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協會召開 2016 年 年度會員大會
2016 年 12 月 4 日上午 11 時，荷蘭協會召
開 2016 年年度會員大會，有約 60 位會員出
席，大家繳交年費並領取協會結緣品︑2017

年星雲大師墨寶春聯「名聲天曉」和張大千
書畫等寶貴禮品︒李月嫦會長利用短片報告
2016 年所辦的活動，並在致詞中感謝大眾
會員的支持︔滿容法師亦讚賞協會大眾的集
體創作精神如督導們的無私支持幫忙︑會
長和幹部一年中辛苦地為多項活動籌劃安
排，而大眾會員的發心支持參預，實踐佛光
人的四給精神，才能看到當天精彩的活動
報告︒最後滿容法師勉勵會員繼續支持及
參與協會所辦的活動，期望明年能多接引
新會員︒
為了推廣《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一書，對人
間佛教的思想內涵有正確認識，全球各協
會舉辦佛學會考，荷蘭協會亦以佛學問笞
比賽響應此活動︒協會在 1 月 8 日下午舉辦
佛學問笞比賽，邱玲珍督導則解說方法，
鼓勵會員參加︒
在臨時動議中會長提意舉辦 [ 幸福佛光家
庭聯誼會 ] 推廣三好人家和菩提園，延續
培養好苗子︒大眾都拍掌通過︒
接著滿容法師介紹和講解佛光卡的用處，
佛光卡如佛光山信徒身份證，今天大部分
人都領取表格填寫，青年于旻弘協助大眾
即時拍攝「大頭照」︒
（文 : 李德嵐 / 圖：于旻弘 Kath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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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容法師代表常住頒發禮品給發心義工菩薩

邱玲珍督導講解問答比賽方法

青年義工

義工聯誼會
當天下午 2 時，常住舉辦義工聯誼會，感
謝義工一年的護持，有 35 位出席︒法師先帶
領大家誦持藥師咒︑念〈為義工祈願文〉功
德迴向所有義工身體健康，身心自在吉祥︒
滿容法師代表常住感謝義工們無私的奉獻，
在各方面協助常住，圓滿各項活動︒
此次常住的結緣品包括滿容法師特別製作
的短片，羅美珍督導也捐獻禮品，全套《佛
光菜根譚》︑荷蘭杏仁餅乾︑掛飾等，照顧
到大家的身心，回饋義工的辛勞︒此外，羅
督導也製作素火腿夾餅給大家做點心︒最
後，義工們高唱不同的佛光歌曲，及觀賞短
片，直至 6 點才散會︒
（文 : 李德嵐 相片 : 于旻弘 Katherine）

和平會議
Jamaat Ahmadiyya 穆斯林團體不時主辦和平會議，強調和平的重要，邀請不同宗教
代表一起探討如何對抗暴力與戰爭︔11 月 18 日在海牙 Mubarak 清真寺舉辦，也是慶
祝該寺成立 60 周年，有約 70 多人參加︒晚上 18:30~20:30 邀請有佛教 ( 協會會長李月嫦
與荷蘭青年團前任團長黃觀和代表 )︑印度教 Mr. Pandit Avi Sharma (Lord Shiva Hindu
Temple Amsterdam)︑錫克教 Mr. Hirjit Singh (Sikh Gemeenschap Nederland)︑猶太教 Mr.
Harry Z. Knot (Liberaal Joodse Gemeente Flevoland)︑佛教︑基督教 Mr. A.L. Langerhuizen
(Roman-Catholic Church of The Hague) 及伊斯蘭教 Mr. Safeer Ahmad Siddiqui Missionaris
「和
(Ahmadiyya Moslim Djamaat-Nederland) 的代表用英文，或荷蘭文發言，分享該宗教對

平」的看法︔大部分都與教義有關，也有講及近期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最新傷害事件︒共
同點是，媒體的影響力，對人如何看宗教，及現代人越來越缺乏忍耐力︒年輕一代根本
毫無頭緒，更不知道何謂正統，反被貪婪所掩蓋，無知地跟隨消費產品和媒體走︒道德
和價值被視為次要︒所有非政府團體及正信的宗教團體應該站出來，投入教育︑慈善︑
保健及協助聯合國指定的千年目標︒
代表佛光會的黃觀和以 10 分鐘時間分享人間佛教的概念，及本身有關「和平」的經驗：
在其童年，在走路上學的途中，都要跳過一些瓷磚，而這個小小的儀式表明，他的願望
是有一個和平又豐富的一天︒而這也帶他到佛陀的和平意識的下一部份︒佛陀看到所有
人都有佛性，且是相互關連，此外，所有事物都是無常，因而衍生 12 因緣之說︒也因此，
和平是由自身開始，若自己都不能和平，如何影響到家人︑朋友︑同事，更遑論這個世界
其他的人了︒觀和也講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人們如何努力建立和平共處，但，現在看
來顯然未夠，我們渴望的和平，只能靠身語意傳達︒因此呼籲大家一起禮行三好，共建
和平社會︒
（文：黃觀和 / 圖：李月嫦）

阿姆斯特丹
大學 訪問
12 月 7 日，佛光人黃觀和幫忙接待來自阿
姆斯特丹大學的 14 人宗教班的學生團，隨
團有 Carolina Ivanescu 教授︒觀和運用 PPT

播放佛陀的故事，用荷語講述佛教如何傳
入中國︑漢傳佛教及佛光山推廣的人間佛教
等等，學生們於觀賞一筆字展之後，也參
與書法坊，學寫
「三好」
與
「四給」
，臨別之前，
半數以上的學生都取一份英文版的《人間佛
教佛陀本懷》，顯示有進一步學習的心︒

Carolina Ivanescu 教授與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學生

學生專注的學習中國書法

黃觀和分享人間佛教

學生專注的學習中國書法

出席會議的不同宗教代表

黃觀和介紹人間佛教

荷蘭龍泉大悲寺國際研討會
滿謙法師主講「佛光山人間佛教的國際化」
2016 年荷蘭龍泉大悲寺開光周年紀念慶典
從 12 月 11 日起揭開序幕，展開為期三天的

系列慶祝活動，主要包括：中國佛教協會會
長︑北京龍泉寺方丈學誠法師「漢傳佛教的
精神與實踐」講座︑佛學科學藝術系列講座︑
漢傳佛教建築藝術講座︑大悲之聲音樂會︑
皈依典禮︑祈禱世界和平法會及齋宴等︒三
日的活動，吸引來自歐洲多國護法信眾千人
共襄盛舉，同霑法益︒荷華寺監寺滿容法
師︑柏林佛光山監寺妙益法師︑荷蘭佛光協
會督導文俱武︑羅劉美珍︑邱玲珍︑會長李
月嫦︑副會長陳長雅︑潘海鷗伉儷及巴黎法
華禪寺功德主周月萍等也皆出席盛會︒
在今年周年慶典活動中，13 日下午的「漢
傳佛教在歐洲的傳播與發展暨龍泉大悲寺
發展前景國際研討會」，特別邀請到佛光山
海外都監院院長暨歐洲總住持滿謙法師 擔
任先發，主講「佛光山人間佛教的國際化」
，
傳授佛光山在歐洲的弘法經驗，並就未來
的發展方向分享洞見與思考︒
滿謙法師提及佛光山重視教育，所以佛光
山開山星雲大師早期辦佛學院培養人才，
並陸續送弟子至海外五大洲留學，造就有
來自 26 國的人才全球弘法︒佛光山五大洲
別分院秉持四大宗旨弘法利生︒星雲大師曾
說：國際化是佛教必然的趨勢，現代化是佛
教進步的關鍵，僧伽教育是佛教萬年的基
業，淨化人心是佛教向來的目標，滿謙法
師為眾解說佛光山的教育ㄧ脈相承，從幼兒
教育︑童子軍至佛光青年團，佛光山系統五
所大學，ㄧ應俱全︒也為眾介紹佛光山的國
際化，從五大洲的弘法至在歐洲的弘法史
等，同時就目前歐洲巴黎法華禪寺漢傳佛
教弘法ㄧㄧ闡述，更強調所有別分院都致
力落實三好四給，佛光山工作信條，以達五
和人生︒最後再以星雲大師法語 ~ 佛教的前
途在哪裡 ? 在我們的發心裡︑在我們的人才
裡︑在我們的團結裡 -- 勉勵大眾，以「同體
共生」的地球人自我期許，人人具備「橫遍
十方，豎窮三際」的國際宏觀，進而以「天
下一家」為出發點，使人人胸懷法界，成為
共生的地球人，要有
「佛教靠我，捨我其誰」
之精神力，僧信共同努力弘揚人間佛教︒
研討會也邀請到荷蘭格羅寧根大學亞洲
宗教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史芬妮博士講說
「人間佛教：One concept but many practices-Modern Buddhism from Mainland to Taiwan
︑澳大利亞悉尼般若寺住持般
and Europe」

若法師分享「漢傳佛教如何扎根在海外」︑
北京龍泉寺都監暨福建莆田廣化寺監院
賢立法師講說「傳統與現代的雙軌並進 -從兩座寺院（北京龍泉寺︑福建莆田廣化
寺）看當代佛教的發展趨勢」︑丹麥哥本哈
根 大 學 Esben Andreasen 講 說「Buddism in
︑德國漢堡大學孔子學院院長康
Denmark」

與學誠法師合照（位於中間的是學誠法師，右邊是滿謙法師）

易清博士講說「中國佛教對現代德國人宗
︑
教生活的調適：在 21 世紀的挑戰與機遇」
荷蘭禪川寺住持古道天慶禪師講說「The
，並與大眾分享 Videofuture of Buddhism」
-Rap on 「If you don't contemplate mind」,
令大眾耳目一新，原來佛法也可以「rap」
呈現！此外，前荷蘭佛教聯盟主席 Andre
Kalden︑荷蘭大悲禪社創始人智友禪師︑
荷蘭奈梅亨大學亞洲宗教學系 Prof.Paul
van der Verde ︑比利時安特衛普聖伊麗莎
白醫院精神科醫生，暢銷書作者 Prof.Edel
Maex︑中國佛教文化研究院副所長張琪等
也都ㄧㄧ與眾分享︑交流︒藉由十餘位專家
學者，從不同角度切入︑剖析，讓大家對
研討會的主題有更深入之了解，對於未來
發展之方向，也有更明確之目標︒
研討會並開放現場討論，在座踴躍提問，
主講人亦知無不言，樂於分享在此領域修
行︑鑽研多年之體會及研究觀察及心得︒
最後學誠法師也感謝所有主講人精彩的演
說，探討內容深入且豐富，對於「漢傳佛
教在歐洲的傳播與發展暨龍泉大悲寺發展
前景」有積極的參考意義︒且強調佛教從
山林佛教到人間佛教，其意義與重要性，
大家更要清楚了解︒而如何讓西方人士真
正了解漢傳佛教︖如何實踐漢傳佛教的理
念︖如何讓漢傳佛教在荷蘭︑在歐洲落地
生根︖更是未來不斷探討︑研究與實踐的
目標！企盼大家一起努力！在眾人法喜充滿
中，圓滿研討會︒
佛光山ㄧ行受到寺方熱情歡迎及接待，
滿謙法師並與學誠法師，大悲寺副住持賢
清法師︑賢立法師及研討會所有主講人等
進行交流，為未來人間佛教在歐洲的發展
建立更多好因好緣︒
人間社記者滿容）
（文：
人間社記者妙益 / 圖：

研討會成員合照

李月嫦會長和陳長雅副會長和 3 位督導
和法國信徒出席活動

滿謙法師講 - 佛光山人間佛教的國際化

2016 年年底的一場盛事

佛化婚禮

2016 年度彌陀法會

12 月 17 日 Bas Bergmans 和 Mirjam de Nes 選擇在荷華寺進行佛前盟誓成婚︒上午 10 時，
新人雙方的親友紛紛蒞臨，婚禮於 10:30 開始，由滿容和如耀法師帶領誦經祈福︒Bas 更
邀請友人從上海來做證婚人︒60 多位以前從未參加過佛化婚禮的西方賓客，都驚訝於現

場簡潔莊嚴的布置，感動於大師所撰寫的祈願文，不少人邊聽法師誦讀，邊流下明顯是
喜悅的淚水，欣慶一對新人能得到佛菩薩的福證︒
婚禮圓滿後，大眾移駕至觀音殿拍照，至 11:30 才紛紛離開，到附近的餐館享用午餐︒
Bas 與 Mirjam 感謝常住為他們作如此美好的安排︒常住贈予念珠給一對新人，又因為 2
人大部分時間居於 California，勉勵他們多親近彼邦的佛光山道場︒

滿容法師為新人祈願

12 月 18 日彌陀法會，滿容及如耀法師帶領
逾 60 荷︑中信徒全日 3 支香，虔誦《阿彌

陀陀經》︑念佛︑靜坐，中午過堂用餐禁語，
下午香念佛︑靜坐後拜願及恭讀〈向阿彌陀
佛祈願文〉︒滿容法師開示要與淨土法門阿
彌陀佛相應，正因修持戒念佛和助修六度
萬行 , 如三好︑四給等資糧︒我們如果對往
生理解不正確，甚至拒絕提前準備接受，
滿容法師引用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專任教授
慧開法師指出生命不要超過我們的賞味期 ,
他認為往生是活著就往生去了︒臨終處置包
括急救︑插管等以機器與管線維持生命跡
象，大幅地拖過人生的賞味期，變成生命的
延畢生，錯過可以瀟灑自然死的寶貴時機，
陷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困境︒所以要
及早培養及建立「十方三世」的宇宙觀與積
極︑正向︑健康的生死觀，深刻體會生命境
界無限開展與提升的可能，克服面對自我
色身老朽衰敗乃至死亡的恐懼︒大家要確
立個人生命的永續經營理念及來世生命的
規劃，例如發願往生佛國淨土︒對於色身要
及早準備，從容的迎接往生時辰，保留精
神與體力，以確保正念現前，才能與佛︑菩
薩相應邁向未來的旅程︒

虔誦《阿彌陀陀經》
滿容和如耀法師和新人合照

念佛︑靜坐

荷華寺的義工和新人合照

回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