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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佛光會每年 6 月在歐洲各城市輪流舉辦聯誼會，是歐洲佛

光人最引頸期盼的年度盛事。然而 2020 年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疫

情，讓歐洲聯誼會波折重重；原定於德國法蘭克福舉辦的會議也無

奈地延期。歐洲佛光人齊心協力，排除萬難，終於盼來了首場線上

聯誼會。6 月 20 日來自 18 協會，近 700 位會員雲來集，超越時空

距離，線上相聚樂陶陶。別出心裁、引人入勝的內容不僅讓雲端上

的與會者耳目一新，更是把大家的心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聯誼會在莊嚴高亢的〈三寶頌〉中揭開序幕。歐洲聯誼會主任

委員蘇秀琴督導在開幕詞中，特別讚歎佛光人疫情期間非但不鬆

懈，反而掌握「危機就是轉機」，把法會、會議及課程轉為線上舉

辦，讓更多普羅大眾在佛道上繼續地自我提昇。世界總會總會長心

保和尚也為歐洲佛光人打氣。他說：「星雲大師創立佛光會，轉眼

間就 30 年了。這 30 年來，非常感謝所有佛光人在全球的努力，將

人間佛教的理念，廣為傳播開來。世間有種種的不圓滿，讓我們更

加肯定佛法的殊勝與可貴。聯誼會為大家做一個信心信仰的結合，

也透過聯誼更加肯定人間佛教的理念。」並以「不忘初心」勉勵大

家時時刻刻要有信心和力量，把人間佛教的理念更加的往前邁進。 

2021 年歐洲線上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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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總會署理會長慈容法師則以星雲

大師的「五和」理念期勉大家，成為一個快

樂、健康、自在、慈悲、有自覺、有正確觀

念的佛光人。他說：「拜佛、學佛也要行

佛，佛光會把大家團結在一起，互相合作，

用我們的慈悲心來鋪滿這個社會，讓社會安

定和樂。」 

「安住身心之道」為論壇主題，恭請

世界青年總團執行長慧傳法師、祕書長覺培

法師以及歐洲區副秘書長滿謙法師現身說

法。3 位法師從佛法、人間佛教以及星雲大

師的教誨分享如何在飽受疫情摧殘下，依然

能安住身心。 

「佛光會與我」由巴黎、里斯本、曼

城及倫敦協會多位資深督導與會長們闡述、

分享當年篳路藍縷創立協會，有血有淚的感

人故事。在感恩感動之際，更呼籲歐洲佛光

人傳承此精神，讓佛光繼續普照著歐洲這片

土地。 

「道場介紹」中，每一協會都使出渾

身解數，讓自己的道場脫穎而出。無論是地

理位置、建築外觀、室內設計，每一座道場

的成立都有著一段扣人心弦的因緣與故事。

而在「特色會務報告」中，也見證了歐洲各

協會如何透過培育青年、本土化、線上修持

以及人文藝術讓「人間佛教」在歐洲遍地開

花。 

法蘭克福協會會長劉波在致謝幕詞

時，感謝所有與會大眾積極參與，眾緣和

合，成就了這近 700 人的首次線上歐洲聯誼

會。感恩大師的慈心悲願以及所有法師和佛

光人的共同努力，讓大家在異國他鄉有了法

身慧命安住的一方淨土。 



歐洲聯誼會副主任委員黃華娟督導是

歐洲聯誼會常客，百感交集的說到，覺培法

師一席話「不要在失去以後才要珍惜」觸動

她的心，勸勉大家解封後，要珍惜因緣，一

定要親身參加歐洲聯誼會。 

巴黎協會會長王愛漣則說，太歡喜

了，能和大家線上相會真的太感動、太圓滿

了！佛光人真的太了不起了，大家都義不容

辭的在弘揚「人間佛教」。來自倫敦，首次

參加的 Betty Moore 讚歎佛光會就是「人間

佛教」的體證，發願化感動為力量，也要肩

負起「佛教靠我，捨我其誰」的使命。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特別邀請來自馬

來西亞的林穎茜老師帶領蒲公英合唱團，在

會議前帶動大家又唱又動，讓線上會議也一

樣展現活力。 

會議尾聲由滿謙法師代表朗讀 2021 歐

洲聯誼會宣言。聯誼會在離情依依的惜別歌

聲中圓滿落幕。每一位與會者都祈願疫情盡

速消除，明年得以實體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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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書院春季班第二期 6 月份繼續進

行，大家踴躍參與。 

◎由妙希法師教授的《佛法真義》課

程， 6 月 2 日下午 2 點半於線上研讀<十二

因緣>一文，共 87 人參與。法師讓大家分段

讀誦文章，跟著逐段為學員們講解文中的要

義。法師說明「十二因緣」就是生命從過去

到現在，從現在到未來所輪轉的十二個程

序。並舉《長阿含經》吹法螺的故事，讓大

家了解因緣和合的重要性。以「我所鳥」的

寓言說明凡夫的無明執著，最終讓我們於三

途六道中生死輪轉不已，應當戒慎警惕！ 

◎由妙訓法師於 ZOOM 會議室教授的

《金剛經》每週五舉行，每次課程均有 100

多位學員參與。6 月 4 日課程內容有三部

分，不可得之心布施福德多、破除「佛身

相」和「說法相」的執著。11 日下午課

程，主要探討佛於無上菩提，無有少法可

得，因為上自諸佛，下至蠢動含靈，其真性

一同，平等無異，並無高下的分別，在聖不

增，處凡不滅。18 日下午妙訓法師先為大

家複習菩薩圓證法身功德證得無上菩提，隨

後講解圓證法身後示現化身事業。25 日下

午課程分別為學員講解金剛經第二十八分，

二十九分，第三十分。 

◎由妙元法師教授的高僧行誼課程，6

月份的四次課程繼續延續上月的課程主題，

6 月 4 日主要講述宗密禪師畢生在佛教裡的

成就及貢獻。11 日的課程介紹光明和尚善

導大師的日常修行、德行及其重要著作等。

18 日 課程主要講述百丈懷海禪師和僧肇大

師，以兩位大師的經歷聯繫到星雲大師的創

業歷程，開啟與時俱進、與科技同步具有現

代時代化弘法模式。25 日課程主要介紹永

明禪師，妙元法師鼓勵學子們向永明禪師學

習行解並重，精進及刻苦下功夫，若有百分

之一的永明禪師之精神，皆有不可丈量的功

德。每次課程均有百餘人參與。 

◎ 6 月 5 日下午 2 點的法語佛學課，由

妙達法師於 ZOOM 會議室教授《十種幸福

之道-佛說妙慧童女經》，有 12 位學員上

線學習。妙達法師講解幸福第四道，課堂

上，法師與學員互動討論戒的意義、持戒的

重要和好處。如果人人持戒，社會就會和

諧。一個人心中有佛，所想、說、做、看、

聞都會與佛相應，處處都是佛的世界。法師

舉佛印禪師和蘇東坡公案說明什麼是心中有

佛，如何透過有相佛像與法身佛相應。隨後

幾次課程繼續研讀幸福之道。 

◎八識規矩頌第五次課程於 6 月 7 日線

上舉行，由覺衍法師授課，140 名學員參

與。覺衍法師講解第七識的基本概念，第七

末那識又稱染凈依、染凈識、思量識。末那

在梵語中義譯為‘意’，是第六意識之根，

為避免與第六意識混淆，因此稱為末那。第

七末那識與第八識互為根，第七識恒審思

量，執著第八識為實我。第七識與十八個所

相應，因貪戀我、執著我，而與瞋和疑兩大

根本煩惱相應。最後，覺衍法師對八識思量

進行了比較，並介紹了識體的四分作用。 

法華書院  學習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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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三晚上八點半，巴黎協會第 2、

12、14 分會透過 ZOOM 平台舉行每週一次

的聯合線上讀書會，每次讀書會均有 30 多

位會員踴躍參加，輔導妙達法師參與輔導。 

6 月 2 日讀書會由第十二分會王曉雪導

讀，閱讀<三世因果>一文，9 日讀書會由協

會暨第十四分會督導王裘麗導讀<慈悲的真

義>一文，16 日讀書會由第二分會 蓉芳導

讀<懺悔>一文，23 日晚上由第十二分會督

導翁淑蓮導讀<平常心>一文，30 日晚上由

第十四分會督導羅慧君導讀<四無量心>一

文。 

◎ 6 日 8 日晚上 8 點半，巴黎協會般若

讀書會透過 ZOOM 平臺進行第六期線上讀

書會。閱讀<八關齋戒>一文，由陳秀娥督導

導讀。之後有龍雪莊督導報告<持戒>與<忍

辱>兩遍文章的重點，共有 31 位參與。帶領

人提出參加“八關齋戒”後的意義和感受，

大家紛紛分享自己參加“八關齋戒”殊勝的

例子和典故。 

妙多法師總結了一日一夜到寺院受

持"八關齋戒”修行意義很大，也很殊勝。

還講解了「持戒」清淨和「忍辱」的力量，

「持戒」是修行一切善法的基礎。忍一口

氣，風平浪靜，退一步想、海闊天空，這就

是修行的最大利益與功德。 

◎ 6 月 27 日晚上，第八分會第三期線

上讀書會由帶領人蔣曉美、胡小萍聯合領

讀，閱讀<無常>、<五和>兩篇文章，18 位

會員出席，輔導如群法師到會輔導。首先王

愛漣會長帶領大家唱十修歌做為暖身。接著

由蔣曉美和胡小萍輪流導讀兩篇文章，以分

段式的方式讓大家來閱讀大師的文章，消化

文章內容，以聞思修證方式提問。 

◎由妙希法師帶領的讀書會 6 月 30 日

進入第七次課程，繼續研讀佛法真義，共

70 位會員一起參與。由於還有一次課程就

圓滿，妙希法師向大家表示讀書會進行中會

穿插複習考試內容，以問答等不同形式帶領

大家溫習所學內容。課程以我們的心怎樣真

正看待平等為題進行深入討論，徐美玉師姐

等根據法師循循善誘的提問，引導大家認識

佛教的平等性。 

6 月 26 日早上九點到十二點由聖碧西

市市政府和宗教區舉辦的環保活動本於今

年 3 月份進行，由於疫情封城改為今天再度

動。巴黎協會第 2，12，14，9，13 分會共

12 位會員出席參加，雖然下著大雨卻沒有

淋濕大家的熱情，穿著雨衣，彷彿回到孩童

淋雨玩水的心情：拿著垃圾袋，夾子，手

套，載著口罩沿著規劃路線把撿到的垃圾一

一分類並送回集中點。 

環境的垃圾可以通過個人環保意識及

環保團體的努力為地球及下一代出一份力

量，心靈的環保呢？星雲大師所說的環保與

心保，今天我們為生活環境做了一點努力，

但可曾也想到要把思想，觀念，語言，心意

的淨化而努力。 

環保心保  從我做起 

分會讀書  提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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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香積國珍饈春宴後，歐洲佛光青

年團於 6 月 13 日舉辦了年度第二場

「Cooking Shifu」線上美食烹飪課。課程禮

請法華禪寺如群法師進行港式茶點現場教

學，歐洲各道場近 40 位青年聞香而至，將

初夏的精華萃成心頭上的一股沁涼。 

如群法師首先與青年們分享了港式早

茶的特色與禮儀。隨後，兩道港式茶點如約

而至。調粉漿，加熱鍋，攪拌漿水，倒入鍋

中，蓋鍋燜，卷起來切小段，淋醬汁和白芝

麻。如群法師耐心教導，不時提醒；佛光青

年專注烹煮，隨時互動。 

有了腸粉的熱身，青年們更加得心應

手。煮麵，切菜，炒製，攪拌，不一會兒，

第二道正宗的港式茶點-豉油王炒麵也新鮮

出爐。「原來菜要現炒半熟；蛋麵也要炒得

焦焦脆脆；醬油最好分二、三下次下鍋；麵

要用筷子攪拌……」青年們不但學會了料理

的技巧，更明白了料理的用心、專心及耐

心。 

倫敦佛光山監寺如海法師也應邀與青

年們接心開示，無論大家的料理是否好看，

但一定好吃，因為大家剛剛都進入了煮飯三

昧；無論大家的料理是否好看，但一定營

養，因為禪門的 Cooking Shifu 就是最好的

見證；無論大家的料理是否好看，但一定多

練，因為熟能生巧，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

人。 

烹飪聚會最後，青年們邀請了道場法

師與家人一同品嘗自己的料理，互相交流了

各國的早餐文化，從「饞嘴」到「禪心」，

「先以欲鈎牽，後令入佛智。」原來，「煮

東西，不是把食物煮熟了請人吃；而是把

『心』煮給人吃！」 

◎第 11 分會於 6 月 24 日首次舉辦一埸

別開生面的 ZOOM 線上素食點心教學活

動，邀請到法華禪寺的糕點菩薩柯嬋琳老師

授課，妙訓法師和協會王愛漣會長應邀上線

支持與鼓勵，有 29 人參加學習。 

活動開始，11 分會林麗霏會長說明活

動的緣起與意義。接著妙訓法師致詞說到：

點心在任何地方都受到大眾的歡迎，在家

庭，家人歡喜，在佛堂，可用來供養諸佛菩

薩，並與大眾結緣。它的製做，要將不同的

食材調和至恰到好處，才能做出賞心悅目又

可口的點心，這跟我們生活是一樣，不同

人，不同環境，需要用心體會協調，才會過

的身心舒暢，隨緣自在。 

此次柯嬋琳老師教做粵式捲粉，大家

透過 ZOOM 會議室，清楚地看到老師示範 

線上學習  烹飪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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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過程，她細心講解從各類粉加水調和攪

拌，份量拿捏都要恰到好處，才能製作成

形，軟硬適中，還有幾種蔬菜食材烹煮取其

味，融合成美味的調味醬。經過一個多小時

蒸煮，完成一盤美味可口的捲粉，雖不能品

嘗，但令人振奮。 

有學員隨著柯老師的教授的過程，在

家同步製做，並展示令人驚嘆的成品，她們

歡喜表示：雖然因新冠疫情居家，還能在線

上學習到點心製作，跟家人分享，提升相處

的氛圍，感恩佛光會為會員的用心安排。 

5 日法華講壇線上經典課程推出《六祖

壇經》，由日內瓦會議中心監寺覺芸法師慈

悲授課，近三百位歐洲佛光人感恩有此善緣

能共聚線上聆聽法義。覺芸法師深入淺出，

妙趣橫生，帶領大家進入深度思考，開啟生

活的智慧，以微笑面對生命之花。 

本次課程分為三次舉行並於 26 日圓

滿，覺芸法師闡述壇經的次第，並以生動的

故事為例，循循善誘，層層遞進，尤其更反

覆強調壇經的核心概念—緣起性空，以及正

確的修學方法—戒定慧。 

法師先從大眾較熟悉的次第「自覺、

覺他與覺行圓滿」切入，引出五乘佛法的概

念，然後對應《壇經》機緣品，引入壇經的

核心概念：緣起法，講述緣起法則「此有故

彼有......此滅故彼滅。」更闡釋《壇經》

般若品的經文：「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

蜜多。」以淺白的語言告諸大眾，應當念茲

在茲勤修慧，並表述如何運用四聖諦，以求

離苦得樂。在點出核心概念與修學方法後，

為了讓學員銘記於心，法師列舉了幾個鮮明

事例如「如來之子」計畫發展的始末。覺芸

法師特地引用星雲大師話語，示範緣起法的

積極運用：「每個人都是好人，可是我要給

他們因緣，讓他們的好展現出來。」 

最後，覺芸法師再次強調壇經的修學

方法 — 戒定慧，口念心行，念茲在茲，自

見己過，懺悔發願度眾生。講座至此已是尾

聲，在學員「感謝法師」聲中功德圓滿。 經典課程  六祖壇經 



  8 文教交流                                           2021年6月                                                                                                   

由中國華文教育基金會主辦，北京教育

學會朗誦教育專業委員會、曹燦藝術學校承

辦，火花思維贊助的第四屆全球華語朗誦大

賽已於 2021 年 3 月正式啟動。來自 48 個國

家近一萬五千名選手報名參賽，分為初賽、

法國地區複賽及全球總決賽三個階段。 

法國賽區初賽有一千多名華裔小孩參

加，佛光中文學校校內初選，由妙多、妙

達、妙希、知忠、知冠法師與王嫣文老師組

成的團隊，對四組 45 位學生的朗誦視頻進

行評審，選出 15 位優勝選手，參加法國地

區複賽。最終佟坤鈴、王雨欣、佟坤焱、童

書藝、劉初晨和董森 6 位同學，從巴黎近

30 所華校 306 位選手中脫穎而出，分別在

法國複賽 3 個組別中獲取優秀獎。 

佟坤鈴、王雨欣、佟坤焱三人更因成績

特優，得以晉級參加全球總決賽資格。最

終，佟坤鈴一路過關斬將，在全球 15000 位

參賽者中，得到了「少年組銀牌獎」的殊

榮，王雨欣和佟坤焱獲得少年組優秀獎。 

由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和星雲文化教育公

益基金會，聯合舉辦的「仰望星空暢想～國

際少兒環保公益繪畫大賽」，今年主題設定

在”描繪仰望星空，暢想綠色家園，與生態

環保相關，積極健康向上”。巴黎佛光中文

學校共有 7 件作品參與比賽，共有來自全球

各地區逾 3000 幅作品參與。 

6 月 23 接到喜訊，巴黎佛光中文學校

胡雨欣同學的「綠色家園，你我共建」作品

獲得三等獎。當得知自己獲獎，雨欣開心地

發表感言，首先感謝大師創建佛光山，也感

謝學校給予機會參賽。 

家長溫肖丹表示：「這次女兒取得好成

績，讓全家人都非常的歡喜。」她感謝大師

一生推動教育，提倡環保與心保的理念，讓

海外的孩子也能有機會去學習薰習，也感謝

巴黎佛光中文學校的環境。妙多法師表示，

巴黎佛光中文學校對外參與活動，再創佳

績，這次參與繪畫比賽，學生能在北京得

獎，非常歡喜。 

朗誦大賽  成績喜人 環保公益  繪畫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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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6 日巴黎佛光中文學校韋提

（Vitry）與 碧 西 聖 喬 治（Bussy-Saint-

Georges）兩校區舉辦線上結業典禮，學

生、家長、佛光會員等共逾 300 人出席參

與，共同見證佛光中文學校克服疫情困難所

取得的卓越成績。 

佛光中文學校教務主任王嫣文老師首先

致詞，疫情中每位學生都沒有放棄學習，給

大家最大的肯定及鼓勵，也特別感謝家長對

巴黎佛光中文學校的信任與支持。業典禮邀

請各班級的學生代表線上展示，形式多樣，

內容豐富：既有學生們上課影片、照片、優

秀作品；又有〈給〉、〈我愛我的家〉等悠

揚歌唱表演；還有〈小燕子〉、〈三字經〉

等精彩朗誦作品；更有十餘位學生聯合演出

的話劇〈狼來了〉等共近三十項節目。期

間，還公佈了各班級第一、二、三名的獲獎

者，以及風雨無阻病毒難擋的全勤獎名單，

共計約 315 名學生獲得各項殊榮。 

法華禪寺監院妙多法師在勉勵詞中表

示，感謝佛光山創辦人星雲大師文教起家興

辦學校，巴黎佛光中文學校辦學嚴謹，老師

們孜孜不倦辛苦栽培，感謝家長們信任支持

歡喜合作，更祝賀學生們在疫情反復的一年

中，不斷調整努力進步，特別是在校外大賽

中接連取得優異成績，實屬難得！並透過小

老鼠和大花貓的譬喻故事，鼓勵大家在日益

競爭的社會，「連小動物們都知道要認真學

第二語言了，你們呢？」 

中文學校  結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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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9 日三位來自法國南部梅村的

無等、真藏與 Phap Kha 法師，上午前來到

法華禪寺參訪。妙多法師接待來訪的三位法

師，並介紹法華禪寺的建築與佛光山。隨後

由義工李家岩帶領三位法師參觀地藏殿，觀

音殿，禪園等。 

三位法師與佛光山早有因緣，其中的

兩位法師曾經在高雄佛光山學習佛法，妙訓

法師贈送了大師的書作為結緣品給三位年輕

法師。妙達法師與青年法師交談希望這次可

以建立聯繫有機會去梅村拜訪。隨後常住招

待三位年輕法師在滴水坊用餐。 

◎ 6 月 29 日下午 2 時，妙達與知冠法

師 在 會 員 Nicky 和 Annie 陪 同 下，應

Solange 修女之邀，前往 77 省 Abbay Notre 

Dame de Jouarre 修道院，出席其組織的跨宗

教會議。這次是繼 2019 年 5 月 28 日之後各

宗教人士首次再聚。 

會議有天主教、藏傳佛教、伊斯蘭教

及漢傳佛教共 14 人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

部分是回憶錄，Solange 修女先分享她到日

本一個佛教寺院之見聞，對佛教的感覺。然

後大家一起追憶前年往生的印度教 Swami

修士及一位長老修女。幾位宗教人士也相繼

分享這兩年來各自修持的經歷與體悟。在休

息之前，大家做 1 分鐘的冥想。 

下半場主要商討如何邀請更多宗教人

士來交流，以及栽培下一代，讓信仰有傳

承。此外，要組織下一次聚會的主題，比如

舉辦基督聖經與佛典的讀書會等提議。 

◎隨著巴黎疫情的穩定好轉，政府宣

佈解封，允許宗教場所開放，法華禪寺也已

開始接受團體參訪。6 月 1 日下午三點，

Gretz Armainvilliers 城市 Aux Pas Foulés 的

健行隊一行 15 位健行長者們，走了 10 多公

里的路路程，歡喜來到法華禪寺參訪。 

義工金康芬帶領導覽，參觀道場各殿

堂，介紹法華禪寺的弘法功能。妙多法師準

備了菩提葉書籤以及大師春聯墨寶作為結緣

品，長者們非常驚喜居然還有精美的結緣

品。也有對法文版《獻給旅行者 365 日》

《釋迦牟尼佛傳》等書籍非常感興趣。 

宗教交流  相互學習 

疫情轉好  首迎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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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 77 省 Tournan-en-Brie 市的

Apprentis d'Auteuil 的 12 位學生， 6 月 16

日 下 午 3 點，在 猶 太 教 協 會 主 席

WINDISCH 先生及 2 位監護人帶領下參訪

法華禪寺。由義工鄭海琴接待導覽，為學生

介紹各殿堂的設施功能，包括大殿建築理

念，三寶的意義等，並派發結緣品。 

學生們提出許多問題，海琴師姐一一

回答。負責人說，參訪多元宗教文化區，目

的是讓他們認識不同宗教，從中了解各宗教

的教義特色，文化差異，開拓視野，學會尊

重包容，啟發內心真善美力量。 

◎ 6 月 23 日，碧西市難民營 16 人參訪

碧西多元宗教區，目的藉助宗教信仰力量，

為難民們獲得精神依靠。下午 2 點 30，一

行人由天主教 Dominique 神父陪同抵達法華

禪寺參訪，義工鄭海琴接待導覽，介紹法華

禪寺各殿堂設施及其功能，人間佛教理念，

佛教的因果觀，以及歷年來所舉辦的慈善福

利社會活動，宗教間互動合作等等。 

這些難民都來自中東及附近鄰國地

區，因為環境地理關係，對印度佛教、佛陀

也有所耳聞，但對教理還是陌生，提出不少

有關佛教的疑問。最後大家在接待大廳紛紛

索取大師的法文版小叢書，海琴代表常住贈

送法文版佛傳、365、佛陀本懷給負責人，

負責人說把書擺在難民營讀書館供大家閱

讀，一行人都表示很歡喜，感謝法華禪寺的

熱情招待及解說，讓他們明白很多道理。 

郭淑盈  10€  郭豐順 10€       危桂枝  10€      

          

     

佛光世紀贊助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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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00    

10/7 六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11/7 日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0:00       

18/7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24/7 六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25/7 日 金剛經共修法會 10:30  

28/7 三 觀音法會 10:30  

1/8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00    

8/8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15/8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19-
22/8  

盂蘭盆報恩孝親梁皇
法會    

28/8 日 大師華誕延生普佛 10:00  

巴黎佛光山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3/7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10/7 六 光明燈法會 11:00 

17/7 六 淨行品共修法會 14:00 

24/7 六 光明燈法會 11:00      

28/7 三 觀音法會 11:00 

31/7 六 佛光三昧共修法會 14:00 

7/8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8/8 日 光明燈法會 11:00 

14-15/8  孝道月法會 10:30 

21/8 六 淨行品共修法會 14:00 

22/8 日 光明燈法會 11:00      

28/8 六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4:00 

29/8 日 大師華誕延生普佛 1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