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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新作《我不是「呷教」的和尚》，3 月 7 日正式問

世。這是大師因病休養，停筆兩年後的首部著作，闡述自己出家

81 年，不靠佛教吃飯，始終堅持「佛教靠我」的信念，立志做一

個報恩的人，實踐「我要給人，不要人家給我」的弘法大願。 

當日正值農曆二月初一，也是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的出家紀念

日，近 2 千名護法信眾齊聚佛光山如來殿大會堂，參加一年一度的

信徒香會。除了《我不是「呷教」的和尚》新書發布，也頒獎表

揚 44 位「佛光菩薩」，現場洋溢濃濃的書香法味，和堅毅不退轉

的菩薩願心。大師蒞臨現場，勉勵佛光人精進奮發，讓佛教更有前

途。 

「出家至今 81 年，我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做和

尚』。」回顧 93 年的歲月，大師豁達地說，早年曾多次落水、多

次險遭槍斃，卻總能死裡逃生，從中體悟到「生也好，死也好，人

生要自己找快樂和趣味」，所以這麼多年來，一點都不覺得苦，反

而覺得人生很痛快。至於壽命長短，大師表示並不在意，因為「人

生死不了，去了還會再來」，只要能把人做好，來來去去都可以很

自在。 

談起出家紀念日，大師說，一生最感念兩位老師，一位是 18

歲時有一面之緣的太虛大師，一位是恩師志開上人。太虛大師當時

只靜靜看著他，一連說了「好！好！好！」，三個「好」字，讓他

發願一生把為弘揚人間佛教所做的一切事，來供養太虛大師。至於

志開上人，對個人的學佛之路多所引導，尤其培養了他「什麼都不 

星雲大師《我不是「呷教」的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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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性格。 

隨後星雲大師也請佛光山徒眾和叢林

學院學生用歌聲供養大眾，唱誦太虛大師

〈五十生日感言〉，以及〈觀音發願文〉及

大師作詞的〈佛 教青年的歌

聲〉，向與會者獻上「平安幸

福」的祝福。 

《我不是「呷教」的和尚》

由天下文化和佛光文化共同出

版。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

人高希均表示，2016 年歲末，大

師因腦溢血開刀，經兩年休養，

能寫一筆字、能出書，被醫療團

隊視為「奇蹟」。這本新作概括

《星雲大師全集》的精華，很能

精準傳達大師終生為佛教貢獻、不願成為佛

教負擔的「佛教靠我」弘法大願。 

高希均稱譽大師是台灣「最堅強、最

值得尊敬、最富影響力和感染力」的人，在

全球拓建的人間佛教版圖，堪稱「人間奇

蹟」、「星雲奇蹟」。他指出，這一切奇蹟

的背後，源於大師「給」的信念，除了有形

財物的佈施，更有價值的是倡導慈悲、捨

得、放下、分享、和平等等無形的觀念，確

實讓很多人的生命因而改變。他希望讀者能

從中吸取好觀念，做到自力更

生、自我奮發、自求多福。 

    「歡迎護法信徒回到法身慧

命之家。」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

表示，舉辦信徒香會，是為了佛

法的信仰與傳承，希望佛光人能

傳承人間佛教、不忘初心、一師

一道的信念，並發揚大師「為了

佛教」的菩薩願心。 

    為表揚佛光菩薩，現場由心

保和尚、佛光山退居和尚心培和

尚和傳燈會會長慈容法師頒贈獎狀。心保和

尚讚美獲獎的佛光菩薩，都是人間佛教的力

行者，也是菩薩道、菩薩行的奉行者，期許

更多人能效法大師的精神，往菩薩行前進，

自覺覺他、自利利他，讓佛法恆久廣遠流

傳。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19 年移動學習周

會議，於 3 月 4 日至 8 日在巴黎的教科文組

織總部召開，有來自全球的政府部門、教育

界、科技界等專業人士出席，促進來自公共

與私營部門、技術界、國際及區域組織、民

間團體等相關專業人士在人工智慧領域的對

話。 

今年度主要聚焦人工智慧及其對可持

續發展的影響，首日 3 月 4 日有近千人與

會，佛光山海外巡監院院長、國際佛光會歐

洲區副秘書長滿謙法師與法華禪寺監院妙達

法師、國際佛光會青年講師彭寶珊等代表佛

光山、佛光會前往參加。 

開幕典禮於上午 9:30 展開，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總幹事 Audrey Azoulay 女士、經

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長 Angel Gurría 先生

等貴賓先後致詞。為期 5 天的活動，將有

20 餘場有關人工智慧在教育領域創新應用

的高級別研討會，且實踐操作演示。 

滿謙法師表示，連續三年都參加移動

學習周會議，這次來參與觀摩，感覺會議比

往年更擴大，更進步成長，今年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在移動學習周釋放出一個明顯的指導

性信號，新技術產業不僅要有能，也要有

德，不僅要有技術的更新換代，更要注重道

義秩序的建設。  

第 39 屆巴黎書展 3 月 15 日在巴黎

Porte de Versailles 展覽館開幕，為期 4 天的

書展雖然面對電子書的衝擊，但首天書展仍

然是學校老師帶學生到場做戶外教學的好去

處。幾乎上半場全是學生的天下，熱鬧非

常。 

法華禪寺一如往年，以道場及佛光文

化名義參加，主要推廣大師的法文版著作：

《釋迦牟尼佛傳》及介紹英文版《佛光美術

圖典》。 

四天的書展，由知冠法師全天帶領李

岩、葉海等 10 位佛光會員、青年義工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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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盛會  移動學習 

巴黎書展  宣揚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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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訪客奉茶、介紹佛光文化事業等。妙元法

師協助佈置，巴黎佛光山知忠法師來協助茶

禪、妙希法師以書法為當地人用中文寫他們

的名字，非常受歡迎。巴黎協會王愛漣會長

則以茶禪與來賓結緣。 

今年的佛光文化書攤被安排在書展的

特邀嘉賓—中東國家阿曼蘇丹國攤位鄰近，

緊鄰更是全國出版聯盟(SNE)，故吸引不少

人潮。最暢銷的是法文版的《佛光菜根

譚》，不管是一套八冊或是單行本都很受歡

迎。 

2019 年巴黎書展打破每年邀請一個主

賓國的先例，整個歐洲來作主賓，這也是今

年書展的一大看點。為期四天的展覽共有

45 個國家共 1200 個出版商參展。 

新一期的法華書院法語佛學班、法語

禪修班分別於 3 月 16 日開課，由妙達、妙

元法師授課，兩個班級共有 30 多人參與，

多為法國當地人士。 

經典佛學班 3 月 23 日開課，18 位學員

出席，妙訓法師介紹《金剛般若波羅蜜

經》，佛陀住世說法 49 年，22 年演說般若

大法，600 卷的《大般若經》，卷帙繁多，

而《金剛經》是其精華，後世討論最久，注

疏最多，影響最深遠，是歷久不衰的經典之

作。禪宗第五祖之後《金剛經》取代《楞伽

經》成為印心的經典。 

多元宗教文化協會 3 月 20 日晚八點

半，於法華禪寺圖書館召開理事會議，協會

主席妙達法師、天主教 Dominique 神父、猶

太 教 Claude Windisch、回 教 Touhami 

Hadi、寮國佛教 Nak Jacques 及基督教代表

共 7 人與會。 

會議首先討論上次未竟議案：各宗教

青年馬拉松、足球賽、健行活動 3 項活動定

於 9 月 15 日舉行。 

另提到難民問題，除了協助提供法文

教育，也提議來本宗教區參訪，認識各宗

教，希望藉宗教力量，能幫他們安穩心情。

另外針對「恐怖」議題進行討論，提出可行

性措施。 

社教課程  開學上課 

宗教協會  理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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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第三、四分會聯合讀書會，於 3

月 12 日晚上 7 點在法華禪寺四恩堂舉行，

有分會長周月萍、徐蘭英等幹部、會員 20

餘人參加。輔導法師覺衍法師為大家介紹菩

薩修行必須經歷的五十二個階位，鼓勵大家

要在法上用功，要福慧雙修。 

◎第十六分會讀書會 3 月 16 日下午 2

點於四恩堂舉行，有分會長吳芙蓉與會員十

人出席，妙元法師繼續為大家上佛門禮儀，

讓大家從中學習到不少佛門知識。 

◎ 3 月 17 日下午兩點，協會第 12 分會

於法華禪寺四恩堂舉行分會讀書會，分會輔

導妙達法師到會輔導，會員 14 人出席。讀

書會由金康亮、吳燕芳師姐帶領導讀星雲大

師文章“一滴水的價值”。 

3 月 9 日下午，第九分會在輔導如群法

師和溫肖丹分會長帶領下，帶領幹部、會員

進行新年後首次家庭普照。大家首先探望住

在法華禪寺附近的陳美容老菩薩，老菩薩見

到法師及會員非常的歡喜。 

隨後前往巴黎 13 區探望張鳳英及其同

修許錫炎師兄，兩位老人的子女也特地前

來，雖然已八十多歲，但精神都很好。 

隨後去拜訪林月碧老菩薩，她是分會

的第一任會長，儘管剛出院不久，身體尚未

完全恢復，但月碧師姐見到法師及師姐流露

出歡喜的精神力，與大家熱情的回憶當年成

立分會的往事。 

法師也一一叮囑老菩薩保重身體，並

贈送大悲咒水等結緣品。 

分會讀書  精進不輟 家庭普照  關懷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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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0 日下午一點，第九分會在法

華禪寺中文學校教室舉行月例會，由溫肖丹

分會長主持，如群法師列席指導，有幹部八

人參加。 

會議除了跟進理事會的提案外，有討

論到碧西佛誕嘉年華的義賣食品、攤位佈

置、工作分配等。訂定每兩個月一次的讀書

會、舉辦素食烹飪課程和品嘗會、幹部茶禪

培訓等年度活動。 

◎ 3 月 12 日下午四點半，巴黎協會第

三分會第二次月例會在法華禪寺四恩堂召

開，分會輔導覺衍法師、協會副會長胡小

萍、分會長周月萍及 13 位幹部參加。 

周月萍分會長首先進行工作報告，接

著傳達協會第十屆第八次理事會議的各項議

案內容，並針對分會需要承擔的系列活動相

關工作進行討論，請幹部儘快將訊息周知會

員並鼓勵會員踴躍參與各項活動。覺衍法師

鼓勵大家要把握這難得與人結緣的因緣，多

多參加活動，廣結善緣。 

巴黎協會第七、第十一分會於 3 月 10

日聯合舉行會員聯誼會，上午在巴黎鐵塔對

岸公園舉行讀書會，下午搭乘遊輪用午餐，

並欣賞塞納河沿岸宏偉古蹟建築。兩個分會

輔導法師妙訓法師出席，蘇秀林分會長及黃

玉桂分會長帶領兩個分會幹部、會員共 72

人參加。 

上午十點兩個分會的會員們陸續抵

達，為了驅除寒意，妙訓法師帶領大家做天

台六氣法，小慢跑暖身提神。兩位分會長熱

情洋溢的致詞之後，兩個分會會員各自進行

讀書會，以佛印禪師與蘇東坡「八風吹不

動」、「打坐牛糞說」的兩個經典公案進行

討論分享，妙訓法師分別輔導。 

中午十二點，大家前往塞納河岸搭乘

遊輪，約兩個半小時的遊船時間，大家一邊

享用法式素餐，一邊欣賞沿岸景色，餐後大

家聯誼，分享上午分組讀書會的心得，唱

「人間音緣歌曲」等佛曲，下午四點，聯誼

會在歡喜融合聲中圓滿。 

分會會議  推動會務 戶外讀書  遊覽巴黎 



  2019年3月                                           7 協會活動                                                                                             

◎ 3 月 9 日晚上巴黎第十分會舉辦聯誼

會，特別邀請新入會員及佛光之友一起參

加，35 位會員齊聚在巴黎佛光山附近的餐

館品嘗素食，分享茹素的經驗及益處，並請

大家聯署「蔬食 A 計畫」。 

活動一開始，王敏分會長感謝大家來

參與，鼓勵大家為了身體健康也為了愛護地

球，多吃素菜少吃肉。巴黎佛光山監寺妙希

法師為大家介紹由國際佛光會發起的「蔬

食 A 計畫」，吃素是為了長養慈悲心、愛

護生命、保護環境也對健康有益，希望藉著

推動這個活動可以增加全球吃素人口。 

用餐的過程，大家一面傳遞麥克風，

依序分享各自的茹素經驗及益處。幾位老菩

薩或吃長素或十日齋已經數十年，都感覺到

自己吃素之後身體變健康，精神更好，貪欲

也減少了。 

活動進行中大家也合唱人間音緣、佛

教聖歌、古德偈語，一首接著一首，場面溫

馨而歡喜。 

◎ 3 月 12 日晚上 7 點，巴黎協會第一

分會在巴黎美麗城幸福樓舉行分會聯誼活

動，分會長林愛飛、前會長項齡燕、鄭勝

春、督導項麗華以及輔導法師妙希、知忠法

師與百位會員與會，廈門航空巴黎辦事處總

經理黃振揚和數名佛光之友前來共襄盛舉。  

分會長林愛飛致歡迎詞時細數分會的

特點並指出未來分會的發展方向，鼓勵會員

多參加道場活動，讓第一分會做到真正的第

一。輔導法師妙希法師致詞時肯定分會會務

的發展，並解釋佛光山與佛光會的關係等，

期望大家都能加入到佛光會發光發熱。 

聯誼活動同時推廣疏食 A 計畫，不少

人現場連署，欣喜分享。與會會員品嘗美味

素食同時，亦欣賞“法味”十足的節目表

演，有十修歌合唱、太極扇、二胡及薩克斯

演奏、舞蹈等，節目融合佛法與娛樂，掌聲

不斷。值得一提的是，所表演節目多為分會

會員排練表演，有較高的會員參與度，熱烈

的氛圍感染大眾，不少人自告奮勇，即興表

演。同時也讓在場的佛光之友感受到佛法的

力量以及佛光會與其他社會團體的不同。 

分會聯誼  推廣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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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舉行 70 期的巴黎佛光山「慈悲讀

書會」，效法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求法精

神，每年舉行一次「山水悅讀營」，曾參訪

比利時佛光山、瑞士佛光山、法蘭克福佛光

山。第五期的「山水悅讀營」於 3 月 18 日

至 22 日在維也納舉行，歐洲四個協會齊聚

薩爾斯堡舉行讀書會，共 43 位會員參與。 

大家分成五組，分別由覺容、妙希、妙

衍、妙繹、知怡五位法師帶領，每組以抽號

方式分組，三組讀書會討論的主題從星雲大

師《人間佛教幸福百法》中擷取：「快

樂」、「幸福」、「感恩」等主題，邊遊邊

修，邊走邊讀，遨遊在幽靜德奧邊境的著名

景點。 

活動中還有安排人間音緣教唱、健康

操、司儀知賓等…培訓課程，巴黎協會更以

小品的表演方式，演繹「星雲文集」中的佛

教譬喻「無我」，寓意深遠，發人深省。會

員們心得分享後，每人都感到快樂、幸福、

感恩。 

3 月 24 日下午三點，協會第十三分會

在法華禪寺五觀堂舉行聯誼會，會員有近

90 人參與，覺衍、妙訓、妙元、如群、知

冠、巴黎協會會長王愛漣會長、及各分會代

表前來共襄盛舉。 

分會長張薇薇致歡迎詞，王愛漣會長代

表協會致詞，妙訓法師致詞表示聯誼會不是

只有聯誼歡樂，它也是一場淨化心靈的修持

活動，祈願大家用心關照學習。 

聯誼會節目豐富，有會員帶領的舞蹈表

演、佛學有獎搶答、互動遊戲等，大家熱情

高漲，也毛遂自薦獻唱。妙訓法師也為大家

教唱禮佛、圓圈圈兩首佛教歌曲，大家邊唱

邊比劃動作，氣氛熱烈。 

聯誼會最後妙訓法師開示，鼓勵大家再

接再厲，不斷提升，不斷學習，持續創新，

把團隊聯誼越辦越好，接引更多會員。分會

還特別準備禮物給老會員，看到分會的傳

承，大家如此歡喜和堅定，更加充滿希望和

力量。  

會員聯誼  傳承創新 山水悅讀  五十三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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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碧西市政府在 Maurice. 

Herzog 活動中心舉行亞洲節慶，巴黎協會

作為華人團體，代表佛光人熱情參與，展現

特色的中國文化。 

青年團負責現場迎賓的舞獅和三好娃

娃，給所有來賓帶來喜慶的氛圍，活動中心

內佈置有 30 個攤位，展示不同亞洲團體的

特色。有書法、傳統服飾、彩繪臉譜、氣球

秀等，當然更少不了各地的特色美食，巴黎

協會各分會準備有水餃、糯米糍、芝麻餅、

炒麵等十多種素食美味，吸引各族群朋友前

來品嘗。 

市長 DUBOSC 先生與市府官員、市議

員等於下午拜訪每個攤位，見到法華禪寺監

院妙達法師，市長特地稱讚佛光人的積極參

與。下午的節目表演展現出各團體的不同傳

統文藝，有小小敦煌表演的舞蹈獲得大家熱

烈的掌聲。 

3 月 1 日下午，巴黎青年團召開 2019

年第一次的團員大會，共有 32 位青年出

席，輔導法師知冠法師及妙元法師出席指

導。 

團長徐楠狄向團員報告過去幾個月青年

團所參與過的活動，並宣佈及解說今年接下

來的活動，歡迎團員一起做義工，服務大眾

讓自己可以承擔、學習與成長。 

亞洲節慶  融合共生 

佛光青年  報告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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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緣美術館巴黎館舉辦的「一路詩

畫-曹天文作品展」於 3 月 24 日下午兩點，

於法華禪寺觀音殿隆重開幕，計有百餘人參

加。 

首先由法華禪寺敦煌舞蹈團表演「雲

水笛韻」舞蹈，在輕柔曼妙的舞姿中為展覽

拉開序幕，接著禮請法華禪寺監院妙達法

師、藝術家曹天文先生、Bussy 市市長

Yann Dubosc、第六副市長 Serge Sithisak、

法國僑務諮詢委員暨法國台商會會長黎輝賢

伉儷、法國華僑華人會執行主席金麟澤先

生、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王愛漣會長、法國

書畫家聯合總會主席留冠言先生、法蘭西藝

術院通訊院士迪埃-貝漢姆先生、法國歐華

歷史學會會長葉星球先生、歐洲龍吟詩社社

長林鴻范先生等 10 位嘉賓為此次畫展剪

綵，與會貴賓尚有法國法華工商聯合會常委

副會長鄭華榮先生、中國社會科學史學博士

劉學偉先生等 20 餘位僑界代表出席。 

開幕儀式中，碧西市長與妙達法師分

別致詞，讚歎曹天文藝術家一心向佛，以禪

入畫，以畫示禪的書法繪畫造詣，其意境空

靈雅致，並祝願此次展出成功。 

藝術家曹天文致詞感謝此次展出的因

緣並以其書寫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字

書法 8 屏致贈給法華禪寺收藏，隨後妙達法

師代表常住致贈結緣品及典藏贈書予曹天文

藝術家。 

儀式在藝術家現場揮毫中，圓滿結

束。會後，曹天文先生親自為貴賓們導覽介

紹此次展出的 60 件作品。  

3 月 22 日晚，法華禪寺所在的多元宗

教區內的天主教教堂舉行 20 週年慶典。多

元宗教協會主席妙達法師帶領常住法師與猶

太教、回教、基督教、老撾佛教等宗教代表

前往祝賀，碧西市市長 DUBOSC 先生及市

府官員、社會賢達、天主教友等近千人參

加。天主教 FONTAINE 神父致歡迎詞，現

場有天主教教友展現多彩的節目表演，共同

慶祝此一盛事。 

教堂慶典  多元融合 

一路詩畫  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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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麗霏  10€  郭文輝 10€       薛 強   10€      

黃瑞卿    10€  薛  晶 10€  林麗香  10€ 

Stéphanie LI  10€  湯月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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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五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7/4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00  

14/4 日  慈悲三昧水懺法會                 10:00 

19/4 五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20/4 六 八關齋戒  9:00  

21/4 日 
大悲懺法會       
林素珊醫學講座   

 9:30 
14:00 

27/4 六 
禪繞畫推廣教育課程
「一花一世界」講座   

10:00 
14:00      

28/4 日 
金剛經共修法會   
一花一世界巡迴展                

10:00 
14:00      

5/5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浴佛法會(體育場)    

9:30 
12:00      

12/5 日 浴佛法會 10:00  

19/5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00  

26/5 日 
大悲懺法會       
母親節慶祝活動       

9:30 
14:00 

巴黎佛光山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5/4 五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6/4 六 清明法會 10:30 

13/4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19/4 五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20/4 六 淨行品共修法會   14:00 

27/4 六 金剛經共修法會  14:00 

4/5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5/5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11/5 六 
浴佛法會       
佛光寶寶祝福禮 

10:00 
11:30  

18/5 六 淨行品共修法會   14:00 

19/5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25/5 六 金剛經共修法會  14:00 

每週 日 365 禪修會  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