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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花水月二十載
慶祝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成立二十週年
紀念之特刊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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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珠佛學會佛壇莊嚴

鏡花水月二十載
慶祝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成立二十週年
紀念之特刊
第一章

敦珠佛學會佛壇莊嚴

敦珠佛學會講壇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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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佛法指出一切世間法皆屬「有為法」，即
以「因緣法則」而衍生出宇宙之森羅萬象。
故此時光飛逝、世事無常乃宇宙之常規。
佛陀也因此留下了「諸法因緣生、法亦因
緣滅、是生滅因緣、佛大沙門說」之教誨。
如此地，有情世間均有「生、老、病、死」，
而器世間亦有「成、住、壞、空」，皆顯
出了「世法無常」之真理。
同樣道理，即使是佛法之僧團、以及其所
屬寺院、寺產等，雖有「常住常住」、「十
方常住」等四種「常住」之說，然亦只不
過是表示佛法之偉大真理，若能夠長存於
世，便可作為世間迷途者之明燈而已；而
並不代表佛法之僧團真的可以脫離世法無
常的「因緣法則」而獨立存在的。

劉上銳下之金剛上師
墨寶

因而古德有云：「建水月道場、修鏡花法事」，亦一再提醒我們，
做佛事、積功德，同樣是不應該執著的，而且是因應眾生之「因
緣、業力」而有所變化的。故此，佛法亦是離不開世法無常的「因
緣法則」，因而有「正法、像法、末法」等不同時期之出現。

緣起
由於「佛教」經歷 2500 多年於全球的弘播，分別在各地夾雜着
很多民間的風俗與鬼神傳說，令「佛教」的真正內涵被世俗化
及混淆、變得模糊不清。「佛教」為求融入民間，着重扶貧濟
世、心靈安慰、與及導人向善，其弘播在「廣度」方面，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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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當成功的，值得我們非常之隨喜讚嘆。然而在「深度」方面，
例如“如何訓練修行者的「心力」以應付死後的「轉型期」”、
“如何弘播「佛教」，才可以令「佛教」真實的面目及目標得以
清晰化”、“「佛教」的「實修訓練」如何可以十分「對題」地
實行”，以至如何地修行才能「脫離輪迴」、甚至成佛等等的
重點，則仍需我們不斷的努力弘揚。於《增一阿含經》內有四
句偈，開示了學習及修行佛法的重點所在：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增一阿含經》

特別是第三點有關「自淨其意」，配合「戒、定、慧」三增上
學之修習，正是「修心與修行」的重點所在。敦珠佛學會 ( 國
際 ) 乃 全 賴 種 種「 因 緣 和 合 」
的情況之下而誕生的。敦珠佛
學 會 ( 國 際 ) 的 成 立， 就 是 希
望能令「佛教」的弘播可以進
一步「深度化」，既能夠兼顧
其「廣度」的一面，亦需要發
展其「深度」的一面，令真正
的佛法能夠再次重現於世。而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是一所屬
於「藏傳佛教」寧瑪巴 ( 意譯：
「古舊」教派，俗稱「紅教」)
的弘法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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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始祖蓮花生大師

鏡花水月二十載
慶祝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成立二十週年
紀念之特刊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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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花水月二十載
慶祝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成立二十週年
紀念之特刊
第二章
成立背景
在此，首先簡單介紹一下本會兩位創會導師之佛教履歷如下：
(1)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是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的創辦人及指定
導師。出生並就讀於香港之中小學，及後負笈海外。並先後
於美國史丹福大學獲取碩士學位、與及於英國諾丁漢大學獲
取哲學博士學位。返港後，服務於香港城市大學共廿九年，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於美國史丹福
大學獲取碩士學位時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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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喜泰賢金剛上師
於英國諾丁漢大學
獲取哲學博士學位
時攝

英國諾丁漢
大學校園

受聘為副教授及博士生導師，直至退
休為止。移喜泰賢金剛上師十五歲便
開始親近承事「漢地演密教者」舒囊
卓之贊青喇嘛 ( 即福德法幢劉上銳下之
金剛上師 )，修習「密乘法要」，得
以 傳 授 完 整 無缺之「密乘」教誨與
實修法門，並得授予「四級灌頂」。

劉銳之金剛上師乃依怙主敦
珠法王二世唯一 之 漢人傳
承弟子

劉銳之金剛上師賜予認證移喜泰賢金剛上師曾受四級灌頂的信件 ( 英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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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銳之金剛上師賜予認證移喜泰賢金剛上師曾受四級灌頂的信件

於 1972 年， 得 當 時 之 寧 瑪 巴 法 王 依 怙 主 敦 珠 智 者 移 喜 多
傑 ( 即 無 畏 金 剛 智 ) 寧 波 車 親 自 授 予「 金 剛 阿 闍 黎 」 灌 頂，

依怙主 敦珠法王二世賜予認證移喜泰賢金
剛上師曾受金剛阿闍黎灌頂、並親書賜予
法名「移喜泰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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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怙主敦珠法王二世 ( 右 )、
劉銳之金剛上師 ( 中 ) 及移
喜泰賢金剛上師 ( 左 )

並 獲 賜 予 法 名「 移 喜 泰 賢 」
( 意為：智慧無邊 )，與及依怙
主 敦珠法王二世的法相兩張。

依怙主敦珠法王二世賜金剛阿闍黎灌頂
予移喜泰賢金剛上師後攝 (1972)

依怙主 敦珠法王二世
賜予移喜泰賢金剛上
師的法相 1

依怙主 敦珠法王二世
賜予移喜泰賢金剛上
師的法相 2 ( 前面 )

依怙主 敦珠法王二世
賜予移喜泰賢金剛上
師的法相 2 ( 背面 )

並 分 別 於 1986 及
1996 年， 兩 次 獲
「漢地演密教者」福
德法幢劉 上 銳 下 之金
剛上師囑咐承接其
傳 承 ( 見 下 文 )。 劉銳之金剛上師與移喜泰賢 劉銳之金剛上師與移
金剛上師合照於 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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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泰賢金剛上師合家
合照於 1996 年

其後於 1997 年開始，移喜泰賢
金剛上師有幸得到當代被公認為
修持最具證量、及德高望重之藏
密甯瑪巴依怙主 夏札 ( 戚操 )
生紀多傑 ( 佛金剛 ) 法王的慈悲
攝受為其弟子，並獲依怙主 夏 依怙主 夏札法王與移喜泰賢
札法王賜予兩封親筆書函，認證
及啤嗎哈尊兩位金剛上師
攝於 1997 年
其為「漢地演密教者」福德法幢
上
下
劉 銳 之金剛上師的傳承人 ( 見下文 )。從此便親近承事依
怙主 夏札法王共十多年，直至 2015 年底依怙主 夏札法王
進入「大般涅槃」。
(2) 啤嗎哈尊金剛上師，亦是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的創辦人及指
定導師。其跟隨「漢地演密教者」舒囊卓之贊青喇嘛 ( 即福
德法幢劉上 銳下 之金剛上師 ) 學習「密法」二十多年，並得
劉上師親自授予「金剛阿闍黎」
（意即「軌範師」）灌頂。

劉銳之金剛上師賜與啤
嗎哈尊金剛上師金剛阿
闍黎灌頂後攝

劉銳之金剛上師賜與移
喜泰賢及啤嗎哈尊兩位
金剛上師的結婚祝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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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銳之金剛上師與
移喜泰賢及啤嗎哈
尊兩位金剛上師
合照

同 時， 分 別 於 1981 及 1984 年
親炙當時之寧瑪巴法王依怙
主 敦珠智者移喜多傑 ( 即無
畏金剛智 ) 寧波車，獲親賜法
名「 啤 嗎 哈 尊 」( 意 為： 蓮 花
天 母 ) 及 重 要 灌 頂 及 法 要。

依怙主 敦珠法王二
世賜法名與啤嗎哈尊
金剛上師

依怙主 敦珠法王二世 ( 左 )、
劉銳之金剛上師 ( 右 ) 及
啤嗎哈尊金剛上師 ( 中 )

依怙主 敦珠法王二世
賜灌頂與啤嗎哈尊金剛
上師

依怙主 敦珠法王二世
與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
兩位金剛上師合照

其後於 1997 年開始，啤嗎哈尊金
剛上師有幸得到當今被公認為修
持最具證量、及德高望重之藏密甯
瑪派依怙主 夏札 ( 戚操 ) 生紀多
傑 ( 佛金剛 ) 法王的慈悲攝受為
其弟子，並得賜「法衣」。從此
便親近承事依怙主 夏札法王共十 依怙主 夏札法王賜法衣與啤嗎
哈尊金剛上師
多年，直至 2015 年底依怙主 夏
札法王進入「大般涅槃」。於 2011 年 3 月 19 日，乃藏曆正月
十五日 ( 即「四聖日」之首日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之移喜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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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金剛上師，正式為本會指定
導師啤嗎哈尊金剛上師舉行了
隆重的「陞座典禮」。而本會
之根本上師 依怙主 夏札 ( 戚
操 ) 生紀多傑法王，亦特別為
此「陞座典禮」專程派人從尼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為啤嗎哈尊金
剛上師舉行陞座典禮
泊爾來港，代表依怙主 夏札
法王賜予：「長壽佛像」一尊
( 代表佛身 )、依怙主 夏札法
王本人之著作三大函 ( 代表佛
語 )、 一 座「 佛 塔 」( 代 表 佛
意 )， 還 有 法 衣、 班 智 達 帽、
依怙主 夏札法王賜予殊勝加持
鈴杵一對、水晶杵一枝等等多 聖物作為啤嗎哈尊金剛上師陞座
種法物給啤嗎哈尊金剛上師，
典禮之祝賀禮物
並賜予殊勝加持。
啤嗎哈尊金剛上師全力弘揚佛法，以利益一切如母有情。其
所演譯之佛法深入淺出，見解精闢獨到，分別以真實體驗、
科學分析、人生百態、經典故事、佛陀金句、深層分析、結
構推理等不同的層面，將深奧的佛法，以入世之事理，注入
人「心」。其中很多精彩內容，為前人所未能深入解釋的精
闢實修細節，卻能以清晰及易懂的語文加以詳釋。即使已經
對佛法有一定認識的眾生，在聽聞及看過此等演譯之後，不
單只對佛法之認識能夠更加深入了解，而且更有「豁然開竅」
的感覺，從而突顯出啤嗎哈尊金剛上師的高度實修水準及智
慧，教證俱備。
回顧本會成立之各種緣起，乃本會之指定導師移喜泰賢金剛上
師，分別在一九八六年及一九九六年，兩次為其根本上師「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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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演密教者」舒囊卓之贊青喇嘛 ( 即福德法幢劉上銳下之金剛上
師 ) 囑咐要承接其在漢土之「那也東初」( 即「大幻化網」) 及「敦
珠新寶藏」之傳承系統。為了堅守他於一九九六年四月二日對
「漢地演密教者」舒囊卓之贊青喇嘛 ( 即福德法幢劉上銳下之金剛
上師 ) 之「三昧耶」誓句，及為了圓滿其為利益眾生而發起的
菩提心宏願，因而正式承接了其法統及傳承 ( 詳情請分別參閱
敦珠佛學會於 1999 年出版之《蓮花光》創刋號、與及於 2007
年出版之《蓮花海》第九期 )，以報答師祖依怙主 敦珠法王二
世之深恩，並發願承擔「續佛慧命、燃佛心燈」之使命及重任。
自「漢地演密教者」福德法幢劉
上
銳下之金剛上師於西元 1997 年 5
月 17 日 ( 即藏曆之四月初十日，
乃蓮師示現與曼德華佛母於火海
中成就蓮華金剛骨鬘之殊勝日 )
凌晨寅時圓寂之後，因應各種特
殊因緣，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兩
位金剛上師，於同年 1997 年 9 月
前往尼泊爾朝拜當代寧瑪巴 ( 俗
稱紅教 ) 德高望重之大成就者、
及「敦珠新寶藏」之法主，依怙
主 夏札 ( 戚操 ) 生紀多傑 ( 佛金
剛 ) 法王，得到其重要的指引及
開示。
依怙主 夏札法王特別賜下親筆
書 寫 之「 認 證 信 」 兩 封 ( 分 別
刋 登 於 敦 珠 佛 學 會 出 版 於 1999
年 之《 蓮 花 光 》 創 刋 號、 及 於
2006 年之《蓮花海》第五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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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怙主 敦珠法王二世與
依怙主 夏札法王合照 1

依怙主 敦珠法王二世與
依怙主 夏札法王合照 2

依怙主 夏札法王賜予移喜泰賢金剛
上師的傳承認證親筆書函 1

依怙主 夏札法王賜予移喜泰賢金剛
上師的傳承認證親筆書函 2

依怙主 夏札法王賜予移喜泰賢金剛上師的傳承認證親筆書函 1 ( 中譯本 )

依怙主 夏札法王賜予移喜泰賢金剛上師的傳承認證親筆書函 2 ( 中譯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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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 班 智 達 帽 及 法 衣 」、 舉
行「 陞 座 典 禮 」， 正 式 公 開
認證移喜泰賢金剛上師為「漢
地演密教者」舒囊卓之贊青喇
嘛 ( 即福德法幢劉 上 銳 下 之金
剛 上 師 ) 之「 法 嗣 」 及 傳 承
人 (「法」之正式繼承者 )。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陞座的
法相 1

依怙主 夏札法王為移喜泰賢金剛上師
加冕、並認證其為「金剛上師」的資格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陞座的
法相 2

移喜泰賢金剛
上師陞座的
法相 3

與此同時，依怙主 夏札法王亦賜下親筆書寫的「敦珠佛學會」
藏文名字，並且命湯嘉畫師畫出「普巴金剛杵」的畫像賜予本
會，作為本會的正式徽號及標幟，此乃寓意本會將要扮演著「降
伏魔怨、恢復正法」的重要角色及作用。

依怙主 夏札法王賜下
「普巴金剛杵」的畫像

依怙主 夏札法王賜下親筆書寫的
「敦珠佛學會」藏文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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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港之後，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兩位金剛
上師，為了特別紀念及緬懷三位「教證俱
備」、並具足三恩之根本上師 ( 分別為：
依怙主 敦珠法王二世、依怙主 夏札法
王、與及「漢地演密教者」福德法幢劉上
銳下之金剛上師。有關三位根本上師的詳
細情況，請參看本會網址的「上師簡介」
，
其 連 結 為：http://dudjomba.com/html/
teachers_introduction.html) 賜予其所有
法要及傳承之大恩大德，俾能使這些重要
的法要及傳承，能夠繼續於漢地得以承傳
下去、與及廣為弘播。故應「飲水思源」，
更因三位根本上師之恩海浩瀚難以為報，
惟有以感激及感恩之情加以表揚於天下，
因而特別為佛學會命名為「敦珠佛學會國
際有限公司」，以作緬懷及紀念；並將以
本會所作之一切功德，迴向三位根本上師
能不斷地弘揚正法於三界，利益一切如母
有情，令彼等均能早日離苦得樂、早證菩
提。並開始籌辦其成立及立案，因而在
1998 年 1 月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註冊
成立為認可之慈善團體。

依怙主 敦珠法王二世、劉銳
之金剛上師與移喜泰賢及啤
嗎哈尊兩位金剛上師合照

依怙主 敦珠法王二世
之法相

依怙主 敦珠法王二世與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合照

依怙主 夏札法王與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
兩位金剛上師合照
20

南無當代第二佛蓮花生大師

鏡花水月二十載
慶祝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成立二十週年
紀念之特刊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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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花水月二十載
慶祝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成立二十週年
紀念之特刊
第三章
本會之傳承系統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之傳承及法系證明 1
22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之傳承及法系證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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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之傳承及法系證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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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敦珠新寶藏」巖傳法要之傳承表

大巖取者敦珠甯巴尊者 ( 敦珠法王一世 )

普賢王如來─金剛薩埵─嘉饒多傑─蔣巴舍甯─
詩列星哈─啤瑪森巴華─移喜磋嘉─
敦珠甯巴─卻美巖頓旺波─智者移喜多傑─
由漢地演密教者「舒囊卓之贊青」
（又名劉銳之）傳與─
移喜泰賢─啤嗎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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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珠新寶藏」之巖傳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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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上密乘教傳派金剛薩埵靜忿大幻化網本續
( 藏音：那也東初 ) 灌頂傳承之傳承表

法身佛普賢王如來

普賢王如來─金剛手─姑姑喇渣─因渣菩提─釋迦布捷─
聲哈也渣─姑巴也渣─戈媽德偉─空遮伽雅─生遮生汪─
卑嗎那密渣─也羅孫奴─梳波那啤─努青生遮野些─
蘇力啤遵麥─些信令─舒敦哥羅─宿青沙渣遵呢─
舒中些也渣巴─零巴窩─加敦─些敦多傑贊青─倫多傑窩─
舒囊贊青─卻之星加─山遮不─舒那君波─生祝多傑─
生遮領青─貴洛孫奴啤─梳朗蔣錯─寫敦青波─嘉可多傑─
班青班媽汪遮─仁親即頓─宿青充美巴─烏金笛打零巴─
羅青卻巴爭錯─仁親冷渣─卑嗎登精─卻呢南遮─卻呢卻尊
─生遮貢伽─頓真羅布─秋打彭爹窩錫─智者移喜多傑─
由漢地演密教者「舒囊卓之贊青」
（又名劉銳之）傳與─
移喜泰賢─啤嗎哈尊
27

報身佛金剛薩埵

「那也東初」壇城圖

28

「那也東初」教傳派傳承

29

(3) 無上密乘大幻化網本續巖傳派靜忿摧壞巖出近
傳承之傳承表

藏傳佛教始祖蓮花生大師

「文武百尊」立體壇城

蓮花生大師演巖傳─加馬寧巴─迎打取者─迎巴俄些─
南卡卓之蔣楚─梳朗俄些─梳朗啤登─梳朗卓宗─
那楚楊佐─軍加渣巴─多鴉定尊─親呢倫朱─笛打零巴─
雅汪趣啤─仁親冷渣─卑嗎登精─卻呢南遮─卻呢卻尊─
蔣楊親遮旺布─卓朱巖頓旺布─智者移喜多傑─
由漢地演密教者「舒囊卓之贊青」
（又名劉銳之）傳與─
移喜泰賢─啤嗎哈尊
30

「那也東初」巖傳派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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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無上密乘大幻化網本續極近傳承之傳承表

大巖取者笛清楚朱零巴尊者

笛清楚朱零巴─青、公冷衣─
卓朱巖頓旺布─智者移喜多傑─
由漢地演密教者「舒囊卓之贊青」
（又名劉銳之）傳與─
移喜泰賢─啤嗎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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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東初」之極近傳承

33

彌足珍貴及極其罕有的「大幻化網」傳承簡介 1

34

彌足珍貴及極其罕有的「大幻化網」傳承簡介 2

35

向「中陰文武百尊」供燈的殊勝處 1

36

向「中陰文武百尊」供燈的殊勝處 2

37

超度網

38

感恩本師釋迦牟尼佛，傳授解脫輪迴及成佛的方法給世人

鏡花水月二十載
慶祝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成立二十週年
紀念之特刊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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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花水月二十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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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之特刊
第四章
弘法宗風、原則及路向
「佛法」令人有艱深的感覺，敦珠佛學
會 ( 國際 ) 為了配合現代人的理解特性，
先於 1999 年首推「藏傳佛教修持系列」
之「修心與修行」課程，直指「修行根
植人生路」，並以深入淺出、清新簡易、
系統有序之演譯方法，再輔以「科學之
新發現」作為「註脚」，將「佛法」之
精妙處一一展現，並且能夠顯密圓融，
內容實在非常充實及精采。從 2000 年

「藏傳佛教修持系列」之
「修心與修行」課程精華

共有 12 堂之「修心與修
行」課程在上課時攝
40

開始，更推出「藏傳佛教」之《中陰救度
法精要》，及一系列的「生死教育」課程，
實為本港開埠以來之始。並以現代科學之
「瀕死體驗」研究作為佐證，給予現代人對
「生與死」的命題，能夠有一嶄新的視野及
理解。

《中陰救度法精要》
封面

《蓮花光》合訂本

本會著力以佛教多媒體的方式來進行弘
播，這樣便可以超越了「時間與空間」
的局限性。至今，本會已出版超過 350
多款之多媒體產品，除了牽涉到教授實
修的教法、與及觀想等不會公開之外，
其他可以公開的產品，包括有：佛法書
籍、期刊、與及影音光碟，囊括有「生
與死的奧秘」、「顯密實修課程」、「藏
密修持精華」等等不同課程系列之詳盡
分析，《蓮花光》合訂本、與及五十多
期的《蓮花海》期刊，並且已經上載到
YouTube 佛教頻道的百多、二百套的視
頻 ( 有粵語、國語、英語版 )，實在是
應有盡有、目不暇給。內容精闢獨到、
例證精彩，以最簡易的語言及文筆功
力、最理性的科學分析，將人類以至一
切眾生，被整個大自然的「演變與規律」
所束縛的情况，逐一揭示，並且藉此融

《蓮花海》期刊
之創刊號
41

入「生命的真諦」
：既知生，亦知死；並且學習到救人自救的方法，
為人生未來的路向作好充份的準備。

本會之 YouTube 佛教頻道

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兩位金剛上師之弘法宗風、原則及路向一
直以教育為本的主綫，奠下以「科學為基、破除迷信、恢復正
信佛法」之弘法根本；並且以「貴精不貴多」的原則來弘法，
從不譁眾取寵。而所謂「修行」，就是「學習處理生命，以至
最終可以輕鬆地掌握生命」的一種「真正實踐」。兩金剛上師
對其中的智慧，作出層層深入的分析，觀點既實用，也極之貼
題及創新，更可以運用於日常生活當中，協助「修行」。靈活
性與深度，均能融滙兼顧。由本會出版至今已超過 350 多款之
「多媒體弘法系列」教材中，可充分展現了這種踏實弘法的方針、
及修行與修證的宗風。
同時敦珠佛學會 ( 國際 )，秉承「漢地演密教者」福德法幢劉上
銳下之金剛上師之遺訓，要求本會會員需要恪守密乘學人修持之
「四項原則」：「發菩提心、正見正知、嚴守戒律、精進修持」。

42

茲附上 恩師「漢地演密教者」福德法幢劉上 銳下 之金剛上師親
筆書寫之「金剛乘」( 密乘 ) 學人修持原則，以便學密行人知所
遵循。正因如此，本會從來便是堅守著「貴精不貴多」的基本
原則。

劉銳之金剛上師所制訂之密乘學人修持「四項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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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會會員亦需要符合「漢地演密教者」福德法幢劉上銳下
之金剛上師所親自制訂之「學會信條」如下：

【重才、重修、重法
以重才故闡揚學術垂世行遠
以重修故不拾精進作法供養
以重法故必恭必敬恪遵 師訓
如是願菩提心

出錢、出力、出心
以不堅財從事弘利事業所謂出錢也
以身語意表現服務精神所謂出力也
集思廣益以轉無上法輪所謂出心也
如是行菩提心

無論願行均後後勝於前前也】

44

此等信條是所有本會學員均需恪守之原則，此實為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之精神，亦為寧瑪巴之教規。
在此，還有一個特別值得
一 提 的 故 事： 緣 於 2001
年夏天，兩位金剛上師帶
領弟子眾前往印度朝拜依
怙主 夏札法王大概一星
期 的 時 間。 到 臨 別 的 時
候，依怙主 夏札法王他
老人便送了一盞大的酥油
燈給兩位金剛上師。這其
依怙主 夏札法王賜予兩位金剛上師的
實是代表著依怙主 夏札
大酥油燈現正供奉於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法王對兩位金剛上師的殷
的佛壇內
切期望，便是要兩位金剛
上師肩負起「漢地演密教者」福德法幢劉上銳下之金剛上師的傳
承及法要這一重擔，並且希望能夠將此傳承及法要加以發揚光
大。而這一盞大的酥油燈，正是能夠給予光明 ( 即「智慧」) 泉
源的所在，可以令到黑暗的世間有一個光明的泉源，猶如是「明
燈指引，使迷途者知返」，而這正是兩位金剛上師、與及敦珠
佛學會 ( 國際 ) 一個任重道遠的使命。
也正是這個因緣，兩位金剛上師秉承了劉上師的重要付託。而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於當日因受 恩師賜予「傳燈者」之責相屬，
此實為一個對上師及諸佛菩薩極度莊嚴的承諾，亦是能與 恩師
保持著清淨「三昧耶」( 誓句 ) 的表徵；更因為移喜泰賢與啤嗎
哈尊兩位金剛上師發大菩提心，希望全力推動弘法利生的事業，
以利益無盡蒼生，故此兩位上師願與各學會成員，能夠共同努
力去圓滿此等誓願、與及所作的種種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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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法宗旨
1. 將「佛教」真實的面目及目標清晰化；
2. 以「科學」與現代術語及名詞作為注腳，重新演譯「佛法」
深層的一面；
3. 訓練具有「理論 ( 教理 )」及「實踐 ( 實修 )」經驗的弘播「佛
法」人才；
4. 推行「對題」的「實修訓練」，以幫助現代的修行人；
5. 向修行者提供「理論 ( 教理 )」及「實踐 ( 實修 )」的教授
及援助；
6. 向臨終者提供「對題」的「脫險、及應付逆境之援助」。

位於印度蓮花海 (Rewalsar) 山上之蓮花生大師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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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何而生存呢？生命的意思是什麼？

鏡花水月二十載
慶祝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成立二十週年
紀念之特刊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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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花水月二十載
慶祝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成立二十週年
紀念之特刊
第五章
尋找生命的真諦
大部份曾經瀕臨死亡，又僥倖再
次生還的人 ( 俗稱為「死而復生
者」，卻被科學家們稱為「瀕死
體驗者」)，都深深地領悟到「生
命的真諦」。這種體驗，改變了
他們往後的一生。無論是心態、
待人處事的方式、價值觀、以至
往日執著不放的某些堅持，都產
生了劇變。
瀕臨死亡的經驗，可以改變人的
一生，是「死」對「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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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輪廻圖

除此之外，「死亡」還有其他
層面的影響嗎？是否需要去理
解呢？「死亡」不單是每一個
人的必經之路，而且是一件經
常發生，與我們的生活有着密
切關係的事情，亦是一個非常
關鍵及重要的人生課題。

死亡之隧道

每一個人，都有朋友、親屬、至愛。這一層層的感情關係線，
其數量之多，足夠編織成一張網絡。在這個網絡上的人，一旦
死亡，都會牽動你的心，也牽動了與他有關連的人。如果將全
世界的死亡人數，加入與他有關連的人一起計算，這個數目，
是極之驚人的。也代表與死亡有關的人數，每一年都是天文數
字。
備受「死亡」所震撼、創傷與擊倒的人，不計其數。需要輔導
的人，無處不在。所以學習「死亡」的智慧，讓自己擁有正確
的認識及準備去處理「死亡」。甚至，可以化「死亡」為一種
新生命的力量，是自助與助人的急切課題。生命的真諦、生存
的意義、會否空過一生、白走一趟人生路、會否死得十分寃枉
等等的所有關鍵點，都盡在這一個「死亡」的課題之上。
現今流行於世的「生命教育」，如果不
包括處理「死亡」的智慧與方法，可以
說，這種「生命教育」並不完整，留有
極大的缺憾與不足。是一種短視而且不
徹底的教育，難以擔負起「生命」這個
意義深遠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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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說：「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死」。
意思是「善於處理生命，亦將會善
於處理死亡」。究竟「生」與「死」
之間，有着什麼的關係呢？
跟據釋迦牟尼佛以開悟的真理所指
示，「死亡」並不代表一切的終結。
肉體物質身的腐壞，並不代表精神
身的幻滅。只不過是如車輪廻轉般，
莊子（約前 369 年—前 286 年）
不斷再次借另一種物質的依附，繼
續其生命的存在。這種不解的痴纏，
原因竟然是因為我們對生命的執着。
而執持不放的結果，卻是令痛苦永
無終結。繼續生命的存在，便等於
是繼續的輪廻。
如光一般明亮的「智慧」

要終結嗎？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先
於在生之時，對自己的生命作出釋
放的訓練。這種「釋放身心」的訓
練，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稱 之 為「 修
行」。這正好是莊子所說的：「善
吾生者」。是「生」對「死」的影響。
能夠在生前積極面對生命，了解生
命，學習處理生命，以至最終可以
輕鬆地掌握生命，不再痴纏，不再
輪廻，這種「善吾生者」，正是「生
命的真諦」：「既知生，亦知死」。

不辜負生命的擁有，發揮生命的原動力，釋放內在的潛能，將
生命的光采發展到極至，令自己可以脫離如車輪廻轉般的束縛，
不再生生死死地痴纏與無助。這種如「光」一般明亮的智慧，
正是「生命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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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命運之樞紐、主浮沉於一刻

「生」與「死」真的是如此嗎？有什麼更具體、更實質的顯現例
證，讓我們可以探知一二，以便領悟個中的真諦呢？我們可以
從很多「瀕臨體驗者」之生命當中，引申出其中的生命意義，
從而幫助我們提昇去理解及掌握生命的智慧，這樣才能算是真
正的「生死教育」。

生命的意義
所謂「命運」，只不過是人生的一些軌跡及脈絡，雖然難於估量，
卻極具彈性，可以塑造而並未有絕對性之定局。善於運用生命
中的資源，將此軌跡及脈絡引導於「開悟」之道路上。透過「修
行」，爭取由自己駕馭「命運」，而非甘於受「命運」之牽引。
這才是一種最具智慧、積極性和有意義之抉擇 —「運命」於
極致。

命運弄人失自主

運命重拾控制權

若果能夠善用今生的一切資源，包括財富、知識、能力、時間、
壽命、健康，進而深入理解死後的生命如何延續、如何遇險、
如何逃生，因而重新釐定一切「做人處事」的態度及手法，棄
惡揚善，並且以適當而具智慧的方法，積極訓練「心力」的清
明度及專注度，用以提昇精神的狀態，與及學習如何處理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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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嶄新生存形式及形態，令生命的精神領域得以不斷提升。直
至「脫離輪廻」，擺脫一切束縛。

這種運用及善於處理今生的資源，豐富今生的生命，提升生命
的進化過程，以至脫離一切對生命的束縛。並於「生死關頭、
臨終一刻」的時候，在「一念定輪廻」之關鍵時刻，能否掌握
如何自處呢？在面對死亡，甚至「運用死亡」，以加速「精神
生命」的進化過程，不辜負今生的「擁有與存在」，亦不辜負
未來生命的期望，藉以體驗真正的「生命的意義」。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一向以來所舉辦的「生死教育」，皆是如
此地向大眾一一闡釋「生」與「死」的關係，進而使人們能夠
更清晰地了解到「修行」的真正意義，而所謂「修行」，就是
「學習處理生命，以至最終可以輕鬆地掌握生命」的一種「真正
實踐」。並且懂得掌握如何「由顯入密」的正確途徑，避免「盲
修瞎練」的下墮風險。此等精彩而具震撼力的「修行」內容，
實在難得一遇。在此誠意邀請各位善信，決心進入佛法實修之
門，並對「人生」作出重新之定義與定位。

重新認識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握命運之樞紐、主浮沉於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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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花水月二十載
慶祝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成立二十週年
紀念之特刊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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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珠佛學會 YouTube 佛教頻道

鏡花水月二十載
慶祝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成立二十週年
紀念之特刊
第六章
推動佛教多媒體之弘播方式
「佛法」令人有艱深的感覺，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為了配合現代
人的理解特性，推出了一系列之「修心與修行」及「藏傳佛教
修持」系列等課程，以深入淺出、清晰簡易、系統有序之演譯
方法，再輔以「科學之新發現」作為「註脚」，將「佛法」之
精妙處一一展現，非常精采。
此等「藏傳佛教修持系列」之編製，專為此一時空下之修行人
而設，針對當今「修行」常見弊端、啟發悟性、引導融入「日
常生活」而修、直指「心性」，詳細列引「修心」之方法及要訣，
將「密乘」修持由基礎至深層，作一全面「鳥瞰式」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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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本會已出版之佛教多媒體產品，已超過 350 多種以上，
例如：影音光碟、書籍、期刊、及雜誌等等，敬請各位善信，
萬勿錯過。近年更不斷以免費的網上媒體平台，將佛法以深入
淺出的方式來加以弘播，有興趣的善信們請前往敦珠佛學會之
YouTube 佛教頻道免費觀看，其 Link 為：http://www.youtube.
com/user/DudjomBuddhist。這裡特別列出了一系列粵語版視
頻的名稱及種類，並以「初階、中階、高階」的分類，以便善
信們可以按圖索驥。
所謂「修行」，就是「學習處理生命，以至最終可以輕鬆地掌
握生命」的一種「真正實踐」。這等系列的出版對其中的智慧，
作出層層深入的分析，觀點既實用，亦極之貼題兼創新，可以
運用於「日常生活」，亦可以協助「修行」，靈活性與深度，
均能融滙兼顧。其中所舉應用的不同實例，發人深省。即使只
作為一個普通人，如果想「無負今生、有所成就、避免磋陀歲
月兼處處碰壁」，此等不同主題之弘法系列，必定能夠令到善
信們對艱深的佛法豁然開朗，進而認識到佛法的真諦。

「對題」的修行方法
目標

方向

1. 求世間慾望：求財、求壽等 種「因」：行善積德、去除惡
等 ( 一般人的拜佛目標 )
的行為 ( 修心 )
2. 求「出世間」慾望：( 中等 種「因」：修行，因應「往生
淨土」的成功率而選擇「修行
修行人的目標 )
的方法及重心」，就是「修心」
「往生淨土」
( 去除「貪、嗔、痴」) 及「心
力」的訓練 ( 專注力 )。
3. 求「出世間」慾望：( 高層 種「因」：「修心」及進行「空
性」的訓練
次修行人的目標 )
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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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分類

影片名稱

連結

2:12:04 http://youtu.be/wAxMUAn7AKM

時間

修心篇 2 應如何平衡灰色地帶的「對與錯」( 粵 3:06:25 http://youtu.be/KwJtc23aCUg
語完整版 ) = 藏密修持精華 (17)

初階 修心篇

初階 修心篇

7 5/3/2013

8 15/5/2013

修心篇 4 心性「平衡」的重要性 ( 粵語完整版 ) 2:13:50 http://youtu.be/q06HpYaHbyE
= 藏密修持精華 (19)

修心篇 3 《佛法》在判斷「對與錯」的準則是什麼 ? 1:37:19 https://youtu.be/uCLD4K6RIfs
= 藏密修持精華 (18)

修心篇 1(3) 如何以「智慧」制定「修心的基礎」 59:01

初階 修心篇

http://youtu.be/U4oELCJb7sU

http://youtu.be/jHgqmLNwpZk

6 4/1/2013

修心篇 1(2) 如何以「智慧」制定「修心的基礎」 42:53

4 31/10/2012 初階 修心篇

http://youtu.be/f5T2tpod9qI1

5 31/10/2012 初階 修心篇

修心篇 1(1) 如何以「智慧」制定「修心的基礎」 46:16
= 藏密修持精華 (16)

3 31/10/2012 初階 修心篇

2 16/11/2013 初階 生與死的奧秘 生與死的奧秘第 2 會 ( 粵語完整版 ) 瀕死體驗 - 2:45:17 http://youtu.be/mDeaSl51Cnk
生死之光

1 26/10/2013 初階 生與死的奧秘 生與死的奧秘第 1 會 ( 粵語完整版 ) 瀕死體驗

發佈日期

更新日期 :7/3/2018

敦珠佛學會 YouTube 頻道主頁：http://www.youtube.com/user/DudjomBuddhist

此觀看順序僅供參考，我們建議從初階影片開始看起，完成約 20 至 30 套初階影片後，可自由從
中階及高階影片中選擇感興趣的影片觀看。顏色為紅色的影片乃申請本會皈依前必須觀看的七套
影片，想申請本會皈依者可以優先觀看這七套影片。

敦珠佛學會 YouTube 視頻之建議觀看順序表 ( 粵語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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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 放生

17 12/9/2016

13:26

https://youtu.be/PB3EQ5pABG0

1:40:58 http://youtu.be/c5MgbbGIIxM

初階 積聚功德

23 1/2/2017

24 22/12/2012 初階 故事

初階 積聚功德

22 21/6/2014

http://youtu.be/L0LhJuGsdT8

1:29:29 https://youtu.be/XPxceXy3XQw

三種人與「求法、心力、供養」- 釋尊年代的三 22:37
件精采事例

如何才能積聚真正的功德 ( 粵語版 )

18:29

http://youtu.be/2DG8W5_IM7E

https://youtu.be/y60O3nL7c-8

廻向功德給予先人的重要性 ( 粵語版 )

https://youtu.be/G4Ht8UGxcLg

初階 敦珠佛學會
簡介

21 6/2/2018

18:29

放生的正確方法與因果暨 2015 放生花絮 ( 粵語版 ) 50:33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簡介 Brief Introduction of
Dudjom Buddhist (International)

初階 放生

20 2/7/2016

https://youtu.be/lMCpA423XoI

如何幫助去世的親友 ( 粵語版 )

30:00

人死後會投生為畜生嗎？如何協助您的寵物脫離 1:16:00 http://youtu.be/kHJ0DgTmiRo
畜生道？

不要因誤解放生而種惡業 ( 粵語 )

皈依的意義與功德 ( 粵語版 )

3:07:59 http://youtu.be/0nLtuXbv3qQ

19 22/10/2015 初階 往生淨士

18 20/10/2013 初階 放生

初階 積聚功德

16 9/10/2017

業力不可思議 ( 粵語完整版 )

初階 西方極樂世界 一個有證人及充足描述的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稀有 1:18:12 http://youtu.be/eVBst4LyFRA
真實個案

14 28/6/2014

15 16/12/2013 初階 佛法的了解

2:23:43 http://youtu.be/PvyrxWKRnuE

初階 西方極樂世界 西方極樂世界有女人嗎 ?( 粵語版 )

https://youtu.be/eHpcs_kO820

修心篇 (7) 心經精解、死後的「融入一體」與「修 2:26:23 http://youtu.be/efEbsot_eGI
心、空性」的對應關係 ( 粵語完整版 )

13 28/6/2014

初階 修心篇

11 9/11/2009

修心篇 6 「善意的謊言」 是對 是錯？符合「修 2:26:35 http://youtu.be/RfjdHYRd4Cg
心」的標準嗎？ ( 粵語 ) = 藏密修持精華 (21)

32:05

初階 修心篇

10 2/9/2013

修心篇 5 如何運用「心性的平衡」( 粵語完整版 ) 1:55:37 http://youtu.be/XI69pcqUkPI
= 藏密修持精華 (20)

12 16/10/2015 初階 如何分辨正確 尋找佛法導師的標準及危險處 ( 粵語版 )
的上師

初階 修心篇

9 30/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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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 戒律的重要性 布薩與戒律 (1) 釋尊制定「布薩 ( 誦戒 )」的緣起 20:27

初階 戒律的重要性 布薩與戒律 (2 上 ) 為何釋尊不再主持「布薩 ( 誦 25:11
戒 )」法會

27 6/9/2012

28 9/10/2012

初階 積聚功德

初階 故事

初階 故事

33 3/3/2016

34 21/5/2014

35 21/5/2014

21:14

2014 敦珠佛學會放生活動剪影

39 11/11/2014 初階 放生

19:42

2013 全球最强超級天兔颱風下的敦珠佛學會海上 15:15
放生法會

38 20/10/2013 初階 放生

10:33

祈禱的要點及悼念南丫島撞船之死難者 2012

37 9/10/2012

初階 開示

敦珠佛學會 2012 年大型海上放生法會及放生觀想 20:24
的重點

10:09

3:05

36 26/11/2012 初階 放生

「野狐禪」( 粵語版 )

「地獄大威德」的故事 ( 粵語版 )

https://youtu.be/9KKub4oTW5Q

https://youtu.be/czARn9sIwhw

https://youtu.be/hFMrSrr3GZ4

https://youtu.be/ua1flnsksyM

http://youtu.be/gbIupngtiro

http://youtu.be/2bFnwF1BE6A

「百字明」的由來、意義、功德、與持誦的方法 ( 粵 1:03:57 https://youtu.be/NhsqVmt_x9Q
語中文字幕 )

中陰文武百尊之殊勝處

http://youtu.be/5H6x72r9SE4

https://youtu.be/2f-H949BxZE

初階 開示

32 31/3/2012

46:54

初階 酬恩

31 10/1/2017

「酬恩」的最佳方法與意義 ( 粵語版 )

初階 西方極樂世界 如何最快及確保能前往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1:04:33 http://youtu.be/3787x1LQ5uU
如何加持觀音 ( 粵語完整版 )

http://youtu.be/LINr9U9S4ac

http://youtu.be/EWhHYwdz2EQ

http://youtu.be/kDqn5xAUeBc

http://youtu.be/V88XhH0oMUQ

http://youtu.be/a7hGRoYMqcI

30 5/3/2014

29 26/11/2012 初階 戒律的重要性 布薩與戒律 (2 下 ) 為何釋尊不再主持「布薩 ( 誦 24:28
戒 )」法會

21:48

初階 戒律的重要性 默擯之由來

26 2/8/2012

25:02

初階 戒律的重要性 佛陀對戒律的極度重視 ( 粵語 )

25 23/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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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階 死後世界篇

中階 死後世界篇

中階 開示

50 4/8/2013

51 30/9/2013

52 14/6/2014

初階 聖者言教

46 6/11/2012

中階 死後世界篇

初階 聖者言教

45 8/8/2015

49 2/6/2013

初階 聖者言教

44 18/3/2014

中階 死後世界篇

初階 敦珠佛學會
簡介

43 7/5/2014

48 31/3/2013

初階 敦珠佛學會
簡介

42 25/6/2012

中階 死後世界篇

初階 敦珠佛學會
簡介

41 21/6/2012

47 9/2/2013

初階 敦珠佛學會
簡介

40 19/6/2012

32:53

18:02

25:45

https://youtu.be/ZgHJwXo4PGk

http://youtu.be/iBRnR59nwXg

1:31:48 http://youtu.be/J9Od2TwILl8

19:57

1:19:42 http://youtu.be/duhXMG14Pm8

16:10

https://youtu.be/rDD3EwPn1C0

https://youtu.be/OpblJ00p43A

https://youtu.be/NYzKrOJZYxc

https://youtu.be/jISMlcu_7rE

佛法修行人的一些錯誤觀念 ( 粵語版 )

「死後世界篇」(5) 『死後世界』的高度危險性
( 粵語 ) = 藏密修持精華 (5)

「死後世界篇」(4) 推算「未來命運」與修習
「正定」的方法 ( 粵語 ) = 藏密修持精華 (4)

35:13

http://youtu.be/QugG67FOKGw

1:59:12 https://youtu.be/MhkiSR-c4-g

2:06:23 http://youtu.be/samsPP5AsI0

「死後世界篇」(3) 如何方可避過「死後的審判」 2:05:04 https://youtu.be/GD6zY4HW79s
及「淨土」的奧祕原理 ( 粵語 ) = 藏密修持精華 (3)

「死後世界篇」(2) 你的命運與「俱生神」有何關 2:30:58 http://youtu.be/ZOdaAQKengM
係呢？ ( 粵語完整版 ) = 藏密修持精華 (2)

「死後世界篇」(1) 你能確保你的修行有用嗎？
( 粵語完整版 ) = 藏密修持精華 (1)

夏札法王開示修心法要

藏傳佛教寧瑪派之虹光身 ( 粵語版 )

緬懷漢地演密教者福德法幢劉銳之金剛上師 百歲冥壽紀念 (2014 年 )

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金剛上師獻長壽會供給夏札 1:00
法王 2004

敦珠佛學會之活動剪影

敦珠佛佛學會出版簡介

敦珠佛學會成立之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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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階 事師五十頌

中階 事師五十頌

中階 事師五十頌

中階 事師五十頌

中階 事師五十頌

中階 事師五十頌

中階 事師五十頌

中階 事師五十頌

中階 開示

中階 開示

中階 佛法的了解

中階 往生淨士

中階 修行方法

54 24/2/2016

55 29/2/2016

56 29/2/2016

57 29/2/2016

58 29/2/2016

59 29/2/2016

60 29/2/2016

61 9/10/2017

62 21/6/2016

63 11/6/2016

64 11/1/2015

65 14/1/2017

66 3/9/2016

https://youtu.be/15_Uhpft1Ao

28:29

51:45

http://youtu.be/h23H1QohnDQ

https://youtu.be/tmMGhPgl0lE

https://youtu.be/zHQQH1EwM8I

2:40:03 https://youtu.be/UAwzA3203hs

1:29:09 https://youtu.be/DBevx70zd1A

1:20:11 https://youtu.be/gqDI33PrRqg

1:11:51 https://youtu.be/DvbkMEWgkdQ

1:07:46 https://youtu.be/7HrUgbGB_5E

1:13:51 https://youtu.be/9i8TgXnDwPA

50:05

了解及應付「死後世界」的重要性：顯密實修 1
( 粵語版 )

中階 顯密實修

中階 顯密實修

68 20/4/2015

69 30/6/2015

實修時必須面對的三種精神領域 : 顯密實修 2
( 粵語版 )

四加行之重要性 (2) 共與不共四加行

67 13/10/2016 中階 修行方法

四加行之重要性 (1)

https://youtu.be/rKnpv6cKQ5s

1:42:20 http://youtu.be/36C3VKhyRpc

1:13:29 http://youtu.be/SJFgWWWQU48

1:51:13 https://youtu.be/N4GqUDi92JE

49:33

能否「往生佛淨土」的三種重要條件 -2016 年大 2:53:07 https://youtu.be/9wHi6bote7M
型公開講座 ( 粵語版 )

天龍八部 ( 粵語版 )

https://youtu.be/Hvhly7Zne-s

1:45:35 https://youtu.be/XcVWPXfivhU

33:55

心力是一種具吸力的磁場 ，所以皈依前要注意什 34:37
麼 ? ( 粵語版 )

佛法中的智仁勇如何生起及運用 ( 粵語版 )

對佛法導師的信賴與服從，會否妨礙獨立思考 ?
( 粵語 ) 事師五十頌 8

事師五十頌 7 ( 粵語版 )

事師五十頌 6 ( 粵語版 )

事師五十頌 5 ( 粵語版 )

事師五十頌 4 ( 粵語版 )

事師五十頌 3 ( 粵語版 )

事師五十頌 2 ( 粵語版 )

事師五十頌 1 ( 粵語版 )

中階 如何分辨正確 對學佛人的忠告及真假弘法者之分 ( 粵語 )
的上師

53 22/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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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 往生淨士

高階 往生淨士

高階 懺悔

高階 懺悔

高階 懺悔

高階 聖者言教

82 26/2/2017

83 28/2/2017

84 5/2/2016

85 5/3/2016

86 12/3/2016

87 2/3/2016

1:56:09 http://youtu.be/FvRDnD_uEdg

2:46:26 http://youtu.be/Y9TAqoNsVis

2:31:58 http://youtu.be/PZFO-IQ5-1M

2:14:41 http://youtu.be/AXR1qGn7TDk

2:05:38 https://youtu.be/wwtCcZaRjgU

3:06:15 http://youtu.be/ems4hB8C2mw

https://youtu.be/zG1nP6hOJTY

https://youtu.be/JtXMIZEhHVc

https://youtu.be/0r67VmCUySQ

2:08:00 https://youtu.be/8MMlKkqbX2I

41:05

30:50

18:48

依怙主夏札法王的功德 (1)；不再轉世與活佛制
度之迷 ( 粵語 )

要如何做懺悔才可以達到消滅業力果報 ( 懺悔 2
粵語 )

24:15:00 https://youtu.be/I3kkggA1Syo

1:38:56 https://youtu.be/4vK2tiveOVs

懺悔方法的分類與功效及失效情況 ( 懺悔 1 粵語 ) 1:02:51 https://youtu.be/LvoFud6nZKs

如何運用五智懺悔以進入空性 ( 粵語版 )

確保往生時無障礙的方法 ( 粵語版 )

往生時的直接救助 ( 粵語版 )

如何將惡性轉換成善性的磁場簡介 ( 粵語 )

往生淨土或脫離輪迴或成佛的成敗關鍵與觀音成 1:27:49 https://youtu.be/cIUhQO-bzMA
道的啟示 ( 粵語版 )

高階 往生淨士

空性 : 非有非空 ( 粵語完整版 )

菩薩戒精華 ( 粵語 )

81 27/9/2016

高階 佛法的了解

77 6/1/2014
證量與神通如何分 ( 粵語 )

高階 佛法的了解

76 30/9/2004

一切唯心造 ( 粵語完整版 )

高階 往生淨士

高階 佛法的了解

75 8/3/2016

佛法在修行上的分類 : 空性精華 ( 粵語版 )

高階 故事

高階 佛法的了解

74 16/5/2015

1:06:59 http://youtu.be/JJQiftW1KPo

Dr. van Lommel 非區限的意識 ( 中文字幕 )

80 31/7/2016

中階 生與死專家
分享

73 8/4/2015

1:09:46 http://youtu.be/Pp0uZCNf3ho

Professor Haraldsson 死後生命的信仰與輪迴
( 中文字幕 )

79 12/5/2015

中階 生與死專家
分享

72 17/3/2015

http://youtu.be/1H0k2rl7rPk

Dr Fenwick 意識與人腦是否一體？ ( 中文字幕 ) 59:14

十二因緣與成佛的關係 : 眾生的來源 ( 粵語 )

中階 生與死專家
分享

71 2/3/2015

https://youtu.be/u7L2fac6Zwk

已證實死後生命會繼續存在，會遇到什麼危險呢 ? 11:42
粵語精華片段 ( 藏密修持精華 11)

78 20/11/2014 高階 萬物起源

中階 顯密實修

70 6/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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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k5-K2iDrbAA

高階 深層《西藏度 深層《西藏度亡經》4 粵語 : 投胎的胎門是怎樣 1:25:53 https://youtu.be/WEdYMz4TG90
亡經》
的，可以選擇嗎？

高階 深層《西藏度 深層《西藏度亡經》5 粵語 : 死後四十九日內要 1:26:30 https://youtu.be/kQpZwgTh_z4
亡經》
修什麼能快速法往生淨土或成佛？

92 25/1/2018

93 12/3/2018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 生死竅門的教法 3「成化身佛」的口訣及《大圓滿》 2:37:36 https://youtu.be/lUI-JNGg07Y
心的觀修
與《心經》的觀修口訣對比 (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
觀修 5)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 對比「心經、金剛經、大圓滿」的日常生活觀修 2:15:00 https://youtu.be/iB5y83NqJMw
心的觀修
口訣 - 粵語 (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6)
1:49:44 https://youtu.be/VmJBVNZI0Zo

98 31/1/2018

99 26/2/2018

100 6/4/2018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 《心經》的「五蘊性空」口訣是怎樣觀修的？ 心的觀修
粵語 (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7)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 生死竅門教法 2「成報身佛的口訣、心經觀修口
心的觀修
訣及詳解」(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4)

97 3/1/2018

2:17:55 https://youtu.be/5jzIaVnIU7g

96 12/12/2017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 生死竅門的教法之「成法身佛」的口訣 ( 慈悲心 2:06:25 https://youtu.be/05eJ_VTJfn8
心的觀修
與菩提心的觀修 3)

95 10/11/2017 高階 慈悲心與
啟動進入「法界」成佛程式的觀修方法 ( 慈悲心 2:12:03 https://youtu.be/me7CaL9Kvzc
菩提心的觀修 與菩提心的觀修 2)

94 11/10/2017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 「空性菩提心」正解及「大圓滿」口訣與「狂智」 1:59:28 https://youtu.be/xNQiDOmAdn8
心的觀修
的謬誤 - 粵語 (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1)

高階 深層《西藏度 深層《西藏度亡經》3 粵語 : 死後之投胎前的危 1:17:30 https://youtu.be/gn5MNunb_1Y
亡經》
機處理 啤嗎哈尊金剛上師 敦珠佛學會

91 18/1/2018

90 18/12/2017 高階 深層《西藏度 深層《西藏度亡經》2 粵語 : 死後能量轉變與萬 1:52:30 https://youtu.be/qJOx4I-12Fo
亡經》
物起源的奧秘

高階 深層《西藏度 深層《西藏度亡經》1 粵語 : 臨終訣要與救度精 2:49:21 https://youtu.be/NA6yq7gdPMU
亡經》
華

47:16

89 8/7/2017

佛法中修持保護法的三種層次 : 外、內、密

高階 修行方法

88 3/4/2017

鏡花水月二十載
慶祝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成立二十週年
紀念之特刊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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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顯密圓融之清淨師承：源自本師釋迦牟尼佛、
及當代第二佛蓮花生大師

鏡花水月二十載
慶祝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成立二十週年
紀念之特刊
第七章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的弘法歷史編年
有關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成立二十週年之詳細資料，現以編年
方式，記錄本會過去十九年來弘法歷史之主要內容，只擇出其
犖犖大端者列出如下，以餉各界善信：

1998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於 1998 年 1 月 8 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正
式註冊成立，並且為一「非牟利」之慈善機構。兩位金剛上
師因而開始著手籌備來年之一系列之弘法活動，與及計劃長
遠的發展方向。

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兩位金剛上師乃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之創始人及指定導師
64

1999


1999 年 2 月出版第一册之中英雙語《蓮花光》期刋。



1999 年 7 月出版第二册之中英雙語《蓮花光》期刋。

中文版《蓮花光》 英文版《蓮花光》 中文版《蓮花光》 英文版《蓮花光》
創刋號封面
創刋號封面
第二期封面
第二期封面


1999 年 9 月舉辦 12 堂，為期三個月的「修心與修行」課程。
此課程是專為現在時空之下的修行人而設，針對當今「修行」
常見弊端、啟發悟性、引導融
入「日常生活」而修、直指「心
性」，詳細列引「修心」之法
及要訣，將「密乘」修持由基
礎至深層，作一全面而「鳥瞰
兩位金剛上師舉辦 12 堂的
式」之指導。
「修心與修行」課程
「修行根植人生路」 -- 課程內容與「實際修持」及「日常
生活」非常緊接，並且把「小乘、大乘、密乘」之法要加以
連結起來，顯密圓融，實為難得一見之瑰寶。由於內容精簡、
演譯方法獨特、結構緊密，以往並無同類型之完整「教法」
講授弘播。對於初學者，或者修持「密乘儀軌」多年，但疑
問重重，未能掌握修行核心之修行者，終能夠在此課程中，
得到正確而清晰之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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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般修行人，無論是「小乘、大乘、密乘」之修行人，亦
能夠起著啟發性之意義。尤其是聆聽者若屬於修持「密乘」多
年之修行人，更會發覺內容難以在書藉內尋得，而是出自「實
際修持」經驗所流露之智慧精華，十分實用，而並非「知識層面」
之空談佛法。
隨後立即推出一套包含十片語音
光碟 CD 及彩色講義之「修心與修
行」( 國語版及 粤 語版 )。推廣遍
及台灣、香港、星加坡及澳門等
地。「佛法」令人有艱深難明的感
覺，而此一套「修心與修行」多媒
體弘法系列，則能夠以深入淺出、
清晰簡易、系統有序之演譯方法，
再輔以「科學之新發現」作為「註
脚」，將「佛法」之精妙處一一展
現，非常精釆。


「藏傳佛教修持系列」之「修
心與修行」課程精華封面

1999 年 11 月邀請資深藏文
老師 莊晶老師，舉辦為期
十二堂共三個月的「藏文初
級班」課程。

本會邀請資深藏文老師 莊晶老師舉
辦 12 堂的「藏文初級班」課

2000


2000 年 3 月開始籌款成立及尋覓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之未來
正式會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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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6 月 出 版 第 三
册 之 中 英 雙 語《 蓮 花
光》期刋，並得依怙主
夏札 ( 戚操 ) 生紀多傑
法王親自授權、批准刋
登中、英文版之「依怙
主 夏札 ( 戚操 ) 生紀
多傑法王」一生的精神
傳記。

中文版《蓮花光》
第三期封面


善信們正在留心地接受
「放生儀軌」的開示

2000 年 6 月，舉辦第一次「放
生法會」，並且公開第一次傳
授「無上密乘」之《放生儀軌》。
自此之後，本會每年均舉辦大
型「海上放生法會」，參加人
數與日俱增，近年人數每次均
為 400 人等 ( 放生船之最高容
量 為 400 人 )。 詳 情 請 到 敦 珠
佛學會之 YouTube 電視頻道觀
看 Link：http://www.youtube.
com/user/DudjomBuddhist。

善信們正在進行放生活動


英文版《蓮花光》
第三期封面

於 2000 年 7 月，本會將中英雙語《蓮花光》
期刋之第一、第二、及第三册結合成《蓮
花光》合訂本，以便在世界各地之各大圖
書館，均可以將此作永久收藏。
《蓮花光》合訂本之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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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7 月 開 始， 本 會 正
式舉行每月一次之「布薩」
( 即「誦戒」及「懺悔」)
法會，特別是要求學員為
自己所犯的戒律、破誓及
過 錯 等， 於「 布 薩 」 法 會
內 作 出 公 開 的「 發 露 懺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學員
悔 」。 這「 布 薩 」 法 會 是
參與「布薩」法會
由本師釋迦牟尼佛在世時
親自制定的制度，並由「漢
地演密教者」舒囊卓之贊
青喇嘛 ( 即福德法幢劉上 銳
下
之金剛上師 ) 繼承佛陀的
遺訓，從而本會亦繼承此
一重要法會。而本會所舉
本師釋迦牟尼佛
行之「布薩」法會最與別
制定「布薩誦戒」的緣起
不同的地方，在於弟子均
能主動作出公開的「發露懺悔」。而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金
剛上師會同時對弟子的懺悔作出分析及指引，將佛法融會貫
通地指導弟子應用在日常生活中，一眾弟子因而獲益匪淺。


同 時 亦 於 2000 年 7 月 開 始， 詳 細
教授「密宗」入門基礎教法：「共
四加行」及「不共四加行」。隨即
推出國語及粵語版之「四加行之重
要性」VCD 影音光碟。

「四加行之重要性」影音光碟之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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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9 月 2 日假座九龍尖
沙咀「香港文化中心」舉辦
第一次公開佛學講座：「藏
傳佛教之即生成佛」。



2000 年 10 月 14 日假座九龍
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舉
辦第一屆共有六會之「藏傳
佛教」「毘盧七支靜坐法」
教授。

本會舉辦第一次大型佛學講座
「藏傳佛教之即生成佛」

本會於舉辦第一屆「藏傳佛教」之「毘
盧七支靜坐法」時，移喜泰賢金剛上
師親自示範「雙跏趺坐」之坐姿

2001


2001 年 1 月開始於每月舉行之「布薩」( 即「誦戒」及「懺
悔」) 法會後，兩位金剛上為學員作出進一步的「修心指引」、
與及較深層次之「密宗教法」講解。



2001 年 2 月出版國語及粵語版之「放
生與因果」語音光碟 CD。



2001 年月 3 月舉辦第三次大型放生。

「放生與因果」語音光碟之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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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月 5 月 1 日假座香港灣仔「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禮
堂，舉辦第二次公開大型佛學講座：「中陰救度法精要」，
並且印製了一本精美的彩色冊子。本會之此次講座，因詳細介
紹有關人生中「生關死劫」的具體情況，實為本港開埠以來
首次舉辦的大型公開「生死教育」活動。

本會舉辦第二次大型佛學講座
「中陰救度法精要」

「中陰救度法精要」
彩色冊子的封面



同時亦於 2001 年 5 月，舉辦第二屆「藏傳佛教」之「毘盧七
支靜坐法」教授。



2001 年 7 月分別出版了英語、國語、及粵語版之「藏傳佛
教 甯 瑪 派 之 虹 光 身 」(The Rainbow Body of the Nyingma
School of Tibetan Buddhism) VCD 影音光碟。

「藏傳佛教甯瑪派之虹光身」
中文版之封面

「藏傳佛教甯瑪派之虹光身」
英文版之封面


2001 年 12 月假座香港灣仔「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禮堂，
舉辦第三次公開大型佛學講座：講解「中陰救度法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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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2002 年 2 月推出國語、及粵語版之「真
假上師」VCD 影音光碟。



2002 年 3 月舉辦第五次大型放生法會、
並且傳授「無上密乘」之《放生儀軌》。

「真假上師」
影音光碟的封面


經過二年多的時間不
斷 尋 找， 敦 珠 佛 學
會 ( 國際 ) 終於在
2002 年 7 月 在 香 港
柴灣常安街 77 號發
達中心四字樓，購入
約 7000 餘 呎 之 現 今
會址，作為正式「藏
傳佛教」寧瑪巴 ( 俗
稱紅教 ) 的弘法道場
至今。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之正門牌匾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之上師壇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之講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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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之佛壇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之圖書館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之
佛教多媒體出品 1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之
佛教多媒體出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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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11 月，在新會址內舉辦第三屆「藏傳佛教」之「毘
盧七支靜坐法」。

2003


2003 年 1 月舉辦本會學員之間的第一次辯論比賽，題目是：
「起心動念想犯戒，等於真的犯戒」，為期八個月。



2003 年 1 月於新會址內舉辦公開佛學講座：「中陰救度法精
要」。



2003 年 3 月舉辦第六次大型放生法會、並且傳授「無上密乘」
之《放生儀軌》。



2003 年 3 月至 5 月期間，舉
辦了三會「修心與修行：深
造班」之公開佛學講座，分
別是：「空性之非有非空」、
「一切唯心造」、與及「業力
不可思議」。之後隨即推出 「空性：非有非空」影音光碟的封面
國語及粵語版之 VCD 影音光
碟。而「空性之非有非空」，
亦特別推出了中文書本、與
及英文版之 VCD 影音光碟。
「一切唯心造」影音光碟的封面

「業力不可思議」影音光碟的封面

「空性：非有非空」
中文書本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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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9 月舉辦本會學員之間的第二次辯論比賽，題目是：
「犯戒後懺悔，可以消除業因，不會感果」，為期十個月。


2003 年 10 月舉辦了八堂之
公開講座：「事師五十頌」。
之後隨即推出國語及粵語
版之 VCD 影音光碟。

「事師五十頌」影音光碟的封面


2003 年 11 月舉行放生法會、並且普傳「無上密乘」之《放
生儀軌》。

2004


2004 年 7 月移喜泰賢及啤
嗎哈尊兩位金剛上師，率
領弟子眾前往印度、尼泊
爾各大佛教聖地朝聖、供
燈 及 修 法。 首 先， 兩 位
金剛上師帶領整隊朝聖
團先前往印度之蓮花海
(Rewalsar)， 此 乃 藏 傳 佛
教始祖蓮花生大師所示現
的聖地，並且於蓮花海湖
邊之依怙主 敦珠法王二世
祖廟中修法。之後便繼續
前往印度之其他聖地朝聖。
最後，再前往印度之詩里
故里 (Siliguri)，朝拜依怙
主 夏札 ( 戚操 ) 生紀多傑
法王，並於藏曆之猴年猴

在印度蓮花生大師之聖地蓮花海

位於蓮花海旁之敦珠法王二世祖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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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金剛上師
於敦珠法王二世祖廟內修法

月初十日 ( 即西元 2004 年 7 月
27 日 )，即殊勝而吉祥之蓮師
降誕日 ( 每十二年才會重覆一
次 )，向依怙主 夏札 ( 戚操 )
生紀多傑法王獻上長壽會供輪，
祈禱師尊健康長壽住世，大轉
無上法輪，利益無盡蒼生。

兩位金剛上師帶領弟子們
環繞「大覺寺」三次

位於印度菩提迦耶
「大覺寺」內之佛陀成道法相

兩位金剛上師並於「金剛座」前留映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
向在菩提樹下之「金剛座」
獻上哈達及頂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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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金剛上師及其兒子
於「大覺寺」前供燈

兩位金上師於「大覺寺」之
綠度母像前留映

兩位金剛上師
於拘尸那羅佛陀涅槃法相前攝

位於印度鹿野苑之
佛陀初轉法輪法相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向依怙主
夏札法王獻上長壽會供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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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同一日藏曆之猴年猴月初十日，得依怙主 夏札 ( 戚
操 ) 生 紀 多 傑 法 王 之 特 別 授 權 與 安 排， 於 其 廟 宇 Salburi
Monastery 內正式為移喜泰賢金剛上師舉行陞座 ( 俗稱「坐
床」) 典禮。於當日陞座典禮還未開始之前，眾人皆見到有
一隻猴子，於廟宇之頂上，前後左右走動，行走了數分鐘，
然後才離開。正當陞座典禮正在舉行之際，天空正是無雲晴
空，並且烈日當空。而當陞座典禮剛剛圓滿之時，忽然天空
却灑下傾盆大雨連約五分鐘之久。然後又再次出現猛烈之陽
光，光中折射出大大小小不同的彩虹。其後並得到依怙主 夏
札法王之讚嘆，謂此雨是殊勝吉祥之徵兆，於密宗寓意為「悉
地 ( 成就 ) 雨」。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於陞座典禮時喇嘛們修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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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喜泰賢金剛上師
於依怙主 夏札法王廟內
陞座典禮時的法相 1

弟子們於移喜泰賢金剛
上師陞座典禮時供上曼
達及其他的供養


從今年開始，敦珠佛學
會(國際)於每年之
清明、盂蘭、重陽等節
日，均會舉辦「中陰文
武百尊」救度除障供燈
法 會 ( 即 俗 稱 之「 超
度 法 」)。 兩 位 金 剛 上
師 特 別 修 持「 大 幻 化
網」傳承系統內之甚深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
於依怙主 夏札法王廟內
陞座典禮時的法相 2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
於陞座典禮後與啤嗎哈尊金剛上師合照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於清明盂蘭等法會時，
特別為各界善信之先人及寃親債主們賜
予福報及智慧以作償還，從而減少雙方
的互相糾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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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勝法要，為各界善信之先人及寃親債主們賜予福報及智慧
以作償還，從而減少雙方的互相糾纏，並且祝願及利益陰冥
界別之眾生。

各界善信們為其先人及寃親債主們
附薦往生之蓮座牌位



善信們在參予清明盂蘭等法會時，
特別修持「中陰文武百尊」
供燈儀軌

2004 年 8 月舉辦本會學員之間的第三次論述比賽，題目是：
「中陰救度法」，為期一年。



2004 年 10 月舉辦第九次大型放生法會、並且傳授「無上密乘」
之《放生儀軌》。



2004 年 12 月 依 怙 主 夏 札 法 王 特
別賜予兩位金剛上師及敦珠佛學會
( 國際 )，有關「敦珠新寶藏」傳承
系統之所有上師的著作，包括有：
(i) 大巖取者敦珠甯巴 ( 即敦珠法
王一世 ) 之全集 ( 共二十函 )；(ii)
大巖取者敦珠法王二世之全集 ( 共
二十五函 )；(iii) 色拉康卓智慧
空 行 母 之 全 集 ( 共 八 函 )。 其 後，
依怙主 夏札法王亦特別賜予兩位金
剛上師其本人之重要著作三大函 ( 見
2011 年 3 月 19 日有關的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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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怙主 夏札法王賜敦珠甯
巴 ( 一世 ) 之全集予敦珠
佛學會 ( 國際 )

依怙主 夏札法王親書賜法寶予敦珠佛
學會 ( 國際 ) 之殊勝因緣

依怙主 夏札法王賜敦珠法王二世
之全集予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依怙主 夏札法王賜色拉康卓智慧空行
母之全集予移喜泰賢金剛上師

2005


2005 年，由今年開始，本會分別舉辦了各類不同之佛教節日
法會、供燈、及會供法會等等，並且正式公開傳授《供燈儀
軌》。



2005 年 2 月出版書籍《放生與因果》。「放生」所帶來的「因
果」善報，十分廣大；而「因果」的產生及排列次序，亦形
成了「命運的組合」。對「放生者」而言，因出於「慈悲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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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懷，而種下極大的「善因種子」在其『八
識田』中，從而改變其本人『善惡二業』之
組合，亦即是改變『命運』，更進一步長養
一己的「菩提心」。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出版之
《放生與因果》的封面

兩位金剛上師帶領善信們
修持「放生」的儀軌

兩位金剛上師正在詳細講解
「放生」的作用及意義

		 而對「被放生之眾生」而言，因「放生者」為其「說法」、傳授「皈
依」、勸請「懺悔業障」、鼓勵「發菩提心」等等，將『法身慧命』
的「種子」種入這些被放眾生的『八識田』裡，並教導他們要
早日「脫離畜牲身」，轉投人身，祈禱得遇「正法」及「善知識」，
從而聽聞和修行佛法，最終能夠「脫離輪迴」苦海。

在放生船上本會供奉了八位佛菩薩
的法相以供善信們供養

其中一位被供奉的佛菩薩
是綠度母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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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只要依足正規的修法程
序，來作「觀想」的正確放生
方法，是一種提供解決眾生「枉
受輪迴」之徹底長遠方法及利
益，這就是「放生」最深層的
根本意義。《放生與因果》一
書， 對 上 述 的 解 釋 十 分 清 晰
易 明， 而 且 具 力 及 實 用。 其
後本會並製作了一個視頻，名
為「放生的正確方法與因果、
暨 2015 放生花絮」上載於本會
YouTube 電視頻道，其 Link: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G4Ht8UGxcLg。

參加「放生」的善信們均全神貫注
地聽著「放生」儀軌的傳授 1

參加「放生」的善信們均全神貫注
地聽著「放生」儀軌的傳授 2

放生的正確方法與因果、
暨 2015 放生花絮



依怙主 松吉澤仁仁波
切，乃依怙主 夏札法王
的根本上師，噶托寺大
堪布阿格旺波尊者之再
顯化身

2005 年 2-3 月，因受根本上師依怙主
夏札法王的囑咐，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特別恭請噶托寺大堪布阿格旺波尊者
之再顯化身依怙主 松吉澤仁仁波切，
為本會會址主持「開光儀式」。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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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怙主 松吉澤仁仁波
切為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主持開光儀式 1

依怙主 松吉澤仁仁波切為敦珠
佛學會 ( 國際 ) 主持開光儀式 2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開光儀式邀請卡的封面

兩位金剛上師、與及噶陀益西彭措
堪布 ( 中者 ) 共同地祈禱及發願

依怙主 夏札法王親自書寫
為本會開光儀式的「邀請卡」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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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勝因緣，依怙主 夏札法王親自書寫為本會開光儀式的「邀請
卡」，其中英文之內容如下：

敦珠佛學會已裝修完竣。現特別邀請噶陀寺大堪布阿格
旺波尊者的再顯化身依怙主 松吉澤仁仁波切蒞臨香港，
於西元 2005 年 2 月 23 日（藏傳佛教四聖日之首），上
午十時正，主持佛像陞座典禮。現誠意邀請 閣下撥冗蒞
臨參加典禮。
依怙主 戚操生紀多傑寧波車誠邀
( 藏文手稿由依怙主 戚操生紀多傑寧波車親書、簽名及蓋章 )

The Hong Kong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s now
fully furnished and completed. A special Consecration
Ceremony will be performed by the Kathok Khenchen
Ngagi Yangsi Kyabje Sangye Tsering Rinpoche on
February 23, 2005 (Chotrul Duchen) at 10:00 A.M.local
time. We cordially invite your presence at this special
and auspicious occasion.
Invited by Kyabje Chadral Sangye Dorje Rinpoche
(Handwritten, signed and sealed by Rinpoche Himself)

		 隨後，依怙主 松吉澤仁仁波切特別傳授了「龍欽心髓」傳承之
各種重要法要及灌頂 ( 包括有「三根本」、「文武百尊」、與
及「大圓滿」等等重要教法及灌頂 )，給本會導師移喜泰賢及啤
嗎哈尊兩位金剛上師。同時，本會亦再恭請依怙主 松吉澤仁仁
波切主持大型「海上放生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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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8 月舉辦本會學員之間的第四次論述比賽，題目是：
「深層次之中陰救度法」，為期一年。

2006


2006 年 1 月正式推出全彩色之中英文佛
教雙月刊《蓮花海》面向市民大眾，介
紹及弘揚顯教與密宗的基礎知識。發行
遍及台灣、香港、澳門及新加坡等地。



2006 年 3 月舉行觀音誕海上放生法會，
包括有素宴與祈福，並且普傳「無上密
乘」之《放生儀軌》、與及「息滅瘟疫
祈願文」。



全彩色之中英文佛教
雙月刊《蓮花海》
創刊號的封面

於 2006 年 4 月開始，分別舉辦了一連 7 會之公開佛學講座：
「生與死的奧秘」課程。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兩位金剛上師，
開示有了關「西藏度亡經」與「瀕死體驗」之相互關係、並
播放有關之科學證據的實況影片片段以茲佐證。

2007
2007 年 3 月推出第一
會「 生 與 死 的 奧 秘 」
的 DVD 影 音 光 碟，
隨《蓮花海》第八期
期刋一併送贈給讀者，
開創了本會多年來不
斷地以多媒體方式作
第一會「生與死的奧秘」的影音光碟的封面
為 弘 法 利 生 的 工 具，
免費提供給各界善信們作為「結緣品」。本會歡迎全世界之各
大圖書館、及佛教學院來函免費索取本會之所有多媒體出版 ( 包
括書籍、期刋及影音光碟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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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3 月開始，分別舉辦了一連共 12 會之公開佛學講座：
「顯密初階」課程，由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兩位金剛上師，率
領其弟子眾主講。



2007 年 4 月，本會創辦人兼導師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兩位金
剛上師，接受了台灣不同電視台之專訪，分別在「台灣新發
現」、及「真心看台灣」等節目中播出。



2007 年 4 月 19 日，本會導師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兩位金剛
上師，接收到由依怙主 夏札法王大女兒寄來之電郵，謂依怙
主 夏札法王最近發覺有些西藏人冒充為其弟子，並且在台
灣及東南亞等地區招搖撞騙，因此請本會代表依怙主 夏札法
王在 2007 年 4 月 21 日，於本地之三份報張 ( 一英、二中 )
上，刊登了依怙主 夏札法王的重要「公開聲明」。本會亦
於 2007 年 7 月份出版之第十期《蓮花海》第 6-7 頁，刊登了
此一「公開聲明」，並且上載於本會當時之網頁 link: http://
www.dudjomba.org.hk/。

刊登於第十期《蓮花海》之依怙主 夏札法王的重要「公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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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5 月 20 日，本會舉辦「文殊菩薩誕」之海上放生法會，
包括有素宴與祈福，並且普傳「無上密乘」之《放生儀軌》、
與及《息滅瘟疫祈願文》。



2007 年 7 月推出第二會「生
與 死 的 奧 秘 」DVD 影 音 光
碟，隨《蓮花海》第十期期
刋一併送贈給讀者。同時一
併出版了《瀕死體驗的意義
1》 及 其 英 譯 本、《 智 慧 的
修 行 方 向 1》 及 其 英 譯 本，
合共四本新書。

第二會「生與死的奧秘」的
影音光碟的封面

本會出版之《瀕死體驗的意義 1》
中文版封面

本會出版之《瀕死體驗的意義 1》
英文版封面

本會出版之《智慧的修行方向 1》
中文版封面

本會出版之《智慧的修行方向 1》
英文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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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參加歷屆「香港書展」之盛況 1

由 2007 年 7 月 18-24 日開始，
本會每年均參與在香港灣仔
「會展中心」，由「香港貿易
發展局」所舉辦的「香港書
展」活動，乃是本港一年一
度之文化盛事，直至 2014 年
為止，一共參加了共七年的
時間。

本會參加歷屆「香港書展」之盛況 2

本會參加歷屆「香港書展」之盛況 3





2007 年 9 月至 12 月，本會舉辦第四屆「藏傳佛教」之「毘
盧七支靜坐法」，由本會指定導師移喜泰賢金剛上師親自講
解及指導實習。自此屆開始，本會決定從此以後，此靜坐班
只限會員參加。

本會導師移喜泰賢金剛
上師親自講解及指導實
習靜坐班

88

2008


2008 年 1 月為本會紀念成立十週年，故特別在《蓮花海》雙
月刋第十三期 37-41 頁內，刋登了「敦珠佛學會成立十週年
紀念及《蓮花海》雙月刋創刋兩週年紀念特輯」。並隨期刊
免費贈送「顯密精華概覽」DVD 影音光碟。

本會出版之精裝
「顯密實修課程 1-13 合購本」
影音光碟的封面
《蓮花海》刊登紀念本會成立
十週年之紀念特輯


本會指定導師移喜泰賢及
啤嗎哈尊兩位金剛上師，
因應時節因緣及眾生的
根器，正式於今年年初開
始，每一個月均舉辦藏傳
佛教之「山淨煙供」法會。
此「煙供」在藏傳佛教被
公認為「除障、積福、解
寃、助修行」最殊勝的一
種修持方法。可以「上供

兩位金剛上師主持本會每月所舉辦的
煙供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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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有「八吉祥」之煙供爐

諸佛菩薩、空行護法、天龍八
部 」， 令 修 行 者 得 到「 護 持、
減少障礙、降低貪嗔痴、清淨
體內惡劣的業氣及脈結、增長
智慧、惡緣及鬼類不近身、清
淨信財有虧、淨治我執」。亦
可同時「下施多生多世冤親債
主、一切魔眾、六道眾生、中
陰身之亡者」，令「煙供功德
主」可以順利及迅速地「清償
過往多生多世的業障及債務、
解除眾生的痛苦、圓滿菩提心、
迴遮鬼道與非人等眾生所引起
的疾病及障礙、清除自身及屋
內穢氣、延壽贖命」等等功德。

為煙供爐供上各種不同類別及作用
的香粉

於佛壇前分別安奉了先人之蓮座
牌位、與及陽居者之消災延壽牌位

善信們於煙供法會上排隊親自為
煙供爐添上「三甜三白」食子及
不同的香粉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在修持煙供法會時
之情況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講解煙供的內容
及修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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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兩位金剛上師，亦因應時機成熟，特別為本會受了個別
考核之會員，亦於本年度開始，每年均舉辦了「密宗」實修
訓練營：「臨終訣要」與「救度精華」，以作為深層次之密
宗修行訓練、與及深造實習，但沒有公開日期及時間。



2008 年 初 開 始， 舉 辦
了一連共 12 會之公開
佛學講座：「顯密實修
( 中 陰 教 法 )」 課 程。
此項課程，以「引導如
何 進 行 實 修 」、 何 謂
「對題訓練」為主綫，
本會出版之「顯密實修課程 (1)」的封面
針對時下學佛修行人之
一些通病，作出分析及
補救；並對佛教「顯密實修」之方向，提供完整及全面之鳥瞰，
給現代之學佛修行人一個重要的指引及參考，協助他們以有
效的正確心態及修行方法，順利「脫離輪迴」。其後，本會
亦陸續地推出此一課程之一系列 DVD 影音光碟。



於 2008 年 8 月，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兩位金剛上師因應眾
生及時代的需要、與及種種的時節因緣，決定成立另一個慈
善團體，名為「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 其 Link: http://
www.lifeenlightenment.org/ ) 以便可以進一步推廣「生死
教 育 」， 並
且倡議於未
來成立一所
「臨終醫院」
的 計 劃， 提
供 與「 臨 終
關懷」相關
「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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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終服務，以協助臨終的病患者、及其親屬們，一同去面對
「死亡」之種種準備。並出版了各種有關「生死教育」的電子書，
上載於其網址與世界各地之朋友們結緣。

生命的延續 - 死後存在
嗎 - 現代生死科學資訊
集 ( 中英合刊 ) 之封面

臨終經驗 - 給亡者護
理人員的指引 ( 生命
手冊 1) 中文版封面

臨近命終給亡者親友
的指引 ( 生命手冊 2)
中文版封面

臨終經驗 - 給亡者護
理人員的指引 ( 生命
手冊 1) 英文版封面

臨近命終給亡者親友
的指引 ( 生命手冊 2)
英文版封面

2009


2009 年度舉辦了一連共 12 會之「事師五十頌」課程、與及「懺
悔的意義與功德」課程的公開講座，以推廣對顯密教理與實
修的基礎知識給全港之普羅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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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出版之「事師五十頌 (1)」
影音光碟的封面

本會出版之「布薩與戒律 1 釋尊制定「布薩誦戒」的緣起」
影音光碟的封面

本會出版之「懺悔 1 - 懺悔方法
的分類與功效及失效情況」影音光
碟的封面

本會出版之「懺悔 2 - 要如何做
懺悔才可以達到消滅業力果報」影
音光碟的封面

於橫跨 2009-2010 之整個年度裡，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與新
成立的姊妹會「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共同地於本會會址
舉辦了一連共 14 會之「生命的終極關懷」系列的公開講座，
談及如何協助臨終病者如何面對「死亡」，以至如何協助自
己在走到人生最後一刻的時候，面對「生關死劫」的情況時，
得到最佳的終極關懷，既令自己充滿信心及尊嚴地進入生命
的另一階段，亦令至親及朋友們可以在傷痛中釋懷，這是一
門極大的學問。

本會出版之「生關死劫的要點是
什麼？ (1)」影音光碟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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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2010 年度舉辦了一連共 12 會之「四加行」
課程，以便使到一般學佛行者，對掌握如
何「由顯入密」的正確途徑及方法，能夠
有一個清晰及全面的鳥瞰，並進一步了解
「修行」的真實意義，並以「正知正見」
來知所取捨，以免「盲修瞎練」，又或誤
入歧途。
2010 年 3 月，本會出版了兩位根本上師
的藏文著作及其英譯本，名為《依怙主
敦珠智者移喜多傑法王、及依怙主 夏札
戚操生紀多傑法王之開示》，免費結緣，
贈送給所有海內外之有緣人。同時，亦出
版了兩位根本上師的著作之中文譯本。

《敦珠法王、
夏札法王及
其開示》中
文版的封面


本會出版之「四加
行之重要性」影音
光碟的封面

《敦珠法王、夏札法
王及其開示》藏英
文版的封面

2010 年 5 月 5 日，本會再次與姊妹會「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
共同舉辦了「科學、生死、輪迴」之中、英雙語講座系列之一。
是次公開講座是在於香港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S421 演
講室舉行。此為第一次之大型公開講座，邀請了分別來自歐
洲冰島大學、與及台灣大學的兩位教授，前來香港作出科學
的專題演講，題為「臨終關懷與輪迴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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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舉辦「科學、生死、輪迴」之中、
英雙語講座系列之一：冰島之喀魯
臣教授、與台灣之李燕蕙教授


本會舉辦「科學、生死、輪迴」之中、
英雙語講座系列之一：350 多位聽
眾及嘉賓，座無虛設

自 2008 年 年 初 開 始， 本 會
每月均舉辦藏傳佛教之「山
淨煙供」法會，至今已有十
年。及後於《金光明經》之
開示，知悉若能於每次舉辦
之「山淨煙供」法會中，供
奉及供養載有無數諸佛名號
之佛經，並以無盡煙雲供養
經文內之無盡諸佛，以讓參

《金光明經》的封面

與的善信們，均可積聚無盡的功德；與
及為自身及其眷屬，設下「天羅地網式
的保護網」。以此緣起，經本會兩位金
剛上師慧眼的抉擇下，決定由 2010 年
10 月開始正式普傳《佛說佛名經》。並
且特別於每次「煙供」法會中，兩位金
剛上師均會帶領參與的善信們誦讀《佛
說佛名經》之某段經文以廣種福德。
在《佛說佛名經》中，釋迦牟尼佛宣說
出數以千計的佛名號，這是釋迦牟尼佛
以其智慧及慈悲，教導眾生如何預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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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重印作為「結緣
品」的《佛說佛名經》
封面

羅地網以作保護。若果眾生能遵照釋迦牟尼佛的教導，以至
誠誦讀諸佛名號，便能種下與十方、以至未來的無盡諸佛之
連結因緣。若眾生因此而能結下如此無限量的佛緣，將來將
受教於如此龐大數量的諸佛，並且受到如虛空般之無邊諸佛、
及其護法所護蔭，遠離一切障礙是肯定及必然的，並且取得
未來平坦無障、事事吉祥如意的修行道路，可以安然地修行，
無災、無難、無障地修到終點而成佛。


2010 年 10 月初，本會為響應「李嘉誠基金會」發起之〝香
港仁 愛香港〞公益慈善活動，向「李嘉誠基金會」申請撥款，
以推廣本港的「生死教育」。經過第一輪篩選後，本會之「激
發對生死的思考」項目獲得順利通過。但因所有經過第一輪
篩選通過後之項目，還需要經過第二輪篩選，要被全港之市
民大眾在網上投票，方能獲得撥款，以便能確立及決定其項
目之大眾認受性及歡迎程度。



本會最終能夠通過在網上投票，於 2010 年 11 月 24 日正式公
佈成功獲得資助。本會承蒙社會各界之人士、社會賢達、全
力支持本會之各方好友、以至本會會員之親朋戚友們的熱烈
支持，本會終能不負眾望，成功獲得此首次〝香港仁 愛香港〞
公益慈善活動的贊助，以便能夠在本港推廣「生死教育」。
故此，本會特別在此向社會各界人士之支持深表謝意。

2011


2011 年 1 月開始，繼續舉辦了一連共 15
會之「藏密修持精華」課程，講解真正
而全面的〝生死教育〞
：有關生前及死後、
與及「死後世界」的運作模式等所需注
意的事項，使修行人能夠對「生關死劫」
的重大人生問題，有所準備及知所防範
其危險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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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出版之「藏密修
持精華 1」影音光碟
的封面





2011 年 3 月 19 日， 乃 藏 曆 正 月
十五日 ( 即「四聖日」之首日 )，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之移喜泰賢
金剛上師，正式為本會指定導師啤
嗎哈尊金剛上師舉行了隆重的「陞
座典禮」。而本會之根本上師 依
怙主 夏札 ( 戚操 ) 生紀多傑法王，
亦特別為此「陞座典禮」專程派人
從尼泊爾來港，代表依怙主 夏札
法王賜予：「長壽佛像」一尊 ( 代
表佛身 )、依怙主 夏札法王本人
之著作三大函 ( 代表佛語 )、一座
「佛塔」( 代表佛意 )，還有法衣、
班智達帽、鈴杵一對、水晶杵一枝
等等多種法物給啤嗎哈尊金剛上
師，並賜予殊勝加持。同時，啤嗎
哈尊金剛上師亦接受了弟子們的
供養及祝願。
2011 年 5 月 8 日，敦珠佛學會 ( 國
際 ) 之指定導師移喜泰賢及啤嗎哈
尊兩位金剛上師，應「香港國際
佛教用品博覽會」之邀請，於香
港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五
樓 Hall 5BC 舉辦了一次別開生面，
題為「生與死的奧秘」的大型公開
講座，並且同時舉辦了三天的「生
死教育」展覽 ( 於 5 月 8-10 日 )。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為啤嗎哈
尊金剛上師舉行陞座典禮

依怙主 夏札法王賜予殊勝加
持聖物作為啤嗎哈尊金剛上
師陞座典禮之祝賀禮物

啤嗎哈尊金剛上師接受弟子
們的供養及祝願

兩位金剛上師被邀請講解有
關「生與死的奧秘」之公開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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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公開講座之善信們非常留心
聆聽講解之內容 1

參加公開講座之善信們非常留心
聆聽講解之內容 2

參加公開講座之善信們非常留心
聆聽講解之內容 3

於「香港會展中心」舉辦的
「生死教育」展覽 1

於「香港會展中心」舉辦的
「生死教育」展覽 2

於「香港會展中心」舉辦的
「生死教育」展覽 3

2011 年 5 月，本會再度響應「李嘉誠基金會」贊助及推出的
〝香港仁愛香港〞公益慈善活動之第二回合贊助經費，作為提
供「生死教育」的經費來源，以進一步推廣本港的「生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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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並於 2011 年 8 月成功地申請、並獲得第二回合的經費
贊助，同時得到香港市民以「一人一票」的方式，公平、公正、
公開地選出具有意義的項目，用以惠澤社群，實是一種難得
的榮譽與榮幸 ! 本會再次在此向社會各界人士之支持深表謝
意。


本會第三度與姊妹會「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共同舉辦了
「科學、生死、輪迴」英語講座系列之二、及三 ( 分別均設有
粵語、國語之即時傳譯服務 )，分別在：(i) 2011 年 10 月 9
日，位於香港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N101 演講室，有
600 多人參加；及 (ii) 2011 年 10 月 15 日，位於香港九龍
灣展貿徑一號「國際展貿中心」三樓演講廳，有 600 多人參加。
為此，本會特別邀請了三位國際知名及權威的、專門研究「瀕
死體驗」之專家學者，前來香港作出科學的專題演講，乃本
港開埠以來首次有關研究「瀕死體驗」之盛事，並為最具權
威性的相關講座。而所舉辦的專題演講主題，分別是：講座
系列之二為「意識是否在死後仍然存在？」、與及講座系列
之三為「瀕死體驗的科學探究」。

三位國際知名專門研究「瀕死
體驗」之專家學者：英國之彼
得芬域醫生、荷蘭之雲諾武醫
生、與及冰島之喀嚕臣教授

本會創始人移喜泰賢金剛上師 ( 陳建
強博士 ) 向三位講者讀出台下聽眾們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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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創始人及行政總裁
啤嗎哈尊金剛上師 ( 羅美玲女士 )
致送紀念品給彼得芬域醫生

本會創始人及會長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 ( 陳建強博士 )
致送紀念品給雲諾武醫生

本會創始人及會長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 ( 陳建強博士 )
致送紀念品給喀嚕臣教授

本會於會展舉辦之國際性
「生死教育」大型公開講座，
彼得芬域醫生正在演講時的情況

於講座上，香港大學之陳麗雲
教授 ( 左 )、及黃重光教授 ( 右 )，
正與講者們坐於貴賓席上

聽眾們正在全神灌注地
聆聽精彩的演講 1

聽眾們正在全神灌注地
聆聽精彩的演講 2

聽眾們正在全神灌注地
聆聽精彩的演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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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2012 年 1 月為本會紀念成立十四週年，
故特別於第 37 期之《蓮花海》雙月刋，
刋出了「敦珠佛學會成立十四週年紀
念及《蓮花海》雙月刋創刋六週年紀
念特輯」。



隨著全球電子平台發展之大勢所趨，
本 會 於 2012 年 3 月 亦 開 始 正 式 成 立
第 37 期之《蓮花海》
一個於 YouTube 上之電視頻道，把這
雙月刋封面
麼多年以來有關佛法弘播的影片及頻
視 ( 粵語版 )，逐步地將其轉成國語版及英文版，並上載於
YouTube 的全球電子平台上，好讓全球更多世人能夠免費地
共同分享。與此同時，本會亦開始推出「電子書」(eBooks)
的出版。


本會出版之「修心篇 1」
影音光碟的封面

2012 年 5 月，由原名為「藏密
修 持 精 華 」 課 程 之 第 16 堂 開
始，改以「佛學入門初階」講
座題目的「修心篇」，特別引
入美國哈佛大學著名的哲學教
授，米高 ‧ 桑德爾 (Professor
Michael J. Sandel) 教 授 之 著

名教學課程：《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並引用日常生活的
實際例子，來講解如何應用《佛法》之智慧於「日常生活」
當中，如何以「修心」來實踐著日常生活的「修行」。精彩
的演譯，令學人能夠更清晰地了解到「修行」的真正意義，
及掌握「修行」的正確途徑，避免「盲修瞎練」的下墮危險。


2012 年 6 月 29 日 ( 乃藏傳佛教始祖蓮花生大師之殊勝降誕
日 )，本會極度熱烈祝賀本會指定導師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
兩位金剛上師最敬愛及最尊貴的根本上師之一依怙主 夏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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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操 ) 生紀多傑法王之百歲榮壽，並
致誠祝禱依怙主 夏札 ( 戚操 ) 生紀多
傑法王法體健康長壽住世，大轉無上瑜
伽法輪，傳授無上甚深微妙法，使正法
得以廣為弘播及長久住世，饒益無盡蒼
生！本會於此吉慶之日，特別舉行了盛
大的祝賀法會及長壽會供輪，恭祝依怙
主 夏札法王百歲榮壽。並且於本會出
版之《蓮花海》第 40 期第 29-35 頁，
刊登了「當代碩果僅存之藏傳佛教具大
證量的大成就者：熱烈祝賀依怙主 夏
札 ( 戚操 ) 生紀多傑法王百歲榮壽獻禮」
一文，有興趣的善信們可前往以下的
Link 來 參 看 此 文 : http://dudjomba.
com/lake_of_lotus/content/40/lake_of_
lotus_40_big5_pass_small.pdf。同時，
為了緬懷及感恩於依怙主 夏札 ( 戚操 )
生紀多傑法王對本會的眷顧，本會特別
於 YouTube 上載了依怙主 夏札 ( 戚操 )
生紀多傑法王有關「修心與修行」之
重要開示：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iBRnR59nwXg。

本會出版之《蓮花海》
第 40 期刊登了
「依怙主 夏札法王百歲榮
壽獻禮」一文

於 YouTube 上載了依怙主
夏札法王有關「修心與修
行」之重要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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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8 月 5 日，
本會第四次與姊妹
會「生命提昇慈善
基金會」，於香港
灣仔之「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會議室
S221，共同舉辦了
有關「生死教育」
有關「生死教育」活動系列之「生命之光」
公開講座
活動系列之「生命
之光」公開講座，邀請了兩位分別來自歐、美的專家學者前
來香港作出科學的專題演講 ( 同時設有粵語、國語之即時傳
譯服務 )。

本會創始人及會長移喜泰賢尊
金剛上師 ( 陳建強博士 ) 致送紀
念品給美國之珍尼詩．柯頓教授



本會創始人及行政總裁啤嗎哈尊金剛
上師 ( 羅美玲女士 ) 致送紀念品給瑞
士之艾爾塞瑟．瓦拉利諾女士

2012 年 11 月，本會為進一步順應全世界環保的大趨勢，決
定將已經出版有七年歷史、並極獲好評之中英文佛教期刋《蓮
花海》，於 2012 年 11 月之第 42 期開始，由「實體書」轉型
成為「電子書」加以出版，並刊登於本會之中文網址上，並
以完全免費提供的方式，供全球的網民共同欣賞，其 Link：
http://dudjomba.com/html/lake_of_lotus_list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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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3 年 1 月為本會紀念成立十五週
年，故特別於第 43 期之《蓮花海》
雙 月 刋， 刋 出「 敦 珠 佛 學 會 成 立
十五週年紀念及《蓮花海》雙月刋
創刋七週年紀念特輯」。



2013 年 8 月，本會建立了新的中文
網站 dudjomba.com，取代了原先的
舊有的中文網站 dudjomba.org.hk。
同 時， 亦 建 立 了 本 會 新 的「 臉
書」：www.facebook.com/Dudjom
Buddhist 。

本會新的中文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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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 期之《蓮花海》
雙月刋封面

本會舊的中文網站

本會新的「臉書」



2013 年 9 月 22 日是「天文大潮日」，並且正值是全球最強「超
級颱風天兔」在近距離吹襲本港的情況下，敦珠佛學會 ( 國
際 ) 仍然繼續如常地進行放生法會。其間有如奇蹟般似的，
海面上並無半點風浪，間中只有微微的細雨，最終能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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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舉行，而參加的 300 多位善信們均稱奇妙。其詳細之情
況已刊登於《蓮花海》第 48 期第 63-74 頁名為「2013 超級
強颱風天兔下的敦珠佛學會海上放生法會」的文章，有興趣
的善信們可參看其 Link 為 : http://dudjomba.com/lake_of_
lotus/content/48/lake_of_lotus_48_big5_pass_small.pdf。
同時，本會並且製作了同一名稱的影音光碟視頻，並上載
於 本 會 在 YouTube 的 電 視 頻 道， 其 Link 為：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czARn9sIwhw。
本會刊登於《蓮花海》第 48 期之
「2013 放生活動」文章

本會於 2013 放生活動的
影音光碟封面

2014


於 2014 年初，因本會指定導師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兩位金剛
上師之根本上師之一「漢地演密教者」福德法幢劉上銳下之金
剛上師，乃生於 1914 年農曆正月二十二日，出世於中國廣東
省東莞市茶山鎮員頭山。到今年之 2014 年農曆正月二十二
日，正是福德法幢劉上銳下之金剛上師百歲冥壽之時，因此移
喜泰賢及啤嗎哈尊兩位金剛上師，便特別撰寫了「緬懷「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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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演 密 教 者： 福 德 法
幢 ‧ 劉上 銳下 之金剛上
師」對漢地密法傳播之
恩德 - 百歲冥壽紀念
(2014 年 )」 一 文 ( 詳
情 請 參 看 於 2014 年 5
月 刊 登 之《 蓮 花 海 》
本會刊登於《蓮花海》第 51 期之「緬懷
第 51 期， 為：http:// 劉上銳下之金剛上師對漢地密法傳播之恩德
dudjomba.com/lake_
- 百歲冥壽紀念 (2014 年 )」文章
of_lotus/content/51/
html/guru%20lau%20
100%20years%20
article.htm)； 同 時，
本會亦特別製作了同
一 名 稱 之 視 頻， 並 上
載 於 本 會 在 YouTube
的 電 視 頻 道， 其 Link
上
下
為 ： h t t p s : / / w w w. 本會於 YouTube 上載「緬懷劉 銳 之金
剛上師對漢地密法傳播之恩德 - 百歲冥壽
youtube.com/watch?v
紀念 (2014 年 )」之視頻
=ZgHJwXo4PGk&list=
P L J 3 p L c m 4 T C 6 e e T 7 j 1 M 8 a m 3 X 2 1 LW P V d X C w &
index=1。


2014 年 3 月 19 日，發生了一個非常特殊而稀有的真實個案：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的學員黃素娥女士 (1933-2014) 在醫院
剛剛離世，而當時其女兒及女婿正在本會會址，接受本會指
定導師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兩位金剛上師之戒律考試。當第
一時間得悉此一消息後，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兩位金剛上師
便立刻在本會為黃素娥女士修持法要，並且清楚知悉黃女士
已經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然而，由於她是「帶業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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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行人，因受到她的業障影響，而使到她被蓮花所包裹著，
未能花開見佛。
因此，於黃素娥女士離世後之四天，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兩
位金剛上師在 2014 年 3 月 23 日之「布薩」法會中，進一
步帶領全體學會的學員，特別為黃女士修持「金剛薩埵除障
法」。而照顧了黃女士共四年多的印尼女傭 Ms.Titik，在同
一天 ( 即 3 月 23 日 ) 晚上之零晨時份，她在夢中夢見了已往
生的黃女士在淨土中的具體情況。因印尼女傭 Ms.Titik 是信
外教的，故此不知道佛教的淨土為何物？但當她向黃女士的
女兒及女婿告知此夢，而他們便進一步解釋佛教淨土的情況
後，Ms.Titik 便滿心歡喜，並且決定從此皈依佛門，這便解
釋了為何這是一個極之特殊而稀有的真實個案。
為了正式公佈印尼
女 傭 Ms.Titik 的 夢
境， 移 喜 泰 賢 及 啤
嗎哈尊兩位金剛上
師 便 於 2014 年 4
月 27 日， 在「 布
薩」法會中特別邀
請 了 Ms.Titik 前 來
學 會， 講 解 其 於 3
月 23 日晚上所夢見
黃女士已往生淨土
的 夢 境 情 況。 並 且
聘請了一位能即時
傳 譯「 印 尼 語 - 粵
語」的翻譯人員前
來 協 助。 這 整 個 個
案終被寫成為一篇

本會刊登於《蓮花海》第 51 期之
「一個有證人及充足描述的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稀有真實個案」文章

本會於 YouTube 上載「一個有證人及
充足描述的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稀有真實個案」
之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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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一個有證人及充足描述的「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稀有
之真實個案」之文章，並於 2014 年 5 月刊登在本會出版之《蓮
花 海 》 第 51 期， 為：http://dudjomba.com/lake_of_lotus/
content/51/html/A%20Rare%20Case%20with%20
sufficient%20evidence%20of%20reborning%20in%2
0the%20Western%20Buddha%20Pure%20Land.htm。
其 後， 本 會 並 且 製 作 了 名 為 同 一 名 稱 的 視 頻， 並
上 載 於 本 會 在 YouTube 的 電 視 頻 道， 其 Link
為 ： h t t p s : / / w w w. y o u t u b e . c o m / w a t c h ? v = e V B s t
4LyFRA&list=UUublbecNzN3EBksL6Txragg。




2014 年 7 月 16 至 22 日，本會參與了「香港書展」。但由於
本會於數年前，已經跟隨全球之大趨勢，開始轉變由出版「實
體書」，而改成出版「電子書」了。因此，2014 年那一屆的「香
港書展」，便是本會參與書展的最後一次了。
2014 年 11 月 2 日 乃 本 會 每 年
一度所舉辦的「觀音海上放生
法會」。徇眾要求，於今次的
放生法會中，本會導師移喜泰
賢及啤嗎哈尊兩位金剛上師，
特別詳盡地「開示對嬰靈的救
助及處理方法」，並且分別傳
授了「為嬰靈祈福祈願文」及
「墮胎懺悔文」給予 400 多名參
與的善信們。其相片集已經刊
登於本會於 2015 年 1 月出版之

本會刊登於《蓮花海》第 54 期
之「2014 海上放生」相片集

《蓮花海》第 54 期，其 Link 為：http://dudjomba.com/html/
fish_release_2014_dudjom_buddhist_association.htm。
而相關的視頻亦已經上載於本會在 YouTube 的電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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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Link 為：https://www.
youtube.com/watch?
v=9KKub4oTW5Q&list=UUu
blbecNzN3EBksL6Txragg。

2015


2015 年 4 月 25 日尼泊爾發生
本會於 YouTube 上載
「2014 海上放生」之視頻
了 7.9 級 的 大 地 震， 本 會 導
師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兩位
金剛上師，便立即與住於尼
泊爾的依怙主 夏札法王女兒
取得聯絡，並且很高興的得
悉依怙主 夏札 ( 戚操 ) 生紀
多傑法王身體健康、安然無
於本會之中英文網站上公佈了依
恙。 因 此， 便 立 即 於 本 會 之
怙主 夏札法王身體健康、安然
無恙之喜訊
中、英文網頁上，公佈此項喜
訊，並且請各界善信不用擔
憂。翌日於 2015 年 4 月 26 日，
本會導師移喜泰賢及啤嗎哈
尊兩位金剛上師開示「佛法
在修行上的分類：空性精華」，
詳細闡述了「法身佛」普賢王
本會於 YouTube 上載「佛法在修
如來之「九乘次第」。此視頻
行上的分類：空性精華」之視頻
已 經 上 載 於 本 會 在 YouTube
的 電 視 頻 道， 其 Link 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ms4hB8C2mw。 而 在
兩位金剛上師開示剛開始時、與及開示圓滿之時，兩位金剛
上師均帶領弟子們祈禱及許願，祈請諸佛菩薩加持今次於尼
泊爾地震之死難者能早登極樂世界，與及傷者能早日脫險及
早日康復。並且，迴向一切功德給兩位金剛上師之三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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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師」，祈願三位祖師不斷地、以不同的示現方式，於三
界內大轉無上瑜伽法輪，利益無盡蒼生。


但不幸的是：不出 18 天，於 2015 年 5 月 12 日，尼泊爾又再
發生了另一次 7.4 級的大地震。本會之兩位金剛上師很高興
及很幸運地，又再次收到依怙主 夏札法王平安無恙的好消
息。因此，兩位金剛上師便立刻匯款前往尼泊爾來供養依怙
主 夏札法王，希望依怙主 夏札法王能夠運用這些供養，用
來修補因地震而受損壞的廟宇、與及相關的房屋等等。在此
特別值得一提的事：然而
依怙主 夏札法王連一分錢
也不留給自己及家人。由
於有很多住在山區裡的尼
泊爾人，因為今次尼泊爾
經歷二次大地震，而導致
他 們 沒 有 任 何 糧 食 維 生、
與及無家可歸。依怙主 夏
札 法 王 因 而 把 這 些 供 養，
全部用作購買糧食及衣物，
以便可以幫助那些住在山
區裡的人們。依怙主 夏札
法王這種不顧一切私人的
掛慮、但求為了救度眾生
依怙主 夏札法王親自撰寫的
的偉大「菩薩行」，確實
「生態危機祈願文」中譯本
令 我 們 為 之 汗 顏。 於 此，
本會特別刊登了由依怙主 夏札法王親自撰寫的「生態危機祈
願文」，各位善信亦可到此 Link 下載：
http://dudjomba.com/article/%E7%94%9F%E6%85%8B%
E5%8D%B1%E6%A9%9F%E7%A5%88%E9%A1%98%
E6%96%87A%20Prayer%20at%20a%20Time%20of%20
Ecological%20Crisis%2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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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本會建立了新的獨立英文網站 dudjom.com，或
dudjominternational.org，並將有關依怙主 夏札法王的最新
消息，公告全世界之各界善信。

本會新的英文網站

本會在英文網站上公佈了依怙主 夏札法
王身體健康、安然無恙之喜訊



2015 年 10 月 18 日 依 怙 主 夏 札 法 王 因 應 末 法 時 代 眾 生
的「共業」不好、與及「福薄、慧淺」，希望為我們這些
末法時代的眾生能夠多種點功德，因此特別責承其大女兒
於是日大量放生，由此可知依怙主 夏札法王對眾生的恩
德 多 麼 大 啊 ! 請 參 看 其 Link：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t0ryDUFXkrA。



於 2015 年 12 月 30 日，由於末法時代眾生福薄，本會之移喜
泰賢及啤嗎哈尊兩位金剛上師的根本上師依怙主 夏札 ( 戚
操 ) 生紀多傑法王，於藏曆木羊年之十一月二十日 ( 即西元
2015 年 12 月 30 日 ) 進入甚深正定七天；然後於藏曆木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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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一月二十七日 ( 即西元 2016 年 1 月 6 日 ) 正式進入「大
般涅槃」，世壽 105 歲。一如其名，依怙主 夏札 ( 戚操 )( 意
為：「斷行者」) 法王，在圓滿其一生之佛行事業後，授記
其不會再作轉世，「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2016




2016 年 1 月 9 日至 2 月 26 日，本會兩位導師移喜泰賢及啤嗎
哈尊金剛上師，率領弟子眾於本會修持連續七七四十九天之
「祈請依怙主 夏札法王加持大法會」，並且特別修持「至尊
金剛持大恩根本上師如意寶依怙主 夏札法王之上師金剛薩埵
合修儀軌」的殊勝法要。為此，兩位金剛上師特別敬撰了「祈
禱至尊金剛持大恩根本上師如意寶依怙主 夏札 ( 戚操 ) 生紀
多傑法王恆常降下殊勝甘露法雨賜予加持之祈禱頌」，以作
為紀念及感恩根本上師依怙主 夏札法王之大恩大德。
因此，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便 於 2016 年 1 月 6 日 於 本
會之中、英文網址上，分別
刊出題為「極大的遺憾與深
切的哀悼 - 七七四十九天
大法會：祈請依怙主 夏札
法王恆常降下殊勝甘露法雨
賜予加持之大法會」的消息
公告全世界之各界善信：

本會於中文網站公佈依怙主 夏札法
王進入「大般涅槃」的消息

「依怙主 夏札法王 ( 戚操
生 紀 多 傑 仁 波 切，19132015)，即移喜泰賢及啤嗎
哈尊金剛上師之根本上師，
為藏傳佛教中被公認為修行
成就極高的大聖者。其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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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英文網站公佈依怙主 夏札法
王進入「大般涅槃」的消息

成就一早已被藏傳佛教的始祖蓮花生大師及一些大聖者所授
記 ( 即預言 )，是百歲的大成就者。預言中更說明依怙主 夏
札法王的弟子中，也有很多成就者的出現。
依怙主 夏札法王為當今罕見的百歲大成就者，剛於 2015 年
12 月 30 日進入「大槃涅槃」，世壽 105 歲。由於進入「大槃
涅槃」會一如當日釋迦牟尼佛進入「大槃涅槃」般，引發能
量的變化，覆蓋此世間的磁場，令其內之一切眾生所作之任
何「善或惡」的行為業力，增大一千萬倍。因此敦珠佛學會
的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金剛上師，特別於此期間，率眾弟子
舉行七七四十九天的「祈請依怙主 夏札法王恆常降下殊勝甘
露法雨賜予加持之大法會」，誠心祈禱依怙主 夏札法王 ( 戚
操生紀多傑仁波切 ) 繼續加持此娑婆世界，大轉無上法輪，
利益無盡蒼生，以贖眾弟子與眾生福薄之罪障。同時令所有
參予法會修持的弟子可以獲得一千萬倍的修持功德，淨除多
生多世的業障，以儲備脫離輪迴束縛及成佛的足夠福德智慧
資糧。為令其他善信皆可接受此殊勝的福德智慧資糧的圓滿
加持，此七七四十九天之法會，其中逢星期日共七天會公開
讓善信參加。
公開法會日期：2016 年 1 月 10、17、24、31 日及 2 月 7、14、
21 日，時間：下午三時。非公開法會日期：2016 年 1 月 9 日
至 2 月 26 日。
地點：敦珠佛學會會址：香港柴灣常安街 77 號發達中心 4/F」


於 2016 年 5 月，本會為了紀念依怙主 夏札法王對本會及
兩 位 金 剛 上 師 的 大 恩 大 德， 出 版 了 英 文 電 子 版 的「 依 怙
主 夏札 ( 戚操 ) 生紀多傑法王之精神傳記」，全名為 “The
Contemporary Mahasiddha with Many Prophecies: Our Lord of
Refuge and Protector, His Holiness Kyabje Chadral Sangye Dorje
Rinpoche”。有興趣的善信可前往本會之英文網址：dudj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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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免費下載全書。而依怙
主 夏札法王精神傳記之中
文版「當代具眾多授記之大
成就者：依怙主 夏札 ( 戚
操 ) 生紀多傑法王記實」，
亦 將 會 於 2018 年 底 前 正 式
出版面世，敬請各界善信們
留意。



依怙主 夏札法王以行腳
方式前往其隱蔽的山洞
作閉關修行

依怙主 夏札法王於遠離
人煙的荒郊野外作踏實
的修行

本會於英文網站上載了英文電子版
的「依怙主 夏札法王之精神傳記」

因為依怙主 夏札 ( 戚操 ) 生紀多傑
法王 (1913-2015)，乃當代舉世矚目
的藏傳佛教大成就者，屬於“上師”
中之“上師”，故其殊勝功德是值得
世 人 崇 敬。 其 一 生 的 事 蹟， 標 誌 着
「何謂真正的修行」、「修行與日常
生活之互融」與「法與心之契合」，
以真實跨越「名聞利養」之驚人行徑，
從不矯揉造作，演譯了難能之謙虛品
格、深廣之慈悲利生大行、剛強而猛
烈之不屈大志、飄逸而瀟洒之隱士作
風、扼要而精確之獨特見解、無與倫
比之超卓智慧、不撓之堅毅苦行、與
及無盡悲智以匡扶正法。此等事蹟將
可利益、教誨、引導、與及警醒無數
眾 生 之 困 惑 心 靈， 令 眾 生「 知 所 取
捨」，並且認清何謂「真實不虛之解
脫道路」。

115

其一生的行誼，入世而不被世法所
縛，出污泥而不染，從而樹立了獨
特的純僕、踏實及維護「正法」之
修行宗風，並以堅守清淨純一的戒
律、與三昧耶而名聞於世。正因為
依怙主 夏札法王的實修經驗、及其
種種不同的身教，說明其修行乃源
於日常生活「覺性」之顯露，並以
其「覺悟的心性」來觀照及勘破世
情。從而了悟到其「覺性」之源頭，
實汲取於源源不絕、永不枯竭的生
命力之活水。就像活泉中所噴出的
泉水一樣，使人感受到它的清新入
骨，並由衷地體會到它是從「佛性 /
法性」中流露出來的人生智慧。正
如南宋理學宗師朱熹 (1130-1200)，
於其《觀書有感》中的兩句詩所說
一樣：「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
頭活水來」。他老人家長年茹素，
豎立了當今人間肉身菩薩之「大智、
大悲、大力、大願、大行」的無垢
典範，於此人間俗世開創了「一脈
清泉」。與坊間那些自吹自擂之「假
上師」相比，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因而本會特別製作了一個視頻名為
「依怙主 夏札法王的殊勝功德 : 不
再轉世與活佛制度之迷」以作紀念，
其 Link: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I3kkggA1S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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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怙主 夏札法王如閒雲野鶴
般與依怙主多竹清仁波切、依
怙主 夏札法王女兒、及兩位
金剛上師共聚

依怙主 夏札法王與兩位金剛
上師合照

本會於 YouTube 上載「依怙
主 夏札法王的殊勝功德 (1)：
不再轉世與活佛制度之迷」視
頻的封面



亦是為了報答依怙主
夏札 ( 戚操 ) 生紀多傑
法 王 的 大 恩 大 德， 本
會之兩位金剛上師便
於 49 天 的 法 會 當 中，
特 別 開 示 了「 如 何 運
用五智懺悔以進入空
性 」 的 視 頻， 其 Link: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8MMlK
本會於 YouTube 上載「如何運用五智懺
kqbX2I。此一開示特別
悔以進入空性」的視頻
指出：修行的重點在於
「向內看自己的錯處，然後以積極的心態改良自己的行為」。
例如，以「懺悔」作「五智」的修持。為什麼要如此修行呢？
因為修行的目的是為了擺脫輪迴的痛苦，將自己的「心性」
及定力提昇，達至可以進入「五不還天」，才可以不再輪迴。
因為要進入「淨土 / 剎土」，也要一定程度的定力及修正「心
性」，才可以令行者成功進入。因此以「五智」作為修行的
重點方法，才是最真切和最實用的修行方法及智慧。因此這
一視頻，可以說是遍灑乾旱大地的法乳甘露，可以帶領修行
人進入真正的實修之道，令脫離輪迴、甚或成佛的機會大大
增加，真的極度珍貴。此一教授乃是報答依怙主 夏札法王的
大恩大德而作出之修行佛法的開示，敬希法友們多所珍重為
盼。



2016 年 4 月開始，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正式舉辦了不同的大
型之公開講座暨法會。至於講座與法會一齊進行的理據及效
果，是跟據佛經開示的重點：弘法的最佳方法必須同時有兩
種效果出現，第一需要講授佛法以啟動眾生的智慧，第二需
要同時舉行法會，帶領眾生於法會中至誠懺悔，令其即時見

117

到上述境象，協助眾生罪垢得滅。因此，只做法會但不解說佛法，
會令眾生迷信及盲修瞎練。另一方面，只解說佛法而不做法會，
則全面的效果不能彰顯。
由於近年天災人禍逐年增加，人心紛亂，地震
旱災，瘟疫蔓延等等，時有所聞，顯示現世眾
生福報減損，共業趨向惡業，將令世局愈益
動盪不安，眾生受困苦難，思之可悲。本師
釋迦牟尼佛於《佛說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經》
曾開示：大白傘蓋佛母的功德在避一切災難、
天災橫禍方面極為有力及殊勝。為免這種世局
動盪形勢進一步惡化，多作增福、除障、避禍、
息災的法會能有所幫助，既能利己，亦能利
人。
為此，於 2016 年 4 月 17 日下午 2 時 5 時，敦
珠佛學會 ( 國際 ) 於香港九龍彌敦道 136 號
A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禮堂，舉行藏傳佛教「增
福、除障、避禍的方法」講座、暨「避一切災
難、天災橫禍之大白傘蓋佛母」法會。本會於

本會舉辦之藏傳佛教「增
福、除障、避禍的方法」
講座、暨「避一切災難、
天災橫禍之大白傘蓋佛
母」法會 1

《佛說大白傘蓋總
持陀羅尼經》

本會舉辦之藏傳佛教「增福、除障、避禍的方
法」講座、暨「避一切災難、天災橫禍之大白
傘蓋佛母」法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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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金剛上師主持是次講座暨法會

此法會特別普傳「大白傘蓋
佛母咒」、與及可避一切天
災橫禍之「大白傘蓋佛母：
懺罪祈賜保護祈願文」。特
別祈禱為香港及世界迎祥納
福、避劫擋禍。同時，本會
亦為此特別訂制了「大白傘
蓋佛母保護咒輪」之掛章，
供善信們作為護身之用。

本會特別供奉於現場之
「大白傘蓋佛母」佛壇

本會特別訂制
「大白傘蓋佛母
保護咒輪」掛章
前面

本會特別訂制「大
白傘蓋佛母保護咒
輪」掛章背面

此次在現場佈壇之特別殊勝地方：是以 10 組獨立的佛壇代表十
方 =360 度，入口為觀音菩薩之掛畫、並配以「八吉祥」，代表
著由觀音菩薩引度各位善信進入佛剎土的壇城內。以 360 度壇
城中圍代表著十方諸佛的整體壇城 ( 內有「皈依境」、釋尊全堂、
與及金剛薩埵「文武百尊」身壇城等等 )，再配以大白傘蓋佛母
為主壇，合組而成全方位強大的「保護網」。是次講座暨法會
開示了有關「增福、除障、避禍的提示方法」、與及「大白傘
蓋佛母」之殊勝功德。兩位金剛上並且帶領善信們，作出了「摩
頂」以作滅罪、與及受十方三世諸佛之「授記」將來可以往生
佛剎土之極樂世界的重要觀想。而「授記」的內容便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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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世世皆受保護、皆能生起智慧、不墮三惡道，直至往生極樂
世界」。同時，亦傳授了「合十」掌內摩尼如意寶珠的供養、
與及繞佛三圈去禮敬「十方三世」諸上師、諸佛菩薩的觀想等。
若要毫無遺漏地能於任何一個方位，皆能得到「十方三世」
諸上師、諸佛菩薩的加持，就必須要進入 360 度的壇城作禮
敬及供養。因為眾生將來命終，都會隨業力拉扯，在不同時
段，去不同的方位；因此必須在生前，種下 360 度毫無遺漏
任何方位的「增福、除障、避禍」供養。這樣的佈壇，是代
表凡能進入會場的參加善信們，均能獲得授記 ( 即預言 ) 將
來可以進入佛剎土的壇城核心。今次之大型公開講座暨法
會的圖片集已上載於本會之網址，其 Link: http://dudjomba.
com/html/activity%20intro/17_Apr_2016_Buddhist_Lecture_&_
Ceremony_of_dudjom_buddhist_association.htm。


2016 年 8 月 13 日乃非常殊勝而吉祥之蓮師降誕日 ( 即藏曆之
猴年猴月初十日 )，乃每十二年才會重覆一次，而今年之 2016
年 8 月 13 日正值是此一殊勝而吉祥之年月日，故被稱為「時
年之中的殊勝之王」。因此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特別於此日
舉行「蓮師誕 暨 盂蘭節中陰文武百尊除障供燈法會」。而
正是於此一日之十二年前 ( 即西元 2004 年 7 月 27 日 )，便
是本會導師之一的移喜泰賢金剛上師，受依怙主 夏札法王之
特別授權與安排，在其印度位於詩里故里 (Siliguri) 之廟宇
Salburi Monastery 內，舉行正式的陞座 ( 俗稱「坐床」) 典
禮。於當日陞座典禮還未開始之前，眾人皆見到有一隻猴子，
於廟宇之頂上，前後左右走動，行走了數分鐘，然後才離開。
正當陞座典禮正在舉行之際，天空正是無雲晴空，並且烈日當
空。而當陞座典禮剛剛圓滿之時，忽然天空却灑下傾盆大雨
連約五分鐘之久。然後又再次出現猛烈之陽光，光中折射出
大大小小不同的彩虹。其後得到依怙主 夏札法王之讚嘆，並
謂此雨是殊勝吉祥之徵兆，於密宗寓意為「悉地 ( 成就 )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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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6 年 11 月 27 日下午 2 時至 5 時，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於香港九龍彌敦道 136 號 A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禮堂，再度舉
行「如何將惡性轉換成善性的磁場」講座、暨「文殊菩薩智
慧轉變命運及大白傘蓋佛母避天災橫禍」法會。並且繼承上
一次的大型公開講座暨法會，同樣地是以 360 度佈壇迎請「十
方三世」諸上師、諸佛菩薩，合組而成全方位強大的「保護
網」。同時，亦以 360 度佈壇來迎請十方三世諸上師、諸佛
菩薩，為參加之善信們「摩頂」以作滅罪、與及「授記」將
來可以往生佛剎土之極樂世界。

本會舉辦之「如何將惡性轉換成善性的磁場」講座、
暨「文殊菩薩智慧轉變命運及大白傘蓋佛母避天災橫禍」法會 1

兩位金剛上師主持是次講座暨法會

本會舉辦之「如何將惡性轉換成
善性的磁場」講座、暨「文殊菩
薩智慧轉變命運及大白傘蓋佛母
避天災橫禍」法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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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講座及法會詳細解說了「惡性
磁場」的成因。為何我們會做出一
些傻事來呢？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
缺乏「智慧」而導致的，故我們學
佛時便需要學習如何引生出「智慧」
來。因文殊菩薩是智慧第一的，故 一位善信於文殊菩薩像前獻供
今次便教授如何以文殊菩薩的智慧
來改變一己的命運。是次之大型公開講座暨法會的圖片集已上載
於本會之網址，其 Link: http://dudjomba.com/html/activity%20
intro/2_27_Nov_2016_Buddhist_Lecture_&_Ceremony_of_
dudjom_buddhist_associ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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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金剛上師帶領善信們
進行浴佛儀式

本會每年皆舉辦之佛誕「浴佛節」
的浴佛花壇


2017 年 5 月 3 日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舉
行「浴佛節 暨 漢地演密教者福德法幢
劉上銳下之金剛上師圓寂 20 週年紀念煙供
法會」，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兩位金剛
上師特別紀念及緬懷其具恩根本上師劉上

本會每年皆舉辦之「浴佛節」煙供法會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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銳下之金剛上師之大恩大德，並且一再回顧當年依怙主 敦珠
法王二世，在印度賜予劉上銳下之金剛上師的名稱為「漢地演
密教者」，並且謂劉上銳下之金剛上師乃是五百年來，漢人於
漢土弘揚西藏密宗之第一人。


2017 年 5 月 14 日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第三次舉辦了「如何
配合佛法來改變命運」講座、暨「觀音、文殊、金剛手三怙
主 360 度滅罪賜加持」法會。一如既往，是此次法會亦是以
360 度的佈壇方式，來迎請「十方三世」諸上師、諸佛菩薩，

本會舉辦之「如何配合佛法來改變
命運」講座、暨「觀音、文殊、金
剛手三怙主 360 度滅罪賜加持」
法會 1

本會舉辦之「如何配合佛法來改變
命運」講座、暨「觀音、文殊、金
剛手三怙主 360 度滅罪賜加持」
法會 2

本會舉辦之「如何配合佛法來改變命運」講座、暨「觀音、文殊、金剛
手三怙主 360 度滅罪賜加持」法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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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金剛上師主持是次講座
暨法會

參加的善信們皆很留心聆聽講解
的內容

為參加之善信們「摩頂」以
作滅罪、與及「授記」未來
可以往生佛淨土之極樂世界。
是次法會特別介紹了藏傳佛
教的三位殊勝依怙主，分別
是：「文殊菩薩 – 智慧、觀
音 菩 薩 – 慈 悲、 金 剛 手 菩
薩 – 具力」，分別代表了「大
本會供奉之「五方佛」湯嘉
智、大悲、大力」三種佛的
功德、與及世間之「智、仁、
勇」三達德。法會中普傳了「祈賜 360 度滅業障之智慧及加
持祈願文」，並且傳授「合十」掌內摩尼如意寶珠的供養、
與及繞佛三圈去禮敬「十方三世」諸上師、諸佛菩薩的觀
想。同時，亦供奉了「金剛薩埵文武百尊身壇城」，以便善
信們可以為其先人作出超度。而本會於早前有關中陰「文武
百尊」之殊勝處的視頻亦已經上載於 YouTube 頻道。今次之
大型公開講座暨法會的圖片集已上載於本會之網址，其 Link:
http://dudjomba.com/html/activity%20intro/3_14_May_2017_
Buddhist_Lecture_&_Ceremony_of_dudjom_buddhist_
associ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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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供奉「智、悲、
力 - 三怙主」之佛壇

本會供奉之「金剛薩埵文武百尊身壇城」

本會上載 YouTube 之「中陰文武百
尊之殊勝處」視頻封面


「中陰文武百尊」之 3D 立體壇
城圖

2017 年 8 月， 因 徇
眾要求，本會於今個
月 份 開 始， 正 式 推
出「法會全球網上直
播 試 驗 計 劃 」， 乃
全港佛教團體之首
創。此目的是好讓身
本會推出「法會全球網上直播試驗計劃」
處 於 海 外、 又 或 未
能出席的本港煙供及供燈捐款者，均可以透過 YouTube 觀
看部份在本會香港中心的法會內容。同時，亦為一些海內
外弟子們，因未能親身參與本會每月所舉行的「布薩」法
會，可以透過 YouTube 觀看部份直播的「布薩」法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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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全球網上直播中，特別推
出了受到善信們廣泛地歡迎的「慈
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系列」之詳盡
講解，教授如何分別慈悲心與菩
心的觀修方法。由於千多年以來，
「大
錯誤解讀《心經》、《金剛經》、
圓滿」口訣、與及「空性」，而陷
入瘋狂的修行人為數不少。而跟
隨的弟子們也受害極深，而且人
數極之龐大。部份害群之馬更加
由這些錯誤的理解中，發展成為
所 謂「 狂 智 」(Crazy Wisdom)，
藉此虐待弟子及進行大量的傷害。
由於受害人數之多，以至受害之
深，觸發很多極具爭議性的問題。

本會上載 YouTube 之「慈悲心
與菩提心的觀修系列 3：生死
竅門的教法 1 - 如何成法身佛
的口訣」封面

本會上載 YouTube 之「慈悲心
與菩提心的觀修系列 1：空性
菩提心正解及大圓滿口訣與狂
智的謬誤」封面

本會上載 YouTube 之「慈悲
心與菩提心的觀修系列 2：啟
動進入法界成佛程式的觀修方
法」封面

本會上載 YouTube 之「慈悲心
與菩提心的觀修系列 4：生死
竅門的教法 2 之「成報身佛」
的口訣、《心經》詳解及觀修
口訣」封面
本會上載 YouTube 之「慈悲心與菩提心
的觀修系列 5：生死竅門的教法 3 之成化
身佛的口訣及大圓滿與心經的觀修口訣對
比」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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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系列的影片將講解如何修行佛
法，特別是寧瑪巴的「大圓滿」教法，
並將寧瑪巴大圓滿中期祖師渣華龍清
巴尊者之《法界寶藏論》的精要加以
劃龍點睛。其中提及「菩提心」的觀
修口訣如何進行，以至成佛的竅門及
重點，逐一以深度的剖析予以顯現。
藉此糾正千多年以來，修行人對「空
性」的誤解與誤導，從而避免更多的
眾生受到毒害。同時，並且分別把《心
經》、與及《金剛經》之深層密意的
修持方法、與「大圓滿」的觀修口訣
來加以對比。此系列之視頻現已分別
上載於本會之 YouTube 電視頻道。

依怙主 夏札法王賜予移
喜泰賢及啤嗎哈尊兩位金
剛上師之寧瑪巴大圓滿中
期祖師渣華龍清巴尊者畫
像

本會上載 YouTube 之「慈悲心
與菩提心的觀修系列 6：對比
心經、金剛經、大圓滿的日常
生活觀修口訣」封面


依怙主 夏札法王賜予移
喜泰賢及啤嗎哈尊兩位金
剛上師之寧瑪巴大圓滿中
期祖師渣華龍清巴尊者像

與此同時，本會亦於 YouTube
電視頻道上載了深層《西藏度
亡經》系列之重要開示，此系
列被善信們給予極高的評價，
並且被公認為實在是敦珠佛學
會 ( 國際 ) 這麼多年來最精彩
之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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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上載 YouTube 之「深層《西
藏度亡經》系列 5：死後四十九
日內要修什麼快速法往生淨土
或成佛」封面



本會很高興的向各界善信們作出報告：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在 YouTube 的電視頻道，至今為止，已經超過 8 萬 5 千多
的訂閱率，而點擊率亦已超過 2 千 7 百萬人次以上。這樣
的情況，相信是目前全球最高訂閱率及點擊率的佛法講解
YouTube 頻道。

本會最近 YouTube 頻道的記錄



2017 年 11 月，本會重印《佛說佛名
經》，並以免費贈送「結緣品」的
方式，與各界善信們結緣。

本會重印《佛說佛名經》之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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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31 日 敦
珠佛學會 ( 國際 ) 舉
行「阿彌陀佛聖誕煙
供法會 暨 依怙主 夏
札法王湼槃二週年紀
念」，移喜泰賢及啤
嗎哈尊兩位金剛上師
於此殊勝日子特別修
法，以緬懷及紀念其
具恩根本上師依怙主
夏札法王湼槃二週年，
並特別感恩依怙主 夏
札法王對本會及兩位
金剛上師之大恩大德，
永誌不忘。同時，因
近期世界局勢不太穩
定，甚有戰雲密佈之
感，因而本會便特別
印製了由依怙主 夏札
法王親撰「世界和平
祈願文」之藏文及中
文的布經幡，懸掛於
不同地點，隨風飄蕩，
以祈願世界和平，國
泰民安。

依怙主 夏札法王親撰「世界和平祈願文」
中譯本第一頁

依怙主 夏札法王親撰「世界和平祈
願文」之藏文及中文的布經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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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018 年 1 月 8 日 乃 敦
珠佛學會 ( 國際 ) 成
立二十週年紀念的日
子。為了慶祝成立二十
週年，敦珠佛學會 ( 國
際 ) 特別推出一套簡
介 短 片， 使 世 人 更 清
本會上載 YouTube 之
楚明確了解本會成立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簡介」封面
之 目 標、 願 景、 及 使
命；並且簡單介紹了過去這十九個年頭裡，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曾經舉辦過的一系列活動。此視頻亦特別獻給本會兩位金剛
上師之三位「根本上師」( 分別是：依怙主 敦珠法王，依怙
主 夏札法王，褔德法幢劉上銳下之金剛上師 )，感激及緬懷他
們無私的奉獻，把真正的佛法傳弘於全世界，並且把這些寶
貴的傳承法要傳給本會之兩位金剛上師之大恩大德，以便可
以承繼他們的遺教及遺訓。在此，本會願以此迴向使正法久
住於世，以利益一切如母有情。



本會的「二十週年弘法活動系列」之一，將會特別與姊妹會
「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於 2018 年 6 月 18 日 ( 父親節翌日
之 ) 端午節的日子，在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111 號地下「修頓
室內場館」大禮堂，再度攜手合作，共同地舉辦一個「生關
死劫」的大型公開講座、暨「藥師佛除病障摩頂授記法會」，
與及有關「生死教育」、及「藏傳佛教文物」的展覽，免費入
場，善信們可於此 link https://goo.gl/eNMgHv 下載相關弘
法活動的「免費入場券」。因為 2018 年 8 月正是「生命提昇
慈善基金會」成立十週年紀念的日子。為了共同慶祝今年之
喜慶，故此兩會歡迎各界善信們，到時蒞臨出席參加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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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沾法益。一如既往，此次大型公開講座暨法會亦將會以 360
度佈壇，迎請「十方三世」諸上師、諸佛菩薩，合組而成全
方位強大的「保護網」。同樣將會是以 360 度佈壇來迎請「十
方三世」諸上師、諸佛菩薩，為參加之善信們「摩頂」以作
滅罪、與及「授記」將來可以往生佛剎土之極樂世界。同時，
亦將會供奉「金剛薩埵文武百尊身壇城」，以方便善信們可
以為其先人作出超度。

本會將於 2018 年 6 月 18 日舉辦之大型公開展覽、講座、暨藥師佛法會



由於因緣和合及成熟，另一個本會的「二十週年弘法活動系
列」，是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與「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
將會於 2018 年 9 月 29-30 日在海外之新加坡舉辦共兩天的法
會。第一天 ( 即 9 月 29 日 ) 將舉辦一個公開講座名為「生死
教育：佛教觀」，及傳授「藥師佛」清淨病氣磁場修持法。
並且於翌日 ( 即 9 月 30 日 ) 舉行「皈依儀式」，及傳授實
修教法。又是次的「皈依」，因為兩位金剛上師的慈悲，特
別豁免要事前經考核的條件，目的是為了方便接引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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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及東南亞等地之善信們 ! 有興趣的善信可致電 (65)
90527543、 或 來 電 郵 info@dudjomba.com 垂 詢 有 關 的 詳
情。 亦 可 於 以 下 之 Link: https://www.eventbrite.com/e/20-tickets-44920389093 下載相關弘法活動的「免費入場券」。

本會將於 2018 年 9 月 29-30 日在新加坡舉辦之公開講座暨法會，
與「皈依儀式」及傳授實修教法。


又另一個本會的「二十週年弘法活動系列」，將會於 2018 年
11 月 4 日，繼續舉辦一年一度之大型「海上放生」活動，包
括有素宴與祈福，並會普傳「無上密乘」之《放生儀軌》、
與及相關的法要。因為船上的座位有限，敬請各界善信們能
早日購票訂座，以免向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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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花水月二十載
慶祝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成立二十週年
紀念之特刊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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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之各位上師法相，分別是 ( 由左向右 )：
依怙主 敦珠法王二世、依怙主 夏札法王、劉上銳下之金剛上師、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及啤嗎哈尊金剛上師

鏡花水月二十載
慶祝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成立二十週年
紀念之特刊
第八章
展望未來
古德有云：「初心不可失」，謂的是一己所發的菩提心，長遠
心難得，只能夠不斷的提昇，而不可以令其下墮，甚或退轉。
個人的修維尚且如此，而作為一個弘法利生的正法道場，便是
更加需要防範其可能變質的情況。故此，本會之兩位導師移喜
泰賢及啤嗎哈尊金剛上師，既切實要求每一位學員均需「嚴守
戒律及三昧耶 ( 誓句 )」，他們並且特別花費了無數的時間及精
神，去提昇整個學會的精神面貌，以確保本會的「戒力戒場」，
能夠保持其清淨純一正法道場的特徵，以維護依怙主 夏札法王
所傳承下來之一脈清泉，不被世間法所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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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的弘揚，必須建基於對佛法的講解，而並非單靠法會，更
不應利用無需守戒的所謂「結緣 / 隨許灌頂」作為吸引信眾之
術，因為這些「表象」只會令眾生因此而生起極度的「貪、嗔、
痴」、與及對佛法產生很多誤解。當「漢地演密教者」福德法
幢劉上銳下之金剛上師還在世之時，已經看到當時很多藏傳佛教
的傳法者，只懂得搖鈴打鼓，並且不斷地做很多的儀式、與及
傳授很多不同的「灌頂」( 特別是不同的財神灌頂 )，令到很多
信眾因貪多慕得、一窩蜂地去接受灌頂，並且到處「跑道場」，
正是「以盲導盲、同墮火坑」的現象，從而很多信眾被引領至
極度「迷信」的歧途。
這些傳法者，只會大事吹噓其法會有「千人灌頂」、「萬人皈
依」等風光場面、及有無數的法物與多大的加持力，作為「譁
眾取寵」的招徠手法，以便吸引更多的善信；但他們卻差不多
百份之九十九，均既不懂、也不會去講解佛法深層的道理，導
致產生了一種極之「迷信」的「歪風」存在著。「漢地演密教者」
福德法幢劉上 銳下 之金剛上師，認為這些傳法者、或者所謂「上
師」，只是一些「販賣如來家業」的教內「獅子蟲」，因而很
慨嘆地稱呼他們為「摩登喃嘸佬」。
此種不幸的情況，其實早已有之，只不過是於今猶烈而已。早
於十七世紀的西藏，當時一位擁有紅白二派傳承，及合修「大
圓滿及大手印」而聞名的策列那措讓卓尊者，乃當時的一位大
修行人。這位大師於其著作當中，亦曾經描述過以下的一些情
況：「現今五濁惡世，大多數上師舉行的灌頂儀軌，很少符合
密續和大持明歷代祖師的傳統。很多喇嘛舉行的灌頂是為了聚
斂財富、利益和名氣。同樣的，弟子請求灌頂，也只是為了防
止疾病、著魔的臨時危害，或為了名聲、交友、消遣、滿足好
奇心。此外，全無清淨的信心，因此，連一點點的灌頂本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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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總之，上師和弟子參加這類欺騙、
兒戲、鸚鵡學語式的灌頂，對於成熟心性毫
無幫助。」( 見於《正念明鏡》，第 43-44 頁，
新北市：靈山般若出版，2016 年初版 )
相反地，只有讓眾生對佛法具有真正的理解，
方可令眾生心領神會，以至於能夠在「修心
與修行」上達至成功之路。因此，本會兩位 《正念明鏡》封面
導師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金剛上師，一再秉
承三位「教證俱備」、並具足三恩之「根本上師」：依怙主 敦
珠法王二世、依怙主 夏札法王、與及劉上 銳下 之金剛上師之遺
訓，以「教育為本」來教導及改變人心，希望能將佛法栽種於
學佛者的內心深處，進而啟迪及引發其潛藏的內在智慧。為此，
便要將佛法正確地、及系統地加以廣為弘揚，才能真正地可以
幫助及救度眾生的。
因此，兩位金剛上師便義無反顧地、親自督導本會之弟子義工
們，正在逐漸地將已經上載至 YouTube 的「國語及粵語版」之
佛法講解視頻，翻譯成為英文，並且再製作成英文的影片上載
至 YouTube，以便利益更多因其母語不是漢文的世界各地善信
們。由於工程浩大，為免分神，兩位金剛上師因而暫停了《蓮
花海》的編寫，直至翻譯工作完成為止，方才會繼續進行《蓮
花海》的編寫工作。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以英語講解
「空性：非有非空」的道理

本會於 YouTube 上載之
「修心篇 (7) - 心經精解」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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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30 年前 (1988 年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於其根本上師「漢
地演密教者」福德法幢劉上銳下之金剛上師在香港成立的道場，
為慶祝其成立 35 週年而刊登之紀念冊當中，寫了一篇有關「弘
法宗旨」的文章。而在此文章結尾之處，移喜泰賢金剛上師當
時已經特別提出了以下值得世人關注的地方：「時丁末法，狂
妄自大的獅子蟲甚多，而邪法亦橫行無忌，要使正法長住於世
確實艱難。一個純正的宗教團體，作為中流砥柱，使正法能夠
弘播於世間，便猶如在一個極黑暗的大海當中，有一明亮的燈
塔，可以照耀四方，指示迷津，使迷途者有所依靠。而當密宗
甚或有被誤為邪教之嫌的時候，此明燈更應發揮作用，實任重
而道遠 ! 」
於 30 年後的今天，環顧全球
佛教的發展、與及佛法的弘
播，則以上的意見確實是發人
深省，而且在廿一世紀的今
天，還是有其特殊的時代意義
存在 ! 特別在今年之 2017 年
7 月 14 日，在全球的佛教界
發生了一件轟天動地的大事，
亦是一大醜聞，便是世界知
名的《西藏生死書》之作者
索甲仁波切，被揭發對其全
球的弟子們進行長期的虐待、
性侵及傷害等嚴重情況，因
而揭露出不依戒律的佛教團
體，便會很容易的走向歪路
及歧途，甚至將來有可能演
變 成 為「 邪 教 」 之 危 險， 此
不可不慎也 !

臭名遠播之索甲仁波切被揭發對其全
球的弟子們進行長期的虐待、性侵及
傷害等嚴重情況 1

臭名遠播之索甲仁波切被揭發對其全
球的弟子們進行長期的虐待、性侵及
傷害等嚴重情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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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依怙主 夏札 ( 戚操 ) 生紀多傑法王之弘法宗風，以及弘揚
正法之決心，本會在接受學員之皈依及收錄方面，一向是以嚴
謹見稱，但求「貴精不貴多」。而教授「密法」之次序與方法，
不單只要「按部就班」、有系統，而且還以最有效及最直接之
方法，來對學員之「心力」作出培訓，包括：「定力」、「專
注力」、「脫離輪廻的教法」，尤其是「臨終時的脫困修法」。
而於「顯教」之理論、與及「密宗」之實踐，兩者皆被重視，
是雙軌前進的，並且要配合「戒、定、慧」三增上學的訓練。
這樣可以確保學員於在世時，便可以將佛法融入「日常生活」
之中，將不良之品性，修改為修行人應有之「氣質」；而於離
世之時，亦能具足把握，以久經訓練之行者「心力」（「主因」），
再加上「傳承祖師」之「加持力」（「助緣」），得以「脫離
輪迴」。本會要能夠做到這樣，才能夠不會辜負本會三位「根
本上師」特別對漢地之弘法利生的一片苦心，與及對本會兩位
導師的慈悲攝受及種種恩德，並傳授殊勝法要與及傳承系統。
與此同時，本會之兩位金剛上師亦非常感恩無數之善信們，於
過去的十九個年頭裡，默默地給予本會無比之鼓勵與支持，俾
能使到本會能夠盡其綿力，作出種種「弘法利生」的工作。在此，
本會之兩位金剛上師仍以謙卑的態度，細心聆聽及接收各界善
信們之寶貴意見，作為鞭策本會未來的工作，能夠「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本會仝人亦將會繼續努力，並且全力以赴，俾不
辜負各界善信們對本會之厚愛及殷切期望。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成立的歷史使命、責任及任務，便是要把
真正的佛法正確地全面顯露，並且加以全力弘播；同時現正努
力逐步糾正現今社會所出現的種種「歪風」，作獅子吼，振聾
發嘳，警醒世人以免誤入歧途。最終希望能夠使到佛法的真實
面貌可於現今之廿一世紀得以重現於世。更需要「高瞻遠矚」，
才能夠使到本會於未來更全面地做到極之重要的目標：

「起千載之沉璧、挽狂瀾於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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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法能否久住於世，當然是有賴於各界大德之共同努力，與及
各種因緣業力的相互影響。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祈願能盡量供
獻其力所能及的人力、物力、時間、精神，俾能竭盡綿力，為
眾生之福祉謀求幸福快樂，進而繼續演譯及推廣深層次、而正
確的真正佛法，並且協助眾生將深層的佛法，融入於日常生活、
及其「心識」之中，繼而配合「修心與修行」，俾能將佛法之
智慧永恆地加以運用，直至成佛。

人生苦海無覓處，佛法無量現岸邊。
修行路遙易退轉，修心可保道不偏。
本會成立之初衷，乃秉承「續佛慧命、燃佛心燈」之佛法精神
及宏願，願一切具願大士，均能於法身佛普賢王如來「九乘次
第」之攝持下，團結一致，成就十力，弘化世間。並以此等功德，
供養給本會之三位「根本上師」、與及所有「教證俱備」之具
德及正法上師，祈願彼等均能健康長壽住世，大轉無上法輪。
並且普皆迴向一切如母有情，令彼等均能離苦得樂，早證菩提！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更要肩負起「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重責，
目的是要使正法能夠得到保存、維護、及護持，進而廣大弘播、
與及發揚光大，終能使正法久住於世。為了達到此一目標，敦
珠佛學會 ( 國際 ) 的未來願景，將會更加致力推出更多實用的
佛法弘播及培訓項目，願與諸方大德及一切眾生共勉！當然，
同時需要有心理準備，所謂「創業難、守業更難」，要堅決維
持正法道場的重要使命而不能令其變質，便是本會未來發展時
要特加注意的地方。更甚的是要「居安思危」，不斷地提高其
警覺性、與及危機意識，以免受到世法的污染 ( 即「貪、嗔、痴」
) 而變質。希望能夠如此地「薪火相傳」，把正法加以弘播，以
利無盡蒼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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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將正法弘播於全世界，救助無數無辜被騙的無知及
無助的眾生，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兩位金剛上師決定接受任何
一個國家的善信們之邀請及協助，於有緣的地區成立弘法中心。
歡迎有志廣種功德的善信們可來電郵：info@dudjomba.com 作
出有關的建議。所謂「孤掌難鳴、眾擎易舉」，願與世間諸上
善人共同圓滿「佛法恆久住世、眾生皆成佛道」之願景，有厚
望焉！

重整思想新架構
邁向人生解脫道

寗瑪巴法統長久住世祈禱文
願堪布寂護、阿闍黎蓮花生及法王赤松德贊
之偉大傳統增長及弘播於三界。
願「三寶」之顯露與眾生之自性相續無二，
並於三時帶來殊勝福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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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讚「大幻化網」文武百尊之讚頌文
無生法界顯現清淨佛剎土

文武百尊殊勝威力遍三界

密續記述功德能除諸罪障

若修此法起心至誠作懺悔

能滅無始積聚堅厚之罪業

寂靜諸尊放射光明極熾燃

能透金剛地獄引導極苦眾

觀想輕觸其光可淨千劫障

忿怒諸尊放射烈焰極猛厲

能破金剛地獄救助極苦眾

輕觀其焰能降伏諸魔熄寃

橫禍災劫毒害遇焰盡焚滅

若能至誠供燈文武百尊前

中陰危險暗道遇難得光明

供燈能起智火冰消迷惑霧

光明慧炬破幻淨亂令醒悟

若能持誦禮讚文武百尊前

功德淵深感召文武百尊至

能令亡者脫困離苦得加持

現世誦者功德增長護未來

若能禮誦名號文武百尊前

至誠懺悔發願祈請賜加持

威力能令亡者超脫三惡道

現世誦者犯戒破誓得還淨

若能禮誦傳承文武百尊前

誦者可獲傳承祖師賜加持

大幻化網無上甚深微妙法

廣集文武百尊殊勝功德力

其法微細直接具力遍法界

摧滅金剛地獄除障救亡者

文武百尊咒力殊勝賜護持

祈願藉此功德速證佛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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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珠新寶藏」傳承長住世祈禱文
蓮花生大士之舊釋「大圓滿」教法，與及
敦珠甯巴為真實不虛之精髓要道 ( 大車軌 )。
願其甚深巖庫於輪迴未空際，
經「教、證」的弘播得以保存不墮！

沙哇猛嘉林 !
願

善

妙

增

長

!

敦珠佛學會國際有限公司謹誌
圓滿於 2018 年 3 月 2 日
( 即藏曆第十七耀宗之土狗年 (2145) 正月十五日，為「四聖日」之首，
乃本師釋迦牟尼佛當年示現神變降伏「六師外道」圓滿之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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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一點一滴的捐獻可與各善信結下一個解脫的種子。
˙ 您無私的奉獻可助善信朝向康莊 ( 覺悟 ) 的大道。
˙ 為正法得以弘揚及延續，請伸出您的援手，盡力捐助，廣種福田。
˙ 捐款弘法利眾生，廣積功德善妙增。
歡迎各界善信捐助本會之弘法利生事業，共沾法益。
請按以下連結 :https://goo.gl/frGJdd
「敦珠佛學會」中文網址：
http://www.dudjomba.com ( 可免費下載所有期數的《蓮花海》)
「敦珠佛學會」英文網址：
http://www.dudjom.com
「敦珠佛學會」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user/DudjomBuddhist
「敦珠佛學會」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DudjomBuddhist
香港查詢熱線：(852) 25583680
澳門查詢熱線：(853) 65451098
國內查詢熱線：(86) 14715013571
台灣查詢熱線：(886) 0989273163
新加坡查詢熱線：(65) 90527543
傳真：(852) 31571144
電郵：info@dudjomba.com
地址：香港柴灣常安街 77 號發達中心 4/F
會址開放時間：逢星期六下午二時至下午六時
電話查詢時間：逢星期一至六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

敦珠佛學會國際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柴灣常安街 77 號發達中心 4/F
Tel：(852) 2558-3680

Fax：(852) 3157-1144

Website: http://www.dudjomb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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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info@dudjomba.com

Dudjom Altar

Celebrating
the 20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

the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A Memoir

Welcome to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is a world renowned
Buddhist Center founded in Hong Kong, and is a registered nonprofit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The greatest of all merits will be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authentic
and genuine Buddhist teachings, so as to help all sentient beings
in achieving their own liberation and enlightenment. Ever since its
founding in 1998, the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has been trying its best, in using the correct methods, for both the
“breadth” and the “depth” o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Buddhist
teac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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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ng regard to the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people, the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launches a series of
teaching and training courses on the Buddhist Holy Dharma, on
such topics as “Mind-training and Dharma Practices”, “Dharma
Practices of Tibetan Buddhism” and so on, which are easy to
understand. Such courses use simple and clear language to explain
the amazing subtlety of the Buddhist Holy Dharma, analyze their
intricacy in a systematic and deductive way, while using “scientific
discoveries” and modern concepts as footnotes, so as to present their
deep levels of meanings with ingenuity in using modern vocabulary.
As a Dharma practicing dojo venue of the Nyingma School of Tibetan
Buddhism, the approach of the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is to put education as the main line of our focus and
to lay a scientifically-based foundation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uddhist teachings, so as to dispel superstitions of all sorts, and
to restore the true and authentic nature of the correct paths of the
Buddhist Holy Dharma.
The various means on teaching the quintessence of the Buddhist
teachings, especially on the teachings on “Emptiness: Neither
Existence Nor Voidness”, have been widely disseminated through
different multimedia publications (such as the publications of
various DVDs, books, the Buddhist Journal of the “Light of Lotus”,
and the Buddhist bimonthly magazine of the “Lake of Lotus”, and
so on), as well as through online publications.
So far, the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has
published over 350 of various types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
its “Multimedia Dharma Preaching Series”, which thus fully
demonstrates its pragmatic approach and preaching styl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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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agation of the Buddhist Holy Dharma. In this way, it has helped
to spread the correct and genuine Buddhist teachings in benefiting
many sentient beings!
Please Generously Give Donations by Supporting All of Our Dharma
Activities through this link: https://goo.gl/frGJdd
Donations to our organization can be used for tax exemption
purposes by taxpayers in Hong Kong. The proof of our registered
status as a Tax-Exempt Charity can be found at http://www.ird.gov.
hk/eng/tax/ach_search.htm.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Buddhism Nowadays

Lord Buddha at Bodh Gaya

In its more than 2500 years of history
in its propagation, “Buddhism”
has long been associated with
folklores and local spirits while
being spread through various local
communities and cultures, which
has thus secularized and distorted
the real nature and authenticity
of “Buddhism”, making it rather

confusing in different contexts, and thus have been misunderstood
by many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In this regard, what had gone
wrong, and what can we do to rectify this situation?
One of the aims of “Buddhism” is to be in real contacts with local
populations, in helping the poor and the sick, in giving them
spiritual comfort, and in guiding them to do good deeds with kindheartedness to all others. As far as the “breadth” of the Buddh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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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agation is concerned, it is indeed quite a success, which is wellpleased and accepted by many, and thus deserves our great respect
and praise with rejoice.
Yet, in terms of the “depth” of the Buddhist propagation, we think
that the wider Buddhist community across the world should still need
to work hard and contribute more on Buddhist education, on such
topics as: “how to train the ‘mental strength’ of Buddhist believers
for them to cope with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after death”, “how to
propagate Buddhism in revealing its true nature and authenticity so as
to clarify its true aims and objectives as taught by the Lord Buddha”,
“how to put the Buddhist teachings into real practices, so as to be in
line with the true nature and authenticity of what Buddhism has to
offer to this modern world”, “how can the Buddhist practical training
be conducted ‘right-to-the-point’”, and so on.
Ever since it was founded in 1998, the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has been trying its very best, in using
the correct methods, for both the “breadth” and the “depth” o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Buddhist teachings, via its various educational
programmes, for the benefits of all our motherly sentient beings,
which are, indeed, its major aims.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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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mmemoration of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s Extreme Kindness to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Chinese Soil
In fact, the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was
founded using the special name of “Dudjom” so as to commemorate,
honor and repay the extreme kindness, compassion and wisdom of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Jigdral Yeshe Dorje Rinpoche to the
Chinese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While Ven. Lama Sonam Chokyi Gyaltsen (alias Ven. Guru Lau YuiChe) went to Kalimpong, India in 1958-59 to meet with His Holiness,
due to auspicious circumstances in His Holiness’ observations and
visions,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had recognized that
they were connected in their previous lives in the same mandala,
and had thus met again as destined by the fulfillment of their past
prayers. In this regard,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saw
to it that Ven. Guru Lau would become one of His chief disciples.

HH Dudjom Rinpoche with 5 Disciples
in Kalimpong India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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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regard, His Holiness also
saw to it that it would be most
beneficial to both the Dharma
and to all sentient beings by
conferring upon Ven. Guru
Lau the most rare and precious
“Zhitro Narak Dong Truk”
transmission [including all the
four empowerments (wang),
oral transmissions (lung),
personal guidance and oral pithinstructions (tri)] of the Kama,
Terma and Dag-nang Lineages.

The Distant Kama Lineage of
the Narak Dong Truk

The Close Lineages of Terma and
Dagnang of the Narak Dong Truk

Furthermore,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had held Ven.
Guru Lau as the one carrying His own line of teachings (that is, the
Lineage Holder of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and
that Ven. Guru Lau was also empowered by the blessings of the
Lama, Yidam and Khandro to transmit these important and precious
teachings and lineages to all suitable vessels. In this way, His
Holiness authorized Ven. Guru Lau to teach all Vajrayana teachings
to all people, especially to all Chinese people.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thus specially appointed
Ven. Guru Lau to be His Holiness’
Chinese Spiritual Representative
in the Far East, as well as the
“Chinese Master of Vajrayana
Buddhism in the Chinese
soil”. (「 漢 地 演 密 教 者 」).
This was a very special Title that
has been personally bestowed

HH Dudjom Rinpoche Bestowing
Lotus Hat to Ven. Guru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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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to Ven. Guru Lau, in
order to denote the very fact that Ven. Guru Lau was the first and
only Chinese Master, over the last five hundred years, who had
transmitted the most important teachings of Anuttara-yoga Tantra of
Vajrayana Buddhism in the Chinese soil. It was, indeed, a very rare
case in point that Ven. Guru Lau was the only Chinese Master who
had received such a high acclaim, with such great esteem and high
honor, from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ever since.
This has, indeed, shown that it was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s
deliberate, yet secret, intention to have His
own important and precious teachings
and Lineages to be upheld, preserved and
transmitted by a selfless Chinese Master,
at those times of difficulties, in order that
these most rare and precious teachings,
traditions and lineages will be able to be
maintained, continue on and spread in
the Chinese soil. Ever since, His Holiness
HH Dudjom Rinpoche
Kyabje Dudjom Rinpoche had persistently,
in China
unyieldingly and continually gave His
greatest encouragements, as well as in lending His greatest supports,
to all of the Dharma activities of Ven. Guru Lau in the Chinese
context.

Our Continuation of Ven. Guru Lau’s Solemn
Vow, as well as Clean and Pure Samayas with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Before his departure from Kalimpong of India, Ven. Guru Lau had
vowed in front of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t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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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very best in spreading those most rare and precious teachings,
traditions and lineages to the Chinese people, in order to repay the
extreme kindness of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as well
as to fulfill the name of “Chokyi Gyaltsen” given to him by His
Holiness Dudjom Rinpoche, that is, to uphold the Victory Banner
in all directions across the world, and turn the Wheel of the Holy
Dharma, for the benefits of all our motherly sentient beings!
This was the solemn vow, as well
as clean and pure samayas, that
Ven. Guru Lau had kept and
maintained throughout his life
with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ever since. After his
return to Hong Kong, Ven. Lama
Sonam Chokyi Gyaltsen had
HH Dudjom Rinpoche with
Ven. Guru Lau in Hong Kong 1981
established Dharma centers in
both Hong Kong and Macau, as
well as four other Dharma centers and a monastery in Taiwan, so
as to spread the teachings of Guru Rinpoche and of His Holiness
Dudjom Rinpoche to the Chinese people in Greater China.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meaning of the name of “Chokyi Gyaltsen”
given to him by His Holiness Dudjom Rinpoche, Ven. Lama Sonam
Chokyi Gyaltsen had thus further spread those precious teachings
to other suitable vessels in the West,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in
such cities as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and New York), Canada (in
Vancouver and Toronto), France, Australia, and in som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cross the world, for the
benefits of all our motherly sentient beings! [Please refer to “A Short
Life Story of Ven. Lama Sonam Chokyi Gyaltsen (1914-1997)” for
mo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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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Upholding His Lineages and Traditions in
the Chinese Soil, Ven. Guru Lau Had Held Us
Accountable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Our Clean
and Pure Samayas with Our Root Gurus!
It was in 1986, and again in 1996 (one year before Ven. Guru Lau
passed away), that Ven. Guru Lau had twice asked Vajra Master
Yeshe Thaye to continue in upholding his lineages and traditions of
both the “Narak Dong Truk” and the “Dudjom Tersar” Lineages
in the Chinese soil, so as to continue on in keeping the clean and
pure samayas with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and
in repaying the extreme kindness of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to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Chinese soil.
In this regard, after Ven. Guru
Lau had passed away in May
of 1997, both Vajra Masters
Ye s h e T h a y e a n d P e m a
Lhadren had established the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in 1998, in using
the name of “Dudjom”, with
the pure intention to continue

Ven. Guru Lau with Yeshe Thaye 1986

on with Ven. Guru Lau’s sincere last wish in repaying the extreme
kindness of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to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Chinese soil, as well as to continue on in keeping and
maintaining the clean and pure samayas with both Ven Guru Lau
and with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Furthermore, we were, indeed, most fortunate that our past Most
Beloved Crowning Jewel (Root Guru) and Wish-Fulling Gem His
Holiness Kyabje Chadral Sangye Dorje Rinpoche has also persist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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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yieldingly and continually given His
greatest encouragements, as well as in
lending His greatest supports, to all of the
Dharma activities of both Vajra Masters
Yeshe Thaye and Pema Lhadren eve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in 1998.
Ven. Guru Lau with
HH Kyabje Chadral Rinpoche 1989

To this very end, both Vajra Masters Yeshe Thaye and Pema Lhadren
have been working very hard all along to continue on in keeping
and maintaining their clean and pure samayas with their three
Root Gurus, namely: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Ven.
Lama Sonam Chokyi Gyaltsen, and His Holiness Kyabje Chadral
Sangye Dorje Rinpoche, as well as to keep their vows and promises
in the spreading of the Holy Dharma to all suitable vessels across
the whole world, in order to be able to repay the extreme kindness
of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to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Chinese soil! We humbly pray, from the deepest of our hearts,
that all of our sincere wishes and aspirations will be fulfilled and
materialized, with the blessings of the Lama, Yidam, Khandro and
Sungma, for the benefits of all our motherly sentient beings, as
limitless as the sky!

Our Long History and Traditions

Various Gurus of the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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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Lineages have a long history and tradition, and can be traced
back all the way to the original source of Buddhism itself in this
world, namely: the historical Lord Buddha Shakyamuni himself, as
a Nirmanakaya Buddha.

The Buddha delivered his
first sermon at Sarnath

Of course, the other origin and main source
of Vajrayana teachings, in particular, came
from the “suchness”, or the true nature of
reality and of phenomenal existence (Skt.
Dharmata; Tib. Chönyi), which manifested
as the Primordial Dharmakaya Buddha
Samantabhadra (Tib. Kuntuzangpo),
through the Sambhogakaya Buddhas
Vajrasattva (Tib. Dorje Sempa), the Five
Dhyani Buddhas, and the Nirmanakaya
Buddha in human form Garab Dorje
(Skt. Prahevajra), all the way down to our
present-day Root Gurus in three main
transmission lineages (Tib. bka’i brgyud
pa gsum). Of course, there are also other
lineages as well.

The Nyingma School of
Tibetan Buddhism and Its
Three Main Transmission
Lineages
Primordial Dharmakaya
Buddha Samantabhadra

According to the Nyingma School of
Tibetan Buddhism, the origin of the
Va j r a ya n a t e a c h i n g s c a m e f r o m t h e
Dharmata which had manifest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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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mordial
Dharmakaya Buddha
Samantabhadra, who
had transmitted the
“Great Perfection”
(Dzogpa Chenpo)
teachings, in the three
heavenly realms of
Akanishtha, Tushita
Sambhogakaya Buddha
Nirmanakaya Buddha
and the Realm of
Dorje Sempa
Garab Dorje
t h e T h i r t y -T h r e e
Gods, to the Sambhogakaya Buddhas Vajrasattva, the Five Dhyani
Buddhas, and to the Nirmanakaya Buddha Garab Dorje. This
kind of transmission has come to be known as the “mind-to-mind
transmission lineage by Victorious Ones” (Tib. gyalwa gong gyü).

Guru Manjushrimitra

Guru Shri Singha

About fifty years after
the Lord Buddha
S h a k y a m u n i ’s
Mahaparinirvana,
t h e S a m b h o g a k a ya
Buddha Vajrasattva
further transmitted
the sixty-four hundred
t h o u s a n d Ta n t r a s
of the Dzogchen
teachings to the first

human Guru of Vajrayana, the Nirmanakaya Buddha Garab Dorje.
This kind of transmission has come to be known as the “symbolic
transmission lineage by Awareness-Holders” (Tib. rigdzin da gy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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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ab Dorje transmitted
the combined essence
of the words, meanings
and esoteric instructions
of Dzogchen to
the Mahapandita
Manjushrimitra (Tib.
Jampal Shenyen), who
in turn passed the
teachings in one single

Lotsawa Jnanasutra

Guru Vimalamitra

lineage to his principle disciple Shri Singha (Skt. Śrī Siṃha), who
was born in the Chinese city of Shokyam in Khotan, and studied at
first with the two Chinese masters Hatibhala and Bhelakirti.

Guru Padmasambhava

Lotsawa Vairochana

Shri Singha then
passed on the
Dzogchen teachings to
his four outstanding
disciples, who
later became great
masters themselves,
namely: Jnanasutra,
Vi m a l a m i t r a ( w h o
was being considered

as the greatest of the five hundred great panditas of India at that
time), Guru Padmasambhava, and then later on to Vairochana (or
Vairotsana), the Great Tibetan Translator.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teachings from Garab Dorje all the way
to our present day Gurus is known as the “oral transmission
lineage by human individuals” (Tib. gangzak nyen gyü), which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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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mitted in a way through oral teachings from the master through
the hearing of the disciple in this human world.
(Note: All the above Great Masters down from Garab Dorje to
Guru Padmasambhava were all Indian Masters, except Shri Singha
who was a Chinese Master. From Vairochana, the Great Tibetan
Translator, onwards down to our present day Root Gurus, including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and His Holiness Kyabje
Chadral Rinpoche, were all Tibetan Masters, except Ven. Guru Lau
who was a Chinese Master.)

Guru Padmasambhava as the Founding Father of
Tibetan Buddhism
It was by the eighth century that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from
India into Tibet by the Indian tantric master Guru Padmasambhava,
together with the Abbot of Nalanda Khenpo Shantarakshita (Tib.
Shyiwa Tsho).

Guru Rinpoche's IT
Looks Like Me

Guru Padmasambhava , being
considered as the Second Buddha
of our Time by the Nyingmapas
(the Ancient Ones), had established
a lineage of oral transmission
which passes on the teachings from
teachers to disciples. This distant
and long tradition and lineage (Ring
Gyu), known as the Kama Lineage,
continues all the way unbroken up to
the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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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same time, Guru Padmasambhava
and Wisdom Dakini Yeshe Tsogyal had
concealed various types of “spiritual
treasures” (known as “Termas”), which
will be discovered by prophesized
“revealers of spiritual treasures” (known
as “Tertons”) at the appropriate times
and places. This close and short tradition
and lineage (Nye Gyu), known as the
Terma Lineage, still contains the warm
breath and the great blessings of Guru
Padmasambhava himself.

Dakinia Yeshe Tsogyal

When the oral transmission lineage was spread into Tibet, it was
transmitted in three different ways: through the distant Kama
lineage, the close Terma lineage, and the extremely close Dag-nang
(pure vision) lineage.

The Dudjom Tersar Lineage: One of the Mor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olden days of Tibet, there is no single head of the Nyingma
school of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Nyingma traditions, all lamas
and Dharma practitioners are acknowledged,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are fully ordained monks (Tib. gelong) or non-monastic
practitioners (Tib. ngakpa; Skt. mantrin). High Lamas and great
practitioners that were acknowledged in the Nyingma traditions
were mainly consisted of a number of great sages and saints, who
were considered as the reincarnate Dharma Masters (Rinpoches,
meaning “Precious Gems”) of several main important lineages of
meditation practice and realization that had been passed down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158

Three High Lamas of Nyingmapa

HH Dudjom Rinpoche with
HH Dilgo Khyentse Rinpoche

Following the Tibetan diaspora in 1959, four High Lamas were then
appointed to head each of the four Tibetan Buddhist schools. There
was an unanimous decision among the Nyingmapas to recognize
the Great Terton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Jigdral Yeshe Dorje
Rinpoche to be the first Supreme Head of the Nyingma School of
Tibetan Buddhism.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Jigdral Yeshe Dorje
(1904-1987, meaning
“Fearless Adamantine
Wisdom”), was a
great realized master
HH Dudjom
HH Dudjom Rinpoche with
Rinpoche
HH 16th Karmapa
of the highest calibre,
whose enlightenment was of a rare and most sublime quality. He
was also one of the greatest Tibetan scholars in contemporary time,
a prolific writer, and an incarnate lama who intentionally emanated
for the sake of sentient beings through seventeen successive lines of
incar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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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Dudjom Rinpoche's
Legendary Incarnations Called
Crystal Pearls

In this way,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had descended
through a prophesized line of twenty
incarnations. In fact, his present
18th incarnation was considered
by all the Nyingmapas as the
Regent of Guru Padmasambhava
in contemporary time. Like many
of his predecessors, His Holiness
K ya b j e D u d j o m R i n p o c h e wa s
also renowned as a Great Terton,
a discoverer of concealed treasure
teachings that were hidden by Guru
Padmasambhava, which are now
widely practiced and propagated.

These are primarily the “mind treasures” of the awareness-holders
concerning the “Inner Tantras” of the “Secret Mantrayana”, which
can bring about the unsurpassed enlightenment of the rainbow body
in one single lifetime.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was the immediate reincarnation of
the Great Terton Traktung Dudjom
Lingpa (1835-1904). Both of their Termas
offer particularly powerful pathways
to spiritual realization and personal
liberation. Collectively, both of their
Termas are known as the “Dudjom
Tersar” (or the “New Treasures of
Dudjom”). Hence, the Dharma Lineage
that has been passed down from both of
them came to be known as the “Dudjom
Tersar Lineage” of the Nyingma School
of Tibetan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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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Terton Dudjom Lingpa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had saved, collated,
re-edited, and published most of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Nyingmatransmitted texts and Tantras, including the fifty-eight volumes of
the “Nyingma Kama”. All around the world, he founded vigorous
practice centers and monasteries. Above all,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had further preserved, protected and passed on
the completely authentic meditative and yogic training system of the
“Secret Mantrayana”, which continues to have the same power, scope
and results here and now as it had been in the old days of Tibet.

HH Dudjom Rinpoche with Ven. Guru Lau in
Hong Kong 1981

Ven. Guru Lau with HH
Kyabje Chadral Rinpoche 1989

In this way, the lineages and traditions that we have inherited from
our Three Most Beloved Crowning Jewels (Root Gurus, that is: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Ven. Lama Sonam Chokyi
Gyaltsen, and His Holiness Kyabje Chadral Sangye Dorje Rinpoche)
of the Nyingma School of Tibetan Buddhism continues on all
through the past twelve centuries down to us, and that their lineages
and traditions are now being kept, maintained and upheld by our
two present Vajra Masters Yeshe Thaye and Pema Lhadren, who
have founded our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ack in 1998, in order to repay the extreme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of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to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Chinese soil, and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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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s and Objectives

Victorious Dharma Wheel
with two deers

Dudjom Buddhist
(International) Logo

Aims and Objectives o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Holy Dharma
1. To bring about clarity on the authentic and genuine face of
“Buddhism”, as well as on its goals of Dharma practice;
2. To re-interpret the “Buddhist teachings” at much deeper
levels by the using of “sciences”, modern concepts and
terminology as footnotes;
3. To train up Buddhist talents with experiences in both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he Holy Dharma so as to help
spreading the “Buddhist teachings”;
4. To help modern Dharma practitioners with “right-to-thepoint” training on actual “Dharma practices”;
5. To provide Dharma practitioners with teachings and
guidance on both the “study (of doctrines)” and “practice
(actual Dharma practices)” of the Holy Dharma;
6. To help train dying persons with “right-to-the-point”
practical “guidance to escape from dangers, and to cope
with adversities”.
“Dharma practice” is an “actual practice” for one to “learn
how to handle one’s life, so that one can ultimately take
control of one’s life with ease” even after one's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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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only through in-depth teachings and analyses of the Buddhist
Holy Dharma will enable the Buddhist followers to have a clear,
vivid and real understanding of the authentic and correct Buddhist
teachings, in order that the Buddhist followers will be wellinformed through the three wisdoms of listening, contemplating and
meditating on them, and then slowly come to truly understand the
key points in their study and practice of the genuine and authentic
Holy Dharma, resulting in the success of their own “Mind-Training
and Dharma Practice”.
Tibetan Buddhism has a long history of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Due to the fact that it has many different ways of Dharma
practices, with a lot of rituals and ceremonies, as well as its numerous
paraphernalia of ritual objects and Dharma relics, it maybe a little
bit exhilarating at the very beginning to the newcomers. But as time
passes, some of those practitioners whose basic foundations in the
Buddhist teachings are weak, or those whose intentions are impure,
will soon found themselves to be frustrated or at a lost as to where
they are and what they should adopt or abandon. In this regard,
they will find that the more they practice the Dharma, the more they
are confused as a result.
In receiving a lot of questions from among our readers and audience,
as well as from the general followers of the Dharma, we have found
that they complained a lot that it is not easy to cross the threshold of
Vajrayana. And even when they have entered the door of Vajrayana,
as it is so full and rich in various arrays of outward fascinations that
it often distracts the eyes and confuses the minds. Hence, the more
they go deeper and enter into the more inner dimensions towards
the center of Vajrayana teachings, the more questions and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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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will encounter, even so much so that distorted conceptions and
perceptions of Dharma practices start to arise.
All in all, these are long and winding roads with many twists and
turns, just like a “maze”, and that it is usually much easier to get
in, but it is very hard to get out, and is even more difficult to have a
holistic view of what’s going on with a sense of direction. Then, how
about all those skillful means, as well as the methods of liberation
and perfect enlightenment within a single life-time, as were taught
by Vajrayana?
These are usually all the “attractions” of Vajrayana, and yet they are
sometimes quite confusing to a lot of Dharma practitioners, whether
they are novice or long-time practitioners alike. In view of all these,
our association has decided to put up various courses on the Three
Yanas (that is, “Hinayana, Mahayana, and Vajrayana”) so as to
introduce the basic concept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teachings,
as well as the crucial points, distractions, misunderstandings, and
even pitfalls in the practices of the Holy Dharma.
In so doing, we used the Vajrayana teachings as the frame of
reference, the Mahayana teachings as the central theme, and the
Hinayana teachings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those practitioners
who have already practiced the sadhanas for years but still have
a lot of questions, as well as for those who have not yet correctly
mastered the crux of the practices, these courses will serve as a
useful guide. As “all practices are rooted in life itself”, and so how
to practice, and how to maintain pure intention and awareness, in
our daily life are the main focus of these courses, the conte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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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touch upon the importance on the interplay and the interface
of Dharma practice with our everyday life.
The series of courses on the training in both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he Holy Dharma as offered by the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gave layers by layers of in-depth analyses and
instructions on the various wisdom aspects of what Buddhism can
offer to modern man. The viewpoints are very practical, extremely
useful and innovative, and can help to integrate one’s “Dharma
practices” with one’s own “daily living” in both flexibility and indepth application. The various examples cited therein are most
thought-provoking. Up till now, there are more than 350 kinds of
such teaching courses that have been developed by our Association
for all those Dharma practitioners who are serious in practicing for
the goals of personal liberation and perfect enlightenment within a
single life-time
Even for an ordinary person who just wants “to have no regrets in
one’s life, to achieve something in this very lifetime, and to avoid
wasting time and being confronted with obstacles everywhere”, one
simply cannot miss those important messages that have been put
across in these courses.
We sincerely invite you all to enter the great door of the practical
merits of Buddhism, so as to reorient one’s life, to redefine its
meaning and to reposition oneself in it. If there are any merits and
benefits to be gained from these series of courses, these will be
totally dedicated to our Three Most Beloved Crowning Jewels (Root
Gurus), namely: H.H. Kyabje Dudjom Jigdral Yeshe Dorje Rinpo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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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Kyabje Chadral Sangye Dorje Rinpoche, and Ven. Lama Sonam
Chokyi Gyaltsen, as well as to all our motherly sentient beings, as
limitless as the sky!
In celebrating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this year (2018), a short video
on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our Association has been made so as to
serve the purpose in denoting its vision and mission, as well as in
presenting the various functions and activities it has performed for
the past 19 years.

Brief Introduction of Association Video

Lin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60O3nL7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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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urse, this short video is again specially dedicated to our Three
Root Gurus (namely: His Holiness Kyabje Dudjom Rinpoche, His
Holiness Kyabje Chadral Rinpoche, and Ven. Lama Sonam Chokyi
Gyaltsen) for their tireless and devoted efforts in spreading the Holy
Dharma to the whole world, and had handed down these precious
Lineages and Holy Teachings to the two Vajra Masters of our
Association in order to continue on with their Visions and Missions,
as well as their Spiritual Legacies. We sincerely pray and hope
that the correct and Genuine Holy Dharma will continue to grow
and flourish for the benefits of all our motherly sentient beings, as
limitless as the sky!

Global Live Video Broadcast of Dharma Events
The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has launched
a programme on the Global Live Video Broadcast for the monthly
events on Teaching Sessions and Dharma Activities. This has been
done in order to benefit all Buddhist believers across the world
for those who are unable to attend our regular Dharma Events in
person. All are welcome to visit our Chinese website at http://www.
dudjomba.com to register for our Global Live Video Broadcast.
The YouTube Buddhist Channel of the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has the most numbers of subscribers
(with more than 80,000), and over 25 million views among Chinese
Buddhist teaching channels worldwide. It is currently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used sites for promoting Buddhist teachings,
with over hundreds of videos on Buddhist teachings being uploaded
onto the YouTube Channel in languages of Mandarin, Cantonese and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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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s Recent YouTube Record

Link: https://www.youtube.com/user/DudjomBuddhist
Also, for those believers who are from overseas, and would like to
take refuge from both Vajra Masters Yeshe Thaye & Pema Lhadren,
or would like to ask our two Vajra Masters to set up new subbranches of our Association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please email to
us at info@dudjomba.com for further cont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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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yer for the Nyingmapa Lineage and
Tradition
May the Great Tradition of Khenpo Shantarakshita, Lopon
Padmasambhava and Dharma King Trisong Detsen,
Increase and spread throughout the Three Realms of the world.
May the appearance of the Three Jewels and the mind-stream
of beings remain inseparable,
And bring sublime well-being throughout the Three Times.

Prayer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Dudjom
Tersar Lineage
Padmasambhava’s tradition is the Early Translation Great
Perfection School and
Dudjom Lingpa is the Chariot of the essential true meaning.
May his profound treasure doctrine be preserved until the end
of cyclic existence,
Without sinking, through stud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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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yer for the Dedication of Merits
May the Victory Banner of the fearless teachings of the Ancient
Tradition be raised.
May the Victorious Drum of the teaching and practice of
Dharma resound in the Ten Directions.
May the Lion’s Roar of reasoning pervade the Three Places.
May the Light of unequalled virtues increase.
May all the temples and monasteries,
All the readings and recitations of the Dharma flourish.
May the Sangha always be in harmony,
And may their aspirations be achieved.

At this very moment, for all the peoples and nations of the
earth,
May not even the names diseases, famine, war, and suffering be
heard,
But rather may pure conduct, merit, wealth, and prosperity
increase,
And may supreme good fortune and well-being always a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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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Support the Video P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t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YouTube Channel!
Over the years, the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has
produced various kinds of educational series, with numerous video lecture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placed on our YouTube TV Channel so
as to teach and explain the fundamental essence on the Buddhist Holy Dharma
and on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and so on. All we wish to achieve is to help
Buddhist believ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genuine Buddhist Dharma,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how they could deal with those major issues and choices
in life, such as Life and Death, etc.
As our production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 recent years, we would
sincerely like to invite you all to support our Dharma activities by donating
generously for the video productions and related translation works on the
Buddhist Dharma in order to benefit even more sentient beings, such that they
can come to learn and realize the true and genuine Holy Dharma. Indeed,
if you can lend your gracious and generous supports to all of our Dharma
activities, this will generate and accumulate countless merits, which will be
dedicated to all our motherly sentient beings, as limitless as the sky!
Do Support us with Donation: https://goo.gl/frGJdd
Our English YouTube Videos: https://goo.gl/baaK4h

SARWA MANGALAM !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4/F, Federal Centre, 77 Sheung On Street, Chai Wan, Hong Kong.
Tel: (852) 2558-3680
Fax: (852) 3157-1144
Email: info@dudjomba.com
Websites: English -- http://www.dudjom.com
Chinese -- http://www.dudjomba.com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user/DudjomBuddhist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DudjomBuddhist
Please Generously Give Donations by Supporting All of Our Dharma
Activities through this link: https://goo.gl/frGJ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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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法吉祥長壽上師足
奉教士夫普遍大地上
佛教之主力量廣而滿
願聖教法吉祥長住世
於此等贍部洲各地方
不聞病災兵等痛苦名
教徒增福德吉祥富樂
康強樂善圓滿恒常來
( 依怙主敦珠法王二世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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