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1 月 • 第 180 期

2018 年 1 月 • 第 180 期

2018「忠義傳家」的意義
世間最可貴的情操是忠義，對上︑對下都要忠義︒忠於感情︑忠於責任︑忠
於友誼︑忠於領導︔人我有情義，天地有正義，社會有仁義，宇宙有撫育
的恩義︒我們要明白忠義︑感謝忠義，實踐忠義，以忠義為傳家之寶︒
—星雲大師
A Family Legacy of Loyalty and Honor
2018 Greetings from Ven. Master Hsing Yun
Loyalty and honor are most important in life. We must remain loyal
and righteous towards people. We must stay loyal in our relationships,
responsibilities, friendships, and towards our leaders. We must show sensibility
towards human relationships, remain righteous towards the world, have
benevolence for society, and sense our connection with the whole universe. It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 be grateful for, realize, and keep as family legacy the
spirits of loyalty and honor.
Een familie-erfenis van trouw en eer.
Nieuwjaarsgroet van Eerwaarde Meester Hsing Yun.
Trouw en eer zijn de belangrijkste waarden in het leven. Wees loyaal en oprecht
jegens allen. Trouw aan je gevoelens, verantwoordelijkheden, vriendschappen
en je meerderen: wees vriendelijk en begripsvol in relaties met andere mensen.
In de wereld streven we naar oprechtheid, brengen we barmhartigheid in de
samenleving en we voelen ons verbonden met het gehele universum. Het is
noodzakelijk om de geest van trouw en eer met dankbaarbaarheid te begrijpen
en in de praktijk toe te passen. Beschouw trouw en eer als een kostbaarheid die
van generatie op generatie is doorgegeven.

荷華寺贈《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
予萊頓大學典藏
荷華寺 10 月 20 日代表佛光山贈送《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予
萊頓大學典藏，同時假萊頓大學亞洲圖書館中舉行贈書儀式，由
佛光山海外巡監院滿謙院長代表捐贈，亞洲圖書館副館長 Marco
de Niet 代 表 受 贈︒包 括圖書管 理員 Marije Plomp 博士︑Dr.Henk
Blezer 教授 ︑荷華寺滿容及妙益法師︑荷蘭佛光協會李月嫦會長︑
溫戊生督導︑邱玲珍督導及佛光青年等十餘位佛光人共同出席，見
證此歡欣及歷史性的一刻︒

萊頓大學建立於 1575 年，是荷蘭最古老的大學，享有極高的國際
聲譽，執許多研究領域之牛耳，亦是歐洲漢學研究的重鎮，是全
荷蘭收藏漢學資源最大︑最豐富的單位，亞洲圖書館則是歐洲地
區最大的圖書館之一，漢學研究起步早，深具影響力！ Marije 首先
歡迎大家的到來，同時特別感謝滿謙法師甫結束新馬的行程回到
巴黎，馬上再從巴黎赴萊頓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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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於九月甫舉行開幕儀式，其不僅是「歐洲最大的中文圖書館」，
所收藏的中國︑日本及東南亞等地的圖書相關資料亦非常可觀︒
而《圖典》既充實館藏，也為眾多的學者及學子們提供更多與世
界連結之管道︒為感謝佛光山慨然相贈，Marco 也回贈《Voyage of
Discovery—Exploring the Collection of the Asian Library at Leiden
University( 探索之旅 - 探索萊頓大學亞洲圖書館藏品 )》予荷華寺
珍藏︒ 此外，Marije 為歡迎佛光山一行的到來，特別準備與其研
究專業及與佛教相關的主題 ~「一覽印尼爪哇島 Mendut 寺院」，向
大家介紹︒其表示 Mendut 是一座較少人參訪的寺院，主因是更大
和更知名的 Borobudur( 當今世界上最大的佛寺 )，距離其只有幾公
里︒惟 Mendut 內之建築設計相當特別︔寺內浮雕也相當細緻，並
蘊含一個個有趣又有深意之故事︒在介紹之後，其更將館藏珍貴
的 Mendut 及 Borobudur 相關史料及圖像，讓大家一飽眼福︒續而
並帶領大家飽覽亞洲圖書館內充實豐厚的各式藏書以及讓人嘆為
觀止的借書系統等︒而誠如 Marije 一再強調亞洲圖書館會成為《世
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最合適的「家」, 館方也誠意十足，允諾會
將《圖典》擺設在館內剛裝修好最顯眼的位置，而其它近五百萬的
藏書 , 因空間有限，多數擺設在地下長達 130 公里的倉庫中！臨行
依依，但 Marco 及 Marije 不約而同說道：「今日贈送《圖典》只是
雙方合作的一個起點，企盼未來能繼續攜手合作，有更多交流！」

滿謙院長續而致詞表示：萊頓大學素來享有盛名，很榮幸能代表
佛光山致贈《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予萊頓大學亞洲圖書館典
藏︒院長更強調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致力於教育和文化事業，《圖
典》便是大師願景之落實，希冀透過《圖典》，讓全世界的人能夠
見識到佛教藝術及文化之美︒《圖典》乃由大師所發起︑總編修，
指導，從 2001 年佛光山教團著手編輯，2013 年完成出版，前後歷

文：人間社記者妙益荷蘭萊頓報導 圖：人間社記者吳冬晨

時十二年完成︔而大師深具國際觀，英文版
始於 2007 年，也於 2016 年完成︒《世界佛
教美術圖說大辭典》是世界佛教美術圖像
及內容首次大結集，自出版以來，已贈書至
加拿大︑美國︑法國︑英國︑澳洲︑紐西蘭︑
香港及台灣等知名大學︔而大英圖書館︑法
國國家圖書館及臺北故宮博物院也都收錄
了《圖典》︒希望藉贈送《圖典》，帶給荷蘭
及國際教授︑學者︑學生在學術研究及自我
心靈充實等方面極大的助益︒也相信與萊
頓大學的圖書館的合作，能夠進一步推廣
佛教的藝術和文化及促進相關學術研究︒
副館長 Marco de Niet 致謝辭時說道：自己
上個月才來到亞洲圖書館服務，而今日的
贈書儀式是上任以來，第一次代表館方出
席活動，感到非常歡喜，更謝謝佛光山對
於《圖典》付出的心力︒萊頓 大學 將 2017
年 訂為「亞洲年 Asia Year」，亞洲圖書館

佛光山法師荷蘭阿大講說
人間佛教出席率居學期之冠
經阿姆斯特丹大學人文學系講師 Paramita Paul 居中聯繫，荷華
寺監寺妙益法師 14 日應邀前往該校為其人文學系特設的 [Who's
in town] 系 列 講 座， 以 英 文 講 說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Buddhism]︒該系所主任 Dr. Mariëtte Willemsen 表示這
是人文系所第一次邀請佛教法師前來授課，之前校方在網頁公告
時，師生都表示相當期待，故 14 日特別安排在比一般教室大三倍
的 [ 共同教室 ] 舉行︒不僅主任 Dr. Mariëtte Willemse 及七位教授
全程聆聽，出席學生達 60 餘人，校方說這應該是本學期出席率最
高的一堂課︒

都做些什麼 ? 接著也再問大家對佛教的第一印象為何 ? 等等一連
串的問題，而當同學提起疑情後，緊接著扣緊問題，有系列地介
紹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 佛光山教團 . 人間佛教以及佛光山全球道
場及國際佛光會弘揚人間佛教的成果及所發揮的功能等︒從中深
入剖析人間佛教如何與時俱進，又能回歸佛陀本懷，讓五大洲信
眾 . 會員及與佛光山有緣之人，都能在生活中行佛而得幸福與安樂︒
更搭配以精彩影片及 ppt，讓大家對於所說，都有具體的意像，師
生們咸表示相當震撼，沒想到佛教可以是這樣 !

妙益法師先幽默表示 : 當大家看到佛教法師站在大學的講堂，心
中一定充滿疑問 -- 你是誰 ? 你從何處來 ? 為何來到荷蘭 ? 來這裡

可以說是百分百的吸收︒妙益法師也針對學生踴躍的提問，知無不

2 小時的課程中，穿插 Q & A, 學生們對於所問，悉數對答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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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的時段，竟然大家都精神奕奕︒是以校方
也表示很希望日後仍有再次合作機會︒
阿姆斯 特丹大學，成 立 於 1632 年，是 歷
史悠久的著名世界百強學府，也是歐洲最
大的綜 合 性 大學 之一，擁有眾多國際學
生交流項目和優良的國際聲譽︒它同時是
Universitas 21 大學聯盟︑歐洲大學協會︑歐
洲研究型大學聯盟與歐洲首都大學聯盟成
員之一︒阿姆斯特丹大學有高質量的研究
生和世界前沿的研究培訓，同時本科教育
也是世界最最優秀的之一︒它產生過 6 名諾
貝爾獎得主︒在最新一期 QS 世界大學排名
（2015-2016）排名中，阿姆斯特丹大學榮獲
了 11 項荷蘭大學學術領域最高名次︒
後記 :
此次居中聯繫的講師 Paramita 之 76 歲的母
親，因為對佛教也有興趣，特別也在大風
雪中，花了一小時前來旁聽︒聽後，老人家
盡地回答，上下互動熱烈︒包括 : 佛教是偏向於個人主義，還是偏向大眾 ? 為何在 [ 佛教 ] 問 : 可否有一個請求—是否能有幸擁有一本
之前，要冠上 [ 人間 ] 這樣的詞 ? 西方人強調個人主義，如何在共修活動中不違背此性格 « 人間佛教佛陀本懷 »，因為真的很想更深
而能融合 ? 如何在生活落實人間佛教 ... 問答熱烈，欲罷不能，但多達三 . 四十個問題，即 入了解人間佛教，希望在自己這樣的年齡，
便一再延長時間，實難一一作答，最後妙益法師以荷華寺及荷蘭佛光協會年度活動報告 還能夠有另一番的體悟及成長，並害羞地
作結，誠邀大家若想更進一步了解，歡迎到荷華寺一探究竟︒
說長這麼老，從沒跟人要過東西，但這一
次是真的好想好想閱讀這本書，所以就厚
講座結束後，仍有一大群學生圍繞法師身旁，更有因與既定課程衝突，雖無法參加講 著臉皮提出了 ! 妙益法師也邀請他們母女
座，還是在下課立即趕到現場者，繼續請法師為其心中疑問釋疑，妙益法師也以新春墨 這週日來參加荷華寺義工大會及荷蘭協會
寶 [ 忠義傳家 ]. 象徵荷華寺的蓮花吊飾以及每人自己抽取 [ 人生卜事 ] 卡一張與大家結緣， 會員大會，二人欣然應允︒
並且也致贈英文版 « 人間佛教佛陀本懷 » 及 « 獻給旅行者 365 日 » 予主任及教授們，師生
們都表示一定會至荷華訪︒
文 : 人間社記者心盟
圖 : 人間社記者 Paramita Paul
校方感謝藉由法師帶來這麼特別的一堂課，給予學生不同的思維及正面的價值觀︒對於今
日學生的表現，也給予高度評價 : 表示問題深入 , 大家興緻高昂，而在下午這最容易打瞌

荷蘭佛光協會 淨財贊助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相信所有兒童都有生存︑發展和實現
潛能的權利，也透過各方面的工作，致力促進每一名兒童的權利
和福祉︒荷蘭佛光協會為響應此善行，16 日也捐贈善款於 UNICEF
荷蘭分部，由荷蘭佛光協會李月嫦會長︑荷華寺滿容及妙益法師代
表致贈，財務經理 Angelique Schut. 特別前來荷華寺代表接受︒
Schut. 女士特別感謝佛光會的積極響應，而因其是第一次來到荷
華寺，看到莊嚴的殿堂 . 熱忱的義工以及多元的活動，讓她好奇心

大發，主動表示可否參加導覽︒在青年吳冬晨一個多小時的詳加
解說，再加上與滿容 . 妙益法師的交流，其開心表示 : 要把荷華寺
2018 年的行事曆好好收藏，因為現在知道這個好地方，下次定要
帶領更多 UNICEF 的同事一同前來︒
從去年起荷蘭佛光協會便開始對於 UNICEF 的贊助，此乃緣起於
荷華寺位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絕佳地理位置，每天有來自世界
各地，平均千名的遊客來訪︒遊客們來到寺裡，隨喜捐贈各國的貨
幣，累積下來相當可觀︒為讓各界捐贈的淨財，能夠得到最佳的運
用 ，是以特別積極與 UNICEF 聯繫，並得到對方迅速的回覆而成
就此樁善行及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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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佛光協會 2017 年度會員大會
新舊交替 信仰傳承
國際佛光會荷蘭協會 17 日假荷華寺玉佛殿
召開年度會員大會︒會議由會長李月嫦主持，
並禮請輔導法師妙益法師，滿容法師，以
及督導羅劉美珍，邱玲珍和溫戊生同席指
導︒雖然下大雪，各處冰天凍地，使得大眾
交通有所不便，但仍有 80 位會員排除萬難
前來︒大家一同回望一年的成果，並積極地
以「人間佛教」為共識，攜手明天︒
在唱誦「三寶頌」及宣讀「佛光會員信條」後，
李月嫦會長致辭感謝全體會員一年來的付
出與貢獻，大家通過集體創作，取得豐碩
成果︒隨後除報告財務收支，還播放了 2017
年工作報告，回顧在這一年中所舉辦的各
類活動，充分展現佛光人走入社會，深入人
群，秉承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實施本土化的佛教弘傳︒更體現了全體佛光人的凝聚力和奉獻精神︒
大會中並討論了多項重要議案，包括：推廣《星雲大師全集》案 ; 積極落實“佛教本土化”; 加強“信仰傳承”; 廣納十方人才成立本會“人才庫”
以及積極推動 2018 佛光山荷華寺及荷蘭佛光協會年度活動案等︒並由李月嫦會長和輔導妙益法師分別做具體說明︒
緊接著重頭戲登場，屆逢理事會改選，妙益法師先為所有會員解說選舉流程及注意事項，並簡介十七位提名理事︒最後經由每一位會
員以公正，公平，公開的民主選舉方式，選出了新一屆十三理事︒其中七成是優秀的青年，順利完成新舊交替︒接著在理事推舉之下，
李月嫦高票連任會長一職，繼續帶領荷蘭協會輔佐法師們深入當地，弘揚人間佛教︒
大會中，還特別頒發顧問聘書予長期幫助法師及會員諮詢及處理居留等事宜 Albertus Gerardus de Vos 先生︒最後，妙益法師勉勵會員 :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告訴我們要對人間佛教︑重視青年及信仰傳承等有共識 ; 對於佛教門戶及思想等要開放，喜見所有會員，既有 " 共
識 ", 又能 " 開放 ", 所以才能讓新任理事會注入新生代的活力，未來任重而道遠，請大家繼續以實際行動，支持新任理事們，大家共為
弘揚人間佛教而努力︒
圖與文 : 人間社記者吳冬晨

荷華寺義工大會溫馨滿懷

義工可以在寺廟裡用齋嗎︖能動用常住的物資嗎︖若不小心損壞物
品，義工需要賠償嗎︖ 等一一釋疑，導正許多義工認為在寺用齋
是損福報︔損壞物品是以一賠十之錯誤認知，並勉勵義工在遇到挫
折︑困難時，要想到：人，有對不起我，但佛菩薩沒有對不起我，
荷華寺為感謝平日不畏寒暑︑不懼辛勞，協助各項弘法利生事業義
因果也不會對不起我，凡事要能看得開︑不計較比較，菩薩道雖
工們的付出，特別於 17 日舉辦年度義工大會，除表達常住對於義
「難行」
，卻是
「能行」
！滿容法師也以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所說的 [ 四
工菩薩的由衷感謝，也讓平日謹守工作崗位的義工們，難得無事一
等義工 ] 與眾分享，並期許人人做第一等的義工︒
身輕，於歲暮之際，溫馨聯誼︒
常住精心準備《佛光祈願文》套書︑觀音吊飾及巧克力等結緣品送
給平日協助文化弘揚︑行政企劃︑文宣美編︑知賓接待︑弘法佈教︑
殿堂法務︑典座行堂等七十餘名義工，其中年度發心時數達 800 小
時的溫戊生︑李月嫦︑何可人等八大菩薩以及全家都來做義工的
「佛
光家庭」—游國泰及廖桂賢︑章興財及李玉鳳賢伉儷等更是得到加

活動在「獻燈祈福法會」莊嚴的唱誦聲中揭開序幕，滿容及妙益法
師帶領大家齊誦《藥師咒》及《為義工祈願文》等，同時也依序在
佛前獻上一盞盞的心燈，為新的一年共同祈福，希望大家都能「忠
義傳家」，開展無限未來︒妙益法師代表常住感謝大家心甘情願︑
無怨無悔歡喜的付出，也說明「義工菩薩」的涵義及珍貴，並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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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大禮與全體義工的大聲喊讚及如雷掌聲︒ 此外，為讓每日要迎
接上千來自世界各地訪客而汲汲於送往迎來，未能絲毫鬆懈的義
工菩薩們能難得輕鬆一下，由荷蘭青年團團長 Sissi 與青年精心設
計帶領三組團體互動遊戲，法師和義工們玩成一片，每一個人都
樂在其中，臉上掛滿了歡笑︒大家玩得是臉紅冒汗，直說 : 年輕了
十歲 ! 透過遊戲，也進一步拉近義工們彼此之間的距離，使得大
家更具有凝聚力，心心相繫︒
荷蘭佛光協會李月嫦會長︑發心擔任義工近二十年的廖桂賢師姐︑
因失去另一半來寺擔任義工而走出陰霾的陳水英師姐及這一年才
踏入荷華寺，卻無役不與的青年吳冬晨，皆以感性語調道出擔任
義工開創自己燦爛人生之法喜感動，不僅期許能夠更發心貢獻己
力，更登高大呼大家都來擔任義工！荷籍義工 Amparo 大受感動，
也做不請之友，勇敢分享過去自己常帶給他人麻煩，卻因法師及師
兄姐的包容，使其能面對自己之不足，願意去改的心路歷程…說著
說著激動地抱頭痛哭，義工菩薩們即刻報以熱烈掌聲，給予最大
的支持︒

最後，全體義工在高唱 [ 四給歌 ]︑ [ 我的家鄉在佛光山 ] 及 [ 四海
都有佛光人 ] 嘹亮歌聲中，為義工大會劃下圓滿又溫馨的句點，義
工菩薩們誓願以三好四給精神，將人間佛教散播至荷蘭各處︒在妙
益法師喊「請」，大家雙手合十虔誠誦念《佛光四句偈》後，集各
家之大成的酥酡妙味及奇巧點心都羅列在五觀堂，供養義工菩薩
們︒義工們感謝常住的用心款待，頻頻讚嘆 : 在佛光山做義工真幸
福，不僅是做得歡喜，平日大家朝思暮想，卻難以一親芳澤的特別
的食物，也都因為廣結十方緣，在佛光山才有福報品嚐到︒即使外
面天寒地凍，大家興致絲毫不減，人人樂不思蜀︒除了動態活動，
今年更特別推出靜態的「義工剪影展」，希望藉由此，讓每一位義
工都能細細回味共同擔任義工的歡樂時光，同時可直接將自己法
喜充滿的照片帶回家與家人分享，義工再次盛讚常住的貼心周到，
下一目標便是偕家人共同來寺做義工︒
文 : 人間社記者妙益 圖 : 人間社記者吳冬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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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佛光會理事會議新馬舉行
探討推動人間佛教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 2017 年理事會議 10 月 5 日在馬來西亞佛光山
新馬寺隆重開幕，來自歐洲︑亞洲︑大洋洲︑美洲及非洲等世界五
大洲近 1500 位佛光幹部海會雲來集，推動︑落實人間佛教展開四
天的討論與交流︒

「我希望佛光人能夠以身作則，從自己內心培養和諧，再開展到家
庭︑社會，最後達到全世界的和諧︒」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榮譽總
會長星雲大師，透過視頻向在場佛光人開示，讓出席者感動又驚
喜︒大師表示，佛光人遍布全世界，彼此都有語言︑文化上的不同︔
而佛教的三大傳承，又發展出各個宗派，為此，大家要達到共識，
佛光人更要學會開放，打開心房，廣納全世界，乃至全宇宙︒

開幕典禮在新馬寺大雄寶殿舉行，在全世界五大洲的旗幟飄揚
中，國際佛光會會歌響起，四海佛光人齊聚一堂︒此次理事會議，
由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印尼︑汶萊等 5 國佛光協會聯合承辦，
可說別具意義︒

大師說，人間佛教的修行，就是要有開放的胸懷，即使擁有大樓
房，也不及一顆寬大的心，唯有開放，佛光才會普照︔心量有多大，
視野就有多大︒透過此次世界理事會議，凝聚全世界佛光人的力
量，達成共識，彼此敞開心懷：
「只要打開心，全宇宙的財富寶藏，
無一不能進到我們的心房來︒」

總會長心保和尚歡迎全世界的佛光代表，不辭千里來到新馬寺出
席世界理事會議，證明大家對國際佛光會︑對人間佛教的信仰堅
定︒他在場叮嚀，佛光人在修行的過程中，應重視自利利他的精神，
從改變自己開始，慢慢影響家庭，再影響身邊朋友，讓大家都能 開幕典禮各國嘉賓雲集，有馬來西亞內政部第一副部長拿督諾嘉
感受佛陀的智慧與慈悲︒
茲蘭（Datuk Nur Jazlan）遣派代表出席致詞，以及巴西副市長奧米
爾‧赫迪理基‧何薩，對理事會議獻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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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高等教育把脈
世界大學校長論壇登場
「把這所大學貢獻給宇宙的精神」，是前台
灣大學校長傅斯年的名言︒星雲大師說：
「把
大學留給社會，把智慧留給人間︒」面對少
子化︑經費不足等高等教育的當代逆流，大
學掌舵者該如何因應︖如何承擔起淑世的
社會責任︖
由佛光山系統大學主辦的第二屆大學校長
論壇，11 月 3 日在佛光山登場，日本︑韓國︑
香港︑德國︑荷蘭︑比利時︑匈牙利︑英國︑
美國︑菲律賓︑澳洲︑大陸︑台灣︑越南︑泰
國︑印度等 16 個國家地區︑40 餘所知名大
學的校長代表齊聚雲居樓，為全球高等教
育把脈，就如何讓佛教教育跨越時空，化
解當代高等教育危機，共商大計︒
佛教教育

化解大學危機

長期重視教育的佛光山系統大學創辦人星
雲大師，親臨會場感謝所有與會人士，共同
為佛教與教育貢獻智慧和心力︒並致贈「佛」
一筆字給國立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木村清
孝︑柏克萊加利福尼亞大學名譽教授路易
斯 ˙ 蘭卡斯特及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院
長賴永海，
3 人都是和大師交情逾 30 年的
「老
朋友」︒
在開幕式上，佛光山寺 住 持心 保 和尚表
示，教育和修行都是神聖的事，教育是改
變個人行為︑提升個人修為︑促進社會和諧
的最好方法，期望這場國際性論壇能促成
世界進步，為佛教教育寫下歷史新頁︒
木村清孝呼應心保和尚的論點，認為當前
全球局勢混亂，世人對關注心靈淨化的佛
教渴求日深，大學校長論壇的舉辦，可為

建構佛教教育優質平台提出有效方案︒而佛
光山一連 2 年舉辦大學校長論壇，關懷社
會的熱誠值得敬仰︒

深遠，參與的國家地區，也由首屆的 11 國
成長到此次的 16 國︒
楊朝祥表示，從佛光大學創校初始，星雲
大師就有意邀請世界大學校長舉辦佛教教
育論壇，於今終於落實︔希望論壇能成為精
緻的永續性組織，每年 11 月邀集志同道合
的國際學者討論交流，共創佛教教育未來︒

蘭卡斯特表示，拜網路普及之賜，「禪修」
在歐美已成顯學，也暗藏「世俗化」危機︔
佛教學者的責任，是努力讓禪修等修行回
歸佛法本質︒他強調，論壇首重聆聽與溝
通，集思廣益，尋找讓佛教教育跨越時空︑
淨化人心的方法︒
為表達對學者傾力支持論壇的感謝，心保
和尚頒贈佛光山系統大學榮譽顧問證書給
建立關係 促成攜手合作
蘭卡斯特︑木村清孝︑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
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所長張風雷，3 人分別代
「大學校長論壇和大拜拜式的會議不同， 表歐美︑東亞與大陸的佛教傑出學者，恰好
以互相認識︑建立關係為優先，並不急著看 組成佛教教育完整世界版圖︒
成果︒
」
佛光山系統大學總校長楊朝祥指出，
除了議題討論，論壇更重視茶敘︑參訪時 人間社記者 徐明珠︑蕭惠珠 大樹報導
間的彼此交流，促成校際攜手合作︒因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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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佛光山 二百多位信眾參加總本山水陸法會

編者按：歐洲佛光山二百多位信眾於日前參加總本山二期的水陸法會，歐洲信眾所展現的威儀及”歐盟”團隊精神等，在在受到佛光山開
山星雲大師︑長老法師等一再肯定︒大師更是特別為參加的海外信眾接心開示，參加者無不深受感動，法喜充滿，並紛紛將心得寫下︒
荷華寺亦有多位信眾參與盛會，在此特將星雲大師所說《佛法真義——水陸法會》一文及師姐們所寫心得與眾分享︒

佛法真義—水陸法會

者︑隨從︑車夫︑馬夫，都要另外接待，都有他們的位置︒接待了
以後，還要按照一般請客的待遇，三請四約，邀其上座，給予種種
的讚美，以及供養香︑花︑燈︑果等酥酡妙供，讓他們歡喜，還要
說明邀請大家參與法會的緣由，最後還要有程儀，送他們回程︒

• 星雲大師

佛教裡有「法會」這項活動，從「法會」這個名詞來看，很有意義︔
表示這一個集會，是以法來聚會，是以真理來相會的︒就如念佛
法會︑禪修法會︑慶祝佛誕法會︑慶祝落成法會等︔既然稱為法會，
就必須要說法︑要傳道，才算是法會︒可惜現在的佛教，大多數已
不稱法會了，而是稱為「齋會」︔大家只是為了來趕齋，只為了來吃
上一頓齋飯，反而把法會變成是吃飯的齋會，這便失去了法會的
真義，實在是可惜啊！

所以，能把水陸儀軌真正研究會了，你這個寺院團體，對於請客的
程式︑禮儀︑準備的內容，就可以合法合理︒如果連平常的請客，
都沒有禮貌︑不合禮法，你說今天要請上堂（佛菩薩）︑請下堂（六
道眾生）
，你招呼得了那麼多人嗎︖儒家說「祭神如神在」，既然是
邀請虛空之眾，大自然界裡什麼都有，你也要能夠有大行︑大願，
有大的能量才行︒

在佛教的種種法會當中，最隆重的無遮大會，就是不限定對象︑
一切平等的水陸法會︔凡是陸地眾生︑海洋水族眾生，都歡迎來參
加︒
過去沒有提到空中的眾生，現在增加了，應該改稱
「水陸空」
法會︒
其實，過去的法會，也有普施法界中所有一切眾生︑冥陽兩利的無
遮大會︒
水陸法會的緣起，可說是從梁武帝的時候開始，他與寶誌禪師綜
合梁皇懺等儀軌而成，首於金山舉辦水陸法會，廣度有情，生亡
兩利，就一代一代傳承下來︒凡是舉辦水陸法會的道場，都要衡
量自己的力量，依水陸壇場的規矩，要有七個壇口，還要有百位僧
眾，這才合乎水陸的法規︒

水陸法會是發心供眾，供齋結緣，不是藉助水陸法會來增加紅包
或收受禮物，這是很顛倒的︒水陸法會是供養︑佈施的無遮大會，
不是做買賣︔這與平時收油香︑收功德，不可同日而語︒佛教裡最
重要的，做什麼要像什麼，做水陸法會就要依水陸儀軌︒假如是
拜梁皇懺，梁皇懺有十卷，過去要拜梁皇懺不簡單，等於像犧牲
家產來拜梁皇︔不惜一切，要有這種豁出去的決心︒真正來說，這
不是只來吃一餐飯，而是我把身心都供養了你︒
中國的經典，文義深奧難懂，但是古德很慈悲，把它製作成各種
懺儀，讓信徒藉由朗朗上口的唱誦方式，透過拜懺的修行，達到
身心的淨化︒所以自古以來，梁皇懺︑慈悲三昧水懺︑大悲懺等各
種懺儀都非常興盛，尤其像放燄口︑三時繫念，在民間也廣為流
傳︒不過，希望佛門弟子對於這許多的法會，要為信徒服務，要真
正做到人我兩利︑生亡有益，讓彼此皆大歡喜，這就是人間佛教裡
非常美好的事︒

現在有一些條件不夠的道場，也想來舉辦水陸法會，就要衡量考
慮，這是要負因果責任的︒等於一個家庭，如果宴請國家領導人，
或長官領導來聚會，還是宴請企業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人來聚
會，或者安排士農工商界來聚會，不論是請哪一等人，就要給予哪
一等的待遇才是︒

• 邱玲珍

今天終於見到康復後的大師，覺得自己猶如一個小孩，見到了久別
的父親一樣，有一種說不出的興奮︒大師今天精神極佳，提到他自

所以，在水陸儀軌裡面，迎請的時候，不但迎請主人，連同他的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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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一生都不愛生氣懊惱，總是以歡喜心面
對生活，所以他也鼓勵我們要活得歡喜︒有
信徒問，如果遇到困難怎麼辦，大師回答
說，肯發心就不會有困難︒另外更有信徒問
如果給人批評詆毀又如何放下呢︖大師很
幽默地回答說：給人批評是你的功徳，即時
引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這句話也給了我當
頭棒喝，感恩大師的教誨，更祝大師法體
安康︒
每次吃過堂飯，我都極享受那一刻安靜的
氣氛︒當維那唱誦起「供養偈」時，我都會
望向那位相貌荘嚴的法師，以極具威儀的
步伐進行「出食」︒過去雖然聽過「出食」儀
軌的緣由，但這種儀軌更體現出佛教的慈
悲︒在用完齋之後，結齋偈一起，我都會蔽
著眼睛，觀想一切難得的因緣，尤其是這
種千多人的水陸法會，需要多少的人力︑物
力方能成就︖自己何徳何能，坐在這裏供人
服侍一切，想來更覺慚愧︒「所謂佈施者，
必獲其利益，若為樂故施，後必得安樂」︒
我會將這次水陸法會的功徳回向這些偉大
付出的義工們︒

薩們，集體努力的成就我們參加那麽莊嚴，
勝大和殊勝法會︒也特別感謝覺心法師對我
們的照顧，道悟法師像母親般的慈悲關懷
及荷華寺的滿容及妙益法師的細心安排︒幸
• 李玉鳳
第一次回山參加水法會，感覺特別開心和法 苦法師們了︒慚愧的我無以回報，只能再精
喜因時差，頭兩天都在昏沉的壯態下度過︒ 進，發心多行和三好︒阿彌陀佛！今天下午
當我看到那麽多發心的義工來成就我們和 有緣和大師上人接心，感到很開心及感動︒
法師們也那麼盡心盡力帶領我們時，感到 他永遠都是那麼關心信徒大眾︒大師就像一
很感動也很慚愧，就告訴自己要好好珍惜 根佛光燭，那怕是把自己燃燒盡，也要盡其
才那麼幾天的法會︒特別喜歡在等待拉班 力把光明和正面的力量帶給大家︒萬分的感
和法會開始時的佛號聲和法師們的法音宣 恩和感謝︒祝福大師法體安康！
流︒閉目跟著一句一 句的佛號唸，耳朵聽著
佛號聲 ，心裡感到很寧靜，似乎沉溺在法 • 蔡秀慧
悅中︒每一位法師的開示都是一頭棒喝，譲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水陸法會︒謝謝玉鳯師姊
我收益良多︒分享以下一些所聽聞法師的佛 和我母親能同我前來共同成就這樣義意非
凡的法會︒在法會的期間，我感受到來自四
法開示︒
面八方的義工菩薩，他們的熱忱與無私奉
有緣和大師上人接心，感到很開心及感動︒ 獻擁護這場法會︔我感受到法師們的慈悲
他永遠都是那麼關心信徒大眾︒大師就像一 喜捨，他們總是把信徒放在他們之前，例
根佛光燭，那怕是把自己燃燒盡，也要盡其 如，過堂，養息，法會後的善後工作…等等
力把光明和正面的力量帶給大家︒萬分的感 就為了圓滿法會讓信徒都能法喜充滿︔我感
恩和感謝︒祝福大師法體安康！永本法父很 受到佛光山的一切與師父上人的弘法辦道
會說佛法故事，拋磚引玉啟發我們要用恭 精神是合而唯一，師父上人就如同是一尊
敬心和多念佛號來幫助我們的過往親人和 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而法師們就如同
六道群靈︒心培和尚以佛教歌曲來弘揚佛法 是觀世音菩薩的千手與千眼︒如果說水陸萬
，用特別好聽的歌曲及佛法供養大家︒雖然 緣法會是盛宴佛菩薩恩德與超度四聖六凡
身體拜的很累但心卻很輕鬆︒心定和尚開示 的勝會，其實這當中，最大的收獲是他們
說因緣果報故事和用觀身體來瞭解五蘊皆 超度了我︒在法會中，我很感動，隨音入觀，
空才能解脫自在︒慈容法師叮嚀大家用恭敬 隨文而悟，下堂眾生如此苦難，即使想得解
心，歡喜心和慚愧心來禮拜，多少分恭敬 脫都無法端靠自己的修行而解脫，然而，我
就是少分的收穫︒慈惠法師鼓勵我們要多行 已得人身，更應該把握當下的法寶，精進修
三好，幫我們累積更多善的種子，免得惡 行，斷除自己的三業，懺悔過去累劫的惡業
的種孑遇緣成為我們修行的障礙︒永富法師 求得究竟的解脫︒感恩這場水陸萬緣法會開
也提醒大家照顧好身口意，每一個腳步， 啟我更深層次地省思自我的修行，阿彌陀
每一個動作，每一個念頭，不要讓佛號悄 佛！
悄的溜走︒法師那柔軟的聲音像輕柔的旋
律，對我很有攝受力︒
特別感恩大師和佛光山所有法師和義工菩

在今日的水陸法會的「請上堂」佛事圓滿，
下午內壇沒有法會活動，於是慈悲的法師
們，在下午兩點安排了與「大師接心」的活
動︒讓我很感動，終於ㄧ圓我的水陸法會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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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請求（偷偷地向菩薩報告）
，就是能見
上大師ㄧ面︒這場大約四十分鐘的接心時間，
真的感受到大師是如何重視每一個佛光人，
不論是在國內還是海外，師父上人都平等
的給我們鼓勵︒其中，我真的好敬佩大師的
「歡喜心」
，不只是內心由然而生的歡喜心，
不只是把自己的歡喜心帶給眾生，更是教
眾生如何自己生產歡喜心︒我的水陸法會收
獲之一就是要讓眾生的歡喜等同我的歡喜，
向大師這樣的心願︒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