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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是最大的慈悲

我們的師父(黎上師)如是說

原諒別人就是放過自己
又說

忍辱是最大的勇氣
可通行於任何困難

甘露法語



前言

香港的出家僧眾不算多，但信佛和學佛的在家人，

估計人數以數十萬計。隨著歐、美國家興起熱潮，近

年扎根香港、傳播藏傳佛教的團體如雨後春筍，修學

藏傳佛教的人士亦復不少，修法者基本上對佛教認識

的程度各異。作為現代社會的城市人，為了生計，過

著平凡人的生活，他們會遇上了怎樣的問題呢?佛法又

如何為他們解決這些煩惱？他們能否把佛教的道理應

用在生活上呢？又在修行上如何能夠學以致用？有沒

有學佛的路線圖呢？藏傳佛教大圓滿教法，如何讓在

家人入世生活而取得成就呢？

讓現代佛教徒困惑的問題很多，譬如說：佛法的修

行有階級界限嗎？藏傳佛教是有錢人或達官貴人才能

修的嗎？女性能修行得好嗎？西藏的修行人不吃素，

影響修行嗎？工作和修行如何協調？面對逆境，佛法

能幫忙救度嗎？這都是修行人面對的問題。

從歷史上看，藏傳佛教甯瑪派的祖師因渣菩提是一

位印度國王，享受盡人間的福報，他亦是一位密宗的

大修行人、大成就者。噶舉派開宗立派的祖師帝洛巴

(988-1096年)在未證得大成就之前，以榨芝麻及零工為

生，「帝洛巴」的字面意思就是「榨芝麻的人」。從

二者的成就而言，可見與出身和階級沒有什麼關係。

眾所周知，佛陀釋迦牟尼本身是一位王子，享受著

尊貴的生活，後來出家修行，亦是為了生、老、病、

死的痛苦所引發，冀能尋求解脫的方法。我們也被

生、老、病、死所逼迫，只是沒有像佛陀般覺醒吧！

此外，西藏「斷派」的祖師，瑪吉拉尊便是以女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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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 

佛教修學與現代生活的提升
修學藏傳佛教的在家人遇上生活(一)

The Third World Buddhist Forum

Tibetan Buddhist Lay Practitioners in Their Daily Lives

◎黎日光上師 Sunny Yat-Kwong Lai

Introduction
There are not many Buddhist monks and nuns in 

Hong Kong but Buddhism followers and practitioners 
are estimated to be of several hundred thousand. 
Influenced by the popularity of Tibetan Buddhism in 
Europe and United States many people in Hong Kong 
become interested in Tibetan Buddhism, thus a lot of 
centres have sprung up. The level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teachings by these people varies. People 
living in the modern society face a lot of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life and when these occured can 
Buddhism philosophy and teachings help them to 
resolve their grievances? Can Buddhism teachings 
and practice be useful and applied in their daily life? 
Is here a particular path to follow? Do Dzongchen 
practices by layman practitioners be able to achieve 
enlightenment?

There are a lot of questions confronting modern 
days Buddhists. For example are there any social 
boundaries? Is Tibetan Buddhism for the rich and the 
privileged only? Can women practitioners be able 
to do as well as men practitioners? Practitioners in 
Tibet are not vegetarian and will their diet affect the 
practice? How do people balance their daily life and 
spiritual practice? Can Buddhism help to overcome 
ones' obstacles?

Looking back at history, Indrabodhi, an Indian 
King, was one of the great masters of the Nyingma 
sect of Tibetan Buddhism; though enjoying all 
the luxury in life as a king Indrabodhi was a great 
accomplished practitioner. While Tilopa (988-1096 
AD) on the other hand was a worker in producing 
sesame oil before he became the founder of the Kagyu 
sect and a great accomplished practitioner.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the rich can practice Tibetan Buddhism 



成就。在在說明了修

行是不分貧富、身

份、性別和年齡的。

佛教的平等性是不言

而喻的！只要我們把

佛教融入生活，好好

修行。

戒殺與持素

佛法修行的重點是作出自我的反省，修正自己的不

正確行為。現時有些人學佛，知道了一些義理，便用

來品評別人，指出錯誤，或者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和

說法，不知道這樣做反而會使人對佛教生出誤解。

舉一個例來說，家庭本來是在家學佛人修行的道

場。大乘佛法從慈悲心的角度提出戒殺放生的要求，

在自我的修正上展現出來便是不吃眾生肉。但是如果

學了佛便要全家人不吃肉，如果家人沒有這樣的覺

醒，很可能令他們不高興。原先沒學佛，一家本來很

和睦，學了佛之後，家裡天天為了飲食的習慣吵架，

搞得家宅不寧，這便不好。

首先，我們要讓家人知道，素食能夠長養慈悲心，

有助於佛法的修行。能夠這樣做來樹立典範，可以讓

家人效法，引發慈悲心，其次可告訴家人，配合得當

的素食可以養生。現代肉類的毒素很多，引來奇怪的

疾病。從萬法唯心而言，人心裡的貪、瞋、癡、慢、

妄想、分別、執著是一切疾病的根源，飲食是緣；有

業因，加上業緣，就得病了，一切病痛是果報。

在決定持素時，這個行為的內裡有一些事實還是要

了解的。從歷史來看，漢傳佛教的僧侶要持素出於兩

個原因：當年梁武帝好佛，讀到佛經中說要持素，便

下旨命令中國佛教的出家人要持素、不可殺生。這個

習慣令佛教傳教者承傳下來成為定制。後來的居士亦

認同這個做法，所以不少人自願地短期或者長期地持

素。◎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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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徽幟 and the poor cannot. As we all know Buddha 
Sakyamuni was a prince living a respectable life, 
confronted by the sufferings of birth, old age, sickness 
and death he became a monk to seek liberation. 
Though we are all facing such sufferings we lack the 
reflective virtue of Buddha. Furthermore, Machig 
Labdron, founder of the Chod tradition in Tibetan 
Buddhism, was a woman accomplished practitioner. 
Thus, Buddhism can be practiced and attained 
accomplishment by everyone irrespective of social 
status, gender or age.

Refrain from killing and taking vegetarian diet
The essence of Buddhist practice is self-reflection, 

to fix our inappropriate behavior.  Nowadays 
some people use to judge others with their limited 
knowledge in Buddhism, not realizing that such 
criticisms might generate more misunderstandings on 
Buddhism among others. Adopting a vegetarian diet 
is an example. We have to realize that the family can 
be taken as a place for practice to the lay Buddhists. 
Mahayana Buddhism requires non-killing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of compassion, which is translated into 
the ethics of not eating the flesh of living beings. 
However, if one is a Buddhist and ask your family 
members, who are not yet Buddhists, not to eat meat, 
they might get upset. There are no points creating 
disputes because one begins practicing Buddhism.

On the contrary, we have to let those around you 
know the very motive of taking vegetarian diet is to 
nurture compassion. By setting an example to your 
family, your family members could gradually follow 
your practice and develop a compassionate mind. 
The vegetarian diet is also good to our health. There 
are many toxins in meat which may lead to various 
diseases. From the mind-only perspective, the root of 
all disease is our greed, hatred, ignorance, jealousy 
and attachment. Inappropriate diet can be a source of 
our illnesses.

When deciding whether to be a vegetarian, we have 
to understand some of the facts too. 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for Chinese 
Buddhist monks to be vegetarians. First, the Emperor 
Liang Wu was very interested in Buddhism, as he 
read a scripture and found the benefits of being 
a vegetarian, he ordered all monks to become 
vegetarians and not to kill any animals. From then on, 
this became a rule among monks. Lay persons took 
this practice too, so many people voluntarily became 
vegetarians, whether both short-term or long-term. ◎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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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本專輯中每一個字，均成為每一位讀者迅速成佛之因。

「上師」是帶您渡越輪迴苦海的領航者，願您以「虔信心」祈請憶持，時時與上師相應。

5

敦珠新寶藏傳承上師簡介 (二)

專輯報導

5. 持明詩列星哈(宋惠壽)

生於中國和闐疏清城

曾得見觀音菩薩，為之授記：欲得有福之果，可

到印度尸陀林疏沙陵去。乃先赴五台山依上師啤那機

德聞受一切內外密乘法，出家成比丘及經師。及三十

歲，修禁行律儀，因憶念前之授記，擬到印度，稍修

神變，三年得持明身。以神足行至印度見上師蔣巴舍

甯。二十五年中，得傳一切教誨及隨行教誨。及後於

蔣巴舍甯上師化成光蘊示寂時，得圓寂後之最勝口

訣，上師遂得甚深了義之定解。

上師於金剛座下取出所藏密典，將大圓滿口訣部分

四：一.外類，二.內類，三.密類，四.無上密類。前列

三類，是編集戲論之義，編成之後，密存於中國菩提

樹寺，不為人見。無上密類，則依照空行授記，置於

吉祥萬門廟柱下，放置時並祈禱發願。 
之後入定於施珍尸陀林。其間以神通力，在不同之

處，以大圓滿教法傳予移喜度(渣那宿渣)、啤嗎那密

渣、蓮華生及毘盧渣那等。

上師於圓寂時，色身化為光蘊。

6. 鄔金蓮華生

釋尊曾授記於彼圓寂後第五年，有一佛誕生，傳

授密法。啤嗎忠蘭依授記降生於印度西北之鄔金國，

海洲中之蓮花上，當時鄔金國法之大臣茲拉尊抱回入

皇宮，國王因渣菩提立為王子，賜名蓮華生及海生金

剛。

蓮華生大士本原是第二佛，三身總集之自性導師。

不需仰仗不斷之傳承，而無師自通，與三身法界之自

性無二。但為攝受有情，故於所化面前，示現求法之

相，如從蔣巴舍甯，詩列星哈等上師，得到大圓滿之

教誨之傳授，在西藏從卑嗎那密渣得到口訣心要，

從毘盧渣那得到心部教誨，從渣巴哈德聞一切瑜伽

續，從八大持明聞八種修法部，從生遮生汪聞《幻化

網》，又從空行敦都瑪，喜華初，金剛亥母，恭迦摩

處得到灌頂及加持。

大士先後於不同地方為饒益有情示現不同之相：

於鄔金國，為國王有髻王、蓮花瓔珞、蓮花王。

於施維叉及賈維叉，為星德那車達。

於諸巴珠，為金剛能力。

於沙珂，為釋迦獅子、羅登楚詩。

為降伏阿蘇叉王，為比丘汪波德、空翔能力童子。

於許多大尸陀林，為太陽光、獅子吼聲。

於西藏桑松，為達啤詩渣。

於巖洞賴舒，現為忿怒蓮師。

大士於西元750年，受西藏王赤松德真之邀入西藏

弘揚佛法。

大士以種種神變調伏西藏之毒鬼及羅剎，導之皈

依，且飭立誓，以護持佛法。於哈波呢建巴桑雅廟(桑
耶廟)，義為吉祥無邊，任運而不變。廟之形狀如須

彌山、日、月，四大部洲，八小洲，鐵圍山，具體而

微。 
藏王欲令佛法於藏土弘揚，大士遂與寂護及譯師毘

盧渣那等將許多經論、戒律、密續等譯成藏文。

大士對具福緣之藏王與民，傳付密宗事部及無上瑜

伽，予以灌頂並傳《普巴十萬部》口訣等。但後來以

因緣破壞，重要教誨亦復離開，故大士為利有情，乃

將自己之心要口訣，在梳都達佐秘密傳授弟子移喜磋

嘉。 
為使密乘佛法，不予消滅，即從辯論考察，亦不

讓滅佛法者使佛法改變，為欲循序以饒益有情，乃將

國王生命之庫藏一百個，意之庫藏──大者五個、深

而大者二十五個，其他有名、無名之庫藏者無數量。

至所藏在之隱藏地，對於何時及具福緣者何人以取藏

者，大士均一一予以授記。大士與移喜磋嘉加被西藏

許多地方，作為修行聖地，一切修行聖地，都有蓮華

生上師父母之手印與腳印無量數。 
大士於西藏各地居住長久，依本派(甯瑪)說為

五十五年零六個月。

及後大士將前往西南羅剎地區，西藏之王臣與平

民，均祈禱挽留不獲。大士乃賜每人以口訣，及慈悲

之教誨，遂乘馬登恭湯那山頂，旋飛赴雅饒洲，在香

多啤呢山頂住於蓮花光王宮。◎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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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根傳持明上師18意粹   智、覺、能力無比之主者

秘境19中續慧命之恩師  仁親啤嗎旺嘉20我祈禱

從彼得爵生甯波21甚深教法六函、仁親多傑
多美22《七甚深教法》、多傑札阿23甚深巖庫及
甘波卓都甯巴24金剛手忿怒身續教法各甚深教
授之熟、脫、口傳及不共甚深教授。此為余從
彼所得之恩德。 

以大智慧如實見實性    以大悲愍唯獨求利他

以大精進豎學、修勝幢  噶旺生遮多傑25我祈禱

從彼得都道多傑26整套甚深巖庫之熟、脫、
口傳，此不共子嗣傳承較任何傳承更勝。

完全洞見一切所知處   依二次第道至高成就

無畏出離虛空瑜伽士   阿旺給敦嘉措 27我祈禱

從彼余得大巖取者啤嗎甯巴甚深巖庫，如
《甯瑪十萬續》之熟、脫、口傳之大恩德。

自利汝達超群寂滅境   利他故演著有幻方便

善增教法與眾生利樂   阿旺吉美羅覺28我祈禱

口傳整套勝者語（甘珠）之時具明、信、雅
三功德─余知善用人身之幸運。

三部聖者幻現於一身   有緣導入解脫道事業

末世眾生依處德隆巴29   阿旺巴殿桑波30我祈禱

從彼得龍樹、世親二學規之菩薩戒及甚多後
譯期如勝樂、喜金剛、密集金剛等之熟、脫與
口傳。

得三傳承持明師意粹   擁不共智空行之密庫

出離虛空行者兮魯迦   吉美措嘉多傑31我祈禱

從彼得普巴金剛廣論等前譯密續、口傳、口
訣教授之恩德，特為賜余巖取之后、笛青爹畏
多傑32巖庫。上師、大圓滿、大悲等甚深巖庫
之整套熟、脫與口傳。

大家誦戒念到極近傳承時，往往有問及「傳我的上師」一句中「我的上師」是誰？其實上一句「青公冷衣」中，「青」

是第一世親（青）尊甯波車；「公」是第一世鍼剛恭（公）初甯波車；「冷衣」即「兩位」，他們互為師徒。兩尊與笛

青楚朱甯巴為十九世紀最具影響力「無分教派運動」之核心人物（史稱「親恭朱三」），詳見《季刊》49期「西藏佛教

甯瑪派史要」一文。「我」就是 敦珠法王，「我的上師」是指卓朱巖頓汪布。隨著 仙蕃甯波車頒下的傳承表，我們知

道這些祖師更多。原來 法王曾撰寫其三十位上師之頌文，名為「對諸具恩上師祈願速賜加持之虔信戰車」（內於《法

王全集》「阿」函），其中兼詳述各尊所傳之法，今譯出以供參考。翻譯過程中得侯松蔚先生提供意見，謹此鳴謝。  

金剛乘學會編譯組

18.  根本上師、傳承上師
19. 啤嗎角
20. 仁親啤嗎旺支嘉波Rigzin Péma Wangi Gyalpo持明蓮花勝王
21.  Jatson Nyingpo
22. Rikdzin Dorjé Tokme
23. Dorjé Drak Ngak
24. Gampo Drodül Lingpa
25. Garwang Sangyé Dorjé舞自在佛金剛

26. Düdül Dorjé；敦珠甯波車之前之轉世兮魯迦伏魔金剛
27. Ngawang Genden Gyatso語自在僧海
28. Ngawang Jigmé Lödrö語自在無畏智
29. Taklung
30. Ngawang Palden Zangpo語自在具德賢
31. Jigmé Trogyal Dorjé無畏怒王金剛
32.  Déchen Déwé Dorjé

對諸具恩上師祈願速賜加持之虔信戰車 (二)

◎ 金剛乘學會編譯組由香港中文大學
課程與教學學系教授黃毅英師兄領導

敦珠法王家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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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家族傳承無比師  大巖取者教法王卓岭33

菩薩持明結緣即獲益   鄔金切旺班巴34我祈禱

從彼得前所未有大圓滿全部心、虛空、口訣
三部整套熟、脫、口傳教授之恩德。

得傳承力智尊成就王  閻摩敵法嗣卓之忠蘭35

具足生得稀有金剛舌  巖頓卓之嘉措36我祈禱

自前者得《閻摩壽主：如鐵鐵蝎》及《迴遮
法：火之利刃》等之熟、脫及口傳。自後者得
耶那甯巴37《總集四法類》等之灌頂及口傳及
甚多指導包括五次第之直接教導。

密行者鄔金殿巴拉傑38   續師承，智、覺、力之主

啤嗎貢措拉殿39持明者   圓滿聞思修力我祈禱

自前者，得《四部大圓滿心要》、《心要教
授》、晉美甯巴40九卷教授及其他經典。自後
者，得《入菩薩行》、《三律儀論》及《功德
寶藏》等甚多主要教授之續。彼亦授余多門學
問包括按《詩鏡》之寫詩法及聲韻學等之詳細
解說。 

鄔金珠美殿巴南嘉師41   噶陀寺智、慈、力自在師

啤嗎却呢嘉措42大密教  大海軌轍師前我祈禱

自前者，得絨隆班智達43及龍青巴傳統《幻
化網秘密藏續》之詳細解說及指導。從後者得
素爾44教規《秘密藏續》嗎哈瑜伽自宗之詳細
解說及指導。

無比師阿旺卓之贊青45   聖者自在菩薩眾生怙

噶瑪列謝彭措46勝法嗣   實修加持傳承我祈禱

自前者，得竹巴噶舉一些密法之灌頂與口
傳，包括三不共本尊。自後者，得噶瑪噶舉口
耳傳承之熟脫，包括勝樂金剛及金剛亥母。

阿旺蔣揚羅覺嘉措47師   蓮師持明具學問成就

切旺頓真桑波48了知識  具豐富聖財者我祈禱。

自前者，得新譯續如《喜金剛密續二品》等
之解說及指導。自後者得甚多口傳，包括鍼剛
恭初之結集。

仁親啤嗎旺扎49遍主者   持耳傳50竅訣甘露庫

鄔金桑阿頓真51勝法嗣   咒續事業無邊我祈禱

自前者，得澤通南佳爵美52淨相法《持明命
修》及《金剛心要：隨意道歌雲》等。從後
者，得如《口訣：黑色心釘》及爵生吽那53

《黑吽心髓》等甚深巖法及密行之不共口訣教
授。

大學者阿旺親尊羅布54  見諸法具無比智、尊、賢55

珠美給敦拉傑56戒精勤  菩提心熟，眾生友祈禱

自前者，得各種學識之教導，如按《詩鏡》
之寫詩，按《大寶之源》之聲韻學，及印度與
漢地曆法。自後者，得後譯之醫方明本續及外
密之廣泛解說及指導。

嘉謝吉美袞桑多傑57師  學、尊、勝58成就之出離主

啤嗎領青羅布59善知識   多聞菩提心熟我祈禱

自前者，得《三律儀決定論》等甚深內義。
自後者，得《智慧心要道次第》之解說及指
導，與及甚多口傳，包括馬爾巴、密勒日巴及
岡波巴之傳記。◎完 

33. Chokling
34. Orgyen Tséwang Palbar鄔金壽自在德耀
35. Chökyi Jungné法源
36. Ngédon Chökyi Gyatso了義法海
37. Ratna Lingpa
38. 阿倉‧鄔金殿巴拉傑Orgyen Tenpa Rabgyé持咒士‧鄔金教法增盛
39. Péma Könchok Rabten蓮花至寶堅固
40. Jigmé Lingpa 智悲光尊者
41. Orgyen Gyurmé Tenpa Namgyal鄔金不變教法尊勝
42. Péma Trinlé Gyatso蓮花事業海
43. Rongzom Pandit
44. Zur
45. Ngawang Chökyi Gyaltsen語自在法幢
46. Karma Lekshé Puntsok事業善說圓滿
47. Ngawang Jamyang Lodrö Gyatso語自在妙音智海

48. Tséwang tendzin Zangpo壽自在持教賢
49. Rikdzin Péma Wangdrak持明蓮花大力
50. 甯瑪派具三派傳承：首為智心傳承，由普賢王如來直接傳與與其無

二之報身佛。不具表義或文字。次為表示傳承，由報身佛以符號式
表示傳化身佛，例如由金剛薩埵傳極喜金剛。三為口耳傳承，由諸
尊傳與勝弟子，如蓮師、啤嗎那密渣等。

51. Orgyen Sang-ngak Tendzin鄔金持密咒教
52. Traktung Namkha Jikmé
53. Jatson Hung-Nak
54. Khenchen Ngawang Khyentsé Norbu大堪布‧語自在智悲寶珠
55. 智慧不昧、戒行清淨、喜事利他，合稱智尊賢三德。
56. Gyurmé Gendun Rabgyé不變僧盛
57. Gyalsé Jigmé Kunzang Dorjé佛子無畏普賢金剛
58. 學養、尊貴、勝成就
59. Péma Rinchen Norbu蓮花大珍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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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期) 

◎我們居住的地球是 佛教稱為娑婆世界 （銀河

系）中一個小世界（太陽系）中的一個部洲 。科學家

說地球大約在四十六億年前形成。 地球上的生命估計

曾出現在三十九億年前，也有可能不只出現一次。佛

教說三大阿僧祇劫成佛大約是要三十八億四千萬年之

久。兩個數字十分巧合。創世之說，佛經說是當世界

初成，光音天的天人下凡，壽算無量，後來由於飲食

地上厚味，不能上返，造作惡業，壽量漸減而為人。 
又由人作業之不同而轉生六趣。而滅世之劫根據《世

紀經》的《三災品》裡有這樣的說法：佛告比丘：

「是有三災，云何三災？ 一者火災，二者水災，三者

風災。 有三災上際，云何為三？ 一者光音天，二者

遍淨天，三者果實天。 若火災起時，至光音天，光音

天為際。 若水災起時，至遍淨天，遍淨天為際。若風

災起時，至果實天，果實天為際。火災由七日輪出現

而起，風吹猛焰，初禪以下悉被焚燒。 水災由雨霖而

起，第二禪以下悉被浸沒。風災由風之相擊而起，第

三禪以下悉被飄散。 云何為火災？ 火災欲起時，此

世間人皆行正法，正見不倒，修十善行。行此法時，

有人得第二禪者。此世間聞彼說已，即修無覺無觀第

二禪道，身壞命終，生光音天。 是時，地獄眾生畢命

終，來生人間。復修無覺無觀第二禪，身壞命終，生

光音天。 畜生、餓鬼、阿修羅、四天王………梵天眾

生命終，來生人間，修無覺無觀第二禪，身壞命終，

生光音天。由此因緣，地獄道盡，畜生、餓鬼、阿修

羅乃至梵天皆盡。………梵天盡已，然後人盡無有餘

已，此事敗壞，乃成為災。 其後天不降雨，百穀草

木自然枯死。………緣此世間有二日出，二日出已，

佛法論壇

佛教對宇宙人生的論述
◎ 甘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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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基本概念卻正是佛教有別於一般宗教、 哲學的地方。大家要留意。

令此世間所有小河、犬潓、渠流皆悉乾竭。………七

日出已，此四天下及八萬四千諸大山、須彌山皆悉洞

然，………一時四天宮、忉利天宮、焰摩天宮、兜率

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梵天宮亦皆洞然。」 世
界上的生命便是這樣在世界的成住壞空中生滅。每一

個世界的樣子，是由於「共業」所成，活在其間的眾

生可以感到同樣的果報。地球的形成和變化，便是過

去地球世界的眾生共同造作業力所感的結果。在有各

類不同的共業，也感得不同的世界，如地獄、餓鬼

等。 在宇宙中，有著無量無數的世界，它們的成因，

也都是由於各類不同眾生，所造共業所形成的。

以佛教的觀點來說我們的世界乃是：「無量時間與

無量空間連貫而成的幻體。」佛陀歷經多劫的修行，

從無限的時空中體驗到的世界多得難以計算。如我們

現在所居住的世界一樣，除了地球以外，虛空中還存

在有許許多多的星球和生命，是我們無法了解和認知

的。 佛教認為世間無數，成住壞空，輪迴不息。 生
命流轉亦如是，在六道之中轉變，無有出期，三界如

火宅，故此是苦。當求出離。 佛告比丘：「是故當

知，一切行無常，變壞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法

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 說明了修行者當確

立的基本心態—出離心。◎完 

◎ 參考資料
西晉法立及法炬譯的《大樓炭經》、 後秦佛陀耶舍及竺佛念譯的《長
阿含經》卷十八、 隨奢那掘多等人譯《起世經》、 隨達摩笈多譯的
《起世因本經》、 唐實叉難陀譯的《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毗婆沙
論》、《俱舍論》、 《瑜伽師地論》、《大乘阿毗達磨集論》 

◎ 本文作者甘耀權師兄  為香港金剛乘學會董事會前任秘書及特委  黎上師公關秘書、現任香港理工大學安全健康及環境處處長及香港理工大學佛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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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海心蓮

《生命與心靈啟發》夏令營感想

◎ 簡毓麟

嗡阿吽，敬禮尊貴的 楚英窩錫金剛上師。

緣起：在第二屆夏令營的檢討會上，個人發表了一些看

法，希望能讓夏令營辦的更好，更重要的是如何讓大圓滿廟與

各金剛乘學會注入新血輪；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其意是：人需先修養自身，對道有所實踐與證悟，才能透過人

把道發揚光大。 上師告訴我們敦珠新寶藏傳承與法要是十分

珍貴的，因此我想，若各學會沒有新血輪加入，這麼再好的道

與法也無從發揚開來。楊東賢師兄看我有一些想法，就將第三

屆夏令營委任與我來負責，當時我也默許了。

心如工畫師：華嚴經說：「…譬如工畫師，不能知自心，

而由心故畫，諸法性如是…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 應觀

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舉辦夏令營有諸多環節，和辦法會不

同，諸如課程的安排、講師的選定與延請、學生的接送、住宿

的安排、活動宣傳與招生…等，這些剛開始的細節都未十分

清楚，譬如工畫師，不能知自心，唯有要辦好夏令營的心相

續著。期間也有不少挫折，如起初安排課程時，是以佛學十八

講為內容，依小乘大乘次第安排，動態課程如禮佛繞塔穿插期

間，自認為動靜得宜。在大圓滿廟會議報告後，雪芬師兄便向

我引見崇安師兄的學生-清如法師，她深具辦夏令營與教學的

經驗。在約見的當天，未來得及將課程說明完畢，清如法師

便霹靂當頭的說，不會有大專生會來上這課程的，她要我重新

設計，建議我從生命與心靈教育的觀點出發，此時心中瞬間歸

零，腦中一片空白與不確定感湧上心頭，唯有要辦好夏令營的

心相續著。煩惱即菩提，歸零放空後，心念一轉，卻是最大的

自由，真要感謝雪芬師兄的用意婉轉而直心。

中， 上師有請香港師兄來授課，這給我了線索。我前往香港

謁見耀權師兄賢伉儷，邀請他來授課時，得到耀權師兄樂意的

答覆，並給了我蠻多寶貴的意見，當晚神清氣朗，滿心歡喜而

輕安。

計畫趕不上變化  課程效果超乎想像：此次夏令營能結合南

化區地方資源，讓彼此互助共榮，是本次夏令營的特色，這最

要感謝蕭會長、東賢師兄與太輝師兄從中不厭其煩的聯繫協

調。也因此讓原本的夏令營活動內容、時序、經費與人力要大

作調整，如蕭師兄所說計畫趕不上變化，但也因此讓夏令營添

上更多活潑年輕色彩，有些課程效果超乎想像，不在預期之

中。最令人要提及的，就是以美玉師兄為首的志工師兄群，經

過志工課程之短期訓練，師兄們滿腔熱誠與發心，以近乎1:1
之志工學員人數，來服務新學員們，使他們十分感佩。眾多師

兄們的出錢出力出心，與志工們的互動故事，紙短情長，無法

一一，僅在此向志工師兄群誠摯致敬，希望藉此慢慢建立我們

的志工文化與素質，宜人而能吸引大眾之大圓滿廟文化，也能

漸漸塑造於日常之中，如「扎喜德列」吉祥圓滿，已漸漸成為

見面合掌的問候語，臉上泛著微笑，言語柔和親切。

合乎 上師意：此次夏令營之規劃與進行，仍有進豐與慶肇

二位師兄提攜左右，在漫漫長途中，給予寶貴意見，提醒最需

要花心去想的，除了是否合乎年青人的需要外，就是是否合乎 
上師意。事情的規劃與作法，難免是自己閉門造車來的，尊貴

的 上師給了很大的空間，蕭師兄與東賢師兄也十分尊重規劃

者原意，以上對我舉辦夏令營給予很大的助力，但我一直祈

禱，一切所作都能合乎 上師意，才能真正推廣敦珠新寶藏傳

承，也祈禱學員對大圓滿廟有好印象，想成為我們的一員，繼

續留在會內學習。我在作功課後常作以下的祈禱：「夏令營期

間，祈禱老師講的盡興，學員聽的高興，得未曾有，能令 上
師歡喜，圓滿吉祥」。

無盡燈：維摩詰經：維摩詰言：「諸姊有法門名無盡燈。

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

盡。如是諸姊。夫一菩薩開導百千眾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滅盡。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

名無盡燈也。」各學會作功課前都有點燈的活動，一到大圓滿

廟，第一件事也是到點燈房點燈，並念誦點燈的十種功德利

益，師兄們都很喜歡點燈，上供下施，祈禱迴向。我們都是各

自點燈，卻很少一燈燃百千燈；我們的傳承，從普賢王如來以

降，都是燈燈相傳，明終不盡，以至於今。無盡燈代表上供下

施，也代表無盡善願光明，更代表傳承傳薪傳心。希望夏令營

也如同無盡燈一樣，帶給眾生利益，更能燈燈相續，燈燈增

明，讓夏令營的能量拓展開來，也讓更多新師兄、年青的師

兄，加入無盡燈，加入夏令營，加入敦珠新寶藏的行列中，明

終不盡。也因這些學員來參加夏令營，讓我與全體師兄們，能

有機會在無盡燈法門中學習，十分感謝您們的參與，在此普皆

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扎喜德列。    

◎ 本文作者簡毓麟師兄  為開業診所中醫師暨現任中國金剛乘學會常務理事

心釋大石：佛陀的教育本來就是生命與心靈的教育，但是

講師如何用合乎現代年青人能理解的方式和語言來傳達佛陀的

教育，並運用現代生命與心靈教育的技巧，是舉辦夏令營成功

與否的關鍵。讓學員有時間對主題的思索與表達，讓小組內部

有機會互相探討，與講師間能溝通互動，配合蘊含教育意義

的活動，而不要一味填鴨式的教學。六個金剛乘學會內的師兄

們，有不少佛門龍象，教理名相都十分通達，但是要找到合乎

以上條件的，我祈禱尊貴的 上師給予靈感，從第二屆夏令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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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海心蓮

清淨無染的敦珠新寶藏傳承法要
─黃財神結緣灌頂千人法會寫真紀實

◎ 許德發

 法會緣起：
茲按去年2011欣逢建國百年仲夏7月10日藏曆五月初十/農曆六月初十蓮

師會供日，高雄金剛乘學會為祈福台灣國泰民安、風調雨順、護國息災，
恭請  敦珠法王「敦珠新寶藏」傳承，尊貴的　楚英窩錫(法界光)金剛上
師，蒞臨高雄市勞工教育生活中心大禮堂主法「大白傘蓋佛母結緣灌頂法
會」，功成圓滿舉辦了第一場公開結緣灌頂千人大法會，開拓南台灣法
源，亦是  上師陞座以來第一場公開結緣灌頂的大型法會，功德殊勝，凡
百吉祥，法喜充滿，振奮雀躍不已。彼時  上師欣然允諾諭示：明年將再
蒞臨高雄主法傳授灌頂。

誦黃財神心咒，可獲黃財神庇佑，財源廣進，免除窮困；更能增長福德、
壽命、智慧，具足世間、出世間一切資糧，可幫助信眾累積自身的福德，
讓修持者具足因緣福報，圓滿富足。密乘行者為弘法利生，若能發無上菩
提心，救度一切貧苦眾生，廣結善緣，勤行佈施，所獲福德，不可限量。 
 法會紀實

上師於法會前一日2012年7月28日(星期六、農曆/藏曆六月十日) 為歡慶
高雄金剛乘學會勝住34週年，  上師上午九時主持  蓮師會供、火供山法、
放生法會，並開示「大白傘蓋佛母儀軌」及世界佛教論壇論文：「修學藏
傳佛教的在家人遇上生活」。滿滿信眾，座無虛席，聆聽開示，唯然受
教，實為高雄學會之難得現象。

期許高雄學會辦好法會能比去年更進化，歷經半年的規劃籌備，不下十
次的大大小小的籌備會議，不厭其煩的沙盤推演，全體師兄皆蓄勢待發，
養兵千日用於一時，7月28日中午勝住34週年餐會之後，於下午一時動工
佈置高雄中學會場，志工團隊發揮最高的工作效率，由於具足去年大型法
會佈壇的經驗，同心協力於很短的時間內即已如法將灌頂法會會場佈置得
美侖美奐，莊嚴妙色，相貌堂堂，美不勝收。  上師於下午七時親臨巡視
灌頂會場，讚許同學的賣力佈置的成果比去年莊嚴漂亮。

法會當天高雄風和日麗，八時卅分十方信眾開始蜂擁進入會場，會場
坐滿上千來自各地的十方善信大德，齊聚氣宇非凡莊嚴殊勝的灌頂法會殿
堂，祈盼得到眾生依怙主、具德尊貴的  上師本尊的灌頂加持，壇城莊嚴
華麗，與會信眾與政要貴賓皆讚嘆不已。九時許立法委員許智傑、黃昭順
及鄭新助議員及三民區長等政商名人貴賓親臨法會現場致詞與致意，並由
會長引薦晉見  上師， 上師親切的接見與會貴賓，賜予加持供品，此時，  
上師並接受法界衛星電視台新聞記者採訪，藉由電視媒體宣說「敦珠新寶
藏」傳承及開示黃財神結緣灌頂之功德。

九時卅分會場已擁入一千餘位信眾，會場一樓座無虛席，司儀宣佈法會
開始，全體信眾恭敬起立合掌問訊恭迎  上師，詩靈喇嘛迎香恭迎  上師蒞
臨壇城，於莊嚴隆重、肅穆吉祥樂聲中， 上師陞座主持灌頂法會，上師
宣示約有一千五百位信眾參與法會，法會現場氛圍引人入勝，格外殊勝吉
祥，尤顯法喜。

八位披衣師兄負責派飲甘露水、燻咕咕，  上師送走冤敵、誦傳承、宣
說「敦珠新寶藏」歷代傳承與灌頂本尊之功德，接著獻曼達、投花，請求
灌頂……傳授黃財神本尊咒，此時信眾合十持誦黃財神咒，全體信眾井然
有序上台接受灌頂，咒音圍繞法會現場，餘音繞樑，三日不絕，殊勝 豪
氣萬千，令人感動萬千！志工師兄配合PPT投影片指導示範投花、獻曼達
手印，派發黃財神燙金福袋、長壽丸、甘露、法照、金剛結、供品等結緣
品。法會在莊嚴的咒聲中歷時二個小時圓滿完成，此時信眾獻曼達答謝
灌頂。法會圓滿時信眾覺受尊貴的  上師具德的攝受力，多位信眾發心皈
依，具德尊貴的  上師親為信眾主持皈依儀式，圓滿皈依傳戒後，於十一
時四十分法會吉祥圓滿。
 結語

上師7月27日週五晚上抵台駐錫於高雄金剛乘學會 上師會館，親自加持
灌頂法會壇城所供奉的黃財神與五財神湯嘉，也許冥冥之中意味著將帶給
高雄財富之密意。果然，連槓三十二期的威力彩，於7月29日高雄黃財神
灌頂日的隔天，史上最幸運的頭彩出籠，公益彩券史上最高十五億六千餘
萬元頭獎紀錄，獎落於黃財神灌頂法會所在地的高雄市，號碼竟也出現7
號、29號，令人感到嘖嘖稱奇，黃財神降臨特別眷顧高雄，賜福高雄，形
成佳話，讚嘆妙哉是也。

高雄學會師兄雖人單力薄、經費短拙，身兼會長實責無旁貸綜理全
局，然幸有副會長等幹部執事師兄二十來人勇猛精進投入參與籌辦，始終
如一，不畏艱難，分工合作，各其所司，發心協助籌辦此次千人法會。有
錢出錢，有力出力，有心出心，發心贊助，不留餘力，歷經十次籌備會
議，期許要比去年灌頂法會更進化，晝夜不息，夜以繼日，積極籌備與平
面、電子媒體行銷宣傳「敦珠新寶藏」殊勝法脈傳承，俾以動員十方信眾
參與盛會。大圓滿廟執事師兄及台北師兄鼎力相助佈置莊嚴會場，尤值一
提台中學會師兄熱心協助號召計有三百餘位信眾，搭乘八輛巴士參與盛
會，及高雄佛心慈善聯誼會等社會賢達人士襄助，謹此一併感恩致謝。今
年再次承辦灌頂千人法會，過程雖是異常艱辛頗具壓力，然在具德大恩
根本  上師及「敦珠新寶藏」法脈傳承之殊勝加持下，不畏艱鉅，突破困
境，群策群力，眾志成城，圓滿達成任務。
日前奉  上師諭示派任愚接任「中國金剛乘學會」理事長，倍感責任重

大，將恪遵  導師指導，在歷任理事長先進大德奠定良好根基之下，本著
承先啟後，任重道遠，懷著忍辱負重、如履薄冰、戰戰兢兢之心，開誠佈
公推動建立制度，團結和諧，以期能協助與支援各金剛乘學會推動大型法
會、弘法活動，開拓法源，攝受並關懷具緣信眾，祈願會務昌隆，蒸蒸日
上，更上層樓，助師弘法利生，發揚光大「敦珠新寶藏」，饒益沉溺于無
邊無際輪迴中的苦難眾生。感念一切功德皆來自眾生怙主無等大恩、具德
根本  上師殊勝之加持力，弟子至誠恭敬心  頂禮。對具德大恩根本  上師
及「敦珠新寶藏」殊勝傳承，虔敬獻上最敬禮。◎ 

黃財神灌頂前一個月，密宗山來了一神秘客-小松鼠，吉祥小松鼠悄悄登上
大圓滿廟正門，捲曲成為金元寶形狀倒掛金鉤，猶如黃財神之天庫鼠，示現
金元寶祥瑞之象。幾乎整個早上有如老僧入定般的定在大門上，著實令人覺
受殊勝神奇，感動與讚嘆不已，似也意味著送給所有灌頂師兄最真誠、最圓
滿、最佳的祝福與獻禮。(照片提供：方慶肇)

遂由末學於2011年10月15日(週六) 親赴前往香港金剛乘學參加「四臂觀
音」與「楊枝淨水觀音」公開結緣灌頂法會之際晉見  上師，謹代表高雄
金剛乘學會全體弟子，以至誠恭敬心  伏請尊貴的具德大恩根本  上師擬請
於明年2012年夏季7月恭迎蒞臨高雄弘法舉行公開結緣灌頂法會， 上師欣
然答應，高瞻遠矚口諭：為因應眾生歡喜，增益財寶因緣，利益有情，將
於水龍年第二季由高雄金剛乘學會舉辦「黃財神結緣灌頂」法會。返台隨
即撰寫請求灌頂信函，正式謹呈  上師鑒核。上師鈞裁謹訂於水龍年2012年
7月29日(星期日、農曆/藏曆六月十一日)，假台灣著名學府：高雄市立高雄
高級中學體育館舉辦。奉核之後，隨即著手啟動籌備事宜，企盼水龍年一
飛沖天順利開拓法源，褔國利民，利惠人群，饒益有情。

有感於近年來歐債金融風暴、油電雙漲、物價高攀不下、經濟壓力大、
不景氣。為祈福台灣、繁榮經濟，增益財富、消除貧厄，增長福德與智
慧，不致被生活窘境所困，信眾得以安心向佛修習，饒益廣大緣有情。
是以，迎請具德大恩根本上師、甯瑪派  敦珠法王「敦珠新寶藏」(Dudjom 
New Treasure)第十二代傳承上師，漢地唯一傳承與演教者、大圓滿廟住持及
金剛乘學會導師，具最直接加持之傳承上師，尊貴的　楚英窩錫(法界光)
金剛上師蒞臨高雄主法「黃財神公開結緣灌頂千人法會」，俾弘傳【敦珠
新寶藏】無上密法，饒益廣大具緣有情，令眾生得大利益，一切財寶悉自
在，富樂豐饒成正覺。一份發心的參與，一念求法的虔誠，令十方信眾大
德參加灌頂者，同霑法益，共沐佛恩。

 黃財神功德殊勝

黃財神藏名「臧拉色波」，係寶生佛所化現的大菩薩，為五姓財神之
一，主司財富，係藏傳佛教各大教派普遍供養，為諸財神之首。黃財神身
黃色，一頭二臂，右手執光燄熾然之寶，左手執天庫藏之鼠，頭戴五佛寶
冠，天衣瓔珞，眾寶莊嚴，兩足左曲右下垂，座下有蓮花，寶瓶海螺等，
頂上嗡喉間阿心中吽三金剛字圓滿具足。當釋迦牟尼佛宣說大般若經時，
諸魔鬼神皆來障礙破壞，讓山林崩塌，大眾驚惶，此時，黃財神現身保護
法會會場及眾弟子。釋迦牟尼佛咐囑黃財神護衛佛法，於未來世，協助利
益一切貧苦眾生，從此黃財神成為佛教密法的護法，掌管無盡的財庫，係
諸財神的領袖，此為黃財神化現之因緣。黃財神法的功德殊勝，黃財神的
修法屬於密續中的作部，受灌信眾若大發菩提心，修持黃財神法、一心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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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資料由楊東賢、呂美玉、周洪威、李品慧等師兄提供 

●上師於4月26-27日出席香港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 發表論文  
   之後並與中國宗教局副主任蔣堅榮合照 

● 8月25 日超度與放生法會

● 7月29日 高雄 黃財神結緣灌頂法會現場及休息室接見立法委員     
                            黃昭順委員等貴賓並接受法界衛星電視記者訪問

大圓滿廟暨六會【法會花絮】

● 9月9日 台北
文殊菩薩灌頂法會現場及休息室接見 智懿法師等貴賓

●7月8-12日生命與心靈啟發夏令營

●5月12 日澳門
釋迦牟尼佛結緣灌頂法會現場

講師群等於大廟前合影(上圖) , 廟內甘耀權師兄「止
觀」課 前行活動(中圖), 學員快樂持「結業証書」與
大廟董事長蕭慶秋師兄合影(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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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養法訊4月份至9月20日芳名錄：
台北  2,000：郭林秀梅；1,000：吳榮修、林雪芬；600：吳素修；500：劉美惠、劉美麟；400：何香君；300：張晉

誠、張致遠、李玫憶；200：李宗誠、李蘋芸、白昕宜、柯智鐘、陳其勛、劉德欽、黃彥博、尹聖麟、張梅香、楊瑞英；

100：趙品尊、陳逸雯、趙冠博、王瑩、林玉青、張美智、張基源、黃木生、黃和英、黃秋蘭、黃秋瓊、呂佳穎、張睿

恒、張善翔；50：李儀鳳、王振維；台中  400：林昇一；300：李進豐、吳幸娟、簡毓彥；200：陳淑娟、莊蘇怨、莊樂

禪、莊金沛、白靝豐、白傳聖、吳元宬、林妤婷、李志智、簡毓麟、李秀縵、陳祈炘；150：郭翰維、蔡尚宏；100：黃

金鳳、簡國修、簡孝名、簡均倪、張麗美、馬大作、陳淑芳、尤碧玉、劉銘田、簡汝榛、簡祐昇、黃明珠、張千德、林

金枝、曾叔滿、周玲華、趙品尊、趙品森、趙望晶、趙冠博、趙美菲、華苗補習班、黃鈺惠、陳逸雯、趙祟溪、蔡東雄、

林月女、蔡尚言、李潔明；台南  1,500：劉立郡；1,035：王慈芳；1,000：王桂芝；高雄  2,500：許德發；1,000：許劍

雄；500：許淑華；200：許鈞堯、許富堯、許博婷；香港  753：江少程

大圓滿廟感謝各方踴躍捐助各種款項；

願以殊勝功德海 回向出資捐助者 平平安安法喜滿 時時福慧二資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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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摩尼輪八吉祥銅製瓦鐺芳名錄：

20,000：林秀梅全家、呂美玉全家、吳榮修全家；18,650：陳美瑤、黃榮勝、劉幗玲；10,000：何佳蓉全家、楊瑞英全

家、謝玉採全家、李銘恭全家、陳素釧全家、辛國忠等；8,000：陳貴枝全家；6,000：台中學會、黃明珠；5,000：李宜

芳、李宜珈、李姿儀、陳岑樓、陳吳杏、李有保、李謝笋、邱永定、謝忠華、洪明德；4,750：王炳煌、張榮姿；4,000：

陳秋美；3,730：方燕翔、麥翠嬋、鄭燦明；3,000：簡毓麟、李秀縵、陳祈炘、林郁婷、蔡東雄、柯萬成、吳元宬、張千

德、彭來春、馬大作、莊宜澄、李志智、李進豐、簡毓彥、黃金鳳、莊金沛、吳幸娟、張麗美、馬一玄、馬健銘、林恆

宏、趙麗美、宋萬壽、黃新鑛全家、李倖嫻、周玲華、趙冠博、趙望晶、趙美菲、林昭明、楊麗月、台中大悲心人文學

會、台中華苖文理補習班、易豐影像科技公司；2,360：黃耀德；2,000：高聖雄、高蘊柔、高秉瑞、高瑞鴻、鄭阿麵、施

金鎗、蘇王煩、張黎玲、許劍雄、許德發、黃正雄全家；1,865：周洪威、林怡君、羅興德、劉元信、(李群、李松友、李

明友、李雅媛、李穎詩、梁渥貞)等6人合捐；1,600：李坤波、蔡孟鳳；1,500：李明銑、李蔡淑喜、陳碧龍；1,329：王

慈芳；1,119：(朱文進、李香珠、朱彩鎣)3人合捐；1,000：黎上師、楊文福、楊劉阿桂、潘雪英、吳國雄、吳陽庭、吳政

昇、陳阿榮、吳明芬、陳志宇、吳宜純、王慶雲、王蔡惠蘭、郭陳來富、郭時、郭萍、黃士庭、黃士瑜、林美秀、陳天

誠、林春美、丁驥、傅靜華；746：(朱淑鳳、黃子雲)2人合捐、(朱淑蓮、楊建、楊碧華、郝峻樟)等4人合捐、(張榮耀、

馬彩珍、張建林)3人合捐、(陳秀英、馬慧燊)2人合捐、雷瑞芳、袁錦鋒、黃炳強合家、譚坤照合家；600：朱先生、陳

孝儀、謝其鑫、吳雪芸、張慧芬、鄭新彩、高永樹、陳月、張敏美、徐婉婷、項美龍；500：王惠敏、霍艷瓊、余瑤旋、

李瑞娜、黃國熙、姚堅平、鄧靜、蔡漢平、阮少寶、葉嘉寶、張慧芬、陳春民、林敏龍、郭淑慎、黃麗蓉、劉興榮、沐

新君、陳國屏、潘家涓；373：陳根旺、黃慧嫺、余潔銘；300：郭源、周碩、陳慧嫺、連兆強、楊翠娟、蔡明松、張貽

翔、陳淑芬、李欽敏、朱貴玉、龔書哲、劉海珠、鄭龍騰；

高聖雄八吉祥按裝工資供養一式； 楊保宗：八吉祥白鐵螺絲1300支；陳志祥：八吉祥抗紫外線烤漆100組以上三人分別供

養安裝工資暨材料。

◎ 中國金剛乘學會於八月二十五日舉行會議，並改選第十屆理、監事。

當選名單如后： 
理事長：許德發

常務理事：蕭慶秋、楊東賢、黃耀賢、簡毓麟

理事：方信傑、謝士瑩、莊樂禪、張黎玲、黃正雄、李晉瑩、蔡東雄、李品慧、潘偉元、林昭明

候補理事：吳榮修、陳聯彰、洪明德、陳立台、洪仙文 

常務監事：黃耀德

監 事：高聖雄、簡毓彥、林雪芬、謝忠華

候補監事：歐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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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菩提塔整修工程

四月上旬開始搭設鷹架，作為整修工程的準備工作。

第一階段先打掉外面的小磁磚，除了用手工打鑿，另外還用機器輔助。事先

並把上層周圍的梵文字體用木板刻劃成字體模具，作為將來鑄銅字用。

第二階段：用水泥磨光表面，目前已經完工。

第三階段上油漆：已完成彩繪的部份，其餘為上白漆，目前持續施工中。

第四階段梵文字體鑄銅：已在進行鑄模作業。

隨喜供養芳名錄：
(台幣) 10, 000：黎上師；100, 000：周樑生、周英明；93, 792：澳門學會法物；73, 400：澳門學會
個人；50, 000：方慶肇、李梅治、方信傑、方奕晴；30, 000：吳榮修全家、大悲心人文學會；25, 
000：林秀梅全家、馬大作全家；20, 000：許德發、張黎玲、簡毓麟全家、林進財；19, 225：麥翠
嬋；18, 000：李如英；15, 000：簡毓彥；12, 000：黃泰元、李梅玉、劉冠宏、謝士文、劉立郡、謝
士瑩、方太輝、王金霞、方振丞、方振宇、方振安；11, 160：梁耀棟、林倩儀；11, 000：呂美玉全
家；10, 200：黃彥博；10, 092：王慈芳；10, 044：彭惠燕合家；10, 000：向國誼合家、蕭慶秋、玉
麗娟、林志杰、張晉誠、游錦文、何佳蓉、周景、楊文福、楊劉阿桂、楊承翰、楊媛婉、徐玉貞、蘇
新來、高女媛、蘇俊文、蘇俊碩、蘇彥彰、吳宜純、吳政昇、陳志宇、吳明芬、陳阿榮、吳國雄、
吳陽庭、潘雪英、郭文麟3人、洪明德、陳秋美、許婉玲、李銘恭、陳素釧、彭廣譽、彭廣達、陳克
昌、釋乙定、陳家駿、陳許金枝、朱金龍、周玲華、黃明珠、黃吉宗、黃莉文、林雪芬、黃新鑛、陳
菁代、陳祈炘、林昭明、楊麗月；8, 000：林昇一、張嘉珣；7, 000：王志泱全家、黃麗蓉；6, 000：
周文玲、周慧玲、周永玲、吳幸娟；5, 000：甘耀權、朱  震、王志泱、李有保、李謝笋、蔡孟鳳、
李坤波、劉至剛、莊樂禪、王雲龍、柯麗鴻、林清溪等13人、黃美雲；4, 614：(洪偉文、鄧碧琪)2人
合供；4, 000：周嘉玲；3, 845：胡大祥合家、朱淑蓮、冼德華；3, 500：柯蘭亭3人；3, 000：台中學
會、施金鎗、郭瓊文、何佳蓉全家、黃志呈、李宸慧、吳陳阿碧、米戴國輝、余潔銘、陳林興、王珮
臻、張春民等6人、陳建興全家、林大然、林姿吟；2,976：張卓洪合家；2, 500：陳岑樓、陳之杏、
李雪瑛、黃秋瓊；2, 000：劉先生闔家、張惠玲、王敬昕、楊瑞英、紀麗紅、謝玉採、袁炳享、黃俊
勝、李宜芳、李宜珈、李姿儀、郭奇明、劉錫清、歐凰寶、吳進義、洪碧桃、劉懿仁、姚吟青、阮少
寶、易豐影像科(股)公司、李志智；1,923：張晃強；1,922：鄭燦明、周洪威、劉美蓮、周思明、周煥
綸、楊世達、陳耀林、楊雲華；1,860：林炳坤、林文清；1,800：張美智；1,500：程偉展；1,300：蔡
作豪、吳素修；1,200：林玉青、陳映竹；1,154：羅興德、曾玉祥；1,000：李群、施大地、王森、王  
敏、王宥鈞、李建忠、陳招治、潘偉元、陳和雍、郭陳來富、郭萍、張素菁、葉李梅英、何明安、陳
碧龍、高聖雄、李榮金、徐金配、胡西添、胡蔡淑鳳、胡家榮、胡家銘、胡品瑄、胡盺婷、黃張蜂、
黃銀清、陳光華、周金陵、黃耀德、張慧芬、劉秀萍、郭淑慎、林敏龍、陳立台、陳美珠、陳廷彰、
陳廷威、薛瓊、柯曉東、彭大紅、陳奕瑄、尤碧玉、趙崇溪、趙品尊、趙品森、趙望晶、趙冠博、何玉櫻、余吉東、黃秀
春、趙美菲、黃鈺惠、陳逸雯、華苗補習班、同文國際顧問公司、王冠人、王俐人、王柏人、謝嘉仁、蔡宏恩、何平世、
何佳梅、何東鍵、蕭銀、洪綿心、康文總、黃明儀、袁鑑湘、郭振雄、陳旗、陳許尾、陳來和、王麗慧、蔡鳳鳴、蔡陳繡
琴、蔡素月、林萱晉、謝文、阮志偉、許劍雄、許淑華、許鈞堯、許富堯、許博婷、許德榮、許照紅、許瑞珍、許瑞芬、
許瑞玲、張霞玲、張台林、張幼林、張終林、吳元宬；800：王志酩；769：謝國強；744：馮銘恩、林文姬、吳雨嫣、洪
雅如、鄭天佑、梁燕儀合家；600：李其烈、李劉政、黃隆芳、 柯萬成、梁潔芳、柯銘澤、柯瑞華；500：劉德欽、尹聖
麟、李宗誠、李玫憶、李蘋芸、李國慶、李儀鳳、王振維、李明銑、李蔡淑喜、李坤隆、李美慧、蔡佩勳、王慶松、盧銀
燕、王怡云、王怡潔、陳宇淇、張少東、(李紀臻、李奕謹)2人合供、賴彥熏、李晉瑩、林清溪、林芳秋、林妤庭、林煒
倫、林江貞枝、莊宜澄、林仁正、黃淑禎、廖榮勝、潘盛錦、趙麗美、陳美玲、徐瑜、宋霖昌、宋萬壽、宋霖政、宋祐
緯、宋岷嶧、高素鎂、高素英、陳春月、謝曜宇；400：劉欣欣、李潔明；385：朱文進、李香珠、朱彩鎣、陳根旺合家、
張榮耀、馬彩珍；372：黃育英、黃育麒合家、蕭金發合家、關啟承合家、李萬珠、小朋友、梁務蘭、黎建洪、劉景田、
陳勞德、張好；300：謝育芙、楊承達、林心榆；250：許淑玲、梁正君；200：王瑩、柯智鐘、朱靈慧、張志華、羅珠
鈺、黃木生、郭翰維、蔡尚宏；100：王綉梅、于子晴、蘇芳琳、魏銘賢、魏柏軒、潘憶珍、潘林愛、林育政、黃秋蘭、
黃和英、黃捷薰；

(港幣) 100,000：陳美瑤；5000：麥翠嬋、吳鏡波；3000：何麗芬合家；1200：(洪偉文、鄧碧琪)2人合供；1000：胡大祥
合家、朱淑蓮、冼德華、楊碧華、嚴仲齊合家、朱艷針、區鑑才、李群、(IP WING CHOY、SUM WING  KEUN) 2人合供、
謝金鈴、謝值生、劉詠施合家；800：蔡佑駿；500：鄭燦明、周洪威、劉美蓮、周思明、周煥綸、楊世達、陳耀林、楊
雲華、張晃強、黃毅英、歐陽良、劉美蓮、黃栩妍、車坤、陳廣仁、(趙英敏、曾可人)2人合供、譚仕超、何秋愉、張再
厲、(施洽德、郭媛玲)2人合供、黃昭文、梁巧玲、蔡漢平、凌小河、陳耀林；400：何秋泳、余銀好；300：羅興德、曾玉
祥、鍾蕙燃、何幸琪、楊區嫻懿、袁錦鋒、林盛祥、(黃子雲、朱淑鳳)2人合供、江少程、何國基合家、何樂鈞合家、何秋
嬋合家、黃炳強合家、(陳瀾富、李麗燕)合家、(陳秀英、馬慧燊) 2人合供；200：謝國強、(梁瑞瓊、朱啟源)2人合供、梁
淑雯合家、何樂寧合家；100：朱文進、李香珠、朱彩鎣、陳根旺合家、(張榮耀、馬彩珍)2人合供、劉元信、(姚英發、張
建林)2人合供、胡鏡、雷瑞芳；

(澳幣) 5000：六道眾生；2000：林珠妹；1000：任永雄、黃翠蘭、余瑤旋；500：鄧靜、霍艷瓊、黃泳樺、黃駿達、黃
足娣、黃國熙、(葉樹榮、麥勤鳳)2人合供、(葉浩柏、葉喜匡)2人合供；300：葉蓮好；125：黃根榮、黃麗卿、黃國偉、
黃美玲；100：黃耀財、黃嘉欣、范彩雲、林康焯、林潤堂、林潤棋、林觀全、范倩怡、黃衛紅、姚本霍、姚語超、姚語
彪、陳麗萍、鄧尊怡。

◎以上資料由王慈芳、呂美玉、張黎玲、許德發等師兄提供



大圓滿廟暨六會行事曆

大圓滿廟行事曆
農曆第一週日 蓮師法會─蓮華生上師法、鄔金藥師法、馬頭金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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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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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金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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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金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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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中旬週六(或週日) 「敦珠新寶藏半日禪修」、「靜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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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中國金剛乘學會與大圓滿廟(The Vajrayana Esoteric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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