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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蓮悅金剛上師

2019年7月26日（星期五）晚上7:00
2019年8月2日（星期五）晚上7:00
2019年8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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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8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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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7月25、26日 及 7月29日～8月2日
每日上午 9:00 於中觀慈尊者 加誦7部「地藏經」

為梁皇寶懺「大懺主」、「懺主」及所有法會報名眾做最全心的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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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建日期：7月26日    8月3日 大法會
中觀堂己亥年 隆重啟建

祈請 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 傳承大加持
▲

中道不偏入正法 觀空不執證自在 2019 年6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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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觀 堂 己 亥 年

7月26日   8月2日

恭請 釋蓮悅金剛上師 主壇

知過即懺 善莫大焉

「懺悔」是佛教中特有的詞彙，更是佛法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究竟

為什麼要懺悔，蓮生活佛曾以《心地觀經》中的內容告訴大眾緣由：

「若覆罪者。罪即增長。發露懺悔。罪即消除。」因為眾生起心

動念皆是業，須臾之間便累積了無量的罪衍，所以佛陀教導我們必須

懺悔，而且晚上造的業，晚上就懺悔，千萬別等到隔天，因為時間一

久，不予理會，這些惡業的種子就會種入八識田中，更難消除。因此

掩飾過失的人，罪業將會不停的增長下去，如大樹一般的難以拔除。

因為「懺悔」是修學佛法的重點之一，所以佛教傳入中國後，就創

制了許多禮懺的儀軌，即「懺法」，《梁皇寶懺》就是其中一部流傳

千年的懺法。

梁皇寶懺 祢的名字叫慈悲無量

《梁皇寶懺》是南朝梁武帝為了超度生前作惡多端，死後墮為蟒蛇

身的皇后郗氏，懇請誌公和尚等高僧制定的懺儀，懺文自多部大乘經

典中輯錄經文，以及一千二百多尊佛菩薩聖號編纂而成，是卷帙最

大，禮懺時間最長的一部懺儀，素有「懺王」的美稱。

蓮生活佛曾言：「《梁皇寶懺》在所有懺法當中被視為『第一』，

……它本身的功德是『第一無上』。」這部懺法中包含了甚深的慈

悲，不但為自身懺罪悔過，也為自己的親眷、所有六道眾生求懺，並

願為他們皈依禮佛，還將禮懺者自身善業及懺悔發菩提心的功德平等

迴向給他們，更代十方諸天、龍鬼神、人王、佛弟子及諸菩薩等，將

所有善業功德迴向給眾生們。

懺法最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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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法中盡是廣無邊際

的慈悲，因此當初彌勒菩薩，乃入誌公和尚夢中賜名《慈悲道場懺

法》，這是一部自利利人的無上懺法。

專心一致唸誦經文 將心懺

就能發揮梁皇懺法無上的功德力

禮拜《梁皇寶懺》自古得到感應者甚多，除了跟著唱誦、跪拜，到

底還有什麼心要口訣能夠深入拜懺的精髓呢？蓮生活佛曾言，禮懺的

要訣就在於「精神專一」與「將心懺」。

蓮生活佛進一步說明，拜懺最主要的就是在唸誦經文時，必須透過

精神專一來深入及思索經意，並誠心禮拜，真正發心懺悔，只要專

心一致的唱誦《梁皇寶懺》，懺法的功德力就能發揮出來。而拜懺必

須將心懺，當我們跪下頂禮佛菩薩時，不僅只做出動作，心也要到

位跟著真誠的頂禮，這才是「真懺」，發自內心的「心懺」才是「真

懺」，也就是將自己的身、口、意全部皈依佛，這就是真心懺。

人的一生所有可能犯的過失，《梁皇寶懺》都已全數提及，若能做

到真實的禮懺，真心的懺悔，就好比將光明引入自身，過去一切身、

口、意，及眼、耳、鼻、舌、身、意種種的過失及黑業，將因光明而

消散，全部清淨。所以 蓮生活佛特別強調，拜懺不在於表面，在於

真實的功夫。必須在拜懺的時候，意念完全集中、精神要統一的拜

懺，才是真正心裡的懺悔。

啟建梁皇寶懺大法會 為有情眾生開啟慈悲法門 

2019年，中觀堂將隆重啟建「梁皇寶懺大法會」，帶您見證殊勝的

禮懺功德。中觀堂常住釋蓮悅上師將依照往年慣例，於帶領禮懺時，

特別解說每卷中懺文的涵義，讓禮懺者心領神會，流露出最真心的懺

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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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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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報名大眾的祖先怨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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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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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同門大眾把握這一年一度的殊勝法緣，報名與會。

日期

時間
7/25(四) 7/26(五) 7/27(六) 7/28(日) 7/29(一) 7/30(二) 7/31(三) 8/1(四) 8/2(五) 8/3(六) 8/4(日)

上午

9﹕00
恭誦

地藏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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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中觀梁皇寶懺大法會時間表

祈請 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 傳承大加持

中觀堂啟建年度最盛大的

▲

梁皇寶懺大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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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雜誌  2019年6月號

 中觀堂最新資訊，請上中觀資訊網http://zhong-guan.org

源於阿難尊者 開展自善無畏大士的「瑜伽焰口」

釋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之一的阿難尊者，在一次入定中，看見了「焰

口」，即餓鬼顯現，告知尊者三日後將命終，同墮餓鬼道，阿難無計

可施，急至佛陀前哀求救度，佛陀乃教授祂施灑甘露給如同恆河沙那

麼多的餓鬼及佛菩薩，才能避免墮入餓鬼道，並得以延壽及得到諸佛

菩薩的護持，這即是「瑜伽焰口」的開端。

時序進入到唐朝唐玄宗開元時期，三位印度（天竺）

僧人前來中國弘揚佛法，祂們就是著名的「開元三大

士」，即「善無畏」、「金剛智」與「不空」。而當時

「善無畏」以密教的方法、手印、咒語編制一套超度幽

冥的儀軌，這就是後來流傳至今的「瑜伽焰口」。

真佛宗獨有的「地藏七星令旗」

讓瑜伽焰口得以圓滿救度

蓮生活佛曾言，「瑜伽焰口」儀軌中所要超度的幽靈

是不可思議的多，從古至今的帝王

將相、士農工商、販夫走卒、比

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道

士及所有罪犯，甚至所有的孤魂野

鬼，全部召請，可以算是「無遮大

會」，這是普供養，積極利益幽冥大眾。

而多不勝數的千古幽魂，又該如何才能圓滿超度呢？這在真佛宗有

一項特殊的法寶，即「地藏七星令旗」。此旗是地藏王菩薩所賜，旗

上有「七顆白星」及「地藏號」，「七」屬圓滿數字，在七星所放射

的光芒之下，主壇者所做的超度跟瑜伽焰口，及所有的幽冥眾生將全

數得到圓滿。即便犯下五逆重罪的業力，身處無間地獄的眾生，也都

能夠透過七星光芒的照射消除業障，一切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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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歡迎您自備一道供品或菜餚前

來，一起普施無主孤魂及幽冥大眾，體現佛法的慈悲與平等。

主壇上師：釋蓮悅金剛上師  時間：2019年8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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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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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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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4日﹙星期日﹚上午9:30   法會地點：中觀土城閉關中心

8月3日

8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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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 亥 年

流傳一千多年的《梁皇寶

懺》，歷代拜懺感應層出不

窮，度化了無量眾生，這部殊

勝懺法的禮懺邏輯究竟為何？

為何具有這麼難以思議的功德

力？現在就讓我們提綱挈領地

帶領您一覽《梁皇寶懺》十部

曲的懺罪奧義。

卷一  皈依三寶、斷除對佛法的懷疑、用心懺罪

是脫離輪迴的首要

由於人生苦空無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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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淨信，並且

重視戒律，惡業才不會橫生。此外，由於我們起心動念皆是罪，斷惡

修善才能離苦得樂，因此「懺悔」非常重要，懺悔才得以消除重業。

卷二  發下菩提心、立下菩提願、善業迴施眾生

才能更靠近正道

我們既已懺除了罪衍，並不再造新業，卷二告訴禮懺者接著就該發

菩提心，而且要生生世世都發，不管再苦的境界中都不能忘失此心，

念眾生之苦。唯有這等重要的供養，才能上報佛恩，下拔一切。接著

還需立下菩提願，諸佛菩薩，沒有不發大願者。此外我們還要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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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三  善惡果報絲毫不爽 眾生皆有因果的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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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壽命

長短、美醜、身體健全與否，全與因果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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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獄景象令人怖畏 斷惡修善才能遠離

卷四一開頭，延續卷三說明一些因緣果報的可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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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文中也提

及了地獄雖苦不堪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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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五  欲解怨釋結 必須捨分別、真懺悔、一心度眾

因為「五根」對「五塵」的貪執，所以一切眾生皆有結下怨結的冤

家，而宿世的冤親債主多數是我們歷代的親眷、師長或同門，因為親

近容易產生磨擦及無盡的怨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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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誠懺悔，才能解怨釋結。

卷六  深度的身、口、意懺悔 才能澈底解怨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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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慎，不可不

懺。

卷七  慶幸禮懺的順遂 感念三寶的恩澤

進一步為眾生發願

卷七一開頭即說明，因為禮懺者能夠從卷一禮拜到卷六，得以逍遙

無礙，相當值得歡喜慶幸。懺文中更列出十五項值得禮懺者慶幸的內

容，而這一切都是十方三寶的加持，所以願為一切眾生代為皈依三

寶，同登彼岸。也以此懺悔發心的功德，願十方盡虛空界的六道眾生

皆能得佛力求度，成正覺。依此大慈悲心，懺文再引領大眾為天道、

諸仙及梵王皈依禮佛。

卷八  為阿修羅道、龍王、魔王及人道禮佛

體現慈悲及感恩之情

延續前一卷，卷八接著為阿修羅道、一切善神、龍王、魔王、人道

的國王、太子、諸王禮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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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要為宿世的父

母、師長、十方三世一切的比丘及比丘尼等皈依禮佛。

卷九  為三惡道禮佛皈依 將所有功德迴施眾生

展現對眾生的大愛

卷九一開頭延續前卷，依序為各種可怖地獄的眾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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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發願希望

六道四生、窮未來之際的一切眾生能承今日禮佛的功德而成佛。懺文

也引領拜懺者自身，及代十方諸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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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無我，為眾生的大愛。

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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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末卷，讓禮懺者學習菩薩為眾生所發出的一切善根

迴向，諸如常以愛眼視眾生等，並發下守護眼、耳、鼻、舌、身、意

的六根大願，祈求六根接觸到的皆是良善的事物，才能轉禍根為福

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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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皇寶懺十部曲
帶您領略懺罪的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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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曾言，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本因果的書，這不是宿命論，而是一種天理運行的自然現

象，不管您相信與否，因果業報的體現無所不在。在《梁皇寶懺》這部懺法中，實實在在地告

訴您種什麼因將得什麼果，若不真實懺悔、修行，無人能逃脫因果業報及六道輪迴的巨輪。

由梁皇寶懺
看天理昭彰的因果業報

我們的外貌、性格竟然有著因果鑿刻的痕跡！？

時下流行一句話：「人正真好！」凡相貌端莊，性格親切動人者，

走到哪都受歡迎。事實上外貌的美醜或性格的善劣，甚至是聰慧或愚

笨，都是因果的展現，這一世長的高大俊美，是因為前世懂得恭敬他

人的緣故；聲音清亮好聽，是前世時常歌詠三寶；為人端正、勤修不

懈怠，是因為懂得忍辱及精進。

反之，個子矮小，前世總是輕蔑人；生來醜陋，前世易起瞋念；口

吃，或聲音沙啞，或口齒不清，甚至天生就啞了，都是過去世曾經誹

謗三寶，詆毀正道，說長道短，搬弄是非的人。

有些人特別愚癡，是源於前世藏私不願意教導人的因素。至於一些

邋遢不堪的人，則是由豬轉世的習氣延續；而既吝嗇，稍不如意就發

火，或愛記恨者，是狗習氣的延續；做事無始無終，不耐繁細的人，

是獼猴轉世的習氣；為人強蠻兇惡，無慈悲惻隱之心，就是虎狼來著

了。我們的外貌、性格，都標示著因果的痕跡，一切都是自己造成

的，自己必須負責。

因果業報攸關身心健康！？

電視劇中主角若得了絕症，總是含淚問蒼天：「為什麼是我？」其

實眾生的各種生理缺陷及各種病症等，都是前生今世做了不忠、不

孝、不仁、不義、不敬、不信、不平之事，或殺伐掠盜、自讚毀他、

欺老凌少、慢上誑下種種惡業導致的。

例如《梁皇寶懺》中提及的印度阿闍世王，他因囚禁父母，犯下害

死父親的五逆重罪，導致遍體生瘡，百醫不癒，最後是經佛陀開示因

果，誠心懺悔後才得以病癒。而有些眾生駝背、手蜷曲、腳跛、腰和

胯骨錯位，不良於行，甚至無法走路，是因為前世為人歹毒刻薄，起

心動念都在算計、坑陷眾生所受的果報。有眾生身形矮小，但陰莖及

睪丸卻生得很大，無法正常行走，行住坐臥皆有妨礙，這是前世談生

意做買賣，誇大不實，貶低別人財寶價值的果報。

因此所有的病業都源於自己，我們只能平心靜氣的懺罪消業，不要

再責怪老天爺的不公了。

運途這等事因果業報也參與其中！？

為什麼有些人含著金湯匙出生，有些人則是一呱呱落地就身處貧民

窟？沒錯，這依然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梁皇寶懺》裡也提到，有人

之所以能夠成為國王，是因為前世禮事三寶；大富之人，則源於布

施。有些人無緣無故牽扯到某個案子而被關押，後又查明無罪被釋

放，那是因過去世或現在世曾以籠閘關養過飛禽走獸的緣故。較嚴重

的情節，例如將腐敗變質的食物送給人，或偽裝一下再出售，這樣的

人將來會轉世成豬，去受吃腐敗食物的果報，最後還要被殺被吃。

而喜歡偷盜者，業報也不輕，將來轉生成牛馬，為人所役使，或被

剝皮食肉。有錢或有權的人，打罵虐待受僱者和低位階者，待福報享

盡後，會墮入地獄受苦千萬年，從地獄出來後再墮為水牛，被人貫穿

口鼻拉船、拉車，挨大杖捶打來償還宿債。

我們真的不能傷害眾生，因為傷害眾生就是傷害自己，為人心慈手

軟，自有大福。

地獄只收罪大惡極之人？

在一般人的認知裡總覺得只有窮凶惡極、殺人如麻者才會下地獄，

但《梁皇寶懺》要告訴各位看倌，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

單就飲酒來看，喜歡整天泡在酒湯中的人，因醉後容易犯下種種過

失，未來世不但會招來瘋顛、愚癡、呆傻、愚昧的果報，嚴重者死後

甚至墮入沸屎地獄中受苦。而喜歡說謊、編造或傳播別人的過失和惡

行，死後也是進入地獄中，受到烊銅灌口，以鐵牛耕舌的可怕果報，

從地獄中出來後再轉生為叫聲難聽的貓頭鷹。

這些乍看起來不算十惡不赦的情節，都有下地獄的因，更何況是前

世不信佛法僧，不知供養，又不孝順父母，常違背父母的意願行事，

令父母傷心，虐待甚至殘害子女，殺害眾生等情況，也將墮入地獄，

終日終年忍受被刑具從頭到腳砍裂開的痛苦。

下地獄其實比我們想像的容易許多，一個不小心，我們就會痛失人

身，千萬不要縱容自己行小奸小惡。

人在做 天真的都在看

舉頭三尺有神明，眾生的起心動念、一舉一動，都有天神記錄，即

便自己都忘了，也會如同《楞嚴經》所言：「臨命終時未捨暖觸。

一生善惡俱時頓現。」人生的跑馬燈會在我們命終之時做總回顧，

屆時的懊悔都為時已晚，所以珍惜當下，努力懺除罪業，認真守戒修

行，眾善奉行，才能航向光明的正道，不枉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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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動

偉哉地藏經 以誦經的無量功德迴向法會報名大眾

至誠懺悔 重新展現生命的價值

誦地藏經

《地藏經》中記載，只要誠心對地藏王菩薩一瞻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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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懺主」、

「懺主」及所有法會報名眾等全心迴向。

2019年7月25、26日及7月29日～8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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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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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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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經抄經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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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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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心禮拜梁皇寶懺十卷 掌握慧命重生的關鍵禮懺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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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的護摩法會為您下爐供養。

活動2

慈悲的大超度 就在8月3日「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大法會」瑜伽焰口活動3

以用心抄寫的地藏經、高王經 體現供養的誠意抄經迴向活動4

至誠供養梁皇寶懺諸佛 發心供養祖先怨親 彰顯感恩及誠心普施供養活動5

梁皇寶懺大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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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觀堂最新資訊，請上中觀資訊網http://zhong-gu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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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贈送
大護摩木一支

可為懺主填寫大護摩木，在總結壇「地藏王菩薩藏密
式護摩法會」時，為懺主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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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觀堂年年發心 推動懺罪消業的大法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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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歷代累劫父母、六道

眷屬，乃至三惡道眾生曾犯下的過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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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設梁皇寶懺「大懺主」 

讓懺罪消業、廣大供養 多了更殊勝的選擇

2019年的「梁皇寶懺大法會」與以往不同，除了梁皇寶懺「懺

主」外，另外增設梁皇寶懺「大懺主」，讓有心為自身及親眷懺罪消

業，並施廣大供養的同門善信，有更殊勝的選擇。

除了與梁皇寶懺「懺主」一樣，獲得一系列的功德利益迴向外，中

觀堂還特別為梁皇寶懺「大懺主」設立「獨立梁皇寶懺曼陀羅」，並

安置上大令牌，此外梁皇寶懺大法會「每卷」禮懺時，皆為大懺主，

準備個別疏文上呈，做最絕對用心的迴向。

我們真心祈願《梁皇寶懺》千佛如來佛光加被，加持梁皇寶懺「大

懺主」、「懺主」，以及所有報名與會大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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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歷代祖先或冤親債主報名大懺主 每位100,000元 

十卷禮懺 十卷《梁皇寶懺》禮懺功德，為大懺主迴向。

瑜伽焰口 「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大法會」功德，為大懺主迴向。

七部誦經迴向 恭誦七部《地藏經》特別迴向大懺主。

個別疏文迴向
「每卷」禮懺時，皆準備個別疏文，為往生大懺主超
度迴向。

設立獨立
梁皇寶懺曼陀羅

為梁皇大懺主特別設立「獨立梁皇寶懺曼陀羅」，做
最全心的迴向。

安奉
往生蓮位大令牌

安奉「往生功德蓮位」於「獨立梁皇寶懺曼陀羅」
中，為祖先或個人冤親債主做超度迴向。

超度供品組

為往生大懺主準備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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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懺主 每位100,000元
十卷禮懺 十卷《梁皇寶懺》禮懺功德，為大懺主迴向。

瑜伽焰口 「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大法會」功德，為大懺主迴向。

七部誦經迴向 恭誦七部《地藏經》特別迴向大懺主。

個別疏文迴向
「每卷」禮懺時，皆為陽世大懺主，準備個別疏文，
做息災‧祈福‧解冤‧除疾‧延壽功德迴向。

設立獨立
梁皇寶懺曼陀羅

為梁皇大懺主特別設立「獨立梁皇寶懺曼陀羅」，做最
全心的迴向。

安奉
長生祿位大令牌

安奉「長生祿位大令牌」於「獨立梁皇寶懺曼陀羅」
中，為大懺主做息災‧祈福‧解冤‧除疾‧延壽迴向。

贈送
大護摩木十支

可為大懺主、自己或家人填寫大護摩木，在總結壇
「地藏王菩薩藏密式護摩法會」時，做圓滿迴向。

祈福供品組
為陽世大懺主準備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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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皇寶懺「大懺主」功德利益

2019為梁皇寶懺「大懺主」及「懺主」
做最豐厚的功德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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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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勝咒紙」印有「尊勝陀羅尼

咒輪」，佛經記載尊勝咒有種種

不可思議之功德，可消除千劫罪

業，可破地獄、餓鬼、畜生三惡

道之苦。不論超度亡靈或供養神

明皆有大效用，歡迎贊助請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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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皇寶懺大法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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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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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殊勝供養

梁皇法會最齊全殊勝的供養 盡在中觀供品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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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懺主

□懺  主

□往生者姓名

或□氏歷代祖先

□大懺主

□懺  主

□往生者姓名

或□氏歷代祖先

□大懺主

□懺  主

陽世報恩人姓名：                     住址：

被　超　度　者 供　奉　牌　位　地　址 請打勾報名類別 祈　　願

為陽居者報名 

□大懺主

□懺  主

□大懺主

□懺  主

□大懺主

□懺  主

祈　福　姓　名 年齡 現　　居　　地　　址 請打勾報名類別 祈　　願

為歷代祖先報名安奉

被　超　度　者 供　奉　牌　位　地　址 請打勾報名類別 祈　　願

之冤親債主
纏身靈
水子靈

□大懺主

□懺  主

之冤親債主
纏身靈
水子靈

□大懺主

□懺  主

之冤親債主
纏身靈
水子靈

□大懺主

□懺  主

為冤親債主、纏身靈、水子靈報名安奉

大懺主/懺主報名表

報
名
注
意
事
項

1. 報名「梁皇寶懺大懺主」或「梁皇寶懺懺主」將共用下列表格，請您填妥祈福者或超度者資料後，務必於「報名類別」

中勾選「大懺主」或「懺主」。

2. 為「陽世親眷」報名「梁皇寶懺大懺主」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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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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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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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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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皇寶懺大懺主」

(每位100,000元)
為歷代祖先報名「梁皇寶懺大懺主」

(每位100,000元)
為冤親債主、纏身靈、水子靈報名 

「梁皇寶懺大懺主」(每位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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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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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中觀電子報，敬請清楚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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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建於真佛宗中觀慈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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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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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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福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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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度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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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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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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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6日 ▼ 8月2日　　法會地點：中觀慈尊者



中 觀 堂 己 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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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瑜伽焰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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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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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請地藏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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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藏王菩薩瑜伽焰口超度法會報名表



六大文宣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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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風台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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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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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密教薩迦派最高深的教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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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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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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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2-25508599.org
電視弘法節目修行筆記PD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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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堂將三個電視弘法節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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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或下載三個電視弘法節目完整的《修行筆記-PDF檔》，歡迎上網瀏覽。

5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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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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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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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書（facebo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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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一晚上7:30 禮拜「真佛寶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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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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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觀電視弘法志業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