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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新年元旦，被聯合國頒授為「多元宗教對話城市」的

碧西市，於法華禪寺舉辦多元宗教「為世界祈和平獻燈音樂會」，

今年規模更擴大為 8 個宗教、9 個組織參加盛會，結合宗教力量，

為法國、為世界和平祈願。 

活動開場由巴黎佛光青年團及佛光善童表演的《Open your 

Heart》拉開序幕，隨後由佛光山海外巡監院院長滿謙法師與法華

禪寺監院妙多、妙達法師帶領各宗教代表一起點燃和平火炬，並以

法文朗讀星雲大師《為世界和平祈願文》，祈求新的一年國泰民

安、社會和諧、世界和平，寫下歷史性的一刻。 

碧西市長 Yann DUBOSC 先生、台灣代表處張銘忠先生、猶太

教主席暨碧西市多元宗教協會的首任主席 Claude WINDISCH 先

生、天主教 Dominique FONTAINE 神父、Tawba 伊斯蘭教協會主

席 Farid CHAOUI 先生、基督教福音派新教教會 MARTIN 牧師等

貴賓在致詞時都肯定了對法華禪寺 6 年來的元旦音樂會的社會意

義，並表達對宗教融合、共建和平的祈願。 

首次與會的印度佛教 KUSALAYAN 禪修會 SHRAMAN 法師

以原汁原味的佛教誦經為大眾祈福，還由印度小女孩表演精彩的印

度舞表達對和平的期望。同樣第一次參與的印度教 BAPS 協會主

席 BHAVSAR 先生、秘書 PAREKH 先生則親率教友以傳統樂器演

奏及朗誦祈願文呈現來自遙遠東方的文化氛圍，展現中西融合的美

好篇章。 

多元宗教「為世界祈和平獻燈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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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會還有寮國佛教寺院 2 位信徒的電

吉他演唱。女高音演唱家李明明演唱並由巴

黎佛光青年團以手語伴舞的歌曲《We are 

one》。令人感動的是，天主教神父與教友

表演的聖歌禮讚，一曲《平安夜》除了用大

眾熟悉的法、英文演唱，更出人意料的用中

文演唱，獲得大眾熱烈的掌聲。 

壓軸活動由佛光山海外巡監院院長帶

領法華禪寺法師以「月映千江」唱誦觀音發

願文，而巴黎佛光敦煌舞團則以優美的舞姿

伴舞，梵音樂舞的完美結合不僅給大眾以身

心的震懾，更展現出佛教所期待的祥和、和

諧、和平的美好意境，把音樂會的氛圍推向

高潮。  

滿謙法師致詞時表示法華禪寺元旦

「為世界祈和平音樂會」，源自星雲大師宗

教間互相往來交流的理念，每年碧西各宗教

齊聚一處，以各自的宗教儀式、音樂祈禱為

世界祈和平。最後以星雲大師的新春墨寶

「忠義傳家」贈與出席盛會的大眾，希望闔

家幸福和樂，社會和諧，世界和平。 

隨後在眾人中、法、英文“新年好、

Bonne année、Happy new year”的祝福聲

中，大家一起合影留下珍貴的記憶，圓滿此

次音樂會。 

出席當日活動的貴賓還有碧西市副市

長劉志偉、市議員代表、天主教童軍團代

表、僑務委員黎輝、巴黎協會王愛漣會長，

巴黎協會江基民、蔡友娣、王裘麗督導，及

各宗教信徒、佛光會員等近 400 人共襄盛

舉。 



法華禪寺於 12 月 23-24 日舉辦年度彌

陀法會，精進念佛二永日，兩天共 300 餘位

信眾參加。 

兩日的法會由監院妙多法師主法，與

法華禪寺法師共同帶領信眾精進修持，諷誦

佛說阿彌陀經，讚佛偈，念佛，繞佛，靜

坐，回向。妙多法師於法會之後開示彌陀法

會的意義、48 願等，並為大家介紹極樂淨

土的觀無量壽經的緣起，往生西方"三福

行"，"十六觀"等的重要思想，說明發願很

重要，勉勵大家在念佛時要發願才能與阿彌

陀佛相應。 

12 月 23 日，巴黎佛光山舉行年度彌陀

法會，由有舜法師及妙繹法師帶領八十餘位

信眾念佛、繞佛、上佛供、讀祈願文。 

大眾在殿堂內保持禁語，手中不斷撥

著念珠，攝心共同成就莊嚴壇場。法會全體

大眾共累計念佛 300 萬次，其中葉彩霞、林

月碧師姐，個人更逾 24 萬餘次的念佛。法

會結束，妙繹法師以精美水晶佛陀吊飾表

揚 10 位念佛 10 萬次以上之信眾，勉勵大

眾，繼續精進不懈，保持清淨的念佛功德。 

12 月 9 日上午十點，在近 100 名巴黎

協會幹部歡快的歌聲中，國際佛光會巴黎協

會 2017 年幹部及儲備幹部講習會拉開序

幕。 

國際佛光會歐洲副秘書長滿謙法師、

歐洲副總住持覺容法師、巴黎協會輔導妙多

法師、巴黎協會王愛漣會長參加講習會開營

典禮。滿謙法師致詞中勉勵大眾學習很重

要，與時俱進，觀念和知識需要不斷地更

新，佛光人才能不斷進步，並以此影響更多

的人。 

王愛漣會長在致詞中代表巴黎協會的

所有幹部表達了好好學習的決心和歡喜，同

時感謝法師們提供了非常好的學習機會，感

恩星雲大師對佛光人持續教育的奉獻。 

   2017年12月                                         3 道場動態                                                               

彌陀法會  精進念佛 

巴黎協會  幹部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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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的講習課程豐富多彩，除了法師

的專題授課，還以主題演講、分組討論等形

式進行。大家越學越精神，活力十足，也深

深感覺到只有不斷學習，才能在正確的弘法

道路上進步，也更加堅定緊跟星雲大師，弘

揚人間佛教的信念，創造一個有價值的人

生。 

12 月 17 日下午 2 點，國際佛光會巴黎

協會第九屆第三十三次理事會議在佛光山法

華禪寺海會堂召開，約 80 人出席，由青年

團團長鄭浩擔任主席，協會會長王愛漣，妙

多法師等輔導法師出席。 

除了議案跟進外，當天討論議題有：

義工聯誼，慶祝法寶節活動，年終大掃除，

明年度分會清潔的區域等。臨時動議有月例

會調整，新春舞獅等提案。最後妙多法師鼓

勵大家一起努力學習，在佛光大家庭互相包

容，歡喜服務，自我提升成長。 

◎ 12 月 12 日下午五點，巴黎協會第三

分會召開第一次新任幹部會議，討論 2018

年活動安排，由新任會長周月萍主持，妙能

法師列席指導，主要討論分會的會務推動及

運作。 

◎ 12 月 17 日上午 11 點，第九分會自

改選之後首次召開幹部會議，共有 12 位參

加，大家商討明年度各組組長聯絡會員及接

續面臨的工作。當天下午即展開第一波「歲

末關懷」活動，在分會輔導有明法師及沈兆

光督導、溫肖丹分會長的帶領下，與會員一

行 11 人前往探望重病的佛光長者陳美容師

姐，在寒冬年終將近之際，遞送溫暖與關

懷，讓老菩薩感動不已。 

◎ 12 月 24 日上午十點，第十三分會新

任幹部與輔導法師知忠法師在四恩堂召開會

議，有督導梁妙月、現任分會長張微微、協

會副會長王雪濤及幹部等共 11 人與會。 

◎ 12 月 24 日下午，第 4 分會於圖書館

開會，由徐蘭英分會會長、美英督導及會員

共 8 人，商討義工聯誼會的表演、2018 年

開始的輪組清潔工作、臘八粥的登記等等人

手安排。 

◎ 12 月 25 日，11 分會在督導李德坤

師姐家召開分會會議，有明法師及 8 位幹部

出席。主要討論在會務運作上如何發揮分會

特色及良好發展，針對家庭普照、分會專

長、帶動新會員等進行深入討論。 

協會會議  討論決議 

分會幹部  討論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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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5 日下午兩點，巴黎佛光山舉行

知賓講習，共有 34 位佛光知賓參與，由知

怡法師授課。 

知怡法師以過去在佛陀紀念館的服務

經驗切入，從美姿美儀、上茶水、接待導覽

技巧等方面來講說，並讓大家有實際演練的

機會。法師鼓勵大家，做一個優秀的知賓，

平時就要多充實內涵。 

課程最後開放大家提問，知怡法師一

一回答。課後許多佛光知賓表示，課程很受

用，也希望能夠開設更多的課程，讓知賓工

作有更大的提高。 

◎學而後知不足，法華禪寺敦煌舞蹈

團的成員於 12 月 3 日成立“敦煌飛天讀書

會”。首次讀書會由左曉燕師姐當下承擔做

帶領人，有舜法師出席輔導，與大家一起研

讀星雲法師著作“佛光菜根譚”中《散播快

樂》一文。 

◎ 12 月 7 日下午兩點半，「歡樂讀書

會」於四恩堂舉行讀書會 ， 6 位會員出席

參加，學習新的人間音緣「感恩的人生」，

並閱讀星雲大師的〈人生的助緣〉。 

◎ 12 月 18 日下午兩點在巴黎佛光山五

觀堂舉行第四十二期慈悲讀書會，由林麗霏

導讀，知怡法師參與輔導，共有 23 位勇猛

精進求正法的善女人相聚一起研讀「佛陀本

懷」第三章之「精進」一文。 

◎ 12 月 18 日下午舉行第十、十五分會

在巴黎佛光山舉行會務運作講習會，此次會

議由第十分會副會長左曉燕及十五分會會長

龍雪莊擔任，當家有舜法師及妙繹法師列

席，分會會員 17 人參加，主要討論新年活

動承擔及讀書會的發展。 

佛光緣美術館巴黎館 12 月 3 日展出以

「翰墨佛緣」為題的當代高僧書法聯展。下

午一點半由妙多法師帶領信眾在館內進行開

幕儀式，並由籌辦聯展的佛光青年葉海為

30 多位來賓解說因緣和介紹作品。 

此次展覽的書法，全出自中國大陸鎮

江金山寺、南京棲霞山、上海真如寺、河南

大相國寺等 18 座古剎的高僧，有明學長

老、妙靈長老、明道長老 、隆相大和尚等

及星雲大師的珍貴墨寶。 

葉海在 24 日於巴黎巧遇法國前總統

HOLLANDE 先生時，還不失時機地向總統

先生介紹法華禪寺及美術館的高僧書畫展，

邀請總統先生蒞臨參觀。 

佛光知賓  學習提高 

翰墨佛緣  書法聯展 

會員讀書  書墨飄香 



  6 道場動態                                            2017年12月                                                                                                   

法國知名的 Téléthon 慈善捐款活動，

每一年都在全法國各地重要地標以及電視台

募集善款，款項全數投入罕見疾病治療藥物

的研究。 

12 月 9 日，巴黎佛光青年舞獅團 40 人

不畏嚴冬零下的氣溫，應邀前往巴黎市府廣

場參與該活動，除了賣力舞獅吸引路人響應

捐款，還代表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捐出

3000 歐元。Téléthon 在法國當地是極具公信

力的慈善捐款活動，巴黎佛光青年團年年不

缺席，希望透過支持該活動，帶領青年響應

慈善，也為自己拓寬社交關係，更為佛教本

土化深根發展。 

2017 年 12 月 10 日碧西多元宗教區文

化協會舉辦「宗教和平遊行」，有碧西寮國

寺院、佛光山法華禪寺、聖母院、Tawba 回

教協會、猶太教會以及碧西市府及市民，

100 多人以步行的方式告訴世人，宗教的本

質是和平的，宗教的互動是融和的，宗教更

是以和平為目標來教化世人。 

下午 3 時，72 位佛光人不畏北風凜

然，整齊劃一的排成兩列，透過和平遊行，

為世人傳達星雲大師所提倡的「尊重與包

容」。 

走到碧西市中心的終點站，碧西宗教

區首任主席 Claude WINDISCH 先生、碧西

市長 Yann DUBOSC 先生先後致辭，表達對

於世界和平，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去關注的訴

求。 

歐洲總住持滿謙法師接受當地媒體採

訪時表示，「佛教是一個和平的宗教，星雲

大師提倡尊重與包容、同體與共生，佛教是

一個能和世界上其他宗教融合共生的宗

教。」 

巴黎佛光青年團 12 月 16 日舉辦歲末聯

歡，39 位青年回寺參加。下午 3:00 於五觀

堂展開一連串精彩活動，如喝「四諦湯」品

味人生、「模仿」秀考驗大家的默契感、

「人間音緣猜一猜」加強大家對人間因緣音

樂的認識、佛學問題搶答等，內容活潑、有

趣，還富有佛學基本認識，讓大家在遊戲

中，更加深對佛光青年大家庭的歸屬感。 

當晚最後一個活動是交換禮物，大家

在歡喜中圓滿此次溫馨的歲末聯歡，青年們

更有向心力，對佛堂多了一份歸屬感，也多

慈善募捐  舞獅助興 

和平遊行  尊重包容 

佛光青年  歲末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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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籌募經費於碧西市建立以色列文化

中心，J'BUSS 協會 12 月 16 日晚上於舊市

府的 Maurice Koehl Hall 做籌款演出舞台劇

《Faux Départ》。J'BUSS 協會主席 Claude 

WINDISCH 先生親自登台演出，法華禪寺

監院妙多和妙達法師率佛光人一行 10 人前

往支持、觀摩，同時落實宗教融和。現場有

天主教聖母院的神父、寮國寺廟與回教協會

的代表們及碧西市市長等 100 人觀賞。 

12 月 17 日下午 3 時，妙達法師率協會

會員及青年團團員一行 19 人前往本區的聖

母院，參與年度的迎接伯利恆之光—彰顯和

平會，有法國 7 支童子軍及本區猶太教、回

教代表以及愛好和平人士 200 餘人出席。會

中有各童子軍的領導人見證分享，各宗教代

表相繼致詞，講述各自的宗教教義，及如何

致力於奉獻與服務社會。 

各位護法、朋友們，大家吉祥！ 

春花秋月、冬去春來，時序來到了二○

一八年，大師題寫了一筆字春聯「忠義傳

家」祝福、勉勵大家，他表示，世間最可貴

的情操是忠義，對上、對下都要忠義。忠於

感情、忠於責任、忠於友誼、忠於領導；人

我有情義，天地有正義，社會有仁義，宇宙

有撫育的恩義。我們要明白忠義、感謝忠

義，實踐忠義，以忠義為傳家之寶。 

感謝各位護持佛光山的信徒、朋友、大

眾，對佛光山人間佛教的忠義護持，在此報

告我們過去一年在僧信二眾的努力合作之下

共同完成了什麼。首先告訴大家一個好消

息，《星雲大師全集》付梓出版了！就在五

月十六日這一天，佛光山開山五十周年圓滿

日，我們在藏經樓舉行《全集》新書發表

會，《全集》是大師一生人間佛教的理論與

實踐，也是人間佛教的百科全書、生活寶

典。 

此套書將大師重要的著作重新編排造

冊，共三百六十五本、十二大類，三千餘萬

字、五萬篇條目。十月，在國家圖書館舉辦

贈書典禮，由本山功德主贊助一百套《全

集》，捐贈海內外如台大、交通等知名大學

及圖書館。此外，由高希均教授領導、遠見

天下文化事業群拍攝的《人間佛教─初心》

紀錄片首映會及大師的著作藏書特展首站巡

迴展，也同步於國家圖書館舉辦。 

舞台短劇  募捐善款 

伯利恆燈  傳遞和平 

2018 致護法朋友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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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師有多年情誼的鳳凰衛視總裁劉

長樂，五月來台接受南華大學頒贈管理科學

榮譽博士學位，與此同時，香港中文大學沈

祖堯校長也專程來山為大師頒授社會科學榮

譽博士學位。而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大和

尚，受邀於九月來山接受南華大學管理科學

榮譽博士學位，時逢本山徒眾講習會，學誠

大和尚受邀為僧眾開示；大師掛念徒眾，也

數度與全球千餘位徒眾接心，勉勵大家為教

發心。 

為培訓佛教人才，我們在祖庭宜興大

覺寺舉辦「佛光山好苗子培養計畫」，讓本

山徒眾在未來有能力進行人間佛教的學術研

究。此外，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承辦之協助社

會家貧優秀學生成為好苗子計畫，目前首批

學生已進入普門中學就讀，第二批好苗子也

成軍了。  

為推動佛教學術研究，星雲文化教育

公益基金會元月在祖庭宜興大覺寺頒發「二

○一六年人間佛教寫作獎學金」，有北京大

學、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等廿二位碩博

俊彥獲頒。十月，在新加坡佛光山舉辦「第

四屆人間佛教青年論壇」、人間佛教研究院

與上海大學在上海星雲文教館舉行「星雲大

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討會」；十一月，與

武漢大學文學院、武漢大學中國宗教文學與

宗教文獻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從文學到理

論—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學術研討會」在

武漢大學舉行。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與香港中文大學合

作成立之人間佛教研究中心，獲大學審核通

過設立佛學研究課程，為香港大學唯一之佛

學研究碩士班。佛光山系統大學也再次舉辦

「大學校長論壇」，在慈惠法師指導下，

歐、美、澳、亞、印等十六國、四十餘所大

學的校長學者，交流辦學經驗，建立互動平

台，提升佛教大學的學術地位。 

此外，佛光山系統大學在總校長暨佛

光大學校長楊朝祥、南華大學校長林聰明、

西來大學校長 Stephen Morgan、南天大學校

長 Bill Lovegrove、菲律賓光明大學校長

Helen Correa 等五校校長的領導下，均有優

秀的表現，如南華大學囊括台灣最具影響力

學術資源五項大獎，並獲教育部支持，前往

印度設置「生命教育中心」；佛光大學榮獲

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澳洲南天大學獲「澳

洲高等教育品質和標準署」認證，同時獲得

大陸政府教育部認可，並與澳洲新南威爾斯

大學商業學院簽訂合作備忘錄，將南天大學

前景推向另一里程碑，大師更以一筆字書法

所得，捐助成立南天大學獎助學金，並於雪

梨成立「星雲大師教育基金會」，以期永續

經營。菲律賓光明大學已舉行校地奠基，期

為菲國青年提供良好教育環境。 

巴西如來寺再遴選六位如來之子，於

九月赴笈南華大學就讀。佛光童軍團相繼在

巴西如來寺、印度德里文教中心成立，其中

印度德里童軍團由沙彌組成，為史上第一個

沙彌童軍團。南半球舉辦澳紐佛光青年生命

成長營，邁入第廿年；美國拉斯維加斯蓮華

寺成立國際佛光會青年分團，為內華達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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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佛教青年團體，在誘惑極大的賭城，有一

群十五至卅五歲的青年傳承佛教，實是可喜

可賀。此外，繼大師在宜興大覺寺成立雲湖

書院後，人間佛教研究院也以「書院」概

念，於去年九月舉辦海內外一百間書院授證

典禮，帶動海內外各道場成立接引青年的佛

學班。 

再來，佛光山的體育弘法也寫下新

頁。普門中學女籃隊三月贏得高中籃球甲級

聯賽（HBL）冠軍，成軍四年的普中棒球隊

在全國高中棒球聯賽獲得鋁棒組冠軍。三好

體育協會分別舉辦首屆南華盃高中棒球邀請

賽及兩岸青少年棒球邀請賽，嘉義市博愛社

區大學則成立「佛光山嘉義圓福寺樂齡長者

棒球隊」，南華大學足球隊首度參加「大專

五人制足球錦標賽」，勇奪首場冠軍。十一

月，在三好體協會長賴維正及星雲文化教育

公益基金會祕書長張靜之的帶領下，佛光大

學女籃隊與北京師範、清華、上海交通、浙

江、南京等大學進行三好女籃大陸巡迴交流

賽，欣見兩岸學子以體育來交流。 

在文化出版方面，滿謙、如常、妙祥

法師及楊威博士等人組成之佛光山、佛陀紀

念館代表團，前往世界第二大書籍典藏的大

英圖書館，捐贈《佛光大藏經》、中英文版

《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與《佛光大辭

典》，並舉行雙邊合作交流，開啟東西方交

流盛事，也為佛教的文獻典籍的研究及推廣

邁進了一大步，更將本山出版品推廣至全球

重要的學術及美術殿堂。 

八月，覺培法師代表參加在浙江雪竇

山舉辦的太虛大師圓寂七十周年紀念大會，

提到《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人間佛

教思想文庫》學術研究系列等大師著作，對

人間佛教有完整的說明與詮釋，為大會重要

的陳列著作，獲得與會學者一致肯定。 

另外，人間衛視依開山星雲大師編著

《人間佛教》叢書改編之「我愛歡喜」動畫

卡通，將三好融入故事，榮獲第五十二屆電

視金鐘獎「動畫節目獎」，由覺念法師代表

領獎，同時還獲得二○一七美國金勳章國際

影片大賽動畫卓越獎及美國景深國際影展最

佳動畫短片。去年佛陀紀念館參加每三年一

次的 ICOM 米蘭年會，三月成為美國博物館

聯盟（AAM）會員。四月受邀參加蘇州創

博會，與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浙江省

博物館、蘇州博物館等共同在全國博物館文

創聯展區展出；八月與金門文化園區歷史民

俗博物館簽署友好博物館；十一月與河南博

物館簽定友好博物館，讓全世界因佛館而看

到了台灣。 

佛館於國際書展暨蔬食博覽會期間，

首度推出：千人曬經、千人抄經、千人茶

禪、千人讀經等活動。而由揚州鑑真圖書館

與揚州柳絲藝術團舉辦之「故鄉的雲──獻

禮音樂會」，將大師一生弘法利生的歷程，

以交響樂、歌唱、相聲、戲劇、歌舞等多元

藝術呈現人間音緣音樂會，於高雄至德堂、

佛館演出，超過三千人聆聽。再者，大師在

鑑真圖書館創辦的公益文化講座「揚州講

壇」，開講十周年，先後邀請近二百位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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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主講人登壇講說，不負「北有百家（講

壇），南有揚州（講壇）」的稱譽。 

二○一七世界神明聯誼會更創造了宗

教大融和，有法國猶太教、英國伊斯蘭教、

巴西天主教，以及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

坡及台灣等地之基督教、儒教、道教、一貫

道的參與，在「愛與和平祈福音樂會」獻唱

各教聖歌、吟詩及梵唱。尤其香港三教融和

的黃大仙祠及大陸武當山道教協會，均為首

次蒞臨，媽祖祖廟及分支也來了十五餘家，

兩岸三地總計七百家以上的宮廟團體。各宗

教因慈悲無國界、音樂無國界，共同走進佛

陀紀念館聯誼，讓世界更美好。 

美國休士頓中美寺也首度與史丹佛市

政府合辦「青年以歌舞傳遞三好給世界」演

唱會，以說唱弘法，讓人間佛教走出去；三

月，墨爾本佛光協會舉辦人間音緣總決賽；

五月，維也納佛光青年愛樂團以梵唄、人間

音緣、歐洲名謠、大陸及台灣名謠，於世界

最著名五大音樂廳之一的維也納金色大廳演

出；六月，祖庭宜興大覺寺妙士法師與宜興

市音樂舞蹈家協會聯合主辦《佛光菜根譚》

歌曲徵集比賽；八月，有八年歷史的國際青

年生命禪學營，吸引來自哈佛、劍橋、北

京、復旦及台灣大學等名校近千位學員來山

參學。佛光緣美術館總館也在九月舉辦「僧

眾作品聯展」，有慧昭、道璞法師等一○四

位徒眾的二二

九 件 作 品 展

出，涵 蓋 攝

影、繪畫、書

法、陶藝，並

頒贈獎金，鼓

勵徒眾以文化

弘揚佛法。 

    泰國第一

座唐式建築泰

華寺，在心定

和 尚 的 努 力

下，四月舉行

吉祥金觀音開光儀式；當天，摩訶朱拉隆功

大學與佛光山寺建教合作備忘錄簽訂儀式，

為南北傳佛教共弘佛法做見證。 

歷時廿年，匯聚新加坡、馬來西亞、

印尼、泰國、汶萊等信眾的護持與願力，由

大師賜名，寓意「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共有」

的新馬寺，十月於新山市舉行落成典禮。大

殿的玉雕壁畫「人間佛教行化圖」，呈現了

大師帶領四眾弟子於全球推動人間佛教的情

景，「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二○一七年理事

會議」也在新山啟建大馬首次的禪淨共修祈

福法會。 

經慈容法師、滿潤法師等多年籌建

下，日本佛光法水寺大雄寶殿的玉佛開光也

在十月舉行，為日本最大的玉佛，新設的

「伊香保溫泉佛光山法水寺」巴士站，每天

有巴士從成田機場開往法水寺，接引更多人

來到伊香保。此外，在台灣也有潮州講堂於

元月舉行落成典禮，新惠中寺在九月舉行奠

基典禮。 

台灣中部海線行腳托鉢舉辦至今已廿

四年，現在地方宮廟如龍井天上聖母老四媽

鑾轎團、梧棲真武宮玄天上帝神轎團都主動

參與，遶境祈福，有更多信眾共同護持百萬

人興學。佛館首次舉辦的「佛光大佛分香我

家」迎請法會，有三千多人共同恭迎五百尊

大佛分身到世界各地供奉。為慶祝佛陀成道

日法寶節，本山和全球別分院同步煮臘八粥

分送大眾，共送出逾兩百萬份臘八粥，透過

鳳凰網直播各地施粥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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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二○一七年供僧法會，海外友寺

不約而同捐贈珍貴藏經，和大師有近四十年

情誼的韓國東國大學榮譽教授法山法師，斯

里蘭卡 Purwarama 寺代表 Wickramapala Li-

yanarachchige 居士，分別呈贈《韓國佛教全

書》、《僧 伽 羅大 藏經》、《西 藏大 藏

經》，典藏於佛光山藏經樓。 

上世紀六○年代，星雲大師前往馬來

西亞弘法期間，曾到麻坡淨業寺拜訪。去年

五月，我與覺誠法師前往祝賀第三任方丈住

持禪亮和尚陞座，延續大師在星馬法緣。十

一月，台南大仙寺舉行新建三寶殿等諸佛菩

薩聖像開光安座大典，我代表常住前往開

光；旋即出席陝西法門寺佛指舍利重光三十

周年紀念暨締結兄弟寺典禮，當初佛指舍利

重現時，趙樸初長者曾以：「影骨非一亦非

異，了如一月映三江」贊頌，大師也特別贈

與一筆字「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

天」的對聯表示祝福。 

覺誠法師應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邀

請，在東馬舉辦三場「認清附佛外道」巡迴

座談會，又與大馬十三個佛教團體在吉隆坡

舉辦「清流論壇」，再與該國五大中文報合

辦「媒體論壇」，促進種族與宗教和諧。 

慧傳法師應邀前往湖北武漢，在「台

鄂佛教文化交流與兩岸融合發展論壇」上，

闡述星雲大師提出的「復興中華文化，佛教

不可缺席，尤其在全世界重視中華文化的現

今。」北島佛光山的滿信法師，近兩年半，

積極將二萬多本星雲大師英文著作《366 

Day’s with Wisdom》，送至各旅館，接引

政府及不同宗教團體，如紐西蘭人權委員會

團隊、奧克蘭多元宗教交流委員會，讓更多

人認識人間佛教與中華文化。 

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組成「兩岸南

北傳佛教融合交流訪問團」，由大陸廈門市

佛教協會、台灣中國佛教會、佛光山教團、

福智僧團、靈鷲山教團等兩岸佛教中青代，

首訪緬甸、泰國交流，為兩岸佛教界首次聯

合展開南北傳交流訪問。 

巴西如來寺與羅馬天主教會舉行宗教

聯誼會，恭迎阿帕雷西達聖母蒞臨如來寺，

與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一同接受大眾的參

拜及祈福，會中有「世界和平籲請書」，由

南美洲總住持妙遠法師代表大師，與聖保羅

州樞機主教 Cardeal Odilo 及區主教 Dom 

Bosco 共同簽署，見證巴西人間佛教與天主

教交流的歷史性一刻。 

其實，想講述的弘法報告太多，紙短

情長，唯有感謝佛陀的慈悲加護、大師的帶

領，以及全球信徒、大眾、有緣人有情有義

的護持。新的一年，我們僧信二眾，發願秉

持大師「忠義傳家」的精神，人人本著正

義、仁義的菩薩義工情懷，跟隨大師推動人

間佛教的腳步，繼續教育、文化、體育、藝

術、音樂的弘法，將菩提種子播散人間。  

在此也祝福大家，奮起飛揚，福慧圓

滿！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宗長 

心保暨全體宗委 合十 

2018 年元旦 

 

 

林麗霏  10€  郭文輝   10€        俞美蓮 10€      

薛  強   5€         林秋英 10€ 

     

佛光世紀贊助名單    

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感謝贊助，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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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禪寺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1/1 一 
為義工祈福法會 
為世界祈和平音樂會 

10:30 
14:30 

7/1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00 

14/1 日 大悲懺法會 09:30 

17/1 三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21/1 日 
慶祝法寶節 
全歐千人抄經祈福 
星雲全集發表會   

10:30 
 
14:00 

24/1 三 佛陀成道紀念法會 10:30 

28/1 日 金剛經共修法會 10:00 

31/1 三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4/2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年終寺院大掃除  

10:00 
14:00 

11/2 日 光明燈圓燈法會  10:00 

15/2 四 延生普佛早課燒年香  21:00 

16/2 五  禮千佛法會  10:30 

17/2 六 禮千佛法會   10:30 

18/2 日 禮千佛法會   10:30 

24/2 六 供佛齋天法會 19:30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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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一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6/1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13/1 六 
臘八粥教學     
法華經共修法會  

10:30 
14:00 

17/1 三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20/1 六 
法寶節抄經   
法華經共修法會  

10:30 
14:00 

27/1 六 法華經共修法會  14:00 

31/1 三 光明燈圓燈法會 11:00 

3/2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10/2 六 法華經共修法會  14:00 

15/2 四  延生普佛  
早課、燒年香  

20:30 
22:00 

16/2 五  平安燈上燈法會 11:00  

17/2 六 禮千佛法會   14:00  

18/2 日 禮千佛法會   14:00  

24/2 六 金剛經共修法會  14:00 

每週 日 365 禪修會  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