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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講世間一切眾生，有十類：佛、菩薩、緣覺、聲聞、天、

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一法與一法之間都有一個界線，

例如：佛與菩薩之間有分界，人與畜生之間也有分界，所以稱為

「十法界」。另外，唯識家講「十八界」，也就是六根、六塵、六

識。 

「十法界」、「十八界」的概念應用在管理學上，主要說明人

與人之間應有的界線要分清楚，張三不是李四，王二不是趙五，上

司不是部下，老師不是學生，甚至父親、母親的角色不同，也都各

有各的界線，不能錯亂。 

就像馬路上有分界線，如果駕駛不按路線行駛，越過了界，就

可能釀成車禍；建築上有建築計畫圖，如果工人不按圖建設，房屋

超高、超大，越過了界，也是法規所不容。 

所以，管理學與修行不同。修行講求平等，一切無大、無小、

無是、無非、無相、無我，不計較、不比較，是很高層次的修養，

是一種空無的境界，已經超越界線的管理。但辦事就不能不認真了

解事物的分界，終究它是世間法，還是要以世間的常理來處理，不

能以超越世間的境界同等看待。 

論及法界，在《華嚴經》裡則講「四法界」： 

一、事法界：人在一天當中，要處理的事情很多。光是會客，

在很多的客人當中，所談的內容就不一樣，例如：對老師就談教

育、對醫生就談醫學、對作家則談文學等等。所以，事裡就有法

界，就有分別。甚至一天當中接觸的多少人，他們與我的關係，有 

「四法界」管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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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數十年老友，有的是初交新識，也都應

該有界線，要拿捏好分寸。如果你辦一切事

情，都能懂得上下、前後、內外等各種的界

線，不逾越，管理自然就能順利。 

二、理法界：理也有一定的法則，就

像桌子不是椅子，碗不是盤子，鋼鐵不是黃

金，事物之間各有界線，不能混為一談。尤

其，真正的道理要經過公認，得到大家的認

可，並不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不是

個人說了就算。例如有很多人老是講說一堆

道理，卻不一定獲得聽講人的認同，甚至還

引起反感，為他的強辭奪理搖頭嘆息。因

此，道理要說得讓人接受、皆大歡喜，必須

建立在公平、平等的原則上。 

三、理事無礙法界：每一件事情，不

分大小，都有它的理則理路，有它的前因後

果，有它的因緣關係。所謂「事中有理，理

中有事」，凡所做所為如果都能理事和而融

通、和而為一，就容易完成目標。 

四、事事無礙法界：在這個世間上，

每一件事情不但有前因後果的關係，就是在

現實環境裡，家庭的事情與社會也都有關

係，甚至不但與社會有關係，與國家也有關

係，更甚者，不但與國家有關係，一個小小

家庭所發生的事情，也有可能喧騰到國際

上。 

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宇宙世間

的關係錯綜複雜，如果你能讓錯綜複雜的事

情單純化、規則化、條理化，也就事事無礙

了。 

11 月 1 日下午 4 時，佛光山歐洲總住

持、海外巡監院院長滿謙法師率妙多法師和

協會王愛漣會長等幹部，在碧西天主教堂

Dominique 神父的陪同下，前往聖日耳曼奧

塞爾教堂拜會天主教巴黎教區 Michel 

Aupetit 總主教及巴黎聖母院總司鐸 Patrick 

Chauvet 院長，代表佛光山宗長心保和尚致

意，同時送上佛光人籌募的捐款。 

滿謙法師向 Chauvet 院長表示佛光山開

山宗長星雲大師與天主教素有淵源，大師一

向主張宗教融和，彼此尊重並共同推動世界

和平。巴黎聖母院的大火，不僅是天主教的

損失，也是法國珍貴文物的災難，因此佛光

山跨國佛教團隊貫徹和落實星雲大師人間佛

教同體共生的國際弘法理念，略盡棉力。 

Michel Aupetit 總主教特別與法師一行

會面，非常歡喜地表達謝意，並對佛光山關

心天主教及聖母院維修工程之感動，期望能

到佛光山拜會。 

捐助善款  同體共生 



◎法華禪寺於 10 月 23-27 日啟建年度

「藥師法會」五永日，每日分 6 支香別進

行。10 月 23 上午十點，由監院妙多法師主

法帶領常住法師及 140 位信眾進行熏壇灑淨

並誦經拜願。 

上午法會之後，妙達法師開示淨土到

底在哪裡? 法師引用藥師經的琉璃淨土、阿

彌陀經的極樂淨土及諸佛不同的淨土，說明

淨土是依據諸佛菩薩的願力來成就的清淨莊

嚴國土。隨後幾天大眾精進不輟，虔誠誦經

拜佛，為了方便照顧信眾回家不要太晚，常

住慈悲，把晚課香移到藥石前進行，讓信眾

既能參與晚課又可以用晚餐。 

27 日下午藥師法會圓滿後，妙多法師

首先為幾位新品功德主頒發功德主證，並感

謝護法功德主們的長期發心護持道場、讓正

法永存、佛光普照、法水長流。 

接著為大眾開示，藥師法門是最具有

人間佛教的性格，現世受用且與生活息息相

關，並引用《佛遺教經》之章句說明藥師佛

是大醫王，慈悲為治療眾生的無明，大師也

一樣，把深奧的佛法用通俗易懂的話，教導

眾生如何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淨土。最後法

師把加持過的藥師咒水、五色線、藥師油一

一派發給信眾，五日的藥師法會歡喜圓滿，

信眾法喜充滿。 

◎巴黎佛光山於 11 月 2-3 日啟建年度

藥師法會，百餘位信眾諷誦《藥師琉璃光如

來本願功德經》、《藥師灌頂真言》二永

日。妙希法師以深入淺出的方式開示藥師如

來十二大願，並以玉琳國師的故事說明修學

藥師法門的功德，知忠法師也和大家分享，

如何打造自己的琉璃淨土。 

為此一期一會的殊勝因緣，義工們用

心佈置莊嚴的水月壇場，燈光晃耀，收攝人

心，與會大眾無不心生歡喜，憶念藥師如來

的十二悲願，以此共修功德迴向十方。第二

天圓滿香結束後，常住以壽麵、壽桃、藥師

咒水和大家結緣，並為義工們繫上五色線，

感謝大家的發心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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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法會  清淨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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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法華禪寺於 11 月 2 日上午舉行

「甘露灌頂暨三皈五戒典禮」，禮請海外巡

監院院長暨歐洲佛光山總住持滿謙法師主

法，約 120 位中法人士把握殊勝因緣，發心

求受三皈五戒，歡喜成為正信佛弟子。 

典禮前，由柏林佛光山監寺永超法師

為戒子講解三皈五戒儀軌、佛門行儀、並帶

領戒子演禮，希望大家都能如法如儀受持。 

戒子在引禮法師的引導下，於三寶座

前發自內心虔誠地跟著唱誦、宣誓、懺悔、

發願、受戒並誓願盡形壽持守五戒，將戒法

落實在生活中。 

滿謙法師開示，「三皈依」意涵，皈

依三寶，即以佛、法、僧作為身心的依靠，

皈依即是開發自己內在的佛性，並引領大眾

高聲喊出「我是佛」，肯定自性。「三皈是

學佛的入門，五戒則是信仰的實踐」。滿謙

法師表示，「五戒」的根本精神在於不侵

犯，尊重別人。五戒乃是做人的根本，是清

淨身口意三業的修行。滿謙法師鼓勵大家常

來道場參加法會，讀書會，做義工等，增加

信仰層次，勉勵大家要依照大師教導奉行

「三好、四給」，多行佈施，必定能走向光

明的未來。 

此次典禮，還有來自加拿大的佛光人

鄧安榮、陳美玉，亦不乏有在地不懂中文的

華裔青少年、留學生、夫妻等各年齡層發心

求受三皈五戒，為佛教增添生力軍。  

11 月 23 日上午 9 時開始，參加本年度

最後一次八關齋戒的信眾陸續報到，這一期

有 62 人參加，僅有 7 位男士，包括 1 位西

方學員、2 位青年團團員。 

戒子先在大殿，聆聽妙訓法師為大家

編班，並講解此一天一夜的戒會生活上所要

遵守的規則。時間有限，課程編排必須緊

湊，妙多法師在大殿主持授戒儀式之後，妙

多、妙元與知冠 3 位法師分別為 3 組戒子講

解學佛行儀。 

正信弟子  三皈五戒 

一日一夜  八關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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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在觀音殿上課的解門課程：覺衍

法師講授「佛法真義」、經典導讀由妙訓法

師解釋«淨土三經»及妙達法師講«勝鬘經十

大受»，此外，也安排妙元法師帶領跑香及

出坡。戒子們在整個戒會期間嘗試過叢林出

家人的生活，早睡早起、禁語，及過堂用

齋。 

八關齋戒於 24 日早上圓滿,早齋後在觀

音殿進行心得分享,妙多法師請戒子們說出

參與的感想。巴黎協會會長王愛漣表示，戒

會讓自己心無罣礙的精進，持誦 2 萬遍的佛

號迴向法界眾生，共成佛道。項麗華老菩薩

分享，透過戒會的課程學習，啟發她要更精

進。第三分會會長周月萍表示，從戒會中感

受心安住在當下的自在清涼、學習到做人處

事，注意細節會更圓滿。 

另也特別請出母女、子檔的戒子說出

心裡的感動、歡喜等。妙多法師勉勵大家要

把感動、歡喜化為永恆，以此為動力，長養

善根，繼續在佛道上精進，期許僧信二眾一

起推動人間佛教，發願成為大師的化身。 

◎ 10 月 20 日，第十六分會在地藏殿舉

行分會改選，輔導妙元法師與 30 位會員一

起參加。妙元法師首先向大家說明大會的意

義。隨後分會長吳芙蓉進行會務工作報告，

財務林珍珍報告分會財務狀況。 

隨後舉行分會幹部改選，吳芙蓉高票

連任會長，並選出副會長及分會委員，吳芙

蓉發表當選感言，感謝大家的信任與支持，

希望未來兩年分會會務有更大的發展。隨後

進行議案討論，會議最後，輔導妙元法師分

享理事會期間的工作承擔，幾位義工師姐也

一一分享做義工的歡喜。 

◎ 11 月 3 日下午兩點，巴黎協會第五

分會在海會堂舉行分會改選，有第五分會輔

導如群法師、巴黎協會副會長胡小萍、分會

長林小秋、分會督導鄭萱華、會員等共計

47 人出席會議。會議依照月列會的程序進

行，審議年度會務及財務報告，並進行幹部

改選。 

分會選舉  薪火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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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秋分會長以全票通過連任，選出

副會長鄭海華、鄭海琴及 7 位委員。林小秋

會長致詞感謝大家對她的支持，希望大家一

起努力來年把會務擴展開。輔導如群法師指

導會員多多聯誼、讀書、要在分會中發揮所

長，多學習承擔，有發心就會有進步。 

◎ 11 月 10 日下午兩點，巴黎協會第五

分會在五觀堂召開分會月例會，有委員、組

長、會員等 11 位參加，會議由林小秋分會

長主持。會議主要針對法寶節、協會會員大

會、2020 年度五觀堂打掃、會員分組、明

年度讀書會時間、2020 年分會舉辦活動或

聯誼，6 項事項說明及工作安排，獲得大家

一致同意。 

◎巴黎協會第二分會於 11 月 10 日下午

兩點半於法華禪寺四恩堂舉行分會會長改

選，如群法師代表分會輔導法師妙達法師出

席，會長 Halima 感謝大家的護持，希望下

一屆會長能夠將會務做得更好。 

隨後選出徐美玉，符芝瑛出任新任分

會會長及副會長。選後如群法師再次與大家

說明佛光協會改選制度的重要性，改選必須

公開，公正。 

◎巴黎協會第六分會 11 月 10 日下午兩

點在觀音殿舉行會長改選，會議由陳民翠會

長主持，妙元法師、協會會長王愛漣會長列

席，會員 20 人出席。 

首先進行會務報告和財務報告，接著

選舉投票。陳民翠會長連任，副會長是由郭

廷強、黃雪梅擔任。隨後討論 2020 年的分

會活動，會議最後由王愛漣會長致詞，鼓勵

大家要行動起來，讓會務蒸蒸日上。妙元法

師鼓勵大家在新的一年有新的計劃，分會會

務更上層樓。 

◎ 11 月 10 日下午兩點，巴黎協會第十

二分會於法華禪寺海會堂舉行分會幹部改

選，分會長吳燕芳感謝會員們多年來的信仼

與護持，讚歎會員們團結合作的精神，希望

大家繼續努力一起推動擴展會務。 

隨後進行改選投票，金康亮師姐高票

當選下一仼的分會長，余麗英與季海曼為下

仼副分會長。王愛漣會長致詞讚歎分會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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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的努力與付出。妙達法師致詞，希望大

家能多多學習，為大眾服務，鼓勵大家增加

凝聚力，不斷提升，讓分會越來越進步。 

◎ 11 月 17 日下午，巴黎佛光青年分團

舉行年度大會及委員改選，監院妙多法師、

輔導知冠法師及團員 20 多人出席。經過公

正投票，選出鄭歡芮承擔新任團長，現任團

長徐楠狄及前任團長鄭浩為副團長。新任團

長鄭歡芮致詞感謝大家的支持，希望在未來

兩年大家更有活力地一起互相學習。 

妙多法師開示提到慧傳院長對於巴黎

青年分團在世界理事會期間的亮眼表現的讚

許，更期許巴黎青年未來能夠在佛法上用

功。輔導知冠法師對新任委員提出要求，希

望他們都能夠提升自己成為白象幹部，也叮

嚀白象幹部樹立榜樣，幫助其他幹部成長。 

11 月 17 日下午三點，第 3 屆協會督導

委員會改選在法華禪寺四恩堂進行，有 17

人出席。許遵訓督導長首先致詞，希望未來

督導委員們能積極堅持參與每兩月舉辦的讀

書會，以大師的著作為要。鼓勵大家關心並

協助分會會長推動與發展分會會務。 

隨後進行議題討論，包括讀書會、建

立佛光三好人家、協助分會會務及制度建

立。之後的選舉，選出下任督導長項麗華、

副督導長吳燕芳。 

項麗華督導長發表當選感言，將與大

家一起勇於承擔，協助常住把文化教育事業

落實，發大願心，弘法度眾。妙多法師致

詞，稱讚麗華督導長是位願心大菩薩，希望

明年新的督導委員會，能夠在佛光山的四大

宗旨上有亮眼的成績。 

位於「碧西多元宗教對話城市」的巴

黎協會， 11 月 24 日由法華禪寺監院妙多

法師、妙達法師帶領協會王愛漣會長、佛光

會會員、青年團等一行 25 人，應邀前往碧

西市政廳參加印度教 BAPS 協會舉辦的新年

排燈節(Diwali)節慶，展現多元宗教融合。 

印度教青年熱情迎接佛光人，以五色

線及紅色硃砂為來賓祈福，協會幹部

Parekh 先生為法師及佛光人介紹慶典活動，

並陪同參觀各個攤位。眾多的攤位中，除了 

協會督導  接力承擔 

敦親睦鄰  同喜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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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BAPS 協會外，還有印度傳統樂器、手

繪海娜藝術等文化攤位。更有供奉的印度教

主神之位，並以新衣、美食、油燈等供養，

所有供品一一擺開，令人大為讚嘆。妙多法

師帶領佛光人，一起祝賀新年快樂，展現的

熱情，更為現場帶來最高的歡樂氣氛。 

◎ 11 月 11 日下午兩點，慈悲讀書會

30 人展書閱讀星雲大師著作《我不是「呷

教」的和尚》之文章「為教爭光 堅持本土

化」，知忠法師到會輔導。 

大家先齊讀整篇文章，接著分成 6 組，

依照各自被分配到的章節，練習找關鍵詞，

並就著關鍵詞學習設計問題。法師帶領大家

分析文章結構，推敲各章節重點。很多第一

次參加慈悲讀書會的佛光人歡喜回饋，原來

書可以這麼讀，讀得明白透徹。 

◎ 11 月 17 日下午三點，第十六分會於

四恩堂舉行讀書會，閱讀大師著作《我不是

「呷教」的和尚》之推薦序，由吳芙蓉會長

導讀，輔導妙元法師出席，會員 8 人參加。 

閱讀文章之後，大家心得分享，覺得大

師很勇敢，面對病痛沒有害怕，還每天忙

碌，我們要學會自己爭氣，一切靠自己，大

師的有佛法就有辨法，就是我們要學習的。 

◎ 11 月 24 日下午，第八分會 20 人與

第九分會 14 人，分別於地藏殿和三慧堂舉

行讀書會，閱讀《我不是「呷教」的和尚》

一書之章節。分別由胡小萍和林靜帶領導

讀，輔導法師如群法師列席指導。 

第九分會選讀「善惡因果  世界必然道

理」，陳雪娟老菩薩分享 30 多年前從紅高

棉逃難出來時，都是誦持《心經》度過很多

難關，而杜全儀師姐因持誦藥師咒在車禍中

安然脫險。 

◎ 11 月 24 日下午兩點，巴黎協第五分

會在觀音殿舉行讀書會，有 14 位會員參

與，繼續閱讀《我不是「呷教」的和尚》之

章節，由黃連微師姐導讀。大家一起閱讀文

章後，輔導如群法師讓每人講一小段文章內

容，並分享對文章的理解及對自己的一些啟

發。此次讀書聯誼氣氛融洽，除讀書外，也

彼此交流佛學知識及心得。 

書墨飄香  會員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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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馬爾他中國文化中心、佛光山法華禪

寺聯合主辦，佛光緣美術館承辦的「星雲大

師一筆字書法展」，11 月 13 日晚上於馬爾

他中國文化中心舉行開幕式，共展出 22 幅

星雲大師一筆字書法及相關文創。馬爾他中

國文化中心主任楊曉龍、馬爾他大學聖瑪格

麗學校男校科學部主任 Martin Azzopardi 先

生、馬爾他世界婦女聯合會主席 Lindsay 

Mann 女士、馬爾他旅遊局首席執行官 Paul 

Bugeja、佛光山法華禪寺監院妙多法師、國

際佛光會巴黎協會會長王愛漣及當地的中華

文化愛好者約 70 餘人與會。 

活動以《星雲大師一筆字書法專題》影

片開場，介紹一筆字緣起及社會意義。楊曉

龍先生、Azzopardi 先生先後致詞。 

妙多法師向與會大眾介紹「禪」的起

源，以佛陀「拈花微笑」的典故勉勵大眾要

珍惜每一個當下的因緣。開幕式以法華禪寺

佛光敦煌舞蹈團的表演總結。 

會後，妙多法師引領嘉賓到展廳進行剪

彩儀式，並向嘉賓詳細介紹星雲大師一筆字

的佛法意涵。展廳還設有影音區、茶禪區和

拓印區，現場還有《人間佛教小叢書》等與

大眾結緣，透由不同的方式，展示博大精深

的中華文化。  

佛光緣美術館巴黎館「行願千里─許文

融創作世界巡迴展」，11 月 17 日下午，在

觀音殿隆重舉行開幕儀式，出席的貴賓有法

華禪寺監院妙多法師、藝術家許文融、猶太

教碧西教區主席 Windisch、藝術家吳炫三賢

伉儷、藝術家洪俊河賢伉儷、僑務咨詢委員

暨法國台商會會長黎輝，藝術家林素月、華

僑華人會執行主席金麟澤、AFC 法中文化

交流協會會長蔡景瑞、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

會長王愛漣，及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的幹

部、會員，約 120 人共襄盛舉。 

活動由藝術家洪俊河先生的二胡演奏拉

開序幕，許文融老師致詞，說明自己與佛光

山的結緣，如何將星雲大師的落款搭配上大

師的菜根譚法語、一筆字，十修歌等創造出 

一筆字展  亮相馬國 

行願千里  巴黎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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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一無二的立體雕塑，而主題就是「行願千

里」。妙多法師致詞，感謝藝術家為大家帶

來美的視覺，大家要細細品味作品，拓展自

己的視野及學習與藝術對話。 

許文融老師也現場為大家揮毫草書

「飛花」等書畫，吸引大眾圍觀及讚歎，隨

後許文融老師引導與會貴賓及大眾前往佛光

緣美術館觀賞作品。  

5 天 4 夜的「2019 三好兒童秋令營」，

10 月 30 日上午於法華禪寺大雄寶殿舉行開

營典禮，64 位小朋友及家長，法華禪寺監

院妙多法師、巴黎協會王愛漣會長、分會

長、來自台灣嘉義圓福寺的六位老師等，約

百人參加。 

妙多法師開營致詞，表示小朋友們除

了學習做「三好兒童」外，希望他們也能有

一個豐碩的成果。王愛漣會長讚歎家長有智

慧，利用假期帶小朋友來佛光山學習，不但

學習到中華文化，也讓孩子們有因緣與佛法

結緣，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三好兒童秋令營」的課程內容豐

富，由來自台灣的鄭榮賢、施昀延、陳淑

貞、林清花、賴滿堂、葉珍綾老師設計課

程。加上青年團小隊輔的帶領，營隊生活歡

樂融融。 

11 月 3 日下午舉辦結營典禮，營長滿

謙法師帶領大家唱〈三寶頌〉、致詞表示結

束是另外一個開始，希望小朋友能成為三好

兒童，把三好帶到家裡、學校裡，就是新的

開始。 

接著節目一一登場，展示學習成果，

活動並播放記錄著孩子們學習、生活的「回

顧影片」，令家長們感動不已，除了小朋友

們的多元活潑的動態表演外，在大殿東單文

化走廊也展示出孩子們的插花、繪畫等成

果，供家長們欣賞。 

三好兒童  佛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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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1 日中午，距離巴黎 140 公里的

Aubigny 小鎮的 Carmel de la Fontaine Olive

天主教會 Vinciane 等 4 位修女，前來法華禪

寺參訪。監院妙達法師接待並導覽各殿堂，

首次參訪如此大的佛教寺院，修女們感到非

常歡喜，並熱情邀請法師前往其修道院參

訪、交流。 

◎位於 94 省 Fontenay sous Bois 市的

MATTERRAZ 活動中心的 17 位退休人士，

11 月 13 日上午 11 點由活動中心的太極老

師 COTTANCE 先生帶領下，前來法華禪寺

參訪，旨在學習禪修及認識佛教文化。一行

人由知賓鄭海琴師姐接待導覽並引導禪修。

參訪之後，午餐則至香雲滴水坊享用美味素

齋，圓滿一天的行程。 

◎位於 77 省 Chelles 市的 Gasnier-Guy 

Sainte Bathilde 天主教中學的師生 110 人，

於 11 月 21 日在 Thilébaut 老師及天主教神

父 Dominique 的帶領下，前來碧西多元宗教

區參訪，讓學生透過認識各宗教的特色、體

驗各宗教修持及文化差異，達到開拓視野的

教學目的。知冠法師於大雄寶殿致歡迎詞，

之後學生們分成三組參觀道場。 

11 月 11 日一戰停戰紀念日，全法國各

地紛紛舉行紀念活動。碧西市政府當天上午

在公墓舉行悼念儀式，市長 DUBOSC 先生

帶領市府團隊及各界人士共百餘人參加。多

元宗教及文化協會主席妙達法師率領猶太

教、天主教、回教、寮國佛教等各宗教代表

參加，並一起以協會名義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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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瑞卿    10€  LI Stéphanie  NGUYEN     
Marie        5€ 

薛  強   5€  TAZIR  
Baptiste    5€ 

 ZING        
Suzanne    5€        

     

佛光世紀贊助名單    

諸諸供養中      法供養最 

10€ 

社會團體  參訪佛堂 

紀念一戰  共祈和平 

教會修女  認識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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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禪寺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1/12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巴黎協會會員大會    

10:00 
14:00    

8/12 日 阿彌陀經念佛共修會  10:00   

10/12 二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14-15  彌陀法會 10:00  
22/12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26/12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29/12 日 普賢共修法會    10:00  

1/1 三 
為義工祈福法會   
為世界祈和平獻燈音 

10:30 
14:30    

2/1 四 佛陀成道紀念法會 10:30  

5/1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佛學會考    

10:00 
14:00    

9/1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12/1 日 
光明燈圓燈法會   
全寺大掃除活動  

10:00 
14:00    

19/1 日 
大悲懺法會       
黃大安柴燒陶藝展                   

9:30 
14:00     

24/1 五 
信眾除夕圍爐     
延生普佛  

18:00 
21:00      

25/1 六 新春禮千佛法會 10:30  

26/1 日 新春禮千佛法會 10:30  

巴黎佛光山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7/12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10/12 二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14/12 六 金剛經共修法會  14:00 

21/12 六 彌陀法會 10:30 

26/12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28/12 六 
八十八佛大懺悔
文、義工表揚 

14:00 

2/1 四 佛陀成道紀念法會 11:00 

4/1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9/1 四 光明燈圓燈法會  11:00 

11/1 六 金剛經共修法會  14:00 

18/1 六 凈行品共修法會 14:00 

24/1 五 
除夕延生普佛   
新春早課燒年香  21:00 

25/1 六 新春禮千佛法會 10:30 

26/1 日 新春禮千佛法會 10:30 

每週 日 365 禪修會  14:00 

樂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