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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歐洲建寺獻燈祈福法會」是歐洲的年度盛事，受

新冠肺炎疫情之影響，今年改為線上直播方式，與歐洲 14 個國家

18 個協會同步空中相會。 

5 月 31 日，於歐洲佛光山總部法華禪寺，啟建「2020 歐洲佛

光山建寺獻燈祈福暨為新冠肺炎疫區消災祈福法會」，監院妙多法

師帶領法國巴黎諸位法師，和線上近 350 位護法功德主雲端與

“佛”相遇，同霑法義。 

在莊嚴的梵唄聲中，眾法師依序陞座，為發心護持歐洲各地建

寺的信眾誦經祈福，並透過清淨修持加行，延續法身慧命，傳遞一

盞生命的明燈。 

海外巡監院院長滿謙法師以預錄影片開示，感謝歐洲佛光人的

護持，說明寺院是安僧辦道，續佛慧命，弘法利生，延續眾生法身

慧命之家。並以梁武帝「一文施捨萬文收」、「祇園精舍」等的故

事，以及《地藏經》、《俱舍論》諸經論典，舉例詳細說明佈施建

寺的功德利益是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如法華經云 : 「如人發心

起塔，建寺、造像、如是諸人等，如見無數佛，自成無上道，廣度

無數眾。」 

大眾也透過影片觀看柏林佛光山建寺分享點滴成果，瞭解工程

進度。接著由大師親口誦念的〈獻燈祈願文〉，令許多居家參與直

播共修會的大眾動容，大師慈悲的音聲，不僅令人感到希望無窮之

外，更感受到安心與祥和。 

獻燈祈福法會，信眾雖不能親臨現場，透過網絡，莊嚴殊勝的

壇場呈現在眼前，今年一大亮點就是法師們別出心裁，創意巧思， 

歐洲建寺獻燈祈福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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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深遠，在大殿的東西單地板上，用蠟燭

點燃國際佛光會及佛光山的 LOGO，代表

佛光山、佛光會燈燈無盡，光光相傳，其所

呈現出的一片光芒，照破眾生迷茫的心，給

信眾帶來滿滿的歡喜和感動。 

妙多法師也為信眾開示，今天的法會

有多重意義，不只是為歐洲建寺獻燈祈福，

同時也為柏林佛光山建寺護法功德主做功德

回向，並為歐洲佛光人持誦心經做總回向。

雖然大眾無法前來參與法會，但殿堂中燃點

了近千盞的燈，就是大家親臨現場的表徵，

感謝無限因緣成就今天的一期一會，雖說是

「啟建水月道場，大作空花佛事」，但過程

確實是所有護法信眾功德的點滴堆疊，功不

唐捐。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歐洲信眾為新冠

肺炎疫情從 2 月 23 日至 5 月 30 日，總共持

誦了四百零六萬五千多部的心經，大眾點滴

功德，都會記錄下來，所謂因緣果報，最後

都會回歸到自己身上，歐洲佛光人的精進，

共同完成了這件善美的業緣，實際落實做好

事，說好話，存好心的三好運動，並從中體

現了我是眾中之一的理念，也發揮佛光山集

體創作的精神，未來必定能有善美的成果。 

挪威奧斯陸協會馬俊發督導表示，感

恩法師們用心設計壇場，法會莊嚴殊勝的氣

氛，讓他徹底忘卻了色身煩惱的存在，一下

子全身心地投入到境界中去，並把功德回向

眾生共成佛道。維也納協會會長林玉嬌分享

在疫情期間，法師們慈悲為信眾提供線上共

修，佛學課程等，讓不安的心靈得到佛法的

滋潤，感恩滿謙法師的慈悲開示，感受到作

為佛光人的幸福與溫暖，感恩佛陀與大師的

引領，給予眾生光明與希望。法蘭克福協會

會長劉波則表示，被地上蠟燭點亮的佛光山

和佛光會的 Logo 所吸引，所感動。奧斯陸

協會，第三分會分會長徐元松分享，聆聽大

師及滿謙法師開示，從中獲益良多，明白以 



平常心對待生活，以慈悲心做事，在三寶的

福田中種下善緣善根。荷蘭佛光協會李月嫦

會長說，看到歐洲佛光人的集體創作及被壇

場的莊嚴所攝受。安特衛普協會前會長陳雪

芳分享，在諸位法師的引領下，感受寧靜祥

和。丹麥協會會長潘建良感恩歐洲佛光山對

佛光人的照顧，感恩各位法師辛勞。 

巴黎協會王愛漣會長則表示，法師用

心良苦，為我們所有的佛光人，點亮了佛光

人的一盞心燈。大師希望我們弟子，人人把

心中的這一盞法燈，能續續相傳，照亮了自

己，也照亮了別人。非常期待歐洲佛光人明

年在柏林新道場相見。巴黎協會溫肖丹、鄭

海琴同時表示感動及驚喜見到大殿地板的創

意構思，由蠟燭點燃佛光會和佛光山 logo

燈海，格外耀眼，非常吸引及讚歎。 

信眾都一致表示，法會梵音給自己內

心帶來一股清涼祥和; 3 個月的居家防疫，

感恩歐洲佛光山安排許多精彩課程及法會共

修安定歐洲信眾的心，讓佛光人每一天過得

很充實法喜。 

為因應歐洲新冠肺炎病毒漫延，降低

感染風險，也免除信眾過多心理壓力，法華

禪寺已於 2 月宣佈，3 月份暫停所有大型群

聚活動，一般共修也配合政府防疫要求實

施，更於 3 月 8 日上午 10 點，首度採取線

上共修方式進行，舉辦「光明燈消災祈福」

法會。網路無遠弗屆，包括法國巴黎、葡萄

牙波爾圖、英國曼城、西班牙、加拿大、瑞

士佛光山與布拉格布教所等地 60 位信徒參

與線上同步視訊共修，現場參與者 38 人，

大眾一起跟隨法師虔誠唱讚、諷誦《妙法蓮

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繞佛、拜願、恭

讀大師〈為新型肺炎疫情向觀世音菩薩祈願

文〉、佛供及隨堂超薦佛事，並以此共修功

德迴向，祈求諸佛菩薩加持，疫情早日結

束，大眾平安健康。 

感謝現代科技的進步，遠在歐洲的僧

信 3 月 12 日透過視訊，同步與全球佛光人

參與「佛光山 2020 年禪淨共修獻燈祈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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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線共修  開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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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法會壇場佈置莊嚴，收攝人心。至夜

幕低垂，天色轉暗之際，心保和尚與法師們

一起恭讀功德文疏，更是令人感動；一誠上

達，虔誠祈求十方三寶，護法龍天加持，讓

疫情早日平息，回歸日常生活，人民幸福安

樂，世界無災無難。此外，因為歐洲新冠肺

炎疫情嚴峻的發展，許多不能來道場的會員

大眾，也在家中虔誠參與法會。 

5 月 20 日，妙元、妙訓法師透過

ZOOM 平臺，首次舉行線上告別和火葬儀

式，亡者家在法國南部波爾多市，因病於數

日前離世，其女兒曾師姐為法華禪寺信眾。

此次因新冠肺炎疫情，法師無法前往，遂請

求透過線上佛事，為母親超渡，入土為安。 

佛事圓滿，曾師姐感動落淚，感謝常住用心

的安排。 

清明節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是一

個慎終追遠、表達孝思的重要日子，為讓信

眾表達對先人的追思，佛光山法華禪寺於 4

月 12 日啟建清明孝親報恩《慈悲三昧水

懺》法會。因疫情，今年法華禪寺清明法會

改為線上直播，信眾通過網絡直播在家同步

誦經禮懺，表達對祖先的孝心。 

法會分四支香別進行，由法華禪寺監

院妙多法師主法，帶領現場法師及在線近

320 位信眾虔誠禮拜《慈悲三昧水懺》，延

壽壇消災、往生壇超薦、上供、宣疏、恭讀

大師撰寫〈慈悲三昧水懺祈願文〉、功德迴

向。 

上午，妙多法師於佛供後，為線上大

眾開示《慈悲三昧水懺》懺文之緣起、懺文

結構、內容及拜懺的意義。下午，妙多法師

於法會後，繼續為大眾開示水懺中下卷內

容，分別講解業障與報障，並為大眾說明

「四觀行」，1 觀於因緣 2 觀於果報 3 觀

我自身 4 觀如來身，透過四種觀照滅除罪

業，令身心寂靜，並以「惑、業、苦」說明

眾生所受的果報，除此之外，還要懺悔身三

口四六根等所造的惡業，用精進修持去除貪

瞋癡、嫉妒、邪見等煩惱。法師表示奉行

「三好」，就能清淨三業，行「四給」，就

是最大布施，行菩薩道，凡事從自我開始做

起，才能實踐「自心和悅，家庭和順、人我

和敬，社會和諧、世界和平」的美好人生，

並祝福大家求如願、自在吉祥、福慧增長。 

法會圓滿成功，網絡直播效果很好，

許多信眾在法華禪寺 FACEBOOK 上留言，

表示拜得法喜充滿，在這特殊時期還能有因

緣參加法會，實在是難能可貴。 

清明法會  孝親報恩 

線上佛事  誦經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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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誕節是佛教的重要節日，佛光山法

華禪寺每年都會盛大舉辦浴佛法會，廣邀社

會各層人士來慶祝佛誕，浴佛淨心，讓民眾

與佛結緣。今年由於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

球，法華禪寺為配合防疫，取消戶外浴佛及

園遊會，鼓勵信眾在家中設置「家庭浴佛

池」，4 月 30 日佛誕節當天，法華禪寺在

大殿也設置「浴佛池」，同步參與線上「佛

光山 2020 年慶祝佛誕節」。 

僧信二眾跟隨總本山線上重播浴佛法

會同步進行，佛光山常務住持慧傳法師的說

明及叢林學院的法師及學生的獻供，緊接著

由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及法師們誦經、禮

拜，恭讀星雲大師〈佛誕節祈願文〉等。雖

然事相上浴佛方式有所改變，但大眾虔誠

心、恭敬心、清淨心不變。 

隨後，法華禪寺進行上供，監院妙多

法師為線上信眾開示浴佛的意義，所謂浴佛

浴心，藉助浴佛儀式，清淨身口意，發願行

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開發本自

具足的慈悲與智慧，祈求以浴佛功德，迴向

疫情止息，大眾早日回歸正常生活。 

為鼓勵及推廣浴佛的普及化、社會

化、家庭化，巴黎協會集思廣益，別出心

裁，4 月 30 日佛誕節首次舉辦「家庭浴佛

池」浴佛比賽。巴黎協會會長王愛漣帶頭在

家中設立小浴佛池，跟隨線上同步浴佛。協

會及分會幹部、會員也都各顯神通，在家中

跟隨總本山線上浴佛法會同步浴佛，讓全家

人同霑法喜，共沐佛恩。 

佛誕佳節  浴佛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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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紀念佛光山開山 54 周年，響應佛光

日「全球同步抄經修持」活動。佛光山法華

禪寺 5 月 16 日下午舉辦「佛光山開山 54 紀

念活動，線上直播同步抄經修持」，除歐洲

各道場信徒，還有南非、加拿大、美國華盛

頓等地逾 200 位佛光人空中相會，抄經淨

心，回向疫情遠離、社會淨化、眾生安樂，

祈願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 

監院妙多法師說明抄經程序後，接著

聆聽星雲大師及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開示抄

經的意義。大眾隨法師引導，在禪樂梵音聲

中，以虔誠心、恭敬心專注抄經，法喜充

滿。 

這次活動反應熱烈，許多都是全家一

起來參加，小朋友跟著父母歡喜抄經與佛結

緣，其專注抄經的神情令人動容，讓人看到

佛教未來的希望。佛光人一致表示，防疫期

間，不能去寺院共修，感恩佛光山對信徒的

愛護與關懷，以網路直播在線上舉辦各種修

持活動、佛學課程、讀書會等，很多信徒也

因此度了家人一起學佛，深刻感受到身為佛

光人真是幸福。 

感恩佛光山教團本著佛教慈悲精神，

處處奉行「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

望、給人方便」，將彼此的心連接在一起，

凝聚大眾善的力量，為社會注入正能量，為

人間增添真善美。 

全球同步  抄寫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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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發展之

際，不少民間團體自發性投入募捐口罩等防

護用具反饋社會與國家，國際佛光會巴黎協

會本著「以慈善福利社會」之精神，與巴黎

僑界一起以實際的行動力，在防疫物資提供

上略盡心力，愛心不落人後，防疫救援不缺

席。 

三月中歐洲疫情的迅速發展，政府醫

療物資緩不濟急。巴黎協會王愛漣會長與協

會輔導妙多法師商議後，立即展開活動，與

法國青年企業家協會會長暨法國溫州商會劉

曉勇副會長取得聯繫，參與法國僑團發起的

「萬眾一心共同戰”疫”」，使得捐贈活動

有了新的力量，邁入百萬口罩募捐的目標。

同時，巴黎佛光協會也給巴黎的 Sud Seine 

et Marne、hôpital Le Vésine、hôpital Saint 

Antoine 等幾間醫院送上了捐助物資。 

經巴黎碧西市政府的推介，法華禪寺

與從事醫護的自由護理人士組成的團體

Alliance Soins Bussy 和隸屬 77 省的大巴黎

健康工作室 Studiosanté 77 兩個護理人員協

會聯絡。4 月 1 日上午，兩個協會的代表到

法華禪寺領取捐贈的醫療物資，向法華禪寺

及巴黎協會表示真摯的感謝。5 月 4 日，天

主教救濟會 77 區的負責人 Marie-Noelle 前

來法華禪寺，接受捐贈的 500 個口罩。 

巴黎佛光協會王愛漣會長表示，看到

法國的疫情，馬上連繫到溫州商會，透過他

們從中國訂購口罩等醫護用品，一同贈與位

於前線的醫護人員。感謝溫州同鄉的幫忙，

這次巴黎協會送出的有一萬個外科用口罩，

另有 300 個醫療口罩 FFP2，以及防護服、

頭套、手套、護理拖鞋、消毒藥水、含酒精

洗手液等。 

巴黎協會  捐贈救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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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5 日下午 3 點，輔導妙多法師

與巴黎協會督導委員會進行“線上會議

室”，當天的會議是今年度第二次的督導委

員會會議，卻是在因疫情封城後的首次會

議，遠在中國溫州的項麗華督導長與委員會

委員共 17 人與會。會議中大家決議未來線

上讀書會，以《我不是呷教的和尚》一書為

研讀內容。此後每週每週一次，妙多法師帶

領十多位督導，進行為時一個半小時線上讀

書會。妙多法師感謝大家的積極參與，並提

到大師是個發願的大菩薩，佛光會也要學習

大師的精神，不斷發願學習增長。 

◎疫情爆發以來，巴黎協會會員都遵守

政府法令閉門在家，但各分會與輔導法師積

極籌劃，開展線上讀書會，通過視頻定期舉

行，讓會員通過讀書不僅加行修行，閱讀提

升，汲取智慧，交流心得，同時通過法師的

引導和鼓勵，大眾也找到疫情期間的心安，

減少恐懼，不虛度光陰，讓大家在疫情期間

收穫滿滿。 

巴黎協會第二分會 《我不是呷教的和

尚》讀書會，由輔導妙達法師在線上帶領，

引導大家一起發言。妙達法師通過網絡亦分

別輔導巴黎協會第十二、第十四分會，以

「般若心經的宇宙觀與人生觀」為研讀主

題。協會第三、四分會於每星期一晚上舉行

讀書會，輔導覺衍法師除了講解“認識佛菩

薩”，也以「星雲大師在西來大學的心經講

座」帶領學習。 第五、八、九分會線上讀

書會，由如群法師輔導，除了繼續之前的

“認識佛菩薩”，也增加“星雲大師心經講

座”的研讀。輔導妙訓法師透過網絡為第

七、十一和十三分會上佛學課，以佛光教科

書為題材，大眾從中了解到佛教信仰的主要

內涵在於學習佛陀的慈悲、智慧、威力和殊

勝功德。第六、第十六分會則有妙元法師輔

導，分別研讀“西來大學心經講座”。 

◎以西方人士為主的法文佛學課疫情期

間亦未中斷，由妙達法師透過網絡指導學生

繼續學習。除了法國的會員之外，瑞士日內

瓦的信眾也熱情參與，共 14 人上線學習，

研讀大師的法文版小叢書。 

佛光會員  視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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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以來，巴黎佛光青年團展現青年

的活力及進取心，團員透過網絡進行學習、

交流。除了一起誦經共修，青年團團長鄭歡

芮團長與副團長鄭浩、徐楠狄利用視訊帶領

研讀法文小叢書。輔導知冠法師也與幹部定

期舉行幹部視訊會議。此外，大家通過網絡

也參與常住活動，並策劃製作三好微電影，

一起練習舞蹈、法文歌曲等。 

◎敦煌舞團的團員也在各自家中，展開

線上視訊讀書會，由舞團輔導法師妙多法師

來帶領，研讀《般若心經的宇宙觀與人生

觀》，首次共有 10 位團員參加，隨後一些

團員家屬也參與進來，讓讀書會越來越熱

鬧。妙多法師帶領大家先溫習上次的佛學內

容，隨後以四層次讀書法帶領。 

◎因應疫情期間居家防護政策，巴黎佛

光山於 4、5 月推出線上讀書會，每週有三

堂課，分別是「佛法真義」、「我不是呷教

的和尚」及「般若心經的宇宙觀與人生

觀」，信眾們踴躍在空中以法相會。 

「佛法真義」由妙希法師帶領，以星雲

大師全集中的《佛法真義》三冊為主，每週

選一篇文章與大家分享。 

《我不是呷教的和尚》由知忠法師帶

領，每週依序閱讀一個篇章，這堂課的目的

在於讓與會大眾學習讀書法及讀書會帶領。

「般若心經的宇宙觀與人生觀」 由知忠法

師帶領，大家要預先觀看星雲大師在揚州講

壇的演講影片，課程中法師再補充相關資

料。  

4 月 19 日及 5 月 27 日下午，巴黎協會

2020 年第三次、第四次聯合月例會透過視

訊展開會議，由協會會長王愛漣主持會議，

妙多法師列席指導，巴黎協會上百人參加，

可說是歷史創舉。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發展，巴黎協會

配合政府防疫措施與政令，會議一致決定取

消近期相關活動。妙多法師為會議作總結，

防疫期間，歡喜看到佛光人以積極心態，精

進修持面對病毒疫情，實屬難得，所謂「危

機就是轉機」，懂得調整因緣，這就是學佛

者與一般人的不同之處，在於轉念。 

幹部會議  隔空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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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慈悲，能讓我們全球佛光人

在雲端浴佛，真的是感到由衷地歡喜和快

樂！我們還可以跟著佛光山總本山一起浴

佛，感受到一種清淨、莊嚴、殊勝意義。我

在家裡設計了一個浴佛池，分享到朋友圈之

後大家看了都表示歡喜。感恩偉大的佛陀，

感恩星雲大師，感恩所有的法師們把佛法傳

遍世界各個國家，利益一切有情眾生同霑法

喜。(巴黎協會王愛漣會長) 

2020 年禪凈共修祈福法會全球連線直

播，是一項偉大創舉，全世界的佛光人能在

同一時間與總本山法師們一起誦經祈福，法

喜充滿，感恩星雲大師，感恩參與祈福法會

的所有法師們。中國平安、世界平安！（巴

黎協會許遵訓督導） 

因為疫情而不一樣的佛誕節，自己動

手佈置浴佛池，滿心的歡喜。不出門還可以

與家人一起參加佛光山總本山的浴佛法會，

在這個殊勝的法會裡跟著法師們禮佛、浴

佛，除了歡喜還有的萬分感恩。(巴黎協會

第五分會林小秋分會長) 

當我看見心保和尚等法師走進殿堂開

始唱誦時，熱淚盈眶，感謝常住在這非常時

期都能生活的如此豐富多彩，在家都能參加

法會，而且在家浴佛實在是太不可思議，感

覺自己能成為佛光山一員，真是太有福報

了。 (巴黎協會第三分會陳秀娥督導) 

我阿姨因行動不便，好久沒到佛堂參

加共修法會，藉此因緣帶上太子浴佛池到她

家中，陪老人家參與盛會，見到視頻裡的法

師們，老人家激動不已，含著淚雙手合十跟

著唱誦，浴佛。讓我深為感受到做為大師的

弟子，佛光人是最幸福的。感恩所有法師

們，我願常跟隨佛學，不忘初心，道心永不

退轉！(巴黎協會第十五分會龍雪莊督導) 

四月初八佛誕節，我懷著滿心的歡喜

參加了佛光山總本山線上直播空中浴佛法

會，目睹高僧大德聚會一處，心情無比激

動，法會莊嚴又殊勝，同時又能聆聽到保和

尚慈悲開示，受益匪淺，而且跨越時空在雲

端上浴佛真是不可思議，淸涼法水洗去我們

內心污垢，消除煩惱，另外法師們又鼓勵大

眾在家設置家庭浴佛池，這是我人生中第一

次遇到的盛事，所以特別歡喜。 (巴黎協會

第八分會胡小萍督導) 

第一次能參與全球聯網直播法會，雲

端浴佛，佛光山實在與眾不同，面臨疫情各

國法師們如大師所說“能夠處變不驚”，以

直播方式帶領信眾在家參加法會禮拜、浴

佛、聆聽法師開示等，還可以經常轉發給親

友共享法樂，祈願更多人在星雲大師開創的

人間佛教光明普照下，增長善根。(巴黎協

會第五分會鄭萱華督導) 

在家裡上線雲端浴佛，總本山舉辦佛

誕節浴佛讓全球佛光人凝聚在一起，作為星

雲大師的弟子是有多麼大福報！我懷著感恩

虔誠恭敬的心穿著海青縵衣與佛陀接心，奉

上心香一瓣。心保和尚與眾法師們帶領一起

唱誦，我激動的淚流滿面，佛法僧三寶的力

量使我的依靠，佛無處不在啊，佛陀時時刻

刻加持護佑著我們。(巴黎協會第十三分會

張微微) 

會員心得  點滴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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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誕節喜悅的心情真的像以前小時候

過年一樣，很歡喜，布置浴佛池無比的喜

悅。法會開始獻供，熟悉的梵唄六塵供與高

貴供品及莊嚴的獻供隊形，腦子映射高大莊

嚴的佛陀慈祥地迎視著我們，我當下內心誠

懇在祈禱:  佛陀，今天的法喜是您成就我

們，學佛路上伴隨我們，歡喜又歡喜，感恩

再感恩。今天鄰居朋友發資訊讚歎我們佛光

山，傍晚國內朋友傳訊也讚歎不已。(巴黎

協會第十六分會吳芙蓉分會長) 

為慶祝佛光山開山 54 周年同步抄經，

我家三個孩子都回來一起抄經，我們都感受

到非常的法喜。目前孩子都跟我一起吃素，

看到他們長大工作還能繼續學佛，佛教信仰

有傳承，感到很歡喜。 (巴黎協會第十一分

會黃玉嬋) 

以虔敬之心如理如法，全神貫注在經

文的一筆一畫上與佛接心，讓我瞭解到抄經

是一項能使心靈安定的修行。藉專注於抄寫

經文，可以達到身心安泰，一心不亂的境

界。佛光人真幸福 ! 今生有緣在佛光山學

佛修行，是我們佛光人莫大的福報!(巴黎協

會第十一分會林麗霏) 

我請了 8 份心經回家，對家人說：

“每個人一份，等到 5 月 16 日那殊勝的日

子，一起跟全世界人在網上同步抄經”。女

兒、孫輩們都答應，兒子卻說：“我不

抄”，心裡有點不舒服，但笑著對三個孫輩

說：“你們的爸媽不抄沒有關係，你們替代

抄”。抄經那天中午，孫女告訴我：奶奶，

爸爸說今天自己抄，不用我代抄。等到下午

二點半，跟著師父們，全家人一起一邊聽著

美妙的音樂，一邊聚精會神地抄著經，感覺

其樂融融。 感謝此次因緣，讓一家人在一

起抄經度過歡樂的一天。(巴黎協會第一分

會林愛飛會長) 

先是去法華禪寺領取抄經函，再是在

家裡打掃衛生，最後整理海青縵衣。今天我

們終於迎來了這樣歡喜，吉祥的日子。我們

三姐妹懷著一顆最虔誠、最感恩的心一起跟

隨網路同步抄經。心情是無言表達的，真的

是法喜充滿。 (巴黎協會第四分會徐蘭英分

會長) 

在禪樂梵音及香煙裊裊中，搭衣，端

身正坐，一筆一畫經文寫得端正，專注筆下

每一個字，內心寧靜自在，禪悅法喜，此時

的我最能深刻體會到，能與全球佛光人結

緣 ，共同抄經，是多麼幸福的事。 (巴黎

協會第五分會鄭海琴) 

伴隨著祥和的音樂聲，全神貫注看著

心經，全家人用虔誠恭敬的心一筆一劃的抄

寫著心經。抄經也是一種非常好的修持方

法，不僅能夠淨化心靈，還能一心不亂的修

身養性。今天孩子們在抄寫心經時的專注力

值得讚歎。我內心感覺無比的歡喜，看到了

信仰的傳承，勝過一切，甚是滿足。 (巴黎

協會第九分會溫肖丹分會長) 

在禪樂梵音及香煙裊裊中，搭衣，端

身正坐，一筆一畫經文寫得端正，專注筆下

每一個字，內心寧靜自在，禪悅法喜，此時

的我最能深刻體會到，能與全球佛光人結

緣 ，共同抄經，是多麼幸福的事。 (巴黎

協會第五分會鄭海琴) 

林麗霏  30€  郭文輝 30€       林惠珠  30€      

MASSON  
Michel       30€ 

    

     

佛光世紀贊助名單    

諸諸供養中      法供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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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禪寺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6/6 六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00  

7/6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母親節在線慶祝活動                        

10:00  
14:00     

14/6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21/6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00  

28/6 日 金剛經共修法會     10:00  

5/7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12/7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00  

19/7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21/7 二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26/7 日 金剛經共修法會 10:00    

巴黎佛光山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6/6 六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13/6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20/6 六 凈行品共修法會 14:00 

21/6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27/6 六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4:00 

4/7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5/7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11/7 六 金剛經共修法會  14:00    

18/7 六 凈行品共修法會 14:00 

21/7 二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25/7 六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