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南、寮國、柬埔寨朝聖之旅 

---供千僧、供千燈、供千齋、供袈裟、持誦普賢行願回向吉祥朝聖之旅--- 

2015.7.24(五)~8.4(二)共十二日 

 

 

 

越南(Vietnam) 

是位於中南半島東端的共產國家，面積約為臺灣九倍，人口為臺灣三倍，首都

是河內，也是政治中心，而最大的經濟都市胡志明市。是世界上摩托車最多的

國家，約有 9400萬輛。北越古時在中國秦朝，河內稱為象郡。漢朝時期稱為交

趾都。西晉時代，越南稱為交州。唐代時則設立安南都護府，置靜海節度使。

19世紀中晚期，越南成為法國殖民地。1954 年，分為南北越，1975年 4 月 30

日，北越攻佔南越而統一。匯率方面， 1USD約 19800越盾。 

 

寮國(Lao; 台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稱寮國，中國大陸和港澳稱老撾) 

主要民族僗族。歷史上曾為真臘王國的一部分。七世紀至九世紀屬南詔國，九

至十四世紀屬吳哥王朝。1353年建立瀾滄王國（南掌），為寮國歷史鼎盛時

期。寮國語中「瀾滄」是百萬大象之意。後分為三小國，曾受暹羅和越南入

侵。1893年亦淪為法國殖民地。1953年成為獨立共產國家。匯率方面， 1USD



約 8000寮幣(Kip)。 

 

柬埔寨王國(Cambodia; 高棉語 Kampuchea) 

是一個擁有兩千年以上的文明古國。昔稱扶南，素與秦、漢通商交流。《後漢

書》稱為究不事，《隋書》稱為真臘。《唐書》稱為吉蔑、閣蔑（均 Khmer對

音）。元朝稱為甘勃智，《明史》稱甘武者，明朝萬曆後，音譯柬埔寨。「究不

事」、「甘勃智」，「甘武者」、「柬埔寨」實為 Kambuja對音。西元一世紀時，信

奉印度教，故受其影響甚深。1863年淪為法國保護國。1953年獨立。初時仍為

君權體制，即柬埔寨王國。1975~1979年間，由波爾布特領導的紅色高棉共產

主義政權，採取極左的意識形態，對國內進行種族滅絕，據估計當時約造成了

150萬至 300萬柬埔寨人的死亡。全國境內發現了 9138個坑葬點，超過兩個萬

人坑。是 20世紀最血腥暴力的人為大災難之一。這時期稱作紅色高棉(Khmer 

Rouge)，又稱赤柬、赤棉。這一大屠殺在越南入侵柬埔寨之後結束。現為君主

立憲制王國，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國王是終身國家元首，國民議會是

柬埔寨全國最高權力機構和立法機構。但人權、貧富懸殊及貪污問題嚴重。匯

率方面， 1USD約 3500柬幣。 

 

第一天, 2015.7.24(星期五) 

由桃園直飛越南河內。當地導遊說，越南有四苗條：國土苗條、道路苗條、房

屋苗條、人民苗條。一路上所見，果然。此地受颱風影響不大，也沒地震，因

而樹木都非常高大。 1010年，李太祖看見此地有條雲龍升天，認為乃風水寶

地，所以定都於此，當時稱作升龍。1831年阮王朝將其改名為河內，意為位於

紅河(越南第二大河)中段之處。(第一大河為湄公河) 

 
北越河內都城的素食竟然這麼出乎意料之外的豐盛。 越南素食春捲沾上特殊酸

甜醬料，令人食指大動。還遇見很多僧人也來此食用呢。 

 

◎越南自古受中國文化薰陶，且傳入大乘佛法，與其他如緬甸、高棉、泰國、

寮國等，均係由錫蘭（今斯里蘭卡）傳入上座部佛教，此點明顯不同。相傳最

早將佛教傳入者是二世紀末之道教徒牟子。然較為可靠者，為梁高僧傳卷一所



載，康僧會（三世紀）曾因父經商而移居交趾，彼時越南已有人出家，且有三

藏教典。1010年，李朝王統繼起後，受宋朝影響，以考試百姓而度為僧，並設

立戒場以傳授戒法，將越南佛教帶入黃金時代。十五世紀以後，明代儒學亦大

量傳入，成為儒釋道三教融合之新局面。十九世紀末期，法國殖民時期，限制

了佛教發展而漸衰頹。直至二十世紀佛教才漸復甦。大抵而言，越南佛教，屬

於中國南方禪宗之支系，約可歸納為毘尼多流支、無言通、草堂等禪宗三大法

統。  

    

建於 1010年的史官寺, 圓墩墩飽滿的銅佛, 以及一整排的木門, 令人印象深

刻。越南法律規定，進寺朝拜要脫鞋、帽，燒香則在外面，以免祝融之災。受

到莊嚴寧靜的氛圍感染，我們在此做功課, 並禪修片刻。 

 

 

建於 1618年,已有四百年的婆石寺                 靈仙寺 

據說求財求子祈願非常靈驗                  寺廟對聯都寫著漢字 

前方菩提樹據說也是來自印度    為李朝太祖所供奉之寺廟 

          內供有釋迦佛、阿難、迦葉 



            

當地習俗,會將新生兒帶來這兒做佛的

義子，以求好養 

 

第二天, 2015.7.25(星期六) 

堪布上師臨時決定要去拜會一位有名的成就者，因此我們驅車前往較遠處，位

於河墩郊區的園明寺。河岸上的小路雙向會車非常困難，因此我們走走停停，

中間乾脆下來行走，走了大約兩小時，兩岸都是農家與莊稼，據說都不使用農

藥。不時夾雜一兩間寫有中文字較為大間漂亮的房屋聳立於其間，估計應該是

華僑的居所吧! 

 
園明寺是一個木造古寺，第三代住持普慧法師，是越南佛教會主席，德高望

重，5歲出家，現在高齡 98，仍天天講經說法。他曾平息了紅河支流氾濫的棘

手問題，而受到普遍的敬重。我們一行人供養僧眾與法師，並請法師慈悲加持

在場每位信徒。 

 

「精進白法不減失，得無邊智佛寶庫， 

禪定捨棄呵欲妙，成就明通及等持」 

----般若攝頌 



 

堪布帶領大眾與普慧法師合影留念 

 

竹林安心禪院中典雅莊嚴的佛菩薩塑像，果然禪宗氛圍濃厚 

 



排列整齊的比丘尼將進入大堂 

 
我們排列整齊安座，之後依序供養僧眾 

 
主持長老與堪布上師彼此交流佛法後留影。兩旁對聯寫的是越南文喔。 

 

◎明天就要離開河內前往寮國首都永珍，因此導遊推薦我們當地防蚊非常有效

地軍膏。經試用後，非常涼爽，聽說只能在軍中才能買到，是專家長期實驗出

來適合軍人在叢林中使用的藥品。比較特別。 

  



第三天, 2015.7.26(星期日) 

從越南河內飛往寮國永珍。這是個全世界經濟排名倒數十名之內，但其幸福指

數卻很高的國家。沒有地震、颱風的威脅，天災也少。不靠近海岸，被五個國

家(緬、中、越、泰、柬)包圍，是個佛國。每個男子皆要出家一次，至於時間

長短，則隨個人意願。每個村都有自個兒的村廟，屬於傣族的區域。永珍，寮

文 Vientiang，意為「月亮」或「檀木」之城，以前叫文單或雍田，是撣族之

地。這座位於湄公河月牙灣的城市，是寮國的首都和最大城。 

    

寮國寺廟屋頂外牆美麗的雕刻裝飾      Vat Inbang寺內微笑的佛陀 

 

寮國信奉的佛教，屬於南傳巴利文系統。皇家圖書館藏有貝葉本巴利文、泰文

等各種佛教經典。寮國僧侶教育完全由國家支持，分小學、中學和佛學院（相

當於高中）三級，畢業生被加上“摩訶”的尊稱。全國僧侶必須服從僧王。 

 

「有一次，世尊在拘樓國劍磨瑟達磨城中，與拘樓人在一起。當時，世尊對比

丘們說：比丘們！比丘們回答：世尊！世尊接著說了以下的開示：比丘們！只

有一條道路可以使眾生清淨、克服愁歎、滅除苦憂、實踐真理、體證涅盤，這

條道路就是四念住。是哪四個念住呢？ 

比丘們！比丘持續地就身體觀察身體，精勤、覺知、時時徹知無常，去除對身

心世界的貪 嗔；持續地就感受觀察感受，精勤、覺知、時時徹知無常，去除對

身心世界的貪嗔；持續地就心觀察心，精勤、覺知、時時徹知無常，去除對身



心世界的貪嗔；持續 地就諸法觀察諸法，精勤、覺知、時時徹知無常，去除對

身心世界的貪嗔。」     -----《大念住经》 

 

 

進寺脫鞋、帽，我們在這兒供僧、並作普賢回向 

 

 
建於 1818年的萬像寺(施沙閣廟,Wat Sisaket)，據說擁有一萬尊佛像。 

在這座已有 200年歷史的莊嚴的萬像寺我們頂禮拜佛、繞塔、供僧、做功課，

這是寮國最古老的一座寺廟，保存了許多尊當年為了避開泰國 1828年進攻戰亂

時的佛像。 



 

被金箔覆蓋著金光閃閃的佛教塔鑾寺(Pha That Luang)，是寮國的國家象徵，也

是永珍的地標，也是寮國最宏偉的寺廟。建於西元前三世紀，中間經過數次重建翻

修，最近一次在 1930年，傳說在其中央的尖塔裡存放著釋迦牟尼佛祖的胸骨，是古印

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阿育王曾派遣使者 Bury Chan或 Praya Chanthabury 

Pasithisak以及五位比丘所帶過來的，因而建塔供奉，寮國人民對塔鑾非常尊

敬，國徽中的圖騰就是這個建築。 

 



高 45公尺的金塔，四周由 30座小塔（意即佛祖 30種恩惠）環繞，每個面向都

可供信徒膜拜。 

 

 

我們繞塔並齊聚做功課回向。 

 



 
小攤販在賣冰淇淋 

 

寺內一側也有尊臥佛 

 

寺旁有佛教總會，我們供僧後全體在入口處階梯留影 



 
假日周圍的商家也休息。雖是社會主義國家，除了水利、電力等外，土地卻是

實行私有制。外來的商賈可以租賃長達 99年。全市人口約 80多萬寮國人，另

有 20萬中國人長期居住。因為寮國沒有工業，因此任何工業的產品在這兒皆可

賣。 

 

1896年, 為了慶祝國家獨立而仿造法國巴黎所建造的凱旋門(Patuxay, 或 

Patuxai)，這兒有許多遊客駐足拍照，前面的噴水池花園是中國政府捐贈的 



 

有很多民間神話故事被雕刻在內部牆上、天花板，精緻又俱寮國色彩 

 
美輪美奐的雕刻藝術 

 

傍晚到湄公河的河濱公園，對岸就是泰國。再晚一點，這兒是聚集很多攤販的

大夜市。非常熱鬧。 



第四天, 2015.7.27(星期一) 

寮國共有 49支民族，分為高寮(居住於山上)，中寮(居住於山腰)，下寮(居住於平

地)。高寮有 9支小民族，屬於苗族分支，約佔全國 10%，信奉原始的萬靈教，集

中在金三角一帶原始森林，多種植毒品。(俱聞，毒品生產地大多在寮、緬、泰交

接的三不管的金三角區域，泰國是主要銷售區，而寮國是東南亞最大的毒品中轉

站。)上寮人因為貧窮，身體有病痛時，就依靠吸食鴉片來減輕病痛。下寮，又叫

佬儂，有 8支小民族，屬於傣族，是主要的民族，佔全國 65%，以信佛為主，村

莊都設有佛寺。上寮與下寮，語言、宗教、風俗皆不同。介於中間的 32支小民

族，約佔 25%，比較沒特色。 

因為天氣炎熱，寮國人飲食偏重辣、鹹、甜等重口味，並常用燒烤的方式煮

食。醬料有幾十種，以臭魚醬、牛屎醬為出名。以手抓糯米吃是主食。生活中

則有手織布、手打銀、竹編等為其特色。 這是指下寮人。而上寮人最有名的則

是刺繡。 

 

 

清晨我們起了個大早，因為聽說飯店外的小村上可以供僧。僧人天一亮就會出現，

排列整齊，挨戶托缽。沒想到他們腳程很快，稍不注意，我們就沒跟上，得在後面

趕緊跑著追。跑了幾條街，終於趕上，我們加入當地一戶人家的供具，準備供養, 

異常期待這個難得的匯聚。真是吉祥的因緣啊~~ 

 



 
村莊的小佛寺，仍是很具特色 

 
搭車兩三小時後，中餐在南娥湖，餐後遊湖。南娥湖事實上是一座可以發電的

水庫，1969-1972年間由日本人協助興建，是東南亞最大的人工湖泊，面積廣

達 250平方公里。附近山頭被淹沒於其中的約有 300多座。其中有關男性犯者

的男島，以及關女性犯者的女島各一座。 

 

寧靜的湖面，大夥兒做完功課，布施海中生物後，靜坐片刻 



 

繼續往旺陽方向前進，路途還有兩三小時，都是山路，蜿蜒而上，中途休息時

分，仁波切在路旁茅草棚靜坐一會兒 

 

 

晚上住宿在旺陽的飯店，瀕臨南宋河邊，清晨濃霧朦朧之中，耳聽潺潺流水

聲，令人宛如置身在圖畫中。 

旺陽(vang vieng)，這是座位於首都永珍北方約 4小時車程，整個城市被南宋



河圍繞，並以周遭有如圖畫屏風般的喀斯特岩溶山丘為出名的渡假勝地。霧散

後，方知風景如畫，有如小桂林般，令人驚艷不已。 

 

隔天清晨，仁波切等一行人去遊河 

 

 

景色太美了，猶如仙境般令人驚呼連連。這是在下塌的飯店往外拍攝的全景

圖。 



在河邊餐廳看滔滔的河流 

 

河邊是整排的高腳餐廳或啤酒吧,可以一邊吃飯一邊欣賞風景。也有很多人搭船

遊河，而年輕者可以玩水上 tubing, 也就是說把身子坐在輪胎的內胎,就像個

大救生圈一樣, 然後順著南宋河漂流…有點刺激喔…，可以想見， 這兒老外

遊客居多。 

附近當然也有許多個熔岩洞窟景點，或者搭熱氣球等，但我們並沒有時間去造

訪。 

 



 
從旺陽前往龍坡邦的遙遠路途中(需車程８小時)，穿越幾座大山，中餐在一處

制高點，餐後遠眺，心曠神怡，全體合影留念 

 

 

高山的店鋪、餐廳，桌椅是就地取材做的。 

沿途店鋪中賣有當地特色的糯米冰淇淋、Dao牌子的咖啡、綜合蔬果乾 

 

 



 

公廁也非常別緻，背面是鏤空的，如廁時，空氣新鮮，又可看盆栽，遠眺山

巒，太有創意了 

 

 

高山停車場邊盛開的曼陀羅花，煞是美麗 

 

第五天, 2015.7.28(星期二) 

繼續長達 8小時的車程前往著名的寮國佛教聖地龍坡邦 



 
終於到達龍坡邦，下塌飯店是皇家公園改成的，寧靜優雅，房間外一景 

 

飯店內花園融合了自然田園的純樸優雅元素 

 

園內有小河流淌，不遠處也可看到稻作 



 
Lobby呈現出大戶貴氣的氛圍 

 

迎賓大廳上高雅具特色的大吊燈，外面包覆著的是當地有名的竹編工藝 

 

  



第六天, 2015.7.29(星期三) 

 

龍坡邦，這座於１９９５年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山城小鎮，一大清

早，大家都準備供僧去。這是路邊打扮美麗的寮國人，他們供品都準備好了。 

 
沿著街道的兩側排滿供桌、供品。一大清早，就非常熱鬧。 

 
大夥兒魚貫排列整齊，披著象徵恭敬的圍巾，捧著供品籃，坐在小凳子等候。

每天來自不同的寺廟的僧侶，大約有２００人左右，從不同路線出發受供。赤



腳托缽。 

 

披著橘黃色袈裟的僧侶隊伍已經走到這條街了，正準備接受信徒們的供養。 

 
看似簡單的動作，然而若沒有一個指揮，很容易把已供者或未供者搞混了 

 
供養前必須先披上這代表尊敬的圍巾。女生供養時，千萬要注意不能碰觸到僧

人喔～ 



 

在 Vat Visounarath寺供僧。此寺原是木造的，建於 1513年，是龍坡邦最古老

的寺廟，曾於 1887年被黑旗軍燒毀，後於 1896~1898年重建時，改用紅磚、灰

泥再次修復。 

 

莊嚴高大的南傳風格的佛像 



怎麼這兒也有占卜抽籤呢？！ 

 

此寺的前方有個圓圓的蓮花塔、俗稱西瓜塔,高 34.5m。內曾存放多尊珍貴佛

像，在黑旗軍火燒廟時，有些被偷，有些則存放在現今的皇宮博物館裏。 

 

在國王的寺廟香通寺(Vat Xieng Thong) 供僧。它同時也是國王加冕的場所。



此寺被譽為寮國最美的寺廟。是典型寮國藝術和工藝的代表。  

  

充滿皇室貴氣的精美的法器鑼等 

 
僧眾們與仁波切互相交流 

 

太莊嚴的佛寺，我們必須留影 



 
佛寺外壁上描繪寮國的傳說和用彩繪玻璃拼貼裝飾的生命之樹圖騰。講述佛陀

本生故事。 

 

外牆上有充滿彩繪玻璃拼貼的圖畫故事，琳瑯滿目 



   
寺內壁上的彩繪玻璃拼貼            鍍金雕花木門描繪佛陀的一生 

 

整座寺宇金碧輝煌，充滿皇族貴氣的氛圍 



佛前合影 

  

我們繼續到佛學院內供養沙彌們 

也供養比丘們 



全體合影 

 
到郊外騎象，我們趕緊念佛號與其結緣。一隻象，一天要吃 200公斤的食物，

所以一般人家是養不起的。寮國古時為百萬大象之國，但現在大象數量遠比泰

國少很多了，目前據說只剩下 3000頭，可能是因為現在用途變得太少了。 

 

繞了一圈，原來還是在湄公河邊呢! 



 

當你騎上它時，就會感受到它的個性，若沒吃到喜歡的香蕉，可會鬧彆扭的喔~ 

 

到郊外的觀西瀑布(Kuang Si Waterfall)放鬆一下，瀑布有好幾層呢! 像個梯

田。因為有石灰岩的關係，水色呈現綠或藍，有點夢幻的顏色，可惜很多遊人

在此游泳。 

 



走了一小時之後，感覺森林中的芬多精令人精神為之一振。 

 

之後，我們爬普西山(Phou Si Mountain)，這是個可以欣賞落日的地方。不高

的一座山，只有３５０公尺高。上面有觀景台。 

 

沿著階梯而上，處處都有大大小小的不同佛像 

 



山頂的寺廟，That Chomsi佛塔 

 

登高一覽無遺，可以俯瞰整個龍坡邦市區以及川流不息的湄公河。但它的顏色

為何如此濁黃呢? 

 

從上可以 360度鳥瞰整個市區 



 

山下有顏色的帳篷就是夜市，非常熱鬧。旁邊是皇宮博物館（Ｒoyal Museum）

真是莊嚴。 

 

夜市內賣有背包、襯衫、飾品等種類繁多，很具當地特色的工藝品。 

 

夜市前的店舖街道，商店林立，食品、雕刻、按摩等都有，絕對滿足您多樣的

需求。很具當地特色。 

  



第七天, 2015.7.30(星期四) 

龍坡邦 (Luang Prabang) 又譯為「琅勃拉邦」，位於湄公河 (Mekong River) 

和南康河 (Nam Khan River) 兩條河流交匯之處，此城本名為香通。當時第一任

國王法昂(Fa Ngum) 親王尚未成立王國之前，曾被追殺，他順著湄公河，逃到真

臘(柬埔寨)，娶了真臘公主，回程時公主的嫁妝就是這尊Prabang佛，因而都城就

改名了。後來他到處征戰，建立了寮國第一個統一王朝瀾滄王國（Lan Xang;南

掌；「百萬頭大象」之意），就以此為首都(1353-1560)，並把城名改為龍坡邦，

為寮國歷史鼎盛時期。「龍」是城市的意思，「坡邦」意為皇室佛，是個以佛命名

的都城。因為他認為這一切皆是這尊佛賜與他力量的。到了1560年，其後代被緬軍

打敗，當時的國王逃難到永珍，國都從此遷移到永珍。1707年，三個皇太子不合，

整個國家分裂成三小王朝。國力減弱，造成1779年泰國侵佔亡國，1828年泰人為阻

止其再次起兵燒了永珍城。1893-1954法國人統治期間，前後立了兩位魁儡皇帝。

其宮廷住處就是現今的龍坡邦皇家博物館(Luang Prabang National Museum)。   

 

在香通寺旁有渡船的碼頭，拾級而下，可以看見瘦長型的寮國式船筏。 

 

龍坡邦整座古城，是混搭了傳統的寮國建築以及法式殖民時期的建築，古老、

但保存良好的房舍建築與眾多佛寺櫛次鱗比並列，尤其是，更擁有其皇室寺

廟、宮廷遺址的獨特風格，因此 1995年被聯合國列入文化遺產加以保護。 



 

令人深刻的湄公河的濁黃河水，不知是否也能澆灌出肥沃的土壤呢? 

 

寮國人生活很休閒，生性善良、溫和，但也較為隨興、不勤勞、不準時、愛

玩。此點讓外國投資者來此找員工時，著實很費神。除了椰子、芭蕉之外，大

部分水果都是從泰國等進口。因此當地最好的伴手禮，就是當地所生產的蔬果

乾，內容有芋頭、南瓜、波羅蜜、番石榴等。還有有機咖啡很不錯喔(比如寮國

本身只有一個品牌 DAO)，產量不多，只有在南部的波羅芬高原(BOLAVEN 

PLATEAU)能夠產出，高原海拔 1260公尺，屬於火山土壤，山坡地霧氣重陽光不

強，是法國人在 1913年引進了帝皮卡(Typica)的原生種咖啡在這裡種植，後來

成為寮國咖啡的主要產地，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咖啡產地之一；越南自產咖啡出

口數量世界排名第二，但還是進口寮國咖啡。。 



另外一組人員逆流而上，約需 2小時，距離龍坡邦北方 25公里處，去參訪已有

４００年歷史的位於湄公河邊的石灰岩洞穴，帕烏岩洞(Pak Ou Caves)，它包

括 Tham Ting(下層塔丁洞窟) 和 Tham Phum(上層塔蓬洞窟) 兩個古洞，裡面

據說安置有多達４０００尊佛像在裡面。祂們有多種不同的姿態，如冥想、涅

槃等。但有的很完整，有的已經有破損，似乎是許多受損的佛像都被收集放置

在此處。每年皇室都會來到這裡舉行慶典和儀式。 

遠眺洞口 

 

特殊長形的遊艇即將靠岸 



 

好幾千尊的佛像，姿態互異 

 

供花香予諸佛 

 



 
寮國皇宮博物館 Royal Museum 

 

大門進去右側是 Vat PrabangThevarat寺,裡面中間供奉的就是坡邦佛。由外往

室內看，內牆是白色的，天花板則是紅底，再搭上滿滿的金色的雕刻突出物

品，非常金碧輝煌，因為不能照相，我們大夥兒在這兒齊聲念佛做功課回向。 

 

 



寺前階梯旁各有一條多頭龍「服侍」在側 

 

坡邦佛是尊 83cm高，重 53.4公斤的鍍金銅製的立佛，祂雙手掌心向外。據說

西元一世紀時，是在斯里蘭卡鑄造的佛。後來先送給高棉國王

PhayaSirichantha，西元 1359 年由其轉贈給法昂(Fa Ngum) 親王。1778年曾

被泰國人搶到曼谷，沒多久，曼谷就發生政治上的動盪與不安。因此 1782年才

又被歸回到寮國人手中。在寮國人心中，它代表著統治寮國人的合法性，只有

俱德的政府才能擁有祂。每年寮國新年時，祂會被請出到隔鄰的 Vat Mai寺，

進行浴佛儀式，並供大眾禮佛參拜。 

 

這張坡邦佛是從皇宮博物館內所售明信片翻拍的 



 

這是當年皇室的居處，現為博物館。先從左邊進入，寄託背包、相機、鞋子後

才能由右至左逆時鐘參觀。裡面有皇室的各種居家用品、照片，非常詳細。 

皇家劇院位於皇宮博物館區入口的左側，表演傳統的寮國舞蹈。 

 

路旁看見寮國人掛在家中的祈福的旗子 

 



 
寮國機場美麗的空服人員立牌歡迎我們。我們將搭機前往暹粒國際機場(Siem 

Reap International Airport)，目的地是柬埔寨佛教聖城吳哥窟(Angkor 

Wat)。 

 

機場有小吳哥的模型 



 

到達吳哥窟時，下塌的飯店, 有游泳池 

 

Lobby有彈奏優美的敲擊樂器音樂來迎賓 

 

◎晚上，有人逛夜市，有人則體驗柬埔寨式的按摩。據聞，並沒有泰國式的特

殊。 

 

 

  

  



第八天, 2015.7.31(星期五) 

柬埔寨是一個擁有兩千年以上的文明古國。昔稱扶南，素與秦、漢通商交流。

《後漢書》稱為究不事，《隋書》稱為真臘。西元一世紀時，開始信奉印度教，

受其影響甚深。 

吳哥窟位於柬埔寨暹粒市（Siem Reap）北約 5.5公里，西南約 30公里是洞里

薩湖，東北 30里有庫楞山，這是個魚米之鄉。洞里薩湖肥沃的沖積平原，加上

人造水庫和灌溉系統，令擁有 100萬人口的吳哥王朝(9-15世紀)經濟繁榮文化

興盛。 

 

  

大吳哥(Angkor Thom)入口處人車鼎沸 

 
進入區內必須換乘小巴 



 

攤商林立，也有小販兜售物品 

 

全區開放時間 5:30 am – 5:30 pm。第一站先參觀巴戎廟(Bayon)。衣著方面

要注意，褲長需過膝及穿有袖上衣。 

 

公元 802年，闍耶跋摩二世帶領國家脫離爪哇的統治，他自立為王，建都於庫

楞山，史稱吳哥王朝或高棉帝國。經過幾代努力，到 12世紀初鼎盛時期，全國

版圖已擴張到今日柬埔寨全境以及泰、寮、越三國之部份地區。每代國王都興

建自己的國廟。 

12世紀初葉蘇利耶跋摩二世弒叔君陀羅尼因陀羅跋摩一世奪得真臘國王位，新

王遷都吳哥。因為取得政權並非合法性，為了鞏固威望，花了 30年，由為國王

加冕的婆羅門主祭司地婆訶羅（Divakara）為國王設計了這座將來國王可以升

天的太廟，內供奉毗濕奴，名之為「毗濕奴神殿」。皆為石造。 

1225年南宋《諸蕃志》曾記載: 祿厄（Lokor）來自梵文 nagara，後音變為

「吳哥」即「都城」之意。又說國王死後，埋葬塔中。可見此時吳哥窟屬於皇

陵性質。國王們的諡號一半是他們在世的名號，後半是「濕婆(isvara)」或



「神(devi)」, 有神王一體的思想。吳哥窟正門朝西，面向日暮；此點符合印

度、爪哇殯葬風俗。這種神王廟，是高棉建築藝術獨特的形式廟山。也就是

說，高棉國王，為濕婆降生的，死後化為印度教神祈。國王具有神靈，他是現

世和神界的主宰。 

13世紀，由斯里蘭卡傳入小乘佛教。而真臘國王闍耶跋摩七世奉大乘佛教為國

教。所以此時吳哥窟成為大乘佛教寺廟。 

元朝航海家汪大淵在 1330-1339年間曾遊歷吳哥，他稱吳哥窟為「桑香佛舍」，

可見此時吳哥窟已經從印度教寺變為為佛寺，而且他描述得非常華麗。 

1403年明成祖曾派遣尹綬出使真臘。他回國後將所見所聞繪成圖畫上呈。 

1430年暹羅包圍吳哥窟七個月，最後被攻陷，因此吳哥被放棄，遷都金邊。因

暹羅人信奉上座部佛教，吳哥寺變為上座部佛寺。上座部佛教排斥神王崇拜，

神王被趕下了神壇。隨著政權中心的遷移，漸漸地，幾百年中，森林逐漸覆蓋

漫無人煙，只有偶而獵人經過，或是一些佛教徒在此蓋小屋方便朝拜。漸漸不

為人知。直至 1819年周達觀《真臘風土記》的法文翻譯本首次在巴黎刊行，才

漸露出曙光。 

但之後，柬國愈衰敗，與越國的紛爭不斷。 

1863年淪為法國保護國。 

1907年，暹羅將暹粒、馬德望等省份歸還柬埔寨。1908年起，法國遠東學院開

始對包括吳哥窟進行數十年的修復工作。 

1953年獨立。 

1975~1979年間發生震驚國際的紅色高棉(Khmer Rouge)大屠殺事件。 

 

 



吳哥窟基本上是壘石建築。是祭祀所用建築材料。若是王宮，則是木造鑲金

窗，屋頂部覆以鉛瓦和土瓦。民居則是覆蓋茅草的竹編屋，可惜現都無存。 

 
畫廊浮雕的次序是按逆時針方向排列的，這是婆羅門的墓地巡行方式。 

 

這種廟山的建築形式，特點是多層的正方形或長方形的的平台，每層平台有迴

廊，在最高層平台安置寶塔。 



 

高棉的微笑，多達 54座，每座都是四面，因此有 200多個微笑喔 

 
處處可見的精緻浮雕，非常生動活潑。所有的雕刻似乎是一氣雕成，石塊結合

完美，令人驚奇 



 

Apsara仙女們的舞姿、裝飾、服飾等各式各樣，這是印度傳說中居在雲、或水

中的女性精靈。 

 

建於 1219年的巴戎廟位於吳哥城的中央，氣勢磅礡 

 



鬥象台(Elephant Terrace), 台前供遊行、閱兵用。全長約 300公尺，高 4公

尺，兩側有鼻長及地的 3頭象，前方有守護吳哥的石獅。 

 
老外悠閒地拎著鞋子，赤腳走在石板路上 

 

刻有大象鼻子的牆, 這兒是古代法院, 又名痲瘋王台(Terrace of the Leper 

King)，是由飽受痲瘋病的闍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所建。 



 

裡面有狹小的懺悔迴廊，牆上雕刻都是審判的閻王、陰間等。 

旁有闍耶跋摩七世的雕像 

 

巴本宮(Baphuon)由優陀耶迭多跋摩二世(Udayadityaarman II)於 1060建成的

太廟，為當時最高的塔廟。為 50m的銅塔。據聞，裡面有數十房間儲藏各地來



朝貢的貢品，如黃金、絲綢、戰利品、貢品等。主殿原是供奉濕婆，15世紀時

改為佛寺，因而內有一尊 6m長的臥佛。 

 
十二生肖塔, 又名審判塔（Prasat Sour Prat），是供爭訟雙方爭執不休時，各

入坐一塔數日，直至犯罪者遭神譴生病 

 

塔普倫寺(Ta Prohm)建於 1186年，是闍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為紀念其

母興建，神殿內所供奉的「智慧女神」Prajnaparamita，即是按照其母親形象

而塑造的。 



 

巨樹與石廟緊緊擁抱，交錯盤結，似乎永不分離，又像是相互依存，又或木石

共生。這種較大的是木棉(Silk Cotton tree)，樹皮顏色為淡褐色，有樹瘤，

較小的是絞殺榕(Strangler Fig)，樹根顏色為淺灰，另一種表面光滑者稱為

Kapok(卡波克樹)，敲打樹幹有中空聲。這些是這個區域獨特植物。整個塔普倫

寺到處都是這種巨樹，令人難忘。難怪被選為拍電影古墓奇兵的場景。 

 

中央塔廟裡的牆上，可見到許多小洞，據說以前都是鑲嵌各種寶石 



 
這座特別的藏經閣，又稱回音殿，站在建築裏東側的牆上，輕輕敲打胸口，會

產生巨大的回音 

整理垃圾的當地人以及其

家眷 

 



此寺共有 5層圍牆，但不用層層往上爬。內層有有成列仙女 Apsara的浮雕，所

以有「舞者長廊」的美譽。 

根據記載，這座寺廟原名為『Rajavihara』，意指『皇家僧院』，長住僧眾有 1

萬 2千人以上，是個大乘寺廟，也是佛教大學。 

 

 

但到了中心主殿，卻有個陡峭樓梯，可以登高望遠。大夥兒還是鼓起勇氣爬上

去。 

 

“比丘們！就像技術熟練的木匠或他的徒弟，當他鋸木作一次長拉鋸的時候， 

清楚了知：「我作了一次長拉鋸」﹔當作一次短的拉鋸時，他清楚了知：「我 

作了一次短拉鋸。」 

 

比丘們！就像這樣，比丘入息長時，他清楚了知：「我入息長」﹔入息短時， 

他清楚了知：「我入息短」﹔出息長時，他清楚了知：「我出息長」﹔出息短 

時，他清楚了知：「我出息短。」他如此訓練自己：「我當感受全身，而入 



息」﹔他如此訓練自己：「我當感受全身，而出息」﹔他如此訓練自己：「我 

當寂止身體的行動，而入息」﹔他如此訓練自己：「我當寂止身體的行動，而 

出息。」”        -----白話《大念住經》 

 

 
登塔後，上面四周還是長長的門廊 

 



出口長大石道上，坐會兒 

 

 

前往小吳哥(Angkor Wat)，這個位於大吳哥城以南，暹粒市以北的一個屬於世

界七大奇景之一的著名世界遺產。外圍寬 200 米的護城河具有調節乾旱與水患

的作用。這是吳哥區域唯一西向的建築。 

 
小吳哥從外到內共分為三層。第一層屬於印度史詩壁畫區，印度著名史詩《摩

珂婆羅多》（Mahabharata）與《羅摩衍那》(Ramayana)的神話故事；第二層的

重點是敲心塔；第三層是頂層，最高塔代表世界的中心須彌山，周圍的四塔代

表圍繞須彌山的四大洲。此處是眾天神的居住所，因此不是供一般人來參拜，



也不是僧人平日修行的寺廟。入口處有 5座門樓，正中央僅供皇室成員出入；

官員從兩側較矮的門樓出入。   

 

這個棕糖樹，是柬國的經濟作物，但也勾起導遊的一些慘不忍睹的悲傷回憶，

因為在紅色高棉時期，它尖銳的枝葉也可以是殺人利器。 

 



層層的迴廊，以大型石材為建材，規模龐大，兩層拱頂的長廊為柬埔寨神廟特

色 

 

獨特的窗稜造型，也已 7為單位 



 

一旁的菩薩立像，可惜多有破損 

 

高聳迴廊，可以想見當時耗費多少人力、物力而造成 



 

迴廊中有一尊高 4米的 8臂立佛，是以整塊沙岩雕刻而成，金袍披覆，頂上也

有傘蓋，異常莊嚴。(有一說，此為毗濕奴像，但一般毗濕奴像為 4臂，整個造

型似乎較接近佛像) 

 
仁波切引領大眾在此處拜佛，並念普賢回向文 



 

美麗的仙女雕像，以及繁複的柱子上的花紋 

栩栩如生的曼妙姿態 

 



轉角處也都有他們。據說，這兒大約有 1500 多尊的 Apsara跳舞仙女 

 

中有一大水池，如今已乾涸 

 
斑駁的牆面以及繁複扎實的建築結構，可以想見當年的富麗堂皇 



 

雄偉的獅子，尾巴已經不見了。這兒並沒有獅子出沒，這是沿襲印度的傳統，

以獅子代表王權。 

 
橋墩兩邊都是 7頭蛇的造型與其長長的身軀，蛇頭上還有蛇冠。蛇神那迦是印

度神話中的雨神和水神，因此在以農立國的柬埔寨就相當重視。 



 
在主體建築的兩側有藏經閣，估計這兒是討論的處所，也是碑銘放置之處。 

 

晚上餐廳是可容納１２００人的自助餐，這條道路上有很多家。 

 



 

邊吃晚餐，邊觀賞民族舞蹈的表演 

 

 

“比丘們！比丘如何就感受觀察感受呢？ 

比丘們！比丘在經歷快樂的感受時，他清楚了知：「我正經歷快樂的感受。」 

在經歷痛苦的感受時，他清楚了知：「我正經歷痛苦的感受。」 

在經歷不苦不樂的感受時，他清楚了知：「我正經歷不苦不樂的感受。」 

在他執著於快樂的感受時，他清楚了知：「我正執著於快樂的感受。」 

沒有執著於快樂的感受時，他清楚了知：「我沒有執著於快樂的感受。」 

在執著於痛苦的感受時，他清楚了知：「我正執著於痛苦的感受。」 

沒有執著於痛苦的感受時，他清楚了知：「我沒有執著於痛苦的感受。」 

當執著於不苦不樂的感受時，他清楚了知：「我執著於不苦不樂的感受。」 

沒有執著於不苦不樂的感受時，他清楚了知：「我沒有執著於不苦不樂的感

受。」 

於是他於內部就感受觀察感受，於外部就感受觀察感受，同時於內部、外部就

感受觀察感受。因此，他觀察感受當中不斷生起的現象，他觀察感受當中不斷

滅去的現象，他同時觀察感受當中不斷生起、滅去的現象。 

於是他清楚覺知：「這是感受！」修成了只有了知和只有覺照的境界，超越執

著，不再貪著身心世界的任何事物。 

比丘們！這就是比丘如何就感受觀察感受。” 

-------白話《大念住經》 

  



第九天, 2015.8.1(星期六) 

前往滋潤這塊土地的洞里薩湖(Tonle Sap)，它是東南亞最大的淡水湖。平時湖

面積約 3000平方公里，水深約 3米；到了 7-11月時，湄公河泛濫，河水倒灌

入洞里薩湖，湖面面積迅速擴大至 100,000平方公里，水深達 14米。河水顏色

非常濁黃。 

 
都是搭這種小快艇 

 

住在河邊的水上人家，據說大部是 1978年的越軍入侵後留下來的，因此沒有身

分證，較為貧窮。然而，路上的一些設施，比如醫院、學校、加油站、…等等

這兒也有。是個獨特的生活圈。 



 

我們帶些物品給小朋友們，他們正在上課呢! 

 
學校船上面的說明布告 

學生們反應很熱烈高興 



 

到了水上商店，我們繼續布施給一些窮苦的水上人家，當下馬上聚集許多小船

靠攏。 

 

急著趕來領取救濟金的婦人，是由小孩來筏船的 

 

回程時與學校的小朋友雙方揮手道別 



 
回程時，仁波切還特地雇了一條小舟，方便靠近他們，繼續周濟他們。 

 

◎中餐完後，仁波切帶著 11人作為代表飛往金邊，因為那兒剛好舉辦全國僧人

研討會。是個可以供養到僧王等修行人以及眾多僧眾的機會。而我們其他團員

就逛當地 outlet與免稅店，沒有安排其他行程。 

 

第十天, 2015.8.2(星期日) 

 
在全國僧人研討會上，仁波切供養東大宗派僧王狄旺長老。 

2015年 5月, 在金邊波萊波廊寺，83歲高齡的柬大宗派僧王狄旺長老迎接來自

當代中國百歲高僧本煥長老的指骨舍利並將安奉於烏廊山。金邊西北的烏廊山

安奉着歷代國王和僧王的舍利靈骨，最高處銀白色“舍利塔”供奉着釋迦牟尼



佛舍利。此時狄旺長老才透露出百年前的預言，當時處於法國的統治下，佛教

衰微，當時寺院的住持曾告訴大家，百年以後，將會有一位百歲高僧的舍利來

到烏廊山，他會給我們帶來吉祥，庇護柬埔寨人民安居樂業，祥和安康。柬埔

寨佛教將會再次復興。真不可思議啊~ 

 

供養僧王旁的資深僧眾 

 

研討會盛況 



 

研討會盛況 

 

仁波切應邀致詞 

 
仁波切應邀致詞 



 

仁波切與僧王互相致意 

 

會後合影 

 

 

 

 

 

 

 

 

 

 



 

第十天, 2015.8.2(星期日) 

入口處的說明立牌 

今日參觀位於柬埔寨大吳哥東北約 21 公里荔枝山（Phnom Dei）旁的一座印度

教寺廟女皇宮(Banteay Srei Temple)，又名班蒂斯蕾，意為女性堡壘，這是

10世紀時的新稱呼，因為村民以雕刻上豐腴的仙女塑像因而稱之；原名為三界

之主(Tribhuvanamaheśvara)，敬奉濕婆(Shiva)。興建於西元 967。 

 
女王宮坐西朝東，長 200米，寬約 100 米，內外有 3層紅砂石砌成的圍牆。此

寺規模遠不及其他吳哥窟的寺廟，但以雕刻精細聞名，被稱為「柬國藝術之



寶」。 

山形牆上雕有許多神話故事。 

 
入口處兩旁都是林伽(Linga,男性生殖器)，濕婆的化身。 

印度教是個多神教，但以梵天、毗濕奴、濕婆三神為主神。梵天是主管創造世

界之神；毗濕拏是主管維持世界之神；濕婆是主管破壞世界之神。但許多神又

往往是毗濕拏或濕婆所化現出來的。印度教吸收了佛教禁欲的主張，並把釋迦

牟尼也認為是其主神的化身之一。印度教也普遍建立起僧團和寺廟。8世紀吠

檀多哲學大師商羯羅更提出一元的唯心主張。他認為世間的物質、個人等的一

切，都是幻覺，是梵以幻力進行了神秘而不可喻解的作用的結果。 

 

不知這蓮花在這兒有甚麼特殊意義麼。 

在印度，濕婆是最廣受崇拜的大神：是創造之神，又是毀滅之神、收穫之神、

宇宙舞神以及瑜伽信徒的主神。還主宰人的生和死及天才的繁衍。 

 



 

這是陰陽具，上方的林伽已經遺失。 

關於濕婆神，比較有名的傳說，就是他的妻子雪山女神 Parvati在兒子的出生

喜宴時忘了邀請土星神，所以兒子的頭顱被對方燒掉了，(另外一說是兒子長太

快，濕婆在不知情之下，因為忌妒砍了兒子的頭)，後來梵天許諾她見到的第一

個動物的腦袋將長在她兒子身上，這就是印度有名的象頭神。 

 

濕婆的坐騎神牛南迪 

 
女王宮的山形牆似乎比起門框來顯得特別大。 



這個寺廟是吳哥窟群當中唯一不是由國王興建的，是一位婆羅門徒叫

Yajnavaraha所興建的，是一位學者、慈善家，常救助貧困人民。建材為粉紅

色砂岩，因為此種建材非常稀少，這也是為何規模較小的一個原因。 

 

山形的突出物中間，就是跳著破壞之舞的濕婆神。 

 

為了保護古蹟，中間最重要部分無法進入參觀。從外圍看，中央現已改供佛

像，但南塔則供毗濕奴，北塔供濕婆，這樣似乎很不對稱喔。 



  

各個塔廟的前方都有各式的獸頭人身的護法衛兵，比如猴頭人身等。 

 
羅摩幫助猴王須羯哩婆殺死其兄波林(Vali)的故事，牙齒好尖銳清晰 

 
在三角門楣的地方常有代表時間的神獸馬卡拉(Makara) 



   
塔廟旁兩側豐腴的 Apsara仙女 

 

獅面人那羅辛訶(上面)撕開魔王希蘭亞卡西普(下面)胸膛的場景

 

全家團聚來朝聖，真幸福美滿喔 



 

在區內，常見路邊有殘障人士所組成的樂隊演奏當地傳統曲目，非常好聽呢! 

前面置有供養箱，大家可以鼓勵他們。 

 

導遊在園內充滿田園風光一角 

 
回程路過一小廟，我們也進去參拜 



 

 
晚上餐廳俱有地方特色的裝潢 

 

特殊的樂器 

 

可以容納上千人的大自助餐廳 



參觀盲啞手工藝中心 

蠺繭，繞了一圈又一圈 

 

◎參觀乳膠製品中心後，晚上飛往南越的胡志明市 

  



第 11天，2015.8.3(星期一) 

 南越, 胡志明市供僧 

第一站：明燈光法苑 

爬上階梯入大殿 

寺內的高塔 

 

漢式的寺院兩邊卻配著越南文的對聯，這就是越式的寺廟 



第二站:常照禪苑供僧 

入寺前的山門 

寺旁兩邊牆上精美的雕刻 

 

雙方各自用自己的語言念誦同一個越式的祈誦文 



 
寺方回贈仁波切禪畫 

 

第三站: 到孤兒院濟助, 發放物品、鉛筆、食物等 

 

大夥兒合影 



 
慈囊仁波切先搭機離開大伙兒, 搭機前往泰國清邁參加索達吉堪布舉辦的世界

佛青會上台演講開示 

 

第四站：佛學尼中學供僧 

 

寺方敲鐘打鼓歡迎我們的到訪 



 

 

 

雙方見面 

 

正逢比丘尼們中午過堂 



 

莊嚴的尼僧吃完中齋, 唱著異常優美的阿彌陀佛名號調 

 

他們也留我們在此用齋，非常好吃又別具風格的越式齋點 

 

第五站：到圓音寺供僧 



 

第六站：到清源寺供僧 

 
此寺位於郊區，小徑清幽之處 

 
第七站：到妙覺寺供僧, 小沙彌尼(預備；頭上尚留一小撮髮未剃) 高興而唱歌

回送我們 



第 12天(2015.8.4)南越, 參觀胡志明市區 

 

 參觀戰爭遺跡博物館；裡面刑具太過可怕，咱們佛教徒很難看下去 

 

紅教堂, 所有紅磚都由法國運來，並且仿巴黎聖母院鐘樓的設計而建造，雖經

過 100多年歷史，顏色仍亮麗。兩邊塔樓高 40米。教堂前有重 4噸的聖母瑪麗

亞雕像。 

 

造型優美莊嚴，外部門廊有精美雕刻 



 
建於 19世紀的美麗的法式西貢郵局 

 

令人印象深刻的高聳穹頂，配上深綠的邊框，充滿華麗闊氣的古典氣息。兩側

是業務櫃檯。郵局前有小販兜售很具當地特色的立體紙雕，很難不帶回家作紀

念品。 

 

 



 
歌劇院 

 

市政府辦公廳 

 

 中餐完, 品嘗越南式咖啡後, 搭機回台 

 

“佛土生五色莖，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 

 

  佛曰： 

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 

一草一天堂，一葉一如來， 

一砂一極樂，一方一淨土， 

一笑一塵緣，一念一清靜。”  

 ------《華嚴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