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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事供养就是恭敬供养僧众们衣物、

卧具、医药及饮食，其主要目的是让佛

弟子们广修供养，积福增慧，护持三宝。

集众人的愿力祈求世界和平、国泰民安，

藉此感化十方一切的众生，并早日成佛

道。

日	期	：24/12/2015 (星期四)

时	间	：7.30pm
地	点	：海印学佛会(1楼大菩提岩)

内	容	• 88佛	• 加持甘露水	• 祈福	

	 • 四事供养仪式		• 供灯

•《四事供养》每套$28，每名供养者不限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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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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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时间 Office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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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esday to Saturday : 12noon – 7.30pm Sunday : 9.00am - 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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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解读：利行

近乎抽象的眼睛表示“正念”；

提携的手表示利益别人的行径。

整体构图所要表达的是：活在

“正念”的状态，做出自利利人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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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摄法之利行摄
文◎ 释法梁

目前心轴

四摄法，梵语

catva ri sam graha-vastu ni，

即布施摄、爱语摄、利行摄、

同事摄。简单而言，

就是通过布施摄的给与、

爱语摄的善言抚慰、利行摄的善行

利益众生、同事摄的

亲近众生同其苦乐这四个管道去感化

众生，获取信任，并使他们依附。

就如《维摩经》所说的：

“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

四摄法可以个别完成，也可以

多个摄法一起进行；无论如何，

其根本依据是正念正知；依正念正知

去行四摄法，摄受了众生之后，

至终目的就是要引入佛智。

要切记的是：若没有了正念正知

做为根本依据，以及引导众生

入佛智做为目的，四摄法则会沦为

世间权贵的手段。

 为利益众生通过身口

意行诸善行，名为利行。这

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被动     

（消极性）的不去作十恶

业；一是主动（积极性）的

去作十善业。本期文稿，让

我们深切体会，在难行能行

的过程中，守护利行，并持

之以恒，让自他都能获得法

的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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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行摄

 利行摄可分狭义和广义两

种；布施、爱语二者都是狭义的

利行摄。修行人动用身口意三业

去完成任何有益于对方的善行，

就是广义的利行摄。依于十善业，广义

的利行摄又有以下的三种分类：

 身三行：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

淫。

 口四行：即不两舌、不恶口、不绮

语、不妄语。

 意三行：即不贪、不嗔、不痴。

 表面上看起来这十种善行只单纯是

个人的行为准则，是自利，事实上却非如

此；当你不去伤害别人时，已有利他的成

分在内；更何况你可以进一步延伸，如不

止于不杀生而且护生，不止于不偷盗而且

布施，不止于不邪淫而且行正义之事，不

止于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妄语而

且运用爱语（摄），不止于不贪还发大誓

愿，不止于不嗔还起大威摄，不止于不痴

还生大慈悲。可见利行摄兼具自利、利他

之实。

 再者，修行人在行利行摄时保持正

念，过程中正知无我、无人，一切的利行

都是因缘而生因缘而灭，这就是自利。修

行人在行利行摄时给与众生协助，解决对

方的问题，提升对方的智慧，引导对方得

觉悟，这些都是利他。

  若只有自利，则利他的智慧、慈悲

心无法圆满；若只有利他，至终不是被外

在的众生所度就是被自己的烦恼所转。自

利、利他有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拉回眼前”放下万缘，让自己往外

的心内收。“活在眼前”让自己的心延续

内收的状态，清楚的看着、感觉着自己的

身体、言词、情绪和心念。“运用眼前”

看清因缘时机，动用身、口、意施设方便

给与摄受。“回归眼前”放下利行摄，安

住在自己平常的心、觉醒的心。

 这就是利行摄的修法。

 “拉回眼前”放下万缘，让自己

往外的心内收。“活在眼前”

让自己的心延续内收的状态，

清楚的看着、感觉着自己的身体、

言词、情绪和心念。“运用眼前”

看清因缘时机，动用身、口、意施设

方便给与摄受。“回归眼前”放下利

行摄，安住在自己平常的心、

觉醒的心。这就是利行摄的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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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r Methods of Enthrallment to Win Over 
Others [Four all-embracing (Bodhisattva) virtues] – 
Enthrallment through Benefiting Conducts
◎   By Venerable Fa Liang    ◎ Translated by Wu Xin

The Four Methods of Enthrallment to 
win over others, catva ri sam graha-vastu ni 
(in Sanskrit), include enthrallment through 

giving, enthrallment through affectionate speech, 
enthrallment through benefiting conducts, 
and enthrallment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others. Simply put, the purpose is to influence 
other sentient beings and gain their trust 
and reliance through the four channels of 

enthrallment: enthrallment through giving to 
offer them what they need, enthrallment through 
affectionate speech to pacify them, enthrallment 
through virtuous conducts to benefit them, and 
enthrallment through cooperation to share their 
sorrow and joy. This is similar to the teachings 
of Vilamakirti of “First lure them with desire, 
and then lead them to the ultimate wisdom.”

The four methods of enthrallment can be 
conducted separately or together. Either way, 

the fundamental bases are right mindfulness and 
right wisdom. Only through engaging them and 

winning them over with right mindfulness and right 
wisdom can we lead them to the ultimate goal of 
Buddha wisdom. In practising the four methods, 
we must remind ourselves that without the bases 

of right mindfulness and right wisdom, and the aim 
of leading sentient beings to the absolute truth of 
Buddha wisdom, the four methods of enthrallment 

could degenerate into a tool for the pursuit of 
mundane power and status.

Enthrallment through 
benefiting conducts 
means conducting acts of 
kindness through bodily 
actions, speech and 
thoughts for the benefit 
of sentient beings. There 
are two elements to this: 
one is being passive in 
not committing the Ten 
Non-Virtuous Acts; and 
the other is to actively 
do the Ten Virtuous Acts. 
The article in this issue 
will help us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when 
we engage in actions 
which are difficult, 
when we safeguard our 
benefiting conducts with 
perseverance, so that we 
ourselves and others can 
benefit from the dh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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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hrallment through Benefiting 
Conducts
 

 Enthrallment through benefiting conducts 
can be defined in the narrow sense and the broad 
sense. In the narrow sense, ‘enthrallment through 
giving’ and ‘enthrallment through affectionate 
speech’ are both ‘enthrallment through benefiting 
conducts’. In the generalised sense, any virtuous 
act to benefit other sentient beings through 
the actions of one’s body, speech or mind can 
be considered an act of enthrallment through 
benefiting conducts. Based on the ten wholesome 
actions, the broad sense of enthrallment through 
benefiting conduct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categories:

 Three bodily actions: avoidance of killing, 
stealing and sexual misconduct.

 Four verbal actions: avoidance of 

slandering, rude speech, foolish babbles and 
lying.

Three mental actions: avoidance of greed, hatred 
and ignorance.

 Superficially the ten wholesome actions 
are simply norms to be abided by individuals, and 
they appear to be only self-benefiting. But it is 
not so. When we avoid doing harm to others, we 
are in a way benefiting them. And we need not 
stop at the avoidance of unwholesome acts. For 
example, not only we do not kill, we protect lives. 
Not only we do not steal, we practise giving. Not 
only we do not involve in sexual misconduct, we 
practise righteousness. Not only do we avoid 
slandering, rude speech, foolish babbles and 
lying, we practise enthrallment of affectionate 
speech. Not only do we avoid greed, we make 
great vows. Not only do we avoid hatred, we 
practise powerful enthrallment. Not only do we 
avoid ignorance, we let our compassion arise. 
Hence, enthrallment through benefiting conducts 
is not only self-benefiting, it also benefits others.

By practising ‘Focusing on the Present’ and letting go 
of all attachments, we direct our mind inward instead of 

allowing it to drift outward. ‘Living in the Present’ allows us 
to continue directing our mind inward and be clearly aware 

of our body, speech, emotion and thoughts. ‘Applying the Present’ 
allows us to observe the right opportunities to make use of our 

body, speech and mind as a convenient tool to enthrall others. With 
‘Returning to the Present’, we let go of our enthrallment through 

benefiting conducts, return to our equanimity and awakened mind. 
This is how to practise enthrallment through benefiting con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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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like the wings of a bird, which cannot afford 
to lose either one of them.

 By practising ‘Focusing on the Present’ and 
letting go of all attachments, we direct our mind 
inward instead of allowing it to drift outward. 
‘Living in the Present’ allows us to continue 
directing our mind inward and be clearly aware 
of our body, speech, emotion and thoughts. 
‘Applying the Present’ allows us to observe the 
right opportunities to make use of our body, 
speech and mind as a convenient tool to enthrall 
others. With ‘Returning to the Present’, we let go 
of our enthrallment through benefiting conducts, 
return to our equanimity and awakened mind.

 This is how to practise enthrallment 
through benefiting conducts.

 Furthermore, while practising enthrallment 
through benefiting conducts, a practitioner 
attains the right knowledge of no-self and no-
others, and that the creation and cessation 
of all benefiting conducts are dependent on 
causes and conditions. This is how enthrallment 
through benefiting conducts is self-benefiting. 
In practising enthrallment through benefiting 
conducts, one helps others solve their problems, 
and in so doing elevate their wisdom and help 
them to experience awakening. This is how 
enthrallment through benefiting conducts 
benefits others.

 With only self-benefiting, one would 
not be able to achieve perfection with the 
wisdom and compassion of benefiting others. 
Similarly, with only benefiting others, one 
would be constantly influenced by either other 
sentient beings externally or his own defilements 
internally. Self-benefiting and benefiting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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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先自觉 

文◎ 释法谦

 不要随意按快门

 选项不同，价值判断不同，无所谓对

与错。选项只是提供不同的视角，供切入

思考。

 不少的慈善筹款活动选择以病苦交迫

的特写镜头，或让病患者现身说法来激起

人们的悲悯心。但，也有像德利莎修女的

慈善机构，不让人拍下任何一张垂危病人

的照片，这出于对人性尊严的尊重，不以

煽情来打动人，选择很单纯的照顾。

 在摄影界，也有人呼吁奉行这样的道

德操守。到处去旅行，看到困苦的人，只

是静观，不随意按下快门，让他们如实地

活着，我们静静体会自己内心的回响，彼

此默契地交汇。

 “百闻不如一见”，因为亲身体验是

无人可替代的。只是为了拍下最震撼人心

的照片，但试问，它震撼了我吗？我是最

直接、最近距离的接触，也只留下一张照

片。试问远在他方看照片的人们，隔了多

少层，一瞬间的感动之后呢？也许就只是

满足了一瞬间的悲悯吧？

 不如学菩萨畏因

 有人会说：早知道会被他骂，就不帮

他，真倒霉。很委屈！很不甘心！

 有人会说：我不是不想帮人，想到要

去帮人反而被人骂，还是不帮好。看似很

聪明的抉择，也可以叫做明哲保身。

 这两者都反映了我们共通的“卡点”。 

 作为众生的我们，一般上就只担心 

“后果”，或是等到后果出现了才想解决

它，才会有所谓的帮人反而被人骂的担忧

和不甘愿。

 我们应该学习“菩萨畏因”的智慧，

作为一位觉有情，超前反应，思维才不会

被卡住。懂得先善观因缘，如果发现因缘

不具足，不主动去帮忙也就不会陷入帮人

反而被人骂的窘境；也不至于就此因噎废

食，而是另辟蹊径，请能摄服的人去影响

他。佛陀转请弟子去度无缘的城东老母，

不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不倒翁靠主轴心

 当菩萨选择“主动”去助人时，清

清楚楚专注于整个助人的过程，不理会所

谓的失败或成功，也就不会带起复杂的情

绪。最珍贵的是从外在众生一再给予的考

 我们应该学习“菩萨畏因”

的智慧，作为一位觉有情，

超前反应，思维才不会被卡住。

懂得先善观因缘，如果发现因缘

不具足，不主动去帮忙也就不会

陷入帮人反而被人骂的窘境；

也不至于就此因噎废食，而是另辟

蹊径，请能摄服的人去影响他。

佛陀转请弟子去度无缘的城东老母，

不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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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倒翁的“坐姿”恒常没变，在跌跌

起起中却强化了主轴心；我们不也应该倒

下去了，却高度清醒，化解卡点，加强韧

性，灵活机动，迅速坐起。以成熟的心智

来面对人生的起起伏伏，做个不倒的平凡

人。太子觉悟后，还是如平常人一般的穿

衣吃饭，甚至将身份降到最低的乞士，苦

口婆心地教导迷失者回到平常心，身贫道

不贫也。

验中，发现了自己内在的卡点，像不倒翁

似的被人推倒却自己站起来，我们也应该

自求突破，不让卡点所困，那就是始终不

离主轴心。考验的核心不在于是否被外在

的众生漫骂，而在于自己降服“我慢”的

强度，在于提升观察的细腻度、分析的精

确度、善巧方便的灵活度，做到这几点，

你在助人时，便也成就了自己。

 有人会笑不倒翁，尽管倒了又起来，

还不是在原地踏步？孰不知，多少人能

够“一蹴而就”，多少人“烂泥扶不上

壁”，多少人根本就不想提升而安于现

状，多少人是在“鱼跃龙门”之后忘了自

己，多少人“好高骛远”而迷失了方向！

不要忘了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目前心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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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tute, we should just observe quietly and not 
press the shutter. Let them live out their lives as 
it is and let our feelings simply resonate within 
ourselves.

 “To see something once is better than to 
hear it a thousand times”, as real life experiences 
is irreplaceable. When we press the shutter, the 
purpose is to take an astounding photo, but let’s 
ask ourselves, were we shocked by the scene we 
saw? We were the ones that were closest to the 
scene and have the most direct contact, but now 
all we are left with was a photograph. Would it 
really affect those whom are faraway and whom 
merely looked at photographs? Maybe there is 
just a moment of compassion, and that’s it.

 Must well learn Bodhisattvas fear the cause
 Some might say: If I knew that I was going 
to get a scolding from him, I would not help him! 
I’m so unlucky, it’s so unfair! I feel so wronged!

 Another person might say: It’s not that 
I didn’t want to help, but when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be scolded after that, I don’t think I want 
to help. 

 This seems to be a wise choice, it’s also 
how one keeps out of harm’s way.

 These two sets of thoughts reflect how 
close-minded we are, these are our “hindrances”.

 As a sentient being, normally we are 
just worried about the “consequences”, or we 
wait until something happened before we find 
a solution. That is why we are worried about 
being scolded when we want to help and we felt 
wronged.

To have self-awareness before helping others
◎ By Venerable Fa Qian

◎ Translated by To Kuo Ling

 Do not press the shutter at will
 Different options come with differences in 
value judgement, and there is no right nor wrong 
answer. Different options offer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s for consideration.

 Many fund-raising activities for charity 
often chose to show close-up shots of the poor 
and the destitute or show interviews with patients 
to arouse compassion. There are also some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like the one operated by 
Mother Teresa, which does not allow any shots 
of a dying patient to be shown. This is a show of 
basic respect to other human beings and do not 
use sensationalism to arouse others’ feelings, and 
the patients are purely care for.

 There are also some who urged that such 
ethics should be employed in photography. 
When we travel and saw the poor and the 

We should learn the wisdom of “Bodhisattvas fear the 
cause” and we should learn this wisdom. 

As a sentient being, we should have quick responses 
and thus we would not be trapped by our thoughts. 
When we understand that we need to first examine 
the conditions, and if conditions are not complete, 

even if we do not actively offer our help, 
we would not be caught in an embarrassing situation 

whereby we were blamed for offering to help; 
and we would not be deterred from helping because 

of this setback, instead, we will seek alternative 
routes, and ask another person who has the power of 

influence to help. One distinct example was when 
the Buddha asked his disciple to help the old lady 
from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city because he himself 

does not have an affinity with the old l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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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 may ridicule the roly-poly toy, saying 
that it is still stuck in the same spot even if it gets 
up after being pushed. But let’s ask ourselves, how 
many can succeed overnight and how many are 
failures who can never succeed, how many are 
simply satisfied with their lot in life and never 
thought of improving, how many lost themselves 
after achieving glory and wealth, and how many 
lost their sense of direction because they are 
over-ambitious! Do not forget, the higher you 
climb, the further you will fall!

 Even though the roly-poly toy is always in 
a sitting posture, but its axis is strengthened every 
time it falls over and rights itself up; likewise we 
should “fall over” with a high level of awareness, 
clear our “hindrances”, increase our resilience, 
flexibility and mobility, to pick ourselves up 
rapidly even after being knocked down. We 
should face life’s ups and downs with a mature 
mind and be an ordinary person who is resilient 
to knock. After Prince Siddhartha attained 
enlightenment, he still lived his life like a normal 
person. At times he even lowered himself to a 
level like a beggar in order to guide the lost to 
come back to their original minds, he is lacking in 
material things but he is not poor in his practice!

 We should learn the wisdom of 
“Bodhisattvas fear the cause” and we should learn 
this wisdom. As a sentient being, we should 
have quick responses and thus we would not be 
trapped in our thoughts. When we understand 
that we need to first examine the conditions, and 
if conditions are not complete, even if we do not 
actively offer our help, we would not be caught 
in an embarrassing situation whereby we were 
blamed for offering to help; and we would not 
be deterred from helping because of this setback, 
instead, we will seek alternative routes, and ask 
another person who has the power of influence to 
help. One distinct example was when the Buddha 
asked his disciple to help the old lady from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city because he himself does 
not have an affinity with the old lady.

 The roly-poly toy depends on its main axis
 When Bodhisattvas choose to “actively” 
help others, they are fully aware and are focused 
on the whole process, they are not concerned 
with whether they will succeed or fail and 
complicated feelings will not arise. The most 
precious thing is to discover what hinders us from 
having an open mind through various setbacks 
thrown in our way by other sentient beings. 
Just like the roly-poly toy which always rights 
itself when it was pushed over, we should seek 
for a breakthrough and not be trapped by our 
“hindrances”, then we are always near to our main 
axis. The core of the test is not on whether we are 
scolded by other sentient beings, rather, it is on 
overcoming our own “pride”, improving on our 
level of observation, the accuracy of our analysis 
and our flexibility in using methods. If we have 
the above, then we will accomplish ourselves 
when we help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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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都成了民间神祗？他们将自己的一生

奉献给众生，救众生之急，济众生之苦，

这些祖师贴近生活，舍己为人，因此得以

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那么在山中或在寺院静修是不是就大

大不如呢？不是的。我等的所做所为究竟

是不是利行摄，完全在于我等的发愿。如

果我们的发愿，在我们的回向中仍然含盖

众生，那仍然是利行摄。缘分不同、地点

不同、时机不同、阶段不同、密行不同、

度众不同，山河大地所以生命无不是众

生。不要对别人妄加定义，因为在成佛以

前，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

 利行摄应该从身边的人开始。自家不

扫，焉能扫天下？我们眼前的一切都足以

唤醒我们的慈悲之心，不奢求布施万金于

千里之外，不奢求惊天动地的普贤大愿，

将一念善心化为行动，哪怕是最微不足道

的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刹那刹那，皆有

成佛的因缘。

目前心轴

力行一念善心
文◎ 李德钊

	 如果释迦牟尼佛树下成道后继续坐在

树下，那么佛陀就不是佛陀。他的一生风

尘仆仆，行脚诸国，说法四十九载，都为

了利益众生。

 能付诸行动的慈悲才是真正的慈悲，

所以凭嘴弘扬佛法的菩萨得向身体力行的

菩萨致敬。行即菩提。所谓说一尺，不如

行一寸，培养利益众生的行动力胜过饭桌

上的口头禅。

 由初发心的自利利他到坚持到底的

无我利他，完全是菩萨大悲精神的体现。

基于对众生的悲悯，菩萨们发起无量的行

愿，将愿力落实于人间的同时，即得到心

灵的解脱和升华。大乘佛法的精髓即在于

此：利益众生的当下，即得到自我的救

赎。

 走入人群，做众生的牛马，方为真正

的菩萨。中国的土地上充满菩萨的传奇事

迹，如妈祖、宋大峰祖师、清水祖师、普

庵祖师等，他们原来都是佛门中人，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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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了许久，最后有人提议“叠罗汉”爬上

去。开始时，大家都推三推四，谁都不愿叠在

下面，更不愿“垫底”，苦啊！有些人则执著自

己的社会地位，不肯迁就。有几个大汉叠起来试

试，但没两下就摇摇晃晃，跌了下来！哪里还可

能叠起十多米高呢？

 心理医生说：“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单独生

活。如果每个人都只会为自已着想，不肯付出，

是不可能得到开心果的！”

 “我们请数学家想个策略，叠一个不会掉

下来的罗汉阵吧！”数学家掐指一算：10、9、        

8、7⋯3、2、1，55个人！10个人垫底，然后9

个、8个⋯一个个叠上去，叠成十层高。最高层那

个人把开心果一一摘下来，大家禁不住欢呼！

 实际上是55个人摘下来的！此刻，大家都知

道彼此应放下个人的执著与己见，只有大家齐心

合力，叠罗汉才能成功，大家才能一起分享丰硕

的果实！开心果即刻溶解成甘露，有如热血流入

每个人的身上，大家感受到真正的快乐！这种无

私的快乐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

 “开心果”就是利行摄的结晶！这则故事

让大家明白了人是无法单独生活的，明白人与

人之间的善巧沟通与融洽相处，才是解决问题的

基本方法，只有这样大家才能过安乐生活。不要

担心自己所做的事会让别人得益，利益他人的事

多数也能利益自己，这就是双赢。要处理好人际

关系，就要时时刻刻保持觉知，所以要勤修利行

摄。

 叠罗汉的十层人物也代表了社会中的不同

阶层，显示了不同阶层的人们如何和谐相处。在

二千五百多年前，跟随佛陀出家的弟子正是来自

社会各个阶层，上至王室贵族，下及贫民奴婢。

谈及各个阶层的互动与人际善法时，佛陀都做了

详细的解说，例如在《善生经》中详述父母与子

女、师生、夫妻、个人与亲族及主仆等等人物的

伦理与责任时，再次强调了互动与善巧，那就是

利行摄的要义。

看叠罗汉“利行”
文◎ 志学

	 利是利益，行是行为，利益他人的行为，即

利行。摄是摄受，即接近、亲近。

 言之简单，但得实际善巧运行，才属善

举。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在没有觉知下，

将自己认为是对的、行得通的、最圆满的做事方

法套在别人的身上，尽管出发点是善意的，但方

法不适用于他人，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可能

招来对方的埋怨与遣责，或让对方增添更多的烦

恼与痛苦，岂不是弄巧成拙？还埋怨“好人难     

做”、“好心没有好报应”，捶心肝顿足！由此

可见，利行包含了人际关系的善巧处理，旨在达

致和谐共处，利人也利己。

 这里有一则故事与大家分享，并切磋利行

摄。

 从前有55个大汉，来自不同阶层，其中有小

贩、清洁工人、建筑劳工、教师、工程师、科学

家、医生、律师⋯甚至还有国家领袖。每个人都

感叹自己的生活很苦，没有快乐。这一天，他们

不约而同来到森林里，要寻找流传巳久的解药： 

“开心果”。开始时，他们都喜欢独行独往，不

打交道，自私自利，还担心如果自己发现“开心

果”会被别人抡走。搞到筋疲力尽了，还是找不

到开心果。

 “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了，我们为什么不

一起讨论一起找？那肯定可以更快找到开心果

的！”终于有人开口了。

 讨论后，大家分配路线分道寻索，终于找

到一棵十多米高的大树，挂着他们期望的“开心

果”。听说这开心果必须“活活”地从树上摘下

马上吃，才会应验！有人拚命摇树干要让果子掉

下来，可是百年老树树干粗大，他们根本摇不

动。另一些人则使劲要爬上树，都失败了。有些

大汉竟然跪下来，祈求上天帮忙让开心果掉下，

有些大汉只能走来走去，不知所措。

 工程师发言了：“大家总得想个策略，同心

协力爬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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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理  

文◎ 释法梁

衲子心迹

 世间人爱讲理，把讲理当成对人的

行为的基本要求。理具有秩序、规律的意

思，约略可分成情理、伦理、道理、教

理、真理几种。

 什么是情理？情有喜、怒、忧、思、

悲、恐、惊七种。当我们喜时就会笑，怒

时就骂人，忧时就现愁容，思时就沉默，

悲时就哭泣、恐时就颤抖、惊时就尖叫，

这就是情之理。当我们说某人不通情理时

是浅意，是指他不通人情世故。

 什么是伦理？人与人之间的长幼、

尊卑、亲疏等关系如父子、夫妇、兄弟姐

妹、亲戚朋友的相处之理。

 什么是道理？道理是指大道之理。当

我们说某人不讲道理时用的是浅意，是指

他的霸道、不按照规矩行事。

 什么是教理？教是指宗教，宗教的思

想、逻辑、规矩等就是教理。人死后有六

道轮回的说法是佛教的教理之一，而各个

宗教都有各自的教理。

 什么是真理？真理在展现时具有普

遍性和超越性，生死的问题就是具备了这

两个特性--有了生就必定有死，世间凡是

有生命的都必须面对，这是普遍性。只要

是生命体，不论是在哪一个时代（过去、

现在、未来），不论是在哪一个地方，都

必须面对；就因为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局

限，所以说超越性。

 日常生活中，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理

相沟通，但有时候却是交叠着进行的--死

亡的现象是真理，仪式依的是教理，顾及

到人情世故是道理，依彼此的关系来选择

处理的方式是伦理，哭泣的宣泄则是情

理。

 做为一个佛教徒的日常生活自然要依

佛教教理，但是若因此而忽略了情理、伦

理、道理、真理，那么他就只是一个不通

情理、不明伦理、不讲道理、不识真理的

佛教徒，这是一个问题人物。

小乖乖，你在跟

小猫嘀咕什么啊？

它把我的书本

抓破了，我在跟它

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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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章：无著得道

 佛言。夫为道者。犹木在水。寻流

而行。不触两岸。不为人取。不为鬼神所

遮。不为洄流所住。亦不腐败。吾保此

木。决定入海，学道之人。不为情欲所

惑。不为众邪所娆。精进无为。吾保此

人。必得道矣。

 佛陀说：修道的人，应该像漂流在水

中的木头，顺流而下，不触碰到两岸，不

被人所获取利用，不为鬼神所遮蔽，不为

回流所阻挠，不会腐朽败坏，我就可以保

证这块木头一定会流入大海。同样的，修

道的人，如能不为情欲所困惑，亦不会为

众邪所扰乱，努力修行不着相的无为法，

我亦可以保证此人必定得道。

 佛教强调中道的义，水中的木头就是

比喻中道，以睡觉为例，睡觉可以养神养

气，睡不够就会影响觉性，令人昏沉；睡

太多呢也会影响觉性，令人散乱多梦，精

神萎靡不振。如何找到自己的“中道”，

那份拿捏就是智慧了。佛法是空法，没有

绝对性，所以不要落在对错的纠葛中。佛

法要求的是对生活的透视，从是非对错中

超越。真正佛法中所谓的众邪，不是外在

的邪魔，而是心中的邪见之网，是这些妄

想执着让我们苦不堪言。

	 第二十八章：意马莫纵

 佛言。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慎

勿与色会。色会即祸生。得阿罗汉已。乃

可信汝意。

 佛陀说：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意念，

我们的意念是不可以相信的。千万不要与

情欲有关的六尘接触，接触了就会产生祸

四十二章经（十一） 

讲授◎ 释法梁　

记述◎ 李德钊

害。只有证阿罗汉后，才能相信自己的意

念。

 佛告诫我们不要轻信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们的想法往往是贪嗔痴三毒所推动

的。因此，我们要常反思自己的身口意是

否和三毒相应，如果与三毒相应，人就迷

失了。所以，我们要养成审视自己动机的

习惯。在动机上，我们还是能去矫正的。

尽量使我们的出发点是以利益众生为主

的，因为利他是快乐的泉源，而利己往往

是痛苦的开始。

 这里也带出一点，一个人的福报，往

往跟自己怎么想很有关系，我们常常以自

己的标准去衡量他人有无福报，往往看到

的是很物质的层面。其实有没有福报，讲

的是一个人内心的感觉与感受，谁说住在

先进国家的小孩一定比西藏贫苦山区的小

孩开心呢？也许西藏的小孩才是真正开心

的，因为他们的内心少了一份自我，多了

一份利他。他们才是真正有福报的。

	 第二十九章：正观敌色

 佛言。慎勿视女色。亦莫共言语。

若与语者。正心思念。我为沙门。处于浊

世。当如莲华。不为泥污。想其老者如

母。长者如姊。少者如妹。稚者如子。生

度脱心。息灭恶念。

 佛陀说：千万不要接近女色，也不要

和女生说话。说话要心存正念，提醒自己

是沙门。在污浊的世间，应当如莲花，不

为泥垢所污染。对老的女人应视之如母，

对年长的应该视之如姐，对年少的则视之

如妹，对年幼的视如自己的子女。对他们

应该生起度化的心，熄灭情欲的恶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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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欲是生死的根本，爱不重不生娑

婆，即使是凡夫，也常被自己的情欲搞得

团团转。试想想，人的一生中有多少烦恼

痛苦是与情欲相关的？佛经中有许多的

观想，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不要与贪嗔痴

相应，这使我们不轻易掉入自己的烦恼

之中，让这些妄想杂念不继续酝酿。对    

“色”（形象）的贪爱是人最大的执念，

因此佛陀给我们一些指示，让我们不胡思

乱想。人生很多悲剧就是因想而成，在不

该想的时候就得将妄想杂念之网扯断。

	 第三十章：欲火远离

 佛言。夫为道者。如被干草。火来须

避。道人见欲。必当远之。

 佛陀说：修道的人好比背着干草，遇

到火来了，则须闪避。对于情欲，修道人

也应该闪避远离。

 远离烦恼，回光返照，自我反省。一

念觉，即一念佛。修行，就是要保持这份

觉性，使其绵绵密密。觉性在就是佛在，

觉性丢了，就成为凡夫。做功夫，就是要

使觉性常在，从一秒钟，到一分钟，到五

分钟，到一小时⋯由静中到动中去训练。

	 第三十一章：心寂欲除

 佛言。有人患淫不止。欲自断阴。

佛谓之曰。若断其阴。不如断心。心如功

曹。功曹若止。从者都息。邪心不止。断

阴何益。佛为说偈。欲生于汝意。意以思

想生。二心各寂静。非色亦非行。佛言。

此偈是迦叶佛说。

 佛陀说：有人因为自己的淫欲心太盛

而想切除自己的生殖器。切断生殖器，还

不如断除淫欲的心，心才是主宰。主宰停

止了，附带的也会平息。心中淫念不断，

切断生殖器有何用？佛陀说了一首偈颂：

欲望因为意念而产生，意念因为思想而形

成，如果意念与思想都平静了，那么淫欲

的行为与执着也将会消失。这是迦叶佛所

说的偈颂。

 生理的反应因心而有，一个失去生

理功能的人会不会好色呢？他还是一样会

好色，因为他心中渴望！心才是根本。这

个本要断除容易吗？可以说非常不容易，

但也可以说很容易，不要去想它就可以了

嘛！但如何才能不想呢？这是一念之差的

问题，需要你了解和掌握自己的心，需要

很多自我心灵的对话，不可以俗语说的  

“硬硬来”。 

	 第三十二章：我空怖灭

 佛言。人从爱欲生忧。从忧生怖。若

离于爱。何忧何怖。

 佛说，人因为爱欲而产生担忧，因为

忧虑而产生恐惧，如果远离爱欲，哪里来

的忧虑和恐惧呢？

 另一首类似的偈颂是：“由爱故生

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

怖”。道理很简单浅显，但很难做到，尤

其是潜意识中的忧虑更难消除。这种很难

消除的潜意识，我们有时就称为业障，比

如一个佛弟子，虽然明白空的道理，但在

境界来临时，还是摔不掉，还是紧张焦

虑，甚至颤抖恐惧，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业

障：根深蒂固的我执。能改变吗？能改

变！不能改变就不用修了！最重要的是你

有没有觉察到这点，想不想改变，要不要

改变，有没有尝试去改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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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佛的功德（下）
(2014年卫塞节佛理开示后记)
讲授◎ 释法梁　

整理◎ 李宝叶

 ４、常求出离，勿住生死。

 佛教认为活在世间是一种苦，就要想

办法来出离。出离有两种：

 （一）一期生命的解脱：佛入灭后进

入无余涅盘，不在世间轮回，这是佛一期

生命的出离。凡夫以生、死为一期生命，

因未能解脱；一期生命完了下一期的生命

又出现在六道轮回。这是佛与凡夫不一样

的一期生命。

 （二）刹那生命的解脱：刹那生命的

解脱是念念之间不起妄念，把每一分、每

一秒的每一个刹那的解脱累积连贯起来。

刹那生命的解脱是一期生命的基础，所以

只有在念念之间寻求解脱，才有办法到达

一期生命的解脱。这里有四个方法来修习

刹那生命的解脱：

 方法一：逐步放下贪嗔痴等的烦恼。 

   （逐渐的净化，然后去发现觉性。）

 学佛之后知道什么是贪嗔痴，当贪的

烦恼起来，眼睛往下垂拉回来往内看，然

后放下贪心。生气时也要拉回来，在情绪

慢慢安住后把嗔心放下。痴是处在迷糊的

状态，烦恼到不知道的时候，就要通过把

眼睛拉回来想的办法，让自已多动恼筋、

多思考，去慢慢净化。

 一般上，起嗔心的时候往内看到就是

心所，它与烦恼相应会让我们掉入妄念。

事实上需要往内看去发现觉性，嗔心起的

时候，在往内看的同时，要去感觉另一个

看的觉受，然后把嗔心放下。这是心王的

了别作用，它能让烦恼有一个回归点，也

就比较容易放下烦恼。

 解脱跟觉性有关系，所以要深入去发

现。若是一直处在求断烦恼的阶段，就如

石头压草，就谈不上修行。这个方法要善

知识教导或提醒，才能让我们逐步放下烦

恼，往内寻找觉性。

 方法二：发现觉性，逐步放下贪嗔痴

等的烦恼。

			（逐渐的净化而有觉性作为依止。）

 已经懂得拉回眼前，发现觉性之后的

要求是要养成住在觉受的习惯，常常处在

觉的状态回看自己。

 如果还没有发现到觉性，就没办法住

在觉性中，我们可以通过早期的六念法；

（一）念佛：常忆念佛的功德。（二）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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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修习佛法来保持念力。（三）念僧：

念僧人宏扬佛法的功德。（四）念戒：念

持戒的功德。（五）念施：常念布施来行

舍。（六）念天：念天人的十善法功德，

让心与十善法感应。（不杀生丶不偷盗丶

不邪淫丶不恶口丶不两舌丶不妄语丶不绮

语丶不饮酒丶不贪丶不嗔丶不痴）来换醒

觉性；另外一个方法是拉回眼前，让你产

生觉受。当你懂得拉回来发现觉性的时

候，你就更加有信心放下烦恼。

 当烦恼起时，觉性肯定出现，你选择

拉回来住在觉性中，就不被烦恼转而掉入

世间的对错、是非，你懂得放下烦恼就是

已经住在觉性中。当嗔心起时，情绪就难

以控制，可以通过深呼气、眨眼或甩头的

方法来放掉烦恼。嗔心是最容易体会到烦

恼的生灭、不真实、无常，因缘所生没有

实质，是空性。

 方法三：发现觉性，安住觉性产生抽

离感；从中体会对贪嗔痴等烦恼的执着是

自己造成的。

			（顿入觉性，放下执着。）

 通过拉回眼前发现了觉性，就安住在

觉性，产生抽离感；从中体会是自己对贪

嗔痴等烦恼产生执着，放下执着。（顿入

觉性，放下执着。）长时间处在抽离感就

会知道身跟心是可以分开的，心王跟心所

是有距离的。在方法三，你会发现到不是

放下烦恼而是放下对烦恼的执着，跟方法

一和二所讲的放下烦恼不一样。

 产生抽离感之后，从中体会自己的

贪嗔痴，当它升起时，不要太在意，也不

需要去断除它，只要不去执着，不去抓住

就可以了。当烦恼起来时，也可以运用方

法，呼一下气放掉后，这股能量是会过去

的，也影响不到你。

 当贪心起来又很在意的一般情况下，

人们会以嗔心之治贪心。这个时候贪心不

见了，但是多了嗔心，以致烦恼越来越

强。我们要建立一套不极端的思想，对贪

的执着放软一点。比如治贪吃，不是叫你

不要吃而是少吃，喜欢吃的也少吃；你一

放下执着问匙就解决了。满足了口感了之

后，你要去体会这个贪心是会过去的，更

进一步去体会它的生灭相。

 禅门不叫你断除贪嗔痴而是教你顿入

觉性，放下执着。要你活在觉性，保持觉

的状态而不是叫你不要执着外在的好吃不

好吃的感觉，何况这是做不到的，只要内

心产生烦恼不去抓就没事。

 方法四：发现觉性，安住觉性产生

抽离感；突破相对的概念，放下对“法”		

（烦恼、概念等）的执着。

			（顿入觉性，破法执。）

 安 住 在 觉 性 的 抽 离 感 ， 觉 性 独 立

了，要突破相对的概念如美与丑，放下对     

“法”如烦恼、概念的执着。突破见惑如

我见、身见、边见、戒禁取见、邪见，就

打破了源自于身见的我见，其他见的概念

也就不会出现，所以要以这种方式来突破

烦恼。

 这个“见”就是一个点，也是一个

我，所以要通过这个点来突破相对的概

念，建立起中道正见（不来不去、不一不

异、不生不灭、不常不断）。当你了悟烦

恼也是一个法，任何的对错美丑高低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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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对的，就放下。情绪也一样，起来了

也会过去，所以不要去抓住，包括在静坐

时所动的念也要放下。这是禅门顿悟觉性

破法执的智慧，要去体会所动的念是没有

实质、无常、因缘、空。如果没有去体会

念的不真实而只是在一动念就放下，久而

久之这样的训练只是偏向定而已。

 当你已经建立了无常、因缘、空的

基础，就知道所动的念是离不开过去、未

来、现在，也离不开没有实质的善、恶、

无记。所以当你放下对念的执着时，得到

空的智慧，是对空的一种认知。当我们越

有智慧就会越过我慢，所以要懂得护法，

要谦卑，不要增长我慢心，不然这只是一

种狂慧。要悟后起修，在打破概念的同

时，轻轻的放下烦恼来达到无修而修，不

是修特别的方法，只是放下对法的执着。

	 ５、於诸众生，起大慈悲，愿得速成

三种身（法报化）故。

 浴佛时要起大慈悲心，希望度一切众

生来成就自己的法报化身，在觉性中度一

切众生。

 法身：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指的是

我们的觉性。

 报身：圆满报身卢舍那佛，指的是要

活在觉性，运用身口意随缘度众生。

 化生：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指的

是身口意的运用。

 今天的开示就到这里，希望大家今后

在浴佛时会有更深刻的意义。再祝大家卫

塞节快乐，晚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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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is Laughing at Me?
 As we laugh at others, usually we 
seem to forget to reflect upon ourselves.

 A bereaved family was burning hell 
papers for the deceased mother.

 A gust of wind caused the papers to 
be blown all over the place.

 The grandson ran after the papers 
to pick them up. Worried that he might 
trip and fall, the adults asked the child to 
stop running.

 The child stopped running and said, 
“If the papers flew away, grandma would 
not recei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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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ily Chan Reflection
◎ By Venerable Fa Liang 
◎ Translated by Wuxin

 The adults burst into laughter, 
leaving the child at a loss.

 The adults laughed at the child.

 I laughed at the adults.

 Who is laughing at 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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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the saying goes, “The amount 
of blessings differs. Similarly the level of 
wisdom.”

 As we laugh at others, we often 
forget to reflect upon our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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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念处四摄助内窥（开示后记）  
文◎ 释法谦

	 “四念处”是身念处、受念处、心念

处和法念处。修四念处重点在养成清楚知

道自己的身心动态，包括苦、乐、不苦不

乐的感受，包括情绪、烦恼和想法、念头

等等动态，是很重要的“自利”基础。

 “四摄法”是布施、爱语、利行和

同事，是“利他”的方便法。我们在“利

他”时，有时会忽略了“自利”，往往忘

了对自己的把持。紧密结合“四念处”

和“四摄法”，让我们像是佩戴了一副  

“内窥镜”，发现自己内在的卡点，看清

楚它、突破它、化解它，自己强健了，才

确实帮得了别人。

 在开示时，因“灵光一闪”而脱稿

的“火花”，往往令我如同多佩戴了一

副“放大镜”，在后记中显得更清楚。

 布施的“不好意思”

 常会听到“不好意思”这类客套话，

如“小小心意请笑纳”。如果清楚知道这

是谦虚的言语，是为了警惕自己不与怠慢

心相伴，有意“矮化”自己的姿态来完成

舍心，算是用心良苦。反之，如果不自觉

落入与人攀比的习性“陷阱”中，总觉得

比别人差一点，非争不可，这是与痴心相

伴了，是我们应该去挑战的卡点。

 下回，以虔敬的身行和“舍”的心

态，说“谢谢你”：谢谢你的接受，让我

完成布施，来取代“不好意思”或静默。

 爱语的深层唤醒

 《法华经》说：佛为一大事因缘出

现于世间，即开、示、悟、入“佛”之知

见。佛者，觉也。唤醒我们虽然是人，同

样具有跟佛一样的佛性（觉性），只因迷

失在我们的烦恼之中而不自知；这是在教

导我们要保持清楚知道，进而掌控我们的

身、口、意；并带领我们朝向独立、成熟

迈进，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不盲目

地接受自己或别人为我们贴的“标签”。

 面对生活中的起起伏伏，要看清重点

在“因”，养成在过程中保持清楚知道的

习惯，要善于观察和调整因缘，睿智用心

过日子，最终心甘情愿地接受“果”报。

 为了鼓励人，平常的爱语还是要说，

但要确保不让对方陶醉或生起慢心。

 听诉衷曲完成利行

 如果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带着优越感

去偏远、落后、苦难的地方完成利行，这

未免太煽情了。

 繁忙的都市人往往身心苦痛无人知，

需要倾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法，

让情绪宣泄之后，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在

 繁忙的都市人往往身心苦痛无人知，

需要倾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法，

让情绪宣泄之后，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要倾听

他们诉衷曲，就完成利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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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要倾听他们诉衷曲，

就完成利行了。

 黑暗中的对话

 曾参加由社会福利组织主办的“黑暗

中的对话”活动，由视障的向导带我们在

模拟暗室中亲身体验完全黑暗的生活。

 很深刻的体验，这才发现我们六根健

全，却往往不太珍惜“没事儿”，但是短

暂时的1小时，眼看不见就“身心疲惫和分

分钟不安”；对一辈子在黑暗中的盲人，

我们能不敬佩吗？他们内心的坚强哪里是

我们常人所能媲美的！

 我们希望为他们打造一个无障碍的

环境，但先进科技滑面的触屏（to u c h 

screen）少了触点，对他们而言一点都 

“不触动人心”（I am not touch at 

all），他们根本接收不到讯息，也就无法

完成沟通或交易的工作。只有处在同样的

情境，我们才能真正感同身受，达到“同

事”的要求。

 我们鼓励夫妻“牵手”同上课程共

修，接受同样的戒律，同一传承，同一修

法和知见，从而延续和发扬离苦得乐之

道。隔行虽然如隔山，只要有缘在一起  

“同事”，那就更加凸显彼此休戚与共，

众生也都可以这么样密切起来。	

衲子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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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的心要动起来  
文◎ 释法谦

	 最近早上上学时段常下倾盆大雨，造

成很多不方便。

 接送孩子的车辆大排长龙，幸好大

家耐心和有序地等待，并尽量把车停在校

门口，缩短“宝贝”们被雨淋的距离。搭

公共交通或短距离步行的孩童，则“全副

武装”，有的撑伞，有的还加雨衣；有些

调皮者让女佣背着书包在后尾追，他则快

活“玩乐”，一时躲进雨伞下，一时又溜

开戏雨。

 我们这一区，清理垃圾的时间蛮早，

往往也在上学时段。

 雨下得好大，垃圾车停在车道外侧。

只见两位清道夫全身湿透，倾倒沉重的垃

圾桶；车一开动，他们双手紧握车后两旁

的扶手，在雨中施展“站车”特技。这份

工作由不得他们撑伞，穿雨衣也很不方

便，戴帽子也只能遮头。就算是司机旁尽

管两个空位，湿漉漉的坐上去也很不舒

服，何况上上下下也拖慢了工作速度。实

际上，他们间中还要在雨中跑步，配合车

速倾倒垃圾。

 当我们躲在有盖走廊避雨，或端着一

杯热咖啡，站在窗前欣赏雨景时，请以同

理心观察那些雨中的苦力，包括垃圾车清

洁夫，我们能感到好受吗？

 尤有甚者，当大型庆典之后，“我

来丢，你来捡”的恶习，留下上吨的垃圾

让清洁夫来处理。我们的“手尾”总是让

人来收拾，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啊？这种  

“身教”又将教育出怎样的下一代？

 在公厕里的“肮脏”行为和随地乱丢

垃圾的态度，反映了人们的真性情。我们

距离优雅社会还很远呢！或许是该先正视

和提倡“个人自扫门前雪”的“积极性”，

若每一个人都把本分事做好，也就没有     

“他人瓦上霜”需要帮忙清理了，这可以

节约能量，提高生产力。各行各业、大小

组织，每个个体都自律、自爱、自重，不

用忙着收“手尾”或“灭火”，彼此之间

紧密协调合作，犹如“锦上添花”，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应。

 不是雨太大，不是垃圾太多，只是仁

者的心还没有动起来。

缁素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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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人生的尽头   
文◎ 释持果

	 今年5月17日，带领学生去参访李亚

妹老人院。负责人带领我们到老人的房间

看，85%的老人趟在床上，有的坐在轮椅，

有的生病，有的甚至失能或失智了，也有

些曾经受过创伤而导致精神上、心理上不

平衡。

 老人多数70岁以上，他们呆坐在房间

里，眼神呆滞，显得落寞、无奈、麻木，

又似乎在等待亲人的到来。看到我们，都

希望我们能够跟她们聊天，让我感慨人生

聚散无常和别离之苦。

 记得小时候，长辈庆祝生日时，亲友

总是祝贺他们“寿比南山、长命百岁”。  

但是，长寿真的是福吗？我认为身体健

康、有子女照顾，那长寿才是福；如果年

老贫苦无依，亲人、朋友一个个辞世，孤

独寂寞就会日日增加，加上行动不方便，

身体器官逐渐衰竭，最后就要面对死亡的

恐惧，那简直是煎熬，在这样的状况下，

长寿还会是福吗？

 在《杂阿含760经》里，佛说：
1
“世

有三法：不可喜、不可爱、不可念。何等

为三？谓老、病、死。”死是凡夫最不希

望的，但是人生下来都将会面对死，而且

凡夫死后还要随他所造的业，各自受去。

 人生在世痛苦烦恼很多，所谓生老病

死就是这意思，多数人都不敢面对，几乎

每个人都恐惧死亡，尤其是老人和病人都

回避这个话题。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人生

的苦在于对“我”的执着，如果能够去除

贪爱执着，心就能够得解脱。

 每个人都希望没病没灾，好好享受晚

年。经常听到有人说，希望不要有疾病，

宁可突然间暴毙，快快了断，把痛苦的时

间减到最短。可是生死之事有这么容易如

愿吗？

 人从生命最初的开始，经过体态、

体能、气质的变异，不知不觉的，我们称

老了！有生必有灭，生命体不可能永远存

在的，总有死的时候。在这个老去的过

程，我们会面对很多的问题，第一就是尊

严，我是不是能够放下这个“我”？一路

来我是一家之主啊，每个人都必须听我

的，当老的时候还倚老卖老，听不进任何

人的意见，或者说话没有人听的时候，自

尊心受损而乱发脾气，结果闹到孩子都不

想回来探望。第二个问题是身心的问题，

一进入老年时期，人的各种生理机能便逐

渐衰退，腰酸腿疼、耳聋眼花、记忆力大

不如前，行动不便，抵抗力下降，病魔缠

身，孤独寂寞。面对生命的无常，无奈、

忧伤、恐惧，不快乐。第三，大部分的老

人对死亡都存有很大的恐惧感，因为对家

人、对生命的眷念使他们害怕死亡。这时

候宗教的信仰就能帮助老人减少焦虑。

 人生难免老病死，死亡是生命的自然

规律，谁都无法改变的。既然一切不可避

免，我们是不是应该常常调整心态，保持

身心的健康，坦然面对死亡。在短短的人

生中，珍重生命，好好的过着生命中的每

一天，让自己在这一生，活得有价值。

1 《杂阿含经》卷28（T02，p.199，c28-p.200，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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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for Thought
◎ By Venerable Fa Qing

What are your Grasping 
behind the 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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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无常
文◎ 吴静芳

	 “无常”是世间的真理也是永恒的规

律。佛陀教导我们要在现实生活中有警觉

性，懂得面对无常。

 4月25日老爸突然中风，马上送他到

医院急救。我起初有点不知所措，可是很

快回复常态，因为我学会了拉回眼前，遇

到意外的事要保持平常心态，乐观地面对

新的境界。我一直陪伴在老爸的身边，在

我等待他苏醒的过程中，佛成了我唯一的

精神支柱，所以我默默地念着佛号。

 老爸留医，等待脑科医生做进一步检

查后，我们被告知病情：经过MRI扫描，确

定右脑一个小区有中风迹象，导致左边手

脚麻痹，不能使唤，说话也含糊不清楚。

庆幸的是状况轻微，但我还是担心。后来

我勉励自己勇敢面对现实，祈祷三宝加

持，让父亲度过危险，早点康复。

 第二天，父亲不肯留医接受进一步检

验，倔强固执的脾气让医生和护士都拿他

没办法。还好我善用了三寸不烂之舌，好

不容易哄到他终于肯留下来，做了心电图

和种种检测工作。下午时分，老爸不但精

神状态良好，而且讲话清楚了；上厕所、

梳洗虽然缓慢些，但也都能自理了；心情

也不错，还会投诉邻床病人又哭又闹，害

得他整夜无法好好休息，哈哈哈。

 陪伴老爸的过程感触良多，真是岁

月不饶人，他老了！在替他按摩手脚时，

看到他白发苍苍，皮肤皱了，老人斑点都

多了许多，我心疼极了。不知不觉地走过

73年，身躯已经大不如前。曾经强而有力

的双手被针孔刺得又红又肿。好无奈、好

无助，压迫感一涌而来，使我不禁暗暗掉

泪。人就是如此脆弱！

 当下能够做的就是好好守护在他身

边，让他知道有个疼爱他的女儿一直陪伴

着他，虽然不能代替他受苦，至少可以在

精神上支持他、鼓励他！当然，除了我，

还有许多至亲至爱、亲戚朋友也都默默地

为他祈祷。被人爱毕竟是幸福的。

 第三天，我一大早就到医院，安排老

爸吃了简单的早餐，包括他心爱的咖啡。

医生说他下午就可以出院了，他高兴地马

上换上便装。

 检查报告显示一切正常，可是得定期

去诊疗所复诊。我过后也带他去给中医针

灸，相信会有助于稳定病情。中西医合璧

之下，效果一定很好。除此之外，还得配

合均衡饮食：少盐、少糖、少油，定时定

量，多吃蔬菜及补充水分，少吃动物性油

脂与动物内脏，这一切，我都督促父亲要

照做；我也提醒他要保持情绪稳定，少饮

酒，全戒烟，要运动。适度的运动可以促

进血液循环，减少血管阻塞机会，爸爸你

要记住呀！

 许多亲朋和同修们得知消息后，都纷

纷问候，老爸多么幸运。

 这几天的经历，可说甜酸苦辣都尝尽

了，我好感慨。在无常的人生里，把握当

下，善待自己，珍惜眼前人事物。简单平

凡就是幸福。

缁素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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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叮当响
文◎ 刘衍源

 滴答、滴答、滴答，浴室传来节奏清

晰的滴水声响，在午后寂静的时刻份外动

听，似有一条小溪在耳畔流淌。如此和谐

美妙的声音常在我家的浴室天天不间断的

播放，母亲特别爱听，所以会把水喉开得

特大，她钟情流水声。每次都会提醒她，

别把水龙头开到这样大，水会很快溢出水

缸，浪费。经常重复又重复的告诉她，她

总是不以为意，故态复萌。我只好自己动

手关掉水喉。

 对于母亲这样的行为，我感到费解，

也很不满，总在心里埋怨她不懂得节省，

不能谅解儿女的每月开销。水缸若不满，

再开大水喉不就得了吗？真不明白她心里

想什么！

 自从接触了佛法，上了佛学班，我才

学会推己及人，才感受到妈妈的苦心。

 母亲只生养我们三个子女，在她心

中我们是她的全部，她的心肝宝贝。她的

主要任务是煮饭、打扫、上巴刹，照顾我

们的起居饮食，把这个家打理得井井有

条。我对她的付出感到既心疼又惭愧，

她为了让我们放工回家能马上有水冲凉，

所以不让水缸空着。今天我才明白她怜爱

子女的一番苦心，我错怪她了！母爱都是

伟大的、可贵的。另一方面，所谓百善孝

为先，孝道是儒释相传已久的美德。我在

妈妈的身上看到了勤劳，不怕吃苦，努力

打拼，克己坚忍的精神，培育了我不畏失

败，不言放弃，我想要借这种生活态度帮

助母亲去除痛苦，因而成为佛教徒。

 由当初的不喜欢到现今接受我的选

择，她总是默默的支持，常常用慈爱的眼

神来表示关切，可见菩提的种子已在她的

心中萌芽，菩萨也从旁护佑着她，希望她

有朝一日也能搭上佛门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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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眼前
文◎ 祥庭

  我在芽茏29巷里活动了许多年，最

近才注意到这四个字：回归眼前；这四个

字吸引我走进海印学佛会，兴起学佛的念

头，何况这里的地点又方便。

 我工作了许多年，我拥有了许多学

识，如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品质管理、

生产管理、人事管理、物业管理等等，我

都涉猎。世上一切学问事实上都是一门 

“哲学”，所以我十几年前就开始阅读宗

教有关的书籍，翻开佛教书本，也读圣经

的故事和穆斯林的历史；东读一点，西读

一点的，极可能对某些教义的理解出现偏

差。所以又再一次希望正式地、认真地、

有系统地开始学佛。

 以前在电影里常看到男人作恶多端得

到报应后、女人恋爱失败后遁入空门，让

人感觉到入教是为了逃避现世和烦恼。这

些让人们觉得这是一种绝望，是挫折后的

避难行为，这是一种极大的错误观念；因

此就有了学佛是不是厌世的争辩。大学者

梁启超说：佛教是智信不是迷信；是兼善

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我对入世的

理解，就是回归眼前。

 单元一的讲义里就提到

学佛首先要提升人格而后

才能成佛。试问如果我们

选择逃避人生，不敢面对

苦难，又怎能提升人格

呢？更遑论成佛！离开我

们人身所处的所谓凡尘，整

天打坐念佛就行吗？

 六祖慧能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

佛学修为，学法学得好，但不能领悟本

心，也成不了佛。一般学习也一样，不了

解学习目标与原则，只能学到其形，不得

精髓，也是无用。有这样一种说法：修行

是要我们走出世俗，净化自己，过后又得

回到世间来勇敢面对任何困难，这是再一

次修行。净化自心，也得学世俗之法，又

不忘本心，这才是有深度的学习。我们一

般人不是天才，不是六祖慧能，没有那样

高的顿悟天分，我们只能在世俗生活中学

习而渐悟，最终我们还需要回到现实；拉

回眼前，活在眼前，运用眼前，而后回归

眼前，如此循环；先做个好人、善人，能

分辨善恶，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积

善业，除业障。

 所以学佛之人千万别忘了我们的     

“人身”，别忘了我们活在这人间，也别

忘了目前的“普通生活”。好好的作个普

通好人，也该算是一种“修行”；爱搞 

“脱俗”，往往反而适得其反。夫妇，家

庭，亲友们等等人伦关系都搞不好，还能

成佛吗？

 我要感谢师父们的指点，

让我能有正确的学佛认

识，纠正我的思维方式，

让我充实了自己，增加

了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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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笔心画
整理◎ 编辑部	 翻译◎ Yeo Hwee Tiong

  画◎ Steve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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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法会花絮
图◎ 影音部

花絮心吟

s 上供。

s

法师们带领信众一起诵经。

s

信众以虔诚的心来传供。

s

s

祭品。

花絮心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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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洒净仪式。

s 大蒙山

仪式。

s

施食。

s 正在进行供僧仪式。

s

花絮心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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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信箱 
答复◎ 释法荣

翻译◎ Yeo Hwee Tiong

问：现代人都忙於工作，但生活就只

剩工作了吗？

Q：	People from the modern era are 

constantly engrossed with work 

but surely there is more to life than 

work?

 工作为赚钱，赚钱为生活。但我们是

用钱还是被钱所用？我们是享受生活还是

被生活所累？我觉得应奉行“有钱真好，

快乐更好，健康是宝”的生活哲学。

 第一、要让健康成为本钱，要健康饮

食，天天运动，好好睡觉，按时作息，调

养身心，因为健康是生命的根本；没有健

康，一切都没什么意义。

 第二、要让快乐多一点，痛苦少一

些。快乐或痛苦决定在我们的心，当心中

感到委屈或愤怒时，只要真诚地说声谢谢

你，谢谢你的示范，让我看到烦恼，学习

成长和净化身心，帮助我把情绪稳定下

来，让念头回归心的天空。简单的三个

字，却能让我们抽离负面情境，远离烦恼

情绪，心又回到应有的清晰与平静。

 当心受干扰起烦恼的时候，说声‘对

不起，请原谅’，能帮我们反省，放下烦

恼和体谅他人，自己则能离开烦恼，安详

与自在就跟着来了。“谢谢你，对不起，

请原谅”都是抽离情绪，把心带回心中原

有宁静、清楚和明白状态的好方法。

 心理学家发现：心是生病的根源，当

一个人生气时，血压标高，“压力激素”

急增，足以毒死老鼠。如果人是快乐的，

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等“益性激素”。益

性激素让人放松、愉快，这种身心很舒服

的良好状态，能令人体的各种机能互相协

调、平衡，促进健康。

 第三、帮人也帮了自己：只有把自己

的身心照顾好，才能更有效的帮到身边的

人，引导他们欢喜回家。在我们需要的时

候，他们也能转过来帮我们；大家帮来帮

去，互助成长。如果不帮自己，没有人能

帮得了你，更谈不上帮助他人。

 所以让我们找回身心安康、愉快的状

态，让自己和他人都活得开心、慈详又自

在。谢谢你也谢谢我，大家一起精进，加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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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work to earn money in order to sustain 
our living. We should make use of money wisely 
to enjoy a happy life and not overstrain ourselves 
and become a slave to it. As such, we should 
adopt a philosophy that even though wealth is 
good, happiness is even better and health is our 
greatest treasure.

 First of all, health is our capital. Through 
proper diet and exercise, sufficient rest and 
sticking to a routine, we sustain our body and 
mind. Health is important because without good 
health, everything else loses its significance.

 Secondly, we need to increase our happiness 
and reduce our suffering. Both happiness and 
suffering originate from the mind. When we feel 
anger towards or wronged by someone, we should 
thank them sincerely for showing us our vexation 
and the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cleansing our 
body and mind and maintain our stability. By 
focusing on the present moment, we can isolate 
ourselves from the unpleasant experience and 
vexations and maintain a clear and peaceful mind.

 When we are disturbed by vexations, 
the act of apologizing and seeking forgiveness 
help us to reflect internally and let go of our 
vexations and make us more considerate. When 
our vexations are reduced, we are at ease and 
peaceful. The act of apologizing and seeking 
forgiveness and allow us to isolate ourselves from 
the unpleasant emotion and maintain our peace 
and clarity.

 Psychologist discovered that our mind is 
the source of our sickness. When we are angry, 
our blood pressure will increase and our stress 

hormones will rise to a level that is sufficient 
to poison a rat. When we are happy, our 
body secretes Dopamine and other beneficial 
hormones which make us feel relaxed and happy. 
Such feelings will put our mind and body in a 
comfortable state which in turn improves the co-
ordination of our bodily functions which result in 
balance and good health.

 Thirdly, we should aim to be of benefit 
to ourselves and others. We can only help and 
guide others when we maintain a healthy body 
and mind. When we help others, they will in 
turn come to our assistance when the need 
arises. When we help each others, we will grow 
together. If we do not make the effort to improve 
ourselves, not only are we not able to help others, 
no one is able to help us.

 As such, we should seek to improve our 
body and mind to a happy state so that we and 
others can live happily and compassionately and 
be at ease and be thankful to ourselves and others. 
Let us work diligently towards this 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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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印中秋花絮  
图◎ 影音部

s

s 第八届英语基础学

佛班结业生。

第十九之二届华语

基 础 学 佛 班 结 业

生。

顾问法师法梁法师致词。s

第二十之一届

华语基础学佛

班结业生。

s

成长班结业生。

s



PAGE 35花絮心吟

s

法师和信众欢迎国会议员花蒂玛医生。

s 第十九之二届学

生呈献歌曲：菩

萨 行 与 海 印 故

事。

s 儿童班演唱表演：大家来做阿弥陀佛。

s

“酒干倘卖无”
歌唱表演。

s 第八届英语学佛班的学生代

表发表感言。

s

第二十之一届的学生发表感言与呈献

歌曲：点灯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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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中秋节及学佛班结业典礼快到的

时候，各个班级的同学们都加紧排练所要

呈献的节目，我班也不例外。由于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工作，很难有机会全体都能出

席，但是这也档不了同学们的热忱，有时

甚至一练就超过四个小时才结束，大家也

不觉得累。

 正式演出当天，同学们都提早报到，

人数也到齐。大家都很卖力，经过一次又

一次的认真彩排，务必达到舞者动作矫捷

优美，歌者嗓音嘹亮圆润。

 在欢声笑语中练习，倍感亲切，彷佛

一家团聚欢庆的日子。

 由于烟霾袭来，有个同学还特地准备

了罗汉果水和浮瓜沉李之类水果，让大家

解渴消暑，照顾得很周到。

 当看到小朋友们个个整装待发，我

们也趁机借用他们的化妆品，让年轻的替

年老的往脸上涂涂抹抹；还好没有变成大

花脸，倒是掩盖了不少脸上的火车路，庆

幸！庆幸！

 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但是

我们只花不到二十个小时的排练，便能把

节目呈现出来，实在佩服现在年轻人的机

巧与能力。年老的佛友如果不迎头赶上，

可能被抛在后头呢！

 节目一开始就由我班的同学表演，由

于太紧张而出现一些瑕疵；不过总算有惊

无险，整个节目顺利完成。接下来由小朋

友们上场，抑扬顿挫的歌声让人感动。还

有白发苍苍的同学念出心声，令人动容。 

 相声更是频频使人发出满堂笑声。此

外，美妙歌声也让人听出耳油。加上节目

主持人的妙语如珠，把欢愉的气氛推上最

高峰，自然不在话下了。

 由法师带领信众在佛前供灯，大家怀

着感恩的心，齐声共颂六字真言---唵嘛

呢呗美吽；音声萦绕着整个会场，点点烛

光映着欢欣的笑脸，像朵朵盛开的花儿，

这是最感动我的，当然也感染了全场的来

宾，晚会就在这样祥和的气氛中圆满落幕

了。

 虽然当晚的夜色迷蒙，看不见明亮的

月光，但是法梁师父却要大家把这个月亮

找出来。我相信他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

个永不息灭的中秋月。 

永不息灭的中秋月（海印中秋晚会侧记） 
文◎ 心珠

演出之前做最后的准备。

s

s

相声“我是名医”。

s

少年班表演默剧。

花絮心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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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In the Dark  
◎ By Hui Meei

 When the Venerable informed us that 
there will be a class outing to “DiD” (Dialogue 
In the Dark) workshop, I was contemplating if I 
should participate. Besides the fact that it will be 
on a Saturday where i can rest and relax, I have 
not heard of this workshop. Furthermore, I was 
told that we will be spending two to three hours 
in complete darkness!

 I have weakness for the dark. I have to 
switch-on the light whenever I sleeps alone, be it 
in my own bedroom or in the hotel room when 
I travel. After I started practicing meditation, I 
have gradually eased this illogical fear and get 
rid of my anxiousness through focusing on my 
breathing whenever I face the darkness alone. 
While I am not totally out of the woods yet, I 
decided to wear a courageous hat this time.

 The day came. The workshop was 
facilitated by a relatively young visually-impaired 
male guide. We understood later that he was 
blinded due to an accident when he was playing 
some sports in school. We began our journey 
with the aid of a walking cane. It was complete 
darkness as we are not allowed to bring anything 
that emits light. My hands and fingers are totally 
out of sight, the only thing we can “see” is each 
other’s breathing. The guide led us through a 
series of team challenges as we inched slowly in 
the darkness. Most of us were fumbling around 
with the walking cane, occasionally knocking 
into each other and yelling softly to each other 
“I am here!”, “Where are You?”. The tour came 
to a close as we are led to a cafe, still within 
the darkness and served by another visually-
impaired cafe assistant. After returning to a lid 
environment, I am immensely thankful to my 
parents for giving me perfect senses.

 So how did I score? I was initially calmed 
and steady for the first 10 to 15 minutes into the 
journey. Then, I started to feel anxious and this 
motion brought on a dizzy spell. It took me a 
few rounds of conscious breathing to calm and 

stable myself. And focusing on the guide’s verbal 
direction and concentrating my thoughts to 
overcome the different challenges has kept me 
busy and forgot my fear. I began to feel more at 
ease and settle myself in the unfamiliar darkness.

 I would not forget the experience and 
empathy I have on this group of marginalized 
people in our community. I totally echoed the 
DiD Singapore vision of social integration goes 
beyond just helping the blind. In the darkness, 
we can no longer see differences of race, class, 
and religion.

 To take a step further, one needs not be 
blind to experience darkness. In fact we can 
experience darkness any seconds whenever we 
encounter setbacks and difficulties in life. We 
can live in “perpetual darkness” if we allow the 
negative emotions and thoughts to conquer us. 
Not sure if it’s due to aging, I have encountered 
a series of setbacks in my life in recent years. 
Just like the DiD workshop, I experienced a mix 
of negative emotions as the unfamiliar events 
unfold. There seems like no exit door to escape 
the darkness. While struggling to cope with the 
situations, I began to “look” at my “sufferings”. I 
realise that I feel more at ease when I accepted 
the conditions that I have to deal with and 
motions and processes that we go through in life. 
While not entirety, it helps to alleviate some of 
my negativity. There are no fairy-tale solutions, 
we need to find ways to work on our issues, step-
by-step.

 Like the visually-impaired facilitator, he 
may be blind, but I believe he can see “light” 
better than most individuals who have perfect 
senses.

花絮心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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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安老院满怀感触
文◎ 彭祥庭

 2015年5月17日，我们海印学佛会单

元2班的同学与家属们，一行30人，在持果

法师带领下，参观了汤森路上的李亚妹安

老院。

 安老院是由李亚妹女士在1960年创

办，已经有55年历史了，据知收容了整百

位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工作人员有大约

50几人。

 大家都听说过，或在电视上和电影里

看过李亚妹安老院的介绍，然而亲历其境

还是感觉震撼的。看到那些老人，我不禁

想着，他们是否就是我们将来的写照。曾

经听过这样一句话：人人都只想到要过什

么样的生活，但从没想过要怎么样老死。

事实上，我们也该想想要怎么样老死，才

会知道该怎么样活着。老人都会面对体力

衰退、健康隐忧、孤独无助这些问题；有

人说的好：你可以聘用任何人为你做任何

事，但没人可以替你生病和终老。

 如何避免老年陷入困境，年轻时就

该思考了。虽说人生无常，但冥冥中却有

其定数。注意身体健康的人都难保会患重

病，更何况不注意健康生活的人！注意安

全的人不见得就没有意外，更何况做事疏

忽的人。意外的事，不见得都出自外在因

素，有时也由内因造成；外在因素一般人

没法控制，但是最起码我们要尽量排除内

因。

 要避免陷入意外的困境，自我教育特

别重要。第一要学习生活技能，维持更好

的生活；第二要建立正确的人生态度与精

神；要懂得储蓄足够的生活费来养老，趁

还年轻锻炼好身体，保持健康到年老。有

了正确的人生观，才知道人与人之间如何

相处，尤其是和亲友和和睦睦。当然，学

习正见，正信，了解正善尤其可贵。

 看到这些不管是何原因来到这疗养

院的不幸老人，又想想我们如今还健康，

平安地活着，我们确实要感恩，要施出援

手尽一份力帮助他们。有同学带来了孩子

一同来参观，这对他们是个很好的教育机

会，希望在他们年轻的心灵里种下善因。

 安老院之行，让我更敬佩先人回馈社

会和各界善人慷慨布施的精神；我也很感

激持果师父给我们树立了慈悲的榜样。还

有那些护士，如果没有爱心绝对不会来这

里工作和帮忙；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外国人

士，更使我深感汗颜！

 大家带着满怀感触与感恩的心回到海

印学佛会，互相交换了感想后，都觉得这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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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子面包酱   

Pine nut butter
指导◎ 黄其铫

[食材]	

 生松子仁1杯，冷压橄榄油1/5杯，糖浆1
汤匙，岩盐1/4茶匙，干九层塔1茶匙。

[做法]	

 将所有材料混合搅拌至细滑，冷冻后即

可涂在全麦面包食用。

[Ingredients]
 Raw Pine nuts 1 cup, Cold Pressed Olive Oil 
1/5 cup, Agave Nectar 1tbs, Rock Salt 1/4 tsp, 
Dried Basil Flakes 1 tsp. 
 
[Method]
 Mix all ingredients and blend until smooth. 
Serve chilled with wholemeal b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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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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行皆苦：01/0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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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华文)或500-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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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ce Loo & Family
Eddie Lee
Low Peng Koon
Kent Kong
鍾素蕊合家

黄印生合家

杨合兴合家

吕孙强合家

吕宇斌合家

吕淑真合家

陈汉炎

陈惜莲

陈鹏羽

陈思颖

黄檥萳合家

包爱明合家

周聪景合家

楊家伟合家

彭如意

柯荣昌合家

林华桔

彭哲源

魏亚华

魏可维

魏蓓心

王贵娘合家 

李宗凤合家 

林雅佳

彭丽云合家

许子浩 

许友维合家

王淑卿

柯荣昌合家

林培煇
林宝容合家

许斯晴

林楷润

黄荣鸣合家

陈淑兰合家

王树安合家

李世梅合家

丁士龙合家

黄素玲合家

王熙傆合家

周桄荣合家

颜惠玲

颜水财

李诚嘉合家

罗天桥合家

回向 

故 黄衍朝

故 林美妹 

故 林喜隆

故 熊兆瑾

故 蔡发金

故 林莲枝

故 彭宗文

故 林亚香

故 彭观喜 

故 陈清秀

故 黄秀銮

故 林龙眼 

故 杨秀琴

故 曾金裕

故 黄后厅

故 張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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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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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佛课程

课程纲要	
  • 认识正信的佛教，佛教的人生观。

  • 澄清对佛教常见的误会。佛教是迷信的吗？ 

  • 佛教创始人-佛陀的生平、佛教简史及佛陀证悟的内容。

  • 简介南、北、藏传佛教（包括寺院参访）。

  • 识别佛法和非佛法（三法印）。

  • 简介海印及海印的修行系统及如何策划每日学佛的功课。

课程行政资讯

课 程: 第23-1届，18课

日 期: 2016年2月23日（每逢星期二） 

时 间: 7.30pm－9.30pm 

教材费(获得赞助后): 会员$10，非会员$30付费之后方保留学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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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语基础学佛课程单元1】

	授课法师：

法宣法师

Course Outline: 
• Fundamentals of Buddhism.

• Clarify the common misunderstanding about Buddhism. 

• Brief History of Buddha’s Life and teachings.

•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3 Traditions - 
 Theravada, Mahayana & Vajrayana.

• Brief introduction to Sagaramudra and system of practice. 

• Learn about Buddhist etiquette and rituals. 

Administrative Information:
Duration :  11th Intake, 18 lessons
Date : 24 February 2016 (Every Wednesday)   
Time   :  7.30pm – 9.30pm
Fee (after sponsorship) : Member $10, 
    Non-member $30 (Enrolment is confirmed upon fee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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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20 course fee per student. 

Please enquire/register at reception counter on level 4

Lecturer : 
Ven. Fa Zun

English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Modu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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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s are welcome to register their children 
who will be studying in primary school next year. 
 
Registration : Sagaramudra Buddhist Society
   Level 4 reception counter
Closing Date  : 31 December 2015
Commencement Date :   21 February 2016 (Sunday)
Time :  10am to 12noon

Fee (after sponsored) :  $4 (Parent/Guardian who is our member); 
   $40 (Parent/Guardian who is not our member), 
   Enrolment is confirmed only after payment is received.

In recognition of our Dharma education programs, kind donors have offered sponsorship for our Year 2016 
Dharma Courses. The sponsorship for year 2016 Teenage and Children Dharma Courses includes textbook, 
practice books and a $50 course fee per child.

【Sunday Children’s Dharma Course 
    Enrolment Year 2016】

欢迎家长为明年就读小一至小六的孩子报名

报名处 : 海印学佛会4楼柜台接待处

报名截止日期 : 2015年12月31日
开课日期 : 2016年2月21日（星期日） 

上课时间 : 早上10时正至中午12时正

学费	 : $4(家长/监护人是海印学佛会的会员);

(获得赞助后)  $40(家长/监护人是非会员)，付费之后方保留学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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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与儿童学佛课程获得的赞助是课本、修持本及每名学员$50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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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佛课程
【星期日儿童学佛课程招生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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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六 佛 理 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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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间: 7.30pm —9.00pm
地 点 : 海印学佛会4楼千佛殿

温故知新谈“以戒为师”

法谦法师 

2015年11月21日

让我们一同来重温

佛陀嘱咐佛弟子

“以戒为师”

的深意。

假如今天是我

生命的最后一天

持果法师 

2015年12月26日

如何去面对人生走到

尽头的这一天？

随缘开示

法尊法师 

2015年12月19日

法谦法师 

2016年01月23日

浅释本会倡印的

《大乘金刚般若忏法》，

让我们在恭敬礼忏中，

念念与道相应。此忏

法以古人的《大乘金刚

宝忏》为主轴，采录

《永嘉证道歌》及川老

的《金刚经注》等

为辅编集而成

上、中、下三卷。

健康的身心

法源法师 

2016年01月16日

幸福的生活离不开健

康的身心。健康的身

心需要智慧的灌溉，

能够平心静气的消除

心中的我执烦恼，

对健康的身心有

很大的帮助。

浅谈弘一大师的修学方法

法荣法师 

2015年11月28日

弘一大师：修行十大

要诀助你打造

美满人生。

													浅释

《大乘金刚般若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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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 五	7.30pm - 9.30pm

11/1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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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u 四	7.30pm - 9.30pm

第20-2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5
20th-2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5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25/08/15 - 12/01/16

第3-2期学佛成长课程

(华语)单元6
3rd-2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Ch) - Module 6

法梁法师 Ven. Fa Liang     
01/09/15 — 19/01/16

第10届基础学佛课程

(英语)单元2
10th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Eng) - Module 2

法尊法师 Ven. Fa Zun    
01/09/15 — 19/01/16

麦里芝逍遥游	

MacRitchie Happy Walk

地				点：麦里芝蓄水池

集合地点：海印学佛会1楼

7.30am - 11.00am
10/11/15

第21-2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3
21st-2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3

法音法师	Ven. Fa Yin     
03/09/15 — 28/01/16

第5期学佛成长课程
(华语)单元2
5th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Ch) - Module 2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27/08/15 — 14/01/16

第9届基础学佛课程(英语)单元4
9th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Eng) – Module 4

法尊法师	Ven. Fa Zun
03/09/15 — 28/01/16

第1期学佛成长课程(英语)单元4
1st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Eng) - Module 4

法庆法师 Ven. Fa Qing     
03/09/15 — 28/01/16

第21-1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4
21st-1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4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28/08/15 - 15/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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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28/08/15 — 15/01/16

第3-1期学佛成长课程(华语)

单元6
3rd-1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Ch) – Module 6

法梁法师	Ven. Fa Liang
04/09/15 — 22/01/16

第22-1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2
22nd-1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2

持果法师	Ven. Chi Guo     
02/09/15 — 20/01/16

第1届学佛进阶课程

(华语)单元6
1st Intake Dharma Discussion 
Course (Ch) - Module 6

法梁法师	Ven. Fa Liang     
02/09/15 — 20/01/16

太极拳班		Taiji Class

林世昌老师	Mr Lin Shi Chang

20
15

 - 
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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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修	One Day Retreat

法师	Venerable 
8.00am - 5.00pm 
08/11/15, 13/12/15, 1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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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10.00am - 12.00noon 
22/11/15, 27/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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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15, 20/12/15, 17/01/16

老人院／儿童院服务	
Community & Welfare Service

福利部	General Welfare 
9.30am - 12.00noon 
08/11/15, 1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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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1/15, 13/12/15, 10/1/16

佛理开示		Dharma Talk

7.30pm - 9.00pm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温故知新谈“以戒为师”  
   21/11/15

法荣法师	Ven. Fa Rong 
浅谈弘一大师的修学方法   
   28/11/15

法尊法师	Ven. Fa Zun 
随缘开示 19/12/15

持果法师	Ven. Chi Guo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的

最后一天 26/12/15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健康的身心 16/01/16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浅释《大乘金刚般若忏法》 
   23/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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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	Venerable
Sat 28/11 8.00am — 
Sun 29/11/15 8.00am

第22-2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1
22nd-2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1

法宣法师	Ven. Fa Xuan 
7.00pm - 9.00pm    
30/08/15 — 17/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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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7.00pm - 8.30pm  
04/10/15 — 06/12/15

第14期少年学佛班		
14th Batch Teenage Dharma Class

第20期儿童学佛班		
20th Batch Children Dharma Class

法宣法师	Ven. Fa Xuan     
10.00am - 12.00noon
8,15,22,29/11/15 （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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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	Venerable 
9.30am - 4.15pm      
01/11/15, 06/12/15, 03/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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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pm - 3.30pm   
8, 15, 22, 29/11/15, 
13,20,27/12/15

Sat 六		 Sun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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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金刚般若忏法、佛前大供、供僧
 14/02/2016 正月初七(星期日) 9.30am – 5.30pm

   团拜	：	8/02/2016 农历正月初一(星期一) 及 

  9/02/2016 农历正月初二(星期二)

  11am 佛前大供、甘露水加持、午餐招待

   拜年	：9am至6pm 若要和法师们拜年请前往学会3楼 

	 注: 4楼柜台将于7/02/2016年除夕（星期日）至 

  9/02/2016正月初二（星期二）休息三天。

  有兴趣参与新春法会大乘金刚忏法祈福的

  佛友们请尽早报名，共沾法益。

  法会祈福类别		
  供佛  随喜供养 

  供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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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平安吉祥禄位 个人或一位长辈之名加“合家”或一个公司宝号$168

  护坛如意大禄位 个人或一位长辈之名加“合家”或一个公司宝号$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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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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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时间 Office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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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esday to Saturday : 12noon – 7.30pm Sunday : 9.00am - 5.0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