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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 H. Chen Foundation – Application Form for Buddhism Books 
陳廷驊基金會 – 佛書申請表 

 
Updated on更新日期：08/2017 

編號 書名 語言 作/譯/述者 

申請數量

(本) 

每本最少申

請量為 10本 

 

  

 

 

 

*最少量

為 10本 

B04 佛教科學觀．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

(合刊) 

中文 尢智表著  

B08 西方公據 中文   

B18 

授八戒正範法願往生淨土本 

奉勸僧俗男女普持八關齋戒本 

人間淨土道場辦法 

中文 
興慈法師 

圓瑛法師鑒定 
 

B24 緇門崇行錄選讀 中文 
蓮池大師輯/ 

弘一大師選 
 

B35 近代往生傳 中文 楊慧鏡居士  

B42 淨土十要 (每套有上、下兩冊-以套為單位) 中文 澫益大師選輯  

B43 念佛感應見聞記 中文 林看治老居士著  

B44 談因 中文 尤雪行編  

B67 佛說阿彌陀經白話解釋 中文 黃智海居士著  

B75 佛說慢法經．佛說罪福報應經 (節本合刊) 中文   

B77 香港現今的「念佛感應」見聞錄(增訂版) 中文   

B78 大寶積經套裝  (每套 12本-以套為單位) 中文   

B79 地藏菩薩本願經 (創新本) 中文   

B84 大般涅槃經(每套六冊-以套為單位) 中文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

譯 

 

B88 心聲錄 中文 黃念祖老居士著  

B92 欲海回狂 中文 周安士居士著  

B94 佛說阿彌陀經 (今譯淺解) 中文 毛惕園居士著  

B110 淨土聖賢錄 中文   

B113 佛教聖典 中文   

B117 德育啟蒙 中文 印光法師述  

B122 大願地藏王菩薩畫傳 中文 
童佩文撰文 

許貿淞恭繪 
 

B129 真快樂 中文   

B131 南海普陀山傳奇異聞錄 中文 煮雲法師著  

B134 緇門祟行錄淺述 中文 
明蓮池大師作 

吳錦煌居士白話淺述 
 

B135 觀音經咒 - 附錄香港真人真事靈感輯略 中文   

B137 淨土文摘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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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Procedure 申請流程 

 

Notes on application 佛書申請須知 

 

1. Applications are organization-based. Individual application will not be considered at this stage. 

歡迎以機構/團體名義申請，現階段暫不考慮個人名義申請。 

2. A minimum number of 10 copies per each title request. A total of 20 books minimum to 500 books 

maximum per application. 

申請書目每本最少申請量為 10本; 每次申請總數最少為 20本至最多 500本。  

3. All books are not for sale purposes. 

所有書籍均為送贈品，不可作買賣用途。 

4. The decisions of The D. H. Chen Foundation shall be final. 

本基金會保留最後批核權。 

 

Details of Applicant申請人資料  

 

Name of Organization    申請機構/團體  

 

Address               機構/團體地址  

 

Name of Contact Person     負責人姓名      

Title of Contact Person      負責人職位     

Contact Number             聯絡電話        

Email Address               聯絡電郵        

Date of Application           申請日期        

 

Fill in 
Application 
Form for 
Buddhism 
Books 

填妥此

「佛書申請表」

Email to

電郵至

info@dhchen

foundation.com

Receipt of 
application will be 
acknowledged 
within 7 working 
days

7個工作天內將收
到確認申請

Successful applicant 
will receive 
confirmation & 
delivery note within 
14 working days after 
acknowledgment

其後14個工作天內
得知申請結果及收
到提貨單

Applicants shall 
arrange pick up at 
designated 
warehouse at Kwai 
Chung

申請者須自行前往
位於葵涌的貨倉領
取及安排佛書運送

B138 怎樣知道有觀世音菩薩 中文 慈航老法師  

B140 地藏菩薩本蹟靈感錄 中文 李圓淨居士編述  

B141 觀音大士白衣神咒 中文   

B142 大佛頂首楞嚴經(線裝/套) 中文 吳芝瑛寫本  

B143 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 中文 常愍法師  

B144 觀音經咒靈感輯略 中文 岑星仁編  

B145 觀世音全傳 中文 曼陀羅室主人著  

B146 觀世音菩薩靈感錄．大悲吟咒 (摺本) 中文   

B147 安子介養生談 中文 安子介  

B150 蓮修必讀 中文 印光大師  

B151 觀音三經合刊 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