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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净身安八关斋
Eight Precept

周日学校 - 华文
Sunday School  -  In Mandarin

成人佛学班暨周日学校
教师培训结业典礼
Adults Dharma Class & 

Sunday School Teacher’s Training 
Graduation Ceremony

1/1 /  星期一 Mon
9am - 9pm  

7/1 至 6/5 - 第1学期
1/7 至 19/8 - 第2学期   

3/3 / 星期六 Sat 
7.30pm - 9.15pm      

备皈依仪式 - @12.30pm
报名费：$30 

星期日 Sun
9.30am - 11.30am

备素食晚餐 Dinner Provided 
6pm - 7.30pm     

新春团拜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成人英文佛学班 

Adult English Dharma Class 
Adults Dharma Class Students 

Society - Puja Service / In English

24/2 / 正月 初九 / 星期六 Sat
10am - 1pm  

9/3 to 22/6  - 1st sem
13/7 to 28/9 - 2nd sem  

共修 / 英语 / 星期日 Sun 
9.30am - 12.30pm 

备素食午餐 Lunch Provided               星期五 Fri / 8pm - 9.30pm 
11/3, 8/4, 13/5, 10/6, 8/7, 12/8, 
9/9, 14/10 

Registration Fee: $100 / Yearly 备素食午餐 Lunch Provided

礼千佛集福慧法会
Prostration to Thousand Buddhas 

Dharma Assembly

成人华文佛学班
Adult Chinese Dharma Class

成人佛学班同学会 - 常月共修 
/ 华语

4/3, 3/6, 2/9 / 星期日 Sun
9am - 5pm               

9/3 至 22/6 - 第1学期
13/7 至 26/10 - 第2学期   

Group Chanting / Mandarin
星期日 Sun / 9.30am - 12.30pm 

备素食午餐 Lunch Provided         星期五  Fri / 8pm - 9.30pm 
25/3, 29/4, 27/5, 24/6, 29/7, 26/8, 
30/9, 28/10  

报名费：$100 / 每学年 备素食午餐 Lunch Provided  

护国佑民大斋天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周日学校教师培训
Sunday School Teachers’ Training -  

In Mandarin

慈善组培训班
Charity Service Training Course

5/8 / 星期日 Sun
8am - 10.30am               

18/3, 15/4, 15/7, 22/7, 19/8, 9/9, 
16/9, 4/11 - 一日营 (9am - 5.30pm)

每星期一 / Every Mon
7.30pm - 9.30pm 

赞助费：$100
华语 / 星期日 Sun
2pm - 4.30pm 

卫塞节 2562 庆祝
2562  Vesak Celebration

友园
You Yuan Gathering

稍后公怖
每星期日 / Every Sun
2.30pm - 5.30pm 

新加坡佛教总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Activities for 2018年活动表
59, Lor 24A Geylang S’pore 398583. Tel:  67444635 Fax:  67473618

www.buddhist.org.sg Email: buddhist@singnet.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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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皈依仪式 - @12.30 pm  星期日  Sun / 9.30 am - 11.3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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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m - 7.30pm     

新春团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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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英文佛学班 

Adult English Dharma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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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 负重致远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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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 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 Open House 
Mohammed Ibrahim Bin Mohamed Samsudin

p.19 2017 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 Staff Retreat 
Manjusri Staff Welfare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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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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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5 广洽纪念馆 一颗文化的舍利 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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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 雪山无玫瑰，满山玫瑰香　梁萍

p.31	 佛教哲学对宗教的超越探析　文忠

p.34	 佛教的伦理善恶观 　春华

p.37 用佛法看阿里巴巴的成功之道　黎标

p.40 禅诗： 花魂／天葬／两头鸟／念珠　余宁

趣说佛法

p.42	 新书推荐：图解佛教经典

p.44 佛学漫画：世事无常 梁云清 

English
1st Semester 2nd Semester Remarks

Subject Lecturer Subject Lecturer Friday / 
8pm - 9.30pm

Batch 17 
- Year 1

Exploring 
Buddhism

Ven 
Chandawimala 

Thero
Basic Teachings Ven Sumana

*  Yearly School Fee - 
$100
*  certificate will be 
qualified to 50 marks 
upon completion 
of 2 years courses                                                                                                                    
* including: 90% /  
classroom attendance 
10% /  Puja 
Service attendance                                                                                                         
* Date of Puja Service 
: 11/3, 8/4, 13/5, 10/6, 
8/7, 12/8, 9/9, 14/10
- 9.30am - 12.30pm 

Batch 16 
- Year 2 Heart Sutra Ven Chuan 

Guan Meditation Ven Chuan Ren

Date
12 Lessons                                                                                                           
9/3, 16/3, 23/3, 6/4, 13/4, 20/4, 
27/4, 4/5, 11/5, 18/5, 8/6, 22/6                                                             

12  Lessons                                                                                                                                 
13/7, 20/7, 27/7, 3/8, 10/8, 17/8,  
24/8, 31/8, 7/9, 14/9, 21/9, 28/9                                                

新加坡佛教总会
2018年成人华文佛学班

华文班

主修课程   
强化课程／必修 备注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课程 讲师 课程 讲师 课程 讲师
星期五
晚上8点至9点30分         

第32届                         
初级班

基本佛法 有维法师

五乘共法                                            
(包括归

敬三宝及              
闻法趣入章)

永佳法师

佛门礼仪 有维法师

* 学费 - 每学年$100
* 结业证书 - 3年总
平均达50分可获颁
证书
* 成绩计算法 - 出席
率 / 70分
评估测验 / 20分
出席常月共修 / 10分           
* 常月共修日期:
25/3, 29/4, 27/5, 
24/6, 29/7, 26/8, 
30/9, 28/10
- 9.30am - 12.30pm

第31届                               
中级班

心经 宝宁法师 三乘共法 长清法师

第30届                          
高级班

唯识学 广品法师 大乘不共法 妙仁法师

上课日期                  

共12堂
9/3, 16/3, 23/3, 6/4, 13/4, 
20/4, 27/4, 4/5, 11/5, 
18/5, 8/6, 22/6

共12堂
13/7, 20/7, 27/7, 3/8, 
10/8, 17/8, 24/8, 31/8, 
7/9, 14/9, 21/9, 28/9

共4堂
5/10, 12/10, 19/10, 26/10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Year 2018 Adults English Dharma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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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如过隙白驹瞬间逝，此刻又即将送

金鸡迎瑞犬。而昔日种种、是是非非、恩恩

怨怨也应随之消逝，此刻正宜检讨过去、展

望未来。 

2017丁酉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度，国与

国之间、不同种族之间、不同宗教之间屡有

冲突与摩擦，几乎把人类推向毁灭性战争的

边缘。另一方面，一些不受约制的人类劣根

性对社会结构、人际关系、风俗习惯也产生

负面冲击，使人类陷入茫然的困境。 

现在的五花八门大千社会，处处充满诱

惑，一不小心，就会陷入罪恶深渊而无法

自拔。 

佛陀教导我们：“人身难得今已得， 佛

法难闻今已闻。 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

生度此身？”。在这纷乱的时局里，我们

应该倍加珍惜，勤加修行，充实自己以积

极面对人生。

趁此旧岁新年交替之际，祝愿信众“金

鸡献瑞钦郅治， 玉犬呈祥展宏猷”。

释广品

新春献词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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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佛教总会一直以来，秉持着四大宗旨：弘

法、教育、慈善、社会事务上落实佛陀精神，致力于

佛教知识与文化的推广。一年匆匆，岁月如梭。且让

我们回顾过去一年佛总所举办的各类活动和一个个值

得回忆的精彩瞬间。

弘扬佛法
2017年八关斋与新春团拜

2017年第一天，佛总为让佛弟子净化身心，仿

出家众过清净生活，种出世的善因，特地举办“心

净身安八关斋”，参与的信众多达百人。

每年的农历新年期间，佛总聚集僧俗四众于佛

总礼堂互相拜年，互相祝福。会长广品法师乘着一

年之始为公众开示佛理，启发大家智慧，呼吁信众

们福慧双修。

2561卫塞嘉年华
为庆祝佛历2561年卫塞节，佛教总会在4月30

日，特以“佛化家庭，幸福美满”为主题，假光明

山普觉禅寺举行卫塞嘉年华。嘉年华会设有浴佛、

供灯、供花、以及义卖与游戏摊位，希望藉此凝聚

家庭成员关系，促进生活圆融美满。另方面，也希

望佛子们在参与活动的同时，体会佛陀教育，将佛法

融入生活。祈福仪式也是嘉年华会的另一个亮点，信

2017年佛总活动回顾

众们都在这殊胜的日子祈愿福慧双修，一切美满。

此外，佛总也在每年的三、六、九月份举办礼

千佛、集福慧”法会，诵经祈福，让佛弟子聚集资

粮，修慧积福。在我国国庆周主办“护国佑民大斋

天”，除了祈愿国泰民安，世界和平，也让佛弟子

通过诵经净化心灵，获得宁静，更重要的是祈愿佛

菩萨的加持，增强学佛的信心。

国际交流
远赴斯里兰卡研讨宗教议题

5月12日，佛总应斯里兰卡政府与联合国卫塞节

国际执委会的邀请，会长广品法师率领董事会员一行

11人前往斯国参与庆典活动与研讨会。 研讨的议题

包括：社会正义与持续世界和平、各宗教间的理解

与人类共同的未来、佛教经济与文化游览、世界和

平的媒体网络等。

闽南佛学院访问佛总
6月2日闽南佛学院院长则悟法师率领厦门市佛

教协会暨闽南佛学院学僧一行138人参访佛教总会，

佛总会长广品法师连同董事盛情接待。双方就新中两

国佛教历史渊源、僧伽教育及后续合作进行交流，

■ 一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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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厦门与我国佛

教界未来在法务交

流、寺院管理、互

派交换生等各领域上

展开更深入的合作。

佛法教育
佛总周日学校与成人佛学班

佛总每年都为不同年龄层的公众人士举办佛学

课程，包括中英文成人佛学班之外，也另设儿童与

少年组的周日学校，将善的种子植入心田，好让菩

提枝叶茂盛绽放。

佛学老师培训课程
从2012年间，佛总意识到宣教人才的重要性，

于是积极培养负责讲授佛学的老师，今年已经迈入

第六个年头，培育了不少佛教的弘法人才。参与培

训的人数逐年增长，这也意味着佛教传播得以延

续，继续朝前迈进。

社会慈善
颁发奖学金予低收入家庭学生

抱着慈悲为怀，回馈社会的宗旨，佛总于5月27

日颁发勤学奖予低收入家庭成绩优异的中小学生，

颁发条件不分宗教、不分种族。颁发日期恰在马来

同胞的斋戒月首日，正可促进族群之间对其他文化

与信仰实际的了解，以强化社群团体之间的关爱和

谐，增进本地社会凝聚力。马林百列集选区国会议

员花蒂玛副教授受邀出席为主宾。

哈莉玛总统访问佛总
9月12日，哈莉玛博士以民选总统候选人的身

份访问佛总，双方交流之后，取得共识，以后将通

过各种渠道与活动来促进各宗教间的联系与信任，

为我国繁荣作出贡献，创建一个和谐的人间净土。

慈善团体与公益机构监管准则分享
7月31日，佛总为让属下团体会员了解有关修

订后的慈善监管准则，于是连同新加坡道教总会与

慈善理事会主办了分享会，促进有关当局与佛教团

体之间的了解，希望可提升佛教团内的运作效率。

佛总法师获颁奖章
佛总秘书长苏满纳法师担任监狱义工长达30年

而获颁长期服务奖；慈善组主任向扬法师也因为长

期投入公益活动而获颁内政部国庆奖章。

文化推广
致力推广佛教艺术文化

佛总也致力于佛教艺术文化的推广，6月14至17

日，会长广品法师应东方文化遗址保护联盟之邀请，

担任该组织在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举办的亚洲佛教

文化遗址保护特展的开幕主宾。广品法师在开幕式

上呼吁群众好好保护佛教文化，他强调佛教文化是

属于先辈留给众生的文物，应该好好妥善保存，免

得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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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佛教总会新春团拜

谨订于2018年2月24日正月初九（星期六）上午10时

在本会佛教礼堂举行新春团拜及上供祈求

世界和平、国泰民安、众具福慧。敬备薄素

	 					  恭候
光临

	 	 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及全体理事		敬邀

*出席者请于9时45分前入席，僧伽请自备海青衣，在家众海青。

        

SBF LUNAR NEW YEAR GATHERING
President and Council Members of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cordially invites you

to its SBF Lunar New Year Gathering
on 24th Feb 2018 at 10am at SBF Buddhist Hall 

  to pray for world peace, prosperity of our nation, bliss and wisdom for all.
Vegetarian lunch will be served.

*Guests to be seated by 9.45am
Sangha, please bring along your Haiqing and robe; Laities, Haiq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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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佛教总会佛学班同学

会成立于1994年4月17日。同学

会的宗旨是护持佛教，弘扬佛

法；协助同学们增进对佛法的认

识；建立与巩固同学们对佛教的

佛总佛学班同学会
2017常年活动简记

认同感，并加强各届同学之间的

联系；在佛总需要护法人员时，

及时发动同学们支持及参与。 

2007年同学会第二十一届

理事有19名。同学会由新加坡佛

教总会会长广品法师担任导师。

凡是就读佛学班的学员，不论结

业或在籍的同学；所有读中、英

文初级班的同学只要修满三个月

课程，均有资格申请加入会员。

为了加强同学们对佛学的认

识，并且一起发心，共同修功

德、培养善报，佛学班同学会在

每年的三月和十月间主办常月共

修。英文共修的日期为每个月第

二个星期的星期日，中文共修的

日期则为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的

星期日。

今年同学们共修过的经文有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八十

八佛大忏悔文》等。其中5月7日

为中英文联合共修活动，全体会

员一同浴佛，礼拜《诵八十八佛

大忏悔文》，共庆卫塞节。

■ 同学会秘书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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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佛学班同学会还主

办了两场讲座；5月28日的《该

如何管理好公积金, 规划您的退

休生活》帮助会员安排好自己的

退休生活，确保会员退休时能实

现财务健康，安度晚年。7月30

日同学会主办的医学讲座《如何

预防慢性疾病》，邀请新加坡预

防中心的专家与会员一起讨论如

何保持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以

预防患上慢性疾病的方法。

在今年10月-11月之间，同

学会举办了两场4天3晚柬埔寨之

旅，由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广品

法师带领会员一同去柬埔寨参访

吴哥窟。

为了感谢法师们为同学们的

传授佛法，培养同学们员对佛法

的正知正见，同学会还会举办常

年的谢师宴，以感谢法师们领入

佛法之门的恩情。

同学会也招募不同届的学员

加入,包括年轻会员，齐聚力量

回归佛总。同学会鼎力支持并动

员同学参加佛总活动，包括：新

春团拜卫、塞节庆典、八关斋、

千佛法会等。

佛总同学会也于12月24日

举办健行 2017 @ Sungei Buloh

活动，由广品法师带领会员及信

众，一同在双溪布洛湿地保护区

健行。在促进会员及家庭成员之

间的良好关系的同时，希望全体

佛学班同学会的会员朋友们都能

强身健体，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新

的一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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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
旧
迎
新

�� 新加坡佛教总会全体理事、会员及职员

�� 文殊中学全体董事及师生

�� 菩提学校全体董事及师生

�� 文殊中学校友会全体执委及校友

�� 菩提学校校友会全体执委及校友

�� 南洋佛教编辑部全体执委及职员

�� 悉达多托儿中心全体管委及师生

�� 马林百列菩提托管中心全体管委及师生

�� 新加坡佛教总会佛学班同学会

�� 新加坡佛教总会青年团

�� 海印学佛会

�� 天南佛堂�

�� 十方佛林

�� 吉祥宝聚寺

�� 福慧讲堂

�� 宝光佛堂

�� 新加坡佛教施诊所

�� 净名佛教中心

�� 菩提佛院

�� 观音堂佛祖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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愆
除
慧
至

�� 大悲佛教中心

�� 圆觉宗（新加坡）

�� 福善庵

�� 禅义共修会

�� 大愿共修会

�� 大悲院

�� 天竺山毗卢寺

�� 法轮社

�� 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

�� 香莲寺

�� 清莲寺

�� 积善堂

�� 善德堂

�� 释迦善女会

�� 佛教会

�� 竹林寺

�� 佛缘林

�� 天寿堂吕祖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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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禧
万
福

�� 善缘堂

�� 天善堂

�� 旃檀林

�� 薝蔔院

�� 能仁精舍

�� 新加坡佛牙寺

�� 慧明讲堂

�� 妙音觉苑

�� 观音救苦会

�� 法鼓山新加坡护法会

�� 准提宫

�� 地藏林

�� 東眴閣

�� 洛伽山庄

�� 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团

�� 慈航念佛社

�� 福寿堂

�� 如切观音堂

�� 般若念佛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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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
心
来
瑞

�� 海印古寺

�� 观音亭��

�� 观音山

�� 南海飞来观音寺

�� 万佛林

�� 宽济堂念佛社

�� 莲池精舍

�� 莲池阁寺

�� 普济寺佛学研究会��

�� 光明山普觉禅寺

�� 观音斋

�� 益群旅行社（新加坡）

�� 国营印刷

�� 仁婷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 先锋印刷装钉私人有限公司

�� 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

�� 释广品

�� 释向扬

�� 陈友明夫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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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重致远的使命 

时光如梭，第六届的佛学教师培训课程已经圆满落幕！

从2012年至今，培训课程已经进行了六个年头。当中除了

每年新加入的寺院团体和老师们，参与的还有旧有已经参加过

几届培训课程的老师们，其勤奋好学的态度不止让我们感

动，也鼓舞着我们不断设计更好的课程来利益大家！其

中的一个计划就是培育更多的弘法人才以及“培训人

才”，即是让资深的老师们来培训新进的老师。这

就有了今年最后一堂的“教学发表会”及2018年

的教师培训营的构想！

■ 释定融 ■2017年周日佛学教师培训课程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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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教学发表会”的“教

学演练”在2012年办过，当时

是第一届，参与的寺院社团寥寥

无几，老师们的教学经验尚浅；

即使老师们只是初试啼声，他们

的努力和投入也是让人留下深刻

的印象！经过了几年的培训和实

际教学经验，老师们的佛学知

识，教学技巧都突飞猛进！教学

2017年周日学校教师培训报告

(A)
教师培训顾问：定融法师
学员人数 :   共99名 , 来自青年弘法团／大悲佛教中心／菩提学校／佛教总会／福海禅寺／吉祥宝聚寺／
公开组  (包括慈光／净名／佛教福利协会及悉达多托管中心等/公众人士)                                                                                                                    

(B)

课程 讲授

第1堂 教学目标与活用教材法 - 上
洪孟珠博士

第2堂 教学目标与活用教材法 - 下

第3堂 儿童／青少年心理学与禅修静坐之指导 传观法师

第4堂 智者如何处理人际冲突 海全法师

第5堂 课室行为管理 - 上
林胜业居士

第6堂 课室行为管理 - 下

第7堂 八正道与日常生活 定融法师

第8堂 教学及发表会

(C)  共有71名学员因出席达70分而获颁证书／达72%     

构思和表达方式在在突显多元化

元素，符合现今教学对象的需

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进的老

师们也不落人后，积极准备，上

阵毫不怯场。这个教学发表会，

除了测试老师们对于特定佛学内

容的掌握，也评估参与者的组织

能力、表达技巧以及团队精神。

除了教学发表会，和以往一

样，我们也安排了巩固佛学与佛

法实践的课程。

简而言之，培训周日佛学老

师是一个负重致远的使命，因为

这个任务攸关培养菩提幼苗，与

弘扬正法、续佛慧命息息相关；

这是所有正知正见佛弟子都应

该坚持不懈、全力成就的一个

使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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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3日，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广品法师连同苏满纳法师、向

扬法师、定融法师为佛总属校菩提学校的新大楼落成进行洒净仪式。参与

仪式的还包括佛总执行长柯孙科，菩提学校林惠珉校长与学校的教职员等。

从建校至2017年，菩提学校实行的是上午、下午双班制。即小三至小六

的学生在早上上课，而小一与小二的学生则在下午上课。为了实施单班制，

即让所有学生都能在早上上课，学校因此得扩充校内课室与设施，以确保学

校可以同时容纳小一至小六全体学生在同一时段上课。

新大楼落成

菩提学校实行单班制
■ 一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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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大楼竣工，菩提学校在2018年1月2日便可以

实行单班制。单班制的实施可让学校在未来的日子里充

分利用资源，更有效地规划学生项目与师资培训活动。

新大楼内除了有足够设备的课室之外，还建设了让

学生培育爱好的音乐室、舞蹈室、艺体陶冶室、美术

室，以及有助于强化学生个别科目的华文单元室与科目

分班室等。当然，学校也没有忘记学生发展体能的重要

性，所以也建立一个小型操场，让学生伸展伸展筋骨。

此外，新大楼还设有课后学生托管服务中心、教学观摩

室，以便多元发展学校活动。

校方表示新大楼顺利建成，要感谢菩提学校董事

会大力的支持，以及所有乐捐给学校兴建新大楼的捐

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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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Lim Ying Ying ■

Filial Piety
“Underrated.” “ Easier said than done.”

That’s how I would describe filial piety.   

How do you show yours?

Massaging your mum’s shoulder? 
Brewing your father’s favourite coffee or a 
simple “Thank you”?

All these can be forms of filial piety. 
I believe showing appreciation and the 
acknowledgement of your parents’ hard 
work are the importance of this underrated 
virtue.  

But it’s not easy to constantly shower 
genuine love and care for our parents. 

We may start off by showing apprecia-
tion to our parents today. But do it consecu-
tively for a few weeks, months and years, 
these gestures slowly turn into a habit. And 
the intention and meaning behind it might 
be lost as they evolve into a routine, just 
like brushing our teeth in the morning. 

It’s great that we can cultivate a habit 
of showing our gratitude to our parents’ 
every day.

The important question to ask our-
selves if we are doing it every day is, are 

we still doing it from our heart? Or has it 
simply become another thoughtless or 
mundane routine? 

How can we prevent our expressions 
of filial piety or gratitude from losing its 
value? 

In Buddhism, there is a Sutta that ex-
plains the gratitude to one’s parents. 

The Sutta goes like this:
The Blessed One said, “Bhikkhus 

(monks), there are two people who are not 
easy to repay. Which two?”

Your mother & father.

Even if you were to carry your mother 
on one shoulder and your father on the 
other shoulder for 100 years, and were to 
look after them by anointing, massaging, 
bathing, and rubbing their limbs, and they 
were to defecate and urinate right there [on 
your shoulders], you would not in that way 
pay or repay your parents.

If you were to establish your mother 
and father in absolute sovereignty over 
this great earth, abounding in the seven 
treasures, you would not in that way pay or 
repay your parents. Moreover, if one should 
set them up as supreme rulers, having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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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e rule over the wide earth abounding 
in the seven treasures - not even by this 
could one repay one�s parents.

And why! Bhikkhus, parents do a 
lot for their children: they bring them up, 
provide them with food, introduce them to 
the world.

Yet, bhikkhus, whoever encourages 
their faithless parents, and settles and 
establishes them in faith; or whoever 
encourages their immoral parents and 
settles and establishes them in moral-
ity, or whoever encourages their stingy 
parents, and settles and establishes 
them in generosity, or whoever encour-
ages their foolish parents, and settles 
and establishes them in wisdom - such 
a person, in this way repays, more than 
repays, what is due to their parents.”

Anguttara Nikaya: Twos, 32

Also, in the Blessing Discourse (Man-
gala Sutta), it is mentioned that supporting 
your parents is a great blessing. And hav-
ing good parents, kind-hearted parents, 
is a very great blessing to a family and a 
great fortune. 

The next time we show love and con-
cern to our parents, let’s take a moment to 

recall the the true purpose of why we do so.
To end of this short sharing, I would 

like to share the lyrics of a song 妈妈 by 
Taiwanese-American singer and actor 
Vanness Wu吴建豪. When I first heard this 
song, it really touched me. I hope this song 
touches your heart in some ways too. 

那年还没长大  常常让你牵挂

是我不好你担心了吧

懵懂很不听话  也曾顶嘴吵架

我的脾气你没办法

你一个人沉默撑着家

任岁月在你额头刻划

你说爱是唯一的解答

那皱纹 是代价  斑白的发 是惩罚

妈妈 辛苦为家

你别再让泪流下  我会照顾这个家

亲爱的妈妈 休息 你辛苦啦

没想过天会塌  总要你等一下

有谁多晚都等我回家

伤了你的气话  无意说的谎话

你都微笑说 算了吧

你一个人沉默撑着家

任岁月在你额头刻划

你说爱是唯一的解答

Don’t wait! Show your appreciation to 
your parent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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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 (MJR) hosted our annual Open House on 
14 November 2017. We welcomed over 550 visitors from primary school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The visitors participated in a variety of engaging 
and fun-filled activities.

The visitors were first greeted by a spectacular performance showcase 
involving our Performing Arts group and Wushu before moving on to view 
various subject-based and niche programme workshops. Our Performance 
Arts group, comprising the Choir, Concert Band, Chinese Dance and Chinese 
Orchestra, demonstrated the rich vibrancy and appreciation for the arts in 
our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CCAs). MJR students and teachers also shared 

■ By Mohammed Ibrahim Bin Mohamed Samsudin ■

Open   
   House

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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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our school offers a broad-based curriculum and a holistic 
learning experience in order to develop every Manjusrian to 
their fullest potential. 

Students were also brought on a school tour by our 
student guides,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different CCAs and 
school-based programmes offered. Visitors were given the op-
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subject-based workshops facilitated 
by our student ambassadors. These subject-based workshops 
include Science, Mathematics, Design & Technology, Food & 
Consumer Education as well as Art. Besides the main cur-
ricular subjects, visitors gained new knowledge and skills as 
they delved into the basics of coding in our Applied Learning 
Programme (ALP) and explored visual Arts and stage drama 
in our Learning for Life Programme (LLP). In addition, visitors 
gained greater insights into our distinctive school-based pro-
grammes through interactions with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volved in Building Learning Power (BLP) programme, Taiwan 
Twinning programme as well as Enrichment Week activities 
offered to all levels and streams. 

This was a meaningful event as it saw the whole school 
coming together as a family, epitomising the passion and 
compassion that is uniquely Manjusria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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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hool year has ended and teachers got a 
chance to have a fun day out. 15 November was no or-
dinary workday for staff at 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 
For starters, the school invited Dr Tay Mei Yin, Principal 
Master Teacher, English Language, to start the day with 
a keynote address on Effective Feedback. After which, 
teachers broke out into groups to learn from fellow col-
leagues as they shared about the different pedagogies 
used to engage Manjusrians in and beyond the class-
rooms. Learning was indeed rich as teachers listened 
on attentively and questions kept coming.

The day carried on with a sumptuous lunch fol-
lowed by three sets of team-building activities which 
aimed at fostering staff camaraderie and strengthening 
staff bonding. All staff of Manjusri selected one of the 
three breakout options available: Painting a Big Picture, 
Indoor Bouldering and Culinary Challenge and off we 
were headed to SAFRA @ Yishun!

Painting a Big Picture
Once we arrived, staff of Manjusri grouped our-

selves into nine teams and were given blueprints of a 
piece of painting we were going to reproduce. Along the 
way, we had to earn our paint by completing a variety 
of fun team games and challenges. Once we have 
earned enough points, things started to get colourful! 
We drew out the picture on our canvases, mixed the 
correct shades of colour and got down to painting. 

■ By Manjusri Staff Welfare Committee ■

2017 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 
Staff Retreat

The activity concluded with the grand unveiling of our 
finished masterpiece as we pieced the nine canvases 
together to form a painting of a lotus which represented 
Manjusri.

Indoor Bouldering
The team of staff who opted for the High Elements 

were all set and raring to go. However, luck was not on 
our side as it started to drizzle on the way to SAFRA 
@ Yishun. Unfortunately, when we arrived, the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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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warning alert was flashing. Hence, instead of the 
Archery Warrior and Canopy Sky Walker activity which 
were to be held outdoors, staff participated in an indoor 
bouldering activity. Cards were laid out and stuck onto 
the climbing walls and we had to attempt to get them 
only by using certain coloured pathways. After getting 
the cards, the team then played charades based on 
words written on the cards. 

Culinary Challenge
Although cooking may not be new to many of us, 

only a few actuall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ally learn 
from a chef himself. So when MJR SWC included it as 

one of the breakout activities for the Staff Retreat this 
year, many teachers were excited about it and the class 
of 35 filled up really fast. 

The culinary team arrived at SAFRA @ Yishun 
that afternoon, determined and raring to go. With 
our best foot forward and under the clear directions 
of Chef Rayner, staff worked in teams and wiped up 
three dishes – Chilli Crab Sauce with steamed Man 
Tou, Stir Fried Chicken in Kung Pao style and Lychee 
Trifle. Although it was not as easy as we thought, it was 
undeniably clear that all of us had fun! Truly it was an 
experience that all of us will remember and cherish for 
a long, long time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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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ectrum 2017, Maha Bodhi School bi-annual 
visual art exhibition, was hel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chool’s Honours’ Day on 15 November 2017. The theme 
of the exhibition was entitled, ‘Artist and Space’. The 
exhibition invited the artists to explore the ‘spaces’ in 
the world around them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The 
exhibition was graced by Venerable Shi You Wei, Chair-
man Education Committee from the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Various artworks of pupils, staff and local 

Art from the HeART
■ By Mrs Uma Ketur Gandhi and Miss Wendy Nah ■

artists were showcased at the school’s new art studio. 
The exhibition was curated based on three sub-

themes, namely, Self and Immediate Environment, 
Singapore Past Present Future and The World and 
Region We Live In. Pupils expressed their ideas in a 
variety of art forms, ranging from watercolour painting, 
acrylic painting, pencil drawing, batik painting, Chinese 
calligraphy, Chinese brush painting, installation art, papier 
mache to ceramics. The school’s Art Club created a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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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rtworks in the form of jig-
saw canvases which allowed 

visitors to interact with 
them. Different scenes 
were depicted on the 
canvases, forest land-
scapes, river scenes 
and cityscapes. The 
visitors had to bring 
the pieces together to 

see the final artworks. 
Primary One pupils de-

signed their own unique 
robots from recycled materi-

als. The robots were installed 
as an artwork outside the art studio. 

The installation allowed visitors to be immersed 
and be part of the artwork as they sat or posed around 
it. A fusion of batik painting and Chinese calligraphy art-
works were also created by some Primary Four pupils 
in collaboration with members from the Chinese Club. 

Staff also showcased their works in oil painting, 
watercolour painting, scrapbooking and photography. 
Renowned international batik artists, Mr Sarkasi Said, 
Mr Ika Zahari Bin Sarkasi and our resident Chinese cal-
ligraphy artist, Mr Low Tech Kah, also contributed and 
displayed some of their works in this exhibition that aimed 
to inspire our budding young artists in their pursuit of the 
art, whether Chinese calligraphy or batik painting. It was 
heartening to read the artists’ statements to know more 
about the inspiration behind their artworks.

Parents and pupils we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The Spectrum on this special ocassion. Upon penning 
words of encouragement to the artists who had inspired 
them, visitors received the top three winning postcards 
that were artistically designed by our pupils for Downtown 
Line 3 Postcard Design Competition for Ubi Station and 

beautiful handmade flowers as souvenirs. 
We congratulated all the artists for their immense 

efforts to make The Spectrum possible and their sterling 
achievements. More importantly, we also want to ap-
plaud aloud the inspirational art teachers and mentors 
who, through their commitment and expertise, continued 
to stimulate and nurture the wonderful spirit of creative 
exploration in their pup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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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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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佛教徒协会办

供袈裟仪式
志愿佛教徒协会于10月15日，在

佛总礼堂聚集僧俗四众，举行了一场庄

严的供袈裟仪式。苏满纳法师邀请了斯

里兰卡的法师Venerable M. Piyananda 

Nayaka Mahathero 与Venerable M. 

Soratha Nayaka Thero 以及本地的有广

法师与定融法师出席。

苏 满 纳 法 师 说 V e n e r a b l e  M . 

Piyananda Nayaka Mahathero 是斯里兰

卡一所政府学校的校长，同时他亦是萨日

纳佛教基金会的高级顾问。Venerable M. 

Soratha Nayaka Thero 则是退休教师，

他亦是在同一基金会里担任高级行政员。

苏满纳法师还透露，在过去的30

年，基金会协助他管理当地的老人院与

孤儿院事务，所以他深表感激。

说到感激，苏满纳法师也感激新加

坡佛教总会借出地方，让他们办活动，

而且会长广品法师一直给予他们的支持

与协助。可惜，因为广品法师到马六甲

弘法，所以未能及时出席供袈裟仪式。

接着苏满纳法师邀请有广法师为佛弟

子们讲解有关供袈裟的意义。

有广法师不缓不急地向大家解说，僧

众因为承担如来事业，传承如来法脉，维

护正法，让正法可以延续，责任重大，所

以值得众人尊敬。他指出，僧众有五样东

西值得赞叹的：

第一、发起离俗的心，勇猛精进；第

二、毁坏形容，出家人需要剃除须发，毁

坏形容；第三、永割亲爱，但这不是世俗

所误解的六亲不认，而是僧众们以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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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回响给自己的父母，以增父母福德；

第四、委弃躯体，僧众就像一根根蜡烛，

燃烧自身，成就大众；第五、志求大乘，

为渡化众生而修行，为了众生所需而施以

教法，以度脱一切有情。僧众们除了自身

修行，还要拨出时间“服务众生”，先为

众生做牛马，然后再挤出时间自己用功，

可见多么不容易。

有鉴于僧众肩负着兴盛佛法的重

任，所以供僧就显得特别有意义，功德

也很大。法师取了经文的一段向大家说

明，“ 唐道律师一向持戒严谨，有一天

律师问天神：‘人间作何功德最大? ’ 

天神回答说：‘斋僧功德最大! ’

所以，有广法师特别嘱咐佛弟子，不

要随便批判别人，特别是不要批判佛法与

僧宝，以免犯了口业而不自知。

此外，法师也鼓励信众们利用今生的

时间修福修慧，如果只修福报，就会只懂

享福，不会珍惜，最后福报也有享尽的一

日；如果同时也修智慧，了解因果关系，

修行才会持续。所以他提醒学佛者，要时

时警惕自己，不要掉以轻心。

法师也鼓励信众多参与佛教的活动，

例如年轻人应该参加佛总的青年团，了解

实践佛陀的理念，为社区而服务，不要把

光阴荒废掉。

信众排队顺序供养法师们

苏满纳法师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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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进 ■

从阿裕尼地铁走出来，走至芽笼图书

馆，然后转右，便可看到一栋清幽谧静的

庭院，这便是广洽纪念馆。

广洽纪念馆是于1998年，在薝蔔院

诸位信托人的呼吁下，对老和尚生前的

住锡地进行修复整装，并邀请我国艺术

家陈瑞献为艺术顾问，为珍藏馆在整体

规划与陈列布置方面提供艺术咨询。广

洽纪念馆于2007年3月4日正式开幕，并

由时任的纳丹总统主持仪式。

馆内展出了广洽老和尚生前近百件的

宝贵珍藏，这都是老和尚在世时候，一些

大德高僧、文人雅士所供养的书画。除

了印光、弘一等大师的墨宝之外，尚包

括徐悲鸿、齐白石、吴昌硕、丰子恺等

艺术家的作品。

一
颗
文
化
的
舍
利

广
洽
纪
念
馆

三楼展示的多是高僧墨宝

陈列室中央摆放着老和尚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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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馆建有三层，一楼展出大部分书法名家的

字画，包括了郁达夫、叶圣陶、俞平白、王一亭等

人的创作。二楼展出大部分书画名家的作品，三楼

则是高僧们的创作精品。

展出的作品大多是佛教题材，最受瞩目的应该

是被视为镇馆之宝的两幅画像：徐悲鸿的《观音大

士像》、齐白石的《无量寿佛》。

《观音大士像》约有四尺长，以白描手法呈现，

观音菩萨立于莲花之上，手持杨柳，风格素净清雅。

画作的右上角则是以行楷书写的《心经》全文。

齐白石的《无量寿佛》约长三尺半，画的是无

量寿佛左侧面坐像，左上边缘还有丰子恺的补题。

齐白石的山水人物画一向比花鸟图更为稀罕，所以

这一幅《无量寿佛》画像可说是非常难得的精品。

此外，馆内藏有大量丰子恺的画作，色彩鲜活，

题材多以劳作人民或天真弥漫的儿童为主，作品充满

着童趣欢乐与生活气息。其实，老和尚原还藏有一系

列的丰子恺护生画，在丰子恺往生后，老和尚便将手

上的450幅原作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并筹资修复丰

子恺故乡缘缘堂。

在众多收藏之中，最令人感动的应该是弘一法

师用广洽老和尚的指血书写的立轴《佛说五大施

经》。据悉，弘一法师于1935年12月在厦门卧病不

起，几及于危，广洽老和尚为求诸佛菩萨护佑大师

早日康复，不惜刺血请大师书写《佛说五大施经》，

且每日还为大师恭诵《法华经》回向。这一幅血书于

1937年完成，现今全新装裱，藏于馆内。

还有一幅对联“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师贤心实

师圣心空”，是印光大师于80岁高龄所写的。事缘

广洽老和尚于辛已年二月探望苏州灵岩寺妙真法师

时，后者因感念老和尚远道探访，便以印光大师的

楷书对联相赠。据知，印光大师晚年住锡灵岩寺，

他的墨宝如凤毛麟角，非常罕有。

馆内每一幅作品都透露着老和尚与其他高僧文人

的深厚友谊，一种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世真情，也保存

了他们供养的作品，即使后来有买家频频上门出高价

收购，老和尚却从来没有动过心，以致今日大家才有

如此好福报，欣赏到这么丰富的收藏。

印光大师的墨宝 齐白石的无量寿佛丰子凯绘的广洽老和尚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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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又过了一年。记得2016年，10

月到12月的《南洋佛教》第496期，刊

登了我写的一篇报道《予人玫瑰，手留

余香》(尼泊尔赈灾纪实)，那时是八月

七日到尼泊尔北部较偏远的灾区，分发

锌板给山区灾民。回来不久就策划2017

年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分发棉被活动(尼泊

尔地震赈灾活动)。

回顾2017年，最快乐的那天，就是

在尼泊尔分发棉被，完成任务。

筹备一年，我们终于在2017年十一

月三十日，到喜马拉雅山区。这次是二

十九人乘坐八部吉普车，在领队吴东兴

先生的带领下，浩浩荡荡上山。

这次的山路方向跟去年的不同，途

雪山无玫瑰，
	 	 	 满山玫瑰香

■ 梁萍 ■

中道路一样颠簸，摇摇晃晃，沿途树林

还是那么地茂密。云海，山脉，进入眼

帘，这里的风光是雪山，远眺连绵的雪

山，令人惊叹！我发觉新加坡人还是挺

喜欢看山的，就像尼泊尔人喜欢看海，

哈哈，那种兴奋，无法形容！

途中，经过很多小镇，小休片刻，

歇歇脚，喝杯咖啡，暖暖身子，十一月

底，天气还是冷的！冷风一吹，为之一

振，赶紧上路吧，这一路，休息，吃午

饭，绕了一圈又一圈的山路，开始有团

员呕吐了⋯⋯

其实山区海拔也不是太高，两千八

百米吧，可是有些人第一次上高山，较

为敏感，头也晕了，甚至发烧，当然，

喜马拉雅山群

食物简单好吃

吉普车

其中有一座山是珠穆朗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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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冷也有关系。

这次有七位年轻人随团(莫忠明，余

洁琳，胡莉珊，吴竟弘，沈斯韩，欧阳

鼎辉，郭全贵)，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第

一次到尼泊尔，一路上有说有笑，为团

队增添活力！山上氧气稀薄，我们“年纪

大”的，不时提醒他们不要太“激动”，

也许平时少运动，这时上山，又在冬季，

绝对是一个考验。

绕 了 十 二 个 小 时 的 山 路 ( 从 白 天

坐 到 黑 夜 ) ， 终 于 抵 达 山 上 的 一 个 叫

Solukhumbu的小镇，我们入宿 Everest 

Hotel (其实是木屋旅舍)。晚上，犹如走

进大冰库，或电冰箱，只求不要病倒，

因为隔天还有重要任务要进行。

又得乘坐吉普车了，清晨就往目的

地行驶。几个小时过去了，遇到泥泞山

路，又得折返行驶，时间又延误了。好

不容易抵达我们要分发棉被的地区，远

远就看到牌坊写着：

Tsepri Lopan Mingyur Drophen 
Ling Monastery (Delekling Tibetan Set-
tlement)

Sallery, Chailsa, Solukhumbu, Nepal
今天是Tsepr i  Lopan Mingyur 

Drophen Ling Monastery新佛寺的开幕

可爱的小学生

小村民排队

年轻义工莫忠明与吴竞弘

开幕一景
Tsepri Lopan Mingyur Drophen Ling Monastery

梁萍与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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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礼，村民们一早就聚集在这山区，还

有中学生和小学生排队，演奏音乐，迎

接贵宾。

五彩缤纷的幢幡(旗子一类的东西。

幡：一种窄长的旗子，垂直悬挂)，还

有号角声，响彻云霄。部长，法王，活

佛，喇嘛等贵宾纷纷抵达， 雪山围绕整

个山区，闹哄哄地，阳光灿烂，看来好

久没这么热闹了！

在高山走动，确实跟平地不一样，我

的头开始晕了，赶紧吸新鲜空气。

大概在三点多，我们二十九位来自新

加坡的义工，开始投入工作了。先请各村

落的村长拿出名单，每户人家派一位代表

来领取棉被。这些棉被是今天开幕的佛寺

的活佛，负责安排助手领过来山区，由新

加坡的善心人士捐款，总共买了七百条棉

被，一户家庭给一条。

那长长的人龙，我们花了一些时间，

请他们排好队，由于人太多，真是不容易

控制，那种场面，亲身经历，毕生难忘！

虽然不会你推我挤，但是，贫苦家庭太多

了，大家都怕拿不到棉被。偶尔会有“不

听话”的村民，随便插队。

我们义工们弯下身子，双手把棉被

交给村民，我们谨记一句话：送棉被给

人要谦卑有礼，让拿棉被的人感觉自在。

一个个村民，有老有少，排成一行，

走到我们面前，双手合十，脸上的笑容，

胜过千言万语！

义工们，有的负责维持秩序；有的递

交棉被；有的送棉被，大家分工合作，

山上村民毕竟纯朴，还是守秩序的。比

较令人揪心的是小孩，有的是过了一村

又一村，排队拿棉被，或者满脸皱纹的

老人，也不知走了多久，在寒冷的天气

中，穿着拖鞋，排队拿棉被。

团员吴东兴、杨洁盈
和李友远分发棉被 年轻义工余洁琳分发棉被

多开心心中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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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冷啊！棉被对他们多重要！我们

一个人在温暖的被窝里睡觉，他们是一家

几口人共用一条棉被。这新新的棉被啊，

也是他们期盼已久的。

对于我们这二十九人的团队来说，大

家都是自费来，都是第一次发这么多条棉

被给这么多人，我们也拿了八箱的旧衣服

(穿过的，完好的)20分钟就发完了。看着

村民拿在手中的衣物，自己心中有一种暖

呼呼的感觉。

一趟十二小时的山路，再加上开车到

山顶，我从来没想到大家同心协力，任何

辛苦和困难都可以解决。

远眺白皑皑的雪山，我们似乎闻到周

围的花香，山风吹来的吧？怎么可能，

雪山无玫瑰哦！但是，我们真的感受到

悠悠玫瑰香！

回首2017，又做了一件即有意义，

又快乐的事，我们年长义工不只分发棉被

送暖，还带领二十多岁年轻义工参与，希

望能激起年轻人的热心，让这样的工作传

承下去。那些无法来山上分发棉被，但是

出钱也出力的新加坡善心人，也是我们的

背后力量，他们与我们义工同心，团结一

致，哪怕是做小事，也能散发能量，鼓舞

我们不断往前进的正能量！

雪山无玫瑰，满山玫瑰香。感恩释

迦摩尼佛，2018年，我们的行动小组又

要开始行动啦！ 

完成任务的快乐！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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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文忠 ■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印度佛教之兴

起，在理论立场上可看作一革命性之理

论，对古印度传统有抗拒及否定。人生

烦恼痛苦的原因是愚痴无智的无明，那

么打破烦恼的解脱之路也就在于打破无

明，正确认识世间事物的非恒常性，建

立智慧认识，从事物中重新找回自己的

心性。佛陀系统地提出苦、集、灭、道

四谛的解脱之路。无关乎祭祀、苦修外

在的宗教活动，万能主宰的神是不存在

的，一切人生痛苦的解脱都在于自己。

佛教在创立之始，其根本理论分析已超

越了宗教的范畴。尽管佛教在传播的后

期形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其究竟义

理却是贯彻始终。

一、人因无明产生痛苦烦恼
与基督教宣扬的因违背上帝旨意所

犯的原罪说不同，佛教始终认为人生痛

苦的原因在于因人的认知失真─不识外

在事物的无常性─而形成的，佛教称之

为“无明”，即在变动迁流的事物中妄取

攀缘心从而掩盖了自我本心本性。《佛说

佛教哲学对宗教的

不增不减经》说：“一切愚痴凡夫，不如

实知一法界故，不如实见一法界故，起

邪见心。”《维摩诘经》说：“何为病

本？谓有攀缘，从又攀缘，则为病本。

何所攀缘？谓之三界。”没有明白了觉

世间事物现象的人，佛教称之有病，究

其原由就是将自己心识依附于外在变动

的事物，丧失了人在事物中的主动性，

从而错将人之悲欢建立在事物上。《圆

觉经》云：“云何无明？善男子，一切

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犹如迷人，

四方易处；妄认四大为身相，六尘缘影

为自心相。”《楞严经》也说：“一切

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

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

轮转。”又说：“以动为身，以动为境，

从始至终，念念生死，遗失真性，认物为

己，转回是中，自取流转。”

二、自我解脱之路
既然人生痛苦烦恼是内不识自我本

心、外不明事物无常，那么从烦恼解脱

出来也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认识本

超越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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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去认识事物的无常，从事物中解脱出

自己的心。所以《坛经》强调：“智慧观

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

本解脱。”《金刚经》解说的从事物中解

脱心使得惠能开悟，其说：“应如是生清

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

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维摩

诘经》一直强调当净其心，“直心是菩

萨净土，⋯⋯深心是菩萨净土，⋯⋯若

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

则佛土净。”

佛教的这种内在解脱与马丁路德

的“因信称义”有着根本不同。如马克

思对路德的评论：“路德战胜了信神的

奴役制，只是因为他用信仰的奴役制代

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

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人从外在宗

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

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

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路德将对基督

教的信仰以及人死后得到上帝拯救的主动

权内化在人自身，突出信仰对解救的直接

作用。佛教从根本上否定永恒的存在，也

就不存在对“永恒存在”的信仰，所谓的

解脱是对事物的正确认识，以智慧知见为

现世除去痛苦。

三、佛菩萨改变不了因缘
大乘佛教引入了超人间力量的十方三

界诸佛和众多的菩萨摩诃萨，同时也强调

因果不可动摇的规律，要求依赖自我心性

解脱的方法。《仁王般若经》说：“乃至

诸佛三乘七贤八圣亦名见。⋯⋯三界之

外别有一众生界藏者，外道《大有经》

中说，非七佛之所说。”《圆觉经》

说：“于实相中，实无菩萨及诸众生。何

以故？菩萨众生皆是幻化，幻化灭故，无

取证者。”《坛经》说：“若言归依佛，

佛在何处？”佛不过是消除烦恼后的结

果，《仁王般若经》说：“一切众生断

三界烦恼报尽者名为佛。”佛不是外在

的神圣存在而在自心本性中，所以《坛

经》说：“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又

言：“自心归依自性，是归依真佛。自归

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谄曲

心、吾我心、诳妄心、轻人心、慢他心、

邪见心、贡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

四、对佛法教义的超越
佛教以缘起论解释事物现象，包括对

佛法的认识。众生因无明而产生诸多痛

苦，佛陀为引化众生解除烦恼才讲述了

佛法，惠能称：“佛本为凡夫说，不为

佛说此理。”佛法被认为是“智药”，可

除去人思想认识方面的病，《宝积经》

说：“以慈心观治于 恚，以因缘观治

于愚痴，以行空观治诸妄见，以无相观

治诸记想分别缘念，⋯⋯以诸有为皆悉

无常治无常中计常颠倒，以有为苦治诸

苦中计乐颠倒，以无我法治无我中计我颠

倒，以涅 寂静治不净中计净颠倒。”佛

陀也将这种智药比喻为以手指指物之手，

认为佛法是指示他人认识事物的手指，愚

痴之人才会迷悟佛法而取执著，如《金

刚经》云：“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

说，非法非非法。”佛法只是方便义，

是依妄说法，而非为究竟义，应当舍弃

远离，《楞伽经》说：“何者是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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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二乘及诸外道，虚妄分别说有实等为

诸法因，如是等法应舍应离。不应于中

分别取相，见自心法性则无执著。”佛

教义理的落脚点都归结在自心本性上，

认识自我真心，不被外物包括佛法蒙蔽。

五、修持仪轨戒律的指向
佛教设立有大量的戒律和修行的道场

仪轨，从此层意义上说，不可否认佛教有

宗教性的一面，如佛教也要求归依，持名

念佛和西方极乐信仰，《楞严经》讲如何

坐入道场修行。同佛法教义相同，戒律也

是为引导人们思想和行为活动，客观上减

少人们受外在事物的牵绊，《宝积经》

说：“善持戒者，无我无我所，⋯⋯不

以戒自高，不下他戒，亦不忆想分别此

戒，是名诸圣所持戒行。”《坛经》更

直接明白地讲：“心平何须持戒，行直

何用修禅。”不仅如此，一切的修行只

为安放自己本心，不在于外在的布施修

行，“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维

摩诘经》说：“若言我当见苦断集证灭修

道，是则戏论，非求法也。”因此，仪轨

和戒律最终都指向了人的本心，是人认识

本心、灭除妄见的手段而非结果，“众生

幻心，还依幻灭”，在仪轨戒律上也不可

取执著相。

六、对神 情感体验的破除
依据修行者的不同层次的体验，佛教

设有不同阶层的果位，但是又如佛所说的

方便设城，《法华经》有“向者大城我所

化作为止息耳”之言，佛陀为思想疲惫的

人们建立思想层面的休息场所，供人们调

息不生畏惧退意，而这些体验都非实有，

应当远离。《圆觉经》云：“一切菩萨及

末世众生，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

由坚执持远离心故，心如幻者，亦复远

离。”任何贪求执著的修行体验都当远

离，见诸华相、得诸神力、贪求福德，

都是魔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所以《心经》称：“以无所得故，菩提萨

，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

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

。”佛教追求的彼岸世界即涅 ，是人

无明永除、烦恼灭尽的状态，《大般涅

经》说：“灭烦恼火，则名寂灭。烦恼灭

故，则得受乐。”《楞伽经》说：“涅

者，自证圣者所行境界，远离断常及以有

无。”在终极义理上，佛教否定了神秘境

界体验，《圆觉经》说：“一切如来妙圆

觉心，本无菩提及与涅 ，亦无成佛不成

佛，无妄轮回及非轮回。”依人们的妄想

心，佛教虚设了佛国净土，其实在世间

之外并没有一个实存的神圣世界，《坛

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宝积经》

说：“譬如有诸莲花，生于水中，水不能

著，菩提亦尔，生于世间，而世间法所不

能污。烦恼泥中乃有众生起佛法身。”

《华严经》云：“不舍一切世间事，成

就出世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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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伦理观念中，善恶作为道德伦理

判断的基础标准，在伦理思想中占有重要

地位。围绕佛教的教义，佛教善恶观念中

最基础或初级的层次是自己的行为是否给

别人带来损益；另一方面“以生善法，心

意清净”即达到修行的最高境界，获得解

脱。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其宗教伦理的善恶

观与世俗伦理善恶观念相结合又相区分，

体现出了汉传佛教极具特色的伦理精神。

佛教对善恶的定义
佛教对于善恶的定义是与其教义

紧密结合的。《菩萨璎珞本业经》

说：“顺第一义谛起名善。”佛教认为

善为“顺义”，所谓“顺义”就是符合

佛教的教义，对自身或他人带来益处。

相对“顺义”的善来说，反之就是恶，即

违背佛教的教义，损害自身修行，给他人

带来害处。《成实论》中说：“善、不善

相，谓损、益他。”

关于善恶，佛教将其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最基础的即个人的行为对他人

的损益，注重个人修为如佛教中的“十

善”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

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

不嗔恚、不邪见。这些都是不给别人带

来危害的善。《占察善恶业报经》上卷

说：“言十善者，则为一切众善之根本，

能摄一切诸余善法。”可以看出“十善”

的重要性与基础性。第二个层次就是顺第

一义谛，人的观念思维与行为要与佛教认

识事物的本质相符合。体悟佛教义理，摆

脱无明，这种善恶则是以事物的性质，追

求真理为判断标准的，是比较高一层次的

佛教的
伦理善恶观
■  春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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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观。第三个层次则站在更高的层次作

判断标准，即不执着于镜相的善恶观，追

求真如，清净心的善恶观。与第二个层次

相通，但高于第二层次。

《佛学大辞典》中说：“一顺益为

善，违损为恶。若依此义，则上通佛菩

萨，下极人天，其所修之，名为善。二顺

理为善，违理为恶。理者无相空性也。三

体顺为善，体违为恶。法界之真性，为已

自体，体性缘起而成行德，所行自体无如

心不缘理，所谓随心之欲而不超轨之境界

也，是名为善。”善作为佛教所追求的价

值之一，善在佛教的理念中已经不仅是从

道德性层面的说教，而是具有深刻的理论

依据。佛教的善恶观独特之处在于既包含

了世俗又包含了宗教的超越，最终目的是

寻求人的解脱。

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观
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以儒家为典型，

与宗法等级制度密切相关。传统儒家道德

伦理观是以血缘宗亲为基础，重视世俗伦

理。并且立足于个人在现世的道德精神，

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人

的独立的个体性。儒家强调道德原则和规

范对于人们行为的指导作用。孔子提出的

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就包含了孝

悌、忠恕、信义等道德规范。儒家认为道

德在社会中起到的作用意义非凡。孔子

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

使人们懂得羞耻，自觉地遵守社会秩序

和道德规范。孟、荀尽管方法不同，但

都承认“人皆可以为尧舜”。由此中国

儒家传统伦理把道德与人们的物质生活

需要联系起来，关注人与现实的问题。

中国佛教善恶观与传统善恶观
的异同

从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论出发，分有人

性善，人性恶，善恶混杂即性三品。孟子

用了大量的论证来支持他的性善论，《孟

子·公孙丑上》提出的“恻隐之心，仁之

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

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四

端。人的本性中都有此善的四端。荀子

的论点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

也。”(《荀子·性恶》)荀子认为人生

来就是有欲求的，不仅没有善端，相反

具有实际的恶。告子又提出人心本身无

善无恶，道德是外在人为加上的。

佛教本身兼具世俗伦理和宗教伦理的

特征，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过程中，自然融

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伦理思想就有了理论的

依据。从整体上说，佛教认为“心性本

净”“人性本善”。佛教在融合了中国

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善恶观，达到“善”

可以通过修习。孟子及其荀子提出“人皆

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儒

家的“善”是一种“世俗的善”，佛教通

过熏习以追求超越世俗的善即追求解脱。

《易传》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

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早期道教亦有“承

负说”，其观念在于人的善恶行为会对子

孙后代产生影响。佛教所提倡因果报应，

与传统的善恶报应观念存在差异。传统的

善恶报应观念的承载主体是与具有善恶

行为的人有血缘关系的，并且对于“自

作自受”这一概念传统的善恶报应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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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限于现世。而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

的行为承受主体为自己，业即身、口、

意三类。身、口、意的善恶引起相应业

报。业报轮回贯穿于整个行为过程，流

转与“六道轮回”之中，且善恶报应不

能够相互的消减。

与传统的善恶报应观念相比较，佛

教的善恶观独树一帜，以天台宗为例，

具有“性具善恶”一说。这里所说的

善恶既包括人性的净染，也包括超越善

恶的内涵，追求证悟解脱的至善。天台

宗的“一念无明法性心”也就说善恶是

一念心所本来就具有的，善恶不过为虚

名。“虚名无性，虽强分别，如指虚

空”。所谓的真如，善恶相互包含，达

到真如之境，也就无所谓善恶。这也是

佛教善恶观更为深层次的内涵，是一种

心性对世俗间善恶观的超越。天台宗的

性具善恶说指出通过修行断恶修善，摄

取了儒家伦理道德的内涵，但不局限于

世俗伦理道德的意义。

佛教善恶观的价值
善对佛教来说不仅仅作为一种道德

判断的标准，也是其追求价值观的最高

目标。“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

意，是诸佛教”充分体现善在佛教伦理

观中的地位。

善作为一种价值观，佛教倡导弃

恶、扬善、慈悲等等在修身养性和维系

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给了我们不同维

度的思考。

佛教通过因果轮回与善恶报应与行

为主体联系起来，人何以为恶，无外乎

贪、嗔、痴。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

报”、“自作自受”对信徒的行为作了

道德约束，引导信徒修习善因，思量善

事，明确善恶之事，修于善行，以立弃恶

扬善的价值观，达到克己，内敛自己的思

想行为。五戒十善、慈悲、利他，不仅完

善自身，也能为他人和社会营造和平的环

境，构建起和谐与发展的基础，在化解人

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具有积极意义。佛

教自利利他、自觉觉人的精神与儒家立己

立人、己达达人的思想相得益彰，其也对

中华民族的道德行为规范有深远的影响。

佛教善恶伦理观，一方面具有世俗伦

理的意味，劝人为善，为人以慈悲、利

他。“毒害化为畜生，慈悲化为菩萨，

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心性

对道德行为有主导作用，《大乘起信论》

中说：“所谓诸善事，心不懈退，立志坚

强，远离怯弱。当念过去久远以来，虚受

身心大苦，无有利益。是故应勤修诸功

德，自利利他，速离众苦。”固以思善

法，修以善行。另一方面又具有超越世

俗伦理的宗教色彩。佛教看来善与恶，

心性净染所致，修习净染不同，得以所

凡或不凡，善恶犹如空虚，不可执着于善

恶，保以清净之心。佛教修习善法的最终

目的是为求得心灵的解脱，对世间善恶有

所超越。佛教善恶伦理观从世俗善恶到宗

教善恶，从修善以避恶端到思善恶以养心

性，是以寻求从人自身道德行为规范养成

到心性得以豁达解脱，如儒家所说“随心

所欲而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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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黎标 ■

阿里巴巴在互联网经济上取得卓越

的成绩，本文根据博大精深的佛法和心

理学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从阿里巴

巴选择上市敲钟代表，透视阿里成功背

后的佛法理念和道德因素，即恒顺众生

和对大众需要的满足。

阿里巴巴巴上市及其八位代表
2014年9月20日，阿里巴巴在美国

交易所上市，首日收盘价计算，市值超

过2300亿美元。阿里精心挑选了八位代

表参加上市敲钟仪式，马云说“我们努

力15年的目的，是让他们站在台上。我

们努力15年的目的，是希望他们成功，

用佛法看阿里巴巴

的成功之道

因为我们相信只有他们成功了，我们才

有可能成功。”

先看八位代表的故事：17岁知道淘

宝的黄碧姬，做了三年淘宝云客服，服务

了16000多名会员。这个经历让她“更懂

得换位思考，更理解家人”，而“听到客

户说谢谢的时候最有成就感”；2009年7

月7日在贝尔格莱德获得跳水冠军的劳丽

诗，退役后在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工

作；自闭儿童康复机构特教何宁宁，说自

闭症儿童是非常单纯和应关注的群体，只

要能理解就不会觉得他们不正常；农民店

主王志强，在网络上叫“王小帮”。这个

名字的意思就是热心肠、为别人提供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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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澳大利亚迪肯大学获得传媒专业硕

士研究生文凭的王淑娟，在回国后留在老

家带动地震灾区电商创业，忙碌时候每天

工作高达17个小时；1982年7月出生的乔

丽是主持人朱丹的粉丝，在朱丹的微博中

鼓励她到淘宝开店，用知名度来帮助更多

人，得到采纳并开展了“向日葵爱心计

划”；家境贫寒只读完小学二年级的窦

立国，因参加志愿活动，看到贫困地区

老年人生活的辛苦想起父亲的不容易，

决心要多为大家做点事，与另伙伴开展

为穷人家孩子送书活动，建立了两座乡

村图书馆，两年中为他们自费十几万；美

国农场主 Peter Verbrugge在天猫销售樱

桃。Peter说他这么辛苦地工作，就是为

了用樱桃让世界另一端的人们感到幸福。

从佛法和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看八位代表的共同特征

1. 恒顺众生

佛法一直以来因慈悲喜舍、智慧解脱

普及民间。在经中之王《华严经》普贤行

愿品十大愿王之中，有一大愿就是“恒顺

众生”，指无论众生有何种根机、何种特

点和兴趣、愿望、观点，菩萨都能随顺他

们，尊重他们象尊重自己的父母和尊重佛

一样无有差别，通过随顺尊重众生，使众

生生欢喜心，能接受智慧的教育，增福、

增慧、增自信而得解脱。恒顺众生的重

点，在于“恒”、“顺”、“转”。恒，

就是有恒心，不急不慢，既不急于求成，

也不轻慢懈怠；顺，就是要随顺众生，不

急于反驳众生，不观众生之过误，不觅人

之过，而能常见他人之长，不恼怒众生而

能让众生生欢喜之心；“转”，就是通过

让众生生了欢喜，用自己的德行和智慧、

解脱打动众生之后，再教给他们以智慧，

让他们欢喜接受，乐于奉行。恒顺众生的

核心，便是“尊重”，无论自己的智慧超

过别人多少，德行超过别人多少，仍然不

敢轻视他人，不会觅人之过。反而尊重他

人象尊重父母和圣人一样，让有缘的人都

能生起欢喜心。

阿里巴巴上市选择的八位代表，显

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恒顺众

生”，黄碧姬做云客服的“换位思考和理

解客户”、何宁宁认为“只要能理解自闭

症儿童便不会觉得他们不正常”，这两位

是能随顺尊重和理解服务对象的观念和行

为；王小帮，这个名字和由来，就体现了

用小，即谦卑心，可以帮助他人，为人谦

下，就能让别人感到受尊重，就可以更好

地帮助别人；海归王淑娟留在老家帮助发

展电商，就是随顺了老百姓想发财致富的

愿望；乔丽的建议，既恒顺尊重了朱丹想

为他人和社会尽力的愿望，而他们的爱心

行为又随顺和尊重了大众的需要和愿望；

窦立国，感于老父的生活不易而发心参加

志愿者活动，实际上是随顺、尊重父亲，

从对老父尽孝的孝心出发而“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而及人之幼”；农场主

Peter Verbrugge，是随顺、尊重了国人

想吃“最棒的樱桃”这一愿望。

他们这种恒顺众生的做法，有一个相

同的结果，用Peter的话来说，就是客户

能“兴奋满怀”，这在佛法中，就是让

众生能生欢喜心，令人恼乱就不是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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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恒顺安全的需要

恒顺众生，就能让别人欢喜，别人

就会感觉这个人无害，不会有受威胁的

感受。这样就满足了“人们要求稳定、

安全、受到保护、有秩序、能免除恐惧

和焦虑等”的需要。体现在阿里的经营

中，由于恒顺和尊重了客户的需要，利

用支付宝、信用评分、七天无理由退款

和其他一系列制度，打消了买卖双方的

顾虑，清除了双方的信任壁垒。这就解

决了买卖双方担心资金或商品不安全，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恐惧和焦虑等。当这

些不安全感被最大程度地解决了以后，

网购就不再是一件高风险的事情，而是

成为一种愉快的购物享受，这让阿里的

客户们生起了“欢喜心”。而一旦客户

群体普遍都有欢喜心了，阿里的业绩想

不好都难了。

3. 恒顺尊重的需要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都有尊

重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它包括自尊和希

望受到别人的尊重。自尊需要的满足更有

信心、更有创造性和更有能力。

而八位代表的共同特征，就是能从慈

悲出发，恒顺众生、热心公益或关注弱势

群体、给客户解决需要和传送快乐。在

他们所有的工作当中，就是从尊重服务

对象出发和以此为核心，本质上，就是

解决了服务对象受尊重的心理需求。而

受人尊重，这本身就是快乐幸福的源泉

之一。以云客服的工作来讲，因为能尊

重客户，就能让他们打开心扉，顺畅沟

通，在欢喜中解决问题。事实上，在尊重

这一需要中，可以蕴含马斯洛提到的其他

需要。如归属和爱的需要，一个受到尊重

的人，当然会感觉到一种慈悲的爱，而不

会感到被排斥、被拒绝的危险；而一个受

尊重的人，他会感觉比较安全，从心理和

身体上，都不会认为有被攻击的危险；从

自我实现的需要来讲，受人尊重，可以增

长信心，增加自尊、更加有创造性、更有

效率，这都有利于自我实现。

正是恒顺众生的行为，满足了阿里客

户买卖双方安全和尊重的需要，阿里便得

到口碑和经营业绩上的回报。

三、对以德治国的借鉴意义
马云说让八位代表参加上市仪式，就

是要告诉人们要做一个受人尊重的人。

马云没有说的是，要做一个受人尊重的

人，就要做一个尊重他人的人。这是阿

里成功的核心因素，而这八位代表，就

是这个核心因素的代表。阿里用它的成

功告诉我们，以德为本，以德为宗，恒

顺众生，尊重他人，奉献大众，就能受

人尊重、实现自我，超越自我。阿里的

成功，其实是一个以德致富、用尊重和

诚信致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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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朵盘踞高空，灰着脸

幽灵 听祭坛经幡吹响悼词

失去盘缠的行旅  

就此，止步

心无感，身赤裸

秃鹰飞来  叼走回忆

一片片败絮

曾经，风中舞

来时一丝不挂

归途一尘不染

天葬

文：余宁

别说昨日最美

苏醒后

披一袭绛紫素衣

花魂沉郁

念一夕咒经

絮絮净净捧着一颗心

观自在 陀罗尼

洁白相 有香馨

悠然低吟

那首不老的绝唱

轮回 六道

生死 死生

花
魂

禅诗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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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天生一对

两个魂魄一个躯壳

黑与白轮班

觉与迷同住

醒来，我守候雪山冰融春天招手

寐着，你不见绿草喧腾红花吐芳

吞下一朵醉人心香

我餵饱你饥渴，如芬馨似甘露

一棵毒株  冉冉生起妒火

攻你陷你于愚痴不悟

一瞬无明恨意

吹熄你光明本性

扼杀我纯净善因

禅声寂灭

灵魂飘远

你和我  再也回不去

善与恶的祭坛

梦和醒的两极

我以珠子一串

一串

穿越前世今生

梵音诵了一遍

一遍

谁在对岸遥望

我以琉璃一串

一串

三十六颗宝石

赭色掐捻千万

千万

心灯点亮前路

木鱼敲醒晨昏

诵念等待花开

生不是偶然变数

岸是三百六十度摆渡

一百零八颗束心

圆融

这一端到另一头

归零

两
头
鸟

注：这是记载在《佛本行集经》的故事，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故事来告诫
弟子，瞋恚是多么可怕的愚行，一个人(乃至一只鸟)在怀着恨意时，往
往会忘记对自己的伤害，更甚的是以自己的生死来逞一时的仇快，走入
一个无可挽回的境地。两头鸟的故事还有更深刻的象征，生活在这个世
界上，人人都是两头鸟，有着善恶的抗争、梦与醒的矛盾、觉与迷的循
环。当一个人在善意、觉性抬头的时候，就可以使恶念、痴迷隐藏；可
是当一个人恶意的瞋恨愚痴升起时，立即就杀死了自己好不容易培养起
来的善念了。(摘自网络)

念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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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书

推

荐

《心经》
·	收有10个中外《心经》版本逐字交叉对比，还原

心经的完整面貌

·	达赖喇嘛精彩解释《心经》最后咒语所隐含的修行

次第

·	日本空海大师、中国东初老人的精辟分析

《地藏经》
·	融汇贯通地藏三经：《地藏本愿经》、《地藏十轮

经》与《占察善恶业报经》

·	综合多位高僧对三部经典的解读，读者在了解原经

意涵之外，还理解诸位高僧的思维与智慧

图解佛教经典

佛教经典浩瀚如海，名相繁琐，使得许多有心阅读佛经的人，一时之

间不知从何着手，即使一般信众，也多不知其义。

为了普及佛教思想以及让初学佛者稳定基础，建立信心，市面上有不

少的图解佛教经典丛书，虽然不同的出版社，但书的呈现格式都是图表与

文字结合，以亮眼的视觉观感与清晰的脉络梳理经典内每字每句的意思，

包括了经名与结构、历史、流变与意涵等。部分图解书籍甚至还结合了现

代生活经验与修行次第，让读者更易了解经中

内涵或参照修持。

目前推出的图解经典包括以下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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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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经》
·	通过文字与图表还原《金刚经》最初

的精神面貌，引导读者对现实生活的

思考

·	附录历代各朝不同版本的《金刚经》

原文供互相参照

《慈悲心》
·	八大章节介绍修心法门：慈悲的内涵、

自私的误区、正确的自利、慈悲心的培

养、自他相换法、修心八颂、生活中的

禅修以及生活中可做到的慈悲

·	收录四篇藏传法师解说的修心文章

《西藏生死书》
·	400幅插画与图表解释生死轮回的奥秘

·	精辟剖析整个死亡历程，深入探讨解脱的关键因素

·	指导如何避开各种死亡境界险境，提升未来生命去向

其实，图解经典的对象也不一定是初学者，即使是对一些已经熟读经

典者也不妨一读，不仅可以加深印象，也是重新认识经典的一种新方式，

或许新视角可给予你一种新的启发。

当心经遇上量子物理
堪布慈诚罗珠仁波切			著

短短268字的《心经》包含了佛教思想的精华，每一字，每一句，都可

以延伸至深广的内涵。一直以来，有不少人为它做注解，今次法师从物理学

的角度切入，从一个现代科学的侧面证明了佛教理论的颠扑不破。从另一个

角度来看，也可说作者以物理学的基础引领读者迈向空性殿堂的一个渠道。

作者在解释《心经》的同时，也介绍《心经》的修持方法，鼓励读者

闻思修并重。

书中亦收录了作者在微博上所发表的所感所思，短短数语的抒怀小品，

却令人悸动不已。

趣说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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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金代禅
师，他喜欢种
植兰花，浇水
施肥，犹如辛
勤的园丁

别人都说他“爱花如命”

花开时，不少人来到寺院
礼佛之后，到花园内欣赏
优美的兰花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他不小心，脚绊在竹竿上⋯⋯

整个架子上的兰花都掀翻了





     

 

你要照顾
好兰花的
呦⋯⋯

有一天，金代禅师要去朝礼五台山

这位弟子知道禅师对兰花的喜
爱，因此特别用心，生怕出差错

趣说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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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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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天师父回来，弟子急忙跪下请罪

金代禅师急忙笑着拉起弟子

弟子听后大受感动，倍加用功修持

不要紧的，
我养花的目
的是用香花
供佛，美化
寺庙环境，
世事无常

我 们 怎 能
执着于心爱
的东西不忍
割舍呢？这
可不是禅者
的风度啊

搞得花叶零落，断
根外露，这位弟子吓
得目瞪口呆

心想，师父回来，必定
发怒，少不了打香板

师父，我不
小心......

 9









趣说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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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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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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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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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s.indd   45 3/29/10   2:57: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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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佛教圣地游
*全程素食  *部分收入将充作慈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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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 ~7天南印度色拉寺/甘丹寺/哲蚌寺/阿姜塔/爱罗拉石窟 1月16日 约$ 1988
印尼 ~3天婆罗浮屠(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2月22日 约$ 598
印度 ~5天菩提迦耶(爱心小学/法王讲故事) 3月01日 约$ 1498
斯里兰卡 ~6天佛陀的眼泪(佛教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3月20日 约$ 1698
印度/尼泊尔 ~2天与色拉杰寺学僧团同行(佛教世界七大奇迹) 4月05日 约$ 2498
印度 ~7天锡金 4月26日 约$ 2298
中国 ~5/8天五台山/峨眉山 5月28日 约$1958
中国 ~8天峨眉山/色达五明佛学院/ 红色女儿国亚青寺 6月01日 约$2198
不丹 ~5天幸福快乐国 6月17日 约$2998
印度 ~8天拉达克 7月04日 约$3098
中国 ~11天丝绸之路 8月02日 约$3198
中国 ~11天西安/西宁/西藏 8月12日 约$3298
每团至少10人，或有法师随团。报价含机场税及燃油费。
3天占碑 ~金洲大师(阿底峡尊者的老师)修行地 (10人自组一团) 约$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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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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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da雪燕：91882508 / Vnex何秉原：98076212  
或电邮 lgwtp@yahoo.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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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 ACE ASSOCIATES PTE LTD
专业收账服务

We are a well-established company that 
provide DEBT RECOVERY for financial 
institutes, companies, individuals, etc.

Double Ace Associates Pte Ltd专业收账服务
DEBT MANAGEMENT (CO Reg: 201539268R)
51 Bukit Batok Crescent  
#01-01- Unity Centre Singapore 658077
Tel: (65) 67343911
Fax:(65) 67347971 (MON- FRI 10am - 9pm)
Website: www.doubleaceassociates.com
Email: admin@doubleaceassociates.com

DOUBLE ACE ASSOCIATES PTE LTD_ad.indd   1 10/1/18   4:1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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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刊
鸣谢

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团佛学班同学 $959.20

吴东兴、梁萍 $600.00

中华佛教会八关斋戒子 $435.00

Tang Poh Ing $200.00

Mr & Mrs Fionna Yap Lee Wei Ling $200.00

吴莉贞 $150.00

Tommy Lim Kian Meng $150.00

广济中医诊所 $100.00

佛弟子 $60.00

Boon Ai Peng $60.00

张友利、岑建强、岑文欣、岑文豪、佛弟子 $50.00

三宝弟子 $50.00

吴迎浩、蔡玉莹 回向十方法界一切众生、所有冤亲债主 $400.00

卓云云 祈愿黄莹、苏张于身体健康、业障消除。回向先父卓进金莲增上品 $360.00

胡成勤 福慧双修 $200.00

唐金莲合家 回向已故斑鸠宝宝Bee Bee受佛力加持，脱六道轮回，往生净土 $150.00

李亚女 祈愿李亚女合家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150.00

章维汉 祈愿章维汉、潘丽琼、章伶励、章慈恩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100.00

George Bor 回向Eileen Bor 福慧双增 $50.00

冼礼强 回向先父冼诗金往生十周年忌辰莲增上品、接引西方 $50.00

Chua Lee Keng 祈愿朱桑枝身体健康 $50.00

林妙英 祈愿林妙英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50.00

周佑桂 祈愿父亲周啬祥、大姐周佑芳、好友陈慧芬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50.00

尤莲珠 祈愿尤莲珠、吴荣源、吴佳美、尤莲珍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34.00

胡廷达 回向先父胡蕴仁、先母罗观莲莲增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30.00

胡廷达
回向已故大哥胡廷近，已故二哥胡廷远，已故二嫂陈燕莲莲增上品，往生
极乐世界

$30.00

胡廷达
回向已故大姐胡月英、已故四姐胡双娣、五姐胡菊英莲增上品，往生极乐
世界

$30.00

胡廷达 回向已故太太郑金娣莲增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30.00

萧雪梅 祈愿周兰芳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30.00

吴炳彦 
祈愿吴炳彦智慧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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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吴昕宜
祈愿吴昕宜智慧增长，业障消除，工作顺利，回向累劫冤亲债主，十方法
界众生皆共成佛道

$30.00

王炜晴、王植刊
祈愿黎文玲外婆身体健康、业障消除；回向十方法界、累劫冤亲债主、离
苦得乐、共成佛道

$30.00

尤莲珠 回向已故陈四、黄早、陈亚宝、尤亚味、卓免、尤莲枝莲增上品 $24.00

徐国南合家
祈愿徐国南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世界和平、众生平安、快
乐。 回向冯宝玉福慧双增

$20.00

Steven Teo 祈愿张材祝、林兰音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20.00

陈亚琼 正法久住、三宝常住世间 $15.00

已故张金兴、颜玉美、张友钻 $30.00

陈木浩，谢梨娟(已故)
回向历代祖先、厉劫冤亲债主、十方一切有情与无情众生福慧双增，莲增
上品，离苦得乐，速证菩提

$140.00

46-47_AD.indd   48 15/1/18   11:1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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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慧双修

南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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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净身安八关斋
Eight Precept

周日学校 - 华文
Sunday School  -  In Mandarin

成人佛学班暨周日学校教师
培训结业典礼

Adults Dharma Class & Sunday 
School Teacher’s Training Graduation 

Ceremony

1/1 /  星期一   Mon / 9am - 9pm  
7/1 至 6/5 - 第1学期  / 
1/7 至 19/8 - 第2学期   

3/3 / 星期六  Sat / 
7.30 pm - 9.15 pm      

备皈依仪式 - @12.30 pm  星期日  Sun / 9.30 am - 11.30 am
备素食晚餐  Dinner Provided / 

6 pm - 7.30pm     

新春团拜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成人英文佛学班 

Adult English Dharma Class 
Adults Dharma Class Students 

Society - Puja Service / In English

24/2 / 正月 初九  / 星期六  Sat / 
10 am - 1 pm  

9/3 to 22/6  - 1st sem / 
13/7 to 28/9 - 2nd sem  

共修 / 英语 / 星期日 Sun / 
9.30 am - 12.30 pm 

备素食午餐  Lunch Provided               星期五 Fri / 8 pm - 9.30 pm 
11/3, 8/4, 13/5, 10/6, 8/7, 12/8, 9/9, 

14/10 

Lunch Provided  备素食午餐   

礼千佛集福慧法会
Prostration to Thousand Buddhas 

Dharma Assembly

成人华文 佛学班
Adult Chinese Dharma Class

成人佛学班同学会 - 常月共修 
/ 华语

4/3, 3/6, 2/9 / 星期日  Sun / 
9 am - 5 pm               

9/3 至 22/6 - 第1学期  / 
13/7 至 26/10 - 第2学期   

Group Chanting / Mandarin / 星期日 
Sun / 9.30 am - 12.30 pm 

备素食午餐  Lunch Provided         星期五  Fri / 8 pm - 9.30 pm 
25/3, 29/4, 27/5, 24/6, 29/7, 26/8, 

30/9, 28/10  

备素食午餐   Lunch Provided  

护国佑民大斋天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周日学校教师培训
Sunday School Teachers’ Training -  

In Mandarin

慈善组培训班
Charity Service Training Course

5/8 / 星期日  Sun / 8 am - 10.30 am               
8/4, 10/6, 8/7, 12/8, 9/9, 14/10 , 

11/11 - 一日营
每星期一 / Every  Mon / 

7.30 pm - 9.30 pm 

华语 / 星期日 Sun / 2 pm - 4.30 pm 

卫塞节 2562 庆祝
2562  Vesak Celebration

友园
You Yuan Gathering

稍后公怖
每星期日 / Every  Sun / 

2.30 pm - 5.30 pm 

新加坡佛教总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Activities for 2018年活动表
59, Lor 24A Geylang S’pore 398583. Tel:  67444635 Fax:  67473618

www.buddhist.org.sg Email: buddhist@singnet.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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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总资讯 

p.1	 新春献词　广品

p.2	 2017年佛总活动回顾 一帆

p.5	 佛总佛学班同学会2017常年活动简记 同学会秘书组

p.11 负重致远的使命 
2017年周日佛学教师培训课程侧记 释定融

p.13 新大楼落成菩提学校实行单班制 一帆

p.15 Filial Piety  Lim Ying Ying

p.17 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 Open House 
Mohammed Ibrahim Bin Mohamed Samsudin

p.19 2017 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 Staff Retreat 
Manjusri Staff Welfare Committee

p.21 Art from the HeART Mrs Uma Ketur Gandhi and Miss Wendy Nah

教界活动

p.23 志愿佛教徒协会办供袈裟仪式 福智

p.25 广洽纪念馆 一颗文化的舍利 卓进

本期特稿

p.27 雪山无玫瑰，满山玫瑰香　梁萍

p.31	 佛教哲学对宗教的超越探析　文忠

p.34	 佛教的伦理善恶观 　春华

p.37 用佛法看阿里巴巴的成功之道　黎标

p.40 禅诗： 花魂／天葬／两头鸟／念珠　余宁

趣说佛法

p.42	 新书推荐：图解佛教经典

p.44 佛学漫画：世事无常 梁云清 

English
1st Semester 2nd Semester Remarks

Subject Lecturer Subject Lecturer Friday / 
8pm - 9.30pm

Batch 17 
- Year 1

Exploring 
Buddhism

Ven 
Chandawimala 

Thero
Basic Teachings Ven Sumana

*  Yearly School Fee - 
$100
*  certificate will be 
qualified to 50 marks 
upon completion 
of 2 years courses                                                                                                                    
* including: 90% /  
classroom attendance 
10% /  Puja 
Service attendance                                                                                                         
* Date of Puja Service 
: 11/3, 8/4, 13/5, 10/6, 
8/7, 12/8, 9/9, 14/10
- 9.30am - 12.30pm 

Batch 16 
- Year 2 Heart Sutra Ven Chuan 

Guan Meditation Ven Chuan Ren

Date
12 Lessons                                                                                                           
9/3, 16/3, 23/3, 6/4, 13/4, 20/4, 
27/4, 4/5, 11/5, 18/5, 8/6, 22/6                                                             

12  Lessons                                                                                                                                 
13/7, 20/7, 27/7, 3/8, 10/8, 17/8,  
24/8, 31/8, 7/9, 14/9, 21/9, 28/9                                                

新加坡佛教总会
2018年成人华文佛学班

华文班

主修课程   
强化课程／必修 备注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课程 讲师 课程 讲师 课程 讲师
星期五
晚上8点至9点30分         

第32届                         
初级班

基本佛法 有维法师

五乘共法                                            
(包括归

敬三宝及              
闻法趣入章)

永佳法师

佛门礼仪 有维法师

* 学费 - 每学年$100
* 结业证书 - 3年总
平均达50分可获颁
证书
* 成绩计算法 - 出席
率 / 70分
评估测验 / 20分
出席常月共修 / 10分           
* 常月共修日期:
25/3, 29/4, 27/5, 
24/6, 29/7, 26/8, 
30/9, 28/10
- 9.30am - 12.30pm

第31届                               
中级班

心经 宝宁法师 三乘共法 长清法师

第30届                          
高级班

唯识学 广品法师 大乘不共法 妙仁法师

上课日期                  

共12堂
9/3, 16/3, 23/3, 6/4, 13/4, 
20/4, 27/4, 4/5, 11/5, 
18/5, 8/6, 22/6

共12堂
13/7, 20/7, 27/7, 3/8, 
10/8, 17/8, 24/8, 31/8, 
7/9, 14/9, 21/9, 28/9

共4堂
5/10, 12/10, 19/10, 26/10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Year 2018 Adults English Dharma Classes

FBCover.indd   2 15/1/18   9:1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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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净身安八关斋
Eight Precept

周日学校 - 华文
Sunday School  -  In Mandarin

成人佛学班暨周日学校
教师培训结业典礼
Adults Dharma Class & 

Sunday School Teacher’s Training 
Graduation Ceremony

1/1 /  星期一 Mon
9am - 9pm  

7/1 至 6/5 - 第1学期
1/7 至 19/8 - 第2学期   

3/3 / 星期六 Sat 
7.30pm - 9.15pm      

备皈依仪式 - @12.30pm
报名费：$30 

星期日 Sun
9.30am - 11.30am

备素食晚餐 Dinner Provided 
6pm - 7.30pm     

新春团拜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成人英文佛学班 

Adult English Dharma Class 
Adults Dharma Class Students 

Society - Puja Service / In English

24/2 / 正月 初九 / 星期六 Sat
10am - 1pm  

9/3 to 22/6  - 1st sem
13/7 to 28/9 - 2nd sem  

共修 / 英语 / 星期日 Sun 
9.30am - 12.30pm 

备素食午餐 Lunch Provided               星期五 Fri / 8pm - 9.30pm 
11/3, 8/4, 13/5, 10/6, 8/7, 12/8, 
9/9, 14/10 

Registration Fee: $100 / Yearly 备素食午餐 Lunch Provided

礼千佛集福慧法会
Prostration to Thousand Buddhas 

Dharma Assembly

成人华文佛学班
Adult Chinese Dharma Class

成人佛学班同学会 - 常月共修 
/ 华语

4/3, 3/6, 2/9 / 星期日 Sun
9am - 5pm               

9/3 至 22/6 - 第1学期
13/7 至 26/10 - 第2学期   

Group Chanting / Mandarin
星期日 Sun / 9.30am - 12.30pm 

备素食午餐 Lunch Provided         星期五  Fri / 8pm - 9.30pm 
25/3, 29/4, 27/5, 24/6, 29/7, 26/8, 
30/9, 28/10  

报名费：$100 / 每学年 备素食午餐 Lunch Provided  

护国佑民大斋天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周日学校教师培训
Sunday School Teachers’ Training -  

In Mandarin

慈善组培训班
Charity Service Training Course

5/8 / 星期日 Sun
8am - 10.30am               

18/3, 15/4, 15/7, 22/7, 19/8, 9/9, 
16/9, 4/11 - 一日营 (9am - 5.30pm)

每星期一 / Every Mon
7.30pm - 9.30pm 

赞助费：$100
华语 / 星期日 Sun
2pm - 4.30pm 

卫塞节 2562 庆祝
2562  Vesak Celebration

友园
You Yuan Gathering

稍后公怖
每星期日 / Every Sun
2.30pm - 5.30pm 

新加坡佛教总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Activities for 2018年活动表
59, Lor 24A Geylang S’pore 398583. Tel:  67444635 Fax:  67473618

www.buddhist.org.sg Email: buddhist@singnet.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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