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甚深要道破哇法教授 

8 月 11 日 (星期四)   晚上 8:00-10:00   

英語主講，粵語翻譯 *每位$200 
 

破哇（PHOWA）的意思是「意識的轉換」，故又名遷

識法。當人死的時候，意識可以經由九孔之中的任何

一孔離開，此時它所離開的途徑便完全決定亡者即將

轉生到那一道，如果能由梵穴離開，便能將神識從苦

海中遷移到西方極樂淨土，不再受輪迴之苦。 

 

這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法門，也是我們為死亡預做準備

的重要法門。每一個人都可以修習，即使是犯下五無

間罪行者以及殘暴愚蠢與無知者，若能具備因緣福報，

遇此法門，都能得到大解脫。 

 

本法只有在能夠給予加持的具格上師指導下方能修習，

如果没有適當的指導，請千萬不要自己修習。現有機

會獲得上師的指導，修習此特殊的技巧與觀想之諸方

法，甚為珍貴，故凡發願往生西方極樂淨土的行者，

千萬不可錯過寶貴學習的機會。  

 

瑪吉拉施身法 

8 月 12 日 (星期五) 晚上 8:00-10:00 

英語主講，粵語翻譯 *每位$200 
 

施身法，藏語為(Chod)意思是「破除執著」，中文翻譯

為「斬斷」。斬斷什麼呢？斬斷我們內在的貪、嗔、

癡、慢、疑等等無明煩惱和心魔，甚至可以斷除任何

外來傷害的邪魔，可以降伏山川、峽谷、危難等等凶

險。眾生無始劫以來，因有“我執”的無明，而執著這

個「我」。修施身法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斷除「我執」

和「真實我」的這些觀念，最主要是斬斷對自己身體

的執著。如果一個人對肉體没有執著，那麼，對生老

病死循環過程中所出現的任何現象，就不會太在意。 

 

佛經中提到能夠供養自己的身體是非常殊勝的。施身

法就是觀想將我們自己的身體轉換成甘露，上供下施，

來累積資糧的法門。 

宗南(香港)佛會 2016 年 8 月弘法活動 

   尊貴的  堪布賢遍    喇嘛敦珠    喇嘛索巴   喇嘛謝立 

洛本寧波車 

 

灌頂、法會免費入場，歡迎參加 
8 月 11 日 (星期四)   晚上 8:00-10:00   

甚深要道破哇法教授  (英語主講，粵語翻譯) 

地點:  本會中心 *名額有限，須預先報名 

 

8 月 12 日 (星期五)  晚上 8:00-10:00   

瑪吉拉施身法  (英語主講，粵語翻譯) 

地點:  本會中心 *名額有限，須預先報名 

 

8 月 13 日 (星期六)  晚上 6:00-8:00   

堪布賢遍佛學講座  (英語主講，粵語翻譯) 

地點:  本會中心 *名額有限，須預先報名 

 

8 月 14 日 (星期日)  

四臂紅觀音超度大法會  下午 2:00-5:00  

藥師佛灌頂   晚上 6:30-9:00  

地點: 九龍彌敦道 136A 號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大禮堂  

(尖沙咀港鐡站 B1 出口右轉步行約 5 分鐘) 

 

8 月 15 日 (星期一)  

尊貴的 洛本寧波車接見弟子 下午 4:00-6:00  

尊貴的 洛本寧波車禪修教授 晚上 8:00-10:00  

地點:  本會中心 *名額有限，須預先報名 

 

 

2016 年 8 月 

 

 
 

 
 
主辦機構：  宗南(香港)佛學會有限公司 

中心地址：香港銅鑼灣百德新街 51 號華爾大廈 9 字樓Ａ座 

查詢電話：2559 1310  網址： utbfhk.org 電郵：info@utbfhk.org 

收費活動，

須預先報名 

收費活動，

須預先報名 



農曆七月盂蘭節將至，尊貴的 洛本寧波車 

將於 2016 年 8 月 14 日聯同堪布賢遍等再

度來港，為眾法友主持是次「四臂紅觀音

四地度亡大法會」以超度先亡，令能早登

極樂淨土。當晚特別舉行「藥師佛灌頂」，

藉佛力的加持，令各法友能去病除障及福

慧增長，社會安泰繁榮。 
 

四臂紅觀音是佛菩薩之菩提心所化現，是久遠劫前

已成正等正覺之古佛「正法明如來」，為救度不同

眾生而示現不同的相，世人稱為大慈大悲的觀世音

菩薩，祂與娑婆世界的眾生特別有緣，因此經常示

現各種不同形象來救度眾生。 
 

四臂紅觀音又稱「大悲勝海紅觀音」，為觀世音菩

薩無數化身之一，稱名叫「大悲勝海」是為觀世音

菩薩的慈悲願力，其大威神力的殊勝不可思議，猶

如大海一般無量無邊之義。 
 

紅觀音乃最高之觀音修持法門，所得之成就及感應

是為最迅速、最有效力，若能努力修持此法門，就

能幫助我們現在消災解難、增福延壽，來生則會生

於西方極樂淨土。 

 

藥師佛灌頂 
8 月 14 日 (星期日) 晚上 7:00-9:00 
 

藥師佛右手下垂並握持藥訶子，左

手托缽，以安住蓮花月寶輪座上。

藥師佛於過去世行菩薩道時，曾發

十二大願，願為眾生解除疾苦，使

具足諸根，導入解脫，故依此願而

成佛，住淨琉璃世界，其國土莊嚴

如極樂國。 

此次弘法活動將在 7 月至 10 月期間，先後於亞洲四

個國家(星加坡、馬來西亞、香港及台灣)的多個中

心舉行。凡於任何一個亞洲中心登記的超薦蓮位，

均可於其他中心舉辦的所有度亡法會中再次超度，

而同期登記之福壽祿位，亦可特別安排在各地的法

會再次加持。如欲在四地中心超薦已往生親友，請

於下列截止日期前向本中心辦理超薦蓮位手續： 
 

四地度亡法會           截止日期：7 月 26 日 

(包括星加坡、馬來西亞、香港及台灣中心於 7 月至 10 月期

間舉行的度亡法會) 
 

三地度亡法會           截止日期：8 月 1 日 

(包括馬來西亞、香港及台灣中心於 8 月至 10 月期間舉行的

度亡法會) 
 

兩地度亡法會           截止日期：8 月 14 日 (下午 3:00) 

(包括香港及台灣中心於 8 月至 10 月期間舉行的度亡法會) 

 

大法會功德項目 
 

超薦蓮位 － 往生極樂淨土 

正覺蓮位 HK$300 普度蓮位 HK$100 

 

2012 年修訂之附薦蓮位格式乃經尊

貴的 宗南嘉楚寧波車批示，更具

藏傳佛教傳統教法及特色。其中首

三行藏文為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

四臂觀音、文武百尊、金剛薩埵、

金剛亥母及金剛手菩薩的心咒；寶傘蓮座下之藏文

說明種子字代表被寫下名字之往生者或其他眾生；

最後一句之藏文意謂被寫下名字之往生者或其他眾

生的惡業均可清除。 

 

透過上師的修法，蓮座上正中的種子字，可攝持亡

者安住於此，接受上師的加持。至於超薦親亡的功

德主亦可廣積福田，恩澤連綿多世報。 

福祿壽位 － 增福延壽  

 福祿壽位 HK$100 

 

目的為在世的父母及眷屬增長智慧

及福德二資糧。清淨無始累劫以來

無明所造的業障，於現世能離苦得

樂，在究竟上能解脫，證得佛果。

至於功德主自己的安樂、財富受用

都會逐漸恢復，痛苦災難的外緣也會愈來愈少。 

 

陀羅尼經文吉祥品 

本會之殊勝中陰文武百尊陀羅尼

經被乃由寧波車親自依據密續經

典精心繪製。倘有亡者於往生時

得善因緣，以本會之陀羅尼經被

覆蓋於身上，可直接得到最好的

上師與諸本尊之加持，不墮三惡

道；或得生淨土，或轉人身，富

貴長壽，功德不可思議。陀羅尼經被可懸掛在家中

作為加持，亦可給重病者使用或與亡者一起火化。

陀羅尼經文袋則方便攜帶，可作日常護持。 

 

 

  法會現場並設有 

壇城供燈、供花及供香   

 
 

填寫蓮位及祿位表格字數限制須知： 

 請注意四地度亡法會設有截止日期! 

 填寫蓮位時，除夫妻名義外，每格只可填寫壹位人士之

名字，或請參照隨函上之字樣格式，毋須提供照片。 

 所有蓮位及祿位表格之內容字數不得超過 18 個字，包

括每個中文字、英文字母和標點。 

 如需額外表格，本會網站亦設有附薦蓮位及福壽祿位之

電子表格，以供法友下載及填寫。法友也可親臨本中心

索取表格及即時登記辦理所需之功德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