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釋蓮悅金剛上師

2018年8月10日（星期五）晚上7:00
2018年8月17日（星期五）晚上7:00
2018年8月18日（星期六）下午2:00 
同步啟建 中觀堂、慈尊者 中元普度廣大供養

中觀慈尊者(台北巿重慶北路二段69號B1 )

2018年8月19日（星期日）上午9:30  於 中觀土城閉關中心

再加修「地藏王菩薩藏密式護摩法會」一壇

恭送法船 並啟建 中觀土城閉關中心中元普度廣大供養

2018年 8月9、10日及13～17日 每日上午 9:00 於中觀慈尊者

加誦7部「地藏經」為「懺主」及所有法會報名眾做最全心的迴向

2018年8月10日   8月18日 真佛宗中觀堂 隆重啟建

中觀堂7樓、8樓同步轉播

▲

法會主壇上師

梁皇寶懺開懺

梁皇寶懺結懺

瑜伽焰口法會

法會舉行地點

藏密護摩法會

誦地藏經迴向

暨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超度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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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觀 堂 戊 戌 年

8月10日

▲

8月17日 中觀堂戊戌年 年度大法會

恭請 釋蓮悅金剛上師 主壇

「梁皇寶懺」從何而來？

「梁皇寶懺」的由來充滿了傳奇性的色彩，是南朝梁武帝一日見到

生前善妒，為爭寵殺害不少人，死後墮為蟒蛇身的皇后郗氏前來求

見，在驚嚇之餘受其所託，為超薦她而懇請誌公和尚等高僧所制的懺

儀。梁武帝依此懺本為郗氏禮佛懺悔後，皇后由蛇身化為端麗的天人

像，超升至忉利天，顯示此懺法功德殊勝無量，虔敬禮拜，必有佛光

大加持。

「梁皇寶懺」涵蓋了什麼內容？

「梁皇寶懺」由誌公和尚等高僧自《涅槃經》、《法華經》、《楞伽

經》、《華嚴經》等大乘經典中輯錄經文，以及一千二百多尊佛菩薩

聖號編纂而成，內容相當豐富。其中更從《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與

《雜藏經》中引用二十八個因果譬喻故事，透過這些故事，於懺文中

幾乎一一點出人一生中所有可能犯的過錯，其中有許多是我們不易察

覺者。因此「梁皇寶懺」與其他懺儀最顯著的差異，就在於它像一面

鏡子，禮拜者能隨著懺文中的故事一一觀照內心，進而發露懺悔，知

錯改過，善莫於焉。

禮拜「梁皇寶懺」能夠消業的關鍵為何？

蓮生活佛曾言，拜懺的至要關鍵在於「將心懺」，即專心一致的唸

誦著經文，誠心向佛菩薩頂禮，真心懺悔過去種種的過失，並將自己

的身、口、意全部皈依佛，這才是真心懺。拜懺就像暗室中引入的一

點光源，光明一入，黑暗（即黑業），就能藉由佛力的加被，以及禮

拜者身、口、意清淨所發露的心光，煙消雲散。

自行禮拜「梁皇寶懺」也很殊勝，為什麼要參加共修拜懺？

其實有心自行禮拜「梁皇寶懺」當然很美好，但一個人修行，力量

就如同一根紗，十個人一起修行，就變成一條絲線。如果是千支紗在

一起，就是索纜。共修的力量大，因此中觀堂每年都會啟建「梁皇寶

懺大法會」，就是希望藉由大家的力量，懺罪消業，福慧雙修。

中觀堂禮拜「梁皇寶懺」有何特殊之處？

中觀堂住持蓮悅上師每次在帶領禮懺時，一定會特別解說每一章節

中懺文的涵義，讓禮懺者因為明白懺文的意義，流露出最真心的懺

悔，如此才能感召「梁皇寶懺」千佛如來的光明加持，淨化我們無始

以來的罪業，並得到賜福，這才是我們禮拜「梁皇寶懺」最重要的意

義與目的。

您曾禮拜過「梁皇寶懺」嗎？您是否知道禮拜「梁皇寶懺」並不只

是辛苦的跪拜，那份融入真心的懺悔才是加持力道的關鍵？「拜懺」

是佛教傳入漢地後特有的修持法門，它突顯了佛法中對「懺悔」的重

視，因為透過懺悔，佛弟子們可以勇於為自己過去世及這一世所有的

罪過認錯、負責，轉自身黑業為白業，讓清明的人生自此開展。

素有「懺王」之稱的「梁皇寶懺」，是所有懺儀之中卷帙最大的一

部，也被視為是所有懺法中的「第一」，具有「第一無上」的功德，

禮拜此懺就像明燈與妙藥，能夠讓人重見光明，病業得癒。今年中觀

堂啟建的「梁皇寶懺大法會」，一連十天，即將帶您見證殊勝的禮懺

功德，法會圓滿總結壇當天，更將以「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超度密

法，為報名大眾的祖先冤親、幽冥大眾，做最廣大的供養與超度。

此外我們將加誦七部《地藏經》，並於8月19日土城護摩中，恭送

大眾請購的「法船」、「祈福 /超度令牌」，為報名的往生位眾靈超度

迴向，希望同門大眾能把握這一年一度難得的殊勝法緣，報名與會。

日期

時間
8/10(五) 8/11(六) 8/12(日) 8/13(一) 8/14(二) 8/15(三) 8/16(四) 8/17(五) 8/18(六) 8/19(日)

上午9﹕00 恭誦

地藏經(二)

恭誦

地藏經(三)

恭誦

地藏經(四)

恭誦

地藏經(五)

恭誦

地藏經(六)

恭誦

地藏經(七)
上午9:30
地藏王菩薩

護摩法會

土城閉關中心 下午2﹕00 梁皇寶懺
卷二

梁皇寶懺
卷四

圓滿總結壇
瑜伽焰口

晚上7﹕00 梁皇寶懺
開懺卷一

梁皇寶懺
卷三

梁皇寶懺
卷五

梁皇寶懺
卷六

梁皇寶懺
卷七

梁皇寶懺
卷八

梁皇寶懺
卷九

梁皇寶懺
結懺卷十

禮懺供物

2018中觀梁皇寶懺大法會時間表

梁皇寶懺大法會

祈請 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 傳承大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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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雜誌 2018年6月號

 中觀堂最新資訊，請上中觀資訊網http://zhong-guan.org

源於佛陀救度阿難的

「瑜伽焰口」

「瑜伽」為印度語，意為相

應，即手結密印，口誦真言，

專意觀想，身口意相應，故曰

「瑜伽」。「焰口」是佛經裡講

的一種餓鬼，也叫「面然」，

其行貌枯瘦，咽喉細的像針一

樣，口吐火焰，因為生性吝嗇無比，而獲此果報。「焰口」，曾於阿

難入定中顯現，並告知其三日後命將終，同墮餓鬼道。阿難大驚，急

至佛陀前哀求救度，佛陀乃為其傳授「瑜伽焰口」大法，此為最初

的起源。聖尊 蓮生活佛，強調密教的「瑜伽焰口」由於身口意的相

應，達三密合一，並與地藏王菩薩的光明願力合一，才能圓滿祈請，

以地藏王菩薩的鍚杖震開地獄之門，令三惡道的眾生出囚禁，接受施

灑甘露法水及法食，以及諸佛菩薩的光明救度，真正利益幽冥大眾。

威力如同無遮大法會的真佛宗「瑜伽焰口」

而真佛宗的「瑜伽焰口」更是超度第一，蓮生活佛開示道，因為

地藏王菩薩曾特別賜予「地藏七星令旗」，因此藉由旗中的七星之光

及地藏王菩薩名號的大加持，能夠像無遮大法會一般，

凡與會的幽冥眾盡皆供養超度，即便犯下五逆重罪的業

力，也都能夠一一消除，一切皆圓滿吉祥。竭誠歡迎同

門大眾親臨與會，並為我們累世的祖先親眷、冤親債主

報名超度，自利利他，同沐佛恩。

中觀堂中元普度 供養十方 善緣廣結

由於梁皇寶懺法會啟建時間點正值農曆七月，因此中

觀堂特別於8月18日「地藏王菩薩 瑜伽焰口大法會」

當天，同時於「慈尊者」一樓門口舉行中元普度儀式，

歡迎您自備一道供品或菜餚前來，讓我們普施一切無主孤魂及幽冥大

眾，體現佛法的慈悲與平等，更與無量有情眾生結下善緣。

主壇上師：釋蓮悅金剛上師  時間：2018年8月18日 下午2:00  地點：中觀慈尊者

為幽冥境地的眾生 獻上最珍貴的資糧

2018年「梁皇寶懺法會」後，我們將於中觀

土城閉關中心，特別啟建一壇「地藏王菩薩藏密

式護摩法會」，並在此光明的法緣中，加入「恭

送法船」的隆重儀式，為所有請購「法船」、

「祈福 / 超度令牌」、「供品資糧」的同門大

眾，一一將這些大眾真心供養的「財資糧」與

「法資糧」，透過莊嚴隆重的儀式，獻給每一位

在幽冥境地中等待救度的眾生，而就在這光明的

瞬間，本尊的心、供養者的心，與幽冥眾生的

心，剎那交會，迸發出廣大而清淨的光明。

中觀土城閉關中心中元普度

以真心供養表達感恩

8月19日「地藏王菩薩 藏密式護摩法會」當

天，我們也將特別於中觀土城閉關中心，舉行

中元普度法事，虔心供養「閉關中心建寺功德

主」、「地藏殿水子靈」，及所有一切城隍、境

主、土地神，及諸鬼神眾，除了感謝一切鬼神的

護持，也讓一切有緣的眾靈與真佛密法結緣，能

夠離苦得樂，邁向解脫的道路。

主壇上師：釋蓮悅金剛上師   法會時間：2018年8月19日﹙星期日﹚上午9:30   法會地點：中觀土城閉關中心

8月18日

8月19日

暨中觀堂中元普度 廣大供養

土城閉關中心中元普度法會 並恭送梁皇法船暨

梁皇寶懺圓滿總結壇

地藏王菩薩 瑜伽焰口大法會

地藏王菩薩 藏密式護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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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觀 堂 戊 戌 年

梁皇寶懺 卷一

梁皇寶懺 卷三

梁皇寶懺 卷二

梁皇寶懺 卷四

皈依三寶 斷除對佛法的疑惑 用心把罪懺 才有機會改變人生

「梁皇寶懺」原名「慈悲道場懺法」，此名稱是彌勒菩

薩慈悲憐憫一切眾生，乃入領銜創制此懺儀的誌公和尚

夢中所賜。

「梁皇寶懺」依照皈依、斷疑、懺悔、解冤、禮佛、

報恩、迴向等懺儀形式，逐一帶領禮懺大眾從理解皈

依佛法僧三寶，如同緊握逃脫六道輪迴之門的鑰匙，

再提起大眾虔誠懺悔的正念，並時時返觀自照，讓

身心在懺悔中破除心礙、獲得清涼，以至於推

己及於六道四生的眾生，發起大慈悲心為他們

懺悔、為他們皈依禮佛，一同脫離苦、空、無常的六道輪

迴。

因為如實懺悔，懺後又持戒不再犯，且時時處處皆不忘

失菩提心，發下度脫眾生、守護眾生的慈悲大願，自身罪

障自能滌除，逐漸與佛契合，命運當然能夠改變，六道眾

生因為我們願力的感召，也能夠逐漸擺脫命運的枷鎖。

流傳一千多年的「梁皇寶懺」，因為擁有這股殊勝、

難思議的力量，歷代拜懺感應層出不窮，度化了無量眾

生，現在就讓我們帶領您一窺寶懺中改變命運的祕密。

由於人身難得，人生苦空無常，所以「梁皇寶懺」卷一即告訴禮

懺者，若不皈依三寶，學習佛法，看住自己的心，時時憶念佛，實

難跳脫六道輪迴的折磨。

而皈依三寶後首重斷除內心對佛法的懷疑，尤其是學佛修行時，

先前所造的惡業仍會現前，此時可能已重業輕受了，切勿疑心佛法

不濟事，並且要重視戒律，惡業才不會橫生，尤其是障人修行之業

極重，切記勿犯。

「梁皇寶懺」接著警惕禮懺者，斷惡修善才能離苦得樂，因此

「懺悔」非常重要，懺悔得消除重業，懺文裡提到印度阿闍世王的

實例，他因囚禁父母，犯下害死父親的五逆重罪，導致其遍體生

瘡，經佛陀開示因果，誠心懺悔後才得以病癒。

由於我們起心動念皆是罪，就連讚嘆殺生、偷盜、妄語、嗔恚等

十惡法，也是無量無邊的罪業，我們皆該用心把罪懺，才能改變人

生。

我們既已懺除了十惡重罪，心已清淨，身不再造新業，「梁皇寶

懺」告訴禮懺者接著就該發菩提心，而且要生生世世都發下菩提

心，要想念眾生之苦，不捨其受苦，且待在再苦的境界中都不能忘

失菩提心。佛認為發菩提心是首要的供養，具有大不可量的功德，

唯有如此才能上報佛恩，下拔一切。

發下菩提心，還需立下菩提願，願力不可思議，諸佛菩薩，沒有

不發大願者。懺文中教導禮懺者為眾生發下各種諸如「若有眾生

見我身色。即得解脫。若入地獄。一切地獄。變為淨土。」

等慈悲大願。除此之外，我們還要將自己的善業平等迴向給一切眾

生，心中無我，唯有如此才能離苦得樂、成就無上佛果。

「梁皇寶懺」卷三一開頭便說明六道輪迴不休的真實面貌，提醒

禮懺者這一切都是自身因緣果報所致，人不得不為自己的一切行為

負責。

例如有人長壽，是因為過去世認真持戒的緣故。有人生來醜陋，

是因為過去世太容易起嗔心的因素。有些人生來有失明、失聰等五

根不健全的現象，是因為過去生帶著鷹狗打獵，或用彈弓鐵丸射殺

動物。有些人喜愛飲酒致醉，容易犯下種種過失，將來會遭受瘋

顛、愚癡、呆傻等果報。甚至有鬼眾，身形如同一整塊肉，沒有手

足，沒有五官，常年受蟲鳥啄啖，痛苦不堪，這是因為生前給予他

人毒藥墮胎所導致的果報。

懺文中的種種因果譬喻，讓禮懺者深切自省，我們早已在不知不

覺中種下三惡道之因，所以我們不但要為自己，更要為受苦的六道

眾生，為父母、師長、一切眷屬做五體投地的痛切懺悔，除滅已作

之罪，不再造未作之罪，才能擺脫因果業報。

卷四一開頭，延續卷三說明一些因緣果報的可佈，接著詳細描述

了各種地獄中的恐怖景象以警醒世人諸惡莫做，眾善奉行。

佛經言：「三千大千世界。鐵圍兩山。黑暗之間。謂之地

獄。」地獄中淒風慘慘，以鐵為地，以鐵網為頂，火燒此城。因眾

生罪業深重，駭人的地獄種類亦繁多，諸如燒林、大熱、大寒、拔

舌、釘身地獄等，其中亦以阿鼻地獄最苦，雨刀、劍林、火輪不曾

少見，巨形銅狗、數不清的鐵蟒大蛇及蟲子，口噴毒火，啃咬吞噬

著罪魂，沸騰的銅汁、鐵液流布整個空間，淒苦無以復加。

但凡造作殺父害母等五逆重罪者、用邪見誹謗正法者、不懂因

果，障礙別人學佛等重罪者，皆會墮入此獄中，即便受盡地獄之

苦，未來轉世亦是畜牲、下賤之輩，苦不堪言。

而地獄中的獄卒們，發狠用盡各種刑罰，但這些罪苦眾生仍舊是

出去後即刻又來，不知悔改為何物，故禮拜者應一心求懺，斷惡修

善，也應代一切地獄眾生求懺，皈依佛法僧，才能超生脫苦。

善惡果報絲毫不爽 眾生皆有因果的記號

發下菩提心 立下菩提願 一切善業迴向眾生 才能與佛契合

地獄景象令人怖畏 斷惡修善才能斷除地獄之因

梁皇寶懺改變命運的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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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皇寶懺 卷五

梁皇寶懺 卷六

梁皇寶懺 卷七

梁皇寶懺 卷八

梁皇寶懺 卷九

梁皇寶懺 卷十

以穿越過去、現在、未來三際的大懺悔

以及如虛空般廣大的慈悲 改變自身及六道眾生的命運

一切眾生都有結下怨恨的冤家對頭，若不是如此就不會有惡道，

且惡道從未休止。為此「梁皇寶懺」卷五說明了為何產生怨結？如

何解怨釋結？產生怨懟之苦的根本，就是眼、耳、鼻、舌、身「五

根」對色、聲、香、味、觸「五塵」的貪執；就是對父母、妻子、

手足等眷屬的親愛而來，因為親近容易產生磨擦及怨懟，所以宿世

的冤親債主多數是我們歷代的親眷。

此外與師長（此處指引導我們修學佛法的大善知識）、同門之間

的關係，也常是怨結的來源，因為在無明的遮蔽下，我們可能沒有

弘法利生以報師恩，甚至不聽教誨乃至粗言誹謗師長（此業足以

墮阿鼻地獄八十億劫），或對同門起嗔恨心，結下了無量無邊的怨

懟。我們唯有離開怨親的分別，以慈悲心發願行菩薩道、救度一切

眾生，真誠地懺悔，才是解怨釋結的妙法。

卷六繼續為禮懺者說明若要解怨釋結，還必須做到身、口、意的

懺悔，因為放逸這三者，所招致的罪過無窮無盡。「身」之所以會

造業，是因為我們心裡只有自己，沒有顧慮到他人，失卻慈悲心、

背離了眾生平等的理念，所以才會造下諸如殺生、凌虐眾生、抄掠

劫奪、無誠無信、遠離明師、親近惡友等罪業，應真心懺悔之。

口業最易犯，會招致嚴重的惡報，所以「梁皇寶懺」教導大眾應

真心懺悔兩舌、惡口、妄語、綺語等口業的危害。

我們口發惡言、身行惡行，其實都是「意念」所驅使，因此唯

有清淨自己的心才是解脫之本。意業裡面又屬嗔念最嚴重，《華嚴

經》裡說嗔心一起，是萬惡之首，而且會引起諸如多病、生於惡

道、被誹謗、天資暗鈍等千百種障礙及罪業，不可不慎，不可不

懺。

卷七一開頭即說明，因為禮懺者能夠從本懺儀卷一「皈依三寶」

禮拜到卷六「解怨釋結」，得以逍遙無礙，我們當然應該歡喜慶

幸。懺文中更列出十五項值得禮懺者慶幸的具體內容，諸如不在地

獄、餓鬼道、畜牲道受惡報；獲得六根具足的人身；出生在有佛法

的地方，且能夠聽聞、皈依正法；能夠隨懺儀一禮一瞻並將功德迴

向十方一切眾生，得以利他等值得慶幸的事，這一切都是十方三寶

的加持，所以願為一切眾生代為皈依佛法僧三寶，越生死海，同登

彼岸。懺文接著引領禮懺者總發大願，以此懺悔發心的功德，願十

方盡虛空界的諸天、諸仙、梵王、護世四王、龍王、龍神八部、阿

修羅王、一切人道的人王、十方出家眾、閻羅王、一切地獄道、餓

鬼道、畜牲道等眾生，及其所有眷屬，皆能得佛力求度，滿一切

願，轉身、口、意三業成無上的光明清淨，同諸佛菩薩成正覺。

依此大慈悲心，懺文引領大眾為天人和善神護法等天道皈依禮

佛，再為諸仙及梵王皈依禮佛。

延續前一卷，卷八接著為阿修羅道、龍王皈依禮佛，也為魔王、

人道的國王、太子、諸王、百官禮佛，因為魔多是不可思議解脫菩

薩的化身，為考驗及幫助眾生修行而來；而人間的國王，讓一切眾

生得以依附，受諸多利益，因此需感念恩情，為他們皈依禮佛。

當然我們也要為宿世今生無量劫以來的父母、眷屬和一切有緣人

禮佛和皈依；更要為度化、接引自己的師長及大善知識禮佛；還要

為橫遍十方、豎窮三際過去一切出家、在家四眾弟子，乃至一切曾

生人道者皈依禮佛。

卷九一開頭延續前卷，依序為阿鼻地獄、各種可怖地獄的眾生，

以及餓鬼道、畜牲道皈依禮佛，發大菩提心願三惡道的眾生得以解

脫苦難。接著引領禮懺者為六道眾生發願，希望六道四生、窮未來

之際的一切眾生，承蒙今日禮佛的功德因緣，能夠擁有清淨的身、

口、意，成正等正覺。

懺文又引領拜懺者將一切的功德迴向給眾生，因為不執著任何善

因的果報，才能真正解脫，悠遊自在，修行本來就是為了眾生的大

利益，所以只要有任何一絲一毫的善功，都應該迴施予眾生，如

此才是真正的「學佛」。本卷最末也引領大眾代為十方諸天、龍鬼

神、人王、佛弟子及諸菩薩等將所有善業功德迴向給一切眾生。

「梁皇寶懺」最末卷，讓禮懺者學習菩薩為眾生所發出的一切善

根迴向，諸如平等觀、常以愛眼視諸眾生、調伏眾生對菩薩懷怨之

心等。接著引領禮懺者發下六根大願，守護眼、耳、鼻、舌、身、

意，祈求六根接觸到的皆是良善的事物，才能轉禍根為福業。

接下來是發「口願」，由於口業易造，禍從口入，因此發願自己

所說的都是利益眾生的良善語。

「梁皇寶懺」最末，則是祈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菩薩，以本願力

和誓度眾生力來攝受十方無窮無盡的一切眾生。

捨棄怨親分別 真心懺悔 一心度眾 才是解怨釋結的妙法

深度的身、口、意懺悔 才能澈底解怨釋結

得以接觸佛法 為眾生付出 值得慶幸並感念三寶恩澤

為阿修羅道、龍王、魔王及人道禮佛 體現慈悲及感恩之情

為三惡道皈依禮佛 將所有功德迴施眾生 貼近佛心

心學菩薩行 發願守護六根 祈願眾菩薩攝授一切眾生

梁皇寶懺改變命運的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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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動

無量功德迴向 盡在七部「地藏經」的誦念

至誠懺悔 重新展現生命的價值

誦地藏經

「地藏經」中記載，只要誠心對地藏菩薩一瞻一禮，就

有轉生天界的功德，何況誦其名號，更或讀誦此經，功德

更加不可思議，不僅能獲得堅牢地神、諸天神眾的護佑，

最後更能出離苦海，證涅槃樂。歡迎踴躍親臨參與誦經，

共同一心「請佛住世」，並為梁皇寶懺「懺主」及所有法

會報名眾等全心迴向。

2018年8月9、10日及8月13～17日 每日上午9:00（誦經地點：中觀慈尊者）

「梁皇寶懺」的特殊之處，就在於十卷懺文，一千六百多次的禮

拜中，不但為自身懺悔禮佛，更為無量眾生禮佛。這正是 蓮生活佛

所教導的「自他互換法」，非常的偉大，有這種思想，才是佛菩薩

的正思惟。蓮生活佛說：「真心懺悔，就像百年垢衣一朝得淨、

千年暗室一夕得明。」讓我們一起真心禮懺發露懺悔，在真實的懺

悔中，讓清淨的慧命得以重生。

真佛宗的「瑜伽焰口法會」不同於顯教，是非常超勝的超度密法，

不但能讓我們報名的歷代祖先、冤親債主獲得光明的超度，在剎那之

間，往生佛國淨土，行者自身也能獲益無量。除此之外，仰仗地藏王

菩薩及諸佛的願力，轉化業力，就是對累世父母最大的孝心與感恩，

也是與眾靈解除冤結的最好時機，歡迎大眾踴躍報名與會。

「梁皇寶懺」第九卷的供養物即是「供經」，因此我們希望大家一

起以最虔誠的心意，動手抄寫殊勝的《地藏經》與《高王經》，透過

抄寫的過程，讓心與經文做最完美的結合，完成最動人的供養。

「梁皇寶懺大法會」結束後，我們將特別於8月19日在中觀土城閉

關中心啟建的「地藏王菩薩 藏密式護摩法會」中，將您抄錄的經本

下爐供養，做納經迴向。佛典記載抄經可獲五種功德：「一者可以

親近如來，二者可以攝取福德，三者亦是贊法亦是修行，四者

可受天人等的供養，五者可以滅罪。」

歡迎同門大眾親自抄經供佛，獲福無量，滅罪無量。

若欲索取抄經本，請準備一個A 4
大信封紙袋，貼上40元回郵郵票，寫

上回郵地址、姓名、電話，摺疊放入

平信信封寄至中觀堂，來信註明索取

「地藏抄經本」或「高王經抄經本」，

我們就會將抄經本寄給您，抄經完畢

請儘速寄回中觀堂。

請將抄經本於2018年8月13日前寄回 我們將為您下爐供養迴向

在「梁皇寶懺」每卷禮懺開始前的唱「讚」中，都有一項特別

奉獻諸佛的供養之物，代表禮懺者感恩諸佛菩薩加持大眾消災除

障，也表示禮懺者真心懺悔的心意。因此中觀堂特別為報名法會

的同門，準備各種相當有意義的供養之物，讓您請購供佛。

而為了對祖先及冤親債主做最真心的供養與迴向，化解累世冤

結，祈求其往生淨土，中觀堂也精心準備許多殊勝供品，歡迎大

家於報名表隨力請購。【供品方案詳情請參閱第8版】

活動1

慧命的重生 從誠心禮拜十卷梁皇寶懺開始禮懺十卷
禮懺全勤送好禮  凡全程禮懺十卷「梁皇寶懺」的同門或信眾，每人贈送請購價值1,000元、每根長一尺四吋

摘於吉時之原生苦苓木所製的「大護摩木」一支，並於8月19日的護摩法會為您下爐供養。

活動2

無限的超度法力 就在8月18日「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大法會」瑜伽焰口活動3

因為心、手與經文的合一 讓抄寫地藏經、高王經成為最可貴的供養抄經迴向活動4

真心的感恩及懺悔 來自於至誠供養梁皇寶懺諸佛普施供養活動5

梁皇寶懺大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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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歷代祖先或冤親債主報名懺主 每位10,000元 

十卷禮懺 十卷「梁皇寶懺」禮懺功德，為懺主迴向。

瑜伽焰口
「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大法會」功德，為往生懺主

迴向。

七部誦經迴向 恭誦七部「地藏經」特別迴向懺主。

疏文名冊迴向 法會均以疏文名冊，為往生位懺主超度迴向。

安奉
往生蓮位大令牌

安奉「往生功德蓮位」大令牌，為祖先或個人冤親

債主做超度迴向。

超度供品組

為往生「懺主」準備一套「超度供品組」（內含

「資糧袋」三包、「蓮花童子速捷法輪法船」一

艘、「蓮花紙金」一份、「十殿閻羅金」一份、「動

物金」一份），讓我們為自身的祖先、冤親等做最

虔心的供養、懺罪、祈福及超度。

◎為自己或陽世親眷報名懺主 每位10,000元
十卷禮懺 十卷「梁皇寶懺」禮懺功德，為懺主迴向。

瑜伽焰口 「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大法會」功德，為懺主迴向。

七部誦經迴向 恭誦七部「地藏經」特別迴向懺主。

疏文名冊迴向
法會均以疏文名冊，為陽世懺主做息災‧祈福‧解

冤‧除疾‧延壽功德迴向。

安奉
長生祿位大令牌

安奉「長生祿位大令牌」，為懺主做息災‧祈福‧解

冤‧除疾‧延壽迴向。

祈福供品組

為陽世「懺主」準備一套「祈福供品組」，內含「十

卷禮懺供物」，讓您誠心供養千佛如來，一切祈願圓

滿。

給梁皇寶懺懺主最厚實殊勝的功德迴向
梁皇寶懺從梁朝流傳至今已一千多年，功德力之廣大，能滌罪障之無量，令無數

虔誠禮懺者讚嘆不已，因而懺文裡說：「若無靈驗，焉傳千古。」

蓮生活佛也說：「懺悔能燒盡『煩惱』的薪柴，懺悔能滅地獄之火，得天上

的清涼。懺悔能獲得最高的禪定，懺悔可得無上的智慧，懺悔能延壽，懺悔

常住樂土，懺悔會開出最聖潔的蓮花，懺悔可得佛果，懺悔可以成佛。」更

何況是一部最經典的懺儀，讓禮懺者生起大悲心，不但為自身，也代累劫父母、六

道眷屬，乃至三惡道眾生為曾犯下的過錯，進行至誠的懺悔，這不但是懺悔，更是

一種大布施，使其親聞佛法，解脫生死輪迴，可說是最慈悲、最澈底的救度。

因此中觀堂年年都啟建「梁皇寶懺大法會」，希冀提供給有緣善信一個懺罪消業

的大法緣。除此之外，我們更為「梁皇寶懺」懺主進行多重的功德迴向，祈願佛光

加被，業消福至，圓滿一切所求，修行精進順遂。

梁
皇
寶
懺
懺
主
功
德
利
益

2018年中觀堂非常開心能夠繼續邀請到蓮鳴上師、蓮熅上師蒞臨弘法，這次依然舉辦

廣受歡迎的研習班，主題分別是「戒律」及「傳承」，這也是 師尊近來時常強調的密教理

念，為什麼「戒律」及「傳承」這麼重要呢？讓我們藉由這次的研習課程為您深入剖析。此

外這次兩位上師還會為大眾主壇「白度母祈福超度水供法會」及「觀世音菩薩藏密式護摩法

會」，希望透過殊勝的水供及護摩法會為大眾消災祈福，法緣難得，歡迎踴躍報名與會。

主講上師  釋蓮鳴金剛上師

釋蓮熅金剛上師

研習時間  每天上午9:00～下午5:00
研習費用  免費，請務必來電預先報名

研習地點  中觀慈尊者

法會日期  7月28日（六）下午2:00
法會地點  中觀堂7樓、8樓

白度母祈福超度水供法會「戒律」研習班

「傳承」研習班

法會日期  7月29日（日）上午9:30
法會地點  中觀土城閉觀中心

7/26
7/27

7/28

7/29 觀世音菩薩藏密式護摩法會

蓮鳴上師 蓮熅上師 蒞臨弘法
2018年7月26   29日 熱誠歡迎

▲



拜懺利人天．拜懺種福田
拜懺增功德．拜懺利修行

中 觀 堂 戊 戌 年

資糧袋(三包)

▲

包含「歷代祖先資糧袋」、「冤親債主資糧袋」、「福德正神資糧袋」各一

包，能夠供養給我們自身的祖先、冤親及地神。

蓮花童子速捷法輪法船(一艘)

▲

高約30公分，每艘皆以尊勝咒紙製作，並特別貼上

「蓮花童子最速捷法輪」，請購後可將祖先或冤親債主資料填入「最速捷法輪」圖中，透過

蓮花童子與梁皇寶懺千佛如來的大加持力，速得往生淨土。您也可以「現場」單獨請購。

蓮花紙金(一份)

▲

真佛十種綜合紙金一份，加上蓮花一朵，虔心供養，一切祖先冤親獲

福無量。

十殿閻羅金(一份)

▲

「十殿閻羅金」具足「財資糧」、「法資糧」與「懺悔資糧」的無上

功德，可用於超度祖先、冤親債主、纏身靈、水子靈。法會期間可虔心於壇城前，誠心恭念

「十殿閻羅金」背面的懺悔疏文，誠心懺悔罪業，也為祖先及冤親債主們懺悔罪業，祈求

「十殿閻王」加持化解冤結、開釋亡魂。

動物金(一份)

▲

「動物金」可以為您飼育的寵物做除疾與超度，更可以為您累世所食及殺

害之動物的靈識做超度，為您解開與各類生靈之間的累世冤結，也等同解除我們與冤親債主

間的冤結，冥陽兩利，消業得福。

此批尊勝咒紙，特別由中觀堂啟

建「尊勝持咒」法會，集合眾

人虔心唸誦，並經殊勝咒力大加

持，具足最大的光明與能量，具

有讓眾靈得到最圓滿光明超度的

法力，歡迎大家踴躍贊助請購。

十卷禮懺供物

▲

「梁皇寶懺」每卷禮懺讚偈中，都有一項特別

奉獻諸佛的供養之物，代表禮懺者感恩諸佛菩薩加持大眾消災除

障，也表示禮懺者真心懺悔的心意，為方便大眾發心供養，我們

特別以十卷供物，集結成一份精美的「祈福供品組」，供您發心請

購。（敬請利用第10版「法會供品組」請購表格填寫祈願）

殊勝的十供養功德

▲

第一卷 供香功德：心靈安穩，身體潔淨，三業清淨，多聞妙法。

第二卷 供花功德：人緣極佳，見者歡喜，身常香潔，歡喜真理。

第三卷 供燈功德：眼睛明亮，事業順利，獲正知見，智慧圓滿。

第四卷 供水功德：身心潔淨，相貌莊嚴，遠離煩惱，尊貴自在。

第五卷 供果功德：圓滿無缺，不受災害，受諸喜悅，早證佛果。

第六卷 供茶功德：口齒清香，永離渴愛，安樂少病，具諸福報。

第七卷 供食功德：力大無窮，壽命綿長，眾人愛樂，辯才無礙。

第八卷 供珠功德：相貌莊嚴，威儀美好，破除慳貪，速正聖果。

第九卷 供經功德：消除業障，自新清淨，福壽綿長，永離惡道。

第十卷 供衣功德：所有安全，不遭破壞，色澤柔美，具諸財寶。

農曆七月供佛祭祖 紙金買十送一大優惠
紙金項目 請購數量 紙金項目 請購數量

真佛金（每份NT$100元） 尊勝咒紙（每份NT$250元）

七佛金（每份NT$100元） 五路財神金（每份NT$200元）

如意金（每份NT$100元） 綜合祖先金（每份NT$100元）

和合金（每份NT$100元） 綜合土地公金（每份NT$100元）

除疾金（每份NT$100元） 華光冥幣（每份NT$100元）

地藏金（每份NT$100元） 十殿閻羅金（每份NT$100元）

大福金（每份NT$100元） 動物金（每份NT$50元）

四方金（每份NT$100元） 請購紙金總金額

以下聯絡人資料請詳細填寫，以便於聯絡：

◎收 件 人 姓 名：╴╴╴╴╴╴╴╴╴╴╴╴╴╴╴╴╴╴╴   ◎聯絡電話：╴╴╴╴╴╴╴╴╴╴╴╴╴╴╴╴╴╴╴╴╴╴╴╴╴╴╴╴╴╴╴╴

◎紙金寄送地點：╴╴╴╴╴╴╴╴╴╴╴╴╴╴╴╴╴╴╴╴╴╴╴╴╴╴╴╴╴╴╴╴╴╴╴╴╴╴╴╴╴╴╴╴╴╴╴╴╴╴╴╴╴╴╴╴╴╴╴

凡購買十份紙金（不限種類），皆贈送「十殿閻羅金」一份。

「梁皇寶懺」法會，有「祈福大法船」及

「淨土大法船」。「祈福令牌」將立於「祈

福法船」上，為陽居者做賜福迴向。「超度

令牌」則分為【歷代祖先、冤親債主‧纏

身靈‧水子靈、地基主】三種，立於「淨

土法船」上，為往生眾靈做超度迴向。

祭祖供養是孝思，更是感

恩，感恩先人化育的恩德，

更感恩 師佛傳法，使我們

懂得供養植福。歡迎大眾發

心請購「精美供品組」，追

思祭祖、感恩植福。

合購「祈福供品組」及「超度供品組」，另外加贈「尊勝紙雕佛塔」一座。您可將往生者資料填於紙塔上，我們將在梁皇

寶懺大法會時，立於往生位共同禮懺，並將於8月19日特別啟建的「地藏王菩薩藏密式護摩法會」中下護摩爐供養。

祈福供品組
贊助價 每份1,000元

(原價1,100元) 

1供養 超度供品組
贊助價 每份1,000元

(原價1,100元) 

2供養

1

2

1

2

3

4

5

尊勝咒紙
贊助價 每份250元

3供養 精美供品組
贊助價 每份300元

4供養 祈福/超度令牌
贊助價 每支100元

5供養
優惠好禮 

梁皇法會誠心供養 成就一輩子的美好

中 觀

流通處

◎ 請購專線：Tel : 02-2550-8599
Fax : 02-2556-5157

◎ 一通電話購買紙金免出門，「貨到付款」只要

加手續費30元，讓您輕鬆方便又省事。

◎  請購紙金滿1,000元即可享免運費寄送到府服

務，未滿1,000元，須再負擔運費100元。

◎  您也可撕下此回條並寄回中觀堂，同樣享受便

捷的請購服務。

◎ 更多中觀文物，請上中觀資訊網參觀請購。

http://www.pcstore.com.tw/tb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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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項目 供養金額 以下資料  請務必填寫

□往生者姓名

或□氏歷代祖先

□往生者姓名

或□氏歷代祖先

陽世報恩人姓名：                     住址：

被　超　度　者 供　奉　牌　位　地　址 祈　　願

為陽居者報名 

祈　福　姓　名 年齡 現　　居　　地　　址 祈　　願

為歷代祖先報名安奉

被　超　度　者 供　奉　牌　位　地　址 祈　　願

之冤親債主
纏身靈
水子靈

之冤親債主
纏身靈
水子靈

為冤親債主、纏身靈、水子靈報名安奉

懺主報名表
報
名
注
意
事
項

1. 為「陽世親眷」報名「梁皇寶懺懺主」，可以個人名義或闔家名義報名贊助，但請以一人為代表寫上○○○闔家，

並以同住址為限，不同住址請分開報名。

2. 為「歷代祖先」報名「梁皇寶懺懺主」，請寫上往生者姓名，或○氏歷代祖先。

3. 為「冤親債主」報名「梁皇寶懺懺主」，請寫上【○○○之冤親債主】，勿寫上○○○闔家之冤親債主。

4.  聯絡人之姓名、地址、電話、繳款方式請務必填寫，以利工作人員作業，保障您的報名權益。

郵政劃撥帳號：19923636   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真佛宗中觀學會   電話：02-2550-8599   傳真：02-2556-5157
ATM轉帳：代號006︱帳號：0050-717-141498（請務必將轉帳單據，隨報名表郵寄或傳真至中觀堂，以便核對。若不願轉帳餘額曝光，請自行塗銷。）

為陽居者報名「梁皇寶懺懺主」

(每位10,000元)

為歷代祖先報名「梁皇寶懺懺主」

(每位10,000元)

為冤親債主、纏身靈、水子靈報名 

「梁皇寶懺懺主」(每位10,000元)

2018梁皇寶懺懺主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 簡訊聯絡人電話：╴╴╴╴╴╴╴╴╴╴╴╴╴╴
 

電子信箱：╴╴╴╴╴╴╴╴╴╴╴╴╴╴╴╴╴╴╴╴╴╴╴╴╴╴╴╴╴╴╴╴╴╴╴╴

繳款方式：□現金  □劃撥  □ATM轉帳  □請寄收據  □不寄收據

□欲索閱「中觀雜誌」請打�(已定期收到者請勿勾選)

▲ ▲

欲取消訂閱「中觀雜誌」請來電告知

(訂閱中觀電子報，敬請清楚填寫）

梁
皇
寶
懺
懺
主
功
德
利
益

下列善信，一心至誠，虔具供養，仰叩諸佛菩薩，蓮生活佛，靈光加持，消除業障，化災解厄、身體健康、運程亨通、增福延壽、萬事如意、一切光明。伏乞慈悲，虔誠是禱。

上列諸靈，思生前之罪咎，恐歿後於沈淪，欲求出苦超生，須仗佛光接引，涓今吉旦，延仗真佛密法，啟建於台北中觀慈尊者，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摩訶雙蓮池。

陽世報恩人姓名：                     住址：

(請務必填寫e-mail，以便發送重要的法務訊息給您）

◎為歷代祖先或冤親債主報名懺主 每位10,000元 

十卷禮懺 十卷「梁皇寶懺」禮懺功德，為懺主迴向。

瑜伽焰口 「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大法會」功德，為往生懺主迴向。

七部誦經迴向 恭誦七部「地藏經」特別迴向懺主。

疏文名冊迴向 法會均以疏文名冊，為往生位懺主超度迴向。

安奉
往生蓮位大令牌

安奉「往生功德蓮位」大令牌，為祖先或個人冤親債主做
超度迴向。

超度供品組

為往生「懺主」準備一套「超度供品組」（內含「資糧袋」

三包、「蓮花童子速捷法輪法船」一艘、「蓮花紙金」一

份、「十殿閻羅金」一份、「動物金」一份），讓我們為自

身的祖先、冤親等做最虔心的供養、懺罪、祈福及超度。

◎為自己或陽世親眷報名懺主 每位10,000元
十卷禮懺 十卷「梁皇寶懺」禮懺功德，為懺主迴向。

瑜伽焰口 「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大法會」功德，為懺主迴向。

七部誦經迴向 恭誦七部「地藏經」特別迴向懺主。

疏文名冊迴向
法會均以疏文名冊，為陽世懺主做息災‧祈福‧解
冤‧除疾‧延壽功德迴向。

安奉
長生祿位大令牌

安奉「長生祿位大令牌」，為懺主做息災‧祈福‧解
冤‧除疾‧延壽迴向。

祈福供品組

為陽世「懺主」準備一套「祈福供品組」，內含「十

卷禮懺供物」，讓您誠心供養千佛如來，一切祈願圓

滿。



中 觀 堂 戊 戌 年

供養項目 供養金額 供養項目 供養金額 供養項目 供養金額 以下資料  請務必填寫

祖先姓名（或被超度者） 供　奉　牌　位　地　址 請打勾請購超度令牌 祈　　願

祈　福　姓　名 年齡 現　　居　　地　　址 請打勾請購令牌 祈　　願

郵政劃撥帳號：19923636   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真佛宗中觀學會   電話：02-2550-8599   傳真：02-2556-5157
ATM轉帳：代號006︱帳號：0050-717-141498（請務必將轉帳單據，隨報名表郵寄或傳真至中觀堂，以便核對。若不願轉帳餘額曝光，請自行塗銷。）

法會報名

(隨喜功德)

尊勝咒紙

(每份結緣250元)

祈福供品組
(每份結緣1,000元)

歷代祖先資糧袋

(每份結緣100元)

蓮花紙金

(每份結緣150元)

超度供品組
(每份結緣1,000元)

冤親債主資糧袋

(每份結緣100元)

法會供品

(每份結緣100元)

超度令牌
(每支結緣100元)

福德正神資糧袋

(每份結緣100元)

十殿閻羅金

(每份結緣100元)

祈福令牌
(每支結緣100元)

精美供品組

(每份結緣300元)

動物金

(每份結緣50元)
合計金額

2018梁皇寶懺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 簡訊聯絡人電話：╴╴╴╴╴╴╴╴╴╴╴╴
 

電子信箱：╴╴╴╴╴╴╴╴╴╴╴╴╴╴╴╴╴╴╴╴╴╴╴╴╴╴╴╴╴╴╴╴

繳款方式：□現金  □劃撥  □ATM轉帳  □請寄收據  □不寄收據

□欲索閱「中觀雜誌」請打�(已定期收到者請勿勾選)

▲ ▲

欲取消訂閱「中觀雜誌」請來電告知

(請務必填寫e-mail，以便發送重要的法務訊息給您）

超 度 報 名 表 陽世報恩人姓名：                     住址：

上列諸靈，思生前之罪咎，恐歿後於沈淪，欲求出苦超生，須仗佛光接引，涓今吉旦，延仗真佛密法，啟建於真佛宗中觀慈尊者，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摩訶雙蓮池。

祈 福 報 名 表 (報名表可影印使用)

下列善信，一心至誠，虔具供養，仰叩諸佛菩薩，蓮生活佛，靈光加持，消除業障，化災解厄、身體健康、運程亨通、增福延壽、萬事如意、一切光明。伏乞慈悲，虔誠是禱。

梁皇寶懺大法會報名表

 請購「法會供品組」 敬請清楚勾選
「法會供品組」、 「祈福/超度令牌」將在8月19日「地藏王菩薩藏密式護摩法會」下爐供養，請購金額請填寫於本版下方「供養金額」中

請 購 者 姓 名 請購項目 請　購　者　或　供　奉　牌　位　地　址 祈　　願

□祈福供品組

  (每份1,000元)

□超度供品組

  (每份1,000元)

                               

□祈福供品組

  (每份1,000元)

□超度供品組

  (每份1,000元)

供養隨喜

□陽居者

祈福令牌(支)

□陽居者

祈福令牌(支)

□陽居者

祈福令牌(支)

□陽居者

祈福令牌(支)

□陽居者

祈福令牌(支)

□歷代祖先(支)

□地基主(支)

□冤親債主、纏身靈、水子靈(支)

□歷代祖先(支)

□地基主(支)

□冤親債主、纏身靈、水子靈(支)

□歷代祖先(支)

□地基主(支)

□冤親債主、纏身靈、水子靈(支)

□歷代祖先(支)

□地基主(支)

□冤親債主、纏身靈、水子靈(支)

□歷代祖先(支)

□地基主(支)

□冤親債主、纏身靈、水子靈(支)

主壇上師：釋蓮悅金剛上師　　法會日期：2018年8月10日 ▼ 8月17日　　法會地點：中觀慈尊者



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超度法會報名表
中 觀 堂 戊 戌 年

供養項目 供養金額 供養項目 供養金額 供養項目 供養金額 以下資料  請務必填寫

郵政劃撥帳號：19923636   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真佛宗中觀學會   電話：02-2550-8599   傳真：02-2556-5157
ATM轉帳：代號006︱帳號：0050-717-141498（請務必將轉帳單據，隨報名表郵寄或傳真至中觀堂，以便核對。若不願轉帳餘額曝光，請自行塗銷。）

(訂閱中觀電子報，敬請清楚填寫）

法會報名

(隨喜功德)

精美供品組

(每份結緣300元)

法會供品

(每份結緣100元)

歷代祖先資糧袋

(每份結緣100元)

尊勝咒紙

(每份結緣250元)

十殿閻羅金

(每份結緣100元)

冤親債主資糧袋

(每份結緣100元)

蓮花紙金

(每份結緣150元)

動物金

(每份結緣50元)

福德正神資糧袋

(每份結緣100元)
合 計 金 額

2018瑜珈焰口

超 度 報 名 表 陽世報恩人姓名：                     住址：

祖先姓名（或被超度者） 供　奉　牌　位　地　址 祈　　願

上列諸靈，思生前之罪咎，恐歿後於沈淪，欲求出苦超生，須仗佛光接引，涓今吉旦，延仗真佛密法，啟建於真佛宗中觀慈尊者，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摩訶雙蓮池。

祈 福 報 名 表 (報名表可影印使用)

下列善信，一心至誠，虔具供養，仰叩諸佛菩薩，蓮生活佛，靈光加持，消除業障，化災解厄、身體健康、運程亨通、增福延壽、萬事如意、一切光明。伏乞慈悲，虔誠是禱。

祈　福　姓　名 年齡 現　　居　　地　　址 祈　　願

主壇上師：釋蓮悅金剛上師　　日期：2018年8月18日  下午2:00　　地點：中觀慈尊者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 簡訊聯絡人電話：╴╴╴╴╴╴╴╴╴╴╴╴╴
 

電子信箱：╴╴╴╴╴╴╴╴╴╴╴╴╴╴╴╴╴╴╴╴╴╴╴╴╴╴╴╴╴╴╴╴╴

繳款方式：□現金  □劃撥  □ATM轉帳  □請寄收據  □不寄收據

□欲索閱「中觀雜誌」請打�(已定期收到者請勿勾選)

▲ ▲

欲取消訂閱「中觀雜誌」請來電告知

(請務必填寫e-mail，以便發送重要的法務訊息給您）

蓮生活佛告訴我們，真佛宗的「瑜伽焰口」法會，

是用密教咒印來行超度，金剛上師以三密合一的觀

想，祈請地藏菩薩以大法力震開地獄之門，令三惡道

眾生，走出幽暗之地，安住往生位令牌之上，接受我

們最真心的供養，與諸佛菩薩光明的加被。

在莊嚴的「瑜伽焰口」儀軌中，再為眾靈懺悔，

引領眾靈皈依，發菩提心，直至成佛。真佛宗「瑜

伽焰口」更有不可思議的「地藏七星令旗」，連五逆

重罪業力皆能滅，是密教最不可思議的救度大法。

歡迎同門大眾踴躍報名，得大法益。

瑜
伽
焰
口
重
要
性

供養隨喜



九大文宣志業 讓真佛法教 廣傳全世界

多元，讓      走進你心裡

1 蓮生活佛講授 大圓滿九次第法
每週六上午10:00～10:30
年代MUCH台38頻道（全台定頻）播出

由於蓮華生大士囑咐 蓮生活佛，密法不可再密，需將大圓滿法公諸於天下，讓眾生有得度的機緣，才

不致永遠墮落！因此2013年6月2日，蓮生活佛於美國彩虹雷藏寺，正式講授密教最無上的「大圓滿九

次第法」。而自2014年11月29日起，中觀電視弘法也開始製播【蓮生活佛講授-大圓滿九次第法】弘

法節目，將這一份密教最高、最殊勝、最透澈的解脫智慧，傳遞給更多有情眾生。

2 蓮生活佛講授 喜金剛講義
每週六上午10:30～11:00
年代MUCH台38頻道（全台定頻）播出

自2014年3月1日起，「中觀電視弘法志業」製播了【蓮生活佛講授-喜金剛講義】。

蓮生活佛開示：「在西藏已經很少人傳喜金剛了，今天華人傳時輪金剛法的，只有盧勝彥，傳

喜金剛法的第一位，也是盧勝彥。」由此可見聖尊 蓮生活佛喜金剛法傳承的珍貴與殊勝。

3 蓮生活佛講授 密宗道次第廣論
每週日上午10:00～10:30
年代MUCH台38頻道（全台定頻）播出

「密宗道次第廣論」是密教艱深難懂的論著，是非常重要的典籍。若非實修證悟者，根本無法講授。

但 蓮生活佛卻說：「這一本經論，就是我自己的東西，我可以把其中真正的義諦講解得非常的

詳細。」這證明 蓮生活佛確實是道、顯、密、禪圓融無礙的一代宗師，通達一切密法，圓滿無礙。

4 蓮生活佛講授 道果
每週日上午11:00～11:30
東風台37頻道（全台定頻）播出

「道果」是密教薩教派最高深的教法，鉅細靡遺地統攝了如何由凡夫身修行到成佛的經驗歷程，其中更

包含了《喜金剛》的修行次第。2016年5月28日 蓮生活佛正式於美國西雅圖雷藏寺講授《道果》的口

訣心要，而中觀電視弘法志業，也於2017年1月1日起，製播【蓮生活佛講授-道果】，期望能以最快的

速度提供有緣大眾一個更接近解脫煩惱，更接近佛法的捷徑。

5 蓮生活佛講授 圓覺經
每週日上午11:30～12:00
東風台37頻道（全台定頻）播出

《圓覺經》是大乘佛教中非常重要的一部經典，是釋迦牟尼佛答覆文殊師利、菩賢等十二位菩薩針對

如何修持達到「圓滿覺悟」的提問，具有最高的智慧及無比偉大的功德。

而漢人法王 蓮生活佛，透過深入淺出的方式，闡述其中深奧意涵和修行口訣，定能帶領觀眾與「圓滿

覺悟」的境界進行一場不可思議的交會。

6 02-25508599.org
電視弘法節目修行筆記PDF檔下載專區

為了幫助大眾建立密法的基礎，並對 蓮生活佛所開示的內容，能夠反覆閱讀複習，中觀堂將五個電視

弘法節目，都製作了完整的「修行筆記-PDF檔」，您只要進入【02-25508599.org】電視弘法節目

修行筆記pdf下載專區，就能夠線上閱讀或下載五個電視弘法節目完整的「修行筆記-PDF檔」，歡迎

上網瀏覽。

7 MY TRUE TV網路電視台
2015年7月3日 已正式全新上線

http://www.mytruetv.tv

MyTrueTv不僅用心匯集了 蓮生活佛的講經、傳法、開示，更將這一豐富的法藏寶庫整理排播，只要

您隨時進入MyTrueTv，都能收看有系統的排播節目。而五大電視弘法節目，在此也與電視頻道相同

的時段同步播出。MyTrueTv目前正積極收錄真佛宗上師的說法開示、同門對 師尊文集的心得分享影

片投稿，及對社會生活議題的關懷。MyTrueTv希望能夠將 師尊的法教與生活結合，更期待與您攜手

共同打造一個淨化人心的優質影音平台。

8 不一樣新聞資訊網 
http://news518.org 歡迎訂閱

「不一樣新聞」將實體報轉為電子報，以「不一樣新聞-電子雙週報」的形式，繼續表達我們對各類社

會議題的關心，透過生活、宗教、藝術、公益、旅遊、健康等多元的資訊，讓「不一樣新聞網」繼續

擔任善種子的傳播者。

9 facebook不一樣新聞 
www.facebook.com/news518

臉書（ f acebook）雖不是正式網站，但有時它的影響力甚至大過一般網站。「不一樣新聞」

facebook專區，不定時上傳即時的訊息、活動及文章，歡迎大家多多上網瀏覽點閱，按「讚」或推薦

給朋友分享，也是功德一件喔。

電  

視  

弘  

法  

節  

目 

網  

路  

媒  

體

10356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240號7樓

社團法人台北市真佛宗中觀學會 收

郵票

正貼地�址：

寄件人：

–

中
觀
堂
同
修
時
間各類法會報名表格，歡迎至「中觀資訊網」http:/zhong-guan.org /下載專區，下載報名

讓我們共同精進 一起跨越生命的阻礙 同獲解脫自在

歡迎參加中觀堂例行同修

中觀網 QR Code

◎每週一晚上7:30 禮拜「藥師寶懺」

◎每週三晚上7:30 共修「金剛心菩薩法」

◎每週五晚上7:30「上師相應法」共修、白事迴向

◎每月農曆十八日禮拜「真佛寶懺」

中觀電視弘法志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