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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解读：四法印之涅盘寂灭印

近乎抽象的眼睛表示“正念”；

随缘弘化度众生表示空（涅盘寂

灭）。整体构图所要表达的是：

活在“正念”的状态而不执着地

随缘度众生。

“目前”解读：
是旧时禅门用语，与“觉”、  
“正念”、“眼前”、“当下” 
义同。“目”是眼睛，“前”是
前面；通过眼睛的下垂对当前的
色身、感受、烦恼、妄念保持在
了知觉醒的心理状态，处在此了
知觉醒的心理状态就能够把色、
声、香、味、触、法所给予的干
扰降到最低，从而达到透视它们
的目的，这就是“目前”的意义
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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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印之
   涅盘寂灭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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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四法则印证该方法或

理论是否佛法，故称之四法印。

简而言之，一切物、事、人离不开无

常法，这就是诸行无常印；

因离不开无常之逼迫故而佛说苦，

这就是诸行皆苦印；虽说苦，

却于其中无有一个真实的个体，

皆是因缘和合之法，

这就是诸法无我印；虽说无我，

众生却又离不开言语、

概念来理解无我，于是又说了

离言绝句的涅盘寂灭之法，

这就是涅盘寂灭印。

 涅盘是“死后”

才能到达的很高境界，

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就

能体会到的一种不执着

的心境，要如何才能达

到？

 本期文稿，虽知 

“言语道断，心行处

灭”，在不可思、不

可议之处，但勉强说

来，其重点仍在强调       

“因”的修持，水一

到，渠即成，那是自然

达到“果”的境地，勉

强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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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盘寂灭印

 涅盘寂灭指的是解脱者所处的内心解

脱之状态，是修行的成果。

 此中有渐入、顿入二者。渐入思维修

者，即是思维（动念）无常、苦、无我，

从而放下对外在物、事、人的执着，放下

对内在感受、情绪、念的执着，再而安住

觉性，体会此觉性在没有执着的情况之下

的涅盘寂灭。顿入直观者，直探觉性，安

住觉性；内外直观（不动念）一切物、

事、人、感受、情绪、念皆如梦、幻、

泡、影、露、电，如水中月、镜中花，不

为之所转，然后安住觉性，体会此觉性在

没有执着的情况之下的涅盘寂灭。

 “拉回眼前”，体会涅盘寂灭印的

超越性：它不是常或无常，而是超越了常

与无常的真常。它不是苦或乐，而是超越

了苦与乐的极乐。经中说的‘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即是

此理；只有超越了生、灭二者才是寂灭之

乐。此乐不在语言、文字、概念之中，就

如禅门所说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因为一进入语言、文字、概念就与涅盘寂

灭相悖。这就是超越性，我们的觉性具备

此超越性。

 “活在眼前”，体会涅盘寂灭印的延

续性，也就是当什么都放到完了，都不执

着之后那是什么状态？就只剩下“觉”。

这里所要延续的是我们的觉性，觉性能够

延续，你就是觉者，就是一个觉悟的人，

它同时也是超越性的延续，这就是延续

性。

 “运用眼前”，体会涅盘寂灭印的

灵活性，也就是不受“我”、“法”二者

所拘，任运自在，可收可放。收能低放能

高，收能离放能合，收能柔放能刚，收能

静放能动，这是灵活性。

 “回归眼前”，体会涅盘寂灭印的承

担性，也就是珍惜眼前的觉性，坦然的面

对死亡，平常的面对生活，慈悲的面对众

生，这是承担性；承担诸法本来如此，涅

盘寂灭之相。

涅盘寂灭指的是解脱者所处的

内心解脱之状态，是修行的成果。

此中有渐入、顿入二者，都安住觉性，体会此觉性

在没有执着的情况之下的涅盘寂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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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r Dharma Seals – The Seal of 
“Nirvana is Absolute Serenity”
◎ By Venerable Fa Liang    
◎ Translated by Wu Xin

The Seal of “Nirvana is Absolute Serenity”
 
 Absolute serenity of nirvana refers to the state of mind of 
someone who has achieved liberation. It is the fruit of cultivation 
of a practitioner.

 There are two ways of cultivation to achieve realisation 
– the gradual way and the sudden way. Those practising the 
gradual way of cultivation is let go their attachment to objects, 
events and people as well as the attachment to their feelings, 
emotions and thoughts by contemplating (i.e. gene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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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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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ar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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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Nibbana a very high 
state which one can only 
attain after “death”? Or 
can we experience a state 
of non-attachment in our 
daily lives? How do we 
attain it?

In this issue, although we 
know “Once expounded 
in words, what’s in the 
mind vanishes”, where 
it is unfathomable and 
undiscernible, the focus 
is still on cultivating 
the “cause”, when water 
flows, a channel is 
formed, the state of the 
“effect” will be attained 
naturally and cannot be 
for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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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impermanence, suffering and no-
self; and in so doing rest in their innate awareness, 
and experience its absolute serenity of nirvana 
without attachments. Those practising the 
sudden way go direct for their innate awareness 
and rest in it. They do so by observing (without 
the generation of thoughts) that all objects, 
events and people as well as all feelings, emotions 
and thoughts are just like dreams, illusions, 
bubbles, shadows, dews, electricity, the reflection 
of the moon in the water and the mirror image of 
a flower without being influenced by them, and 
experience absolute serenity of nirvana of the 
innate awareness with no attachments.

 By “focusing on the Present”, one gets to 
experien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cendence 
of the seal of “nirvana is absolute serenity”. 
It is neither impermanence nor permanence, 
but the true permanence that transcends both. 
It is neither suffering nor joyfulness, but the 
ultimate bliss that transcends both. As depicted 
in the scripture, “All creations are impermanent 
and follows the law of arising and vanishing. 
From the cessation of arising and vanishing, 
the bliss of absolute serenity ensues. The bliss 
of absolute serenity is possible only with the 
transcendence of arising and vanishing, and it 
cannot be described by written or spoken words, 
or expressed in concepts. Thus there is a saying 
in the Chan School, “Once expounded in words, 
what’s in the mind vanishes.” This is because the 
use of written or spoken words, or expression 

Absolute serenity of nirvana refers to the state of mind of someone 
who has achieved liberation. It is the fruit of cultivation of a practitioner. 
There are two ways of cultivation to achieve realization – the gradual 

way and the sudden way,  and in doing so rest in their innate awareness, 
and experience its absolute serenity of nirvana without attachments.

in concepts, is incongruous with the absolute 
serenity of nirvana. This 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cendence which our innate awareness 
possesses.

 By “living in the Present”, one gets to 
experien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petuation of 
the seal of “nirvana is absolute serenity”. This is 
the state of having no attachments after letting 
go of everything. The only thing that remains is 
“awareness”. Here, what we need to perpetuate 
is our innate awareness and become an awaken 
person. In addition, this kind of perpetuation is 
transcending perpetuation.

 By “applying the Present”, one gets to 
experien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exibility of 
the seal of “nirvana is absolute serenity”. It is the 
ability to be free both internally and eternally, 
without being bound by either “self” or “dharm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exibility is represented 
by the abilities to be high or low, separated or 
merged, hard or soft, and still or lively.

 By “returning to the Present”, one gets to 
experien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sibleness 
of the seal of “nirvana is absolute serenity”. It is 
to cherish our existing innate awareness, take 
the occurrence of death in stride, deal with life 
with equanimity, and treat others with loving-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This way of taking 
responsibility of all matters is a true reflection of 
the form of “nirvana is absolute sere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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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的梦 

文◎ 释法谦

不受时空的约束，

不仰仗他力的加持，

“自依止、法依止，莫异依止。”

觉性本具，不假外求，

所谓倒驾慈航，庄严国土，

成熟众生，都能在心中

点滴成就。

 大年初二，她穿着美丽可爱的小公主

装去拜年。但，不管怎么哄、怎么骗，小

公主就是紧抱着爸爸不肯下来，这和平时

活泼好动的她完全不同。

 最终还是外婆找出原因，她说：“明

年不要把她打扮成小公主了！”她不知道

小公主要如何反应，只能羞答答地躲在爸

爸怀抱里。她虽然常在临睡前听妈妈讲小

公主的故事，一旦穿上小公主的衣服，大

人见了都昵称她小公主时，她反应不过来

也是必然的，她毕竟只有3岁。一时之间

失去“身份的认同”，迷惑叫她如何适从

呢？

 有时当梦想成真时，面对梦想的境

界又一无所知，反而又陷入另一种迷失。

小公主的梦和极乐世界的梦同理，如果我

们平时就不知道解脱的状态，不曾体会念

和烦恼的干扰会产生束缚的感觉，只是一

味等待临终时西方三圣来接引。试想，     

“疑”念一起：万一三圣没来怎么办？来

的是否真的三圣又如何肯定？要去的极乐

世界，只是在经典中读过，到了又如何确

定？一大串的未知数！

 不如换一个稳当的做法：用平常心。

就如经典中的比喻，如树一直往西倾斜，

最终倒下，那就是就是西方了！常常回到

觉性，保持清清楚楚知道的能力，佛者觉

也，那就是常与西方三圣为伴了。平时，

能做到不受念和烦恼的束缚，此即“心

净”的感觉，“心净则国土净”，就是常

处在唯心净土的极乐世界中。

 不受时空的约束，不仰仗他力的加

持，“自依止、法依止，莫异依止。”觉

性本具，不假外求，所谓倒驾慈航，庄严

国土成熟众生，都能在心中点滴成就。

 人生如梦，能透视一切梦幻不实，才

能真正的把执着放舍，回归眼前，这就是

极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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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 place when we are there? There are many 
unknown!

 We can adopt a more definite approach, 
with equanimity. As described in the scriptures, if 
a tree is always leaning towards the west and when 
it falls, it will land in the west! If we constantly 
bring ourselves back to mindful awareness, 
the ability to clearly aware, the Buddha is the 
enlightened one, then the Trinity of Western 
Paradise will be our constant companions. In our 
daily lives, if we are able to remain unfettered 

by thoughts and afflictions, this is the state of a 
“pure mind”, “having a pure mind we will have a 
pure land”, then we are constantly residing in the 
Pureland of the Western Paradise.

 Not limited by time and space and not 
reliant on external blessings, “Self-reliance, 
Dharma-reliance, no reliance on others.” We 
have awareness within ourselves and do not need 
to seek it externally. Bodhisattvas steer the ship 
of compassion back to the mundane world (to 
enlighten other beings), to dignify the world and 
lead beings to maturity, this can be accomplished 
in our minds moment by moment.

 Life is like a dream, only when we are able 
to perceive that dreams are illusions and baseless 
will we truly be able to let go of our attachments, 
come back to the present moment and this is the 
Pureland of the Western Paradise.

The Princess’ dream
◎ By Venerable Fa Qian

◎ Translated by To Kuo Ling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she wore her pretty princess dress for visits, 
but despite the coaxing and sweet-talking, the 
little girl hung on tightly to her father, totally 
different from her usual lively and vivacious self.

 Eventually her grandma figured out why, 
“Don’t dress her as a princess next year!” The little 
girl does not know how to behave as a princess, 
and she can just shyly hide in her daddy’s arms. 
Although her mummy tells her bedtime stories of 
princesses, once she is dressed like one, and when 

the adults call her a little princess, it is natural for 
a girl of 3 years old to not know how to react. At 
that moment she “lost her identity” and she was 
confused.

 Sometimes when our dreams come true, 
but we are completely ignorant of that state that 
we dreamt of, contrarily we will sink into another 
state of confusion. The little princess’ dream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Pureland. If we do not 
know the state of liberation in our daily lives, 
if we have never experienced a feeling of being 
fettered by our thoughts and troubles, we are just 
idly waiting for the Trinity of Western Paradise 
to receive us. Food for thought: if “doubt” arises, 
what if the Trinity of Western Paradise didn’t 
come to receive us? How can we be sure that the 
ones that come are really the Trinity of Western 
Paradise? We only read about the Pureland in 
the scriptures, how can we confirm that is the 

Not limited by time and space and not reliant on external blessings, 
“Self-reliance, Dharma-reliance, no reliance on others.” We have 
awareness within ourselves and do not need to seek it externally. 

Bodhisattvas steer the ship of compassion back to the mundane world 
(to enlighten other beings), to dignify the world and lead beings to maturity, 

this can be accomplished in our minds moment by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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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心灵除病根   
文◎ 释持果

 在电梯遇到一个学生，怎么瘦了？

只是半年没有见到他，心里突然有一种不

祥的预感，于是问：“为什么这样瘦？” 

“没有问题。”“来参加排毒课程？”    

“是。我不是贪生怕死，我怕病，医药费

太贵了！”现代人因为工作忙碌，压力很

大，饮食的时间不定，睡眠也不好，还没

有老，身体就垮了。为了身体健康，不少

人参与排毒课程。

 人为什么会中毒？除了环境的污染危

害健康，我们的内心也会受病毒入侵。身

心是一体的，所谓排毒，除了排生理上的

毒之外，还有心理上的毒。每个人身体都

有毒，《摩诃止观》卷5
1
说：“四大是身

病。三毒是心病”。

 贪、嗔、痴三毒影响我们的身心的健

康，烦恼根源于无明。如佛所言：“无明

之所覆，爱结之所系”。贪是由‘爱’生

起的。由于贪爱，求不得苦而嗔，这些烦

恼产生了负能量，如愤怒，忧郁，烦躁，

抑郁等，压迫情绪，久了就会累积成毒

素，吞噬内心，影响健康，产生病痛。佛

教医病的重点是治心病，心里有三毒，如

果能够消灭内心的贪嗔痴，疾病自然会减

轻。

 贪欲是由于贪心，欲望没有止境。

贪嗔痴导致不良行为和生活习惯。外界的

引诱太大，使我们不能好好守护根门，比

如，美食在眼前，眼睛看到了，鼻子嗅到

了，想不吃都难。无法控制自己，这就造

业了。所谓惑业苦，身心就不安稳。《法

句经》卷2〈道行品28〉
2
：“贪淫致老，嗔

恚致病，愚痴致死，除三得道。”

 《大智度论》卷22〈序品1〉
3
：“佛

如医王，法如良药，僧如瞻病人。我当清

净持戒、正忆念。”佛经中常把佛比喻为

大医王，把众生所受的苦比喻为病，尤其

是指“心病”。佛能知一切病因，而施法

药治疗众生的贪、嗔、痴，断除病源。

 四念处在经典中是一乘道，是解脱烦

恼唯一的道路，是治疗心病的最好解药。

深入实修四念处，就可以度忧悲苦恼，洗

涤内心的污垢；心净身就清净，疾病就难

侵入。

1 T46, p. 49, b8-9

2 T04, p. 569, b10-11

3 T25, p. 224, a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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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盘寂静   
文◎ 李德钊

 古时有个庞居士，家财万贯，佛友

们屡劝他用来做好事，譬如布施贫苦或供

养三宝。然而庞居士却有另外想法，他竟

然将所聚金银，一箩箩沉入江中！还说：  

“好事？好事不如无事！”

 这个典故就有一点“涅盘寂静”的味

道。当我们问及某人某事如何时，听到这

样的回答：“无消息，便是好消息！”，

也该深得个中三昧。

 在生活中，人们时常说：“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意涵近乎“既无生，便无

灭。”不动这个念，就不会去做这件事，

故事就不会发展下去，内心便得以平静。

 然而，涅盘寂静也可以是另一种体

会，那就是任万法生灭，而内心不增不

减。很多时候在人生的抉择路口，是不能

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的，而

是要有承担的勇气，为众生去开拓一个更

好的局面。此时此刻，如何能自求涅盘寂

静？

 所以胸怀大志者，有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

路”之胸襟，八风吹不

动的定力，在茫茫业

海中，乘风破浪，心

中闪着智慧之光，这

亦是另一种值得向往

的风景。

 对大多数人来说，云淡风轻的境界不

是想见马上就出现的，多多少少，那是一

段段转烦恼为菩提的过程。今天想不开，

明天释怀了，那也是挺叫人赞的！

 从某种高度审视人生，内心容易趋向

涅盘寂静。佛陀给我们提供很多不同的、

具有高度的视角，譬如诸行无常、诸法无

我、诸受是苦，乃至发菩提心。从这些高

点俯视人生，一切稍纵即逝，刹那亦永

恒；我们也就无需哀叹人生苦短，可以逆

来顺受。

 刹那即永恒，用洪荒之力去做好每

一件事情，去历练自己的灵魂，这何尝不

是一种涅盘寂静。一心一意去做一件事，

入无我无人之境；譬如夜间起稿，书之写

之，不知东方之即白，此亦为寂静之美。

 此刻，正当美国大选落幕，特朗普   

(川普)黑马当选，全球人心浮躁，忧多

喜少，一夜之间带动股市起落。我于电脑

前，一边指间快速按压键盘，一

边聆听邻处电视传来世间浮

沉的消息，一切是多么

靠近，又仿佛那么遥

远，我心中自有追

求，这也可算涅盘

寂静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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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的东西，就越买越多，又不问自己是

否需要；有时还会“怕输”多买回家囤

积，结果期限过了不能食用！虽说都是

生活琐事，却成为一面明镜，让我反躬

自省！不是吗？凡夫都有“占有”或 

“拥有”的欲念，未能时时保持觉性去

处理事情，譬如穿过不用的衣服，为何

不交给收集废物者，让有需要的人穿

用？自己看过的书报，为何不舍得出

让？自己已有的、未用尽的东西，为何

还买呢？这不是给自己增添烦恼吗？真

正是作茧自缚，自讨没趣！

 若说涅盘即烦恼的止息，我与大家

一起共勉：时时保持觉知与精进，让我

们生活在“涅盘”的平静与喜悦中！

谁制造了烦恼？
文◎ 志学

 我 们 每 天 都 忙 忙 碌 碌 ， 除 了 要 处

理种种人际与工作问题，还要料理繁琐

的家务。每当年尾，我们习惯搞个大扫

除，除旧迎新，环境为之焕然，让自己

舒心，感受异常的乐趣！

 但 是 每 当 年 尾 ， 我 的 心 理 总 有 一

种不痛快的感觉！看着眼前乱七八糟的

居所，旧衣服堆积的衣橱，还有那些旧

书刊……想到又要费时间及精力去收拾

打扫，马上起烦恼！开始收拾时，精力

还很充沛；继而身心都疲累了，嗔恨心

就随即生起！此时，若有谁来干扰或多

嘴，我会禁不住大声责问“没有看见我

在忙吗？”识趣者马上避开则已，否之

两方可能起口角，没来由增添烦恼！

 这回我学“乖”了！当我感到烦燥

时，即刻反问自己：这些垃圾是谁的“杰

作”？是谁囤积的？迎来的是“无言的

结局”：是自己！我到底是个凡夫呀，

时时在放纵自己：每当收到书信及帐单

时，看完处理后又不马上丢弃；用完

的物品又不马上放回原处；看到自己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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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字

从来就没有人念

“对”。

大错特错  

文◎ 释法梁

衲子心迹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事

实上，“对”和“错”是相对的概念。一

般上的理解，符合法律、戒律、条规、伦

理、逻辑、常理的就是“对”，违反的就

是“错”。有了“对”与“错”，人与人

之间的相处就有了依据，也就能够和平相

处，这也正是“对”与“错”的价值。此

层面的“对”与“错”，基本特性是对错

分明。

 但是，当我们只是停留在这个对错分

明的认知，这其实是智慧的停滞，因为我

们并没看清“对”与“错”的定位出于人

为，人会因为地域、文化、信仰、时代等

因素，定位的尺度、角度便会有所不同。

因此，“对”与“错”不是绝对的，而是

会随着外在的因缘而调整。这一层面的认

知才是超越“对”与“错”。

 超越“对”与“错”是认知上的提

升，但却不会因而模糊了“对”与“错”，

甚至否定了对错分明的价值。所以在超

越“对”与“错”时，必须避免陷入误

区，以下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眼前禅修前，给前来禅修的学生传递

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讯息：在禅堂内静坐、

出静、经行等的动作都由引磬声来控制；

在听到木鱼声时，却无需有任何的动作，

只要求自己注意着念而不是掉进念之中胡

思乱想。

 禅修开始了，学生都照着之前所要求

的去做。直到静坐后，学生在做肢体按摩

时，我敲了敲木鱼，有部分的学生站了起

来，准备经行，当意识到不是所有的人都

站了起来时，某些人又坐了回去……。

 下一轮，同样的在静坐后，禅修者在

做肢体按摩时，我又敲了敲木鱼，这次有

几位学生还是站了起来。

 禅修结束，学生问起其中的对错。我

反问学生，有学生回答：“没有对错，都

可以。”

 我回答：“不是这样。因为已经讲清

楚木鱼声是唤醒胡思乱想的心，只有听到

引磬声才需要动作；因此，听到木鱼声就

站起来是错的，连续两次都站起来是一错

再错，错了两次还不知道自己错是大错特

错。”

错

 已经讲清楚木鱼声是唤醒胡思乱想的心，只有听到引磬声

才需要动作；因此，听到木鱼声就站起来是错的，连续两次都

站起来是一错再错，错了两次还不知道自己错是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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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王铭（五）
讲授◎ 释法梁　

整理◎ 张桂婵

 (十六)身心性妙，用无能改。是故智

者，放心自在。

 身、心体性玄妙，能为我等所用，却

又不会改变。明此理的智者也因此能放心

自在。

 身心体性为什么玄妙呢？当体验到心

王之后，你会住在觉性里，就能够灵活起

来，对外的反应，刚开始时会比较慢，因

为在学习中，经过练习之后，你会发现不

管你多快，心王都是在的。我们活在世间

都不自由，因为它是苦海，但我们可以寻

求内心的自由；当你能够活在心王里，得

到心的自由，佛教称之为自在。

 (十七)莫言心王，空无体性。能使色

身，作邪作正。

 莫言心王是空，没有体性，事实上他

能够动色身做邪做正，所以当你活在心王

里，不要造恶，造恶就是魔。所以有没有

跟烦恼相应，要很注意。

 (十八)非有非无，隐显不定。心性虽

空，能凡能圣。

 心王不入有无，它隐、显不定。心性

虽空，却能使人成凡成圣。

 心 王 不 在 “ 有 ” 里 面 谈 ， 也 不 在    

“无”里面谈，它可以收在里面，也可以

显现在外面，它是不定的；心王虽然空，

可是成佛、成魔、成凡、成圣就是靠心

王。从义理上看，这显得有点矛盾。说心

王虽然是空，却能凡能圣，这是因为空了

才能够凡能够圣。可是真正来讲，“空”

不是没有，如果我们把“虽”字去掉，体

性空，还能凡能圣，说明空不是没有。我

们讲人空不空？空！既然“空”，为什么

又有六道轮回？事实上，空和六道轮回是

没有矛盾的，因为因缘所生法就是空，可

是唯物思想的人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一点，

因为他认为空就是没有，他就一直活在 

“有”里面，而不是活在因缘法里面，所

以，他不懂空是什么，一讲到空，就自然

而然的进入没有，这与根深蒂固的思想很

有关系，也因为这根深蒂固的思想，当他

要讲空是“有”，却又讲不出来，这是很

自然的一种心理反应思维模式。唯物思

想，从“有”跟“没有”的角度来看一切

事物，而不是根据因缘法来了解空。佛教

是另一种逻辑，因缘所生法即是空，所以

必须要接受这样的思想，才知道什么是  

“空”。如果不接受“因缘所生法即是

空和六道轮回是没有矛盾的，因为因缘所生法

就是空，可是唯物思想的人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一点，

因为他认为空就是没有，他就一直活在

“有”里面，而不是活在因缘法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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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这一套逻辑，就不知道所谓的空性，

所谓的解脱。

 (十九)是故相劝，好生防慎。刹那造

作，还复漂沉。

 刹那间的造作，也会令人漂沉于生死

海之中。

 所以奉劝大家必须谨慎防备，不然就

会在苦海里面轮回。不要跟烦恼相应，打

坐的时候，掉进念里面，就必须拉回来。

 (二十)清净心智，如世黄金。般若法

藏，尽在身心。

 清净的心智，这个心王就好像黄金

般，非常的珍贵；整个般若智慧都要往内

去找。心王在身体里面，所以般若也是我

们的根本智，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他的

定义。

 (二十一)无为法宝，非浅非深。诸佛

菩萨，了此本心。

 “无为”是佛教的一个名词，儒家

与道家对这个词有各自的解释。佛教是从

印度传到中国，“无为”在早期是涅盘的

意思，后来佛教有了自己的名词，当涅盘

这字眼出现，就把“无为”用在另一个地

方。空这个法宝非浅非深，非大非小，非

苦非乐。当我们讲到空，就是要超越相

对；又因为非苦非乐，所以我们称之为极

乐，就多了一个词。是真的还是假的？本

来它就不是真也不是假，可是，这样子又

担心我们会乱，所以就说，这是真的，这

叫真空。“不是真也不是假”，那是什

么？事实上它不是真也不是假，这个空是

超越了相对，就是它本来面目，你不要再

加一个名词下去，加会使它有局限，会把

它套住。它的名词已经是够多了，真如、

佛性、如来藏、本性、本心、自性、涅

盘、解脱、佛、如来、明行足、善逝、世

间解、佛、十号，名称很多。现在谈谈超

越，它不是深，也不是浅，非难非易，我

们不能够从难的角度或是从易的角度来谈

它；好像我们讲要涅盘，是难还是容易？

我们要解脱，是难还是容易？就看你愿意

花多少时间去研究，你相信这个法能够令

你解脱，你一天花21个小时去研究在里

面，你敢说难吗？问题是你愿意花21个

小时吗？连睡觉都愿意放弃？所以这是你

的选择。你觉得21个小时不太可能，因

为花了，精神就不好，那效果也肯定不会

很好，你就有很多想法，很多理由，去说

服自己要解脱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你就

会发现难与容易，对跟错，一直卡在我们

的概念里。真正来讲涅盘，就是解脱了，

可是这个时候你解脱了，下一分钟有什么

东西还会勾引你，那个时候，你又再轮回

了。所以，一时成佛、一时解脱，不会太

难，要做到绵密，就不容易，那需要时

间，时间用得多，就早一点成佛，如果你

不期望早一点成佛就修菩萨道，这跟你的

解脱种性有关系，有些人的解脱种性很

强，不顾一切就是要解脱。有些人的解脱

种性不那么强，像谁？像我们大家！包括

我！如果我的解脱种性强，在泰国就不回

来了，就要在那里修行解脱；种性不强，

就退下来修善法，开始弘扬佛法，差别就

在这里。

 (二十二)有缘遇者，非去来今。

 有缘的话就会遇到。不在于过去、未

来或现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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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功德？功德有浅、深二意。浅

意是指世间的善行，深意是指出世间的解

脱行。

 当你点灯给别人带来光明、安心和

生活上的方便，这些都是世间的善行。深

意指的是出世间的解脱行，深意的点灯在

《苏悉地羯啰经卷下》提到五种供养；     

（一）涂香（持戒）、（二）花鬘（布

施）、（三）烧香（精进）、（四）饮食

（禅定）、（五）燃灯（智慧）、（六）

净水（忍辱）、即是六波罗蜜供养。

 • 涂香：身上涂一种粉，可以避免被

昆虫咬，它也可以用来供养出家人。涂香

也代表持戒，一个人持戒就会有戒香，这

从他的戒行上表现出来。如持不妄语戒，

持得好，对口业就掌握得好，他所说的话

一诺千金，这就是戒语。

 • 花鬘：即是供养花，庄严道场，也

就是布施波罗蜜。

 • 烧香：烧香有提神的作用，早期的

印度文化，佛教烧香、烧火碳时，把琥珀

放在上面有驱蚊的作用。香一点燃就不会

熄灭，这代表精进波罗蜜。

点灯的功德（三） 

讲授◎ 释法梁　

整理◎ 张桂婵

 • 饮食：譬喻禅定波罗蜜。

 • 燃灯：譬喻智慧。

 • 净水：譬喻忍辱，水能够与其他东

西融合在一起，它不会排斥，这是水的特

性，这就是忍辱。当你以一杯水来供佛

时，这杯水带给你什么启示？供佛不是一

种例常的工作，它必须有内涵，供养水、

灯和供养香时，心态要平静，整个过程必

须从容不迫，不可以急，因为你一急，就

会燥，所以心要冷静下来，要稳下来，对

每个动作都要清清楚楚，以达到供佛的要

求。我们供水、供灯和供香，表达法一定

要清楚，灯是智慧和光明的表征，我们为

自己点灯，也为别人点灯，也就是说，用

智慧来供养自己，同时供养别人，有这样

的观想，那点灯的功德就会慢慢出现，它

已经不局限于外在的灯，更在于提醒你怎

么累积智慧，而且必须做到不着相，而你

的内心却清楚知道点灯是代表光明和智

慧，并以这智慧供养自己和所有的人。

 什么是智慧？冷静的观察（止）和深

入的思考（观）的结果就是智慧。

灯 是 智 慧 和 光 明 的 表 征 ， 我 们 为 自 己 点 灯 ，

也 为 别 人 点 灯 ， 也 就 是 说 ， 用 智 慧 来

供 养 自 己 ， 同 时 供 养 别 人 ， 有 这 样 的 观 想 ，

那 点 灯 的 功 德 就 会 慢 慢 出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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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就是正念，观就是正知，两者都

具备就是智慧。那么，是什么东西障碍了

我们，令我们不能冷静的观察和深入的思

考呢？或者问：为什么我们会没有智慧？

追根究底就是贪、嗔、痴造成的。所以不

贪、不嗔、不痴就是开智慧的条件。

 例如：

 我喜欢帮助别人，这使我高兴，助人

为快乐之本嘛。但是高兴也是一种贪。

 追求帮助别人之后的快乐没有错，但

也不一定是对。“没有错”，因为快乐是

行善的动力。

 “不一定是对”，因为快乐并不是唯

一的结果，有时候并不快乐，甚至可能是

痛苦；比如说，帮错人、越帮越忙、想帮

帮不了等等造因。

 我们是怎样来看这问题的？助人为

快乐之本是没有错，这鼓励你去修善，关

键在于当你帮助了别人之后，自己不一定

会快乐，因为有时是帮错忙，变成越帮越

忙，或是要帮却帮不上而造成心理上的痛

苦。所以必须学习布施波罗蜜，这包括思

考这一环节，没有思考，所学的法便会停

顿下来，这就是精进波罗蜜的重要性。修

法如果欠缺了精进波罗蜜，都不会有成

就，这是一种精益求精的习惯，要能够做

到举一反三。当你学习之后，还要思考、

自我检讨、请教别人，慢慢才能够沉淀出

一个结果。学佛的人要不断开发智慧，智

慧一停下来，就是一个卡点，这个卡点就

跟“我执”和“法执”相应，就是六道轮

回，所以必须不断要求自我提升；在这过

程中，精进波罗蜜是非常重要而且不可或

缺的。智慧是从冷静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

而来，冷静观察是从“拉回眼前”而来，

拉回来之后就能很清楚的看到自己，然后

进入冷静思考，所以我们要教的静坐课，

就是要让你习惯拉回来，之后再进一步作

出反应和深入思考，这些反应和思考都必

须建立在“拉回来”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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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lly, we only observe the 
happening of events, but are unable 
to realise through them the laws of 
impermanence, causes and conditions, 
and emptiness.

 A kitten died in the courtyard.

 A lay follower wanted to know what should 
be done.

 The Zen master replied, “Let it find peace 
back to the earth. Bury it.”

 The follower wrapped the kitten with a piece 
of cloth and brought it outside carrying a hoe.

 The master pointed to the Bodhi Tree and 
said, “Bury it under the tree. Let it realise the law 
of impermanence.”

 The follower said, “But it is a cat!”

 The master said, “You are not a c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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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Convert Stones into Gold
◎ By Venerable Fa Liang 
◎ Translated by Wuxin

 What is meant by discerning a principle 
from events that have happened?

 The death of a cat is an event. To realise 
the law of impermanence through this event is an 
example of discerning a principle from an event. 
Generally, we only observe the happening of 
events, but are unable to realise through them the 
laws of impermanence, causes and conditions, and 
emptiness. A cat cannot experience realisation, but 
a human being can.

衲子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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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地扫心地  
文◎ 释法谦

 今天轮到值日，

又 再 挣 扎 要 提 早 去

吗？每回总是有一位

比我们早到的师兄，

把禅堂打扫干净，还

排好坐垫。可是，万

一那位师兄没来，值

日生又没一人守时，

到时同学们陆陆续续

地进来，就很难打扫了。为此事，心中纠

结了很久。

 这回，决定学以致用：扫地扫心地。

既然是值日生，理当提早到。推开禅堂的

门，一如既往，禅堂已经清净、庄严了，

外面的地不用扫，这时要扫的是内在的心

地了。

 “有人帮忙反而不开心？帮忙的人

抢了我的功德？”眨眼放下这些与贪、嗔

烦恼相应的情绪和念头，回到觉知的心。  

“既然你要做，就整个学期发心到底，班

长就不用安排值日生，我们也不用特意早

到而又落空。”眨眼放下这些与放逸和埋

怨烦恼相应的情绪和念头，回到觉知的

心。用心往内“扫”，眨眼放下，不再执

着那些负面情绪和念头，回到觉知的心。

 师 父 明 知

有 此 事 ， 不 反

应，其实何必反

应。小事就被考

倒 ， 大 事 怎 么

办？

 有 人 打

扫 ， 感 谢 的 心

生起来，就在清净庄严的禅堂安下心来打

坐，多了打坐用功的难得时段，不亦乐

乎？

 不是我要扫地，也不是非扫不可，否

则任何的“障碍”都会挑起我们的情绪和

念头。紧要的是，因缘条件具足之下来扫

地：有人完成了，我赞叹；无人做，我来

做，完成了也不沾沾自喜；万一有人在，

不方便打扫，我就延后才扫。

 如果遇到扫把断了，一阵风吹来，灰

飞尘扬，有人穿鞋踏进来：错失者只是掉

进执着，认为倒霉、前功尽弃；留心者，

则因无常因缘变化的冲击，有所“悟”。

 别把简单的扫地当作例行公事，更不

应该因此助长我们的烦恼心。值日考验我

们的责任心、承担性、灵活性；更把我们

内和外一并都扫了，又一次完成了“扫地

波罗蜜”。

缁素心语

别把简单的扫地当作例行公事，

更不应该因此助长我们的烦恼心。

值日考验我们的责任心、承担性、

灵活性；更把我们内和

外一并都扫了，又一次完成了

“扫地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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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钱贴在脸上  
文◎ 释持果

	 人的一生就是跟“我”扯上关系，没

办法脱离。因为有我，就希望突出自我，

因而迷失，因而引起困惑和烦恼。人都有

虚荣的本性，希望自己被尊重、被赞扬，

贪爱别人的恭维；为了获得别人对自己的

重视，为了弥补自己的欠缺，膨胀自己的

虚荣心，满足自尊的需要，就借用外在

的、表面的物质来掩盖自己的缺憾。如果

过分虚荣，就会盲目与人攀比，“死要面

子活受罪”！因为喜欢站在高处，可是自

己又没有足够能力，于是脸皮拉不下来，

就造成困扰。所以佛法常说“知足常乐”，

生活简单就是幸福，如果不把自己挂在高

处，就有阶梯可以让我们走下来。

 生活中，财色名食睡这五欲常对人诱

惑，尤其是钱财、权力、名位更是一般人

热衷追求的东西。为了获取别人的仰慕和

赞美，就有意吹嘘自己，来引起别人的注

意，就一直将钱往脸上贴，如此这般，求

得内心的满足。另一方面，所谓钱不可外

露，最后被骗了，还抱怨别人为什么这么

没有道德。

 人为什么要把钱贴在脸上？缺乏自

信，自卑感又重，为了弥补自己心里的空

虚和不安，反而更焦虑，更追逐外物和表

面的荣耀，希望缩小自己与别人的差距。

我们说人死还要面子，凡事都要比较，结

果使自己堕入紧张不堪的生活中！

 佛法所说的“慢”，就是高傲、虚荣

的心理，这种心理使人对自我产生错误的

认知，动不动就拿自己和别人比较而轻蔑

别人，这就是执着有“我”及“我所”造

成的恶果！

 佛法的教导是要让每一个人看清楚自

己的真实面目，反省自己，守护根门，通

过内心的净化，认识自己，接纳自己，从

茫茫人生中把自己找回来，跟自己和好。

肤浅的炫耀展现不出内敛的修养，反而暴

露自己的弱点。我们不可能成为别人，我

们只能做回自己，才能找到自信，才能从

生活中解放自己，找到平静的人生。佛法

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任何现

象都是众多因缘和合而生，无自性。只有

通过因缘观，我们才能在生活中找到真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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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春联迎丁酉  
文◎ 释法梁

 鸡年（丁酉年）将于20 1 7年2月来

临，特以“鸡公”发祥作吟春联迎接。上

联是下联的铺垫，意在引出海印为“眼前

禅修”而设计的“鱼子语”（木鱼声）。

一般禅修者都会在过程中掉入念，并纠缠

于念而不自知，这如同梦中人不知自己在

做梦。若从此“动念而不自知”的角度来

定位梦，则任何时候动念而不自知，那就

是“梦”，即便是张大双眼。

 横联“回头是岸”，原为“苦海无

边，回头是岸”，上句以苦海来比喻三界

六道的无边无际，犹如沉没于大海而难有

出离之时。下句的“岸”则比喻超越生死

的解脱境界。“回头是岸”喻意指向内返

照，安住在觉性之中即是解脱的岸。

横联

下联 上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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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for Thought
◎ By Venerable Fa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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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讲常听的俚语俗谚，通达易懂；这

也让我们看到他饱于人情世故的一面。其

实，他也注重文采，他以“独上高楼，望

尽天涯路”比喻“胸襟”，就是一个生动

例子。

 作为一则寓言来谈，一个片面识佛的

信徒割舍家财，以求无事的态度，也可能

出于害怕自己布施的对象并非善类，好事

岂不是变坏事？笔者如此换位思考，其实

也和作者的“另一种体会”相吻合，那就

是“任万法生灭，而内心不增不减。”他

要点拨的箴言是：万事并非都避之则吉，

一个人该担当时，就应该挺身而出，为众

生开拓更好的局面。笔者想，这是李德钊

在给积极的佛教徒补充一个定义。他在第

15期的《目前》就曾指出：“具备‘诸法

无我’的智慧，能让我们的生命更从容，

更美丽。”“你会更懂得包容，更懂得珍

惜，更愿意去做好的改变！”“你将打开

你的慧眼，更愿意释放自己的能量，光照

大千世界！”

 讲得多好！他真是一位深得三昧的居

士！

深得三昧的居士
文◎ 赵无棉

 长期阅读海印的季刊，从《水月》到

《目前》，几位撰稿的居士都令笔者我景

慕至今，其中一位就是李德钊。这回老编

优待，让我及早欣赏了他的妙文《涅盘寂

静》，果然又分享了禅意，十分快意！

 作者先是简洁突出了庞居士的“怪

癖”，意似要写一宗“悬案”，立刻扣紧

读者的心弦。文章以这种方式“开宗明

义”，的确独具匠心。

 万贯家财不拿来布施或供佛，宁可倾

入江中，付诸东流；庞居士如此视慈善如

残羹厨余，还美其言“好事不如无事”，

作者却品味出有点“涅盘寂静”的禅

味，“悬案”变成“玄案”！读者里头不

免有人掉入沉思中；当然，也可能有人顿

悟。

 作者补充解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无消息便是好消息”，就是“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如此一层层剖开，终于迸出

意涵：“既无生，便无灭。”继而用大白

话开示：“不动这个念，就不会去做这件

事，故事就不会发展下去，内心便得以平

静。”这时候，先前百思不解的读者会  

“啊”的一声，得到了悟的喜悦！

 悟禅不能靠咬文嚼字呀，因为容易

钻入牛角尖；要用佛心去领略，才能悟出 

“似是而非”的光景，原来内蕴竟是“似

非而是”！李德钊就是游刃于是非之间解

禅释道，既高深又不失浅显，可以让雅俗

共赏，所以我赞他的《涅盘寂静》为“妙

文”。正如我上面所引述的，他善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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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硬说对方是鬼，自己难道不也曾经

是鬼？（如果真的碰到鬼，最惨的结果就是

跟他一样！）

 • 佛经里说过，除自己内心之外，外

在没有魔鬼。

 我这里申明，不是说世界没有鬼，而是

说对鬼的疑虑、对鬼的恐惧、对鬼的敌视、

对鬼的排斥实在不是一种平等心，更不是一

种平常心。说“天下无鬼”，是要扫除这种

二元对立的心态，扫除一些佛子对鬼的挂

碍！

 超度内心的鬼，比超度外在的鬼重要。

然而，当你真正的有慈悲心超度外在鬼，那

你当下也超度了内在的鬼。有的人，生活在

鬼界之中，内心却充满光明，一丝黑影也没

有；有的人周围都是佛菩萨像，内心却鬼影

憧憧，我们难道不应该好好思考其中关键

吗？

 内心的平静和安稳才是佛陀所指的月亮

啊，本末倒置，有无纠结，差之毫厘，失之

千里。由此，我说：“天下无鬼！”“天下

无妖！”“天下无怪！”，但是我也想

劝你不要执此一端，而傻傻的认为世界

上都是好人，因为人比鬼更可怕，哈哈

哈！

天下无鬼
文◎ 松下老道

 最近，手机捉妖的风气很

盛。据说，如果要追溯这些妖

怪的原型，可以追到日本古代

种种的鬼故事。在古代的扶桑

国，这些灵界的众生还有严格的分

型，什么是鬼，什么是妖，什么是

怪，比中国的《聊斋志异》有过之而无

不及。

 我小时候看电视，便十分迷恋捉妖的威

风，常常幻想自己是超人、武林高手或深山

道士，降伏林林种种的妖魔鬼怪。这些幻想

充斥五光十色的打斗，既是一种浪漫主义，

也是一种英雄主义；哈！都是我执！

 一直到我接触佛法，六道轮回，天、饿

鬼、修罗、地狱等概念，让我的幻想得以延

伸，生生不灭，简直是变本加厉！

 但是，这些概念影响我的修行很多年，

使我疑神疑鬼很多年，不得平静。当你看不

见，但脑子里认定其有的时候，实在不是一

件很健康的事。

 所以，后来经反省，我对自己提

出“天下无鬼”的观念，才逐步从妄

念之中解脱。这个总结不离佛法，原

因如下：

 • 内心的疑虑才是鬼，外在的

鬼不是鬼。（看不到的是鬼，看到

了，就当他是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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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则

 在每个月的水忏法会上，七楼禅堂总会

铺上地毯和排上椅子，好让年纪较长人士坐

着颂经。往往会看到白发苍苍的老菩萨，拎

着雨伞当拐杖，拖着沉重的步伐在禅堂内走

动，不为他事，只为诵经。

 在一次水忏法会上，无意间坐在一个老

菩萨旁，看见她神情凝重、专注的以手指在

经书上指着，可是她所指的字往往和赞颂的

经文不符，我就义无旁贷指正她，她向我微

微点头表谢意。

 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她又指错行

了。原来这位老菩萨很有智慧，因为法师颂

经都是四个字一句，很少六七个字一起念。

只要根据法师的声音来指经文，很少会出

错，不过由于翻经书的速度较慢，这才造成

脱节现象。

 在休息时间，我问她为什么不认识

字还要拿经书，她那沧桑、慈

祥的脸上露出淡淡的愁绪，

说她那个年代还很封建，

都认为女子无才便是

德，哪有机会读书。现

在有机会拿经书，虽不

识字，也希望下一世有

机缘遇到佛时，能看懂经

文。

 佛法无处不在，无论是人、

事、物，处处都会有人在为众生说

法，即使看不懂经文也无碍。

佛法无边
文◎ 心如

 第一则

 农历七月，不少信众在海印的法会上，

为往生的亲人超度。

 有一对母女，打从我开始在海印活动时

就认识。女儿一见面就表明她不是佛教徒，

她是陪妈妈到寺院来。她那种趾高气扬、不

可一世的态度，让人不敢恭维。所有在柜台

帮忙的朋友都对她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算算至今也有七八年了，偶尔见面她总

是微微笑点点头，态度明显有很大的改变。

每次她总是陪着妈妈来，应该是一个非常孝

顺的女儿吧！当妈妈在诵经时，她总是静静

坐在较远的一个角落，有时半闭双眼，不知

是在养神还是全神贯注聆听。

 在今年的法会上，无意中又看见陪妈妈

来的她，手拈三支香朝释迦牟尼佛礼拜，口

中还念念有词，眼神是那么笃定，神态是那

么虔诚。

 我想佛陀有知，一定会如

她所愿。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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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失明一小时
文◎ 刘衍源

 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囱，这扇窗一旦损

坏，你的世界不再有色彩，眼前尽是黑暗，

你生活在摸索中，你还会绽放笑容吗？

 10月1日，我们一行人在几位师父带领

下，来到义安理工学院的Dialogue in the 

dark，体验了一个非同凡响的黑暗之旅。

 工院负责人简略介绍了行程及要注意的

事项，她要大家把手表及反光的物品搁下，

只携带一些钱币及一支白手杖，在一位视障

向导会引领下，开始一小时的“旅程”。我

们分组分次进入。负责人交代我们拿白手杖

要注意由左至右的方向，还需要它帮助我们

移动脚步，她更特别指示大家要以手触摸墙

壁，小心翼翼向前走。我们七个人虽有法师

带领，还是战战兢兢。

 紧张的一刻终于来到了！大伙由明亮的

世界进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或许你会

说黑没有什么可怕，但我告诉你这个黑不是

普通的黑，而是非常真实的黑兼暗，什么都

看不到，我感受到不小的震撼。我想睁大双

眼寻找光明，但是白天已经不见了，惶恐爬

进我的心里，我仿佛失明了，感到痛苦，甚

至想哭出来，但很快的，我冷静地深呼吸，

站稳脚步缓慢向前走，这时师父的教诲在脑

海中浮现，要面对它！接受它！这一转念让

我鼓起勇气跟黑暗共处。

 忽然，向导哄亮的声音在前面向我们

呼唤，仿佛阳光咋现，我不禁睁大双眼，依

然乌漆漆一片，根本找不着一线光！身旁的

伙伴碰了我一下，我俩手扶手，手杖点击地

板，寻找声音去。

 乐观开郎的向导汤姆士以愉快的声音

要大家跟着他向前，一路上告诉大家，他因

不幸的意外事故，从正常视力变成眼瞎，轻

描淡写的，仿佛在说他人的事。听到他这么

勇敢面对现实，比起他的坚韧和毅力，再看

看自己，才做一会儿的盲人，就那么害怕，

我也太怯弱了，我要向他学习的地方太多太

多了。这样一想，我受到激励了，开始放胆

走。

 我们听向导的指示，一手触墙，另一

手以手杖碰地，有时候还是感觉到自己走得

东歪西斜，无法找到重心，这一刻才知道什

么叫举步艰难。耳朵却仿佛变得灵敏，连远

处的流水声都能听到。多亏汤姆士成为大家

的守护者，我更感谢他激发我跟黑暗博斗的

信心，这一刻的角色对换太有意思了，他使

我禁不住问自己，当他来到我们所处的明亮

世界，需要别人协助时，我们能像他那样热

情伸出援手吗？走走停停，竖起双耳倾听的

感觉犹如置身于一个荒芜人迹的孤岛，但身

边却有互相扶持互相关照的伙伴，内心感觉

温暖。在黑暗摸索中，我浮想联翩，面对险

峻冷酷的世界，我们能给予失明朋友的帮助

真的太少了，今天这一课让我受益良多，也

让健全的我体会到身残心不残的精神，纵使

无常不请自来，我相信我也不惧怕了；平常

时，我连坐下来喝咖啡，都深怕不小心把杯

子打翻呢！

 时间悄悄流逝，汤姆士告诉大家一小

时的旅程即将结束，我紧握白手杖向前行，

看到一丝白光在不远处亮着，终于走到了出

口。大伙跟汤姆士握手道别，贴心的工作人

员要我们在以布帘遮住的椅上休息，我想这

是要避免我们的眼睛被外面的强光照射而感

到不适吧？

 感谢这群默默帮助弱势群体的组织，让

我们能通过实境亲身体验盲人的窘况。短短

六十分钟的黑暗让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但我

们往往身在福中不知福，诸多不满，埋怨天

气，埋怨环境，埋怨这个那个，甚至抱怨命

运。看看失明的朋友，他们不因生活不便而

退缩，而是积极进取，这样的精神令我感到

汗颜。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融入社会，正常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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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彩虹
文◎ 心珠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彩虹。那是一

道不可与人分享，也不能靠彩色笔画出来

的无形彩虹。但它又是那么光芒耀眼、不

会消失，让人尽其一生的精力全都花在追

逐，希望跨越，甚至跨越彩虹，甚至坐在

彩虹上，俯视脚下的山河大地，那是何等

的逍遥自在！

 傍晚时分，刚下完小雨的晴空忽然出

现一道美丽的彩虹，那七彩缤纷的颜色吸

引了众人的眼光。这种自然的景象毕竟可

遇而不可求。

 在海印的千佛堂也看得见这难得的一

刻，众人也纷纷拿起手机拍下这灿烂的天

际。

 一位刚下班匆匆赶来上课的学员一踏

进佛堂，法师问她：你看见彩虹吗？那位

学员不假思索的回答：我不认识她。天上

人间，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叫人莞尔。

 但是，笑了之后想一想，我们的本

性不也如此单纯、活泼，不做他想，总是

以最直接的意念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世人

往往因外在的幻境而曲解了原意，有时善

意被视为恶行，潇洒被当成不羁，是非颠

倒，百口莫辨。

 禅宗常提的一个公案：以指示月，正

是反映世人往往被外境所蒙蔽，看近不看

远，鼠目寸光，以指为月，与事实颠倒了

而不自知。

 诚然，世人所追寻的理想，有时与现

实相差十万八千里，难以实现。然而，追

寻理想尽管有如美梦，与目标未必吻合，

因而常常误以为自己快要达到目的地了，

可事实上只是看见指头而已，距离月亮还

远着呢！

 虽然做人不能没有目标，但也不能太

过不自量力，应该按自己的能力，并注意

环境可能改变，不盲目乱闯；还要汇集所

有的资粮，努力而踏实的前进。

 总有一天，当彩虹再现时，你一定能

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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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乐好修行
文◎ 祥庭

 海印学佛班单元三第九课谈到苦与

乐，又唤起我多年来的生活记忆。工作了

许多年，许多时候都觉得很苦，却时常打

趣的说：我的工作好苦啊，但有苦有乐，

或者说苦中有乐；不然就是苦中寻乐，再

不然就是苦中作乐。

 一般而言，得之则乐，失之则苦。

然而得到不想得的事物，或得到不该得的

东西，不见得就是乐哦。反过来说，痛苦

也是如此，失掉了心爱的事物就觉得苦；

但是失掉了不想要的东西就变成了一种快

乐。有这么一个说法：有种痛苦是你不能

逃避你所不要的事物。

 “得失”并不是苦乐的根本原因，

而是得失的事物是否顺心？顺心则乐，不

顺心则苦。换言之，苦乐由心而变，顺心

了满足了就快乐，反之则觉得苦。比方说

甲的薪水每月不过1,000元，加了300，

就非常高兴；另一人乙本来每月薪水有一

万元，裁员后换了工作薪水少了，却还有

8000元，竟然也闷闷不乐；甲加了薪

水300，不少了，但发现到其他人

加了350元比他多，又变成不高兴

了；乙薪水少了，发现到有的同

事还没找到工作，或薪水更少，心

又好过多了。归根到底，苦乐随心而

变。

 以上的苦是心理上的苦，另

一种苦则是生理上的苦。不幸的

是我们是人，有血有肉，要吃要活；生理

上有各种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影响心理，

想不觉得苦都难。苦与乐完全就是我们心

里上和生理上满足感不同所致。

 在我们人生里要如何面对这些苦乐，

大多时候要看我们如何调整心态，要如何

面对各种得失。讲义提到：一是放弃个人

的欲望，二是降低要求，三是转移目标另

找替代品。

 我工作苦了多年，就曾说：除了没

有饭吃之外，一切的烦恼都不是烦恼。除

了眼见挚爱的人受折磨之外，自己身上的

一切痛苦都不再是痛苦。现在终于明白这

就是把自己的要求降到最低点，降到只剩  

“需求”。

 我们的苦与乐都是我们“人身”所带

来的，只要是人，就有心理上和生理上的

各种需求和欲望，实在难以回避，苦乐也

就随之而来。相信佛理中唯一道理就是摆

脱生死轮回，免去各种无常的折磨。说到

这里就不是我能真正理解的了，希望

再继续学习，最终能够有所领悟。

 我只知道，我该努力调整我个人的

欲望，以知足常乐的心态，面对各

种得失与无常；想来这就是根据我们

的亲身体验，在人间里修行吧！



PAGE 27缁素心语

不杀生的教训
文◎ 宝华

 今天如常上班，工作程序即时：晨

检、量体温、吃早餐及集体晨唱。

 九点钟，各班老师到齐，开始分班上

课。我与同事“A”负责K1和K2。上完课

后，“A”给两班的学生冲凉，我看顾等候

冲凉的孩童。

 突然间，有个女生大声叫喊我，“黄

老师，这里有很多蚂蚁，很多！很多！”

接着全部的孩童都涌上，顿时一片叫喊

声，我赶忙去看个究竟，哗！一大堆黑蚂

蚁在吃一块小饼干，墙角还有一排排爬出

来，我看了有点发毛，真的是好大一堆，

密密麻麻的，我赶紧叫同事“A”出来帮

忙。当时我脑海里第一个念头就是太多

太多生命了，“我杀了罪恶深重”，就

对“A”说，“我不要杀生啊！”“A”回

答我，“黄老师，我还在给他们冲凉，你

去拿拜甘来喷吧！”

 我顿时感到惭愧，自己不杀生，却叫

他人杀生，这种智商真是“最佳一等”！

再想，自己平时都教导孩子不能杀死蚂蚁

或昆虫，现在我必须当机立断，立刻做出

决定，我不用“拜甘”，用水冲走它们，

心想，至少有些蚂蚁还有生机。

 我边冲水，心里边念着“阿弥陀佛”；

继而念又生起，学佛呀学佛，要活学活用

可不简单。先前“不想杀生”念起时，是

怕造了罪恶，会有恶报，但在当下拉回反

省，做了决定后，放下杂念了，觉知了，

就懂得冷静处理，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

么，真要感谢佛在心里指点我。

 从此事件中，我领悟了师父的苦心教

诲，学佛不能停留在理论上，而是要活学

活用于生活中，尤其是遇到突发事件，更

要养成拉回眼前的定力，养成习惯，要求

自己从一颗无我的心处理事情，清清楚楚

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感恩师父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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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说相思苦 
文◎ 曹素斌

 在佛经中有很多关于苦的论述，从

两苦，三……到十苦。但是对大部分人来

说，相思苦应该是最容易理解和感受得到

的。感受到时，如何表达出来呢？有人会

说，苦啊，真的很苦；有人会说，苦啊，

苦得说不出；有人会说，苦啊，苦得没法

说，苦不堪言。古往今来，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方式表达相思之苦。文人墨客呢？又

是如何表达呢，让我们从那些流传下来的

千古名句中去领略一番。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

来。”

 这句话道出了自然界的无常。昨天还

是繁花似锦，今天一场风雨过后，奈何鲜

花纷纷飘落，只能叹息。这是托物兴怀。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

忘。”

 苏轼，即苏东坡是我们熟悉的大文

豪，他十九岁与十六岁的少女王弗结婚，

她却在二十七岁就去世了。那么年轻就丧

妻是人生一大悲剧，相思之苦在多年之后

仍在折磨他，使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

句。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云缺，此

事古难全。”

 这也是苏轼写的，牵挂在异地的弟

弟。古人一别，可能就是永诀，想起来难

免悲伤。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

东流。”

 这是南唐李煜李后主的经典名句。

道出他对家破国亡的哀愁，对以往生活的

相思。这首词也道出了世事难料，时局无

常。

 无论是花开花落的自然界的无常，还

是人生的生离死别的无常，或是一个朝代

更替的无常，都会使人感受到悲苦烦恼；

正是对这个无常的不认识，不理解，无常

才成为痛苦的根源。

 面对各种苦恼悲愁，有人借酒消愁，

哪知愁更愁；有人去购物、去运动，暂时

转移痛苦的感触，但不久苦恼悲愁又回来

了。

 解决苦恼悲愁的根本办法就是要认识

无常，理解无常，用无常观去分析判断，

去应对。要向内心深处去找办法，而不是

向外界去寻找，正是：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却在灯

火珊阑处：那就在你的内心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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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常与定数
文◎ 莲君

 无常本身就是一种定数，定数里皆是

无常。

 世界万物皆离不开这个永恒的规律：

表相上的生、住、异、灭，体性上的成、

住、坏、空。

 一切事物的生灭、成败只是周期不

同罢了。猫狗一生不过十几二十年，人类

也不过百年，树木几百年，沙石千年，钢

铁万年。有些时候我们无法意识东西的变

化，以为有些事物能够永远存在，主要是

我们人类生命短促，知识不足，或者因为

妄心，无明，无法看到而已。

 科学上也完全同意“无常”之说，许

多实验都在寻求事物的因果缘由，要找出

无常中的定数，并企图掌握相关规律而为

人类谋幸福。举心脏病为例，人们最早都

认为心脏病出于意外，后来科学进步了，

懂得测量心跳和血压，知道生理上的变

化，过后又能测量血液中的胆固醇，更是

作了提早预防。研究还在继续，胆固醇的

形成原因、血管的变化，医学界也还不能

明白透彻。

 生产质量管理领域一直强调发现问

题就要追根究底，寻求解决方案。问题产

生后，看数据，探查变化过程，进行细微

分析，以后就懂得提早预防；更高层次的

是在事前就估计会有什么问题产生与其影

响，正如FMEA : Failure Mode & Effect 

Analysis（失效模式与效果分析法）所

要求的。要做到这一点，非足够的经验不

可，经验使你敢于利用最新的科技，避免

无常出现时，心无定数。可能最终还是无

法杜绝问题的产生，但至少可以减少经济

损失与懊恼。

 人们在生活中遇到意外或不幸事件

时，总爱感叹人生无常，其实并非佛学所

说的无常。生活中的意外或不幸，也都有

其因缘，只是我们没留意或者没具备足够

的科学知识，无法事先意识到问题的存在

而已。

 今生今世的因缘果报已经叫人费尽心

思，更遑论前世后世，一般人更难以预知

了。目前科学都还无法解析肉眼看得到的

物体，看不到的灵魂与神明又如何去了解

与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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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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事供养花絮  
图◎ 影音部

s

法师带领信众唱诵88佛和五方佛。s

法师遍洒甘露水，加持信众。

s

s

花絮心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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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法师带领信众唱诵三皈依、总回向。

供八功德水。s

s

四事供养法师。s

花絮心吟



PAGE 34花絮心吟

少儿班乌敏岛半日游
图◎ 李抒芬

s

大家全神

贯注的听

讲解。

s

自己煮的面，非常可口。s

船抵达码头了，小心脚下，站稳脚步才下船。
s

s

全体照 - 在Chek Jawa Wetlands的访客中心。

学习起火煮面。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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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创意的叶子人。

s

风雨不改乌敏岛 
文◎ 何幸霖

 “今天天气预报说，下午4点会下

雨。我们还去吗？”这是一则今天早上收

到的短讯。

 11月，雨季，新加坡几乎每天都下

雨，今天海印儿童班的乌敏岛之行就成了

未知数，但老师们依然带着平静的心情等

着师父的指示。

 7点20分，一则：“去乌敏岛”的短

讯捎来，老师们开始执行半日游的计划。

 选择到乌敏岛去，不单单是因为它远

离闹市，可以放慢脚步接近大自然，学生

们还有一场非常有趣的比试，就是在参观

完 Chek Jawa自然保护区后，要给老师和

同学们准备爱心午餐，考考他们的厨艺！

 早上8点，孩子们在海印学佛会一楼

集合，老师们分配了水、快熟面、运动饮

料和面包后，大伙带着兴奋的心情上了巴

士，不久来到了障谊码头搭船。

 到了乌敏岛，我们乘搭专车来到了第

一站：Chek Jawa自然保护区，进入眼帘

的是广阔的大海，学生们踏上长长的观景

桥，迎着柔和的海风，好奇的寻找隐居在

沼泽地里的生物，老师们则漫步欣赏这静

幽的环境和少见的植物，一面细心回答学

生们的问题。一路走着，看！弹涂鱼！那

么多小鱼！小螃蟹！还有海草！……，同

学们眼界大开！

 第二站：Mamam Campsite，孩子们

拿出背包里的水、快熟面、生火炊具，听

负责老师讲解和示范后，大家煮。喊出    

“开始”的口号，一场厨艺比赛进行了！

且看哪组学生能在最短时间、最安全的情

况下，煮出一碗又有弹性又美味的面食！

短短的十分钟内，第一组学生就煮好，端

给老师试吃。老师细细品赏，然后打分。

胜利的两组各获得韩国紫菜一大包！获奖

的学生不忘把奖品与大家分享，然后继续

行程，往橡树林走去。

 一路上空气清新，鸟儿、蝉、蟋蟀大

合唱，孩子和老师们更是有说有笑。有些

孩子喊累了，老师鼓励他们不要泄气，终

于雄赳赳气昂昂回到港口，完成这次的旅

程！在回程的船上，有些学生和老师还是

睡着了。

 老师从年头就策划出游，今天风雨不

改，大家如愿以偿。老师们组织有方，又

有家长支持，让学生们拥抱大自然，让他

们在尽情玩乐中增广见识、交流学习，这

是很值得珍惜的。

 乌敏岛之行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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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1N Teenage Camp @ Kukup Malaysia  
◎ By Shu Fen

Arrived at Kukup.s

Group photo at 
Kukup Island 
National Park.

s

Walking tour around Kukup island.
s Treasure hunt in progress.

s
Steamboat dinner.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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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and exciting game of charades.s

Playing detective game.

s

Beautiful sunset at Kukup.s

Lighting the Kong Ming Lantern symbolising peace and happiness.

s

Celebration for participants whose 
birthday fall in December.

s



PAGE 38花絮心吟

小小小米粥   

Amaranth Cereal Drink
指导◎ 黄其铫

 小小小米也叫现场籽，乃是一种碱性谷

粮，容易消化，又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可

以跟牛肉媲美。许多素食运动员都常吃小小

小米，当作营养补充剂，可以取代牛奶呢。

[食材] 

 小小小米1/4杯，水2杯，桂皮1枝，糖浆 

1汤匙，海盐少许。

[做法] 

 将小小小米、水和桂皮混合煮开；小火

煮20-25分钟，加入糖浆和海盐即可食用。

 Amaranth is also known as little millet and is 
an alkaline grain, it is easily digestible and is rich 
in quality protein which is comparable to beef. 
It is commonly used by vegetarian athlete as a 
nutritional supplement and can be a substitute for 
milk.

[Ingredients]
 Amaranth seeds 1/4cup, Water 2 cups, 
Cinnamon stick 1, Agave nectar 1 tbs, Sea salt a 
tiny pinch. 

[Method]
 Combine Amaranth seeds with water and 
cinnamon stick, and bring to boil; simmer for 
20~25 minutes; stir in Agave nectar and sea salt 
and ready to be 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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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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佛知见
 通过言语开演何者为觉性、示

导如何通过修行来认识觉性、悟解

此觉性的特质、安住在此觉性的特

质中。

主题文章截稿日期：

开佛知见：01/03/2017
示佛知见：01/08/2017 
悟佛知见：01/11/2017
入佛知见：01/0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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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将以薄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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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an Lim Khai Ruen

Caley Kor Xin Yu

Cheri Kor Han Lin

Chloe Kor Sze Cheng

Kent Kong

吕孙强合家

吕宇斌合家

吕淑真合家

吴巧玫合家

周聪景合家

彭如意

曾丽萍合家

曾铃惠

李宗凤合家

李诚嘉合家

杨家伟合家

林雅佳

柯荣昌合家

楊合兴合家

王伟光合家

王树安合家

王淑卿

简浣好合家

郭汶财

陈思颖

陈惜莲

陈汉炎

陈淑兰合家

陈鹏羽

颜惠玲

颜水财

黄桂枝

黄檥萳合家

黄素玲

黄荣鸣合家

黎学英

周聪景合家

卢朝儒合家

回向 

故 黄衍朝

故 林美妹

故 何达健 

故 彭宗文

故 彭观喜 

故 易万仪 

故 林亚香

故 林龙眼

花絮心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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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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4月9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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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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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若信箱 
答复◎ 释法源

翻译◎ Yeo Hwee Tiong

问：修行是不是要让心放空到不起任

何念？

Q：Does Practise  requires our 
mind to let go of all thoughts?

 禅宗古德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修行

的重点是要我们的心时常保持清清楚楚的状态，当动

念的时候，清楚的知道心里在动念，当没有动念的时

候，也清楚的知道心里没有动念，也就是说：无论动

念或不动念，心里都清清楚楚知道状态。

 让心放空到不起任何念是为了体验念的无常生

灭和无我，从这些生灭的过程和现象中，觉悟到心里

所动的念是不真实的，念的生起和消失是随着外在环

境和内心的因缘条件的变化而决定的，如果我们愿意

放下对念的执着，念就跟随着消失。

 According to the ancient Zen Masters: “Do not 
fear of thoughts arise, real fear is in late realisation”. The 
essence of Practise is to maintain mindfulness at all times. 
When a thought arise, we should be clearly aware of the 
thought arise in the mind. When there is no thought, we 
should also be aware that there is no thought arise in the 
mind. In other words, we need to maintain mindfulnes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oughts arise or not.

 The purpose of allowing our mind to let go of 
thoughts is to allow us to experience the impermanence 
of our thoughts and non-self. Through the process of 
arising and cessation of phenomenon, we become aware 
that our thoughts are not real. The arising and cessation 
of thoughts are due to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the 
changes in cause and conditions in our mental state. When 
we are willing to let go of our attachment to our thoughts, 
they will also c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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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认识正信的佛教，佛教的人生观。 
n 澄清对佛教常见的误会。佛教是迷信的吗？

n 佛教创始人-佛陀的生平、佛教简史及佛陀证悟的内容。

n 简介南、北、藏传佛教（包括寺院参访）。

n 识别佛法和非佛法（三法印）。

n 简介海印及海印的修行系统及如何策划每日学佛的功课。

课程
招生

课
程

纲
要

课程行政资讯：

授课法师 ：法宣法师

课    程 : 第24-1届（单元1）
上课方式 : 为期2.5年(5个单元)，分上、下学期制。每学期一个单元，18课
日    期 : 2017年2月23日（每逢星期四）

时    间 : 7.30 pm - 9.30 pm
教 材 费＊: $10（会员），$30（非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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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持本和教材费共$20。 欢迎至4楼柜台处询问、报名。

n Fundamentals of Buddhism.
n Clarify the common misunderstanding about Buddhism.
n Brief history of Buddha’s Life and teachings.
n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3 Traditions - Theravada, Mahayana & Vajrayana.
n Brief introduction to Sagaramudra and system of practice.
n Learn about Buddhist etiquette and rituals.C

o
ur

se
 O

ut
lin

e

Administrative Information:

Lecturer  : Ven. Fa Zun 
Duration  : 12th Intake, 18 lessons (Module 1)    
Date  : 23 February 2017 (Every Thursday)     
Time  : 7.30 pm – 9.30 pm
Fee*  : $10 (Member), $30 (Non-Member)
* In recognition of Sagaramudra Buddhist Society’s Dharma education programs, kind donors have offered 
sponsorship to cover the course notes, practice books and a $20 course fee per student.   
Please enquire/register at reception counter on leve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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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7.30 pm  — 9.00 pm
地 点 : 海印学佛会4楼千佛殿

佛教之问与答

法荣法师 

2017年3月25日
2017年5月27日

唯识三字经

持果法师 

2017年2月18日

星期六

共修

浅释《大乘金刚般若

忏法》上卷出入忏文

法谦法师 

2017年2月25日

知足安乐

法音法师 

2017年3月18日

浅谈止观双修

法源法师 

2017年5月20日

明唯识境，修唯识行，

证唯识果。

在学佛的过程中，佛教的一切修行

法门都不离止和观，通过止和观修

行让我们能够了解人生的痛苦根源

和离苦得乐的大道。

知足能摆脱烦恼束缚，

令安住于富足安乐处。

对言简意赅的出入忏文能

解其意，才能进一步依文

作观，让心更能沉潜在法

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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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洗刷磨　蠲三毒
泡影梦幻　显佛性

          

海印学佛会至诚敬贺 2017年5月

佛

光

普

照   

佛

日

增

辉

	点灯祈福增慧
 • 个人延生祈福  $10  (个人)

 • 合家延生祈福 $20  (一位长辈之名加“合家”)

 • 公司宝号祈福 $30  (一个公司宝号)

 • 平安吉祥大禄位 $168  (个人/一位长辈之名加“合家”/

      一个公司宝号)

 • 供斋   $100 

 • 供佛   随喜功德

		佛理开示		海印学佛会4楼千佛殿 

  法梁法师 • 7.30 pm 至 9.00 pm

  29/04/2017 (星期六)鱼子语之声色篇。

  30/04/2017 (星期日)鱼子语之讲理篇。

		浴佛、点灯祈福 • 1楼大菩提岩 
  10/05/2017 (星期三) 农历四月十五	

  点灯祈福 普佛上供	10.00 am  

  浴佛	10.00 am - 2.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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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 五 7.30 pm - 9.30 pm

02–05月每周活动
星期一休息 Closed on Monday     enquiries@sagaramudra.org.sg

Tue 二 7.30 pm - 9.30 pm Wed 三 7.30 pm - 9.30 pm  Thu 四 7.30 pm - 9.30 pm

第23-1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3

23th-1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3

法音法师 Ven. Fa Yin     
21/02/17 – 20/06/17

第7届学佛成长课程

(华语)单元1

7th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Ch) - Module 1

法梁法师 Ven. Fa Liang     
21/02/17 – 06/06/17

第6届学佛成长课程

(华语)单元3

6th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Ch) - Module 3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21/02/17 – 06/06/17

第10届基础学佛课程

(英语)单元5

10th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Eng) - Module 5

法尊法师 Ven. Fa Zun    
21/02/17 – 20/06/17

第2届学佛成长课程

(英语)单元2

2nd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Eng) - Module 2

法庆法师 Ven. Fa Qing     
21/02/17 – 06/06/17

第24-1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1

24th-1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1

法宣法师 Ven. Fa Xuan     
23/02/17 – 22/06/17

第12届基础学佛课程

(英语)单元1

12th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Eng) - Module 1

法尊法师 Ven. Fa Zun     
23/02/17 – 22/06/17

第5届学佛成长课程

(华语)单元5

5th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Ch) - Module 5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23/02/17 – 08/06/17

第1届学佛成长课程(英语)单元7

1st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Eng) - Module 7

法庆法师 Ven. Fa Qing     
23/02/17 – 08/06/17 

第23-2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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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果法师 Ven. Chi Guo     
24/02/17 – 23/06/17

第4届学佛成长课程

(华语)单元7

4th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Ch) - Module 7

法梁法师 Ven. Fa Liang
17/02/17 – 2/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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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5

22nd-1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5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22/02/17 – 21/06/17

第11届基础学佛课程

(英语)单元3

11th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Eng) - Module 3

法庆法师 Ven. Fa Qing     
22/02/17 – 21/06/17

第2届学佛进阶课程

(华语)单元1

2nd Intake Dharma Discussion 
Course (Ch) - Module 1

法梁法师 Ven. Fa Liang     
22/02/17 – 07/06/17

2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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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禅修 One Day Retreat

法师 Venerable 
8.30 am - 5.00 pm 
12/03, 9/04, 14/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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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10.00 am - 12.00 noon 
26/02, 26/03, 23/04, 28/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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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荣法师 Ven. Fa Rong 
10.00 am - 12.00 noon 
19/02, 19/03, 16/04, 21/05/17

老人院／儿童院参访 
Old Aged/Children’s Home Visit

福利部 Community & Welfare 
Service 
9.30 am - 12.00 noon 
12/03/17, 9/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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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 am   26/02, 26/03, 
23/04, 28/05/17

佛理开示  Dharma Talk

7.30 pm - 9.00 pm 

持果法师 Ven. Chi Guo
唯识三字经 18/02/17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浅释《大乘金刚般若忏法》

上卷出入忏 25/02/17

法音法师 Ven. Fa Yin 
知足安乐 18/03/17

法荣法师 Ven. Fa Rong
佛教之问与答 25/03/17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浅谈止观双修 20/05/17

法荣法师 Ven. Fa Rong 
佛教之问与答 27/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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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 Venerable
Sat 11/03/17 8.00 am — 
Sun 12/03/17 8.00 am

Sat 13/05/17 8.00 am — 
Sun 14/05/17 8.00 am

第22-2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4
22nd-2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4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7.00 pm - 9.00 pm    
19/02/17 – 18/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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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7.00 pm - 8.30 pm  
09/04/17 – 11/06/17

第16届少年学佛班  
16th Batch Teenage Dharma Class

第22届儿童学佛班  
22nd Batch Children Dharma Class

法宣法师 Ven. Fa Xuan     
10.00 am - 12.00 noon
开课日期：19/02/17

慈悲三昧水忏

Samadhi Water Repentance 

法师 Venerable 
9.30 am - 4.15 pm      
05/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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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pm - 3.00 pm   
19, 26/02, 12, 19, 26/03, 
9, 16, 23/04, 14, 21, 28/05/17

Sat 六  Sun 日



PAGE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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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酉年农历三月初六(星期日)  

2/4/2017  9.30 am 至 7.30 pm 

三时系念 Recitation Of Amitabha Sutra thrice

普施大蒙山 Bestowal Of Food To Sentient Beings

 9.30 am - 11.00 am 洒净、三时系念(上卷)

 11.15 am -  11.50 am 午供、过坛

 1.00 pm  -  1.50 pm 三时系念(中卷)

 2.30 pm -  3.30 pm 三时系念(下卷)

 5.00 pm  -  7.30 pm 大蒙山

• 护坛大功德主  $5000  (五个大牌位可超荐三十位先人 

       和历代祖先)

• 大牌位 $220  (可超荐一位先人或历代祖先)

• 小牌位 $50     (可超荐一位先人或历代祖先)

• 供斋 $100

• 供佛 随喜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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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祭
法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