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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星雲大師出家八十年紀念，佛光山全球各地第一本山也

同步與總本山展開信徒香會活動。「歐洲佛光山信徒香會」3 月

17 日在巴黎法華禪寺盛大舉行，來自英、德、瑞士、葡萄牙、挪

威、西班牙及法國各地，近三百位歐洲佛光人從各地趕赴，齊聚一

堂，藉此活動感恩浩瀚的佛恩、師恩，大家發願齊心努力，追隨大

師，弘揚人間佛教。 

香會以「話說佛光山」揭開序幕，先播放「三寶山」及「歐洲

佛光山弘法報告」兩段影片，讓大家看到佛光山精彩動人的弘法篇

章。接著由海外巡監院滿謙院長擔任主持人，歐洲佛光山二位副總

住持覺容、妙祥法師、法華禪寺監院妙多法師、荷華寺監寺妙益法

師及倫敦倪世健督導、巴黎蔡有娣督導、葡萄牙里斯本莊寅彩督導

與倫敦妙慧講師彭寶珊擔任與談人，共同話說佛光山。 

滿謙院長先與大家述說日前至紐約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

年席會議平行論壇的感動與歡喜，並且以星雲大師所說：信徒香會

除相聚聯誼共修，還有八點意義：一、佛門倫理的加强。二、信心

教育的增進。三、禮儀傳授的周到。四、喜捨功德的普及。五、佛

法接心的相應。六、大眾溝通的聯誼。七、修持考功的测驗。八、

生活忍耐的訓練，與大眾分享。 

四位法師分別就心保和尚、慈莊、慈惠及慈容法師為星雲大師

出家八十年纪念專题所撰文章所感，從而抒發自己與佛光山與大師

之間的感動點滴。透過眾人從不同角度談佛光山，大家更深深感動

佛光山的有情有義及值得用一生去細細體察的深厚底蘊，對於佛光

山此法身慧命之家，更覺緊緊相繫。 

歐洲佛光山信徒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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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另一重頭戲--「佛光三好人家

及佛光菩薩表揚大會」，在莊嚴的「三寶

頌」及星雲大師親自誦念〈為在家信眾祈願

文〉聲中展開。 

滿謙院長開示時表示：今年是全球各

地第一本山同步與總本山舉辦信徒香會活

動，也特別頒發[佛光菩薩]及[佛光三好人

家]獎項，日後還會繼續頒發下去，希望大

家都能效法他們，以他們為學習榜樣，大家

一起努力，共同護教衛教。 

“佛光菩薩”由海內外各道場提出推

薦，經佛光山宗委會表決，從全球選出 35

位佛光菩薩。歐洲區獲此殊榮者有六位，分

別為獲得“菩提獎”的巴黎翁惠粧與“般若

獎”的倫敦倪世健、巴黎蔡有娣、項麗華，

葡萄牙莊傳成及西班牙吳金蘭。 

而為鼓勵佛光人共建溫馨祥和之「三

好家庭」，歐洲區共有 34 戶來自英國、法

國、荷蘭、德國、瑞士、挪威、葡萄牙及西

班牙「三好人家」雀屏中選，獲頒證書和三

好人家匾額。巴黎協會由溫肖丹、童春燕、

林小秋、張偉斌、丁建眉、董曉飛、劉海燕

等 7 個家庭獲得。 

在滿謙院長一一為佛光菩薩及三好人

家頒獎授證後，緊接著播放由歐洲各地獲獎

人所串聯起的花絮影片，感動溫馨的畫面，

讓現場所有佛光人面上歡喜與淚水交織。加

上由法華禪寺親子隊伍所帶來的“信仰”手

語歌，現場老中青三代佛光人彼此交融，上

下一心。 

最後僧信二眾引吭高歌，唱出[我的家

鄉在佛光山]及[四海都有佛光人]，讓氣氛

high 到最高點，大家手牽手，心連心，高喊

[謝謝大師]，感謝因為有大師而有了一切，

大家認定了：佛光山就是每一位佛光人法身

慧命之家。 



星雲大師一筆字書法展 3 月 21 日在布

魯塞爾歐洲議會大廈開幕，此次展覽共展出

大師墨寶 34 幅，是佛光山作為跨國佛教教

團又一次通過文化交流與歐洲國家共同的立

法機構結緣的重要一步。 

開 幕 式 在 歐 洲 議 會 大 廈 Yehudi 

Menuhin 展場圓滿展開，駐歐盟議會中國代

表團派文化秘書與教育秘書與歐洲議會工作

人員以及荷蘭與比利時的佛光山信眾一起聆

聽歐洲議會議員，前斯洛文尼亞總理 Lojze 

Peterle 和來自匈牙利的歐洲議員 Adam 

Kosa，比利時智庫歐盟亞洲中心主任 Fra-

ser Cameron，佛光山海外巡監院院長暨國

際佛光會歐洲區副秘書長滿謙法師和法國文

化評論家林祖強的致辭。 

前斯洛文尼亞總理 Lojze Peterle 對星雲

大師的一筆字書法作品不僅感興趣，而且深

受啓發。為了呼應大師的藝術，Lojze Pe-

terle 在開幕式上還特別演奏了口琴曲，歐

盟的盟歌---貝多芬的[歡樂頌] 。 

佛光山海外巡監院滿謙院長從一筆字

的內容出發，向歐洲議會裡的政治家們和外

交家們介紹了星雲大師的漢傳佛教的弘法生

涯，佛光山的和平理念。他特別注重向聽眾

介紹星雲大師對佛陀本懷的敬重和這次一筆

字展覽所體現的忠義傳承的精神。他的演講

強調了星雲大師對世界的愛，和佛光山弟子

把大師的愛送到世界各地的努力，溫暖慈

悲。演講後，外交官們和聽眾們紛紛找滿謙

院長在大師的墨寶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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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筆字書法 歐洲議會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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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代表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

的五名比丘尼在聯合國總部的周邊會場紐約

市活動中心，主講「帶動婦女與女孩：藝

術、文化和社會改變」研討會，說明佛光山

開山星雲大師如何通過在全世界成立國際佛

光會，來推動弘法、教育、文化和慈善的工

作，並從已經推行的種種活動中，帶出大師

所強調的平等、平權、和諧及和平理念。 

國際佛光會自 2003 年正式成為聯合國

非政府組織的會員以來，首次在婦女地位委

員會年席會議的平行論壇上發言。超過兩百

名來自各國和各個領域的非政府組織代表出

席，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秘書長覺培法師、

歐洲區、亞洲區、北美區副秘書長滿謙法

師、覺誠法師、永固法師先後發言。 

最後，來自非洲的覺開法師帶來了南

華體能藝術學院天龍隊的四名女生作現場演

出，並向出席者講解組織天龍隊的緣起，感

動了每一位出席的人。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 3 月

26 日到 30 日期間舉辦「移動學習週」，佛

光山海外巡監院院長滿謙法師率領法師代表

團參加，成員包括法華禪寺監院妙達法師、

倫敦佛光山監寺覺芸法師、攻讀教育專業博

士生有燈法師、妙慧講師彭寶珊居士。 

會議期間，滿謙法師與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巴黎總部資訊技術教育負責人苗逢春博

士、網龍網路公司創始人暨董事長劉德建先

生交流，介紹佛光山與大英圖書館的交流及

美術圖典等的數字計畫，苗博士則提及教科

文將「啟動挪威發展合作署全球數字圖書館

倡議」，表示或可借鑒交流，共同推動數字

學習。 

本屆「2018 移動學習週」主題為「發

展數字技能，共用互聯世界」，有各國教

育、科技、通訊部長出席，匯聚世界各地的

專家、從業者和決策者，關注人們在變化的

社會中所需的各種數字技能，從其專業分享 

國際佛光會  首登聯合國 移動學習  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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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或實踐成果，進而支持全民教育，尤

其是為弱勢群體提供幫助。 

在佛光山海外巡監院院長滿謙法師的

帶領下，這兩年，來自世界不同語言區和文

化區的佛光山道場的法師們，透過移動學習

週研究合作，展望未來在各地推動人間佛教

將星雲大師的慈悲與智慧落實。 

多元宗教文化協會自 2017 年年底成立

后的第一次理事會會議，於 3 月 7 日晚八點

半在法華禪寺圖書館舉行。協會首任會長、

猶太教主席 Claude WINDISCH 先生、副會

長 妙 達 法 師、秘 書 長 天 主 教 聖 母 院

Dominique FONTAINE 神父、財務長回教協

會主席 Farid CHAOUI，以及法國聯合新教

教會主席 Catherine RAMAROSY、寮國佛教

等理事會成員參加。 

首次理事會主要討論本年度的發展計

劃：近期的團體參訪、10 月舉辦多元宗教

音樂會、為本宗教協會申請本年度諾貝爾和

平獎、討論確認協會費用分擔等議案。 

3 月 18 日下午，來自中國廣州的道學

法師在兩位在家信眾的陪同下前來法華禪寺

參訪，總住持滿謙法師接待，先至大殿禮佛

上香，並為他們導覽各殿堂，詳細介紹本寺

的硬體、設計功能。道學法師稱讚本寺的多

功能發展，感謝滿謙法師與義工的熱情招

待，對人間佛教在星雲大師的帶領下成功走

進世界各個角落，特別向大師致敬。 

第 6 期歐洲佛光法華青年書院，於 3

月 24 日晚開課，包含英國、法國兩地道

場，共有 14 人報名。學員多為參加多期課

程的青年，亦有新面孔加入，皆為碩士以上

學歷。 

兩天課程安排豐富，除了滿謙院長及

法師們教授的經典導讀、梵唄、佛門行儀等

理論課程，學員們亦解行並重，參與典座、

善後等工作。同時通過課堂分享來加深對所

學知識的理解。 

大陸法師  參訪道場 

宗教協會  理事會議 

法華書院  歡喜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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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忠義傳家梵音樂舞慶元宵」3

月 4 日下午在佛光山法華禪寺大雄寶殿舉

行，700 人歡聚一堂。除了歌唱、舞蹈、話

劇、猜燈謎等節目，還有抽獎活動。 

佛光山海外巡監院院長、歐洲總住持

滿謙法師感謝大家蒞臨，並以佛教點燈的緣

起、貧女點燈的故事，說明願心和虔誠點燃

的燈炬不滅，期許大家在慶祝元宵燈節的同

時，也能點亮自性的明燈，照亮黑暗的角

落，帶來心靈光明，點亮國家富強康樂、宗

教融和、社會和諧、家庭和樂，進而促進世

界和平。 

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會長王愛漣、駐

法國台北代表張銘忠、代表市長的 4 位市議

員 Zahia Goumy、Nicole Mazina、Edouard 

Leroy、Franco Panigada 和碧西市宗教區主

席 Claude Windisch 等貴賓先後致辭，表達

對元宵節的祝福。 

五頭獅子為節目表演開場，「祥獅獻

瑞、五福臨門」。「新年的故事」，以輕鬆

活潑的舞台劇為大家介紹年獸的典故。壓軸

節目是兒童敦煌舞團的「菩提之心」，小朋

友身著水藍色的飛天服，表演用心，博得滿

堂彩。 

梵音樂舞  慶元宵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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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7、48 期慈悲讀書會，分別於 3 月

2 日、16 日下午在巴黎佛光山五觀堂舉行，

均有二十多位會員參加，兩期讀書會分別由

林麗霏、左曉燕師姐帶讀。 

在《十修歌》暖場後，分別閱讀《佛

光菜根譚》之《自我激勵》及《爭氣莫生

氣》。大家閱讀原文要義，並結合自己的生

活中遇到的問題進行心得分享，大家暢所欲

言，氣氛熱烈，最後在歡唱「四海都有佛光

人」圓滿讀書會。 

3 月 22 日下午，安今法師帶領歡樂讀

書會，10 位分會會員一起研讀大師 “人間

萬事”的文章《往好處想》。大家深刻領會

文章要義：做事往好處想、聽話往好處想、

交友往好處想及就業往好處想。凡事能「往

好處想」，人生會多麼美好呀！大家將平時

生活上遇到的瓶頸或順境都一一分享，深刻

感受到只要轉念，用佛法的智慧看事情，就

能天天歡喜快樂。 

活到老學到老，不是一句順口溜，法

國的佛光人以行動表現佛光精神。平均年齡

近 60 歲的巴黎佛光會員一行 18 人，於 3

月 12 日前往德國法蘭克福佛光山參加悅讀

營，除了靜態的讀書會，還有烹飪課程，更

安排學員學做記者，利用手機捕捉鏡頭、發

布新聞！分別由有舜法師、妙衍法師及張領

豪老師等授課。 

成員中 70 歲以上的有 7 位，最年長的

是已達 81 歲的季宗蘭老菩薩，但由於長時

間親近巴黎佛光山，大部份在道場服務超

過 10 年，在耳濡目染之下，大家都要學大

師的 300 歲人生，因此身心保持健康、活

潑，且向道心強。 

最後一天的成果展，除了在道場內上

課，大家也到市中心遊覽，參觀法蘭克福市

著名的購物中心 MyZeil、羅馬人廣場、美

茵河（萊茵河的支流）等地，認識當地人的

風俗、文化，且增添悅讀營的趣味性。 

新年伊始  書墨飄香 異地參學  精進不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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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屆巴黎國際書展於 3 月 19 日圓

滿，4 天的展期有 16 萬 5 千位民眾湧入，

較去年增加 7%的人潮。巴黎書展是歐洲主

要書展之一，創辦於 1981 年，符合法國人

熱情的性格，著重普羅大眾的參與，除了展

出圖書，也是出版商、書商、教師及圖書館

人員等資訊交流、溝通的一個平臺，會期中

共計超過 250 場的會議及研討會，法國幾家

主要廣播電台及電視台於現場直播，超過

50 個國家參與，3000 位作家輪番在現場設

立簽名會，或講述創作過程，或接受名嘴採

訪，就其作品作分析，或討論時事。 

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也有一個 15 平米

的攤位，宣揚人間佛教。今年以一幅寫著

「Fo Guang Shan à l’Esplanade des religions 

de Bussy Saint Georges」(佛光山在碧西宗教

區)的法華禪寺大圖輸出為佈置主軸，配合

「正向思考、和諧、和平、尊重、包容、智

慧」等標語，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客前來

光顧。 

攤位上準備了超過 10 種語言的星雲大

師著作，以及佛光山的出版作品，其中以英

文版的世界佛教美術圖典為主要推廣書籍，

以藝術、文化快速打入人群，讓民眾感覺分

外親切。 

由於佛光山多年來一直都參與書展，所

以之前曾經與佛光山結緣的讀者都慕名前

來，或分享心得，或尋找新書，延續更好的

善緣，其中包括來自歐洲其他國家乃至美國

的讀者。也有不少新的讀者，南非文化部

長 Nathi Mthethwa 先生也被海報所吸引，前

來一探究竟。知忠法師贈送贈送中英文版

《獻給旅行者 365 日》，並介紹佛光山法華

禪寺所在的碧西宗教區，歡迎部長來參觀多

元宗教共生吉祥的典範。 

巴黎書展  宣揚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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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緣美術館巴黎館 2018 年第 2 個檔

期是以「靜觀」為名的中國佛畫展，3 月

11 日下午兩點於觀音殿舉行開幕禮，法華

禪寺監院妙多法師、本次展覽畫家劉敦義、

碧西市多元宗教文化協會主席 Claude 

Windisch、法國書法家聯合總會主席留冠

言、歐洲時報社長助理劉勇及巴黎協會蔡有

娣督導、王愛漣會長等一起剪綵揭幕，有

近 140 位中、法朋友共同出席。活動開始

前，先由法華禪寺敦煌舞蹈團為大家獻上一

段敦煌舞蹈《千江映月》，為畫展拉開序

幕。 

剪綵後，妙多法師代表美術館致歡迎

詞，表示在世界性的宗教中，佛教是文物最

豐富的宗教。法師讚嘆劉老師三次造訪敦煌

莫高窟，對敦煌佛教壁畫的無限敬仰，再從

自己美學術養的角度，用畫筆，展現了敦煌

藝術的清淨與特有的宗教情操。劉老師從事

美術教育多年，自己也參禪打坐，確確實實

的把佛教、藝術、生活結合在一起。從他的

畫作，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份恬靜與祥和。希

望大家欣賞畫作後也都能夠從中領悟到“靜

觀後的祥和與歡喜”。 

劉敦義老師致詞感謝妙多法師的笑

容，給他支持，感謝滿謙法師的熱情，給他

智慧，更感謝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開示，讓

他的心靈得到安慰。隨後，劉老師帶領大家

到美術館觀賞其畫作，並一一介紹，講述創

作靈感，及作品的深度。 

此次共展出 18 副中國佛畫，創作期從

上世紀 1992 至 2018 年不等，其中《靜觀》

雖是 1995 年的作品，卻從未展出，劉老師

感謝佛光緣美術館提供場地，特別讓心愛的

畫作露面。 

當天出席貴賓還有白明藝術項目策畫

總監陳夢雯、歐洲青田同鄉總會陳少奇會

長、法國青田同鄉會孫少榮會長、法國溫州

商會第一副會長萬邦韓、法國華人經貿協會

李傳敏會長、法國浙江商會劉寧來常務副會

長、法國浙江商會林海海常務副會長、法國

浙江商會林西西常務副會長、法國浙江商會

陳蘇萍副會長等等。 

由於劉老師曾在巴黎多次開辦書畫

展，有不少熱愛中華文化的法國人士到來觀

賞。 

中國佛畫  感受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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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5 日上午，法華禪寺所在的碧西

市政府在 Maurice-Herzog 體育館舉行亞洲

新年節慶，法華禪寺及巴黎協會應邀參加，

以推廣素食、茶文化，並以精彩節目、造型

汽球與民眾結緣。青年團表演舞獅，為活動

揭幕，三好娃娃與派發糖果的財神爺遊走各

攤位之間，扮演外交大使。 

此節慶為了促進各民族間的融合，在

市府的推動下，本市中國、越南、寮、柬埔

寨、泰國、印度等近 20 個亞洲社團協辦，

統一慶祝新年，於現場擺設展銷攤位。此

外，各社團推出代表性的表演。 

妙達法師於接受市府的記者訪問時表

示活動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值得高興的，佛教

團體也樂於參加。市長 Yann Dubosc 先生致

詞時，讚揚各族群在本市的融合、和平，希

望大家透過活動，更能彼此了解，更加和諧

相處。 活動於傍晚 6 時結束，整天下來，

人流不息，估計有上千人次進場。 

位於 93 省 RAINCY 市的 Saint Louis 

Sainte Clotilde 中學 50 名初中生，3 月 8 日

上午由四位老師帶領下前來參訪法華禪寺，

此次戶外教學是為了讓學生了解佛教及中華

文化。 

知賓師姐先引導大眾大殿集合，以法

文為師生們簡單介紹佛光山的理念與宗旨，

法華禪寺大殿的設備與功能，及舉辦的活

動，特別為學生講說大師的三好四給之含

義。隨後分為兩組巡禮各殿堂。 

正逢新春期間，精美的佈置及傳統的

祈福方式都讓中學生們倍感歡喜，不少學生

拿出硬幣來敲鐘祈福或者寫祈願卡，興趣滿

滿。中午，師生們在五觀堂享用豐盛的素食

午餐，體味佛門菜根香。 

法國中學  認識佛教 

亞洲節慶  共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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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禪寺的所在的 BUSSY 市在 3 月

10 日於多元宗教區公園舉行嘉年華活動，

除了遊行，還有多個攤位如法國傳統的煎

餅、蛋糕、甜點等等、動畫、氣球雕塑玩

具、為兒童化妝臉譜、並且派發五彩紙屑給

市民撒玩，增添歡樂氣氛。 

遊行活動自火車站廣場至多元宗教區

公園。市長與副市長帶領遊行隊伍，推著製

作成廚師模樣的紙模型到公園，由市長點火

燃燒，做為嘉年華傳統節目。法華禪寺監院

妙多法師與妙能法師也帶著世界糖果展的糖

果，與孩子分享。 

3 月 22 日下午，網龍網路公司董事長

劉德建率領 6 位公司高管前來法華禪寺參

訪，妙達、妙能、妙訓法師接待。妙達法師

帶領一行人參訪各殿堂並介紹建寺緣起、法

華禪寺的教育功能及與當地政府良好的互

動。 

隨後於滴水坊招待茶點，互相交流。

劉董事長表示，此次應邀前來參加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會議，推動數字化教育，感謝諸多

因緣促成來寺參訪，感到意外的歡喜，並表

示期待未來有更多的交流。 

茄子毛豆咖哩 

1.茄子去皮，切丁，泡鹽水。 

2.毛豆和紅蘿蔔不易熟，先放入電鍋用

半米杯水，蒸到略熟。 

3.鍋內放少許油，放入蘑菇、南瓜丁煸

炒。 

4.加入茄子及蒸到略熟的毛豆及紅蘿蔔

翻炒。 

5.鍋內加水滿過材料。 

6.水滾後，加入切塊的咖哩。 

7.不時攪拌ㄧ下，煮到茄子丁變熟，收

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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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秋英    10€         第七分會40€ 

     

佛光世紀贊助名單    

嘉年華會  族群融合 

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感謝贊助，功德無量 

公司高層  佛門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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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禪寺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1/4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00 

8/4 日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0:00 

15/4 日 清明法會 10:00 

16/4 一 光明消災燈法會  10:30 

21/4 六 八關齋戒  9:00 

22/4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29/4 日 
普賢共修會       
考生祈福禮  

10:00 
14:00 

30/4 一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6/5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佛誕特展  

10:00 
13:30 

13/5 日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浴佛法會-體育場   

10:00 
12:00 

15/5 二 光明消災燈法會  10:30 

20/5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22/5 日 佛誕節法會 10:00 

27/5 日 金剛經共修法會 10:00 

29/5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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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8/4 日 清明法會   10:30 

14/4 六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4:00 

16/4 一 藥師經共修法會  11:00 

21/4 六 淨行品共修法會  14:00 

28/4 六 金剛經共修法會  14:00 

30/4 一 普門品共修法會  11:00 

5/5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12/5 六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4:00 

15/5 二 藥師經共修法會  11:00 

19/5 六 浴佛法會   10:30 

22/5 二 佛誕節(隨喜浴佛)   

26/5 六 金剛經共修法會  14:00 

29/5 二 普門品共修法會  11:00 

每週 日 365 禪修會  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