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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苦短，每個人都希望生活是快樂的，而不是充塞著憂鬱不

安。經典云，極樂世界是「無諸眾苦，但受諸樂」，如何才能達到

「無諸眾苦」的境界？就端看吾人日常生活的心念起伏，是善美

的？是明理的？還是罣礙的？是執著的？ 

快樂究竟在那裡呢？ 

第一、身心要能健康：身體健康是快樂的基本條件。一個人的

身體經常出狀況，時而偏頭痛、時而腸胃痛，天天上診所、跑醫

院，生活怎麼快樂得起來？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平

常具備保健常識，健康才得以維護。甚至不但身體要健康，心理也

要健康。我們心中藏有過多的貪瞋、愚癡、嫉妒、邪見等毛病，不

但是一種負擔，生活也會很痛苦。所以，能有一個健康的色身，配

上健全的心靈，快樂生活就在你身邊。 

第二、名利要能放下：曹雪芹〈好了歌〉：「世人都曉神仙

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名和利，得者怕失落，失者勤追求，真是

心上一塊石頭，患得患失，耿耿於懷，生活怎麼能自在？又好比一

個人爬山，身上滿負行囊，腳下寸步難行，真可謂：「如履泥土，

漸困漸重。」唯有將心上的石頭、肩上的負擔放下，才能解脫。名

利也不是不可要，而是心態取決你的結果。凡是努力認真，自然會

實至名歸；你不求利，只要廣結善緣，自然它會來找你。 

第三、是非要能明白：「是非朝朝有，不聽自然無。」干擾我

們生活的就是得失是非，它讓我們在眾說紛紜中，輪迴流轉，擾攘

終日，不得安寧，你怎麼能快樂得起來？只有學習「不說是非、不

聽是非、不理是非、不傳是非、不怕是非，明白是非。」那麼是與

非，何足畏也？ 

快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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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人我要能融和：今日的社會，

有些人因思想不同而互相排擠，各黨派也因

理念相異而壁壘分明，甚至也有因信仰不

同，彼此見解不一，在現代人與人關係如此

密切下，一對夫妻分成兩個黨派，一個家庭

分成兩隊人馬，如何能和諧相處？ 

尤其大家同在這片土地上，所謂「同

體共生」，更是無法分割。只有撇開彼此對

立，尊重異己，互相扶持，人我融和，快樂

的生活才有方向可尋。 

快樂處處求，快樂在那裡？快樂在金

錢愛情裡？快樂在青春貌美裡？快樂在榮華

富貴裡？快樂在權勢名位裡？其實，生活中

能夠知足、明理、助人、行善，當下就是快

樂的人生。有四點說明： 

第一、生活知足，富貴隨緣：生活

裡，怎樣才能得到歡喜、安然？滿足非常重

要。滿足就是富貴，你不滿足，即使萬貫家

財，只能稱為是富貴的窮人；你很知足，那

怕是粗茶淡飯，也是精神豐實的富人。臺灣

的客家人，當他們吃過飯之後，你問他：

「吃飽了沒有」？他說：「我足了」，意思

就是吃飽了。人懂得滿足很重要，你不滿足

即使餐餐都是山珍海味也沒有用；現在我足

了，我很滿足，實在很歡喜、很快樂。所以

生活裡滿足很重要，滿足帶來的歡喜快樂，

比富貴更好。 

第二、讀書明理，名利由他：讀書的

目的，是為了變化氣質，是為了通情達理，

是為了學做聖賢事，是為了造福人群大眾，

讀書不能沒有正確的觀念。有的人讀書是為

了出名，有的人是為了求利，甚至希望名利

雙收。萬一既無名，也沒有利，你就會覺得

讀書沒有價值，所以讀書明理比名利重要。 

第三、助人修德，報償無關：做人

「有才不足傲，有德才可貴」；有德者，是

非不能擾其心，故為人要有品德，就如做事

要有品質。 

如何修德？對人少一點侵犯，多一點

愛護，則德日隆；以淡泊為師，自然可以養

德；以恕己之心恕人，必然進德；有過能

悔，然後就能增長福德；助成好事、知恩報

恩，都是增品進德的最佳途徑。此外，貧以

無求為德，富以能施為德；能夠助人修德而

不求報償，更能圓成自己的德行。 

第四、行善為人，利害不計：行善是

佛性的開發，是善美人性的顯揚。做人要廣

結善緣，要樂善好施；行善結緣，我們的人

生才會更寬闊，命運才會更平坦。所以，平

時不管士農工商、政經文教等各行各業，都

要抱著為大眾，為社會，為國家、為人類服

務的心，盡己所能的行善為人。只要有益於

全民大眾，一己的利害得失不足計較；能有

積德結緣的人生觀，才是幸福的根源。 

人生的價值，不能只用金錢來評估；

金錢以外，必定另有其意義與功德，例如歡

喜快樂，就是其中之一。如何擁有快樂的人

生？  

快樂的人生 



◎法華禪寺 11 月 7 日起一連 5 天舉行

年度藥師法會，7 日上午十點舉行熏壇灑

淨，由監院妙多法師主法，之後大眾跟隨法

師諷誦《藥師經》、上供、《向藥師如來祈

願文》。 

法會後由妙達法師開示藥師法門的修

持，分別有持名、供養、誦持 3 種方法，法

師也詳細解釋藥師法門是離苦得樂之法門，

依佛教說，有 3 種追求快樂的法門：現生

樂、後世樂、究竟解脫樂，以及修持藥師法

門的功德，讓信眾清楚明瞭自己為何拜藥師

佛。 

11 日為藥師法會圓滿日，近 400 位信

眾來寺參加，法會由法華禪寺監院妙多法師

主法，帶領大眾誦經、拜願。法會圓滿後，

禮請海外巡監院院長满謙法師透過視訊連線

為大眾開示。 

院長為大眾講解如何修持藥師法門、

藥師法門的殊勝之處、生活中消災免難的方

法等，院長表示災難有共業的災難，人為的

災難，不論哪一種災難，都離不開因緣果報

及善惡心念。內心正負能量，決定一個人生

命的品質，同時也會給人帶來不一樣的命

運，所以平時要不斷的累積善念，內心正能

量強大時遇到災難會逢凶化吉，會有貴人相

助，相反的如負能量多會增加困難。 

院長開示藥師法門不但現世得到安

樂，來世也會得到究竟快樂，是既能了生又

能脫死的非常殊勝之人間淨土法門。院長最

後總結說心念就是能量，善的，正的心念就

是正能量，它可以帶來善緣好運。佛法是

藥，三好四給是藥，行三好四給便能消災免

難，最後達到五和人生。 

◎ 11 月 3 日 4 日，巴黎佛光山舉行年

度「藥師法會」二永日，由妙希、有舜兩位

法師帶領中法信眾，諷誦香讚、藥師經、藥

師咒、三皈依等法會儀軌。 

兩天共計 600 多人次參加，第一天法

會圓滿，有舜法師開示藥師琉璃光的意義。

第二天圓滿前，妙希法師開示何謂藥師法

門、修持藥師法門的利益、藥師咒的意義

等。法會圓滿，妙希與有舜兩位法師代表常

住贈送結緣品予會主及全場參與者，參加法

會者亦歡喜滿滿。 

   2018年11月                                         3 道場動態                                                               

一年一度  藥師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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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法華禪寺舉行本年度第二

次八關齋戒，共 70 人報到參加，其中不少

是新面孔，尤其有多位西方人士參加。一天

一夜的八關齋戒時間雖短，但內容充實，且

鼓勵個人自我修持。 

妙訓法師首先為大家做生活講解，上

午十點的正授儀式由法華禪寺監院妙多法師

主法，之後豐富多彩的課程隨即展開，中午

則讓一心來體驗佛門生活的戒子先嘗試過堂

用齋。下午由妙訓法師講解戒學的修持，闡

釋八關齋戒的緣起、戒條內容、修持的意義

與功德等。 

所謂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常住

特安排自我加行的時間，有抄經、禪修、禮

佛。晚上妙多法師主講《普賢行願品》，法

師指出願心能成就一切，勉勵大家念念都在

眾生，願願都在佛教，要訓練自己有擔當。 

次日上午九點，一日一夜的的八關齋

戒圓滿，大家在觀音殿進行心得分享，妙多

法師主要就戒子的感言做回應，同時指出，

大家應該珍惜一天一夜的八關齋戒禁語，少

了和外界的對談，便多了時間好好觀照自己

的心。法師勉勵大家回家後仍能持續所學，

時刻能觀照自心，也希望大家能將感想化成

文字，與更多人分享法喜。 

11 月 2 日上午十點半，法國夫婦

Boucle 先生與 Murielle 太太的祝福禮在觀音

殿舉行，監院妙達法師帶領結婚十餘年的夫

婦兩人誦經、念祈願文，並為兩人灑淨，最

後代表常住贈予念珠，祝願他們婚姻美滿、

家庭幸福和樂。 

Murielle 太太激動得不斷拭淚，並向法

師們道謝，表示這場祝福禮對她非常重要。

雖然她自稱是佛教徒，但一直都是自己在家

修行，去年接觸法華禪寺之後，萌生祈福祝

願的想法，成就當日溫馨歡喜的祝福禮。尤

其令人感動的是，祝福禮整個過程由 2 人

11 歲的兒子 Antoine 親自錄影，猶如見證父

母的婚禮。 

一日一夜  八關齋戒 

法國夫婦  佛門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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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協會第九分會，11 月 4 日下午

3 點半在法華禪寺地藏殿展開 2018 年最後

一次分會月例會會議，在輔導法師覺衍法

師，溫肖丹會長的帶領下，與會共有 12 位

幹部及會員參加會議。會議內容包括鼓勵會

員積極參加佛學會考，推廣蔬食 A 計畫和

家庭普照，將人間佛教帶入家庭。 

◎ 11 月 18 日下午兩點，巴黎協會第五

分會由林小秋會長帶領幹部及會員，於香雲

滴水坊舉行讀書會和月例會，有分會督導鄭

萱華和幹部會員 16 人出席。讀書會由顏慧

玲導讀十修歌，之後再討論會務。 

◎巴黎協會第六分會陳民翠分會長和

幹部 13 人，於 11 月 18 日下午二點半在四

恩堂舉行讀書會和月例會，輔導法師如群法

師列席指導。法師首先帶領導讀<分工合作>

一文，討論中大家都覺得團結合作很重要，

分會不是只有會長的事，工作要大家分工合

作完成。讀書會之後大家進行會務討論，主

要討論議案： 1. 家庭普照，2.會員聯誼會，

3.微信閱讀會，4.分會工作分配。 

◎第 63 期慈悲讀書會於 11 月 8 日下午

兩點在巴黎佛光山教室舉行，共有 16 人參

加，研讀大師文章<溝通>一文。溝通是一門

學問，良好的溝通，是人際往來的重要因

素。溝通時，不要只顧自已的利益，而損他

人之利。大家緊扣重點進行討論分享，氣氛

熱烈，有舜法師到場指導，還特別為大家介

紹即將舉行的佛學會考事宜，鼓勵大家能夠

積極參與，自我鞭策提升。 

◎ 11 月 25 日下午兩點至四點半，國際

佛光會巴黎協會於五觀堂舉辦第二梯次電腦

培訓講習，由王雪濤副會長指導 EXCEL 的

使用，有協會秘書處、理事、分會長和分會

秘書等 33 人參加。 

◎敦煌舞團 11 月 25 日下午在四恩堂舉

行讀書會，共九位團員出席，由童春燕帶領

導讀「心之妙用」一文。 

讀書研討  推動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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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下午兩點半，第十三分 8 位

會員在香雲滴水坊舉行讀書會，知忠法師到

會輔導，大家一起研讀大師<分工與合作>一

文。了解到無論做什麼事，合作才能成功，

合作才有力量，也要懂得分工，兩者兼備事

情才能更成功圓滿。知忠法師也以協會運作

中的合作與分工舉例，讓大家更加明白文章

的精髓，大家也紛紛各抒己見，分享感悟與

經驗。 

11 月 18 日下午三點，巴黎協會第七分

會、第十一分會在觀音殿舉行聯合讀書會及

分會會議，妙訓法師到會輔導，共有兩個分

會的幹部會員 30 人參加。首先進行的會務

討論，由蘇秀林、黃玉桂兩位分會長聯合主

持。主要討論的議案有：會員大會的準備工

作，固定每個月第三個週末的聯合讀書會，

明年度的分會聯誼及戶外活動等。妙訓法師

也針對會務推動、活動執行與溝通等為大家

提出建議與指導。並開示大家活動的舉辦要

非佛不作，說明會員在會務發展中的重要角

色。 

隨後進行的讀書會，大家一起閱讀大

師文章<如何改變命運>。閱讀文章之後，大

家進行文章研讀及心得分享，妙訓法師言簡

意賅指出，要深信因果，鼓勵大家積極的做

善事，廣結善緣，守持戒律，做自己的貴

人，掌握自己的命運。 

11 月 18 日下午，第九分會在五觀堂舉

行分會聯誼活動，共有分會幹部、會員近

50 人參與，協會輔導妙多法師，分會輔導

覺衍及安今、知冠等法師，與協會王愛漣會

長、分會督導沈兆光等受邀參加。 

妙多法師在致詞時稱讚分會幹部的發

心、會務有聲有色、帶動會員積極參與，尤

其肯定第九分會從傳承中成長。王愛漣會長

則讚歎第九分會人才輩出，護持道場不遺餘

力，各組義工都能看到第九分會會員的身

影。 

活動中除播放視頻回顧一年來會務的

點點滴滴，還有小朋友的芭蕾舞表演、茶禪 

分會聯誼  增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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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大家互動學跳海豚舞、遊戲等，年

過 80 的幾位老菩薩也上臺與大眾一起跳海

豚舞，呈現佛光大家庭老中青會員聯歡的溫

馨場面。 

覺衍法師在總結致詞時稱讚大眾的力

量，看到分會的活力，更鼓勵大家除了活動

之外積極參加課程，福慧雙修。 

◎巴黎協會第四分會的七位會員及幹

部在會長徐蘭英師姐的帶領下，11 月 16 日

進行家庭普照，分別探望分會胡迪高、張雙

鶴、林寶柳、徐秀英四位會員老菩薩。 

四位老菩薩看到佛光會員非常高興，

大家坐一起話家常，回憶佛堂的點點滴滴，

大家讚歎佛光山法師們的慈悲，對信徒的照

顧有加，能有這樣的正知正見的佛堂讓大家

學習佛法和修行，真的感到很幸福。 

徐蘭英分會長感恩大師創立了佛光

山，讓大家都這麼接心和團結，鼓勵大家多

多去佛光山。此次家庭普照很圓滿，大家都

以自己是佛光人感到開心與自豪。 

◎ 11 月 26 日下午兩點，巴黎協會第一

分會林愛飛會長與 7 位會員，在輔導法師妙

希法師的帶領下，前往巴黎 3 區進行家庭普

照，看望已 80 多歲的會員王金松、陳佩

霞。 

妙希法師代表常住贈送禮品給長者，

並帶領大家持誦藥師咒，恭讀星雲大師的家

庭普照祈願文為老菩薩一家祈福，場面既溫

馨又熱鬧。 

隨後大家圍坐在一起開心的暢談每個

人的生活經歷，增加了會員之間的相互認

識，兩位老人的欣喜更讓會員幹部懂得家庭

普照活動的重要性。家庭普照活動也是大大

的提升了分會的團隊精神，並祈願落實三好

四給精神到日常生活中去。 

家庭普照  關懷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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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響應蔬食 A 計劃，11 月 24 日晚上

第三分會於十一區幸福樓舉辦分會聯誼活動

暨蔬食 A 計劃推廣。 

分會長周月萍帶領幹部承擔各項工作，

如知賓、攝影和節目安排。如群、知冠和安

今 3 位法師、協會會長王愛漣應邀出席，各

分會共 170 人共襄盛舉。 

如群法師代表常住感謝第三分會的邀請

和用心，鼓勵大家多吃素，自利利他，且要

對素食有正確觀念，惜福不浪費也是環保之

一。用餐期間主辦單位播放短片宣揚素食的

好處，並設有獎問答遊戲與眾同樂。 

司儀葉海說出星雲大師對素食的看法，

青年團也即興表演二支舞、及古箏演奏。輪

到活動的重頭戲推廣蔬食 A 計劃時，大家

用自己的手機掃瞄 VEGE PLAN QR code，

哪一桌最快完成連署便勝出，可得獎品，為

活動增添許多樂趣。 

11 月 11 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 100

周年紀念日，全國各區皆舉辦紀念活動。碧

西市市府上午 10 時在墓園舉行紀念儀式，

法華禪寺監院妙達法師率 4 位法、華裔佛光

會員代表前往參加。儀式開始，市府人員與

退伍軍人、團體代表等先到紀念碑前進行獻

花儀式，碧西市多元宗教文化協會主席猶太

教 Windisch 先生偕天主教、回教、寮國佛

教及佛光山代表也同步獻花。 

之後回到 Michel Jazy 體育館追思現場

內繼續下半場節目，由副市長 Masson 先生

代表宣讀總統 Macron 先生向全國的「一戰

停戰百年」講詞，本市市長 Yann Dubosc 亦

就此發表簡短演說，主要呼籲不同宗教、民

族需要和諧共處，不要對立、歧視。而在活

動現場包括佛光人在內的不同族群、不同宗

教代表更是維護和平的重要體現。 

推廣蔬食  環保心保 

一戰百年  共祈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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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巴黎第 6 大學建築系學生一

行 12 人，藉著學校假期特來到法華禪寺所

在的碧西市，由 Yann Dubosc 市長帶領一覽

多元宗教文化區，期望從參訪中學習不同的

建築風格及文化。 

參訪至法華禪寺，監院妙達法師接待並

與市長帶領一行人參訪，一一為學生們指出

本寺各殿堂的實用建構，設計巧妙之處，如

何欣賞此揉合東西方文化的莊嚴硬體，從而

發掘其豐富人間佛教內涵。在觀音殿，市長

與幾位學生燃燈供佛，祈求觀音菩薩滿其所

許心願。 

11 月 24 日下午四點，巴黎佛光山於五

觀堂舉行中醫穴位養生講座，邀請廣州中醫

藥大學針灸推拿學碩士、中醫針灸推拿醫生

范婷婷女士講解「失眠和疼痛疾病的保

健」，吸引 60 餘位佛光人到場聆聽。 

范婷婷醫生首先為大家講解了如何通過

按摩穴位來緩解及治療失眠，頭疼，肩部疼

痛，腰疼和下肢腫脹等症狀，期間為每一位

到場的聽眾指出了相關穴位的正確位置，隨

後為大家分享如何保護腰部以及如何緩解腰

部疼痛。 

在場的菩薩們都很歡喜，紛紛表示這些

妙招都能立即見效。有舜法師代表常住贈送

大師著作的「365 中華寶典」中、法文版等

與其結緣。 

11 月 27 日上午，Bobée 中學 43 名師生

專程花了七個多小時來回車程的時間， 到

法華禪寺戶外教學。4 個小時的參訪行程

中，常住特別安排抄法語、禪繞畫燈籠、禪

修、素食午齋，參訪佛光緣美術館「一期一

會」李蕭錕禪畫展。 

透過各項活潑有趣的體驗，這群選修中

文課的學生們更了解中華文化，也認識了人

間佛教。帶團的董宇老師表示：「我不知道

原來法華禪寺這麼好玩，學生們都好開心，

下次一定再組團來。」 

巴黎學生  參訪學習 

中醫講座  養生分享   

中學師生  戶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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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於我來說，通達佛道有點難，

只能說努力學習。我的經驗就是法會、活

動、課程，能參加的就儘量參加，讓自己多

聞熏習總有益處。 

幫助別人也只能量力而行，把自己所

了解的告訴別人，希望能幫到別人。比如

說，有位師姐跟我講她覺得以前一直做義

工，沒有好好的做定課也沒參加共修，現在

覺得浪費了很多時間，覺得自己都沒有好好

修行，想要好好找個道場能清靜的修行。我

跟她說，你為什麼總是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

極端，我做義工，但是我也儘量參加共修和

法會，也有做自己的定課，怎麼安排好時間

是自己的事。 

哪裡有清靜的道場，自己心清靜了哪

裡都是清靜的道場，自己煩惱叢生，就算自

己把自己關在家裡，也是照樣煩惱。雖然這

些離通達佛道可能還有點遠，但我認為佛法

首先要能運用在生活中，解決生活中的煩

惱，佛光人要“先生活，後生死”。 

這個師姐對於做義工和參加共修的問

題，就像是生活中很多年輕媽媽們面臨的家

庭重要還是工作重要？能兩者兼顧的是智

慧，不能兩者兼顧的就根據自己需要選一個

更重要多付出一些，沒有什麼對與錯，也完

全不應該煩惱。佛法目前對我來說，就是在

生活中讓我面對問題不會心生煩惱的方法。

(耿琳) 

第一次參加法華書院，也是第一次近

距離接觸佛教，想從三個方面談一下我的感

受:對佛教的正確認識，學會感恩和為佛堂

服務。 

（一）來法華禪寺之前，對佛教的認

識比較片面，對佛教的因果觀很感興趣，以

為佛堂是一個避世而求自身清淨的地方。我

有時候會來佛堂呆一會兒，求得片刻的寧

靜。結束了這一期的學習，我認識到學佛遠

比我認為的高深，不僅有完整的世界觀，還

有人間佛教的入世思想，以及發大願的不退

轉的堅定之心。 

（二）來參加書院學習前，剛剛辭去

了工作，所以是每週都在面試，可是都沒有

找到心儀的工作，或是收到拒信，於是開始

懷疑自己做的辭職的決定是不是錯誤，心情

不能穩定，也就沒法安心地繼續找工作。參

加了兩周的書院學習後，師父們講的感恩心

對我觸動很大，反省自身，確實是抱怨不滿

太多，沒有常懷感恩心。 

想想之前辭去的工作，確實有不盡人

意的地方，但是在今天找工作不易的大環境

下，公司還是信任我的能力，為我轉簽工作 

法華書院心得分享2 

法華書院心得分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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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居身份，給畢業新生一個很好的大公司平

臺。在剛剛入職時，我是非常感謝珍惜這份

機會的，可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我漸漸失去

的感恩心，開始關注工作中各種不順利的方

面，直到做了辭職的決定。以為辭職後就沒

有煩惱了，其實後面還有找工作的煩惱。 

看清楚了這些前因後果以後，我發現

了問題的根源在我而不在舊工作也不在失敗

的面試。重新整理自己，不去抱怨失敗的面

試，而是分析從中學到了什麼，把它們看成

是一個完善的契機，從而升起了感恩心，放

平了心態，終於在第三周找到了不錯的工

作。 

（三）在書院學習的最後一天，法會

結束後，和耿琳學姐一起留下來打掃寮房，

幫忙整理佈置大殿，收穫很多，看到了為什

麼寺院能夠井井有條地進行這麼多的活動，

是有無數的佛光會師姐在背後付出時間和精

力。 

學佛不僅僅是書本理論上的學習，也

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身體力行。看到師姐光著

腳在清理打掃書院學員的房間，特別感動，

她們的發心和實際行動是我遠遠不能達到

的。香燈師姐的工作特別瑣碎，需要搬運蓮

花和佛像，然後一個個地擺放整齊，拜墊也

要一個個橫豎對齊。在做這些重複的工作

時，大家都沒有表現出不耐煩或是應付了

事，一件一件的小事，都是穩妥不慌張地完

成。 

我想，出了佛堂，生活中的事情，亦

是如此，需要無怨無悔心平氣和地面對完

成。(王笑宣) 

素食麻油湯 
材料： 

鴻禧菇 1 包、豆腐半塊、玉米筍 10

根、麻油適量、橄欖油適量、鹽適量、薑

片 3 片 

製作過程： 

1.鴻禧菇切去根部洗淨。 

2.豆腐半塊切片，薑切片。 

3.陶鍋中倒入麻油及橄欖油。 

4.放入豆腐及薑片，開中火。 

5.煎豆腐至定型，加入鴻禧菇。此時不

可翻炒否則豆腐易碎，以甩鍋的方式讓鴻禧

菇均勻沾上麻油。加鹽，加速鴻禧菇出水。 

6.鴻禧菇出水軟化後加水悶煮，轉大火

煮至湯滾。 

7.湯煮滾後加入切段的玉米筍，再煮至

湯滾。 

8.起鍋前加入香油即可。 

林惠珠  10€  林麗霏 10€       郭文輝  10€      

張學基    10€  陳鎮堃 10€  薛 強   10€ 

  薛  晶 10€   

     

佛光世紀贊助名單    

諸供養中      法供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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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禪寺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2/12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00   

7/12 五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9/12 日 
念佛共修會       
十竹齋魏立中個展   

10:00 
14:00     

16/12 日 
大悲懺法會       
巴黎協會會員大會           

 9:30 
14:00      

21/12 五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22-
23/12  彌陀法會  

30/12 日 普賢共修法會 10:00  

1/1 二 
三皈五戒戒會 
為世界祈和平音樂會 

10:00 
14:30     

6/1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00 

13/1 日 
法寶節法會       
佛學會考            

10:00 
14:00      

20/1 日  
光明燈圓燈法會   
全寺大掃除活動  

10:00 
14:00      

27/1 日 
大悲懺法會       
歲末義工聯誼          

 9:30 
15:00      

巴黎佛光山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1/12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7/12 五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8/12 六 阿彌陀佛共修     14:00 

15/12 六 淨行品共修   14:00 

21/12 五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22/12 六 彌陀法會   10:30 

29/12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0:30 

每週 日 365 禪修會  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