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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佛光新聞

全球同步抄經

為紀念佛光山開山 53 周年，佛光山於 5 月 16 日舉辦「佛光山
開山 53 紀念活動 全球同步抄經修持」。全球五大洲道場同步響
應，共同抄寫《心經》。佛光山總本山僧信二眾千人，晚上 7 點齊
聚雲居樓二樓一同抄經，慶祝佛光日，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並於抄
經前為大眾開示接心。
星雲大師表示：「13 歲出家做和尚，23 歲到台灣，佛光山開
山至今 53 年，今年也已經 93 歲，可見和『3』這個數字很有緣
分。93 歲大家都是有緣人，要珍惜緣分，努力向前。」
「53 年前在這裡開創佛光山，如今 53 年過去了，開山不易，
發行：國際佛光會巴黎
盼大衆守成，並創未來。希望大家守住宗風，永遠傳承下去。」大
協會
師也表達了「未來佛教要靠大家的發展與影響，讓全世界的佛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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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佛光山傳燈會會長慈容法師、佛光山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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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副住持慧倫法師和慧昭法師及各單位主管領眾修持，並恭讀星
免費贈閱、 歡迎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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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道場動態

佛光山法華禪寺也積極響應「全球同
步抄經修持」活動，5 月 16 日上午 10 時，
在觀音殿舉行抄寫《心經》，有 104 人參
加。
監院妙多法師先帶領大家誦讀心經一
遍，之後與大家一起抄經。抄經圓滿，妙多
法師為大眾開示，讚嘆大家能在工作日前來
參加抄經活動，與全球佛光人同步抄經，很
有福報。
巴黎協會會長王愛漣對於能與全球大
眾同步抄經，感到法喜；第九分會會長溫肖
丹說，平時寫字很快的她難得靜下心來慢慢
抄經，想到母親不識字仍字跡工整抄寫《心
經》，覺得慚愧，也見證信仰的力量，「不
識字的菩薩能夠抄經、背經，我們更要精進
了。」
十六分會會長吳芙蓉感恩有這樣的機
會，用這種不同的方式和大家一起修持。會
員戴阿千謙稱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但法師總
是慈悲教大家各種修持的方法，感謝有因緣
參加抄經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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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下午兩點，巴黎佛光山亦舉行與
全球佛光人同步抄經活動，共有 66 位僧信
二眾參與修持。
妙希、知忠兩位法師帶領大眾在莊嚴
靜謐的大殿，專注抄經，大家在一筆一劃
間，找到自己的本性，在抄經當下體悟「禪
定」境界，開啟般若智慧，與佛接心。
爾後，當家妙希法師期勉大家謹記這
個「千載一時，一時千載」的殊勝因緣。感
恩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創建佛光山，弘揚人
間佛教，為佛教留下歷史新頁。開山艱難、
守成更須毅力，佛光山後五十年，須要佛光
山、佛光會全體大眾同心協力，共創未來。
第十五分會會長龍雪莊表示，透過抄
經，內心得到無比的平靜。年過七旬的項麗
華師姐分享自己很歡喜端身正坐，專注於一
筆一畫間，以清凈的身口意三業表達對星雲
大師的感恩。第一次在巴黎佛光山大殿抄經
的李小瑜師姐表示，「大殿莊嚴、清淨的氛
圍，令漂泊的心，安住下來，感受到藉著抄
經來淨化心靈，是一種很好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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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場動態
慶祝佛誕

法華禪寺 於 5 月 5 日在 BUSSY 市
HERZOG 體育館盛大舉行慶祝佛誕浴佛嘉
年華，上午 11 時，由三好娃娃開路，佛光
青年抬著太子聖像，護法金剛掌旗、法華禪
寺監院妙多法師與貴賓們帶領獻供人員、會
員大眾組成的遊行隊伍，跟隨青年舞獅團一
路步行至體育館。
活動由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會員、青
年團及佛光善童小菩薩們組成的獻供組依次
進場，向佛陀呈獻—香、花、燈、塗、茶、
食六種供養。
法師們帶領信眾誦經祈福之後，與會
貴賓代表上臺一起誦讀《為世界和平祈願
文》。斯里蘭卡大使 Athauda 先生、駐法國
臺北代表處吳志中代表、國際佛光會巴黎協
會王愛漣會長、碧西市市長 Yann Dubosc、
法華禪寺監院妙多法師先後致詞，歡迎大家
一起祝賀佛誕。隨後妙多法師帶領貴賓及大
眾浴佛，大家以虔誠之心歡喜浴佛。

為了宣傳蔬食 A 計劃，現場展開十多
個文娛展示及素食義賣攤位的運作。今年的
素 食 義 賣 攤 位 分 為 中、日、韓、法、義 大
利、越南、寮國各式美食，16 個分會分工
負責，青年團則專攻韓食，內容從前菜小
吃，到正餐、餐後甜品，應有盡有，讓來賓
自己發現「蔬食」不論賣相或口感，都是如
此多元化！現場所見，每個攤位前擠滿群
眾。此外，現場的中醫義診、毛筆書法也讓
來賓，尤其是西方人士了解中國文化。

4 道場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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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佛淨心

下午兩點開始節目表演，由巴黎佛光
協會的會員、青年團、敦煌舞蹈團及善童學
員傾力演出，而佛光之友—印度教也帶來精
彩印度歌舞，精彩的表演讓大家鼓掌不斷，
共同度過歡樂的佛誕。
活動到下午四點半結束，整天有逾千
人次參加，出席貴賓還有宗教界：斯里蘭卡
國際佛教協會主席 Chandaratana 法師、寮國
佛教會、越南 Tinh Do 寺的法師、94 區與
77 區 的 天 主 教 堂、猶 太 教、印 度 教 的 代
表，政界方面有 Seine et Marne 區國會議員
代表 Sébastien Duplan 先生碧西市議員；商
界則有法國工商聯合會、法國浙江商會代
表，以及法國華僑華人婦女聯合會等中國社
團代表 20 多位。

信仰傳承

巴黎佛光山一年一度的佛誕節活動於 5
月 11 日舉行，逾四百位信徒、會員、義工
積 極 參 與，來 自 各 地 的 34 位「善 財」與
「龍女」雲集在巴黎佛光山，接受祝福。在
梵音繚繞、聖潔祥和的莊嚴道場，藉由浴佛
法會，人人能外沐佛身，內淨自心，是一個
「浴心」的歷程。法會後在五觀堂舉辦的素
食義賣受到大家熱烈的響應。
法會開始由巴黎佛光青年團為大家演
出「與佛相遇」舞蹈，拉開序幕，隨後的獻
供由巴黎佛光山 24 位善童穿著中印皇子與
公主的服飾，分別以香、花、燈、塗、果、
衣依序在佛前呈獻供養。儀式莊嚴，孩子們
真誠懇切，謙恭有禮，將供品奉獻於佛前。
接下來由妙希、如群及知忠三位法師
帶領大眾誦經祈福儀式，為毓麟寶寶灑淨、
祝福，為寶寶們帶上唸珠及禮品袋，並恭讀
星雲大師《佛誕節祈願文》，妙希法師以信
仰與傳承為大眾開示，信仰是人生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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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道場動態
南北佛教

傳承是慧命的延續，佛光人要信仰什麼？佛
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人間佛教；
傳承什麼？傳承人間佛教的慈悲、智慧、道
德、信仰。
法會在優美動人的浴佛偈聲中圓滿結
束，信徒歡喜浴佛、領取法師發送的結緣
品。之後前往五觀堂素食義賣區，享用佛光
人準備的美味素食。
五觀堂人人滿面笑容品嚐各地小吃，
林林總總，目不暇給。大家賣得歡喜，吃者
開心，以歡喜心推廣素食，支持蔬食 A 計
畫。
佛寶節這天，巴黎佛光人以多元方式
慶祝佛誕，但更重要的是「信仰與傳承」，
要將佛教的信仰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共慶佛誕

5 月 19 日下午，法華禪寺監院妙多法
師帶領知冠法師與協會王愛漣會長、理事
Halima Lu 等一行 8 人，應邀前往巴黎文森
公園，參與由斯里蘭卡國際佛教協會主辦的
衛塞節佛教聯合慶典活動。
活動先由斯里蘭卡佛教會組織的遊行
隊伍，伴隨著鼓聲，斯里蘭卡大使 Athauda
先生手持佛教教旗，與現場信眾代表、宗教
人士等百餘人，在文森公園內遊行，象徵佛
陀遊化行腳人間，大眾歡欣。回到公園內的
法國佛教會的總部，Athauda 大使主持佛教
教旗升旗典禮，之後展開衛塞節慶祝活動。
南北傳佛教代表同聲祈願祝禱，南傳
佛教法師領眾以巴利文誦經祈福，妙多法師
除了代表點燈外，也帶領佛光人供花，諷誦
《心經》，並簡短致詞，表示佛陀講述世間
一切是因緣和合的。過去這一年來，佛光山
與斯里蘭卡大使及佛教會 Chandaratana 法師
以佛法結緣，就是佛教大家庭中的一家人。

6 道場動態
越南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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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慶佛誕

5 月 19 日，受大巴黎 94 省的越南淨土
道場之邀，法華禪寺監院妙達法師帶領協會
會員前往參加浴佛法會活動。上午 10 點法
會開始，6 位穿著越南傳統長衫的少女捧著
盆花，以優雅的舞蹈供養佛陀及現場大眾，
並向佛陀獻花。
法師隨後說明慶祝佛誕的意義，希望
信徒透過浴佛，洗滌自己內心的貪瞋癡，好
好修持。之後，法師們帶領信徒用越文誦經
祈願，妙達法師受邀以誦念心經為大眾祈願
祝福。誦經之後，在大眾的佛號聲中，法師
們帶領大眾依序浴佛。法會圓滿，妙達法師
代表常住致贈結緣品，並期待未來有更多交
流。

多國參與

慶衛塞節

5 月 23 日，法華禪寺監院妙多、妙達
法師和妙希、如群法師帶領王愛漣會長及會
員 80 人，前往位於巴黎市中心的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 UNESCO，應邀出席斯里蘭卡大

使館舉行的慶祝衛塞節活動。
活動先由斯里蘭卡大使 B.K. Athauda 先
生與斯里蘭卡官員及伊朗、泰國、印度等國
的駐法國大使及 UNESCO 副總幹事曲星先
生一起為活動點燈揭幕，全場為斯里蘭卡 4
月受到連環爆炸攻擊罹難人士默哀 1 分鐘之
後。Athauda 大使致歡迎詞，略說慶祝衛塞
節的意義，以及月前斯里蘭卡本國受到恐攻
之事，更顯出佛陀教化的重要性。隨後部分
嘉賓相繼致詞，主要環繞佛陀的思想、學說
重點而致辭。
與會的南傳法師一起上台誦經祈福之
後，妙多、妙達、妙希和如群法師代表漢傳
佛教誦唸《心經》、《為世界和平祈願文》
回向。下午活動主要是圓桌會議，由斯里蘭
卡官員及來自英國等地的學者參與研討。
晚上的活動則是文化表演之夜，十多
個項目由斯里蘭卡、泰國、日本等團體表演
佛教相關故事的傳統歌舞，法華敦煌舞團應
邀表演絲帶舞，配合音樂與舞蹈，播放星雲
大師、佛光山、法華禪寺的 PPT，同時讓觀
眾認識現代的佛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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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活動

7 協會活動
豐富多彩

◎藉著勞動節，協 會第三、四分會共
70 位會員與家眷於 5 月 1 日下午，在巴黎
第 6 區大花園進行戶外踏青讀書會。
以星雲法語<快樂的人生>為主題，由
帶領人陳美英師姐導讀，輔導覺衍法師則拋
出問題，並以大師對金錢不在乎的事例及生
活典故引導大家思考。
會員王偉平為大家簡介附近的景點，
並講解保健和養身之道。協會王愛漣會長也
為大家作一番鼓勵和共勉，談到讀書的重
要，並帶領大家唱感恩歌等佛歌圓滿當天的
活動。
◎ 5 月 1 日，協會第七、第十一分會在
巴黎 19 區 Porte de la Villette 公園舉辦「戶
外踏青讀書會」，兩個分會的會長帶領 61
會員參加，妙訓法師蒞臨輔導，帶領大家以
各種曲調唱十修歌等佛歌，作為熱身。
讀書會大家一起閱讀大師文章<心能轉
境>，大家對文章內容很有感觸，紛紛分享
生命中轉境的故事。午餐後，進行佛學有獎

問答，大家爭先搶答，氣氛愉快融洽。
活動最後，大家唱 惜別歌等歌曲，以
此勉勵大家團結弘揚佛法，高昂的歌聲吸引
路人圍觀，活動就在歡暢的歌聲中畫上圓滿
句點。
◎ 5 月 7 日晚上七點，第三、四分會聯
合讀書會於於法華禪寺四恩堂舉行，共有
31 位會員參加。輔導覺衍法師簡單複習上
次課程內容，然後詳細地講解「何謂佛？」
等名相，佛與菩薩在修行層次上的差別，並
說明佛像和菩薩像的特徵。法師強調修行是
在日常生活中修的，不是只有到道場誦經念
佛才是修行。
◎ 5 月 19 日下午，第十三分會召開月
例會及讀書會，會長張微微主持，妙訓法師
列席，共 7 位委員出席。會務討論除了對之
前分會舉辦的活動進行檢討外，亦討論近期
規劃的活動及工作分配。
隨後的讀書會，大家一起閱讀大師文
章<調整觀念>，按照讀書帶領法，對文章進
行研讀。隨後大家分享心得，交流生命中調
整觀念而改變生活品質的故事。

8 協會活動
督導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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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5 月 19 日下午兩點，巴黎協會督導委
員會讀書會於滴水坊舉行，共有 8 人出席，
妙元法師列席輔導。由許尊訓督導長帶領導
讀星雲大師<不忘初心>一文。大家閱讀全文
之後，許督導先帶領大家分別講出自己來到
道場的初心。隨後進行心得分享，大家以自
己護持道場的心裡路程及點點滴滴來相互鞭
策。大家都認為不忘初心很重要，讓學佛路
上充滿能量。

繪畫比賽

慶母親節

5 月 26 日是法國母親節，巴黎協會於
法華禪寺的大殿舉行慶祝母親節活動，青年
及善童獻唱等系列活動，信徒攜家帶眷，其
中有不少三好人家，近 300 多人參加，共度
佳節，場面溫馨，感動，給媽媽們留下一個
難忘的母親節。
巴黎協會會長王愛漣代表協會致詞，祝
福天下的媽媽們母親節快樂後，隨後便展開
一系列活動。第一階段是繪畫比賽頒獎，

有 16 件參賽作品獲獎，法華禪寺監院妙多
法師及協會會長王愛漣，協會督導蔡有娣、
王裘麗為獲獎者頒贈獎狀，獲獎作品張貼在
大殿東單廊道，供大家欣賞。
第二階段活動進入親子互動，由媽媽和
孩子們以走秀的方式演繹出家庭的溫馨和
睦，傳達親子間的互動關愛之情。隨後有遊
戲等多種形式拉近親子之間的默契。接著由
青年團和善童學園準備精彩的短片，以告白
及歌曲，感謝母親對孩子的養育之恩。
最後監院妙多法師帶領大眾恭讀《為父
母親友祈願文》，並與王愛漣會長、蔡有娣
督導、佛光菩薩翁惠粧師姊等媽媽們代表一
起切蛋糕，祝福全天下的媽媽母親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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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巡迴展

「一花一世界 陳玉庭歐洲巡迴展」於
4 月 28 日下午兩點在巴黎佛光緣美術館隆
重開幕，計有百餘人參加。
首先由法華禪寺敦煌舞蹈團表演「仙凡
之旅」舞蹈，在輕柔縵妙的舞姿中為展覽拉
開序幕，接著禮請法華禪寺監院妙多法師、
駐法國台北代表處古文劍公使、碧西市猶太
協會主席 Windisch 先生、法国僑務諮詢委
員暨法國台商會會長黎輝賢伉儷、國際佛光
會巴黎協會王愛漣會長、蔡有娣督導、法國
歐華歷史學會會長葉星球先生、歐洲龍吟詩
社副社長林麗華女士、法國進出口商會永遠
會長蔣景深先生等嘉賓為此次畫展剪綵。
開幕儀式中，藝術家陳玉庭表示到歐洲
來展出是她的夢想，如今夢想成真，讓她非
常的歡喜。妙多法師致詞時讚歎陳老師此次
創作 160 幅畫作，分送歐洲七個道場展出，
並發心支援柏林建寺。儀式中，陳老師在現
場揮毫，吸引了全場的注意，並將此畫作當
場致贈給法華禪寺收藏。

之後，陳玉庭藝術家親自為貴賓們導覽
介紹此次展出的 35 幅作品，並於展場內將
簽名的畫冊致贈與會貴賓留念。
開幕式前的 4 月 27 日上午十點，藝術
家陳玉庭還於法華禪寺觀音殿做禪繞畫教學
工作坊，計有近 30 位學員參加。在陳老師
仔細的講解禪繞畫的基本畫法與作用後，帶
領學員們動手畫畫。陳老師從旁示範指導與
鼓勵，大家邊畫邊揣摩，慢慢畫出心得，愈
畫愈歡喜。

紀念二戰

共祈和平

5 月 8 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紀念
日，上午 11 時市政府在 Michel Jazy 體育館
舉行紀念活動。
市長 Yann Dubosc 先生帶領其市府團
隊、市兒童理事會當選代表、本市各宗教團
體領導人及市民百多人出席。
碧西市多元宗教協會主席暨法華禪寺監
院妙達法師帶領會員前往，並與其他宗教代
表一起，以碧西多元宗教文化協會名義於紀
念碑獻花。

10 文教交流
天主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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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佛教

特別訂製素食，表現其對其他宗教的尊重。
市長 Yann Dubosc 表示很高興與各宗教人士
一起交流，感到氣氛輕鬆、祥和。當晚，多
元宗教文化協會的天主教、印度教、寮國佛
教皆有代表出席，大家也把握機會商討下半
年度所辦的活動。

印度教團

來自 77 省 Meaux 市大教堂教區的天主
教小朋友，在家長及領隊 Michele 女士的陪
同下一行 36 人，5 月 11 日前來法華禪寺所
在的多元宗教區進行參訪，主要來認識不同
的宗教，為宗教間融合奠下基礎。知賓鄭海
華帶領導覽，為一行人導覽各殿堂，介紹人
間佛教、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以及各
殿堂安奉的佛菩薩像、法器的意義等。常住
特別準備點心於五觀堂招待，監院妙達法師
也以小飾品贈送給一行人。

多元宗教

交流聯誼

適逢伊斯蘭教的齋戒月，5 月 17 日晚
九點半，多元宗教區伊斯蘭教 Tawba 協會
主席 Farid 特邀請本區的各宗教代表、市長
及市府人員以及友好社團代表等前往聯誼，
增加彼此間的了解。多元宗教協會主席暨法
華禪寺監院妙達法師與如群、知冠法師應邀
前往。
Farid 代表 Tawba 協會致歡迎詞，也一
一介紹其教派來自別區的重要人士，並表示

參訪道場

掌管全球各地道場弘法事務的印度教
BAPS 教團的主管法師，5 月 22 日下午四點
在印度教 BAPS 巴黎協會會長 Parekh 先
生、來自印度及倫敦道場法師，以及沙特國
協會會長等陪同下，一行 9 人前來法華禪寺
參訪。此行參訪法華禪寺，以為未來在多元
宗教區建寺尋找靈感。

敦煌舞團

再續前緣

來自台灣敦煌禪舞集一行 16 人，應邀
前往巴西里約浴佛法會節慶中演出，5 月
17 日經巴黎轉機之際，特別安排前來佛光
山在歐洲的總部法華禪寺參訪。此行由敦煌
禪舞集藝術總監鄭秀真老師帶領的團隊，上
午 11:30 抵達法華禪寺，監院妙多法師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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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及法華禪寺敦煌舞蹈團五位團員、佛光會
知賓人員列隊歡迎。
妙多法師代表常住歡迎貴賓們的蒞
臨。表示與鄭秀真老師之前於法華禪寺進行
為期一周的敦煌舞密集訓練，學員們受益匪
淺，並特別致贈感謝狀。於丹墀合照之後，
法師帶領大眾參觀各殿堂與佛光緣美術館，
常住特別準備美味素齋招待，隨後於四恩堂
與法華禪寺舞團短暫交流。

社教課程

善童學園

今 年 度 巴 黎 佛 光 山 開 設「佛 遺 教 三
經」經典導讀課程，於每週四下午由妙希法
師主講，深入淺出地宣說佛法真義。為期六
週的「八大人覺經」5 月 2 日結業後，第二
階段「四十二章經」於 5 月 23 日開課，共
有 25 位學員精進於解門的課程。
此外，針對幼兒童的道德品格教育，
巴黎佛光山開設的「善童學園」於 5 月 25
日開課，每周六上午由知忠法師以活潑生動
的方式教導小朋友做人處事的道理，孩子們
在歡笑聲中學習「弟子規」、「人間音緣」
和「佛教典故」。

佛法解脫了我的悲傷和悲痛
雖然年齡上我比星雲大師小很多，但
也早過了古稀之年，今年已經八十五歲。不
幸的是，我夫人突然得了急性淋巴結，僅僅
過了兩周便往生。
這麼突然，讓我落入十二萬分的悲痛
中，整日愁眉苦臉，淚珠不斷，夜不能寐。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讓自己解脫。靜思之後，
我決定從抄經著手，我開始抄寫心經。
抄 經 過 程 中，我 逐 漸 理 解 到 經 文 中
“度一切苦厄”的含義，就是人生的苦是
“由我而來”，淡化“我與物、我與境、我
與人”……把自己安頓在無執、無染、無拘
無束，才能“度一切苦厄”。
另外，又從星 雲大 師把“生老病 死”
的人生規律，改為“老病死生”的人生觀中
得到啟發，人過世並未終結，而是往生，轉
換有一個新的生命。這不是應該祝福和“喜
悅”的嗎？
大師的開示，給我精神上的安慰和解
脫，把握從絕望、悲痛中解放出來。感謝唐
玄奘大師翻譯的《心經》，也感謝星雲大師
的開示。（薛強）

佛光世紀贊助名單
林麗霏

10€

郭文輝 10€

陳鎮堃

10€

黃瑞卿

10€

張學基 10€

蔡麗春

10€

LI Stéphanie 10€ 曹天文 10€
董建雅 15€ NGUYEN
Marie
15€

劉艷霞

10€

NGUYEN Hieu Trung 15€

諸供養中

TAZIR
Baptiste

15€
ZING Suzanne 15€

法供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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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佛光山行事曆
日期
1/6
3/6
8/6
15/6
17/6
22/6

周
六
一
六
六
一

29/6

六

3/7
6/7
13/7
17/7

三

法華禪寺行事曆

六
六
三

法 會 活 動
金剛經共修法會
光明燈消災法會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淨行品共修法會
光明燈消災法會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佛門一日修持
佛光三昧共修法會
光明燈消災法會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金剛經共修法會
光明燈消災法會

時間
14:00
11:00
14:00
14:00
11:00
14:00
10:00
14:00
11:00
14:00
14:00
11:00

20/7

六

淨行品共修法會

14:00

21/7
2728/7

日
六
日
日

觀音法會

11:00

盂蘭盆法會

10:30

365 禪修會

14:00

每週

六

日期

周

2/6

日

3/6
9/6
16/6
17/6

一
日
日
一

23/6

日

30/6
1-7/7
3/7
7/7
10-14
14/7
17/7
21/7
28/7

日
一
三
日
日
三
日
日

法 會 活 動
歐洲佛光山建寺獻燈
祈福暨供僧法會
「我不是呷教的和
尚」主題論壇
光明燈消災法會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金剛經共修法會
光明燈消災法會
大悲懺法會
中文學校結業典禮
普賢共修法會
佛光山信眾七日禪
光明燈消災法會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三好兒童夏令營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光明燈消災法會
大悲懺法會
金剛經共修法會

時間
9:30
14:00
10:30
10:00
10:00
10:00
9:30
14:00
10:00
10:30
10:00
10:00
10:30
9:30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