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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经》中的伦理思想

《六祖坛经》的名言警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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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包括 Activities: 
 · 浴佛·供花·供灯、祈福仪式·表演·游戏·素食义卖会
 · Bathing of Prince Siddhartha · Offering of flowers · Lamps  
 · Blessings · Performance · Games · Vegetarian food fair

售 票 处 ： 新 加 坡 佛 教 总 会
Coupons can be purchased at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询问 Enquiries ：6744 4635
网站 Website ：www.buddhist.org.sg
地址 Address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卫塞庆典
新加坡开埠200年
佛总创会70周年
VESAK 2563 
SINGAPORE BICENTENNIAL
SBF 70TH ANNIVERSARY
 • 28 April 2019 

 • 星期日 Sunday 

 • 10am to 5pm 

 • 义安城广场 Ngee Ann City Civic Plaza
 (乌节路 Orchard Road)

主宾
王乙康先生
教育部长

Guest-of-Honour
Mr Ong Ye Kung
Minister f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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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净身安八关斋
Eight Precept Retreat

1/1 / 星期二  Tuesday / 9am - 9pm                                                                

备皈依仪式 @12.30pm                                                                                                              

赞助费 Sponsor Fee $30  

周日学校 - 华文
Sunday School - In Mandarin

 第1学期 :  6/1 至 21/4   
 第2学期 : 30/6 至 25/8
星期日 Sunday / 9.30am - 11.30am                                                                                                           

报名费 Registration Fee 
$100 / yearly 每学年          

成人佛学班暨周日学校师资
培训班结业典礼

Adults Dharma Class & Sunday 
School Teacher’s Training 

Graduation Ceremony
2/3 星期六 Saturday

7.30pm - 9.15pm
备素食晚餐 Dinner is Provided                                                 

新春团拜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16/2 正月十二
星期六 Saturday / 10am - 12pm
备素食午餐 Lunch is Provided                     

Adult English Dharma Class
1st semester :  8/3 to 7/6

 2nd semester :  5/7 to 27/9  
Friday / 7.30pm - 9.30pm

Registration Fee $100 / yearly 

Adult Dharma Class Students Society 
- Puja Service In English

Sunday / 9.30am - 11.30am
10/3, 14/4, 12/5, 9/6, 14/7,

(18/8), 8/9, 13/10
Lunch is Provided

礼千佛集福慧法会
Prostration to Thousand

Buddhas Dharma Assembly
3/3, 2/6, 1/9

星期日 Sunday / 9am - 5pm                                                                     
备素食早午餐

Breakfast & Lunch is Provided

成人华文佛学班                                                                                                                    
Adult Chinese Dharma Class

第1学期 : 8/3 至 7/6   
第2学期 : 5/7 至 25/10

星期五 Friday / 7.30pm - 9.30pm                                                                                                           
报名费 Registration Fee

$100 / yearly 每学年

成人佛学班同学会 
- 常月共修 / 华语

Adult Dharma Class Students’ Society 
- Group Chanting / In Mandarin
星期日 Sunday / 9.30am - 12pm

31/3, (21/4), 26/5, 30/6, 28/7, 
25/8, 29/9, (3/11)

备素食午餐 Lunch is Provided

护国佑民 
弘法利生

庆佛总创会70周年大斋天

4/8 / 星期日 Sunday / 8am - 11am                                                                             
赞助费 Sponsor Fee $100

周日学校师资培训班 - 华文                                                                                                                    

Sunday School Teachers’ Training  
- In Mandarin

21/4, 5/5, 16/6, 21/7, 18/8,   
15/9, 20/10, (17/11 一日营)  

星期日 Sunday
2pm - 4.30pm (9.30am - 5pm)   

赞助费 Sponsor Fee $50        

慈善组 - 培训班                                                                                                    

Charity Service - Training Course
每星期一 / Every Monday / 

 7.30pm to 9.30pm

卫塞庆典/新加坡开埠200年/ 
佛总创会70周年    

Vesak 2563 / Singapore Bicentennial / 
SBF 70th Anniversary

28 April 2019 / 星期日 Sunday /  
10am to 5pm 

@义安城广场
Ngee Ann City Civic Plaza
(乌节路 Orchard Road)

清洁组 - 清洁活动

Housekeeping Team 
- Cleaning Task

16/3, 20/4, 15/6, 20/7, 17/8, 

21/9, 19/10, 16/11, 21/12
星期六 Saturday / 2pm - 5pm                                                                                                                               

友园 - 活动
You Yuan - Gathering

每星期日 / Every Sunday / 
2.30pm to 5.30pm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Year 2019 Activities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Tel: 6744 4635  Fax: 6747 3618  email: buddhist@singnet.com.sg  website: www.buddhist.org.sg

新加坡佛教总会2019年活动表



相逢自是有缘。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能

够聚集佛总，共同学佛，共同勉励，也是

一种缘份。

2019年3月2日(星期六)佛学班与周日

师资培训班的师生们相聚于佛总三楼的礼

堂，参与佛学班的迎新暨结业、周日学校

师资培训结业典礼。同学们除了领受结业证书之

外，他们也以感恩的心，也将所学得的佛学知识

编成余兴节目，以愉嘉宾。

同学会会长梁明国在他的欢迎词中，表达了

他对修习佛法的感恩。他表示，佛总提供了一个

舒适的学习环境，在佛总职员，佛学会理事们的

支持下，让同学们汲取佛法知识，他鼓励大家要

好好珍惜。

此外，他也鼓励同学们加入同学会，积极地

参与佛总的活动。“过去，我们办了不少活动，

包括中英文共修，健康讲座，讲经讲座活动。希

2019佛总佛学班迎新暨结业、周日学校
师资培训结业典礼

望同学可以通过活动交流，促进感情。”梁明国

指出，同学会分有秘书、财政、文教、康乐及联

络五个组别，同学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行选

择。

学佛的四个阶段
受邀出席的法师们也趁此良机，嘱咐同学们

好好学习佛法，不要错失良机。

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广品大和尚语重心长

地告诉在座的同学，修习佛法离不开“信、解、

行、证”这四个阶段。他解释：

勿忘初心，坚持如一

定融法师

宝宁法师

同学会会长梁明国

广品大和尚

■一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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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开始时候，我们接触佛法，相信佛法

会解决我们生活上的问题，所以决定修习佛法。

可为一个学佛人，单凭着“信”，是不够的，而

是必须进一步去理解学佛的意涵。如果只停留在

信的层次，这非但不能去除烦恼，反而增加了愚

痴。所以，就要进入“解”的阶段，去了解佛法

的深意。理解了，明白了，就落实于“行”住坐

卧、生活起居之中。在我们身体力行的过程中，

难免会产生一些障碍、一些怀疑，可我们可以通

过求“证”去确认、去肯定，就这样周而复始的

反复修习。”

大和尚表示，这整个过程，将会让学佛人

更具信心。因为，一旦之前所习得的理论获得

了“行”的体会和“证”的验明后，感受到了效

果，自然而然也就会更精进努力。大和尚还说，

佛教是很科学的。很多西方学者与科学家通过了

实验，已经证明了佛教的超前与伟大，而佛教也

一直不断地启发科学家们，一直探索，一直求

证。

最后，他希望同学们在修行的道路中，能够

坚持“信、解、行、证”的修行，渐渐去除生活

上的贪嗔痴。

把握学佛的因缘
佛教总会教育组主任宝宁法师认为同学们能

够坚持完成三年的佛学课程，已经是很难得的成

果。她说：“这证明了大家与佛陀有缘，善根深

厚，能够在忙忙碌碌的人生苦海中，踏入佛门，

修习佛法，受到佛法的熏陶。”

法师也指出，既然入了佛门，今后也就要遵

照佛陀的教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同学们已

经学了一些佛学基础，从三皈五戒到十善，从八

正道到六道菠萝蜜，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

该做，所以应该好好地努力，进一步去清净自己

的身业、口业、意业。”

法师还鼓励同学们，透过不断对佛法的闻思

修、不断地诵经拜忏等种种共修，潜移默化自己

贪嗔痴的无明。她还强调，修佛，其实是没有所

谓的毕业，只要一天尚未修成佛果，就必须继续

同学们除了呈献歌唱表演之外，还举行供僧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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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就够我们生

生世世去学习了。”

法师也嘱咐同学好好珍惜佛缘。常言道，人

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生

渡，更向何生渡此生！“我们既得人生，而且还

能够听闻佛法，学习佛法，是很不容易的因缘，

三年的学习，不要忘记初心，坚持到底。”

负重致远的使命
佛教总会总务组主任定融法师兼周日学校师

资培训班指导定融法师，对于不同寺院团体派来

的老师们发心学习，感到十分赞叹。法师指出，

培训班的重点是加重学员的佛学知识与教学技

能，并通过多元化的现代教学方式，来提高与加

强前来学习的老师们的佛学知识及运用，以取得

更全面，更专业的效果。

佛学班老师，分享教学心得。使到培育菩提

幼苗的使命可以更加积极，续佛慧命可以延续。

很多寺院庵堂都有这个理念，设有佛学班、周日

学校，以通过佛教教育来灌溉孩童正确的人生价

值观、进而激励孩童所习所学，融入平常生活

中，达到佛教生活化根本目的。

定融法师一再强调宗教教育的重要性，尤其

是对孩童更具正面的影响。他说，“孩童，是一

新生的幼苗，他需要有良好教育的灌输与培养。

作为家长，必须从小培育孩子，让他建立正确的

人生与价值观。佛法除了可以激励人心，还可以

提升一个人的涵养。若是给予孩童正确的佛教教

育的培养，对孩子会有莫大的益处，他将来可望

成为佛教与社会的栋梁。”

法师也指出，宗教教育需要一群热诚而有素

质的老师来完成，所以负起教授职责的老师们任

重道远。老师如果能够提升自己的教学素质，儿

童也会因此收益。

“简而言之，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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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

正法。续佛慧命这是所有正知、正见的学生应该

支持的。”

众法师们颁发证书给结业学员，最后大家也
进行传灯仪式，象征灯火相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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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历 正

月 十 二 ( 2 月

16日)，僧俗四众齐

聚新加坡佛教总会礼堂，同欢共庆新春

佳节，互相道贺，互相祝福。

辞去旧岁，迎来新年，佛教总会会长广品大

和尚祝愿各寺院庵堂寺务蒸蒸日上，十方信众六

时吉祥、生意兴隆、阖家安康。此外法师也希望

我国国运昌隆、国泰民安。

在会长带领下，与会大众齐唱三宝歌，并向

佛陀圣像行三问询礼。随后，佛总属校菩提学校

呈献了一连串的音乐节目，包括古筝演奏、快板

表演、合唱佛曲以及华乐表演。

承先启后，再创辉煌

宗教引导　精进向上
一年伊始，法师总结过去一年佛总的会务。

他表示，佛总无论在教育事业、社会福利工作，

弘扬佛法以及促进种族与宗教和谐等方面，都在

持续健康发展。广品大和尚还说，佛总能够有此

成绩，都是有赖各寺院庵堂团体和社会人士给予

的支持，以及属校校长与全体教职员与秘书处全

体职员及义工们等的努力。他还强调：“ 这种精

诚团结、为民造福的精神，正符合佛陀的利导众

生的教诲。” 

己亥猪年
新春团拜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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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师总结过去，寄望未来。他说：“世界

格局的不明朗、甚至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大国之

间的摩擦和不同种族与宗教之间的对立，将会从

2018延续到2019年。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小国，

在这充满变数和随时可能恶化的外在环境的影响

下，国人更需宗教的引导，精进向上。在充满网

上假信息中辨识真伪、惜福惜缘、真诚相处，从

而使我国成为各民族、各宗教和谐共荣的人间净

土。”

同心协力　再创辉煌
今年亦是我国开埠200周年，自1819年，莱

佛士登陆后，新加坡便积极发展成为了自由港，

并吸引了来自世界各角落的拓荒者前来新加坡寻

找安身立命之地。

“这两百年来，先贤们的高瞻远瞩，致力

于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一起披荆斩棘把这个岛

国建设起来，使一代又一代的新加坡人能安居乐

业，创造了今日繁荣的新加坡。作为受惠者，我

们应承前启后，爱护这得来不易的和谐社会，携

手为另一个辉煌的两百年奠下稳固的基础。”

一年一度新春团拜，除了诵经礼佛、互相祝贺之外，主办方还准
备了余兴节日与幸运抽奖，与信众共度佳节



带着去年表现出众的光环，佛教总会今年再

接再厉组队，参演一年一度的新加坡新春佳节盛

会——妆艺大游行2019。今年主题为“聚梦妆艺，

奇想欢腾”的妆艺大游行，就定于2019年2月15日

和16日在F1赛车场维修大楼隆重登场。

妆艺大游行是新加坡大型的节庆节目，是老

少同欢共舞的盛会。每年都有来自不同背景，不

同族群等超过6000多位的表演者，展现特别的才

华与技艺。如此盛大的节庆，国外嘉宾的共襄盛

举自是不可或缺。今年邀请到的海外表演者有来

自菲律宾，越南，韩国，印尼等10个国家约700

多位。

而佛教总会在这次招兵买马的组员中，也不

乏来自其他宗教信仰及不同年龄层的成员，但大

家并不因此而有所距离；在几次的排练过后，大

家便热络起来，彼此给予指点，互相切磋，只为

在出场的那一刹那带给观众最完美的演出。

经过了2个多月的排练，粉墨登场的时刻终于

到来。此次的表演服装，是由领队及小组长们别

具匠心所设计的，衣服颜色不但鲜艳光亮，从头

佛教总会妆艺大游行
2019

“乐龄不留白”

队员们与其它参演的队伍合照

■ 佑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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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脚还有着闪闪发亮的LED灯，把每位组员照耀

的五彩缤纷，展现出青春活泼又俏丽的模样，一

点都不输给年青人。一位年近

70岁的队友直喊“乐龄

不留白”，尽情享

受参演的过程。

穿 着 全 身 光

亮 夺 目 的 我

们 ， 在 一 长

串 的 游 行 队

伍 中 ， 别 具

一 格 ， 大 家

意气风发信心

十足的呈现最好

的演出给观众。 

在此除了感谢所有来自四方的队友们，还

要特别感谢领队，Victor Lim和小组长们，Gena 

Chen，Arthur Ong，Emily Goh，Lay Mui，Cecilia 

Yeo，Kenny Ho，为佛总妆艺大游行不辞辛劳的

付出。更要感谢Mary Kay化妆公司免费为队员

们彩妆，让组员们个个明艳动人，千娇百媚的上

场。佛总也在3月3日晚上7时，在佛总六楼举办

感谢晚宴，答谢所有参演的组员和指导员、化妆

师，谢谢大家的爱护与支持佛教总会的活动。晚

宴就在大家依依不舍的告别声中结束了今年的妆

艺表演！我们明年再见咯！ 

队员们与人民协会总执行理事长陈国明及合作／整合部门经理
陈佳君合影

队员们与化妆师合影

乐在其中。看！笑容灿烂的小组长

演出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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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圣
同
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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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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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妙音觉苑

•• 能仁精舍••

•• 莲池阁寺

•• 新加坡佛教施诊所

•• 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团

•• 福慧讲堂•••••••••••••••••••••••••••

•• 十方佛林••••••••••••••••••••••••••••••••••••••••

•• 洛伽山庄

•• 善福堂

8



无
上
能
仁

•• 菩提佛院•••••••••••••••••••••••••••

•• 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

•• 宝光佛堂•••••••••••••••••••••••••••••••••••••••••••••••

•• 海印古寺••

•• 净名佛教中心

•• 旃檀林

•• 薝蔔院

•• 善缘堂

•• 大愿共修会

•• 释迦善女会••••••••••••••••

•• 慈航念佛社

•• 普济寺佛学研究会

•• 积善堂

•• 善德堂••••••••••••••••••••

•• 般若念佛堂•••••••

•• 佛教会•••

•• 香莲寺••••••••••••••••••••••••••

•• 法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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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界
永
明

•• 竹林寺•••••

•• 海印学佛会•••••••••••••••••

•• 龙华藏院

•• 观音堂佛祖庙

•• 吉祥宝聚寺

•• 天竺山毗卢寺

•• 天寿堂吕祖宫

•• 准提宫

•• 東眴閣••

•• 万佛林

•• 如切观音堂

•• 大悲佛教中心

•• 新加坡佛牙寺

•• 观音救苦会

•• 莲池精舍

•• 佛缘林

•• 光明山普觉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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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德
圆
满

•• 护国金塔寺

•• 禅义共修会

•• 圆觉宗（新加坡）•

•• 福缘堂

•• 南海飞来观音寺

•• 天南佛堂

•• 大悲院

•• 宽济堂念佛社

•• 慧明讲堂

•• 观音斋

•• 益群旅行社（新加坡）

•• 仁婷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 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

•• 国营印刷

•• 先锋印刷装钉私人有限公司

•• 释广品

•• 释向扬

•• 陈友明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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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佑桂 ■

一如既往，佛教

总会于2019年1月6日

星期天举行周日学校开学典

礼。这一天，一张张清纯稚嫩，

带着笑脸的小朋友们，肩并肩欢欢喜喜的朝着佛

教总会会所走来。今天应邀参与典礼的主宾是佛

教总会会长广品法师，举行的地点就在三楼佛教

礼堂。

虽然暌违了近四个月，小朋友们并没有因

此在礼堂大声喧哗，而是乖巧的听从老师们的指

示，找好位置，静候法师的到来。法师入席后随

即展开今天的流程。首先，法师以“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问候家长和小朋友们。接下来，法师

以一则小故事提策大众：一位禅师为了将其衣钵

传予4位弟子中的一位，以一粒坏种子试探弟子

们，看看他们处理的态度。结果，第一位弟子不

理不睬，第二位弟子，整日瞪着，或拿去晒，或

祈求变好；第三位弟子则是一口吞了它；第四位

弟子想尽办法换取好的种子，结果拿了许多稻米

来。

正所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当遇到

困境时，只要有心排除万难，定可解决困境。犹

如佛陀，一心一意只想为众生解决苦难，尝尽各

种方式，终于想出了利益一切有情众生的种种方

佛教总会
周日学校开学典礼花絮

广品法师赠予孩子们的小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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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法门。所以，小朋友们也当自强，好好努力用

功读书，在国家、父母、同学们有困难的时候，

可以不畏艰巨，想方设法为他们解决难题，做个

有用的人。

典礼就在供僧仪式中圆满结束。法师今日则

以一尊迷你型的佛像回赠，与大众结缘。

孩童们列队供养法师，法师回赠一尊精致的迷你佛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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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urr icu lar  Act iv i t ies 
(CCAs) are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our pupil’s holistic education. CCAs provide a platform 
for our pupils to discover their interests, nurture their 
talents and forge friendships while they learn, play and 
grow together. Through CCAs, pupils develop core 
values, 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 and life skills such 
as teamwork, interpersonal skills, problem-solving and 
perseverance.

To allow all pupils to benefit from participation in 
CCAs, Maha Bodhi School has incorporated CCAs into 
the pupils’ curriculum time since 2018. In order for that 
to happen, the school has provided a wide range of 
CCAs for our pupils. We have 24 CCAs ranging from 
Sports, Aesthetics, Clubs to Uniformed Groups. Our 
pupils can select one that suits their interests and helps 
develop their talents.

Our pupils have achieved various ac-
colades for their CCA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For example, pupils in CCAs such as 
Basketball, Badminton, Debate Club and Chinese 

Calligraphy Club have consistently performed well 
in national competitions. The various Aesthetics CCAs 
have also put up stellar performances in the biennial 

■ Muhammad Zulfadly Zaiman, 
Subject Head CCA (Internal) ■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Maha Bodhi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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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Youth Festival. They have been invited by 
external organisations to perform at the various events. 

To support our pupils in making an informed 
choice, the school organises an annual “CCA Experi-
ence Session” for the Primary 2 pupils prior to the 
end of the year. During the session, pupils are given a 
chance to experience three CCAs of their choice. The 
experience allows them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CAs they are interested in before they sign up 
for one in Primary 3. 

With the help of their parents, the Primary 2 pupils 
key in their CCA choices in McOnline, an online Learn-
ing Management System. Upon receiving the pupils’ 
options, the CCA department will start their deploy-
ment exercise to 
assign a CCA to 
the pupils based 
on their choices.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the depart-
ment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is the teacher-pupil ratio so as to ensure 
a safe and conduc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the 
pupils. In 2018, more than 90% of the pupils were as-
signed their choice CCAs.

It is our hope that the ‘CCA Experience Session’ 
will promote a better match of pupils to CCAs so that 
they will enjoy their CCAs in our school. When pupils 
find joy in their CCAs, they remain with the CCAs. This 
enables the school to continually cultivate their talents 

and stretch their potential. 
CCAs will always be an important 

aspect in our pupils’ values-based edu-
cation. The school hopes that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our pupils in the CCAs will 
strengthe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deepen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and commitment 
to the school, society and nation.

15

佛总资讯



The Buddhist Union celebrated her 80th anniver-
sary on the 18 Nov 2018. This was a moment of joy for 
The Buddhist Unio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38.

About 500 members and friends were invited to 
the celebration. The Guest of Honour was Venerable 
Seck Kwang Phing, President of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Special guests were Mr Yeo Guat Kwang, 
Chairman, Migrant Workers’ Centre and Dr Ong Seh 
Hong, both of whom were former Members of Par-
liament, Mr Gerard Ee, Chairman, Charity Council 
and many other Sangha members and distinguished guests. The occasion started with singing of the Song 

of Triple Gem where everyone sang along. 
In her welcome speech, The President of The Bud-

dhist Union, Venerable Bao Shi traced a short history 
of our founders, the late Venerable Dhammasukha and 
Venerable Dhammarakshita who later was known as 
Venerable Seck Kong Poh. She mentioned that under 
the guidance and advice of the two late Venerables, 
many activities had been organised from the Youth 
Se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Dharma, the chanting of the 
sutras in both Pali and Chinese, meditation and Yoga. 

Venerable Sek Bao Shi took over the leadership 
together with Venerable Sek Bao Tong when Vener-
able Seck Kong Poh passed on in 1986. Both the 

■ Bro Phua Keng Chuan ■

Ven Bao Shi, Ven Bao Tong and invited 
guests cutting the Anniversary Cake

Dragon Dance at the Main Shrine

Students from Maha Bodhi School Symphony Band giving 
their performance

The Buddhist Union
   celebrates

           80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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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Buddhist Free Clinic, Buddha of Medicine 
Welfare Society, Maha Bodhi School, Sakyadhita (Na-
tional Kidney Foundation),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and Metta Welfare Association. 

The Symphonic Band and the Lion and Dragon 
Troupe from the Maha Bodhi School gave us a tre-
mendous performance. We appreciate the teachers, 
students and all present for making it a success and 
memorable occasion.   

Venerables took their Higher Triple Ordination in Fo 
Guang Shan Hsi Lai Temple in Los Angeles, under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and are fully qualified  
in the Mahayana Tradition.  Venerable Bao Shi men-
tioned that although we keep a low profile, we fully 
co-operated with other organisations when we are 
being approached.    

To commemorate this occasion, donations were 
presented to the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the 

Ven Bao Shi and Ven Bao Tong  posing a photogragh with the invited VIPs

Invited guests having a sumptuous 8-course vegetarian 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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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杨惠姗推出了她的32年琉璃佛

像展“祈愿－心中永远要有光”，展出她历

年来的佛像创作，共计有150件佛像，其中包

含了许多难得一见的绝版作品，最引起关注

的原本安置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的一座五公尺

千手千眼观音的“原型”，也在展览中亮相。

32年，对杨惠姗来说，到底是一个怎样

的概念？

32年前，她在影艺事业最巅峰的时刻，

毅然选择了琉璃创作；32年来，她透过雕塑

佛像，让心中各式各样的不安得到平息；32年

来，她不只是想雕塑佛像，她更想将她对生命

的体悟，学佛的那一股平静力量传达给观者。

杨惠姗直认说：“佛像创作对我而言，并不是

一个单纯的艺术活动，而是我的沉思与冥想，

它让我远离不安，寻找自在，这样的寻觅与修

持，让我心灵平静。”

策展人兼琉璃工房的创办人张毅透露， 

“佛像是杨惠姗32年前转身创作琉璃的第一件

作品，当时的她就在一间旧房子里，什么都不

懂就开始做琉璃。因为窯炉太热的缘故，她便

坐到水沟旁的树荫下，手里握着一个佛头，一

个人静静地摸索，渐渐地醒悟了许多事。”

每一次塑像，就是一次修练。杨惠姗塑

造的千手千眼观音像，虽说从动工到圆满安

装充满了挑战性，可也感动千万心灵。至今

蓦然回首，倒觉得这一件事实则启发了不少

学佛者的心灵。

完成“不可能”
的使命

这 一 尊 千 手

千眼观音像根据原

先的规划只有三公

尺高，但杨惠姗后

来到了现场感受实

际的空间，认为三

公尺不足以呈现菩

萨的庄严，所以便

改为目前的五公尺高大的观音菩萨像。

说得容易，但执行起来却不是那么轻而易

杨
惠
姗
雕
塑
观
音
圣
像
背
后
的
一
则
动
人
故
事

寻
找
心
中
的
那
一
道
光

■

资
料
／
相
片
:

琉
璃
工
房
提
供

整
理
:

福
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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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的，甚至可说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

首先是时间。距离截止日期只有两个月，

而重做的尺寸比之前做了七、八个月的要大上一

倍。

再来是空间。因为五公尺实在是太高了，只

有仓库容得下，于是在寒气凌人的十月，杨惠姗

与工艺师必须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下动工制作，手

脚都被冷冻地僵硬。

此外，制作本身原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观

音尺寸的增大，其他各个部位也要相应放大，其

中的细节与比例是最难掌握的，一处调整，其他

部位也要配合调整。

再说，观音的法相、躯干与42只手都是分开

来雕塑的，单独雕塑的时候，无法看到效果，必

须随时比对，反复修整，确保比例与细节都正确

无误。

在各方的压力之下，两个月来杨惠姗似乎

是没怎么阖上眼休息，她更因为长期站立工作，

加上有一次从两米高台摔下的缘故，导致脚踝肿

大，无法穿鞋。

这一次的雕塑，无论是心力或体力，对杨惠

姗来说，都是一种考验。

杨惠姗为雕塑观音像耗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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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惠姗通宵达旦不眠不休的工作态度，感动

了她的一名工艺师朋友，也马上赶来帮忙，一帮

就是好几天。他认为，这不是一般的雕塑工作，

而是杨惠姗的“修行”，修行中必然有考验，其

中的挫折与磨难也是难免的。

杨惠姗始终以信仰支持着意志，完成了庄严

巨大的千手千眼观音像。众人原以为可以松一口

气，谁料到更大的考验留到最后。

千手千眼护送入殿
观音像从上海运到台湾，正当大货柜车将圣

像送往永久安放的佛陀纪念馆时，也是经历一波

三折。第一道难关，因为大货柜车的尺寸过大，

无法驶入通往纪念馆的山门，所以改由小货柜车

载送。

通过了山门之后，到了纪念馆外侧，要进入

第一道拱门时，又因木箱尺寸太大，无法通过。

在没有其他可行办法的情况下，现场的十数个人

唯有就地拆箱，将观音圣像移至特别定制的大板

车上方。前面的人手牵着系在大板车前的绳索拼

命地拉，后面的则用尽气力使劲地推，就这样一

寸一寸慢慢前进。

去到了内殿入口，考验又来了！接连的两个

通道又形成新的关卡耸立在众人面前：第一个通

道的宽度不够；第二个通道则是高度不够。由于

观音像的造型结构复杂，不能像一般重物进行安

全搬运，搬运的人必须不断转换圣像的倾斜角度

与倒卧方向，可圣像的体积与重量有如一座小山

的分量，即使集合了在场所有人

的力量，搬运起来还是非常有挑

战性的，光是找到支撑的重心点

就已经不容易了。

集众之力终于将观音像安放在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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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的双手撑着观音像，每一个人的眼

睛即连片刻也没离开过观音像，众人青筋尽现，

施尽吃奶之力，经历过让圣像三躺三立的过程，

方才将这一座重达一千两百公斤的千手千眼观音

像圆满安放在“普陀洛伽山观音殿”内。

经此一事，每个人都深感众缘和合的微妙，

每一双出过力的手和每一双护卫着的眼睛，就好

像千手千眼观音衍生出来的手和眼，众志成城圆

满了一桩美事。

祈望人人心中有光	
在杨惠姗悠久的32年创作生涯中，她遇上不

少困难，也解决了不少困难，她就是如此这般在

琉璃佛像的创作中找到心中的一道光，并透过这

一次的作品展分享了她的感悟。

策展人张毅说：“现代人经常面临压力，各

式各样的忧虑与不安需要寻找出口，32年来杨惠

姗透过琉璃佛像的创作找到她心中的那一道光，

我们位这样的课题不应只是局限于宗教，而是希

望藉由这个展览，让社会多一些温暖，人人心中

有光。”

是的。有光，就有前行的力量，不管世界有

多黑暗。所谓滴水穿石，细流成海，这一则千手

千眼观音的制作与搬运的故事，除了让我们对所

有工作人员有着一份“用命在做”的感动之外，

还让我们领悟到大千世界众缘力量的可贵。

“祈愿心中永远要有光”杨惠姗32年琉璃佛

像创作展于2019年2月2日至8月11日在台北市琉

璃工房博物馆展出(展览官网：http://art.liuli.com/

焦 展 /buddha/)。此外，琉璃工房在新加坡的

乌节路百丽宫有一个琉璃艺廊，吸引了不少本地

的佛教艺术爱好者前往浏览。

杨惠姗32年琉璃佛像展，展出了150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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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悦 ■

《吉祥经》中的伦理思想

《吉祥经》是佛陀为天人讲说修行者应当如

何修学可获得幸福吉祥的经典。本经的讲说因缘

为：一天晚上，佛陀在舍卫国祇园精舍，当时有

许多身上发光的天人一齐来到祇园精舍。他们身

上的光辉把精舍照耀得像白天一样，他们同时合

掌礼拜佛陀，然后围绕着佛陀站立。其中有一天

神代表众天神以偈语请教佛陀：“众天神与人，

渴望得利益，思虑求幸福，请求最吉祥？”佛

陀接着就向众天神讲说了获得幸福吉祥的修学方

法。佛陀讲说的这些修学方法中，有一部分是关

于如何结交善友、奉养父母、爱护妻子、帮助眷

属等伦理关系的内容。佛陀认为，一个人若能妥

善处理好以上几种人伦关系，就能过上幸福吉祥

的生活。

一、应与智者交
佛陀首先讲述了如何交友的问题：“勿近

愚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

祥！”我们在交友时，一定要谨慎选择，若与恶

友交往，久而久之，自己就会变成一个恶人；若

与善人交往，则自己会被熏染成善人。佛陀则告

诉天人，交朋友时不要结交愚痴的人，而应当与

有智慧的人交往。愚痴的人，不仅不能带给朋友

有益的帮助，还往往因自己的愚痴，拖朋友的后

腿，使朋友也难以进步。而当与有智慧的人结为

好友，你的智者朋友会帮助你改正身上的缺点和

毛病，促使你每天都能得到进步。天长日久，你

在智者朋友的感染和引导下，自己也慢慢变成智

者。

一个人在结交朋友时，要选择那些能够指

出你的缺点，帮助你进步的人做朋友。谨防那

些以利相交，或是怀有各种目的与你相交的恶

友。《善生经》中介绍了恶友的四种类型，劝人

谨防结交恶友。经云：“恶友亲复有四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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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四？一者饮酒时为友，二者博戏时为友，三

者淫泆时为友，四者歌舞时为友，是为恶友亲四

事。”以上所说的酒友、赌友、淫逸之友、歌舞

之友等四种恶友，只会把一个人引向邪路上去，

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我们在结交朋友

时，一定要依照佛陀言教：勿近愚痴人，应与智

者交。只有与智者交往，你才能因智者的指点，

自己也变成智者。

二、奉养父母亲
 佛陀在《吉祥经》中还说：“奉养父母亲，

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一个

人要想过得幸福快乐，首先应当孝养父母，然后

才能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

孝养父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义务。父母含辛

茹苦养育子女长大成人，当他们年老之后，子女

应当承担起孝养父母的责任。

佛教诸多经典中都谈及子女要孝养父母。如

《观无量寿经》中说，修学净土法门的人，应当

以修学净业三福为基础。净业三福第一福为“孝

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所

谓孝养父母，就是在父母活着时，要给予父母衣

食供养和精神的关爱。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也有类似的论述，经

云：“世间所高莫过山岳，悲母之恩逾于须弥；

世间之重大地为先，悲母之恩亦过于彼。⋯⋯若

善男子善女人，依悲母教承顺无违，诸天护念福

乐无尽。如是男女即名尊贵天人种类，或是菩萨

为度众生，现为男女饶益父母。”悲母对子女恩

重如山，子女听从父母言教则诸天护佑，子女成

年后则应当孝养父母。

《善生经》在谈及父母与子女的伦理关系

时，说子女对父母应当尽到如下五种义务。经

云：“夫为人子，当以五事敬顺父母。云何为

五？一者供奉能使无乏，二者凡有所为先白父

母，三者父母所为恭顺不逆，四者父母正令不敢

违背，五者不断父母所为正业。善生，夫为人

子，当以此五事敬顺父母。”

子女应当做五种事情来孝顺父母。第一，为

人子女者，要对父母提供物质的供养，使父母在

物质方面不至匮乏。第二是要求子女不管做什么

事，都应当事先告诉父母，征求父母的意见，以

示对父母的尊重，也能免却父母的挂牵。第三，

子女者对父母的所作所为恭顺不逆。第四，子女

对于父母正确的、对自己成长有益的指令不能违

背。第五，子女不要破坏父母所从事的正当职

业。

在现代社会中，对父母的恭敬态度远胜于

衣食供养。如《论语》中说：“今之孝者是谓能

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意思说，如果我们在供养父母时态度不恭敬，就

与养够和马等牲畜没有两样了。我们经常说子女

对父母要孝顺，即对父母要孝敬顺从。如果仅仅

给父母衣食之需，却不能达到态度的顺从，也算

不上孝顺。因此，对父母的恭敬顺从是孝养父母

的核心和最基本的要求。

不仅高僧，世间也有孝养父母的事例。有个

青年人离别母亲到深山中，想去拜访菩萨修得正

果。在路上，他向一个老和尚问路。寒暄之余，

青年人说明动机，希望能得到老和尚的帮助，但

老和尚却表示：“与其去找菩萨，还不如去找

佛！”

年轻人大感兴趣，忙问：“哪里有佛？”

老和尚说：“你回家的时候，看到有个人披

着毯子，反穿着鞋来接你，记住，那就是佛！”

年轻人听从了老和尚的话，急忙返回家乡。到家

已是深夜，母亲已经睡着了，但她一听到儿子

的敲门，高兴得来不及穿好衣服，仓促间披上毯

子，反穿着鞋子就出来开门。年轻人一看到母亲

憔悴的面容，热泪盈眶，立即大悟。真是在家敬

父母，何必远烧香。从此，年轻人恭敬虔诚地孝

养母亲。

三、爱护妻与子
夫妻是组成一个家庭的基础，夫妻之间是否

互敬互爱、互帮互助，则直接关系到家庭的稳定

与和睦。《吉祥经》中对夫妻关系也有论述，经

云：“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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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最吉祥！”一个为人夫为人父的男人应当对

妻子、儿女应尽的义务。在一个家庭中，男主人

是一家之主，担负着养家糊口的责任。男人在家

庭中要爱护自己妻子、儿女，不仅让他们物质上

衣食无忧，而且还要从精神上关心爱护他们，让

他们过得幸福快乐。

在夫妻关系中，丈夫对妻子尽自己的责任和

任务，爱护妻子，才能夫唱妇随，家庭幸福。在

《善生经》中佛陀讲述了丈夫对待妻子应当做的

五件事。经云：“善生，夫之敬妻，亦有五事。

云何为五？一者相待以礼，二者威严不阙，三者

衣食随时，四者庄严以时，五者委付家内。”

丈夫对待妻子首先要做到以礼相待。对一个

男人来说，妻子是他一生中最亲的人，也是能够

终生相伴、相互扶助的人。所以，丈夫对妻子要

以礼相待，勤加爱护，建立一种相濡以沫的夫妻

关系。其次，对妻子尊重但不要轻慢，令其身心

自在。丈夫在妻子面前既要保持一定的威严，遵

循夫妻的伦理，还应当关爱和理解妻子，宽容妻

子的缺点和不足。

再次，随时供给妻子衣食之需。在中国古

代，女子多是过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生活，

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她们的衣食需要丈夫来供

给，因此，丈夫应当随时供给妻子的衣食所需。

第四，丈夫应当经常供给妻子庄严自身的装

饰品。人常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女性比

男人更加爱美。在一个家庭中，丈夫在自己经济

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应当花钱给妻子买项链、戒

指，以及衣物等装饰品，让妻子过得美丽幸福。

第五，丈夫应当将家财托付妻子管理。中国

自古有男主外，女主内的习俗。丈夫为了谋生，

经常会外出做各种营生，以满足家庭对物质的需

求。相应地，家中的钱财的支配和保管，以及子

女的教育等事务，就要交由妻子来管理。只有夫

妻之间对内对外相互配合，才能将家庭管理得井

井有条。

现代高僧印光大师，也指出夫妻之间应当

相互恭敬，相互包容，令夫妻和睦幸福。同时也

是令父母欢喜，对父母尽孝的一种方式。大师在

《复周法利居士书三》中说劝周法利说：

汝已娶妻，当常以悦亲之心为念。夫妻互相

恭敬，不可因小嫌隙，或致夫妻不睦，以伤父母

之心。⋯⋯子曰：父母其顺矣乎。盖言夫妻，兄

弟和睦，则父母心中顺悦也。

印光法师认为，夫妻关系和睦了，才能兄弟

和睦，家庭安乐兴旺，父母才会开心。因此，印

光法师劝告弟子，当遇到夫妻之间有不快之事的

时候，应当彼此之间相互理解与宽容，通过沟通

解决问题，切不可将本来很小的问题弄得不可收

拾。

男人在家庭中对妻子而言是丈夫，对子女

来说是父亲。父亲不仅要爱护妻子，对儿女也要

同等爱护。不仅要给子女衣食之需，还要呵护子

女健康成长。在孩子嗷嗷待哺的幼年时期，父亲

应当观心儿女的冷暖，配合妻子抚育儿女健康成

长。待到儿女稍懂事时，应当教他们明白事理，

并学习文化知识。待子女入学之后，父亲要抽出

一定时间，观心子女的学习，让他们学业均衡发

展，不可偏废，同时，还要教他们为人处世的道

理，使他们不仅学习好，还要成为品行也好的

人。

《善生经》中讲述父母爱护子女应当做的五

种事。经云：“父母复以五事敬亲其子。云何为

五？一者制子不听为恶，二者指授示其善处，三

者慈爱入骨彻髓，四者为子求善婚娶，五者随时

供给所须。”

当子女在日常生活中有不良习气或恶行时，

父母要及时指出他们的过恶，并令子女及时改

正。当子女有某方面的优点或取得了一些成绩

时，父母要及时加以赞美和鼓励，使他们更加积

极向上。父母对子女的爱应当无微不至，入骨彻

髓。当子女到了婚嫁的年龄，父母应当关心儿女

的婚姻大事，为子女婚娶操心。父母还应当随时

供给子女生活所需，让他们过上衣食无忧的生

活。

四、帮助众亲眷
 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要学会自利，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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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奉行佛教利他精神。利他的表现之一就是能善

待并帮助众亲眷。在《吉祥经》中佛陀劝人要帮

助众亲眷。经云：“布施好品德，帮助众亲眷，

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一个人当在财富或

智力方面都超过亲眷时，应当关心爱护六亲眷属

中的弱者，让他们在你的帮助下生活困境能够得

到改善，从而与别人一起发展进步。当一个人有

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就应当以佛教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情怀，不仅从财物上帮助亲友，还应

当从精神上关心爱护他们，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来

自亲友的关怀。

佛陀在《善生经》中讲述了个人帮助众亲眷

的应做的五种事。经云：“善生，夫为人者，当

以五事亲敬亲族。云何为五？一者给施，二者善

言，三者利益，四者同利，五者不欺。”

佛陀指出，一个人应当适时布施财物给众亲

眷，尤其是对家境贫穷的亲眷更应布施，以改善

他们困窘的生活状况。当亲眷贫穷疾病时，自己

有能力从财力上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困境，即是为

自己培植福报，也让亲眷因你的帮助摆脱困境。

有时，你以财力帮助亲眷掌握一门谋生的技艺，

使他们能依靠自己掌握的技术来改善生活，亦是

一件大功德之事。

其次，善言安慰亲眷。不论亲眷是高贵或贫

贱，都应当以等念怨亲的观点来对待他们。在与

他们相处时，要以善言安慰他们，应当如《吉祥

经》中说：“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当你

能设身处地关心亲眷的冷暖，他们就会因得到你

的精神关爱倍感温暖。切不可因自己在某方面比

别人优越就看不起亲眷，甚至于唯我独尊，盛气

凌人。  

再次，利益众亲眷。个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

下，还应当给予众亲眷多种利益，让众亲眷因得

到你给予的利益而过得更加幸福。

《善生经》中讲述了利益所包含的内容。经

云：“利益有四。云何为四?一者护彼不令放逸，

二者护彼放逸失财，三者护彼使不恐怖，四者屏

相教诫。是为四利人，多所饶益，为人救护。”

佛教三聚净戒中有“饶益有情戒”，是指发

心行菩萨道者，一定要发利益一切众生之心，以

一切善法、资财、神通等利益有情。菩萨行者起

瞋心后，就不想利益众生，他应戒掉此恶心，生

起利益众生之心，称为饶益有情戒。个人对众亲

眷也应当以饶益有情戒所言，利益众亲眷。

第四，与亲眷同获利益。当自己与亲眷合

作做某项事业获得利益后，不可因自己奉献得多

就多占所获的利益，应当与亲眷均分所获得的利

益，让亲眷享受更多的获得感，从而体现佛教利

和同均的原则。

第五，不欺骗亲眷。自己在与亲眷相处时，

应当谦恭待人，诚实守信，表里如一，才能得到

别人的信任。不可口是心非，两面三刀，失去别

人对你的信任。那种说话言不由衷，华而不实的

人，就会失去别人的信任。为了能够使个人与亲

眷之间相互信任，彼此之间就应当互不欺骗，以

诚相待，就能建立起信任感。

总之，本经从结交朋友、奉养父母、爱护妻

子、帮助亲眷等多方面论述了佛教应当遵循的伦

理关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能依照经中所

言来处理各种人伦关系，就一定能成为一位既有

爱心，又能尽责，并且具有亲和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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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出家之后，坚持苦行修道。经过六年

苦行，最后在菩提树下经过七七四十九天静坐冥

思，终于夜睹明星悟道。佛陀成道之后，初转四

谛法轮，度化憍陈如等五比丘，开启了四十九年

的弘扬佛法，度化众生的历程。在度化众生的过

程中，佛陀不辞劳苦四处弘法，足迹遍及恒河两

岸，度化众生不计其数。在完成了世间的弘化任

务之后，佛陀于七十九岁这年作最后一次旅行弘

法。直到八十岁那年，佛陀觉得自己的体力、精

力都不如以前，他回顾一生，该做的事情都已经

做了，该说的法也已经说了，觉得可以安心离开

这个世界。于是佛陀在拘尸那罗跋提河中沐浴，

然后从摩竭陀国到毗舍离，身体染了疾病，自言

将在三个月内涅槃。佛陀带领弟子继续前行，途

中经过波婆村，接受淳陀的最后供养，病势日益

加重，于是走到拘尸那罗城外的娑罗双树林，将

此地作为入灭的地方。佛陀吩咐阿难道：“你去

为我在娑罗双树间敷座设床，头在北面向西，我

的教法最近可以北方弘传，未来也会盛行在西

方。我于今夜将入涅槃。”

一、最后一次行化
佛陀七十九岁时，从王舍城出发，作最后

一次行化。佛陀从王舍城出发之后的第一站是竹

园，佛陀在这里为信众讲解了戒定慧三学的道

理。小住几天之后，又来到那烂陀，并在此处为

信众说法。然后北上来到巴连弗城。阿 世王的

大臣雨舍当时正在这里修筑防御工事。佛陀受到

雨舍的虔诚邀请应供后，为他讲说了受持五戒的

功德。佛陀当时预言，巴连弗城将来会成为一座

很繁华的商业中心。在佛灭度两百年之后，阿育

王在此建都，并取名为华氏城，成为当时印度著

名的商业中心。

不久，佛陀和阿难来到吠舍离，住于奈园

中。得知佛陀来到吠舍离的消息后，妓女菴婆婆

梨来亲近佛陀，佛陀耐心为她说法。菴婆婆梨恳

■ 若讷 ■

请佛陀第二天到家中应供，佛陀接受了她的邀

请。第二天，佛陀与诸弟子在菴婆婆梨女家中应

供，并为其说法。

此时，吠舍离的离车大姓青年听说佛陀到

来，都赶来见佛。他们穿着华丽，乘着各种彩

车，上有幢幡，五百多人，顺路而来。佛陀见离

车族大姓到来，对众比丘们说道：“你们若要知

道忉利天之天子游戏园观的话，请看离车诸子，

威仪容饰与此无异。”佛陀又为他们说法。

佛陀与众弟子从菴婆婆梨女处来到竹园，

准备在此安居过夏。这一年吠舍离国遭遇饥荒，

很难乞到食物。佛陀让众弟子随意与朋友各自组

合，去别处安居。佛陀则与阿难就在竹园安居。

就在这次安居中，佛陀生了一场大病，差一点涅

槃。但是，佛陀以他坚强的意志力，战胜了疾

病。

此后，佛陀与阿难又来到遮婆罗塔。佛陀对

阿难讲，如果如来愿意，可以住世一劫。佛陀讲

了三遍，阿难都没有回答。此时魔罗请佛入灭，

佛陀回答说：“三月之后，将会入灭。”此时大

地震动，阿难问佛是何原因，佛说地震是因为佛

陀将要入灭。

佛陀请阿难召集众弟子，并说：“一切有

为法，都变易不定，你们应当勇猛精进，勤修解

脱，我将于三个月后入灭。”

二、接受纯陀饮食供养
佛陀与阿难从负弥城渐渐游行，来到波婆

城。这里有一名叫纯陀的木匠师的儿子，来亲近

佛陀并请佛及弟子于次日到他家中应供。为了表

达对佛陀及弟子的恭敬之心，纯陀为佛陀及弟子

特别准备了香饭，糕饼和各种菜。在这些菜中有

一碟菜是栴檀树耳，是世间少有的珍品。这是一

种很难消化的食物。佛陀叫纯陀把这一碟菜全部

给他吃，叫弟子们吃香饭、糕饼。佛陀吃了一些

之后，就请纯陀把剩余的菜埋入土中。佛陀告诉

佛陀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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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陀，除佛以外，没有人能消化得了这种食品。

佛陀吃了纯陀的饭之后就生了重病，由此而

最后入灭。佛陀为了不让纯陀有懊悔之意，就请

阿难告诉纯陀，世界上最有功德的供养有两次：

一次是佛陀成道以后的第一餐；另一次就是临入

灭前的最后一餐。

佛陀离开纯陀家的时候，身患痢疾，腹痛剧

烈，佛陀忍受着剧烈痛苦，与阿难和其他弟子们

一起前往拘尸那罗城。阿难对佛陀说：“纯陀为

世尊设供，没有任何福利。之所以这么说，是因

为如来在他家中接受饮食供养，便将要涅槃。”

佛陀对阿难说：“不要这么说！纯陀会获得大利

益，可得长寿，得色、得力、得善名誉，生多财

宝，死得生天，所欲自然。为什么这么说呢？佛

初成道及临灭度，能施食者，此二功德，正等无

异。”

佛陀渡过迦俱多河，感到身体疲乏不堪，

于是坐在一棵树下休息。这时，一位外道前来见

佛，并向佛讲了他的导师阿罗逻迦蓝是如何修习

禅定的。佛陀为这位外道讲法，外道则供养给佛

陀两件法衣，并跟随佛陀出家。

当佛穿上外道所供养的法衣时，满面荣光焕

发。阿难非常惊讶，佛陀告诉他，如来在两种时

候身体会发光——成道之夜和入灭前。然后他们

来到拘尸那罗阿利罗跋提河边一片娑罗树林中。

阿难在娑罗双树间为佛陀准备好了卧具，此时树

上的鲜花盛开，空中充满了各种音乐和香气。看

到佛陀身患重病，阿难非常伤心，于是就哭了起

来，佛陀说：“阿难！不要啼哭，我们必然要和

最亲近的事物分离。凡有生者，皆众缘和合而

成，一旦因缘离散，就会分解消失。由五蕴和合

的人也会消亡。阿难！你一直跟随我，对我和善

友爱，始终不变，异乎常人。阿难！你做得很

好，当精进用功，不久即可解脱。”

三、佛陀的遗教
佛陀将入涅槃时，众弟子都很难过地围绕在

他身边。其中有的弟子还因佛陀的入灭而伤心落

泪。佛陀象慈母般地安慰他们说：“你们不用悲

伤，我一生所说的教法已经很多，只要你们能依

照着去实行 ，就是我法身永在人间了！”

阿难和大众听说佛陀即将入灭，顿时泪流

不止。众僧都认为佛陀入灭哭没有用，应当马上

就一些能令正法久住的问题来请示佛陀。阿难随

即代表大众向佛陀请教了四个问题：第一，佛住

世时，大众以佛为师，佛涅槃后，大众应当依谁

为师？第二，佛陀住世时，大众依佛陀安住，佛

入灭之后，大众应当依什么安住？第三，佛陀住

世时，恶性比丘由佛陀来加以调伏，佛陀涅槃之

后，恶性比丘应当如何调伏？第四，佛陀住世

时，佛陀的言教大众易生信解，佛陀涅槃之后，

经典的结集，如何令人起信？

佛陀回答说：“在我涅槃之后，大众应当以

戒为师，依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

无常、观法无我)而住；以墨摈*的方法来对待恶

性比丘；在一切经首加“如是我闻”四字令人生

信。”

回答完阿难的四个问题之后，佛陀还说了最

后的遗教。遗教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佛陀涅槃之后，大众应当尊敬珍重波罗

提木叉(戒律)，善为受持，不要遗忘。

(二) 佛入灭后，大众要弘通正法，从事自利

利他和救人救世的活动，不要贪图财利，不要贩

卖贸易安置田宅。

(三) 要奉行正法，不要占相吉凶和咒术仙药，

不要结好贵人，亲厚媟慢，应该节身时食，清净

自活；要端心正念求度，不要显异惑众。

(四) 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是以心为主，要好

好制心。心的可畏，甚于毒蛇、恶兽、怨贼。放

纵心意，好像狂象无钩，猿猴得树，能够丧失一

切善事，所以要精进修道，把心栖于安静境界。

(五) 受人饮食供养，当作服药之想，好坏都

不增减。饮食是为资养色身，除去身体饥渴，应

当不起贪嗔之心。

(六) 如有恶人前来伤害，当自摄心，不起嗔

恨念头；更要护口，不说恶毒语言。谨防嗔心之

过，以免障道坏名。

(七) 当知多欲之苦，少欲安稳。要知足，知

足之法，才是幸福安乐之道。

(八) 不忘正念，一切烦恼恶魔不能侵入。

(九) 生死海中，撑好智慧法船，渡过愚痴爱

执浊流，燃着智慧灯光，走过无明暗冥世间。常

以闻思修的智慧，进入三摩地。

佛陀说：“阿难！你们也许有人会认为，世

尊的教导已经终了，我们再也没有导师了，但是

你们不要这样想，我为你们宣说的教法和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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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律，在我去世以后，就是你们的导师。”

“我入灭之后，如果僧团愿意的话，可以废

除一切不重要的戒条。”

佛陀最后说道：“如果有人对教法有疑问

的话，你们可以随便发问。”大家都默然无声。

佛陀连问三次，都没有人提问。阿难最后说道： 

“世尊！奇哉！异哉！会众之中无有一人对教法

有任何疑问。”佛陀说：“阿难！你说的话是出

自信仰，如来教法确实如此，五百众中最迟钝的

人，亦已得度，不致生于恶趣，定能获得最后解

脱。”

四、收关门弟子
佛陀即将进入涅槃时，一个尚未信佛的名

叫须跋陀罗的人，听说佛陀将入涅槃，前来求见

佛陀。他是佛陀入灭前，最后一位受佛教诫而悟

道的弟子。据《长阿含经》卷四所载，须跋陀罗

原为拘尸那城的梵志，年一百二十岁，以多智著

称。由于听说佛陀将入灭，于是来到娑罗树林佛

陀涅槃处求见佛陀。

阿难要他走开，不要打扰即将入灭的佛陀。

佛陀听到阿难与须跋陀罗谈话便说：“不要阻

止须跋陀罗，无论他要问什么，都是为了获得

知识，而不是来打扰我。他将很快理解我的教

义。”阿难只得允许须跋陀罗见佛陀。

佛陀对须跋陀罗说：“我二十九岁时，出

家求取善道，我成佛至今已经五十年。戒定智

慧行，独处而思惟，今向你说法之要，希望受

持。”佛陀然后为须跋陀罗讲四圣谛、八圣道的

道理。

须跋陀罗听佛讲法之后，便请求跟随佛陀出

家修道。佛陀知道须跋陀罗的根性大利，便同意

他的请求。佛陀当夜即为须跋陀罗说法，度他出

家受戒，净修梵行。须跋陀罗精进用功，以自身

作证，当夜即证得阿罗汉果位。须跋陀罗证果后

对佛陀说：“世尊，希望您能多留些时间，不要

马上进入涅槃。”佛陀听了之后，默然不许。

须跋陀罗不忍看见佛陀涅槃，于是自入火界

定，在佛陀涅槃之前进入寂灭境界。

五、佛陀涅槃
佛陀沿途经过那兰陀，巴连弗城，吠舍离，

畔陀伽摩，波伐，最后来到拘尸那罗的阿利罗跋

提河边的娑罗双树间等待进入涅槃。跟随佛陀的

弟子有很多，在到达拘尸那罗之后，佛陀命弟子

在阿利罗跋提河边的娑罗双树间铺设绳床，然后

右侧卧等待进入涅槃。

佛陀在娑罗双树间为弟子讲说遗教之后，于

中夜时分，右侧卧于娑罗双树之间床上。佛陀告

诫大众说：“从我悟道成佛之后，最先度化的是

憍陈如，最后度化的是须跋陀罗。现在，我的事

已经做完了，不必再说法度人了。” 很多弟子围

绕在佛陀四周，大家都揩鼻抹泪。佛陀枕着右手

侧身而卧，头朝北，脚朝南，背朝东，面朝西，

闭目敛容，安详地进入了涅槃。此时，风息林

静，大众无声，树皮出水，鸟兽哀鸣，都在为佛

陀的涅槃而伤感。

佛陀入灭后又从棺中起来为母说法，还展示

双足度化婆耆，接着说无常偈云：“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迦叶尊者在

佛陀涅槃之后才到来，佛陀从棺椁中露出双脚展

示给迦叶尊者看，意在令迦叶尊者于佛灭之后弘

扬正法。之后，佛陀右侧卧进入永恒的涅槃。此

时，大地震动，人神共悲，所有的人都因佛陀入

灭而悲泣难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唯一的依靠

已经离他们而去。佛陀是为了向弟子们示现无常

而离世。这一年是公元前四百八十六年。

佛陀入灭之后，弟子们在迦叶尊者的主持下

举行了火葬仪式。经典中如此记载：

于是拘尸那罗的末罗族的人以新布包裹如来

的遗体，继以新净棉，再以新细布缠之。如是，

一层布，一层棉，至各有五百层为止。然后将其

安放在有油之金棺内，复以另一金棺盖之。用诸

种香作火葬场，遂将如来的遗体置于其上。

火葬后，佛陀的舍利被分成八份，分别由

八个国家拿去起塔供奉，其中的一个国家就是佛

的故国迦毘罗卫国。为了纪念佛陀的涅槃，中国

汉传佛教将农历二月十五这一天定为“佛涅槃

节”。

释尊入灭之年，佛弟子在王舍城七叶窟举行

第一次经典结集。以大迦叶为主要召集人，阿难

与优波离各依其听闻佛说之记忆诵出经、律，经

过大众讨论勘订，而成为后世经律之准则，同时

也是对佛陀的怀念。

* 墨摈－缄默，不理不睬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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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思想内涵

■ 继平 ■

《六祖坛经》名言警句的

在《六祖坛经》中有很多阐释惠能禅宗思

想，讲述禅门修学方法，指导为人处世的名言警

句。这些言简意赅，义理深邃的名言警句不仅全

面深入的阐述了禅宗思想理论，而且对修禅者的

修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人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
这句名言出自本经《行由品》中，经中记

载惠能从岭南来到黄梅亲近五祖弘忍，见面后弘

忍便问他是什么地方人，来黄梅有何所求。惠能

告诉弘忍说自己是岭南新州人，千里迢迢来亲近

弘忍禅师，就是为了求成佛，并不求别的东西。

弘忍为了勘验惠能的根性，便以“汝是岭南人，

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獦獠”是古代对南

方少数民族的称呼，含有蔑视之意。弘忍这句话

并不是对惠能的歧视，而是要看他如何作答，据

此就知道他的根性如何。惠能回答说：“人虽然

有南北之分，但佛性人人具足，没有南北之分。

虽然我是南方獦獠身，但佛性与和尚并没有差

别。”

禅宗认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能够成

佛。不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不论是在家身份

还是出家身份，其佛性都是一样的。

弘忍一听惠能的回答，知道他的根性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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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想与他再说些参禅悟道之类的话，因看到众弟

子都在旁边，为防止众弟子的嫉妒，于是就让他

到后院中从事踏碓舂米，劈柴之类的体力活。直

到机缘成熟之后，弘忍便通过密室传法的方式，

将衣钵传付给惠能。

思量即不中用
“思量即不中用”出本经《行由品》中，这

段经文讲述了五祖弘忍召集众弟子，让大众通过

书写偈语的方式来勘验弟子是否见性。若是哪个

弟子的偈语能够见性，弘忍禅师就会将禅宗衣钵

传付给此人，这个人就可以做第六代祖师。弘忍

禅师还特别告诫众弟子，真正悟道之人，一言之

下即能见性。若是在作偈语时还要反复思量卜度

是不中用的。此时，即便能作出偈语，也不是见

性之作。弘忍禅师认为，一个真正见性的人，即

便是在挥刀作战的紧急关头，也能于言下立见自

性。

对于一个禅者来说，参禅见性，要求的是

当下即证，非思量所得，非语言文字可解说，非

不现见相，非错乱所见相。因此，由思量而知，

经考虑而得，不是宗门的自家珍宝。所以，后代

宗师的指导作略，见人拟议，便直接或间接地来

个否定，或毫不留情地加以棒喝，要求他截断思

流，去除妄想执著，在棒喝否定下顿见自性。

欲求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
这两句格言出自《行由品》中，意思是说，

修道的人要追求无上菩提，不可轻视初学佛的

人。惠能在后院听童子为他读诵神秀偈语之后，

认为神秀偈语没有见性，自己便在童子带领下来

到神秀书写偈语处，对大众说自己也要写一首偈

语。由于他不识字，就请江州别驾张日用帮他

写。张日用一听说惠能不识字，还要作偈语，便

说：“你也作偈，此事稀有。”

惠能便对张日用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

不得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

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一个修行人要

想参习无上菩提觉道，就不应该轻视初学佛法的

人。下下等的人中会有上上等的智慧，上上等的

人中也有愚钝没有智慧的。如果轻视别人，就犯

下不可估量的罪过。在佛门中，即便是初学佛之

人也不能轻视，他们将来会有罗汉和菩萨出现。

 阿育王崇信佛教，他见到出家人就礼拜。有

一次，与大臣们出巡，途中遇见一位小沙弥，阿

育王很想向他礼拜，可是一想到自己堂堂一个帝

王，又有众多的大臣跟随，在众人面前向一位小

沙弥顶礼，有失威严。于是他就把小沙弥请到无

人的地方，向他礼拜，并叮咛小沙弥说：“请你

不要向别人说，我今天向你顶礼的事啊！”

此时，小沙弥看到路边有一个小瓶子，就

以神通力将自己变进小瓶子里去。过了一会儿，

又变现出来。然后，小沙弥也拉着阿育王的手

说：“请大王也不要向别人说，我小沙弥能从小

瓶子进进出出的事啊！”

阿育王看得目瞪口呆，当下豁然顿悟：即使

是小沙弥，也是不容轻视的。从此以后，对于出

家人，更加礼遇不敢怠慢。

不得以貌取人
“不得以貌取人”出自本经《行由品》中。

经中说，惠能请江州别驾张日用为自己写偈语。

张日用说，你只管诵出偈语，我为你书写。你如

果得法，先须度我，不要忘记我的话。惠能便诵

偈云：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书此偈已，徒众总惊，无不嗟讶，各相谓

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

萨。

张日用为惠能写完偈语之后。众人大为惊

讶，没有一个人不为此唏嘘感叹的。大众相互

说：“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什么时候他竟然成

了肉身菩萨。”五祖弘忍见到大众惊奇于惠能不

识字竟然能作出有很深见地的偈语，担心惠能遭

人陷害，于是用鞋将偈语擦掉了。他对大众说，

此偈也没有见性。大众方才散去。

惠能是南方人，身材矮小，相貌不佳。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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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后，通过与弘忍禅师的一番对答，弘忍即知

道其根性大利，为防止弟子的加害，让他到后院

做苦役。但是，弘忍的弟子则对这位相貌丑陋的

南方人并不友善。直到惠能作出一语惊人的偈语

时，大众才刮目相看，并发出“不得以貌取人”

的感叹。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惠能跟从弘忍禅师接法之后，离开黄梅在猎

人队中隐居十五载，向猎人随宜说法。猎人常命

惠能守护猎网，他每见网中生命，都将其放生。

每当做饭时，惠能就放些青菜在锅中煮。有人问

其缘由，惠能回答：但吃肉边菜。

惠能想到自己已经在猎人队伍中隐居十五

年了，不能长久隐遁，应当出来弘法。他于是来

到广州法性寺。到法性寺时，正值印宗法师讲

《涅槃经》。当时风吹幡动，一个僧人说是风在

动，一个僧人说是幡在动。两人争论不休。惠能

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大众

听惠能如此说，都大为惊异。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这个

典故道出了万物皆空无，一切唯心造的大乘佛教

的根本教义。风吹幡动，不离风、不离幡、不离

心。若离风则幡不曾动，若离幡则不见风动，若

离心则不知何为动。 悟者谓一切从心起，心不起

则一切不起，心不动则一切不动，故说心动，亦

为悟语。见物相状者看物静相、动相，幡不静故

说幡动，亦为通俗表相说。

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
这句名言出自本经《般若品》中，惠能禅

师为弟子开示：凡夫就是尚未开悟的佛；佛是已

经悟道的凡夫。佛与凡夫的区别就在于迷与悟的

不同。当众生前念迷时，就是凡夫；一旦破迷开

悟，众生就是佛。惠能又认为，烦恼就是菩提，

当众生烦恼断尽之后，就能趣证菩提。众生修行

的过程就是断除烦恼，证得菩提的过程。烦恼与

菩提是一体两面，如果众生没有烦恼，也就无所

谓趣证菩提。当众生前念执着于外境就是烦恼，

后念离开外境就是菩提。

“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是禅门中的名

句，说明凡夫与佛只是迷悟的不同，烦恼与菩提

是执着与不执着的区别。这几句名言在修行中有

重要意义，是指导禅子破迷开悟的理论指南。

诸佛妙理，非关文字
这句格言是禅门著名的禅语，出自本经《机

缘品》。经中说惠能从黄梅得法之后，来到韶州

曹侯村，当时并没有人知道他是得道的高僧。当

地有位叫刘志略的人，他姑妈出家为尼，名无尽

藏，常诵《大涅槃经》。一次，无尽藏比丘尼诵

《大涅槃经》，惠能禅师听过之后，随即说出经

文妙义。无尽藏比丘尼手持经卷，请问经文中某

字的含义。惠能说：“字即不识，义即请问。”

无尽藏比丘尼说：“字尚不识，焉能会义？”惠能

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

无尽藏比丘尼听惠能说自己不识字，但能够

解说经义，感到很奇怪。所以，她就反问惠能： 

“你连字都不认识，又怎么能解说经义呢？”惠

能“诸佛妙理，非关文字”的回答令无尽藏比丘

尼大为叹服，于是就请惠能为他解说经义。

“诸佛妙理，非关文字”是说诸佛的微妙

心法，是通过以心印心的方式来实现的，与语言

文字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佛陀当年在灵山会上拈

花示众，众人都不解其意，只有迦叶尊者破颜微

笑。佛陀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

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

诃迦叶。”自此，非关文字的禅宗心法便开始大

盛于禅门。禅宗认为，习禅者修证的境界只可意

会，不可言传，所谓“开口即错，拟议即乖”，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六祖坛经》中的名言警句很多，从本文中

选录的名言可知，本经中的名言不仅阐释了禅宗

思想内涵，讲说了参禅悟道的修学方法，还论述

了为人处世之道。现代的习禅之人若能准确深入

体会本经中的名言警句的佛教思想内涵，不仅能

全面把握本经的思想主旨，而且能运用这些理论

指导自己的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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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子匍匐，从碧净大海游出

光，一闪一闪

自深邃幽暗甬道 引路

哇，一声更比一声高亢

谁的啼哭，剥落无明

追寻　初始

如影子，如步履

这一生，每一步

不踯躅

每一个转角

心，回溯

观心四首
■ 余宁 ■

(图：余宁)

(图：何子石)

守护
当飞鸟掠过天空

彩云不再追随

当太阳月亮星星上锁

定格一个角落

当调色盘浑浊

留下难分难舍

当黑不掺合白

容不得灰色一朵

水还是水

树依然树

远山含笑

清清楚楚

沉默的天

真真切切　敞开

不愿沉沦的手

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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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余宁)

(图：余宁)

观照

狼毫羊毛笔尖磨纤

褚赤脸谱，纵横大千

舞婆娑

北风熏黄薄薄双颊

种子藏圣，一生一灭

再生缘

一遍遍赞叹，顶礼虔诚

一行行菩提，经行真义

陀罗尼

二百六十字，开卷光明

摩诃波萝蜜多般若，念念

自在观

浮生

任风催眠一颗微尘，我是

在你眼里，看不见

上下起伏的穹苍

围城外，梵音奏响奔浪

一步一回头，我是

抛却皮囊旋空的飞仙

谁的泪水洗涤一个个黑夜

水月镜花刹那泡沫，换我

昼夜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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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书

推

荐

发掘生命的吉光片羽
慈诚罗珠堪布

小池来解惑
小池龙之介

•• 如何克服赖床的习惯？什么是购物狂的症状？

•• 如何面对挑剔的邻居，还有应付保险业员的死缠烂打？

•• 如何面对说个不停的独断上司，或是老是找藉口搪塞的下属？

•• 男友的朋友就等于我的朋友？和过去恋人见面是一种罪恶吗？

•• 扫除是不是等同杀生？被蚊子叮的时候又该怎么样？

•• 如何与蟑螂同居？梦，是不是前兆？

•• 占卜有多大的可信度？

面对上述千奇百怪的疑问，作者带来让你耳目一新的回答。习惯、人际关系、工作、婚恋、生活上中

100中人生百态的烦恼，作者用佛教宽宏的角度来启发你对习惯、人际关系、工作、婚恋等的看法，进而让

你解惑，协助你看透烦恼面纱背后的真正自己。

一问一答，最简单直接的交流方式。要明白一个
道理，要理清一个概念，或者解答一个疑惑，都可以
通过问答来完成。以问答形式呈现的佛学书籍，更贴
近生活，易于近人。

佛法，就在一问一答间

以下书本由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诚意推荐，电话：6220 6360

本书是根据慈诚罗珠堪布上师的网络视频节目《慧灯。问道》的录音稿

整理而成，主要是围绕在修道路上所遇到的典型问题，围绕着日常生活、

工作及社会热点展开。

法师依据佛法一一给予解答，修道者则从“问”中追寻“道”，在“道”

中化解种种烦恼。在一问一答间，没有生涩的道理，没有禁忌的话题，却有

着精彩和畅的应答和心开意解的喜悦。事无巨细，不论深浅，只要是心中困

扰，都有解决之道。

“序言”还指出，这是一部能为读者解决实际问题的书。全书内容根据

主题分别有：生活篇、实修篇与放生篇。

本书获得不少知名演艺人的推荐，例如歌手王菲指出书中内容“可以帮

助到一些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和问题。”；武打演员李连杰则表示，本书给予

他的启发是“吃饭睡觉只是维持肉体的生存，而修行则可以使精神世界离苦

得乐并获得自在”。

佛化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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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万四千问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

佛法，能够解决生活上所有的问题。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以卓越的睿

智、幽默的语言，在书中一一解答了这些问题。书中所论，包括从基础佛教

的因果与轮回到藏传佛教的上师和传承、活佛体制与转世；从学佛修行到日

常的婚恋、教育，甚至艺术；从束缚到自由，从生到死⋯⋯帮助大家了解到

底“我”是谁，从何而来，又往哪里去？

作者在序中指出，过量的信息使到目前很多人比以前更加疏离，有不少

人想搞清楚自己究竟是谁。所以，法师希望可以借由书中的对话，为一群满

怀着热诚探索真理、探索心灵奥秘的人开启一扇大门。

佛系－如何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草 龙瞬

草 龙瞬是一名致力于用佛教知识改善生活的日本僧侣，他从原始佛教

教义研习出一套“清、简、行”的“佛系”快乐思考法。

佛系，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概念？本书给予的解释：一切随缘•＋•自得其

乐•＋•Love•&•Peace。而作者开发的“佛系”快乐思考法又是什么？我们可

以将之总结为“清”、“简”、“行”三个字，即是：清理内心多余的烦

恼、简洁理性的正面思考，以及践行重视快乐的生活方式。

作者有一套独树一帜的理念，素以不谈论“宗教上的佛教”，而是将佛

教弘扬为“有助于改善生活的方法”。他将实用性的佛教本质运用在工作、

人际关系和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学佛入门Q&A 50问系列：

观音菩萨》、《怪力乱神》
法鼓文化编辑部

法鼓文化编辑部企划的“学佛入门Q&A•50问系列”又推出新

作：《观音菩萨》与《怪力乱神》。该系列是专为学佛新手提供佛

教的基础知识，并解答常见的入门疑惑。编者自行设计50个必问的

修学问题，然后给予清晰的回答，让学佛人不再迷路。

观音法门是极为普遍的修行法门之一，至于如何念观音、求观

音、学观音、做观音⋯⋯圆融无碍的修持观音法门，可从系列的•

《观音菩萨》中找到答案。

此外，有鉴于坊间有很多迷信怪力乱神的说法，扰乱了修行人的思绪。例如真的有世界末日吗？举头三

尺真的有神明吗？什么是神通？什么是“卡到阴”？编辑部特地推出《怪力乱神》，一解公众迷惑，让人不

再疑神疑鬼，坚定信心，修行正法。

佛化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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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链发展背后的丑陋真相！
The Ugly Truth behind Food Chain Development!

在其2009年11月/• 12月出版的“牲畜和气候变

化”中，着名的世界观察研究所将畜牧业的贡献排

在其他行业之上，表明地球上至少有51％的气候有

毒气体(二氧化碳当量)是由动物的生产。在这种情况

下，最有效的阻止二氧化碳排放和随之而来的气候变

化的方法理想情况下必须在不含动物产品的饮食中存

活。与肉类相比，植物性食物种植使用的水更少。例

如，一公斤玉米或小麦仅需要约1,250升水。但是，

在最终进入屠宰场之前，农场里的一头牛需要大约

15,000升水(和4.5公斤动物饲料)。

什么进入动物进入你的胃！
•• 抗生素和疫苗残留

•• 动物饲料中的农药残留

•• 生长激素残留

•• 工业废物流入湖泊，河流和海洋

•• 重金属毒素(汞、铅、砷等)

下一次喝牛奶时，请三思！
为了生产牛奶，母牛必须每年进行人工授精。因

此，奶牛几乎一生都在受孕中，以便能够持续供应牛

奶。更可悲的是，她的小牛被剥夺了饮牛奶的机会，

因为牛奶会即被包装和出售。除此之外，一些小牛甚

至可能过早地被屠宰。这是多么残暴！

素

食

养

生

In its November/December 2009 publication “Livestock 
and Climate Change”, the renowned Worldwatch Institute 
ranked the contribution of animal husbandry higher than 
other industries, stating that at least 51% of all climate-
noxious gases (CO2 equivalents) on earth are caused by 
the production of animals. That being the case,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 of stemming the emission of CO2 and the 
ensuing climate change would ideally have to be surviving 
on a diet free of animal products.

Compared to meat, plant-based food cultivation uses 
much less water. For instance, a kilogram of maize or wheat 
needs only about 1,250 litres of water. But a cow at the farm 
would need about 15,000 litres of water (and 4.5 kg of animal 
feed) before it finally goes to the slaughterhouse.

What goes into the animal goes into your 
stomach too!

• Antibiotics and vaccine residue
• Pesticide residue in animal feed
• Industrial waste goes to the lakes, rivers and seas
• Growth hormone residue
• Heavy metal toxins (mercury, lead, arsenic, etc)

You might want to think twice about drinking 
cow’s milk the next time!

To impregnate a cow for milk production, she has to 
be artificially inseminated every year. Thus, the cow is im-
pregnated nearly all her life to enable a constant supply of 
milk. What is even more pathetic is that her calves are being 
deprived of the much- needed milk, which is being packed 
and sold for human consumption. Besides, some calves may 
even be slaughtered prematurely. How atrocious!

What we do not see, we do not feel!
What is served at the dinner table is a dish of neatly- 

sliced meat, not the poor chickens which had earlier been 
slaughtered!

因为你没看到，所以感觉不到！
在餐桌上供应的是一盘切成薄片的肉，而不是早

先被屠宰的可怜的鸡！

佛化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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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lantro Mushroom Polenta Cake 香菜菇玉米粉糕
IngredIents for polenta cake (for 9 servIngs)
•	 Organic polenta (corn meal), 1 measuring cup
•	 Filtered water, 3 measuring cups

seasonIngs
•	 Veg G seasoning powder, 3 tsp
•	 Liquid Aminos (soy sauce alternative), 1 tbsp
•	 Pepper, 3 dashes
•	 Organic cold-pressed coconut oil, 1 tbsp

Method
1.	 Bring the filtered water to boil in a pot. 
2.	 Add the polenta to cook over low heat for 15 

minutes or until it thickens. Continue to stir as it 
simmers. 

3.	 Turn off the fire. Add seasonings to it and mix well.
4.	 Prepare a baking tray (9-inch square) laid with bak-

ing paper. Spread the polenta paste about ½-inch 
thick on the tray.

5.	 Place the tray in the refrigerator to chill for 3–4 
hours.

6.	 Bake it at 120oC for 10 minutes. Turn over the 
polenta cake and bake it again for another 10 
minutes.

7.	 When ready, cut into 9 pieces and serve with ci-
lantro mushrooms.

IngredIents for cIlantro MushrooMs 
•	 Fresh Shitake/brown button mushrooms, 12 pcs  
•	 Organic cilantro (coriander) leaves, 2 stalks
•	 Filtered water, 100 ml

seasonIngs
•	 Black bean sauce paste, 4 tbsp
•	 Toasted sesame oil, 1 tbsp

Method
1.	 Remove stalk from the mushrooms and rinse. Cut 

into cubes.
2.	 Wash the cilantro leaves, then chop them.
3.	 Bring to boil the filtered water in a pan and add a 

pinch of rock salt.
4.	 Add mushrooms and stir fry for 1–2 minutes.
5.	 Add seasonings to mix well.
6.	 Toss in the chopped	cilantro	leaves.	Serve	as	top-

pings	for	the	polenta	cake.

玉米粉糕用料（九人份）
•• 有机玉米粉1量杯

•• 过滤水3量杯

调味料
•• 素G调味粉3茶匙

•• Liquid•Amino•(可用酱清

代替)•1汤匙

•• 胡椒粉3小撒

•• 有机冷压椰子油1汤匙

作法
1.• 将过滤水在锅中煮滚。

2.• 加入玉米粉小火煮15分钟或直到成糊状，焖煮时

继续拌搅。

3.• 熄火后加入调味料拌搅均匀。

4.• 准备一个9寸、铺了烘烤纸的烤盘，将玉米糊倒入

约半寸。

5.• 把烤盘放进雪柜3到4个小时冷却。

6.• 之后置入120度的烤炉里10分钟。取出把玉米糕翻

身再烤10分钟。

7.• 烤好后切成9片，与香菜香菇一起享用。

香菜菇用料
•• 新鲜香菇/褐色纽扣菇12个

•• 有机香菜（芫荽）2把

•• 过滤水100毫升

调味料
•• 黑豆油膏4汤匙

•• 芝麻香油1汤匙

作法
1.• 切除香菇硬梗，洗后切成块状。

2.• 香菜洗后切碎。

3.• 过滤水煮滚加入一点岩盐。

4.• 加入香菇翻炒1到2分钟。

5.• 加入调味料再炒均匀。

6.• 撒上切碎的香菜后，就可以放在玉米粉糕上享用。

佛化人生

Vinitha is a Registered Nurse with more than 2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nursing & allied health care profession. She is also trained in nutrition & psychology 
with a Master’s Degree in Healthcare management. She has been regularly conducting Vegan Culinary / Baking / Nutrition classes since 2008. She also provide 
personalised consultation with nutrition advice as well as organize Wellness retreat with organic farm stay and Detox program.
You may visit her blog (https://nutrihub.blogspot.sg/?m=0) to view her Vegan Culinary & Nutrition class / Wellness retreat schedule as well as her newly 
published educative Cookbook “Get Healthy and Save $$$ thru’ Vegan NutriMeal”.
洪秀珍是一名注册护士，在护理和专职医疗保健行业拥有超过20年的经验。她曾接受过营养与心理学方面的培训，并拥有医
疗保健管理硕士学位。自2008年以来一直，秀珍定期开展素食烹饪/烘焙/营养课程，并提供个性化的营养咨询咨询，以及组
织健康疗养与有机农场住宿和排毒计划。她经常在博客(https://nutrihub.blogspot.sg/?m=0)中分享素食烹饪和营养课程/健康
疗养计划。最近她出版了教育食谱“通过营养素食省钱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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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镜虚禅师和他的弟子灵僧禅师同行。



3

镜虚禅师是以宽广的胸襟处世。 弟子灵僧禅师是以做好事的心境处世。

他们看见几个小孩在虐待着青蛙

佛

学

漫

画

打得太疼了！

佛化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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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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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
蛙
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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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自然没有制造“善”“恶”，
它只是完成它的责任而已。

  

灵僧禅师把青蛙放进水里

自由了⋯

是我，今天给青
蛙买了自由，我
和青蛙结了善缘

灵僧禅师向镜虚禅师顶礼道谢

佛化人生

青蛙自由了，可是
你得到我慢

谢谢师父救了
弟子⋯

你不停的讲“我”给 
青蛙自由，这个“我”
就会掉进无明

灵僧禅师拿出一些钱，买下了青蛙

当‘我’字出现时，
都是错误的，不能
有“我做慈善”的
观念，这本是做人
的责任

你是向大自然界
作了“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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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化人生

■ 胡昌明 ■

家庭理财
小明三十五岁，工作十年，结婚八年，有一个

儿子五岁。现在小明的家庭存款有三十万存款，

家庭月收一万，生活开销五千结余五千。现在小

明面临着一些家庭理财令人头疼的问题。银行的

活期存款利息不高，三十万的存款还可以配置在

其他哪些投资理财渠道来保值增值呢？应该留多

少钱在银行放着随时可以取出来应急呢？月收入

的现金流应该如何做合理的开销预算？结余的钱

多少应该存下来，多少可以继续投资？特别的，

小明夫妻计划准备要第二个孩子，同时也考虑要

贷款换买一个更大的公寓居住，应该预算首付多

少？贷款多少？每年还贷多少比较合适？小明的

保险顾问朋友也跟小明分享过一个家庭可能会面

临的财务风险，但是不同的风险应该规划多少保

障？年保费预算多少比较合理？

相信小明遇到的很多家庭理财问题也是我们

大家日常中经常会纠结的问题。不管你是否有完

美的答案，应该都已经做了一些安排和规划。今

天分享两个工具分别是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

流表。这两个工具就好像我们的家庭财务健康体

检报告，通过表格上我们自己的真实数据可以计

算出一些财务比例(Fiancial• Ratio)从而指导我们

未来的家庭理财规划方向。

 
资产负债表

家庭财务的资产负债表和公司资产负债表相

似，好像一张照片，是一张记录当下一刻家庭的

所有资产和负债的表格。一般我们把资产按照流

动性由高到低的顺序列在左边，把负债按照短期

理

财

明

鉴

到长期的顺序列在右边上半部。资产减去负债就

是我们的家庭财富净值了，净值通常放在表格右

边下半部分。家庭理财的目标通常是通过提高资

产降低负债的方式来增加净值。下图是一张资产

负债表参考图，可以看到常见的资产负债条目都

有哪些，大家在做自己家庭的资产负债表的时候

可以参考。

资产
现金/准现金
存款
现金
定存
储蓄计划
总计	 $

投资资产
CPF
信托基金
股票
房产(非自用)
生意
保险(投资链接)
总计	 $

保险保障资产
重疾保障
身故保障
残疾保障
总计	 $

自用资产
自住房
车
首饰
其他
总计	 $
总资产	 $

负债和净值
当前负债
信用卡
房租拖欠
总计	 $
长期负债
房贷
车贷
消费贷
总计	 $
负债总计	 $
净值	(=资产-负债)	$

总负债和净值	$

个人净值状况表
小明

10 Ja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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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化人生

现金流表
家庭现金流表是一张记录一个周期里(比如一个

月)家庭现金流收入和支出以及结余的状况。现金流

表很像一张流水账，一般把所有的收入列在表格上半

部分，所有支出列在表格的下半部分，支出当中一般

特别把固定支出和非固定支出分开记录。在表格末尾

可以用总收入减去总支出计算出结余。下图是一张现

金流表参考图，可以看到常见的收入和支出条目。

财务比例计算
两张工具表制作出来以后，我们可以查到一些数

据进行一些比值计算再对照相关指标参考标准就可以

对家庭的财务状况进行复查了。例如开头提到的小明

的理财困惑之一是不知道银行应该存多少随时可以

取的应急的钱，现在小明可以用当下银行存款除以

月固定支出得出家庭财务的基本流动性比例(Basic•

Liquidity•Ratio)，通常这个比例参考范围在3到6，也

就是说银行要存够月固定支出三到六倍的钱来应急。

当然这个参考标准不能迷信，像小明如果计划近期要

买房子，那么也应该在银行额外留下计划买房子首付

的钱。常见的财务比例计算方法和参考标准如下。

再次提醒各种比例的参考标准仅供参考，实际规

划还是要考虑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即使有些指标和

参考标准差距比较大，比如案例中小明的家庭投资资

产是0，参考比例建议投资资产是净值的50%以上，

这并不是说建议小明马上就做一大笔投资。好比一

个人的体重超过标准体重20斤，马上不惜一切代价

减掉20斤可能反而对健康有更大的危害。

胡昌明，毕业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专业个人理财规划
师，保险顾问。长期在各种社群做线上线下科学理财
相关的分享讲座。欢迎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提问您的
理财规划困惑或是关注Facebook了解更多新加坡理
财资讯。微信二维码和Facebook账号如右图。

收入	

薪资(含个人CPF，3个月年终奖)		 $																										
CPF公司补贴	 $
分红收入	 $
利息收入	 $
信托收入	 $
租金收入	 $

总收入	 $

支出

储蓄和投资	 $
固定支出	 $
CPF还贷	 $
现金还贷	 $
保险支出	 $

总固定支出	 $
	
非固定支出	 $

税	 $
食	 $
交通	 $
衣/个人用品	 $
娱乐/度假	 $
医疗/牙医	 $
水电杂费/家用	 $
信用卡	 $

其他	 $

总非固定支出	 $

总支出	 $

净结余	 $

现金流状况表
小明

截止于12月31日，2018

1. Basic liquidity ratio
	 基本流动性比率=流动资产/每月支出
	 (建议介于3到6之间)
	
2. Liquidity-asset-net-worth ratio
	 流动资产净资值比率=流动资产/净值
	 (建议最少15%)

3. Saving Ratio
	 储蓄比率=储蓄/毛收入(加上CPF)
	 (建议最少10%，高收入人群可以考虑更多)

4. Debt-asset ratio
	 负债资产比=负债/资产
	 (建议小于50%)

5. Solvency Ratio
	 偿还能力比率=净值/资产

6. Debt-service ratio
	 还债收入比=每月总还债/每月净收入(不计算CPF部分)
	 (建议不超过35%)

7. Non-mortgage debt-service ratio
	 非按揭还债收入比=每月非按揭还债/每月净收入
	 (建议不超过15%)

8. Invested-asset-to-net-worth ratio
	 投资资产净值比=投资类资产/净值
	 (建议超过50%，10%可以配置在海外市场增加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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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多年前的中国唐朝，在赵州这个地方有个很有名的禅院，叫观音

院，住持是从谂禅师。一天，有两位远道的和尚来访，禅师问其中一位：•

“你来过吗？”那个和尚回答：“没来过”，禅师听罢，说：“吃茶去！”然

后，再转头问另外一位和尚，“你来过吗？”这个和尚说：“来过”，禅师头也

不抬说：“吃茶去！”旁边的弟子听到了，觉得不可理解，连忙问：“禅师，你

让没有来过的人吃茶去，来过的人也吃茶去，是什么意思呢？”禅师把眼睛

一闭，对问话的弟子说：“吃茶去！”

禅宗认为，“善法但平常，莫做奇特想”，佛法原本没有特异之处，但

普通人却常常陷入痴心妄想之中，以至求之不得。茶是南方之嘉木，神农

尝百草，遇毒则以茶解之，吃茶是古代人生活中每天必做和必不可少的一件

事情，既普通又重要，就好比是佛法，博大精深，至高无上，也时时刻刻就

在我们身边，当你参透了身边最无趣和细小的各种事情，也就自然明白了佛

法的深奥和至理，到时候豁然开朗，一切就都变成像吃一杯茶那样的简单和

有趣。

大德赵朴初先生曾写过一首诗：“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

偈，不如吃茶去。”•关注内心，而非外相，才是修佛参法的根本。诸位，

吃茶去。

■ 
编
写
并
作
画
:

赵
宏 
■

吃  
茶  
去

谈

画

说

禅

佛化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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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刊园地公开，欢迎国内外僧俗大德、佛教青年惠稿。

2.• 凡为弘扬佛法之论著、宣扬正知正见之各种文学创作，

一律欢迎。

3.• 本刊皆在弘扬佛法、净化人心，凡涉及私人恩怨、人我

是非、或政治等问题之稿件，恕不刊载。

4.• 来稿一经发表，文责自负。

5.• 如属一稿两投之稿件，请于稿末注明。

6.• 惠稿以不超过三千字为宜，必须注明真实姓名、地址；发

表时用笔名听便；只署“无名氏”者，恕不刊载。

7.• 编辑部有删改权，刊登与否，概不退还。

8.• 本刊稿费每三月一结，来稿(讲稿与曾经发表之稿件除

外)一经刊登后，将按址寄奉薄酬，以申谢忱，若却酬者

亦请注明。

9.• 敬请留意，本刊截稿日期为每月10日。

本刊征稿

         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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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vitations extended to Sanghas and lay Buddhists, 
both locally and overseas for articles to be published 
in our magazine.

2. Articles pertaining to Dharma or propagating the 
right thoughts and views of the Buddhist are most 
welcomed.

3. Our objectives are to promote Buddhism and purify 
the mind amongst the society. Hence, articles involv-
ing personal conflicts and political issues would not 
be accepted.

4. The writer is liable for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 written.

5. Any article which has been submitted to more than 
one publisher or been published previously has to be 
specified explicitly.

6. In general, we prefer articles within 3,000 words.

7. Although pen-name is permitted for publication, we 
require the name, address and if possible, the phone 
number of the writer for recording purposes.

8.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reserves the right to amend, 
delete or alter. Any article which permits no alteration 
has to be specified.

9. A token fee would be rewarded to each article pub-
lish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messages delivered or 
articles published previously. Kindly state in advance 
if payment is to be declined. 

APPEAL FOR
ARTICLES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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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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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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72880

殡
仪
服
务

其
他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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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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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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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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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刊鸣谢

林佩冰 祈愿傅亚美身体健康。回向冯静仪福慧双增 $1,000.00

林徽妤 回向已故林师永（斯雄）莲增上品 $300.00

Tan Siew Khim & family 祈愿业障消除 $100.00

谢秋兰、符方文 祈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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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马秀卿合家 回向十方法界众生离苦得乐 $50.00

林妙英 祈愿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50.00

Goh Leng Lang 回向先父吴幼山、先母庾珍莲增上品 $50.00

胡廷达 回向已故太太郑金娣莲增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30.00

胡廷达 回向已故父亲胡蕴仁，母亲罗观莲莲增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30.00

胡廷达 回向已故大姐胡月英，二姐胡日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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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向已故大哥胡廷近，二哥胡廷远，二嫂陈燕莲，侄女胡美玲莲增
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30.00

Steven Teo 祈愿张材祝，林兰音智慧增长、身体健康 $30.00

尤莲珠 祈愿尤莲珠、吴荣源、吴佳美、尤金发、尤金明、尤莲珍智慧增
长，身体健康

$25.00

尤莲珠、吴荣源、吴佳美 回向冤亲债主福慧双增，莲增上品 $25.00

陈亚琼 请三宝常住，正法久住 $20.00

卓俊强、卓俊华 祈愿工作顺利、智慧增长、业障消除 $20.00

李亚莲 祈愿黄歆璇、卓威业障消除、身体健康、学业进步、消灾延寿 $20.00

已故岑炎光、何寿锦、岑建威     $100.00

已故张金兴、颜玉美、张友鑽     $100.00

江金玉（已故） 莲增上品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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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三宝万佛寺本道和尚 $1,000.00

宝莲寺远藏法师 $500.00

Goh Soon Lai $200.00

刘皆均 $200.00

洪秀莲 $200.00

吴莉贞 $200.00

林明雅 $100.00

释浩恩 $100.00

Tommy Lim $50.00

张友利合家 $45.00

岑建强 $45.00

张友珠 $45.00

佛弟子 $45.00

佛弟子 $30.00

Allan Neo $10.00

Lim Eng Tiong $10.00

朱起希 $10.00

蔡诗华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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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总资讯 

p.1	 勿忘初心，坚持如一　一峰

 - 2019佛总佛学班迎新暨结业、周日学校师资培训结业典礼

p.4	 承先启后，再创辉煌 一峰

 - 己亥猪年新春团拜记盛

p.6	 佛教总会妆艺大游行2019 佑桂

p.12 佛教总会周日学校开学典礼花絮 佑桂

p.14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Maha Bodhi School Muhammad Zulfadly Zaiman

教界活动

p.16 The Buddhist Union celebrates 80th Anniversary Bro Phua Keng Chuan

p.18 寻找心中的那一道光 整理：福智

本期特稿

p.22 《吉祥经》中的伦理思想 禅悦

p.26 佛陀的最后岁月 若讷

p.29 《六祖坛经》名言警句的佛教思想内涵 继平 

p.32 观心四首 余宁

佛化人生

p.34	 新书推荐：佛法，就在一问一答间

p.36	 素食养生：The Ugly Truth behind Food Chain Development!  
食物链发展背后的丑陋真相！ Vinitha

p.38 佛学漫画：青蛙自由 梁士清

p.40 理财明鉴：家庭理财 胡昌明

p.42	 谈画说禅：吃茶去 赵宏

心净身安八关斋
Eight Precept Retreat

1/1 / 星期二  Tuesday / 9am - 9pm                                                                

备皈依仪式 @12.30pm                                                                                                              

赞助费 Sponsor Fee $30  

周日学校 - 华文
Sunday School - In Mandarin

 第1学期 :  6/1 至 21/4   
 第2学期 : 30/6 至 25/8
星期日 Sunday / 9.30am - 11.30am                                                                                                           

报名费 Registration Fee 
$100 / yearly 每学年          

成人佛学班暨周日学校师资
培训班结业典礼

Adults Dharma Class & Sunday 
School Teacher’s Training 

Graduation Ceremony
2/3 星期六 Saturday

7.30pm - 9.15pm
备素食晚餐 Dinner is Provided                                                 

新春团拜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16/2 正月十二
星期六 Saturday / 10am - 12pm
备素食午餐 Lunch is Provided                     

Adult English Dharma Class
1st semester :  8/3 to 7/6

 2nd semester :  5/7 to 27/9  
Friday / 7.30pm - 9.30pm

Registration Fee $100 / yearly 

Adult Dharma Class Students Society 
- Puja Service In English

Sunday / 9.30am - 11.30am
10/3, 14/4, 12/5, 9/6, 14/7,

(18/8), 8/9, 13/10
Lunch is Provided

礼千佛集福慧法会
Prostration to Thousand

Buddhas Dharma Assembly
3/3, 2/6, 1/9

星期日 Sunday / 9am - 5pm                                                                     
备素食早午餐

Breakfast & Lunch is Provided

成人华文佛学班                                                                                                                    
Adult Chinese Dharma Class

第1学期 : 8/3 至 7/6   
第2学期 : 5/7 至 25/10

星期五 Friday / 7.30pm - 9.30pm                                                                                                           
报名费 Registration Fee

$100 / yearly 每学年

成人佛学班同学会 
- 常月共修 / 华语

Adult Dharma Class Students’ Society 
- Group Chanting / In Mandarin
星期日 Sunday / 9.30am - 12pm

31/3, (21/4), 26/5, 30/6, 28/7, 
25/8, 29/9, (3/11)

备素食午餐 Lunch is Provided

护国佑民 
弘法利生

庆佛总创会70周年大斋天

4/8 / 星期日 Sunday / 8am - 11am                                                                             
赞助费 Sponsor Fee $100

周日学校师资培训班 - 华文                                                                                                                    

Sunday School Teachers’ Training  
- In Mandarin

21/4, 5/5, 16/6, 21/7, 18/8,   
15/9, 20/10, (17/11 一日营)  

星期日 Sunday
2pm - 4.30pm (9.30am - 5pm)   

赞助费 Sponsor Fee $50        

慈善组 - 培训班                                                                                                    

Charity Service - Training Course
每星期一 / Every Monday / 

 7.30pm to 9.30pm

卫塞庆典/新加坡开埠200年/ 
佛总创会70周年    

Vesak 2563 / Singapore Bicentennial / 
SBF 70th Anniversary

28 April 2019 / 星期日 Sunday /  
10am to 5pm 

@义安城广场
Ngee Ann City Civic Plaza
(乌节路 Orchard Road)

清洁组 - 清洁活动

Housekeeping Team 
- Cleaning Task

16/3, 20/4, 15/6, 20/7, 17/8, 

21/9, 19/10, 16/11, 21/12
星期六 Saturday / 2pm - 5pm                                                                                                                               

友园 - 活动
You Yuan - Gathering

每星期日 / Every Sunday / 
2.30pm to 5.30pm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Year 2019 Activities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Tel: 6744 4635  Fax: 6747 3618  email: buddhist@singnet.com.sg  website: www.buddhist.org.sg

新加坡佛教总会2019年活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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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经》中的伦理思想

《六祖坛经》的名言警句

  佛陀的最后岁月

佛
教
经
典
的
人
生
意
义

新加坡佛教总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主办者 
Organiser

主要赞助者 
Main Sponsors

观音堂佛祖庙
Kwan Im Thong 

Hood Cho Temple
场地赞助 
Venue Spo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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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包括 Activities: 
 · 浴佛·供花·供灯、祈福仪式·表演·游戏·素食义卖会
 · Bathing of Prince Siddhartha · Offering of flowers · Lamps  
 · Blessings · Performance · Games · Vegetarian food fair

售 票 处 ： 新 加 坡 佛 教 总 会
Coupons can be purchased at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询问 Enquiries ：6744 4635
网站 Website ：www.buddhist.org.sg
地址 Address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卫塞庆典
新加坡开埠200年
佛总创会70周年
VESAK 2563 
SINGAPORE BICENTENNIAL
SBF 70TH ANNIVERSARY
 • 28 April 2019 

 • 星期日 Sunday 

 • 10am to 5pm 

 • 义安城广场 Ngee Ann City Civic Plaza
 (乌节路 Orchard Road)

主宾
王乙康先生
教育部长

Guest-of-Honour
Mr Ong Ye Kung
Minister f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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