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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解读：爱语

近乎抽象的眼睛表示“正念”；

手塑的心型表示与慈悲心相应的

爱语。整体构图所要表达的是：

活在“正念”的状态，说出与慈

悲心相应的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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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摄法之爱语摄
文◎ 释法梁

目前心轴

四摄法，梵语

catva ri sam graha-vastu ni，

即布施摄、爱语摄、利行摄、

同事摄。简单而言，

就是通过布施摄的给与、

爱语摄的善言抚慰、利行摄的善行

利益众生、同事摄的

亲近众生同其苦乐这四个管道去感化

众生，获取信任，并使他们依附。

就如《维摩经》所说的：

“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

四摄法可以个别完成，也可以

多个摄法一起进行；无论如何，

其根本依据是正念正知；依正念正知

去行四摄法，摄受了众生之后，

至终目的就是要引入佛智。

要切记的是：若没有了正念正知

做为根本依据，以及引导众生

入佛智做为目的，四摄法则会沦为

世间权贵的手段。

 如果因为曾经“祸从口

出”，就噤若寒蝉，这又是

掉入两极化的对立之中了。

我们应该积极地转化“口四

过”为“爱语”，正向的

劝、导、诱、诲，引领人们

到达佛智，这才是真正善用

天赋的珍贵资源。本期文稿

让我们一窥善巧运用两片唇

和肢体语言的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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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语摄

 众生喜爱听好听、顺心

的话，这是因为贪的烦恼在作

祟。修行人顺着对方这个烦

恼，通过言语去摄受对方就是

爱语摄，这是一般的讲法。若

从广义而言，爱语大致上可分

为四大类：

 一、令离苦：为解决对方的问题而提

供方法或给与劝导这类话语。

 二、令得乐：用赞扬、认同、鼓励等

对方喜欢听的话语跟对方沟通。

 三、令得提升：给与世间法的教导。

此时就算是用严厉的话语来呵斥也算是爱

语。

 四、令得无畏：给与教导修行的方

法、建立修行知见令趣入佛道。甚至于用

棒喝的震撼令对方觉悟亦是爱语。

 表面上看起来爱语摄只单纯是摄受

众生的方便，是利他的修法，其中没有自

利，事实上却非如此；通过爱语摄，修行

人于己达到自利，于人则达到利他的成

效。何以如此？修行人在行爱语摄时保持

正念，过程中正知无我、无人，一切的言

语都是摄受众生的方便说，一切都是因缘

而生因缘而灭，这就是自利。修行人在行

爱语摄时给与言语上的协助，解决对方的

问题，提升对方的智慧，引导令得觉悟，

这些都是利他。

 若只有自利，则利他的智慧、慈悲

心无法圆满；若只有利他，至终不是被外

在的众生所度就是被自己的烦恼所转。自

利、利他有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拉回眼前”放下万缘，让自己往外

的心内收。“活在眼前”让自己的心延续

内收的状态，清楚的看着、感觉着自己在

说话。“运用眼前”看清因缘时机，什么

时候该说什么话，说到什么程度，什么时

候该加强语气，什么时候该轻描淡写都要

很清楚。一察觉到对方在开始起烦恼，对

自己所说的话不能接受时，便马上“拉回

眼前”，放下爱语摄，然后回归到自己平

常的心，这就是“回归眼前”，

回到眼前觉醒的心。

 这就是爱语摄的修法。

一察觉到对方在开始起烦恼，

对自己所说的话不能接受时，

便马上“拉回眼前”，放下爱语摄，

然后回归到自己平常的心，这就是

“回归眼前”，回到眼前觉醒的心。

这就是爱语摄的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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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r Methods of Enthrallment to Win Over 
Others [Four all-embracing (Bodhisattva) virtues] – 
Enthrallment through Affectionate Speech
◎   By Venerable Fa Liang    ◎ Translated by Wu Xin

The Four Methods of Enthrallment to 
win over others, catva ri sam graha-vastu ni 
(in Sanskrit), include enthrallment through 

giving, enthrallment through affectionate speech, 
enthrallment through benefiting conduct, 

and enthrallment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others. 
Simply put, the purpose is to influence other 

sentient beings and gain their trust and reliance 
through the four channels of enthrallment through 
giving, enthrallment through affectionate speech 
to pacify them, enthrallment through virtuous 

conducts to benefit them, and enthrallment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them, so as to be close 
to them and share with them their sorrow and joy. 

This is similar to the teachings of Vilamakirti of 
“First lure them with desire, and then lead them to 

the ultimate wisdom.”

The four methods of enthrallment can be 
conducted separately or together. Either way, 

the fundamental bases are right mindfulness and 
right wisdom. Only through engaging them and 

winning them over with right mindfulness and right 
wisdom can we lead them to the ultimate goal of 
Buddha wisdom. In practising the four methods, 
we must remind ourselves that without the bases 

of right mindfulness and right wisdom, and the aim 
of leading sentient beings to the absolute truth of 
Buddha wisdom, the four methods of enthrallment 

could degenerate into a tool for the pursuit of 
mundane power and status.

If we have previously 
experienced trouble 
due to a ready tongue, 
and now we are silent 
because of that, we are 
reacting in a dualistic 
way. We should strive 
to transform our “four 
faults in speech” into 
“affectionate speech”, 
to persuade, guide, 
entice, teach, to lead 
others into achieving 
Buddha’s wisdom, this is 
how we make good use 
of our inborn resources. 
The article in this issue 
let us have a glimpse of 
the beauty in the skilful 
use of our lips and body 
language.



PAGE 5目前心轴

Enthrallment through 
Affectionate Speech
 

 Generally people like to listen to pleasant 
and agreeable words. This is owing to the 
defilement of greed. A general interpretation 
of ‘Enthrallment through Affectionate Speech’ 
is to engage others and win them over through 
speech, going along with their defilement of 
greed. However, broadly speaking, there are four 
kinds of affectionate speech:

 i. Speech to help others stay away from 
sufferings – Such as suggestions or guidance to 
help others solve their problems.

 ii. Speech to help others attain joy –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with words that are 
pleasant to their ears, such as words of praise, 
concurrence and encouragement.

 iii. Speech to help others elevate their 

abilities – Provide them with teachings related to 
this world. In this context even uncharitable or 
reprimanding words are considered affectionate 
speech.

 iv. Speech to help others attain no-fear – 
Provide others with teachings of practices and 
insight to attain Buddhahood. In this context 
even shouts to make someone awakened are 
considered affectionate speech.

 Enthrallment through affectionate speech 
may appear merely as a convenient way to 
engage other sentient beings and it only benefits 
them but not the practitioner himself. This is 
not so. Through the method, a practitioner can 
achieve the effect of benefiting oneself as well as 
others. This is because in practising enthrallment 
through affectionate speech, one would be 
maintaining right mindfulness and in the process, 
attaining the right wisdom of no-self, no-others, 
and the realisation that all spoken words are 
merely convenient means to engage others, as 
the arising and cessation of everything is a result 
of causes and conditions. This is how the method 

Once we notice that the other person is 
troubled and not receptive of what we said, 

we should immediately “focus on the present”, 
stop the process of enthrallment through affectionate 

speech, and return to our equanimous mind. 
This way, we are practising “returning to the present”, 

and returning to our conscious mind. This is the correct practice 
of practicing enthrallment through affectionate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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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ng our mind inward and be clearly aware 
that we are conducting affectionate speech. 
‘Applying the Present’ allows us to observe the 
right opportunities to make the appropriate 
speech,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extent and 
emphases of the words communicated. However, 
once we find our speech unacceptable to 
others and causes vexations in them, we should 
immediately ‘focus on the Present’ by abandoning 
the enthrallment practice and return to our 
everyday mind. With ‘Returning to the Present’, 
we return to our awakened mind at the present 
moment.

 This is how to practise enthrallment 
through affectionate speech.

benefits oneself. On the other hand, practising 
enthrallment through affectionate speech help 
others solve their problems through spoken 
words, and in so doing elevate the wisdom of the 
recipients and help them experience awakening. 
This is how the method benefits others.

 With only self-benefiting, one would 
not be able to achieve perfection with the 
wisdom and compassion of benefiting others. 
Similarly, with only benefiting others, one 
would be constantly influenced by either other 
sentient beings externally or his own defilements 
internally. Self-benefiting and benefiting others 
are like the wings of a bird, which cannot afford 
to lose either one of them.

 By practising ‘Focusing on the Present’ and 
letting go of all attachments, we direct our mind 
inward instead of allowing it to drift outward. 
‘Living in the Present’ allows us to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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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的艺术 

文◎ 释法谦

 一、只是单纯就好

 密室不通风，肯定很容易气滞，各种

怪味都有。这是它的“先天不足”，补救

的方法就是装置抽风机。

 问：为什么抽风机开着？（警察问话

的语气）

 答：是我开的，因为里面很臭。等一

下我会关。（语气中带有不满、针对性。）

 问的人或许是担心浪费电力，想提醒

是不是有人忘记关了；答的人开抽风机很

明显的是为了让密室空气流通。但我们往

往在完成简单事情的同时，又夹杂了许多

感受、情绪和想法，这就容易使事情变质

了。

 我们可以选择一边关心，一边质问；

我们也可以选择只是关心就好。我们可以

选择一边抽风，一边不满；我们也可以选

择只是抽风就好。

 问：有人忘了关抽风机吗？（温馨提

示）

 答：因为空气不流通，抽风让它通通

风。（中规中矩）

 更妙的回答：它呼吸不顺畅，我帮

它透透气。（把密室也人格化了，爱屋及

乌。）

 二、简单的话

 最近，灾难频繁。在相对法的世间

中，任何的言说都不尽人意，甚至会引起

非议，例如说“侥幸”，是否就意味着罹

难者是“倒霉”？当我们逃过一劫时，感

受到生命的脆弱，就会更珍惜的活下去。

因为我幸存，我更珍惜生命；因为感同身

受罹难家属的伤痛，我选择作一位默默的

陪伴者，用一束鲜花、一盏灯烛、一分默

哀代表我的心。

 每天早上只是被闹钟闹醒，而不是被

炮火轰炸声惊醒；上班搭上惯常拥挤的列

车，或堵在长长的车龙中，而不是山崩路

堵，或水淹没顶；下班后有家可回，而不

是无家可归。每天醒来的第一句话：很感

恩，很幸福；也回向给一切众生。虽然只

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很清楚知道能说出来

的确是件很不简单的事。

 三、Namaste1

 刚出家时，在台湾佛学院上日文课，

老师别具用心的以一位日本比丘尼青山俊

童写的生活杂记作为教材；其中，Namaste

的故事，让我记忆犹新，历久难忘。

 在一次的印度之旅，她将身边可以

真正的弦外之音开启了众生

本具的佛性，

抚平了表象的不平；

更重要的是必须先让自己觉醒，

知道自己还是个人，

人必须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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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的都布施出去了，可是还是有很多乞

讨者紧随着她。最后，她合起双掌，用

很恭敬的心，向他们说：Namaste。当

时，乞讨者都惊呆了。他们属于贱民一

族，过着躲躲闪闪的日子，被人呼呼

喝喝，从来没有人给予重视和尊重。

回过神来，含着泪光，他们羞涩地回

应：Namaste。

 真正的弦外之音开启了众生本具

的佛性，抚平了表象的不平；更重要的

是必须先让自己觉醒，知道自己还是个

人，人必须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外援

都只是善缘，主因在我。

1 合十礼或问候作为礼貌的敬礼和告别的问候方式，起源于

印度次大陆。微微鞠了一躬，双手合十说，手掌触摸手指

尖向上，大拇指紧贴胸部。在印度教，它的意思是“我对

您的神性鞠躬。”《维基百科》

目前心轴

The art of speaking
◎ By Venerable Fa Qian

◎ Translated by To Kuo Ling

 i. Purity
 In an enclosed room, ventilation is poor 
and the smell of stale air is unpleasant. This is an 
“inherent deficiency” and the only remedy is to 
install an exhaust fan.

 Question: Why is the exhaust fan on? (In a 
tone used by the police during interrogation)

 Answer: I switched it on because it is very 
smelly here, I will switch it off later. (Resentful 
and taunting tone)

 Maybe the person asking the question is 
worried about wasting electricity and wants to 
remind the other person to switch it off, while 
to the other person, it is obvious that the exhaust 
fan is switched on to ventilate the air. However, 
we often mixed in our feelings, emotions and 
thoughts when we are doing simple things and 
this complicates matters.

 We can choose to show our concern while 
we question, or we can just choose to show our 
concern. We can choose to ventilate the air and 
ventilate our resentment, or we can choose just to 
ventilate the air.

 Question: Did someone forget to switch 
off the exhaust fan? (Gentle reminder)

The unspoken meaning behind 

the words led us into our innate Buddha nature 

and soothed the unfairness we felt. More importantly, 

we must awaken and realize that we are a being, 

and we must be responsible for our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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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wer: Because ventilation is poor, the 
exhaust fan is switch on to ventilate the room. 
(Neutral answer)

 An ingenious answer: The room is having 
difficulty in breathing, so I gave it some air. 
(personalized the enclosed room and extended 
the love.)

 ii. Simplicity
 Recently, there were many disasters. In the 
mundane world in which a dualistic view prevails, 
any words spoken are less than satisfactory, and 
may even cause disapproval, for example, if we 
say “lucky”, does it mean that the victims are 
“unlucky”? When we had a narrow escape, we 
felt that our life is fragile and we will treasure it. 
Because I survive, I will value life more; because 
I feel the pain felt by the victim’s family, I chose 
to give silent support, with a bouquet of fresh 
flowers, a candle, and observing a minute of 
silence.

 Every morning, I am waken by the alarm 
clock and not by bombs; I board the normally 
crowded train to work, or I am stuck in the 
traffic jam, but I am not blocked by landslides or 
drowning in rising water;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have a home to go back to, I am not homeless. 
When I wake up every morning, the first words 
that come to me is: I am grateful, I am blessed, and 
I dedicate this happiness to all beings. Although 
these are simple words, to discern them clearly 
and speak them out loud is not easy.

 iii. Namaste1

 When I first became a Bhikkuni, I was 
attending a Japanese language class in a Buddhist 
institute in Taiwan. The teacher specially used 
excerpts from the life story written by a Japanese 
Bhikkuni – Aoyama as a teaching material; one 

Namaste story left an everlasting impression on 
me.

 During a trip to India, Aoyama has donated 
all her material things but still there were many 
beggars following her. She then turned back, 
clasped her palms together, and said “Namaste” 
to them in a respectful manner. At that moment, 
all the beggars were stunned. They are the 
untouchables in their society, and were always 
dodging and hiding, and were used to being 
shouted at, nobody paid them any heed nor gave 
them any respect. When they recovered from 
their shock, their eyes were filled with tears, as 
they shyly replied “Namaste”.

 The unspoken meaning behind the words 
led us into our innate Buddha nature and soothed 
the unfairness we felt. More importantly, we must 
awaken and realize that we are a being, and we 
must be responsible for our lives. External help is 
just good karmic conditions, but the main cause 
is ourselves.

1  Namaste is a customary greeting made when people meet or depart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Namaste is spoken 
with a slight bow and hands pressed together, palms touching and 
fingers pointing upwards, thumbs close to the chest. In Hinduism it 
means “I bow to the divine in you”. (Source: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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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力量   
文◎ 释持果

 沉默是金？的确，沉默是金，但不是

次次都如此；有时因为沉默，我们会失去

一些所要争取的东西，所以当需要说话时

还必须发言，但应该说有用和必要的话，

明白当你发言时也可能是造业时，因为言

多必失。语言表现我们的身口意，人与人

之间的交往离不开语言，要记住巧妙语言

在生活中可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尴尬与矛

盾。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工具，也同时

表达我们喜怒哀乐等复杂的情绪情感。俗

语说：“一句话说得让人跳，一句话说得

让人笑”。语言是一种高境界的艺术，同

一个意思，语言的表达方式不同，所产生

的效果就不一样。我们每天都在用语言与

人沟通，可是一般人从来不去注意语言所

产生的力量，只要不合我意，我就反击；

只要顺我意就快乐的接受。人们常常因为

一句话而堕入别人设下的圈套。语言也常

常会给最亲近的人带来伤害，如果我们不

善于修饰。语言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它可

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语言

可以因为一句话把人与人的距离拉远，也

可以因为一句话拉近。所以注意我们的语

言是很重要的。

 语言会造业，语言很多时候被人用

来伤害人，变成一种武器，尤其是在我们

忿怒的时候。所谓“祸从口出，病从口入”，

我们每天都会与周围的人讲话，会有意无

意的造下口业。在佛教来说，口业可以分

成恶口、妄语、绮语和两舌。在身口意业

中，以意业为重，如果意业不起，则身口

二业就不会生起来。语言折射出心念，如

果内心清净，表现在身口意也清净；如果

内心充满了恶念，就会产生恶口。所以佛

陀教导我们应当好好守护身口意。

 “爱语”是佛教的技巧话语，所谓  

“未成佛道，先结人缘”，清净了口业，

学会了以善巧的方法说话，把话说得得

体，能让人听得舒服，心情愉快，就会促

成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要避免遭受到耕舌

地狱的惨报，必须多控制自己的言语，不

要为了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而造成永远的

遗憾。语言可以疗伤，但不要让语言创造

伤痕。人与人的沟通在于心，记住心如果

是真诚、清净的，表达出来的语言也会是

清净的。

 语言的力量多么强大，一句话可以

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可以让一个人功成名

就，可以让一个人穷困潦倒，包括身体语

言，也可以影响我们的生命。“话到口边

想一想，讲话之前慢半拍”，不是不说

话，而是讲话要谨慎。修行就是改变自

己，通过闻思修，保持正知正念，则表达

出来的语言就能够清净。

 语言是一门心灵的艺术，善用语言

而不是滥用语言，说出一些花言巧语，时

时观察自己的心，护念自己的心，也护念

他人的心，我们所传达的语言就会利人利

己，也让彼此得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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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语是世界上最甜蜜也是最锋利的言

语。

 激励、称赞的爱语能把你从谷底捧到

天上，让你轻飘飘的得意忘形，也能使你

奋不顾身勇往向前冲刺。

 安慰、启发性的语言能抚慰受到创伤

的心灵，恰似得到灵药医治千疮百孔的伤

处。

 曾听到师父开示时所说的一个小故

事：有个日本的比丘尼到印度去取经，

由于沿途乞丐众多，她把所有可用来布

施的东西都用完了，可是还有很多乞丐

跟着她。最后她只能双手合十，用非常

恭敬、虔诚的态度对乞丐们说了一句

话“Namaste”（参考Page 8的注1：Namaste)，哪

知话一说完，乞丐们都感动的泪流满面。

可见这句话是多么有力量，它能唤醒那被

深埋在心里的灵魂与自尊。

 这才是真正感人的爱的语言。

目前心轴

爱的语言
文◎ 心珠

 人们通常依赖语言来沟通。现在由于

科技的发达，除了语言还可通过网络的管

道如微信、简讯等等，而且越来越受年轻

一代的追捧；言语可能渐渐被替代，嘘寒

问暖、谆谆善诱的情形可能很难再现。

 曾经看过一幅漫画，全家人围坐在一

起，可是各个都低着头看手机，更别说眼

神的交流；只有两个老人家互相对望。这

一幕情景令人无限感慨，本来一家团聚应

该是无话不说，热热闹闹的；如今的情景

似乎说明语言已是多余的。

 以前，不说话的小孩会给人骂是哑

巴，现在不说话的人满街是。到底是进步

了还是退步？

 人们往往迷失在自我的天地，而对于

眼前的一切视而不见，见而不闻，更别期

望有温柔的眼神和轻声细语的慰问。可是

事实上人人都渴望有一把声音能让紧绷的

神经得以松懈，能使人感受到被呵护与被

关爱。那不是天使的声音，而是普普通通

的爱的语言。



PAGE 12目前心轴

几番折腾后，他鼓起勇气

说：“嘿！我不怕你了，我

只管打坐，你要怎样都可以！

做我护法吧！不要再来吵我。”结

果话一说完，以后没事了，他可以安

心打坐了。

 其实，人会有恐怖感，都和自己的念

头有关系。你根本没想到怕的时候，那个

恐怖境界就不见了，你愈害怕，恐怖境界

就愈多。

 二、鼓励的力量：

 有位老师对一位学生说，你有运动

天份，身体够柔软，反应又灵活敏捷，好

好用心学习。结果长大后，他果然成为一

名出色的篮球运动员。在一次接受采访问

时，他感谢当初启蒙老师鼓励了他，让他

信心十足，才会有今天的成就。一句爱

语，成就了一个杰出人物。

 人活在世上，难免会遇到挫折与风

浪，当有人从旁用爱语作为明灯，指引你

勇往直前，人的生活、思想、境界都会跟

着改观而提升。

爱语的魅力
文◎ 净娟

 常听人说：“说话

是一种艺术，是一门学问。”

我举双手赞同。一句话可以伤人，可以

让人气馁；反之也可以使人安心与得到鼓

励，就如茶的甘醇，让人身心自在。后者

属于爱语摄，有正能量，尤其当人出现恐

惧、忧虑、悲伤、失望等情绪时，就很需

要爱语摄发挥正能量，把他解脱出来。

 说话要三思，免得胡言乱语。有些

人认为自己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自称 

“直肠子”，这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

吗？不过这是出自习惯性思维，也就是习

气，往往自己都没察觉到。因此每个人都

应该训练内观能力，好让自己心够细，和

别人对话时，避免习惯性的谈吐，而要学

会观察对方的反应，发扬爱语摄。

 以下是两则显示爱语魅力的生活例

子，与大家分享，希望大家有所体会。

 一、安心的因由：

 有一个人，喜欢在夜晚静坐禅修，有

几个晚上，他不论是打坐或睡觉，都会听

到天花板上有人大力拖拉重物的声音。房

间子只有他一个人住，他心里很害怕，亮

着电灯才能入眠。后来他请教上师，上师

对他说，以后听到，叫他做您的护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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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语就像慈母情  
文◎ 归心

 《目前》为“爱语摄”征稿，我一看

到“爱语”两个字，就想到海印的法师。

 一直以来，在我的内心深处，想到

爱，就想到妈妈的脸庞、眼神和声音，她

的安详、慈爱和温存之情，对儿女一直是

一种鼓舞力量，从来没有人可以改变这种

感受，直到遇见海印的法师。

 我与师父的缘，始于2009年。那年

初，我满心欢喜前往新加坡海印学佛会报

名参加学佛班。课前，同学们在护法师兄

的带领下，用最虔诚、最恭敬、最欢喜的

心念诵佛号和心经，都专注在念诵的每一

念，珍惜着这个当下。

 对于初学佛法的我们，最难忘和最

感动的画面总是定格在课堂上，面含喜悦

为大家慈悲开示的海印法师。师父慈眉善

目，悲心深切，讲课时总是专心一致，完

完全全投入不乱境界中，高深莫测的佛法

课程经她讲解后，都会变得灵动而浅显易

懂。

 若说专心听法师讲经具大功德，那

么法师讲经授法的功德无可比拟。前来听

经的有的是皈依的佛弟子，有的没有任何

宗教信仰，有的甚至是其它宗教信仰的同

学。为了不使任何人产生烦恼心，法师总

是用平和的、谦虚的、充满爱的语言和方

式授课。她常常告诉大家要把心安住在当

下。

 她告诉我们，听经人与讲经法师及正

在讲的经也都是因缘法，借着听经和讲经

来思维、了解佛经在启示我们身、口、意

要清净，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要跟佛心接

在一起，真理就在自己的心里了。她认为

教学相长，因为听经和讲经不是为自己，

是为全人类、全部众生祈福，希望他们跟

我们一样懂得净化身、口、意。

 为了增加我们大家的信心，培养我

们清净的心以及我们的菩提心、空心和慧

心，法师总是用她最具魅力的方式让我们

断除贪欲的心。法师说心只有一，装进越

多的真善美，能容纳贪嗔痴地方就会越

少。

 法师用她的方式爱我们，她的爱让我

成熟。这种爱，像母爱一样美妙温暖，但

又比母爱更能激发我的成长。那些时候，

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痛苦的或者是

快乐的，法师的言语都会让我得到应有的

抚慰和鼓舞。

 深深记得法师要用投稿海印季刊的文

章批阅我的功课，我备受鼓舞，但还是拿

不出勇气尝试，就在我需要鼓励的时候，

法师找我面谈，她说“没关系，我可以帮

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不仅抚平了我

的不安，也激发了我的热忱。从那个时候

起，我开始投稿。爱语如慈母情一般，不

仅能消除我们的困扰、犹豫和恐惧，还像

明灯似的照亮道路，给我们前进的力量！

目前心轴



PAGE 14目前心轴

好好学习爱语吧
文◎ 净本

 爱语是四摄法之一，是人与人以温

和、慈爱的言语相待，彼此都生欢喜心，

从而增进感情。

 社会如果形成这样良好的风气，就会

到处充满祥和，减少纷争和烦恼。

 现今社会果真这样吗？我与大家分享

两则亲身体验：

 一、公司的老总在开会时，眉飞色舞

地夸赞某部门业绩优良，表扬这部门的主

管有领袖素质，职员都是一流人才！他要

其他部门好好的向他们学习！

 这部门上上下下被表扬得欣喜自得，

有些甚至得意忘形，惹来其他部门同事的

不满与嫉妒。

 为什么老总的这番好话，没有使到公

司里充满和气气氛呢？

 分析一下：大家不难发现，老总的称

赞有他自己的动机与意义，但是整个公司

里要充满和气气氛，须靠所有部门同心协

力，而不是靠一个部门同事的杰出表现。

如果大家都有智慧，老总能用爱语表扬，

受表扬者能做出适当的反应，

例如与其他部门分享功劳，

感谢其他部门的通力合作，

他们才会有这样的表现，

那后果应该大不相同了。

要知道，公司的部

门与部门之间是有

唇齿关系的！

 二、公司里有一位主管要退休了，

我们几个部门商量要买份礼物送给他，其

中一位同事说：“不用担心，我最了解他

了，买礼物包在我身上，你们不用伤脑

筋！”这句话太棒了！

 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这位仁兄似乎

没有动静。有一天，我与同事聊起，才知

道这位仁兄经常会讲一些“不能兑现”的

好话，是属于爱语还是恶语？这次会不会

又给他弄糟了？去与他对质，会伤感情，

我们决定暗地里准备一份礼物。大家不动

声色，等到送别午餐时，这位仁兄似乎完

全忘了他对大家的承诺，也没当一回事。

幸好我们有准备！否则真是给他Play Out

了。

 这个经验教育我们不要随便相信别人

的话，只要自己有智慧，当须要靠别人出

力时，也要确定对方是否可靠，是否有信

用，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把烦

恼减得最低。

 当然，不论是跟哪

一类人物周旋，都应该

用爱语表态，这可不是

与生俱来的能力，要好

好学习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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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语中活出喜悦
文◎ 志学

 我们每天都在滚滚的红尘中翻腾，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态度及方法。人与人之间

的相处，总会碰到问题，听到与自己相合

的话语，一般人就会高兴，甚至在没有觉

知的情况下，还会生起傲慢心。听到与自

己不相合的话语，愤怒、痛苦、烦恼、嗔

恚或忧虑、恐惧会随之生起。由此来看，

爱语包含了人际关系的善巧处理，旨在达

致和谐共处，利人也利己，我们就应该好

好掌握爱语。

 “四摄法”做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

沟通善巧与方法，其中的爱语摄更是直接

的，所以如果人人都能应用的话，肯定有

助于建立和谐的社会。

 学习爱语摄，也可以说是修行“四念

处”的方便方法，我们就可以从中学到在

适当的时间与环境，善巧而且诚恳地讲有

利闻者的语言，切忌奉承攀缘，绝不花言

巧语！

 我举一则经典中的故事，与大家分享

三种不同的爱语。

 从前有一个婆罗门原商，他养了一只

独角牛，这牛很聪明，通人性，懂人语。

原商很爱这头牛。有一天，镇上来了一个

外商，在街上叫喊，“我有一只牛，力大

无比，一次可以拉一百辆车，谁家的牛敢

和它比赛？来，谁家的牛赢了，我给你五

千克黄金！输了就付我五千克黄金！”独

角牛听到这个消息，心想，我的主人对我

这么爱护，我应该赢得这些黄金来报答

他。它便和主人商量，主人同意比赛。许

多人听到有好戏看，都聚集到市场来。原

商介绍他的牛，自豪地说道，“我这一只

牛是独角的！⋯⋯”独角牛听到主人这么

一句话，“别的牛是两只角的，我却是独

角的，我是一只怪牛！”顿时感到很沮丧

与自卑，心如刀割，完全无法使出力气比

赛，没两下子就败下场来。外商轻易赢了

这场比赛。

 回到家，原商就责问独角牛，“我

平时对你这样好，你为什么不尽力比赛？

害我输了五千克黄金！”独角牛回答，     

“你为何在众人面前说我的缺陷？你伤我

的心，我怎么使得出力气参赛？”主人总

算有智慧，知道错在自己，决心将功赎

罪，主动向外商发出挑战：再来一次比

赛！他而且把奖金提高到一万克黄金！这

次，他向大众夸耀，“大家看，我的牛不

止力大无比，它而且很聪明，最特出的是

它通人性！”当独角牛听到主人这番赞

美，心里高兴极啦，便使出浑身的力量，

把奖金赢了回来！

 这个故事让我们感受到爱语的力量，

我们为什么不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爱语来

互相鼓励，代替抱怨和批评呢？

 一个微笑、一个拥抱、一个眼神、一

段文字，甚至一个沉默，都可以是爱语摄

的表现。我们应该尽量保持平静，当他人

发怒或无理取闹时，宜采取谅解忍让的态

度，不与计较，这可以化解对方的敌意，

而避免使事情恶化。

 最殊胜的爱语其实就是一颗平静的

心，它以慈悲平等、尊重包容和智慧思考

等等善法与善行，提升正能量，降低贪、

嗔、痴、我慢与我执，用适当的爱语于生

活中，多增善缘，活出生命的喜悦！

目前心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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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就教训业障深重的众生，你觉得这样被

你“爱”的人好受吗？

 使用爱语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对于忙碌的人，要等他不忙时才说。对于

自尊心重的人，要等周围没人时才说。对

于傲慢的人，自己要能

放低身段时才说。

 我们的爱语，不要

表面化，这样除了让

人觉得肉麻，还会让

人觉得恶心。但是作为

善良的佛教徒，我们又

不好去拆人家的台，所以

只有忍住，只有远离。这样迟

迟不敢说出来的爱语是不是太失

败了呢？

 那么，是不是要像禅宗祖师一样直来

直往呢？也不是。不追求虚礼，但也要避

免突兀。如何才是个度？只能说要“善用

其心”。总而言之，我们的善意必须真切

沉稳。

 爱语不难，但需要你我深度观察，细

心体会，并时时反省自己的动机。动机不

善，说得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到头来变

成是口业。动机善，也许效果不佳，毕竟

也是要经过学习。

目前心轴

说好话也需学习
文◎ 李德钊

 良言一语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人不喜欢听伤人的话，喜欢听好听的

话，自古而然。

 所以，说好话，不仅是佛门的善法，

也是一种文明的礼节。

 懂 得 说 话 的

人，让说话形成一

门艺术。厉害的行

销人能不说而说，

引 导 顾 客 自 行 发

问，欲擒故纵。

 然而，佛门不是生意

场。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学习

改变，学习如何运用语言让他人

听了受用。所谓爱语摄，绝对不是只

说好听的话而已，因为好听的话说多了，

不一定让人人欢喜，我们不是有“笑里藏

刀”这句话吗？

 佛门道场中不乏说好听话的人，但是

我们未必信任他们，未必想亲近他们，因

为有时给你的感觉真的很“虚”。爱语的

基础应该是真诚。爱语摄的运用需要时间

的酝酿，平时就要建立他人对你的信心；

这不是靠取巧得到的，而是靠平时思善行

善的回报。平时的为人很重要。关键就

在“平时”二字。所以，“爱语摄”成功

与否，是有前因后果的。

 爱语需要适量，泛滥的爱语也会让

人受不了。有些人的“爱语摄”不自觉的

采取一种高姿态，仿佛自己是菩萨，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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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鼓颂  

文◎ 释法梁

衲子心迹

 赵州禅师为木鱼写了一首鱼鼓颂：

　　四大由来造化功，有声全贵里头空；

　　莫嫌不与凡夫说，只为宫商
1
调不同。

 意思是：用木头做成的木鱼能够发出

声音，主要是因为鱼身被掏空，这都是自

然界的功劳；凡夫听不懂大自然在说法，

主要是因为彼此在不同的状态之中。

 经典中提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鸟都会

说法，而事实上，我们这世界的鸟也会说

法，只是我们没“用心”去听，因此都听

不懂。只要懂得“用心”，不只是鸟，就

连虫蚁所说的法你都会听得懂；只要懂

得“用心”，不只是虫蚁，就连落花流水

所说的法你都会听得懂；只要懂得“用

心”，至终连石头和你说法你都会听得

懂。

 要如何懂得“用心”？

 活在觉性，然后看清楚外在的人、

事、物和自己内在的身体、感受、情绪、

念都是在无常、因缘、空的特性之中。

 懂得如此用心，你就会发现原来婆娑

世界的鸟、鱼、花、草、树木、风、雨、

雪、大地、沙、石、太阳、月亮、白天、

黑夜都在说法⋯⋯。

1 宫商：宫、商、角、徵、羽为中国古代的五声音阶，相较

于西乐的七声音阶（do re mi fa sol la ti），五音少了

fa、ti两个音阶。

PAGE 17衲子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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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章 名声丧本

 佛言。人随情欲。求于声名。声名

显著。身已故矣。贪世常名。而不学道。

枉功劳形。譬如烧香。虽人闻香。香之烬

矣。危身之火。而在其后。

 佛陀说：人如果随着情欲，追求名

声，名声显赫的时候，也就到了要死的时

候了。贪图世间有形之名，不学习佛法，

等于白白耗尽自己的生命。这就譬如烧

香，虽然闻到香的味道，但香一旦烧尽，

就可能灼伤自己。

 中国文化追求流芳百世，对名声特别

看重，故有三不朽之说：“立德、立功、

立言”，是中国人的价值观，终其一生孜

孜以求，认为可以光宗耀祖，庇佑子孙。

然而许多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一

生所为只为功名显赫，违背因果法则，到

头来积累无量罪业，所谓一将功成万骨

枯，这样的事历史上比比皆是。

 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很重要。比如说

拜祭祖先的思想，为中国人所重，原来是

儒家文化的一部分。佛教认为人死后灵识

离开，不应再耽恋世间，故不崇尚长久祭

拜，但佛教进入中国后却与慎终追远的思

想融合，就有了清明七月法会的由来，这

实为约定俗成。拜仍旧可以拜，但要换一

种心态去拜，以福德力回向往者，希望他

们往生善趣的心去拜。与其他文化外在形

式融合，在心态思想上下功夫，才是佛门

的修行！

 第二十二章 财色招苦

 佛言。财色于人。人之不舍。譬如刀

四十二章经（十） 

讲授◎ 释法梁　

记述◎ 李德钊

刃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儿舐之。则有

割舌之患。

 佛陀说：人对钱财与美色不能割舍，

犹如刀刃上的蜜糖，不仅不能填饱肚子，

小孩子如果要舐此蜜，舌头则有被割伤的

危险。

 没有智慧的人被比喻成小儿。对于没

有智慧的人，财色确实是把伤人的利器。

但我们也别忘了，凡事也有好的一面，在

经济挂帅的新加坡，没有钱，如何支持佛

法的事业？如果有攒钱的本事，有布施的

海量，完成布施波罗蜜，何乐而不为？当

然，不少人被财色支配得神魂颠倒，就算

有善良的动机，也未必有美好的结果！

 第二十三章 妻子甚狱

 佛言。人系于妻子舍宅。甚于牢狱。

牢狱有散释之期。妻子无远离之念。情爱

于色。岂惮驱驰。虽有虎口之患。心存甘

伏。投泥自溺。故曰凡夫。透得此门。出

尘罗汉。

 佛陀说：妻儿房子对人的束缚，超

过监狱牢房。坐牢尚有释放的时候，对妻

儿的执着却没有终止的一天。人对情爱色

欲的执着，一点也不怕被其支配驱使，尽

管有丧命的危险，也心甘情愿。因为有这

种以身投入泥沼的自溺行为，所以被称为

凡夫。如果能看破情色，那就是出尘罗汉

了。

 此章经文是针对出家人而言的，因此

佛陀希望出家修行的人应该有强烈的出离

心，不要将儿女私情看得太重，以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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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两处不着岸。办大事者，要有破釜

沉舟的意志，婆婆妈妈，心有挂碍的人是

很难成功的。

 婚姻是善法的一种，因为它培养人的

责任感，让人有承担责任的机会，让人学

习如何体恤、如何相处、如何协调，对智

慧和慈悲的开发一样有帮助。

 第二十四章 色欲障道

 佛言。爱欲莫甚于色。色之为欲。

其大无外。赖有一矣。若使二同。普天之

人。无能为道者矣。

 佛陀说：人最大的无明贪婪就是色

欲。色欲这个烦恼，简直就是人类最大的

敌人，幸亏只有一个，如果还有另一个同

样的烦恼，那么就没有修道人了！

 第二十五章 欲火烧身

 佛言。爱欲之人。犹如执炬。逆风而

行。必有烧手之患。

 佛陀说：沉溺于爱欲的人，犹如拿

着火把，逆风而行，必定有被火烧着的危

险。 

 第二十六章 天魔娆佛

 天神献玉女于佛。欲坏佛意。佛言。

革囊众秽。尔来何为。去。吾不用。天神

愈敬。因问道意。佛为解说。即得须陀洹

果。

 魔王波旬将美丽的魔女献给佛陀，希

望让佛陀退失道心。佛陀说：身体是充满

污秽的臭皮囊，拿过来干嘛？滚开！我不

需要！魔王对佛陀更加尊敬，便向佛陀请

教修道的方法。佛陀为他开示解说，魔法

马上证得须陀洹果。

 魔王为什么是魔王，因为他嫉妒心

重，想支配别人，不想别人超越他，所以

希望佛陀修行失败。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希望别人失败？也许大

多数人不会阻碍你得到成功，但大多数人

不会欢喜你成功！我们大多数人是看不惯

别人成功的，所以别人成功时，总是酸溜

溜的，除非是自己人。

 要让一个人佩服你是很难的，除非你

比他厉害很多。魔王最后主动问教于佛，

说明要成为天人师，首先道德要足，然后

学问要够。不然是没有这样的摄受力的，

我辈佛子怎么可以不努力呢？

 此外，要学习随喜他人的成就，不然

我们跟魔王毫无区别。因此，我们要发菩

提心，要与一切众生融为一体，要有这样

的愿力。如此，他的成功也会让你欢喜，

因为你把他当成自己人，他的快乐就是你

的快乐，因为和你的发愿一致！这就是发

菩提心愿的妙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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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佛的功德（中）
(2014年卫塞节佛理开示后记)
讲授◎ 释法梁　

整理◎ 李宝叶

 浴佛五大重点

 浴佛偈颂出自《浴佛功德经》清净慧

菩萨问佛：“未来世的众生浴佛时应该注

意什么？”这里引用浴佛功德经做深入的

介绍。

 佛要我们注意以下五点：

 1、当如来起正念心，勿着二边，迷

於空有（色空不二）。

 正念浴佛的要求是浴佛时不要胡思乱

想，眼睛要注意着佛相，要去感觉手上的

水慢慢淋到佛相的动作。在这个过程中，

当你的身体有一股清凉的感觉时，你已经

把心拉回眼前了，眼前你在做什么都清楚

知道。你会发现到你不只是在灌沐如来，

同时也是在清净自已的自性佛。若能突破

这种思想，浴佛的意义也就不一样，但是

更高的要求是不要执“空”跟“有”。

 什么叫空、什么叫有？

 世间任何一个具体的存在都称之为  

“有”，它有形状、颜色和色泽，这就

是“色”，“有”存在的同时也是“空”。

例如：杯子存在就是一个“色”法，也就

是“有”。由地、水、火、风四大组成，

就是将所需的材料加入水份再经过高温加

热，溶化后倒入模型，冷却之后而形成

的。它本身没有实质，是因缘所生，存在

的同时它是空，所以是“色”也是“空”。

 《 心 经 》 里 的 色 不 异 空 、 空 不 异

色，就是“色”和“空”同体，而不是两

个。“有”指的是相，是虚妄不真实、因

缘所生，所以也叫相空。

“色”、“空”并不是有两个→色不异空，

空不异色

“色”、“空”同体，杯子当下就是空→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什么叫做迷於“空”和“有”？

 迷於“有”就是对杯子的形成不了

解而对它产生执着，好看就要，不好看就

不要。比如有一天用了很久的杯子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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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接受，就迷失在痛苦里。假如这个

杯子是很珍贵的，一旦执着，你要陷入痛

苦多久就会有多久。我们要选择超越来突

破这个概念，要知道世间任何东西的存在

一定会进入无常的状态，会起变化，所以

杯子存在的同时也会破碎的。人今天存

在，什么时候不存在就没有可能吗？人都

有生、有死，更何况是杯子。当你执着    

“有”的时候，一起变化你就受不了，这

就是迷于“有”。

 什么叫做迷於“空”？

 “空”没得执着，一执着“空”就会

变成另外一个“有”，表面上迷于“空”，

事实上是迷于“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把  

“空”当成没有，迷於“有”的同时，也

迷於“无”，当这种状况出现就会喜欢，

消失了就会伤心。

 在学佛过程中，你会从相对的“有”

进入到“无”，再从“无”进入到“空”。  

佛教的般若思想是从“有”跟“空”这两

个层面来研究。要建立“空”的思想，  

“无”就要暂时放开，但又不可以丢掉，

什么时候夹杂了“无”的思想，要搞清

楚。

 当知道杯子是“空”的时候，感觉不

到它的变化，也就没有觉受，所以还是一

样的执着；对“空”所造成的激荡不大，

不能够体会到它存在的同时就是空，因此

中间就需要“无”的过程。

 人活着本来就是空，悟不到是因为对

它没有觉受。“无”会给你的心造成激荡，

它基本上就是无常从“有”进入到“无”。

尤其是突然有一天身边的人不见了，不在人

间了，这个时候对你的打击会很大。所以要

直接进入空不容易，明白“无”是一个过程

之后，就是要从有跟“无”里面慢慢去体会 

“空”。我们这个“空”是建立在“无”里

面，无常即是空，也是因缘所生、虚妄不真

实。

 当我们能够保持正念，不执着空，也

不执着有的同时就是解脱。

 ２、於诸善品，渴仰无厌

 浴佛时要具备以下十一种善心所：

 一、信：要相信世间的真理：生老病

死，释迦牟尼佛对世间真理讲四圣谛法。    

“苦”谛：苦有身苦跟心苦；人活在世间

是一种不得自在的苦；身体要照顾也是一

种苦；有智慧就能把苦降到最低。“集”

谛：就是烦恼，贪、嗔、痴，造成我们在

六道轮回。“灭”谛：要有办法对治烦

恼，得到净化后进入没有烦恼的状态，就

是解脱的境界。“道”谛：通过闻思修来

增长智慧。

 二、精进：已生恶令断灭，未生恶

令不生，未生善令生起，已生善令增长。

精进的要求是若已生起坏念头，要把它放

掉，错的就要改过。从来没有想过害人的

恶念，就不要去想，也不要去学。从来没

有想过要帮人的善念，就要让它生起。已

经生起的善念，要更进一步的想怎样更快

的帮助他人或者是更多的人。精进的定义

不能停留在自己觉得己经很好，而是要在

好里面更求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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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惭：对于自已德学浅陋感到不足

而惭愧。

 四、愧：担心所做的坏事传扬出去、

遭人批评或看不起而感到羞耻。

 五、无贪：要把贪慢慢减少，淡化之

后，善心所、善心态就会出现在内心。

 六、无嗔：嗔为憎恚，忿、恨、恼、

嫉、害等随烦恼，皆以嗔为体；要把嗔慢

慢减少，淡化之后，善心所、善心态就会

出现在内心。

 七、无痴：痴为愚昧无知，不明事理

的精神作用；反之即无痴。要把痴慢慢减

少，淡化之后，善心所、善心态就会出现

在内心。

 八、轻安：（即轻利安适，与‘昏

沉’相对。）无贪、无嗔、无痴的状态会

使轻安心境出现，人也比较开朗。烦恼很

重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内心很闷、身体笨

拙、情绪低落。浴完佛之后，你感觉到清

净。轻安是通过外在的修法来影响你的内

心得到净化。

 九、不放逸：不放纵心思，任性妄

为。要掌握好自己的状态、行为，应该放

轻松就不要紧张，应该严肃时就不要放

任。

 十、行舍：令心远离昏沈与掉举之躁

动，住于寂静，不浮不沉。现今社会步伐

快，令很多人没有耐性、性格躁动。可以

通过放慢走路和讲话的速度来让你的内心

得到升化，行舍心就会出现。

 十一、不害：指不杀不伤一切众生。

要知道不害，我们要先讲害，害跟杀生有

一点相似。有些人喜欢钓鱼而且钓了之后

放回去，好像他没杀生，因为他害的心所

很强，不害善的心所很弱。害的心所强时

就会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看到动

物在争扎他会兴奋，这会加强害的心所助

长嗔恨心而没办法削弱。

 ３、三解脱门（即空、无愿、无相），

善修智慧。

 一、空门：观一切法皆无自性，由

因缘和合而生。浴佛的时候要观想这个佛

相，你浴佛的这些动作是无自性，是因缘

和合而生，所以称为空。

 二、无愿门：又叫无作门、无欲门；

知诸法因缘和合，一切愿亦是方便说。无

愿门是针对如汉传僧众受了菩萨戒，要度

一切众生的愿，不应该以执着心去完成愿

力，要随缘度众生，不造做。

 三、无相门：知一切法相空，乃由因

缘和合而生。浴佛时要去感觉水是淋到内

心里，要善于把外在的佛连贯在内心里的

自性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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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not Flip Over
 Whether the deceased actually 
receive the burnt paper car is one thing. 
More importantly, the living ones have 
wishes to be met. 

 A Buddhist’s father had passed away. The 
funeral rite was conducted in Buddhist tradition.

 Towards the end of the ceremony, some 
family members expressed their wish to burn 
hell papers, paper houses and paper cars for the 
deceased. The son was reluctant but obliged for 
the sake of harmony.

 When the preparation was completed, the 
items were ignited.

 The flame grew stronger with the help of 
the breeze. As the burning was almost completed 
and the flame got weaker, the son took a long 
bamboo pole from the backyard with the 
intention of pushing the paper car, which was 
outside the fire, into it.

Daily Chan Reflection
◎ By Venerable Fa Liang 
◎ Translated by Wuxin

 “Do it slowly!” an elder shouted.

 The son was taken aback and stared at 
him blankly as he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was 
happening.

 “Push in slowly, do not flip over,” he said.

 Not understanding the rationale, the son 
took a second look at the paper car. He finally 
understood when saw the license plate. The elder 
must have placed a bet on the four-digit number 
of the license plate. He was worried that the 
order of the number would reverse if the car was 
flipped over.

 Whether the deceased actually receives the 
burnt paper car is one thing. More importantly, 
the living ones have wishes to be 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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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罪报 (开示后记)
文◎ 释持果

 有些佛弟子动不动就告诉人：“你业

障深重！要多拜忏，求忏悔，才能消业障

⋯⋯。”忏悔就可以消业吗？如果可以，

为什么佛陀还需要受九罪报？如果不可

以，我们又何必忏悔？

 很多佛教徒其实不知道佛法，一直

不明白什么叫忏悔，一直认为忏悔可以把

过去的业障消除，所以只要惹上麻烦事情

时，就跪在佛前：“我自己不对，让我忏

悔好吗？”，如此这般呢喃几句，然后磕

三个头就走！所谓忏悔则安乐，这样的佛

教徒其实是把罪过交给佛陀，求自己安

乐，这叫忏悔吗？

 什么叫业障？我们所造下的业已经

构成了修行的障碍，就称为业障。人生不

如意事十之八九，由于现实恶业或宿业所

缠，就会碰到种种不如意的遭遇，譬如我

们会生病，还有周围的人事物，也都会障

碍我们修行，使我们做什么事都不顺利。

 忏悔就是常常反省，检讨自己所犯的

错误，在佛前坦白说出来，誓言不再犯。

忏悔就是要让我们所犯的错误愈来愈少，

不再造太多的业，而不是消灾解厄或减低

重苦业报就算了。佛经说：“假使百千

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

受。”“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大智度论》卷九：若佛神力无量，

威德巍巍，不可称说，何以故受九罪报：

一者、梵志女孙陀利谤，五百阿罗汉亦被

谤；二者、旃遮婆罗门女，系木盂作腹谤

佛；三者、提婆达推山压佛，伤足大指；

四者、迸木刺脚；五者、毗楼璃王兴兵杀

诸释子，佛时头痛；六者、受阿耆达多婆

罗门请而食马麦；七者、冷风动故脊痛；

八者、六年苦行；九者、入婆罗门聚落乞

食不得，空钵而还。复有冬至前后八夜，

寒风破竹，索三衣御寒；又复患热，阿难

在后扇佛。如是等世界小事，佛皆受之。

若佛神力无量，三千大千世界，乃至东方

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南、西、北方、四

维、上下。光明色像，威德巍巍，何以故

受诸罪报？

 因 果 对 每 一 个 人 是 平 等 的 ， 所 谓    

“各人生死各人了(liao)，各人罪业各人

消。”一个解脱的圣者：佛陀都躲不过因

果的业报，何况我们一般人！《地藏经》

云：“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

业。”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更是

常见的例证。在身口意业中，以意业为

重，如果意业不起，则身口二业就生不起

来。所以佛陀教导我们应当好好的守护我

们的身口意，千万不要因一念之差而铸成

大错，悔不当初！

 因果定律是佛教一个毕生跟着人的规

律，一个人造什么因，就会招感什么样的

果报，自作自受，谁也不能埋怨谁。三世

不断地轮回流转，也离不开

身口意业的造作。要改变

自己的命运，深信因果，

善护身口意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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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骂体验与用心缺席  
文◎ 释法谦

挨骂体验

 终于到站了，下了巴士，脚一踩到马

路上，发现我的脚是那么无力，内心还在

发抖。

 搭巴士，不时有人让位，我却曾经因

为深感受之有愧而婉拒了一位老人家，头

一遭在众目睽睽的车上莫名其妙地被一位

华族中年男士瞪眼大骂，确实是很难堪的

事，联系起来，也难怪不少“血气方刚”

者为了保住颜面会相互“厮杀”。当时有

位马来族中年男士打抱不平，质问对方为

什么骂人？还通知车长，要他叫警察来抓

人。骂我那个人的骂声转成碎碎念，但还

是直瞪眼不放。

 幸好已经养成往内拉的习惯，不能

完全依赖他人，最终的责任还是在自身。

对他，最重要没有不满。既然他是冲着我

来，坦然接受，不以怨报怨。只想平息对

方的不满，只要我这方不添油，他的怒气

发出了，慢慢就会平息下来。对自己，考

验定力、慧力，如何应对此情景。

 最后，给自己打了及格的分数。我

没逃避，外表镇定而内心发抖地“勇敢”

面对。清楚看着自己的起心动念：有不了

解、紧张、害怕，也不想其他人无辜受牵

连，更不想闹大此事。假装看着车外的风

景，眼角留意着对方；心中盘算着，依对

方的动静来反应，选择立刻跑到车长前，

或是提早下车，或是挨到站。

 很珍贵的体验。

缺席证书

 一位很有趣的学员，典型的都市干

练女强人。几乎每一个单元20堂课，都无

法达到75％的出席率。一星期，出差公

干请假；一星期，刚下飞机，还没卸妆和

放下行李，就直接赶来上课，对时差的干

扰，还得强打起精神来听课；一星期，课

上到一半，就必须早退，要赶去机场搭晚

班机；一星期早到，还带了小点心给班上

的同学享用，让大家在上课前小聚联谊。

因此，每回课程结束，同学们都领取了出

席证书而她没有，大家还想安慰她，她反

而安慰大家说：我也有证书，只是我拿的

是“缺席证书”。

 我们可能都拿到出席证书，甚至是全

勤奖，可是是否人在心不在？有时，因为

一切因缘都具足，得来太容易，反而不会

很珍惜。

 并不是要鼓励迟到早退，更不是要鼓

励缺席，只是想解读这位学员的用心。她

为我们开启了另外一扇窗：是对授课老师

的尊重，是对同班同学情谊的珍惜，更重

要的是对自己养成用心的好习惯。

 什么是“圆满”？1 0 0 %全勤是圆

满，75%拿了出席证书是圆满，拿了“缺席

证书”也是圆满。各有因缘，重点在过程

中懂得用心去善用因缘。

缁素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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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喻经之三重楼喻
文◎ 何奕恺

 往昔之世，有富愚人，痴无所知。

到余富家，见三重楼，高广严丽，轩敞

疏朗，心生渴仰，即作是念：“我有财

钱，不减于彼，云何顷来而不造作如是之

楼？”即唤木匠而问其曰：“解作彼家端

正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作。”即

便语言：“今可为我造楼如彼。”

 是时，木匠即便经地垒墼作楼。
1

 愚人见其垒墼作舍，犹怀疑惑，不能

了知，而问之言：“欲作何等？”

 木匠答言：“作三重屋。”

 愚人复言：“我不欲作下二重之屋，

先可为我作最上屋。”

 木匠答言：“无有是事！何有不作最

下重屋，而得造彼第二之屋？不造第二，

云何得造第三重屋？”

 愚人固言：“我今不用下二重屋，必

可为我作最上者！”

 时人闻已，便生怪笑，咸作此言：  

“何有不造下第一屋而得上者？”

 譬如世尊四辈弟子
2
，不能精勤修敬

三宝
3
，懒惰懈怠，欲求道果，而作是言： 

“我今不用余下三果，唯求得彼阿罗汉  

果
4
。”亦为时人之所嗤笑，如彼愚者等无

有异。

 这是《百喻经》的第10则。故事或源 

自《大正藏》第30册里的《菩萨善戒经》，

只是该经是说四重而非三。其实以四更为

贴切，若如最后一段般要比诸修行四果，

正好对应。

 故事大致是说过去一愚昧的富人看

到别人有栋三层楼的豪宅，自己也想要，

且还真让他找到了盖那栋房子的工匠，于

是就请他也为自己盖一栋类似的。但当他

一听工匠说要动工盖三层楼时却又极力反

对，说自己不需要下面两层，只需直接盖

最高那层就行了！无论工匠如何解释都没

用，愚人始终坚持己见，也就成了时人的

笑柄。

 我曾推介“佛典中的譬喻”，文内有

则《百喻经》的故事 “欲食半饼喻”，与

这回所选的“三重楼喻”所传达的道理相

近，求个延续性。两则都说明了不顾顺序

的狂妄，但同中有异，“欲食”的主人公

是做了后悔，“三重”则是想直接跳过，

好高务远，妄想一步登天！虽然两则的附

带诠释重点各异——“欲食”的重点放

在“饱”，在知足与否的苦乐，但其实都

表现了想直接跳到终点的不实际，讽刺不

想按部就班、一味好高务远的愚者。

 “三重楼喻”全文描写得很形象，

来龙去脉交待得很清楚，通过对话说明道

理，也更肯定了那富人的愚昧和固执。其

实“欲食”和“三重”两则同时也表现了

积累的重要性及影响力，也就让我们联想

到了西谚（有云源自东方）“压垮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那根稻草本身当然没有

这般威力，这最终一击是之前堆积的成

果。

 没有其下的那堆，它就不会是“那

根”；正如⋯⋯

 没有先吃的六块，它就不会是“那半

饼”；

 没有下面那两层，就更不会有第三

了。

1 经：有作“量”，有作“安排”解。墼（ji）：未烧的砖

坯。

2 四辈弟子：也称“四众弟子”，即佛教教团的四种弟子

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

3 三宝：佛、法、僧。

4 阿罗汉果：小乘佛教声闻修行次第的第四果，前三依次为须

陀洹、斯陀含、阿那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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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与想要
文◎ 演行

  最近看了一个短片：快过年了，一

家人却总是吵闹，这时门外来了四位分别

代表和谐、成功、财富和健康的老先生，

但他们之中只有一人可以被请回家。爸爸

妈妈哥哥为自己想要的“代表”而争执，

妹妹却疑惑地问为什么没人请“和谐”老

爷爷进屋。结果一家人才恍悟他们当下最

需要的是谁。令人好奇的是其他三位老者

也跟着一起进了屋，他们的回答是：有了

和谐就有了一切！

 最切实际的需要差点因为‘想要’而

耽搁了，不划不划！

 当初买了一部黑莓，是因为要满足自

己的打字欲，今天却为了漂亮而买。我有

了两部以后又想拥有多一部⋯⋯这时一位

善知识问我，还寄稿件去会所吗？我顿时

发现自己已经有段日子没写点什么了，但

是竟然还用“觉得自己写得不好”搪塞回

去。

 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却数不胜数，既

然如此，就该用已经拥有的做点实事了。

可能迟了些，不要紧，重要的是有心，朝

花夕拾终归好，浪子回头金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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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mness - A guard to your speech and mind  
◎ By Rosemary

 Maintaining a clear state of mind and not 
be affected even if barged really is the antidote 
for ignorance. As this may inflict anger, one of 
the three poisons. It is only through frequent 
practise that you are able to stay calm without 
much effort when you are being challenged by 
undesired phenomenal.

 As a Buddhist, I believed that we are always 
being tested on our vigilance and guarding our 
right state of mind.

 On one Sunday, when I went for my 
usual chanting in the monastery and one of the 
devotees came to me and said that someone I 
knew passed some unpleasant remarks about me. 
I looked at her and gave her a smile and I walked 
away.

 The following week, the same person came 
up to me again and repeated the same statement. 
This round she added if I wanted to hear the 
unpleasant remarks. I do not know why I could 
be so calm and again gave her a smile.

 For the third time, a week later, she came 
to me again. This time showing agitation, she 
pressed a statement by saying: “You seem to be 

very calm. Why are you not angry or even asked 
me what the unpleasant remark was?”

 I smiled and said: “An unpleasant remark 
had been passed. It is non retrievable. No point 
harping over it.”

 She said: “But you said nothing.”

 I asked: “What do you wish to see 
happening when you articulated that statement 
to me?”

 She mentioned: “I expected you to ask me 
what the unpleasant remark was.”

 My reply: “Passing remarks, be it pleasant 
or unpleasant carry no impact, why should I need 
to know? By asking will trigger one of the three 
poisons – anger, that is not what I wanted.”

 Now it’s her turn to smile and walk away. 
I hope I have created a happier path for her to 
continue with her practise. For me, I maintained 
my calm and continue to watch my mind, speech 
and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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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for Thought
◎ By Venerable Fa Qing

“Every coin has 
two sides”. 

Are there only 2 sides 
or do you se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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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笔心画
整理◎ 编辑部 翻译◎ Yeo Hwee Tiong

  画◎ Steve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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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法会花絮
图◎ 影音部

花絮心吟

s

法师带领信众诚心读诵三时系念。

s

法梁师父主持“大蒙山”。

s

s

花絮心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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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法师为坛城洒净。

s 信众诚心祈福。

s 法会午供后，信众享

用素食午餐。

s 信众诚心祈福。

花絮心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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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塞节花絮

浴涤尘垢何处惹

佛性湛然未曾失  图◎ 影音部

s 法谦法师开示：做个不著相修的学佛人。

s 法师带领信众唱诵浴佛偈。

s 浴佛仪式。

s

s 法梁法师开示：点灯。

s 传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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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佛仪式。s

少儿班供僧仪式。s

师生欢聚一堂，共同玩游戏。

s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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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班欢庆卫塞节
文◎ 恒衍

 海印少年和儿童佛学班的同学们在5

月30日星期天，庆祝卫塞节。

 小朋友们特别高兴，因为大家都有机

会参与浴佛的活动、许愿和供养法师。

 在仪式开始前，师父问：“同学们，

卫塞节是什么节日？”

 有同学回答说：“这是庆祝佛陀诞

生，成道和涅盘的日子。”

 师父又问：“为什么卫塞节小朋友们

要浴佛？”

 有小朋友说：“因为我们要帮佛洗

澡，去掉污垢。”

 师父说：“更重要的是要借这个行

动，来提醒我们去除自己的贪心、妒忌

心、坏脾气、好斗、自满、自私自利和懒

惰等不好的习气，忏悔自己的过错，净化

自己！”

 接着同学们很有次序的排队，用心浴

佛。然后，同学们把他们预先满满写在许

愿卡上的心愿贴在老师为他们准备好的菩

提树画面上。

 卫塞节也是一个感恩的日子。没有佛

陀的诞生就没有法师与僧团，佛法就不可

能流传到今天！

 供养法师是要让学生们有机会以实际

的行动，感恩佛陀所教导的佛法，感谢师

父和老师们的教导与关怀，感谢父母的养

育之恩。看到同学们都带着一颗虔诚的心

把带来的供品供养师父，真是好感动！希

望同学们经过供僧仪式的训练，以后在学

习中更懂得惜福和感恩。

 在这殊圣的日子，师父也特别准备

了礼物，送两本书给小朋友们。一本是法

梁法师的著作《漂亮转身》的英语翻译

本：“A Splendid Turn”；另一本是庆

祝SG50的漫画，“狮城月记”。

 供僧结束后，同学们欢聚一堂，在老

师们的带领下，共同玩游戏，欢乐的度过

了一个有意义的节日。

华语基础学佛班19-2 & 20-1届

英语基础学佛班8th intake

华语成长学佛班

日期：26/09/2015（星期六）

时间：6.30pm - 9.30pm

地点：海印学佛会1楼大菩提岩

花絮心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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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修通常使人联想到的是比较不容易

学的修习方法，而且很枯燥、沉闷，一点

也不活泼。修习者有一种孤寂、落寞的感

受，如老僧入定般的枯坐着。

 其实这些只是表象。在海印学佛课程

的安排下，有机会参与“眼前”禅修；虽

然只是短短的四个小时，但是获益匪浅。

 首先法梁师父教导同学们静坐时不要

数息，不可念佛号或咒语、也不要观想。

只要让气息集中在鼻孔和上嘴唇之间流

动，也就是呼气和吸气时，去感觉那股气

息；同时“看”着自己的念（声、色），然

后通过眨眼、呼气、甩头来放下对念的执

着；间中师父会敲木鱼，同学们听到时，

立刻要把念头切断，拉回眼前。

 第一支香

 在鸦雀无声的七楼禅堂，同学们坐

在一行行排列整齐的蒲团上，依照师父的

教导把注意力集中在“人中”，随气息流

动；时不时会听到木鱼声。脑海里编织

的“连续剧”常常被喊“cut”；双脚也开

始酸痛。接着以正常脚步经行，但还是要

把注意力集中在“人中”。

 第二支香

 由于没法再盘脚，只好坐在椅子上；

啊！舒服得多了。没有了肉体上的烦恼，

精神更容易集中。渐渐感觉到气息的进出

慢慢加长。

 师父的木鱼声似乎越来越少，连续剧

再也编不成。

 第三支香

 经过先前的修习，对念的生起或消失

都不执着了。忽然听到一声强而有力的大

磬声，悠远而漫长，哇！多好听的声音！

思絮随着音声而飘摇，但瞬息间，“觉”

不知所踪。

 过了一会儿，响起较柔和的大磬声，

这时我把它当成木鱼声，赶快把思絮拉回

来。

 不知又过了多久，耳边又传来大磬

声，那声响对我已起不了作用，我已完全

投入那似有似无的气息中。

 静坐结束时，搓揉双手，发觉手心冒

汗，这是我在静坐时从来不曾发生过的。

 从“觉”中醒来，多么轻松、自在，

因为我已经从中吸取经验。

眼前禅修
文◎ 心如

花絮心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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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信箱 
答复◎ 释法荣

翻译◎ Yeo Hwee Tiong

问：我整天忙忙碌碌，紧紧张张的生

活，怎么让我过得更好？

Q：I am caught up with a busy and hectic 

life, how can I improve my lifestyle?

 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感觉非常清新而

觉醒，忙而不紧张，只需要一个温馨的提

示：一个地方、一个画面、一句话或一个

声音，就可以帮助我们拉回来往内看，把

心带回家。感觉吸气呼气，内心安静，便

可以把情况看得一清二楚，从而更知道该

做什麽、不该做什麽。这是一个应该培养

的好习性，帮我们舒缓紧绷的精神或解除

忧虑，我们就能更充实、更专注、更有智

慧；就会感受到当下的丰盛和喜悦。我们

可以写一些小诗，放在你看得见的地方，

自我提醒和欣赏，你会活得更好。还有以

下的方法，不妨一试。

 床头柜：

 早晨起床，我微笑！因为全新一天的

开始了，从一颗喜悦的心出发！

 记得拉回来，深呼吸，放松，觉知眼

前，因为照顾了当下，也就照顾了未来。

愿充分活出每个时刻，活出光彩，绵绵久

久，光耀一生。

 前门上：

 我回来了。我在家了。

 出去为了办事，就借事练心，借假修

真。办完事，赶快回家。

 洗手间：

 大小便时，同时放掉如大小便般的

烦恼污秽，如梦幻般的想念执著，通通放

掉；赶快觉醒，净化身心。

 用电话来觉醒：

 我们可以把电话当成拉回来和放松的

善意提醒，开始用电话时，拉回眼前，感

觉呼吸，放松，只要三次的深呼吸，就可

以帮我们拉回来，活在当下，放下成见和

情绪，真诚的了解心声，做明智、有效的

沟通。

 用心进餐：

 把用餐变成自我放松和养精蓄锐的

时间。离开我们的办公室，出去走一走，

透透气，充充电。拉回来，领略身心的觉

受，体察觉受如何生起、变化和消失。想

什么，放什么，放掉一切如浮云般的想

念，因为放掉就松了，就找回心中的海阔

天空；过去的已过去，未来的充满变数，

能掌握的是现在。深呼吸，放松，享受片

刻的宁静。超越性的、有创意的答案常常

因此而产生。

 知道为什么而做：

 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先想清楚，知道

自己为什么而做。不管是工作或生活，如

果有一个比较深层的目标，事情真的会不

一样。就比如乔布斯把每一天当成自己人

生的最后一天来过，他每天早上都会对着

镜子自问：“如果今天是我生命的最后

一天，我还会想去做我今天要去做的事

吗？”，每当心里的答案是‘不’时，知

道自己需要做出改变了。所以许多事情他

选择不去做，许多事情他又坚持去完成。

爱他所做的事，赋予意义，才创造出卓越

超群、创新的‘苹果’。

 所以只要我们能找回眼前的天空，活

在眼前的平安（心安、平衡，就是平安），

把眼前用在生活中，看清楚内外的情况，

明白该做什么，为什么而做，我们就能活

得很踏实、开心、有意义又精彩。我们一

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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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is a way for us to feel fresh and 
awake, busy but not anxious. All we need is a 
gentle reminder of a place, a scene, a sentence 
or a voice to help us to reflect internally and 
focus our mind on the present moment. As we 
concentrate on our breathing, our inner peace 
would enable us to have clarity on the situation, 
knowing exactly what to do and what not to do. 
This is a good habit that we should all cultivate, 
as it helps to soothe our tense mind and relieve 
our anxiety. By rejoicing in the present, we will 
be more fulfilled, focused and wiser. We can have 
some words written down and placed in visible 
places, serving as constant reminders. You may 
want to try the following methods.

 By the Bedside Cabinet :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smiling. Begin 
the new day with a joyous heart!
Remember to take a deep breadth, relax and focus 
on the present. Once we take care of the present, 
we have taken care of the future.
May I relish every moment and live a full life.

 At the Front Door :
 I have returned. I am home.
We leave home to do some work and made use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o train our mind. Once 
the work is done, it’s time to return home.

 In the Washroom :
 When urinating or passing motion, we 
also let go of our afflictions and our illusionary 
attachments. Release them all and become aware 
and awake, at the same time purify our body and 
mind.

 When using the Telephone :
 Use the telephone as a reminder to help us 
relax and focus on the present. When using the 
telephone, take three deep breadths, relax, and 
focus on the present. By living in the present, we 

set aside our prejudices and emotions, allowing us 
to have a listening ear and an objective mind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Mindful break :
 Use our meal break to relax and make use 
of the time to conserve energy. Get out from 
the office, go for a walk and be recharged. Take 
a deep breathe, relax, take our meal mindfully 
and simply enjoy some peace of mind. Very 
often, transcending and creative solutions can be 
generated from such moments.

 Work Desk : Know why we act.
 Before we act, we need to know clearly 
why we act. If we have a deeper objective, things 
will become different. For example, Steve Jobs 
treats every day as if it is the last day of his life, 
thus he choose not to do certain actions while 
persisting in completing others. To give action its 
deepest meaning and loving what he does, he has 
created an extraordinary successful and creative 
“Apple” product.

 If we can bring our mind back to the 
present, we can be in a state of peace and balance. 
When applied to our daily living, we can see 
things clearly, knowing what to do and why we 
need to do it. We can then live at ease, happily 
and meaningfully. Let’s try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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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仁炒西洋菜   

Watercress Stir fry with Pine nut
指导◎ 黄其铫

[食材] 

 西洋菜（切小丁）1把，松子仁50克，有

机酱油1-2汤匙，葡萄籽油2汤匙，清水80毫
升。

[做法] 

 把锅烧热后加入清水和松子仁，让松仁

的精华慢慢释放入水里，直至水变微奶白

色。水份快蒸干之前，加入西洋菜，用酱油

快炒，熄火，加入葡萄籽油搅拌，即可上

桌。

[Ingredients]
 Watercress (diced)1bunch, Pine nuts 50g, 
Organic shoyu 1-2tbs, Grapeseed oil 2tbs, Water 
80ml. 
 
[Method]
 Heat the wok and add in water and pine 
nuts. Let the pine nut essence slowly infuse into 
the water until the water turn slightly milky. 
Just before the water evaporates completely, 
add in watercress and shoyu to stir fry quickly. 
Switch off fire, stir in the grapeseed oil and serve 
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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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社会各方僧俗大德、学

佛者针对特定主题，踊跃投稿，

分享学佛修心体验与心得，以便

增加读者对佛法的认识。

新系列主题：四摄法
 以布施成就佛法，以爱语善

言抚慰，以利行利益众生，以同

事亲近众生，同享苦乐。

主题文章截稿日期：

布施摄：01/02/2015（已截稿） 

爱语摄：01/05/2015（已截稿） 

利行摄：01/08/2015（已截稿）

同事摄：01/11/2015 

 每一天的点点滴滴，生活

中的花花絮絮，引发自内心的感

触，领悟出生活的佛化，无论小

品、诗词、散文、漫画创作，一

律欢迎！

投稿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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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佳；

2. 来稿须写明真实姓名、地址及

电话，发表时可使用笔名；

3. 若是一稿数投，请于稿末注明；

4. 文稿一经发表，文责自负；

5. 编辑部有取舍与删改权，采用

与否，概不退还稿件；

6. 文稿一经使用，本刊将按所附

地址寄奉薄酬略表谢忱；若却

酬，敬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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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邮寄至海印学佛会编辑组。

《目前》
征稿启事

布施中法施最胜 — 法句经

 正法的延续，有赖十方的努力。随喜助印

《目前》会讯，能使更多人沐浴在法海里，共沾法益!

The gift of Dharma excels all gifts — 
Dhammapada verse 354

 Share the words of the Buddha, be part of a pure 
motivation. Give the gift of Dharma through your kind 
contribution to this quarterly magazine. 

Joyce Loo & Family
Eddie Lee
Kent Kong
鍾素蕊合家

黄印生合家

杨合兴合家

吕孙强合家

吕宇斌合家

吕淑真合家

陈汉炎

陈惜莲

陈鹏羽

陈思颖

黄檥萳合家

包爱明合家

周聪景合家

楊家伟合家

彭如意

柯荣昌合家

林华桔

彭哲源

魏亚华

魏可维

魏蓓心

王贵娘合家 

黄文榮
黄婧善

黄婧美

十方法界

李宗凤合家

一切众生 

林雅佳

彭丽云合家

许子浩 

周咿臻

吴优

吴为

吴凡

纪承锐

纪政愷
王树安合家

佘树财合家

颜水射

颜惠玲

罗天桥合家

林伟立

许友维合家

黄荣鸣合家

陈淑兰合家

许斯晴

周佳颖

陈镓芸合家

王淑卿

何宝凤

柯荣昌合家

许怀方

陈继江

陈赞川

陈赞锐

美园餐室

苏慧怡

回向 

故 黄衍朝

故 林美妹 

故 林喜隆

故 熊兆瑾

故 蔡发金

故 林莲枝

故 彭宗文

故 林亚香

故 彭观喜 

故 陈清秀

故 黄秀銮

故 林龙眼 

故 陈玉霞

故 杨秀琴

故 陳乙綿
故 何冠球

故 曾金裕

故 黄后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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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佛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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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介南、北、藏传佛法及各个宗派的教育重点(包括寺院参访)。

   • 澄清对佛教常见的误会：什么是佛教？佛教是迷信的吗？

   • 简介海印及海印的修行系统及如何策划每日学佛的功课。

   • 佛教仪轨及佛教文化的常识，包括大乘佛教的梵呗及法器简介。

课程行政资讯：

课 程: 第22-2届，20课

日 期: 2015年8月30日（每逢星期日）    时 间: 7.00pm－9.00pm

教材费(获得赞助后): 会员$10，非会员$30 付费之后方保留学额。

我们庆幸有善心人士认同海印的佛法教育理念，发心捐助款项赞助2015年的教育经

费。这课程获得赞助课程讲义、修持本和$20教材费。

【华语基础学佛课程单元1】

 授课法师：

法宣法师

课程纲要：
   • 什么是静坐？学习静坐的目的、益处与目标。

   • 数息的方法。

   • 经行的方法。

   • 工作坊。

   • 通过静坐看清楚自己的身心状态。

课程行政资讯：

课 程: 10课

日 期: 2015年10月04日（每逢星期日）    时 间: 7.00pm－8.30pm

教材费(获得赞助后): 会员$5，非会员$15 付费之后方保留学额。

我们庆幸有善心人士认同海印的佛法教育理念，发心捐助款项赞助

2015年的教育经费。这课程获得赞助课程讲义和$10教材费。 

【华语静坐入门】

 授课法师：

法谦法师

办公时间 Office Hours: 星期二至星期六：中午12时至晚上7时30分  星期日：上午9时至下午5时
 Tuesday to Saturday : 12noon – 7.30pm Sunday : 9.00am – 5.00pm

Lecturer : 
Ven. Fa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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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rse Administration Information:
Duration : 10 lessons
Date : 04 October 2015 (Every Sunday)     Time : 7.00pm – 8.30pm
Fee (after sponsored) : Member $5, Non-member $15 
(Enrolment is confirmed only after payment is received.)

In recognition of Sagaramudra Buddhist Society’s educational teaching of 
Buddhism, we are blessed to receive sponsorship for our Dharma Course
for the year 2015. The sponsorship for this course is $10 course fee.

Introduction to Meditation - English 
Relax Way of Learning Med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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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六 佛 理 开 示

随缘开示

法华法师 

2015年10月24日

法相缘起法性空，性空缘起

果报现；万法因缘而得生，

唯有顺因就缘成；随缘开示

即此拟，今用已用后亦用；

往来莫须忧拟题。

培养化解烦恼的习惯

法源法师 

2015年10月17日

我们时常被烦恼搞到焦头烂额，心

里苦不堪言而不知如何化解。

要化解烦恼，先要认识烦恼，对症

下药，培养时常观察身心的习惯，

当烦恼生起时能够立刻觉察而把它

平息，从此建立稳固的学佛信心。

仪轨的真实义

法音法师 

2015年09月19日

信佛表面形式的烧香、拜佛等仪轨，

是让我们着相或是破除对相的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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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间: 7.30pm —9.00pm
地 点 : 海印学佛会4楼千佛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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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 五 7.30pm - 9.30pm

08/09/10月每周活动
星期一休息 Closed on Monday     enquiries@sagaramudra.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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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2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5
20th-2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5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25/08/15 - 12/01/16

第3-2期学佛成长课程

(华语)单元6
3rd-2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Ch) - Module 6

法梁法师 Ven. Fa Liang     
01/09/15 — 19/01/16

第10届基础学佛课程

(英语)单元2
10th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Eng) - Module 2

法尊法师 Ven. Fa Zun    
01/09/15 — 19/01/16

第5期学佛成长课程
(华语)单元2
5th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Ch) - Module 2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27/08/15 — 14/01/16

第21-2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3
21st-2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3

法音法师 Ven. Fa Yin     
03/09/15 — 28/01/16

第9届基础学佛课程(英语)单元4
9th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Eng) – Module 4

法尊法师 Ven. Fa Zun
03/09/15 — 28/01/16

第1期学佛成长课程(英语)单元4
1st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Eng) - Module 4

法庆法师 Ven. Fa Qing     
03/09/15 — 28/01/16

第4期学佛成长课程(华语)单元4
4th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Ch) - Module 4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28/08/15 — 15/01/16

第21-1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4
21st-1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4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28/08/15 - 15/01/16

第3-1期学佛成长课程(华语)

单元6
3rd-1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Ch) – Module 6

法梁法师 Ven. Fa Liang
04/09/15 — 22/01/16

第22-1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2
22nd-1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2

持果法师 Ven. Chi Guo     
02/09/15 — 20/01/16

学佛进阶课程(华语)单元6
Dharma Discussion Course (Ch) - 
Module 6

法梁法师 Ven. Fa Liang     
02/09/15 — 20/01/16

太极拳班  Taiji Class

林世昌老师 Mr Lin Shi Chang

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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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修 One Day Retreat

法师 Venerable 
8.00am - 5.00pm 
13/09/15, 1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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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10.00am - 12.00noon 
25/10/15   

感恩父忧母难日法会 
Birthday Blessings & Offerings to 
the Buddhas

法荣法师 Ven. Fa Rong 
10.00am - 12.00noon 
20/09/15, 18/10/15

老人院／儿童院服务 
Community & Welfare Service

福利部 General Welfare 
9.30am - 12.00noon 
13/09/15, 11/10/15

麦里芝步行 

MacRitchie Walk

地    点：麦里芝蓄水池

集合地点：蓄水池前车站 

7.30am      
13/09/15, 11/10/15

佛理开示  Dharma Talk

7.30pm - 9.00pm 

法音法师 Ven. Fa Yin 
仪轨的真实义 19/09/15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培养化解烦恼的习惯   
   17/10/15

法华法师 Ven. Fa Hua 
随缘开示 2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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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 Venerable
Sat 19/09 8.00am — 
Sun 20/09/15 8.00am

第22-2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1
22nd-2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1

法宣法师 Ven. Fa Xuan 
7.00pm - 9.00pm    
30/08/15 — 17/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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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7.00pm - 8.30pm  
04/10/15 — 06/12/15

静坐入门(英语)
Introduction to Meditation (Eng)

法庆法师 Ven. Fa Qing   
7.00pm - 8.30pm  
04/10/15 — 06/12/15

第14期少年学佛班  
14th Batch Teenage Dharma Class

第20期儿童学佛班  
20th Batch Children Dharma Class

法宣法师 Ven. Fa Xuan     
10.00am - 12.00noon

慈悲三昧水忏 San Mei Shui 
Chan (Samadhi Water Repentance)

法师 Venerable 
9.30am - 4.15pm      
02/08/15, 0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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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pm - 3.30pm   
13,20,27/09/15, 
11,18,25/10/15

Sat 六  Sun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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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事供养就是恭敬供养僧众们衣物、

卧具、医药及饮食，其主要目的是让佛

弟子们广修供养，积福增慧，护持三宝。

集众人的愿力祈求世界和平、国泰民安，

藉此感化十方一切的众生，并早日成佛

道。

日 期 ：24/12/2015 (星期四)

时 间 ：7.30pm
地 点 ：海印学佛会(1楼大菩提岩)

内 容	• 88佛	• 加持甘露水	• 祈福	

	 • 四事供养仪式		• 供灯

•《四事供养》每套$28，每名供养者不限套数。

欢迎至4楼柜台处报名、致电询问或上网查询

Please register at our reception counter at level 4. For further enquiries, 
please call 6746 7582 or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sagaramudra.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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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时间 Office Hours: 星期二至星期六：中午12时至晚上7时30分  星期日：上午9时至下午5时
 Tuesday to Saturday : 12noon – 7.30pm Sunday : 9.00am - 5.0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