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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泰福，新加坡道教学院书法老

师。1953年生于新加坡，原籍福

建同安。1995年，随已故书法家

黄国良老师学习颜体楷书、二王

行书。2002年，担任人民协会以

及多间民众俱乐部及学校书法老

师。2007年，加入新加坡书法家

协会，并担任新加坡书法中心讲

师。多年来，经常受邀担任全国

书法比赛评选员。其作品多次参

与国内外各项美术展览及海外交

流展，并获得新加坡陆路交通管

理局、公用事业局、人力部、环

境发展部购藏。

书法内容赏析：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

故几于道。

居善地，

心善渊，

与善仁，

言善信，

政善治，

事善能，

动善时。

夫唯不争，

故无尤。

——《道德经》第八章

书法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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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和谐”与“慈善”是道教

一直追求的目标。和谐不仅仅是
要保持道教内部的团结，更要与
其他宗教和社会团体维持良好的
关系。本期刊登的张云江教授的
文章，就为我们从理解、同情及
欣赏的角度去了解其他宗教，打
开了一扇窗口。

道教庙宇一直以来都默默地
发挥济世救人的慈善功能，帮助
社会弱势群体。然而真正由道教
资助和管理的家庭服务中心、托
儿所和老年健康站等固定机构，
并不多见。“城隍慈善基金会”
是目前道教界唯一的一间慈善
基金会。该会主席林金发先生
也因此获得了今年的PBM奖章。
我们特别采访了林金发先生，希
望把他的宝贵经验在道教界传递
开来。

“和谐”与“慈善”并不仅
仅是一句口号，它是国家安定繁
荣的基础，是人民安居乐业的根
本，也是宗教人士的一种社会担
当与责任。我们坚信，新加坡道
教总会将持之以恒地在推动“和
谐”与“慈善”的道路上继续开
拓、奋进！

本刊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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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初到10月中旬，笔者有幸受邀在新加

坡道教学院讲授《比较宗教学》课程。今不

揣浅陋，把教学过程中的一些感想和主要观点写在下面，

以就正大方之家。

宗教多元化背景下，信仰者要学会承认其他
宗教也是真理

宗教信仰中，人们常见到的一种现象是，信仰者一般都

认为自己所信的宗教是最好、最圆满的，别人信奉的其他宗

教或多或少是有些问题的。越是狂热的信仰者，越是对其他

宗教抱有很深的偏见。

这种观念和现象其实是有些落后于时代的。过去社会

比较封闭的时代，社会上可能只有一种宗教，或者存有几

种形态比较接近、类似的宗教，如中国古代社会的儒、释、

道，人们尽可想象未曾见过或知之甚少的其他宗教是有问

题的，或者是比较低级的。当今时代，宗教的多元化，即一

个社会存在多种形态差别很大的宗教的情形，是一种全球

化现象。据统计，现在世界上较为完全地实现宗教多元化

和坚持宗教一元化的国家各占20%左右，剩下的则允许多种

宗教并存，但难免有些厚此薄彼。新加坡属于完全实现宗教

多元化的国家，在制度上已完成由排他性向包容性的过渡。

在新加坡，所有宗教都享有平等存在与发展的权利。宗教和

谐共存方面，新加坡的社会管理理念与经验是走在世界前列

的。也就是说，在新加坡社会，每个宗教信仰者每天都能实

实在在地感受到其他宗教的存在，在法律身份上，大家完全

平等，没有谁对谁错、谁高谁低之别。这是好事儿，因为宗教

多元化表征社会文明的健康，正如物种的丰富可以保证大自

《比较宗教学》
新加坡道教学院讲授

的几点感想
 文／张云江

然的健康更替一样，宗教多元性亦可保护一个社会文明的健

康赓续。一个社区或社会内，多一种宗教就多一种人类古老

文明的珍稀“物种”。处身于如此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博

物馆”之中，新加坡人应该感到庆幸。如果信仰者或一些宗

教派别团体仍坚持认为自己的宗教是最好的，其他信仰是有

问题的，这种排他性的思维是落后于新加坡的时代发展的，

简直是在自寻烦恼。

世界宗教多元化的潮流下，近些年来欧美还出现了一种

新情况，即一些人接受、认同宗教的终极关怀，但他们不再

仅仅局限于一种宗教，而是从多种宗教中获取资源，并在生

活中综合运用。这种追求灵性进步而不隶属固定宗教的情

况已经引起欧美学界的注意。当然这是比较“超前”的少

数人，不过也提示我们，认为自己宗教最好而其他宗教有

问题的想法可能只是一种无知的臆想。

所以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需要学会在无需放弃自己

宗教信仰且不丧失自己宗教信仰身份的前提下，接受、承认

其他宗教也是真理。

以此为基础，笔者认为人们可能有三种态度：一是包

容，即认可法律关于宗教和谐共存的规定；二是同情的理

解，即基本了解其他宗教的基本教义与历史，认可其他信仰

者对终极真理的追求具有同样的意义与价值；三是欣赏，即

深入理解其他宗教的思想，发现其他宗教有自身独特的言说

传教方式、宗教形态，这些独特之处对于自身灵性进步以及

自身所在的宗教团体的改进是有积极启发意义的。

若要达成后两种态度，需要学习、了解其他宗教思想，通

过比较，反而更能发现宗教真理的普遍性及自身宗教的真正

特点、优势之所在。这也是开设《比较宗教学》课程的意义。

编者按：今年九月，新加坡道教学院邀请中国华侨大学张云江副教授前

来教授《比较宗教学》一课。新加坡道教学院希望通过这门课程，使学员对

其他宗教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学会与其他宗教进行平等、互信的交流。张

云江副教授作了精心的准备。他以翔实的资料、深刻的观点、幽默生动的讲

解，获得了学员们极高的评价。课程结束，应本刊之邀，张云江副教授把自

己的上课心得书写成文，与众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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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宗教教义在本质上有着较明显的一致性
讲课过程中，我们从几个方面全面比较世界主要宗

教——道教、佛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教义方面的异

同。我们发现，在以下六个方面，各大宗教教义核心内

容本质上有一致之处：

(一)	各大宗教都指向“绝对终极真理”。尽管名

称各异，如道教之“道”，佛教之“真如”，基督教

之“上帝”、伊斯兰教之“真主”、印度教之“梵”，儒

家之“天”等等，如果我们阅读各大宗教的基础文献，对

其内涵精炼、概括，会发现其所指陈的此种“绝对终极真

理”，具有如下三个要点：

①是原初性的永恒存在者，为世界万事万物的根本

创生者；

②万事万物皆来源于此，与万物有根本关系；

③非世间知识所能认识；顺从、皈依之者得永恒生命

(“永生”、“长生”、“涅槃”、“与真主同在”等)；	

我们可以随便列举一些经典文句：

《道德经》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

云，“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南朝梁武帝的国师宝亮法师云：“真体恒无为也，

以真体无为故，虽在阴，而非阴所摄也。体性不动，而

用无暂亏。”

基督教《圣经》云：“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

就是上帝。”又使徒保罗云，“其实祂离我们各人不远，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祂。”

伊斯兰教《古兰经》云：(安拉)他是永生不灭的，是

维护万物的。

各宗教论述的此种“终极真理”，不能像一些新兴

宗教习惯所说的那样认为是“同一个”。“道可道非常

道”，当我们用语言指称先天的“祂”时，已然有诸多

后天的观念限定，说各大宗教指称的终极真理是“同一

个”，难免抹煞各宗教教义的丰富性，且不太尊重各宗教

的独立性。同时我们也不能说各宗教论述的终极真理绝然

不同，否则，又怎么会找到上述一致之处呢？

(二)	具体落实到信仰或修道上，各宗教都认为，终极

真理之道体隐微，无形无相，是真实存在的；所见种种境

相，有生有灭，实际虚伪。故各大宗教要人舍弃假的，皈

依真实。这是一切宗教信仰或修行的基础观念。

关于这一论题，各大宗教大概有两个方面的论述。

一是论证“道体”的真实存在。从哲学逻辑论证的角

度看，各宗教论证的趣向与风格有所不同，例如道教的风

格比较“玄”，讲“有生不生、有化不化”，又说“性本

无迹，而命有微迹”，故从生命体征现象可以窥见“道

迹”；佛教则“微妙繁复”，例如“唯识学”从眠梦之际

意识的生灭起伏可以反推道体必然存在；基督教则多从缜

密的逻辑推理入手，如阿奎那著名的“宇宙论论证”，非

常的精细条理；伊斯兰教则认为，虽然无法了解造物主，

但可以看见祂留下的迹象，这些迹象能证明真主的存在。

尽管趣向、风格截然不同，但各大宗教都充分论证了

道体的实存。无论是信仰哪一种宗教，有此观念才算“入

门”。世界主要宗教都对此有论证，可见此事的确不虚。

故阅读、参考其他宗教关于道体实存的论证，亦有坚定自

身信仰的作用。

二是关于“先迷失道”的论述。“先迷失道”是《易

经》“坤卦”的说法，即是说人一念沉迷，误认为有形有

相者真实存在，反而忘失了无形无相的真实存在者，沉迷

日久，滋生罪恶，不能保守道德，坤卦称之为“履霜，坚

冰至”。如果不能“后顺得常”，即不能以终极真理作为

皈依，完全陷入阴柔物欲中，得朋而迷，恶日益滋，那人

生才真是一场悲剧，或者只能如动物般麻木地活着，或者

发疯地作恶与纵欲，试图以短暂地占有感官快乐抗拒因信

仰缺失而造成的人生巨大黑洞。

此处论述是以《易经》理论为原型的，各宗教论述大

旨一致，模式则有所不同，如道教偏于论述人先迷失道后

必然会“以身役物，耗散精神”，佛教则是论述“无明

烦恼，苦与轮回”，基督宗教论述人如果与上帝隔绝，

那么必然罪死相连，伊斯兰教则论述，人若受蒙蔽，心

必然生“锈”等。

(三)	因此各大宗教都指出人需要一种人生的转向：即

从“自我中心”转向以终极真理为中心，以终极真理为人

生最高价值之所在。

(四)	各大宗教的人性观念基本可以概括为，人是一种

矛盾存在，一方面有道的烙印或影子，或者说具有认识道

的理性能力，另一方面却与牲畜等一样最后归于尘土。人

的本性基本受到善恶两种拉力的牵引，是不确定的，故人

可成圣为贤，亦可禽兽不如。

(五)	各大宗教的伦理观念基本可以概括为：明理复

性，惩忿窒欲，止恶迁善。

(六)	各大宗教的修行观念可以概括为，首先要在观念

上认得、信得“道”为大、为尊、为真，从而有一个人生

的根本转向；其次则通过戒律、清修、禅定、默念、唱

诵、隐居、道德修养、礼拜、诵经、忏悔、舍己为人服

务等等方法，顺应道之体性，克服气质之私，磨去物欲之

蔽，去掉私心、欲心，这样对道的体认就会愈加清晰，对

道的体认愈清晰，则去私心、欲心的动力愈强烈、效果愈

好。最后，以此为基础，才有望“进入天国”、“与主同

在”，或曰“了生脱死”、“长生不死”等。在此修道历

程中，有种种迥然不同于日常生活经验的身心变化，故各

宗教也都有“神秘主义”。

后面四点，限于篇幅，未能罗列各宗教经典依据及

相关论述一一比对。

各大宗教基本教义思想有如上六点一致之处，所以

立足本宗教攻讦其他宗教是错误的、低级的信仰，显然

是一种无知行为。每一种真正的宗教其实都是“绝对真

理”的一种“相对”表达方式。对于其他宗教所表达的

绝对真理理念，我们要学会认同，因为其本质上与自己

所信仰的宗教并无二致，否定他人等于否定自己，正如

莱辛所说：“无论你叫祂什么名称，只有道、真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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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安拉自己是真理，但是没有一种

宗教垄断性地享有全部真理”；对于

相对的表达方式，我们要学会尊重，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接受唯一一

种表达方式。

各宗教形态具有自身的长处
各主要宗教形态的差别的确有千

差万别，这与其民族历史文化背景有

关，并在发展历程中不断变化。这些

千差万别的宗教外在形态，各有其长

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有其短处。宗

教比较学习中，应该尽量发现、尊重

并学习、借鉴别家宗教的长处。

(1)道教。现代社会中，道教的健

康、养生之道非常有魅力；其广泛借

助神明之力增进现世人生福祉、攘除

灾祸方面则是无与伦比的；修道过程

中的精细技术操作、身心细微变化的研究上有独到之处，

对个性差异的尊重与包容也是道教的鲜明特征。

(2)佛教。佛教理论中对“诸法空”的细致研究，由

此以减轻对物相、物欲的天生执着以及修道程序的清晰、

明确等是其擅长之处，菩萨道的慈悲救世理念非常让人赞

叹；近现代以来，传统汉传佛教的教育改革以及对时代变

化的适应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3)天主教。天主教是近现代改革力度最大的宗教。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历时四年(1962—1965)四期的“梵二

会议”，集合天主教世界两千多位教长、近五百位法律、

神学专家，一起讨论天主教教义、组织、礼仪等各方面如

何进行调整以适应新时代变化的问题，并对以往的历史错

误进行改正，最后通过决议十六篇。梵二会议的改革力度

是很大的，例如维系了上千年的“教会之外无救赎”的观

点都摒弃了，主张与其他宗教甚至无神论者进行对话。

(4)基督教。信仰之道简捷、方便，更多强调信仰的本

质而省略其余不相干的内容，信徒信仰与传教的热忱，传

教方式完全适应现代生活节奏，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与

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开展，对现代学术研究的高度

重视等方面是值得关注与学习的。

(5)伊斯兰教。社团与教会有机结合，宗教仪式的日

常化、规制化执行，传统教义与现代科学观念的比附、

匹配等方面是其长处。

新兴宗教方面，近些年来世界范围内增长最快的教

会是巴哈伊教和摩门教；华人世界中，增长最快的宗教

团体则是台湾的一贯道。这三种宗教形态的长处分别罗

列如下：

(1)巴哈伊教。宽容、博大。顺应历史潮流，提

出“人类大同、宗教同源”的观点，一个已有宗教信仰

的人若再信巴哈伊教，不需放弃原信仰，巴哈伊教徒也

可以自由出入各教的庙宇进行崇拜。

(2)摩门教。对信仰“行动”及其“结果”的重视。

摩门教认为，一个人要借着信心加上行为才能得救。信

仰“行为”包括每个青年要义务自费传教两年以及向教

会缴纳“十一税”等，信仰“结果”则强调早婚、高学

历、多生子女、积累财富等。

(3)一贯道。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短短十几年间，一

贯道从山东一隅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最大宗教团体，

以及八十年代迄今三十年间，又从台湾一隅迅速发展为

世界性的宗教团体，信徒已近千万，一贯道的成功之处

大概有以下几点：

①善于把握时代主题。一贯道自称是“真儒复兴”，

修道者应以儒家纲常伦理为修行依据，士农工商各安其位

各尽其责就是修道。传统儒家制度性解体后，可以想见这

一宣教策略具有多么大的鼓动力；

②重视培训宗教师与组织建设；

③简化修道理论、仪式与程序等；

④善于搞大型社会活动。

以上所列举者只是各宗教形态长处之荦荦其大者，遗

漏疏忽，在所难免。观察其他宗教的实存形态，我们应

多看其长处，忽略其短处。善于学习他人长处的宗教才

是有智慧、活力的宗教，只关注其他宗教短处以彰显自

身优势，甚至作为一种传教策略的行为则难免有狭隘、

偏颇之讥。

多元化宗教时代背景下，如何保持自身传统优势与

特色，并借鉴其他宗教的长处，开发出适合人们心灵信

仰、现实生活、社会发展等实际需要的宗教传播方式、

修行理念，将是每一种宗教、每一个宗教团体必须面对

的时代挑战。

学

人

道

语

作者简介：张云江，宗教学
博士，中国华侨大学哲学与
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新加
坡道教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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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国庆期间，新加坡道教总会副会长、 菜芭城隍

庙联谊会副主席、城隍慈善基金会主席林金发先

生，荣获政府颁发“公共服务奖章”The Public Service 

Medal，简称PBM。新加坡道教届再添喜事一桩。

林金发先生在新加坡道教界服务多年。道教今天的繁

荣，也有他的一份贡献。

林金发于1954年出生于新加坡，是第二代移民，他

的父亲早年从福建莆田南渡而来，落地生根。林家人丁

兴旺，共有11个兄弟姐妹，4男7女，林金发为第二男，

排行第四。

林金发孩童时期，新加坡百废待兴，人民尚不富裕。

而林家人口众多，生计尤为困难。儿时的艰苦生活，也造

就了林金发坚忍不拔，乐观向上的性格。他至今仍对穷苦

之人，心怀慈悲，乐善好施。这也是他后来进入慈善机

构，肩负起领导之职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徐李颖

服务社会，慈善为先
——记道教总会副会长林金发PBM先生

林金发与道教结缘，始于 菜芭城隍庙。在他小时

候，住家附近有一座香火旺盛的城隍庙。城隍香火来自

福建安溪。他的父母都是城隍庙的信徒，过年过节和城

隍爷诞辰，父母都会带他们兄弟姐妹去城隍庙拜拜。即

使后来搬离了旧居，每年去拜城隍爷的传统一直没有改

变。他说自己就是在城隍庙旁边出生、长大的，庙里的

篮球场、戏台，他都记忆犹新。

1979年，林金发搬到了勿洛地区，住进了政府组屋。

甘榜的生活一去不复返，兄弟姐妹们各自成家立业，为前

程奋斗。但是每年的城隍诞、农历新年，他还是遵照父母

的传统去 菜芭城隍庙上香祈愿。

1991年左右，林金发从政府部门辞职，转行做商业

贸易。个人时间更加灵活、自由。也就是在这一时期，

林金发受到了 菜芭城隍庙总务陈添来的邀请加入庙宇

理事会。 菜芭城隍庙正在建设新庙宇，陈添来作为新

林金发(右)从我国总统陈庆炎先生手中接过PBM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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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理事会的领导人，广纳人才、多方听取建议，雄心

勃勃，希望能够把 菜芭城隍庙带入更高的发展层面。

林金发虽与陈添来交往不多，但陈添来独具慧眼，力邀

林金发入庙宇理事会。

林金发最初在 菜芭城隍庙理事会里担任英文书一

职。他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多年，熟谙国家政策，中英

文兼备，正好能够发挥所长，为 菜芭城隍庙配合政府

政策，与政府职能部门建立良好的沟通，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同时也对来往的英文书信、公函通告等等进行审

阅把关。

2003年， 菜芭城隍庙附属“三清宫”建成后，林金

发也成为三清宫道教文化中心的理事。2004年，林金发以

三清宫代表的身份，入选为新加坡道教总会第八届理事会

理事。从此，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新加坡道教的活动。

2005年，在陈添来的推荐下，林金发开始担任 菜

芭城隍庙属下“城隍慈善基金会”的主席，为道教的慈

善事业开拓出一片广阔天地。

城隍慈善基金会创立于2000年，是新加坡第一个由

道教庙宇设立的慈善基金会。早在1999年，社会发展部

希望道教庙宇能够承办一间家庭服务中心。当时，我国已

经有了36间家庭服务中心，大部分由基督教、天主教、佛

教来管理，而道教在这方面仍然空缺。在政府部门的鼓励

下， 菜芭城隍庙理事会一致通过了设立社会慈善机构的

决议，将家庭服务中心纳入到慈善基金会的项目中来。

2000年，“城隍慈善基金会”正式注册成立。 

2001年，基金会投入运作。最初有两个服务项目： 

“后港家庭服务中心”和“后港学童托管中心”，后来增

加了“麦波申城隍托儿中心”。

最初四年，城隍慈善基金会由 菜芭城隍庙主席陈

志城及总务陈添来共同领导。随着机构的扩大、社会公

职的增多，二人皆认为不同的机构应该由专人来带领，

而不是把权力集中一身，这样才有利于慈善事业的发

展。2005年，在陈志城和陈添来的推荐下，林金发众望

所归，成为了城隍慈善基金会的主席。

林金发坦言，在最初担任慈善金会主席的时候，心中

非常的忐忑，因为他和其他理事都没有这方面的管理经

验。幸好，当时有两位资深专业人士：李家弼先生（社

会发展部前CEO）和林国光先生（心理医生）在社会发

展部的推荐下，来帮助慈善基金会开展工作。在他们的

大力帮助下，林金发很快适应了慈善基金会的运作模式。

林金发领导城隍慈善基金会的这几年，聘请了更多

有专业技能的员工，鼓励并资助在职人员进一步深造、

提升技能，使得基金会获得了良性的持续发展，取得了

有目共睹的成绩。

在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的提名下，林金发在今

年荣获了这枚珍贵的“公共服务奖章”（PBM）。虽然

新加坡道教届已经有多人获得了PBM 和BBM奖章，但

是林金发的这枚却有着不一般的意义，他是首位因为主

办慈善事业而获奖的道教领袖。他说，这枚奖章虽然是

颁给他个人的，但是其实表示了国家对道教开展公共服

务慈善事业的一个肯定和鼓励。

作为不取一分酬劳的义务工作者，林金发为慈善基金

会做出了很多牺牲。比如，他从事个人生意的时间减少，

与家人的聚会被临时会议取代，他也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参

加各种培训，以掌握慈善机构的管理条规及最新资讯。

但是，林金发说，在担任慈善基金会主席的这几年，

是他前所未有的体验，他从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是非常

珍贵的人生经历。首先，他有幸得到两位资深专业人士

的帮助，跟随他们迅速地学到了慈善组织的运作模式。

另外，政府经常举办各类相关课程，只要有时间，他就

会去上课，学习慈善机构的管理知识以及最新的国家政

策，极大地开拓了他的眼界。

其次，他也学会了如何选择合适的员工并协调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在基金会的管理中，人事是最为复杂和

艰巨的挑战。如何筛选适合的工作人员，如何留住优秀

的社工，如何与执行人员进行沟通，都是需要不断学习

和摸索的。

林金发认为，慈善机构的有效运作，建立高效的职

能系统是很重要的。但是，因为这一领域的工资待遇比

较低，选择社工专业的大学生人数较少，因此挑选合适

的人才始终是他比较忧心的问题。幸好，最近几年，社

会已经开始承认社工是专业人士。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

来，他认为这一行业还是具有广阔前景的。

此外，林金发也感叹地说，以前不知道社会上有这么

多人和家庭需要帮助。通过家庭服务中心的工作，他发现

即使经济发达如新加坡，还是有许多人面临穷困、失业、

失学、老无所养等问题。这些都需要社会慈善机构伸出援

助之手，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他们是

社会弱势群体，需要更多的帮助。因此城隍慈善基金会属

下的托管中心、幼儿园和老人康复中心等，都只收取最低

林金发说，在担任慈善基金会主席的这几年，是他前所未有的体验，他从

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是非常珍贵的人生经历。首先，他有幸得到两位资深专

业人士的帮助，跟随他们迅速地学到了慈善组织的运作模式。另外，政府经常

举办各类相关课程，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去上课，学习慈善机构的管理知识以

及最新的国家政策，极大地开拓了他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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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的费用，甚至免费，大部分的营运资金都来自于 菜芭

城隍庙的捐助。

为了应对当前的社会问题，三个月前，慈善基金会

属下家庭服务中心也增加了“嗜赌问题”的工作项目。

帮助解决那些因为嗜赌而带来的个人问题、家庭问题。

最近，在牛车水地区，城隍慈善基金会开展了一个新的

工作项目“生命同行坊”，为孤寡老人进行临终关怀的

工作。社工们将为无依无靠的老人送去温暖，并陪伴他

们渡过人生的最后时刻。

通过林金发的个人经历，我们看到了宗教的核心精

神——慈悲，对于这个社会的巨大贡献。一个社会发达的

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增长率，而在于社会底层人士

能否受到良好的照顾。政府的宗教政策有效地引导了十大

宗教在社会慈善事业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道教起步

虽晚，但已经开始迎头赶上。

道教本身就是一个注重济世救人的宗教，“仙道贵

生，无量度人”是道教的优良传统。林金发衷心地希望，

由道教庙宇主办的慈善基金会能够越来越多，这样不但能

够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也能使世人对道教的教义内涵

有更深刻的认识。

林金发最想感谢的人，是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 菜

芭城隍庙总务陈添来。他说，没有陈添来的邀请，他不会

进入道教的管理层；没有陈添来的大力推荐，他不会承担

起慈善基金会的重任；而且，没有陈添来一路走来对他的

提携和信任，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奖章和荣誉。

在得知荣获PBM奖章后，林金发收到了来自新加

坡、中国大陆、台湾、马来西亚等各界朋友的恭贺和祝

福。他也要深深地感谢这些友人，一路来的相互扶持和

鼓励。

林金发拥有美满的家庭、懂事的女儿、遍布四海的朋

友。每年他都会安排假期与太太去度假；无论多忙，他也

要抽空去学校接送孩子；当世界各地的朋友到来，林金发

更是热情迎接、慷慨招待。正是他对待生活、对待他人、

对待工作的这种和善、宽容、尽责的态度，使他能够拥有

今天的生活和荣誉。

附：林金发目前担任的社会职务：

	 菜芭城隍庙联谊会副主席

	 城隍慈善基金会主席

	 新加坡道教总会副会长

	 后港斗母宫财政

	 三清宫道教文化中心财政

	 新加坡道教学院副院长

	 新加坡城隍艺术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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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	 宫庙	 姓名

名誉顾问	 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	杨木光
名誉顾问	 	 李文献医生

名誉顾问	 	 曾士生
名誉顾问	 	 洪茂诚BBM
会务顾问	 	 何家良博士

海外顾问	 中国	 张继禹道长

海外顾问	 中国	 黄信阳道长

海外顾问	 台湾	 李益义道长

海外顾问	 台湾	 张檉道长

信托人	 	 黄书萍BBM(L)
信托人	 	 曹煜英PJG
法律顾问	 	 朱时生JP, BBM大律师
法律顾问	 	 李文龙JP, BBM大律师
法律顾问	 	 陈明福大律师

法律顾问	 	 林丽珠大律师

法律顾问	 	 黄苏菊大律师

学术顾问	 	 李焯然博士

学术顾问	 	 祖运辉博士

学术顾问	 	 游龙子师父

学术顾问	 	 林纬毅博士

学术顾问	 	 徐李颖博士

科仪顾问	 	 陈国显PBM道长
科仪顾问	 	 张大麟道长

科仪顾问	 	 何育祥道长

科仪顾问	 	 张大嘉道长

永久名誉会长	 蔡金顺BBM(L)
永久名誉会长	 胡清山BBM	
永久名誉会长	 蔡玉荣PBM
荣誉会长	 	 陈国显PBM
九天娘娘基金信托人	 陈志城PBM
九天娘娘基金信托人	 林水金PBM
九天娘娘基金信托人	 黄马家兰女士

名誉会长	 	 黄书萍BBM(L)
名誉会长	 	 彭大庆JP BBM(L)
名誉会长	 	 林金源PBM
名誉会长	 	 赵春福BBM
名誉会长	 	 方荣贵
名誉会长	 	 许凤南
名誉会长	 	 吴进兴
名誉会长	 	 张清潭
名誉会长	 	 林成宝
名誉会长	 	 林义福
名誉会长	 	 施能达
名誉会长	 	 林树楠
名誉会长	 	 朱金全
名誉会长	 	 林侑德
名誉会长	 	 周圣发
名誉会长	 	 张大嘉道长

名誉会长	 	 王振德
名誉会长	 	 林国友
名誉会长	 	 王鸿华
名誉会长	 	 三支香香庄
名誉董事	 贤当宫	 郭宗宝
名誉董事	 真人宫	 陈绍廷
名誉董事	 元龙圣庙	 赵发兴BBM
名誉董事	 顺西宫水池林	 胡清山BBM 
名誉董事	 斗天宫	 杨联发
名誉董事	 琼州天后宫	 符永平
名誉董事	 普平寺善莲山宫	 李旺甡

新加坡道教总会
第十二届(2012-2014)顾问团及理事会

名誉董事	 斗母宫凤山寺	 郭南利BBM(L)
祈祷小组	 主任	 张再龙道长

祈祷小组	 	 林延亿道长

祈祷小组	 	 张大嘉道长

祈祷小组	 	 高荣骏道长

祈祷小组	 	 杨家贤道长

序号	任职	 宫庙	 姓名

1	 会长	 菜芭城隍庙	 陈添来BBM
2	 第一副会长	 菜市联合宫	 方荣贵
3	 第二副会长	 三清宫	 林金发PBM
4	 副会长	 新加坡三清道教会	 李金池
5	 副会长	 通淮庙	 胡文牵
6	 副会长	 正华村金福宫	 吴亚才
7	 副会长	 万山福德祠	 甄福常
8	 副会长	 女皇镇忠义庙	 卓仁
9	 副会长	 凤山宫	 唐嘉林BBM
10	 副会长	 淡滨尼联合宫	 许连发JP, BBML
11	 副会长	 石雾洞	 许通沅
12	 副会长	 崇义庙	 王权PBM
13	 副会长	 道教新加坡青松观	 刘爱芳
14	 秘书长	 洛阳大伯公宫	 林志成
15	 第一副秘书长	 葱茅园九皇宫	 陈映惜
16	 第二副秘书长	 赐福宫大伯公联谊会	郭亚光
17	 财政	 大士伯公宫	 林锡辉PBM
18	 副财政	 福安庙	 林国文
19	 交际	 实龙岗北协灵坛	 王福兴
20	 副交际	 裕廊总宫	 姚咭宋
21	 副交际	 竹云宫	 洪新銘
22	 副交际	 芽笼联合宫	 黄联益
23	 中文书	 后港斗母宫	 陈锡泉
24	 英文书	 风火院	 余学尧
25	 宣教	 灵宝皇坛	 王秋儒
26	 副宣教	 三巴旺财神庙	 徐亚辉
27	 查账	 檺林宮	 胡明华
28	 查账	 云阴殿	 陈华兴
29	 委员	 洪国成	 刘木盛
30	 委员	 洪先来	 胡荣丰
31	 委员	 李光祥PBM	 张福联
32	 委员	 黎国辉	 林金忠PBM
33	 委员	 陈宝泰	 萧建南
34	 委员	 陈志伟	 蔡瑞成
35	 委员	 刘亚弟	 蒋海富
36	 委员	 陈天生	 廖文荣
37	 委员	 高荣骏	 黄世杰
38	 委员	 辜养弟	 連淑娟
39	 委员	 周福友	 黎文玉
40	 委员	 吴淑溢	 张大嘉
41	 委员	 胡钱华	 佘乾虎
42	 特别委员	 黄思乐博士	 陈春发
43	 特别委员	 卓怡清	 陈川强PBM
44	 特别委员	 沈敬雄	 林金山
45	 特别委员	 陈福全	 郑源炳BBM
46	 特别委员	 龙仕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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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是道教全真派创始人王重阳祖师诞辰900周年，

中国道教协会于10月29日在陕西省户县重阳宫举办庆

典，隆重纪念道教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诞辰。新加坡道教

总会财政林锡辉、大士伯公宫理事会交际主任黄松，代表

新加坡道教亲临盛会，送出了狮城道友们的真诚祝福。

王重阳是道教全真教创始人。他的思想融合道、

释、儒三教，创立了新的宗教理论和宗教门派。他培养

了历史上有名的七个弟子“全真七子”，对后世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

王重阳曾在这里结庵修行，后又埋骨于此，因此户县

重阳宫被称为“祖庭”，亦称重阳万寿宫。

庆典当日，重阳宫彩旗列列，鼓乐声声，人潮涌动，

热闹非凡。上午九时，纪念法会正式开始，中国道教协

会会长、陕西省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道长拈香，王重阳

诞辰九百周年祈福迎祥法会伴随丝丝小雨在优美典雅的

古乐声中庄严开坛。

道教总会理事出席

王重阳祖师诞辰九百周年纪念活动

下午3时，《重阳宫志》首发式暨全真教论坛在陕西

宾馆隆重举行。数十名专家学者和道教界人士围绕着王

重阳思想的现代意义，对全真道历史、现状及其展望以

及重阳宫在道教发展史上的地位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新加坡道教总会第十二届理事会宣布成立

经
过会员大会选举，新加坡道教总会第十二届理事会宣布成立。10月10日，

新加坡道教总会复选出第十二届理事会(2012-2014)各项职务。 菜芭城隍

庙代表陈添来BBM再次当选为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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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新传媒制作电视剧《对对碰》中出现对

神明不敬的画面，道教总会接到了不少观众的电话投诉。

道教总会与新传媒联络后，表达了信徒的不满。新传

媒相关人士立即向道教总会解释这是编导的失误，剧组人

员并没有不敬道教神明的念头。

过后，新传媒属下8频道在《新明日报》刊登正

式“道歉启事”：

“本报之前报道，电视剧《对对碰》中，两家人为

抢财神爷大打出手，财神爷画像更从朱厚仁胯下穿过，

引起观众炮轰是对神明不敬。对此，8频道品牌与宣传副

总裁陈国明表示抱歉：‘对于观众朋友们向我们提出关

于电视剧《对对碰》剧情中有辱神明的处理失误，我们

在此向道教的信徒们致以最诚挚的歉意。新传媒感谢并

欢迎来自各界的针砭与鼓励，也不断自我鞭策，希望在

节目上日益精进，为社会尽一分力。’”

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表示，新传媒能够在发生错误

11月22日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宗教系与泸州护天宫地

母庙，共同主办了“道教女神信仰学术研讨会”。新加坡

道教总会学术顾问、新加坡道教学院学术主任徐李颖博士

受邀出席本次研讨会并担任综合座谈嘉宾。

道教对妇女抱有一种尊崇的态度，这是道教不同于其

他宗教的鲜明特色。道教的成仙理论及修炼功法为女性打

造了追求精神超越、自由自主地决定人生命运的钥匙。因

道教女神信仰学术研讨会榜文

道教学院代表出席

“道教女神信仰学术研讨会”
此道教女神信仰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本次研讨

会上，台湾知名学者和研究生共同提呈了六篇高质量的

学术论文：《本相与变相：道教女仙的形成与演变》、 

《由神格及文献上论汾阴后土为后土地母，兼论后土非

女娲》、《恐惧的力量：道教女神之负面威能探究》、

《无夫与不产——道教仙人玉女形象、角色与性质》、

《起源的神话性创造与体现——从台湾中部一新兴王母

庙的建立谈起》、《宋、元时期魏华存信仰研究》。每

篇论文都有一位讲评人，对该论文的资料、观点，进行

了深刻的剖析。

在最后综合座谈的阶段，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李

丰楙教授、辅仁大学宗教系郑志明教授、香港道教学院

副院长叶长青道长以及新加坡道教学院学术主任徐李颖

博士，共同针对道教女性观在当代社会的意义等问题进

行了发言和讨论。

本次研讨会得到了台湾泸州护天宫地母庙主任委员

李益义先生的大力支持。会议经费均由护天宫地母庙赞

助。这体现了台湾道教庙宇与学术机构的密切联系。道

教的发展离不开学者的支持，学者的学术研究也依赖于

道教庙宇的理解和辅助。

电视剧出现对神明不敬的画面，
新传媒向道教总会致歉

后迅速致歉，给观众

和道教徒一个交代，

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做

法。他也强调，如果

有涉及到宗教的剧情

或题材，创作人员应

该事先与相关的宗教

团体进行讨论，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道教总会非常乐意

给予各方面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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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坡后港斗母宫，位于实龙岗路上段。是新加坡

最早一间供奉九皇大帝的华人庙宇。根据庙中

的碑文可知，九皇香火是在1902年由一个福建人从槟

城带来的。1921年商人王水斗捐地建成此庙，屹立至

今。1925年，庙前空地增建戏台，庙主也对庙宇外观进

行维修。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因为城

市发展的需要，戏台被迫拆掉，

如今只剩斗母宫在高楼大厦之

间延续着九皇的香火。

后港斗母宫于2004年

由新加坡道教总会接管并成

立“后港斗母宫管理委员会”。 

每年农历九月初一到初九，管

理委员会都会举行盛大的欢庆活

动，通过宗教仪式、花车出

巡、文娱表演等来庆祝“九

皇节”。

2005年1月14日，后港斗

母宫被列为国家古迹，它的一

砖一瓦、建筑风格都受到了国

家古迹局的保护，不能随意更

动。也就是说，斗母宫除了依

然是信仰的场所之外，它还受

到国家的承认，成为了新加坡

历史的见证者之一。

2006年九皇诞庆典期间，

后港斗母宫出版了《九皇圣

迹——后港斗母宫》纪念特刊，记录这间百年古庙的历史

传说、建筑特色、庆典盛况。新书发布会之后，后港斗母

宫组织进香团前往槟城寻根，并请回祖庙香火。

因为年久失修，后港斗母宫的建筑已经出现漏水、坍

塌的情况。为此，理事会特别加盖了防雨层，将整栋建筑

保护起来。因为是国家古籍，庙宇的修复须谨慎进行。目

前，后港斗母宫管理委员会正在积极筹款，计划为古庙进

行有保留的大规模维修以妥善保护，并让它重新焕发昔

日的风采。

今年，后港斗母宫从10月14至

25日(农历八月廿九至九月十一)，

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九皇大帝圣

诞”庆典，包括圣驾出巡、祈福法

会、演戏酬神、舞台秀等等。

后港斗母宫后港斗母宫

宫

庙

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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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农历八月廿九)恭迎圣驾“请水”仪
式在榜鹅东岛(Pular Punggol Timor)海边举行。

10月18日(农历九月初四)出巡，拜访其他
九皇爷庙宇：金山寺、南山海庙、玉海棠观音
堂、神仙宫、玄武山翰林院、龙南寺、蔡厝港
斗母宫、 水港斗母宫凤山寺、龙山岩斗母宫、
龙南殿、葱茅园九皇宫、凤山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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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农历九月初九)“圣驾回銮”将庆典推向高潮，数千信徒
在榜鹅尾的榜鹅东岛海边，恭送九皇大帝回銮。

护送九皇大帝香炉的圣轿队伍，晚上九时从
斗母宫徐徐出发，五彩缤纷的花车、神将、舞龙
舞狮、锣鼓、彩旗等等，一路鼓乐喧天，场面热
闹。队伍抵达榜鹅东岛海边，由道长主持恭送仪
式，把九皇大帝香炉、法船放送出海，法船在海
中火化，仪式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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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港斗母宫地址：

No. 779A Upper Serangoon Road Singapore 534648
Tel :  6288 0779
Fax :  6284 7790
Email :  taomu779@singnet.com.sg
川行巴士(Upper Serangoon 巴士站), 80, 80A, 81, 82, 101, 107, 136, 153

10月25日(农历九月十一)，后港斗母宫举行新一
届理事会宣誓就职仪式，并举办千人联欢宴会，答谢
各界嘉宾及信徒。

当晚的大会贵宾是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杨木光
先生，以及前国会议员、后港斗母宫名誉顾问潘惜玉
女士。主持宣誓仪式的是法律顾问朱时生BBM·JP大
律师及林丽珠大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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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是勿洛檺林宫庆祝120周年暨晋宫15周年的纪念大庆。总理公署部长暨东

海岸集选区议员林瑞生部长主持了纪念特刊的推介仪式。特刊主要收集檺林宫过去百

年的历史资料、背景和演变。近两百页的特刊图文并茂，再现了“朱邢李三王府大人

代天巡狩”护国佑民的道教精神。檺林宫并于7日至11日举行庆祝“三王府大人、杨

府元帅暨诸位众神千秋宝诞”等一系列庆典活动。

赐正宫庆福德正神
暨众神千秋筹建庙基金

拥有七十年历史的赐正宫(林德武律大伯公)，庆祝福德正神暨众神宝诞

千秋，于9月26日至28日一连三天在乌美1道举行庆典。由资深道长启建清

醮一天，并为善信举行“添补财库”仪式。赐正宫原坐落在巴耶利巴路上

段附近林德武路(Lim Teck Boo Road)，由于土地被征用，现已标得乌美

4路(Ubi Road 4)的地段，基地工程已经完成，建庙工程即将展开。基于购

地及建庙开支庞大，该宫全体同仁恳请各界善信慷慨解囊，诚心捐助建庙

基金，共同完成建庙伟业。 新庙地基工程已经完成

林宫庆祝成立120周年
暨安宫15周年出版纪念特刊

多间庙宇欢声笑语庆中秋
中秋节，是华人传统的节日。每逢佳节，淡滨尼联合宫、 菜芭城隍庙、洛阳大伯公宫等许多宫庙，

都会举行庆祝活动，各种族同胞欢聚一堂，同欢共庆。

菜芭城隍庙于9月26日晚举办了“庆祝中秋佳节及庙庆慰劳晚宴”。 菜芭城隍庙联谊会属下的全

体员工和义工欢聚一堂，庆祝这传统的华人节日。晚宴上联谊会对长期服务的员工给予表彰。城隍艺术

学院的师生当晚也呈现了精彩的

南音表演。

洛阳大伯公宫每年都举办中秋联欢会，以

秉承源远流长的传统节日，协助推动中华传统

文化，回馈社会。今年在9月29日举办了一场

盛大的“万人中秋联欢晚会”，场面盛大、

气氛欢腾。晚会特备了万份各族传统小吃、万

个“哈拉迷你月饼”、 万个精致灯笼，吸引各

族同胞与孩童参加，大家一起同欢共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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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港斗母宫隆重庆祝九皇大帝千秋宝诞。

农历九月，庆祝九皇大帝千秋宝诞的祈福和欢庆活动

在全岛各地随处可见，热闹非凡。多间奉祀九皇大帝的庙

宇，纷纷举办隆重的庆典，热烈庆祝九皇大帝千秋宝诞。

这些庙宇包括了后港斗母宫、大成巷葱茅园凤山宫、汫水

港斗母宫凤山寺、葱茅园九皇宫和龙南殿等。庆典期间，

各庙宇也纷纷启建祝寿祈福法会、举办过平安桥仪式、歌

台秀以及酬神戏曲等。

后港斗母宫今年首次在榜

鹅东岛海边，举行恭迎及恭送

九皇大帝回銮仪式。9天的庆

典仪式，吸引数以万计的各

界善信，包括圣驾出巡、祈福法会、祝寿法会、演戏酬

神、舞台秀助兴，而10月23日的圣驾回銮仪式，将庆典

推向最高潮，数千人在榜鹅东岛海边，恭送九皇大帝的

香炉与法船。

汫水港斗母宫凤山寺恭迎九皇爷圣驾是每年的重头

戏，参与仪式的队伍盛大。外交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

参与了该庙宇的迎驾和恭送仪式。过去20年，身为义

顺集选区国会议员的尚穆根

每年都参加这个盛大的道教

仪式。10月13日至23日为期

11天的庆典活动在护送九皇大

帝回銮后圆满落幕。

大成巷葱茅园凤山宫为庆

祝九皇大帝圣诞，恭请人力部

代部长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

长陈川仁准将，主持庆典的亮灯及潮剧演出的开

锣仪式。20场精彩潮剧的演出，让潮剧迷大过戏

瘾。所有门票收入作为慈善用途。从10月7日，恭

迎“九皇大帝圣驾晋宫”，过“富贵平安桥”， 

到23日“祈福法船”护送“圣驾回銮”，这一连

十八天的庆典活动，善信踊跃参与，功德圆满。

葱茅园九皇宫于10月27日特办“音乐会2012之

夜”，所有参演艺人都只穿黄色或白色的衣服，也就是

九皇爷的颜色，来庆祝九皇大帝千秋，别具新意。

龙南殿在为期9天的庆典活动中，特举行别开生面

的“神龟会”仪式与善信结缘。庆典场地特制一只巨型

大神龟，让善信沾上神龟的灵气。

大会贵宾陈庆炎总统出席千人宴

历史悠久的“路班让顺天宫”10月4日设

千人宴，庆祝顺天宫成立200周年、顺天宫注

册为慈善团体30周年，以及顺天宫主神福德

正神的千秋诞。当晚出席的嘉宾多达2000人，

大会贵宾是我国总统陈庆炎，道教总会会长陈

添来也受邀出席。晚宴上顺天宫捐出30万元给

15个慈善机构，其中10万元是捐给总统挑战基

金。这一善举，体现了顺天宫管理层“取诸社

会，用诸社会”，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与文教事业的一贯理念。为配合三庆，路班让顺天宫出版了《路班让顺天宫福德

正神》的纪念特刊，内容记载了顺天宫的历史事迹。

路班让顺天宫
200周年庆典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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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芭城隍庙属下经乐团参加
“武当大兴600年盛典·罗天大醮”

10月20日新加坡道教学院邀请国际道家学术总

会总会长李亨利教授，假三清宫二楼玄妙堂，举办

了一场“易学与现代生活”的讲座。当天出席讲座

的公众近两百人，李教授以幽默轻松的讲课方式，

将一般人眼中深奥难懂的易经学术与道学道术，转

化成现代人能够理解应用的生活智慧，字字玑珠，

现场掌声不断。让到场的公众听出耳油。
李亨利教授在道教学院授课

新加坡道教学院举办

文化大讲堂

中国四大道教圣地之一的武当山，是

海内外最大的真武祖师道场。今年恰逢

武当大兴600年，武当山系列庆祝活动之

一“罗天大醮”，共邀请了北京白云观、

四川青城山、江苏茅山、山东泰山、江西

龙虎山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及新加

坡、马来西亚等海内外著名道观的28个经

团，900余名经师、高功分别在武当山太

和观、紫霄宫、静乐宫等处设28个法场，

弘道扬法。新加坡 菜芭城隍庙派出由黄

信成道长率领的32位经乐团团员参加了这

次大法会，醮期从10月17日至10月26日，

设“如意坛”一连11天依科演法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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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加坡城隍艺术学院主办、新加坡

国家图书馆协办的——“以和为贵”南音

专题讲座与表演，于11月11日假新加坡国

家图书馆16楼观景厅举行。大会贵宾为宏

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杨木光先生，各界嘉

宾踊跃参与，全场座无虚席。

本次讲座活动由城隍艺术学院戏曲总

监蔡碧霞老师主持。主讲者为新加坡城隍

艺术学院南音导师魏伯年老师，表演活动

由艺术学院导师骆惠贤老师携南音班学

员共同演出，并邀请了中国福建泉州的陈

振梅、庄巧玲两位南音演奏家共襄盛举，

向新加坡观众介绍了中国最古老的乐种之

一——南音。
“梅花操——南音与太极”表演者：张晓君老师(左)

新加坡城隍艺术学院主办
“以和为贵——南音讲座与表演”

崇义庙11月28日至29日(农历十月十五、十六日)主办“礼斗祈福裉灾

法会”，这是为配合道教三元节之下元，特意为该庙光明灯会员及善信

祈福消灾而举办的法会。12月1日至23日(农历十月十八至十一月十一日) 

一连23天的谢太岁仪式，是崇义庙年底的重要活动之一。资深道长为本

年度冲和犯太岁的善信弟子，诵经祈福，答谢太岁神恩。崇义庙的“入

孔门”仪式暨孔子文昌灯，在12月25日早上9时举行，众多望子成龙成凤

的家长纷带孩子到庙参加，祈求儿女文思敏捷、智慧增长。

崇义庙年底举办一系列法会
为善信消灾解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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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王志伟

武当大兴600年盛典·罗天大醮

壬
辰年，仙山武当，紫气祥瑞，彩旗飘扬，道乐悠

扬。武当山大兴600年盛典即将在此隆重举行。

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庙道乐团一行32名团员有幸参与

了这场盛会。而我作为其中一员，更是对此

行感触良多。

武当山是中国四大道教圣地之一、海内

外最大的真武祖师道场。武当山古建筑群也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今年恰逢武当大兴

600年，武当山系列庆祝活动之一“罗天大

醮”，醮期从农历9月2日至9月12日(公元

2012年10月16至26日)，共有30多个世界各

地的道经团参加活动。盛况难得一见！

罗天大醮是道教斋醮科仪中最隆重的

大型宗教活动，其规制最高、格局最大、

含义最深、祭期最长、庄严神圣。其格局

含意是祭天地万物，以求天人合一、万物

和谐、阴阳调和。目的是：一护国佑民、 

二延寿度亡，三消灾禳祸，四祈福谢恩。

这次罗天大醮供奉1200神位，阐扬灵化，

十分显应。此活动是武当山有史以来第二次

举行“罗天大醮”，也是近百年来道教界规模最大的一

次道教法会。武当山上一次举行“罗天大醮”是在明朝

年间。

近代以来，在本次罗天大醮之前，中国共举办过七

次罗天大醮，举办时间和举办地分别为：1993年9月北

京白云观、1998年11月台湾指南宫、2001年5月山西绵

山大罗宫、2007年11月香港、2008年10月湖南怀化玉皇

宫、2011年3月武汉长春观、2012年9月崆峒山太和宫。

本次武当山主办的罗天大醮，邀请了北京白云观、四

川青城山、江苏茅山、山东泰山、江西龙虎山和台湾、香

港、澳门地区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内外著名道观的 

20余个经团，高功、经师、法师近千名，分别在28个法坛

依科演法祈祷，弘道扬法，祈祷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社

会和谐，世界和平。

2012年10月16日，罗天大醮开幕式在武当山“玉虚

宫”举行。

“玉虚宫”是武当山九宫之首，全称“玄天玉虚

宫”，是武当山建筑群中最大的宫殿之一。玉虚宫始建

于明永乐年间，规制谨严，院落重重。当年的玉虚宫是

管理武当山的大本营，住在这里的是由皇帝钦选的武当

提点都，官至正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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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玉虚宫发生了毁灭性火灾，

其轴线主要建筑均遭火劫。清乾隆十年(1745年)，玉虚宫

再次遭到大火，其附属建筑一并化为灰烬。1935年夏，山

洪暴发，大片房屋被吞没，玉虚宫自此成一片残垣断壁。

2007年5月玉虚宫大殿修复工程正式启动。经过5年

的保护性修复，玉虚宫宫墙、御碑亭、山门、龙虎殿、玉

虚殿、玉带河、宫内石板地面等。该修复项目完全按照修

旧如旧的办法。2012年9月底，武当山玉虚宫大殿修复落

成典礼在玉虚宫隆重举行。

武当山大兴六百年罗天大醮的主坛场就设在修复一新

的玉虚宫大殿，共有12个法坛：

“都坛”(武当山大道观)

“皇坛”(天水玉泉观)

“雷坛”(龙虎山)

“赐福坛”(香港青松观)

“三界坛”(北京白云观)

“如意坛”(新加坡 菜芭城隍庙)

“诸真坛”(茅山经乐团)

“集神坛”(台湾玄天上帝联合团)

“吉祥坛”(香港蓬瀛仙馆)

“青玄坛”(苏州玄妙观)

“顺星坛”(各经团轮值拜斗)

其余16个法坛设于：太和宫1坛，紫霄

宫6坛，静乐宫4坛，琼台中观3坛，南岩宫 

1坛，太子坡1坛。

参加武当大兴600年“罗天大醮”的经

乐团，来自不同的地域，经师、高功人数众

多。“罗天大醮”期间，各名山宫观的经师、

高功，除了展示各自门派的道法仪轨外，更不

忘相互交流、相互观摩学习，促进了世界道教界的友好合

作与道谊友情。

新加坡 菜芭城隍庙在玉虚宫，设“如意坛”。在导

师黄信成道长的带领下，32位团员谨言慎行，举止庄重。

仪式过程中， 菜芭城隍庙经乐团的表现，赢得了当地信

徒和观众的赞赏。当他们得知我团是由居士弟子组成时，

更感惊讶和敬佩。

我身为玄门弟子，能在今生赶上如此神圣的仙山法

会，深深的感触到这是前生种下的善因，今生宿根不昧，

才有得善果。能在武当仙山道场与所有道友共同诵经礼

忏，巩固向道之真心，是天大的福气啊！

武当大兴600年“罗天大醮”，是我一生难忘的经

历！

玉虚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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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明日报》每天连载“星云大师”系列。我虽然

是个道教徒，但却常常阅读这一栏目。星云对人生百态

的理解，对人生烦恼的化解，常常能够引人深思、给人

启发。在洞察人生、开启智慧方面，我想所有的宗教都

是殊途同归的。

然而12月3日刊登的那篇“正信和迷信”的文章，却

让我无比愕然，继而愤怒，后而惋惜。文章讲了一个故

事，是说装满奶油的陶壶永远浮在水面，装满石头的陶

壶只会沉到水底，即使“巫师道士”做法也不能改变这一

自然规律。做善事的人就像是装满奶油的陶罐，会升入天

堂；作恶事的人就是那个装满石头的陶罐必沉入地狱。

文中还重点标出的一段文字：“很多人迷信，以为

花钱买下道士风水师的石头或灵物，或者做法事，就能

增财运，逢凶化吉。其实，这是迷信思想，世间所有人

事，都离不开因果报应的自然法则，只信迷信或邪信，

只能图安心，于事无补。”

我不知道这段话是星云的原话，还是整理者的断章取

义。但就这段文字而言，不但漏洞百出，而且深深地伤害

了道士和道教徒的感情。

星云善于讲故事来宣教，但上边的这个故事完全缺乏

逻辑。如果佛教这么注重物理规律和自然法则，请问物理

规律是否能够证明天堂地狱的存在？有什么公式能够推导

出善人一定轻飘飘的上升，恶人一定沉重地堕落？宗教本

身偏重于心灵、情感和哲理的知识，与自然科学并不是同

一套话语体系，而星云非要用物理规律来说其他宗教都是

迷信，恰恰忘记了自己本身也是无法用物理规律来证明

的。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许多人把道教和巫术、迷信混为一谈，那是因为大家

不了解道教。道教是一个知识非常丰富的宗教，天文、地

理、医学，都有道教的贡献。“山医命相卜”只是一个道

士谋生的手段。道士不屑于沿街乞讨，更不原意接受免费

的施舍供养，因此学一些小术在身，既能济世度人，又可

赖以为生。这正是道教的清高之处。

然而一些功利之徒，窃取了道教的一点点小术，便吹

嘘自己是风水师、算命师、驱邪师⋯⋯以此牟利。难道窃

取了大象身上的一根毛，就可以说那根毛是大象吗？如果

那根毛被弄到手的人扭曲成邪恶的样子，可以说那根毛的

代表的大象也是邪恶的吗？

普通人因无知而误解，倒也情有可原。以星云的学识

和地位，不加区别地把道教和迷信、邪信混为一谈，把道

士等同于巫师、骗子，却是不可原谅的。难道佛教里就纯

净一片，没有任何异端和邪信吗？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

佛、道二教虽然有过纷争，但更多的时候是相互依存的关

系。佛、道相残，必将落得两败俱伤的结果。

近两百年来，因为社会和政治的原因，道教的发展的

确不如佛教。道教也不像佛教那么会讲故事，在话语权上

低人一头。但已经如此虚弱的道教为什么不会灭亡反而有

复兴的迹象呢？那是因为总有一些善于学习和挖掘的人，

能够从浩如烟海的道藏典籍里发现闪光的宝藏，从深藏不

露的修道者那里感悟到天地人的秘密。冷静思辨的老庄哲

学、玄妙神奇的内丹修炼、济世度人的社会道义，仍然在

一代代的道士中传承着。

我想星云的本意是善的，他希望民众擦亮眼睛，不要

被江湖术士蛊惑，不要让骗子得逞。但是，如果有人像星

云一样看到的“道教”全都是迷信、邪术，那我只能遗憾

地说，这样的人，真的与道无缘。

新加坡是一个特别强调宗教和谐的国度。它以海纳

百川的气概包容了十大宗教，也给予十大宗教平等的权

力和地位。不论宗教历史的长短，信徒的多寡，十大宗

教都是受国家承认的正信宗教。这样的和谐局面，多么

来之不易啊！

星云生活在台湾，对新加坡的国情不了解，不然我相

信他也不会随口冒犯道教。星云会犯错，也说明他还是一

个凡人。但是星云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他的信徒里难免

有人把他当作活佛或活菩

萨，如果他们把星云的

每一句话都当作佛曰，

后果岂不是很严重！

这才是我忍不住要借

贵刊宝地一抒心中之

言的真实原因。如

有冒犯之处，只是

因为看到误解太

深，护教心切，

激烈之辞，还

望谅解！

一位道教徒的来信

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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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章

把无为当作为，
把无事当作事，
把无味当作味。
不管人家对我仇恨多大，
我总是以“德”报答他。
计划克服困难，要在它还容易的时候[着手]；
实现远大的事业，要在它还微细的时候[开始]。
天下的难事，
一定开始于简易；
天下的大事，
一定开始于微细。
因为“圣人”始终不做大事，
所以才能完成大事。
随便允许别人的要求，势必使信用破产，
把事情看得容易，势必遭到困难。
因此，以“圣人”的聪明还重视困难，
所以他终于免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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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3
The Sage manages affairs in accord with the ‘Name’.
Attend to affairs with purity of mind.
The Sage tastes the flavorless, not caring for taste of desires.
No matter it is big or small, many or few,
He requites hatred with virtue.
He handles difficult matters while they are easy,
Handling big matters while they are small.
Difficult problems in the universe must be handled while they are easy.
Great problems in the universe must be handled while they are small.
The Sage will not deal with great problems in a hurry but rather handle 
them step by step.
Therefore, he accomplishes greatness.
One who lightly makes a promise will often find hard to keep it.
One who takes light of problems will meet with difficulties.
Therefore even the Sage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things as difficult.
And for this reason he never encounters difficulties.

�(连载)

第63、64章

恩始第六十三

为无为，因成循故，无所改作。事无事，预

设备，除烦省事。味无味。深思远虑，味道

意也。大小多少，陈其戒令也。欲大反小，

欲多反少，自然之道也。报怨以德。修道行

善，绝祸于未萌也。图难于其易，难事当于

易时，未及成也。为大于其细。欲为大事，

必作于小，祸乱从小来也。天下难事必作

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从易生难，从细

生著。是以圣人终不为大，处谦虚也，故能

成其大。天下共归之也。夫轻诺必寡信，不

重言也。多易必多难。不慎患也。是以圣人

犹难之，圣人动作举事，犹进退，重难之，

欲塞其故源也。故终无难。圣人终生无患

难之事，犹避害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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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微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治身治国安静者，易守持。其未兆易
谋，情欲祸患未有形兆时，易谋止也。其脆易破，
祸乱未至萌情，欲未见于色，如脆弱易破除也。
其微易散。其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为之于未
有，欲有所为，当于未有萌芽之时，塞其端。治
之于未乱。治身治国，于未乱之时，当预闭其门。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从小成大。九层之台，起
于累土；从卑立高。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近至
远。为者败之，有为于事废于自然，有为于义，
废于仁慈；有为于色，废于精神也。执者失之，
执利遇患，执道全身，坚持不得，推让反还。圣
人无为故无败，圣人不为文华，不为色利，不为
残贼，故无坏败。无执故无失。圣人有德以教
愚，有财以与贫，无所执藏，故无所失于人。民
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从，为也。民之为事，
常于功德几成，而贪位好名，而奢泰盈满而自败
之也。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终当如始，不致懈
怠。是以圣人欲不欲，圣人欲人所不欲也。人
欲彰显，圣人欲韬光；人欲文饰，圣人欲质朴；
人欲色，圣人欲于德。不贵难得之货；圣人不眩
晃为服，玩不贱石而贵玉也。学不学，圣人学人
所不能学。人学智诈，圣人学自然；人学治世，圣
人学治身。守道真也。复众人之所过；众人学问
皆反也，过本为末，过实为华。复之者，使反本
实者也。以辅万物之自然。教人反本实者，欲以
辅助万物自然之。而不敢为。圣人动作因循，不
敢有所造为，恐远本也。

第六十四章

事物还稳定时，它的稳定容易维持；
事物还没有显出变化的迹象时，容易打主义；
事物还脆弱时，容易消融；
事物还微细时，容易打散。
要在事物还未发生前先把它办完，
要在事物还未混乱之前先把它理好。
合抱的大树，由细小的萌芽产生；
九层的高台，从一堆泥土筑起；
千里的远行，在脚下第一步开始。
谁去做，谁就把事情搞坏；
谁把持，谁就遭到损失。
因此，“圣人”“无为”，所以不会把事情搞坏；
不把持，所以不会遭到损失。
人们所做的事，总是在快成功的时候失败的。
若结束时的慎重能像开始，
就不会把事情搞坏。
因此，“圣人”的欲望就是不欲，
不重视稀有的商品；
[圣人]的学问就是不学，
以补救众人所经常犯的过错。
[用上述原则去]辅助万物自然发展，不敢勉强去做。

Chapter 64
What is at rest is easy to hold.
What has not yet happened is easy to plan ahead.
What is fragile is easily broken.
What is small is easily dispersed.
Action is taken before a thing has made its appearance.
To establish order and peace before disorder has begun.
A tree as big as two men’s embrace grew up from tiny sprout.
The tower of nine storeys was first built with a small heap of earth.
A journey of one thousand miles begins with the first step.
He who acts without heeding to the above points will suffer defeat.
He who takes hold of a thing in the same manner also loses his hold.
Therefore, the Sage who acts in accord with the nature does not suffer defeat.
Because the Sage is free from attachment and keeps his true self, he will not 
be affected by any sense of suffering loss.
In managing affairs people often ruin them just at the point of success.
By being careful at the end as at the beginning,
Failure could be avoided.
Therefore the Sage desires what other people do not desire.
And do not pray for precious goods.
The Sage learns what other men do not learn*.
The Sage keeps on reminding people to find their own essence of mind and 
not to do any sinful deeds.
Thus, he may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myriad of things according to Nature.
And does not dare to act with any selfish ulterior mo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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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ge learns philosophy of life while other men mostly learn how 
to get wealth and f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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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登福简介：台湾屏东县东港镇人，一九五○年生。现任国立台中技术学院应用中文系教授；常到中国、香港、新
加坡、马来西亚等处参加学术会议及讲学。著有《道教星斗符印与佛教密宗》、《谶纬与道教》、《六朝道教上清
派研究》、《六朝道教灵宝派研究》、《清静经今注今译》等专书三十六种，及学术论文二百余篇。是目前道教研
究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	 道德经》，道教第一经典，百读不厌，常读常新。
✦	 萧登福教授，学养深厚，著作等身。他曾多次来道教学院授课，好评如潮。
✦	 萧登福教授最近几年来致力于整理《道德经》文献及其思想。
✦	 在他的相关著作出版之前，我们有幸先听为快！

2013年，新加坡道教学院继续带来
精彩课程，让您全方位深入了解道教文化！

“老子思想及《道德经》解读”
萧登福教授主讲

课程预告

课程日期 :  2013年3月4日~23日 (共三周，十二堂课) 

课程时间 : 每周二、三、四晚7:30~10:00，每周六上午9:30~12:00
地点 :  新加坡道教学院(三清宫二楼玄妙堂) 21 Bedok North Ave 4, S(489948)
电话 :  +65 6449 2115 传真 : +65 6449 0191
电邮 :  info@taoistcollege.org.sg   
网页 :  www.taoistcollege.org.sg
学费 :  S$100/人(共12堂课)，出勤率满75%，课程结束可获勤学金$50(详情请上网参阅“学生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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