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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一個小時之內,我想先為各位介紹藏

傳佛教的大致內容,而後半段的時間我們就互相來

討論,由你們提出問題,我來回答。

佛陀在印度開始轉法輪,是說四諦法輪,主要

是以巴利文來宣說的。以大乘佛法來說,我們有一

部經典叫做《解深密經》,裡面就有講到三種法輪

,其一是「四諦法輪」,其二是「無相法輪」,其三

是「善擇法輪」。以中觀來講的話,這三法輪有了

義不了義的差別。而不管如何,一般都承認佛陀有

講這三種法輪。

在無著菩薩與世親菩薩的觀點,認為第一次的

四諦法輪和第二次的無相法輪是屬於不了義經,而

第三次善擇法輪才是了義的經典。因為它清楚的

辨別一切,所以是了義經。為什麼他們會認為第一

次和第二次法輪是屬於不了義經呢?因為我們無法

以「詞義」來安立實相、安立真理,而無相法輪裡

面有講到〝諸法無自��〞的問題,他們認為這個「

詞」並非是符合真理所講的「詞」。在善擇法輪

裡面有講到法可分為依他起、圓成實、遍計執三

種,只有遍計執是無自� �,另外的依他起和圓成實

皆是有自� �的。所以他們認為「無相法輪」真正

的意趣,是在「善擇法輪」裡面講到,是在善擇法

輪裡面才可得知的。因此,無著菩薩在其著作的許

多論典裡面有講到「宣說無自��,無自相的這些論

師們,其實他們已經墮落在斷邊了。」

各位不知有沒有看到前面釋迦牟尼的佛像?在

右上方的是世親菩薩,他是持廣大行的,而在他的

下方則是無著菩薩,他最主要也是持廣大行的;另

外左邊上方的是文殊菩薩,左下方的是龍樹菩薩,

他們都是以身踐行為主的。由密的角度來講,他們

的次第是不同的:如果我們以相來作解釋的話,會

覺得很奇怪,原本龍樹菩薩是比無著菩薩早誕生的

,但由此相看來意思好像無著菩薩對著龍樹菩薩說

記錄/張淑娟

首先向諸位法友問候:你們

辛不辛苦啊?因為路途確實是非

常遙遠。我相信你們都知道我曾

經講過一句話:中國佛教有長久

的歷史。而今天能與中國的佛教

徒在一起,我內心感到特別的歡

喜和高興,很歡迎你們來到這裡

。自從我流亡之後,這裡就是我

的第二個大家庭,我很歡迎你們

參加這個大家庭。記得上次到台

灣的時候,你們很歡迎我,同樣的

,今天我也非常歡迎你們來到這

裡,特別是中國佛教會會長　淨

心長老,還有鄭教授等人,於我在

台灣的那段期間,幫了我很大的

忙,我在這裡要特別的說聲謝謝

。

：你是墮入斷邊的論師!而就在此時,龍樹菩薩也

似乎在回答說,我並非講諸法是沒有的,我只是說

諸法是緣起的,所以我說諸法是無自相的。就在那

個時候,釋迦尊者也就很歡喜的說：就是如此,就

是如此!

佛陀說法時,都曾經說過以上這二種法門,為

什麼呢?因為眾生的根機不同,依他們的機緣,說適

合他們的法。在無著菩薩所寫的那些論典中,也就

是「瑜伽師地論」裡面,有講到大乘的精神;同樣

的,在龍樹菩薩所寫的「中觀論」裡面也有講到大

乘的精神。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當初佛陀在對眾生

說法的時候,最主要的仍是以小乘的佛法為主,只

有對少數的眾生,也就是那些罪業清淨的眾生們才

講大乘的佛法。而在講大乘佛法的同時,佛陀也講

到密乘的佛法及教法,為什麼呢?在解脫尊所寫的

一本註解當中,就有提到佛有三種說法及四種說法

的差別!如果當時他所提到的,是實在的話,那表示

佛陀應該有講到密法。雖然西方有些佛學專家,認

為龍樹菩薩並沒有著作有關密乘的經典,但是,我

們看了以前在印度的這些學者專家們所寫的論典

之後,大部份的人都一致認為,印度的專家同認龍

樹菩薩有說大乘的經典,而且是大乘密教的經典,

也就是佛學密教的經典!

將密教傳入西藏的是吉護大師及蓮花生大師,

他們所行的是大乘精神的菩薩行。剛開始時,蓮花

生大師只有對少數根器清淨的眾生說密乘的教法

,之後所講的,大部份都是說明大乘的精神,也就是

所謂的菩薩道。在這之後,有位寂淨菩薩為了使西

藏有戒律的傳承,在透過調查之後,選出了七位有

資格的小孩子,將戒傳給了他們。從那時候開始,

西藏就有了完整的戒律制度以及完整的大乘精神

制度和西臧密宗所有完整的制度。所以我時常講

一句話:西藏的教法是圓滿的。為什麼是圓滿的呢

?因為它有大乘、有密乘,還有律,全部都具足。

之後有一段期間,由於密教的瑜伽者輕視守戒

的戒律師,守戒的人也輕視學密的這些瑜伽者,彼

此互相排斥而有距離。但是後來又有一種說法,那

就是說我們不應這麼做,以一個人來講的話,他是

有辦法學三種的,也就是說,他有辦法學戒律,也有

辦法學大乘的精神和學習密乘的,就是因為這種說

法普遍在全西藏之後,才真正確立了現在這個完整

的制度。

至於學密是需要有善巧方便的;為什麼說需要

善巧方便呢?因為在密法裡面,尤其是在無上密裡

面,有說喝酒、吃肉等等。但是,我們現在還不夠

這資格,也還不到那種層次;在還沒到達這種階段

的時候,我們可以先作觀想。教我們喝酒、吃肉等

等我們先不做,除非等到我們的道行已經深厚,已

經非常堅固,那個時候才可以做,在還沒到達這種

階段之前,目前我們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就在於「

戒」。在西藏要判斷一個地方有沒有教法,是以什

麼作為標準呢?那就是戒律裡面所講到的「受戒」

,也就是「布薩」的意思。另外則是「結夏安居」

,以及結夏安居後的「解夏」。有了這三種的話,

那就是有教法,沒有這三種的話,這個地方就沒有

教法了!

西藏的戒律之中,分為居士戒與出家戒,而居

士戒之中,又分為梵行的居士戒和圓滿的居士戒。

以出家戒來講的話,它分為沙彌戒,還有比丘戒,因

為西藏沒有比丘尼戒和式叉摩那的戒條。而在菩

薩戒方面,我們有願信儀軌和菩薩戒條。以密來講

則有四部,即不論那一部都必須要實行菩薩戒的,

但金剛戒則在瑜伽部及無上瑜伽部才要守的。這

是因為西藏有解脫戒,又稱為在家居士戒,沙彌戒

,還有比丘戒三種。除了解脫戒之外,另外則是菩

薩戒及金剛戒,也就是說,西藏的佛法之中,這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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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為轉達。

噶瑪巴十分讚同這個主意，他回了一� �信給

喇嘛多昂、喇嘛登珠及我的父親；在信中噶瑪巴

解釋到，我必需前往祖普寺，接受三年的「祖古

」教育，他並且在信的下方蓋上法印，以為慎重

。

噶瑪巴的信先送到了波卡寺，喇嘛多昂便將

信帶來與我的父母。這簡直是一個晴天霹靂，祖

普寺那麼遙遠，而我卻必須在那裡住上三年，這

意謂著三年之內他們將見不到我，但面對這分來

自噶瑪巴的命令，他們也只得接受了。

離別

回到波卡數個月之後，我在喇嘛多昂，喇嘛

察秋的陪伴下離開了寺廟前往祖普寺，而同行的

還有廚師惹巴及一位伴讀原滇。當我們行至美東

寺稍作短暫的停留休息時，我的父母也趕來會合

，三天的相聚中，父母親因為深感將與我遠離而

十分地悲傷，至於我，內心亦是與他們一同難過

，因為我毫不願意前往一個那麼遙遠陌生的地方

。而就在離別的時刻，我們誰也無法止住淚水，

但無可選擇，我必須和我的同伴步上東行往祖普

的道路。

長達數週的旅程之中，每日傍晚當我望著漸

漸西沉的落日時，便會想著在日歸的那方有個離

我愈來愈遠，住著我的雙親家人的小村落。而我

卻在三年之內無法回到那片遼闊無際的草原上去

。

到達祖普寺之前的十幾天，當我們的旅隊穿

越過一處高聳的山隘時遇見了兩位波卡地方的人

士，正好從祖普寺歸返，當他們知曉我們的走向

後，便告知祖普寺現在正傳播著天花這種流行病

，實在不太適合前往，因為它已經造成許多人死

亡，包括為數不少的寺廟僧侶在內。這個消息造

成我與同伴兩種截然不同的感受；我心裡想著：

若是如此我們便無法再繼續前行？那有多好！這

樣便可以掉頭回到波卡，我也可以很快就見到我

的父母，所以我內心充滿希望，暗暗欣喜著。而

在喇嘛多昂及喇嘛察秋心裡卻為眼前的情況傷透

腦筋，因為他們受命於噶瑪巴，並很嚴肅地認為

只有在祖普寺我才能好好的學習，若現在取道返

回波卡，則他們的計劃便無法完成。我竊竊歡喜

著他們的失望。然而不久之後他們便逆轉了這股

憂惱，原因是在臨近有一處平原名為“永帕千”

，那兒住著一戶喇嘛們極為熟識的人家。我們便

到那兒暫借等待這陣流行病退去。

為了安全抵達祖普寺，我們一行人在“永帕

千”休息停留了約三個月，在這期間噶瑪巴派遣

了兩位僧侶來為我們進行預防注射。相較於歐美

等國，牛痘的預防接種在西藏仍是非常稀有的。

首先他們利用針在我們的手臂上劃上一個小口，

使得血液流滲出來，然後再倒入二至三滴的疫苗

，再來醫護人員再將一個割為兩半的果核敷貼在

傷口上，並用紗布綑紮。我們約有十五、六人接

受這樣的預防注射。隔日上午，一大早醫護僧便

詢問我們身體的感覺。如果有輕微的發橈則表示

治療成功，反之無此徵狀便是接種無效。若身體

狀況沒有任何反應，便必須喝些酒來加速藥劑的

作用。僅管如此，我們卻不用借助酒精的� �化，

因為在注射後的隔日，隨伴而來的便是猛烈的發

橈及不舒服。而傷口癒合之後也覆蓋一層膿瘡。

什麼“祖古”！

兩週之後，噶瑪巴送來一道命令，要我們即

刻前往祖普寺。如此我們便得再度上馬，終於要

到達這趟旅行的目的地。在當時祖普寺算是中等

規模的寺院，約住有五��位僧侶。

在祖普寺第一次面見噶瑪巴的情況，非常清

楚地保留在我的記憶之中。當時在他的房裡，我

十三歲他二十九歲，我身穿的是一席非常� �蔽簡

陋的藏西僧服上身披的“丘巴”（袈裟）是一塊

羊皮圍成的，上頭還帶有車縫布邊的袖子，但上

身卻穿著一件沒有袖子的僧衣，下身重重的僧裙

是染了藏紅色的羊毛織成的。當時我還穿了一雙

長到膝蓋的牧羊靴子。說實話這樣的服裝在那十

分寒冷的家鄉是再適合不過了。不過在拉薩或祖

普，僧侶們皆十分嚴謹地穿著沒有袖子的僧衣，

甚至連腳上的靴子也不一樣，這裡的每一個人都

會嘲笑像我一樣穿著奇裝異服來自遊牧部落的出

家人。就連噶瑪巴看到我的穿著亦然，當我謁見

他，向他俯身頂禮時，噶瑪巴發出驚奇的笑聲：

“哎呀！這靴子……牧羊人的靴子！他怎這麼髒

！什麼“祖古”！”而當時我感到十分困窘，…

…真得很難為情！

在頂禮問候之後，噶瑪巴便要我們坐下，並

賜茶給每給喇嘛多昂，喇嘛察秋及我。噶瑪巴長

的十分好看，他穿著的僧服織工非常精巧，他房

裡的窗戶是用玻璃代替西藏傳統使用的糊紙。另

外還懸置許多鳥籠，裡頭飼養著紅的、黃的發出

啁啾啁啾不同聲響的鳥兒。我既驚又喜地看著這

些不曾見過的事物。

在喝茶的同時，噶瑪巴說道，他很高興我們

能來到祖普寺，而我將留下來學習三年，這對一

位轉世的“祖古”是再好不過的。他並交付楚丁

永度一寺廟的戒師，將是我的指導教師。這可不

是一件好消息，我想，如果我有一位要求戒律行

儀的老師，那他的教鞭一定不會留情的。

一位嚴格的戒律師

實際我有兩位老師，戒律師楚丁永度及和他

住在一起的哥哥喇嘛吉美協助教導的工作。如藏

人習慣上要求一般，當我第一次拜見老師的時候

，我必須向他們獻上哈達及奉上一只盛滿酥油茶

的茶壼，壼嘴還套著一圈繪著吉祥圖案的紅黃紙

條，在他們兩位長者的面前著實讓我覺得惶惶難

安。為了求得一個長壽與智慧增長的好緣起，老

師們便以白度母儀軌作為我第一個學習的經文。

傳統西藏教育是要求學生每日研讀二至三頁

的經文，而在隔日上午教授師便會依次詢問前天

所教讀的內容並要求學生背誦。而非常嚴厲的教

師總會對書讀不好的學生施以無情的棍棒以致夜

裡我都會因為害怕隔日的來到而宿夜難安。

寺廟裡一天的作息很早便開始。凌晨三時，

我便得到老師的寮房報到，我是與其他的沙彌同

學一起上課，但是由於「祖古」的身份，所以座

位稍稍有所區別。同學們皆面向老師席地而坐，

只有我是位在一個置於地毯上的台座。這種區別

待遇讓我一點也高興不起來，我倒十分願意跟其

他同學坐在一塊，但老師們卻堅持我和團體保持

一定的距離。而每當冬天來到無可抗拒的嚴寒令

學習更加困難。

漫長的課程，有時會令我不忍地小歇幾分鐘

。事實上，是有這麼一個可以稍稍輕鬆的機會，

但這總是與我無緣：在我們上課的寮房裡並沒有

洗手間這樣的小室，而在老師的座位旁卻有個可

以解手的小桶，當有人需要時便像一隻母雞般地

蹲在上面即可。當桶滿時，老師便會命令學生拿

至外頭清理。這是一件不錯的差事，因為可以擁

有幾分鐘不用在教室受罪。但是僅管我十分願意

為大家服務以換取片刻的鬆弛，但老師卻從來沒

有想過我。（下期待續）

達香寺台北中心

每日早課(6:30∼8:00)

綠度母四灌頂供養曼達儀軌修法

為能廣植福田�M精進修持�M達香寺台北中心

於去年十一月起開始每日晨修綠度母四灌頂供養

曼達儀軌�M由喇嘛江秋�N喇嘛噶瑪及喇嘛依喜三

位帶領共修�Q祈願此舉能消除現世一切魔難�M有

心共修或供養的師兄可於每日上午六點半至八點

前往台北利生中心參加法會�M一切隨喜功德。

“修行者一日”第三版出爐了!

“修行者的一日”出刊至今�M廣受十方大眾

喜愛受用�M前兩版印行的兩萬餘本�M已被索取一

空�M為令仁波切的教法能更廣利有情�M我們將增

行第三版五千冊�M歡迎各方索閱�M助印。

“了義炬”四加行實修課程

親愛的師兄們�M您在家修行困難嗎?或者您不

知道如何著手修四加行呢?本中心於每周日下午三

點由喇嘛伊喜帶領四加行實修�M有心精進的您絕

不能空過這樣的機會�M讓您每一個禮拜�M都能積

聚一分成就的福德資糧。

年度急難救助及轉介社福機構狀

況

本寺於八十六年度共發放了新臺幣七萬五千元給

臺北縣四十八戶貧困居民�M外加於新莊�N內湖兩

件急難救助金共兩萬元新臺幣。本寺救難濟貧是

由護持寺廟會員每月捐款中撥出�M因本寺規模不

大�M將來在救難濟貧的工作上會與各方慈善機構

合作�M若有貧困苦難個案�M可與寺方連繫。

法會活��要絮

本文作者：波卡仁波切

原文書名：Vie�de�Bokar�Rinpoche

法文翻議：Francois��Jacquement

中文翻譯：連群

年終瑪哈嘎拉法會

1月22日至26日

台北中心

新春精進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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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都圓滿的具足了。以我自己而言,雖然不是

很行,但是� 我都儘量在遵守l我很努力咬緊牙關

的守這個戒!����

，要有這些基礎之後，才有辦法把煩惱轉為菩提

道用，才有辦法行菩薩道、行菩薩行啊!除此之

外，則是墮落三惡道的因，這在密裡面講的非常

清楚。另外有一種情況,就是他不受比丘戒也不

受沙彌戒，唯有受在家居士戒，他們穿白色的法

衣，受菩薩戒、受金剛乘戒，他們是依佛母而修

，這是有的，那是另外一事，例如像薩迦寶王之

類的。假使自己已經出家了，自己已經是一個和

尚了，卻還依佛母的話，那你後面就要寫個大字

:我不是和尚！

大航法師說:

在台灣有發生過誤用這個法門的例子，所以造成

一般人對密教的誤解，經過現在的解釋，知道這

是要經過相當程度之後才能做的，這樣以後大家

就不會誤用這樣一個法門了，非常感謝法王的回

答。

達賴喇嘛說:

當初在印度，佛法為什麼會衰敗的原因就是因為

學密的人，他們沒有完全真正的學到清淨的密法

，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印度的佛法衰退了!西藏

曾經也有這種危險，在西元九世紀的時候，因為

密教很興盛，所以慢慢的也有了這種危險。一直

到西元十一世紀時，阿底峽(Atiza)尊者從印度

到西藏，大力的宣說推廣要好好清淨的去守戒，

認為行為上不能輕視，因此最後才得到改善。以

前在那爛陀寺有位大師，好像是佛護或法護的，

長，這是屬於世俗的智慧;而另一種則是了解諸

法究竟的勝義智慧。了解諸法究竟勝義智慧也就

是空� �智慧，而空� �智慧為什麼會成為小乘阿羅

漢之因，或大乘佛果之因的差別呢?這就必須靠

他有沒有慈悲心和出離心來作為輔助，才可斷定

這是佛果的因或是解脫的因。他本身是屬於那一

種因呢?這是沒辦法講的，必須要看他的同伴，

如果是慈悲的因那就是佛果的因!所以，跟他的

同伴是有很大的影響的。同樣的，以工類學來講

，有一些人他會做一些科技上的東西，但是他若

沒有慈悲心的話，則會用來損害他人，所以，這

種智慧會不會幫助別人，也是要看他有沒有慈悲

心了!就好比原子彈，在製造原子彈的時候，是

必須運用廣大的智慧，必須要深入的研究後，才

有辦法產生這種東西，可是，製造的時候，如果

沒有利益其他人的心態的話，那原子彈就變成一

個危險的武器了。

至於勝義的這種智慧，也就是空��見，它如

何利益其他人呢?剛剛我有解釋到，我們真正的

仇人就是煩惱，我們所要破除的仇人就是煩惱，

所以，了解諸法究竟的勝義智慧，也就是空� �見

，是直接正對治煩惱的。以空� �的這種主張來講

的話，它分為很多種!而首先要解釋的是中義師

們共同承認的「人無我」，也就是補特伽羅，無

獨立之實體空。我們觀看「我」時，都會有這樣

的感覺，「我」好像是一個基礎，我的意識、我

的身軀、我的朋友、我的家庭則是這個基礎的特

徵。換句話說，我們都會認為就是有這個[我]作

為根本，才會有我的身、我的心、我的身軀、我

的家庭、我的朋友等等。可是，如果我們好好仔

細去辨別「我」到底是什麼東西的話，我們可以

知道，身體是可以用指頭指出來，但是意識就沒

辦法用手指頭指出來，可以用經驗體會到，體會

到意識的存在!同樣的，我們可以用這種體會來

體會到，我的存在是心和身體融和在一起之後所

取名的一個東西而已!它的本質是沒有一種獨立

的基礎、是空空的，只是身體和心合一的一個搖

晃的東西而已。

人們都有一種觀念，都會把「我」放在第一

位，「我」好像很大很大的東西，某某東西是屬

於我的，這是我所需要的，這是我的仇人!舉一

個很簡單的例子來講，就像我前面的這只手錶，

在我還沒買這只手錶之前，假使我看到這只手錶

在商店裡面被某某人不小心弄到地上的話，雖然

這只手錶壞了，但是我只會想到這是跟我沒什麼

關係的，我不曾覺得很可惜或不可惜的問題，我

不會有任何的憂慮!但是，如果今天我花了很多

錢買了這只手錶之後，它不小心從口袋掉下來的

話，我可能就會受不了而開始大叫了!所以這就

代表說，手錶雖然是同一個，但是在還沒買之前

，也就是還不屬於我之前，它的好壞是與我沒有

關係的，說不定還會認為它是別人的，掉下去也

是應該的，是他倒霉，可是買到之後就不一樣了

。所以說，依靠(人我執)會產生貪和瞋，因為執

著[我]的關係，如果某種東西是屬於這個[我]的

時候，自然而然就會貪這個東西。

一般我們可以看到二種人，第一種人是有過

份的我慢!當別人批評他的時候，他會馬上生氣

而不會去探討真正的原因是什麼?他不會去追求

別人批評的是否正確，自己是否犯過錯等等的問

題，他只會衝� �的和批評他的人吵架，甚至打架

。但是，第二種人他就不同，他不會立刻生氣，

他會慢慢的做解釋說明清楚，或許有必要時，會

打官司也說不定，但是他絕不會馬上就生氣。這

代表什麼呢?這就是我們佛教中常講到的「無我

達賴喇嘛和中國佛教訪問團之問答

記錄/理成

大航法師問:

請問達賴喇嘛，剛才您在說法時，有提到「

無上瑜伽」的部份，而在中國佛教系統中，比較

容易產生疑惑的地方是有關於到了無上瑜伽的時

候，可以喝酒、吃肉，乃至於有類似男女之間的

問題。我首先有一個問題請問，也就是說，既然

已經修行到了一個程度以後，為什麼還要有這些

事?是由誰來認定可以修這個法?這個資格由誰來

審定?而另外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要修?既然已經修

行到一個程度了為什麼還要修?

達賴喇嘛答:

在密續裡面有四部，四部中則有一些特殊的

情況，什麼樣的情況呢?也就是說，當下的欲樂雖

是瞋心，但是它的根本欲樂是一個慈心，而且他

的慈心已經很堅固之後，他當下的欲樂、瞋心，

就有辦法幫助眾生或他的徒弟。到達那個時候，

是允許他產生瞋心的，因為他的慈心已經有了相

當的基礎，這是在密宗四部裡面曾經講過的:所以

，在四部的本尊裡面，有許多本尊是憤怒相的。

為什麼要現憤怒相呢?因為在密裡面，有時候必須

要用反面的作法，例如用瞋心來利益有情眾生，

他要使瞋心能轉成菩提道，就能把瞋心轉成菩提

道用的緣故。在他觀想本尊的時候，它所現的本

尊相就是憤怒相。同樣的，有時候貪心在特殊的

倩況下，可以轉為菩提道用，所以觀想本尊的時

候，有時可以看到女相的本尊。至於喝酒、吃肉

以及男女的結交，這唯有在無上瑜伽才有講到的

，其他三部沒有。

在無上瑜伽中，有講到喝酒、吃肉的問題，

而這是與男女結交有關係的。其中談到最主要的

問題，就是男女的結交問題，也就是雙身的問題

。以瑜伽者來講，如果他是男� �，他所依的就是

佛母，瑜伽者若是女� �的話，那她所依的就是佛

父。也就是說佛父佛母是互相依靠的。為什麼呢

?因為經由身軀的結交之後，� �分的意識和氣流會

慢慢的緩和下來，漸漸的消失了!而為了使達到最

究竟的目的，所以他必須產生大樂才有辦法，為

了能永恆的保持這個大樂，所以他的精液絕對不

能漏出，一滴都不能漏出，他有辦法運用這個精

液!假使他在行雙身法時，將精液射出來，那他必

須要有辦法一滴不漏的收回，否則就是違背了梵

行，就是犯了大罪。至於如何使精液不會流出來

呢?主要是以氣來控制，是以氣流的運轉來把精液

控制住。�除了要能把精液控制住之外，第二必須

要有空� �的智慧，第三要有很強的毅力。什麼毅

力呢?就是絕對不流一滴精液的這種毅力。這種毅

力要很強之後，才可教授這樣的法門，不是沒有

能力就要你去做!假使一個比丘去做這件事的話，

那是根本大罪，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了。

以一個瑜伽行者來說的話，他的定力要強到什麼

程度才可修此法呢?他必須以定力來看蘋果樹，能

使樹上的蘋果掉下來，又能夠再以定力使蘋果回

到原來的樹枝上，也就是說，他必須要能夠有自

在控制的能力，才可修雙身法。如果你只是剛好

幸運的看到蘋果掉下來，但卻無法再使它回到原

來的樹枝上的話，那就不可以� 再依靠雙身法了!

佛父依佛母，佛母依佛父，這是要有特殊的能力

」。這個「無我」，就是沒有那種根本、基礎

、獨立的「我」存在。真正的「我」是以什麼

方式存在呢?就是意識和身軀合為一體的時候

，所取名的一個「我」而已。並非是身體在別

處，而我在這裡，我控制身體的這種「我」。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去瞭解實際的情況，瞭解

真正「我」的存在，雖然我們會有「我」的這

種想法存在，但是，此時所產生的這種我執，

和普通人所產生的我執就完全不同了!普通人

所產生的我執是基本的、根本的那種很大的我

執，可是，如果當你瞭解實際情況下所產生的

我執就不同了，他就不會產生貪和瞋了。

我個人也沒什麼經驗，但是我會儘量讓自己去

觀想補特伽羅無實體空，而且我也時常去觀想

在唯識學裡面所講到的要取空，或者是中觀所

講《諸法無自相、無自��》的道理。雖然我沒

什麼經驗，無法告訴你們我個人的經驗到底是

什麼，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的是,我一直咬

緊牙關持續的觀想下去，就是因為這小小的經

驗，使我對事、物及人的看法，都有了很大的

改變!尤其是我相信，解脫是存在的，而且我

也相信，煩惱是可以斷除的。

淨心長老替信徒請問:

修行中依靠高僧大德的加持能夠得到什

麼利益呢?還是依靠自己多用功修行，多瞭解

佛法，依著佛法修行，才能夠得到利益呢?

達賴喇嘛答:

我們歡喜諸佛、皈依諸佛，祈請諸佛加

持，是會得到諸佛加持的，這是一定會有的。

但是，雖然會得到極少數的加持，如果自己不

靠自己好好修行，而生在中國共產黨那裡的話

，那即使想得到加持也很困難了!所以，最主

要的還是要靠自己，自己好好學佛，懂得道理

之後，我們才會真正產生敬信心，相信諸佛菩薩是存

在的，敬信心的產生是必須要見理、看到道理的，如

果沒有正確的道理來讓你瞭解實際的情況，那是無法

產生真正的敬信心的。因此，首先得透過學習的方式

去瞭解實際上的情況，依靠理由才會相信諸佛菩薩是

存在的，才會產生敬信心!那個時候，再祈求三寶加

持的話才是最好的方式，而最主要的還是自己好好的

努力與學習才是重要的。

以菩提迦耶及那爛陀寺來說，一個是釋迦牟尼

佛成道的地方，一個是龍樹菩薩及無著菩薩曾在那裡

學習的地方，如果我們到那裡參觀聖地的話，當然一

定會有加持!但是這並不代表在那裡一定會得到加持

，例如那裡的乞丐。也就是說，這是跟自己的敬信心

有很大的關係!雖然諸佛菩薩有加持，但是自己裡面

是空空的話，那你絕對得不到加持，這不像土一樣，

可以挖過來，所以，同樣的道理，你自己內心有了東

西之後，才能接受到佛菩薩的加持，才會得到佛菩薩

的加持。

我們再來看歷史上所唸的一句回向文，也就是

《願消三障諸煩惱，....》，我覺得這句愒文它有很

殊勝及很深的意趣，我們在誦這個回向文的時候，我

相信你們一定有在想這裡面的內容，而且實際上你們

也有去實行、去運用!我相信到目前為止，你們都有

在努力的學習，也很感謝你們努力的學習，但是努力

學習之後，則要好好的運用，運用之後才有辦法推廣

弘揚教法!���

本文感謝淨覺雜誌社提供。

他是龍樹菩薩弟子的弟子，他本身已有堅固的道

行，有一天，在房間的時候，有瑜伽母在他的附

近出現，那個時候，剛好那爛陀寺的糾察師來尋

查,看到了男女在一起的情形，隔天早上就把他趕

出去了!雖然他的道行很深，但是以戒來講的話，

就沒有所謂道行深不深的問題，只要是男女在一

起就是不行的。以那洛巴(Naropa)大師來講的話

，他曾是那爛陀寺的方丈，但是他到了那種道行

的時候，他放棄了那爛陀寺的生活，他放棄了比

丘的戒條，像乞丐一樣的去修持這個密的道行。

王尚智居士問:

在您剛剛開示時有提到智慧心的地方，而現在我

想請問您的是有關智慧的部份，我想請您告訴我

們，有關智慧，持別是在日常生活中，應如何運

用智慧?也請您告訴我們，如何在修行中培養智慧

?

達賴喇嘛答:

大致上智慧有分兩種，第一種是精通五明的

世俗智慧，第二種是善擇法究竟的勝義智慧。何

謂精通五明呢?就是精通聲明（語文學）、工巧明

（工藝學）、醫方明（醫藥學）、因明（論理學

）、內明(宗教學)。例如有些專家他有特殊的專

受教祖普

尊者�波卡仁波切行傳之三

家庭對抗寺廟

在寺廟裡，每日課程開始的很早。我必須在

清晨三、四點起床，然後由喇嘛多昂指導研讀經

文約兩小時。之後，我們便一起喝茶。而晌午所

剩餘的時間及午後，便十分自由地與其他幼小的

沙彌僧一起玩耍。我記得十分清楚，有個小沙彌

年紀比我小些，名叫欽累．根波，我們常在一起

玩騎馬的遊戲。我當馬伕，用一條繩子做為韁繩

套住他的腰帶，他便像一匹小馬般地跑著，並不

斷搖著小鈴發出叮噹叮噹的聲響。我們非常喜歡

這個遊戲；到了下午三點左右，喇嘛多昂便與我

複習上午所教授的經文，直到六點。每日傍晚太

陽西歸時，寺廟僧眾便開始修法供養護法—瑪哈

嘎拉，等到夜幕低垂，我便能就寢休息。

每當我離開寺廟，回家探望父母時，父親總

是十分激��的懇求，希望能將我留下，而喇嘛多

昂與喇嘛登珠，則十分希望我能夠跟在他們身旁

不要住在家裡；但父母之願有時表達的太過激烈

，這使得兩位喇嘛十分難為。

在我十一歲的那年，有次返家省親，一連住

了好幾個月，這使得我的親教師們陷於兩難的局

面。那次，起先如往常一般，我住在父母家中約

一個月之後，在起程回寺廟時，父親陪我走了一

天；那晚因為想到隔日便要離開父親，繼續趕路

回到寺廟，便令我十分悲傷地淚流不止。心軟的

父親見此便與我相擁而泣。縱然夜深疲備也無法

停住我們的淚水。父親實在承受不起如此的別離

傷感。隔天一早，他便決定要帶我返家，不在回

到寺廟。但波卡寺的喇嘛們一點也不理會父親的

想法，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是我能夠順利、毫

無延誤的在寺廟接受「祖古」的教育。在爭執之

下，喇嘛們盡了一切努力也無法改變父親的決定

；這次父親已鐵了心不再讓我回到波卡寺了。

在各方僵持不下的情況下，最後各走各的路

：喇嘛們在不愉快憂悽的心情下離開了，而我則

留在父親的身旁。想著能夠無憂無慮的過著家居

生活不禁滿心雀躍、日後，喇嘛多昂曾多次試著

勸告父親回心轉意，但幾個月下來，父親確一點

屈服的態勢也沒有。

為了此事，可憐的喇嘛多昂著實憂心不止。

噶瑪巴曾將教育我的工作交付給他，但他卻毫無

能力令我的父親改變心意，倘若如此便無法無誤

地將任務完成。最後，出於不得已，只好利用一

個藉口：喇嘛多昂與噶瑪巴的祕書十分熟識，他

便寫了一� �信，將問題清楚地告知，他認為要使

我無誤地完成學習唯一的方法便是讓我離開家鄉

，前往祖普寺。為了此行可以成功，他必須得到

噶瑪巴的命令，所以便在信中懇求噶瑪巴的祕書

年輕時的仁波切

在即位一年之後，決定著我必須從此離家

居住在寺廟裡。那是我第一次離家踏上漫漫的行

途，所以父親便陪伴著我一起上路。往後，我的

生活便作分二地，一是我定居的寺廟，另外便是

趁著每半年一次的假期，我能回到父母家中待上

數星期。初至寺廟的前幾年，並沒念什麼書，除

了身旁幾位親近的喇嘛或者是當父親來到波卡看

我時，教導我閱讀及習字外；大部分的時間我必

須參與許多儀軌修法與祈禱，即使寒冬下，嚴冷

刺咬著我的臉頰。

說到我的教育，那是在第一次見到噶瑪巴

之後才正式開始地。那時我九歲大而噶瑪巴二十

歲，他正遠行到美東離我的寺廟有好些天的路

程。在那兒他授給我皈依及沙彌戒。取法名為

：噶瑪聶登丘機羅茶（karma� Ngedeun� tcheuky�

lodreu；中文意譯為：究竟之真理，法慧）。

同時，噶瑪巴將教授師的工作委付給喇嘛

多昂，特別是指導我學習許多經文，從中了解做

為一個僧侶所需要的認識。喇嘛多昂是噶瑪協惹

的弟子，他在祖普寺完成了三年的閉關，雖然我

已在父親跟前學會了閱讀，但喇嘛多昂算是我的

第一位教師。

問：仁波切您提到必需要有慈悲心與信

心，但真正的慈悲心與信心不是一

種的感覺（情感的覺受）的表現，

請問要如何做到？

仁波切開示：在初學佛的時候必須要有

些許的感覺。但是這不是我們所

要追求的目標。我們必須要改正

這種感覺。譬如說當衣服髒了，

我們用水和肥皂粉洗衣，再搓洗

後。沖掉肥皂，然後便可將衣服

晾乾。

要獲得真正的慈悲心與信心，也

和洗衣服的道理一樣。

在剛開始的時候，有一個外在樣

子的感覺是好的，但是要在未來

修學的路上將這種表面的感覺丟

棄。

開��示��錄

尊貴的達賴喇嘛與凈心法師

文接第四舨



�第三版����������������������������������������������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元月刊���������������������������������達香寺法訊�第二版����������������������������������������������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元月刊���������������������������������達香寺法訊

制度都圓滿的具足了。以我自己而言,雖然不是

很行,但是� 我都儘量在遵守l我很努力咬緊牙關

的守這個戒!����

，要有這些基礎之後，才有辦法把煩惱轉為菩提

道用，才有辦法行菩薩道、行菩薩行啊!除此之

外，則是墮落三惡道的因，這在密裡面講的非常

清楚。另外有一種情況,就是他不受比丘戒也不

受沙彌戒，唯有受在家居士戒，他們穿白色的法

衣，受菩薩戒、受金剛乘戒，他們是依佛母而修

，這是有的，那是另外一事，例如像薩迦寶王之

類的。假使自己已經出家了，自己已經是一個和

尚了，卻還依佛母的話，那你後面就要寫個大字

:我不是和尚！

大航法師說:

在台灣有發生過誤用這個法門的例子，所以造成

一般人對密教的誤解，經過現在的解釋，知道這

是要經過相當程度之後才能做的，這樣以後大家

就不會誤用這樣一個法門了，非常感謝法王的回

答。

達賴喇嘛說:

當初在印度，佛法為什麼會衰敗的原因就是因為

學密的人，他們沒有完全真正的學到清淨的密法

，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印度的佛法衰退了!西藏

曾經也有這種危險，在西元九世紀的時候，因為

密教很興盛，所以慢慢的也有了這種危險。一直

到西元十一世紀時，阿底峽(Atiza)尊者從印度

到西藏，大力的宣說推廣要好好清淨的去守戒，

認為行為上不能輕視，因此最後才得到改善。以

前在那爛陀寺有位大師，好像是佛護或法護的，

長，這是屬於世俗的智慧;而另一種則是了解諸

法究竟的勝義智慧。了解諸法究竟勝義智慧也就

是空� �智慧，而空� �智慧為什麼會成為小乘阿羅

漢之因，或大乘佛果之因的差別呢?這就必須靠

他有沒有慈悲心和出離心來作為輔助，才可斷定

這是佛果的因或是解脫的因。他本身是屬於那一

種因呢?這是沒辦法講的，必須要看他的同伴，

如果是慈悲的因那就是佛果的因!所以，跟他的

同伴是有很大的影響的。同樣的，以工類學來講

，有一些人他會做一些科技上的東西，但是他若

沒有慈悲心的話，則會用來損害他人，所以，這

種智慧會不會幫助別人，也是要看他有沒有慈悲

心了!就好比原子彈，在製造原子彈的時候，是

必須運用廣大的智慧，必須要深入的研究後，才

有辦法產生這種東西，可是，製造的時候，如果

沒有利益其他人的心態的話，那原子彈就變成一

個危險的武器了。

至於勝義的這種智慧，也就是空��見，它如

何利益其他人呢?剛剛我有解釋到，我們真正的

仇人就是煩惱，我們所要破除的仇人就是煩惱，

所以，了解諸法究竟的勝義智慧，也就是空� �見

，是直接正對治煩惱的。以空� �的這種主張來講

的話，它分為很多種!而首先要解釋的是中義師

們共同承認的「人無我」，也就是補特伽羅，無

獨立之實體空。我們觀看「我」時，都會有這樣

的感覺，「我」好像是一個基礎，我的意識、我

的身軀、我的朋友、我的家庭則是這個基礎的特

徵。換句話說，我們都會認為就是有這個[我]作

為根本，才會有我的身、我的心、我的身軀、我

的家庭、我的朋友等等。可是，如果我們好好仔

細去辨別「我」到底是什麼東西的話，我們可以

知道，身體是可以用指頭指出來，但是意識就沒

辦法用手指頭指出來，可以用經驗體會到，體會

到意識的存在!同樣的，我們可以用這種體會來

體會到，我的存在是心和身體融和在一起之後所

取名的一個東西而已!它的本質是沒有一種獨立

的基礎、是空空的，只是身體和心合一的一個搖

晃的東西而已。

人們都有一種觀念，都會把「我」放在第一

位，「我」好像很大很大的東西，某某東西是屬

於我的，這是我所需要的，這是我的仇人!舉一

個很簡單的例子來講，就像我前面的這只手錶，

在我還沒買這只手錶之前，假使我看到這只手錶

在商店裡面被某某人不小心弄到地上的話，雖然

這只手錶壞了，但是我只會想到這是跟我沒什麼

關係的，我不曾覺得很可惜或不可惜的問題，我

不會有任何的憂慮!但是，如果今天我花了很多

錢買了這只手錶之後，它不小心從口袋掉下來的

話，我可能就會受不了而開始大叫了!所以這就

代表說，手錶雖然是同一個，但是在還沒買之前

，也就是還不屬於我之前，它的好壞是與我沒有

關係的，說不定還會認為它是別人的，掉下去也

是應該的，是他倒霉，可是買到之後就不一樣了

。所以說，依靠(人我執)會產生貪和瞋，因為執

著[我]的關係，如果某種東西是屬於這個[我]的

時候，自然而然就會貪這個東西。

一般我們可以看到二種人，第一種人是有過

份的我慢!當別人批評他的時候，他會馬上生氣

而不會去探討真正的原因是什麼?他不會去追求

別人批評的是否正確，自己是否犯過錯等等的問

題，他只會衝� �的和批評他的人吵架，甚至打架

。但是，第二種人他就不同，他不會立刻生氣，

他會慢慢的做解釋說明清楚，或許有必要時，會

打官司也說不定，但是他絕不會馬上就生氣。這

代表什麼呢?這就是我們佛教中常講到的「無我

達賴喇嘛和中國佛教訪問團之問答

記錄/理成

大航法師問:

請問達賴喇嘛，剛才您在說法時，有提到「

無上瑜伽」的部份，而在中國佛教系統中，比較

容易產生疑惑的地方是有關於到了無上瑜伽的時

候，可以喝酒、吃肉，乃至於有類似男女之間的

問題。我首先有一個問題請問，也就是說，既然

已經修行到了一個程度以後，為什麼還要有這些

事?是由誰來認定可以修這個法?這個資格由誰來

審定?而另外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要修?既然已經修

行到一個程度了為什麼還要修?

達賴喇嘛答:

在密續裡面有四部，四部中則有一些特殊的

情況，什麼樣的情況呢?也就是說，當下的欲樂雖

是瞋心，但是它的根本欲樂是一個慈心，而且他

的慈心已經很堅固之後，他當下的欲樂、瞋心，

就有辦法幫助眾生或他的徒弟。到達那個時候，

是允許他產生瞋心的，因為他的慈心已經有了相

當的基礎，這是在密宗四部裡面曾經講過的:所以

，在四部的本尊裡面，有許多本尊是憤怒相的。

為什麼要現憤怒相呢?因為在密裡面，有時候必須

要用反面的作法，例如用瞋心來利益有情眾生，

他要使瞋心能轉成菩提道，就能把瞋心轉成菩提

道用的緣故。在他觀想本尊的時候，它所現的本

尊相就是憤怒相。同樣的，有時候貪心在特殊的

倩況下，可以轉為菩提道用，所以觀想本尊的時

候，有時可以看到女相的本尊。至於喝酒、吃肉

以及男女的結交，這唯有在無上瑜伽才有講到的

，其他三部沒有。

在無上瑜伽中，有講到喝酒、吃肉的問題，

而這是與男女結交有關係的。其中談到最主要的

問題，就是男女的結交問題，也就是雙身的問題

。以瑜伽者來講，如果他是男� �，他所依的就是

佛母，瑜伽者若是女� �的話，那她所依的就是佛

父。也就是說佛父佛母是互相依靠的。為什麼呢

?因為經由身軀的結交之後，� �分的意識和氣流會

慢慢的緩和下來，漸漸的消失了!而為了使達到最

究竟的目的，所以他必須產生大樂才有辦法，為

了能永恆的保持這個大樂，所以他的精液絕對不

能漏出，一滴都不能漏出，他有辦法運用這個精

液!假使他在行雙身法時，將精液射出來，那他必

須要有辦法一滴不漏的收回，否則就是違背了梵

行，就是犯了大罪。至於如何使精液不會流出來

呢?主要是以氣來控制，是以氣流的運轉來把精液

控制住。�除了要能把精液控制住之外，第二必須

要有空� �的智慧，第三要有很強的毅力。什麼毅

力呢?就是絕對不流一滴精液的這種毅力。這種毅

力要很強之後，才可教授這樣的法門，不是沒有

能力就要你去做!假使一個比丘去做這件事的話，

那是根本大罪，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了。

以一個瑜伽行者來說的話，他的定力要強到什麼

程度才可修此法呢?他必須以定力來看蘋果樹，能

使樹上的蘋果掉下來，又能夠再以定力使蘋果回

到原來的樹枝上，也就是說，他必須要能夠有自

在控制的能力，才可修雙身法。如果你只是剛好

幸運的看到蘋果掉下來，但卻無法再使它回到原

來的樹枝上的話，那就不可以� 再依靠雙身法了!

佛父依佛母，佛母依佛父，這是要有特殊的能力

」。這個「無我」，就是沒有那種根本、基礎

、獨立的「我」存在。真正的「我」是以什麼

方式存在呢?就是意識和身軀合為一體的時候

，所取名的一個「我」而已。並非是身體在別

處，而我在這裡，我控制身體的這種「我」。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去瞭解實際的情況，瞭解

真正「我」的存在，雖然我們會有「我」的這

種想法存在，但是，此時所產生的這種我執，

和普通人所產生的我執就完全不同了!普通人

所產生的我執是基本的、根本的那種很大的我

執，可是，如果當你瞭解實際情況下所產生的

我執就不同了，他就不會產生貪和瞋了。

我個人也沒什麼經驗，但是我會儘量讓自己去

觀想補特伽羅無實體空，而且我也時常去觀想

在唯識學裡面所講到的要取空，或者是中觀所

講《諸法無自相、無自��》的道理。雖然我沒

什麼經驗，無法告訴你們我個人的經驗到底是

什麼，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的是,我一直咬

緊牙關持續的觀想下去，就是因為這小小的經

驗，使我對事、物及人的看法，都有了很大的

改變!尤其是我相信，解脫是存在的，而且我

也相信，煩惱是可以斷除的。

淨心長老替信徒請問:

修行中依靠高僧大德的加持能夠得到什

麼利益呢?還是依靠自己多用功修行，多瞭解

佛法，依著佛法修行，才能夠得到利益呢?

達賴喇嘛答:

我們歡喜諸佛、皈依諸佛，祈請諸佛加

持，是會得到諸佛加持的，這是一定會有的。

但是，雖然會得到極少數的加持，如果自己不

靠自己好好修行，而生在中國共產黨那裡的話

，那即使想得到加持也很困難了!所以，最主

要的還是要靠自己，自己好好學佛，懂得道理

之後，我們才會真正產生敬信心，相信諸佛菩薩是存

在的，敬信心的產生是必須要見理、看到道理的，如

果沒有正確的道理來讓你瞭解實際的情況，那是無法

產生真正的敬信心的。因此，首先得透過學習的方式

去瞭解實際上的情況，依靠理由才會相信諸佛菩薩是

存在的，才會產生敬信心!那個時候，再祈求三寶加

持的話才是最好的方式，而最主要的還是自己好好的

努力與學習才是重要的。

以菩提迦耶及那爛陀寺來說，一個是釋迦牟尼

佛成道的地方，一個是龍樹菩薩及無著菩薩曾在那裡

學習的地方，如果我們到那裡參觀聖地的話，當然一

定會有加持!但是這並不代表在那裡一定會得到加持

，例如那裡的乞丐。也就是說，這是跟自己的敬信心

有很大的關係!雖然諸佛菩薩有加持，但是自己裡面

是空空的話，那你絕對得不到加持，這不像土一樣，

可以挖過來，所以，同樣的道理，你自己內心有了東

西之後，才能接受到佛菩薩的加持，才會得到佛菩薩

的加持。

我們再來看歷史上所唸的一句回向文，也就是

《願消三障諸煩惱，....》，我覺得這句愒文它有很

殊勝及很深的意趣，我們在誦這個回向文的時候，我

相信你們一定有在想這裡面的內容，而且實際上你們

也有去實行、去運用!我相信到目前為止，你們都有

在努力的學習，也很感謝你們努力的學習，但是努力

學習之後，則要好好的運用，運用之後才有辦法推廣

弘揚教法!���

本文感謝淨覺雜誌社提供。

他是龍樹菩薩弟子的弟子，他本身已有堅固的道

行，有一天，在房間的時候，有瑜伽母在他的附

近出現，那個時候，剛好那爛陀寺的糾察師來尋

查,看到了男女在一起的情形，隔天早上就把他趕

出去了!雖然他的道行很深，但是以戒來講的話，

就沒有所謂道行深不深的問題，只要是男女在一

起就是不行的。以那洛巴(Naropa)大師來講的話

，他曾是那爛陀寺的方丈，但是他到了那種道行

的時候，他放棄了那爛陀寺的生活，他放棄了比

丘的戒條，像乞丐一樣的去修持這個密的道行。

王尚智居士問:

在您剛剛開示時有提到智慧心的地方，而現在我

想請問您的是有關智慧的部份，我想請您告訴我

們，有關智慧，持別是在日常生活中，應如何運

用智慧?也請您告訴我們，如何在修行中培養智慧

?

達賴喇嘛答:

大致上智慧有分兩種，第一種是精通五明的

世俗智慧，第二種是善擇法究竟的勝義智慧。何

謂精通五明呢?就是精通聲明（語文學）、工巧明

（工藝學）、醫方明（醫藥學）、因明（論理學

）、內明(宗教學)。例如有些專家他有特殊的專

受教祖普

尊者�波卡仁波切行傳之三

家庭對抗寺廟

在寺廟裡，每日課程開始的很早。我必須在

清晨三、四點起床，然後由喇嘛多昂指導研讀經

文約兩小時。之後，我們便一起喝茶。而晌午所

剩餘的時間及午後，便十分自由地與其他幼小的

沙彌僧一起玩耍。我記得十分清楚，有個小沙彌

年紀比我小些，名叫欽累．根波，我們常在一起

玩騎馬的遊戲。我當馬伕，用一條繩子做為韁繩

套住他的腰帶，他便像一匹小馬般地跑著，並不

斷搖著小鈴發出叮噹叮噹的聲響。我們非常喜歡

這個遊戲；到了下午三點左右，喇嘛多昂便與我

複習上午所教授的經文，直到六點。每日傍晚太

陽西歸時，寺廟僧眾便開始修法供養護法—瑪哈

嘎拉，等到夜幕低垂，我便能就寢休息。

每當我離開寺廟，回家探望父母時，父親總

是十分激��的懇求，希望能將我留下，而喇嘛多

昂與喇嘛登珠，則十分希望我能夠跟在他們身旁

不要住在家裡；但父母之願有時表達的太過激烈

，這使得兩位喇嘛十分難為。

在我十一歲的那年，有次返家省親，一連住

了好幾個月，這使得我的親教師們陷於兩難的局

面。那次，起先如往常一般，我住在父母家中約

一個月之後，在起程回寺廟時，父親陪我走了一

天；那晚因為想到隔日便要離開父親，繼續趕路

回到寺廟，便令我十分悲傷地淚流不止。心軟的

父親見此便與我相擁而泣。縱然夜深疲備也無法

停住我們的淚水。父親實在承受不起如此的別離

傷感。隔天一早，他便決定要帶我返家，不在回

到寺廟。但波卡寺的喇嘛們一點也不理會父親的

想法，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是我能夠順利、毫

無延誤的在寺廟接受「祖古」的教育。在爭執之

下，喇嘛們盡了一切努力也無法改變父親的決定

；這次父親已鐵了心不再讓我回到波卡寺了。

在各方僵持不下的情況下，最後各走各的路

：喇嘛們在不愉快憂悽的心情下離開了，而我則

留在父親的身旁。想著能夠無憂無慮的過著家居

生活不禁滿心雀躍、日後，喇嘛多昂曾多次試著

勸告父親回心轉意，但幾個月下來，父親確一點

屈服的態勢也沒有。

為了此事，可憐的喇嘛多昂著實憂心不止。

噶瑪巴曾將教育我的工作交付給他，但他卻毫無

能力令我的父親改變心意，倘若如此便無法無誤

地將任務完成。最後，出於不得已，只好利用一

個藉口：喇嘛多昂與噶瑪巴的祕書十分熟識，他

便寫了一� �信，將問題清楚地告知，他認為要使

我無誤地完成學習唯一的方法便是讓我離開家鄉

，前往祖普寺。為了此行可以成功，他必須得到

噶瑪巴的命令，所以便在信中懇求噶瑪巴的祕書

年輕時的仁波切

在即位一年之後，決定著我必須從此離家

居住在寺廟裡。那是我第一次離家踏上漫漫的行

途，所以父親便陪伴著我一起上路。往後，我的

生活便作分二地，一是我定居的寺廟，另外便是

趁著每半年一次的假期，我能回到父母家中待上

數星期。初至寺廟的前幾年，並沒念什麼書，除

了身旁幾位親近的喇嘛或者是當父親來到波卡看

我時，教導我閱讀及習字外；大部分的時間我必

須參與許多儀軌修法與祈禱，即使寒冬下，嚴冷

刺咬著我的臉頰。

說到我的教育，那是在第一次見到噶瑪巴

之後才正式開始地。那時我九歲大而噶瑪巴二十

歲，他正遠行到美東離我的寺廟有好些天的路

程。在那兒他授給我皈依及沙彌戒。取法名為

：噶瑪聶登丘機羅茶（karma� Ngedeun� tcheuky�

lodreu；中文意譯為：究竟之真理，法慧）。

同時，噶瑪巴將教授師的工作委付給喇嘛

多昂，特別是指導我學習許多經文，從中了解做

為一個僧侶所需要的認識。喇嘛多昂是噶瑪協惹

的弟子，他在祖普寺完成了三年的閉關，雖然我

已在父親跟前學會了閱讀，但喇嘛多昂算是我的

第一位教師。

問：仁波切您提到必需要有慈悲心與信

心，但真正的慈悲心與信心不是一

種的感覺（情感的覺受）的表現，

請問要如何做到？

仁波切開示：在初學佛的時候必須要有

些許的感覺。但是這不是我們所

要追求的目標。我們必須要改正

這種感覺。譬如說當衣服髒了，

我們用水和肥皂粉洗衣，再搓洗

後。沖掉肥皂，然後便可將衣服

晾乾。

要獲得真正的慈悲心與信心，也

和洗衣服的道理一樣。

在剛開始的時候，有一個外在樣

子的感覺是好的，但是要在未來

修學的路上將這種表面的感覺丟

棄。

開��示��錄

尊貴的達賴喇嘛與凈心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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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一個小時之內,我想先為各位介紹藏

傳佛教的大致內容,而後半段的時間我們就互相來

討論,由你們提出問題,我來回答。

佛陀在印度開始轉法輪,是說四諦法輪,主要

是以巴利文來宣說的。以大乘佛法來說,我們有一

部經典叫做《解深密經》,裡面就有講到三種法輪

,其一是「四諦法輪」,其二是「無相法輪」,其三

是「善擇法輪」。以中觀來講的話,這三法輪有了

義不了義的差別。而不管如何,一般都承認佛陀有

講這三種法輪。

在無著菩薩與世親菩薩的觀點,認為第一次的

四諦法輪和第二次的無相法輪是屬於不了義經,而

第三次善擇法輪才是了義的經典。因為它清楚的

辨別一切,所以是了義經。為什麼他們會認為第一

次和第二次法輪是屬於不了義經呢?因為我們無法

以「詞義」來安立實相、安立真理,而無相法輪裡

面有講到〝諸法無自��〞的問題,他們認為這個「

詞」並非是符合真理所講的「詞」。在善擇法輪

裡面有講到法可分為依他起、圓成實、遍計執三

種,只有遍計執是無自� �,另外的依他起和圓成實

皆是有自� �的。所以他們認為「無相法輪」真正

的意趣,是在「善擇法輪」裡面講到,是在善擇法

輪裡面才可得知的。因此,無著菩薩在其著作的許

多論典裡面有講到「宣說無自��,無自相的這些論

師們,其實他們已經墮落在斷邊了。」

各位不知有沒有看到前面釋迦牟尼的佛像?在

右上方的是世親菩薩,他是持廣大行的,而在他的

下方則是無著菩薩,他最主要也是持廣大行的;另

外左邊上方的是文殊菩薩,左下方的是龍樹菩薩,

他們都是以身踐行為主的。由密的角度來講,他們

的次第是不同的:如果我們以相來作解釋的話,會

覺得很奇怪,原本龍樹菩薩是比無著菩薩早誕生的

,但由此相看來意思好像無著菩薩對著龍樹菩薩說

記錄/張淑娟

首先向諸位法友問候:你們

辛不辛苦啊?因為路途確實是非

常遙遠。我相信你們都知道我曾

經講過一句話:中國佛教有長久

的歷史。而今天能與中國的佛教

徒在一起,我內心感到特別的歡

喜和高興,很歡迎你們來到這裡

。自從我流亡之後,這裡就是我

的第二個大家庭,我很歡迎你們

參加這個大家庭。記得上次到台

灣的時候,你們很歡迎我,同樣的

,今天我也非常歡迎你們來到這

裡,特別是中國佛教會會長　淨

心長老,還有鄭教授等人,於我在

台灣的那段期間,幫了我很大的

忙,我在這裡要特別的說聲謝謝

。

：你是墮入斷邊的論師!而就在此時,龍樹菩薩也

似乎在回答說,我並非講諸法是沒有的,我只是說

諸法是緣起的,所以我說諸法是無自相的。就在那

個時候,釋迦尊者也就很歡喜的說：就是如此,就

是如此!

佛陀說法時,都曾經說過以上這二種法門,為

什麼呢?因為眾生的根機不同,依他們的機緣,說適

合他們的法。在無著菩薩所寫的那些論典中,也就

是「瑜伽師地論」裡面,有講到大乘的精神;同樣

的,在龍樹菩薩所寫的「中觀論」裡面也有講到大

乘的精神。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當初佛陀在對眾生

說法的時候,最主要的仍是以小乘的佛法為主,只

有對少數的眾生,也就是那些罪業清淨的眾生們才

講大乘的佛法。而在講大乘佛法的同時,佛陀也講

到密乘的佛法及教法,為什麼呢?在解脫尊所寫的

一本註解當中,就有提到佛有三種說法及四種說法

的差別!如果當時他所提到的,是實在的話,那表示

佛陀應該有講到密法。雖然西方有些佛學專家,認

為龍樹菩薩並沒有著作有關密乘的經典,但是,我

們看了以前在印度的這些學者專家們所寫的論典

之後,大部份的人都一致認為,印度的專家同認龍

樹菩薩有說大乘的經典,而且是大乘密教的經典,

也就是佛學密教的經典!

將密教傳入西藏的是吉護大師及蓮花生大師,

他們所行的是大乘精神的菩薩行。剛開始時,蓮花

生大師只有對少數根器清淨的眾生說密乘的教法

,之後所講的,大部份都是說明大乘的精神,也就是

所謂的菩薩道。在這之後,有位寂淨菩薩為了使西

藏有戒律的傳承,在透過調查之後,選出了七位有

資格的小孩子,將戒傳給了他們。從那時候開始,

西藏就有了完整的戒律制度以及完整的大乘精神

制度和西臧密宗所有完整的制度。所以我時常講

一句話:西藏的教法是圓滿的。為什麼是圓滿的呢

?因為它有大乘、有密乘,還有律,全部都具足。

之後有一段期間,由於密教的瑜伽者輕視守戒

的戒律師,守戒的人也輕視學密的這些瑜伽者,彼

此互相排斥而有距離。但是後來又有一種說法,那

就是說我們不應這麼做,以一個人來講的話,他是

有辦法學三種的,也就是說,他有辦法學戒律,也有

辦法學大乘的精神和學習密乘的,就是因為這種說

法普遍在全西藏之後,才真正確立了現在這個完整

的制度。

至於學密是需要有善巧方便的;為什麼說需要

善巧方便呢?因為在密法裡面,尤其是在無上密裡

面,有說喝酒、吃肉等等。但是,我們現在還不夠

這資格,也還不到那種層次;在還沒到達這種階段

的時候,我們可以先作觀想。教我們喝酒、吃肉等

等我們先不做,除非等到我們的道行已經深厚,已

經非常堅固,那個時候才可以做,在還沒到達這種

階段之前,目前我們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就在於「

戒」。在西藏要判斷一個地方有沒有教法,是以什

麼作為標準呢?那就是戒律裡面所講到的「受戒」

,也就是「布薩」的意思。另外則是「結夏安居」

,以及結夏安居後的「解夏」。有了這三種的話,

那就是有教法,沒有這三種的話,這個地方就沒有

教法了!

西藏的戒律之中,分為居士戒與出家戒,而居

士戒之中,又分為梵行的居士戒和圓滿的居士戒。

以出家戒來講的話,它分為沙彌戒,還有比丘戒,因

為西藏沒有比丘尼戒和式叉摩那的戒條。而在菩

薩戒方面,我們有願信儀軌和菩薩戒條。以密來講

則有四部,即不論那一部都必須要實行菩薩戒的,

但金剛戒則在瑜伽部及無上瑜伽部才要守的。這

是因為西藏有解脫戒,又稱為在家居士戒,沙彌戒

,還有比丘戒三種。除了解脫戒之外,另外則是菩

薩戒及金剛戒,也就是說,西藏的佛法之中,這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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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為轉達。

噶瑪巴十分讚同這個主意，他回了一� �信給

喇嘛多昂、喇嘛登珠及我的父親；在信中噶瑪巴

解釋到，我必需前往祖普寺，接受三年的「祖古

」教育，他並且在信的下方蓋上法印，以為慎重

。

噶瑪巴的信先送到了波卡寺，喇嘛多昂便將

信帶來與我的父母。這簡直是一個晴天霹靂，祖

普寺那麼遙遠，而我卻必須在那裡住上三年，這

意謂著三年之內他們將見不到我，但面對這分來

自噶瑪巴的命令，他們也只得接受了。

離別

回到波卡數個月之後，我在喇嘛多昂，喇嘛

察秋的陪伴下離開了寺廟前往祖普寺，而同行的

還有廚師惹巴及一位伴讀原滇。當我們行至美東

寺稍作短暫的停留休息時，我的父母也趕來會合

，三天的相聚中，父母親因為深感將與我遠離而

十分地悲傷，至於我，內心亦是與他們一同難過

，因為我毫不願意前往一個那麼遙遠陌生的地方

。而就在離別的時刻，我們誰也無法止住淚水，

但無可選擇，我必須和我的同伴步上東行往祖普

的道路。

長達數週的旅程之中，每日傍晚當我望著漸

漸西沉的落日時，便會想著在日歸的那方有個離

我愈來愈遠，住著我的雙親家人的小村落。而我

卻在三年之內無法回到那片遼闊無際的草原上去

。

到達祖普寺之前的十幾天，當我們的旅隊穿

越過一處高聳的山隘時遇見了兩位波卡地方的人

士，正好從祖普寺歸返，當他們知曉我們的走向

後，便告知祖普寺現在正傳播著天花這種流行病

，實在不太適合前往，因為它已經造成許多人死

亡，包括為數不少的寺廟僧侶在內。這個消息造

成我與同伴兩種截然不同的感受；我心裡想著：

若是如此我們便無法再繼續前行？那有多好！這

樣便可以掉頭回到波卡，我也可以很快就見到我

的父母，所以我內心充滿希望，暗暗欣喜著。而

在喇嘛多昂及喇嘛察秋心裡卻為眼前的情況傷透

腦筋，因為他們受命於噶瑪巴，並很嚴肅地認為

只有在祖普寺我才能好好的學習，若現在取道返

回波卡，則他們的計劃便無法完成。我竊竊歡喜

著他們的失望。然而不久之後他們便逆轉了這股

憂惱，原因是在臨近有一處平原名為“永帕千”

，那兒住著一戶喇嘛們極為熟識的人家。我們便

到那兒暫借等待這陣流行病退去。

為了安全抵達祖普寺，我們一行人在“永帕

千”休息停留了約三個月，在這期間噶瑪巴派遣

了兩位僧侶來為我們進行預防注射。相較於歐美

等國，牛痘的預防接種在西藏仍是非常稀有的。

首先他們利用針在我們的手臂上劃上一個小口，

使得血液流滲出來，然後再倒入二至三滴的疫苗

，再來醫護人員再將一個割為兩半的果核敷貼在

傷口上，並用紗布綑紮。我們約有十五、六人接

受這樣的預防注射。隔日上午，一大早醫護僧便

詢問我們身體的感覺。如果有輕微的發橈則表示

治療成功，反之無此徵狀便是接種無效。若身體

狀況沒有任何反應，便必須喝些酒來加速藥劑的

作用。僅管如此，我們卻不用借助酒精的� �化，

因為在注射後的隔日，隨伴而來的便是猛烈的發

橈及不舒服。而傷口癒合之後也覆蓋一層膿瘡。

什麼“祖古”！

兩週之後，噶瑪巴送來一道命令，要我們即

刻前往祖普寺。如此我們便得再度上馬，終於要

到達這趟旅行的目的地。在當時祖普寺算是中等

規模的寺院，約住有五��位僧侶。

在祖普寺第一次面見噶瑪巴的情況，非常清

楚地保留在我的記憶之中。當時在他的房裡，我

十三歲他二十九歲，我身穿的是一席非常� �蔽簡

陋的藏西僧服上身披的“丘巴”（袈裟）是一塊

羊皮圍成的，上頭還帶有車縫布邊的袖子，但上

身卻穿著一件沒有袖子的僧衣，下身重重的僧裙

是染了藏紅色的羊毛織成的。當時我還穿了一雙

長到膝蓋的牧羊靴子。說實話這樣的服裝在那十

分寒冷的家鄉是再適合不過了。不過在拉薩或祖

普，僧侶們皆十分嚴謹地穿著沒有袖子的僧衣，

甚至連腳上的靴子也不一樣，這裡的每一個人都

會嘲笑像我一樣穿著奇裝異服來自遊牧部落的出

家人。就連噶瑪巴看到我的穿著亦然，當我謁見

他，向他俯身頂禮時，噶瑪巴發出驚奇的笑聲：

“哎呀！這靴子……牧羊人的靴子！他怎這麼髒

！什麼“祖古”！”而當時我感到十分困窘，…

…真得很難為情！

在頂禮問候之後，噶瑪巴便要我們坐下，並

賜茶給每給喇嘛多昂，喇嘛察秋及我。噶瑪巴長

的十分好看，他穿著的僧服織工非常精巧，他房

裡的窗戶是用玻璃代替西藏傳統使用的糊紙。另

外還懸置許多鳥籠，裡頭飼養著紅的、黃的發出

啁啾啁啾不同聲響的鳥兒。我既驚又喜地看著這

些不曾見過的事物。

在喝茶的同時，噶瑪巴說道，他很高興我們

能來到祖普寺，而我將留下來學習三年，這對一

位轉世的“祖古”是再好不過的。他並交付楚丁

永度一寺廟的戒師，將是我的指導教師。這可不

是一件好消息，我想，如果我有一位要求戒律行

儀的老師，那他的教鞭一定不會留情的。

一位嚴格的戒律師

實際我有兩位老師，戒律師楚丁永度及和他

住在一起的哥哥喇嘛吉美協助教導的工作。如藏

人習慣上要求一般，當我第一次拜見老師的時候

，我必須向他們獻上哈達及奉上一只盛滿酥油茶

的茶壼，壼嘴還套著一圈繪著吉祥圖案的紅黃紙

條，在他們兩位長者的面前著實讓我覺得惶惶難

安。為了求得一個長壽與智慧增長的好緣起，老

師們便以白度母儀軌作為我第一個學習的經文。

傳統西藏教育是要求學生每日研讀二至三頁

的經文，而在隔日上午教授師便會依次詢問前天

所教讀的內容並要求學生背誦。而非常嚴厲的教

師總會對書讀不好的學生施以無情的棍棒以致夜

裡我都會因為害怕隔日的來到而宿夜難安。

寺廟裡一天的作息很早便開始。凌晨三時，

我便得到老師的寮房報到，我是與其他的沙彌同

學一起上課，但是由於「祖古」的身份，所以座

位稍稍有所區別。同學們皆面向老師席地而坐，

只有我是位在一個置於地毯上的台座。這種區別

待遇讓我一點也高興不起來，我倒十分願意跟其

他同學坐在一塊，但老師們卻堅持我和團體保持

一定的距離。而每當冬天來到無可抗拒的嚴寒令

學習更加困難。

漫長的課程，有時會令我不忍地小歇幾分鐘

。事實上，是有這麼一個可以稍稍輕鬆的機會，

但這總是與我無緣：在我們上課的寮房裡並沒有

洗手間這樣的小室，而在老師的座位旁卻有個可

以解手的小桶，當有人需要時便像一隻母雞般地

蹲在上面即可。當桶滿時，老師便會命令學生拿

至外頭清理。這是一件不錯的差事，因為可以擁

有幾分鐘不用在教室受罪。但是僅管我十分願意

為大家服務以換取片刻的鬆弛，但老師卻從來沒

有想過我。（下期待續）

達香寺台北中心

每日早課(6:30∼8:00)

綠度母四灌頂供養曼達儀軌修法

為能廣植福田�M精進修持�M達香寺台北中心

於去年十一月起開始每日晨修綠度母四灌頂供養

曼達儀軌�M由喇嘛江秋�N喇嘛噶瑪及喇嘛依喜三

位帶領共修�Q祈願此舉能消除現世一切魔難�M有

心共修或供養的師兄可於每日上午六點半至八點

前往台北利生中心參加法會�M一切隨喜功德。

“修行者一日”第三版出爐了!

“修行者的一日”出刊至今�M廣受十方大眾

喜愛受用�M前兩版印行的兩萬餘本�M已被索取一

空�M為令仁波切的教法能更廣利有情�M我們將增

行第三版五千冊�M歡迎各方索閱�M助印。

“了義炬”四加行實修課程

親愛的師兄們�M您在家修行困難嗎?或者您不

知道如何著手修四加行呢?本中心於每周日下午三

點由喇嘛伊喜帶領四加行實修�M有心精進的您絕

不能空過這樣的機會�M讓您每一個禮拜�M都能積

聚一分成就的福德資糧。

年度急難救助及轉介社福機構狀

況

本寺於八十六年度共發放了新臺幣七萬五千元給

臺北縣四十八戶貧困居民�M外加於新莊�N內湖兩

件急難救助金共兩萬元新臺幣。本寺救難濟貧是

由護持寺廟會員每月捐款中撥出�M因本寺規模不

大�M將來在救難濟貧的工作上會與各方慈善機構

合作�M若有貧困苦難個案�M可與寺方連繫。

法會活��要絮

本文作者：波卡仁波切

原文書名：Vie�de�Bokar�Rinpoche

法文翻議：Francois��Jacquement

中文翻譯：連群

年終瑪哈嘎拉法會

1月22日至26日

台北中心

新春精進關

文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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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摘�要��������姓��名�����收入金額�支出金額�
12/1護持中心�����������徐燕枝���������1000
12/1�������������������洪炳輝���������1000
12/7�������������������古��菊���������1000
12/8�������������������釋開智���������1000
12/8�������������������張蒲芳��������20000
12/12������������������許宗衍��������10000
12/13������������������葉清昌��������14000
12/1功德主會員12月�����李山茶���������1000
12/112月���������������陳華光���������1000
12/112月���������������林高滿���������1000
12/112月*2�������������世合發有限公司�2000
12/112月���������������林桓齊���������1000
12/112月���������������林桓慶���������1000
12/1�86/07-12月��������林華進���������6000
12/1�86/07-12月��������林華進全家�����6000
12/1�86/07-12月��������林陳玉燕�������6000
12/1�86/07-12月��������林國洋���������6000
12/1�86/07-12月��������林子玲���������6000
12/111-12月������������吳明都,蔡伶慧��2000
12/111-12月������������吳思��,吳彥德��2000
12/111-12月������������林朝慶���������2000
12/111-12月������������許鶴齡���������2000
12/111-12月������������王約巽���������2000
12/612月���������������孔耀櫻���������1000
12/612月���������������李荷,李春磊等��1000
12/712月���������������林美妤���������1000
12/712月���������������林琴芝���������1000
12/712月���������������古��菊���������1000
12/811月���������������鄧秀玲���������1000
12/811月���������������仇蔚宜���������1000
12/811月���������������林玉秀���������1000
12/811月���������������李邵進���������1000
12/811月���������������張碧蓮���������1000
12/811月���������������張雯茹���������1000
12/811月���������������黃鳳娟���������1000
12/811月���������������洪堯堅���������1000
12/811月���������������歐德歡���������1000
12/811月���������������蘇榮貴���������1000
12/1211-12月�����������李小平���������2000
12/1212月��������������許宗興���������1000
12/1212月*2������������柳玉娟���������2000
12/1212月��������������葉翰文,葉竣瑜��1000
12/1212月��������������蔡寶田等�������1000
12/1212月��������������蔡明坤���������1000
12/1311-12月�����������何玉鳳���������2000
12/13�87/01-12月*2�����高慧貞��������24000
12/1312月��������������李淑媛���������1000
12/1311-12月������������成��之,吳美惠�2000
12/1311-12月������������葉承宜��������2000
12/1311-12月������������葉盈秀��������2000
12/1311-12月������������葉蕙榆��������2000
12/12�護持僧眾����������蘇思漢��������1000
12/12�������������������柳玉娟���������200
12/12�護持關房����������李建平��������1000
12/12�������������������陳純修12人����1000
12/7�助印經書�����������曹錦良���������100
12/12�������������������柳玉娟���������200
12/1�喇嘛伙食費���������經常費�����������������20000
12/1�寬道師單金���������������������������������2000
12/1�薪資-連��群�������������������������������20000
12/1�薪資-鄧如恩�������������������������������10000
12/1�中心零用金���������������������������������5000
12/1�關房零用金���������������������������������5000
12/1�新莊零用金���������������������������������3000
12/1�交通費�������������������������������������5000
12/6�清潔費*4次���������������������������������4000
12/8�電話費:6631226������������������������������380
12/8�燕麥片��������������������������������������770
12/8�油燈20桶*500������������������������������10000
12/10�印上師長壽祈請文�������������������������29700
12/11�面具模具4個,面具三��.��������������������63000
12/12�中心電費����������������������������������1148
12/15�郵票���������������������������������������460
12/1511月水費�����������������������������������3407

----------------------------------------------------
收入合計：＄156,500-支出合計：＄182,865

=不足-26,365�由總帳補足

日期�����摘�要���������姓��名�������收入金額���支出金額
�
10/22��護持中心��������陳含笑�������1000
11/1���溢付法訊費收回��溢付款�������3800
11/4�������������������簡如君�������1000
11/4�������������������古��菊�������1000
11/11������������������陳純修�������1000
11/15������������������王萬榮��������300
11/16������������������陳奎翰��������200
11/16������������������劉瑞進��������500
11/16������������������曹錦良��������100
11/16������������������蔡寶田3人�����300
11/21������������������胡清淡��������2000
11/21������������������莊嘩微��������1000
11/21������������������黃光輝��������1000
�������功德主會員
10/23�10-082)����������張麗貞��������3000
10/23�10-12月����������張明美��������3000
10/23����11月����������林琴芝��������1000
11/1�����11月����������成之,吳美�����1000
11/1�����11月����������孔耀櫻��������1000
11/4�����11月����������陳少芬��������1000
11/4�����11月����������施紹廉��������1000
11/4�����11月����������李淑媛��������1000
11/4�����11月����������林美妤��������1000
11/4�����10-11月�������世合發有限����4000
11/4�����10-11月�������林高滿��������2000
11/4�����10-11月�������林桓齊��������2000
11/4�����10-11月�������林桓慶��������2000
11/4�����10-11月�������陳華光��������2000
11/4�����10-11月�������李山茶��������2000
11/4�����11月����������林欽源��������1000
11/4�����11月����������古��菊��������1000
11/4�����10月����������張雯茹��������1000
11/4�����10月����������李紹進��������1000
11/4�����10月����������林玉秀��������1000
11/4�����10月����������仇蔚宜��������1000
11/4�����10月����������張碧蓮��������1000
11/8�����10月����������歐德歡��������1000
11/8�����10月����������蘇榮貴��������1000
11/8�����10月����������黃鳳嬌��������1000
11/8�����10月����������鄧秀玲��������1000
11/8�����10月����������洪堯堅��������1000
11/9�����10月����������林��玉,陳建宏�1000
11/9�����11月����������李春磊��������1000
11/9�����86/09月�������葉瀚文,葉峻瑜�1000
11/9�����10月����������許宗興��������1000
11/15����11月����������蕭友年��������1000
11/15����11月����������李宜蓁��������1000
11/15����11月����������汪振達,汪仁傑�1000
11/15����11月����������李廖幼,李淑芬�1000
11/15����11月����������黃慶春��������1000
11/15����11月����������陳銀庭��������1000
11/15����12月�-87/02月�沙昌齡��������3000
11/16����11月�-87/10月�詹前哲�������12000
11/16����11月�-87/10月�徐寶乾�������12000
11/16����11月����������蔡明坤��������1000
11/21����11月*2��������王文姍��������2000
11/21����11月����������張堅基��������1000
11/9�����護持僧眾������蘇思漢��������1000
10/23����護持關房������江國����������1000
11/15������������������李敦儀��������2000
11/9�����助印經書������朱振坤��������1000
11/16������������������李慶輝���������500
10/22����郵票����������經常費�����������������������350
10/22����法訊�������������������������������������17800
10/28����10月份電費�������������������������������19134
10/28����清潔費*10次������������������������������10000
10/29����關房修冰箱��������������������������������6000
10/30����劃撥手續費���������������������������������455
10/30����置物箱������������������������������������1805
11/1�����四位喇嘛伙食費���������������������������20000
11/1�����寬道師單金��������������������������������2000
11/1�����薪資-連��群������������������������������20000
11/1�����薪資-鄧如恩������������������������������10000
11/1�����中心零用金��������������������������������5000
11/1�����關房零用金��������������������������������5000
11/1�����新莊中心零用金����������������������������3000
11/1�����電話費:6631226�����������������������������173
11/4�����德玄宮供果��������������������������������1910
11/4�����運費-卡車到關房���������������������������1000
11/9�����寄法訊包裹費������������������������������5418
11/9�����九月份打字費������������������������������1355
11/15����關房伙食����������������������������������1730
11/15����電話費:5500730(10-11月)�������������������1672
11/15����電話費:5500726(10-11月)�������������������5481
11/15����電話費:5500727(10-11月)�������������������3951
11/27����關房伙食����������������������������������2560
11/27����11月劃撥手續費�����������������������������510
11/29����辦理江巴仁波切及喇嘛江秋������居留費������2000
--------------------------------------------------------

�收入合計：$98,700�-�支出金額:$148,300=

十一月份�達�香�寺�收�支�表 十二月份�達�香�寺�收�支�表

日期��摘��要���姓����名������收入金額�支出金額
11/4贊助醫藥費�吳漢宮������������500
11/4�����������葉子淨�����������1000
11/8�����������張雯茹,廖英化,����200
11/8�����������廖��祝,張雯懿,����200
11/8�����������許美雪,蘇偉彰,���1000
11/8�����������許惠卿,黃永隆,���1000
11/11����������葉美珠������������600
11/11����������葉晴蓉������������600
11/15����������劉香佑������������300
11/15����������沙昌齡�����������3000
11/16����������蕭人豪������������215
11/16����������蔡明坤������������500
11/16����������釋常証�����������2000
11/16����������許美雪,許惠卿����1000
11/16����������黃永隆,蘇偉彰����1000
11/16����������廖��祝,廖英化�����200
11/16����������張雯懿,張雯茹�����200
11/21����������陳香君�����������1000
11/21����������高��瑋������������500
11/1洗腎交通費�醫藥費支出��������������5000
11/21特別看護費������������������������5000

收入：＄15,015-支出：＄10,000=結餘�5,015轉入基金

十一月�僧眾醫療費基金收支表

姓��名����������������������收入金額
吳開華�������������������������500
吳淑芬�������������������������300
王雅玲�������������������������200
蔡明坤�������������������������500
蔡寶田,蔡李��,蔡謝尾�����������600
李應朕�������������������������200
高俊傑,高蘇鳳琴����������������300
高子昌,高慧君������������������300
高慧真,高慧員������������������400
沙啟鍾,朱鏡瑜�����������������1000
高繼徽,高李淑品����������������900
高明敏,張鏡心������������������900
須健群,許瑞真�����������������1000
李��荷,李明鏡,李春磊����������1000
林添發,林謝對������������������500
朱振坤������������������������1000
盧宏宗������������������������1000
葉雪娥�������������������������200
鄧如恩,王約巽������������������500
李培宏,李林育盈����������������500
劉雅琴,張武輝������������������500
吳寅卯,吳陳惜�����������������1000
李陳杏,李碧陽�����������������1000
吳喜美,吳淑姿�����������������1000
吳清友,吳威�������������������1000
鄭正瑜,鄭許碧蓮����������������500
連健一,連蔣雪珠����������������500
連��功,連黃春詮����������������500
連啟翔,連敏惠������������������500
潘文宗�������������������������500
許建成�������������������������500
林文彥������������������������1000
喇嘛江秋����������������������1000
周西洋�����������������������10000
林三耀�������������������������300
李美珠,李良寶������������������500
顧錦才�������������������������500
張襄玉�������������������������500
張台光�������������������������500
江永仁,張阿完,江雪菁�����������600
蔡文峰�������������������������500
戴子韻�������������������������200
唐紹勳�������������������������200
陳顯堂�������������������������200
劉香佑�������������������������200
劉香佑�������������������������200
楊林阿夏�����������������������200
杜光輝,林春延������������������400
杜怡藍,黃慶春������������������400
黃世旻,黃暉翔������������������400
林明陽�������������������������125
簡如君�������������������������500
彭剛毅�������������������������100
黃昭順,郭美菁������������������500
蔡孝馬,黃秀珍�����������������1000
葉清昌������������������������2000
葉承宜������������������������1000
黃素美������������������������1000
黃春鶯������������������������1000
胡清淡������������������������1000
洪堯堅�������������������������500
江以誠�������������������������500
胡容容�������������������������200
馬惠芬�������������������������500
葛守美������������������������2000
黃謝金蓮,黃龍泉����������������500
林晟廣�������������������������500
張慧如�������������������������500
林正益�������������������������500
呂秀嬌�������������������������200
李政能�������������������������200
龔桐達全家���������������������200
翁瑞宏�������������������������300
葉清德�������������������������300
張世俊�������������������������600
葉盈秀�������������������������150
周竺宏�������������������������300
張勝郎全家��������������������1000
徐貴元�������������������������300
魏淑諍�������������������������200
胡��麵,胡秋琴������������������300
10月結於轉入������������������8690
由蘇榮貴師兄代��放生物������������60,850

收入63,765��餘款��2,915�轉入�12月放生

十一月份卡盧仁波切放生會

姓��名��������������������收入金額
上月結餘��������������������2290
羅鍵中,陳昱慧����������������200
陳勇治,陳黃幼����������������200
李香鋒����������������������2000
沙啟鐘,朱鏡瑜���������������1000
陳振輝�����������������������200
葉美珠����������������������1000
葉晴容����������������������1000
李荷,李明鏡,李春磊����������1000
許玉明�����������������������500
楊林阿夏���������������������200
陳銀庭�����������������������300
傑敏實業有限公司�������������500
杜光輝,杜怡蘭����������������400
杜世旻�����������������������200
杜張延,黃慶春����������������400
黃暉翔�����������������������200
廖永富����������������������1000
洪淑子,許建成���������������1000
方悟原�����������������������300
鄭許碧蓮,鄭正瑜��������������500
連啟翔,連敏惠���������������1000
潘信全�����������������������500
連蔣雪珠���������������������500
吳寅卯,吳陳惜���������������1000
李陳杏,李碧陽���������������1000
吳喜美,吳淑姿���������������1000
吳清友,吳威�����������������1000
周西洋����������������������5000
周李阿素��������������������5000
徐��燕����������������������1000
吳沃松,吳信蒼,吳信熹���������500
吳孟芳,李國彬,李文玉���������500
顧錦才�����������������������500
張襄玉�����������������������500
張台光,陳霞琳����������������500
江永仁,張阿完,江雪菁���������600
蔡文峰�����������������������500
戴子韻�����������������������200
唐紹勳�����������������������200
喇嘛江秋���������������������500
王如湘����������������������2000
謝榮輝����������������������1000
謝進發,蔣序蘭���������������1000
柳玉娟�����������������������200
無名氏�����������������������500
翁瑞宏�����������������������500
翁佩青,曾�彩�����������������500
蕭世傑,蕭富丹����������������500
葉清昌����������������������3000
葉清德�����������������������500
周竹宏全家�������������������600
張世俊,賴明玟����������������300
張家瑋,張家瑜����������������300
胡容容�����������������������200
洪堯堅�����������������������500
江以誠�����������������������500
胡清淡����������������������1000
茹均芷�����������������������500
廖祝,張凱旋������������������400
楊團南,呂秀婷,楊淇琴��������1000
胡湘貞�����������������������500
江巴仁波切������������������1000
馬惠芬�����������������������500
張勝郎����������������������1000
高明敏,高繼徽����������������750
李淑品,張鏡心����������������750
鐘忠勇����������������������1500
高俊傑,高蘇鳳琴��������������500
成��之,吳美惠���������������1000
彭剛毅�����������������������250
柯麗娟�����������������������100
黃宜純�����������������������500
張��展�����������������������200
韓��琴,趙進德���������������1000
鄧如恩,王約巽����������������500
林玉裡,李培宏����������������500
劉雅琴�����������������������200
許瑞真,須健群���������������1000
林華進����������������������1000
世合發有限公司��������������1000
簡如君����������������������1000
羅傑生�����������������������300
林三耀�����������������������300
林明陽�����������������������200
林張玉�����������������������100
由蘇榮貴師兄代��放生物�����������57,850

收入66,540��餘款��8,690�轉入�11月放生

十月份卡盧仁波切放生會

日期��摘��要���姓����名������收入金額�支出金額
12/6贊助醫藥費���林妙玲��������2000
12/8�������������蘇榮貴���������500
12/8�������������許美雪���������500
12/8�������������許惠卿���������500
12/8�������������黃永隆���������500
12/8�������������廖��祝���������100
12/8�������������張雯懿���������100
12/8�������������張雯茹���������100
12/8�������������廖英化���������100
12/12������������蔡明坤���������500
12/1看護費-王秀錦��醫藥費支出������������5000
12/1洗腎交通費���������������������������5000

收入：＄4,900-支出：＄10,000=不足�5,100由基金補足

十二月�僧眾醫療費基金收支表

�第八版����������������������������������������������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元月刊���������������������������������達香寺法訊

日期�����姓��名��������摘�要������收入金額���支出金額
10/4��吳清友���������舍利塔基金�����105000
10/4��葉清昌��������������������������6000
10/4��沙昌林��������������������������6000
10/4��林三耀�������������������������11050
10/4��方悟原��������������������������4000
10/4��許瑞真��������������������������3000
10/4��古��菊�������������������������20000
10/4��吳寅卯�������������������������15000
10/4��吳陳惜�������������������������10000
10/4��陳豔紅��������������������������5000
10/4��張麗惠���������������������������500
10/4��林朝慶��������������������������2400
10/30�蔣雪珠全家���������������������20000
10/30�陳朝傳�������������������������36000
10/30�陳慧穎��������������������������4000
10/30�彭瑞芳��������������������������1000
10/30�成��之��������������������������5000
10/30�顧錦才�������������������������10000
10/30�施紹廉��������������������������1000
11/8��灄以泓��������������������������2000
11/8��高慧貞�������������������������25000
11/8��蔡幸惠��������������������������2000
11/8��黃美智��������������������������3000
11/9��馬志偉���������������������������200
11/9��黃昭順���������������������������500
11/9��張麗貞��������������������������3000
11/9��張明美��������������������������3000
11/9��張賴峰��������������������������1000
11/9��張鴻基全家����������������������1000
11/9��張麗紅��������������������������1000
11/9��郭美菁���������������������������200
11/9��李美珠,李良寶��������������������500
11/9��何玉鳳��������������������������3000
11/9��郭呂阿森�������������������������300
11/15�劉雅琴�������������������������10000
11/15�王國翰��������������������������1000
11/15�王約巽��������������������������1000
11/15�李林育盈������������������������2000
11/15�李培宏��������������������������2000

贊 助 舍 利 塔 第 一 期 工 程 功 德 主 及 收 支 明 細 徵 信

11/15�王丁連��������������������������1000
11/15�廖時華��������������������������1000
11/15�方時華,方時中�������������������1000
11/15�方德義,方周阿珠�����������������1000
11/15�詹許采繁全家��������������������7000
11/15�詹前哲��������������������������7000
11/18�楊弘梅���������������������������300
11/18�郭莊分���������������������������700
11/18�劉紹慧��������������������������2000
11/18�陳��好��������������������������2000
11/18�唐紹勳��������������������������1000
11/18�林朝慶��������������������������4500
11/18�羅雪玉��������������������������1000
11/18�林妙玲��������������������������6000
11/18�詹前哲��������������������������7000
11/18�柯麗娟��������������������������2000
11/18�莊嘩微��������������������������1000
11/26�游秀嬌��������������������������2500
11/26�馬惠芬��������������������������2000
11/26�江榮茂��������������������������2000
11/29�黃世華,張��豫�������������������1000
11/29�李台浚���������������������������500
11/29�林華進��������������������������1000
11/29�張台光全家���������������������15000
11/29�張忠達全家���������������������10000
11/29�陳富貴全家���������������������10000
11/29�潘淑菁�������������������������10000
11/29�喇嘛江秋������������������������5000
12/6��孔耀櫻��������������������������2000
12/6��何景輝全家�����������������������500
12/6��施並錫����������������������������50
12/6��施又仁����������������������������30
12/6��陸家����������������������������2000
12/6��陸雲翔��������������������������1000
12/6��陸秦楨��������������������������1000
12/6��高俊傑,高蘇鳳琴�����������������6300
12/6��古��菊�������������������������20000
12/11�卓美蘭���������������������������300
12/11�雷玉蓮���������������������������300
12/11�李小平��������������������������1000

12/11�黃紹順,郭美菁������������500
12/13�徐國禎������������������1000
12/13�成��之,吳美惠����������10000
12/13�程中柱�������������������500
12/14�釋見�縣�����������������3200
12/14�林迺智,林仲猛����������50000
12/14�徐燕枝������������������1000
12/14�許鶴齡�������������������600
12/14�洪炳輝,洪慈禪�����������4000
12/14�喇嘛噶瑪����������������1000
12/14�洪千惠������������������2000
12/14�林有成������������������5000
12/14�殷維龍������������������2000
12/14�林文池������������������3000
12/14�紀正良������������������5000
12/14�李兆偉������������������5000
12/17�陳慧容�����������������50000
12/17�張忠良,張阿雲�����������1000
12/17�蔣智勇等三人������������1000
12/21�蕭富丹�������������������500
12/21�葉蕙榆�������������������500
12/21�葉承宜������������������1000
�12/2�林瑞榮�������������������600
12/21�喇嘛依希����������������2000
12/15�第一期工程款�������������������415,972

����收入合計616,030�-�支出合計�415,972�=
��������������������������������餘款�200,058

�

�

達香寺舍利塔模型透視圖

佛說建築、禮拜

繞行佛塔之功德

在台灣擁有為數不少的佛教寺廟，但確不

常見到佛塔，佛塔梵文譯名是窣堵婆（STUPA)

，略譯作塔婆、浮圖、佛塔等，意譯為高顯

處、功德聚、圓塚、塔廟等，是「頂」、「

土堆」的意思。它是古印度佛教非常重要的紀

念� �建築。最早是將佛陀涅槃後所留下的舍利

子、聖骨，分葬於佛陀生處、成道處、轉法輪

處、涅槃處等，一生八種事業行蹟之所，並於

所在之地分別造塔，以為紀念佛陀一生行誼，

供人禮拜圍繞瞻仰。

有關造塔的起源，可以遠溯至佛陀在世時

，須達長者曾求取佛陀的頭髮與指甲，以之起

塔供養。在佛陀入滅後，則有波婆國、人遮羅

國、羅摩伽國等八國，由香姓婆羅門八分佛陀

舍利，八國各自奉歸起塔供養，這便是建造佛

塔的開始。而佛陀在顯經〞美度瓊偉度（藏文

：Medtou� Dioung� We� Do中文不知何名）〞中

演述建築、禮拜繞行佛塔的功德：

〞阿難，如果有人發心建造諸佛如來知塔

，設使此塔大小如彌羅波難樹果一般大小，此

塔中之生命之樹如針一般纖細，此塔之寶� �蓋

如針柏之葉一般微小，於塔中所塑之佛像大小

有如麥粒一般，供奉於塔內之聖骨舍利如介子

一般輕微，而此人發心建造塔所成辦之功德遠

勝於世間善男子，善女人用七寶珍珠供養三千

大千世界，並供養諸聲聞聖僧之功德。

智慧第一的尊者舍利弗亦向佛陀請問到：

〞至尊導師能否請您告訴弟子禮拜繞行佛塔的

影所庇蓋住，或吸到吹拂過舍利塔的風，具此因緣，

便可於此生招至幸福，並步上覺醒的道路。

在〞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筴印陀羅尼經〞

中有述及一段故事：

佛陀在摩伽陀國受婆羅門無垢妙光之邀，前往其

住所接受供養。在往行的途中，經過一處花園，在花

園中有一座古朽傾壞的佛塔，形狀像個土堆，上頭覆

蓋著破磚殘瓦。這時佛陀走向塔，站在塔上佛身大放

光明照耀十方。這時從土堆中，發出讚嘆之聲

：「善哉！善哉！釋迦摩尼，你今天所做的實

在十分偉大；還有婆羅門無垢妙光，今天是你

獲得無上善報的日子。」這時佛陀便對佛塔頂

禮，右繞三周，哭泣流淚，並脫去上身的袈裟

，覆蓋在土堆上頭，然後微笑地站在塔前；這

時十方諸佛也隨佛同悲流淚，並放光照塔。這

時隨行的大眾，看到佛陀又哭又笑，實在不知

到是怎麼一回事。這時金剛手菩薩便問佛陀，

是何因緣？佛陀放光流淚。佛陀便告訴金剛手

菩薩：「這座如來寶塔內藏有一切如來無量無

邊秘密法要陀羅尼。金剛手菩薩！因為有此珍

貴的法要在這座塔中，此塔即變成重重疊疊，

如如來的身體一般無量無邊，所有八萬四千法

要亦在其中。因為如此佛塔所在之處，便十分

殊勝，能圓滿世間一切吉祥願望。」

金剛手菩薩又問佛陀：「世尊，究竟是何

因緣，這寶塔現在變成一堆朽土？」佛陀便回

答說：「這可不是土堆，這是一座殊勝奇妙的

寶塔啊！因為眾生造作了許多惡業，所以隱蔽

不現。佛塔亦如如來的金剛身一般，是不會傾

毀的。在我滅度之後，末法逼迫，因為眾生習

慣造惡業，不信三寶，行非法之事，所以佛法

會像此塔一般地隱蔽。沒有智慧的眾生，為迷

惑障礙所覆蔽，如此殊勝珍寶卻不知要愛惜利

用，我今天與十方諸佛一同流淚便是為此。」

「倘若有人，書寫這部〞一切如來心祕密

全身舍利寶筴印陀羅尼經〞，放置塔中，塔即

成為一切如來金剛窣堵婆藏。....倘若有情，

能夠以一柱香、一朵鮮花禮拜供養佛塔，則能

於剎那間滅除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在世時得免

一切禍害，死後能往生佛所。若有重罪應墮阿

鼻地獄者，能對此塔行一禮拜或右繞一圈，便

可塞閉地獄之們，轉行菩提路。....」

功德。佛陀便慈悲地告訴舍利弗：〞如果有人能禮拜

繞行佛塔，此人將獲得諸多無上之利益：此人將遠離

八種魔難，此人將生在尊貴之家庭並擁有無盡的財富

，此人必能調伏自心所生之憤怨、貪吝，此人將喜行

慈悲善業，此人將面貌姣好、膚色光潔，為眾人所喜

愛，此人將為世間權力至上者，並得成就法王；此人

可隨意轉生，並親近佛法，且修持圓滿，此人將具大

神通，得三十二相八十四種隨行好知佛身，這些便是

禮拜、繞行佛塔之諸多利益與功德。

上述佛陀所列舉之功德利益，並未全數說盡。若

有眾生僅眼見舍利塔，聽聞到佛塔的殊勝，或憶念佛

塔，乃至任何與佛塔的接觸等，甚至僅被舍利塔的陰

八善逝塔及

舍利塔之內含象徵

1

2

3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地（人生世間

趣悟階路

水

精神之火

風（氣息）

藏式的佛塔建築式樣基本上與印度的窣堵

婆相似，它是由塔座、塔瓶、塔剎三部分組成

。在塔瓶內供奉佛陀或佛門高僧的靈骨舍利或

不朽的肉身及遺物等。藏式佛塔的形制基本上

是依地、水、火、風、空五大之相而成，以下

便介紹藏式佛塔各部位的名稱及所代表之意義

：

(1).平臺基座：代表身、口、意三門所行之十

善業。

（2).三階：象徵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

皈依僧。

（3).獅子座：象徵十方世界至高無上的權利

。

（4).寶瓶（地下）：象徵八種珍寶。

（5).大小蓮座：意謂行六波羅蜜：布施、持

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6).四方基座：代表慈、悲、喜、捨四無量心

。

（7).悟趣第一階：指的是四項基本的觀照，

也就是四念處：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

心無常、觀法無我。

(8).悟趣第二階：指的是精進勤勞的四種道法

，也就是四正勤：已生之惡令滅斷、未生

之惡令不生、未生之善令生起、已生之善

令增長。

(9).悟趣第三階：象徵四妙根：祈、思、力、行。

(10).悟趣第四階：指的是五根堅固所產生的五力：

信心力、精進力、念力、定力、慧力。

(11).寶瓶蓮花座

（12).寶瓶：代表五根五力所顯發的七種覺悟：一、

擇法菩提分，即能以智慧判斷法的真偽。二、精

進菩提分，即能以勇猛心，力行正法。三、喜菩

提分，即心能得善法，而生歡喜。四、輕安菩提

分，即能去除身心� �重煩惱，而得輕安快樂。五

、念菩提分，即能時時刻刻觀念正法，令定慧均

等。六、定菩提分，即能心唯一境，而不散亂。

七、捨菩提分，即能離一切虛妄之法，而力行正

法。

(13).〞� �ㄘㄟˋ〞：意指八正道，正見、正思、正

語、正業、正命、正勤、正念、正定。

(14).生命之樹：指的是菩薩成覺的十地心，四無量

心、十善心、明光心、燄慧心、大勝心、現前心

、無生心、不思議心、慧光心、受位心。

(15).十三輪：是指佛的十力及佛之三念處。

（16).寶��：象徵佛陀攝護眾生的大慈悲心。

（17).寶��之嚴飾：象徵佛的種種相好。

（18).月亮：象徵滅除一切痛苦。

（19).太陽：象徵佛陀慈悲的無量光明。

（20).摩尼寶：能滿一切出世入世之願望

八善逝塔是佛教徒依據釋迦摩尼佛一生重要經歷

和傳說建成的。這八個善逝塔各別的意義如下

：

1.蓮聚塔：紀念釋迦摩尼佛初生時行走七步，步

步生蓮花之意。

2.四諦塔：紀念釋迦摩尼佛初轉法輪，宣講四諦

要義。

3.和平塔：紀念釋迦摩尼佛平息僧眾爭論

。

4.菩提塔：紀念釋迦摩尼佛在菩提樹下悟

道成正覺。

5.神變塔：紀念釋迦摩尼佛降服外道魔怪

的種種事蹟。

6.降凡塔：紀念釋迦摩尼佛自忉利天為母

說法後返回人間。

7.勝利塔：紀念釋迦摩尼佛在菩提樹下降

服魔軍。

8.涅槃塔：紀念釋迦摩尼佛圓寂。

八十六年度總帳結餘：

$1079,862

八十六年度僧眾醫療費基金

結餘：$499,640

本文譯自巴黎噶舉幢-卡盧仁

波切中心法訊，翻譯：連群

摘要整理：連群



�第七版����������������������������������������������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元月刊���������������������������������達香寺法訊

2/4(三）

2/11(三）

2/18(三）

2/25(三）

19:30

19:30

19:30

19:30

皈依．止觀禪修

四臂觀音共修

遙呼上師祈請文

六臂瑪哈嘎拉共修

藥師佛

四臂觀音共修

止觀禪修

四臂觀音共修

中心常住喇嘛

中心常住喇嘛

中心常住喇嘛

中心常住喇嘛

1/1(四）

1/3(六）

1/4(日）

1/10(六）

1/11(日)

1/17(六)

1/18(日)

1/22(四）

���︱

1/26(一）

1/29(四）

���︱

2/1(日）

6:30

19:30

15:00

19:30

19:30

9:00

15:00

19:30

19:30

15:00

19:30

每日8:00

∼19:00

9:00

17:00

放天馬

皈依．藥師佛共修

六臂瑪哈嘎拉共修

綠度母儀軌教學

四臂觀音

六臂瑪哈嘎拉共修

五字文殊共修

六臂瑪哈嘎拉共修

放生

四加行實修

四臂觀音

六臂瑪哈嘎拉共修

四本尊共修

六臂瑪哈嘎拉共修

四加行實修

四臂觀音

六臂瑪哈嘎拉共修

除舊迎新

年終瑪哈嘎拉法會

農曆新年初二∼初五

新春精進關

千萬嘛尼吉祥迴向

台北中心���八十七年元月課程活��表

中心集合

中心常住喇嘛

喇嘛江秋

中心常住喇嘛

中心常住喇嘛

中心常住喇嘛

中心集合;蘇榮貴師兄

中心常住喇嘛

中心常住喇嘛

中心常住喇嘛

中心常住喇嘛

中心常住喇嘛

台北中心

中心集合入關

請自備睡袋及寬鬆衣物

費用：2000元

出關

中心常住喇嘛

台北中心���八十七年二月課程活��表

新莊中心���八十七年元月、二月課程活��表

2/6(五）

2/7(六）

2/8(日）

2/11(三）

2/14(六）

2/15(日)

2/21(六)

2/22(日)

2/27(五）

���︱

3/2(一）

19:00

19:30

15:00

19:30

9:00

19:00

15:00

19:30

19:30

15:00

19:30

19:00

�����6:00

蓮師薈供

皈依．藥師佛共修

六臂瑪哈嘎拉共修

大手印祈請文及止觀教學

四臂觀音

六臂瑪哈嘎拉共修

放生

白度母共修

六臂瑪哈嘎拉共修

四加行實修

四臂觀音

六臂瑪哈嘎拉共修

五本尊共修

六臂瑪哈嘎拉共修

四加行實修

四臂觀音

六臂瑪哈嘎拉共修

千手千眼觀音斷食閉關

中心常住喇嘛

中心常住喇嘛

喇嘛江秋

中心常住喇嘛

中心集合;蘇榮貴師兄

中心常住喇嘛

中心常住喇嘛

中心常住喇嘛

中心常住喇嘛

中心常住喇嘛

中心常住喇嘛

中心集合入關

請自備睡袋及寬鬆衣物

費用：1000元

出關

姓��名����������������������收入金額
11月結餘轉入��������������2915
邱炫傑���������������������500
郭莊分���������������������450
陳振輝���������������������200
劉紹隆���������������������500
高寶玉���������������������500
蔡明坤���������������������600
蔡寶田,蔡李桃,蔡謝尾�������300
城振����������������������3000
謝榮輝���������������������500
蔣序龍���������������������500
高俊傑,高蘇鳳琴������������300
高慧君,高子昌��������������300
高慧貞,高慧君��������������400
柯麗娟���������������������500
李��荷,李名鏡,李春磊������1000
李永明��������������������1000
陳錦順��������������������1000
葉清雄��������������������1000
陳淑女��������������������1000
陳淑珍��������������������1000
陳秀薇全家����������������1200
許��治���������������������400
張亞嵐���������������������400
吳佩玲���������������������400
吳建中���������������������400
吳素怡���������������������400
李培宏���������������������250
林李育盈�������������������250
劉雅琴,張武輝��������������500
王約巽,鄧如恩��������������500
吳寅卯,陳��惜�������������1000
李陳杏,李碧陽�������������1000
吳喜美,吳淑姿�������������1000
顧錦才���������������������500
張襄玉���������������������500
張台光,陳霞琳��������������500
江永仁,張阿完,江雪菁�������600
戴子韻���������������������200
蔡文峰���������������������500
唐紹勳���������������������200
柳玉娟���������������������200
黃昭順,郭美菁��������������500
喇嘛江秋,噶瑪,依希��������1250
黃美智���������������������300
徐蘇君���������������������200
雷玉蓮���������������������200
蔡寶田,蔡謝尾,蔡李���������300
簡如君���������������������500
高繼徽��������������������2500
沙啟鐘���������������������500
朱鏡瑜���������������������500
洪淑子,許建成��������������500
梁紹華��������������������5000
連健一,蔣雪珠�������������1000
連敏惠,連啟翔,黃春鈺������1000
林文彥��������������������1000
鄭正渝,許碧蓮�������������1000
許瑞真,須健群�������������1000
成��之,吳美惠��������������300
喇嘛江秋�������������������500
曾��愛���������������������200
劉秀梅全家�����������������800
劉秀鳳,劉秀藍��������������200
劉志偉,劉紹民��������������200
王明田,侯翠鳳,汪世昌�������300
李文瑞全家�����������������300
陳玉卿��������������������1000
李政能全家�����������������500
周竹宏���������������������300
張世俊全家�����������������500
蕭世傑全家����������������1000
葉盈秀���������������������200
王永耀���������������������200
沈志勝���������������������200
曾蘇秀英�������������������100
呂秀嬌���������������������200
翁瑞宏���������������������500
葉清德全家�����������������500
龔炯達全家�����������������200
胡容容���������������������200
黃春鶯��������������������1000
黃素美��������������������1000
葉承宜��������������������1000
葉清昌��������������������2000
蘇悅貞���������������������100
徐貴元���������������������300
張勝郎全家����������������1000
馬惠芬���������������������500
李麗芬��������������������3000
廖��祝,張凱旋��������������500
由蘇榮貴師兄代��放生物������������62,520

收入64,415��餘款��1,895�轉入�1月放生

十二月份卡盧仁波切

放生會

1/7(三）

1/14(三）

1/21(三）

1/22至

2/1

19:00

19:30

19:30

皈依．蓮師薈供

遙呼上師祈請文

六臂瑪哈嘎拉共修

藥師佛

六臂瑪哈嘎拉共修

中心常住喇嘛

中心常住喇嘛

中心常住喇嘛

新春精進關課程表

1月29日�年初二
台北中心集合

整理關房

午餐

四臂觀音儀軌，十萬六字

大明咒持誦

瑪哈嘎拉供養

晚餐

遙呼上師祈請文

止觀禪修

就寢

1月30、31日�年初三、初四
起床

受八關齋戒，綠度母修法

早餐

皈依大禮拜，止觀禪修

午餐

四臂觀音儀軌，十萬六字

大明咒持誦

瑪哈嘎拉供養

晚餐

遙呼上師祈請文

止觀禪修

就寢

2月1日�年初五
起床

受八關齋戒，綠度母修法

早餐

皈依大禮拜，止觀禪修

午餐

四臂觀音儀軌，十萬六字

大明咒持誦

千手千眼觀音度亡火供

瑪哈嘎拉供養

圓滿歸賦

9:00

10:00∼12:00

12:00

14:30∼18:00

18:30

19:30∼21:00

21:30

4:00

4:30∼6:30

7:00

8:00∼11:30

12:00

14:30∼18:00

18:30

19:30∼21:00

21:30

4:00

4:30∼6:30

7:00

8:00∼11:30

12:00

14:30∼17:00

17:00

除舊迎新

瑪哈嘎拉大法會

1月22日至26日

8:00∼19:00

傳統西藏在歲末年終時，會舉行

盛大的瑪哈嘎拉供養法會，藉以

感謝護法對地方及佛法的護持。

今年，達香寺一如往昔於舊曆年

終，假臺北中心道場舉辦一連五

日盛大供養法會，歡迎十方大德

隨喜供養，回向未來，利益有情

。參加法會者請事先報名。

�第六版����������������������������������������������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元月刊���������������������������������達香寺法訊

修行心要--四加行教學總結��喇嘛江秋
重的眾生，希望借此能消除業障和我慢等等，諸

佛菩薩是一定有的，只是我們的無明所以看不到

，只要我們相信且觀想佛菩薩的身、口、意，融

入我們的身、口、意，且無二無別就可以了。

最後要迴向，我們要很高興將我們今天所

做的大禮拜和皈依文迴向給眾生，這是很有力量

的，我們為了成就而修行，且如此做也很有加持

力，所以這一輩子也會很平安、很長壽、很健康

，較大的障礙會越來越小，小的障礙就不見了。

如果有機會閉關的話又不一樣了，閉關專

心做四加行有固定一個時間，參加四加行閉關的

師兄都有這樣子做，做完一次四加行的人會得到

一個很特別的感覺也不一定，但如果得不到沒關

係，我們要的不是這個感覺，而是要我們的業障

消除。像我們閉三年三個月的關時，從來也沒有

時間去等有什麼感覺，只是一直忙、一直忙，三

年三個月就過去了。這中間都很殊勝，真正有感

覺的時候是修“頗瓦法”的時候，會開頂，這是

很殊勝的。

修行不是一下子就看的出來的，即使有也

不見得很好，有時候修行不當的時候會得魔的障

礙，魔的加持來的時候，你會馬上得到一個感覺

，那你就會很驕傲，那就開始使你的發心不正確

，使我慢心進步。修行的人如果有得到什麼特別

的感覺也不要高興，得不到也不要難過，就是繼

續努力的修行。

修金剛薩埵的時候也是先皈依發心，觀想

金剛薩埵在頭頂上，我們可從我們所看到過的佛

像或唐卡上的佛像得到觀想，可以觀想很大或很

小，想不清楚也沒關係，但一定要相信，也許當

你想久一點，就會很清楚了。

觀想甘露從頭頂下來，流到我們身體裡面

，然後我們的業障慢慢清除，之後我們的身體都

變成滿滿的金剛薩埵的甘露丸，就會變的很舒服

。打坐觀想時不必做出本尊的姿式，因為我們不

是佛，我們的心是佛��，所以用我們的心來修行

；本尊是非常清淨的，而我們是業障很重的眾生

，所以我們是做不出來的，我們心裡要想著，我

不清淨的身體變成清淨的本尊。

西藏有一位牧羊的老人家，他每天都很專

心的念“大寶� �蓋”的咒語，但念的不是很標

準，有一位修行喇嘛每次都看到他的頭頂有一

座��，於是好奇的問他平常都修什麼？老人家便

回答說是“大寶��蓋”，喇嘛要求老人家念一遍

給他聽，但老人家念的不標準，於是老人家就很

慈悲的教老人家念並且說：「你修的很好，但如

果再念標準一點的話就更好了。」老人家心裡很

難過，自己修了這麼多年竟然念的都不標準，就

開始改成較標準的念法，當喇嘛要回去修行時路

上回頭看，發現老人家頭上的��蓋沒有了，喇嘛

又回來找老人家並告訴他：「你念的對，我念的

不對，請繼續你以前的念法。」，結果老人家恢

復原來的念法，寶蓋又出現了，所以我們心中一

定要相信，心裡想好的、做好的，我們觀想金剛

薩埵放光，融入我們的身體，金剛薩埵的身、口

、意與我們的身、口、意無二無別，放光之前，

由於我們念咒語，金剛薩埵很高興的對我們說：

「哦！你的業障都已經消掉了。」

修那種都一樣，但今天我兩種都會口傳，得到口

傳以後，我們都想修行，可是不一定有空，可是

每一個星期天下午中心都有上課時間，這幾個月

山上蓋舍利塔的時候我不見得有空，但中心還有

喇嘛，喇嘛會帶大家一起做大禮拜，一� �下也好

，二� �下也好，只要拜就好；儀軌喇嘛會幫你們

念，重要的是我們來拜，星期天早上把家裡打掃

打掃，下午不要睡覺就可以來參加了。盡量做，

口傳的時候我會把法本一字不漏的念出來，而你

們聽就可以了，意思不懂沒關係，因為沒有國語

的口傳，所以一定要念藏文，有些人會想，反正

聽不懂，聽不聽都差不多，我們以前聽口傳的時

候，是不會注意他念的內容跟意思，老師念的時

候，我們也會在下面做自己的事，重要的是你耳

朵有聽到，口傳是一種灌頂的傳承，聽音就可以

了，可是不可以聊天哦！（笑…）

平常我們做四加行時，就盡量的拜，不是說

有去閉關才算，沒去閉關就不算，雖然四加行的

每一加行都是十萬遍，但如果你做的比十萬遍多

更好，可以盡量做，但不要變成一種壓力；例如

：心想這個不做不行，或是心裡不想做又不好意

思等等，如果你不想做就不要做，沒有人強迫你

，佛法都是隨喜的，今天如果只拜一� �下或幾十

下，沒關係，明天繼續拜，這樣不斷的做很快就

會十萬遍了，如果今天做了一點就心想離十萬遍

還那麼遠，就放棄不做了，那就永遠沒辦法完成

了，西藏有句話，水溝很深，小牛每天在此大便

總有一天也會滿的，點水也可以使水缸滿水，所

以只要不斷的拜，即使每天三、兩下也可以，只

要不間斷。如果自己不知道為什麼而拜，也是沒

有功德的，你要知道是為了成就，為了消業障，

需要長壽、健康、順利，希望快點成就。

大禮拜十萬遍後，再做金剛薩埵也可以，或

是今天大禮拜，明天金剛薩埵也可以，只是如此

做心理可能會較複雜一點，心情不是很平靜的，

如此長久習慣的話改天就什麼都不想做了，最好

還是從皈依大禮拜開始。

早上起床後，晚上睡覺前都要想一想，儘量

很強烈的把四共加行放在心裡，永遠不忘，如此

我們這一輩子不論如何辛苦如何痛苦都不會怎麼

樣了，如果你在做大禮拜之前沒有時間先修儀軌

的話也一定要皈依發菩提心，這是非常重要的，

即使只念一次“嗡嘛呢貝彌�� ”也是須要皈依發

心的，而且皈依時不是只有一個佛，而是十方諸

佛菩薩都是我們皈依的對象，因我們自己沒有辦

法解脫，所以求佛教我們如何解脫，發菩提心的

時候要先看自己要的是什麼？不要的又是什麼？

先從我們自己這輩子的父母來想，如果父母生病

了，我們會緊張的不得了，一點都不想他們痛苦

，而我們是一直在輪迴的，所有的天下眾生可能

也曾是我們的父母或子女，所以眾生和我們自己

的父母沒分別，誰都希望快樂不想痛苦，當我們

在做大禮拜時，希望所有的眾生解脫六道輪迴，

就是如此發心，大禮拜時可以念六皈依文，有些

人念一次六皈依時可能已經做了兩個大禮拜了，

沒關係，只要算大禮拜的次數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修儀軌，觀想面前��皈依境，所有

的諸佛菩薩，然後放光融入自己的身上，如果你

沒有修儀軌的話也是觀想皈依境和諸佛菩薩，觀

想時看不到沒關係，只要相信在你的前面，然後

放光融入自己的身上，不要只想到拜的時候腰酸

背痛或手酸腳痛這是不可以的，我們都是業障很

我們密宗的四加行儀軌跟口傳有三個步驟。

第一是灌頂，第二是教學，最後是口傳，對密教

來講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密法就是經由這三個

方式傳承。

灌頂的意義等於是我們學佛者的身、口、意

，像是種田人的土地一樣，有土地但沒有種子，

就沒辦法種田，所以我們學佛時，最重要的就是

種子，而我們的上師就是先給我們一個種子種在

地上，如此簡單的說法各位會比較容易聽懂。

身、口、意是土地，上師給你灌頂就是給你

種子，我們密宗修護法、本尊等等，都需要灌頂

，所以灌頂很重要。

灌頂有很多種，但我們最需要了解的是一些

較有慈悲心的菩薩，比如觀音菩薩或是藥師佛或

阿彌陀佛或度母，類似這種的多多接受灌頂沒關

係，如果真正想修的話一次就可以了。

灌頂儘量不要太多，但是從自己的上師那裡

得到的灌頂多沒關係，自己的上師，他什麼時候

施予灌頂，你就什麼時候去灌頂。但是今天如果

這位上師灌五本尊，明天另一位上師也灌五本尊

時，你千萬不要去，從自己的上師那裡得到就可

以了，為什麼呢？如果灌了頂而你又沒有好好的

修，或者你跟這位上師不是很好的話，你就會造

業障，我們眾生的無明很重，上師的功德我們看

不到，我們看到的是不好的地方，所以上師不要

太多，但是有些智慧很高的人，他對任何一位上

師都不會產生懷疑，那就沒關係。像我們香巴噶

舉的上師—瓊波那覺，他有150位上師，他從來

沒有懷疑過任何一位上師，所以所有的上師的加

持令他得到開悟，但是如果今天我們同時有二、

三位上師時，我們會比較誰比較莊嚴，或誰比較

好，有一位比較好時，當然就有一位比較不好，

這樣就開始造業障了，所以一定要記得灌頂很重

要，但一次就可以了，然後認真的修，再來是教

學，現在種子種下去了，但它不一定會長，所以

你需要加肥料、加水，照顧的好，才會長得很好

，才吃得到果實，教學就是教你如何加肥料、加

水，如何照顧，所以我們灌完頂之後，佛法怎麼

修，四加行怎麼修，大禮拜怎麼拜，咒語怎麼念

，念多少，念的怎麼樣，這些上師都會教你們；

比如法本，我們不知如何修，上師教我們從那裡

到那裡如何修，如此種子才會長。上師給你口傳

，念一次你聽到以後，便可開始� �手做，先給你

種子，然後教你怎樣挖地、種田，如此是灌頂和

教學。

再來便是上師相應法，有兩種，其中一種是

噶嘛噶舉的上師相應法，我們這裡沒有法本，我

們自己上師的相應法是紅色的，自己可以選擇，

記錄整理：美妤

為配合新春期間達香寺所舉辦之法

會與閉關活��本中心將暫停共修

隨喜發心製作舍利塔裝臟用〝小茶茶〞

達香寺舍利塔在完成主塔工程之後將放入萬餘個

〝小茶茶〞，每一個茶茶都將以泥土塑造，內部並有

裝臟。代表著一份利益有情的願力；現在這一萬餘個

〝小茶茶〞需要您的認養，與一同製作；若有空，歡

迎您上山來協助我們完成這件〝跨世紀工程〞。請電

：

25-50-07-26(7)�或26-63-12-26�連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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