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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论》与大乘佛教的基本思想

从《心经》看佛教的空观念

佛教的“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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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harma Classes
Enrolment
for year 2018

佛学班招生
Children Group 儿童组 
- 6岁 to 12岁 years old / In Mandarin ( 华文 )
- from 7th January 2018 / 一月七日开课
- Sunday 星期日
- 9:30am to 11:30am
       

Youth Group 少年组
- 13岁 to 16岁 years old / In Mandarin ( 华文 )  
- from 7th January 2018 / 一月七日开课
- Sunday 星期日
- 9:30am to 11:30am

Adults Group 成人组
- In English 英文 / Mandarin 华文
- from 9th March 2018 / 三月九日开课
- Friday 星期五 
- 7:30pm to 9:30pm

Please register online or visit us @2nd floor office
请上网或到二楼办事处报名

新加坡佛教总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Tel 电话: 6744 4635     Fax 传真: 6747 3618
email 电邮: buddhist@singnet.com.sg
website 网站: www.buddhist.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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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沈家贤 回向沈家贤合家福慧双增 $500.00

Wong Yuet May 回向已故余仲英业障消除、往生净土、离苦得乐 $300.00

林徽妤 回向已故云若卿莲增上品 $300.00

符方文 回向已故符传杏、已故方茂春往生净土，离苦得乐 $100.00

李亚女 祈愿李亚女合家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100.00

莊秀美 祈愿合家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100.00

林文盛 回向已故卢千香莲增上品 $50.00

苏夏秋 回向已故Tok Bee Chin，回向十方法界一切众生 $50.00

陈亚琼 回向世界和平 $40.00

Steven Teo 祈愿张材祝、林兰音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20.00

吴昕宜
祈愿吴昕宜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工作顺利、健康平安、幸福快
乐。回向累劫冤亲债主，十方法界众生皆共成佛道

$20.00

吴炳彦
祈愿吴炳彦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学业进步。回向累劫冤亲债主，
十方法界众生皆共成佛道

$20.00

王炜晴、王植刊 累劫回向冤亲债主、离苦得乐、共成佛道 $20.00

洪锐强 祈愿洪锐强身体健康 $20.00

吴福沅 祈愿福慧增长 $20.00

故林瑞明 回向早证菩提、庇佑后裔身心安康 $898.00

已故宏船老和尚 乘愿再来 $200.00

已故邱锦凤 回向已故邱锦凤往生净土莲花化生 $100.00

陈木浩，谢梨娟（已故）
回向十方一切有情与无情众生福慧双增，莲增上品，往生净土、听闻佛法、成
就佛道

$40.00

已故常凯老法师 $100.00

已故张金兴、颜玉美、张友鑽 $50.00

已故吴锦凤 $40.00

众佛子 $719.00

吴顺来 $200.00

吴莉贞 $150.00

Tommy Lim Kian Meng $150.00

刘皆均 $100.00

萧宝鑽 $50.00

张友利、岑建强 $40.00

岑文欣、岑文豪 $40.00

麦庆良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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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莉玛总统

9月14日宣誓就职的新任总统哈莉玛博士，在她就职之前，

即9月12日，以民选总统候选人的身份访问新加坡佛教总会，受

到佛总理事与职员热情的款待。

广品法师在欢迎词里感谢哈莉玛博士的到访。法师也提到

当哈莉玛博士中选为区议员时便有机缘接触到她。法师赞叹她

和蔼可亲，对任何人平等一律招待，相信在哈莉玛博士成为我

国总统时，必能为国家人民谋求更大的幸福安乐。

哈莉玛博士早年毕业自国立大学法学院，2016年获国立

大学颁赠名誉法学博士学位。2013年1月14日，受委为我国国

会议长。今年的8月6日，辞去国会议长及议员的职务，宣布参

选总统。哈利玛博士创造了不少历史性的“第一”，她不仅是

新加坡历史上第一位担任新加坡共和国国会议长的女性政治人

物，也是我国第一任女总统。

哈莉玛博士一向对促进本地宗教、社区和睦不遗余力，经

常参与本地各大宗教的常年宴会与慈善活动。今次访问佛总，

她与佛总理事们就如何促进种族与宗教和谐、加强社会凝聚力

等课题进行交流。

新加坡佛教总会1949年成立，受殖民政府华民事务署之催

就职前访问佛总

■ 火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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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慈善及文化活动，充分

履行了作为一个团体公民应有的

责任，也体现了佛陀无私的奉献

精神。

记得李显龙总理在出席佛

总为庆祝2015年卫塞节所主办

的“幸福卫塞 . 祥和我国”晚会

成立。此后，便成为团结我国僧

俗四众、佛教社群的一股凝聚力

量。一直以来，佛总除了弘扬佛

法，利导众生之外，也拓展了各

种利于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发展

中国
8天宁波普陀山九华山苏杭上海 

$1588起   
出发：25/11，16/12

8天峨嵋山乐山大同五台山太原 

$1688起 

出发：2018 19/5，9/6，21/7，18/8，8/9

西藏火车专列
10天  青藏之旅  $2488    

出发：2018 年 : 26/5，16/6，13/7，4/8

阿坝各莫寺+四姑娘山

8天阿坝各莫寺法喜苑+四姑娘山马尔
康格尔登寺  $1988起
出发15/9/2018

12天丝绸之路  $2468 起  

出发：12/5，16/6，1/9

韩国
9天韩国佛教传统文化智慧之旅
$2488
出发：11/11，2/12

充满大自然气息的清幽静谧的山

寺，给疲惫的身心充电。

独一无二体验寺院住宿。

寺院活动:
礼佛，钵盂供养，参禅，茶道，108

拜修行，与法师茶谈、串108珠子、

安排与饮食专业僧人一起制作传统

饮食、茶食等

享用山寺里朴素天然健康饮食。

斯里兰卡
6天斯里柏勒(SRI-Pada)供奉日月菩
萨登山  $1488
仅此一团30/11

不丹、锡金
7/10 天快乐王国-不丹  $2988起
出发：一，四，日

12天从不丹到锡金  $2988
出发：5-10月

老挝(寮国) 
6/8天探索老挝 $1188 (2人成行) 

出发：19/11, 26/11，03/12, 10/12, 

 17/12, 24/12, 14/2/2018

缅甸
8天缅北特选   $1928起 
出发: 11/11，2/12

泰国、清迈
8天泰北佛教巡礼-禅修  $1548起
出发：11/12

印尼
4/5天婆罗浮图日惹戴恩高原
$788起
出发每天

印度
13天朝礼佛陀八大圣迹  $2288起
12月出发 

出发：15/11，6/12，27/2/18

11天印度请法+措贝玛圣湖莲花生大
师闭关修行山洞  $1698
出发：26/8/2018

6天孟买奥兰加巴德(阿旃陀石窖，埃
洛拉石窖)浦那  $1388
出发：17/3, 21/7, 18/8

IK CHIN TRAVEL SERVICE (S) PTE LTD
Address :  101 Upper Cross Street #03-11
	 			People’s	Park	Centre	Singapore	058357
Contact	No		:		T		(65)	6535	4334					F	(65)	6535	5070		
Website	 :		www.ikchin.com.sg	
Enquiry	 :		enquiry@ikchin.com.sg ＊以上所有价格不含机场税与燃油费

时表示，他对佛总以及其他的本

地佛教团体对关怀本地社会所作

出的贡献感欣慰。李总理指出，

多年来，佛总不分语言、种族与

宗教，办教育，做慈善，帮助所

有的新加坡人，为新加坡定下宗

教和谐的基调。

哈 莉 玛 博 士 今 次 访 问 佛

总，除了促进双方了解，彼此也

取得共识，将通过各种渠道、活

动来促进各宗教的联系与信任，

并加强我国人民的凝聚力，共同

为本地社区和睦、国家繁荣作出

努力，创建一个人间净土，和谐

社会。

佛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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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星期一)，下午3时至5时，新

加坡佛教总会连同新加坡道教总会与慈

善理事会，主办“慈善团体与公益机构

监管准则分享会”。事缘慈善理事会

在今年四月刚颁布了最新修订的监管

准则，为了让一众团体及属下会员了解

有关修订内容的重点，所以特此主办这

一个分享会。

监管准则对慈善团体而言是极为重要，因为

这将影响他们的管理水平与服务。一个慈善团体的董

事部必须为其属下机构制定一套良好的监管和管理原

则与作业模式。监管准则也能促进慈善团体更加有效

透明、更能对利益相关者负责。

而对公众而言，准则则能帮助他们了解良好监管

的意义，也有助于他们在选择支持某慈善团体时，能

够作出知情决定。因为公众除了捐款给慈善团体，还

为他们提供义务服务。

佛教、道教的寺院庙宇及社团组织都纷纷派遣代

表出席这一次的分享会，同时，也有一些感兴趣的公

众人士前来，使到三楼的佛总礼堂座无虚席。

分享会主要分成三个部分进行，先由主办单位

慈善团体与公益机构

的代表致词，说明主办分享会的意义所在；

继而，由慈善理事会的代表分析与说明

更新后的监管准则的要点；最后，邀请

观众提问，让慈善理事会与寺院庙宇

双方的代表进行对话与讨论。同时，与

会者也都被分派一本最新的监管准则。

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广品法师在致欢

迎词中表示，分享会主要是促进慈善理事会

与寺院团体的交流，法师鼓励寺院代表们积极发

问，可以藉此机会澄清一些问题，或者针对自己团

体的切身问题提出讨论，因为慈善理事会也派出了代

表，他们都具备足够的知识与能力，回答所有问题。

慈善理事会主席余福金博士与慈善总监洪合成

博士则在他们开场白说出分享会的目的与将会讨论

的内容。

余福金博士指出，今次的分享会旨在提高公共对

慈善组织及其监管准则的觉醒度。余博士表示，对于

慈善团体的运作设立一些指导与监管条例是深具意义

的，因为当一个慈善团体管理不当的时候，并不只是

影响到一个个体，而是对整个慈善公益圈子都会起了

很大的影响。当然，他也了解有一部分的慈善团体是

监管准则分享与交流会

广品法师致词

■ 一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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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时间去受训、调适、准备的。所以，理事会便趁

着发布修订准则之便，与有关的寺院庙宇及慈善团体

进行交流，促进了解。

慈善总监洪合成博士则表示，身为慈善总监的

他，责任就是帮助各团体提高管理与运作效率，他鼓

励佛教与道教总会属下的会员们积极接受培训，包括

一些科技服务，因为新知识将有助于提高管理者对组

织的管理与效率，做起事来有事半功倍之效，使组织

的运作更有效率。

他也感激佛教总会、道教总会的协调与联系，使

到不少的寺院庙宇代表能在繁忙的星期一出席这一个

分享会，这意味着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

探讨如何将组织管理更好，运作起来更有效率。

紧接下来则由蓝璐璐博士分享修订后的慈善准则

的主要内容。蓝博士说“ 这是慈善理事会继2007年11

月首次推出准则，并在2010年第二次修订后的第三次

修订本。监管准则旨在协助慈善团体，而不是压抑，

所以准则也是通过委员会与工作小组收集来的意见与

自身的经验作为参考而不断改善。”据知，委员会与

工作小组的代表都是来自各慈善团体、公益机构、专

业团体、学者、审计师和捐助机构。

在第三版的修订，其中有关评估清单的一些选项

已经改了。所以，蓝博士很有耐性地为出席者解释有

关清单的修订以及其他改动部分的重点。

分享会最后一个环节是蓝璐璐博士连同慈善总

监洪合成、佛教总会执行长柯孙科、培训顾问陈青

华以及风险咨询服务总监张薇莉与观众进行对话。

现场观众热烈地提出问题，他们的一些疑虑也都获

得澄清与解答。

当然，这一个分享会旨在为最新的修订准则作

简略介绍，之后还有后续的跟进工作，例如办培训

课程，可让慈善团体与公益组织深度了解准则的内

容精髓。此外，公众也可到慈善理事会网站（www.

charitycouncil.org.sg）参考其中的“Resources for 

you”,  进一步了解准则的内容与应用。

分享会后，大家合照留念

佛总礼堂座无虚席

余福金博士(左)、蓝璐璐博士(中)与洪合成博士(右)分别致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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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佛总谢师宴简记
海，是一片蓝；风，是一阵

凉。在这样一个幽美的环境用

餐，即可欣赏海天一色的美景，

也可感受到徐徐微风吹来的一身

凉意，是多么愉悦暇逸的一件

事。所以，新加坡佛教总会选择

在这儿─新加坡游艇俱乐部举

行谢师宴，以表对属下的两间学

校菩提学校、文殊中学，以及各

中心的教职员的感激。

宴会于8月30日的傍晚时分

开始，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广品

法师在他的致词中，传达了佛总

多年来在教育方面的不懈努力。

他说：“ 新加坡佛教总会一直

深信教育可以授予年轻一代丰富

师恩如海深

老师们也粉墨登场，载歌载舞

■ 一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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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与谋生技能，以迎向未来

的挑战。所以，自1949年建设菩

提学校，后于1982建立文殊中

学，于90年代还建立两间托管中

心。”

法师还强调，每一间学府为

了达到预定的教育成效，老师是

不可或者的关键人物，因为，他

们不仅是传授知识与技能，更重

要的是灌输年轻一代正确的道德

观念和持之以恒的学习热诚。

“我们很幸运地拥有一群热

心的教育工作者与领导人，他们

一直孜孜不倦地付出他们的努

力，我在此代表佛总由衷感谢他

们的贡献，因为，没有他们卓越

的表现，学校也没有如此辉煌的

成绩。”

法师也表示从今年起，根据

教育部最新的政策，是不允许向

政府资助学校的教育官员提供金

钱奖励。所以，管理层将改为提

供老师们长期服务的奖杯。

两间属校校长也分别上台作

简短的致词。文殊中学校长沈聪

文除了感激老师的努力，也对一

直支持学校活动的家长、校友会

表感激。同时，他也没忘记感谢

赞助晚宴及幸运抽奖的各界人

士，促成这一次别出心裁的谢

师宴。

菩提学校林惠珉表示，佛总

属下的各个学校及各中心的教职

员齐聚一起庆祝教师节，就像一

个大家庭，大家不分彼此，共同

为教育付出努力。她表示，老师

的工作不仅是劳力，也是劳心的

工作。在今日，教育孩子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没有足够的教学

热诚，就很容易被过程中的狂风

巨浪推倒。所幸的是，老师们都

付出了他们的爱、他们的热情，

教育工作才得以持续发光发热。

最后，林校长也不忘记以多种语

文，向赴宴的教职员致谢。

宴会上，老师们也自娱娱

人，亲自上台表演歌舞。为了配

合游艇会的蓝天碧海的优雅环

境，主办者也推出相关的游戏，

让全体宾客参与。每一座的宾客

必需利用所提供的花纸、颜色笔

设计一艘精巧美观的“纸船”。

由于资源不多，大家都充分发挥

创意，有的甚至连餐桌上的纸

巾、水管也用上了。在合众之

力，集众之智的努力下，一艘

艘“船”终于缤纷登场，最优秀

的设计还获得奖赏鼓励呢！

广品法师(左)、文殊中学校长沈聪文(中)与菩提学校校长林惠珉(右)在宴上致词

广声法师(左)与苏满纳法师(右)也出席谢师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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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俯仰之间又来到了学期结束的时刻！佛教总

会周日学校于2017年8月27日在六楼课室举行今

年度的结业典礼。受邀出席典礼的是佛教总会秘

书长苏满纳法师。

法师于上午9时45分来到六楼课室，随即开

始今日的典礼。首先，法师为小六及中四毕业

生颁发结业证书，共5位；接下来是勤学奖共22

位，每位学生获得一份礼券以资奖励。今年还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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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一份特别奖给黄欣颐同学，奖励她从小

一开始便在佛总周日学校上课直至小六，这

份奖励也间接地鼓励着其他同学向她看齐，

希望大家要不间断地学习佛法。

紧接着法师以一则小故事开示，策励家

长、老师和同学们：有一天，一个好逸恶劳, 

整日无所事事的男人，去果园偷水果被园主

发现，仓惶逃跑下来到了森林，看到一只只

有两只脚的狐狸，迎面走来一只狮子，嘴里

叼着一块肉，走到狐狸面前喂食狐狸。此

时，这个好吃懒做的男人看到了这个景象，

内心感触自己是个手脚健全的人，难道也需

要他人像狮子喂食狐狸那般被喂食吗？于

是，他奋发向上，不再做个游手好闲的人。

小朋友们个个听得入神，全场鸦雀无声，想

必这个寓言故事启发了小朋友们努力向上的

心，同时也鼓励小朋友们要有慈悲心，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法师还拿了报章报导残缺人

士发奋图强的故事给小朋友们看，希望藉此

激励大、小朋友们。

典礼最后的压轴节目是亲子活动─康

乃馨手工，父母和孩子们在一片温

馨祥和的氛围中一起完成美丽的手

工花朵，同时也圆满结束了今年的

周日学校课程。祝愿小朋友们，考

试顺利！明年再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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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扬法师
佛教总会慈善组主任

柯孙科先生
佛教总会执行长

祝贺 获颁
内政部国庆日奖(内政团队义工) 

2017

祝贺 获颁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义工奖201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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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m Wong Hwee Yong
黄慧蓉 

Head of Department
(Special Assistance Plan)

Commendation Medal

Mdm Lai Yean Pean
赖燕萍

Teacher (Chinese)

Long Service Medal

Mrs Esther Lee
林苏燕

Vice-Principal

Long Service Medal

Mr Sitoe Yew Sing
司徒耀

Head of Department (Science)

Long Service Medal

Mdm Yeoh Ai Hoon
杨爱芬

Teacher (English)

Long Service Medal

Mdm Ho Lian Poh
何连保 

Subject Head (Chinese)

Long Service Medal

Mdm Khariaty Bte Ja’afar
Teacher (English)

Long Service Medal

菩提学校国庆奖章获奖老师
NDA 2017 AWARDEE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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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中学国庆奖章获奖老师
MANJUSRI SEC SCHOOL’S NDA 2017 RECIPIENTS

Mr Tan Hong Yak Joseph
陈鸿益

Head of Department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mmendation Medal

Mr Tan Thiam Meng
陈添明

Subject Head (Student Leadership)

Commendation Medal

Mdm Cheah Lay Tin
谢丽珍
Teacher

Long Service Medal

Mr Abdul Wahid Bin Mohd Eunos
Education Workshop Instructor

Long Service Medal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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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 获颁
新加坡监狱署长期服务义工奖

SPS VOLUNTEERS AWARDS CEREMONY 2017
SINGAPORE PRISON VOLUNTEERS LONG SERVICE AWARD 2017

S/N 服务年数

1 释苏满纳 30年

2 张渊龙 20至29年

3 陈天发 20至29年

4 王茵桦 10至19年

5 洪明月 10至19年

6 杨启先 10至19年

7 许禧荣 10至19年

8 郑仲珠 10至19年

9 杨刚毅 10至19年

10 傅锦地 10至19年

11 符继俊 10至19年

12 释广品 10至19年

13 吴织织 10至19年

14 许湫湄 3至9年

15 洪本源 3至9年

16 洪金凤 3至9年

17 胡蕙馨 3至9年

18 颜莉金 3至9年

19 黄温温 3至9年

20 刘若平 3至9年

21 黄德芬 3至9年

22 李春莲 3至9年

23 吴端龙 3至9年

12

01_17_����_1.indd   12 12/10/17   2:34 pm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and Maha 
Bodhi School are delighted to announce that 
Mdm Jenny Wong Hwee Yong, HOD/SAP cum 
Internationalisation has been conferred the 
2017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SHHK) 
LEAP (Listening Educator for Advancement 
and Progress) Award. She was one of the 
10 outstanding recipients of this prestigious 
award, pipping more than 600 nominees. 
The LEAP Award was launched by former 
President S R Nathan in 2011 to recognise 
exceptional teachers who have made a posi-
tive impact in nurturing their students from the 
heart. To add on to her accolades, Mdm Jenny 
Wong was also conferred the Commenda-
tion Medal for the recent 2017 National Day 
Awards. It was indeed double blessings for the 
school and Mdm Jenny Wong. 

Undergirded by her strong teaching 
philosophy: 

To teach well, one must have the “HEART” 
for every child. To teach well, one must have 
the “HUMOROUS HEART”, to absorb pupils’ 

Jenny Wong of Maha Bodhi School, 
The recipient of LEAP award

innocent but incorrect answers; To teach well, 
one must have the “PATIENT HEART”, to 
correct pupils’ truthful but careless mistakes; 
To teach well, one must have the “LOVING 
HEART”, to embrace and understand each 
and every child. Mdm Wong demonstrates 
passion for and commitment to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pupils in the school. 

Having served the teaching fraternity 
for more than a decade, Mdm Jenny Wong 
believes that teachers are blessed to be in 
the good position to help pupils. To cater 
to the needs of pupils, Mdm Wong designs 
lessons deploying student-centric strategies 
such as games to develop pupils’ interest and 
joy in learn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se 
games include “Bomb the Planes” (炸飞机) 
“Croc that BITES!” (鳄鱼咬咬咬) and “Lucky 
Pirate Charm” (海盗插). The pupils always look 
forward to her Chinese lessons! 

Mdm Jenny Wong strongly advocates the 
importance of inspiring learners to view the 
learning of Chinese Culture as a lifelong enjoy-
ment. She conceptualised and spearheaded, 

■ Contributed by: Mrs Esther L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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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ether with her team, the “Igniting Passion 
for Chinese Culture” (iPaCC) programme. This 
is a school-based Chinese Culture Curriculum 
to enable pupils to have the opportunities to 
experience and explore different a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 Over a span of six years, 
pupils go through seven cultural modules 
琴，棋，书，画，艺，茶艺，演艺，武艺, to 
deepen and broaden their learning.  Winning 
the hearts of the pupils is the key to engaging 
the pupils. Through her engaging discus-
sions, laughter can often be heard from her 
classroom and the pupils enjoy their learning.

While academic excellence is the pursuit 
of every pupil, Mdm Wong often encourages 
her pupils see the value of their efforts beyond 
the “end point” of achieving a good grade. She 
serves as a beacon for her pupils to inspire 
them to view learning as an enjoyable and 
fruitful endeavour. 

Mdm Jenny Wong is also self-driven 
in her work arena, never allowing herself to 
become complacent. She sets high expecta-
tions for herself, and is very passionate about 
teaching. In her capacity of a HOD/SAP cum 
Internationalisation, she strongly believes that 
pupils could learn to care for others, develop 
thei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values as well 
as shape their character through active citi-
zenry programmes. She has collaborated with 
various non-profit organisations such as Food 
from the Heart, Singapore Kindness Move-
ment, Singapore Cheshire Home, Singapore 
Community Chest etc to launch programmes 
for both pupils and teachers. She has shared 
the Three Character Classic, 三字经 during the 
morning assembly. Pupils are taught element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basis of Confucian 
morality, focussing on filial piety and respect 

for elders. 
This affirmation via the LEAP Award is a 

mega booster to inspire her to continue on her 
journey to reach out and impact more pupils 
positively.  The school community congratu-
lates her on the sterling achievements and 
firmly believes that she will continue to scale 
to greater heights in the education fraternity.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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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ial 
Harmony 
Week 2017

Maha Bodhi School (MBS) celebrates Racial 
Harmony Day on July 21 every year. Racial Harmony 
Day (RHD) aims to remind our pupils of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racial and religious harmony in Singa-
pore. The theme for this year’s Racial Harmony Day 
is “Our Singapore Way”.  Our school places premium 
for this commemorative event by organising class cum 
school-wide activities. The intent is to allow the pupils to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racial harmony, appreci-
ate and nurture a willingness to embrace others from 
diverse racial and religious backgrounds in Singapore.

The week-long event kicked-off with an assembly 
launch where the morning session pupils and staff 
were treated to a colourful ensemble of performances 
by the school’s Guzheng, Indian and Malay Dance 
groups. These performing groups danced their way 
into the hearts of the audience, each of them present-
ing unique music and dance steps from the cultures of 
different races. 

This year, the Primary 4 classes from MBS took 
part in the Orange Ribbon Cohort Experience 2017 
with resources produced by MOE and OnePeople.
sg (OPSG) to create a more meaningful learning ex-

■ Contributed by: Mrs Chen Jing J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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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ence. The P4 teachers led the pupils to come up 
with a commitment tagline for Racial Harmony. After 
brainstorming these taglines, the class would vote for 
the one that resonate strongly with them before writing 
these messages onto their class banners. Pupils wrote 
and signed their names on each handprint on the ban-
ner as a sign of commitment to Racial Harmony. Class 
teachers and school leaders also participated by 
signing on the handprints that surround the taglines.

Our parent support group members also par-
ticipated in this event by helping the school with 
running of the interactive cultural booths and the 
traditional game stalls. Pupils got to participate in 
hands-on activities such as Paper-cutting, Henna, 
Rangoli design and making of Bunga Manggar, the 
Malay’s traditional colourful palm blossoms used 
for weddings and festivals. 

At the Rangoli demonstration station, the 
teachers patiently guided interested pupil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reation of a unique MBS Ran-
goli using coloured rice powder. Pupils had to first 
master the art of holding the rice powder, holding 
it in a sort of pincer grip and let the powder drop in 
a uniform straight line. It was not easy but slowly, 
they got the hang of it to make a pattern.  It was a 
fun way to develop motor skills, eye hand coordina-

tion and positive teacher-pupil bonding. 
Through the various hand-on activities at the 

cultural booths and playing of traditional games, pupils 
learnt to appreciate the culture and traditions of the 
different race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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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Mohammed Ibrahim Mohamed Samsudin, 
Head of Department (Science) from Manjusri Second-
ary School, is one of the twelve finalists for Outstanding 
Youth in Education Award (OYEA) 2017.  This award 
honours the achievements of excellent young educa-
tors who have a passion and commitment to teaching, 
inspiring and nurturing their students.

Mr Ibrahim strongly believes that students should 
be given ample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new experi-
ences, as they wonder and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Mr Mohammed Ibrahim 
Mohamed Samsudin, 
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 –

Finalist for 
Outstanding Youth 
in Education 
Award 2017

around them. Therefore, he often asks himself this 
guiding question: “What can I do as an educator to en-
able them to enjoy the learning process?” This fuels his 
journey to develop curriculum innovations as a teacher 
and curriculum leader in the school.

In his Biology classes, he uses superheroes from 
the movie franchise, The X-men, to illustrate biome-
chanical processes such as mutations in the syllabus. 
This makes learning fun and leads to a more vibrant 

learning environment which piques 
students’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Mr Ibrahim is also in charge of 
the school’s Applied Learning Pro-
gramme (ALP) in Smart Home and 
Assistive Technologies. Besides 
raising awareness and empa-
thy towards the needs of others, 
students also acquire new skills 
and knowledge related to coding, 
computational thinking skills and 
collaborative ICT tools offered in 
the curriculum.

For his efforts towards joy-
ful and holistic learning, he was 
shortlisted as a finalist for OYEA 
2017. We congratulate Mr Ibrahim 
on his achievement!

佛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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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达多托儿中心
庆中秋暨儿童节

裕华园内庆佳节

悉达多托儿中心为庆祝中秋节暨儿童节，于10月4日举办了一

场外游活动，集合老师、孩童及家长们在裕华园渡过难忘的一天。

活动项目不忘响应政府近年来对国民的呼吁：迈进健康的生

活，为此我们邀请了新加坡保健促进局的主办单位，带领大家一

起做健身操。在舞蹈员的带领之下，加上强劲音乐的鼓动，大家

都很卖力得挥洒舞步。

为了感染中秋佳节的气氛，同时也为促进亲子互动关系，老

师们准备了灯笼，不同的素材与原料，让孩童及家长们一起动手

彩绘装饰灯笼。

午餐过后，孩童与家长、老师们在园内湖畔旁轻松散步，欣

赏秀丽的风景与形态各异的石桥和宝塔，还有盆景园内精心修剪

的盆栽。

下过雨的午后，凉风习习，园内充满孩子们的欢笑声，让这

原本宁静优美的裕华园，显得勃勃生机，充满朝气！

■   蔡翠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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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七月，在一般的民间传

说中，总被视为猛鬼出笼的“鬼

月”，一些华人也喜欢在自己屋

外焚烧金银纸拜祭亡魂。其实，

农历七月对佛教来说，不仅不是

鬼月，而是孝亲报恩、祈福修缮

的吉祥月。农历七月十五还被称

作“佛欢喜日”呢！因为这是在

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团主办

  地藏菩萨法会
佛住世时，结雨安居九十日，清

净守护，实践戒法的圆满之日。

在这一天所有僧众都向佛陀汇报

修行体悟，佛陀因看到弟子们

道业上有所增长，感到欣慰与

欢喜。

在这个慎终追远，忆念先人

的月份，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团

■   福智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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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团主办

  地藏菩萨法会

在农历七月二十九(19/9/17)地藏菩萨诞辰

举办地藏法会，上报佛恩，下济幽冥，尊

师孝亲，普利十方。 法会旨在通过众信礼

佛诵经、供养三宝、称念佛号等共修力量

回向给过去今生的历代父母，六亲眷属、

冤亲债主以及十方法界众生。

此外，众善信也可仰仗三宝加持，祈

愿消灾延寿、福慧双修。更重要的是，通

过诵读经典，学习地藏菩萨的孝亲精神及

利益众生的大悲愿力。

法会时间是从早上8点开始，持续到

焚烧牌位晚间9时许，陆陆续续前来拜祭

的人数达千多人，人群如潮水般汹涌，

甚至还吸引了异族同胞参与呢！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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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社于9月9日(农历七月十九)

启建慈悲三昧水忏法会，邀请延请法

师主法。傍晚，还会进行施放瑜伽焰

口甘露斛食。

慈悲三昧水忏是佛教忏悔法门的

一种，让佛教徒在佛前忏悔礼诵，检

讨自己错误，以生起忏悔之心。忏本

共分为三卷，由唐代高僧悟达法师编

写，流传甚广。

当时，悟达法师编纂慈悲三昧水

忏也是有原由的。事因悟达法师讲

演佛法深获皇帝的信任与崇敬，不仅

受到优厚待遇，生活也甚是优裕。后

来，不知怎的，悟达法师左膝上生了

一个人面疮，使他日夜煎熬，痛苦不

堪，即使遍寻名医，还是无法医治。

后来，法师蒙迦诺尊者相助，以

三昧之水清洗人面疮，原来这人面疮

与法师有宿世的恩怨，所以一直怀有

报复之心。由于，法师身为高僧，戒

行精严，宿世的冤亲债主即使有加害

之意也无从下手。可是，因为法师受

慈
悲
三
昧
水
忏
法
会

法
轮
社
启
建

■ 
侃
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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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皇上恩宠，而起了贪染之心，

反而让敌人有机可乘了。

经过三昧之水的洗涤，同时

也为冤亲超度，使其解脱，不

再对法师寻怨。所以，在洗涤之

后，法师膝盖上的人面疮也消

失了。

经此一事后，悟达法师一方

面深感到因果法则的严重，另方

面也有感忏悔消障的重要，他便

怀着一颗带着忏悔的感恩心编写

了《慈悲三昧水忏》，为佛弟子

提供了忏悔业障的方便。而法师

本人，也没有懈怠，他早晚恭敬

忏悔，以勇猛精进来礼忏这一部

忏法。

瑜伽焰口则是对亡者追荐的

佛事之一，除了对饿鬼施舍食物

之外，同时也为他们讲演佛法，

让他们汲取正知正见，早日脱离

恶趣，成就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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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论》作者龙树，印度著名思想

家和哲学家，大约生活于公元2-3世纪。

传说中他的师父姓龙，而他又诞生于树

下，所以叫做龙树。龙树出家以后，很认

真地研习大乘佛教的经典，再加上他很聪

明，所以很快通达大乘经典，然后着手创

立宗派，著书立说。龙树的著作很多，因

此他有“干部论主”之称。龙树的著作奠

定了大乘佛教的基础，所以在中国佛教史

上，他被誉为“八宗共祖”。他的著作主

要有《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

论》、《大乘破有论》、《七十空性论》

等，其中《中论》、《十二门论》与其

弟子提婆的《百论》共同构成大乘空宗

最主要经典。当然，《中论》是最基础

《中论》与大乘佛教的

的。《中论·观四谛品》偈语“众因缘

生法，我说即是空。亦是为假名，亦是

中道义”所讲的“空、假、中”概括了

大乘空宗的三个思想：缘起性空说、中

道观、二谛义。

一、缘起性空说
龙树认为世间万法都不是孤立存在

的，而是相互联系的，诸法处于一个普

遍联系的网中，也就是处于这个“缘”当

中。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一法变动，那

么其他法也跟着变动，此事物变动引起彼

事物变动，彼事物变动引起他事物变动。

所以，一事物的变动是引起其他事物变动

的条件，世间万法都是由一定条件引起

基本思想
■ 吕春 ■

24

本期特稿

24_37_����.indd   24 12/10/17   3:28 pm



的，这就是所谓的“缘起”。

这个“缘起”，我们可以从《中论》

中的一条偈语来分析。“诸法不自生，亦

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自己生自己，也没有什

么东西是从其他东西产生出来的，也没有

所谓的共生，即没有一个东西是由他自己

与别的东西和合而生，更没有无缘无故而

产生的东西，即没有无因生。“是故知无

生”，“无生”讲的就是“缘起”之理。

诸法都是因缘而起的，又为什么性空

呢？因为诸法都处于互相制约的关系网

中，此法运动引起彼法运动，彼法运动

引起他法运动，动也得动，不动也得动，

如此往复运动，生生不息。诸法不能独立

自主，没有独立性，又不能常住，没有质

的规定性，此即“自性空”。《中论·观

因缘品》中说：“如诸法自性，不在于缘

中，以无自性故，他性亦复无”，诸法处

于这个“缘”当中，但诸法自性不处于这

个“缘”当中，诸法自性空。

因此，每个事物都是“缘起性空”

的，每个事物都是生灭运动变化的，即

无我又无常，整个宇宙处于一种永无休

止的缘起运动中，这种运动是一种统一

的宇宙之舞。缘起与性空不二，缘起是

现象，性空是本质，也只有缘起缘灭的

事物才能彰显空的存在。

从这种缘起论出发，既然世界一切都

是相互联系的，人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

整体，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趋向涅

槃的宗教实践中，单独趋向自度是不可能

的，而要自觉觉他，自利利他，自度度

他，只有普度众生才能最终拯救自己。

世间万法因缘而起，流转生灭，而涅槃是

超出流转生灭的，但世间万法毕竟空，以

空为实相，涅槃本性也是毕竟空，二者是

统一的，所谓世间即涅槃，生死即菩提。

龙树在《中论·观涅桀品》中说：“涅槃

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

少分别。涅槃之实际，及与世间际，如是

二际者，无毫厘差别。”所以，众生所追

求的目标应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实相，实相

即涅槃，达到涅槃的境界就是对实相的正

确认识。缘起是相、是假、是生死；性空

是体、是真、是涅槃。缘起性空是用、是

中道，是生死即是涅檗，是空有无碍。

二、中道观
“中道观”其实是一种世界观，它要

求我们不要执此，也不要执彼，不要执

空，也不要执有，而要立于中道，不落

空有两边。人生死而不为生死所缠绕，

入涅槃而不放弃对众生的救济。

“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

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

戏论，我稽首礼佛，诸说中第一。”《中

论·观因缘品》中这段龙树的著名偈语讲

了一套“八不中道”。因为诸法因缘而起

自性空，我们看到的“生、灭、常、断、

一、异、来、出”不过是事物的假相，而

众生却妄执为实有，从而堕入无明的烦恼

中。龙树要扫除对于“生、灭、常、断、

一、异、来、出”的八种偏执，显出中道

妙义。不执来，也不执去，不执生，也不

执于不生，不执于这如幻的生生灭灭，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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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达生死解脱之道。

龙树的“八不中道”在形式上是一种

否定，“生、灭、常、断、一、异、来、

出”都是诸法的假相，并不能说明事物的

实相，事物的实相也就是空，不可以用

言语直接描述出来，只能以否定的方式

显示。这就是龙树所主张的“破邪即显

正”，破有破空而立中道。

“八不”中的生与灭，表示事物的

存在与非存在；常与断，表示事物运动

的连续性与间断性；一与异，表示事物

的统一性与差异性；来与出，指事物在

时空中的运动状态。站在“缘起性空”

的立场上看，世界的真相乃是既不生起

亦不消灭；既非恒常亦非断绝；因与果

既不绝对同一亦不互不相干；事物既无

新造出来的亦无还归本处的。“如如存

在”的世界本无所谓空有生灭之分，一

切名相皆是对本来统一的存在加以妄计

分别的产物。偏执有，认为概念等同于

最终实在，这是错误的；偏执空，为否

认概念的实体性连带着否认概念所反映

的世界，更是错误。事物的实相即空境

是“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的，要

不执有也不执空，“遮破两边”，把“

空”“有”的偏执都否定掉，“双遣两

非”，才是中道。

三、二谛义
如果说“中道观”是一种世界观，那

么“二谛义”将是一种方法论。二谛义就

是真谛和俗谛。俗谛是用世俗的语言文字

表达出来的道理，真谛是佛凭自己的精神

现观的人生宇宙之理，不可言说。

《中论·观法品》说：“诸法实相

者，心行言语断，无生亦无灭，寂灭如

涅槃。”任何言语描述都是对存在的限

制，所以诸法的实相不可言说，真谛不可

表述。那么，佛教怎样才能引导众生进入

佛教真理的认识境界呢？没有办法，只好

引入俗谛。《中论·观因缘品》：“诸佛

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

一义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与二谛，则于

深佛法，不知真实义。若不依俗谛，不得

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为

使众生了解佛法，只有依靠俗谛的语言文

字。俗谛不过是“假名”、“假有”，不

过是我们借助以了解真谛的工具。真谛却

并不是虚无，而是一种不可表述的存在。

既然用世俗的语言文字表述的俗谛不过是

假有，所以语言文字不过是“戏论”，对

于语言文字也不能偏执，而要“善灭诸

戏论”，才能体验到寂灭状态的真谛。

真正与佛法合而为一的智慧是与对

象没有任何媒介的“现观”。佛法用语

言文字表达出来的叫做“假名”，用思

想表现出来谓之“识”，懂得“唯假唯

识”而又离假离识就达到了真谛，懂得

空(真谛)假(俗谛)二者的统一与不分离，

就达到中道了。

纵观大乘空宗的以上这些思想，无非

要芸芸众生不要有所偏执，不要执此，也

不要执彼，不要执空，也不要执有，要在

俗谛中悟到真谛，在世俗的生死流转中

悟入涅槃，在烦恼中悟得菩提，在人世

中出世。一句话，身在滚滚红尘中，心

却超然于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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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经》是汉译佛典中最短的一篇，寥寥二百

六十字却将佛家的世界观尽展读者眼前。通过对万

物自性空的详细描述，一语中的地指出了世人苦恼

的来源，并为人们指出了脱离苦厄之道。从宗教意

涵来看，修习般若波罗蜜多的最终目的在于解脱成

佛，但在现世利益的意义上看，佛家思想的确为苦

难中的人们指出了光明之路，亦在净化心灵、导人

向善的工作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世界的本体━空
首先可以看出，《心经》所呈现在人们眼中的

现象世界是变动不居的，而其归宿则指向了“苦”。 

求不得是苦，求之而得后的空虚亦是苦，总之，佛

家的核心要义即是在论证现象界的不可靠性，从而

指出它是不值得执念的，无论物执还是我执都要破

除。一切看似真实之物实则空无自性，都是因缘和

合而生，当因缘改变，即促成事件发生的条件有了

变化，向之物不复来今，今之物亦无法走向未来。

从《心经》看佛教
的“空”观念

■ 春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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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讲“万法皆空”，是从“空即

非真”的意义上来说的，指出世间一切

现象都是自性空的，即本质是不存在的。

然而，这里貌似产生了一个悖论：既

然一切都是空，一切都是假象，那么作为

最高实体的“空”也应是“空”的、虚假

的，即“世间万物都是虚假的”这件事

本身也是虚假的，由此进行双重否定而

得到“世界不是虚假的”结论。实则不

然，以现象世界的范畴和语言来界定形

而上对象的性质，这本身就是语言的误

用，其错误之处在于：双重否定所运用的

排中律只在经典逻辑中适用，换言之，空

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假，在形而上的意义上

来看，非空并不等同于真，空是空而又非

空，空是超脱于空与不空的对立之上的存

在，所谓不真即空只是为了向世人解释空

的含义所做的权宜之言，也就是说，万法

之空是一阶的空，而空的空是二阶的空，

后者之空已不再是虚妄变现之意，若用第

二义的逻辑去忖度第一义的基本原则，则

是以虚假的奇技营巧来质疑真实的无上智

慧的荒谬之举了。

二、诸法的形成━因缘和合
现实世界在人们的经验看来是如此

真实，以致于世人常常把虚幻的尘世当

作永恒，从而执念于此，不可自拔。从

《心经》的原文来看，能够照见五蕴皆

空的认识主体是“观自在菩萨”，也就

是说，只有修为达到第八地以上的觉悟

者才能真正参透其中的奥义而度一切苦

厄。那么，五蕴皆空究竟是怎样一种境

界？是诚如字面意义目空一切，还是要剥

离掉五蕴中虚妄的东西，从而使之真实的

部分展现出来？欲解答这个问题，就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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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性空之物构成的条件——因缘。佛

教的“法身偈”说，“诸法因缘生，诸法

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即

言万物皆从因缘而生。

“因”即原因，是造成“果”的根

据；“缘”是使“因”成为“果”的条

件，或称“间接因”；而“果”则指

由“因”和“缘”共同作用而产生的

业报。万事万物即是由因缘和合而成

的“果”，也就是说，“果”是我们所

经验到的世界表象，而其本质则是因缘

的作用。诸法是变动不居的，现世所存

在着的一切都不过是假借的、暂时的存

在，一切“有”都是“假有”，世间并不

存在恒常不变之物，物即为“有”，有即

为“色”，而“假有”即是空，因此《心

经》说“色即是空”。可以说，从因缘而

生的一切法，完全是空的，唯识宗说“诸

法相皆一心造作”，就是说，若将假有执

为真实，则是将心禁锢于尘世，唯有跳脱

现象的束缚，才能认识到事物的虚假，而

体悟空的境界。

龙树菩萨在《中论》中写道：“众因

缘生法，我说即是无，亦为是假名，亦为

中道义。”因缘和合世间的万事万物生

起，从本质上看，事物由因缘起，故没

有自身独立的实体存在，本性是空，即

性空。但事物又确实可观可感，龙树称

那只是施假名以示其有。将两者统一观

之，事物不但有空的一面，还有不空的

一面，空不遣有，有不离空，空中摄有，

有内存空，这就是中道义，佛教的最高真

理。佛家的“有”，是假有，其实质还是

空。但空，并非虚无，而是一种没有客观

实体的状况。只有这种相状，才是宇宙万

物的真实本性。

三、慈悲济世━般若波罗蜜多
的现世修行

按经验事实来看，佛家修行的外在表

现就是多行善事，这是慈悲之心使然。所

谓“慈悲”，就是对世人所受之苦的怜悯

与拯救，世人之苦本自欲望，即对自性空

之物的执念，由此看来，济世渡人的最佳

方法当是使人们认识到其执念的荒谬，继

而产生了对空的概念。也就是说，宣扬空

的理论是为了更好地行慈悲之举，在这个

意义上看，二者非但不矛盾，反而起到了

互相促进的作用。

慈悲，是成佛所必经的一个阶段，对

于凡夫俗子而言，行善积德是为了种善

因、得善果，以累积修行资粮， 菩萨，

本具备了成佛的条件，但因为怜悯尚沉

沦于苦海中的众生，自愿慈悲救拔，待

众生脱离苦海后，自身才登极乐。

慈的本意为慈爱众生，见众生不得

福乐而躬身成就之；悲，意为同情众

生之苦，见众生之苦痛而情愿解脱之。

慈悲之合意即为拔一切众生苦，与一

切众生乐。既然万物都因缘而合，皆无

自性，那么众生也都应是平等而无差别

的，“因而彼此间便有对于苦乐的共同

意识，那么自然便生出与乐拔苦的慈悲

之爱。”

四、结语
佛教一再强调世间万物的虚妄，一方

面要让世人破除对不可得之物的痴念，另

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助人们摆脱苦难，以

一颗大慈大悲的心来渡化众生，以佛陀的

智慧来教导世人，让他们具备正知正见，

了解世间一切，五蕴皆空，摆脱内心贪嗔

痴的妄念，从而消除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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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欢 ■

善根供养是指以华香、璎珞、衣服、

幡盖等种种宝物供养佛，或以恭敬、尊

重、赞叹诸佛功德，或以财法作供养，

或以身口意等三善业供养，都属于善根

供养。概括来说，举凡以各种善行供养

他人，均为善根供养。善根供养出自

《大般若经》，经云：“欲以诸善根供

养诸佛，恭敬尊重赞叹随意成就者，当

学般若波罗蜜。”

诸菩萨在亲近诸佛时，可以财物作供

养。如果没有财物供养，则可以香花、璎

珞，或者以恭敬心，尊重、赞叹诸佛功

德，都可称为善根供养。佛陀住世时，

有一位名叫须摩提的人，想亲近燃灯佛

却因贫穷没有供养之财而发愁。她四处

求索财物不得，一次在路上遇见一个名

叫须罗婆的卖花女，须摩提就以五百金

钱从须罗婆那里买了五根青莲花供养燃

灯佛。起初，卖花女并不肯卖，戏耍他

说：“愿我世世常为君妻，当以相与，

须摩提由于急于供养佛，便毫不犹豫地

答应了。”由于供养燃灯佛的功德，不

善根供养
仅现世为菩萨，还会授记成佛。

另一位常啼菩萨，为求证般若智慧，

不念世事，不惜身命，不乐世间名闻利

养。为了证得般若智慧，他精进修学，

从不惧怕修道时间长。常啼菩萨在过去

世修行时，因为自身贫穷，想供养佛却没

有财物，无奈之下，就出卖身血供养佛，

以此诚心供养功德，得佛授记将来作佛。

须摩提和常啼菩萨在修道时都很贫

穷。他们没有贵重的金银珠宝供养佛，

但却心怀虔诚，倾其所有供养诸佛。以

此供养功德不仅现世成就菩萨道，而且

被佛授记将来作佛。

佛陀曾告诫弟子，对诸佛表示恭敬虔

诚，只要能够以花香、璎珞、衣服、幡盖

等物供养，都属于善根供养。虽然诸佛并

不需要佛弟子的供养之物，但佛子常会感

觉若不持礼物供佛则为不知礼。故而，

佛子亲近诸佛必有供养。只要对诸佛心

怀恭敬虔诚，无论供养何物都会获得善

根供养之功德。

供养之人若能够以恭敬心、尊重、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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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侍奉诸佛，并能环绕、合十、礼拜诸

佛，以及向诸佛供奉饮食、花香、珍宝等

物，称赞诸佛持戒、禅定、智慧等诸种功

德。对于佛法信受奉行，并以身口意善业

供养，这些都是善根供养。

尊重供养也属于善根供养。学佛者要

知道一切众生都奉佛为至高无上。我们

对佛的尊重敬佩之心超过父母、师长、

君王。恭敬供养是以谦逊卑下之心敬仰

诸佛。赞叹供养则是赞叹诸佛功德，称

扬佛之行愿。这些都属善根供养之列。

善根供养所得功德多少，起决于供养

者恭敬心的深浅。若心恭敬，则无论持用

何物都可得功德。如阿育王年少时，因无

财物供养佛，便怀着恭敬之心持土供养

佛，并以此功德成为国王。成为国王之

后，阿育王极力护持佛教，曾一日造八

万座佛塔。可见，只要供养之心恭敬虔

诚，无论向佛供养何物，都能获功德。

在《大智度论》中还讲述了随时善

根供养：供养者若能时令节气，提供适

时的供养，则可得无量功德。比如当天

寒时供养他人薪火、上衣、温室、被褥

以及饮食，解决他人当下所需。天热时

则以冰水、扇子、清凉的房舍、轻便的

衣服等供养他人，又或者当下雨时，布

施他人雨具⋯⋯诸如此类根据受者的需

要给予供养，就能得无量功德。

《大智度论》中还劝现代的修佛者应

当像菩萨那样奉行随意财法供养。如菩萨

知道佛无所需要，又知诸物虚妄如幻如

化。为了教化众生，菩萨常以国土所看

重之物供养诸佛。又有菩萨以神通力，飞

到十方佛前，或在佛国中遍雨天花，菩萨

就以三千世界持用供养佛。菩萨则能雨旃

檀天花，或者雨真珠光明香花，或者雨七

宝花，或者雨如意大如须弥宝珠，或者雨

妓乐音声清妙，或以身如须弥，以为灯柱

供养诸佛，如是等名为财供养。菩萨又能

行六波罗蜜，或行一地法乃至十地行法供

养诸佛。此时，菩萨得无生法忍，自除烦

恼及众烦恼，如是名法供养。如果菩萨能

以神力令地狱火灭，令饿鬼道众生皆得饱

满，令畜生得免恐怖，令诸众生生人天中

渐住不退转地，如是法供养，都属于善根

供养。学佛之人当以菩萨行精神行随意供

养，则可获福无量。

我们生活于末法时代，当效仿诸菩萨

修诸善根供养的行愿，广修各种善业，

以各种善根供养诸佛以及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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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的力量
宁静高于安静，安静多指环

境，而宁静多指心境，宁静除了

包括安静的环境以外，更多的时

候是指一种心境中的安宁。心理

环境的宁静清和、虚明澄澈，不

是说要避开车水马龙的喧嚣，而

是要在心中修筑篱笆设立一道隔

火墙，并以此涵养万物。

宁静是思维的序曲，它来源

于简洁、单纯、明净的心灵，它

是生命活动里必要的一种间歇和

休养，是一根能够帮助生命立起

的拐杖，是一堆能够支撑参天大

树的树根，是一座架在人与人之

间的沟通桥梁。

沉淀自己的内心，静观事态

变迁。心静了，才能听到万物的

声音，心清了，才能看到万物的

本质。

一位父亲丢了一只手表，于

是他在家中抱怨着翻腾着，四

处寻找，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

到。等到父亲出去了，儿子悄悄

进屋，儿子不一会就找到了父

亲的手表。父亲问儿子：“你

是怎么找到的？”儿子淡淡地

说：“我就安静地坐在房间里，

不一会儿就听到了滴答滴答的声

音，所以就找到了。”

由此可见，宁静是通向成功

■ 妮子 ■

的一道门槛，是一种境界、气

度、修养和能力，是心灵和谐的

标志，是看透名利得失、荣辱成

败后的觉悟，是领悟日月运行、

生命成长后的清醒，是对内心本

质需要的理解与把握。

如果心灵里没有围墙没有距

离，心灵就是自由的。自由的心

灵有着无限广阔的天空，是超脱

的声音，是最美好的乐章，是

最宁静的天籁，也是最奇异的

风景。

水静而鉴，火静而朗，心静

而慧。静则清，清则明，明则

灵，灵气便往来充盈。倘若一个

人的心理发生了病变，胆魄出现

了倾斜，心灵发生了裂变，就

会感觉冷风阵阵、淫雨霏霾、

恶念疯长，从而吞没真诚、搅乱

宁静，一个人的心灵到了这步田

地，宁静就成为奢侈品了。

宁静方能静观，静观方能明

断，明断方能正确行动。

宁静的山是心灵的绘画，宁

静的水是心灵的诗篇，宁静的夜

是精神的书籍，宁静的心是生动

活泼、积极进取的动力。拥有了

一颗宁静的心灵，就可以超脱地

看待世间一切，就能平心静气地

去享受生活、享受人生。拥有了

一颗宁静自然的心，即使天气特

别燥热、心底都会有一股凉爽

漾起。

浮躁正好与宁静相反，它违

背规律、忽东忽西、运作迷茫，

它是对方向的盲动，是对急功近

利的期待，是对一夜成名的渴

望，是志向的慌乱，是奋斗时的

东奔西跑和疲于奔命。浮躁还是

水里摁不下去的葫芦，是风中停

止不住的经幡，是心灵的躁动不

安、神不守舍。浮躁的心灵让人

疲惫不堪，欲多则心散，心散则

志衰，志衰则思不达。

而宁静是心灵开悟之门，是

心海的过滤器，是心灵与自然互

通的唯一通道。有了这个通道，

一个人就可以沉静地思想，就可

以过滤理想上的浅薄和狂妄，就

可以澄清思想上的杂质和污浊，

就可以沉淀生活中的浮躁和喧

嚣，就可以感悟到生命的酸甜

苦辣，就可以看穿人间的世事

沧桑。

即使事物繁杂，心静自然简

洁；即使物欲横流，心也不会沾

染。这是“无为即有为”的崇高

洗礼，这是“独钓寒江雪”的至

美感受，这是“众鸟高飞尽，孤

云独去闲”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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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尘 ■

《大智度论》卷二十九云：“欲生菩

萨家，欲得鸠摩罗伽地，欲得不离诸佛，

当学般若波罗蜜。”论中对“菩萨家”解

释云：“菩萨家者，若于众生中发甚深大

悲心，是为生菩萨家。如生王家，无敢轻

者，亦不畏饥渴、寒热等，入菩萨道中，

生菩萨家亦如是。以佛子故，诸天龙、

鬼神，诸圣人等无敢轻者，益加恭敬；

不畏恶道，人、天贱处，不畏声闻、辟

支佛人、外道论师来沮其心。”论中告

诉我们，一个学佛之人应当发愿生菩萨

家。所谓生菩萨家就是修行者应当在修

行过程中发起无上甚深大悲心。所谓大

悲心，就是大慈悲心。大慈悲心是诸菩

萨将众生视为己身，救拔众生痛苦，给

予众生欢乐的情怀。

慈悲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也是菩萨对

众生的悲悯情怀。所谓慈悲，就是慈爱

众生并给与快乐(与乐)，称为慈；同感其

苦，怜悯众生，并拔除其苦(拔苦)，称为

生
菩
萨
家

悲；慈与悲合称为慈悲。菩萨的慈悲是以

众生的痛苦为自己痛苦的同心同感状态，

因而称为“同体大悲”。又因为菩萨的悲

心广大，因而，又称为“无盖大悲”，简

称“大慈悲心”。《大智度论》卷二十中

对慈悲定义：“慈名爱念众生，常求安稳

乐事以饶益之。悲名愍念众生，受五道中

种种身苦、心苦。”也就是说，慈爱众生

并给与安稳快乐，称为慈；同感其苦，

并拔除其苦，称为悲。《大智度论》卷

二十七又云：“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

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

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大般

涅槃经》卷十五云：“为诸众生除无利

益是名大慈，欲与众生无量利乐是名大

悲。”也就是说，去除不利于众生的因

缘，就是大慈；给予众生无量欢喜安乐

就是大悲。昙鸾大师在《往生论注》中

说：“拔苦曰慈，与乐曰悲。依慈故拔一

切众生苦，依悲故远离无安众生心。”虽

然各种经论的解释大同小异，但其与乐拔

苦的涵义却是一致的。

与一般的慈悲不同，菩萨的慈悲是一

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大悲心。诸菩萨

常将众生的苦难视为自己的苦难，以等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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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亲，平等慈悲的心态对待一切众生。当

众生遇到苦难时，菩萨感同身受，悲悯众

生的痛苦，尽一切可能加以救度。如以慈

悲著称的观世音菩萨，处处怜念众生的痛

苦，并以有求必应、寻声救苦、随缘示现

等善巧方便之法，迅速快捷地救度众生出

离苦海。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论述观

世音菩萨有求必应、寻声救苦云：“善男

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

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

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若有持是观世音

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

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

即得浅处。”经中谈及观音菩萨随缘示现

云：“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

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

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

说法⋯⋯”总之，众生应以何身得度，观

世音菩萨即现何种身份为其说法。

仅就以悲智行愿著称的四大菩萨来

说，大悲观音菩萨以大慈大悲之心，以人

溺己溺，人饥己饥的行愿度化众生。地藏

王菩萨则以“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

度尽，方证菩提”的大愿救度众生。大智

文殊菩萨则手持利剑斩断众生的烦恼，普

令众生生起无量智慧。大行普贤菩萨则以

十大行愿广度一切有情众生。四大菩萨虽

然行愿不同，但都是以大慈大悲之心，广

为度化一切有情众生。

慈悲心是众生成佛的基础，一个学佛

者若无慈悲心，虽然修行，也难以成佛。

唐代释道世《法苑珠林》云：“菩萨兴行

救济为先，诸佛出世大悲为本。”《观无

量寿经》云：“诸佛心者，大慈悲是。”

一个修行人，若能在平常生活中发

大悲心，就与菩萨之慈悲行愿无异，也

就是学菩萨道，修菩萨行，与诸菩萨同

为一家人。

 欲生菩萨家之人，应当学习菩萨发

大悲心和发大愿：从今日开始，不跟随

诸恶心，为度脱一切众生，当得阿耨多

罗三藐三菩提。修道者应当常住菩萨道

中，日夜精进修道，无有疲倦。于日日

中常于诸佛所供养诸佛，严持戒律，修

诸功德，心不懈怠。 

修行者还应当学习诸菩萨，对于犯五

逆十恶，以及断除善根之人生大慈悲，令

入正道，不求恩报。修道者当学菩萨说诚

实言，乃至于睡梦中从不妄语。学佛者应

当发愿令众生眼见菩萨，即能得慈心三

昧。还应当学诸菩萨，令一切法，悉为佛

法，无有声闻、辟支佛法、凡夫之法种种

差别。修行者当学习菩萨分别一切法，于

一切法中，亦不生法相，亦不生非法相。

上述种种无量因缘之法，都是发大悲心所

能成就，因而都称为生菩萨家。

34

本期特稿

24_37_����.indd   34 12/10/17   3:37 pm



■ 达亮 ■

适
(一) 适命

适命，不是颓废消极的懦

夫品格，更非听天由命的宿命

态度。

世界上任何一种事物，不管

是自然界事物或人类社会事物，

凡是同人的生命联系起来并体现

人生最可贵的东西，一定是美

的。人类注定是这样的命运：一

切追求，都是美丽而艰难；一切

光辉的完成，都要穿过严峻的逆

境与困境。

石岩缝隙生长着的古榕树，

它们的躯干就是这样艰苦顽强地

从石缝间挤压着生长出来。每向

上生长一步都要经历无数的创

伤。看它们躯干上布满着一块

块扭曲着的痂疤，既有斧劈的

凹缺，还有锯啮的长沟以及用铁

丝钢条箍出的一道道深陷的“河

流”，还有那盘结在山崖上的粗

如巨蟒、细如草蛇的树根，我不

免为之怆然。却稍顷即又释放，

因为它毕竟挺住了，从创伤的渊

壑跨越过来了，让我领略了生命

的顽强。这会给你一种崇高流淌

进生命血管里的体验。生命正是

从难以立足的石缝间顽强地生长

出来，这样的生命是任何力量都

摧不毁的。

人们都说世间那贵重的珍

珠，原是一颗沙粒儿爱上了美丽

的海蚌，就钻入它不设防的体

内。蚌奋力抗争、蠕动，沙粒却

矢志不渝，坚守着它的爱和孤

独。潮起潮落，斗转星移。沙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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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适己之路
脚把心带到远方，心又把脚

带回故园。人这一生走来走去，

其实只绕着这一颗心。

生活在当今社会，心灵的宁

静的确不易得，因为我们的心永

远会被外在的力量所左右着，未

尝获有真正的内心生活，因而也

就失去了回归自我的心路。

人活在世上总会到社会上做

些什么，如果说这是出门，那么

回家便是回到每个人的自我，回

到每个人的内心生活。一个人倘

若只有外在的生活，没有内在的

心生活，那他最多只算活得热闹

或者忙碌，决不可能活得充实、

实在。

自我是一个中心，一个人有

了坚实的自我，他在这个世界上

便有了精神的坐标。无论他走多

远都能够找到回家的路，也就是

自己的心路。心路，就是记住从

社会回到自我的路，记住从世界

回到佛陀的路。时时记起回归

的心路，你便可以保持清醒，

不在社会的纷争和世界的喧嚣中

沉沦。

只有一件事可以阻碍梦想成

真，那就是害怕失败。童年的

梦，人有时要用毕生的精力来兑

现。我知道每个小时我都在实现

梦想的一部分，如果当初没有勇

气去尝试看来几乎不可能的事，

而如今我只不过是个牧羊人而

已。“明明白白一条路，万万千

千不肯修”，我又想起了老话，

但能记住心路的人少之又少，这

就是我们常迷心、常觅心的原

因吧。

人有一颗灵动的心，有一双

会走动的脚，让脚步跟随着纯净

的心念往前走，去寻找一条适合

自己成长的路。

与蚌的结合终于被海水酿成了一

颗璀璨的珍珠⋯⋯蓦然间，泥沙

中那么一种美丽令人眩惑的发

现，使我不得不弯下腰去从泥沙

把半隐半露的石子抠出来，用河

水洗净，这时，展现在你面前的

就不再是单纯的河石而是因缘和

合的精灵。我深信这些美丽非凡

的河石精灵，在它形成的漫长岁

月中，一定也如珍珠一样经历了

欢悦、痛苦、挣扎与期待才焕发

出这份具有生命真实感的美丽。

对于外界的压力尽可能地去

承受，在承受不了的时候，学会

弯曲一下，像雪松一样让一步，

这样就不会被压垮。确实，弯曲

不是倒下和毁灭，它是人生的一

门艺术。让时间定格，岁月定

影。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大

自然缔造了不朽的艺术，从而艺

术便也一往情深地复制着宇宙间

一切现象中本质的和永恒的理念

以回报神奇的大自然。

适命，不是颓废消极的懦夫

品格，更非听天由命的宿命态

度。在堆满乱石、荆棘密布的人

生苦旅中，在物欲横流、利欲熏

心的凡尘俗世中，适命是副刀枪

不入的精神盔甲，是一剂疗伤镇

痛的灵丹妙药，是一种以出世之

名经入世之业的生存大智慧。

让生活中的美，在我们四周

延伸，让生活中的美令我们耳目

清新、心灵舒畅。美，使人们对

生活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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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I was watching the Avatar series, 
both “The Legend of Korra” as well as 
“The Last Airbender”; when I realised how 
convenient it would be for us to be able 
to connect with our past lives and tap on 
their wisdom and intellect to gain insight to 
solving our daily problems.

Many a time, when the Avatar was 
confronted with problems either spiritually 
or in the physical world, he or she would 
simply just meditate and their past lives 
would appear before them, offering a few 
words of guidance that enabled them to 
eventually overcome the challenge that 
they were facing. 

Now, in relevance to our world, most 
of us are unable to communicate or even 
have a glimpse of our past lives to get that 
few words of wisdom or advice. However, 
what we do have is our past experiences. 
The smallest successes in our lives can 
serve as our guiding beacon. 

I remember reading a short story from 
Venerable Ajahn Brahm’s book, “Opening 
the Door of Your Heart”. The title of the 
story was “The Idiot”.

This is an extract from the story: 
“Someone calls you an idiot. Then 

you start thinking, ‘How can they call me 
an idiot? They’ve got no right to call me an 
idiot! How rude to call me an idiot! I’ll get 
them back for calling me an idiot.’ And you 
suddenly realise that you just let them call 
you an idiot another four times.”

Reflecting on this, is the reverse not 

true? When someone offers you kind 
words, genuine words of praise, how often 
do we really appreciate those words? Do 
we not simply just brush them aside at the 
belief that modesty is the best approach to 
the situation?  How often do we reflect on 
our little bits and pieces of success and tell 
ourselves “job well done” or give ourselves 
a simple pat on our backs? 

These are essentially our “past lives” 
so to speak. This words of encouragement, 
kind words and little successes are what 
is worth reflecting on.  Whenever you are 
stuck with a problem, be it schoolwork, 
relationship issues, family issues and even 
something as simple as not meeting up to 
your own expectations. Whenever you are 
at a standstill with nowhere to go, look back 
to these times when people offered you a 
kind gesture, a word of praise even the 
simplest “Thank You” can be meaningful 
in dire times. 

The simple act of just repeating that 
nice thought in your head: “You did a good 
job”, “That was a wonderful thing you did”or 
“Thanks for being here for me” can be so 
uplifting in times of need. 

Why receive when you can give as 
well - be someone’s Avatar today! Offer 
kind words and words of gratitude to those 
people around you for even the simplest of 
things. Be it your parents, your friends or 
even the people that you don’t really like. 
A small gesture of kindness could go a 
long way in their future. And maybe, just 
maybe, you might be able to bring peace 
and balance to their world. 

■ By: Ling Zhen Qian ■

A Simple Act

Ling Zhen Qian is currently the President of SBF Youth. He is now studying Sociology at Nang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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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观瑜伽━ 结合禅修与中医的医疗之道

作者：莎拉·鲍尔思 (Sarah Power) 

本书作者因为一次受伤而开始长时间练习瑜伽，同时也广泛阅读中医书籍，让自己沉

静且更专注内在的修习。作者个人的修复经验，使她开创出一套瑜伽的修习方式——内观

瑜伽。这是结合传统瑜伽、中医经络理论、佛教禅修观念，设计出一系列对人体十四条主

要经络的瑜伽练习，藉此强化器官、肌肉、关节、韧带的健康，以及心灵上的成长。

书中还附上图片，由作者亲自示范，清楚指示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章节，作者都会先解

释中医观念或正念禅修理念，使到练习者对修习瑜伽有正确的认识，练习时所产生的诸多

疑点也可得到澄清，对初学者和进阶修习者都非常有帮助。

找回睡眠力━ 银发族睡眠宝典

作者：陈锡中

睡眠，占了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睡眠品质的优劣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品质。而失

眠，可能是增龄的自然现象，也可能是需要治疗的病症！本书用朴实、轻松但深具学

理的方式，介绍年长者睡眠的变化，并提醒各种睡眠问题就诊的关键。例如长辈为什

么浅眠多梦、午觉如何睡得巧、如何吃出好眠、如何破除身体疾病的失眠的恶性循环，

如何不吃药得好眠以及不被安眠药绑架等问题，都一一在书中获得解答。

作者分别从生理与心理两个角度去剖析失眠的成因，并建议从饮食、运动等方面，

或在安全服药的情况下促进好眠，

新

书

推

荐

天然养生之道

吃素的智慧━ 养生私房素食，吃出自然长寿

作者：杨力

很多人说吃素有益健康，但如何吃法、如何配搭食材、如何互补营养却是素食者

应该了解的。因为，盲目素食不仅不能促进健康，反而可能造成营养不良。

作者首先列出素食营养金字塔，推荐每一餐都要进食的基础食物，例如果蔬及谷

类，中层食物如豆类、坚果等以及顶层食物蛋奶（非全素食者）。同时，也建议顺应

气候时节或以食物色泽来选择。

本书分门别类列出各类滋养五肝、去火、舒缓疲劳、润肠通便、排毒养颜、益气

养血等食谱，素食者可自行整理适合自己的菜单。记得，智慧吃素，才能吃出健康。

趣说佛法

以下书本由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诚意推荐，电话：6220 6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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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子油的妙用
这是椰油养生的入门书。书中除了全面剖析椰子油的功效，并提供实用的建议之外，也

详述了椰子油对健康和养颜美容的好处。

书中内容先介绍椰油愈疗的理论基础，说明为何椰子油被视为健康的油。然后，再以

多篇章节来说明椰子油的不同功效，用字浅白，直接易懂。

此外，还介绍了多种使用椰油的方法，可以内服，也可以外敷，既可以注射，也可以结合

料理凉拌热炒。书中还收录50道椰子油料理食谱，将椰油引进每日的菜单中。

油漱疗法的奇迹
━ 清楚齿科毒素与致命疾病

所谓“病从口入”，口腔内的生态病源不仅是对牙齿造成伤害，更会造成体内病

变。书中阐述了口腔内各种细菌因血液传播而引起的各类疾病，并提出了古老的简单

疗法——油漱疗法，小至口臭、头疼，大至糖尿病、气喘等皆可以获得舒缓。

原理是口腔是身体的门户，让口腔排毒，就是让病毒延伸到身体各部的最佳防护。

书本着重在如何正确使用椰油漱口的方式，清楚介绍用量与步骤、初使者的反应、

以及背后的医疗原理。书末还附录了常问问题，解答一般人的疑问。

终结视力退化━ 椰子油生酮饮食法

本书内容主要探讨通过椰子油，不用吃药，不动手术，阻止视力退化。作者先从

眼疾的类别说起，并提出服食有益眼睛之各种营养素，为读者提供护眼的基本知识，

最后教导采用椰油的方法与步骤。

书上还提供基本的食物建议及净碳水化合物量表，供读者设计菜单时作考量。其

实，健康饮食，不仅是有益眼睛，也是有益全身健康。

随着椰子油受到公众普及使用，有关书籍也精彩纷呈，以下三本书籍就为读者揭开椰子油的神

秘面纱，让您了解椰子油对人体到底有何好处？

作者布鲁斯·菲佛 (Bruce Fife) 是专业营养师兼自然疗法医师，从事椰油医学研究工作，

为国际公认的研究椰油医学权威，撰写了不少以椰油保健的书籍。

至今，还没有确切的研究结果证实椰子油的疗愈效用，所以我们应该采取谨慎态度，尽量获

取多方信息，作为参考。

有关椰油养生
趣说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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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窗禅师是一位有涵养
修道很深的禅师

有一次渡河，船已经
离岸，一位带刀的将
军迟迟赶到，站在
岸边大声吆喝

全船的搭客，见到他这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都不愿意回头载他

坐在一边的梦窗禅师说：

船马上
回来

不要回去...
既然船刚启动，
还是回去给他
一点方便吧

船主一看禅师说话了

那就听禅
师的话，
我们回去

那位将军上船，大声吆喝，
朝着梦窗禅师头上就一鞭子

和尚
滚开

把座位
让给我

1

2

4

6

3

5

趣说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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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讲理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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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师头上鲜血直流，
他默默无声的坐到一边 似乎也受到良心的谴责

于是走过来，
合掌赔礼

梦窗禅师毫不介意的微笑着说

那位将军羞愧
难当，被梦窗
禅师的大度涵
养所感动

一位有涵养的禅师，能把一
切都放的下，将生死置之度
外，有人说，禅师能忍辱负
重，其实，禅师是把“我相”
看空，“无我无相”，又哪里
来的荣辱之有呢？

不必道歉，
出门在外人
难免有心情
不好的时候

对不起啊，
师父，我这
坏脾气......

一会，那位气势汹汹的将军平静下来

7

9 10

11 12

8

趣说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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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食  林
承办正宗斋宴席、素食小品
及饱点自由餐、上门到会

一律欢迎

100 Eu Tong Sen St. #03-16
Pearls Centre S (059812)

TEL: 6 2226141
Business Hour: 11.00am- 8.30pm

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

专流通中英文佛书、佛像、
各类念珠、卡带、水晶与法器等

佛教文物 。欢迎光临

   Tel:  6220 6360  Fax: 62219284
e-mail: egbudcul@singnet.com.sg 

website:www.evergreenbuddhist.com         

 EVERGREEN BUDDHIST CULTURE SERVICE

净 园 干 湿 洗
WASH-LAND

11  Ceylon Rd  S (429607)
    TEL:  63440820

* 专营各种佛教文物

* 各式佛像、佛牌、念珠、海 

青、缦衣、音带、法器、陶

  瓷、水晶、字画、刺绣、佛

 教用品等等。

批发零售、一律欢迎
Blk 134 Geylang East Ave 1,  01-225 
Singapore  380134   TEL : 67419995

Business Hours:  10.00 am-9.00 pm  (Daily)

大大自然有限公司

5 Koek Road #01-25/27
 Cuppage Plaza (S) 228796

Tel: 67362089    Fax: 67371824

提供新鲜空运有机无农药水果
与蔬菜，有机五谷杂粮，

维他命及草药增补品，长生相饮
食法材料，精油，天然治疗

药物及书籍。

星期一及星期六
早上十点至晚上七点，

星期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四点。

Ko’s Vegetarian Pte Ltd
专营五谷杂粮、糙米、营养冲泡

饮料及各类饼干零食等
   Blk 24 Sin Ming Road #01-33  S (570024)

      Tel:  6452 1132   Fax: 6451 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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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k 333 Kreta Ayer Road #02-24
Singapore 080333

我们的服务 Our Service
 ❖ 自助餐 Buffet
 ❖ 生日宴 Birthday Party
 ❖ 婴儿满月 Baby Full Month
 ❖ 外送服务 Delivery Service
营业时间
Business Hours (Daily)
11:00am~3:00pm
6:00pm~10:00pm

Food Stalls

•	 Blk	134	Geylang	East	Ave	1,		
#01-229	Singapore	380134

•	 Blk	126	Lor	1	Toa	Payoh,		
#01-577	(Stall	8)	Singapore	310126

•	 Blk	5	Banda	Street,	#01-52		
(Stall	4B)	Singapore	050005

•	 Blk	269	Queen	Street,	#01-236		
(Stall	12)	Singapore	180269

•	 Blk	221	Boon	Lay	Shopping	Centre,	
#01-170	Singapore	640221

•	 101	Upper	Cross	Street,		
People’s	Park	Centre	#B1-13		
(Stall	07)	Singapore	058357

主
办
传
统
健
康
正
宗
素
食

地址 Address:
338 Tanjong Katong
Singapore 437110
电话 Phone:
6348 0019, 6348 2770
传真 Fax: 6348 1689

Miao Yi Vegetarian Restaurant Pte Ltd

Clover 8 Bistro @ Leisure Park Kallang
Clover 8 Bistro @ High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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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GREEN BUDDHIST CULTURE SERVICE

净 园 干 湿 洗
WASH-LAND

11  Ceylon Rd  S (429607)
    TEL:  63440820

* 专营各种佛教文物

* 各式佛像、佛牌、念珠、海 

青、缦衣、音带、法器、陶

  瓷、水晶、字画、刺绣、佛

 教用品等等。

批发零售、一律欢迎
Blk 134 Geylang East Ave 1,  01-225 
Singapore  380134   TEL : 67419995

Business Hours:  10.00 am-9.00 pm  (Daily)

大大自然有限公司

5 Koek Road #01-25/27
 Cuppage Plaza (S) 228796

Tel: 67362089    Fax: 67371824

提供新鲜空运有机无农药水果
与蔬菜，有机五谷杂粮，

维他命及草药增补品，长生相饮
食法材料，精油，天然治疗

药物及书籍。

星期一及星期六
早上十点至晚上七点，

星期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四点。

Ko’s Vegetarian Pte Ltd
专营五谷杂粮、糙米、营养冲泡

饮料及各类饼干零食等
   Blk 24 Sin Ming Road #01-33  S (570024)

      Tel:  6452 1132   Fax: 6451 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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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食  林
承办正宗斋宴席、素食小品
及饱点自由餐、上门到会

一律欢迎

100 Eu Tong Sen St. #03-16
Pearls Centre S (059812)

TEL: 6 2226141
Business Hour: 11.00am- 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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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k 333 Kreta Ayer Road #02-24
Singapore 080333

我们的服务 Our Service
 ❖ 自助餐 Buffet
 ❖ 生日宴 Birthday Party
 ❖ 婴儿满月 Baby Full Month
 ❖ 外送服务 Delivery Service
营业时间
Business Hours (Daily)
11:00am~3:00pm
6:00pm~10:00pm

Food Stalls

•	 Blk	134	Geylang	East	Ave	1,		
#01-229	Singapore	380134

•	 Blk	126	Lor	1	Toa	Payoh,		
#01-577	(Stall	8)	Singapore	310126

•	 Blk	5	Banda	Street,	#01-52		
(Stall	4B)	Singapore	050005

•	 Blk	269	Queen	Street,	#01-236		
(Stall	12)	Singapore	180269

•	 Blk	221	Boon	Lay	Shopping	Centre,	
#01-170	Singapore	640221

•	 101	Upper	Cross	Street,		
People’s	Park	Centre	#B1-13		
(Stall	07)	Singapore	058357

主
办
传
统
健
康
正
宗
素
食

地址 Address:
338 Tanjong Katong
Singapore 437110
电话 Phone:
6348 0019, 6348 2770
传真 Fax: 6348 1689

Miao Yi Vegetarian Restaurant Pte Ltd

Clover 8 Bistro @ Leisure Park Kallang
Clover 8 Bistro @ High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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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ao Yi Vegetarian Restaurant Pt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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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Nex Realty Pte Ltd 
License No: L3008022J
480 Lorong 6 Toa Payoh #10-01 
HDB Hub East Wing Singapore 310480
Tel : (65) 6820 8000  Fax : (65) 6829 6600  
www.PropNex.com

Associate Branch Director
CEA Reg. No.: R010304J

麦庆良
Ken Bay

(65) 9720 6817 
ken_bay@hotmail.com

✦专营商业产业介绍 ✦ Personal Awards and Achievements
Champion Commercial July 2015

地址: 56/58 Lorong 25A Geylang 
 Singapore 388248. 

正宗健康素食，各类素面、米粉、粥等
Authentic healthy vegetarian food, 
all kinds of noodles, porridge etc

欢迎光临，打包定购。
All are welcome!

电话 98360200
位于阿裕尼地铁站外，地点适中，交通方便

(outside Aljunied MRT, perfect location, traffic convenience)

营业时间：上午11时至晚上7时，星期一至星期六，星期日休息 
(operation hour: 11am-7pm, Mon-Sat, close on Sun) 

Blk 134 Geylang East Ave 1
#01-229 Singapore 380134

Tel: 6744 4424

我们每天营业，时间：
上午七时至晚上十时正7AM To 10PM

地点适中·交通方便
欢迎光临·阖府统请

主办传统健康正宗素食
提供可口经济杂菜餐式

佛
教
文
物
／
书
籍

素
食
／
斋
料
／
健
康
食
品

Blue Sky Delight Pte Ltd
15 Shaw Road, #01-07/02
Teo Industrial Building, Singapore 367953
Tel : 6570 2997 (星期一至五 10am-5:00pm)
Email : bluesky23023@gmail.com

我们推广以下文化创意工作坊 :
 • 香生活与你 - 闻香识身体, 香道礼仪
 • 茶与养生
 • 天然香皂DIY

我们提供以下产品 : 

 ❧ 健康环保用品         
 ❧ 有机天然香皂 
 ❧ 香皂礼品订制       
 ❧ 天然酥油灯
 ❧ 天然香品 

课程询问, 产品零售批发皆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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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72880

旅杰贸易佛教文物批发中心
LIjay Trading

专营各类佛教文物

 台湾“满庭香”名香糸列，“满香缘”名香系列， 
腊烛，灯油，水晶杯，沉木念珠，法器等⋯⋯

欢迎世界各地佛堂，寺院，庵堂，网上选购， 
宅配服务。批发零售，一律欢迎。

No.160 Paya Lebar Rd, #01-04 Orion @ Paya Lebar
Singapore 409022   营业时间: 9:30am - 6:30pm
星期六9:30am - 6:00pm(星期天及公共假期休息)

Tel: 6841 4404(3 Lines) Fax: 6741 4404
E-mail: enquiry@lijay-incense.com

欢迎上网购物 Website: www.lijay-incense.com

2017年佛教圣地游
*全程素食   *部分收入将充作慈善用途

可按您的要求自行组团，报价另计。
其他圣地如：柬埔寨，寮国，越南，缅甸，斯里兰卡，台湾等
免费结缘：达赖喇嘛尊者传授之莲花湖，道次第摄义， 

藏传佛教珍宝释，三十七佛子行，菩提心释

欢迎来电索取详细行程。请联络 雪燕：9188 2508 
或电邮  lgwtp@yahoo.com.sg

LG WORLD-TRAVEL PLANNERS 乐期世界
http://www.lgplanners.com

c/o Unitek & Sohu Travel , 114, Lavender St. #07-89, CT Hub 2, Singapore 338729 
(by appointment)

3/4天婆罗浮屠(世界七大奇观，最古老佛塔之一)  2人天天成行  约$598
3/4天吴哥窟(世界七大奇观，最古老佛塔之一)  2人天天成行  约$898
5/6天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  2人天天成行   约$1788
5/6天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  2人天天成行  约$1888 
5/7天不丹(世界最快乐国)  2人天天成行  约$2998
中国~11天西安/西宁/西藏(铁定出发)  9月25日  约$3288
7天南印度三大寺院(色拉寺，甘丹寺，哲蚌寺)  10月07日  约$2188
9天南印度三大寺院+阿姜塔/爱罗拉石窟  10月07日  约$2488
印度~5天菩提加耶参访爱心小学爱心团(铁定出发)  10月19日  约$1400
中国~7天九华山/普陀山(铁定出发)  10月25日  约$1588
印度/尼泊尔~12天八大圣地  11月17日  约$2788
9天不丹~世界最快乐国(铁定出发)  12月3日  约$4298
印度/尼泊尔~12天八大圣地(噶举祈愿点灯法会)  12月27日  约$2988
每团至少16人，或有法师随团。报价含机场税及燃油费。
3天占碑 ~ 金洲大师（阿底峡尊者的老师）修行地 (10人自组一团)    约$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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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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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佛教》是新加坡佛教总会出版的季

刊，创刊于1969年5月30日，至今40年，从未间

断，是我国历史悠久的长寿佛教杂志。

本刊一直以来秉持着净化社会人心、弘扬

佛教教义的宗旨，运用文字般若以培养大众对正

信佛教的认识。“南洋佛教”是以免费赠阅的方

式流通于我国各个角落，发行网尚遍及中港台及

东南亚一带。杂志的营运与印刷费用，全赖四众

佛徒的助印与微少的广告费用支持，不敷之处，

全由佛总承担。

佛经有云：“诸供养中，以法供养为最” ，

欢迎大家助印，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佛法滋润，

使法音永远流传。

助印方式随喜，所谓“滴水成海，积沙成

塔”，无论多寡，您的支持就是弘扬佛教文化的

一股力量。

The Nanyang Buddhist  is a quarterly jour-
nal published by the Singapore Buddhist Fed-
eration with the release of its inaugural issue 
on 30 May 1969, it remains one of the longest 
on-going Buddhist journal in Singapore.

The main objectives of publishing this 
journal is for purification of human minds  and 
propagation of genuine Buddhism through dis-
semination of selected high quality article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on Dharma and Pra-
jna. Through subscription and complimentary 
distributions, this Journal has not only reached 
every corner of Singapore, but also being read 
by avid readers in this region. To maintain this 
publication, we rely heavily on sponsorship 
while the Federation absorbs the deficit.

With your strong support and sponsor-
ship, we believe this wholesome publication will 
continue to enlight our readers tremendously 
and indefinitely.

欢迎助刊
We need your support! 

南 洋 佛 教 助 刊 表 格

姓 名   助印款项 
Name : Amount :

联络电话  支 票 号 码
Contact No : Cheque No :

地     址    邮          区 
Address :   Postal Code :

* 助刊10元以上者，可在A.祈愿或B.回向类别中选择1至2项，在  中加上符号。

A. 祈 愿 （ 姓 名 ）

       智 慧 增 长            身 体 健 康          业 障 消 除            其 他

B. 回 向  （ 姓 名）

       福 慧 双 增            生 辰 快 乐          莲 增 上 品            其 他

 

请填妥表格，连同划线支票（注明：NanyangBuddhist）寄至：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我们将按以上地址寄上正式收据）

 注：   请寄来最新一期《南洋佛教》                   请不必寄来《南洋佛教》

南 洋 佛 教 助 刊 表 格

欢迎助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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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论》与大乘佛教的基本思想

从《心经》看佛教的空观念

佛教的“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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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harma Classes
Enrolment
for year 2018

佛学班招生
Children Group 儿童组 
- 6岁 to 12岁 years old / In Mandarin ( 华文 )
- from 7th January 2018 / 一月七日开课
- Sunday 星期日
- 9:30am to 11:30am
       

Youth Group 少年组
- 13岁 to 16岁 years old / In Mandarin ( 华文 )  
- from 7th January 2018 / 一月七日开课
- Sunday 星期日
- 9:30am to 11:30am

Adults Group 成人组
- In English 英文 / Mandarin 华文
- from 9th March 2018 / 三月九日开课
- Friday 星期五 
- 7:30pm to 9:30pm

Please register online or visit us @2nd floor office
请上网或到二楼办事处报名

新加坡佛教总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Tel 电话: 6744 4635     Fax 传真: 6747 3618
email 电邮: buddhist@singnet.com.sg
website 网站: www.buddhist.org.sg

Enrolment_poster_A3.indd   1 28/9/17   10:32 amFBCover_1.indd   1 12/10/17   2: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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