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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紀元五十五年 

十三日是農曆二月初一，八十三年前的今天，星雲大師剃度出

家，至今已高齡九十五歲，弘法腳步仍未停歇。為紀念此日，佛光

山定為信徒香會。 

今年因疫情關係，佛光山寺主辦、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特別承

辦了一場殊勝的「佛光山 2021 年禪淨共修獻燈線上祈福法會」，

在佛光山大雄寶殿成佛大道舉行，全球有十萬名信眾透過電視、網

路直播參與共修，並以多種語言宣讀文疏，打破地域、種族和語言

障礙，以此彰顯星雲大師慈悲、度化眾生、弘揚「人間佛教」的精

神，並祝願大師法體康泰、所有僧信平安健康，疫情早日遠離。 

這場線上祈福法會，全球佛光人透過人間衛視、YouTube「國

際佛光會中華總會」頻道，以海內外同步方式，克服時差、超越距

離，共同修持，今年適逢佛光會成立三十周年，別具意義。 

●法門眾多 禪淨為主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開示指出，佛法修持法門眾多，但以禪、

淨為主要修行項目，透過修行，可以增加福德智慧，減低貪瞋痴煩

惱，如此身心就能自在歡喜，所謂「貪瞋痴永盡」，就可以出離生

死煩惱，常住法喜、快樂。心保和尚表示，在《維摩詰經．佛國

品》裡，佛陀告訴寶積菩薩：「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

心淨，則佛土淨。」我們都希望世界祥和美好，但之前還是要回歸

內心，心淨就是沒有煩惱，心中沒有種種障礙，就像佛國淨土一

樣；「若煩惱不除，淨土也不知在哪裡」，因此懺悔發願，就是要

去除貪瞋痴煩惱、發菩提心，所謂「為菩提道，求生淨土」，期勉

大眾發菩提心，行菩薩道。 

佛光山 2021 年禪淨共修獻燈線上祈福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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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寺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致詞表

示，「病毒無情，人間有愛」，從去年新冠

肺炎疫情發生至今，已有一億一千九百萬人

罹病、將近兩百六十四萬人往生，雖然疫苗

陸續問世，但仍無法壓制大規模疫情；值此

人心惶惶之際，佛光山與佛光會僧信二眾共

同捐贈近五百萬個口罩與醫療用品，並透過

網路撫慰大眾心靈，互相關懷、打氣。 

慧傳法師指出，農曆二月初一是佛光

山開山星雲大師出家紀念日，也是佛光山傳

統的信徒香會，因此特別選在佛光山大雄寶

殿前舉行禪淨共修祈福法會，以彰顯星雲大

師慈悲、度化眾生、弘揚「人間佛教」的精

神，祈願大眾同心協力，虔心祈求諸佛菩薩

讓疫情早日遠離，人人平安、諸事吉祥。 

●獻燈法會 延續 30 年 

國際佛光會署理會長慈容法師指出，

禪淨共修獻燈法會已經延續近三十年了，今

年因全球疫情的關係，只能透過視訊，由佛

光山住持心保和尚帶領主法，祈求諸佛菩

薩、護法龍天加持，疫情早日消除，全球大

眾身心健康、平安自在。 

這場法會不僅以全球線上直播方式舉

行，且以中、英、法、日、韓、葡萄牙、西

班牙等多種語言宣讀文疏，全球不分地域、

種族和語言，信眾心意相連，共同修持，並

一起祝願星雲大師法體康泰、佛光山法務興

隆，所有僧信平安健康、疫情早日遠離。 

法會由心保和尚帶領大家聆聽星雲大

師原音〈為獻燈者祈願文〉，全球佛光人共

同為地球點一盞燈，為疫情、為天災、為戰

亂所籠罩的陰霾中，帶來光明，很多信眾聞

之無不感動落淚。 

●高空獻禮 無人機秀 

佛光山大慈育幼院生在法會中分別獻

唱〈偉大的佛陀〉與〈觀音靈感歌〉；佛光 



山叢林學院男眾學部、國樂團、天鼓擊樂團

表演氣勢磅礡的〈龍騰虎躍〉；佛光敦煌舞

蹈團則表演〈敦煌獻禮〉，除了天女之外，

首次有六名小小生力軍擔任蓮花童子加入演

出，舞者手持蓮花期盼淨土現前，也呼應星

雲大師今年新春祝詞「花開四季．耕耘心

田」意涵。 

在回向之後，有「吉星高照」無人機

高空燈光獻禮，由無人機隊在空中排成甘

露、漣漪、菩提種子、萌芽、大樹等圖形；

接著再排出「花開四季，耕耘心田」八個大

字，以及農耕、佛陀拈花、鳳凰展翅、蓮

花、星雲大師法相等圖形，為法會劃下圓滿

句點。 

●佛光山 2021 年禪淨共修獻燈線上祈

福法會，3 月 13 日於佛光山大雄寶殿成佛

大道舉行，法華禪寺同步直播，逾 300 位佛

光人居家透過 YouTube 平台與佛光山數百

位法師，全球佛光人線上同步修持。是日適

逢星雲大師出家 83 週年，禪淨共修懺悔發

願，功德回向，大師法體安康，法輪常轉 ; 

祈願世界和平，國泰民安、疫情止息、人人

身心健康。 

大師說過「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禪淨

共修」，佛光人當以佛教戒律為根本，以禪

淨做為修持。大師一生倡導「人間佛教」，

期許佛光人將佛教推動到社會家庭、到你我

生活丶到每個人心靈。今年禪淨共修祈福法

會選在 3 月 13 日，適逢佛光山傳統的信徒

香會(農曆二月初一)，為星雲大師出家紀念

日，不但代表著僧信二眾傳承著宗風思想、

努力弘揚「人間佛教」的理念，更代表著信

仰得以延續、綿延不斷，意義重大。 

「身為佛光人與有榮焉」國際佛光會

巴黎協會督導蔡有娣有感而發，首次參與線

上禪淨共修法會，法師整齊威儀令人攝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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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嚴殊勝的法會，更令人攝心。壇場的佈

置、法會順暢進行，無人機的精彩表演展現

佛光山「集體創作」的成果，期盼明年有因

緣回本山參加。 

「獻燈祈福法會的殊勝猶如靈山勝

會，彷彿極樂世界諸上善人聚會一處。」巴

黎協會會長王愛漣感恩佛光山秉持「無緣大

慈，同體大悲」的菩薩精神，為福利社會，

眾生而舉辦獻燈祈福法會，從中感受到星雲

大師無限的慈心悲願。 

佛光青年葉海，目前在中國，也傳訊

息給巴黎法師分享法喜，讚歎佛光山弘法與

時俱進，在大師出家日，佛光山信徒香會舉

辦如此殊勝莊嚴的法會，意義非凡。尤其無

人機表演，當大師在空中合掌祝福，猶如大

師親臨現場加持大家，簡直是「震撼人心，

感人至深」。  

第九分會溫肖丹則表示，螢幕上同時

呈現總本山與法華禪寺的子母畫面，同步聽

到法師們在宣讀文疏，又是一個驚喜！無人

機的表演，五顏六色的燈光相應在漆黑的天

空中，顯得格外的耀眼。天空中燈燈相連，

看到了最敬愛的大師，內心澎湃不已，淚水

不禁掉了下來，大師就是我們的明燈，能成

為大師的弟子，何其有幸！ 

第四分會鄭文娥說，法會中幾度熱淚

盈眶，想到自己和這麼多師父以及全球佛光

人一起共修，心中很是感動，身為佛光人太

幸福了，能在疫情這麼嚴重之下和本山師父

們以及全球大眾一起禮佛拜懺，是多麼不可

思議。 

巴黎協會會員葉金妹以恭敬虔敬的

心，穿海青搭縵衣全程參與線上修持，標記

法喜充滿。她說，壇場一片燈海，燈燈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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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照耀，照破無明黑暗，點燃光明希望。

並將修持功德迴向，祈願世界和平，疫情遠

離，生活回歸正常。 

巴黎協會會員鄭海琴則表示，感謝網

路無遠弗屆的傳播力量，雖然隔空，感覺與

法會現場沒有空間距離，如親臨現場一樣攝

受，殊勝無比，更難得是在空中與數百位法

師及全球佛光人共同修持，感受到「我在眾

中」的歡喜。 

佛光山海外巡監院滿謙院長於 3 月 20

日開講《華嚴經》。《華嚴經》是一部大

經，是進入大不可思議的經典。四百位歐洲

佛光人在線聆聽，跟隨滿謙法師一起悠遊華

嚴的智慧法海，進入圓融無礙的華嚴世界。 

滿謙法師首先介紹《華嚴經》是佛陀

初證道所說的首部經典，是對法身菩薩及大

心凡夫說，講一真法界，諸法實相，及如何

斷無始無明習氣的進階法門，並介紹傳入中

國的三種譯本。談到《華嚴經》與人生，滿

謙法師表示，信仰是人格不能缺乏的一部

分，而正信的信仰會引領大家走入圓融無礙

的精神世界，看到人生新希望，了解完整宇

宙人生的藍圖和智慧。同時提到善財童子五

十三參，從初發菩提心，到走入人間行菩薩

道，可見，《華嚴經》說的就是人間佛教。

《華嚴經》中提到修學的次第，從「信、

解、行、證」中入海印三昧，即「一真法

界」，而「一真法界」即十方法界，是當下

自在世界。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不要被

外境執著，保持平常心，便能離相覺照，體

會佛性平等。 

談到從《華嚴經》開展精神生活，法

師指出學習普賢菩薩「以普眼觀一切眾

生」、「知萬法唯心造，一切自如如」，才

能擁有完整人生觀；希望大家透過《華嚴

經》啟發心智，獲得「解脫、成所作智、平

等性智、妙觀察智、大圓鏡智」，從而能自

我肯定，誠實過真實生活，不評價自己和別

人，圓融世出世間法，消除矛盾和對立情

結，看出和實現人生新希望。滿謙法師再分

別從四分結構、五周因果、九會，詳細說明

經典的組織大綱；並將《華嚴經》從「境、

行、果」劃分。 

滿謙法師表示「悅讀華嚴經」共分四

堂課進行，之後的課程會詳細解說《華嚴

經》的「七處九會」及主要內容。 

深入經藏  讀華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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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會是怎樣的團體？” 爲了讓歐

洲各協會的會員們都能更瞭解佛光會的宗

旨、目標、性格及性質等，國際佛光會歐洲

各協會於 27 日特別舉辦"佛光會會員講習

會"，吸引了歐洲 18 個協會，近 600 位佛光

人共同參與。 

講習會由世界總會亞洲辦事處辦公室

主任有容法師主持。東南亞區副秘書長覺誠

法師首先為大家闡述佛光會的宗旨及目標。

其用佛光會會歌引出佛光會的宗旨是要恭敬

三寶，弘法利生，覺世牖民，要懂得尊重和

包容，比如南傳，藏傳和漢傳的佛教只是語

言和文化上的不同，所學的戒定慧是不變

的。人間佛教以人爲本，遵守五戒，行八正

道等，一定可以建設人間淨土。中華總會金

剛總召李德全分享佛光會裡的人間菩薩不只

是在各種講座中增加慧解，更是在各種活動

中行三好，實踐四攝，六度。 

佛光協會  講習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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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佛光會秘書長覺培法師則為大家

說明佛光會的性質及性格，佛光會要有信仰

的根性，普及的特性，現代的適性和國際的

廣性。要懂得慈悲包容，衆生平等，即尊重

家庭生活也重視社會福祉。 

接著中華總會南區協會會長林文輝分

享自己在參與佛光會的工作和培訓中，增強

各種能力，成爲公司發言人，並帶動全家人

一起參與童軍團，讓家業，事業，道業都越

來越美滿。會中也特別安排 Q&A 的環節，

法蘭克福協會會長劉波、倫敦協會倪世健督

導、會員鍾浴曦紛紛提出問題，與會嘉賓也

一一回答。 

歐洲佛光山副總住持覺容法師最後勉

勵大家:在熱心發展新會員之前，自己一定

要瞭解佛光會的宗旨和目標，發願向創會會

長星雲大師學習，把慈悲，歡喜傳承下去。 

◎巴黎協會第 2、12、14 分會聯合讀書

會，每週三晚上八點半透過 ZOOM 平臺進

行，三月份共進行五次讀書會，每次均有

近 30 名會員參加，妙達法師到會輔導。第

18 期讀書會閱讀大師著作«人間萬事»之<女

人之怕>一文，由第二分會符芝瑛導讀。第

19 期閱讀〈耕耘心田>一文，由第十二分會

余麗英導讀。第 20 期閱讀〈口氣〉一文，

由鄭海琴分享「四層次」讀書法。 

第 21 期讀書會閱讀〈一時與一世〉一

文，由第二分會寗蓉芳導讀。3 月 31 日晚

第 22 期閱讀〈修行〉一文，由第十二分會

長金康亮導讀。 

妙達法師總結說明， 發心要有目標， 

有目標才會有動力，有動力才能有成就，因

此發心是成就目標的動力、因緣。佛教講發

心立願，發心後要有願力，目標，才會堅持

去完成，不然發心不會持久。 

◎ 3 月 28 日下午兩點半，巴黎幾個分

會和丹麥協會共 40 位會員進行聯合讀書

會，由潘建良帶領，輔導妙希法師列席參

加，閱讀大師文章〈忙就是營養〉。大家分

段閱讀文章，明白文章大意，隨後在妙希法

師指導下，帶領人帶領大家剖析文章，並進

行心得分享。 

大家也很感謝佛光山的法師，舉行多

場線上經典講座、佛光會會務講座和共修法

會等，使佛光人在閉關時期也「忙」起來。

最後妙希法師叮嚀大家要發心承擔讀書會帶

領人的任務，有承擔才有學習的機會，勉勵

參與者要要努力，把自己「忙」過來。 

◎由巴黎協會督導、理事與分會長組

成的般若讀書會，於 3 月 30 日晚上八點半

開啟第一次課程，王愛漣會長帶領導讀，

共 26 位會員幹部參加，協會輔導妙多法師

到會輔導。第一次讀書會選讀大師文章〈貴

人在哪裡？〉 

妙多法師首先為大家詳細說明讀書會

的進行形式，勉勵大家要積極發心、敢於承

擔輪流學習來做讀書會的帶領人，要學習寫

記錄寫日訊，說明讀書會是一件非常歡喜快

樂的事情，也是我們學習、分享、交流快樂

的平台。 

在妙多法師的鼓勵之下大眾豁然貫通

以最輕鬆又開心的心情展開了讀書會，王愛

漣會長以虔誠恭敬的心帶領著大衆恭誦心經

一遍，然後閱讀大師的文章，以分段式讓大

家輪流閱讀，以聞思修正四層次的方式完成

此次讀書會。妙多法師讃嘆大家都很踴躍，

暢所欲言來分享，希望大家還要繼續努力學

習，有承擔就是學習，自我成長。 

會員讀書  書墨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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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法華書院 3-4 月線上佛學課陸續開

課，均通過網絡進行線上學習。每週進行的

課程也吸引不少會員、信眾踴躍學習，自我

提升。 

◎《金剛經》課程繼續由妙訓法師授

課，於 5 日下午 2 點半開第一節課，有 120

位學員參加學習。首次課程主要是回顧複習

上季所學內容。法師表示，《金剛經》是建

立在空的思想上，主要強調離相修行，破除

吾人對法我的執著，教導如何行菩薩道，以

及說明諸法實相非相，一切法畢竟空的般若

空性道理。  

◎由妙達法師教授的法文佛學課《十種

幸福之道》於 6 日下午 2 點開課，有巴黎青

年、信徒、日內瓦信徒等 20 位學員線上參

與學習。妙達法師首先為學員說明〈十種幸

福之道〉出處，介紹《佛說妙慧童女經》的

緣起，八歲童女過去生因緣，星雲大師對此

經的推崇，此經對女性成佛的肯定及女性對

佛教的貢獻。 

課堂中，法師與學員互動，討論為何女

眾學佛比男眾多，如何度人學佛，女眾的地

位(古今對比)等等問題，學員也發表各自的

想法和見解。 

◎為了讓大家明了百法以通達智慧之

門，3 月 8 日法華禪寺覺衍法師繼續講授百

法名門論的第二期課程，吸引到 140 位佛光

人線上參與。覺衍法師先帶領大家複習第一

期課程中講到的百法的各個名相，並回答大

家針對五遍行和五別境部分的問題。 

法師鼓勵大家不要害怕名相的繁瑣，珍

惜每次學習的機會，課堂上聽聞，課下仔細

思維，才能發現自己認知上的不足。希望大

家一起努力，完成百法明門論的課程後再接

再勵學習八識規矩頌，早日掌握唯識學的兩

門基礎課程。 

◎ 3 月 12 日，由妙元法師主講的「高

僧行誼」課程開課，共 89 位學員準時線上

學習，妙元法師以投影片方式，仔細又帶輕

鬆的語氣講述兩個故事，第一：開創法相宗

的無著與世親，無著為古代印度大乘佛教瑜

伽派的創始人，一生專志於弘傳大乘佛教。 

第二須達多長者，是位樂善好施的大慈

善家，又稱“給孤獨”，建築“袛園精舍”

的因緣 ，以及佛陀把精舍命名為”袛樹給

孤獨園”的來歷。妙元法師並舉例生活中的

故事， 鼓勵學習佛陀傳的重要性， 學員積

極提問並回答問題，氣氛濃厚，歡喜又受

用，期待下周的課程。 

◎ 3 月 31 日下午的線上佛學課程，由

妙希法師主講佛法真意，共 86 位學員參

加。棒喝是禪宗的一句專有的名詞，以棒喝

讓學人自己去省思參悟。妙

希法師以此為主題為大家講

解其中之奧妙。課上，妙希

法師還為大家介紹始創禪宗

叢林的祖師：馬祖道一、制

訂叢林清規的祖師：百丈懐

海、開創臨濟宗的祖師：臨

濟義玄。臨濟兒孫滿天下，

佛光山正屬臨濟門下，弘化

遍及全球。「馬祖創叢林，

百丈立清規」對中國佛教影

響深遠，且具劃時代意義。 

線上課程  學習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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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供養，珍饈競飄香，青年拳心調鼎

忙，奉饗三寶遍十方，複施寒苦慰饑腸，安

樂法味畢竟證真常。3 月 7 日，歐洲佛光青

年團舉辦了一場“Cooking Shifu”線上美食

烹飪課，禮請歐洲佛光青年輔導妙衍法師、

知怡法師和知冠法師進行前菜、主菜與甜點

的現場教學，歐洲各道場約 50 位青年根據

喜好，分組學習。雖然烹飪水平因人而異，

但是大家在輕鬆愉快的氛圍中學習烹飪技

巧，積極推廣蔬食 A 計畫，從而減少碳排

放，愛護地球。環保與心保，捨我其誰。 

歐洲青年顯身手，香積國裡競長短。法

師老婆心切，講解周詳，學子心誠意專，亦

趨亦步。課程方結束，青年喜交流，各國食

材異，能思巧變通，疫情居家難相聚，線上

操作美味嘗，食物含情有溫度，歡喜無別共

呈祥。 

除了食物製作，還有蔬食知識問答，加

深大家對蔬果特性的了解，讓青年們在日常

烹飪中，做到營養均衡，吃出健康。 

如群法師開示，很多人對蔬食有誤解，

其實只要注意營養的搭配，吃素可以讓身體

更健康。選擇蔬食，不必勉強，而是以歡喜

心，循序漸進。從一開始的一月兩餐，到真

正的純素，減輕身體的負擔，熄除過分的煩

惱和慾望。 

現代人學習工作壓力很大，下廚料理是

很好的減壓方式，可以提升我們的創造力，

所以下廚是一種很好的修行方式，歷代也有

很多的祖師大德是從大寮中走出來的。無論

是什麼簡單的材料，只要我們用心烹飪，巧

妙搭配，就能做出上妙飲食。希望青年們，

將今天學習的烹飪技巧，運用到日常的食物

製作中，讓身邊親友也一起愛上蔬食，愛護

動物，保護地球。 

此次線上蔬食教學，以美食為因，由醍

醐甘露品上妙法味；以佛光為緣，由香積禪

悅建人間淨土。讓蔬食不在被抗拒，讓減碳

不在是口號，讓環保與心保融入生活的每一

分鐘。 

歐洲青年  學習蔬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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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9 日下午三點，妙多法師、覺衍法

師與有舜法師接受英國肯特大學博士生倪海

鷹之邀，進行視訊座談。倪海鷹是佛光大學

畢業生，目前就讀英國肯特大學博士班，博

士論文研究的主題是「個體在人間佛教中的

修行—大乘佛教的道德實踐」，以星雲大師

文化藝術弘法為研究題材。 

會議中海鷹提出問題，三位法師均針

對提問給予回答，希望對其論文能有所助

益。其中針對一筆字的推廣特別著墨，也提

出了因展覽而成功接引藝術家皈依、健行組

織與學校單位每年固定訪問巴黎館等成果。 

3 月 8 日上午梵諦岡教廷大使 Mgr Cel-

estino Migliore 來法國巡視，在天主教法國

傳教團大主教 Mgr Hervé Giraud 的陪同下，

特來探訪碧西市了解這個小市鎮得享盛名背

後的支柱— ERC 多元宗教文化會。 

上午先參訪碧西市天主教聖母堂，受

到教堂 Dominique 和 Michel 兩位神父的熱

情接待。下午兩點半，2 位大主教在 2 位神

父，本地幾個附屬單位的負責人，猶太教主

席 Claude，及回教的 Touhami 陪同，一行

14 人到訪 ERC 之總部法華禪寺，由妙達法

師接待，在大殿為貴賓簡介本寺遵循星雲大

師的人間佛教理念運作，Dominique 神父則

從旁補充。 

法國疫情狀況不甚樂觀，令人擔憂不

已。3 月 18 日上午， Tellus group 公司董事

長陳獻林，總經理陳良金，執行董事金少明

前來法華禪寺，贈送 400 個 FFP2 口罩及

6000 個醫療用口罩。 

妙多法師代表常住贈送大師新春墨寶

春聯，及著作包括《獻給旅行社 365 日》、

《貧僧有話要說》、《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

懷》等書籍與之結緣。三人至殿堂禮佛，表

示讚嘆及歡喜看到法華禪寺這麼莊嚴的道

場，並向法師表示，公司就在法華禪寺附

近，未來如果再有需要口罩，他們會再送過

來。 

3 月 19 日晚上八點半，佛光中文學校

於 ZOOM 召開校務會議，由妙多法師與王

嫣文教務長主持，兩校區老師共 19 人與

會。會議首先針對政府實施封城，中文學校

立即改為線上授課進行說明及工作部署。 

與會老師也針對之前線上課程遇到的

問題提出改進措施。隨後討論線上結業典禮

事宜，包括線上舉行結業典禮、靜態展示、

節目表演等相關事宜。妙多法師最後表示，

這是一次全新集體創作的作品，感謝各班老

師費心，也希望儘量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3 月 28 日下午兩點，佛光山歐洲教區

法華青年書院 「與禪有約」主題講座第二

次課程，邀請法蘭克福佛光山監寺妙衍法師

教授禪繞畫，共 30 多名青年及佛光人參與

學習。 

課程先由知忠法師帶領進行十五分鐘

禪體操、靜坐，讓大家先淨心。隨後由妙衍

法師帶領進行主題課程禪繞畫，以畫入禪，

禪中創作。最後進行綜合座談，青年們暢所

欲言，心得分享。 

法蘭克福 王一斐：十分感恩知忠法師

的禪修帶領和妙衍法師的禪繞畫介紹。使我

能從平時緊張忙碌的生活中回歸自心，享受 

人間佛教  論文採訪 

法華青年  與禪有約 

教廷主教  認識佛教 

企業高管  捐贈口罩 

中文學校  校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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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刻安寧。知忠法師提醒我們不要忘了享受

呼吸。當心念回到身體的家，我才在那一刻

真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妙。在跟著妙衍法

師學畫禪繞畫後，看著一朵朵小花在紙上綻

放，我欣喜地發現原來自己也可以靜下心來

享受畫畫的過程。能將心念專注於筆尖，了

了分明地用一筆一畫勾勒出心中的花朵，真

是一種美好的體驗！由衷地希望這種滋養心

靈的禪修活動能夠經常舉辦，它是當代青年

的迫切需要。 

上海 謝昇華：感覺禪繞畫是一種積壓

的釋放，是另一種好入禪門的修行方法。畫

畫中很容易對身心攝受。初拿畫筆，感受到

每一筆的線條都是心在畫，而慢慢的，心裡

的壓力就得到了釋放。然後就感受到專注力

的限度，感受到禪定功夫的差距。 

與禪繞畫不同的是，法師們告訴我

們，畫可以隨時提起，隨時放下，不必趕

工，不必提前構圖，且練習專注，提起，想

畫啥畫啥，突破了很多對生活中的執念。給

人無壓力感，這樣的無要求也是能讓現代快

節奏社會下接觸佛教的源源不斷的動力。禪

繞畫的線條簡單，但勾勒的圖形非常非常好

看，畫著畫著就想要去多畫一會兒，和自己

的本心在一起，多待一會兒。 

上海 王初陽：作為一個專業學平面設

計的人，慚愧沒有瞭解過“禪繞畫”這樣一

個門類，以前有遇見時沒有深入瞭解，只以

為是“鋼筆畫”或者“線條畫”。感恩法師

們的分享，突破專業的壁壘，讓所有人都

“大膽嘗試”。我想這也給各種專業領域的

人們一個啟發，不要吝惜自我的“技藝”，

要鼓勵所有人都嘗試各種領域的事物，不要

在自己心裡就把自己或者“別人“歸類為

“不 專 業”，不“專 業”但 不 妨 礙“專

心”。這也符合現代社會提倡的分享文化

Sharing is Caring，分享精神就是佈施。 

深圳 別程：課後再看自己的畫，其實

可以從中看到自己心的變化，第一副是浮

躁，茫然無措的，第三幅是平靜，沉穩的，

第四副努力從原型中找一點自己創意的。原

來心到了，一切也就顯得那麼自然了。 

“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我們

的心中也有一個五彩斑斕的世界，只是我們

總是離它很遠，在萬花筒中一掃而過，很少

可以近距離去觀察和感受它。今天的禪繞畫

就是一個感受我們自己的世界，讓我們把內

心的世界表達出來的方式，以畫讀心，非常

的特別。不止是畫畫，無論是泡茶，插花還

是品一杯咖啡，我們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可

以用同樣的心去對待，才能在最後的呈相中

感受到每一個事物的別具一格和散發的美。 

用美的心去看世界，觀自我，我們的

心自然也會變大了。 

郭淑盈  10€  郭豐順 10€       薛 強  10€      

          

     

佛光世紀贊助名單    

諸供養中  法供養最    



 12 活動預告               佛光世紀法國版              2021年3月                                                                                                   

 

 

 

 

 

 

 

  

法華禪寺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4/4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00    

11/4 日 清明法會   9:00    

12/4 一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00    

18/4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25/4 日 金剛經共修法會  10:00    

26/4 一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2/5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00    

9/5 日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0:00    

12/5 三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16/5 日 
慶祝佛光日同步抄經 
「走過佛光三十」線
上論壇  

10:00    
14:00   

19/5 三 浴佛法會  10:30    

23/5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26/5 三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30/5 日 歐洲建寺祈福法會 10:00  

巴黎佛光山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3/4 六 清明法會 10:30 

10/4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12/4 一 光明燈法會 11:00 

17/4 六 淨行品共修法會 14:00 

24/4 六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1:00 

26/4 一 光明燈法會 11:00 

1/5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8/5 六 金剛經共修法會  14:00 

12/5 三 光明燈法會 11:00 

15/5 六 淨行品共修法會 14:00 

16/5 日 佛光日同步抄經 10:00      

19/5 三 浴佛法會  11:00    

22/5 六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4:00 

26/5 三 光明燈法會 11:00 

29/5 六 佛光三昧修持法會 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