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雷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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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Sims Avenue, Singapore 387441. Tel: 67413438. Fax: 67417436

2019 年 7 月至 9 月份的寺内活动：
项目

内容

日期/时间

烟供同修

「烟供法」，可以消业。供養自己的冤亲债主，可以让自己的冤
亲债主得到欢喜心後，离开你；或者是幫助你。以四臂观音为主
尊，按照仪轨，就可以为自己的冤亲债主在家里，或在堂里共修
「烟供法」。

03/07/2019
（星期三)
晚上八点正

渊声助教带领
大随求菩萨
护摩火供同修
致龙讲师带领

「大随求菩萨」乃观世音菩萨之变化身，係密教胎藏界曼荼罗观
音院中之一尊，密号「与愿金刚」。此菩萨常随众生之愿求而施
予，你有什麽愿望，祂就给你什麽，故称「大随求」。依经文所
载，随求菩萨感应传卷三，载有各种灵验，要之，听闻、受持读
诵、书写、传佈大随求陀罗尼，可得火不能烧、毒不能中、降伏
邻敌、破无间狱、除龙鱼难、产生安乐、免除王难等诸种功德。

07/07/2019
（星期日)
下午二点正

安土地真言
持咒班
致龙讲师带领

「一切皆是命,万般不由人」,虽说命运皆是因果业报，但也可以
改变命运。如何改？求佛求神仙，都难合契机。莲生活佛开示曾
说最直接改变命运的方法就是唸「安土地真言」，一心奉持，地
神福光照命，就可以改变命运。

13/07/2019
(星期六)
下午二点至
五点

八十八佛礼忏
同修
渊声助教带领

佛法中的忏悔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佛经中常言道，犯重罪者，万
劫千生不同忏悔，应诚心忏悔，顶礼佛，一切罪障皆得消灭。礼
拜八十八佛是最为殊胜，最为简便，也是最容易相应拜忏法之
一。

14/07/2019
(星期日)
下午二点正

「烟供法」的主旨，是掃除了一切的障碍，令行者身体健康、事
业順利、百事吉祥、厄运转吉、无灾无难、修法成就。观想：容
器發出來的烟佈滿虛空。再观想整个发出來的烟变成五妙供，变
成很微妙的衣服，所有的飲食、衣服，用具、一切的房子、车子
、冰箱、电器、七珍八宝佈滿整个虛空，一切的用品在你的观想
里面全部出現。把產生出來的烟，供養給一切障碍我们的鬼神众
跟所有的冤亲债主，祂们得到这些供養以后就会离开

17/07/2019
(星期三)

「金刚萨埵」在密教是最尊贵的一尊大菩萨，是「毗卢遮那佛」
于金刚界大曼荼罗入一切如来普贤三昧而出生。「原始佛」也就
是本初佛，多杰羌，也是「普贤王如来」、「阿达尔玛佛」、
「金刚总持」。祂化身为五佛：中央毘卢遮那佛，西方阿弥陀
佛，东方阿閦佛，南方宝生佛，北方不空成就佛。五佛的法王子
就是「金刚萨埵」， 是一切如来的菩提金刚心，是五佛教化众
生的化身，是一切如来的法王子，祂是唯一可以代表金刚乘的。
金刚萨埵『百字明咒』可消除无始以来一切的罪障全部清淨，可
使密宗行者的行愿如金刚般的坚固。因此我们唸「金刚萨埵百字
明」代表着一种圆满的空。有时候我们修忏悔法时，我们唸「金
刚萨埵百字明」，会帮我们所有的空性产生出来，祂就是代表着

20/07/2019
（星期六)

烟供同修

渊声助教带领

金刚萨埵，四加
行，持百字明咒
精进班
狮丰讲师带领

晚上八点正

下午二点至
五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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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常诵『百字明咒』可忏悔，可消除业障，可补阙能止恶
念，使恶念不增长，能破除诸烦恼，可以降伏魔怪，使妖魔遁形
而无踪。可增长福分及德行，生出种种的功德，一切能如愿如
意。
千手千眼观世音
菩萨护摩火供同
修
致龙讲师带领
*观世音菩萨
成道日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的「合体」，
也是代表祂有很多救度众生的方法，法力「无量无边」。「千手
千眼观世音菩萨」以「千眼观照，千手护持」，可以息灾、降
伏、增益、敬爱，增加智慧，「大悲咒水」还可治病，可以接引
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尊菩萨是非常伟大的菩萨。

21/07/2019
(星期日)
下午二点正

中元节息灾祈福
敬爱超度护摩大
法会
释莲火上师
主坛
烟供同修
渊声助教带领

法会详情，请参阅即将推出的法会通告。

26/07/201928/07/2019
(星期五至星期日)

莲华生大士护摩
火供同修
致龙讲师带领

黑面金母同修
渊声助教带领
烟供同修
渊声助教带领

瑶池金母护摩
同修

「烟供法」，可以消业。供養自己的冤亲债主，可以让自己的冤
亲债主得到欢喜心後，离开你；或者是幫助你。以四臂观音为主
尊，按照仪轨，就可以为自己的冤亲债主在家里，或在堂里共修
「烟供法」。
「莲华生大士」即「莲师」，又称「海生金刚」，是五色莲花化
生的「莲花童子」；也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释迦摩尼
佛」身口意三密的金刚应化身。莲生活佛曾说「莲华生大士」是
有诛法的金刚，所以能制服诸外道，能摧灭妖魔，一切鬼神均听
令於莲华生大士。莲华生大士的本尊法可以除病，长寿，衣食具
足，得大福报，可消除一切的诸灾九难，一切的横祸不发生，家
运大吉祥，可谓求子得子，求财得财。
黑面金母為大聖無極瑤池金母的變化身，慈悲濟世、感應速通的
瑤池金母，為仙中之王，為道家的五老之一，鎮守在西方，就像
是母親一樣，照顧所有一切的生靈。黑面金母則為其變化身，專
門掌管幽冥大小事，能賜福、降伏鬼神眾。
真佛宗所传的「烟供法」，可以消业。供養自己的冤亲债主，可
以让自己的冤亲债主得到欢喜心後，离开你；或者是幫助你。以
四臂观音为主尊，按照仪轨，就可以为自己的冤亲债主在家里，
或在堂里共修「烟供法」。
「瑶池金母」又称西王母，因为祂住在瑶池仙苑，就在崑崙山顶
罡风之 上，而且是因为在西方，西方属金，所以又叫做金母。

01/08/2019
(星期四)
晚上八点

10/08/2018
(星期六)
晚上七点
* 莲华生大士圣诞

11/08/2019
(星期日)
下午二点正

15/08/2019
(星期四)
晚上八点正

18/08/2019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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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龙讲师带领
* 瑶池金母圣诞

地藏菩萨荟供
同修
渊声助教带领
*地藏王菩萨
圣诞
安土地真言
持咒班
致龙讲师带领

黄财神圣诞
护摩同修
致龙讲师带领

勾财天女同修

渊声助教带领

烟供同修
渊声助教带领

安土地真言
持咒班

致龙讲师带领
金刚萨埵护摩火
供同修
狮丰讲师带领

瑶池金母是上仙 ，是根本无上之仙；在《列仙传》裡面有记载
瑶池金母，瑶池金母排第 一位，是第一位的上仙，祂的应化身
叫做「缑回」，祂的报身就是瑶池金母，祂的法身是大罗金仙先
天一炁。
「地藏王菩萨」是莲生活佛 卢胜彦法王本尊之一。密号是「悲
愿金刚」或称「与愿金刚」。因弘愿甚深广大，则称「大愿地藏
王菩萨」。「地藏王菩萨」是在忉利天受释迦牟尼佛咐嘱，教化
六道众生之大悲菩萨。其地藏称号是：安忍不动如大「地」；静
虑深密如祕「藏」。「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是其誓愿。
「安土地真言」：「南摩三滿多。莫多喃。嗡。度魯度魯。地尾
梭哈。」这个咒语，看似简单平凡，且常常被忽略，可是它却有
意想不到能改变命运的大力量，千万不可忽視。，祂们得到这些
供養以后就会离开。

下午二点正

北方多闻天王「黄财神」是天上界四天王之一，也是天上界最富
有的财神。四天王均可以赐福、赐财、赐寿和赐一切吉祥。多闻
天王「黄财神」具有护法心性，是护持佛法的明王，拥有最大的
财富和福报。莲生活佛曾说修黄财神的口诀是「施福护财因」，
就是要懂得「施」。每个人都喜欢钱，但必须是正财，正财也就
是净财、清净的财，用净财做的布施，佛才会非常喜欢。四天王
会看到本身所做的福分，再赐予资量具足。

01/09/2019
（星期日)
下午二点正

「勾财天女」是西方极乐世界最大的财神，也是财神的「总
持」，所以行者只要和「勾财天女」相应了，就等于跟「阿弥陀
佛」相应，还可得到如来的智慧，而且也会和「观世音菩萨」、
「大势至菩萨」相应，以及密教「五姓财神」，一切财神全部相
应，这就是祂伟大的地方 。
「烟供法」，可以消业。供養自己的冤亲债主，可以让自己的冤
亲债主得到欢喜心後，离开你；或者是幫助你。以四臂观音为主
尊，按照仪轨，就可以为自己的冤亲债主在家里，或在堂里共修
「烟供法」。
莲生活佛说唸「安土地真言」，改变命运更直接。有人持安土地
真言，竟然十年不孕得子；有人持安土地真言，一生健康无病；
有人持安土地真言，得好姻缘，其臉上现紅光；有人持安土地真
言，原本事事不順遂，最後样样順利，沒有一件事不如意的；有
人持安土地真言，中大奖等等。灵应事件数之不尽。
「金刚萨埵」在密教是最尊贵的一尊大菩萨，是「毗卢遮那佛」
于金刚界大曼荼罗入一切如来普贤三昧而出生。五佛的法王子就
是「金刚萨埵」，是一切如来的菩提金刚心，是五佛教化众生的
化身。「金刚」代表「不坏」、「空性」；「萨埵」代表「菩
萨」，「金刚萨埵」就是金刚菩萨。

29/08/2019
(星期四)
晚上八点正

31/08/2019
（星期六）
下午二点至
五点正

08/09/2019
（星期日)
下午二点正

13/09/2019
（星期五)
晚上八点正

14/09/2019
（星期六）
下午二点至
五点正
15/09/2019
(星期日)
下午二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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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萨埵，四加
行，持百字明咒
精进班
狮丰讲师带领
红财神
护摩火供同修
致龙讲师带领
八十八佛礼忏
同修

金刚萨埵『百字明咒』非常重要，是「金刚萨埵」本身化出来的
「心」，就等于是佛性。此咒包含四大意义：一、自性清淨。
二、一切清淨。三、广大自性清淨。四、广大其他清淨。
这是密教大手印的最高理趣，是罪从心起将心忏，是自性空性，
根本了达罪性空理。

21/09/209
(星期六)
下午二点至
五点正

红財神，是印度的三大神 Shiva 湿婆神的儿子，Ganesh 甘尼
許。。祂就是象鼻財神。到了西藏，就变成嘎拉巴底。是藏地
的资粮主，管有一切的资粮。师尊说红財神能让我们真佛宗的
弟子，一切资粮俱足，会赐福给大家。

22/09/2019
(星期日)
下午二点正

向八十八佛顶礼，忏悔，发愿。在诸佛的明证与祝福下，洗涤烦
恼尘垢，向内忏悔往昔恶业，许下善愿。让八十八佛的悲智之
光，普照慧命，增长光明。

29/09/2019
(星期日)
下午二点正

致龙讲师带领
注：
*04/08/2019, 25/08/2019（星期日）,本寺放香 （closed），暂停同修。
* 每逢星期天 4.15pm-5pm, 举办师尊文集分享会，欢迎大家出席聆听。
* 本寺每逢星期一放香，暂停同修。
* 以卫生为考量因素，请同门穿袜子到狮城雷藏寺同修。2 楼及以上的楼层皆需要穿袜子。
欢迎使用网络交易与申请服务
狮城雷藏寺已推出网络交易与申请服务 － 您可通过网络来进行随意 捐助、赞助建筑项目、或
报名本寺之活动（祈福、超度报名）。
通过 eNets，您可选择用银行转账或信用卡付款。
如果您有在本寺报名注册过，您的个人户口的登记号码及密码已经邮寄给您。
如果您是新用户，您可直接在 http://etransact.shicheng.org/ 进行报名并自动制造个人户口。
欢迎加入狮城雷藏寺的 Facebook/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Truebuddhashicheng
欢迎大家踊跃出席及参与以上活动，共沾法益！
狮城雷藏寺理事会合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