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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心錄》說：「和以處眾，寬以待下，恕以待人，君子人

也。」人要養成寬容的美德，能夠寬諒他人無心之過，讓人有改過

向上的機會，才是君子之行。關於「四種涵養」，說明如下： 

第一、覺人之詐，不發於言：我們跟朋友相處，發覺他對你有

所圖謀時，最好不要輕易地揭穿，只要心裡有數即可。清代史襄哉

說：「恭可平人怒，讓可息人爭。」如果你能表現得不爭不權謀、

禮讓守節操，以誠心忠實對待，反而比漫罵指責、勾心鬥角，更能

讓對方感動而有所改進。 

第二、受人之侮，不動於色：有時候別人講話傷害我、侮辱

我，你不要將不滿之心表現在臉上，因為你將怒氣形於色，反而讓

他人覺得你沒有涵養。宋代蘇軾說：「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

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一

個人可以忍得了別人的羞辱，是大勇之人，如藺相如、勾踐、韓

信，他們不都是因為難忍能忍，所以成為一代名將的嗎？ 

第三、察人之過，不揚於人：中國人一向有「隱惡揚善」的美

德，也就是不傳揚他人的缺點或是非。但是，當遇到一些大奸大

惡，我們仍應訴諸於法，以免危及大眾；如果只是個人的小過失，

以及一些不當的言行，我們可以仗義直言告誡他，請他改過，但不

要隨便向他人宣揚。因為不斷揚善，才能讓大眾有「見賢思齊」的

心，如此才能減少惡的行為，進而增長善行，淨化社會。 

第四、施人之惠，不記於心：古人云：「受人之恩不可忘，施 

四種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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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恩不可記。」平常我們或許有機會幫別

人一些忙，為人做一些服務，施人一些恩

惠，但是我們不能老是念念不忘，甚至希望

別人回報。佛教講「無相布施」，聖經也

說：「左手拿出去的不要告訴右手。」就是

說明施人之惠不要記在心上，才是真正的布

施。梁武帝一生造了很多寺廟、供養了很多

僧人，但是菩提達摩祖師卻說：「了無功

德。」所以布施要做到不為名、不求利、不

望報的無相布施，才是大功德。 

俗 語 說 ：「志 大 量 小，無 勳 業 可

為。」一個人的心量有多大，成就的事業就

有多大。具備以上「四種涵養」，不但成就

自己穩重踏實、磊落容忍的性格，更是仁愛

的施予。「四種涵養」就是： 

第一、覺人之詐，不發於言。 

第二、受人之侮，不動於色。 

第三、察人之過，不揚於人。 

第四、施人之惠，不記於心。 

（出 自《星 雲 大 師 全 集．星 雲 法

語》） 

8 月 8 日適逢農曆六月十九，為觀世音

菩薩成道日，上午十點半法華禪寺舉行觀音

法會，現場 21 人，線上約 170 位，共有

191 人參與，法師們領眾共修。 

法會之後，妙訓法師開示，從觀自

在、觀世音、施無畏三種不同聖號來為大眾

講解觀音菩薩的成道內容。 

觀自在: 觀世音菩薩在因地修行時，

以甚深觀照力得到解脫自在，面對利，衰，

毀，譽，稱，譏，苦，樂八種境界如如不

動，身心自在，一切自在，名觀自在。 

觀世音: 觀能觀的智慧和所觀的境

界；世音是指世間音聲。觀世音菩薩以反聞

聞自性，證悟耳根圓通，觀照世間，能夠把

眾生的音聲了然於心，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

何身而為說法，以無分別心，觀音聲給予眾

生平等救度，名觀世音。 

施無畏: 就是幫助眾生去除心中恐懼 

讓眾生得到自在安寧。 

觀音法會  效法菩薩 



法華禪寺於 8 月 27-30 日舉辦一年一度

的「盂蘭盆孝親報恩」法會，禮拜《梁皇寶

懺》，一天分四支香別進行。 

27 日上午 10 點，進行薰壇灑淨，開啟

梁皇寶懺三天的法會，法會由監院由妙多、

妙達法師輪流主法，大眾跟隨法師誦經拜

懺、上供、延壽壇、往生壇回向。 

此次法會有限開放，根據疫情要求，

分別在大雄寶殿及觀音殿設置間距一米的拜

位，兩個殿堂僅能容納 130 人現場參加，未

能現場參加的信眾則居家在網上同步參與法

會，每支香均有二百多人上線共修。 

雖然疫情還在蔓延，卻不減佛弟子們

精進禮懺之心，現場信眾戴口罩，保持安全

距離，做好防疫工作，線上大眾端秉身心，

至誠恭敬跟隨直播念誦禮拜。法會莊嚴殊

勝，大殿梵音裊繞，信眾以十供養誠獻諸佛

菩薩，法師們也以法供養大眾。 

值此孝道月，大眾同心同德，珍惜禮

懺，難得因緣，口唱心念身拜，以此懺悔殊

勝功德回向過往先人，冤親債主，法界眾生

以及疫情遠離，世界災難蠲除。 

「盂蘭盆報恩孝親」法會第四天上

午，禮拜《八十八佛洪名寶懺》，法會由監

院妙達法師主法及與諸位法師帶領近現場及

線上逾 300 位信眾修持。 

法會之後，邀請到巴黎佛光山監寺妙

希法師開示，法師首先讚歎信眾對法的熱忱

及精進，無論是線上課程，共修、或拜懺，

都積極參與，既豐富生活，又讓心安住在法

上，充滿正能量，不受疫情負面訊息影響情

緒。 

接著解說《八十八佛洪名寶懺》的出

處、功德利益。法師指出拜懺的二個要點，

一要懺悔後不再犯二過，二是要發菩提心替

眾生懺悔，並以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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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親報恩  年度法會 



  4 協會活動                                          2020年8月 

不覺形容第一種人不造惡因，第二種人犯錯

懺悔不再犯，第三種人不知慚愧懺悔，果報

現前方知痛苦。 

8 月 30 日下午 2 點，法華禪寺啟建

《三時繫念》佛事為孝道月超薦做總回向，

逾 440 人參加，現場 131，線上 310 ，由監

院妙多法師主法，信眾在主法及諸位法師的

引導下，以最至誠懇切心，身禮拜口唱誦意

觀想、三業精進、繫念阿彌陀佛萬德洪名、

西方極樂世界的殊勝莊嚴，祈願為所有受薦

亡靈，仗佛威德願力，出離惡道，得生淨

土，生者消災免難，疫情早日遠離、世界災

難蠲除。 

妙多法師於佛事圓滿後為眾開示，首

先恭喜護法信眾圓滿年度孝道月，孝親報

恩，慎終追遠法會，接著講解《三時繫念》

的義理，說明三時繫念是以淨土為依歸的冥

陽兩利佛事，透過三時繫念，如何讓生者亡

者，對極樂世界生起信心，持名念佛，發願

往生，所謂淨土三資糧信願行。 

法師表示眾生心性怯弱，隨業流轉，

在人間修行容易退轉，唯有往生西方淨土與

諸上善人聚會一處，大精進不退轉，直至成

佛，乘願再來，廣度眾生才是最究竟。法師

期勉信眾利用福德好好修行，發願身邊都是

諸上善人，更要成為別人善知識，時時刻刻

警惕自己要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行菩

薩道，自利利他。最後妙多法師感謝義工，

護法信眾的發心，共同成就一期一會孝道月

法會，並派發結緣品給總會主及懺主。 

今年因緣特殊，因為疫情關係，法華

禪寺首次以網路直播法會儀式，一連 4 天如

法如儀進行，逾上千人次線上禮拜，所有大

眾都法喜充滿，歡喜感動，感恩常住的慈悲

安排線上修持，讓無法前來的信眾都能夠參

與，如此殊勝的盛會。 

三時繫念  超薦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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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日上午 11:00 巴黎佛光山舉辦觀

音菩薩成道紀念法會，並開放信眾回寺參

加，這是從三月疫情以來巴黎佛光山第一場

對外開放舉行的法會。 

監寺妙希法師與知忠法師帶領大眾獻

燈、諷誦〈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向觀世

音菩薩祈願文」、上佛供、隨堂超薦，祈求

諸佛菩薩加持，願疫情早日結束、社會安定

祥和。 

法會圓滿，妙希法師以星雲大師《怎

樣知道有觀世音菩薩》一文為大眾開示「觀

音心」：觀世音菩薩是慈悲的象徵，慶祝觀

世音菩薩成道紀念日，是要學習觀音菩薩慈

悲的性格，念觀音，拜觀音，更要自己做觀

音。如何訓練圓滿的觀音心，要從理解自己

和別人的痛苦開始，讓觀音的慈悲流入心

中，以觀音心去面對痛苦，會有不同的感

受。 

作為對大眾開放的第一場法會，為了

防護疫情，大殿的座位拉開了前後左右各一

公尺的安全距離，並採實名預約制報名，有

人數限制。 

為了護持這場法會，另有 20 名義工發

心協助量體溫、消毒、出入登記、午齋典

座、打包飯盒、法務香燈、打掃衛生等工

作，一切的細節都做得非常嚴謹，希望給大

家在一個安全的空間參加法會。 

8 月 22-23 日巴黎佛光山啟建盂蘭盆法

會，採實名預約制讓信眾報名參加。法華禪

寺監院妙多法師、巴黎佛光山監寺妙希法師

及知忠法師帶領信徒第一日諷誦《地藏菩薩

本願經》，第二日禮拜《大乘金剛寶懺》，

透過懺儀拔薦過往先人，並為生者消災祈

福。 

兩日的法會，三位法師分別以佛法供

養大眾。第一日上午妙多法師開示：七月僧

伽自恣月、發心功德月、報恩孝道月、生亡

普渡月及盂蘭盆法會的緣由。下午知忠法師

以「因果」為題和大家分享，並引用大方廣

佛華嚴經十地品裡的一段經文，說明今生各

種性格、遭遇都是過去的造作所產生的業

報。最後再用水盆喻勉勵大家要逆轉生命的

圖騰，越變越好，並且用自己的生命來影響

他人，讓大家都一起越變越好。 

第二日上午妙希法師開示「金剛寶

懺」的緣由及殊勝典故：「金剛寶懺」不只

能令「冥陽兩利」，更能開啟我們的佛慧，

隨時觀心，藉由觀心加強對外境的控制力，

才能生活自在。 

巴黎道場  首度開放 

農曆七月  及時行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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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圓滿香開示「金剛經」的四句

偈，提醒大家要以：如夢觀、如幻觀、如泡

觀、如影觀、如露觀、如電觀等六種觀念面

對世事，了知世間一切法相都是暫時性的因

緣假合；對於所有的毀譽成敗，不住於心，

才能讓心清淨自在，在生活中才能游刃有

餘。 

8 月 1 日晚上八點半，巴黎恊會第二、

十二、十四分會舉行線上讀書會，共 28 人

出席參加，妙達法師上線輔導，此次為普賢

行願品主題課程的圓滿課程。妙達法師在上

課時透過 PPT，帶領大家重溫普賢菩薩在因

地修行時發下十大行願，解釋修習「普賢十

大行願」的殊勝果報，利益和好處，和向大

家作一個簡單的歸納和總結。 

8 月 7 日晚上七點半，由妙多法師開設

的佛學課程普賢行願品進行最後一講，共

17 人通過 zoom 在空中相會。 

此次課程重點是十大願的第七到第十

大願，法師逐一講解。課中列舉了十種回向

的種類，並講解怎樣才能達到普皆回向。最

後，法師就“普賢行願品”的修持進行了一

個歸納總結，並殷殷勉勵叮囑大家常念十大

願，常觀照自己，要發心、要立願來行菩薩

道。鼓勵大家在接下來的“孝道月”要加

行，要精進要發恒常心！ 

至此，由於疫情原因法華禪寺自 4 月份

開啟的線上佛學、社教課程暫告一個段落，

每次課程上課的人次都好幾百人次，十月份

開始，新一期的課程將陸續在線上開課。 

◎歐洲佛光山專題課程 8 月 8 日進行

Zoom 第五堂課，74 位歐洲各協會學員通過

zoom 參加線上互動，同時 YouTube 上還

230 多人在線一起聆聽。此次由荷蘭佛光山

荷華寺監寺妙益法師講解《慈悲道場懺法》

最後九、十兩卷。 

法師首先以“大家平時怎麼做梁皇寶

懺的作業”為問題，提起大家疑情，引發大

家思考。通過講述一千根琴弦的故事，告訴

大家要行解並重、依教奉行才是真正的做作

業。在重點講解卷十中菩薩迴向之法的要點

後，法師鼓勵大家要學習星雲大師常說的

“佛教靠我，捨我其誰”，要發恆常心，非

露水道心。 

講座中，法師請學員來回答問題，或

分享自我期許，或讀誦重點內容，提升與學

員之間互動。法師也提醒大家，雖然梁皇寶

懺的懺文已經圓滿，但行菩薩道之路尚未圓

滿，大家要繼續用功。 

佛學課程  本期結課 

專題課程  圓滿結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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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佛光山為提升歐洲佛光人佛學

素養而舉辦的「歐洲專題課程」，希望大家

對懺悔法門能有更深入的理解，在疫情之中

能精進修持。8 月 22 日是為期六周課程的

最後一堂圓滿的課，由歐洲佛光山副總住持

覺容法師為學員講授《三時繫念》，92 位

歐洲佛光人在 ZOOM 會議室歡喜學習，並

透過線上同步直播。 

覺容法師首先和大家講說修持淨土法

門應有的觀念，舉《觀無量壽經》來和大家

說要具備三種心：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

心。 

法師接下來講解所謂的三時是自己的

念頭扣住佛號念佛修持是不間斷，日夜精進

不懈的意思。精進很重要的一點是繫念，從

字面上就是把他綁住，不離開，晝夜六時，

行住坐臥之中念念不離佛號，睡夢之中都是

正念，透過白天的修持收攝身心，扣住所緣

在佛號上，在扣住阿彌陀佛聖號的同時就遠

離貪瞋痴煩惱。 

法師幽默的講解為什麼我們念佛要去

除煩惱，可是還是為什麼很煩呢？因為只有

嘴巴在念，而心沒有在念。嘴巴念聖號，心

裡在想擔心的事情，那麼念佛當然沒有功

用！三時繫念的念字，是上面一個今，下面

一個心。我們修行念佛就要像《大勢至菩薩

念佛圓通章》裡面提到的：都攝六根，淨念

相繼。 

課程尾聲時法師鼓勵大家要發大菩提

心，要保任菩提心。如果我們每一念都能去

除煩惱，捨忘歸真，那麼我們自然在極樂世

界裡，我們不只要和西方淨土相應，更要和

自性淨土相應。我們要天天都樂於助人，天

天都歡喜結緣，天天都遠離煩惱而自在。 

至此，延續六次的《梁皇寶懺》與三

時繫念專題課程圓滿結課，全歐洲超過

1600 人次以上的學員參與。 

8 月 10 日上午，法華禪寺長期義工翁

惠粧與沈明珠師姐，由巴黎協會第十四分會

羅慧君督導開車，三人前往探視佛光會員黃

玉珊老菩薩。 

黃老菩薩與佛光山結緣甚早，一九九

一年四月，大師指派慈莊、依晟法師等人至

巴黎籌備購地、建寺事宜。當時就是在林

潤、黃玉珊居士等人協助下，購買了建於十

四世紀的 Chateau Launoy Renault 古堡，而

成立了巴黎道場。黃玉珊老菩薩年事已高，

但精神很好，老菩薩為自己的未來先做準

備，黃老菩薩表示，如果大限來到，作為大

師的弟子，她一定要請佛光山去做佛事，也

是作為佛光人的最後的願望。 

家庭普照  關懷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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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巴黎協會第三分會周月萍

會長禮請法華禪寺監院妙多法師、第三分會

輔導法師覺衍法師及妙元法師，為女兒陳麗

女婿何凡新居灑淨、祈福和佛像安座。參加

喬遷新居灑淨法會的還有第三分會秀娥督

導、第四分會蘭英會長以及佛光會會員等十

幾位佛光人。 

十一點半灑淨開始，由妙多法師帶領大

家一起誦持大悲咒，為新居灑淨及恭讀星雲

大師的灑淨祈願文，祝願新居成為一個極樂

國、一個好道場，祝福新主人能享受居家的

溫暖、居家的幸福。 

灑淨完，法師們再為佛像安座，佛像安

座之後，師姐們精心準備素食妙味供養，法

師帶領大眾佛前午供。圓滿後，妙多法師代

表常住致贈大師「諸事吉祥」墨寶扁額一幅

給陳麗、何凡夫婦，恭祝他們喬遷之喜，也

祝福他們家庭、事業圓滿吉祥。妙多法師同

時致贈結緣品給與會的佛光人，大家都非常

歡喜。 

◎近幾日的梁皇寶懺令末學受益匪淺，

深受感動。也令末學回想起自學佛念經以來

的種種靈驗，讓末學感受到佛菩薩的慈悲和

佛法的真實不虛。 

2001 年末學檢查出甲狀腺結節，病情

反反覆覆，前幾年醫生建議我做手術摘除結

節。這時我想到我現在受的病苦一定是源於

自己的因果業力。所以我相信通過念經，懺

悔，佛菩薩一定會幫助我消除業障，治療我

的疾病，因此我並沒有做手術。接下來我每

日念誦《阿彌陀經》、《觀世音菩薩普門

品》、《大悲咒》、《禮佛大懺悔文》、阿

彌陀佛聖號，觀世音菩薩聖號，不曾中斷。 

直至 2017 年我再去找醫生複查的時

候，神奇的事情發生了，醫生在看完我的體

檢報告之後告訴我，我的結節徹底消失不見

了。這突如其來的喜訊令我感動莫名，我想

告訴大家當我們在人間受苦受難祈求觀世音

菩薩的時候，觀世音菩薩都能聽見看見一定

會救我們出苦海，大家一定要堅定信心，堅

持念經，因緣到時，水到渠成。 

我的先生在我生病的這幾年裡一直陪伴

在我左右，可以說他是最清楚我身體狀況的

人。當他看到如此神奇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

在我身上時也不得不讚歎陀佛的慈悲偉大。

自此也開始每日與我一同上香拜佛，念經茹

素。吃苦就是消業障，這段經歷不僅令我加

深對佛菩薩的信心，更度化我的先生進入佛

門成為同修。 

會員心得分享 新居灑凈  佛像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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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學與諸位佛光人分享自己的真實經

歷，請師兄、師姐們對佛法升起信心，當我

們痛苦時請相信不是佛菩薩不靈，是我們的

業障還沒有消完啊。末學一定會堅守自己的

願力用心念經學佛持戒，護持佛菩薩道場，

弘法利生!（陳寂潤） 

◎能夠在這孝道月參加為期 4 天的盂蘭

盆法會，巴黎的佛光人是何等的榮幸。慶幸

自己是眾中之一。感謝常住和義工菩薩們不

辭辛勞的為我們大眾精心的安排與服務，使

我們在拜懺的時候無後顧之憂，專心的禮

懺，真的非常的感動與感恩。 

記得在參加第一次的拜懺當中，我只是

享受梵音悅耳的那種場景，而對懺文裡面的

內容卻一竅不通。不過，也確實是要感謝常

住在盂蘭盆法會之前，慈悲的為我們歐洲的

信徒，舉辦了關於梁皇寶懺的課程，才讓我

這次能夠全神貫注的隨文觀想。 

這次是我第二次有幸能夠圓滿盂蘭盆法

會全程，讓我內心無比的歡喜與感動。整個

人沉浸在法海中的那種喜悅，就好像來到極

樂淨土與諸上善人聚會一處的情景，真的非

常之美妙和嚮往。 

使我在禮懺的時候越拜越精神，一點都

不覺得累。內心非常的充實。可能是這次我

有觀照自己的意念和心念吧。期盼自己通過

拜懺之後，在以後的修行道路上，能夠做到

“信，願，行”。 

最後，真的非常感恩佛光山，大師和諸

位法師們為度化眾生所付出的努力，感激不

盡。（溫肖丹） 

◎雖然是第一次全程參加盂蘭盆法會，

但是因為這次我是有備而來的——剛剛上了

《梁皇寶懺》和《三時繫念》的課，於是特

地想辦法安排，騰出了四天時間來給自己熏

習、增上緣。 

以前我也曾參加過幾次盂蘭盆法會，對

唱誦有所認識，但對經文不熟悉，常常是囫

圇吞棗，匆匆而過，甚是可惜。此次經過法

師們系統的教學和做作業時的準備，我能抓

得住重點，唱誦時更有信心。 

共修時在法師的帶領下，在悅耳的法器

音中、大眾異口同聲，齊心協力為六道眾生

懺悔、祈福。我被濃濃的法音包裹著、被滿

滿的正能量包圍著，心中的法喜不可言喻！

百聞不如一見，真的是唯有親臨其境才能體

會啊！難怪大家那麼喜歡參加法會！ 

特別感謝佛光山的法師們，在病毒肆虐

的時候，組織發心的義工們，勞心勞力，把

法會辦得十分圓滿。不僅連續四天直播的法

會進行得有條不紊，而且還採取多種措施努

力保障大家的安全，又精心準備可口的美食

為大家補充體力，只為能增加一次共修的機

會，能為六道眾生懺悔、祈福，能為大家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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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菩提心的種子。如此恩德，我等難以為

報，唯願更加努力，紹隆佛種，讓更多的人

獲得佛法的大利益！(顏慧玲) 

◎每年的七月都期待著盂蘭盆法會。

藉此法水從內至外清淨毒素。每年慣例參

與，隨著法師帶領唱誦禮佛，心念多數為祭

祀祖先、為自己和家人消災祈福。 

今年參加了歐洲專題課程，每位法師

解析梁皇寶懺的思路清晰，歸納總結透徹。

通過學習對這次參加法會拜誦《梁皇寶懺》

時有許多幫助。感觸最深的法師勸眾悉發菩

提心，立誓弘四願，與眾生結無量緣。返觀

自我心量狹小，擴大心量，從今開始。 

這次法會從始至終都在代一切眾生十

供養、皈依三寶、懺悔、禮佛、解冤釋結、

發願、回向等隨文起觀。區別於以往不同的

感受。自知其罪要舍惡從善。我與眾生是一

體。今日至心代一切眾生皈依、禮佛。今日

至心為一切眾生求哀懺悔。並祈願：法會圓

滿集大眾的功德回向力，所有來參加法會

的，請來的一切眾生都能永離苦楚，得生善

道。(徐雲) 

◎感恩各位法師和會長，更感恩各位

義工菩薩們不畏疫情的默默奉獻，方能成就

整齊明亮，莊嚴攝心的道場，大家才能在慈

悲清淨水月道場精進共修，將慈悲與光明的

力量發揮到最大。 

藉由大家一起誦經，念佛，持咒，拜

懺，也讓有緣的亡者能有一心向佛的機會，

來邁向光明重生的淨土，更希望大家透過真

誠拜佛懺烸，福慧能有所增長，在學佛修行

的路上更精進。 

《梁皇寶懺》是中國流傳最久，感應

最多，內容最長的一部懺，素有“懺中之

王”的美稱。大家虔誠拜懺，除愚癡得智

慧，除瞋恨得慈悲，解怨釋結，除病消災，

超度亡靈。正如古人説：清珠投入濁水，濁

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

彿。 (王國緯，張麗昭) 

為期 2 個月的歐洲專題課程圓滿了。

首先非常感恩諸位法師的慈悲授課、諄諄教

導，智慧傳授。我每一次上完課後都會心生

歡喜，思惟法義，真是法喜充滿，久久不

退。 

梁皇寶懺，經過法師們的整理歸納，

用結構圖分析解說，點撥出梁皇寶懺的核心

思想、懺文的結構和意義，從皈依三寶、斷

疑生信，懺悔、發菩提心、顯果報、解冤釋

結、自慶、為一切眾生禮佛、發願迴向等，

依循漸進的展開，讓我抓住整部懺文內容及

其脈絡，對懺文更清晰，有更深的理解，我

想下週拜懺的時候會更加入心和得力。 

深入經典  隨文入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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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學習後，給我最大啟示就是，

「已作之罪願乞除滅，未作之罪不敢復

作」。我要自我反省，懺悔過去種種惡業，

永不再犯，發願從今以後警惕自己要謹言慎

語，清淨六根三業，再發願利益他人，力行

三好四給五和，常常生起慚愧感恩大願心。 

三時繫念，覺容法師以淺白易懂的開

示，教導我們淨土思想，雖然之前也聽了不

少，不過每次聽聞的感受還是不一樣，每次

都會有新體會，新亮點，有不同的切入點。

這次印象深刻就是法師把事相上的極樂世界

和理體上的自性彌陀解說的非常清楚，令我

倍感佛法與生活是連接在一起，淨土不離當

下，所謂即心即佛，唯心淨土。  

為什麼會嚮往去極樂世界，我想一來

是要超脫輪迴之苦，再者修行不退轉，故要

發願往生西方淨土，而大菩薩們是要出生入

死，發願度眾生，因此他們是西方人間都是

極樂淨土。 

之前參加三時繫念佛事，不會去隨文

入觀，也沒有在意經文義理，只覺得主法和

尚唱的好聽極了，歡喜感動。經過覺容法師

的講解，明白了三時的重點和次第，原來每

一時都含融了信願行，還有事理、因果、自

他關係，真是受益匪淺。一期一會，無限因

緣，每一次聽經聞法都將會成為我們未來修

道的福德資糧。 

世界何緣稱極樂，只因衆苦不能侵，

道人若要尋歸路，但向塵中了自心。這是我

最喜歡的偈子與大家分享，也希望我們天天

在極樂世界，處處是西方淨土。阿彌陀佛共

勉之。（鄭海琴） 

            -※- 海帶豆乾絲-※- 

海帶 300 克、豆乾 150 克、紅辣椒 1

根、醬油膏 1 大匙、冰糖 1 小匙、薑末適

量、黑胡椒粒少許 

做法： 

1 海帶洗凈。起一熱鍋，爆香辣椒與薑

片，然後依序放入醬油膏、冰糖、黑胡椒粒

與 3 碗水，作為滷汁。 

2 待滷汁沸騰後，置入海帶和豆乾，燜

煮約 30 分鐘，使之入味。 

3 海帶、豆乾鹵透後，撈起，分別切成

絲狀，裝於盤中，淋灑適量滷汁即可。 

小貼士： 

海帶不論煮湯、炒食、或是涼拌都很

好吃，但海帶唯一缺點就是不容易煮爛，只

要在煮的時候加幾滴醋，就能很快把海帶煮

得柔軟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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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SON  
Michel       10€ 

 薛 強  10€  薛 川   10€      

吳祖翠  10€       薛佳霏 10€       薛佳歐  10€      

Nguyen Hien 
Trung     10€      

 Zing Suzanne      
10€      

  

佛光世紀贊助名單    

Tazir Baptiste  10€ 
Nguyen Marie 10€      

素食美味輕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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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禪寺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2/9 三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6/9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00    

9/9 三 大師華誕延生普佛                        10:30    

13/9 日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0:00    

17/9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20/9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27/9 日 金剛經共修法會 10:00    

1/10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4/10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00    

11/10 日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0:00    

17/10 六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18/10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25/10 日 金剛經共修法會    10:00  

31/10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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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三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5/9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9/9 三 大師華誕延生普佛 11:00 

12/9 六 法會暫停  

17/9 四 法會暫停  

19/9 六 凈行品共修法會 14:00 

26/9 六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4:00 

1/10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3/10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10/10 六 金剛經共修法會 14:00 

17/10 六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24/10 六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4:00 

31/10 六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