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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的传记在泰国有许多种版本，或

繁或简，形式不一，可惜无人编纂成详尽完善的传记，

以便给予读者完整清晰的印象。至于在中文译本方面，

从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再度发掘入法身法门以来已经满八

十三年，竟然尚无任何叙述他生平的中译本！不禁令人

扼腕于佛教界消息互通之迟缓，与语言隔阂对团结所造

成的障碍，因此译者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帕蒙昆贴牟尼祖

师的传记翻译成册，目的在于提供中文读者仰慕高德与

学习教法的机会，并藉此以促进南北传佛教的交流与共

识，祈愿全世界佛教徒早日团结一致，让佛教再一次如

丽日中天，普利世人！

适逢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发掘入法身法门八十三周年

这一殊胜的因缘，法身基金会出版了《帕蒙昆贴牟尼祖

师——入法身法门发现者》一书的中文版，借以缅怀及

弘扬祖师的恩德，并祈盼法音泽及使用中文的人士，让

大家共入法身，共品法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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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翻译与编译源于两本泰文及一本英文书籍，

书名已列于后。此书若没有库那威罗比丘与同道殚精竭虑

地进行传记的翻译、整理工作，成书是不可能的。库那威

罗比丘是一位中国僧人，他立愿解行双修，于是来到泰国

法身寺学习入法身法门及研究泰文整整两年，他对帕蒙昆

贴牟尼祖师极为敬仰，对其要将“入法身法门”传遍全世

界的宏愿更为钦佩。因此与从中国来到法身寺学习的同道

合作，编译出了此书。

愿以出版《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入法身法门发现

者》一书的威德福力，回向一切六道众生，望其早日具正

法眼，早日证悟法身。

                                                    法身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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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 道

 ……无论如何，今天我一定要证悟三界

导师佛陀所证悟的正法，否则我将奉献生

命，以报佛恩……

此时正是泰历十月的月圆之夜，在明灭闪烁的星空

中，皎洁的满月高悬着，散发出温柔的光辉轻抚大地。河

面在柔光的照拂下，映现出一道金碧的清影。微风吹来，

掀起阵阵的涟漪，连绵不绝地传送到岸边。倾盆大雨在黄

昏时刻才停歇，草叶上还留着点点滴滴的水珠，水珠在月

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犹如钻石散撒遍地一般的晶莹亮

丽！

在挪它布里府的芒库威寺 (Wat Bangkuvieng) 里，万

籁俱寂，幽然宁静，只有隐约的唧唧虫声从寺外传来。月

光从大雄宝殿的巨型窗口照进去，使得殿内一片朗然，金

刚宝座上的佛像及各项摆设清晰可见。

在佛像前方的地上有一位比丘跏趺而坐，他端身正

意，寂然入定，那凝注不动的样子犹如一尊雕像，无视于

时光的悄悄流逝，他已经静坐很久、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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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已过，倾斜的月光照射到他的身上，渐渐地，他

的全身清晰可见：年龄大概三十余岁，中等身材，额广面

阔——乃是智慧卓越的瑞相。清风拂来，袈裟的一角微微

飘动，就在此时，隐约间听到一声轻叹，接着从他的嘴角

慢慢浮起一丝会心的微笑，在他凛然肃穆的脸上现出发自

内在法喜的怡然自得。他深深地慨叹道： 

嗯……，原来难就难在这里，使得众生不

能觉悟！受、想、行、识四蕴必须凝聚在同一

点，心若止歇，妄想即息灭，妄想若息灭，觉

悟即现前。

话声才落，他又立即安身入坐，驱开心头的喜悦，

闭上双眼思惟佛法，由正面及反面重复地验证刚才的悟

境，直到确定是如法无疑为止。这个成果来自十一年的

策励精进，果然是功不唐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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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来为求摩尼，遇而不取，生来

何为？有求即欺妄，戏论皆陷阱，

令心挂碍。无求舍戏，速离贪欲，

正直如法行去。

早
年
的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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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

佛历二四二七年十月十日，在泰国素攀府1颂丕农县

的乡下颂丕农村，一个可爱的男孩诞生在一户姓弥给诺的

家庭里，取名梭，在这个家庭里他排行老二，有一姐三

弟。他诞生时有一项异于常人之处，即出生之时并没有啼

哭，他是那样静悄悄地来到人间，似乎象征着他诞生的目

的是要拭干世人的眼泪，并非为了哭泣而来。 

颂丕农村位于四周有河道环绕的小岛上，地形特殊，

犹如莲叶，河的对岸就是颂丕农寺。 

男孩子的父亲名艮，母亲名素在，家里拥有两艘平底

货船与数名雇工，以运输与买卖稻米为生，每个月要往来

于颂丕农县与隆西、曼谷或那空猜昔府两、三趟之多。弥

给诺家的信誉很好，米商们都愿意赊帐，等他们将稻米卖

出，回程再还钱即可。  

1  素攀府 (Supanburi Province)位于泰国的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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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他的大姐回忆到：当梭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对周遭

的环境保持高度的警觉与认知。 

有一天晚上，保姆抱着他在院子里赏月，婴儿伸手指

着月亮，并发出「呵！呵！」的声音，保姆想婴儿恐怕是

要月亮吧，就哄着他说：「哦！你要月亮是吗？等一下我

去摘给你。」看着保姆的表情，听着她说话的声音，婴儿

灵光一闪，意会到保姆正在撒谎，根本不可能摘月亮来给

他。 

基于母性的禀质，一般女性见到婴儿总喜欢抱起来亲

昵一番，或捏捏婴儿柔嫩的脸颊。也许是宿世出家修梵行

的习气所致，还是个婴儿的梭就讨厌其它的女性来抱他。

但是小小的婴儿如何能阻止大人们的行动呢？他有一个办

法来表达他的抗议：每当有别家的女孩来抱他时，他的小

手就抓住她们上衣的衣角，紧紧不放，除非将他放下，他

才肯松手。来抱他的女孩都讶异于婴儿这种抗拒的举动，

若要勉强抱起他，就有使自己肚皮裸露之虞！只得将他放

下。几次相同的经验之后，也就没有女孩敢再抱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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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一岁时，有一天想吃点心，就吵着找妈妈，负

责照顾他的家人安抚他说：「母亲去田里工作了！」听

了这话之后，他马上停止吵闹，因为知道母亲为生活而

奔波忙碌，他必须听话，让母亲安心工作。从那时起，

他再也不吵着吃点心了。可见他从小就是一个懂事乖巧

的孩子。 

他是个意志坚强的小孩，当下定决心要做某事时，

他一定会坚持到底，直到成功为止。曾经有一度他帮母

亲看守牛群，每次发现有牛只走失时，他必定将牛寻回

才回家，哪怕是寻到天黑。尽管他只是一个年幼的小

孩，他却能无所畏惧地冲入邻居的牧群中，找回自己的

牛只，然后兴高采烈地骑在牛背上，踏着晚霞，赶着牛

群回家。 

不只有强烈的责任感，仁慈的心肠也是他的天性之

一。每天早晨他必须帮助父母耕田，直到接近中午十一

点钟时，他总会抬起头来观望天空中的太阳，以确定休

息的时间。他的大姐往往指责他借机偷懒，但事实上并

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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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老一辈的人方能了解他的心情，新生的一代往

往不懂得细心照顾耕作的牲畜，诚如谚语所说的：「十一

点能杀死水牛」。

对于他与老一辈的人而言，当十一点钟佛寺报午的

钟声响起时，仍然让水牛耕田是过分的苛待！他坚持自

己的原则，不管别人怎样说，一旦看到牛只因过度的工

作而疲惫不堪时，他必定会领着牛只到河边去痛快的洗

个澡，然后放它们去吃草。 

等到年岁稍长时，他跟着父亲的船只来往于各个交

易地点，帮忙划船、搬运等杂务，直到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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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九岁这一年，他才有机会接受正式的教育。母亲将他

送到对岸的颂丕农寺，由他出家的叔父教他读书写字。在

当时教育不普及，一般人没有学校可就读，比丘是唯一可

从学的老师。 

那时的比丘往往不会在固定的地方长久居住，因此，

几个月后他就跟随着叔父行脚到另一所佛寺。后来他的叔

父又再行脚到曼谷对岸的吞府，因为距离故乡远，所以这

次梭没有同去，而留在佛统府——他父亲这一代的故乡，

由邦巴寺的萨法师指导、照顾他。凭借聪颖的天资与勤奋

的精神，很快地他就掌握了泰文与古高棉文，并能流利地

阅读与书写。 

他是一位自动自发的人，从来不用别人鞭策，就能砥

砺自己，勤勉向学，这显然不是一生一世就能修得到的性

格，而是多生累劫以来追求智慧，清净身心，积聚福德资

粮所熏修而成的。这也是他后来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能

够精进修行，再次发掘出佛陀失传已久的入法身法门的重

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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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重担 

在他十四岁这年，突然传来父亲逝世的消息，于是

他由邦巴寺返回颂丕农村，身为长子的他从此担负起维持

全家生计的重任。因为梭的智慧、果断与领导才能，不久

他就赢得族人与雇工的尊崇及爱戴。 

有一次，他姐夫的雇工偷窃一千铢并逃匿而去，梭带

领警察彻夜追踪，并以勇敢与机智将小偷擒到，追回了所

有的失款。 

梭是一个不断追求上进的人，从来不因现有的成就

而自满，他经常吸取别人成功的经验，参与别人修德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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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当别人的成就高过于他，他至诚地恭贺他们，并

且努力效法，所谓的「嫉妒」似乎从未在他的脑海中出现

过。反过来说，遇到别人受苦落难，他会主动帮助他们，

给予忠告与引导。 

勤勉认真的工作态度使得他的生意蒸蒸日上，收入

不断增加。  

 

性命交关 

世事无常，世间的财运当中总是夹带着风险，并非

永远一帆风顺。 

在他十八岁时，有一次卖完稻米后，他携带着所得

到的款项，与雇工们划着两艘空的货船逆流而上，准备

回去颂丕农县。然而不巧的是，他们遇到暴涨的洪水，

无法循原路回去，必须绕道而行。而绕道的途中必须经

过一段经常有盗贼出没的狭长河道，这段河道还布满了

急湍与伏流，是船员们熟知的险恶地带！所谓「流急岸

狭盗贼多」，只有少数的船只能够幸免于遭劫之难，通

常他们必须雇佣保镖来保护自己的生命与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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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梭的两艘平底货船是唯一在这条河道上航

行的船只！当船转入狭岸之间的湍流时，四周立刻弥漫着

一股不寻常的气氛，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梭的眼前！他命令 

一个雇工跟他调换位置，到船尾去掌舵，他深知强盗的战

略——必定先对船长或舵手开枪，假如他继续留在船尾，

恐怕很难幸免于难！ 

他的船继续在偏僻荒凉的急流中航行，梭手持长枪，

大步走向船侧前桨手的位置，当他拿起划桨之时，罪恶感

在他心中生起：

       这些雇工为我工作，每个月只赚到十至

十一铢的薪资，剩下的钱财全归我个人所

有，既然如此，遇到危险的时候，我怎能让

他们先去受死呢？人皆爱命，更何况他们的

妻儿正等着他们来养活呢！ 

于是他将船尾的雇工叫回来划桨，他自己坐在船尾

掌舵，并将长枪横搁在膝上。船只飞快地向前航行，转眼

已接近狭道的出口……眼前一亮，河面顿然开阔，岸边挤

满了因涨水而停泊的船只，商贩们的叫卖声此起彼落……

危险的时刻终于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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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已经安然脱险，但是这一段性命交关的经验

使他深深地为自己的同伴感到悲哀——受这么大的折磨

只是为了赚取一天的工资！ 

       我的父亲不也是载着同样的货物，冒着

同样的危险，航行在同样的河道上，直到他

生命的末日吗？他不是也同样遭受过这段险

航的折磨吗？从他这段生命的前车之鉴中，

我难道不能记取一些教训吗？每个人终其一

生辛苦忙碌，只是为了追求物质享受与财

富，我们的价值观深深地被物质与财富所熏

染，不知从何时开始？亦无穷尽的一天！开

始创造物质与财富的人早已死去了，而这些

对于卧在坟墓中的他们又有什么价值呢？我

的父亲死了，不久的将来我也同样会死去！  

现在，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活到明天，见到

太阳！但却仍然要像其它人一样，无休止地追求昙花一

现般的财富！在我临死之时，即使是最亲爱的亲人与好

友也只能袖手旁观，爱莫能助，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只有

一个人——就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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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家

     绝大多数人还在蒙胧之

中——正在熟睡，而证悟法

身的人都已觉醒，他们是真

正的梦醒者，具备法身却不

求证悟的人，注定永远留在

睡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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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离心 

十九岁的这一年，在驾船买卖往返途中，因经历险

道而令梭感受到世间的无常，与现实生活的虚幻，于是

生起厌离尘俗之心，但是基于对家庭与母亲姐弟生活的

关怀，使他无法骤然舍弃肩上的重担，他只有至诚地祈

祷着：

    切莫令我在出家之前死去，愿此生得以

出家，出家之后，愿终身为僧，决不舍戒

还俗。 

然后他辛勤工作，积蓄大量的钱财，直到足够提供

母亲姐弟终身所需的费用。在那个时代，如果一提到：

「弥给诺梭」，县里几乎是家喻户晓，所指的就是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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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忠厚、仁慈慷慨的青年米商。此时，他正处于财运

亨通，前途光明美好之际！然而，世间的这一切荣华并

不是他所追求的，因为在他的心中早已立下宏愿，将要

割舍一切尘劳与眷恋，披起象征圣者阿罗汉战胜烦恼的

旗帜——袈裟，来学习佛陀的正法，直到证悟为止。 

出家 

二十二岁这年，即佛历二四四九年，公元一九○六

年八月初，他如愿出家受戒于素攀府颂丕农县的颂丕农

寺，法名：湛塔萨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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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塔萨罗比丘出家后的第二天，就开始跟着颂丕农

寺的经师——浓因他素宛诺法师学习禅法，这位经师是

当时传授禅法的前辈法师。湛塔萨罗比丘开始钻研巴利

文藏经，并背诵经论与戒条。不同于其它比丘的是：他

不但认真研究教理，而且精进静坐修行，在解行两方面

没有一天放松过。 

戒师：帕阿赞 滴

素攀府巴度善寺

竭磨师：帕喾温雅孥优

    （醸‧尹塔绰多）

素攀府颂丕农寺

教授师：帕阿赞 浓‧因他素宛诺

素攀府巴 颂丕农寺



26 蒙昆贴牟尼祖师

颂丕农寺学习的方式只注重背诵，无法翻译佛经中

的意义，因此在第一年的雨季安居21之后，他到曼谷的契

度彭寺去居住，以便进一步研习经藏。

在离开颂丕农寺之前，他将一部Mahasatipatthana 

Sutta（大念住经）封藏好，以备将来当他能融会贯通，

流畅地翻译全经之后，就要结束巴利文藏经的钻研，全

心全力投入在静坐修行当中。 

空钵与大愿 

湛塔萨罗比丘在契度彭寺的研学并不如想象中的那

样顺利，生活上的艰难往往能干扰学习的进行，饮食不

足是最主要的问题：有时他托钵所得到的食物只有一个

橘子，有时甚至托空钵，整天没有进食！这必须讲到当

时社会的背景：那时与现在不同，住在乡村与森林的比

丘所得到的供养比住在城市的比丘好，城市居民并非每

日固定，只是偶尔才供养比丘。

2 雨季安居—佛陀制定比丘在每年的雨季之中，有三个月必须定居在一处专心修

行，汉译为：结夏 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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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为住在城市能得到更好的学习机会，乃至僧

衔、地位等，所以仍有许多比丘住在城市中。 

有一回，在挨饿了一整天之后，第二天他依然托空

钵。从早到晚辛勤地学习与修行，再加上连续两天没有

进食，使得他饥饿不堪，他不禁纳闷道： 

     当一个人舍弃世间所有的享乐，出家持

戒修行以延续佛法的慧命，难道这样的发心

反而会使他遭受饥饿的折磨吗？ 

死亡的阴影再一次出现在他的心中，但他毫不惧怕： 

 如果我因为得不到这些无情市民的布施

而饿死的话，也不算是白死，至少我可以

成为激起他们仁慈心的牺牲者，如此在未

来，将使其他的比丘能得到充足的食物。 

第三天他再出外托钵，这次他得到一勺子的饭与一

根香蕉，他以仅剩的一点儿力气拖着饥饿疲惫的身子回

来，坐在自己的僧寮前，准备享用托钵得来的这一点儿食 

物，当他做完进食前的省思之时，一只身上长满疥癣的流

浪狗映现在他的眼帘——瘦骨嶙峋，饥饿乏力的样子，显

然已经挨饿多天了。他对这只狗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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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是同病相怜，都是已经饿到极

点了，就让我们分享这份食物吧！ 

然后就毅然决然地将饭与香蕉都各分出一半，送给

这只病狗，同时内心发愿说： 

以此在逆境苦难中坚持修行布施的功

德，愿我永远不再受饥饿的困扰。以我持戒

清净与真实言语的力量，愿从今以后不再托

空钵。 

虽然这只狗可能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但是它却只吃

了分来的饭，至于那半根香蕉则丝毫未动。湛塔萨罗比丘

觉得有些可惜，很想将香蕉拿回来吃，可是忽然想到：依

照比丘应有的威仪，给出去的食物不应再收回来吃，除非

有在家居士再一次亲手供养，将食物授与比丘。然而当场

并无任何在家居士，只好作罢。 

因为净戒与实语的力量，从那一天起，湛塔萨罗比

丘真的不再托空钵了，而且往往还有多余的食物能够分给

其它比丘。有鉴于自己与其它比丘所遭受饥饿的困境，促

使湛塔萨罗比丘发起大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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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有一天，如果得到施主的赞助，

我将在佛寺里建造一间厨房，以饮食供养研

学与修行的比丘，让他们能专心修学，不必

担心下一餐的着落。 

在此之后过了十多年，他才终于能够实现这个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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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入
经
藏

        教育能改善人的生活

品质，知识就是庞大的遗

产，是一般人都能得到，

而且是终生受用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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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学不倦

当时比丘与沙弥的教育情形是：首先要背诵巴利文

经典，其次要背诵文法，然后才开始正式研究经典中的

含义。湛塔萨罗比丘很快就完成前两项的基本课程，并

开始研究他的第一部佛经——《法句经》。 

求学经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学生必须自己寻找老

师，教学课程不在教室里进行，而在老师的住处，万一老

师所住的佛寺距离遥远，学生就要忍受长途跋涉之苦，远

道来求学。每天用过早餐之后，湛塔萨罗比丘就从契度彭

寺坐船渡过湄南河，到对岸的晨曦寺上课，十一点钟返回

契度彭寺用午餐。下午到马哈塔寺听课，至于傍晚的课

程，有时在素塔寺，有时在三盘寺。到了晚上，还要回到

契度彭寺上一天中的最后一堂课！然而在一星期中，并非

每一天都有如此紧凑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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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上课的地点有多远，肩负的经书有多重，以及

他的身心有多么疲累，湛塔萨罗比丘从来没有缺席过任

何一堂课，肩背着佛经的他成为湄南河渡轮上的常客，

连码头主人都佩服他求学的毅力！他的毅力让许多渡轮

的常客生起信心，很多人要求他每天早晨托钵时，务必

要走到自己的家门口，以便能供养饮食给他。并有人主

动提供他日常生活的费用。最热诚的施主是一位名叫峦

的商贩，发心每天供养他早、午餐。

 自力办学

湛塔萨罗比丘精勤研学，贯彻不懈，数年如一日，

愈来愈多人被他的毅力所感动，都想办法要供养他，他

不但每天享用到充足的饮食，而且还得到金钱方面的供

养，所得款项之多，使他能够在契度彭寺里办起一所私

人的巴利文学院——以他自己的僧寮作教室，并延聘优

秀的法师来教授巴利文(从第一级至第五级)，至于供养

给法师的教学费用与招待学生所用的开销全由他一人负 

责，共计有十多位学生来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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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久，泰国的僧人教育发生改革，长老委员会

颁布一项决案：将注重巴利文文法的研究，而非像以前的

自由翻译。巴利文的考试方式亦由口试改成笔试。契度彭 

寺为了要跟上潮流趋势，只得将寺里的各个私设学院合并

为一，于是湛塔萨罗比丘的巴利文学院只好随着停办，尽

管如此，湛塔萨罗比丘并不因为课程改变而忙乱，他努力

适应新的形式，并且时时给予后学启示与鼓励。 

 解行并进
虽然湛塔萨罗比丘非常专注于经典的研究，但在修

行方面他亦不放松，总是尽量腾出时间来静坐。每逢佛

日31，没有巴利文课程，他就到各佛寺去参访、亲近指导

修行的明师。 

不管是哪一位高僧大德，只要是受到众人的推崇，

他都尽可能跟随，并亲近请法、虚心学习。像：札嘎弯

寺的前任住持——帕蒙昆提帕牟尼(梅)法师、契度彭寺的

帕库扬乌伊拉(博)法师、吞府拉空汤寺的帕阿旃行法师、

北碧府他吗 胶县考迈寺的帕阿旃本法师。

3 佛日即阴历的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月底  （即二十九或三十日），佛

教徒往往在佛日特别加强行善、持戒、修行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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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提到的这几位法师，在修行佛法方面都很

有成就，是德高望重、精通经藏、持戒清净、威仪严谨

的大德比丘，追随他们学习的弟子众多。湛塔萨罗比

丘——也就是后来的帕司乍能县北榄寺住持，一一去追

随这些大德参究学习，直到穷尽他们的所知所能。 

「接下去还有吗？」每一次当他精进修行，领悟并

达到该禅法的最高境界时，他总是提出这个问题。然而，

每次都得到类似的回答： 

「没有了！你已经学完我久经努力所学来的佛法。

今后，你就帮助我一起来指导门徒吧！」大德们总是这

样地告诉他。 

某天，湛塔萨罗比丘在一处修行中心静坐时，在禅

定中见到一团清澈纯净的亮光定在自己腹内横隔膜的中

央。帕库尼亚那乌伊拉法师与帕阿旃行法师都印证他的

成就，并推举他出来教导静坐，然而湛塔萨罗比丘尚未

满意于自己的修行功夫，他想：

      我的修行境界很肤浅，还未达到能够教

导别人的资格。

之后他即拜别大德，继续翻山越岭地四处寻访，能

够教导安心法门的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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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颂丕农寺作出贡献

湛塔萨罗比丘出家后的第十一年，在他四处游历参访

的途中，不知不觉走到他出家受戒的佛寺——颂丕农寺。 

回到颂丕农寺之后，他看到老一辈的比丘不重视研

读佛经，新一代的比丘虽有心研究教理，却缺乏前辈的

指导，往往必须远道去曼谷求学。于是不管其它反对的

意见，湛塔萨罗比丘发起在颂丕农寺成立一所巴利文学

院。这所学院在他设立的基金会的支持下，到今天仍然

继续地办学。 

他回忆起十年前封藏的 Mahasatipatthana Sutta（大念

住经），如今湛塔萨罗比丘的巴利文造诣已经相当精深，

能够将全经融会贯通，并且能流畅地翻译出来，了他的心

愿——亦代表着他暂停经典的钻研，开始专心精进修行的

时间已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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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歇 妄 心 是 修 行 的 主

体，是涅槃道果的实质，能

止歇妄心的人比行善持戒者

更接近涅槃。

修
行
证
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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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参学

湛塔萨罗比丘回忆道：假使当年他继续钻研经典，

应考更高的巴利文等级，长老团必定会命令他担任教授巴

利文的职位，如此一来反而会影响他的精进修行！所以，

在他深入经藏的愿望圆满之后，湛塔萨罗比丘开始全心投

入静坐修行。 

抛弃舒适安乐的住居，他成为一名行脚僧，奉持头陀

苦行，以净冶身心。 

他学遍了许多明师的禅法，却仍然达不到所期望的

证悟。在他内心里总有一种感觉：这些法门都是走迂回

的远路，应该有更直接了当、切入中道的方法。于是他依

据Buddhaghosa（佛音论师）所著的修行宝典《清净道论

(Visuddhimagga）41》，开始自己精进的专修。

4  《清净道论》是南传佛教实地修行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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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败垂成

有一天，湛塔萨罗比丘行脚到素攀府，在喜拉达那

马哈塔寺附近的一座荒芜的古寺中，当他正要撑挂头陀伞

时，看见一群孩童赶着牛群进入古寺。他警告这些孩童

说： 

     不要让牛踏进来，否则你们就会造下严

重的罪业！

然而孩童们不理会他，并且放肆地说：「别管他，

这个比丘胡说八道，他只是想独占这个地方。」湛塔萨罗

比丘用手指着地上，说：

     你们难道不知道地下埋藏着佛像吗？要

是不相信的话，你们可以从那一点挖下去

看看。 

孩童们的好奇心油然而生，照着他所说的那一点挖

下去，果然从地底下挖出好几尊佛像！孩童们看了不禁面

面相觑，对这位比丘神准的断言肃然起敬，并对他们刚才

无礼的态度，表示诚心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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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破旧不堪，无人住持的古寺中，有上百尊大

大小小的佛像，因为年代久远或受到恶意的破坏，大多

残缺不全，或缺头部，或缺手臂……湛塔萨罗比丘见了

于心不忍，感慨佛教的衰微与众生的恶业。于是他开始

教导当地的人们修行静坐，宣扬布施、持戒、修行之后

所引生的善报，并且鼓励大家本着虔诚的信心，合力修

复这座古寺。 

响应他的人士急剧增加，信众们基于虔诚的心，为

了修复古寺的单纯目的而聚会，并募集大量的善款，这种

举动在地处乡僻的素攀府是史无前例的事情。终于引起地 

方政府的猜忌，将这项善举曲解为准备要进行叛乱的酝

酿活动！素攀府的行政首长将此事报告管理全府僧团的长

老——正好是契度彭寺的颂列帕宛那拉法师 (Somdej Phra 

Wanarat )，控诉湛塔萨罗比丘的行为不当，请求颂列将湛

塔萨罗比丘遣调回去。 

消息传到湛塔萨罗比丘的耳中，为了表示对政府的尊

重，以及避免不必要的是非，于是他放弃修复古寺的计划，

放弃他已经达到的这些成果，回到了颂丕农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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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命精进

佛历二四五九年，他辞别契度彭寺的住持颂列普塔

瞻（恳）法师，到暖武里府挽果县僻静的芒库威寺结雨安

居，开始深入的专修。这天正是十月的月圆日，清晨出外

托钵之前，他在内心发起精进修行的誓愿： 

     我出家受戒已经十二年之久，虽然每天

努力修行，无论在解门的读诵藏经方面及

行门的毗婆舍那52观修方面，没有一天间断

过，却仍未能证悟佛陀的正法。我应该更

加精进，以求证悟佛教的真理，若不赶紧

精进修行，简直与懈怠放逸的人无异！

托钵回来之后，他迅速完成自己份内的种种任务，心

中无所牵挂，就进入芒库威寺的大殿里静坐。并下定决心： 

      在未听到报午斋的鼓声之前，绝对不离

座起身。

这时已经是上午八点多钟，湛塔萨罗比丘开始闭上

眼睛，摄心正意，默念「三玛阿罗汉」的圣号。时间似乎

5  毗婆舍那(Vipassana Kammatthana)即观修。观照真理，发智断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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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得很慢，身体也慢慢地感觉麻痹与酸痛。直到后来，感

觉全身的肌肉紧紧地扭结在一起，每一块骨头好像要爆裂

似的疼痛！他的心情开始焦虑不安： 

    咦！以前从来没有坐得这么难受！为什

么才许下诺言：没听到鼓声就不离座，却会

造成身心如此焦虑不安呢？和以前静坐的情

况大不相同，从未如此痛苦过，何时鼓声才

会响呢？

愈想心愈不安、动摇不定，有好几次几乎要离座起

身了！但是，既然有诺言在先，绝不能就此放弃。初时，

由于身体酸痛麻痹导致心情无法宁静，但仍然勉强忍耐，

继续坐下去……。渐渐地，心慢慢地宁静下来，因为不再

分神去想身体的酸痛，

      随它去吧！这个身体也是无常变迁，迟

早要死的，不管它了！…… 

最后，心止歇安住在一点，并见到一团清净明澈的

亮光，大小如鸡蛋黄一般，呈现在身体内部的中央，此时

内心有说不出的舒畅愉快！酸痛麻痹的感觉完全消失无

踪，报午的鼓声正好也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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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午餐特别美味！不仅是食物的滋味，还拌搀

着佛法的法味，使得内心沁凉舒畅！他一面用餐，而内心

却忍不住往身体的中央看去…… 

     喔！还看得到……咦！……这真奇怪！

睁着眼睛一样看得这么清楚！在我静坐的

经验里从没见过这样的大光明，实在找不

到其它光明能与这种光明相比，即使是太

阳光也还差得太远，有如萤火虫的微明，

遇到灯笼的强光一样！           

满怀的法喜使湛塔萨罗比丘忍不住一边吃、一边面

带微笑。同时也使他想起佛陀所开示过的一句话： 

『Natthi santi param sukham——没有任

何快乐能超过歇心静定的快乐！』当心止

歇之后，就生起宁静；心宁静了，就得到

快乐。我这只是稍微的静心，已经得到这

么大的快乐；如果能够进一步证悟佛法，

那更是何等的快乐啊！ 他内心思惟着。 

「湛塔萨罗法师，为什么今天你一面用餐还

一面微笑，你在对谁微笑呀？」另一位比丘

很好奇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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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是 的 ， 师 兄 ， 我 正 在 忆 念 我 们 的 教

主——佛陀的恩德，忍不住内心的欢喜，所

以微笑起来。」他避重就轻地回答。 

「湛塔萨罗法师，您真是一位不放逸的修

行人！连吃饭时也不忘忆念佛陀的恩德，

这是念佛的随顺行工夫纯熟，如果佛陀仍

在世的话，一定会在漏尽弟子大众之中称 

赞你一番！」两个人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

彼此恭维一番，在他法喜充满的心中，更增添

了几许欢欣的气息。 

这一整天他都沐浴在喜悦轻安之中，时时刻刻都还见

到清净的光球，在身体的中心照耀着。他稍微休息一会，

以便晚间继续精进静坐。       



44 蒙昆贴牟尼祖师

立愿悟道

今天无论如何，假如我不能证悟三界导师——佛陀所

证悟的正法，我宁可奉献生命，以报佛恩。如果这一次，

我必须为法捐躯、舍命精进而死，正可以作为后代学法者

的榜样，树立精进修行的楷模，也算是一项功德。

下午，僧众齐集诵完比丘戒之后，他觉得身心更清凉

安乐！因为在戒律上如果有微细的违犯，或怀疑有违犯的

地方，都能够在诵戒之前，对着其他比丘忏悔清净，而且

听闻诵戒的同时，还能依照戒法来反省自己的身口业，使

自己如法如律，纯净无染。

从下午开始就聚集在天空的乌云，越来越密集，眼

看着不久就要下大雨了。他赶紧沐浴净身，并且整顿好个

人的一切事务，以便心无挂碍，万缘放下。傍晚，当他跨 

进大雄宝殿门坎的同时，雷声砰然大作，倾盆大雨从天直

泻下来。这场大雨好像吉兆一般，显示他将在今夜证悟佛

法，并且将以法雨遍洒众生，洗涤一切众生内心的烦恼尘

埃。以及使失传两千多年的「入法身法门」重现世间，并

再一次广宣此法门，利益全世界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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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盘坐在代表无上正等正觉大雄世尊的佛像前精

进修行。面对佛陀慈悲的尊容，他立下了若不见法，宁死

也不起座的大愿： 

      祈求世尊慈悲，赐予弟子正法的光明，

哪怕只是少许也好。如果弟子所证悟的佛法

能广泛利益佛教与众生的话，就祈求世尊慈

悲加被，使弟子能顺利证悟，弟子自愿作护

卫圣教、镇伏魔军的先锋战士。如果弟子的

证悟将有害于佛教的话，则祈求无需劳驾世

尊，弟子将奉献生命，以报佛恩。

静坐的时候，大雨正劈哩啪啦地下着，沁人心脾的

凉气笼罩着他。睨视身旁，赫然发现成群的蚂蚁，正沿着

地板的裂缝攀爬上来！他开始担心，万一被蚂蚁啮咬，可

能会妨碍修行，使心不能安住于禅定。于是以手指沾煤

油，准备在身体四周的地板上画一圆圈，以防蚂蚁侵入。

但是，第二念的觉醒使他顿然打消原意： 

我的生命已经奉献给佛教，还怕什么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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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立即端身摄念，精进修行。中午时候位在身体

中心如蛋黄般的清净光球，此时更加光明清澈起来，而且

逐渐扩大到如太阳般的大小。清净透明的程度，好像镜子

一样可以照见自身。此境界持续数小时之久，从晚上七点

多钟开始，过了半夜，直到凌晨一点钟，清净的光球还

是维持原状。他不知道接着该怎么办，因为过去所参 学

的禅法中没有这种境界。就在如此静定之中，他感觉彷

佛从光球的中心，有一个轻轻的声音传出来：Majjhima-

Patipada（巴利语，意义是：中道）。         

     嗯！中道，在经典里的意思是：调心不

要太紧，也不要太松。

就在这一刻，光球里面亮现出一个小小的光点，正

好就在光球的中心点上。这个光点比光球更亮、更光明！

他一面看，一面想：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中道」吧！刚才浮

现的这个光点，正好在光球的中心！……

试着看还有什么变化吧。 

      光点慢慢扩大……，大到与原先那个光

球一样大小，原先的光球则消失不见。他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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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看下去，接着又有新的光球出现，好像喷

泉般一个接着一个地浮现上来，而且一个比

一个更光、更亮！ 

然后见到内在的种种身像一个个地呈现上来……乃

至见到有莲苞状顶髻的法身佛，比以往所见过的一切佛像

都更清澈纯净！感觉上彷佛听到法身佛的声音：「如是！

如是！」在耳中响起一般。内心涌现无比的清凉喜悦！于

是他感叹道：

    嗯……，原来难就难在这里，使得众生

不能觉悟！受、想、行、识四蕴必须凝聚在

同一点，心若止歇，妄想即息灭，妄想若息

灭，觉悟即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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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弟子的证悟

在湛塔萨罗比丘证悟法身之后，为了使心中的悟境

不会磨灭，他又继续静坐了半小时之久。在此时，一座典

雅的佛寺出现在他的定境中，他一眼就认出那是邦巴寺 

——他童年时受教育的地方——同时他直觉地认定：邦

巴寺必定有机缘成熟，能够证悟此修行法门的人存在。于

是，雨季安居之后，他就前往邦巴寺去供养僧团并指导静

坐。四个月后，有三位比丘与四位居士证悟了法身。

在湛塔萨罗比丘出家后的第十三年，他带领三位证悟

法身的比丘在颂丕农寺雨季安居，安居期中又有一位比丘

证悟法身。  

 隆珀桑湾

素攀府邦巴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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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精深

从湛塔萨罗比丘证悟法身的那一刻开始，他就献身于

探究入法身法门，没有片刻停息。在那一期雨季安居结束

之前，芒库威寺的大雄宝殿是他每天必去静坐的地方。 

愈深入内在的境界，愈发觉到佛法的广大与奥妙。他

曾经入定七日七夜，精进修行，但仍然未能穷尽佛法的边

际！入法身法门犹如法界奥秘的钥匙，湛塔萨罗比丘不断

深修细研，愈修愈纯熟精炼，同时也愈探见法界的真相，

他所成就的境界可说达到了博大精深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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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歇妄心最为重要，

歇即菩提，从初发心到

彻证究竟果位都必须止

歇妄心，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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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住持

位于曼谷帕司乍能县的北榄寺是归属于王家赞助的

一座佛寺，当时北榄寺住持的位置从缺，契度彭寺的颂列

帕瓦那拉法师遂荐举湛塔萨罗比丘担任此职位。最初湛塔

萨罗比丘加以推辞，但是后来因盛情难却，只好暂时答

应，但内心却暗自思量三个月之后即应辞去住持之职。 

在湛塔萨罗比丘正式出任北榄寺住持之前，颂列法

师特别叮嘱他：要以少事和睦为本，切勿显现神通，亦不

要做出引起邻近佛寺反感之事。当时湛塔萨罗比丘的僧衔

是：帕库沙目塔那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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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寺规   

湛塔萨罗比丘就任为北榄寺住持之后，第一件工作就

是要改革当时北榄寺比丘的种种不如法行为。许多比丘的

行为失当，辜负在家信众的虔诚供养，甚至此地区僧团中

的长老比丘也多数沾染贪污堕落的恶习！                                                                                         

到达北榄寺的第一天晚上，湛塔萨罗比丘就召集寺内

所有的比丘开会，并说了以下的就任训言：

   我奉此地区长老的命令来接任住持的职

务，负责协助大家共同实行佛陀的教法与戒

律。本寺的进步有赖于大家的精诚团结与彼

此谅解，因为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是在本寺

出生的，大家都是外来人，彼此都很陌生。

     我深信大家追循佛陀的足迹修行，所积

累的功德必然能带给大家安乐与自在。在座

的各位大半已经出家多年，然而在教理与修

行两方面却仍不足以为人师表，所表现的行

为不但未能利益佛教，有时甚至还会破坏在

家居士的信心——若要如此像寄居蟹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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懦弱地从一个壳换到另一个壳，只懂得寻求

保护的话，那么何必出家？何必来北榄寺？ 

      我来此的目的，就是要将佛法与戒律一

一奉行，在此居住已久的比丘愿意遵循我

的标准与否，悉听尊便，我并不愿干涉任何

人，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

行为负责。不愿意遵循的人请发慈悲心，不

要阻碍他人遵循的作为。虽然大家可以独立

自由，但也必须帮忙维护本寺的声誉，遵

守寺规，任何人来住或外出都必须得到我的

同意，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在我没来之

前所发生的事情一概不追究，但是现在我来

了，从今天起我必须好好地尽我的职责…… 

这番训言犹如当头的冷水，浇在众比丘的头上，也

好像给了他们一顿重重的鞭刑一样。当天夜间湛塔萨罗比

丘——北榄寺住持独自在大雄宝殿静坐，然后发愿说：

       愿未来者速来，已来者得安乐，终生共

同长住于此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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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解危机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湛塔萨罗比丘）正直如法的改

革作为，当然不受本地人的欢迎，尤其是那些长久以来利

用佛寺进行非法交易的人！他们群起反抗，并散布谣言，

有些人甚至企图要伤害他！情况恶劣到醉汉在北榄寺里喝

得酩酊大醉，借故滋事，甚至计划要抢劫及谋杀在开会中

的比丘！ 

有一晚，当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在禅堂静坐时，八个

歹徒一起进入北榄寺打算杀害他，一位比丘出去与他们理

论。听到了骚动声，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赶快出来阻止这位

比丘说：

      我们比丘既不搏斗也不逃跑！这是我们

战胜的唯一方法。

歹徒默默退回到黑暗中。 

另一晚，得到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称赞其说法善巧的一

位弟子——加摩法师正在对比丘及信众说法，帕蒙昆贴牟尼

祖师也在现场旁听——这是对比丘说法才能的一种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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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八点钟讲座结束之后，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沿着黑暗的

小径走回他的僧寮，两位在家侍者跟在他身后，保持一步

的距离。此时躲在阴暗的凉亭中的一名刺客，举起手枪朝

着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瞄准，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看到刺客时

不但不躲避，反而笔直地朝向刺客走去。刺客连续开了两

枪，两颗子弹穿透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的袈裟，接着射向两

名侍者的头部！但是不知何故，子弹从这两位即将成为牺

牲者的口中进去，竟然从脸颊旁出来！帕蒙昆贴牟尼祖师

安然无恙，至于两位侍者也只受到轻伤。 

擦身而过的死亡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项而已！帕蒙昆

贴牟尼祖师以坚定的决心着手整顿北榄寺，他声明： 

      障碍一定能克服！            

      艰难是滋养波罗蜜的粮食！            

      我不用搏斗就能赢得每一场战争！ 

北榄寺的改革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然而帕蒙昆贴牟

尼祖师丝毫无惧于一切阻碍的发生——对于这些变化，他

不做无谓的、大惊小怪的反应。他专心为比丘们将来的正

式静坐教学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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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严明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的为人严正而无偏见，同时他所作

的决定是明确而理智的，对于他所许下的承诺从不食言。

北榄寺的住众持续增加，而且每个人必须谨守自己的戒律

与威仪，这也是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维持团体和谐的凭借。

任何人如果违反纪律或妨碍他人都会受到警告，受到警告

之后仍然继续犯规的人，就会受到处罚。所以遇到有人违

反纪律或威仪欠佳，第一次、第二次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会

警告他们，如果第三次再犯，就会处罚他们。若犯规者是

沙弥，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会命令纠察法师打他们屁股，或

罚他们打扫佛寺、劈柴烧水。经过这样的惩罚后，若仍不

悔改者，会被逐出佛门。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说： 

  必须如此做，否则他的时间只是浪费在劝

告交涉中，而不能用在教导静坐的正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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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一致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认为僧团中最重要的美德就是团结

一致，并强调佛寺的规矩是大众和谐生活的基础——不论

是每天的早晚课、或听经、或修行，做任何事情都要大家

一起做——这就是团队精神，任何一个具有团队精神的人

绝不会落单受苦，经常能顺利成功。无论他修行哪一种法

门，他从来不会毁谤其它法门，他认为必须先做到能善意

规劝别人与虚心接受别人的规劝。团队精神能避免彼此之

间发生冲突，为团体带来和谐安乐，而且当冲突发生时，

也能迅速地解决问题。 



即使每半个月剃头这件事，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也要求

比丘、沙弥及八戒女在同一天剃头，如果有人异于大众，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会训诫道： 

     连头都不能团结一致，心怎么能团结一

致呢？ 

他常引用佛经上“黄雀离群”的寓言为例证来告诫大

众，希望弟子们能够团结一致，不要做离群的黄雀。 

遇到有吵架的事情发生时，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会将

吵架的双方找来训诫，他从来不问吵架的因由何在，他只

问：双方肯和解并原谅对方否？若肯和解并原谅对方，则

能够继续住在北榄寺，但是若双方或任何一方不愿和解并

原谅对方，则双方都必须离开北榄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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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为怀

尽管帕蒙昆贴牟尼祖师非常严格，然而他对待一切人

都是出自平等的慈悲心，他教导弟子们要以慈悲友爱的精

神互相对待，不要轻视任何人，他说：

      轻视的行为显示出缺乏慈悲心，有这种

性格的人必须反省改正。 

      有些轻视他人而不自知，对于比自己低

劣者就任意批评，言语无礼等。正如烈火能

从高楼周围的矮房烧起，向上蔓延而焚毁高

楼一般。同样道理，下层者的怨恨之火亦足

以毁灭上层者。因此，不管地位比我们高或

低的人，都应该以慈悲为怀，常愿他们得到

安乐……。 

遇到任何遭受苦难者来求助，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从未

拒绝，必定给予适当的协助。有一次，来学习静坐的一个

老人修行稍得成果，即生起强烈的信心，回家辞别妻儿，

带着一条干鱼来供养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并满怀歉意地

说：「因为家里贫穷，只有这么一点儿东西供养师父。」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开怀地笑道： 



        嗯！能够如此倾尽所有来供养，可说 是

已经富有了！在佛陀时代，有一个名叫本

那的婢女，以她仅有的米糠饼供养佛陀，

后来不久就成为一个富有的人。这条干鱼

的价值比米糠饼高出不知多少倍，这项布

施有很大的功德。 

谈着谈着，老人请求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协助他出

家，因为他无钱购买出家所必备的三衣钵具，帕蒙昆贴牟

尼祖师于是帮助他满足了出家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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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节约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教导比丘、沙弥少欲知足，要满意

于既得的供养，不要多求无厌，乃至造成施主为难。他比

喻说：

       就像驯服易养的象与马，主人给它什么，

它就吃什么：给青草也吃、给干草也吃、给

米糠也吃、给熟饭也吃、给干饭也吃……从

来不挑拣，并且以诚敬的心来吃，不任意浪

费。比丘、沙弥亦然，要作容易养活的人，

施主供养什么就吃什么，让施主开怀欢喜。

一切圣者都是少欲知足，易养之人，如此就

不会造成佛教的负担，我们凡夫来修行，要

学习圣者的少欲 知足，以延续佛法的慧命。 

至于在家弟子，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教导他们要善用

资财，节俭吃用。因为他了解金钱对于家庭的重要：每个

人必须胼手胝足，辛勤工作，赚钱来养家活口，不懂得善

用资财的人就无法立业发达。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还教导在

家居士做酸辣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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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做酸辣汤所用的材料新鲜，则汤色鲜白，煮到

产生甜味之后，再加调味料，调成酸、咸、辣，随个人的

口味而定。食用时只喝汤，将材料保留着。喝完汤之后可 

以加热水，加调味料再煮成汤，然后仍然只喝汤，喝完汤

就再加热水，加调味料……如此重复下去，直到材料中的

甜味出尽，汤味变淡为止。再将材料拿去做成其它菜肴，

像：加入适量的辣椒汁，可做成美味的腌辣酱……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说：智者为活而吃，

愚夫为吃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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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俗教育       

每天傍晚是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给予比丘、沙弥、男

居士、女居士训练的时间，有时他训练比丘上台说法，有

时让比丘举行佛法上的辩论，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亲自安排

雨季安居期间的说法时间表……北榄寺的僧团已逐渐迈

向正确如法的修行阶段，佛陀正法的光明开始在这里照

耀……然而，尚有其它的隐忧存在：       

附近人家的小孩常常群聚在北榄寺撒野胡闹，严重

影响到僧众的静坐修学与生活安宁。这些蛮横的小孩成群

结党，在北榄寺聚会射杀麻雀——是对佛寺的一种侮辱。 

他们不讲道理而且拒绝僧人们的驱赶，僧人们必须谨慎，

避免与这些小孩发生冲突，因为他们的父母就是北榄寺的

邻居，也是宁可保持现状，强硬反对帕蒙昆贴牟尼祖 师

改革作法的人们。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观察到： 

 这些不受教育的小孩整天无所事事、到

处游荡，在乡里制造纠纷与破坏佛寺的安

宁，长此下去他们会变成不良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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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得到了施主的赞助，创办

了一所小学，有三百多名小孩来报名，因为就学是免费

的！许多结党反对他的居民开始了解帕蒙昆贴牟尼祖师造

福乡里的作为，于是渐渐地能够接受他，北榄寺脏乱的情

况从此才得以消除。       

当时，正逢国王朱拉隆功大帝开始在全国设置公立

小学，但是因为社会建设部的经费不足，所以暂时借用全

国佛寺的部份地方作为教室，引进新式的教材与课程。在

一次适当的机缘下，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将寺中的小学移到

邻近的佛寺去，两所小学合并，如此北榄寺可专作修行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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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佛的过程中，解门与行门必须同时并重，帕蒙

昆贴牟尼祖师本身就是在教理与修行两方面都通达的大

师。他希望北榄寺的僧人也能如此，解行二门不可偏废，

但是可以侧重。谁有研究教理的特殊倾向，就侧重于解门

的钻研。谁有喜好静坐的特殊倾向，就侧重于行门的修

持。至于在解行两方面缺乏资质与兴趣的人，则帮助蒙昆 

贴牟尼祖师管理佛寺。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并不硬性规定每

位僧人都必须修学，但是他坚持每个人都必须积极上进。      

原本在北榄寺研读巴利文的比丘必须到其它佛寺求

学，像：晨曦寺、善友寺、佑拉庸寺、马哈塔寺与契度彭

寺。当初要进出北榄寺必须坐船，尚无道路可通行，所以

这些比丘也要忍受与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当年相同的艰辛，

研究教理必须有坚强的毅力及付出相当的代价。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就任后不久，即费资二百五十万

铢，建造一座长达六十公尺，宽十一公尺的三层大楼。

一、二楼作为巴利经典的研究学院，三楼是教导大众静坐

修行的场地。这座大楼能同时提供给一千位比丘、沙弥使

用——包括北榄寺的僧人与来自其它佛寺的僧人。不久，

帕司乍能县比丘巴利文的考试迁移到北榄寺举行，所有的

僧人都能在北榄寺的餐厅享用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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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榄寺比丘、沙弥的人数迅速增加，由原来的十三人

剧增到一千余人！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从不嫌人多，越多僧

人来住，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就越欢喜，这正好符合他来北

榄寺第一晚所发的心愿。北榄寺是全国第一所设有厨房、

餐厅的佛寺，寺里所有僧人的饮食开销全由帕蒙昆贴牟尼

祖师负责，他说：

         一人吃不够吃，多人吃吃不完。      

北榄寺从佛历二四五九年，公元一九一六年开始为

僧人提供饮食，在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在任的四十三年中从

来没有间断过，在他圆寂之后仍然延续着，直到今天。      

有人问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如何能每天供养足够的

饮食给这么多比丘，并持续这么多年，而且还有能力建造

大楼、禅堂等种种建筑？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回答说：

      我们是佛陀的弟子，当我们的身、口、

意清净，就有权利终生享用佛陀的遗产。

反之，假如我们不是真正清净，即使来享

用佛陀的遗产，也是不能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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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别男女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将寺里的八戒女安排住在以围墙

环绕的一个隔离区域里，每栋宿舍有许多位八戒女同住，

任何人都不准单独住宿。如果没有得到帕蒙昆贴牟尼祖师

的允许，严禁僧人与八戒女交谈，即使得到允许的人，也

必须各有同伴随行才可。因为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严格防范

男女弟子之间的往来，所以即使日后八戒女的人数持续增 

加，也不至于有任何不名誉的男女问题产生。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严密监管着北榄寺里的一事一

物——无论是公开的或是私下的。北榄寺或帕蒙昆贴牟尼

祖师本身的一切作为都是光明正大，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从

不隐瞒任何事情，而且亦无需隐瞒。对于这些成就他感觉

很欣慰——不必像森林比丘那样远离大众的眼光，独自修

行。北榄寺就在社会人群之中，众人眼光之下，一切都可

以公诸于世，在这种环境下同样能办道场修行。他说： 

  鲜花无需喷洒香水，芬芳自溢，无人能

阻。尸体不用添加秽物，恶臭自熏，亦无

人能蔽。

 



69

住
锡
北
榄
寺

亲任督察    

尽管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每天有教导静坐，弘扬佛法，

接见信众等繁忙的法务，他还是亲身担负起维持僧团纪律

与安全的职责。每天晚上他必定巡视全寺各处，检查僧团

的状况，并防范歹徒的入侵——尤其是雨天的夜晚。他说

只有两种人喜欢在雨夜里活动——一是小偷，一是奸夫。

他会到所有僧俗的住处去巡视，察看是否有人在夜间偷偷

地外出，或相反地，在夜间精进用功。      

如果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看到有光线从僧寮透出来，并

听到背诵经文的声音，他会非常欢喜。第二天他会召见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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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问候他身体的健康状况，并给他提供修学上的帮助。

有时，遇到巴利文考试成绩优秀的人数特别多时，帕蒙昆贴

牟尼祖师会为他们举办庆祝会，供养他们新的袈裟，并在大

众面前宣扬他们的成就，以便让施主们也一起恭贺。      

如果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看到僧寮里有灯光，同时听到

交谈的声音，他会敲门并告诫房内的人关灯。大家都知道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非常节约用水与用电——只用在必需的

时候，白天他会关闭电源的总开关，以防有人浪费用电。       

虽然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的作风严格，但是他仍然不

时表现出幽默感：有一次，居士搬新家，请帕蒙昆贴牟尼

祖师和八位比丘到家中念经祝福，并接受午餐的供养。诵

了一部又一部的经之后，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忽然引诵一部

不常诵的经，当时只有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与另一位名叫卫

谦的比丘能诵，其它七位比丘因为背诵不熟，只好哑口无 

声。等诵完经后，居士用托盘端来九杯饮料，供养帕蒙昆

贴牟尼祖师，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接过托盘之后，传递一杯

给卫谦比丘，自己也拿起一杯，并幽默地说： 

       卫谦，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出力，让我

们一起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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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我年轻出家时算

起直到今天，在整段作

为僧人的岁月中，没有

任何一件事能比修行入

法身法门更加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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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务无间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每天严格遵守作息时间表，完成

每一项任务，虽然任务重大、工作繁忙，但也绝不会牺牲

他指导弟子们静坐的时间。以下是他的作息时间表： 

——每天亲自带领比丘、沙弥做早晚课，并开示佛

法与戒律的要旨。 

——每逢星期天与佛日，他会在大雄宝殿为僧俗大

众说法。 

——每天都要监督并指导两组深修弟子的静坐修行。 

——每星期四下午二点钟，他都在讲经堂指导四众

弟子静坐修行。 

——规划巴利经典研究学院的课程进度。 

——每天有两次接见信众的时间：中午午餐后及晚

上七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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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依据中道而修行，目的是为了拔

除一切恶业的根本，不是为了争名求利。他总是善用时间

以造福大众，极少出远门在外过夜。如有迫切的需要，他

也尽量让弟子代替他去，以便能够将时间用来教导弟子静

坐，使弟子们的训练能持续不断。他认为生命短暂，他的

生命中充满善行，他也经常回忆自己的善行，并讲述给大

家听。不怕别人讥嫌为自我吹嘘，因为他深信： 

真正的善行就应该公开宣扬，让世人

听闻，不值得讲述的是无事可吹嘘的人所

作的伪善。 

 

内在安乐

对于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而言，证悟法身所得的安乐

是言语所无法形容的！他说道： 

       假如你身体健康，内心无忧，你可以静

坐修行，让心深入内在中心的中心，七日七

夜不出定，你会发掘出无可言喻的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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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所引生的内在安乐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的，帕蒙

昆贴牟尼祖师教导每一个来北榄寺的人证悟法身的方法。

他这种种作为的消息传到颂列帕瓦那拉法师的耳中。有一

天颂列召见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告诫说：「别傻了！你难

道不知道现在世上已经没有阿罗汉了吗？好好地帮忙我们

治理僧团吧！」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知道他的这位老师是为他好，但是

入法身法门是深奥的，一个人在尚未了解其深奥之前，当

然很难生起信心。因此他恭敬地聆听颂列法师的训导，可

是回寺之后仍然继续修行及指导静坐法门，这使得颂列法

师对他极为不满。 

然而，后来颂列法师病倒了，帕蒙昆贴牟尼祖师非常

尽心地照顾他，每天早晨四点就专门派人乘快艇送食物与

燕窝去供养颂列法师，并且派去数名弟子，以修行的功夫

治 愈了颂列法师的病。直到这时，颂列法师才知道阅读帕

蒙昆贴牟尼祖师所作的静坐开示的重要性，这些关于入法

身法门修行要领的开示，乃是在家信众收集之后印刷的。

颂列除了阅读这些开示之外，还得到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的

亲身说明。结果颂列法师也开始接受入法身法门，并主动

给予各方面的协助。  



75

弘
扬
法
身
法
门

疗病巧诱

医方明是菩萨摄受众生的五明之一，帕蒙昆贴牟尼

祖师亦善于此明。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希望人人都能学习

静坐，但是对凡夫而言，要发心修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世间人总是有繁忙的事务缠身：有人一再拖延，到年老才

进佛寺修行。有人想先尽完对家庭的义务，然后才修行。

有人希望蓄积大量的资财，然后才肯修行……因此，当有

人因身体病痛来求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医治时，帕蒙昆贴牟

尼祖师就藉此机会教导他们静坐。对一般人而言，有了病

痛都希望尽快康复，所以无论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交代怎样 

做，他们必然遵行，不会拖延或反驳。对于病情轻者，一

旦能离床坐起，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就直接教他静坐，至于

那些被家属抬进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会客室的重病患者，帕

蒙昆贴牟尼祖师就让他们躺着默念「三玛阿罗汉16」使身

体尽快痊愈。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特别指出： 

      治疗疾病若能两方面协调合作：医者与

患者能同样具足信心，心的力量彼此感应，

如同收音机与发送机有同样的波长，就有很

大的希望能够痊愈。

6 乃是佛陀的十种尊号之一，意思是自觉圆满、 净除烦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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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不能痊愈也没关系，我医病并不收

取报酬，只是出于慈悲心，至少能让病人了

解有关静坐的知识，有机会亲近三宝，在心

中种下佛法的善根种子。        

      痊愈的人很多，未能痊愈，只是暂时减

轻病痛的也有，然而人数最多的是：疾病痊

愈而且亲见法身的人。 

每天有数百名信众来求见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包括许

多重病的患者。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的入室弟子们会先探查

疾病的原因：如果该病人的寿缘已尽，回天乏术，他们会

照实情说。如果病因是前世罪业的恶报，他们会教导该病

人如何去做有重大利益的善事，以善业的功德回向，来脱

离罪障的缠缚。如果病因是因为身体的四大失调，他们就

以修行的力量调整病人的内在功能，并配合草药的服用，

即能治愈疾病。 

前来请求治病的人数急剧增多，后来帕蒙昆贴牟尼

祖师宣布：以后患者不需要亲自前来，只需填好病历表，

派人送来即可。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的僧寮前放置一座投递

病历表的柜子，病历表必须填写：姓名、住址、出生年月

日、及详细的病况。每天有四个投递时间：早上、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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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傍晚。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派人在这四段时间来开启

柜子，收取病历表，并分发给证悟法身的人，让他们一起

来医病。 

如果作子女的人为父母送病历表来，帕蒙昆贴牟尼

祖师会问他们说：「希望父母痊愈吗？如果想让父母尽快

痊愈就要静坐，静坐的力量能帮助治愈父母的疾病。」 

这样子运用心力，超越空间距离也同样治愈了许多

人的病，乃至末期的重病亦然。

 

生者之依靠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能够治愈疾病的盛名不胫而走，

引起大众对法身法门的兴趣，即使当时来北榄寺的交通

不便，旅途艰辛，每天群众仍然会如潮水般的涌到北榄寺

来。其中有许多是来要求皈依师父，另有些人是来试验师

父的修行工夫真实与否，为了研究经藏的人也为数不少，

为了亲证法身法门而来的人更是多不胜数！ 

每天来请求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治病的患者络绎不绝，

因为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能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如：癌症、

肺结核、瘫痪、精神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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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必须治疗

数以千计的精神病者，他们大多数是因遭受战祸的苦难煎

熬而导致精神过度紧张。有些人的症状只是失眠、多虑、 

性情焦躁，有些人则病况严重，神智全失。对于病况严重

的人，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会请他的家属将病人留下治疗，

然后安心回家。让病人服下弟子事先准备好的药粉之后，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以入法身法门进行治疗，不久病人就得

以痊愈，随家属回家。 

前来纳受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恩泽的人，不单只是为

了解除病痛苦恼而已。如果将前来求助者的难题一一按顺

序排列，可以发现：从出生到老死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举

例而言：即将结婚的人，往往会请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帮忙

观察其对象是否能与自己白头偕老，幸福共处。新婚尚未

有子嗣的人往往向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求子，请求他用入法

身法门挑选善良聪明的神识来投胎作自己的子嗣。有些人

的子孙多病难养，就请求作为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的义子。

或子孙顽劣难化，或功课不佳，往往请求帕蒙昆贴牟尼祖

师以波罗蜜的功德回向加持。子孙参加学校考试或就职考

试，也来请求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帮忙。谋生的问题也来请

求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协助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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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者的依靠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在世的时候，来请求排忧解难的不

只是生者，已故者的家属也常来请教帕蒙昆贴牟尼祖师：

死者的灵魂已归何处？是苦是乐？应做何种功德对死者最

有益？尽管北榄寺既无停尸间，又无火葬炉，唯有一个陈

旧的讲经堂，仍然有许多在家信徒叮嘱自己的儿孙说：过

世后要将尸体安放在北榄寺诵经超度。哪天晚上有超度亡

灵的佛事，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就吩咐至少三位证悟法身的

弟子去听诵经，目的是在定中招请亡灵来受度。无论灵魂

轮回到哪一道：在天堂、阿修罗、饿鬼、畜生、或已堕地

狱，在求受五戒之前必定先招请亡灵同来求戒，并准备好

请亡灵坐的座垫。在僧众诵完第一遍超度的经文时，帕蒙

昆贴牟尼祖师就考问三位证悟法身的弟子：死者的亡魂来

了吗？三位所观所答的应当一致，如果有差异，住持师父

就命令他们入定重新再观，为了要让死者的亡魂受戒并听

闻经文。当僧众诵完第二遍、第三遍时，帕蒙昆贴牟尼祖

师必然都会再问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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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度众生 

有一个回教(伊斯兰教)家庭，姐姐是一个非常虔诚严谨

的教徒。有一天，姐姐的脖子上生了一个脓疮，位置非常

靠近喉结，是一个毒头疮。找了很多医生，都治不好。包

括现代的医生及传统的医生，不论是中医、泰医、西医、

印度医生……都去找过了，都治疗不好，反而越来越蔓延

扩大、糜烂恶臭起来，剧烈的疼痛折磨着患者。 

母亲带着姐姐四处寻访名医，一听说哪个医生高

明，就必定带她去让那个医生治疗。直到后来，一个朋

友介绍她说：「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能够治病，不管是哪个民

族、讲哪种语言的人，只要去找他，他都帮忙治疗。」于是

母亲带姐姐到北榄寺去顶礼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帕蒙昆

贴牟尼祖师看了，闭目静坐片刻，然后对她们说：「这种

疮叫做安乐疮，不需要再找任何医生治疗，只要诵念「三玛

阿罗汉」，忆想水晶球就够了！﹙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知道她

们是回教徒，所以叫她忆想水晶球，不叫她忆想佛像，免得

她感到为难。﹚再过七、八天就轻松了，回去照着这样子专

心修行吧！」接着，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教她静坐的方法。 



81

弘
扬
法
身
法
门

姐姐回家后专心照着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的教导来静

坐，非常认真专注！她说：「每一次脓疮要开始剧痛的时

候，一静坐就不痛了！」但是发烧的情形还是一天比一天

恶化，医生来检查的时候吓了一跳！烧得这么厉害！可是

姐姐一点烦躁不安的现象也没有。 

第五、六天，姐姐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心静坐，诵

念「三玛阿罗汉」。她的脸色变得有光泽，与平日大不相

同，烧也退了，只是脓疮的疮头还是继续肿大，看起来仍

然那么可怕！不管别人拿什么药给她，她都不吃，还说：

「不要再浪费金钱买药了！」然后告诉母亲说：「再过

两、三天我就要走了。」家里每个人听到都忍不住哭泣起

来，大家极力安慰她，鼓励她不要气馁，然而姐姐说：

「不需要安慰我，因为我很清楚自己的病况。」她要家里

的每个人也一起念「三玛阿罗汉」，可是没有人照着做。 

在姐姐临终的那天，医生来检查之后说：「不行了！」

妹妹和母亲上前去告诉她，要她念「阿拉」(伊斯兰教所

信仰的主神)。姐姐却说：「不对！要念「三玛阿罗汉」才

对！」然后交代说：「我死了以后，你们要去找帕蒙昆贴牟

尼祖师，因为「三玛阿罗汉」帮助了我，现在我看到身体里

面的佛了！」讲完这些话之后，再过不久，姐姐就很安祥

地断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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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完姐姐的丧事之后，母亲和妹妹就来顶礼帕蒙昆贴

牟尼祖师，告诉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说：「姐姐临终的时候

交代我们来拜谢师父，然后又说看到身体里面的佛，不知

道那是什么意思？」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回答说： 

「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这是安乐疮！」帕蒙昆贴牟尼

祖师继续说：「这是你姐姐最后一世得这种疮，在这一世

之前，她得这种疮已经有好几百世，然而从下一世开始，

她不会再得这种疮，只会朝向无上安乐的涅槃而去，因为

她已经证见法身了！」

妹妹从此对佛教生起很大的信心，因为她看到连姐姐

那么虔诚严谨的回教徒，最后还是转变过来信仰佛教。于

是妹妹开始学习静坐修行，大约经过一个月，她也证见法

身了。母亲也转变过来信仰佛教，不过依旧还留在回教徒

的团体里。       

不论是哪个民族、哪个宗教，若能依照八圣道来修

行，八圣道归纳成三项，就是：戒、定、慧，当禅定的工

夫渐渐深入，戒定慧均备，运心恰到好处的时候，佛法就

会自然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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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     是大家共有的                    

         月亮     是大家共有的                    

         佛法     是大家共有的 

         只要用心修行，恰到好处的时候，                                      

        每个人都能够证悟法身！

 

幸运彩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大约佛历二四九八年    

(公元一九五五年)前后，那时地下彩票非常流行，每个人

都想发横财！各个佛寺常有玩彩票的赌友聚集在那里，不

管玩的是公开的或地下的彩票，每个人都拼命地在找有修

行、有神通的法师，想向他们打听能够中奖的尾字号码，

或两字奖、或三字奖，利令群迷，而且好几位有名的法师

也为信徒暗示彩票号码。当时，帕司乍能县北榄寺帕蒙昆

贴牟尼祖师是指导静坐修行最有名的法师，尤其是教导入

法身法门的静坐法。曾经有许多人想尽办法求帕蒙昆贴牟

尼祖师暗示中奖号码：「师父，求您给我两个数字！」、

「师父，请给我三个数字吧！」……结果都被他老人家

呵斥一番驱赶出去，他老人家是不给人暗示彩票号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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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天，有一个经常来北榄寺的在家弟子，这个弟子

也很想修行，可是因为智慧有限，修行起来总是拖拖拉拉

地，进步很慢。教导他静坐，他回去后有时坐，有时就不

坐。对于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所讲解的佛法，他也是一知半

解、似懂非懂的。那一天，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竟

然向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要求说：   

     「师父，求您给我两个数字，以便解除我的贫穷困境！」    

说也奇怪，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听完后一句话也没说，

便转向沙弥，叫沙弥拿纸张和铅笔来。他老人家在纸上写

了几个字之后，将纸折叠好并放进信封里，封贴起来，然 

后才递给这位居士。这位居士伸手要接的时候，帕蒙昆贴

牟尼祖师却突然把手缩了回去，慎重地告诉这位居士说： 

      你要记住，这期彩票非常重要！这信封

里的字不仅能让你这辈子有钱，而且会让你

生生世世富有！

「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让我生生世世富有的

彩票……天啊！真是太好了！」。但是帕蒙昆贴牟尼祖师

是有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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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你要记好，不能马上打开信封！

你回家以后，先沐浴洗身，吃了晚饭就诵经

做晚课。晚课之后要静坐修行，让心清净明

澈。如果心还没有清净明澈，不准打开信

封，否则得不到财富！一定要静坐到心清净

明澈了，才可以打开信封来看。

他接过信封来，拜别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之后，还没

走到法堂门口，大家就争着向他买这个信封，但是都被他

拒绝了，因为他知道，这里面的数字能够让他生生世世富

有。如果他卖给别人，只是这一生有钱而已，他不要，他

要生生世世富有。幸好，没有被别人抢走。回到了家，也

不对老婆孩子提起这件事，沐浴洗身，吃饱晚饭之后，就

把老婆孩子赶到其它房间，叫他们不要吵闹，今天他要

诵经拜佛。这真是家里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他老婆心里

想：「哟！几百年来也没有这么虔诚过，今天竟然想要诵

经拜佛！」于是老婆孩子都回避出去了。他诵完经就开始

静坐，这一次比过去的任何一次都坐得更久，一直坐到自

己觉得内心清净明澈为止。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到底是什

么数字，于是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取出纸张来看，只见

纸张上写着五个大字：「 再玩就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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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看傻眼了，差一点晕倒！「帕蒙昆贴牟尼祖师

在开什么玩笑？诅咒我再玩就破产！」刚开始他很生气！

「不给号码讲一声就行，何必还要骂人呢？」他在生师父

的气，「不但不给我数字号码，还来诅咒我，真是气死人

了！」……坐在那里想了一阵子，他又感觉可惜：「早知

道这样，当初把信封卖给法堂里的那些人就好了，还能赚

到一点钱！」但是进一步再想，也不对！如果当初他卖给

别人，虽然能够拿到一笔钱，但是当别人打开信封，发现

没有数字号码的时候，一定会以为是他把信封掉换了，不

跑到家里来找他算帐才怪呢！ 

所以，刚开始是生气，接下来是可惜。不论如何，

他明天一定要去买彩票！什么号码都好，他一定要赌到

底……然而，刚才静坐所得到的一点清明理智，使他稍微

冷静了一下：「唉！恐怕我没有发横财的福气吧！」接着

他渐渐回过头来想：「咦！师父这样子骂我，是在提醒

我啊！而我却以为师父在诅咒我！」师父这样子诅咒之

后，他也就不敢去试，因为他知道，不管是谁如果被帕蒙

昆贴牟尼祖师诅咒到，那个人一定会糟糕的！所以他不敢

买。而且自从那一次开始，他不玩彩票了，不管是两字奖

也罢、三字奖也罢、地下的也罢、政府的也罢、私人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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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就会想到那五个字「再玩就破产」。想到这五个

字，他就不玩了。      

然后，他还想到：当初一起玩彩票的那一群赌友，本

来都是有钱人，收入都比他高。可是赌到后来，一个个都

破产了！因为没中奖的时候，钱被输掉了，等到中奖的时

候，却碰到庄家不付钱。很奇怪！暗示的数字神准起来的

时候，好几十人同时都中奖，四、五十人一起来领奖，庄

家不够钱付，只好拖欠。就这样，输的时候钱输去了，赢

的时候遇到拖欠，钱拿不回来。最后，大家都输得精光！

至于他自己，因为不再玩彩票，所以从那时开始就专心从

事自己谋生的行业。才四、五年的时间，他的事业蒸蒸日

上，收入一天比一天增加。由于过去玩彩票的时候，被地

下票行吃掉不少钱，不玩以后，省下这笔钱的开销，节流

又开源，他的经济情况转好。于是他有更多的机会来布

施、修福德，积集来世的资粮。这下他才了解：「哦！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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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昆贴牟尼祖师的那五个字，真的让我生生世世富有！」。

这一世使他不沉溺在罪恶的深渊里——阿败呀目(泰文)。      

       阿败呀--意思是：败坏、毁灭。       

      目         --意思是：前导、路口。      

       阿败呀目也就是：通向败坏的路口

      ﹙即：罪恶的根源﹚。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禁止他堕入阿败呀目，就是为他关

闭败坏的路口，所以他才能富裕起来。这辈子能够立业发

达，又有机会布施种福，累积功德，这正是让他生生世世

富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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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巧方便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能够知道别人的内心状况，能够从

每个人根基的深浅看出来：现在这个人证入佛法的时机成熟

了没有？然后用很善巧的方法来教导他，使他证入佛法。       

这件事是从昭坤（第二级僧衔）腊查摩利法师那里

听来的。这位已经圆寂的昭坤，曾经担任北榄寺的副住

持，后来还成为腊查欧洛寺的住持，当时他亲身见闻这件

事情。       

某天下午一点钟，当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照平常一般

接见来客的时候，来了一个印度人，他听闻帕蒙昆贴牟尼

祖师的大名，所以前来拜访。见到了帕蒙昆贴牟尼祖师，

即上前顶礼，然后问道：「像我这样的根器，如果用心修

行，是不是有机会能够证入法身呢？」帕蒙昆贴牟尼祖师

回答说：「有！你能够来见到师父，就表示你是很有福报

的 人。」       

这个印度人不简单，如果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不是真

正的先知先觉，可能会当场下不了台，因为印度人接着

问：「大概要几天才能证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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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蒙昆贴牟尼祖师闭目静坐了一会儿，然后回答

说：「如果你每天静坐一个小时，不用几个月就能证见。」     

印度人说：「什么？还要几个月啊！明天我就要回印

度了，今天就让我见到佛法不行吗？」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再度闭目静坐了一会儿，然后睁

开眼睛对他说：       

「可以！但是有条件，你必须在这里跟师父一起静坐，

如果师父不离座，你也不能离座，而且不准挪动身体。」 

「没问题！」印度人答应了。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叫印度人先去洗脸、上厕所，一

切准备妥当，然后回来静坐。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特别再叮

咛了一次：「如果师父还没起座，你就不许动。因为依照

你这种根器，需要再学习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你要求今天

就体证，必须用特殊的训练方法才行。」      

印度人急着要体验佛法，而现在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要

亲自教他静坐，所以就照着认真地静坐。过了半个钟头，

印度人睁开眼睛，看到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如如不动地坐

着，就再闭上眼睛继续坐。一个钟头后，印度人再一次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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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眼睛，眼睛被汗水浸透了，他忍耐着，继续静坐。再过

了一个多钟头，印度人的身体开始颤动，小腿也不停地颤

抖，因为从来没静坐过这么久。他微微地眯着眼睛，看到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仍然丝毫不动地坐着。这个印度人的年

纪大概是四十多岁，将近五十，而帕蒙昆贴牟尼祖师 的年

纪却已经七十岁了。他看到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仍然凝定不

动地坐着，而且容光焕发，肤色丰润，一点儿酸痛疲累的

迹象也没有。于是他努力克制自己，虽然身体颤动着，仍

然坚持继续坐下去……又坐了一个钟头之久，这时候，印

度人的身体已停止颤动，汗水也不流了。他继续静坐，大

约是下午三点半钟，印度人黝黑的皮肤顿然显得丰润光洁

起来，酸痛疲累的感觉全部消失无踪，绷紧的肌 肉也自然

地放松了。帕蒙昆贴牟尼祖师问他：      

「所看到的亮光清楚吗？」      

「有时清楚、有时不清楚……有时看得到、有时看

不到。」印度人回答。               

「护持着你的心，让心安住在肚子中央第七点这个

位置。」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指导他用心的方法。这时候，

本来在旁边一起静坐的许多人，已经一个一个陆续地离

开，只剩下几个老修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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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印度人说：「亮光很清楚了！」肚子

里这颗清澈明亮的光球就是初道光球（因为是通向道果涅

盘的起点，所以叫初道）。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教他看着光

球的中心。又过了一阵子，印度人问说：      

「师父，为什么我自己坐在肚子里面呢？」

「进入你自己这个影像的中心！」帕蒙昆贴牟尼祖师

这样指导他。      

印度人把他逐步进展的情形，一一向帕蒙昆贴牟尼

祖师报告了。最后他说：「我看到佛陀坐在我的肚子里

面！」

「那就对了！证见法身了！」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说。      

从下午一点钟坐到下午四点钟，印度人证见法身了！

他感激得向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直叩头。然后帕蒙昆贴牟尼祖

师问他说：「明天坐几点钟的飞机回去？师父要去送机。」

坐在旁边的昭坤听到这句话，觉得很奇怪：帕蒙昆贴牟尼

祖师从来没有去送过谁，为什么这次说要去送机呢？       

过了三、四个月之后，印度人又到泰国来拜见帕蒙昆

贴牟尼祖师，并且带了一包礼物。他顶礼之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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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我从印度回来，顺便带来一包礼物，师父猜

猜看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呵呵地笑起来，回答说：「里面装

的是苹果嘛！很合师父的意。」

围坐在旁边的人也跟着兴奋起来！印度人接着问：

「师父，我回去的那一天，在机场里，师父站在机舱外的

梯阶下面，我向师父合掌之后，就看不到师父，师父跑到

哪里去了？」       

「去送你的那个，是师父的精细人身，师父本人的

这个色身并没有去呀！」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回答。      

「到了印度的时候，还看到师父来接机呢！」印度

人描述着……。       

有人怀疑地问印度人：「为什么当时你能够一口气

坐那么久呢？」，印度人回答说：      

「我看到师父的年纪比我大得多，还能够凝定不动

地坐着，我心里想着：要出去打仗的士兵，明明知道会

死，仍然要去拼斗！而我只是和酸痛在拼斗，如果连这都

拼不过，不如死了吧！」  



94 蒙昆贴牟尼祖师

预言未来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有知道过去与未来种种事情的能

力，他也敢于说出所见所知之事，敢于预言未来将会发生

的种种事件，无论是关于他自己的事、关于弟子的事、关

于北榄寺、关于国家民族、乃至关于全世界的事。他认为

自己依据真相而说，即使今天没人知道，明天也一定有人

能知道。今天没人相信，明天也一定会有人相信。       

例如有一次，一批群众发心共同来供养比丘与沙弥。

供养食物之后，有一位山培市场的富商来顶礼帕蒙昆贴牟

尼祖师，然后问道：「今天会有人来捐款建造禅修用的僧

寮吗？」在场的大众都聚精会神等着听答案，每个人的眼

光都注视着帕蒙昆贴牟尼祖师。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面带爽朗的笑容，闭目五分钟，

然后回答说「有！」       

富商进一步问：「有几栋？」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答：「二、三栋。」并且强调说：

「一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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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完午餐的甜食后，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的预言尚未

实现。一直到餐后为信众祝福的时候，有一群男女居士来

拜见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表示要捐款建造二、三栋像帕蒙

昆贴牟尼祖师所建的那种小僧寮，每栋大约三、四百铢，

请求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接纳。此时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还是

不动声色，只是微微一笑，等到捐款事宜办理妥善，帕蒙

昆贴牟尼祖师把提问的富商叫来说：「现在已得到三间禅

修用的僧寮，施主就坐在这里。」       

富商一听跳了起来，在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的膝上顶

礼，然后感叹道：「真是太神奇了！」

 

高瞻远瞩       

这件事是泰国第一次有电视节目转播时的事情。大约

在佛历二四九七年(公元一九五四年)开始转播电视节目的第

一天，有一位北榄寺的信徒，认为这是泰国天大的消息，

于是搬了一台电视机送到北榄寺去(那时只有黑白电视机)，

以便让比丘们开开眼界。傍晚时有电视新闻转播，到了晚

上就有各种娱乐节目。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一看，马上一掌

重重地打在自己的膝盖上，同时感慨地说：「坏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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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这些居士正感到很高兴能够把电视机搬来让比

丘看，而且比丘们也看得很兴奋，可是却听到帕蒙昆贴牟

尼祖师发出如此的感慨，都吃了一惊，全场一时肃然无

声！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的眼光投向远方，而搬电视机来

的那个居士赶紧前来顶礼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然后问道：

「为什么师父说电视不好呢？政府对电视转播抱着很大的期

望，认为是通讯的利器，从此以后，政府要把世界各地的新

闻转播给国人收看，让大家能够增广见闻。师父，这有什么

不好呢？」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回答说：「这正是糟糕的地方！这件

事情是弊多于利，得不偿失的！特别是我们泰国人，纪律本

来就松散，再不好好约束管制，大家等着瞧吧，我们将败在

魔的手里了！这就是一种魔，它把种种罪恶的根源送进卧室

里，而比丘说法的声音却进不了卧室，因为受到时间及场地

的限制，这下子魔领先我们进到卧室，我们输了。以前这些

连续剧、哑剧、古装剧必须在剧场才能表演，换句话说，他

们在佛寺外的广场表演，比丘在佛寺内的法堂说法，两边比

起来还算平分秋色。但是现在，比丘在法堂里说法，魔却一

下子进入卧室，掀开蚊帐上了床，我们被魔打败了！」对于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这样的看法，可能有人会反驳说：「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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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电视上讲经说法呀！」但是，法师说法的节目一星期

只有一次，而且时间被安排在星期六或星期日早晨六点钟

到七点钟，这个时段大半的人还没醒呢！而且星期六、星

期日，人们通常都不想早起床。相反地，在多数人观看电

视的时段里却尽播映一些影片、戏剧等娱乐节目，难怪帕

蒙昆贴牟尼祖师要说：「输了！魔把罪恶的根源灌注到家庭

里了！」而且在那个时代，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看到的只是

普通的电视节目，如果让他看到现代的录像带(Video)，问

题更加严重，他更要大大地感慨了！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继

续说：「不只这样而已，佛教的粮仓就要被它捣坏了！比丘

追都追不上，更不必说政府或在家居士了。」      

「它怎么能捣坏佛教的粮仓呢？」居士怀疑地问帕蒙昆

贴牟尼祖师。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反问他说：「你知道吗？佛

教的粮仓在哪里？」      

没有人能够回答。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继续说：「就是居

士们的第一锅饭！出家人必须依靠居士们供养饮食，每天早

晨居士们供养托钵比丘的第一锅饭 ，就是佛教的粮仓！」 

「可是，电视怎么会和第一锅饭扯上关系呢？」居士

问。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等

着看吧！不久就会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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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北榄寺的比丘不必出去托钵，因为帕蒙昆贴

牟尼祖师免费供养大家饮食。其它佛寺的比丘则必须每天

出外托钵，靠托钵得来的食物维持生活。       

有一天，其它佛寺的比丘来找帕蒙昆贴牟尼祖师：      

「师父！现在我们比丘愈来愈辛苦了，最近不知道为

什么，收入高的家庭不太出来供养钵食？」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早晨起不来啊！因为晚上看

电视看得太晚，第二天当然起不了早！」帕蒙昆贴牟尼祖师

说完，转过身来对那天晚上在一起看电视的比丘们说：「看

到了吧！师父早就说了，佛教的粮仓会被魔捣坏！」。

因为他观察到在那个时代，能买得起电视机的，都

是收入高的家庭，因为电视机的价格贵，收入不高的家庭

买不起。一般来说，富裕的家庭不太会出来供养钵食，所

以在僧团里有一句话说：哪一家的围墙高，比丘就吃不到

那一家的饭，因为他们不出来供养钵食。

反过来说，很贫穷的家庭也无法出来供养钵食。比

丘托钵的食物主要来自中等收入的家庭。收入高的家庭没

有几家会一早就起来供养钵食，可是一旦出来供养，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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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饭菜特别多。家里的主人也许只在佛日才会出来供养钵

食，其它的日子就交代佣人去做，佣人们推来推去，最后

推给地位最低的佣人。所以，出来供养钵食的是家庭里地

位最低、最卑下的人。这样的供养不是为了修积布施的功

德，只是为了跟随风俗习惯，敷衍塞责而已，这就是当时

一般的社会现象。

几年以后，电视机的价格降低，中等收入的家庭也

都拥有电视机。因此供养钵食的家庭更是减少，曼谷市内

的比丘靠托钵所得来的食物已经不够了。现在情形更糟， 

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录像带(Video)，如果让这种情况继续发

展下去，全国每一个家庭都只喜爱观赏娱乐节目，罪恶的

根源扩展到每个角落，所影响的不只是比丘而已，也影响

到小孩子的学业，乃至道德行为也会沦落！这是电视节目

播映十多年之后，大家才发现的问题。然而，帕蒙昆贴牟

尼祖师在第一天看到的时候就说：「我们输给魔了！」这

是副住持所听来，关于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他老人家先知先

觉、高瞻远瞩的一个例子。   



100 蒙昆贴牟尼祖师

深
修
工
厂

     法身是成就佛法

最主要的推动力，

整个宇宙中没有任

何事物能比法身更

重要。



101

深
修
工
厂

 

进入深修

就一般的泰国佛寺而言，像北榄寺那样具有充实的

作息时间表与庞大的信众人数，是绝无仅有的！大多数佛

寺若能拥有这么多的施主护持，以及能成功地维持多项宗

教活动进行不辍，早已额手称庆，心满意足了。然而帕蒙

昆贴牟尼祖师的标准还不只这些，他总是在寻求更好的方

法，以提升弟子们对佛法体验的程度。要达到这项目标，

必须建立新的修行体制，革除过去光说不练的毛病，让每

一位修行者都能亲身体验佛法的功效。帕蒙昆贴牟尼祖师

能做的，就是把时间、场所与机会给予他的弟子们，让他

们能功夫成熟，深入修行，亲自证悟佛法。基于这项需

要，促使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在北榄寺建造创新的建筑，并

取名为：深修工厂——专门用作深入修行用途的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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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座深修工厂是一栋两层楼建筑，上层和下层之

间只有一根管道相通，其它部份完全隔离，这根管道的口

径不大，仅容许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在上层指导的声音能够

传下来而已。

下层有两排座位，供女众静坐，每排能坐六个人，

两排之间以仅容单人行走的小通道隔开，以泥土为地，到

了晚间就挂起蚊帐，以防蚊虫侵袭。上层的格局与下层一 

样，但是只允许比丘和沙弥进入。上下层之间并无楼梯相

通，各有各的出入口，如此使男众与女众没有机会碰面，

更不用说是交谈了。 

第二座深修工厂是一栋正方形单层的建筑，有一道

隔板从中间分隔成为两间，每一间足以容纳四十人静坐，

右边一间是僧人与男居士专用，左边是八戒女与女居士专

用。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坐在右边前方靠隔板处的一间小室

里，他指导静坐的声音可以从隔板的长条细缝传到左边的

禅室，让八戒女与女居士听到，但却看不到帕蒙昆贴牟尼

祖师。同样地，两间静坐室的出入口是分开的。 

深修工厂乃是作为静坐功夫高的弟子深造的地方，

昼夜二十四小时修行不辍。由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精挑细

选优秀的弟子，分成两组轮班进入深修工厂静坐，第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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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凌晨一点坐到早晨六点，第二组从早晨六点坐到正午十

二点，然后再换第一组从正午十二点坐到下午六点，最后

再由第二组从下午六点坐到凌晨一点，如此每一组每天打

坐两次，每次六个小时，合计每人每天静坐的时间为十二

个小时！这两组各有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所指派的最优秀的

弟子作为组长，负责领导。要成为在深修工厂中修行的一

员，除了本身的功夫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能通过数字上首

弟子与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的测试之外，还必须放下一切事

务，奉献出全部的精神，全心投注在修行的深造上，即使

法务繁重的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也必须调整时间，每次都

亲自来监督指导深修工厂中静坐的修行者。 

深修工厂的修行法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的，帕蒙昆

贴牟尼祖师的这些弟子都是多生累劫以来修积波罗蜜行，

才有这样好的境界和福报。唯有修行入法身法门精深熟练

的人，才能够进入团队修行，同心合力，透彻了解到人类

复杂奥妙的心灵深处。 

入法身法门是深修工厂的主要修行焦点，经由此法门，

得以证得佛陀所修证的智慧与能力。如：三明、八明、六

通等，然后运用这些智慧广度众生，解脱生死轮回。这种

恒常持久的深修，使得内在本有的法身的智慧不断地被开

发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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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识业报

有一位名字叫娜的八戒女，是深修工厂中优秀的修

行者之一，她的内心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净化程度——乃

至能发出神通，令大地震动，她对未来的预言也是奇准无 

比！有一天她预知自己在晚间七点钟之前，会同时被三条

眼镜蛇咬伤。当这项预言公布了之后，在寺里帮助照管的

老伯玻朗很谨慎，急忙准备好治疗眼镜蛇毒的解 药。 

深修工厂外的路旁是大片的草地，经常有毒蛇出没。

娜通知所有的人，在晚间七点之前切勿走到户外。她则留

在自己的宿舍里做晚课。那天傍晚并无任何特殊事情发

生，娜做完晚课，忆念佛陀的功德一百零八遍之后，抬头

望一望墙上的时钟，已经是晚上七点了，她松了一口气，

推门走出宿舍，当她在道路上还走不到几步时，突 然同时

有三条眼镜蛇腾身跃上，咬住她的手臂…… 

娜的惨叫声惊动大众一起来救助，大家都很讶异：娜

竟然是唯一不遵守自己所定下规则的人！当众人将娜送回

她的宿舍时，娜愕然地发现墙上的时钟还不到七点！很显

然的，尽管娜已经得到相当高的智慧，但是过去生中所造

的恶业障蔽了她的警惕心，使她看错时间，仍然必须遭受

到自己预先知道的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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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知他心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的弟子中，不论是比丘、沙弥、

八戒女、男居士或女居士——各种身份不同的群体中都有

许多修行顶尖的人才，然而在这么多优秀的修行者当中，

首屈一指的是姓孔诺雍，名詹的一位八戒女。 

詹的静坐老师是八戒女通素，也是帕蒙昆贴牟尼祖

师的顶尖弟子。当通素带着詹第一次来到北榄寺拜见帕蒙

昆贴牟尼祖师时，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见到詹的第一句话就

是： 

「你为什么来迟了？」并且随即命令詹直接进入深修

工厂修行，不必经过层层的审查、测试，这是一个很特殊

的例外！ 

八戒女詹非常坚强精进，并且能谦虚忍辱，因此静坐

的功夫进步神速，虽然比其它人起步晚，但是不久就超越

其它人，甚至超过她的老师通素，成为帕蒙昆贴牟尼祖师

座下程度最高的弟子！ 

詹从小就没有机会读书识字，是个文盲，但是因为修

行入法身法门的造诣高深，使她具备卓越的智慧。帕蒙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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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牟尼祖师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考问所有的深修者，以测试

他们内心净化的程度与修行的进度。八戒女詹是唯一能够

答复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所有问题的人，而且每一次都是一

言命中，正确无比，未曾差错！不论是问到某人死后投生

何处？苦乐如何？造何种因？得何种果？过去、现在、未

来的种种事情，只要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一提问，詹即能了

知无遗。 

有一次，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要测试詹对动物语言的

了解能力。当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用完午餐后，走回僧寮的

路上时，看见两只鸽子停在佛殿的屋顶，便以此为题，考

问詹说：「刚才看见两只鸽子停在屋顶，其中一只将头转向一

侧，然后这两只鸽子就一起飞走了，它们到底在讲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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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戒女詹听了这个问题之后，就定心静坐，不久她

照见了答案，对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说：「那两只鸽子是一

对夫妻，雄鸽问雌鸽：要怎样才不会迷路，到达目的地？雌

鸽将头转向一侧，回忆路线的方向，然后两只鸽子一起向着

共同协议好的方向飞去」 。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听后默然无语——他极少称赞弟子

们的修行功夫好，当弟子有缺点必须改进时，他会毫不客

气地提出批评。当弟子所做的正确，没有必要纠正时，他

通常只是保持默然。 

唯独有一次，他在大众的面前公开称赞弟子，他称

赞说： 「 弟子詹，独一无二 」 。

 

清者无辩

在那个时代，弘扬入法身法门的工作遭到很多人反对

与抵制，因为当时还没有人用这种方式教导修行，僧团的教

育只偏重在研究藏经这一方面，喜欢修行的比丘往往隐居在

偏僻的山林里精进用功，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乃是僧团中第一

位以公开方式教导修行的人，于是他成为众人敌视与打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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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反对他的人有比丘，也有在家人。帕蒙昆贴牟尼祖师

面对这种种障碍，却毫不畏惧退缩，他以无上正等正觉佛陀

为榜样，不屈不挠地跟随着佛陀的脚步前进，他勇敢地冲破

重重难关，为的是使佛弟子们都能彻知佛教的中心要旨，他

要高举佛教法身的旗帜，让它在每一片土地上灿烂地飘扬。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有如下的座右铭：

     香花不用喷以香水，芬芳自溢，诚无人

能阻。腐尸无需涂以秽物，恶臭自熏，亦无

人能蔽。

横障道路的荆棘阻难甚多！有人控诉帕蒙昆贴牟尼

祖师言过其实，违犯波罗夷重罪。有人说他精神不正常。

有人指责他欺骗群众。有人甚至断言说：帕蒙昆贴牟尼祖

师过度钻研经典及勤修静坐！如果任由他这样发展下去，

将会造成佛教的灾难。尽管如此，当时仍有不少社会各阶

层人士景仰他，认为他是一位有修为的大德比丘，跟随 

他学法的弟子络绎不绝，人数众多。而且北榄寺长年免费

提供膳食与住宿给学法的比丘与沙弥，在他担任住持的一

生当中都是如此，直到今天仍然不变。 

无论别人如何的打击，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不曾因此

而惊惧忧恼，甚至他一点也不生气！每当有人把外界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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抨击他的话向他报告时，他却是怡然自得地听着，这些障

难及诽谤犹如仙丹妙药，正好成为推动他不断向前迈进的

力量。他常会告诉大家说：

     他们之所以诽谤是因为无知，我们遇到

真实的东西，他们却还没遇到，他们不知

以为知，也就随他们去说吧！爱怎样诽谤

是他们的事情，但是既然我们知道真实的

东西，我们当然只说真实的话。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就是一位如此充满自信的人。 

曾经有一次，他对契度彭寺 (Wat Phra Chetupon)的颂

列帕瓦那拉法师(Somdej Phra Wanarat) 谈起因为法身而备

受抨击的事情： 

「我个人是明辨是非、分晓善恶的，并非缺乏智慧、

盲目鲁莽的人，没必要为了污浊的欲望，而斩断自己的善

道慧命。他们的各种抨击乃是因为不了解所谓的法身，存

在哪里？指的是谁？他们竟然无知地来批评我这个一心修

行的人，然而佛教的真理哪里是他们的无知所能抹杀的？

即使被他们抹杀，也只是暂时的，不久佛教的摩尼宝珠就

会散发出正法的光明，让有智慧的人都能亲眼目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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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到处张扬，正好为北榄寺的修行成绩做宣传，让大家

知道：北榄寺的比丘僧不是竟日悠闲、吃 饭睡觉的，每一

位都很认真在用功修行。他们的话正好为我们的深修工厂

做宣传，比在报纸上登广告更好，因为是他们自己要讲，

我们并未拿钱雇用或拜托他们。有人说我们的坏话，自然

也有人会说我们的好话，正法必然战胜无知，我们一点也

不担心。因为佛教的法身真实不虚，证悟佛法的人自然明

白这是真理！这件事我一点 也不担忧，我深信佛教的威德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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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引用佛经上的记载来作证明：「在经藏长部的

《阿堪亚经》71中，世尊对瓦歇塔沙弥说：『Tathagatassa  

h'etam Vasettha adhivacanam  Dhammakayo  iti  pi……谛

听！瓦歇塔，所谓的法身乃是如来的真实名称……。』 

由这段经文与《哇卡力经》82的经文相互印证，我们

可以了解佛陀所开示：「见法者即见如来。」意思是说：

得到佛法的光明，能够见到法身的人，可以说是见到真正

的如来。更简单地说，见法身就是见如来。为什么这样说

呢？因为当时哇卡佛陀如此说的原因是：凡夫肉眼所见到

的，只是佛陀的外表——出家后的悉达多太子——一个会

败坏腐烂的肉身，不是「如来」真正的含义。所谓「如

来」，并不是指外在这个肉身，而是指内在那个不会腐坏

的身，那个身就是「法身」。我们怎样才能证实呢？要证

实并不难，只要运心恰到好处，自然就能亲眼照见，也就

是用法身的法眼来照见，不是用肉眼来看。佛陀这段话是

含义深妙的一个公案，如果不是真正修行的人，是很难了

解的，而真正修行的人却很轻易就能解答这个公案，不必

问别人。 

7 即巴利语经藏中的  Digha Nikaya Agganna Suttanta。相当于《大正新修大藏

经》中，《长阿含经》的《小缘经》。

8 《哇卡力经》即巴利文经藏中的Samyuttanikaya  Theravagga Vakkali  Sut-

tanta，经云“   yo kho Vakkali  dhammam passati  so  mam passati” 译

为：「见法者名为见如来。」Samyuttanikaya  即《杂阿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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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念
佛
像

      将心念安住于内在佛像

的中心，继续深入，就能

见无量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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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手致赠

在泰国，热衷于收集护身小佛像人士的圈子里，人

人都听过北榄寺纪念佛像的盛名！这种小佛像声名显赫，

尤其是关于能够不可思议地帮助佩戴的人死里逃生，或带

来奇迹般的运气……诸如此类的事件，传遍全泰国，乃远

至外国。因为崇尚收集的人太多，导致现在这种佛像已经

很不容易求到。 

北榄寺的纪念佛像，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北榄寺住持)

前后只制作了三批，每一批有八万四千尊小佛像，全部都

已分赠无遗。这种模压小佛像的主要成份是：供佛之后的

干茉莉花、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每次剃发后所收集的头发、

及其它多种特殊粉末混合制作而成。 

凡是具有虔诚信心，到北榄寺来乐捐功德善款的信

众，都能领到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亲手赠予的纪念佛像，算

是对信众修善种福的一种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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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众必须亲自来领受佛像，不能托付他人代领，也

不能代替他人领取。这项授与佛像的任务在帕蒙昆贴牟尼

祖师圆寂之后，交代给帕库沙门那达三摩昙(Phrakru Sa-

manathammsamathan)一人继续执行，同样要修福的人亲自

领受佛像，不能请别人代领。 

每一次在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分赠佛像之前，他会亲

自讲解如何向佛像祈求的方法，以便所求如愿。后来，因

为每天求见他的信众太多，而且有许多事务必须处理，所

以改用录音带讲解说明。 

接下来，谨将他解说纪念佛像用法的开示内容，刊

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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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佛加持

现在，各位善男子、善女人为了护持佛教，捐献善

款合力建造藏经研究学院，如此为佛教建造坚固耐久的建

筑物，可以说各位是施舍世间的财富，来成就佛教的财

富，此项善因未来结成善果的时候，将使得各位拥有无尽

的财富，而且这些财富丰盈永久，是灾患所不能侵损的。 

因此，随着各人的信心与财力，有人捐二十五元、

有人捐三十元、四十元、五十元……正是为自己累积丰盈

的财富，将来善果成熟时就能受用这些财富，继续行善积

德。如此将有形的财富换成无形的福德，寄存在佛教里，

这项福德累生历劫也不会损坏。各位出生为人的时候，这

项福德就结成人间的乐果，各位若生在天堂，就结成天堂

的乐果。未来在三界里，这项福德能带给各位不可计量的

财富。 

现在各位虔诚来护持佛教，在佛教这方面也有东西

回馈给各位：就是这一件神圣的宝物，各位还不曾见过、

不曾想过会有如此神圣的宝物！这是说法人一心祈求涅槃 

中以法身存在的无量诸佛，以慈悲力加被所制成的纪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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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它们具有拥护善人的威德力量，人类本有的法身同时

也参与这项工作，借着诸佛的加持，这件宝物才能够出现

在人间。 

从结夏安居开始的那天起，一直到结夏圆满，祈求

诸佛加持的工作没有一秒钟停过。到安居圆满第二天的黎

明，纪念佛像就如愿地制作完成了，无比神圣的宝物从此

第一次在世间出现！  

放光治病

……下弦月初六日是说法人的生日，就在这一天开

始分赠纪念佛像给信众。 

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婆婆，名叫乔芒排，也来接受纪

念佛像，回家后把佛像供奉在蚊帐顶上。到了晚上，佛像

放出光明遍满全屋，家人看到光明都吃了一惊，不知道到

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大家一起出动，四处去寻查光明

的来源，找了很久，然后又看到光明渐渐隐没，全收归到

蚊帐顶上去，老婆婆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光明是从纪念佛

像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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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大清早老婆婆跑来找说法人，她说：「师父！

师父！昨晚我家出现奇迹，光明充满所有房间！起先我不知

道是怎么回事？后来看到所有的光明都回归到佛像里，才知

道是佛像放光！」 

昨天，老婆婆来接受纪念佛像的时候，还是老态龙

钟的样子，长年痼疾缠身使她显得衰弱苍白。可是才过一

夜，今天早上来找说法人的时候，样子完全改变了！变得

健康硬朗，而且皮肤光洁，隐隐发亮。她深深体验到纪念

佛像的神妙感应，确实能够化腐朽为神奇！ 

 

出言相救

有一位海军军人(当事人不愿透露姓名)，二十九日全

连队在警报处举行聚餐。聚餐完毕后分发武器，佩戴在这

位军人胸前的纪念佛像，忽然发出很大的声音告诉他 说：

「放下武器，离开这个地方！」海军军人心里想：「该往哪

里走才好呢？」佛像又发出声音说：「到晨曦寺去！」海

军军人赶紧丢下武器，向晨曦寺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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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约之间，看到连区已被敌军包围得水泄不通！他

吓得魂飞九霄：「哇！这下必死无疑，出路全被他们截断

了！」这时又听到佛像说：「躲在隐密的地方！」他立刻

找了一个隐密的地方躲藏起来，佛像怎么说，他就怎么

做。    

躲藏了很久，佛像再次发出声音说：「向这里走！」

他就照着做，「向那里转！」他又照着做……一直遵照佛

像的指示。最后，他终于逃出敌阵，免于死难。 

待局势稳定之后，这位军人立刻向上级单位报告，

此时，正好皇家卫兵缺少一位资深的领队，长官让他接

替这个空缺。他上任之后，有丰厚的薪金，又有荣耀的地

位，真是风光极了！ 

九天之后他才来找说法人，一见面就说：「请求师

父把脚伸出来让我顶礼吧！」说法人问他：「怎么回事

啊？」，他只是一味地顶礼……。

再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说出来给师父听听吧！」

这时他才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描述了一遍。现在他的

军阶已经升到准将，负责统领皇家的近身侍卫。

这是佛像能感应并说话的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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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辗不死

不只这些而已！这是一位坤爵(泰国的第五等爵位)的

亲身感应。 

当说法人向前来领取佛像的人解说：「好好保存这尊

纪念佛像，即使被汽车碾压也不会死。」才讲完这句话，

这位坤爵站起来说：「师父说的一点儿也没错！我就曾经

被车辗过。」于是就请他讲述车祸的经过：有一次他在马

路上被有轨电车撞倒，电车从他身上辗过去，把他整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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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了六公尺之后，车子才煞住。路旁看到的人都摇头叹息

说：「完了！一定被辗得稀烂！」但是电车停住之后，却

看到他从车底爬出来，一点伤痕也没有！他说：当他被撞

倒，落到车底下的那一刹那，顺手一抓，正好抓到车底盘

的一根手腕粗的圆铁杆，他使尽全力，紧紧抱住铁杆，不

使身体碰撞到地面。等电车停住之后，他从车底钻出来，

不但没受伤，就连衣服裤子也完好无损，这是被车辗不死

的一个感应。 

还有一位恒先生，在佛寺对面的马路上被一辆大型摩

托车撞得四脚朝天，摩托车从腹部、胸部、头颈部直辗过

去，结果只在他的鼻子旁留下一道微红的伤痕，其它一点

问题也没有！他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继续办自己的事

去了。这又是不可思议的感应，不可思议的事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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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免于难

要讲灵验的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回来讲给说法

人听的案例太多了！          

有一位军人叙述道：朝鲜半岛战争的时候，他被泰国

政府调到南韩去打仗。某天，一群联军围坐在一起，有英

国兵、美国兵、法国兵、还有一些泰国兵。正在闲谈时，

突然一颗炸弹飞落在聚会场中，轰隆一声，炸弹爆炸了，

现场除了这位佩戴纪念佛像的泰国兵安然无恙外，其余的

士兵全被炸死，无一幸免。 

后来联军的长官还颁发英勇勋章给这位泰国兵，到

现在他还留着这枚勋章。这是另一件神奇的事。

 

平安无事

有一个住在夜功府红涂我县芒科区的人，他在工作时

一不小心，从十五、六公尺高的椰子树上摔下来，静静地

躺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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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他爬起来，看看身上的装备，说：「摔

破了一个竹筒。」然后又爬上椰子树工作了，一点事也没

有！芒科区的居民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大家像潮水一般，争

先恐后地涌到北榄寺来求纪念佛像。

神圣的宝物能够庇护人，从椰子树上掉下来也不死。 

 

祈请方法

 各位领到纪念佛像之后，请按照以下的说明来做： 

打开纪念佛像来看，眼看心记，把佛像的形状牢记

在心里。清楚记牢之后，就观想将佛像放在身体的中央，

以期达到真实妙应。女生想象着从左边的鼻孔放进去，男

生想象着从右边的鼻孔放进去，放到肚子的中央。并想象

有两条直线：纵的一条从肚脐直通到后背，横的一条从左

腰中央直通到右腰中央，从这两条直线的交叉点向上提升

两指高的地方，叫做「身体中心点」。在「身体中心点」

上，存在着使我们成为人身的法光球，我们观想佛像端坐

在法光球的中央，面朝着与我们相同的方向，这是第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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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骤，女生收摄意念，观想自己的心从左鼻孔

进入体内，男生收摄意念，观想自己的心从右鼻孔进入体

内，进入到佛像的中心。在佛像的中心即能遇到无量无边

的诸佛，因为诸佛已成就此项法门，使众生的心能与涅槃

中诸佛的心感应道交，好像本国人用电报接送机与外国人

联络一样，有发射讯号的机器，也有接收讯号的机器，递

送往来，互相联络。就这样，我们把心止歇在佛像的中心

点，就能够联系到涅槃中诸佛的心，诸佛的心也能够传递

到我们的心，发送与接收都是用相同的原理。心止歇在中

心点之后，就在心中默念：「三玛阿罗汉，三玛阿罗汉，

三玛阿罗汉……」以忆念诸佛的清净功德，借着念佛来护

持自心，令心止歇安住。运心恰到好处时，心即止歇在佛

像的中心，如如不动。 

所谓「止歇」这句话，来自佛陀的教导，是佛陀亲口

所说的，何以见得呢？就在佛陀度化鸯崛摩罗的那一次，

鸯崛摩罗要追杀佛陀，但是任他怎么追也追不上佛陀……

最后，他生起惊惧敬畏的心，大声地对佛陀说：「沙门，

止歇下来！沙门，止歇下来！」佛陀转头对他说：「沙门

早已止歇了，是你自己还未止歇！」所以「止歇」是佛陀

金口所说的教导，我们将心止歇在身体的中心点，就是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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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佛陀的教导，正确无误地契入佛教的主旨，达成目标。

把心止歇在佛像的中心，不偏不倚地止歇安住在中心的

中心、中心的中心、中心的中心……，不在左、右、前、

后、上、下，只在中心，中心的中心、中心的中心、中心

的中心……。心不断地深入精细之后，就会看到明亮清晰

的佛像，闭上眼睛看得到，睁开眼睛也看得到，行、住、

坐、卧任何时候都看得很清楚。 

若能止歇在如此明亮清晰的佛像之中，即使只是片刻

的时间，所生的功德已经比建寺盖殿、钻研藏经的功德更

大！因为建造佛寺属于欲界有漏的善行，而凝心止歇在佛

像的中心是修行念佛三昧，属于满禅成圣的善行，后者的

功德比前者更殊胜！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将心止歇安住，进入中心的中

心、中心的中心、中心的中心……一直深入。依照佛陀的

教导，进入中心的中心，不要偏离中心点，当运心恰到好

处时，明亮清晰的佛像将会随心扩大，并能随心变成不同

颜色的光亮。之后即可见到佛像渐渐扩大……大到与我们

的身体一样……甚至比我们的身体更大……，我们的身体

端坐在佛像的中心点上，在纵横两条直线的交叉点向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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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两指高处。把心安住在此清净佛像的中心，并忆念佛

陀的清净功德：「三玛阿罗汉，三玛阿罗汉，三玛阿罗

汉……」如果能证见如此清净明澈的佛身，也就能契入佛

教的主旨，达成目标。

 

游历天堂、地狱       

愈深入佛身中心的中心之时，所见的佛身就愈清净

广大。       

等到禅定工夫纯熟精练，变化各种光亮也精通无碍

了，此时就可以称心如愿地到天堂地狱去游历。能够到地

狱去，与地狱的众生把臂握手、问答交谈，真正去接触地 

狱的众生！或到饿鬼道去，看十二大类的饿鬼，与众鬼把

臂交谈。或到阿修罗道去，与阿修罗把臂交谈。或到畜生

道去，一切畜生的精细身都是像人身一般的形态，也同样

去跟他们把臂交谈。或在人道里，与人的精细身接触，同

样可以把臂交谈，真正去互相了解。       

亲身实际去接触六道轮回里的众生，这是修行上很

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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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生活      

各位了解纪念佛像的重要性之后，在各位接受纪念

佛像的刹那，就犹如将十亿元的财富放在各位的身上一

般，受用无尽。

各位乐捐善款，建造藏经研究学院，把世间的财富转

换成圣道的财富，十亿元的财富从此就跟着各位。有了这笔

财富，这辈子就不再贫穷，即使卧倒在山林里，将要饿死之

时，也必定会有人送饭菜去给各位，绝不会饿死。

各位知道这份不可思议的功德效用之后，必须坚定信

念，好好保护这尊纪念佛像，并依照前述的每一项去实行，

使它生起神妙的感应力，见到清晰明朗的佛像，乃至见到最

殊胜微妙的清净法身。有时修行成果会来得迟一点，却绝不

会有差错。     

如果是做生意的人，可以向佛像祈求：「弟子做生意，

祈求佛陀保佑，使弟子生意兴隆，买顺卖通，盈利丰厚，经

销事业遍满全泰国。」将心止歇安住在佛像的中心，默念：

「三玛阿罗汉，三玛阿罗汉，三玛阿罗汉……」让此圣号的

声音一直传到涅槃界，之后即能感应买顺卖通，盈利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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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事业遍满全泰国的蓝图，充满各位的身心。当各位每一

次要出外经商之前，先如此摄心祈求，生意必然兴隆发达，

好像流水一般地通畅！       

如果是公务员，可以祈求：「弟子是公务员，祈求佛

陀保佑，使弟子在任职期间顺利稳当，广受爱戴，不被憎

恶，由基层到中层，中层到高层，级级提升，直到成为该

部门最高的主管。」

并将心止歇安住在佛像的中心，默念：「三玛阿罗

汉，三玛阿罗汉，三玛阿罗汉……」让此圣号的声音一直

传到涅槃界，即能感应成为那一部门最高主管的蓝图，充

满各位的身心，圆满各位的愿望。     

如果是需要付出劳力工作的人，可以祈求：「弟子

是从事劳动工作的人，祈求佛陀保佑，使弟子的工作顺利

无碍，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将心止歇安住在佛像中 

心，默念：「三玛阿罗汉，三玛阿罗汉，三玛阿罗汉……」

让此圣号的声音一直传到涅槃界，之后即能感应工作事半

功倍的蓝图，充满各位的身心。每次要出外工作之前，先

如此摄心祈求，无论种田、种杂粮或种果树都能成为富

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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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出门远行，经由陆路也好、水路也好、航空

也好，可以祈求：「弟子将要出远门，无论是经由陆路、

水路、航空，都祈求佛陀保佑，使弟子旅途平安，吉祥

顺利。」将心止歇安住在佛像的中心，默念：「三玛阿罗

汉，三玛阿罗汉，三玛阿罗汉……」让此圣号的声音一直

传到涅槃界，之后即能感应旅途平安，吉祥顺利的蓝图，

充满各位的身心。任飞机失事坠落也不会死、轮船在大

海中触礁沉没也不会死。飞机失事的例子已经有过，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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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没的事件也曾经发生了，这两起灾难的当事人都幸免于

难，平安无事地回到家里。车辗不死、车撞没事的感应已

经太多了。       

顺便再讲一件坐船翻覆落水不溺的事：这是一个十

九岁的小孩，他告诉说法人：「真是奇怪！师父，我不会

游泳，但是却不会溺死。」这个落水不溺的孩子回去告诉

他的兄弟姐妹，一时之间，又多出好几位前来接受纪念佛

像的人。 

 

忏悔礼敬，失而复得

 这尊佛像不是平平凡凡的东西，乃是极为珍贵难得的

宝物！我们有生以来还不曾见过这么神圣的宝物，今天我

们有幸遇到了，正如在祈求诸佛加持之后有一句话：如此

神圣的宝物，乃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在世间出现。

稍待片刻各位就能领受这尊佛像，领到之后，要如

法礼敬，专心修行，好好守护这件重要的宝物。反之，如

果不履行弟子应尽的义务，不将它当作一回事，佛像也会 

自己消失不见，不跟这个人在一起！但是，如果这个人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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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忏悔、礼拜修行，祈请佛像再回来，精诚备至之时，佛

像又会再回来！也很奇怪，好几个人有过这样的经验。      

有一位熟潘先生，以前曾经出家多年，住在边加玛

波匹寺(即大理寺)，受封为帕库腊查哇剌威含，后来还俗

做医生。他领受纪念佛像之后，礼敬修行，得到相当的 

感应。可是后来事务忙碌，也就渐渐疏忽，对佛像不在意

起来。有一天佛像不见了！他来告诉说法人，说法人回答

他说：「如果你还想继续供奉那尊佛像，就至诚祈求吧！

静心止歇在中心点，用虔诚心恭请。精诚备至的时候，佛

像就会再回来。」他遵照着去做。今年，他请说法人到家

里受供的时候，告诉师父说：「师父，我的佛像连同系佛

像的项链已经回到佛堂里供佛的地方，我请回佛像了！」      

现在，各位得到能够保护生命的神圣宝物，将使得

各位在这一生中拥有光辉美好的生活，这是一件重大的吉

祥功德！希望各位好好依照说法人所说的来礼敬纪念佛

像，不要有任何疏忽懈怠，以期人人都能所求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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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是至真至善的，

唯有真诚的人方能证

悟真实的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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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僧衔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的坚毅钻研，深入经藏，精进修

行，证悟佛法，其目的是为了自度度人，弘法利生，并无

意追求名利声誉，否则以他对巴利文佛经的精深造诣，他 

很轻易就能考取巴利文的最高级位，然后在僧团中得到很

高的地位！尽管他毫不在意外界所给予的荣誉与评价，但

是他的成就是不可磨灭的，以下是历年来他受封的僧衔： 

           佛历二四五九年 公元一九一六年 

             ——帕库沙目塔那努空9

 佛历二四六四年 公元一九二一年 

        ——帕库桑雅闻 

9 这个封号的意思是：奉持沙门法教授师。帕库(Phrakru)是第三等级的僧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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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历二四九二年 公元一九四九年 

        ——帕巴弯够首提拉

 佛历二四九四年 公元一九五一年 

        ——受荣誉僧衔扇 

 佛历二四九八年 公元一九五五年 

        ——帕蒙昆腊查牟尼 10  

 佛历二五○○年 公元一九五七年 

        ——帕蒙昆贴牟尼 11

 

预知时至
     众人尊崇的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圆寂前五年，在一次特

殊的机缘下，他召集寺内外的所有弟子，在法堂里聚会，

宣布说再过五年他就要圆寂了，要大家继续执行他的工

作，不要懈怠，唯有向前进才不会退步。并且把北榄寺的

发展计划交代清楚，要大家同心协力完成。 

10 这个封号的意思是：吉祥王牟尼宝。帕腊查卡那是第二等级的僧衔。

11 这个封号的意思是：吉祥天牟尼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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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以后北榄寺的发展会更顺利，虽然他圆寂了，但

仍有机会帮助北榄寺，而且作用比他活着时更大！ 

弟子们请他长住世间，不要圆寂。他说：「不行，五

年后一定要走！」 

老一辈的弟子都深刻感受到：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是

何等地关怀北榄寺、关怀入法身法门以及现在与未来的一

切弟子啊！不然的话，他恐怕不会开口托付弘扬入法身法

门的计划，以及供养比丘、沙弥，兴建与修缮僧寮等种种

事务。其中他最重视弘扬入法身法门，认为具有无边的利

益，超越一切事务之上。

  
示疾付法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的一言一行，处处显示出他无量

的智慧与慈悲。当第一个病兆出现时，他并不在意自己的

来日不长，他真正担心的是：传承入法身法门的人尚未找

到，如果缺少这位传人，他圆寂后不久，入法身法门就会

在世间消失。 

到了佛历二四八七年，公元一九四四年的某一天，

有五位俗家的亲人来探望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的病情，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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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中的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竟然面带微笑！他们觉得很奇

怪就问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为何微笑？因为他对心中的大事

已经释怀，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解释说： 

入法身法门的传人已经找到了，此人已在行武里府

出生了，将来此人的修行成就是无与伦比的，此人的能力

更胜于祖师——足以将入法身法门弘扬到全世界去。 

佛历二四九九年，公元一九五六年，帕蒙昆贴牟尼

祖师被诊断出患上了高血压，但是从他愈来愈繁重的任务

看来，痊愈的机会可说是相当渺茫。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很

清楚自己的病情，无论病痛如何折磨，他的内心永远保持

坚强，从来不抱怨疼痛或难受，医生无法从外观判断他是

否疼痛，只好直接问他感觉痛吗？即使患病他还是坚持要

在北榄寺度过雨季安居，直到安居结束后才愿意住医院。  

佛历二五○○年，公元一九五七年帕蒙昆贴牟尼祖

师的病情加剧，然而无论身体如何衰弱，他的内心仍然专

注于佛法与修行：每天早上他会命令比丘们到他这里来静

坐一、二个钟头，到了傍晚他会命令大家都去静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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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的病情日趋严重，他已经没有力

气亲身教导新来的深修弟子与带领大众静坐。有一天他将

八戒女詹唤来，交代说：

不要急着早死！也不要放弃教学去山林隐

居！我圆寂之后，所有人都依靠你来教导入法身

法门，以及带领他们走向修行的正道。假如你不

教导他们，他们会沦入魔王的掌中......

 

圆寂
在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圆寂之前，他预言北榄寺将会声

名显著，有众多新学加入此团体。并交代勿将他的遗体焚

化，安置在北榄寺可以确保北榄寺的兴旺——吸引信众来

礼拜致敬，藉此提高本寺的威望。在放置他棺木的殿堂要

播放他指导静坐的录音带，让参拜者得以聆听遵行。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于佛历二五○二年，公元一九五

九年二月三日，在曼谷帕斯乍能县北榄寺圆寂，世寿七十

四岁又四个月，僧腊五十三年。祖师最后的遗训是：

如同我在世一般，继续执行各项法务，精

进修行不要懈怠，继续行善与供养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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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薪传 

八戒女詹孔诺雍得尽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的真传，在帕

蒙昆贴牟尼祖师圆寂之后，愈来愈多人来跟随她学习静坐，

大家尊称她：詹老师。其中有一位姓舒提彭，名猜雅文的年

轻人，第一次来见詹老师时，詹老师一见面就对他说： 

你是我寻找之后引导而来的，你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时在行武里府出生。                                  

这位年轻人不仅精通佛法教理，而且热爱修行。跟随

詹老师学习，非常精进，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大学毕业

后即在北榄寺出家，法名：探玛才优，他正是帕蒙昆贴牟 

尼祖师口中所说的在佛历二四八七年出生于行武里府的法

门传人。探玛猜优比丘在北榄寺度过第一年的雨季安居之

后，就在六十岁的詹老师——也是年轻弟子所尊称的老奶

奶的带领下，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修行朋友在巴吞它尼府创

建法身寺，将入法身法门发扬光大，正确无碍地传向全世

界的每一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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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圣地之路是由六处重要场所组成，主要讲

述的是关于入法身法门发现者——帕蒙昆贴牟尼祖师

一生的历程。在圣地之路的每个重要场所都将安放一

尊祖师金像，而这些祖师金像全是由众弟子们齐心供

养，用纯黄金塑造而成的，其目的也是为了缅怀祖师

的洪恩，表达弟子们对祖师的感恩之情。

出生之地

邦

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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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生之地
素攀府颂丕农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纪念堂 

这是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在童年、少年、青年时修波

罗蜜的地方，众弟子齐心协力在此处建立起了一座外形如

八角形金山的“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纪念堂”。纪念堂内安

放有一尊祖师金像，供广大信众顶礼膜拜，并以祖师为楷

模，继续圆满的修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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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出生在素攀府颂丕农县的颂丕农

村，四周有河道环绕，地形非常的特殊，犹如莲叶，面积

大约为20泰亩（1泰亩=1,600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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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家之地
素攀府颂丕农寺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在二十二岁那年，即佛历二四四九

年，公元一九零六年七月初，在素攀府颂丕农县的颂丕农

寺受戒出家，法名“湛塔萨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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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丕农寺建于大城王朝时期，历史非常悠久，据推

测始建于佛历二二一二年（公元一六六九年），现今已成

当地寺院发展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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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证悟之地
暖武里府芒库威寺

在出家十一年后，祖师行脚来到芒库威寺雨季安

居，时隔一年，即佛历二四六零年的十月十五月圆日，祖

师在芒库威寺的大雄宝殿内修习禅定，直至最后证入内在

的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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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库威寺位于暖武里府挽果县的芒库威村，始建于大

城王朝的末期，历史非常悠久，但依然保存得很完整，它凝

聚了泰国老一辈艺术家们的智慧结晶。该寺院创建的经过及

创建者不明确，但在佛历二五二六年（公元一九八三年）出

版的《全国寺院》第二册中记载道：大城王朝的国王曾下榻

于此周围，后来国王就赐予芒库威村创建具有大城艺术风格

的寺院，大雄宝殿的特征如帆船一般，象征着当时的交通与

商业事业。芒库威寺始建于佛历二三零零年（公元一七五七

年），于佛历二三一零（公元一七六七年）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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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首次弘法之地
佛统府邦巴寺

邦巴寺位于佛统府挽铃县，这是一所高僧长老居住

的寺院，历史久远，无法追溯建设的年代，但从寺院的建

筑与传说来看，寺院修建的年代应该在曼谷王朝之前。由

于寺院处于猜西河畔边，因此居住在邦巴河畔的人们，就

把这所寺院称为邦巴寺，并一直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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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证入内在法身之后，为了能够到达法的究竟，祖

师更加精进的修禅定，越禅定就越精通。在雨季安居结束

之后，他便向芒库威寺的住持辞别来到邦巴寺，因为他在

入定中看到这所寺院会有能够证入法身的人。最后在他的

精心指导下，有三位比丘和四位居士证得了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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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修法身法门之地
曼谷帕司乍能县北榄寺

自从祖师接任了北榄寺住持一职，就带领寺院的比

丘和沙弥严格修行佛法，修习止观和学习巴利文。从此，

寺院慢慢地兴盛起来，成为信众佛法修行、静坐，以及学

习巴利文的场所。

尽管北榄寺的日常事务繁多，但祖师从未放弃过精

进修行及弘扬法身法门，因为祖师将这份职责当作是生命

中最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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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佛历二O三一年至二一七二年（约公元一四八八

年至一六二九年），北榄寺由大城王朝的一位国王亲自建

立，但没有记载具体的国王名字。北榄寺是吞武里市主要

的皇家寺院，很多书籍和古物中都有证据显示，其中有些

古物的年代可追溯到大城王朝的中期。（寺院的设计和工

艺品，如：三藏经楼，放三藏经的柜子，艺术雕刻，以及

建造大雄宝殿的方法，都是大城王朝中期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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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传承法身法门之地
巴吞他尼府法身寺

在祖师所有的弟子中，詹孔诺雍老奶奶在修法身法

门方面的造诣，可谓是非常精深。她曾经被祖师由衷的称

赞道：“我的女儿——詹，是独一无二的。”后来在祖

师圆寂之后，老奶奶便遵照祖师的嘱咐，继续弘扬法身

法门。直至后来有位热爱修行的年轻人成为了老奶奶的弟

子，跟随她学习法身法门，并在修行上取得了卓越的成

果。最后，这位优秀的弟子选择了剃度出家，法号为“探

玛才优”（现为法身寺住持——法胜法师）。从那之后，

法胜法师便在北榄寺的佛法实践之家教导信众打坐，来学

习打坐的人络绎不绝，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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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容纳日益增多的弟子，以及将法身法门弘

扬至全世界。在佛历二五一三年（公元一九七O年），法

胜法师和詹老奶奶及团体决定在巴吞他尼府空銮县创建

法身寺，并以“建立优良道场，培养正僧，培养社会善

人，”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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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的金像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让佛教文化又展现了昌盛景象。自

从发现入法身法门与佛陀的教导一致后，修行人都跟随祖

师修习，并通过修行了解到真正的佛法，并能够证明此法

门乃是正法，这个过程也丰富了佛教文化，使佛教在佛法

和修行两方面得以复兴。将这些可证明的殊胜的三宝带给

世人，让世人得到幸福，宁静和快乐。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修波罗蜜一心只为寻找解脱之

道，他也慈悲的救度世界，给世人带来利益。即便已经圆

寂，他的法波罗蜜依然存在，依旧护持着四众弟子。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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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这些重要的事情，都是为了奠定基础，让无数的后

辈比丘和居士们，能够在学习经典和修行佛法方面获得益

处，从而达成弘扬佛法及续佛慧命的使命。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伟大的法波罗蜜，使他成为卓越的

修行人，受世人称颂。每一位修波罗蜜的弟子们，都怀着

坚定的信仰心，通过修行和布施，修功德波罗蜜，对帕蒙

昆贴牟尼祖师的教导无限感恩。詹孔诺雍老奶奶和法胜法

师带领所有弟子们，为了表达对祖师的感恩之情，竭尽所

能的寻找世上最好的材料，所有人都认同金子是最好的材

料，非常适合用来塑造祖师金像，让人们的心灵感受到无

上的法喜。

听到这个吉祥消息的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都将自身收藏或佩带的金饰，如各种金块、金戒指、金镯

子和金项链等，聚集起来塑造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的金像。

于佛历二五三七年的二月五日，成功塑造了一尊大小相当

于真人一倍半的祖师金像。直到现在人们还能感受到那种

喜悦。这是塑造过的祖师金像中，最大和最纯正的一尊。

除此之外，这还是第一次集合四众弟子团结在一起的因

缘。塑造帕蒙昆贴牟尼祖师金像是一件非常殊胜的事，因

为能够让更多的人来礼敬和结善缘。这不是让信众们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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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金像的外表，而是让大家能借此来纪念帕蒙昆贴牟尼祖

师传法的恩德，当看见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的金像时，会让

我们的心很法喜、柔和并生起坚定之心，从而更加努力的

修善行。以祖师作为楷模，跟随祖师修法身法门。帕蒙昆

贴牟尼祖师生来就是为了度化和利益大众，也以此让善信

们更了解祖师伟大的恩德。

因此我们齐心供养祖师和赞美祖师的恩德，既是礼

敬僧宝，也是礼敬佛法。让修行者明白佛法是可以通过真

正的修行而证得的，从普通人变成道德高尚的人，成为世

人尊敬和称赞之人。修行者将佛法传扬给世人，带领世人

走向圣道。让更多的人得到真正的快乐，给世界带来真正

的和平。因此供养值得礼敬之人，是我们生命中最殊胜的

善行，能让我们获得他人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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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纪念堂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纪念堂，是国内外弟子们齐心建

立的。这座安放祖师金像的纪念堂，塔身四周呈圆锥形，

塔顶成半球形。内部空间非常宽敞，中央位置安放的是重

达一吨的祖师金像。安放的目的是为了供广大信众顶礼膜

拜，缅怀祖师的洪恩。除此以外，还是一处展现祖师生平

事迹，储藏档案的地方。档案中记录着佛法继承者，法身

法门传人，法身寺兴起到成为世界法身中心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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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祖师纪念堂还是一处佛教圣地，作为禅

修之地对信众开放，进入纪念堂没有国籍、信仰、语言或

种族的限制。为的是世人能证入内在的法身，激发心灵觉

醒，让人们返回来亲近殊胜的佛法，了解至高的依靠是

内在的三宝，这是真正的皈依处，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

体内。通过修行证入内在的和平，来实现全世界真正的和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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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介绍至此，事实上只能算是略传，还

有许多事迹未及译出，然而译者衷心所祈望的，

乃是引证一位终生真实履行菩萨道的大师，将其

作为呈现在读者的心目中。 

众所周知的，菩萨道是北传佛教所极力标

榜的行径，然而恐怕鲜有人了解到，在南传佛教

中也有发心修菩萨道的行者！以下谨将帕蒙昆贴

牟尼祖师的事迹按照《华严经》普贤王十大愿的

次第，一一对照，提供帕蒙昆贴牟尼祖师一个总

体的轮廓，让读者作另一个角度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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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礼敬诸佛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除了每日课诵及静坐法会时，必定

礼敬十方三世诸佛之外，对佛像极其恭敬，这可从其在素

攀府古寺中阻止牛群入寺，并发心修复，以及虔诚制作纪

念佛像，指导信众恭敬礼拜纪念佛像，以此帮助修行……

看出祖师非常恭敬佛像，这是礼敬外在佛。

证悟内在法身佛，得以恒常礼敬，并教导众生证悟

礼敬自性法身佛……这是礼敬内在佛。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慈悲平等对待众生，即使对饿狗

也平分食物，尊重每个生命，因为每个生命都有威德无量

的法身……这是礼敬未来佛。

 

二、称赞如来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除了每日课诵及法会必定赞叹三

宝的功德之外，自己讲经说法，也培养比丘讲经说法，以

弘扬佛法、赞叹如来。并且赞叹每个众生本具法身的德

能，勉励大家求证，乃是赞叹自性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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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修供养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每逢周日或佛日，领导信众以饭

食供养十方三世诸佛，用修行的力量将饮食化成精细，变

为无量食，遍供诸佛。并设立厨房、餐厅长期供养参学的

僧人，无一日间断……这是财供养。 

敦请明师教导巴利文藏经，自己除了讲经说法，亦指

导修行。设立小学让俗家弟子就读，设立研究藏经学院让

僧人求学……这是法供养。 

医治众生的病痛、济助苦难愁恼、解答困扰疑惑、

乃至超度死者亡灵……这是无畏供养。 

 

四、忏悔业障
除了早晚课诵及法会中，虔诚忏悔身、口、意三业

罪障之外，教导业障深重或现造恶业的人改过向善，指导

病人忏悔罪障，乃至于帕蒙昆贴牟尼祖师本人病重时，自

知宿世恶业感报，无怨无悔，安心受之……这是事忏。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证悟法身，深知法身本自清净，

恶业罪障皆不能染，善业福报也不添净……这是理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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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随喜功德
见到他人成就高过自己，不但不嫉妒，反而恭贺他，

向他学习。见到任何人有一丝一毫的善行，立刻称善赞

道，并且参与响应……这是随喜他人功德。 

时常忆念自己所行的善德，自我欣庆，并愿意为人讲

述……这是随喜自身功德。 

  

六、请转法轮
请法师讲授藏经，鼓励比丘训练说法，并亲自参加

听讲。安排深修弟子在寺内、寺外教导静坐……这是请转

外法轮。 

证悟内在法身，三明六通本自具有，一切法藏无不

齐备，并令一切大众也能开显本有的法藏……这是请转内

法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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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请佛住世
治愈老师颂列及其它善知识之疾病，请善知识住

世。恭制纪念佛像令领受者恭敬礼拜，等同真佛。万佛节

持烛绕佛时，恭请诸佛现身……这是请外在佛住世。 

自证法身，恒忆不失，并教导他人证悟本有的法身，

恒长忆念，不令或忘……这是请内在佛住世。

 

八、常随佛学 

精深钻研藏经，通达法义无碍……这是学佛的教理。 

自己严持净戒，并规劝他人之过失。依佛律仪，改

革僧人的陋习，树立如法修行的典范，令佛世清规俨然重

现……这是学佛的律仪。 

精进摄心，止歇宁静，深入禅思，七日不动……这

是学佛的禅定。 

发掘入法身法门，深修细研，透识无边法界，学习

三明六通，开显广大的觉智……这是学佛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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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慈悲愿，供养僧众。发精进愿，誓证佛法。发摄

众愿，愿僧安乐。发长远愿，恒护教法。发无上愿：永度

众生，最后入涅槃……这是学佛的发愿。 

总而言之，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对于佛陀的十度万行，

可说无不随学。

  

九、恒顺众生
无论众生有何苦难，有何需求，有求必应。并且分赠

纪念佛像，帮助满足众生的愿求。赞许众生修善，阻止众

生造恶。善观众生根基，因材施教。

说法善巧，应病与药。恒念拔除众生苦，给予众生

乐。并发掘入法身法门，让众生能因此法门而证悟佛法，

愿将真正安乐传播给全世界的人类。 

 

十、普皆回向
所修的一切善行无不回向于法界众生，回向于圆满波

罗蜜行，回向于彻证究竟极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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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列，只是略举事例，事实上帕蒙昆贴牟尼祖

师行菩萨道的事迹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他给我们的启示

是：任何成功绝非偶然，都是要具备决心、毅力、专注、

巧慧等条件，以及前世的福报才能获得。我们亦深信，帕

蒙昆贴牟尼祖师不只是一生两生的修持，而是多生累劫勤

修波罗蜜的成就。我们庆幸能与菩萨结此法缘，并愿此善

缘连续不断，直到与法界所有众生同证无上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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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法身寺与

法身基金会的活动和成果 ( 图片）

元旦居士头陀营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法胜法师一直极力教导祖师所重

新发现的入法身法门，让很多的比丘、沙弥、优婆塞、优

婆夷，以及国内外的信众得以证入内在快乐。同时他们都

获得了卓越的禅修经验，并有机会继续修更加精细的法身

法门。

法胜法师以奉献生命的精神达成祖师与老奶奶的心愿，

极力将法身法门弘扬至全世界，让世界实现真正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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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佛节平安灯法会

全国百万位比丘托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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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啸超度与回向仪式

全国三万所寺院斋僧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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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婆塞培训活动

优婆夷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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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男子短期出家活动

国际佛法薪传者短期出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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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头陀行活动

复兴世界道德计划——道德之星（V-Star 小朋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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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内和网”共同打坐

World-PEC 世界和平道德联考



173

Middle Way Meditation Course中道禅修营

供养功德衣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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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请帕蒙昆贴牟尼祖师金像仪式

帕蒙昆贴牟尼祖师圣地之路头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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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持泰南266所寺院

社会福利——救助受灾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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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静坐入门       

首先以单盘的坐姿轻松坐下，将右腿叠放在左腿上，

右手放在左手上。右手的食指与左手的拇指相触。两手的

手掌朝上轻轻迭放在脚踝上。身子挺直，头摆正。如果不

采用此坐姿，也可以坐在椅子或沙发上。调整坐姿使自己

舒服，呼吸和血液循环通畅。轻轻闭上眼睛，感觉自己就

像刚要睡着似的。

然后做两三次深呼吸。深深地将气吸进来，感觉肚

子跟着吸气慢慢地胀起来。呼气的过程要放慢。吸气时，

感觉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了幸福和快乐，而呼气时，

则释放所有的忧虑和紧张情绪。给自己这片刻的时间，放

下所有的牵挂，然后回到自然的呼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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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调整心念，再放松从头顶至脚趾头的每一块肌

肉。放松身体的每个部位，不要让任何部位绷紧或受压。

应该一直保持清醒，轻松自在的感觉。让心快乐、清新、

纯洁、明亮。让心空空的，不想任何事情，感觉仿佛一个

人坐在一个干净空旷的地方，一个充满自由和平的地方。

想象身体空空的，没有内脏，里面干干净净，空无一物。

也许你会觉得身体更轻盈了，因为你已与周围的一切融为

了一体。

然后，将心安住在身体的中央——腹部的中心，即是

肚脐以上两指高的中心之点。不一定要找到确切的位置。

只须继续轻轻地将心安歇在身体的中央，身心也都放松就

可以了。

身心放松以后，可以慢慢地观想体内有一个清澈透明

的水晶球，球体可大可小，但应该像中午的太阳般明亮，或

像满月般清澈。轻轻松松地观想，保持着一颗平静的心，不

要强迫自己去观看水晶球的画面，我们不是非得见到水晶球

不可的。

如果观想中的影像显得很模糊，也不用担心。不论出现

什么画面都不要管它，继续让心保持平静、静止和休息的状

态。如果有了妄念，加强诵念佛号，让佛号“三玛阿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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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指宽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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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从身体中央的水晶球内散发出来。这句佛号的意思是

让我们纯洁的心远离种种苦难，你也可以念诵“清澈透亮”

这四个字。不断地念诵，同时平静地观察水晶球，直到心入

定为止。此时可停止念诵或者已自然地忘了念诵。最后只剩

下身体中央水晶球清晰的画面。安安静静地专注在这个画面

上，让心始终保持静定。

如果内心的体验不同于以往的体验，不要躁动或激

动。保持心不受干扰，只需静观，对看到的一切不喜也不

悲。最后安住在身体中央的这颗心，变得越来越细腻，然

后进入身体的中央点， 那是纯净、明亮之点，是真正幸福

和觉知之源，是浩瀚无边的内在智慧，它会随着不断静坐

而增长，纯善的心同时也会自然地跟随着我们，这颗纯善

的心是人人皆具备的。

当心止歇下来时，你会体会到静坐的喜悦。在静坐结

束之前，可以修习慈心观。首先将心安住在身体的中央。

感觉你对周围的人充满爱心，把善良美好的祝愿送给世界

上每一个人。让富有关爱的心念融入清澈明亮的水晶球，

使它体现对一切有情充满关爱和美好祝愿的力量。让水晶

球向你的四周上下不断扩大，超越你的身体。让它向每个

方向散发光芒，带着你的心，祈祷一切有情离苦得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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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一切有情发掘最伟大的事业：从静坐中获得极乐，由静

坐回归到我们内心最初的纯善。将纯洁的善带到日常生活

中，使我们身心健康、富有成就、尽善尽美、人人受益。

让心中的水晶球扩大笼罩自己的身体以及那些离你或

近或远的人们；扩大笼罩你现在的所在地，再大些而后直达

云霄；不停的扩大，直到你感觉自己的心没有边际，对地球

上每个大陆、每个角落的人都充满爱心和美好祝愿。

与一切有情众生心心相连，愿他们只有幸福，愿世上

所有国家繁荣富强，诸多善人致力于真正幸福与和平的事

业。让心的纯善从身体中央点传递给饱受战争痛苦的人们，

藉此力量化痛苦为幸福；让幸福常驻人间；让世界人民停止

彼此的剥削和伤害；让人们的心从黑暗中得到解放，成为富

于爱心和同情心的人。

从静坐中获得的纯善是一种能量，它变为纯善的力量

无声地渗透在空气中。它能抹去我们内心的瑕疵，驱散内心

的黑暗，使一切都变得光明。让我们正确地处理生活，以善

心营造幸福，以善心改变世界，缔造真正的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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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华语地区的法身中心 

泰国 (Headquarters)

       法身基金会 Dhammakaya Foundation

            40 Mu 8, Khlong Song, Khlong Luang, Pathum Thani 12120,   

            THAILAND

            Tel : +(66-2) 831-2553, +(66-8)6529-0142 

            Fax : +(66-2) 5240270 to 1

            Email : Dhammakaya Foundation Office:info@dmky.org 

            Webmaster : webmaster@dhammakaya.or.th

中国 (China)

         释心平 Tel : +(86)137-6470-8236  ; 

           E-mail：xinping1000@hotmail.com

           释觉旭  Tel : +（86）131-885-7959   QQ :  910653710

           泰国+66875162071；E-mail：pp072@yahoo.com

       香港 (Hong Kong) Wat Bhavana Hong Kong

            385-391, 2/F, Henning House, Hennessy Rd., Wanchai, 

            Hong Kong

            Tel : +(852) 2762-7942, +(852)2794-7485 

            Fax : +(852) 2573-2800

            Website : www.dmc.hk    Email : dmchk@netviga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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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Singapore)

        Kalyanamitta Centre (Singapore)

            146B Paya Lebar Road, ACE Building #06-01,

            Singapore (409017)     Tel : +(65)6383-5183 

            E-mail : dimcsg@dhammakaya.tor.ch  dimcsg@singnet.com.sg

台湾 (Taiwan)

       台湾法身寺禅修协会 

        Dhammakaya Internation Meditation Center of Taipei

           22061 台北县板桥市四川路二段16巷9号3楼

           Tel : +(886)-2-8966-1000    Website : www.dmc.org.tw 

           E-mail : info@dmc.org.tw

       台湾法身寺禅修协会 桃园分会 

         Dhammakaya International Meditation Center of Taoyuan 

           330 桃园市复兴路20号2楼

           Tel. : +(886)-3-335-4000 Mobile. : +(886)-987-300-257

           Website : www.dmc.org.tw 

           Email : watthaitaoyuan@hotmail.com

       台湾法身寺禅修协会 台中分会 

        Dhammakaya Internation Meditation Center of Taichung

           40001台中市 中区 民权路14巷25号1-2楼     

           Tel :+(886)-4-2223-7663    Website : www.dm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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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Malaysia)

       Penang 

       Dhammakaya Meditation Center of Penang

           No. 66, Lengkonk Kenari 1, 11900 Sungai Ara,

           Penang, Malaysia.

           Tel : +(60)-4-644-1854, +(60)-19-457-4270 to 1

          Email : dmcpn@hotmail.com

        Kuala Lumpur 

         Dhammakaya Meditation Center of Kuala Lumpur

           2A-2 Jalan, Puteri 5/1, Bandar Puteri, 47100, Puchong, 

           Selangor, D.E., Malaysia     Tel : +(60)-3-8063-1882

           Fax: +(60)-3-8051-2096 

           E-mail : chutintharo072@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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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誉助印者

 特殊助印者

พระครูภาวนากิจวเิทศ          พระไพภมิู วชฺิชุปญฺโญ วดัสุวรรณวนารามและ The Sun of Peace

โชคชยั  วลิตวรางคก์รู   อรรถพร-ธมลวรรณ-ศุภรักษ ์ประเสริฐวงษ-์สมพร พิริยะภาพสกลุ

ปภาว ีมหานาม   เกรียงชยั-อุบลรัตน ์รัตนาสิน พร้อมลกูหลาน  

พรรณพร  วชัรประภาพงศ ์ โรง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ตะวนัออก Easy Chinese    

วลัลภา  ชาติประเสริฐ   กญัพล-รตนนล  ศรียาภยั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Belinda Lee & family  Family of Lee Hian Tee Family of Lee Kim Swee 

Family of Tan Chin Choo Family of Toh Chai Leng Lee Ah Ngor  

Li Ze Yu & Li Ze Bin  Liew Wan Hin  Ngoh &Teo Family  

PRUNTRAWAN, SYDNEY AUSTRALIA    Tham Pui San  

Thang Yoon Ming                   方荣正 沈郁枝  陈爱琳  อยัรินชย ์เลิศสุนทรพจน์

方劭奕 เชาวว์ทิย ์พจิูตร์กานนท ์ 方敏奕  แมนวทิย ์ พจิูตร์กานนท ์于传刚

李凤琼    已故叶亚娇   已故李松   

พระพลศกัดิ ฐานสกฺโก ศนูยก์ารแปล อสม.จีน และคณะญาติมิตร 

่่

์

บูชาธรรมมหาปูชนียาจารยโ์ดย

ศนูย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กวัลาลมัเปอร์ และJINAPANCHORN CHANTING GROUP

อภิรัฐ-สิริภรณ์ ด.ญ.พอรินทร์  ดวงใจ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ศนูย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บรูไน                             

นนทป์วธิ  เอียมธีระกลุ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杨有福         กลุมสำาเร็จดว้ยใจ สมฤทยัดว้ยบุญ

จิตนภา  สมบูรณ์ศิลป์ ประวติั-ด.ช.ดงัปรวจัน ์ ดงักลาง        สุขเกษม-ไมตรีจิตร์ สุพรรณนานนท์

ประสาร-สีฟ้า-สุภีนนัท ์ บุญอนนัธนสาร                              สุริยะ-สุริสา-ศาตนนัท ์ จึงรุงเรืองกิจ

อภิชาติ-อริยะ แซ่เฮา้-MS.WONG TSUI SHAN                    ธีรวจัน ์ การเนตร

อดิศกัดิ-นิชาภา-อรพินท-์อภิฤดี  อนนัตสุ์ภคั และคุณฐิตาภา  ชีวนิรติพร

Ong Hang Kwee, How Jee Leng, Wennie Ong, Watson Ong & Wendy Ong

Boonchuay Juncherdvanich, Cher Jui Cheng, Chong Kwong Sheng, 

Juncherdvanich Jinda, Juncherdvanich Chanya    Lau Siew Khim

Quek Song Chew & Ivy Lim Puay Ing     William Tan Sze Tze

Tan Mei Sie & family                                                      黄春华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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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印者

วดัพระธรรมกายฮ่องกง      

วดัพทุธเจนีวา        

วดัภาวนาเถาหยวน        

ศนูยธ์รรมรัตนบ์า้นหมี  

ศนูย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ปีนงั           

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 ์พระนิสิต สถาบนัธรรมชยั

  ทุกรูป (DCI 12)

พระเจต  อธิมุตฺโต-พระทนุ  ชยารฺกโข

  และญาติมิตร

พระเจษฏา กิตฺติฐาโน

พระเจียง  เต๋อเหอ

พระกมล  สุหชฺโชและญาติมิตร

พระกฤตยะ  สีทฺธมโม รุน25 ควา้ธงชยั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กฤตมโนรถ

พระกิตติศกัดิ ์  กิตฺติธโรและ

  ครอบครัววงศศิ์ริธร

พระครูภาวนาวเิทศ พม.วรัิตน ์มณิกนฺโต

พระฉราศรัย  นนฺทิโย

พระฉตัรชยั มณิวโร  

  และพระภิกษุรุน 25 ควา้ธงชยั

พระชยัยศ  สามตฺภิโภ

พระณฐัวฒิุ วฑฺุฒินนฺโท

พระถิรพงษ ์ญาณธโร  และญาติมิตร

พระทรงสกล กนฺตวชฺิโช และ

  ลดัดา วทิยานุภาพยนืยง

พระทวศีกัดิ  ฐานารโห

พระธณชั  เชฏฐธมฺโม

พระธนพล  กิตฺติวโีร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พระนิคม  มณิสุโภ

พระประคอง  ภทฺทวโีร

พระประคอง  อุทโย

พระพญาราช กนฺตสีดล-พอ่บรรลุ-แม่อำา-

ดรุณี-ฐิติพร-ชินอิจิ-ววิรรธน-์ณรงค ์

  พนัธุมโนราช

พระพิทกัษ ์คุณารกฺโข

พระภาณุวฒัน ์ รณญฺชโยและ

   คณะญาติมิตร

พระภิกษุกลุมธมัชยัโยธิน

พระภิกษุรุน 20

พระภิกษุรุน 21 สำาเร็จทุกอยา่ง

พระภิกษุรุน  23

พระมหาต่อชยั  ชยวฑฺฒโน-

  พระวลิีป  ปวชฺิโช

พระมหาธญัสณัห์  กิตฺติสาโร

พระมหานพดล  เขมชโย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คำาเขียว  

พระมหาวชิา  อธิวชฺิโช

พระมหาวชิิต  สิริปุณโณ

   (เอียมบริบรูณ์)

พระมหาวรีวฒัน ์ วรีวฑฺฒโก 

พระมหาสมบติั  อินทปญฺโญ 

พระมหาสุทธิชยั  สุทฺธิชโย

พระมหาสุธรรม  สุรตโน

พระชาญวทิย ์วรวชฺิโช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พระวชัรินทร์  นรินฺโท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เสนา 

พระวนัเฉลิม  สมว ำโส และสหธรรมิก

พระวนัชยั  ภริูมโน

พระวชิิต  ผาสุกวาโส

พระวทิยา  วสิารโท  และผมีูพระคุณ

พระวษิณุเทพ  สิทฺธเทโว

พระวฒิุพงษ ์ วฑฺุฒิว ำโส

พระศรัณย ์ ภทฺรวณฺโณ

พระสมเกียรติ  ปุญญฺเตโช

  และคณะญาติมิตร

พระสา้วหว ี อาภากโร释光明

  และคณะญาติมิตร

พระสุมงคล  จารุชาโต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พระอรัญยทุธ์ ฐิตคนฺโธและ

  ครอบครัวดำารงวฒิุกรณ์

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เจา้หนา้ทีและผนูำาบุญ

  ศนูย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บาห์เรน

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ะเจา้หนา้ที ่ฝ่าย

โภชนาการหอฉนัคุณยายฯ

พระอำาพน  ฐิตปญฺโญ

พระอุดม  ยติสฺสโร

พม.ธเนศร์ ฐานรโต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ชทัทช์ไนเดอร์

พม.พิเชษฐ ์สมนฺตชโย

พม.สุชาติ สุชาตชโย

พม.อิทธิพล อิทฺธิชโย

สามเณรไชยวฒัน-์สมจิตร์-พิมลกานต ์

อุปฐาก

สามเณรธนภทัร  พงศด์ำารงบรรพ์

เกยรู-พิทยา-ชลดา-ณชัวนิท ์วลิาวรรณ์

เกษร  ไทยยงิ

เงก็ลว้น แซ่ลิม

เจนนภา-แสนดี  มหาดำารงคก์ลุ

เจริญ-วรัิช-พทุธชาด  อนนัต ์ 

เฉลิมชยั-ทิพสินี- 

  ธนาวร์ี วฒันบรูณ์ชยั -คณะมิตร

เชียะกิม-เชียง  แซ่ตงั

เชือ-สุพรรณ-ธนวฒัน ์-

  ภทัรมณ  นกอยู

เตียง  สุวรรณเสม

เทอม- สิริรัตน-์กนิษฐา- 

  จิราวรรณ มาดไทย

เนือง ใจทิพย์

เบ ๊ยกจุย-เอง็ งว้ยจู

เบญจรัตน ์ เฉลิมรัตนโกมล  陈风英

เบญจวรรณ์ เจริญชยัจีระกลุ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เพชรา พนูทองพนัธ์ และ

  ธวลัพร   ธานินทร์ธราธาร

เมียวเตียง  จิรมหาโภคา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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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印者

เรวตั  ก่อรัตนคุณ

เลขา กนิษฐกลุ และรุงนภา พงษศิ์ริ

เสนาะ ธรรมบุตร

เสาวณีย-์องอาจ สุทธิสาร-

  เจมส์-แบงค ์

เฮียง-ใบ-้สม้เกลียง-สม้เทศ กนิษฐกลุ

แจ่มจนัทร์ ตุนบุตร

แม่ซุยงิม้  แซ่ลี

แม่นรินทร์ ลีแวง

แสงสุวรรณ  หงษศิ์รินิรชร

แสวง  สวา่งภพ  

แสวง จนัทประสิทธิ

โกษม-ธนภร-จิดาภา-ภคัภร-ชยตุ-

  กฤตยา-อภิชา แจ่มจนัทร์ชนก

โครงการอาสาพนัธุต์ะวนั

  (ชมรมพทุธศาสตร์สากล)

โศรดา-มานะ  วฒันธนากร

โสภา สกลุเอียม

ไพรทอง  วอทอง

กชนิภา  กิมไช่ยง้  

กนกอร  แซ่แต่(แซ่ชิง)

กรกช-ชมยัพร-ณฏัฐณิ์ชศา-ภาวณีิ-

  ธีราพร-สมปอง

กรรณิกา - กนกกร บุญจรัสวงศ ์

กรรณิกา  จรัสโภคธำารง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กฤตติยา  จุทสิงห์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กฤตภาส กิตติสาเรศ

กฤติกา  สุนทรศารทูล

กลา้ใหม่-กลา้สิริ 

  ครอบครัวเรือนสากล

กลุมธาตุธรรมสำาเร็จดว้ยบุญ

กลุมรักบุญ SYNEYบูชาธรรมคุณยาย

กลุมลูกพระธมัฯบา้นโป่ง

กลุมสำาเร็จดว้ยใจ สมฤทยัดว้ยบุญ

กองติดต่อสอบถาม

  (สำานกัศรัทธาภิบาล)

กงัสดาล โชคฐิติอำานวย

กญัญาณฐั-ทองมี  เวกสูงเนน  และ

  กชกร-จนัทร์ลา แสนจนัทร์

กญัญาภรณ์ ศรดอก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กลัยา  สมัพนัธารักษ์

กิ ่งกาญจน ์เมืองโคตร

กิมจุย-พยอม แซ่เถน และ

  ธนัวารัตน ์ มณีพนัธานนท์

กศุล  โพธิสุวรรณ

กศุล สงครามมา

ขวญัฤทธิ  วฒันธนากร

ครอบครัว  เชาวลิตกิจเจริญ

ครอบครัวเจียมพิทยานุวฒัน ์และ

  ครอบครัวธนะสมานโชค

ครอบครัวกิตติภมิูวงศแ์ละ 

  ครอบครัวยนตสุ์วรรณ

ครอบครัวจนัทร์จรัสทอง

ครอบครัววรรณมณี

ครอบครัวสิทธิวจัน์

ครอบครัวสุจริตธรรมกลุ

จริยา  มีแตม้

จนัทร์จิรา  จนัสม

จนัทร์ทรง หงส์โตสวสัดิ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จนัทิรา  มธุรเวช

จำานงค ์ ธรรมรัตนปรานี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จิตรา-อมร วงษสิ์นไทย

จินดา  มีพจนเ์พราะ

จินดา-ธนากร-อายะดา  ลิมสกลุ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จิระศาสตร์  ผวิทองงาม

จิวหง-สุมาลี  แซ่ลิม้

จีรพรรณ-ไตรรัตน ์ รุง่เรือง  

จุฑามาศ  โกมารภจักลุ

ชรินทิพย ์ปัญญาสกลุวงศ์

ชวลิต เนียมสุวรรณ และ

  นฤมล  สุภพรสุพฒัน์

ชชัวาล-ปินมณี พนัธ์กทัลีและบุตร-ธิดา

ชยัรัมภา  กนิษฐสวสัดิ

ชยัวฒัน ์ก่อรัตนคุณ

ชาญ พรหมประดิษฐ์

ชาญชยั - พชัรี  เชาวลิตกิจเจริญ

ชาญวทิย-์ดุจดาว-ด.ช โชติพฒัน ์ 

  เชาวลิตกิจเจริญ

ชิน จินตประยรู และ เกียง  ศรีทวดี

ชินธิป  เชาวลิตกิจเจริญ

ชินวตัร-ลกัษค์ณา ทิพยจ์รรยาวตัร์

ชูชาติ-ดวงจิต  และ

  ครอบครัวรัตนจงเกียรติ

ชูศรี  ภาคฤทธิ

ฐิติพร-พชร  ตนัติสุรียพ์ร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ณฐัชา ธราพร 

ณฐัฐิกณัจ ์ สุริยนต์

ณฐัธนภทัร์  ระววิรรณ

ณฐัธาร-วรวร์ี-วรพนธ์  ฉตัรบุญภรูสิทธิ

ณฐันนัท ์ ทองมณีเจริญลาภ

ณฐัพล  แสงวชัรกลุ

ณฐัภาพรรณ  มูลคา

ณฐัสร  สุจริตธรรมกลุ

ณิชานนัท-์ฐานิกา-ปัณฑารี-

  ทุเรียน-นพดล

ด.ช. ธารณ์  บุญมาก 

ด.ช.พีรพฒัน ์อยูส่วน

ด.ญ.โสรยา  วอ่งเจริญ

ด.ญ.ณชัชา-ด.ช.ชานนท ์ศรีรัตนสมบุญ

ด.ญ.วรางคณา  วงษว์รเทวา

ด.ญ.สุชานนัท ์ สุขศรี

ดร.ชุลีพร  โพธิ ์เหลือง

ดร.ภาวสุทธิ  ยศธ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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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印者

ดร.อญัชลี  สวาสดิธรรม

ดอกรัก  ประทุมมา

ดชัดา  สระทองแร่

ดิเรก-พงศพ์นัธ์ ขตัติยากรจรูญ

ทรงวฒิุ-สุดารัตน ์เนตะคำา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ทองไล  บุตรทะสี

ทศันิยา ทุมเสน ด.ช.สตัยวตั

   เติมพรมราชและด.ญ.อรปรียา  ทุมเสน

ทิพยกานต ์ สุวนิยั และ เฮง  แซ่ตนั 

ธงชยั-วลิาวลัย ์ วเิศษพนัธุรังษี 

ธนศกัดิ-ปารุส-กิติธชั สุระประเสริฐ

ธนญัญา  สุจริตธรรมกลุ

ธนิกา  โศภิตานิษฐ ์และ

  พิชญรัศมิ  ทะวงษศ์รี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ธรากร  สุขศรี

ธวชัชยั-จินดามณี-กญัจนพร-

  ด.ช.จิตติภทัร์ ทองประเสริฐ

ธญัญนนัท ์เฮลฟริช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ธญัพร  วฒันธนากร

ธนัยนนัท ์ แกว้นริศวร และ

  เสาวณีย ์ วงศส์วสัดิ

นฤมล  สุภพรพสุพฒัน ์และ

  ชวลิต  เนียมสุวรรณ

น.พ.ถนอมพล  เครือเถาว์

น.พ.สนนั-ศศิธร-ภสันนัท-์

  ปวนิธ์  นิมมานเสรี

น.พ.สญัชยั-มาลีวรรณ  ลีโทชวลิต

นงลกัษณ์  พรหมสิทธิ

นพ.พฒัน ์ ก่อรัตนคุณ

นภลกัษณ์ภรณ์  มณีอินทร์

นภสัสิริ  กิตติวรศาสน ์ 叶贞花

นภารัตน ์ วงษข์นัตรี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นวลหง  พวงจินดา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นวลอนงค ์แต่งเจริญสุข และ

  จรรยา  โฉมศิวะพนัธ์

นายอดุลย ์ สมรรถนะ

นารี ลี

นิตยา  จนัทะบุตร 

นิตย-อารมย-์อธิวฒัน ์ ธนพฒันธ์ญัโชติ-  

  ร.อ.นพ.จกัรี ฝ้ายเทศ

นุชชดา  เนตรประเสริฐศรี  และ

  ครอบครัว

บริษทั วอีาร์ ฟิลม์ จำากดั

บุคลากรรุน่ที ่22  

บุญทา  เลิศถาวรธรรม

บุญยงั  สวนทอง  

ประเสริฐ นาคแสงจนัทร์

ประกอบ-ศรีจนัทรา-กญัญา-กมลรัตน-์

  ประภาศรี-ทวพีร-ปัณณิภสัร์ ใตธ้งชยั

ประจกัษ ์ศิริบณัฑิตยก์ลุ

ประทุม  แหวนทองคำา

ประภาพรรณ  สโรชนนัทจี์น

ประยธุ ชวลิตกิจเจริญ

ปรัชญา  สพัพญัญูวทิย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ปราโมทย-์พรจนัทร์-ปรีดา-กชรัตน-์

  อริสา ผดุงกลุ

ปราณี ติยะพฒันพติู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ปลืม เทพกำาเหนิด

ปันหยา

ป้าอว้น ร้านสวสัดี (ไตห้วนั)

ปิยมน  แซ่ลิมและญาติมิตร

ผ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และผนูำาบุญ 

  ฉะเชิงเทรา-บุญบนัเทิง

ผ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และ

  ผนูำาบุญปากเกร็ดภาค 5

พ.ต.ท.อภิชวน-ด.ญ คมคาย-

  ด.ช.กรองเกียรติ แกว้รอด พร้อมญาติ

พ.อ.นพ.วเิชษฐ ์ รัตนจรัสโรจน์

พจวลัย ์ สุรมนทวกิีจ

พชร-ฐิติพร-ศุภชาติ-ยงิเชษฐ-์

  ชนิสา   ตนัติสุรียพ์ร

พญ.ชุษณา  เพชรพิเชฐเชียร

พญ.นฤมล-อชิตะ จินตพฒันากิจ-

  ธีรเมธ  เทพวชิยัศิลปกลุ

พภสัสรณ์  ด่านเจริญพานิชย์

พรเพญ็-นิตยา  โตศิริพฒันา

พรชยั  ศิลปาภรณ์

พรชยั-ณฏัฐา-จุฑามาศ-วรรวษิา-

  สิทธิพร  เดชอมรรัตนกลุ

พรทิพย ์เจียมบุญศรี 

พรทิพย ์โรจนทนงค์

พรรนี  รักษาคม

พอ่กลุม-แม่กาจ-วรรษิดา กาจธญักรณ์

พอ่พิชิต-บวัชุม-มลหทยั เหลือโกศล

พอ่ลกัเทียน   แซ่คู และ 

  แม่เอียงเกียง แซ่โงว้

พอ่ลุย-วรรณา - จ.อ.เอนก  ศรีสุข

พนัโทอนุศกัดิ-แขไข ประกอบทอง

พสัราพร  สงัขพร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พิกลุ เฉิน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พิมพใ์จ  วเิศษพนัธุรังษี

พิลยัวลัย ์ ฐาตุจิรางคก์ลุและ

  ครอบครัว

พิสิษฐ ์ธรรมรัตนปรานี และ

  ครอบครัว  

พีรวฒุ  ชวลิตกิจเจริญ

พทุธกาล  พาลีรักษ์

ภคมน-สุรดา นาคแสงจนัทร์

ภทัรภร-เฉลิมชยั  แจง้สวา่ง

ภริูลาภ-กลุประภา-ปฐมพล-

  ศสรส ทองเมือง

ภษิูตา  พมุมาลยั

มณฑล-ทองพิน  กนัลอ้ม และ

  จารุวรรณ คงเสือ

มณีรัตน ์ก่อรัตนคุ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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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印者

มลธิยา อุนอาสา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มะลิ เรืองฤทธิสุ์ริเดช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มนัฑนา ณฐัวชัต์

มาริสา  สิงห์อ่อน

มุ ้ยเอง็  แซ่แต้

ยลรดี  ศรีสวสัดิ

ยพุิน  สุทธิพงษ์

ยวุดี-ศรีสวสัดิ เรือนสากล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ร.อ.ประเสริฐ-บงัอร คำาพิบูลย์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รจิต-ทกัษิณา-รังสรรค-์วศิิษฏ-์วชิิต-

  วสุิทธิ รังษิณาภรณ์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รมณ  สุขศรี

รัตนา จตุยศพร

รัตนา-ประภาศรี สร้อยมาลุน

ราชาวดี เขียวจนัทร์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รุงนภา  บาโฮเฟ่น

ลมยั  ดาวจรัสแสงชยั

ลดัดาวรรณ สิทธิปัญญา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ลิมหมง  แซ่โงว้  

ลกูพระธมัฯวดัภาวนาไถจง

วรกิจ  พยยุงค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วรภร เลา้ประกิจเจริญพร และ 

  นฤมล  แซ่เตีย

วรรณชนะ  บูชาพนัธ์

วรรณภา  สงัฆรัตน์

วรรณา  จวงมุฑิตา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วรวฒิุ-แสงนวล-กายแกว้-

  แกว้กานต ์ศรีรัตนช์ชัวาลย์

วรัญญาภรณ์  ทองไทยธนานนัต์

วเิชียร-มณัฑนา วงษท์า้ว

วไิลพร  สุจริตธรรมกลุ

วไิลวรรณ  จิว๋แกว้

วชิาญ-สุวะลยั-พนมกรณ์ ทุมเสน

   และ สมคัร  เติมพรมราช

วชุิดา บุญโยธา

วศิน โอฬารสกลุวงศ์

วสิิทธิ ์-บุญศรี-สิรินทร์ กิตติโชติพาณิชย์

วณีา ศิริเศรษฐ์

วรีพจน ์ สุจริตธรรมกลุ

วรีวฒัน ์ โชตวรีวฒัน์

ศรีสมบติั วงษใ์หญ่

ศรีสุพรรณ  แพงพรหมมา

ศศิลกัษณ์-ณรรฐวรรณ์-

  ด.ช.นนัทวฒัน ์ ทองเจือ 

ศิรินนัท ์ บุญทา-มณีรัตน ์ดวงแสงทอง

ศิริพร  สุจริตธรรมกลุ

ศิริรัตน ์สุขารมย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ศิริลกัษณ์ ศรีบูระเดช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ศุภกิจ-พิตติภรณ์-พิชาวร์ี-

  พงศธ์ชั พชัราภรณ์  

สพญ.ดรุณี-ดร.โรลฟ์ ดีทเตอร์-

  สิริน-ลาลิน เนเกเล่

สมใจ  ฉตัรไทย  

สมใจ  วงษว์รเทวา

สมควร  ศิลปาภรณ์

สมจิต  อ่อนสม้กิจ(วไิลวรรณ)

สมจิตร์-สิรภพ  หอไตรรงค์

สมบรูณ์ -จรูญ -จุฑารัตน ์ทววีฒัน ์

สมศกัดิ-ปทุม กลุวรีะอารีย ์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สมหญิง ศรีสด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สมาชิกศรัทธาวาส รุนที 1

สมาชิกอาศรมอุบาสก

สมาน  โพธารส

สวสัดิ  ไชยโกมล

สญัชยั  ค ำายอด

สายทิพย ์สวนอินทรี

สายพิณ  หงษศิ์รินิรชร

สายรุง  ทองโสม 

สิปาง ศรีธญัญาลกัษณ์ 陈秀华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สิมมะลี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สมจินมะวง

สุจีรา-รุงทิพย ์อาจศิริ

สุชาดา  ชาวบาง

สุชาติ  ตงัเลิศผลานนท์

สุณี-วรางคณา  วงษว์รเทวา

สุทธิชาติ มุกโชควฒันา

สุนทร ยวงสะอาด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สุนทร-สงกรานต-์อารีย-์

  จอมศรี ลำามะยศ

สุพจนีย ์สุดบา้นเสือ

สุภคันา  เรือนแกว้

สุภางค ์มาสุธน

สุภาพ  ลาภนนัทพ์ร้อมครอบครัว

สุมาลี-บรรจง-บุญรักษ ์ แซ่จิว-

  บุตรธิดาและหลาน ๆ 

สุรชยั  ตนัตินิรามยั  

สุรีย ์ เอียมศรี

สุรีย-์ปรัชญาวรรณ  วรรณกิจ 

  พร้อมพอ่แม่- ลกูหลาน

สุวรรณา-เฮง้ลิม แซ่ตงั-สุพตัรา แซ่เอียบ    

  ครอบครัวตนัติน

สุวลกัษณ์ - สุวณี  แซ่คู 

  兵美云-兵美风

สุวารี-สุวรรณา-รัชนีวรรณ  

  และสมาชิกแม่บา้นสวนพนาวฒัน์

สุวชิาภรณ์  ไทยสวสัดิ   王智文

หนึง สุขประเสริฐ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หนูสิน  กิตติพงศส์ถาพร

หทัยา-ณฏักิตต-์บุญเสริม เติมววิฒั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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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印者

อดิศกัดิ  รุงศศิธร

อนงค ์ เนืองกระโทก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อภิญญา อยทุธ์สงคราม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อมรเทพ ไพศาลวจิิตรนุช

อรวรรณ  กิตติพนงักลุ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อรวรรณ  นนัทวรรณ

อรัญญา ทศันานนท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อรัญญิกา  เอมมสั

อริสรา  กลินเกษร

อญัชลี ศรีพิกลุทองดี

อญัชุลี  คชชา

อาสาสมคัรวดัพระธรรมกาย 

  สำานกัศรัทธาภิบาล

อิงอาซนั-ศิริลกัษณ์  วงัอนุสรณ์ 

  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

อุไรวรรณ  วฒันเกษมสกลุและคณะ

อุทยั-ทองสี-วลิยั-ดวงใจ-บรรจง  แจ่มใส

อุบลทิพย ์ สุพรรณานนท์

傅湧巡合家 

刘竤声

刘蕙敏

刘辉

區健文(Qu Jian Wen}

卓玲玲

吴东东全家，黄玲全家

吴淑明

吴群英合家

大生堂药行

庄秀霞

廖庭福合家

方真云 (Fang Zhen-Yun)

方馨儀 (Fang Xin-Yi)

李丽春

李宝永 - 李娜

李麗雲,侯君鍵

杨居雄合家

林宜龙

林泽荣合家

林秀岚，馬旭光

楊茗光合家

毛艺儒

沈学强

潘婉青合家

潘蒋来合家

王康培合家

王雅美合家

舒崇梅 (Shu Chong Mei)

莫關瑞蘭(Mo Guan Rui Lan)

蓝恒修合家

蓝美华合家

蔡丽浈合家

蘇聖恆(Su Sheng Heng)

謝雪妮合家

许慎勤

许来泉

许淑惠 

賴淙榮 (Lai-Cong-Rong)

趙伟智合家

鄭发春合家

陈其锐合家

陈宝如合家 

陈忠信合家

陈思合家

陈惠芳合家

陈添耀合家

陈献敏

陈秦芳合家

雷亚源合家

马如玉

马文波

高利琼  耿悦

黄丽萍

黄闻道

黎国坚合家

龚建婉

龚雄勋合家

Ang Siew Ching

Catherine  Neoh & family

Chamrieng  Khaogate, Andia  

Gavigan       

Chan Chee Mun

Chan Poi Koun&Family

Cheok Giin Boon & family

Chew Su Ming & Family

Chiu Han Xiang

Chiu Mei Ji

Chiu Shann Yuan

Chow Wai Kee 

Cindy Chua Leong Kim

Clara Butt & family

Darran Kwek

Dennis Kwek

DOU Team

Goh Aik Siah 

HAN FEI

Ho Chee Har & family

Hor Khee Wah

Ivan Seah

Ivy Ong

James Koh & family

Jeffrey Tan Phee An

JING  YING  JIANG and JING 

YA JIANG

Julia Toh Ai Kheng & family

Kheng Kim Bie

Kriangsak Sae Le

Kwek Kai Hock

Lau Choo L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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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 Choo Seng 

Lau Chor Yiaw

Lawrence Tay Huat Choon & family

Lily Lim

Lim Siew Ching

Linda Tan

Liu Chong Sin,Liu Hann Zhao,Siriporn Sripolpaew

LOM-JULIA DALSGAARD JENSEN

Lom-Julia Dalsgaard Jensen

M.Aruna Santa Bandara & 

  Mrs.D.M.Mala Kumary Dissanayaka

Mah Yon Kim

MARVIN LO 

Melvin Cha & family

Mdm Thoo Yuet Yeng 

MR ECKMENG SAE PEUNG AND FAMILY                

Mr.aruna  santa  bandara

MRS PRAPHA SAE HENG AND FAMILY 

MS KULVADEE PRIYAVORAVONG AND FAMILY 

NAN  LIU  และ  แมน้  ถมจอหอ 

Nanthana Tianuarit

Ng Chan Yip

Ng Choon Hong

Ng Lam Kee & family

Ng Lay Yen

Ng Teck Hong

Ngoh Ser Bin & family

Ooi Chooi Hoay

Pawinee Jularat

Peggy Sie & family

PHATTHANANOURACKPHUI-

  NANGPHRAGNAPHENGDY-KINDALASI

Phra  Vinai  Panyarattano                            

Phramaha Kamol Tepkamnerd

Pramuan Buarapa

 助印者

Richard Koh, Verna Koh & Varian Koh

Russell Lee & family

Shirley Han Geok Buay

Sunie Jaithip

Suphatra Buarapa

Tan Chong Yi & Chong Kai

Tan Lay Kuan

Tan Mui Hiang

Tan Tian Lian & family

Teoh Geik Heok

TRUM-SIRIRAT-KANITTHA-JIRAWAN  MARDTHAI

Yap Chor Whee

Yat Chor Whee

ณรงค ์ ชูทอง 李成智

   



       具足正见者的出现，

即使只有一位，也能为大

众带来和平与安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