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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换星移，转眼间蓦然发觉新加坡佛教总会

鼓吹暴力的极端思想与神经邪说轻易地传播世界

创会至今已有七十个年头了，更令人兴奋的是，

各地，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内部分裂、抗争不断，

今年也恰逢是现代新加坡开埠两百周年，深具纪

从而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念意义。
另一项挑战是地缘政治局势的不可预测、瞬
比起其他民间社团，佛总创会算是起步的

息万变，国与国之间和国内各权力集团之间的对

稍慢。但是，佛教却早在新加坡开埠之后，随着

峙屡见不鲜，而第一个遭殃的往往是手无寸铁的

先民南传至狮岛各角落，为面对人地生疏的先民

无辜平民。

提供心灵的藉慰与指引。而佛总在1949年成立
后，更具体的凝聚了佛教社群的力量，在兴学办

在这充满挑战与不稳定性的时局里，很庆

校、弘扬佛法、为众生指点迷津、从事社会福利

幸我国在英明政府的领导下，人民能安居乐业、

工作、扮演佛教社群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等方

各族同胞和睦相处，在不明朗的国际局势下保持

面，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和取得不俗的成绩。这一

团结一致，实现人间净土的理想境界。因此，我

切都归功于创会先贤的高瞻远瞩、各寺院庵堂、

们更应该在纪念开埠两百年和创会七十周年的时

僧俗四众以及善心人士与机构的精诚合作与竭力

刻，居安思危、做好心理建设迎向未来，我们应

挹注。

以正见正念来认清佛教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善用
新科技来弘扬佛法与团结佛教社群，积极引进才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一日
千里的神速发展世纪，新科技提升人类的生活素

俊等多管齐下来巩固基础以利会务发展，从而履
行崇高的创会宗旨，为国为民服务。

质，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如大量散布假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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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开埠200周年。1819年，自莱佛

城市规划、英制教育等，努力将新加坡打造成一

士登陆，在这里设立自由贸易港，将新加坡纳入

个现代化城市。新加坡的繁荣昌盛吸引了世界各

环球的贸易网络，从此奠定新加坡在经济和战略

地的新移民涌入，与其同时也带来了各自的文化

上的一个重要位置，也是我国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与习俗，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多元民族、宗教与

开埠，除了对国家发展、商贸经济起着关键

文化的社会。当时，佛教僧团也随着华人移民迁

性的作用之外，对于我国的佛教发展又是怎样的

移至此，负起在华人社会中的宗教弘扬事务，促

一个概念？今年，适逢新加坡佛教总会创会70周

进佛教的传播工作。

年，且让我们藉此机会，温故知新、承先启后，
并以稳健脚步走向未来。

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当时一些中国高僧如
圆瑛、道阶、太虚等法师南来弘法，本地佛徒也
日益增多。后来，在法师与信众的努力下，开始兴

佛教总会的创立
自1819年开埠后，英国人引进了现代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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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多间佛教寺院庵堂，新加坡佛教正处在蓬勃发展
的阶段。当时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佛教界应该团结起

新加坡佛教总会

70

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发挥集体的力量，为佛

周年

教创建更美好的未来。1949年7月31日，李俊承居
士于佛教居士林召集了新加坡佛教人士，讨论了有
关事项。与会的百余人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团结本
地佛教的联合机构，并定名为新加坡佛教总会。
当时由21人组织筹备选举第一届职员。李俊
承担任主任，即晚开会，推选会员代表100人，
成立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25人，李俊承居士
当选为常务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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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30日，新加坡佛教总会正式注册
成立。管理委员会选有五位僧侣和五位居士，由
李俊承任会长、宏船法师为副会长，会址设在金
炎路居士林会所。
1950年2月12日，佛教总会于金炎路居士林
举行成立典礼，社会贤达与大德高僧云集，标
志着佛教界新时代的莅临。会长李俊承在致辞
时表示，佛总的成立是应时代所需，它在联合
僧伽与信众，实行种种人道关怀事业，本着入世
的宗旨，信仰佛教、遵守佛制，并致力于弘扬佛
1950年2月12日，佛教总会成立，僧俗四

法、光大佛理。此外，他也提出佛教徒应兴办改

众云集

革的事务，摒除不合佛教信仰的礼仪。在会上，
李会长也提到了总会的五大方针，包括促进世界
和平、佛教教义与传播、教育的推广、慈善的提
倡，以及协助僧伽生活的改善。当时出席观礼的
华民政务司魏坚士也对佛总保证了政府的支持，
他指出各寺院需要互相联系，并由佛教总会提供
指导。
新加坡佛教总会的成立初期，共有90名团体
会员，700名个人会员。它的成立，对本地佛教
的团结、发展、传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70年
来在佛教事业上贡献良多。

在佛总成立的典礼上，主席李俊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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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佛总为了筹集文殊中学建校基金，将蒙巴登的会所变卖，从此过着
“流离失所”的生涯，直至2008年才迁入目前位于芽笼24巷A的大楼。

新会所的搬迁历史
佛教总会成立之初，暂借居士林为临时会

佛总新会所于两年后竣工，2008年10月，由

所，之后的十余年，也一直处于“居无定所”的

秘书长广品法师主持洒净仪式，全体职员迁入办

状态，经历多次搬迁。1965年4月26日，佛总终

公。2009年11月20日举行新会所开幕式，邀请我

于在蒙巴登购置了一所建筑，门牌739号，作为

国总理李显龙主持。

佛教总会的永久会所。难料的是，在1976年，佛

迁入固定的新会所，是佛总发展的一个里程

总为了兴建文殊中学，不惜出售会所以筹足建校

碑。除了结束过去一甲子以来寄人篱下的漂泊日

基金，佛总再度陷入“流离失所”的情况。

子之外，也标志着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因为新

直到1996年8月，佛总在芽笼24巷A购得面

会所的各种设施是为配合举办各种大小活动而设

积约为631平方米的地段，准备作为兴建新会所

计的，充分发挥了现代建筑的功能特质，可供佛

之用。可惜，当时受到客观因素影响，以致兴建

总举办各种促进佛教事业的活动，包括讲座、座

计划一再拖延，直至2006年因缘成熟，终于在

谈会、展览、法会等。另外，尚可租借地方给有

10月29日举行新会所动土仪式。当时，由隆根长

需要的佛教团体，以及接待外宾等。

老主持洒净仪式、参与仪式者尚包括当时的佛总
主席广声法师、副主席法照法师与秘书长广品法
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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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总扮演的重要角色
70年来，佛总在发展佛教事务的
同时，在不同的时间段上建立了重要的
附属机构：菩提学校、文殊中学、悉达
多托儿中心、马林百列菩提学校托管中

佛总参与妆艺大游行，海峡时报以头条新
闻报道并刊登演出照片

心、青年团与佛学班同学会。上述的各
个组织，分别协助佛总在弘扬佛法、普
及教育、推广文化艺术、从事社会关怀
工作等发挥了正面的积极作用。
佛总紧随着国家发展的步伐、参与
了不少有关的宗教和谐活动，包括宗教
联谊会、宗教和谐互动圈。此外，还参
与了政府华社联络组对话会、民情联系
组对话会，以及国庆日祈福大会等。佛
总扮演了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对促
进国民凝聚力、推动国内宗教和谐、民
族和谐有不俗的贡献。

闽南佛学院师生参访新加坡佛教总会

此外，佛总也经常受到有关单位的
邀请，针对一些国家的重要议题发表意
见，包括：人体器官移植、建立综合度
假村、生物医学科技与防止嗜赌等。
作为联系、团结我国各寺院庵堂与
佛教组织的总机构，佛教总会也经常维
持本地与国外的联系。总会每年都会应
邀到世界各地如中国、泰国、印度、斯
里兰卡、印尼等地出席僧伽大会、佛教
论坛、卫塞节庆，以及亲善访问等。与
其同时，佛总也经常接受外地佛教团体
的访问，促进交流，增进友谊。

李显龙总理参与2015年的卫塞庆祝，同时也庆祝建国50周年。

各大宗教代表受佛总邀请，在卫塞节盛典上聚集念经，宣扬和谐共处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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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佛法
佛教有三藏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门，典籍

协助教育部实施佛学教育委员会”，并参与了当

浩瀚，博大精深，别说是初学者无从入门，即便

时的有关工作，包括举办佛学教育研究会、征求

是研究学者亦难以检索。为了普及佛学知识，佛

华校教师参加研究中小学佛学教育教材、制订佛

总通过了各种途径，多种渠道，让民众认识佛教，

学教育课程大纲、供应或介绍佛学书籍图画、歌

接触佛法。例如：举办节庆活动、法会、佛学讲

曲等教材，备担任佛学教师之参考。
过了不久，教育部的佛学教育就被束之高

座、佛学课程等。

阁，时隔20年，即1980年，同一课题又再被提

两度协助教育部落实佛学教育

出。这一次，佛总为响应政府的宗教道德教育而

佛总曾经先后两度为我国教育部落实佛学教

开办佛学师资训练课程。课程分为中、英两组、

育。早在1958年，教育部为了实施学校佛学教

为期四个月。凡出席率达90%，考试及格者，就

育，曾函邀佛总协助，设计有关佛学课程与提供

会获得证书。当时约有百多名来自各中学的教师

师资人材。于是，佛总成立了“新加坡佛教总会

参加，反应热烈。

佛总第七、八、九届佛学班师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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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成人佛学班
佛总于1984年开办佛学课程，为公众提供
有系统的佛学课程，灌输他们有关佛学的正知正
见，为想学佛的一群提供一个明确的指引方向。
佛学课程后改为三年制课程，分为初级、中
级与高级，课程内容包括理论与经典导读，导师
为来自海内外的法师大德。学生每周上课两晚，
每晚上课一个半小时，学生平时有分配作业，年
终必须参与考试，唯有合格者才获颁结业证书。
2001年为了吸引英语源流的人修习佛法，佛
总首办英语佛学班。第一届的英语佛学班吸引了

2019年1月8日，小朋友开开心心地参与佛总周日
佛学班的开学典礼

来自不同背景的百多名学生，其中有不少是在籍
大学生。

佛学师资的培训

至2019年，佛总的中文佛学班已办了33届，

除了为成人、儿童开办佛学课程之外，佛

英文佛学班办了18届，成功培育了数以千计的佛

总也针对性地把目标锁在传授佛学知识的老师身

学人才。

上。佛总认为，宗教教育需要一批热诚、训练有

另外，佛总也没有忘记年幼的孩童们。于是

素的老师来完成，所以有必要提升老师的素质。

从2007年起开办周日佛学班，以及每年两次为学

师资课程的重点除了加强佛学知识之外，还

校学生举办佛学营。佛总希望通过佛教教育来灌

强调教学技能，并通过多元化的现代教学方式，

输儿童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进而激励孩童所习所

来提高与加强前来学习的老师们佛学知识的运

学，融入日常生活中，达到佛教生活化的根本目

用，以取得更专业的效果。

的。此外，从小培育孩子正确的佛教教育，不仅

不管是学生、成人还是老师，佛总采用滴

可以提升他们的修养，将来也可望成为佛教与社

水不漏的方针栽培了不少人才，对于普及佛法教

会的栋梁。

育、推广与宣讲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2019年成年人佛学班迎新暨结业，以及师资培训课程结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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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法师佛学讲座
除了定期的、有系统的佛学课程之外，佛总

修活动，深化佛子的修习之余，也促进师生之间
的友谊，强化佛友们的凝聚力。

也经常邀请海内外法师主持佛理开示，在第一期

年头的“心净身安八关斋”是为让在家的学

的《南洋佛教》就图文并茂刊载了印顺导师莅临

佛弟子有机会体验出家众清净离欲的生活，在受

佛总，演讲佛学大会的盛况。

持戒律的这一日中，众弟子将严守不杀、不盗、

台湾法鼓山圣严法师也早在1982年，应新加
坡教育部与佛总之邀请，在8月2日至9月1日，来

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挂饰涂香、不观听歌
舞、不坐卧高床，让身心净化。

新加坡讲了一个月的佛学。除了为中学佛学老师

本地僧俗二众也经常出席新春期间，由佛总

授课30堂，也进行公开演讲六次，每次多达一千

主办的团拜活动。每一年佛总的会长通过新春致

余人出席。

辞，将佛教核心价值与重要的信息传达给信众，

此外，居于本地的常凯、宏船、演培、妙
峰、隆根等长老们，也经常在佛总举办佛学讲
座，解开学佛者的疑惑，宣讲正信佛法。

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中促进了学佛人的友谊，大家
互相勉励，共同在菩提道上精进努力。
佛总每年都举行重点大型卫塞庆典，庆典被
赋予不同的主题，并通过开示、表演、诵经、礼

定期举办佛事活动、共修活动
佛总每年定期举办一些念佛诵经的法事或共

佛等不同的形式展现佛法的多元性与核心价值，
采用潜移默化的善巧方式教化众生。

每一年的1月1日，佛总都会主办“心净身安八关斋”让在家修行人也能体验出家人清净离欲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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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
佛总不仅是在弘扬佛法方面取得不俗成就，
在其他方面也继续秉持着“佛法在人间”的宗

的店屋为临时校舍，1948年元月12日，正式创
办菩提学校。

旨，顺应社会需求而开展入世的事务，分别在教

创校初期，学校经济是十分拮据的，所以经

育、文化、艺术、社会、慈善各方面多元发展。

常举行义演或学生游艺会来筹募运作基金。学校

一方面是为了融入新加坡多元民族、多元宗教的

创办一年后，学生人数由40名增至一百多名。

大环境，另一方面，亦想通过多种渠道，让佛教
更加融入生活，接近民生。

1955年10月25日，学校交由新加坡佛教总会
主办，学生人数又进一步激增，原来校舍难以容
纳，唯有在芽笼34巷地段建设新校舍。建校计划

菩提学校
菩提学校是佛总承办的第一间学校，亦是

新校舍于1951年完成。

本地出现的第一所由佛教团体创建的学校。早在

在菩提学校庆祝创校四周年及新校舍落成典

1946年，慈航大师有感佛教的传播必先从教育

礼前夕，学生人数已经增至300多名。至1966年，

着手，遂劝其弟子毕俊辉居士在本地推动佛教教

学生多出四倍，约有1300多名，菩提学校再度面

育。经毕居士多方奔走，终于租得芽笼路743号

临课室不敷应用的问题，于是管理层决定在原校

菩提学校新校舍首日启用，全校
师生齐集广场，迎接这崭新的
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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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佛总主席李俊承居士的领导下顺利完成，

扩建，将中座礼堂及课室
改建为五层楼的建筑。扩
建工程于1969年竣工。
菩提学校于1970年开
始，实行中英混合教学。
可在1985年之后，便改以
英语教学。由于菩提学校
历年政府会考成绩优异，
遂被教育部列为15间特选
小学之一，每年招收新生
的数目也逐渐增加。为了
容纳新增学生的人数，学

佛总主办文殊中学建校基金总务主任常凯法师与各组委员合照

校董事部决定于1991年搬到乌美一道的新校舍。
新校舍需要耗资1600万来兴建，1996年建设工
作完成，菩提学校全体师生移师到新校舍上课。
10年后，菩提学校再次面临扩建。这一次的
规模更大，需时两年，耗资2400万来完成。在
佛弟子与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下，扩建的校舍于
2009年6月竣工。扩建后的校舍包括一层四层楼
的演艺中心和一座相等于七层楼组屋高的室内体
育馆。

准了芽笼西区沈氏通道九英亩的地皮作为办学用

菩提学校从简陋到堂皇的校舍，从最初的40

途，但办一间规模较大的中学所需金额不菲，佛

名学生到2000名学生，从寂寂无名到誉满狮城的

总经过开会再三讨论，议决出售佛总蒙巴登路的

特选学校，这都归功于佛教先驱们的高瞻远瞩，

产业，即是佛教总会当时的会所，然后将售地的

学校历任董事与教职员的劳心劳力，一步一脚印

款项拨入创办中学基金。最后，佛总终于购得沈

地走出今日的辉煌。

氏通道的地皮，并积极投入建校的工作。
学校之所以取名“文殊”，主要是文殊菩

文殊中学
文殊中学是新加坡唯一的佛教中学，从筹备
到校舍落成，长达八年，幸得当时的常凯法师与

萨，代表智慧。其德才超群，位列菩萨之首。佛
总以文殊为校名，是寄望作育英才，栽培品德兼
具，智慧非凡的下一代。

宏船法师披星戴月、不辞劳苦，终于完成建校的

文殊中学建校委员会在1975年成立，由常凯

使命。常凯法师曾经说过：“佛教要复兴，必须

法师担任总务主任，负责艰辛的建校工作。值得

先从教育做起。”所以，即便是障碍重重，也要

一提的是，当佛总对外宣布有关建校一事之后，各

排除万难。

寺院庵堂纷纷响应捐献，总数超过100万元。社会

建学最大的问题是资金。1973年，政府批

上各界人士的捐款也甚为踊跃，捐款源源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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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建校委员会募捐主任何瑶焜居士提
出邀请中元会义卖筹款建议，举行纪念杯义标运
动，获得全国700多个中元会的热心支持与响应，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纪念杯在获标之后，获标者献
出再标，一座纪念杯竟被不同的获标者先后献出至
10次之多，最终共筹得100多万，创下空前记录。
文殊中学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努力下，
终于屹立在沈氏通道的九英亩土地上。1982年1月
4日，文殊中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为新加坡
佛教教育史掀开崭新的一页。
2007年，为了配合时代的教育需求，文殊中
学于2007年投入重建工程，新校舍坐落于菩提学
校隔邻，并兴建有许多设施，空间也较大。耗资
超过2400万，设备齐全的新校舍于2009年1月开
始启用。
如今，校友皆为一方人才，在不同领域有着
突出表现。2018年，首届毕业生何伟山受委为官
委议员。

悉达多托儿中心开幕式，邀请武吉巴督国会议员翁执中博士主持

悉达多托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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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百列菩提学生托管中心

悉达多托儿中心成立于1995年11月18日，

随着我国社会双薪家庭日益增多，出外工作

位于武吉巴督，为幼儿提供专业的学前教育，让

的家长无暇在家看管学前学后的孩子。1999年，

孩子们从小在一个具有佛教氛围的环境学习与成

佛总在当时马林百列社理会的支持下，设立了一

长，学习基本佛学，培育良好品德，促进孩子身

所学生托管中心，提供一个安全优越的环境，让

心健康的成长。

孩子做功课、交朋友，好让父母安心工作。

社会事务与慈善关怀
争取卫塞节为公共假期
战后初期，新加坡各主要宗教都有公共纪念
假日，而在本地信众基础稳固的佛教反而没有公
共假日。从战后初期到50年代期间，不少佛教团
体多次向政府请愿将卫塞节列入公共假日，却始
终没有结果。1955年，佛总认为应该为佛教继续
争取应有的假日，便连同普觉寺、龙山寺、法华
寺、

院等佛教团体联函向有关当局申请。多

年的努力，终于在这一次的申请获得首席部长马
绍尔的批准，并在1956年5月10日的政府宪报宣
布每年的卫塞节为我国的公共假日。

关心社会，服务社会
佛总本着佛陀慈悲济世的本怀，对于本地社
会问题亦非常关注，并在适当时候发声或提供援
助的方式服务社会。1977年，佛总有感当时社
会嗜毒问题严重，于是
成立肃毒辅导组，并开
办“佛教义务辅导员训
练班”培训辅导义工。
如今，佛总亦为军管军
人提供辅导工作。
义工们在修毕课程
后，定期为戒毒者提供
辅导，同时也有部分义
工被派遣到军事拘留所
和监狱去辅导囚犯及死
囚。获得辅导资格的法
师们也亲临监狱，为囚
犯提供辅导、弘法与皈

1990年，时任贸工部兼国防部长李显龙准将出席卫塞大会

依服务。随后，佛总增
添了狱后辅导工作，协

助出狱者重新融入社会生活。
此外，佛总也在1984年主办“佛教与滥用毒
品座谈会暨展览会”，展出内容包括介绍各类毒
品、戒毒所，以及自愿辅导员的各项活动，以达
教育群众之效，提醒公众远离毒品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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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在三巴旺戒毒所成立佛教辅导礼
堂，礼堂可容纳四、五百人，设施包括表演台与
小型图书馆，让佛总展开一系列活动，包括演
讲、念佛、礼佛、静坐、开示、歌唱与音乐表演
等。1990年，三巴旺戒毒所的53名戒毒者在礼
堂接受皈依，由当时的佛总主席常凯长老主持。
另外，佛总属下的青年团也热衷于社会事
务，经常自愿为社区老人清理杂物、打扫房间，
偶尔也陪他们聊聊天。
常凯长老在三巴旺戒毒所为戒毒者说三皈依

面对着光怪陆离的社会，佛总也会针对一些
社会乱象提出意见，望能给予纠正。2001年佛
总就当时社会上出现接二连三侵损佛教的事件发
表声明，主要内容包括：呼吁阿富汗停止销毁佛
像；佛教名词不应被滥用，尤其是非宗教团体；
对宗教师的服饰要予以尊重；假和尚化缘事件应
该抑制，以及呼吁非正信的佛教团体能摒除固有
的观念，归向正道。
2005年，佛总也在其刊物《南洋佛教》第
429期发表了一则“反对设立赌场”的声明，劝导
世人应遵循佛陀的训示，切莫堕入赌博的深渊。

慈善监管培训服务
佛总为加强团体会员的行政与运作效率，自
2009年初，便开办了一系列的社团行政管理分享
会。此外，为深化佛教团体对于慈善监管准则的
佛总于2010年7月间，邀请朱时生律师主持两场
法律讲座

了解，也曾多次与慈善理事会开办多项有关的培
训课程，包括在佛教慈善团体监管咨询服务计划
下的慈善团体董事监管培训、以及慈善团体执行
秘书与行政人员专业培训班。
在这一系列与慈善团体、社团、会馆的交流
会与授课过程中，出席者提出了许多常遇问题，
与讲员进行了非常有裨益的互动。
此外，佛总还为会员们提供了免费的有关专
题讲座例如法律讲座与监管培训等，协助他们在
短时间更新知识与掌握社团管理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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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国民凝聚力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宗教、多元种族的国家，

201
国民在政府的民族平等和谐共处的多元化政策 进 8年《和谐游戏日》以
国人的凝聚
“不分彼此
力
，团结一致
下，过着稳定和平的日子。作为一个宗教团体，
”为主题增
佛总不仅是致力于与佛教有关的弘扬工作，也经
佛总每年都参与我国为促进社区各族、
常配合政府，参与或主办促进国民凝聚力的活
各宗教和谐而致力推广的常年活动“和谐游戏
动。
日”，活动旨在通过各种球类运动与游戏，让不
例如：2006年8月6日，佛总为庆祝我国建国
同族群、不同宗教的年轻人培养团体精神，加强
41周年，召集宗教联谊会各大宗教代表，宣读宗
友好合作。2011年，首次承办“和谐游戏日”活
教和平声明，各宗教代表一起被邀上台祈祷世界
动；2018年，佛总更连同巴哈教与袄教，由佛总
和平、确保社会稳定发展。
青年团承办，在菩提学校举办该年度的和谐游戏

日。此外，尚特别邀请乐龄人士参与，以培养年
轻人敬老尊贤的观念。

2011年，佛总首次承办“和谐游戏日”，当天活动在圣淘沙岛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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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灾筹款、超荐追悼
世间一切，皆悉无常。面对着各种天灾人
祸，佛总本着慈悲救世的立场，及时施予援手，
提供经济援助或人道关怀。
比如说，1953年7月16日芽笼亚答屋区发生
大火，灾情严峻。佛总在一周内筹得1万4千元，
并于7月26日将义款分发给灾民。
1961年5月25日，河水山发生了新加坡有史
以来的严重火灾，让好几万人失去家园。佛总立
即召开紧急会议，除了决议预先支付一万元交予
福利协会赈灾，并继续组织委员会募捐，最后成
功筹得约3万5千元。

近10年来，佛总不分宗教、不分种族，派发勤
学金给成绩优越的学生。

此外，佛总也为意外悲剧的罹难者举行法会
超荐或为劫后余生者祈福消灾，包括1978年裕廊

庆慈善基金的同时，也号召其他佛教道场响应，

油槽船爆炸惨案、1988年新世界塌楼惨案、1997

一起创建更美好的社会。

年胜安空难、2003年沙斯肆虐、2004年印度洋海
啸灾难等。
佛总的慈善金除了“救灾”，也鼓励 “建
设”。例如，1990年5月9日，佛总捐献2万元给国

此外，每年佛总不分宗族、不分宗教派发勤
学金，以鼓励成绩优异的学生，彰显着佛教慈悲
与包容的精神。至今，派发勤学金计划已迈入第
10个年头。

1978年，10月12日，裕廊造船厂“史拜罗斯号”爆炸，佛总于10月17日为罹难者超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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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
推广佛教文化与艺术

员我国17个佛教团体、10所学校、10个社团、8

1980 年，佛总响应联合国发展佛陀诞生圣地

个其他宗教团体与众多的志工，在他们共同努力

计划，集众之力筹募了21万4千120元捐献给蓝毗

之下，一共摺出2,148,725朵莲花，创下我国两

尼发展计划基金会，充分证明了我国人民对佛教

项纪录：“最大数量的摺纸艺术”和“最大的摺

文化发展的热心。

纸装饰”。

1985年，佛总主办“ 新加坡佛教艺术摄影

2016年3月19日，佛总礼堂展出“千年古佛

展”获得空前成功，估计吸引超过1万6千人参

经卷”，除了僧俗弟子，还吸引了一些本地学

观。主办单位事前准备的3000本展览特刊，竟在

者、文化爱好者参观。千年经卷记载了佛教经

短短三天内分完，临时须加印5000本才够分配。

文、戒律、以及各种佛教事迹，为早期论著的残

展出图片涵盖中国各省各县的佛寺与佛塔，展现

片。

出不同地区佛寺风格各异的殿像、供像与窟像。

为了宣扬佛教教义、传播佛教思想，佛总定

1997年，佛总为庆祝50周年主办“佛总历

期出版佛教杂志《南洋佛教》，杂志除了报道本

史回顾展”，展出了佛总历年来对社会、文化、

地与东南亚一带的佛教活动之外，也刊载佛学文

教育、慈善等各方面的庆典与交流活动纪录。与

章、生活小品等，从1969年发行至今，成为本

会者可从精选出附带有中英说明的300多张历史

地长寿的佛教杂志。值得一提的是，刊载于南刊

图片中，了解佛总如何承先启后为社会各阶层作

的“佛教成语系列”因深受读者欢迎，作者能度

出贡献。

法师在2000年将这一系列的文章整理修订，并汇

2006佛总为庆祝卫塞节，在短短两个月内动

集出版单行本《佛教成语浅释》。

在阿富汗挖掘的千年棕榈叶经卷在佛总礼堂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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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学术交流
佛总一直重视与海外的接触，促进彼此思想
的交流。在2001年，为响应世界华僧会的建议，
第一次与其联办“国际华僧讲习班”。讲习班为
世界各地的华僧提供一个汇聚交流的机会，让群
僧彼此研讨切磋。三天的讲座围绕着佛教在现代
社会发展、僧源短缺的问题上加以探讨，并提出
解决方案。

跨民族、跨文化交流
2015年 5月16日，佛总与新加坡回教理事

步入21世纪，由于全球化的新思潮对汉传

会与和谐中心联办“搭建桥梁跨宗教研讨会”促

佛教构成新的挑战，使汉传佛教未来的走向更加

进各民族、各宗教间的沟通。研讨会分别从佛教

艰巨。汉传佛教应该如何在适应新的形式中保持

与伊斯兰教不同的角度讨论目前社会上的各种问

优良的传统，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佛总分别于

题，例如永不止尽的欲望、无穷无尽的消费、以

2004年与2005年主办了两场大型的国际佛教学

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并各自提出可持续发展

术研讨会，分别设下《传统与现代化－汉传佛教

的生活模式。讨论会除了让佛教与伊斯兰教了解

的现代诠释》与《汉传佛教修行次第》的主题，

各自的文化之外，并让双方建立共识，共同克服

集合海内外佛教精英，一同探讨佛教在新世纪的

目前的挑战。

走向。

自2013年开始，佛总便加入我国的大型活

2006年，佛总派出代表团出席首届世界佛

动“妆艺大游行”，与不同背景的人组队呈献歌

教论坛。 此次论坛开幕於杭州举行，闭幕於

舞。他们有来自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异族同

普陀山。接着第二届於2009年假无锡开幕，台

胞，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外地人或移居狮城不久

北闭幕。第三届於2012年假香港开幕，澳门闭

的新移民。大家因通过长时间排练而感情加分之

幕。2015年第四届於无锡举办。2018年第五届於

余，佛总亦借此机会将佛教优良的传统与文化传

莆田召开。佛总均派员参与。

递开去。

佛总代表于《搭建桥梁跨宗教研讨会》上针对现有社会问题提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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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朝圣活动
为了让同学们可以更深入的探究与深刻体验
佛法，法师于2010年开始带佛总佛学班同学们
前往各圣地朝拜，足迹踏遍了印度，中国四大名
山、南京、敦煌、越南、柬埔寨、印尼和马六甲
等地。当中尤以佛陀的圣迹，出生地–蓝毗尼，
成道地–菩提伽耶，第一次说法地–鹿野苑及入

鹿野苑

灭地–拘尸那迦等，宛如瞻礼当年佛陀伟大的一
生。也藉由朝圣亲睹、忆念诸佛菩萨的无量功
德，早发菩提心，证得究竟佛果。

佛陀初次讲法地–鹿野苑

印度泰姬陵

佛陀成道地–菩提伽耶

佛陀入灭地–拘尸那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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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南洋佛教50年
随着新加坡佛教总会
庆祝70周年纪念，附属
于佛总文化组的《南洋佛
教》也迎来创刊50周年，
杂志创刊于1969年的卫塞
节，为本地发行时间最久
的佛教刊物。
1969年5月30日，当
时的法师、长老们为了凝
聚本地佛教界、促进佛教
三大流派的交流，以及加
强本地佛教活动的宣教，
在僧俗二众的支持下，创
办了月刊《南洋佛教》。
当时，由宏船法师担任社
长，常凯法师为发行人，社址定在伽陀精舍。杂

下，经历了长达20年岁月。可惜的是，南刊长期

志以每期坡币5角在本地、东南亚，以及港台地

面对财政赤字、经费不足的问题也一直持续着。

区分销。

于是，当时参与南刊编务工作的能度法师向常凯

宏船法师在《南洋佛教》创刊号的首页写

法师建议，将杂志移交给新加坡佛教总会，在总

下创立南刊的意义：“南洋佛教月刊，本着发扬

会的带领下，或有足够的资源让刊物长期健康发

佛教文化、福利社会人群的宗旨而创生。愿以佛

展。于是，南刊于1990年2月正式转投佛总旗下，

陀救人救世的立场，运用文字传播，于建国大业

从第250期开始成为附属文化组的一份佛总刊物。

中，为我佛教与国民，提供应兴应革的意见，用

虽说南刊已改为佛教总会的刊物，但是还是

作光大佛教、富国利民的服务。”

秉持着以往的编采原则，以“弘扬佛教文化、福

50年来，《南洋佛教》成为了本地佛教的一

利社会人群”为宗旨，承担起传播法音的任务。

个窗口。它在弘扬我国佛教、促进佛学研究、普

杂志除了报道佛教总会的活动，也刊登东南亚一

及佛学教育、报道教界的活动上，扮演了重要的

带的佛教活动资讯，作为连接南洋与中国、世界

角色，并肩负起承先启后的使命，继续弘扬佛教

佛教的一道桥梁。

文化。

与互联网挂钩的90年代
成为佛总属下定期刊物
每一期的《南洋佛教》在大德法师辛勤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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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入90年代，南刊进行了多项改革：在管
理上，成立编委会，以取集思广益之效；在编排

上，杂志从原来的竖排改为横排；在流通上，取

一些“呼吸”空间。整体看来，更为清爽流畅、

消原来的固定订阅，改为赠阅，以扩大读者群；

读者阅读起来也更从容。

在内容上，多刊登一些年轻人感兴趣的小品、或

2008年，《南洋佛教》为开源节流之故，正

基本的佛学文章，以接引一些初学佛者。此外，

式改为季刊，每年于一月、四月、七月与十一月

南刊也从第313期开始招收广告，以弥补经费之

出版。

不足。
90年代中期是互联网蓬勃发展时期，《南洋

ISSN条码：南刊的国际身份编号

佛教》在庆祝创刊30周年，即实体刊物之361期，

为南刊申请ISSN条码，即为国际标准期刊代

搭上高科技的顺风车，出版了网络数码版。读者

号。ISSN条码可供出版社、研究员、图书馆管理

上线之后，就可在网上直接阅读南刊。

员，甚至读者们提供一个快速而方便搜寻与辨识

21世纪的连串革新
踏入2000年后，《南洋佛教》为顺应时代所
需，无论在编排、设计或内容上皆进行一连串的
创新。
在内容方面，编采人员尝试以与生活相关
的专题报道形式带出佛教的意涵，并以现代轻松
的笔触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消除一般人对于佛教
刊物深奥难懂的既定印象。专题的内容从身边的
生活题材例如饮食、电影、阅读、延伸至环保、
动物关怀、战争和平等各种题材，引发读者的思

期刊的方法。简而言之，专属的ISSN编号就是南
洋佛教的国际身份证号码。
根据图书馆管理局法案（1995）的规定，佛
总文化组必须将印有ISSN条码的《南洋佛教》
呈缴到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会
将有关资料转发到巴黎的ISSN国际中心，并将之
存录在ISSN的国际资料库里。

二维码：手机上浏览南刊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遍使用，南洋佛教从这一
期开始，在封面附上日渐普遍的二维码。以后，

考。
2007年，南刊改用了较大版面的A4纸型排
版、印刷，让原本“密不透风”的文字编排腾出

读者只要以手机轻松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进入
南洋佛教网页，在手机上轻松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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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诚恭贺
新加坡佛教总会创会七十周年志庆

七宝庄严
十方供养
光明山普觉禅寺
Kong Meng San Phor Kark See Monastery

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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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诚恭贺

新加坡佛教总会创会七十周年志庆

傳播佛法 匡正人心
莊嚴國土 利樂有情
新加坡普濟禪寺住持釋法達敬賀
普濟寺佛学研究会 Pu Ji Si Buddhist Research Centre
39 Geylang Lorong 12 Singapore 399012
Tel: 6746 6211 Fax: 6746 6701 Email : enquiry@pujisi.org.sg
Website : www.pujisi.org.sg

Facebook : www.facebook/pujisibrc

敬贺

至诚恭贺

新加坡佛教总会创会七十周年志庆

慧灯无尽
陈友明BBM 夫妇
ACCORD CORPORATION PTE LTD
LOCKER & LOCK PTE LTD
LOCKER & LOCK SOLUTIONS PTE LTD
LOCKER & LOCK PLACEMENT PTE LTD

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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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诚恭贺
新加坡佛教总会创会七十周年志庆

至诚恭贺
新加坡佛教总会创会七十周年志庆

爱教护法

广拓福田

新加坡佛牙寺

竹林寺

Buddha Tooth Relic
Temple(Singapore)

Zu-Lin Temple Association

敬贺

敬贺

至诚恭贺
新加坡佛教总会创会七十周年志庆

护念众生
护国金塔寺
Golden Pagoda Buddhist Temple
敬贺

集
圣
上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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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薝蔔院  
旃檀林
東眴閣
积善堂
海印学佛会
善福堂
善德堂
宝光佛堂
龙华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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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佛林
圆觉宗（新加坡）
菩提佛院
宽济堂念佛社       
法藏精舍
观音救苦会
禅义共修会
大愿共修会
香莲寺
天寿堂吕祖宫
观音斋
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
先锋印刷装钉私人有限公司
释广品
释向扬
释开诚
释达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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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
无
边
德

心净则国土净
佛历2563卫塞庆典“心净世和”侧记
为庆祝佛历2563年卫塞节，新加坡佛教总会
于4月28日，假义安城广场举行卫塞庆典。今年
适逢新加坡开埠200年与佛总创会70周年，因此
主办方特以“心净世和”作为今年的庆祝主题。

起心动念唯有善
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广品法师在庆典上的致
辞，为主题作了很好的诠释：
“佛教的教旨之一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其重点在于互相包容和互助尊重。环顾今时今日
在世界各地所发生的种种冲突与暴动，我们很庆
幸的有着一批具备高瞻远瞩的先辈和建国一代，
他们立志以互相包容、互相尊重的精神，要在这
个岛国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让不同种族与
宗教的国人能世世代代在这里安居乐业，进而打
造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社会。”
法师表示，今年是我国开埠200年，正好回
顾过去，展望未来，“新加坡人的确实现了这理
想，但我们仍然不可松懈下来，更不可以把这一
切当着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是一个开放的社
会，很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最近在我们周
围所发生的惨案，在在提醒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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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警惕。”
当日，各大宗教长老与代表均出席庆典，法
师表示，“这彰显了我国多元种族、宗教的和谐
与融洽，任何一个宗教或族群的节日都是国人普
天同庆的佳节。” 广品法师也强调了宗教和谐的

国际大环境下，种族、宗教依然是分裂社会的导

重要，大家切莫掉以轻心，对自己要时时警惕，

火线。最近发生在新西兰的恐怖袭击，据说就是

对别人则要包容、尊敬。

网络上的仇恨演说所导致的。”
部长表示，有鉴于此，政府为了维持社会安

抑制假信息 维护宗教和谐

全，制定了抑制假信息的法案。王乙康部长也强

我国教育部长王乙康受邀担任庆典主宾，他

调，政府意识到群众对法案的关注，所以法案的

在庆典上表示为了维护我国宗教和谐，政府将会

覆盖范围不包括看法、批评、讽刺的信息，以及

严厉阻止任何蓄意煽动种族和宗教间敌意的语言

受法律制裁的只是假新闻的作者，而不是传递信

和行为，包括抑制假信息的散播。

息的人。

王部长在致辞时指出，宗教和谐是我国的生

部长也解释，政府也是非常关心人民的看

存之道，政府提出的防范网络假信息与操纵法案，

法的，“人们心里的顾虑，是能够理解的。可政

将有助于保持社会的安定。

府将一一地为大家详细解释，大家心平气和，你

他举例子说明，近期在新西兰和斯里兰卡所

问、我们答，一起解决问题。”同时，他也在现

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可作为我国借镜。面对着世

场呼吁国人齐心合力对抗假信息，时刻保持警

界各地的恐怖威胁，新加坡不可能置之事外。

惕，先确认信息的真实性才转发给亲朋戚友。

“在民粹主义和各种族宗教极端主义抬头的

弘扬素食，提倡护生
部长致辞之后，在佛教总会会长广品法师与
其他与会的特别嘉宾们陪同下，巡视全场。王乙
康偶尔的一句：“叻沙，也有素的吗？”，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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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场观众对于素叻沙的关注。两位司仪也趁着
部长参观素食摊时，访问有关素叻沙的烹调法。
其实，不只是叻沙，本地其他驰名美食，都
有翻制成“素食料理”的可能，例如海南鸡饭、
迷暹、小碗翅、甚至日本的寿司等。厨手们精巧
地将素食材取代了原先的荤食，味道仍然保持原
先的美味。
素食一直是佛教弘扬的宗旨，虽然佛教一直
为大众打开方便的大门，佛教徒不一定要成为完
全的素食者，但却依然积极推广素食的思想，希
望众人尊重生命，减少杀戮，即便是鸟禽走兽，
也须一视同仁。

信众参与浴佛、献花与供灯
卫塞节是纪念释迦牟尼佛的诞生、成道和涅

槃的重要日子。众多的佛教徒都一早排好队，先
后参与浴佛、供花和供灯等仪式。
浴佛，对于佛教徒而言，有两层意义。其
一、因为佛陀降临，为众生带来佛法，好比清凉
无比的泉水，为众生提供一个解决之道。浴佛、
其实就是对佛陀一种最尊敬的供养。其二、在浴
佛的同时，祈望佛弟子能够外沐佛身，内净自
心，提升自己身心的品质。

31

献花，是对佛陀另一种敬意。佛徒以花作为
对佛的供养，经典早有详细记载。《佛为首迦长

此外，庆典上的节目也尽显我国多元民族、

者说业报差别经》就记述了供花的十种功德。佛

多元文化的特色，融合华、巫、印三族不同的风

徒献花，一方面是为表对佛陀的尊敬与感恩，另

格，呈献一场色彩缤纷的表演。

方面是一种谦卑的举
止，表示向佛学习，
清净三意。
供灯，是为让佛弟
子藉着点灯的机会，提
醒自己在学佛道路上的
精进修为，在菩提道上
更上一层。
供养是一种仪式，
更重要的是佛徒在供养
的同时，审视内心，完
善自己，就是将供养最
大的力量。
同时，佛总总务组
副主任有广法师也莅临
卫塞庆典现场，为信众
主持祈福仪式。信众们
老早就排成长长的一条
人龙，接受法师的祈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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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祝福。

菩提学校
卫塞绘画展才华
每一年的卫塞节，佛教总会与菩提学校在校

赛，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能让学生更

内举办卫塞节绘画比赛（一至三年纪是填色、

好地理解和展示他们在德育课和品德课上所学到

四至六年级是创意绘画），今年为配合新加坡

的知识。学校的各个课程辅助活动表演艺术团体

开埠200年，主题是“感恩新
加坡”。比赛除了让学生天马
行空发挥创意之外，也期盼通
过健康的主题，灌输学生正确
的价值观。这一项活动从2008
年开始，已经举办了12年。一
项活动能够持续地举办这么多
年，离不开学校教职员的支持
与勤奋工作，以及学生们积极
的参与。今年的绘画主题，南
刊特地收集了校长、老师，以
及获奖学生们的感想，与读者
分享他们参与活动的喜悦。

林惠珉校长：
我们非常感谢新加坡佛教
总会多年来大力支持我校的卫
塞节庆祝活动。每年，法师都
会带领我校师生和工作人员一
起参加浴佛仪式。此外，学生
还会参加佛总与我校好公民与
品德教育组联合主办的绘画比
五年级组第一名同学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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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以充满活力、精彩无比的表演，支持每年的卫

著名的美食。还有美丽的旅游景点，滨海湾、摩

塞节庆祝活。这些都使学校的卫塞节庆祝活动更

天轮等等。我们感恩那些建国英雄，让我们拥有

加圆满。

美丽的居住环境和完善的设备。通过这个活动，
身为新加坡人，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我们要感

好公民与品德教育组负责老师杨慧珠老
师：

恩我们的祖国，珍惜所拥有的幸福。

这项活动从2008年开始，至今已举办了十
二年。一项活动能够成功地举办这么多年，离
不开学校的大力支持，离不开老师们的辛勤工

林宣乐，林楷恩，刘俊轩，
陈卓鸿（5正直班）

作，离不开学生的积极响应。我们能够看到学生

我们是以幸福的学生来构思这幅画的。我们

从活动中获益不浅。这让我们有了坚持下去的动

很庆幸自己生长在新加坡，丰衣足食，接受良

力，更有了把活动办好的信心。我希望我们能延

好的教育。在创作时，我们各展所长，齐心协

续这个有意义的活动，通过这个活动让学生学会

力，顺利完成这幅画。我们感恩生活，珍惜眼

心存感恩。

前，期望将来能为国家做出贡献，使国人拥有
更好的生活。

刘恬宇，蓝芮恩，黄睿萱，卓敏，
萧丽琴（6喜乐班）：
我们很感恩在新加坡，每
个孩子都有机会上学读书；也
很感谢我们的岛国很安全，没
有战争，也没有种族暴乱。新
加坡这个小红点是怎么变成现
在繁荣的城市呢？这都要感谢
我们的祖先们。如果不是因为
有他们的努力与付出，我们今
天就不会有昌盛的新加坡。我
们 以这幅画来表达我们对建
国英雄的感恩。

郭
，翁瑞婷，韩芮
恩，颜思琦，陈熙璇（6
正直班）
一开始，觉得画画很难，
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
同心协力，得到了杰出的成
绩，真是团结力量大。我们很
感恩自己出生在、居住在美丽
的新加坡。新加坡是个美食天
堂，就像我们画里有沙爹、椰
浆饭、榴莲等等，都是新加坡
六年级组第一名同学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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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阳，

HYDROPONICS
– GROW PROJECT
■

Written by Mrs Wendy Tan, Science HOD (Covering)

GROW Project, a hydroponics
cultivation project, is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CCE) departments.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e project
is for pupils to appreciate the
importance of hydroponics
– an alternative method of
growing plants without soil
– in Singapore, a land scarce
country. Through the project,
we want pupils to learn about
growth of plants and life cycle,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Science syllabus. Pupils
put their classroom learning into practice by
growing and harvesting plants without soil. In
addition, to inculcate the value of ‘compassion’
and as part of Values in Action, pupils sell the
vegetables to their
schoolmates and
the proceeds go
to the charitable
homes adopted
by the school.
At the start of
the project, pupils
are briefed on the
objectives of the
GROW Project.
In the first three

■

to four weeks
of the planting
cycle, pupils
make preparations for the sale
of the harvested vegetables. They then promote
the vegetables by advertising to pupils of
other levels. On the day of harvest, pupils get
to keep some vegetables for themselves while
the rest are sold during recess. The pupils
show enthusiasm and commitment in the sale
as they want the proceeds to be used to benefit
the homes. Through this platform, our pupils
are given the opportunities to hone their
speaking skills and be confident speakers.
The main beneficiaries of this charity drive
are Jamiyah Nursing Home, St Theresa Home
and Brighthill Evergreen Home. The idea of
donating the proceeds was mooted by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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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pils in 2016. They expressed their wish to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by harvesting the
crops and donating them to the homes. In
2017, the pupils wanted to include more pupils
in playing an active role in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munity. They proposed to sell the
harvested crops to their fellow schoolmates
and use the proceeds to purchase essential
and daily necessities such as wheelchairs,
milk powder and diapers for the three homes.
The GROW project allows pupils to be
more involved and take ownership in their
own learning. They see the relevanc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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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concepts they have learnt in class and
they enjoy learning Science through their own
discovery. We see the pupils being responsible
in taking care of the vegetables throughout the
period of growth. From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harvest to sales of the vegetables, pupils’
leadership skills and entrepreneurial skills
are also developed. In the process, pupils
also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s that Singapore
faces as a country with limited land and learn
how to overcome them, thereby appreciating
the NE message “No one owes Singapore a
living”.

释迦善女会

25周年纪念午宴

释迦善女会于2019年6月9日在乌节路文华大
酒店举行庆祝成立25周年午宴。应邀出席午宴的
嘉宾除了主宾陈川仁议长之外，尚有外劳中心主

等皆是受益者。
另讯，释迦善女会--洗肾中心，已从沈氏通
道大牌60号迁移至文庆路上段大牌19号。

席杨木光先生，慈善理事会主席余福金先生，慈
善总监洪合成博士。佛教总会会长广品大和尚
也是贵宾之一。
释迦善女会的常年午宴活动都是在华人
新年第三个星期举行。今年由于文华大酒店
的厨房出现突发状况而延迟到六月举行。在
这友人、信众们相聚的时刻，主席宝实法师
也趁此机会颁发善款予各教育及慈善机构，
包括全国肾脏基金会、新加坡佛教总会、新
加坡佛教施诊所、菩提学校及药师行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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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yadhita held its 25th annual celebration
cum charity lunch at the Orchard Mandarin
Ballroom this year on 9th June 2019. The Guestof-Honour was the Speaker of Parliament, Mr
Tan Chuan Jin. The other guests were Mr Yeo
Guat Kwang, Chairman of Migrant Workers
Centre; Mr Gerald Ee, Chairman of Charity
Council; Dr Ang Hak Sang, Commissioner
of Charities. The President of the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Ven Seck Kwang Phing
was also among other distinguished guests
present.
The yearly lunch always held on the 3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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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of th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but due
to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cropped up with
Mandarin’s kitchen it was delayed to June.
While having a get-together with friends and
devotees, we have also presented donations to
the National Kidney Foundation,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Singapore Buddhist
Free Clinic, Maha Bodhi School and Buddha
Of Medicine Welfare Society.
Our Sakyadhita-NKF Dialysis Centre was
moved from Blk 60 Sims drive to Blk 19
Upper Boon Keng Road six years ago as HDB
took for en bloc sale.

佛
学

2

大家慢慢走，
我不会伤害大家

漫
画

《七个烧饼》

■

梁士清

■

遵命，师父

 从前有一个小和尚非常精进
观自在菩萨...

3 老师父让他出去办一点事
4

 他路过一个烧饼铺

碰

师父放心，
我一定快去快回

 他肚子饿了

好香的烧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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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我下次还会
吃你做的烧饼

这烧饼可太香了

7 他一口气吃了七个烧饼
真的是美味


这次可吃饱了

 在回去的路上，他想
 突然间，他后悔了

白天的烧饼
我吃到第七
个才饱

早知道吃第七个
烧饼就可以饱

 晚上回到寺院，他想

我为什么？
要吃前面六
个烧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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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须从量
的积累开始，没有一定量的
积累，就不可能有成果，那么
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首先要
有艰苦的工作，一点一滴的
积累，才会发生果的形成。

至诚恭贺
新加坡佛教总会创会七十周年志庆

净名佛教中心
Vimalakirtl Buddhist Centre
敬贺
41

至诚恭贺
新加坡佛教总会创会七十周年志庆

福慧讲堂、洛伽山庄、
妙音觉苑、能仁精舍
敬贺

至诚恭贺
新加坡佛教总会创会七十周年志庆

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团
佛学及静坐班同学
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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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诚恭贺
新加坡佛教总会创会七十周年志庆

佛教会
The Buddhist Union
敬贺

至诚恭贺
新加坡佛教总会创会七十周年志庆

释迦善女会
The Sakyadhita
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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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诚恭贺
新加坡佛教总会创会七十周年志庆

至诚恭贺
新加坡佛教总会创会七十周年志庆

法轮社

新加坡佛教施诊所

敬贺

敬贺

至诚恭贺
新加坡佛教总会创会七十周年志庆

至诚恭贺
新加坡佛教总会创会七十周年志庆

益群旅行社(新加坡)
私人有限公司

万佛林

敬贺

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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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诚恭贺
新加坡佛教总会创会七十周年志庆

至诚恭贺
新加坡佛教总会创会七十周年志庆

吉祥宝聚寺
B W MONASTERY

如切观音堂

敬贺

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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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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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

区

Postal Code :

中加上符号。

A. 祈 愿 （ 姓 名 ）
智慧增长

身体健康

业障消除

其他

生辰快乐

莲增上品

其他

B. 回 向 （ 姓 名）
福慧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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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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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食
／
斋
料
／
健
康
食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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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56/58 Lorong 25A Geylang

Singapore 38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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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教
文
物
／
书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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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传统健康正宗素食
提供可口经济杂菜餐式
地点适中·交通方便
欢迎光临·阖府统请
我们每天营业，时间：
上午七时至晚上十时正7AM To 10PM

旅杰贸易佛教文物批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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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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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询问, 产品零售批发皆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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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庆良
Ken Bay
(65) 9720 6817
ken_bay@hotmail.com

PropNex Realty Pte Ltd

Associate Branch Director

CEA Reg. No.: R01030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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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十点至晚上七点，
星期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四点。

其
他
服
务

5 Koek Road #01-25/27
Cuppage Plaza (S) 228796
Tel: 67362089 Fax: 67371824

素 食 林

DOUBLE ACE ASSOCIATES PTE LTD
专业收账服务

殡
仪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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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正宗斋宴席、素食小品
We
are a well-established company that
及饱点自由餐、上门到会
provide DEBT RECOVERY for financial
一律欢迎
institutes, companies,
individuals, etc.
100 Eu Tong Sen St. #03-16

Pearls
Centre SPte
(059812)
Double
Ace Associates
Ltd专业收账服务

DEBT MANAGEMENT (CO Reg: 201539268R)
TEL: 6 2226141
51 Bukit Batok Crescent
Business
Hour:Singapore
11.00am#01-01- Unity Centre
658077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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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瓷、水晶、字画、刺绣、佛
10/1/18 4:17 pm

净园干湿洗
WASH-L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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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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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Ceylon Rd S (429607)

TEL: 90172880
63440820

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
EVERGREEN BUDDHIST CULTUR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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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s.indd 45

3/29/10 2:5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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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刊鸣谢

Tommy Lim

$200.00

Florence Low

$100.00

曾福成

$100.00

陈梦黎、陈大业

回向先父陈岳梅、先母纪明兰莲增上品

$1000.00

林徽妤

回向已故林师永（斯雄）莲增上品

$300.00

林徽妤

回向林门历代祖先莲增上品

$300.00

Tang Poh Ing

回向母亲郭明珠女士早日康复

$300.00

林玉奎

回向林淑书故太往生极乐世界、莲增上品

$100.00

苏夏秋、卓文来

祈愿卓文来合家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100.00

柳秀芳

祈愿合家身体健康、业障消除、福慧增长。回向已故父亲柳长成莲增
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100.00

吴昕宜、吴炳彦

祈愿吴昕宜、吴炳彦智慧增长，身体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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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lvinLeong
Hing Yin,
JoelLeong
Kwong Jun,
Yap Foong Yeng

wish MelvinLeong Hing Yin,JoelLeong Kwong Jun, Yap Foong Yeng
to have wisdom, health, free from impediment

陈雅珍

业障消除、福慧双增、安康吉祥

$50.00

Steven Teo

祈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40.00

唐金莲

回向已故外祖母杨指莲莲增上品、离苦得乐、往生净土、速证菩提

$30.00

尤莲珠

祈愿尤莲珠、吴荣源、吴佳美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25.00

周佑桂

一切有情众生早日成佛

$20.00

Tan Hock Chye

回向陈丁四、陈丁陆莲增上品

$20.00

黄秀顺

回向母亲林添往生净土、离苦得乐

$20.00

陈亚琼

请三宝常住世间、正法久住

$20.00

曾鈱俰

业障病障悉消除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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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净土，速证菩提

$90.00

$50.00

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办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organises

礼千佛 集福慧
Prostration to Thousand Buddhas in the
Future Aeon Dharma Assembly
日期 Date

: 9月1日(星期日) 礼未来千佛

时间 Duration : 9am - 5pm
地点 Venue : 新加坡佛教总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电话 Tel

: 6744-4635

法会期间设有供智慧灯，供佛斋众，消灾项目。

欢迎出席，共植福慧！
You may participate in the items of Dana, offering lights etc.

All are welcome!

新加坡佛教总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Tel: 6744 4635 Fax: 6747 3618 www.buddhist.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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