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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心

元始乘行人，為求從輪迴生死中解脫，發出

離三界之心，這亦是三乘共有的心態。不過

此心以自利為主，而佛陀在成道時觀見六道

有情過往生皆為父母，故此教

人發大悲心，希望眾生亦能得

到解脫，如是，便稱為大乘，

菩薩乘。此乘行人於世間眾生

發慈悲喜捨四無量心，自利

利他，除了一生一世的分段生

死，需要出離解脫，佛陀教法

的深義，更開顯了變易生死，

也就是心念的起伏，使我們意

亂情迷，於每一念中經歷六道

生死。要從變易生死中解脫，

便要證悟清淨圓滿的覺性，如佛所覺，因此而

發的心願便是要成就清淨圓滿大悲大智的無上

正等正覺，成就佛陀的果位，這菩提願心是大

乘行人、金剛乘行人所必須具有的自利利他之

心。現代人的智慧高，有環保意識，危機感

強，理解力亦強，對各乘的發心不難理解，只

是長遠心難得，容易退轉。故這些應該用戒律

和誓句來管束。在教授中隨宜傳五戒十善便十

分重要了!三年、五年才傳一次菩薩戒，亦實

在不足。

以戒為師

不同層次的發心，要依不同程度的戒律和

誓句來規範，令這發心不會偏差或者入於錯

道。元始乘以出離心為主，所依是別解脫戒：

在家居士眾要守「五戒」，出

家眾則有沙彌「十戒」，正學

女「六法」，比丘「二百五十

條」，比丘尼「三百四十八

條」，重在身口二門。大乘與

密乘發菩提心，四無量心，持

菩薩戒，守四宏誓願。大乘戒

律，以心為主，十重四十八

輕，無論在家出家，發大乘長

遠心者皆當受持。身口二門為

利他故，可以方便開許，心則

不能有絲毫損他之念。別解脫戒之受持，盡形

壽；菩薩戒是直至成佛，盡未來世，當所受

持，不以一生一世為限。

密教所傳或由文佛或依金剛手秘密主，戒律

以「十善」為基，菩薩戒為本，每一密乘次第

有相應之戒和誓句：瓶灌依「十四根本墮」，

密灌守「八支粗罪」、「五方佛三昧耶戒」、

更上則是與根本上師之身語意相關之「根本與

支分誓句」，最終以大圓滿戒：「須臾不離菩

提心」為標的。  ◎ 待續 

佛教修學體系的建設與反思(二)
Reviewing the Teaching Systems of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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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圓滿廟勝住十週年系列活動


新春開年蓮師壇城祈福法會

◎ 除夕大會供輪法會
◎ 正子時蓮華生上師法會

◎ 新春開年團拜法會

◎ 蓮華生上師祈福法會

2012年1月22日(除夕)至1月25日(初三)


祈願國泰民安世界和平

水產動物增殖放流放生法會
2012年1月1日
下午15：30

地點：台南市安平區觀夕平台海域

財團法人密宗山大圓滿廟  臺南市南化區南化里27號(南化國小後面) TEL:06-5773229

上師弘法行程


消災延壽鄔金藥師法會


無死生命精華長壽祈福法會


密宗山大圓滿廟回顧展
2011年12月31日

至2012年1月1日(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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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母來港期間，與我們歡聚不少日子，往往

在晚膳或閒談之際，都喜歡說及  甯波車以前

之一些事蹟，玆特選其中有趣的幾則，讓讀者

分享一下吧。

(一)  獲取雪山獅子奶

甯波車跟不丹王族是姻親關系，不丹國都信

奉密宗，這個雪山獅子奶的事蹟，在不丹就曾

經傳誦一時。  甯波車住在不丹時，一天，正

擬製造甘露丸，所需之法物甚多，差不多已準

備好了，但偏偏短缺了其中一種原料一一雪山

獅子奶，再三尋覓，都不可得。剛巧即在面

前，正掛著一幅佛像湯嘉，其下面繪有一些雪

山獅子，甯波車於是上座開始修法，說也奇

怪，不久那畫內的雪山獅子，竟然慢慢地流出

奶來。侍從們發現了，急忙取出器皿盛載。

此事蹟在不丹流傳甚廣，為人所樂道。

故 甯波車圓寂後，不丹國王曾力邀法體長

駐國內供奉，雖未獲允許，但亦請法體停留數

日，以為加持該國之臣民。

(二)  巖取普巴杵事略

    佛母亦講述敦珠甯巴一個巖取之事蹟：在

其授記中，要在一巖洞中取出一枝

非常殊勝之普巴杵，而此過程，還要一位授

記空行母之助力，那位空行母，正是

當時一位藩王的妻子，莫說請她幫助，見一

面也是難得。一天，敦珠甯巴發了帖子，請藩

王及其妻子到來參加法會，因他是當時之大修

行人，藩王欣然雙雙俱至，

在法會中，敦珠甯巴突然一躍而起，挾持藩

王之妻躍上馬背，絕塵而去。藩王驚魂甫定，

才曉得下令大隊人馬追去，終於在該巖洞發現

了敦珠甯巴，於是兵士舉槍向他掃射，而子彈

圍著他而飛舞，竟沒法傷害分毫，兵士們見之

都害怕，馬上收隊回報，藩王聞報，亦感驚

慌。因刺殺大修行人必招罪障，不久敦珠甯巴

帶了藩王之妻子及剛從巖取之普巴杵回來，藩

王立刻請求他恕罪，並願將妻子奉獻。敦珠甯

巴則說出授記巖取之事，現已大功告成，並拒

藩王之好意。  

敦珠甯波車與敦珠甯巴之一些事蹟  
◎ 黎日光 金剛上師   

專輯報導─前世與今生 

◎ 摘錄自《金剛乘季刊42期》

人人都有〔前世與今生〕，且從無始以來即有無盡的〔前世與今生〕。敦珠法

王的今生雖已再來，但成就者敦珠甯巴與敦珠法王這段〔前世與今生〕，卻精

彩無比。經過 佛母開示、 黎上師的記述、暨黃毅英師兄所領導的金剛乘學會編
譯組團隊的努力，以精湛信達順暢辭藻優雅文筆譯出《敬信之車》，見者必能

產生極大敬信之心靈能量，以利行菩提正道。

◎ 敦珠法王 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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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信之車
按無上巖取者兮魯迦敦珠甯巴轉世生平及解脫之祈禱 

法王所造敦珠甯巴生平及祈禱文

師祖 敦珠甯巴及 敦珠法王二代均屬大巖取者。 敦珠甯巴現忿怒相而 法王則現學者相。多年前， 敦
珠佛母蒞臨香港，亦曾暢談敦珠甯巴事蹟，謂敦珠甯巴化虹身前問弟子對彼之感受。弟子答云：師

之功德不可思議，度眾無量，只是忿怒了點。敦珠甯巴答允下一生（即敦珠法王）現寂靜相。其他

事蹟亦可參考  上師於《季刊》42期「敦珠寧波車與敦珠甯巴一些事蹟」一文。

敦珠甯巴著作譯成英文或漢文者不多，曾有英譯《無修成佛》。《季刊》70期將其中一節譯成漢
文。近年亦有《一世敦珠法王自傳》面世。今見敦珠法王全集「阿」部中有其親撰敦珠甯巴生平及

禱文「敬信之車」，恭譯成漢文以饗讀者。 翻譯過程中得侯松蔚先生及區鑑才師兄提供意見，謹此
鳴謝。

◎ 金剛乘學會編譯組

1. 四修乃證無上應化身之四類法：以智慧身大功德修、以直見智慧心而修、以不思議大行而修及以智慧語之見識而修。
2. 賢劫第四佛之釋尊。
3. 蓮師。
4. 前佛既滅後，菩薩成佛而補其位之稱
5. 喜瑪拉雅山、青海前藏一帶。敦珠甯巴出生地。
6. Nub

一切勝者總攝蓮華生

百佛部主巖取者法王

自始雖現得和平甘露

示現四修1幻化無量雲

尤其第四導師2教法中

印藏羅漢持明班智達 

遍知通達三時之大師

於此濁世中祟高補處4

受諸菩薩加持殊勝地

降生於清淨之諾6族中:

勇父空行敬誠作護送

尊母及父身意得加持

濁世化現調伏眾生者

敦珠甯巴足下我祈禱

全斷愛取戲相之連繫

展現百種幻舞我祈禱

尊生平現第二師3覺行

成就者等世系我祈禱

自蓮光淨土授金剛令

隨欲如意受生我祈禱

雪山安多雪龍草藥地5

學者與師之源我祈禱

其時入具德之神母胎

無數勝妙祥瑞我祈禱

羊年神變月初十晚上

虹光籠罩細花雨下降

此時無數最上見導師

獲得無謬授記彼士夫

直至三歲空行護法聚

時見惡魔伺隙攻擊等

一時往北琉璃光淨土

安慰盛讚尊為補處故

空行剎中界母瑜伽母

放收而獲加持大轉力

從孺童始圓滿天賦力

無邊洞識力與神通力

尊優美身相好蓮綻放

無量吉兆顯現我祈禱

讚嘆尊為無比之化身

成就無邊利他我祈禱

如護持者伴尊同歌舞

種種顯像聖者我祈禱

無可質疑出有壞勝王

如是憶起往生我祈禱

十萬空行心命種字相

戰勝逆緣侵襲我祈禱

超越凡相醒悟聖勝種

喚起無偏虔信我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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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歲之時智慧母降臨

遵之依止殊勝善知識

本尊觀音俊美白色身

文殊現前攝尊為弟子

三部菩薩佛母救度母

以及龍青巴等智幻身

特別前往別拂7吉祥山8

從蓮師受熟脫之甘露

於極密處得見奇幻化

各各放送無量應化身

要之今生無修即圓滿

光耀蓋諸學者成就者

如移喜磋嘉等空行聚

具誓護法守巖如影隨

不執低下有漏樂之味

於樂道不墮欲等過患

矌劫熟練極堅定勇氣

入佛子行結緣者具義

勝密大法捷道首次第

見諸相、聲為淨智之輪

現證熾熱元始智三相9

駕駑四事業與八成就

連同護樂甘露賜授記

啟百聞思德門我祈禱

為尊善友護持永不離

智慧之力爆發我祈禱

箭手沙羅哈八大持明

攝為弟子加持我祈禱

將一日轉化為十二年

尊成後嗣聖者我祈禱

無數佛之出生與淨土

入無量佛法門我祈禱

過往串集業力得甦醒

得最高智覺悟我祈禱

如孩孕育開發密授記

恭敬服從如僕我祈禱

住於殊勝無漏清淨行

勝義具德行者我祈禱

運以猛力慈悲而行進

調眾生大菩薩我祈禱

現證尊相已得究竟故

瑜伽自在尊者我祈禱

召集如雲三類之侍從

掌控所欲事業我祈禱

尊運用奇能大力方便

摧滅不淨業力風息之

無上拙火力光燦輝耀

威鎮顯有禁戒行百舞

獲金剛見頂峰之大密

裸本性無作本淨覺空

無行勤法性之任運境

無修無散中修空相應

自生內明覺淨光展現

如幻術至於頓超13光明

予般若樂虛空界自在

廣大殊勝利故而催請

尊以智見無盡清淨相

空行付印甚深土巖滿

奇妙法藏寶珠之大庫

生圓次弟大圓滿修法

具緣弟子喜筵增我禱

末世辛勤諸乘漸難調

決定密訣大圓滿阿的

俊美身妙佳白袍長髮

密意暖熱脫善業者意 

中脈內縛「蔣」「若」10日月動11

有漏城市幻輪12我祈禱

十六不變樂味中陶醉

具緣大樂生起我祈禱

較不共之密秘密更甚

獲得普賢密意我祈禱

離心真實無礙廣袤界

覺與解脫同時我祈禱

道相示為色身奇妙法

功德達量地中我祈禱

示阿的要付空行密庫

開啟深密庫門我祈禱

覺性中爆發無盡意巖

眾巖取者輪王我祈禱

蓮師、大圓滿、觀音者三

根本、支分、事業與補充

尊點燃教法之大慧炬

密續真義所頌我祈禱

唱誦勇士之覺歌道句

無上兮嚕迦前我祈禱

7. 別拂洲之音譯即雅饒洲
8. 即吉祥銅色山
9. 身、語、意
10. 若脈於男為右脈，女為左脈，蔣脈於男為左，女為右
11. 於中脈內，縛「蔣」「若」二脈日月之流動
12. 指圓滿次第
13. 妥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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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無數以虔信之寶熱切請求者之請，無畏智金剛
以懸河之舌說此，而余，羅素聽列爵美（Losal 
Trinlé Gyurmé），猶如捕捉此等語，書於紙上。
所願成就（Siddhi ratsu）。

金剛乘學會編譯組恭譯 

覺知諸相不實如幻化

仗其力能穿透形相物

濁世之中尊以猛厲力

毀壞教法及害眾生者

於灌頂、修供、密筵聚中

及空行母具表義之歌 

見、聞、憶念及與尊輕觸

讚嘆尊美名聲勝功德

於欲道與尊相關連者

隱蔽秘密三昧耶之母

八子嗣續八菩薩傳承

千人證持覺者之地位

發心力熟度化時已至

普布達江安康印漢及尼15 

尊諸實切行皆圓滿時

在音光等妙兆中離去

蓮花妙嚴16等淨土之中

示現不可思議蓮華部

吾緊記尊生平功德海

以尊恆常大悲之恩德

無障覺性見實性如如

具神通力大師我祈禱

殲滅人、非人、魔、惡、靈眾

行於各方皆勝我祈禱

虹光花雨及瀰漫香氣

喚醒具緣眾智我祈禱

恆常大樂決定能賜予

遍滿藏寶大地我祈禱

五智空行及五十智慧

兮嚕迦分等合我祈禱

十三勝弟子獲虹光身

徒眾衍大師傳承我禱

雅里衛藏朗門隱秘地14

弘佈深寶藏行我祈禱

深思熟慮其他大義利

往別拂吉祥山我祈禱

為百方弘蓮師事業故

芽苗水月遊舞我祈禱

並以熱切祈請吾依怙

無有分離攝受我祈禱

現尊慈顏賜喜妙教授

以金剛智灌頂頒加持

願踏密道達元始聖城

願此降生傳記雲，無盡

我等至誠傳承之法嗣

使吾等能與尊無分別

願於此世界弘甚深教

輪滿法界。願與尊等同

14. Ngari, U, Tsang, Lhomön,
15. Pu, Bo, Dag, 江布 Kongpo, 安多 Amdo,  康巴 kham, 印度, 漢地, 尼泊爾
16. 即啤嗎角

◎ 敦珠甯巴 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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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沒有哈伯望遠鏡，但是在《華嚴經、世

界品》說：「普賢菩薩摩訶薩於如來前，坐蓮

華藏師子之座，承佛神力，入于三昧。此三昧

名：一切諸佛毘盧遮那如來藏身，普入一切佛

平等性，能於法界示眾影像；廣大無礙，同於

虛空；法界海漩，靡不隨入。如是，盡法界、

虛空界，十方三世，微細無礙，廣大光明，佛

眼所見、佛力能到、佛身所現一切國土，及此

國土所有微塵，一一塵中有世界海微塵數佛

剎，…」就是說用禪定觀察，佛眼所見十方各

有十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億）佛剎微塵數世

界。這華嚴經說法和天文科學了解到宇宙中有

上千億的星系，平均每一星系又約有上千億的

恆星及各類天體等同。

佛經說一佛攝化之境是這樣的：

以須彌山為中心，周圍環繞四大洲及九山八

海，稱為一小世界，乃自色界之初禪天至大地

底下之風輪，其間包括日、月、須彌山、四天

王、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天、樂變化天、

他化自在天、梵世天等。（是現代天文學所說

的一個太陽系）此一小世界以一千為集，而形

成一個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集成中千世

界， 一千個中千世界集成大千世界， 此大千

世界因由小、中、大三種千世界所集成，故稱

三千大千世界。內涵1,000,000,000個太陽系。

與現代天文學所說的一個星系，例如銀河系相

若。

◎有關三千大千世界的生滅，佛典《起世

經》《閻浮州品》中有這樣的說法：「同時成

立﹐同時成已而復敗壞﹐同時壞已而復還立﹐

同時立已而得安住。如是世界﹐周遍燒已﹐名

為散壞﹐周遍起已﹐名為成立﹐周遍住已﹐

名為安住。…… 」；在《劫住品》又說：「 
……於此東方所有世界﹐轉住轉壞﹐無有間

時﹐或有轉成﹐或有轉壞。諸比丘﹐南西北方

所有世界﹐轉成轉住亦復如是。諸比丘﹐如五

段輪﹐除其軸已﹐旋轉不住﹐無暫閒時﹐略說

世界﹐亦復如是。…… 」說明了十方世界是

不斷的成﹑住﹑壞﹑空。而一個星系的成﹑

住﹑壞﹑空是在星系內同時進行的 。 

◎ 待續 

佛法論壇

佛教對宇宙人生的論述
◎ 甘耀權 教授

從古至今，人們常會問：

◎「物質世界」是如何形成與壞滅的？ 

◎ 時間與空間的關係？ 

◎ 人類是從何而來？ 

◎ 人死後往何處去？ 

佛教自有一個說法揭示宇宙人生的真理。早期佛陀不回答有關創造宇宙與生命的第一因(造物主)存在等的問題。 認
為浪費時間去追尋這些問題的答案就好像是一個身體中了箭傷的人不去求醫救命，反而去研究箭的發出者和製造

者這些問題。不過，佛教的經典中亦有佛陀和大菩薩在禪定中作出一些觀察並且記錄了聖者所理解的宇宙。而這

些千年前的記載，需要以今日天文學的知識來看才能夠明白和相互印證。

在解釋情﹑器世間的生起存在問題時 ﹐佛教的基本觀念﹐如無常﹑因果業報﹑無我等道理得以證成。 而「無
常」﹑「因果業報」﹑「無我」這些基本慨念卻正是佛教有別於一般宗教、 哲學的地方。大家要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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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二零一一年六月廿六日(藏曆鐵兔年

四月廿五日)，澳門金剛乘學會成立十七週

年紀念。承蒙  本會導師藏傳佛教【甯瑪巴

(紅教)】、【敦珠新寶藏傳承】、台南【大

圓滿廟】主持  楚英窩錫(義譯；法界光)「黎

日光」金剛上師親臨主持【綠度母】公開結

緣灌頂法會。

是次法會，共有港、台、澳新舊弟子壹佰

捌拾餘人參加，灌頂開始播放藏傳吉祥樂

恭請  上師陞座修預備法，同時由香港金剛

乘學會會長  黃毅英師兄解說灌頂意義；滌

淨污垢、依份分攤、許願歸屬及開示【至尊

聖救度母】何謂(救度十六難度母)和(增益四

度母)加上本尊【綠度母】合成廿一度母之

【龍青巴甯瑪傳統】。

灌頂開始 上師開示今次灌頂緣起，玆因近

年天災不斷，水災、旱災、海嘯、地震、瘟

疫等等，眾生痛苦連綿！為實施具德者應有

之慈悲心，能解脫有情業障，故而特傳度母

法，敕令救度眾生，使得受灌頂者息災、除

疾苦厄，增益、褔慧資糧。若能誠心持戒修

持本法，更能滅除三災八難，如意吉祥。

繼而 上師開示【敦珠新寶藏】傳承，(詳
見各金剛乘學會 上師傳承表）與本尊功德，

傳授【綠度母】本尊咒。善信即時持誦，使

當時整個道場充滿咒音圍繞，殊勝異常。

灌頂開始 師囑港、台、澳數位披衣師兄

負責派飲甘露水，為灌頂善信先除業障、再

用驅魔粉加白芥子燃

（咕咕爐）煙燻整個

道場，為受灌者驅

除魔障。更為受灌者

送冤敵、首對受灌者之債主說法開解，使其

得法解脫離開。其餘剩下部份不肯離去者， 
上師施與密咒使其遠離。最後剩下皆為頑固

不堪之冤敵， 上師化出無數忿怒尊，以一

比四把其抬走，令受法者無障礙地接受灌

頂。

請法灌頂；由台南【大圓滿廟】董事長、

台北會長：蕭慶秋阿闍黎，領誦【獻曼達】

請求灌頂，善信結投花手印， 上師親自起

座攝受後，授權台、港阿闍黎師兄授語、意

灌頂。其它各會密灌師兄、派發甘露食子、

法藥、本尊法照、金剛結、甘露酒，善信們

欣然有序接受法乳。整個過程歷一個半小時

圓滿。最後；亦由蕭師兄領誦【獻曼達】感

謝灌頂，眾善信各領供品一份，法喜圓滿離

場。

是次法會得順利圓滿，有賴具德根本  上
師慈悲、度一切苦厄。歷代傳承 上師、諸

佛、菩薩，空行、護法、地神加被（弟子頂

禮）及各會師兄們鼎力幫忙。更得本會蔡會

長英明領導，策劃整個活動，理事師兄們群

策群力，合作不斷。筆者在此致以衷心感

謝。

祈祝列位大德  吉祥如意  身體健康  菩提上進  
證大圓滿  

法海心蓮

澳門【綠度母】灌頂法會紀實

◎ 李兆基會長

◎ 綠度母 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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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阿吽，敬禮尊貴的 楚英窩錫

金剛上師。

承蒙 上師的慈悲恩典加持與莊

會長幾年來的不斷祈禱，台中此次法會已吉祥圓滿

落幕。在此期間，台中佛堂的蓮師法像與護法四大

天王重上金裝，蓬蓽生輝；佛堂內部，從上到下，

由內到外，也一掃塵埃，容光煥發，一時間都亮麗

了起來；佛堂內的 劉上師、敦珠法王、佛菩薩像也

似乎睜大了眼，看看為什麼師兄們忙了起來。勝住

當天，蓮師法像與護法四大天王更得 上師開光，使

得活靈活現，莊嚴備至；佛堂內外各個佛像壇城也

得到 上師的身語意供養，讓我們也一同增長無上福

田，積集資糧。

身口意供養 上師三寶。

我們敬愛的 劉上師所訂定的金剛乘學會信條「重

才重修重法，此所謂願菩提心；出錢出力出心，此

所謂行菩提心。」 師又在學人四原則中首重發菩提

心，並解釋說：「發菩提心，佛事他事，重於個人

私事。」法會籌劃準備期間，李進豐師兄依照每個

人的專才，分配組別，計有統籌、場控、場地、法

務、報到出納、交通、接待、文書、膳宿、採購等

十組，讓每個師兄人盡其才，才盡其用，所謂願菩

提心皆可令其圓滿，喜樂受，歡喜做。一天一天的

過去，法會到來令人期待，師兄們的行菩提心更顯

的殷殷切切，每個師兄出錢出力出心，默默付出，

如蓮師法像、四大天王、佛堂地毯、佛前供花、壇

城莊嚴綢緞、唐卡簾幕‧‧等都有師兄主動出錢出

力，輕財重法，三門供養，令人隨喜讚嘆。林林總

總的小故事不少，無一不是師兄們以身口意供養 上

師三寶，發願行菩

提心，要讓 上師傳

法順利，受法者同

霑法喜，以令法會

圓滿。這讓我想起《小品般若經》薩陀波崙菩薩

的故事，他在他的善知識 曇無竭上師處，所做的

無上供養，當然我們的努力仍不及薩陀波崙菩薩

千萬分之ㄧ，但師兄們的發心與努力，實已令人

讚嘆。 

清淨圓滿傳承—敦珠新寶藏傳承

在《小品般若經》中提到：『汝於善知識，應

深恭敬愛重信樂。善男子！若菩薩為善知識所護

念者，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從經中，我

們可以信解 上師是我們生生世世修行道上，一切

功德智慧的來源，而此加持力，即是 上師與清淨

傳承之功德力。在勝住當天， 上師為我們解說

《敦珠新寶藏傳承》，此傳承總集了敦珠法王近

三十個傳承，包含教嚴與極近等傳承，也融合了

紅黃白花四派的教授，厥為殊勝難得，從此亦不

難見吾輩師兄弟與 上師的關係亦不尋常，必是累

世承侍與聆聽教法之法緣所繫，亦祈禱 上師與 劉
上師無二無別之功德力，生生世世都能伴隨，如

同薩陀波崙菩薩與其 上師曇無竭菩薩一樣。

普皆迴向 扎西德勒

法會已告一段落，願所有師兄及與會師兄，皆

能得到 上師與《敦珠新寶藏傳承》之加持力，生

生世世皆得智慧引導，並在此迴向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如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所作迴向，我亦如

是迴向。

法海心蓮

台中法會雜感
◎ 簡毓麟醫師

◎ 黎上師為四大天王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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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圓滿廟暨六會【法會花絮】
大圓滿廟與當地

社區四里結合舉

辦農曆七月南化

區除障超度大法

會實景

9 月 臺北【釋迦牟尼佛灌頂法會】

10月9 日 臺中【馬頭金剛灌頂法會】

10月15日 香港【四臂觀音與楊枝白衣觀音灌頂法會】

10月30日 香港【海上放生法會】

◎以上資料由劉宏博、李兆基、呂美玉、來禎祺、楊東賢師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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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圓滿廟摩尼輪工程已於100年12月1日完成摩尼輪裝置

摩尼輪橫樑組裝工程於100年11月初開始動工。因上下

橫樑需經多道程序，尤其組合要求精準，事前均以光學定

位，現場精密組裝，目前已完成大部分組裝工程。

摩尼輪屋簷蓮瓣銅片已陸續完成，緊接著安裝專製的銅

製瓦鐺。

11月29日安裝摩尼輪經捲，全體人員茹素，齊念百字

明，在大家同心協力下整個安裝工作非常順利圓滿。同一

時間，橫樑組裝工程開始組裝摩尼輪，每組廊柱間安裝8
個，已安上72顆摩尼輪，安裝後的樑柱呈現非常的莊嚴富

麗。未來將陸續進行監視

系統和安全玻璃的工程。

摩尼輪供養名單：
90000

程偉展、張晉誠全家、劉欣欣全家、吳元宬、

黃一龍全家、黃育仁全家、黃志明全家、黃建

興全家、黃鈴珠全家、黃麗珠全家、黃志呈、

李銘國、賴彥熏、李晉瑩、陳谷霖、李宸慧、

陳奕瑄等、李玲靚等、李金玉等、陳祈炘、林

郁婷、簡毓麟、簡國修、簡孝名、許榤尹、黃

明珠、黃莉文全家、黃吉宗全家、黃水金、黃

蔡秋霞、蔡東雄、周玲華全家、趙品森全家、

趙望晶全家、台中市大悲心人文學會、富強營

造股份有限公司、張麗美全家、蕭美秀全家、

許綿綢全家、施正豐全家、趙崇溪全家、黃鈺

惠全家、陳逸雯全家、趙品尊全家、蘇芳琳全

家、邱冠志全家、邱哲誼全家、華苗補習班、

五方佛精舍、王仁祿全家、王重舒全家、馬良

發全家、趙麗美全家、彭春蘭全家、李政芳全

家、台中金剛乘學會、張千德、歐凰寶、柯萬

成、李志智、劉銘田、謝美齡等、王惠姿、謝

忠華、謝玉採、施金鎗、林昭明、高聖雄、蘇

慶鴻等、高核生等、蘇俊文等、方太輝、王金

霞、王慈芳、王慶雲等、王燕芳、謝士瑩、謝

士文、劉冠宏、方慶肇、方信傑、方奕晴、李

梅治、勝寶建設(股)有限公司、李梅玉、陳秋

美、吳宜純、潘雪英、吳陽庭、陳志宇、楊文

福、楊劉阿桂、楊承翰等、楊媛婉等、徐來生

等、楊蕙如、黃琪媛等、陳思瑜、楊貽婷等、

洪明德 、李坤波等、李明銑等、買金鑾、邱

永定等、邱李阿桂等、李燿州等、湯雁如、李

銘恭全家(待續)

大圓滿廟最新消息

圖說:
◎ 蓮瓣屋簷(上圖左)
◎ 摩尼輪試裝(上圖中)
◎ 上蓋(上圖右)
◎ 放入樟腦片(右圖)

◎以上資料及圖片由呂美玉師兄提供 

法訊助印芳名錄 (100年11月30日止)

12550 陳美瑤、5000 陳金土、4500 吳榮修、3000 王慈芳、2500 許德發、2000 楊東賢、張素菁、羅興德、林秀梅、1900 譚維遠、1800 劉立
郡、1000 黎上師、黃耀賢、高  錦、呂美玉、流通處、林秀梅、吉得堡幼稚園、李銘恭、陳素釧、張晉誠、760 周洪威、黃健強、朱淑鳳、600 
柯智鐘、500 陳聯彰、劉俊辰、李正一、林雪芬、黃士庭、黃士瑜、張基源、尹聖麟、許家羚、謝玉採、洪明德、400 張美智、300 李一侃、
劉德欽、林昇一、250 趙品尊、陳逸雯、黃彥博、200 楊育芳、陳其勛、劉欣欣、林郁婷、陳淑娟、莊蘇怨、莊金沛、莊樂禪、張千德、簡毓
麟、李秀縵、簡汝榛、簡祐昇、陳祈炘、黃明珠、蔡東雄、吳素修、紀麗紅、張梅香、高  錦、100 龔信儒、徐榮洲、鐘聯禧、郭月嬌、林秀
勳、林玉青、何佳蓉、吳素修、張美智、張江炳、張致遠、楊瑞英、紀麗紅、黃碧霞、李玫憶、李宗誠、李蘋芸、李進豐、尤碧玉、劉銘田、

黃新鑛、林月女、蔡尚言、曾和苗、吳元晟、簡毓彥、林金枝、王金霞、林玉青、李蘋芸、張致遠、張美智、呂佳穎、50 王  瑩(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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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第一週日 蓮師法會─蓮華生上師法、鄔金藥師法、拋斡法
藏曆初十  蓮師會供
農曆第二週日 觀音法會─白衣觀音法、無死生命精華
農曆第三週日 空行法會─咕嚕咕叻佛母、聖寶源度母
藏曆廿五  空行會供─移喜磋嘉佛母、綠度母、咕嚕咕叻佛母
農曆第四週日 布薩法會
如增週日  文殊法會─黃文殊法、黃財神法
每週日法會，先修上師相應法、火供山法，並加修黃財神本尊法；
法會後 ── 藏傳佛教基本常識專題講課
香港金剛乘學會行事曆
農曆第一週日 拋斡、上師相應法、無死蓮師、準提菩薩、放生、馬頭金剛
藏曆初十  上師相應法、蓮師、千佛名號
藏曆十五  上師相應法、金剛薩埵、普巴金剛、文殊菩薩 
藏曆廿五  上師相應法、蓮師財神、咕嚕咕叻、聖寶源度母
農曆第三週六 超度法
藏曆廿九或三十 布薩
每週二  錄影帶開示 
澳門金剛乘學會行事曆
農曆第一週日 長壽法會  早上10點正
藏曆初十  千佛名號讃、蓮師會供、釋迦佛法、藥師佛法
農曆十五  金剛薩埵、文殊菩薩、四臂觀音、黃財神法
農曆廿一  超度法
藏曆廿五  空行會供、大白傘蓋、咕嚕咕叻、準提佛母、聖寶源度母
藏曆廿九或三十 布薩法會
未註明時間的法會均為晚上19：30開始
臺北金剛乘學會行事曆
農曆第一週日 空行心要、無死蓮師、鄔金藥師
藏曆初十  蓮師會供、千佛名號讚、觀音法、拋斡
農曆第二週日 火供山法、無死蓮師、鄔金藥師、大白傘蓋佛母、咕嚕咕叻佛母
農曆第三週六 度亡法會
農曆第三週日 無死蓮師、鄔金藥師、大白傘蓋佛母、咕嚕咕叻佛母、黃財神
藏曆廿五  空行會供、藥師佛、綠度母、聖寶源度母、黃財神
農曆第四週日 布薩法會
藏曆廿九或三十 布薩法會、金剛薩埵、拋斡
每週三晚錄影帶、每週日下午研經
除度亡法會晚上 19：00開始， 週日法會上午 10：00舉行，其他晚間法會晚上19：30開始
臺中金剛乘學會行事曆
農曆第一週日 上師相應法、鄔金藥師、金剛薩埵成就法、金剛薩埵除障法、火供山法、空行心要
農曆初十  蓮師會供、上師相應法、白衣觀音、拋斡、賢劫千佛名號讚
農曆第二週日 上師相應法、釋迦牟尼佛、金剛薩埵除障法、大白傘蓋佛母、火供山法、空行心要
農曆第三週日 上師相應法、無死蓮師、大圓滿最勝寶總集、火供山法
農曆廿五  上師相應法、咕嚕咕叻佛母、空行心要
農曆最後週日 布薩法會、大圓滿最勝寶總集、火供山法
研經班 ── 每星期一、二晚上七時及每星期日法會圓滿後。
法會日除週日於早上08：30舉行外，餘於晚上19：30舉行。
台南金剛乘學會行事曆
藏曆初十  蓮師會供、拋斡
農曆十五  白月布薩法會─金剛薩埵、鄔金藥師
藏曆廿五  空行會供─移喜磋嘉佛母、綠度母、咕嚕咕叻佛母
農曆廿九  黑月布薩法會、甯瑪派基本常識講課

高雄金剛乘學會行事曆
藏曆初十  蓮師會供─上師相應法、蓮師、觀音、放生法會、鄔金藥師法、黃財神法
藏曆廿五  空行會供─上師相應法、移喜磋嘉佛母、綠度母、咕嚕咕叻佛母、
  大白傘蓋佛母、伏金翅鳥智慧空行母、聖寶源度母
每月第三週五 空行心要、上師相應法、拋斡法會
農曆月底週五 布薩法會、上師相應法、金剛薩埵除障法
每月中旬週一 藏文班
每週四   研經班(楞伽經)
法會遇週六、週日，於上午09：00舉行，加修火供山法，餘於晚上19：30舉行。
藏文班於晚上18：30∼21：30舉行
各地法會詳細時間請參閱 金剛乘學會數位佛學網 http://vajrayana.org.tw/

◎以上資料及圖片由呂美玉師兄提供 或  中國金剛乘學會與大圓滿廟(The Vajrayana Esoteric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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