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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歲的偉岸身軀，緩緩從輪椅站起來，面對群眾展開雙手，

一句親切的「各位『頭家』，歡迎你們回家」，博得全場熱烈掌

聲，久久不絕。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的開場白，瞬間擄獲全場的

心，展現「佛光一家親」的超強凝聚力。 

一個隻身渡海來台、兩袖清風的青年僧侶，如何發揮感召力，

帶領僧信二眾在全球創下規模罕見的人間佛教版圖？佛光山開山

50 週年「話說佛光山」分享會系列，5 月 15 日在如來殿大會堂展

開第二場，12 位與談人暢談如何跟隨星雲大師參與佛光山草創、

建設、發展、弘法五大洲的點點滴滴，欲罷不能，主持人不得不數

度「舉紅牌」，然而有笑有淚、豐富精采的故事，正可以解答上述

疑惑。 

星雲大師特別親自表彰 42 位佛光山功德主和有功人員，為他

們頒贈感謝狀、披掛彩帶，包括水塔捐贈者、長期照顧山上花木的

綠手指、默默在廚房煮飯供養眾人的義工……等。有的夫妻連袂上

台，同享榮耀；有的因行動不便，由後輩推著輪椅領獎；更有往生

多年的功德主，由子女代為受獎，在在彰顯佛光山「有情有義」的

核心精神，也慶幸人間佛教已透過家庭，一代傳一代，遍地扎根。 

佛光人有情有義  星雲大師感謝「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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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分享會由佛光山常務副住持慧傳

法師、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北區協會會長李

德全主持。12 位與談人，橫跨企業界、建

築界、學術界、體育界、政界、醫界、軍

界、教育界，也涵蓋佛光山 的 5 個「10

年」，各自從不同面向呈現心目中的佛光

山，讓佛光山 50 年開山的艱辛更為立體。

聽眾猶如走過時光隧道，共同經歷佛光山從

無到有的點點滴滴，感動、欽佩，寫在每一

張臉上。 

頒獎時星雲大師特別表揚邰寶成，雖

然失聰，認認真真為佛光山煮飯 40 多年，

以寺為家，從未請過一天假；更神奇的是，

千人的飯食能在 10 鐘內完成，「想必在座

很多人都吃過他煮的飯」。 

星雲大師細訴種種不為人知的開山艱

難：每當大雨傾盆，唯恐水土流失，全山徒

眾便忙著堆疊衣服、棉被，阻擋奔騰而下的

水勢；水泥灌漿車無法爬上坡，便動員佛學

院學生幫忙推車；在缺乏經費的窘境下，不

二門通往朝山會館的階梯，也是眾人在月光

下鋪鐵皮，靠著人力一畚箕一畚箕把砂石由

高處往下倒，才能展開後續的砌階工程；而

信眾掛單的麻竹園，竟是蓋在山溝上，用

了 8 千輛卡車的砂石填平，才可以打地基。 

大師感性指出，有釋迦牟尼佛才有佛

教，有惟覺和尚才有中台山，有證嚴法師才

有慈濟功德會，然而「是千家寺院、萬千功

德主有緣人，成就今日的佛光山，山上出家

眾只是為各位『老闆』服務」，如同會場如

來殿的每片陶瓷、每盞燈光、每部空調，都

來自功德主的發心，值得感謝。 

「感謝佛祖，雖兩次中風，我能吃能

睡，腸胃很好。」大師豁達地說，自己原計

畫 20 到 80 歲致力弘法利生，把 1 天當 5 天

用，便可實現「人生三百歲」的理想，沒想

到「活到現在 90 歲，該死而不死，與大家

作伴」。他邀請所有信徒繼續和他一起發

心、出力、發願，「把智慧留給自己，把教

育留給兒孫，把歷史留在人間」。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感謝信徒們一路

相挺，也期許他們不忘初心，繼續當佛光山

的「不請之友」，攜手寫下「佛光普照、法

水長流」的佛教歷史。林清志、蕭頂順、吳

大海、孫輝等功德主代表及佛光山西來寺住

持慧東法師、知名企業家暨宜興大覺寺信徒

總代表趙元修等相繼發言，共同分享佛光山

歷史的點滴。「話說佛光山」分享會活動多

次舉行，也開啟佛光山開山 50 周年慶典的

系列活動。（蕭惠珠） 



應梵蒂岡宗教對話委員會之邀，佛光

山海外都監院院長暨國際佛光會歐洲區副秘

書長滿謙法師 5 月 9 日至 11 日到羅馬，出

席由梵蒂岡主辦的「佛教、印度教、天主教

對話研討會」。 

5 月 9 日下午，滿謙法師ㄧ行 5 人至義

大利主教團，參加會前會議，有梵蒂岡傳信

大學、當地普世博愛運動、印度教、日本曹

洞宗、義大利佛教協會 Gianfranco  Keiko 
Lustrissimi 主席等二十餘人與會。 

會中，主教首先代表主辦單位宗座對

談委員會主席 Tauran 樞機主教及副秘書長

Indunil 神父歡迎與會大眾，於致詞中表示

現代社會的危機源於個人主義，造成本位主

義、對立及衝突，希望藉此宗教對話活動讓

各宗教團體彼此能面對面的交流認識，消除

成見與誤解，攜手共創和諧世界，「和平共

生，而非彼此互伐」。隨後與會者再分別介

紹各自宗教團體的特色、功能及活動等。大

眾對佛光山的規模、「人間佛教」理念、佛

光山僧團與佛光會在家信眾組織如鳥之雙翼

之關係，活動的多元及活潑印象深刻。 

5 月 10 日 在 宗 座 傳 信 大 學 (The 

Pontifical  Urbaniana  University) 正式舉行

「佛教、印度教、天主教對話研討會」，從

宗教對環境、人類保育的看法及實踐經驗發

表，有近百位各宗教代表及關心此議題的人

士出席。 

對話研討會分兩部分進行。上午，有

不同領域的教授專家分別從宗教及科學的角

度探討及說明其見解。下午的研討會則邀請

各宗教團體代表從實證角度說明該宗教對環

境、人類保育的看法及分享實踐經驗。第一

場次由佛光山滿謙法師、覺芸法師發表「佛

教對環境生態議題的看法」。依據星雲大師

「環保與心保」理論，呼籲地球是眾生的家

園，我們不僅要照顧外在的家園，也要照顧

內在心靈家園。接著從「佛教對環境保育看

法-緣起法」、「星雲大師的環保觀-同體共

生」、「全球國際佛光會實踐環保的成

效」、「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等 4 點分別討

論，圖文並茂的 PPT 讓與會者瞭解星雲大

師的環保觀及全球佛光會豐富多元、兼顧身

心靈的各類環保活動。最後，滿謙法師邀請

全體與會者一起說「我們是一體」(we are 
one) ，期勉大眾跨越宗教、種族、國界，

攜手共創三好、四給、五和的人生，建立人

間淨土。 

天主教代表 Alberto Quattrucci 及印度

教代表 Sv. Hamsananda、日本立正佼成會

Giappone 學術中心主任 Koichi Kawamoto 博

士等與會代表隨後也都分別發言。 

活動結束後，滿謙法師以星雲大師

《365 日寶典》、《2015 年佛光山報告》等

書，致贈宗座傳信大學校長 Alberto Trevisol 
教授及宗座對談委員會秘書長 Miguel Angel 
Ayuso Guixot 總主教並以《環保與心保》等

英文書籍與大眾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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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對話  同體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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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4 日欣逢佛誕節，巴黎佛光山舉

辦別具意義的佛誕節浴佛法會，由巴黎佛光

山的義工群，分 6 組呈獻供養。覺容、妙繹

法師帶領信眾誦經祝禱，以及為信眾開示浴

佛的意義，透過浴佛，也不忘清洗內心的煩

惱塵垢，找回本具的佛性，與佛的法身相

應。隨後由法師領眾浴佛，全日超過 400 人

前來浴佛，共同分享佛誕的歡喜。 

2016 年佛誕嘉年華活動於 5 月 15 日在

碧西市 Maurice Herzog 體育場舉行，吸引市

民逾千人趕赴盛會，國會議員 Eduardo 
Rihan Cypel 先生、碧西市第一副市長 Yann 
Dubosc 先生、副市長 Alain  Chilewski 先

生、Thi Hong Chau Abdoul Mazidou女士、

Serge Sithisak 先生、斯里蘭卡大使館首要秘

書 Sobini Gunasekara 女士、駐法國臺北代表

處林宏穎先生等 20 餘位貴賓出席參與浴

佛，共同讀誦《佛誕節祈願文》。整日的活

動內容包含遊行、獻供、浴佛、素食博覽

會、節目表演等，以多元的活動形式，慶祝

佛陀聖誕。 

上午近 12 點，獻供隊伍、巴黎協會會

員及遊客在青年團三頭舞獅帶領下，自法華

禪寺出發，遊行至 Maurice Herzog 體育館。

巨大的三好娃娃身上以中法文寫著「做好

事、說好話、存好心」，向法國民眾宣揚佛

陀的教法。碧西市第一副市長 Yann Dubosc
先生帶領市府團隊迎接，4 名青年弘法者扛

著太子轎，伴著悠揚的樂音，緩緩地步入會

場，另有 60 名信眾代表執香、果、茶、

食、燈，依序誠獻供養。 

隨後誦經祈福，由永超法師主法，梵

音瀰漫整座體育館，與會千餘人合掌恭聞。

20 多位貴賓，不論何種宗教信仰，都到太

子像前獻上一朵象徵祝福的玫瑰，接著上臺

同聲讀誦《佛誕節祈願文》，妙達法師法文

開示：浴佛是為了浴心，清淨身口意三業， 

佛陀聖誕  浴佛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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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本自具足的慈悲與智慧，進而祈願社會

祥和，不再有暴戾之氣。法會最後，法師引

領貴賓浴佛。 

來自斯里蘭卡的 Ven. Sulgathasiri 等 3
位法師歡喜參觀文教攤位。今年設有中醫義

診、書法國畫、茶禪、造型氣球等動態展

示。94 省 Val de Marne 天主教堂代表歡喜

品嘗各式素食料理，並表示自己剛開始茹素

未達一年，沒想到素食也能做出如此精湛的

手藝。 

為了迎接更多民眾前來浴佛，佛誕嘉

年華一直持續到下午 5:00，精彩的表演節目

及素食博覽會吸引大量人潮，讓有緣、無緣

者都能走入會場，與佛相遇。 

5 月 20 日，佛光山法華禪寺應斯里蘭

卡大使館之邀，出席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UNESCO）所舉辦的國際衛塞節慶祝活

動，法華禪寺監院妙達法師，及慧聖法師、

妙鈺法師、如群法師和知忠法師出席了開幕

典禮，用佛光山的梵唄及星雲大師<為世界

和平祈願文>來祈禱世界和平、眾生安樂。

現場共有來自斯里蘭卡、印度、越南、韓國

以及台灣等地的法師共 50 多位參加。 

斯里蘭卡大使 Tilak Ranaviraja 先生在

致辭中特別提到感謝佛光山對這次活動的大

力支持，和對佛教的傳播所做出的貢獻。在

晚間的文藝演出中，各國的佛教徒也把具有

濃厚本國特色的歌舞帶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的舞臺上。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的敦煌舞

團，也為大眾獻上一支最新排練的敦煌舞蹈

“仙宮妙樂”，優美的音樂伴隨著婀娜的舞

姿，以舞蹈供養佛陀及與會大眾。 

佛教國際  禮讚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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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 日下午兩點，佛光山法華禪寺在

觀音殿舉行考生祝福禮，共有 37 名考生參

加，家長及不少參訪者出席觀禮，共同為考

生祈福。爐香讃的梵唄聲中，考生們魚貫出

班，一一在佛前獻上一盞心燈，祈願啟發內

心的智慧與光明。隨後，考生們跟隨法師誦

念“心經”及“文殊心咒”，並將手上的菩

提葉祈願卡掛到祈願樹上，然後跪在佛前，

以法文虔誠讀誦星雲大師所寫的《為考生祈

願文》。 

法會最後，法華禪寺監院妙達法師為

考生開示，說明考前應有的準備、學習態

度，以及用心做足準備，但要以平常心面對

考試結果。最後，妙達法師代表常住送給每

位考生供於佛前，蒙佛加持的「智慧水」及

一份福袋。祈願學子的誠心祝願，能得到佛

菩薩之慈悲護佑，能夠讓所有因緣順利成

就。 

5 月 21 日上午十時起，佛光山法華禪

寺舉行“半日禪”，有學員二十二人參加精

進禪修會。學員除有社教課禪修班法裔學生

外，亦有信眾參加，多為法裔人士。通過半

日禪修課程，讓學員體驗跑香、經行與禪

坐，也讓老參有機會考驗個人禪修功夫。 

學員著灰色修道服，統一的形象無論

出現在動或靜的畫面，自然流露出一種修道

人的氣質。其中一對法裔母女與幾位病苦纏

身的學員發現，禪坐時可以透過平靜的心

境，來調理身體病痛等頑疾；從禪修中自然

調身，甚至會比定期服用西藥效果更好，並

可減少藥物帶來的依賴性與副作用。也有學

員覺得，在忙碌的人生中，有浮生半日閒之

因緣，隨法師引導，在蒲團上讓身心放鬆，

覺照當下，乃至歸於寂靜，是一種福報，也

是一種享受。6 月 11 日將舉行第二梯次的

“半日禪”活動。 

學子祈願  佛前獻燈 半日精進  體味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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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佛光山開山五十周年紀念，巴黎佛

光山於 5 月 14 日舉行「佛光山 50 週年影像

回顧圖像展」，由覺容法師主持開幕，透過

大雄寶殿內展示佛光山歷年弘法照片及佛光

山老照片的投影，話說佛光山。 

從大師 50 年來在教育、文化、慈善、

共修的弘法影像，覺容法師向大眾闡釋大師

高瞻遠矚的弘法理念，加上堅持理想的毅

力，才能成就今日人間佛教傳播於五大洲的

美好佛緣。 

巴黎協會蔡有娣督導將其 20 多年來跟

隨大師腳步學佛、護持佛光山的點滴與眾分

享。回想巴黎佛光山從無到有，乃至後來

在 3 年內先後完成巴黎兩處道場，都要感謝

大師的慈悲，以及所有佛光人的無私奉獻，

期望未來將佛法宣揚遍十方。王愛漣會長則

感謝佛光山讓她改變習氣，擴大對眾生的關

懷，漸漸的也改變了自己的人生。 

5 月 8 日下午兩點半，巴黎協會在海會

堂召開「第九屆第十六次會議」，說明 5
月 14-15 日「2016 年萬人歌頌偉大的佛陀音

樂會」、6 月 10-12 日「歐洲佛光聯誼

會」、5 月 14、15 日浴佛法會及佛誕嘉年

華、5 月 20 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浴佛法

會、5 月 28 日聖梅里教堂跨宗教音樂會、6
月 18 日 Solemnnes 老人院活動、6 月 4-5 日

及 7 月 23-24 日天空寺文化推廣、7 月 8-16
日童軍夏令營。 

5 月 14 日佛光山佛陀紀念館菩提廣場

「2016 年萬人歌頌偉大的佛陀音樂會」現

場，由法國、西班牙、瑞士、瑞典、丹麥等

國家所組成的歐洲佛光合唱團獻唱〈點

燈〉，點亮所有人的心燈，與佛陀慈眼相輝

映，感動與震撼了每個人。 

巴黎協會有龍雪莊、梁少霞和蔣曉麗三

位會員代表巴黎加入歐洲合唱團。她們表

示，能和來自世界不同地域的佛光人共同參

與盛會，實在是因緣殊勝，千載難逢。 

龍雪莊師姐表示在佛館大佛座下，仰望

佛陀莊嚴聖容，感受到佛在世時我沉淪，佛

滅度後我出生，懺悔此身多業障，不見如來

金色身。尤其感恩星雲大師，眼睛雖看不

清，但其專注聆聽現場音樂及其令人肅然起

敬的慈容，就是在為所有佛光人現身說法！ 

開山紀念  圖片回顧 

全球同唱  歌頌佛陀 

協會會議  討論決議 



  8 文教交流                                                                                         2016年5月                                                                                                    

為慶祝天主教救濟會成立 70 週年，

Jean-Philippe Mouflard 神父發起「一步一腳

印，不能沒有您」宗教對話活動，5 月 26
日下午三點，廣邀碧西市與巴黎的宗教代表

及信眾近 50 人，在佛光山法華禪寺海會

堂，針對當前難民潮等相關議題，闡述在各

自的信仰中如何實行「慈善」。 

佛光山海外都監院院長滿謙法師於致辭

時歡迎大家到來，並與大家分享人間佛教的

「慈善」理念，以「巴西如來之子」、「南

非天龍隊」等例子說明：真正的救濟是心靈

的救濟，唯有改變「心」，才能解決問題，

才能真正帶來世界和平。更將各宗教比喻為

一盞明燈，能引領社會大眾走出黑暗，走向

光明的未來，希望每個宗教皆以各自的力量

共同來努力，讓世界更美好。 

回教、猶太教、老撾佛教等代表隨後紛

紛分享對“慈善”的認知和行動。主辦方天

主教救濟會 Philippes 神父表示，救濟和慈

善的活動是雙向的，被救濟的人獲得幫助之

後，也會去幫助其他人，讓善舉得以傳遞。

他期待所有的宗教能夠聯合起來，一起行

動，在慈善救濟方面發揮更大的力量。一個

多小時的對話活動結束後，初訪佛寺的宗教

代表也藉此因緣巡禮法華禪寺各殿堂。 

5 月 28 日晚間七點起至隔日早上七

點，巴黎 Saint  Merry 教堂舉辦「神聖之

夜」跨宗教音樂會，邀請天主教、基督教、

東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以及佛

教共同演出，一起祈禱世界和平。共有巴黎

市民約 2000 人前往參加。 

歐洲佛光山作為佛教唯一代表出席，佛

光山海外都監院院長暨歐洲總住持滿謙法師

率領佛光山法華禪寺、巴黎佛光山、維也納

佛光山僧眾以及維也納青年愛樂團、巴黎佛

光敦煌舞團、巴黎佛光合唱團，以梵唄讚

頌、敦煌禪舞、人間音緣合唱展現佛教梵音

樂舞之美，並由妙達法師以法文恭讀星雲大

師〈為世界和平祈願文〉。 

巴黎佛光敦煌舞團以舞姿曼妙的〈觀音

發願文〉開場。隨後，法鼓響起，法師們踏

著沉穩的步伐上臺。維也納青年愛樂團管弦

齊鳴，演奏由鋼琴家魏秀芸女士所寫的樂

譜，以〈千華臺上〉、〈心經〉、〈三稽首 

慈善救濟  共同攜手 

神聖之夜  宗教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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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和平祈願文〉、〈回向〉供養

十方諸佛。最後，由巴黎佛光合唱團演唱

〈偉大的佛陀〉與〈流轉〉兩首星雲大師作

詞的人間音緣曲目。 

晚會主持人於演出後特別專訪佛光山

海外都監院院長滿謙法師，問及參加跨宗教

音樂會的意義、演出內容、佛光山在法國的

道場等，滿謙法師妙語連珠的回答獲得滿堂

的掌聲，也讓聽眾從中瞭解星雲大師所提倡

的宗教間的「尊重與包容」等理念。演出結

束後，滿謙法師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藝

術與宗教」節目主持人安東尼的專訪，闡述

此次多元宗教音樂會及梵帝岡宗教交流研討

會的代表意義等。 

5 月 3 日下午，來自溫州太平寺、妙法

庵、福田寺的妙淨、能敏、月禪、燈賢等法

師及 4 位居士，在巴黎協會會長王愛漣等陪

同下前來法華禪寺禮佛參訪，監院永超法師

率領信眾熱情接待。參觀之後，佛光山海外

都監院院長暨歐洲總住持滿謙法師在香雲堂

與賓客晤談，說明法華禪寺的建築理念，是

傳播文化、教育，弘法度眾的最佳平臺。 

由來自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的德

教會信徒組成的「泰馬星德教會尋源團」一

行 35 人，5 月 5 日由巴黎佛光山功德主陳

夢膺、林衍梅夫婦陪同，專程前來法華禪寺

參訪，一行人先於大雄寶殿禮佛，接著由如

群法師為之介紹法華禪寺各殿堂。佛光山海

外都監院院長暨歐洲總住持滿謙法師隨後在

香雲堂，與一行人晤談，進行宗教交流。 

大陸法師  蒞臨參訪 

德教信徒  交流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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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資深信徒郭文輝、方桂賢的公子

Henri Seng 與交往 7 年的法籍女友 Solène 
Amoretti，5 月 28 日下午四點，於佛光山法

華禪寺觀音殿舉辦佛化婚禮，禮請海外都監

院院長暨歐洲佛光山住持滿謙法師主法，在

諸位法師及 70 多位親友的見證下結為連

理。在歡快的音樂聲及親朋好友的掌聲中，

新人由滿謙法師帶領進入婚禮會場，溫馨的

場面及婚禮之喜氣感染所有人。 

新郎的父親郭文輝居士致詞時表示，

期 許 兒、媳 婚 後 要 經 常 到 佛 堂，新 娘

Solène 的父親更以法文誦念〈心經〉，希望

新人每天讀誦，能為家庭帶來和諧。滿謙法

師也送給新人一對手珠，期許新人如珠子串

在一起，永結同心。並提醒新人，結婚後要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打開心眼，用心

感受。此外還以鴨腿的典故，鼓勵新人要多

說讚美的話。 

5 月 29 日適逢法國母親節，巴黎佛光

青年團當日給前來佛堂的媽媽們獻上一個節

日的驚喜。上午法會結束後，青年帶著善童

學園的小朋友，共四十餘人獻唱〈眼睛〉，

年紀最小的才三歲。背後的大螢幕播放小善

童的成長紀錄，孩子們平安健康地長大，這

是送給媽媽的第一個禮物。接著，十多名青

年合唱〈Mother’s Day Song〉，台下由青年

領著小朋友分送康乃馨，感動台下的媽媽們

頻頻拭淚。 

最後由 Jaques, Mélanie, Amélie, Cécile
和 Elizabeth 代表所有的青年，以中文表達

對母親的感謝。伴隨著一張張青年與佛光媽

媽們的合影，謝謝所有媽媽平常的照顧，祝

大家母親節快樂。 

5 月 8 日上午，碧西市府舉行年度二戰

紀念儀式，有市民約 180 人參加。慧聖法師

與金剛組師兄六人代表法華禪寺受邀參加，

天主教、猶太教、回教等宗教團體代表及社

會賢達等共同出席。 

民眾與市長 Brunel Chantal 女士及市府

團隊，自市政府步行至停戰紀念石碑前廣

場，約四十五分鐘的儀式，穿插著學校團體

的歌、樂、詩詞朗誦等。儀式中有軍方、議

會及市府等及各方代表獻花，女市長與市民

等於靜寂中，紛紛獻上衷心的敬意。 

不忘歷史  紀念二戰 

慶母親節  感恩母愛 

佛化婚禮  永結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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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2 日下午二時，77 省 Moissy-
Cramayel 市的 Club Balade Arc en Ciel 文化

協會一行 14 人前來法華禪寺參訪。如群、

知忠法師接待說明，並由知賓吳芙蓉為之帶

領參觀、簡介道場。由於大多數長者是第一

次來寺，對寺中各項陳設、規矩皆表好奇，

如大殿牆上筆力遒勁的一筆字、五觀堂的過

堂禁語、佛光長廊兩側的星雲大師「說得有

理」的佛光菜根譚…等，無不令其感到驚

奇、佩服。 

◎ 5 月 19 日上午 11 點，法中文化旅遊

關係委員會負責人 Triboulet Claude 女士，

陪同 6 名「中國傳統文化與歷史」班，已是

花甲之年的學生來寺參訪。這群法國老先

生、老太太們置身於充滿濃厚中華文化風的

道場中，如同小朋友出外郊遊般，興奮無

比。一行人無不讚嘆：沒想到一間寺院裡，

除了有建築之美，還富含各種教育的功能。 

◎ 5 月 22 日下午 4 點，Lagny 市 Eglise 
Protestante Unie 基督教教區 Laurence Berlot
牧師率領教友一行 30 多人，由碧西市 Notre 
Dame du Val 教堂 Dominique 神父陪同，專

程前來佛光山法華禪寺參訪，監院妙達法師

親自接待，為之導覽及介紹佛光山。由於該

團團員多是第一次到佛寺參觀，除了讚歎道

場建築莊嚴外，對大殿的設計、佛門法器特

別好奇，對社教課程、弘法方式等也很感興

趣，提出許多問題，妙達法師耐心地一一回

答。 

◎ 5 月 27 日上午十點，巴黎 45 省

ORLEANS 市的 Jean Rostand 中學 40 餘位中

文班師生參訪法華禪寺，監院永超、妙達法

師率領全寺大眾迎接。訪客分做兩組，在知

賓帶領下參觀各殿堂，並透過禪修、抄經、

佛誕特展、素齋深入佛教文化。離寺前，每

位小朋友得到一個法華禪寺福袋，可謂滿載

而歸。  

林秀慧  20€  俞美蓮   20€        林惠珠 10€     

林麗霏  10€        林麗香   10€       廖素芳 10€     

柯錦瑩  10€        柯錦璿   10€       柯錦龍 10€      

     

五月份佛光世紀贊助名單 

 

    

 

          

明 鑑   10€      薛 強    5€          

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感謝贊助，功德無量 

佛門探幽  參訪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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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禪寺6月及7月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6/5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00 

6/11 六 半日禪 10:00 

6/12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00 

6/19 日 
大悲懺法會 
中文學校結業典禮 
阿虫典藏作品展  

09:30 
14:00 
 

6/26 日 
金剛經共修法會 
毓麟祈福祝福禮 
佛學講座  

10:00 
12:00 
14:00 

7/2-31  星雲大師一筆字書
法世界巡迴展 

 

7/3 日 念佛共修會 10:00 

7/9-15  歐洲佛光山第六期
短期出家修道會 

 

7/10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00 

7/15-
17   歐洲佛光山傳授在

家五戒菩薩戒戒會  
 

7/17 日 金剛經共修法會 10:00 

7/18 一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7/22 五 觀音法會  10:30 

7/24 日 大悲懺法會 09:30 

7/31 日 普賢共修會 10:00 

巴黎佛光山6月行事曆     

6/4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5:00 

6/5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6/11 六 念佛共修會 15:00 

6/18 六 普門品共修會  15:00 

6/19 日 光明燈法會  11:00 

6/25 六 金剛經共修會  15:00 

每週 日 365 禪修會  1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