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婆羅浮屠衛賽節之旅 
2013.5.23~29(共七天) 

 

 
 

印尼(Republik Indonesia)是世界最大的島群國家，由五大島(爪哇、蘇門答

臘、加裏曼丹、蘇拉維西及伊裏安佳亞)及三十個島群組成，全國共有 17,508

個大小島嶼，有「千島國」之稱，全國總面積達 1,919,443平方公里﹝為台灣

面積之 53倍﹞。位居亞洲與大洋洲之間的橋樑，太平洋與印度洋之要衝，戰略

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全國分三個時區，即印尼西部、中部及東部時間。其中部

時間與台灣時間相同，峇厘島即在中部時區內，而首都雅加達位於印尼西部時

區，時區較台灣晚一小時。 地跨赤道，屬於典型的熱帶型氣候。全年溫熱，約

攝氏 24~32度。四月至十月為氣候燥熱之乾季，十一月至隔年三月午後多有季

節性陣雨，降雨量豐沛，為溫濕之雨季。人口約 2億 3千萬。主要種族為爪哇

族約佔 45%，華人約佔 5%。境內大多為回教徒，有 86%。是世界上回教人口最

多的國家，回教徒每天固定有五次的朝拜。傳統服飾稱為巴迪克(BATIK)，質料

有絲質或棉布，圖案鮮艷，頗深具民族特色，如有正式場合及晚宴多穿著此服

飾。平時著薄衣裳。電壓則為 220 伏特。1美元約兌 10,000 印尼盾。近年頻

傳恐怖爆炸與挾持人質等事件。2004年亞齊(Aceh)曾發生九級地震、海嘯。 

 

婆羅浮屠(Borobudur)，其名稱意義有三種說法：一為「山頂的佛寺」；二為

「尊敬的佛陀」；三為「婆羅村莊的廟宇」。它坐落於印尼爪哇省日惹市西北 40



公里的地方，處於 Sundoro-Sumbing 與 Merbabu-Merapi兩座孿生火山以及 the 

Progo 與 the Elo兩大河流之間。也就是位於土地非常肥沃的「爪哇花園」─

─Kedu平原上，這裡同時也是爪哇傳說中的聖地。 

當廿世紀初第一次修復期間，人們發現它和另外兩座佛教寺廟──孟督寺

(Mendut)、巴旺寺(Pawon)連成直線。建築工藝也都屬於同一時期，還有傳說以

前有磚路連通彼此，因此推測應該有某種宗教習俗上的關聯。若以興建的時間

先後次序則為：先是孟督寺，再為巴旺寺，後為婆羅浮屠。 

 
孟督寺(Mendut)，在婆羅浮屠東方 3公里處。根據碑文的描述，由爪哇古代強

盛的夏連特拉王朝(Sailendra Dynasty)國王 Indra於西元 824年所建。後埋於

火山灰中長達數百年，於 1836年重新被發現而進行修復。寺內供有 3尊 3公尺

高的石佛像：中間手持說法印的大日如來──解脫眾生的身障，右側的觀音菩

薩──解脫眾生的語障，以及左側金剛手菩薩──解脫眾生的意障。階梯入口

處兩側各有一隻 Makara海陸兩棲獸(恆河女神的坐騎)。階梯牆上則是刻畫著四

個雅加達佛教寓言故事：大梵天與蟹；天鵝與烏龜；兩個朋友因貪而翻臉；兩

隻鸚鵡。主寺的外牆上則充滿著諸如彌勒、觀音、文殊、地藏、金剛手、普

賢…等菩薩的浮雕。 

每年五月、六月的月圓時，也就是衛賽節，印尼的佛教徒會徒步從孟督寺走到

巴旺寺，再走到婆羅浮屠寺，沿途念誦祈禱文，並繞行塔寺。 

當地人常來此寺祈求能從疾病中康復。而膝下無子的夫妻也會向內殿牆上浮雕

Hariti女神祈求賜子，因為她是兒童的保護神。 



 

在孟督寺巧遇眾尼雲集也前來朝聖 

 

 

大眾在上師慈囊仁波切引領下供花、燈等，並念祈請文迴向 

 



巴旺寺(Pawon)，位於婆羅浮屠東北方 1.75公里處，又或是孟督寺西南方 1.15

公里處。此寺建築時間稍早於婆羅浮屠，並以其簡潔、對稱、和諧被名為爪哇

寺廟建築之明珠。其名稱，在爪哇語中的意義是存放國王骨灰之處，然而究竟

是指哪位國王如今已不得而知。當地人以村名 Bajranalan來稱呼它。這個村名

來自梵文，其意為「金剛火焰」。由裝飾有能驅逐邪靈的 Kala-Makara保護神的

入門處進入，寺內只剩下基座，並無主尊遺留下來。外牆上有菩薩、度母等浮

雕，側翼雕的是滿願生命樹與緊那羅(半人半鳥；天龍八部之一；男者樂神，女

者舞神)。屋頂則飾以五個小佛塔為冠。朝聖者在攀登婆羅浮屠之前，需在此處

先淨化心靈。 

巴旺寺(屋頂有五個小佛塔為冠) 

 

婆羅浮屠約於公元 842年間，也是由夏連特拉王朝(Sailendra Dynasty)的統治

者所興建。但在十四世紀當爪哇的印度王朝式微，人們開始轉向伊斯蘭教時被

廢棄了。所以漸漸淹沒於莫拉比火山(Mount Merapi)灰燼與熱帶叢林之中長達

數百年。1814年由荷蘭工程師 HC Cornellius 挖掘出而重見天日。 

傳說，整座基地有如一朵於湖中盛開的蓮花，然而這已不可考。如今，從外觀

上的結構則可以看出由一層邊長為 123米，高 4米的正方形塔基、五層逐漸縮

小的正方形塔身、三層圓形塔頂三個部分組合而成的佛教曼達壇城世界。其一

一分別代表眾生存在的三個境界──欲界(Kamadhatu)、色界(Rupadhatu)、無

色界(Arupadhatu)。塔基上的浮雕說明因果故事；塔身的浮雕則描述佛陀一生

的故事以及過去世的本生故事，以及華嚴經中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故事。整座

共有 2670塊浮雕。 

整個建築，其材料來源是取自附近河流所出的石料。建造過程採用的基本長度

單位稱為塔拉（tala），據說這是人臉上從前額髮際到下頜底部的距離，或者是

盡量伸展拇指和中指時兩個指尖的距離。佛塔的度量十分精確。據考古研究結

論出，佛塔各部分經常形成 4:6:9的比例。這樣的比例也同樣出現在附近的巴



旺寺（Pawon）和 孟督寺（Mendhut）。考古學家估計這一比例具有曆法、天文

和宇宙觀的意義，就像柬埔寨的吳哥窟一樣。 

佛塔也設計有巧妙的排水系統，從每個角上所裝飾著的滴水嘴獸口排出，整座

佛塔共有 100個這樣的排水孔。 

 

佛塔整個外觀設計 整個結構像極一座佛教的曼荼羅世界 

 



進入婆羅浮屠後，開始攀爬階梯 

 

 
在艷陽高照，赤熱無比的高溫下環繞佛塔 

 

豐盛又繁複的浮雕，佈滿一面面的牆呈現的都是歷史的紀載 更可看出興建者 

付出的用心 細心的設計規劃。 



 

刻在石塊上的細緻浮雕，不難想像當年的富麗堂皇的風貌 

 

 

石塊之間用榫卯連接由石雕的展現 可看出當時精心的打造用心 

 

2010莫拉比火山爆發，其灰燼覆蓋整座塔寺約 2.5公分厚。可以想見先人建造

的辛勞與後人修復工作都是多麼的不容易。 



 

 

塔頂上有 72座這樣的鐘形舍利塔整齊圍繞著一圈又一圈的圓形佛塔 在每座塔

內都有一座佛像 

 

 

 

這尊佛像上面的罩子雖已脫落了，異顯莊嚴。 



 

塔外罩 菱形的小孔表示這個階段的修行尚未穩固 

 

傳說若能將手伸入從小孔之中觸摸到佛身，便可驅除病邪，帶來好運 

 



 

塔內的佛像 雕工異常精良，處處顯露出源自印度的審美觀 

 

以前有一個人想請一尊文殊菩薩聖像，拜託阿底峽尊者幫忙鑑賞看看。阿底峽

尊者回答說：“至尊文殊菩薩的身像沒有不好的，如果論工藝，應該屬於中

等。”說完，尊者就把文殊菩薩像放到頭頂上求加持。我們應該學阿底峽尊者

那樣，見到任何佛像都恭敬、有信心，以此方式將能積累巨大的福報資糧。 

 

 

團員們於塔前合影留念 

 



 

高聳的塔階象徵修行上的層層遞進。塔身四面各有一條這樣的通道。 

 

 

最殊勝的神通即是欲望減弱；最殊勝的佈施即是沒有貪

執； 

最殊勝的戒律即是內心寂靜；最殊勝的忍辱即是處於低

位； 

    -----阿底峽尊者 



 

莊嚴壯碩的佛寺，是唯一世上最大的佛寺 

 

 

整座塔寺最大特色是建築在一個山丘上。沿著山坡築來的實心、露天的塔寺。 



 
團員們中餐一景 

 

 

園內一角仍具有鐘塔與端坐佛像的特色 仍具莊嚴。 



 

行經附近一座藏傳佛寺 

 

 

在此看到藏式佛眼 特感溫馨喜悅。 

 



 

內部佛堂的陳設，供奉釋迦摩尼佛與蓮花生大士。 

 

團員們見到釋尊與蓮師法相莊嚴 紛紛靜坐佛前接受佛陀的加持。 

 

 



 

受邀參與 2013年 5月衛賽節的藏傳喇嘛們欣喜齊聚，相談甚歡 

 

供水儀式開始了，陶作的瓶身造型特別 



 

供這麼大的火炬，真有地方的特色 

 

僧眾供燈，這又是另一種燈具 



 

也有用竹筒的供燈方式 

 

慶祝衛賽節的車隊 



 

佛塔安置在水池中 還是第一次見到此景象。 

 

天氣炎熱 還是在亭下涼爽一下吧 

 



 

 

莊嚴的佛塔佛像安置在園中一角 看似極為清淨。 

 

佛像前左右兩隻可愛的神獸獅子 

 



 

清晨四點出發，趕著從佛塔高處看日出，聽說這是世界奇景之一 

 

仁波切與同行堪布也守著東方第一道署光之際留下永恆的紀念 



 

團員們抓緊日出之一瞬間之際與仁波切們合影留念 

 

清晨昏暗薄霧當中，團員們內心充滿期盼 引頸期待美麗的日出 



 

日出東方之際大地寂靜清涼 靈氣極佳 仁波切在次最佳時機於塔前禪坐片刻。 

 

 



遠處煙霧迷濛  更凸顯一片 寧靜祥和的氛圍 此畫面有如置身於仙境般 

 

光彩燦爛的日出終於第一道曙光蹦出來了，在兩山之際。 

 

霧、塔、僧與遠方廣闊無際的天邊 此景呈現有如祥和寧靜的一幅畫。 



 

高塔上一角佛坐塔中面向前方的霧中山景及微微的署光 有如置身佛淨土。 

 

 
中層塔的四方形洞  代表修行更穩  直至最上層塔的圓形  代表修持圓滿 



 

塔的周圍叢林密佈 薄霧竉照 彷彿置身於畫中 

 

團員們抓住此佳機於塔前念誦經文迴向眾生離苦得樂。 



 

修誦完畢 仁波切帶領弟子於塔前靜坐禪修 

 

高聳壯大的佛塔  遊客拾級而上 



 

當地年輕姑娘也來朝聖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佛塔  還是令人很震攝 



 

團員們把握良機 塔前正逢當地衛賽節的佛壇佈置 留影紀念 

 

當地慶祝衛賽節的佛壇佈置 



 

遠眺佛塔 

 

參與的民眾虔誠供花 



 

衛賽節旗標 

 

坐馬車繞行也是不錯的選擇 



 

攤商販售的驅邪入門的保護神 Kala-Makara 

 

豐盛的供品擺飾之一 



 

豐盛的供品擺飾之二 

 

 

最殊勝的持戒即是心相續調柔； 

最殊勝的功德即是具有饒益之心； 

最殊勝的教言即是經常觀察自心。 

          ----阿底峽尊者 

 

 

占碑考古遺址群(CandiMuarajambi)位於印尼蘇門答臘島占碑省，其首府為占碑

市。東濱貝哈拉海峽。全省面積三分之一有一、兩千米以上的山峰和湖泊。巴

丹哈里河(the BatangHari River)橫貫全境，河口三角洲寬廣，沿海 10公里皆

是沼澤。上游有邦科油田。為古代馬來人文化和貿易中心，現在是橡膠和石油



的出口港。距其東方 26公里處的巴丹哈里河的對岸就是古國末羅瑜國(The 

Melayu Kingdom)，也就是唐朝高僧義淨和尚於 688–695年所參訪學習梵文、

講經之處。這也是七世紀時曾向中國進貢的東南亞強國以及佛教中心的三佛齊

王國(印尼語 Samboja；梵語 Sriwijaya室利佛逝；7世紀－13世紀)的涵蓋區

域。三佛齊王國當時位於麻六甲海峽南端，地理位置優越，成為當時海上香料

運輸強國。三佛齊強盛後，則不斷向外擴張，併吞位於此地的印度佛教末羅瑜

國。 

 
 

義淨三藏實乃與玄奘三藏，及東晉法顯三藏，鼎足而三的取經譯經偉大貢獻

者。玄奘是從「絲綢之路」天山南路前往印度，歷經沙漠和大雪山冰川，洪水

山崩等等危險考驗。而義淨是繼他之後，想完成玄奘大師未竟之功，經海道往

印度，也是遭逢颱風海嘯巨大的危難。此地就是他行經之處，當時通用的語言

是梵文。他在此處先學習梵文之後再前往印度取經。綜觀義淨大師，從公元

671年赴印取經，695年返回中國，前後二十四年之久，共三次赴南洋弘法，所

譯五十萬頌佛經，包括龍樹菩薩著「勸戒王頌」，「讚佛一百五十頌」，「無常

經」等，對後世有重大影響。 

西藏後弘時期的高僧阿底峽尊者也於 31歲時(西元 1013)飄洋過海，歷經 13個

月的艱辛旅程，到達此地，依止金洲大師學習佛法 12年之久才回孟加拉(西元

1025)。 

占碑考古遺址群占地約 2062公頃，沿著巴丹哈里河(the BatangHari River)長

達 7.5公里，大部分遺址尚未開挖。目前僅挖掘出 13個(CandiGedong I (65 m 

x 85 m), CandiGedong II (76 m x 67.5 m), CandiKembarbatu, 

CandiKotamahligai (estimated 113.60 m x 95.60 m), CandiGumpung (150 m 



x 155 m), CandiKedaton (215 m x 250 m), CandiTinggi, CandiTinggi I, 

CandiAstano, CandiSialang, CandiTeluk I , CandiTeluk II and Sengalo 

hill)，還有 80個仍埋在地底下。其中又以 Gumpung寺、Tinggi寺、Kedaton

寺三者已修復完畢，比較完整。這是東南亞最大、又保存最好的古代佛教學

府。它的規模比當時的印度佛教那爛陀大學還大上 100倍。不僅有拜佛區，也

有師生的生活區涵蓋在內。 

 

 

最先映入眼簾的是園內的小型博物館。但當年人民居住的木造屋已經都消失

了，不留任何痕跡。無常啊~ 

 

 

「若執著此生   則非修行者 

若執著世間   則無出離心 

執著己目的   不具菩提心 

當執著生起   正見已消失」  

      ----遠離四種執著(薩千，貢嘎寧波) 



 
園區內佔地廣大，這是代步工具之一三輪車 

 

 

代步工具之二摩托車。居住於此充滿沼澤低漥地區的馬來人，一般都靠漁業為

生。屬於穆斯林，以狂熱信仰伊斯蘭教而聞名於世。 



 

先到 Tinggi寺 

 

 

當地的一位考古學家熱心的解釋園區內種種事物 

 



 

這是達賴喇嘛曾託人帶過來供養寺廟的金剛沙 

 

 

近期考古學家發掘出土的佛寺遺址 



 

當年的遺跡，已經清理出來 

 
考古學家帶領我們参觀正在挖掘出土的佛寺遺址古蹟 

 



 

喇嘛於古寺遺址附近的樹林中靜坐禪修 

 

上師 慈囊仁波切帶領大眾繞行古寺遺址 供燈 思佛 念佛。紅磚造的寺廟非常

簡樸，完全不像爪哇的寺廟有著繁複的雕刻與精美的佛像。 

 



 

雖然未能躬逢當年的盛會，如今我們只能恭敬的繞寺祈禱 

 

嗡啊吽！ 

願燈器等同三千大千世界， 

願燈芯巨如須彌山王， 

願油汁多如周邊大海， 

願燈數於一一佛前各亮一億， 

願燈光驅除有頂直至無間地獄一切有情的無明黑暗，而現見十方諸佛菩

薩剎土。 

           ----阿底峽尊者供燈文 



 

寺旁的遺址 

 

高聳的橡膠樹，似乎年代已久遠了 

 



 
菩提樹葉與此次朝聖修法的法本 

 
仁波切帶領團員們 在此修法靜坐 感受磁場 

 

團員們在此虔誠供燈 



 
此處當地人稱為銀山(Kotamahligai寺)，據說以前常可挖出銀器物品 

 

當地虔誠的佛教徒請上師用金剛沙加持 

 

仁波切帶領大家親自體驗一下當年佛學院內的運河 



 

回想當年人物薈萃、鼎盛的佛學院內的禪修生活 

 
真誠祈禱佛法能再度於此地能夠興盛起來 

 



 
在小鎮上搭上特殊的人力車，仁波切也不禁笑得燦爛起來 

 

走到 Astano寺，虔誠的當地居民還是跟著仁波切 

 

 

最殊勝的智慧即是對任何法都沒有二種我執； 

最殊勝的善知識即是指出求知者的缺點； 

最殊勝的教言即是對症下藥。------阿底峽尊者 



 

 

地上仍不時可看見當年文物的遺跡 

 

當年佛學院內的運河 



 

雖然搭乘時間不長，還是體驗一下過去人的生活方式。 

 
去銀山路上 有一段路程需搭摩托車或腳踏車才能進入 

 



 

一座特殊的古磚橋 

 

上師仁波切帶領大眾行經一座木橋 

 
到了另一個寺──Kedaton寺 



 

考古開挖工作仍持續進行當中 

 

漸漸出土的紅磚牆 

 

層層疊疊不同的土石不難看出歲月的痕跡 



緬懷一代大師阿底峽尊者的一生 

 

阿底峽尊者(982年－1054年)生於東孟加拉(Bengal)超越城(Vikramapura),圓

寂於西藏聶塘(Nyetang)。(1041~1024尊者在西藏)。在當時西藏佛法式微，紀

律敗壞之中，重申律儀，高舉正法法幢，創立實修的嘎當派，是後弘時期貢獻

卓著的偉大印度高僧。 

他出身王族，父親名為善勝吉祥(Kalyana Shri)，母親名為吉祥勝光(Shri 

Prabhavati)。他原名月藏(Chandragarbha)，直到後來他遇到一位西藏國王名

Jangchub Ö，給予他阿底峽(Atisha)這個名字之後，人們開始如此稱呼他，這

個名稱在藏文的意思是「和平」。 

他在一歲半時，就開始顯現他將來成為靈性導師的潛能。當時他父母首次帶他

出門，看見那麼多的人，他就問這些人是什麼人呢？父母告訴他說「都是你的

臣民」，他就馬上發願說: 「願此諸人，悉皆如我，常生王家，富樂自在」。他

並且到附近的 Kamalapuri寺廟禮拜，發願將具有出離心，不被世法所縛，「承

事僧眾宣正法」，「悲心觀照諸有情」。從此事中可以看出尊者過去世已經累積無

數的福慧資糧，並且對於王位財富等沒有貪著之心。 

尊者三歲時天文曆算、梵文一切學畢。六歲時，能辨別佛法、外道正邪之法(當

時全印度只有三人，尊者為其中之一)。十歲已經嫻熟三乘教法。父母認為他是

三個皇子之中最為優秀者，是順理成章的王位繼承人。於是在他十一歲時安排

盛宴讓他選王妃。婚禮的前夕，卻發生一件影響他一生的重大事情，就是他遇

見了度母，這位金剛乘的女性本尊將伴隨著他的一生並引導他在靈性上的修

持。度母告訴他，他前世是個虔誠的僧人，如同大象沉溺於沼澤中，一位勇士

也會沉迷於慾望的泥窪之中。度母的出現象徵著他前世修為證量的開顯。於是

他告訴父母，他要開始找尋他靈性的導師。自此之後開啟了他的宗教尋覓之

旅。 

首先，他認識勝敵婆羅門(BrahminJetari)，這位隱士教他兩件事情：皈依三寶

以及發菩提心。並且建議他去印度東北方的佛教學習中心那爛陀寺學習。在那

爛陀寺，菩提賢(Bodhibhadra)論師授予他菩薩戒，更進一步指引他去親近明了

杜梋菩薩(Vidyakokila)學習空性禪修。就在這個階段，他照見純淨自心本性，

以及眾生本俱的不被身心所縛的自由。他曾遇到一位又哭又笑的婦人，不明所

以的他，好奇地問婦人緣故，婦人回答說：「無始以來，我們的心本來就是佛，

由於不了知此，眾生於苦海中輪轉無期。所以我為眾生哭啊。然後我笑，是因

為一旦明瞭此事之後，眾生就自由了。」原來這位婦人就是金剛瑜伽母的化

現。隨後他被引導去跟隨一位金剛上師阿發都帝(Avadhutipa)，這位上師雖然

答應收徒，但要他先去黑山寺瑜伽士羅侯羅笈多(Black Mountain Yogi)處學習

喜金剛。羅侯羅笈多用各種方式測試他。首先，朝王子方向降大霹靂，但霹靂

不擊王子，反而遙擊外道。大眾見了都覺非常稀有。於是，羅侯羅笈多為他傳

了十三天的喜金剛，密號智密金剛，。最後，上師對他說，如果還要繼續學



習，他必須捨棄王位，出家為僧。於是他回到了超越城皇宮。 

當他回到皇宮說明心意，眾人都認為他瘋了。他對他們解釋說，追尋佛法能夠

生生世世利益無邊的眾生。而如果他當國王，卻僅有此生，此生的富貴榮華轉

眼就會成雲煙，毫無意義。最後，在多次懇切的請求之後，終於得到父母的首

肯了。 

他回到阿發都帝的身邊，學習《中觀》與密續，精進修持。有天在夢中，羅侯

羅笈多對他說，他應該成為一名追求靈性而出離俗世的僧人。於是，29歲時，

他到菩提金剛座處，摩底毗訶羅寺，依大眾部說出世部戒護(the Great 

Silaraksita)上座出家，法號吉祥燃燈智(DipamkaraSrijnana)。學習戒律、因

明。 

身為一名僧人，尊者急於尋覓能夠迅速證悟的方法。當他在菩提金剛座繞佛之

時，於淨見中，他遇見了度母。他問度母此事，度母回答說：「具有慈心與悲心

的菩提心修持是證悟的最好方法。」於是，他轉而專注於菩提心的修持。31歲

時，為了能夠在修持菩提心方面負有盛名的金洲大師

(SuvarnadvipiDharmakirti；藏文 SerlingpaChokyiDrakpa)下學習，他動身啟

程前往蘇門答臘。經過 13個月危險的海上行程，終於到達了蘇門答臘的港口。

在那兒，他學習了 12年之久，包括菩提心的研習，以及耳傳的修心竅訣，以及

《現觀莊嚴論》、《學處集要》、《入菩薩行論》等經典。最後，金洲大師指示他

前往北方的雪山之國，大師指的就是西藏，一個當尊者到來之後令佛教情況整

個徹底改觀的地方。在金洲大師處，尊者學到了自他交換的禪修，這是一個後

來成為藏傳佛法當中的基本禪修──能夠將負面能量轉為慈愛與修復的禪修技

巧。據說他所曾依止的上師超過 150位，但其中最殊勝者為金洲大師。 

尊者 28歲時，跟隨戒護上座學習了大眾部(Mahasamghika)的傳承，並且大量學

習了所有佛教、非佛教的宗派內容──毗濕奴、濕婆神的教法、印度密續，以

及其他，這包括 64種藝術、音樂、因明等。尊者的佛教學習，涵蓋了三大傳

承，也就是彌勒菩薩(Maitreya)、無著(Asanga)、世親(asubandhu)的廣行派傳

承(Lineage of theProfound Action)，和文殊菩薩(Manjushri)、龍樹

(Nagarjuna)、月稱(Chandrakirti)的深見派傳承(the Lieneageof Profound 

View)，以及金剛持(Vajradhara)、帝洛巴(Tilopa)、那洛巴(Naropa)的深驗派

傳承(the Lieneage of Profound Experience)。 

當他再度回到印度時，很快地，就以他淵博學識與善辯的技巧聞名。曾三次辯

倒外道師。當他看見佛教內有任何錯誤或腐敗的現象，馬上進行改革糾正。不

久，孟加拉國王就任命他為超越寺的院長。他的回歸印度，令當時的佛教文化

蓬勃發展，興盛起來。法護論師曾預言，西藏佛教極需復興。當時的西藏人認

為，戒律與密續是互相不容的，透過酒色可以達到證悟。朗達瑪國王壓制佛

法，迫害其追隨者達七十年。根據《藍寶石》紀載，這時西方新興的古格王朝

國王智光王(Lha Lama YesheYod)是個謹守佛法的虔誠佛教徒。他多次遣使學者

到印度學習、翻譯梵文經典。但路途遙遠艱辛，最後只有寶賢譯師和善慧譯師



兩人能回國。傳回一個信息，原來印度有個「能仁第二」之稱的阿底峽將佛陀

住世以來所開顯之各宗各派集大成於一身，因此智光王相信只要能請尊者到西

藏傳法，佛教在西藏中興就有希望。於是，再度派遣精進師子赴印度迎請尊

者。尊者拒絕了。為了能迎請到尊者到西藏，智光王蒐集各處黃金，親自帶隊

前往。沒料到半途被外道所擄。外道要求國王等身的黃金才要放人。智光王有

感振興佛法之急迫，告訴前來營救的侄子菩提光王說，他願意為正法捨身，請

侄子務必把好不容易得來的金子用來迎請尊者。如此一來，智光王犧牲了。當

時，從西藏來印度的其中一位學者名那措(Nagtso)譯師，他也是一路上受觀音

菩薩的加持，好不容易來到超越寺學習梵文，他與精進師子再度向尊者請求到

他的祖國教授佛法，並告知兩位國王的努力真誠、殷切期盼，以及智光王犧牲

的故事。 

最初，尊者由於年事已高不適合長途跋涉，也有許多學院工作未完成，因此拒

絕。然而當夜夢中度母就告訴他，此行去西藏會非常成功。不僅他會受到前所

未有的尊崇，而且還會有許多優秀弟子追隨，進而把佛法傳播天下。不過，由

於這些因素，他的壽命會減少廿年，只能活到 72歲。最後，他還是選擇展開了

兩年的西藏之旅。當他到達西藏後，很快地發覺到西藏人空有對佛法的熱情，

卻缺乏對法義的理解。三年之中，他著手完成了《菩提道燈論》，也如度母所預

言的，遇見了心子仲敦巴。 

根據蔣貢康楚的敘述，當尊者打開桑耶寺的圖書館(PekarKordzoling)所保藏的

梵文經典，說道：「這真是無與倫比的境界啊! 甚至超越印度了。」不禁讚嘆的

雙手合十向往昔的國王、譯者、班智達頂禮。 

尊者被人稱為「皈依喇嘛」或「業果喇嘛」，因為他在開演甚深法教之前，都會

講解皈依和業果，讓當時世風日下的一般藏人也能修習而培福。 

 

仲敦巴有好幾次將修行的驗證報告尊者，尊者不只一次讚嘆說；「早知道西藏有

你這樣的大德，我就不用過來了。」仲敦巴在承事師長時也非常細心，每次到

一個屋子時，他都先進去打掃、鋪床，再請尊者進入。當尊者要離開之時，仲

敦巴問尊者要依止誰呢，尊者回答「經藏」。因此當後來當仲敦巴要離開之時，

也同樣如此囑咐弟子博多瓦。尊者晚年身體不好時，仲敦巴親自服侍，處理糞

便。有次當他手持糞便下階梯時，每下一個階梯，就進入一個甚深三摩地。這

種功德讓他能了知一隻大鵬鳥飛 18天範圍內的所有事物。 

 

尊者修習菩提心的竅訣，主要來自三位上師。除了金洲大師之外，另外一位上

師，非常有名，就是寫《修心利刃輪》的法護論師(Dharmaraksita)。他是一位

小乘有部宗的班智達。有一次，他的鄰居生了怪病，醫生說要吃活人的精肉才

能存活。法護論師為了救人割下自己的大腿肉，當作藥引救活了那位鄰居。但

因為仍是凡夫感受到劇烈的疼痛，卻毫無後悔之心。當晚夢見一位白衣的人對

他說「欲得無上菩提，必須經歷苦行」，說完用唾液擦拭他的傷口。隔天醒來，



傷口已毫無蹤跡，恢復如初。同時，般若空性的智慧在他的相續中生起，《中觀

六論》的許多頌詞朗朗上口，通達無礙。他對阿底峽尊者傳講了許多修心教

言，最著名有《孔雀滅毒》等。 

另外一位是敢於自受他苦的宣巴南鳩上師。這位上師常於寂靜處，將他人的不

順、痛苦、疾病自己來承受，並將自己的快樂、福報、善根等回向給他人。有

一次，他在恆河邊如此修持時，感得彌勒菩薩現身，以金剛歌授予他種種教

言。也由於他這種仁慈瑜伽，經常有許多王臣、貧民、非人、夜叉、象、獅…

等各種動物群集到他的身邊來。 

而尊者與蘇門答臘金洲大師 12年的相處，同居一室，中間只隔一件白布，日夜

專注於菩提心的修持。最後上師相續中的菩提心，如同寶瓶般傾注於尊者的相

續中。當尊者即將離別時，上師授記他將會到達雪國，大弘佛法。並賜給他一

尊閃亮的佛陀像，此舉象徵他將成為佛法的教主。果然，後來的經歷皆如上師

金口所預言般發生… 

 

 

 

「自身語心清淨因 謂住行心體律儀 

由善學習三戒學 於三戒學起敬重 

如是勤清淨 菩薩諸律儀 便當能圓滿 大菩提資糧 

福智為自性 資糧圓滿因 一切佛共許 為引發神通 

如鳥未生翼 不能騰虛空 若離神通力 不能利有情 

具通者日夜 所修諸福德 諸離神通者 百生不能集」 

      ----《菩提道燈論》，阿底峽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