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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心语

身
念
处

身念处的修行，就是如实地观照身体的组成和运作状态，身

体是由各种物质所组成，以各种蛋白质结合成生命的形式，

从解剖学可以得知，身体有五脏、六腑、四肢、五官、血

液、内分泌、神经等，仔细地观察身体，我们可以看清它的

真相，只是一具精密的“生化机器”而已，和任何其他东西

一样，有生起也有毁坏的时候，它的美和丑，健康或疾病，

也都不是自己可以自由控制的，如果我们过分依恃它、滥用

它，都会让我们骄傲、自卑，或伤心、害怕。其次观察身体

的运作，观察呼吸的全部过程，对于行住坐卧各种动作，了

了分明，这样就是在身念处。然后任何的感觉，冷、热、

痛、痒、酸、麻的生起，持续和消失，了了分明，但不卷入

其中。能这样如实了知身体的状态，就可以很踏实地活在当

下，不再妄念纷飞，感受到少分的宁静和安详。

要时时明察身体的动作，时时照看好自己的身心，应当“

身在哪里，心在哪里、手在做什么，心在做什么、吃饭时

吃饭，睡觉时睡觉”，从粗而细，从外而内，从大而小，从

点而面，从局部而全身，逐层观照，乃至明察秋毫，随时随

地，都能清清楚楚；如能做到，则行、住、坐、卧的四大威

仪，无一项、无一时、无一处不是修行。若能观照成功，动

中即是禅定，便会持平稳定，头脑宁静，身体康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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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灯法语

采访：法师这么年轻，请问当时的出家因缘？

法师：大众似乎都对出家人的出家因缘颇感

兴趣，然而我出家的原因可谓是随顺因缘。我从

小随祖母亲近三宝，而当时也只停留在去寺院礼

佛、烧香。在读大学期间，我偶然看了一本介绍

当代律宗大德弘一法师的书籍，故对大师的身世

和他出家的经历产生了好奇，因为弘一法师在未

出家时，有着卓越的艺术造诣，出家后便精研律

学，成为一代律宗祖师！弘一法师是以什么状态

出家的呢？基于这份好奇心，我开始到寺院，亲

近三宝，参加禅修。在这个过程中，我心中又浮

出了更多的疑问，也就是这些疑问促使了我出家

的原因！而当时主要有三个疑问围绕着我：（1

）人生以什么为着重点？（2）凡夫应该在什么

地方用力？（3）要如何活出真正的我？后来，

我带着这三个疑问参加了短期出家，继而留了下

来，出家至今，当年我23岁。对于以上的三个疑

问，我迄今还未找到答案！修行是漫长的，未必

能马上了解道理和义理，而是须通过长时间的实

践与践行佛陀的教法，才能从当中找到答案！ 

采访：法师为何会选择过来新加坡？

法师：在我剃度的时候，我曾经暗自发了愿

要当一位本本分分的和尚，即勤修戒定慧。在自

身对佛法有所受益后，与哪个地方又或哪个地方

的众生有缘，我便会到那个地方去。把释迦牟尼

佛广大的教义与那个地方的众生结缘。身为出家

人，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自我修行状态，因为大乘

佛教讲除了闻思修自利，还要与众生广结善缘利

他。我与真恂法师是同学亦是道友，因他之邀而

促成了我来新加坡参学的殊胜因缘。

采访：法师，您觉得年轻一代的法师最需要的

是什么？

法师：我觉得不仅法师（或佛弟子），社会普

罗大众的年轻人，都需要建立一个生命的目标，

一旦建立和确定了生命的目标，便能作为我们永

恒的归宿，人生不管长或短，是极其有尊严和

意义的！当然这个目标是鉴于建立在佛教还是社

会上的层面。祖师大德也提及敦伦尽份，我们每

一个人有各自的身份，有着不同的目标，一旦确

定该目标，就应立当发愿、发心。秉持这样的愿

心，生命必定不会空过！

采访：现今社会最需要的是什么？要如何去激

发年轻一代来学佛呢？

法师：这个问题，意义很广。通俗的话，都需

要金钱吧！依我个人而言，首先，我们须持有无

我的价值观。而人生的价值，是否只是反复地追

求物质与名利呢？无我的价值观又要如何建立？

其实我们不需要太过多地去分别与追求，在努力

的同时，心灵与精神的建设更为重要。现今许多

妙成法师，苏州人氏，现年27岁。先后毕业于

中国苏州大学，闽南佛学院。于2021年初，开

始在福海禅寺授课，因此对他还不算陌生。这

次专访安排在福海聚贤阁，法师早已在内准备

就绪了。我还是第一次与法师近距离接触，觉

得法师和颜悦色，容易亲近，故采访时也没感

觉多少压力了！

信仰落实生活信仰落实生活
妙成法师专访妙成法师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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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灯法语

年轻人因无限追求所谓的物质生活造成精神的压

力，造成许多家庭问题，严重的就造成社会的压

力。因此我们不应当过多地榨取自身的生命和价

值，因为生命和人生价值，不仅仅只限于养家糊

口，而是贯穿现在生和未来生。佛教是讲因果

的，我们不只是有今生，还有来世，这就是无我

的价值！另一个社会所需要的，应当是积极的人

生态度。现在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便是人们都

抱着消极的态度。人生当中积极的态度是向上、

向善的！我们必须懂得善用其心，长养我们的慈

悲心与善根，自然所看到的一切将是美好的，

生活也就不会压抑和消极了。随着生活转向于美

好，我们继而努力积极向上，这才是正确的人身

价值观和人生的态度！至于如何激发年轻一代学

佛，我认为青少年处于成长阶段及叛逆期，追求

自由和自我，情绪易波动浮躁，而浮躁是发自于

内心，并非因我们的三言两语，便能达到调心的

效应。因此以引导的方式激励他们学佛，胜于将

自己的想法和思维模式，强加在他们的身上，逼

迫他们学佛。除此，我们也必须多进行换位思

考，从孩子的角度看待问题及多与孩子沟通，了

解孩子心理的发展，双方才能达到相互的了解。

在寺院，我们可通过办亲子活动，促进孩子与父

母之间的交流与感情；又或者开办禅修班，解决

他们内心浮躁，不安的问题，这些方法都有利于

激励年轻一代学佛的。

采访：处于网络时代，寺院法师需如何与时俱

进呢？

法师：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出家人也

在不断地学习，从而跟上新时代的步伐，与时俱

进。佛教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发展，给予出家人在

弘法，学修等，都带来快捷与便利。我们出家人

不只是在寺院诵经念佛，随着社交媒体与网络的

迅速发展，出家人很多时刻都有在关注社会的形

势和动态，并非与社会脱节。而在疫情当下，许

多寺院与佛学会，都有法师积极在线上弘法，举

办佛学讲座、法会等，透过该寺院或佛学会的脸

书专页直播，与信众相约云端！然而，在这种信

息与媒体快速传递的趋势当中，负面影响是必然

的。因此我们必须懂得如何权衡手机和自己的学

修，这要靠平时自己日常学修和自律，及如何运

用佛法来调节自己。

采访：法师觉得当今社会的讲经说法，和过去

时代有何区别呢？

法师：历代祖师大德凡事讲经说法，必观时

节因缘！天台宗倓虚老法师讲经说法后，他的弟

子当下复讲，是极其考验记忆及思维的。而当时

听经闻法，并非之容易。在以前，讯息交通不发

达，若有法师讲经，需提前半年通知。居士要听

经闻法必须徒步或坐马车，方能抵达法师讲经

之处，虽然舟车劳顿，极其艰辛，有幸听法师讲

经，可谓“稀有难得”，因此当时的居士们更加

珍惜听闻佛法的机会。如今，交通发达，加上互

联网和网络信息技术迅速发展，许多法师也开始

在线上讲经、授课，居士要听闻佛法更为简易。

网路若有回放，还可反复地听。因此，现今的趋

势，虽然很容易闻法和信受佛法，但却无法像过

往的人，能够生起那份“稀有难得”之心了!

采访：如果佛法用不同的方式来教育，比如线

上授课与实体来到寺院，效应会有所差别吗？

法师：肯定有差别！以前，法师讲经说法，须

迎请、唱钟声偈，向法师顶礼，以表示请法。我

们的祖师大德制定了这些仪轨，必定有它的特殊

意义。印光大师曾经开示，我们学佛修行，关键

在于恭敬心，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

十分利益。我们向法师请法，表示对法师的一份

恭敬心，及视佛法稀有难得而珍贵。这些仪轨的

过程能使我们制心一处，专注当下，在听闻法师

讲经之时，也会更容易被摄受！线上授课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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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灯法语

地域限制，通过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就可以

开展教学活动，极其方便，也同时解决了因疫情

防控，而不能出行、聚集的问题。线上教学一般

有直播与录播两种授课模式，在课后还可以反复

学习，查漏补缺。然而，众生易受环境影响，家

里的环境毕竟与寺院不一样，因此在线上授课时

会比较随性，便无法做到十足的恭敬了。

采访：请问法师，佛学班要如何年轻化？

法师：佛教「年轻化」，有两种意思：一个

外相的青年，就是指年轻人；另一个是心态上的

青年。年轻人具活力及创造力，能领导社会的主

流。然而，从佛法的观点来说，「年轻化」并不

是年龄的规限。佛教需要接引更多青年，但佛教

的年轻化，并不是指着重于培养年轻人，而是指

所做所行，是否年轻化，思维是否契机佛理；佛

教三观，即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否是

积极向上的。倘若一位90高龄的居士，还能保

有“即为佛子，当行佛事”的心态，对公益之事

还不遗余力，为社会群众服务，那么他所树立

的，便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是佛教年轻化的

呈现！如此定位年轻化之后，即便佛学班的学生

年龄参差不齐，授课老师或法师，可透过在课堂

上进行交流、讨论经典，甚至以换位思考和聆听

的方法，去了解各年龄层的学生的想法，将经典

深入浅地介绍给大家，那么佛学班就会变得更为

活泼及生动有趣，而非沉闷了。

采访：要如何让佛教的教育和实修联系，帮助

在家人在修持上受益？

法师：佛教的教育是通过释迦牟尼佛的言教，

教化众生，而实修则是联合前者，通过过引导，

从而去修持、实践。佛法有八万四千法门，这些

法门当中就有「禅」。在禅宗，汉传就有八大宗

派，南传以禅修为主，藏传也有静坐。这三个佛

教传承体系都注重于「禅」，就汉传而言就有好

几种，如「打坐（七支坐）」、「动禅」、在瑜

伽师地论当中还有「做事禅」。近代祖师更推行

「生活禅」，即把信仰和修行融入生活。修行并

不是一个概念或理念，是对于当下我们起的种种

境界的一种关照，禅就是观察我们的内心，是否

切合佛教的教法及出世间的道理，然后把这种信

仰融入生活，在生活当中，存好心、说好话、做

好事，从行、住、坐、卧，时时刻刻体现观照，

不忘将佛陀的教法来规范自己，这最终的目的，

无不是要管住及安住我们烦躁妄想的心！修行就

是要落实当下，我们即为佛子，当行佛事，应当

把自己在佛教所受益的种种，包括禅的思想和理

念展现给大众，把佛教的教育和实修联系起来，

将个人的信仰融入生活与大众，把佛法融入世

间！

采访：法师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吗？

法师：我个人比较关注当下，在每做一件事，

都希望把它给做好，就如我现在于福海禅寺授

课，即便希望能深入浅出，声行并茂地展现佛陀

的教法，让大家能欣然接受。至于我未来的期

待，我希望自己能不忘初心，因为发心容易，持

久难。我既然发了心，与哪个地方众生有缘，我

就到哪儿弘扬佛陀的教法，与众生结缘，若能把

这件事情做好，就等于巩固了自己的发心，而能

使之恒长不变，既是当行佛事了！

（郑丽冰…..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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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兰盆报恩法会

盂兰盆报恩法会盂兰盆报恩法会
郑丽宏

本寺于2021年8月26日至29日（辛丑年
七月十九至廿二），启建盂兰盆报恩法
会，礼忏“金山御制梁皇宝忏”的四天法
会，演放一堂瑜伽焰口，超荐六道群灵，
普施甘露法食。

今年超荐先人牌位，有增无减，这四天
法会期间，规定前来祭拜牌位或骨灰位，
必须完成接种两剂COVID-19疫苗，并超
过14天以上，才能入寺祭拜。在非法会
期间，入寺礼拜，每一时段限制在50人
之内，同时，应当遵守安全措施。信众们
都非常的配合，在限制祭拜时间下，献上
对祖先的一份孝恩，愿先人往生善趣。虽
然如此，反看到人们的凝聚力，家人之间
的和谐，乃至第一次前来祭拜祖先，看到
了庄严道场，摄受无比，坦言明年会再回
来。

两年过去了，疫情仍未消除，而疫苗接
种的确有降低感染冠病，及陷入重症的概
率，大家可安心来到寺内，礼拜乃至共
修，因此，鼓励尽早去接种疫苗。 

报恩法会经已功德圆满，祈愿世界和
平，国泰民安，佛法常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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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常春紫竹林四季常春紫竹林
郑丽宏

竹枝摇曳，竹叶婆娑，又见
竹林。这次大师父在殿外西
单，种植了紫竹，绿化环境，
竹子可避免炎热，下午太阳西
晒，又可遮挡阳光，于举办
法会期间，大雄宝殿内外会
较凉爽，周边环境显得格外
优雅，犹如一阵清风拂面，
令人心旷神怡。

紫竹是有个典故，据说
有普陀山来了一个蛇王，把山林

占为己有，于是观音菩萨化现为一位比丘，称
说要借用此山，开道场来广渡众生，蛇王不肯，菩
萨要它显本领阻止借山，蛇王说它每天饶山三匝，
于是要让菩萨看它的本领；这时菩萨用神通妙力，
把山慢慢变大，结果蛇王绕不到一匝，只好把山借
给菩萨，但它心有不甘，于是要菩萨显神通，菩萨
说：我手一指，这个地上的一块石头上，马上能够
现出紫竹来！说罢用手一指，忽然那块白石上就现
出无数的紫竹来，蛇王就把山借给了菩萨。

希望紫竹快快长出小竹
笋，像一座座嫩黄色的小宝
塔，愿竹子一节一节的高
升，傲然挺立。

紫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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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道上-楞严咒共修感想

四季常春紫竹林四季常春紫竹林
黄月娇

学习楞严咒之因缘学习楞严咒之因缘
为什么想学《愣严咒》？因为无论早课或是法会，读诵《楞严咒》时，我可急坏了。第一会一

般比较慢，还跟的上，可是一加快，完了完了，我就接不上了，诵到那儿了！看到旁边的居士

翻下一页，我也跟着翻下一页，好不容易一直跟到第五会，才松了口气，想学《楞严咒》就这

样想了十多年。

终于福海主办两天《楞严咒》修持会，这等待多年的大好机会，决不能错过。朋友却说你不担

心疫情吗？别去了，在家听YouTube也可以学呀！但我不怕，我相信佛菩萨会加持。阿难尊者

被摩登伽女用邪咒迷惑时，文殊菩萨持《楞严咒》救了阿难尊者，而我们那么多人一起读诵《

楞严咒》，有龙天护法，不会有事的。

这次法会有四十多位出席，看到好多熟悉面孔，我们都互相鼓励要好好学习，加油吧！法会上

惊喜无比，第一：师父慈悲让每一位有同等机会，走到佛前上香，东单西单出班时，好庄严

哦！第二个惊喜：原来不只诵《楞严咒》，还礼拜大佛楞严会上佛菩萨圣号，一佛号一拜，和

谐的音声，慢慢的拜，美妙无比，太殊胜了。第三惊喜：上供时，我们再次东单西单缓缓的走

到佛前上香。如此机会在上供时，顶礼十方佛菩萨，上个好香，诵供养偈，这不是每天都有的

机会哦。

修持会很快就这样过了，当然两天《楞严咒》要背诵上来是不可能，但至少我不再害怕跟不上

了。很欣慰，能参加这次的共修，法喜充满不在话下，更期待下次再会。感恩师父们慈悲的教

导，感恩共修力量不可思议，希望疫情早点结束，祝福大家！

福海禅寺是我的充电站，因疫情已经好久没参与共修了。看到同学群一则“楞严咒修持会”通

告，日期是5月13~14日，恰好是公共假期，心里高兴极了，告诉自己不要错失良机，于是速

速到办公室报名，来为自己充电。

当天早上8点多，看到好多熟悉面孔的佛友，早已在大殿等候。共修会由大师父及众法师，带

领我们诵持“楞严咒”，大师父先向我们讲解当天共修的程序，先是东西两单一句一拜，诵持

楞严经偈及持咒。

两天下来的修持，功德圆满，愿佛菩萨庇佑，全世界疫情早日消除，医护人员及人民身心安

康，往者离苦得乐。

充电站～楞严咒修持会充电站～楞严咒修持会
韩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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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援之手-义工专访

【义工是一份美差事】【义工是一份美差事】
专访黄月娇专访黄月娇

采访：请问为什么会到福海禅寺来当义工呢？
月娇：嗯…好像有好几年前呃！大概十多年前，

是因为母亲的关系吖！当时母亲得了癌症，所以常常
来福海为她祈福。无意中听到母亲说她最后的一个愿
望，就是想要在福海皈依，但是她等不到那个集体皈
依，所以就特别要求师父，为她单一皈依，那为了感
恩所以就发心做义工。

采访：请问您当义工有多长时间呢？
月娇:  从母亲过世到现在，十七、八年这样。

采访：义工对你而言有什么意义？你为什么要当义
工呢？

月娇：我觉得学佛之后，好像是一个很自然的事
情。在课室里常听到有一些活动须要义工，就会招募
义工啊，很自然的就发心做义工。然后，回到之前说
为什么要当义工，就是因为师父为母亲皈依嘛，就当
下发愿说，要在福海当长年的义工。

采访：身为一位义工，你认为需要什么条件、什么
心态，才是正确？

月娇：嗯，你是说善援之手吗？如果说善援之手
的话，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有爱心、耐心、恒心，还
要有慈悲心。因为当我们在做家访时会碰到不同的种
族，所以不可有先入为主！或他是某某种族，然后会
有那种我见，这些我见，我执啊，都要尽量的放下。
没有什么特别条件，但是就是要，最好有一个健康的
身体吧！因为要走，有时候有些地区是没有电梯，所
以可能要爬楼梯，这样子。

采访：对于服务对象，你认为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
及责任？

月娇：服务对象最重要是在第一次接触病者，赠
金者的时候一定要聆听，耐心一点听他们想要告诉我
们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比方他们的家庭背景啊，
经济状况啊，还有身体状况。听完之后呢，通常我们
通常我们会做一个小组分析，我们的组员会做个小
组分析，看需要帮忙吗？如果说需要帮忙的话，那
要怎么帮忙？要可以申请多少钱，我们都会全力以

赴，就是尽我们所能去帮助。

采访：你用自己的时间及精神来当义工，对生活上
可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月娇：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一般上我们做
家访的时候，都会选择在周末或者公共假日。然后我
们的组长也很慈悲，他通常会在我们群里呢，这段时
间你们都ok吗？ok的话，我们就一起去做家访。除
非有一些特别紧急的，那我们就会在周日，就是下班
后，嗯算还好

采访：这份奉献给你带来什么？比如带来快乐、成
长？又或充实及提升自己？

月娇：我们做善援之手来说的话呢，对我们的体
会很多很多，因为我们碰到了很多不同种族、不同状
况，其实我们学了很多，看到了生老病死，看到了无
常，看到了自己所拥有的，其实比别人多了很多。所
以要惜福，要懂得珍惜当下。因为我们在服务的，其
中也送走了好几位赠金者，都往生了。所以让我们更
能体会到无常的可怕。

采访：请问你如何规划时间 ，善用时间来当义工？
月娇：我们组里面，有些是退休人士，所以就容

易安排，因为他们时间比较多。那对于我来说，我还
有孩子，就要尽量安排在周日。也没有说每一个我都
能出席，有时候不能出席的话，其他组员也会补上。
所以我们都要安排自己的时间喏，就是都要照顾家庭
跟义工，分配好，没有太大的冲突。

采访：在当义工的时候，你可有遇到瓶颈？于是让
你想放弃？

月娇：瓶颈肯定有的。因为做了义工十多年嘛！
有时会看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啊！或者委屈啊！就想放
弃呀！那但是呢，放弃可能不会啦！可能会减少。 
那也会想去别的道场，试试看啊，别的道场是怎么
操作的，体验一下不同的环境，但是最终还是选择
留在福海吖！

采访：你认为能如何做一个利人利己的快乐义工？
月娇：利人利己吖，我觉得首先嘛，就是要把自

己的心态照顾好，要有个正确的心态，你才能够讲到
利人利己。我们在这个善援之手来说嘛，必须有慈悲
心非常的重要。这个义工跟其他义工来说，他不是说
做了一堂就过了，他是很久的，有些要一直跟，跟了
好几年，那你的同情心，不能说今天有明天没有。通
常我们都会看到去探访的时候，他们很欢迎我们，有
时候还会煮绿豆汤给我们吃，所以那种一点一点喜悦
呀！就会这样子能让我们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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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援之手-义工专访

别等了！别等了！
快来加入我们的团队吧！快来加入我们的团队吧！

起初我是带着一颗好奇的心，来福海禅寺当义
工，不知不觉中，服务了5年。义工对我而言是对
社会的一种回馈，去帮助需要的人，给予他们适当
的援助，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给别人得到一份温
暖。为什么我要当义工呢？因为当我看到援助者境
况时，希望去帮助更多需要的人，同时，提醒自己
要珍惜所拥有的一切。身为一位义工，我觉得应该
抱着诚恳和尽心尽力的心态，才是称职的义工，条
件方面是只要你肯做，愿意做， 就可以了，一些
基本的沟通方式和一些常识，给自己一个学习的机
会，是最基本的条件之一。除此，我们对援助者要
有耐心和聆听他们的心声，站他们的角度去体会困
苦。呈上他们所需的资源，给予审批组做出恰当的
决议。以上是个人认为应有的态度及责任，凡是都
该以平常心做好每一件事情。

再 忙 的 人 ， 一 天 只 有 2 4 个 小 时 ， 对 于 时 间 规
划，我会优先考虑家庭及工作，再安排当义工的时
间， 就能全心的投入义工服务，当然，还有休息
的时间，当工作和义工任务凑在一起时，会先把重
要工作做好，再者请同事帮忙。至于家庭，先跟家
人做好协调，生活上，也没受到多少影响，以前的
生活总觉得像“行尸走肉”，当了这份义工之后，
能帮助需要的人，同时把我所学的应用在他们的身
上，无意间得到了信心和肯定，因此，我会继续做
下去，遇到困难时，不退缩而是积极及坚强面对，
生活也因此充实了许多。感恩师父，组长及组员给
予我学习的机会。

当义工难免会遇到瓶颈而让你想放弃，对我来
说，如果有一天遇上了，我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
验，放弃是一种逃避，我不要做一个逃兵，而是勇
敢的去面对，走过这个坎，就海阔天空了。一个
快乐的义工是以利他为主，用爱心和致诚的心来帮
助他人。为了帮助他们，我们会更努力的去学习沟
通，让援助者对我们有信心，敞开心胸，坦然面
对。因此，这份义工无形中让我受益良多，利他利
己，所以我做得很开心，也很快乐！

这里鼓励大家加入义工行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事。我们回馈社会，通过义工服务把温暖的爱，传
达给需要的人；其实很简单，只要耐心细心的聆听
援助者的苦处，再以诚恳，尽心尽力的心态，如实
呈上他们的所需，这么一来，我们就已经完成自己
份内工作了。啊！助人为快乐之本，何乐而不为！
只要妥善的安排自己的时间，不但能帮助他人，自
己也受益，这简直就是利他利己，双赢叻！真令人
感到无比的快乐！相信你们尝试之后，会认同当义
工是一种的坚持与信念。别等了！快来加入我们的
团队吧！

采访：对想加入义工的行列，你会给予怎样鼓励和
引导？

月娇：我觉得如果时间可以的话，做义工呢，其
实不是一个苦差事，它是一份美差事来的。所以每一
个人如果有时间，都可以拨出你的时间，带给别人快
乐， 反正我们都是学佛了，不能老是把慈悲挂在嘴
上嘛！你总要行动啊！对吗？不然理论还是理论，你
怎么知道自己的功夫到哪里！所以，一定要行动啊！
闻思修啊！就是必须走第一步。

采访：“忙人时间最多，勤劳健康最好”，能让更
多人来当义工？为什么？
月娇：忙人时间最多，这个肯定是对的啊！因为我
们看到很多人，其实他们也不是全职的义工，他们
都是有工作的，那只要工作分配的好的话，看起来
他们好像时间很多，其实每个人只有24个小时嘛！
那为什么忙人时间最多呢？因为他懂得安排呀！他
与其把时间耗在看韩剧呀、电视啊！他就走出来
嘛，帮助别人。那因为帮助别人，你的真心啊，就
开心嘛，快乐嘛，充实嘛，就觉得会变得健康。

刘秀清笔录

刘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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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56th National Day                                                Happy 56th National Day                                                                                      
新加坡，新加坡，56岁生日快乐   56岁生日快乐                                                                                                                                                                                                                 

Ms Adeline, Ctr Manager

愿行（淡滨尼）幼儿托管中心

As a small little red dot, Aspiration Child Care Centre is 
grateful that we have a peaceful land and this will not be 
possible without the selfless help from many Singaporean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We weather this storm together and 
develop a resilient country.
Aspiration Child Care Centre is proud to present our Term 
3 Home-school Partnwership Projects: 
- N1 & N2: designing surgical mask (Protecting myself 
= Protecting others)
- K1 & K2: Our landmarks and paying gratitude to our 
community helpers (Singaporeans' Unity and our Can-do 
Spirit) 
During the show and tell sessions, our children put up a 
great show sharing about the project they designed with 
their family members. They are extremely delighted to 
see the PowerPoint slides flashed on the TV screen. The 
PowerPoint slides are really awesome.  These projects 
have indeed strongly emphasized the need to stay united as 
we struggle through the Covid-19 pandemic.   A heartfelt 
and well-deserved appreciation to each and everyone who 
has contributed to the project. The successful outcome, 
the result of your hard work and dedication is greatly 
appreciated.

新加坡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小红点。我们生活在这个
国泰民安的地方，感到无比幸福。当然，现在生活
的美好，离不开各行各业人们的无私奉献与努力。
我们感恩生活在这里。 
愿行幼儿托管中心，在第三学期里围绕着“新加
坡”这个主题展开活动。在国庆日到来之际，我们
园所还联合幼儿及家长们进行了以“我爱新加坡”
为主题的家园合作活动。
其中：
N1与N2的幼儿以共同抗疫为主题“设计独特的口
罩”
K1和K2的幼儿则利用废弃的物品制作“新加坡标志
性建筑、身边帮助我们的人物”等。
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带动幼儿们的爱国热忱，
增进我们共同抗疫的决心。

王晓莉老师

Father’s Day 2021      Father’s Day 2021                                                                                            
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In the month of June, we celebrate Father’s Day! The 
children in Aspiration Child Care Centre made some videos 
for their daddies. On the day of the celebration, each class 
did a concurrent cooking session that includes baking 
cookies, making pancakes, mixing salad and moulding 
a special dessert. The children put their hearts , making 
it even special to suit the celebration and surprise their 
dads with their school-made treats. Part of the celebration 
also include the children’s performance and their sweet 
greetings to their daddies.The day ends with the children 
packing their treats to bring home and give their daddies 
an AWESOME surprise that only a TRUE SUPERHERO 
deserves – Father my Hero.                                              Teacher Estela

有一种爱不言不语，却不离不散，那是父爱无边。

在六月里有这么特别的一天，是为了庆祝全天下的

最伟大的父亲。爸爸们！您的节日到了，我们愿行

幼儿托管中心各班的孩子们也都准备了自制小礼物

（例如：爱心小饼干、美味可口的松饼、清凉解暑

的小果冻等……）送给自己最敬爱的爸爸。此外，

孩子们也都努力地表演舞蹈，希望爸爸们能够感

受到孩子们想要传达给爸爸的爱意。愿所有的爸爸

们健康长寿，幸福永远。爸爸！您是我的超级英

雄……我们爱您！ 诗仪老师

Active SG Master ClubActive SG Master Club
                  游戏活动                   游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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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行（马林百列）幼儿托管中心/马林百列日间长者居

国庆日感言 国庆日感言 
马林百列愿行幼儿托管中心Tr Jacky

马林百列长者居提供

由于社区疫情感染群上升,今年2021新加坡的国庆日，
将延迟至8月21日举行。托儿中心的孩子们依然盼望在
8月9日前共庆新加坡的生日,所以在安全措施下选择了
8月8日庆祝国庆。 看着孩子们兴高采烈期盼庆祝会早
日的到来, 我们都被他们的欢愉感染了, 之前疫情的阴
霾一扫而空。庆祝会上，有各式各样的食物，来自马
来族的糕点, 印度同胞著名的印度煎饼,华人著名的炒
饭，我们准备了蜂蜜浆水，让孩子们解热。欢庆会
上，展示孩子们的心意，制作手工艺品，送给上祝               
福“I LOVE SG”，祝贺新加坡生日快乐！

现在大多数老人很少外出旅游、逛街、娱乐等，而做适合的游戏便可以作为他们重要的娱乐之
一。游戏能调动老年人的关节，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游戏是一种健康、快乐的活
动，是一种能达到不同功能的运动。老年人通过游戏，不仅能愉悦身心、锻炼身体，而且能够
达到加深人际沟通、加深互相认识的功能，提高自信心，培养团队合作的功能。8月2日星期一
的早上，Active SG Master Club 为中心精心安
排的游戏活动。长者们都穿上Master Club 提
供的红色上衣，早歺后；在Active SG Master 
Club的协助下，通过语言交流、肢体活动，
长者们心情会逐渐轻松愉快起来，开始轮流玩
5种室内活动，如Modified Basketball、Sport 
stacking、 Dart CompetitionJavelin Throw， 
Athletic Competition。 到了11点，游戏结束
了，长者们都各自用午歺；在游戏后让他们心
情愉悦→游戏下，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对他们
的身体健康有着积极的作用。

Active SG Master ClubActive SG Master Club
                  游戏活动                   游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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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一脚印

释义：冒犯或伤害他人的言语行为，属于恶，应当严加守护；利益
他人的言语行为，属于善，应多修习，才能广结善缘。

引申：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需要语言作为工具，语言本身无善恶之
分。说话之人以恶心骂人，骗人，毁谤人，皆是恶的口业。佛经中
有一句话说“口业难消”，在身、口、意三业，口业排第二，可知
恶的言语可以让人造成很大的伤害，善的言语让他人，生欢喜心、
增上心。我们应当慎重口业的善恶。
一般伤害他人的话，可能令人对你心怀怨恨结下恶缘。相反的，一
句善的语言，可以激励他人向善向上，广结善缘。有些人，虽无恶
意，但爱发表自己的意见，不懂得看场合说话，什么是应该说或不
应该说，不理会别人愿意听否，遇人便滔滔不绝，令人厌烦。有些
则心直口快，见到什么就说什么，不理会别人的感受，或在他人面
前，爱揭发他人的隐私，令人难堪，惹人厌恶。相反的，在日常生
活中，心存善念，持戒严谨自己不是他人，在身、口、意的修持，
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说真实语、言语柔软、得人尊
敬，广结善缘。不但今生获益，来生得生善道，所言人信，此是持
戒的殊胜。

菩提心语：远离妄语、绮语、两舌、恶口，常说真实语。

当护口恶行，修习口善行当护口恶行，修习口善行
----《增一阿含经》
------《增一阿含经》

慧音     12     



编辑室编辑室
专访妙成法师，说到信仰落实在生活上，年轻化非年龄之区别，而是能够活跃起来，
积极开展人生及心灵建设。

本寺附属幼儿托管中心及托管中心，小朋友们各创其意，欢庆祝国庆及父亲节；长者
居更是不忘健康，积极参与活动调节身心。

善援之手，无私的爱心，来救济所需之人，与此长养一颗悲心。欲发心者请踊跃加入
团队哦，可致电询问。

今年盂兰盆报恩法会，安全措施下，法会顺利圆满结束。

修习楞严咒，勇猛精进，不懈怠，福慧皆增上。

紫竹常青，调和有序，竹韧而有节，这是本寺新栽种的紫竹。

修习身念住，可细微察觉自身的烦恼，从而去降伏烦恼，不受外来干扰和影响，对他
人能给予包容及爱护。

守护身、口、意，常存善念，善恶分明，生活就有幸福。

------《增一阿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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