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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數十寒暑，即使能活到百年，成為百歲人瑞，也如大海一

漚，轉眼即逝。因此，我們在有生之年，應該把握每個「人生的當

下」，好好利用每個因緣，努力開創自己的潛能、充實自己的內

涵，活出亮麗燦爛的人生，才能不負此生。如何把握「人生的當

下」？有四點意見： 

第一、每一個時間都是黎明：「一日之計在於晨」，古人黎明

即起，灑掃庭院，展開一日的生活，並以此做為教育兒女的最好庭

訓。清晨時間，經過了一夜的養息，不但精神飽滿，而且心中如朗

朗晴空，是一天當中最好衝刺的時候。如果我們能把握人生的每個

黎明，甚至把一天當中的任何時刻，不管中午、晚間，都能有黎明

的心情與精神去面對一切，必能有一番大作為。 

第二、每一個挑戰都是機會：人的一生，每個階段都充滿了各

種挑戰，必須一一突破。包括抗拒財色名食睡的誘惑、克服困難挫

折的逆境、走出世情澆薄的感傷，乃至對自我極限、對大自然環境

的挑戰等。每一個挑戰，都應視為激勵自己奮發向上的機會；一個

人如果經不起磨難，不能接受困境的挑戰，就像美麗的花朵生長在

溫室裡，沒有經過風霜雨雪的淬鍊，就無法長成參天立地的大樹。

所以，人生要在挑戰中，才能成長！ 

第三、每一個逆境都是考驗：動物界裡，蝴蝶必須經過蛹的掙

扎，才能破繭而出；春蠶必須吐絲作繭，等待蛹破才能羽化為蛾。

植物當中，秋菊要經過寒霜的洗煉，才能顯出他的嬌美；寒梅要經 

人生的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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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冬雪的侵襲，才能散發他的芬芳。吾人生

命的成長，也要靠許多逆境來磨練。 

所謂逆境，諸如失學、失業、失戀、

貧困、冤枉、委屈，乃至被朋友出賣、錢財

被人倒閉等等。當逆境來臨的時候，正可以

考驗我們的實力有多少。一個人如果經不起

逆境的考驗，註定是會失敗；唯有愈挫愈

勇、屢敗屢戰的人，才能成功。 

第四、每一個善行都是創造：商場上

曾經流行一句口號「創造雙贏」。其實，人

與人之間，只要有利益衝突，只要有人我對

立，就很難雙贏；世間唯一的「雙贏」，就

是行善。 

善行不但利人，而且利己，只要你發

心做一件善事，在利益別人的同時，也為自

己積德培福、廣結善緣。所以，每一個善

行，都是在為自己的未來創造有利的條件，

吾人千萬不能放棄任何行善的機會。 

人生如白駒過隙，所謂「朝如青雲暮

如雪」，我們在有限的人生歲月裡，一定要

好好把握每個當下，以免徒留遺憾。 

如何把握「人生的當下」，有四點： 

第一、每一個時間都是黎明。 

第二、每一個挑戰都是機會。 

第三、每一個逆境都是考驗。 

第四、每一個善行都是創造。 

宗教融和、世界大同！「2019 世界神

明聯誼會」12 月 25 日在佛陀紀念館大覺堂

熱鬧登場，在悠揚梵音與美妙聖歌繚繞下，

有來自海內外的一千家宮廟、三千尊神尊、

七萬名信眾共襄盛舉，藉由彼此交流跨越了

宗教與國界，體現「不分你我、同體共生」

願景，和諧氛圍令全場動容。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也親臨現場祝福

大家吉祥，人民安樂，感謝各宗教同心協力

成就這場國際性盛會。 

世界神明聯誼會自 25 日清晨 7 時開

始，由中華傳統宗教總會表演藝術團團長呂

柏達率領娘傘團開門迎賓，迎接來自台灣、

大陸、香港、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的諸佛 

宗教融合  世界大同 



菩薩、各路神尊及陣頭，傳達佛光山開山星

雲大師提倡的「宗教融和」精神。 

神明聯誼會自 2011 年開始，每年 12

月 25 日在佛陀紀念館舉行，今年的神明聯

誼會有各式陣頭、舞龍隊、獅陣、花鼓陣、

三輪車隊、八家將、十二將軍爺、哨角隊、

傘蓋、幡旗等陸續進場，有人穿道袍、有人

穿耶誕老人裝，中西合璧，熱鬧非凡，所有

宮廟、陣頭光是進場就花了 4 小時。 

如同今年主題「信仰與傳承」，神明

聯誼會不僅促成佛陀與神明對話，更帶動寺

院與宮廟合作。 

中華傳統宗教總會總會長王金平致詞

時談到，神明聯誼會自 2011 年舉辦迄今邁

入第 10 屆，在星雲大師利益人天的願心發

揚下，規模日益盛大；透過佛館為平台，除

讓儒、釋、道三教齊聚在此，一貫道、天主

教等宗教及信眾亦共赴盛會，形成「善」的

大團體，藉宗教交流為有形與無形眾生帶來

深遠影響力。  

今年總會更與文資局合作，不只陣頭

數目多達 108 陣，更帶來精彩多元的陣頭表

演、令人讚歎，亦喚醒大眾保護無形文化資

產意識、藉由學習神尊品德使身心安住。他

表示宗教融和是推動大同世界、打造人間淨

土的第一步，他並期許神明聯誼會成果一年

比一年豐碩圓滿。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致詞時感謝大家

從海內外各地前來參加，如同星雲大師說的

話「信仰是我們的生命！」每年的神明聯誼

會就是透過信仰將生命發揚光大；讓他想起

首次參加行腳托缽時，一路上深刻感受各宮

廟支持與熱忱，在他看來，這正是宗教融和

的體現，相信藉由彼此攜手同心的力量，不

但能讓宗教信仰從人我之間往外持續擴大，

更能讓世界洋溢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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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阿彌陀佛聖誕，法華禪寺於 12

月 14-15 日，舉行「彌陀法會」念佛二永

日，法會一天分四支香，從上午 10 點到下

午 17 點。 

由監院妙多、妙達等諸位法師領眾諷

誦《佛說阿彌陀經》、繞佛、念佛、靜坐、

恭讀祈願文等，以禪淨共修方式進行，在動

靜中扣住所緣境，把心安住在佛號上，精進

用功，並採取全日禁語及過堂用餐。 

儘管巴黎交通持續罷工中，兩天仍有

近三百人次克服困難前來參加法會，而不少

不能前來的信眾則在家精進念佛，完成定課

加行修行。 

首日法會圓滿，妙達法師開示，念佛

是一門功課，怎樣用功，用什麼心來念佛

呢?法師指出念佛要用真心念，什麼是真心

呢，「真心是恭敬，真心是慈悲，真心是平

等，真心是智慧。」法師引用大師對真心之

詮釋，與念佛集合起來，提供大家修行念佛

方法，要培養恭敬心，行持慈悲心，修行平

等心，運用智慧心，倘若能善用此四種心念

佛，道業必定增上。 

週日下午法會圓滿，妙多法師開示，

說明只要仰仗「阿彌陀佛」萬德洪名即得往

生極樂淨土，此乃淨土法門的殊勝之處，並

指出念佛可以依據自己的心境，只要真心懇

切，必能感應道交，蒙佛加被，所求如意。

法師也提到與其追求他方淨土，不如創建心

中淨土，引用大師法語，「改心、換性、回

頭、轉身」說明如將思想、見解淨化，當下

就是淨土。 

並且以「三道門」的故事啟示，指出

人應該學會在生活中認識自己的優缺點，調

伏自己，學習接受，擴大心量，學佛要具足

正見，懂得善觀因緣，懺悔發願，求善知識

不如先學會做別人的善知識，靠他力也要自

己努力，凡事從自己做起，正如大師所說的

五和理念，「自心和悅，家庭和順，人我和

敬，社會和諧，世界和平」，依此奉行，淨

土不在他方，當下即是。 

彌陀法會  念佛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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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1 日巴黎佛光山啟建彌陀法會，

監寺妙希法師帶領全寺大眾禪淨共修，諷誦

佛說阿彌陀經、讚佛偈、念佛、繞佛、靜

坐，百餘位信眾不畏法國大罷工造成的交通

艱困，從大巴黎地區前來趕赴盛會，透過彌

陀四十八大願及六字洪名之功德，祝福法

國，祈願社會和諧。 

今年的彌陀法會十分莊嚴，特別是掛

在大殿兩側的八幅書法，東單依序有「念佛

一聲，福增無量。禮佛一拜，罪滅河沙。」

「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切莫放

逸。」「發心求正覺，忘己度群生。」「阿

彌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彌陀佛。」西

單分別是「少說一句話，多念一聲佛。」

「佛號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不為自

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問渠哪得

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幾幅字的擺

設有其次第，說明透過淨土法門自利利他、

自覺覺他，最後達到覺行圓滿。 

彌陀法會最後，頒發精進獎給四十多

位稱念萬遍彌陀聖號的居士，大眾無不讚

嘆，正所謂「乘此時機，最好念佛」，莫令

時間空過。 

11 月 30 日巴黎佛光山舉辦年度最後一

期佛門一日修持，共有 34 位老菩薩精進參

與。上午第一堂課，妙希法師繼續之前 2 期

未完成的「經典導讀 --《父母恩重難報

經》」，第二堂課知忠法師介紹佛光三昧修

持的意涵並帶領大家依次學習十二拜的唱

腔。 

下午第一堂課知忠法師以弘一大師的

故事分享修行應有的態度，接著大家一起參

加下午的佛光三昧共修法會，法會之後，妙

希法師再講星雲大師著作《我不是呷教的和

尚》。一日的功課結束，大家法喜充滿，但

重要的是如何保任這顆清淨心，在日常生活

中以法水時時勤拂拭，躬身實踐「生活佛法

化，佛法生活化」。 

發心菩薩  一日修持 

禪凈共修  精進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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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於 12 月 1 日下午

2 點，在佛光山法華禪寺大雄寶殿召開年度

會員大會。會議由巴黎協會會長王愛漣主

持，協會輔導妙多法師列席指導，協會督導

委員會新舊任督導長許尊訓、項麗華，協會

財務長周曼碩、各分會輔導法師，督導、分

會長、佛光會幹部及會員 520 人出席，雖值

寒冬，熱情的佛光人不畏寒冷，歡喜參與一

期一會的年終大會。 

大會首先宣讀「2019 年國際佛光會世

界總會第七屆第一次理事會議」重要決議

案，隨後，歐洲區副秘書長滿謙法師通過視

頻向巴黎佛光人致詞，表示第七屆世界理事

會的圓滿成功，是歐洲佛光人的光榮，離不

開巴黎協會的努力，期勉巴黎協會要成為歐

洲佛光人的模範，要更加謙虛、更加發心，

推動人間佛教，不斷的拓展會務，增加分

會。巴黎各分會及青年團在今年也完成世代

交替，代表信仰的傳承，薪火相傳。 

滿謙法師亦為卸任的分會長指導未來

的方向與目標，並鼓勵新任分會長及新幹部

們要勇於承擔，積極參加各項活動，透過活

動，學習開發慈悲與智慧，在日常生活中實

踐「三好」、「四給」，做一個正知正見的

佛光人。 

王愛漣會長致詞，感謝法師們的教導

及會員的積極參與，很歡喜與大家相聚一

堂，表示佛光人為了弘揚人間佛教，僧信二

眾不遺餘力在教育、文化、慈善、共修所做

的付出與努力。 

會長期許每位佛光人秉承大師教導，

把信仰傳承給子孫，傳承給年輕一代，把人

間佛教的信仰一代一代傳承下去，燈燈相續

並鼓勵會員們再接再勵，發揮佛光人「集體

創作」的精神，為協會再創輝煌。 

接著大會播放 2019 年協會、各分會的 

年度盛會  會員大會 



  2019年12月                                           7 協會活動 

工作和財務報告，回顧一年各項精彩活動記

錄，各分會互相觀摩學習，展望未來能把會

務辦的更好。議案討論則針對巴黎協會明年

度的工作進行討論，包含於 Téléthon 慈善捐

款活動，元旦舉辦和平音樂會、歲末義工祈

福法會、義工聯誼會、大掃除、佛陀成道日

贈送臘八粥與眾結緣、佛學會考、歐洲聯誼

會等等十項提案，獲得與會佛光會員一致同

意並通過。 

大會中，也為新進會員宣誓入會、新

舊任督導長、新舊任分會會長舉行交接儀

式，頒發各分會新任督導聘書、頒發各分會

委員幹部聘書。  

大會最後由巴黎協會輔導妙多法師開

示，大師成立佛光會，讓在家信眾有一個自

我成長，擴大生命品質的平台，透過佛光會

活動在娑婆世界行佛，實踐菩薩道，這是身

為佛光人的福報與驕傲。妙多法師提供四點

給與會佛光人作為明年度的努力目標，用自

覺行佛健全自己，用發心動力來推動佛法，

要有隨眾參與的性格，以菩提願力成就佛

道，勉勵大眾明年在新分會長帶領下把會務

做的更大、更好。 

12 月 8 日下午 2 點，巴黎協會於法華

禪寺海會堂召開聯合月例會，巴黎協會會長

王愛漣主持會議，協會輔導妙多法師及分會

輔導法師列席，有 45 位幹部與會。 

會議除了 Le Téléthon 慈善捐款，臘八

粥推廣 2 項議案跟進外，尚有 5 項提案討

論、說明及各分會分配工作: 1) 巴黎協會

於 29/12 晚上，在長榮桂冠酒店內華僑飯

店，舉辦歲末義工聯誼會。2) 元旦上午

10 :30 為義工祈福，下午 2 :00 為世界祈和

平獻燈音樂會。3) 1 月 5 日巴黎協會舉辦

《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佛學會考。4)青年團

舞獅慶新春，確認 93 區負責人及行程安

排。5) 1 月 24 日舉辦信眾除夕圍爐，請至

服務台報名登記。 

還有 2 個臨時動議，1) 佛光之美攝影

比賽訊息周知。2) 2020 年起會議司儀、記

錄由各分會輪流擔任。 

妙多法師也指導會議執行的重要性及

提醒身為佛光幹部要做義工中的義工，並指

出佛光會不同於一般社團，希望大家以歡喜

心服務大眾，提升自己，成就道業。 

協會會議  討論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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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是世界愛滋病日，1985 年成

立的 ARCAT 是法國國家健康醫療事業單

位，是集聚專業人士和志願者，協助愛滋病

及病毒性肝炎患者走向健康的協會。受

ARCAT 醫療協會的工作人員林德薇之邀，

數年來 ARCAT 與巴黎協會合作，為愛滋病

患者及其他病患者送上關心及協助。 

12 月 2 日上午 9 點 30，巴黎協會會員

龍雪莊、符芝瑛、陳燕萍、鄭勝春、鄭海琴

五人，穿著佛光背心，在聖路易醫院大廳引

人關注，吸引絡繹不絕的來往者前來詢問，

圍觀。今年的活動除了介紹佛光山及佛光會

的各種活動，特別推廣「蔬食 A 計劃」，

並邀請大眾即時登錄「蔬食 A 計劃」網

站，選擇素食計劃，一起為愛地球共同努

力，大家紛紛拿出手機掃二微碼。 

此次活動送出很多「蔬食 A 計劃」名

片及法文版《佛光小叢書》給社會大眾，接

待 100 餘位醫院各種階層人士，包括醫生、

護士、病患等。 

多年來，佛光青年團積極響應法國

AFM Téléthon 年度籌款盛事，協會今年更

擴大支持，於 12 月 7 日上午至活動現場 17

區區政府廣場，青年獅隊 27 人前往表演，

王愛漣會長帶領十多位幹部會員等於現場設

展示攤位宣傳佛光山、佛光會的文化與慈善

活動，更推出多款素食義賣，推廣蔬食 A

計畫。 

佛光青年獅隊以舞獅凝聚人群，贏得路

人駐足欣賞。以鑼鼓聲沿途走回攤位現場，

並拜會每個攤位。青年 Olivier 則捧著

Téléthon 的捐獻箱，向往來路人募捐。巴黎

AFM Téléthon 的協調員 Simonet 與工作人員

到現場關心，並接受人間衛視的訪問。 

法華禪寺監院妙多法師中午帶領如群、

知冠法師到現場關心，與王愛漣會長向

AFM Téléthon 呈上協會的捐款。妙多法師

表示很高興有這樣的一個平台讓協會宣傳， 

讓更多人認識佛光會，也希望讓更多人參加

佛光會的活動。 

艾滋病日  佛光送暖 佛光協會  慈善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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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感謝義工菩薩們一年來在道場的發心

付出及對各項弘法活動的護持，巴黎協會與

法華禪寺，特於 12 月 29 日晚上，在巴黎新

華僑飯店舉辦「歲末義工聯誼會」，巴黎協

會各分會也呈現精彩表演節目助興。法華禪

寺監院妙多、妙達及道場諸位法師、巴黎佛

光山監寺妙希法師、瑞士佛光山妙繹法師、

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會長王愛漣、各分會會

長、義工等逾 210 人集聚一堂。 

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會長王愛漣致歡迎

詞，感謝義工的發心與熱忱，會長說星雲大

師是佛光山最大的義工，法師們是眾生的義

工，寄望佛光人秉持初心，以大師、法師為

榜樣，繼續在佛教發心做義工。妙多法師開

示，引用星雲大師「義工是人間菩薩」，表

示義工在服務的當下，除了廣結善緣外，同

時也成就自己的菩薩道，並以大師法語「忙

就是營養」，期許義工菩薩們在未來佛道

上，大家一起攜手向前，把各項弘法工作做

得更好、更完善，忙的快樂法喜。 

聯誼會由巴黎協會各分會會長以一曲

「師父頌」，拉開序幕，各分會精心準備的

節目接著也一一登場，有歌曲「真心」、

「點燈」等，舞蹈「茉莉花香」、「拉薩雨

夜」「太極功夫扇舞」及手語表演「佛光山

之歌」，豐富多彩的節目帶給現場歡樂氣

氛。巴黎佛光青年團的「南屏晚鐘」帶動大

家互動，台上台下同樂，打成一片。 

除了精彩的節目之外，五位即將圓滿兩

屆分會會長任期，妙多法師特別為其頒發分

會督導勳章，與大眾分享喜悅。此外，也頒

發督導委員長證書給新任項麗華督導長。 

晚會的最大亮點，表揚了服務奉獻時數

最高的前百名義工菩薩；而其中 11 人服務 

聯誼晚會  感謝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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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都逾 600 小時以上，如同不休息菩薩一

樣發心。奪得年度最優秀、累積服務時數高

達 2870 小時的義工翁惠粧菩薩，人稱「二

姐」，更獲得了滿堂喝采，與大眾的敬佩。 

巴黎協會佛光一家親，晚會尾聲，妙

多法師帶領諸位法師演唱「佛祖保佑」，祝

福大家平安、健康、幸福、快樂，最後法師

們把結緣品親自送到義工手裡，為聯誼會劃

下圓滿句點。 

碧西市天主教堂於 12 月 16 日舉行每年

一度的伯利恆之燈傳燈活動，法華禪寺監

院、多元宗教區協會主席妙達法師帶領佛光

人前往參加，約 600 多位教徒及來自其他地

區的童子軍在此共同見證。 

活動先由神父介紹伯利恆之燈的緣起

典故與意義，並介紹幾位來自不同地區的幼

童軍及童子軍代表。隨著展開由移民教友組

成的福音組演出耶穌誕生歌舞喜劇，好聽的

歌樂帶給滿堂歡笑，也加速時光之流逝。 

穿上童子軍製服的 Dominique 神父帶

領童子軍點亮現場每一盞燈，之後點亮數盞

燈，分別交給法華禪寺、寮國佛教、印度

教，帶回各自道場。大會圓滿，天主教救濟

會在現場義賣蠟燭，及提供茶點供大家聯

誼。 

12 月 22 日晚，法華禪寺監院、多元宗

教區協會主席妙達法師應邀前往-猶太教臨

時教堂，參加該教的年度光明節點燈大會。 

活動於 7 點開始，由該教的長老主持

儀式，在教壇前誦讀經文，之後講解為什麼

光明節要點蠟燭，並講述一個典故，讓年輕

一代以及他教的來賓瞭解每年點 8 根蠟燭的

意義。 

BSG 猶太教會主席 Claude Windisch 致

歡迎詞，感謝大家的來臨，特別是天主教與

佛教的好朋友，他很高興在這個地區能擁有

別處罕見的宗教融合。 

之後，上演今晚的重頭戲—在猶太長

老唱誦之下，邀請 BSG 市長 Yann 與猶太教

會主席 Claude 點燃光明節的第 1 支蠟燭。

儀式後，大家開始喝茶與吃小甜包，各自聯

誼。 

天主教友  傳燈活動 

猶太節慶  亮燈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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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1 日晚上，巴黎佛光青年舉行歲

末聯誼，近 40 位佛光青年回寺相聚。青年

們分工合作，部分在五觀堂佈置，有些人準

備節目，有的在大寮準備晚餐，做不同口味

的披薩，三個路線同步進行。晚上的聯誼活

動在五觀堂舉行，青年邀請常住法師及員義

工們一起聯誼並交換禮物。 

活動尾聲，妙元法師與青年團佛學問

答。提問什麼是三法印、四聖諦、六度波羅

蜜等佛教常識並解釋其意思，也期許青年團

多學習佛法再運用在日常生活。青年們也自

編自導自演展現不同的節目，歡樂的氣氛展

示佛教青年的活力。 

12 月 20 日下午，法國 77 省 的技術學

院(L’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technologie) 37

位大二學生由該校中文王旭霞老師組織及帶

領下，至法華禪寺進行 2 個小時的參訪學

習，課程安排有殿堂參訪，佛教教義、人間

生活禪、品茶、書法，所有學生都是第一次

接觸佛教寺院，透過課程學習，學生們對中

華文化及佛教，產生濃厚的興趣。 

師生們感謝法華禪寺的熱情接待，學

生也表示此行收穫豐富，對佛教有了基本的

認識，也有學生詢問道場禪修課程的訊息。

學習結束後，眾人在丹墀合照留影，並在接

待大廳索取 佛光小叢書，常住則

以佛教小吊 飾與大眾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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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Stéphanie    NGUYEN     
Marie        5€ 

TAZIR   
Baptiste 5€ 

    

   ZING        
Suzanne    5€        

     

佛光世紀贊助名單    

諸諸供養中      法供養最 

10€ 

大學學生  認識佛教 佛光青年  歲末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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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禪寺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1/1 三 
為義工祈福法會   
為世界祈和平獻燈音 

10:30 
14:30    

2/1 四 佛陀成道紀念法會 10:30  

5/1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佛學會考    

10:00 
14:00    

9/1 四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12/1 日 
光明燈圓燈法會   
全寺大掃除活動  

10:00 
14:00    

19/1 日 
大悲懺法會       
黃大安柴燒陶藝展                   

9:30 
14:00     

24/1 五 
信眾除夕圍爐     
延生普佛、新春早課 

18:00 
21:00      

25/1 六 新春禮千佛法會 10:30  

26/1 日 新春禮千佛法會 10:30  

1/2 六 供佛齋天法會 19:30  

2/2 日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10:00  
8/2 六 光明燈上燈法會    10:00  

9/2 日 
念佛共修會       
梵音樂舞．慶元宵 

10:00 
14:00    

16/2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22/2 六 醫學講座暨義診  10:30  

23/2 日 
平安燈圓燈法會   
信徒香會  

10:00 
14:00    

巴黎佛光山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2/1 四 佛陀成道紀念法會 11:00 

4/1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9/1 四 光明燈圓燈法會  11:00 

11/1 六 金剛經共修法會  14:00 

18/1 六 凈行品共修法會 14:00 

24/1 五 
除夕延生普佛   
新春早課燒年香  

21:00 
23:00      

25/1 六 新春禮千佛法會 10:30 

26/1 日 新春禮千佛法會 10:30 

1/2 六 金剛經共修法會  14:00 

8/2 六 光明燈上燈法會 11:00 

15/2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22/2 六 阿彌陀經共修法會 14:00 

23/2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29/2 六 佛光三昧修持 14:00 

初一  慈悲讀書會   14:00 

樂會 

、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