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貴的 安陽仁波切
HIS EMINENCE“CHÖJE” AYANG RINPOCHE

來港傳授
來港傳授破哇
傳授破哇法
破哇法
2013 年 12 月 20 日至 30 日
死亡是一個不想面對的話題，
死亡是一個不想面對的話題，有人甚至不願意想起它。
有人甚至不願意想起它。
但安陽仁波切説：
但安陽仁波切説：

惟有認識死亡，
才不會虛度此生。＂
“惟有認識死亡
，才不會虛度此生
。＂
人身是極之珍貴難得，縱然人身已得，但是在我們還未覺察到生命是
如此短暫、死神的降臨會是如此快速，生命就已經悴然結束了。正因
為我們怠惰的習性，總是將修行不斷推遲，當死亡真正來臨時，我們
祗有無奈的接受。
破哇法（死亡時的遷識法）是金剛乘法門中最直接及最快速的法門，
就算身負極重惡業者，透過修持‘破哇法’亦能得到機會證悟佛果。
尊貴的 安陽仁波切是現世的破瓦法大師，總持了直貢和寧瑪的破哇法
之傳承，且每年在印度菩提迦耶舉行破哇法會教授全球的弟子。仁波
切他專門並致力傳授破瓦法，這個能夠於死亡一刻得到解脫的珍貴教
法。
今年，尊貴的安陽仁波切將親臨香港傳授破哇法。請勿錯過此難得的
機會。

日期：2013 年 12 月 20 日至 30 日 （請見附頁每日時間表）
地點：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40 號國華大樓 5 字樓 菩薩行基金會
菩薩行基金會
英語教授，粵語翻譯。
參加辦法:
參加辦法
參加者必需先行報名，請填妥報名表格，連同報名費，交往本中心，或連同支票郵寄至本會。恕不接
受電話留位及現場報名。因中心並非每天開放，請先致電聯絡開放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2013 年 12 月 1 日。
報名費:
報名費
參加者每位港幣一千五百元正。（六十五歲或以上長者每位港幣五百元正。）費用用作分擔上師、喇
嘛及翻譯來港機票及食宿，以及其他法會開支，所有盈餘悉數撥捐安陽仁波切之佛行事業。費用包括
修法法本及觀想法照一套。（支票抬頭：Amitabha Foundation Ltd）
中心網址: http://www.amitabhafoundation.hk/ 電郵: info@amitabhafoundation.hk
查詢電話：28821032(中心) / 51065430 (可 whatsapp, wechat)
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 2-6 號華都大廈 13 樓 A 室
* 感謝菩薩行基金會借出場地, 特此致謝!

法會時間表
12 月 20 日
(星期五)

9am – 12pm
3pm – 5pm
7pm – 9pm

阿彌陀佛灌頂 Buddha Amitabha Empowerment
阿彌陀佛灌頂(續) Buddha Amitabha Empowerment continue
破哇法教授 Phowa Teaching

12 月 21 日
(星期六)

9am – 12pm
3pm – 6pm

破哇法教授(續) Phowa Teaching (Continued)
破哇法教授(續) Phowa Teaching (Continued)

12 月 22 日
(星期日)

3pm – 5:30pm
7pm – 9pm

寧瑪破哇法口傳加持 Nyingma Phowa Oral Transmission Blessing
金剛薩埵觀修教授 Vajrasattva Visualization teaching

12 月 23 日
(星期一)

9am – 12pm
3pm – 7pm

寧瑪破哇實修 Nyingma Phowa Practice
直貢破哇法教授 Drikung Phowa Teaching

12 月 24 日
(星期二)

9am – 12pm

直貢破哇口傳加持 Drikung Phowa Oral Transmission Blessing

3pm – 6pm

直貢破哇實修 Drikung Phowa Practice

12 月 25 日
(星期三)

9am – 12pm
3pm – 6pm

阿彌陀佛觀修教授 Buddha Amitabha Meditation and Visualization
寧瑪破哇實修 Nyingma Phowa Practice

12 月 26 日
(星期四)

9am – 12pm
3pm – 5pm
7pm – 9pm

三精良教授 Three Excellence Teaching
直貢破哇實修 Drikung Phowa Practice
阿彌陀佛簡軌實修 Namchu Amitabha Short Sadhana Practice

12 月 27 日
(星期五)

9am – 12pm
3pm – 5pm

密勒日巴薈供 Milarepa Tsog Offering Prayer
如何在臨終時為亡者修持破哇法之教授
Teaching on doing Phowa for others at the moment of death
寧瑪破哇實修 Nyingma Phowa Practice

7pm – 9pm
12 月 28 日
(星期六)

3pm – 5pm

如何在臨終時為自身修持破哇法之教授
Teaching on doing Phowa for oneself at the moment of death
直貢破哇短軌實修 Short Drikung Phowa Practice

12 月 29 日
(星期日)

3pm – 6pm
7:30pm – 9pm

日常修持破哇法之教授 Instruction on Phowa practice after the course
寧瑪破哇短軌實修 Short Nyingma Phowa practice

12 月 30 日
(星期一)

9 am – 12 pm
2 pm – 7 pm

阿彌陀佛薈供 Buddha Amitabha Tsog Offering Prayer

9am – 12pm

時間若有變動依法會現場公佈為準。有關任何更新可瀏覽 http://www.amitabhafoundation.hk/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因此法特殊，已報名的師兄務必全程參加；若無法全程參加，則需事先請示仁波切。若無請示者，
則恕不允許半途參加。未獲批准而缺席，有可能被拒繼續餘下之課程。(已接受 安陽仁波切完整破哇
教授之弟子，則不在此限。請於報名表格內填寫有關資料)
 所有法會及開示只接受已報名的師兄參加及進入法會場地。
 是次課程非以閉關形式進行，但法會期間請盡量茹素。

"破哇 (遷識)
遷識) 法"
生命是短暫的，從我們投生在這個世上那一刻開始，不管我們喜歡與否，死亡是我們一生中最懼怕的、最
難面對的、而又是必然降臨的其中一件大事，它不分貧賤富貴、種族、宗教信仰、聰明或愚蠢，不管是我
們的至親或是我們的敵人都無一幸免。自有歷史以來人類就不斷探索追求長生不老術以繼續享用現有的財
富、權力和享樂；與此同時亦不斷的有人為了要從肉體上或心靈上的痛苦中得到解脫而尋求迅速而無痛苦
地結束自己的生命。生命與死亡、痛苦與快樂這些相互對立的問題我們應如何處理和面對呢?
作為佛教徒和密乘的修行人我們應當對寶貴難得的人身、輪迴是苦、因果業報、生死無常等道理有很確切
的認識和信解。死亡是不一定可以預知的，它可能是一個漫長的、令我們有度日如年痛不欲生的艱苦歷
程，它亦極可能是在我們毫無心理準備下驟然降臨，令我們束手無策、徬徨無助。如果我們對死亡認識不
足或者有所誤解，那麼當死亡真正來臨的時候，對於所感受到死亡前的種種幻覺、現象，我們的心會感到
非常迷惑、混亂和充滿恐懼；因此愈早認知如何面對死亡、死亡時應修持何種法門，愈是對我們有利，亦
能幫助自己和他人消除對死亡的恐懼。
『破哇』法又名『遷識』法是密乘種種修法中最簡易、而又能迅速成就佛果，亦是求生西方阿彌陀佛淨土
而能決定往生的法門之一。現代人生活繁忙，加上懶散的習性，要長期找到足夠時間修法實在是非常困
難，『破哇』法修法簡單容易，是最適合現代人的法門。

尊貴的安陽仁波切
尊貴的安陽仁波切誕生於東藏的游牧家庭中，在他誕生時曾出現許多不可思議的徵兆。後來他被許多大成
就者認證為直貢噶舉上師乘願轉世的仁波切，這些大成就者包括：安陽竹千登巴寧巴、梅龍竹千、崔惹姜
貢、赤札仁波切（直貢噶舉法王的親教師），以及第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仁波切早期在直貢噶舉的主寺直貢梯寺接受佛法教育，後來又進入名為太陽花園的直貢佛學院繼續深造。
仁波切從直貢噶舉偉大的上師寧桑秋巴那裡領受了所有珍寶伏藏及噶舉密咒藏的灌頂，直貢噶舉法王的第
二位親教師安陽桑騰則授予仁波切那洛六法及大手印的教法；並自堪布欽瑟桑波處領受到所有龍欽心髓的
灌頂以及寧瑪傳承的頗瓦法教授；他也從寧瑪巴大瑜珈士拉霍邱達仁波切處領受習得寧瑪傳承的心要。
在完成學業且得到許多殊勝的教法之後，仁波切開始拜訪蓮花生大士在西藏曾經駐留的各處聖地展開朝聖
之旅。在蓮師曾長駐修習頗瓦法的聖地普龍，仁波切在該地完成一段長期的閉關之後，舉辦了一場薈供，
鄰近的許多龍族悉聞與會並備辦供養，在仁波切持誦蓮師心咒時，於仁波切閉關處繞行不絕，尊貴的安陽
仁波切感受到這個殊勝的吉祥徵兆，也意識到日後他將可能在國外弘揚教授頗瓦法。
離開西藏後，仁波切在拉薩得到尊貴的達賴喇嘛授予時輪金剛灌頂，以及在印度倫德，由尊貴的第十六世
大寶法王給予「大手印全藏」及「噶舉百位重要本尊集」口傳灌頂以及特殊的大手印傳承教授，而在不
丹，則由頂果欽哲仁波切處得到口訣藏（Dam Nag Dzod）的傳授，該法是總持所有灌頂及各派教法的
精義。仁波切同時總持寧瑪及直貢頗瓦法之傳承，並且完成了長期閉關的實修。
安陽仁波切同時也創立二個寺院，其一為桑騰雪都菩提寺，位在印度卡那塔邦的藏民區百拉庫比。另一個
為安陽祖古寺，安陽是直貢噶舉主寺直貢梯寺的一座分寺，位於康區（藏東），已有 435 年的歷史。

尊貴的 安陽仁波切
2013 香港破哇法會
參加表格
個人資料
姓名:

（中文）

性別:

□男

（英文）

□女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電郵地址:

□

六十五歲或以上長者請√此格，及請提供年齡証明。（如：長者咭）

是否曾經參加安陽仁波切教授的破哇法課程？（如菩提迦耶年度破哇法會等為期約九至十日的教授）
□ 是（請注明地點及年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從沒有參與過。

請選擇所需法本語文（每位報名人士可獲一份法本）：
□ 中文及藏文

□英文及藏文

你曾否參加過安陽仁波切其他教法?
□ 破哇法及中陰簡介
□ 金剛薩埵
□ 心的本性 True Nature of Mind
□ 忿怒蓮師

□阿彌陀佛十部修法
□金剛薩埵高層次修法
□阿企佛母修法
□文武百尊灌頂
□其他: (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問你從何得知是次法會?
□ 本會電郵
□ 海報

□法友通知
□報紙雜誌

□Facebook □本會網站
□其他: (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妥以上資料，於 12 月１日或之前連同報名費交回本中心，或連同支票一同寄回本中心(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 2-6

號華都大廈 13 樓 A 室)。本中心收妥後將會與閣下聯絡。因中心並非每天開放，請先致電聯絡開放時間。支票抬頭：
Amitabha Foundation Ltd。
報名費: 每位港幣一千五百元正。（六十五歲或以上長者，每位港幣五百元正。）
恕不接受電話留位及現場報名。
查詢電話：28821032 (中心) / 51065430 (可 whatsapp, wechat)

電郵: info@amitabhafoundation.hk

Amitabha Foundation Limited
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 2-6 號華都大廈 13 樓 A 室
http://www.amitabhafoundation.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