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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偉大的觀世音菩薩！ 

這次從武漢發生的新型肺炎疫情， 

許多人受到委屈、苦難和驚嚇， 

祈求您的慈悲加被， 

讓我們具備勇氣與智慧， 

面對疫情，能夠處變不驚， 

面對疾病，能夠冷靜寬心。 

慈悲偉大的觀世音菩薩， 

有些地方封城了，有的活動暫停了， 

現在我們更需要發揮您救苦救難的精神， 

互助關懷，避免驚慌失措， 

彼此鼓勵，增加信心無畏。 

暫時的隔離，我們可以當作閉關，自我反省， 

一時的不便，我們可以靜心正念，自我潛修。 

慈悲偉大的觀世音菩薩， 

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團結一心， 

相信政府部門會儘快解除危機， 

感謝醫護人員正努力醫治病患； 

世界上無論再怎麼困難， 

只要以慈悲智慧面對， 

人人行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 

大家重視環保護生，必能轉危為安。 

為新型肺炎疫情向觀世音菩薩祈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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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偉大的觀世音菩薩， 

此時此刻，我們虔誠稱念您的名號 

「南無觀世音菩薩」 

我們要學習您的慈悲與智慧， 

轉化外在的煩惱境界， 

我們要遠離顛倒妄想，觀人自在； 

我們要遠離分別臆測，觀境自在； 

我們要遠離執著纏縛，觀事自在。 

慈悲偉大的觀世音菩薩，祈求您， 

讓生病的人儘快痊癒，恢復健康， 

不幸往生者蒙佛接引，安心歸去， 

讓社會淨化遠離疫情， 

讓普羅大眾平安吉祥！ 

慈悲偉大的觀世音菩薩！請求您接受

我至誠的祈願； 

慈悲偉大的觀世音菩薩！請求您接受

我至誠的祈願。 

新冠病毒疫情蔓延至今，疫情日益嚴

峻，多國深受影響。不但嚴重衝擊海內外各

產業，更造成人心惶惶。佛光山開山星雲大

師在第一時間慈悲寫下〈為新型肺炎疫情向

觀世音菩薩祈願文〉，佛光山和國際佛光會

發起誦持《般若心經》與星雲大師祈願文總

回向，2 月 1 日發起後，全球各地民眾誦持

逾 2500 萬部響應，23 日於佛光山大雄寶殿

舉辦，為受疫情影響的生者祝禱、往生者祈

願。考量防疫期間，法會由佛光山本山僧信

二眾總回向，現場直播，讓廣大民眾得以同

步線上修持。 

「為新型

肺炎疫情向觀

世音菩薩祈願

總回向法會」

辦在 23 日正

是農曆 2 月 1

日，為佛光山

信徒香會，同

時也是星雲大

師 出 家 紀 念

日，在這一天

舉辦總回向，別具意義。 

法會由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退居和

尚心培和尚、副住持慧倫法師主法，居士獻

供隊伍將信眾誦念的《心經》修持單，於莊

嚴梵唄聲中，恭敬獻供在佛前。許多人在手

機前，看到這一幕都感動得流下眼淚。 

心保和尚帶領大眾，誦持《般若心

經》7 遍、恭讀星雲大師〈為新型肺炎疫情

向觀世音菩薩祈願文〉，唱念各洲信眾修持

《心經》部數，歐洲誦持 1,066,416 部、美

洲誦持 1,499,520 部、亞洲誦持 21,974,232

部、大洋洲誦持 624,927 部、非洲誦持

47,021 部，總數超過 2500 萬部，所設計的

修持單譯成英、法、西、葡、德、日、韓、

印尼等 10 種語言。修持方式包括紙本修持

單和線上修持，誦持千部以上者超過 5 千

人。通過此次活動，凝聚大眾共修之功德總

回向，盼疫情遠離。  

2500 萬部心經總回向疫情  



心保和尚開示，世間無常，世事一直

變化，人們不希望疫情發生，但還是發生

了；雖然世間不能總如人所願，但可以透過

正確的方法與智慧，使身心安住。《心經》

有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想

要度一切苦厄，就要「照見五蘊皆空」。 

「疫情雖然令人憂心，但只要找到安

心的方法，大家還是可以自在，例如支援護

生，重視環保等。」心保和尚引述星雲大師

在祈願文所提，「世間無論再怎麼困難，只

要以慈悲與智慧面對，必能轉危為安。」祈

願觀世音菩薩的慈悲智慧加持，讓這次疫情

盡快平息，讓大家身心自在，回歸正常生

活。 

此次修持活動的實踐做法為「合掌—

戒殺茹素，止息疫情；三好──誦經回向，

珍愛生命」。此外，佛光山在防疫方面也有

實際作為，包括第一線人員配戴口罩，公共

區域以漂白水消毒，勤洗手、量體溫，落實

自我管理。 

儘管總回向法會結束，但誠如星雲大

師在祈願文中所提，除祈求佛菩薩加持，還

要力行「三好」，互相關懷，彼此鼓勵，希

望疫情早日消除，大家恢復正常生活。 

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蔓延，響應佛光山

和國際佛光會發起誦持《般若心經》與祈願

文回向活動，歐洲本山佛光山法華禪寺 2

月 23 日與高雄總本山同日舉辦「為新型肺

炎疫情向觀世音菩薩祈願總回向法會」暨平

安燈圓燈法會，由監院妙多法師主法，帶領

百位信眾虔誠誦經、拜願，祈願疫情平息，

人民安樂，平安幸福照五洲。 

妙多法師表示，疫情的發生是無常、

緣起的示現，佛弟子要用正向積極的心態去

面對。正因無常所以就有希望，緣起緣滅，

世間好壞都會改變。此次法會，既是平安燈

圓燈，也為疫情誦經功德做總回向；更是農

曆 2 月 1 日星雲大師出家紀念日、佛光山信

徒香會，在這天總回向，全球同心以三好平

息疫情，增強心靈免疫力，別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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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本山  功德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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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發起誦持《心經》活動，歐洲

地區佛光人的齊心響應精進用功，包含回報

給本山的，總共誦持了 1,066,416 部，共有

844 人參與，誦持千部以上者有 355 人。張

貼於大殿外的榜文，細細記錄著歐洲佛光人

的點滴心意，也引起眾人駐足查看。 

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第三分會幹部陳

樂賽分享，發起修持活動之初，會員每天透

過社群群組接龍回報。某天，當法國華僑華

人主席會金麟澤第一次在群組裡回報時，妙

多法師立刻點「讚」，發現法師都有在群裡

關注大家，讓所有人都振奮起來，分會裡許

多平日都不誦經的會員加入精進修持的行

列。自己的先生也因此從最初 1 小時只能

誦 5 部《心經》，到現在 1 分鐘能持誦 1

部，陳樂賽感謝此因緣度了先生。 

第五分會會長林小秋說，因為要誦持

《心經》，現在他們一家四口每晚都會在家

一起共修，兒子 Johnny 是青年團幹部，用

心地帶著妹妹一字一字的學習。因為誦《心

經》全家的感情更凝聚，也把女兒度進佛

門，看到孩子彼此友愛，讓她非常開心，更

感受到佛法的力量。 

法國佛光山法華禪寺於 2 月 1 日至 2

日，在大雄寶殿舉行一年一度的歐洲「供佛

齋天」法會，監院妙多法師主法，近 150 位

信眾虔誠參加法會，場面莊嚴殊勝。 

法會開始前，首先由妙訓法師為信眾

講解法會的流程及儀軌。隨後禮請妙多法師

為大眾開示供佛齋天的意義及緣起、介紹諸

天的德行及其對世間的護念。法師表示，供

佛齋天法會是開年第一個盛大的法會，是修

供養的法門，故備辦精緻素菜， 誠獻供養

三寶，宴請諸天，表達對護法龍天常年護持

三寶，護佑眾生，消災降福的感激之意。 

為讓更多信眾有機會參與法會的莊

嚴，分享喜悅，今年供佛齋天代表獻供的隊

伍增加了很多新面孔，有金剛組，知賓組，

韓國、泰國、印度、日本、鳳仙裝等服飾，

及由佛光青年擔任的侍席，各國特色服飾， 

一年一度  供佛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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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青春活力，為法會增添繽紛的喜慶色

彩。獻供人員捧著酥陀妙味，伴著優美柔和

的梵樂聲，以最虔誠，最恭敬的心，將豐盛

水果佳餚，點心等，供養佛、法、僧三寶，

24 諸天及侍從天。 

法會分兩個階段展開，由妙多法師主

法與眾法師一起帶領信眾誦經，禮拜，進行

灑淨、請聖、安座。第 2 支香有獻供，佛

供、宣疏、功德迴向、送聖。 

法會壇場佈置的莊嚴隆重，設有三寶

席，24 諸天席和侍從天席位，以香花、水

果、茶點、餅乾、糖果等果物一一設席供

養。法會從農曆初八晚上七點半開始，一直

到初九淩晨一點半結束。 

妙多法師於法會圓滿後，勉勵大家要

把齋天功德迴向日前發生的武漢新型冠狀肺

炎，用心力改變不好因緣，積極奉行三好，

堅持誦經迴向，讓疫情早日消退，民眾安

樂，並感謝各組義工菩薩的成就及功德主們

的護持，圓滿今年度供佛齋天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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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法華禪寺 2 月 8 日元宵節舉辦光

明燈上燈法會，9 日為新型肺炎疫情舉辦消

災共修法會，法師帶領近 120 名信眾，諷誦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繞佛、

拜願，並恭讀大師〈為新型肺炎疫情向觀世

音菩薩祈願文〉；隨後監院妙多法師宣讀文

疏，將功德迴向，祈求護法龍天護佑讓疫情

不再擴大，信眾所求如願，自在吉祥。 

為止息新型肺炎之疫情，歐洲佛光人

共同響應「合掌—戒殺茹素，止息疫情；三

好—誦經回向，珍愛生命」行動。儘管每天

從媒體上得知疫情的持續發展，難免令人有

些許擔憂，生意也確實受到了影響，但這場

災難卻給了每個人精進修持的機會。歐洲全

體佛光人都能藉著佛法的力量積極面對，讓

自己有安定身心的方法。 

部分歐洲佛光人透過現代的網際網

路，也同步在家誦念心經及祈願文，每天透

過社群軟體回報誦持了多少部。眾志成城，

心心念念為大眾祈願，也讓自己累積了更多

的福德因緣。 

疫情發生以來，法華禪寺也在入門處

提供洗手液，讓每一位來賓消毒，除了讓大

眾安心之外，也避免感染的風險。妙多法師

表示，道場除了共修法會，其餘聚眾活動均

已取消；有佛法做依歸，正念非常重要，佛

光人互為善知識，提醒彼此在道上精進，法

上用功。 

◎ 2 月 2 日上午 11 點，Fontainbleau 市

的童子軍團 20 人依約前來法華禪寺進行新

春參訪。由知賓師姐帶領參訪，藉大殿的陳

設為他們介紹佛菩薩、佛光山、星雲大師，

並引導他們投入文藝活動，從而認識中國文

化及農曆新年習俗，童軍們對茶禪甚有興

趣。 

此外，在禪堂引領大家進行片刻禪

坐、在觀音殿抄寫大師法語、在美術館參觀

陶藝展。最後，童軍們敲嚮平安鐘祈願新的

一年平安幸福。下午三點大家圓滿此行，盡

興賦歸，臨別常住以福袋及大師的墨寶春聯

結緣。 

◎越南蓮花寺的法師 2 月 2 日帶領信眾 

元宵佳節  上燈法會 社會團體  參訪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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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 110 人，於下午 2 點前來法華禪寺走

春，監院妙多法師在大雄寶殿接待一行人，

並贈與新春福袋及大師的墨寶春聯結緣。一

行人對充滿年味的佈置很感興趣，紛紛拍照

留念，在大殿禮佛後，前往丹墀觀看舞獅，

並到其他殿堂禮佛祈願。 

農曆新年大年初一，法華禪寺所在的

碧西市政府於邀請舞獅隊至碧西市中心舞

獅，給市民帶領濃郁的異域文化，受到熱烈

歡迎。為感謝佛光青年，也為迎接將於 3

月 8 日舉行的碧西亞洲節慶活動，碧西市政

府特別贈送巴黎佛光青年團一條“小金

龍”，希望能夠為活動增添氣氛，由青年團

表演舞龍舞獅。 

青年團團員即刻展開訓練，每個週末

練習時，吸引了許多法國人攜家帶眷的駐足

觀賞。此外，為了此次亞洲節慶，佛光小敦

煌也為該活動排練新的舞曲“中國娃娃”，

由溫肖丹陪同訓練彩排，妙多法師也前去指

導排練。協會王愛漣會長則與負責義賣的黃

玉嬋、趙潔美師姐討論當天義賣食品的種類

與數量。 

應長期發心義工菩薩李奕禧與 Amy 賢

伉儷之邀，2 月 24 日法師們前往家庭普

照，每星期六來寺幫忙典座的兩夫妻，當天

也烹煮佳餚供僧。兩人的住處小而美，家裡

的盆栽、小花園照顧得美輪美奐，法師讚嘆

兩人都有“綠手指”，未來除了典座、香燈

之外，也要幫忙道場的園藝。 

Amy 與法師分享，非常感恩佛菩薩的

加持，在他們退休後能夠接到政府的通知，

租到現在這個房子，不但離道場近、而且租

金只有之前住處的三分之一。法師們表示，

就是因為兩夫妻在道場的發心、廣結善緣，

所以佛菩薩都有最好的安排，都能讓他們所

求如意，法師們誦念藥師灌頂真言祈福，並

以大師「行道天下 福滿人間」卷軸與之結

緣。 

文化為媒  傳揚佛法 

家庭普照  發心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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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經常聽人說，「人身難得，佛法難

聞」，仔細想來，一點也不錯；所以，我們

能夠既得人身又聞佛法，其實是非常幸運

的。佛經浩瀚似海，我們一般最常聽聞到的

正是《般若心經》，也簡稱為《心經》。 

《般若心經》在佛法裡究竟佔有什麼樣

的地位呢？ 

在佛教的三藏十二部經典裡，《華嚴

經》有「經中之王」的稱譽，共有八十卷。

其實，比《華嚴經》更長的一部經稱為《大

般若經》，有六百卷。六百卷的《大般若

經》，不容易一一深入研究，所幸有一部

《般若心經》，是佛經裡面經文最短的一

部，只有二六○個字，可是它卻代表了六百

卷的《大般若經》，所以《般若心經》正是

《般若經》的中心、宗要。 

「般若」二字，在佛法裡面是非常重要

的，我們經常聽到，佛陀為一大事因緣來到

人間，他「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

會」，在這四十九年的說法當中，有二十二

年，接近一半的時間都在講說《般若經》。

可見「般若」的重要。 

佛陀以二十二年講的六百卷《大般若

經》，解釋《大般若經》前面四十卷的《大

智度論》就有一百卷。有名的《金剛經》雖

然五千多字，可以通行華文世界，印的經書

最 多。甚 至 超 越《金 剛 經》的《般 若 心

經》，《般若心經》只有二六○個字，但是

這二六○個字，把我們的人生觀，人怎麼

來、怎麼去；把宇宙觀，世間宇宙怎麼樣生

起的？將來怎麼流轉？就等於是氣候有春夏

秋冬，時辰鐘有 1、2、3、4、5、6、7、

8、9、10、11、12，世間萬物有成住壞空，

我們心的念頭有生住異滅，都是圓形、環形

的。人生有老病死生，老了病，病了生死，

死不是沒有，等於如圓圈，還會再回來。 

所以《般若心經》在佛教裡面，以這二

六○個字的經典為中心。你要去看大藏經，

九千多卷，可能花三十年、五十年不容易看

完，可是《般若心經》二六○個字，可以在

這許多經典裡面為中心，就是最重要的道

理，《心經》都把它說得很明白。《般若心

經》是一部什麼樣的經典呢？《阿彌陀經》

是一部描述阿彌陀佛極樂淨土殊勝莊嚴的經

典；《維摩詰經》是藉由維摩詰居士證得的

境界，來闡揚大乘菩薩道；《般若心經》講

的則是每一個人最切身緊要的一部經，要認

識自己，就要用《般若心經》。我們聽過很

多道理，擁有很多常識，但是曾深入瞭解

「講自己的經」嗎？曾深入瞭解自己的心

嗎？ 

平常生活 有了般若便不同 

我們看到世間上的眾生，貓、狗要吃

飯，雞、鴨要吃米，牛、馬要吃草，人當然

也要吃。可是不同的是，牛和馬除了吃草之

外，就沒有別的要求了，而人除了吃以外，

還有思想和見解。 

所以，人在吃飯，可是各人吃出的味道

都不一樣。拿喝茶來說，不會喝茶的人，感

覺到茶好苦；會喝茶的人，卻是早晚非來點 

《般若心經》的生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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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不可。人間之中，譬如飲茶，有人好苦，

有人甘醇；有人恓惶，有人卻無比自在！ 

般若就是讓我們在這個人間更自在的法

門！吃飯有了般若，飯的味道就不一樣；睡

覺有了般若，睡覺的味道就不一樣。大家都

在求功名富貴，但是有了般若，即使是求功

名富貴，境界、看法卻會不一樣﹔有了般

若，人的生活、思想、境界都會跟著改觀﹔

有了般若，不要說證悟到般若可以成佛作

祖，哪怕有一點般若的氣息，人生的情況就

會改變。 

我不想講深奧的妙理，我只想傳達般若

如何運用在我們的生活之中。般若可以改善

我們的生活，提升我們的思想，淨化我們的

人生境界。有一首詩說：「平常一樣窗前

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平常時，我們每天

看月亮，看慣了，就不覺得它有什麼特別，

但是有了梅花點綴，意境就不一樣了。所以

說，一樣的生活，有了般若就有不同的體

會。佛法應該和我們的生活、人生結合在一

起，我想要讓人理解《般若心經》，理解之

後，吃飯、睡覺、穿衣、教育兒女、到社會

工作，都能用得著、很好用，那麼，這個佛

法才是大家所需要的。 

佛法對現世人生的幫助，屬「入世法」

的範疇。人活在世間終不免三苦八難，遇到

挫折與風浪時，如果沒有般若作舟，沉浮其

中焉能自在？因此以《般若心經》為智慧之

母，時時以心念護持，反身觀照自我，自然

在行住坐臥之間，身心自在輕安，處處結得

善緣、佛緣，得到修行的大方便、大利益。 

般若導引 遠離輪迴之苦 

除此之外，般若同時也是解脫之法，常

樂之法，包含在佛法的「出世法」中。在世

間沒有永恆不變的快樂，沒有永遠盛開的花

朵，人的生老病死無可避免，事物的生住異

滅、成住壞空都無法逃避，只有覓得生命永

恆的歸宿，出離短暫變異的世間，才能真正

離苦得樂，到達極樂世界。在這個意義上，

解脫之法是究竟的佛法。 

玄奘大師西行取經之時，也曾得觀世音

菩薩化身指點，在遭遇險阻時誦念《般若心

經》，得到諸佛菩薩的護持，屢屢化險為

夷，絕處逢生。禪宗六祖惠能大師也有言：

「何其自性，本自清淨；何其自性，本不生

滅；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無

動搖；何其自性，能生萬法。」意思就是證

道之後，他終於知道自己的本性是什麼了。

而惠能大師能證得自性本不生滅、圓滿具足

的存在，般若的指引功不可沒，所以說「般

若是諸佛之母」。 

《般若心經》是為觀世音菩薩所述修行

般若的心法概要。有了它做為修行般若波羅

蜜的總綱要，或者「去一分無明，證一分法

身」，或者「直指本心，見性成佛」，或漸

或頓，依此真修實證。人生在苦海中的航

行，就有了般若做為燈塔的指引，終能解脫

成佛，遠離輪迴之苦，到達極樂的彼岸。 

因此在現代社會，能有一卷《般若心

經》，深解其義，不管在世間或出世間，信

受活用，真是勝過一切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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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水長流五大洲， 

華嚴佛經傳全球。 

禪語開啟眾人心， 

寺廟僧侶我最敬。 

                  （薛強） 

近日，新型冠狀肺炎疫情迅速在全球

快速傳播，許多網路、媒體、微信群的負面

訊息不斷，每天關注疫情的變化，總是覺得

憂慮和恐懼；作為佛弟子面對疫情，如何做

到處變不驚，如何以正面積極的心態面對嚴

峻的疫情呢 ?  

94 歲高齡的星雲大師心繫眾生，在第

一時間寫下〈為新型肺炎疫情向觀世音菩薩

祈願文〉，隨後佛光山及國際佛光會發起誦

持《般若心經》與祈願文回向活動，為佛弟

子指示一條安定身心的方法。這場災難給了

每個人精進修持的機會，佛光人積極響應，

當然我也不例外，參與修持，念誦心經，能

使心沉靜下來，提升自己的抗壓能力，對於

目前的病疫狀況我們個人沒有能力改變，至

少我們藉助佛菩薩的加持，經文的能量保持

心境的平和，這樣日子就會好過一些。 

我雖然有修持，但平時沒計數習慣，

就是隨性而念。為了響應修持活動，我為自

己定數，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念心經，

即便是在戶外散步，有時每天大概都要徒步

一個小時，就邊走邊默念，念頭跑了，就拉

回來，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就這樣越來越

精進，有一種停不下來的感覺，精神也特別

好。每當誦到 「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

有恐怖，」內心感到恐怖不安少了許多。 

以往，自己常常會有心裡極不安定恐

懼的時候，心情也特別糟糕，尤其是，心裡

常常會生出怨恨悲苦之心，反應到外相就是

發脾氣，做出許多不理性的事情來，事後又

非常後悔。自從念誦心經，感覺自己理性多

了，有些事不那麼執著，心裡也安定祥和；

因此內心堅信心經「能除一切苦，真實不

虛」，遇到事情的時候，只要心裡默念心

經，事情往往會順利許多。 

心經曰：「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

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目前雖還沒能做到「照見五蘊皆空」，但透

過不斷的念誦經文，也可以做到「心無罣

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如是因如是

果，因緣果報不容錯亂，疫情的發生是無

常、緣起的示現，提醒大眾要懂得愛護生

命，注意環保，要吃素念佛、多做善事回

向。唯有透過學佛建立正確的知見，才能讓

我們的「心」有著跨越、度脫困難的能量。

從此岸的煩惱無明乘著佛法正見的舟航，度

脫到彼岸的涅槃覺醒。 

感謝佛光山發起心經的修持，讓我有

精進的因緣，也因為念心經改變我很多的觀

念及心境，心經確實會帶給我們智慧與信

心，因此除了防疫外，我要繼續精進修持，

回向疫情早日止息，社會恢復正常穩定，大

眾身心健康。（鄭海琴） 

禮讚佛光山 

防疫中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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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冠狀病毒 (COVID-19)？ 

冠狀病毒是一組病毒的統稱，指可以

同時感染人類與動物的病毒，可導致呼吸道

疾病，病情較輕則如同普通感冒，病情較重

則如同肺炎。 

2002 年 3 月爆發的嚴重急性呼吸綜合

征(SARS)，是冠狀病毒從動物轉移到人類

的典型案例。2012 年，中東又出現了另一

種顯著的，最近出現的冠狀病毒株，稱為

MERS（中東呼吸綜合症），科學家說，最

初是從駱駝轉移到人類的。 

冠狀病毒如何傳播？如何自我防護？ 

冠狀病毒人與人之間通常通過咳嗽和

打噴嚏、與感染者密切接觸或接觸受感染的

表面進行傳播，其次通過嘴、鼻子或眼睛傳

播。為預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疾病預防和

控制中心(CDC)建議遵守以下基本衛生習

慣，例如勤洗手，保持身體水分充足，咳嗽

時用手或者紙巾掩住口鼻，生病時待在家

中。 

新型冠狀病毒的症狀？ 

冠狀病毒可以產生一系列症狀，其中

包括發燒，咳嗽，呼吸急促，咽喉疼痛，流

鼻涕。多數冠狀病毒感染僅引發普通感冒；

更嚴重的病菌感染則會導致需要住院治療的

嚴重肺炎。CDC 指出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症

狀包括“發熱和下呼吸道疾病症狀：（包括

咳嗽，呼吸困難）”以及近期前往武漢或者

與疑似患者接觸。 

哪些具體措施可以保護我和其他人免

受飛沫感染？ 

-與病人保持一定距離（一到兩米）。 

-勤洗手，（用肥皂至少搓洗 20 秒，包

括手腕）。 

-避免握手和擁抱。 

-增強自我保護意識，用指關節按電梯

按鈕，避免用手指。 

-避免去繁華鬧市和參加大型活動。 

-避免觸碰自己或親朋好友的臉頰。 

-尤其不要用手指觸摸口腔、眼睛和鼻

子的粘膜。 

-必要時戴上手套，每天清洗或更換。 

-打噴嚏不要用手，用胳膊肘遮擋。 

-迅速清理用過的紙巾。 

如果有相關問題或者想瞭解更多資訊

怎麼辦？ 

請撥打資訊平臺聯絡電話進行諮詢：

0800 130 000（免費） 

如出現疑似症狀怎麼辦？ 

請馬上撥打法國緊急救護電話 15，講

明情況，聽從醫務人員建議。請留在住地等

候，勿自行前往醫院。 

林麗霏  10€  郭文輝 10€       林惠珠  10€      

MASSON  
Michel       10€ 

 黃鈺斐  10€  黃雪吟    10€ 

     薛 強  10€   

佛光世紀贊助名單    

諸諸供養中      法供養最 

關於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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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禪寺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1/3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00  

8/3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亞洲節慶活動     

10:00 
11:00   

12/3 四 觀音法會 10:30    

15/3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20-23  巴黎書展   

22/3 日 金剛經共修法會 10:00    

24/3 二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29/3 日 普賢共修法會 10:00    

5/4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00    

7/4 二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00    

12/4 日 慈悲三昧水懺法會 10:00    

18/4 六 八關齋戒 9:00  

19/4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23/4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26/4 日 金剛經共修法會 10:00    

30/4 四 浴佛法會 10:30    

巴黎佛光山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7/3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8/3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12/3 四 觀音法會 11:00 

14/3 六 金剛經共修法會  14:00    

21/3 六 凈行品共修法會 14:00 

24/3 二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28/3 六 清明法會 10:30 

4/4 六 金剛經共修法會 14:00 

7/4 二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11/4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18/4 六 凈行品共修法會 14:00 

23/4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25/4 六 浴佛法會 10:30 

30/4 四 浴佛法會 11:00 

初一  慈悲讀書會   14:00 、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