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敦珠佛學會成立十週年紀念、與及
《蓮花海》雙月刊創刊二週年紀念

創會緣起

遠因：由於「佛教」經歷2500多年的弘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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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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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是成功的，亦值得我們非常

之隨喜讚嘆。然而在「深度」方面，則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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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本會的成立，就是希望令「佛教」的弘播可以

「深度化」，因而既能夠兼顧其「廣度」的一面，

亦可發展其「深度」的一面。

近因：移喜泰賢金剛上師及啤嗎哈尊阿闍黎，為了

堅守在一九九六年四月二日對 劉上師之「三昧耶」

誓句，承接其法統及傳承 (詳情請分別參閱敦珠佛

學會於1999年出版之《蓮花光》創刊號、及於2007

年出版之《蓮花海》第九期)，以報答師祖依怙主 敦

珠法王二世對漢地有情之深恩，發願承擔「續佛慧

命、燃佛心燈」之重任。

一九九七年

五月十七日 (藏曆四月初十) -- 「漢地演密教者」福

德法幢劉公銳之金剛上師圓寂。

敦珠佛學會

九月十八日 -- 自劉上師圓寂後，因應各種殊勝因

緣，移喜泰賢金剛上師及啤嗎哈尊阿闍黎，前往尼

泊爾朝拜依怙主 夏札(戚操)生紀多傑法王及依怙主 

敦珠法王第三世，得到重要的指引及啟示。依怙主 

夏札法王賜下親筆書寫「認證信」兩封(分別刊登於

敦珠佛學會出版於1999年之《蓮花光》創刊號、及

於2006年之《蓮花海》第五期)，正式公開認證移喜

泰賢金剛上師乃「漢地演密教者」福德法幢劉公銳

之金剛上師之法嗣及傳承人。返港後，移喜泰賢金

剛上師及啤嗎哈尊阿闍黎開始著手籌劃以宏揚正信

佛法之新佛學會，正式定名為「敦珠佛學會國際有

限公司」，以感謝及紀念師祖  敦珠法王之恩德，並

且著手起草章程。

一九九八年

一月八日 -- 正式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批准

成立，並且註冊為一「非牟利」之慈善機構。

「敦珠佛學會」為現代眾生，特別以多媒體製作，

配合現代科學的演譯方式，深入淺出地將深奧的佛

法向大眾弘播，以推動佛教之文化教育事業。這是

在佛教「廣度」方面的弘播。而在佛教「深度」方

面的弘播，作為一所「藏傳佛教」寧瑪巴(俗稱紅教)

的弘法道場，「敦珠佛學會」之弘法宗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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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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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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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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 請准依怙主 夏札(戚操)生紀多傑法王為本會之

精神領袖，獲得法王之慈悲應允。並開始接受有意

研習佛法及實踐修行要義以脫離「六道輪迴」之有

志之士申請為會員。

以下記錄了本會歷年來弘法之歷史簡介，只擇出其

犖犖大端者，其他很多詳細項目恕未能盡錄：

弘法簡史

1. 1999年2月出版中英雙語之《蓮花光》第一刊，免費贈閱。
2. 1999年7月出版中英雙語之《蓮花光》第二刊，免費贈閱。
3. 1999年9月舉辦12堂為期三個月的「修心與修行」課程， 

並且推出一套包含十片語音光碟及彩色講義之「修心與修
行」，分國語版及粵語版。推廣遍及台灣、香港、星加坡及
澳門等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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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00年3月開始籌款成立及尋覓會址。
6. 2000年6月出版中英雙語之《蓮花光》第三刊，免費贈閱。
7. 2000年6月舉辦第一次放生法會，參加是次活動人數達七十

餘人。
8. 2000年7月出版中英雙語之《蓮花光》合訂本 (1至3期之合

訂) 。
9. 2000年7月開始舉行每月一次之「誦戒」及「懺悔」法會    

(即「布薩」法會)，特式是學員為自己所犯過錯，於「法

會」內公開作出「懺悔」。此一「布薩」法會，乃由佛陀親
自制定，並且流傳至今。

10. 2000年7月公開傳授「無上密乘」之《放生儀軌》，參加者
有二百三十多人。

11. 2000年7月詳細教授「密宗」入門教法：「四加行」。隨即
推出國語及粵語版之「四加行之重要性」CD語音光碟。

12. 2000年8月舉辦第二次大型放生活動，參加是次活動人數有
一百二十多人。

13. 2000年9月假座九龍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舉辦第一次大型佛
學講座：「藏傳佛教」之「即生成佛」。是次參加人數達一
百五十人。

14. 2000年10月假座九龍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舉辦第一屆「藏
傳佛教」之「毘盧七支靜坐法」教授。參加人數達一百二十
人。

15. 2001年1月開始在每月舉行之「誦戒」及「懺悔」法會後為
學員作「修心指引」及較深層之「密宗教法」講解。

16. 2001年2月出版國語及粵語版之「放生與因果」CD語音光
碟。

17. 2001年月3月舉辦第三次大型放生，參加人數達二百三十多
人。

18. 2001年月5月假座香港灣仔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禮堂，舉
辦第二次大型佛學講座  –「中陰救度法精要」，是次參加
人數達二百五十多人。

19. 2001年5月假座九龍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舉辦第二屆「藏傳
佛教」之「毘盧七支靜坐法」教授。參加人數達一百二十多
人。

20. 2001年7月出版英語、國語、及粵語版之「藏傳佛教甯瑪派
之虹光身」VCD影音光碟。

21. 2001年11月舉辦第四次大型放生及傳授無上密乘之《放生
儀軌》，是次參加人數達三百零六人。

22. 2001年12月假座香港灣仔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禮堂，舉
辦第三次大型佛學講座 –「中陰救度法精要」，是次參加
人數達一百六十多人。

23. 2002年2月推出國語、及粵語版之「真假上師」CD語音光
碟。

24. 2002年3月舉辦第五次大型放生及傳授「無上密乘」之《放
生儀軌》，是次參加人數達三百一十多人。

25. 2002年7月正式購入約7000餘呎之會址。
26. 2002年11月，由移喜泰賢金剛上師主持會址之「開光」儀

式。
27. 2002年11月在新會址舉辦第三屆「藏傳佛教」之「毘盧七

支靜坐法」。參加人數達一百二十多人。
28. 2003年1月舉辦學員間之第一次辯論比賽，題目是「起心動

念想犯戒，等於真的犯戒」。
29. 2003年1月於會址內舉辦公開佛學講座：「中陰救度法精

要」。是次參加人數達一百三十多人。

「敦珠佛學會」
朝聖團攝於印度
鹿野苑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taken 
at Sarnath, India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向印度菩提
伽耶釋迦牟尼佛成道之金剛座

獻上哈達
Yeshe Thaye was offering a 
Khada to the “Vajra Seat” of the 
Lord Buddha at Bodh Gaya, 
India

1999年9月「敦珠佛學
會」首次舉辦十二堂
之「修心與修行」佛

學課程
The Association 
started its first public 
course of 12 sessions 
on the “Mind-Training 
and Dharma Practice” 
in September, 1999

「敦珠佛學會」每
年 皆 舉 辦 之 「 放

生」法會
The  Associat ion 
h a s    i t s    F i s h -
Release Ceremony 
Ann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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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03年3月舉辦第六次大型放生及傳授「無上密乘」之《放
生儀軌》，是次參加人數達二百三十多人，放生了六萬餘生
命。

31. 2003年3月至5月，分別舉辦公開佛學講座，一連三會之     
「修心與修行－深造班」。第一會講「空性之非有非空」，
隨即推出英語、國語及粵語版之VCD影音光碟。第二會「一
切唯心造」及第三會「業力不可思議」，亦推出國語及粵語
版之VCD影音光碟。該段期間發生「非典型肺炎」，但三會
之參加人數每次仍達一百二十多人。

32. 2003年9月舉辦學員間之第二次辯論比賽，題目是「犯戒後
懺悔，可以消除業因，不會感果。」

33. 2003年10-11月舉辦一連三會之公開講座 - 『事師五十頌』
。參加人數每次皆有一百三十多人。

34. 2003年11月舉行第七次大型放生及普傳「無上密乘」之     
《放生儀軌》，參加人數達三百二十多人。

35. 2004年3月舉辦第八次大型放生及傳授「無上密乘」之《放
生儀軌》，是次參加人數達三百四十多人。

36. 2004年5月舉辦學員間之第三次辯論比賽，題目是有關「中
陰聞救得度密法」之內容。

37. 2004年7月移喜泰賢金剛上師率團前往印度及尼泊爾之各聖
地朝聖、進行供燈、修法及廻向。

38. 2004年10月舉辦第九次大型放生及傳授「無上密乘」之      
《放生儀軌》，是次參加人數達三百三十多人。

39. 2005年1月出版書籍《放生與因果》。
40. 2005年2月延請松吉澤仁仁波切為會址再次主持「開光儀

式」及各「灌頂」。
41. 2005年2月延請松吉澤仁仁波切主持第十次大型「海上放生

法會」，參加者三百五十餘人。

42. 2005年開始舉辦各類供燈法會，及公開傳授《供燈儀       
軌》。

43. 2005年8月舉辦學員間之第四次辨論比賽，題目是「深層中
陰救度法」。

44. 2006年1月推出全彩色之中英文佛教雙月刊《蓮花海》。發
行遍及台灣、香港及澳門各地。

45. 2006年3月舉行觀音誕海上第十一次大型放生及祈福法會，
普傳《放生儀軌》及《息滅瘟疫祈願文》。參加者三百三十
餘人，當天放生四千五百多斤之生命。

46. 2006年4月至7月，分別舉辦一連七會之「生與死的奧秘」
課程，每次人數約一百四十餘人。移喜泰賢金剛上師及啤嗎
哈尊阿闍黎開示有關「瀕死體驗」之實況、與及播放有關科
學證據之影帶。

47. 2006年11月舉行海上第十二次大型放生及祈福法會，普傳
《放生儀軌》及《息滅瘟疫祈願文》。參加人數達三百八十
多人，當天放生了三千九百多斤之生命。

48. 2007年1月本會為緬懷本會導師移喜泰賢金剛上師之祖師及
根本上師敦珠法王(二世)對漢土眾生的恩德，特別於第七期
之《蓮花海》雙月刊，刊出「敦珠法王(二世)圓寂二十週年
紀念特輯」。

49. 2007年3月推出第一會「生與死的奧秘」DVD影音光碟，隨
第八期之《蓮花海》免費贈送。

50. 2007年3月至7月，舉辦一連串共12會之佛學研習「顯密初
階課程」，由移喜泰賢金剛上師、啤嗎哈尊阿闍黎，率領其
親傳弟子主講，參加人數每次均約一百六十人。

51. 2007年4月，本會創辦人兼導師移喜泰賢金剛上師及啤嗎哈
尊阿闍黎，接受台灣不同電視台的之專訪，節目包括有「台
灣新發現」、「真心看台灣」等。

52. 2007年5月本會為緬懷本會導師移喜泰賢金剛上師之根本上
師劉公銳之金剛上師的恩德，特別於第九期之《蓮花海》雙
月刊，刊出「漢地演密教者福德法幢劉公銳之金剛上師圓寂
十週年紀念特輯」。

53 2007年5月舉行文殊誕海上第十三次大型放生及祈福法會，
普傳《放生儀軌》及《息滅瘟疫祈願文》。參加者達三百四
十餘人。

54. 2007年7月推出第二會「生與死的奧秘」DVD影音光碟，隨
第十期之《蓮花海》免費贈送。

55. 2007年7月開始，本會實施公開之開放時間，逢星期一至
六，下午二時至晚上七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除外)，以便社
會各界善信前往參拜佛菩薩、供燈及請購本會出品。

56. 2007年7月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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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包括書籍及影音光碟
等)。

57.  2007年7月18-24日，本會參與2007年由「香港貿易發展局」
所舉辦，一年一度之文化盛事「香港書展」。

58.  2007年8月4日，本會舉辦了公開之「皈依」儀式，歡迎社會
各界人士及善信隨喜參加。

59. 2007年9月至12月，本會舉辦第四屆「西藏密宗靜坐法」，
由本會指定導師移喜泰賢金剛上師親自講解及指導實習。參
加人數達九十餘人。

「敦珠佛學會」法會
之一
One of the Ritual 
Ceremonies offered 
by the Association

「敦珠佛學會」之

「開光」法會
The “Consecration 
Ceremony” of the 
Association

「敦珠佛學會」之

「皈依」儀式
The “Refuge 
Ceremony” offered 
by the Association

「敦珠佛學會」之

「開光」法會
The “Consecration 
Ceremony” of the 
Association

「敦珠佛學會」之

「開光」法會
The “Consecration 
Ceremony” of the 
Association

依怙主  松吉澤仁仁波
切為「敦珠佛學會」

主持「開光」法會
K y a b j e    S a n g y e 
Tser ing   Rinpoche 
was Presiding over 
the   “Consecrat ion 
Ceremony”    of    the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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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2008年1月本會為紀念成立十週年，特別於第十三期之《蓮
花海》雙月刊，刊出「敦珠佛學會成立十週年紀念及《蓮花
海》雙月刊創刊兩週年紀念特輯」。並隨書免費贈送「顯密
精華概覽」DVD影音光碟。

61. 2008年初開始，本會指定導師移喜泰賢金剛上師及啤嗎哈尊
阿闍黎，因應時節因緣及眾生的根器，決定舉辦公開之「顯
密實修課程」，費用全免。此項課程，以「引導如何進行實
修」、何謂「對題訓練」為主綫，將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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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記

世法固是「無常」及「如幻」，而出世法亦只是     

「木筏」(是「到達彼岸」的工具)而已，不應執為        

實有。故《金剛經》有云：「法尚應捨，何況非

法？」這是佛陀所給予我們的重要啟示。佛教之修

行人固然要了解此一道理，而作為「弘法利生」之

佛教弘播者不但須如此了解，還要身體力行，才能

避免受「我執」及「法執」所帶來之纏縛，而不致

於作繭自縛，身陷輪迴當中而不能自拔。

尤其是那些以「弘法利生」之佛教弘播者自居的

人，更要警惕「弘法利生」乃大丈夫事，得失寸心

知。不能以一己之私，為了招徠信徒而嘩眾取寵，

不惜「販賣如來家業」、扭曲正確的佛法，如此做

法無疑是作為佛教中之「獅子蟲」。我們必須謹

記：「因果業力」是絲毫不爽的！作為「弘法利

生」之佛教弘播者，猶如在空中行走鋼線之人，若

稍有不慎便會下墮，甚至會帶來「粉身碎骨」的嚴

重後果。不要錯誤地解讀或曲解「空性」為不用執

著，則連最基本的佛教道理 – 「因果業力」的定律 

– 也不去堅持，並且不嚴守戒律；若然如此，則只

會墮入「不落因果」的「野狐禪」中！

下一期將會刊登祖師　敦珠法王二世所著之《聖

者的甘露心髓(一)》一文。文中指示出現今之修行

人，要清楚了知那些東西是「可為」、而那些東西

是「可不為」，從而指引修行人能「知所取捨」

。其中一段特別指出「宗教的產業，就好像劇烈

的毒药，……不要將自身陷於邪惡的、不潔的求

生方法」，與及「物資與財富，就好像夢中的寶

藏，……不要以諂媚的奉承與圓滑的贊同來欺騙別

人」，實在是發人深省！實為當今修行人之晨鐘暮

鼓，當頭棒喝，特別是對那些以「弘法利生」自居

之佛教弘播者！弟子並以此作為一己之座右銘！

本會之所以成立，實得著祖師　敦珠法王二世、及

恩師劉公銳之金剛上師兩位根本上師之「密意指

引」，於十年前帶領我倆前往朝拜  依怙主  夏札(戚

操)生紀多傑法王。並得到　夏札法王之慈悲攝受，

全力支持、認證及授權，因而很幸運地，　夏札法

王便成為我倆之第三位根本上師。於此十年當中，

無時無刻不受著　夏札法王之慈悲眷顧、關懷及加

持，弟子倆實銘記於五內。　夏札法王並且經常告

誡我們弟子輩，要「嚴守三昧耶及戒律」，並謂這

是修行佛教的精髓所在。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於這十年間，　夏札法王賜予

本會多不勝數的珍貴、極莊嚴及如法之佛像(代表「

佛之身」)、藏傳佛教的「湯嘉」、藏文經續(包括顯

教之佛經、及密宗之密續，特別是本宗之三位祖師  

大巖取者 敦珠寗巴及其轉世　敦珠法王二世、與及

智慧空行母色拉康卓之全部珍貴著作，代表「佛之

語」)、與及大小的佛舍利塔(代表「佛之意」)，及

不同之法器等等。更特別親自設計「敦珠佛學會」

的會徽 -- 「普巴金剛杵」，寓意及祈望「敦珠佛學

會」能夠肩負降伏現今歪曲正法的種種魔怨。如是

極其珍貴的法寶，全部一一圓滿具足。  上師之恩海

浩瀚，難以為報，弟子故特書此等事蹟，以感激之

情加以表揚於天下。

古德開示：「建水月道場、修鏡花法事」，乃一再

警醒我們，不要誤墮於「貪、瞋、痴」等陷阱之

中。敦珠佛學會之所以成立，以及其後弘播之事

蹟，乃全仗「因緣和合」而成，其本質亦只是「鏡

中花、水中月」而已。但無論如何，所作之一切，

其發心是否清淨，便是決定性的因素。作為弟子輩

之我們，要永遠牢記祖師們的慈訓及教誨，以免誤

入歧途！

「敦珠佛學會」每年皆舉辦之「放生」

法會
The Association has its Fish-Release 
Ceremony Annually

「敦珠佛學會」之「盂蘭」法會
The Association has its “Ceremony for 
Helping the Deceased”

「敦珠佛學會」之「盂蘭」法會
The Association has its “Ceremony for 
Helping the Dec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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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當斯濁世，普賢王如來心要教典，應發揚於

世間，蓮師有此授記也。」這個使命實為我等弟子

輩所應承擔之責任也。願諸位同學均能圓滿此等誓

願，有厚望焉！

本會之成立，乃秉承「續佛慧命、燃佛心燈」之宏

願，願一切具願大士，均能於法身佛普賢王如來「

九乘法要」之攝持下，團結一致，成就十力，弘化

世間。並以此等功德，供養給弟子倆之三位根本上

師(敦珠法王、夏札法王及劉公銳之金剛上師)、及所

有「教證俱備」之具德上師，祈願彼等健康長壽住

世，大轉無上法輪。並普皆迴向一切如母有情，均

能離苦得樂，早證菩提！

願   一   切   吉   祥  ！
 密乘弟子

 移喜泰賢

 啤嗎哈尊謹誌

 西元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藏曆火豬年十月初十日，即蓮花生大士入西藏，降伏魔
怨，建立桑耶寺，並燃點佛教聖法火炬之殊勝日)

又恩師  「漢地演密教者」福德法幢劉公銳之金剛上

師(即舒囊卓之贊青喇嘛)，曾親自制訂弘法道場的信

條如下：

『重才、重修、重法
   以重才故闡揚學術垂世行遠

   以重修故不捨精進作法供養

   以重法故必恭必敬恪遵  師訓

                               如是願菩提心

  出錢、出力、出心
   以不堅財從事弘法利生事業所謂出錢也

   以身語意三業表現服務精神所謂出力也

   集思廣益以幫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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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是本會所奉持之基本信條，亦是敦珠佛學會之精

神所在，同時亦為藏傳佛教「寗瑪巴」之教規，故

本人期望本會仝寅均能恪守。並附上恩師  福德法幢

劉公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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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師以「傳燈

者」之責相屬，願與各學人共勉及共圓功德。

時丁末法，狂妄自大的「附法外道」及佛教「獅子

蟲」甚多，而邪法亦橫行無忌，要使佛教正法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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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迷途者有所依歸。而當密宗甚或有被誤

為邪教之嫌的時候，此一明亮燈塔更應發揮其作

用，以挽狂瀾於既倒，因此實在是任重而道遠！天

台宗之智者大師，於其《摩訶止觀》中有云：「如

無誓願，如同無人御中，不知所赴。來願持行，當

至所在。」

祖師  敦珠法王二世在給恩師  福德法幢劉公銳之

金剛上師編譯之《大幻化網導引法》賜序中曾預

1999年9月「敦珠佛學會」延請莊晶老師舉
辦之「藏文班」
The first course on “Tibetan Language” was 
taught by Mr. Jiang Jing in September of 
1999

劉公銳之金剛上師特別為「金
剛乘」(即「密乘」) 之修行人
而設的修行原則
Ven. Vajra Guru Lau Yui-
che had specially designed 
the Principles on Dharma 
Practices for the “Vajrayana” 
Dharma practitioners

劉公銳之金剛上師
Ven. Vajra Guru Lau Yu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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