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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僧有话要说》二十七说：
我对金钱取舍的态度

文／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
在佛教里面，称「贫僧」的人很多，

现在我忽然也称自己是「贫僧」，在世间法
上，我感觉自己是最有资格称「贫僧」，为
什么？

我在银行里没有过存款，我也没有储蓄
过金钱，我的荷包里面、口袋里面没有钱；
我没有保险柜，也没有保险箱，更没有把钱
存到哪一个人的户头里去。在佛光山，我也
和大众一样，在常住的福田库，也领有一个
号码，常住给我的少许零用金，都存在那个
福田库里。

全世界的佛教信徒们，我有单独跟你们
化缘过吗？我没有跟你们化过缘。甚至于多
少年来，信徒送给我的红包，我也拒绝接受，或者不经手。
为什么？因为我都不要。

有时候人家送红包给我，我推辞不了时，那个红包就会交
由常住去处理。因为我所要吃的、穿的、用的，都有常住帮我
解决，我要这些钱做什么？没有用处啊！即使为了佛教事业，
文化、教育、慈善、弘法上等等支出，如何使用金钱，也是大
家的事情，不需要我个人特别去张罗。因此，今天敢称自己是
「贫僧」，是因为我真正做到了「贫僧」。

现在，站在我个人的想法上，看到东西来了、物品来了，
就有一种不能接受的感觉，我不要那么多，好比《维摩经》所
说：「吾有法乐，不乐世俗之乐。」但站在世间法上，佛光山
的这许多事业，能说与我没有关系吗？当然与这许多钱财的关
系是有的，不能说跟我没有因缘。只是，我个人没有和金钱有
直接的来往，我与金钱，都是缘分或信仰的关系。

今天要来向各位护法信徒们报告一下，我个人的基本思
想和心理，对金钱的看法与处理的模式，我先举几个例子跟
各位说明。

第一个例子：本山功德主南丰钢铁公司的董事长潘孝锐居
士，在我开山建寺之初，那个时候应该经济非常困难，他将一
颗印章交给我，跟我说：「需要用钱时，你拿着印章，随时都
可以到银行去取钱。」但他的印章放在我这里几年，我从来没
有用过一次，后来还是还给他了。你说我有困难吗？的确有困
难，但是我不能动用他的印章。有了困难，常住大众会一起来
解决，我自己要有分寸。我不会让佛光山因为困难而带来了其
他不必要的麻烦。贫僧有贫僧的人格，我不去动用不属于我的
东西。

第二个例子：日月光集团的创办人张姚宏影女士，我们都
称呼她「张妈妈」，现在九十多岁了。她是一位非常发心，也
是很肯布施的善人，但我有向她募捐化缘吗？从来没有。都是
她主动表示想要捐献，希望我为佛教做什么。

例如，在三十多年前，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她就约我在台
北普门寺，拿了三十万美金给我，鼓励我到海外建寺弘法，可

见她很有远见。后来，她又拿了五千万台币
给我，叫我办大学。但是我也不能接受，为
什么？因为办大学不是我自己想办就办，还
要政府的法令准许登记等等。

我记得她见我不肯接受五千万的时候，
她生气似的说：「我现在有给你，你不要，
等到我没有，你要，我也不得办法。」我觉
得话是不错，但是，我接受了你的金钱，你
就会问我：「大学呢？大学呢？」我可受不
了啊！所以我也不能接受。况且，大学在哪
里都还不知道，我怎么可以还没有大学就先
用了人家的钱呢？在我的个性里，我宁可以
没有，但我不能预支。这就是贫僧一生处理

金钱的性格。
第三个例子：过去，月基法师把身上的八百万元款项，寄

存在依严法师那里。依严法师是佛光山早期的徒众，但这件事
情我并不知道。月基法师是我的师长，所以他后来住院医疗，
都是我去照顾；他要建设栖霞精舍，叫我做监院，也是我去帮
忙；甚至于他从香港到台湾来，高雄佛教堂请他做住持，也是
我主动邀请。他圆寂以后，也是我去替他料理丧葬后事，他遗
留下来的栖霞精舍，因为我是监院，当然是寺院的接任者；不
过，我有佛光山，我也不会需要栖霞精舍。

再说，有一些人士出来想要争取栖霞精舍的所有权，我也
从来没有过问。后来，知道月基法师有八百万元存放在依严法
师那边，我就赶快叫依严法师拿去还给栖霞精舍的信徒。告诉
他们，那是月基法师的，可以为精舍作一些处理，我不要这许
多意外的财富。据闻，后来栖霞精舍上法院诉讼数十年之久，
谁和谁争我不知道，至今我也没有过问。

贫僧一生也不曾向人借贷过，包括银行。过去我在困难的
时候，曾经想要跟高雄土地银行贷款，但是当时银行不贷款给
寺庙，于是就这样放弃了。从此以后，我就没有跟银行有所来
往。这样也很好，因为高雄土地银行的拒绝，成就了贫僧一生
从来和人没有借贷的关系。

常常有信徒知道我的性格，总特别在供养我以后，慎重的
告诉我说：「这是要给您个人的，不可以给常住，不可以给佛
光山。」我人都是常住的，身外之物，怎能不归常住所有呢？

也经常有这许多的信徒要我接受他们的供养布施，但我都
不想用个人跟他们建立关系，为什么？我只想到整个常住，所
以我都用常住的立场与他们来往。我的原则是，个人的名下不
积聚金钱，这不叫「贫僧」还叫什么呢？

因此，我现在正式的跟全世界的信徒宣布，我没有和信徒
化过缘，我也没有跟信徒借贷过，这是我一生之所以成为「贫
僧」的人格保证。

在我的想法里，所有的信徒跟我的关系是佛法的因缘，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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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缘，私人就没有金钱上的来往。我没有请托过信徒为我买
过东西，我也没有借助信徒的力量，为我去办过什么个人的事
情，也没有向信徒借用过什么有价值的物品，大家都是以佛法
为缘分而交谊，所以一切的来往都以佛法做为标准。

当然事实上，不错，佛光山要建寺，必须要筹款，但佛
光山在筹款上是有制度的，常住筹款必须由住持公告天下有缘
人，他自然会前来帮助，这也与我个人没有关系，是有缘人和
佛光山建立的缘分。我做住持的时候，也建寺筹款过，但是我
没有经手过钱。我一直主张，掌权的职事，不可以管钱，管钱
的，都由没有权力的小职事负责；因此，钱财和权力要分开。

佛光山的一切都由历任的住持主持，现在已经到第九任，
他代表着宗务委员会负责这许多事情，我个人则在三十二年
前，就已经辞谢住持的职务，可以说，佛光山的财务跟我毫
无关系。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责任，因为我也是佛光山的
信徒之一，跟信徒一样，也乐捐乐助给佛光山，给我们信仰
的中心。

像是办大学这件事，现在台湾的信徒，知识水平提升，他
们不只支持建寺，也有兴学的观念，愿意栽培莘莘学子，让下
一代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我提出「百万人兴学运动」的建
议，也提供他们一些策画，但我没有直接参与，也没有过问，
都是由佛光山历任住持，和执行大学建设的慈惠法师他们去处
理。这些也都是有期限的，每个人每个月缴交一百元，三年为
期。它不是无限的，因为我不贪图无限。

唯有佛陀纪念馆例外，它的花费耗巨，每日一开门，就
需要各项费用支出。曾经我建议过，若是有人捐建佛陀纪念
馆，每个人赞助一万元，他的名字可以刻在石碑上，对象以
「千家寺院、百万人士」为主，让来到佛馆的大众知道，这
里的设施，就是有这许多人的护持而成就。当然，我也没有
经手过这些捐献，这许多事，就由功德主会慈庄、永平、满
益等法师他们去负责了。

佛光山丛林是接受十方信众的供养，常住纵使有存款，不
论多也好，少也好，我只是佛光山众中的一个，我还是一名贫
僧，和大众一样同沾受益，一切都是统一由常住安排，因此我
还是没有沾到财务的边缘。

甚至，我在常住照顾之下，自己也有作务，有生产，为什
么？我出书，我有稿费、版税收入，但我悉数都捐给常住，没
有留给个人。我也写一笔字作为公益之用，因为有人来捐款，
甚至有人一个馆、一个馆的来收购，这些一笔字的捐助究竟多
少钱，我不曾过问，全由公益信托基金会处理，我个人不能取
用，至于如何使用，则由委员会作决定。我这一生不肯涉及金
钱，化私为公，贫僧敢说，这样的自我期许是有做到的。

当然，我也有用钱的时候，比方我为了常住的公事出门，
需要搭飞机，乘坐交通工具，需要路费，当然常住都会替我处
理。至于我的俗亲家人，我父系的亲族很少，母系的亲族比较
多，我也只有在两岸开放来往的时候，给予一点纪念品跟他们
结缘，聊表心意。但那也是在我有能力的情况下，动用自己的
稿费、存款买一点东西。

记得年轻的时候，有一回，一个远房亲族讥笑我说：「和
尚的钱财，都是念经得来的。」我认为这是对我们人格最大的
伤害污辱。就是和尚念经的钱，也是辛苦所得，何况这钱，都
是靠我自己的智慧、能力、努力所获取的。你轻视佛教，就等
于轻视我，亲人这样的思想，我只有和他断绝来往。我在佛门
里，对于这些亲情，债权、金钱我都分得非常清楚，你既然对
佛教有所伤害，我当然在佛法因缘里，就觉得不用往来了。

甚至我有病了，每次从医院出来，我都吩咐我的侍者，不
要动用常住的金钱，我请他们从我在常住福田库里的存款，把
单银（金钱）取出来支付所有的住院花费。

贫僧八十岁的时候，问徒众我有多少钱？他们告诉我有两
千多万。我很讶异，怎么会有这么多呢？一个人钱多，在别人
是欢喜，在我却是恐惧，所以我就决定把它通通捐出去做公益
信托基金。人家说「无官一身轻」，我是无财一身轻。我一生
的欢喜自在，就是这样得来的。

当然，在佛光山住持这么多年，也在世界创造这么多的事

业，说我完全对金钱胡涂、对金钱没概念，那也不见得。我对
于取财之道，也有我「星式」的风格，在此也向各位报告：

第一、在我的思想里主张，要「储财于信徒」：
我经常跟出家的弟子说，我们要「储财于信徒」。假如

有时候信徒过分的发心，超过他的能力负担以外，我都会叫
常住的人把捐款退回去给他。曾经，我请慈惠法师替我退回
一笔捐款给香港一位非常发心的信徒，那位信徒还特地跑来
台湾跟我抗议。

但在我的想法是，我要让信徒富有起来，佛教才能富有，
信徒不能贫穷。大家要了解，佛教事业需要财富，我们个人要
钱没有用。但是信徒需要有钱，因为他要发展事业，他要养家
活口，因此，超额的捐款必须还给他们。

所以，我一直主张不储财于寺庙、不储财于佛教，在我认
为，所有的个人都是寺庙的，所有的寺庙都是教会的，那我们
在佛教里面还需要什么财富呢？要让佛教的信徒都要富有，他
们富有了，佛教才会富有。这是我第一个财富的观念。

第二、兴办文教事业，要让佛光山「穷」：
兴办大学、云水书车、云水医院，送医疗、图书到乡村、

山区，办报纸、办电视台等等文化、教育事业，办这么多事业
是为什么？其目的就是要让佛光山「穷」。

一般的人都认为穷不好，但在我认为，穷，对佛光山的弟
子会有帮助。因为穷，你要奋发向上，你要辛勤努力，你要精
进不懈，你要力争上游，你要发心光大常住。不穷，这许多力
量怎么会出来呢？

贫僧看到历史上，有很多富有的寺院，或是富家子弟，有
了钱财以后，都去享受，都去花费，不知道要上进，不知道要
努力，最后惹了很多麻烦，就会失败。穷苦，才会让人努力奋
斗进取，极力去寻找生存的前途。就等于佛陀说，修行人要带
三分病，才肯发道心。所以修行也要带一点穷，才知道要向前
走。大概我一生都是守贫、守穷，就知道为佛教要努力，所以
也能为佛教创办事业。

第三、珍惜信徒净施的发心：
我不需要信徒拿许多大钱来捐献，大功德主在佛光山不是

没有，只是说，我们之间也像君子之交。但对于那许多供养一
百元、两百元的信徒，他们的施舍，我非常的重视。

我经常告诫佛光山的徒众们，信徒一百元布施给佛教，那
可能是他一整天的菜钱了，也可能是他一整个月薪水里百分之
几的收入，他拿最真诚的心捐献给常住，我们能随便不当一回
事吗？一个人能「给」比「受」更有意义啊！

但是在我自己的心里觉得，对于所有的功德，我受得起，
也给得起。只要肯得为佛教兴办事业，我有什么受不起？但是
我也给得起，只要有好的、善的事情，我有力量，我为什么不
能给他呢？我为什么不能布施呢？但是，「给」与「受」之
间，我的这一生还是「给」多于「受」。

对于「受」与「给」，我这个人感到「给」比较快乐，「
受」虽不痛苦，但有负担。因此，我生平喜欢给人，也为佛光
弟子立了佛光人的工作信条：「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
望，给人方便。」虽是千万，有意义，我就给；虽是万千，人
给我，我也能受，但我不愿意，为什么？在钱财的前面，我做
贫僧比较安全。

第四、布施要不自苦、不自恼：
我们佛光山的信徒也真可爱，他们经常为佛光山出钱，

一下缴纳会费，一下点光明灯、一下这个活动赞助，一下又
那个活动捐款，整年总有许多对社会、对人生有益的事情可
以参与。我也一直警告佛光山的徒众，要把信施和个人私有
的财务分开。

有的人对教育热心，就不要他赞助文化事业；有的人对文
化事业热心，就不要让他在教育上再支出；有的人在慈善事业
上发心，就让他专心做慈善事业；有的人欢喜法会共修，就让
他参与共修。因为分开，大家的负担就不重，他的信仰就不会
有压力。重要的是，要让信徒在不自苦、不自悔、不自恼的情
况之下欢喜布施。

我也常说，佛教界的领导人，在领导信徒的时候，要懂
得体谅信徒的生活，体贴信徒的辛苦，体会信徒的一切来之

（文接自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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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所以，当信徒再给常住时，我们也要思考：我们自己
又给了信徒什么？

我常说，舍得、舍得，要舍才能得，我们自己也要奉行。
我一直鼓励信徒在佛光山吃饭不必给钱，你在这里吃饭就是功
德。你布施，有功德，你接受人家的布施，一样有功德。等于
我们到寺庙里捐献、添油箱是功德；在寺庙里面喝口茶，吃碗
饭也是有功德。跟佛门结缘，并不是说一定都要给才是布施，
才是功德。接受，也是缘分，也是功德。佛经里说，施者受
者，等无差别。

过去，大醒法师曾经告诉我，凡是信徒供养他的钱，若
信徒说：「师父，这个给你吃茶。」他就在红包上面写着：「
这是吃茶的钱。」若信徒说：「师父，这供养给你吃水果、买
水果。」他就在上面写着：「这是吃水果、买水果的钱。」他
说，不能把信徒给的净财弄混了，这会错乱了因果。因此，他
总是吃茶的吃茶，吃水果的吃水果，功德分门别类写好用途。

但我认为这样做也太过迂腐。在我认为，钱财是相通互用
的，只要是善于利用，给你、给他用都是一样的。何况钱财是
社会大众共有的，所以我不在这个细节上去分别。因此，当佛
陀纪念馆建设好了以后，我召开了几次佛教寺庙的会议，欢迎
他们来办活动；或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来使用这里的场地，佛
陀纪念馆这本来就是大家的。

俗谚云：「大厦千间，夜眠不过八尺；良田万顷，日食又
能几何？」所以，我们要比较的、要争夺的又是什么呢？一个
人在世间上，你能睡多少、用多少，都有一定的，如果你超过
了，那就会变成一个负债的人。

对于一些出家不久的徒众，我也经常告诉他们，你可以储
蓄十万元、二十万元，因为万一家人或有疾病了，或是你要旅
行，或是你要买书，拥有一点私款可以使用，这是人之常情。
你们可以存在福田库里，常住是不可以干涉你的所有。这就是
我人间佛教的性格吧！

所有佛光山的大职事，像慈惠、慈容法师、心定、心培
和尚等，他们在佛光山都是长老级以上资深的职事，他们跟
随我都几十年了，到现在，你问他们有多少存款，他们可能
都没有。但是，他们在常住所有的用度开支，常住都有制度
给予照顾。他们在佛光山所拥有禅悦法喜，就够他们受用了。

佛光山常住为山上的徒众建立了医疗、疾病照护、退休养
老等制度，徒众的食衣住行，常住寺庙也会全部为他们负担。
我也主张徒众要孝养父母，所以现在不少徒众的父母，都依靠
他的儿女，住在我们的佛光精舍里颐养天年。试想佛光山都能
救济天下的人了，为什么不能帮助徒众的父母，解除他们的苦
难呢？当然，徒众也要争气，有所作为，父母才能沾你的光。

人常说，这世界上共产制度进步，它是要让社会贫富均
衡、平等、不私有，其实佛教六和敬的僧团，本来就讲「利
和同均」，你看我佛光山比共产主义更共产、更落实。

现在，佛光山开山五十年，宗务委员会也经常开会，总
想，一个道场要朝百年、千年发展，委员们要为未来着想。
我都告诉宗委会的大家，不可以只想在钱财上储财，大家要
储道，要忧道不忧贫，要鼓励修道，有道就不怕没有钱财。

我们也要把大众的道粮预备好，因为不能吃了今天望明
天，明天吃了望后天，那是攸关大众的慧命。怎么预备呢？
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穷苦一点，寺庙基本可以储粮一年，
但不可超过三年，超过三年，就会变成积聚储蓄，那是非法
的。这就是我对储财的想法。

过去佛陀和阿难在路上走，看到地上有几块黄金，佛陀
跟阿难说：「阿难，你看啊，这是毒蛇。」阿难回答说：「
是的，这是毒蛇。」他们就走过去了。

在田里工作的父子，他们听了佛陀与阿难两个人的对话
后，跑去一看，就说：「哪有毒蛇？那是黄金嘛！」于是很
欢喜的就把它带回去了。

不久，政府发现国库里的黄金被人家盗取，在当时的印度
法律明文规定，百姓不准许私藏黄金。因为这对父子窃取国库
黄金的嫌疑最大，于是就逮捕他们关进牢狱。

在牢狱里，父亲对儿子说：「儿子啊，那个是毒蛇。」儿
子也回答说：「父亲，那确实是毒蛇。」这对父子受苦了，才
悟到金钱可以成为净财、善财，也可以成为毒蛇哦。

又有一天，佛陀与阿难走在半路上，看到一群乌鸦，在
争食一块死亡许久的老鼠臭肉，互不相让，彼此争得你死我
活。佛陀于是对阿难说：「阿难啊，末法时期，我的弟子也
会为世间的财物，就好像这群乌鸦争夺这块臭肉一样，争得
你死我活。」

所以，我对于这十方供养的应用，其实说起来，也没有什
么秘密，「犹如木人看花鸟，何妨万物假围绕」，这些总总，
原本什么就都不是我的，是大家的、是十方的，在我，也只是
「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这也是我敢称自己「贫僧」的
原因，我若有一点贪念，我哪里能自称「贫僧」呢？

最后，还有一件事跟大家报告，记得佛光山开山之初，有
一些出家同道之人到山上来参观，看到前面高屏溪的水一直向
外流，就警告我说，这个佛光山地理不好，水都流出去了，保
不住钱财。

但我听了非常欢喜，因为水就是法财，佛法要长流，这
是我们的目的，所谓「法水长流五大洲」，不就是我们的愿
望吗？因此，我不需要储财，佛法在五大洲流传，佛教还会
没有财富吗？人间还会没有幸福安乐吗？(2015.5.6口述完稿)

（文接自第三页）

祭祖是华人社会一项历史悠长的
文化传统，象征着后人的饮水思源，
对于先祖们荜路蓝缕地开创文明社
会，给予我们今日舒适安稳的生活，
心怀感谢的心意！新加坡佛光山每年
隆重举办岁末祭祖法会，让每位感怀
先人恩德的子孙，能依循佛教仪式，
供奉丰盛的餐点、水果，缅怀先人。

2月10日一早八点，斋堂里六长
条的桌子放妥日式漆器餐盒，厨房里
满溢着饭菜香，义工们来来回回为下
午2点的祭祖便当打点一切所需。开始
包便当时，每一条便当生产在线，近
70人手持一样菜肴，小心地放入各色
便当菜，再洒上点点芝麻，让白饭看
来极可口诱人。午斋前，在近百名义
工集体合作下，顺利完成750个祭祖
便当，安奉在大殿的祭祖牌位前，庄

岁末祭祖法会
严壮观的便当海，彷佛一块色彩瑰丽
的织锦，看的人心花怒放，不少人纷
纷拿起手机咔扎咔扎地拍下蔚为壮观
的祭祖便当美丽景象。

下午一点，法会开始前，参加祭
祖法会的人潮涌入佛堂，每个人专注
地看着墙面上法会牌位编号，寻找祖
先的牌位号码，虔诚恭敬的心不禁表
露无遗。

两点，祭祖法会正式开始，副住
持妙穆法师领着近700人虔诚礼诵八十
八佛大忏悔文，礼拜药师佛，祈能透
过自身的礼佛忏悔，令历代祖先、过
往父母亲眷及冤亲债主，灭罪消愆，
得生善道。

每年的祭祖是过年前的大事，希
望历代祖先和已故亲人也能够在过年
前获得阳上亲人的祭祀，吃饱饱好过

年，这份体贴及用心为新的一年，带
来身心安康，一切平安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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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佛光山日前于2月4日，
举办功德主会、社教成果展暨岁末围
炉，慰劳信徒与义工年年为人间佛教
的弘传，以不退的初心护持道场。对
功德主与义工们来说，这一天也是回
家团圆的欢喜日子。

午后2点，功德主、义工与信徒陆
续就坐，近300人在副住持妙穆法师
带领下，共同献灯祈福，唱诵「南无
消灾延寿药师佛」圣号，感谢过去一
年的家庭平安，国家安定和谐，更期
许来临的一年，平安幸福。

副住持妙穆法师在功德主会时，
向大家报告，新加坡佛光山与国际佛
光新加坡协会秉持着星云大师「以文
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育人才，以慈
善福利众生，以共修净化人心」的理
念，20多年来在新加坡弘化一方，造
福社会，受到政府的肯定，2017年荣
获新加坡年度社区精神表扬奖中最高
殊荣的「卓越奖」，也是获奖团体中
的唯一佛教团体，这是所有佛光人的

	 功德主会	成果展暨岁末围炉	 	 感恩有
荣耀！

资 深 信 徒 代 表 魏彣锥 大 德 上 台
致辞时，表示他「把佛光山当作自己
的家，因为佛光山是学佛的好道场，
善知识教育的好地方，同时学习大师
人间佛教的理念，以便实现人间的佛
法」，所以自己从始至今，坚守一师
一道的精神，不敢忘怀。

新加坡佛光山颁发证书肯定新品
与赠品功德主的成就，也致赠纪念品
给予功德主们，感谢他们的一年来的
发心护持。

除了功德主的表扬，接着还有社
教课程的成果展表演，每年岁末的成
果展，学员早在2个月前就开始筹备，
以戏剧，舞蹈，歌唱等多样化的方
式，展示一年来的成果。

敦 煌 舞 蹈 班 的 学 员 以 一 曲 “ 反
弹琵琶”，展现动中有静，静中有动
的优美舞姿，恍如敦煌壁画的再现。
禅修班的学员表演禅修松柔操，并演
唱「珍惜」一曲，勉励来自四方的大

家，要珍惜彼此能够在佛光山一同精
进学佛的因缘。

成果展将近尾声时，驻新加坡台
北办事处梁国新代表一行4人出席今晚
围炉晚宴，晚上6点甫抵达道场，便和
所有佛光人一同参与向星云大师拜年
的录像，祝福大师2018年法体安康，
吉祥如意。 

丰 富 的 成 果 展 演 出 ， 让 梁 代 表
开了眼界，而岁末的围炉更是令他十
分欢喜，更表示这是第一次和近1200
人一起岁末围炉。

今天的活动，虽然耗费了相当的
心力及时间，但当大家一起齐聚在道
场围炉用餐时，这样的因缘实是相当
难能可贵，同为佛光人，不分你我，
共同为道场发心，道场也为感谢大
家，举办了岁末一系列活动，这样的
情景，都要感谢星云大师为人间佛教
的付出，才让新加坡佛光山在新加坡
20多年一路走来，广结无量善缘。

您

2月21日早上10点，慈爱三好学
校的小朋友热热闹闹地来到新加坡佛
光山，向法师们做新春团拜。76位
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开心心地
穿新装，一身喜气拜年去！

团拜一开始由孩子们的小小舞
龙队伍，邀请副住持妙穆法师和住众
法师出席，法师们就定位后，两位小
财神向法师们拜年，献上两对象征吉
祥的平安柑，接着老师们引领着豆豆
班、幼幼班、幼儿小班到幼儿中班及
大班小朋友，依序用一对橘子向诸位
法师拜年。

接着，五个班的小朋友各别地
带来不同的新年舞蹈，而压轴的幼儿
大班K2小朋友以一首新年忠义传家

慈爱三好学校	佛光山拜年去

在午餐之前，老师们再分组带
着孩子们认识道场，感受佛门新年的
气氛。新春拜年后，大家一同享用着
佛堂的午餐，孩子们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微笑，为此行划下圆满的句号！

歌曲，带来活泼可爱的汪汪舞，获得
全场如雷的掌声。

精彩舞蹈后，副住持妙穆法师特
别为孩子们讲说“年的故事”，让孩
子们更明白中国新年的源由，及华人
的新年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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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灯法会 2/3 五 Fri 8:00 pm
庆生法会 Birthday Prayer Service 4/3, 1/4

日 Sun 10:00 am - 12 noon
护寺大悲忏法会 Great Compassion Repentance Service 11/3, 15/4
梁皇宝忏法会 
Emperor Liang’s Repentance Dharma Service
洒净、第一、二卷 Chapter 1 & 2 18/3 日 Sun 10:00 am - 3:30 pm
第三、四卷 Chapter 3 & 4 24/3 六 Sat 2:00 pm - 6:00 pm
第五、六卷 Chapter 5 & 6 25/3 日 Sun 10:00 am - 3:30 pm
第七、八卷 Chapter 7 & 8 31/3 六 Sat 2:00 pm - 6:00 pm
第九、十卷 Chapter 9 & 10 1/4 日 Sun 10:00 am - 3:30 pm
共修法会 Dharma Service 8, 22, 29/4 日 Sun 10:00 am - 12 noon

新 加 坡 佛 光 山 二 ○ 一 八 年 三 月 ／ 四 月 活 动 表
MARCH/APRIL 2018 PROGRAMME OF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法 会 Dharma Service

法律咨询服务 Free Law Clinic 1, 15/4 
日 Sun 1:30 pm - 3:00 pm

义诊（成文鸾医师）Free Clinic 8, 22/4

其 他 活 动 Other Activities

活  动  预  告

2018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English Dharma Talks Series (1)
Speaker : Venerable Zhi Guan
Date : 10.3.18 (Sat, 8 pm - 9:30 pm)
  11.3.18 (Sun, 2 pm - 3:30 pm)
Topic : The Way of Right Livelihood, 

the Practice of Morality of 
Humanistic Buddhism 

2018年	 心保和尚佛学讲座
讲  题：般若心经的生活观
日  期：19.4.2018（四）
时  间：8:00 pm - 9:30 pm

2018	 短期出家修道会	
日期 : 11~15.04.2018
地点 : 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  

三归五戒
日期 : 15.04.2018 9am~2pm
地点 : 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 

需网上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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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票
免费入场

清
明
节
孝
亲
报
恩

送福到邻里	 	 欢庆新春佳节
农历春节就要到了！2月10及11

日两天，通讯及新闻部兼教育部高级
政务部长暨白沙榜鹅集选区国会议员
普杰立医生和白沙榜鹅集选区国会议
员孙雪玲女士，与新加坡佛光山及国
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联办岁末送福到
你家活动。

这项走进社区街坊的活动，今年
已迈入第四年，两天下来共送出1200
个吉祥橘和忠义传家墨宝春联，与居
民共享农历新年的喜庆气氛。另外，
更一户户分送装有吉祥橘、平安米、
年节饼糖及现金购物券的福袋给弱势
家庭，共有300户家庭受惠。

两天的活动，新加坡协会周应雄
会长带着120位理事和会员参与，副
住持妙穆法师分别陪同普杰立部长及
孙雪玲国会议员，在榜鹅海岸及榜鹅
西一带的社区超市、小吃店、咖啡店
等人潮集中区，分送吉祥橘和春联。

2月10日当天早上，在百忙中抽
空来出席送福活动的普杰立部长，表
现出相当亲民的一面，褪去西装笔挺
的形象，身着休闲的POLO衫及五分
裤，穿梭在咖啡店小吃店，与居民问
好，关心居民的需求，普杰立部长对
所有里民都是笑容满面，送出新年对
大家的祝福，也让不同族群的里民感
受到新年气氛！活动结束时，对佛光
山年年举办岁末送福活动，拉近与社
区的距离，带来华人年节的人情味的
活动，表示相当的赞叹！

孙雪玲小姐11日的送福活动后，
谈到自2015年当选白沙榜鹅集选区
议员，便积极服务社区，看过佛光山
办的活动后，深感赞许，便开始出席
佛光山活动，也很感谢佛光山一直以
来，赞助送福活动，让榜鹅地区居民
特别有过年气氛，这是居民的福气。
每次在送出福袋、吉祥橘及春联恭祝

居民新年快乐的同时，从里民的笑容
中，默默感受到大家的善意与祝福。

送福到你家活动不尽尽要把福气
送给社区里民，更走入低收入家庭，
一户一户地，不分种族，亲切的为他
们送上新春祝福，并预祝居民新年快
乐，同时邀请大众在除夕夜到佛光
山岁末普佛，赏花灯，一同叩响平安
钟，祈求新的一年，能诸事吉祥，家
庭平安快乐。

FREE	
Admission	

with	t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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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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花班（材料另收费）（陈梅桂老师） 2:00 pm - 3: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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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体盒子儿童绘画班（材料另收费）

三好书法班 （巫振松老师） 1:00 pm - 2: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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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pm -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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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拳班 （陈亚亚老师） 7:15 am - 9:00 am

口琴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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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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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过才会进步

认错才能增上

助人才能结缘

内敛才能养德

Admitting faults leads to correction.

Correcting faults leads to progress.

Helping others leads to good affinity.

Self-examination leads to virt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