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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兒童文化日
一年一度由荷蘭佛光協會和荷蘭佛光
青年團主辦的「中華兒童文化日」活動，
2 月 25 日假佛光山荷華寺舉行，此活動已
經邁入第六年︒一大清早，許多家庭都早
早的起床，帶著他們領養的子女來寺參加
盛事︒今年來參加的兒童，都是荷籍人士
領養的中國兒童，居住於荷蘭各省市︒最
遠的一個家庭來自 Limburg 南部，近德國
邊界，需要乘坐兩個多小時的火車才能來
寺︒另外 也有 來自 Arnhem，Rotterdam 和
Berverwijk 等省市︒
參加此次文化日的家庭一共有 22 個︒小
朋友們的年齡由 4 歲至 13 歲不等︒在這次
活動中，更見到許多青年人的身影︒青年
團的 16 位成員，由團長陳妮斯 , 副團長于
旻弘帶領 , 擔任此次活動服務︒其中有三
位 16，17 歲青年，是過去參加中華兒童文
化日的成員，現已加入 YAD 隊伍中，在活
動中擔任小老師︒小朋友們度過了一個快
樂且溫馨的一天︒
滿容法師為來賓致歡迎詞後青年團團
長陳妮斯講解一天活動︒游家麒帶領 ice
breaking, 接著于旻弘︑stephenie︑等帶領
小朋友們進行一天的各項活動︒當天的活
動項目十分的豐富，如有教授手工製作，
為了增加小朋友們的動手能力︒借用投影
(camera project) 邱玲珍督導親自教導小朋
友們用毛筆字寫書法
（三好）
和畫國畫
（竹子）
︒
這大大加深了小朋友們對中國文字以及文
化的認識，同時也讓小朋友們受到了藝術
的熏陶︒為要全班小朋友主意小老師還教
小朋友們念“阿彌陀佛”，小朋友們也學得非

滿容法師與小朋友以及家長，青年團大合照

邱玲珍督導親自教導小朋友們用毛筆字寫書法

佛光青年游家麒帶領 ice breaking 遊戲

教授手工製作小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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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門教授小朋友們學習中國功夫

常的好，那一聲聲稚嫩的“阿彌陀佛”瞬間感
動了在場所有的人︒
今年的活動中還增加了教授武術的環節，
並 請 Amsterdam 六合 門的陳 啟 亮，Hill 和
Shen 教授擔任教練，教小朋友們學習中國
功夫，強身健體︒
因為所有家長都是荷蘭人，在荷華寺近距
離的看到真人的功夫表演， 和看到孩子們
在短短時間學到了簡單的招式，家長和小朋
友們都一致歡喜和讚嘆︒亦給小朋友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其中活動舉行了讓小朋友們為各自的父母
奉茶，以此來表達小朋友們對父母的感恩，
感謝爸爸媽媽給予他們的幸福生活︒因為
父母們對孩子每天的生活以及大小事都關
懷備至︒因此讓小朋友們為父母奉茶還有深
刻的教育意義，告訴小朋友們要從小懂得
感恩，懂得孝敬父母︒在奉茶給他們的父母
時，小朋友們都雙手奉茶，以此表示對長輩
的尊敬，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所十分注重
的孝道︒雖然這些中國兒童被荷蘭家庭所領
養，但家長們愛護孩子希望他們小孩應該
多的了解中國文化︒
最後，來參加此次活動的所有家庭和寺院
義工們一起聚集在玉佛殿，由滿容法師帶
領小朋友獻燈祈福︒然後贈送小朋友們結緣
品，同時也贈送了今年由星雲大師寫的春聯
“名聲天曉”給各位家長︒在這之後，大家還
合影留念︒至此，今年中華兒童文化日的全
部節目及活動就此圓滿結束︒隨後，所有來
參加此次活動的父母及孩子們都法喜充滿，
帶著美好的心情離開了寺院︒還聲聲相約五
月廿日佛誕日見面 !
【文：李月嫦 / 圖：于旻弘 吳冬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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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歐洲佛光童軍服務員培訓
法華禪寺盛大舉行
「2017 年歐洲佛光童軍服務員培訓」，2 月
17 至 19 日在法華禪寺首次舉辦，共有來自
歐洲法國︑英國︑德國︑瑞典︑挪威︑葡萄
牙︑西班牙︑荷蘭︑瑞士近十個國家︑約 70
位學員，加上歐洲各國 26 位法師，共 100
人參加︒佛光童軍總部執行長李耀淳︑彰化
佛光童軍團總團長吳惠美︑彰化佛光童軍團
團長張譽繼︑台南佛光童軍團總團長施季琳
及小港佛光童軍團總團長陳麗文，也不遠
千里從台灣飛抵巴黎授課︔來自英國曼城的
世界佛教童軍秘書長 Troll Scout 也將專程
介紹歐洲各國組織及歐洲各國進程，可說
海會雲來集！
此次培訓希望藉由研習童軍︑幼童軍技能
及童軍︑幼童軍訓練方法，以提高佛光童軍
服務員素質與技巧，增進服務員帶團能力，
進一步瞭解童軍︑幼童軍活動內容，及儲備
佛光 ( 幼 ) 童軍團長，也希望協助國際佛光
會歐洲各協會成立佛光童軍團，透過團體
生活增進人際關係，培養三好美德︒
17 日上午開營典禮中，海外都監院院長
暨歐洲佛光山總住持滿謙法師致詞表示，
童軍培訓營經過千呼萬喚終於開辦！未來
將在歐洲各地成立童軍團，希望透過童軍
學習，培養孩子善根及品德︒佛教裡有所謂
「四小不可輕」，希望童軍透過日行三好四
給，達到五和的人生︒此次所有歐洲法師也
一同以謙虛的心來學習，法師們自嘲自己是
「老童軍」，但其實童軍就是赤子之心，如
佛陀過去曾經是龍行童子，文殊菩薩又稱
為文殊童子，希望未來大家以人間佛教為
理念，建設真善美的人間淨土︒
執行長李耀淳表示，20 年前佛光山開山
星雲大師希望為孩子做些事，因此成立童
軍團︒在場所有人中，應該屬他最老，但無
需擔心年齡，因為跟童軍在ㄧ起，會讓自己
更年輕，也更有體力︒童軍團在台灣已成立
17 年，一路走來，看到孩子的成長與改變，
雖然辛苦，卻甘之如飴，也更有動力繼續
往前！希望在大家努力投入童軍活動下，讓
大師的好苗子計畫能在歐洲生根發芽！
開營典禮圓滿，大眾也齊集在丹墀照團

體照，以最飽滿的精神︑最熱情的活力，為
千載盛會留下歷史鏡頭︒
接下來的課程緊湊而豐富，包括「童軍運
動的基本原則」
︑
「童軍團組織及行政」
︑
「世
界童軍歷史與宗旨」
︑
「活動進程與技能章」
︑
「介紹佛光童軍」︑
「敏捷與良好秩序」︑
「講
團集會設計」︑「急救」及「小隊︑徽章︑榮
譽制度」等，5 位講師精心準備有動有靜的
各項課程，讓大家對童軍有更全面的認識︒
而所示範的童軍禮節及各種手號等，也讓
學員現學現用，愈來愈具足服務員的架勢︒
各課程中穿插的「童軍歌曲」教唱，更讓學
員精神振奮，每一隊愈唱愈有默契︒
晚間的「幼童軍分站」教學，更是首日的高
潮，8 個小隊分站學習手工藝︑唱跳︑結繩
及演劇，有趣的課程讓 4 個分站充滿歡笑
聲，許多學員雖是半夜搭機趕來巴黎參加
培訓，但直到晚間仍然精神奕奕︒
接下來 2 天並陸續進行「歐洲各國組織介
紹」︑「講遊戲 ( 幼 / 童 )」︑「結繩」︑「如何
講故事」
︑
「歐洲各國進程介紹」
︑
「團集會 ( 幼
「
︑人間佛教教案設計」
「
︑室內營火」
「
︑團
童軍 )」
︑
「童軍探涉旅行」
︑
「旅行報告」
集會 ( 童軍 )」
等課程︒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結營典禮中，歐洲佛
光山副總住持覺容法師︑李耀淳執行長分
別致詞，表示希望歐洲童軍在這次活動之
後能萌芽︑茁壯成長，同時由法華禪寺監院
妙多法師一一頒發結業證書給學員︒在惜別
歌聲中，團長︑法師︑學員們以童軍左握手
禮相互勉勵︑相互道別，為首次歐洲童軍服
務員培训劃下圓滿句點，所有學員互相勉
勵︑彼此期許在不久的將來，於歐洲各國成
立佛光童軍團︒
【人間社記者 妙益 法國碧西市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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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歐洲佛光青年生活營
12 月 28 日清早，參加歐洲佛光青年生活
營的來自歐洲各地的青年們陸續抵達︒2016
歐洲佛光青年生活營于 12 月 28 日上午 11
時盛大開營，95 位來自歐洲 11 個國家 14 個

道場的佛光青年，齊聚在法國巴黎佛光山
法華禪寺觀音殿，共同出席開營典禮︒
本次的生活營課程豐富精彩，師資陣容
龐大，除了恭請佛光山海外都監院院長滿
謙法師授課，並有佛光山法華禪寺全體法
師，歐洲佛光山副總住持覺容法師，葡萄
牙佛 光山監寺妙衍法師，比利時佛光山監
寺妙諦法師，曼城佛光山監寺妙多法師，巴
黎佛光山妙繹法師及兩位來遠自臺灣前來
支援的佛光青年講師蔡立彥及林禾嬋︒
巴黎佛光青年團的醒獅隊以祥獅獻瑞為
2016 年歐洲佛光青年生活營拉開序幕︒法師
們在致辭時勸勉青年們要把握好因緣，認
真學習，將所學融入到生活，當一名真 正
的佛光青年︒營隊值星官 - 巴黎佛光青年團
團長鄭浩致歡迎詞，歡迎各國青年來到巴

佛光青年分享成長經驗

黎，希望大家能好好珍惜此因緣，有所提升︒
巴黎青年團還特準備了著名的巴 黎艾菲爾
鐵塔紀念模型，贈送給每一位營員︒
歐洲佛光山副總住持覺容法師致辭時提
到，生活營創辦 5 年以來，每一年的營隊都
各具特色，而此次最大的特色乃是各國營員
的年齡差距︒彼此都是互相的學習對象， 希
望營員們能不分年齡，互相提攜︑彼此成就︒
選擇參加歐洲佛光青年生活營是一個難得的
因緣，覺容法師希望透過活動來讓青年們認
識佛光青年的使命及願景，期 望大家都能
在這裡找到理想，成為有擔當的青年，以星
雲大師對“佛光青年”期許，承擔佛教靠我的
重任︒
開營典禮結束後，各國青年們與全體法
師在觀音殿前大合照留念，大家揮舞各國旗
幟，為歐洲青年生活營留下美好的記憶︒五
彩繽紛的國旗讓我們見證了法水長流五大洲
的成就，一張張莊嚴的笑容代表未來在歐洲
大陸傳遞幸福︑傳揚佛教的菩提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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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新年的第一天，在法華禪寺知忠法

師的組織下，佛光青年積極參與提案討
論，邀請資深青年分享學佛生活的點滴及
心得，以及進入佛光大家庭之因緣及成長
過程︒今年適逢佛光山開山五十週年，同
時是佛光青年團成立二十週年，期盼透過
相關系列活動，將人間佛教慈悲喜捨精神
及善美理念，以菩薩心︑青年力，散播歡
樂︑散播愛，遍灑全球每個角落︒
來自歐洲不同國家，畢業於各大研究所
的青年們分享了各自的專業教育背景，與
如何運用專業去弘法︒大家都來自於不同
領域的學科，有人擅長經濟與數學︔有人
精於設計與藝術︔有人致力於音樂與表演︔
而有的人潛心於政治與文學︒大家來到佛
光山分別院，有的負責主持人的工作︔有的
是翻譯與策劃︔有的佛光世紀的編輯︔有
的是佛光音樂會的演奏…如何才能擁有穩
健的台風︖如何具備設計傳播的能力︖…與
會者積極的參與提問，因為大家處於成長
的階段，所以希望多多開設專業特色的課
程的分享會，比如視頻同步的課程，網絡
小組，吸引校園學生參與多元化及全方位
學習領域，並於課程中融入三好︑四給精
神，藉此宣揚人間佛教的正向理念，充實
自我，讓學生在快樂中學習成長︒
身為佛光人，我提醒自己要牢記“三好四
給”的精神，也要希望資深的青年經常回到
佛堂，要多多分享自己的經驗與體會，伸
出雙手，盡一分力量，將佛法的能量，一
代代相傳下去！而 5 天的佛光青年生活營
也在此畫下圓滿句點︒
【于旻弘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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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除夕圍爐

名聲天曉慶元宵

神猴辭歲，金雞報春，在 2017 年新春之際，佛光山荷華寺首次
舉辦的除夕夜留學生圍爐活動，迎來了許許多多的年輕人︒為了增
進在荷留學生之間的交流，同時又能讓更多的年輕人可以有機會
接觸三寶，並瞭解佛法在人生中的重要性，荷華寺今年特別邀請
留學生們「回寺」過年︒通過舉辦這樣一個活動，讓這些遠離家鄉
不能與家人團聚的海外學子們圍坐在一起吃年夜飯，互相認識，
並建立友誼︒讓他們不僅能夠在歡聲笑語中一同歡度新春，同時
也能瞭解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並在他們的心識田裡灑下佛
法的種子︒
參加這次圍爐活動的留學生一共有 20 位，來自不同的大學和專
業︒他們當中除了中國留學生之外，不乏也有一些來自其他國家的
外國留學生︒對於這些外國學生來說，能夠在異鄉過個中國年是一
件十分新鮮的事，他們也都充滿了期待和歡喜︒晚飯前，滿容法師
致歡迎詞並為大家做了重要開示︒青年團的副團長于旻弘也發表了
講話︒
荷華寺特意準備了素火鍋，各種精美的素食食材擺滿了一桌︒為
了能夠讓留學生們吃上美味的年夜飯，義工們早早的就在廚房認
真地備菜和烹調，為這次活動默默地奉獻︒也有很多中國留學生
主動上陣為大家包餃子︒其中有兩位分別來自山東和洛陽的中國同
學，他們可謂是包餃子的能手︒切菜，和餡，調味，擀皮樣樣精通︒
在這過程中，大家相互介紹認識，說著自己的近況，說著自己未來
的打算，談論著時下熱門的話題，也不時開開玩笑︒每個人也都期
待著能在異國他鄉吃上過年餃子的那一刻︒在第一輪餃子出鍋後︒
剛拿出廚房的瞬間就被哄搶一空︒在場的所有人嘗了以後都讚不絕
口︒美味的年夜飯和融洽的氣氛使得來參加今年回爐的所有留學
生都充滿著笑容和喜悅，大家都說就像回到了家裡一樣︒
晚飯過後，青年團組織了遊戲，以此來進一步拉近大家的距離，
也將圍爐的氣氛推向了高潮︒遊戲過後，滿容法師為所有人贈送了
紀念品和星雲大師的書籍︒青年團的成員也帶領大家參觀了荷華
寺，並介紹了佛光山，也讓大家瞭解到星雲大師弘法的心願︒這也
是舉辦圍爐活動的目的和重要意義所在︒希望每一位來參加圍爐的
留學生在離開寺院時都能夠有所收穫，法喜充滿，並將快樂和喜
悅帶回家︒也希望他們借此機會能夠對人間佛教有所瞭解，同時也
能夠對佛教產生新的認識︒
接著在滿容法師和如耀法師的帶領下，義工和留學生們還參加
了新年第一天的新春法會︒對於很多第一次來寺院參加法會的人來
說，這是人生中一次特別的經歷︒相信這也為他們在心裡種下了一
粒成佛的種子︒在未來，這粒種子一定能夠開花結果︒
【吳冬晨 報導】

以“聞雞起舞迎新春，聲名天曉慶元宵”為主題的荷華寺元宵活
動在今日如期舉辦︒此次元宵活動可謂看點不斷，不僅有著裝華麗
的舞蹈表演和來自寺院信眾的歌曲獨唱，還有古典樂器合奏，以
及武術表演︒最後還有“神秘人物“壓軸出場︒
下午兩點，滿容法師為來賓致歡迎詞︒隨後，兩位身著古典漢
服，來自佛光青年於旻弘和 Christy 作為本次元宵活動的主持向大
家致活動開場詞︒一段來自華人聯誼會舞蹈組的歌舞“好日子”拉
開了本次元宵活動的序幕︒歡快的舞步傳遞著新年美好的希望，
預示著新年裡連連不斷的好日子︒緊接著，吳氏夫婦的一組楊氏
二十四式太極拳和五郎八卦棍博得了觀眾們熱烈的掌聲︒在場的許
多外國觀眾也連連叫好︒來自荷華寺的佛光舞蹈組也為在場觀眾們
表演了一支舞蹈“好運來”︒今年的元宵活動還有一組中西合璧的古
典樂器演奏，同時荷蘭人光受先生還用二胡演奏了英國民謠︒此次
還有很多來自荷華寺信徒的歌曲獨唱，例如吳聲發先生的“十修歌”
和“恭喜發財”就非常受歡迎︒歌手與觀眾的互動也讓現場瞬間熱鬧
起來︒隨後，佛光舞蹈組和華人聯誼會舞蹈組又分別為觀眾們表演
了幾段歌舞︒其中來自佛光舞蹈組的歌舞“有佛法就有辦法”深受觀
眾們的喜愛︒現場時不時的能聽到觀眾們跟著一起唱起來︒
節目尾聲，本次元宵活動迎來了壓軸好戲︒大家所期待的神秘人
物終於登場︒只見現場一位財神爺帶著元寶走向大家，向大家發送
本次元宵的禮物︒所有觀眾都跑上前去圍著財神爺領取紅包︒最後，
在大家的歡聲笑語中，本次元宵圓滿落幕︒
【慈悟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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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義工日

將溫暖和微笑送進護理院
每年的 3 月 11 日是荷蘭全國性的義工日， 傳遞了“三好”的口號︒緊接著，長者觀賞
在這一天，荷蘭全國有 9500 多個義工團體 短片“佛陀的故事”，並由護理院的工作人員
參與各類義工活動，爲社會和他人服務， Wijngaart 女士用荷文爲大家做旁白︒
與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活動新增了古筝
荷蘭佛光協會也是其中之一︒在這一天，也
特別前往阿姆斯特丹 De Bogt-Westbeer 護理 演奏和功夫表演，並邀請了花月華人舞蹈
院擔任義工，爲居住在那裏的老年人表演節 組前來助陣︒在本次節目中，荷華舞蹈組爲
目︒此護理院是由當地市政府資助建設，目 大家帶來歌舞表演“好運來”和“有佛法就有
前收容了 180 位年老體弱者，而今天就有 辦法”，博得了觀衆們的陣陣掌聲︒花月華
80 多位長者參加了佛光人舉辦的活動︒
人舞蹈組也表演了舞蹈“好日子”，“琴台古韻”
荷蘭佛光協會秉承人間佛教的精神，今 以及“高山上的流水”︒她們華麗的舞蹈服飾
年已是第二年主動前往護理院擔任義工， 和優美的舞姿贏得了在場觀衆們的贊歎︒
爲年老體弱者送上歡樂︒此次活動由荷蘭 老人們都不斷地鼓掌喝彩，有些還在場下
佛光協會會長李月嫦，副會長文劉惠芬，理 跟著一塊翩翩起舞︒此次擔任古筝獨奏的
事侯愛嬌，文春生等人組織籌劃， 20 位會 是一位年僅 16 歲的小姑娘奚子媛，她為長
員參加服務及表演等工作︒下午時分，滿容 者演奏了四首名曲“春到拉薩”
，
“康定情歌”
，
“春苗”
法師及李月嫦會長帶領佛光協會的義工們 和“浏陽河”︒古筝悠揚的琴聲打動了所有的
抵達護理院，並受到了該護理院活動組負 人︒今年活動中的功夫表演也是備受矚目，
責人 Toni Waelpoel 女士的熱情接待︒隨後， 由一對吳姓夫婦帶來的太極拳和刀術表演
義工們開始布置舞台及活動會場，並爲老人 獲得了在場觀衆的一致好評︒許多長者也
們送上茶水和點心︒
都是頭一回在現場觀看功夫武打︒
下午兩點，活動正式開︒首先由李月嫦會
活動最後，滿容法師向護理院的圖書館
《獻
長爲所有嘉賓致開場詞，並向大家介紹了 贈送了星雲大師所寫的書 --- 中英文版的
台灣佛光山，星雲大師和人間佛教的理念， 給旅行者的 365 日》︒還向護理院的義工，
同時還爲大家介紹了荷華寺以及參加此次 負責人，以及來參加此次活動的老人們發
義工日活動的全體佛光人︒最後並向大家 送了結緣品︒
【文 / 圖：吳冬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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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問答比賽

慶祝佛陀成道日法會
慶祝佛陀成道日法會，下午佛學問答比
賽有 4 組 24 人參加，由邱玲珍和黃觀和主
持，分廣東話︑國語及英語問題，最後英
語組由第 3 組組長李玉鳳 ( 組員 Amparo，
Swen) 勝出，鄭漢萍，陳瑞金等則得到最高
分數，得到冠軍︒羅督導負責記錄分數，兼
做裁判，幫忙看哪一組最快舉手搶答問題︒
問答比賽超過 1 個小時，過程緊張刺激，
座上觀眾更做啦啦隊幫 4 組參賽者打氣︒
冠軍組收到一個獎盃，每一個人得到一個
獎牌，由滿容法師代表常住頒獎︒每一個
結緣品有名聲天曉紅包組，及大師的菜根
譚英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