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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經偈
詞：武則天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愛與關懷 
詞：李壽全、 李子恆
曲：李壽全
誠心祈求天下無災
人皆平安遠離苦難
願持善念膚大地 
世界充滿着愛
與關懷
Let us pray for peace in our land
Keep our hearts from sorrows and pain
Bless us all with joy and hope
Love and care for each one in this world

1.  開經偈
2.  愛與關懷 
3.  Dhamma is My Way 
4.  Buddham Saranam  
5.  Tisarana 
6.  Om Mani Padme Om 
7.  曉霧 
8.  茉莉花 
9.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10.  頌佛功德 
11.  觀世音菩薩頌 
12.  海潮再匯 
13.  「飛天•禮佛」敦煌舞蹈 
14.  迴向文

音樂指導：張凱欣老師 
舞蹈：淡濱尼藝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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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霧 
詞：曉雲法師
曲：黃友隸
如煙曉霧 疏林漫步 
世出世心 幽貞盈抱
珠淚盈盈 閒花縞素 
法忍法空 息機靈奧
如煙曉霧 曇雲泡沫
流水奔波 人心潦倒 
有情下種 凡聖居士
牛馬一身 棲皇中道 
如煙曉霧 識塵無數
觀照此心 祥雲浩浩
幽貞如素 皈依法寶
霧散霞明 般若船到

茉莉花
曲：村古達也 
中國民謠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芬芳美麗滿枝椏 
又香又白人人誇 
讓我來將你摘下
送給別人家 
茉莉花  茉莉花 

Dhamma Is My Way
Irvyn Wongso
I’ve been looking for so long
Through the darkest path of all  
Climbing up only to fall, again
To find the one eternal light
In the darkest time of night
I see the beautiful moonlight
Through the darkest time of life
I finally see the truth
The truth that blows away
The dark clouds in my mind
Now I have found the way
Only Dhamma is my way
From now and forever
No other way is mine
Until the end of time

Buddham Saranam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Tisarana
lmeei Ooi 

Om Mani Padme Hum
Originally by Ito Kayo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詞：玄奘法師《心經》譯本
原曲：周杰倫“菊花台”
觀自在菩薩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照見五蘊皆空   度一切苦厄
舍利子   色不異空   空不異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識   亦復如是
舍利子   是諸法空相  
不生不滅   不垢不凈   不增不減
是故空中無色   無受想行識
無眼耳鼻舌身意   無色聲香味觸法
無眼界   乃至無意識界
無無明   亦無無明盡
乃至無老死   亦無老死盡
無苦集滅道   無智亦無得
以無所得故   菩提薩埵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
心無掛礙   無掛礙故
無有恐怖   遠離顛倒夢想
究竟涅盤   三世諸佛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無上咒   是無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真實不虛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     
即說咒曰   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薩婆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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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潮再匯
詞：繼程法師
曲：張蔚乾 
海潮再匯 潮音再起 
倦起千層浪 洶湧澎湃 
萬馬奔騰 
浪濤里的每一滴水分子 
依然平靜 依然不動 
因為這是水的本質 
海潮再匯 波濤再起 
掀起萬重波 千變萬化 
千姿百態  
波浪中的每一滴水分子 
依然如一 依然清凈 
這正是水的本然性 
緣起的世間萬象 錯綜複雜 
五彩繽紛 讓人眼花撩亂 
緣起的本然法性 
極靜至簡 秩序井然 
讓人一目瞭然 
緣起的世間萬象 錯綜複雜 
五彩繽紛 讓人眼花撩亂 
緣起的本然法性 極靜至簡
秩序井然 讓人一 幕瞭然 

觀世音菩薩頌
詞：陳慶力
原曲：奚其明“梧桐樹”
觀世音你似在彩雲端
灑淨了三界的苦惱
聞聲救度化現的你
你看得見 你聽得見
生靈沉輪無奈
啊。 。大慈的觀世音
啊。 。大悲的觀世音
啊。 。大慈的觀世音
啊。 。大悲的觀世音 
啊。啊。救苦的觀世音
觀世音 你似在我心間
常感受眾生的悲傷
願隨你救度歷劫父母
我看得到 我聽得到
生靈沉淪無奈
啊。 。大慈的觀世音
啊。 。大悲的觀世音
啊。 。大慈的觀世音
啊。 。大悲的觀世音 
啊。啊。救苦的觀世音

迴向文
詞：佛經
曲：許俊華
願消三障諸煩惱
願得智慧真明了
普願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薩道

頌佛功德
詞：釋圓蓮 
南無佛陀耶 南無佛陀耶
福慧兩足尊 為濟含識故
千百儀化 身智周於法界 
廣度眾生苦 四法度無邊

紛紜萬象 雜亂事相 
透露了本性的至簡 
無常無我至簡空性 
開展出事相的紛紜 
相與性之間 通達無礙 
性與相之間 非一非二 
相與性之間 通達無礙 
性與相之間 非一非二 
海潮再匯 潮音再起 
水性依然 平靜不動
海潮再匯 波涛再起
水質依然 清凈無染
動中有靜 靜中有動 
動靜不二 動靜一如 
不生不滅 不增不減 
不來不去 不垢不净
潮音再起 海潮再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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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y youth, I was very much into music, especially those that come with 
certain mystical elements. It was almost a religious experience listening 

to some Beatles songs or rock musicals such as: Jesus Christ Superstar (I 
could still remember all the lyrics). Later in life ,Tibetan Buddhism’s  Sadhana 
and Puja continue to fascinate me.  I felt like I was partaking in some sacred 
assembly of a transcendental nature  when I was in the audience or when I 
was clumsily learning to perform some of them.
As a chairman of Ean Keng Si Buddhist Temple, I could not think of a better 
activity than to promote Buddhist music with some modern elements in 
them. This had been at the back of my mind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for 
someone who has no musical training nor ability to hit high notes, this was 
indeed challenging. Our first foray into musical production was to engage 
Ani Choying Drolma, a renowned singer of Buddhist Hymns and an old 
Dharma friend of mine to arrange and sing the Casket Dharani which had 
been linked to our Stupa project way back in 2008. Ani Choying went out of 
her way to have the music arranged by a very talented composer in Nepal 
and also to learn the proper way to pronounce the ancient Sanskrit words. 
Of all the rendition of this sacred Dharani I had come across, I think ours 
was the best. And of course, her singing makes it even more special. Kudos 
to Ani Choying Drolma.
In 2012, owing to auspicious 
circumstances and thanks 
to Mr. Tan Boon Kiat and 
Mr. Bernard Hong Cheong 
Lok’s  suggestion and 
introduction, we managed 
to engage Ms. Zhang 
Liman to kick start our choir 
group. Ms. Zhang is an 
accomplished singer who 
emigrated to Singapore 
and teaches singing as a 

profession. Under her patient guidance, our choir group started to form and 
grow. Wanting to have more Buddhist songs that are less serious to sing, 
I suddenly was inspired to substitute  lyrics in existing popular music and 
within a short span of time I had 5 “new” Buddhist songs in our repertoire 
which we continue to sing till this day. It was definitely a result of some 
“one time” divine blessing because after that I could hardly come up with 
any words for any songs any more. Many thanks to Ms Zhang Liman who 
painstakingly arranged the musical note on those songs of mine and other 
challenging pieces such as the Casket Dharani and the Heart Sutra. 
I had lost count of the many occasions that our choir went out to perform for 
other charity events or just simply to entertain residents in some old folk’s 
homes. In this respect, I must also mention Andy Tan and the SK group of 
volunteers who are tireless in carrying out their act of love and care. Kudos 
to the SK group.
In 2017, Ms. Zhang retired from teaching and returned to China to take 
care of her ailing mother. We were then introduced to Ms. Felicia Teo and 
very soon she had us enthralled and continuously flabbergasted at our own 
ineptness. Ms Teo was a trained soprano and I feel it must be very frustrating 
for her to hear us out of tune and rhythm all or at least half the time. Under 
her tutelage we managed some public performances and came out pretty 
good. The confidence gained I guessed, linger on till this day to enable us to 
put on a show such as tonight. Much appreciation to Ms. Felicia Teo for her 
humour and patience and the inspiring fun she brings to the class.
Lastly, I want to thank our Choir members - those who had joined and left 
and those who had joined and stayed till now. And especially those choir 
members who not only just turn up and sing but take a lead, help out and care 
for the group and our temple as a whole. Last but not least, I want to thank 

the audience for 
attending the concert 
and participating in 
this offering feast 
of music.  Pray our 
little effort will help in 
promoting Buddhist 
music, Dharma and 
bring joy and peace 
to whoever that 
listens to it.

Tan Keng Leck

Looking Back Over 
Ten Years

Ms. Zhang Liman and EKS Choir, performing 
at the SingPost Auditorium in 2014.

Ms. Felicia Teo teaches the EKS Choir every 
Saturday, 2.30pm at Ean Keng Si Buddhist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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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相契合，很快成爲廣大漢傳佛教徒傾
心詠唱之作，《三寶歌》也成爲佛教最有
代表性的“教歌”。 

十年前，當有佛友提議延慶寺成立合唱
團時，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我除了喜
歡宗教音樂外，本身五音不全，對樂學
一竅不通，全然一個門外漢。但似乎冥
冥中有菩薩加持，在張麗曼老師的努力下，團隊很快有了雛形，團員們興致勃
勃，勤加練習，不久之後，合唱團就開始去其他場所助興演出。我本身也許是受
到弘一法師譜曲的啟發，還將一些民歌和流行歌曲改編，變身成佛曲，成爲我們
合唱團的主打歌。我在一個偶然得機緣之下突發奇想，將周杰倫的「菊花臺」歌
詞“完美”譜寫上了《般若波羅密多心經》。除此之外，我們還常唱一些比較特殊
的佛樂。例如瓊音朵瑪法師特意為我們創作的《寶篋印陀羅尼》佛曲。因為《寶篋
印陀羅尼》是真言，我深信或聽或唱《寶篋印陀羅尼》都能得到佛力加被。 

許多宗教的歌曲，例如基督教的聖歌（Hymn）、興都教的拜讚歌（Bhajam）等，
都走出了自身教派的框框而能普及廣大聽眾，這無形中也推動了其教義的傳
播。佛教，尤其是漢傳佛教，應該效仿這種做法，寓教於“樂”，福慧大衆。這也許
就是我們建立合唱團的初心吧。 

光陰似箭，轉眼之間十年已過。張凱欣老師接替返回大陸國內照顧她年邁母親
的張麗曼老師，精心指導合唱團演出。緣起性空，雖然團員有來有去，教導老師
也代有才人，但我們堅信，為佛教、爲大衆付出的精神，依然傳承不斷，延續常
青。延慶寺十週年演唱會既表達我們的這份情誼，也是合唱團對佛菩薩的真誠
奉獻。 

最後我要感恩三寶和護法龍天的加持，感謝我們的老師、團員、義工的付出！還
有最重要的，感恩諸位觀眾嘉賓的親臨現場，你們的出席是對我們努力的最大
認可。萬分感激，阿彌陀佛！

十年梵唄，十年梵唄，
寓教於寓教於  樂
福慧大衆福慧大衆 陳慶力

佛教，尤其是漢傳佛教，應該效仿這
種做法，寓教於“樂”，福慧大衆。這也
許就是我們建立合唱團的初心吧。 

梵唄 爲 印
度 宗 教

慣 用 的 唱 誦 風
格，後引入佛教音
樂 中，簡 單 來 說
就是爲了方便經

文的諷誦，而漸漸形成具
特定旋律與節奏的音聲

組織。相傳漢地的
梵唄源於三國時期

曹操之子曹植。一
日在游魚山（今山東省
東阿境內）時，忽聞空
中有梵樂詠贊，動聽

清雅，曹植受到感應，回府
摹寫出音律，寫出漢地第一段

梵唄。故有魚山唄的公案。

梵唄經千年沿襲，歷久不衰，但畢竟是法
事儀軌，非佛教徒估計不會沾涉。能讓佛
教徒惦記在心，隨時能朗誦上口的，除了

彌陀佛號，六字真言，還真沒有太多。所以當民國
太虛大師和弘一法師合作了《三寶歌》，將佛理和現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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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凱欣老師

音樂有療愈的功能,可以舒緩情緒。 聆聽佛樂可以使得大腦產生α波，增強
大腦中的α波可緩解壓力，增加軟實力——記憶力、想象力和創造力。

延慶寺主席陳慶力居士熱愛音樂,善於作詞，通過音樂推廣佛教。陳主席於2012
年1月10日成立了延慶寺合唱團。延慶寺不僅贊助了經費讓團員免繳學費，還
提供免費素食午餐讓團員享用。疫情期間，也不遺餘力地贊助了「爲你歌唱直播
秀」的直播費用。喜愛中華文化和寫作的陳主席發揮了他作詞的才華，填寫富
有佛教意義的歌詞如：「一念蓮華」、「觀世音菩薩頌」、「追尋」等，收藏在「一念蓮
華」的光盤，由張平福音樂導師製作。陳慶力居士也與許多音樂人合作共同推廣
佛教音樂。

初期的延慶寺合唱團由來自中國杭州的抒情女高音歌唱家
張麗曼老師帶領至2017年8月24日，她為延慶寺合唱團的建
立打下了穩定的基石。張麗曼老師認為基本功對歌者十分重
要，是聲樂的基礎，因此每次上課以20分鐘練習基本功，目
的在於讓歌者明白正確發聲的原理，加強歌者發聲部位的唱
功。除此之外，她還帶領合唱團參加許多慈善歌唱表演。

之後延慶寺合唱團由本地女高音家張凱欣老師接手。具有獨特嗓音、活力四射
的張凱欣老師把延慶寺合唱團帶向另一個高峯。張凱欣老師在2017年通過佛友
的介紹認識延慶寺，目前帶領合唱團已有5年。張老師表示，在這5年裡具有挑戰
的是，對於不同歌唱水平層次的隊員如何因材施教。由於延慶寺合唱團慈悲，有
歌唱興趣者都能隨時報名加入，因此成員都來自不同的歌唱背景，有些隊員完
全沒有接觸簡譜，看不懂指揮，也不會數拍子，幾乎是零基礎。若在培訓時重複
初學的基本教學，有些資深的隊員又會覺得無聊。為了穿越挑戰，張老師深入淺
出地向同學講解，所要表達的專業歌唱技巧。有時她也會採用生動的譬喻，以及
學生熟悉的方言來溝通，讓學員們明白與體驗如何發音到位，使課程通俗易懂。

在訓練課上，張老師傳授了不同的歌唱技巧，上課時老師會先做示範，然後學員
一起和老師哼唱，過後老師會逐一點名，讓學員一一唱出所學到的部分，老師再
逐一指導同學改進。此外，老師也採取了線上錄音模式，這樣的方法不僅訓練聽
力，也讓錄音更上一層樓。通過張導師耐心的聲樂訓練，學員們大有進步。

張老師覺得佛樂是舒緩的音樂，
接近古老的格里高利聖詠旋律。
她表示：“音樂就是作為一個媒介
橋樑，它是用來鏈接經文和傳播
佛法。所以橋搭得好，大家就比較
愛走；如果橋搭得不好就會塌。橋
就是音樂，所以橋要請最好的工
程師一起來建設，因為每個人都
值得擁有最好的橋樑來跨越。”她
鼓勵延慶寺合唱團與專業音樂家
多合作一起打造跨越時代的好橋
樑推廣佛法。

張凱欣老師感謝殊勝因緣能讓她帶領延慶寺合唱團，她覺得延慶寺合唱團很發
心，團隊喜歡練習並願意付出時間。即使不是每個團員具有足夠的技能，但他們
擁有韌性，能夠接受挑戰，也勇於克服挑戰。面對即將到來的延慶寺合唱團十週
年演唱會，張老師勉勵團員：“讓我們越戰越勇吧！克服自己的恐懼，戰勝自己的
恐懼，接受自己的不足，接受後才能擁抱它，與它共舞共歌！”

一切諸佛出妙音聲為眾生作佛事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四十六

以以音樂音樂為橋樑為橋樑
 — 延慶寺合唱團十周年記鏈接經文•傳播佛法

榮獲美國紐約曼
哈頓音樂學院的
碩士學位

曾擔任新加坡歌劇
團，國際聲樂藝術
學院和曼哈頓音樂
學院獨唱演員

先後同多位歌唱家
和 導 師 合 作，也 曾
贏得「三一聲樂」比
賽的多個最高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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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樂
(Bernard)

卓秀容
(Angela)

請讓我與大家分享我學習佛曲的因緣。當時千禧年-2000年時，
我 們 就 讀 於 佛 教 總 會 第 1 2 屆 佛 學 班，由 於 即 將 結 業，大 家 臨
別 依 依 並 商 量 在 迎 新 結 業 典 禮 中 呈 現 一 個 節 目。為 了 延 續
日 後 再 相 聚 的 機 會，結 果 議 決 全 班 參 加 佛 曲 班。學 唱 一 段
時 間 後，大 家 發 覺 原 來 常 唱 的 佛 曲 可 以 加 強 經 典 的 理 解

和 背 誦。。。記 得 當 時 廣 播 電 臺「 麗 的 呼 聲 」曾 播 出 流 行 的 
「滿江紅」，有人把「滿江紅」譜成藝術歌曲，深得許多華校生

愛好。剛好當年的會考中就有默寫「滿江紅」，其中一段的
考題讓許多同學在華文科得了高分，高興不已。我想現在許

多佛教徒能夠順利背誦《心經》等等經文,該拜謝大德們把經文譜
成動聽、易記歌曲所賜。 在此祝賀延慶寺合唱團十週年演出成功 !

延慶寺合唱團

團員之感言

時光飛逝，一轉眼加入合唱團已經八年了！2015年在佛友周刊
看到延慶寺合唱團有佛曲班，便結下與延慶寺的緣。第一場演
出是“送子觀音開光儀式”的合唱演出。在合唱團的這些年，
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吸引人留下來。合唱畢竟不是獨唱，
需要團員之間的配合與不斷訓練，從多聲，便成一聲。每當掌

握了老師傳授的技巧，心中的喜悅是無法形容的。希望未來
合唱團有更好的佛曲創作，吸引新學員加入。今年，我何
其幸運能參與延慶寺合唱團十週年的演出。感謝主席陳

慶力先生為推廣佛曲不遺餘力。感謝張凱欣老師馬不停
蹄的培訓團隊。讓我覺得鼓舞人心的是，團員之間發揮了互

助合作的精神，積極參與活動為合唱團付出，实乃難能可貴。
在此感謝所有參與演出者。讓我們在夢想舞台NAFA大放光芒
吧! 期待迎來茉莉花飄香的到來！

延慶寺合唱團有位和藹可親的團長——卓秀容師姐(Angela)。卓師姐在合
唱團已有8年，但她不認為自己是團長，而是義務幫忙大家而已。滴水恩

情，湧泉相報。由於寺院提供免費的歌唱培訓和素食，卓師姐總會準備課後的
美味甜點以報恩的心供養大家享用及潤喉。同學們也可乘此聚會交流，瞭解彼
此上課的狀況。

卓師姐也樂於協助團員尤其是年級較老的學員，幫忙他們錄音，解釋他們看不
懂的英文，以便他們更瞭解如何唸和發音。其他學員也相互幫助，彼此鼓勵，共
同進步。

團長卓師姐覺得最有挑戰的是如何吸引學員長期留在團隊，以及如何擴大招
生使更多新血輸入。她慶幸這次十週年的演出有不少新血的注入，豐富了演
出。她也表示，合唱不僅僅是自己唱，而且還需要團隊精神與付出，唱歌需要很
多磨煉和實踐。至於唱歌的基本理念和技巧，雖然能理解但未必能做到，所以
需要時間去揣摩與實踐。 

延慶寺合唱團，有教無類。團隊裏有著不同層次的團員。無論是哪一類，團員都
很積極地學習——尤其是年長的和有聽力障礙的學員——他們都非常用心。卓
師姐感恩陳慶力主席和張凱欣老師的慈悲，通過音樂給團員抒發情緒，建立自
信，尤其給老人家一個神精上的寄託。以下是學員們的肺腑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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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我隨機在「谷歌」進行了搜索，偶然看到延慶寺
合唱團，就這樣我成為了其中一員。能夠自願唱歌帶一點歡

笑給老人，是一件很幸福和快樂的事。在疫情期間，我沒
想到會意外地為老人進行了一場直播秀。對我來說这就
是第一個里程碑。下一個里程碑將是我從未夢想過的在
NAFA的10週年紀念演出。這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難得的機
會，因為一些合唱團成員已80多歲了。藉此機會，我要感

謝我們的主席陳慶力對合唱團及其活動的鼎力支持。也感謝
Felicia老師、Angela和所有合唱團成員為即將到來的演出所
做的努力付出和奉獻！大家加油！謝謝！

疫情解封後，兩年多
來 己 沒 唱 歌 了，在 一
個機緣巧合下，我太

太帶我到延慶寺參
加歌唱班。在這

裡，我認識了
一羣熱情友好

的 師 兄 姐 妹。
在歌唱活動中，得到張老師的耐心教
導，这让我深入了解歌唱的方法，提
高了我歌唱的興趣，並且安排即將到
來的演唱會活動。这怼我很有價值與
意義，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豐富
了我人生的知識。我祝愿合唱團能充
分發揮实力，呈現一场美好的演出。

通過朋友介紹並參於10
月份演出的排練而結緣
於延慶寺合唱團。分享
佛 法 也 可 以 通 過 歌 唱

的 方 式。只 要 弘 法
利 生，就 不 遺 餘

力。非 常 愉 快
也很感謝老師耐

心指導及團友們共同努
力演練。勢在必行，望演
出成功！

學員們都很期待十月的弘
法演出,各自辛勤練習以
達到老師的要求。由於學

員程度參差不齊，老師
出盡法寶，因材施
教，視個人情況、

吸收能力授予不同的技
巧以提高學員的水平。尤其针对不同聲
部进行磨合與教導，使之融合為美妙歌
聲。在此特別感謝主席、老師及同學們
的無限付出與貢獻。预祝我們此次的義
演取得好成績。謝謝！

聽朋友說寺院的合唱團
在招募团员參加慈善義

演，我們就來看看。因
為 想 略 盡 棉 力，所

以留了下來。看
到老師這麼用
心的教导，更加

鞭 策 自 己 要 努 力
地把歌唱好。希望演出能愉
悅大眾，令大家心生歡喜。

不知不覺，來到延慶寺已
有七八年了。感謝主席提
供道場給佛友禮拜、修行

佛法。延慶寺對於推廣
佛曲也不遺餘力，

不僅提供免費歌
唱 訓 練 給 團 員，在

疫情前也經常主辦歌唱
節目娛樂老人院的老人，給他們帶來歡
樂。今年恰逢十週年佛曲義演活动，希
望分享給聽眾一些美好的佛曲作品。

多年前，经好友介紹，我加入了延慶寺佛曲合唱團。由
此我感覺自己投入到了一個大家庭，大家齊心協力把
佛曲唱好。感恩陳慶力主席這麼善心開發一個平台，
宣揚佛曲光大。由張凱欣老師熱心細心和耐心的指

導，同學們受益良多，一起學習，互相共勉，同心合
力，唱出一個春天來。班長在團裡盡心盡力的付

出，功不可沒，很感恩赞叹。祝賀演出成功，發揚
佛曲光大。

楊寶珍  

光平   
郭秋珊        

(Tony)

 李日清       

謝博人 

陳少榮

參加延慶寺合唱團已經
十年了，時間過得真快。
迎來這次非常有意義的
演出機會，說不出的激
動和興奮。合唱團學習
唱歌這些年，讓我有機

會結識了很多喜歡唱
歌的朋友。相信我

們 一 定 會 越
來越好 。

(Kitty)
許宏

吳麗雲    

 鄭鐵華 

陳少榮            

我們的合唱團 麻雀雖
小 卻 也 五 臟 俱 全。規
模雖小卻也具備四聲

部。原 本 是 一 盤 散
沙，經 老 師 悉
心 的 調 教，我

們 居 然 也 能 唱
出一個春天來 ！雖然目前我們
還沒達到像樣的合唱水準， 但
已可以交差了。努力吧，同學們 
！努力提高我們的合唱水平。讓
人刮目相看 ！我們延慶寺也有
像樣的合唱團！放心去唱吧！

洪招治

我身為佛教徒，沒有行經
或誦咒的經驗和耐心。

希望通過唱佛曲修心
和 改 善 個 人 的 心

境。每 週 六 下 午
能和大家一起通
過歌唱的確非常

舒心。張老師的教唱方式活
潑生動，我也收益不淺。感恩這次有機
會參與延慶寺十週年紀念弘法演出！
期待著！我們會帶著激情和熱忱上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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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2014 好走講座-新加坡郵政局總部

31.10.2015 送子觀音開光典禮

19.12.2015 探訪太和觀成人遲鈍院

福
慧
雙
修

照
片
回
顧

延慶寺
合唱團

02.2017 張麗曼老師惜別教壇晚會

07.2016 探訪李亞妹安老院

11.2016 探訪瓊州樂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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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6.2017 光明山修身院探訪 02.11.2019 天靈老人院

09.09.2018 儒釋道講座表演 -萊佛士城會議中心

2020 線上衛塞節「讚佛歌」

2021 線上衛塞節「 三寶歌」

28.02.2018 獅子樂齡之家新年晚會 2022 延慶寺衛塞節表演11.08.2018 安老協會

26.09.2017 獅子樂齡之家 03.10.2020 為你歌唱直播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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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音養生，以樂逸情以音養生，以樂逸情
延慶寺的著名地標是「一切如來心密全身舍
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塔｣也稱「世界和平吉祥
寶塔」。延慶寺邀請尼泊爾的比丘尼-瓊英卓
瑪(Ani Choying Drolma) 用古梵語詠唱寶
篋印陀羅尼。她以獨特的唱腔來詠誦此陀羅
尼，攝受心靈，啟迪智慧｡延慶寺
也將這首獨一無二,由瓊英卓
瑪 梵 詠 的《一 切 如 來 心 祕
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
尼》製作成唱片光盤，
免費與大眾結緣。

延慶寺合唱團
• Om Mani Padme Hum
•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 Tisarana

請鏈接以下網站或掃音頻二維碼，一起欣賞
及分享佛音妙曲：
https://www.yanqing.net/videochannels

「一念蓮華」光盤
• 送子觀音
• 追尋
• 十方三界諸菩薩
• 觀世音菩薩頌
• 一念蓮華

免費下載由瓊英卓瑪演唱的佛歌
https://www.yanqing.net/download-music
• 南無阿彌陀佛
•  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

音
樂

釋
弘
博

是21世紀新時代
布教的先鋒軍
 文解字》：“藥，治病艸。从艸。樂 
 聲。”中醫著名的依據經典–《黃
帝內經》：“天有五音，人有五臟；天有六
律，人有六腑，此人之與天地相應也。”
學過華樂的人都知道，我們東方的傳統華
樂是以五音為基礎的。五音就是現代西洋
音樂的“Pentatonic”的意思。這中國傳統
的五音又有呂曲與律曲兩種。呂曲五音
為：五音為宮、商、角、徵、羽，相等於西洋
樂的：Do,Re,Mi,So,La(簡譜：12356)，亦即
大調五音（Major Pentatonic）。而律曲的
五音名稱也與呂曲五音相同，只是第三 
“角”音，須要升半音；用現代西洋樂來
說，就是：Do,Re,Fa,So,La（簡譜：12456）
。如果把第一音（Tonic）的Do改在La的
話，就會把大調（Major Scale）變成小調
（Minor Pentatonic）。

那這五音有何用處呢？根據《黃帝內經‧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東方生風，風生
木…在藏為肝…在音為角，在聲為呼…
怒 傷 肝，悲 勝 怒 … …；南 方 生 熱，熱 生
火，…在藏為心…在音為徵，在聲為笑…
喜傷心，恐勝喜……;中央生濕，濕生土…
在藏為脾…在音為宮，在聲為歌…思傷
脾，怒勝思……;西方生燥，燥生金，…在
藏為肺…在音為商，在聲為哭…憂傷肺，
喜勝憂……;北方生寒，寒生水…在藏為
腎…在音為羽，在聲為呻…恐傷腎，思勝
恐……” (https://ctext.org/zh) 。

《說

梵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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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說，洋樂的Mi(簡譜：3)
或Fa(4)及呼聲（氣音） 是與肝
臟 相 對 應 的，英 文 物 理 學 稱 為
Resonance, 用現代科學詞語叫
做“共振”或“共鳴”。也就是洋樂
的Mi&Fa（角音）的音波能量，可以
引起肝臟的能量共振。當一個人
發怒的時候，肝臟能量會下降，故
而傷肝臟。久而久之，繼續發怒置
之不理，肝臟能量長期處在低能
量的狀態，就會引發種種肝疾病，如肝膽石、肝脂肪、糖尿病等。所以，常常發怒
或肝不好的人，根據《黃帝內經》（簡稱：《內經》）的理論，應該多聽Mi(3)和Fa(4)
（角音）或呼聲（氣音）來療癒肝臟問題。Mi(3) 和 Fa(4) 在洋樂樂理裡是什麼概
念呢？ 就是大調的核心音色 （Colour Tones）。學過樂理的人都知道，大調聽起
來，是會帶有一種愉快的心情。現代洋樂樂理與中華傳統《內經》的療癒理念，是
跨時代、不約而同的相印。因此，大家通常聽到大調的Mi–Fa或氣聲很飽滿的歌
曲時，會莫名其妙地感覺到開心、放鬆了起來。其原因就是角音及呼聲能量，引
起肝臟能量的共鳴，把長期鬱悶在肝臟裡怒氣，透過震動釋放掉。現代都市人，
生活節奏都是非常繁忙，從生活種種壓力造成怒肝、鬱肝。因此，除了看醫生吃
藥外，大家不妨多聽大調及氣音飽滿的歌曲，除了就醫外，兼用音療來保健。雙
管齊下，不是更完美嗎？ 

以此類推，So(5)及笑聲對應心臟 ，過於狂喜的人會傷及心臟，《內經》的建議是
多聽So(5)及笑聲，能平復過喜傷心的問題。所以，當我們聽到So(5)或人笑聲
時，心裡會有一種很平穩的感覺； 道理在此地。接著，同樣道理，Do(1)及歌聲
能夠彌補多思傷脾的問題、Re(2)及哭聲可以療癒多憂傷肺的毛病及La(6)及呻
吟聲可以療癒多恐傷腎的問題。所以，有一句話說：“音樂可以陶冶性情。”其目
的就是透過音聲來調整不正常的性情，性情調整好了，五臟的能量就會恢復正
常，五藏恢復正常，身體毛病也會少一些。因此，如本文開端引用的兩段新聞報
導，瑞士及日本的許多醫療中心，早已經開始用音療來治癒病人了。我們還能落
後嗎？

筆者因緣條件好，五歲時，父母就讓筆者學音樂-雅馬哈電子琴（Yamaha 
Electone）。当时年幼，不曉得父母送去學音樂的用意。原來出家後，父母這個
機密才大爆光。小學三年級時，代表學校參加並出席了兩場校際大賽。中學時，
還另學英國皇家（ABRSM）的鋼琴，一直考到理论与实践的八級。然後成功排除
固打制，考進了馬來西亞国立大学的化學科技學士課程。大一時，也報讀第二
間音樂大學-美國波士頓伯克利音樂學院的大馬分校（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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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Berklee Global Partners Network） 。由於同一時間報讀兩間大學的學
士課程，所以每一天都過得非常充實。 在大學畢業前一年(2001)，還參加了大馬
來西亞電台主辦的歌唱大賽到達了預賽。在2002年，筆者參加了由新加坡著名
音樂學院及新加坡天后級的老師團隊與大馬電台聯辦的《全方位新秀大賽》，從
2000多位試音者中脫穎而出，榮獲雙冠軍得主之一。接著，就與公司簽約了，還
去了新加坡本校學習。約滿後，筆者就出來作自由職業者，為一些新馬的歌手製
作音樂，也曾經在新加坡開辦音樂公司。

人生就像一本書，全書是由許多不同的章節拼湊而成的。每當一個章節即將被
點上句點時，下一個新章節就必須開頭了。人生這一書，就是不斷地繼續寫下
去。它的底精彩度，全憑你如何寫。你就是這本書的主人。當《不惑》的新章節即
將開頭之際，忽然想起了孔子在《論語》中的一句話：“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
而立。 四十而不惑…..” 

接著，就選擇離開家庭，出家修道，投入如來懷抱，荷擔如來家業去了。當時，兒
子才四歲。但為了芸芸眾生的福祉及世尊的家業，決定接下來的不惑之年，必須
為此使命盡形壽而奉獻。希望出家修道弘法利生的功德能夠福蔭家人。

既然已決定承擔如來家業，就必須為佛門及僧團貢獻。除了學習南傳止觀二禪
的解脫道之外，也必須秉持大乘菩薩道的精神，念念不捨眾生。自己解脫了，必
須回入俗世，接引未學，為佛門增添新血。那佛門才會陸續的有接班人。可是，
現代傳播佛法的途徑與方法，有點過於守舊，導致很多年輕人，對佛門嚴肅的種
種規矩望而生畏。因此，現在來佛寺的，通常都是髮白鬢皺的老菩薩，年輕人偏
少。當然，也有一些佛團有很多年輕人的。筆者有很多藝人朋友，個個都已皈依
外道了。痛惜當時佛門為何沒有積極地供應平台/管道給他們進來奉獻。反而，
外道有很多音樂歌唱平台，邀請他們去表演。他們覺得有管道施展一技之長，就
去皈依外道了。筆者深感遺憾！

因此，筆者決定，在自己出家本分的解脫道上，發願回入俗世，實踐大乘菩薩
道，以綿薄的音樂造詣來奉獻佛門，接引年輕一代學佛。“先以欲勾牽，後令入
佛智。”要弘揚佛陀的正法，首先新人必須進來。人都不來，還談什麼玄，說什麼
妙？在這競爭激烈的時代裡，你不積極接引眾生，眾生就會被外道接走。。。。。。

我們漢傳佛教，在中國古代是有政府資金護持的，叢林也有施主發心護持，還有
農禪文化的自力更生思想等。當然，這些制度在中國古代是非常適合當時的文
化背景的。中國的叢林制度（廢托缽而農耕），當時也是一種創新的改革，改變了
印度原始佛教的托缽文化及戒律。因此，叢林制度在當時，是非常適合中國人的
口味的。可是，這個完美的制度延續到今天的21世紀，既然沒有跟著時代的發
展需求而做調整，還繼續停留在古代。因此，21世紀年輕的一輩，感覺與之格格
不入，望而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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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教法、價值觀是宇宙的真理。真理是不可以改的；但其傳播方式，必須跟
進時代的需求不斷做出改變。價值觀必須守舊；傳播方式必須創新！這樣才能
把古老的真理，有效地、接地氣地、延續到下一代。這才是荷擔如來家業使者的
使命！

當然，眾所周知的，佛陀在戒律上有明文規定，不許聽音樂及歌唱等。那我們能
不能以音聲傳播佛法呢？ 在佛陀時代，大罄、木魚、鐘鼓、鐺子、鉿子等也沒出現
過。這些所謂的法器，本來就是中國人的樂器，道教也在用。也沒有一部經典曾
經記載過，佛陀陞座後，舍利弗尊者及大眾舉腔唱《爐香讚》、《寶鼎讚》、《华严
四十二字母》等的。但為何我們都延續唱到21世紀呢？ 難道這些不是音樂？不
屬於歌唱？裡面還有很多板眼、黃梅調等，經典也沒有記載過。

我們必須守著佛制戒的目的與精神，而非死在戒條上。佛陀也是隨因緣制戒
的。當因緣改變時，佛陀也隨之廢除、修改、新增等方式調整戒條。裡面也有很
多避嫌戒等。如八關齋戒裡，佛制不往觀聽戒的目的是，要修行者守護眼耳二
根，不許見聞二性隨著眼耳二根出流攀緣色聲二塵。這樣守護根門的話，能培
養八正道裡的‘正念’（sammāsati），亦即六念法中的‘念戒’。念力養成了，‘正
定’ （sammāsamādhi）才會現前，這屬於自利行。出家人不能往觀聽及音樂歌
舞外，其目的除了上述以外，還有為了避嫌及避免僧團利養不公的問題發生。

還有其他的不持金錢戒、持午戒等避嫌戒，其當初制戒的因緣，也是當初遭人
投訴後，佛陀為了避嫌才制定的。但是，當佛教發展到有飛機的現代，大家都能
理解僧眾外出弘法利生，免不了需要手持金錢，方便外出做三寶事。大家也能
接受把金錢塞進紅包裡供養僧眾。可是，四事供養裡面，明文規定是沒有供養
金錢這一條的喔！那為何現代大眾及僧團又能接受呢？

再來，談及持午戒。當初是因為迦留陀夷在晚上乞食時，導致孕婦流產事件的
發生後，佛陀為了避嫌才制定了這條戒。可是，到了中國叢林時代，僧人自力更
生，不再外出托缽，經過百丈禪師的「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僧眾農耕文化後，
寺院都開許晚上藥石。現代在家人也歡喜在晚上請法師吃飯，也不再譏嫌此
事。那到底晚上可以不可以吃飯呢？

佛制的戒條是不可以更改的，然佛陀是允許隨方毗尼的。馬祖建叢林，百丈立
清規，這些雖然與當初佛制的戒律有很多違背之處，但這是時代、文化、歷史背

景等錯綜複雜不得已的情況下，隨方做
出的調整，其目的是為了好讓佛法能繼
續傳承下去，這叫隨方毗尼，乃佛所許。

再談及以音樂歌唱弘法。話雖如此，《中
阿含七‧法品‧善法經第一》裡有記載，

至於梵唄歌詠/祇夜（geyya），佛陀是開許的。其目的就是為了深奧難懂的經
意，可以透過易記的旋律，讓大眾背誦起來。一般南傳上座部對geyya的定義，是
散文體的經文加偈頌/偈陀（gāthā）的二合一可傳唱的經文。這種經文是對佛弟
子及社會一般大眾傳唱的佛經內容。佛陀在世時與我們這時代不同，是嚴禁抄
寫經典的。根據當時的印度文化，聖人所說的教法，是神聖無比的。如果抄寫聖
人所說的法，就等同褻瀆聖人的法語。因此，在經典還未正式被記錄為文字前，
經典是靠背誦、口口相傳的方式來傳播的。那背誦口傳，就必須用上所有的技
巧。其中當然少不了，把經文譜上易記的旋律，好讓傳誦更有效。因此，就有了所
謂的geyya的經文體。所以，佛陀說比丘應該知道歌詠。

結論，音樂及歌聲的療效是無可厚非的，能善用它們的話，可療癒現代許多身心
疾病。佛制不往觀聽戒的目的，是為了行者在自利行時，能修定慧從而解脫。站
在利他角度而言，佛陀開許梵唄歌詠的目的，是為了讓弟子們能夠把冗長的經
文背起來，傳播得更深遠。在古印度，僧人唱歌是被嫌棄的。但到了現代，唱歌開
演唱會是一種時尚潮流，歌星、明星，更是社會一般大眾所景仰的、讚揚的高尚
專業。時代變了，大眾的價值觀也隨之改變。對與錯的準繩，是會隨著時代與人
文蛻變而改變的。那我們必須守著2500年前古印度時代的準繩？還是配合21世
紀新時代的準繩？答案就得看你是要去度古印度人？還是度21世紀的現代人？

佛教的價值觀必須守舊、守傳統；但其傳播方式必須跟得上潮流，在洪流中引眾
入流，這才是大乘菩薩道現代革命者！

最後，引用星雲大師的開示為本文結語。“過去，佛教徒只將梵唄唱誦當作自己
修行的功課，在弘揚佛法的時候，完全忽視了佛教音樂的效果。四十年前，我有
感於時代和眾生對佛教的渴求，便在宜蘭組織了佛教第一支歌詠隊，同時為了
讓佛教流傳更廣，我也提出了以下五點希望：

音樂視頻，請預覽以下網站： 
https://youtu.be/

HEzELKDKgmM  
或掃以下二維碼：

佛教梵唄今後不是寺院和僧團所專有，
佛教梵唄應走向大眾！
佛教音樂今後不能只有讚偈之類，佛教
的音樂需要創作、創作、再創作！
佛教的弘化者，今後要多多提倡音樂，
再用音樂來接引青年的信仰！
佛教弘化的道場裡，最好都能成立佛教
歌詠隊或佛樂團的組織！
希望今後佛教的歷史上，多出現幾位音
樂家如馬鳴菩薩和弘一大師！”
（節錄於《星雲日記》1993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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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John Teo, also as “Uncle John” has been in the music industry for about 
40 years. He founded John Teo Productions in the early 80’s, specializing in 

music productions, song composition and writing, mentorship, events, orchestral 
instrumentation and more. 
In the 70’s and 80’s, he was involved in commercial music production with artistes 
from Singapore, Malaysia, Taiwan and many others. His students and working 
partners include Long Piao Piao (龍飄飄) Gao Ling Feng (高凌風), Lin Shu Juan(林
淑娟), Li Mao Shan(李茂山) and many other well-known celebrities. Furthermore, 
he had also created many brilliant sales records for those artistes. 
Volunteer with Music 
 In the 90’s, Uncle John got in touch with Fo Guang Shan monastery in Singapore. 
Under Venerable Man Ko’s mentorship, he was appointed as Music Director to 
lead the choir. He is the music advisor of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till now.  
Uncle John had been inspired by the beauty and educational value of lyrics 
written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Integrating the teachings of Buddha, he 
enthusiastically composes lyrics and music of Buddhist Hymns.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teachings like “Admit mistakes” (认错), “Perfectly Willing” (心甘情
愿), “I Wish” (我愿) propagate education and wisdom. Uncle John was inspired 
by the Master’s teachings and especially appreciated the virtue of admitting 
mistakes. He opines that it is not shameful to admit his mistakes even to his 
son. The teachings of “Perfectly Willing” arouse his selflessness and compassion. 
Furthermore, Master’s lyrics of the song “I Wish” motivates him to make sacrifices 
for others.
Wondrous Buddhist Albums 
Since year 2000, Uncle John has released a serie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Buddhist 

music, and produced innumerable albums such as “Sounds of the Human World” 
(人間音緣), Great Compassionate Mantra (大悲咒), a 12-album series of Guanyin 
Songs（觀音之歌）and many others.  He had collaborated with Mr. Tan Keng 
Leck, Chairman of Ean Keng Si Temple, to compose an original Buddhist song – 
Song Zi Guan Yin （送子觀音）that was recorded in the album Instant Padma (一
念蓮華) and produced by John Teo Production and Kalachakra Creations Pte Ltd. 
Music of No Boundaries
Uncle John is trilingual and is fluent in English, Chinese and Malay. Although 
he creates song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his joy of musical creation is beyond 
language and religion. 
To him,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spiritual music, which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religions. He mentioned that music can also be used to relieve anxiety and relax 
the mind and used even during meditation. He remarks, “Music is omnipresent, 
just let music do the healing. I enjoy it, for me this is my passion and joy of giving.”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period, Uncle John had written several 
inspirational songs to motivate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whose family members 
were affected. He prays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for all nations by sending the 
blessings through the songs he had composed and produced.  He said: “When 
we keep ourselves disciplined and overcome difficulties, we find that “kindness” 
is a type of power. It arouses everyone’s sense of responsibilities. Even if there is 
a storm ahead, we are not afraid.”
Whether the songs are inspirational 
song or a Buddhist related type, 
positive energy engendered when 
performing those songs.  Through 
Uncle John’s works, he conveys love 
and care of the world without borders.
Editor’s Note
This prominent music veteran has 
been volunteering his service in 
various avenues such as events 
organising, music composing, 
production, and more. He has actively 
rocked the music industry for about 
50 years across 3 generations. He 
sings into the hearts of Singaporeans, 
advocates charitable deeds with his 
musical talent and inspires all to sing 
for good health and deeds!

Let There Be Love
Uncle John has organised and hosted 
countless concerts, and fund-raising 
musical events for the charities. The 

upcoming charity event by John 
Teo Productions is a live stream 

spectacular concert titled “Let There 
Be Love”, in support of the Singapore 

Children’s Society. The Song “Let 
There Be Love” is performed by 
various singers across different 

countries. Please refer to the following 
link or the QR Code for the song:  

https://www.facebook.com/john.
teo.925/videos/382994177136652

亚洲周刊副总编辑

江迅
建筑师

陈智成
裙底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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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新经济物种 女人难养？

笑笑
没烦恼

新明副刊逢六、日、一、二刊

日月明
轻松一下

脑筋急转弯

　　粉丝经济成了当下内地文坛一大话题。夏茗悠
签售新作，南派三叔签售新作，唐家三少签售新
作，夏七夕，伊一……每一场新书签售，粉丝都蜂
拥而至，于是新书大卖。不过，时下最火的“粉丝
经济”当数“网红”了，她们功利明确，誓将粉丝
转化购买力。
　　流行语“网红”是一个群体，她们悄然成为网
络舆论焦点，从线上到线下，经常出现在一些媒体
或商业活动中，她们不仅拥有大量粉丝，且被罩上
成功人士光环。过去一年,“网红”成了“独一无
二的新经济物种”，2015年也被称作“网红”元
年。
　　“网红”都有一些共同特点，她们大多长得漂
亮，这种漂亮不是指她们的个性气质。这些人的
脸蛋有着明显模式化倾向，大眼睛、锥子脸，身材
颀长，双腿纤瘦，原本就白皙的皮肤被滤镜（一
种PS手段）过度美白，这类女孩成了当下时代励
志新偶像。如果不是忠实粉丝，你很难分别出这个
网红与那个网红之间长相的区别，因为她们似乎都
出自杨颖的脸模。她们的职业多都被冠以主播、模
特、设计师、摄影师、段子手等头衔。她们成名绝
非偶然，往往由一个团队操作。“网红”彼此竞争
激烈，红极一时却又可能很快就被人们遗忘。
　　今日说的“网红”，与以前指的“网络红人”
不是一回事，后者的成名有很大的偶然性，他们中
有的是因为新闻事件引发关注，或作为公共意见领
袖成名。尤其是在BBS时代，“网络红人”有着超
群的个人魅力，他们经常与网友交流和对手论战而
成名江湖，像芙蓉姐姐、凤姐等。“网络红人”也
拥有大批粉丝，但她们与粉丝之间并无利益往来，
如今的“网红”拥有一家超强变现能力的网络店

铺，透过互动平台网店，依赖粉丝消费而令自己获
利，从而创造了一个新词“网红经济”，凭藉自己
的品味和对时尚的理解来赚钱，某些人的收益堪比
一线明星。
　　颜值高、品味好、会行销，具备这三点，你就
可能成为“网红”。“国民老公”王思聪的女友朱
宸慧（雪梨），26岁的女装网店老板娘，在淘宝
上卖衣服。在电商领域，她早已是神级人物，店
铺“钱夫人”自2011年年底开张以来，累计“成
交好评”已达130多万笔，近半年，店内“成交好
评”就有46万笔，仅3年，年销售额达两亿元人民
币，收益堪比一线明星。淘宝店主张大奕做过模
特，两年前开淘宝店“吾欢喜的衣橱”，上线不足
一年就冲到四皇冠，每当店铺上新，当天成交额一
定是全淘宝女装类目第一名。一次，新品上架后，
5000多件商品在两秒内就被粉丝“秒光”，新品
大多在三五天内售罄，即三五天里，她便完成普通
线下实体店一年销售量。
　　“网红”在淘宝开店后，不仅是穿美服，画靓
妆、拍美照这么简单，每天耗时在微博上跟粉丝
互动，把自拍、服饰搭配等照片发布上网，依讬粉
丝群体定向行销，挑选受欢迎的款式打版，投产后
上架淘宝店，将粉丝热情转化为购买力。“网红”
以敏锐的时尚嗅觉、独特的个人魅力，包揽选款、
进货、更新、粉丝运营、销售甚至是客服等所有环
节。像雪梨、张大奕这样的“网红”女孩在淘宝上
超过千多，享有声誉的还有赵大喜、张超林、南表
妹等。
　　善用粉丝经济，正是“网红”店铺销售奇迹的
驱动力。“网红”是最富有时代精神的群体，她们
极富互联网思维，是互联网发展的阶段性产物。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许是孔夫人难养，孔子才会说出“女人和
小人一样难伺候”的气话，直教天下女人皆
蒙上不白之冤，也害到三国时代的焦先信以为
真，见了女人就跑；更有人自己不结婚，却鼓
励别人结婚，相信这也是受到孔子的误导。
　　我倒不认为女人难养。你说“女人如变形
虫，老是随她的意变来变去”。这没什么，万
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就是了；你说“女
人做人像做梦，不喜欢听真话，只喜欢听假
话”。这也不是问题，投其所好就可以。
　　你又说“女人爱吃醋，多疑，唠叨，小器
不可理喻”。实则，女人生来就是醋酝子，天
生就有疑心病，女人也免不了在小处唠叨。惟
想深点就明白，女人如果不是这样，她还是个
女人吗？还有女人味吗？
　　殊不知，有贾琏的风流，才会有凤姐平儿
的娇俏和泼辣。说到底，人生舞台上，女人只
是演员，男人才是导演，女人之所以难伺候，
也是男人一手造成的，要怨，只能怨自己。
　　或许你不知，《西游记》里女人心目中的
理想对象不是唐三藏，也不是孙悟空，而是猪
八戒。因为八戒够风趣，多情，体贴，会疼女
人。
　　如果，你能以猪哥为榜样，多向猪哥学习
看齐，我敢保证，就算你太太精如一只修练千
年的狐精，也会服服贴贴依了你。
　　总言之，女人就有如地雷，会不会爆炸就
看你——不去踩它就没事；女人难不难养也看
你——有读过我的“御妻秘笈”就不难矣。

业余写作者

陈汉豹

　　张平福希望明年能集合新马和台湾歌
手，想办传递正能量的音乐会。
　　他发愿制作10张《观音之歌》专辑，目
前已发行了第二张，第三张也已制作完成，
他希望花一年的时间落实这个大型音乐会计
划。
　　他说：“我手上有很多歌手，为什么不
集合他们，让他们可以有些收入，又能做好
事、转递正能量？歌手们也很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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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十 年
代，张平

福是商业歌曲
的制作、创作
和编曲家，当
年的新马台歌
手如龙飘飘、
高凌风、林淑

娟、李茂山、林淑容、谢彩云、
韩宝仪、施筱龄、刘玲玲和蔡可
荔等都和他合作过，而他也为歌
手缔造很多辉煌唱片销售纪录。
从时代乐到新时代乐；从唱片盛
行的年代到今天，他都是金字招
牌。
　　如今，他多了一个身份：佛
光山合唱团音乐导师，带领这支
近80人老中青三代团队，从中
英文流行老歌到佛曲，唱响各个
角落。甚至乎，连他为马国歌手
蔡可荔制作的心灵音乐专辑《慈
光》，也在中国热卖。
　　星云大师的教诲，深深影响

了他，人家是把工余时间拿来做
义工，他却视之如双手、平衡兼
顾两者：音乐事业与音乐义工。
　　与日本音乐大师喜多郎在网
上联系时，也会交换心灵音乐的
创作与编曲想法。

　　张平福是音乐狂热份子，之前却没想过成立合
唱团。
　　他说：“这是很好的因缘，就是一般人所说的
‘化学作用’。”
　　1999年，他随老婆到佛光山。满可法师对他很
有信心，知道他是著名音乐人，开口叫他负责佛光
山（新加坡）的合唱团、文娱节目制作与音效和灯
光等。
　　他透露：“其实，我在80年代还是唱片公司
老板的时候，已经有帮一些宗教团体制作音乐，当
时纯是帮忙性质。真正投入搞合唱团，是为佛光
山。”
　　对他而言，心灵音乐有很多种，不应局限于宗
教，也可以用来舒缓焦虑情绪，松懈精神，甚至是
静坐、禅修，让音乐在多处发挥疗愈功效。
　　“在创作这类音乐和编曲的时候，我是乐在其
中，对我来说，这是我的‘极乐世界’啊！”

　　18年来，他每年都为佛光山制作主题曲。每年，
开山宗长星云大师都会为不同生肖，想出一个主题，
如今年就是“聪敏灵巧”，他就负责音乐创作和编
曲，让这主题深入民心。
　　他说：“这是广结善缘的机会，通过我热爱的音
乐转达正念，我是越做越起劲。”
　　过年过节，他都将时间奉献出来，除了农历年庆
典，还有卫塞节等佛教庆典，他都全程参与。之前，
佛光山的大型音乐剧《悉达多》，他负责协调总体制
作。人协的活动，也邀他率合唱团演出，如2014年的
建国一代活动，他就领军合唱中英文和马来歌曲。
　　他说，生活已无忧，更应该积极奉献，这也是一
种回馈。他很开心的是，佛光山的合唱团有七八十
人，可说是集“祖孙三代”、从儿童、爸爸妈妈到阿
公、阿嬷成员。
　　每个星期五晚上，只要没有出国录音，他都
会到佛光山教合唱团唱歌，跟大家欢度。他说：
“aunties、uncles们都爱唱歌，跟他们在一起，很开
心。我们为健康、为快乐而唱。”

　　张平福已69岁，但看着他领军佛光山合
唱团，却是精神充沛、活力无限。对佛教等
心灵音乐，他可是越做越起劲。
　　问他，这些年来的义行，最大的回报是
什么？
　 　 他 不 假 思 索 脱 口 而 出 ： “ 没 有 了 我
执。”
　　他说，接触佛法之前，作音乐、作唱
片，会有贪嗔痴。
　　“星云大师和师父们教会我，不执着任
何现象，也不用害怕失去。”
　　他受英文教育，中英文源流的音乐从不
是难题，也呼吁大家跟他一样，加入义工行
列，不分彼此、没有对立地积极回馈社会。
　　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星云大师讲的认
错美德。
　　“大师的教导，是生活化的，没有人会
勇于认错，我跟儿子说时，他起初也不认
同。不过后来，他自己亲自体会，知道认错
并不是丢脸的事。是大师深深改变了我。”
　　他坦言，如果觉得自己的想法错了，他
也会想儿子认错。
　　问他，现在制作专辑，还会不会骂人？
　　他笑得很大声：“哈哈哈，骂，是要你
好。不过，现在会比较婉转，不会大发脾
气。”

　　纵横乐坛50年，本地著名
音乐大师张平福（69岁）带领
佛光山三代合唱团员，唱入国人
心扉，身体力行呼吁大家为慈善
而唱，为健康而唱。

文 / 康秀金

▲张平福在本地歌坛活跃50年。音乐创作是‘极乐世界’

‘祖孙三代’大合唱

星云大师的认错美德

盼办大型音乐会

在创作这类音乐和编曲的时候， 我是乐在其中， 
对我来说， 这是我的‘极乐世界’啊！

——音乐大师张平福

▲张平福带领近80人的老中青三代合唱团，为健康、为快乐而唱。

金曲大师　18年来

　　自从相机进步到人手一台，随时随地随
拍之后，咱们的执法部门就不断需要处理偷
拍裙底的非礼案件。为什么会有爱摄像的
人，放着周围无处不在的美好景物正大光明
不拍，却专攻裙底风光有辱斯文？如果涉案
的是青春少年郎，对女性好奇，或可归罪于
他们体内乱窜的荷尔蒙，给予心理辅导。叫
人疑惑的是，三不五时因偷拍裙底被揪上法
庭的，大多是已远离青春的砥柱中流，而仍
然热衷于下流之事。
　　我们青春正炽的年代，也抵不住雄激素
逞能地干过瓜田李下之事。课室里故意把
有镜子的铅笔刨掉地上，待穿裙的年轻女
老师莲步跨过，看是谁猜对了颜色。路经天
桥底，借尾遮头地来回漫步，重复唱“我问
天”。巴士上僵站在坐有时髦低胸装女郎座
位旁，低头眯眼装犯困。
　　也许就因为四下有无遮拦的色眼，那时
代的女生，从小让母亲姐姐告诫，躺蹲坐立
走跑跳，各种动作体态，皆有正确安全的姿
式，不容走光。万一不察春光乍泄，马上有
女性过来提醒：你开咖啡店的啊？
　　现代女士小姐故意透露内涵秘密在大街
上婀娜，虽已不再耸人耳目，正经男士有时
还难免被吓得下意识地装瞎。触目琳琅该不
惑，见怪不怪久了，大家理当就若无其事
了。还有人偷拍裙底？不嫌麻烦咩？
　　代为向法官求情的律师总是千篇一律：
被告承受着莫大的压力才会出此下策。敢情
裙底风光拍摄存档，时而复习之，竟是解压
良药？

▲张平福和日本音乐大师喜多郎
合照。

▲张平福对星云大师讲的认错美德最深刻。

用音乐当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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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更半夜回家才发现忘记带 
　 钥 匙 ， 家 里 又 没 有 其 他 人 
　在，这时你最大的愿望是什 
　么? 

2.青春痘长在哪里，你比较不 
　担心?

3.要减肥时，最容易瘦的是哪 
　一个部位？

4.时钟什么时候不会走？

5.小李是哑巴，为什么他晚上 
　会发声音？

6.吃苹果时，咬了一口发现里 
　面有一条虫子，觉得恶心； 
　 看 到 两 条 虫 子 ， 觉 得 更 恶 
　心；但看到几条虫子让人最 
　恶心？

7.哭和笑有什么共同之处？

8 . 一 个 罗 厘 司 机 飞 快 的 从 山 
　上冲下来，却没有撞伤人， 
　为什么?　

答案：
1.　门忘了锁
2.　别人脸上
3.　钱包
4.　时钟本来就不会走
5.　他睡觉打鼾
6.　半条虫子
7.　两个字的笔划都是十划
8.　司机今天没有开车

大洪水
　　老师讲到大洪水把地球
上生物全淹死了。
　 　 小 明 问 老 师 ： “ 你 确
定？”老师说：“确定。”
　　小明问：“那鱼呢？”
老师：“你出去！”
　　

恐龙的世界
　　老师：“请大家想像一
下，你在一个有恐龙的世界
里 ， 而 有 一 条 正 准 备 要 吃
你，你该么办？” 
　　小明：“这还不简单！
马上停止想像就行。”
　　老师：“你出去！”

新员工
　　老板问主任，新来的组
长表现如何。 
　　主任：“自从他到这个
部门上班，其他同事上班打
瞌睡的现象大大改善了。” 
　　老板：“太好了！他是
怎么做到的？” 
　　主任：“因为他的鼾声
吵得別人无法睡。”　　

The Music LegendThe Music Legend

When I’m creating and composing 
this kind of music, I’m enjoying it. 
For me, this is my ‘pure land’! 

梵唄音樂

  With Kitaro,  
 world-renowned 
Japanese music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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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迅
建筑师

陈智成
裙底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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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新经济物种 女人难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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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筋急转弯

　　粉丝经济成了当下内地文坛一大话题。夏茗悠
签售新作，南派三叔签售新作，唐家三少签售新
作，夏七夕，伊一……每一场新书签售，粉丝都蜂
拥而至，于是新书大卖。不过，时下最火的“粉丝
经济”当数“网红”了，她们功利明确，誓将粉丝
转化购买力。
　　流行语“网红”是一个群体，她们悄然成为网
络舆论焦点，从线上到线下，经常出现在一些媒体
或商业活动中，她们不仅拥有大量粉丝，且被罩上
成功人士光环。过去一年,“网红”成了“独一无
二的新经济物种”，2015年也被称作“网红”元
年。
　　“网红”都有一些共同特点，她们大多长得漂
亮，这种漂亮不是指她们的个性气质。这些人的
脸蛋有着明显模式化倾向，大眼睛、锥子脸，身材
颀长，双腿纤瘦，原本就白皙的皮肤被滤镜（一
种PS手段）过度美白，这类女孩成了当下时代励
志新偶像。如果不是忠实粉丝，你很难分别出这个
网红与那个网红之间长相的区别，因为她们似乎都
出自杨颖的脸模。她们的职业多都被冠以主播、模
特、设计师、摄影师、段子手等头衔。她们成名绝
非偶然，往往由一个团队操作。“网红”彼此竞争
激烈，红极一时却又可能很快就被人们遗忘。
　　今日说的“网红”，与以前指的“网络红人”
不是一回事，后者的成名有很大的偶然性，他们中
有的是因为新闻事件引发关注，或作为公共意见领
袖成名。尤其是在BBS时代，“网络红人”有着超
群的个人魅力，他们经常与网友交流和对手论战而
成名江湖，像芙蓉姐姐、凤姐等。“网络红人”也
拥有大批粉丝，但她们与粉丝之间并无利益往来，
如今的“网红”拥有一家超强变现能力的网络店

铺，透过互动平台网店，依赖粉丝消费而令自己获
利，从而创造了一个新词“网红经济”，凭藉自己
的品味和对时尚的理解来赚钱，某些人的收益堪比
一线明星。
　　颜值高、品味好、会行销，具备这三点，你就
可能成为“网红”。“国民老公”王思聪的女友朱
宸慧（雪梨），26岁的女装网店老板娘，在淘宝
上卖衣服。在电商领域，她早已是神级人物，店
铺“钱夫人”自2011年年底开张以来，累计“成
交好评”已达130多万笔，近半年，店内“成交好
评”就有46万笔，仅3年，年销售额达两亿元人民
币，收益堪比一线明星。淘宝店主张大奕做过模
特，两年前开淘宝店“吾欢喜的衣橱”，上线不足
一年就冲到四皇冠，每当店铺上新，当天成交额一
定是全淘宝女装类目第一名。一次，新品上架后，
5000多件商品在两秒内就被粉丝“秒光”，新品
大多在三五天内售罄，即三五天里，她便完成普通
线下实体店一年销售量。
　　“网红”在淘宝开店后，不仅是穿美服，画靓
妆、拍美照这么简单，每天耗时在微博上跟粉丝
互动，把自拍、服饰搭配等照片发布上网，依讬粉
丝群体定向行销，挑选受欢迎的款式打版，投产后
上架淘宝店，将粉丝热情转化为购买力。“网红”
以敏锐的时尚嗅觉、独特的个人魅力，包揽选款、
进货、更新、粉丝运营、销售甚至是客服等所有环
节。像雪梨、张大奕这样的“网红”女孩在淘宝上
超过千多，享有声誉的还有赵大喜、张超林、南表
妹等。
　　善用粉丝经济，正是“网红”店铺销售奇迹的
驱动力。“网红”是最富有时代精神的群体，她们
极富互联网思维，是互联网发展的阶段性产物。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许是孔夫人难养，孔子才会说出“女人和
小人一样难伺候”的气话，直教天下女人皆
蒙上不白之冤，也害到三国时代的焦先信以为
真，见了女人就跑；更有人自己不结婚，却鼓
励别人结婚，相信这也是受到孔子的误导。
　　我倒不认为女人难养。你说“女人如变形
虫，老是随她的意变来变去”。这没什么，万
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就是了；你说“女
人做人像做梦，不喜欢听真话，只喜欢听假
话”。这也不是问题，投其所好就可以。
　　你又说“女人爱吃醋，多疑，唠叨，小器
不可理喻”。实则，女人生来就是醋酝子，天
生就有疑心病，女人也免不了在小处唠叨。惟
想深点就明白，女人如果不是这样，她还是个
女人吗？还有女人味吗？
　　殊不知，有贾琏的风流，才会有凤姐平儿
的娇俏和泼辣。说到底，人生舞台上，女人只
是演员，男人才是导演，女人之所以难伺候，
也是男人一手造成的，要怨，只能怨自己。
　　或许你不知，《西游记》里女人心目中的
理想对象不是唐三藏，也不是孙悟空，而是猪
八戒。因为八戒够风趣，多情，体贴，会疼女
人。
　　如果，你能以猪哥为榜样，多向猪哥学习
看齐，我敢保证，就算你太太精如一只修练千
年的狐精，也会服服贴贴依了你。
　　总言之，女人就有如地雷，会不会爆炸就
看你——不去踩它就没事；女人难不难养也看
你——有读过我的“御妻秘笈”就不难矣。

业余写作者

陈汉豹

　　张平福希望明年能集合新马和台湾歌
手，想办传递正能量的音乐会。
　　他发愿制作10张《观音之歌》专辑，目
前已发行了第二张，第三张也已制作完成，
他希望花一年的时间落实这个大型音乐会计
划。
　　他说：“我手上有很多歌手，为什么不
集合他们，让他们可以有些收入，又能做好
事、转递正能量？歌手们也很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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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十 年
代，张平

福是商业歌曲
的制作、创作
和编曲家，当
年的新马台歌
手如龙飘飘、
高凌风、林淑

娟、李茂山、林淑容、谢彩云、
韩宝仪、施筱龄、刘玲玲和蔡可
荔等都和他合作过，而他也为歌
手缔造很多辉煌唱片销售纪录。
从时代乐到新时代乐；从唱片盛
行的年代到今天，他都是金字招
牌。
　　如今，他多了一个身份：佛
光山合唱团音乐导师，带领这支
近80人老中青三代团队，从中
英文流行老歌到佛曲，唱响各个
角落。甚至乎，连他为马国歌手
蔡可荔制作的心灵音乐专辑《慈
光》，也在中国热卖。
　　星云大师的教诲，深深影响

了他，人家是把工余时间拿来做
义工，他却视之如双手、平衡兼
顾两者：音乐事业与音乐义工。
　　与日本音乐大师喜多郎在网
上联系时，也会交换心灵音乐的
创作与编曲想法。

　　张平福是音乐狂热份子，之前却没想过成立合
唱团。
　　他说：“这是很好的因缘，就是一般人所说的
‘化学作用’。”
　　1999年，他随老婆到佛光山。满可法师对他很
有信心，知道他是著名音乐人，开口叫他负责佛光
山（新加坡）的合唱团、文娱节目制作与音效和灯
光等。
　　他透露：“其实，我在80年代还是唱片公司
老板的时候，已经有帮一些宗教团体制作音乐，当
时纯是帮忙性质。真正投入搞合唱团，是为佛光
山。”
　　对他而言，心灵音乐有很多种，不应局限于宗
教，也可以用来舒缓焦虑情绪，松懈精神，甚至是
静坐、禅修，让音乐在多处发挥疗愈功效。
　　“在创作这类音乐和编曲的时候，我是乐在其
中，对我来说，这是我的‘极乐世界’啊！”

　　18年来，他每年都为佛光山制作主题曲。每年，
开山宗长星云大师都会为不同生肖，想出一个主题，
如今年就是“聪敏灵巧”，他就负责音乐创作和编
曲，让这主题深入民心。
　　他说：“这是广结善缘的机会，通过我热爱的音
乐转达正念，我是越做越起劲。”
　　过年过节，他都将时间奉献出来，除了农历年庆
典，还有卫塞节等佛教庆典，他都全程参与。之前，
佛光山的大型音乐剧《悉达多》，他负责协调总体制
作。人协的活动，也邀他率合唱团演出，如2014年的
建国一代活动，他就领军合唱中英文和马来歌曲。
　　他说，生活已无忧，更应该积极奉献，这也是一
种回馈。他很开心的是，佛光山的合唱团有七八十
人，可说是集“祖孙三代”、从儿童、爸爸妈妈到阿
公、阿嬷成员。
　　每个星期五晚上，只要没有出国录音，他都
会到佛光山教合唱团唱歌，跟大家欢度。他说：
“aunties、uncles们都爱唱歌，跟他们在一起，很开
心。我们为健康、为快乐而唱。”

　　张平福已69岁，但看着他领军佛光山合
唱团，却是精神充沛、活力无限。对佛教等
心灵音乐，他可是越做越起劲。
　　问他，这些年来的义行，最大的回报是
什么？
　 　 他 不 假 思 索 脱 口 而 出 ： “ 没 有 了 我
执。”
　　他说，接触佛法之前，作音乐、作唱
片，会有贪嗔痴。
　　“星云大师和师父们教会我，不执着任
何现象，也不用害怕失去。”
　　他受英文教育，中英文源流的音乐从不
是难题，也呼吁大家跟他一样，加入义工行
列，不分彼此、没有对立地积极回馈社会。
　　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星云大师讲的认
错美德。
　　“大师的教导，是生活化的，没有人会
勇于认错，我跟儿子说时，他起初也不认
同。不过后来，他自己亲自体会，知道认错
并不是丢脸的事。是大师深深改变了我。”
　　他坦言，如果觉得自己的想法错了，他
也会想儿子认错。
　　问他，现在制作专辑，还会不会骂人？
　　他笑得很大声：“哈哈哈，骂，是要你
好。不过，现在会比较婉转，不会大发脾
气。”

　　纵横乐坛50年，本地著名
音乐大师张平福（69岁）带领
佛光山三代合唱团员，唱入国人
心扉，身体力行呼吁大家为慈善
而唱，为健康而唱。

文 / 康秀金

▲张平福在本地歌坛活跃50年。音乐创作是‘极乐世界’

‘祖孙三代’大合唱

星云大师的认错美德

盼办大型音乐会

在创作这类音乐和编曲的时候， 我是乐在其中， 
对我来说， 这是我的‘极乐世界’啊！

——音乐大师张平福

▲张平福带领近80人的老中青三代合唱团，为健康、为快乐而唱。

金曲大师　18年来

　　自从相机进步到人手一台，随时随地随
拍之后，咱们的执法部门就不断需要处理偷
拍裙底的非礼案件。为什么会有爱摄像的
人，放着周围无处不在的美好景物正大光明
不拍，却专攻裙底风光有辱斯文？如果涉案
的是青春少年郎，对女性好奇，或可归罪于
他们体内乱窜的荷尔蒙，给予心理辅导。叫
人疑惑的是，三不五时因偷拍裙底被揪上法
庭的，大多是已远离青春的砥柱中流，而仍
然热衷于下流之事。
　　我们青春正炽的年代，也抵不住雄激素
逞能地干过瓜田李下之事。课室里故意把
有镜子的铅笔刨掉地上，待穿裙的年轻女
老师莲步跨过，看是谁猜对了颜色。路经天
桥底，借尾遮头地来回漫步，重复唱“我问
天”。巴士上僵站在坐有时髦低胸装女郎座
位旁，低头眯眼装犯困。
　　也许就因为四下有无遮拦的色眼，那时
代的女生，从小让母亲姐姐告诫，躺蹲坐立
走跑跳，各种动作体态，皆有正确安全的姿
式，不容走光。万一不察春光乍泄，马上有
女性过来提醒：你开咖啡店的啊？
　　现代女士小姐故意透露内涵秘密在大街
上婀娜，虽已不再耸人耳目，正经男士有时
还难免被吓得下意识地装瞎。触目琳琅该不
惑，见怪不怪久了，大家理当就若无其事
了。还有人偷拍裙底？不嫌麻烦咩？
　　代为向法官求情的律师总是千篇一律：
被告承受着莫大的压力才会出此下策。敢情
裙底风光拍摄存档，时而复习之，竟是解压
良药？

▲张平福和日本音乐大师喜多郎
合照。

▲张平福对星云大师讲的认错美德最深刻。

用音乐当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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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更半夜回家才发现忘记带 
　 钥 匙 ， 家 里 又 没 有 其 他 人 
　在，这时你最大的愿望是什 
　么? 

2.青春痘长在哪里，你比较不 
　担心?

3.要减肥时，最容易瘦的是哪 
　一个部位？

4.时钟什么时候不会走？

5.小李是哑巴，为什么他晚上 
　会发声音？

6.吃苹果时，咬了一口发现里 
　面有一条虫子，觉得恶心； 
　 看 到 两 条 虫 子 ， 觉 得 更 恶 
　心；但看到几条虫子让人最 
　恶心？

7.哭和笑有什么共同之处？

8 . 一 个 罗 厘 司 机 飞 快 的 从 山 
　上冲下来，却没有撞伤人， 
　为什么?　

答案：
1.　门忘了锁
2.　别人脸上
3.　钱包
4.　时钟本来就不会走
5.　他睡觉打鼾
6.　半条虫子
7.　两个字的笔划都是十划
8.　司机今天没有开车

大洪水
　　老师讲到大洪水把地球
上生物全淹死了。
　 　 小 明 问 老 师 ： “ 你 确
定？”老师说：“确定。”
　　小明问：“那鱼呢？”
老师：“你出去！”
　　

恐龙的世界
　　老师：“请大家想像一
下，你在一个有恐龙的世界
里 ， 而 有 一 条 正 准 备 要 吃
你，你该么办？” 
　　小明：“这还不简单！
马上停止想像就行。”
　　老师：“你出去！”

新员工
　　老板问主任，新来的组
长表现如何。 
　　主任：“自从他到这个
部门上班，其他同事上班打
瞌睡的现象大大改善了。” 
　　老板：“太好了！他是
怎么做到的？” 
　　主任：“因为他的鼾声
吵得別人无法睡。”　　

- Mr. John T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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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tta Chanting or Sutta Chanting is a well-
known Buddhist practice conducted all over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Theravada Buddhist 
countries where the Pali language is used for 
recitals.
Many of them are important suttas from the 
basic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which were 
selected by His disciples. Originally, those suttas 
had been preserved on ola leaves for about two 
thousand years. Later, they were compiled into 
a book known as the ‘Paritta Chanting Book’.
The names of the original books from which the 
suttas were selected are the Anguttara Nikaya, 
Majjhima Nikaya, Digha Nikaya, Samyutta Nikaya and Khuddaka Nikaya in 
the Sutta Pitaka. The suttas that Buddhists recite for protection are known as 
“Paritta Chanting.” Here, ‘protection’ means shielding ourselves from various 
forms of evil spirits, misfortune, sickness and influence of the planetary systems 
as well as instilling confidence in the mind. The vibrant sound of the chanting 
creates a very pleasing atmosphere in the vicinity. The rhythm of the chanting 
is also important. One might have noticed that when monks recite these suttas, 
different intonations are adopted to harmonise with different suttas intended for 
different quarters. It was found early during man’s spiritual development that 
certain rhythms of the human voice could produce significant psychological 
states of peacefulness and serenity in the minds of ardent listeners. Furthermore, 
intonation at certain levels would appeal to devas, whilst certain rhythms would 
create a good influence over lower beings like animals, snakes, or even spirits 
or ghosts. Therefore, a soothing and correct rhythm are important aspects of 
Paritta Chanting.
The use of these rhythms is not confined to Buddhism alone. In every religion, 

– The Golden Voice of  
   Paritta Chanting 

Singapore Buddhist 
Meditation Centre
(Extracted from The Great Book of 
Protective Blessings by Venerable 
Dr. Kirinde Sri Dhammananda 
Nayaka Maha Thero)

THE 
LION 
ROAR

when the followers recite their prayers by using the holy books, they follow 
certain rhythms. We can observe this when we listen to Quran recitations 
by Muslims and the Vedas Mantra Chanting by Hindu priests in the Sanskrit 
language. Some lovely chanting are also carried out by certain Christian groups, 
especially the Roman Catholic and Greek Orthodox sects.
When the suttas are chanted, three great and powerful forces are activated. 
They are the forces of the Buddha, Dhamma and the Sangha. Buddhism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hree Jewels’ and when invoked together they can bring 
great blessings to mankind. 

The chanting of the suttas for blessing was started 
during the Buddha’s time. Later, in certain Buddhist 
countries such as Sri Lanka, Thailand and Burma, 
the practice was developed further by organising 
prolonged chanting for one whole night or for several 
days. With great devotion, devotees participate in 
the chanting sessions by listening attentively and 
intelligently. There had been occasions when the 
Buddha and His disciples chanted suttas to bring 
spiritual solace to people suffering from epidemics, 
famines, sickness and other natural disasters.
Devotees who were tired or fatigued have experienced 
relief and calmness after listening to the chanting of 

suttas. Such an experience is different from those provided by music because 
music can create excitement in our mind and pander to our emotions but does 
not create spiritual devotion and confidence.
For the last 2,500 years, Buddhist devotees have experienced the good and 
positive effects of sutta chanting. We should now try to understand how and why 
the words uttered by the Buddha for blessing purposes could be so effective 
even after His passing away. It is mentioned in the Buddha’s Teaching that ever 
since He had aspired to become a Buddha during His previous births, He had 
strongly upheld one particular principle, namely, to abstain from ‘telling lies’. 
Without abusing or misusing His words, He spoke gently without hurting the 
feelings of others. The power of Truth has become a source of strength in the 
Words uttered by the Buddha with great compassion. However, the power of 
the Buddha’s Word alone is not enough to secure blessing without the devo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otees.
The miraculous effect experienced by many people in ridding themselves of 
their sickness and many other mental disturbances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 
Buddhist suttas, enabled them to develop their faith and confidence in this form 
of religious service.

Venerable Dr. Kirinde Sri 
Dhammananda Nayaka 
Maha Thero

Venerable Weragoda 
Sarada Maha Thero

南傳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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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ed for a systematically edited version of the 
significant Parittas has been felt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With the guidance of Venerable Dr. Kirinde Sri 
Dhammananda Nayaka Maha Thero, Chief Prelate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n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Venerable Weragoda Sarada Maha Thero, Singapore 
Buddhist Meditation Centre (SBMC)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370 titles of books, visual and audio media, 
which are largely distributed free. Especially the famous 

“Treasury of Truth- Illustrated Dhammapada”, “The Great Book of 
Protective Blessings” - The text of this publication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s, 
is accompanied by compact discs that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and 
instruction in the proper and rhythmic recital of the sacred syllables of the 
Parittas. The printed text and its verbal version complement each other, 
assisting admirably those who are keen to study the Parittas in depth.
Editor’s Note:
Venerable Weragoda Sarada Maha Thero is well-known for his powerful voice, 
who chants in proper recital rhythmic tones with accurate pronunciation, 
and generates tangible energy of blessing, bringing us back to Buddha’s 
era. Through the blessings of these protective chants, Venerable Weragoda 
Sarada Maha Thero aims is to enhance peace and harmony of the whole 
of mankind. SBMC are strengthened and encouraged by the thought that 
the publication work will be a blessing to all, transcending the confining 
boundaries of nation, race, religion, caste and creed. May all beings be 
Happy and Well.
Pali Chanting Class is conducted by Venerable Weragoda Sarada Maha 
Thero every Saturday at 3p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kindly contact 
+65 6778 3330

Books and Audio 
Access via Internet 
Archive:
https://archive.org/
details/@ven_weragoda_
sarada

Video Clips & Selected 
Chanting via YouTube 
Channel
https://www.youtube.
com/channel/
UC3qCmfeXF7ZAe_
Tbjk6mLgg
    
   

綿「延」源自天竺的法語 綿「延」源自天竺的法語 
歡「慶」來自雪域的呼喚歡「慶」來自雪域的呼喚

秋吉尼瑪仁波切

“由漢入藏”，“再深入經藏”：自生智佛學院古藏文，藏文
口語和佛學思想課程

享譽國際學界的自生智佛學院（Rangjung Yeshe Institute，或簡稱RYI），於今年
秋季正式開辦藏文口語、古典藏文及佛學思想三門網絡課程。這三門以漢語爲
教學媒介語的課程，是學院自創立27年以來首開先河的嶄新嘗試，爲中文世界
有意掌握藏文和深入佛法的人們，打開一道不可多得的學習大門。

延慶寺追思當年太虛大師爲促進對藏傳佛教的認識和學習藏語文的努力，鼎力
資助自生智佛學院開辦此門課程。學院在今年八月首次開辦了以中文導讀清代
祖師米龐仁波切的《智者入門論》以及藏語文的課程。首屆中文課程收到了超過
150份來自世界各地華人的申請。最終被學院錄取的學員有50來位。

簡介-自生智佛學院

位於尼泊爾加德滿都的自生智佛學院，由秋吉
尼瑪仁波切在1996年所創辦。作爲一所面向全
球、有着多年豐富實踐經驗的國際高等教育機
構，自生智佛學院希望通過自身的努力，竭力爲
傳統寺院體系的修行者，以及現代的學院派學
者服務，併成爲兩種體系合作與融合的典範。

秉持着嚴謹的宗風，並以講聞、翻譯、著作、
思辨、研究、修持等方式，自生智佛學院在立
足於藏傳佛教學風的同時，更是結合了當代
佛學研究者們的視角，爲全球學生提供兼具
傳統與現代特色的佛教課程，使當代學生們
能夠系統和如法理解之餘，更能把握傳統的 
精髓。

王錦祥

Popular Pali Chanting via 
Sound Cloud
https://soundcloud.com/
user-155125146 

藏傳佛教

E-books Via Android App 
(at Goggle Play Store) 
https://play.google.
com/store/apps/
er?id=wsbuddhist+book
Website
https://sbmc.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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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蒼穹下幅員遼闊的雪域高原上，孕育出以佛教為中心，絢爛多彩的藏文
化。作為世界文明的璀璨的瑰寶之一，在當今世界各地，都有不少研究藏
學，學習藏文，以及修持藏傳佛教的機構，而以嚴謹辦學而著稱的自生智
佛學院，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今年學院首度開辦了三門以中文為授課語，純網絡教學的證書課程。從
8月下旬起，每一個課程每週將有一堂三小時的課，分四個學期共三十二
週，為期一年。課程的簡介如下：

藏文口語
若想要真正了解藏文化，或者在生活中和上師、堪布們或藏人朋友打交
道，首先一定要能夠進行有效的溝通交流。而要搭起溝通交流的橋樑，學
習和掌握藏文口語是必不可少的。目前藏文的使用人口以海內外藏人為
主。據粗略統計，世界各地的使用人口大約在700多萬左右。此外，藏語的
主要方言，分別是衛藏方言（拉薩話），康巴方言（康巴話），和安多方言（安
多話），以及發音結構更接近古藏語的拉達克語。

自2001年起，RYI與加德滿都大學開展了深入的合作，在加德滿都大學設立了佛
學研究中心，開設佛學研究和喜馬拉雅語言（藏文、梵文、尼泊爾文等）專業，爲
學生授予加德滿都大學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在致力開展體系化教學的同
時，自生智佛學院也堅持爲大衆開設公開課，以期待讓佛法的智慧甘霖遍撒人
間。

RYI的執教團隊彙集了來自桑耶益西佛學院和噶寧佛學院的堪布和洛本、畢業
自現代學術體系的講師、來自著名學府如牛津、芝加哥、麥吉爾、拉瓦爾等大學
的特約教授和學者、經驗豐富的喜馬拉雅語言導師，以及深諳藏文、英文、中文
等譯師們。

此次的藏文口語課程，是以拉薩口音為標準。學習內容涵蓋藏文基礎字母和
拼寫系統，發音，基本文法，以及轉寫等。除了每週三小時的正課外，還會另
外每周安排補習課，通過和藏人助教一對一的學習互動，以鞏固和加強學生
們對藏文口語的掌握和交流能力。。

古典藏文
藏文歷史淵源流長，有說一千四百年前吞米桑布扎參照印度梵文改製而
成，也說是三千多年前古代象雄的大小瑪文演變過來的。但可以肯定的是，
藏族在公元七世紀初，就有了科學的拼音文字；詞彙生動豐富、言簡意賅；語
法結構嚴密、辯義清晰。

以藏文所書寫的經論和歷史檔案，跨越時間之長遠，數量形式之龐大，內容
文種之多元，僅次於漢文。特別是綿延千年、歷經無數梵藏翻譯工程的佛教
文獻，如丹珠爾和甘珠爾中的顯密經典，還有各派歷代祖師大德豐富而珍貴
的論述和伏藏等，可謂卷帙浩繁。

為了真正深入並如法地理解古代藏傳佛教經論，翻閱和研讀這些珍貴的文
獻是必須的。有鑑於此，學習與掌握古藏文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佛學思想
米龐仁波切（亦譯麥彭仁波切，1846年－1912年），全名米龐·蔣揚·南嘉·嘉
措，又稱“大米龐”，或“全知麥彭仁波切”，是清末民初西藏極富盛名的學者
和禪脩大師。他智慧深廣超群，精於各種知識，因此在雪域藏地諸教派，均共
稱麥彭仁波切是文殊菩薩的化身。從佛學思想，顯密精要，天文地理，到醫
藥病理等，仁波切著作甚豐，涉略甚廣，素有“喜馬拉雅的文藝復興大師”之
譽。

《智者入門論》體現了藏傳佛教獨有的思辨方式，是米龐仁波切一部集大成
的精煉論述。縱貫經論的米龐仁波切，以深入淺出，簡扼明要的方式，系統地
梳理和概括了內明法義。仁波切直接從佛法最關鍵的核心下手，以“十處”
作為總綱 （“十處”即蘊、界、處、緣起、處非處、根、時、諦、乘、有為無為法），
展開對義理的說明，並循序漸進地闡述了理解“十處”對完善知見，還有無誤
擇法等清淨智慧的重要性。通過對十處的如法理解和把握抉擇，自然就能從
十種所斷我見等一切惡見的愚昧中逐漸解脫出來，並逐步增長如所有、盡所
有，通達世俗和聖義二諦的妙慧。

欲知有關自生智佛學院的更多信息，歡迎瀏覽自生智佛學院官網 ：
https://ryi.org/chinese-program 
有關中文課程的諮詢，請電郵 chinese@ry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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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穎師兄的帶引下，大眾隨著梵唄妙音恭誦《八十八佛洪名寶懺》及供燈繞塔。

延慶寺合唱團在張凱欣老師的指導下，盡情演唱，妙音供十方。每年衛塞節，雅穎師兄（左）都精心地為延慶寺佈置浴佛臺。

Andy 師兄帶領SK慈悲義工團隊進行煙供與放生活動。

陳金福老師帶領信徒們誦持《 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與梵咒。 幕後菩薩秀娟師兄全天為大眾烹煮美味素食，并也在法會中执掌法器，才華橫溢。

功德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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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pm
《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與其他殊勝陀羅尼經念誦
The Chanting Session of the Sutra of Casket Seal Dharani 
of the Whole Bodies’ Relics of the Secret from the Minds 
of All Buddhas and Various Other Sacred Dharani

11.30am
一念蓮華志工同修與交流
Instant Padma Fellowship

2.00pm
延慶寺合唱團排練
Ean Keng Si Choir Session

8.30am
祈福煙供 
Sang Puja

9.30am
道家龍門派築基功
Dragon Gate Daoist Qigong
Meditation

11.00am
藏語文獻導讀
Reading Tibetan Classic

 1.00pm
頌讀《聖妙吉祥真實名經》
也稱《文殊真實名經》
Chanting of the Mañjuśrī
-Nāma-Saṃgīti 

 2.00pm
梵唄經誦與拜懺
Traditional Mahayana
Chanting Prayer Session

每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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