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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僧有话要说》二十三说：
神明朝山联谊会

文／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

贫僧是佛教徒，但我并不排斥其
它的宗教，因为不管什么宗教，所谓信
仰都是代表自己的心，尽管人不同，信
仰的对象不同。其实，人心要有信仰，
这是都一样的，你相信土地公，你的心
就是土地公；你相信城隍爷，你的心就
是城隍爷；你信仰耶稣，你的心就是耶
稣；你信仰妈祖，你的心就是妈祖；你
相信佛祖，你的心就是佛祖。

记 得 二 ○ ○ ○ 年 的 时 候 ， 贫 僧
到澳洲弘法，有一位参议员罗斯先生
（Ross Cameron）问我：「你觉得世
界上哪一个宗教最伟大？」我说：「你
欢喜的、你信仰的，祂就是最伟大。」
他一听哈哈大笑，竖起大拇指，认为我
说得很对。信仰，不必轻视别人，你尊
重别人的信仰，别人也尊重你的信仰，各信各的，不必要统
一。

在一九八九年，《联合报》邀请我和罗光主教在台北举
办一场「跨越宇宙的心灵」座谈辩论会。其实罗光主教和我
相识已久，虽然彼此信仰不同，我们从没有为宗教辩论过。
记得有一次他到佛光山来，那时候佛光山才刚开山不久，连
客厅都没有，我就和他在香光亭边上，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在这活动开始之前，我就问他：「主教，我们等会儿怎
么辩论呢？」他比我经验老到，回答说：「各说各的。」我
觉得他这句话回答得真妙。实在说，宗教就是各说各的。

不过当然宗教也有不同。有一次，天主教在台北公署
召开宗教联谊团拜，参与者大约三百余人。因为都是各宗
教界的领袖与会，为表示友好，大家都讲「三教一家」、
「五教同源」。那一天，刚好罗光主教担任主席，要我做
主讲，我就悄悄的问他说：「假如说一个神坛上面，有城
隍、有妈祖、有观音、有耶稣，你拜得下去吗？」他说：
「我拜不下去。」

建立宗教的条件有三宝：教主、教义和教徒。宗教的
教主不要把他同放在一起，好比你有你的爸爸，他有他的爸
爸，各有各的爸爸不同，何必要把爸爸都放在一起，让你的
爸爸和我的爸爸都分不清楚呢？可见得，所以宗教只要「同
中存异」，不必「异中求同」。

宗教的教义也不同。像基督教都教人「信得永生，才能
得救」，佛教禅门教人「疑虑」才能开悟。所以，宗教的教
义各有主张不同，也不必彼此计较。但宗教的教徒可以相互
来往，这应该是很正常的。

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他是人，不是神。神权是要

讲究权威的，风神、雨神、雷神、电神、
山神、水神，各有祂的特性。世界上的神
仙，正直者为神，否则就为鬼，鬼就等而
其 次 了 。 但 是 在 台 湾 拜 神 ， 也 拜 「 好 兄
弟」（鬼）。在佛教里讲六道轮回，天神
比 人 高 ， 人 比 其 他 的 地 狱 、 饿 鬼 、 畜 生
要好。但是天人之上，还有天人师，那就
是菩萨和佛祖了。因为他超越神仙六道，
他断除烦恼、了脱生死，已经不在六道之
内，所谓「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佛陀也不排斥神明，过去每次讲经的
时候，都有八部大众：天、龙、夜叉、干
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罗伽
都一起出现，可见佛陀真正是在倡导众生
平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在我们中国古老的传说，神比仙高。
所谓神仙世界，神仙以外，就是妖魔鬼怪，那应该就不在
信仰之列了。

贫僧和天主教的枢机主教单国玺，有四十多年的交谊，
他在罹患癌症之后，写了一本书叫《生命告别之旅》，在台
北举行新书发表会时邀我前往参加。我出席的时候说，因为
单国玺枢机主教是河北人，是黄河的水，滋养他成为天主教
的枢机主教；我是江苏人，扬子江的水，也滋养我成为现在
佛教的僧侣。我希望枢机主教来生还是做天主教的枢机，我
还是做佛教的和尚，应该都没有冲突。

又如美国的丁松筠神父也曾对贫僧说：「星云大师，假
如你出生在美国，可能就是我们美国一个优秀的神父；假如
我生在中国，也可能是中国一个发心的和尚。」我觉得这许
多宗教人士的开明，实在是很可喜的现象。

陈水扁担任总统后，台湾一共有十七、八个宗教，他邀
我担任宗教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就请简志忠先生担任秘书
长。好多年来，我们各宗教代表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板桥县
政府大礼堂等，元旦新年都会举行「音乐祈福大会」，为国
家人民祈福。这真是很美好的人我关系和宗教联谊。

二○○一年美国「九一一事件」中，恐怖分子撞毁了纽
约的双子星大楼，当时纽约人士希望佛教界也在那里为死难
者祈福超度。贫僧在祈愿的时候就说：「今天，在这里受难
的人民，有天主的信徒，有耶稣的信徒，有佛教的信徒，有
穆罕默德的信徒，甚至还有好多宗教的信徒，希望佛陀、上
帝、耶稣、穆罕默德，您们要各自加被信仰您们的子弟，让
他们能可以得到您们的加持，获得冥福。虽然死于灾难，能
获得一个幸福的未来、美满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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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娘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信者，民间有名的清水祖师也是一位
出家人；北港妈祖的圣像，还是树璧禅师从福建背到台湾来
的。

因此，贫僧曾和这许多神道教的信徒说，佛道自古以来
好像兄弟，虽有吵吵闹闹，大家还是相亲相爱。这许多神明
最初来朝山的时候，贫僧还给他们一个红包结缘，或者一片
薄薄像纸一样的金牌，表示欢迎的意思。

后来，神明越来越多，这两、三年，上千尊的神明相
约在十二月二十五行宪纪念日当天，也是耶稣教的圣诞节，
来佛光山朝拜佛陀，作为各神明联谊的日子，连菲律宾天主
教的圣婴、湄洲的妈祖、上海的城隍爷都来参加热闹。那一
天，千位神明为万千的信徒围绕，在佛陀纪念馆大觉堂和菩
提广场，或翩翩起舞、或者欢喜歌唱，真是不亦乐乎。让人
赞叹宗教界的团结和谐，猗欤盛哉，多么美丽的台湾！

因此，就有闻现在联合国发出声音说，台湾宗教这么
多，都没有斗争，相互来往，真是一个民主先进的地方。台
湾「美丽宝岛」的称谓，也不是浪得虚名，从宗教联谊上，
可以昭告世界，在我们的台湾，大家在宗教里团结，友谊交
流，真是可以成为世界的模板。

有感这样的情况，贫僧就提议不如联合成立「中华传
统宗教总会」吧！希望借着总会组织，和正信宫庙及信徒
往来，达到宗教融合、社会和谐的功能。于是，在二○一四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于佛光山云居楼先召开筹备会。承蒙立
法院院长王金平前来主持，和数百位宫主、董事长等都来参
加，虽然还没有正式成立，大家就一致响应，并推选王金平
院长担任总会长，副总会长由心保和尚、立法委员许添财、
北港朝天宫常务董事蔡咏锝、行政院政务委员杨秋兴担任。

后来又邀请高雄市长陈菊做首席顾问，慈容法师担任监
事长，陈嘉隆担任秘书长等。经如常法师向内政部申请，现
已通过立案，将在六月初举行成立大会。

日前，听徒众告诉我说，高雄内门两百多年「罗汉门迎
佛祖」绕境活动，被选为国家重要民俗，我们也期待一年一
度佛陀纪念馆的神明朝山联谊会，一起为我们国家社会展现
多元文化、宗教融和的宝贵资产。

过去，佛教原本就有护法伽蓝、韦驮天将二位护法，都
是武将。现在，在佛陀纪念馆有山东曲阜的至圣先师孔子，
和山西运城的关圣帝君关云长，我们也特地建了「文殿」、
「武殿」供奉，表示四塔的四大菩萨与文武圣者，大家联合
共存。

在佛陀纪念馆菩提广场上，还有八宗祖师，一边是行
门：禅、净、律、密的祖师；一边是解门：华严、天台、
三论、唯识的祖师。此外，贫僧为佛教倡导男女平等，也
在十八罗汉里，罗列了三尊女罗汉。

佛陀在悟道的第一句话就发出宣言：「大地众生皆有
佛性。」一切众生都是平等，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不
侵犯，那才能达到世界和平哦。（2015.03.27口述完稿）

贫僧在台湾六十多年，我最感谢的是宫庙的一些负责
人，让我在城隍庙、王爷庙的广场上弘法传教，大家也不
以为忤。可见得他们都是认同佛教，彼此一家亲。

在北港妈祖宫前的宗圣台上，妈祖宫的主持人也多次
邀请我在那里宣讲佛法，理事长郭庆文在四、五十年前，
要我为妈祖做一首歌。后来他虽然逝世了，我还是把〈妈
祖纪念歌〉完成，以对朋友表示对承诺的负责，也告慰他
的在天之灵。

此外，对于每一间妈祖庙的后殿都供奉观世音菩萨，我
觉得那是信仰妈祖的信徒对观音菩萨的尊重，也显得妈祖对
他过去信仰的观世音，没有忘本之义。

贫僧还在佛学院的时候，每次做早课念到「三世一切
佛，阿弥陀第一」，就深不以为然。阿弥陀佛第一，难道是
释迦牟尼佛第二，还有什么佛第三、第四吗？后来才知道，
在阿弥陀佛的地方——念佛堂，当然讲阿弥陀佛第一，在大
雄宝殿里就是释迦牟尼佛第一。同样的，在教堂里，就是耶
稣第一，在城隍庙里，就是城隍爷第一，所有我们信仰的对
象，都应该尊重他第一。就例如，一盏灯光亮起来了，你再
点一盏，也不相妨碍。所以，在经典里又说「佛佛道同，光
光无碍」，我们信仰的对象，应该他们是没有争执的，我们
信徒何必要自设立场相互对立呢？

五十年前，开始建佛光山，就有一些信徒抬着他们的
神明，到佛光山大雄宝殿来拜佛，他们说，这是神明叫他们
来拜的。有的白天来，但有的时候半夜来，他们很计较这个
时间。神明来大雄宝殿的时候，他们的神轿都会上下摇晃起
舞。我记得那时候的香灯师依静法师来跟我投诉，他们的样
子实在难看，应该不要准许他们进入大雄宝殿。

贫僧就责怪他，人都可以拜佛，神明为什么不可以拜佛
呢？神明拜佛就是抬轿的人起舞，这有什么奇怪？其实，人
拜佛，有人拜佛的样子；神拜佛，也有神拜佛的样子，你何
必要那么计较呢？所以佛光山我们代表佛教，也包容神明，
成为一家。

佛陀纪念馆于二○一一年落成以后，就不断的有神明来
参拜，因为佛光大佛坐像高度有四十八米，连基座佛光楼，
高度共一百零八公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铜佛坐像。所
以，那许多神道教信徒，抬着神明来朝山的时候都说：「我
们来拜老大了。」这许多神明的信徒也真可爱，从他们的口
中说，礼拜佛陀叫作「拜老大」，虽是江湖口吻，但乡土的
气味非常浓厚，也显得亲切。

确实也不错，过去这许多神明，如：仙公吕祖就是拜
黄龙禅师为师，关云长曾在吕蒙旗下遇难之后，神魂不散，
天天叫着：「还我头来！还我头来！」后来遇见天台山智者
大师跟他说：「你过去斩颜良、诛文丑，他们的头，你又怎
么还呢？」关云长因此觉悟，就皈依了智者大师。像妈祖林

新加坡OPSG非营利组织访谈交流
 

7月6日早上10点，教育部兼通讯
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暨白沙榜鹅区
国会议员及OPSG主席普杰立医生亲
访新加坡佛光山，同行的还有新加坡
NGO组织的One People. SG (简称
OPSG) 的副主席Gerald Singham、
裕廊集选区国会议员陈有明医生、穆
斯林专业协会执行长Anuar Yusop先
生、OPSG财务Keen Choon 先生及
OPSG董事Ramesh先生共5人造访新
加坡佛光山，针对OPSG组织未来能
与新加坡佛光山青年合作交流一事，
进行讨论。

普杰立医生首先感谢新加坡佛光
山及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常年对榜
鹅地区在慈善及教育上的贡献良深，尤
其对榜鹅及邻近地区中小学每年颁发助
学金的善行，深表赞许。另外，也对新
加坡佛光山青年在活动中强大活跃度的
展现，感到兴趣，表示未来如有机会，
可让OPSG组织中的青年与佛光山的青
年合作，彼此相互学习成长。

此次短暂1个小时访谈，由副住持
妙穆法师亲自接待，新加坡协会会长沈
清发先生、副会长曾炳南先生及秘书长
韩玉瑜小姐与会，两方相谈甚欢，彼此

间未来合作关系更形融洽。
离去前，副住持妙穆法师代表

常住赠送一份由菲律宾光明大学学
生，2015年到新加坡演出「悉达多
太子音乐剧」光盘，给每位来宾，作
为首次访谈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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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慈容法师新加坡接心

年度社区精神表扬奖颁奖典礼，7
月5日在人民协会总部举办，今年有
84个企业和社区伙伴获提名，从中挑
选31个社区伙伴赠予最高殊荣「卓越
奖」，新加坡佛光山暨国际佛光会新
加坡协会首次获此殊荣，也是获奖团
体中唯一的佛教团体。

当晚颁奖典礼，由人民协会副主
席暨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先生，颁奖
给新加坡佛光山副住持妙穆法师，此
行陪同者还有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
秘书长韩玉瑜、东区分会会长苏政文
及北二分会会长黄冠祯，全场200多人
出席盛会。

此奖项是新加坡人民协会，为奖
励所有为新加坡社会尽心尽力的社会企
业或社区伙伴，而颁发的一项殊荣，能
获此奖项的社会团体，都是多年为社会
公益付出耕耘，方能获奖。

此次获奖，是由教育部兼通讯及

7月9日下午，新加坡佛光山举办
了一场人间佛教对轮回的看法的佛学
讲座，礼请到佛光山弘讲师永文法师
为大家揭开生死轮回的神秘面纱。大
家对这个课题都非常感兴趣，所以前
来闻法的信众可谓座无虚席。

这世间谁也逃不过死亡，但我们
都恐惧未知，害怕死亡。永文法师说
轮回是自然现象，有生就有死，正确
的了解轮回，才能对过去与未来做一
番的回顾与前瞻，完成这一期生命该
完成的使命与心愿，有了轮回，才有
下一班车可以搭。

宗教能增强灵性，能推动我们追
求真相与真理，有足够的智慧与知识
就能论鬼神，更无惧生死轮回。法师
举例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吃
的五谷杂粮，消化以後，排泄出来，
变成肥料后又用于灌溉蔬果，再供给
人门食用，就是轮回。天地之间一切
万物都在轮回，如时间的交替，云雨

永文法师－揭开轮回的迷失佛学讲座

的变化，花开花谢，潮来潮往，日出
日落，四季更替，星球的成住坏空，
宇宙物理的运转，还有人世间的三世
轮回。轮回不是直线而是圆的循环。

生 生 死 死 ， 死 死 生 生 ， 即 是 生
命的源头、过程和结果；而这结果
又会成为下一个源头，展开另一个过
程，再得一个结果，如此因与果轮回
不已。世间有生住异灭，生命也有生
死轮回，轮回的现象是业力的牵引，
业力善报，善恶轻重，而决定了果报

新加坡佛光山获颁 社区伙伴卓越奖

的种种差异。尽管天上人间，来去不
定，五趣流转，六道轮回，任何五趣
的生物都可能是我们依寄的对象，但
我们真心佛性永远不变，所以我们要
精进修行，勤劳学佛，存积我们的福
德资粮，积善去恶，无著无念，就会
得到佛的牵引。

永 文 法 师 说 接 受 生 死 方 能 超 越
生死，轮回是了业，所有恩怨都在今
生了放，依愿而去，不必恐惧，不必
挂碍。保持正知见，正思维，烦恼就
不生，亦无惧生死。真正决定我们的
人生；与下一期的生命的都是我们自
己，轮回可以是即美丽又真实的，也
给予我们第二次生命的光明与希望的
未来。

法师精湛、风趣又生活化的演讲
得到大家热烈的回响，整个大殿笑声
不断。可见，生死轮回也是可以欢喜
轻松自在的去看待。（郭丽温）

7月4日晚上6点，佛光会中华总会
署理会长慈容法师、国际佛光会世界总
会秘书长觉培法师及妙止法师，结束探
视马来西亚佛光山新马寺世界总会理事
会事前工作筹备进展后，在新马泰印汶
总住持觉诚法师及新马寺副住持如彬法
师的陪同下，再度返回新加坡佛光山，
与新加坡功德主及佛光会理事们接心。

返抵新加坡后，首先到慈爱三好
学校关心，看见新加坡幼儿教育办学
的完善与严谨，深为赞许，更看见新
加坡佛光人在本地推动教育事业的积
极和用心。

晚餐后，大众齐聚二楼海会堂，
与长老法师接心，慈容法师表示我不
是来和大众开示的，只希望将大师的
精神带给大家。大家跟着大师学佛，
不要只是一时拜佛求佛，更要坚持学
佛行佛的道路，从行佛中丰富人生，
不荒废生命。

大 师 以 「 人 生 三 百 岁 」 态 度 生
活，善用每分每秒，从二十岁到现在
九十多岁，生命的价值利用早已超过三
百岁，至今仍精进不懈。更谈到每个人
只要有发心就是菩萨，用观世音菩萨的
精神，和人结缘，才会有人缘。之后，

也请秘书长觉培法师勉励大家耕耘佛光
会，接引更多人学佛。

会后，大众与长老慈容法师合影
留念，带着满满的法喜回家，对10月
在新马寺召开的佛光会世界总会理事
会，如箭已上弦，蓄势待发，准备迎
接来自世界各地佛光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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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荐，并
为新加坡佛光山20多年来对社会公益
活动的推动，给予肯定。

新加坡佛光山暨国际佛光会新加
坡协会对社会公益活动，从中、小学
助学金到大学助学金的颁发，从社区
弱势关怀餐会、社区打扫到送福到你家
年终送暖活动，及对弱势孩童教育的资
助、种族暨宗教和谐日及国庆节义走的

参与，从不落人后。
以大师的三好四给精神，促进宗

教与种族间的和谐交流，一步步落实
人间佛教于新加坡，深得在地居民的
赞赏，这是新加坡佛光山获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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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兀兰社区文化之旅，7月23
日在新加坡佛光山举办。90位住在新
加坡西北部兀兰的居民，乘搭着两台
游览车浩浩荡荡地来到位于新加坡东
北部榜鹅的新加坡佛光山。为了此次
半日文化之旅，早在一个多月前，社
区负责人Andrew Loke先生即提前致
信请求道场安排活动内容，让更多人
认识佛教文化。

此次活动由国际佛光会新加坡
协会会长沈清发带领，副会长曾炳南
和周应雄先生、北区分会长庄小玲小
姐及各分会公关全程陪同导览。为了
让居民认识这个现代化建筑的佛寺，
特别安排新加坡佛光山的影片简介，
让居民对于道场的历史缘起有基本认
识。

兀兰社区文化参访之旅

On 16 July, Venerable You 
Lu delivered the second part of 
her talk on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China as part of the 
English Dharma Talks Series on 
Humanistic Buddhism at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She began with a recap 
of her first part of her talk in Q 
& A style and described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into 
China when two Indian monks 
were brought back to White Horse 
Temple. 

The localisation of Buddhism 
in China were covered in detail 
mainly on the premise of food, 
clothing and housing. Venerable 
explained the rationale for 
localisation in each aspect of 
living in order to cater to the 
needs and culture of the Chinese. 
Below are some examples she has 
elaborated.

In order to obtain food, 
Chinese monastics line up to the 
dining hall instead of getting for 
alms. As monastics have to work 
in farms, they have adapted the 
rule of “no food after noon time” 
by supplementing dinner which is 

在短暂三个小时里，大家原来
对新加坡佛光山不甚了解，一下车看
见道场时，还以为走错地方，怎么会
到一个现代建筑物？佛寺不就应该是
长的像中国传统红瓦飞檐的模样吗？
在看完影片介绍，参观道场每个楼层
结构，抄完菜根谭法语，并享用一顿
美味的素食大餐后，翻转了原来对佛
门的概念，原来佛教也可以这么现代
感，真是太神奇了！

同行的多为华人，有小孩、青
年、大人、老人，及5、6位马来同
胞。大家都对此行的佛门文化参访
之旅，给予很大的肯定，更表示下
回有空，要带家人从兀兰开车过来
佛堂，让大家认识这个很现代感的
佛寺道场。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China

regarded as medicine. 
Common questions of the 

lay Buddhist diet such a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aba porridge, 
rationale for omitting the five 
pungent spices in vegetarian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Buddhist 
diet and a vegetarian diet were 
also clearly answered. 

In terms of clothing, the 
choice of the unattractive 
monastic robes was explained as 
a means to avoid attachment to 
form. The monastic robe was then 
localized to suit the climate and 
custom in China. 

Lastly, she gave elaborated 
on to several Buddhist practices 
and customs which originated from 
China. For example, the addition 

of 2 arhats to form the 18 arhats, 
the art of sutra calligraphy which 
used to be a means of circulating 
Buddhist scripture and incense 
praise and chanting during the 
current Dharma assemblies. 

As a closure, she posed the 
following question, “How can 
Singaporean Buddhists localise 
Buddhism to cater to the needs 
and culture in Singapore, so as 
to attract more devotees?” She 
hoped that the means by which 
Buddhism has been  localised in 
China could serve as a role model 
for Singaporeans to learn, so as 
to adapt Buddhism to local needs 
and yet, retaining the original 
intents of the Buddha.

HCA慈怀护理
道场参访

每年都会特别来新加坡佛光山参
访的HCA慈怀护理的病人，今年再度
到新加坡佛光山参访，让身心获得佛
法的治疗。

7月20日上午10点半，HCA慈怀
护理30位病人及25位医护人员抵达新
加坡佛光山。在等待时，由张平福老
师率领合唱团及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
会理事会员，为病人唱歌，动动手热
身，病人到齐后，以影片介绍大师的
故事及新加坡佛光山。

午餐后，张平福老师唱歌带领义
工和病人一起唱歌跳舞﹔最后，在知
阳法师的带领下唱诵消灾延寿药师佛
并供上一盏灯，祈求每位病人都能身
心安康。洒净后，全体大合唱，结束
参访。

带队来的工作人员，很开心的表
示，今天大家精神特别好，都很开心 
! 供灯及洒净后，病人好似忘了病痛，
对法师的开示全神聆听，频频点头。

这群面对人生最后阶段的病人，
学习大师与病为友的精神，来到道
场，总有说不出的欢喜。在上车前，
法师再送给每个人一袋面包、三明治
及可爱的造型汽球，虽然只是小小的
礼物，却让病人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
容，还有人说下一次一定还要再来佛
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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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生法会 Birthday Prayer Service 6/8, 24/9

日 Sun

10:00 am - 12:00 noon共修法会 Dharma Service 13/8, 17/9
护寺大悲忏法会 Great Compassion Repentance Service 20/8, 24/9
地藏法会（卷上、中、下） 27/8 9:30 am - 5:00 pm
供僧法会 Offering to the Sangha

3/9
10:00 am - 12:00 noon

瑜伽焰口法会 Yoga Ulka-mukha prayer service 2:00 pm - 6:30 pm
慈悲三昧水忏（卷上、中、下、小蒙山、总回向） 9/9 六 Sat 10:00 am - 5:00 pm
普佛暖寿 11/9 一 Mon 8:00 pm - 9: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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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加 坡 佛 光 山 二 ○ 一 七 年 八 月 ／ 九 月 活 动 表
AUGUST/SEPTEMBER 2017 PROGRAMME OF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法 会 Dharma Service

法律咨询服务 Free Law Clinic 6, 20/8, 3, 17/9
日 Sun 1:30 pm - 3:00 pm

义诊（成文鸾医师）Free Clinic 13, 27/8, 10, 24/9

其 他 活 动 Other Activities

活  动  预  告
2017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Humanistic Buddhism English Dharma 
Talks Series (6) & (7)
Speaker : Ven Miao Jing
Topic : Humanistic Buddhism and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Date : 12 & 13.8.17 (Sat & Sun)
Time : 8:00 pm & 2:00 pm

Speaker : Ven Jue Huang
Topic : Original Intents: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China (III)
Date : 29 & 30.9.17 (Fri & Sat)
Time : 8:00 pm ~ 9:30 pm

Venue: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Conference room, 2nd floor

苦恼？困扰！

星期二至五 1:00 pm ~ 5:00 pm

FREE	
Admission	

with	ticket

拥有多元种族的新加坡，推动种
族及宗教和谐不遗余力。每年7月各
地区都会举办种族与宗教和谐日，为
种族及宗教搭起交流的桥梁。

16日下午，榜鹅北区种族与宗教
和谐日活动，由新加坡副总理兼国家
安全统筹部长暨白沙-榜鹅集选区国
会议员张志贤先生、白沙-榜鹅集选
区国会议员暨教育部代部长兼交通部
高级政务部长黄志明先生，及白沙-
榜鹅集选区国会议员孙雪玲小姐共同
主办，新加坡佛光山及国际佛光会新
加坡协会亦应邀参与这个一年一度榜
鹅地区的种族宗教交流盛事。

下午4点半，副总理张志贤先生
出席盛会并协同教育部暨交通部长黄
志明先生和国会议员孙雪玲小姐，一
同颁发奖杯给此次协办并赞助活动的
各单位团体，新加坡佛光山副住持妙
穆法师及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会长
沈清发随后也上台接受表扬并受赠奖
杯。

当 天 ， 来 自 各 个 种 族 及 宗 教 团
体，以各式各样具种族宗教内涵的代
表性活动，吸引榜鹅地区居民参与活
动，同时邀请榜鹅地区学校出场表演
象征四大种族的舞蹈，为活动的亮点
之一。

今 年 ， 新 加 坡 佛 光 山 及 国 际 佛
光会新加坡协会准备了抄经、一笔字
拓印、扇子彩绘、祈福树及彩绘观音
等具佛门特色的小活动，吸引大批大
人小孩坐下来彩绘、拓印，并伫足观

一笔字拓印传递种族与宗教和谐 

赏。除了许多华人、马来族及印度族
的父母带着小孩，体验一笔字拓印，
活动主办人黄志明部长亦前来拓印一
笔字，并拿着拓印作品开心地拍照留
念，让在场佛光人深觉感动！

一场看似简单的种族宗教和谐日
活动，对国家的和谐来说深具意义，
它促进了新加坡社会的圆满与融和，
种族与宗教间的互动和交流，更是和
大师提倡的「尊重与包容」的精神不
谋而合，而这也是榜鹅北区种族及宗
教和谐日举办至今，已迈入第十三年
的最大动力 !



6

佛光世纪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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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班招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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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修第二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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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pm -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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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招生中） 9:30 am - 11:00 am

口琴初级班［口琴自备］（邓远为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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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的举止，会变成习惯
定型的习惯，会变成个性
个性的所向，会决定命运
命运的好坏，会决定一生

Repeated action becomes habit.

Habit becomes character.

Character becomes fate.

Fate rules your life.

（额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