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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新年元旦下午，法華禪寺舉行多元宗教「為世界祈和

平獻燈音樂會」，有 9 個宗教、10 個不同團體的宗教代表，包括

佛教、猶太教、天主教、回教、印度教、東正教、基督教等，及碧

西市市府團隊，各界人士兩百多人齊聚法華禪寺大雄寶殿，結合宗

教力量，一同為法國、為世界和平祝禱。 

活動由巴黎佛光青年團「節令鼓」拉開序幕，隨後法華禪寺監

院暨多元宗教協會主席妙達法師帶領各宗教代表上臺點燃和平火

炬，並以法文朗讀星雲大師撰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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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西市市長 Yann Dubosc 致詞表示，為世界祈和平音樂會已經

成為碧西市的一個例行活動，2019 年多元宗教區辦了很多的活

動，尤其感謝佛光山選擇在碧西市舉辦世界理事會，為碧西市創下

歷史。在碧西市和平共存發展不是一個理論，而是真正在生活中實

踐。台灣駐法代表處代表吳志中致詞，提及佛光山是一個負有盛名

的宗教團體，透過各宗教交流促進世界和平，看到各宗教種族以自

己的宗教方式為世界祈和平而盡力。 

猶太教主席 WINDISCH 先生表示，各宗教共存共榮，大家在

一起做了很多有意義的事情，每個組織都很棒。Tawba 伊斯蘭教協

會主席 Farid CHAOUI 先生表示，回教徒在其他國家甚至全世界受

到歧視，只有在碧西不同宗教能和平相處，並與其同伴 Hicham 

TAHIRI 為大家朗誦一段《可蘭經》，希望人類早日和平。首次參 

為世界祈和平獻燈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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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元旦活動的東正教 Woldetensaed 代表則

表示，和平是生命之源，現今人類已經生

病，急需大眾同心齊力為和平發聲，並誦經

為大家送上新年祝福。 

各宗教也紛紛致詞及表演，以「和

平」為主題的節目表演可謂中西合璧、精彩

紛呈、高潮迭起。由不同宗教、不同種族組

成 的 多 元 宗 教 團 體 合 唱 團 帶 來 歌 曲

《Salam》及以法中版演唱的《平安夜》，

大家不分你我，在臺上共同演唱對和平的願

心，令人感動難忘。 

法華禪寺小敦煌的《喜慶鑼鼓》、巴

黎佛光合唱團的《信仰與傳承》、巴黎青年

團的《舞動青春》、女高音李明明演唱

《we are one》、鋼 琴 家 劉 凡 演 奏 的

《Nocturne de chopin》等節目精彩紛呈，優

美動聽的歌聲及精彩表演讓大家感受到和平

的希望，同時見證以音樂弘法的力量，透過

音樂展現及宗教儀式，各族群的和諧相處，

期待為世界和平與繁榮貢獻心力。 

活動最後，法華禪寺法師以佛教梵

樂，獻燈祈福，並特別為動盪不安的法國，

恭讀《為國家祈福祈願文》做為音樂會壓

軸。 

最後妙達法師代表主辦單位致詞表

示，今年是第八年的音樂會，集合每個宗教

點燃和平燈塔，宗教祈禱，祈求和平共處，

雖然個人力量很小，但如果每個人心中都為

和平而努力，學習如鸚鵡救火精神，相信世

界和平就有希望，如果每個人奉行三好，做

好事，說好話，存好心，淨化三業，必能平

安吉祥。 



為回饋道場義工一年來的發心與護

持，佛光山法華禪寺於 2020 年新年第一天

上午，在大雄寶殿舉行「為義工祈福法

會」，雖然巴黎氣溫零下，罷工導致交通困

難，仍然有 125 位義工歡喜參與，以不一樣

的方式度過元旦假日。 

祈福法會由監院妙多法師主法，帶領

眾法師及義工菩薩們虔誠禮拜《八十八佛洪

名寶懺》，恭讀大師撰寫〈為義工祈願

文〉、宣疏、祈求諸佛菩薩加持義工們繼續

發心精進，福慧增長。 

妙多法師以大師佛光會大會主題演說

「菩薩與義工」為大眾開示，指出義工與志

工的區別，菩薩與義工之間的關係，做義工

的心態及意義，如何從義工服務奉獻中提升

生命價值，效法諸佛菩薩精神，從服務中影

響他人，為社會帶來祥和及正能量，並以大

師新春祝福語“行道天下福滿人間”，勉勵

大家日日行三好、四給，創建五和人生。 

1 月 24 日適逢大年除夕，當晚佛光山

法華禪寺邀請道場護法信徒、義工、會員、

青年、海外留學生及法國人等 210 餘位，與

法師們一起圍爐，共度除夕。 

除夕圍爐從傍晚 6 點開始，監院妙多

法師在五觀堂歡迎信眾「回家」吃年夜飯。

歲末寒冬，在這冷冷的天氣裡，來一鍋熱騰

騰的火鍋，加上道場張燈結彩，燈籠高掛、

到處喜氣洋洋，裡裡外外佈置的年味十足，

好多信眾感歎身在海外，難得有這樣的傳統

過年氣氛，讓人倍感溫馨與感動。 

晚上 9 點，舉行除夕「延生普佛」，

監院妙多法師主法與諸位法師，帶領大眾虔

誠修持，持誦《藥師灌頂真言》，祝禱世界

和平，災難蠲除，並向諸佛菩薩、星雲大

師、心保和尚及滿謙院長辭歲拜年，感恩在

佛光加持與善因好緣中，平安度過一年。接

著播放大師、心保和尚與滿謙法師的新春祝

福及開示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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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  祝福義工 除夕圍爐  喜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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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謙法師通過視訊開示，首先以「老

鼠娶親」等寓言來啟示大眾要有老鼠的報恩

心，信心，在新的一年以三好、八正道、六

度，行道天下，勉眾要自我期許，多發心、

結緣、歡喜，自然福滿人間。 

「新春早課」圓滿，大師透過視頻為

佛光人開示，說明一年之始，新年新氣象，

要展望未來。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能改正缺

點，祝福大家「發財」，不僅有人緣、有智

慧、有慈悲、有佛法，還要有健康平安、歡

喜都是財富，財富在我們的心裡，發心就是

發財。心保和尚新春開示時勉勵大眾，身口

意與生活息息相關，以行三好淨化身、口、

意，以三好「行道天下福滿人間」。監院妙

多法師期勉大眾迎新送舊，從「心」開始，

在未來一年設定目標，規劃自己，學習「加

減乘除人生」、讓生命更加充實。 

法華禪寺大殿處處充滿歡喜，盞盞紅

燈高照，法師派發裝有橘子、平安米及法語

的「福袋」，給信眾結緣，觀音殿及地藏殿

有祈願樹與蠟燭，給信眾許願、供燈，在丹

墀則設香爐，讓信眾可以燃香供佛，祈求平

安。道場一直開放到淩晨近 3 點，共計有超

過 500 人次前來辭歲、燒頭香。 

◎ 1 月 25 日，庚子鼠年初一，法華禪

寺舉辦新春禮千佛暨春節平安燈上燈法會，

逾 200 人前來參加。 

法會圓滿後，妙多法師開示，就日前

武漢發生的疫情，指出世界災難來自於眾生

的共業，地球的惡化，是大眾缺乏環保意

識，以佛教緣起觀來看，任何事情的發生是

與每個人息息相關，所謂同體共生，因此要

改變業力，先從個人做起，以三好淨化身口

意三業，勉勵佛光人要以三好行道天下，才

能福滿人間。 

中午邀請到碧西市長 Dubosc 先生及其

團隊，各宗教代表、巴黎政、商、僑界代

表、社會賢達等 25 人前來叩鐘，為世界祈

求和平。敲鐘祈福首先由巴黎佛光青年團舞

獅助興，碧西聖喬治市市長 Yann Dubosc 致 

大年初一  叩鐘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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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很高興在鼠年的第一天在這裡與大家相

聚，鼠擁有聰明，自信的個性。祝福大家在

新的一年裡幸福、喜悅，事業興隆。接著妙

多法師帶領諸位貴賓前往觀音殿獻燈祝禱，

並一一叩鐘祈福。 

法華禪寺於大年初一除了請貴賓敲鐘

外，下午也開放給所有大眾撞鐘祈願，及春

節期間，在四恩堂設立一系列文化活動，有

拓印，書法，茶禪，摺紙，抄經等供民眾，

在遊覽寺院、禮拜佛菩薩外，也能讓來賓體

驗中華傳統文化。日前受法國罷工及武漢新

型肺炎疫情所影響，人流比往年較少，一天

下來有 800 多人來寺院參禮走春。 

◎巴黎佛光山今年新春熱鬧非凡，計

有千人到寺院走春。除夕當晚邀請佛光會員

及中文學校師生、家長攜家帶眷來寺圍爐。

當晚三百多位巴黎居民來寺參加除夕普佛、

新春早課，並獻上今年的第一枝鮮花給佛

陀。 初一及初二早上新春禮千佛法會，更

有慈悲合唱團及兒童太鼓班帶來的精采表

演。慈悲合唱團在李明明老師的帶領下，演

唱「恭喜恭喜」等三首歌曲。而太古進階班

則在王心怡老師的帶領下鳴鼓迎春。 

大年初二(1 月 26 日)巴黎佛光山首次

舉辦「新春團拜聯誼」，邀請中文學校及佛

光兒童星期學校師生、家長及佛光人在全家

到佛光山走春，特別精心設計老少咸宜的

「新春團拜親子活動」趣味體驗。 

接著在五觀堂舉行「新春團拜聯誼」

茶會，巴黎佛光山監寺妙希法師致歡迎詞。

接著大家享用佛光人精心製作的新春茶點，

大家吃得開心，氣氛活絡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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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9 年 12 月底到 2020 年 1 月初的

臘八節前後，為了紀念佛陀成道日，佛光山

法華禪寺和巴黎佛光山與國際佛光會巴黎協

會煮臘八粥與大眾結緣，同時宣揚臘八粥的

緣起，讓市民大眾對佛教有進一步的瞭解，

共推廣超過 5500 碗的臘八粥。 

法華禪寺幾個分會在分會長的帶領

下，與巴黎佛光山負責烹煮臘八粥的典座師

姐，約 30 人分工合作，依照星雲大師傳授

的標準臘八粥食譜，從買材料、洗切、烹

煮、分裝，到送粥。今年特別開發了本土化

的派發點：有法國家樂福超市、巴黎十二區

電腦批發區、巴黎歐洲時報、台灣辦事處，

與道場有因緣的商家，乃至未能到道場的佛

光會員，特別是年邁的長者府上等等。 

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於 1 月 5 日下午在

觀音殿舉辦「佛學會考」，以星雲大師著作

的《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為題庫，希望

藉由考試閱讀，讓佛光人深入瞭解「人間佛

教」所宣揚的精神理念，而對人間佛教產生

更具有信心力量，繼而能向大眾宣說人間佛

教弘揚之本懷。 

法華禪寺會考分中、法文兩組，依不

同程度分為五個組別，共計 45 人參加佛學

會考。同日，16 名佛光人到巴黎佛光山考

區應試，考生中有 3 位年過八旬的老菩薩。

考試開始前，監院妙多法師為考生開示，藉

此考試檢測或複習佛學知識，提升學佛程

度，並讚歎大家挑戰自己的精神，希望大家

把考試當做學習，平常心對待。覺衍法師為

考生們說明佛學會考的規矩及注意事項。 

透過佛學會考，讓大家有因緣能再深

入閱讀星雲大師著作，也成為今後行佛的基

礎，這是慶祝佛陀成道紀念日最好的方式。 

臘八送粥  冬日送暖 佛學會考  重溫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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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1 日，協會第九分會歲末聯誼

會在法華禪寺五觀堂舉行，共有會員 28 人

出席。上午首先舉行讀書會，輔導如群法師

出席指導，由徐雲師姐帶讀《我不是呷教的

和尚》之章節。隨後的聯誼會邀請監院妙達

法師、常住法師及協會副會長胡小萍、王雪

濤參加。 

巴黎協會副會長胡小萍、分會督導沈

兆光先後致辭，妙達法師開示希望通過活動

能調動大家服務的精神，讓分會成長，讓會

員互相瞭解，互助互動。 

聯誼會中，大家在享用素食美味的同

時，回顧 2019 年分會活動報告並提前聆聽

心保和尚的新春賀詞，欣賞新歌曲“行道天

下，福滿人間”的音樂。午齋後，大家齊跳

舞蹈“南屏晚鐘”，遊戲拼大師法語比賽，

每組在 2 分鐘內拼成 10 條大師的法語，寓

教於樂，最後大家以互動遊戲圓滿聯誼活

動。  

◎ 1 月 12 日巴黎協會第十五分會 60 位

會員在新春前相約來寺聯誼，每人準備一道

素食佳餚，互相分享各自的廚藝，像家庭聚

會一般溫馨。 

上午十點半會員們一起閱讀星雲大師

著作《我不是呷教的和尚》，知忠法師指導

大家讀書結構法。中午大家一起享用近 40

道溫州及東南亞風味的素菜。用餐同時，有

會員為大家獻唱人間音緣，新任會長王嫣文

還帶領大家玩遊戲，氣氛歡樂。 

◎ 1 月 17 日巴黎第十分會 40 位會員相

約到巴黎佛光山，在過年前大家一起擀麵，

包著一顆顆象徵「元寶」的餃子，並合力煮

水餃、煎鍋貼，中午圍在一起吃素餃聯誼，

其樂融融。 

下午知忠法師帶領大家閱讀 《我不是

呷教的和尚》，由於參加的會員都是慈悲讀

書會的成員，便利用這次因緣讓大家輪流上

台畫結構圖。這樣的實作練習，讓會員們對

於文章分析的能力及文義內涵的掌握快速提

升，大家都表示收穫滿滿。 

分會聯誼  增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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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迎接 2020 年春節的來臨，佛光山法

華禪寺於 1 月 12 日下午 2 點舉行「歲末大

掃除」。國際佛光會巴黎協會的會員、義

工、巴黎青年團、善童等 100 多人，發心參

與。雖值寒冬，佛光人依舊，心懷歡喜回來

法身慧命之家，一起出普坡作務， 準備迎

接新年。 

法華禪寺監院妙達法師在出坡前，說明

規矩及原則，並分區認領工作。佛光人發揮

集體創作，只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人手

一把掃帚、水桶、抹布、拖把，分工合作，

不分你我大小，不揀擇工作的輕重，清洗大

小佛像、整理倉庫、打掃大殿、大寮、齋

堂、淨 房、走 道、玻 璃 窗、樓 梯，天 花

板……等處。經過一下午的辛勞，大眾同心

協力，將寺院裡裡外外、上上下下、每一個

角落徹徹底底的打掃一番，令整個寺院煥然

一新。 

此次大掃除由青年團承當大寮的清潔及

大殿佛像擦洗，善童青少年負責戶外的打掃

整理工作，發揚青年的承擔力及信仰的傳

承，展現青年力菩薩心的精神。最後常住在

五觀堂準備茶點慰勞大眾的辛苦，感謝大家

的發心。 

巴黎協會 2020 年第一次聯合月例會，

於 1 月 19 日下午 2 點在法華禪寺海會堂召

開，巴黎協會會長王愛漣主持會議，協會輔

導妙多法師、及諸位分會輔導法師等列席指

導，有 56 位幹部與會。大眾就六項議案討

論、說明及工作職掌分配 : 1)  2 月 9 日下

午，巴黎協會將舉辦「梵音樂舞慶元宵聯歡

會」。2) 巴黎協會於 2 月 22 日，舉辦「中

醫醫學講座」，邀請新加坡林素珊中醫博士

演講，並開放健康諮詢。3) 2 月 23 日(農曆

二月初一)，星雲大師出家日，巴黎協會舉

辦「信徒香會」，禮請海外巡監院院長滿謙

法師佛學講座「悅讀華嚴經」。4) 3 月 20-

23 日巴黎國際書展，請巴黎協會積極參與

及推廣。5) 為各分會新進會員與原有會員未

皈依者，法華禪寺將於 2 月 16 日下午舉辦

「甘露灌頂皈依三寶」典禮。6) 2 月 15 日

及 2 月 29 日上午 10 點至 12 點，巴黎協會

舉辦「幹部講習會」活動 。 

妙多法師總結，為了讓新分會長及委員

們熟悉佛光會運作，現今階段都會召開聯合

月例會。並以大師法語「因緣能成就一

切」、「向困難挑戰」，期勉大眾給人好因

好緣外，更要有向困難挑戰的勇氣，如此學

習必能有所增長。 

協會會議  討論決議 

會員齊力  歲末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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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26 日，農曆大年初二，法

華禪寺觀音殿佈置的紅彤彤喜洋洋，為法籍

越南裔 Sébastien BUI 先生與佛光會員 Cécile 

LIAO 小姐舉行佛化婚禮，由監院妙多法師

福證締結良緣，逾 120 位親屬好友及佛光人

出席祝福儀式，場面莊嚴隆重。 

下午 2 點半在歡樂的佛樂聲中，妙多法

師帶領新人進入觀音殿。新人接受誦經，祈

福，妙多法師為新郎新娘宣讀結婚證書為其

交換戒指、禮物，在佛陀、法師及親朋好友

見證下，鄭重宣誓對愛情的忠貞和家庭的責

任，在熱烈掌聲中相互行結婚禮。為感謝父

母養育之恩，新人分別為雙方父母奉茶。 

新郎父親 Raymond Bui 先生致詞，感

謝佛陀為新人見證婚禮，希望在佛陀的加被

下，兒子媳婦能幸福一生。新娘父親也是佛

光人的黃學銘先生致詞表示，感謝法華禪寺

慈悲，親友的蒞臨祝福及義工的付出，期許

新人今後記住大師話語，要奉行三好，祝願

新人永結同心，幸福美滿，事業有成。 

妙多法師開示新人夫妻相處之道，夫妻

之間應該要互相照顧、體諒、包容，幫忙，

忠誠、一起成長，攜手邁向生命新的里程

碑。恭喜新人在佛陀慈光庇護之下締結美滿

姻緣，成為菩提眷屬。 

由於新郎不懂中文，因此全場婚禮儀

式，妙多法師用英文為新人福證、宣誓、開

示。巴黎佛光合唱團為新人獻上祝福歌「美

滿姻緣」，圓滿婚禮儀式。 

1 月 12 日晚，6 位巴黎佛光青年應邀參

加北美青年聯合會議。會議首先對過去四個

月舉行的活動進行心得分享，包括各國學佛

營，讀書會、捐血等活動、歐洲青年聯誼

會。 

會議中，北美洛杉磯青年團與巴黎青年

團對未來的活動與多個議題進行熱烈討論、

交流。包括翻譯的培訓、白象幹部培訓等。

這次視訊會議讓巴黎青年覺得歐洲青年也可

以學習北美青年開聯合會議，互相交流並且

討論如何實踐國際青年會議的議案。 

佛化婚禮  菩提眷屬 

青年會議  相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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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5 日上午，Bussy 市個體戶聯合組

成的 Entreprendre 協會 12 位成員前來法華

禪寺參訪，期盼在繁忙的生活當中，找到放

鬆的方法。周曼碩師姐負責接待，除了介紹

各殿堂及人間佛教的精粹，並指導禪坐，中

午一行人在滴水坊享用素餐。 

臨別，負責人 Gundula Welti 代表致

謝，表示很高興今天能發掘到本市有如此好

地方，更感謝妙達法師贈送的結緣品。隔

日，負責人 Gundula Welti 在其網頁上掛本

寺大殿的照片，表示很高興發現了歐洲最大

的佛教寺院。並轉載大師的「法」語，預祝

大家在新的一年奉行三好！ 

 1 月 16 晚，法華禪寺監院妙達法師代

表多元宗教協會及人間佛教團體，出席

Bussy 市府於市體育館舉辦新年團拜會。

Dubosc 市長與團隊、市議員在進場口迎接

嘉賓。 

當晚活動先由大和諧交響樂團演奏 3

首樂曲，炒熱氣氛，繼而是民族團體的表

演。隨後市長致詞，主要針對市長在本市遇

到困難的情況下所起的作用和歷史使命發表

演講。活動最後表揚對本市有貢獻的個人及

團體，向獲獎者頒發獎牌。現場近 800 市民

及各宗教代表、社會賢達參加。 

鑒於不少法國民眾有著全球性的對所

謂「聖戰份子」恐懼感，引起許許多多無謂

的民族恐擊事件，造成老百姓無辜受害。除

了政治因素，不排除很多人因冥頑、無知，

而產生誤解、恐懼，甚至仇視...。為了調

解這種亂象，法國 77 省警署也是看中多元

宗教區宗教融合例子，邀請 Artemis 組織的

導師為宗教區回教代表上課。 

第一堂於 1 月 18 日上午在法華禪寺海

會堂開課，除了 Tawba 穆斯林協會，還有

天主教神父、猶太教代表共 22 人出席。課

程從上午 9 時到下午 4 時，先由 Djamel 先

生簡介法國的宗教發展歷史，如何形成民間

信仰，隨後針對不同主題進行分組討論。天

主教、猶太教等宗教代表亦出席課程。 

商業協會  認識佛教 

宗教課程  消除偏見 

市府團拜  促進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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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G 多元宗教文化協會 1 月 8 日晚 8

點在圖書館召開 2020 年第一次委員會議，

各宗教共有 12 位代表出席。會議主要議

題：確認由回教主席 Farid 先生擔任 2020 年

輪值主席，元旦的多宗教祈和平音樂會做檢

討，今年度其他主要活動的討論及確認。 

法國 93 省 RAINCY 市的 Saint-louis 

Sainte Clotilde 中學的 33 位中學生，由王旭

霞等四位老師帶領下，1 月 21 日上午 9 點

30，抵達法華禪寺進行一天的寺院參學，課

程安排有寺院巡禮、認識佛教、觀看影片、

抄經、禪修、品茶、摺紙、拓印、書法等。 

所有學生都是第一次接觸佛教寺院，

透過此次佛教的課程學習，為當地學生種下

人間佛教的種子，學生們對中華文化及佛

教，也有了深一步的認識。監院妙多法師致

歡迎詞，鼓勵學生要學習三好，只要做三好

將來就會很好，努力學習就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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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惠珠  10€      

MASSON  
Michel       10€ 

 TRUNG NGU-
YEN Hieu 10€ 

 NGUYEN     
Marie         10€ 

TAZIR       
Baptiste      10€ 

    

 TAZIR       
Anthony   10€  

ZING             
Suzanne     10€        

佛光世紀贊助名單    

諸諸供養中      法供養最 

薛  強   5€ 

宗教協會  委員會議 

中學學生  參訪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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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禪寺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1/2 六 供佛齋天法會 19:30  

2/2 日 共修法會    10:00  

8/2 六 光明燈上燈法會    10:00  

9/2 日 共修法會        10:00    

16/2 日 
大悲懺法會 
皈依三寶甘露灌頂                        

9:3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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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 共修法會    10:00  

8/3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亞洲節慶活動     

10:00 
11:00   

12/3 四 觀音法會 10:30    

15/3 日 大悲懺法會                          9:30  

20-23  巴黎書展   

22/3 日 共修法會 10:00    

24/3 二 光明燈消災法會  10:30    

29/3 日 共修法會 10:00    

巴黎佛光山行事曆     

日期 周   法 會 活 動  時間 

1/2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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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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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六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14:00 

8/3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12/3 四 觀音法會 11:00 

14/3 六 共修法會  14:00    

21/3 六 共修法會 14:00 

24/3 二 光明燈消災法會  11:00 

28/3 六 清明法會 10:30 

初一  慈悲讀書會   14:00 、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