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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时间 Office Hours: 星期二至星期六：中午12时至晚上8时  星期日：上午9时至下午5时
 Tuesday to Saturday : 12noon – 8pm Sunday : 9am – 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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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8/2014 农历七月十三(星期五) 11am - 6.20pm

佛前大供、虔诵地藏经、大蒙山施食
09/08/2014 农历七月十四(星期六) 10am - 8pm

斋天、佛前大供、供僧、三时系念佛事
10/08/2014 农历七月十五(星期日) 7am - 4.20pm

日期	：	08/08/2014 农历七月十三(星期五) 至 

  10/08/2014 农历七月十五(星期日)

地点	：	海印学佛会	Sagaramudra Buddhist Society

法会超荐	

• 小莲位 $22   可超荐一位先人或历代祖先

•  大牌位 $150 可超荐六位先人或历代祖先

• 如意功德主 $1000 
 三个大牌位可超荐十八位先人和历代祖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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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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普照			佛日增辉

沐浴佛身净我心
沾濡甘露悟菩提

	 		 						 	

海印学佛会至诚敬贺	2014年5月

点灯祈福增慧
	 •	个人延生祈福  一个人$10

	 •	合家延生祈福 一位长辈之名加“合家”$20

	 •	公司宝号祈福 一个公司宝号$30

	 •	平安吉祥大禄位 一个人或一位长辈之名加“合家”或一个公司宝号$168

	 •	供斋   $100 

	 •	供佛  随喜功德

佛理开示 

• 海印学佛会4楼千佛殿 • 7.30pm 至 9pm
  10/05/2014 (星期六) 法谦法师：活用《坛经》中的三科三十六对

  11/05/2014 (星期日) 法木梁法师：我今灌沐诸如来

浴佛、点灯祈福 

• 海印学佛会1楼大菩提岩   13/05/2014 (星期二) 农历四月十五  

  点灯祈福 普供大佛 10am  

  浴佛 10am - 2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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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无量心

解读“慈无量心”图：近乎抽象

的眼睛表示“正念”。在眼珠中

出现的粉红色心形表示“慈心”。

整体构图所要表达的是：以“正

念”为根本而生起的“慈心”就

是“慈无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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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无量心

 慈无量心者，施乐给与众生之心也。

 当然，如果只是一般的施乐给与一切众生，是

谈不上无量心的，这充其量只是慈爱之心。慈无量

心之所以称为无量心，就绝不是世间一般的心，而

是我们的真心，此真心也就是我们的觉性。

 先让自己活在觉性之中是首要的关键，因为这

是自己解脱之乐的根本。有了根本，接着就是把乐

布施给一切众生，这就是力求把慈无量心落实在现

实生活之中。

 那到底要布施什么乐给众生呢？乐有两种，一

是世间乐，一是出世间乐。世间乐指的就是世间的

善法，出世间乐指的就是解脱之法。

四无量心之慈无量心 

文◎ 释法梁

目前心轴

四无量心又名为四等、

四梵行，是依色界四禅定所修的

观行，所以名为四梵行；

又因修此四无量心为的是达到

空的平等性，所以名为四等；

也因修此四无量心为的是达到

空的无相、无性所以名为无量心。

下文所探讨的慈无量心不是

以四禅定的角度为重点，

而是从禅修过程中所产生的定的

余习来契入（活在眼前）。

 佛陀教导了八万四千个

法门是为了调伏有情众生的

八万四千烦恼，其中就有四

无量心的修习方法，有助于

敞开我们狭隘的心胸，熏习

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当慈爱之心因无我而毫无保

留、无分别和无限量地奉献

与所有有情众生的幸福，就

提升为慈无量心。本期的  

《目前》，主题就是慈无量

心。撰写主题文章的师父与

大德们为大家解开谜题和修

持慈爱之心和慈无量心的方

法，但愿大家吸收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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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通过布施世间乐修慈无量心？

活在自己的觉性之中是此修法的根本，接

着再通过对人、事、物、思想等的运用，

让众生得到温饱、安心、善法的教导。此

修法以自觉为前提，利他为接引众生的善

巧、手段，世间法的运用则是圆满福报与

智慧的方便。

 怎么通过布施出世间乐修慈无量心？

活在自己的觉性之中是此修法的根本，接

着再通过身教与言教去教导众生四圣谛、

四法印，让众生依解脱的知见，活在不被

束缚的自在中。此修法以自觉为前提，利

他为接引众生的善巧、手段，出世间修法

的运用则是圆满菩提的方便。

 此修法因为不是和深定相应，所以容

易迷失。也因此，必须无时无刻提起自己

的觉性，从而做到在动态时也活在觉性之

中。此修法最忌讳的莫过于忘失了自己的

觉性，而以利他做为根本；以自我牺牲做

为依据，并认为这就是菩萨的行径。菩萨

的意思就是觉有情，简单而言就是一个觉

悟的人，他具备自我觉悟和觉悟他人的能

力，而不是“自我牺牲”就是菩萨这么的

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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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measurable Mind of Loving-kindness
By Venerable Fa Liang 
Translated by Wu Xin

The Four Immeasurables is 
also known as the Four Equalities 

or The Four Noble Qualities 
(Brahma-Vihara). 

It is known as Brahma-Vihara 
because its practice is based on 
the insight of the four dhyana 

concentration in the realms of form. 
As the purpose of practising the 
Four Immeasurables is to achieve 
the equality nature of emptiness, 

it is also known as the Four 
Equalities. It is named the Four 

Immeasurables because the purpose 
of practising it is to achieve 
the no-form and no-attribute 
characteristics of emptiness. 

In the following article on the 
immeasurable loving-kindness, 

we are not discussing it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four dhyana 

concentration, but from the habitual 
tendency of concentration achieved 

through meditative practices 
(living in the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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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tioner of Immeasurable 
Lovingkindness - The mind of 
giving happiness to all sentient 
beings
 

 When we are giving the conventional 
types of happiness to other sentient beings, it 
is not immeasurable loving-kindness. At best, it 
is an expression of love and kindness. The mind 
referred to in the mind of immeasurable loving-
kindness is not the usual mind as known in the 
mundane world, but our true mind, which is also 
our awareness.

 It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for one to live 
in awareness, which is the basis for the bliss 
of his liberation. With this basis, we give joy 
to all sentient beings.  This is how we practise 
immeasurable loving-kindness in our daily life.

 What kind of happiness should we give to 
sentient beings? There are two kinds of happiness-
mundane happiness and supra-mundane 
happiness. Mundane happiness corresponds to 
the good deeds carried out in this world while 
supra-mundane happiness corresponds to deeds 
leading to liberation. 

 How to practise immeasurable loving-
kindness through the giving of mundane 
happiness? First one has to live in his awareness. 
This is followed by guiding sentient beings to 
attain comfort, peace of mind, and performance 
of good deed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his 
dealings with people, matters, objects and 
thoughts. This practice is characterised by having 
one’s awareness as a basis, benefiting others as a 
means to arouse their interest in Buddhism,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undane method as a 

convenient way to achieve complete merits and 
wisdom.  

 How to practise immeasurable loving-
kindness through the giving of supra-mundane 
happiness? Once again, one has to live in his 
awareness. This is followed by the teaching of 
the Four Noble Truths and the Four Dharma 
Seals by setting personal examples and giving 
advices, so that sentient beings, having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liberation, may live at ease and 
without bondage. This practice is characterised 
by having one’s awareness as a basis, benefiting 
others as a means to arouse their interest in 
Buddhism,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upra-
mundane method as a convenient way to achieve 
complete bodhicitta.  

 As this practice does not relate to deep 
meditative concentration, one can easily lose his 
way. Because of this, one must constantly remind 
himself of his awareness, so that he lives in his 
awareness even when he is moving about.  In 
this practice, it is a taboo to lose one’s awareness 
and believe that the Bodhisattva’s way is simply 
based on the acts of benefiting others and self-
sacrificing. Bodhisattva means “an awakened 
one”. In short, it is an enlightened person that 
possesses the abilities to awaken himself and 
awaken others, not just in the narrow sense of a 
self-sacrificing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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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与智慧的面向生死 

整理◎ 释法荣

 观音菩萨代表慈悲和智慧。任何人如果具有慈悲和智慧就

是观音菩萨。观音圣像象征慈悲和智慧，所以因不同文化和需

要而供奉不同面相的观音圣像，都能唤醒我们的慈悲和智慧。

 慈悲是什么？慈爱众生并给与快乐（与乐），称为慈；

同感其苦，感同身受，怜悯众生，并拔除其苦（拔苦），称为

悲；二者合称为慈悲。

 智慧是什么？假如只有慈悲，没有智慧，仍是凡夫俗子一

个；只有智慧，没有慈悲，那也蛮危险，因为可能做损人利己

的事。所以佛弟子应该是慈悲与智慧缺一不可的，不但利己也

利他，不但自觉也觉他。

 佛弟子的慈悲，是建立在明白生死无常、缘起性空的智慧

上。每一个生命有生就有死，这是很确定的。可是非常吊诡的

是，死亡这件非常确定的事，却又是非常不确定。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死，睡着後还会再睁开眼睛吗？不知道。我们死时

会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飞机坠落了、暴风雨来了、车子撞

毁了、地震发生了，⋯⋯种种意外都会要人命的。

 谈死亡并不是消极，怕谈死亡才有逃避之嫌。死亡可以作

为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怎么活着。因此，谈死亡其实即在谈

怎么样生活。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却普遍忽略死亡课题，一般

人更是恐惧死亡，不愿面对，忌讳谈论死亡。死亡真的那么可

怕吗？误解了；死亡可以逃避吗？不可能；死亡可以了脱吗？

可以的。

 死亡不是在我们断气时才发生，当下的心就不断在死亡，

不过死了立刻又生，生了瞬间又死，生死相续轮回不已。所

以，死是暂时的现象，虚妄不实；生也是暂时的现象，虚妄不

实；生来自死，又迈向死；死来自生，又迈向生。生中有死，

死中有生。生即是空——生空不二
1
。死即是空——死空不二。

终极而言，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生死不一不二。了解这个道

理，就是明白生死大事，接着就可以在了生脱死上下功夫。我

们正是藉着死亡这个大冲击，来深思我们该怎么生活，怎么超

越当下心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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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睡觉也是最好的死亡练习，刚

躺在床上，心还有很多的念头，这叫作临

终；等到睡得很沉时，即心离开肉体的那

一刹那；等到做梦时，即中阴身的阶段；

等到半夜迷糊地睁开眼，即转世投胎。我

们无时无刻不在死亡的境界中。

 时时刻刻思惟死亡，就可以产生深切

的慈悲心，对自己慈悲；知道自己随时都

会死亡，无常就在眼前，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对自己慈悲！如果只剩一小时可活，

你还会说：“我要赶快赚更多的钱吗？”

只剩下一分钟可以活，还会在那边生气丶

烦恼吗？还会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吗？时时

思惟死亡，也会对其他的众生慈悲；知道

自己快死了，如果只剩五分钟可活，还会

计较你对我不好吗？不会。如果只剩下一

分钟可以活，还会说：“你上回骂我，我

现在骂回去，看你多厉害”，会吗？不

会，我要走了！如果会的话，那就是继续

轮回了。

 十 几 年 前 有 个 印 度 导 游 曾 经 跟 我

说：“Nothing is impossible in India！

（没有一件事情在印度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我搭印度国内的班机，早上的班次

竟然等到下午才起飞，天气也很好，什么

都非常的正常，可是你想不到的事情就可

能发生，“你现在在印度。”这个导游

说：“我要给你真相!我要给大家来看看

真实的印度，真实的印度跟新加坡不一

样；新加坡是一个天堂，到印度，你就发

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么多不可思议

的事情，如果还用新加坡那一套来思惟，

你一定很痛苦。”我觉得他的话很有哲学

意味，“忘了新加坡，你现在在印度。”

这叫作“现法乐住”，就是教你活在当

下，不要拿昨天丶昨天晚上丶前一秒钟的

事情来跟现在比，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你

还要比什么？你前一秒钟再快乐丶再怎么

风光，都已经不属于这一秒钟的你了；你

前一秒钟多痛苦丶多沮丧，都已经不是这

一秒钟的你了。每一件事情都是不断在改

变，而且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唯

一能得到解脱的就是当下，活在眼前就是

接受现在的状况，当下呈现什么样的实

相，进入就对了。

  所以我们对每一个现象都不能产生

分别心，一产生分别心就是无明，就是造

业。解脱之道太简单了，就是接受现实，

现在你是什么你接受，你现法乐住，这样

子就解脱了，清清楚楚，正念分明。想什

么放什么。

 接受现实，安忍不动，反躬自省，做

我们该做的，以智慧和慈悲面对一切人事

物。一方面防止自己和对方把能量浪费在

无谓的烦恼上，一方面解冤结善缘，随缘

自在，自利利他，自觉觉他。加油！

（整理者按：本文参考印顺导师〈三种慈〉（摘录自《大树紧

那罗王所问经偈颂讲记》）和郑振煌教授编《心与心性》）

1 不二：乃指超越相对之差别，而入於绝对平等之境地。略作

入不二门。维摩经卷中之入不二法门品，记载文殊师利等三

十二菩萨与维摩诘居士谈论有关入不二法门之问答。其中，

诸菩萨对生灭丶善恶等相对原理，各提出超越此类相对问题

之绝对答案，而以之为不二法门；文殊师利则认为无言无

说，无示无识者为不二法门；对此，维摩诘唯以沈默不语（

默不二）显示入不二法门。《佛光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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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ng life and death in compassion and wisdom
◎ By Venerable Fa Rong

◎ Translated by To Kuo Ling

 Avalokiteshvara (Guan Yin Pu Sa) statue symbolizes compassion, loving-
kindness and wisdom. Anyone who has these qualities is Avalokiteshvara.  Due to 
different culture & needs, Avalokiteshvara is manifest into various forms to evoke 
one’s compassion, loving-kindness & wisdom.

 What is loving-kindness? To give loving kindness and happiness to beings.
What is compassion? To feel empathy  for beings and to elevate their suffering.

 What is wisdom? Compassion and loving-kindness without wisdom makes 
one a mere layman; wisdom without compassion and loving-kindness is hazardous 
as one may do something which is beneficial to oneself but causes harm to others.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for all Buddhist disciples to be equipped with  compassion, 
loving-kindness and wisdom, so as to benefit oneself, benefit others, and to 
enlighten oneself and enlighten others.

 The compassion and loving-kindness of Buddhist disciples is built on the 
wisdom of understanding impermanence of life and death, dependent origination 
and emptiness. For every living being there is life and there is death, this is certain. 
The paradox is, although death is certain, it is also very uncertain. We do not 
know when we will die, we do not know whether we will open our eyes again 
after we have fallen asleep, we do not know what we will be like when we die. Will 
death happen because of a plane crash? A storm? A car accident? An earthquake? 
All these disasters may take our lives.

 To talk about death is not being pessimistic, only fear of talking about death 
suggests evasion. Death may be a mirror of how we are living our life, therefore, 
talking about death is actually talking about how to live. However, the current 
education often overlooks the issue of death. To the average person, death is 
something to fear, we do not wish to face it and we avoid talking about it. Is death 
really so fearful? That is a misunderstanding. Can death be avoided? Impossible! 
Can death lead to enlightenment? Yes!

 Death does not happen only when we breathe our last breath. The present 
mind is continuously dying, it has died and reborn, born and died again, an 
endless cycle of birth and death. Therefore, dying is a temporary and unreal 
phenomenon, so is birth. Birth comes from death and moves toward death; death 
comes from birth and moves toward death. There is death in birth and birth in 
death. Birth is emptiness, birth and emptiness is not dual1. Death is emptiness, 
death and emptiness is not dual. Ultimately, birth is death and death is birth. 
When we understand this, we understand birth and death, and we can next work 
towards enlightening from birth and death. We hope to use death as an impact 
to contemplate on how we should live and how to transcend abov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the present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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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the best practice for death when we 
go to sleep every day. When we lay on the bed, 
we still have many thoughts, this is called on our 
deathbed; when we are in a deep sleep, that is the 
moment when our mind separates from our body; 
when we are dreaming, that is the state of bardo 
(the intermediate state); when we open our eyes 
dazedly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hat is rebirth. 
In this way, we are always in the state of death.

 If we constantly contemplate about death, 
deep compassion will arise towards ourselves as 
we know that we will die at any moment, there 
is impermanenc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be compassionate towards ourselves! If you 
have only an hour to live, will you say, “I want 
to earn more money?” If you have only a minute 
to live, will you still be angry and troubled? Will 
you still be doing things that are meaningless? 
If we constantly contemplate about death, deep 
compassion will also arise towards other beings. 
If you know that you are dying in five minutes, 
will you still fuss about? No. If you have only a 
minute to live, will you say “You scolded me the 
last time, now I’m scolding you back, let’s see who 
wins?” Will you do that? No, you won’t. I’m are 
leaving! If you will, samsara continues.

 More than ten years ago, a tour guide in 
India told me, “Nothing is impossible in India!” 
Once I took an internal flight in India, the 
morning flight only took off in the afternoon. The 
weather was clear and everything was normal, but 
sometimes unexpected things happened. “You are 
in India”, the tour guide said, “I want to give you 
the truth, I want everybody to see the real India. 
The real India is very different from Singapore. 
Singapore is a heaven, so when you are in India, 
you will discover many unimaginable things. If 
you use your thinking from Singapore to think of 
things in India, you will suffer.” I think his words 
are philosophical, “forget Singapore, you are now 

in India.” This is called “be content in the present”, 
that is teaching you to live in the present moment, 
do not compare with yesterday, last night, just 
now, what is past has passed, what do you want 
to compare? Regardless how happy, wonderful 
you have been in the previous second, it does not 
belong to you in the next second; similarly, your 
suffering and distress in the previous second does 
not belong to you in the next second. Everything 
is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everything can be 
changed. The only enlightenment is at the 
present moment, to live in the present is to accept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s. Whatever you have in 
the present, be in it.

 Therefore, we should not differentiate in 
every phenomenon. Once we differentiate, we 
are ignorant, we are creating karma. The path 
to liberation is very simple, just accept reality. 
Accept what you are now, you are contented in 
the present, this is liberation, clear and with right 
mindfulness. Let go of thoughts as they arise.

 Accept the truth, to endure, to self-examine 
and do what we should do. To face all beings, 
things and events with wisdom, compassion and 
loving-kindness. On one hand, we can prevent 
ourselves and others from wasting our energy 
on pointless afflictions, on the other hand, we 
cultivate good conditions, we benefit ourselves 
and benefit others, we enlighten ourselves and 
enlighten others.

(Editor’s note: This article is written with reference from Venerable Yin 
Shun’s “Three Kinds of Loving-kindness” (Adapted from “Discourses 
from Questions by Druma-Kinnara-raja” and “The Mind and Nature of 
Mind” by Professor Zheng Zhen Huang)

1  Not dual: means  to transcend the difference of opposites and 
enter into a state of absolute fairness. Simply, to engage the means 
of non-dualism. In the  Vimalakirti-Nivdesa Sutra, the question 
and answer on non-dualism between 32 bodhisatvas including 
Manjusri and Vimalakirti expounded on non-dualism, of which, 
the Bodhisatvas  gave absolute answers to relative questions  such 
as arising and ceasing,  good and evil as  non-dualism; Manjusri 
Bodhisatva talked about  no words and not saying, no indications 
and no consciousness as non-dualism; however Vimalakirti used 
silence to indicate non-dualism. “Foguang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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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量慈心用于生活	 
文◎ 志学

	 一、前言

 四无量心包含无量慈心、无量悲心、

无量喜心及无量舍心，简称为四无量心。它

融通了佛教的核心教育及佛教以人为体的精

神，将我们的个人修行与实践心得溶化成无

量的爱心，由内（心）向外（界）扩展到宇

宙万物，不分阶级，不分种族，不分国界。

这种爱心与关怀不求任何回报，是超越宗教

的，这与佛教导师释迦牟尼佛（释尊）所开

示的超越宗教的佛教教育与佛教理念是相得

益彰的。这里先与大家分享我们如何将无量

慈心体现于生活。

	 二、什么是慈心？

 慈心是我们将爱心、包容心、关怀心

由内向外，不求任何回报与他人分享自己

所得的善法，使众生都得到快乐。慈心能

帮我们断除个人心中的嗔恨。在生活中，

我们关心他人，爱护生物，父母爱护子女

及双亲，我们不杀生，我们帮忙他人解决

难题，我们通过教育开导、利益他人⋯⋯

这些善行都是慈心的表现。

 在《法句经.慈仁品第七》，释尊劝

导世人要有慈心：“不杀为仁，慎言守

心”，“常以慈哀，净如佛教，知足知

止，是度生死”，即慈仁品者，是谓大

仁，圣人所覆，德福无量。

	 三、慈心的功能与体现

 一个人若没有惭愧心、感恩心、包容

心与忍辱心，慈心是无法生起的。我们讲

修行，基本上就是要修我们的心，通过实

践（即身口意业的表现）于生活。因此，

修行是离不开生活的。这也强调了释尊讲

的善法，都是以人为本的，其中包涵四无

量心。简言之，四无量心融贯了“四谛”

与“缘起”的体证，五戒十善的持行，通

过“四正勤”，加强“五根”“五力”，

慈心自然由之生起。以下详细诠释。

 1. 认识“四谛”与“缘起”

 我们要认识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

任何快乐也是短暂、最终会坏灭的，也就

是苦的。《缘生法》告诉我们宇宙万物的

形成，都是由许多因素和条件在互相影

响和变化中和合而成的。这“变化”和    

“影响”就告诉我们世上没有永恒不变的

东西，就促使每一样东西在不同时间和环

境会有不同体现。这“变化”和“影响”

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瞬息的变化和影响

说明万物的“无我”性。认识了无常、无

我，我们就会由心深处生起感恩心，对一

切事物会包容肯忍辱，由是也生起谦卑与

尊重心，对自己做错事也会感到惭愧，慈

心也就自然而然生起。

 2. 认识“五蕴”的无我

 我们认识了五蕴（色受想行识）聚

集，认识了自己的身体是由五蕴、各个器

官和四大（地水火风）和合而成的，这个

身体是很脆弱的，最终也会坏灭的，我们

也就不会执著而打扮，更不会去虐待自己

的身体，就会懂得照顾身体的基本需要与

运行，知道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与家人、

众生、社会与国家做更多有益的事，利人

又利己，慈心也就由是生起与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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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持行五戒

 五戒（不杀、盗、淫、妄、酒）可以

视为我们做人的基本操行。我们了解并持

行五戒，行为就很检点，就不会杀害人、

不偷盗、不邪淫及不妄语，就不会损人利

己。

 例如：吃素也是一种慈心的表现，如

果我们吃素是发自内心，超越宗教教条，

更是无可厚非的。

 酒戒是遮戒。佛教宣扬“不酒”是因

为酒后不清醒时，很容易犯错，例如酒后

驾车容易酿成车祸，害人害己。酒后行为

容易不检点，容易讲错话或淫乱，伤人又

害己。

 我们了解五戒所要体现的精神与意

义，就能自在的于生活中落实，我们的慈

心就会自然生起。自己安心快乐，别人也

安心快乐。

 4. 持行十善

 我们将自己的行为由五戒扩展到十

善，就会持行“不杀、不盗、不淫、不妄

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不贪、不

嗔、不痴”，从而柔和我们的身心，调伏

我们的烦恼与不良习气；慈心由是生起，

再由内心向外界扩展。自己欢喜，别人也

都欢喜。

 法句经说“普爱贤友，哀加众生，

常行慈心，所适者安”，就是说我们若能

博施仁爱于广友贤德，将哀悯之心加于众

生，经常行使慈心，我们所到之处皆能和

谐平安。

 5. 感恩

 佛教宣扬四重恩（父母恩、师长恩、

国家恩、众生恩），更把父母恩放在第一

位。《佛说父母恩难报经》清楚地讲述父

母恩的伟大，告诉我们要怎样报答父母。

儿女们尽自己的能力，让父母生活安宁、

舒适与快乐。儿女树立远大的人生目标，

怀抱远大的理想，并为之而努力奋斗，父

母看到儿女对社会作出贡献，也会感到欣

慰，这也是慈心的体现。这也说明佛教的

教育是以人为本，是积极向善的。

 6. 布施

 布施是与他人分享自已所得，亦接受

别人给予我们的布施。这是我们与人互动

及结缘解怨的良方，尤其是我们于他人有

困难时，给予实际的布施与帮助，我们心

中纵有怨恨也会自然消失，这也是慈心的

表现。

 7. 保持平等心，身心平静及平衡

 我们持戒安心，能反省及平衡自己

的心理状况，烦恼自然也减少。我们修持

《四念处》，时时清楚地觉察自己的一举

一动、一行一念，时时保持身心的平静。

我们以平等心破除自己、爱人、非憎非爱

的中立者和敌人的界限，处事时时保持“

中道”（“八正道”），必能抑制自己的

贪、嗔、痴、傲慢心与我执，慈心随之升

起。

 8. 环保的精神

 我们认识了三法印（无常、无我、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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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涅盘），会对大自然万物起感恩心与爱

护心，感恩大自然供给我们生命的资源，

我们就会珍惜水源，珍惜电源，不随地吐

痰，不浪费食物，不破坏大自然的生态

⋯⋯，慈心也就自然生起和体现。

 9. 六和敬的精神

六和敬即：（1）见和同解（见解一样），

  （2）戒和同遵（共守戒律），

  （3）利和同均（分享利益），

  （4）身和共住（和平共处），

  （5）语和无争（不起争论），

  （6）意和同悦（心意共同）。

 我们在生活中实践“六和敬”，放下

自己的身份，分别心与执著。我懂得尊重

他人，与他人合群，不攀比计较，不怨天

尤人，不侵犯不推诿，不贪求嗔怒，不自

卑懊恼，不邪见妄想。我们的慈心由是生

起，我们无论到哪里，都能与他人和谐共

处，都会受到别人的欢迎。

	 四、慈心点滴行

 我们要学习释尊有智慧的将慈心散

发，让人间更温馨、和谐、寂净。我们也

由此增慧和累积自己学佛修行的资粮。这

里，我引用“四正勤”与大家共勉，让我

们共同精进学习并活用释尊的善法，由内

向外将我们的慈心散发于生活：

 1. 不带给别人烦恼、忧虑、恐惧、绝

望、悲伤，（四正勤之一：未生的恶法不

令生）。

 2. 不增添别人烦恼、忧虑、恐惧、绝

望、悲伤，（四正勤之二：巳生的恶法必

断除）。

 3. 还未分享的慈心要散发，（四正勤

之三：未生的善法令其生）。

 4. 巳经分享的慈心要增勤。（四正勤

之四：巳生的善法必增上）。

 《法句经》说：“履行仁慈，博爱济

众，有十一誉，福常随身”，即履行仁慈

之德，博爱苍生救济众人，如此行事将有

十一种益处，福报亦将永恒地随身。

 《法句经》又说：“仁无乱志，慈最

可行，愍伤众生，此福无量”，即仁慈之

人没有杂乱心志，慈悲情怀最为可行，哀

愍同情芸芸众生，这种福德无法计量。

 这也说明了真诚、无私、无所求的

慈心最殊胜，我们的心就可以时时保持寂

净法喜，我们所到之处就会受人欢迎及爱

戴，处处都有朋友无敌人，我们有困难或

疑惑时，他人也会来扶持解难，这就是

福。这就是超越物质及钱财的福！

 最後，让我们在此以《慈心观》回向

给所有读者与一切众生：

• 愿我们幸福、快乐、平安！

• 愿我们的父母幸福、快乐、平安！ 

• 愿我们的亲属们幸福、快乐、平安！ 

• 愿我们的师长们幸福、快乐、平安！ 

• 愿我们的朋友们幸福、快乐、平安！ 

• 愿不友善者幸福、快乐、平安！ 

• 愿一切众生幸福、快乐、平安！ 

• 愿痛苦者远离痛苦！ 

• 愿恐惧者无恐惧！ 

• 愿悲伤者摆脱悲伤！ 

• 愿我等一切众生皆得幸福、快乐、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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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性中行慈无量	 
文◎ 林容祯

	 人，大都是善良和感情丰富

的，在自己感到满足和快乐时，

一般上都会生起慈爱之心，愿意

为周遭众生也增添满足和快乐，

提供及帮助他们的物质或精神所

需。然而，我们往往会因为自心

的迷惑而忽略对方身心之所需而

适得其反，无法真正帮到，自己

却还沾沾自喜。这就是世俗凡夫

常见的“慈爱之心”。

 凡夫的“慈爱之心”并不

等同于“慈无量心”，二者的“

慈”，义理相同，就是施乐于

众生，差别在于“无量”。“无

量”就是不可计量，其广大犹如

虚空，超越世间一切相对的智

慧，只有通过我们本具的觉性才

能达到“无量”的要求，这就

是“慈无量心”。反观慈爱之心

就是缺乏对觉性的要求，以至于

在施乐于众生时，无法与智慧相

应。

 世间一般慈爱之心因无法安

住于觉性所以在造作的过程中，

难免会迷糊不清，落入我执烦

恼。主因就是在心或习气的驱使

下，看不清楚自己的能力范围和

众生的所需而施乐。这样的错觉

造成我们常以自己的想法及好恶

套用在众生身上，还以为他们会

欣然接受；当他们的反应与我们

的心意相违背时，则大失所望，

甚至老羞成怒，施乐变得毫无意

义。

 慈无量心与世间一般慈爱之

心不同之处就是以觉性为根本。

让自己活在觉性中，凡事清清楚

楚，了了分明，有智慧的施于众

生世间乐和出世间乐。所谓世间

乐就是通过世间法布施众生；能

深入清楚因缘果报，依众生的个

别情况而为。出世间乐则指身心

自在解脱之乐，是众生清净的本

性，这是以佛法的正知见，善导

众生实践所学的契入诸法实相，

放下内心的执着，从烦恼中解

脱。不论是布施世间乐或出世

间，都与我们的觉性息息相关，

因为这就是慈无量心的根本。

 安住于“觉”能让我们的

心更集中清楚要如何从施乐的过

程中，让自己增长智慧而达到人

事物的圆融。所以要谨记师父教

导我们：于日常生活的行、住、

坐、卧中，让自己保持绵密不断

的觉性，才不会迷失于自己的所

作所为；通过自己身、口、意来

展现出自己智慧，让自己和众生

从中受惠，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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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刀活人剑	  

文◎ 释法梁

衲子心迹

 《景德传灯录十六·岩头全豁》说道：“石霜虽有杀

人刀
1
，但无活人剑。”

 什么是杀人刀？什么是活人剑？

 一切的否定就是杀人刀。“否定”让你心死；“否

定”让你无地立足
2
；“否定”让你无有依傍。杀人刀杀的

是一切的概念，要你放下一切，这是“无”。

 一切的肯定就是活人剑。“肯定”让你延续；“肯

定”让你有所立足；“肯定”让你有所依傍。活人剑让你拥

有一切的概念，要你运用一切，这是“有”。

 杀人刀锋利，能断万法；活人剑轻巧，能沾万物。

 杀人刀是黑脸，严厉苛刻；活人剑是白脸，仁慈宽

容。

 杀人刀是文殊菩萨，智慧充盈；活人剑是普贤菩萨，

悲愿具足。

 杀人刀是左手，是智慧；活人剑是右手，是悲愿——

双手合十即悲智双运，阿弥陀佛！

1 杀人刀活人剑：禅林用语。指杀活自在之方法。即以刀剑比喻师家指导学人之自由

权巧运作之方法。于禅宗，师家接化学人时，用强夺、不许之方式，喻为杀人刀；

给与、允容之方式，则喻为活人剑。不偏于任何一方，而能自由运用之方法，即称

为杀人刀活人剑。《碧岩录第十二则》垂示：‘杀人刀、活人剑，乃上古之风规，

亦今时之枢要。若论杀也，不伤一毫；若论活也，丧身失命。’《佛学大词典》

2 无地立足：禅门通过种种的方法来破除学禅者的执着，至终连学禅者自以为的立足

点也会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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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Do Sufferings Come From?
 How did the notion that men should 
venture out of home and women should take care 
of all things within the household develop?

 During the primitive age, human beings 
depended on brute strength to fight for survival.

 In the agricultural age, they needed strength 
to till the farm to maintain their livelihood.

 In a commercial world, they required 
boldness and an adventurous spirit to compete 
with others.

 From the above reasons, the best 
combination has been for men and women to take 
care of things outside and within a household, 
respectively. 

 However, in today’s technological age, the 
structure of the society has changed. Gone were 
the days when men derived absolute advantage 
from their physical strength. If we continue to 
hold on to the old concept of men and women 
respectively looking after things externally and 
internally, yet find it difficult to practise in our 
daily lives, sufferings will ensue.

 Where do sufferings come from? They 
arise from our concepts.

Daily Chan Reflection
By Venerable Fa Liang 
Translated by Yeo Hwee Tiong

Blown Across the River by a Fart
 During the Sung Dynasty in China, a great 
poet by the name of Su Dong Po had a good 
friend — a Zen master by the name of Fo Yin, 
who lived across the river.

 One day, Su Dong Po wrote a verse in 
praise of the Buddha. He sent his servant across 
the river to deliver it to the Zen master.

 The verse depicts his high respects for the 
Buddha, who is present in the entire universe 
and is seated so steadfast on the lotus seat that 
he would not be moved by the eight winds 
(prosperity, decline, slander, honour, praise, 
ridicule, suffering, and pleasure.)

 After reading the verse, the Zen master 
wrote the word, “Farting”, (a derogatory remark) 
on the script.

 Upon seeing the comment, Su Dong Po 
was so furious that he immediately crossed the 
river to confront the Zen master.

 The Zen master avoided meeting him, 
but instead asked his disciple to present to Su 
Dong Po another verse. Su was taken aback upon 
reading the verse, which reads as follows:

 “One may be unmoved by the eight winds, but a fart 
is sufficient to blow him across the river.”

 While praising the Buddha, Su Dong Po 
was in fact showing off his talents. The Zen 
master ‘farted’ to test the po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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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能禅法
与四念处禅观之间关系的探讨（五） 

文◎ 释法梁

 3．心念处

 心念处相较于身、受念处而言是更

为精细，禅修者须对自己种种的心理状态

保持正念正知，并持续不断地观察这些心

理状态的生起与灭去。从保持正念正知而

认识到贪和离贪，嗔和离嗔，痴和离痴，

集中与散乱，广大与狭小，心有上与心无

上，有定与无定，心解脱与心未解脱皆如

此。南传《长部·大念处经》与《中部·

念处经》二者相同，皆述出十六种心理状

态。北传《增一阿含·一入道品》共例出

二十四种心理状态，比《长部·大念处

经》多出的有八种；爱念心、无爱念心、

有受入心、无受入心、有散落心、无散落

心、有无量心、无无量心。《中阿含·念

处经》则有二十种，比《长部·大念处

经》多出的有四种；有秽污心、无秽污

心、有合心、有散心。《长部·大念处

经》说道：

 诸比丘！比丘如何于心观心耶？于此，

诸比丘！比丘心贪者，知：“心贪”。又

心离贪者，知：“心离贪”。又心嗔者，

知：“心嗔”，又心离嗔者，知：“心离

嗔”。又心痴者，知：“心痴”，又心离痴

者，知：“心离痴”。又心集中者，知：  

“心集中”。又心散乱者，知：“心散乱”。

又心广大者，知：“心广大”。又心狭小

者，知：“心狭小”。又心有上者，知：  

“心有上”。又心无上者，知：“心无上”。

又心有定者，知：“心有定”。又心无定

者，知：“心无定”。又心解脱者，知： 

“心解脱”。又心未解脱者，知：“心未解

脱”。

 修习者通过心念处，保持正念正知

安住于心。就内在自己来观察思惟心，就

外在他人来观察思惟心，就内在自己和外

在他人来观察思惟心。观察思惟心生起的

现象，消失的现象，生起与消失的现象。

于是，他通过正念正知去看清楚内心，乃

致“有心”之思念现前。同时，他安住于

无所依，是不执着于世间之任何物的一种

存在。其原文为：

 如是，或于心，观心而住；又于外

心，观心而住；又于内外心，观心而住。

或于心，观生法而住；于心，观灭法而

住；又于心，观生灭法而住。尚又知识所

成及忆念所成，皆会“有心”之思念现

前。彼当无所依而住，且不执着世间任何

物。诸比丘！比丘如是于心观心而住。
1
 

 4．法念处

 “法”者，梵云达磨，为通于一切

之语。小者大者，有形者，无形者，真实

者，虚妄者，事物其物者，道理其物者，

皆悉为法也。
2
“法”指一切的事物。一

切的事物，不论大的小的，有形的还是无

形的，都叫做“法”，只不过有形的是叫

做“色法”，无形的是叫做“心法”。法

念处的修习内容较身、受、心三念处更为

广泛、深细，前三念处可说是法念处的基

础，亦可说法念处事实已包含了身、受、

心三念处。北传《增一阿含·一入道品》

于法念处的内容有五盖及七觉支，《中阿

含·念处经》有六根尘、五盖及七觉支，

南传《中部·念处经》和《长部·大念处

经》则是一致；有五盖、五取蕴、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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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七觉支、四圣谛五大类。

 (1)五盖：五盖者，即贪欲、嗔恚、

睡眠、悼悔、内疑惑五种，此五种烦恼障

碍修习者的禅定。念住五盖者，对于五

盖，贪欲、嗔恚、睡眠、悼悔、内疑惑的

存在，修习者必须了知，对于五盖的消失

修习者必须了知，甚至于对于已消失的五

盖如何在未来不会再生起亦必须了知。修

习者通过法念处，保持正念正知于五盖

法。其原文为：

 然，诸比丘！比丘如何于法观法而

住耶？于此，诸比丘！比丘于法即五盖，

观法而住。又诸比丘！比丘如何于法即五

盖，观法而住耶？于此，诸比丘！比丘或

于内贪欲存在者，知：“我于内贪欲存

在。”；于内贪欲不存在者，知：“于我

内贪欲不存在。”彼知未生之贪欲生起，

知已生之贪欲灭尽，又知已灭尽之贪欲，

于未来不再生起⋯⋯。
3

 另者，嗔恚、睡眠、悼悔、疑惑也是

如此；知其存在与否，知其生与灭，知其

灭了之后未来不再生起。

 (2)五取蕴：五蕴者，即色蕴、受蕴、

想蕴、行蕴、识蕴五种，乃构成人身的五

大要素。色；是物质、是地、水、火、风

四大种所造，它包括了五根、五境，及法

外所摄色。受；是感受，领纳为义，根境

相触，而生起苦、乐、舍（非苦非乐）等

感受的心理作用。想；是想像，依受而生

起对事物的想像，或作取舍迎拒的抉择。

行；是意志和行为，依想像取舍而生起善

恶行为的心理。识；就是了别与认识，由

心识了别所缘所对的境界。因上述五者，

是积集而生起的，所以叫做“五蕴”。又

色蕴是属于物质，叫做“色法”；受、

想、行、识四蕴是属于精神，叫做“心

法”
4
。又取者，因取著于贪爱之烦恼事

物，故名为取，五蕴以烦恼为因而生，

故云取蕴。念住五取蕴者，对于色蕴、受

蕴、想蕴、行蕴、识蕴的生起与消失都必

须清楚了知。修习者通过法念处，保持

正念正知于五取蕴法，并就自己和他人的

身体来观察思惟此法的无常现象。其原文

为：

 诸比丘！比丘如何即于五取蕴法，观法

而住耶？于此，诸比丘！比丘[知]：“如是

色，如是色之生起，如是色之灭尽——如

是受，如是受之生起，如是受之灭尽——

如是想，如是想之生起，如是想之灭

尽——如是行，如是行之生起，如是行之

灭尽——如是识，如是识之生起，如是识

之灭尽。”如是，或于内法，观法而住；

又于外法，观法而住；又于内外法，观法

而住。或于法，观生法而住；又于法，观

灭法而住；或于法，观生灭法而住。
5

 ( 3 )六根尘：六根者，即眼、耳、

鼻、舌、身、意，所对境为色、声、香、

味、触、法六尘。修习者知眼根、色尘，

也知眼根对色尘而生结缚。他清楚了知未

生起之结缚如何生起，已生起的结缚如何

舍弃，也清楚了知已舍弃的结缚如何于未

来不再生起。耳根对声尘、鼻根对香尘、

舌根对味尘、身根对触尘、意根对法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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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修习者通过保持正念正知于六根

尘法，并就内在自己和他人来观察思惟此

法的无常现象。其原文为：

 诸比丘！比丘知眼，知色，知缘其二

者生结。而知未生之结生起，又知已生之

结灭尽，又知已灭尽之结，于未来不再生

起。又知耳，知声⋯⋯乃至⋯⋯知鼻，知

香⋯⋯乃至⋯⋯知舌，知味⋯⋯乃至⋯⋯

知身，知触⋯⋯乃至⋯⋯知意，知法，知

缘其二者生结。而知未生之结生起，又知

已生之结灭尽，知已灭尽之结，于未来不

再生起。如是，或于内法，观法而住：于

外法，观法而住；于内外法，观法而住。

或于法，观生法而住；或于法，观灭法而

住；或于法，观生灭法而住。
6

 ( 4 )七觉支
7
：又曰七菩提分，即择

法、精进、喜、轻安、念、定、行舍，此

七法皆因对世、出世间的觉悟而产生。修

习念住七觉支者须清楚了知七觉支的存

在、不存在，他须知未生之觉支如何生

起，已生起之觉支如何令起完全开发。修

习者通过法念处，保持正念正知于七觉支

法，就内在自己和他人来观察思惟此法的

无常现象。其原文为：

 诸比丘！比丘或于内念觉支存在者，

知：“于我内念觉支存在，”或于内念觉

支不存在者，知：“于我内念觉支不存

在。”而知未生之念觉支生起，又知已生

之念觉支修习成就。或于内择法觉支存

在者，知⋯⋯乃至⋯⋯修习成就。或于

内精进觉支存在者，知⋯⋯乃至⋯⋯修

习成就。或于内喜觉支存在者，知⋯⋯

乃至⋯⋯修习成就。或于内息（轻安）觉

支存在者，知⋯⋯乃至⋯⋯修习成就。或

于内定觉支存在者，知⋯⋯乃至⋯⋯修习

成就。或于内舍觉支存在者，知：“于内

舍觉支存在”，或于内舍觉支不存在者，

知：“于我内舍觉支不存在”。而知未生

之舍觉支生起，又知已生之舍觉支修习成

就。如是，或于内法，观法而住：又于外

法，观法而住；又于内外法，观法而住。

或于法，观生法而住；又于法，观灭法而

住；又于法，观生灭法而住。

 (5)四圣谛：又云四真谛，圣者所见

之真理也。一苦谛，三界六趣之苦报也。

是为迷之果。二集谛，贪嗔等烦恼，及善

恶之诸业也。此二者能集起三界六趣之苦

报，故名集谛。三灭谛，涅盘也。涅盘灭

惑业而离生死之苦，真空寂灭，故名灭。

是为悟之果。四道谛，八正道也，此能通

于涅盘故名道。是为悟之因。
8
修习念住四

圣谛法者须清楚了知苦、苦之集起、苦之

灭、灭苦之道。修习者通过法念处，保持

正念正知于四圣谛法。就内在自己和他人

来观察思惟此法的无常现象。其原文为：

 诸比丘！比丘如何即于四圣谛法，

观法而住耶？于此，诸比丘！比丘如实

知：“此是苦”，如实知：“此是苦之

集”，如实知：“此是苦之灭”，如实

知：“此是到苦灭之道”。⋯⋯如是，于

内法，观法而住；于外法，观法而住；又

于内外法，观法而住。或于法，观生法而

住；又于法，观灭法而住；又于法，观生

灭法而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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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多部四念处经典的探讨所得到的结

论是；此修法俱有非常明确的修行理路。

在修行之前，要求“净其戒、直其见”

及“空闲处、林中、树下”；一是对修行

者个人的要求，一是对修行者外在所处环

境的要求。在修的过程，又有“身、受、

心、法”四个层次分明的阶段。接着，当

然就是修四念处所达到的涅盘的成就。  

       （待续）

1 《长部·大念处经》，《汉译南传大藏经》第7册，第282页。

2  见《佛学大辞典》丁福保编，法条。

3 《长部·大念处经》，《汉译南传大藏经》第7册，第285页。

4  参《佛学常见辞汇》陈义孝编，五蕴条。

5 《长部·大念处经》，《汉译南传大藏经》第7册，第285页。

6 《长部·大念处经》，《汉译南传大藏经》第7册，第286页。

7 七觉支：（1）择法觉支，以智慧简择法之真伪。（2）精进

觉支，以勇猛之心离邪行行真法。（3）喜觉支，心得善法即

生欢喜。（4）轻安觉支，止观及法界次第名为除觉分，断除

身心粗重，使身心轻利安适。（5）念觉支，常明记定慧而不

忘，使之均等。（6）定觉支，使心住于一境而不散乱。（7

）行舍觉支，舍诸妄谬，舍一切法，平心坦怀，更不追忆，

是行蕴所摄之舍之心所，故名行舍。《佛学大辞典》丁福保 

编，见七觉分条。 

8 《佛学大辞典》丁福保编，见四谛条。

9 《长部·大念处经》，《汉译南传大藏经》第7册，第297页。

 在佛教里，对我们每天所犯的

众多错误，都要及时忏悔，不然罪

业的累积，将会损害我们的智慧和

功德。

	 第三章：割爱去贪

 佛言。剃除须发。而为沙门。受道法

者。去世资财。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树

下一宿。慎勿再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欲

也。

 佛说作为一个出家人的基本要求就

是把胡须、头发都剃除掉。出家人求的是

道，不执着世间的财物，每一天托钵乞

食，一天只吃一餐，晚上就在树下过夜，

同一棵树下只住一宿；这样的修法其实是

在针对治爱和欲望；因为使人愚痴和不明

白事理的原因就是爱和欲望。

 这是佛陀在教导弟子们修头陀行，

头陀行属于苦行之一。佛陀的时代，修头

陀行的代表是大迦耶尊者，他一辈子修头

四十二章经（五） 

讲授◎ 释法梁　

记述◎ 李德钊

陀行。苦行不是佛教专有的，在当时的印

度，苦行非常普遍，外道之中，也非常提

倡（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在印度看到一

些修苦行的人）。相对于外道的苦行而

言，佛教不是为了修苦行而修苦行，苦行

只是为了舍弃执着以了悟寂静的心。

 譬如说，为什么一棵树下，只能睡一

宿。这是为了避免对一个地方的留恋和执

着。在动物界，动物会划定自己的地盘，

以自己的气味勾画出界线，对侵入范围者

毫不客气；人虽然是高等动物，但是执着

上还是一样，会认定这地方是“我的”而

对闯入者产生怨恨。总而言之，头陀行的

意义，在于不要我们有机会抓住任何一

点，内心的执着少了，痛苦自然也少。

	 第四章：善恶并明

 佛言。众生以十事为善。亦以十事为

恶。何等为十。身三。口四。意三。身三

者。杀。盗。淫。口四者。两舌。恶口。

妄言。绮语。意三者。嫉。恚。痴。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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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事。不顺圣道。名十恶行。是恶若止。

名十善行耳。

 佛说：对众生而言，以十类事为善，

以十类事为恶。是哪十类事呢？身体犯的

有三类，言语犯的有四类，意念犯的有三

类。身体犯的三类是：杀生、偷盗、邪

淫。言语犯的四类是：两舌、恶口、妄

语、绮语。意念犯的三类是：贪、嗔（嫉

妒也是嗔心之一）、痴。完成以上十种行

为的人就是奉行十恶的人，如果把以上十

恶禁止了，那就是在奉行十善的人了。

 十善基本上是世间人所认同的道德准

绳，但毕竟还没有达到五戒的要求，因为

其中缺少了不饮酒这一条。一般人对酒的

看法，不如佛教的严格，也不能理解为何

不能饮酒。但身为一个佛教徒却很清楚佛

教最注重的是智慧，而饮酒会令人失去觉

照而丧失智慧（观照般若），这便是不饮

酒的意义所在。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

要以一种爱护自身智慧的心态去守护不饮

酒戒。

 十善中的前面七个是很具体的行为，

后面的不贪、不嗔、不痴这三个就比较抽

象，是心的活动。十善不仅要求我们不要

伤害别人，也要求我们不要让贪嗔痴的烦

恼伤害到自己；回到自己内心不贪、不

嗔、不痴的层面，才能真正的做到自利利

他。

	 第五章：转重令轻

 佛言。人有众过。而不自悔。顿息

其心。罪来赴身。如水归海。渐成深广。

若人有过。自解知非。改恶行善。罪自消

灭。如病得汗。渐有痊损耳。

 佛陀说：“有人犯下了很多过失，

却不知悔改，不知往内心去求忏悔。等到

罪报现前时，就好像一条罪业之河流到了

汪洋大海，终于变得深不可测，而且广阔

无边了。倘若犯下了过失的人能够自我反

省，知道自己过去的不是，并且开始改恶

行善，那他的罪业就逐渐消灭了。就如同

生病的人，发出了一身大汗后，病就逐渐

痊愈了。”

 忏悔是许多宗教的共同法门。在佛

教里，对我们每天所犯的众多错误，都要

及时忏悔，不然罪业的累积，将会损害我

们的智慧和功德。佛门里也有许多忏悔的

法门，比如礼拜八十八佛、水忏、金刚

忏、梁皇宝忏等等，都是为我们而设计的

忏法。当然，还有更进一步的要求，就是

在“眼前”下手，让自己长时间与觉性相

应，只要是活在觉性之中你就是在忏悔，

这就是惠能大师所说的“无相忏”。

 在修持了这些忏法之后，内心一般

都会感觉到比较舒坦。比较严格的要求则

是必须要有定境或悟境才算是清净。古德

所说的“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无时罪亦

亡，心灭罪亡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

就是这两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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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与素食的功德之反思（三）	 
讲授◎ 释法梁

笔录◎ 林容祯

放生与素食各有不同的因果关系

 把放生和素食并列，从世间的因果和修法的因果来探

讨，就能清楚的看到这二者各有不同的因果关系：

 素食	 放生

世间因果 正：健康、环保。 正：救命、朝向不杀生、

  （福德）  和谐、健康及长寿。

      （福德）

 反：营养不良。 反：导致杀生、破坏生态。

修法因果 正：长养慈悲心， 正：从不杀生朝向持五戒、

   滋养法身慧命。  朝向放舍——布施波 

  （功德）  罗密。（功德） 

 反：自命清高、 反：邪见（放螃蟹不能吃

   孤僻、邪见。  螃蟹）。

素食的世间因果

 当你素食得当，它的正面效果会因为清新寡欲而身

心都健康，另外也在为环保略尽绵力。人类过量的肉食导

致商家大量的圈养供食用的动物，所以必须耗费大量的土

地、水源和谷物在饲养动物身上，最后这些动物却成为人

们桌上的菜肴来满足口腹之欲。这些资源的浪费不但严重

的破坏了大自然，也造成人类的粮食短缺。而商家为了牟

取暴利，便使用激素让这些动物快速的成长；也因为要避

免动物生病而造成亏损，于是便使用了大量的抗生素。而

这些用在动物身上的药物到头来却戕害了人类的健康。素

食的反面效果又是什么？当缺乏素食的知识时，是会造成

营养不良的。

素食的修法因果

 有长养慈悲心作为动力，素食的正面效果就是滋养法

身慧命，用慈心与悲心来滋养我们的法身慧命。当我们懂

得通过素食来增长慈悲心时，就会懂得拉回来看着自己，

不让自己为了满足贪欲而吃众生肉，这就是功德，因为你

已经降伏自己的贪欲。素食在修法因果上的反面效果是什

么呢？会认为自己素食是很了不起，内心会排拆非素食

 佛在世只教我

们不杀生，没叫我

们放生。可是当你

对佛法有了深层的

了解之后，你就会

发现放生虽然不是

佛说的，但也是佛

法。佛法就是觉悟

的方法，通过放生

让众生觉悟，所以

说放生也是佛法。

佛在世时，素食被

称为外道法。然而

佛教在传到中国之

后，在祖师大德丰

富了素食的内涵之

后，素食也成了佛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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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看不起非素食者。有些甚至认为肉债肉

还，吃你半斤还八两，这是邪见。

放生的世间因果

 从世间的因果来看放生，正面效果是

救命、爱护生命，朝向不杀生，与其他众

生和谐共处。此外，佛教认为放生可令身

体健康及长寿；真的是如此吗？这是一个

比较敏感的课题。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

以从果报和因缘的角度来分析。从果报而

言，放生是在救命，所以就会有助于健康

和长寿；这一论点有些人接受有些人不接

受，见仁见智。从因缘而言，这是放生所

传达出的种种讯息；例如，有人病重时除

了求医外，也会要求家人为他放生积福；

这时的放生是病人自己要求的，当他能如

愿以偿时，他的内心就会感到高兴和安

慰，这一份正面的能量再配合医疗，二者

双管齐下，健康是有可能出现曙光的。

放生的修法因果

 从修法因果来看放生，正面效果就

不止是放生，而是进一步要求自己不杀

生，不杀生为五戒之一，如果我们能把它

持好，就使到自己有信心去受持另外的不

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和不饮酒这四条戒

律，朝向和谐人生。也因为放生这一修法

的根本就是在修“舍”，所以最终将会朝

向布施般若蜜、达到解脱。这就是功德。

 放生的反面效果就是邪见，放螃蟹就

不能吃螃蟹就是邪见之一；那意思是不是

说放螃蟹是可以吃螃蟹的？这也不是我所

要表达的。整个问题有两个关键，一是邪

见，一是方便；就在于你自己清楚或不清

楚。比如我很清楚知道那只你放的螃蟹跟

那只你要吃的螃蟹是没有关系的，但为了

要引导你一直慢慢在进步，不是放完了螃

蟹就结束，所以就跟你讲“放了螃蟹就不

要吃螃蟹”。如果你能接受这讲法，那么

每一次当你遇到有机会吃螃蟹而你又能够

选择不吃的那一刻，你就是在放生，就是

在修行了。若是你听到我说放了螃蟹就不

要吃螃蟹，于是就拒绝放生螃蟹，那我就

会跟你说：“放生是放生的因果，吃螃蟹

是吃螃蟹的因果，是两个不同的因果，放

了螃蟹还是可以吃螃蟹的。当然，如果你

吃的是冰冻的蟹肉更好，不吃活生生为你

而煮的，就不会牵涉到杀业。”所以，当

有人问你放螃蟹是否可吃螃蟹时，你可以

有不同的答案供自己选择：“可以”、“最

好不要”、“至少等一年”、“冰冻的蟹

肉是可以吃的”。到后来你会发现自己在

给答案时，不会只是可以或不可以这么简

单，而是很有智慧的在选择适合的答案给

对方。你不只是没有邪见，而且是善用方

便。

放生和布施波罗密。

 布施波罗密可分为财施、法施和无畏

施三种。众生本来要死了，你给了他活下

去的机会，就等于是布施生命给他，布施

生命就是财施。过程中为他们所念诵的三

皈依、心经、大悲咒等就是法施。因为没

有被杀，所以就不会有被杀时的畏惧，这

就是无畏施。虽然通过放生可具足财施、

法施和无畏施，但仍然不是波罗密，要达

到波罗密，还需要有一番的转折——要往

内回看自己，然后去发现自己也是被烦恼

束缚着，也是需要放生的。如果你的悟性

不高，就不会由外往内去觉悟放生到后来

是在针对自己。怎么说呢？财施就是要布

施给自己慧命。法施就是要布施佛法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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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无畏施就是布施给自己不畏惧死亡的

智慧，这是布施波罗密的根本要求。

《心地观经》说：众生有八万四千之

烦恼，故佛为之说八万四千之法门。

 放生这个法门是佛说的吗？不是。

佛在世只教我们不杀生，没叫我们放生。

可是当你对佛法有了深层的了解之后，你

就会发现放生虽然不是佛说的，但也是佛

法。什么是佛法？佛法就是觉悟的方法，

通过放生让众生觉悟，所以说放生也是佛

法。素食这个法门是佛所说的吗？不是。

佛在世时，素食被称为外道法。然而佛教

在传到中国之后，在祖师大德丰富了素食

的内涵之后，素食也成了佛法。虽然说是

方便法门，但却是汉传佛教中不可欠缺的

一环。时至今日，基于环保和粮食短缺的

问题，素食更是得到肯定。

问问自己两个问题

 一、有没有想过要放生自己？

 二、有没有想过除了素食，还可以用

什么来滋养自己的法身慧命？

 鱼子语：“问题是智慧的根源。”

 问题是智慧的根源，要长智慧就请带

着两个问题进入梦乡吧！

Why Are We Unable to 
Find the Buddha? 
◎ By Venerable Fa Rong 

◎ Translated by Kim Ong

Understanding One’s True Nature of Mind for 
Liberation

 If we do not have the intention of seeking 
our true nature of mind, even if we meet the 
Buddhas of the three tim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t will not be of much benefit to us. This 
is because all beings in cyclic existence need to 
look within their own mind to understand the 
true nature of the mind, in order to be liberated 
from cyclic existence. As we have not habituated 
in resting within the awareness of the mind, that 
is, looking within our mind, we are unable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ue nature of 
mind. If we are able to abide by the true nature 
of our mind, we can all attain Buddhahood and in 
every lifetime, we can experience limitless ease 
of mind, joy and unimpeded in every way. It will 
be too late for regret for those, who still cling 
to delusion, as they will continue to experience 
physical and mental suffering in this lifetime and 
in the future, they will fall into the lower realms.

 Studying the Dharma is Not Equivalent 
to Following the Dharma

 If we think that studying the Dharma is 
equivalent to treading the path of the Buddha, it 
is not so. Studying the Dharma is just listening 
and getting to know the Dharma. We still need 
to contemplate, understand and digest the 
teachings, and apply them into practice in order 
to experience and verify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path that leads to finding the Buddha within. 

 If we think that engaging in charity is 
equivalent to treading the path of the Buddha, it 
is also not so. We need to abstain from all non-
virtuous deeds and engage in all virtuous deeds, 
so as to purify ourselves in order to gain sight of 
the true nature of our mind, that is, our Buddha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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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se who are not use to meditating or 
reciting the Buddha’s name, and have the habit 
of focusing on the external, such as, watching the 
television, surfing the internet and working - busy, 
bewildered and blind, they are lost unknowingly 
within ignorance. There are also others, who do 
meditation or Buddha’s name recitation, but with 
a wrong objective, thinking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calm-abiding is the goal.

 Even if our objective is correct, while trying 
to tame our mind, we are unable to prolong our 
awareness of the mind and our practices, thus, 
unable to realize our true nature of mind. This 
is akin to turning on and off the fire that is use 
for boiling water, and hence,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water to be boiled. 

 It is indeed pitiful that sentient beings 
are drowning in the suffering ocean of cyclic 
existence and yet, do not know of the need to 
liberate themselves from suffering and seek 
everlasting happiness.

 The Body and Mind Must be Well-
Looked After

 Our body and mind are interdependent; 
hence, if we do not take care of our body and 
mind, we will be unable to prolong our search 
for the true nature of our mind. If our body is 
healthy, our mind will be clear and alert. If our 
mind is clouded with mental afflictions, then it 
will also affect our physical health.

 Body: The foundation of good health must 
be laid by a healthy diet, a balance schedule and 
exercise. Without a healthy body, there is no 
point talking about anything else.

 Mind: The mind must be constantly 
nourished by the enthusiasm of treading the 
path of the Buddha, through attending Dharma 

lessons and group Dharma practices, sitting in 
meditation to look at one’s mind and applying 
the Dharma in one’s daily activities, so as to 
experience the benefits of the Dharma.

 Only Through the Dharma, One is Not 
Lost

 We are so used to enjoying our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such that we are unable to 
tolerate any little suffering. There are too many 
temptations around us, so we need the Dharma 
in order not to be lost. Beneficial is the Dharma, 
so why not learn it? Why not create a conducive 
environment and seek qualified teachers and 
Dharma friends to help us?

Conclusion

The above-mentioned are the reasons why we 
are unable to realize our true nature of mind. 
Let us work towards breaking through bit by bit. 
All the very best! Stand tall like a mountain and 
tread along the deep ocean bed, with every step a 
footprint, there will be a Buddha and a Pureland.

(Note: This Chinese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Present” 

issue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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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我了	 
文◎ 释法谦

二手烟

 飘来一阵烟味。

 有人处之泰然，有人眉

头一皱，有人移动身子，有人

用手掩鼻，有人四处张望，对

着“源头”狠狠地瞪了一眼

⋯⋯。就一件事，千奇百怪的

直接反应，清楚地展现了种种

不经掩饰的真我。

 处之态然者可能曾是烟客，

戒烟后乐得偶而有机会“怀旧”

；也可能是暂时因鼻塞嗅觉失

灵，香臭不闻；皱眉者尽量憋

气，憋不住了，猛吸一小口，再憋；

移动身子者测知风向，避开烟势；用手夸

张掩鼻者，一手捂鼻，另一手当扇子，但

仍有一丝丝烟味从指缝溜入；也有人只用

一指塞住鼻孔，聊以自慰；瞪眼者厌恶之

情写满睑上，是否过于嫉恶如仇？味道代

表一个人的全部？对一个人味道的否定，

往往成为对这个人全面的否定。

 并不是要我们喜欢二手烟，也不是

鼓励吸烟。只是，我们已经处在这样的环

境里，想方设法尽量减轻吸入二手烟就是

了；能直捣烟源当然更佳，那就是以身作

则自己不吸烟，也劝人不要吸烟，才是根

治办法。在制衡的过程中，重点是要避免

牵动厌恶情绪，减少抗拒心理，这才是智

慧的展现。

广度众生

 我们都拥有一个臭皮囊，

都是九孔常流不净。幸运的是

我们一天可以洗上二三次澡，

保持个人卫生。遗憾的是有人

卫生条件不具足，或是因为环

境不允许，因病、因工作而变

成“臭人”。能清楚各自的因

缘，多一分了解，就多一分谅

解。除了不满和轻蔑之外，我

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吗？

 想到德利莎修女群和义工

们，他们到街边，将全身腐烂

生蛆发臭的“贱民”带回疗养

院，为他们清洗，让他们享受着人生最后

一段美食，和好好地躺在一辈子也没躺过

的床上；最后，修女握着他们的双手，在

充满温暖的关爱祈祷中，很有尊严地安详

逝世。

 我们说要行菩萨道，要广度众生，不

与众生结恶缘；但是，偶而飘来的烟味就

受不了了，还妄称要学习弥勒菩萨！为一

只狗吸出蛆虫，故事很感人，试问我们能

做到吗？

 真正要度的是我们内心贪、嗔、痴、

烦恼这个“众生”和偏执己见。我们是随

着烦恼生死轮回，还是超越烦恼而得到解

脱？最关键的是：我们看到“我”了吗？

 我们该庆幸没有风啊水啊这类自然灾

害，但是我们有“烟灾”，对24小时笼罩

的烧芭烟霾，我们能怎么办？难不成在人

间蒸发，或是向邻国瞪眼？

我们说要行菩萨

道，要广度众生，

不与众生结恶缘；

但是，偶而飘来的

烟味就受不了啦，

还妄称要学习弥勒

菩萨！真正要度

的是我们内心贪、

嗔、痴、烦恼这

个“众生”。

缁素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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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争 

文◎ 释持果

 每次看到法义师父，他的手中总是拿

着一串念珠，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慈祥的

出家人；不管别人怎么说他，他都保持沉

默；所以我常想，他是不是运用手中的念

珠来调伏自己的心？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就请教他是

怎么修行的？碰到蛮不讲理或自以为是的

人，或甚至被欺压时，他为什么都不生

气？在我的观念中，他一定是凭手里那串

念珠或者告诉自己“拉回眼前”，而把情

绪压下来。可是，他的回答很出乎意料，

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他说：“我不与人

争！”哇！我好想在面簿上按一个赞！他

让我想起了无争菩萨须菩提。法义师父脸

带和蔼的微笑，补充告诉我，没有必要去

与人争，何况我们要有慈悲心；也有可能

是天生的性格使然。我想，应该就是他的

无争，让他在修行的道路上走得比较稳

定。

 大智度论卷十一（大正25, p136, 

c23-29）记载，有人问佛陀：为什么多为

须菩提讲般若波罗蜜经，而比较少为智慧

第一的舍利弗讲这甚深的法？主要的原因

是舍利弗虽是弟子中智慧第一，但是须菩

提除了解空第一，另一个因缘是证得无争

三昧，常观众生不令心恼，哀愍众生的苦

迫，所以不愿与人争竞。

 纷争因何起？为了争赢。赢什么？

地狱五条根——财、色、名、食，睡。在

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匮

乏，人们的欲望攀缘心却越来越强，常常

急功近利，心浮气躁，无法容忍别人；又

加上面子问题，咽不下气。

 在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上，四周围大

多是凡夫，人与人之间，都有一种自我为

先的心态。生长在不同的家庭，人的思想

也往往不同，难免会出现不和谐和矛盾的

关系。我们是否善解人意，不论顺境或逆

境都大肚能容，不论别人如何待我，都能

用宽大的心胸去面对，自然会放松心情，

泰然应对。淡定自己，像法义师父那样，

做一个与人无争的自己。

 佛教常说因缘，每一件事情的发生

都不是偶然的，也绝对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而已。有因，必有缘。无争不等于放弃自

己的理想，而是观人与人之间的因缘时，

处于冷静状态，从而学会与人相处，养

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胸怀。无论什

么情况下，都保持清明的心境，不任由外

境影响，不贪不嗔，不随遇而安，要安分

守己。面对爱争好斗的人，转化我们的心

念，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

有了淡定的自己，就有真正的

淡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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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文◎ 莲花髻

 慈，这个字拆开来就是兹和心，意思

是“这个心”。

 这一颗心啊，可不是一颗普通的心。

这一颗心有如太虚，能容纳日月星辰、万

事万物，能给众生带来安乐，能帮助众生

从根源上拔除痛苦，最终得到快乐与力

量。这一颗心产生大爱，它平等、不求回

报、清净无杂染。这一颗心就是佛菩萨当

中最具代表性的大慈弥勒菩萨那颗心。

 在世俗人的眼中，具代表性的心通常

是指慈母的心，她爱护子女，为了子女能

得到安乐，义无反顾，甚至牺牲自己的生

命也在所不惜，这是伟大的母爱，只有具

备大慈弥勒菩萨那颗心，才能体现这样的

慈爱。

 如果把慈爱的范围从个人扩大到群

体、种族，以及国与国之间——比如在大

海啸时，不相关国家或慈善团体及时送

上救援物资，帮助灾民重建家园等种种善

行，让灾民免于流离失所，这是多么让人

敬佩的博爱精神。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能处处给人方

便，不计较个人得失与利害，即使一个善

意的微笑也会让人如沐春风；心存感激的

一声谢谢和充满热情的招呼，也都是一种

慈心的表现。

 世俗中的你我也能培养大慈弥勒菩萨

那样的慈心，要时时审视自己的内心，看

看慈爱是否还在心上，如果不见了，赶快

找回来。

佛心莲心翩然苏醒 

文◎ 钟鸣

 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新闻，美国加州洛

杉矶大学的植物实验室里培育着各种各样

的植物，最珍贵的莫过于两棵古莲——年

龄都在500年左右。 

 根据报道，在数年前，美国植物学家

到北京中国植物研究所访问，获赠7粒从东

北湖底泥土中挖掘出来的不知年份的莲花

种子。美国研究学家回去后悉心种植，沉

睡半千年的古莲种子苏醒了，逐渐发芽成

长。普通的花卉只能存活几年，这两棵古

莲的种子却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洗礼，现

在居然能发芽开花，美国植物学家也觉得

不可思议。

 莲花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象征

着清净、高洁和慈悲的力量。诸佛菩萨都

手持说法印，结跏趺坐在莲花台上，表露

出纯洁的菩萨心，全力引导佛弟子脱离尘

世，到达莲花盛开的净土。 

 最近我喜欢用铅笔学习画莲花，觉

得要画好莲花，最重要的是心要专注、清

净，朵朵莲花才能与荷叶、莲蒂，搭配出

曼妙的风姿和优雅的意境。当下心无旁

骛，心情放松，流畅勾划莲花的线条，自

然感觉到体会到莲花的清净，犹如朵朵开

在心中，身心与莲心浑然合一。

 所谓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心中若是能

够时刻保持正念正知，保持喜悦平静的心

态，虽然身处红尘中，灵府舒泰，佛心莲

心翩然苏醒，顿觉处处都是莲花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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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for Thought
◎ By Venerable Fa Qing

 I am fuming. I am angry, upset and with 

endless thoughts about you.  You are the cause of 

my fuming because you failed to do what I hope for 

and wanted. In order to extinguish the fire in me, 

I have to realize that ‘I’ is the mastermind behind 

the fuming, the arising of my afflictions. I went 

around the people around me with a measuring 

tape and wanted my desires and expectations to 

be met. There is no entity of “I”.  The existence of 

“I” is due to causes and conditions. Once I let go 

of my desires and expectations, I am free and at 

ease.

Expectation Not Met

 Is the person, ‘A’, familiar to you?

 A: Have you had your lunch?
 B:  Yes
 A: Did you take your lunch here?
 B:  -- (no reply)
 A:  Didn’t you receive the message to lunch
       in?
 B:  -- (no reply)

 Once we are not in the present, 
when the cat is not watching, the mouse 
is out chasing someone. It is therefore 
difficult for us just to accept a simple 
answer, like the answer from the perso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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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ing-kindness
◎ By Choon Song

 In the Mahayana tradition, the four 
immeasurables — love, compassion, joy and 
equanimity are important foundations of 
Buddhism. While all religions, in fact, teach 
about love one way or another, it is especially 
emphasised in Buddhism.

 There are many explanations on the 
importance of love in the Buddha dharma — in 
gist; it is simply the aspiration for the happiness 
of all beings.  Thus, we can understand that it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giving rise to bodhicitta 
— to aspire for enlightenment for the sake of all 
beings. In fact, love and compassion would both 
be strong in an individual before the individual 
gives rise to bodhicitta. 

 To help us work on this, it was taught by 
the Buddha in the Abhidharma that “metta” can 
be cultivated in our hearts. In fact, “metta” or 
loving-kindness is often likened to the love that 
a mother has for her only child. Just as a mother 
will protect her child from all harm and will 
not hesitate in risking her life in the process, so 
too, we should try to have this mind of loving-
kindness for all beings. There is no complex 
meditation for this. It is simply wishing for the 
welfare and happiness of others. We can start 
small by wishing for the happiness and welfare 
of our family members, and then, extend to our 
friends, and even further to our enemies and 
obstructers.  Slowly and steadily, it is ideal to 
extend thoughts of loving-kindness to all beings 
in the six realms. After all, there is no respite from 
sufferings in samsara. Any actions performed 
with this mind of loving-kindness are beneficial 
to oneself and others. Again, these can be further 
dedicated to the happiness of all beings. 

 This radiation of loving-kindness from our 
mind is also the supreme form of protection. It 
enables one to be positive in all situations and 

this helps in preventing negative karma from 
ripening. Generally, with such an attitude, 
the positivity, sympathy, harmlessness and 
serenity that one exudes will also attract others 
to one and makes one very likable. In a way, 
obstacles will be removed and many activities 
can be accomplished easily. At this juncture, 
it is also worthy to note that the opposite of                                                                          
loving-kindness - anger, has destructive powers as 
great as the benefits of loving-kindness! Indeed, as 
one starts to apply and practise loving-kindness, 
it will be more effective if one can be mindful 
of anger or jealousy when they arise. If you can 
spot anger or jealousy with mindfulness, they will 
fade away and cause no harm. Otherwise, they 
destroy merits, increase self-grasping and hinder 
a mind of loving-kindness!

 The activities of all the bodhisattvas arise 
from their aspiration to work for the happiness of 
all beings. Thus, we see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a mind of loving-kindness in the Buddha Dharma. 
It can be said that it is one of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uddha Dharma. With the right view on 
emptiness, having this mind of loving-kindness 
will also aid one in seeing the inseparability of 
self and others.   

 In the Shurangama Sutra (楞严经), 
Vajrapani (大势至菩萨) gave the example that 
the Buddhas think of the welfare of sentient 
beings just like a mother for her child. If the child 
reciprocates with the same thoughts, the mother 
and child would not be far from each other. 
Similarly, since all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have a mind of loving-kindness for all beings in 
samsara, if we can reciprocate with the same mind 
of loving-kindness, then we would undoubtedly 
be well-protected by the Triple Gems and our 
Dharma practices would be success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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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持本的魅力 

文◎ 心如

 如果上过海印的佛学课程，提起共

有50页的修持本，大家心里应该有数。有

的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有的望而生畏，

束之高阁；有的可有可无，偶而心血来潮

时，才翻翻写写；各种心态不一而足，所

以岂可小看这小小的本子。

 为什么这本子会有这么大的“魅力”

呢？因为这本子虽然看起来不甚起眼，里

面却蕴藏着鲜为人知的法宝；但是要如何

加以善用，那就要看阁下的功力了。如果

有坚定的信心，努力不懈，精进修持，所

淘的宝自然价值倍增；反之，如果懒懒散

散，就会一无所得。

 以个人的见解，首先持有人必须按照

海印四则的首则坦诚认真的自我内省与修

持，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发自内心、

无欺无诈、无染的念的修持。这本子完全

是为修持者而设，不是为他人而设，也不

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无须呈交给上课的法

师看，但是如果交给法师看，还是能得到

法师的评语。

 通常在上单元一

的课程时，同学们都

较积极准时交给法师批

阅，但时间一久就不然

了，因为有些人觉得没什

么好写；有的同学则因中

文程度较弱而难于下笔，

其实用英文书写也行啊；

有的因为没有时间；理由很

多；结果入宝山而空手回，

多可惜啊！

 曾听一位师兄说，她每天都会在凌晨

三四点起来作早课，课业也从来没有间断

过，都准时交。她把这本子当成日记，自

己遇到的事情和喜怒哀乐都确确实实记录

下来。她的精进精神真是让我佩服得五体

投地。

 天天做功课，你会慢慢有所体会，从

粗到细，从各个角度去观照，你会发觉烦

恼少了，心胸开阔了；好像人人都对你

好了，使你自己觉得没

有可以挑剔的地

方，你自然

心 旷 神

怡，

精 神 饱

满，做起事来也事

半功倍了。

 不信的话，你持之以恒试

着去做，假以时日便可见分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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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佛对生活有用吗？ 

文◎ 云轻

 学佛对生活有用吗？

 这是末学和大多数亲戚、朋友们分享自己学佛的感想

和经历时，最常听到的问题。虽然自己刚接触佛法不久，

但是内心因佛法带来的喜悦和踏实却是十分肯定的！

 还没有机会接触佛法前，虽然自己是理科系毕业，对

生命领域上的知识有一定认识，但总是对书上所能找到的

答案不满意。也曾尝试过在一些所谓的民间信仰、武学、

气功等方面寻求答案，但也是无功而返。更甚的是，随着

年岁增加，负担和责任也呈直线增长；内心莫名的焦虑、

恐惧和疑惑已到了随时可以把自己压垮的地步。职场上的

历练，人事的纠纷，家庭的问题，更是将我逼到了悬崖。

当时心中只有两个选择：让心死去，做个行尸走肉，过着

庸庸碌碌生活的人；或者让内心变得更坚强、更平静、更

具智慧来处理这一切的一切！

 就在万念俱灰的时候，有幸接触到佛法。在电脑上无

意间点击到佛教网页和文章，刹那间犹如醍醐灌顶，当下

如梦初醒。经上的一字一句，是那么贴切，让末学契入对

生活的感悟！一颗心仿佛就有“主”了！祖师大德们的开

示，给了我许多的人生答案，也让自己对生命有了新的诠

释。不禁感叹，自己今生与佛法相逢恨晚呀！从此，一颗

心不再往外乞求，生活也不再像之前般疲惫不堪。对人对

事多了一份从容与自在，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踏实、幸福。

面对磨难时，不再怨天尤人或六神无主、自乱方寸，而是

以淡定从容，处变不惊的心态来随机应付。

 所以，学佛对生活有用吗？⋯⋯至少对我来说是有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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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期谈了佛教与文学各方面的关

系，这期聊聊文学思想吧。

 一提中国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通

常马上会联想到系统专著——刘勰的《文

心雕龙》。但《文心》体大精深，内涵博

杂，具体说清与佛教的关系不易，我们就

偏重较有佛教特色的诗歌理论、诗学思

想，分两期谈二家二作：释皎然《诗式》

与严羽《沧浪诗话》。

 先来看看僧家诗论。历代论诗僧，中

唐代可谓高潮，包括齐己《风骚旨格》、

虚中《流类手鉴》、桂林淳大师《诗评》

等等，但能在诗论史上占重要一席的，应

该就属皎然及其《诗式》了。

 其实我们很早就提过皎然了，在谈

诗僧的部分。他是最早提出“诗僧”一词

的，见于其《酬别襄阳诗僧少微》一诗，

尽管诗僧本身的出现早得多。皎然本身也

是唐代著名诗人，严羽《沧浪诗话》就评

其诗“在唐诸僧之上”。皎然俗姓谢，自

称是山水诗祖谢灵运后人，据说是十世

孙。也不知是否受这段血缘关系影响，皎

然特别推崇其祖之作，甚至认为是“诗道

之极”、“发皆造极”了！

 皎然论诗涉及多方面,《诗式》开篇

首论“明势”，认为高手之作当“千变万

态”、“气腾势飞”,其他尚有“四不”、

“二要”、“六至”、“七德”、“五

格”等，也论及用事、对句、品藻各方

面。不过，最值得注意的还在其“意境”

之论，而与佛家最有关的则在于以禅喻

诗。他以诗禅二境的结合为最高，认为  

“诗道之极”当“但见性情，不睹文字” 

（《诗式·重意诗例》），诗能“发皆

造极”当得“空王（即佛祖）之道助”

（《诗式·文章宗旨》）。皎然很重视“境”

字，写诗也常用，论诗更是，而“取境”

自然就成为关键，《诗式·取境》一小章

甚至可视为皎然诗学思想颇为集中的概

括，我们不妨看全文：

 评曰：或云，诗不假修饰，任其丑

朴，但风韵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

曰：不然。无盐阙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

姒有容而有德乎？又云：不要苦思，苦思

则丧自然之质。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

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

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时意静神王，佳

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不然，盖

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

 从中可大致见皎然诗学思想概貌了：

其之于诗崇尚天真自然，但非“自然而

然”而已，主张有意经营达之，“须绎虑

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句，写冥

奥之思想”（《文镜秘府论》引其已佚之

《诗议》语），而其理想诗境乃清新寂静

的禅家空灵。

 另一点要说明的是，身为佛门弟子，

皎然诗论自然重禅，但其实也见道、儒影

子，甚至从其自述可见他可能还有意打通

三家，认为诗之“重意”、“文外之旨”

不独佛家所论，“向使此道尊之于儒，则

冠于六经之首；贵之于道，则居众妙之

皎然与《诗式》——	佛教与诗论(上)
文◎ 何奕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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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精之于释，则彻空王之奥”（《诗式·重意诗例》）。此

外，“意在言外”、“文外重旨”亦为魏晋玄佛之学，

崇尚自然也很“道”，尽管是需经“苦思”而达到；之

于儒，《诗式》总序也提到诗为“六经之菁英”，“庶

几有益于诗教”等。其实若知道皎然生平，就不会对其

兼容三家感到意外了，他毕竟出身儒学世家，中年以后

又一度追求神仙道术，因失败而转投佛门的。

 唐代诗话中，《诗式》无疑是佼佼者，明代著   

《唐音癸签》的胡震亨就评唐诗话中“唯”皎然之作 

“时有妙解”。而在诗论史上，皎然则扮演着承前启后

的角色，承殷璠“兴象论”、王昌龄“诗境论”，开司

空图“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严羽“言有尽而意无

穷”等理论。我们下期所要聊的“非僧”一家，就是严

羽和他的《沧浪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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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笔心画
把奶藏在牛腹里 

整理◎ 依毅	 翻译◎ Kim Ong

  画◎ Steve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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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团拜，大吉大利。

新春法会花絮 

图◎ 影音部

虔诚唱诵大乘金刚般若忏法。

 

s

s

s

花絮心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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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僧，大众供养师父。

s

 

瑞狮点睛，

舞狮舞龙

庆新春。

s

s 以至诚感恩的心传十供。

 

s

s



PAGE 38花絮心吟

	 每一年的新春法会，海印学佛会都集

合了四众弟子、十方信徒一起为应年的日

子祈福，举行梁皇宝忏共沾法喜，为新春

佳节增添喜气。

 随着教育宗旨不断落实，学佛会已

然成熟，道风日盛，今年的新春法会更突

显了学习佛法的方向，以古人的《大乘金

刚般若宝忏》为主轴，并采录永嘉禅师的

《永嘉证道歌》的禅法。那也是海印学佛

会学佛班课程的内容，加上川老的《金刚

经注》这些经典作为辅助材料，编成上、

中、下三卷的《大乘金刚般若忏法》法

本，在新春法会上唱颂。

 学佛是要学佛的智慧，《金刚般若波

罗密经》这一部经典是启发众生的智慧宝

典；若能从拜忏中觉悟人生，开启智慧，

真的是众生的福份；在礼拜唱颂的过程

中，理解体悟法本内容的精义，再落实于

我们日常生活里，化解一切烦恼，转化成

菩提，我们更是大大获益。

 正月初十这一天，海印学佛会大殿和

七楼的禅堂里，众佛弟子在法师们的领颂

下，虔诚庄严齐唱《大乘金刚般若忏法》，

无不深深感受到因兹生福，无不感到增添

智慧的喜悦；多年在海印学佛会上课的佛

弟子更是印象深刻。

 这一次的新春法会，礼拜《大乘金刚

般若忏法》的最大意义就是智慧得到进一

步的启迪，共沾法露。这一天大家都带着

法喜的心情，圆满完成拜忏。

新春法会长智慧
	 											——	体悟大乘金刚般若忏法 

文◎ 安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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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噌拉面   

Miso Ramen
指导◎ 黄其铫

 这道拉面虽然简单，可是营养丰富，包

括容易消化的蛋白质、维他命B群和不可缺的

脂肪酸，既开胃又健康！ 

[材料]	

 拉面1人份，热水300毫升，白味噌1汤
匙，腰豆数颗，素食三宝1汤匙，海带芽1汤
匙，芝麻少许。

[做法]	

 把拉面煮软，暂置于一旁。将热水煮开

后，加入味噌、腰豆、素食三宝和海带芽。

面与味噌汤混合，撒上芝麻即可上桌。

 This miso ramen is simple, yet full of good 
nutrients, including easily digestible proteins, 
Vitamin B complex and essential fatty acids. It’s 
appetizing and healthy!  
 
[Ingredients]
 Ramen 1 serving, Hot water 300 ml, White 
miso 1 tbsp, Cashew nut a few, 3-booster 1 tbsp, 
Baby wakame 1 tbsp, Sesame to sprinkle.
 
[Method]
 Cook ramen until soften and set aside. Bring 
hot water to boil and stir in miso, cashew nuts, 
3-booster and wakame. Pour miso soup onto 
ramen, sprinkle with sesame and serve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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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佛教在慈善救济方面，比其他团体来得逊

色，又怎能说佛教徒慈悲为怀呢？

Q：Buddhists are not as active in charitable 
relief as compared to other religions, so how 
can we say that Buddhists are kind and com-
passionate?

 依据佛教的教导：信徒们通过行善修布施波罗密，应

该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以虔诚和恭敬的心对贫困的人提

供帮助，通过慈善救济来平息自己内心的悭贪烦恼。学习

慈善救济不是要和别人比较高低。

 In Buddhism, it is believe that Buddhists are to try their best within 

their ability to offer help with sincerity and respect to those in need, and 

their acts of generosity is used as an antidote to quell their internal affliction 

of miserliness and greed. The cultivation of generosity and involvement in 

charity are not for the purpose of competing with others. 
 

问：怒目金刚算是慈吗？

Q：Are wrathful deities considered as compas-
sionate?

 怒目金刚只是在脸部显示忿怒的样子，内心还是怀着

慈悲，以利益众生为念；当教育众生的目的完成后，怒目

金刚的脸部可以立刻转变为慈祥的脸面对众生，因此，怒

目金刚也是一种教育众生的慈悲方式。

 Although wrathful deities have a wrathful facial expression, they 

possess loving-kindness and compassion towards sentient beings and with 

that, benefit sentient beings. When their objective of teaching sentient 

beings is accomplished, their facial expression will immediately change to 

one of peaceful countenance. Hence, wrathful appearance is also a kind 

and compassionate skill-in-means of teaching and guiding sentient beings.

般若信箱
答复◎ 释法源

翻译◎ Kim 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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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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量心
 用您的耳聆听，用您的眼观

赏，用您的心领会，用您的笔点

化，无量慈悲喜舍。

主题文章截稿日期：

慈无量心：01/02/2014 
悲无量心：01/05/2014 
喜无量心：01/08/2014 
舍无量心：01/11/2014 

 每一天的点点滴滴，生活

中的花花絮絮，引发自内心的感

触，领悟出生活的佛化，无论小

品、诗词、散文、漫画创作，一

律欢迎！

投稿须知：

1. 来稿文体不拘，字数则以800-
1600(华文)或500-900(英文)

为佳；

2. 来稿须写明真实姓名、地址及

电话，发表时可使用笔名；

3. 若是一稿数投，请于稿末注明；

4. 文稿一经发表，文责自负；

5. 编辑部有取舍与删改权，采用

与否，概不退还稿件；

6. 文稿一经使用，本刊将按所附

地址寄奉薄酬略表谢忱；若却

酬，敬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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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邮寄至海印学佛会编辑组。

《目前》
征稿启事

无限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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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p us 
propagrate this quarterly magazine, it would be 
made possible with your kind contribution.

Eisen Chee & Family
Yeo Hock Chuan & Family
刘秀莲合家

包爱明

十方法界

卢朝儒合家

吕孙强合家

吕宇斌

吕敦明合家

吕淑真

周聪景合家

彭哲源

彭如意

李伟君

李宗凤合家

李宝珠合家

杨合兴合家

杨家伟合家

林雅佳

王树安合家

王淑卿

王贵娘合家

郑兴来合家

陈夏丽

陈夏萍

陈思颖

陈惜莲

陈惠珊

陈柏汛

陈汉炎

陈淑慧

陈玥吟

陈福秋

陈鹏羽

魏亚华

魏可维

魏蓓心

黄丽真合家

黄婧善

黄婧美

黄振伟

黄文榮

黄檥萳合家

黄锦鸿

故 彭宗文

故 彭观喜

故 林亚香

故 林清源

故 林美妹

故 熊兆瑾

故 蓝玉明

故 蔡发金

故 蔡容

故 蔡富治

故 邱客

故 陈浩

故 马三妹

故 高侨留

故 黄秀銮

故 黄衍朝 

故 骆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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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佛课程

课程纲要	
   • 认识正信的佛教，佛教的人生观。 
   • 佛教创始人 - 佛陀的生平，佛教简史及佛陀证悟的内容。

   • 简介南、北、藏传佛法及各个宗派的教育重点(包括寺院参访)。

   • 澄清对佛教常见的误会：什么是佛教？佛教是迷信的吗？

   • 简介海印及海印的修行系统及如何策划每日学佛的功课。

   • 佛教仪轨及佛教文化的常识，包括大乘佛教的梵呗及法器简介。

课程行政资讯

课 程: 第21-2届，20课

日 期: 2014年8月21日（每逢星期四）    时 间: 7.30－9.30pm

教材费(获得赞助后): 会员$10，非会员$30 付费之后方保留学额。

我们庆幸有善心人士认同海印的佛法教育理念，发心捐助款项赞助2014年的教育经

费。这课程获得赞助课程讲义、修持本和$20教材费。

【华语基础学佛课程单元1】

	授课法师：

法宣法师

Lecturer : 
Ven. Fa Qing

课程纲要
   • 什么是静坐？学习静坐的目的、益处与目标。

   • 数息的方法。

   • 经行的方法。

   • 工作坊。

   • 通过静坐看清楚自己的身心状态。

课程行政资讯

课 程: 10课

日 期: 2014年10月16日（每逢星期四）    时 间: 7.30－9.00pm

教材费(获得赞助后): 会员$5，非会员$15 付费之后方保留学额。

我们庆幸有善心人士认同海印的佛法教育理念，发心捐助款项赞助

2014年的教育经费。这课程获得赞助课程讲义和$10教材费。 

【华语静坐入门】

	授课法师：

法谦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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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  星期日：上午9时至下午5时
 Tuesday to Saturday : 12noon – 8pm Sunday : 9am – 5pm

Course Outline: 
• What is meditation? The purpose, benefits and the ultimate goal in practicing 
 meditation
• How to do breathing meditation?
• How to do walking meditation?     
• Workshop
• Cultivate awareness of mind through meditation

Administrative Information:
Duration : 10 lessons
Date : 19 October 2014 (Every Sunday)     Time : 7.00 – 8.30pm
Fee (after sponsored) :  Member $5, Non-member $15 (Enrolment is confirmed upon fee payment.)

In recognition of Sagaramudra Buddhist Society’s educational teaching of Buddhism, 
we are blessed to receive sponsorship for our Dharma Course for the year 2014. The 
sponsorship for this course is $10 course fee.

Introduction to Meditation - English 
Relax Way of Learning Med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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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佛理开示

超度

法荣法师 

2014年06月21日

超度不只是为死人念经，

而是怎么样超越与度化

自我到彼岸。

佛说人生有二十难

持果法师 

2014年07月19日

调伏人生二十难有那些？

四十二章经怎么说？

步上吉祥和幸福之道

法尊法师 

2014年06月28日

人生的吉祥与幸福常握在

自己的手里。

《吉祥经》对于培养善的

品德，怎样得到幸福

和快乐提供了很好

的指引。

如何对治大随烦恼？

法源法师 

2014年07月26日

大随烦恼是指：不信、

懈怠、放逸、昏沉、失念、

散乱、掉举和不正知。在修

行的过程中，如果我们

不了解烦恼的特性，

烦恼生气时也不知道

如何对治，就会对

修行造成很大的障碍

而无法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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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间: 7.30pm —9.00pm
地 点 : 海印学佛会4楼千佛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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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7月每周活动
星期一休息	Closed on Mo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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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2届基础学佛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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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25/02 — 22/07/14

第3-2期学佛成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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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梁法师 Ven. Fa Liang     
25/02 — 22/07/14

第8届基础学佛课程

(英语)单元3
8th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Eng) - Module 3

法庆法师 Ven. Fa Qing     
25/02 — 22/07/14

第20-1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3
20th-1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3

法音法师	Ven. Fa Yin     
26/02 — 23/07/14

第1期学佛进阶课程

(华语)单元3
1st Intake Dharma Discussion 
Course (Ch) - Module 3

法梁法师	Ven. Fa Liang     
26/02 — 23/07/14

第2期学佛进阶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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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26/02 — 23/07/14

太极拳班		Taiji Class

林世昌老师	Mr Lin Shi Chang
丘宇老师	Mr Chiou Yee

第19-1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5
19th-1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5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27/02 — 24/07/14

第9届基础学佛课程(英语)单

元1
9th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Eng) – Module 1

法尊法师	Ven. Fa Zun
27/02 — 24/07/14

第1期学佛成长课程(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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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庆法师 Ven. Fa Qing     
27/02 — 24/07/14

Fri 五	7.30pm - 9.30pm

第21-1届基础学佛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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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宣法师	Ven. Fa Xuan     
28/02 — 25/07/14

第4期学佛成长课程(华语)

单元1
4th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Ch) - Module 1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21/02 — 18/07/14

第3-1期学佛成长课程(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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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梁法师	Ven. Fa Liang
28/02 — 25/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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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修	One Day Retreat

法师	Venerable 
8.00am - 5.00pm 
08/06/14, 13/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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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10.00am - 12.00noon 
25/05/14, 22/06/14, 27/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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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14, 15/06/14, 20/07/14

老人院／儿童院服务	
Community & Welfare Service

福利部	General Welfare 
9.30am - 12.00noon 
08/06/14, 13/07/14

麦里芝步行	

Mac Ritchie Walk

地				点：麦里芝蓄水池

集合地点：蓄水池前车站	

7.30am      
11/05/14, 08/06/14, 13/07/14

佛理开示		Dharma Talk

7.30pm - 9.00pm 

法荣法师	Ven. Fa Rong 
超度   21/06/14

法尊法师	Ven. Fa Zun 
步上吉祥和幸福之道

   28/06/14

持果法师	Ven. Chi Guo 
佛说人生有二十难   
   19/07/14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如何对治大随烦恼？  
   26/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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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	Venerable
Sat 24/05/14 8.00am — 
Sun 25/05/14 8.00am

Sat 26/07/14 8.00am — 
Sun 27/07/14 8.00am

第19-2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4
19th-2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4

持果法师	Ven. Chi Guo    
7.00pm - 9.00pm  
23/02 — 27/07/14

第7届基础学佛课程(英语)

单元5
7th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Eng) - Module 5

法尊法师	Ven. Fa Zun   
7.00pm - 9.00pm  
23/02 — 27/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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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7.00pm - 8.30pm  
27/04 — 13/07/14

第13期少年学佛班		
13th Batch Teenage Dharma Class

第19期儿童学佛班		
19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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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5/14, 01/06/14, 06/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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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pm - 3.30pm   
18, 25/05/14  
8, 15, 22, 29/06/14  
13, 20, 27/07/14

Sat 六		 Sun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