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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裡節日很多，如：七巧節、中元節，以及佛教的盂蘭盆

節、地藏菩薩聖誕等。另外，美國國慶日是國曆的七月四日，一般

學校則在七月放暑假，乃至聯考放榜也在七月。甚至七月不但學生

快樂放暑假，在日本，每逢農曆七月盂蘭盆節，公司行號都會放假

一週，以便員工回家祭祖。 

「七」是個奇特，是個變化無窮、蘊含無盡的數字，「七」天

為一週，七月更是下半年度的起始；在佛教則有禪七、淨七，乃至

七七四十九表示無限的意思。然而長久以來，農曆七月一直被認為

是「鬼月」，是個不吉祥且「諸事不宜」的月份，例如七月不可出

門、不可開刀、不可結婚、不可購屋、不可搬家等等；如此種種忌

諱，應該與道教的七月中元普渡、鬼門關大開之思想有關，可見中

國民間習俗受道教信仰的影響很深。  

然而儘管民間的七月彷彿「鬼影幢幢」，事實上佛教認為七月

是僧信孝親報恩、祈福修善的「吉祥月」、「功德月」、「福田

月」、「僧伽月」、「報恩月」、「孝道月」。佛教稱農曆七月為

「孝道月」，旨在鼓勵行孝報恩，普度齋僧，其功德不但能使生亡

兩利，同時也在破除一般民間殺豬宰羊，廣設宴席以普施鬼魂，於

是造成無數生靈成為人們刀下、嘴邊的犧牲品之不良風俗。因此每

逢七月，一般寺廟大都會啟建「盂蘭盆報恩孝親法會」，而信徒則

為供僧、祭祖而大行佈施功德。  

所謂「盂蘭盆」，就是「救倒懸」的意思。根據《佛說盂蘭盆

經》記載：佛弟子目犍連尊者始得六神通，欲報父母乳哺之恩，即

以天眼觀見其母生餓鬼中，不得飲食，皮骨相連，日夜痛苦，於是

目犍連以盛飯往餉其母，然其母以惡業受報之故，飯食皆變為火炎 

七月孝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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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犍連尊者為拯救其母脫離此苦，於是向佛

陀請示解救的方法。佛陀乃指示於七月十五

日眾僧夏安居結束日，以百味飲食置於盆

中，供養三寶，仗此功德，得使七世父母脫

離餓鬼之苦，生人天中，享受福樂。  

由此可見，七月十五日舉行盂蘭盆法

會，齋僧供佛，此乃佛陀時代就沿習至今。

然而提倡供僧的意義，我認為應該是藉著僧

眾大集合的日子，給予僧眾一個講習的機

會，亦即在供僧法會中，聆聽高僧、大德的

開示和演講，一者擴大視野，接收新知識，

同時藉此機會，讓所有的出家眾的服裝、禮

儀和制度等，都得以統一，也讓各道場法師

們互相聯誼交流，觀念得以溝通，達到共

識，這才是舉辦供僧的真正意義。  

此外，長久以來我也一直呼籲，希望

佛教界能建立「三寶節」的共識，即：四月

八日佛陀降誕日為「佛寶節」，要浴佛滌

穢；十二月八日佛成道日為「法寶節」，以

臘八粥供佛饗眾；七月十五日佛歡喜日、僧

自恣日為「僧寶節」，藉「盂蘭盆法會」提

倡供僧種福田。  

僧是人天的福田，供僧其實是供養三

寶，應以佛法僧為主，令佛法久住。現在供

僧法會一年比一年盛大，受到社會各界人士

的重視，因此近年來佛光山積極提倡「道糧

齋僧功德回向法會」，期將齋僧功德意義擴

大到「不是供養熱鬧，而是供養辦道；不是

供養個人，而是供養大眾；不是供養一餐，

而是供養全年；不是供養一時，而是供養永

生。」  

甚至不僅舉行孝親報恩供僧法會，佛

光山派下各別分院更在七月份每天誦經回向

熱心護持的檀那及其宗親父母，並以佛教平

等普濟六道群生的性格，定期舉行瑜伽燄

口、三時繫念、普佛拜懺等佛事法會。主要

目的是希望藉此一個月的佛事法會，把民間

視為「鬼月」的七月轉化為慎終追遠，感念

親恩的「孝道月」。 

同時破除一般民間對七月的種種迷

信，不要因為民間牽強附會，大家七嘴八

舌，搞得一般社會大眾到了七月總是「七上

八下」，認為諸事不宜。其實，佛教講「日

日是好日，月月是好月」，所以應該在七月

成辦的事，什麼都可以去做，實在不必為了

無稽之談而自亂生活步調，甚至因為疑神疑

鬼而徒讓心靈蒙上陰影，這是大家對七月應

有的正確認知。（星雲大師） 



7 月 12 日下午一點半，巴黎協會 2020

年第五次聯合會議，在 ZOOM 會議室召

開，由協會輔導妙多法師及協會王愛漣會長

主持。第五分會會長林小秋擔任司儀，包括

分會輔導法師，協會理事，各分會會長，幹

部等共 82 人出席會議。 

會議針對五項提案進行討論及說明，

包括由於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巴黎協會會

長、理事及督導長改選延後一年。2020 年

巴黎協會會員結緣品、會費等。9 月 19 和

20 日「歐洲文化遺產日-佛門開放日」活

動，及 2020 年盂蘭盆法會等。此外，巴黎

佛光青年分團在會議上播放三好微電影與大

眾分享，發揮愛心，傳遞正能量。會議在妙

多法師的期勉和祝福下圓滿結束。 

◎巴黎協會第三、四分會的第十五期

讀書會，於 7 月 1 日晚八點半舉行，共 108

位佛光人在覺衍法師的帶領下一起在

ZOOM “空中”繼續學習《認識地藏王菩

薩》，該課程對歐洲所有的會員開放，大家

熱情高漲，八點二十分不到就已經額滿。法

師講解對「新亡者」如何幫助救度，然後詳

細介紹了《地藏本願經》中對已墮惡道者不

同情況下應該用什麼樣的方法得以解脫。 

7 月 6 日，巴黎協會第三、第四分會晚

上八點半於 zoom 線上上課，由覺衍法師帶

領大家學習《普賢行願品》共 81 人與會，

主要學習普賢菩薩十大願中的「請轉法輪」

和「請佛住世」。法師以三點來說明請佛住

世的緣起，聖賢的禮遇和如何請佛住世。整

節課覺衍法師詳細入微的講解請轉法輪和請

佛住世的含義和我們應該如何修持，體證分

享讓人產生信心，弘揚佛法也是每個人的責

任。 

7 月 15 日，巴黎協會第三、四分會的

第十七期「認識佛菩薩」課程，共 108 位會

員上線上課。覺衍法師以故事的方式，為大

家介紹有關藏傳佛教的觀音菩薩造型，並為

大家講解為什麼觀音菩薩會成為雪域的守護

神？千手千眼觀音的由來，十一面觀音所代

表的意涵，以及為什麼會有度母的產生等。

法師亦詳細講解了觀音菩薩的修持法門，叮

嚀大家課後要好好學習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

的精神，把握當下，精進學習，廣結善緣。 

◎ 7 月 3 日，巴黎協會五、八、九分會

舉行聯合讀書課程，共 35 位會員參加，由

如群法師導讀普賢行願品第九大願恆順眾生

和第十大願普皆回向。 

恆順不但是人道的眾生，包括恆順六

道四生一切眾生，恆順不同的根器，因此要

佛陀的八萬四千法門，來幫助能夠解除身心

苦惱獲得光明走向佛道。普皆回向是「法界

的圓滿」，普遍的、無私的、不管有緣無緣

不分別的、廣

大而沒有局限

的，全部分享

眾生。法師叮

嚀大家修學要

解行並重，發

願恒長，念念

相續，鼓勵我

們發願做一盞

明燈，發揮生

命光熱，照亮

溫 暖 周 圍 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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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會員  精進不輟 

巴黎協會  幹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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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9 日晚上八點，妙訓法師帶領巴

黎協會第七、第十一、第十三分會 ZOOM

線上讀書會，約 30 人參加，討論《普賢行

願品》第七大願「請佛住世」。 

請佛住世的現代意義是聖賢的禮遇，

以尊敬、供養、雅量來護持有賢能、有道

德、有學識之人，視他們為諸佛，請他們在

這個世間上廣結善緣，讓他們有很好的因

緣、方便，能可以教化眾生，也讓佛法可以

廣為流傳。另外，若人人承擔「我是佛」，

這樣我們就會行佛所行，做佛所做，法得以

久住。 

7 月 23 日晚上八點的讀書會，約 35 人

參加，討論《普賢行願品》第九大願「恆順

眾生」和第十大願「普皆回向」。當天是最

後一堂課，大家紛紛分享心得，表示受益良

多，在這新冠病毒疫情期間，常住安排豐富

的課程，每天忙碌上課學習，滋潤法身慧

命，覺得選擇佛光山為依止道場是件幸福的

事。 

◎第十六分會 7 月 9 日下午 2 點舉行視

頻讀書會，有 7 人参加，由妙元法師帶大家

導讀《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

賢行願品》，先讓大了解華嚴經的傳譯，有

六十華嚴、八十華嚴、四十華嚴，從晉朝到

唐朝，百年的時間翻譯華嚴經，大家對武則

天的護持翻譯工作很讚賞，佛教才能流傳。 

◎青年團的線上活動緊張有序，知冠

法師輔導多位青年團幹部參與“活動策劃”

為主題的分享活動，針對夏令營等活動策劃

進行分享經驗，相互學習。多位青年團團員

參加妙達法師的佛學課，並承擔讀書會代領

人。為了準備 9 月份的歐洲遺產日活動，青

年團幹部分別在每周日下午安排說明介紹各

殿堂、教室等地方也讓青年對法華禪寺更認

識。 

七月中，巴黎佛光青年團接到 2020 國

際佛光青年會議的重要任務，將承擔開幕式

的舞蹈節目。由於時間緊迫，青年團幹部號

召團員共十人加緊排練錄製，終於在 8 月 1

日大會開幕前兩天順利完成任務。 

每星期四晚間八點定期舉辦的督導線

上讀書會，由妙多法師導讀。7 月 2 日共有

15 人參與，選讀 1995 年世界會員大會的主

題《尊重與包容》。妙多法師首先播放一則

視頻，引導大家進入主題。隨後法師跟平時

一樣設立了”聞、思、修、證”四層次問題

讓大家複習文章，這樣使大家很快了解到文

章裡一些重要的內容，大家也都積極探討。 

7 月 17 晚的讀書會共有 12 位督導與會

共讀，與之前上課方式有所不同，妙多法師

別出心裁改變讀書會進行方式：即是選定大

師一篇主題論壇後，大家輪流做報告人，每

一次由兩位督導發心承擔，與會大眾再給予

回饋。當晚由徐美玉與陳秀娥兩位督導開響

第一砲，導讀《大師全集》第四類「講演

集」主題演說：《當代人心思潮》〈圓滿與

自在〉一文，並分享生活經驗。妙多法師隨

後以”三段式”宣講法的原則，指導督導們

未來在報告與分享時要注意的重點。 

協會督導  線上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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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3 日督導讀書會由妙多法師指導

胡小萍及鄭萱華分別為在缐上與 11 位督導

報告及分享《星雲大師全集》演講集主題演

說其中一篇演講〈自然與生命〉。最後妙多

法師鼓勵大家，讀書會能讓大家透過鏡頭講

話，分享心得，這是大家很大的收穫。在協

會，我們有善知識也要給別人好因緣，豐富

別人。做好自己的角色，隨順因緣。 

◎ 7 月 3 日晚八點半，第五期的社教課

程《佛教問題探討》在“空中”ZOOM 平

臺舉行，由妙多法師帶領學習，內容是《人

生》，因這個課程是對所有的歐洲佛光會員

開放，所以八點十五分都紛紛上線，參與人

有加拿大、英國、瑞士、西班牙、波爾圖及

法國等，總共有 106 位，所謂的國際性的學

習場所。 

妙多法師首先用 PPT 來列出六個問題

做為課程的總題綱，法師還用分享故事的方

法告訴大家對因果報應要有正確的觀念，並

且強調囑咐大家意念的重要性，然後分享了

慈航法師遺偈，奉勸一切眾生，時時反省為

要，每日動念行為，檢點功過多少。 

7 月 10 日晚共 104 位精進菩薩上線參

與佛教問題探討課程，當晚的主題是“生活

與修行”。課程開始妙多法師拋出了：“如

何平衡生活與修行？修行難嗎？你是修行人

嗎？”等一系列問題引導大家。接著妙多法

師分析了共修與自修的差別，最後分享如何

加強自我修行的密行。當晚課程內容豐富，

雖然都是一些基本的佛教常識，但卻也有許

多重要的觀念，一堂課下來大家受益良多。 

7 月 17 晚的課程有 105 位學員參與，

其中包括瑞士及波爾圖協會會員，還有英

國、以及遠在加拿大的冠媽媽。妙多法師主

要為學員介紹有別於一般的修行，所謂行住

坐臥四威儀，念佛，止觀，早晚課以外的五

種修持類別 : 1 三輪體空 2 四念處 3 佛光

三昧修持法 4 慈悲觀 5 禮拜 ; 中間也穿插

一些佛教觀念加以說明。 

7 月 24 日晚的課程有 105 位學員參

與，主要探討生死觀。其中包括瑞士、波爾

圖、英國、以及加拿大的會員，參與線上學

習。妙多法師針對八個有關生死的問題進行

詳細分析並舉例加以說明。妙多法師指出，

佛教徒應該要對生死建立正確觀念和心態，

只有了解它，正視生死問題，才能積極面對

生命，重視生活才懂得怎樣面對死亡，唯有

透過修行，才能出離生死。 

◎ 7 月 4 日上午 10 點的法語佛學課

程，由妙達法師帶領於 ZOOM 會議室上

課，有 22 位學員參加，學員有巴黎協會會

員，日 內 瓦 信 眾、佛 青、佛 光 之 友，由

Ivonne 為此次讀書會導讀〈十種幸福之道〉

之第六道--怎樣能成為受歡迎沒有怨敵的

人，並設置問題，大家就著問題分享自己對

直心結交善友，不生嫉妒之心，樂於分享他

人成就，讚歎別人的善行等，進行分享及讀

後感。妙達法師以「不以諂媚親善友，於人

勝法無妒心，他獲名譽常歡喜，不謗菩薩得

無怨」，為閱讀討論會做總結。 

網絡課程  加強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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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1 日上午 10 點的法文佛學課，由

妙達法師帶領在 ZOOM 會議室上課，25 位

學員線上學習，以國際佛光會大會主題法文

版〈平等與和平〉為題材進行研讀討論，由

巴黎佛青 Mélanie 帶領導讀。 

大家圍繞平等的定義、緣起法與平等

之間的關係等問題展開有趣、發人深思的研

討。學員們都很感歎平等對這個社會是如此

重要，也發願從自我做起，一起努力將平等

的觀念落實，去影響身邊人，繼而喚起地球

人的覺醒與共識。妙達法師也時時給予輔導

補充說明並解釋何謂「四姓出家，同為釋

氏」的來源。全場討論會以法語交流，在祥

和歡樂的氛圍中進行。 

7 月 18 日的法語佛學課有 20 位學員參

與學習，閱讀法文版第七屆國際佛光會主題

〈自然與生命〉，由佛光青年 Clément 導讀

並設置問題討論及分享讀後感，妙達法師指

導。摧毀自然就是摧毀生命，學員們討論解

救方案，大家認為必須從自我教育著手，如

政府強制令，自覺，團體力量來喚起人類環

保意識，保護自然。 

◎由覺衍法師開設的「認識佛菩薩」

課程於每週二下午兩點，透過 Zoom 的視訊

平台為佛光會員授課，每次均有 80 多位學

員上課。七月份的四次課程中，法師分別為

大家講解佛教的基本教義:「三法印」、

「四聖諦」、「十二因緣」與「緣起法」。 

7 月 21 日講解的「佛陀的教育法」是

該課程的最後一節課。覺衍法師最後勉勵大

家在修行路上要多加精進，應要把修行當成

重要的事情。要知道無常，要明白世間因緣

法。修行要及時，學佛是要學習轉念，改變

觀念，去除執著，這樣人生才會自在。 

◎由妙訓法師開設的佛學課程每週五

在線上舉行，7 月 3 日下午兩點，妙訓法師

透過 ZOOM 視訊為 85 位學員線上授課「禪

學-禪宗傳承」。妙訓法師依據《六祖壇

經》曹溪本的說法，把禪宗的傳承分成三個

階段，為大家逐一介紹，讓學員們對禪宗的

傳承與思想有了一個全面的了解，受益良

多。 

7 月 10 日下午的課程有 95 人網上參

與，妙訓法師教授「禪學 -禪的修持方

法」，主要針對習禪的實踐法門。法師說明

禪是有情眾生的清淨本性，禪幫助人類找回

自己本來面目，在紛擾複雜，快速變遷的

21 世紀，人們更需要禪來安定人心，因此

禪的影響力非常之廣泛，不管有沒信仰，都

受到東西方人士的喜愛，未來將是禪的世

界。最後法師示範天台六氣治病法，大家跟

著一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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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 日下午，妙訓法師教授「佛教

的主觀與客觀—十八界—心物結合的世

間」，有 96 位學員參加課程學習。妙訓法

師引用〈心經〉經文來闡述佛教的世界觀。

佛教的五蘊、十二處、十八界都是在說明宇

宙萬有的主觀條件與客觀環境。佛陀將宇宙

萬有的事物，歸納為色、心二法，也就是物

質現象與精神活動。7 月 24 日下午的課程

教授「佛教的主觀與客觀—十八界—心物結

合的世間」，有 107 位學員，其中包括西班

牙，瑞士、德國等協會會員一起參與線上學

習。 

◎每周三下午 14:00 妙希法師帶領巴黎

及丹麥協會會員閱讀星雲大師著作《佛法真

義》，每次約有 50 人參加。7 月 29 日最後

一堂課閱讀〈危機意識〉，文章的第一段闡

述了：人要有「危機意識」，才能安然生存

於天地之間。《八大人覺經》說：「世間無

常，國土危脆。」就是說明了「天有不測風

雲，人有旦夕禍福」。誰都不知道明天、未

來會發生什麼？所以人要有「居安思危」的

危機意識，尤其要懂得「有備無患」，要培

養處理危機的能力。文章裡提到坊間有很多

標語例如：「馬路如虎口」、「天堂不遠，

超速就到」等等。都是警示喚起我們的危機

意識。佛教也不例外，是一個充滿「危機意

識」的宗教。  

每週日下午 14:00 妙希法師帶領巴黎及

丹麥協會會員一同研討滿謙法師主講的《普

賢菩薩行願品》佛學課程。7 月 19 日是最

後一次上課，課程內容為普賢菩薩第十大願

「普皆回向」，「普皆回向」是「自利利

他」，是「功德的圓滿」，是「三輪體空」

的圆滿實踐，也是十大願最圓滿的總回向。

「回向」是將自己所修的功德、智慧、善

行、善念「回」轉歸「向」給法界眾生。

「回 向」含 有「給 人」、「布 施」、「分

享」、將修行的功德「寄存」在佛國福田和

「播種」等意思。 

◎每週四下午 14:00 知忠法師帶領巴黎

及波爾圖的會員閱讀星雲大師著作《我不是

呷教的和尚》，並帶著大家練習「聞、思、

修、證」四層次讀書結構法。經過幾個月的

練習，這個月開始請學員們輪流帶領，7 月

9 日由鄭嬌鳳師姊發心擔任第一次的帶領

人，7 月 16 日由張春暉師姊發心帶領，兩

次的實作經驗都讓帶領人進步成長許多，而

會員們也給予很好的回饋。7 月 23 日開始

進入思層次的閱讀法練習，知忠法師教導大

家從已知的文章內容來思考文外之意，並透

過提出疑情與找答案的過程，增加了閱讀的

厚度及深度，大部分的學員都反應收穫很

大，這樣的讀書方式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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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線上專題課程《梁皇寶懺》第三

課，於 7 月 11 日由法蘭克福佛光山妙衍法

師在 Zoom 教室，為 74 位來自歐洲各道場

及協會的學員和 240 位觀看 youtube 直播的

佛光人們，深度剖析梁皇寶懺卷五與卷六的

實相密意。 

妙衍法師強調第五卷和第六卷是本懺的

核心，旨在勸導行人發露懺悔，解冤釋結。

雖然課前大家都有預習，但隨著法師的連珠

妙語，系統深入地學習經文要義，並結合生

動的事例及自身感悟，都各有所悟，更進一

步地對懺文有了新的認識。 

法師最後叮嚀大眾，不要好高騖遠，先

從當下自己身邊的親近之人入手，以真誠懇

切的心態懺悔改正，讓自己的心念與聖人相

應，如是善護念，如是解怨結。雖然課時有

限，但大家感慨無窮，課程結束之後，紛紛

在梁皇寶懺課程群組中分享自己的心得與收

穫，將佛法從經本帶入生活，發願精進佛

道，共創人間淨土。 

7 月 24 晚的課程的重心在《梁皇寶

懺》的第七、八卷，由英國曼城佛光山監寺

妙諦法師講述，本次課程共計 76 位來自歐

洲各道場的法師和佛光人參與 Zoom 教室，

同時在 Youtube 平台上也進行直播，共吸引

約 211 人在線聆聽。 

妙諦法師以「跟著梁皇寶懺去修行」為

題，講述《梁皇寶懺》為懺中之王，是一套

非常好的修行寶典，因為其能引導眾生如何

修行和行菩薩道，法師運用分享懺文中的故

事講說卷中具體內容並詳細說明七、八卷的

儀軌程序。 

為強化歐洲佛光幹部對佛光會宗旨理念

的認識，熟悉會務運作方法，國際佛光會巴

黎協會於 7 月 19 日晚間，舉辦線上精進幹

部講習會課程，近 100 位協會理事和分會幹

部委員參與，其中包括葡萄牙波爾圖、丹麥

協會幹部。由協會輔導妙多法師及各分會輔

導法師透過 ZOOM 平台進行線上授課，以

國際佛光會秘書長覺培法師「佛光會務講

座」為題材，從學佛迷思、宗旨理念、會務

運作、開放提問四個部分展開。 

學佛迷思由如群法師和知忠法師以提問

方式進行，分別以「佛是神、學佛，老了再

說、學佛，是迷信、念佛，求解脫、有佛法

就有辦法、自身難保，自了就好」等 15 個

是非題，讓與會幹部回答，在問答中釐清觀

念，建立學佛的正確心態，及人間佛教的思

想理念。 

佛光歐盟  幹部講習 

專題課程  深入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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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會是怎樣的一個團體？妙訓法師闡

述佛光會是由會員和管理層組成的一個佛教

團體，以修學、弘揚佛法為目標，為在家居

士提供實踐菩薩道的一個平台，它的精神理

念、會務必須要建立在人間佛教思想上。會

員首先要了解團體組織結構及理念，透由舉

辦家庭普照、會員家庭聯誼、佛光三好人

家、表揚新入會員排行榜、佛化婚禮等方

法，接引人加入佛光會。會長人選必須要認

同佛光會的理念，具有團隊精神、懂得分層

管理、善用人才，並開發會員潛能。 

妙希法師針對會員老化指出，星雲大師

組織佛光會，對會員從出生到老死，做了全

生命的教育關懷，不要怕會員老化，長者可

傳承經驗，重要的是要接引青年，讓會員年

輕化。為讓會員安定下來，幹部可藉由舉辦

三皈五戒、讀書會等活動，委以重任，讓會

員有機會發揮。 

佛光會幹部必修十堂課，由妙多法師和

妙達法師輪流教授，從「司機與乘客、相互

依賴、知人善用、是非分明、不延誤問題、

積極學習、協助成長、正確就要堅持、檢視

三要、世代交替」，說明佛光會幹部對佛光

會的組織理念、宗旨必備的十個重要基本觀

念。妙多法師表示，佛光會強調「制度領

導、集體創作、唯法所依、非佛不做」，凡

事不能只有會長一個人做，會長與組長兩者

必須相輔相成。每位幹部盡自己的職責本

分，提攜後進，不捨棄任一會員，才是協會

分會的活水來源。 

「怎樣提高會員積極參與活動？」巴黎

協會會長王愛漣提問，妙多法師回應，首先

會員對團隊要認同，因每個人加入佛光會的

因緣不一樣，幹部們需要巧智慧心，善巧方

便引導，了解對方愛好，如喜歡素食的就辦

素食活動；喜歡玩的就辦山水讀書會；喜歡

拜佛的引導來佛堂參加法會等。 

課程最後，妙多法師以大師的話，「對

自己要不忘初心、對他人要不念舊惡、對分

會要做不請之友、對活動要不變隨緣」與大

眾共勉，期許大家發心承擔，從自我做起，

自我成長、自我提升、自我肯定。 

兩個小時的課程，讓在場的大眾對佛光

會的會務運作及自己的責任有更清楚的了

解，表示以後會積極參與協會、分會的活

動，並接引更多人進入佛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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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軍八年的佛光山法華禪寺敦煌舞蹈

團，自成立以來，團員們堅持每週日下午在

法華禪寺禪堂進行排練，今年受到新冠病毒

疫情影響，被迫停止團練；儘管法國已經第

二階段開放，但多數人還是小心謹慎地居家

防疫，減少外出感染。 

為使團員精進練習禪舞基本功，佛光

敦煌舞蹈團班長溫肖丹與法華禪寺監院妙多

法師協商後決議展開遠距線上教學，透過

ZOOM 網絡平台，7 月 5 日下午開啟了近四

個月以來首次的線上直播舞蹈課程，共有八

位團員在雲端相會、以舞會友。 

雲端舞蹈課程由向台灣「敦煌禪舞

集」鄭秀貞老師拜師學藝的顧青老師教導，

伴隨著輕柔的樂曲，帶領學員熱身、拉筋，

並且練習「鬆椎禪」，以樂靜心、藉舞調

身。她勉勵學員希望敦煌舞團可以越來越

好，有更多的人能參與進來。 

目前遠在上海的舞團首任指導老師蔣

然參與此次雲端課程，她讚歎團員們的堅

持，也鼓勵大家要精進不懈的練習，並感謝

網路科技拉近了彼此的距離，發心未來願意

協助舞團，承擔必要的音樂剪輯、錄製舞蹈

影片，以提供作為雲端課程教材。 

殷殷期盼中，佛光山法華禪寺敦煌舞

團與台灣敦煌禪舞集藝術總監鄭秀真老師，

穿越時空於雲端上相會。7 月 19 日下午 3

點，烈日炎炎，10 位團員一如往常堅持不

懈的相約在 zoom 線上平台，感謝鄭老師遠

距離「空中」指導，藉舞練心。 

曾遠赴甘肅藝術學校，於敦煌舞蹈創

始人高金榮門下，鑽研敦煌舞的鄭秀真，受

到星雲大師倡導的人間佛教影響，長期深

耕，將敦煌舞蹈文化與佛教藝術結合。身為

佛光人的他，不斷推廣「藉舞修心」理念，

將舞作融合佛教精神，化為特有的禪舞風

格。 

該敦煌舞蹈團與鄭老師結緣於去年的

密集培訓課程，今年因為疫情之故，學員們

改由線上練舞。監院妙多法師因此力邀鄭老

師遠距授課，儘管台灣與法國兩地的時差，

鄭老師仍不辭辛勞的應允線上教學，令學員

們歡喜不已。 

伴隨著輕柔的樂曲，鄭老師帶領學員

們熱身、拉筋、熟練「鬆椎禪」，並且詳細

的講述敦煌舞者需要注意的手勢、表情、神

韻及慢走等一系列的禪舞細節。之後，鄭老

師播放「晨鐘偈」，帶領大家靜坐，透過聆

聽美妙的音聲，調養氣息，放鬆身心。藉舞

修心，讓學員們禪悅法喜，從而達到身心合

一；藉由禪舞，讓學員們感受禪的靜謐與專

注。  

敦煌舞團  國際連線 



2020年7月                                          11 素食美味      

                -※- 素心卷 -※- 

材料（6 人份）： 

絹豆腐（或用嫩豆腐） 1/4 塊、山東

大白菜 150 克、香菇 75 克、素火腿 5

克、竹筍 75 克、白果 8 個、絲瓜（或用角

瓜） 1/4 條、少許鹽、 澱粉適量、素高湯 

1 大匙、老抽少許、黑胡椒粒少許、香油少

許 

做法： 

1/ 大白菜、香菇、素火腿及竹筍切絲

備用。 

2/ 起一熱鍋，依序加入香菇絲、筍

絲、火腿絲及大白菜絲。炒香後，再酌加老

抽與黑胡椒粒略微翻炒，起鍋前淋些香油並

拌入干澱粉，作為內餡。 

3/ 絹豆腐切薄片（約長 10 公分 * 寬

8 公分 * 厚 0.5 公分）攤開，鋪上內餡後，

輕輕捲成圓筒狀，平擺在盤心。 

4/ 絲瓜切除稜角後去皮，切成 2 公分

長條形，用滾水氽燙後沖涼瀝乾，置於絹豆

腐卷之上。 

5/ 白果放入熱油稍炸撈起，整齊排放

於絹豆腐卷兩邊。 

6/ 將素高湯加 1 碗水（放一點鹽）煮

沸後，隨即以澱粉加水。勾芡後起鍋，均勻

淋在豆腐卷、澎湖絲瓜、白果上即可。 

小貼士：將絹豆腐薄片下方放張保鮮

膜，以方便捲成圓筒狀。 

           -※- 番茄面線 -※-  

材料（4 人份） 

面線 300 克、番茄 5 個、金針菇 150

克、新鮮香菇 6 朵、醬油膏 1/4 小匙、冰

糖 1/4 小匙、鹽適量、九層塔少許 

做法： 

1/ 番茄切片；金針菇洗凈去尾；香菇

切片。 

2/ 起一熱鍋，爆香番茄，依序放入醬

油膏、冰糖、金針菇、香菇絲、10 碗水。 

3/ 待湯汁沸騰後，以鹽調味，最後放

進面線、九層塔，煮開後熄火。 

小貼士： 

面線放入湯內之前，要先過水，可避

免過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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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SON  
Michel       10€ 

 薛 強  10€   

     

佛光世紀贊助名單    

諸諸供養中      法供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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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4/8 二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8/8 六 觀音法會  10:30    

9/8 日 地藏經共修法會 10:00    

16/8 日 地藏經共修法會                        10:00    

19/8 三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23/8 日 地藏經共修法會 10:00    

27-
30/8 

四
日 

盂蘭盆報恩孝親梁皇
法會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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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剛經共修法會 10:00    

27/9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巴黎佛光山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1/8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4/8 二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8/8 六 觀音法會  11:00    

15/8 六 凈行品共修法會 14:00 

19/8 三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22-
23/8 

六
日 盂蘭盆法會 10:30 

29/8 六 佛光三昧共修法會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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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修法會暫停  

17/9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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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