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寺的功德
捐建寺廟轉法輪利益衆生，不但自己種福田，家庭
社會，也因佛法的薰陶而受益，也能利及祖先亡者
。希望同門及善信大德積極護持，有錢出錢，有力
出力，早日把寺廟蓋起來，傳承真佛密法，讓有緣
衆生在真佛道場學習佛法，續佛慧燈。以下是其中
幾部佛經中記載贊助建寺與造佛像的功德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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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證堂購地
建寺籌款
敬師，重法，實修

若人發心起塔、建寺、造像，如是諸人等，
如見無數佛，自成無上道，廣度無數衆

如果三人共建一座佛塔，每個人
都能得到建一座佛塔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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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協力，
護持推廣真佛密法！

新加坡真佛宗圓證堂
Yuan Zheng Tang of True Buddha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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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漏的善法中，修經堂的功德最大。
-為僧衆修經堂，隨力支持隨喜者，將來
在此經堂內進行的所有聞思修行的善根，
皆同等獲得。

- 遇佛塔寺，或佛形像，躬自營辦供養布施。
是國王等，當得三劫為帝釋身。
- 或獨發心，或勸多人同共發心。如是等輩，
三十生中常為諸小國王，檀越之人，常為輪王。
-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所種善根，
或布施供養，或修補塔寺，或裝理經典，乃至
一毛一塵，一沙一渧，如是善事，但能回向自
家眷屬，或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即三生受樂，
舍一得萬報。

建造莊嚴廟宇與佛像、僧寶居住的
寺院等，使善處、善妙常駐，此無
量功德千千劫時也不會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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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宗簡介
創辦人――蓮生活佛(俗名盧勝彥)集修學道教、佛教
顯宗、佛教密宗、佛教禪宗的經歷，萃取精華，編成
適合現代人修持，且能速捷成就的『真佛密法』。
蓮生活佛的傳承來自于虛空和西藏四大教派的人間傳
承，是個開悟，明心見性的大成就者。自1982年旅居
美國西雅圖，以寫作、繪畫、開示等方式弘揚真佛密
法，全球皈依弟子逾五百萬，包括眾多知名的西藏活
佛。著作有273本以上,已經翻譯成日文、英文、葡萄
牙文、越南文、印尼文、西班牙文、法文、韓文等各
國文字,方便各國弟子閱讀。
「真佛宗」秉持了佛陀的精神，其宗旨是以佛法淨化
人間，以佛學美化人生，以佛理度化人心，幫助芸芸
眾生解脫煩惱，達到人人明心見性，自主生死。
No.9 Lorong 29 Geylang #04 - 01
Singapore 388065
+65 6741 1286 (TEL) +65 6749 9368 (FAX)
www.yuanzhengtang.org
yuanzhengtang@gmail.com

* Image is for illustration purposes only. Actual design might differ
from image indicated
图片仅供参考。实际设计可能与图片不同.

圓證堂簡介

建寺地點

付款方式

No. 38 Geylang Lorong 6 Singapore 399190

請打圈/Please Circle Method of Payment

KPE

成立于1984年，是新加坡真佛宗第一所真佛宗分堂。
當時注冊名稱為“靈仙精舍圓證堂（佛教）靜坐中心
”，活動地點最早設于 MANGIS ROAD，前後經過四次
的搬遷。

支票
Cheque

2008年12月，圓證堂榮幸承辦由蓮生活佛慈悲親臨新
加坡主壇圓滿殊勝的《時輪金剛大法會》，超逾6萬
名來自本地和世界各地的信衆參與，轟動一時，盛況
空前，同時也促進新加坡的旅遊業。

為何購地建寺
多年來，密教盛行于西藏，學習密法有語言上的障礙
。如今，蓮生活佛以華語在全球傳授密法，語言障礙
突破，信仰佛教廣大層面的華人獲得真正心靈上深入
的覺受。「真佛密法」是蓮生活佛一生證悟的心要結
晶，藉著文字教義、教本、實修儀軌和口頭教化。
「真佛行者」有一套完整的修持體系和目標。為了延
續傳承及擴充真佛密法在新加坡的長期發展，圓證堂
通過會員大會批准，購買第一段地皮興建寺廟，目前
正積極展開籌款，希望早日建寺落成。

Cheque must be crossed. Please indicate your personal info (name
and mobile number) at the back of the cheque.

Lor 4 Geylang

$1,200 捐款以上。可申請最長24個月分期付款。

For donations above $1,200. You may apply up to a max. of 24
months instalments. GIRO form available at Yuan Zheng Tang.

Lor 6 Geylang

1993年，正式更名為“真佛宗圓證堂”。1998年，機
緣成熟，買下芽籠29巷4樓永久地契，為新加坡的真
佛宗弟子提供一個可容納三百多人的的同修道場,以
“敬師、重法、實修”的理念，持續在新加坡推廣真
佛密法。

支票收款人為/ Payable to: Yuan Zheng Tang of True Buddha School
請在支票後面寫上您的個人詳情：姓名，聯絡號碼。

財路
GIRO

欲了解更多信息 For more information:
+65 6741 1286

+65 8807 0393

銀行受益戶口/ Beneficiary Name: Yuan Zheng Tang of
True Buddha School

yuanzhengtang@gmail.com

銀行轉款 銀行/ Bank Name: DBS Bank
Bank Transfer
Donation

www.yuanzhengtang.org

贊助方案
$500 $1,200 $5,000

真佛寶懺特設
總長生祿位
(24回)
誦藥師經和地
藏經各一部
功德回向
(24回)

銀行户口/ Account Number: 023 - 906473 - 6
銀行地址/ Bank Address: 12 Marina Boulevard, DBS Asia

Central, Marina Bay Financial Centre Tower 3, S(018982)
SWIFT CODE: DBSSSGSG

$10,000

$50,000

$100,000

Via UEN: S87SS0010B
現金/NETS
Cash / NETS

PAYNOW

請到圓證堂付款。

Please make payment at Yuan Zheng Tang

贊助者資料

誦高王經
功德總回向
(24回)

我願意贊助 SGD$____________給圓證堂 Yuan Zheng

佛誕光明燈
回向

姓名/Name:

寺廟啓建後
牌匾留名

Tang of True Buddha School

地址/Address:

圓證堂每場
大法會特設
大功德主(4回)

電郵/Email:

參與動土儀式
(只限贊助者)

聯絡號碼/Contact Number:

購地建寺籌款表格

寺廟啓建後
榮譽贊助
Date:

Receipt 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