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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景點略圖 
 



五臺山原名為五峰山，是道士們修行的地方。東漢永平 11年(西元 68年)，天

竺(今印度)高僧迦葉摩騰、竺法蘭從洛陽白馬寺來到此地，以天眼看到文殊菩

薩住於此山，於是就想在此地建寺以供奉文殊菩薩，但道士並不同意。於是雙

方在西安焚經台舉行焚經賽法，結果道教經文全部焚毀，佛教經文卻完好如

初，兩位高僧勝出，因而取得了在台懷鎮一帶建築佛教寺院的權利。但，應該

在何處建寺呢？《清涼山志》記載：「在大塔左側，有釋迦牟尼佛所遺足跡，其

長一尺六寸，廣六寸，千幅輪相，十指皆現」。相傳他二人不僅發現佛足跡，而

且還發現佛“舍利”，又感覺營坊村這座山氣勢非凡，和印度的靈鷲山（釋迦

牟尼佛講般若經處）相似，於是決定在此建寺。當時所建的第一座寺院就是大

孚靈鷲寺，也就是現今顯通寺的前身。之後，在歷史的變遷沿革當中，這兒的

寺院最多曾高達 360多座，如今卻只有 58座遺留下來。但這兒的佛教寺院以其

歷史悠久、規模宏大仍位居全國佛教四大名山之首。同時，從清康熙時期開

始，此地也是漢傳佛教青寺與藏傳佛教黃寺並存的聖地。青寺有顯通寺、塔院

寺、殊像寺等十大青寺。而黃寺亦有十處，即菩薩頂、羅睺寺、善財洞、金剛

窟等。其中，顯通寺、塔院寺、殊像寺、菩薩頂、羅睺寺等合稱為五台山五大

禪林。 

 

  另外，據《八十華嚴》說：「東北方有處，名清涼山。從昔以來，諸菩薩眾

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眾一萬人俱，常在其中而演

說法。」 《佛說文殊師利寶藏陀羅尼經》也云：「佛告金剛密跡王言：我滅度

後，於此南贍部州東北方，有國名大震那，其中有山名五頂，文殊童子遊行居

住，為諸眾生於中說法。」此地，因其地形、氣候、環境酷似經中所描述般，

所以就被認為是文殊菩薩住處——「清涼山」。唐朝時，隨著富庶的經濟，國際



交往擴大，五台山還受到印度、日本、朝鮮和斯里蘭卡等國佛教徒的景仰。朝

禮五臺山和到五臺山求取佛經、佛法的外國僧侶很多。 

  五臺山實際上是指山西省五台縣的五座相互連接環繞、挺拔秀麗的山峰。 

它們分別是：東台望海峰、西台掛月峰、南台錦繡峰、北台葉鬥峰和中台翠岩

峰。其海拔平均在 3000米以上，其中北台高 3061公尺，為華北最高峰，有

「華北屋脊」之稱。至於平地，約 1000公尺左右。而台懷鎮寺院群則分佈在五

座山峰之間。所以，此區又分為台懷、台內、台外三個層次。中國當地人，稱

朝禮五台聖地為「朝台」。朝台有三種方式：大朝台，登上五台頂；小朝台，登

上黛螺頂；方便朝台，只到顯通寺或塔院寺朝禮文殊菩薩。  

黛螺頂 

黛螺頂 

  此地還有個流傳久遠的故事：古時候，這兒氣候非常惡劣，酷暑難耐，人



民苦不堪言。在此傳教的文殊菩薩，為了要救黎民百姓的疾苦，他化身為一老

和尚到龍王那裏尋求幫助。當他來到東海，見龍宮外面有一塊散發涼風的巨大

歇龍石。於是想借用。但，遭到龍王的拒絕，因為它是龍宮鎮海之寶，清涼異

常，是五位龍子每天辛勞佈雨後，回來歇息養神的地方。文殊菩薩無奈，才說

明這是為了救黎民之苦而來求援的。龍王想這歇龍石重達一萬八千斤，他老人

家必定無法運走，所以就放心地答應他。沒想到文殊菩薩謝過龍王之後，用手

一指，把巨石變成了彈丸，拿在掌中，便告別回去。當文殊菩薩把歇龍石安放

在南台邊的一條山谷後， 

 

仁波切在清涼石打坐 



 

清涼寺清涼石 

 
清涼寺前合影 

 

五峰山立刻變成一個清涼無比的地方。於是，這條山谷命名為清涼谷，在此又

建了一座寺院，取名叫清涼寺，五峰山也就叫做清涼山。龍王後悔，但也無可

奈何!當那些外出的五位龍子回來時，發現歇龍石不在了，氣急敗壞的用龍尾把

五個峰掃成了平臺；又用利爪把岩石刨得亂七八糟，至今這些石塊還遍佈滿

山，人稱「龍翻石」。 



中台演教寺的龍翻石 

當五青龍遇到這一老和尚，問說歇龍石藏於何處。聰明的文殊菩薩就告訴他

們，歇龍石在秘魔岩的兩座巨大的山岩之中。眾龍剛鑽進岩窟之中，文殊菩薩

用手一指，令兩岩合併，只留下內寬外窄的一道縫隙。文殊菩薩命眾龍在此好

好修行，並說要派弟子來朝拜和供養他們，因此這個秘魔岩窟又叫朝龍洞。五

龍皈依，文殊菩薩命他們各據一台鎮守，即五方五龍王爺。如今那塊清涼石還

在清涼寺。石長一丈五尺，寬八尺，厚六尺五寸，石面青色，有雲紋，靈異莫

測，能使身心清涼，安樂自在。法王晉美彭措曾說，此石不僅四十個人能同時

登上去，甚至四百個人也可同時容納。真神奇啊! 

 

【文殊菩薩經典故事】 

  文殊師利，唐譯「曼殊室利」，漢譯為「妙德」，意謂萬德圓明，皆徹法

源。又譯「妙吉祥」，因他出生時，家裏出現十大吉祥瑞兆： 

１．天降甘露。２．地湧七珍。３．倉變金粟。４．庭生蓮花。５．光明滿

堂。６．雞生鳳子。７．馬產祥麟。８．牛生自犢。９．豬誕龍豚。１０．六

牙象現。 

  常見的文殊菩薩相，頭頂有五髻，表五智（法界體性智、大圓鏡智、平等

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左手執蓮花，花中安放般若經一部，表般若空

性智慧。右手執寶劍，表大智能斷一切無明煩惱。此菩薩常騎乘獅子表威猛；

或乘金色孔雀，比喻飛揚自在。在藏傳佛法中則有各種不同的化身，如紅黃文

殊、孺童文殊、五字文殊、白文殊及黑文殊等，屬於各別的佛部以及不同的修

持利益。 

  他也稱為「法王子」，因為在所有菩薩中，他的智慧第一，是輔佐佛陀世

尊弘法的上首，而且曾為七佛之師，其般若智慧，被喻為三世諸佛成道之母，

所以有此稱號。在大乘佛教裡，文殊常與普賢菩薩侍佛左右。文殊在左，代表

智、慧、證；普賢侍右，代表理、定、行，二者共同詮釋如來理智、定慧、行

證的完備圓滿，此三者稱為「華嚴三聖」。 



在經典中我們常可以看見文殊菩薩以其深慧妙智，助佛弘化的事蹟： 

被譽為「經中之王」的《妙法蓮華經》，在此經中，當佛陀在靈山會上放白毫

光，文殊即深知佛意，就請佛暢演法音，宣導一佛乘的大乘思想。當時與會聽

聞的眾生則包括有女人、惡人、互為敵對的，還有婆羅門的神等等。令他們皆

能了悟眾生平等，皆有佛性的道理。 

 

在《楞嚴經》中，當阿難尊者被摩登伽女的巫術所迷惑深陷時，文殊菩薩持咒

前往民舍，將阿難救出，之後漸漸鋪陳出情節生動的“根塵同源、縛脫無二”

之旨，並解說三昧之法與菩薩的階次，是開示修禪要義的一部重要經典。 

 

在《華嚴經》裏，文殊更是善財童子等六千青少年比丘的導師。他鼓勵善財童

子到南方各國，參訪五十三位善知識，開旅遊參學的先河。啟導初發心的菩

薩，令其發起普賢菩薩的願，學普賢菩薩的行，從十信、十住、十行、十回

向、十地、等覺而妙覺，最後得入不思議解脫境界。 

 

在《維摩詰所說經》中，有一次，維摩居士示現有病，世尊想要派遣弟子前往

問候。舍利弗、迦葉等五百聲聞弟子，沒有一個願意代表去，因為維摩居士的

辯才之前把他們這些小乘人說得招架不住。於是世尊就想委派彌勒菩薩前往問

疾，沒想到連彌勒也不敢領命。最後世尊派文殊菩薩前往。文殊就承佛聖旨，

前往問疾。由此而展開非常精采的不二法門的妙問妙答： 

維摩居士請大眾各自發表自己的見解，各人均以二解說不二。最後問到文殊菩

薩，文殊答言：「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

不二法門。」 

文殊接著問維摩居士言：「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時維摩居士默然無言。文殊菩薩即時贊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

是真入不二法門。」 

他們倆個一唱一和的便說了這一部讚歎大乘、呵斥小乘的《維摩詰所說經》。 

 

總之，文殊菩薩常常以其智慧善巧使許多的聲聞眾回小向大，接受大乘教法。 

有一次，文殊對大眾宣講大乘空義，說:「不用見佛，不用求法。」當時，有二

百比丘聽到後，以為文殊錯亂說法，就要離開佛陀而去。文殊就在中途化作大

火，比丘想要以神足飛越過去，但赫然看見上面佈滿鐵網，心生恐怖。回頭望

見祇園路上，卻滿是青蓮。比丘就只好回歸佛陀之處，敘述其所見的情形。佛

陀言:「內火未盡，欲度外火，無有是處。汝諸比丘墜在見網，欲度鐵網，亦無

是處。」二百比丘在此種情況下，心中的火氣平息下來，接受佛的教導，因而

證得阿羅漢果。 

 



又有一次，文殊菩薩與舍利弗到一個佛土看見大火彌漫，如果人走在其中，將

剎那化為灰燼。舍利弗惶恐萬分，不知如何是好。這時，文殊菩薩以神力令無

數蓮花遍佈在火上，結果他們就踏蓮而行，如履平地。舍利弗此刻深深感覺聲

聞之智遠不及菩薩之智。 

另外，文殊菩薩於世尊滅度之後，與金剛手菩薩及彌勒菩薩，以及百萬菩薩聚

集在王舍城南，布瑪薩瓦巴山上結集大乘經典，流傳後世。  

夢參老和尚說：「來了五台山，文殊菩薩一定和你見一面。七世不失人身，了生

死。文殊菩薩接你一千里，送你八百里。」 

虛雲老和尚四十三歲時，由普陀山開始三步一拜，一直拜至五台山為止。途中

遇大雪缺糧，饑寒交迫而昏倒在草棚內。文殊曾化身成一個乞丐名叫文吉，煮

黃米粥給他吃，令他得以復蘇。草棚離五台山何止八百里，實二千餘里。數月

後，老和尚又病倒在黃沙嶺山頂一個沒有遮蔽的破廟，日夜瀉肚數十次，無力

起身，但是四周又無過路行人。老和尚只有萬緣放下，閉目等死。忽然深夜蒙

矓中又見到文吉。文吉幫他餵食湯藥，換洗污穢衣服，煮黃米粥。後來，文吉

也陪伴同行，一路上為老和尚背負行李，張羅飲食，使老和尚心無二念的拜至

太谷縣難相寺，後有其他事情，文吉就暫時告別。文吉曾說：「五臺山人每個

人都認識我。」老和尚拜至五台山後遍問文吉這個人在何處，卻沒有一個人知

道。後來，與一老僧談及此事經歷，老僧合掌說:「此乃文殊菩薩化身也。」此

真實故事感人至深，一方面凸顯老和尚的孝心感天，另一方面也得知，菩薩的

慈悲從不負人啊! 

 

 

中台演教寺 

位於台懷鎮西北 22公里。寺內供“儒童文殊菩薩”。這裡巨石堆積，石面上生

有苔蘚，當陽光照射時，如蛟龍騰起，人們稱之為“龍翻石”。五臺山氣象站

就建在這兒。在《佛說文殊師利法寶藏陀羅尼經》中所描述的文殊菩薩為童子

面孔，象徵清靜無染，具有一顆純真的赤子之心。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0057.html


 

儒童文殊菩薩     中台演教寺的佛塔 

 

 

顯通寺 

五臺山第一大廟，始建於東漢永平十一年(西元 69年)，它是我國最早的佛寺之

一。在這一年當中，印度僧人迦葉摩騰和竺法蘭，除了在京都洛陽建立中國第

一座佛寺白馬寺之外，也在五臺山建廟，揭開了五台佛國歷史的第一頁。其中

的無量殿是我國磚石建築藝術的傑作，又稱無樑殿。。高 20米，面寬 28米，

進深 16米，從外面看是七間兩層樓房，殿內卻是高廣宏偉三間。 另一著名的

是銅殿，建於明代萬曆三十七年(西元 1609年)。殿高 8.3米，寬 4.7米，入深

4.5米，它是中國僅有的三銅殿中的一座。(另外兩座，一在浙江的普陀山，一

在四川的峨眉山。但，那兩座都不及這座銅殿俊雅美觀，而且峨眉山的銅殿巳

在戰火中燒毀了。)殿內正中有一尊銅鑄文殊坐獅像，造形美麗。殿內四壁上有

多達萬尊的銅鑄小佛像。相傳，這是明朝萬曆皇帝為了感謝母恩，而命令當時

名望很高的佛燈和尚到顯通寺“傳戒”時建築的。因為他的母后在他幼小時，

由於穆宗駕崩，被皇親李良發動政變，而被打入了冷宮，母后忍辱負重將他撫

養長大，之後才能登基復位。 



顯通寺 

顯通寺 

 

 

 

菩薩頂 

金碧輝煌，極富皇宮特色，座落在靈鷲峰上，是五臺山最大的喇嘛寺廟，始建

於北魏，稱大文殊院。此寺極盛時期是在清代。為黃廟之首。這是因為清廷以

黃教作為懷柔蒙、藏的重要政策。菩薩頂是皇帝、或者大喇嘛住的地方。從顯

通寺樓前起步，共有一百零八級石階層層鋪到高處，十分陡峻。山門前的石階

則雕有九龍吸水圖案。文殊菩薩殿內有珍品西藏畫十二幅。文殊殿也被稱為

“滴水殿”。因為有一 



 
菩薩頂的山門       菩薩頂九龍吸水圖的階梯 

 

 
菩薩頂佛殿內格薩爾王像    菩薩頂佛寺內正好舉行法會 

 

個年久滴水而形成的礦物水垢物，在殿簷下的石階。此寺後院放置的超大銅鍋

也是全山聞名。是每年“六月大會”以及臘月初八用來做齋飯，供所有喇嘛們



集合在一起做佛事活動用。有許多關於這些超大銅鍋的傳說。 

  

菩薩頂寺內大眾念經禮佛    菩薩頂大殿外 

 

黛螺頂 

在台懷寺廟群區東邊，位於陡峭的半山脊上，垂直高達 400米。從山下仰望，

在半山腰間又聳起一座小山，形如大螺，盛夏草木茂盛，一片黛青，故寺名為

大螺頂，又稱黛螺頂。 登黛螺頂的山路有兩條，一條沿北端的山脊而上，一條

沿南端的山脊而上，兩條山路從山腳下分開，到山頂寺前交匯，如括弧形。北

端的山路略緩而斜，南端的山路基本是直上直下。不過，目前，已有纜車可供

另外選擇，方便朝聖者上山、下山，同時可以俯瞰整個台懷鎮寺廟群，景觀非

常美麗。相傳乾隆皇帝屢次朝山，欲登五台峰頂朝拜，卻因風大陸險而未能成

行，於是頒旨黛螺頂寺住持青雲和尚，總塑五座台頂的五尊文殊法像於寺殿

內，讓體力、時間有限的人，能夠一次朝禮滿願。  

大智路是一條用花崗岩石砌成的臺階式人行道,全長 480米,寬 2.2米,計 1080

級臺階,由善財洞直通黛螺頂,使崎嶇的山路成為朝山的通衢,是由臺灣開證法師

率眾弟子捐資修建的。 

   黛螺頂 



  善財洞 

善財洞 

從南端山路上黛螺頂，在山腳下先經過善財洞。據《華嚴經》中所述，此處也

是善財童子第一次遇見文殊菩薩的地方。 

善財洞分上下兩院。上院是諾爾桑王子與文殊菩薩議事之處。但原寺已毀。後

由第三世章嘉國師重建於清乾隆年間。岩洞內曾掘出文殊、彌勒、善財童子銅

像三尊，系唐代遺物。寺因以命名。下院，則於清光緒年間，外蒙古王爺哈拉

漢朝禮五台山時，曾住在上院善財洞，當夜夢見善財童子而另建之。善財洞現

存建築以下院為主。下院旁建有頂果法王的舍利塔。 

    
往下望有一座明顯的舍利塔  善財洞前大眾回向 



在上院旁則有世界八大屍陀林之一的修行聖地。此處且為師力星哈，無垢友等

大師修行過，並成就虹身的地方。蓮師、智者迦納思劄、大譯師貝若紮那等大

成就者亦在此地入甚深禪定。其加持力非常的大。其中，無垢友尊者目前安住

在五臺山，整個賢劫都不入滅，其化身每一百年到藏地一次度化眾生。  

善財洞旁的屍陀林 

一九八七年藏曆四月六日，法王如意寶率眾眷屬一萬多人朝拜五台山，並講授

佛法。當時，曾於此處閉關廿一天，現見了三世諸佛智慧本體的文殊菩薩。身

色金黃，頭帶五佛冠，一面二臂，左手執持書函，右手高舉寶劍，雙足金剛跏

趺座，圓滿報身裝束，以寂靜姿態而住。 

 

   善財洞前仁波切開示佛法 

 

那羅延洞 

傳說此洞是文殊菩薩的行宮，洞內寒氣襲人，冰雪終年不消，遂成積冰。在

《華嚴經》中，金剛手菩薩與十萬個菩薩圍繞著文殊菩薩的地方，即是此處。  

一九八七年，法王如意寶也曾在此山洞中閉關十四天。法王親口說：「在此期

間，我日日夜夜都處於光明境界之中。」通過文殊菩薩智慧的加持，造了《文

殊靜修大圓滿――手中持佛》等殊勝論典。同時，格薩爾王等護法神紛紛發誓

願，協助法王弘法利生。而隨行弟子眾也隨其緣份現量見到了文殊菩薩的手

印、文字（心咒）、寶劍等。更為可喜的是有些利根者全然現見了自心了義的



文殊怙主。 

 

(請詳《法王晉美彭措傳》，索達吉堪布 著作)  

那羅延洞前 

http://www.dymf.cn/ShowAuthor.asp?ChannelID=1&AuthorName=%E7%B4%A2%E8%BE%BE%E5%90%89%E5%A0%AA%E5%B8%83


那羅延洞內 

    

那羅延洞內       那羅延洞旁有法王如意寶的閉關房 

 

文殊金剛窟 



 

    金剛窟在台懷鎮大白塔以北一點五公里處，也就是花坊村後的樓觀谷右崖

畔。也就是說，順著東台路旁的小道至五郎廟繼續前行約一百米的佛陀波利塔

旁即是，它是佛菩薩的密壇。據說它與北台頂的天井相通，是五臺山最神秘的

一個地方。 

   元魏時，文殊初來五臺山時，就把三世諸佛供養之具，楞伽鬼王造的天樂

一部及金紙銀書毗奈耶藏、銀紙金書修多羅藏，都藏於此。而根據唐代著名的

日本僧人圓仁（794-864）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所記之《金剛窟記》中的描

述，文殊菩薩將 “七寶樂器”、 “鐘”、“箜篌”、“星宿劫第二佛全身寶

塔”、“銀紙金書及百億四天下文字”等五類法寶收入此窟中。另，印度的持

明大成就者佛護尊者（中觀應成派初祖）也在此虹化。而無垢友尊者的虹身則

常住於此。  

 



文殊金剛窟內供有佛像    文殊金剛窟內 

 

  唐永淳二年（683），印度高僧佛陀波利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及密法傳

入五臺山時，受文殊接引，隱入金剛窟至今不返。 

故事是這樣的： 

佛陀波利，是北印度人，唐朝儀鳳元年，歷經流沙，辛苦備至，終於

到達五台山來此朝聖。悲喜交加，五體投地，對天空說：「如來圓寂之

後，所有聖者也都隱滅了。只有您文殊菩薩大慈大悲，還在這個山中

引導眾生。但是，我怎麼沒有福報看見您啊？」說罷，就哭泣起來。

這時，從山中突然跑出一位說著梵語的老人家對他說道：「你也算是真

誠來朝拜聖蹟了！在漢地這個地方，眾生造作無數惡業，出家人也不

守戒律。在你們天竺那兒，有一部《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能夠清淨眾

生的業障，你帶來了沒？」佛陀波利回答說：「我一心來此朝聖，並未

帶來。」老人家就說了：「既然不講經，來這兒做甚麼？即使見到文

殊，怎麼有辦法認出來呢？你趕快回去，將經本帶來，親自供養給文

殊，才能得見。」說罷，在佛陀波利向他頂禮的剎那間，就消失不見

了。因此，佛陀波利回到天竺，將經本帶來長安，於弘道元年，上奏

高宗。高宗非常高興，就命他與日照三藏一起翻譯。譯畢，高宗賜予

波利絹三千匹，但經文卻被留在皇宮內。波利難過哭泣上奏說：「我翻

譯此經，並不是為了富貴，而是為了利益廣大的眾生。請皇上體察諒

解。」因此高宗將漢文譯本留在宮中，梵文經本還給他。無奈之下，

他來到五台縣的西明寺，與沙門正順等再譯一次。譯畢，波利拿著梵

文經本，前往五臺山，進入金剛窟，從此不再出來。另外一個說法

是，當他進入窟內後，見到莊嚴的聖境與文殊的真容，但因考量到其

他隨行同伴，所以就出來窟外。此時，聖境剎那間消失不見了。波利

於是就在崖畔坐化。從此以後，尊勝咒盛行於世。  

 

 

 



   

文殊金剛窟內有張文殊菩薩的顯靈照       窟內所供文殊像 

 

  唐大曆二年（767），無著禪師至五臺山傳播牛頭禪時，受文殊指點，入化

般若寺，留下“前三三與後三三”的神密公案。  

《清涼山志》的故事是這樣的： 

大曆二年夏天，無著禪師到五臺山朝拜，住在華嚴寺，在藏經樓前跏

趺禪定三日。某一天夜晚，看見白光從東北方向照射過來來，照著無

著的頭頂，久久才退去。無著感覺身心清涼，得大法喜。隔天清晨想

看看白光照射過來的方向，於是就朝東北方向走去。到了樓觀谷口

（今碧山寺西門），心裡仍想著聖境，拜了數百拜，趺坐小睡休息。

忽然聽到吆喝牛的聲音，看見一位老人，戴著破舊的頭巾，穿著苧麻

衣服，牽牛路過無著面前。 

    無著拜見老人並問道：“老丈您從哪裡來？”   

    “山裡討糧食去。”老人回答說。   

    “老丈家住哪裡？”無著又問。   

    “就在這山谷裡面。”老人又答。   

    老人問道：“你要去哪裡？”   

    “想去金剛窟，卻找不到門路。”無著回答說。   

    “那先到我家喝杯茶稍微歇息歇息吧。”老人邀請無著道。   

     無著跟著老人朝北走了五十步左右，到了門口。老人口裡喊“均  

提！”有一童子應聲開門把牛牽過去，老人請無著進去。庭院平正，

淨琉璃色。屋室臥具，都是世上沒有的。 

     落坐後，老人問無著道：“你從哪裡來？”   



     回答說：“南方。”   

    “帶了好念珠嗎？”老人問。   

    “只有比較粗的念珠。”無著答。   

    “請拿岀來看看。”老人說。   

     無著將念珠遞給老人，老人卻說：“把你自家的拿來。”   

    “這是我的念珠。”無著說。   

    “若是你自家的，怎麼從南方來啊？”老人詰問道。這時，童子

端兩個玻璃杯，盛滿酥蜜，一杯給無著，一杯給老人。 

    老人舉杯問無著說：“南方有這個麼？”   

    “無。”無著回答。   

    “無這個，拿什麼吃茶？”老人問道。無著不知如何作答。   

     老人又問：“南方的佛法，是怎麼主持的？”   

     無著答道：“末法時代的比丘，很少有尊奉戒律的。”   

     老人又問：“常住多少人？”   

     無著答：“有三百的，也有五百的”。   

     無著問老人道：“這裡佛法，怎麼主持？”   

     老人說：“這裡龍蛇混雜，凡聖交摻。”   

     無著又問老人：“常住多少？”   

    老人回答：“前三三與後三三。”無著默然不解。   

     老人又問：“你平常修行如何用功？”   

     無著答：“般若熏心，但不得其要領。”   

     老人說：“不得就是要領”。   

     又問無著：“你當初出家，為求得什麼？”   

     無著答：“欲期證得佛果。”   

     老人說：“初心即得。”   

     又問無著：“你多少年紀？”   

     無著答：“三十一歲。”   

     老人說：“你三十八，福一定到來。今天在這裡慢慢走走看看，

不要把腳弄傷了。我困了，要睡覺，你請回吧。”   

     無著央求道：“天色將晚，請您留我一宿可以嗎？”   

     老人拒絕說：“你要求有個伴，就是執著，所以不能住。”   

     無著說：“我沒有伴，也沒有貪戀執著啊。”   

     老人說：“你既無貪戀，何必要求住這裡呢？既有貪戀祈求，難

道不是伴嗎？”  

     老人又說：“你持三衣嗎？”   

      無著答道：“受具足戒以來，常持衣缽。”   

      老人說：“作沙門沒有什麼難，無能舍衣，你好走吧。”   



      無著拜辭道：“我心頭有疑惑，敢請問大德，濁世眾生，善根

淺薄，如何修行才能解脫？”  

   老人即說偈道： 

 “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恒沙七寶塔。寶塔畢竟化為塵，一念靜心成

正覺。” 

     說完偈，令童子送無著出門。   

    無著問童子道：“剛才您家主人說‘前三三與後三三’，是多少

數啊？”       

    童子答道：“金剛背後的。”無著茫然無措，求宿未許，就作揖

辭別。 

    又問童子“金剛窟在哪裡？”   

    童子回手一指，說：“這個般若寺就是金剛窟”。  

   無著回頭，童子跟方才的房屋都不見了。只見山色蒼蒼，林木鬱

鬱。無著感到茫然，久久不能自解。 忽然間，無著看到天空祥雲，

上有圓光，許多菩薩的身影，隱約映射在圓光中。還有藻瓶、錫杖、

蓮花、獅子等形狀。無著感到悲喜交集，約一個時辰後，空中的境象

才漸漸消失。  

     無著異常感慨，遂說一偈：  

  “廓周沙界聖伽藍，滿目文殊接對談。  言下不知開何印，回頭只

見舊山巒。” 

        說完偈，尋路回到華嚴寺，敘述這一經歷。原來，老人是文

殊菩薩；童子就是善財；牛即獅子。無著禪師於是駐錫在此地，並且

興建般若寺。他後來立化在金剛窟前。 

文殊金剛窟 

淨土宗四祖法照法師，是唐朝代宗時候的人，提倡五會念佛。因此號稱為『五

會法師』。常常往來於五臺山與長安之間。精勤修行，常有殊勝的感應。 

《淨土聖賢錄》中他的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天於齋堂用飯時，在缽中，看到五色祥雲，雲層裡現出山林寺院與溪澗，



而在澗水的北邊有一道石門，內有一座寺院，它的匾額題著：『大聖竹林

寺』。又有一天，他再次地於缽中看到同樣的情況，以及數以萬計的菩薩眾在

裡面。法照就將此情況請教一些善知識，有一個僧人說： 

 

「諸佛菩薩的神通變化，是不可思議的。若單就其地理形勢來看，有

可能是五臺山。」 

大曆四年(西元七六九年)，法照在湖東寺，開設五會念佛道場時，感

應顯現西方極樂世界的聖境。民眾看到之後，都燒香禮拜，聖境過了

很久才消失。又有一天，法照遇到一位老人跟他說：「你曾經發願要

前往五臺山金色世界，去朝拜文殊菩薩，為何還不去呢？」說完之後

就不見了。法照於是和幾位道友，前往五臺山。 

大曆五年(西元七七○年)四月六日，法照等一行人，到達五臺縣的佛

光寺。就在夜晚，法照望見一道光芒照在自己的身體，因此跟隨而

去。走了五十里，見到澗水北邊有一道石門。兩位童子，自稱是善財

和難陀，引導法照到一座寺院，匾額寫著：『大聖竹林寺』，就如同

過去在缽裡看到的情況一樣。此處黃金眾寶莊嚴整個寺院。在寺裡，

見到文殊菩薩在西邊，普賢菩薩在東邊，為圍繞在旁的菩薩們說法。

法照於是向前問訊頂禮，然後問說：「末法時代的凡夫眾生，業障煩

惱尤其深重，不知道要修什麼法門才好？」 

文殊菩薩告訴法照說：「你現在修習的念佛法門，正是最適合的。一

切修行法門中，再也沒有勝過念佛和供養三寶的了。我在過去劫中，

因如此修習，而得到如來的一切種智。」 

法照又問：「那麼應該要如何念呢？」文殊師利菩薩回答說：「阿彌

陀佛所發的願力不可思議，你應當要淨念相繼，不要令它間斷，臨終

時，決定往生極樂世界，永不退轉。」說完之後，文殊，普賢兩位大

聖，同時伸出金色的手臂，撫摩法照的頭頂加持授記。法照歡喜頂禮

菩薩，然後告辭。兩位童子將他送出寺院。突然間，整個寺院消失，

法照因此在當處堆積石頭做標記。 

到了四月十三日，法照和五十幾位僧人，一同前往五臺山的金剛窟，

虔誠恭敬地禮拜三十五佛洪名，才禮拜數拜，忽然看到由清淨琉璃所

建造的宮殿，文殊、普賢兩位大聖，都在裡面。後來法照又獨自一個

人到金剛窟，全身撲倒在地恭敬地頂禮懇求。突然看到一個清淨的僧

人叫佛陀波利，引導他進入一座寺院，門口的匾額題為：『金剛般若

寺』，整個寺院都以珍寶鑄造而成，莊嚴光明殊勝。 

法照一再經歷這些不可思議的感應，但從來沒有告訴別人。就在同一

年(即西元七七○年)的十二月，於華嚴寺的念佛道場，斷絕飲食訂定

日期，誓死往生極樂淨土，到了第七日的初夜，法照正在念佛時，見

到一位清淨的僧人進入道場，告訴他說：「你所見到五臺山文殊菩薩



的殊勝境界，怎麼不宏揚開來讓大家知道呢？」說完之後就不見了。

第二天，又見到那位清淨僧，依然如昨天那樣說。法照於是回答：

「我並非想要隱藏這些境界，只是害怕凡夫會疑心毀謗。」那位清淨

僧說：「大聖文殊師利菩薩，現在居住在五臺山，都還會招人毀謗，

你又有什麼放不下的呢？你只要如實以告，令大眾發菩提心即可。」

法照因此將這些奇特的見聞經歷記錄下來流傳於世間。 

第二年(西元七七一年)，江東的釋慧從，與華嚴寺的一些僧人，隨同

法照來到金剛窟，以及在大聖竹林寺立下石頭標記的地方。才到此

地，突然聽到一陣響亮清晰的鐘聲，眾人驚異無比，方知法照所述的

境界，皆是真的，因此將此事記錄於金剛窟的牆壁上。後來又在化現

『大聖竹林寺』的地方，建立一寺院，仍然稱為竹林寺。 

從此以後，法照專志念佛，精進不懈，有一天忽然又見到僧人佛陀波

利告訴他說：「你極樂世界的蓮花已經成就了，再過三年蓮花就會開

放。」等到三年的時間一到，法照告訴大眾說：「我要走了。」然後

端坐往生。 

 

文殊塔      文殊金剛窟入口 

 

  原本，在金剛窟建二層門樓一座，上層置六角轉輪藏，下層為窟門。窟內

有文殊堂和普賢堂。窟後建般若寺。宋時，金剛窟有文秘宅，窟前有文殊井，

窟旁建太平興國寺。到 1956年時，太平興國寺內還有明正統十年鑄的大鐵鐘一

口及康熙五十年重修碑記等物。可惜，上述二寺一窟在 1970年 7月被林彪一夥

炸毀，興建了“林彪行宮”，還名之曰：“茅蓬山莊”。現在只留下一座明代

的文殊塔了。該塔為漢白玉結構，高 4米，形似藻瓶，是一座覆缽式塔。 

 

 

塔院寺  



  在五臺山眾多佛塔中，塔院寺大白塔最著名。寺以塔名。是五臺山“五大

禪林”之一、全山“青廟十大寺”之一。其傳承法系既有顯教，亦有藏密。此

塔在漢明帝以前就有了。佛教有一傳言，西元前 486年釋迦牟尼佛滅度，屍骨

遺留八萬四千個舍利子，古印度阿育王用黃金七寶鑄成了八萬四千座佛舍利

塔，分佈於大千世界中。中國有十九座，五臺山得其一，稱之為“慈壽塔”。

據說東漢明帝時，西域僧人迦葉摩騰就是看到五臺山台懷之地似佛祖說之靈鷺

山，且此地已有一佛塔才奏明漢明帝在五臺山修築寺院的。大白塔位於殿閣之

間，塔基為正方形，環周 83.3米，通高 75.3 米。通體潔白，塔身狀如藻瓶，

方圓搭配，造型優美。大白塔是我國建塔史上少見的珍品，是研究高層建築如

何經歷地震和風雨雷電侵襲而不衰的實物資料。現在的大白塔，據專家研究，

始建於元大德六年（1302年)，由尼泊爾匠師阿權尼哥設計建造，俗稱“大白

塔”，將以前的慈壽塔置於大塔腹中，工程艱難巨大。 

 
塔院寺大白塔塔院寺文殊髮塔 

 

東側，還有一座高兩丈餘磚構文殊髮塔，外抹白灰，通體白淨，狀如寶葫蘆。

相傳文殊菩薩顯聖遺留的金髮，就藏於其中。 

故事傳說是這樣： 

很早以前，塔院寺每年春三月，都要設一個“無遮大會齋”，也就是

無論是僧人或百姓，窮人或富人，男女老少，凡來者都分給一樣的飲

食。有一年設無遮大會齋，有一個叫化子女人，懷裡抱著一個小孩，

身邊拖著另一個小孩，身後跟著一條狗，也要來分食，她對分飯食的

庫頭和尚說：“我有急事，請先分給我吃吧！”庫頭和尚給了她三份

飯食，連兩個孩子的也有了。這個貧女又說：“狗有生命，也該給一



份。”和尚又勉強給了一份。沒想到貧女又說：“我腹內有子，還要

一份。”庫頭和尚發怒道：“肚裡的孩子還沒出生，就要分食，你真

是貪得無厭！”貧女辯道：“眾生平等，肚裡的孩子也是有生命

的。”隨後，從袖子裡取出一把剪刀，剪下一把頭髮，放在案桌上，

用偈語唱道：「苦瓜連根苦，甜瓜徹蒂甜，是吾越三界，卻被阿師

嫌。」說罷，就躍身騰空，變成文殊菩薩，狗變成了神獅，兩個孩子

變成了天童。庫頭和尚慚愧不已。後來，在文殊菩薩顯聖處建了座

塔，把菩薩留下的頭髮放在裡面供養起來。 

  大白塔底坐镟洞裡有佛足碑。石碑上所刻佛足足印長 1．6尺，寬 6寸，足

心有千幅輪相和寶瓶魚劍圖，十個足趾有花紋。據碑文解釋，釋迦佛去世前站

在一塊大石上，對弟子阿難說:「我最後留此足跡，以示眾生。誰見到此足印，

瞻禮供養，就能免罪消災。」唐玄奘取經時，把這佛足印拓下帶回。明萬曆，

寺僧按圖刻石，供養在大白塔下。大白塔四周角落是大的轉經輪，其餘則是小

的轉經筒，供朝山信眾以手來回運轉，祈求消災除難。 

 

塔院寺山門       大白塔四周角落是大的轉經輪 

 

 

五爺廟 

塔院寺山門東側這座院落便是萬佛閣。它原是塔院寺的屬廟，所以並沒有獨自

的山門和牌樓。雖然不大，但聲聞遠播。創建于明代。主建築有三，一是文殊

殿，二是五龍王殿，三是古戲臺。坐東朝西為文殊殿，玲瓏剔透，很像一件內



部鏤空的工藝品，別豎一格。殿內下層供文殊、普賢、觀音三位菩薩。殿內三

壁同樣佈滿金佛，上下兩層合計共有佛像萬尊，所以此廟便名叫萬佛閣。二層

殿內正中所供是地藏王菩薩，左右兩邊分別是道明和尚和其父親。地藏王菩薩

左右外側的 5對塑像，統稱為“十殿閻王。”  

 

 

    

五爺廟戲台       五爺廟 

 

  坐北向南便是大名鼎鼎的五龍王殿，人們通稱五爺廟。創建於清代。五臺

山為什麼要修龍王殿呢?這與前述文殊菩薩向東海龍王巧借歇龍石的傳說有關。

當文殊菩薩降服了五位小龍王，讓他們分別住在五座台頂。專管五臺山的雲雨

事。人們感激他們而建寺供奉。五龍王居於殿內正中，左側為大龍王、二龍

王、龍母，右側為雨司、三龍王、四龍王。據說，五龍王以前是黑臉，後來才

改為金臉。這是因為佛教傳言，說王爺性子暴烈，伺奉稍有不周，就要發脾氣

動怒。臉由黑色變為金色以後，就會使五爺的脾氣變溫和了。與五爺廟相對的

便是古戲臺，是專為五龍王唱戲而建的。傳說五龍王很愛看戲。過去每年六月

大會，都要大開殿門，讓五爺觀賞。這古戲臺同時也成了五臺山群眾文化娛樂

的場所。 

  五爺廟龍王 

 



殊像寺 

   
殿內供奉的文殊菩薩有「蕎麵頭文殊菩薩」之說。傳說，在蓋寺之初，文殊菩

薩曾顯靈，工人靈機一動，拿起蕎麵糰順手捏出文殊菩薩的真容。在寺外牌樓

的前下方，有一股清澈見底、源源不絕的泉水，冬天不結冰，冒熱氣，夏天卻

十分清涼，喝上幾口，甘甜無比的“般若泉”。據《清涼山志》上說 飲此水者

能長智慧。歷史上般若泉水多做入朝貢品。清代康熙皇帝朝禮五臺山，住在菩

薩頂，非般若泉水不飲。信徒們常用水瓶裝入此水，帶回送給親友。當地人叫

“萬水泉”。經科學家考證過，此泉確系稀有的珍貴礦泉水，為飲用與醫藥用

水的難得佳品。 

蕎麵頭文殊菩薩 

般若泉 

 

羅睺寺 

 內有「開花現佛」的活動機關裝置，與一段神奇傳說相關。山門東側原有一棵

古松，宋朝丞朝張商英游五臺山時，親眼看見樹頂顯現神燈，後人將這顆松樹

尊為“佛樹”。到清代，不知何故，此樹突然枯死。為祭奠佛樹，便將枯樹伐

倒，主幹做成“開花現佛”，其他枝末，原地埋葬，上面建塔，稱為“松

塔”。 



 羅睺寺 

 

羅睺寺中庭      羅睺寺山門 

此寺始建於唐代。據說由於此處顯現過聖燈，所以名落佛寺。康熙時，由青廟

改為黃廟，而落佛寺也改名為“羅睺寺”。   它是五臺山保存完好的十大黃廟

之一和五大禪寺之一，過去香火鼎盛。大殿內蓮臺上的騎獅文殊菩薩像面部呈

乳白色，故名白文殊；肩膀兩邊伸出肩花，花上分別放著經書和智慧劍。 而

山門兩旁的石獅，一雄一雌，碩大雄武。是唐代唯一的石獅遺作。 

  

  廣仁寺(十方堂) 

  此寺規模較小，佈局卻很嚴整。寺中存有藏文大藏經《甘珠爾》，非常珍

貴。與羅睺寺僅一牆之隔。它原為羅睺寺接待信眾的地方。到了道光年間，才

另立一寺。也叫十方堂。具有濃烈的喇嘛教寺廟的特色。  



 

 

觀音洞 

    具有濃厚的藏傳佛教特徵。它在棲賢谷出口處，所以也稱為棲賢寺。寺院

在山腳下，朝禮觀音菩薩，則需舉步高登彎曲的石階，一直上到 1700米的險峻

處。石台階的中途有觀音亭。 

 
主殿為觀音殿，供八臂十一面觀音像。兩側為八大菩薩。大殿後洞壁左右各有

小洞，東洞狹小低矮，僅容一人趺坐，此洞相傳是觀音菩薩曾經顯聖過的地

方。  



 
觀音洞      觀音洞 

 

 西面的洞穴寬五尺，深約丈餘，裡面供奉觀音像，並有一池，水源清澈，名為

觀音泉，據說飲之能消災延壽，賜福賜慧。 

 

觀音泉      觀音洞旁石上刻的觀音六字大明咒 

 

左側有一小洞，傳說這裏是清康熙年間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為了避難而到此

閉關六年的地方。傳說，在這段期間，每天都有一位姑娘按時幫他送飯，她是

觀音的化身。另外該寺中部岩畔的香積小佛殿，則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禪修

室。   



 

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閉關房  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禪修室 

 

往觀音洞路旁的巖壁上的雕刻 

 

達賴喇嘛像    觀音洞的石碑 

 

佛母洞 



佛母洞是一個石灰岩洞,坐落在南台接近山頂的地方。據說是金剛瑜伽母的殊勝

淨土，章嘉大師在此閉關，證悟了殊勝境界。 據《清涼山志》中記載，嘉靖末

年，有位道方和尚，獨自夜遊到此地，看見神燈萬盞，進出於洞中，於是隨其

入洞，走了一段路，看見洞內有許多的玉佛像森列其中，這時，突然聽到波濤

聲響，害怕無法出洞。就趕緊念觀音名，發願造像，忽然看見一燈，尋此燈光

而得出洞，於是就造石佛於洞口。千佛洞因此而得名。後來，又在洞外建寺，

寺院落成後，以千佛寺為名。 千佛洞洞深五丈,分內外兩洞,外洞大而明亮,內

洞小而幽暗,中間只有一個孔穴相通。內洞壁上,有許多鐘乳石及石筍, ,看似人

體五臟六腑,洞形又呈葫蘆形狀,後人稱為母腹。有如摩耶夫人誕生悉達多的形

狀。因此，凡是到此寺參觀者，都要透過小石孔，有如投入佛母胎中，出洞則

有如佛母重生之身，可以消除諸多惡業，得到佛母的加持，獲得吉祥。    外

洞，高約三米，寬一米多，內有石雕貼金半身毗盧佛像一尊。 內洞，有長壽石

佛一尊，貼金銅佛二尊。洞外有寺院。 千佛寺經過“文革”的洗劫，除“佛母

洞”以外，均蕩然無存，只留下一些過去的殿堂址痕。 

 

 

東台望海寺                             東台望海寺 

 

 

西台法雷寺                            西台法雷寺 



    

西台法雷寺                西台掛月峰 

 

 

 

 

「我們必須去除內心之迷惑、錯亂的景象，並且認知內心的實像，了知自無始

輪迴以來，內心的法性確實是遠離戲論的空性。…沒有來、去，安住，在此做

實修，這才是菩薩的行為。」――《我可以這樣改變人生》慈囊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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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子行頌廿二) 

 

  

北台靈應寺                   北台靈應寺旁 

 

 

  

北台靈應寺             北台靈應寺供養之文殊菩薩 

 



 

南台普濟寺 

 

上師手拿文殊花作供養    南台普濟寺   仁波切率領眾弟子繞塔修法迴向 

 

普壽寺拜見夢参老和尚    



 

 

普壽寺大門前滿心歡喜合影留念 

 

 

 

 

 



 
普照寺供僧   

 

  
  在師父的領導下，大家在善財洞心無旁鶩做功課 



  
塔院寺莊嚴的文殊菩薩       上黛螺頂供人乘坐的轎子 

雲岡石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