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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佛光新聞

做人與做事

做人就要做事，沒有一個人不做事的。有人會做事，有的人不
會做事；有的人能做大事，有的人只能做小事；有的人能做困難的
事，有的人只能做容易的事；有的人做事要很多人一起才能完成，
有的人做事自己就能獨自承擔。總之要如何做事呢？以下四點方針
提供參考：
第一、做大事有魄力：所謂大事就是眾人的事，或對國家、社
會有影響的事。做大事的人必須要有魄力，假如優柔寡斷，怎能成
功？做大事要有做大事的條件、做大事的因緣。做大事，首先要將
做大事的氣魄養成，如此才能成就。
第二、做小事要細心：有的人不想做什麼大事，只想做小一點
發行：國際佛光會巴黎
的事。所謂做小一點的事，可能只為一縣、一鄉、一村、一個工
協會
廠、一個團體、一個家庭做事；雖說事小，但是小事也會間接影響
編輯：國際佛光會巴黎
大事。比如我做一名廚師，要把菜餚調味調好，讓主人溫飽，主人
協會編輯委員會
因為營養足夠，方能成就大事；做一個公園的園藝，把花木照顧
電話：01 60 21 36 36
好，讓參觀者歡喜，傳播美名，就是在為國家社會爭取榮譽。所以
web：www.foguangshan.fr
即使做小事，也需要細心，才能把小事做好。
E-mail：fgsj@ibps.fr
第三、做難事肯忍耐：事情有容易做的，有不容易做的。容易
地址：3 Allée Madame
做的事，不一定要你來做，大家都會做；困難的事，就必須是可以
de Montespan
接受挑戰，可以處理困難的人才能承擔。處理困難的事，最重要的
77600 Bussy
Saint Georges
就是忍耐力。有忍耐，方能擔當苦難；有忍耐，才能化解困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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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才能發揮力量；有忍耐，就能堅持到底。有的人歡喜做具有
免費贈閱、 歡迎索取
挑戰性的工作，不在乎事情大、小，他都願意，即使遇到困難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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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難，這種胸有成竹的動力即是來自忍耐。
假如遇到一點挫折困難就灰心喪志，便無法
成就難事了。因此做難事，要養成忍耐力。
第四、做善事能無相：有很多人都想
做一點善事，但你能真心為社會、苦難的人
做一些好事嗎？做好事不要沽名釣譽，不一
定要人家知道，我才願意把善事做好。真正
的善事是要無相，無相就是不計名、不計報
答、不計人家的感謝與否，而且做了以後都
要 忘 記，以《金 剛 經》中「無 我 相、無 人
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沒有分別、執著
的心，去成就善事美事，才有真功德。
做 事 可 以 從 小 事 做 起，累 積 豐 富 經
驗；做事也可以大事作為目標，不斷努力，
成就一番事業；但千萬不要大事無能，小事
執著，那可就不好了。如何做事？有以下四
點：
第一、做大事有魄力。
第二、做小事要細心。
第三、做難事肯忍耐。
第四、做善事能無相。

佛光山 2020 年供僧法會 9 月 9 日舉
行，今年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應供以佛光
山總本山及台灣各道場法師為主，更增添佛
光大家庭的溫馨，但還是有信徒總代表吳伯
雄等人堅持回山向大師祝壽，共襄盛舉。星
雲大師親臨雲居樓供僧齋宴現場祝福大家平
安吉祥。
「佛陀保佑你們平安幸福。」星雲大
師說：「你們都是我的好朋友，由於因為你
們的幫忙，使我的前途更加光彩。」大師表
示，雖然他的眼睛看不太到，耳朵也無法聽
得仔細，但心裡很清楚明白，由衷的發自內
心祝福大家萬事如意、萬家吉祥。
星雲大師帶領大眾唱誦〈供養咒〉，
喊「請」後離席，大家歡喜享用齋宴。在齋
堂外等候表演的大慈育幼院院童大聲說：
「師公，我們永遠愛你！」佛光山叢林學院
學生也以掌聲恭送大師；聽到大眾的問候，
大師也歡喜高舉雙手向大家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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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由大慈育幼院帶來〈歌頌偉大
的師公〉、〈星雲頌〉，今年適逢大慈育幼
院 50 周年，院童們透過歌聲，傳達對師公
的尊敬與感謝。佛光山叢林學院女眾學部以
〈佛教青年的歌聲〉、〈十修歌〉，展現佛
教青年對於弘法的使命與作為。
接 著 是「文 化 獻 禮」隆 重 登 場，為 繼
2014 年、2019 年後第三度推出，今年以四
大類呈現在大眾面前，首先是歷時 9 年，於
今 年 出 版 的《佛 光 大 藏 經‧聲 聞 藏》55
冊。第二是「星雲大師與弟子著作」，第三
是《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第四
是「佛教藝文影音媒體」，和佛光山大慈育
幼院出版的 50 周年特刊。獻禮人員由佛光
山叢林學院、大慈育幼院、佛光小姐擔任。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榮譽總會長、信
徒總代表吳伯雄致詞表示，每年的供僧法會
他可以說是全勤參加，今年還參與佛光山叢
林學院的畢業典禮，學到很多，覺得佛法無
邊。讚歎佛光山在世界佛教具有代表性，且
備受尊敬，除了受到星雲大師的感召，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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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是大師所教育出的子弟，護持其理念功
不可沒，他深感供僧法會是表達佛光人的敬
意與追隨。現在世界變化太快，大家也憂慮
下一代會處在怎樣的環境，星雲大師具有開
闊的格局，強調慈悲與智慧，希望每個追隨
大師的人，也替每個蒼生追求好的機會。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開示，佛教很重
視供僧，因為「僧」是三寶之一，此外也要
感謝信徒長久以來的護持。佛教的「僧寶
節」又稱為「佛歡喜日」，因為佛陀制定結
夏安居，弟子在這段期間精進用功，許多人
因而證道。之所以能夠歡喜，表示身心自
在、沒有煩惱；星雲大師弘揚的人間佛教，
則是讓人間更加歡喜自在。心保和尚感謝大
眾的護持，讓人間佛教弘揚世界，期許大家
以慈悲包容，讓社會更加和諧、世界更為和
平，大家更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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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華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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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壽祝福

欣逢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94 華誕，佛
光山法華禪寺於 9 月 8 日晚上為大師暖壽，
逾 200 位佛光人居家線上參與，跟隨法師恭
敬合掌，持誦〈藥師灌頂真言〉，稱念藥師
如來聖號。更於翌日大師壽誕日，雖然還在
疫情管制期間，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嚴守各項政令等諸多不便，但還是有 50 位
信眾前來道場，參加延生普佛，為大師祝
壽。
監院妙多法師及諸位法師領眾虔誠禮
拜，誦經祝禱，並以壽桃、壽麵供佛，大眾
心香一瓣，為大師獻上最誠摯的祝福，祈願
大師法體康泰，法輪常轉、福壽綿長、無量
壽佛，祈請大師長久住世，繼續帶領僧信二
眾弘揚人間佛教 ; 更發願奉行三好四給精
神理念，令人間淨土現前，以報答大師「佛
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之深恩。
妙多法師表示，大師向來不喜歡過生
日，總說是母難日，要為母親祝福。佛光弟
子感念大師恩德，為大師祈禱祝壽。提及大

師從小就有慈悲心、給的性格，大師一生奉
行對人好，心中有大眾，不怕苦難，嘔心瀝
血半個世紀以上，一直不斷推動人間佛教。
人間佛教就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
美的，勉勵佛光人要學習大師的言傳身教，
共同弘揚和實踐人間佛教。
「因為有您，我們的生命有了皈依 ;
因為有您，我們的人生有了方向」。 國際
佛光會巴黎協會會長王愛漣，帶領督導蔡有
娣及各分會會長、幹部，以詩歌朗誦讚頌
〈我們敬愛的大師〉，感恩星雲大師數十年
來為人間佛教不辭辛勞、身體力行、為法忘
軀、弘法度眾的菩薩精神，更感念大師把佛
法帶到歐洲乃至全世界，讓海外信眾有一個
法身慧命之家，學習佛法、安住身心，在大
師的慈悲智慧引領下，找到人生的方向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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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千人。許多信眾歡喜感動，心中倍感幸福
和珍惜，場面溫馨愉悅。
最後，法師請協會會長及督導主持切
蛋糕儀式在僧信二眾恭唱〈祝您無量壽佛〉
歌聲中，為祝壽法會畫下圓滿句點。

歌聲祝福

標，發願一師一道，精進修持，護持道場。
巴黎青年團則錄影恭祝大師壽辰，展現「佛
教靠我」的菩薩心青年力的弘法精神，回饋
大師恩情。善童小菩薩陳俊彤錄影，表達對
大師的敬愛和祝福之心意。
此外，值得一提 的 是，巴黎協會信 眾
為感念大師的恩德，主動發起為大師持誦
〈藥師灌頂真言〉聊表寸心，短短 6 天就誦
了 40 多萬遍，聲聲祈願大師法體康泰，無
量壽佛！
不同於往年，今 年 因為疫情影響，此
次延生普佛由法師們帶領現場信眾之外，法
會也同時採取網絡直播，線上一天點擊率已

無量壽佛

九月九日欣逢大師華誕，上午十一時
巴黎佛光山舉行延生普佛，由妙希、知忠兩
位法師帶領 30 名信眾禮拜八十八佛大懺悔
文。
法 會 圓 滿，大 家 一 起 觀 看「師 父 頌」
及師父上人的開示，「生於此間，還有 何
求？世間上有另外比這個更好嗎？你要有這
樣的信心，禪悅法喜充滿，人間的富貴算甚
麼，人間的親情、愛情算甚麼，我有法樂，
我有禪悅，不樂世俗之樂，不要世間的喜
悅，我自己的心中都有，都在具備。」
接著妙希法師開示，細說佛光山開山
緣起及師父上人數十年來從生活中體驗的佛
法：一、以退為進，二、以無為有，三、以
空為樂，四、以眾為我，鼓勵大家以此四點
作為生活上的
修持，建立起
自己的信心。
之後，播放英
國倫敦佛光山
菩提園的小菩
薩們向師公星
雲大師祝壽短
片，看到佛教
的傳承與希
望。
最後，推出生
日蛋糕，由法
師們帶領大眾
以中、英、法
文唱生日歌，
圓滿今天的祝
壽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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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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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決議

9 月 2 日晚上 8 點 30，國際佛光會巴黎
協會在 ZOOM 會議室召開 2020 年第六次聯
合月例會，會議由協會會長主持，協會輔導
妙多法師及各分會輔導法師出席指導，巴黎
協會理事，各分會會長，幹部，波爾圖協會
會長及幹部等逾 100 人出席會議。
會議針對一項議案跟進 : 9 月 19 至
20 日「歐洲文化遺產日-佛門開放日」，協
會會長王愛漣報告活動統籌進展。
兩項提案進行討論及說明 :1.「2020 年
世界會員代表線上會議」，10 月 4 日巴黎
時間早上五點，以 ZOOM 會議室視訊方式
舉行，鼓勵幹部、會員積極報名參加，共襄
盛舉，同霑法益。
2.農曆七月二十二即 9 月 9 日，大師華
誕。法華禪寺、巴黎佛光山兩地道場舉辦延
生普佛為大師延壽並發起會員大眾精進持誦
「藥師灌頂真言。以上議案皆獲協會支持，
此次會議在妙多法師的叮嚀和祝福下圓滿結
束。

社團交流

互相融合

行之有年的「碧西 文化社團交流」活
動(Forum des associations)，9 月 5 日在碧西
市 Herzogue 體育館舉行，隸屬法華禪寺的
「佛光文教中心」也應邀參與，成為眾中之
一。
近 80 個登記有案的社團參與了聖.碧西
市市政府舉辦的社團交流活動，其中包括了
各個多元文化藝術、體育社團、童軍組織、
語言教育機構等協會；每個協會在體育館設
立攤位，向市民介紹自己的團體。「巴黎佛
光中文學校」，藉此因緣也走入社區，讓更
多人認識佛光山與佛光會。
今年主辦單位，特意將多元文化宗教
區的各宗教團體，設立專區。巴黎協會第二
分會會長暨協會秘書長徐美玉，與協會會員
周曼碩、李家岩，在館內屬於”宗教廣場”
的攤位上，向訪客推動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
理念外，也回應說明家長關於報名中文學校
的相關事項。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佛
光中文學校今年改為缐上報名，以掃瞄 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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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來完成報名手續。在參與此活動之前，學
校招生也幾乎滿額，今天現場仍有許多家長
前來了解。
宗教區攤位有佛教代表法華禪寺，還
有 猶 太 教 的 代 表 Claude 先 生 天 主 教
Dominique 神父及回教代表。在今天的活動
中，也讓市民了解「多元宗教文化協會」，
彰顯出碧西市獨特的宗教融合、尊重與包容
的美好景象。
受到疫情的影響，市府採取嚴格的防
疫措施。2 百多位市民也歡喜地配合工作人
員的安排，活動從早上 10 點到下午 6 點圓
滿結束。

巴黎之聲

超越距離

即將在 10 月登場的「2020 年世界會員
代表線上會議」，受到疫情影響，今年全球
佛光人無法相聚佛光山，因此改由網路舉辦
萬人的線上會議。大會特別以「超越距離」
主題曲，邀請各國協會以不同方式自由呈
現。巴黎協會不缺席，除了積極報名參加線
上會議之外，更特別以音聲與全球佛光人廣

結善緣。
巴黎協會輔導妙多法師，邀請女高音
李明明老師與佛光之友趙天，9 月 6 日下
午，前往巴黎市中心 Art Evolution Studio 錄
音室，錄製大會主題曲。之後將影片、音聲
檔回傳給世界總會，再後製 MV。兩位專業
的演唱，得知能以音聲與「萬人」結緣，歡
喜應允法師邀請。
音樂無國界，專業的錄音師 Benoit 完
全不懂中文，卻能夠清楚的知道哪一句該斷
開、該銜接。女高音李明明老師與佛光山結
緣很早，舉凡巴黎協會的重要大活動，都非
常歡喜地參與。此次藉著演唱大會主題曲，
更推薦了趙天與常住認識，妙多法師歡喜的
得知趙天是中英法三語口譯人才，也邀其報
名參與線上會議，藉此因緣更深入認識佛光
山與佛光會。
2 個小時的錄製工作圓滿，或許在全球
的 MV 當中，僅會出現幾秒鐘，但大家仍
然非常歡喜。法師們也感謝團隊的辛苦，錄
音師 Benoit 更開心地以蓮花指和大家合影
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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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

2020年9月
巴黎編舞

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響應世界總會
「2020 年線上世界代表大會」主題曲《超
越距離》的自由呈現畫面，佛光山法華禪寺
敦煌舞團班長溫肖丹，一接到法師通知，隨
即著手編舞。9 月 9 日參加完星雲大師華誕
延生普佛法會之後，就進行錄影工作，大眾
歡喜的在限期之內完成任務，趕在最後一刻
將影片順利上傳。
溫肖丹勇於接收挑戰，受限短短 6 天時
間的緊迫，與妙多法師利用一個晚上，確認
舞者與舞蹈動作。由於受到疫情影響，無法
聚眾團練，因此錄製示範影片，傳給會員在
家中練習。
錄影前 2 天，藉著返回法華禪寺，為大
師祝壽的因緣，才集合大家，把握機會團
練、確認隊形與服裝。延生普佛法會圓滿之
後進行錄影，青年團葉立冬前來協助拍攝，
與妙多法師 2 人各持一支手機，完成了錄製
工作。
參與者均表示，這次大會主題曲歌詞令

人感動，尤其對「超越距離心連心」特別有
感觸。在疫情期間，全球佛光會會員彼此之
間，透過此曲在「雲端上心連著心。眾人更
是期待於 10 月登場的大會中，結集了全球
五大洲佛光人的 MV，能與全球佛光人以舞
會友，廣結善緣，超越距離心連心。

文化遺產

接引大眾

9 月 19、20 日為「第 37 屆歐洲文化遺
產日」，此 次遺產 日的主題是「遺產 與教
育，終身學 習」。今 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 影
響，法國部分疫情嚴重城市只能遺憾取消遺
產日活動，佛光山法華禪寺所在地，碧西聖
喬治市素以宗教文化融合聞名，也因此本市
的幾個宗教場地均被政府列入當地重點參觀
景點。雖然時值疫情嚴峻，法華禪寺仍然敞
開大門，歡喜迎接訪客蒞臨。
為了大眾安全，法華禪寺在接待大廳採
取一系列的防疫措施，進出消毒、洗手、要
求全程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離，而參觀
場所也只開放大雄寶殿、觀音殿、地藏殿，
並在海會堂播放「佛陀的一生」影片，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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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了解佛陀故事，認識佛教，四恩堂則設
有書法、茶禪、摺紙及拓印等文化節目。
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會員及巴黎青年團
的團員，用法文為訪客介紹法華禪寺環境和
建築，解說大殿設計理念所呈現的佛法僧三
寶及地藏殿的孝道精神、觀音菩薩的慈悲教
化故事。無論硬體設施或所辦活動，都是秉
承佛光山「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
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四
大宗旨，處處體現出以人為本的人間佛教特
色。
參觀完畢，引導來賓至四恩堂體驗傳統
中華文化，有紛紛索取書法者、有想體驗拓
印者，還有人想坐下來靜靜品茶，享受片刻
內心祥和寧靜。透過茶禪行者示範賞茶、泡
茶、敬茶，到慢慢地細細品嘗茶的濃淡，甘
甜、苦澀、冷暖，從品茶中體會禪的意境。
奉行佛光人「四給」的精神，常住更精
心準備大師春聯墨寶及法文佛光小叢書，米
老鼠鑰匙圈與大眾結緣，讓所有來賓驚喜不
已，更感受到法華禪寺大眾的熱情；許多人
都說在這非常時期，難得有一處淨土，充滿

9 協會活動

正能量，讓人暫時忘卻疫情的可怕，表示非
常喜愛道場的莊嚴清淨氛圍，也感謝導覽人
員的親切招呼，細心解說，讓他們了解不少
佛教知識及中華文化，引起不少人對佛教的
興趣，希望疫情過後有因緣再來參訪。
20 日下午 4 點，碧西市多元宗教文化
協會 2020 年的主席，伊斯蘭教的 Farid 先
生、天主教 Dominique 神父與天主教童軍代
表 Pierre-Olivier、碧西猶太協會主席 Claude
Windisch、印度教代表 Deep PATEL 及寮國
佛教代表等陸續抵達，並與代表漢傳人間佛
教的妙達法師一起為往來的市民做說明，同
時介紹本區的宗教融和活動，也解答市民的
宗教相關提問。
往年每個宗教會提供文娛節目及茶點招
待訪客，同時交流聯誼，顯示宗教融合，同
時圓滿此全國性活動。今年囿於疫情，只能
改為在寺前展示各宗教的傳統點心海報，圖
文並茂的介紹點心的意義、特色，及做法，
供民眾瀏覽。
此次活動由巴黎協會會長王愛漣統籌，
佛光會員及青年負責接待和導覽。疫情以

10 文教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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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是巴黎協會第一次實地舉辦活動，一連
兩天接待近 300 名法國民眾來寺參訪，所有
訪客幾乎都是第一次接觸佛教，走入道場，
認識人間佛教。

中文學校

開學迎新

為迎接新學期的到來，9 月 5 日下午佛
光中文學校於碧西校本部召開「2020-2021
校務會議」，包括道場三位法師以及老師們
共有 15 人出席會議。
妙多法師首先感謝老師們為教育的付
出，並強調”境教”的重要性，希望老師們
要訓練各班級同學愛護環境，維持教室整
潔，留給他人一個舒適的學習環境。隨後由
教務主任王嫣文主持會議，針對新學期的特
殊情況提出具體的措施。
佛光中文學校 2020-2021 學年於 9 月
12 日開學，雖然疫情再度上升，法國單日
確診數目上達萬人，但重視教育的家長仍然
為下一代報名，上午 9:30 第一堂課之前，
已經有學生在家長陪同下陸續來報到。
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中文學校法華

禪寺校區的義工在知冠法師帶領下早做準
備，在教室門上與地下貼好進出口及報到處
指示，報到區設在丹墀，每班學生有義工領
進教室，因此全天上、下午 16 班的報到都
能有序地進行。
師生全天戴上口罩，每個教室都門窗
大開，每班下課後，老師幫忙教室消毒，戴
上口罩的家長們在法華禪寺大門外接孩子放
學，以減聚眾機會。
巴黎佛光山校區也同時開學，15 個班
級近兩百名學生回到佛堂上課。幼兒班和拼
音班的新生在家長的陪同下慢慢熟悉新環
境，結交新朋友，舊生們則歡天喜地的和老
師同學相聚，因為從 3 月中開始因應法國疫
情防護相關政令，中文學校改以網路授課，
今天是期待已久的真人面對面實體課程。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還沒結束，大家都
不敢掉以輕心，學校準備了很嚴謹的防護措
施，許多義工在大門口協助學生及家長量體
溫、消毒。幼兒班第一週的課程還特別安排
「新冠病毒小兒歌」，透過學習防護病毒的
知識來學習相關的中文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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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素食美味
香雲滴水坊 隆重推出

素食美味—菩提三冬
材料（4 人份）干香菇 5 朵、素火腿、
竹筍 1/2 顆、毛豆 10 粒、紅甜椒適量、醬
油膏 1 大匙、番薯粉少許、冰糖少許、鹽
少許、香油少許
做 法 1/香 菇 泡 水 後 切 斜 片，和 醬 油
膏、冰 糖一起 拌勻。待兩 小時後，起 一油
鍋，將香菇四周蘸裹番薯粉，放入鍋里以中
火油炸，炸後撈起備用。
2/竹筍切成約 1 公分的長方形，以滾水

氽燙後備用。
3/毛豆氽燙過，放進冷開水撈起剝去豆
膜待用。素火腿切片。
4/紅甜椒氽燙後切片備用。
5/另起一熱鍋，將處理過的香菇、竹筍
入鍋內翻炒，隨即加入醬油膏、鹽並灑些
水，並將澱粉用水調稀後倒入鍋中勾芡，最
後再置入毛豆、紅甜椒。
6/上桌前淋上香油，以增添風味。

佛光世紀贊助名單
10€

郭文輝 10€

MASSON
Michel
10€

薛 強 10€

林麗霏

林惠珠

佛光世紀贊助名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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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世紀法國版

巴黎佛光山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法華禪寺行事曆
時間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10:30

1/10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1/10

3/10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4/10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10

六

金剛經共修法會

14:00

六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24/10

六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4:00

日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六 光明燈消災法會
日 大悲懺法會

10:00

17/10

11/10
17/10
18/10

31/10

六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25/10

日 金剛經共修法會

10:00

4/11

觀音法會

11:00

31/10

六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藥師法會

10:30

1/11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00

4/11

三 觀音法會

10:30

14/11

三
六
日
六

金剛經共修法會

14:00

8/11

日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0:00

15/11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21/11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1115/11

28/11

六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4:00

22/11

三
藥師法會
日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29/11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29/11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7-8/11

10:00
10:30
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