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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僧有话要说》二十五说之二：
我的小小动物缘

文／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

这样过了不到半年，山下一位村民来
顺，他的妈妈抱了一只小狗上山说：「听
说大师的狗没有了，我这里有一只狗，送
给大师。」我跟这一位老太太语言不通，
讲也讲不清，她留下小狗，人就走了。说
也奇怪，这一只小狗慢慢长大，样子、颜
色、动作、习性、神态，全部跟第一代的
来发一模一样，连慈庄法师从美国回来，
都以为牠就是来发，我就干脆为牠起名字
叫「来发二世」。

同样的，牠吃过饭就来，怎么也不肯
离开我。不过，那时我常出国，一出国就
几个月，每次我回去，牠就围着我转，牠
跟我就像有个感应，只要我动，牠就动，
心意相通，如同触电一样。牠也非常听
话，有时候我会客，要牠出去，牠会低着
头，显得很可怜、很无奈的样子，慢慢的出去，一下子之后，
牠会偷看一下，然后再悄悄进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不
爱护牠吗？

有一回我在美国，弟子依空来电话说，来发二世往生了，
一百多个法师帮牠诵经，还烧出好多舍利子。我赶紧说：「依
空啊，这事你不能发表哦，如果发表了，佛光山的狗都有舍
利，以后佛光山的人还得了吗？」就这样，我才把这个事情
掩盖住。主要因为这只狗，牠有佛性，几年之间，我们早晚
课诵、念佛、过堂，都跟随我们一起，平日我上香念佛，牠
都是跟在蒲团旁边，不曾离开，这事全佛光山的人都知道。

或许因为我跟动物之间的奇妙缘分，后来佛光山有了鸟
园、素食动物园，尤其是蓝毗尼园鱼池旁的九官鸟、金刚鹦
鹉，牠们都会讲话，如：「阿弥陀佛」、「您好」、「喝茶」
、「掰掰」，有时候把经过的游客都吓了一跳，有几只还会唱
我们早晚课的〈三皈依〉，甚至是〈三宝颂〉。

后来，佛光山的素食动物园里，有了马、羊、骆驼、驼
鸟、孔雀、山鸡……，以及千百只各种飞禽，让来到这里的
大、小朋友欢喜不已，学习了一门生命教育的课程。但问题
是，这些动物多了，会有气味，别人就不欢喜，加上台湾人常
说动物有传染病，不免对欢喜动物的人，像永会、慧延，有所
怨怪。我虽也几番保护他们，但大众的意见难违，所以只有跟
慧延商量，把园中的动物，像骆驼、驼鸟、鹿、猴子、各种鸟
类，甚至金刚鹦鹉也通通送了给人。

正感到解脱的时候，据闻从西伯利亚飞来了三只绿头鸭，
在佛陀纪念馆的双阁楼生态池筑了巢，几天之间，就生了三颗
蛋。我于是叮咛负责双阁楼的觉纪法师，要他好好爱护牠们，
为牠们准备食物。现在，三头小鸭子已破壳而出，长得健康可
爱，听说池子旁目前还有三十几颗蛋呢。

我还告诉这些绿头鸭，你们只要
能跟高屏溪的白鹭鸶和平相处，不去侵
犯别人、污染水源，大家相安无事，你
们就可以安全的在这里生存了。在我认
为，世间上所有的动物，就等于人我之
间，你不犯我，我也不犯你，各守自己
的疆界，能和平共存最好。

由于台湾民间有放生的传统，因此
几十年来，我在弘法过程中，信徒最为
关心的就是「放生」的问题。放生是一
件功德好事，但总是难尽如法。好比，
我听过一位老人家对捕鱼的说：「你明
天多捕一些鱼，我要放生。」为了你要
放生，他就要多捕一些鱼，但鱼在鱼笼
里关太久，等到要放生时，已经死了一
半。

我也听过有老人家对捕鸟的说：「你多捕一些小鸟，我
明天庆祝七十岁寿诞要放生。」这许多小鸟被关了那么长的
时间，等到你开笼子时，能飞出笼外的鸟，也所剩不多了。

又好比，有人将好吃鱼虾的乌龟，投入了佛光山的放生
池，那么池中原本悠游的鱼族，还能安然生存吗？甚至有人
将毒蛇放到了太子龙亭，那些在亭中歇息的游客，不就陷入
了危险之中？

其实，像这样子不当的放生方式，只为自己求功德，反而
害了这许多生命。除了毒蛇、食人鱼，甚至还有人买画眉鸟放
生。实在说，这些都不是放生而是放死；你放生之后，牠们又
该如何生存呢？在我的理念是：与其放生，不如多护生。

人为万物之灵，对于动物，我们应该保护牠的生命，让
牠在安全的环境中颐养天年，这就是所谓的「上天有好生之
德」。我对于宋朝黄庭坚有一首描写生命的诗最为感动，这
首诗说：「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原同一种性，只为别形
躯；苦恼从他受，甘肥任我需，莫教阎老断，自揣应如何。」

人和动物，原是一样的生命，虽然身体形状不同，但都是
非常可爱的，都是值得尊重的。因此人和动物之间，在感情上
是可以交流沟通的，只要慈悲、关怀、平等，老虎、狮子也可
以做朋友。

记得有一则很温馨的故事。故事说张桐与赵富因为拜在同
一个中医师门下当学徒，所以从小就是好朋友，长大以后，两
人虽然各自在不同的村庄悬壶济世，但是仍然维持友谊，经常
互相拜访叙旧，两家也因此成为通家之好，不但妻子、儿女彼
此之间的交情十分密切，连两家所豢养的狗子也相亲相爱，互
有往来。

可是有一天，因为一点小小的误会，两家从争执到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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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竹的声音，或者是用弹弓，至少能吓阻牠们。
但这也都只是短暂的效果，正在不得办法时，我向吴博

士请教如何是好？他说，唯一的方式就是请来老鹰，因为牠是
树鹊的天敌。但又不能真正养一只凶猛的老鹰，于是他找人录
了一段老鹰的叫声，在蓝毗尼园里播放，后来山上的树鹊果真
就没有了。我这才为鸟儿们可以继续在佛光山乐园内，安居身
心、自由自在，而感到几分欣慰。

没想到，树鹊走了，这段老鹰叫声的录音，却引来了真
正的老鹰。现在，我们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的空中，常常
可以看到三、四只的老鹰在盘旋。好在，也没有听到有人投
诉牠们在山上有什么恶劣的行为，反而成为佛陀纪念馆的金
刚护法似的，经常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巡逻，不让凶猛性的动
物出现，并且与空中和地上的生物，彼此相互尊重，平安无
事。徒众还告诉我，曾经看到一只老鹰被一群麻雀包围戏谑，
怎么也甩不开，最后只有落荒而逃，直笑说，真是「鹰落平阳
被鸟欺」了。

其实，动物的世界是属于「弱肉强食」，再说，这许多肉
食的动物，必须靠残杀才能生存，假如牠们不能以残杀取食，
生命也不能存在。只是，这是大自然的生态平衡、生物链的循
环，贫僧个人也无能为力，但至少在我管辖的范围内，我们保
护这个区域内的生命，让牠们平安、自在，我感到这是我义不
容辞的责任。

想起佛光山开山时的一片荒地，满山刺竹、深谷沟壑，花
不开，鸟不来，白天虫蛇出没，晚上四野寂寂，只听到各处传
来种种动物的鸣叫声。我心中有佛，并不感到孤单可怕，只觉
得牠们都是法侣同伴。经过五十年的光阴，我们在这里水土保
持、植树造林，现在有百花齐放、蝴蝶飞舞、群鸟遨翔、各类
的动物各自安居。

记得名教授、艺术家蒋勋先生曾经来山讲学小住一晚，他
说，在都市里，早上是被闹钟吵醒；而在佛光山，清晨是被鸟
声叫醒的；也曾经遇到一对来自洛杉矶的信徒夫妇，他们说，
每年一定都要回来佛光山巡礼，也特别来听听大雄宝殿旁的牛
蛙叫得像支交响乐的协奏曲。

是的，贫僧是想，只要我们有建立世间的因缘条件，尊重
生命、爱护生命，一切有缘众生，都会汇聚到佛光山来的。而
来山的信众游客们，你们有欣赏到这许多与我们共命的动、植
物吗？(2015.04.26口述完稿)

终于反目成仇，割席绝交。两年过去了，大家碍于面子，谁也
不肯先认错，但是他们的狗子却依然保持过去的情义，照样有
来有去，有去有来，一起嬉戏玩耍，好像不曾发生过什么事情
一样。

一个萧瑟的隆冬傍晚，赵家的狗子「小白」又来到张家作
客，看到张家的狗子「小黑」趾爪皮破血流，连忙用舌头不停
舔拭，一副无限爱怜的样子，张桐看了十分感动，立即召集全
家人，说道：「我们真是太惭愧了，你们看，连狗子都讲究义
气，不嫌弃彼此的缺点，而我们人却见利忘义，因为计较眼前
一点的不顺意，把几十年的交情道义全都一笔勾消了！我们真
是连狗都不如啊！」第二天，张桐率领全家大小拜访赵家，从
此两家尽弃前嫌，重修旧好。

佛陀当初在菩提树下证悟，就说：「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
慧德相」，说明一切众生佛性平等，有时候，动物的情义更胜
于人类，绵长而隽永。

自古以来，我们从神权、君权，发展到人权，讲求人人
平等，现在更应强调「生权」，倡导「生权平等」已是这个
时代的使命。所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切众生
不论男女老少、贤愚贫富，乃至畜生、鬼类等皆有佛性，「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根本教义，就是佛教尊重众生，重
视生权的最佳诠释。

唯愿让一切众生的生存权利都受到保障，才是究竟的生态
保育，祝愿人人有此共识，共同重视生权的提升，共同保护所
有可爱而美好的生命，彼此共生吉祥，幸福安乐。

好比十多年前，有一位鸟类专家吴森雄博士，他也是佛光
会的督导，他告诉我，佛光山的自然生态中，有百种以上的鸟
类，像《阿弥陀经》里面提到的，大概除了共命之鸟之外，其
他都有了。甚至，也可以看到一些珍奇少见的禽鸟，例如：五
色鸟、黑冠麻鹭、红嘴黑鹎、翠玉鸠、白鹡鸰、鹭鸶鸟等，可
以说是一个生态的乐园。

那个时候，山上也有好几只树鹊，经常吃一些才出生的小
鸟，让这许多幼小的鸟类不能安心。我想，这种鸟类的杀手，
不能任凭牠们这样伤害无辜，侵犯其他生物的生权，必须把牠
们驱逐出境。后来，有人说要提供猎枪给我们，但我觉得也不
必用那么强而有力的武器对付，只要能把牠们吓跑，比方说用

9月7日由澳纽总住持满可法师、
澳洲星云大师教育基金会执行长觉舫
法师、新加坡佛光山副住持妙穆法
师、有纪法师、新加坡佛光协会公关
陈宝金师姐，带领信徒等一行十人前
往新加坡拉萨尔艺术学院（LASALLE 
College of the Arts）进行赠书仪式，
赠送《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予
拉萨尔艺术学院。

澳纽总住持满可法师代表，把《
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英文版致
赠予拉萨尔艺术学院，由该学院副院
长Mr.Venka Purushothaman与教务
长Mr. Wolfgang Muench代表接受。

《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由
佛光山宗委会印行，中文版于2015年
问世，英文版于2016年完成。此著
作内容以释迦牟尼佛为主轴，二千六
百年前，佛陀入灭后，五百罗汉为让
正法久住，举行佛经第一次结集。二
千六百年后，星云大师祈愿透过佛教

赠送《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
予新加坡拉萨尔艺术学院

艺术的光芒，让世人看见佛教文化的
内涵，获得佛法的欢喜和利益，首次
结集佛教美术图像，编制《世界佛教
美术图说大辞典》。此辞典分类汇编
各门类艺术及艺术家，按建筑丶石窟
丶雕塑丶绘画丶书法丶篆刻丶工艺和
佛教美术人物，总成八大类计二十卷
册，是佛教美术的百科全书，具历史
意义和艺术价值。

此 次 赠 书 之 举 目 的 为 回 馈 有 纪
法师的母校，把这珍贵的著作辞典留
下，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认识，更为研

究者提供珍贵的历史资料。
（郭丽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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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愿佛教满人间  
第四届人间佛教青年论坛开跑

「 继 续 努 力 ， 直 至 人 间 佛 教 遍
满人间！」在佛光山新马泰印汶教区
总住持觉诚法师主持下，第四届人间
佛教青年论坛，二十七日晚间于新加
坡佛光山举行欢迎晚宴，来自马来西
亚、新加坡、台湾、新西兰、菲律宾
及斯里兰卡等国家的八十位青年同
聚，人间佛教研究院国际中心执行长
妙光法师、等贵宾亦莅临祝福。

「 星 云 大 师 一 生 都 支 持 对 青 年
有益的事！」觉诚法师致词时表示，
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心心念念都挂记
着「有度青年吗？有照顾青年吗？」
人间佛教青年论坛举办至今第四届，
要特别感谢大师的全力支持，感谢学
者教授的莅临指导，感谢青年学子
发表、参与，也感谢所有义工共同成
就。觉诚法师期许，论坛能持续举
办，致力推广人间佛教，直至人人学
佛、人间佛教布满人间。

欢迎晚宴由新加坡佛光人准备各
式新马特色餐点，盛情迎接大众。晚
宴期间，新加坡佛光少年团以舞蹈呈
现人间音缘〈我愿〉，优美姿态与歌
词融合，格外动人；新加坡佛光青年
歌咏队献唱〈呼唤爱〉，慈爱三好学
校儿童也身着世界各国传统服饰，合
唱〈彩虹〉，清澈真挚的歌声，为晚
宴带来满满的生命力，揭示论坛即将
正式展开。

人 间 佛 教 青 年 论 坛 由 佛 光 山 人
间佛教研究院指导，新加坡佛光山主
办，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及新加坡
青年团承办，至今已是第四年，累积
共有约四百青年到此共同讨论人间佛
教对社会的影响，今年有六个国家、
二十一位青年，分别以中、英文发表
学术论文及艺文文章，彰显人间佛教
不仅广为大众接纳，更能经得起研究
探讨，是现世的一盏明灯。

论坛报名踊跃，投稿文章不下数
十篇，主办单位特别邀请到七个国家
的法师、学者、教授及作家作为文稿
评阅委员，共同为人间佛教留下学术
及艺文历史。多位评阅委员也特别出
席论坛，于期间发表主题演说及座谈
会与谈，也将在发表会上为发表者勉
励，可说是新加坡佛光山年度活动中
一大盛事。（怡慧）

每年，新加坡佛光山都会与榜
鹅北及榜鹅西居民委员会联合举办
社区餐会，深入社区，促进社区的
和谐与安乐。10月21日中午，榜鹅
大牌622社区广场，来自大牌121
、621A、621B及大牌206A，近200
位居民一同参与活动。

新加坡佛光山副住持妙穆法师及
妙裕法师，及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
沈清发会长、周应雄副会长、温栢强
督导共同与会。此外，新加坡教育部
长（学校）兼交通部第二部长暨白沙
榜鹅集选区议员黄志明部长，更受邀
担任此社区餐会的主礼嘉宾。

妙穆法师致辞时，感谢大家出
席此次的聚会，鼓励大家要时时心存
感恩，懂得感恩的人才会幸福。政府
对居民的关怀，给人民安居乐业的环
境，各个种族及宗教可以在新加坡社
会和谐相处，我们更应心存感恩。

新加坡佛光山深耕榜鹅，本着星

榜鹅社区餐会
深入社区推广三好四给

云大师三好四给的理念，关怀社区，
举办各种社区活动，给予助学金支持
弱势家庭。妙穆法师表示佛光山对教
育的重视，从孩子开始教育，培养良
好的品格，才能终生受用，也能将己
长贡献于社会。

黄志明部长致辞时表示，新加坡
是一个多元种族及宗教和谐的国家，
只要人民团结一致，就能建立美好的
家园。在聚会的空档，黄志明部长也
与居民进行交流及慰问，了解更多居
民的需要。

当天除了有老少皆宜的宾果游戏
以及幸运抽奖之外，在大众享用由新
加坡佛光山义工所准备的素食午餐的
时候，新加坡佛光山音乐顾问张平福
老师带领佛光合唱团，呈献一首首动
听歌曲。此外，现场也准备了小朋友
最喜爱的弹跳城堡以及创意气球，让
孩子们玩的十分尽兴。



4

佛光世纪2017

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第六届第三
次理事会议暨新马寺落成典礼于2017
年10月4日至8日假马来西亚柔佛州士
姑来，佛光山新马寺举行。这场会议
是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主办，并由国
际佛光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
印尼、汶莱五个国家的协会联合承
办。来自欧洲、亚洲、大洋洲、美洲
及非洲五大洲40多个国家，1200多位
佛光干部及会员代表齐聚柔佛新马寺
参加盛会。

新加坡协会49位理事干部及会
员在辅导法师妙穆法师与妙裕法师及
沈清发会长带领下前往参与。另150
位义工，14位青年干部前往支援分
担议事、行政、知宾、接待、司仪、
交通、典座等各个单位工作。10月4

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第六届第三次理事会议
暨 新马寺落成典礼

日，新加坡的敦煌舞队、合唱团、舞
狮队由音乐总监张平福老师与法妙师
姑带领前往于欢迎晚宴呈现感动与欢
乐的节目。

10月7日，另有50多位新加坡的
大德与信徒在知阳法师的带领下出席
新马寺落成典礼。当天来自世界各地
5000名佛光会成员及信徒参与庄严的
佛光山新马寺落成开幕仪式。马来西
亚交通部长兼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
中萊、首相政治秘书拿督王乃志、槟
城前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马来西
亚佛教总会副会长禅亮大和尚、新加
坡佛教总会主席广品大和尚等120嘉
宾在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长心保和尚
的带领下主持庄严的剪彩开幕仪式。
广品大和尚致词时表示新马两地虽有 （文转第五页）

别，但信众的心是没有隔膜与界线
的。佛法重视品德、能给于社会方面
的辅助，提升道德，因而在教育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大雄宝殿的“人间佛
教行化图”大型玉雕在心保和尚带领
众法师主持开光仪式。

新加坡的40多位信徒也参与10月
8日下午于新山依斯干达教育城室内
体育馆首次在大马启建的禅净共修献
灯祈福法会。知宾组28位成员更是全
程负责法会的迎宾工作。

10月5日上午总会长心保和尚于
会议开幕时叮咛佛光人在修行过程
中，重视自利利他精神，从自己做

新马寺落成典礼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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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生法会 Birthday Prayer Service 5/11, 3/12

日 Sun 10:00 am - 12:00 noon
药师法会 Medicine Buddha Prayer Service 5 & 12/11
护寺大悲忏法会 Great Compassion Repentance Service 19/11, 17/12
共修法会 Dharma Service 26/11, 10/12 

弥陀法会 Amitabha Buddha Dharma Service
23/12 六 Sat 8:30 am - 5:00 pm
24/12 日 Sun 10:00 am - 5:00 pm
24/12 一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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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一 月 ／ 十 二 月 活 动 表
NOVEMBER/NOVEMBER 2017 PROGRAMME OF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法 会 Dharma Service

法律咨询服务 Free Law Clinic 5, 19/11, 3,17/12 
日 Sun 1:30 pm - 3:00 pm

义诊（成文鸾医师）Free Clinic 12, 26/11, 10, 24/12

其 他 活 动 Other Activities

活  动  预  告

2017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Humanistic Buddhism English Dharma 
Talks Series (9)

Speaker : Ven Miao Tan
9.12.17 (Sat, 8 pm)
Topic :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Blueprint for Humanistic 
Buddhism

10.12.17 (Sun, 2 pm)
Topic : Happiness Step 1-10

凭票

免费入场

苦恼？困扰！

星期二至五 1:00 pm ~ 5:00 pm

FREE	
Admission	

with	ticket

（文接自第四页）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佛学会
干部培训营

新 加 坡 南 洋 理 工 大 学 佛 学 会 于     
9月30日至10月2日在新加坡佛光山；
举行了3天两夜的干部佛学培训营。此
大学干部佛学营由该佛学会策划，新
加坡佛光山提供场地、住宿与餐饮。
南大佛学会一共18名学生带着简单的
日用品欢喜来到新加坡佛光山，体验
在道场生活、学习、分享、上课、禅
修等等的宝贵经历。

妙觉法师负责接待学生们参观道
场，指导佛门礼仪与禅修，并解说人
间佛教的真义，让学生们有更明确的
概念与正确的方向。南大的学生们经
过三天两夜的干部佛学培训和有规律
的寺院团体生活后，卸下因忙碌而疲

佛学慧考 
Buddhist Study Examinations
日  期 : 19.11.17（星期日）
时  间 : 2:00 pm ~ 4:00 pm

惫的身心，体验充实的宁静，让身心
回归清净轻盈。

这些年来南大的佛学会干部培训
营都在新加坡佛光山举办，新加坡佛
光山也乐于给予因缘与支持，希望可
以接引学生们多认识人间佛教。

（郭丽温）

起，至家庭及朋友，让大家都能感受
佛教的智慧与慈悲。荣誉总会长星云
大师在会上透过视频向在场的佛光人
开示。大师表示佛光人遍布全世界，
彼此要达到共识，学会开放，打开心
房，广纳全世界，乃至于宇宙。大师
希望透过此次世界理事会，凝聚全世
界佛光人的力量达成共识，彼此敞开
心怀，达到全世界的和谐。

开幕之后，主要的活动有各协会
会务报告、议案讨论，主题论坛“共
识与开放”、星云大师全集导读、法
音宣流、佛光之夜及佛光工作分组座
谈；主要座谈有数位弘法传播、寺院
本土化、信仰传承、环保与心保及弘
法人才培训。

为期四天的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
2017理事会议于10月8日假新马寺大
雄宝殿举行闭幕典礼。总会长 心保和
尚致词表示通过理事会议，让佛光人
更了解彼此，进而展开多方面的沟通
与合作，加强弘法力量，在全球各地
发展佛光精神。心保和尚也见证承办
此次理事会议的新、马、泰、印尼、
汶莱五国代表将会旗移交给举办2018
年国际佛光会世界会员代表大会的中
华总会。

会议讨论共通过10项重要议决
案，秘书长觉培法师在会上宣读：
1） 推广《星云大师全集》
2） 积极落实「佛教本土化」
3） 加强「信仰传承」之宣导
4） 扩大培养「人间佛教弘法人才」
5） 发展佛光会「数码弘法传播」
6） 落实「环保与心保」
7） 成立佛光会「人才库」
8） 积极参与2019年7月8日至11日

于美国纽约鹿野苑举办的「第七
次世界佛光童军大露营」

9） 鼓励资深佛光青年成立分会，共
同承担护持佛教

10）决议通过佛光会2018年世界会员
代表大会于台湾佛光山寺召开，
由中华总会承办

（韩玉瑜）

新加坡管理大学
佛学社干部

学生佛门参访
新加坡管理大学佛学社干部一

行四人，10 月 10 日欢喜参访新
加坡佛光山，从茶禅的体验中，认
识人间佛教的精神。由妙觉法师接
待，带领大家一一参观大殿，2 楼
抄经堂及图书馆，3 楼滴水坊与4
楼西方堂等等，认识道场建筑及其
弘法功能。道场巡礼后，一行人先
上二楼图书馆，体验抄经时的宁
静、庄严氛围，咀嚼菜根谭中的佛
法妙味。接着，妙觉法师透过茶
禅，为大家介绍人间佛教，学生很
欢喜地聆听法师所讲的字字句句，
也藉由品茶，体验以茶话佛门的禅
境。为了让大家身心放松，行程中
也安排了禅修课程，观照心灵，品
尝宁静片刻的美好感受。通过这一
趟参访，在道场法师的带领下，新
加坡管理大学佛学社干部对人间佛
教有了另一番体会，在学佛路上，
依着正确方向，轻松欢喜的继续向
前行。

根教育讲座
主讲者：罗一鸣老师 及 李绵洪老师
日  期：26.11.（日）
时  间：2:00 pm to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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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团［配合老师时间］ （张平福老师）

8:00 pm - 9:30 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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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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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