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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法師拜會歐洲議會

由曾經參加過總本山國際生命禪學營︑歐
洲佛光青年生活營的青年普冉陪同下，佛
光山海外巡監院滿謙院長︑歐洲佛光山副
總住持覺容︑妙祥法師︔法華禪寺監院妙多
法師︑荷華寺監寺妙益法師及歐洲佛光會
秘書處秘書Roxanna 所組成的代表團ㄧ行，
於 3月7︑8二日前往布魯塞爾歐洲議會拜會︒
7日先行與 Lojze  Peterle 議員晤談，8日更
與歐中友好小組主席和副主席見面，主席
Derek Vauchan 議員︑副主席，议员 Doru-
Claudian FRUNZULICĂ，秘書長蓋琳等展
開會談︒

會中 Vauchan 代表歐中友好小組歡迎佛光
山代表團的到來︒除介紹歐中友好小組的功
能︑所致力推展的事業等，也分享自己對佛
教的認知，以及去年前往清邁參加佛教文
化慶典的見聞及歡喜︒

滿謙院長則爲眾介紹佛光山的組織架構︑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佛光山及佛光會在五
大洲的分布及所弘揚的人間佛教︑ㄧ筆字及
茶禪等，希望透過此次拜會，成就在歐洲
議會展出ㄧ筆字之因緣︒Vauchan 表示對於
ㄧ筆字在歐洲議會的展出，很樂見其成，
會盡力協助促成因緣！院長也致贈「與大師
面對面」套裝書︑「名聲天曉」裝框墨寶︑「雲
水天下」︑「ㄧ筆字展覽企劃書」等予副主席
Vauchan，雙方相約未來有密切的合作︒

此外，秘書長蓋琳也特別請小組成員王威
霖及羅菁帶領參觀議會︒詳盡的解說，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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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對於歐洲一體化進程以及歐洲議會與
其它幾個歐盟機構的運作有更深入的了解︒

拜會行程圓滿之後，佛光山代表團與議會
工作人員代表一起在朝代餐廳進行午宴︒席
間，雖在忙碌的議會工作，但都保持每日禪
坐半小時的蓋琳，與滿謙院長歡喜地「談佛
論道」，更就平日研讀佛法中不解之處，向
院長ㄧㄧ請益︒蓋琳提到歐洲議會內有一「冥
想室」，未來也希望邀請佛光山法師進入議
會指導禪修︒而在聽到滿謙院長介紹歐洲
佛光山總部法華禪寺位於多元宗教文化區，
及與各宗教的友好往來及交流後，蓋琳更
在當下表示想要安排前往參訪︒院長表示竭
誠歡迎之意，也歡迎歐中友好小組至佛光
山總本山及各地分別院參訪︒

而也學佛多年的朝代飯店東家蔡美齡，在
聽到院長的開示時，也加入討論︒而當其
提到餐館上面有設佛堂時，院長也帶領所
有與會法師為其誦經祝禱，蔡美齡感動不
已，表示日後將勤於與比利時佛光山聯繫
並帶領更多人參加活動，讓有心學佛者能
接觸正信的佛教︒

此次拜會 Lojze  Peterle 議員亦邀請滿謙院
長於六月 26︑27二日，至慕尼黑參加由歐洲
商標局等多個機構主辦之「商業道德世界
論壇」並發表佛教對商業道德方面的演說︒

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是歐盟三
大機構 ( 歐盟理事會︑歐盟委員會︑歐洲議

會 )之一，為歐盟的立法︑監督和諮詢機構︒
隨著歐盟一體化建設的深入，歐洲議會地
位和作用及參與決策的權力正在逐步擴大︒

歐洲議會歐中友好小組：為了讓歐洲議員
們更好地瞭解中國，團結友華議員，幫助
成員與中國相對應官員建立友誼促進中歐
關係，歐洲議會友華議員們於 2006年 12月
成立了歐中友好小組︒小組成員們以促進中
歐關係為己任，使雙方人民獲益︒本屆歐洲
議會歐中友好小組共有 46 位議員加入，跨
議會八大黨派︒這些議員們來自二十個國
家，其中有 13 位就任黨團主席︑議會委員
會和代表團領導等重要職位，使該小組不
僅成為本屆議會最大的友好小組，而且在
歐洲議會有很大的影響力︒小組主席 Nirj 
DEVA議員為海外發展委員會副主席︑議會
朝鮮半島事務代表團團長︒小組主席 Derek 
Vauchan議員是歐洲議會歐盟預算控制委員
會副主席，同時還兼任歐中友好協會主席︒
小組秘書長蓋琳兼任多位議員中國事務顧
問，是有史以來在歐洲議會正式工作的中
國人︒

文：人間社記者妙益 圖：人間社記者妙多

佛光山法師拜會歐洲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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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華寺和平紀念日自由晚餐  
融入主流 宣揚和平理念

每年的 5月 5日，為荷蘭「和平紀念日」，以
紀念荷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於 1945 年
的這一天，從納粹德國的魔爪中重獲自由︒
每逢今日，在阿姆斯特丹上百個角落，有各
界擺設「自由之餐」的餐桌，提供免費餐飲，
宴請民眾共同慶祝重獲自由︒荷華寺及荷
蘭佛光協會積極融入主流，推動佛教本土
化，今年是第三年參與，也成為歷年來唯
一一個參與該活動的華人團體︒籌劃該活動
的負責人Carlijn Limburg，本來只想在活動
前，來到荷華寺巡視一番，便得要再前往
他處︒但其一抵達，就深深為餐宴的布置︑
佛光會員們的熱情活力與組織效率︑素齋的
巧心獨具等所震懾，就此停下了腳步，從
頭到尾全程參與，還特別狂 call男友無論
如何也要共襄盛舉，否則絕對抱憾︒

此次從邀請函ㄧ發出，來電︑email 預約的
人潮便不斷，更有的是深怕再次向隅，早
早便親自來到荷華寺，在「 入場券」實實
在在握在手中時，才安心︑開心地離去︒雖
然主辦單位想普門大開，奈何場地有限，
又想讓賓至如歸，最後，僅有近百位的幸
運兒得以參與這一場身心靈饗宴，包括每
年在著名的水壩廣場所舉辦大型 Sameneen 
Amsterdam met hart enziel  （Together with 
Amsterdam with heart and soul.）活動的秘書 
MarikeOmta︑文史工作者及攝影師 Mariana
及 Eveline 等，都是座上賓︒為迎接貴客，
近午時分，荷華寺二位監寺滿容︑妙益法師︔
荷蘭佛光協會會長李月嫦及二位督導羅劉
美珍︑溫戊生便帶領近三十位義工，準備典
座︑知賓︑布置︑行堂等各項工程，務使每
個細節更臻完善！

下午 5 點，來賓陸續抵達，知賓師姐們以
最溫暖的笑容︑最親切的服務為佳賓完成
報到手續，接著玉佛殿播放的「佛光山的故
事」影片，以及青年觀和及 Ivan 的寺院導
覽，都讓許多第一次來寺的荷籍人士，更加
了解荷華寺︑佛光山及人間佛教的意涵︒
在重頭戲「自由晚餐」登場前，妙益法師及
李月嫦代表主辦單位致歡迎詞 ，同時也宣
說“三好”理念，緊接著，妙益法師帶領與會

大眾誦念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所撰的「為世
界和平祈願文」，語音ㄧ落，僧信二眾手牽
手，高聲唱起由星雲大師作詞︑紐約佛光青
年團作曲的人間音緣歌曲 --「harmonize」，
以此傳遞和平的理念及嚮往，隨著溫暖人
心的歌聲，與會大眾也情不自禁地牽起左
右鄰居的手，同聲唱和著 ... 在最後一句歌
詞「For all the mankind we will serve...」餘音
尚繞樑時，法師宣布「Now,we will serve you 
the best vegetarian meal!」現場歡聲雷動，餐
會正式開始！

從精心熬製的番茄湯︔台灣割包︑炸春卷等
開胃菜︔然後是色香味俱全的主食，包括荷
蘭人喜歡的炒麵︑宮保素肉︑甜酸料理︑素
蠔油青菜腐竹等，再加上最後的水果串︑千
層蛋糕與咖啡︑茶，道道誠意十足︑具足供
養心的素食套餐，以及行堂人員細心體貼
的桌邊服務，都讓大家豎起大姆指紛紛按
讚，直說：「堪比五星級飯店！」

餐會將近尾聲，滿容︑妙益法師及所有佛光
會員來回揮動雙手，唱著「佛光照耀著你！」
送客，每一位來賓離去前，手捧著常住特
別準備的結緣品 --「和平鐘」，心中滿載
著感動，都來到法師及義工面前，雙手合
十一定要表示由衷感謝︒而自由晚餐雖說是
「免費」，幾乎每一個人都自發性地在功德
箱投入贊助淨財，以實際行動支持弘法利
生事業！「和平紀念日自由晚餐」，不分種族︑
不分國籍︑不分宗教 ...，大家懷著熱愛和平
的心，彼此傳遞著正能量︒離情雖依依，大
家相約很快再次來寺相聚！

文：人間社記者妙益 圖：人間社記者吳冬晨

妙益法師帶領與會大眾誦念

荷華寺和平紀念日自由晚餐  義工

荷華寺和平紀念日自由晚餐  互動

荷華寺和平紀念日自由晚餐  行堂

荷華寺和平紀念日自由晚餐  廚房準備工作

荷華寺和平紀念日自由晚餐  和平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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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華寺 荷蘭佛光協會戶外佛誕慶典   
四千人士共沐佛恩

「我今灌沐諸如來淨智莊嚴功德海 
五濁眾生離塵垢同證如來淨法身」

佛光山荷華寺及國際佛光會荷蘭協會於 5月
20日在阿姆斯特丹新廣場舉行「名聲天曉」
佛誕慶典！內容包羅萬象，含蓋浴佛法會︑
佛光寶寶祝福禮︑園遊會︑藝文表演及幸運
摸彩等，吸引了近四千餘名中外人士光臨
慶典現場︒還特別邀請到臺北駐荷蘭代表
處副代表邱隆藤先生，以及荷蘭佛教會主
席 Michael Ritman 先生等嘉賓，一同共襄
盛舉︒

活動於上午十一點由祥龍瑞獅揭開序幕，
鑼鼓聲衝破雲霄，震天動地，讓大家的心
也隨之雀躍跳動︒妙益法師灑淨過後，龍獅
兩隊在前開道，遊行隊伍緊隨其後，緩緩
移動︒身著海青︑縵衣及荷蘭傳統服飾︑格
格︑印度及韓國服等的信眾及童男童女等，
也與滿容法師，妙益法師一同護持釋迦牟
尼佛及悉達多太子遊行市中心︒街道的兩邊
早已站滿了荷蘭各界人士及各國遊客，雖
然天空突然下起一陣又一陣的雨，打在大家
的身上，但圍觀的民眾卻沒有被雨打跑，仍
是佇立著，為莊嚴的遊行隊伍紛紛按讚並
不停地按下快門︒而僧信二眾更是在風雨中
生信心，依舊堅定地走著，因為大家深信：
這必定是諸佛菩薩︑龍天護法降臨，為壇場
加持灑淨︒

隊伍繞行止於新廣場後，殊勝的浴佛法會
於焉開始︒先由法師帶領大家向佛陀聖像行
三問訊禮，之後進行獻供，貴賓及信眾們陸
續獻上花，香，寶，塗，珠等供品︒隨著「爐
香讚」一起，大家身口意也隨之收攝，齊聲
誦念心經，三皈依和佛誕節祈願文︒本次慶
典中，還特別舉辦「佛光寶寶祝福禮」，由
妙益法師為所有寶寶灑淨，並由滿容法師
為寶寶們送上禮物，共同獻上祝福︒藉此祝
願佛光寶寶們健康快樂，增福增慧︒

妙益法師代表英文致辭時表示：能夠不分
種族︑膚色及宗教，大眾歡喜一起慶祝佛
誕，實在殊勝︒每年浴佛法會，也是我們自
我觀照之好時機，藉由外浴佛身，也要思
惟自己之身口意是否淨化︖是否有做到佛光
山開山星雲大師所倡導的行三好︖勉勵大家
藉浴佛儀式來洗滌自己的內心，學習佛陀
的精神，增長自身的智慧和慈悲︒隨後，臺
北駐荷蘭代表處副代表邱隆藤先生，荷蘭
佛教會主席 Michael Ritman 先生及國際佛
光會荷蘭協會會長李月嫦女士相繼為來賓
致辭，讚嘆此次活動的殊勝機莊嚴︒其中荷
蘭佛教會主席 Michael 用“色不異空，空不

異色”來闡述心經能夠為人們帶來巨大的幫
助，使得人們能在困難時跨過障礙，也希
望佛教在荷蘭能夠惠及到更多的人︒隨後，
法師帶領信徒及在場大眾一同浴佛︒

法會之後，園遊義賣活動及多彩多姿的節目
相繼開始，讓來參加浴佛典禮的人們都能
有幸見識到佛教及中華傳統文化的優雅與
精妙︒多個素食攤位呈現的各式酥酡妙味，
讓人看得是垂涎欲滴，每一攤前都大排長
龍，而大家嚐過後都回味無窮︒Daniel 是居
住在阿姆斯特丹的年輕人，與朋友路過，

戶外佛誕慶典 浴佛 

戶外佛誕慶典

戶外佛誕慶典 佛光寶寶

看到浴佛慶典，馬上被吸引前來︒他吃著一
盆剛出鍋的炒麵說道：素食也能做得如此美
味，讓他驚訝不已︒而此次活動讓他感到非
常的震撼，莊嚴的佛像和壇場讓他肅然起
敬，還說以後想更瞭解佛教文化和佛光山︒
法寶流通處的攤位，也吸引許多人駐足翻
閱，很多英文版的佛教書籍讓人看得愛不
釋手︒

舞臺上演著精彩絕倫節目︒首先由六合門
的舞獅及功夫表演揭開序幕，荷蘭人打起
功夫同樣虎虎生風，讓人心生景仰，9歲的
Mads已經學習功夫 4 年，表示很高興為大
家表演拳術，他覺得中國功夫很 cool，也很
喜歡今天的慶典，在聽過法師講三好後，
表示今後很想努力做到說好話，做好事，
存好心！其他還有聯誼會舞蹈組「琴台古韻」
及「荷塘月色」︔安恒舞蹈團「廣場舞」︔吳
水文夫婦的「吳氏夫婦太極刀」︑「釣魚棍法」︔
泰國舞團的「泰國舞蹈」︔安恒太極班「太極
扇」等，尤其佛光山舞蹈組所帶來的「三好
歌」及「有佛法就有辦法」，熱情有勁，讓台
下的觀眾也禁不住跟著手舞足蹈起來，「安可」
聲不絕於耳！

壓軸的「幸運抽獎」，讓廣大民眾引頸企盼，
因為主辦單位祭出荷蘭香港來回機票︑高級
單車及精美禮品等大獎，最後首獎落在發
心義工及功德主洪玉梅手上，大家直說實
至名歸，發心功德真不可思議！

每年的佛誕慶典已成為唐人街盛事，平日
人聲鼎沸的阿姆斯特丹新廣場，在佛弟子
護佑和三寶加持之下，一時之間，也化為
梵音繚繞︑聖潔祥和的莊嚴道場︒各界佳賓
共襄盛舉︑共慶佛誕︑共沐佛恩！在現今天
災人禍頻傳，人心惶惶之際，藉由浴佛法
會，讓人人能外沐佛身，內淨自心，回向法
界人民康樂︑社會安祥︑世界和平︒

文：人間社記者妙益 圖：人間社記者吳冬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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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副住持慧開法師
歐洲議會開講生死學

佛光山副住持暨南華大學專任教授慧開法
師 22日受中歐友好小組之邀，至布魯塞爾
歐洲議會，以英文主講「Life,Living,Dying 
and Life after Life」,前來聆聽的都是重量級
人物，包括歐洲議會各組織的領導︑歐洲議
會議員以及比利時根特大學的博碩士生等︒
僅能容納五︑六十人的會議室不僅是座無虛
席，更有許多人為免向隅，怕錯過這探索生
與死的機會，索性不顧身著正式服裝，席
地而坐聆聽也甘之如飴︒

慧開法師講演精湛，不僅運用數學方程式
搭配圖文解說，也舉中外古今所言及故事
等，讓在場的信眾在歡樂愉快的氣氛中，
輕鬆認識死亡︑接納它︑面對它，摒棄對死
亡的恐懼與不安︒慧開法師肯定我們能預知
自己的死亡，要所作皆辦，才能死而無憾︔
要見好就收，才能瀟灑走一回︒最後他更語
重心長地勉勵大家在人生賞味期限前，要
保留精神與體力作為往生佛過淨土的能量︒

演講圓滿後，開放現場提問，發問踴躍，
包括驅動輪迴的力量是什麼︖輪迴適用在
每一個身上嗎︖等不一而足，惟時間有限，
雖仍意猶未盡，大家只有相約下次有緣，繼
續探討生死大事！

大家聽後，紛紛表示歐洲議會很少有類似
的活動，也很少有此類的講題，但生死卻
是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的，所以希望這次講
座只是起個頭，未來能有更多的後續活動，
讓歐洲議會的大家有機會能更深入瞭解︒

弗蘭克 - 沙巴赫（Frank Schwalba-Hoth）為
德國綠黨駐歐盟議會議員，也是資深歐盟
公共關係專家，其特別出席講座，並做出正
面評價︒弗蘭克表示：歐洲議會秉持開放包
容的態度，致力推動各國︑各文化以及各宗
教間的的交流︒此次來自佛光山的慧開法師
能夠親臨歐洲議會，為議會代表講解人間
佛教並與與會者互動交流，讓大家能進一
步瞭解佛教，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弗蘭克
表示希望今後能在議會參與到更多有關人
間佛教的活動︒

歐中友好小組秘書長蓋琳先為慧開法師在
歐洲議會成功舉辦演講表示祝賀，同時表
示此次佛光山法師代表團至歐洲議會，更
是為以後中歐友好交流，奠定更堅實的基
礎，小組希望日後能夠加大促進中國佛教
在歐洲的發展︒

在講座現場，更準備中英法「人間佛教佛陀
本懷」︑《獻給旅行者365日——中華文化寶典》︑
「人間佛國」︑「貧僧有話要說」等書籍與眾
結緣，所有佳賓在知道這些書籍，都是「免
費 free」時，都禁不住脫口而出「incredible」︑
「amazing」︑「great」，並將「法寶」都緊緊捧住，
表示要好好拜讀，同時深深感謝歐洲佛光
山成就這場殊勝演講，讓他們對於人生重
要的課題，有了新思惟︑新觀念，大家並相
約希望至佛光山歐洲總部法華禪寺參訪︒

文：人間社記者妙益 布魯塞爾報導

荷蘭佛光協會 
露宿者之家送暖

秉承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所倡導行三好四
給的理念，荷華寺及荷蘭佛光協會 4月 22
日，前往阿姆斯特丹 Homeless Shelter，為
七十位無家可歸的流浪漢送上酥酡妙味，
獻上愛心，為經常露宿街頭的他們，送去
陣陣暖意︒

Homeless Shelter（露宿者之家）為阿姆斯特
丹市政府及當地教會資助的機構︒專為露宿
街頭及無家可歸的人們提供幫助︒機構負責
人Gevoenen女士表示：這是第一次邀請到
來自中國寺院的義工們來機構服務，也是
第一次為露宿者推廣素食︒露宿者大多在附
近的公園露宿，平日下雨天便會來到露宿
者之家暫留，這次知道有荷華寺及荷蘭佛
光協會的義工前來，他們都滿心期待︒

中午時分，在荷蘭佛光協會李月嫦會長的
帶領下，二十位義工抵達露宿者之家進行佈
置，同時以滿滿的供養心，將由羅劉美珍
督導帶領的團隊，所烹煮出色香味俱全的
素食送至露宿者們的面前︒個個臉上都掛
滿了笑容，並感動得紛紛用有限的中文向
義工們說“謝謝””你好”，以獻上心中的感激
之意︒

荷華寺二位監寺滿容法師及妙益法師也特
別向該機構義工及與會者致意及親切慰
問，同時發送結緣品︒在這次活動中，還有
許多青年人的身影︒他們都是來自各個大學
的中國留學生，主動參加此次義工活動，歡
喜地為眾服務︒最後，佛光人在眾人熱烈要
求下，為大家獻上「四海都有佛光人」︑「我
的家鄉在佛光山」及「佛光照耀著你」多首
歌曲，將現場氣氛推向最高潮︒許多露宿者
不僅隨著歌聲一同揮手吟唱，還以長笛等
樂器伴奏，雖近尾聲，仍不斷呼喊著：「We 
want more！」最後雙方在互相珍重道別及「See 
you next year」中畫下圓滿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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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華寺 4月 30日舉行「ㄧ日修持」活動，共
有荷中等信眾 40人參加︒上午「佛光三昧修
持法」，由滿容︑妙益法師帶領，接著妙益
法師為眾開示佛陀一日的生活及修持，說明
修行便在食衣住行︑行住坐臥當中︒

下午先帶領大家「禪修」，然後「抄經」，在
最後的「座談」中，大家除了分享心得，也
就平日修行所遇到之疑問，諸如：在家自修
的功課，如何選擇為要︖為什麼看到佛菩薩
像或聽到梵唄音聲，便會感動落淚︖...凡
此，法師都為之釋疑解惑，而大家也樂意
彼此分享自身經驗︒來自 London 的青年
Tom，至阿姆斯特丹旅遊，今日恰巧行至荷
華寺，知道有此活動，即刻報名參加，他表
示：在ㄧ日修持中，感到身心放下，很自在︑
很歡喜︒而信眾紛紛表示藉由ㄧ日修持，讓
平日在紛擾紅塵中奔走的身心得以沉澱，
真是充滿法喜及正能量，祈請常住日後多
舉辦此類活動︒

5月 7日舉辦第一次的「人間佛教讀書會」，
有四十位信眾報名前來，本來只設定是中文
讀書會，沒想到有七位非漢語系信眾也想
參加，感謝青年黃觀和發心為大家翻譯，
讓每一個人都能同霑法益，其中更有十位來
自荷蘭各大學的青年也共襄盛舉︒妙益法師
為大家介紹 1.上香︑問訊︑如何聽引磬如法
三拜等佛門禮儀︒2.梵唄的起源︑特性及功
德等 3.【星雲大師說】佛法真義系列　信仰
與恐怖，並也對目前附佛外道紛起或者追
求顯異神通等，給予正確知見，二個多小時
課程欲罷不能，本來中間的休息時間，也在
學員各個說：「不需要，想要多上課！」略過，
大家求法若渴，表示希望將在課堂所學之
人間佛教，落實在生活，以收行解並重︑福
慧雙修之效，更互勉ㄧ起在佛道上互相提
攜︑扶持！

人間佛教讀書會

ㄧ日修持

《星雲大師全集》簡介
星雲大師畢生致力於弘揚「人間佛教」，其願力宏偉，慈悲廣大，佛學深厚，解行相應︒現
壽九十一歲︑出家近八十年︑弘法六十餘載，大師對佛教的貢獻，可謂厥功甚偉︒

大師一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在他「不墮悄然機」的弘化裡，書寫出版，是他以「文
學為佛法之翼，佛法為文學之核」的理念下，所化現的痕跡︒他一以貫之的寫作初衷，即
是以文教為根柢，佛學︑哲學為基石，懷抱文學人的悲憫情懷，以開顯佛陀的權實之教︒

大師一生言行相應，其所說所行，所開創的弘法事業，皆以人間佛教為宗旨︒正如大
師所言：「人間佛教，不但早在我心裡，在我的行事裡，也時時在我的信仰之中︒」
三百六十五冊《全集》的出版，等同為人間佛教定位，構成人間佛教學，成為一宗法門，
統攝了古今一如︑事理融和︑空有不二︑教觀雙美，讓佛法的真義回歸到佛陀本懷︒不僅
是佛教界之盛事，也是全人類的至聖寶典︒　

《星雲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