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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贊助2021年「中觀電視弘法功德主」

特別再以大白蓮花童子、阿彌陀佛、文殊菩薩、

大威德金剛、咕嚕咕咧佛母、勾財天女為主尊，

啟建各類殊勝法會，迴向 師尊長壽住世，恆轉法輪。

2021 全年度以下列各類修法
為電視弘法功德主全心迴向

中道不偏入正法 觀空不執證自在 2021年5月號

 

1,080部「佛頂尊勝陀羅尼咒」修誦功德迴向

12壇「真佛寶懺」功德迴向

6位主尊，42壇「護摩火供」功德迴向

真佛寶懺

中觀電視弘法

衷心企盼您的護持 讓光燦如日的真佛密法照亮眾生界

贊 助 電 視 弘 法

2021

就 是

佛頂尊勝陀羅尼咒
修誦殊勝功德迴向1080部

詳情請參閱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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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開花謝，春去秋來，中觀電視弘法志業走過二十多個寒暑，以饒富

深意的弘法節目為有緣大眾的靈性打開一扇窗。不論是顯教名聞遐邇的

《圓覺經》、《地藏菩薩本願經》，或是禪宗慧能大師的法語珠璣《六祖壇

經》，乃至於密教的入門指南《密宗道次第廣論》，以及直指即身成佛的

「虹光大成就」與「大圓滿九次第法」，蓮生活佛深入淺出的精闢開示，

讓每部經藏切中要義地躍然於電視及網路播放平台上，嘉惠眾生良多。

邁入第二十二個年度的中觀電視弘法志業，在弘法節目方面，將製播

主力聚焦於 師尊最新的經藏開示──道果，我們期望藉由 師尊對於這部

藏密薩迦派曠世大法的闡述，帶領大眾看見凡夫解脫煩惱，成佛作祖的可

能，也為有緣眾生開啟與眾不同的生命觀點。

而中觀電視弘法二十二年的另一項全新工作重點，就是開始著手規劃

「真佛經藏寶庫」網路資源，我們預計將 師尊珍貴的弘法節目導入其中，

以精心剪輯的開示重點影音，搭配文字化後的完整經藏內容，再加上無遠

弗屆的網路平台，為您帶來研讀經藏的三效模式，開啟您不同凡響的學佛

體驗。

電視弘法節目推播主力──蓮生活佛講授道果

藏傳佛教中的「薩迦派」，源於西藏一支古老的貴族「昆氏」，此派又

名「花教」，因其寺廟四周的圍牆，總粉刷著紅、白、藍三條色帶而得此

稱。薩迦派裡有一部至高無上的修行寶典，即大名鼎鼎的《道果》，是凡

夫修行成佛的祕密攻略。

此修持法門以顯教之法為行者打穩基礎，再以密法為究竟，根據眾生

的根器說法，極重修道的次第。一般密教行者皆公認這部高深、精微的大

法，是大手印傳承中次第最清楚，教法最完整的教授，其要訣的陳列鉅細

靡遺，不論是「世間法」、「出世間法」重要的修持口訣，皆囊括於《道

果》之中。

所謂的「道」，指的是密教四個層級的灌頂（即瓶灌、密灌、慧灌、大

圓滿灌），還包含五道（即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道、究竟道），以及

十三地、三十七菩提分等的道法；所謂的「果」，即是修行佛法之後，得

到自利、利他、自他兩利的三種果德。

想明白如何從粗劣的凡夫起修，一直達到應身、報身、法身、真身，圓

滿四身果位的成佛修持歷程嗎？一部統攝此箇中修行密義的《道果》，在

真佛宗創辦人 蓮生活佛透澈入微的解說下，將為有心見證佛果的芸芸眾生

指引一條明路。

嶄新 高效的「真佛經藏寶庫」網路平台

現代人生活繁忙，工作、家庭各面向都須兼顧，想修學佛法都得費盡

心思安排時間，而佛學浩瀚，經藏必讀，因為其中的佛理是「正見」的來

源，所以除了於電視及網路平台推播弘法節目，便利有緣大眾收看外，打

造一個更具功能性、更高效能的佛法學習管道，成了中觀電視弘法志業另

一個全新的工作重點。於是乎「真佛經藏寶庫」網路平台的建置與成立，

展露出了契機。

「真佛經藏寶庫」未來預計將 師尊八大經藏開示內容，精選出重點中的

重點，剪輯成一支支不超過十五分鐘的短片，讓您在忙碌的生活節奏中一

有空檔就能利用時間點閱，吸收經藏中的正知、正見。若想一覽 師尊經藏

開示內容的全貌，別擔心，只要透過此網路學習平台中的連結，就能回溯

至經過編排、下標又完整的經藏文字內容，方便您仔細回顧、思索其中的

內涵，成為您學習佛法的一大利器。

「真佛經藏寶庫」是中觀電視弘法志業貼近時代趨勢的轉型之作，

願未來人人都能善用這個多元、便利、高效的網路平台輕鬆學佛！

珍貴大法的廣傳 需要你我的發心支持

不論是行之二十多年的中觀電視弘法節目，乃至正在萌芽的「真佛經藏

寶庫」網路平台，都是為了以最切合現代人的生活步調與模式，將 師尊精

妙的經藏佛法闡釋廣傳全球，與大眾結下殊勝法緣。而這些精緻的節目製

作，及耗費心力、人力、技術的網路平台建置，都需要投入不少經費才能

進行運作與維護，中觀電視弘法志業二十多年來，竭盡所能，堅持至今，

除了不忘初衷，戮力跟隨 師尊的願行廣弘佛法外，當然還有您的鼎力支持

與贊助才能圓滿。接下來的時光裡，中觀電視弘法志業將逐步轉型為網路

弘法模式，多元的佛法學習願景，希冀還能有您一路陪伴前行，願你我的

發心，能讓播下的佛種，深植人心，開花結果！

 著手建置高效能的

「真佛經藏寶庫」網路平台

 開創法輪大轉的新紀元

也希冀以您的發心贊助
讓法音遠播 佛種得以開花結果

中觀電視弘法邁入22年

蓮生活佛講授道果
 每週日上午11:00～11:30於東風37台播出

主持人：蓮訶上師、蓮伽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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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1,080部「佛頂尊勝陀羅尼咒」功德迴向

「真佛寶懺」這部清淨身、口、意三業的懺法，是依當

代已得「明心見性」的「覺者」──蓮生活佛「心領神會」

真佛智慧後，從心間流露出的《真佛經》所創製。蓮生活佛

曾表示，《真佛經》是大智大慧，是般若。這般若，深入如

大海，廣大如虛空，是沒有邊際的，因為凡是真正的佛、真

正的智慧，均是無量無邊的。這《真佛經》有芳香之味，完

全的德性圓滿，莊嚴了西方的真佛，是一切具足的。故深入

《真佛經》者，可得「智慧如海」。山河大地，森羅萬象，

所在的一切全在《真佛經》之中。

《真佛經》全名《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具無量功德，

而「真佛寶懺」依止了根本上師的傳承加持力，依止了佛圓

滿無上的般若力，只要誠心發露懺悔，冀借佛力加被，定能

清淨無始無明以來的黑業，使自身光明顯現。「真佛寶懺」

的殊勝難以言喻，因此中觀堂再次為電視弘法功德主，啟建

12壇「真佛寶懺」，並由釋蓮舅上師主壇，全心迴向，祈求

根本傳承上師大加持，願修行有成，一切順心如意。

 全年6位主尊，共42壇「護摩火供」功德迴向

 全年12壇「真佛寶懺」迴向 祈請根本傳承大加持

2021年度我們將特別以

「大白蓮花童子」、「阿彌

陀佛」、「文殊菩薩」、「大

威德金剛」、「咕嚕咕咧佛

母」、「勾財天女」，六尊密

教主尊，共啟建42壇護摩火

供，圓滿功德主們一切息、

增、懷、誅、超度的祈願。

◎以「大白蓮花童子」為主尊 啟建7壇護摩迴向

大白蓮花童子象徵「真佛傳承」的殊勝光明，加持功德主們具足傳承加

持，一切所求皆圓滿。

◎以「阿彌陀佛」為主尊 啟建7壇護摩迴向

阿彌陀佛是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的三本尊之一，是 師尊的本地，

因為所有的蓮花童子都是由阿彌陀佛所化現，不論是佛陀在《大阿彌陀

經》中所提及的「化身童子」，亦或是真佛行者常唸的：「南摩三十六萬

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指的都是蓮花童子，蓮花童子

就等同阿彌陀佛。因為因緣深厚，所以我們以其做為護摩主尊，祈求隬陀

慈悲加持每一位發心護持的「電視弘法功德主」，能獲得最光明的賜福。

◎以「文殊菩薩」為主尊 啟建7壇護摩迴向

文殊菩薩在大乘佛教中以智慧著稱，雖為菩薩果位，實則在過去世中

早已成佛，乃是七佛之首的「龍種上尊王佛」。其懷有萬千法門，智慧無

量，貴為過去世無量諸佛之師，引導無數的修行者證得佛果。因此我們特

別以護摩供養這位崇高的智慧之神，加持所有功德主能得無盡大慧。

◎以「大威德金剛」為主尊 啟建7壇護摩迴向

護法是修持密教的事業根本，行者必須要有護法日夜守護，才能夠安穩

修行。2021適逢牛年，我們特別以 蓮生活佛的根本護法之一「大威德金

剛」，即「降閻魔尊」為主尊，修持護摩供養，祈願所有功德主，日夜皆

吉祥，護法永在，修行精進。

◎以「咕嚕咕咧佛母」為主尊 啟建7壇護摩迴向

咕嚕咕咧佛母為真佛宗大敬愛法主尊之一，祈願以大敬愛尊迴向所有功

德主貴人多助、善緣增長，一切所求圓滿。

◎以「勾財天女」為護摩主尊 啟建7壇護摩迴向

「勾財天女」是西方極樂世界最大的財神，也是財神的「總持」，能夠

賜予功德主一切福份，令資糧具足。

「尊勝佛母」化現於「釋迦牟尼佛」之頂，具

有超勝、難以企及的大法力，不但能除一切煩惱業

障，破除一切惡道眾生的種種苦迫，還能使短命者

延年益壽。而「佛頂尊勝陀羅尼咒」更是玄妙，能

破一切地獄、閻魔王界、傍生之苦，能迴向善道，

還能除滅百千劫中一切罪業，殊勝之情，難以言

表。因為極其殊勝偉然，所以我們預計於2021年

10月、2022年1月及4月，分別啟建三場七天精

進持咒班（密七），一共持誦1,080部「佛頂尊勝

陀羅尼咒」，為2021中觀電視弘法功德主做全心

迴向。我們祈求在尊勝佛母的光明加持下，為功德

主們帶來滿滿的健康、平安與福氣。

真佛寶懺

2021 六大主尊
大白蓮花童子、阿彌陀佛、文殊菩薩、大威德金剛、咕嚕咕咧佛母、勾財天女

為中觀電視弘法功德主 啟建全年度各類法會迴向

護摩火供

佛頂尊勝陀羅尼咒

加碼持誦 佛頂尊勝陀羅尼咒 1080部 祈求佛光加持

將於2021年10月、2022年1月及4月，

共啟建三場精進持咒密七，圓滿1,080部尊勝咒功德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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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勝佛牌】

金幣形式的「尊勝佛牌」，正

面是精緻的尊勝佛母法相浮雕，

背面則是精細的佛頂尊勝陀羅尼

咒雕紋，作工精巧出色，見之令

人生悅。曾歷多壇「尊勝陀羅尼

持咒法會」佛光加持，珍貴難

得，可供奉於壇城，或隨身攜

帶，得大護佑。

【尊勝金剛砂】

以五色砂為基底，經多壇「佛

頂尊勝佛母法會」法流加持，極

其超勝，是除煞、結界的珍品。

【尊勝五色手環】

曾歷多壇「佛頂尊勝佛母法

會」持誦「佛頂尊勝陀羅尼咒」

大加持，珍貴殊勝，隨身配戴能

令疾病遠離，身心康泰光明。

◎尊勝三寶◎

紅豆杉為台灣五大優良木材樹種之一，質地細

密，材質帶有淺淡的紅豆色，上漆後色澤更加鮮

明、完美。因為混然天成的高貴氣質，古代高官面

聖時所持的奏板皆為紅豆杉所製。由於紅豆杉具有

無可取代的高雅質地，製作成印鑑組別有一番韻

味，尤其值得珍

藏，所以我們特

別以這份精緻好禮

贈予「中觀電視弘

法-吉祥功德主」，

願您以鑑開運，

一切順遂。

◎國寶級紅豆杉印鑑組◎

為您點燈一整年（安燈於中觀堂蓮花童子殿）

您可於電視弘法七大供燈中擇一燈點供

2021中觀電視弘法多重修法功德迴向

●1 12壇「真佛寶懺」功德迴向。

●2 6位主尊，42壇「護摩火供」功德迴向。

●3 1,080部「佛頂尊勝陀羅尼咒」功德迴向。

●4 恭祝 師佛77佛誕暨2021電視弘法功德主

開燈系列活動功德迴向

◎尊勝佛牌、尊勝金剛砂、尊勝五色手環

點燈迴向

修法迴向

珍貴贈品

NT$12,000 (US$430)
每月1,000元 全年12,000元 可分期12個月 

中觀電視弘法 志業功德主方1案

點燈迴向

修法迴向

珍貴贈品

NT$50,000 (US$1,780)
中觀電視弘法 吉祥功德主

方1案

2021 電視弘法 兩大贊助方案

方2案

為您點燈一整年（安燈於中觀堂蓮花童子殿）

您可於電視弘法七大供燈中擇五燈點供

2021中觀電視弘法多重修法功德迴向

●1 12壇「真佛寶懺」功德迴向。

●2 6位主尊，42壇「護摩火供」功德迴向。

●3 1,080部「佛頂尊勝陀羅尼咒」功德迴向。

●4 恭祝 師佛77佛誕暨2021電視弘法功德主

開燈系列活動功德迴向

◎國寶級紅豆杉印鑑組、

尊勝佛牌、尊勝金剛砂、尊勝五色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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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您一同點亮弘揚真佛法教的明燈
「點燈」象徵點燃我們自心本具的自性光明，不再為累劫的黑暗無明所

縛；另外一層意義，則是點亮我們心中的智慧與慈悲之光，以無上智慧跨

越人生的重重阻礙，以廣大慈悲消融綁縛自心的煩惱。

每一位功德主的發心也如同一盞明燈，透過「中觀電視弘法志業」，將

這千千萬萬盞的明燈，匯聚成一股光明的大力，透過電視、網路、報紙，

及各種傳播管道，努力去照耀每一個角落的有緣眾生，讓根本上師慈悲智

慧的法教，能成為眾生黑暗中的光明、解旱的甘霖，遍灑十方。

七種點燈項目 

為根本上師點供  大白蓮花童子真佛法燈

父母賜予我們生命，師尊賜予我們慧命，有了根本傳

承上師的傳法，才能讓我們此世學得解脫生死煩惱的種種

法門。為感念 師尊的傳法恩德，我們虔心為根本傳承上

師 蓮生活佛點供「大白蓮花童子真佛法燈」，一心請佛住

世，祈願 蓮生活佛身體健康，長壽住世，長轉法輪。

為自己點供  大白蓮花童子傳承心燈

密教最重視「傳承」，皈依修持密法，一切息、增、

懷、誅的成就，一切祈願的圓滿，都是來自根本傳承的

加持，傳承加持力是密教行者修行力量最重要的來源。

因此我們為自己或眷屬點供「大白蓮花童子傳承心

燈」，誠心祈求根本傳承的加持守護，讓我們一切入世

及出世的因緣，皆能吉祥光明與圓滿。

為自己點供  文殊菩薩智慧燈

文殊菩薩為釋迦牟尼佛的脇侍之一，掌「智慧門」，因此在大乘佛教

中，位列智慧第一，在密教中則直接尊其為「智慧神」。菩薩不但法力周

遍娑婆，更以超絕的智慧開導無數的行者修行

成就，《高王經》中的「清涼寶山億萬菩薩」即

可為鑑。「清涼山」也就是文殊菩薩著名的道場

「五台山」，經中所云，待在清涼寶山中的「億

萬菩薩」，皆是文殊大士所度化，一一成了祂的

應化身，為數眾多，好不令人嘆服，無怪乎被盛

讚為智慧第一。若能為自己或親屬點供「文殊菩

薩智慧燈」，定能蒙菩薩加持，獲得看破世事，

了生脫死的大智慧。

為自己點供  大威德金剛護身結界燈

大威德金剛是藏傳佛教中黃教（格魯派）

最主要的護法，更是聖尊 蓮生活佛的根本護

法。祂是極忿怒之形，所以能摧伏一切惡魔、

毒龍，斷除所有的障礙，使一切惡魔望而生

畏。大威德金剛的律令，具不可思議的力量，

不但可行息災、敬愛、增益、降伏之法，更可

降伏天魔、病魔、煩惱魔、死魔等四魔，其威

德力等同佛。若能為自己或眷屬撰擇點供「大

威德金剛護身結界燈」，必能獲得大加持，得

大威德金剛守護，摧破所有障礙及魔難，讓生活及修行之路更順遂平坦。

為自己點供  尊勝佛母延壽燈

尊勝佛母集法力、智慧、慈悲於一身，功德力無

盡，還是長壽三尊之一。而「佛頂尊勝陀羅尼咒」

除了消災解難之外，更是延年益壽的代表，只要於

農曆每月十五日，沐浴並更換新淨衣服，持齋並誦

念尊勝咒滿千遍，便能夠增壽，永離病痛。因此若

能為自己或親屬點供「尊勝佛母延壽燈」，必能得

尊勝佛母垂青，結下增福、延壽之善緣。

為歷代祖先點供  尊勝佛母祖先超度燈

蓮生法王經常教導弟子，祖先好，後代子孫才會好。

所以時常為自己的祖先報名超度法會、布施廟堂、印經

書等，以布施功德迴向祖先，以此功德幫助祖先解除輪

迴之苦，往生佛國淨土，不但是為人子孫所該做的事，

也是在幫助自己。歡迎您選擇為歷代祖先點供「尊勝佛

母祖先超度燈」，慎終追遠，利人利己。

為冤親債主點供  尊勝佛母解冤超度燈

冤親債主泛指過去累世與我們有冤結的靈眾，若業

果成熟，很容易對我們現世的生活造成種種的煩惱與障

礙，必須經常性的為他們做種種的功德迴向。選擇點供「尊勝佛母解冤超

度燈」，以贊助電視弘法工作的殊勝功德為冤親債主們虔誠迴向，用佛法

的光明消除他們的痛苦與業障，必能解冤釋結，真正冥陽兩利。

2021全新推出 文殊菩薩智慧燈 尊勝佛母延壽燈

七大供燈 為電視弘法功德主點亮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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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志業功德主擇一燈點供

讓吉祥功德主擇五燈點供



中觀電視弘法基金功德主

功德主姓名：╴╴╴╴╴╴╴╴╴╴

選擇方案：請打

　□方案1  NT$12,000  
　□方案2  NT$50,000

付款方式：請打

　□一次付清 

　□ 分期繳款：每期╴╴╴╴╴╴ 元

　共分╴╴╴ 期【最多可分12期】

　□寄收據　□不寄收據

收據抬頭：╴╴╴╴╴╴╴╴╴╴╴

收據地址：╴╴╴╴╴╴╴╴╴╴╴

╴╴╴╴╴╴╴╴╴╴╴╴╴╴╴╴

╴╴╴╴╴╴╴╴╴╴╴╴╴╴╴╴

受款人存款銀行【ACCOUNT WITH BANK】

中觀電視弘法 每月1,000元 (US＄36) 每年12,000元 可分12期輕鬆贊助 發心無壓力

1、「贈品領取方式」及「點燈項目」請務必於報名表格中打勾勾選。

2、「志業功德主」七種點燈任選一種；「吉祥功德主」七種點燈任選五種，最多可分12期贊助，點燈善款全數做為「電視弘法工作年度基金」。

3、「陽世親眷」若要多人共點一燈，請寫○○○闔家，並以同一住址為限，不同住址請分開點供。

4、為「祖先」點燈請寫○氏之歷代祖先，或直接寫上往生者姓名。

為「冤親債主」點燈以單一個人為主，請寫○○○之冤親債主，勿寫上○○○闔家之冤親債主。

5、可選擇 為根本傳承上師點供 ：「大白蓮花童子真佛法燈」。

6、可選擇 為自己或陽居親眷點供 ：「大白蓮花童子傳承心燈」或「文殊菩薩智慧燈」或「大威德金剛護身結界燈」或「尊勝佛母延壽燈」。

7、可選擇 為「祖先」點供 ：「尊勝佛母祖先超度燈」或選擇 為「冤親債主」點供 ：「尊勝佛母解冤超度燈」。

8、請將報名表郵寄、傳真或e-mail至中觀堂，並同時附上劃撥單據，或ATM轉帳單據，或信用卡贊助授權書，或國外銀行匯款單據報名。

9、報名表、劃撥單、信用卡授權書等資料填寫，內容務必正確、完整，字跡請勿潦草，以利工作人員識別建檔，避免損及您報名的權益。

10、不論您以何種方式報名，請務必留下【聯絡人】電話及地址，以方便郵寄「護摩紙」或「贈品」。

11、歡迎大家多多利用中觀線上刷卡系統：請上中觀網（http://zhong-guan.org/）→ 點擊「我要贊助」→ 點擊「線上刷卡」即可進行操作。

（本刷卡系統已經SSL交易安全認證，請安心使用。）

12、傳真號碼：02-2556-5157  報名表及相關單據傳真後，請即刻來電：02-2550-8599確認傳真是否成功。

帳　　號【A/C】 0050-717-141498
名　　稱【NAME】 TRUE BUDDHA CHUNG KUAN COMMUNITY-RELATED INSTITUTIONS.
銀行名稱【BANK NAME】 TAIWAN COOPERATIVE BANK DA DAO CHENG BRANCH
銀行地址【ADDRESS】  NO.67, SEC.2, CHONGCING N.RD.DATO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3, TAIWAN (R.O.C)
銀行代號【BANK SWIFT CODE】 TACBTWTP
※ 國外匯款請務必附上功德主中文姓名，以便會計人員核對。

ATM轉帳 煩請配合下列事項

1.  寄回單據及報名表：若您以ATM轉帳，請務必將轉帳單據，黏貼或

用釘書機釘於報名表上，一起郵寄或傳真或e-mail至中觀堂，以便工

作人員核對，敬請務必配合。

2. 塗銷餘額：若不願轉帳餘額曝光，請自行塗銷。

中觀報名表取得方式

A.  中觀雜誌：當期中觀雜誌上即附有報名表格。

B. 網路下載：請至中觀堂網站下載報名表格。

C. 傳真取得：可來電請工作人員傳真報名表給您。

報名中觀電視弘法功德主其他繳費方式

1. 郵局劃撥： 請在劃撥後，將劃撥單據連同報名表格，一起郵寄或傳

真或e-mail至中觀堂。

2. 銀行匯款： 較適合海外同門，請直接在中觀堂網站下載報名表格填

寫，並至銀行匯款，再將匯款單掃瞄成圖檔或拍照，連

同報名表格一起e-mail回中觀堂。

為節省您寶貴時間  讓您快速的完成報名手續

中觀網站 http://zhong-guan.org/�ATM轉帳 代號006 帳號：0050-717-142524
敬請多加利用中觀網路報名表‧ATM轉帳

2021 中觀電視弘法基金功德主 報名注意事項

郵政劃撥帳號：5006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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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717-1425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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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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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捐款（請將信用卡授權書，傳真至中觀堂，並請立即來電確認）

持卡人姓名：
╴╴╴╴╴╴╴╴╴╴╴╴ 

出生：
╴╴╴╴

年
╴╴

月
╴╴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

聯 絡 電 話：
╴╴╴╴╴╴╴╴╴╴╴╴

 手機：
╴╴╴╴╴╴╴╴╴╴╴╴

信 用 卡 別：□VISA　□MASTER　□JCB　□聯合信用卡 
信 用 卡 號：╴╴╴╴╴╴–╴╴╴╴╴╴–╴╴╴╴╴╴╴–╴╴╴╴╴╴   末三碼╴╴╴╴

發 卡 銀 行：╴╴╴╴╴╴╴╴╴╴╴╴╴╴╴╴╴╴

持卡人簽名：
╴╴╴╴╴╴╴╴╴╴╴╴（需與信用卡背面簽名一致）

  有效期限：西元╴╴月╴╴╴╴年止

□一次付清：╴╴╴╴╴╴╴╴元    

□每月分期繳款金額：
╴╴╴╴╴╴╴╴

元，共計
╴╴╴

期    □請寄收據    □不寄收據

收 據 抬 頭：
╴╴╴╴╴╴╴╴╴╴╴╴╴╴╴╴╴╴╴╴╴╴╴╴

收 據 地 址：╴╴╴╴╴╴╴╴╴╴╴╴╴╴╴╴╴╴╴╴╴╴╴╴╴╴╴╴╴╴╴╴╴╴╴╴╴╴╴╴╴╴╴╴╴╴

請 傳 真 至：02-2556-5157　服 務 電 話：02-2550-8599（請來電確認傳真成功）

真佛宗中觀堂電視弘法專戶　信用卡贊助授權書

(在信用卡背面簽名處)

(請注意月年勿填顛倒)

(本授權書可影印使用)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贈品郵寄地址：╴╴╴╴╴╴╴╴╴╴╴╴╴╴╴╴╴╴╴╴╴╴╴╴╴╴╴╴╴╴╴╴╴╴╴╴╴╴╴

╴╴╴╴╴╴╴╴╴╴╴╴╴╴╴╴╴╴╴╴╴╴╴╴╴╴╴╴╴╴╴╴╴╴╴╴╴╴╴╴╴╴╴╴╴ 

E-mail：╴╴╴╴╴╴╴╴╴╴╴╴╴╴╴╴╴╴╴╴╴╴╴╴╴╴╴╴╴╴╴╴╴╴╴╴╴╴╴╴╴

付款方式（請打 ）：□信用卡 □現金 □郵政劃撥 □ATM轉帳 □國外匯款 □支票 

□一次付清　□分期繳款（每期╴╴╴╴╴元，共分╴╴期）【最多可分12期】

□自取

□郵寄

□大白蓮花童子真佛法燈 □大白蓮花童子傳承心燈

□文殊菩薩智慧燈 □大威德金剛護身結界燈

□尊勝佛母延壽燈

□尊勝佛母祖先超度燈 □尊勝佛母解冤超度燈

□自取

□郵寄

□大白蓮花童子真佛法燈 □大白蓮花童子傳承心燈

□文殊菩薩智慧燈 □大威德金剛護身結界燈

□尊勝佛母延壽燈

□尊勝佛母祖先超度燈 □尊勝佛母解冤超度燈

□自取

□郵寄

□大白蓮花童子真佛法燈 □大白蓮花童子傳承心燈

□文殊菩薩智慧燈 □大威德金剛護身結界燈

□尊勝佛母延壽燈

□尊勝佛母祖先超度燈 □尊勝佛母解冤超度燈

□自取

□郵寄

□大白蓮花童子真佛法燈 □大白蓮花童子傳承心燈

□文殊菩薩智慧燈 □大威德金剛護身結界燈

□尊勝佛母延壽燈

□尊勝佛母祖先超度燈 □尊勝佛母解冤超度燈

□自取

□郵寄

□大白蓮花童子真佛法燈 □大白蓮花童子傳承心燈

□文殊菩薩智慧燈 □大威德金剛護身結界燈

□尊勝佛母延壽燈

□尊勝佛母祖先超度燈 □尊勝佛母解冤超度燈

方案1【NT$12,000】 中觀電視弘法 志業功德主（七大供燈請擇一燈點供）
主　祈　者　姓　名 出生年次 贈 品 點　　燈　　項　　目 現　　居　　地　　址 祈　　願

領取方式

供養項目 供養金額 以下資料  請務必填寫

(請務必填寫e-mail，以便發送重要的法務訊息給您）

方案1-NT$12,000 (US$430)

中觀電視弘法 志業功德主

方案2-NT$50,000 (US$1,780)

中觀電視弘法 吉祥功德主

合計總金額

□自取

□郵寄

□大白蓮花童子真佛法燈 □大白蓮花童子傳承心燈

□文殊菩薩智慧燈 □大威德金剛護身結界燈

□尊勝佛母延壽燈

□尊勝佛母祖先超度燈 □尊勝佛母解冤超度燈

□自取

□郵寄

□大白蓮花童子真佛法燈 □大白蓮花童子傳承心燈

□文殊菩薩智慧燈 □大威德金剛護身結界燈

□尊勝佛母延壽燈

□尊勝佛母祖先超度燈 □尊勝佛母解冤超度燈

方案2【NT$50,000】 中觀電視弘法 吉祥功德主（七大供燈請擇五燈點供）
主　祈　者　姓　名 出生年次 贈 品 點　　燈　　項　　目 現　　居　　地　　址 祈　　願

領取方式

 2021中觀電視弘法

2021中觀電視弘法基金功德主

贊 助 報 名 表



就是贊 助 電 視 弘 法

現在您只要每個月分期繳付新台幣1,000
元(US$36)，最多一年12期分期贊助，就

能成為2021年度的「中觀電視弘法功德

主」，讓您發心沒壓力，以最輕鬆的方式贊

助護持「中觀電視弘法志業」。

電視弘法功德福田 你我共同來耕耘

22年來「中觀電視弘法志業」在推動的

因緣上，一直都是仰賴同門大眾一點一滴

的發心，所有護持的同門善信，都是「電

視弘法志業」的大功德主，因為我們深

切認為，電視弘法的推動影響眾生慧命至

鉅，這麼廣大的功德福田，讓真佛宗同門

與善信大眾能一塊耕耘播種，將是一個非

常有意義且美好的生命經驗。

護持電視弘法 喜獲雙重布施功德

聖尊 蓮生活佛教導我們，修行必須要從

資糧道開始起修，行善、布施、守戒律，

都是累積福德資糧的根本之道，而贊助

「中觀電視弘法志業」，不僅可以獲得「財

布施」的功德，幫助更多的有緣眾生能

與 蓮生活佛結下深厚的法緣，獲得改變生

命的無上智慧，更具有不可思議的「法布

施」功德。

感恩一路有您相挺
電視弘法才能走得更長更遠

雖然台灣近幾年來的經濟環境下滑，大

家都必須精打細算過日子，但電視弘法的

工作不能停頓，所以我們盡量不去造成同

門大眾的壓力，每月只要1,000元的分期贊

助，讓有心贊助的您都能擔負得起。

因為有您的一路相挺，「中觀電視弘法志

業」的菩提心路才能走的長遠，感恩您的

付出。

原來報名贊助 2021 中觀電視弘法功德主
也能夠這麼輕鬆容易

每月1,000元 全年12,000元 12期分期贊助無負擔

2021年6月27日（農曆五月十八日），是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聖尊 蓮

生活佛七十七歲佛誕吉祥日。真佛弟子感恩 師尊慈悲降生，開啟我們修

行的慧命，帶領我們走上正道，為了向敬愛的 師佛祝壽，並一心請佛

住世，中觀堂特別在佛誕正日當天，啟建一整天的祝壽活動，並同時為

2021年度所有報名贊助「電視弘法」的功德主，進行電視弘法開燈儀

式，正式展開為期一年的修法與迴向。

師尊佛誕日當天，中觀堂一早將由蓮悅上師帶領大眾向 師尊敬獻哈

達，並恭誦《真佛經》一部、上師心咒一○八遍。隨後再與大眾一同視

訊，參與美國西雅圖雷藏寺週六晚上的同修活動，與 師佛共修，聆聽珍

貴開示。下午則再度由蓮悅上師帶領大眾持誦長壽佛心咒一○八遍，一

心請佛住世，祈願 師佛佛體安康、長壽自在、永轉法輪。

自2021年6月27日恭賀 師佛77佛誕祝壽活動當天，至隔年的佛誕日，

我們將為「電視弘法功德主」啟建全年各類修法迴向，並為其安燈於中

觀堂7樓的「電視弘法點燈功德區」，為所有的功德主做一整年最光明圓

滿的迴向，竭誠感恩大家為「電視弘法」付出的每一分心力。

聖尊 蓮生活佛降生娑婆的日子，我們除了專心一致地誦經、持咒以表

祝賀外，身為真佛弟子，更應該時時憶念根本上師，每日實修，不間斷

的修正自己的心，才能報答浩蕩師恩。

我們謹記 師尊賜予的珍貴法教，也感恩聖尊 蓮生活佛對「中觀電視

弘法志業」，及所有發心贊助者的殊勝加持，令我們擁有難得的法緣能與 

師尊共轉真佛法輪，共同為度眾大業盡心。

暨

2021年6月27日(週日) 上午10 :00～下午5 :00
中觀堂7、8樓

10 :00～11:00 鐘鼓齊鳴 慶賀 師尊77佛誕 暨 

進行電視弘法開燈儀式、向 師尊敬獻哈達、

恭誦《真實佛法息災賜福經》一部、上師心咒一○八遍

11:00～14:00 視訊參與美國西雅圖雷藏寺由 師尊帶領的同修

14:00～15:00 休息用餐

15:00～17:00 持誦長壽佛心咒一○八遍 請佛住世

為2021電視弘法功德主開燈迴向

恭賀 師佛77佛誕祝壽活動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時程

電視弘法開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