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稿标题 

佛光世紀法國版第276期         1 佛光新聞        

發行：國際佛光會巴黎                           

協會 

編輯：國際佛光會巴黎  

協會編輯委員會 

電話：01 60 21 36 36 

web：www.foguangshan.fr 

E-mail：fgsj@ibps.fr  

地址：3 Allée Madame 

            de Montespan 
            77600  Bussy 

Saint   Georges 

   佛光世紀月末出版 

免費贈閱、 歡迎索取 

2019年6月 
佛光紀元五十三年 

由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主辦，葡萄牙波爾圖協會承辦的

「2019 歐洲聯誼會」，6 月 14 日於波爾圖 Axis Vermar Hotel 召

開，有來自歐洲 13 個國家、18 個協會的輔導法師、佛光會員及佛

光之友等近 400 人齊聚一堂，可謂難遭難遇、一時千載。 

開幕典禮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葡萄牙大使館參贊許志達、領僑

處主任諸葛蔡延、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歐洲副秘書長滿謙法師、世

界總會亞洲秘書處主任有容法師、世界總會理事蔡有娣、佛光長者

吳金蘭及法國文化評論家林祖強等人出席。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總會長心保和尚，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署

理會長慈容法師，都特別預錄影片給予歐洲佛光人勉勵。心保和尚

表示，人間佛教是世界的光明，與每個人息息相關，期勉大家在生

活中處處落實人間佛教。慈容法師詳述「五和」的內容及重要性，

並舉 4 個老人─發財、成功、平安、慈悲的故事，說明人間要能融

和，世界要能和平，就要以慈悲待人。 

滿謙法師致詞，大家相聚一起，秉持大會主題「信仰與傳

承」，落實在各活動中。在自受用後，還要他受用，要將信仰傳承

下去，將正信的信仰傳遍每一角落。滿謙法師特別帶來大師的祝福

「平安吉祥」送給大家。 

歐洲聯誼會已邁入第 13 年，此次波爾圖協會爭取承辦，可說

是「佛教靠我」之最佳體現。波爾圖沒有法師駐錫，僅有佈教所，

但會員同心協力、集體創作，會前在輔導妙多法師帶領指導下，舉

辦知賓等講習，滿心歡喜地歡迎所有歐洲佛光人的到來。 

2019 歐洲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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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爾圖協會會長張春暉、歐洲聯誼會

主任委員暨西班牙馬德里協會督導蘇秀琴等

先後致詞。會中也為分會督導授證，為 10

個優秀協會頒發獎狀，法國巴黎協會榮獲

「卓越成就」獎。 

6 月 15 日進入第二天議程，課程緊

湊、多元豐富，內容有「信仰與傳承」論

壇、《我不是呷教的和尚》論壇、主題報

告，及佛光大學堂、佛光之夜等，課程重點

環扣今年大會主題「信仰與傳承」，讓近

400 位佛光人獲益良多。 

論壇主題「信仰與傳承」，由歐洲地

區副秘書長、歐洲總住持滿謙法師開場。他

首先為信仰精準定義，同時指出傳承信仰的

好方法，說明星雲大師提倡人間佛教以回歸

佛陀為本懷，「人生有信仰，生命價值就會

提升；人間佛教就是信仰真理。」 

在「佛 光 大 學 堂」中，由 巴 黎、倫

敦、曼城、法蘭克福、里斯本等佛光人，跨

越國界、語言、距離障礙，集體創作，自編

劇本聯合創意演出。在「佛光法庭」解釋佛

光會員常見的疑惑與推動會務的困境，以輕

鬆活潑小品話劇方式，演繹出佛光人集體創

作，大眾第一、無我態度，以佛法突破困境

的般若智慧。 

一改過往各協會傳統報告方式，今年

各協會將報告上傳於網路，讓佛光人利用課

餘時間觀賞。 

課程時間則選擇以「主題報告」方

式，由具弘法特色之協會上台分享，接引當

地團體人士因緣與活動效益，巴黎協會由王

愛漣會長分享如何拓展分會，佛光人無論各

國各地，長期地以文化、教育、共修、慈善

等方式弘揚人間佛教不遺於力，推動人間佛

教成效令人刮目相看。 

《我不是呷教的和尚》論壇，由妙益

法師引言，邀請到奧地利專欄作家常暉、法

國文化評論家林祖強、歐洲副總住持妙祥法

師與覺容法師，研討星雲大師最新出版新書

《我不是呷教的和尚》，透過不同領域，以

客觀的角度，引述出大師人生的歡喜與泰

然。  



本年度的議案討論，包含了世界總會

理事會議巴黎舉行、青年會議巴西舉行、參

加本山水陸法會等年度行事；柏林建寺進度

報告、加強宣導蔬食 A 計畫活動、組織佛

光合唱團、推動讀書會閱讀《我不是呷教的

和尚》、《星雲大師全集》、成立三好人家

等議案。 

鼓勵大家使用佛光 BLIA APP 軟體，以

更能即時掌握佛光會訊息與分享。為迎接今

年十月份歐洲各協會共同承辦世界理事會

議，歐洲地區的佛光人已誦念《心經》超

過 170 萬遍，希望大家繼續齊心齊力，順利

圓滿這難遭難遇的世界理事會議。 

晚上佛光之夜，地主國葡萄牙波爾圖

協會邀請全數是葡萄牙人的吉馬良斯分會

（Guimaraes）表演葡萄牙傳統舞蹈。 

值得一提的，由維也納張淑德和蘇郁

鈞、德國劉祥虎與劉雪微、荷蘭 4 位音樂家

鄭琬儒、鄭惠文、蔡士賢、林聖宭等，還有

巴黎協會組成的法德荷奧四國佛光音樂合唱

團，演唱〈信仰與傳承〉，獲得全場讚賞。 

各協會佛光人卯足全力，發揮創意，

以人間音緣為主題，用最為誠摯與歡喜的

心，無論是唱歌、手語或舞蹈表演，都展現

高水準的功力與創意，供養與會大眾。 

佛光之夜高潮，由歐洲協會輔導法師

壓軸演唱，以〈四海都有佛光人〉、〈我的

家鄉在佛光山〉、〈惜別歌〉，作為今年歐

洲聯誼會圓滿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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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法華禪寺聚集了來自歐洲各

國的信眾，德國、英國、日內瓦等共 400 多

人，一起為年度供僧而來，為柏林建寺獻燈

而來，法會莊嚴隆重，獻燈時眾等百臉化成

一相，祥和感恩之情流露，讓自心和諧彼此

光光相照。 

上午的獻燈法會之前，海外巡監院院

長滿謙法師通過視頻為大眾開示，感謝各國

信眾十多年來的護持，期勉大家在當地推動

人間佛教，廣度當地人士。大家參加法會，

是在廣植福田，星雲大師教導我們行善佈

施，播種福田，才會開花結果。隨後的獻燈

法會，大眾跟隨法師一起誦經祈願，點亮明

燈，期待以此點亮心燈，讓燈燈相照，燈燈

相續。 

獻燈法會之後，舉行供僧法會，歐洲

佛光山所有法師應供。供僧的蔬食妙味，從

數月前就一直尋求菜色內容，一開飯盒就是

連連不訣的色香味供養，賞菜品饌的同時，

節目也精彩登場，佛光敦煌舞團的香音讚，

鋼琴與薩克斯風表演 Aria–EugèneBozza 等

多樣曲風，還有佛光合唱團的信仰與傳承合

唱曲，樂與食給人歡喜自在。 

妙祥法師在開示時，也作了歐洲道場

從 1991 年開始的回顧，1991 我們買下了法

國古堡，然後去年開始的柏林重建，則是歐

洲現在護持建寺的主要工作。 

同時向大眾說明 10 月理事會的進度， 

獻燈祈福  虔誠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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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科文組織的進出及安檢，千人用

餐的安排及旅遊的規劃等等，我們在 23 年

之後，才又輪到歐洲辦這個活動，大家要有

難遭難遇的心，這一次可能是自己這一生唯

一的機會，跟全球的佛光人結一個善緣，所

以大家在此次要盡力護持活動進行。 

巴黎法華禪寺 2 日下午舉行佛光山開山

星雲大師新書《我不是呷教的和尚》論壇暨

佛光佛教研究獎學金頒發典禮，有近 200 位

各界人士與會。論壇由荷華寺監寺妙益法師

擔任引言人；並邀請歐洲佛光山副總住持妙

祥及覺容法師、倫敦佛光山監寺如海法師、

法國多學科研究中心主任汲喆教授擔任與談

人，開展 90 分鐘精彩的分享。 

妙益法師首先介紹此書，與《全集》

相 較，是 一 本「小 書」，又 是 一 本「大

著」，是星雲大師生病靜養兩年後的首部著

作，細述大師近百年生於憂患、長於困難、

喜悅一生的生命歷程，以此作為大家行佛之

依據，能夠轉煩惱為菩提，化黑暗為光明。

主題論壇以四大提問展開多元探討，藉由主

持法師穿針引線，及與談人妙語如珠及精闢

的闡述，讓與會者在短短 90 分鐘，就能掌

握《我不是呷教的和尚》一書之要義，沈浸

在智慧法海中。而從每位與談人的分享，讓

大家不但更加認識大師一生堅持「佛教靠

我，不是我靠佛教」，更提醒每一個人，為

了佛教全力以赴，一起弘揚正法。  

論壇後，特別為法國多學科佛教研究

中心評議甄選的青年研究人員頒發「佛光佛

教研究獎學金」。由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王

愛漣會長說明獎學金的設立因緣，汲喆教授

亦致詞感謝佛光山及佛光會對培養研究佛學

青年的支持。接著二位獲獎人 Cécile Le-

blond 及 Marie Cugnet，也分別介紹研究內

容，並由王愛漣會長及贊助今年獎學金的劉

美申功德主頒發獎學金。最後妙祥法師代表

贈送由星雲大師贊助再版的《現代佛教學術

叢刊》100 冊寶典予法國多學科佛教研究中

心，由汲喆教授接受贈書。 

新書論壇  頒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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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教宗方濟今年二月與阿布達阿茲

哈爾大伊瑪目簽署的「手足宣言」和平聲

明，6 月 18 日，亞洲國家駐教廷各大使館

共同在宗座傳信大學首次舉辦「跨宗教對

話－亞洲觀點」研討會，共 150 人參與。佛

光山法華禪寺監院妙多法師與倫敦佛光山監

寺如海法師，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第二分會

會長 Halima 與倫敦青年妙慧講師彭寶珊代

表參加研討會。 

此次研討會由菲律賓大使 Grace Relu-

cio Princesa 主持，由天主教、伊斯蘭教、

佛教等代表發表對跨宗教對話的看法。首先

宗座宗教交談委員會的 Padre Markus Solo 

介紹阿布達比手足宣言及其內容。Rev Peter 

Baekelmans 受日本使館之邀，分享他以天

主教神父的角度對日本神道教的認識。 

來自英國的 Dr Mohammad Ali Shomali

也發表伊斯蘭教對宗教和平的看法，並表示

跨宗教對話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統合。

教廷國務院外交部長 Paul R. Gallagher 總主

教致閉幕詞表示，如今全球充斥著愈來愈多

的宗教暴力，更加顯現對話的重要性，以達

致宗教間的和平。正如教宗曾說，宗教不是

製造社會問題的根源，而是解答。 

妙多法師以投影片呈現佛光山創辦人

星雲大師與兩位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本

篤十六世的交流事蹟，說明佛光山長期以來

都非常支持跨宗教對話。隨後也介紹佛光山

在台灣與世界各地的發展情況，特別是在促

進跨宗教對話中所做的許多許多貢獻。 

妙多法師以實際的例子來介紹佛光山

對跨宗教交流的重視，例如神明聯誼會及

2018 年在本山舉辦的「天主教修女與佛教

比丘尼對話國際研討會」等活動。最後法師

期勉所有與會大眾發揚尊重與包容，同體與

共生的精神，攜手建立人間淨土。 

研討會後各大使館也精心準備傳統美

食，讓與會者在體驗亞洲豐富多元文化的同

時，有進一步交流的機會。很多參加研討會

的代表紛紛過來跟法師認識和討論，其中梵

諦岡圖書館的 Dott. Saa Luigina Orlandi 女士

並與法師們討論未來贈書的可能性。 

亞洲宗教  教廷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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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羅馬跨宗教交流研討會之際，17 日

上午法華禪寺監院妙多法師與倫敦佛光山監

寺如海法師，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第二分會

會長 Halima 與倫敦青年妙慧講師彭寶珊，

前往中華民國駐梵諦崗教廷大使館拜會。 

黃俊榮參事與一等秘書蔡慧玲等熱情

招待。黃參事向法師們說明了目前教廷預備

進行的各項文化藝術等活動，包括將於西西

里中部舉辦由教宗發起的青年經濟論壇，歡

迎佛光青年共襄盛舉。黃參事也提及去年年

底於佛館主辦的第一屆修女與比丘尼的對

話，一時蔚為宗教交流的美談，不但喚起宗

教界對女性的重視，更揭示了現代女性的價

值與意義。雙方對於未來各項合作的促成皆

表示樂觀期待。 

下午, 中華民國駐梵蒂岡李世明大使

也於百忙中抽空與妙多法師與如海法師一行

會面，代表使館致意歡迎。妙多法師則以諸

事吉祥卷軸回贈大使，感謝使館用心的規劃

安排及接待。  

5 月 28 日上午法華禪寺監院妙多、妙

達法師前往 77 省 Jouarre 小鎮，出席 Notre 

Dame de Jouarre 修道院舉辦的宗教討論會；

會議由 Solange 修女主持，天主教 Saulnier

神父、修女 Elizabeth、Benoît、伊斯蘭蘇菲

教派代表 Soraya Ayouch、印度教的教師

Swami Veetemohananda 等共 13 人出席。 

根據當天的活動主題，與會代表分別

根據各自宗教教義進行討論。妙達法師以星

雲大師的著作《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法文

版，介紹人間佛教的特色，也略述人間佛教

對死亡的態度，法師更以不少例子指出人間

佛教是與生活連結。座上眾人也紛紛提出不

少佛學相關問題請教法師，尤其是西方人士

最嚮往的禪修，法師也一一解答。院方的高

級修女也出來與大家見面，認識不同宗教代

表。彼此間也就宗教上的相同處交談。 

下午的會議，由修女們就上午大家的

發言總結，並規劃明年度活動。法師以大師

著作與 Solange 修女等結緣，圓滿此行。 

拜訪大使  促進合作 宗教對談  認識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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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8 日上午及 9 日下午，巴黎協會於

觀音殿分兩個梯次舉行知賓講習會，禮請世

界總會亞洲秘書處主任有容法師授課，有近

百位佛光會員聆聽。 

講習會首日，有容法師介紹知賓的工作

範圍與學問。法師利用 PPT 圖片展示正反

教材，讓大家明白知賓的正規儀容，服飾劃

一整齊，在接待客人時，端茶水等每一個舉

動要如何做才算是如法如儀，法師在 3 個小

時中有系統的講解。 

9 日下午的課程，師姐們穿著整齊的知

賓服上課，法師特別請兩組知賓師姐出來接

受大家的審核穿戴是否及格。之後也引用往

年的理事會片段，逐一指出知賓在大會中扮

演的角色、儀態、如何引導貴賓等。也即席

請師姐們客串演出「貴賓」與「知賓」，加

深大家的印象。此外，有容法師也一再強調

知賓站在道場的第一線，要時刻謹記應有的

言行舉止，做個稱職的好知賓。這次講習會

只能講述要點，日後仍需加以訓練。 

位於巴黎市中心的 Saint-Merry 教堂，

多年來舉辦「神聖之夜」跨宗教音樂會。6

月 9 日邀請天主教、基督教、東正教、猶太

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以及佛教共同演出。

法華禪寺代表佛教，由妙元、知冠法師與協

會副會長王雪濤帶領善童學園、青年團共

45 人參加，現場出席近 500 人，一起為世

界和平祈願祝禱。 

首先禪修，由妙元法師指導，知冠法師

法文翻譯，以放鬆禪引導在場的觀眾，大家

接受引導端身正座，很認真的學習。隨後的

節目表演由小敦煌舞《蓮花生》，得到了熱

烈的掌聲，青年團手語表演 We are one 和

Vow to be 兩首歌曲，最後由法師帶領所有

佛光人一起唱悉發菩提心，並一起以法文恭

讀《為世界和平祈願文》。 

今年的神聖之夜歡迎藝術家和宗教人士

傳播和平，並一起唱出希望的資訊。神聖之

夜希望通過較少的技術手段創造比往年更親

密的效果。 

知賓講習  學習提升 神聖之夜  傳播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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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佛光中文學校本著以教育培養人才

的精神，除了教導小朋友華語漢字之外，更

是致力於中華文化的傳播，多年來成果豐

碩。6 月 22、23 日 Vitty 與 Bussy St. 

Georges 兩校區，於巴黎佛光山及法華禪寺

大雄寶殿，歡喜舉辦「2018-2019 年度佛光

中文學校結業暨成果展」，兩地校區學生與

家長共逾 800 人出席參與，共同見證小朋友

的學習與成長。 

典禮由法華禪寺監院妙多法師，帶領巴

黎協會會長王愛漣、督導蔡有娣與佛光中文

學校教務主任王嫣文等貴賓進場後展開。王

嫣文教務主任首先致詞，說明佛光中文學校

自成立以來，規模逐年擴大，特別感謝家長

多年來對學校的信任與支持。 

成果展分為靜態與動態展現，各班級的

學生代表上台表演所學，有舞蹈、歌唱、朗

誦等十餘項節目，期間並穿插由法華禪寺兩

位監院妙多、妙達法師、協會王愛漣會長、

蔡有娣督導等分別頒發各班前三名，及表揚

進步獎、全勤獎得獎者，總計共 350 名優秀

學生獲獎。 

看到在法國土生土長的孩子，能用中文

朗誦，或用中文歌唱，都令家長們興奮、激

動。幼兒班的表演最是吸睛，好幾位小朋友

更是盛裝出席，一站到台上，就博得滿堂

彩。典禮中除了感謝各班級老師之外，校方

更增設了「優良教師」獎項，表揚徐平老師

與葉若銀老師教學認真，配合校務且從不缺

席的優良事蹟。 

妙多法師致詞時表示，佛光山以文教起

家，創辦人星雲大師在海外世界各地創辦中

文學校，老師們辛勤的教誨與栽培，感謝家

長相信佛光山，相信法華禪寺，歡喜送孩子

前來學習。 

中文學校  結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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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 日上午，Gasnier-Guy  Ste 

Bathilde 高中師生 98 人，前來參訪法華禪

寺，天主教 Dominique 神父陪同，並於大殿

為學生們介紹碧西市多元宗教區的宗教、功

能及曾經跨宗教辦過的一些活動。 

隨後的參訪為來訪者介紹佛光山的宗

旨、創辦人、法華禪寺的功能、大殿的硬體

設施與規劃、內涵，及佛堂的相關活動。之

後兵分兩路，分別在禪堂及觀音殿體驗禪修

與毛筆抄經。 

臨別前，領隊 Marie-Pierre Thiebaut 老

師示意學生致贈常住一盆栽，以表謝意。常

住以大師的《我對問題的回答》法文版小叢

書與學生們結緣。 

◎ 6 月 19 日上午，Saint Laurent 中學

師生一行 15 人在 Dominique 神父陪同下前

來參訪道場，知冠法師接待並於大殿為來訪

者講解佛陀的一生。之後鄭海琴師姐為帶領

導覽地藏殿與觀音殿，並指導片刻禪修。臨

別前，大家在接待大廳欣喜發現菩提法味，

紛紛索取大師的法文版小叢書回家閱讀。  

6 月 8 日下午兩點，法華禪寺在圖書館

舉辦「妙香的花藝世界」課程，由中華花藝

研究推廣基金會花藝教授、國際認證荷蘭花

藝 DFA2 指導教授的戴妙香老師主講，共

15 人學習。 

老師先介紹插花的要領，介紹花的特

性，針對不同花卉的插花技巧，以及注意事

項，示範西洋花的插花方式，高度等比例技

巧及方法，最後指導如何使用劍山來做簡單

的插花。戴老師隨後介紹當天所用的花材，

示範如何插花，之後也讓大家插出個人特色

的盆花。老師指導每一位學員插花自己的

花，學員非常的歡喜，看到作品也歡欣不

已，到五點還意猶未盡。 

花藝課程  隨學隨用 高中師生  參訪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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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暫棲碧西市的難民能安住身

心，天主教風中玫瑰協會特安排 20 位年輕

難民，於 6 月 18 日參訪多元宗教文化區，

認識區內各宗教。 

上午由 Dominique 神父與天主教救濟

會的 Gérard 等陪同抵達，由知賓鄭海華導

覽，並做解說。感受到來訪者對未來的處心

積慮，但也展現難得的笑容，在觀音殿都能

歡喜地抄經，並要求解釋其所抄寫的「法

語」，展現出在佛門找到的法喜。 

◎位於大巴黎 77 省 Vaires-sur-Marne

市的 Club Aikido 協會 10 位成員，6 月 23

日上午由 Correl 先生帶團前來法華禪寺參

訪，由知賓鄭海琴師姐接待並導覽，除了參

訪各殿堂及美術館外，還引導訪客禪修及抄

法語。 

一行人多為第一次參訪佛教道場，感

覺非常歡喜開心。尤其在觀音殿帶給他們非

常寧靜的感受，雖然他們都不是佛教徒，但

對佛教很感興趣，提出不少有關佛教的疑

問。 

6 月 25 晚上八點半，多元宗教文化協

會在圖書館召開理事會議，主席妙達法師、

副主席回教 Farid、天主教 Dominique 神

父、猶太教 Claude、寮國佛教 Bernard、基

督教 Cathy、印度教 Jermish，及青年團團長

徐楠狄等 12 人出席。主要討論 9 月 22 日進

行的活動，包括青年團跑步籌款、天主教的

足球友誼賽。 

林麗霏  10€  郭文輝 10€       陳鎮坤  10€      

黃瑞卿    10€  張學基 10€  劉艷霞  10€ 

LI Stéphanie  曹天文 10€   

     

佛光世紀贊助名單    

諸諸供養中      法供養最 

社會團體  認識佛教 

10€ 

宗教協會  理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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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禪寺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1-7/7 一 歐洲佛光山信眾   

3/7 三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7/7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00 

10-14  三好兒童夏令營   

14/7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17/7 三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21/7 日 地藏經共修法會  10:00 

28/7 日 地藏經共修法會  10:00 

1/8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4/8 日 
地藏經共修法會   
水墨之外葉星千 

10:00 
14:00 

8-
11/8 

四
日 

盂蘭盆報恩孝親梁皇
法會    

15/8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18/8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22/8 四 星雲大師華誕-普佛  10:30  

25/8 日 金剛經共修法會  10:00 

30/8 五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巴黎佛光山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3/7 三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6/7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13/7 六 金剛經共修法會   14:00 

17/7 三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20/7 六 淨行品共修法會  14:00 

21/7 日 觀音法會  11:00 

27-
28/7 

六
日 

盂蘭盆法會-金剛
寶懺 

10:30 

1/8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3/8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10/8 六 金剛經共修法會   14:00 

15/8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17/8 六 淨行品共修法會  14:00 

22/8 四 星雲大師華誕普佛  11:00 

24/8 六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4:00 

31/8 六 佛光三昧共修法會 14:00 

每週 日 365 禪修會  14:00 

/7 

七日禪 

作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