光山就在这样欢喜的团队中成长。

每当一栋建筑完成，贫僧也想给他一些奖励，让他出去旅
游参观，学习更好的技术再回来建设，他都推说：「自己已经
有预备。」我说：「我要奖励你。」他说：「你给我机会在这
里建设，就是奖励了。」到最后，奖励金就在桌上推来推去。
他忽然笑起来说：「奇怪，我在别的地方做工程，为了人家不
给我工钱，几乎要吵架；难道现在你给我的奖励，我不要，我
们还要吵架吗？」

所以，佛光山应该可以又称为「欢喜山」，佛欢喜来，菩
萨欢喜来，信徒欢喜来，国内、国外人士都欢喜来，甚至于所
有的工人都欢喜来，佛光山就是一座欢喜山。

因为，住在佛光山的欢喜里，贫僧一生也
是乐观人生，也是欢喜生活，每天都感觉在过
年，都感觉生活在欢喜中。若要细说我的欢喜
究竟在哪里？我也难以说出。事实上每天要为
近千人筹吃筹穿、筹措经费、办学开支，忧愁
都不断啊！哪里有那么多的欢喜呢？

实在说，世间上所有事情的成就，都要
靠天时、地利、人和。贫僧记得在五、六十
年前，从北部台北到南部高雄来发展，北部的
朋友们都认为我此举不当，是错误的决定。因
为那时候南部的文化发展，不及北部那样的兴
隆、进步。但是我并不这么觉得，在南部最优

势的，就是这里的天时、地利、人和。
先说人和，那时候高雄市出家人不多，像高雄市佛教会的

会长隆道长老、元亨寺的住持菩妙长老、宏法寺的住持开证法
师，以及许多的比丘尼道场，我们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
互相友好，从来没有嫉妒、障碍，所以在南部，「人和」应该
算是很难得拥有的欢喜。

再说地利，佛光山的土地虽是深渠沟壑，但地价便宜，我
可以慢慢把沟壑填平，做好水土保持，慢慢的来发展，时间对
我一定帮忙的，只要我不懈怠，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慢慢的
建设，就能完成。横竖我的经费来源也没有那么快，我只能在
时间里面慢慢地成长，也没有人跟我争取这一块贫瘠之地，所
以说，我拥有了地利。

最重要的，就是天时，因为台湾南部的天气，每年从九月
份起，到第二年的四月，都没有雨，雨季只有在夏、秋之间；
一般春、冬之季，南部都是阳光普照。没有雨水，信徒和客人
就容易来山参拜。

建设初期，经常为了山上的建筑费用，周转不灵，而无法
继续工程，但是常住大众都很有信心：「明天就是礼拜六，后
天就是礼拜天，有人来了，还怕没有香油钱吗？」五十年的岁
月，很快的，佛光山到明年就五十周年纪念，这当中，天时、
地利、人和都给我很大的帮助，我怎么能不快乐，能不欢喜
呢？当然，贫僧也很感谢父母，生给我一个乐观的性格。

一般的人都是接受人家给我才欢喜，其实，施舍更有价
值。有的人拥有了一些财富，舍不得给人，到了最后儿女争
产，连社会都不知如何去处理。为什么不在活着的时候，把
它处理清楚，让子女们遵守上慈下孝的道德，传承下去？虽
然人已经往生了，却能让自己的所有，让自己的事业，发光
发亮，与人有益，不是很好吗？

当你热心社会公益，态度乐观进取，不但自己欢喜，也
给人欢喜，也给人信心。我们受人家的金钱，我们给人家佛
法，这就是所谓「财法二施，等无差别」。给或取，彼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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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欢喜的，大家表现同一个信仰的诚意、恭敬，还有什么事
不能成呢？

所以，当初褚柏思夫妇，将佛光山这一块贫瘠的地付托给
我，可以说他付托得人，我没有辜负他们，他们应该能含笑于
天堂、含笑于人间了吧！甚至于仗此因缘，他们可以再回到佛
光山，承接佛光山的事业。一个人要能看到因缘，看到未来，
什么东西都能给未来去发展，这才是人间最智慧的想法，也是
最值得欢喜的事。

贫僧一生吃过的东西，都会难忘、都要报恩的。例如，几
十年前，曾在台北金枝姑的家里喝到一杯冰牛奶，有如甘露琼
浆，至今给我难忘。七十年前，在镇江「一枝春」的小面店，
现华法师请我吃的一碗面，如今口颊芬芳，难以忘怀。好比过
去镇江市委书记许津荣的一碗锅盖面，我都觉得是人间美味。
又如三、四十年前，彰化的小面摊里，那碗只要一块五毛钱的
面，让我怀念不已。假如有机会，还是要回报他们。这些都是
我一生中饮食的最高享受了。

当你受到人家给你的欢喜，你也要给人家欢喜。例如，
在嘉义我们有一块二、三十坪的土地，刚好位于一户人家土地
的入口，那位地主的土地有千万的价值，却被我们这块畸零地
给拦住，让它不能跟大马路贯通。当时他就表示要用八十万一
坪，比市价更高的价格跟我们购买，我告诉弟子觉禹，不可，
公订价格就好，不要这样奇货可居。如果以高价让给他们，这
就等于敲人竹杠，你多收了钱，让他人一世骂名，不值得啊！
公平就好，彼此就能皆大欢喜了。

君子有成人之美，像这一类的事情，我成人之美的欢喜，
也是无限的。韩信受漂母一饭之恩成为美谈，我们今天倘若能
多多给人助缘，让天下的韩信，也能再遇到万千的漂母，那不
就是世间很美好的事情了吗？

你问我欢喜从哪里来？就是从彼此相互之间，在信仰的法
海里面畅游，一切都把它当作是我的，一切都把它当成不是我
的，无我无人，有我有人，这中间有着很微妙的道理。例如：
在太阳底下工作很炎热，但是回到房子里，午餐是简单的茶泡
饭，也是美味无比，我怎么能不感到欢喜呢？

过去老友煮云法师经常来找我，到了晚上要睡觉，贫僧只
得把我的房间床铺让给他休息，我则睡到阳台上去。夜晚凉风
徐徐，清凉无比，贫僧怎么能不欢喜快乐呢？就等于明朝朱洪
武一日夜归，回到寺院，大门已深锁，进不去了，他就躺在寺
庙外的广场上，看着天上的星星，不禁说道：「天为罗帐地为
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足，恐怕踏破海底天。」
那种逍遥自在，我真有这个感觉啊！

我还记得到洛杉矶去，徒弟为了我，在美国准备好的床铺
要给我休息，可是我却翻来覆去无法入睡，因为床铺太软了，
我的性格还是苦命，只有睡到地上，而且睡得很痛快，因为洛
杉矶气候凉爽，非常舒服。我以大地为床，觉得这是世界上最
好的享受，也睡得很欢喜。

你说每天为了筹钱、筹吃、筹穿，日子过得很艰难，那也
不尽然。佛光山的土地是很难买的，山下的民众不断地涨价，
到现在，山坡地已经都多少万一坪了。但是没有关系，好在最
初已经有玉琳国师帮贫僧买下了这一块土地。

大家也许会觉得奇怪，玉琳国师是三百年前顺治皇帝的
老师，他怎么会来帮我买佛光山的土地呢？因为贫僧写了一本  
《玉琳国师》的小传，这一本小书，不只出版了几十版以上，
在马来西亚、香港、菲律宾一直都在畅销书排行榜上，也被拍
成电视剧、电影，帮我宣扬。

突然之间，有了那许多版税收入，贫僧平时也没有用钱的
习惯，当然就买土地，佛光山也就越来越大，即使有的土地是
山沟深渠。不过，因为早期价格便宜，你说我怎能不欢喜呢？

有了土地以后就要建筑啊，最初，信徒一再警告我，这种
丑陋的地方，鬼都不会来的。但是，贫僧一生不相信只有鬼会
来，鬼有鬼的世界，我相信佛、菩萨他们会来。所以，后来观
世音菩萨就来帮贫僧建了一座「大悲殿」。

观音菩萨怎么会帮我建大悲殿呢？贫僧在新竹青草湖教书
时，有学过三个月的日文，于是就翻译了日本学者森下大圆先

生的著作《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在台湾五十年前，还是
佛教文化沙漠的那个年代，这一本书也成为畅销书。

当然，除了版税的收入，要建一座佛殿也还不够。好在观
音菩萨慈悲，他以每一尊五百元的金身，让有缘人来供养，所
以贫僧就以观音菩萨万佛宝殿的名义，作为号召，建设了大悲
殿。连蒋介石总统听闻以后都想来参观，甚至蒋经国先生还曾
经四度来山。贫僧想，他们因为佛光山的建设，想要来一窥奇
妙的究竟吧！

在观世音菩萨大显神通威德，建了大悲殿以后，释迦牟
尼佛也出面来帮贫僧建大雄宝殿。佛陀是很平等的，全世界
的多少的寺庙，多少人要建大雄宝殿，他哪里能帮得了那么
多的人呢？

不过，我有特别的因缘。因为，贫僧写了一本《释迦牟尼
佛传》，在东南亚等很多地区，出版不只百刷以上，发行量遍
及海内外，真是佛光普照啊！再加上信徒支持，供养一尊佛像
一千元。贫僧就这样把大雄宝殿完成了，也没有很困难，也没
有费多少的力气，你说我能不欢喜吗？

有了大悲殿、大雄宝殿，阿弥陀佛也来帮忙贫僧。多少
年来，贫僧精进打佛七、早晚念佛，毫无懈怠，阿弥陀佛跟
我就更有缘分了，接引大佛高耸的立在东山之上，开光落成
时，贫僧写了一首偈：「取西来之泉水，采高屏之砂石，集
全球之人力，建最高之大佛。」就像围绕在接引大佛四周的
四百八十尊佛，象征着一佛出世，千佛护持，这一切的因缘
还不够我欢喜吗？

在佛光山建设，有人帮我捐献这个、有人帮我捐献那个，
贫僧一向都同人不开口，我都告诉别人，你不必要捐那么多，
布施是细水长流，慢慢的来。但可爱的信徒，他们都倾全力给
我助缘，贫僧当然也要尽全力地去发心。

例如：我要在台北办中国佛教研究院，没有经费的来源，
我想跟人借一个地方先来开学，但是东借西借，连一个门都借
不到。贫僧就跟佛光山重要的职事说：「我们回佛光山吧，春
节快到了，我们回去为信徒煮面，他们会赞助我们的，还怕研
究院不能成功吗？」

所以，在民国六十四年（一九七五）的春节期间，我都在
厨房里煮面，一天可以煮个五十大锅以上。信徒上山要找我，
就有人告诉他们：「师父在厨房里。」他们来了，看到我在煮
面，当然没有时间和他们交谈，我只有说：「你帮我来端面，
服务给大家吃吧！」他们也很乐意。所以，台湾义工的成长，
就由这样子而来的。

你说佛光山能够弘扬五大洲，也是因为这样的结缘，当一
切因缘成就，自然就法水长流了。大家都要能悟到：佛法都是
要靠因缘才能成功的啊。

在佛光山，真的是你走到哪里都会欢喜。好比贫僧记得开
山初期，在东方佛教学院圆门的前面，我们只有一块三十坪用
水泥铺起的平地，常常在出坡作务之后，就与开山初期的弟子
们坐在平台上叙谈，欢声雷动，畅所欲言。

有 人 说 ， 东 山 那 条 路 ， 把 它 定 名 为 「 菩 提 一 路 」 、          
「菩提二路」、「菩提三路」，其实，这条路才不到三百公
尺长，就已命名到「菩提三路」。三百公尺虽不多，但菩提
道却很长喔。

又有人建议，放生池到大雄宝殿的路，从放生池到不二门
为「慈悲一路」，不二门到朝山会馆为「慈悲二路」，朝山会
馆到大雄宝殿为「慈悲三路」；佛陀教导世间慈悲为本、方便
法门，我们不能不以此做为根据啊。

也有人建议，从头山门进来左转到丛林学院，可以叫作 
「智慧一路」，从香光亭到丛林学院的圆门，叫做「智慧二
路」，从圆门到大悲殿，就叫「智慧三路」；主要的，我们
要把东山大智殿文殊菩萨的智慧，和西山大悲殿的观音菩萨
的慈悲融和起来，成为全山的重要结构。

这些路虽不长，但每一个人的心愿是无穷、无尽、无限
的长远。因为五十年来，佛光山的建设，无论施者、受者；
无论老、少参观者，无一不欢喜。所以，大家说佛光山是个
欢喜山，又有什么不当呢？

位在佛光山西山的丛林学院和朝山会馆中间，隔了一条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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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往来不便；后来下定决心，不管如何困难，一定要造一座
桥，把它连贯起来。深沟桥梁虽高，但萧顶顺先生却认为不困
难，只花了十一万元台币，就把那一座桥造好了。于是贫僧就
将之命名为「宝桥」。

相传佛世时，佛陀要经过一条河流的时候，由于外道破坏
了桥，目犍连就把他的腰带解开，化作一座桥，让佛陀可以顺
利通行，这就是「宝桥度佛」的典故。我做了这一座桥以后，
让丛林学院和朝山会馆之间，信徒、徒众彼此往来，不必另外
再绕到前山、后山走很远的路。所以，出家众来、信徒在家众
去，来去真是宝桥度佛啦！大家对此也称赞不已。

有一次台风肆虐，把桥边一棵正在成长的菩提树吹倒了，
台风过后我去巡山，看到它只剩下一米长的枝干，无根、无
枝、无叶，像棍子一样。我看到了很伤心，就把这一根像棍
子一样无根的枝干，在原地埋了下去，我怕它风吹日晒，受
当不起，就去找了稻草，把它盖起来，保持潮湿，每天为它
浇水。两、三个月后，竟然它枝叶繁茂，现在已经长成一棵
高大的菩提树了。

佛光山早期很多的树，当初在栽种的时候，都是这样关
心，细心培养，现在才能成为树荫啊。像从麻竹园往东山的菩
提路上，一层一层的树木排列，真是有如《阿弥陀经》里所述
极乐世界的「七重行树」。这一些树木花草的生命，随着我的
成长，它们也跟着成长。现在这些树木，经过五十年，已经慢
慢成长茁壮，有一些巨木，无法由一个人围抱了，这里真是福
地啊。我怎么能不欢喜呢。

除了佛光山的树木成荫，这里也是百花盛开。我有一个性
格，不会特别去注意花卉，所以常有人送我一盆花，我都看不
到，等到花谢了以后，落在地上，我才知道有花。贫僧知道自
己有这样的性格，也想，为什么在花红美丽的时候，我不看到
它，一定要等到落叶衰残了以后，才知道有花呢？

不过，山上的徒众，跟随我经常走在路边，只要见到紫罗
兰（九重葛）沿途绽放，他们就会告诉我：「师父，你看！」
整排的炮仗花挂在树上，他们也会跟我说：「师父，你看！」
这不得不看，确实艳丽。

现在佛光大道上，有台湾栾树、印度紫檀，以及到了七月
学生即将毕业，盛开的凤凰花……，在山上一年四季，真是不
需要我们去买花供佛，山上自然生长的各种的花卉，就能供养
山上的十方诸佛。

在中国伟大的佛教建筑，如云冈、龙门、敦煌、大足、宝

顶石窟都成为艺术瑰宝，那都是过去由国家出资建设的，我们
现在生在末法，也不能要求像那个时候的盛世。但是，目前近
代的寺院中，如佛光山佛像之多的，恐怕少有，佛光山大大小
小、里里外外，不只数万尊的佛像，确实需要很多的鲜花，代
表我们虔诚的信心，来供养诸佛如来。当树木成荫、百花盛开
的时候，不禁为诸佛菩萨来欢喜了。

在佛光山，贫僧把浙江普陀山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大悲殿
建在西山，把山西五台山大智文殊菩萨的道场大智殿建在东
山之上，左有四川峨嵋金顶的普贤殿，右有万寿园边上的地
藏道场，分别坐落于佛光山这朵兰花瓣上，这不就如中国佛
教四大名山的展现吗？

我们经常说，佛菩萨在我们的心中，世界在我们的心中；
现在，佛光山这样的建设，我们不都是把宇宙诸佛菩萨，融入
到我们的心中，让信徒共同沐浴在佛光法水里面，享受禅悦法
喜？

佛光山还有个净土洞窟，你看，参观的人出来，脸上总会
有满意的笑容，对未来充满希望，不像是看十八层地狱回来后
惊恐的样子。

所以，佛光山历年来的活动，信徒不论是三步一拜的朝
山修持，或是到各个殿堂参礼，他们在这里的一餐一饭、一
宿一觉，可以说，我们做到让人欢喜，也就是我们的欢喜啊！

佛光山完成了，要建佛陀纪念馆，那个时候也是想象不
到的。虽然承蒙西藏那许多活佛仁波切，送给我这颗佛牙舍
利，佛牙虽小，却需要很大的土地供奉。为了建设佛陀纪念
馆，贫僧也只能希望看看政府是否能给我们帮助，来去完成
这件善举。

行政院院长萧万长先生确实很热心，在台湾，他为我们
推荐了好几块土地，我看了之后，虽然可以建纪念馆，但却
需要广大的土地做为停车之用啊。因为停车场的问题没有获
得解决，我都不敢在那许多土地上，随便开工动土。

最后，紧邻佛光山的擎天神炸药公司那一块土地，是奥地
利人与台湾政府合资经营的，正逢他们结束经营，再加之，拥
有这个土地所有权的奥地利人，一定要将这片土地和佛光山结
缘，但是那么大的地，也不是贫僧这一生的能量能取得的。承
蒙热心的信徒集资，才能有这么一块土地。除了买土地，还要
庞大的建设经费，真是感谢佛陀为我们找了千家寺院，找了百
万的人士，大家众志成城，共同建设佛陀纪念馆。

始负起责任与担当，他深深感谢母亲
把刚出生时，只有1.5公斤小小的他，
含辛茹苦的栽培到现在的170公分高。
佛光青年杨琍钧则表示，快要21岁的
她，已抵达生命的转折点，体悟到成长
最重要的是学会勇敢面对恐惧与克服困
难。她感谢母亲从小的鼓励与培养，让
她从一个羞涩的女孩变成一个勇于争取
机会，表达自己，把握因缘的女孩，学
会担当与成熟。她也感谢佛陀与佛法的
陪伴，让她在成长的道路上不忘初心，
坚守着一颗赤子之心。

家 长 代 表 王 乐 馨 则 以 感 性 的 言
语，殷殷叮咛孩子，不管在何时何地，
倘若在人生路上遇到任何困难，记得要
回到人生慧命的加油站，回到佛光山这
个家，充电再出发。

副住持妙穆法师为「成年礼」做
总结，叮嘱青年们要时时刻刻把“道
心”运用在生活上。以感恩心、谦卑
心，学会礼让、承担与奉献，并以“

9月30日，新加坡佛光青年团举
办了一场简单而庄严的「成年礼」，
共22名18至25岁的佛光青年踊跃参与
这一场生命的礼仪，与法师、父母、
及亲友们于三宝座前，接受诵经及献
灯祈福，更接受星云大师为青年祈愿
文的祝福，迈向人生另一新阶段。

在「成年礼」的第一个仪式上，
让每一位佛光青年通过一扇由气球编
成的∩型的 “道心” 门，低头弯下
腰，提醒青年们以谦卑与恭敬心，学
习谦卑，才能在成长道路上，顺利通
过人生的每一座关卡，通往成功道
路，迈开大步，走自己的路，更肩负
起对父母的反哺之恩。典礼上，父母
为青年孩子挂上“祝福的彩带”，孩
子们则以恭敬心奉上一杯茶给父母，
感谢父母多年的养育与教诲。

佛光青年王宏泽代表致谢表示，
成人就是从小孩变成大人的意思，从
这个阶段可以保有童心，但必须要开

待续。。。

生命的礼仪--「成年礼」

（文接自第二页）

八正道”作为人生路上的指南，必
定会有光明的前途。

星云大师说「成年礼」的意义有
四点︰「自我肯定、承担责任、心智
成长及感恩回馈」，藉着成年礼的活
动，带领青年们以感恩承接生命的恩
赐，以慈悲柔软处事待人，以勇敢、
坚毅面对生命挑战的精神。

典礼上，亲子间的爱与温馨，触
动了在场的每一位佛光人，这一场意
义非凡的生命之礼，在温馨的氛围里
圆满完成。（郭丽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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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世界的危机  实践人间佛教理念
意义》，这堂课谈到「生命有什么意义？我们是谁？」满可法
师以四圣谛「苦集灭道」，讲解这一课题。她说到生命的意义
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摆脱痛苦，而星云大师所提倡
的人间佛教，就是为人们提供断苦的良方。佛教徒要能够以无
为有，以空为乐，通过不断的修行，让生命一世一世的升华。

最后，满可法师以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的理念提醒大家，
其实佛法并不困难，是人被心理恐惧障住，以为很难，就如星

云大师常说的，「和平很简单，只
需彼此尊重罢了。」定从戒

中来，而戒是必须要实践
的。国际佛光会的会员
信条和人间佛教的理念
就是佛光山信徒必需实
践的「戒」，唯有坚守
此戒，人类方能到达法
喜安乐的境界，让平安
幸福照五洲。

10月12日，佛光山澳纽总住持满可法师莅临新加坡佛
光山，藉由以色列历史学家哈拉瑞的畅销书《21世纪的21堂
课》内容，引导信徒对现前世界逐渐显现的种种危机，做深
刻的「反思与觉醒」，一起从佛法的观点，共同探讨未来人
类必须要面对的挑战。当晚讲座前下了场大雨，550位护法
信徒依然风雨无阻地前来参与讲座。

讲座从澳洲南天桥启用典礼的短片开始，感谢新加坡佛
光山信徒共同成就南天大桥。满可法师表示，从盖南天寺，
到开办南天大学，乃至铺路造南天桥，这一期一期的工程，
虽然繁琐，但不管多辛苦，却也充实了她的每一天，勉励佛
光人要不怕活动多，唯有一起向前走，掌握每一个机会，才
能够更有信心面对生活中种种的考验。

「在一个信息满满，却多半无用的世界上，清楚易懂的
见解，就成了一种力量」，满可法师以书中的一段话破题，
点明唯有思路清楚正确才能领导人们入正道，带给人们力量。

书中的21个议题，谈到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未来结合
后，将带来的危机，人工智能对未来人类产生的威胁，国家主
义在现代的死灰复燃、欧洲难民、欧盟的瓦解、恐怖主义，以
及假新闻满天飞等问题。通过对现前人类面对的种种问题的思
考，哈拉瑞大胆提出自己批判而清晰的见地，激发读者一同思
考人类的未来。

谈到人工智能对未来人类产生的威胁时，满可法师以哈
拉瑞提出的「政府与现有的政治体制足以应对吗？年轻人该
培养什么能力，才不会被淘汰？」的问题，先让大家反思，
再以哈拉瑞的未来的教育需要培养的四个通用生活技能的发
展「批判性思考、沟通、合作与创意」，作为响应，让大家
明白生活技能的培养，让年轻一代拥有学习新事物的能力，
维持心理的平衡，不断提升重塑自己，才能面对网络中假信
息的流通，与高科技操控的环境。同时，以佛法的观念做好
情绪管理，才能不被社会中瞬息万变的环境迷惑，失去对环
境变化的调适能力。

在《21世纪的21堂课》中，篇幅最长的是第五部《生命

从三法印看无我人生
2018年10月13与14日，新加坡佛

光山的英文佛学讲座，邀请来自美国波
士顿佛光山觉谦法师，以“三法印”为
大家讲述“三法印”的意义，以及“三
法印”的日常生活应用，共有近200人
前来聆听两天的讲座。

觉谦法师以破题方式说明，三法印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盘寂静」的
意义，让许多初次来听闻英文佛学讲座
的人，对三法印有正确的认识。接着，
再以与大家习习相关的智能手机，导入
如何运用三法印破除手机对现代人的束
缚。

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让人们在迷
失于手机的迷人之处，失去了与家庭朋
友间的温度，过于依赖智能手机，而让
本来具足的智慧被人工智能所左右，人
与人之间过于依赖手机的实时通讯，不
愿意与人互动，面对面的打招呼，变成
发微信，“低头族”变成现代社会文明
病的病源。

生活的快节奏变调曲，变成了每个
人逃不了的梦魇，而慢活的生活竟是如
此遥远而奢侈，在层层困境中，我们要
如何逃出现代生活的牢笼呢？觉谦法师

告诉大家，真正束缚我们的，并不是社
会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不断给
自己内心上一道道枷锁，而这道枷锁就
叫「放不下」。

放不下金钱、感情、对未来的忐
忑不安和对过去的懊悔，带来生活的焦
虑与不安，而「三法印」就是解开这道
枷锁的钥匙。只要能够真实认知「诸行
无常」，那对于世间的情感、金钱及名
利，就不会患得患失，因为世间万象皆
由因缘和合而生，只要因缘散尽，当下
果报也随之散尽。正如我们的肉身也是
如此，四大不调时会生病，四大散尽时
就会崩坏。唯有了解「诸行无常」，才
能够坦然的面对人生中的起伏与得失。

若能认识“诸法无我”，就能够荣
而不喜，辱而不忧。被人赞美，亦或悔
辱，都能用平常心看待。有人曾经问腾
讯的创始人马化腾，“您如何看待那些
谩骂您的人呢？”马化腾从容的回答︰
「他们骂的是“马化腾”，而不是我」
，这就是无我的展现。我们可以用“无
常”来解释“无我”的概念，可以得到
很好的印证，既然时间的万物都在瞬
息万变，那么哪一个才是真实不虚的

呢？3岁时的我和30岁时的我，面相早
已改变，那么哪一张脸才能代表真正
的我呢？

觉谦法师结尾时再告诉大家，当
我们真实认识世间的无常和诸法的无
我时，面对世间的包罗万象，就会无比
的坦然，而这种坦然，就是「涅盘」。
涅盘其实一直与我们同生同灭，只是人
们无法看见它的存在。无常、无我、涅
盘，是生活中最美好的烦恼解药，只要
你愿意用它，生活中无不是好时光、好
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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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佛 光 山 二 ○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 十 二 活 动 表
NOVEMBER/DECEMBER 2018 PROGRAMME OF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苦恼？困扰！
活  动  预  告

2018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English Dharma Talks Series (9)
Speaker : Venerable Miao Tan
Date : 24 & 25.11.18 (Sat & Sun)
Time : 8:00 pm & 2:00 pm
Topic : Harmony in Oneness and 

Coexistence

九月二十九日，新加坡佛光山与
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再度与榜鹅社
区福利社，共同举办一年一度的「佛
光关怀•社区嘉年华」。此次活动在榜
鹅中区622号组屋1楼举办，与社区居
民欢庆中秋节，共有200位各族居民，
共襄盛举。

本着佛光山「福利社会」的宗旨，
佛光人发心准备了各种精彩节目，带给
榜鹅地区居民欢喜与融合。今年新加坡
青年团协助新加坡佛光山，担起策划执
行的角色，带动团康活动和行堂，与居
民搭起亲善桥梁。

从一大早的挂灯笼、摆桌椅的布置
工作，到上午十时社区中秋同乐会正式
开始。青年们负责各种摊位，如：造型
气球摊位、综合坚果及爆米花零嘴摊、
饮料月饼应景摊和小朋友最爱的弹跳城
堡游戏区，好吃又好玩的活动，让全家
大人小孩享受到中秋节社区团圆的美好
时光。青年们齐心合作，笑容可掬地欢

社区同乐  中秋关怀嘉年华会
迎大众，与大众广结善缘。

现场提供宾果游戏和幸运抽奖活
动，大大小小的礼物让居民引颈企盼抽
奖的开始。在青年及司仪的带动下，由
主宾普杰立医生帮忙抽出中秋嘉年华会
的各项奖项，让全场掀起热络气氛。

活动主宾交通部兼通讯及新闻部
高级政务部长暨国会议员普杰立医生致
词时，以中英文及马来文三语翻译，讲
述许多小故事，传达种族和谐与新加坡
的重要性，勉励大家互相尊重，包容忍
耐，创造和谐美好的社会。

法律咨询服务 Free Legal Clinic 4, 18/11, 2, 16/12
日 Sun 1:30 pm - 3:00 pm

义诊（成文鸾医师）Free Clinic 11, 25/11, 9, 30/12

其 他 活 动 Other Activities

午 餐 时 间 ， 佛 光 会 自 组 的 L i v e 
Band 乐团成员，一展才艺，以音乐供
养大众，为现场增添热闹而愉快的氛
围。嘉年华于中午圆满，此次活动不仅
让佛光青年学到如何福利社会，更了解
到实际上与不同社区组织合作沟通的重
要性。大家都在活动的过程中，收获不
少，尤其是看到居民们洋溢着满满幸福
感时，也觉得举办社区活动确实能够直
接走入人群，结下与社区间互动关怀的
善缘。

 （吴皆庆）

10月7日早上10点，新加坡佛光山
受到榜鹅社区委员会邀请，参加榜鹅市
镇综合中心新建筑动土典礼。由妙觉法
师带领协会副会长苏政文、中区会长庄
小玲等一行5人，以及莉莉师姑带领的
15位小敦煌舞者演出观音心咒舞蹈，
共同参与榜鹅市镇综合中心动土典礼。

新加坡佛光山的龙狮团受邀打头
阵，迎接动土典礼主宾新加坡副总理兼
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先生，及总理
公署部长黄志明先生、内政部兼国家发
展部高级政务次长孙雪玲女士、交通部
兼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立医
生及白沙榜鹅区国会议员张思乐等榜鹅
区5位重量极国会议员的到来。

动土典礼上，以12块拼图，勾勒
出综合中心的样貌，副总理张志贤先生
与诸位嘉宾以一块块拼图磁铁，一一放
至榜鹅市镇综合中心建筑蓝图上。除了
主宾及众多嘉宾都拥有一块拼图，妙觉

法师亦手持一块拼图代表新加坡佛光山
上台，一起完成2021年榜鹅市镇综合中
心的蓝图。

此次动土仪式的参与，新加坡佛
光山是唯一受邀见证及参与新社区中心
动土典礼的佛教团体，由此可见新加坡
佛光山深耕社区的力量已受到社区的肯
定。2008年榜鹅新道场落成至今，新加
坡佛光山每年参与社区的联谊活动及各
类慈善活动，亦邀请社区长者及弱势居
民到道场共度新春联谊，更不遗余力地

榜鹅市镇综合中心动土典礼

法 会 Dharma Service

庆生法会 Birthday Prayer Service 4/11, 2/12
日 Sun

10:00 am - 12:00 noon
共修法会 Dharma Service 11, 25/11, 9, 30/12 10:00 am - 12:30 pm
护寺大悲忏法会 Great Compassion Repentance Service 18/11, 16/12 10:00 am - 12:00 noon

弥陀法会 Amitabha Buddha Dharma Service
22/12 六 Sat 8:30 am - 5:00 pm
23/12 日 Sun 10:00 am - 5: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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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助学金帮助榜鹅区及邻近地区中小学
学生安心就学，因而种下与社区委员会
间，良好的互动交集，成就今日参与动
土盛会的因缘。

星期二至五 1:00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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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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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因为吃亏是福。
You are important and he is important; I am not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a blessing to be at a disadvantage.

人生卜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