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新春 歲次己亥年 點燈特刊

敬請把握殊勝法緣 提前報名中觀年度點燈 踴躍參加龍樹菩薩法會系列活動！

中觀堂將恭請 蓮生法王親臨林口體育館，二轉「龍樹菩薩」光明法輪，並首度賜授「華嚴經」灌頂

啟建3壇新春專壇法會，為己亥年中觀點燈大眾提前迴向。

特別為點燈者編製名冊，報名台灣雷藏寺大年初一 師尊親自主持的

「彌勒菩薩護摩法會」，祈請大加持。

珍貴好禮貼心贈，凡中觀點燈滿2,000元，即可獲贈六天六夜「佛

頂尊勝陀羅尼持咒法會」不間斷加持之「尊勝甘露丸」。

2019年2月24日

2019年2月14、15、18～22日

啟建「20天22壇 華嚴經入法界品 暨 普賢行願品誦經迴向」

華嚴經圓滿總結壇 南摩大白蓮花童子藏密式護摩法會

啟建「7天7壇 龍樹菩薩持咒迴向」

1
2

3

2019年1月及2月，中觀堂將預先啟建兩大誦經、持咒活動，

祈求2月24日大法會圓滿吉祥，並為龍樹菩薩法會功德主做特別迴向。

2019年1月1日起

2019年1月27日

【請參閱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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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錯過這次 再等一年

護國息災祈福超度大法會

點盞燈改變人生 2019的璀璨即刻展開

 

中觀堂新春點燈 即日起接受報名 讓光明順遂的一年提前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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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堂最新資訊〉中觀資訊網〉http://zhong-guan.org
中觀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ckt518

「尊勝甘露丸」以多種藥草合製而成，曾經過2014年六天六夜

「佛頂尊勝陀羅尼持咒法會」不間斷加持，極其難得珍貴。

服用能加持身心健康，消除業障病，增長福慧；配戴能護身保平

安；供奉能鎮宅賜福，一切順遂，具有不可思議的大效應。

新的一年，獲贈此殊勝好禮，讓您吉祥圓滿一整年。

只要您報名中觀己亥年點燈供養2,000元以上（不包含

請購供品），您就可以獲得這項殊勝難得的好禮。

特別恭誦「瑤池金母定慧解脫真經」

 主壇上師  釋蓮悅金剛上師   地點  中觀堂7、8樓
 法會時間  2019年2月6日(星期三)上午9:30

彌勒菩薩護摩大法會
2月5日
(農曆大年初一)

南摩瑤池金母新春祈福法會

以摩利支天為八大供燈之首 閃耀金豬年

「摩利支天菩薩」是大日如來「毘盧遮那佛」的化身，有隱形自

在的大神通力，又是帝釋天的眷屬，以豬為坐騎，法相有三個面，

其中一面現醜惡的豬面大忿怒相，恰巧與2019的金豬年呼應，於是

中觀堂推出的「年度八大點燈」特別以摩利支天菩薩為首，讓點亮

「摩利支天太歲燈」的大眾，能透過這位「戰威金剛」偉大的戰鬥

力催破一切障礙，照亮整個金豬年。

我們也竭誠歡迎您點供中觀堂非常經典的「蓮花童子光明燈」、

「文殊虛空藏智慧燈」、「愛染明王敬愛燈」、「藥師如來除疾

燈」，以及海、陸、空三大財神的「龍王賜福燈」、「財寶地神

燈」、「紅財神賜福燈」，讓新的一年因為「供燈」的光明能量及功

德力充滿福慧，一切順遂。

最用心的點燈迴向 盡在中觀

新春啟建專壇法會迴向

中觀堂將於新春以「瑤池金母」、「紅財神」、「咕嚕咕咧佛母」

為主尊，啟建祈福法會，並為點燈大眾報名 師尊新春期間於臺灣

雷藏寺親自主持的「彌勒菩薩護摩法會」，為己亥年的新春點燈大

眾特別迴向加持，敬請十方善信把握殊勝法緣，踴躍報名中觀年度

點燈祈福。

每月十八日「真佛寶懺」專壇迴向

每月農曆十八日，中觀堂也會固定為所有年度點燈大眾禮拜「真

佛寶懺」，以真佛傳承的光明為點燈者禮懺，並加誦每一尊點燈主

尊的心咒迴向，祈求諸尊光明加持，令點燈者得諸尊守護，身心健

康、元辰光采、福慧增長。

一切法會同修 悉皆迴向

不但如此，中觀堂每天上午由釋蓮悅上師及法師群所帶領的「晨

間同修」，及週一至週五晚間的各類同修，皆為點燈大眾誠心迴

向。幾乎全年無休的用心精進，希望為點燈者創造更多的福份，敬

請同門大眾把握此殊勝的法緣，踴躍報名中觀堂年度點燈。

八種點燈 費用隨喜

中觀堂於2019年設置八種年度點燈，由八位主尊加持您祈願圓

滿，所有報名點燈費用一切隨喜，希望眾生能透過供燈的功德，有

緣親近佛法，漸漸改變命運，真正離苦得樂。

特別為中觀點燈者編製名冊，報名大年初一

由 師尊親自主持的「彌勒菩薩護摩法會」，

祈請賜福賜慧，吉祥好運到。

臺灣雷藏寺

 法會時間  2019年2月5日(星期二)下午3:00

大年初二在民間的習俗是回娘家的日子，真佛宗的母親就

是「瑤池金母」，為了感謝瑤池金母一直以來對中觀堂的愛

護與加持，並同時為點燈大眾全心迴向，我們特別於大年初

二，以「瑤池金母」為主尊，啟建新春祈福法會，敬邀同門

善信前來與會。

 主壇上師  釋蓮悅金剛上師   地點  中觀堂7、8樓
 法會時間  2019年2月7日(星期四)上午9:30

南摩紅財神
新春祈福法會

紅財神為金剛薩埵（普賢菩薩）之化現，在印度是最受尊

崇的一尊財神，又稱為「藏密資糧主」，擁有很大的法力，

既可施財寶，還能滿眾生願。蓮生活佛所傳授的「紅財神

法」，包含了增益、敬愛、治病、降伏、超度法門，只要發

心修法，誦念咒語，必可獲得護佑，財源茂盛。在大年初三

這天，中觀堂啟建南摩紅財神新春祈福法會，祈求紅財神為

大眾賜福滿願，歡迎同門善信踴躍與會。

十方射箭法新春祈福法會

 主壇上師  釋蓮悅金剛上師   地點  中觀堂7、8樓
 法會時間  2019年2月8日(星期五)上午9:30

大敬愛咕嚕咕咧佛母

咕嚕咕咧佛母是西藏、印度的愛神，為密教的大敬愛尊，

擁有息、增、懷、誅的大法力，是一位超世間的大菩薩，而 

師尊所傳的「十方射箭法」尤其殊勝，能夠祈請上、下及八

方的咕嚕咕咧佛母賜予眾生圓滿的大敬愛。大年初四，中觀

堂祈願十方咕嚕咕咧佛母能以無比的大威力加持點燈大眾，

圓滿一切所求，得大敬愛。

2月6日
(農曆大年初二)

2月7日
(農曆大年初三)

2月8日
(農曆大年初四)

中觀供燈

點燈供養滿2,000元

獲贈珍貴好禮「尊勝甘露丸」

為2019年報名點燈者 誠心迴向

誰說歲末新春供燈不能提前！
敬請於2019年1月10日前 

提早報名 提前迴向

即刻帶您航向閃亮的2019



032018年10月號

蓮生活佛開示：「摩利支天菩薩是大日如來毘盧遮那佛

的化身，亦即是道家的斗母星君。」

摩利支天為星主 中觀太歲殿奉為主尊

摩利支天管轄所有星宿，包括「太歲星君」，為

眾星的「星主」。

因此中觀堂以其為「太歲殿」主尊，並將供養禮

敬摩利支天菩薩的功德，迴向所有點供「太歲燈」

的同門大眾，遠離種種禍患與障礙，得到光明的加

持與守護。

「大白蓮花童子」是真佛宗根本上師 蓮生活佛的報身佛，

中觀堂特別以其做為「光明燈」的供奉主尊。蓮生活佛誓

願「不捨一個眾生」，正是以「蓮花童子」的光明本源，

普照一切有緣的眾生。

時時憶念蓮花童子 身心光明邪不能侵

在密教的理趣上，根本上師與一切法界諸佛是一體

的，密教弟子只要懂得時時憶念根本上師駐頂放光守

護，就如同穿戴強力的防護衣，不論何時何地都身心光

明、一切邪穢不侵。

蓮生活佛強調，愛染明王不但能夠讓祈願者得到和合與

敬愛，一切息災、增益、降伏與超度的祈求，同樣可以

圓滿。只要虔心唸滿三十萬遍的愛染明王咒，修法、持

咒亦能迅速得到感應。

愛染明王本源是大日如來

愛染明王是密教「大敬愛」主尊，是大日如來毗

盧遮那佛進入普賢菩薩的心變化而生，也是金剛薩

埵的變現。金剛薩埵本源來自大日如來，因此愛染

明王法力非常不可思議。

文殊虛空藏 智慧無盡藏

文殊菩薩智慧第一，在過去世中已成佛，尊稱為「龍種上尊王佛」，並曾為七佛之師，密號

「吉祥金剛」。修持文殊菩薩法，能開智慧，辯才無礙。

虛空藏菩薩則常住香集世界，智慧深廣如虛空，其祕號「庫藏金剛」。《虛空藏經》提及，

欲得智慧、敬愛、好歌喉、財富及美滿眷屬，欲成為帝王、百官，且行善後能名聞天下，

須經常唸誦此尊名字，一定能如願。

點供智慧燈 福慧永綿長

誠心點供此燈，一心祈求加持，在新的一年裡，定能得大智慧，創造廣大福份。

紅財神被稱為「藏密資糧主」，有大法力，可以施財寶。紅財

神的法力主要在祂的鼻子，禮拜紅財神，記得摸祂的鼻子。

發心布施 契合財神本誓

修持密教財神法的口訣，必須發願「得法財再施法

財」，才能契合財神本尊的誓願，畢竟布施是因，福德是

果。我們發心點供，且勤行布施，必然得紅財神的加持賜

福。

蓮生活佛強調修持紅財神，須以金剛杵加持紅財神之

頂，敕令吐出滿山滿谷的珍寶，行者資糧就不虞匱乏。

中觀堂設有「龍王寶殿」，所供奉的龍王菩薩在中觀新堂建

立時，給予很大的加持與幫助。為了感恩龍王的護持，及與

大眾分享龍王的賜福，開放點供「龍王賜福燈」，期望點燈

者獲大加持，財源廣進。

海中最富是「龍王」

蓮生活佛曾言：「天上最富的是『四大天王』。在海中

最富的是『龍王』。而八大龍王，全是真佛宗的弟子。」

龍天大力護持真佛宗，因為祂們曾在佛前發願要護持修行

人及佛法。虔心點供及祈求龍王，必得賜福。

地母菩薩，又稱「地母娘娘」，在台灣的本土信仰中，地

母是很大的菩薩。

蓮生活佛曾開示：「地神與人的頻率是最接近的」，只要

依法一心供養祈求，地神最容易與人相應。

「地神殿」眾地神 添祿賜財福

中觀堂設有「地神殿」，殿內供奉正是「地母慈尊」、

「堅牢地神金剛」、「文昌帝君」、「福德正神」、「五路財

神」等護佑眾生的大地神祇，每一尊都具有賜財賜福的大

力，令點燈求福者得眾神的光明守護，長福份，獲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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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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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供除疾燈 治病消災光明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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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心點供及祈求，定

能獲得光明加持，健康、長壽又平安。

中觀己亥年點燈  八大主尊介紹

 點燈主尊 

南摩摩利支天菩薩

點供太歲燈

除災又避禍

紅財神賜福燈

龍王賜福燈 財寶地神燈

摩利支天太歲燈

文殊虛空藏智慧燈

蓮花童子光明燈

愛染明王敬愛燈

 點燈主尊 

南摩蓮花童子

點供蓮花童子光明燈

得根本傳承大加持

身心光明

一切吉祥

 點燈主尊  

南摩愛染明王

點供

愛染明王敬愛燈

圓滿敬愛又和合

 點燈主尊 

南摩文殊師利菩薩 南摩虛空藏菩薩

點供文殊虛空藏智慧燈

萌發智慧的種子

一切所求皆圓滿

 點燈主尊 

南摩紅財神

點供紅財神賜福燈

息災得大福

財源滾滾來

 點燈主尊 

南摩龍王菩薩

點供龍王賜福燈

龍王賜福

好運來

 點燈主尊 

南摩地母無量慈尊

點供財寶地神燈

地母守護

財利通達

藥師如來除疾燈

 點燈主尊 

南摩藥師如來

點供藥師如來除疾燈

治病又消災

健康長壽平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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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堂佛像金身眾多，非常需要大家共同發心協助，為佛菩薩清

理這一年來的塵垢，也正是提醒我們要刷洗心上的垢穢。「壇城是萬

德交歸之所」，平常並不能隨意觸動，因此這一種與諸佛菩薩的另類

互動，也是份非常難得的緣分。

外淨壇城 內淨自心

「清屯」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將壇城上諸佛菩薩的金身迎請下

來，將每一尊佛像及壇城擦拭乾淨後再供上壇城。清屯結束後將一併

舉行謝送太歲‧恭迎太歲的儀式，歡迎大家一同發心前來參與清屯，

讓我們一起到中觀堂來，為佛菩薩「淨身」，也為自己「淨心」。

為了感謝同門長久以來對中觀堂各項法務的護

持，釋蓮悅上師將在今年最後一次歲末同修日，帶

領同門共修佛頂尊勝佛母，提前與佛菩薩送舊圍

爐。當天還特別準備了「聖尊賜福-開運紅包」發

放給與會大眾，現場另外準備了各種豐富的獎品，

進行摸彩抽獎，讓大家在新春有個吉利的好彩頭。

來自根本傳承的加持與賜福

「聖尊賜福-開運紅包」是中觀堂特別依新年的生肖動物，製作

精美圖卡，再一心祈請根本傳承上師 蓮生活佛放光加持的「賀歲紅

包」，充滿加持力的紅包將賜福給有緣前來的同門，令大眾開運得

福。同門就像我們的家

人，中觀堂在此誠摯的感

謝大家，敬邀大家一同前

來參加歲末同修及新春法

會，接受根本上師傳承的

賜福，歡喜迎春。

2018年12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9:30
 (農曆11月17日 阿彌陀佛聖誕日)

南無阿彌陀佛護摩法會
 主壇上師  釋蓮悅金剛上師    法會地點  中觀土城閉關中心

2019年1月1～4、6～11、14～18、21～25日

20天22壇「華嚴經入法界品 暨
普賢行願品」誦經迴向
 主壇上師  釋蓮悅金剛上師、釋蓮海金剛上師 主壇

 誦經地點  中觀堂8樓

﹙特別迴向2月24日龍樹菩薩大法會功德主及法會吉祥圓滿﹚

【詳細誦經時間，請見第8版「2019中觀1月法務行事曆」】

2019年1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9點起（農曆12月15日）

中觀堂年終清屯 暨 送迎太歲

2019年1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9:30（農曆12月22日）

南摩大白蓮花童子藏密式護摩法會

華嚴經圓滿總結壇 暨 土城年終清屯
 主壇上師  釋蓮悅金剛上師    法會地點  中觀土城閉關中心

2019年2月1日 (星期五) 晚上7:00（農曆12月27日）

歲末同修 佛頂尊勝佛母專壇
 主壇上師  釋蓮悅金剛上師    同修地點  中觀堂8樓

歲末同修 佛頂尊勝佛母專壇2月1日
(農曆12月27日)

 主壇上師  釋蓮悅金剛上師     同修地點  中觀堂8樓
 同修時間  2019年2月1日(星期五)晚上7:00

1月20日
(農曆12月15日)

 開始清屯時間  2019年1月20日(星期日)上午9:00

聖尊賜福 發送賀歲紅包

清屯時同門共同清潔壇城與佛像

中觀年終清屯 暨 送迎太歲
為佛菩薩「淨身」 也為自己「淨心」

大年初一 新春團拜‧恭誦「真佛經」‧並賜新春紅包
 日期  2019年2月5日 (大年初一) 上午7:00     地點  中觀堂7樓

【上午8:00搭車前往台灣雷藏寺參加 師尊新春彌勒菩薩護摩法會】

大年初二 南摩瑤池金母新春祈福法會
 日期  2019年2月6日 (大年初二) 上午9:30    地點  中觀堂7樓、8樓

大年初三 南摩紅財神新春祈福法會
 日期  2019年2月7日 (大年初三) 上午9:30    地點  中觀堂7樓、8樓

大年初四 大敬愛咕嚕咕咧佛母十方射箭法新春祈福法會
 日期  2019年2月8日 (大年初四) 上午9:30    地點  中觀堂7樓、8樓

2019年2月14、15、18～22日     持咒地點  中觀堂慈尊者

7天7壇 龍樹菩薩持咒迴向
 持咒時間  2019年2月14、15、18～22日 每天晚上7:00～10:00
 主壇上師  釋蓮悅金剛上師、釋蓮海金剛上師、蓮妙上師 共同主壇

2019年2月24日     法會時間  下午2:00     法會地點  林口體育館

蓮生活佛 親臨主持 二轉 龍樹菩薩護國息災祈福超度大法會
賜授「龍樹菩薩本尊法」灌頂，並首度賜授「華嚴經」灌頂

特別迴向2月24日龍樹菩薩大
法會功德主及法會吉祥圓滿

護持台灣雷藏寺 師尊新春法會 春節期間車輛預訂不易 敬請提前報名乘車  

2019年2月5日（大年初一）  上午7:30集合  8:00準時出發

2019年2月9日（大年初五）  上午8:30集合  9:00準時出發

歲末法務活動中觀
戊戌年

新春法務活動中觀
己亥年

2018

12.23

2019

1.1

2019

1.20

2019

1.27

2019

2.1

2019

2.5

2019

2.6

2019

2.7

2019

2.8

2019

2.14

2019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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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樹菩薩是佛陀入滅六百年後誕生的佛學巨星，遍歷小乘、大乘及金剛

乘，佛學根基深厚，智慧無上，被顯密八宗尊奉為祖師，更為後世留下為

數驚人的鉅作，其中的《中論》對佛教界的影響既深且遠，後世佛子尊崇

不已。2018年 蓮生活佛與龍樹菩薩跨越時空於林口體育館的大法會相遇，

激盪出引人入勝的法味，令人回味無窮，2019年2月4日中觀堂再度恭請聖

尊 蓮生活佛二轉龍樹菩薩智慧法輪，再一次引領大眾見證龍樹菩薩的丰

彩，探究其深不可測的佛法智慧。

此次大法會不但賜授「龍樹菩薩本尊法灌頂」，更首度賜授「華嚴經灌

頂」，《華嚴經》乃經中之王，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因為龍樹菩薩曾至

龍宮廣閱佛典，才得以將其攜出龍宮，傳於人間。《華嚴經》精妙非凡，裡

面不但盡述佛陀成就佛果的種種莊嚴瑞相、佛國剎土不可思議的美好，更

有多位大菩薩娓娓道來各自修證的種種體悟，是一部行菩薩道成就佛果的

超勝教科書，經中盡是無限的修行智慧，若能受此灌頂，並領悟其中的智

慧，將是此生難得的大法緣，竭誠歡迎您前來參與這場千古難逢的盛會。

20天22壇「華嚴經入法界品 暨 普賢行願品誦經迴向」
一窺精妙的華嚴智慧

 啟建時間  2019年1月1～4、6～11、14～18、21～25日

 主壇上師  釋蓮悅金剛上師、釋蓮海金剛上師 主壇   地點  中觀堂8樓

《華嚴經》是釋迦牟尼佛成道後第一部宣說的經典，原藏於龍宮之中，

一共有三大部，當初龍樹菩薩僅攜出類似提要性質的下部，因上、中二部

非人間眾生所能理解。《華嚴經》經歷代集結後最完整的中文版是八十卷，

共三十九品，外加一品〈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由於散失眾多，這

也僅是完整內容的一半，不過仍能一窺其義理。

整部《華嚴經》的重點是告訴眾生該如何圓滿修行菩薩的五十二個次第

（階位），最後才能證得佛果。為了證明此法可行，佛陀再加碼宣說善財童

子這位凡夫為了求法，辛苦拜訪五十三位善知識最後成就佛果的實例，這

就是第三十九品〈入法界品〉（第六十～八十卷）的內容。

善財童子的求法過程，表現了《華嚴經》中經修行而入法界的各階段，

可以說是《華嚴經》的濃縮精華，經中最末的〈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

品〉，則是《華嚴經》的壓軸，說明了欲成就如同佛陀一樣無邊的佛果功

德，必須修習十種廣大的行願，為此經及修行心要做了完美的總結。

2019年1月1日起，中觀堂將率先啟建20天22壇「華嚴經入法界品 暨 普

賢行願品誦經迴向」，2019年1月27日，將於土城閉關中心啟建圓滿總結

壇「南摩大白蓮花童子藏密式護摩法會」，期望將一切殊勝的誦經及供養功

德迴向2月24日大法會一切圓滿吉祥、法會功德主所求悉皆如願，歡迎您親

臨與會，見證華嚴智慧。

 啟建時間  2019年2月14、15、18～22日　 啟建地點  中觀慈尊者

 主壇上師  釋蓮悅上師、釋蓮海上師、蓮妙上師 共同主壇

我們將全球同步直播2019年2月14、15、18～22日所啟建的「7天7壇龍樹

菩薩持咒迴向」，以咒音齊心迴向2月24日「二轉龍樹菩薩大法會」一切吉

祥圓滿、法會功德主的祈求一切如願。敬邀您一同前來護持，提前以咒音

為大法輪的轉動熱身。

2019年中觀堂非常榮幸能夠再度恭請聖尊 蓮生活佛親臨主持大法會，二

轉龍樹菩薩的智慧法輪，我們依舊無比珍惜這次的法緣，並盡一切心力進

行籌備，只為讓法螺大響，讓珍貴的真佛密法能夠助益更多的有情眾生。

竭誠敬邀您共同發心贊助下列功德主方案，企盼您的布施成為共轉法輪的

力量，讓轉動的法輪帶起世界的美好。

大圓滿功德主 每位NTD.100,000元（USD.3,600元）

主 祈 功 德 主 每位NTD.20,000元 （USD.700元）

您的發心贊助 我們盡一切心力迴向：

●1 2019年2月23日臺灣雷藏寺新春大法會時，特別將龍樹菩薩大法會功

德主名單下護摩爐，恭請 蓮生活佛加持。●2 二轉龍樹菩薩大法會當天向 

蓮生活佛敬獻哈達。●3 20天22壇「華嚴經入法界品 暨 普賢行願品誦經迴

向」，為功德主迴向。●4 7天7壇「龍樹菩薩持咒迴向」，為龍樹法會功德主

迴向。●5 為功德主安奉令牌，一心迴向。

● 特別贈送「大圓滿功德主」三大殊勝好禮：(1)龍樹菩薩

絲巾一條。(2)五吋龍樹菩薩金身一尊。(3)安排法會現

場VIP座位五個。(4)「謝師盛宴」感恩晚宴餐券二張。

● 特別贈送「主祈功德主」殊勝好禮：(1)龍樹菩薩絲巾一

條。(2)安排法會現場主祈者專區座位。

二轉龍樹菩薩大法會後，將舉行2019「謝師盛宴」感恩晚宴，為根本上

師 蓮生活佛及出家僧眾，獻上最虔敬的供養，敬邀您一同前來與佛同樂。

●晚宴地點：林口體育館（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50號）

電話︱03-328-3201

●晚宴時間：2019年2月24日（星期日）晚上7:00～9:30

●晚宴費用：每位新台幣1,200元

●報名專線：02-2550-8599(桌次有限 額滿截止報名)

●本活動桌次以報名「繳費」先後順序安排。

● 未能購買感恩晚宴餐券者，仍可自由入座觀眾席，並可請購餐盒，一同

參與。

中觀堂 恭請 蓮生活佛 親臨主壇

 法會日期  2019年2月24日 下午2:00
 法會地點  林口體育館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50號）

 恭請賜授 「龍樹菩薩本尊法」灌頂 及

首度賜授「華嚴經」灌頂護國息災祈福超度大法會

二 

轉

再一次見證龍樹菩薩偉大的丰釆  2019 我們不見不散

橫跨時空的巨軸 蓮生活佛與龍樹菩薩
再次轉動無上的智慧法輪

再次見證龍樹菩薩的丰彩 一探龍宮寶藏的奧密
法會

亮點 

華嚴經入法界品 暨 普賢行願品誦經迴向
誦經

迴向 

7天7壇「龍樹菩薩持咒迴向」為法輪轉動熱身
持咒

迴向 

敬邀您與 蓮生活佛共轉智慧法輪 帶動世界的美好
贊助

募集

「謝師盛宴」與佛同歡
感恩

晚宴 



中觀堂 
己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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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堂最新資訊〉中觀資訊網〉http://zhong-guan.org
中觀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ckt518

凡請購「新春點燈供品組」或「紙金組合包」者，請務必將第6版撕下，連同第7版「點燈報名表」一起寄回中觀堂。

每份NT$100元 每份NT$100元 每份NT$100元 每份NT$100元

每份NT$100元 每份NT$100元每份NT$100元 每份NT$100元

注意事項供 香 鮮 花 燭 燈 敬愛包
除障包

紅葡萄酒
牛奶

地神
資糧包

龍 袍 五 藥

供養
意義 

供養
意義 

供養
意義 

供養
意義 

供養
意義 

供養
意義 

供養
意義 

供養
意義 

請購供品

真佛金 七佛金 如意金 合和金 除疾金 地藏金

每份NT$100元 每份NT$100元 每份NT$100元 每份NT$100元 每份NT$100元 每份NT$100元

大福金 四方金 綜合祖先金 綜合土地公金 華光冥幣 十殿閻羅金

每份NT$100元 每份NT$100元 每份NT$100元 每份NT$100元 每份NT$100元 每份NT$100元

尊勝咒紙 動物金 中觀煙供香 五路財神金 九彩壽生金

每份NT$250元 每份NT$50元 每包NT$180元 每份NT$200元 每份NT$650元

供品將於中觀土城閉關中心藏密式護摩法會 下爐供養

供養點燈主尊 不落空求：大眾報名新春年度點燈，再以契機的供品供養點燈主尊，一來表

示感恩，感謝點燈主尊一整年的守護加持；二來也表示不落空求。您所請購的供品，釋蓮悅金

剛上師將在中觀土城閉關中心藏密式護摩法會中，為您下爐供養，加持您的祈願圓滿達成。

蓮生活佛曾開示：「真佛宗紙金是冥界流通的有價證券，更

為瑤池金母所認定，它本身會產生法力跟Power。」更強調

「燃燒紙金是一種有形轉化為無形的供養，眾生只要誠心供

養，就能產生效驗。」年關將近，中觀流通處備有多種「真佛紙

金」及「紙金組合包」，並提供超值優惠：

※「中觀煙供粉」買五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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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凡購買十份紙金（不限種類），皆贈送「十殿閻羅金」一份。

※歡迎同門大眾選購祭祀歷代祖先、冤親債主及地基主地神等。

新春供佛祭祖 紙金組合包大優惠
※ 請購紙金滿1,000元，即可享免運費寄送到府服務

※各類紙金買十送一，煙供粉買五送一，優惠良機，敬請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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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上網請購，同享優惠，訂購網址：

http://www.pcstore.com.tw/tbworld/

新春點燈供品組
歡迎請購 供養點燈八大主尊

※ 請務必在下列請購供品項目中，

填寫請購金額。

※一人請購或闔家請購皆可。

修行精進不懈 象徵貌美、人緣佳

祈求財神賜福 祈求修行速成佛道 資糧具足、豐厚

紙金項目 請購數量

真佛金

七佛金

如意金

和合金

除疾金

地藏金

大福金

四方金

綜合祖先金

綜合土地公金

華光冥幣

十殿閻羅金

尊勝咒紙

動物金

中觀煙供香

五路財神金

九彩壽生金

請購紙金總金額

請購紙金總金額，請填入第7版
「請購紙金總金額」表格中

身心智慧光明

除疾、健康又平安

得大敬愛、除一切障

掃我可請購

供品項目 請購金額

供　香(每份100元)

鮮  花(每份100元)

燭　燈(每份100元)

敬愛包＋除障包(每份100元)

紅葡萄酒＋牛奶(每份100元)

龍　袍(每份100元)

五　藥(每份100元)

地神資糧包(每份100元)

點燈供品總金額

請購供品總金額，請填入第7版
「點燈供品總金額」表格中

一年一度 新春供佛

中 觀
流通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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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歲燈 □光明燈 □敬愛燈 □智慧燈 □除疾燈 

□紅財神賜福燈 □龍王賜福燈 □財寶地神燈

□太歲燈 □光明燈 □敬愛燈 □智慧燈 □除疾燈 

□紅財神賜福燈 □龍王賜福燈 □財寶地神燈

□太歲燈 □光明燈 □敬愛燈 □智慧燈 □除疾燈 

□紅財神賜福燈 □龍王賜福燈 □財寶地神燈

□太歲燈 □光明燈 □敬愛燈 □智慧燈 □除疾燈 

□紅財神賜福燈 □龍王賜福燈 □財寶地神燈

□太歲燈 □光明燈 □敬愛燈 □智慧燈 □除疾燈 

□紅財神賜福燈 □龍王賜福燈 □財寶地神燈

□太歲燈 □光明燈 □敬愛燈 □智慧燈 □除疾燈 

□紅財神賜福燈 □龍王賜福燈 □財寶地神燈

□太歲燈 □光明燈 □敬愛燈 □智慧燈 □除疾燈 

□紅財神賜福燈 □龍王賜福燈 □財寶地神燈

□太歲燈 □光明燈 □敬愛燈 □智慧燈 □除疾燈 

□紅財神賜福燈 □龍王賜福燈 □財寶地神燈

□太歲燈 □光明燈 □敬愛燈 □智慧燈 □除疾燈 

□紅財神賜福燈 □龍王賜福燈 □財寶地神燈

▲

 八種點燈，費用隨喜：不論您點供一種燈或八種燈，一個人

或全家人一起報名，費用都是隨喜。

▲  

請清楚勾選點燈種類，填寫報名者姓名、年齡、地址、祈願

等資料，字跡要端正，請勿潦草，以免辨識不清，影響您點

燈的權益，及便利行政人員輸入的作業，感謝您的配合。

▲  

聯絡人之姓名、地址、電話、繳款方式請務必填寫，若填寫

內容有不清晰處，工作人員會以電話與您聯繫確認，保障您

點燈的權益。

點
燈
報
名
須
知

八種點燈報名表
  太 歲 燈  點供太歲燈 除災又避禍

適合對象：凡當值下述年齡者，宜安奉太歲保平安。

【中華民國108年，歲次己亥年，當值太歲星君「謝太」】

太歲相豬，其偏沖相虎（詩曰：太歲當頭坐，無喜恐有禍）

本年元辰太歲年齡：1.13.25.37.49.61.73.85.97歲

偏沖年齡：10.22.34.46.58.70.82.94歲

正沖相蛇，其偏沖相猴（詩曰：太歲出現來，無病恐破財）

本年元辰太歲年齡：7.19.31.43.55.67.79.91歲

偏沖年齡：4.16.28.40.52.64.76.88歲

  光 明 燈  傳承大加持 光明恆守護

 適合對象  祈求元辰光明，身心安康，諸事順遂，災禍遠離；祈求傳承加持，修行成就。

  敬 愛 燈  明王助愛染 廣得大敬愛

 適合對象  祈求善緣廣結，得人敬愛；祈求姻緣早得；祈求家庭和合。

  智 慧 燈  文殊虛空藏 智慧現前來

 適合對象   祈求智慧增長，辯才無礙，升遷順利，考運光明。如學生、上班族、參加各類考試者。

  除 疾 燈  如來淨病業 除疾又安康

 適合對象  祈求病業消除，健康平安，長壽自在。

  紅財神賜福燈‧龍王賜福燈‧財寶地神燈  財神齊降臨 財利通四海

 適合對象  一般大眾祈求事業順利，財利通達，不虞匱乏；修行之人祈求法財無匱，資糧具足。

點 燈 者 姓 名 年齡 點　　燈　　種　　類 現　　居　　地　　址 祈　　願

□現場自取 □已領取

□請郵寄小包

□現場自取 □已領取

□請郵寄小包

聯  絡  人  姓  名 贈 品 領 取 方 式 郵　　寄　　地　　址

◎敬請務必勾選下列贈品領取方式，以保障您的權益。

◎只要您點燈隨喜報名供養超過2,000元(不含點燈供品)，您就可以獲得珍貴的「尊勝甘露丸」。

摩利支天太歲燈 藥師如來除疾燈

蓮花童子光明燈 愛染明王敬愛燈

紅財神賜福燈 龍 王 賜 福 燈

文殊虛空藏智慧燈 財 寶 地 神 燈

點燈總金額
滿2,000元 送尊勝甘露丸

點燈供品總金額 請購紙金總金額

合計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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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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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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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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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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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款方式：□現金  □劃撥  □ATM轉帳    □請寄收據  □不寄收據

          □欲定期索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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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填寫e-mail，以便發送重要的法務訊息給您）

 2019新春點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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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觀堂歲次己亥年

點燈滿2,000 (不含供品) 
送「尊勝甘露丸」

點燈

隨喜



14:00～18:00
華嚴經誦經迴向
【開壇】第60卷
第二壇 第61卷

9:00晨間同修

19:30～21:30
華嚴經誦經迴向
第三壇 第62卷

9:00晨間同修

19:30～21:30
華嚴經誦經迴向
第四壇 第63卷

9:00晨間同修

19:30～21:30
華嚴經誦經迴向
第五壇 第64卷

時輪金剛護摩法會
9:00發車
(台灣雷藏寺)

14:00～18:00
華嚴經誦經迴向
第六壇 第65卷
第七壇 第66卷

9:00晨間同修

19:30～21:30
華嚴經誦經迴向
第八壇 第67卷

9:00晨間同修

19:30～21:30
華嚴經誦經迴向
第九壇 第68卷

9:00晨間同修

19:30～21:30
華嚴經誦經迴向
第十壇 第69卷

9:00晨間同修

19:30～21:30
華嚴經誦經迴向
第十一壇 第70卷

9:00晨間同修

19:30～21:30
華嚴經誦經迴向
第十二壇 第71卷

吉祥天母護摩法會
9:00發車
(台灣雷藏寺)

9:00晨間同修

19:30～21:30
華嚴經誦經迴向
第十三壇 第72卷

9:00晨間同修

19:30～21:30
華嚴經誦經迴向
第十四壇 第73卷

9:00晨間同修

19:30～21:30
華嚴經誦經迴向
第十五壇 第74卷

9:00晨間同修

19:30～21:30
華嚴經誦經迴向
第十六壇 第75卷

9:00晨間同修

19:30～21:30
華嚴經誦經迴向
第十七壇 第76卷

大力金剛護摩法會
9:00發車
(台灣雷藏寺)

9:00
中觀清屯暨送迎太歲

9:00晨間同修

19:30～21:30
華嚴經誦經迴向
第十八壇 第77卷

9:00晨間同修

19:30～21:30
華嚴經誦經迴向
第十九壇 第78卷

9:00晨間同修

19:30～21:30
華嚴經誦經迴向
第二十壇 第79卷

9:00晨間同修

19:30～21:30
華嚴經誦經迴向
第二十一壇 第80卷

9:00晨間同修

19:30～21:30
華嚴經誦經迴向
【圓滿壇】 第81卷

大隨求菩薩護摩法會
9:00發車
(台灣雷藏寺)

9:30華嚴經圓滿總結壇
大白蓮花童子護摩

下午土城閉關中心清屯

9:00晨間同修 9:00晨間同修 9:00晨間同修

19:30
「金剛心菩薩法」同修

9:00晨間同修

19:00
龍樹菩薩水供同修

2019｜中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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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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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農11/26 2  農11/27 3  農11/28 4  農11/29 5  農11/30 6  農12/1

7  農12/2 8  農12/3 9  農12/4 10  農12/5 11  農12/6 12  農12/7 13  農12/8

14  農12/9 15  農12/10 16  農12/11 17  農12/12 18  農12/13 19  農12/14 20  農12/15

21  農12/16 22  農12/17 23  農12/18 24  農12/19 25  農12/20 26  農12/21 27  農12/22

28  農12/23 29  農12/24 30  農12/25 31  農12/26

19:00
歲末同修
佛頂尊勝佛母專壇

7:00新春團拜
恭誦真佛經 賜新春紅包

彌勒菩薩護摩法會
8:00發車(台灣雷藏寺)

9:30
瑤池金母新春祈福法會

9:30
紅財神新春祈福法會

9:30
咕嚕咕咧佛母
十方射箭法
新春祈福法會

勾財天女護摩法會
9:00發車
(台灣雷藏寺)

9:00晨間同修 9:00晨間同修 9:00晨間同修

19:30
「金剛心菩薩法」同修

9:00晨間同修

19:00～22:00
龍樹菩薩持咒迴向
【開壇】

9:00晨間同修

19:00～22:00
龍樹菩薩持咒迴向
第二壇

咕嚕咕咧佛母護摩法會
9:00發車
(台灣雷藏寺)

瑤池金母大法會
10:30發車
(黃帝雷藏寺)

9:00晨間同修

19:00～22:00
龍樹菩薩持咒迴向
第三壇

9:00晨間同修

19:00～22:00
龍樹菩薩持咒迴向
第四壇

9:00晨間同修

19:00～22:00
龍樹菩薩持咒迴向
第五壇

9:00晨間同修

19:00～22:00
龍樹菩薩持咒迴向
第六壇

9:00晨間同修

19:00～22:00
龍樹菩薩持咒迴向
【圓滿壇】

新春祈福護摩大法會
8:00發車
(台灣雷藏寺)

14:00
中觀堂 舉辦
二轉 龍樹菩薩大法會
(林口體育館)

9:00晨間同修 9:00晨間同修 9:00晨間同修

19:30
「金剛心菩薩法」同修

9:00晨間同修

19:00
大威德金剛薈供同修

2019｜中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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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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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農12/27 2  農12/28 3 農12/29

4  農12/30 除夕 5  農1/1 初一 6  農1/2 初二 7  農1/3 初三 8  農1/4 初四 9  農1/5 初五 10 農1/6 初六

11  農1/7 12  農1/8 13 農1/9 14  農1/10 15  農1/11 16  農1/12 17  農1/13

18  農1/14 19  農1/15 20  農1/16 21  農1/17 22  農1/18 23  農1/19 24  農1/20

25  農1/21 26  農1/22 27  農1/23 28  農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