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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聯合國頒授為「多元宗教對話城市」的法國碧西市，2019 

年元旦於佛光山法華禪寺舉行「多元宗教為世界祈和平獻燈音樂

會」，共 7 個宗教，10 個不同組織的宗教代表，包括猶太教、天

主教、回教、基督教、印度教、東正教、佛教等，及近 450 位各界

人士齊聚大雄寶殿，一同為法國、為世界和平祝禱。 

由歐洲佛光青年營的 70 位青年，以活力四射的英文版〈三好

歌〉揭開序幕，展現的青年力與菩薩心，讓現場頓時升溫，所有人

報以熱烈掌聲，表達內心對青年的讚歎。隨後佛光山海外巡監院滿

謙院長帶領各宗教代表恭讀星雲大師的〈為世界和平祈願文〉，並

點燃和平火炬，祈願新的一年社會平安，世界和平。 

碧西市市長 Yann Dubosc 致詞表示，碧西市有多元的宗教，各

宗教之間彼此融和共處，是世界的楷模，元旦音樂會不但展現了宗

教之間和平與和諧，更體現了互相尊重的精神。 

猶太教碧西教區主席兼碧西多元宗教協會主席 Claude 

Windisch 提及，這個多元宗教區是獨一無二的，但他更希望這樣一

個宗教和諧的模式能夠普及到世界各地，宗教之間都互相燈燈相

照，傳遞世界光明。 

各宗教代表也紛紛致詞，對連續 7 年來舉辦和平音樂會的豐碩

成果，各宗教融和、合作、交流及共建和平，一年比一年更好予以

肯定。天主教神父 Dominique Fontaine 率領教友們以多首歌曲讚頌

和平，猶太教、基督教、佛教、印度教及東正教等教徒上台與眾同

歡，充分展現各宗教的和諧。台下觀眾亦以掌聲和拍，全場氣氛高

漲。尤其在最後一首〈Silent night〉，特地獻上中文版本，讓在場

華人信眾倍感溫馨。  

多元宗教為世界祈和平獻燈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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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音樂會別出心裁，以「人間音緣

音樂饗宴」帶給大家耳目一新之感受。半年

前歐洲法師會議議決積極推動人間音緣，委

由巴黎專精音樂的魏秀妃老師策劃，歐洲各

國法師網羅各地與佛光山有因緣的青年音樂

家，共同促成美事。 

陣容堅強的團隊，包括巴黎低音提琴

姜曉儀、女高音李明明、現代舞者郭思瑤；

奧地利鋼琴家張淑德、蘇郁鈞、薩克斯風張

朔；德國男高音劉祥虎、女中音劉雪薇、長

笛馬鈺；荷蘭四重奏鄭惠文、鄭琬儒、蔡士

賢、林聖宭以及歐洲佛光山法師、法華佛光

合唱團，以不同方式演繹出〈佛在汝心〉、

〈流轉〉、舒伯特的〈鱒魚〉、〈We are 

the World〉、〈Vow to be〉及〈三寶頌〉

等動人心弦的歌曲。 

和平的樂曲洋溢著整個殿堂，大家也

隨之擺動，和平的種子也就這樣深植在每一

個人心中，讓人見識到以音樂弘法的力量。 

在音樂饗宴之後，滿謙院長代表主辦

單位致詞表示：法華禪寺是歐洲佛光山的總

部，秉持星雲大師的思想理念，在本地與其

他宗教同體共生，尊重與包容，歡喜與融

合，而每一年的元旦更以獻燈、音樂的方式

來呈現，為世界祈求和平。 

因為音樂沒有國界，在不同的音樂

中，每一種樂器都可以發出特色音符，共譜

和諧的音聲，猶如碧西市各宗教的角色，可

以融和並創造出人間淨土。 

最後以法文「BONNE ANNEE」祝福

大家新年快樂，諸事吉祥。音樂會結尾，在 



全場齊唱〈惜別歌〉歌聲中，為 2019 多元

宗教為世界祈和平獻燈音樂會畫上圓滿的句

點。此次佳賓雲集，不僅各宗教代表天主

教 Fontaine 神父 Pere Dominique 、猶太教代

表 Claude WINDISCH、回教 Farid Chaoui、

印度教代表 Jenish Parekh 等和法華禪寺所在

地碧西市市長長 Yann Dubosc 及團隊出席，

還有台北駐法代表處秘書楊政衡，以及國際

佛光會巴黎協會蔡有娣督導、王愛漣會長、

法國文化評論家林祖強等出席盛會。 

12 月 22 及 23 日法華禪寺舉行年度彌

陀法會，法會於 22 日上午 10 點開始，全天

共 5 支香且實行禁語，中午過堂，共有近

300 人次前來專心念佛。23 日適逢週日，多

了不少信眾參加，全天 4 支香約有 400 人次

跟隨法師們念佛修持，全天實行禁語，用餐

也依照佛門儀軌過堂。 

兩天的法會期間，法師以大師著作

《談淨土法門》書中〈人間淨土與彌陀淨

土〉為開示內容，將文中大師拋出的 20 條

問題分為 4 次，分別由法華禪寺監院妙多、

妙達法師開示。 

巴黎佛光山於 12 月 22 日舉行一年一度

的「彌陀法會」一永日，全天共三支香，參

加人次逾 300 人，由妙希、有舜兩位法師帶

領中法信眾誦經禮佛。法會圓滿後，妙希法

師與大眾開示人間淨土與彌陀淨土，說明此

方即淨土、淨土即此方，勉勵大眾珍惜在人

間修行的善因善緣，也要把往生淨土的資

糧，平常為人處世，凡事不要強求，人我相

互尊重包容。在人間佛教裡，把許多善根福

德完成了，人間淨士就是極樂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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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  彌陀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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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下午兩點，佛光會巴黎協會

2018 年度會員大會於法華禪寺大雄寶殿舉

行，法華禪寺監院妙多法師、協會會長王愛

漣、協會督導長蔡有娣、許遵訓、協會財務

長周曼碩蒞臨現場。國際佛光會歐洲區副秘

書長滿謙法師在台灣通過視訊為大家開示。

滿謙法師對巴黎協會 2018 年所做的各項活

動給與肯定和讚揚，並詳細闡述了“人和、

理和、法和、氣和”的信條，以此來推動協

會會務，弘揚人間佛教。 

王愛漣會長在致詞時稱讚協會本年度

讀書會的大力發展，提高了佛學修養，並以

精彩活動影片回顧一年來的收穫滿滿。隨

後 16 個分會以及佛光青年分團依次做工作

報告。在財務長周曼碩財務報告之後，大會

宣讀國際佛光會世界代表大會所做出的重要

議案。 

王愛漣會長隨後代表協會提出提案，

交付大會進行討論、表決： 1.元旦三皈五戒

案； 2. 元旦“為世界祈和平獻燈音樂會”

案； 3.法寶節臘八粥推廣； 4.佛學會考推

廣； 5. 歲末全寺大掃除活動； 6. 為義工祈

福法會及歲末聯誼案； 7. 推動歐洲佛光聯

誼會； 8. 佛光三好微電影甄選案； 9. 推廣

新佛學會考“佛學智慧 GO”案； 10. 提請宣

導會員積極參與法華禪寺及巴黎協會 2018-

2019 年度活動。所有提案均獲得大家一致

通過。 

大會隨後進行了新會員宣誓，新舊督 

巴黎協會  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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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長交接，頒發優秀分會獎項。 

妙多法師致詞時感謝巴黎協會各分會

和青年團的認真工作，實踐三好四給五和的

精神。法師鼓勵大眾一日佛光人，終生佛光

人，歡迎更多的新會員加入佛光大家庭，佛

法傳承，共同成就，通過學習佛法來學習仁

愛、慈悲、無我的精神。經過緊湊的議程，

大會最後在全體與會人員合唱國際佛光會會

歌中圓滿結束。 

巴黎協會督導委員會改選會議於 12 月

2 下午 2 時在四恩堂召開，有妙多輔導法師

及 16 位督導共 17 人出席。督導會由蔡有娣

主席致詞後，提出兩項議案。 

隨後進行巴黎協會督導委員會第二屆

督導長改選，由許遵訓督導當選第二屆督導

長，吳燕芳與王裘麗分別當選副督導長。 

妙多法師在開示時表示，2019 年的世

界理事會將在巴黎舉行，督導委員會將承擔

重要工作，且兼顧分會成長進步，期望在新

一任主席許督導領導下發心承擔讀書會導

讀。新任督導長許遵訓表示，將一如既往與

所有委員一起努力協助協會推動會務，護持

道場，服務大眾。 

12 月 2 日下午兩點，青年團 30 位團員

與知忠法師在五觀堂召開團員大會，會議中

幹部們輪流報告近一年來青年團參與、合力

完成的活動項目，包含三好兒童秋令營、宗

教音樂會、重陽敬老聯誼會等，並介紹未來

兩個月的活動。團長徐楠狄感謝知忠法師及

常住的帶領，並感謝團員的包容、支持與付

出，期待大家來年更加努力，發揮青年的力

量。 

知忠法師感謝團員一年來的發心服

務，代表常住贈送精緻的小結緣品，並開示

大家不論做甚麼義工服務，都能想著「廣結

善緣」，為自己培養福德。知冠法師藉此因

緣與青年們見面認識，期待未來帶領青年們

一起有更好的發展。 

新督導長  發心承擔 

佛光青年  團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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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 日下午，香燈組讀書會在大

雄寶殿舉行，共 11 人參加，妙訓法師帶領

大家一起恭讀《僧事百講》之「佛門稱謂」

一文，從中大家了解到出家人和在家眾的各

種稱謂，以及每個稱謂代表的意義，如「和

尚」是印度話，翻譯中國話，叫作「親教

師」，是我們依止的老師。 

◎ 12 月 5 日下午三點半，協會第 12 分

會在巴黎 8 區舉辦茶道讀書會，由分會長吳

燕芳帶領，大家一起閱讀星雲大師的「茶

道」一文。以茶待客是中國人的傳統、茶是

中國獨特的傳統文化精髓，大家一起品茶並

認真閱讀文章原意，瞭解喝茶蘊含的意義。 

◎ 12 月 7 日下午，歡樂讀書會發起人

吳芙蓉師姐與讀書會會員一起來閱讀法華禪

寺，閱讀的不是文章，而是法華禪寺的殿

堂。知忠法師透過導覽大殿及地藏殿介紹許

多佛學概論，大家都覺得平時常來佛堂，但

真的很多都不懂，要幫遊客介紹也說不出

口，此次讀書會真是法華禪寺「深度之

旅」，得到許多寶貴而重要的訊息。 

◎ 12 月 21 日下午，巴黎協會第一分會

於巴黎佛光山五觀堂召開月例會暨讀書會，

由林愛飛分會長召集，共十位會員參加，妙

希法師列席指導。分會會務討論之後，由王

葉碧師姐帶領讀書會，導讀星雲大師所作

「傾聽」一文，大家一起詳讀全文，分享心

得，互動踴躍。 

◎ 12 月 11 日下午，在安今法師和分會

長芙蓉師姐的帶領下，第十六分會阮榮芬、

任漣漣等師姐一行六人，前往顧燕紅老菩薩

家進行家庭普照。老菩薩看到佛光人非常的

歡喜，還拿出當年和星雲大師合影照片，為

大家講述二十多年前參與佛光山各種活動的

往事，實屬一位資深的佛光人，值得大家向

她學習。最後法師帶領大家恭讀大師的<家

庭普照祈願文>並誦念藥師咒回向給她！ 

◎為發揮巴黎協會督導委員會的職能 

分會讀書  書墨飄香 

家庭普照  關懷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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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協會推動會務，新任督導長許遵訓 12

月 17 日起，一連三日帶領會員進行家庭普

照。17 日許遵訓督導長陪同妙希法師前往

93 區，對林秀慧老菩薩進行慰問。今年八

十七歲高齡的老菩薩為佛光山早期會員，護

持道場不遺餘力，老菩薩感謝在生命的瓶頸

期得到佛光普照，心靈的慰藉。12 月 18

日，探訪第十分會會員佘克美師姐一家，佘

克美師姐是巴黎佛光山的長期義工，時至今

日雖然年歲已大，但仍時常前來道場做義

工。12 月 19 日探望巴黎佛光山老信徒曾嬋

英夫婦，曾嬋英師姐在道場初建之時，長期

參與建寺義賣，十年如一日。 

為推廣佛光會世界總會的「蔬食 A 計

劃」，巴黎佛光山於 12 月 29 日下午特舉辦

素食面面觀座談會及素食品嚐活動，逾 200

人參加。 

座談會邀請巴黎佛光山監寺妙希法

師、佛光青年葛東勝、巴黎協會會長王愛

漣、佛光中文學校執行校長吳慧玉、協會第

一分會長林愛飛、第十分會長王敏及佛光中

文學校老師徐平等七人，與大眾分享素食心

得體驗及推廣素食。 

座談會主持人葛東勝以吃素為主題與

大家展開討論，針對一般人對素食的疑問作

解答。妙希法師表示中國佛教倡導素食是為

了實踐慈悲的精神。素食能增養慈悲心、有

益健康、容易消化、增加耐力、維護生態。 

吃長素的王愛漣會長與大家分享，自

己家八代吃素，家人身體都很健康而且長

壽，心態好。吳慧玉校長說吃素是為父母守

孝，後來發現吃素後皮膚變好了。林愛飛師

姐說吃素有益身心健康，有利於環境保護。

各位與談人也與大家分享關於吃素的疑問。 

座談會之後，大眾至五觀堂品嚐由佛

光會員精心準備的二十多道素食。法師希望

大家繼續發心做美食，並代表常住贈送依照

法師的新書「原汁原味照食譜」給 20 多位

參賽者。最後，此次活動在齊唱「四海都有

佛光人」的歌聲中圓滿結束。 

推廣蔬食  環保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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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歐洲佛光青年營，12 月 26 日於歐

洲佛光山總部法華禪寺，正式揭開序幕。歐

洲各國共 68 位佛光青年與 10 位輔導法師一

同參與開營典禮，見證營隊正式起跑。 

26 日下午開營典禮，佛光山歐洲教區

副總住持覺容法師勉勵青年，既然決定參加

此次青年營，就讓它成為給自己未來的禮

物，讓自己學習不一樣的生活，並祝福營員

都會有很多收穫。 

法華禪寺監院妙多法師及國際佛光會世

界總會有容法師叮嚀大家珍惜因緣，成長自

我，在新年伊始給自己一個全新的開始。巴

黎協會會長王愛漣、巴黎佛光青年分團團長

徐楠狄也致詞歡迎大家的到來。在覺容法師

及妙多法師為此次青年營值星官授證後，為

期一周的 2018 歐洲佛光青年營正式展開。 

隨後由知忠法師講解此次青年營的課程

安排及營規，同時介紹各個工作組別，讓有

興趣嘗試的學員可以加入，學習實踐。並用

小故事叮嚀青年嘗試改變自己的習氣，遵守

營規，希望大家融入集體，成為一個團隊。 

藥石後的破冰環節，活動組的青年巧妙

設計了幾項遊戲，藉此讓大家彼此熟悉，增

加情感；其中包括進化論遊戲，讓營員通過

猜拳的方式體驗從凡人進化到成佛的過程，

並從中體會成佛之路也需有他人成就才能夠

達成。在小組環節，營員在各自小組中深入

認識彼此，並選出小隊輔。 

第一天晚課，由法務組的青年司打法

器，帶領營員共修，知忠法師也帶領禪修課

程，將身心沉澱，希望大家能通過此次活動

找回自己，成為自己的主人。期許在未來的

幾天中，青年能沉下心來，發心承擔與學

習，度過平安而充實的青年營假期，給自己

一份最好的新年禮物。 

此次青年營維持去年的工作模式，由青

年合作承擔行政課務組、活動典禮組、翻譯 

歐洲青年  佛門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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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文宣組、法務組等各項工作，讓青年有

機會學習承擔並為大眾服務。青年營的師資

陣容強大，包括佛光山海外巡監院院長滿謙

法師、佛光山歐洲教區副總住持覺容法師及

妙祥法師、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有容法師等

多位法師以及青年妙慧講師彭寶珊，課程內

容豐富多元，成果令人期待。 

12 月 5 日適逢猶太教光明節，位於多

元宗教區的猶太團體於晚間舉行慶祝活動，

除了猶太教教徒之外，碧西市的市政府議員

及天主教、回教、寮國佛教等皆受邀出席，

佛光山法華禪寺妙多法師、知冠法師也代表

前往祝賀，約有 70 位出席同慶，讓這個臨

時猶太教會堂熱絡不已。 

活動開始，先由猶太教長老帶領誦經、

禱告，碧西猶太協會主席 Claude Windisch

致詞，略述光明節的意義，並感謝其他宗教

的代表蒞臨。拉比 Guy Bénarousse 表示，不

同宗教在多元宗教區非常幸福，相處和諧，

融合共生，應該珍惜。 

佛光緣美術館的十竹齋木板水印展覽自

開展以來廣受歡迎，為宣揚傳統文化，此次

展覽藝術家魏立中老師舉辦兩場木板水印工

作坊，第一場於 12 月 8 日下午在佛光緣美

術館舉行，共 10 位學員參加。 

魏老師表示，木板水印是一門「技

藝」，老師能教的只是「技」，就是技術層

面，而「藝」就是自己的無限想像。在課程

中學習了技術，未來有興趣繼續發展，結合

自己的無限想像來創作，就能成為「技

藝」。雖然只能教導技術，但魏老師更重視

水印版畫的傳承與精神，課程一開始，老師

先用一個小時說明從始於隋朝中國印刷術到

十竹齋木板水印的傳承。 

經過了一個小時的精采說明，魏老師開

始木板水印的技術指導，從描繪、上版、雕

版到拓印。短短的半天課程，其實同學們不

可能學會「木板水印」，但是卻深刻體驗了

每一道工序的困難，被魏老師的堅持所感

動。 

猶太節慶  祈願和平   

傳統藝術  體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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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3 日下午，7 位來自法國南部佛

教「梅村」的僧眾前來法華禪寺參訪，知冠

法師接待並帶領參觀法華禪寺，以英文介紹

星雲大師及法華禪寺各殿堂、美術館等。 

一行人讚賞法華禪寺之宏大，也想更

多了解星雲大師。知冠法師代表常住贈送結

緣品，並介紹佛光山國際翻譯中心網站，讓

他們可以多認識星雲大師及翻譯作品。 

為紀念一戰停戰百年而在法華禪寺舉

行的一戰文物及圖片展，12 月 19 日舉行閉

幕感恩聯誼會。有猶太教 Claude Windisch

先生、天主教 Dominique 神父等約 25 人出

席。 

碧西市市長 Yann Dubosc 先生親臨主

持，發表簡短感謝詞，感謝歷史學者及各方

人士的努力，讓當年遺漏的十餘位軍人名單

得以上刻紀念碑，感謝文化部門的協力，感

謝法華禪寺借出場地 3 個月，以及相關的會

議、專題討論會的進行。也特別安排 4 位軍

人的後人接受市府的致謝，贈予掛在文化走

廊 3 個月的先人介紹圖板。 

象徵和平與希望的一盞「伯利恆之

光」明燈，12 月 16 日在碧西市各宗教間傳

遞，此次點燈活動由天主教的童軍團負責完

成。 

當天下午 3 點，一小組童軍團，跟隨

領隊帶著承載和平與希望祈願的「伯利恆之

光」抵達法華禪寺，監院妙達法師於觀音殿

接待，並為童子軍介紹觀音菩薩及其慈悲特

色。 

點燈活動由童軍團與妙達法師圍繞著

「伯利恆之光」組成一圈，將「伯利恆之

光」傳遞給妙達法師。妙達法師將蠟燭點

亮，作為「伯利恆之光」的延續，供於觀音

菩薩座前，並以佛光山總本山的電子燈球回

贈童子軍，同時介紹佛光山。 

童子軍代表特別致贈法華禪寺由童子

軍所畫的和平信鴿畫，及寫上代表和平、平

等、友愛的話語，一併供於佛桌上，供養佛

菩薩。 

一戰展覽  圓滿閉幕 

佛教法師  參訪道場 

宗教傳遞  和平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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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3 日晚上七點半，天主教 94 省

Créteil 教區主教 Michel Santier 於 Créteil 大

教堂舉行年終報告會，除了教徒之外，還廣

邀政、教育界及各宗教代表人士 220 人出

席，妙達、妙希法師帶領李正星、李岩與葉

英玲師姐應邀參加。 

活動由烏克蘭族裔合唱團獻唱開場，

主教在致詞時指出當前社會的弊端及其憂

慮，也提出在其教區內針對上述問題所做的

努力，主教號召大家學會愛人與大自然及對

其他宗教抱持開放、接受態度等。 

12 月 15 日下午四點，巴黎佛光山在五

觀堂舉行醫學講座，邀請中醫針灸師，巴黎

第一大學博士研究生梁文博醫師主講<耳針

足療與全息療法>，約 50 位佛光人歡喜聆

聽。 

梁文博醫師通過影片及模型，主要為

大家介紹耳針與足療兩種比較易於學習和掌

握的保健方式。 

醫師傳授基本的穴區定位、操作方

法，並且從全息的角度闡釋治療方式的基本

概念。在場的大眾全神貫注一邊聽，一邊模

仿操作，並提出相關問題，求知若渴，互動

熱烈。 

        金沙豆腐  

食材：木棉豆腐 1 盒、紅蘿蔔、白蘿

蔔、醬油 2 小匙、蜂蜜 2 小匙、低筋麵粉 

1 將木棉豆腐包好廚房紙巾，放在濾網

上，濾干水分，切成小方塊。 

2 紅蘿蔔和白蘿蔔刨成泥絲狀，混合備

用，蘿蔔汁也留著。 

3 將豆腐塊四面沾麵粉，放入熱好的煎

鍋，四面煎香。 

4 豆腐煎好了，倒入蘿蔔泥。 

5 再放入蜂蜜、醬油，小心翻動，醬汁

幾乎收乾後，入盤即可。 

林惠珠  10€  林麗霏 10€       郭文輝  10€      

張學基    10€  陳鎮堃 10€  薛 強   10€ 

  薛  晶 10€  黃瑞卿  10€ 

     

佛光世紀贊助名單    

諸供養中      法供養最 

醫學講座  自我保健 

天主教友  年終祝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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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禪寺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1/1 二 
三皈五戒戒會 
為世界祈和平音樂會 

10:00 
14:30     

6/1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00 

13/1 日 
法寶節法會       
佛學會考            

10:00 
14:00      

20/1 日  
光明燈圓燈法會   
全寺大掃除活動  

10:00 
14:00      

27/1 日 
大悲懺法會       
歲末義工聯誼          

 9:3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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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佛光山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5/1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6/1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12/1 六 
佛陀成道紀念法會 
為義工祈福法會      

11:00 
14:00 

13/1 日 佛學會考  14:00 

19/1 六 淨行品共修   11:00 

20/1 日 
光明燈圓燈法會  
年終大掃除 

11:00 
14:00 

26/1 六 金剛經共修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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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光明燈上燈法會  11:00 

23/2 六 金剛經共修  14:00 

每週 日 365 禪修會  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