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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圓法緣
源藏傳佛法始蓮花生大
士，依普賢王如來教法，

無常與涅槃

承金剛上師那諾與瓊珠仁
切波，根植華府逾雙十。

眾生思無常之苦 覺者了涅槃之樂
知生滅緣起 諸法空相 觀諸法本自不生 無性無所有
無成住壞空 無生無滅 無有自自性
寂滅諸憂苦煩惱因緣果報 永滅盡故 無有變易 是故常樂
佛自証智境 性空緣起 智識雙運大圓滿
實藏性本淨 不增亦不減
是即常樂我淨

密法修行之於上師傳承密
不可分，如水之固、液、
氣各態，形相雖異，實水
分子組成。修行之方便法
門雖多，傳承雖異，實諸
法同歸一脈，明心以覺
性。無有法源，密法修行
如子失雙怙，無有依歸，

真大涅槃
- 依楞伽、大般涅槃、了義大中觀

大恩德根本上師 那諾仁波切 圓寂及荼毘聞思札記
大恩德根本上師在示現色身收攝徵兆之後，仍於 2011 年 12 月 11 日
再履東方有情世界，將法身蓮足作最後的駐足，環顧其台灣根本道場「花
蓮持明聖寺」，並於授受沐恩弟子們親近禮敬之後，於 2011 年 12 月 24
日啟程返回祖寺所在，原擬圓盡弟子孝道，隨侍上師身側，以應不時，惟
適值悾憁之際，不得成行。2011 年 12 月 26 日大恩德根本上師安住在甚
深禪定而示現圓寂，乃於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兼程趕往尼泊爾祖寺匍伏奔
喪。
上師法體暫厝於藏經樓 2 樓，祖寺喇嘛們先修法 3 天，弟子們則於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於藏經樓 3 樓開始修法，並先後蒙恰達桑給多傑仁波
切、初璽仁波切、敦珠仁波切、雪謙冉江仁波切、慈克秋林仁波切等住錫
之各大寺院叢林蒞臨，於每整 7 天輪流全日修法祈禱獻供，寺內 108 盞
酥油晝夜不息至大恩德根本上師荼毘之後。
大恩德根本上師圓寂捨世之後的第一旬〈第 7 天〉至第四旬〈第 28
天〉，於法體暫厝所在上空，不時有甘露法雨降下，或似與弟子同泣，或
在洗淨弟子們罪障，或垂愍無緣同體大悲法眾之福薄。
2012 年 2 月 7 日第六旬〈第 42 天〉，大恩德根本上師法體暫移祖寺

終未能究竟。法緣承正等
法源以善其道，法脈延正
等正覺法源以續慧命。法
緣源法源，法源圓法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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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址，上午 10 時多，在晴空的西方天際之上，掛
上多條拱形彩虹，並有條狀彩虹橫排於寺頂上
空，於彩虹周側環繞哈達狀的排雲及蓮花狀之雲
朵，彩虹與雲朵歷久不散。下午西方的無雲晴空
呈現兩個太陽左右並列異相，並可目視〈當時均
以攝影留存〉。當移靈之始，由山巔處隱約似有
鳥鳴，由遠而近，由緩而速，不一會整山響起鳥
鳴聲，如經上所云，迦陵頻伽等共命之鳥，出和
雅音，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直待聖者法體
入寺方歇。當此之際，法王隨侍並引領信眾弟子
等持香默禱，剎那間；意之所住，如入前所未有
之境。
圓七期間；波塔〈大舍利佛塔所在〉及波卡拉
〈係歐美人士知名度假聖地，遊客均搭小飛機抵
達，為登賞「安納普娜山魚尾峰」之基地，〉附近
之俗家弟子近 300 人，聯袂前來謁見大恩德根本
上師，2 月 8 日另有 80 多個家鄉修行人，在閉關
房外席地而坐，竟日修法，唱頌西方極樂願文，旋
律時而空靈優美，時而如訴低鳴，時而莊嚴淒亮，
態度真誠虔敬，寺〈室〉內聞聲者見狀躡手躡腳於
一旁同坐，或合十、或共鳴、或泣或如定狀，偕心
有同感，莫不動容。另有希臘、俄羅斯弟子均聞訊
前來奔喪瞻仰，美國、新加坡、香港、台灣等地弟
子亦接續前來，與上師法體同在。大恩德根本上師
法體在自然狀態暫厝供奉 49 天，暫厝所在之四周
房舍林地，始終飄散著一種天然妙香，如同溫暖的
氣息，弟子等在法體之前禪坐或守靈，無一例外，
均能有祥和的輕安，奇妙的體驗。
2012 年 2 月 14 日〈第 49 天〉荼毘法會，雪
謙冉江仁波切、慈克秋林仁波切、不丹國師頌訣
仁波切、秋吉寧瑪仁波切、嘉揚瓊珠仁波切等共
同主持火供儀式，是日陽光普照，當大恩德根本
上師法體由暫厝經堂請出見天之時，由西方山頂
盡頭到寺頂上方之天空，拉出幾道哈達狀之排
雲。荼毘當時，圓滿之太陽呈現極大及多層次的
日暈，暈之外圍環繞彩虹，彩虹之外則有眾說紛
紜的雲朵，不可名狀的徵象。而後，南方及東方
的籃色天空，五爪雲龍、大鵬金翅鳥、哈達、蓮
花等雲朵接踵而來，所有在場之化機信眾及弟子
或照相〈相片中出現法輪、明點及光圈〉、或攝
影、或淒美孤獨的安坐，或以各自本尊和壇城為

信心之所依，默默祈禱及供養，獲得上師不共之四
種灌頂，並做了上師成佛時為不共弟子和疾速現證
圓滿正道之祈願。
按密續記載決定成就證量四種徵象：無雲晴
空、彩虹天空、日月爭輝、陽焰及光點等。大恩德
根本上師於捨世至荼毘當日的歷程內，成就的外在
徵象，為所有在場之無論是漢人弟子或西方各國弟
子；所親眼目睹，無可爭議。至於內在及秘密的神
變成就深意，將由其法嗣─嘉揚瓊珠貝瑪汪千法王
及具德之寧瑪巴成就上師等；依弟子等之因緣，應
機示現。
猶記得，大恩德根本上師於身上有其 3 位大
恩上師的照片〈恰達桑給多傑仁波切、敦珠法王、
頂果清欽哲法王〉，有時在與弟子談到其侍奉大恩
上師，就取出照片置於頭頂之上，有時在與弟子緬
懷大恩上師恩德時，就取出照片默禱，有時在與弟
子談到修身法要時，就取出照片反覆觀看，每一時
每一刻均不忘大恩上師。近 5-6 年來，上師時常勉
勵：「對佛法要加倍精進修持，要知道，人不能夠
永遠都年輕。」。有時候喝茶當下，把正在喝的茶
碗擱下來，感嘆：「空暇的時候不多了，不知甚麼
時候，死神一到，再也找不到今天修法的機會，大
家都很忙，大家都在修電視大圓滿。」。大恩德根
本上師曾經幾次低喃：「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剩下
的日子不多了。」，因此弟子們都會為根本上師持
誦長壽佛咒，祈求上師長命百歲，並做了請求上師
長久住世、長轉法輪的祈願及供養。
雖然上師色身不在，但師徒關係，有超越生死輪
迴的情感，有跨世相繫的緣份，上師端坐在我等頭
上，是我等生生世世心之所向，上師恩德雖累生累
劫，亦無所不在。願我等沐恩弟子依怙上師恩德，於
此生得再迎大恩德根本上師，再沐法雨；與上師同
在。於來世莫墜惡道，再依怙大恩德根本上師座下，
共受蓮師不共法門的無上甘露。
僅存三依的老人

滇畢將辰

於花蓮持明聖寺 2012-04-04 百日
註：三依是謂：「身所依止之佛像壇城、語所依止
之法本密續、意所依止之成就上師。」

三身成就智者那諾尊

出世入世願滿巴千界

西來東去開顯密巖乘

實修實行一世虹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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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師三十年回憶點滴
1983年初，因第一位上師 陳公引舟上師圓
寂，我帶著剛滿四個月大的大女兒，以及內人匆匆
返台奔喪。大約三、四個月後，師兄們爭相傳頌的
那諾仁波切，終於再度蒞臨台灣埔里蓮華精舍。當
時，精舍地基與第一層樓方才蓋好，可是人事和工
程方面仍須多加努力，這是我們陳上師盡一切努
力，尚未完成的寺廟。陳上師生前僅見那諾仁波切
數面之緣，便請求仁波切一定要幫忙他，完成建舍
的最後心願，並且幫忙領導身後的所有弟子。慈悲
的仁波切慨然答應，是時仁波切約四十八歲，而陳
公上師是七十八歲。
第一次見到那諾仁波切，是在埔理蓮華精舍，
他經常面帶笑容，帶著一付墨鏡，臉色極為紅潤超
過常人。有位美國弟子通藏語與中文，權當仁波切
的近侍與翻譯。那時，無論仁波切身在何處，均有
許多師兄圍繞，大家總是盡情的問問題，夢境、情
感、佛法、前途、事業‧‧‧不一而足。仁波切也
均一一加持或修法，滿足師兄們的願望。那時，所
有許多師兄都圍在仁波切跟前靜靜的看著他，心理
也會得到滿足與快樂。
次年，蓮華精舍因受到仁波切的大加持；已往
仁波切為精舍修了許多的大煙供和火供， 斷除了一
切的逆緣，終於讓精舍順利完工。當年，我很榮幸
受眾師兄之託與岳母葉媽媽，前往尼泊爾邀請仁波
切到台灣，為精舍完成一切硬體設施。記得，當我
們抵達加德滿都的機場時，才知道尼國因暴動而戒
嚴。出了機場隨便找個計程車司機問是否能帶我們
去找＂那諾仁波切＂？他猛點頭，在充滿疑慮心情
下，硬著頭皮搭上他的車，終於到了琶 賓仁波切的
寺廟。後來才知道，所有機場計程車司機都認識那
諾仁波切。
當時仁波切的佛寺大殿幾乎是空的，仁波切閉
關二十多年，直到四十六歲左右才出關，整個祖寺
建設不過兩年。仁波切為了幫助蓮華精舍，把原本
預留給祖寺用的七尺蓮師像，及一切莊嚴飾物，隨
著我們同班飛機，通通運往台灣埔里蓮華精舍。這

種捨己為人的精神，確實深深的感動了我。
在尼泊爾期間，幾乎每天一大早，就必須隨
著仁波切出門。我們先走路到附近的公車站，等
車時，總會有許多當地居民包圍著仁波切，請求
看病或加持，我幫仁波切提著隨身小皮箱，裡面
放滿著各式各樣的藥材，以應當地居民不時之
需。由於當地居民十分貧窮，仁波切總是猶如慈
父般的照顧他們，均能滿足居民的願望並提供免
費的藥材。那時候，尼泊爾祖寺尚未完工，且缺
乏財源與資源，如是延續了四、五年後，祖寺方
能竣工。也是仁波切這種對佛法事業的堅持與悲
愍眾生的慈悲，感化了當地許許多多印度教的居
民，轉而皈依佛法，受教於仁波切金剛座下。
老佛母時值青年，約二十八歲，年青的她真
是非常美麗動人，並且帶著高貴的氣質。當時仁
波切睡在四樓的小佛堂 ，佛母的臥室則在一樓
的廚房旁邊。每天凌晨四點鐘起床，她挺著大肚
子，為所有人開始煮早餐。用大灶煮飯是燒木
材，一定會有許多的煙，佛母常被濃煙嗆到猛咳
嗽。佛母的職責除了照顧仁波切外，還要關懷寺
裡喇嘛，裡裡外外的打點，若非有生生世世的菩
提誓願，誰願意受這種苦呢？
當一切準備就續，仁波切、佛母、隨行喇
嘛、岳母葉媽媽和我，帶著好幾車的行李，浩浩
蕩蕩地到了加德滿都機場。只見仁波切非常謹慎
地與機場官員交流，為了通關費時許久，後來好
不容易得以通關，仁波切並為十幾位官員獻上哈
達。事後才知道，原來尼國有法律規定超過三尺
高的佛像是嚴格管制，不許輕易出口，違者並有
入獄之危。偉大的仁波切，為了台灣眾生冒如此
大的危險，護送當時台灣第一尊最大的蓮師像，
三十年後的今天又有誰了解這段辛史？恰似當年
印度法師甘冒生命危險的精神，割皮藏經，偷渡
楞嚴經來東土，才有今日的楞嚴寶典傳世。
飛機到了香港，有香港弟子熱情迎接，並招
待到旅館休息。因飛機上佛母嘔吐不已，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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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照顧著她，經過一番折騰真是疲憊不堪。我與
仁波切睡同一寢室，起初，我要睡地上讓仁波切睡
床上，可是仁波切硬拉著我一定要睡床上，他的慈
悲光芒，再度射到我心深處。
大約費了一個月時間，佈置好蓮華精舍，七尺
蓮師像也有了水池和大蓮花座，大藏經與其它的裝
飾，都很莊嚴的被安置妥當。我大約是在這段時間
正式皈依仁波切，不久之後，仁波切開始教導我們
蓮師大圓滿內修法，上課時，仁波切非常嚴厲，沒
有一位師兄不兢兢業業的認真聽講，也由於嚴格的
教導，讓我們在極短時間內學會這法。在那期間，
我作了一個奇怪的夢境：我與仁波切站在一片一望
無際的稻田，每顆稻米都相當結實，微風吹來令稻
田產生點頭的波浪，非常的優美。隔天請示仁波切
夢境含義，只見仁波切很高興大聲的說：了不度！
（很好的意思）隨後他講述了有關我的前世，也預
言我的未來，仁波切所言三十年來一步步的應驗。
後來曾經多次想請示更詳細的前生及未來，仁波切
總是悻悻地瞪我一眼，不客氣的說：不知道！不知
道！
記得幾年前，某天，只有仁波切與我獨處，他
突然說了一個故事給我聽：有一位寧瑪巴修行很好
的上師，他有位近侍喇嘛，這位上師募了許多錢要
蓋廟，總是把錢藏在很隱密的地方，有一次，正在
藏錢時，被近侍喇嘛窺見，於是近侍喇嘛搶了這筆
錢，並且殺死這位上師，把屍體丟到荒山野嶺。上
師死後身體沒有腐爛，還有彩虹的光芒護著屍體。
後來這位上師又再轉世回來，他主動去找近侍喇
嘛，說出他前世的罪行，近侍喇嘛幡然醒悟，痛改
前非，盡其一生盡心盡力地照顧他的前世上師。上
師也愛護他如同親子。仁波切說他認識這位上師，
這就是真正的菩提心。
平常仁波切教導我時，經常是在已經滿腹委
曲，心中不平時，再來當眾給我一頓難堪，雖然內
心從不敢有所怨言，但也不甚明白個中的道理。從
這故事的教導，可以讓我體會到無上的佛道，不是
用說的，而是用生命去行出來的，以事上說，小小
委屈都承受不了，如何真正發出菩提心？有委屈就
難免會有瞋恚心，不要說幫助眾生，能不結冤結仇
就已然萬幸。以理上說若是還有委屈，對錯之分，
離道甚遠，任憑怎麼修，根本摸不著菩提心的邊
緣。有人說與仁波切有語言障礙，所以無法學習。
蓮花生大士說：對自己的上師有一分的信心，就有
一分的感應；有百分的信心，就有百分的感應。過
去我雖並不懂藏文，當覺朗派法王教授大圓滿，在
場我回答了他的問題，而這個答案正是平時仁波
切，對我們大家諄諄教誨的佛法啊！當時震驚了八
十歲的法王，希望收我為徒，從這個例子來看，誰

說跟仁波切學不到東西呢！
八年前的生日那天，我與內人邀請仁波切去
郊外野餐，仁波切顯得十分快樂，野餐時，仁波
切愉悅的開示：忙忙碌碌無了時，每月至少要帶
全家人出來野餐一次，這樣才會長壽。在回家路
上，仁波切語重心長的說道：現在弟子對上師常
信心不足，說話稍微重些，弟子就會不高興。我
的上師，敦珠法王教出十三位虹光身成就者，他
對弟子十分的嚴厲，我親眼見到有師兄弟被上師
因此嚴厲教法而開悟的。大圓滿的心髓，可由上
師以心印心傳承，弟子必須願意全心全意地相
信，依教奉行，上師才能在嚴厲教法當中，待伺
機成熟開顯印心傳承。我因此懇請仁波切一定要
把大圓滿傳承下來，仁波切深深嘆氣說：等到你
們願意真心學習時，恐怕我已在極樂世界了！
今年內人去尼泊爾參加老仁波切的荼毘大
典，忽有兩天念著久未聯繫的鐘老先生而無法入
眠，於是希望我能連絡鐘老先生，並將老仁波圓
寂消息告知。鐘老先生夫婦是老仁波切二十幾年
前的結緣弟子，他們夫婦經營一家便利商店，於
十餘年前決定退休，把商店賣掉，準備搬去外州
跟兒子同住。可是因緣不好，賣了很久都賣不
掉，於是鐘老太太請求老仁波切加持。老仁波切
親自到他們的商店修法，當天出現許多極美麗的
鳥群，聚集商店周圍久久不去。幾周後，商店果
然成功異主，所以他們夫婦對老仁波切有無限的
感激。此次當他們得知老仁波切圓寂的消息後，
痛哭流涕，拜託內人代供養老仁波切。我利用春
假期間，帶著家人去探望鐘老先生夫婦，當鐘老
先生見到我們時，緊握我的手老淚縱橫，哭著
說：你們是幫我帶著老仁波切的加持而來，若沒
有老仁波切的加持，你們怎麼會來看我呢？確實
如此啊！這一切都是老仁波切的加持啊！鐘老先
生曾任高官，後因感官場複雜，辭官來美定居。
像他這樣學問道德崇高之士，說出的話應句句真
實。老仁波切的慈悲之光，縱然在身後，仍然是
不斷的照耀著弟子們啊！
三世諸佛異口同聲都說：只有菩提心才能成
佛。而仁波切三十年對我的教誨，也是只有菩提
心，這是圓頓的雙融之道，亦可當世成就。今人
學法常本末倒置，以末為本，以為神通是究竟
道，反因眾生貪婪之心，未悟道得神通者，終落
旁門。
上師功德罄竹難書，恩德沒齒難忘，僅此禿
筆難以書寫萬分之一，願以此點滴回憶，提供師
兄們再度補捉上師慈悲身影，有助菩提心的發
展，深感萬幸啊！
童一真 。貝瑪嘎波 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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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日本大地震回憶錄
日本大地震回憶錄
2011 年 3 月 9 日我前往尼泊爾持明聖寺，參
加圓滿三年三個月喇嘛出關後所舉辦的甘露大法
會。我與師兄們趁著甘露法會開始前還有幾天的
空檔，到附近聖地朝聖，3 月 11 日中午大家吃完
飯，師兄們相約到師公 恰達仁波切目前住的地
方，看看是否可與師公不期而遇，雖然大門深鎖
不得而入，有些師兄爬上髙處遙望內部環境清
幽，也不虛此行。回程的路上，我的手機傳來簡
訊的聲音，一看嚇了一跳！是花蓮持明聖寺陳理
事長從花蓮傳來的簡訊，簡訊上說電視新聞快
報：日本發生大地震，沿海可能有大海嘯。他的
姊姊已經去接他住在海邊的媽媽，暫時離開住家
避難去了，並要我請仁波切幫忙加持！我隨即告
知一同出遊的師兄們，大家決定一同去有電視的
餐飲店看 CNN 新聞，當電視不斷重撥日本海嘯湧
上路地，汽車、傢俱、人員四處飄流，甚至形成
漩渦的恐怖畫面，我心想事態嚴重，要趕快回去
向仁波切報告。
我一個人先趕回閉關中心，此時尊貴的上師
那諾仁波切就坐在餐廳外他平日接見訪客的沙發
上，我向仁波切稟報了簡訊內容及電視所看的情
境，祈求仁波切加持，仁波切聽完我的陳述後，
當場立即進入禪定，大約一分鐘左右的靜默時間
後出定，仁波切用中文以哀憫的口氣向我說：死

寧欽博藏中心共同願文
願具恩金剛上師 那諾仁波切 慈哀愍我
乘願再來 迅速轉世
成就菩提

現莊嚴身

度有情眾

May our root guru H.E. Ralo Rinpoche’s Buddha wisdom
guide us and see us with compassion. May he re-incarnate
swiftly with a dignified body to continue to turn the
Dharma wheel to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guide them to
achieve enlightenment.
什麼。我當場驚訝：仁波切不是睡著了嗎？怎麼
知道我跑上跑下去找美國師兄。原來仁波切一直
都在禪定中啊！而我竟然沒在一旁持咒守護，自
責深感慚愧！
甘露法會期間，理應閉闗修法，與外界隔

了很多人！我再次祈求仁波切加持台灣免受海嘯

離，但因闗切日本大地震災情，我徵得瓊珠法王

的侵襲，我說雖然日本與台灣相隔遙遠，但以前

同意，多次使用法王的 Internet 上網，並把最新

印度發生大地震，海嘯跨印度洋遠傳到非洲的東

的災情向兩位仁波切報吿，網路上災情陸續傳

岸造成傷害，若以日本與台灣的距離，相對上就

出，死傷報導人數不斷増加，一如大地震後第一

地球而言距離也是不是很遠的。 仁波切同意的

時間仁波切禪定出定後所言。

說：是沒有很遠。隨即再次入定，我也隨待在旁

仁波切於禪定期間做了什麼事，我沒有問，

持咒。此次仁波切入定很久，二、三十分過去

但我後來知道台灣沒有海嘯，也沒有災害。值此

了，我看仁波切好像坐著睡覺了，這時餐廳電話

311 週年追悼昔日亡者，看到電視報導日本災區依

響起，佛母說喇嘛前往機場接美國前來參加甘露

然滿目瘡痍，核災輻射影響依然嚴重，台灣民眾

法會的師兄們沒有接到，要我去找已到的美國師

上街反核遊行，深深地感恩仁波切多年來修普巴

兄再確認班機時間，我上樓下樓去找美國師兄了

金剛除障大法來守護台灣，我相信以仁波切一生

解班機時刻，回來後看仁波切還在睡覺，心想仁

與台灣的深厚因緣，衷心祈求仁波切加持這塊寶

波切睡覺，趁著甘露法會前去洗個澡，待我從房

島及島上的人民永遠平安！

裡拿著衣服出來，仁波切看到我，當場劈頭大
罵，剛剛為什麼沒有待在旁邊持咒，跑上跑下做

賴洸銘書於 2012/3/11 日本大地震一週年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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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那諾仁波切

寧欽法緣
2010 年算是第一次以仁波切的弟子的身分來
迎接仁波切。一方面是擔心自己沒有做好功課，沒
有好好修法，一方面則想要更全心投入金剛事業，
如教學、放生、火供、煙供、閉關、灌頂、對外活
動等。這其中對我感應最深的應該是普巴閉關，仁
波切幾次要求大家要徹底的觀想，並說要考試，竟
顯現出平常難得一見的嚴厲，與平日仁波切笑容可
掬的面容大不相同，可見仁波切對修法的認真與對
弟子的要求。

認識那諾仁波切可算是一個機緣，這可追溯到
1997 年從我開始參加長生學說起，長生學是一種類似
氣功的養生運動，但也可幫別人療氣，透過群體療氣
的機會，因此跟數位師兄結緣，那時就聽說仁波切自
尼泊爾來美訪問，可是並沒有機緣進一步認識。雖然
自己幫別人療氣，可是自己也會生病，而且自己病了
更治不了自己，尤其冬天容易感冒，嚴重時連久年不
犯的氣喘都發會作，甚至連睡覺都沒法睡，只能靠藥
那年仁波切及瓊珠法王在市立圖書館舉行了
物壓制，常常納悶自己身體是怎麼了，如何能解脫？
公開的葯師佛灌頂，這對我真是一大好消息，這幾
我也因此有心要尋求能幫自己解脫病痛的方式。
年感冒咳嗽，仍會再犯，雖沒有嚴重的氣喘，但也
2005 年夏天，正好聽說仁波切在華府，於是便和 受了不少苦頭。法會中除了灌頂加持，也分發一顆
我家師兄去拜訪仁波切，也準備了幾杯自認好喝的珍 加持過的果子，苦苦硬硬的如核桃大小一般，許多
珠奶茶供養仁波切，小仁波切，佛母眾等喝。我有注 人無法忍受，我則滿心歡喜地吃下，吃下後就覺得
意大家都喝的很高興，唯獨仁波切並沒有碰，那時心 法喜充滿，加上以後數月中，我也依仁波切的要求，
裡正納悶著仁波切怎麼不愛我們帶來的奶茶呢？仁 每天持頌一百遍的葯師佛咒，身體可說是大大地改
波切似乎可以感受到我的想法，便把奶茶喝了一口。 善，至今已不為其苦。
事後才知道仁波切有糖尿病，不能喝甜的。我知道事
2011 年，公司因為資金的問題，我的工作變成
情的原由後，更覺得很不好意思，但仁波切怎麼那麼
慈悲呢？ 只是要回應我的想法，都不管自己的健康 只能半事半薪，心想老闆待員工不錯，道義上並不
想離開，便將此事請教仁波切。仁波切告訴我該找
了，一般人應是不會這樣做的吧？
工作了，而且說我現在的工作不是常久的。我雖然
2006 年，我的工作碰到頭痛的問題，跟同事相處 有些遲疑，但我是絕對相信仁波切的話，於是開始
與上司溝通有些差異，有可能要失掉工作，因此請仁 找工作，這次我想試試聯邦政府的工作。幾年前我
波切來家裡修法。透過仁波切的加持，仁波切似乎可 有試過申請聯邦政府，但全都沒有消息，這次我並
以了解我的問題，叫我要好好努力工作，我欣然答應。 無把握會更好。沒想到申請的過程竟有好幾個回
不久後，收到公司的離職通知書，我因此四處投履歷， 音，面試當天下著雨，我竟然覺得仁波切就坐在我
到處拜託找人，即使離家遠都無所謂。但就在彷彿無 頭上，面對著幾個面試經理也都能侃侃而談，彷彿
路可走之時，所有希望將滅之際，竟然在同一地點找 有無懼的信心，這是前所未有的狀況，雖然面試後
到新的工作，那時心想仁波切怎麼那麼厲害呢？ 新 來還是有些曲折，但我仍順利地取得了工作。我家
的工作可說更勝過以前，面對新的工作，我積極任事， 師兄還特地打電話去尼泊爾問說這份工作好不好，
與同事及上司也相處甚歡。如今回想，其間心情高低 我心中早已認定這就是仁波切幫我找的工作。
起伏及前後情勢轉變如天壤之別，我自己如人飲水，
那一年也成了我們最後一次見到仁波切，仁波
外人卻難以感之。
切在臨行時，坐在法座上說出他對我們的期許，就
有了這次的經驗，請仁波切來家裡修法變成夏天 透露出這次見面是如此地難得，以及如此地不捨，
的要事，一方面祈求家庭事業順利及健康，一方面也 有幾次竟激動哽咽，在座弟子們無不動容， 無不受
隨著仁波切去放生，參加灌頂、法會，但尚未皈依。 到感動。仁波切雖然離開我們，但我相信仁波切只
在跟幾位師兄談過皈依之事，大家都是滿心歡喜；有 是離開這個塵世，我們弟子只要想著他老人家，他
的師兄跟隨仁波切十幾年，唯一的心願就是每天起床 就在我們面前，在我們心中。他老人家今生是個大
都能法喜充滿，如同見到旭日東升，我也可體會那種 成就者，是個滿願王，是個慈悲家，我們是何其有
享受陽光的喜悅；有的師兄則說皈依後則能獲得許 幸能遇到他老人家。想想仁波切他老人家現在正在
多龍天護法的護持，當提起其如何找到新家及新工作 蓮師的淨土，全身放出光芒微笑著，我們弟子心裡
的過程，也挺令人嘖嘖稱奇的。一直到 2008 年夏天， 應該有信心，仁波切會一直加持我們弟子，最終將
因全美金融風暴的影響，我家師兄也碰到工作的問 引導我們一起走向那片廣大清淨之佛的淨土。
題，在修法前已經找了幾個月的工作，沒想到修完法
寧欽旺揚 敬書
的第二天就接到新的工作機會電話。我們也因此感到
極大的信心，從此兩人皆認為可一直得到仁波切的加
持，於是在仁波切離美前，正式成為仁波切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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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念尊敬的上師那諾仁波切
我於 2007 年皈依仁波切。那時對他的了解只知他
是可看入人心靈深處替人消災解厄之大成就者，其
他所識不多，也錯把上師當救星，愚蠢的以為，只
要依靠仁波切的加持，凡事皆可消災解厄，所求皆
遂。仁波切一來美，就會有許多師兄們跟隨著他。
看著他化解弟子不同問題時，心中升起一個念頭，
這麼大的本事是怎麼做到的，沒想到第二天一早醒
來，答案立由心中生起”因為我有清淨心”，當時
只覺得好神奇，仁波切知道我在想什麼，他為我指
出了一條最關鍵的修行方向，真是一位真修實證的
活佛。聽著，看著，上師的言行舉止，漸漸體會到
他深邃的智慧與大慈悲，深感我們好有福報，能與
一活佛互動學習，上師的親身示現，那麼真實且強
而有力，讓我更確認佛經上所說的都是真的，佛決
不妄語。億萬分感念仁波切給我的啟發與不可思議
的加持與庇佑，唯有老實修法，才是對上師最好的
報答與供養。
— Barbara 恭筆

憶上師的佛緣
我的福德淺薄，有緣認識那諾仁波切只是這二
三年的事。心中印象最深的是上師對弟子的請求從
不厭倦，且有求必應。真正應證了 大上師

法本

上所說的 視眾生為子及滿眾生願之神通 。
— 聽列秋尊

‧‧‧
我總覺得對佛教很有緣。因為常在外地奔波，
居無定所，一直想在心靈上有平靜之感與自我提
昇。家中雖很久就供奉一座釋迦牟尼佛銅像，但在
平常就是拜一拜，說說心裡話以尋求心靈寄托而
已。
在 2008 年的夏天，偶然得知在維州的密教中
心有位來自尼泊爾的大師，當時偕同夫婿臨時起意
參加法會，就這樣因此與那諾仁波切結緣了。
雖然上師與我們在語言上不通，但是他就像家
中的老人家，說話雖少但有種連心的感覺。如今我
們常會回憶與上師一起吃飯、郊遊野餐、去喝咖啡
等等美好的景象。
這四年來，透過那諾仁波切的教導與中心師兄
們的幫助，我對佛法認識了不少也學了很多。而那
諾仁波切就如一偉大的活上師，一旦我跟上師有心
靈的聯繫，他就似溶解在我的心裡，永遠幫助我並
指引我向佛道上的正確方向，直至菩提！

— 李春英 ‧拉摩度瑪

很慶幸與佛法有緣，更何其幸運能成為仁波切
的弟子，佛法是無邊的，仁波切的慈悲指引著我在
無邊的佛法中，依他老人家的教誨修行。
我從仁波切的教誨中學到: 感恩我所擁有的，
珍惜我所擁有的，得不到的就要放手，人生之路要
廣結善緣，匯集了所有的善緣才能走向極樂世界。
我和女兒們非常的幸運，能親自領受仁波切的
教法，願在未來的學佛路上，精進修行，將仁波切
的慈悲與典範，讓更多的同修了解，影響更多的
人，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 王麗

深信不疑
皈依 仁波切將近三十年了，剛開始有些人稱呼仁波
切為 ”佛爺”，意味著我們必須尊敬仁波切如“活佛”
一般。在我的人生中，真的很感恩有了仁波切教導我
們正確的佛法，我的孩子們也因此有機會跟隨仁波
切。
佛法如同大海，要想深入，首先要有信心，對上
師的信心有多大，就會得到多大的加持力。
仁波切每年都不怕辛勞，長途拔涉坐飛機來美
國傳播佛法教導弟子，一次又一次的教我們要好好
的做四加行，大禮拜，每天早上修度母法。
如今仁波切圓寂了，我很後悔沒有好好聽話，沒
有用心去學習，今天聽，明天忘，給自己很多理由。
如果我能從新來過，我一定會好好把握當下，抓緊時
間好好精進。才不會辜負仁波切對我的期望。
仁波切對每位弟子都是真心關懷，他關心不止
我們。他還關心我們的家人，我們的工作，我們的身
體好不好等。
2002 年的秋天，我的婆婆在維州醫院的加護病
房往生。當時仁波切在台灣，我們很幸運的能接通電
話，請仁波切幫我婆婆修破瓦法。在修法後的短短幾
分鐘，婆婆的臉色已轉變了祥和，如同春眠不覺曉，
睡著十分安祥，加護病房的護士都說從未見過如此
祥和之相。
婆婆在往生後的 108 天曾來託夢，說現在已在西
方極樂世界。婆婆之所以能往生淨土，是因為她一直
對仁波切深信不疑，和她平時努力的修持。她每天精
進持咒，和做善事等，也都是她往生淨土的資糧。婆
婆因深信困果，一直勸我要好好修持，人生苦短。
婆婆給我樹立一個好的榜樣，我會跟隨她的腳
步，就是對仁波切深信不疑和精進修持。
— 葉孝美 恭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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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婿修法。之後有機會來到美國，與瓊珠法王一起來
家裡，特別為我家師兄修施身法。還有許許多多的事
蹟，
一再地顯現上師是如何的對他的弟子們，無怨無
提及我認識仁波切的緣起，仁波切對我的慈悲
照顧，以及日後在我生命中成為全然的信心，必須要 悔又無所求的救渡啊!
從我年輕的經歷開始說起。
過去肉製工廠的殺生，或是累世的業障，讓我每
我生在一個富裕的家庭，父親做進出口經商有 每不敢回憶過往。但自追隨上師習法後，他的菩提心
成，家裡另有營運肉製工廠，但我的身體一直不好， 腸，他的智慧，讓我在今生徹底的改變，也讓我有所
從年輕的時候就為病魔所纏。結婚幾年後，在夫婿任 依歸。憶及至此，實在痛心失去這樣的一位導師。希
職的外地，曾嚴重生病長達六個月，他為了我的身 望我心中最尊貴的那諾仁波切，還能夠在法身界時
體，決定讓我搬回臺灣調養。某日當我走在高雄愛河 時藉由法來教導我，永遠的不要離棄我這個弟子。
旁，心中突然有了吃素的念頭，於是從二十三歲就茹 千言萬語，無法用文字表達我內心對上師的感恩。感
素至今，在日後的幾十年來，我不斷的拜佛吃素，希 謝仁波切愛心和耐心的教導，讓我能修法順暢，也能
夠深入法， 得到法的加持。也希望我的例子能鼓勵
望能夠消除自身的業障。
大家，今後要用心修法，對上師要具有無比的信心。
夫婿從軍職退休後，因考慮到我的父母年事已 吉祥如意!
— 桑傑卓瑪 恭筆
高，加上他們幾年前生意倒閉，便毅然決然回臺定居
侍奉雙親。但沒想到，負責工廠生意的律師及代書相
‧‧‧
繼去世，帳目不清，居然波及到連夫婿用退休金所買
在認識尊貴的那諾仁波切之前，我對藏傳佛教
的房子，都被法院查封。當時的處境，只能用萬念俱 的認知可說是一種少數民族的宗教，完全無法跟世
灰來形容。
尊佛陀的佛法相提並論。我是在一個充滿著道家理

心中最尊貴的那諾仁波切

揮別了過去痛心的一切，來到美國開始新生活。
當時女兒接送小孩，都會經過一間房屋，屋上掛了個
佛字。後來我們進去詢問，就這樣認識了師兄們，但
從來沒見過仁波切。2000 年時，師兄說會去印度朝
聖，問我要不要去。之前在臺灣，曾經有過朝聖的機
會，錢也繳了，機票也買了，但就是在出發前幾天，
發生車禍，無法成行。後來與夫婿提及此機會，他聽
了很高興，非常鼓勵我去。
到了尼泊爾，仁波切帶領著我們，一路朝聖至印
度，釋迦牟尼佛講道的地方，八大聖地等，沿路修煙
供，沿路做佈施，行進之間的甘苦，盜匪橫行，都在
仁波切的加持下，一路平安且充滿法喜。於是回到尼
泊爾後， 在回美之前，我立刻做下決定要皈依仁波
切。由於仁波切非常鼓勵弟子們能連續三年朝聖，於
是我於接下來的幾年直至 2011 年，都隨著仁波切的
腳步，跟著他涉足千里。這麼多年來，上師的身行，
無不一一顯示他超人的智慧及無量的慈悲心。
仁波切不但慈藹可親，也是一位體諒學生的嚴
師。記得剛剛開始習法時，師父教我從阿彌陀佛經開
始，他唸一句，佛母翻譯一句，我就跟著唸一句。有
時候佛爺唸的太快，我會請他唸個好幾次，後來又加
上打鼓，搖鈴，觀想，手印等，我不斷的問，他與佛
母就不厭其煩的一字一句重覆的教。有一天，老佛爺
問: 妳怎麼還學不會啊? 我就說: 你不知道我老了
嗎? 自此之後，他不但沒有生氣，一如往常的在我這
個學生身上，展現他寬大慈悲的一面。兩年前，我家
師兄身體出了些狀況，老佛爺知道了，不但為夫婿修
法點燈，甚至還為此邀請幾位仁波切來寺裡，親自為

論的環境下長大的，再加上媒體傳播的負面渲染，
藏傳佛教在我認為一直不算是主流的宗教。我在青
少年時鮮少會主動接近佛法，而佛教或佛教徒在自
己的刻板印象一直是：大雄寶殿，阿彌陀佛，觀音
菩薩和大勢至菩薩，吃全素，剃度，和穿灰色或紅
色的袈裟…等等。不知不覺中這些條件變成了我對
佛法或佛教徒的一把衡量的尺度，也就是如果說一
個人是光頭，穿袈裟，又吃素，他在我心中就是一
個完整佛教徒，也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影響我對藏
傳佛教的誤解。
在某機緣成熟之下，我媽媽和妹妹比我早了大
約一個禮拜皈依尊貴的那諾仁波切。在他們皈依完
後我媽媽也希望我能皈依，如果沒有記錯我是當下
一口回絕說不。先不說皈依是多麼沉重的字眼，平
常的日子過的無憂無慮，我也想不出我為什麼要去
皈依，況且今天如果我對藏傳佛教有一定的認知，
皈依這想法我還有可能會考慮考慮。但是這想法也
並非完全石沈大海，一直在我心中徘徊了將近一個
禮拜後，在某個早上一覺醒來，就跟我媽提出我想
皈依，而當說出我要皈依的想法時，我還不是百分
之百肯定當時的意願。接著我們一家人就趕到仁波
切居住的地方，在跟仁波切頂禮完後並說明我這次
皈依的意圖，仁波切也和藹地馬上答應了我的請
求。因當時匆匆忙忙地趕往仁波切的居處，忘了攜
帶供品來供佛，但仁波切是一點都沒有介意，反而
幫我準備好了需要的事項。這樣的上師，讓我深受
感動。
在我印象中，仁波切是一位話不多的偉大上
師，如果弟子有任何的困擾請求時，他都永遠不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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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煩地幫弟子加持與祈福，還會一再關心弟子的問
題是否已經完全解決。仁波切只會與弟子分享好的
消息，把喜悅帶給大家，從不曾把壞消息和自己的
煩惱與弟子分擔，更不會聽到仁波切跟任何人邀功
說曾幾何時幫誰消災解難。一有空閒，我見到仁波
切都無時無刻的專心持誦佛號。在皈依的幾年後，
我理解到藏傳佛教是一門很活的法門，我也很感恩
仁波切的身體力行讓我了解到慈悲心的真正意義，
雖然自己尚未透徹體會但已知道其重要性。仁波切
的慈悲法門震撼了我的內心世界，打破了我原自認
為是真理的曲解。相對的，我對這個世界和周遭的
人、事、物、或有形或無形眾生有了全新的定義和
理解，心中一直以為的那把尺反而成為我修法的阻
礙。這可能就是外國人常說的一句話:
think
outside the box。曾在無意間閱讀過李居明居士
的一段話，大意是:“古代的修行者外在最大的困
難是在山中的毒蛇猛獸，如今佛法已經入世，我們
每天要面對著車水馬籠的交通,和現代的高科技技
術，相較比對之下，古代深山的修行顯得簡單純樸
許多。”但由於誘惑和災害也越來越多，我希望能
在佛法的保護下還能持有一絲的慈悲心，讓其有機
會茁壯長大。
當知道那諾仁波切圓寂後，我的情緒五味雜
陳，想起前陣子才看過頂果欽哲法王的”明月”紀
錄片，其中一段介紹頂果欽哲法王的一位上師也是
在他年輕時最需要他的時候圓寂了。此時此刻回想
頂果欽哲法王當時所寫的一首詩，我的體悟也更加
深刻了 ”哀哉!具德上師，雖然我曾跟隨有如佛陀
本人的您，我卻尚未真正瞭解所受的教法，您怎能
如對待棄兒般地拋下了我?”
我相信雖然仁波切已經涅槃，但是他老人家一
定無時無刻以佛光照耀與加持每位弟子與眾生，使
我們與眾生最終都能證得佛果！

‧‧‧

years prior. My family sang along with Rinpoche's dharma
while I just sang along with the mantras. Actually, I was not
familiar with that dharma yet, but with Rinpoche's guidance,
everything turned out fine. We took pictures with Rinpoche
and the other people who attended the ceremony.
On the night of the third day, my brothers, sister and I
went to Steven Tung's house to visit Rinpoche’s family and to
thank him and show our appreciation for what he had done
for the burial day. We had a good conversation and I realized
that he was a Tibetan Rinpoche. On that evening, I took refuge with Rinpoche and he gave me a Dharma name which I
like very much. My dharma's name is Pema Dechen, which
means Happy Lotus.
After the visit, I went back to Germany for two years.
When I came back from Germany, something very strange
happened to me; I suddenly became very interested in Tibetan dharma. I had never attended any dharma events in my
life. Usually, I just went to any temple with my mother or
sister, and offered food and gave respect to Buddha and the
monks. I honestly had no clue about dharma.
I joined with the center’s dharma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attended the tsoks very frequently. When Rinpoche visited
us, I learned more teachings from him and practiced more
dharma. The more I practiced, the more I understood the
Tibetan dharma. I became a better person and forgave others
and tried to be compassionate with people and animals.
Rinpoche taught me how to transform five poisons to five
wisdoms. Rinpoche said, "keep practicing dharma as he
teaches and be compassionate to all; the five poisons will
transform to five wisdoms." Practice, practice and practice
will change our life and make it better. I believe that one day
we will be with our Great Rinpoche. That is how I met my
Great Rinpoche. My Great Rinpoche will be in my heart forever. I know that he will hear me when I call
LAMA KHYEN! LAMA KHYEN! LAMA KHYEN!
— Nee Wah

— 傅偉倫敬書

LAMA KHYEN, LAMA KHYEN, how can I forget my
GREAT RINPOCHE?
HE IS MY SPIRITUAL TEACHER, MY DHARMA
TEACHER AND MY LIFE CHANGING TEACHER. Now
he is far away from me physically, but not spiritually. I still
ask for his guidance.
I recall how I met Rinpoche for the first time, it was at
my father's funeral day during the summer of 1995. My sister was looking for a group of monks to bless my father at
the burial site. My sister had already arranged with them so
that they could come to the cemetery.
Rinpoche’s family, Dharma Brother Yeh and the Tung
family members were present at the burial site. Rinpoche
blessed for my father and also my mother who died fift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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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ght Time and Right Moment with Ralo Rinpoche
Nearly 10 years ago, a rare occasion, I had invited Rinpoche and few brothers over for dinner. The conversations were
very delightful and casual. Everyone felt happy, peaceful and relax when surrounding him. We could chat and ask any
questions for his teaching without feeling restrain. It was a precious and eyes opening moment to gleams of his wisdom.
At that time, a brother asked Rinpoche questions about another person’s behavior or wrong views. As teacher, what
would you do? Would you address it to the student and correct this person? Interesting enough, everyone was expressing
their opinions with their two cents. Then, Rinpoche said no, it has to be right timing and right moment of maturity. Next,
the brother added, wouldn’t it be easy for you, as teacher to correct a student’s behavior? He replied no. He said, if the
maturity is not full ripen in the moment, sometimes by telling or correcting someone, it only creates more harms to the
person and add bad karma for all around. He explained in further details. First, if the person was not willing to receive the
teaching, this person can take it in wrong turns and get upset, angry for the worst. Further part is this person may end
spiritual practice, which ends his good deed. Second, possible of increasing his/her anger and hatred in karma. Last, possible
of ended teacher and student’s vows. It is not as easy as it sounds, when maturity is not fruitful, it only creates more damage
in many aspects. Wow, that was an eyes opening moment. The room came to the halt and dead silence.
Since then, much of my experiences after that teaching from Rinpoche, have changed so much. I am an observer and think
things through before impulsive act, and place myself in other person’s shoe first before judge. Most importantly, he gave us
most valuable lesson that we can apply in daily life. We need to think before we act and face up the consequences before
regrets and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in our actions. This is something so precious to me that I like to share with you from H.H
Ralo Rinpoche.
— Angel Mitchell

感恩青少年菩提學苑
我常想生活在現今為生活奔波忙碌的現代人，
還能在百忙之中每個月抽出自己寶貴的時間，為下
一代人著想，不論是為宏揚佛法，或是教導做人處世
的態度，或是讓小朋友認識自己的特性，培養同情心
以至於關懷社區及世界，所有主辦 WCBS-Youth
C.L.U.B. (Culture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Buddism for Youth) 的成員的用心絕對是可敬可
佩的。
在這裡感謝 Michelle 老師的新聞稿、上課單及
課程設計和訂購小朋友最愛的比薩； Angel 老師
的即時英文翻譯； Baima 老師的佛教歷史介紹；
Steven 老師的佛門禮儀教導； Karen 老師 The Secret and Know Who You Are, Q&A ； Jack 老師的
八式動禪； Michael 老師將活動放在部落格上讓大
家回味；和大哥哥大姊姊們學校讀書經驗的分享 。

從我兒子大約四歲開始，就教他要念佛且心中
有阿彌陀佛，但我卻無法完全的將佛法的正知正見
告訴他。很幸運的，讓我們有機緣參加了 Youth
Club。 在這裏不只是小孩們學習到佛教的歷史和
正確的佛法，甚至連我們大人也獲益匪淺。
因為對佛法的認同，在這裡遇到了許多志同道
合的人。也因此讓我兒子覺得他並不是孤獨的，因為
在他的英文學校裡幾乎沒有人信佛，大家不是信基
督教就是天主教。

我教我兒子佛法的基本常識是用中文教他的，
他雖然理解卻無法百分之百的吸收。在 Youth Club
裡上課，因為有 Angel 老師的即時翻譯，使得小孩們
當然,Steven 和 Sylvia 老師提供會所讓我們能 不只用中文並且也可以用英文學佛，使得他們藉由
夠有好的場所學習，並且準備美食讓我們在讀完中 兩種語言的學習而更能融會貫通。所以非常感恩
文學校後，不必急急忙忙趕回家準備晚餐，就能夠在 Angela 老師每堂課的翻譯，真是辛苦了她的嗓子。
從從容容填飽肚子之後，再來一場心靈上的饗宴，更
非常感謝 Michelle 的付出，由於她的精心設計，
是令人窩心的安排。
才能規劃出每個月充實的課程。也感謝童師兄及貝
希望這個這麼用心經營的Youth Program 能夠 馬老師的佛法正見，使得大家不會有邪知邪見，而都
讓更多人知道來共同學習，將建立正確人生觀的種 能夠走在正道上，究竟圓滿，終到彼岸。我堅信在這
子早日播種在下一代的身上，並讓它能發揮最大的 裡大家所學而獲得的佛法，此金剛種子已經深植大
效益以利社會。
家的阿賴耶識田中，終有開花見佛的一天。
— Rita

— 凌碩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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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BSWCBS-Youth Program for Life
Life is a roller coaster; full of ups, downs, and loops. You never know what will happen. However, you can always be
prepared. WCBS-Youth Program. is like the instruction manual to life, or in this case, the seatbelt to the roller coaster.
Whatever happens it your life, WCBS-Youth is sure to prepare you for it.
I started attending WCBS-Youth just a few months ago. I must admit, I was a bit hesitant to go. But like always, my
Chinese mother forced me. The first thing I remember about WCBS-Youth was the friendly atmosphere and the family-like
environment that helped me feel like part of the group. Everybody was excited that I was there, and soon I was surrounded by
new friends. The classes we sit through at WCBS-Youth are very interesting.
Everything from the origins of Buddhism to relaxing stretches is covered in several hours. During the time, I learned many life
lessons and ways I should control my emotion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When I left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night, I was even offered a volunteer opportunity from one of the parents. It’s been several months now, and I’ve attended several more classes,
but it feels like I’ve learned more than I learn in a year.
WCBS Youth may not be the ‘best thing in the world’, but it sure is something truly special. The people, classes, and
opportunities are truly one of a kind. Most importantly, WCBS-Youth is special because it’s your manual through life. I am
part of WCBS Youth because I know that no matter what happens, there’s always a seatbelt that will protect me throughout
my rollercoaster life.
— A WCBS-Youth Program Member

法訊分享
美國中心活動與共修
歷年來具恩金剛上師那諾仁波切與瓊珠法王
陸續並重覆為信眾弟子們舉辦各種口傳、灌
頂 1 與教學，諸如：四加行、護法、阿彌陀
佛、長壽佛、綠度母、蓮師、藥師佛、四臂
觀音、黃財神、普巴金剛、文殊師利菩薩、
獅面空行母、金剛亥母、移喜措嘉、施身
法、普賢上師言教等。並因應弟子們需求，
在上師的帶領加持之下亦陸續或重覆舉辦過
各種閉關與精進營，諸如：破瓦法、阿彌陀
佛、綠度母、普巴金剛、四加行、施身法
等。平日亦有安排新生研習、佛學入門講
座、法器、手印、煙供、密法等指導。

☆ 農曆每月初八、廿五 晚 7:30 .M ： 綠度母薈供
☆ 農曆每月初十 晚 7:30 .M.： 蓮師薈供
☆ 農曆每月十五 晚 7:30 P.M.：阿彌陀佛薈供
☆ 農曆每月十九 晚 7:30 P.M.：普巴金剛薈供
☆ 不定期 放生、大煙供、為障難患病佛友舉行法會
消災祈福、亡者助念。
☆ 地點：中心。薈供時間以網站或電郵通知為主，
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花蓮持明聖寺活動與共修 — 請參考花蓮網站
網址: http://tw.myblog.yahoo.com/wuking-wuking/

尼泊爾祖寺活動與共修
☆ 尼泊爾祖寺具閉關會所。供精進弟子閉關修學三年三月，或短期閉關。需仁波切同意才可入關。
☆ 不定期舉行法會、放生、大煙供、安太歲、為障難患病佛友舉行法會消災祈福、亡者超度或修破瓦。
☆ 定期薈供、共修。
☆ 近年仁波切受邀於印度北方佛陀證覺成就處─菩提迦納─主法寧瑪巴全球佛教世界和平祈福法會。時
間於元月。歡迎同霑法益或增福供養。請諮詢尼泊爾祖寺相關詳情。

寧欽博藏建寺募款計劃
建寺宗旨：為宏揚藏傳佛教寧瑪巴及佛陀正信之教法，惟那諾仁波切和瓊珠法王為傳承法脈，依正奉
教。願法輪常轉，深植佛法於美國地區，轉經輪於西方眾信。
建寺計劃：法王慈悲，為減少對環境影響與成本之負擔，將籌建與不丹佛寺近同之寺院，給予一種樸
素且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感受。建築物方正典雅，高二層，第二層也是方形，為小於第一層之面積，
第二層上有屋頂，似東方古代琉璃建築之屋頂。
我們需要您的大力支持，不論是長期護持，或隨喜。都能由點點滴滴匯集成涓涓細流，最終成就如海
宏願。銘心感恩您！

認捐

☆ $1,000

結

☆ $8,000 結 12"

(

吉

掛

☆ $5,000 結 8"

) sacred offerings

☆ $10,000

12-inch bronze Buddha statue

區域

8-inch bronze Buddha statue
(

為

)

金額

佛堂

$300,000 / $200 (一平方尺)

禪房 (兩間)

$200,000 / $100 (一平方尺)

男眾寮房

$20,000 / $30 (一平方尺)

女眾寮房

$20,000 / $30 (一平方尺)

香積堂

$10,000 / $30 (一平方尺)

藏經閣

$20,000 / $30 (一平方尺)

蓮花園

隨喜

您若有興趣參加中心活動或共修，或希望收到中心後續活動內容，歡迎留下資料。請務必填寫電郵地
址，以便作業。

個 人 資 料

捐 款 用 途

姓名：

建寺基金

住址：

弘法基金

電話：

☆ 本中心為非營利組織，所有捐款皆可
抵稅。支票抬頭請寫 W.C.B.S.

電郵信箱：

我要寧欽法緣
寧欽法緣電子版。請填寫電郵地址或電郵
info@rigzinphodrang.org
寧欽法緣
Subject “Subscribe Rigzin Phodrang Dharma Circle”
美國華府寧欽博藏佛學中心

Rigzin Phodrang Vajrayana Buddhist Center in USA (W.C.B.S)

6649 Kirkley Ave, McLean, VA 22101, U.S.A. TEL: (703) 847-0522
Web Site: http://rigzinphodrang.org, Email : info@rigzinphodrang.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