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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倩琦、鄭家成

江妙吉祥、王聯章、陳慧文、陳李文薇、申士炤、章彩玲、
楊達人、黃濤、陳芸、金思莊、神秀蘭、梁銳球

李潤生、羅德光、趙國森、岑寬華、陳雁姿、陳達志、
李葛夫、辛漢威、陳國釗、麥國豪

鄭明娟、趙敬邦、趙錦鳳

麥國豪

羅德光

陳達志 (秘書)、鄭明娟、趙錦鳳

岑寬華 (司庫)

李葛夫 (主任)、陳雁姿 (副主任)、辛漢威、趙敬邦、趙錦鳳

趙錦鳳 (組長)、李潤生、羅德光、麥國豪、趙國森、陳達志、
岑寬華、陳國釗、張漢釗、鄭明娟、趙敬邦、鄭慧儀、容慈珊

羅德光 (主任)、麥國豪 (副主任)、鄭明娟

辛漢威 (主任)、麥國豪 (副主任)

永久會員325人 (截至2021年10月24日)

普通會員13人 (截至2021年10月23日已繳交本年度會費)

338人

二零二一年董事會成員、各部組織及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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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工作

1.) 本會與「三輪佛學社」及「世界佛教友誼會港澳總會」合辦
第55屆佛學星期班及第15屆佛學進修班
佛學星期班 上課地點：「佛教法相學會」九龍彌敦道328-342A儉德大廈14字樓F-G室
佛學進修班 上課地點：「三輪佛學社」九龍佐敦道18-24號鴻運大廈14字樓G-H座
上課日期：2021年4月25日至11月14日（逢星期日），並於11月21日舉行結業禮。
錄影上載YouTube及本會網頁重温。

(逢星期五)
2.) 本會與「香港佛教真言宗女居士林」合辦講座

趙國森主講：《攝大乘論》及諸釋對讀 (續2019年)
地點：香港佛教真言宗女居士林
因疫情關係，講座只作錄影並於本會YouTube頻道播放。

4.) 本會與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合辦公開講座
「淨土世界的開展」
地點：香港大學演講廳進行
日期、講者及講題分別為：

(逢星期五)

(逢星期日)

(逢星期日)

(逢星期二)

3.) 本會與「香港佛教真言宗居士林、女居士林」合辦講座
張漢釗主講：《大乘百法明門論》
地點：香港佛教真言宗女居士林
由10月8日開始面授，講座錄影上載至YouTube頻道及本會網頁影音重温。

張漢釗主講：《現觀莊嚴論》(續2019年)
地點：香港佛教真言宗女居士林
講座於2月28日復課，僅作錄影；5月2日恢復面授，至6月6日完結。
講座錄影上載至YouTube頻道及本會網頁影音重温。

張漢釗主講：《大乘廣五蘊論》
地點：香港佛教真言宗女居士林
講座於6月13日開始面授，錄影上載至YouTube頻道及本會網頁影音重温。

第四屆第三輪《佛經選要》講座
地點：佛教法相學會
講座由2021年3月2日恢復面授及網上直播，至4月27日完結。
於2021年完成的禪宗講者有：王慧儀、譚耀華、王鈺堦

淨土講座合共四講，以面授及網上直播形式進行，有關講座錄影已上載至
YouTube頻道及本會網頁影音重温。

從犍陀羅看彌勒淨土信仰的興起與傳播
《西方要決》有關往生阿彌陀佛淨土的問題
華藏莊嚴世界海《華嚴經》中的淨土
淨土法門的禪修方法

區佩儀博士
張漢釗先生
趙敬邦博士
陳雁姿博士

21.07.2021
28.07.2021
04.08.2021
11.08.2021

日期     講者         講題



＊以上書刊，歡迎到本會會址索取。另，上述部分書刊亦已寄送包括香港、美加、台灣、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地的佛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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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工作

出版及編輯工作

5.) YouTube頻道網上佛學短講
每星期或每兩星期1講，每講約30分鐘。短片上載本會YouTube頻道。2021年參與的講者共11位，
包括陳浩衡、黎錦和、李秀芳、吳炳榮、王慧儀、羅偉輝、道成、鄭紫薇、趙錦鳳、道儀、余紫霞。

專欄文章︰

出版及編輯︰

佛門網「法相津塗」專欄 (約兩星期1次)
作者包括：蔣錦兆、麥國豪、趙敬邦、李嘉偉、姚雯雯、黃首鋼、吳國寧、
鄭紫薇、吳炳榮、黃彥鳳、羅偉輝、趙錦鳳、陳芷涵。

(逢星期一)

(逢星期三)

(逢星期四)

(逢星期日)

(星期六)

(星期日)

6.) 於本會會址舉行之經常性活動
岑寬華主講：「《阿含經》的智慧．禪法與禪思」(續2018年)
由8月2日至12月20日進行，包括面授和網課，錄影可在本會網站重温

張漢釗主講：「《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地波羅蜜多品〉、〈如來成所作事品〉圓測疏節要」(續2019年)
由3月3日至9月29日進行網課，錄影可在本會網站重温

陳雁姿主講：「《瑜伽師地論‧本地分》」(續講)
由7月8日至9月30日進行，包括面授和網課，錄影可在本會網站重温

岑寬華教導靜坐進修班（共兩班）
由11月28日至2022年1月23日

趙國森、陳國釗主持「讀書會」，每月1次

陳森田主持「佛學研習小組」，每月1次

第四冊(有尋有伺等三地，卷6-7)

撰著者：陳琼璀

《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解讀
第一冊

撰著者：陳雁姿

《顯揚聖教論》解讀

第二冊(意地)

撰著者：李嘉偉

《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解讀
講授者：羅時憲

《西方要決》講記
第三冊(有尋有伺等三地，卷4-5)

撰著者：李嘉偉、向瑞屏、陳雁姿

《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解讀



(13講)

《瑜伽師地論‧聲聞地》
講者：陳雁姿

(16講)

《阿含經》的智慧‧禪法與禪思
講者：岑寬華

(39講)

《解深密經》圓測疏節要
講者：張漢釗

(29講)

2021年第55屆佛學星期班(初班)
講者：眾老師

(17講)

《攝大乘論》及釋諸譯對讀
講者：趙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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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組

電子書
‧「《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解讀」第二至四冊
‧「《顯揚聖教論》解讀」第一冊
‧「《西方要決》講記」

專欄「唯識學誌」
‧陳森田撰寫〈成唯識論解讀〉，逢星期四(每兩星期1篇)。

其他
‧法相唯識學特藏書庫
 特藏書庫收集法相唯識學書籍，同學可在會址自由閱讀，暫不外借。
 2021年增添了23本書籍。

温暖人間專訪
‧岑寬華接受《温暖人間》專訪，並製作〈傳承弘法宗風〉短片，上載至本會YouTube頻道。
‧文章〈弘法宗風，不懈求突破〉刊登於温暖人間第579期。
 短片及文章上載本會網頁「人物專訪」一欄中。

‧在本會會址直播的講座

‧本會與三輪佛學社及世界佛教友誼會港澳分區總會合辦講座 ‧本會在香港佛教真言宗女居士林合辦講座

本年上載以下講座於本會網頁及YouTube



(19講)

《現觀莊嚴論》
講者：張漢釗

(23講)

《大乘廣五蘊論》
講者：張漢釗

(5講)

《大乘百法明門論》
講者：張漢釗

‧本會與香港佛教真言宗居士林、女居士林合辦講座

(81講)
「佛學選講」系列

‧YouTube頻道網上佛學短講

講者：黎錦和
講者：陳浩衡
講者：李秀芳
講者：吳炳榮
講者：王慧儀
講者：羅偉輝
講者：道成
講者：鄭紫薇
講者：趙錦鳳
講者：道儀
講者：余紫霞

佛學選講系列：
密教講習   (10講) 
華嚴宗思想義理   (15講) 
《妙法蓮華經》    (14講) 
佛教與科學   (7講)  
教外別傳   (12講) 
善財童子的參學   (7講) 
修行〈解脫道〉之種性及資糧  (4講)  
由業果輪迴到阿賴耶識  (7講)  
《大乘離文字普光明藏經》  (2講)  
心經    (2講)  
四種攝事   (1講)  

(4講)
「淨土世界的開展」講座系列

‧本會與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聯合主辦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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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組

淨土世界的開展講座系列：
(i) 從犍陀羅看彌勒淨土信仰的興起與傳播  講者：區佩儀博士

(ii) 《西方要決》有關往生阿彌陀佛淨土的問題 講者：張漢釗先生

(iii) 華藏莊嚴世界海：《華嚴經》中的淨土  講者：趙敬邦博士

(iv) 淨土法門的禪修方法    講者：陳雁姿博士

已整理港大漢文佛典課程第四屆第四年課程
《肇論》選    陳森田老師
《金師子章》(必修)   趙國森老師
《六祖壇經》選(必修)  陳雁姿老師
《法華玄義》選(必修)  李葛夫老師
《密宗道次第論》選   辛漢威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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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組

其他事務：法事

‧誦瑜伽菩薩戒
 於4月舉行，不對外開放

‧羅時憲教授往生廿八周年誦經法會
 於12月12日(星期六)在本會會址虔誦《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彌勒上生經》及彌勒如來聖號。

(6講)

「空宗與有宗」
講者：羅時憲

(8講)

「禪宗」
講者：羅時憲

(10講)

「因明學要義」(安省)
講者：李潤生

(6講)

「佛家的禪學」
講者：羅時憲

(38講)

《解深密經》
講者：羅時憲

(4講)

《十二門論》
講者：李潤生

(7講)

「因明真值量化的探討」(安省)
講者：李潤生

講座字幕製作進度
本年度已於YouTube頻道發佈以下講座影音的字幕版，合共79講。

新增教學設備
新增MAXHUB Whiteboard - V5 Classic電子白板

電子捐款
今年Paypal電子捐款正式使用



捐助學會
「佛教法相學會弘法資源有限公司」為註冊慈善機構，捐助港幣$100或以上者，憑本會發出之收據，可作
慈善捐獻稅務減免之用。捐助方法包括：

1)郵寄支票
抬頭「佛教法相學會弘法資源有限公司」，並於支票背面註明「捐助佛教法相學會日常經費」或其他項
目，並另紙附上捐款人姓名、聯絡電話、地址（寄回捐款收據用），一併郵寄至本會。

2)現金支付
於辦公時間到本會交給職員，惟因收據需本會董事簽發，未可即時發出收據，於日後郵寄至府上。

3)櫃員機或網上銀行轉帳
請存入恒生銀行(024)戶口281-8-177-301，戶口名稱為「佛教法相學會弘法資源有限公司」，並把存根郵寄
至本會；或以截圖方式電郵至donation@dhalbi.org或至Whatsapp: 5506 8710。來郵敬請附上姓名、地
址及電話，以便郵寄收據至府上及方便本會核數。歡迎在網上銀行服務中，設置「常行指示」，自動定期
定額捐助本會。

4)Paypal
歡迎掃瞄以下QR Code或直接透過Paypal捐款http：//paypal.me/dhalbi，並請在附註欄填上捐助項目，
如：「日常經費」。另可在Paypal付款頁中，填上收款人donation@dhalbi.org辦理。

會員申請
簡介：
本學會成立於一九六五年，為政府認可之註冊佛教慈善團體。本學會以宣揚佛教法相唯識的學理為宗，
並旁及研究其他教派為輔。本學會經常舉辦各種佛學講座，歡迎會友及教內、外人士參加，費用全免。
此外，本會所出版之佛學學術刊物，頗得學術界推崇。另外，本會常與其他佛教團體合辦佛學班，每月定
期誦戒，願諸有情離苦得樂。本會歡迎各界有志研習佛法人士入會。

填妥表格，連同支票(普通會員年費為五十元，永久會員一次過入會費為五百元。支票抬頭「佛教法相學會
有限公司」)，逕交九龍彌敦道328-342A，儉德大廈14字樓F-G室：佛教法相學會，待董事會議決通過，即
可成為本學會正式會員。申請人可掃瞄以下QR Code下載入會表格，或於辦公時間內親臨本會索取。

鳴謝

本會獲 陳廷驊基金會 捐助
部分弘法經費，特此鳴謝。

本網站由 鄭家成先生 發心資助，於2005年初
轉用快速伺服器運作及2020新網頁製作。

及各位助印功德主

www.dhalbi.org

佛教法相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