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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之母〞Amritananda-mayi
、驚人的93歲

再

Dada

(Ammachi)

Janki、波曼昆瑞

家和神經學科學家參與，以及一些佛
教的演講者和約2000多位聽眾參加。.

（Brahma Kumaris）組織領袖及富有活

五月間，尼眾有佛學與英文的考

一次透過道久迦措林尼

力的Anandamurti Guruma。由全球各地

試，尼眾們從來沒有這麼害怕過！在

寺通訊與全球所有的朋

的男性與女性參與，特別是來自阿富

六月初，我到蒙古參加薩迦佛教女性

友聯繫。

汗、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以色

會議；七月中，尼眾開始她們為期兩

列及巴勒斯坦，以及亞洲其他地區與

個月的年度閉關。今年九月，我們接

非洲。

受一批年輕女性新生，以再一次擴增

2007年12月，我到南非旅行，為

期一個月。這是美麗的國家，我發現
當地人民是非常熱情和友善的，但是

2008年四月，我們五位資深尼眾，

有很多社會與政治問題，產生極大緊

在我們的新建的禪修中心開始傳統三

現在，我們有不丹藝術家，為好幾

張，遍及整個國家，我真誠的希望，

年閉關。在關房對外大房門封閉之

個房間的佛龕上的泥塑佛像工作。還

佛法的訊息，能為當地的情勢帶來一

前，為入關者獻上白色卡達時，所有

有尼泊爾籍的木雕師，製造精巧的木

些安慰與清明。

道久迦措林尼寺尼眾都非常歡喜，並

製佛龕。我們很幸運的是，仍然有專

隨後在二月，我應竹巴噶舉傳承上

喜極而泣。瑜珈士阿丘長老，負責她

注的工藝師，願意接受製作精巧的傳

首，嘉旺竹巴法王之邀，到尼泊爾。

們的訓練，並時時給予進一步教學指

統作工。

他以最殷切的決定，晉升個人至傑尊

導。(見第六頁)

我們尼寺的人數。.

再一次，我由衷的感謝所有體貼的

瑪或尊貴的導師之位階，以對所有女

四、五月間，我遠赴澳大利亞，並

朋友與護持者，由於有他們的幫助，

性修行者表達尊敬與肯定的態度。(見

在七個城市給予開示與閉關。能夠與

使得道久迦措林尼寺才得以不間斷的

第七頁)

老朋友見面並認識許多新朋友，是非

成功。

三月，我在若迦士坦、迦浦市參

常愉悅的事。這趟旅程的高潮，是在

加會議，主題是「為女性開路－以

FPMT佛教組織的贊助下，在雪梨舉

謹以佛法致上最好的祝福

利益地球村」這是由許多人參加，

辦以「快樂與其緣由」為主題的研討

丹津葩默

並包括印度三位主要女性上師：〝擁

會。有許多著名的心理學家、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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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崔津法王 傳授道久迦措林
尼寺尼眾灌頂
作者：阿尼 瑞津 丘登

每

一年我們會到其他寺
院接受不同仁波切的
灌頂與口傳。他們就

如同在娑婆世界中的佛，對我們修
持佛法上，非常有幫助。
要與所有的法教相連結，灌頂與
口傳是很重要的。如不從如法的教
師處獲得口傳，我們無權閱讀與念
誦法本。這一次，在四月，我們到
位於Chauntra的宗薩欽哲丘吉洛卓
學院，從薩迦崔津法王，藏傳佛教
薩迦傳承領袖，接受一個特別法本
的偉大口傳。這是我們從他那裡領
受到的第二個灌頂。第一個是金剛
亥母[Ushnisha Vijaya] 灌頂，在比爾

口傳中，他給予我們吉祥草，在

盡形壽保守此秘密。在我們人生的

的宗薩寺傳授給我們。這一次，他

睡前將它置於枕頭下，以祈驗我們

最後旅程之前，我們可以對死後幫

以喜金剛（藏語稱為'Kye -Dorjey'傑

的夢境。夢境中對我們的作用，是

我們修法的人揭露法名。這可以去

多杰）密續本尊咒語加持我們。我

可以被想像的。進一步，他傳授我

除障礙，並使我們戰勝自身內外境

覺得他的正念非常好。所有的仁波

們〝喜金剛戒〞。喜金剛是佛教中

的邪惡力量。我們從他那裡獲得許

切皆以大慈悲教授我們佛法。首先

的密續本尊。薩迦崔津法王告訴我

多經驗與知識。他是非常樸實的仁

我們接受三皈依，同時，他傳授我

們不要違背神聖的誓約。傳統上，

波切，也很珍貴。我們非常喜愛他

們其涵意。意指不皈依佛陀，則決

上述最重要的誓約是，每天念誦此

的教法。我們希望未來能再從他那

不成立。所皈依的三寶，具有將我

法不間斷 。之後，薩迦崔津法王也

裡尋求更多的灌頂與口傳。

們從娑婆世界解救的能力。

給予我們每一位法名。我們被要求

如何贊助道久迦措林尼寺院尼眾
傑尊瑪丹津葩默與所有道久迦措林尼寺院尼眾，衷心感謝所有贊助尼寺的善信。
您的慷慨贊助，使得尼寺得以開花成長，並使佛法長存。贊助一位尼師，一年只需要美金$365元。
捐款支票抬頭請寫 “Dongyu Gatsal Ling Trust”，並寄到：

Dongyu Gatsal Ling Nunnery
VILLAGE LOWER MUTT
P.O. PADHIRKHAR, VIA TARAGARH
DISRTICT KANGRA (HP) 176081 - INDIA

如果您想在自己的國家，用快捷或電匯，透過丹津葩默的帳戶捐款，
請利用電子郵件聯絡 Eliz Dowling查詢： eliz_palmo@hotmail.com
如您需查詢其他事項，或想與丹津葩默法師連絡，請傳送電子郵件給寺院：dgl.nunnery@yahoo.com ，
道久迦措林尼寺信託基金(Dongyu Gatsal Ling Trust)是在印度註冊的慈善機構，
受道久迦措林尼寺委託，負責護持道久迦措林尼寺及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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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寺開始美化景觀

在

過去的幾個月，尼眾與工作
人員開始試著整理尼寺周

圍的花園與景觀。尼眾們也學習有
關園藝技術及有關土壤保育、水處
理、廢棄物收集、回收與再利用的
環境議題。我們現在以生物自然分
解的垃圾作堆肥。我們也計畫建立
我們的農作物苗圃、一座草本植物
的溫室及配合的節氣的蔬果園圃。
我們希望使道久迦措林尼寺成為承
擔生態責任的佛法學習園地。
我們很高興，曾經開發諾布林卡
學院花園的本地建築師與庭園設計
家Dhruv Sud，志願指導與激勵我們
的尼眾在園藝上的努力。

尼寺開始美化景觀 殊曼 帕瑪 道久迦措林尼寺的英文教師

我

我

（Mrs Suman Parmar），本地

位，並同時擁有教育學位證書的迷人

開始長程規劃。本地設計師，Brian

一位高級合格的英文教師，加入道久

女士。她曾經於本地私立學校教學數

迦措林尼寺職員的行列。以往，我們

年，並明確的決定給佛教尼眾教學，

的英文課程，仰賴國外志工，儘管這

將是有趣的挑戰！尼眾們喜愛並尊重

樣必然提供我們的尼眾有趣、多樣化

她，我們覺得影響力就是回報。殊曼

您可以參與的方法。自從詢求志工協助

性格的教學形態與口音，我們最後肯

女士的丈夫是帕朗浦大學的教授，我

翻譯傑尊瑪的教授，我們現在已有由十

定，由附近地區聘請經驗豐富的合格

們很高興殊曼女士與我們為伴，並希

三個國籍組成的團隊，儘可能的協助傳

英文教師，會更適合。在漢堡的一個

望她在往後的幾年皆與我們同在。

播佛法給廣大的讀者群。謝謝您！

組織，已同意促成此事。

們很高興宣佈，我們的網站
自您開始瀏覽本站，已逐漸

Sebastian，是技術高手，現在您能從世
界各地，閱讀媒體文章、聆聽教學，甚
至觀看傑尊瑪升座大典的錄影！
在〝贊助道久迦措林尼寺〞中，找出

們很高興宣佈殊曼 帕瑪女士

殊曼女士是具有英文與哲學雙學

浩瀚的相片藝廊持續的成長，我們希
望各位盡情觀賞最近的照片，包括有些
令人驚豔的照片，是由Karen Harris與Teh
Li Lian 去年與傑尊瑪同遊西藏所攝。
我們的網路商店有許多新的教學項
目，來自於傑尊瑪前兩年宏法之旅中所
述，包括CD、MP3及DVD，以及新的相
片及明信片組合。
所以請勿錯過，歡迎瀏覽www.
tenzinpalmo.com，以獲悉道久迦措林尼
寺及傑尊瑪丹津葩默宏法活動之最新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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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送策霖堪布

策

霖堪布於2003年，從比爾
附近的宗薩學院，到本寺

擔任佛法哲學教授。雖然他隸屬於
薩迦傳承，他總是採用的無宗派分
別的教學方式處理，並在藏曆的特
別日，當尼眾修法時，以金剛上師
的身份參與。
在他常住本寺的五年中，從頭
到尾，堪布每天出席，總是一絲不
苟，甚至在夜間加課教學。他也在
年假時，給資深的尼眾傳授前行
法。也許我們的印度籍工人會認
為，每個下午我們的尼眾，在堪布
與洛本的注意下忙於辯經時很吵
鬧！
在此皆為女性的環境下生活與
工作，必定引起許多挑戰，但是堪
布的幽默感及對國際菜餚的欣賞，
使他保持心情愉快和好的精神！當
我們在道久迦措林尼寺堪布的英文
命令下，邁大步走時，他也已熟悉
駕駛我們Bolero汽車的技巧。（第
一次以飄揚的色彩通過他的駕駛考
試）

L O P O N N G A WA N G P E L J U N G

LOPON RIGZIN CHODRON

老師們再會

由

貝諾法王南嘉林尼寺邀請的
洛本師 （尼眾老師），通
常只與我們相處一年。因此，再一
次，我們必需對這些傑出的尼眾們
說出珍重再見，她們非常仁慈的到
此教育她們的法友姊妹。洛本 拿旺
佩珍Lopon Ngawang Peljung及 洛本
瑞真 丘登Lopon Rigzin Chodron在這
一年中，已經以教學幫助我們，對
她們的努力非常感激，並希望她們
未來的事業皆能順利。在我們尼眾
的學習過程中，能夠有既成就又博

學的尼師們鼓勵，是非常有啟發性
的。
下學期我們的資深尼眾，將在課
堂帶領新生，並在因明課程指導初
級哲學。因此，我們將從南嘉林尼
寺只邀請一位洛本尼師，以幫助更
多資深的尼師修訂課程與辯經。同
樣地，未來道久迦措林尼寺的一些
尼眾，將具有洛本師與女堪布的資
格，所以，本寺將具獨立性，並依
賴我們自己的尼眾教學與廣泛地宏
揚佛法。

Jetsunma
Tenzin Palmo
comes to
the United States
this Fall
Albuquerque, NM
Portland, OR
Berkeley, CA
Anderson Valley, CA
Santa Cruz, CA
Please visit

www.palmousa.org
for details

我們深深的感謝策霖堪布多年
來與我們同在。他在每一處皆表現
出對我們尼眾，傳授智慧的奉獻和
承諾，並將所學的佛法給予我們的
尼眾。我們希望他在未來數年的努
力，充滿快樂與成功。
A U G U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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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久迦措林尼寺的首次閉關
作者：阿尼 竹梅 帕默

一

位尼師一生中，最重要的
時期是閉關。它可以逐漸
地減少煩惱。因此，五位我們的尼
師，已選擇這條道路。五位入關者
中，三位來自西藏 (Thupten Lhamo、
Kunsang Chodron and Dechen Paldon)、
一位來自奇諾 (Tsewang Chodron)及
一位來自拉達克 (Wangchuk Chodron)
瑜珈士阿丘長老（來自札西炯
Tashi Jong的瑜珈士）依據藏曆找到
吉祥日，可以搬遷入她們的宿舍，
並在入住閉關中心前修法。當天，
瑜珈士阿丘長老、我們的三位老師
及所有資深尼眾，與五位入關者共
同修法，她們終於在2008三月29日
開始為期一年的閉關。
在這期間，她們將修持，金剛亥
母和大禮拜；日修四座法，早上四
點起床，晚上十點就寢；她們也修
煙供 和瑜珈。
她們的起居由我們的尼師Ani

Rinchen Dolma 及 Ani Jigme Chodron
照顧。鈴響時，她們兩位會在她們
的廚房留下食物。如果閉關者有任
何需要，她們會在她們的廚房留下
字條給聯繫的尼師。
在入關前，她們必須安排許多
事情。她們請求康祖仁波切（H.E
Khamtrul Rinpoche）給予口傳經典的
法本，因為這些法本是神聖又不易
獲得的。獲得法本之後，她們拜訪
瑜珈士阿丘長老，學習如何如正確
的修持真正的法本。如是安排，耗
時數日。
閉關中心是非常好又安靜的地
方。她們有自己單獨的房間，但
是她們一起共修。 她們已經努力
準備她們的房間與修法殿。我們的
老師Gen Jinpa已經幫忙她們各項所
需。他一直對我們很好。傑尊瑪與
Monica ji關心她們也許沒有足夠的佛
陀與其他本尊的法照，因為修法殿

的壇城已暫時佈置完成，但是仍然
看起來很美。當她們修法時，她們
需要很多法器，所以，這些物品有
些要到尼泊爾購買，有些在德里。
安排長期閉關，為傑尊瑪與所
有道久迦措林尼寺的尼眾帶來極大
的歡喜，這是我們傑尊瑪的目標。
我們道久迦措林尼寺的尼眾十分高
興，因為我們之中有些人能夠實現
傑尊瑪的抱負。我想在娑婆世界
中，許多眾生都得到人身，還有
與生俱來自由與資源，但是在這些
眾生中，卻罕見知道如何善用他們
珍貴的人生，如同我們的五位閉關
者。
更多我們的尼眾們，正期盼她們
可以進行長期閉關的時機。現在她
們必須精進學習六年，才能夠尋得
長期閉關者的資格。
願所有眾生修持正法、依教奉
行，吉祥圓滿。

外面的配管工程仍持續進行，同時
天花板外部尚未油漆。
尼寺院邊界的牆壁，幾近於完
成，這將使周圍安全，其餘的平坦
地區將準備修築道路和美化景觀。
兩座堆肥地窖已經挖掘，依預定進
度在園圃中使用。
為了學習中心與閉關中心的佛

堂，木匠正在壇城工作，以便準備
好安置佛像，這些佛像，目前由不
丹佛像製造工匠，在現場製造。
能夠看到這麼多由我們的現場經
理Manu、他的助理Sanju和Krishan及
團隊，以及傑出的市民和承包商完
成的工作，令人振奮！

尼寺院建
設進展
莫妮卡

喬伊絲

報導

閉

關中心的建築物能夠及時
在今年初完成，以供五位
道久迦措林尼寺資深尼師入住，長
期閉關，我們都很高興。學習中心
最後的整修，因為量測困難，遇到
阻礙，但是現在已克服，只剩下等
待外部的油漆，因為雨季的早到，
現在必須等到雨季後完工。無論如
何，將會在九月下旬，新學年開始
前就緒，讓尼眾們入住。
自從我上次的報導之後，寺院
大殿建築物已有進展，地下室已動
工，底層的牆壁都各就各位，天花
板正在進行；主要寺院屋頂工程，
搭架的材料已經裝配完成，雖然現
在工作進度因為雨季而緩慢，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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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世嘉旺竹巴法王授勳丹津葩
默法師傑尊瑪 (JETSUNMA)

懷

著極大的歡喜，我們告訴
丹津葩默法師與道久迦措
林尼寺所有的朋友，丹津葩默法師
已經由竹巴噶舉傳承之上首，第十
二世嘉旺竹巴法王授勳，接受傑尊
瑪（JETSUNMA）的頭銜，意謂尊
貴的導師。2008二月16日，法王誕
辰當天，在位於加德滿都，竹克阿
彌陀佛山，近150位年輕尼眾的尼
寺院，法王將此殊榮授勳丹津葩默
法師。他非常肯定她身為尼師的修
持成就，以及在藏傳佛教中，致力
提昇女性行者地位的努力。
在升座儀式過程中，法王解釋：
「Je」傑，意為瑜珈女的成就，
「Tsun」尊，意謂比丘尼道上的成
就。他繼續說：「男性總是被賦予
特權，修持所有的法門，但是不給
A U G U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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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女性，這是不好的。但是現在不
同了，如果我不授勳傑尊瑪的頭銜
給尊貴的丹津葩默法師，以利益世
界上及尊貴的竹巴傳承所有的女
性，這是不仁慈的。」
Jetsunma Tenzin Palmo 傑尊瑪
丹津葩默說：「嘉旺竹巴法王長
期以來，一直關心提昇女性行者
的水準，並給予應有的尊重。在
利益女性的佛行事業部份，他決
定提拔我，授予傑尊瑪頭銜，藉
此表達他對佛教中的女性，尊重
之意。當我初次聽到法王的計畫
時，我相當震撼和驚慌，但是，
來自全球的回應是如此正面，我
領悟到，此項殊榮不單是為我個
人，而是包括道上所有的女性修
行者。」

在加德滿都的儀式，有許多傑
尊瑪最親近的朋友參加，以及三位
道久迦措林尼寺尼師，以理事會理
事身份代表道久迦措林尼寺。她們
說：「我們真的很高興，能有機會
與傑尊瑪參加她的升座大典，所有
道久迦措林尼寺的尼眾，都以傑尊
瑪是竹巴噶舉傳承，第一位獲此稀
有殊榮的女性為傲，這是所有佛門
女眾的好典範，所有道久迦措林尼
寺的尼眾，都非常高興，傑尊瑪頭
銜授勳給我們的丹津葩默法師。」
在我們已更新的網站上，www.
tenzinpalmo.com，請點選「Jetsunma
Tenzin Palmo, Media」，可以觀賞
及聆聽，更多的照片、幻燈片及影
片，包括第十二世嘉旺竹巴法王在
此精彩的歷史大事中的演講。
G A T S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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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eachings on DVD, MP3 and Audio CD
The Nature of Mind

How Negative Thoughts Create Our Difficulties

Melbourne, Australia -May 2008 - 2 DVD Set

Tel Aviv, Israel - September 2006 - Audio CD

The nature of mind is clear and knowing. the root of all
our problems is the creation of the ‘I’ or ego through
wrong identication with our thoughts andfeelings.
Meditation is the means to peel away these layers of false
identication and bring us back to who we really are. This
DVD set includes some clear and simple instructions on
meditation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spiritual path.

We project our version of the world through the distortions
of our consciousness polluted with delusion, greed and
aversion - and so we suffer. Usually we blame the outside
situation and other people for our problems, rather than
accept our responsibility. However the good news is we
can develop a peaceful and happy mind. In reality the
nature of mind is our most precious discovery.

The Six Perfections

Using Daily Life as Our Spiritual Practice

Tuval, Israel - September 2006 - MP3 CD

Shambala, New York - October 2004 - DVD Video

This teaching explores how far from being an obstacle
to our practice, everything that we do when performed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can be used in daily life as our
means for transformation. Applying the Six Perfections
- generosity, ethics, patience, effort, meditation and
wisdom - throughout the day, is a way to give meaning
to our life and until we use our daily life as our spiritual
practice we are never ever going to change.

There is always a temptation to regard our Dharma
practice as separate from ordinary life: attending talks,
meditation courses or sitting for meditation - and the rest
of the time spent with our family, friends and job is just
worldly activity. In this DVD Jetsunma Tenzin Palmo
makes practical observation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use our everyday life to enhance our practice no matter
who we are with or what we are doing.

Buddhism in Daily Life

The Three Yanas

Melbourne, Australia - May 2008 - DVD Video

Shambala, New York - May 2008 - MP3 CD

Due to the tendency to separate what we think of as
our Dharma practice and our everyday life we greatly
misapprehend what being a Dharma practitioner is all
about. In this teaching Jetsunma Tenzin Palmo makes
practical observation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bring
the two together and use our everyday life to enhance our
practice no matter who we are with or what we are doing.

The Three Yanas or Three Vehicles are the Buddhists
schools: Hinayana, Mahayana and Vajrayana, which deal
with our motivation for practice. These talks cover the
main topics in each of these schools: The Four Noble
Truths, Bodhisattva motivation, Yogacharya School and
an introduction to Vajrayana.

These titles and more are now available at http://www.tenzinpalmo.com/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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