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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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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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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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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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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檗希遷禪師說：「終日不離一切

事，不被諸境惑，方名自在人。」生活的自

在、快樂，不在他求，不是他人賞賜。吾人

的心中就如一座工廠，產品是要高品質、高

效能，或者是劣等品、低用途，就看生產者

的決定。如果你的工廠生產的是明理、利

他、奉獻，要獲得圓融快樂的生活，那就不

遠了。 

《梁皇寶懺》共有十卷，每卷的架構

基本相同，基本分為五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供養讚」，即是每卷

的第一個讚，包括十項物品：香花燈塗果、

茶食寶珠衣等十種供養；以我們日常生活所

使用的物品來供養諸佛菩薩。  

第二部分是「入懺」，雖然懺文是連

續一貫的，但其內容通常可分為五段：(1)

讚佛功德；(2)莊嚴道場；(3)發露往昔惡習

以及所造作之業障；(4)虔誠懺悔；(5)祈請

佛菩薩加持。  

第三部分則是各卷的主題懺文；每卷

懺文圓滿時皆有個尾讚，亦稱為「總括大意

讚」，即是針對該卷懺文內容做重點提示。 

第四部分是「出懺」，亦分為五段：

(1)讚佛功德；(2)莊嚴道場；(前兩段與入

懺同)；(3)回向證明。因入懺時諸位尚未開

始禮懺，所以要能思維發露自己過去的惡習

所造作之業障，同時要能謙卑的懺悔；但是

在出懺時，諸位已經禮懺、懺悔過，業習已

經除滅，也已經增長功德，所以要將此功德

回向。(4)將惑業轉成親近佛菩薩的功德；

因為出懺時已經懺悔過，所以能將惑業轉成

親近佛菩薩的功德。(5)祈請佛菩薩加持。  

入懺與出懺的第三段與第四段不同，

入懺是引導我們進入懺悔的儀式，畢竟平常

在面對生命的各種情境，基本上內心是紛

擾、不安寧，若是到了道場，無法立即平

靜、或契入，所以巧妙的安排此入懺之懺

文，來引導對身心的反省，慢慢的進入懺悔

的情境。然而出懺則是懺悔功課暫時告一段

落，要把我們修持上的信念與信心提起來，

將功德回向、轉化成利益眾生、並且契入完

成佛道的修行道路上。  

第五部分是「回向讚」，回向給龍華

三會，此乃提示我們，慈悲道場是以彌勒菩

薩的慈悲、為代表懺儀的思想。  

《梁皇寶懺》之基本架構 



為了讓信眾透過禪坐及行禪等課程，

訓練心意專一，開發內在潛能，及建立正確

的禪修觀念，兩年一度的「歐洲佛光山信眾

七日禪」7 月 1 日至 7 日在佛光山法華禪寺

大雄寶殿展開，禮請佛光山女眾禪學堂副堂

主永中法師主七。 

共有來自歐洲 8 個國家、14 個地區，

68 位信眾參與修持，其中有 10 餘位西方人

士跟隨英文翻譯，參與全程禪修營活動。學

員平均年齡 50 歲，含 7 位博士、10 位碩

士。 

首日報到，眾人換上禪修服，戴上禁

語牌，道場即刻呈現寧靜的修道氛圍。法華

禪寺監院妙多法師說明生活注意事項，提醒

各項共住規約、齋堂以及寮房規矩之後，隨

即由永中法師講解禪堂規矩、鐘板號令，正

式起七，期許大家能專心參修，提升自我覺

照力，剋期取證。 

永中法師期勉大家，禪修不可心急，

如同泰國泰華寺心定和尚曾講過的「慢慢

來，快快到」。 

除了指導眾人禪修基本正觀以及坐姿

之外，禪修期間均依循禪堂規矩，坐香、行

香，亦有監香師以警策提醒學人、過堂用餐

等，無非提醒眾人，禪不在他方，生活中行

住坐臥處處是禪。 

今年度的課程安排，除了習禪打坐、

出坡作務、跑香經行之外，與過去不同的

是，每晚增加禪法義理的課程，包括《大念

住經》、《人間佛教的戒定慧》、《禪話禪

畫》，以及六根心體驗的「人間生活禪運

用」。通過豐富的課程，期使學員們以理論

作基礎，實修為目標，真正的達到解行並

重，福慧雙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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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意專一  七日禪修 



  4 道場動態                                          2019年7月 

巴黎佛光山 6 月 29 日舉辦「佛門一日

修持」，解行並重的課程，讓 30 位學員體

驗難得的心靈之旅。 

第一堂課由巴黎佛光山監寺妙希法師

導讀《父母恩重難報經》，講解本經的主

旨、內容組織，細述母胎十月及父母十恩。

課堂上更以「一隻麻雀」的故事，引導大家

思惟父母恩惠。 

第二堂課「學佛行儀」，知忠法師先

教導正確的態度，接著說明殿堂禮儀，特別

指出學員們平日在道場常見的問題。提醒大

家，佛門規矩都是基於慈悲、不侵犯的精

神，避免擾亂他人修道。 

過堂用齋之後，下午課程首先由知忠

法師以星雲大師著作《幸福百法‧親子》一

書，帶領大家探討親子之間的溝通技巧。妙

希法師以大師新作《我不是「呷教」的和

尚》帶領讀書會。學員們踴躍發言討論，並

上台分享心得。最後，妙希法師還帶領大家

練唱「佛光山之歌」圓滿一日修持。 

巴黎佛光山於 7 月 27 至 28 日舉行盂蘭

盆報恩孝親法會二永日，由妙元、妙希、知

忠三位法師帶領信眾諷誦《地藏經》一部、

禮拜《金剛寶懺》，兩天逾 300 人次參加。

大眾以孝親報恩之心虔誠禮佛拜懺，滌蕩身

心，回向十方。 

藉此殊勝因緣，三位法師以法佈施，

供養大眾。妙希法師開示《金剛寶懺》是依

據《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所行的懺法。懺儀

佛事對一個人的身心，不僅有滌塵作用，其

功德也很多，如：報恩、還債、培福、結

緣、懺悔。「懺悔法門」對一個人的修持，

是不可少的功課。並舉列阿闍世王的懺悔，

得到佛陀開示，終於皈依佛陀得救了。 

妙元法師開示在學佛路上要福慧雙

修，修福得安樂，修慧得自在。 

知忠法師說明拜懺的方法以及在日常

生活中如何實踐懺悔法門，希望大家都能成

為經典所說，「少分解脫人，安住清淨

地。」 

一日修持  心靈之旅 孝親報恩  誦經禮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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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中國禪宗泰斗的虛雲老和尚關

門弟子紹雲長老，來法國參加中法建交 55

周年「禪文化」交流會期間，於 7 月 8 日中

午在弟子與信眾一行 13 人護持下，前來法

華禪寺參訪，監院妙達法師與覺衍法師在大

雄寶殿接待。妙達法師代表常住贈送大師著

作等與長老結緣；長老以《禪宗五經一論》

及其著作《多餘的話》與書法回贈。 

中午佛光會第三分會周月萍會長在滴

水坊訂餐招待，用餐後，妙多法師於香雲堂

與長老一行人會談。妙多法師向紹雲長老及

眾人介紹法華禪寺所處的多元宗教區之因

緣，以及簡單介紹佛光山於歐洲弘法之概

況。由於正值法華禪寺舉行禪七，紹雲長老

親切詢問禪七的情況。 

紹雲長老並稱，非常景仰大師，最近

他看完大師的《合掌人生》。妙多法師將大

師的新書《我不是呷教的和尚》致贈給紹雲

長老，長老愛不釋手立即翻閱。 

巴黎佛光山最早的護法信徒，人稱

「萍姑」的黃萍師姐今年一百歲，7 月 20

日邀請法華禪寺及巴黎佛光山兩個道場的法

師及佛光人百餘人一起參加百歲慶生活動。 

活動以誦經祝禱開啟，法會後妙多法

師特別準備寶供養送給黃萍老菩薩。巴黎佛

光山監寺妙希法師也送上一尊金觀音像，希

望萍姑能繼續跟菩薩學習。 

老菩薩更用廣東話細數過去在佛光山

參加的大大小小活動，百歲老人居然能精確

細說來佛光山參加的各項活動，可以說是巴

黎佛光山的歷史見證人，頭腦之清晰，對道

場之傾心，令全場大眾讚佩不已。 

巴黎協會王愛漣會長、蔡有娣督導也

為大家介紹所認識的萍姑。中午的慶生壽宴

由佛光會員親手烹調的上堂齋宴，祝福聲

中，柯嬋琳師姐推出自己為萍姑製作的生日

蛋糕。巴黎佛光合唱團也特別為萍姑百歲生

日獻唱「信仰與傳承」。 

紹雲長老  蒞臨參訪 百歲萍姑  信仰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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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著 36 度的高溫，巴黎協會佛光人熱

情不減，歡喜舉辦「2019 諸事吉祥親子一

日遊」，6 月 29 日由協會輔導妙多法師、

妙訓法師、知冠法師、與前來支援「歐洲佛

光七日禪修營」的永中法師一起帶領。巴黎

協會各分會動員組織，包括協會王愛漣會

長、徐美玉秘書長，以及各分會會長、會

員，老老少少其樂融融，三部遊覽車浩浩蕩

蕩，共有 130 人歡喜出遊，參訪法國小人國

（France Miniature）。 

法國小人國是個規模完善的遊樂園兼

露天博物館。佛光人穿梭在園區內，歡喜的

駐足留影。午間大家在野餐區享用各自準備

的素食佳餚，之後妙多法師帶著各組歡唱

“人間淨土”，大家歡喜不已。 

法師將大家分成 12 組進行“戶外讀書

會”，閱讀大師的新書《我不是呷教的和

尚》，在藍天白雲下伴隨著朗朗讀書聲，湖

光山色更添書卷味。幾位不黯中文，在法國

出生長大的青年，則由知冠法師一旁帶領，

講說著大師的故事。 

永中法師帶大家團康遊戲，猜拳遊戲

大家鬧成一片，許多人一路過關，從“人”

道一路晉升到羅漢、菩薩乃至成佛。左右手

協調遊戲等等，大家玩得不亦樂乎。 

一天歡樂的親子遊在法師們的陪同

下，早晚課誦不輟。佛光會員及親屬們紛紛

把握因緣親近認識佛法，或在車上、或飯後

在草坪上席地而坐請法，聆聽法師開示，或

歌唱人間音緣、十修歌，讓這一場文化知性

之旅更增添豐富的內在涵養。 

◎ 7 月 21 日中午，巴黎協會督導委員

會於滴水坊舉行讀書會，蔡有娣、吳燕芳、

翁淑蓮、鄭萱華等在督導長許遵訓帶領下，

認真閱讀星雲大師病後首部著作《我不是呷 

協會督導  閱讀寶藏 

佛光會員  歡樂出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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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和尚》。 

大家先閱讀文章，隨後根據文章內容

進行討論，作為督導尤其感受到巴黎佛光山

的創建歷史，更深刻體會大師文章的原意。

讀書會中，妙多、妙達、妙元法師分別前來

關心鼓勵並開示，讓此次讀書會充滿法喜，

各個內心充滿了佛光正能量。 

◎ 6 月 29 日下午兩點，巴黎協會第 12

分會在地藏殿舉行讀書會，閱讀星雲大師最

新著作「我不是呷教的和尚」之章節，分會

輔導妙達法師出席指導，共 12 人參加。 

大家首先閱讀文章，接著討論分享文

章對自己感受及啟發。妙達法師鼓勵大家要

堅持讀書，巴黎協會承諾要舉辦 300 場，所

以希望 12 分會能持之以恆，積極參與讀書

活動。 

◎巴黎協會第三、四分會於 7 月 2 日晚

在法華禪寺四恩堂舉行一月一次的讀書會，

分會會長及幹部、會員共 25 人參加，輔導

覺衍法師出席指導，讀書會上半節回顧複習

上次課程內容。 

下半節課由覺衍法師帶領閱讀大師新

書《我不是「呷教」的和尚》，法師首先講

解說明大師寫這部作品的涵義，然後大家一

起朗讀文章，法師用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來比

喻讓大家輕鬆愉快中學習、理解。 

最後法師鼓勵大家要以大師的精神為

榜樣，在平時的生活工作中懂得知恩圖報，

更懂得如何報佛恩、國家恩、父母恩、眾生

恩，更希望大家要善待自己，珍惜生活中的

點滴，讀書會在輕鬆歡喜中圓滿結束。 

◎已經舉行 75 期的慈悲讀書會，於 7

月 3 日的第 76 期讀書會開始閱讀星雲大師

新作《我不是呷教的和尚》。7 月 3 日及

17 日下午，分別有十多位佛光人聚集巴黎

佛光山五觀堂，一起參與新書閱讀。兩次讀

書會分別由龍雪莊、鄭嬌鳳師姊導讀，妙

希、知忠法師列席指導。 

讀書會一開始，大家先學習人間音緣

「佛教靠我」，接著才閱讀新書的部分章

節。隨後大家針對不同主題做討論，法師從

旁引導並開示。 

協會會員  讀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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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第十分會於 7 月 9 日舉辦夏季踏青

讀書會，知忠法師帶領 16 位佛光會員同遊

Parc de Montsouris 公園及巴黎大學城，閱讀

自然風光、人文歷史及大師著作。 

Parc de Montsouris 湖光水色、鳥語花

香、景色怡人，步行在公園裡吸收大自然的

芬多精，釋放平日的生活壓力。知忠法師帶

領大家做鬆柔操，踏著綠草如茵，與大自然

接地氣。 

坐在陽光底下，聽著左曉燕師姐為大家

介紹公園的歷史， 中午在 Cité Universitaire

的學生餐廳用餐之後，大家在校園漫步經

行，回味青年時光，體味人生。 

午後，知忠法師為大家介紹星雲大師病

後著作《我不是呷教的和尚》，透過 10 個

主題，以大師自身的生命歷程來印證發心發

願的力量，要做「佛教靠我」的佛弟子。 

最後大家互相分享學佛的成長，並唱佛

教聖歌，圓滿一天多元豐富的閱讀之旅—讀

自然、讀文化、讀書、讀人、讀心。 

為提升知賓義工的層次，具備更優秀服

務品質，更好地迎接十月份世界理事會，7

月 7 日起，法華禪寺在觀音殿舉行四梯次的

知賓講習會，由覺衍法師授課。7 月 7 日下

午兩點的首次課程，近 100 名知賓參加。 

覺衍法師主要教導知賓的服裝儀容、站

坐姿儀態、奉茶待客，接待禮儀，並講解知

賓的功能及如何成為一個稱職知賓。透過影

片導讀及分組實地演練知賓的威儀訓練，

站、坐的姿勢及知賓應有的觀念與禮儀。 

法師指出知賓是道場第一線服務大眾的

角色，是寺院的門面，負責接待來寺參訪的

賓客，要能了解道場的活動及設施，要有熱

情、耐煩、正知正見、歡喜服務的性格。 

法師鼓勵大家要把這些禮儀不斷地訓練

到熟悉變成習慣，才能做的得心應手，所謂

習慣成自然。最後監院妙多法師也特別出席

關心大家上課的過程並為大家開示，希望大

家以最歡喜心，發心為參加十月理事會的來

自全世界佛光人服務，廣結善緣。 

夏季踏青  戶外讀書 知賓講習  學習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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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佛光山法華禪寺三好兒童夏令

營」7 月 10 日至 15 日在佛光山法華禪寺舉

行，由巴黎佛光青年團承擔策畫、小隊輔的

工作，有 54 位小朋友參加。 

開營典禮在大雄寶殿進行，法華禪寺監

院妙多法師及妙達、有舜法師等，來自台灣

的海外僑民夏令營巡迴文化民俗體育老師連

皇 欽、音 樂 老 師 魏 秀 妃、法 國 藝 術 家

Caroline BESSE、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會長

王愛漣及佛光幹部等近百人參加。 

營長妙多法師致歡迎詞，說明佛光山以

文教起家，星雲大師非常注重教育，讚歎家

長送孩子來參加三好夏令營是個智慧的選

擇，希望小朋友透過各種活動，學習集體創

作，懂得如何與人相處。法師同時為大家介

紹師資及課程，期待小朋友能夠學習傳統中

華文化和道德觀念。值星官葉心如為小朋友

說明生活規矩和基本佛門禮儀。 

學員分成兩大組，展開體育課、藝術

課。來自台灣的連老師教導頭頂羽毛球訓練

平衡力。巴黎青年 Johnny 透過個人跳繩和

團體過繩，讓學員懂得如何運用技巧，並且

學習專注及團隊力量培養。藝術課由法籍藝

術家 Caroline Besse 指導，透過中國毛筆來

畫「圈圈」，考驗學員的自信心和定力。他

們都發揮出藝術的細胞，創意無限。 

此外，學員也學習如何舞獅和扯鈴，懂

得基礎知識和技巧，獲益良多，以後甚至想

加入佛光舞獅團，為大家表演。除了豐富的

室內課程，學員也到郊外農場采風，增強環

保及三好的意識。 

三好兒童  歡喜和樂 



10 文教交流                                                 2019年7月                                                                                                   

網龍網絡公司董事長劉德建一行人來

法，7 月 21 日帶著同仁一行 12 人特別拜訪

位於法國 94 省的巴黎佛光山，當日適逢觀

音成道紀念日又是劉董事長生日，一行人在

巴黎協會王愛漣會長的陪同下參加觀音法

會，也為自己獻上一盞心燈。 

法會最後，劉董事長上台與大家分

享，希望能透過自己開發遊戲的工作專業，

為佛教的弘傳盡一份力。非常歡喜今天和大

家在一起，因緣難得，很感恩。 

突然看見法師推出了生日蛋糕，現場

百餘位信眾以中、英、法文合唱生日歌，這

意想之外的安排，讓劉董事長感動得雙手合

十。中午特別準備了豐盛的素食齋宴，巴黎

佛光人熱情接待及慶生，讓大家倍感驚喜，

歡欣不已。 

劉董事長特別準備網龍公司開發的

「星艦雙層杯」送給巴黎佛光山。監寺妙希

法師代表常住送給劉董事長星雲大師「十修

歌」精美小屏風，可以放在辦公桌上，時時

以「十修歌」來自勉自省。 

法 國 國 立 東 方 語 言 與 文 明 學 院

(INALCO)與東亞文化研究天柱國際網絡，

及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合辦的

「2019 暑期國際佛學菁英培訓班」一行 40

人，在 INALCO 學院汲喆教授帶領下，於

7 月 23 日上午，前來法華禪寺參訪並進行

人間佛教佛學交流，營員有來自中國大陸等

世界各地的法師及青年學者等。 

監院妙多法師接待並導覽各殿堂，介

紹佛光山在歐洲弘法歷程、本寺現代化的建

築特色及道場多功能弘法特色，包括如何於

此多元宗教區實現與其他宗教和平相處。妙

多法師也在觀音殿與學員們進行人間佛教佛

學交流。 

午齋後，參訪團於觀音殿舉行結營典

禮，汲喆教授作了學習總結和課程檢討，並

且頒發了結業證書，並讓學員們分享心得。

妙多法師總結致辭時讚歎汲喆教授發心把各

地佛教的精英集合在一起，是難能可貴。並

勉勵學者們要有「佛教靠我」的願心，一起

推動弘法的巨輪。 

佛學菁英  佛門參學 網龍公司  參訪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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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禪寺的友好鄰居天主教堂的

Bruno 神父，完成階段性任務即將調任其他

教區任職。為歡送 Bruno 神父，亦體現宗教

間的和樂融融，7 月 8 日下午四點，常住於

滴水坊為 Bruno 神父舉行歡送會，Bruno 神

父在 Dominique 神父及 80 多位教友的陪同

下前來參加，也想藉此讓一些從未來過的教

徒參觀佛教道場。 

之後一行人到滴水坊戶外享用點心美

食，監院妙多、妙達法師前來與神父話別，

神父感謝多年來的善緣，讓各宗教不分彼

此。歡送會熱鬧而溫馨，展現佛教的寬廣胸

懷，惜別派對在一片歡樂聲中圓滿。  

僑委會舉辦「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

畫」，選送國內優秀在學青年於暑假期間前

往海外各地參與計畫。 7 月 11 日下午，駐

法臺北代表處楊政衡秘書帶領來自台灣的 6

位獲選來法國見習的大學生，包括林怡安、

陸怡霖、許珈愷、游瑀潔、陳霈耘、林政

年，來寺拜會參訪。妙多法師接待，介紹各

殿堂與人間佛教的理念。除了參訪道場，6

位青年分 2 組參觀兒童營的活動。 

法師最後勉勵青年，來訪是因搭僑計

畫的因緣，就與佛光山結下了善緣，讓他們

認識到佛光山在海外的力量，也讓他們瞭

解，到處都有一個心靈的家。 

在佛光山叢林學院擔任英文班老師超

過 25 年的 Patrick 先生，與其兒子來法期

間，7 月 25 日特地前來法華禪寺參訪。

Patrick 先生的突然出現，著實讓法師們若

穿越時空，感慨時光荏苒。妙多法師陪同參

訪，並為其介紹佛光山在歐洲的總部，位於

多元宗教區的各項弘法工作等等，隨後於滴

水坊招待茶點，並致結緣品。 

妙多法師也介紹巴黎有兩處道場，

Patrick 老師表示隔日即圓滿法國之行，儘

管時間有限，但一定要前往巴黎佛光山拜

訪，受到妙希、知忠法師的熱情接待，圓滿

此行之心願，也呈現一幀特別的佛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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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瑞卿    10€  曹天文 10€  劉艷霞  10€ 

LI Stéphanie  薛  強 10€   

     

佛光世紀贊助名單    

諸諸供養中      法供養最 

不同宗教  和諧共生 

10€ 

台灣青年  海外參學 

學院教師  法國巡禮 



 12 活動預告               佛光世紀法國版              2019年7月                                                                                                   

 

 

 

 

 

 

 

  

法華禪寺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1/8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4/8 日 
地藏經共修法會   
葉星千作品展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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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00  

8/9 日 阿彌陀經念佛共修會 10:00  

13/9 五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15/9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21-
22/9  歐洲文化遺產日   

22/9 日 金剛經共修法會 10:00 

29/9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00  

巴黎佛光山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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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五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31/8 六 佛光三昧共修法會 14:00 

7/9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13/9 五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14/9 六 金剛經共修法會   14:00 

21/9 六 淨行品共修法會  14:00 

28/9 六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4:00 

29/9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每週 日 365 禪修會  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