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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載一時，一時千載！來自全球五大洲的佛光人聚集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UNESCO）總部，共商人間佛教的「信仰與傳承」！ 

「全球佛教代表世界和平交流會」，於法國時間 10 月 3 日上

午 11 時在巴黎舉行；別具意義的是，這個聚集了世界各地佛教代

表、佛光會理事、主任委員及各國佛光協會會長、督導、幹部和檀

講師等出席的交流會，首度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舉行，當

天的會議讓國際佛光會在推動人間佛教的理念寫下新的里程碑。來

自全球五大洲的一千五百位佛光山僧信二眾及貴賓們，相聚一堂集

思廣益，共商如何讓人間佛教更深廣地永續弘揚下去，把佛教信仰

傳承給年輕世代。 

國際佛光會創會會長星雲大師，以影音視頻開示「信仰與傳

承」，大師說:他的願望是在佛教的發展裡面，「傳承信仰、道

德、仁道和人格」，並成為佛教未來的主流思想；因此，大師要全

球佛光人跟他配合，共同朝這個目標努力。 

大師強調，佛光會和佛光人對青年、兒女、兒童，要如何傳承

信仰，是佛光人重要的課題。「我們不給孩子、兒孫和年輕人傳財

產，而是傳信仰、道德、仁道、人格，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這

個能成為佛教未來的主流思想。 

大師也引述「三鳥飛空，空無遠近，跡有遠近」這段經典，來

譬喻佛光人學佛的程度。 

全球佛教代表世界和平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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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解說，虛空沒有遠近，都是一樣

的，但是這三隻鳥這麼一飛，它們的能量能

飛多遠就不一樣了。「我們的信仰就是這

樣，看我們的功力在虛空裡面，我能飛多

遠；在水裡，我能有多深淺。所以，佛在哪

裡？在我的信仰裡，就在我的功力裡面，在

我的信仰的功行裡面。佛在虛空，我在空中

能夠和他接近多少？佛如海洋，在海洋裡

面，我能有深淺多少？」 

大師提醒佛光人，來參加佛光會並不

是要跟別人比賽，重要的是重視信仰。「我

們的信仰清淨不清淨？如法不如法？合乎道

德還是不合乎道德？因為佛在我們的信仰裡

面，我信仰到什麼程度，佛在我心中就是什

麼程度。」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總會長心保和尚

在交流會的致詞中，闡述了和平的普世價

值。他說，23 年前在巴黎舉行的佛光會世

界會員代表大會，主題恰好是星雲大師所提

出的「平等與和平」。平等與和平是人間所

需要的、也是世界所需要的。 

心保和尚說，大師在人間佛教裡提

到，人間佛教是平等的，是人要的，因為有

了平等與和平，世界才會互相了解、包容、

溝通，不管是種族之間、宗教之間，國與國

之間才有很好的溝通管道，也因為有平等與

和平，世界才不會再有戰爭、對立與隔閡。 

「平等與和平」是我們所要的，我們

要在全球各地傳達這個理念。每一位佛光人

透過佛教的信仰，注入世界的和平和社會的

關懷，並散播智慧的光明，點亮世界的希

望。」 



他說：「希望世界能和平，希望世間

能平等，這是佛光人的使命。我們希望通過

這次的會議讓更多佛光人了解和實踐這個理

念，這也是這次的會議價值所在。」 

交流會的開幕儀式非常殊勝，出席的

貴 賓 有 斯 里 蘭 卡 駐 法 國 教 科 文 大 使

Athauda、紐約聯合國及全球傳播部主任

Hawa Diallo、鳳凰衛視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主席、行政總裁劉長樂、緬甸駐法國大使

Kyaw Zeya、網龍集團總裁劉德建等。 

「全球佛教代表世界和平交流會」開

幕禮上也進行了國際佛光會主任委員、佛光

長者、新聘檀講師、新分會成立、督導委員

會、新佛光童軍團成立、新舊協會會長交接

及新任督導授證儀式，同時也舉行「三好微

電影國際競賽」頒獎儀式。 

全球佛教代表世界和平交流 10 月 3 日

隆重展開，此次會議地點位於巴黎的聯合國

教科文會議廳，當天下午，由國際佛光會世

界總會總會長心保和尚闡述創會會長星雲大

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的理念思想，

意義深遠。 

心保和尚表示，國際佛光會是聯合國

的 NGO 會員，應該關心聯合國關注的議

題？如全球貧窮、教育、疾病、氣候暖化

等，身為佛教徒要關心世界，這就是人間佛

教。人間佛教的範圍很廣，可以超越個人、

社會、國家，甚至饒益有情。但也不遙遠，

因為就在每一個人的起心動念中。 

有鑑於此，星雲大師要將佛教回歸到

原意，表明人間佛教就是佛教。佛教並不是

高深的學問，亦非山林佛教，當初佛陀開示

佛法，上至國王，下至百姓，各階層受益，

普及人間，就是人間佛教。因此大師對人間

佛教下了定義，明確了人間佛教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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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  佛陀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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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

也。」《增一阿含經‧等見品》寫到，成佛

要從人間。因此，心保和尚進一步指出，菩

薩道是通向成佛必經之路。在大眾中，學習

每個人的優點，圓滿自我的人格。例如，參

加佛光會，遇到許多人事物，增廣見聞，日

子久了一定會進步，也許你自己看不見，但

是大眾看的到。 

菩薩道就是我自己好，也希望看到別

人好。我自己獲得利益，也希望別人得到利

益。眾生一體，世界都與我有關連，人間佛

教的信仰，也正在為關懷世界而展開行動，

這與聯合國所推動的方針不謀而合。 

如同星雲大師所說的，人間佛教是一

種大乘菩薩道的思想，依眾生需要，並能散

播希望、信心、歡喜的種子，將生活融入佛

法，當下的淨土就是實踐人間佛教而成就

的。 

「我們在學佛，學久了，就跟佛一

樣。如，先學佛的千分之一，學大師的百分

之一，學久了就像。一定要有信心！」心保

和尚話鋒一轉，引述大師的話：「人間佛教

不一定要去成佛，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覺

悟！」 

覺悟，不是用說的，而是去經歷與實

踐。所以經歷與實踐很重要，這也就是成佛

需要三大阿僧祇劫的原因了。 

身為佛光人，做萬種事，結萬種緣，

讀萬卷書，行佛在人間，也在人間覺悟成

佛。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 2019 第七屆第一

次理事會議 10 月 5 日在佛光山法華禪寺繼

續進行專案分享報告，提出策略讓來自全球

五大洲的 1 千 2 百多名佛光人互相分享觀

摩。 

今年分享報告的主題分為「發心與發

展」（會務）、「環保與心保」（素食 A

計劃）、「信仰與傳承」以及「化世與益

人」（慶典）；各國和各區代表在分享經驗

的同時，也提出在推動會務時所面對的困

境、解決方案，以及如何在人文各異的地方

落實本土化，通過集思廣益的方式，更有效

的實踐星雲大師所提出的理念。 

今年參與分享的協會有中華總會、香

港協會、南美巴西協會、法國巴黎協會、葡

萄牙里斯本協會、美國洛杉磯協會、馬來西

亞協會、紐西蘭協會、英國曼城、馬來西亞

南馬協會、昆士蘭協會、新加坡協會和非洲

協會等。 

理事會議  專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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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會分別由世總理事及青年總團執

行長慧傳法師、世總美西副秘書長慧東法

師、世總美東副秘書長永固法師、大洋洲副

秘書長滿可法師、 歐洲副秘書長滿謙法

師、東南亞副秘書長覺誠法師以及非洲副秘

書長慧昉法師來主持和指導。 

各協會的佛光人針對主題發表了過去

一年來的「成績單」，除了分享成效之外，

也分享如何突破困境的心得，供其他佛光協

會參考。各地佛光會普遍上面對的困境，包

括會員老化、難接引新會員、好的活動卻少

人參與、領導斷層等。 

為了突破困境，這些協會想方設法，

制定策略，通過在地舉行的活動接引會員加

入，深耕社區，擴大佛光會的影響力；他們

堅信只要走出去辦活動，必定能接引人進

來。 

當天的交流會之餘，大會特別安排多

元宗教交流，以響應創會總會長星雲大師所

提倡的平等與和平、尊重與包容。多元宗教

交流，在碧西聖喬治市的多元宗教區進行，

從法華禪寺出發，參訪伊斯蘭教、寮國佛教

寺院以及天主教堂等。 

其中尤為特別的是，當得知來自全世

界的佛光人來訪時，天主教堂神父表示，工

作人員可隨意布置天主教堂，並讓數百位佛

教徒在教堂內用便當，只希望來者是客，盡

興而歸。天主教堂多明尼克神父當天為前來

參訪的佛光人介紹多元宗教的融合，及與佛

光山的構建的宗教友誼。 

與法華禪寺比鄰而居的寮國寺院，對

佛光人也十分友善。當時申請法國宗教區

時，法華禪寺代表北傳佛教，而寮國佛教代

表南傳佛教，相互協助，彼此照應，難能可

貴。 

綠色屋瓦，神秘又帶靜謐的伊斯蘭教

堂，平時只對教徒開放禮拜，這次首度對來

自五大洲的佛教徒開放參觀。 

在此次多元宗教參訪中，展現了星雲

大師說的：「不同宗教之間，要多往來，在

宗教裡大家都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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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 2019 第七屆第一

次理事會會議，在盛況中開幕，在一片歡騰

中圓滿落幕； 10 月 5 日在迪斯尼議會廳舉

行閉幕禮，盛會上貴賓雲集，與會人士有碧

西市市長 Yann Dubosc、斯里蘭卡駐法國大

使 A.K.Athauda、碧西市伊斯蘭教 Tawba 協

會和碧西市猶太教會的代表等。來自全世界

五大洲的 1 千 5 百名佛光山僧信二眾在閉幕

禮上高唱《惜別歌》互道珍重再見，期望明

年「回家」，在高雄佛光山總本山舉行的世

界會員代表大會上再相聚。 

儀式開始時，由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

秘書長覺培法師宣讀本次理事會會議的以下

重要議決案： 

◎響應及推動「信仰與傳承」，舉辦

「佛化婚禮」、「佛光兒童入學禮」及「佛

光三好人家」與時俱進論壇、講座活動，以

傳承佛光法脈。 

◎持續響應《星雲大師全集》，推廣

贊助各大學及國家圖書館等機構，承襲佛法

薰陶，作為護法衛教、精進修持及處事圓融

之準則。 

◎積極響應「蔬食 A 計劃」連署，結

合蔬食饗宴等相關活動，以減緩地球暖化、

解決糧食危機及尊重生命最佳策略。 

◎推動成立新佛光協會組織及精緻

化，結合時代脈動，邁向新契機、新願景平

台，將人間佛國淨土光耀寰宇，落實佛光普

照諸世間理念。 

◎為增進道業及佛光普世核心價值，

舉辦「佛光創意活動」，以佛陀本懷，規劃

未來發展藍圖，共同成就圓滿菩提。 

◎舉辦「佛光幹部講習會」，以共同

提升佛學素養、具體實踐佛光宗門思想，達

成福慧雙修、同登彼岸為實質整體弘法目

標。 

◎佛教需要青年，青年更需要佛教，

以集體創作思惟，從弘法利生、解行並重出

發，以增進青年團團務發展，共同落實「傳

燈分會」案。 

◎響應「國際佛光會 2020 世界會員代

表大會」暨「2020 國際青年會議」，邀請

全球各地佛光人踴躍參加，以培養團隊合作

之精神，增進佛門互動善美情誼。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總會長心保和尚

開示說，2019 年世界理事會得以成功舉

行，「理事會取得的成就都是每一個人的功

德，這表示每個人在佛光會裡都是非常重要

的。」他說，透過這次的會議，各國各洲的

佛光人更合作、更歡喜、更熟悉、更認識，

佛教的傳遞也更快速有效。 

閉幕典禮  佛光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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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5 日晚間，「佛光之夜」於巴黎

Disney’s Newport Bay Club 傾情上演。全世

界五大洲一千五百位佛光人歡聚一堂，各自

拿出看家本領，為會議的壓軸，獻上別開生

面、充滿驚喜的身心靈饗宴。 

《祥獅獻瑞》頓時點燃了全場的熱

情，歐洲佛光山總住持滿謙法師致開幕詞，

接著青年又以 12 人的堂鼓表演《節令鼓慶

豐年》，將全場氣氛推向第一波高潮。 

這一場佛光之夜，也可以說是舞蹈的

盛宴，得以在一個晚上同時欣賞到來自古今

中外各式風格的舞蹈。 

南美洲佛光協會的《歡樂南美洲》與

美西佛光會的《美西達人秀 -炫舞 Can’t 

Stop》，巴黎佛光小敦煌舞團舞出了純正的

中華風姿。大洋洲的佛光人演繹人間音緣之

「分享」一曲，由馬來西亞各地協會、汶萊

協會以及新加坡協會的會員身著傳統服飾，

連袂奉上的《馬來民歌童謠組曲》，巴黎青

年團以《舞動青春》，表現了佛光人將全身

的活力、歡喜及熱情四射而出，將晚會的氣

氛推向第二波高潮。 

非洲佛光會以舞蹈的形式展現《法傳

非洲》，東北亞協會的和服舞蹈以及來自東

南亞的歌手激情演唱，完成了《四海都有佛

光人》。北美東岸的 11 個協會奉上《佛法

在美東》，巴黎的敦煌舞蹈團的《千江映

月》，從天女散花到敦煌飛天，無不盡顯專

業水準，讓人嘆服。 

歐洲佛光協會的代表在原作曲者林穎

茜老師之帶領下，和聲樂家林穎芷攜手演繹

《信仰與傳承》。接著佛光女青年團登臺，

穿著歐洲宮廷服飾以及環保主題的蔬果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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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一場別致的《古今風華現巴黎》。第

三波高潮，由中華總會的啦啦隊掀起，他們

載歌載舞，接連表演了充滿著高山族風味的

《十修歌》等歌曲。 

高漲的激情更需打鐵趁熱，滿益、慧

傳、永富以及依空法師受邀上台，滿謙法師

也代表承辦單位致上感謝詞，並宣布會議十

大特色。慈容法師最後受邀上台致詞並領唱

《四給歌》，讓大家感動不已。然而天下無

不散之筵席，最後由心保和尚帶領所有法師

以一曲《惜別歌》劃上圓滿的句號！  

法華禪寺於 10 月 6 日下午，在大雄寶

殿舉辦佛學講座，禮請佛光山泰華寺住持心

定和尚主講「業力的理論」，韓國曹溪宗教

師會首任會長梁長運先生、斯里蘭卡協會

Sumanasara 法師、印度清奈協會希望之村

Tulika 老師、法華禪寺監院妙多法師等 200

位護法信眾同赴盛會，聆聽佛法要義。 

心定和尚首先說明「什麼是業力」，隨

後從十二因緣談起，說明生命的流轉，從十

善業、十惡業分析因果報應道理， 以淺顯

易懂小故事和譬喻引導大家認識業力，指出

心念的好壞會有不可思議的影響力，善業還

是惡業都由自己的心決定，心存正念，行善

積德，每天儲存善業，改變記憶體，就能達

到改變命運的目的。 

和尚進一步強調信佛教就是信自己，學

佛是信自己、靠自己，奉行「三好、四給」

使自己未來更好。心定和尚總結，深信業力

理論，人人平等，每個人都有同樣機會，未

來充滿無限希望與光明。 

認識業力  提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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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於 10 月 13 日下

午，在佛光山法華禪寺大雄寶殿舉辦「重陽

敬老聯誼會」，巴黎協會輔導妙多法師、協

會王愛漣會長、各分會輔導法師、佛光長者

及佛光人，共計 200 餘位齊聚一堂。 

活動由巴黎佛光青年的「祥獅獻瑞」拉

開序幕，王愛漣會長代表致歡迎詞，「家有

一老、如有一寶」，會長表示敬老愛老養老

乃中華文化傳統美德，是每個人的義務和責

任。巴黎協會輔導妙多法師帶領大眾恭讀大

師〈為老人祈願文〉並致詞, 說明重陽節是

屬於老人的重要節日，表示歡喜看到佛光長

者回到慧命之家，並邀請長者中最年長，

100 歲人瑞黃萍老菩薩及最年輕的小朋友切

蛋糕，代表傳承之意及祝福長者們身體健

康，福慧增長。 

佛光長者們邊享用常住準備的茶點邊欣

賞巴黎協會為大家準備的多元精彩豐富節

目，有小敦煌的舞蹈「喜慶鑼鼓」、青年團

的「節令鼓」、各分會的歌曲、越劇、秀

舞、腰鼓舞、二胡演奏、及馬來西亞的作曲

家林穎茜老師、聲樂家林穎芷老師帶領巴黎

佛光合唱團演唱「南屏晚鐘」、「信仰與傳

承」，兩位老師以其精湛表演帶動台下佛光

人一起唱，還有青年的「海草」帶著老菩薩

們一起活動筋骨，壓軸則是青年團「舞動青

春」的熱舞，大家歡聲笑語不斷，台上台下

同樂，現場氣氛相當溫馨熱鬧。 

此外活動也為佛光長者安排義診、按

摩、剪髮等貼心服務，並由各分會會長為長

者們送上禮物帶回家，每位長者滿臉笑容、

滿心歡喜、感恩常住的用心體貼，讓他們度

過一個難忘的節日。  

敬老活動由佛光青年統籌，讓在地青年

體會、發揚中華文化傳統孝道、敬老愛老、

感恩的思想美德，也展現了傳承的理念與意

義。 

重陽敬老  關懷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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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佛光山巴黎協會 10 月 27 日下午兩

點半於法華禪寺海會堂舉行第十屆第十次理

事會議，除了 38 位理事幹部出席，還有巴

黎協會輔導妙多法師以及各分會輔導法師

共 44 位。 

協會會長王愛漣感謝每一位義工為這

次世界理事大會的付出，表現集體創作的精

神，得到來自全球佛光人的讚賞，希望這種

精神能夠永續發展。 

此次會議為 12 月 1 日年度大會落實各

項工作的執行，並且確認各分會會長改選工

作。另外協會與青年團一起參加每年年底

Téléthon 慈善捐款活動，今年將會與主辦單

位溝通除了青年團的舞獅希望能更進一步參

予。 

妙多法師肯定知賓組此次在世界理事

會的努力，而覺衍法師希望藉由這次活動的

培訓能夠讓更多人參與道場的知賓組。 

◎第三分會會員大會於 10 月 20 日星期

日 14 點，在法華禪寺五觀堂舉行。覺衍法

師、巴黎協會會長王愛漣蒞臨指導、第三分

會會長周月萍主持會議，與會成員共 52

位。 

會議的流程如法如理，依次開展。而

從主席致詞到上級指導，還有會務、財務的

報告。經由無記名投票，周月萍會長連任第

三分會會長。周月萍會長面對寄以厚望和支

持的會員作了熱情揚溢的感言，並進行議案

討論，推動分會會務。 

覺衍法師恭喜連任會長和新任幹部，

同時也希望於每個人敢於去承擔，並且用歡

喜心去承擔，隨順當下因緣，與人結緣、與

書本結緣！ 

◎ 10 月 20 日下午 2 點巴黎協會第九分

會在法華禪寺四恩堂舉行 2019 年分會幹部

改選。分會輔導如群法師、監院妙多法師到

場指導，分會有 33 人出席。 

現任溫肖丹會長致詞，感謝大家在任

職期間對自己工作的協助和支持，並以照片

記錄的形式向大家呈現報告，接著進行財務

報告、議案跟進、臨時動議。 

最後進行無記名投票改選，選舉結果

由溫肖丹以高票通過連任。副會長徐雲,林

美玉當選及 6 位委員。監院妙多法師、輔導

如群法師勉勵大家護持道場和護持協會分會

是一樣的，支持會長就是參與，雖然能力有

限，團結起來，就是力量。把分會的各項活

動做得有聲有色，更加圓滿。 

◎ 10 月 20 下日午兩點第八分會會員們

穿著佛光背心聚集在海慧堂舉行分會改選，

妙達法師到會指導。分會長胡小萍致詞希望 

巴黎協會  理事會議 

分會選舉  薪火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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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們致力弘揚星雲大師三好、四給、把人

間佛教傳承下去，並感謝大家多年來一直大

力支持和幫助。 

接著由蔣曉美財務長報告 2018 年及

2019 年財務狀況。隨後舉行投票選舉，蔣

曉美以最高票當選下屆新任分會長，童春

燕、徐小芬、潘曉雲為副會長。蔣曉美發表

當選感言，期待帶領第八分會更上一層樓。

妙達法師也鼓勵新的團隊能帶領大家繼續努

力，推動會務蒸蒸日上。 

10 月 29 日下午兩點半，在巴黎協會第

九分會會長溫肖丹家裡，由法國法華禪寺監

院妙多法師，妙訓法師、如群法師帶領 27

位佛光人，展開一場別具意義的「大佛分

香」迎請、安座、灑淨活動，場面殊勝莊

嚴。 

佛像安座之後，妙多法師帶領眾人誦

經、灑淨祈福，並恭讀大師所撰的《家庭普

照祈願文》。隨後妙多法師開示，說明佛光

大佛是依本山佛館的大佛法相，製作 3 種不

同尺寸，實現了眾多信徒希望迎請大佛回家

供奉的願望。妙多法師又說，人見歡喜的佛

光大佛分香迎請到家供奉，在信仰上會更加

的堅定，會讓家人覺得很安穩，促進家庭和

諧與安樂，信仰的力量會增加、增強。 

10 月 12 日下午兩點，巴黎佛光山舉行

「怎樣有個好身體」健康講座，60 位佛光

人聽講。講座邀請王宗培、徐平兩位老師來

和大家分享平時的養生保健方法。 

王宗培老師為大家介紹耳穴，耳朵的

穴道連結全身，透過耳穴的貼壓可以讓身體

保持在平衡的狀態。隨後徐平老師也分享保

健之道，她說「自己的身體就是最大的藥

庫」，很多人吃了一堆藥物和保健食品卻都

沒有獲得改善，因為不了解自己身體需要甚

麼。 

精彩的分享讓大家欲罷不能，希望老

師能開班授課。常住與老師討論後，確定

從 11 月 13 日開始邀請兩位老師於每週三、

五授課，期望通過連續六週的課程為大家帶

來更健康的生活品質。 

 林麗霏  10€  郭文輝 10€       陳鎮坤  10€      

黃瑞卿    10€  LI Stéphanie  Natacha     5€ 

薛  強   5€  薛愛玲  5€  ZING        
Suzanne    5€        

     

佛光世紀贊助名單    

諸諸供養中      法供養最 

10€ 

大佛分香  迎請到家 

健康講座  養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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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禪寺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2/11 六 三皈五戒戒會     

3/11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00    

10/11 日 阿彌陀經念佛共修會  10:00   

11/11 一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17/11 日 
大悲懺法會       
許文融創作巡迴展             

9:30 
14:00  

23/11 六 八關齋戒  9:00    
24/11 日 金剛經共修法會    10:00  

26/11 二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1/12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巴黎協會會員大會    

10:00 
14:00    

8/12 日 阿彌陀經念佛共修會  10:00   

10/12 二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14-15  彌陀法會 10:00  

22/12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26/12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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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1  藥師法會 10:30 

9/11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11/11 一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16/11 六 淨行品共修法會  14:00 

23/11 六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4:00 

26/11 二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30/11 六 
佛門一日修持   
佛光三昧共修法會 

10:00 
14:00  

7/12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10/12 二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14/12 六 金剛經共修法會  14:00 

21/12 六 彌陀法會 10:30 

26/12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28/12 六 
八十八佛大懺悔
文、義工表揚 

14:00 

每週 日 365 禪修會  14:00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