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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紀元五十三年 

二○○七年起，我以十二生肖來構思詞句，題寫了新春賀詞。

像鼠年，就以「子德芬芳‧眾緣和諧」，祝福大家會有很好的人

格；癸巳蛇年的祝禱，則以「曲直向前‧福慧雙全」，要大家不要

害怕人生的曲折，因為「向前才有路」，猶如蛇的身體要彎曲才可

以朝目標前進，給人我一點空間，福慧雙修，人與人之間就會圓滿

自在。 

其實，我書寫新春賀詞，並沒有其他的意思，只希望恢復中華

文化的固有道德，讓所有人等過春節的時候，不要只是遊樂而已，

還能更進一步以紅紙上的隻字片語，作為勉勵、祝福，也增添幾分

春節的喜慶。 

2019 年給大家的新年祝福是，「諸事吉祥」。 

2019 己亥年是豬年。 

豬，在十二生肖中，代表一個循環的圓滿和繼起，充滿新生的

希望。 

豬去豕加言為諸，豬者圓滿，諸者多也，寓意著這一年，圓滿

如意、諸事吉祥。 

諸事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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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的生活是什麼？能隨遇而安就是

真正的平安。富貴的生活又是什麼？大陸趙

樸初老居士，生前曾經贈送我一副對聯，上

聯曰：「富有恆沙界」，下聯曰：「貴為人

天師」。老居士深達佛教空觀的中道實相，

所以明白一個出家僧伽，正因為什麼都未曾

擁有，反而擁有了三千大千世界。 

《中庸》說：「君子素其位而行，不

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

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

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意思是說，

無論處在什麼樣的情境之下，都能投入其

中，並且安之樂宿的意思。對於平安與富

貴，有以下四點看法提供： 

第一、父母的平安富貴，是頤養天

年：希望父母得到平安富貴嗎？人年紀大

了，要求的並不多，生活得到照料，有個伴

可以聊聊天，有一點正當的嗜好，如果是佛

教徒，可以早晚一炷香，回向兒女家庭吉祥

和樂，加上念佛、禪坐、課誦，甚至可以參

與義工行列，生活可以過得有意義。這樣來

修身養性、頤養天年，日子就過得很平安富

貴了。 

第二、兒女的平安富貴，是健康成

長：兒女們的平安富貴是什麼？生長在一般

家庭，得到良好的教養，隨著年齡增加，品

德、智慧、體育、群育、美育都能發展。乃

至灑掃、烹調、應對，以及生活上的各種技

能，都要學習，這樣長大後，隨處都能應付

裕如。更重要的，還要讓兒女懂得慈悲心的

重要，這才是兒女的平安富貴。 

第三、夫妻的平安富貴，是和睦相

處：每對夫妻結婚時都得到各種祝福，例

如：「琴瑟和鳴」、「白頭偕老」。兩個在

不同環境中成長的人，要如何來「百年好

合」呢？有的夫妻因為對於生活的態度意見

不和，天天吵架。也有些人經過吵架，就像

有稜角的石頭，互相摩擦後，兩人都變得圓

融了。這是少數！大部份人經不起吵架後，

內心帶來的衝擊，最後只有分手。夫妻的平

安富貴，可以學習相親相愛、相敬如賓、相

互扶持、相知尊重、彼此包容，最後能和睦

相處，這才是婚姻生活中的平安富貴。 

第四、事業的平安富貴，是生活有

序：一個人努力在事業上求發展，終於成功

了，事業愈做愈大，金錢堆積如山，令人欣

羨，卻不一定能得到平安富貴。大部分人因

為事業繁忙而晨昏顛倒，家庭與身體都賠上

了。這時候你問他想要什麼？很多人都會

說：「我只想過平凡的日子，想要生活有

序，不必太多應酬，能多一點時間陪陪家

人，這就是最好的享受了。」 

理性一點，將生活調適得規律一點，

每天生活有序，可以帶來頭腦的清明，以及

感情的平和。許多做大事業之人，其實他們

的生活很簡單，在物質上也不希求奢華，比

一般人還要更接近於修行人的生活，因此而

能平安富貴。 

平安富貴 



為慶祝佛陀成道，1 月 11-13 日巴黎佛

光山與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聯合舉辦慶祝法

寶節系列活動，包含送臘八粥、佛陀成道日

法會、義工祈福法會及佛學會考，有千餘人

次參與。  

農曆臘月初八法寶節正日，上午 11 點

巴黎佛光山舉辦佛陀成道日法會，由妙希、

知忠兩位法師帶領逾 200 位中法籍信眾誦

經，感謝佛陀為人間留下珍貴的佛法。 

1 月 12 日下午兩點，巴黎佛光山舉行

為義工祈福法會，妙希、知忠法師帶領六十

多位義工禮拜《八十八佛大懺悔文》，為義

工們祈福，也願將這份功德回向給十方法界

一切眾生，希望更多人能聽聞佛法。 

法會最後，巴黎佛光山監寺妙希法師

代表道場致贈每位義工結緣品，感謝大家平

日的發心服務，另外還送出 30 隻水晶豬給

服務時數最高的義工們，祝福大家諸事吉

祥。  

1 月 13 日適逢農曆臘月初八佛陀成道

日，法華禪寺上午在大雄寶殿舉行一年一度

的佛陀成道紀念法會，逾 250 人返寺禮佛，

同霑法益。同時道場特別以臘八粥供眾，廣

結善緣，溫暖大眾身心。 

紀念法會由監院妙多法師與諸位法師

帶領大眾，虔誠唱讚、繞佛，用梵唄讚頌偉

大佛陀的恩德。法會圓滿之際，妙多法師開

示，說明臘八粥的緣起和法寶節的意義，也

以大師指導臘八粥做法，說明「粥中有

道」，將八種食材用心烹煮，融合成一味，

希望大家在享用臘八粥的同時，能夠憶念佛

陀的恩德，思惟中道的法義，感謝眾緣的成

就。也祝福大家都能同霑佛陀成道的法喜，

蒙佛陀加持而福慧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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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活動  慶法寶節 

慶法寶節  品臘八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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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佛光青年分團趁佛陀成道日之殊

勝因緣，1 月 13 日中午禮請監院妙多法師

為新添購的三頭祥獅點睛祈福，不僅象徵賦

予新獅靈氣與生命，更有傳承之意。 

為此開光點睛儀式，妙多法師寫了特

別的法語，一一為獅子在眼、鼻、舌、耳、

足、背等處，以硃砂筆點觸。在「點至靈光

辨邪正，毫光萬丈照大千。醒獅起舞，奮起

飛揚，廣結善緣妙吉祥」的讚頌法語聲中，

祥獅躍起舞動，猶如獲得新生展現活力，在

大雄寶殿內禮佛，感謝佛菩薩加持，全場掌

聲雷動。 

妙多法師開示時表示藉著歡慶法寶

節，在佛前為祥獅祈福，讓佛光青年菩提增

上，有朝一日成就佛果。法師並以大師開光

的意義說明，即借助佛的力量，慈悲加被，

開發我們的心地，讓我們照見擁有心中無限

的寶藏。三頭祥獅經法師點睛後，活靈活

現，氣宇軒昂，為新年增添祥瑞。 

1 月 14 日法華禪寺妙多、妙達法師，

在協會第 14 分會委員李岩的陪同下，前往

巴黎市中心三處，將熱騰騰的臘八粥與大師

新春墨寶「諸事吉祥」與眾結緣。 

一行人首先來到台北駐法代表處，代

表處古文劍公使與楊政衡僑務秘書接待。隨

後前往阿里巴巴法國總公司，法国區總經

理 Sebastien Badault 與辦公室經理郝菲等人

熱情接待。最後來到 Fiminci 國際地產開發

公司，由賴睿接待。妙多法師向古文劍公

使、Sebastien Badault 總經理等人介紹臘八

粥的因緣，以及星雲大師的一筆字。他們感

謝法師的蒞臨，並紛紛表示未來要組織前來

法華禪寺參訪。 

祥獅點睛  佛前祈福 以粥結緣  佛光普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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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法寶節到來之際，國際佛

光會巴黎協會，為響應臘八粥推廣活動，1

月 5 日下午 2 點，特別於法華禪寺五觀堂，

舉辦“臘八粥烹飪教學”活動。共計有 14

個分會逾 55 人，分成九組來參與學習，大

家用歡喜雀躍的心，喜迎法寶節。 

活動開始之前，典座組黎麗師姊，帶

領幾位義工菩薩，先為大家備料，洗菜、切

菜、炒米、爆香，一點也不馬虎。協會輔導

妙多法師首先將星雲大師指導臘八粥的原則

分給各組，並一一講授應有的食材，提醒大

家每一種食材的大小要統一，接著由各組進

行材料的準備。黎麗、Amy 師姊為大家說

明每種食材與米飯的比例等等注意事項。 

法師接著說明臘八粥的烹煮，在於融

合，必須用歡喜心、恭敬心、供養心、感恩

心，才能煮出好味道，讓吃的人感到歡喜無

比。大家發揮集體創作，一起努力烹飪臘八

粥，展現團隊的精神。 

學有所成，巴黎協會 16 個分會於佛陀

成道日前後分別參與到煮粥、送粥的活動

中，除了在兩個道場之外，有許多分會也在

自家開設的餐廳烹煮臘八粥，藉此廣結善

緣。 

1 月 12 及 13 日兩天，法華禪寺典座組

共煮約 1800 份臘八粥，除了各分會各自領

取送粥，還由常住送往寮國寺廟、天主教

堂、華為公司等友好單位。巴黎佛光山則由

第一、十、十五分會聯手在巴黎佛光山煮

粥、送粥，共煮粥 1200 碗與歐洲時報、巴

黎華人區的公司行號及有緣人廣結善緣。 

第六分會於巴黎金百合中餐館現場烹

煮臘八粥，妙元法師特別前往指導，16 位

會員合作完成了約 700 份的臘八粥，並分送 

協會幹部  學習煮粥 分會會員  廣結善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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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附近的公司行號，以歡喜與人結緣。 

第五分會的會員們各自在家準備食

材，然後由 13 位會員及發心佛光之友，分

別在 94 區姚愛香師姐和 14 區黃治肖師姐的

餐館合力共煮出 680 份臘八粥。之後送至

93 區批發市場讓會員們來領取臘八粥送與

大眾結緣。 

此次活動期間，法華禪寺與巴黎佛光

山及由協會各分會自己烹煮美味可口的臘八

粥廣結善緣，共計約送出逾 4600 碗，大家

忙得不亦樂乎，收穫滿滿。  

巴黎協會於 1 月 6 日下午兩點半在海會

堂召開第十屆第七次理事會議，由會長王愛

漣主持，妙多法師、蔡有娣督導列席，有妙

達法師等 8 位法師與幹部等 33 位與會。 

會議主要討論的議案有：青年團新春

舞獅案，決議今年只第 3 區與 93 省舉行，

分別於 2 月 6、8、9 日 3 天舞獅，只針對巴

黎協會會員的店舖舞獅。2 月 4 日除夕圍

爐； 2 月 17 日「梵音樂舞慶元宵聯歡

會」；協助 3 月 15-18 日巴黎書展； 2019

年碧西佛誕節分 2 天慶祝： 5 月 5 日舉辦佛

誕節嘉年華、5/12 日於大殿浴佛節法會。 

巴黎協會為提升大眾學佛的層次，1 月

13 日下午舉辦佛學會考，於巴黎佛光山與

法華禪寺兩地同步舉行，旨在測試佛光會員

的佛學程度，並鼓勵佛光會員精進讀書，以

此感念浩瀚佛恩，同慶法寶節，共計 123 人

參加。 

考試分中、法文兩組，依不同程度中

文組分 A、B、C 組別，法文組分 A 與 B 兩

組，有問答題、選擇題、填充題幾是非題。 

佛光會員  佛學會考 

理事會議  討論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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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6 日 中 午，第 十 六 分 會 於

RIQUET 舉行讀書會，有 16 人出席，妙元

法師到會輔導，由吳芙蓉分會長帶領導讀星

雲大師文章--自知之明。大家先解析文章，

之後進行討論，會員都是溫州師姐，國語、

溫州話交替進行，讓讀書會充滿樂趣也討論

的精彩紛呈。 

第十三分會於 1 月 27 日下午召開月例

會，由張微微分會長主持，妙訓法師列席輔

導，10 位委員出席參加，主要討論分會聯

誼會的進行內容方式、及工作職掌等。 

1 月 28 日下午，第十四分會於法華禪

寺五觀堂舉辦分會聯誼活動，邀請輔導法師

妙達法師及妙多法師等常住法師與會，分會

督導王裘麗，會長羅慧君等 24 位會員參

加。會員孫靜音師姐與同修李瑞漢師兄及呂

寶娟師姐及同修鄧向榮師兄特別為大家準備

了豐盛的美味佳餚，大家在享受美味佳餚的

同時與法師交心，氣氛熱烈溫馨。 

1 月 20 日下午，法華禪寺舉行歲末大

掃除，雖然室外零度的低溫，也擋不住大家

的熱情，巴黎協會 260 位佛光人歡喜總動

員，各個穿上紅色義工服除舊佈新迎新年。 

妙多法師首先於大殿感謝菩薩們的發

心，也讚嘆各分會動員的力量，大家確實把

道場當成自己的家，用心的愛護。法師也勉

勵大家更要藉著大掃除的因緣，檢視自己掃

塵除垢，心靈是否淨化。 

隨後各分會投入工作，巴黎佛光青年

承擔了道場內外所有搬運重物、爬高蹲低與

大寮清洗的工作，巴黎十六個分會分散於道

場裡裡外外，歡聲笑語中圓滿除舊布新大掃

除。 

歲末清潔  除舊迎新 分會會員  精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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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佛光山法華禪寺與國際佛光會巴黎

協會，為了感謝義工菩薩和護法信徒們過去

這一年來，對協會與道場的服務奉獻及發心

護持，特別於 1 月 27 日舉辦「為義工祈福

法會暨歲末聯誼會」活動，包括巴黎協會王

愛漣會長、蔡有娣督導等，超過 300 位義工

齊聚一堂，參與法會與茶話聯誼，各分會更

呈現精彩表演，聯絡感情，發願繼續弘揚人

間佛教。 

為義工祈福法會由監院妙多法師主法，

帶領諸位法師與信眾虔誠唱讚，恭敬的在佛

陀座下獻燈；禮拜《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恭讀大師所撰〈為義工祈願文〉。 

隨後義工聯誼會在五觀堂熱鬧展開，今

年的最大亮點，在於協會各分會與巴黎佛光

青年分團組成的創意進場。每個分會發揮最

大巧思，用心準備服裝與口號亮麗登場，為

活動揭開序幕。巴黎協會王愛漣會長致詞感

謝大眾的付出，才能有莊嚴的法會、清潔的

道場！並稱在佛門做義工，修福修慧，親近

善知識，都是在完美自己人生。妙多法師致

詞，感謝所有的義工菩薩一年來對道場的用

心護持，讚歎每一位義工都是不休息菩薩、

常精進菩薩。之後大眾一邊享用精美的茶

點，一面欣賞精彩的節目演出。藉著“感謝

有您，有您真好”的短片，看見自己在道場

服務的身影，義工們都歡喜的笑開懷。青年

分團的熱力舞蹈，帶動整場氣氛；以及各分

會帶來的歌曲，傳唱善美音聲。 

會中特別頒發了卓越義工獎，常住準備

了獎狀和結緣品贈送給奉獻時數前 100 名的

發心義工，擔任服務台義工年近八旬的翁惠

粧菩薩，奉獻時數高達 2900 小時，得到眾

人一致的讚嘆。法籍義工 RIVET Xavier、

胡小萍分會長也發表感言。 

活動以妙多法師與諸位法師帶領大眾，

高唱我的家鄉在佛光山佛祖保佑、惜別歌等

圓滿落幕，大家相約今年要更加努力，發心

護法衛教，也為自己增長更多福德。 

義工聯誼  發心行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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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福慧燈教育集團由歐盟亞洲中心中

國首席代表顏瑞，福慧燈教育集團總裁曼殊

帶隊，共 87 位來自中國的歐盟遊學參訪團

上午 9 時抵達法華禪寺，進行半天的學習。

一行人在大殿禮佛之後，妙多法師致歡迎

詞，並代表常住贈送星雲大師著作結緣。 

上午的行程緊湊，殿堂巡禮之後，大家

到觀音殿開始第一堂課：抄經。之後進入今

天學習的主題：認識星雲大師與佛光山，由

妙多法師以「一句話的力量」為題介紹佛光

山的開創與弘法歷程。法師也以大師常說的

「人生三百歲」含意激勵大家懂得珍惜、懂

得感恩，落實三好、四給於生活中，才會廣

結善緣，得到五和人生。在隨後分享時段，

由福慧燈教育集團領隊曼殊女士主持。 

中午，遊學團成員在五觀堂享用香雲滴

水坊提供的自助式素齋，下午三點，遊學團

結束參訪，妙多法師也祝福大家在未來人生

中都能充滿正能量，諸事吉祥，圓滿這一站

的參學旅程。 

法華禪寺敦煌舞蹈團成立 6 年之後，再

度邀請來自台灣的專業老師前來指導敦煌舞

藝。現任敦煌禪舞集團長、中華禪舞協會理

事長、臺灣僑委會海外巡迴文化教師的鄭秀

真老師，與助理鄭凱寧老師和其夫婿張修桓

先生 1 月 26 日抵達法華禪寺，將進行為期

八天的密集課程。 

晚上七點，首次訓練課程於禪堂進行，

共有 16 位學員參加，妙多法師介紹兩位老

師給法華禪寺敦煌舞蹈團的學員們認識，大

家先與鄭老師接心，了解課程的需求。隨

後，兩位老師正式為學員上第一堂課。在老

師的指導下，學員們做出不同動作，或盤腿

或站立或俯身拉筋，然後老師為學員一一矯

正各種姿勢，並傳授幾個接連動作。 

首次課程之後，妙多法師勉勵大家，因

緣殊勝能請到這麼專業的老師指導，希望所

有學員抱持著“自身是種子教師”的心態，

用心堅持的把敦煌舞蹈技巧通透學習，讓自

己成為真正的舞者、禪者。 

大陸青年  法國遊學   敦煌舞團  學習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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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中心漢語課的李利老師，1

月 4 日帶領 7 位學生到法華禪寺參訪，體驗

中國文化及學習傳統漢字。一行人先參觀大

雄寶殿、地藏殿等各殿堂，並在觀音殿用毛

筆抄寫法語，體會書寫漢字的奧妙。 

在禪堂則由妙訓法師帶領禪修，體會

佛門的禪意，最後參觀佛光緣美術館的展

覽。參觀後，一行人還在香雲滴水坊享用素

食午齋，緊湊的行程讓來訪者收穫滿滿。 

1 月 17 日晚，市政府在 Michel-Jazy 體

育館舉辦法國式的新年團拜，由市長代表市

府向市民送上新一年的祝福及施政報告。妙

達、妙元法師帶領佛光會員代表常住前往參

加。 

市長 Yann Dubosc 率領 21 位議員上

台，凸顯其工作團隊的默契與力量，在向市

民報告過去一年的政績。市長也特別表揚過

去一年市民的傑出代表，受表揚的有警員、

教師、學生等。市長致詞後，在全場歡呼的

高潮下大家開始聯誼，團拜會同時也安排有

音樂表演。妙達法師與多元宗教文化協會其

他宗教的委員、代表紛紛與市府人員、各社

團代表等交談，相互祝賀新年。 

1 月 6 日下午 6 時，法華禪寺監院妙多

法師在中文學校教室召開中文學校全體老師

教務會議，有知冠法師與 11 位教師與會。 

妙多法師先感謝各位老師辛苦付出，

特別感謝吳慧玉、王嫣文在學校行政方面的

付出，隨即展開緊湊的議程。會議首先討論

年終的期中考試的安排，隨後針對教學、行

政等方便的工作進行討論。 

1 月 19 日下午三點，94 省的健行隊一

行 19 人前來法華禪寺參訪。由知賓石建鴻

師姐帶領參觀大雄寶殿，並介紹大師一筆字

的意涵，隨後逐一參訪地藏殿、觀音殿及美

術館等。監院妙多法師在大殿贈送大師的墨

寶春聯與玉吊飾，大家感到非常意外與歡

喜，表示收穫滿滿。 

市府團隊  新年團拜 

學習漢字  認識佛教 

中文學校  教師會議 

健行協會  參訪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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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在二千五百多年前，於農曆 12 月

8 日夜睹明星而開悟證道，成就無上正等正

覺，因此才有佛法在人間傳播，給人間帶來

光明、希望。 

而當佛陀還是悉達多太子時，曾修苦

行，日食一麻一麥，漸漸太子覺悟到修苦

行，只會使身心受苦，無法證悟菩提，於是

放棄修苦行，因為饑餓疲憊倒在尼連禪河

邊，被經過的牧羊女看到，施以乳糜供養，

太子食後逐漸恢復體力。於是，世人流傳至

今在 12 月 8 日食用臘八粥，寺院會發送臘

八粥與大眾結緣，以宣揚「佛陀成道日」。 

今年的「佛陀成道日」臘八粥與眾結

緣活動，第十二分會亦在我的餐館烹煮臘八

粥，師姐們一大早不辭辛勞，個個面帶笑容

來到餐館幫忙，分工合作，把一碗碗美味溫

暖的臘八粥整齊排放在桌上準備發送結緣。 

感恩妙多法師與妙達法師慈悲蒞臨共

襄盛舉，為我們鼓舞士氣，讓活動增添無比

色彩，更具意義，令此次活動無比圓滿。 

中午時分，客人陸續來到餐館，每個

人都好奇的掃瞄了一下橫幅標語，聚精會神

的聆聽師姐們説明活動典故；師父們也馬不

停蹄的幫忙指導，向來客解説發送，大家忙

得不亦樂乎，法喜充滿。 

我們實踐佛法，把星雲大師的人間佛

教散佈到每個角落，也把有著「歡喜、恭

敬、供養、感恩」味道的臘八粥，溫暖的送

到每個人手上，不負佛陀説法度眾的慈心悲

願。（第十二分會會員 金康亮） 

        千層豆腐  

1.切掉豆腐邊，這樣口感比較好。切下

的邊邊豆腐捏碎，和豆腐乳及 1/2 大匙豆腐

乳汁、紅蘿蔔末、芹菜末攪拌成餡料備用。 

2.豆腐橫切分成 4 等份，一層豆腐一層

餡料，總共七層。然後放入電鍋蒸熟。 

3.蒸豆腐滲出來的湯汁倒入鍋內煮沸，

加上一大匙豆腐乳汁、紅蘿蔔絲、芹菜末、

鴻喜菇煮熟並勾芡，淋到千層豆腐上即可。  

林麗霏  10€  郭文輝 10€       薛 強   10€      

黃瑞卿    10€  薛  晶 10€   

Stéphanie LI  10€   

     

佛光世紀贊助名單    

諸供養中      法供養最 

以臘八粥結緣的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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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禪寺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3/2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留學生歲末聯歡會  

10:00 
15:00      

4/2 一 延生普佛、燒年香 21:00  

5/2 二 新春禮千佛法會 10:30     

9/2 六 供佛齋天法會 19:30 

10/2 日 新春禮千佛法會 10:30     

17/2 日  
光明燈上燈法會   
梵音樂舞．慶元宵  

10:00 
14:00      

19/2 二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24/2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3/3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00  

7/3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10/3 日 平安燈圓燈法會 10:00  

17/3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21/3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24/3 日 
金剛經共修法會       
曹天文書畫展  

10:00 
14:00      

25/3 一 觀音菩薩聖誕法會  10:30  

31/3 日 普賢共修法會                 10:00  

巴黎佛光山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2/2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4/2 一 
延生普佛 
新春早課  

20:30 
22:30  

5/2 二 禮千佛法會  11:00 

9/2 六 禮千佛法會 11:00 

16/2 六 淨行品共修   14:00 

19/2 二 光明燈上燈法會  11:00 

23/2 六 金剛經共修  14:00 

2/3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7/3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9/3 六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4:00 

16/3 六 淨行品共修   14:00 

21/3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23/3 六 金剛經共修  14:00 

25/3 一 觀音菩薩聖誕法會  11:00 

30/3 六 
佛門一日修持 
佛光三昧修持  

10:00 
14:00  

每週 日 365 禪修會  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