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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凡夫心　心本自在
浴自性佛　佛自现前

	 		 						 	

海印学佛会至诚敬贺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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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灯祈福增慧
 • 个人延生祈福		 一个人$10

 • 合家延生祈福	 一位长辈之名加“合家”$20

 • 公司宝号祈福	 一个公司宝号$30

 • 平安吉祥大禄位	 一个人或一位长辈之名加“合家”或

	 	 		 一个公司宝号$168

 • 供斋  $100 

	 • 供佛		随喜功德

		佛理开示		海印学佛会4楼千佛殿	

	 	法梁法师 • 7.30pm 至 9.00pm

  14/05/2016 (星期六)无坚不摧之成就布施波罗蜜。

  15/05/2016 (星期日)无坚不摧之金刚经纲要。

		浴佛、点灯祈福	• 1楼大菩提岩	
		21/05/2016 (星期六)	农历四月十五	

  点灯祈福	普佛上供	10.00am  

  浴佛	10.00am - 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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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解读：诸行无常

近乎抽象的眼睛表示“正念”；

入灭的佛陀表示无常。

整体构图所要表达的是：

活在“正念”的状态，

认清世间万法的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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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印之诸行无常
文◎	释法梁

目前心轴

世间万法的运行具有其一定的规则，

所以称之为法则；即诸行无常、

诸行皆苦、诸法无我、

涅盘寂灭。

以此四法则印证万法，

万法皆不离此四法则，故称之法印；

以此四法则印证该方法或理论是否佛

法，故称之四法印。简而言之，

一切物、事、人离不开无常法，

这就是诸行无常印；

因离不开无常之逼迫，故而佛说苦，

这就是诸行皆苦印；虽说苦，

却于其中无有一个真实的个体，

皆是因缘和合之法，

这就是诸法无我印；虽说无我，

众生却又离不开言语、

概念来理解无我，于是又说了

离言绝句的涅盘寂灭之法，

这就是涅盘寂灭印。

	 面对无常，既然

无从躲避，为什么不勇

敢逆来顺应？积极培养

成熟心智，做个真正的

人生过客，纵然是短暂

的，也要充分发挥自他

觉性的光辉。

	 本期文稿，让我

们学习如何珍惜和善用

无常变化，一再拉回眼

前，而不落入悲观颓丧

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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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行无常印

	 无常者，变化不止之意；可分为一期

无常和刹那无常两种。一、一期无常：自

然界中任何有情与无情的相续之法终必坏

灭，如人命之终止、物质之败坏、灯火之

熄灭等。二、刹那无常：一切有为之法，

刹那生灭不停。

	 从世俗的角度而言，在无常面前人人

都是失败者；人生最大的无常就是死亡，

在死亡来临时，我们将失去所拥有的一切

物、事、人。因此，如果我们自认为的成

就是没有把无常考虑在内，到头来就会成

为生命的失败者。

	 如何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要把无常

也考虑进去。也就是说，在拥有物质时，

内心要深知这一切会随着无常的到来而失

去；不是物质起无常变化而离开，就是自

己起无常变化而离开这些物质。在面对事

情时，内心要深知一切的事情会随着无常

的到来而变化，不论是好变坏、坏变好或

者好的变得更好、坏的变得更坏，都要成

熟的面对、接受。在面对人时，内心要深

知所有和自己有关或无关的人都在面对无

常，至终不是他们离开自己，就是自己离

开他们。有了这一层面的心理建设，我们

在处理物、事、人的演变就会变得冷静、

周详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的提升--

在面对物、事、人（包括自己），或者面

对感受、情绪、念的无常变化时，首先要

做的事是“拉回眼前”，看着自己、感觉

着自己的存在。接着就是“活在眼前”，

保持那能感觉到自己的状态，看清楚物、

事、人、感受、情绪、念的无常，然后体

会这些无常是影响不到我们的觉性。再来

就是“运用眼前”，不让觉性陷入枯寂之

中。既然能洞悉世间无常之理，便能用世

间无常之法伺机普度众生。当然，假若一

直沉浸在“运用眼前”，久则由觉转迷；

因此在运用之余必须内收，也就是“回归

眼前”，回到自己的觉性，用平常心过日

子，以戒为师。

无常者，变化不止之意；可分为一期无常和

刹那无常两种。一、一期无常：自然界中

任何有情与无情的相续之法终必坏灭，

如人命之终止、物质之败坏、灯火之熄灭等。

二、刹那无常：一切有为之法，刹那生灭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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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r Dharma Seals – The Seal of “All Creations 
are Impermanent”
◎	By Venerable Fa Liang    ◎	Translated by Wu Xin

The functioning of all mundane creations 

follows certain rules, the rules of dharma. 

The four rules of dharma are: all creations are 

impermanent, all creations are sufferings, 

all dharmas are no-self, and nirvana is absolute 

serenity. When verified against these 

four rules, nothing in this world is free from 

the action of these four rules, hence they are called 

the dharma seals. The dharma seals also 

serve to verify whether a practice or a theory 

agrees with the dharma. In short, all objects, 

matters and people are not free from the rule 

of impermanence, thus the seal of “all creations are 

impermanent”. The Buddha speaks of 

suffering because of the compelling nature of 

impermanence, thus the seal of “all creations are 

sufferings”. But there is no real entity enduring the 

suffering as all creations are a result of causes and 

conditions, thus the seal of “all dharmas 

are no-self”. While there is no-self, 

it is impossible for sentient beings to comprehend 

no-self without the use of words and concepts, 

hence the Buddha also speaks of the absolute 

serenity of nirvana, thus the seal of “nirvana 

is absolute serenity”.

When we encounter 
impermanence, why 
don’t we face it bravely 
since it is unavoidable? 
Let’s pro-actively 
cultivate our minds and 
even though life may be 
short, let us leave our 
imprint of achieving 
enlightenment for 
ourselves and for others 
in this world.

In this issue, let us 
learn how to appreciate 
impermanence and 
changes and put them 
to good use. Let us 
always live in the present 
moment and not be 
entrapped in a state of 
discouragement and 
neg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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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al of “All Creations are 
Impermanent”
 

 Impermanence means “no end of changing”.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gross 
impermanence and subtle impermanence. Gross 
impermanence refers to the unavoidable decay 
and perishing of all successive dharmas, whether 
they pertain to sentient or non-sentient beings 
in the world of nature, e.g. the ending of one’s 
life, the decay of materials, and the extinguishing 
of a flame. Subtle impermanence refers to the 
instantaneous birth and vanishing of all creations.

 From the mundane viewpoint, everyone 
is a loser in the face of impermanence. The 
ultimate impermanence in life is death. When it 
arrives, we will lose all our possessions, including 
all objects, events and people. Therefore, if we 

indulge in our achievements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impermanence, eventually we will 
be a loser in life.

 How to position ourselves so that we will 
not lose? The way i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impermanence. In other words, when we are in 
possession of materials, deep inside us we should 
be fully aware that we may lose them all anytime 
because of impermanence. Either they leave 
us because of changes due to impermanence, 
or we ourselves encounter changes due to 
impermanence and leave them. Similarly, in 
dealing with events, we must be fully aware that 
they may change anytime due to impermanence. 
Whether they change from good to bad, from 
bad to good, from good to better, or from bad to 
worse, we have to face the changes squarely and 
accept them with a matured attitude. In dealing 
with people, we must be fully aware that all of 
them, whether they are related or not related to 
us, cannot escape from impermanence. In the 

Impermanence means “no end of changing”.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gross impermanence and 

subtle impermanence. Gross impermanence refers to the 
unavoidable decay and perishing of all successive dharmas, 

whether they pertain to sentient or non-sentient beings in the world 
of nature, e.g. the ending of one’s life, the decay of materials, and 

the extinguishing of a flame. Subtle impermanence refers to the 
instantaneous birth and vanishing of all cre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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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ither they leave us or we leave them. Once 
we are psychologically prepared, we would be 
able to remain calm and thorough in dealing with 
changes in objects, events and people.

 Of course we can go one step further to 
better ourselves, i.e. when facing changes due 
to impermanence in objects, events, people 
(including ourselves), our feelings, our emotions 
and our thoughts, the first thing to do is to 
“focus on the Present” by looking at ourselves 
and feeling the presence of oneself. Next is to 
“live in the Present” by maintaining the state of 
being able to feel our own presence and seeing 
clearly the impermanence of objects, events, 
people, feelings, emotions and our thoughts, 
and in so doing experiencing the fact that such 
impermanence could not affect our innate 
awareness. This is followed by “applying the 
Present” so that our innate awareness would not 
become inertly still. This is because since we can 
understand thoroughly perceive the principle 
of impermanence, we should be able to apply 
it by offering our help to other sentient beings 
when opportunities arise. However, we would 
lose our awareness and become lost if we indulge 
in “applying the Present” for too long. Thus in 
addition to applying the Present, we have to 
“return to the Present” by engaging ourselves 
inwardly. In other words, we return to our 
innate awareness and lead an everyday life with 
equanimity, guided by m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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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常相伴一生	

文◎	释法谦

已经养成专注“因”

（眼前）

的习惯，再大的变化（果），

也早已了然有迹可寻，因而

早已点滴“消化”了变化，

就不会感到措手不及。

	 简单来说，无常就是“变化”。佛陀

教导我们用睿智的眼光来看待无常变化，

就不会掉入狭隘的思维和负面的情绪之

中，误认无常是悲观和消极的。

	 万物都不离无常的法则，必有生、

住、异、灭；人必生、老、病、死。透

过“诸行无常”的熏陶，我们不但能欣然

接受变化，还明白这是接受“果”；更重

要的是学习在日常点滴用心过日子，这是

认识“因”。保持专注在每个当下（眼

前），清楚知道从外在的物、事、人，到

内在的自己身体、感受、情绪和心念都一

直 在 变 化 之 中 。 只 因 为 已 经 养 成 专

注 “因”（眼前）的习惯，再大的变化

（果），也早已了然有迹可寻，因而早已

点滴“消化”了变化，就不会感到措手不

及。

	 生，以父母的“健康身心”为因，就

能养育出健康的下一代；不需要把责任推

给前世。

	 老，我们一天天地长大，也就一天天

地老去。把重点放在培养“好的习惯”：

生活、饮食、作息、正向思维、向上向善

的心态，就能成为社会的“正资产”，最

终优雅的老去。在专注地完成看似生活小

事的过程中，点滴的积累变化完成了人生

大事。

	 病，平时注重保健、保养、减压，

重视“治未病”，就能延缓自然的老化、

退化，而不至于病入膏肓，失去生活的质

量。

	 死，从宗教或临终关怀中学习接受		

“死亡教育”。平时就懂得暂时别离来		

“浅尝”爱别离苦；这不是忌讳而不谈，

也更不会希求“长生不老”。

	 “诸行无常”教会了我们要专注在	

“因”，更让我们下意识地养成了“不执

着”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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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don’t have to place the blame on previous 
lives.

 Old-age: We are growing everyday and we 
are aging everyday. When we focus on cultivating 
“good habits” for our lives, on our food, work and 
rest, as well as positive thinking, we will become 
an asset to the society, and finally die with dignity. 
In the process of focusing on discerning the small 
things in life, we will achieve the big things in life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of day-to-day living.

 Sickness: If we pay attention to health 
and fitness, care and maintenance, de-stress and 
believe that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we 
will delay the aging process, and will not fall so 
sick that we lose the quality of life.

 Death: Learn about “death education” 
from religion or hospice care and accept it. To 
get a taste of the suffering of separation through 
temporary separation in our daily life; we will not 
see this as taboo and we won’t seek “eternal life”.

 “All Conditions Are Impermanent” 
teaches us to focus on the “cause”, and we will 
subconsciously cultivate the habit of “non-
attachment”.

Impermanence is with us for life
◎	By Venerable Fa Qian

◎	Translated by To Kuo Ling

 Simply put, impermanence is “change”. 
The Buddha taught us to view impermanence and 
change with wisdom, and we will not become 
narrow-minded and be entrapped in negative 
feelings by thinking that impermanence is 
discouraging and negative.

 The principle of impermanence applies to 
all phenomena, there is rising, sustaining, change 
and ceasing; humans go through the four stages 

of life, old-age, sickness and death. Through 
learning “All Conditions Are Impermanent”, we 
will gladly accept changes, and understand that 
we are accepting “effects”; more importantly, we 
are learning to conscientiously live our life from 
moment to moment; this is the knowledge of 
“cause”. When we maintain awareness of each 
moment (present moment), we discern clearly 
everything external, all matters, events and 
persons, to everything within ourselves, our 
body, feelings, emotions and thoughts and know 
that they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Habits that 
have been formed and cultivated into a (present) 
“cause”, will lead the path to changes (“effect”), 
changes will be accepted implicitly and we will 
not feel surprised by them.)

 Life: If parents are “healthy in body and 
mind” as a cause, their children will be healthy, 

Habits that have been formed and cultivated into 

a “cause” (present), will lead the path to changes 

(“effect”), changes will be accepted implicitly and we 

will not feel surprised by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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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真相......”

	 什 么 是 无 常 ？ “ 无 ” 就 是 没 有 ，					

“常”是永恒不变；“无常”就是指一切

事物都不会恒常不变。《大智度论》卷22 ：
1
					

“一切有为法，念念生灭皆无常。”世间

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起，人有生老

病死，宇宙有成住坏空，而人的心念有生

住异灭的变化。因缘所生的诸法，空无自

性，缘聚缘灭。

	 《杂阿含经》卷十（262经）
2
“诸比

丘语阐陀言。色无常，受、想、行、识无

常。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盘寂

灭。”无常是苦，造成苦的原因除了生老

病死之外，主要来自八苦中的三苦：怨憎

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因为欲望不

能得到满足，便有种种的遗憾和痛苦。但

我们执着得越深，爱到深处时，人就会迷

失自己而感到孤独；如果不能自拔，谁来

怜悯？无常法则就是这样残忍！

	 身体的痛苦会蔓延到心理，佛陀在本

经中就曾以毒箭为喻，告诉我们身中第一

枝毒箭，却不好再中第二枝，所谓身受心

不受就是这意思，这要靠人们自拔。无常

也不全是负能量，顺境与逆境不会永远不

交替。无常来时，面对它，认识它，它也

会带给我们光明与希望，鼓起我们生活下

去的勇气；只要因缘一旦分解，只要清清

楚楚观照无常的变化，痛苦就会转化成快

乐，人生会展现积极和乐观一面。

1《大智度论》卷22〈序品1〉，T25，p223，b8

2《杂阿含经》卷10，T02，p66，c6-8

别让孤独伴余生
文◎	释持果

	 有 些 佛 教 徒 生 病 的 时 候 会 脱 口 说			

“无常”，从这一句“口头禅”，可以看

出他们对“无常”的定义是多么狭窄。每

个人对“无常”的理解不尽相同，所以脱

口而出有时候伤害到别人还不知道，为什

么呢？如果这个人患的是绝症，比如癌

症，你一句“无常”听在他耳朵里，可能

意味着他来日无多，那岂不是更伤他的

心？为什么你不能用慰问的方式来关怀

他？无常现象并不是只有生病时才发生，

其实人事物每天都在一点一点的变化，也

可以叫做无常，只是因为变化十分的微

细，使我们察觉不到。但是，患绝症或遇

到什么不幸，马上会使人感到生命的无

常，闻者也会为之难过。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最大的无奈，所

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当事人的感

受应该是最深刻的。记得当我妈妈往生，

送去火化场时，我们站在观望台，只见棺

木从一个门出来，在铁轨上滑行到另一个

门，没有人陪伴，然后“碰”一声，妈妈

走了！妈妈好孤独呀！我心里禁不住涌起

无限的伤感！

	 等到我回过神来，深深感受到人生

真是一个永不回转的单程路，身为出家子

弟，我反而要安慰悲痛欲绝的亲属，告诉

他们无常是自然法则，世上没有永恒的事

物，连龟鹤也不可能长生不老。情到深处

人孤独，这是执著越深，一旦失去时，就

会越容易迷失自己。

	 阿姜查：“无论富或贫，年青或年

老，人类或动物，没有任何生命可以在这

世界上永久的将自己保持在一种状态中，

每一件事都会历经变化和疏离，这就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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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一生很短很快，所以在无常鬼的

面前，你必须快、准、猛！这种力量来自

你的专注。除了自己，没有别的外在力量

能给你这种能力。

	 这种能力的基础必须来自你的善愿或

者菩提心。很多人都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力

成就这种“内力”，但是假若没有善心，

这种内力是一种可怕的力量。

	 一些人虽有善心，却成慢心。只有佛

门，告诉我们培养能力是为了帮助这个世

界，并最后把“自我”的概念给消融掉，

而转识成智。

	 永嘉大师证道歌有一词句：“诸行无

常一切空，即是如来大圆觉”。可见，能

真正明白无常的法，就能证悟佛智。

	 因为无常，我们才有无限的机会。

在这有限的时空，我们应该如何去改变自

己的心，创造更多的善缘？所以，不要坐

而论道，口头禅的大师将被十方所唾弃！

只有行动起来，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才会发

生；行动起来，行即菩提。

	 知晓无常	 	了解无常		看透无常	

	 随顺无常	 	善用无常

目前心轴

无常就是变
文◎	李德钊

	 “无常”的思想是一种“变”的思

想。世间的人事物，有的渐变，有的突

变。突变就是猛然发生，令人不知所措。

然而有些突变，却是渐变所成。

	 做为佛子，在这逐渐逐渐之中，我们

可以把握什么？难道我们只能在无常到来

时高叹：“人生无常啊！”。这也太消极

了！

	 无常其实有以下的积极含义：

•	 活在当下

•	 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	 珍惜每一个身边的人

•	 快速完成心中的善愿

•	 行动毫不犹豫果断勇猛

•	 把握每个时空中所出现的因缘

•	 凡事都抱着“只能做一次”的心态

•	 对任何事情都能拿得起，放得下

•	 好坏都是过眼云烟，一切终归寂灭

•	 死亡是最后的归属，但死亡并非结束

	 上述各点，都是无常给我们的启示。

无常的法则中也蕴含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人生尽管无常，也要往好的去做，万事都

是因缘，我们却可以争取具足善缘！一切

毕竟是空，所以能成就无尽的善法，正是

无常所蕴含的积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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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色、受、想、行和识这五蕴的执取就

是无明的祸患。由于篇幅有限，恕不详述五

蕴。“五蕴”确实让人又爱又恨但也只有人

类能享有“五蕴”所带来的乐受、苦受、不

苦不乐受；若我们不去观照生起的乐受时，

贪爱与我见这两种烦恼随即生起；若我们不

去观照生起的苦受时，嗔恨与忌妒马上就缠

缚着我们的心。我有一位朋友，一路来身体

强壮，他就虚妄地认为自己永远是健康的；

有一次在检查身体时，医生确定他巳患上癌

症，这就有如晴天霹雳把他吓呆了！过去他

总以为身体特别健壮，能带给他快乐，原来

却是相反的！身体的痛苦影响他的心情，他

整个人变得情绪低落，消极悲观。

	 因此，我们认识了无常（苦谛）后，还

应该去探究这“无常”生起的原因（集谛），

然后去寻求解决与处理问题的最好方法（道

谛），这可能需要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与失

败，最终才能如愿，心情才转为舒畅（灭

谛）。这过程离不开认识、实践与证果（三

转）。世尊开示四圣谛、三转法轮，我们也

可以善巧的用其方法去观照无常，让身心时

时保持平静与舒畅，乐已也乐他人！

观照无常
文◎	志学

	 无常乃一切事物的现象，因各种尘缘	

（条件）和合所展现的自然法则，会生起，

也会消失，或在相互影响后以另一种形式迁

变流转。

	 世尊一再开示“诸行无常”，但我们普

罗众生仍容易意识的下意识的认为“诸行是

常”。就说我们的身体本是无常的，会经历

生、老、病、死的，但当我们遇到病痛，看

完医生吃药痊愈时，有人还会哀声叹气，埋

怨自己倒霉！当世俗的生活充满了幸福，例

如与配偶恩恩爱爱，儿孙绕膝玩乐，我们就

会希望幸福永存，或担心它消失，而且越是

害怕失去，就越是抗拒；无法面对逆境，后

果就越是痛苦！

	 在《续阿含经》中，世尊告诉弟子们	

“无常是苦（Dukha）”。这里的“苦”，不

纯指“痛苦”，它也可以是指我们遇到不满

意的事情时，心里感到不痛快。

	 为什么我们会让无常牵着鼻子走，导

致我们有无尽的喜、怒、哀、乐，而造就种

种的善业与恶业呢？这是因为我们潜在的				

“无明”，使我们缺乏了观照无常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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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相同，什么事都会过去。只要活得心安理

得，就会轻松自在；只要活得有意义，无常

如何变化，对自己来说都不可怕。安於现

状，接受事实，并做好最坏的准备，有什么

好怕？

	 学佛时常要保持正念、正知，发正等

正觉的心，去认识当下社会的现实，提醒自

己把握每分每秒，不要懈怠，改造自己的生

活。思考死亡来临时，能从容面对，积极利

用有限的时间来修行，就能解脱。

无常如花开花落
文◎	王茵桦

	 山高水低，花开花落，冬去春来换季，

白天黑夜轮转，自然界万物，包括每一个人

的生命，都变化无常；成、住、坏、空，

生、住、异、灭，从有到没有，从没有到

有，世间一切都是短暂的，像泡沫，破即消

失，无影无踪；像露水，见阳光即化，无法

永恒。

	 现代的人寿命更长吗？时代不断进步

吗？化学物、农药，无论什么食物都免不

了有毒素的存在，都会潜伏在人身上，这

就是无形的杀手，癌症等等绝症好像

在暗处等着，因此常听说某某人一睡

不醒，一倒不起，他们可能是老年，

甚至是少年、童年，突然间离开人

间。

	 没有人能预测未来，所谓今日不知明日

事，何况生命是非常脆弱的，没有人敢说下

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更要懂得

如何珍惜生命，了解生命的真谛，才能体会

世间的无常。凡事积极面对，用智慧和慈悲

心好好过每一天，欢喜的生活。

	 对任何事物都要放下我执，要心无挂

碍，因为到最后任何一样东西都带不走，所

以有句话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

经拥有。”只要用正确的思想和心态对待事

物，一旦失去就不会太痛苦；只要拥有的时

候懂得珍惜爱护，就已经足够了。

	 看待无常的变化，最重要是学习拿得

起放得下，不要执取，好的、不好的，被人

赞美或被人批评也没关系，因为对与错、美

与丑、善与恶都是相对的，每个人的想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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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自在	 	

文◎	释法梁

衲子心迹

	 什么是自由？自己能做得了主，不受

限制和约束就是自由。

	 人类热爱自由，或者说：人类不甘

于人体受局限而渴望突破。于是乎，飞机

如大鹏鸟般地翱翔天上，潜水艇如鲸鱼般

地游弋水中，百里列车如蜈蚣般地往土里

钻，这都是在突破人体局限的种种行为展

现。虽然如此，我们得到的只是表面上的

自由，因为我们始终摆脱不了老病死的桎

梏。意思是，只要有身体的牵制，我们不

可能有绝对的自由，因此佛才说世间是苦

海。

	 什么是自在？简单而言，自在说的是

心的自由。当我们的心不受贪嗔痴的烦恼

所系缚时，就可以说是自在。

	 常听人如此说：“出家人真好，自由

自在的！”

	 事实却是：出家人必须自我约束和要

求，不只遵守法律，还必须受持戒律，所

以并不自由；出家人并非随心所欲，而是

必须对自己的修行和弘化负责任，所以并

不自由；出家人仍免不了老病死的桎梏，

所以并不自由。不只如此，出家人之所以

要出家是因为不自在，但也不是出家后马

上就自在，而是经过长时间的修行和多番

的觉悟，才有可能自在。也就是说，大多

数的出家人是不自在的。若针对“自由自

在”一词给出家人定位，那我会说：“出

家人是不自由的，且大多数都还在修学如

何达到自在。”

	 《坛经》中六祖说：“自性无非、无

痴、无乱；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自	

	 由自在，纵横尽得……。”六祖说能

	 					达到自由自在的是我们的自性，

	 	 				也就是我们本具的佛性。只有

			 	 	 	活在佛性中，我们才能成

	 	 	 		为一个真正自由自在的

	 	 	 人，不论是出家或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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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祖说能达到自由自在的是我们的自性，也就是

我们本具的佛性。只有活在佛性中，我们才能成为一个

真正自由自在的人，不论是出家或在家。

在水里自由

自在多好,

不用再担心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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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is to seek 
improvements to build upon its intrinsic 
essence.

 A Zen master and his disciple were at 
a crossroad. The master asked the disciple, 
“Should we go left or right?”

 The disciple replied, “Either way 
would do.”

 The master let out a loud cry. The 
disciple was at a loss.

 Although both paths lead to the 
destination, there is still a difference in the 
distance travelled.

     **~-~**       **~-~**  **~-~**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	By Venerable Fa Liang 
◎	Translated by Wuxin

 How do you boil water?

 Fill a pot with water and heat it up.

 That’s simple. I know.

 Do you really know?

 If you observe carefully, you would 
find that those who are impatient would 
keep lifting the lid of the pot to check if the 
water has boiled.

 Some would simply do it without the 
lid until the water has boiled.

 If you complete a job with excessive 
effort, resources and time, you have not 
achieved much as you have not been 
meticulous enough.

 What is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is to seek 
improvements to build upon its intrinsic 
essence.

 To perfect something that is already 
out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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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章：念戒近道

	 佛言。佛子离吾数千里。忆念吾戒。

必得道果。在吾左右。虽常见吾。不顺吾

戒。终不得道。

	 佛陀说：佛弟子纵然离开我数千里，

但只要意念并遵守戒律，必能修成正果。

随我左右的弟子，虽然常见到我，若不遵

守佛戒，永远也不会得道。

	 佛陀在《遗教经》中讲，末法的时

候，应当“以戒为师”。戒是修习止观的

基础，有了戒才能让自己所修的定朝向正

定，有了正定才能开发出正慧。有了正慧

才能度自己与众生离苦。

	 第三十八章：生即有灭

	 佛问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数

日间。佛言。子未知道。复问一沙门。人

命在几间。对曰。饭食间。佛言。子未知

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呼

吸间。佛言。善哉。子知道矣。

	 佛陀问沙门，人的生命有多长？沙门

答：数日之间。佛陀说：你还不明白。又

问另一位沙门。沙门答：在一顿饭之间。

佛陀说：你也不明白。最后又问一位沙

门，沙门答：呼吸之间。佛陀说：很好，

你明白了。

四十二章经（十三）	

讲授◎	释法梁　

记述◎	李德钊

	 人生最大的无奈是无常，因为无常

所以佛说世间是苦海。回首前尘，往事如

烟，会成为过去的我们都留不住。放眼未

来，世事变化万端，一切都是个未知数。

只有借助呼吸来让自己活在眼前，便能

察觉一切如梦幻泡影，不由得自己执取不

舍。

	 第三十九章：教诲无差

	 佛言。学佛道者。佛所言说。皆应信

顺。譬如食蜜。中边皆甜。吾经亦尔。

	 佛陀说：学习佛法的人，对于佛陀

所说的法，都应该要相信顺从。譬如吃蜜

糖，勺子中间与旁边都是甜的，佛经的道

理也是一样，虽有三藏十二部，但其所欲

阐明的道理却是一致的。

	 佛法遍布世界各地，虽然门派有别，

风俗各异，但无常、因缘、空的核心思想

还是一样的。不止以前如此，现今亦是，

以后也会是。只要是佛法，必然离不开这

些核心思想。

	 第四十章：行道在心

	 佛言。沙门行道。无如磨牛。身虽行

道。心道不行。心道若行。何用行道。

	 人生最大的无奈是无常，因为无常所以

佛说世间是苦海。回首前尘，往事如烟，

会成为过去的我们都留不住。放眼未来，世事变化万端，

一切都是个未知数。只有借助呼吸来让自己活在眼前，

便能察觉一切如梦幻泡影，不由得自己执取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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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说：沙门修行佛法，不能像牛拉

磨子；表面看起来在修行，内在却不善于

用心（正念正知）。反之，如果能善于用

心，表面功夫就不是很重要了。

	 假设把表面上的修持叫“用功”，内

在的能保持正念正知叫“用心”，那我们

便可以推演出以下的三种状况：表面上是

在修持，内在却胡思乱想，这是“用功不

用心”；表面上在修持，内在的也保持着

正念正知，这是“用功也用心”；表面上

看不出是在修持，但内在却保持着正念正

知，这是“用心不用功”，此类通常是个

人在独处时。

	 佛门要求修行必须达到绵绵密密，意

思是分分秒秒都在修行的状态，此要求若

是针对表面的形式（打坐、拜佛、经行），

那我们的身体将会透支。也因此，有时候

形式是可以省略的。

	 第四十一章：直心出欲

	 佛言。夫为道者。如牛负重。行深泥

中。疲极。不敢左右顾视。出离淤泥。乃

可苏息。沙门当观。情欲甚于淤泥。直心

念道。可免苦矣。

	 佛陀说：修行的人，如牛负重物，

四肢深陷泥泞之中非常疲惫。这时不该左

顾右盼，应一心将自己拔出泥泞，才可以

休息。沙门应该观想，情欲的纠缠胜过泥

泞，要一心念道出离，才能免受其苦。

	 《四十二章经》里讨论许多关于情能

障道的课题。情欲是人类最大的执着。人

生的许多苦的由来，是因为我们倾注了太

多感情。放不下这种感情，就陷入痛苦之

中。因此我们要淡化这些情感，尽管不能

无情，却千万不能多情！在面对这方面的

困扰时，有时要当机立断，才不致受其所

乱。

	 第四十二章：达世如幻

	 佛言。吾视王侯之位。如过隙尘。

视金玉之宝。如瓦砾。视纨素之服。如敝

帛。视大千界。如一诃子。视阿耨池水。

如涂足油。视方便门。如化宝聚。视无上

乘。如梦金帛。视佛道。如眼前华。视禅

定。如须弥柱。视涅盘。如昼歹寤。视倒

正。如六龙舞。视平等。如一真地。视兴

化。如四时木。

	 佛陀说：我视帝王将相等名位，好

像虚空中灰尘。我视名贵的宝物，如同瓦

砾。我视高贵的服装，如烂棉花。我视大

千世界，好像一粒柯子（一种植物种子）。

我视阿耨池（此池在印度高山上）的水，

好像涂脚药油。我视修行的法门，好像是

变化出来的宝物。我视最高的法门，好像

梦中的金帛。我视佛道，如眼前的花朵。

我视禅定，就好像安稳的须弥山，我视这

涅盘的法门，就好像白天晚间都醒著，没

有睡觉似的。我视这颠倒和正等，就好像

六条龙在舞动似的。我视平等法门，如厚

实的大地。我视佛法的兴盛宣化，就好像

那四时的树木似的。

	 《四十二章经》的最末节，带出了圣

者的一种不执取的心境。其不执取不只是

对世间的权贵珍奇，包括他所修的法，所

证得的圣果也如此。（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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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王铭（二）
讲授◎	释法梁　

整理◎	张桂婵

	 （一）观心空王，玄妙难测。无形无

相，有大神力。

	 观照心王的空寂深奥微妙，难以揣

测，它虽无形无相，却具有大神力。

	 要把心王的大神力找出来。很多东西

都是无形无相却具有大神力，我们的心就

是其中一个。这里要讲的是心王。

	 遇到害怕的事情时，你拉回来，念

佛、持咒，就会发现念佛持咒很有力量，

可是真正有力量的是心王，所以纵然不念

佛持咒，只是拉回来活在你的觉性里面，

你就会发现害怕的程度会降低。心王的大

神力是一种定力，有了这种定力，就不会

掉进情绪里面，就不会害怕，你可以试试

看：以不动念来处理它。

	 遇到事情时，用心王或心所来处理

事情是我们的习惯选择。如果习惯于用心

王，当一个情境出现时，你的第一个习惯

是拉回来看着它，什么都不做，它就这样

过去了。所以，我们要养成常常拉回来、

不动念的习惯。

	 （二）能灭千灾，成就万德，体性虽

空，能施法则。

	 心王不只能消灭诸多灾难，也能成就

更多功德。它体性虽空寂，却有其一定的

法度与规范。

	 心王有八种特性。我们要如何才能知

道“心王”的存在？“眼睛拉回来”，去

感觉那个“觉受”。“拉回来”就好像我

在看着自己的那个‘觉’的感受，尤其是

当外在的变化越强烈越紧张的时候，更要

拉回来，这时，“觉受”更明显。

	 （三）观之无形，呼之有声。为大法

将，心戒传经。

	 心王虽然无形，却的确存在。他有大

将军之气势，所依所传皆为心戒。

楞严经讲七处征心，要我们去找这个真心，

在内也不对，在外也不对，不在内不在外也不对，

在中间也不对，找来找去找不到真心；这是说这个心，

不是有形有相，也不停在一个点，

你要真正下功夫去修，就要往内心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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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稳稳的看着自己，就像一个大将

军，很有信心，一拉回来，就活在“定”

里面；不是很深的定，但发生事情的时

候，拉回来看着自己，你就会有定力而不

乱，不怕考验。没有比较的时候看不出，

但如果大家都很忙乱的时候，你却不乱，

这就是大将军之气势。

	 心戒传经，就是活在心王状态中的

一种戒。我们有三归、有五戒（不杀生，

不偷盗，不邪淫，不喝酒，不妄语），那

么，心戒是什么？当发生事情的时候，眼

睛一直往外看，表示没有持好心戒；所以

发生事情时，第一步能拉回来看自己，这

就是“持心戒”；你要把这一种习惯，当

成一种戒来要求自己。没有拉回来，就是

犯戒，因为那时你没有活在觉的状态里。

所以，一个懂得用心的人，不在于外在的

对与错，而是内在的对与错，在乎他有没

有掉进去，没有掉进去就表示说他会把内

心照顾得很好，这就是心戒的要求。我们

所要传的就是这个‘觉悟’之经。

	 （四）水中盐味，色里胶青。决定是

有，不见其形。

	 盐水中自有咸味，颜料中自有胶青。

这是肯定的，只是眼不见盐和胶青。

	 海水里有盐，自然就有咸味，你却

看不出盐分在里面，但你一尝就知道它有

盐。色里胶青，胶青是用来做颜色的原

料，颜料中，肯定有胶青。所以海水中有

咸味，颜料中有胶青。我们的心王也一

样，眼睛虽然看不到，却可以感觉到我们

是活在“觉”的状态里面，所以这个感觉

很重要。其物存在，只是不见其形。

	 （五）心王亦尔，身内居停。面门出

入，应物随情。

	 心王在人体内，与水中盐味、色里胶

青是一样的。当它面对外境能向外反应，

也可居停于体内。（可参《大正藏T47·镇

州临济慧照（义玄）禅师语录》：“赤肉

团上，有一无位真人，常从汝等诸人面门

出入。”又说：“看取棚头弄傀儡，抽牵

全藉里头人”）。

	 楞严经讲七处征心，要我们去找这

个真心，在内也不对，在外也不对，不在

内不在外也不对，在中间也不对，找来找

去找不到真心；这是说这个心，不是有形

有相，也不停在一个点，你要真正下功夫

去修，就要往内心去找；“佛在灵山莫远

求，灵山就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

好在灵山塔下修。”它就在你的身体里

面，所以眼睛一定要往内看，拉回眼前。

	 临济宗，临济大师曾经写过这样的

一句偈诵：“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

常从汝等诸人面门出入”。我们肉身里面

有一个无位真人，一位真正的真人，我们

只是假人，因为我们的色身是假的，它

会老、病、死。当我们讲真人的含意，己

超越了老、病、死，从世间无常的角度来

讲，就是我们的心王。道家也讲这个真

人，其他的宗教如果有一套逻辑思想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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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一样，修到最后也能解脱的。这个真人

会从我们的面孔出去，就是从眼睛（心灵

之窗）出去。通常一般人听到声音就停

了，你的头却不会转过去。你会转头是因

为你的眼睛要去看，可是如果你分得清

楚，你就会停在耳根，不会去看。六根就

是六贼，擒贼要先擒王，所以先得捉住心

王。另外一个比喻：“看取棚头弄傀儡，

抽牵全藉里头人。”就如木偶戏，木偶是

由人操作，它不是真的人，这暗示当你活

在心王里，你会感觉到心王指令着身体行

动。禅门有一句话，拖死尸的是谁？是心

王！用这句话逼着，让你去把心王找出

来。我不会用这个方法来讲，因为这个方

法太残酷了，我会以另一种方式，让大家

慢慢进入，这样会比较好。心王是在身体

里面，出入从面门，通过我们的五官。这

是一个比喻，并不是心王真的从面孔出。

应物随情，进一步分析：人与人之间常常

要沟通，接触，不管你有没有活在心王

里，都必须作出反应。但是，有没有活在

心王里，反应就不太一样了，比较明显的

差别是：如果活在心王里，这个“定”就

具足，我们保持正念就是一种定；有些时

候，你很紧张，这时，把眼睛往下看，会

觉得比较稳，这就是定的感受出现，心会

往内收，这是定的一种觉受。所以活在心

王里，拿捏会比较准确，当然有时候习气

太重，也会有过份的反应；可是如果有活

在心王里，过份的反应之后，会赶快反省

过来，察觉刚才错了。差别就在这里，这

是要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体会，须要时间

慢慢去适应。（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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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独小步曲		
文◎	释法谦

	 佛教的“慎独”，

要求能独处；不但指

身体的远离人群，更

强调内心里不与贪、

嗔、痴等烦恼共处。

	 在“眼前禅修”

经 行 时 ， 深 深 体 会

到“能离能合”。与大众一起经行，小小

的禅堂，形成快慢不一的四个小圈子。我

们一起经行，间中有人离队，上洗手间或

去3楼添温水。我们在经行时也都尽量保

持处在“抽离”的状态：专注、清楚知道

自己在走着，同时若觉察到一边走一边起

妄念，就轻轻地“眨眼”放下对妄念的执

着，不与贪、嗔、痴等烦恼共处。使妄念

不再延续，让觉性延续。

	 圈子里，有人走得慢，跟在后面的人

也不得不放慢脚步；若觉察到不耐烦的情

绪冒起来，“眨眼”都压不下去的话，就

用“吐气”宣泄情绪，而不与贪、嗔、痴

等烦恼共处，继续亦步亦趋跟着走。

		 圈子里，有人走

得快，跟在后面的

人 也 跟 着 放 快 脚

步，甚至小跑步，

专注、清楚知道只

要不与贪、嗔、痴

等烦恼共处，觉性

不因快或慢而改变。

	 圈子里，有人就是“独行侠”似的目

中无人，随你快慢，我行我素。清楚知道

只要不与贪、嗔、痴等烦恼共处，尊重每

个人的选择。

	 慎独、独处，不一定要离群才能办

到。小时候读到似懂非懂的“人在闹市而

无车马喧”，过了半辈子终于真正体会到

这境界。

缁素心语

有人“独行侠”

似的目中无人，随你快慢，

我行我素。清楚知道只要不与

贪、嗔、痴等烦恼共处，

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慎独、独处，

不一定要离群才能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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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开两支毒箭	 		
文◎	释持果

	 去年我的背常有微痛，就想找医师

针灸，希望能够纾解。医师不用针灸而改

用拉筋治疗，结果拉过头，不只背痛没治

好，连手也麻痹了，拿个僧袋或喝一杯水

都有问题。我非常苦恼，坐也不是，躺也

不能，每晚都要翻来翻去到天亮！正如		

《杂阿含第470经》上佛陀所说的，凡夫

连中两支毒箭，“身受与心受”，双重痛

苦。按经中佛陀的教法来说，身苦与心苦

是可以分开的，只要我们能够修学到超越

心苦，就能做到身苦心不苦。

	 为什么我们会身苦心苦？因为我们被

六种感觉所控制，六根（眼耳鼻舌声意）

对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而起种种的痛

苦，对于好的感受我们就起贪着，我们就

想要抓取，不好的感受我们就起嗔恚，想

要排斥。《杂阿含第1170经》，佛陀告诉

诸比丘，一般愚痴的凡夫在患病时，因为

痛苦就会嗔恚生气而口出恶声。

	 如何做到身苦心不苦？《杂阿含第

107经》指出，只要我们对五蕴这个色身不

起贪爱，当色身有所变异时，心不随着牵

动，苦恼就不会产生，也就不会有恐怖、

障碍、顾念、不舍等感受；甚至对老病死

也会视为自然现象，觉悟这是谁都逃避不

了的。

	 如何去面对苦？色身的痛苦会带给我

们不舒服的感受，观察之下，“痛”的感

受并不是一直持续的，而是有时候痛，有

时候不痛，只是因为我们对于身体的执着

和贪爱，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苦是一直

存在的。身心是互相影响的，身其实是外

在的，心才属于内在。我们越在意身体，

心也就越容易受到影响。

	 《佛说八大人觉经》［四大苦空，五

阴无我]。佛教说我们这四大和合的身体

是痛苦，而且是空的，因为我们四大的五

蕴本来就是因缘和合。《中论》：［因缘

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世间的一切法，

都是因缘和合而无自性，变化无常，缘聚

缘灭。我们执着有一个实在永恒的我，和

我所拥有的，所以就有我见跟我执，痛苦

就来了。人生的苦恼很多，而苦是从心的

作用引起的，因为佛教讲缘起，一切事物

都是因缘所生起，只要我们能够理解这一

点，理解身体空无自性，就没有什么好执

着的，这样我们就不会连中两支箭，身苦

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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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for Thought
◎	By Venerable Fa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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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篇因果论		
文◎	赵无棉

	 《目前》刊行后，海印作者群中涌现

一批新生力军，诸如志学、英梅、心珠、

莲君、素娥、楚俗、禅明、静娟、心如、

净本、演行、归心、陈胜文、彭祥庭、刘

衍源、王茵桦、吴静芳、……他们大抵上

文笔流畅，见解明达，其中几位还具备相

当的佛学修养，又有启迪后进的能力，本

文且举第12期英梅的《因果论-品质管理学

到佛学》为例，以示一斑。

	 作者开篇自称学佛不久，就“发觉佛

学和品质管理学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的

因果现象不谋而合。”短短两句话既显示

他的敏锐洞察力，更点出佛理无所不在。

另一点，作为一篇值得推荐的论文，英梅

如此起笔，非但不使人觉得意在自我炫

耀，反而引人入胜，何况他（或她）切磋

学问的恭谦态度也流露无遗。

	 英梅在第二第三段将“因缘果报”和

品质管理学的Cause-Operation	 Condi-

tion-Efect-Impact做了类比，并强调因

和果相生，周延广阔得简直无穷无尽；再

指出当中的一个关键：缘。他说，在生产

过程中，人的过失（Human	 error）难以

避免，心理或生理状态一旦不稳定，就会

影响决策和行为能力，从而导致产品有缺

陷。从管理学来看，只要去除“坏因”，

就可以得到“好果”；如何发现坏因，如

何结出善果，却还需要“缘”穿梭起落，

发挥作用。

	 英梅之后进一步探讨因和缘的内涵，

诸如管理人要连问自己5个Why，这是追

根究底找“病原”；苦思解决问题的方法

（Operation	 Condition），这就是“修

行”。他把运作方法的促进和生产工具的

改良，精明地理解为管理学上的“缘”，

并联想到轮回之说的世界，如果人人都诸

恶莫作，众善奉行，忏悔改过，布施造

福，如此端正生活态度，岂不是可以抗衡

自己所造的恶业，消除前世的孽障，减低

果报的痛苦，避免来世的祸害？

	 英梅看来是一位胜任有余的管理高

人，谈起业务如数家珍，能在工作中摸到

触点而闪见佛光，顿悟佛理；最难能可贵

的还在于善用职场语言，侃侃而谈如生活

中与人交换意见，使无明状态豁然开朗，

学佛不再成为畏途；这种深入浅出的表达

方式值得文笔生涩的后进写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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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作聪明的争辩
文◎	英梅

	 处处争辩，显示辩才；无论是否出于

恶意，往往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可能因而

得罪他人，可能令人厌恶，这就暴露了我

们自己的无知。

	 当你自认最聪明的时候，往往就是你

最笨的时候。

	 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宗教，

都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而且教徒众多，千

百年来各种教徒都出现过，也因此各有分

派。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无私利瓜

葛，引人向善向上，帮助世人，也就无

妨。

	 我们学佛必须先听多听，一开始就

辩论教义就如楼下与楼上的人在争辩所看

到的东西那样，也许操之过急。20楼与一

楼的人看到的东西角度是不同的；一楼的

人不到20楼去看，永远也不知道俯视的

景观，也不会明白楼上人说的话；反过来

说，仰视的结果也如此。各以自己所看到

的景物来争辩，岂不是显得肤浅和片面，

沦为无知可笑吗？

	 其他宗教如此，佛教也是如此，这两

千多年来的教义就等你出生，谁有能力来

反证？这两千多年来，上亿人中就你最聪

明？所以学佛之人千万要注意这点。别说

宗教学说，科学学说也是如此，不先深入

了解、学习和研究，就辩驳不休，也一样

可笑又可怜。

	 学习任何学问都要走正道，先证后

信。道听途说，瞎子摸象，而又反复争

辩，顶多一知半解，容易走上歧路，甚至

遁入魔道也不可知。有人辩论时常会引用

名人名言，来支持自己的论据或说法，这

做法本身是没错的，但是别忘了你用在哪

里，在什么情况下引用？很多名言和你的

言论未必吻合，先弄清楚是对是错，不能

一口咬定名人的名言适合引用。辩论也需

要有个目的，有个立场；也应该看时间和

地点，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定策略。一知半

解的胡乱引用，只会混淆视听。

	 反过来说，我们遇到那些爱辩论的

人，要有耐心；急于反驳则可能把自己也

拖入泥潭。对方如有能力，更不可嫌弃他

们，慢慢地跟他们一起切磋学习，迟早可

以消除错误观念。如他们选择离开也就由

他们，默默祝福他们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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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快！为什么？
文◎	刘衍源

	 “Why	 everyone	 walking	 faster	

than	us?”	小男孩闪着明亮的大眼睛，以

其童稚的声音问母亲，妈妈却笑笑不发一

言。

	 走在母子前头的我，听到孩子的话，

心里也禁不住问：为什么一定要走这么

快，慢—些，行吗？看着时间，上午8点，

再不快点走，就来不及搭上那趟列车了。

这就是大家的答案：我们赶着上班啦！小

男孩不能了解大家快走的意义，想不通为

什么要那么快。

	 匆匆忙忙的人群穿梭在地铁站、巴

士站，一刻也不得闲，每天重复追、赶、

跑、跳、碰。赶上下班，赶追车，赶吃

饭，赶赴约，从早赶到晚，好累人。生活

在如同不停旋转的社会，大家都像机器人

似的，停不了。若一天地铁发生故障或巴

士坏了，或不能及时截住德士，上下班迟

了，无法控制时间，感觉样样不对劲。大

家好像已遗忘了慢，一切都要求快，快

餐、快递、快走、快做、快想，渐渐的，

快乐不见了。孩子的话让我深思，何不试

试把步伐调慢些，让你我的心也调得更轻

柔、更恬淡些；大地如斯美好，放缓脚

步，细细欣赏，不是更有幸福感吗？

	 匆匆忙忙跑进了地铁车厢内，看看手

表，已接近傍晚七点，感觉肚子在唱着豪

迈的歌儿。一边在心里嘀咕，一边望向周

遭的人群。站着和坐着的人不是看手机，

就是闭目养神。每个人的表情尽是冷漠、

疲惫。我也依靠在一个角落，心里默念着

佛号，眼睛半闭着。就在此时，看到一位

年轻的父亲怀里抱着一位熟睡的幼儿，地

上置放着背包，站在靠近出囗的地方。心

里纳闷怎么没人让位呢？看看坐在他旁边

保留坐位的时尚女士，很写意自在的玩着

手机，丝毫没有感觉他们的存在。周围的

人们彷佛已活在另一个星球，手机主宰大

家的思想和行为，周遭的一切统统与己无

关。看看大家麻木的表情，冷淡的眼神，

哪有心思关心别人呢？还是大家认为年轻

人抱着小孩不需要让位？

	 地铁搭客一个接着一个进出，座位很

快被占据。看到年轻爸爸望着孩儿，慈爱

之情尽显，我很希望有人让位给他。我家

的站即将到了，靠近慈父对面刚好有一个

空位，很巧的他刚好转过头，我即刻以眼

神示意提醒，他以微笑轻触咀唇说谢谢，

我点头笑着道别。

	 走在回家途中，一直在想我是否尽力

帮助了他，我有否拉回眼前看到自己的心

态？至少我的举动让他觉得温暖吧？生活

处处可修行啊！

没人让位给慈父
文◎	刘衍源

缁素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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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灌幼苗
文◎	陈胜文

	 放工回家，和孩子吃晚餐。

	 六岁的大儿子说，今天弟弟在家很坏

蛋，丢我的玩具。

	 四岁的小儿子说，是哥哥坏蛋，哥哥

打我。

	 我问，爸爸买玩具给你们玩，是希望

你们开心还是不开心？两个儿子异口同声

说，开心。

	 哥哥又说，今天弟弟站在沙发上玩。

我问，你希望爸爸责骂弟弟吗？还是你担

心弟弟跌倒？

	 我说哥哥，弟弟今天好象做错了很多

事，你都注意到了。那哥哥自己有没有做

错什么事呀？哥哥听了一脸傻笑。原来看

别人的过错是这么容易，而看到自己的过

错却是那么的难。

	 我就给哥哥新的功课，明天爸爸放工

回来，你要告诉爸爸，今天弟弟做了什么

好事值得称赞，你自己却做错了什么事。

弟弟也是一样，要称赞哥哥一件事，也要

看到自己的一件错事。

	 希望通过这样的练习，让两个幼小的

心灵，学习欣赏别人的优点，学会赞美他

人，并且懂得自我反省。今天所种下的微

小种子，点点滴滴浇灌，日后应该能有茁

壮成熟的那一天。

香水瓶破有所悟
文◎	心如

	 有一天，丈夫无意中打破一瓶花露

水，整个房间顿时充满香气。妻子忙着把

地上的水抹干净，嘴里不停的说：好香！

好香！声音是那么愉悦欢欣；可是丈夫却

没好气的说：都是你，叫我拿，害我打破

瓶子！

	 上述的琐碎生活例子，显示出人处在

不同角度所做出的不同反应。

	 做妻子的认为瓶子既然已经打破，埋

怨也无济于事，倒不如往好的方面想，那

股清香不就惹人兴起对六尘的体会？做丈

夫的却因此生起嗔心。对比之下，显而易

见，能够拉回眼前，运用眼前，就心平气

和，有事无碍。

	 瓶子破了，因缘散了，却引发了香

气的出现，这不就是师父常提到的因缘、

空？空不是真的空空如也，就像瓶子虽然

破了，香水也流完了，但是那股香味却还

迷漫在空气中，有如坏事变好事。

	 有些人平时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是

一遇到困难或紧急事件，他们的从容、淡

定、有条不紊的把事情处理好，就像是平

凡瓶子里装的香水，要倒出来才能散发浓

郁的香味，沁人心脾。

	 在色声香味触法时，如果能够好好的

去体会，平凡的生活也会变得多姿多彩，

让人回味无穷。

香水瓶破有所悟
文◎	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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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坦诚
文◎	莲君

	 我来谈谈海印学佛会的四大价值观之

一：坦诚。书中对“坦诚”的解释是：内

坦白，真实自己；外诚恳，直心待人；于

己不覆，于人不谄。一般人都会认为，对

自己坦白容易，对人坦白有些困难，我却

不以为然，我认为两者都一样困难。

	 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事事都直来

直往、有言直说，肯定会碰钉子的；这样

做不止会伤害到他人，也可能伤害到自

己。当年我写过这样的两句话：任何人都

说谎，不老实的人说谎是为了掩饰他的过

失，是为了隐瞒不良的企图；老实的人说

谎是为了避免伤害他人，甚至是为了他人

好。对人诚恳不单单等于不说谎，也不是

指有话直说，而是真心诚意，处处为人。

	 以我为例，我已好久不说谎了。能

不说谎吗？能。我可以不说谎，又可以不

说真相。有个例子，当年工作时发生的一

些事，老板问我知道吗，我说我看到。后

来老板发现了真相，就骂我说谎。我笑着

说，我只说我看到，并没有说明真相；我

是为了顾全大局，免得某人当场难堪，无

恶意。老板听了也笑了。又有一次出去办

事的前一晚，我向老板报告情况，第二天

晚上回来，老板又骂了，为什么我没告诉

他一些事。我说我要说的，可是当时服务

员刚送味增汤来，打岔了，我就忘了提

起。事实上我是有话不说，但也不是说

谎。老板又好气又好笑。

	 对自己坦白容易多了吧？不尽然。

成语有说“自欺欺人”，“自圆其说”，

不就证明了对自己坦白还真的不容易。有

个品质管理大师说过：当人们有了先入为

主的观念，无论他如何收集资料和数据，

总结时都会回到他所要的结论。他所能看

到的，所能听到的都会符合他自己看法的

东西，此乃自欺欺人是也。所以我们无法

对自己坦白，于己不覆，就变得盲目而不

知，不然也总会找出一百零一条理由来证

明自己是对的，此乃自圆其说是也。

	 人往往都以自我为中心。最完美的中

心点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谁做事火爆，

谁做事慢三拍；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作

判断时大都以自我为中心。比自己积极的

就说别人太鲁莽，比自己小心的就说是优

柔寡断；对自己有利则视为正确，反之就

是错；自己对时就得理不饶人，错时就隐

瞒事实，或极力狡辩；自己强时刚愎自

用，目中无人；别人比自己好就妒火中

烧，甚至于搞陷害；……不胜枚举。

	 论语也有说，君子坦荡荡，居上位而

不骄，居下位而不忧；上交不谄，下交不

渎。

	 简而言之，对人对己不止不该说谎，

并且要诚心诚意，处处为他人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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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笔心画
整理◎	编辑部	 翻译◎	Yeo Hwee Tiong

		画◎	Steve Wan



PAGE 29妙笔心画



PAGE 30

花絮心吟

s

s

新春法会花絮		
图◎	影音部

s 诵经。

传供。

洒净。s

花絮心吟



PAGE 31

舞狮。s

供僧。ss

s

s

花絮心吟



PAGE 32

清明法会花絮		
图◎	影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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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 to Lee Ah Mooi Old Age Home  
◎	By Patrick Tan Eng Peng

 53 of us met at Sagaramudra Buddhist 
Society on the 15th November 2015 for a 
purposeful day. After a short prayer led by 
Venerable Chi Guo, we boarded the bus 
overwhelmed with joy and enthusiasm. We were 
on our way to a meaningful learning journey to 
the Lee Ah Mooi Old Age Home.

 Upon arrival, we were greeted by a rustic 
and humble establishment. There we met Mr 
Mark Then,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Lee Ah 
Mooi Old Age Home, he explained that their 
family has been doing this for 30 years and he is 
the second generation entrusted with this home. 
With the help from 47 nurses and helpers,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112 males and females patients. 
With about 85% of the patients bedridden or 
wheelchair bound.

 After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by Mr Then, 
we visited different sections of the home and 
we were allowed to roam around to interact 
with the elderly thereafter. It was a fruitful and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having spent some 
time with the patients, listening and sharing 
their sad stories. Stories like their children 

abandoning them totally at the old age home, it 
was sad and pitiful to see some of the patients 
on tube-feeding, whereas other patients have to 
be spoon-fed by the nurses as they are too weak 
or too old to help themselves. The most happy 
and cheerful moment for the elderly is when their 
family members visit them.

 The short time with the old folks had been 
a meaningful experience for the entire class. 
What makes the outing to the old age home 
heartwarming are the broad smiles and the happy 
chatter that we have brought to its residents.

 In conclusion, we have to thank Venerable 
Chi Guo for organizing this remarkable visit. We 
learned from the patients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ir lives, the happy and sad memories. Through 
them, we have gained a memorable experience – 
one which taught us compassion and empathy.

 I would like to end this with a quote “Life 
is a small gap between birth and death. So in this 
gap, be happy and try to make others Happy! 
Enjoy every moment of life”.

花絮心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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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信箱	
答复◎	释法荣

翻译◎	Yeo Hwee Tiong

问：什么是真正的朋友？

Q：What is a true friend?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

	 我认为：朋友是你前进中给你指明方

向的人，朋友是帮你解决困难的人，朋友是

与你知心的人，朋友是关爱你的人，支持你

的正确行动，及时阻止你的错误观点。更广

的定义，甚至我们自己的身体、心和佛都是

我们的好朋友，因为他们常常陪伴左右，永

远风雨同行。

	 身体是我们的好朋友，他跟我们一辈

子，帮我们吃东西、尝味道、消化吸收，排

毒清理等。如果出现危险的状况，他也会及

时让我们知道，帮我们解围。请问我们是否

好好的了解，善待他？他为我们做牛做马的

日夜操劳，我们又为他做了什么呢？我们是

善用这身体，还是挖更多洞来让他填？他操

劳过度而生病了，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所

以我们应该多了解、常照顾、善用我们的身

体。

	 心是我们的好朋友，永远与我们形影

不离。我们了解我们的心吗？我们善于与

他交往吗？我们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怎么想

吗？心有七情六欲，但我们是看到心的无常

变化，因缘生灭的现象，而善于调理我们的

情绪和欲望呢，还是跟着他，忙得团团转，

乱乱反应，虚耗生命，白忙一场？

	 佛（觉醒的心）是我们的好朋友，因

他常常与我们同在，共甘苦，同享乐。佛也

肯定要帮我们，问题是我们要帮自己吗？我

们是否找回心中的佛，心中的那片天空，以

天空般的广大心胸，以大局为重的角度来思

考？

	 当我们了解身心和佛，懂得照顾、善

用身心，就能将心比心的了解他人，照顾他

人，因而身边的人都是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

朋友。这是我认为的朋友，你觉得呢？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what constitutes a true friend.

 In my opinion, a friend is one who shows you the 
right path as you move forward. He is one who helps 
you solve your problems, one who understands you, one 
who shows concern for you, one who supports your right 
actions, and one who stop you from straying into the 
wrong doings. From a wider perspective, our body, mind 
and the Buddha are our good friends as they are always 
by our side, rain or shine.

 Our body is our good friend because it stays 
with us throughout our lifetime. It allows us to eat, taste, 
digest, absorb, detox, and cleanse. When we are not well, 
it will alert us and get us out of danger. Have we asked 
ourselves if we understand our body and treat it well. 
What do we do in return for our body that works so hard 
for us days in days out? Do we take good care of it? Do 
we utilize our body wisely or do we create problems for it 
instead? What do we benefit if we over exert and cause it 
to fall sick? As such, we need to learn to understand, take 
good care and make proper use of our body.

 Our mind is our good friend as it is with us all 
the time. But do we really understand our mind? Do we 
communicate well with it? Do we know what thoughts 
are in our mind and how they are created? Our mind 
is constantly affected by all kinds of emotions. Instead 
of managing our emotions by understanding that all 
thoughts are a phenomenon of impermanence and causes 
and conditions, do we allow emotions to take control, 
resulting in poor responses and wasted efforts?

 The Buddha (the awakened mind) is our good 
friend as it is with us all the time, through thick and 
thin. When in need, the Buddha surely will help us. 
However, are we ready to help ourselves? Do we discover 
our Buddha nature, the expansive mind within us, so 
that we are able to face all challenges with broadened 
perspectives?

 If we understand our body, our mind and our 
Buddha nature well, and if we take good care and make 
good use of them, we w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others 
better and take care of them. Then we would be blessed 
with a group of friends surrounding us, each learning 
from and helping one another. This is what I perceive to 
be good friends. What do you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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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咖耶	 		

Pumpkin Kaya
指导◎	黄其铫

咖耶是新加坡的道地美食。传统的咖耶使用

鸡蛋和椰浆，卡路里非常高。这个食谱使用

南瓜和腰果来制作，不但热量较低，还含有

丰富的纤维和钾质，对肠胃非常好！

[食材]	

	 南瓜300克（去皮，切块，蒸熟。），黄

糖50克，生腰果1/4杯，水1杯，班兰叶1小
片。

[做法]	

	 把腰果、班兰叶和水混合，搅至细滑；

用布筛去颗粒，即成班兰腰果奶。再把班兰

腰果奶、黄糖和南瓜一起煮至沸腾。将南瓜

压成泥，小火慢煮，不断地搅拌成浓酱；达

到相当稠度时，南瓜咖耶即成。

Kaya is a Singapore delicacy. Traditionally, Kaya 
is prepared using eggs and coconut milk which 
is high in calories. This recipe uses pumpkin and 
cashew nuts which is not only low in calories 
but high in fibre and calcium and great for our 
digestive system.

[Ingredients]
 Pumpkin 300g (skinned, diced, steamed.), 
Brown sugar 50g, Raw cashew 1/4 cup, Water 
1 cup, Pandan leaf 1pcs (small). 

[Method]
 Blend cashew, Pandan leaf and water until 
smooth; sieve off the particles with cheese cloth 
and retain the Pandan-cashew milk. Submerge 
steamed pumpkin in Pandan-cashew milk, add 
in brown sugar and bring to boil. Mash pumpkin 
and stir continuously into thick paste while 
simmering. Kaya is ready when the paste reaches 
the desired consis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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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社会各方僧俗大德、学佛

者针对特定主题，踊跃投稿，分享

学佛修心体验与心得，以便增加读

者对佛法的认识。

新系列主题：四法印
	 世间万法以诸行无常，诸行皆

苦，诸法无我，涅盘寂灭，这四法

则印证万法，佛法即称之四法印。

主题文章截稿日期：

诸行无常：01/02/2016（已截稿）

诸行皆苦：01/05/2016（已截稿）	

诸法无我：01/08/2016
涅盘寂灭：01/11/2016	

	 每一天的点点滴滴，生活中

的花花絮絮，引发自内心的感触，

领悟出生活的佛化，无论小品、诗

词、散文、漫画创作，一律欢迎！

投稿须知：

1.	来稿文体不拘，字数则以800-
1000(华文)或350-600(英文)为

佳；

2.	来稿须写明真实姓名、地址及电

话，发表时可使用笔名；

3.	若是一稿数投，请于稿末注明；

4.	文稿一经发表，文责自负；

5.	编辑部有取舍与删改权，采用与

否，概不退还稿件；

6.	文稿一经使用，本刊将按所附地

址寄奉薄酬略表谢忱；若却酬，

敬请注明；

7.	来稿请电邮至enquiries@
 sagaramudra.org.sg，手写稿件请

邮寄至海印学佛会编辑组。

《目前》
征稿启事

布施中法施最胜	—	法句经

	 正法的延续，有赖十方的努力。随喜助印

《目前》会讯，能使更多人沐浴在法海里，共沾法益!

The gift of Dharma excels all gifts — 
Dhammapada verse 354

 Share the words of the Buddha, be part of a pure 
motivation. Give the gift of Dharma through your kind 
contribution to this quarterly magazine. 

Eddie Lee & Family

Joyce Loo & Family

Kent Kong

Sammi Hong Wenxuan

包爱明合家
吕孙强合家

吕宇斌合家

吕淑真合家

吕细瑛

周佳臻

周咿臻

彭丽云合家

彭哲源

彭如意

方廷文

方祉云

曾丽萍

李宗凤合家

李诚嘉合家

李雪月合家

林雅佳

柯荣昌合家

楊合兴合家

江慈恆
洪丽芬

王树安合家

简浣好合家

罗天桥合家

蒋廷昇
蒋廷飛
蔡玉丽

许友维合家

许子浩

谢苑英合家

释法育

陈思颖

陈惜莲

陈汉炎

陈鹏羽

颜惠玲

颜水财

魏亚华

魏可维

魏蓓心

黄檥萳合家

回向	

故	黄衍朝

故	林美妹	

故	彭宗文

故	彭观喜	

故	戴鸿英

故	曾金裕	

故	林亚香

故	林赛金

故	林龙眼

故	蔡发金

故	黄后厅

故	黄桂香

故	黄秀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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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印学佛会的核心项目是推广佛法教育，通过系统性整体佛

法教育改善人心、净化社会、提升生活品质。感谢您支持学

会的理念，并欢迎您加入成为海印学佛会会员*。

会员可享有以下的权益：

请到4楼柜台询问有关申请加入会员的详情和办理手续

或上网查询www.sagaramudra.org.sg。

Sagaramudra Buddhist Society
5 Lorong 29 Geylang 

Singapore 388060

Postage will be
paid by

addressee.
For posting in

Singapore only.

	 课		程	 会		员	 非	会	员	

	 华/英语学佛课程	 $10	(每个单元)	 $30	(每个单元)

	 儿童学佛课程	 $4	(每个学年)	 $40	(每个学年)

	 华/英语静坐入门	 $5 (10堂课) $15 (10堂课)

	 共	修	活	动	 会		员	 非	会	员	

	 八关斋戒	 $12 $20 

	 一日禅修	 $7 $12

 其他服务	 会员权益	

	 结缘服务	 若有直属亲人往生，学会将安排前往结缘(丧礼诵经)。

	 刊物	-	《目前》季刊	 定期收到学会出版的《目前》季刊。

欢迎至4楼柜台处报名、致电询问或上网查询。	办公时间:	星期二至星期六：中午12时至晚上7时30分		星期日：上午9时至下午5时
Please register at our reception counter at level 4.  Office Hours:	Tuesday to Saturday : 12.00noon – 7.30pm  Sunday : 9.00am – 5.00pm
For further enquiries, please call 6746 7582 or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sagaramudra.org.sg

5 Lorong 29 Geylang Singapore 388060 Tel: 6746 7582   www.sagaramudra.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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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7.30pm —9.00pm
地	点	:	海印学佛会4楼千佛殿

情到深处人孤独

持果法师	

2016年07月16日

人为什么孤独？因为执着世间的

人、事、物，所谓无常是苦！

佛教之问与答

法荣法师	

2016年06月18日	

2016年06月25日
2016年07月23日

星期六

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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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orong 29 Geylang Singapore 388060  Tel: 6746 7582    www.sagaramudra.org.sg

办公时间	 :	星期二至星期六：中午12时至晚上7时30分		 星期日：上午9时至下午5时

Office Hours : Tuesday to Saturday : 12noon – 7.30pm Sunday : 9.00am – 5.00pm

n	认识正信的佛教，佛教的人生观。 

n	澄清对佛教常见的误会。佛教是迷信的吗？

n	佛教创始人-佛陀的生平、佛教简史及佛陀证悟的内容。

n	简介南、北、藏传佛教（包括寺院参访）。

n	识别佛法和非佛法（三法印）。

n	简介海印及海印的修行系统及如何策划每日学佛的功课。

课程
招生

课
程

纲
要

课程行政资讯：

授课法师	：法宣法师

课				程	:	第23-2届（单元1）
上课方式	:	为期2.5年(5个单元)，分上、下学期制。

	 	 每学期一个单元，18课
日				期	:	2016年8月19日（每逢星期五）

时				间	:	7.30pm - 9.30pm
教	材	费＊:	会员$10，非会员$30
＊我们庆幸有善心人士认同海印的佛法教育理念，发心捐助款项赞助2016年的

教育经费。这课程获得赞助课程讲义、修持本和$20教材费。	

欢迎至4楼柜台处询问、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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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orong 29 Geylang Singapore 388060  Tel: 6746 7582    www.sagaramudra.org.sg

办公时间	 :	星期二至星期六：中午12时至晚上7时30分		 星期日：上午9时至下午5时

Office Hours : Tuesday to Saturday : 12noon – 7.30pm Sunday : 9.00am – 5.00pm

n	Universal Recommendation for Sitting 
 Meditation Practice.

n	The Sutra of Forty-Two Chapters.

n	The Sutra on the Eight Realizations.

n	The Four Foundations of Mindfulness.

n	The Discourse on Mindfulness of the Body.

C
o

ur
se

 O
ut

lin
e

Administrative Information:

Lecturer  : Ven. Fa Qing 
Duration : 2nd Intake (Module 1) 
Course  : Total Course duration of 4 Years (8 Modules).
  Half yearly Semester, 18 lessons per module.
Eligibility : Graduate of Sagaramudra Buddhist Society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Date  : 23 August 2016 (Every Tuesday)     
Time  : 7.30pm – 9.30pm
Fee*  :  Member $10, Non-Member $30
* In recognition of Sagaramudra Buddhist Society’s Dharma education programs, kind 
donors have offered sponsorship for our Year 2016 Dharma Courses. The sponsorship 
covers course notes, practice books and $20 course fee per student. 
Please enquire/register at reception counter on leve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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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orong 29 Geylang Singapore 388060  Tel: 6746 7582    www.sagaramudra.org.sg

办公时间	 :	星期二至星期六：中午12时至晚上7时30分		 星期日：上午9时至下午5时

Office Hours : Tuesday to Saturday : 12noon – 7.30pm Sunday : 9.00am – 5.00pm

n	什么是静坐？学习静坐的目的益处与终极目标。 

n	数息的方法。

n	经行的方法。

n	工作坊。

n	通过静坐看清楚自己的身心状态。

课程
招生

课
程

简
介

课程行政资讯：

授课法师	：法谦法师

课				程	:	10课
日				期	:	2016年10月2日（星期日）

时				间	:	7.00pm - 8.30pm
教	材	费＊:	会员$5，非会员$15

＊我们庆幸有善心人士认同海印的佛法教育理念，发心捐助款项赞助课程讲义和

教材费共$10。	

欢迎至4楼柜台处询问、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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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What is meditation? The purpose, benefits and 
 the ultimate goal in practicing meditation.

n	How to do breathing meditation?

n	How to do walking meditation?

n	Workshop.

n	Cultivate awareness of mind through meditation.

C
o

ur
se

 O
ut

lin
e

Administrative Information:

Lecturer  : Ven. Fa Qing 

Duration : 10 lessons (English)    

Date  : 2 October 2016 (Every Sunday)     

Time  : 7.00pm – 8.30pm

Fee*  : Member $5, Non-Member $15

* In recognition of Sagaramudra Buddhist Society’s Dharma education programs, kind donors have 
offered sponsorship for our Year 2016 Dharma Courses. The sponsorship covers course notes and 
$10 course fee per student.  

Please enquire/register at reception counter on level 4.

5 Lorong 29 Geylang Singapore 388060  Tel: 6746 7582    www.sagaramudra.org.sg

办公时间	 :	星期二至星期六：中午12时至晚上7时30分		 星期日：上午9时至下午5时

Office Hours : Tuesday to Saturday : 12noon – 7.30pm Sunday : 9.00am – 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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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 四	7.30pm - 9.30pm

05/06/07月每周活动
星期一休息	Closed on Monday     enquiries@sagaramudra.org.sg

Tue 二	7.30pm - 9.30pm Wed 三	7.30pm - 9.30pm  Fri 五	7.30pm - 9.30pm

第23-1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1
23th-1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1

法宣法师	Ven. Fa Xuan     
23/02/16 – 28/06/16

第3-2期学佛成长课程

(华语)单元7
3rd-2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Ch) - Module 7

法梁法师 Ven. Fa Liang     
23/02/16 – 28/06/16

第6期学佛成长课程

(华语)单元1
6th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Ch) - Module 1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23/02/16 – 28/06/16

第10届基础学佛课程

(英语)单元3
10th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Eng) - Module 3

法庆法师 Ven. Fa Qing    
23/02/16 – 28/06/16

第4期学佛成长课程(华语)单元5
4th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Ch) - Module 5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19/02/16 – 25/06/16

第21-1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5
21st-1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5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26/02/16 – 01/07/16

第3-1期学佛成长课程(华语)

单元7
3rd-1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Ch) – Module 7

法梁法师	Ven. Fa Liang
26/02/16 – 01/07/16

太极拳班		Taiji Class

林世昌老师	Mr Lin Shi Chang

黄锦涞老师	Mr Ng Heng Lai

第11届基础学佛课程

(英语)单元1
11th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Eng) - Module 1

法尊法师	Ven. Fa Zun     
24/02/16 – 29/06/16

第22-1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3
22nd-1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3

法音法师	Ven. Fa Yin     
24/02/16 – 29/06/16

第1届学佛进阶课程

(华语)单元7
1st Intake Dharma Discussion 
Course (Ch) - Module 7

法梁法师	Ven. Fa Liang     
24/02/16 – 29/06/16

第21-2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4
21st-2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4

法宣法师	Ven. Fa Xuan     
25/02/16 – 30/06/16

第5期学佛成长课程
(华语)单元3
5th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Ch) - Module 3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25/02/16 – 30/06/16

第9届基础学佛课程(英语)单元5
9th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Eng) – Module 5

法尊法师	Ven. Fa Zun
25/02/16 – 30/06/16

第1期学佛成长课程(英语)单元5
1st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Eng) - Module 5

法庆法师 Ven. Fa Qing     
25/02/16 – 30/06/16

 2
0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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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禅修	One Day Retreat

法师	Venerable 
8.30am - 5.00pm 
08/05/16, 10/07/16

普门品、上供	
Pu Men Pin & Offerings to the 
Buddhas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10.00am - 12.00noon 
22/05/16, 26/06/16, 24/07/16    

感恩父忧母难日法会	
Birthday Blessings & Offerings to 
the Buddhas

法荣法师	Ven. Fa Rong 
10.00am - 12.00noon 
19/06/16, 17/07/16

老人院／儿童院服务	
Community & Welfare Service

福利部	General Welfare 
9.30am - 12.00noon 
12/06/16, 10/07/16

麦里芝步行	

MacRitchie Walk

地				点：麦里芝蓄水池

集合地点：蓄水池前车站	

7.30am      
8/05/16, 12/06/16, 10/07/16

佛理开示		Dharma Talk

7.30pm - 9.00pm 

法梁法师	Ven. Fa Liang 
无坚不摧之成就布施波罗蜜 
14/05/16

法梁法师	Ven. Fa Liang 
无坚不摧之金刚经纲要 
15/05/16 (星期日)

法荣法师	Ven. Fa Rong 
佛教之问与答。 
18/06, 25/06, 23/07/16

持果法师	Ven. Chi Guo 
情到深处人孤独 16/07/16

八关斋戒（华语）
Taking Eight Precepts Retreat (Ch)

法师	Venerable
Sat 28/05/16 8.00am — 
Sun 29/05/16 8.00am

Sat 23/07/16 8.00am — 
Sun 24/07/16 8.00am

第22-2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2
22nd-2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2

持果法师	Ven.  Chi Guo 
7.00pm - 9.00pm    
21/02/16 – 26/06/16

静坐入门(华语)
Introduction to Meditation (Ch)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7.00pm - 8.30pm  
10/04/16 – 19/06/16

第15期少年学佛班		
15th Batch Teenage Dharma Class

第21期儿童学佛班		
21th Batch Children Dharma Class

法宣法师	Ven. Fa Xuan     
10.00am - 12.00noon

慈悲三昧水忏	
San Mei Shui Chan 
(Samadhi Water Repentance)

法师	Venerable 
9.30am - 4.15pm      
01/05/16, 05/06/16, 03/07/16

拜八十八佛大忏悔文(四加行)	
Prostration to 88 Buddhas

2.00pm - 3.30pm   
8,15,22,29/05,  12,19,26/06, 
10,17,24,31/07/16

Sat 六		 Sun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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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法会

5 Lorong 29 Geylang Singapore 388060  Tel: 6746 7582    www.sagaramudra.org.sg

办公时间	 :	星期二至星期六：中午12时至晚上7时30分		 星期日：上午9时至下午5时

Office Hours : Tuesday to Saturday : 12noon – 7.30pm Sunday : 9.00am – 5.00pm

欢迎至4楼柜台处报名、致电询问或上网查询
Please register at our reception counter at level 4. For further enquiries, 
please call 6746 7582 or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sagaramudra.org.sg

演净、佛前大供、三昧水忏
12/08/2016 农历七月初十(星期五)	11.00am - 6.20pm

佛前大供、虔诵地藏经、大蒙山施食
13/08/2016 农历七月十一(星期六)	10.00am - 7.30pm

佛前大供、供僧、三时系念佛事
14/08/2016 农历七月十二(星期日)	9.30am - 4.20pm

日期	：	12/08/2016 农历七月初十(星期五)	至	

	 	 14/08/2016 农历七月十二(星期日)

地点	：	海印学佛会	Sagaramudra Buddhist Society

法会超荐	

•	 小牌位	$22   可超荐一位先人或历代祖先

•		大牌位	$150 可超荐六位先人、历代祖先

•	 如意功德主	$1000 
 三个大牌位可超荐十八位先人、历代祖先

•	 护坛大功德主	$5000 
 五个大牌位可超荐三十位先人、历代祖先+大禄位	

	 (大禄位的名字依大牌位写的阳上者为准)

法会祈福		
•	供佛	随喜供养		

•	供斋	$100		

•	延生小禄位	$38 祈福者（一人或合家）		

•	延生大禄位	$138 
 公司宝号或祈福者（一人或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