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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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2014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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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am – 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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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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am – 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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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净、佛前大供、三昧水忏
08/08/2014 农历七月十三(星期五) 11am - 6.20pm

佛前大供、虔诵地藏经、大蒙山施食
09/08/2014 农历七月十四(星期六) 10am - 8pm

斋天、佛前大供、供僧、三时系念佛事
10/08/2014 农历七月十五(星期日) 7am - 4.20pm

日期 ： 08/08/2014 农历七月十三(星期五) 至 

  10/08/2014 农历七月十五(星期日)

地点 ： 海印学佛会 Sagaramudra Buddhist Society

法会超荐 

• 小莲位 $22   可超荐一位先人或历代祖先

•  大牌位 $150 可超荐六位先人或历代祖先

• 如意功德主 $1000 
 三个大牌位可超荐十八位先人和历代祖先

• 护坛大功德主 $5000 
 五个大牌位可超荐三十位先人和历代祖先+大禄位 

 (大禄位的名字依大牌位写的阳上者为准)

法会祈福  
• 供佛 随喜供养  

• 供斋 $100  

• 延生小禄位 $38 祈福者（一人或合家）  

• 延生大禄位 $138 
 公司宝号或祈福者（一人或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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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无量心

解读“悲无量心”图：近乎抽象 

的眼睛表示“正念”。在眼珠中 

出现的深红色心形表示“悲心”。

整体构图所要表达的是：以“正

念”为根本而生起的“悲心”就

是“悲无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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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无量心

 悲无量心者，拔一切众生苦之心也。

 当然，如果只是一般的帮众生去除痛苦，是谈

不上无量心的，这充其量只是悲悯之心。悲无量心

之所以称为无量心，就绝不是世间一般的心，而是

我们的真心，此真心也就是我们的觉性。

 先让自己活在觉性之中是首要的关键，因为这

是自己离苦得乐的根本。有了根本，接着才能拔一

切众生苦之心。这就是力求把慈无量心落在现实生

活之中。

 那到底要拔众生什么苦呢？苦有两种，一是

世间苦，一是出不得世间苦。世间苦指的就是生     

（此指广义的生，为让生命延续所面对的种种无

四无量心之悲无量心 

文◎ 释法梁

目前心轴

四无量心又名为四等、

四梵行，是依色界四禅定所修的

观行，所以名为四梵行；

又因修此四无量心为的是达到

空的平等性，所以名为四等；

也因修此四无量心为的是达到

空的无相、无性所以名为无量心。

下文所探讨的悲无量心不是

以四禅定的角度为重点，

而是从禅修过程中所产生的定的

余习来契入（活在眼前）。

 痛苦是什么？是苦果。 

 造成痛苦的因是什么？

是烦恼，是生死轮回。悲拔

苦，重点不在安抚或减缓苦

果；著力点在直捣苦的源

头，不受烦恼束缚，不再轮

回生死。

 本期文稿：着重描述

苦果，剖析苦因，教导各种 

“拔”苦方法。站稳在“觉

性”之中，善用我们的择法

菩提分，应病与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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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如：吃、喝、拉、撒等。）老病死之

苦，出不得世间苦就是六道轮回之苦。

 怎么通过拔众生世间苦来修悲无量

心？活在自己的觉性之中是此修法的根

本，接着再通过对人、事、物、思想等的

运用，让众生减轻生、老、病、死之苦。

此修法以自觉为前提，利他为接引众生的

善巧、手段，世间法的运用则是圆满福报

与智慧的方便。

 怎么通过拔众生出不得世间苦来修悲

无量心？活在自己的觉性之中是此修法的

根本，接着再通过身教与言教去教导众生

四圣谛、四法印，让众生依解脱的知见，

活在不被束缚的自在中，不再受六道轮回

之苦。此修法以自觉为前提，利他为接引

众生的善巧、手段，出世间修法的运用则

是圆满菩提的方便。

 必须重复的是：“此修法因为不是

和深定相应，所以容易迷失。也因此，必

须无时无刻提起自己的觉性，从而做到在

动态时也活在觉性之中。此修法最忌讳的

莫过于忘失了自己的觉性，而以利他做为

根本；以自我牺牲做为依据，并认为这就

是菩萨的行径。菩萨的意思就是觉有情，

简单而言就是一个觉悟的人，他具备自我

觉悟和觉悟他人的能力，而不是“自我牺

牲”就是菩萨这么的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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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measurable Mind of Compassion
By Venerable Fa Liang 
Translated by Wu Xin

The Four Immeasurables is 
also known as the Four Equalities 

or The Four Noble Qualities 
(Brahma-Vihara). 

It is known as Brahma-Vihara 
because its practice is based on 
the insight of the four dhyana 

concentration in the realms of form. 
As the purpose of practising the 
Four Immeasurables is to achieve 
the equality nature of emptiness, 

it is also known as the Four 
Equalities. It is named the Four 

Immeasurables because the purpose 
of practising it is to achieve 
the no-form and no-attribute 
characteristics of emptiness. 

In the following article on the 
immeasurable compassion, we are 

not discussing it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four dhyana concentration, 
but from the habitual tendency of 
concentration achieved through 

meditative practices 
(living in the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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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tioner of Immeasurable 
Compassion - The mind of 
relieving the sufferings of all 
sentient beings
 

 When we are helping other sentient beings 
relieved of their sufferings in the conventional 
way, it is not immeasurable compassion. At 
best, it is an expression of compassion. The 
mind referred to in the mind of immeasurable 
compassion is not the usual mind as known in the 
mundane world, but our true mind, which is also 
our awareness.

 It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for one to live 
in awareness, which is the basis for him to be 
free from sufferings and to attain bliss. With this 
basis, he can then have the mind to relieve the 
sufferings of all sentient beings. This is how one 
practises immeasurable compassion in his daily 
life.

 What kind of sufferings should we relieve 
sentient beings of? There are two kinds of 
sufferings - mundane sufferings and sufferings of 
being unable to transcend the mundane world. 
Mundane sufferings refer to the sufferings of birth, 
old age, sickness and death. (Here, the sufferings 
of birth refer to the fact that for one to continue 
living, he cannot help to avoid such actions as 
eating, drinking, defecating and urinating.) 
Sufferings of being unable to transcend the 
mundane world refer to the sufferings of cyclic 
rebirths in the six realms.

 How to practise immeasurable compassion 
through the relieving of mundane sufferings? 
First one has to live in his awareness. This is 
followed by guiding sentient beings to mitigate 

their sufferings in birth, old age, sickness and 
death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his dealings 
with people, matters, objects and thoughts. This 
practice is characterised by having one’s awareness 
as a basis, benefiting others as a means to arouse 
their interest in Buddhism,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undane method as a convenient way to 
achieve complete merits and wisdom.

 How to practise immeasurable compassion 
through the relieving of sufferings of being unable 
to transcend the mundane world? Once again, 
one has to live in his awareness. This is followed 
by the teaching of the Four Noble Truths and the 
Four Dharma Seals by setting personal examples 
and giving advices, so that sentient beings, having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liberation, may live at 
ease and without bondage, and be relieved from 
the sufferings of cyclic existence. This practice 
is characterised by having one’s awareness as a 
basis, benefiting others as a means to arouse their 
interest in Buddhism,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upra-mundane method as a convenient way to 
achieve complete bodhicitta.

 As stated in the previous article on 
immeasurable loving-kindness, similarly, this 
practice does not relate to deep meditative 
concentration, one can easily lose his way. Because 
of this, one must constantly remind himself of his 
awareness, so that he lives in his awareness even 
when he is moving about. In this practice, it is a 
taboo to lose one’s awareness and believe that the 
Bodhisattva’s way is simply based on the acts of 
benefiting others and self-sacrificing. Bodhisattva 
means “an awakened one”. In short, it is an 
enlightened person that possesses the abilities to 
awaken himself and awaken others, not just in the 
narrow sense of a self-sacrificing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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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 — 从根本作起 

文◎ 释法尊

 四无量心是指菩萨度化众生所应具备

的四种精神──慈无量心、悲无量心、喜

无量心、舍无量心。简单的说，“悲无量

心”是“愿一切众生永离众苦及众苦因”，就

是不忍众生有苦，想要拔济有情的痛苦。

虽然我们常常讲“慈悲”，然而慈和悲二

者是一体两面的，慈是希望他人快乐，悲

是希望他人没有痛苦。

 现今社会有不少人积极做善事，这是

可喜和值得鼓励的现象。然而一个人若只

有悲心，没有智慧，会把自己弄得焦头烂

额。因此除了悲心，还要有智慧。佛法的

殊胜处就是在于自利、利他，同步完成。

慈悲的显现，离不开因缘法；了解实际的

因缘条件后，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帮助他

人，当下也同时圆满了自己该做的事；例

如我们很想帮助有困难的人，但自己的经

济状态也不是很好，只能拿出几百块钱，

这就是目前能力范围所能做到的，是当下

的因缘条件，不用感到歉疚。只要做到安

住于现实情况，依照现下的因缘保持正念

和正见来处理事情，就能避免之后所产生

的烦恼与困扰。

 严格来说，《杂阿含经》第743经
1

中对修习四无量心的要求是很高的，必须

以四念处作为基础，因此对一般人来讲，

要生起无量的悲心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

我们还是要培养同情、悲悯这些正面的品

质。如果觉得修习无量慈悲心的要求太

高，最低限度也要自己不生起害他的心，

因为害心与悲心是背道而驰的。害心是指

想害众生的心，是因为我执而生起分别

心，只爱自己，不爱他人的一种心态。试

问连基本的爱心都缺乏，怎么还能生起悲

心呢？

 很多人把重点放在度化自己以外的众

生，实质上却是我们本身需要“拔苦”。

要知道我们常说“菩萨度化众生”，“众

生”不只是指外在的芸芸众生，更是指我

们内心的众生，即贪嗔痴根本烦恼。所以

修习佛法，要时时往内心审查，度化内心

的贪嗔痴“众生”，这才是根本。

1 《杂阿含经》第743经：大正02 p197 b15-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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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ssion — starting from the basics
◎ By Venerable Fa Zun

◎ Translated by To Kuo Ling

 The Four Immeasurables, namely Loving-
Kindness, Compassion, Sympathetic Joy and 
Equanimity, refer to the four attitudes essential 
to a Bodhisattva in helping sentient beings to 
liberate from their sufferings. To put it simply, 
“Immeasurable Compassion” is the wish that all 
sentient beings will be liberated from suffering 
and the cause of suffering, as a Bodhisattva could 
not bear to see sentient beings suffer and wish to 
help them. Although we often talk about loving-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they a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loving-kindness is the wish for 
the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of others while 
compassion is the wish for the remover of their 
suffering.

 Nowadays in society, many people are 
actively involved in charity work, a phenomenon 
which is heartening and encouraging. However 
if one has compassion without wisdom, one 
will be too occupied and would be burnt out. 
Therefore, besides compassion, one also needs 
wisdom. Buddhism is supreme in that it expounds 
benefitting oneself and benefitting others – at the 
same time. The manifestation of loving-kindness 
and compassion is closely linked to dependent 
origination. Once we understand the prevailing 
causes and conditions, we will then be able to 
help others within our capaci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erfecting what we ought to do. For 
example, we very much wish to help those in 
need but we have our financial restraints and can 
only afford to give a few hundred dollars, which 
is all we can do now. This is the current condition 
we are in hence we need not feel guilty. As long as 
we recognise these facts and resolve the problem 
with right mindfulness and right understanding, 
we can avoid troubles which may arise thereafter.

 Strictly speaking, the practice of the Four 
Immeasurables in the Nikayas is very profound, 

which has the Four Foundation of Mindfulness as 
its base.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layman to 
develop immeasurable compassion. Even though 
it is difficult, we still need to cultivate qualities 
such as sympathy and empathy. Even if we think 
that the practice of immeasurable compassion is 
too difficult, the least we can do is not to have a 
malicious mind as this is totally in conflict with 
compassion. A malicious mind means thoughts of 
harming sentient beings which arises due to the 
clinging to self, putting our “self” over all others. 
If we lack even the basic love and kindness, how 
do we cultivate our compassion?

 Many people focus on liberating other 
sentient beings but in actual fact, we ourselves 
need to liberate our own suffering.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when we say “Bodhisattvas help 
sentient beings to liberate”, the “sentient beings” 
does not only refer to all the sentient beings 
outside, but also the sentient beings within our 
mind, that is, the fundamental afflictions of greed, 
hatred and ignorance. Therefore, in practising 
Buddhism, we have to constantly examine our 
mind and liberate the “sentient being” of greed, 
hatred and ignorance within ourselves. This is 
the essential practice in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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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悲悯之心  
文◎ 林容祯

 所谓‘悲’就是拔苦。有

些人因体恤他人之苦，悲心油

然而生，要为他人解除痛苦和烦

恼而得到安乐，但往往因为自己

的迷执，导致妄想而使效果适得

其反，无法切实帮到他人，却不

肯认错。这就是一般世俗凡夫的  

“悲悯之心”。

 凡夫的“悲悯之心”不同

于“悲无量心”。“悲”的义理

是两者共通的，就是拔众生之

苦，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无

量”。所谓“无量”就是不可计

量，广大犹如虚空，超越世间一

切相对的智慧；只有通过我们本

具的觉性才能达到“无量”的要

求，这就是“悲无量心”。反观

悲悯之心，却是缺乏对觉性的要

求，以至于在拔苦之际无法与智

慧相应。

 世间一般的悲悯之心因无

法安住于觉性，所以在造作的过

程中难免会迷惑颠倒而落入我执

烦恼。人们往外攀缘之心习与成

性，内心不能安定，所以无法深

入思维，也就无法透视当下的因

缘而固执己见。不能清楚考量

对方和外在的各种因素，随性助

人离苦，无法实现后，又耿耿于

怀，结果自己也情绪低落。

 再强调：悲无量心与世间一

般的悲悯之心不同之处就是以觉

性为根本，让自己活在觉性中，

凡事清清楚楚，了了分明，才有

智慧帮助众生拔除世间苦和出不

得世间苦。世间苦指的是为了延

续生命，必需照顾和提供身体之

所需和面对各种如老、病、死这

些自然现象的无奈之苦。应该通

过世间法，深入了解因缘果报，

依个别的处境及善用有利的助

缘，为他人减轻痛苦。出不得世

间苦则指六道轮回之苦，只要以

佛法的正知见善，指导众生实践

所学，契入诸法实相，放下内心

的执着，就可以从苦海中超越生

死，得到解脱而自在。不论是拔

除世间苦或出不得世间苦，都与

我们的觉性习习相关，因为觉性

是悲无量心的根本。

 悲无量心安住于觉性，所以

智慧圆融无碍，凡夫的悲悯之心

则因离本具的觉性，所以会有所

迷失而徒劳无益。我们必须活在

绵密的觉性中，才能把悲无量心

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增长智慧，

从而充实我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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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心创造奇迹   
文◎ 莲华髻

 在一个视频分享会上，看见一幕让人

心碎而又心生敬佩的短片。

 内容讲述一位妈妈如何费尽心思、含

辛茹苦照顾患有自闭症的儿子。

 在常人的眼中，这是理所当然、简单

容易的事，在不健全的人看来却是难如登

天。

 在母亲的眼中，无论外人用什么眼

光来看待她的儿子，她始终对儿子不弃不

离，即使也曾闪过放弃的念头。

 儿子从小就不能自理与学习，而且情

绪很不稳定，常常闹脾气，折腾得她常常

以泪洗脸，自叹命苦！天啊，为什么要这

么折磨她？

 后来，经过一个佛友的开导与劝说，

她开始学习佛法，这才慢慢接受这事实。

 她不再感到无助，不再怨天尤人，而

认为儿子是佛菩萨赐给她，来考验她的。

一想到自己搞得人不像人，却因此能够接

触佛法，她就更心疼儿子。她说“有谁愿

意在大庭广众中，在肮脏的菜市场里，不

介意众人的异样眼光而随意卧倒?”只有

他。

 为了儿子的将来，这个做妈妈的不辞

劳苦，不怕艰辛，在日常的生活中教导他

学习如何乘搭巴士，如何与人交往，并耐

心以身作则，让儿子效仿。经过无数次的

失败与挫折，终于看到进步的成果。

 有一次，她故意闹别扭，学儿子躺在

地上不起身，这一躺让她体会到其实是让

精神放松的好方法，觉得很舒服。这时，

儿子会赶快叫她起身，因为他已经懂得这

是不良行为。

 纵然是从反面教育，用在她的儿子身

上，都起了正面作用。

 如今，这个有缺陷的儿子已经能够自

理，他不但可以自己乘搭巴士，还在专为

智力较差者开办的商店上班，显示了他是

一个肯努力求上进的有用的人。那位无怨

无悔、坚毅不拔把孩子脱胎换骨的妈妈，

也把她的经验，在慈善团体传授他人，希

望能起励志作用。

 人，不论多忧悲多苦恼，只要懂得运

用佛法，就会有勇气和信心活下去，还能

帮助别人。

 视频纪录片只有几十分钟，但是抚

育自闭儿长大成人的过程却是漫长的，需

要人母无与伦比的包容心、慈悲心和意志

力，付出沉痛的代价，不是一般人做得到

的。

 我以崇高的敬意，带着无比的感动，

再现这位母亲的伟大形象，我从她身上深

深感受到慈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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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无量心应具智慧  
文◎ 志学

 一、一则令人深思的新闻

 在报章上看到一则新闻，这里作一个概

述：

 有一位国际著名华族小提琴演奏家兼滑

雪运动员，近日在伦敦受访时首次坦承她从

小就受到华裔母亲的严厉管教，甚至是暴力

对待。母女关系早巳破裂，至今巳有十四年

没说话了。父母在她四岁时就巳离婚，她跟

着母亲到伦敦。她三岁就学钢琴，五岁学小

提琴，母亲有时因她练琴练得不好，会撑掴

她和拉她的耳朵，甚至逼她跪地嗑头认错。

母亲在她二十岁之前，都不准她独自外出，

她虽多次登台在万人面前表演，却因为只专

注于音乐，连怎么过马路都不会！此外，她

喜欢滑雪，但被严厉禁止。母亲还“求”她

不可有任何损伤，并曾对她说：“妈为你付

出那么多儿心血，帮你建立事业，如果你滑

雪折断了骨头，那妈妈这些年的投入就化为

乌有了！”

 报章还报导她在二十一岁前夕，“解

雇”了充当自己经纪的母亲，两人从那天起

就没说过话了！这真是一件很可悲且值得我

们深思的事情！

	 二、父母亲的“无量悲心”

 慈悲心包括慈心与悲心。慈心是不

忍他人痛苦，给予同情（无量慈心已于上

期与大家分享。）悲心是希望能解除他人

痛苦的心怀，并以实际行动帮他人解除或

减少痛苦。因此慈和悲常被一起提及和同

时修行。本文就用父母亲对儿女的爱心为

例，与大家探讨无量悲心。

 父母对子女的慈悲心是超越一切的。

父母与子女真正骨肉情深，从母亲十月怀

胎至生下子女，在生理上所承受的重担和

心理上所承受的忧郁及顾虑，非笔墨可形

容的，例如：胎儿在母亲肚子里是否会健

全发育？生出后四肢五官及六腑是否都俱

全？......在<佛说父母恩难报经>里，

释尊告诉阿难父母恩的伟大，详述父母亲

对子女的关怀及养育，可说是无量（慈）

悲心的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听说过

父母对子女太慈悲了，以致许多子女们都

把父母当“菩萨”！父母不忍子女受苦受

伤害，百般保护他们；子女有什么事就会

向“菩萨”求助，“菩萨”总是大慈大

悲，有求必应！

 为人父母总会希望孩子成龙成凤，所

以很多父母就在“怕输”的心理驱使下，

在孩子小时就要他们学很多东西，也不顾

及他们的兴趣，总喜欢以自己的想法或理

想，为他们规划生活美景；总是以自己的

想法及好恶套在儿女身上，还自以为儿女

会欣然接受。其实，父母辛辛苦苦赚钱养

家及培育子女，希望他们长大后能生活得

更好，原是无可厚非的，但由于凡夫都存

有贪嗔痴，就很容易将为人父母本来应有

的责任当作一种投资，寄予很高的期望，

并图回报；期望孩子成名成才，自己多年

所付出的精力与金钱投资可以得到很高的

收益！就这样很多父母在没有自觉性的造

作过程中，轻易的落入我执，执着自己所

付出的一切，只许儿女事事都成功，不能

有任何失败！到头来又如何呢？本文开头

所举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面反映清

晰的镜子！

 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执着可是一

种很可悲及可怕的造作（即行为）。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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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是我们生活中所有的行为，包括所

有好行为（善业）与坏行为（恶业）。简

单的说，造作是我们的六根缘（接触）六

识后所产生的行为。

	 三、慈悲应具智慧

 上述新闻事例也给了我们借鉴：慈悲

是要有智慧的。智慧不是一般人所讲的知

识或学问，而是对宇宙万物的发展规律的

理解能力。我们可以从释尊在开示佛法里

所谈及的缘起、十二因缘、五蕴、四圣谛

中学习到很多生活中所需要的智慧，从而

调伏我们的心，减少我们的烦恼与忧虑。

释尊是依据众生的根基与需要，开示世间

法或出世间法。本文只探讨了一些世间

法，并学习如何将其智慧融入慈悲心中，

希望借此利益众生，让人间减少暴力与怨

恨，大家和谐共处。

 《缘起法》让我们就明白世间的一切

都不是永恒不变的（无常）。一切事物的

变化、生起与消灭、变好与变坏，都不是

我单独可以主宰的（无我）。一切事物的

成败都得靠很多因素和条件（缘）和合而

成的。一切事物都会经历成、住、败、坏

（即生老病死）的阶段，任何的快乐也是

短暂的，最终也会坏灭的，最终也就是苦

的（例如：怨、爱、离、别苦）。认识了

无常、苦、无我，我们就会由内心深处生

起感恩心，对眼前的一切事物都关怀、包

容与忍辱，由是柔和了我们的身心，让我

们生起谦卑心与尊重心。

 五蕴是苦恼的总体。五蕴“取识处

处住，染着不能离”。了解五蕴就能找到

执着得苦的源头，我们就可以学习放下执

著，得到让自己与他人都快乐的智慧。

 从世间的四圣谛，我们看到了缘起

的流转，因果的展转相关、相依相持。我

们就可以领会自己所表现的行为、所讲的

话、所产生的意念（即身口意业）是否会

伤害别人的感受，是否会符合别人的需

求。我们可以通过五戒十善的修行，改善

我们的行为。我们会对自己所做错的事感

到惭愧，我们会珍惜但不会执著眼前所呈

现的机遇和事物。

 这些善法可以减少我们的烦恼与痛

苦，我们就不会将“救生圈”紧套在儿女

身上，而是让他们学会游泳，懂得一切事

物及环境的条件一直在改变，训练他们懂

得面对困难，适度从错误及失败中成长！

	 四、总结

 从新闻事例中，我们可以看那位母亲

对女儿的“慈悲”缺乏了智慧，而且附带

很强的回报心。就因为她太注重名利，亲

情、爱心和善意都被覆盖了！孩子往往就

是父母的一面镜子，父母的善与恶行为，

很容易把孩子天真单纯的心灵或进一步净

化或污染！那位母亲完全漠视了孩子身心

的健全发展，只注重“才”的栽培，完全

不顾德行教育，孩子因而自小就不知道感

恩、关怀、包容及惭愧，最后更离她而

去！在现实生活里，学历高人几等但却失

德的“才俊”，干了坏事，损害社会及国

家，大有例子在。俗语道：有才有德是上

品，有才无德是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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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爱悲心 

文◎ 明若

 “心理学”课堂上老师用“真正的爱

是慈悲心”做结语，圆满了三个多小时的

讲课。对于整个课程和这个完美的结语，

动情之外颇有几分感触。

 每天清晨学佛课让我培养了习惯：

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皈依、四无量

心、菩提心、忏悔文、回向，久了，便也

对慈悲心多了几分领悟。慈心是祈愿与帮

助众生获得安乐，换句话说，慈心是安乐

的因，这种安乐本已在那边，需要不断加

固；悲心则可以帮助众生远离苦恼，这种

苦恼也在那边，等待拔除。

 心理学老师所讲解的正是师父们常教

导的。心物如一，悲心无量真正存在于日

常生活中，并修成于日常生活。

 世间的爱，无论是男女之间的爱，还

是亲人之间朋友之间的爱，大多数是有条

件的、有目的的，是占有性的爱。这一类

爱是狭隘的，是具有控制性和排他性的。

这一类爱，无论多么深情款款，总是含着

很多自私的成分，总是饱含期许，一旦付

出后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得不到所期许的

东西，那自私心便会在失落和绝望中演变

为敌意和仇恨。

 曾经有一个男孩爱上一个女孩，他

鼓起勇气追求她，对她百般呵护与疼爱。

有一天，他决定向她求婚，但遭到拒绝；

他不甘愿，再次求婚，又遭拒绝，便找机

会报复了。这个例子显示了自私和狭隘的

爱。

 真正的爱是大爱，是没有任何条件

的，只为了帮助众生解脱痛苦，拔除痛苦

的因，是悲心无量。

 真爱悲心可以无限延伸，可以扩展到

任何有情，包容所有的众生，包括仇恨情

结、敌意的对象。真正的爱是没有局限性

的，是圣洁的，不被任何偏见和狭隘思想

所污染；真正的爱是无私的，没有任何条

件的，不执着，不期许。最好的方法是用

纯洁的心看待他人，把他人看做自己的一

部分。

 佛菩萨慈悲度众的愿力平等无分别，

是要帮助无尽众生解脱痛苦。众生的苦，

就像病魔纠缠，总是得力于医护人员用平

等的爱心来解除，他们对所有病患没有分

别心，没有偏见，这种爱是纯粹的爱，无

条件的爱。

 那年，一位神经内科医生在值夜班

时，一位患者由于中风而引起痰液窒息在

喉管，性命危殆，医生什么都来不及想，

即刻口对口吸出脓痰，看见患者青紫的脸

渐渐转为红润，他才静静走出病房，显得

内心平静而安祥。医者父母心就是真爱悲

心。

 要让真爱的火种深深扎根在

心灵土壤，在人世间闪耀光芒，

悲心无量！



这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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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执  

文◎ 释法梁

衲子心迹

 指着这一点“  ”，我问：这是什么？

 答：这是一点。

 指着这两点“           ”，我问：这是什么？

 答：这是两点。

 指着这些点“　　　　       ”，我问：这是什么？

 答：这是很多点。

 指着这些点“　　　        　”，我又问：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心”。说完之后你会自鸣得意。

 事实上，当你说出“心”的时候，已经被“法相”

束缚了，这就是“法执”。眼所见是色法，耳所听是声

法，于所见所闻都当真、当实，则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假

相。所以佛在《金刚经》才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

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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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 Love
 To teach a child to spare others his 
favourite food is superior to showering him with 
all kinds of love. It is the right way to love him.

 There was a woman who loved her husband 
and their three sons dearly, to the extent that she 
doted on them.

 One day, she found out that her husband, 
despite enjoying her full attention, had an affair 
outside. Her three sons were not much better 
either, they often complained about unequal 
treatments from the mother despite her undivided 
care.

 The woman could not understand why her 
husband and sons took whatever she did for them 
for granted. She started to begrudge the absence 
of fairness, and question the existence of cause 
and effect.

 Her rationale is simple, “If I am so good to 
them, why don’t they respond the same?”

**~-~**       **~-~**  **~-~**       **~-~**  **~-~**

 There was a middle aged man who loved 
his son dearly.

 Whenever his wife told him that dinner is 
ready, he would say: “Let the kid eat first.”

 Why let his son eat first?

 It is because he loved his child and letting 
him eat first would allow him to have more 
choices of food.

 As his child grew older, the father 
discovered that he does not care much about 
others. This was especially so in the sharing of 

Daily Chan Reflection
By Venerable Fa Liang 
Translated by Yeo Hwee Tiong

food. He would not consider leaving some for 
others.

 What had gone wrong?

**~-~**       **~-~**  **~-~**       **~-~**  **~-~**

 To let the child have the best food is an 
expression of love. However, to teach a child 
to spare others his favourite food is superior to 
showering him with all kinds of love. It is the right 
way to love him. This is because one who knows 
how to love others will naturally be reciprocated 
with the latter’s love. This is the effect of karma.

 Therefore, a mother should make her child 
understand that his father is working very hard to 
earn a living and he rarely eats at home. Thus he 
should invite the father to have a meal together 
whenever possible. Similarly, the father should 
teach the child the need to appreciate the efforts 
put in by the mother to look after the household. 
Therefore he should invite the mother to 
have meals together. This is the right way to 
educate the child, teaching him since young to 
be considerate, thankful, always taking care of 
others and returning the kindness of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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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能禅法
与四念处禅观之间关系的探讨（六） 

文◎ 释法梁

第三章: 惠能南禅与原始四念处

 在佛教中任何禅法的形成，一般上皆

与当时的文化时代背景有关联；禅宗六祖

惠能的禅法是佛教中国化之后的产物，而

四念处禅法则是古代印度文化的形成品。

经过长时间演化而成的禅法，是否已变质

以致失去修行本意是本章所欲探讨的。

 一、见性成佛与灭苦证果

 “见性成佛”是惠能禅法的主轴思

想，在整部《坛经》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

分量，其中又可分为逐渐的见性和在一瞬

间契入本性两种。前者称之为渐悟，后者

则为顿悟；然而，不论渐或顿，一旦见性

就成佛是二者所一致的。《坛经》提到惠

能因卖柴到某客人处，听到对方在读《金

刚经》而“心明便悟”
1
，故问客人经典

由来？客答曰：‘我於蕲州黄梅悬东凭墓

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见令在彼门人

有千馀众，我於彼听，见大师劝道俗但持

金刚经一卷，即得见性直了成佛’
2
。此

段文，掀起了《坛经》的帷幕，亦为“见

性成佛”的说法溯源至五祖弘忍。而惠能

在“见性成佛”的基础之上，更往前一步

推出了“顿悟成佛”，其“顿悟”可谓把

成佛的时间推到了极至，而惠能可说是承

继自弘忍之后，将之发扬光大的主要人

物，此思想亦形成禅宗派别的独特修行依

据。

 禅宗五祖弘忍对“见性”是极为重视

的，甚至以此而决定继承他衣钵之人。依

《坛经》所述，他为求衣钵传人，要众徒

弟各呈偈颂一首以便从中选出已见自本性

的有智慧者。被众僧认为最有修行的神秀

基于无法婉辞众人付与之厚爱，亦想检视

己之修行见解于是便呈上“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拭，莫使有尘埃
3
”

的偈颂。弘忍看了神秀所呈的偈颂，认为

他仍未见自本性，尚未入无上菩提门，仅

在门前。其原文为： 

 ⋯⋯五祖曰：‘汝作此偈，见解只到门

前，尚未得入。凡夫於此偈修行，即不堕落。作

此见解，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若入得门，

须见自本性。’
4

 当然，也就因神秀未见自本性故而

不得弘忍衣法。刚到八个月的惠能听了神

秀所作的偈颂之后，也呈上了自己的心

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

清净，何处有尘埃”。又偈曰：“心是菩提

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

埃”。
5
惠能的修行体验虽通过此二偈颂展

现了出来，而弘忍知惠能已“悟大意”
6
，

也因此而认定惠能是可继承他衣钵之人。

该夜，他为惠能讲说《金刚经》，惠能一

听，即时便悟。再几番教导之后，弘忍便

传“顿法及衣”给惠能。神秀因“见解只

到门前，尚未得入”故与衣法无缘，而惠

能因“识大意”所以得到弘忍更进一步的

教导并付之于衣法。由此得知，弘忍对见

自本性的重视之程度。

 紧随在“见性”之后的，就是“成

佛”的思想。当惠能首次面见弘忍时便告

知弘忍是为求佛法而来。弘忍一听便对惠

能说出了斥责的话：“汝是岭南人，又是

獦獠，若为堪作佛”
7
。从此段文加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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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其间隐含着的意思可以是——若是好

的素质是有可能即身作佛的；于此可知，

《坛经》对“成佛”的概念已不是一般所

谓须经历三大阿僧祗劫的时间的苦修，所

成就的佛也不一定是俱备“十力、四无所

畏、十八不共法、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

的要求，而六祖惠能就是当时的“佛”。坛经

道：“合座官寮道俗，礼拜和尚，无不嗟

叹：‘善哉大悟，昔所未闻。岭南有福，

生佛在此，谁能得知。’一时尽散。”
8 

此即身作佛的的思想亦为日后惠能所倡导

的“顿悟成佛”设下了铺垫。至于“成

佛”所须的内涵则是“见性”，在《坛

经》中弘忍的一句“见性直了成佛”，可

说为“见性”与“成佛”划上等号，此亦

是另一为“顿悟成佛”打下了基础的说

法。

 “见性即成佛”是惠能禅法的一大

特色，与四念处禅法相比较，惠能的禅法

不言次第，直接追求顿入本性，“见性成

佛”是惠能禅法的修行意旨。“见性”在

惠能禅法中是深受重视的一个环节，此等

要求在四念处禅法的经典中是不曾出现

的，四念处禅法以“苦”先建立出离世间

的心境，再通过禅观逐而的灭除苦恼之

余，逐步的证入四个果位
9
，这是此二禅法

间的不同之处。经典中如此记载：

 诸比丘!于此，为有情之净化、愁悲之

超越、苦忧之消灭、正道之获得、涅盘之作

证，此有一法，即四念处也。
10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一道净众生。

度忧畏。灭苦恼。断啼哭。得正法。谓四念

处。
11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一入道。净众

生行。除去愁忧。无有诸恼。得大智能。成

泥洹证。所谓当灭五盖。思惟四意止。
12

 原始四念处禅法体系皆以“苦”做为

出离世间的因由；先认识到世间是“苦”

及“苦”的根源，到想要“灭苦”以达

到“无苦”的解脱境界；为了要达到“无

苦”的解脱境界，所以修习四念处。

 佛教把人类的苦分为八种，即生、

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和

五阴炽盛苦。此八苦源自于身体与心灵两

个层面，身体的苦是无常现象的逼迫，其

中有生、老、病、死四种。心灵上则因有

贪、嗔、痴三毒之烦恼而引发的爱别离、

怨憎会、求不得三种。而五阴炽盛苦则包

含了身体与心灵两个层面。佛教认为身苦

基本上是无从解决，有了“生”之后，接

踵而来的就是老、病、死，是无法避免的

生命过程，唯有解决了心苦，才有“不

生”，即不再进入生命的轮迥旋涡之中，

此生命的轮迥为“此岸”，轮迥的解脱为

彼岸，四念处则是度生命苦海的小舟。  

《杂阿含631经》道：

 时，尊者跋陀罗问尊者阿难：颇有

法修习多修习，能令未度彼岸众生得度彼

岸？尊者阿难语尊者跋陀罗：有法修习多

修习，能令未度彼岸众生得度彼岸，谓四

念处。何等为四？谓身身观念住，受、

心、法法观念住。
13

 针对世间无常、生命苦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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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认为世人皆无可奈何，是无法避免的

一个过程，唯独心灵上的三毒之苦是可灭

除的；透过修四念处禅法而超越诸苦，达

到“身苦”而“心不苦” 的解脱、涅盘境

界。

 印度原始佛非常重视“苦”的思想，

佛悟道后最初为弟子所说的就是苦、集、

灭、道四谛法。追溯佛教于印度产生是

十六国家相互争夺霸权的时期，战争频

繁，平民百姓过得日子可想而知，因此对    

“苦”有所感悟是很自然的，《大正藏·

修行本起经》记载着净饭王为了阻止其子

释迦太子修道，故意安排他监农种殖，以

便转移其修道之心，然却适得其反，经中

道：

 太子坐阎浮树下，见耕者垦壤出虫，

天复化令牛领兴坏。虫下淋落，乌随啄

吞。又作虾蟆，追食曲蟺。蛇从穴出，吞

食虾蟆，孔雀飞下啄吞其蛇。有鹰飞来，

搏取孔雀，鵰鹫复来，搏撮食之。菩萨见

此众生品类展转相吞。慈心愍伤。即于树

下得第一禅。

 开垦过的土地，会被牛所践踏，这

象征着世间无常的现象，亦表示身为太子

的他就算是辛苦建立起的王朝也必会有毁

坏的一天。而自然生态间的弱肉强食，亦

是强国并吞小国的表征。做为一个将会继

承王位的太子，必然感受深切，世间的无

常、苦的现象成了他觉悟的契机，也成为

他教育弟子的教材。反观惠能所处的唐朝

时代，相对而言朝政可说是相当的稳定，

禅宗四祖道信所推广的农禅生活致使出家

人日出而耕，日落而息。也因此，“知苦

而离苦”的思想未必能成为禅宗的禅学思

想主题。反倒是后期传进中国的佛性思

想，在受到儒家重视人本思想影响下，将

抽象的佛性思想和具体的人结合在一起的

佛性论深被接受，“成佛”成为当时禅宗

的人生崇高理想的追求。

 针对解脱、涅盘境界而言，四念处禅

法所证入的有初、二、三、四果的等级，

即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

汉果，前三称为“有学”圣人，只有达到

四果的阿罗汉果位才可说是解脱、涅盘，

亦称为“无学”圣人。经中有如此的记

载：

 ⋯比丘三结
14
已尽，得须陀洹。不堕

恶法⋯复次。比丘三结已尽，淫怒痴薄，

得一往来天上人间，一往来已而得苦际，

如是修习念身。⋯比丘五下分结尽
15
，生

于彼间便般涅盘，得不退法，不还此世。
16

 世尊告诸比丘：⋯何等为沙门果？

谓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

汉果。何等为须陀洹果？谓三结断。何等

为斯陀含果？谓三结断，贪、恚、痴薄。

何等为阿那含果？谓五下分结尽。何等为

阿罗汉果？谓贪、恚、痴永尽。一切烦恼

永尽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

行。
17

 经中所述的四个果位是依据修习者所

断的烦恼而定，是惠能禅法所不强调的。

四念处禅法的修行理路是断惑而证真(证

果)，反观惠能禅法不言断惑，只求证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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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性)，因为一旦证真，断不断惑已是

无关紧要了。即有此差异，那是不是就可

因此就断言二者所修成的成果是不一样的

呢？

 印度佛教发展到部派佛教之后，开

始有大乘、小乘的分划。小乘的终极果位

为阿罗汉，是依断烦恼而定；在诸阿罗汉

中，其等次仍有差别，依佛四谛音声而受

教至阿罗汉者称声闻，因睹十二因缘而得

阿罗汉者称缘觉或辟支佛，更上一层的要

求就是除了能自觉亦能令他觉的佛果，成

就的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是无上正

等正觉的意思。若依此而言，四念处禅法

当然就是小乘禅法，但事实却非如此，在

原始的经典中是有提到修四念处是能成就

无上正等正觉的说法；《杂阿含635经》

道：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于四

念处修习多修习，未净众生令得清净，已

净众生令增光泽。何等为四？谓身身观念

住，受、心、法法观念住。佛说此经已，

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如净众生，

如是未度彼岸者令度、得阿罗汉、得辟支

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如上说。
 

 大 乘 佛 教 时 期 高 僧 龙 树 在 其 巨 著     

《大智度论》中，将四念处禅观归结为观

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

四点，而修四念处禅观也不仅是凡夫僧

人，有修证的菩萨摩诃萨亦修四念处禅

观。由此可知，惠能的“见性成佛”和四

念处禅法的“灭苦证果”二者并非一是见

性成佛的上乘禅，一是原始阿含的小乘禅

的简单分划所能交代。    （待续）

1  敦煌本《坛经》第2节。

2  敦煌本《坛经》第2节。

3  敦煌本《坛经》第6节。

4  敦煌本《坛经》第7节。

5  敦煌本《坛经》第8节。

6  敦煌本《坛经》第8节。

7  敦煌本《坛经》第3节。

8  敦煌本《坛经》第37节。

9  四个果位：即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

或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修习断烦而成就的境界。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第8册，第749页下。

10《念处经》，《汉译南传大藏经》中部第9册，第73页。

11《中阿含·因品念处经第二》，《大正藏》第1册，第582页 

中。

12《增壹阿含·壹入道品第十二》，《大正藏》第2册，第568

页上。

13《杂阿含631经》，《大正藏》第2册，第175页下。

14 结：共十个；一、身见结。二、戒禁取。三、疑结。四、贪

欲。五、嗔恚。六、色界贪。七、无色界。八、掉举。九、

我慢。十、无明。初果：断前三结、断身见、戒禁取、疑

结。二果：断前三结，而且贪、嗔二结渐淡薄。三果：除断

前三结外，贪嗔二结也断除。此前五为五下分结，但后半的

五上分结仍未断除。四果：十结全断。贪、嗔、痴永尽，一

切烦恼永尽，不再颠倒梦想。入无学位。

15 参阅注5。

16《中阿含·长寿王品念身经第十》，《大正藏》第1册，第

557页中。

17《杂阿含经》卷29，《大正藏》第2册，第205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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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是培养孩子人格与道德感的基

地，是孩子身心成长的教育场所，所以家

庭也是社会最重要的构成单位。家庭和

谐，社会就和谐。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

的变迁，传统的家庭规模和结构也起了变

化，逐渐小型化、简单化，但也多样化。

现代家庭所出现的问题离不开婆媳、夫妻

等等伦理关系，涉及子女教育、婚外恋、

家庭暴力、虐待、离婚、单亲家庭‘空巢

老人’等等范围。

 《佛说善生经》是一部论述伦理道德

的重要经典，主要的内容从佛陀在王舍城

托钵，看到一个名叫善生的年轻人，遵从

他的父亲的遗嘱，每天朝东西南北上下六

方礼拜，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佛陀

于是向他开示。六方是六种伦理的象征，

东方代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南方代表师

长和弟子关系，西方代表夫妻关系，北方

代表亲友关系，下方代表主人和奴仆的关

系，上方则代表世俗者与出家修行者之间

的关系。佛陀教导我们从这里学习如何在

生活中面对各种人际关系，如何选择朋

友，如何建立和谐的家庭，⋯⋯总之，佛

陀教导我们，有了正确的伦理和道德观，

我们就能够走向幸福的人生。

 佛陀告诫善生，要得到圆满的生活，

先决条件是[离四方恶不善业垢]，就是

在身口远离杀生、盗窃、淫欲、妄语这四

种恶行，还要心不起欲、恚、怖、痴四恶

事，因为这四恶事会推动我们去造恶。此

外，还要避开酗酒，赌博，放荡，沉迷歌

舞，常近损友以及懒惰，这六种恶行会导

致我们经济财物上的损失。除此之外，要

家庭生活美满，必须建立良好的经济基

础，譬如理四分财，一分作为日常所需，

一分发展事业，一分储蓄起来，以应付紧

急时所需要，一分用来行善，这样生活才

会踏实。

 佛陀告诉善生，想要致富，一定要远

离恶友，亲近善知识。《善生经》为现代

人提供辨识善恶友的方法；善知识会防止

我们犯错，引导我们走向正确的道路，不

可或缺。而恶友表面上看起来像我们的朋

友，其实是我们的冤家。不论恶友或善友

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朋友、亲

人，跟他们处理好关系，很重要。

 佛陀开示得很清楚，善生礼拜的“东

西南北上下”六方各有意义，涉及六种人

际关系，也就是关系到人的六种责任和义

务。向东方礼拜表示重视父母和子女的关

系，子女应该如何孝顺父母？父母应该如

何抚养、管教子女？父母不能无原则地要

求子女，子女也不能无原则地顺从父母。

孝道不能离开一个“正”字，父母应该以

身教、言教来陪着子女一同成长。父母及

子女双方都应该以同理心相互对待，设身

处地为对方着想，才可以减少摩擦与压

力。向南方礼拜表示重视师长与弟子的关

系。弟子对师长应生恭敬之心；为人师表

不只是简单的传授知识，还要教导弟子为

人处事的道理。向西方礼拜表示重视夫妻

关系，夫妻要想和睦相处，应相敬如宾，

彼此尊重，相互信任。向北方礼拜表示重

视亲友关系，大家要相互协助。向下方礼

拜表示重视主人和奴仆的关系，要有耐

心，避免互相责备。向上方礼拜则表示重

视世俗人与出家修行者之间的关系，在家

众应该要尊敬法师、供养三宝；出家众必

须以佛法指引信徒走上光明道路。

《善生经》是为现代人提供维系人际关系

的宝典，引导我们怎么过幸福美好的家庭

生活，人与人如何与和谐相处，大家才活

得有价值有意义。

《佛说善生经》开示——
               佛法与现代家庭的伦理观  
讲授/整理◎ 释持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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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佛教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

不 要 失 去 内 心 的 觉 照 ， 不 要 堕 入

嗔恨与反击的情绪之中！你保持觉

照 ， 你 才 能 找 到 最 佳 的 答 案 来 反

应，而不是坐以待毙！’
 第六章：忍恶无嗔

 佛言。恶人闻善。故来扰乱者。汝自

禁息。当无嗔责。彼来恶者。而自恶之。

 佛说，如果有恶人听见有善人做善

事，他故意来给你麻烦，来破坏你做善

事，这个时候，你可以短暂的屏住呼吸，

一屏住呼吸你就会变得冷静，觉性就会出

现，你会发现它就像是一面镜子。不要起

嗔恨心去责备那个来扰乱你，破坏你，给

你麻烦的人；通过镜子的反照，他是在面

对他自己，而你只是镜子。

 所谓“好人好自己，坏人坏自己”这

就是说恶人怎么样坏，也是他自己的，坏

他自己；你要是不理他，就没有事了；你

若一理他，怎么样啊？你就被他影响了，

失去内心的觉照。你甚至可能跟他一样，

与他恶言相向，乱成一团。

 佛法要求我们自我反省、回光返照，

通过感觉着自己的呼吸，就不容易跟着境

界转，这就是能自主的第一步。

 第七章：善还本生

 佛言。有人闻吾守道。行大仁慈。

故致骂佛。佛默不对。骂止。问曰。子以

礼从人。其人不纳。礼归子乎。对曰。归

四十二章经（六） 

讲授◎ 释法梁　

记述◎ 李德钊

矣。佛言。今子骂我。我今不纳。子自持

祸。归子身矣。犹响应声。影之随形。终

无免离。慎勿为恶。

 佛说，有人听见佛是一个坚守道行的

人，行大仁慈之法；他便故意来到佛的面

前骂佛。佛听见他骂，默然不出声、不讲

话，等他骂声停止了，佛就问他：“你用

礼貌来对待人，如果那个人不接受你的礼

貌，那个礼貌是不是还回到你自己那儿去

呢？骂佛的这个人说：“不错！是还回来

到我这儿。”佛又说了，你现在来骂我，

我不接受你这个骂。你骂我，我不接受你

的，你只能自己承受这个骂言，就好像山

谷中的回声，又好像跟随着自己的影子；

祸患就是如此的跟随着自己，所以千万不

要做恶事。

 这里佛陀举了一个比喻，更进一步

说明恶人自作自受，我们不要跟他们一般

见识，要守护自己内心的清净。因此，只

要对骂人的话不产生执着，这些恶毒的谩

骂和情绪只会影响骂者本身。你大可以

当作成就你修心的机会，所以永嘉大师才

说：“观恶言，是功德，我闻恰如饮甘

露，消融顿入不思义！”

 第八章：尘唾自污

 佛言。恶人害贤者。犹仰天而唾。

唾不至天。还从己堕。逆风扬尘。尘不至

彼。还坌己身。贤不可毁。祸必灭己。

 佛说，没有道德的恶人，想要害有道

德的贤人，就好像仰起面，对天吐口水一

样，这口水不会吐到天上。这也就是说恶

人想害贤人，是害不了贤人的，这口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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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慢慢落到自己的脸上。如果你对著风来

扬尘，这尘还是都落回到自己身上的。贤

人是不可毁谤的，你加害贤人，到头来还

是害自己。

 恶人恶报，好人好报。这是佛法上很

直接的因果逻辑。逆来顺受，可以说是佛

教至高无上的美德，但也可以说佛教徒最

大的悲哀。事实上佛法说的不是一成不变

的硬道理，而是智慧的。不能保护自己，

就是没有智慧。不能保护自己，又怎么保

护别人呢？保护自己的智慧都没有，又怎

么去说要有保护众生的慈悲！

 佛教在教导我们面对现实的恶魔时，

并没有说你永远要坐在那里等他取你首

级。在菩萨法的行持中，有时也可以运用

非常之手段。如经典中，大悲菩萨为挽救

五百商人的性命，且不让行凶恶人永堕恶

道，他慎重思考后毅然把恶人给杀了！所

以，不是不可还手，而是为何要还手。

 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你怎么肯定自己

是在行菩萨道？你如何判断这个恶人的意

图？你如何判断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你如何去面对内心的挣扎后去杀掉此人？

你如何掌握最好的时机？这种种种种，都

不是单一直线的善恶思维能够解决的。这

个时候，佛法告诉我们，觉照很重要。说

白了，就是一颗冷静的心。事情的发展有

很多选择，依靠的就是觉照来判断，在判

断的过程中，不掉入情绪、妄想等烦恼之

中，永远保持在一个觉照的状态来思考，

这便是《金刚经》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

其心”。

 佛教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不要失去

内心的觉照，不要堕入嗔恨与反击的情绪

之中！你保持觉照，你才能找到最佳的答

案来反应，而不是坐以待毙！当然，如果

经过智慧的判断之后你选择坐以待毙，那

么你这个“坐以待毙”就是智慧的选择，

而不是懦弱的选择。回到自己的觉照，你

会发现我们的觉性是柔顺而不懦弱。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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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游戏  
文◎ 释法谦

 佛法不是无情的、冷

冰冰的，佛法是“以智导

情”。

 最近对“抽离感”有

小小的“悟”。“抽离”

指为了看透人事物的真

相，以理性分析它的特

性：无常、因缘、空，保

持一个距离。“抽离感”

则是因这份距离在心中

产生的不一样感觉和心

情。

 卧房里有两个２寸

见方的小时钟；书桌上

的小时钟一直以来都会

越走越慢，久不久得依

睡床上的另一小时钟

为准来拨正。大殿、厨房、餐厅的时钟展

示的时间也都不一样，相差几分或几秒。

最近，新买的电饭锅，除了可预设煮好的

时间，同时也可以显示当下的时间。有一

回，不小心错按了电子将时间也按乱了，

要调正时，忽然间不知要依哪一个时钟。

到底哪一个才准确？

 有人认为手机、电脑的标准时间
1
最

准，但这也只是依格林尼治本初以子午线

为界将地球依经度划分区域时间，也一直

在经历着变革。新加坡从商贸考量，很早

就拔快了１小时；大部分温带国家，还延

续着夏令拔快的惯例
2
。

 时间原来是可以让我们把玩、游戏

的。突然间，觉得时间

不再那么真实，也不再

紧紧逼人，“假假”的感

觉油然升起。刚巧又读到

有关对时间探源的篇章。

    韩国作家李周恩说： 

“在时间面前，人们永远

全都会离开正途。不是忙

得发疯就是闲得发狂，不

是来早了就是永远迟到一

步。无论是谁，都无法像

掌管自己的东西一样去掌管

时间，只能努力去适应，因

为大多数人都如此这般地活

着，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沉

默、无奈而顽强地生活着。

而实际上，时间是一种没有实

体性的东西，只是一个为了方

便人们的生活而创造出来的刻度。请看看

你的房间，时间是不是也权威感十足地挂

在一个让人仰视的地方呢？”
3

 什么是迟一分钟？什么是早一分钟？

等的人还没来，将随身携带的书翻开来静

静地读，或者用心环顾周围，享受眼前。

该来的会来、不来的终归不来，不受干

扰、不挑起情绪；接下来该办什么事就办

什么事。

 什么是时间不够用？什么是充裕的时

间？一切都在赶赶赶，排得满满的行程和

节目，一个接着一个，美其名为充分利用

时间，不浪费生命。只是没察觉，自己像

机械一样操作，在生命的输送带上越跑越

缁素心语

水喉关小一点，
让水慢慢流，

就有充裕的时间
搓衣服，也不会溅得
太历害；最后是，
在稳定、清明的

心境中，
完成简单的
洗涤工作。

就在那个时候，
清醒、愉快、
智慧的抉择，
专注的活着，

这就是佛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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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说是要跟时间赛跑。谁逼你的？待机

械老旧了，面对淘汰的命运时才“慕然回

首”，这就是我们要的生命吗？

 用手洗衣服时，水喉开得太大，来不

及搓衣服，又担心浪费水，心中很急；最

后是衣服洗不干净，水又用得多，更溅湿

全身。告诉自己不要急，有的是时间。水

喉关小一点，让水慢慢流，就有充裕的时

间搓衣服，也不会溅得太历害；最后是，

在稳定、清明的心境中，完成简单的洗涤

工作。佛经“一时”，说得真好，就在那

个时候，清醒、愉快、智慧的抉择，专注

的活着，这就是佛化生活。

 人们仰视的对象，除了时间之外，还

包括宗教界的至高者、尊敬的偶像、权势

名利地位等，都高高在上、远远在外，都

在掌控、操纵着我们。可曾想过拉回来，

抽离，加以反思、俯视、透视；不再作仰

视对象的奴隶，而是善用它们来构建我们

美好的人生，作自己的主人。我的人生，

我自己负责。

1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旧译格林尼治平均时间或格林威治标准

时间；英语：Greenwich MeanTime，GMT）是指位于英国伦

敦郊区的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标准时间，因为本初子午线

被定义在通过那里的经线。随着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许多

国家先后建立天文台来测定地方时。国际上为了协调时间的

计量和确定地理经度，1884年在华盛顿召开国际经度会议。

会议决定以通过当时格林尼治天文台埃里中星仪所在的经

线，作为全球时间和经度计量的标准参考经线，称为0°经

线或本初子午线。此后，不仅各国出版的地图以这条线作为

地理经度的起点，而且也都以格林尼治天文台作为“世界时

区”的起点，用格林尼治的计时仪器来校准时间。自1924年

2月5日开始，格林尼治天文台每隔一小时会向全世界发放调

时信息。格林尼治所在地的标准时间，不光是天文学家使用

格林尼治时间，就是在新闻报刊上也经常出现这个名词。对

于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以格林尼治的地方时间记录下

来。一旦知道了格林尼治时间，人们就很容易推算出相当的

本地时间，就不容易搞错。

 1999年12月28日，一种新的时间系统——格林尼治电子时间

（GET）正式诞生，它为全球电子商务提供一个时间标准。

然而原有的格林威治时间（GMT）仍保留，作为21世纪的世

界标准时间。

  由于地球每天的自转是有些不规则的，而且正在缓慢减速，

因此，格林尼治时间已经不再被作为标准时间使用。新的标

准时间，是由原子钟报时的协调世界时（UTC，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百度百科》

2  DST: Daylight Saving Time世界各国依各自的夏令时间的规

则，在夏令时实施期间，将当地的时间拨快一个小时，也就

是以当地的标准时间+ 1小时，夏令时间结束就恢复到当地

原来的标准时间。《百度百科》

3 韩国作家李周恩著《人生不是单程旅行——在世界名画中体

悟幸福的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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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与计较 

文◎ 释持果

 知足常乐，因为知足不奢求，所以

我们快乐；可是人活在这世界，常有很多

的欲望，对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永远无法满

足。欲望实现了，拥有了，又喜欢与人比

较。比较与计较就像难兄难弟一样，一比

较，就会变得爱计较，二者伴随不舍，为

什么？因为有“我”，就想比人强，就想

比别人好。比别人好就产生优越感，比不

上就痛苦，这就是佛教所说的求不得苦。

俗语说：“人比人，气死人。”“天外有

天，人外有人。”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比别

人强，也不可能都比别人弱，每个人都有

他的个人价值。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一旦你以他

人的成就来衡量自己的幸福，那么除了不

幸，你别无所得。”因为喜欢比较的人，

对于人常会产生怀疑，常会去注意和观察

别人的行动，是不是在某方面超越自己，

如果是就产生妒忌。比较过后，计较就会

伴随而来，心里永远无法得到平衡。

 人为什么会有比较与计较？因为把

得与失看得太重。记得在我刚踏入学佛

时，师父对得与失的开示给我的印象很

深。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佛教常说

无常，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如果不

知足，不懂得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一

味盲目的追求遥不可及的东西，而忘了活

在当下，就会患得患失，这一来，得到了

怕失去，就不断的再求取，终于造业，伤

了别人也伤了自己。我们常常身在福中不

知福，计较和比较就像两把刀，往往不知

不觉的往自己身上捅，使自己痛苦不堪。

计较疼，比较痛，淡然才是福。我们是不

是能够淡泊处世，得到了喜，得不到也不

忧，多么自在。

 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人的烦恼大

都是由于自己爱比较爱计较产生的。我们

常说每个人的因缘福报不同，有福报的人

做任何事都会顺顺利利；没有福德，做任

何事都会处处受到阻碍，经常一筹莫展。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随意而安，就会知足常

乐。善待自己吧，在自己的功课上努力和

精进，非比较和计较不可的时候，就与自

己比较和计较，那是不是会比过去更进

步？不断的修正自己，不断的学习，总有

一天会突破自己的局限性；文学家梭罗说

过：“你怎么想自己，也就决定了你的命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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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常 

文◎ 王茵桦

 无常的遭遇、无常的命运、无常的人

生、无常的快乐、无常的悲伤，天地之间

一切事物的变化，时时刻刻在启发我们，

教导我们，天灾人祸随时都会发生，例如

不久前的马航飞机不知去向，韩国游船沉

没，都是数百人死亡，最伤心的莫过于亲

朋好友，最痛苦的心情莫过于等待音讯的

时候，见到遗体更是痛不欲生，笔墨难以

形容。这些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要认

清世间许多现象都是无常的，伤心过后，

还得让内心平静下来。

 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突发

的情况，意外的事件，分分秒秒钟都可能

出现，所以要认识缘起缘灭，分散聚合、

生离死别都是必然，要学会看透人生，修

持心境，无常来时，才不会惊慌失措，才

能控制情绪，从容镇定，处之泰然。

 神秀大师的诗启发了我们的心灵：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惠能大师的诗带来春风一般的温暖，

抚平心灵的纷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每一个人的心都应该是一样的，明

亮、清静，只是有时被污染了，暂时失去

光彩，所以要修自己的心，不要个性失

去控制而变成杀手，害人害己。要把不良

的习惯改掉，把菱角磨掉，用惭愧心看自

己，用感恩心看世界，让自己的心常常活

在眼前，这才可能成为慈祥的人。

 拥有再大的权力，再多的财富，再

美的青春，再美好的生活，一切都是暂时

的，一切都会随着因缘而生灭。要学习在

生活中处事待人；用宽大的心怀，容纳万

物；用开朗的心情，迎接每一天，珍惜每

一个当下；多说一句好话，多做一件好

事；遇到困难不要冲动，不要生闷气；不

要斤斤计较，看得开，放得下，就不会患

得患失。无常突然出现在眼前，把心拉回

来，用平常心、自在心去接受它，面对

它。用师父教导我们的方法，眨一眨眼，

甩甩头；吐气，放下对念的执著，回到心

王，活在心王保持明空的状态，看清楚念

也是无常，不要让它延续下去，要回归眼

前，让自己的内心清净就是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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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for Thought
◎ By Venerable Fa Qing

The Mind Moves
 Each time our eyes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external phenomenon, we form our 

concepts and discrimination of pleasantness 

and unpleasantness.   We fail to realize that it 

is the mind that is moving and not the external 

phenomenon.

 In order to realise that it is the mind that 

moves, one has to be in the present mindfulness 

and awareness to separate the mind and the 

external phenomenon. 

Words

 We are happy when we hear 
things that we want to hear, and we are 
unhappy when we hear things that we 
do not wish to hear. 
No matter what was said or heard, 
words are spoken and created based on 
causes and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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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无小事 

文◎ 禾今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授者是。

 手机因为进过水，所以偶尔会出问题，本想卖掉再买部

新的，后来买了一部新的，旧的却没卖，因为不想以欺骗的方

式，让收或买那部手机的人起烦恼心。

 这一时或许得了便宜，但又怎么知道那一时不会付出更大

的代价去偿还呢？

 几年前，我还在上中学时，邻居阿姨不小心收到一张＄50

假钞，虽然气愤，但也没办法，只好存放在家里。她的女儿小

丽知道后，就跟我和一个小伙伴商量去菜市场把假钞花掉。我

虽然不同意，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就跟着一起去了。

 4、5点钟的时候，天还亮着，我们就边等着天黑边走去

市场的尾端，那里有一对爷孙在卖菜，小丽决定在那里使用假

钞。

 天渐渐黑了，我们开始行动。她很聪明，在爷爷为我们

秤菜时，让他的孙子找钱。一切那么顺利，可是我却高兴不起

来。

 我很感恩父母对我的身教，教我做个善良懂事的孩子，即

使他们并不富足。但那次的欺骗行动，我竟然参与了！反思之

下，我觉得纵然把＄50缩小到＄5，依然是欺骗。我还记得当

我们买了很多菜，爷爷的笑容和小弟弟高高兴兴找钱的样子；

夜深人静想起他们，我就难以入眠。

 在当下的社会，骗钱敛财的事已经不算新鲜，但心中若常

存知足与感恩的良知，正能量一定会营造出不一样的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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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期我们聊了僧家诗论，本期来看

看俗家严羽和他的《沧浪诗话》。

 严羽，字仪卿，但明代多以为他是  

“严仪，字羽卿”，可能是当时一些错印

的资料误导了学人。

 严羽的《沧浪诗话》分五个部分：诗

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他对自己

的诗论比较自负，曾自夸那第一部分    “

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

归一之论。⋯⋯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

自家实证实悟者⋯⋯李、杜复生，不易吾

言矣”，还自称“参诗精子”（《答出继

叔临安吴景仙书》），连李白、杜甫复生

都会认同他！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单从

《诗辨》，我们的确大致可识严氏诗

学思想的梗概。

 严羽论诗主要特色确实就在于“禅”，

这里挑一些来谈。他自言“论诗如论禅”、 

“借禅以为喻”、“以禅喻诗”：

 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

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

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

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

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

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

 他 认 为 诗 最 好 的 ， 即 第 一 义 的 ， 在

汉 魏 晋 与 盛 唐 ， 尤 其 后 者 ， 比 喻 为 大 乘

禅、正法眼。而严羽最推崇的三位诗人也

自然都出于这时段，除李白、杜甫外，还

有上期介绍的皎然所崇拜的谢灵运，严氏

甚至认为谢诗“无一篇不佳”（《沧浪诗

话·诗评》），唯一的缺点在于“精工”

而不如陶渊明之诗“质而自然”，“彻首

尾成对句”而失建安诗人的“不可寻枝摘

叶”那种浑然气象而已。（《诗评》）我

们开始学诗时就应以这段时间的大师为榜

样，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

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

以下人物”。“开元”、“天宝”是盛唐

时的年号。起点要高，毕竟“学其上，仅

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又曰：见过

于 师 ， 仅 堪 传 授 ； 见 与 师 齐 ， 减 师 半 德

也。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

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

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

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

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上做来，谓之向上

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

刀直入也。这里又见严氏的“以禅喻诗”

了，“直截根源”、“顿门”、“单刀直

入”都是，见于禅诗、碑铭、灯录等。

 作诗“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

而最重要的在于“妙悟”——“大抵禅道

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同样与禅分

不开，且要悟得第一义。同样的，严羽认

为能“透彻之悟”的，即“谢灵运至盛唐

诸公”的诗作，其他人则不够“透彻”，

就算有悟也不是“第一义”的。至于最极

致 的 表 现 ， 是 “ 入 神 ” ， 唯 有 李 、 杜 得

之，其他人很少。

 严羽论诗还有五法——体制、格力、

气 象 、 兴 趣 、 音 节 ， 其 中 比 较 重 要 的 当

属 “ 气 象 ” 和 “ 兴 趣 ” 。 他 评 断 唐 宋 诗

严羽与《沧浪诗话》—— 佛教与诗论(下)
文◎ 何奕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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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别“未论工拙，真是气象不同”（《诗

评》），这是辨别关键，而建安时代之作

能超越谢灵运的诗，原因正在“气象”，

上文提过了。至于“兴趣”，不是现代所

指的喜欢或嗜好的意思，而是一种审美情

趣，一种悠远的韵味，他之所以推崇盛唐

诗人就在其作之“兴趣”。这也是宋诗不

如唐之处，与“兴趣”接近的“意兴”、

“兴致”都缺乏——“诗有词理意兴。南

朝 人 尚 词 还 病 于 理 ； 本 朝 人 （ 按 ： 即 宋

代）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

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

，（《诗评》）。他认为宋人就差在“使

事不问兴致”，没留意诗之“别趣”。说

到这点，就不得不引《诗话》中最常被引

用的一段，更有助于见作者思想及写作动

机。他在《诗辨》里说：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

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

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

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唯在兴

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

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

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

穷。

 从 中 可 见 严 羽 著 诗 话 就 是 要 针 砭 时

弊 ， 提 醒 爱 掉 书 袋 、 炫 学 问 的 宋 代 诗 人  

（主要针对江西诗派）作诗的真正意义在

哪里。不过他也并非完全否定的，还算客

观，而且承认当多读书、多思考道理的。

严羽只是批评这些人“以文字为诗，以才

学 为 诗 ， 以 议 论 为 诗 ” ， “ 使 事 不 问 兴

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

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失去了他们

前朝诗作的“一唱三叹之音”；最差的那

些甚至可视为诗之一劫。这段引文仍不脱

以禅喻诗论诗的特色，“镜花水月”是佛

家 普 遍 用 语 ， “ 羚 羊 挂 角 ” 《 景 德 传 灯

录》就有记载。

 严羽及其《沧浪诗话》对后世起着关

键影响，明代前后七子的“格调说”、公

安三袁的“性灵说”、清代王士祯的“神韵   

说”、晚清民国王国维的“境界说”等都

是，明末藏书家毛晋就赞《诗话》“精切简

妙，不袭牙后”，有原创性。但当然，批

评还是会有的，最严厉的当属钱谦益和冯

班。钱氏评其禅喻错误、“妙悟”不当，

冯氏还专门著有《沧浪诗话纠谬》，斥其

以禅喻诗“漫漶颠倒”、“于诸家体制浑

然不知”。再后来，钱钟书还指出其说一

缺 点 是 太 抽 象 了 ， 几 乎 像 “ 无 字 天 书 ”   

（《谈艺录》）！尽管如此，相信结合大

量的旧体诗阅读，严氏之作还是能给读者

一定的启发的。

 总结概括，严羽以禅喻诗，推崇汉魏

盛唐诗，而因盛唐诗体皆备了，定诗之宗旨

时便“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创作流程即

先“熟参”典范，再通过“妙悟”，创 出  

“气象”、留意“兴趣”，以达“入神”。

因为严说比较系统，影响比较深远，所以

我比之前诸篇多写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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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笔心画
富人想吃芒果 

整理◎ 依毅  翻译◎ 严莉莲

  画◎ Steve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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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莲花灯。

清明法会花絮 

图◎ 影音部

众信诚心共诵三时系念。 

s

s

法师为坛城洒净。

 

s

s

花絮心吟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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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梁法师在主持“大蒙山”。s

s

过坛。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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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师宣读疏文。

卫塞法会花絮 图◎ 影音部

s

法师带领信众唱

诵浴佛偈。

 

s
浴佛。 

洒净。

 

s

s

s

花絮心吟

s

传供。

s

s

法喜充满。

法会后，共用素食午餐。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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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传供。

 

s

少儿供僧。

浴佛。

少儿班：我愿。。。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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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7日，40位海印会员

由法荣师父带领，前往中南

半岛东侧的越南首都河内游

览。河内位於越南北部的红

河三角洲,是一座堪称越南

文化摇篮的古都。

 由河内驱车前往麦州，相

隔180公里，需要约4小时才能到达。

沿途两旁的稻田、铅笔式的私人住宅、森

林与山岳，景色宜人。由於越南曾受法国

殖民统治，所以还可见到一些法式建筑及

贩卖法式面包的小摊子。麦州其实是个群

山环抱的小乡村，风景优美。我们的住宿

就在稻田和菜园旁，有一种融入大自然的

轻松感觉。这里有好多少数民族，所以我

们可观赏到不同的艺术，如白泰族的歌舞

表演和他们的村寨，还有手做纺织品及工

艺品，都很有特色。我们还翻山涉水去参

观一所座落在半山腰的少数民族小学，虽

然旅途劳顿，但坐在轮船观赏河上美景

时，多辛苦都值得！听到那群天真儿童的

美丽歌声，联想到那20多位农村老师为教

育贡献的精神，我们由衷佩服，希望这些

学生将来会饮水思源。

 由麦州到下龙湾，观看了最让人称道

的河内艺术：《水上木偶戏》。据说久远

时代於农闲及红河泛滥期间，农民在水塘

中筑起戏台，舞弄木偶以为娱乐，演变至

今，专业的演师站立於竹帘后的水中，以

竹竿操弄木偶，栩栩如生，难怪在世界各

地巡回演出曾深受好评。来到号称《世界

新七大自然奇景》及《世界遗产奇观》的

畅游北越南 

文◎ 黄柳枝

下龙湾，首先在游船上享用午餐，再转乘

小船参观下龙湾最美丽的洞穴之一：惊讶

洞及渔村。下龙湾海面上星罗棋布著数不

清的大小岛屿与奇峰怪石，天水一色，令

人叹为观止。因酷似桂林山水，因此又有

《海上桂林》之美称。



PAGE 37花絮心吟

 在越南已经三天了，但大多数团员

还搞不清越南盾。一万越南盾约等于新币

7角，我们都成了百万富翁忙着数钞票！

有位师兄做了一张对换率表，方便我们使

用，但是找钱时还是要警觉，有人把50万

（新币越33元）当5万（新币约3元）买了

一串香蕉！不过他说：“花了就当作布施

吧！”的确，过去心本来不可取，何况又

是那么小数目的损失。

 离开下龙湾，来到宁平省，游览建于

公元968-1009丁朝和黎朝时期的丁先皇庙

及黎朝庙。佛教在黎朝时期开始盛行，如

今越南大约仍有80%人口信仰佛教。我们住

宿在Cuc Phuong Resort，环境幽静。有

一栋别墅还住着一条青竹蛇，导致游客心

慌慌！

 还有两个很特别的景点，其一是三

谷湖。宁平省因石灰岩地貌，形成奇峰异

石，风光十分明媚，被称为“陆地上的下

龙湾”，一条小河蜿蜒其中，翠绿的水与

壮丽的山交融，加上绿油油的稻田相映

衬，呈现出如画的农村景色；泛舟欣赏三

谷湖奇景，两岸风光绮丽，令人有种置身

於世外桃源的感觉，有些师兄不禁哼起山

歌来！生活在这样的仙境里，该有多自

在！

 另一个景点是碧洞寺，那是座修建于

15世纪的石窟庙，庙内诵经的回音，给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到繁忙的河内，拜访了一间由20位

比丘尼管理的孤儿及老人院，收留了两百

多孤儿、流浪儿和孤苦老人。他们的落泊

生活令人心酸；我们无法改变这个因缘，

便尽量慷慨解囊，尽一份绵力帮助他们。



PAGE 38花絮心吟

 旅程的最后一天，我们参观了越南国

父胡志明的故居。这栋建於1906年的黄色

法式建筑，原是殖民地时期印度支那的总

督府，后来成为胡志明处理国政之处。但

他自己的住所却是那么简单普通，反映他

身为国家主席，多么平易近人。

 接着参观建于公元1070年李朝时代

的文庙。它是河内保持最好且最美的古

迹，是祭祀孔子及他的四大弟子的圣地，

虽历经千年依然保持原始的风貌，也让人

看到越南古老的历史及与中国文化密不可

分的关系。我们也参观了独柱寺，此寺称

得上是河内的地标，建於1049年。庙身为

木造，矗立於水中一根直径只有1.25公尺

的石柱上，状如莲花；这是奉祀观世音菩

萨的庙宇，据说是李朝皇帝因膝下无子，

於是求神赐予，某夜梦见观世音菩萨坐在

莲花座上，手抱一子赐予他，不久果得一

子；皇帝便建此庙供奉观世音菩萨，以感

谢神恩。

 午餐后，来到三十六古街游逛。这是

河内最古老的老街区，位於还剑湖，建於

11世纪李王朝的时代，因为是皇帝的城邑

而繁荣发展。

 傍晚时分，我们告别河内，飞回新加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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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芝麻雪糕   

Black Sesame Ice-cream
指导◎ 黄其铫

 这个独创雪糕的殊胜之处在于舍用蛋和

奶，却仍然非常有助于健康，因为其中的天

然原料也供应了丰富的维他命、纤维、优良

脂肪和矿物质。 

[材料] 

 香蕉360克，有机大豆粉60克，水300毫
升，黑芝麻粉50克，糖蜜（粉状）40克，葡

萄籽油3汤匙。

[做法] 

 将所有材料混合搅碎到细滑，倒入扁平

容器内。放进冰橱冰冻一晚后，用利刀快速

切成小块，不许溶化；再用搅拌器搅碎到细

滑，倒入扁平容器内，放进入冰橱冰冻一

晚。如此重复冰冻、搅碎再冰冻4-5次，雪糕

即成。

 This is one healthy ice-cream recipe which 
does not apply egg and milk. The natural 
ingredients provide loads of vitamins, fiber, good 
fats and minerals. 
 
[Ingredients]
 Banana 360g, Organic soya powder 60g, 
Water 300ml, Black sesame powder 50, Molasses 
powder 40g, Grape seed oil 3tbs.
 
[Method]
 Blend all ingredients into smooth paste, 
pour into flat container and freeze overnight. 
When still frozen, chop into small pieces quickly 
(minimize melting), blend into smooth paste and 
refreeze overnight. Repeat the freezing-blend 
cycle for 4-5 times. Smooth creamy ice-cream 
will form in the last round of free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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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爸爸骂我，这么大了，有错还不懂得自己觉

悟，每次都要父母改正你吗？请问，觉悟是什

么？

Q：The father reprimanded me for not being 
aware and realise my mistakes and need to be 
reminded persistently. What is the meaning of 
awareness and realisation?

 觉是觉察，觉醒的能力，如睡梦中惊醒，定神后，才发现

原来不过是一场梦。悟是领悟力，如果一个人能举一反三，就

代表他的领悟力强。学佛就是要学习开发我们这方面的潜能，

那可以帮我们离苦得乐，转烦恼障碍为慈悲智慧。 

 但如果我们不了解觉悟及觉悟的重要性，我们就不会想

要觉悟。因此碰钉子，闯到头破血流还不了解为什么，怨天尤

人，并会越想越气，在越来越烦的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 

 觉悟好比阳光，烦恼有如乌云。学佛的人就是要拨开乌

云，找回心中的太阳。心态阳光者，坐也淡定，行也从容，优

雅自然而生。淡定所以从容，从容所以优雅。一个优雅之人，

养眼又养心，即是魅力十足的人。容貌乃天成，浮华在身外，

阳光谱满心，不美亦摄人。所以培养自我觉悟的能力是很重要

的！

 To be awakened is to be aware and the ability to be awakened. It is like 
being awakened from a dream. When we come to our senses, we realise that we 
had been dreaming. Realisation is the ability to comprehend, and if a person can 
learn through an analogy, it shows his ability to comprehend is strong.   The 
purpose of practicing Buddhism is to develop our potential for these as they will 
help us reduce our suffering by transforming our afflictions to compassion and 
wisdom. 

 If we were not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realisation, we will 
not put in any effort. As a result, when we encounter problems, we would not 
understand the reason and we would blame on others.  The more we think about 
it, the angrier  we are and are unable to get out of the vicious circle.

 To be awakened is likened to the sun while our afflictions are like rain 
clouds. To practice Buddhism is to be able to see the sun behind the rain clouds. 
A person in the state of awareness is reflected in our posture, actions and facial 
expression. As such, it is important to develop the ability of self- awareness and 
realisation. 

般若信箱
答复◎ 释法荣

翻译◎ Yeo Hwee Ti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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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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量心
 用您的耳聆听，用您的眼观

赏，用您的心领会，用您的笔点

化，无量慈悲喜舍。

主题文章截稿日期：

慈无量心：01/02/2014 
悲无量心：01/05/2014 
喜无量心：01/08/2014 
舍无量心：01/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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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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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p us 
propagrate this quarterly magazine, it would be 
made possible with your kind contribution.

Ho Poh Chee & Family
Wu Fan Dino
Wu Wei Willy
Wu You Zacky
Yeo Hock Chuan & Family
丁士龙合家

佘树财合家

包爱明

十方法界

卢朝儒合家

吕孙强合家

吕宇斌

吕敦明合家

吕淑真

吕细瑛

周佳臻

周佳颖

周咿臻

周聪景合家

彭哲源

彭如意

李伟君

李姿穎

李宗凤合家

李宝珠合家

杨合兴合家

杨家伟合家

林雅佳

王淑卿

王树安合家

王贵娘合家

王雪明合家

简浣好合家

罗天桥合家

许惠燕合家

许斯晴

鍾素蕊合家

陈思颖

陈惜莲

陈汉炎

陈淑慧

陈鹏羽 

颜水财

魏亚华

魏可维

魏蓓心

黄丽真合家

黄印生合家

黄婧善

黄婧美

黄文榮

黄檥萳合家

黄荣鸣合家

故 彭宗文 

故 彭美卿

故 彭观喜

故 李碧玉

故 林亚香

故 林清源

故 林美妹

故 林龙眼

故 熊兆瑾

故 蓝玉明

故 蔡发金

故 蔡富治

故 邱容

故 骆淑玉

故 高侨留

故 黄秀銮

故 黄衍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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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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届，20课

日 期: 2014年8月21日（每逢星期四）    时 间: 7.30－9.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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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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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cturer : 
Ven. Fa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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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0月16日（每逢星期四）    时 间: 7.30－9.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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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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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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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am – 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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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istrative Information:
Duration : 10 lessons
Date : 19 October 2014 (Every Sunday)     Time : 7.00 – 8.30pm
Fee (after sponsored) :  Member $5, Non-member $15 (Enrolment is confirmed upon fee payment.)

In recognition of Sagaramudra Buddhist Society’s educational teaching of Buddhism, 
we are blessed to receive sponsorship for our Dharma Course for the yea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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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与现代家庭的

伦理观

法荣法师 

2014年09月20日

净土法门之问与答

净土法门是博大精深又

方便的教法。然而，因

种种误解而产生偏见

或怀疑，而不能从此法

门获益就可惜了。所以

希望借此机会与大家分

享，让大家更明白净土

法门的教义与修法。

我醒了吗？

法音法师 

2014年10月18日

怎样的状态才是醒

呢？

精进学佛

法源法师 

2014年09月27日

精进学佛对一个修行

佛法的人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通过精进

努力勤修佛法，熄灭

内心各种贪、嗔、

痴、烦恼，能使我们

对佛法有更深的体会

和更坚固的信心。

随缘开示

法华法师 

2014年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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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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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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0月每周活动
星期一休息 Closed on Monday

Tue 二 7.30pm - 9.30pm Thu 四 7.30pm - 9.30pm  Fri 五 7.30pm - 9.30pm

第20-2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3
20th-2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3

法音法师 Ven. Fa Yin     
19/08/14 — 06/01/15

第3-2期学佛成长课程

(华语)单元4
3rd-2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Ch) - Module 4

法梁法师 Ven. Fa Liang     
19/08/14 — 06/01/15

第8届基础学佛课程

(英语)单元4
8th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Eng) - Module 4

法尊法师 Ven. Fa Zun     
19/08/14 — 06/01/15

Wed 三 7.30pm - 9.30pm

第21-2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1
21th-2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1

法宣法师 Ven. Fa Xuan     
21/08/14 — 08/01/15

第9届基础学佛课程(英语)单元2
9th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Eng) – Module 2

法尊法师 Ven. Fa Zun
21/08/14 — 08/01/15

第1期学佛成长课程(英语)

单元2
1st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Eng) - Module 2

法庆法师 Ven. Fa Qing     
21/08/14 — 08/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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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7.30pm - 9.00pm 
16/10/14 — 18/12/14

第4期学佛成长课程(华语)

单元2
4th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Ch) - Module 2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15/08/14 — 02/01/15

第21-1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2
21st-1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2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22/08/14 — 09/01/15

第3-1期学佛成长课程(华语)

单元4
3rd-1 Intake Dharma Progressive 
Course (Ch) – Module 4

法梁法师 Ven. Fa Liang
22/08/14 — 09/01/15

第20-1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4
20th-1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4

持果法师 Ven. Chi Guo     
20/08/14 — 14/01/15

第1期学佛进阶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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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梁法师 Ven. Fa Liang     
20/08/14 — 14/01/15

第2期学佛进阶课程

(华语)单元2
2nd Intake Dharma Discussion 
Course (Ch) - Module 2

法谦法师 Ven. Fa Qian     
20/08/14 — 14/01/15

太极拳班  Taiji Class

林世昌老师 Mr Lin Shi Chang
丘宇老师 Mr Chiou Yee

学会办公时间更动

 从2014年6月15日起，海印学佛会四楼办公室的开放时间

将更改如下：

 星期二至星期六  ：中午12点至晚上7点30分

 星期日 ：早上9点至下午5点

 星期一休息

 如有不便，请多包涵。谢谢。

支票付款事宜

 本会接获通知，华侨银行将不再接受华文签发的支票，即日

起，支票付款者请划双线并注明“Sagaramudra Buddhist Society”。

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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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pm - 3.30pm   
24, 31/08/14  
21, 28/09/14  
12, 19, 26/10/14

一日修 One Day Retreat

法师 Venerable 
8.00am - 5.00pm 
12/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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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10.00am - 12.00noon 
28/09/14, 26/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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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9/14, 19/10/14

老人院／儿童院服务 
Community & Welfare Service

福利部 General Welfare 
9.30am - 12.00noon 
12/10/14

麦里芝步行 

Mac Ritchie Walk

地    点：麦里芝蓄水池

集合地点：蓄水池前车站 

7.30am      
12/10/14

佛理开示  Dharma Talk

7.30pm - 9.00pm 

法荣法师 Ven. Fa Rong 
佛法与现代家庭的伦理观  
   20/09/14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精进学佛 27/09/14

法音法师 Ven. Fa Yin 
我醒了吗？ 18/10/14

法华法师 Ven. Fa Hua 
随缘开示 25/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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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 Venerable
Sat 27/09/14 8.00am — 
Sun 28/09/14 8.00am

第19-2届基础学佛课程

(华语)单元5
19th-2 Intake Fundamental 
Dharma Course (Ch) - Module 5

法源法师 Ven. Fa Yuan    
7.00pm - 9.00pm  
17/08/14 — 04/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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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庆法师 Ven. Fa Qing   
7.00pm - 8.30pm  
19/10/14 — 28/12/14

第13期少年学佛班  
13th Batch Teenage Dharma Class

第19期儿童学佛班  
19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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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9/14, 05/10/14

Sat 六  Sun 日

Change in Office Working Hours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with effect from 15th June 2014, the 

working hours for Sagaramudra Buddhist Society’s 4th floor Office 

will be changed as follows:

 Tuesday to Saturday  : 12:00 noon to 7:30pm

 Sunday :  9:00am to 5:00pm

 Monday closed

 We apologise for any inconvenience casued. Thank You.

NO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