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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佛光新聞

巴黎協會年度會員大會

11 月 26 日下午兩點，巴黎協會年度會員大會於法華禪寺大雄
寶殿舉行，佛光山歐洲副住持覺容法師、法華禪寺監院妙多法師、
協會會長王愛漣、資深督導許遵訓列席指導，身穿黃背心的幹部、
會員 500 多人出席。
國際佛光會歐洲區副秘書長滿謙法師，雖然身在巴西弘法，仍
心繫巴黎，以視訊連線為大家開示，分享其在紐約鹿野苑看到的一
隻螢火蟲做譬喻，期望大家都能像螢火蟲一樣發光發亮，照亮自己
也照亮他人，以後更發展到全法國每一個區都有分會，都有佛光
人。
發行：國際佛光會巴黎
王愛漣會長在致詞時，感謝星雲大師創辦佛光會，大家才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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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學習。隨後 15 個分會的會長、幹部依次報告過去一年中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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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更博得滿場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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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財務長周曼碩報告協會今年的財務之後，王愛漣會長帶領提
E-mail：fgsj@ibps.fr
案討論： 1.推廣 2018 年佛光山法華禪寺「為世界祈和平獻燈音樂
地址：3 Allée Madame
會」； 2.法寶節及臘八粥發送活動，除了如往年的派送方式，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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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各區找尋發心煮粥的餐館或場地，將臘八粥分享給更多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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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人。3.法華禪寺將於 2018 年 1 月份開始於每月第一周於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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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舉行當月慶生會。提請各分會宣導，並鼓勵會員參與當月慶生
免費贈閱、 歡迎索取
會。4.宣導會員積極參與法華禪寺及協會 2017-2018 年度活動行
事。全獲得大家鼓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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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進行第十屆理事暨會長改選，由
覺容法師先說明填寫選票的規則，大家從
15 位理事候選人中選出 9 人；在等候法師
與理事們至四恩堂數票過程中，青年團表演
手語歌《信仰》與《歡喜》，知怡法師則以
歌唱帶動現場，活絡氣氛。
經過 2 輪投票，現任會長王愛漣高票當
選連任，眾望所歸，同時也選出王雪濤及胡
小萍 2 位副會長。

隨即進行新進會員宣誓、頒發督導勳
章和證書，以及各分會幹部當選證書、新舊
任分會會長交接等，並為新成立第 16 分會
會長吳芙蓉授證。妙多法師也為大家介紹各
分會輔導法師。
最後，覺容法師 致 詞，指出從各分 會
會長報告會務，欣見大家的進步，佛光山與

佛光會就是學習的寶地，特別讚嘆第 15 分
會製作 PPT 會務報告的嬌鳳師姐，雖然年
屆 70，仍努力不懈，值得大家學習。亦讚
嘆今天上臺授證的佛光人，歡喜承擔，勉勵
大家繼續努力，把人間佛教推廣到每一個角
落。法師並以總住持滿謙法師的開示，自己
歡喜，也令他人歡喜，自己成長，也要跟別
人互相提攜，一起成長。更希望在新的會
長、副會長，幹部等的帶領下，跟隨總會的
制度，依著大師的教誨學習、發展。
經過緊湊的議程，大會在下午五點圓
滿閉幕。除了參加會員大會，各分會幹部當
日一早已經在佛光走廊設置席位，迎接蜂擁
而至的會員，會員們則繳納會費、領取結緣
品，整個佛光走廊頓時成了相見歡。

2017年11月
八關齋戒

3 道場動態
安穩身心

最後的出堂叮嚀，滿謙法師再提醒：
戒期只有一天一夜，其實在佛教來講，沒有
開始也沒有結束，所以不會因為戒期結束，
就不再持戒，相反的，戒會中所學的種種淨
行，都要在戒期結束之後，繼續持守，因為
知道什麼可為，什麼不可為，要在日常生活
中好好實踐。

三皈依禮

11 月 4-5 日，佛光山法華禪寺 62 名信
眾把握因緣，參加本年度最後一次八關齋
戒，體驗出家生活，清淨身口意三業。此次
參加的佛子中有 6 人超過 70 歲，最年長的
是 76 歲的翁惠粧師姊，最年輕的卻是來自
中山的何俊傑，才 21 歲。
4 日上午十點半，妙多法師主法，與諸
位引禮法師為戒子正授八戒。下午起，根據
課程安排，佛子們深入佛法，如群、有明、
妙多法師分別教授講解佛學概論、學佛行儀
及禪修課程。
晚上的經典導讀更是令大眾聞法生
喜，覺容 法師為 大 家導讀《華嚴經．淨行
品》。5 日早上，總住持滿謙院長特別為佛
子開示，在現代忙亂的社會中，八關齋戒最
顯著的功能，就是在這一日一夜可以令身口
意業清淨，功德殊勝，且能長養善根的好辦
法。大家不想被外境牽引，便要向內看，安
穩自己的心，做自己的主人。

正信佛子

11 月 5 日下午兩點半，佛光山法華禪
寺在觀音殿舉行皈依三寶甘露灌頂典禮，
共 100 多位信徒共襄盛舉，其中 70 多位信
徒求受三皈，更有多位小朋友及待產媽媽為
未出世孩子求受皈依，禮請海外巡監院院長
滿謙法師主持典禮。
法華禪寺監院妙多法師先為大眾講解
皈依典禮儀軌及注意事項，隨後的皈依典禮
莊嚴歡喜，70 多名佛光人在滿謙法師及諸
位法師的祝福中順利圓滿皈依，大家法喜充
滿，發願做一個正信佛弟子。

4 道場動態

2017年11月

皈依典禮開始前，滿謙法師為皈依者
及親朋好友共 130 名信眾，在海會堂授課講
解皈依三寶的意義與利益。院長為信徒開示
皈依三寶是確立信仰，皈依就像學生去學校
註冊一樣的道理，是正式成為佛弟子的開
始。皈 依 三 寶 的 人，有 正 知 正 見，深 信 因
果，[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 淨
化身口意。信仰的次第，以發心來評鑒，如
增上心，出離心，菩提心。
院長也以提問方式為大眾解疑釋惑，
鼓勵大家進一步受戒，說明戒的基本精神就
是不侵犯並歡迎皈依者加入佛光會大家庭。

一年一度

藥師法會

巴黎佛光山於 11 月 11、12 兩日，啟建
年度藥師法會。這兩天巴黎氣溫下探至零
度，且又是刮風下雨的寒冷天氣，但巴黎信
徒不減拜佛、參加法會的誠心，兩日都超
過 200 位信眾來寺參加法會、或擔任義工護
持壇場。

法會由巴黎佛光山覺容、妙繹法師，
以及甫調派至歐洲的知怡法師帶領信眾諷誦
藥師經、持誦藥師咒，將所有功德迴向給護
法信眾及功德主們，身體健康、家庭和諧、
世界和平，也祈願所有受苦眾生蒙藥師佛加
被，煩惱病苦皆遠離。
法 會 進 行 中，無 論 是 唱 讚、誦 經、持
咒，法師及信徒們朗朗不絕的梵唄音聲，與
佛座前信徒供養的盞盞明燈相互輝映，大眾
無不感受到藥師佛的慈悲大願。
法師開示禮拜藥師佛，自己也做藥師
佛，以慈悲、愛語、忍辱…佛法智慧治癒貪
嗔癡等煩惱，廣結善緣，多為自己培植修
福，就能消災解厄。
法師讚嘆大眾的精進行與歡喜心，祝
福大家延續這份好因好緣，做自己的貴人，
也做他人的貴人，自能感得一切平安吉祥。
法會結束，常住準備藥師繩結、藥師咒及壽
桃，與所有蒞臨參與法會及聽者、聞者之信
眾結緣。

2017年11月
加行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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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經禮懺

大陸法師

蒞臨參訪

11 月 15 日上午，法華禪寺開啟一連 5
天的藥師法會，法華禪寺監院妙多和妙達法
師輪流主法，與妙能、如群、有舜、有明、
知忠、知怡等法師領眾諷誦《藥師琉璃光如
來本願功德經》、藥師咒及上佛供，每天皆

有百餘位信眾前來參加，週末有近 600 人次
信眾把握因緣，虔誠前來誦經禮懺。
15 日上午妙達法師開示本經名稱的含
義，並以玉琳國師的故事，說明禮拜藥師佛
的功德；下午妙多法師開示藥師如來的 12
大願，指出每一願的背後，對眾生的意義深
遠，尤其第 4、第 9 願至為重要，讓大家明
白莫誤入歧途，當回歸正道。法會進行期
間，布拉格協會每天都有 20 人利用視頻，
於布教所同步參加本寺的法會。

11 月 30 日，溫州佛教協會中歐佛教文
化交流參訪團，由溫州佛教協會副會長暨江
心寺住持智明法師率領，包括了太平寺住持
萬如法師等來自溫州的僧眾，在法國華僑華
人會副主席徐定華陪同下，僧信二眾一行
30 餘人，於下午 3:30 抵法華禪寺進行參訪
交流。法華禪寺監院妙多法師帶領常住法師
及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王愛漣會長與協會分
會幹部、會員等近 30 人列隊熱烈歡迎。
妙多法師首先帶領貴賓至大雄寶殿上
香禮佛，隨後向大眾介紹了法華禪寺的建寺
因緣、道場建築設計的概念，與所在多元宗
教區的重要意義。智明法師表示，大師的三
好、四給、五和等理念，確實是所有佛教徒
應該要奉行的法，亦對大殿多功能的建築設
計表示讚嘆。隨後一行人參觀道場各殿堂、
美術館等。
參觀完畢後，常住特在滴水坊準備點
心招待，法師們歡喜交流對佛法的見解與弘
傳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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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會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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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贏

佛光山法華禪寺所在的碧西市多元宗
教區六個宗教團體，11 月 29 日晚於法華禪
寺共同簽署組織章程協議書，宣告成立“多
元宗教區文化協會”。六個主要宗教團體共
同成立一個協會，開法國宗教合作之先河，
是宗教區內六個宗教間和諧共生的新里程
碑，也為法國乃至世界宗教間的發展樹立典
範。

法華禪寺監院妙多、妙達法師帶領常
住法師及本市佛光人，與天主教 Fontaine 神
父、猶太教主席 Wendische 先生、回教主
席 Chaoui 先生、寮國佛教代表 Keo 女士、
基督教代表 Cathleen Robert 女士、巴黎碧西
市長 Dubosc 先生及各宗教教友近四十人，
共同見證“多元宗教文化協會”成立的歷史
時刻，基督教福音派教會亦受邀觀禮。
根據法國協會成立的規則，各宗教推
選兩位代表共 12 人成立協會理事會，一致
推選猶太教主席 Wendische 先生為協會首任

主席，法華禪寺監院妙達法師為副主席。接
著推選承擔協會財務、秘書長之人選，並針
對協會經費分攤等略作討論。最後在眾人祝
福與見證之下，6 個團體的宗教代表簽署協
會章程，在大家熱烈的掌聲中宣告“多元宗
教文化協會”正式成立。
市長 Dubosc 先生不僅見證協會的成
立，也受邀成為協會的榮譽理事，他表示多
元宗教區一直是碧西市一張響亮的名片，希
望未來尤其在 2018 年，紀念一戰勝 利百
年，有更多的活動喚起大眾對和平的珍惜。
法華禪寺監院妙多法師表示協會成立
有著重要的意義，如同星雲大師所提倡的
“尊重與包容、歡喜與融合”，相信未來藉
由此協會讓更多欲了解此宗教區的學者或大
眾，有更暢通的管道，安排互動與交流。
簽字儀式後還進行議案討論，熱烈喜
慶的氣氛中，大家紛紛規劃未來的交流活
動，尤其確認讓各宗教的青年參與到活動
中，共同推動未來的發展大計，在各宗教緊
密交流的基礎上開啟宗教合作的新篇章。

2017年11月
法華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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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開課

11 月 25 日上午 11 點，第五期歐洲佛
光法華青年書院，在法華禪寺大雄寶殿舉行
開學典禮。禮請法華禪寺監院妙多，妙達法
師及法華禪寺常住法師共 7 位出席，書院 9
位同學與佛光幹部、義工 10 多位共同參
與。
開學典禮簡單隆重，妙多法師首先介紹
師資及課程安排，勉勵大家要珍惜因緣學習
佛法，期許學員能學以致用，新舊學員要互
相幫助，共同成長，發菩提心弘揚人間佛
教，也希望將來開辦法華書院開放給信徒大
眾學習佛法。最後書院學生與法師們及佛光
幹部們拍照留念，在大家的祝福中開啟新一
期的課程。

法國華人

發展歷程

11 月 30 日法華禪寺及巴黎佛光山法師
及巴黎協會會員受邀前往法國國家科研中心
(CNRS)，與華人天主教、基督教、佛教、
道教等團體代表及多位法國漢學研究單位學
者專家近 50 人，一同參與「法國華人宗教
紀錄片」的首映會。
此紀錄片由法國的華裔學者和法籍的漢
學家合作，蒐集百年影音史料，並且進行田
野調查，將近百年來華人移民在法國的宗教
信仰發展，以紀錄片的方式呈現給大眾。
紀錄片所呈現從一戰時期的華工、七零
年代的越緬寮華僑難民、近幾十年的中國大
陸與台灣留學生，到後來的溫州移民潮，一
個一個世代猶如接力賽，在法國建立了許多
華人宗教團體，除了佛教、道教、一貫道、
民間信仰之外，華人天主教堂、基督教會及
聖經讀經班也都蓬勃發展。片中尤其提及，
1990 年由星雲大師所創建的佛光教團進入
歐洲，受到當地華裔移民的邀請及護持。

8 協會活動
巴黎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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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分會

為因應巴黎協會會員日益增加，並加
強會員之間的互動，讓會務與法務能夠更有
效的發揮，巴黎協會於 11 月 5 日新成立第
十六分會，分會幹部選舉當日下午在法華禪
寺四恩堂舉行，除了 18 位會員出席，監院
妙多法師，協會會長王愛漣，協會秘書徐美
玉一起參與此次選舉。
經過會員的投票，吳芙蓉師姐以高票
當選為第十六分會的第一任分會會長，副分
會會長則由黃竹梅，朱曉瑤分別當選。妙多
法師除了恭喜吳芙蓉的當選，也寄望十六分
會能夠吸引更多當地居民的參與。

分會讀書

11 月
23 日 下 午
兩點半，由
吳芙蓉分會
長發起的歡
樂讀書會，
由 10 位住
在佛堂附近
的信徒一起
唱人間音緣
「想得開真
好」，並閱
讀《迷悟之間‧死水與活水》，會員們依序
分享生活中的問題如何變成活水。

社教課程

豐富多彩

書墨飄香

11 月 3 日及 14 日下午，慈悲讀書會分
別在巴黎佛光山舉行每月兩次的例行讀書
會，均有二十多人參加，由左曉燕帶領閱讀
《人間佛教 佛陀本懷》之章節。大家閱讀
之餘，紛紛發言進行心得分享。

法華禪寺開設的法文佛學班，18 日上
午由妙達法師帶學員走出書本，體驗人間佛
教的茶禪文化。海會堂內設 2 茶桌，分別
由 Halima 和周曼碩擔任茶禪行者，讓大家
知道「禪」真是無所不在，喝一杯茶，也能
找到「禪」。
11 月 5 日下午，巴黎佛光山新開設的
兒童繪畫欣賞創作班開班上課，第一堂課由
雕塑藝術家王宗培老師授課，9 位小朋友參
加。首次課程老師除了介紹世界兒童畫比賽
的作品給小朋友欣賞， 讓小朋友自由發表
看法，還以剛剛過去的萬聖節為主題，讓小
朋友發揮想象力，進行即席創作，小朋友都
表現積極，課堂氣氛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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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協會活動
Fontaine 神父非常高興看到佛光人的蒞臨，
感受到宗教間的友善與融合。
聯誼會在教堂中舉行， Dominique 神
父致歡迎詞，說出聚餐的意義，並介紹節目
表演，有華裔信徒表演古箏、打擊樂等。
為響應當日活動主題，午餐的食物簡
單實際，皆由教徒們帶來，屬於一般家庭的
膳食，甚至有整個煮熟的馬鈴薯，當然有不

王老師很感謝常住提供藝術課程，讓
小朋友有機會多開發藝術興趣與涵養。此
外，為拓展小朋友的創作視野，11 月 26 日
王宗培老師帶領劉橋鋒、劉曉飛兩位小朋
友，前往 Noisy Champs 參加僑委會舉辦的
年度漢字創意繪畫比賽，有中華學校、長揚
中文學校及 Noisy le Grand 國際雙語學校等
八十餘位學生參加，劉橋鋒小朋友榮獲兒童
組第三名佳績。

宗教交流

關注貧窮

為 關 注 世 界 貧 窮 問 題，天 主 教 教 宗
Francois 提 議 11 月 19 日 為「世 界 窮 人
日」，碧西市 Notre Dame du Val 天主教堂
19 日於彌撒之後，特辦聯誼聚餐，有本市
的教徒約 300 人參加。
作為友好的佛教代表，監院妙達法師
率協會王愛漣會長、王雪濤副會長等法、華
裔佛光會員 14 人出席，並贊助壽桃與特色
素 食 以 饗 大 眾，猶 太 教 碧 西 教 區 主 席
Claude WINDISCH 也前來參加。Dominique

斷供應的法國麵包。大家在品嘗簡餐的同
時，體味教宗 Francois 對「世界窮人日」的
闡 釋“我 們 愛，不 可 只 用 言 語，而 要 用 行
動 ”。
聯誼會接近尾聲，有教徒合唱《我們
可以改變世界》，帶動全場，讓人飽 腹之
餘，也會想到這個世界還有不少貧苦大眾需
要幫忙。

10 文教交流
紀念一戰

2017年11月
珍惜和平

11 月 11 日適逢法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紀
念日，監院妙達法師，妙能法師率領佛光會
員等 5 人，一同前往 Bussy 市紀念碑處，參
加陣亡將士追思祝禱會，市府官員、軍屬代
表、各宗教代表、社會賢達及市民等近百人
參加。
軍方代表、Bussy 市長 DUBOSC 先生
先後致詞，並頒發勳章給有功績的將士，現
場還有學校合唱團歌頌及演唱法國國歌，法
文音聲優美和諧，儀式在莊嚴隆重的獻花儀
式中劃下句點。

宗教教師

認識佛教

11 月 23 日上午 11 時，來自 77 省中小
學的宗教課教師共 35 人，由 Dominique 和
Bruno 兩位神父帶領，前來法華禪寺參訪，
認識佛教及多元宗教區。法華書院學員鄭海
琴負責導覽各殿堂，參訪中老師們以特有的
職業習慣提出不少問題。

更有不少教師拿出手機錄影、拍照，
特別鍾情中國文字：大師的法語、觀音像後
的經文、每一尊觀音像座下的說明文…甚至
五觀堂內的「食存五觀」。
中午在五觀堂享用滴水坊的特餐之
後，教師們參訪宗教區的清真寺等。臨別
前，兩位神父特別向妙達法師致謝，常住也
以精美吊飾及大師書籍贈送。

社會團體

參訪佛門

11 月 25 日下午，共有兩個法國社會團
體 前 來 法 華 禪 寺 參 訪。下 午 一 點，隸 屬
Melun 市社區中心 Centre Social Lavosier 的
16 位市民，在 Lauret Amélie 女士的帶領
下，前來參訪，認識佛教。
下午五點，14 位在職年輕人跟隨領隊
Paul-Herve Lavossyière 先生如約抵達，一行
人是協會 Sentiers Metropolitain Paris 的成
員。兩個參訪團皆由義工石建鴻及曲麗華接
待，為來賓介紹，常住皆以小吊飾及法文版
的大師著作結緣。

2017年11月
八關齋戒之心得
自從 2016 年夏
天在法華禪寺受三
皈五戒、菩薩戒以
來，陸陸續續參加
法華書院以及禪七
修持，對於佛學義
理及清靜的修道生
活，體驗越來越豐
富。尤其在打完禪
七後，深刻的感受到持守戒律對修行、修心
的幫助。回到塵世生活中，面對各種俗世的
煩擾，不禁盼望著能夠再次於道場中持戒修
行。
在得知法華禪寺將舉辦八關齋戒的消
息後，我毫不遲疑馬上報名參加，因為這是
在家居士精進修行的難得機會，清淨身口意
業 ，切實履行佛陀的教導。
在持守八關齋戒的過程中，經由法師
的各堂開示，瞭解戒律乃是降伏貪嗔癡之法
寶，能夠培植忍辱、慈悲之心量。同時在一
夜一日禁語的過程中，體會持戒的好處，也
可以說在戒律的“護持”之下，才能摒除各
種外在及內在的干擾，從而清靜反省：往昔
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癡，從身語意之
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
八關齋戒，是佛陀指導在家居士修行
的方便法門，以種出世解脫之善根。我等修
持菩薩道者，應將持守八關齋戒作為培植福
德之良機，倘能將八支齋戒做為日常功課，

11 菩提法味
道業必能精進，以此自勉、共勉，求無上菩
提。（緣心）

南瓜雜菌盅
1、南瓜有把的一頭切開，另一頭略切
平即可，便於放置於盤中，將中間的籽挖
掉。
2、把挖空的南瓜放入鍋中用小火蒸，
蒸至可用筷子紮透即可，從鍋中取出擺在盤
中備用。
3、將 適 量 香 菇、草 菇、雞 腿 菇 等 洗
淨，一切二，青紅椒各一個切滾刀片。起鍋
熱油，爆香薑末，放入所有的菇爆炒，加入
青紅椒片，最後用鹽、蘑菇精、少許胡椒粉
調味，可加一點點水炒出汁，吃起來會比較
有味道，不用勾欠。
4、把炒好的菇連少許汁倒入小南瓜盅
中。吃的時候，可用小刀將小南瓜切開。

佛光世紀贊助名單
林惠珠

10€

林麗霏

10€

郭文輝 10€

俞美蓮

10€

薛

10€

林秋英 10€

強

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感謝贊助，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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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佛光山行事曆
日期

周

2/12

六

9/12
10/12
16/12
17/12
18/12
23/12
30/12
1/1
6/1

六
日
六
日
一
六
六
一
六

13/1

六

17/1

三

20/1

六

24/1
27/1
31/1
每週

三
六
三
日

法 會 活 動
光明燈消災法會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法華經共修法會
維摩詰經一日修持
法華經共修法會
一日禪
光明燈消災法會
彌陀法會
法華經共修法會
光明燈消災法會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臘八粥教學
法華經共修法會
光明燈消災法會
法寶節抄經
法華經共修法會
法寶節
法華經共修法會
光明燈圓燈法會
365 禪修會

法華禪寺行事曆
時間

日期

周

11:00
14:00
14:00

2/12
3/12

六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念佛共修會

10:30
10:00

10/12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00

17/12

日

大悲懺法會

09:30

18/12
2324/12
31/12

一
六
日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彌陀法會

10:00

1/1

一

10:00
10:30
14:30

7/1
14/1
17/1

日
日
三

21/1

日

24/1
28/1
31/1

三
日
三

普賢共修會
為義工祈福法會
為世界祈和平獻燈
音樂會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大悲懺法會
光明燈消災法會
慶祝法寶節
全歐千人抄經祈福
星雲全集發表會
佛陀成道紀念法會
金剛經共修法會
光明燈消災法會

14:00
11:00
10:30
14:00
11:00
14:00
10:30
14:00
11:00
10:30
14:00
12:30
14:00
11:00
14:00

法 會 活 動

時間

10:00
09:30
11:00
10:30
14:00
10:30
10:00
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