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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       永久建寺功德主
即成為 今年度「藥師佛法會功德主」
每週更啟建「藥師寶懺」為您永久迴向

就是現在 只要報名贊助

為藥師佛法會功德主點供「藥師消災延壽除疾燈」 

10月28日(六)、11月4日(六) 下午2:00 啟建「藥師寶懺」禮懺迴向 

10月30日(一)～11月3日(五) 上午9:30 啟建「藥師本願功德經」、「藥師灌頂真言」及

晚上7:00「治癌瘤咒」誦經與持咒迴向

10月29日(日) 下午2:00 啟建「藥師佛水供法會」供養迴向

10月30日(一)～11月2日(四) 晚上7:00 啟建「藥師佛本尊法」修法迴向

11月3日(五) 晚上7:00 啟建「藥師佛薈供法會」供養迴向

11月5日(日) 上午9:30 啟建「藥師佛藏密式護摩暨鳥族放生法會」圓滿總結壇及護生迴向

主壇上師：釋蓮悅金剛上師

開壇日期：2017年10月28日（星期六）下午2:00   地點：慈尊者健康園地

結壇日期：2017年11月 5 日（星期日）上午9:30   地點：土城閉關中心

10.28

▲

11.5
中觀堂 啟建

最殊勝多元的藥師佛大法會 為您做最全心全意的迴向

▲
▲
▲

「慈尊者」由根本上師 蓮生法王賜名開光，並讚譽此處「寶地生輝」

 現在報名贊助「永久建寺功德主」，將獲下列三大殊勝功德迴向

治病息災祈福超度大法會

點 燈

拜 懺

誦經持咒

水 供

祈請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 傳承大加持

修 法

同時成為今年度九天「藥師佛法會功德主」

每週於慈尊者啟建「藥師寶懺」，永久為建寺功德主專壇迴向

於「中觀慈尊者健康園地」為您永久供奉一尊「藥師佛」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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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聽聞藥師佛名號 即能解除一切病業之苦

藥師佛因為慈悲眾生，在過去世行菩薩道時，曾發十二大願，其中

第七願，祂願自己成佛時，若眾生被病苦逼迫，無醫無藥，無親無家，

貧窮多苦，只要一聽聞到祂的名號，所有的病痛都能解除，甚至一切豐

足，乃至成佛，其佛號也因此稱為「藥師如來」。

藥師佛的廣大願力澤被無數眾生，甚至數年前，聖尊 蓮生活佛因「裂

腦症」被折騰的心力交瘁，苦不堪言時，曾親至韓國大丘「八公山」的

桐華寺，苦撐著病體，虔誠一心禮拜世界最大的藥師如來，並繞佛、繞

塔、繞寺，最後終於親睹藥師琉璃光王佛、藥王、藥上、日光、月光、

十二藥叉、金剛、八大菩薩顯現，蓮生活佛感動垂淚，病也在藥師佛慈

悲的加持下痊癒。

藥師佛不僅能消除病劫，更能救治眾生心性靈命中的貪、瞋、癡，

還能解除有情眾生火劫、水劫、飢渴、殺戮、被惡獸吞食等九大苦惱。

因此中觀堂，每年在藥師如來聖誕前夕，都會啟建盛大的「藥師佛大法

會」，祈求藥師佛無上的願力，利益無量有情。

加修七壇「護摩」 帶領「禪定觀修」

讓藥師法會更圓滿

釋蓮悅金剛上師為了讓「藥師佛大法會」更加圓滿，自10月28日法會

開壇起，至11月3日，連續7天，每天上午，特別啟建「藥師佛護摩」，

為數七壇，除祈願法會一切順利，更為所有功德主及報名與會者，做更

用心的功德迴向。

除此之外，

10月30日至11

月2日每天晚

上7:00，連續

四壇的「藥師

本 尊 修 法 法

會」，蓮悅上

師也將帶領大家進行「禪定觀修」，藉由觀想藥師佛的無上願力及琉璃

淨光之大加持，來淨除行者一切病業及罪障，使身心得一切輕安自在。

敬邀同門善信把握此難得殊勝的治病、息災、祈福、超度大法緣，踴

躍報名與會，讓我們藉由珍貴的真佛宗羯摩法之功德，去除修行之路的

病苦及一切障礙，讓我們能快樂、精進的修行，成就自身，也成就有情

眾生。

多元殊勝的修法活動 做最全心的迴向

 拜　　　懺 ●▼ 2壇 「藥師寶懺」禮懺迴向

 誦經及持咒 ●▼ 10部  「藥師本願功德經」誦經迴向，另加「藥師灌

頂真言」及「治癌瘤咒」持咒迴向

 水　　　供 ●▼ 1壇 「藥師佛水供法會」供養迴向

 修　　　法 ●▼ 4壇 「藥師佛本尊法」修法迴向

 薈　　　供 ●▼ 1壇 「藥師佛薈供法會」供養迴向

 護摩及放生 ●▼ 1壇  「藥師佛藏密式護摩暨鳥族放生法會」圓滿總結

壇及護生迴向

恭祝 藥師如來聖誕 中觀堂啟建利樂人天的

一年一度的藥師如來聖誕即將到來，中觀堂特別於2017年10月28日至11月5日，

一連九天，啟建殊勝的「藥師佛大法會」，由中觀堂住持釋蓮悅金剛上師主壇，帶領法

師及同門大眾，修持多重的藥師佛法門，祈願藥師如來佛光加被，拔除報名及與會眾

等所有病業之苦，讓身心得以輕安、吉祥，一切災殃盡去，一切福德盡納。

恭請 釋蓮悅金剛上師 主壇法會

2017年10月28日

▲

11月5日

日期
時間 10.28(六) 10.29(日) 10.30(一) 10.31(二) 11.1(三) 11.2(四) 11.3(五) 11.4(六) 11.5(日)

上午9﹕30 誦藥師經

(第一部)◎

誦藥師經

(第三部)◎

誦藥師經

(第五部)◎

誦藥師經

(第七部)◎

誦藥師經

(第九部)◎
藥師護摩

＋
鳥族放生法會
(圓滿總結壇)下午2﹕00 藥師寶懺法會

開壇
藥師水供法會
(第二壇)

藥師寶懺法會
(第八壇)

晚上7﹕00

誦藥師經
(第二部)◎

＋
藥師本尊修法法會

(第三壇)

誦藥師經
(第四部)◎

＋
藥師本尊修法法會

(第四壇)

誦藥師經
(第六部)◎

＋
藥師本尊修法法會

(第五壇)

誦藥師經
(第八部)◎

＋
藥師本尊修法法會

(第六壇)

誦藥師經
(第十部)◎

＋
藥師薈供法會
(第七壇)

法會地點 中觀慈尊者 中觀慈尊者 中觀慈尊者 中觀慈尊者 中觀慈尊者 中觀慈尊者 中觀慈尊者 中觀慈尊者 土城閉關中心

藥師佛大法會及誦經、修法時間表 【註】打「◎」處，該場誦經或修法活動，另加誦「藥師灌頂真言」21次、「治癌瘤咒」21次。

藥師佛大法會
祈請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 傳承大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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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濟世大願 改名「醫王」

藥師佛，全名為「藥師琉璃光如來」，也就是東方「阿閦佛」，與娑婆

世界的釋迦牟尼佛、西方的阿彌陀佛並稱為「橫世三佛」。

藥師佛與娑婆世界的因緣頗深，至今都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在很久

劫以前，一個長年戰亂、疾病橫行的世代裡，一位行者目睹這苦難的一

切心生不忍，於是發大菩提心，誓言要拯救民眾遠離疾病的痛苦，他的

兩個孩子也發了慈悲的願力，適逢「電光如來」在世教化眾生，對這位

行者的行為極其讚賞，於是將其改名為「醫王」，還為他的長子改名為

「日照」，幼子改名為「月照」。

這位蒙受「電光如來」囑託的慈悲行者，成佛後就是藥師琉璃光王

佛，日照及月照就是後來藥師佛的兩大脇侍─「日光遍照菩薩」與

「月光遍照菩薩」，這二位大菩薩將在未來分別繼承藥師如來的衣缽成

就佛果。

「淨琉璃世界」之祕

成就佛果的藥師佛，以其無上的願力及功德力形成了淨土「淨琉璃世

界」，這個淨土位在我們生活的娑婆世界向東約十恆河沙數那麼多的佛

國淨土之外的東方。

「淨琉璃世界」以琉璃為地，以金子做的繩索劃分界線，宮闕樓閣等

都是用七寶建造。那裡沒有男、女的分別，清淨光明，遠離任何惡念欲

望，更沒有三惡道及受痛苦折磨的聲音，天樂飄飄，與西方極樂世界一

般莊嚴殊勝。

在藥師淨土裡，除了藥師佛、日光、月光兩大上首菩薩之外，另有

八位引導眾生進入淨土世界的大菩薩。此外，還有誓願護持藥師法門的

十二藥叉神將。他們各率七千藥叉眷屬，在各地護佑受持藥師佛名號的

眾生。

原來藥師佛除了治病也救貧

藥師佛濟眾度生無數，在古印度（當時名為「天竺」），也有殊勝的感

應事跡流傳。在天竺國裡，有個十分貧窮的男子，終日靠乞討為生，久

而久之他常乞討的幾戶人家只要一看到他來，就立刻關起家裡的大門，

他因此被戲稱為「閉門」。

受到鄙視的男子，不但受到貧窮的折磨，也因被訕笑而憂傷不已，

每當他身心俱疲，支撐不下去的時候，就會到供奉著藥師佛的寺廟中禮

拜，並虔誠繞佛，念誦佛號，特別用心的懺悔，甚至發願斷食五日。

忽然有一日，男子夢見一個全身散發熠熠光明的人，從平日禮拜的藥

師佛像中走出，並對他說：「你之前的業障已因你的誠心懺悔而消除，

不久後你的生活將會改變。你不妨回去探訪你雙親的故居。」夢醒後，

他按照指示，前往老宅，並在坍塌的屋子中，發現一根醒目沒有損壞的

梁柱，梁柱上竟寫著「兩日後來此挖地」。

兩日後男子依言前來挖開地，裡面居然有他父母生前留下來的一筆積

蓄，於是他善用了這筆錢，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因為虔誠禮拜藥師佛並

用心懺悔，這個貧窮的男子，最終感動了慈悲的藥師佛，也改變了自己

的一生。

不可思議的除疾願力

藥師如來尚未成佛前，於行菩薩道時為救度苦難的眾生，曾發下慈悲

的十二大願，其誓願不可思議，尤其以解除疾苦最為人熟知及感念。若

有人身患重病，現出死衰的現象，其親眷於此人臨命終時，晝夜盡心供

養及禮拜藥師佛，讀誦《藥師本願功德經》四十九遍，並恭敬如法按照

經中的指示，燃四十九盞燈，造四十九天之五色彩幡等，此臨命終人將

得以延續生命。

密教如何掌握藥師佛的治病要訣？

蓮生活佛曾言，在這世界上，醫藥再發達，醫師再多，人類仍然要折

服在病魔之下，若有因果病、無形病、鬼神病、治不好的病、檢查不出

的病，大家虔心祈求藥師琉璃光王佛吧！

蓮生活佛認為「藥師佛本尊法」的口訣，就是「淨琉璃光」。也就是

密宗行者的心際放藍色的淨琉璃光，藥師佛的心際也放藍色的淨琉璃

光，二光相會，行者與藥師佛，共成本尊。密宗行者再以此藍色的淨琉

璃光，去照病苦的眾生，使病苦的眾生，百病消除，身心得以自在。

藥師佛向來為大眾所熟知，許多受病苦折磨的佛弟子或善信大

德都可能祈求過藥師佛的加持，但您可曾知道藥師如來在世為人

時，有什麼樣的因緣而後成就了如此殊勝的佛果？藥師如來以無

上願力形成的「淨琉璃世界」，是一個什麼樣的淨土？您可知

道，古印度時就有藥師佛幫助苦難眾生脫離苦海的感應事跡？就

讓我們帶您一窺藥師如來的慈悲檔案。

慈悲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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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慈尊者健康園地」自2012年5月13日蒙 根本傳承上師賜名並親

臨與開光安座，猶記得 師佛在當天開示：「將來，『慈尊者健康園地』

要以中觀的精神幫助眾生，以中觀的精神幫助所有的人身體健康，在

有限的生命裡面，成就佛果。」因此「慈尊者」啟用以來，我們不斷

以最實際的行動，實踐 根本傳承上師對「慈尊者健康園地」最初的咐

囑，「以慈悲願行，幫助一切有緣眾生，得到身心的關懷與照顧，成

為一個尊貴的行者。」

以實際行動 讓身心靈獲得淨化與昇華

「慈尊者健康園地」啟用至今，舉辦了相當多元化的活動，不僅每週

固定啟建「藥師寶懺」為「慈尊者建寺功德主」迴向，更舉行多次「癌

友健康樂活營」幫助癌友重返健康身心，並不定期舉辦各類「健康講

座」、「密法研習課程」、「禪定」及法會活動，邀請各類健康專業領域

的專家學者，及真佛宗上師，擔任研習課程的專業講師。而「中觀迦邏

神鼓」隊的成立，也延請專業人士精心指導，訓練隊員的鼓技、專注力

與團隊精神。今年還特別延攬藝術人文領域的蔡丁財老師，進行「中觀

共學課程」，一起就聽、說、讀、寫、演各層面探討 師尊文集的內涵。

除此之外，我們更恭請真佛宗釋蓮海上師，固定於每週二為大家進行一

系列 師尊文集的深入導讀，希望讓同門更貼近 師尊珍貴的法教。

從入世的健康知識，到出世的心靈提升，打造全方位的生命教育課

程，幫助許多真佛同門與有緣的社會大眾，真正獲得身心靈的淨化與昇

華。我們以最實際的行動，一步一腳印的構築 根本傳承上師最初賦予

「慈尊者健康園地」的關心與期待，「以慈悲願行，幫助一切有緣眾

生，得到身心的關懷與照顧，成為一個尊貴的行者。」

以「全人教育」 提升生命的新高度

因此正如 師佛所言：「一切都是佛法」，教育當然也是佛法的實踐之

一。「慈尊者健康園地」推動的就是一種全生命的教育，真正關懷與提

升大眾身心靈的全人教育。因此我們希望透過上述的各種活動，在未來

能達到三大目標，就是從「身的照顧」，到給予「心的關懷」，最後則是

「靈性的提升」。達成 根本傳承上師對「慈尊者」特別的期許：「以中

觀的精神幫助所有的人身體健康，在有限的生命裡面，成就佛果。」

你我都可以成為尊貴的「慈尊者」

我們希望「慈尊者健康園地」能成為一個知識傳遞與情感互動的平

台，讓有身心病苦的眾生在這裡彼此分享、打氣，有正面的生命能量，

身體才會真正的健康。最後再透過殊勝的真佛密法，幫助大眾達到「靈

性的提升」，真正進入佛法的寧靜與智慧之中，共同成為一位慈悲尊貴

的行者，穩健的邁向成佛之道，這才是「中觀慈尊者健康園地」存在的

最大價值與意義。

共築藥師曼陀羅淨土

迴向1.同時成為今年度「藥師佛法會功德主」

今年度的「藥師佛大法會」，中觀堂將每日啟建不同的藥師治病修法，

包括：「藥師寶懺」禮懺、恭誦《藥師本願功德經》、持誦「藥師灌頂真

言」及「治癌瘤咒」、藥師佛水供法會、藥師佛本尊修法、藥師佛薈供法

會、藥師佛藏密式護摩暨鳥族放生法會，並為功德主點供「藥師消災延壽

除疾燈」，一心為發心贊助的功德主大力迴向。

迴向2.於「中觀慈尊者健康園地」為建寺功德主

永久供奉一尊「藥師佛」金身

供奉金身就是建造佛像，來世可常生尊貴，或生梵天，或為轉輪聖王，

不墮三惡道，其功德不可思議。「慈尊者健康園地」大殿，所供奉了1,080
尊「藥師佛金身」，每尊高約15公分，身青藍色，每一尊都由 根本上師親

自蒞臨開光加持，更特別以「甘露丸、沉香、藏紅花、咒字、寶石」等進

行「裝臟」，法緣相當殊勝。只要您發心報名贊助，即為您永久供奉。

迴向3.每週為建寺功德主啟建專壇「藥師寶懺」永久迴向

藥師佛所發下的十二大願力，不僅能夠幫助眾生消災、除疾、增益與延

壽，更可以醫治眾生貪、嗔、癡三毒所生的心病，進而清淨累世的無明，

未來能往生清淨光明的佛國淨土。這正是我們為功德主們固定在每週啟建

「藥師寶懺」，感恩其發心的主要意義。

敬請把握殊勝「藥師法緣」，報名贊助「中觀慈尊者永久建寺功德

主」，以「藥師如來」廣大度生願力、供奉藥師金身的供養力、贊助

建寺的大功德力，令陽居者除疾延壽，往生者得生淨土，一切所求如

願。【請至第10版報名慈尊者永久建寺功德主】

每位30,000元即可成為「永久建寺功德主」
為建立一方淨土，利樂眾生盡心，更可獲得下列三大殊勝法緣

謹遵 蓮生活佛囑託

以慈悲願行 轉動尊貴法輪
中觀堂以一年一度 殊勝的「藥師佛大法會」

為       召募永久建寺功德主

為您於曼陀羅中供奉專屬的藥師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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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供 藥 師 燈 藥師消災延壽除疾燈 功德不可量

修持密法，要有健康的身心才能以穩健、有毅力的步伐走在修行的大道

上。但既有人身，就無法避免病苦的干擾，因此中觀堂每年都會固定啟建

藥師佛大法會，為所有身心受病業所苦的與會及報名大眾用心迴向，並特

別為法會的功德主點供「藥師消災延壽除疾燈」，祈求藥師佛加持眾等離

一切病難，獲光明契機。 

為什麼要點燈

佛陀時代，一位靠乞討維生的貧女難陀，將僅有的一文錢買油燈，虔

敬供佛，並發願：「願此光明燈，除去無始以來心中的無明黑暗，得大智

慧；願一切眾生亦能滅除內心的癡闇。」因為她摯誠的菩提心，深深感

動了佛陀，乃授記其未來為「燈光如來」，點燈供佛即源於此。點燈具有

不可思議的功德，《佛說施燈功德經》即記載，除了心地聰慧，不生愚癡

外，更有身無病痛、延年益壽等大福報，因此點燈可以累積無量福慧。

點供「藥師燈」的功德 不可思議

「藥師燈」治病、消災、延壽的功德力不言而喻，我們應有預存福份

的觀念，在還沒有病苦時就點燈供佛，藉此誠心祈求藥師如來加持我們，

現在、未來都能夠不受病業所苦。除了治病之外，我們還可以祈求藥師如

來，加持自身智慧增長，消除修行的障礙，得到眾生的敬愛；甚至為不信

佛法因果的父母親眷，祈求佛緣增長，終能信受佛法，蒙佛救度。只要我

們發出一念的至誠，不但可以因參加「藥師佛法會功德主」自度，更能度

他，點供藥師燈具無量功德力， 能夠：

●1 報恩孝親，讓父母身心安康，遠離一切病業苦惱。

●2 己身有病苦，祈求消災、延壽、除疾。

●3 目前雖無病苦，祈求未來永離病業諸苦。

●4 消除一切修行障礙，增長一切善功。 

點燈 自10月28日起，為藥師佛法會功德主點供九天「藥師消災延壽除疾燈」。

九壇藥師修法
連續九天以「藥師如來」為法會主尊，啟建「禮懺、誦經、持咒、水供、修法、薈

供、護摩、放生」等殊勝法會，全心迴向藥師佛法會功德主。

加誦10部「藥師經」，

以及「藥師灌頂真言」、

「治癌瘤咒」

自10月30日～11月3日，每天加誦「藥師本願功德經」二部，以及「藥師灌頂真言」、

「治癌瘤咒」，特別迴向藥師佛法會功德主。

供養大護摩木
為功德主供養「大護摩木」，並於11月5日中觀土城閉關中心「藥師佛藏密式護摩」火

供中下爐供養，為功德主降伏一切病難與魔難。

除疾祈福供品組

為功德主供養「除疾祈福供品組」，內含燈燭、五藥、香、水、黑芝麻、白芝麻，以及

具廣大功德的放生贊助。其中的燈燭、五藥、香、黑芝麻、白芝麻將在11月5日於「藥

師佛藏密式護摩」法會中下護摩爐供養，祈求黑業盡除，四百四病皆消滅。

供養「紅綠線」、

「中藥包」

為藥師佛法會功德主供養「紅綠線、中藥包」，並於法會結束後，可自行前來中觀堂取

回佩帶及食用，通訊報名者我們將以掛號郵包寄至府上。

藥師佛法會功德主 多重功德利益
每位10,000元 即可成為「藥師佛法會功德主」，
為自身及親眷祈願病業盡除、福慧俱增，更能獲得多重殊勝的功德迴向

藥師佛治病大法會 系列活動

活動一

為藥師佛法會功德主點供「藥師消災延壽除疾燈」



 

中觀堂
大

法

會 藥師大願 利樂人天

每一年中觀堂的藥師法會，都會特別依照《藥師本願功德經》所記載的

布壇供養法門，安立殊勝的「藥師佛息災治病祈願壇」，供大眾繞佛、懺

悔及祈願，同門的反應都相當踴躍。

今年我們將同樣依《藥師本願功德經》的教導，安立殊勝莊嚴的「藥師

佛息災治病祈願壇」，為與會及報名大眾真實的滅罪除疾。

《藥師本願功德經》所指示的布壇儀軌，光是準備布壇的供具就相當不

易，但若能完全依此法供養藥師如來，並以淨信虔敬的心來修法、持咒、

繞佛、懺悔，必定能感動藥師如來及諸佛的加持，如《藥師本願功德經》

中所言除眾生一切病苦，令眾生轉危為安，能免除九種橫死、增福延壽，

大者還能免除國境之中種種天災人禍。

希望同門大眾於法會期間，踴躍前來禮拜「藥師佛息災治病祈願壇」，

消災除障，增福延壽，覺受不可思議的立壇功德。

「藥師佛息災治病祈願壇」布壇重點

一、供藥師佛像： 將安奉「藥師七如來」及「藥師十二神將」莊嚴法像。 

二、造長旛一幅： 五色續命神旛，長四十九尺，用五色布製成，上書「東

方淨琉璃世界藥師琉璃光王佛」。

三、雜彩幡四十九首：造雜色的彩幡四十九面。

四、點四十九燈：藥師七如來前，供奉四十九燈。

五、供「五色線」： 獻上素品供養，在供品中特別供奉「五色線」，歡迎

同門大眾請購佩帶。

六、放生活動： 預定11月5日(星期日)上午，於土城閉關中心啟建「藏密

式護摩暨鳥族放生」法會。

「中觀慈尊者健康園地」原本每週，即固定啟建「藥師寶懺」，為「慈尊者

建寺功德主」感恩迴向。在這一次九天殊勝的藥師法緣中，當然不能缺少「藥

師寶懺」這麼殊勝光明的法門。因此我們在10月28日的法會開壇，及11月4日兩

天，就以禮拜「藥師寶懺」帶領大眾共同懺罪消業，為一切報名、與會大眾做

最圓滿的全心迴向。

「慈悲藥師寶懺」主要是以藥師如來為本尊而舉行的懺悔罪障之修行法門，

是依據《藥師本願功德經》而作成的一種懺法，以增福延壽為旨歸。從《藥師

本願功德經》中我們可以知道，藥師如來的誓願宏大，假使有人為苦惱所逼，

或是為貧窮病苦所擾，只要虔誠供養藥師如來，並一心稱念藥師如來名號及

《藥師本願功德經》，其所受苦難悉皆消除，其所求願望悉得滿足。歡迎同門

大眾踴躍親臨禮懺，因為最真心的懺悔，將擁有佛菩薩最真實的加持與賜福。

真佛宗「水供大法」是由「瑤池金母」所傳下來的。「水供」、

「火供」與「煙供」都是一種密教的供養。因此我們將特別啟建

「藥師佛水供法會」，虔心供養祈求藥師如來放光加持法會報名

眾等病業消除，福慧增長，所求如願。

蓮生活佛開示，「水供法」非常玄奧不可思議，只要能觀想你

自己與水合一，跟本尊合一，你的供品就像海洋一樣無量無邊，

進了水直接到海通向虛空。所以「火供」及「水供」原理是一樣

的。

蓮生活佛強調做「水供」，一定要觀想入水，跟本尊三者合

一。水清淨、你清淨、本尊清淨三者清淨，就是最大的供養。

藥師水供 10.29「藥師佛水供」法會 做最清淨的供養
法會時間：10月29日（星期日）下午2:00  法會地點：中觀慈尊者健康園地

活動四

藥師寶懺 10.28﹑11.4「藥師寶懺」法會 真心禮懺 真實加持
禮懺時間：10月28日﹑11月4日（星期六）下午2:00  禮懺地點：中觀慈尊者

活動三

藥師壇城 依經典安立殊勝的藥師壇城 具足息災治病的大功德
禮拜時間：10月28日～11月4日  禮拜地點：中觀慈尊者健康園地

活動二



 

中觀雜誌 2017年9月號欲知中觀堂最新資訊，請上中觀資訊網 http://zhong-guan.org
07

在九天的藥師法會期間，我們將於10月30日～11月3日，晨間9:30及晚

間7:00，在「慈尊者」誦持十部《藥師本願功德經》，因為此經功德不可

思議，經中記載，只要能「誠心供養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念彼如來

本願功德，讀誦此經，思惟其義，隨所樂求，一切皆遂。」即我們若

能虔心讀誦此經，仔細思維《藥師本願功德經》的意義，就能夠消除病

業，圓滿我們一切真心的祈願。

誦經之後另加持「藥師灌頂真言」及「治癌瘤咒」，祈願以殊勝的咒力

治癒一切病苦，延年益壽。

歡迎大眾虔心與會誦經、持咒，若無法前來亦可在家中至心持誦，必然

能感動藥師如來及諸佛菩薩放光加持，讓身心病苦者得大安樂，讓現在無

病苦者，未來亦不受病業侵擾，具足安穩的身心，精進修持，同證彼岸。

藥師佛法會中，我們將修持真佛宗八大本尊之一的「藥師佛本尊法」，

蓮悅上師將特別帶領與會同門進行「禪定觀修」，藉由觀想藥師佛的無上

願力及流璃淨光之大加持，來淨除行者一切病業及罪障，使身心得一切清

安自在。

「藥師佛本尊法」清楚的觀修口訣如下：

一、 先觀空，觀想由虛空中變現一尊藥師佛，其身是藍色，雙手結定印，

持一缽，缽內盛滿治病的甘露，坐蓮台。 

二、 再觀想藥師佛的心際放藍色大光，此藍色大光照灌行者，從行者頂竅

而入，行者全身變琉璃色透明，一切業障宿業及疾病，完全消除。

（若欲治他人病，可觀想藥師佛手中的缽放光，上升下降。照在行者

事先準備給病人服用的藥品、淨水或食物上，或者是病人的衣服。藏

密修治病法，有用紅綠二線成圈，使藥師佛藍光照之，而後將紅綠線

綁病人之手，由病人佩帶之，如此病能痊癒。） 

三、 觀想藥師佛心際藍光放大，而行者心際也放藍光，二光在空中遇合，

二光合一，頓時，行者也變身為藥師佛，空中的藥師佛，與行者的藥

師佛，無二無別，皆成本尊。誦藥師佛心咒108遍或1,080遍。

蓮生活佛特別強調，藥師琉璃光王佛的治病要訣，正是放藍白光，去觸

一切病患的衣服及食物，這是幫助病患的祕中祕。

（摘錄自【蓮生活佛文集第63冊《真佛祕中祕》】）

薈供起源於印度，由蓮華生大士傳入西

藏，是密教的殊勝聚會，需準備豐盛供品，

修薈供法，供養傳承上師、佛法僧、本尊、

護法。圓滿時，大家享用供品，猶如家族盛

宴般。作一次薈供，等同供養一切諸佛菩

薩。

蓮花生大士的「初十薈供儀軌」內提及：

「作一次薈供後，若未造新罪，未來一定

會往生極樂世界及蓮師淨土。」

蓮師又開示：「參加一次薈供的功德、福

德相當於自己單獨修持三十年所獲得的功

德與福德。」薈供的供養，完全能圓滿資糧

而成就，快速達到最究竟的果位。

蓮生活佛亦曾開示「福份由布施供養而

來。」而薈供修法正是讓我們培養一份真實

能捨的菩提心，當我們能毫無罫礙的真心供

養，佛菩薩所給予我們的加持與賜福，將更

加不可思議。

誦藥師經 10.30～11.3 恭誦「藥師本願功德經」祈願病業盡除
加持「藥師灌頂真言」及「治癌瘤咒」

誦經時間：10月30日～11月3日 上午9:30及晚上7:00 誦經地點：中觀慈尊者

活動五

本尊修法 10.30～11.2 藥師本尊修法 淨除一切病業及罪障
蓮悅上師將特別帶領「藥師禪定觀修」

修法時間：10月30日～11月2日 每晚7:00  修法地點：中觀慈尊者健康園地

活動六

藥師薈供 11.3「藥師佛薈供」法會 做最真心、廣大的供養
法會時間：11月3日（星期五）晚上7:00  法會地點：中觀慈尊者健康園地

活動七



 

中觀堂
大

法

會 藥師大願 利樂人天

怛至他。額蘭帝。額蘭米。室利卑。室里

室里。摩羯失質。三婆拔都。梭哈‧

10月30日～11月3日誦念《藥師本願功德

經》時，將加持「治癌瘤咒」。

此咒早已記載於《大藏經》中的《佛說療痔

病經》，而經中所言的「痔」，即「痔癌」。

蓮生活佛曾言，此咒不但能治癌，更能延

壽，具有不可思議的咒力。

南無薄伽伐帝。鞞殺社。窶嚕薜琉璃。鉢喇婆。喝囉闍也。怛他揭多也。阿囉喝

帝。三藐三勃陀耶。怛姪他。唵。鞞殺逝。鞞薩逝。鞞薩社。三沒揭帝莎訶‧

10月30日～11月3日誦念《藥師本願功德經》時，將加持「藥師灌頂真言」，究竟「藥

師灌頂真言」有何殊勝的意義與功德呢？

「藥師灌頂真言」的殊勝意義

「藥師灌頂真言」是藥師佛成佛時，入於「滅除一切眾生苦惱」三摩地，而演說的

咒，在藥師佛向世人解說此咒之後，大地被一陣微妙的力量撼動，周圍散發萬丈光芒，

人間的種種病苦與無名痼疾在瞬間消散，四處洋溢著和樂安穩的氣氛，宛若淨土。

其咒意即「成就治癒一切病苦之佛力」，因此只要誠心持念，一心頂禮，奉行藥師佛

悲智雙運的菩提心，則能解開束縛於身心的苦難枷鎖，獲得新生的力量。

依經典記載，「藥師灌頂真言」有如下功德：

（1）消滅病苦 （2）拔除重罪 （3）不墮三途 （4）遠離橫難

（5）如意安樂 （6）往生淨土 （7）利益無盡

11月5日於中觀土城閉關中心啟建的「藥師佛藏密式護摩暨鳥族放生法

會」，為此次為期九天的藥師佛大法會系列活動之圓滿總結壇，蓮悅上師

將帶領大眾，以真佛宗最殊勝的護摩大法，為一切報名與會大眾做最殊勝

的迴向，祈求一切祈願皆能圓滿。

護摩功德的不可思議

藥師護摩法觀修口訣

蓮生活佛開示：「藥師佛的本尊口訣是：『內火』、『外火』、『淨琉

璃光』。『內火』的修法，是修到全身如淨琉璃一般，『外火』的修

法，就是修『護摩法』，護摩法是替自己燒掉煩惱業障，也替世人燒

掉煩惱業障。煩惱業障一消除，疾病就沒有了。」

什麼情況下要做護摩？

釋迦牟尼佛曾對弟子說：「火供可以變化命運，變化一切事業。」護

摩能獲光明、清淨，消除無明障礙，消除業障煩惱，增加福報，增長智

慧。因此舉凡祈求去除魔障及鬼神病、護身、除病等，都必須要修護摩。

而在「真佛宗」的息災治病法門中，護摩以「藥師佛」為本尊，不但可以

濟世人、度眾生，還可以往生本尊淨土，即身成佛。

藏密式護摩法會為什麼要結合鳥族放生？

此次護摩更結合鳥族放生，放生功德至大，能消刀兵、疾疫、饑饉三

災，除九種橫死之禍，除了拯救萬物之靈命，更為畜牲道的眾生結下一份

得度的法緣，是利樂眾生，增福延壽的大事業。

藥師法會中的重要修持法門─放生

「放生」在各類藥師法門中，是最特別的一項，因為在《藥師本願功德

經》中特別提到，「欲脫病苦，解除一切危厄之難」的修持法門，除了

布壇、點燈、懸幡、誦經之外，還有一項必須完成的活動就是「放生」。

因此中觀堂在11月5日啟建的「藥師佛藏密式護摩」圓滿總結壇法會，便

結合了「鳥族放生」，迴向眾等消除一切病業，光明圓滿，也幫助這些鳥

族永結佛緣，共成佛道，脫離困苦的六道輪迴。

為什麼放生有那麼大的功德？

●1  天地萬物眾生，皆具佛性，皆有證成佛果的可能，故今朝放生等於成就

一未來佛。

●2  天地萬物眾生與我，在無始以來的輪迴中，可能曾互為父母親眷，故

今朝放生，等於拯救自己前世的親人；可能曾互為冤家仇敵，故今朝放

生，可解冤釋仇，消災免難。

●3  天地萬物眾生，皆有靈性，今朝放生，可締結善緣。

放生即是救命，自利利他，種善因必得善果。我們以此放生功德為報名

與會大眾迴向，自然能真實的消災除疾，增福延壽。

延年益壽的治癌瘤咒殊勝的藥師灌頂真言

護摩暨放生 11.5 藏密式護摩暨鳥族放生法會 成就無量大功德
護摩時間：11月5日（星期日）上午9:30  護摩地點：中觀土城閉關中心

活動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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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項

1. 報名「藥師佛法會功德主」，以上「供養1～4」我們將為您準備，無須再另外請購。

2. 請購「大護摩木」及「除疾祈福供品組」，請於第11版報名表格寫下您的祈願及迴向。

3. 請購「紅綠線」及「中藥包」，請務必於第11版報名表格勾選「現場領取」或「掛號郵寄」。

供養1 除疾祈福供品組

贊助價 每份500元

《藥師本願功德經》中所教導的種種法門，其實都含藏著供養

的深意，例如：布壇、修法、誦經、持咒、放生等，一切行之如

儀，就是儀軌，就是「供養」。「供養」在於「契機」，有了「契

機」才容易相應。如何供養藥師如來，求得消災、延壽、除疾的

契機呢？我們依著《藥師本願功德經》及根本上師的教導，特別

準備了以下五種不同的供品，供大眾請購，讓您求得與藥師佛感

應的契機，祈請藥師如來放光除疾，令您所求如願。

◎「藥師佛法會功德主」無須再另外請購「供養1～4 」◎

(原價550元) 

供養藥師佛 祈求四百四病皆消滅 消一切災 祈無量福

殊勝供物 

中觀堂特別準備的「除疾祈福供品組」，包含

多種殊勝供品，希望由此契機的供養，圓滿大眾

一切祈願，歡迎您請購供佛：

「燈燭」─ 光明增長，去除無明。

「五藥」─  分別為「天麻」、「黃耆」、「當

歸」、「白朮」及「何首烏」，象徵

一切疾病的消除與開解。

「香」─ 祈求身業消除，常有妙香。

「水」─ 祈願洗滌業障，清淨光明。

「黑芝麻」及「白芝麻」─  除去黑業，增加善

業。

「除疾祈福供品組」中除了「水」之外，殊勝

供品將盡數於11月5日，在「藥師佛藏密式護摩暨

鳥族放生法會」中為您下護摩爐供養，祈求業障

盡除，光明常在，四百四病皆消滅，身心

健康，精進解脫煩惱，同登彼岸。

贊助放生

「放生」在各類藥師法門中，是最特

別，也很重要的一項，具廣大功德，可解脫一切

病苦，消除一切危難。因此，在「除疾祈福供品

組」中，特別為您安排了11月5日「藏密式護摩

暨鳥族放生法會」的放生贊助，讓您把握殊勝法

緣，積聚無上功德，自利利他，圓滿一切祈願。

1

2

供養2 珍貴大護摩木

贊助價 每支1,000元

供養3 紅綠線

贊助價 每條100元

具足藥師如來的光明功德力

經過九天藥師佛大法會多重修

法加持的「中藥包」，已具足藥師

如來的光明力與功德力，因此每一

年藥師佛大法會，中觀堂同樣會準

備限量「中藥包」，讓同門大眾請

購，若親臨現場與會，還能帶回家

與家人分享這一份佛菩薩的加持與

祝福。

食用時可觀想藥師佛的藍色琉璃

光籠罩全身，令一切業障消除。

藥師佛法會加持 結緣請購

蓮生活佛開示：「藏密修治病

法，有用紅綠二線成圈，使藥師

佛藍光照之，而後將紅綠線綁病

人之手，由病人佩之，如此病能

痊癒。」因此每年藥師佛大法會，

中觀堂都備限量的「紅綠線」，在

法會結束後與參加的同門大眾結

緣，但也開放大家請購，讓不便前

來的同門大眾，也能分享藥師佛的

光明與祝福。

護摩木 可除病 除惱 降魔

蓮生活佛曾開示：「火供養，

以名香燒護摩木，除業力煩惱之

供養。」更強調：「外護摩可以降

魔」。藥師佛大護摩木，

每根長一尺四吋、厚約2公

分。是原生苦苓木，並特別

在吉時摘取，應機而祥瑞。

釋蓮悅金剛上師將於11

月5日於土城閉關中心，啟

建的「藥師佛藏密式護摩暨

鳥族放生法會」中，為您

一一下爐供養祈願，加持

迴向，令祈願者病業消

除，一切所求如願。

供養5 精美供品組

贊助價 每份300元

追思祭祖 感恩植福

「精美供品組」精選各項供

品，再由義工同門做精美的包

裝，將我們慎終追遠的孝念之

情、供養之意用心呈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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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思祭祖、感

恩植福，歡

迎請購供養。

供養4 中藥包

贊助價 每份100元

向藥師如來敬獻供養 圓滿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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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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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陽世親眷報名(報名表可影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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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冤親債主、纏身靈、水子靈報名安奉

贊助       永久建寺功德主報名表

即成為今年度 藥師佛法會功德主

報 

名 

注 

意 

事 

項

1. 最多可分10期贊助，善款全數做為「中觀慈尊者健康園地」建寺基金。

2. 信 用 卡：「永久建寺功德主」報名可使用信用卡，藥師佛法會報名請勿使用，「信用卡授權書」敬請來電索取。

3. 郵政劃撥： 請於劃撥單通訊欄詳細註明：1.贊助項目 2.贊助金額 3.分期次數(最多分10期) 4.寄收據或不寄收據 

5.若要寄收據請註明收據抬頭及收據地址。

4. 報名填寫： 「陽世親眷」可與家人共同報名贊助「慈尊者永久建寺功德主」，但請以一人為代表寫上○○○闔家，並以

相同住址為限，不同住址請分開報名。

5.  為「歷代祖先」報名「慈尊者永久建寺功德主」，請寫上往生者姓名，或○氏歷代祖先。

6.  為「冤親債主」報名「慈尊者永久建寺功德主」，請寫上【○○○之冤親債主】，請勿寫上○○○闔家之冤親債主。

7.  聯絡人之姓名、地址、電話、繳款方式請務必填寫工整，以利工作人員作業，為您提供更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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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尊者永久建寺功德主」

(每位30,000元)

為歷代祖先報名「慈尊者永久建寺功德主」

(每位30,000元)

為冤親債主、纏身靈、水子靈報名「慈尊

者永久建寺功德主」(每位30,000元)

藥師佛法會功德主(每位10,000元)

2017藥師佛法會功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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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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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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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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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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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收到者勿勾選)   

▲

欲取消訂閱請來電告知

供養項目 供養金額 以下資料  請務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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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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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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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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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 德 主 姓 名 年齡 現　　居　　地　　址 祈　　願

藥師佛法會功德主報名表
注
意
事
項

1.「藥師佛法會功德主」為10,000元，可與親眷共同合報，但請以同住址為限，不同住址請另外報名，並以一人為代表寫上○○○闔家。

2. 報名「藥師佛法會功德主」請勿分期。若是另請購供品，請務必填寫所有詳細個人資料，以利書寫迴向。

3. 聯絡人之姓名、地址、電話、繳款方式，請務必填寫工整，報名金額請填寫在本版「供養金額」欄位中，以利工作人員作業。

(請務必填寫e-mail，以便發送重要的法務訊息給您）

陽世報恩人姓名：                     住址：

主壇上師：釋蓮悅金剛上師

日期：2017年10月28日 ▼ 11月5日



 

中觀堂
大

法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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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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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會報名

(隨喜功德)

藥師佛治病

大護摩木
(每支1,000元)

贊助
放生鳥族
(隨喜功德)

歷代祖先
資糧袋

(每份100元)

精美供品組
(每份300元)

除疾祈福
供品組

(每份500元)

冤親債主
資糧袋

(每份100元)

法會供品

(每份100元)

紅綠線
(加持供品)

(每條100元)

福德正神
資糧袋

(每份100元)

蓮花紙金

(每份150元)

中藥包
(加持供品)

(每份100元)

十殿閻羅金

(每份100元)

動物金

(每份50元)
合計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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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地址：╴╴╴╴╴╴╴╴╴╴╴╴╴╴╴╴╴╴╴╴╴╴╴╴╴╴╴╴╴╴╴╴

�����╴╴╴╴╴╴╴╴╴╴╴╴╴╴╴╴╴╴╴╴╴╴╴╴╴╴╴╴╴╴╴╴  

電子信箱：╴╴╴╴╴╴╴╴╴╴╴╴╴╴╴╴╴╴╴╴╴╴╴╴╴╴╴╴╴╴╴╴

簡訊聯絡人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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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收到者勿勾選)

▲

欲取消訂閱請來電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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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藥師佛

請 購 者 姓 名 護摩供品(下爐) 加持供品 取得方式 現　　居　　地　　址 祈　　願

□藥師佛治病大護摩木

□除疾祈福供品組

□紅綠線

□中藥包

□現場領取

□掛號郵寄

□藥師佛治病大護摩木

□除疾祈福供品組

□紅綠線

□中藥包

□現場領取

□掛號郵寄

請購護摩供品、加持供品 ◎護摩供品將為您下爐供養  ◎請購「加持供品」「紅綠線、中藥包」務必勾選「取得方式」

藥師佛大法會 報名表

隨喜供養

(請務必填寫e-mail，以便發送重要的法務訊息給您）

主壇：釋蓮悅金剛上師  日期：2017年10月28日 ▼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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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二晚上7:30 舉辦「讀書會」或「禪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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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六下午2:00 禮拜「藥師寶懺」全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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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facebook.com/news518

9:30 晨間同修 9:30 晨間同修

19:30 週二讀書會

蓮海上師 導讀

9:30 晨間同修

19:30
「金剛心菩薩法」

同修

9:30 晨間同修

19:00
大幻化網金剛

薈供同修

9:30 晨間同修

19:30
「真佛寶懺」

14:00
「藥師寶懺」全卷

9:30 晨間同修 9:30 晨間同修

19:30 週二讀書會

蓮海上師 導讀

9:30 晨間同修

19:30
「金剛心菩薩法」

同修

9:30 晨間同修

19:30
禪定班

蓮悅上師

9:30 晨間同修

19:30
「上師相應法」

同修

14:00
「藥師寶懺」全卷

9:30 土城

尊勝佛母護摩法會

19:30 週二讀書會

蓮海上師 導讀

19:30
「金剛心菩薩法」

同修

19:30
「上師相應法」

同修

9:30 晨間同修

19:30 週二讀書會

蓮海上師 導讀

9:30 晨間同修

19:30
「金剛心菩薩法」

同修

9:30 晨間同修

19:00
大幻化網金剛

薈供同修

9:30 晨間同修

19:00
重陽「尊勝專壇」

14:00 藥師佛法會 

「藥師寶懺」全卷

(藥師佛法會開壇)

14:00
藥師佛法會-水供

9:30 藥師經-1

19:00 藥師經-2
藥師佛法會-本尊法

9:30 藥師經-3

19:00 藥師經-4
藥師佛法會-本尊法

9:30 藥師經-5

19:00 藥師經-6
藥師佛法會-本尊法

9:30 藥師經-7

19:00 藥師經-8
藥師佛法會-本尊法

9:30 藥師經-9

19:00 藥師經-10
藥師佛法會-薈供

14:00 藥師佛法會 

「藥師寶懺」全卷

9:30 土城

藥師佛藏密式護摩

＋

鳥族放生法會

(圓滿總結壇)

2017｜中觀10月法務行事曆｜
舉行地點圖例︱▌中觀堂7樓   ▌中觀堂8樓   ▌中觀慈尊者   ▌中觀土城閉關中心

●一 MON ●二 TUE ●三 WED ●四 THU ●五 FRI ●六 SAT ●日 SUN

2 農8/13 3 農8/14 4 農8/15 5 農8/16 6 農8/17 7 農8/18 8 農8/19

9 農8/20 10 農8/21 11 農8/22 12 農8/23 13 農8/24 14 農8/25 15 農8/26

16 農8/27 17 農8/28 18 農8/29 19 農8/30 20 農9/1 21 農9/2 22 農9/3

23 農9/4 24 農9/5 25 農9/6 26 農9/7 27 農9/8 28 農9/9 29 農9/10

30  農9/11 31  農9/12 11/1 農9/13 11/2 農9/14 11/3 農9/15 11/4 農9/16 11/5 農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