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至3月份的寺内活动：

庚子年解厄赐福转
运护摩大法会

法会详情，请参阅法会通告。法会地点: 狮城雷藏寺。

释莲火上师主坛
上师相应法
法师带领
上师相应法
法师带领
谢太岁及接太岁
致龙讲师带领

诵高王经
七遍同修
助教带领

（星期五至星期日）
根本上师的加持，给我们赐福，教导我们真佛密法，我们才能够心
光发露，一切的成就来自于根本上师。成就不单是佛法方面的成就
，就是世俗方面,你的遭遇能够越来越祥和平安、圆满，这也是因
为你修学佛法。根本上师加持力所产生的一些好的因缘出来，才有
这好的生活环境。
真佛传承，每一坛法都有传承加持力，都是佛菩萨给你灌顶，传承
加持非常重要。不管我们修行多久，都不能捨弃上师相应法。根本
上师心咒也是第一重要的，我们时时观想根本上师住顶。
讲师将带领同门同修，答谢谢太星君在这一年来的护佑。于此同时
，迎接新一年卢秘星君的到来。2020年 (庚子年) ，属鼠的人本命年
坐太岁（也称值太岁），属马的冲太岁、属羊的害太岁、属兔的刑
太岁。安奉太岁，可趋吉避凶，保周年之健康，运途亨通，日无险
事，夜无恶梦，所作吉利，一切圆满。
「高王观世音」头上顶戴七佛，是七佛的法王子。【高王观世音真
经】是「梦授经」，就是梦裡面传授出来的经典。从魏晋南北朝到
唐宋时期就开始非常盛行，很有感应，人人都在背诵。真佛宗尊崇
高王观世音真经。莲生活佛相信经文中的几句话，「能灭生死苦，
消除诸毒害」。行者只要诚心持诵久久，必然得到大相应。

法师带领

修「根本上师相应法」，祇要得了「上师相应」，一定顿开了智慧
，一定能像上师一样的辩才无碍，成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具足了上
师一样的大权威及大神通。修法者祇要同上师有了相应，当然一切
的灾难免除了，一切衣食具足了，出外一切平安吉祥了，随时有善
神拥护着，更可预知一切将发生的吉凶等事，一切灾难及疾病全部
远离。

除夕迎接财神
活动
红财神
护摩同修

除夕夜，讲师会在晚上子时带领大家一起在寺内上香礼佛，迎接财
神。讲师会带领大家修一坛红财神护摩，祈求财神赐财赐福。欢迎
大家踊跃参加！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人旺财旺运势旺。

上师相应法

狮丰讲师带领

03/01/202005/01/2020

08/01/2020
(星期三)
晚上八点正
15/01/2020
（星期三)
晚上八点正
18/01/2020
(星期六)
晚上七点正

19/01/2020
(星期日)
下午二点正
22/01/2020
（星期三)
晚上八点正

24/01/2020
(星期五)
晚上十一点正

农历新年
弥勒佛诞
农历新年大年初一大
福金刚新春
祈福会
讲师带领
玉皇大帝圣诞
荟供同修
致龙讲师带领
天官赐福圣诞
同修
狮丰讲师带领
红财神
护摩同修
致龙讲师带领
上师相应法同修
法师带领
金刚萨埵，四加行持
百字明咒班
狮丰讲师带领
金刚萨埵
护摩火供同修
狮丰讲师带领

上师相应法同修
法师带领

「适逢弥勒佛诞，新春佳节，喜气吉祥，在新年的头一天到佛寺向佛
菩萨拜年，可以取个好兆头，这是寺里每年的新年惯例。讲师将带领
同门念诵真佛经，祈愿大福金刚护佑，让同门在新的一年能息去灾难
，获赐福慧，入世圆融，事事顺利。
「玉皇大帝」，据说是三清所化身的太极界第一位尊神，也就是古人
最崇敬的「天」，居住在玉清宫，上掌三十六天，三千世界，各部神
仙，下辖七十二地、四大部州、掌管天上诸神、仙、佛，以及人间亿
万生灵，因此尊称为「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虔心做大供养给玉
皇大帝，将会获得玉皇大帝加持，所做的一切将如意吉祥。
每年的正月十五日，是一个祈福的好日子，也是三官大帝之天官赐福
日。当天，天官将降临裟婆世界，赐福给祈福者。本寺为了让同门增
加福德资粮，特在这一天举办天官赐福同修。
红財神，Ganesh甘尼許，是印度的三大神Shiva湿婆神的儿子。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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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诚
祈求，会得到红财神的赐福。
真佛传承对真佛宗弟子是弥足珍贵的，必须时时的守护。真佛弟子每
修一坛法都会有根本上师的传承加持力，具有佛菩萨赐予的灌顶力量
。所以，不管我们修行多久，都不能捨弃上师相应法。根本上师心咒
也是第一重要的，真佛弟子切记应时时观想根本上师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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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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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根本上师相应法」，祇要得了「上师相应」，一定智慧顿开，一
定能像上师一样辩才无碍，成就金刚不坏之身，具足上师一样的大权
威及大神通。修法者只要同上师有了相应，一切的灾难就会免除，一
切衣食具足，出外一切平安吉祥，随时有善神拥护，更可预知一切将
发生的吉凶等事，一切灾难及疾病全部远离。

25/01/2020
(星期六)
下午二点半
02/02/2020
(星期日)
下午二点正
08/02/2020
(星期六)
晚上七点正
09/02/2020
(星期日)
下午二点正
11/02/2020
(星期二)
晚上八点正
15/02/2020
(星期六)
下午二点至五点正
16/02/2020
(星期日)
下午二点正

19/02/2020
（星期三）
晚上八点正

诵高王经
七遍同修
助教带领
上师相应法同修
法师带领
安土地真言
持咒班
拜五路财神法
致龙讲师带领
诵高王经
七遍同修
渊声助教带领

「高王观世音」头上顶戴七佛，是七佛的法王子。【高王观世音真经】是
「梦授经」，就是梦里面传授出来的经典。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就开
始非常盛行，很有感应，人人都在背诵。真佛宗尊崇高王观世音真经。莲
生活佛相信经文中的几句话，「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行者只要诚
心持诵久久，必然得到大相应。
修「根本上师相应法」，不但能与上师相应，同时也是最有福份的，出世
法是莲花菩萨的成就，入世法无论「读书」、「经商」、「功名」、「地
位」、「富贵」、「横财」、「婚姻」、「子女」、「健康」都可以得到
最圆满的成就。
「安土地真言」：「南摩三满多。莫多喃。嗡。度鲁度鲁。地尾梭哈。」。
莲生活佛说这个咒语，可以改变命运，它具有改变命运的大力量，真正不可忽视。

23/02/2020
（星期日)
下午二点正
26/02/2020
（星期三)
晚上八点正

东路财神掌控所有的福报，南路财神掌控所有的财富，福报跟财富两个加起来
不得了，有的人是有财没有福，福的意思是你要什么有什么，财是你很会赚钱
，钱很多。西路财神是加持你高升、进阶、你的灵性、你的修为、你的善心，
北路财神日光童子的任务，是扫除你门前的种种障碍，中央财神王母娘娘，更
是慈悲，祂是乘龙于虚空之中，加持东南西北，这就是五路财神的功用。

29/02/2020
下午二点至
五点正

《高王观世音真经》是有大效验的经典，真经中含有三大力量：其一是诸
佛洪名之力，《高王经》就是诸佛总名也；其二是咒力，《高王经》列有
七佛灭罪真言，一佛咒力已非同小可，何况是七佛咒力；其三《高王经》
中说：『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就这十个字，信之得救（信解力）。

01/03/2020
(星期日)

晚上七点正

下午二点正

密教的成就由上师加持之故，其中「诀窍」亦由上师传授，这是传承的缘起
，也是大乘空性的缘起，所以「根本上师相应法」，一定要修。

04/03/2020
(星期三)
晚上八点正

金刚萨埵，四加行持 密教「四加行」之一的「金刚心菩萨法」，是四加行之中，最重要的一法
百字明咒班
，被称为密乘必修课之一。其金刚萨埵『百字明咒』，至少要持满十万遍
。 金刚萨埵『百字明咒』可消除无始以来一切的罪障，使之全部清淨，让
狮丰讲师带领
密宗行者的行愿如金刚般的坚固。

07/03/2020
(星期六)
下午二点至
五点正

上师相应法同修
法师带领

金刚萨埵
护摩火供同修

08/03/2020
(星期日)

百字明咒就是「忏悔咒」，因为还于虚空；将你一生的善业、恶业全部还
给虚空；把自己变成虚空，就变成无染，这就是忏悔。你跟你的根本上师
忏悔是忏悔，跟长老忏悔也是忏悔。你唸百字明咒就是唸忏悔咒，金刚萨
埵就是一个忏悔的本尊。

下午二点正

法师带领

修了「根本上师相应法」，其功德大矣！由于上师本身是已得证的上师，上
师的「加持」如同佛的加持一样，修「根本上师相应法」的目地，就是要得
到「上师的加持力」，上师的加持力就是佛力的加持，这是无二分别的。

11/03/2020
(星期三)
晚上八点正

观世音菩萨圣诞
观世音菩萨
护摩同修
致龙讲师带领

观世音是过去的正法明如来所现化，祂在无量国土中，以菩萨之身到处寻声
救苦。观世音菩萨具有平等无私的广大悲愿，当众生遇到任何的困难和苦痛
，如能至诚称念观世音菩萨，就会得到菩萨的救度。而且，观世音菩萨最能
应众生的要求，对不同的众生，便现化不同的身相，说不同的法门。

12/03/2020
（星期四）

狮丰讲师带领
上师相应法同修

晚上八点正

安土地真言
持咒班
致龙讲师带领
南摩地藏王菩萨护
摩火供同修
致龙讲师带领
上师相应法同修
法师带领
八十八佛礼忏同修
渊声助教带领

上师相应法同修
法师带领

释莲鸣上师主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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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3/2020
(星期六)
下午二点至
五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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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2020
(星期日)
下午二点正

根本上师的加持，给我们赐福，教导我们真佛密法，我们才能够心光发
露，一切的成就来自于根本上师。成就不单是佛法方面的成就，就是世
俗方面你的遭遇能够越来越祥和平安、圆满，这也是因为你修学佛法。
根本上师加持力所产生的一些好的因缘出来，才有这好的生活环境。

18/03/2020
（星期三）

八十八佛是五十三佛加三十五佛。五十三佛名见《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
》，是娑婆世界的过去佛。三十五佛出自《决定毗尼经》，是现在十方
世界中佛。至诚礼拜八十八佛，最为殊胜，最为简便，亦最常用，极易
感应，罪灭障除，得见瑞相，身心轻安。是故古德大善知识，将之列入
早晚课诵。

22/03/2020
（星期日）

真佛行者为什麽必须要修持「根本上师相应法」？因为「根本上师相应
法」是上师与弟子间互相感应最捷最速的方法。没有修持「根本上师相
应法」的，自然得不到上师的相应力，也得不到上师的加持，这在《真
佛宗》是不合仪轨的。凡是《真佛宗》的弟子，一定要修「根本上师相
应法」，修了「根本上师相应法」，再修其他法，才不会有偏差。

25/03/2020
(星期三)

晚上八点正

下午二点正

晚上八点正
27/03/202029/03/2020
星期五至
星期日

法会详情，请参阅法会通告。法会地点: 狮城雷藏寺。

注： *12/01/2020,26/01/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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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