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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這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衣服破了，要修補一下，傢俱壞了，要修理一下；頭髮亂了，

要修整一下，指甲長了，要修剪一下。不管日用、儀容，都需要修

理、修補、修飾、修正。乃至鍋碗壞了，也要修鍋補碗；鞋襪壞

了，也要修鞋補襪；人的行為有了偏差過失的時候，更需要修行。 

修行，就是修正行為。修行不一定要到深山裡去苦思冥想，修

行也不一定要眼觀鼻、鼻觀心的自我獨居；甚至修行也不只是誦

經、持咒、念佛、參禪。如果天天誦經拜佛，卻是滿心的貪瞋愚

痴、自私執著；不得法的修補，其修行為何？ 

修行，固然需要；修心，更為重要。行正心不正，有外無內，

這就叫做修行不修心，如此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修行，也能修心，

內外一如，誠於中，形於外，則必能凡事皆辦，凡修必成。 

不管修行或修心，應該從生活裡切實來修。食衣住行、行住坐

臥之間，乃至做人處事、交友往來、舉心動念、晨昏時空，都可以

修行。例如：穿著衣服，莊嚴整齊固然需要，但是即使破舊損壞，

只要清潔淡雅，也無不好，這就是穿衣的修行。飲食三餐，美味可

口，人之所欲，所謂粗茶淡飯，也覺得別有滋味，這就是飲食的修

行。 

居住房屋，深宅大院，固然很好；簡陋小屋，也如天堂，這就

是居住的修行。出門有汽車代步，快速敏捷；無車無船，也能安步

當車，這就是行走的修行。 

做事勤勞負責，求全求成；做人誠實正直，求真求圓，這都是 

生活中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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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凡是交往，情真意切；凡是接物，至

誠懇切，這就是生活中的修行。 

其他諸如經商的人，將本求利，貨真

價實，老少無欺；當官的人，為民服務，守

信守法，這就是生活中的修行。 

過去禪門大德們，搬柴運水、典座行

堂、種植山林、牧牛墾荒，甚至米坊篩米、

修鞋補衣等，這都是生活中的修行。 

所謂修行，就是先要把人做好。做人

如果尖酸苛薄、無信無義、無道無德、慳貪

吝嗇、陰謀算計；心性品德上的缺點不去

除，正如碗盤未洗，骯髒垢穢，如此怎麼能

用來盛裝美味的佳餚供人受食呢？ 

所謂「人成即佛成」！生活中的修

行，就是要讓自己做人無愧於天理、無負於

人道；如此修行，才是真修行也！ 

「慎終追遠，緬懷祖先」是中國傳統

孝道美德。4 月 11 日，法華禪寺啟建

「2021 孝親報恩清明法會」線上直播，一

天分四支香進行，從上午 10 點至下午 5

點，上下午各分兩支香別，每一支香別均

有 300 多人參與。 

法會由監院妙多、妙達法師輪流主

法，與常住法師一起領眾空中修持，禮拜

《慈悲三昧水懺》。由於疫情封城，信眾無

法到現場祭拜祖先，心香一瓣，線上跟隨法

師們虔誠禮拜，透過懺儀超薦亡者，並為生

者祈福。下午法會圓滿後，妙多法師為大眾

開示懺文義理。 眾生因為無明造作罪業，

所謂惑業苦，所造的業是不會消失，無法代

替，要明白業自作自受，如影隨形、業果必

報 ; 業有現報，生報、後報。 

唯有透過懺悔，改往修來，用善業稀

釋惡業。行者還要修四種觀行 : 觀於因

緣，觀於果報，觀於自身，觀於如來身 ; 

生慚愧二心，之後修發願回向，至此功德圓

滿。法師指出懺儀上卷是總相懺悔，中下卷

是別相一一懺悔，並為大家歸納整部懺儀的

重點結構，皈依三寶，禮敬諸佛，懺三障，

運七種心，修四種觀行、生二心、發願回

向。雖然不在道場，不少線上的大眾全程跟

隨法師禮佛拜懺，身心清淨。 

慎終追遠  緬懷祖先 



4 月 18 日下午兩點半，巴黎協會於

ZOOM 平台上，召開第十屆第十四次理事

會議。會議由王愛漣會長主持，包括協會理

事、分會會長以及協會輔導妙多法師、各分

會輔導法師等近 50 人出席參與。 

會議中除了跟進巴黎協會推動「蔬食

A 計劃」的成果之外，並再次提醒各分會動

員會員報名參與 2021 線上歐洲聯誼會。隨

後討論五項提案： 

1.推動「全球同步抄經修持」活動案， 

2.舉辦「走過佛光三十」線上論壇案， 

3.佛寶節，設立「家庭浴佛池」案， 

4.承辦「2021 年歐洲建寺祈福法會」

案， 

5. 響應「全球線上佛學會考」案。 

愛漣會長逐一帶領大眾發表意見，進

行討論，提案均順利通過。 

妙多法師最後說明，雖然受到疫情影

響，仍然無法聚眾舉辦活動，但所有線上的

課程或者活動，都持續不斷，歡喜見到大家

在佛法上的精進；再者表單報名，未來會當

作分會評鑑的參考依據，希望各分會要積極

推動所有提案。分會會長絕不能只做訊息轉

發的動作，更應該要多加關心會員，嘗試以

視訊與會員交流。 

◎ 4 月 7 日晚八點半，巴黎協會第 2、

12、14 分會透過 ZOOM 平台進行第 23 期

聯合線上讀書會，閱讀大師著作《人間萬

事》之〈快樂的來源〉一文，由第十四分會

長陳燕萍導讀，分會輔導妙達法師出席指

導，共有 31 位會員雲端共讀學習。 

大師在文章中指出六點快樂來

源 : 快樂來自家居和諧、天然

環境、人際關係、心胸寬廣、慈

悲喜捨、自己內心。會員們分享

自身經驗，在生活中如何找到

「快樂」，並積極討論讀後感。

妙達法師開示，大家要把快樂層

次提高，所謂慈悲喜捨，不但自

己快樂還要給人快樂。 

每週三晚的讀書會在四月份還閱

讀〈善知識〉、〈苦〉、〈祈福

與消業〉等文章，分別由第 2 分

會長徐美玉、第 12 分會長金康

亮、第 14 分會長陳燕萍導讀，

妙達法師均到會輔導。 

◎ 4 月 22 日下午二點半，第三分會舉

行幹部會議，討論如何執行協會近期活動的

各項事宜，計有周月萍會長、王美雲、陳秀

娥、陳樂賽等 10 位幹部與會，輔導法師覺

衍法師與協會王愛漣會長應邀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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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活動  多彩多元 

協會會議  討論決議 



  4 協會活動                                         2021年4月 

會中針對歐洲聯誼會、走過佛光三

十，以及蔬食 A 計畫運動、全球抄經活動與

佛誕節活動進行討論與決議。 

覺衍法師最後鼓勵會員，在疫情期間

保握機會多在佛學上下功夫。聽聞法師教

導，會議立即決定將已停數年的「善女人讀

書會」重新啟動，每周一次，由王美雲、陳

秀娥、周月萍、王愛漣等輪流帶領，希望能

讓會員有更多時間熏習佛法。 

◎ 4 月 23 日晚，第三分會重啟停辦許

久的分會讀書會，大家的心情即歡喜又激

動。9 位幹部準時上線開始討論主題--〈素

食的利益〉。首次讀書會由王美雲帶領，運

用聞、思、修、證四層次的方式開始與大家

進行互動交流，一起分析文章的重點，探討

大師文章裡告訴我們素食妙處在哪裡。 

首先由大家輪流朗讀文章，然後帶領

人以提問方式引導大家瞭解內容、消化文

章、思考文章中的實際意義。大家也踴躍的

回答，覺衍法師強調，吃素是為了長養人們

的慈悲心，大師常常教誨，人可以什麼都沒

有，但不可以沒有慈悲心。會中有幾位會員

也踴躍分享她們吃長素的心得與好處。經過

熱烈的討論與分享，大家都感受到素食的諸

多利益，於是第三分會決定全力推動會員於

初一、十五吃素活動，以響應「蔬食 A 計

劃」活動。 

◎ 4 月 25 日晚上八時，巴黎第八分會

舉行幹部讀書會，由蔣曉美會長帶領讀星雲

全集中《佛法真義》之〈慚愧〉、〈懺悔〉

兩篇文章，有 20 多位幹部參加讀書會，輔

導法師如群法師列席指導。大家先輪流讀文

章內容，然後消文。 

所謂慚愧，慚者慚已，愧者愧他，慚

恥之服，無上莊嚴，懂得慚愧才會力爭上

游，才能不斷淨化，不斷進步，昇華。懺

悔，懺者懺其前愆，永不復起，悔者悔其後

過，更不復作，只要肯認錯，改過，從反省

中使自己的人格道德向善。在日常生活中，

會造身、口、意的惡業，透過懺悔能讓人獲

得重生的力量，但要至誠懇切。罪業才能減

輕，消除。透過當天的讀書會，收穫滿滿，

個個法喜充滿。 

◎ 4 月 27 日晚，巴黎協會般若讀書會

透過 zoom 平台如期相約，由吳燕芳督導來

帶領導讀＜福報＞一文。吸引了 37 位佛光

人上線參與，現場氣氛熱烈，皆大歡喜。 

吳燕芳督導以「聞思修證」四個層次

深入帶領大家回顧文章裡的內容及重要部

分。接著播放一篇與文章相關的影片讓大家

更加瞭解福報的真正意涵。隨後，帶領分

享，現場的佛光人爭先恐後，勇於發言。特

別值得一提是項麗華督導長跨越時空，在國

內的夜裡，也上線參與此次的讀書會。她表

示自己的福報是通過別人的助緣，自利利

他。在國內，能夠帶領回到中國的佛光人去

祖庭參訪，廣結善緣，是自己最大的福報。 

最後，由妙多法師做總結，看到大家

積極的發言，氣氛活躍，甚是歡喜。鼓勵大

家要時刻把握當下，勇於承擔，期盼今後的

讀書會能夠有人毛遂自薦，為自己創造累積

福報的好因好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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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5 日是大乘百法明門論第五次上

課，共 144 位佛光人線上精進參與。首先

覺衍法師為大家複習八大隨煩惱，強調失念

就是失去正念，無法集中注意力於當下的所

緣境，其中掉舉、散亂、昏沈都與失念有

關，覺衍法師以精神狀態的好壞、所緣境是

否明確來為大家說明這三者的差別。同時舉

例說明放逸與懈怠二者的不同，並引用元

帥，將軍和兵卒來形容大隨煩惱、中隨煩惱

與小隨煩惱對我們修行的影響。 

課程中，學員紛紛提出問題，法師一

一為大家解答。最後覺衍法師提醒大家，學

習百法並瞭解這些煩惱心所，是要向內來檢

驗自己，切不可向外去衡量他人。很多人學

佛很久，都不知道要自我反省，只是向外以

此來評判、審度別人。 

4 月 26 號晚上八點半舉行本期最後一

堂課，學員們都很感恩這一期一會的學習和

法師耐心的講解，讓大家的八識田中留下百

法的種子，並期待下一期《八識規矩頌》上

再相會。 

◎法華書院線上佛學課《金剛經》由

妙訓法師主講，每週五上課時間均吸引線

上 100 多位佛光人參與，法師依照經本諸章

講解，4 月 2 日課程進入勸發奉持《金剛般

若波羅蜜經》的章節。 

之後幾次課程講解主題第十四分、轉

減宿業、忍辱波羅蜜、發大乘菩提心者才能

荷擔如來家業。課堂中法師不僅引經據典，

更透過歷史公案、佛門典故及生活中的例子

為大家釋義，讓抽象的經文變得淺顯易懂，

加深理解。 

課堂上，學員也不斷提出問題，如實

相再次提出疑惑。法師用淺顯例子說明實相

無相，又無所不相，如「人的各個階段的身

形、角色轉換等」。互動提問也增強了大家

學習的興趣和求知慾。 

◎由妙達法師講說的法華書院線上法

文佛學課，每週六在線上舉行，有來自巴黎

協會會員及瑞士等歐洲會員參加。此次課程

主講《十種幸福之道-佛說妙慧童女經》，

每次課程有近 20 名學員參加。 

4 月 24 日下午 2 點，妙達法師講解幸

福第三道，怎樣能使親友相處和睦、家庭美

滿 ? 法師首先總結第一點不搬弄是非，隨

後解說 2、幫助別人得到正確的見解 ; 舉

例說明正見對人生的重要性。何謂正見 ? 

正確的見解，正見緣起法，正見因果，不但

自己要具足正見，同時幫助別人建立正見。

也指出邪見的可怕，分析邪見的種類。課堂

上，法師與學員互動研討四大、五蘊、及如

何提升精神層次。 

◎由妙希法師講授的佛法真義課程， 

4 月 28 日研讀文章〈般若與智慧〉，共有

78 位學員出席參加。妙希法師讓學員分段

誦讀大師的文章，從而開啟大家的思維。隨

後為大家講解文章內容並引導大家思考。妙

希法師鼓勵學員在相信「因緣果報，善悪業

力，無常苦空，佛道永恆」的正見裡堅定自

己的信仰，知道「缘聚即生，緣散即 」的 

法華書院  線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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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法，悟到「真空妙有」的空性。更透過

不同的公案和故事讓大眾知道佛陀的方便教

化法門，不放棄任何眾生，讓眾生了解般若

人人自足。每個人的自性都具有般若本性，

只須內求，不必向外追尋。 

◎由妙元法師授課的高僧行誼課程，

四月份共舉行五次，每週五上課，每次均有

近百人參加。 

課程中法師透過講解或藉由影片，為

大家介紹高僧大德的故事，本月的幾次課程

主要介紹大乘居士維摩結、譯經聖手、印手

菩薩道 安大師、空有相融道生大師、興北

魏佛教曇曜大師、淨土宗盧山慧遠大師、天

臺宗初祖智顗大師、東土律祖道宣律師等。 

4 月 30 日最後一堂課則介紹百部論師

慈恩窺基和佛光山星雲大師，藉此介紹護持

佛教的孫張清揚居士的生平、 倪世健督導

與佛教的因緣，妙元法師提醒大家，要記得

歷史，沒有孫張清揚女士的及時發心幫忙，

就沒有星雲大師，課堂上氣氛濃厚，踴躍提

問，這期課程在歡樂中圓滿， 期待下一次

課程。 

4 月 25 日法華青年書院「與禪有約」

第三期課程「禪與詩」近 30 位青年參加，

知忠法師透過數十首詩詞，帶著大家進行一

場心的旅程。 

課程一開始，法師便分享「禪」是我

們的佛心本性；「禪修」便是找回這顆心；

所有能找回這顆心的方法都是禪法。課程以

詩詞為媒介，透過文字般若來反觀自照。 

數十首古典詩詞、古德詩偈以及經典

中的頌文引導大家次第尋心：第一章「問何

物能令公喜」練習打開五根觀察周邊美好事

物；第二章「求其放心而已矣」停下腳步，

和自己一起呼吸；第三章「少分解脫人，安

住清淨地」時時行三好；第四章「至道無

難，唯嫌撿擇」觀照第六意識的起心動念；

第五章「猶如木人看花鳥」以平等心看待四

時變化；第六章「何期自性，本自清淨」認

識自己本來面目；第七章「般若為導，心量

廣大」心懷社會，利益群生。佛教禪法與其

他宗教不同的就是「般若」，如果沒有般

若，至多也只能到達四禪八定。禪修的目

的，就是為了找回這顆平等廣大的心。 

為讓歐洲佛光人深入理解人間佛教思

想理念，了解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一生行誼

及慈心悲願，歐洲法華講壇線上課程，於 4

月 10 日開始連續三周，由西班牙佛光山監

寺覺心法師透過 ZOOM 平台導讀《星雲大

師全集》，吸引歐洲各地 325 人雲端超越時

空距離以法相會，與大師交會接心。 

覺心法師首先介紹《星雲大師全集》

是大師一生行佛歷程，全集字裡行間透露著

大師的慈悲和智慧，是一代大師外弘內證的

現身說法。隨後法師分享閱讀全集的感動和

歡喜，並以《生活中的修行》說明人間佛教 

與禪有約  禪詩對話 

歐洲課程  大師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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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行要在生活中實踐，具有人間性，利他

性。以早年親近大師的例子，分享大師如何

落實對人好，平等、心中有大眾，給的修

行，處處展現一代高僧人間菩薩性格。 

覺心法師提及當年受到大師一句「什

麼都可以沒有，不能沒有慈悲」的鼓勵，毅

然而然來到人生地不熟的歐洲弘法，及初到

瑞士弘法的心路歷程與大家分享，表示只要

有承擔，有願力，就能克服困難，自我成

長。 

課堂上，法師也為大家播放回顧星雲

大師寫作經歷的影片，也說明文字弘法意義

深遠。許多人幾度感動落淚，如群法師以

「一碗麵」的故事與大家分享感動，說明大

師心中永遠有別人。巴黎協會王愛漣會長表

示，很幸福跟隨法師們學習人間佛教。 

覺心法師最後鼓勵大家閱讀大師全

集，增強對佛教、佛法義理的正確認知、明

瞭大師致力於弘揚人間佛教的願力。弘法是

每一位佛光人的責任和使命，期許大家發心

發願一起追隨大師弘揚佛法，讓佛光普照三

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 

◎受歐洲疫情嚴峻的影響，歐洲許多

佛光會員返回中國暫居，4 月 3 日，在巴黎

協會項麗華督導長的帶領下，一行 15 人前

往朝禮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參與清明法

會，並參訪南京天隆寺，感受到佛光大家庭

的溫暖。 

歐洲佛光人抵達祖庭，受到監院妙笙

法師與法師們的親切招呼，熱誠接待，讓人

有回到家的感覺，法喜又感動。看到大覺寺

殿宇輝煌、嚮往以久的雲湖，特別是法師們

的威儀，莊嚴的壇場、梵唄的攝受，都令眾

人讚嘆不已。 

效法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精神，返回

溫州前，一行人至南京天隆寺參學，監寺慧

浩法師與妙霖法師，山門口親自接待導覽，

更歡喜地請眾人以寺裡栽種的牡丹花，供養

觀音菩薩，期許大家學做觀音，人人心靈開

展智慧花。法師介紹寺院道場創立的緣起、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的理念等，大家對大師

為佛教、為眾生的慈心悲願及法師們海外弘 

佛光會員  朝禮祖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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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推動人間佛教奮鬥的精神及毅力都由衷

的感佩。 

家中三代佛光人的巴黎協會項麗華督導

長表示，能皈依在大師座下，成為佛光人，

護持三寶，真的感到無比的驕傲和尊貴。佛

光人一師一道，在歐洲護持各地道場，回到

中國也一定要朝禮佛光祖庭。同行的佛光人

和佛光之友也深深感動不虛此行，對佛光山

更加讚歎和仰慕。 

◎第三分會周月萍分會長一行七人參訪

宜興大覺寺和南京天隆寺，得到了諸位法師

和佛光人的熱情接待，法喜充滿。11 日，

參拜大覺寺，承蒙多位法師和導覽熱情細心

地講解了大覺寺的每處景點，無處不顯示出

大師建造祖庭的偉大與深宏誓願。大家在多

寶白塔的美術館裡參觀了王予羲國畫作品展

「此心安處是吾鄉」，妙笙法師開示大家做

會長要勇於擔當，只要大家敢承擔“我就是

佛”，學習大師的三好四給，做好自己的功

課，無處不是道場，處處都有光明！  

12 日參拜尚未正式開放的南京天隆

寺，得到監寺慧浩法師與妙霖法師的熱情接

待，了解到大師創立天隆寺的緣起，並參加

天隆寺光明燈共修法會，恭誦《佛說父母恩

重難報經》，由監寺慧浩和尚主法，真是不

虛此行。 

法華禪寺佛光敦煌舞團多年以來，一直

秉承不忘初心的理念。為了即將到來的歐洲

建寺祈福法會的演出，4 月 4 日下午，9 位

團員在遵守法國疫情安全措施情況下，堅持

不懈的相約在法華禪寺禪堂共同參與團練。 

首先由肖丹師姐帶領大家熱身，拉筋。

顧青師姐在旁指點，並且糾正每位團員練習

的姿勢。團員們紛紛表示練完之後，身心愉

快，步履如飛。回顧以往，甚是懷念團練

時，大家在一起的美好時光。 

接著，顧青師姐讓大家熟聽新舞的音

樂，親自示範新舞的每個動作和隊形的變

化。伴隨著美妙的音聲，團員們手持著蓮花

迫不及待的跟隨在後面，翩翩起舞。不怕辛

苦的一次次重複練習每段的動作，終於練出

了期望中的第一段舞姿。時間飛逝，不知不

覺中到了下課的時間。團員們笑聲不斷，依

依不捨的期待下次的團練。 

為了將法華禪寺圖書館的藏書造冊編

碼，並重新整理書櫃，騰出更多空間讓藏經

能夠上櫃，苦於對圖書館管理一無所知，知

冠法師特別與渥太華佛光山聯繫。4 月 17

日下午三點半，透過 ZOOM 平台進行視訊

會議，包括渥太華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師，圖

書館主任金夢曦，以及法華禪寺妙多、妙

元、知冠法師，共 5 人進行交流。妙多法師

感謝永固法師對後學的提攜與照顧，在百忙

之中還撥空親自指導。永固法師分享過去為

多倫多圖書館採購書籍的經驗，以及在學部

管理圖書的學習過程。圖書館主任金夢曦也

簡單的說明了目前使用的版本，以及謄打方

式。 

線上交流  圖書典藏 

敦煌舞團  堅持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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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是我們回國以來最最開心、誠

心、安心的日子！因為因緣具足，讓我們一

行七人有幸參拜了大師祖庭宜興大覺寺和南

京天隆寺，得到了諸位法師和佛光人的熱情

接待，法喜充滿。 

11 日，參拜大覺寺，承蒙多位法師和

導覽熱情細心地講解了大覺寺的每處景點，

無處不顯示出大師建造祖庭的偉大與深宏誓

願。山門內的大象和獅子，相當於岀家眾與

在家眾，生性平等，要共同護持弘揚佛法。

在多寶白塔的美術館裡參觀了王予羲國畫作

品展《此心安處是吾鄉》，當我們的心很安

的時候，那裡就是我們的家鄉，佛光山就是

我們的慧命家鄉，大師就是我們的慧命之

父。有人問大師平生最大的願望是什麼？大

師說：平安幸福照五洲！大雄寶殿的門聯就

是「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

這就是大師的悲心宏願！大雄寶殿裡“一佛

二塔兩世界”，莊嚴無上的釋迦牟尼佛，玉

石彩雕的經變圖二塔兩佛世界，正法永住法

輪恒轉，給我們眾生帶來充滿色彩的光明與

希望。四方牆壁的萬佛更是表示: 十方來十

方去，共成十方事，萬人施萬人捨，同結萬

人緣。希望能讓我們感受到大眾的力量是無

限的。 

妙笙法師開示:做會長要勇於擔當，只

要大家敢承擔“我就是佛”，學習大師的三

好四給，做好自己的功課，無處不是道場，

處處都有光明！我還要告訴大家一個驚喜，

我們很榮幸地見到了還沒建完成的佛光樓裡

的洛伽觀音像！微妙莊嚴殊勝我無法用語言

表達，壁畫觀音菩薩普門品裡還有我們的佛

光佛~星雲大師，期待您去禮拜尋找與大師

接心哦！ 

12 日參拜南京天隆寺(還沒開放)，得

到監寺慧浩法師與妙霖法師的熱情接待，瞭

解到大師創立天隆寺的緣起，大師為弘揚人

間佛教以及為度眾生的慈心悲願而感到五體

投地的感動、敬仰！為佛光人在全世界推動

人間佛教的精神與毅力感到由衷地讚歎與佩

服！好期待在佛法興旺的溫州地區也有一個

人間佛教的佛光道場，讓人間佛教的光明照

亮千家萬戶的角落。 

自從疫情以後，沒有辦法參加寺院的共

修。難得還有機會在國內參加天隆寺光明燈

共修法會，恭誦《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

由監寺慧浩和尚主法，暫用的大殿都佈置得

如此莊嚴輝煌！壇場、梵唄、大師的祈願

文，讓我們每個人的身心攝受在淨土中，真

是禪悅法喜！ 

和尚開示：佛門裡天天念回向偈：「上

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四重恩，第一

是「父母恩」，第二是「師長恩」，第三是

「國土恩」，第四是「眾生恩」。大師說，

感恩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求觀音，學觀

音，去天隆寺找龍宮觀音！只有身臨其境，

才知道人生的道路上處處有觀世音！ 

我們真是不虛此行，請大家趕緊去吧！

（周月萍） 

朝禮祖庭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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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有幸受教於《大乘百法明門

論》（下簡稱“百法”）課程。上課前，聽

聞百法是佛教心理學，便覺得有些好奇；但

也聽說百法是一百種法，便覺得有些繁瑣。

帶著這些許矛盾，跟隨著覺衍法師法華講壇

線上經典課程走進了百法的世界。六周的課

程，覺衍法師僅介紹了八識心法。隨後，恰

巧線上佛學院也開設了百法的課程。妙南院

長通過四堂課介紹了百法總論、心法及五十

一心所法；自己課下又學習了滿紀法師百法

課程中的色法、心不相應行法及無為法。

2021 年，覺衍法師再藉由法華講壇，向大

家介紹了八識心王外的 92 法。 

回頭看，師父悲智雙運。比如，覺衍

法師製作了二三百頁 PPT，每個名相用白話

解釋，用圖表歸納，用問答互動。“明白了

嗎？”“這樣解釋可以了嗎？”“這樣舉例

說明是否更清楚”“還有問題嗎？”“你們

沒有問題那我就問你們了”...。教學佛法

在於互動，覺衍法師關心有問題的同學，更

注重沒有問題的同學，因為沒有問題更能問

題更大。所以六周課程僅介紹了八個心法，

是智慧之舉，為大家打下了札實的基礎，是

慈悲之道，不忍大家錯過難得的機緣。 

回頭看，百法相有體空。百法開篇名

義，“如世尊言：‘一切法無我。’何等一

切法？云何等無我？”原來，借用“百法”

回答“一切法”，借用“一切法”回答“無

我”。一切法是法相，無我是法性，性相不

二；百法以相證體，以有破有，無有不礙。

瑜伽師們甚深禪定的分享，世親菩薩的觀機

施教的方便，為大家如實地展現了他們的所

見，系統地證明了我們自身難見難解難信的

空性本體。八識心法中哪個是“我”？與心

相應、系屬於心的心所法中，“我”又在哪

裡？有質礙會變壞的色法，“我”是根？

“我”是塵？萬物假圍繞的心不相應行法還

可能是“我”嗎？商無所體感無為法，但有

為法難證“我”，正常邏輯推理，無為法也

就更不用證“我”了。姜太公釣魚，有勞百

法耐煩充作魚餌。 

回頭看，往昔細思極恐。百法給出了

料理的步驟，但大家做同一道菜的味道不盡

相同；百法給出了電影的劇本，但大家演同

一角色的效果不盡相同。在“我”的劇本

中，癡（貪、瞋）與善心所不時輪番上臺出

演，不定心所辛苦兩邊跑，依靠五遍行與五

別境產生眾多情緒反應；再加之八識心王，

透過所識的外鏡，方才發現習氣種子。“種

子起現行，現行熏種子”，“三界為心，萬

法唯識”，“外境為空，唯心自鬧”，“不

怕念起，就怕覺遲”，“大家都是劇中人，

粉墨登場各有因。不待劇終人散後，便知非

假亦非真”。每每惡業種子現行時，提醒自

己“且慢且慢”，試圖清楚明瞭的體察作

意、觸、受、想的過程，狠狠的在審慮思上

下功夫，積極影響決定思和發動思。 

感恩受教於百法的種種善緣。由聞起

思，由思落修，從聞至修，難；每時每刻的

生活百法有如臨淵而行，但願放手坐看雲起

時。（魏艾倫） 

學習“百法”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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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田將蕪胡不歸？ 

周日晚間能跨洋和歐洲青年和法師們

相遇特別開心，離開倫敦佛堂多年，十分掛

念，這樣的形形式讓我瞬間“回了趟家”。 

禪與詩的主題是我個人特別喜歡的，

能在一個時辰裡複習那麼多美好的禪詩，整

個人都變溫柔了呢，也治癒了工作生活中浮

躁的情緒。一句“猶如木人看花鳥”瞬間放

空了人我，短暫的閉目坐禪觀察讓心靈有了

片刻安住，禪體操部分因為有點卡似乎變成

了可愛的“robot dance”，十分感謝知忠法

師的精心準備，今日再讀古人詩，似與古人

同賞一片清涼月，而所得更甚舊日所感。 

願這源頭活水，清涼法水常澆灌。 

最後分享一下拙作： 

豎起兔子的耳朵， 

內外空間更深遠精微； 

請和我一起呼吸吧， 

吐故納新，明明白白， 

天朗氣清，溫柔自在。 

韓鈞琪 (杭州) 

馬鈴薯主要成分為澱粉，但含有維生

素 B1、維生素 C、鉀、蛋白質、鉀、鋅等

營養素，在歐洲被稱為「大地的蘋果」。 

維他命 C 營養補給品的原料幾乎都來

自馬鈴薯，由於維他命 C 是水溶性維他

命，葉菜類或水果一經烹飪就容易流失，但

馬鈴薯的維他命 C 與澱粉結合，所以烹調

後的保存率還是很高，具有有增強血管、皮

膚、胃腸黏膜等功效，同時也有高抗氧化

力，可提升免疫力，能預防感冒、防癌。 

杏鮑菇具有低脂肪、低熱量、高蛋白

質和高纖維的特性，且富含鉀和磷等礦物

質、維生素 A、B、C、E，不僅可以幫助減

肥，還能抗癌、改善高血壓。 

採購與保存 

購買馬鈴薯盡量選擇圓形、橢圓形

者，不要買顏色發青和發芽，以免龍葵素中

毒；保存時，最好放置陰涼乾燥的通風處，

避免陽光直接照射，並及早食用完畢。 

杏鮑菇選擇外觀完整、菇柄肥厚挺直

呈乳白色、摸起來有彈性為佳，建議放冷藏

保存，如果有黏液或變黃，就不要食用了。 

食材 

馬鈴薯 4 小顆（中型 2 顆） 

杏鮑菇 2~3 條 

調味品 

鹽、黑胡椒粒、迷迭香 

作法 

馬鈴薯、杏鮑菇洗淨切塊後，放入電

子鍋。加入鹽、黑胡椒粒、義式香料及半杯

水，即可蓋上鍋蓋按快煮鍵，跳起後燜一下

即可食用。 

主廚小叮嚀 

迷迭香可視個人口味替換成義式香

料、百里香、普羅旺斯等，或是使用新鮮香

草。(妙具法師) 

郭淑盈  10€  郭豐順 10€       陳鎮堃  10€      

          

     

佛光世紀贊助名單    

諸供養中  法供養最    

禪與詩課後感 

懶人料理  杏鮑菇馬鈴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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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禪寺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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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佛誕節線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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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00    

10/6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13/6 日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0:00       

20/6 日 
大悲懺法會 
歐洲線上聯誼會  

9:30 
15:00         

24/6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27/6 三 金剛經共修法會 10:30  

巴黎佛光山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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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五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4:00 

26/5 三 光明燈法會 11:00 

28/5 五 佛光三昧修持法會 14:00 

5/6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10/6 四 光明燈法會 11:00      

12/6 六 金剛經共修法會  14:00    

19/6 六 淨行品共修法會 14:00 

24/6 四 光明燈法會 11:00 

26/6 六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