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禮萬塔之國─緬甸 

102/10/18(五)~102/10/26(六)共九日 

 

 

緬甸（Myanmar，或 Burma）位於中南半島西北部，面積 676,578 平方公里，

約較法國大。喜瑪拉雅山東部餘脈延伸進緬甸境內，令其最高點高達海拔 

5,881 米。與孟加拉、印度、中國、寮國和泰國接壤。西南面則是孟加拉灣和

安達曼海海岸。伊洛瓦底江（Ayeyarwady / Irrawaddy River），上游分兩支，

東支恩梅開江(Nmaihka)起源於中國西藏察隅；西支邁立開江(Maliha)起源於緬

甸克欽邦，在緬甸密支那會合後，流域攏括其農經和政治中心。屬熱帶季風氣

候。12月 至 2 月天氣較涼爽而日照多，日夜溫差較大從十四、五度至三十度

左右，是前往緬甸旅遊的最佳季節。緬甸使用的貨幣是 Kyats（K / 緬幣）。官

方匯率是 1 美元約兌 K6.4，實際上沒有遊客會使用，因黑市匯率相差 100 倍

以上。時差（GMT+6.5）較中、港、台時間慢 1.5 小時。電壓 230V / 50Hz。

據聞只有大型飯店的客廳接待區有 Wifi可連網。當地人口約 5200萬。當中約 

68% 為緬族（Bamar），其餘包括 135 個少數民族。  

 

 



第一天，2013.10.18(星期五) 

能有機緣參訪至今仍保留佛陀在世之時的原始佛教修行傳統的國度(上座部

Theravada)，尤其於清晨時分，常見有赤足托缽的應供僧侶們排列整齊於街道

上行走。對於此情此景，內心除了恭敬之外，不禁充滿期待，雀躍不已。此行

適逢三個月的結夏安居『解戒』後的重大節日，我們將把握因緣，廣植福田。

此生能與那麼多的實修僧眾結上善緣，內心非常慶幸，同時更感恩慈囊仁波切

的慈悲與智慧的安排帶領大眾到此。參與此行的同參道友皆來自四面八方，有

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甚至中國大陸等七個國家，可堪稱為聯合國的團

體。 

 

◎首先從台北飛抵仰光(Yangon/Rangoon)，與來自他國的團員匯聚一起，總人

數 101位團員，好吉祥的數字喔。據導遊說，「仰光」這名稱的意義為「和平到

來」。第一站我們先拜訪仰光妙音寺(中國寺)，供僧予供齋 50位，接著團隊在

此寺與僧眾共用午餐。 

 

 
團員們以虔誠恭敬之心，內心充滿喜悅充滿喜悅依次供僧。 



 

團員們滿心與僧眾們合影留念 

 

◎吳導遊教大家說兩句常用的緬語：Min-ga-la-ba(吉祥如意)，Da-lu， Da-

lu ，Da-lu(善哉，善哉，善哉；圓滿之意)。 

◎仰光大金塔---雪達根大金塔(Shwedagon Pagoda)乃世界最壯觀的佛塔，其高

度為 98米，周長 432米。考古學家估約於六世紀到十世紀間由孟族人所造。但

佛家說法為 2500年前就已建造。傳說是由孟族的一對兄弟(Taphussa and 

Ballika)於 2500年前到印度經商。 恰逢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成道開悟。 兩

兄弟聽聞佛法後，以蜜餅供佛後，向佛陀祈求頭髮返鄉供養。這是佛陀成道

後，第一次留給世間的八根頭髮舍利，其中兩根即供奉於此。歷史上，此塔經

過多次的地震、火災摧殘破壞與外族人的掠奪，現今的塔狀乃 1769年翻修至

今。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於 1988年曾在此地對大眾演說。2007年也

有大批僧侶在此靜坐抗議。此塔有東西南北四個入口，但南門為主要的入口

處，備有電梯供遊人使用，塔約六層樓高。遊客入塔必須先脫鞋並通過嚴格安

檢才能進入。除了 4座中塔，還有 64座小塔。 

 



搭乘電梯上塔樓，一出電梯映入眼簾的是壯觀的長廊景像 

 

在塔的磚石結構上覆蓋一層真金，再加上它是位於皇家園林西的聖山

Singuttara之上，所以一進入仰光，這座塔就很容易映入眼簾。這是唯一供奉

七佛之中的釋迦牟尼佛的髮舍利、迦葉佛（Kassapa）的袈裟、拘留孫佛

(Kakusandha)的禪杖、拘那含牟尼佛（Konagamana）的濾水袋可以說是獨一無

二的聖塔。塔身金碧輝煌，根據東邊階梯上的碑文介紹，是先由庇古(Bago)女

王欣蒐布(Shinsawbu)以同她體重 88磅的黃金打成金箔供養做先鋒，之後她的

養子與媳婦…等跟進做更多的黃金供養，再之後由緬甸上下各階層的人士也紛

紛捐贈黃金，於是陸續所鋪造而成。塔尖有 7000顆以上的紅藍寶石、 翡翠、 

鑽石、珍珠等，在塔的尖端，還有一顆全世界最大的、被稱為 sein bu，重 76

卡拉的巨鑽。而在塔的周圍則懸掛著 1065個金鈴和 420個銀鈴。所以整座塔無

論何時都呈現金碧輝煌、光彩燦爛，令人無法不印象深刻的景象。尤其夜晚，

金塔燈光通明，斑斕奪目。總之，整座塔共約有七噸之多的黃金數量，真是令

人驚嘆! 到此遊客無有一人不是「哇~~」聲連連來表達。內心驚嘆金塔壯觀無

比心。 

緬人一般會以順時針繞塔求福。並向其出生日相應的星座與佛像供花、旗子及

潑水祈禱許願。這樣的星座有八個，分別代表一星期的七天及星期三的上、下

午， 其對應的動物則有鵬鳥、虎、獅、有牙象、無牙象、鼠、天竺鼠及龍，分

別代表星期日至星期六出生的人。因而塔的地基也為正八邊型。 

此塔與柬埔寨的吳哥窟，以及印尼的婆羅浮屠，並稱為「東南亞三大古蹟」。 

 

仰光大金塔的四門入口處都栽種茂密的菩提樹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9%8F%E9%B8%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9%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D%85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C%89%E7%89%99%E8%B1%A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4%A1%E7%89%99%E8%B1%A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C%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7%AB%BA%E9%BC%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E%8D


 

大金塔  金碧輝煌的佛塔，也是世界上最貴重的建築 

 

 

團員齊聚塔中的佛像前虔誠的誦經打坐祈求並接受佛陀的加持 



 

這是位於西南方的佛塔( Weizar Zawgyi Pagoda)較獨特，據說對祛病很靈驗。 

 

緬甸是傳統佛教國家， 家中孩子出家， 父母親戚都覺得非常光榮會親自帶領

於吹鑼打鼓的樂隊聲中 ，親送至寺廟出家修行。 



 

塔中屋頂上繁複亮麗結構的燈飾 莊嚴佛塔十分壯觀。 

 

其他也來參拜穿戴整齊的團體 



 

團員們於佛塔前照團體照留念 彼此結下善的因緣的種子 

 

夜晚的大金塔，有如亮麗的珠寶不停的閃耀令人彷彿置身於佛淨土中。 

  



◎參訪天主教神父收養約 300位天生的盲聾孩童而設置的學校，孩童以彈吉

他、唱歌來歡迎我們的到來。他們心中沒有怨懟，接受我們團員的施食後，用

歌聲來表達內心的感恩，生資助時所唱的歌詞是:「感恩父母! 雖然你們遺棄了

我們，但我們了解你們生活中不得已的苦楚。你們並非不關愛我們。能夠生存

在這個世上，就是你們的恩德。感恩世上所有的人，沒有你們的幫助，我們無

法生存。感恩給予慈愛的所有的人。我們雖盲聾，但內心明亮清楚，我們感覺

到幸福與痛苦。我們會為大家祈禱一切平安、幸福、長壽、吉祥…」令在場的

每一位團員不禁眼眶泛紅，淚珠噗漱不已流下來。慨歎世上不幸的人何其多，

然而遭逢不幸的他們，內心卻善良、純淨無比。很多師兄們紛紛另外私下再慷

慨解囊，大力資助他們。隨喜師兄們勇於行善，並把握累積福德資糧的良機。  

 

團員的施食結緣，飯後孩子們以歌聲來表達感謝 

‧街上男女都穿沙龍，又稱羅衣(longyi)。但男女穿法不同，女生向左繞，再

塞進裙中。男生則直接在腹部中間打結。讓人不禁好奇，難道不容易滑下來嗎?

此外，由於進入寺廟參拜必須脫鞋，所以我們團員也全體腳穿拖鞋比較便利。 

‧緬甸男生一般到了 15歲，家長就會送他去出家。時間長短不一，但一生必須

至少一次。 

‧仰光市四周建有四大天王塔 

 

‧南傳法義的重要經典《大緣經》(Mahanidana Sutta)，以及《清淨道論》 

(Visuddhi-magga，作者斯里蘭卡，覺音尊者)，是一本揭示禪修者可以由一個

凡夫通過修習止觀，乃至在今生今世斷除煩惱，證悟涅槃的實修過程，也就是

修道次第。 

 

‧《大緣經》之緣起法： 

名色——識——名色——觸——受——愛——取——有——生——老、死、



憂、悲、苦、惱、一切苦聚。 

(其中：名色——識——名色，是一個小迴圈。)(另一個迴圈的起點在愛： 

老死——生——有——取——受——愛——希求——利益——功用——欲樂—

—耽著——慳惜——自私——守護——執杖、執劍、爭鬥、諍訟、競爭、爭

論、惡口、妄語等，無數之罪惡、不善法隨之而生。) 

 

 

第二天，2013.10.19(星期六) 

◎慈囊仁波切特別精心安排於仰光沙彌佛學院齋僧。內有住持收養來自各地的

孤兒並有志終生出家修行的沙彌與沙彌尼 1200人。這兒也是培養多位緬甸高僧

的搖籃。聽他們清淨、明朗整齊的唱誦巴利文的佛經聲，感覺洗滌了我們內心

累積多年的塵垢，並賜福給我們。看著穿著深紅色僧服的小沙彌，以及穿著粉

紅色僧服並披著戒帶的小沙彌尼，寧靜又似乎羞澀的臉龐，雙手捧著大缽，接

受團員們誠心的供養，我們內心充滿之喜悅無法形容，沙彌們真是可愛極了! 

 

從小訓練、終生出家的小沙彌，個個莊嚴穩健眼神充滿了定靜 

的智慧。 



 

小沙彌們赤腳捧缽 排列整齊 接受團員們的發心供養。 

 

神情嫻靜的沙彌尼， 個個清淨莊嚴羨煞在場的每位團員。 



 

大長老回贈帶領我們的慈囊仁波切。 

 

     101位團員在領隊 慈囊仁波切的帶領下供僧完畢於大殿修法迴向留影 

 

◎看到菩提樹根所雕成的佛像，非常莊嚴。這是佛陀由三十三天返回人間桑卡

西亞（Sankasia）所種植的聖樹，外道見其閃閃發光，認為其內必有寶石而想

盜伐，兩位藏僧及時阻止之，為防對方偷偷的濫肆砍伐聖樹，甘脆把樹中的紅



寶石挖出來交給對方，之後把樹幹雕成佛像帶回西藏。然而，由於一些歷史因

素，因緣際會，這尊佛像來到緬國摩訶頓達樂寺。緬人知其珍貴，異常珍惜

祂。佛像無比靈感，會因時因地示現不同的法像，甚而流淚、抑或歡笑等奧妙

的行跡利益眾生。佛像每天會被信眾迎至家中禮拜，(那戶人家門戶必須廣開，

以方便附近信眾前來禮拜)，隔天傍晚再送回寺裡。仁波切也安排團員們在此寺

供養 50位由國師鄔咕瑪拉帶領的僧眾。  

 
 

.香木粉(Thanakha)，這是緬甸獨有的美白美容品。沿街隨處皆可看到男女老少

都把它塗抹在臉上，並用心勾繪出不同圖形，煞是有趣。我們也入鄉隨俗擦擦

看。剛擦上去有微微清涼之感，隨著乾了之後，臉部會很緊實。它其實是黃香

楝木。此木幽香，緬人認為它具有能防蚊蟲叮咬，消毒祛病，防曬防痘等奇

效。  

 



◎位於大金塔東北方不遠處的室內巨大玉臥佛(Reclining Buddha,Chauk Htat 

Gyi Pagoda)，長 65米，高 16米。由 U Hpo Thar最先出資，完成於 1907年，

有六層樓高。所以人們也稱祂為六層佛。置於一大型的鐵屋內，上覆有瓦楞的

天花板。1966年由於破損不堪，眾人出資(名字寫於樑上)重新整修時，高薪聘

請香港有名的藝術家用數個月時間畫的眼睛，非常生動，讓人處在任何角度，

似乎都能接收到佛陀慈悲的目光。雖然祂躺臥，但眼睛睜開，是屬於處於思維

當中的悟佛，而非涅槃佛。他穿著金袍，白皙的臉龐，紅唇，藍色眼光，紅色

指甲，造型令人印象深刻。而其腳底的紅色金紋的 108個區隔，則代表佛的

108個相好(色身功德，lakshanas)。附近另有一所容納約 600學僧的高級佛學

院。   

‧其他另外兩座類似的臥佛有：Ngar Htat Gyi Buddha (五層樓高)，Koe Htat 

Gyi Buddha(九層樓高) 

 



 
◎1000將軍迎佛塔(Botataung Pagoda)，這是緬甸真正的第一座，比大金塔稍

早的土作的，也是孟族人修建的舍利塔(佛陀髮舍利塔)。位於仰光河旁。「Bo」

意為將軍，「tataung」，則意為一千位。也就是約於 2500年前，當佛陀的髮舍

利由印度迎回緬國時，虔信佛法的國王西哈蒂帕(king Sihadipa)率領一千位將

軍在此恭候佛舍利登陸上岸。之後，因為其中一位大臣非常虔誠，國王將其中

兩根髮舍利贈與他。之後他聽從宗教大師的指示，在此處建塔供奉。所以此處

香火鼎盛，也是仰光的重要地標。 



 

供奉佛陀髮舍利之處 



 

入口處最先安置佛陀髮舍利之處站立於此 能感受到特殊 磁場。 

 

塔內走道呈奇特的三角形，建築特殊令人嘆為觀止。 



 
將軍塔寺夜晚打起燈光，非常壯觀吉祥美麗，真是令人嘖嘖稱奇。 

 

將軍塔寺的外觀 

 



右側有個「去來殿」，供奉一尊非常靈感的「去而復返佛」。此尊佛原被英國人

搶走置於新德里博物館內。當維多利亞女王走訪印度時，連續三天託夢給她。

隔天，她到博物館參觀時，才驚見此夢中佛像，因而又把祂安置在英國的大英

博物館。後來，緬甸國王訪英時，要求歸還。在返鄉途中，臨到岸邊卻突然沉

入水中不見。隔天顯露於河中央。最後被對岸居民迎走供奉。此岸人民心繫佛

像，因此又雕出另一尊仿祂的佛像而安置在此。非常靈驗，有求必應。 

 

去而復返佛 非常靈驗 有求必應佑生靈。 

 

 

將軍塔特殊的外牆結構 美麗壯觀 彷彿置身於皇宮中。 



 
寺外擁擠的車流與小販及参訪的人潮 形成另一幅景觀 

 

寺旁絡繹不絕的擺渡過仰光河 

  



第三天，2013.10.20(星期日) 

◎搭國內飛機去曼德勒(Mandalay)。這是緬甸最後一個王朝雍笈亞王朝的都

城，因背靠曼德勒山而得名。其近郊有古都阿瓦，所以又名瓦城。此城也是緬

甸華人的主要聚居地。「曼德勒」意為多種珠寶。這是緬甸王朝最後一個都城，

也是唯一被完整保存下來的王城。擁有數不清的佛教文物與史蹟。以座落於東

塔曼湖上的 1200米的皇室柚木橋日落景觀，和敏敦王第五次結集藏經的庫特多

佛塔，以及佛陀曾經說法的曼德勒山最有名。同時，此地也是緬國大理石出產

與加工的主要地區。其木偶的工藝製作也非常有名。 

 

◎於摩訶甘達勇佛教大學(MahaGandhayonKyaung monastery )，供養在此精進

學習三藏典籍的學僧 1500位。他們僧儀莊嚴，魚貫進入齋堂時，我們順勢一一

在他們的缽盂內誠敬放置供品。雖然人數眾多，感恩上師的慈悲與智慧，安排

得宜，井然有序，得以功德圓滿。齋後，有一學僧邀請我當翻譯，願與我們團

內的一位尼師討論、辯論佛法要義，諸如您為何出家，您如何修行以便達成目

標，您每天修行的時間、方式，為什麼…等等非常細膩的問題。可惜，因行車

在即，怕耽誤大家後續行程而未能詳細長談。但願將來能夠有機會，能夠以此

種開明、開放的態度，令三乘佛法間交流不斷，迸出火花，挖掘並發揚佛法內

明的真正智慧該有多好啊! 

 

摩訶甘達勇佛教大學入門的地方 



 

今日我們團隊來此齋僧 僧眾們正準備好食物 讓我們供養佛學院所有僧眾 團員

們手拿紅包 排隊等待僧眾的到來。 

 

在井然有序當中  完成累積福德資糧 



 

大家滿懷欣喜供養 

 

 

齋堂內正在用餐的僧眾 



 

精進的學僧想與我們女師父討論佛法問題 

 

◎在曼德勒古城護城河邊餐廳用餐，從玻璃望向這歷史的古城，可以推想出當

年王朝的燦爛。但，如今奇怪的是，古城內仍有當地人居住，以及軍隊駐紮，

屬於村莊的生活；而古城外，卻是現代的城市。 

 

曼德勒古城護城河 

  



◎曼德勒山(Mandalay Hill)，是個 236米高的山丘，位於瓦城的東北方。曼德

勒都城即以此山的名稱來命名。此山以眾多的寺塔群聚在一起而出名。近二世

紀以來，更是緬國佛教徒的主要朝聖地之一。有四條階梯可以通往山頂的滿願

塔寺(Sutaungpyei Pagoda )，另外也有一條摩托車道以及升降梯方便旅客到達

山頂。從山頂可以俯瞰整個瓦城以及伊洛瓦底江(Ayeyarwady River)，芝麻

田，景色優美。2500多年前，釋迦牟尼佛曾帶領阿難來到此地。所以這兒現在

可看見由整棵高大柚木雕成的釋迦牟尼佛像、阿難像，欲還原當時的景象，工

藝非常精美。當時阿難跪著，佛陀他手指此地預言將來會有轉輪王誕生，大興

佛法。果然，後來的敏敦王統治 30年當中，在歷史上點綴成不朽的一頁。仁波

切帶領大家在此地齋僧完畢後一起禪修，領受如同佛陀在世之時的加持。 

載人上山的小貨車 

 
從山頂滿願寺往下俯瞰，美景如畫 



 

位在半山腰的佛寺(Byardeikpaye Pagoda)，內有由一整棵大柚木所雕成的非常

出名的佛陀像。 



 
佛陀像旁，有臉部表情栩栩如生的阿難像 

 

 
山頂的滿願塔寺，金綠相間的雕樓畫棟，非常獨特 



第四天，2013.10.21(星期一) 

◎為了避開洶湧的人潮，我們清晨 3:30就趕先機去禮拜摩訶牟尼寺(MahaMyat 

Muni, or PhayaGyi Pagoda)的大牟尼像。此像高約 4米，由佛陀從三十三天返

回人間時親自帶回的天鐵所製作並且開光的聖像，非常神奇與奧妙。緬人視其

為佛陀的真身。在緬國具有神聖的地位。隨著信眾各自的因緣，每人所見不

同。虔信與有緣者常能看見佛陀聖像張開大眼、露齒微笑。神奇的是，歷經

2500多年每日信眾的金泊貼身，但其厚度卻仍不增不減。仁波切帶領男眾進入

佛壇，由穿著白服白帽寺中的執事人員導引下，一起幫大眾先以毛巾擦拭佛

身，接著噴供香水，再貼金箔。之後，當高僧走出佛殿之時，大眾紛紛將衣巾

鋪地讓高僧走過，以示恭敬與培福。 

 

執事人員以金扇供佛 

 

上師及喇嘛們代表大家獻上供品供養 



長老以香水拭佛臉 

 

 

◎團員們在佛寺入口處，準備好 齋飯 紅包 僧服 等待由各寺廟來此接受應供

的法師 



 

◎隨後到離寺不遠處的一間寺廟繼續齋僧供養。寺中長老慈悲為大眾一一加持

並賜與每人一罐洗浴過佛金身的香水，帶回家中讓家人淨身，也嘉惠家人。 

 

 

仁波切也回贈藏傳唐卡佛像 

  



◎綠寶寺(Mya Kyauk Kyaung )，整個佛塔以充滿現代感的銅片裝飾，非常特

別。也很神奇，聽說曾於晚間放光 3次。此寺以鹼性地下水出名，於 1998年在

信仰的指引下所挖掘出的。據說，喝此水能改善糖尿病、便秘、痛風、孕吐。

我們所有團員學員們在此分組排桌齋僧，供養 500位僧眾以及 30位高僧。當地

習俗，齋僧乃重大事情，所以都敲鑼打鼓慶賀，很是熱鬧。同時，還有電視台

採訪。有感於我們的虔誠心，該寺大長老(Bhaddanta Khaymar Sarya)臨別前送

我們每人一組兩瓶的加持水，一瓶無色，在陽光下會自然呈現由光線所形成的

舍利塔；另外一瓶深色，看似由大自然藥草所提煉出的水，則是搭配著喝。據

說，這一組令人驚豔的加持水，也是屬於神奇的「大悲水」的一種。曾有日本

人相中這神奇的水與自然的光塔，想要用錢購買專利權，但長老都不為所動，

堅持非賣品。 

 



綠寶寺大門 入口處之景象 

 

僧眾威儀，排列整齊，將進入齋堂接受團員們的應供。 

 
這邊是可愛小沙彌的應供區域 

 



寺院大長老(Bhaddanta Khaymar Sarya)以大理石念珠分送每位一串結緣 

◎由 729片緬甸白石組成的庫特多(Kuthodaw Paya)寺的三藏藏經塔(Tripitaka 

- 15 volumes of Bhuddist scripture)，堪稱為「世上最大的書」，非常壯

觀。「庫特多」意為「皇室的功德」(Royal merit)。乃距今約二百年前(西元

1857)，由敏敦王(King Mindon)召集 2400僧侶而成的佛教史上的第五次藏經結

集，會後(西元 1860)由一萬名工匠費時九年時間, 將巴利文的三藏經文雕刻在

729片緬甸白玉石碑上，並建佛塔保護佛塔。石碑為雙面雕刻，每片 1.5x1.1m

寬，12.7-15cm厚。外圍四方有五、六層。層層以四方排列圍繞。最內層為戒

塔，往外依次為阿毘達摩塔、長阿含塔、增阿含塔，最外層則為女眾戒律塔

等。據聞，若每天念誦經文八小時，將花一年的時間才能將整部藏經完整唸

完。導遊說，當年他第一次來此地朝聖時，因為業感，病得全身無力，藥石罔

效。當他虔誠禮拜到第三層時，突然感覺，所有的病痛與身體的不適，奇蹟式

地消失，不藥而癒，靈感異常。真是個非常奇特的地方，也是消除累世業障的

另一種方法。仁波切帶領我們在當地禪修。將離開之時，天空出現吉祥彩虹。

並出現獅子樣般的雲朵。 

 

天空出現各色雲朵，很是吉祥 



 
層層的白色經塔，非常莊嚴，靈感非常，據說禮拜它消業迅速。 

 
團員們圍坐在塔前，念經迴向功德給一切眾生 

 
虔誠禮拜後  天空出現彩虹 



 
可愛兜售供花的小女孩 

  



第五天，2013.10.22(星期二) 

◎美克蒂拉(Meiktila)小鎮齋供 100僧、尼。此寺的舍利博物館(Meiktila 

Relic Museum)，將打開您對舍利的另一層視野。內有佛陀與其各大弟子的各色

各形的增生舍利，不僅充滿四面牆壁中的大大小小的瓶罐之中。更令人稱奇的

是，增生時還會自動大小分類排列，真不可思議! 臨行之時，老法師有感於我

們的虔誠與供養，回贈予我們每人一組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與神通第一的目犍連

的舍利子，好幸福啊~。 同行的喇嘛則有大福報，被贈予廿多種形色各異的各

大弟子的舍利子，讓人嘖嘖稱奇，羨慕不已。  

‧此鎮，剛剛發生回教徒與佛教徒互燒房子的事件。看了令人怵目驚心，趕緊

祈求佛菩薩，但願他們能熄滅怒火，明白和平共處的重要性。 

 

戒儀莊嚴的僧眾接受團員們的培福供養 

 



 
供齋時，必須分組分工，井然有序，才不至於慌忙失措。 

 

 

僧眾人多，一個接著一個，供品種類也多，所以手腳要快，以免漏掉供養一位

僧人。 



 
令人大開眼界的舍利博物館(Meiktila Relic Museum) 

 

 

每個箱盒內都充滿增生的舍利子  並且大小自動排列 

 



◎驅車前往蒲甘(Bagan，舊稱 Pagan)。行經一處小型的天然椰糖加工廠。大眾

下車休息片刻，並品嚐獨特的飲茶方式：和著花生、果實…等咀嚼茶葉。臨

行，一旁在磨石子工作的老牛見著我們王會長，不知如何停下腳步不再工作，

直掉眼淚。會長慈悲，一直將唸修功德迴向給它離苦得樂，阿彌陀佛! 

 

前往蒲甘，路過一間天然椰糖加工廠 

 

當地人用黃牛來磨椰糖 

 

 



◎世界文化遺產的千年古蹟蒲甘佛都，西元 1044年緬甸第一個王朝建立的古

都，長達 240多年。當時雖然大乘密教也有傳入，但上座部的佛教在阿努律陀

國王(King Anawrahta，1044~1078)與來自直通國(Thaton)僧人辛阿惹漢陀

(Shin Arahanta)的護持下，頒布為國教。人們普遍的信仰認為廣造佛塔可以累

積功德，並脫離六道輪迴，得到涅槃解脫。在全國上下狂熱的願力下，建築高

達 13000座之多佛塔。另有一說，在蒲甘方圓數公里範圍內，最多曾高達 444

萬座塔。所以蒲甘有個稱號為「四百萬寶塔之城」。這個數字可能有些誇張，但

表達其佛寺佛塔之多也是個實情。不過在 1287年元世祖忽必烈派蒙古鐵騎，揮

兵狂掃，大肆破壞。 目前約略僅存 4000多座。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座屬神秘阿難達佛塔，最美麗的佛塔，它是座擁有四守護

神的佛塔。是蒲甘王朝江喜陀國王(King Kyansittha;1084~1113 )於西元 1091

年所建造的建築，融合了緬國的特色，並且其工藝到達顛峰。緬國諺語說:「每

個緬人都應來造訪蒲甘，而若沒有造訪阿難達佛塔，就不算來過蒲甘。」所以

首先參拜此塔。此塔總集所有一切蒲甘的藝術精華，舉凡建築、石雕、粉刷、

貼金、彩陶浮雕、木刻、以及鐵鑄藝術等等。皆可在此塔上，一窺究竟。在來

自印度四名苦行僧幫助國王所建的高大宏偉壯觀的四尊木雕古佛, 隨著進入離

去的距離可呈現不同的喜悲變化不定的神秘風采,令入嘖嘖稱奇。而外壁上則有

數千尊大小佛像與佛本生故事的彩陶浮雕，與各種動物和怪獸雕塑。內容異常

豐富。「阿難達」此名稱，有三個意義，其一是，當江喜陀國王問八位阿羅漢將

要如何來建造它時，他們提議仿造喜馬拉雅山的聖穴難達慕拉穴(Nanda Mula 

Cave)的廳堂造型。而隨著時間的遷移，這個名稱發音卻變遷為「阿難達」。其

二是，根據梵文，「阿難達」意為非常美麗。其三是，根據巴利文，「Ananta 

Panna」，意為佛陀無盡的智慧。無論如何，此塔皆能含攝此三種意涵而不為

過。  

 



阿難達佛塔之外觀 

  

佛像由近致遠  表情互異   非常精湛的工藝  



 

阿難達佛塔外牆上處處都是細緻的雕工 

◎優婆離戒壇(Upali Thein,Ordination Hall)，優婆離尊者曾駐錫於此，為紀

念他而如此命名。這是當年受戒的場所。 四壁有無數的佛教史詩壁畫，現在此

處屬聯合國保護的古蹟，也包含有描述覺音尊者(清淨道論作者)的故事。 

 

大眾念佛 繞佛  消宿業 



 
團員於優婆離戒壇塔內 念經 禪坐 迴向。 

 
在優婆離戒壇內靜坐，此機緣非常難得佛恩浩蕩，內心倍感殊勝。 

 
塔內牆上有敘述著各個佛教故事，可惜已斑駁模糊，但仍能感受到當時工匠師

的用心繪製。 



 

禮拜完優婆離戒壇後，天色已晚，佛塔寧靜莊嚴的氛圍 

◎隨後原本行程規劃到具有千年藝術的木偶戲餐廳，在夜色與佛塔旁邊享受美

食並觀看木偶藝術的表演，可惜天不做美，竟突然下起甘霖，只好作罷，希望

下次能再續因緣。 

 

第六天，2013.10.23(星期三) 

◎登上雪山陀佛塔( The Shwesandaw Pagoda)，「Shwesandaw」意為金色的髮舍

利。這是蒲甘最佳的俯瞰點，能將遠近直到江邊的各式佛塔一覽無餘。更是觀

日出日落的絕佳位置。此塔由阿努律陀國王(King Anawrahta)打敗直通國

(Thaton)得到佛陀髮舍利，以及修築佛陀本生故事的彩陶浮雕工匠後，於西元

1057年建造的第一座佛塔。室內四方立有佛陀四座禪定姿、手掌與腳底刻有八

瓣蓮花的巨石佛。外層共有五層平台，四周並有階梯方便讓遊客扶級而上。 

 



清晨遠眺雪山陀佛塔的景象 清淨 沉寂。 

 
清晨曙光初露於塔頂遠眺， 俯覽佛塔聳立於叢林中，景色如詩如畫，清淨又莊

嚴，無法言喻。 

在高處亦無畏而精進的導遊 



 
在雪山陀佛塔的塔頂上，遠眺伊洛瓦底江 

 

蒲甘王國阿努律陀國王，文治武功鼎盛。南征北討，擴大疆土，創建了緬甸史

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他開鑿運河(Kyaukse)，以利灌溉，並建立自己的文

字，也就是緬甸語。宏揚佛法，廣立佛塔。當他打敗直通國，獲取了三十二套

大藏經、三百名高僧和大批具有精湛技藝的工匠時，據說，他親率眾臣到江邊

迎接由伊洛瓦底江水路運來的藏經，並親自下水將經書頂在頭上涉水回岸邊

來。並由象徵權力、尊貴的 32頭珍稀大白象駝著藏經通過茂密的森林。當白象

突然雙膝跪地，他以為是佛陀顯靈，因此就地興建了第一座的金塔，也就是雪

山陀佛塔( The Shwesandaw Pagoda)。 

 

在美景盡收眼簾，領隊慈囊仁波切於高塔之上帶領大眾共修普賢行願品，禮敬

往昔聖賢並發願迴向。真是奇特，又吉祥的經驗啊! 圓滿後，扶著高聳的階梯

欄杆，拾級而緩下，無處不是在體驗當下的覺照啊! 



 

 

此塔西邊，從一小門進入，也有一尊巨石臥佛(Shinbinthalyaung Temple)，18

米長，呈大理白色，如同佛陀涅槃時臉朝北方般，此佛亦同。當我們同時禮敬

供養。出門後，遇見當地小販所販售的各式漆器，尤其是畫筒，很有文化特

色。 

 
 

‧傳聞中另外一處看日出的絕佳地點在 Nyein Gon Paya，在此可觀看日出、或

看熱氣球升空的景象。但此次無緣探訪。 

◎雪吉根佛塔(Shwezigon Paya)，位於蒲甘地區北方近娘烏鎮，是蒲甘地區最

大的、也是唯一石造的佛塔。也是蒲甘 55個裝有內塔的佛塔之一。內塔由父親

阿努律陀國王於 1031年所造；外塔則是兒子江喜陀國王於 1090年以石覆蓋所

造。是緬式塔最先的雛型：扎實的圓柱型塔(40多米)置於三層平台上，平台述

有佛陀的本生故事。尖塔的基座鑲崁 547塊金綠的飾片。在鉛液內加上錫，令



其顏色變淺的這種技術，在當時，是屬於緬國所獨有，未曾見於其他東南亞國

家有此技術。四方基座的角隅則有護塔的雙身獸。接待區則有兩尊奇特的護法

神祇。塔的四方則建有小亭，內有 13尺高由辜帕陀藝術學院(Gupta School of 

Art)所作的立銅佛。 

沿著門外一條攤販充斥的長廊進入，此塔內以藏有釋迦牟尼佛的鎖骨舍利、佛

牙舍利(斯里蘭卡贈)、玉佛(中國贈)、佛陀額飾等聞名。也常有許多修行者在

此禪坐。在佛塔旁有無數神秘歷經千年不滅地遺蹟. 讓人不得不讚嘆佛法的奧

妙. 隨後參拜四護法塔的古蹟。 

 

雪吉根佛塔中的小塔景象 

 
小塔內陳列記載敘述很多以前發生的傳奇故事 



 
團員們各個積極繞行雪吉根佛塔 

 

   於塔前 有一個可以倒映出佛塔的小水漥 它有著傳奇的一段故事 

 

嵌在塔內牆上的小佛像 



塔尖上精緻的雕刻 

 

◎樸寺( Bupaya), 此塔位於伊洛瓦底江邊，行船者常當它是燈塔。仁波切帶我

們共修，並把功德迴向水下眾生。為了容易辨別，我們私下以匏瓜寺稱呼它。

「匏瓜」這兩個字是我們以他的形和音命名的。(「Bu」台語，意為匏瓜) 

 

樸寺 塔聳立於伊洛瓦底江邊 守護著方圓百里的眾生 



 
樸寺興建於此處的船筏必定獲得佛祖護佑 

 
伊洛瓦底江邊景色怡人 於江邊靜坐片刻 彷彿置身於人間仙境般 

◎瑪奴哈佛寺(Manuha Paya)，此寺建於 11世紀初，由直通國(Thaton)瑪奴哈

王(King Manuha)親建。當時，蒲甘王國阿努律陀國王(King Anawrahta)因得到

來自直通國僧人辛阿惹漢陀的協助，大力弘揚佛法。此僧初到，未攜帶任何三

藏典籍可供翻閱諮詢，他因此建議去函瑪奴哈王，請求賜予大藏經數套。沒想



到，瑪奴哈王斷然拒絕給予，此舉惱怒了當時政經強勢、如日高昇的蒲甘阿努

律陀國王，他因此發動戰爭打敗他，並取得三十二套大藏經，建立圖書館典

藏。且把他軟禁在此寺附近的南帕耶 (Nanpaya)。傳說，他被允許可以建造自

己的寺廟，為了表達他內心的鬱悶之氣無處宣洩，他造了三尊憋屈的坐佛，將

佛像的胸部故意造得膨脹，並且造得如此大，以至於所容身的殿宇顯得如此狹

小，寓意非常明顯。至於背後的臥佛則面露微笑，以此來表達他只有死後才能

解脫的意涵。  

 

其實，佛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具有 32 相，80相好。佛身具有許多不可

思議的功德。《佛說華積樓閣陀羅尼經》云：『善男子，若復有人發一念心，歸

命於佛，又不中退，復不輕慢，是人當於百劫千劫乃至百千劫中，常感勝福，

生於人天，不復墮落一切惡趣。』因此這些歷史因素絲毫也不會減損我們禮佛

敬佛的心念。仁波切帶領團員們在此佛寺供米 28大包, 1680Kg。 與當地僧眾

即弱勢團體結緣。 

 
 

◎因果不虛，不可思議。對於我們身口意三門，尤其應守護好。《百業經》中的

小駝背的故事，令人聽了震撼不已，即使是獲得阿羅漢果位的聖者也不免要經



受宿業帶來的果報。 

以前，在舍衛國有個小駝背，自出生以來，經常得不到飲食，更遑論溫飽。他

因對佛陀產生信心，得到貧窮父母首肯後，跑去出家。然而，與僧眾一起接受

供齋時，也經常無法得到食物；常常是輪到他時，剛好齋飯沒有了，要不，就

是齋主剛好有事離開，回來時，又從下個僧人開始。為此，佛陀特地制定了

「上面的比丘未得食前，下面的比丘不能受食」的戒律。 

有幾天，他去打掃佛陀的內殿，結果吃得很好，身體漸壯了起來。於是，他想

天天去打掃。 

隔天，當正欲前往去打掃時，一位比丘已經打掃整齊，他只好再去城中化緣，

依然得不到食物吃。 

第二天，他早早去殿堂，誰知又被打掃乾淨了，當天他又沒飯吃。 

第三天，阿難介紹一位齋主給他，沒想到，當天齋主又臨時有事出門，未交待

家人，所以他只好空缽而返。 

第四天，阿難到城中化兩缽飯，想留一缽給他，可是半路上一群餓狗把飯搶去

吃了。 

第五天，目犍連聽說小駝背已經四天沒飯吃，他也到城中化兩缽飯，想留一缽

給他，可是半路上突然飛來一群烏鴉把缽內的飯搶光了。 

第六天，舍利子幫忙到城中化兩缽飯，想留一缽給他，可是當小駝背一伸手，

大地突然裂開，缽盂直落坑底。舍利子趕緊以神變拿回來，當小駝背取一口飯

要吃時，又給風吹散了。舍利子見狀，取來一缽水要給他喝，眾多非人卻在水

中撒灰，小駝背知道是自己的宿業成熟，喝了一口灰水，飢餓而示圓寂。 

眾比丘不解，去請示佛陀。佛陀開示了小駝背的宿世因果業報。 

原來，很久以前，有對母子相依為命。母親常常對僧眾供齋，兒子反對。有

次，兒子外出時，母親又供齋，兒子回來得知此事，大為光火，認為母親屢勸

不聽，就把母親關了起來，不給吃，也不給喝。連續七天，置之不理。最後，

母親要求給點吃的，他竟然把灰撒在碗裡讓母親喝，母親喝了灰水就餓死了。

這個兒子就是小駝背的前世。 

這個真實的故事，讓人警覺到，因果業報不可思議。即使是得到果位的聖者，

當宿業成熟時，也無法避免。即使是智慧第一的舍利子與神通第一的目犍連也

無法改變它。 

因此，在我們具有暇滿人身之時，應把握因緣，行善布施，廣種福田。累積智

慧與福德資糧。因果業報不可思議，微細難知，唯佛能了。在見到三寶所依

時，即使供養一朵花、一支香等微少的供品，之後以清淨心、善念做護持，這

都有極大的意義，也是開啟未來解脫的契機。 

 

 

◎在伊洛瓦底江旁庭院式的餐廳吃中飯。可以遠眺對岸山水，雖然河水渾黃，

但風景秀麗，增添不少旅遊的情趣。此時的內心只有喜樂，找不到煩惱不安的



存在。 

 

 

   美麗的河岸餐廳景緻怡人。 

 

◎參觀當地有名的頂級漆器製作與作品，繁複的純手工製作過程，費時費力，

但是屬於精緻的工藝品。無論是生活當中的哪樣物件，都能製作出來。在現代

這種分秒必爭的工商電子資訊社會，這種傳承更顯彌足珍貴了。 



純手工的漆器製作 

 

導遊帶我們到朋友開設的手工藝品店参觀 店內 琳瑯滿目  應有盡有 

第七天，2013.10.24(星期四) 

◎戒律寺供僧午齋，這兒有個奇怪的現象。一聽到打板聲，群狗就會狂吠，有

如見到許多不同生靈也來接受佈施般。 



 

 

◎途經千年古都庇古(Pago)市，這是宋朝時代建立的緬甸王朝—孟族王朝的古

都,當時國勢最強,原本篤信巫教，後在因緣際會下改信佛教,當時整個首都建有

許多特殊佛寺、佛塔，尤其西元 994年時,所建的臥佛(Shwethalyaung 

Buddha,55米長，16米高)最有名。可惜我們只能從車上遠眺它的大金塔，因為

時間緊迫需驅車前往髮髻聖石(Kyaikhtiyo Pagoda; Golden Rock)大金石塔。 

到達山下，再轉換搭乘極具當地特色的載人的中型貨車。分隔好幾排，每人座



位窄小。沿著狹小迂迴的山路，司機猛加油門，風馳電掣，有驚無險，刺激無

比。在冷汗差一點冒出來之下，終於到達山頂。安排好簡單的山居住宿之後，

步行廿分鐘抵達聞名的大金石塔寺。晚餐於寺旁如同夜市小集的山路餐館朵

頤。之後回寺掛銅鈴、點燈祈福，仁波切帶眾共修，焚化迴向名單祈願文。說

也奇怪，沿途的病痛與不適，此時突然解脫般，輕鬆起來。 

此地也出產檀香木，可請回供於家中佛堂，天然的獨特香氣，令人聞之欣喜。 

 

神奇的髮髻聖石(Kyaikhtiyo Pagoda)，按照孟族人的語意是「隱士頭上的

塔」。這是漂浮於空中由信徒們貼滿金泊、且高度為 7.3米、立於危崖不墜的花

崗巨石。其上供有釋迦牟尼佛的髮舍利。它不受地心引力影響的姿態，鼓舞著

許多信徒。它是繼仰光大金塔、摩訶牟尼佛像的第三個重要的緬國佛教朝聖

地。傳說，當年有隱士名叫泰陀(Taik Tha)將佛陀髮舍利藏覆於髮髻上，之後

當他上供給國王時，附有一個願望說，「但願它將來可以供奉在與我的頭形很像

的巨石上，設龕供養」。國王開金口允諾了他。而這位國王由於傳自煉金術的父

親與龍族公主的母親，也具有神通天賦。發現海底中躺著這樣的一顆石頭。透

過帝釋天的協助，從印度洋中取出此巨石，建塔供奉其上。並安奉在此地點。

由於佛陀髮舍利的加持力，令石不墜。而當時運送巨石的船，也轉變成石頭，

距離此大金石有 300米遠，人們通常也會到那兒頂禮膜拜它。有一說法，如果

能到此地一年內連續朝聖三次，將會賜予財富。人們說，此石原本飄浮在空中

3尺高。後因外道忌妒，潑灑不淨物，此石因而慢慢下降，到現今這個看似黏

貼，卻實際上不黏貼在小山崖上的高度。從中間微小的縫隙，如今仍可穿繩而

過。幾年前，政府派高僧來此地修法後，當場拉繩而過，證實給大家看，掃除

疑慮。如今，巨石上貼滿金箔，金光閃耀，莊嚴神秘。相傳，有求必應。而且



石上的紋路，依照每人的業力，呈現不同的景象。 

 

仁波切於巨石頂端最高之處禪坐，不知當下感受如何。 

 

髮髻石無論白天晚上 不管由哪個角度怎麼照相都美麗不凡 攝受每個人的心。 

 



 

髮髻聖石有如塵世明燈般屹立在一片湛藍的夜空之中 

 

第八天，2013.10.25(星期五) 

◎髮髻石徹夜燈火通明，有感於此地神秘的靈氣磁場,因此大伙兒聯袂打算隔天

清晨 2:30morning call, 3:00出發。當我們於 3:30及聚聖石旁自發性做早課

時，出乎意料之外，一位當地僧竟也自動來領我們共修，打坐。5:00供僧。

6:00到後山一處塔寺，其山勢像極尼泊爾捨身餵虎寺，我們在山頂掛鈴、繞

塔。7:00早餐，9:00離開，返回仰光。 

 

髮髻石當地有規定為有男眾可以觸摸靠近 女眾則不能接近聖石只能遠處眺望 



 
仁波切帶領大眾於髮髻石旁供修禪坐 並為大眾解說此行齋僧之旅作最後圓滿的

迴向。 
 

 

髮髻石這兒是不分晝夜人潮不斷 真是修行培養善根福德的聖地。 

 



 
髮髻聖石的後山，其山勢像極尼泊爾捨身餵虎寺。清晨濃霧尚未散去，仁波切

帶領大家靜坐一會兒，彷彿於仙境中。 

 

髮髻石遠看狀似將要崩落的聖石下面，我們正在專心念誦做功課 



 

髮髻聖石處做總迴向之後 ，此朝聖之旅行功德圓滿  大合照。 

 

「直接或間接，所行唯利他，為利諸有情，回向大菩

提。」 

           ──《入行論》 

◎活痣佛寺(Kyaikpawlaw Hmeshindaw Pagoda)。位於孟邦(Mon State)的坎廓

鄉(Kantkaw Township)。「Hmeshin」意為活的痣。寺中佛像，非常神秘獨特。

這尊佛像的來由，是當年阿育王嫁女到斯里蘭卡之嫁妝，而後斯里蘭卡國王為

了弘揚佛法，將 4尊佛像(包含這尊)放於海洋中漂流。結果，4尊佛像都漂流

到緬國不同的地區，而祂就在此岸邊著陸，受到尊崇與供奉。之後，活痣佛祂

處處顯示神蹟庇佑當地居民。每年在特殊的節日，來自緬國各地的信徒會來此

寺慶祝禮拜祂。祂有五個不可思議之神蹟： 

1)祂的眼睛看似活的 

2)無論用象、馬、人來搬運祂，祂都不動 

3)此尊佛像(曾)飄於水上 

4)無論在祂的痣上貼幾次的金箔，痣依然會出現。假若有重大事情即將發生，

則祂右眉上的這顆痣會移來移去。 

5)祂永遠面向斯里蘭卡—祂來自的國度 



 

 

活痣佛寺入口處大門上方有一個孔雀開屏的標誌，有如象徵喜樂 吉祥 圓滿 自

在解脫之意。 

 

寺中牆上圖畫敘述著佛像的由來 



 

活痣佛的右眼旁黑色痣非常明顯 如有事發生 痣會移動警示提醒  祂的眼睛看

似活的佛相 炯炯有神。 

◎回妙音寺(中國寺)，吃火鍋。並領取訂購的又大又新鮮又甜美好吃的腰果回

家。 

 

第九天，2013.10.26(星期六) 

搭早上 10:50班機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