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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3/10/26 初階 生與死的奧秘 生與死的奧秘第1會 (國語完整版)  瀕死體驗 02:12:04 https://youtu.be/qzNW‐nFAzk0
2 2013/11/16 初階 生與死的奧秘 生與死的奧秘第2會 (國語完整版)  瀕死體驗 -- 生死之光 02:45:17 https://youtu.be/rcA6GzpKoMA
3 2012/10/31 初階 修心篇 修心篇 1 如何以「智慧」制定「修心的基礎」= 藏密修持精華 (16) (國語完整版) 2:18:00 https://youtu.be/znUbFilj3dI
4 2013/1/4 初階 修心篇 修心篇 2 應如何平衡灰色地帶的「對與錯」(國語完整版) = 藏密修持精華 (17)國語 03:06:25 https://youtu.be/J3lCkcseaq4
5 2013/3/5 初階 修心篇 修心篇 3 《佛法》在判斷「對與錯」的準則是什麼? = 藏密修持精華 (18) 國語 01:37:19 https://youtu.be/H2PSlnG7TqY
6 2009/11/9 初階 修心篇 修心篇 (7) 心經精解、死後的「融入一體」與「修心、空性」 的對應關係 (國語完整版) 02:26:23 https://youtu.be/OFN9cQVIe1E
7 2014/6/28 初階 西方極樂世界 西方極樂世界有女人嗎? (國語版) 02:23:43 https://youtu.be/o79lPvKIDtk
8 201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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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個案(中文字幕) 01:18:12 https://youtu.be/eVBst4LyFRA
9 2013/12/16 初階 佛法的了解 業力不可思議 (國語完整版) 03:07:59 https://youtu.be/0s8JEn5GbAw
10 2017/10/9 初階 積聚功德 皈依的意義與功德 (國語版) 01:40:58 https://youtu.be/7W9A4hhcmTE
11 2016/9/12 初階 放生 不要因誤解放生而種惡業 (國語) 13:26 https://youtu.be/QIDzyVxJJ3w
12 2013/10/20 初階 放生 人死後會投生為畜生嗎？如何協助您的寵物脫離畜生道？ (廣東話加中文字幕) 01:16:00 http://youtu.be/kHJ0DgTmiRo
13 2016/7/2 初階 放生 放生的正確方法與因果暨2015放生花絮(國語版) 50:33 https://youtu.be/is0iSNkAogo
14 2014/3/5 初階 西方極樂世界 如何最快及確保能前往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如何加持觀音 (國語完整版) 01:04:33 https://youtu.be/KCkK6AEHTQ0
15 2016/3/3 初階 積聚功德 「百字明」的由來、意義、功德、與持誦的方法 (國語中文字幕) 01:03:57 https://youtu.be/rkJzD8E6MKA
16 2014/5/21 初階 故事 「地獄大威德」的故事 (國語版) 03:05 https://youtu.be/DIjfCfj6o‐A
17 2014/5/21 初階 故事 「野狐禪」(國語版) 10:09 https://youtu.be/uU8_q7bUZpU
18 2014/5/7 初階 敦珠佛學會簡介 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金剛上師獻長壽會供給夏札法王 2004 1:00 https://youtu.be/rDD3EwPn1C0
19 2014/3/18 初階 聖者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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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0 https://youtu.be/WLNPaV6fDCk
20 2015/8/8 初階 聖者言教 藏傳佛教寧瑪派之虹光身 (國語版) 01:19:42 https://youtu.be/0QMaKqTQjEc
21 2012/11/6 初階 聖者言教 夏札法王開示修心法要 (藏語-中文字幕) 19:57 http://youtu.be/iBRnR59nwXg
22 2013/2/9 中階 死後世界篇 「死後世界篇」(1) 你能確保你的修行有用嗎？(國語完整版) = 藏密修持精華 (1) 01:31:48 https://youtu.be/AVyGSJyJGMI
23 2013/3/31 中階 死後世界篇 「死後世界篇」(2) 你的命運與「俱生神」有何關係呢？(國語完整版) = 藏密修持精華 (2) 02:30:58 https://youtu.be/rUcJXo5kkdo

24 2013/6/2 中階 死後世界篇 「死後世界篇」(3) 如何方可避過「死後的審判」及「淨土」的奧祕原理(國語) = 藏密修持精華 (3) 02:05:04 https://youtu.be/JwweY9IZ7Gk

25 2013/8/4 中階 死後世界篇 「死後世界篇」(4) 推算「未來命運」與修習「正定」的方法(國語) = 藏密修持精華 (4) 02:06:23 https://youtu.be/Y1oC_oEYMwk
26 2014/6/14 中階 開示 佛法修行人的一些錯誤觀念 (國語版) 35:13 https://youtu.be/L62B7U9ZM9k
27 2016/8/22 中階 如何分辨正確的上師 對學佛人的忠告及真假弘法者之分 (國語) 33:55 https://youtu.be/ZHen4X7JDtk
28 2017/10/9 中階 事師五十頌 對佛法導師的信賴與服從，會否妨礙獨立思考? (國語) 事師五十頌8 02:40:03 https://youtu.be/y1h7NpehH9c
29 2016/6/11 中階 開示 心力是一種具吸力的磁場 ，所以皈依前要注意什麼? (國語版) 34:37 https://youtu.be/9x6k_Z5daAk
30 2015/1/11 中階 佛法的了解 天龍八部 (國語版) 51:45 https://youtu.be/rsTUOnBBK_0
31 2016/9/3 中階 修行方法 四加行之重要性 (1)國語 49:33 https://youtu.be/3iGDmakEr9M
32 2016/10/13 中階 修行方法 四加行之重要性 (2) 共與不共四加行國語 01:51:13 https://youtu.be/kBNZ3Ug8HlE
33 2015/4/20 中階 顯密實修 了解及應付「死後世界」的重要性:顯密實修1 (國語版) 01:13:29 https://youtu.be/CKylHcYvebM
34 2015/6/30 中階 顯密實修 實修時必須面對的三種精神領域:顯密實修2 (國語版) 01:42:20 https://youtu.be/MwtQH0dfWk4
35 2012/3/6 中階 顯密實修 已證實死後生命會繼續存在, 會遇到什麼危險呢? 國語精華片段 (藏密修持精華 11) 11:42 https://youtu.be/Iqd4OrtP6R4
36 2015/3/2 中階 生與死專家分享 Dr  Fenwick 意識與人腦是否一體？ (中文字幕) 59:14 http://youtu.be/1H0k2rl7rPk
37 2015/3/17 中階 生與死專家分享 Professor Haraldsson死後生命的信仰與輪迴 (中文字幕) 01:09:46 http://youtu.be/Pp0uZCNf3ho
38 2015/4/8 中階 生與死專家分享 Dr. van Lommel非區限的意識 (中文字幕) 01:06:59 http://youtu.be/JJQiftW1KPo
39 2015/5/16 高階 佛法的了解 佛法在修行上的分類:空性精華 (國語版) 03:06:15 https://youtu.be/C2ZUE_jpJsw
40 2016/3/8 高階 佛法的了解 一切唯心造 (國語完整版) 02:05:38 https://youtu.be/qwFiYhSbO7o
41 2004/9/30 高階 佛法的了解 菩薩戒精華 (國語) 02:14:41 https://youtu.be/XycXaies3sA
42 2014/1/6 高階 佛法的了解 空性:非有非空 (國語完整版) 02:31:58 https://youtu.be/PfUWzKMbg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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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14/11/20 高階 萬物起源 十二因緣與成佛的關係:眾生的來源 (國語) 02:46:26 https://youtu.be/aQAPhmi3aJU
44 2015/5/12 高階 故事 證量與神通如何分 (國語) 01:56:09 https://youtu.be/t4BmaW2IBZU
45 2016/9/27 高階 往生淨士 如何將惡性轉換成善性的磁場簡介 (國語) 18:48 https://youtu.be/pr2zWZgyoVM
46 2017/2/28 高階 往生淨士 確保往生時無障礙的方法 (國語版) 41:05 https://youtu.be/Eh8lFXo0vo0
47 2016/2/5 高階 懺悔 如何運用五智懺悔以進入空性 (國語版) 02:08:00 https://youtu.be/uSd‐hNPTTB4
48 2016/3/5 高階 懺悔 懺悔方法的分類與功效及失效情況  (懺悔1國語) 01:02:51 https://youtu.be/Ys0ugTQHegg
49 2016/3/12 高階 懺悔 要如何做懺悔才可以達到消滅業力果報 (懺悔2國語) 01:38:56 https://youtu.be/J3VIGO472‐g
50 2017/7/8 高階 深層《西藏度亡經》 深層《西藏度亡經》1 國語:臨終訣要與救度精華 02:49:21 https://youtu.be/CWxQgDzSSx4
51 2017/12/18 高階 深層《西藏度亡經》 深層《西藏度亡經》2 國語:死後能量轉變與萬物起源的奧秘 01:52:30 https://youtu.be/l9fbygGjuw8
52 2018/1/18 高階 深層《西藏度亡經》 深層《西藏度亡經》3 國語:死後之投胎前的危機處理 啤嗎哈尊金剛上師 敦珠佛學會 01:17:30 https://youtu.be/Ut9_mQaK5Gc
53 2018/1/25 高階 深層《西藏度亡經》 深層《西藏度亡經》4 國語:投胎的胎門是怎樣的，可以選擇嗎？ 01:25:53 https://youtu.be/fnobIqymqDU
54 2018/3/12 高階 深層《西藏度亡經》 深層《西藏度亡經》5 國語:死後四十九日內要修什麼能快速法往生淨土或成佛？ 01:26:30 https://youtu.be/_eg6WubO4X8
55 2017/10/11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空性菩提心」正解及「大圓滿」口訣與「狂智」的謬誤 - 國語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1)國語 01:59:28 https://youtu.be/Kv23fQ0KJ7E
56 2017/11/10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啟動進入「法界」成佛程式的觀修方法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2)國語 02:12:03 https://youtu.be/PjkLSJXaRcM
57 2017/12/12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生死竅門的教法之「成法身佛」的口訣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3) 國語 02:06:25 https://youtu.be/VX9w‐y12qU4
58 2018/1/3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生死竅門教法2「成報身佛的口訣、心經觀修口訣及詳解」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4)國語 2:17:55 https://youtu.be/8RXff9AhEE4

59 2018/1/31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生死竅門的教法3「成化身佛」的口訣及《大圓滿》與《心經》的觀修口訣對比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5)國語

2:37:36 https://youtu.be/b‐mPM1VliY8

60 2018/2/26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對比「心經、金剛經、大圓滿」的日常生活觀修口訣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6)國語 2:23:35 https://youtu.be/gwoPl3Rfu88
61 2018/4/6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心經》的「五蘊性空」口訣是怎樣觀修的?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7)國語 1:41:46 https://youtu.be/A2jIZWtUNEg
62 2018/5/2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日常生活中「大圓滿」的「空性：非有非空」觀修口訣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8)國語 2:49:33 https://youtu.be/ag7r6aFzm0M
63 2018/5/24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怎樣以「空性」觀修慈悲來脫離情緒中的痛苦呢?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9)國語 2:17:38 https://youtu.be/DxYBp7WnQKg
64 2018/7/18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金剛經》的「住相與不住相」修行有什麼分別?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10)國語 3:27:57 https://youtu.be/QgX9syZFDT8
65 2018/9/14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積聚無量福德的方法就在《金剛經》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11)國語 2:30:14 https://youtu.be/‐sd4GLmbmHc
66 2018/11/1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佛無處不在，為什麼還要我們唸佛號才知道要來救我們呢?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12)國語 3:46:41 https://youtu.be/Sl4XYDBIsKI
67 2018/11/26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成功率高的往生淨土方法是什麼？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13)國語 2:18:15 https://youtu.be/T6ToiKM‐524
68 2019/1/2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往生淨土訣要及避免著魔的《金剛經》方法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14)國語 4:29:56 https://youtu.be/N4iwK9cUGRo
69 2019/1/21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常唸《地藏經》會否連結地獄及佛教能否不分宗派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15)國語 3:49:06 https://youtu.be/UgTcXrVid5Q
70 2019/2/19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成佛時獲取「法、報、化」三身成就所引發的千古之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16)國語 2:39:52 https://youtu.be/Lv4MWnUSldI

71 2019/3/23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高修行境界「樂、明、無念」的「樂」為什麼會引發走火入魔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17)國語 2:33:40 https://youtu.be/AG6sMD7MURY

72 2019/5/30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具有「證量」的修行人的特徵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18)國語 2:06:51 https://youtu.be/nIOPqa5c2V4
73 2019/6/24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禪修的過患及解決的方法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 19)國語 2:55:21 https://youtu.be/Z9nciM2yp‐o

74 2019/9/3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金剛經》口訣「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怎樣運用於「樂、明、無念」的境界呢?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方法20)國語

2:53:39 https://youtu.be/DC9oHIRZmKw

75 2019/9/16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如何「修心」才能夠與《金剛經》的教法吻合呢?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21)國語 2:13:51 https://youtu.be/DhCyotKPcY8
76 2019/10/23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運用《金剛經》口訣化解性格中的死穴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22)國語 2:06:28 https://youtu.be/0u5HEJdMSPE
77 2020/1/13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以《金剛經》口訣破除不斷輪迴的命運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23)國語 2:15:41 https://youtu.be/‐va3SweuXdE
78 2020/1/22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平行時空的因果報應究竟有多可怕呢?應該怎樣化解?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24)國語 2:35:14 https://youtu.be/Grk5qpdXaOA
79 2020/2/26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因果報應「累積及化解」的重點與方法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25)國語 2:36:54 https://youtu.be/MQAaq6E6g4E
80 2020/2/28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大型的惡果報要用什麼方法來化解呢?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26)國語 2:58:55 https://youtu.be/YFwFZarAMmo
81 2020/3/11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五智」與《金剛經》口訣的運用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27)國語 2:58:02 https://youtu.be/KvAL2bZzyDQ
82 2020/5/2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以《金剛經》口訣脫地獄道的修行方法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28)國語 3:09:01 https://youtu.be/fH5b‐XVUcKQ
83 2020/6/25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以《金剛經》口訣化解「妒忌、嗔恨、報復心」的方法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29)國語 4:08:43 https://youtu.be/KpRQFNO8I_E
84 2020/7/21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決定修行的成功與失敗的第一步是什麼?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30) 國語 2:55:08 https://youtu.be/5JlqITetpNA
85 2022/3/23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信心是修行成功的基石，如何與《金剛經》的口訣配合? - 國語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31) 2:59:35 https://youtu.be/aly4e9TPmYE

86 2022/4/4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即生/即身」修行成就的秘訣 - 國語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32) 2:31:05 https://youtu.be/TvQEmyHoM2A

87 2022/4/11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要具有什麼條件才可以「即生或即身」成佛呢？ - 國語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33) 3:19:20 https://youtu.be/38RDTKF00SI

88 2022/5/28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以《金剛經》口訣及「五智」化解「惡念」及修持「十信」的方法 - 國語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
34)

2:31:21 https://youtu.be/hS6Brd_o7Dw

89 2022/6/29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改變「果報」的唯一方法是什麼? - 國語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35) 1:57:34 https://youtu.be/mqDh6feM0YY



90 2012/3/31 初階 救助將逝或已逝親友須知 中陰文武百尊之殊勝處(粵語中文字幕) 21:14 http://youtu.be/5H6x72r9SE4
91 2014/6/21 初階 救助將逝或已逝親友須知 廻向功德給予先人的重要性 (粵語中文字幕 18:30 https://youtu.be/2DG8W5_IM7E

92 2015/10/22 初階 救助將逝或已逝親友須知 如何幫助去世的親友 (粵語中文字幕) 30:00 https://youtu.be/lMCpA423XoI
93 2017/1/14 初階 救助將逝或已逝親友須知 能否「往生佛淨土」的三種重要條件-2016年大型公開講座(粵語中文字幕) 02:53:07 https://youtu.be/9wHi6bote7M
94 2017/2/26 初階 救助將逝或已逝親友須知 往生時的直接救助 (粵語版) 30:50 https://youtu.be/JtXMIZEhHVc
95 2018/8/21 初階 救助將逝或已逝親友須知 死後面對六種危機的解決方法(粵語中文字幕) 01:19:53 https://youtu.be/XFyZbQTf1xQ
96 2019/4/4 初階 救助將逝或已逝親友須知 應該怎樣協助逝去的親友2019 (粵語中文字幕) 1:20:08 https://youtu.be/0zRoKVKuIrI
97 2020/4/9 初階 救助將逝或已逝親友須知 救助將逝或已逝親友須知2020 及「文武百尊」簡介 (粵語中文字幕) 3:01:32 https://youtu.be/lV0Xj7OM2YA
98 2021/4/8 初階 救助將逝或已逝親友須知 見到《西藏度亡經》的死後景象個案解釋 (粵語中文字幕) 2:30:08 https://youtu.be/3OKQUnnVrns
99 2020/9/2 初階 救助將逝或已逝親友須知 如何為即將面對死亡的親友做好準備2020 (粵語中文字幕) 1:40:58 https://youtu.be/pXf49EfjDFw
100 2021/8/28 初階 救助將逝或已逝親友須知 面對自己及親友的死亡應做什麼的準備 2021 (粵語中文字幕) 2:20:48 https://youtu.be/D3ku75GRbOg
101 2022/4/6 初階 救助將逝或已逝親友須知 如何調整喪親情緒及處理親友的死亡 蓮師口訣怎樣解(粵語中文字幕) 1:55:19 https://youtu.be/W5bAxsfKGB4

102 2022/8/10 初階 救助將逝或已逝親友須知 處理死亡投生及協助親友須知 (粵語中文字幕) 1:31:12 https://youtu.be/XD4_pB1YqWU

103 2014/6/21 初階 積聚功德 廻向功德給予先人的重要性 (粵語中文字幕) 18:29 http://youtu.be/2DG8W5_IM7E
104 2017/2/1 初階 積聚功德 如何才能積聚真正的功德(粵語中文字幕) 01:29:29 https://youtu.be/XPxceXy3XQw
105 2016/3/3 初階 積聚功德 「百字明」的由來、意義、功德、與持誦的方法 (粵語中文字幕) 01:03:57 https://youtu.be/NhsqVmt_x9Q
106 2016/2/24 中階 事師五十頌 事師五十頌1(粵語中文字幕) 01:45:35 https://youtu.be/XcVWPXfivhU
107 2016/2/29 中階 事師五十頌 事師五十頌2 (粵語中文字幕) 50:05 https://youtu.be/15_Uhpft1Ao
108 2016/2/29 中階 事師五十頌 事師五十頌3 (粵語中文字幕) 01:13:51 https://youtu.be/9i8TgXnDwPA
109 2016/2/29 中階 事師五十頌 事師五十頌4 (粵語中文字幕) 01:07:46 https://youtu.be/7HrUgbGB_5E
110 2016/2/29 中階 事師五十頌 事師五十頌5 (粵語中文字幕) 01:11:51 https://youtu.be/DvbkMEWgkdQ
111 2016/2/29 中階 事師五十頌 事師五十頌6 (粵語中文字幕) 01:20:11 https://youtu.be/gqDI33PrRqg
112 2016/2/29 中階 事師五十頌 事師五十頌7 (粵語中文字幕) 01:29:09 https://youtu.be/DBevx70zd1A
113 2016/6/21 中階 開示 佛法中的智仁勇如何生起及運用(粵語中文字幕) 28:29 https://youtu.be/zHQQH1EwM8I
114 2018/7/30 中階 開示 三皈依與四皈依的不同處與實修時的感應 (粵語中文字幕) 40:38 https://youtu.be/4CB0d3nHd7o
115 2015/3/2 中階 生與死專家分享 Dr  Fenwick 意識與人腦是否一體？ (中文字幕) 59:14 http://youtu.be/1H0k2rl7rPk
116 2015/3/17 中階 生與死專家分享 Professor Haraldsson死後生命的信仰與輪迴 (中文字幕) 01:09:46 http://youtu.be/Pp0uZCNf3ho
117 2015/4/8 中階 生與死專家分享 Dr. van Lommel非區限的意識 (中文字幕) 01:06:59 http://youtu.be/JJQiftW1KPo
118 2016/7/31 高階 往生淨土 往生淨土或脫離輪迴或成佛的成敗關鍵與觀音成道的啟示 (粵語中文字幕) 01:27:49 https://youtu.be/cIUhQO‐bzMA

119 2021/1/18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果報」出現時可以反抗嗎?生起「平等性智」的方法 - 粵語中文字幕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36) 2:18:47 https://youtu.be/_BJdpEo2r2Q

120 2021/2/24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怎樣運用「修心程序」及「十信」來解決生活中的難題? - 粵語中文字幕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
37)

2:00:45 https://youtu.be/‐mAi8w4iLS8

121 2021/3/16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以《金剛經、心經》口訣拆解難題及五種影響投胎的危險 - 粵語中文字幕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
38)

2:13:26 https://youtu.be/NaIDiZKwmVI

122 2021/5/24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密宗顯教及小乘「除煩惱」的方法及分別 - 粵語中文字幕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39) 2:04:35 https://youtu.be/Tc7O7RCVd5M

123 2021/6/30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運用《金剛經口訣》：「不住相負面情緒、創造正向思維」的方法 - 粵語中文字幕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
觀修方法40)

2:31:42 https://youtu.be/_lQNZbel7A8

124 2021/7/13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如何判別某個宗教/教派是否有協助眾生永遠脫離痛苦及獲得永恒快樂的能力呢? - 粵語中文字幕 (慈悲
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41)

2:34:43 https://youtu.be/kXkxhFe9XMc

125 2021/10/3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佛教各種修行方法的成效及速度差距有幾大呢? - 粵語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42) 2:47:41 https://youtu.be/2VwLk1WLNDk
126 2021/11/2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密宗「即身/生成佛」的助力是什麼? - 粵語中文字幕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43) 2:07:35 https://youtu.be/ZlQ_rsxkxHg
127 2021/12/17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死後進入「鬼道/停留中陰身」的救急方法 - 粵語中文字幕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44) 2:15:22 https://youtu.be/HurPU1i6x4s
128 2022/1/1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進入天界/佛淨土的捷徑方法及九次第定 - 粵語中文字幕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45) 2:26:05 https://youtu.be/Rdl_gycF2Bk

129 2022/1/16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即生或即身成佛」與修習「大圓滿」的先決條件及捷徑; 愛得太深的後果 - 粵語中文字幕 (慈悲心與
菩提心的觀修方法46)

2:24:28 https://youtu.be/STOOLGObKLo

130 2022/3/29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祈福、發願的方法與因果的關係 - 佛陀親述的答案 (粵語中文字幕) ‐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47) 2:27:11 https://youtu.be/q7ut4xvASas

131 2022/5/9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修習光明在佛法中的意義。修行人「觀想光明」，是否可以「即身/即生」往生佛剎土/成佛呢？(粵語中
文字幕) -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48

2:27:56 https://youtu.be/htDWvDdaKPE

以下的影片是「粵語中文字幕」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系列，由第36集開始，不會再配有國語版，只會有「粵語中文字幕版」。但第1至35集則備有「國語版」。)



132 2022/6/13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世間智慧與出世間智慧和聰明三者的分別 (中文字幕) ▏「生命提升」的關鍵因素 ▏外教與佛教的分別
及結果 (粵語)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49

2:44:12 https://youtu.be/V3ToII71Qys

133 2022/7/20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可以平息痛苦的「空性」修法 ▏怎樣決定一種「戒律」是一種束縛抑或是一種「覺性」呢？ (粵語中文
字幕)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50

2:44:13 https://youtu.be/N_sYBZWUGk8

134 2022/9/14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單憑觀想/念佛號咒語的修行能否往生西方極樂國土或成佛 ▏錯誤的觀想會否引致更嚴重的後果？ ▏空
性：非有非空智慧的秘密  ▏(粵語中文字幕) ▏慈悲心與菩提心觀修方法51

2:16:07 https://youtu.be/UKQOwNuXACY

135 2022/10/24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悟「無生法忍」屬於什麼級數的菩薩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是否代表不用輪迴 ▏閉關的重要性 ▏(粵語
中文字幕)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52

3:04:58 https://youtu.be/oxjiTEaUBiY

136 2022/11/17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不會產生煩惱的奇妙方法 ▏「無生法忍」可以透過怎樣的情况「悟得」呢 ？ ▏要高成功率地投生「西
方極樂國土」的最佳方法是什麼？▏(粵語中文字幕)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方法53

2:31:11 https://youtu.be/vCCmtCuQZcU

137 2022/12/7 高階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觀修
七種協助你「脫離輪迴/成佛」的「覺性」▏「第一念」的重要性 ▏(粵語中文字幕) 慈悲心與菩提心的
觀修方法54

2:37:57 https://youtu.be/I4MUwJsPW9Q

敦珠佛學會需要您的鼎力支持! 請捐助本會的弘法事業及YouTube影片製作，捐款頁面：https://goo.gl/frGJd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