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雲大師詩歌 一筆字暨茶禪欣賞會
2016 年 9 月 18 日，國際佛光會阿姆斯特
丹協會和荷華寺為慶祝中秋舉辦了「星雲大
師詩歌 一筆字暨茶禪欣賞會」。上半場的活
動包括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在星雲大
師作品的環繞中，大家度過了難忘的一個下
午。 下半場的活動則較為輕鬆活潑，舞蹈
表演、猜燈謎、即興演唱、二胡與吉他合奏，
精彩紛呈，大家都踴躍參與。
這次欣賞會特別加入了茶禪活動，四位茶
禪行者都接受過專業的培訓並做了充分的準
備，
「以茶道養心，以禪修靜心」
。所謂行者，
修行者也。他們專注的樣子都融到了茶的味
道裡，從而完成一場大家一起修行的
「法宴」
。
在禪樂環節特別邀請了奚子媛為大家作古
箏演奏，一曲《洞庭新歌》，一曲《瀏陽河》，
觀眾都陶醉其中，對她手指的動作也目不轉
睛。伴隨著樂聲，朗誦組帶來了星雲大師的
詩歌朗誦《佛陀您在哪裡？》
「天下唯心，法
界悠然，盡未來際，佛在心裡。
」
另外兩首
《星
雲》和《雲水三千》則都是與星雲大師相應
照的詩句。
「星光璀璨，雲水流過」
。所謂「禪」
與「 茶」，亦是如此。「聽說依此修行，天堂
只在眼前。
」
六祖大師的《無相頌》
，吟吟誦誦，
留於心中。
文：張箬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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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人朗誦星雲大師的詩歌“星雲”

佛光人朗誦星雲大師的詩歌“佛陀您在哪裡”

茶禪行者尊心為來賓泡茶

奚子媛古箏表演

光授二胡表演

來賓賞茶

國際佛光會 2016 世界會員代表大會
國際佛光會 2016 世界會員代表大會 10
月 12 日開幕典禮前，於佛光山大雄寶殿成
佛大道舉行升旗典禮，共有世界五大洲近
百國家、協會，2500 多人參加，大家身著各
國特色服裝，高舉各國國旗和會旗進場，當
大家揮動手中的旗幟時，
霎時萬國旗海飄揚，
場面壯觀動人。
此次典禮由佛光青年、普門中學女籃隊
和棒球隊分別擔任舉牌和掌旗人員，星雲
大師注重運動，認為運動可以培養團結合
作精神，以及忍耐受挫的堅毅性格，讓女籃
隊與棒球隊在此次典禮的出現格外有意義。
各協會依洲別進場，除身穿代表各國特
色服裝外，還加上創意裝扮，如米老鼠帽、
自由女神帽和小飛俠彼得潘等，英國倫敦
協會穿上歐洲古典的宮廷服裝，優雅進場。
非洲剛果協會由黑人出家眾法師率領，接著
孟加拉、尼泊爾、斯里蘭卡等協會，以及佛
教發源地印度的海德拉巴、大吉嶺、古笈拉
等各協會穿著當地傳統服飾進場，最後則是
「主辦國」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進場。
佛教教旗和佛光會會旗跟隨在所有隊伍
後，
在佛光金剛護送下入場，
眾人齊唱
「三寶頌」
，
世界各地不同膚色、種族的佛光人皆雙手合
十，虔誠唱誦。教旗和會旗在國際佛光會會
歌的樂聲中，冉冉升起，象徵世界會員大會
即將展開。
禮成後，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總會長暨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
泰華寺住持心定和尚、
佛光山退居和尚心培和尚、佛光會世界總會
署理會長慈容法師、世界總會秘書長慧傳
法師、世界總會榮譽總會長吳伯雄、中華總
會總會長趙麗雲、
世界總會副總會長余聲清、
世界總會法制長吳志揚、馬來西亞前首相
署部長丹斯里許子根博士、巴西哥奇亞市
市議員 Almir Rodrigues da Rocha 等，為邁
入第 25 年的國際佛光會，留下專屬 2016 年
會員代表大會的難得紀念。

開幕團體照

荷蘭協會由會長李月嫦率理事吳星發，候愛嬌，會員甘凱蒂代表出席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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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三好沙彌合照

創會會長星雲大師主題演講“共識與開放”

星雲大師釋疑解惑
開示「共識與開放」
國際佛光會 2016 年世界會員代表大會 10
月 12 日開幕典禮，創會會長星雲大師於典
禮上揭示本年度主題演說「共識與開放」要
事，包括對人間佛教要有共識、佛教的門戶
要開放等，晚間延續「共識與開放」的精神，
於如來殿大會堂開放大眾提問。
有人問星雲大師，此生遇過最困難的是
什麼？大師認為，他不知道什麼是困難，但
並非沒有，即使曾受牢獄之災，面臨槍斃，
但覺得人生就是這樣。提到創建佛光山的
困難在哪？星雲大師說佛光山不是他建的，
是大眾成就而來。自幼家貧，到台灣一無所
有，如今佛光普照三千界，秘訣就在於能夠
真空變妙有，勉勵跟隨佛光山的大家都能真
空生妙有。
星雲大師在「共識與開放」中，提出開放
出家僧侶可以還俗再入道，為此有人表示疑
惑，
大師指出，
佛教出家在家都一樣，
在戒律上，
男眾可七次出家七次還俗，還俗不是可恥，
但對佛教戒律若不能守持就回去好好做在
家人。佛光山辦短期出家修道會，雖是出家
又回家，但若因此增長信心，還是有功德。
至於星雲大師常說的佛在信仰裡、要相
信自己，那麼「信佛」和「信自己」孰輕孰重？
大師以「空無遠近，跡有遠近；水無深淺，
跡有深淺」，說明虛空本無遠近，水也沒有
深淺，但因翱翔其中的鳥獸不同，如老鷹振
翅可飛數十里，小麻雀只能飛幾十公尺，如
此就有遠近的不同。
信仰亦是如此，
佛如虛空，
能接近佛多少，全看信仰能達到什麼程度。
另提及選出人間菩薩，如同佛陀為弟子
授記，強調菩薩不只是供人禮拜瞻仰，發心
度人救世者即是菩薩，讚嘆推動巴西如來
之子計畫的新馬總住持覺誠法師，不畏匪徒
脅迫，反以佛法感化他們，堪稱人間菩薩。
「所以，菩薩是什麼樣子？心是怎樣，菩
薩就展現什麼樣子」，大師認為「有多少慈
悲，佛性也就有多少。」大師認為人生有二度，

創會會長星雲大師主題演講“共識與開放”

藏經樓前大會全體照

第一度的人生為家庭兒女，但在 50、55 歲以
後，家庭責任已交代，應當過第二度的人生，
也就是佛教的人生，可以當檀講師，從事文
化教育等事業。星雲大師強調，在佛門領職
是要有待遇的，這是一定要建立的制度，說
不要錢是滅亡佛教之語，有人有辦法可以不
要錢，但沒辦法的人就不敢投入佛門，嚴重
影響佛教發展。
至於「在家眾弘法講說要開放」，有人顧
慮在家居士需具備何種條件才能弘法，更擔
心在講說過程中是否會不如法。為此大師
回應，發心弘法如法就好。大師主張佛教徒
的遺產不要留給兒女，
留給後代的應是信仰、
道德和人格，希望這個觀點未來成為主流
的思想，勉勵大家為此共同努力。
會議中，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總會長心
保和尚、署理會長慈容法師分別為新舊任
會長交接、新任督導、督導委員會成立、新
聘檀講師授證。另與會有佛光山開山寮特助
慈惠法師、世界總會秘書長慧傳法師、副總
會長余聲清等。
( 轉自 人間通訊社 )

會長心底話
回想這幾天的會議，
除了感動、
感恩之外，
眼見大師大半生致致力弘揚人間佛教，
把所有時間都放在弘法利生，使佛法如
甘露般，灑遍世界各處。於今九十高齡，
還不説休息！反觀，我們常常說要休息，
退休！真是倍感慚愧！看到大師無怨無
悔的為佛教，帶領弟子到世界各地弘揚
佛法，所以「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
五大洲」
。大師説：初心—就是一個承諾，
一個責任，永不退票。大師很注重佛教
的傳承，寄望各信徒要（空中生妙有）、
未來 50 年弘揚人間佛教的使命，就是
我們各人一起承擔。我有幸加入了佛光
山，在大師的威德下，學習到正信，什麼
是真正的佛法？使我有不一樣的人生。
今次是我第六次回到高雄本山，是我感
受最深刻，領悟最多的一次，可惜不能
在短時間內續段寫上，千言萬語，不盡
一一。
文 : 李月嫦

“用心靈擁護阿姆斯特丹”
9 月 25 日佛光會阿姆斯特丹協會第 2 年
參與此多元宗教活動，有阿市各基督教、猶
太教、穆斯林教、錫克教、印度教、巴哈教
和佛教團體共同參與，雖然信仰不同，但相
互尊重，齊心協力打造「一個阿市」。李月嫦
會長率會員一早便阿市的舊皇宮前的水壩
廣場（De Dam）做好準備工作，青年團游
家麒、Stephanie 和 Ivan 亦參與和幫忙。為
了體現宗教融和，一周前，各宗教團體已派
員到教堂，由專人指導，動手以竹枝紮成一
個個大小星狀，結合成一個龐大的球體；今
天，各單位及表演人士就在此球體內，以不
同形式，向廣大市民發出宗教和諧、團結的
力量。在眾多歌舞表演之中，佛光會以《有
佛法就有辦法》、《無相頌》顯示漢傳佛教
的活潑與優雅，青年游家麒用荷語誦唸星
雲大師的《獻燈祈願文》，滿容法師則就祈
願文的內容，用英語開示點亮心燈的重要，
期勉大家點亮智慧的燈，
照亮漫長的人生路，
在生活中實行「三好」，弘揚人間佛教。會長
李月嫦代表協會以荷語致詞，介紹本會和荷
華寺及所辦的活動，歡迎民眾到訪。“Samen
EenAmsterdam，met hart en ziel”（ 用 心 靈
擁護阿姆斯特丹）活動從中午開始至下午 5
點，
除了表演，
現場也設有各宗教的資訊攤位，
佛光攤位以大師的英 / 荷文版書籍、書簽、
法語，及介紹佛光山、佛光會與本寺的簡章
結緣，另有書法學寫，透過筆畫簡單的「三
好」，讓歐洲人士獲得寫書法的「成就感」，
同時聆聽法師與佛光人的講解，得悉「三好」
的意義。摩洛哥血統的工黨政客 Achmed
Baâdoud 於致詞上呼籲民眾反對武力，反
對威脅，反對歧視，大家要互相尊重，互相
理解，
互相包容，讓阿市可以在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觀點，不同的文化之下繁榮發展。
活動結束之前，現場所有人士手牽手同唱
《We are the World》，對未來充滿信心。整
天有超過 1000人在此享受和平同樂的氣氛。
文 : 利德嵐 圓圓 相片：Katherine 圓圓

荷蘭協會歡唱“無相頌”

各團體的代表一周前紮成的大小星狀的竹子在當天合成一個大的球體

協會攤位的書法學習與認識三好四給

當天代表團體表演節目

滿容法師與李月嫦會長，介紹人間佛教。遊家麒用荷蘭語朗誦星雲大師的“獻燈祈願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