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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王國，簡稱不丹，是位於中國和印度之間喜馬拉雅山脈東段南坡的內陸

國，該國的國名當地語言叫“竺域”（DrukYul），意為雷龍之地。 

不丹國旗 

它原為吐蕃王朝的一部分，屬於西藏南部，當時名稱為 Lho Mon，其意為「南

部的門隅」。另一個名字為「檀木之鄉」。該國北部山區氣候寒冷，中部河谷氣



候較溫和，南部丘陵平原屬濕潤的亞熱帶氣候。全國森林覆蓋率為 72%, 為亞

洲第一。 

竹巴噶舉的創立者，是臧巴嘉雷耶喜多傑（TsangpaGyareYesheDorje，1161-

1211）。他是陵千熱巴（Lingchenrepa）的教法繼承人，惹瓊巴（Rechungpa）

伏藏法的發現者。其名字的含意是：在西藏修持拙火瑜珈的漢族行者。他的祖

先，是在唐朝護送文成公主入藏的漢族人氏。當他到達後來建立起「南竹」

（Namdruk）寺，意即「天龍」寺的地方，由於聽到空中九條龍如雷的吼聲，因

此決定將此傳承命名為「竹巴噶舉」（藏音「竹」，意即「龍」。「竹巴噶舉」意

為：天龍所擁戴加持，由白衣瑜珈士祖師所建立的傳承。） 

 

充滿金剛乘色彩的國幣 

 

不丹的國父夏宗‧阿旺朗嘉 

夏宗‧阿旺朗嘉（ShabdrungNgawangNamgyal，1594年~1651年）是臧巴嘉雷的

後代子孫。 



在 12歲時，他被認證是貝瑪噶布（PemaKarpo）的轉世，成為西藏山南地區

「拉隆寺」的住持。但，當時他的認證身份一直遭受質疑與威脅，處境很困

難，尤其是臧巴嘉雷的遺物，也就是其身骨火化後，在肌骨上自生現出一尊觀

音像，恐怕會有被奪取的危機。當他 23歲，護法神瑪哈嘎拉（Mahakala）化成

烏鴉，指引他前往南部的不丹。當他經過千里跋涉，來到這個 Lho Mon地方

時，天上出現九條龍，並有雷吼聲，所以經過多年與各方山區軍閥戰鬥之後，

1652年，他正式將國名命名為 DrukYul（雷龍之地）。為了統一國家，他在各個

重要山巔據點建起政教合一的中心──宗（Dzong）。他所建造的第一個宗：新

透卡宗（Simtokha），位於今廷布的南方。所以夏宗仁波切被稱為是不丹的國

父。 

夏宗仁波切圓寂之後，傳了幾代。到了 20世紀初，地方的爭鬥不斷。後來由掌

控中部和東部的通薩（Trongsa）地區領袖烏金‧旺楚克（UgyenWangchuck），

打敗了帕羅（Paro）的領袖，最終成為不丹的統治者。於 1907年，成為第一任

國王。 

第二世國王 吉美‧旺楚克（JigmeWangchuck），1926~1952。 

第三世國王 吉美‧多傑‧旺楚克（JigmeDorjeWangchuck），1952~1972。 

第四世國王 吉美‧辛格‧旺楚克（JigmeSingyeWangchuck），1972~2006。 

第五世國王 吉美‧基沙爾‧旺楚克（JigmeWangchuck），2006~。 

 
位於群山峻嶺之中狹小又有特色的帕羅機場。要在群山環抱的機場中降落駕駛

的技術真是個特殊景象與經驗。 



 

印有不丹國旗的不丹航空(Drukair) 

機場一景 

 

首都廷布，是宗教領袖的駐地。 



 
廷布的商店充滿著中古時期的感覺 

 

國家紀念塔(Memorial Chorten)館內收藏了代表佛教哲學的繪畫和雕像。 

 

 

大西丘宗(TrashiChhoeDzong)是現今國家的國會議事及國王辦公場所，政治與

信仰的中心。 



 
大西丘宗入口 

 

大西丘宗古色古香的建築庭院 

 

 

「若善男子善女人，從師聞法一句一義，輾轉教化乃至一人， 

未信令信未解令解，如是功德無量無邊，非是凡夫所能知也。」 

--------《佛說未曾有因緣經》 

 



    
大西丘宗每棟都精緻       牆上繪有佛教故事 

 

大西丘宗窗楞工藝美輪美奐 



  
不丹一般的民間建築物的屋門前常會放置一些牛角、鹿角等來辟邪。外牆則彩

繪著許多具有象徵意義的圖案，如代表吉祥的龍虎等，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代表豐饒兼趨吉避凶的飛天陽具。 

 

 

國幣上有八吉祥圖案 

 

天真無瑕的小學生，路上遇到外籍遊客，會主動與你親切地打招呼 

 

 



世界上最大的佛陀色身像: 

金剛座釋迦牟尼佛像(Buddha Dordenma)，169英尺（51.5 米）高，坐落於一

座 62英尺高的金剛寶座上，為宇宙帶來無量加持、和平。除了紀念不丹君主制

的誕辰一百周年，它符合了兩個預言。蓮花生大士，在八世紀曾提到此雕像的

相關事蹟。在 20 世紀時，著名的瑜珈師喇嘛蘇南桑波，也預言將在此地建造

一座大型聖像帶給全世界和平的祝福。 

 
 

不丹最重要的佛學院-唐枸寺(Tango Monastery)。這間寺廟現在是僧侶研討更

高學問的重要中心。「唐枸」的意思是指「馬頭」。最初是由蓮師於八世紀時認

出是馬頭明王的聖地。西元 1222年，帕玖竹貢昔玻(PhajoDrugomZhigpo)在授

課時，聽到有馬嘶叫聲從這個方向發出來。 

 
要走到唐枸寺，必須先經過此橋 



 

唐枸寺山下岩壁上有蓮師繪像 

 

唐枸寺的山頭 

 

於是，他跑來此地，卻赫然發現有一塊石頭看起來像一匹馬的頭，並燃起熊熊

的烈火。突然間，馬頭明王現身出來，並且向他預言說，將來他會在此地建立

一座禪修中心，娶空行母 SonamPelon為妻，在不丹建立竹巴噶舉的基石。之

後，瘋癲喇嘛竹巴昆列曾蒞臨此地。而且他的兒子喇嘛阿旺天津也在此處發掘

出許多的伏藏法與舍利。夏仲仁波切也曾在此禪修，並寫下十六成就法。他也

將他父親的骨灰放進馬頭明王的洞穴內。 主寺是座 3層樓的建築，代表釋迦

牟尼佛的身、口、意。 

 

 

 



雪日寺(Chagri or Cheri Monastery) 

為夏仲仁波切於 27歲時，也就是 1620年，在不丹所建立的第一所寺院。 

雪日寺 

為竹巴噶舉的教授與閉關中心。最初是由蓮師於八世紀時造訪，而後帕玖竹貢

昔玻也曾來到此處。1623年，夏仲仁波切在此建立不丹的竹巴噶舉寺院傳承。

他並曾在此處嚴格閉關三年。他一生中經常居住於此寺。其父的骨灰也安葬在

此寺的銀塔內。目前，是著名的禪修中心。據聞，若能一口氣，中途不休息

地，攀爬寺內狹窄的階梯到達寺頂，便能救贖對父母不孝的罪障。 

 
大家努力往上爬，看誰先到達雪日寺 



 

雪日寺正門 

 
巧遇雪日寺的寺內正在舉行法會 

雪日寺的點燈區 



雪日寺蓮師腳印圖一

雪日寺蓮師腳印圖二

 

路旁山丘的小鹿 

 

 



 

岩內有伏藏 

 

回程必經跨在洶湧水流上的橋 

 

「智者善調伏，心種種過患， 

則超出魔網，得渡於彼岸。」  

            ----《諸法集要經》 

 

 

德千普寺(DechenphuLhakang) 

乃佛教竹巴噶舉傳承不共特別大護法「甲巴美念」(GyenyenJagpaMilen)現在所

駐錫在不丹的聖地。 



  

大護法「甲巴美念」     徳千普寺 

 

在德千普寺內，信眾很高興透過一個小洞口，去觸摸護法所融入的石頭，以求

取加持。 



從另外一面看護法融入的大石頭 

 

西元 1346年，不丹「惹古寺」僧眾，祈請當時西藏竹巴傳承主寺「惹龍大佛

寺」的大成就者「蔣揚袞噶申給尊者」前來不丹傳法。而大護法「甲巴美念」

也隨同前來，在「巴日橋」顯現出來。當尊者到達惹古寺時，甲巴美念大護法

立即融入寺廟山腳下的大岩石中，於是尊者就決定在此地建立大護法甲巴每念

的寺院，並將之命名為「德千普」。同時，尊者也將此地命名為「廷布」（即不

丹首都地名。「廷」是「融入」之意；「布」意為「山谷上的石頭」）。竹巴傳承

在不丹王國有兩大護法，一為深紅色除魔大護法「甲巴美念」就住錫於「德千



普」寺院。二、為深黑色除魔大護法「果摩」，住錫於不丹普那卡地區「謝烏拉

寺」。 

「甲巴美念」是由瑪哈嘎拉與瑪哈嘎里所生。出生時，全身紅色束髮忿怒相。

大悲觀音為免其傷害眾生，故化現為忿怒馬頭明王尊來降伏他，並囑其守護佛

法與修行者。他有 16種不同的名號，在尼泊爾普巴聖地「揚烈雪」證菩薩果位

時，蓮師賜名為「普巴宋偉謝以給玻」；在西藏則名為「阿瑟瑪玻」。是一切護

法中加持力最快速威猛的勝尊。  

 

 

位於帕羅的祈楚寺院(KyichuLhakhang)是不丹第七世紀最古老的兩座寺廟之

一。乃千手千眼觀音寺。西元 659年吐蕃王朝時期，松贊干布 SongtseGampo與

文成公主考量到西藏的風水相狀有如一個躺臥在雪域上的魔女，為了鎮壓她，

必須在  喜馬拉雅各地建立 108座聖地寺院，其中有兩座蓋在不丹，此寺即

為其一。他們相信此廟鎮住了魔女的左手。 另一所寺院位在布姆唐的強巴寺

Jampay Lhakang，則是鎮住了魔女的左膝。當時，108間的寺院在一夕之間同

時建立完成，然而，從那段時間至今，卻只剩下 3間仍然保存完好。（除了不丹

的這兩個寺廟，另一個主要的大昭寺在西藏）此寺是由不丹皇后的母親所主持

修護的古代觀世音菩薩 Avalokiteshvara寺。  

 

祈楚寺 



 

祈楚寺的寺內一景 

 

正逢祈楚寺開大法會 

 

 



頂果欽哲法王紀念館(DilgoKhyentse Rinpoche Residence Memorial House)，

開放時間：星期二~星期日，10:00~16:00。必須事先預約，電話 17531177。頂

果欽哲法王(1910 年-1991)被尊為二十世紀藏傳佛教裡偉大的禪修和博學大師

之一。館內有播放紀錄片（18 分鐘的啟示和 56 分鐘的輝煌明月之旅)、以及

Rinpoche 的接待室、服裝室、臥房、禮帽、照片庫和書。 

 

頂果欽哲法王紀念館的法王接待信眾的房間標誌 

 

接待室內一瞥 

 

頂果法王的塑像很逼真 



湯東賈波的寺廟淡秋寺(TamchhogLhakhang)  

由著名的造鐵橋聖者湯東賈波(1385–1464 or 1361–1485，Lama 

ThangtongGyalpo，或 Lama Chakzampa)於十五世紀時所建造。現在仍由其後代

子孫維護著。 

  

湯東賈波       湯東賈波所造的鐵橋 

 

「路人無怙依，願為彼引導。並作渡者舟，船筏與橋樑。求島即成

島，欲燈化為燈，覓床變作床。凡需僕從者，我願成彼僕。」 

       ----《入菩薩行論》 



 

遙望淡秋寺 

 

湯東賈波是個偉大的佛法成就者、瑜伽士、醫生、鐵匠、建築師、土木工程的

先驅者。他從小出家，研習經論，嫻熟五明，謙遜樸實。其後直接得到尼古瑪

空行母的教授，而成為大成就者。他四處雲遊，有感於藏地山高水急，交通極

為不便，於是發宏願，要幫眾生架設一座座的橋。他一生中完成了鐵索橋 50

座、木橋 60座，散佈在西藏與不丹各處。著名的塔爾寺大塔與德格的更慶寺也

是由他所建造的。而當時建橋的資金來源，主要靠演戲籌措。據傳，他將名叫

「貝納」家的七姐妹動員起來，分飾王子、獵人、天女等，並由他自己擊鼓指

揮，創建了藏族歷史上第一個藏戲“阿喜拉姆”劇團，以歌舞劇的形式演唱西

藏的歷史故事，開創了藏戲之先河。因此他被後人尊為「藏戲始祖」。有一年西

藏發生乾旱，產生饑荒，他在拉薩大昭寺釋迦牟尼佛像前舉行法會，撰寫《消

除饑荒祈請文》，很多人親眼看到觀音菩薩從空中撒下五穀，饑荒不久即解除。

又有一次，康藏木雅地區發生戰亂，他發願並撰寫《消除戰亂祈請文》，很快，

那裡的人們消除彼此的仇恨，和平友愛的相處。又有一年，薩迦道場出現瘟

疫，死者無數，寺院修很多法都無法使之消除，於是他再次修法，撰寫《消除

病災祈請文》，從而使瘟疫消失。在醫藥方面，他在拉薩創建藥王廟，發明了能



治內科百病的白丸和治流行性瘟疫的紅丸等，直到今天，這些白丸和紅丸仍然

被使用。因此他也是藏醫藥的始祖。另外，他同時是藏傳佛法中香巴噶舉、寧

瑪、與薩迦等派別的共同祖師。其長壽與招財轉運的法門非常殊勝，被廣泛的

修持著。而其弟子之中得到虹身或幻身成就者就有百餘人之多。 

 

趨車前往普那卡，途經最美麗的一站便是海拔約 3,048 公尺的都楚拉隘口

Dochu La Pass，若天氣晴朗時，極目四望，從那裡可以眺望東喜瑪拉雅山八大

高峰群，包含不丹最高峰 7239 米 GangkarPunsum。風景壯闊，空氣清新。這裡

總共有 108 座佛塔，稱為凱旋佛塔。這是為了紀念 2003 年由第四世國王領軍打

敗南方印度 Assam 戰役，而由其皇后發心為了國王與國家祈福於 2004 年所建立

的。 

 

都楚拉隘口的 108 座凱旋佛塔 

 

凱旋佛塔前合影 



最美的城市之一，也是不丹的舊首都，由沙布東國王於 1637年所建的普那卡宗

(Punakha Dzong) ，也是不丹法王的冬宮，一到冬天，王室成員遷居於此。位

於「右邊父河、左邊母河」兩河交會的龍穴，氣勢極為雄偉壯觀。而這兩條河

顏色、深淺皆不同，據說只有右邊的母河孕育有許多的魚。當紫色的蘭花楹在

夏季盛開(4.5月)時，是最經典的美景。宗內保存重要的經文與佛教文物，而

沙布東國王的遺體至今仍保存在宗內。在大殿內有莊嚴的釋迦牟尼佛，蓮花生

大士與沙布東法王的聖像。 

 
好美麗的普那卡宗 



 

普那卡宗 

 

位於兩河交會處的普那卡宗 

 

繁複的雕工是花了多少的心血啊  門戶與窗楞上處處可見的雕工 

 

「由於諸法見真妄，故得諸法二種體，說見真境名真諦，所見虛妄名俗

諦。」       ----《入中論》 



 

入口處               門樑上的三怙主圖像 

 

十二因緣輪迴圖像 

 



繁複的木工是主要表現的重點

 

雕樓畫棟 美不勝收 



 

仁波切向大家解說壁畫的典故 

 

團員們合影 

 

普那卡宗庭院內的這棵樹似乎樹齡很久了 



 

銜接兩岸的橋 

 

康順裕利南嘉塔(Khamsum Yuelley Namgyal Chorten) 

越過母河，經過佈滿整片山谷美麗的稻田，爬上坡即是。這是前任皇后，為了

消弭邪魔，以及護佑王子與國家的富庶，於 1990年建造。此地，據古籍記載，

為一狀如手掌的吉祥地。 

 

越過母河上的吊橋     看見綠油油的梯田 



 
攀上塔頂美麗的風光映入眼簾  寺廟入口處 

 

 

 

 

康順裕利南嘉塔 



 
 

 

「遭逢欣喜悅意境，應觀猶如夏時虹， 

外象美麗內無實，捨離貪執佛子行。」 

      ----《佛子行三十七頌》 

 

 
多迦嘎南寺 



 

參訪多迦嘎南寺(DhoJhaGha Lam temple)。一個印度的大成就者「惹納仁謙」

於禪定中得知，自己的母親已轉生為不丹一處岩石中的蟾蜍。於是他來到此處

修法，閃電擊中岩石。當岩石於中間平均地裂開之後，一隻全身滿佈寄生小蟲

的蟾蜍跑出來，不久也往生了。於是他就在此處蓋塔紀念母親。 

 

 

聞名的奇美寺 (Chimi Lhakhang)，位於 Lobesa村莊。建於 1499年，這是一座

香火鼎盛的求子寺廟。寺內供奉噶舉派大手印成就者與著名的詩人竹巴昆列

(Drukpa Kunley，1455 - 1529)，他有如「不丹版的濟公」，生平力行「酒肉穿

腸過，佛祖心中留」的理念，故此寺廟又稱「神聖的狂人寺」(Divine Madman 

Temple)。 



 

奇美寺規模不大 

   

竹巴昆列塑像，紐約魯賓博物館展    寺內竹巴昆列圖像 



    

出現吉祥的彩虹            寺內可愛純樸的沙彌 

 

師父開示佛法   

在顯相上，佛身也有、佛智也有、輪迴也有、涅槃也有，這樣的安

立是有的；但是就一切法的勝義本質而言，這些全都是空性的。 

      ----《智慧明光，心經》慈囊仁波切 



 

奇美寺就坐落在鄉間原野的小斜坡上 

 

 

「無有纖微之可除，無有毫髮之可立。 

真實洞見實相已，即是解脫諸相時。」   ----《寶性論》 

 

 

 



 

走了一段鄉間小路，在稻香野花撲鼻中，到達原野中的小斜坡。 

 

空氣清新，遠離塵囂，多麼好的一個野外踏青之地。 

 

 

據說，他是大成就者沙惹哈(MahasiddhaSaraha)的轉世之一，是個瘋智(crazy 

wisdom)行者，具有神通能力。他曾為了證明實力而創造了不丹的一級保護動

物國獸 Takin“塔金”：一種綜合了犛牛與羊的奇特動物，它們生活在海拔

2000米至 4000米的喜馬拉雅山東麓，整個不丹境內僅有 300隻左右。據說，

當時大家懷疑這位遊手好閒的瘋癲喇嘛，於是他就說：「要不，你們請我吃犛

牛肉與羊肉吧! 我會給你們一些驚奇。」當他酒足飯飽之後，將羊頭骨放置於

犛牛骨之上，一彈指，於是一隻奇特的“塔金”就出現了。 



 

塔金獸 

 

整個寺廟依然保留當年建寺時的小規模。簡約質樸，洋溢著濃郁的古風。寺內

供桌上擺放著信眾投置香火錢的銀盤，信眾可以自行在銀盤內找零。而在瘋癲

喇嘛的像前，則擺放有木頭材質的陽具，與一把古老的弓箭。據聞，當年瘋癲

喇嘛以他具有火焰霹靂般神力(flaming thunderbolt)的陽具敲打在當地猖獗的

女魔所化成的魔狗的頭，使她臣服而成為護法，因此，現在當廟祝用陽具與弓

輕碰你的頭，就是驅逐邪魔並祝福你，尤其是加持不孕的婦人滿願生子，所以

又稱「助生寺」或「求子廟」。據悉異常靈驗，以致於常有來自他國的信眾前來

乞求或還願。 

 

然而，這位瘋癲喇嘛傳奇的地方在於他以瘋狂顛覆的手法來令眾生省悟。往往

在詼諧幽默中，令人莞爾之外，並給予不同角度的啟示。他在廿五歲就證悟了

實相本質，之後脫下僧袍，帶著一弓一箭，遊走於西藏、不丹間，以一種出其

不意的奇特方式，指引眾生跳脫二元僵化的執著，走向內在本俱的靈性解脫道

路。他將所有上師對他的口訣教授，能夠達到證悟的關鍵要點，綜合為一，亦

即：「覺照! 照看自心!」。 

 

有一則流傳的軼事是這樣的： 

有一天，一個虔誠的老婦人，手中捧著一幅吉祥嘿魯卡本尊的新唐卡，匆忙地

趕往山頂上的寺院，她想拜託竹巴昆烈的哥哥，也就是寺院裡的住持，幫忙加

持開光。半路上，突然遇見那位瘋癲的竹巴昆烈，攔住她的去路。他問這位老

婦人：「為什麼每一個人都想到寺院裡去？那兒有甚麼特別的。我哥哥在那兒卻

可以過得像個國王！」這虔誠的老婦人很不情願地說出她的意向。竹巴昆烈請

老婦人展開唐卡，好讓他看看本尊。老婦人恭敬地照辦了。誰知竹巴昆烈竟很

快地掀起袍子，對著唐卡撒起尿來！老婦人大吃一驚，急忙搶過寶貴的唐卡，

跑到寺院。她傷心難過的向住持訴說她不幸的遭遇。竹巴昆烈的哥哥聽完後，

哈哈大笑起來說：「不用傷心，請你即刻打開唐卡！」當那憂傷難過的老婦人展

開唐卡時，令人不可置信的是，唐卡全都撒滿了細碎的金子顆粒。「吉祥嘿魯卡



已經親自加持了你的唐卡了。」住持笑著對發楞的老婦人說：「你不再需要我的

加持啦。」這就是竹巴昆烈奇異的開光的方法。 

 

又有一次，僧眾們在寺院中庭齊聲念誦以闡述空性智慧聞名的聖典《金剛經》，

這時，竹巴昆烈出奇不意的突然間走進來，攀爬到庭院中央的旗桿上。他坐在

旗桿上，雙臂搖動拍打著，像隻烏鴉般叫著。此舉立刻引起一場騷動。很顯然

的，他就是在模仿僧眾的唸經。喇嘛們大怒，群起回向說：「願以我們專注念誦

經典的力量，讓這蓄意不良的乞丐馬上下來。」此時，竹巴昆烈卻也乖乖的滑

下來。當僧眾們又繼續如此迴向時，按耐不住的竹巴昆烈再度爬升到旗桿上，

並格格地笑著說：「鸚鵡怎麼可能專注呢? 鸚鵡學語是無法了解真義的。」 

 

   

路邊經常不期而遇的美麗的花朵   這是綠色的蓮花嗎? 

 

 

小紅球的花                 我們搭乘的車 

 



虔德吉塔(ChendebjiChorten) 

位於前往奇美寺與賈卡寺的中間路上，有個尼泊爾式的大白塔。此塔於十九世

紀來自西藏的 Lam Shida為了鎮壓當地的邪魔所建造的。此塔與西藏的桑耶寺

位於同一條經線上。 

 

雪白的虔德吉塔 

 
         周圍矗立著一枝枝高高的經幡 



 

白塔配上白牆  很是潔淨的感覺 

 
牆上寫上一排長的六字大明咒 

 

仁波切的紅袈裟在白塔前非常顯眼出色 



自古通薩是東西不丹必經之地，是不丹王朝的大本營，位於山崖上的通薩宗

(TrongsaDzong)，是不丹規模最大的宗，神聖雄偉。2004年 10月，現任國王

沙基爾在此受封為 Penlop(總督之意)。  

通薩宗 

「諸法所顯唯自心，性體本離戲論邊， 

不著能取所取相，心不作意佛子行。」  ---《佛子行三十七頌》 

 

前往布姆塘的路上，行經一處美麗的休憩站。大伙兒進去喝茶。 

 



不丹最重要的佛教聖地—布姆塘(Bumthang)，此地有不丹小瑞士之稱。參訪古

傑寺(KurjeLhakang)，八世紀時，聖者蓮師在此閉關數月，由於身體依靠巖石

而顯現出身形在巖石上，也就留下了背印，「Kurje」就是「印記」的意思，相

傳如果見到大師的背印，願望就會實現。另，在國王閉關的壇城內有座二層樓

高的蓮師像，以及頂果法王的唐卡。八大嘿嚕嘎的壇城也有二層樓高，非常稀

有。左右兩側則有普巴金剛與心意本尊的壇城。 

古傑寺 

 
大眾念祈請文時，出現好大的日暈 

大家一起掛風馬旗 



 

古傑寺四周由 108座小塔所形成的圍牆環繞著 

 

由蓮師的手杖插在地上所流出的甘泉 

 

大夥一起誦經迴向後就地合照 



 

  
當年蓮師手杖插在此地所長成的大樹 走上階梯即可進入蓮師背印的室內。 

龍欽巴、吉美林巴大師等也都曾來此閉關過。 



 
一路上煙霧瀰漫，充滿山靈的氣息 

 

洛卓卡曲寺(LhodrakKharchuLhakang) 

乃第七世南開寧波仁波切的法座。建於 1985 年。他六歲時，由十六世噶瑪巴與

十四世達賴喇嘛認證座床，即在此寺。 

 

 

洛卓卡曲寺       洛卓卡曲寺中庭 



 

洛卓卡曲寺 

  

大夥們興奮的在洛卓卡曲寺大家一起轉經輪   這邊有四大天王 

 

 

強巴寺(Jampay Lhakang) 

寺廟裡面有三層石梯，代表了過去、現在、未來。寺內供奉代表未來佛的彌勒

佛，以及咕嚕咕咧佛母，和上百尊的時輪金剛。此寺即以彌勒佛名字「久沃．

強巴」來命名。蓮師曾造訪此寺數次。最有名的節慶日是每年不丹陰曆十月廿

二日到廿六日，共五天。除了有跳火舞之外，半夜有跳裸體的戴面具的金剛

舞，這些舞是由貝瑪林巴為傳授蓮師教法而傳下來的。  



 
到強巴寺一路上的風光 

 

強巴寺入口處               大殿供的彌勒佛 



 

進入強巴寺內 

 

在仁波切引領下，大眾一起誦經並迴向。 

 

繞行強巴寺       當地信眾禮敬仁波切 



塔培霖寺(TharpalingLhakang) 

「塔培霖」意為「解脫地」。當十四世紀時，龍欽巴祖師(1308–1363)在此傳授

名為「YodselDorjiNyingpo」的佛法時，有許多弟子當下獲得解脫。此寺位於

3600公尺海拔高處。寺院主體由龍欽巴祖師建造。此處是吉美林巴、紐修堪仁

波切、頂果仁波切等禪修之處。寺中有龍欽巴祖師與吉美林巴的禪修坐姿像，

以及龍欽傳承的壁畫。在此寺的北方上有一座秋扎寺(ChödrakLhakang)，這是

蓮師曾經禪修的地方，內有紐修堪仁波切的靈塔，以及其相關的傳承壁畫。在

秋扎寺的上方，又有蓮師禪修山洞，龍欽巴禪修山洞，以及龍欽巴撰寫龍欽七

寶藏的岩石寶座。  

 

 

淡心寺(TamshingLhakang)，由寧瑪派聖者貝瑪林巴(PemaLingpa)建於 1505

年。寺內有由他所創作的精美彩繪。另外，有一件特殊的鐵衣，據說這是貝瑪

林巴尊者，為了利益眾生所特別打造的，重達 25KG，若穿在身上，一面念百字

明心咒，並且繞寺廟 3圈，即可快速消除業障。寺內供奉的蓮師像，眼睛往上

看。據說，這個蓮師像是由貝瑪林巴與十萬空行母於一夜之中所塑造而成的。

當晚，尊者曾囑咐寺內僧人不要出來偷看。但，有一僧人禁不住好奇心的驅

使，跑到大殿邊偷看。瞬間，所有的空行母都往空中飛走消失，而蓮師的眼睛

也就往上看了。 

 

淡心寺中往上看的蓮師像 



淡心寺的小喇嘛讀經 

 

淡心寺入口       牆上時輪金剛的咒字 



 

淡心寺古色古香      門的上方有吉祥獅 

 

貝瑪林巴是蓮師所授記的五大伏藏師的第四位，也是唯一在不丹出生的伏藏

王，也是龍親巴尊者的化身。他一生取出 32 部伏藏法(由於當時眾生的業力之

故，只取出原先預言當中所要掘取伏藏法的一半而已)。在其傳承中，第六世達

賴喇嘛及現今不丹國王，都是其後裔。儘管他幼時即展現出宗教方面的傾向，

但年輕時做的卻是鐵匠的工作。在廿五歲時，做了個預言的夢，但他並不知道

要如何做。兩年後，他在一個瑪尼寺旁睡著，夢見一位穿著襤褸的僧人交給他

一個書卷，並交代他，要在月圓時分，帶著五位朋友，去到一個 NaringDrak的

地方取出伏藏。醒來之後，他將手中的書卷呈給父親看，父親不以為然。但，

他的母親卻相信他。於是他按照書卷中的指示前往該地點，未說一語就脫衣跳

下水中。他看見水中有個大洞穴，穴中有個寶座與一疊經書。看管那兒的一位

獨眼老婦遞給他一個寶篋之後，就馬上推他回去。瞬間，他發現自己已經回到

湖邊的岩石上，手裡還握著那個伏藏寶篋。這是他第一次取出伏藏法寶的經

過。  

 

第二次取出伏藏的故事，則是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當他接獲指示，必須再回到

原地取出更多的伏藏法時，很多人聽聞到這消息，心存懷疑。因此他對圍觀的

群眾說：「如果我真的是蓮師所授記的伏藏王，那麼當我回到湖邊時，這個火把

仍不會熄滅。」果然，當他再次回到岩石上時，手中捧著一尊伏藏的雕像和一

個伏藏寶篋，而且火把依然明亮燃燒著。這個湖就是燃燒湖(MembarTsho)。不

丹人視此地為聖地，許多人將小擦擦放置於此處來為亡者祈福。 

 



 

對岸尖尖的岩石下方流水處，即是貝瑪林巴取出伏藏法之處 

 

到處擺滿祈福的小擦擦         山間小路旁有許多的經幡 

過燃燒湖的橋 



仁波切誦經迴向

燃燒湖邊，大眾禪修 

 

探訪古老遺址－900公尺高的塔桑寺(The TaktsangGoemba)，也就是虎穴。這

是蓮師從布姆塘(Bumthang)騎著由伊喜措嘉化現的雌虎飛到此處並於此處閉關

長達 3個月，在此成就忿怒蓮師並降伏妖魔的地方。上山約要四小時，下山要

三小時。也可以特別安排騎馬至山腰，再經 1.5--2小時步行登上。寺內供奉蓮

師、藏王及寂護堪布，並有蓮花生大士聖像及蓮師化身八種法相之精美壁畫。

此地聖跡也包括蓮師斷掉的水晶念珠化成的數百米高瀑布。  



 

自然形成的曼達，大眾合影留念 

 

飲用蓮師的聖水清涼無比 



 
林間出現美麗的彩虹 

 

先騎馬至山腰 

山中的岩石刻有六字大明咒 



 
蓮師修行洞中的佛像與石壁上浮出的吉祥象徵 

 

由此階梯攀登上蓮師修行洞   遠眺塔桑寺(虎穴寺) 

「若人心柔軟，猶如成煉金， 

斯人內外善，速得脫眾苦。」 

        ----《法苑珠林》 



塔桑寺就奇蹟的建築在斷崖上

 

山谷中到處都可看到掛滿祈福的風馬旗 

「以智慧劍，斬煩惱賊，破生死軍，摧伏魔怨。」 

             ----《六波羅密經》 



近代，有個修持蓮師心咒成就的不丹盲者，大家稱他為「班扎咕魯竹透」。「竹

透」的意思就是「得到成就的人」。 

 
在他未修行之前，是個信奉苯波教的農夫，目不識丁。但因邪見愚痴，惡言毀

謗蓮師，後遭遇仇家詛咒而致雙眼失明。為了恢復視力光明，到處求醫，仍不

能治好。後來，他聽了善知識的勸告，開始修蓮師心咒。因為他雙眼失明，白

天與黑夜對他而言，沒有差別。他日夜精進修持。當誦滿一億遍的時候，他手

拿的轉經輪竟流出不可思議的甘露水。他依然精進不懈。當誦滿三億遍的時

候，在夢幻境界中，他親見蓮師。蓮師告訴他說：「再七年之後，你的視力即可

恢復光明。你之所以失明，是因為你信奉苯波教，而且毀謗聖者的緣故。所

以，即使現在親見我了，由於業障，也無法立即復明」。另外，蓮師也指示他必

須製作一頂特別的法冠。所以，雖然失明，他竟然單靠自己的毅量，親手打造

銅片做了頂法帽。 

奇異的是，任何有急難重病的眾生，戴上此冠，修持他自己特別的回遮法門之

後，他再以裸體的方式，將修法食子送到附近的三叉口後，病人無不解難、痊

癒。在他圓寂之前，估計至少已圓滿六億遍心咒。而且，他七天前，就預知時

至。當他向寺廟住持告別，但沒人相信，因為當時他身體還好好的。果然，他

屆時就圓寂了。每天清早，有三隻鳥會繞著他飛三圈，據說這是空行母禮敬的

方式。而他圓寂的時間剛好是蓮師授記他恢復視力光明的時間。 

 

「菩薩於世法，遠離分別心，如空火不燒，菩薩惑無染。」 

              ----《虛空藏菩薩所問經》 



 

 

（附錄）1990年，法王如意寶曾受不丹國王的邀請而造訪。整個經過詳細記載

於法王的傳記中。故節錄有關部分之文章段落如後： 

由於不丹原屬於土蕃王朝的一部分，所以一直保持著藏族的優良傳統風俗

等，而且至今仍然是佛法十分興盛的國家。 

    一九九零年（鐵馬年），整個不丹面臨著外國侵略的嚴重威脅。當

然，作為一個勢力強大的國家併吞這樣一個小國可以說易如反掌。但是，

佛菩薩的加持也是無法估量、不可思議的。伏藏大師龍聲金剛的伏藏品中

說：“未來鐵馬年，本國遭受危害之時，若能迎請土蕃一位文殊菩薩化身

的聖者前來，依靠他的威力可遣除一切災難。”  

    當年，不丹國王晉美桑格旺修得知法王如意寶是文殊菩薩的化身，心

裡想：如果迎請這位大尊者來我國，一定會消除這場災難，而且必將對佛

法興盛、國政昌盛、國泰民安大有助益。於是與政府有關要員協商後，來

函邀請法王如意寶屈駕光臨鄙國。 

    在赴往印度途中，應邀抵不丹首都布穀，受到了國王國師政府官員等

熱烈歡迎。在光彩奪目的皇宮中，按照藏族傳統禮節為法王獻上了最崇高

的敬意。在松贊干布所建的吉器寺，法王為國師頂果欽哲仁波切賜予了

《忿怒蓮師》《金剛橛》等甚深灌頂。隨後，對國王晉美桑給旺修及其母

后、王妃等恩賜殊勝教言說：“君王您的地位高如蒼穹，眷屬百姓過著自

由自在的幸福生活，行持善法，全國人民均奉行大乘深密法、崇尚佛教的

貴國實在令人羡慕，如白皚皚的雪山一樣赫然屹立。然而，苦樂的外緣變

化莫測，也時常會受到西方太陽光芒（鄰國）的威脅，常常面臨著水流的

危險。如果您能夠一心修持《蓮師猛修法》，招集如雲的悉地為助伴，則

必將使巍峨的雪山穩如磐石。往昔的惡願尋伺時機謀害您的性命，唯有文

殊意化身、人間的如意寶才能救護您。今後您應當持撐噶舉派的教法金

幢，鑲上寧瑪巴的寶頂，如此可使國政、佛法宛如上弦月一般繁榮昌

盛。”通過法王的加持，不丹的危難消除了。 

    來到無垢光尊者多年修行的涅塘聖地，在一施主家中看見日光伏藏大

師的金剛橛，智慧中自然顯現出八大法行的儀軌，當即讓人記下，珍藏在

一寶篋中，並說三年內不能公開，但因緣起未成熟至今尚未廣傳。 

    之後，又朝拜了不丹境內的許多聖地。在前往格薩爾王曾降伏象翅國

王的門地途中，首先禮謁了蓮花生大士留下身影的蒙紮岩。然後繼續前

行，心中自然現出前世的情況。法王一邊走一邊對隨從說：“當年我們格



薩爾王軍隊去門地降伏象翅國王的路途中，許多非人從中作梗，製造種種

違緣。如今我前去門地，它們定會懷著報復的心理百般阻止，所以我們要

倍加提防。”果不出上師所料，還未到達門地之前，突然天降冰雹，十分

急驟，洪水也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滾滾湧來。法王立即示現威猛之相，

厲聲高唱金剛歌，念誦降伏咒。不一會兒，一切都煙消雲散了。 

在前往剛覺寺院的路上，紫瑪護法神降臨，在法王前請求灌頂。法王也為

他及少數弟子傳授了《金剛橛》灌頂。紫瑪護法神歡喜無比，對法王作了

未來的一些授記，並說：“您在緊要關頭時，呼喚我，我定會鼎力護

助。”以此為緣，法王作了紫瑪護法神儀軌。 

接著又來到巴卓達桑，這裡是蓮花生大士以八種威猛相中的忿怒金剛形相

降伏邪魔的山洞。進入洞中，法王說：“此處有九函蓮師猛修儀軌的伏藏

品，為了利益不丹國家未來的眾生，今生我暫時不開取，等到下一世再來

取出。”又說：“我本想今生現清淨比丘相度化眾生，不願開取伏藏品，

但因蓮師的願力廣大，所以許多甚深密語都已從口中自然流出了。這次也

不得不取出一略儀軌伏藏。”為了緣起，法王便開掘出了一個簡略儀軌。

也就是說，前世中蓮師已親自吩咐許多伏藏品由法王來開取。 

 

「世有二人，應受信施，何等二？ 

一者勤行精進，二者得解脫者。」 

                  ----《大寶積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