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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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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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解读：四法印之诸行皆苦印

近乎抽象的眼睛表示“正念”；

修苦行的佛陀表示苦。

整体构图所要表达的是：

活在“正念”的状态，

认清生老病死的逼迫就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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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印之
   诸行皆苦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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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以此四法则印证该方法或

理论是否佛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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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却没有一个真实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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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海无涯，回

头是岸。”解脱的岸是

在此岸还是彼岸？或许

更要问苦从何来？非得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

上人”吗？

 本期文稿让我们从

知苦、离苦的过程中，

淬炼出火中红莲般的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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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行皆苦印

 什么是诸行皆苦？

 一切有为、有漏之法皆无常而迁流

不息，众生对之无可奈何，受它影响、逼

迫，故称诸行皆苦。诸行皆苦有外苦及内

苦两大类；一、外苦：面对外在一切物、

事、人（包括自己）的无常变化，众生难

以掌控它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和逼迫，这就

是外苦。二、内苦：面对内在的感受、情

绪、念的无常变化，众生难以掌控它的直

接或间接影响和逼迫，这就是内苦。就因

为这两种苦，佛说这世间是苦海。在无常

逼迫即是苦的一个大前提之下，进而若生

起苦的感受就是苦上加苦，若生起乐的感

受就是苦中作乐。

 面对外在物、事、人的无常变化，我

们都很无奈；因为无法主宰，不能让外在

的这些物、事、人不产生变化，于是便带

动内苦，也就是感受、情绪、念的生起。

于是乎，外苦、内苦相互更替、交织，以

致身心不得自在，这是“身苦心也苦”，

但对于一个学佛人而言，要求的却是“身

苦心不苦”。

 “拉回眼前”，放下万缘。“活在

眼前”，让自己处在觉的状态，并去体会

那物、事、人、感受、情绪、念的无常是

影响不了我们的觉性。立足于此觉性，接

着就是要去感受这种种无常都是在逼迫自

己，这就是苦。更进一步，就是要去体会

我们的觉性是可以超越众苦，是可以做

到“身苦心不苦”的。“运用眼前”，体

会觉性的自在、灵活性。在展现悲心度化

众生的同时，做到能高能低、能离能合、

能刚能柔、能静能动，而不是死守着枯寂

之心。再来就是“回归眼前”，是对觉性

更进一步的深究，去体会眼前这个觉性的

八种特性：宁静却又不呆滞，光明却又不

张扬，柔顺却又不懦弱，灵敏却又不轻

佻，天真却又不无知，真实却又不冷酷，

精细却又不计较，平常却又不庸俗。这八

种特性让我们处在一个离苦的心境，“身

苦心不苦”。

 佛说苦海无边，但只要你具有让自己

回到眼前的觉性，你就在解脱的岸。

要去体会我们的觉性是可以超越众苦，

是可以做到“身苦心不苦”的。

佛说苦海无边，但只要你具有让自己回到

眼前的觉性，你就在解脱的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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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r Dharma Seals – 
The Seal of “All Creations are Sufferin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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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ea of suffering is 
boundless, you need only 
turn back as the shore is 
behind you.” Where is 
the shore of liberation 
– right here or over the 
other side? Do we have 
to pursue the origin of 
suffering? Or must we 
endure the sufferings to 
show that we are able to 
rise above them?

In this issue, let us learn 
how to derive wisdom 
like the red lotus flame 
refined in the fir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knowing suffering 
and the way to relieve 
suf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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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al of “All Creations are 
Sufferings”
 

 What is meant by “all creations are 
sufferings”?

 All dharmas that are created and have yet 
to achieve perfection are always changing due 
to impermanence. Sentient beings are helpless 
against the impact of impermanence and its 
compelling nature. Thus it is said that all creations 
are suffering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sufferings, 
viz. external sufferings and internal sufferings. 
External sufferings refer to the fact that sentient 
beings are unable to control the changes of all 
external objects, events and people (including 
oneself) due to impermanence, and as a result 
suffer its direct or indirect influence and impact 
due to its compelling nature. Internal sufferings 
refer to the fact that sentient beings are unable 
to control the changes of their inner feelings, 
emotions, and thoughts due to impermanence, 

and as a result suffer its direct or indirect influence 
and impact due to its compelling nature. Because 
of these two types of sufferings, Buddha declared 
the samsara an ocean of sufferings. On the basis 
that sufferings are caused by the compelling 
nature of impermanence, we would be adding 
to the sufferings if we let the feeling of suffering 
arise. On the other hand, we would be creating 
joy out of sufferings if we let the feeling of bliss 
arise.

 We are normally helpless when faced 
with changes to external objects, events and 
people due to impermanence. That is because 
we are not in control of things, as we are unable 
to stop these objects, events and people from 
changing. This causes internal suffering from 
the arising of feelings, emotions and thoughts. 
As a result, both our body and mind are uneasy 
owing to the alternating and interweaving of 
external sufferings and internal sufferings, i.e. we 
are experiencing suffering of both our body and 
mind. However, as Buddhist practitioners, we aim 
for non-suffering of the mind although our body 
is suffering.

We need to experience that our awareness is able to 
transcend all sufferings, and that our mind need not be suffering 

while our body is suffering. Although Buddha declared the mundane 
world an ocean of sufferings, we will be at the shore of liberation 

if we possess the awareness that allow us to “focus on the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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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hough Buddha declared the mundane 
world an ocean of sufferings, we will be at the 
shore of liberation if we possess the awareness 
that allow us to “focus on the Present”.

 We need to practise letting go of all 
attachments and “focusing on the Present”. 
By “living in the Present”, we maintain a state 
of mindful awareness and realise that our 
innate awareness cannot be affected by the 
impermanence of objects, events and people. 
Anchoring on such an awareness, we realise 
that our sufferings are caused by the involuntary 
imposition of all kinds of impermanence on us. 
Furthermore, we need to experience that our 
awareness is able to transcend all sufferings, and 
that our mind need not be suffering while our 
body is suffering.  By “applying the Present”, we 
would realise the free and flexible nature of our 
innate awareness. When we endeavour to benefit 
other sentient beings with our compassion, we 
would be able to do so, not with an impoverished 
and rigid mind, but with one having the abilities 
to be high or low, separated or merged, hard or 
soft, and still or lively. Next, “returning to the 
Present” allows us to probe further our innate 
awareness and experience the eight characteristics 
of “Present”, viz. serene but not dull, luminous but 
not ostentatious, pliant but not timid, agile but 
not frivolous, innocent but not ignorant, truthful 
but not callous, meticulous but not calculative, 
and ordinary but not vulgar. The realisation 
of these eight characteristics allows us to be in 
a state of mind that is free from sufferings, i.e. 
the mind is free from sufferings while the body is 
suf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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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苦异趣 

文◎ 释法谦

善于学习的人，

时时保持着清醒的心境，

善于思考和自我检视，

不执着于外境的对错和顺逆。

养成借境练心、

借事悟理的习惯，

生活处处有感悟。

 修行人接受供养用斋后，按规矩要为

供养者说法。

 一位不善于说法的修行人遇到虔诚供

养的老夫妇，只见俩老双手合十，屈跪着

身子，耐心地等待着洗耳恭听修行人用完

斋后的说法。

 修行人走不了，只好盘腿打坐来拖

延时间。过了10分钟，偷偷地瞄一下老夫

妇，只见俩老也屈腿静坐着。

 “苦呀！苦呀！”修行人心里想，苦

恼呀！不知道要讲什么好？

 老夫妇连连点头。老先生回应道：  

“师父说的真好，人生一路走来，八苦常

相伴，无常逼迫着，真是苦呀！”

 修行人继续打坐，还是不知道要讲什

么。随着时间流逝，盘起的腿开始痛起来

了。

 “好苦呀！好苦呀！”修行人觉得腿

好痛呀！他是身苦心也苦。

 老夫妇连连点头，再加上叹气连连。

老太太回应道：“师父说的真好，现在身

体老化，不幸又遭遇到白发人送黑发人，

更是苦上加苦。人生真是好苦呀！”

 修行人继续佯装着打坐，后来还趁

老夫妇没注意时，开溜了。老夫妇闭眼耐

心地等待，怎么师父不再说法了？睁眼一

看，师父已经不在了。

 “师父说的真好，知苦就要懂得从心

苦中‘出离’。”

 身苦（生、老、病、死）是无法避

免的，唯有接受；接受之后，甘之如饴而

能心不苦，这是修行的关键点。我们对于

人、事、物，包括自身、感受、情绪、

念，恒常不变的执着，其实就是形成心苦

的根源。安住在心的觉性，接受无常变化

的自然规律，放下执着，就得以身苦心不

苦，这就是对苦最好的“出离”。

 修行人不在自省的状态之中，反而

是老夫妇不知不觉在自省，他们对“诸行

皆苦”有更深层的领会。对应着经典所说

的“苦苦异趣”：同样是苦，有人只是白

白受苦，有人却从苦中悟道。人生茫茫的

苦海中，唯回头是岸，回归到超越苦乐的

心的觉性，透视一切的虚幻性，放舍心苦

的错执，从烦恼中抽离即是岸。

 善于学习的人，时时保持着清醒的心

境，善于思考和自我检视，不执着于外境

的对错和顺逆。养成借境练心、借事悟理

的习惯，生活处处有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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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ractioner continued to meditate, still 
having no idea what to teach. As the time passed, 
he started to feel pain in his crossed legs.

 “This is suffering! Suffering!” The practioner 
felt pain in his legs, he is suffering both in body 
and in his mind.

 The old couple nodded their heads again 
and accompanied that with heavy sighs. The old 
lady then replied, “The Master is right, our bodies 

have aged and we have just buried our young, this 
is additional suffering. Life is indeed suffering!”

 The practioner continued to pretend 
he is meditating, and when the old couple was 
not paying attention, he slipped away. The 
old couple was still patiently waiting and they 
wondered why the practioner was not giving any 
teaching. They opened their eyes and saw that 
the practioner was gone.

 “The Master is so right, since we know of 
suffering, we should also know how to break free 
suffering from our minds.”

Suffering produces joyous experience
◎ By Venerable Fa Qian

◎ Translated by To Kuo Ling

 After a practioner received food alms, it is 
customary to for the practioner to expound to the 
donors.

 A practioner who was not adept at giving 
teachings met a pious old couple whom devoutly 
made their offerings and then kneeled and 
patiently waited for teachings from the practioner 
after he finished his food.

 The practioner could not avoid giving the 
teaching, so he crossed his legs and assumed a 
meditative position to delay having to give his 
teachings. After 10 minutes, he stole a look at the 
old couple and saw that they too were sitting in a 
meditative position.

 “This is suffering! Suffering!” The practioner 
is troubled as to what he should teach.

 The old couple nodded their heads. The 
old man replied, “The Master is right, our lives 
is always accompanied by the eight sufferings 
and compelled by impermanence, it is indeed 
suffering!”

A person who is adept at learning, always maintains 
himself in a state of awareness. He is keen on contemplating and 

reflecting on himself, and is not attached with the rights and 
wrongs, smooth or difficult external circumstances. 

When we cultivate the habit of training our minds in whatever 
circumstances that arise, and realize the truth in the things we 

encounter, there will be enlightenment in all aspect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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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uffering of the body (living, old-age, 
illness and death) is unavoidable, we can only 
accept it. It is crucial to our practice that after 
we accept it, we can enjoy it without feeling 
suffering in our mind. Our attachment to people, 
events and things, including our self, our feelings, 
emotions, thoughts and concept of permanence 
is the source of our mind suffering. The best way 
to “break free” from suffering and achieve the 
state of “suffering of the body but not the mind” is 
to rest upon our innate awareness, accept the law 
of impermanence and let go all our attachments.

 In the above story, the practioner is not in 
a state of self-reflection, instead the old couple 
was unconsciously reflecting on themselves, and 
they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onditioned 
existence. When faced with the concept of 
“suffering produces joyous experience” as 
expounded in the sutras, some people just suffer, 
while others realize the truth from the suffering. 
In the sea of suffering, only when we return to 
the innate awareness which transcends that of 
suffering and joy, and we will see through all 
illusions and let go of the wrong attachment to 
the suffering of the mind. When we separate our 
mind from afflictions, we have reached the shore 
of enlightenment.

 A person who is adept at learning, always 
maintains himself in a state of awareness, he is 
keen on contemplating and reflecting on himself, 
and is not preoccupied with the rights and wrongs, 
smooth or difficult external circumstances. When 
we cultivate the habit of training our minds in 
whatever circumstances that arise, and realize the 
truth in the things we encounter, there will be 
enlightenment in all aspect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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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给我们所带来的快乐和喜悦的刺激，

也随着时间消逝。如果在人、事、物带

有若干执着，紧紧抓住不放，这时候痛

苦就来了。

 痛 苦 是 一 种 最 折 磨 人 的 感 觉 ， 痛

苦的来源是因为我们的感官（眼耳鼻舌

身）和外界的事物（色声香味触）接触

时，激发起的喜、怒、哀、乐，忧、

悲、恼和苦种种感觉情绪，情绪则是因

为我们有所感受，这就有了苦、乐、不

苦不乐受。当我们接触到我们喜欢的事

物，喜欢的感觉就会浮现，这就是乐

受。乐受就会让我们的欲望感到满足，

身心轻松，愉快。当逆境不合我们所想

要的或者我们所需求的无法得到满足，

就会有苦受，如八苦中的爱别离苦、怨

憎会苦和求不得苦。这些苦引发我们的

焦虑、忧虑、悲伤、愤怒、厌恶等等感

受。不苦不乐受，就是并非很喜欢或很

讨厌，这是无关紧要的，暂时的。

 无常是一种自然的法则，没有一样

东西或事情是永恒不变的。无常能让我

们所喜爱的东西消逝，也能将我们的痛

苦成为过去，带来希望。只要我们认清

楚无常的现象，任何事物都不是独立自

存的，而是因缘和合、缘聚缘灭的。

 甘愿做就要在任何环境转变时，继

续做下去，就要抱愿而不抱怨。人生不

如意事十之八九，没有一帆风顺的事。

重点在于我们要看清楚无常，在学习的

过程中，我们无论学什么，尽心尽力就

好。

1 T02，p.121，a26-b1

甘愿就不抱怨
文◎ 释持果

 有 时 候 会 听 到 有 人 在 讨 论 ： “ 你

辛辛苦苦把孩子带大，应该享受下半辈

子了，现在还要帮忙看孙，还要辛苦下

去！”“不会！孩子工作忙，需要我们

伸出援手，况且看到孙子活泼长大，看

到我就对我说：‘阿嬷！I love you’，

听了很开心，不会觉得辛苦。”

 “你工作都超过八小时，天天这样

忙，很辛苦。”“不会！我很喜欢这份

工作，做得很开心。”

 “ 你 们 两 个 看 起 来 不 是 很 适 合 ，

以后问题会更多。”“不会！我宁可让

爱的梦幻在表白中破碎，也不要让爱在

等待中留下遗憾，因为人生短暂。看到

她，心花怒放，一切烦恼都没有。”

 甘愿，是否甘愿就好呢？人会甘愿

主要是因为我执与贪念的存在，甘愿会

使人欢喜受。凡事甘愿，就会去接纳，

承担自己一切的决定。人只要是自己甘

愿，就什麽都好；要是不甘愿，就凡事

都不好。虽然人面对问题会遭遇很多的

苦难挑战，可是眼前的幻觉，给你带来

更多的欢乐，苦就不会出现。在这种情

况下，不是苦难不再，而是因为我们的

心境改变了环境，就不觉得苦。

 《 杂 阿 含 经 》 卷 1 7
1
： “ 佛 告 阿

难：‘我以一切行无常故，一切行变易

法故，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又复，阿

难！我以诸行渐次寂灭故说，以诸行渐

次止息故说，一切诸受悉皆是苦。’”

佛教说一切行苦，因为无常，一切的现

象都不会永久保持不变。随着岁月过去

与成长，感情就会开始变质，我们的感



PAGE 11目前心轴

 万物既是镜花水月，那么我们的心就不

要与之浮沉。是非善恶君莫管，心识不动一

念观，悟得心外不动心，人间苦乐不能伤！

不能伤，是不是说像个木头呢？我想不是，

笑仍然可笑，哭仍然可哭，只要明白为何

笑，为何哭，进退有度就是。一句话：凡事

要用智慧！一些艺术家或文学家，有时进入

一种境界，觉得人生极苦无意义，由厌世而

轻生，选择自杀，实在是有出离心而智慧却

小小。

 智慧，非常抽象，却是我们应该追求

的。说实在，说常乐我净，说诸受是苦，无

非是要我们有颗智慧的心，不要被情绪的五

毒所困。生活还是要生活，所以还是活泼泼

的好些，利益众生，则处处有生机。首先，

要有解脱束缚的智慧，然后要有利益众生的

智慧！

 虽然，一切都是从智慧而论说，但是其

实在网络时代，在经济挂帅的大染缸里，要

持有清醒的智慧，太不容易，你我毕竟非慧

根深厚者呀！

 因此，在因缘具足时，在人生的某个阶

段，你我应该放下一切，丢下电脑手机，当

断则断，走入森林、走入荒山、走入寺院，

好好的看清楚自己！不然我们学佛的，一辈

子只能在半梦半醒之间，实在是苦不堪言！

诸行皆苦
文◎ 真柏

 《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七：“云何

行蕴。谓六思身。则眼触所生思。耳鼻

舌身意触所生思。复有所馀除受及想。

诸心法等总名行蕴。”

 《俱舍论颂疏》卷一：“行，造

作，迁流二义名行。”

 《缘起论》：“云何为行，行有

三种，谓身行、语行、意行，是名为

行。”

 由此总结，身心内外诸法，皆可为行。

即明苦味，当知远离。能知远离，便得解

脱。

 佛教所谓苦，并非身心难受之苦，而

是无奈无意义之苦。人生于世，轮回在自身

的烦恼习气之中，日复一日，如病牵延，重

复着烦恼习气给我们带来的苦难，而自己却

没有丝毫觉察。好比嗜好烟酒的人，虽知烟

酒之伤害，却不能戒除，如陷泥泞，终得恶

疾。

 然而，真正佛教所谓的苦，其实要深

刻的多。人，一切对世间的追求，一切的造

作，在佛陀看来，都是徒然的，因为生命必

将逝去，而一切终归幻化。这样的无常，心

若为所系，其苦不可堪！万事万物的变迁不

定，就是所谓的迁流义。一切将如落叶，终

归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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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1、以礼相待；2、信任与尊重；3、照顾

彼此的衣食住行；4、不可嫖赌及外遇；5、

不挥霍。妻子恭敬丈夫也如此。

 在协调近亲家族方面，范围包括兄弟姐

妹，要根据五层关系处理：1、布施所求；2

、爱语和好；3、不欺骗伤害他们；4、利益

他们；5、随喜赞叹。其余的相处之道也如

此。

 阿难达比弟卡经（Anathapindikovada 

Sutta）

 阿难达比弟卡（Anathapindika 的音

译）是一位虔诚的在家修行者，乐于布施，

助人。他年老多病，当舍利弗和阿难尊者知

道他年岁将尽，除了帮他按摩减除痛苦外，

还向他开示如何观照五蕴的无常及苦。他认

识了执着五蕴是贪、嗔、痴、我执、我慢的

祸害后，法喜依奉，因而不再抗拒病痛，感

觉痛苦减少了很多。

 他问舍利弗为何他之前没听过这样的

善法？舍利弗解释世尊过去以为在家居士应

以事业与家庭为重，只为出家人开示五蕴

法。随着社会与国家的进步，众生也得勤奋

生活，大家都须互相关怀包容，才能和谐共

处，因此世尊只对在家人讲《四圣谛》，五

戒十善法。

 阿难达比弟卡反馈了五蕴法对在家居士

的重要。就因为这个经典的法缘，世尊也让

他的弟子向在家人开示五蕴，通过禅修（静

坐），让在家人也能从中摄受心灵的净化，

从而利益社会！

两部经典齐分享
文◎ 志学

 从第一大结集所整理与统一的经典及

戒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世尊所开示的法离

不了无常、苦及无我，其中很多是为出家人

讲的“出世间法”，但也有不少是为在家居

士讲的“世间法”。我们在学习时，应该清

楚经典开示的因缘及对象，细心分析其意义

后，摄受正能量，离苦得乐，积极的生活！

 这 里 ， 我 与 大 家 分 享 两 部 经

典：Sigalovada Sutta 和 Anathapin-

dikovada sutta。

 善生经（Sigalovada Sutta）

 善生（Sigala）的父亲生前教

导他每天早晨清洗后，就要朝六个

方向虔拜。父亲是希望善生有一天能得到

善知识的开导。有一天，善生巧遇世尊，世

尊就向他善巧开示礼拜六方的意义：东方代

表我们的父母，西方代表妻夫儿女，南方代

表师长，北方代表同事朋友，上方代表善知

识，下方代表仆人。每个人若能互动与协调

好自己与这六种代表之间的接触，就能减少

痛苦，生活就会快乐。以下举一个家庭的和

乐为例。

 在协调父母子女关系方面，世尊教导

善生，儿女应从五方面来敬顺父母：1、供

养；2、诚待；3、恭顺；4、不违背；5、牢

记教导。同时指出，父母也应从五方面来善

待儿女：1、提供教育；2、指导好行为；3、

爱护子女；4、关心子女的家庭需求；5、随

时给予子女帮忙。

 在协调夫妻关系方面，丈夫敬待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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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琢不成器”。当然，过程其实有苦说不

出，反应迟钝、不灵活，缓慢无力，控制

不能自如，有时真叫人火冒三丈，继而心

灰意冷，真想放弃。不过，当念头一转，

拉回眼前，不由得自己安慰自己，事实已

摆在眼前，何不往好的方面想：由于手

痛，一切家务都不需要我操劳，饭后连碗

筷也不用洗，只是动口不动手，适时说出

需要也有求必应，简直是享受人生，何其

优哉闲哉。哈哈，苦中作乐，何不做一次

阿Q，聊以自慰？

 反观那些富裕阶层，尤其是聘有女佣

的家庭，大大小小饭来张口，出入有车代

步，光有好手好脚却不知利用，很难想象

大难来时，他们如何过日子！

 世人身处五浊世间，有人的身心感

受都是快乐的吗？有人呀，身处火宅尚且

不知觉察呢，非得火烧到眉毛时才狼狈离

开！

 对于苦或乐，每个人的体会不尽相

同，对应的态度也就各异；但终归都要回

到原点，一切的一切都将会消失，一切的

一切都会因缘和合而重生。

想想大难来时
文◎ 莲华髻

 生活在无忧无虑的日子虽然惬意，

但是一旦遇到突发事件，总是让人措手不

及，惊慌失色。所以如何观待无常义是非

常重要的，因为一切的快乐、安稳都在不

断的变化，平安舒适的日子也不是一成不

变，不是可以永远留住的。

 佛说：诸行皆苦，就是要告诉世人世

上的一切，无论是有情或无情的都会随着

时光的转移而产生变化：有生必有死，有

盛必有衰，因此才有无常是苦的判定。

 在农历新年前，为了更换窗帘布而

从椅子上摔下来，导致右手腕骨裂。由于

事出突然，脑袋一片空白，好像没有了知

觉；但是一回神，痛入心脾的感受让人无

法处之泰然；所幸还能寻求他人的帮助，

把我送到医院急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

心有余悸！

 然而用惯右手的我，现在才明白自

己早已宠坏了左手，要用它来做事情，难

如登天。但是总不能就此让它无所事事，

慢慢地，一天又一天，练习再练习，不成

器的左手终于帮得上忙了，虽然不是很理

想，但也派得上用场，应了一句老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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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

你在做什么？

妈妈，

我在“养水”，

老师说养鱼先

“养水”。

养鱼先养水  
文◎ 释法梁

衲子心迹

 每一个养鱼的人都知道水对于鱼的重

要性，至于重要到什么程度则因人而异。

一个养鱼的专家总结出这样一句话：“养

鱼先养水。”只有好的水质，鱼儿才能健

康成长，才能一代代繁衍，好的水质就是

蕴育鱼群的温床。

 修行人以什么做为修行的温床？一般

的讲法是以戒、定、慧为然。较细的划分

则如下：慧以定为温床，定以戒为温床，

戒以世间的十善
1
为温床，那十善又以什么

为温床？自我反省、自我返照就是十善的

温床。

 更确切地说，戒、定、慧指的是佛

教一整套庞大的修行系统，十善是世间善

法的归类，自我反省、自我返照则是从修

行人所必备的素养上来要求。欠缺了自我

反省、自我返照这二者，学佛人很容易落

入修十善而滞步于十善，修戒而执着于戒

相，修定而沉寂于深定，修慧而得意于狂

慧。

 佛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

其意，是诸佛教”。

 一个懂得常常自我反省的人就会依

善、恶而自我调整，从而做到“诸恶莫

作，众善奉行”；一个常常活在自我返照

的人就会时刻与觉性相应，也只有活在觉

性才能真正做到超越善、恶的相对而达

到“自净其意”。这就是诸佛的教导。

 自我反省、自我返照是学佛人蕴育菩

提种子的温床。

1 十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恶口、不两

舌、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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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idden message in the 
music

 In a small temple in the wilderness, there lived a 
monk who practised the Dharma diligently.

 Once, he wa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a 
Sangha conference. It was a big occasion for him. As 
the location was far away, he had to travel by air. 
This was his first time taking a plane.

 In the cabin, the air stewardesses were busy 
serving passengers and announcements were made over 
the public address system.

 Soon, he felt the plane starting to tilt backwards.

 “The plane must have taken off,” he thought.

 Suddenly, he felt a sharp pain in his ears. 
Without second thoughts, he shut his eyes and started 
chanting “The Great Compassion Mantra” over and 
over again.

 Gradually, the pain subsided. He marveled at 
the power of the Mantra.

 Sitting next to him was a young man who was 
returning to work in the city. Finally, he was able 
to strike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monk after having 
waited for a long time for him to open his eyes.

 After some time, the pilot announced that the 
plane was about to land. The young man passed him 
a sweet and proceeded to open the window lids.

The Great Compassion Mantra
◎ By Venerable Fa Liang 
◎ Translated by Wuxin

 The monk thanked him and popped the sweet 
into his mouth.

 As the plane started to descend, he experienced 
the pain in the ears again. This time, it was so painful 
that he could not chant the Mantra but to humour the 
young man by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with him.

 To his surprise, the pain subsided.

 He realised that the pain could be overcome by 
swallowing his saliva. He proved it by swallowing his 
saliva when his ears were in pain again.

 At this moment, he understood why the young 
man passed him a sweet.

 From then on, he became more diligent in 
chanting “The Great Compassion Mantra”, and with 
great c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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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nd I may adopt the same method of 
practice but the difference is whether one can attain 
certain realisation through the practice. It is like 
anyone with normal hearing can hear the music 
produced by the strings, but it is not easy to appreciate 
the message hidden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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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王铭（三）
讲授◎ 释法梁　

整理◎ 张桂婵

 （六）自在无碍，所作皆成。了本识

心，识心见佛。

 心王自在无碍，万法皆由之而成。明

白这本来具足的心性，就是认识心，见到

佛；也就是惠能大师觉悟后所说的“何其

自性，本来具足”。我们把心王与自性画

上等号。

 （七）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

心，佛心念佛。

 此心王就是“佛”，“佛”指的就

是此心王。念念保持此心王，以此心去念

佛。

 如果能保持在这个觉性里面，就是

在心王的状态里，成佛的根本就是靠这一

点。念念佛心，佛心念佛，保持这个觉

心，就是在念佛了。念佛有念出声音，默

念，还有看着你的念三种。

 （八）欲得早成，戒心自律。净律净

心，心即是佛。

 想要早有成就，得时时自律，保持一

颗自我警惕的心。此心就是“佛”。

 要把活在心王的状态当成是一种戒。

持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喝

酒，不妄语），如果没有在觉的状态里，

就是没有持好心戒。它只是在外相上持。

它的要求是：当外在发生事情，第一步得

先拉回来看自己，这就是“持心戒”，要

把这个习惯当成戒来要求自己，所以，不

是别人错与对，而是你有没有拉回来。没

有拉回来，就犯戒！戒是你有没有活在觉

的状态里面。所以，一个懂得用心的人，

不在于外在的对与错，而是他没有掉进外

在的对与错，表示他把内心照顾得好。这

个要求就是保持自我警惕的心，就是佛、

觉的心。

 （九）除此心王，更无别佛。欲求成

佛，莫染一物。

 除了此心王之外，没有其他的佛。想

要成佛，须先放弃执着。

 要成就佛，一定要回到心王里面。不

要去执着外在的东西。 例如，当眼睛一看

到什么东西就立刻去注视它，整个过程，

少了中间的空隙让你去看清楚，比如，有

有志佛道的修行人，必须从内心下手，自然就离不开

心王跟心所。心王是彼岸，心所是此岸。世间法都是相对的，

当我一拉回来，就发现眼睛，再往内看，就发现到它是

心王跟心所。不要忘记心王跟心所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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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看到水，马上就要喝，但我一看到

水，应该先看一下，这杯水干净吗？这过

程就有差别了。当我们一看到东西，马上

执着，这就没有机会去体会心王。我们要

训练一看到东西，在习惯性的反应之前，

先拉回来，清醒一下，然后决定怎么做，

通过这么样一点一滴的练习，想方设法把

心王给找出来就对了。傅大士讲心王时，

他用种种的方式来表达。

 （十）心性虽空，贪嗔体实。入此法

门，端坐成佛。

 心王体性虽空，贪、嗔却是真实的。

进入此法门，就能成就佛道。

 “心王虽空，贪、嗔却是真实的。”

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心王是空，贪、痴也

是空。

 当烦恼来了，你知道拉回来吗？知

道，而且有那个感觉，这就是佛。你听

了，觉得很高兴，甚至忘我了；且看下

面，你有没有起烦恼、起贪心、起嗔心？

这些都还会生起，这些都是“真实”的。

所以，虽然你成就佛，那也只不过一两

秒钟的佛，连这个都贪，都嗔，证明你

还是一个凡夫，必须老老实实再修，你不

可以骄傲。也许你会觉得奇怪，傅大士说

贪嗔痴是真实的，却又说它是空的，这是

怎么回事？因为这是因缘法。因缘所生

法，佛说即是空，它是无常法，会变化；

因缘法、无常法，都是空性。禅宗对佛的

定位，要求你把觉性找出来。知道什么是

觉，就有机会成佛，六祖惠能大师就是

佛，因为他是一个觉悟的人，佛者觉也！

我们要成佛不会难，女众要成佛不须要到

西方极乐世界女转男身，这一世就可以

了，修行人对这个概念一定要搞清楚。心

王体性虽空，贪嗔却是真实的，进入此法

门，就能成就佛道；不只心王铭这样讲，

很多禅宗祖师也都是，既然我们要学禅

法，很多祖师的语录都能做考据。

 （十一）到彼岸已，得波罗蜜。慕道

之士，自观自心。

 到达彼岸之时，就是圆满波罗蜜。有

志于佛道的修行人，应当自观自心。

 到了彼岸之后，波罗蜜就圆满了，眼

睛往外看，被外在的色尘转，这是此岸，

是苦海，也就是六道轮回；只要一拉回

来，它转不到你，这是彼岸，会难找吗？

眼睛一拉回来，就是活在彼岸了。

 我们讲佛法，可以把它放得很广，

推到三大阿僧祇劫，但是眼睛往外看跟往

内看，此岸跟彼岸就出现了，我们必须这

样理解佛法。有志佛道的修行人，必须从

内心下手，自然就离不开心王跟心所。心

王是彼岸，心所是此岸。难吗？不难。世

间法都是相对的，当我一拉回来，就发现

眼睛，再往内看，就发现到它是心王跟心

所。不要忘记心王跟心所就对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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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塞节是一个神圣的节日，佛教徒在

这一天通过浴佛、点灯、传灯等仪式来庆

祝节日。

 灯给我们带来光明，在没有电灯的

年代，灯尤其珍贵；相对而言，现在点灯

却是举手之劳。所以时代不同，对事物的

看法也不能一成不变。举个例子：佛教鼓

励教徒助印经书，因为印经的功德很大，

所以佛教徒以助印经书来修福报。以前印

刷没有那么发达，经书都用手抄、木雕、

铜雕，后来才有排字印版，所以，要拥有

一部八十四本的大藏经可不容易；相比之

下，现代科技先进，人们想阅读经书，只

要手机上网搜索点击便可以了。所以随着

时间、环境的改变，人们的思维也要相应

地改变。

 灯点亮了，它带来的光明让人们感觉

到安全、安心。在同样的环境如果没有灯

光，到处一片漆黑，由于我们的不习惯，

便会联想到黑暗中种种恐怖的事件，尤其

是恐怖电影看多了心里就越害怕，这跟我

们所接触的事物有关系。反过来讲，如果

脑海里充满了光明的事物，我们就不会感

点灯的功德（一） 

讲授◎ 释法梁　

整理◎ 张桂婵

到害怕。除此之外，天气冷了，点灯还能

带来暖意。所以一盏灯点燃之后，它能够

给我们带来身心的温暖，生活也更方便，

这些都是我们能看到的。点灯的作用当然

还有更多。我们要为自己点灯，也为别人

点灯，因为这是一个利己利人的行为。

 《施灯功德经》提到在佛塔庙前供

佛、供灯、布施灯具的人，临终能得到三

种善境：

 • 先所作福悉皆现前、忆念善法而不

忘失——想起自己过去于诸佛前所作诸善

业。

 通常当一个人临终之际，会浮现很

多景象，如：阎王派牛头马面来捉，这是

华人的讲法；西方国家的文化没有牛头马

面，就没这回事。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再更

深一层想，一个人临终时，平时所接触的

景象就会现前。如果你曾在佛前供灯，临

终时会有善境出现，会想起佛像和过去于

诸佛前所做的种种善业，这时就有平静心

安的感觉，虔诚心同时出现，你就在善境

和平静的状态下离开人间；处在这样状态

下离开人间当然好，这是一种逻辑上的推

理。

 点 灯 带 来 光 明 ， 带 来 安 心 ， 带 来 安 全 ，

使 身 心 感 到 温 暖 ， 给 生 活 带 来 方 便 。 我 们 要 为

自 己 点 灯 ， 也 为 别 人 点 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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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临终时心中生起：“我於佛像塔庙

前，己曾供养。”——当善念升起时，心

生欢喜，由此而思念佛产生信仰的善心。

 第二是喜悦心会生起，这与你去一

个宗教团体或是慈善机构时所抱的心态有

关，你要反问自己：“我为了什么而去”？

当你是出自虔诚心和供养心走进寺庙时，

这些善念就会自然而然生起来。

 • 临终时见他人布施，自己也生起

善念：“我亦曾于佛支提所奉施灯明，我

今亦当复行布施！”——想起布施善业，

而生起行善心；得喜心已，没有死亡的痛

苦，因此便能生起念法（布施）之心。 

 临终时，见到他人布施，自己也生

起善念；想起自己曾行布施，会生起欢喜

心，这样死亡的痛苦就会减低，这是我们

心理上的一种转移，在临终时能够有正面

的心理建设，心就能够处在平静的状态，

把布施这个善法的正能量提起来，这是非

常有力的，这就是布施法的一种心，这三

个境都跟我们平时所做的善法有关系，同

时也会带到梦中来；这些善境如果能在梦

中出现，临终时出现的机会就比较多一

点，因为这跟大脑的活动习惯有关系。这

三个善境在《施灯功德经》里面曾谈到。

除了这三个境之外，还有如下情况：

 临终时出现的四种光明：

 • 日轮圆满涌出

 • 月轮圆满涌出

 • 许多天人坐在一起

 • 见到佛在菩提树下，自己在佛前恭

敬合掌。就如我常听经，就会见到佛陀在

讲经，这些都随着我们的念而转。

 现在谈谈“梦”。梦有白天的梦和

晚上的梦，白天作的梦常被戏称为“白日

梦”，晚上作的梦常跟我们白天所做的事

情有关，就是我们常说的日有所思，夜有

所梦，白天想的越多，夜里所作的梦就会

越多，如果要减少晚上作梦，白天就少胡

思乱想。（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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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小孩的玩具  
文◎ 释法谦

 三岁的小男孩

一手牵着奶奶，

另一手牵着姑姑，

很乖巧、很高兴地走

进佛堂。

 奶 奶 说 这 小 孙

子很特别，不喜欢去

商场买玩具，倒是喜

欢 来 佛 堂 。 见 到 佛

菩萨的圣像会礼拜，见到师父会合掌恭敬

地说“阿弥陀佛”。大人们相互交流寒暄

着，而他会时而盯着、时而绕着圣像自得

其乐，还能呼出圣号。如果得到师父的应

允，他还触摸圣像，更加高兴。

 一 旁 的 居 士 们 都 好 生 羡 慕 ， 称 许

道：“好有佛缘的乖孩子！”

 一会儿，小男孩牵着姑姑的手来到圣

像前，指着其中的一尊要求买下来，要带

回家去。奶奶和姑姑劝说：家里已经有很

多从佛具店买回的圣像了，更何况师父说

佛堂的圣像是不卖的。

    小男孩开始闹

情 绪 ， 不 肯 回 家

了。

  这乖小孩要的

不是一般同龄孩子

的玩具，他的玩具

是“圣像”。是与

佛有缘？还是挣不

脱贪嗔痴烦恼的桎

梏？越乖巧的孩子，越是不受教导，这就

更考较长辈们的提携智慧。

 人长大后，玩具一直再变，不变的

是追求的心。表面上是为各自的人生目

标、憧憬而积极努力，是否时时检视我们

追求的心、是否仍与烦恼心相应？是否能

好好驯服深隐的“内在的乖小孩”，真正

的成熟成长？都值得我们深思。如果明白      

“老来蕃”是常态不是变态，也就参透了          

“因”，对于“内在的乖小孩”还在作祟

的现象，也就不至于大惊小怪了，此其道

理。

缁素心语

如果明白“老来蕃”是

常态不是变态，也就参透了

“因”，对于“内在的乖小孩”

还在作祟的现象，也就不至于

大惊小怪了，此其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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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错，但我不喜欢   
文◎ 释持果

 做事情时，往往会听到有人说：“你

这样做不对。”“错了！应该这样做。”

亲密如夫妻也常会为一点小事而起争执，

搞到感情破裂。人生最常遭受的苦恼莫过

于争论对错，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

的，别人永远是错的。到底什么是对？什

么是错？其实这世间本来就没有对与错，

一般上都是因为对同一件事的观点、想

法、判断角度不一样，就如一个金币，彼

此所看到的不是正面就是背面，如此而

已。人与人之间常为了对与错而起争执，

并陷入苦恼，问题主要来自于彼此都执着

于自己的见解才是对的，而不肯接受别人

的见解。所谓见解，基本上是由个人的经

验认知得来的，固定不变；另一方面因为

我执；再加上自我的欲望，希望别人能听

自己的意见，这就产生对与错了自我见解

的错误思维。

 所以很多时候对错不是问题，而是情

绪的起伏波动，尽管事情本来真的有千百

个对与错，事情一牵动我们的心情，就会

根据自己的好恶习惯，从自己主观的角度

来表达见解，实际上是在宣泄情绪罢了。

所谓的对与错常常是在表现我们的心态，

而不是在表达道理。所以在处理问题时，

如果不能从理性的角度出发，道理时常会

被情绪卡住，争论就没有办法达到圆满。

 情绪的产生从“受”而来，这受就是

我执。当我们面对顺境，就会有乐受，乐

受就容易生起染着的心，而产生贪爱；当

贪爱得不到满足时，就会转变为嗔，这就

是八苦中的求不得苦。碰到逆境，就会有

苦受，苦受就会引发负面的情绪，使人焦

虑、忧愁、悲伤、愤怒等等。当我们喜欢

一件事物时，其实并不是每一分钟都在喜

欢，因为心是无常变化的，有生灭相的，

譬如你送给对方以前曾经想要的礼物，对

方却可能会对你说他已经不喜欢了；这时

候我们只能接受他当前真实的感受，而不

去与他起争执，因为因缘一直在改变，这

样就会减少冲突。衡量对与错要看因缘，

不要根据情绪来处理问题。

 世间有对与错的问题吗？一切都在于

自己的心。每个人出发点不同，考虑的角

度不同，所以也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所

以，根据心情来考虑问题、处理事情，就

会出现对与错的混乱，这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还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难解决。人与

人都以同理心相处，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来

设想，彼此就会有更多的宽容，而不是我

对你错争个输赢，这样什么问题都容易解

决。

 对错很重要吗？世间之事，不可能

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对错是非如何辩得

清楚？重点在于我们如何把握心态，什么

样的心态就决定了什么样的人生。世事无

常，看淡，放下自我，就能够得到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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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for Thought
◎ By Venerable Fa Qing



PAGE 23缁素心语

My Perception of Impermanence  
◎ By Hong Zhi Wei

 Impermanence is the law of Nature and it 
is happening everywhere every moment across 
the whole universe to everything. However 
impermanence can only b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existence. Existence of substance can 
be in solid, liquid, gas or formless states such 
as wave of various frequencies. Impermanence 
does not exist in isolation, if there is no existence 
then impermanence is no longer valid. Since 
impermanence is a fact of life, we should look 
into the root of it from today’s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

 Everything is impermanent. The difference 
lies in the rate of transition and may range from 
split seconds to a longer period in term of years.
For example, a single sound of hammering 
ended in split second after a single intentional 
strike action when 2 parts is colliding with each 
another at certain force. Another example can 
be a glass of water exposed under the sunlight at 
roughly 40 deg C and undergoing the process of 
evaporation. In general the vanishing of water is 
being described as a death or impermanence but 
in fact, it is a transition from water to vapour in 
the air.

 Impermanence does not only apply to 
non-living things but also to living things and the 
formless such as thoughts and sensual pleasure. It 
happens in every moment inside and out of every 
organism.

 In general, impermanence is perceived 
negatively and no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law 
of nature as Impermanence is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to destruction. We should not fall into 
the misconception that impermanence is negative 
instead, we should adopt a neutral stance.

 For example, a current grave yard is 
exhumed to give wa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highway for improvement to a current problem. 
If we were to resist impermanenc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it will hinder the progress as a 
whole.

 Sick people may be hoping for 
impermanence to their sickness and looking 
forward to recovery. To a sick person such 
impermanence is perceived positively. Instead 
of labelling impermanence as either positive or 
negative, it should be perceived as neutral as it 
operates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nature for self-
correction.

 Having said that, when it comes to the loss 
of our loved ones it is indeed a great challenge 
to accept Impermanence and this leads us to 
emotional suffering.

 I praise Siddhartha Gautama Buddha who 
discover the truth of life and share his wisdom of 
the 4 noble truths.

 I Praise the enlightened Buddha with 
profound wisdom preaching. I praise the Dharma 
that enable us to gain wisdom. I praise the Sangha 
who carry on teaching the Dharma.

 And I quote: “No one is able to overturn 
the truth about Impermanence that the Buddha 
taught. Since Impermanence happens in every 
moment, we can only plan for the future, looking 
back from our past memories, and to live every 
moment. Wisdom provides the power to our 
liberation. Before liberation could take place, 
wisdom must be in place.

 A Quote from Dr. Stephen Hawking on 
impermanence: “Even long after our sun has died, 
new stars will be born, some of which will have 
new planets around them made of the same atoms 
that make you and me. What is true is that we 
are only the temporary custodians of the particles 
which we are made of. They will go on to lead 
a future existence in the enormous universe that 
mad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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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参与剃度盛会
文◎ 正愿

 星期六的午后，海印的一位师兄来

电告诉我，明天有出家剃度仪式，问我要

不要去观礼。哗！这可是十分殊胜的仪式

啊！我可从没见过，乐得有此机缘见识，

当然要去。

 2016年2月27日星期天，我提早来到

海印学佛会四楼的殿堂，只见早已坐满了

人，他们都是出家佛友的父母、家眷以及

亲属，还有同事和朋友，有年长者，还有

不少年轻人；此外就是海印的护法师兄。

有的人还携带孩童，或手里抱着婴儿，人

数大约有50人，他们都耐心的静静坐着

等待。家庭关系的和睦，形成强大的凝聚

力，无疑也是成佛的很大助缘，令人看了

都感到鼓舞。

 10点30分，众法师徐徐地步入殿堂。

法宣法师宣告仪式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

段是剃度，第二阶段是受戒，第三段是上

供。随着法器声的响起，大众跟随着法师

们唱颂香赞，接着由法谦法师代表海印僧

众主持剃度仪式，赐予法号；内号“守

明”，取意日夜持明，以觉性的光明相

应，好好的守护着觉性；外号“能宏”，

取意对觉性有了体会，就具备了宏法的能

力，并依此法去度更多众生。法号意义深

重，可见法师的用心良苦。之后，法谦法

师和众法师一起吟诵偈言：“流转三界

中，恩爱不能舍，弃恩入无为，真实报恩

者。”与此同时，能宏法师随着吟诵声，

感谢礼拜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两位长辈

表情凝重，想必百感交集，非笔墨所能形

容。父母含辛茹苦地把子女抚养成人，恩

情恩德难以言说和报答。法师们言简情深

意重，触动了信众的心，不少人悄悄地掏

出纸巾，拂拭眼角的泪水，瞬时殿堂的氛

围增添几许感伤。忏悔文的念诵过后是礼

佛归依，法谦法师接着进行剃发，并诵偈

言：第一刀愿断一切恶，第二刀愿修一切

善，第三刀愿度一切众生。场面肃穆而庄

严，至此剃发仪式正式完成。紧接着是由

法梁法师传授沙弥尼十戒，再授戒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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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法师顶戴受持。受戒功德圆满，殿堂一

片唱颂回向。最后是上供。众法师和亲友

团在喜悦的气氛下一同合照留念。

 整个仪式简单而庄重，令人赞叹！我

十分感谢法宣法师让我有机会参与其盛。

 能宏法师曾在学佛班上课，在法会

上也时常看到他的身影，信众对他并不陌

生。俗话说：“一子出家，九族升天”且

不说出家的无量无边功德利益，出家自有

出家的因缘。出家人能够放下世俗万缘，

舍离家庭、父母和亲友的顾恋，放弃功名

利禄，修道维护法义，过着简朴平淡、只

有木鱼经论相伴的生活，为的是宏扬正

法，利益群生，以度化一切众生为己任，

这是无上的大悲愿心啊！

 在世俗的观念里，孝亲报恩莫过于成

家立业，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等等表现；

佛教的孝亲观则以经论和佛理，劝谕父母

拜佛念经，勤于修行，去恶修善，就是大

孝。出家人应该力求精进于佛法，证得解

脱的善果后，帮助父母及宗亲乃至众生从

轮回苦海中解脱，这样才能报答父母的恩

德，这才是真正的孝顺。

 常言道：僧宝是众生的福田，我们理

应敬僧如敬宝。出家人是宏扬正法的住持

者，是佛法的传播人。让社会大众认识佛

陀的教育，薪火相传，不断地延续佛陀的

慧命。

 愿更多人因学佛而增长智慧、得到启

蒙！十方弟子时时精进！欢喜赞叹！

 愿所有的出家人都能够成就大愿！阿

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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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梁师父，我懂了！
文◎ 心珠

 听了法梁师父的开示后，才晓得布施

与布施波罗蜜有所不同，分别在于布施者

的心态是与烦恼还是与智慧相应，不同心

态所引申出来的结果会有天渊之别。身为

凡夫俗子的我们往往就因为缺少智慧而不

能大有作为。

 《无坚不摧》这本书是法梁师父最新

的著作，主要内容是把难懂的《金刚经》

以最通俗的语言文字呈现，尤其是经中的

精要重点，那正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为了使内容更加活泼有趣，师父从最

简单、最生活化的布施波罗蜜切入主题，

如师父在“序”中所说的：基于希望读者

能看到《金刚经》的可落实性，而不单单

只是停留在其玄妙之理，故而顺着经文中

佛要求菩萨做到“不住色、声、香、味、

触、法布施”这一思路而写了《成就布施

波罗蜜》一文。

 为了要达到“成就布施波罗蜜”，就

必须有正确的方法去实行和落实，循着善

知识的分析、引导，这样除了明白道理，

还可以找到修行的好方法。

 因 为 人 之 所 以 放 不 下 ， 全 在 于 有     

“我”，而要消除这个“我”执，并非一

朝一夕就可做到。人的一生有一定的期

限，面临老、病、死的时候能否有如金刚

般的智慧来断烦恼，就要趁身体还健壮的

时候勤加修持，方能解脱。

 所谓“烦恼”，就是贪、嗔、痴、

慢、疑、不正见这六根本的作祟，从而引

发了色、声、香、味、触、法。如果行布

施时，能保持正知、正念，不生起执着的

心，了知一切的事物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

生，也都会因因缘散而灭，就不会有痛

苦，而且能舍得能放下；根本不必用极端

的手段去压抑，内心自然会警觉，会反

省；那么，要做到施者空，受者空，所施

空也就指日可待了！

 法梁师父，我懂了！ 

PAGE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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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篇浇灌幼苗
文◎ 赵无棉

 《目前》第13期那篇《浇灌幼苗》，

宛如春风吹拂，唤起耕者期盼天雨瓢泼，

滋润新圃嫩绿。我并不清楚作者陈胜文是

否斫轮老手，他用了不到400个字，却已然

凸显笔法的洗练。“笔法”二字在于点出

他娴熟的技巧，确有可供新手师法之处，

并非夸大其词。

 文章使我马上感佩的一句话，就是

开头那句平常话：放工回家，和孩子吃晚

餐。他在饭桌上实施的家庭教育，完全是

不经意的，没有预先想好，如同打蛇随棍

上，孩子把缺点送上来，父亲就把优点的

种子埋入他们心中；孩子不知不觉上了一

课，没有承受一丝学习压力。在学前儿童

的教育“工程”中，这种“见机行事”的

方法，叫做“机会教育”，其效果的持续

性甚至可能绵延终生，不可以等闲视之。

机会经常跳跃在饭桌上，在边吃边谈的一

团和气中，一家人最能交心。

 按照古人的经验总结，“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但是，能够紧抓教育机会的

父母，却可能用较短的树木时光，培育

出“百年”人杰，陈胜文无疑是其中一个

佼佼者。我们来领略他的诱导法。

 6岁和4岁的儿子各自投诉对方坏蛋：

丢玩具互打、站在沙发玩。父亲没动怒，

不责骂，只是问：买玩具给你们反而不开

心？不担心对方跌下来？然后顺着孩子

挑起的话题，父亲交代“功课”：去找寻

对方有哪些值得称赞的地方，自己又做了

哪些不该做的事情，明天打报告。作者笔

锋如此一转，就像戏剧安排了峰回情节，

增添了观赏趣味，既没有“你们要相亲相

爱”之类的训词，更好在全无戾气，小品

文的隽永格调益发洋溢亲和力。作者这种

质朴笔法，也在父亲刨根问底时显露功

力：他问老大自己有没有做错什么事，老

大“一脸傻笑”；这说明了这位居长的小

家伙下意识里已有惭愧的感觉，这个白描

可圈可点呀！我个人以为儿童的愧咎意识

可以累积成羞耻心，道德教育的设计者不

应该忽视这个环节。再者，作者有意无意

把无形的“教鞭”侧向老大一边，好像在

策励他成为老二的表率，一箭双雕，这正

是华族家庭屡试不爽的驭儿良策。

 看来作者已经甘为孺子牛，勤于护

养教育园圃；正如作者在文章收尾指出的  

“点点滴滴浇灌，（幼苗）日后应该能有

茁壮成熟的那一天。”春风化雨啊！

 作者没有一句对白动用开关引号，说

明他无意让人物戏剧化，这使人更觉得他

好像在话家常；小品如此写法反而产生亲

切感。

 不过，也许有些佛友可能觉得，生

动的实例如果也用于诠释佛学，岂不是更

能帮助信徒精进？作者还有空间更上层楼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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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份 
文◎ 祥庭

 大家或许都知道这故事。

 有一天，释迦牟尼佛对着所有弟子讲

经说法，忽然对阿难说：“你拿一个桶，

到前方五里远的一个小村庄，向一个在井

边洗衣服的老妇人，要一桶水回来，记得

态度要客气和善一点。”阿难却失败而

回。世尊就叫舍利弗去，舍利弗成功带了

整桶水回来。世尊开示道：这是前世所造

的因缘，今生今世才有这缘份，真的很神

妙！

 如今很多人都相信缘份，人与人的

相聚真的难以言喻。所谓相见自是有缘，

有缘自会相见。缘来，相见；缘尽，“再

见”。每个人都有他的人生轨迹，人与人

的交往和他们的人生轨迹有关；有的平行

而走永不见面，有的擦身而错过相知，这

叫缘悭一面吧？有缘的人之中，能在一起

相处到老，多幸运！所以说：要珍惜我们

身边的人，哪怕是敌人，他们都是我们人

生的一部分。

 人们相信婚姻更是如此。有些感情如

昙花一现，有些不乐而终，有些战战兢兢

度过一生，有些相爱到白头。道家有说：

各有因缘莫羡仙。

 一见钟情是否还存在？人们总是津

津乐道。如今世道残酷，看重物质，讲究

效率，已把这种感觉放开一边；说好听一

点，十分理智，其实太过现实、冷漠。我

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都还知道我们祖父母那

些世代人，结婚都十分被动，大都凭媒妁

之言，父母做主，却也不见离婚率高；现

代恋爱婚姻自由，离婚率却年年升高。我

以佛家语言来评说，人们已远离我们的真

性情和佛性了。

 以前结婚就是那么简单，配偶都很

单纯，看得合眼就和好。遇到问题时尽量

妥协，即使吵架也很快过去。现代人结婚

前，有的还要先打听配偶底细，用数据掂

量，用物质衡量。有的还要讨论婚后遇到

问题如何处理，好像定合约似的，谈得拢

就结婚，不然拉倒。这类买卖式的婚姻，

夫妻往往非常自我而以离婚告终，见怪不

怪，已经变成常态，真是道德沦丧！

 好些人因此对婚姻有恐惧感，不敢造

次。一个白手奋起的企业家敢闯敢拼，努

力创新，领导潮流，自认天不怕地不怕，

然而谈起婚姻，却显得踌躇不前。他还出

书说：结婚是个大赌注，如开一张空额支

票任人填！

 人们会如此功利，都归咎于太过注重

物质享受，而失去了本性、佛性。

 人与人的相处，尤其是婚姻，也不全

是靠缘份的，还需相关者努力经营。爱是

要时间来培养，需要时间来证明的。这种

相处之道也算是一种修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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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大自然也妄执
文◎ 真柏

 在新加坡，难求好山水，连“自然

美”也大都是人造的。何其可悲！

 像我们这种半修行人，出家参禅又下

不了决心，穿梭红尘又怕不习惯，所以常

寄情山水。可是山水这里哪里找？只能盯

住电脑银屏，当虚为实“游山玩水”，或

在壁纸图景前，蹀躞流连，以示向往！

 山川之气，可以养心。生活在小小都

市里，很难有大气魄；为了不被憋死，新

加坡人爱旅行。增广见闻，也算是一种行

脚吧！

 到西藏，遥望蔚蓝的天空湖水，真是

羡慕，看着看着都可以增加功力！

 到韩国，聆听明月山涧的松涛，真是

羡慕，听着听着都可以增加功力！

 到台湾，呼吸峻岭云里的空气，真是

羡慕，呼吸呼吸都可以增加功力！

 到日本，品尝山泉酿制的豆腐，真是

羡慕，品尝品尝都可以增加功力！

 到印度，沁入万年雪山的清凉，真是

羡慕，沁着沁着都可以增加功力！

 到中国，徜徉烟雨江南的四百八十

寺，真是羡慕，徜徉徜徉都可以增加功

力！

 大自然的美无处不在，可惜我们这里

太少了。本来，我家附近有一片小树林，

但是也被铲平了发展公寓，何其残忍！民

国诗僧八指头陀说：“住山不用买山钱”，

今天可是寸土寸金！

 清风明月虽依旧，抬头却不见青山，

只有刚骨水泥。禅门本来有云：一花一世

界，花黄翠竹皆般若，守着方寸的清净就

够了，但眼看绿意越来越少，喧嚣越来越

多，禁不住苍凉之感，触绪纷来，非常不

爽！

 修行之士需要大自然的加持！伏案斗

室之间，难舒胸怀，叫我到乌节路或哪里

走街，怕人、怕热、怕冷气，非不得已不

去！

 最大的讽刺是，现在你没钱，你哪

里都别想去！所以，放下吧，只能告诉自

己，对大自然的爱也是一种妄执啊。只能

鼓励自己，继续好好工作，好好努力，活

在当下，累积福报，累积智慧，将来因缘

成熟，再将万水千山搬到眼前，六根沐浴

在大自然之中，让阳光松柏、明月山泉洗

涤久积尘埃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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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美好的明天
文◎ 刘衍源

 外藉员工来电说人不舒服，告假一

天。第二天，人没有来，却发简讯给经理

说还是不舒服，并再次强调明天肯定来。

她一再如此，让我们心中起疑。这种以明

天来敷衍塞责，不惜背上欺骗罪名的员

工，到头来难免因小失大。

 时常听到大家说减肥，说什么这个

不可以吃，那个吃多会发胖，可是看到满

桌的美食好味，很多人还是受不了诱惑，

忘了刚讲的话，而改口说先吃了再打算，

明天减肥也不迟。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吃欲

望，众生抛弃了减肥意志，明天成了惯用

的藉口。

 明天让人变成模棱两可的词汇，变成

是非选择题。明天这个概念，象征未来；

明这个字折开来就是“日”和“月”，意

味着我们要迎接的将是太阳和月亮，一刚

一柔皆光明，这又可以用来比喻光明磊落

而又温和的表现，那你就不怕明天的结果

无从知晓，你就可以很期待明天的到来；

即使明天有太多的未知敌人伺机在暗处，

你也悍然摩拳擦掌，天一破晓就预备冲刺

搏斗。这样的人生难道不比用明天作借口

搞欺骗好得多？

 也许你没有机会看到明天，病危的人

更希望明天能活过来，绝望的人期盼明天

出现奇迹，永不言败的人不会担心明天；

不用说，人们都希望明天会更好，有一首

歌就这样唱道：“你可知道希望在明天，

明天并非路万千，只要过了今夜，它就到

眼前。”

 明天的精神代表乐观，代表进取，

展示光明的一面、美好的愿景，所散发的

无穷正能量，让我们以更积极、更豁达和

更有智慧的心态去迎接这样的新日子。反

观前面提到的那两类人，他们竟然利用    

“明天”为口实，成全自欺欺人的行为、

替怠惰懒散的性格自圆其说，这不是辜负

了“明天”吗？他们虽非十恶不赦，但是

以小见大，我们就应该防微杜渐，所以不

但不要让明天捆绑住你，还要洋溢着活

力，使负能量变成闪烁发亮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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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佛岂能止于企望
文◎ 何国强

 今晚指导静坐时，法谦法师提起二十

多年前，她还未出家，与友人在乌敏岛一

起学习佛教。最近那位友人身体不适，就

想起当年所学的方法，重新加以应用，渐

渐把身体调适过来。

 这也使我联想起二十年前，初接触佛

法，约了朋友带了小孩一道去乌敏岛拜见

法师。当时还以为岛上居住环境恶劣，食

水卫生也必然缺乏，所以带了几瓶矿泉水

去供养法师，向往佛教之心可见一二。

 接受顶礼后，法师向我们开示，虽然

只有简短的十五分钟，但内容宏瞻，我还

记得其中提到“执着”，并以某人物对自

己的理念坚持不懈的精神为例，说这种精

神是学佛人应具有的。

 回家后，忙于生活与家庭，把“开

示”都抛出九霄云外，直至近年深感生命

苦短，初心又回来了，於是参加了这“入

门”班。

 在报名基础学佛班之前，我觉得是时

候挪出时间好好钻研了，但又好像有很多

事放不下，其实都是在给自己找借口，迟

迟未能踏出第一步，再次不给自己机会。

这都是当时的拉杂想法，已经是一年前的

事了。

 追悔莫及的情绪耿耿于怀，竟然刺激

了我灵光一闪，猛然想起：“吾尝终日而

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吾尝企而望矣，

不如登高之博也。”这句格言就像警钟似

的，把我敲醒！还能拖拖沓沓蹉跎下去

吗？

也谈无常
文◎ 恒毅

 一对曾经非常相爱的夫妻，经不起岁

月的考验，感情最终变质了。妻子非常执

着于过去十多年的感情，无法接受转变。

她开始埋怨他人对她不好，嫉妒他人所拥

有的，贪恋过去，嗔恨不顺，陷入苦海的

深渊，不能自拔。强烈的我执，把她重重

束缚了。

 如此浑浑噩噩地度过5年，直到有一

次，她才在佛法里发现她为何痛苦的答

案：无常。这个名词对她而言其实不陌

生，可是她从没好好了解它的真实意义，

一旦了解了，她开始学习面对现实，并学

习放下“我”，把自己从桎梏中释放。

与“无常”共处后，她的思想变得成熟

了，她渐渐明白世间的人、事、物，没有

恒常不变的道理，这就更珍惜当下自己所

拥有的。现在的她，就算无常再次到来，

也不会那么容易受到伤害了。

 当自己一切顺利时，希望她要居安思

危，常念无常；再遇到困难时，才会毅然

接受、面对、放下，继续往前走。

 人，只有当无常降临时，才知道自己

到底学到了多少，修行有多好，所以平时

要多注意。

 因为苦过，了解人生是苦的，所以要

在学佛时，寻求解脱的道路。因为曾和苦

难抗战，了解生命是如此的珍贵，才会珍

惜人生的每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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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文嚼字不能学佛
文◎ 曹素斌

 一次偶然路过，被海印学佛会的巨

大宣传海报所吸引，这就是缘吧。接着下

来，触动我学佛的因就是我读到这样一段

话：“我们人的一生就像在荒郊野外一间

灯火通明的屋子，在漆黑的冬夜，一只燕

子从前面的窗口飞进屋子，又从后面窗口

飞走。从冷冷黑暗中来到冰冰黑暗中去。

如果宗教能让这只燕子在屋子停留的时候

感到快乐，那为什么不去学习或去信仰

呢。”都是因缘巧合，我在海印学佛会学

习了。以前听说佛教博大精深，不易理

解。我的体会却迥异：更多听到的是误解

或曲解。

 去年学完基础学佛课程单元一，对佛

教有了一些基本了解，对佛教的形成、发

展、传播有了一个轮廓认识。佛教从刚开

始口口相传，到后来的经文集结；从梵文

立书到汉语翻译，从古汉语版的经律论到

现代汉语讲经说法，几千年流转，佛法对

普通大众却越来越难懂。我想当初佛祖菩

提树下悟道，应该会用最浅显易懂的字词

语句来阐明人生的意义，但随着时代的推

进，地域的变迁，加上语文媒介的发展，

时至今日，单单从字面去理解佛法变得很

难，和我们日常的口语简直是南辕北辙，

这不是叫普通大众感到不易亲近吗？每个

人都朗朗上口的佛语莫过于“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这两个句子的个别字很浅，

组成句子可就难理解了。如此看来，学佛

好像要从咬文嚼字开始，还要明白个别字

在佛教里的含义，才能懂得句子，方能理

解佛法。只有正确理解佛法才能走在解脱

路上，打开成佛之门。

 四圣谛之苦谛。苦，苦字如何理解

呢？《新华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

（1）味道似黄连或胆汁；（2）感觉不舒

服或痛苦；（3）艰难；（4）尽力地，有

耐心地；（5）使受苦。

 基础学佛课程单元一第九课，是这

样描述苦谛：人生是痛苦的，烦恼是普遍

存在的。从生理上的生老病死之苦，到精

神上的贪嗔痴。只有接受人生是痛苦的事

实，方能找出解除痛苦的方法。

 佛法中的苦同现代汉语词典中所说

的苦是基本上一样的，不难理解；难理解

的是人生都是苦的，那我们活着还有意义

吗？继续学下去吧，佛法慢慢都有解释。

 色即是空，色字如何理解？《新华现

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1）颜色，由物

体发射，反射的光通过视觉产生的现象；

（2）神色，脸色；（3）情景；（4）种

类，比如各色人等；（5）物品所含的成

色，指质量；（6）妇女的容貌；（7）情

色。

 佛法中的色是指五蕴的色蕴，色蕴是

指看得见，摸得着，能感受到的东西，也

就是平时所说的物质。

 我们口语中常常说的美色、好色，绝

不是佛法中的色蕴之色；查阅现代汉语词

典也不能完全理解五蕴色蕴之色。色相一

词，佛教指万物的形状和外貌，现在口语

则多指妇女的体态容貌。学佛看到色字，

不可眉飞色舞，更不能做好色之徒；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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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颜悦色，遇到人生苦楚，也不要色如

土灰。

 空即是色，空怎样理解？《新华现代

汉语词典》这样解释：（1）里面没有内容

或没有东西，不切实际；（2）天；（3）

毫无结果，白白地；（4）没有。

 佛法讲，世间万物皆为空。我们所熟知

的四大皆空，地、水、火、风，也都是空。

让我们难明白的是有些存在也是“空”。

 今年是猴年，美猴王孙悟空人人皆

知；但是悟空，悟空，空是要靠悟的，从

字面看，无法理解。

 其实学佛不能靠咬文嚼字，更不能靠

背诵经典，修行才是最重要。

一剑双雕
文◎ 禅明

 一剑双雕

 是剑非箭

 高人用剑

 凡夫用箭

 一字之别

 成语不全

 可怜双雕

 剑箭皆双

 拉回眼前

 收剑放箭

 悲智双雕

 如如不动

 空中无箭

 心中无剑

 双雕再现

 海阔天空

华语基础学佛班20-2 & 21-1届

英语基础学佛班9th intake

华语成长学佛班

日期：10/9/2016（星期六）

时间：6.30pm - 9.30pm

地点：海印学佛会1楼大菩提岩

中秋
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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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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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心吟

s

s 法师宣读疏文。

卫塞节花絮  
图◎ 影音部

s 浴佛。

传供。

净凡夫心 心本自在
浴自性佛 佛自现前

s传供。

花絮心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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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灌沐诸如来，
净智庄严功德海，
五浊众生离尘垢，
同证如来净法身。

花絮心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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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化生活分委会
Buddhistic LifestyLe suB-committee

分委会主席/辅导法师	 释法荣	
Sub-Committee Chairperson/   Shi Fa Rong
Departmental Mentor Venerable 

福利部 Welfare Department (内容：结缘、关怀)

斋戒放生部 Precepts & Liberation Department 
(内容：三皈五戒、八关斋戒、放生	) 

康乐部 Recreation Department (内容：康乐活动)

佛事部 Buddhist Rituals Service Department 
(内容：佛事经忏)

审计委员会		Audit committee

主席 释法宣	
Chairman Shi Fa Xuan

委员 陈佩儿	 林鸿荣	
Members Tan Pui Yee Lim Hong Joong

 黄柳枝
	 Ng Liew Kee

 项目与服务管理委员会（管委会）
ProgrAm &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主席 释法宣	 副主席 释法荣	
Chairman Shi Fa Xuan Vice-Chairman Shi Fa Rong

办公室 释法宣	 委员 释法源	
Office Shi Fa Xuan Member Shi Fa Yuan
(内容：出版、网站、公关和柜台服务）

         支援服务分委会
       service suPPort suB-committee

分委会主席	 释法源	
Sub-Committee Chairperson   Shi Fa Yuan

辅导法师  释法荣 
Departmental Mentor Venerable Shi Fa Rong

香灯部 Buddhist Prayers Department (内容：共修、法会)

影音部 Audio & Visual Department (内容：录像、摄影)

辅导法师  释法源	
Departmental Mentor Venerable  Shi Fa Yuan 

大寮部 Culinary Department (内容：膳食) 

义卖部 Charity Sales Department (内容：义卖)

环境美化部 Environment Beautification Department
(内容：环境美化)

后勤部 Logistics Department (内容：物流、建筑管理、后勤运作) 

佛法教育分委会
educAtionAL ProgrAm suB-committee

分委会主席/辅导法师	 释法宣	
Sub-Committee Chairperson/   Shi Fa Xuan
Departmental Mentor Venerable

成人教育部 Adult Education Department 
(内容：学佛课程、世学课程、佛理开示、禅修)

少儿教育部 Children and Youth Education Department 
(内容：儿童班、少年班)

海印组织表  (2016-2018) 
sAgArAmudrA Buddhist society 
orgAnizAtion chArt

第十八届理事会委员
18th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会务顾问	 许文远先生	基础建设统筹部长兼交通部长	
Society’s Affair Advisor   Mr Khaw Boon Wan
 Coordinating Minister for Infrastructure and 
 Minister for Transport

宗教顾问	 达摩拉达那长老	
Religious Advisor Venerable Dr B Dhammaratana Thera

顾问 法木梁法师
Advisor	 Venerable Fa Liang

顾问 杨国梁先生
Advisor	 Mr Yong Kwet Leong

会长	 释法谦	 	
President Shi Fa Qian

第一副会长	 释法荣	
First Vice-President Shi Fa Rong

第二副会长	 释法尊	
Second Vice-President  Shi Fa Zun

秘书	 释法庆	 	
Honorary Secretary Shi Fa Qing

副秘书 张桂婵	
Asst. Honorary Secretary Cheong Kwai Sim

财政	 陈彩莲
Honorary Treasurer Tan Chai Lian

副财政	 释法宣	
Assistant Treasurer Shi Fa Xuan

委员 林振成		
Members Lim Chin Seng 
 
 林宝丹	
	 Janet Lim Poh Thung

5 Lorong 29 Geylang Singapore 388060 
Tel: 6746 7582 www.sagaramudra.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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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信箱 
答复◎ 释法源

翻译◎ Yeo Hwee Tiong

问：对于身处顺境，不知苦滋味的

人，如何让他们接受与“苦”

 有关的教导？

Q：For those who live in 
favourable conditions and 
are not exposed to sufferings, 
how do we impart to them the 
teachings relating to suffering?

 佛陀教导我们要认识无常，在我们日

常的生活中，世间一切的人、事、物都离不

开无常变化。这个无常变化的特性是逼迫性

和不自主性的。

 首先观察我们的身体，它无时无刻都

在无常变化中，我们的肉身最终将会面对

老化、生病和死亡。为了让生命延续，我们

每天都必须饮食、大小便、工作、休息、运

动、睡觉等等。这个不断无常变化的身体，

让我们感受到逼迫和不自主，这是身体的

苦。

 再来观察我们的心，这也是在苦的范

围之内。我们内心的情绪、感受、念也是无

时无刻都在无常变化中，虽然在顺境时让我

们称心如意，但是，当面对逆境或遭受打击

时，负面的情绪、感受、念会不知不觉的生

起而使心灵蒙上痛苦。

 人的生命时时刻刻都面对无常变化，

不会永远处在顺境中，所以当我们面对逆境

的冲击时，应该“拉回眼前”，保持冷静的

心理状态，深入分析逆境的来龙去脉，寻求

突破和化解逆境的方法，尽力减低逆境所

带来的破坏和打击，让我们的心智经过磨炼

后，会更成熟而不断的壮大成长。

 The Buddha taught us to recognise 
impermanence. This impermanence relates to our 
daily lives. Everything around us is subject to the law 
of impermanence. The characteristic of impermanence 
is that it is imposed upon us and we have little control 
over it.

 When we observe our body, it is subject to old 
age, sickness and death. We need to eat and drink, 
pass motion, work, rest, exercise, sleep etc in order 
to maintain our body. We feel helpless and has little 
control over it. This is the suffering relating to our 
body.

 If we observe our mind, it is also subject to 
mental suffering. Our moods, feelings and thoughts are 
constantly subject to change. Even though favourable 
environment makes us happy and contented, adverse 
situations or setbacks will eventually set in and result 
in negative emotions and feelings which will cause us 
to suffer.

 Our life is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favorable 
conditions will not last forever. When we are faced 
with an unfavorable condition, we should focus our 
attention on the present moment and calm our mind. 
This will allow us to objectively analyze the situation 
and seek a breakthrough to resolve our problems. In this 
way, we minimize the damage caused by the problem. 
In addition, we can use this as a form of mental training 
so t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to mature 
mentally through the process.

花絮心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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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香糙米奶   

Sesame Brown Rice Milk
指导◎ 黄其铫

糙米奶的做法极简单，营养成分却非常广

泛，而且很容易吸收，老少咸宜。每天清晨

来一杯热腾腾的新鲜糙米奶，就不用担心早

餐营养有所不足了。如想加料添味，可以蒸

熟的红豆、黑豆、核桃或杏仁跟芝麻交替使

用，糙米奶就更是香气四溢，新鲜感十足！

[食材] 

 糙米饭（经已煮熟）200克，芝麻（经已

炒香）1汤匙，糖蜜粉（切薄片）20克，水

800毫升。

[做法] 

 将以上所有材料混合煮开，搅碎致细

滑，即可上桌。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Sesame Brown Rice 
Milk is simple, highly nutritious and can be 
easily digestible which is suitable for both young 
and old. We can consume one glass of warm 
and fresh Brown Rice milk every morning as a 
nutritious breakfast. In place of sesame, we can 
also use steamed red beans, black beans, walnuts, 
or almonds as desired to have a more fragrant, 
refreshing and satisfying taste.

[Ingredients]
 Cooked brown rice 200g, Sesame (toasted) 1 
tbs, Molasses powder 20g, Water 800ml. 

[Method]
 Mix all ingredients, bring to boil, blend until 
smooth and serve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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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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截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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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ce Loo & Family

Eddie Lee & Family

佘树财合家
包爱明合家
吕孙强合家

吕宇斌合家

吕淑真合家

周佳颖

彭丽云合家

彭哲源

彭如意

曾丽萍

李宗凤合家

李诚嘉合家

杨家伟合家

林雅佳

楊合兴合家

江德志

洪丽芬

熊建如合家

熊彩婷合家

熊彩晶合家

王树安合家

王淑卿

简浣好合家

罗天桥合家

蔡玉丽

詹传英

许友维合家

许子浩

邹爱萍合家

释法育

鍾素蕊合家

陈思颖

陈惜莲

陈柏汛

陈汉炎

陈淑兰

陈玥吟

陈鹏羽

颜惠玲

颜水财

魏亚华

魏可维

魏蓓心

黄檥萳合家

黄荣鸣

回向 

故 黄衍朝

故 林美妹 

故 彭宗文

故 彭观喜 

故 曾金裕 

故 林亚香

故 林赛金

故 林龙眼

故 熊兆瑾

故 蔡发金

故 鍾蕙英

故 黄后厅

故 黄桂香

故 黄秀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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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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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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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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7.30pm —9.00pm
地 点 : 海印学佛会4楼千佛殿

随缘开示

法华法师 

2016年10月22日

法相缘起法性空，性空缘起果报

现；万法因缘而得生，唯有顺因

就缘成；随缘开示即此拟，今用

已用后亦用；往来莫须忧拟题。

修心略谈

法源法师 

2016年09月24日
我们的身体和语言的表现，

依据心态的变化，保持健康

的心态，身体和语言的表现

才能改善。

星期六

共修

《普劝坐禅仪》浅释

法音法师 

2016年10月15日

坐禅的意义和实践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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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 四 7.30pm - 9.30pm

08/0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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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3th-1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2

持果法师 Ven. Chi Guo     
23/08/16 – 27/12/16

第3-2期学佛成长课程

(华语)单元8
3rd-2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Ch) - Module 8

法梁法师 Ven. Fa Liang     
23/08/16 – 27/12/16

第6期学佛成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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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23/08/16 – 27/12/16

第10届基础学佛课程

(英语)单元4
10th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Eng) - Module 4

法尊法师 Ven. Fa Zun    
23/08/16 – 27/12/16

第2期学佛成长课程

(英语)单元1
2nd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Eng) - Module 1

法庆法师 Ven. Fa Qing     
23/08/16 – 27/12/16

第23-2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1
23th-2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1

法宣法师 Ven. Fa Xuan     
19/08/16 – 23/12/16

第4期学佛成长课程(华语)单元6
4th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Ch) - Module 6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19/08/16 – 23/12/16

第3-1期学佛成长课程(华语)

单元8
3rd-1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Ch) – Module 8

法梁法师 Ven. Fa Liang
26/08/16 – 3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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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th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Eng) - Module 2

法尊法师 Ven. Fa Zun     
24/08/16 – 28/12/16

第22-1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4
22nd-1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4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24/08/16 – 28/12/16

第1届学佛进阶课程

(华语)单元8
1st Intake Dharma Discussion 
Course (Ch) - Module 8

法梁法师 Ven. Fa Liang     
24/08/16 – 28/12/16

第21-2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5
21st-2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5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25/08/16 – 2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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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25/08/16 – 29/12/16

第1期学佛成长课程(英语)单元6
1st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Eng) - Module 6

法庆法师 Ven. Fa Qing     
25/08/16 – 2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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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八十八佛大忏悔文(四加行) 
Prostration to 88 Buddhas

2.00pm - 3.30pm   
11,18,25/09,  09,16,23,30/10

一日禅修 One Day Retreat

法师 Venerable 
8.30am - 5.00pm 
11/09/16,  0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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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10.00am - 12.00noon 
25/09/16,  23/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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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9/16,  16/10/16

老人院／儿童院服务 
Community & Welfare Service

福利部 General Welfare 
9.30am - 12.00noon 
0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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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16

佛理开示  Dharma Talk

7.30pm - 9.00pm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修心略谈 24/09/16

法音法师 Ven. Fa Yin 
《普劝坐禅仪》浅释 
15/10/16

法华法师 Ven. Fa Hua 
随缘开示 2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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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 Venerable
Sat 24/09/16 8.00am — 
Sun 25/09/16 8.00am

第22-2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3
22nd-2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3

法音法师 Ven. Fa Yin 
7.00pm - 9.00pm    
21/08/16 – 25/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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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7.00pm - 8.30pm  
02/10/16 – 11/12/16

静坐入门(英语)
Introduction to Meditation (Eng)

法庆法师 Ven. Fa Qing   
7.00pm - 8.30pm  
02/10/16 – 1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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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9/16, 02/10/16

Sat 六  Sun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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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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2016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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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供八功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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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事
供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