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傳佛教在台發展簡介 

／張福成 

 

肇自政府來台之後，即陸續有大陸漢籍藏傳佛教上師來台弘法，各自聚集許

多弟子，成立道場。約自民國 70 餘年起，方陸續有由印度、尼泊爾來的藏僧，

在台傳授弟子，成立中心。新近二、三年左右，開始逐漸有由大陸青康一帶出來

之藏僧，來台成立道場，謀求發展。藏傳佛教在台的發展，由漢籍上師，經尼、

印、藏籍上師、再遞變至大陸藏籍上師，這是時代演變的線索。 

  此外，由於早年來台漢籍上師多屬紅、白二派，因此早期來台藏籍上師也以

紅、白二派為主，發展至今，道場最多，分佈最廣，信眾也最多。黃教方面，由

於 1959 年離藏後，達賴喇嘛與政府的政治理論極為相左，因此三令五申，不准

尼、印等海外藏僧來台弘法，因此黃教的發展較晚，也較保守，花教夙來與黃教

關係密切，可能因此也不太熱中於在台發展。至今雖然台灣四大教派皆有，而以

紅白二教在台灣發展最大，分布最廣，黃、花二派較少。這是就教派而言。 

  由於時間綿延極長，教派繁多，分佈廣泛，本文不擬進行大篇幅的詳細介紹，

也非本人研究所能及，僅提供個人在工作上的所見所聞，以一些較常舉辦活動的

道場為主，簡介其狀況，供有心人士繼續投入研究，也提供大家對藏教發展的更

多認識。 

‧噶舉派‧ 

  噶舉派傳統雖有四大八小，或稱四大八勝，目前在台灣卻以噶瑪噶舉為主，

但是新近直貢噶舉的活動極多，活動力極強，且經由長期摸索，在組織性、規劃

方面都可圈可點，未來發展可期。 

‧貢噶精舍‧ 

  噶瑪噶舉中早年來台大陸漢籍上師雖有多位，但至目前仍活動頻繁者以貢噶

精舍最為突出。精舍係貢噶老人所成立。師父係滿洲貴族，47 年來台傳法授徒，

由於師父曾多年在西康雪山掩關潛修，終證本尊現身，47 年來台後，弟子多感

靈異，因此旋即在 48 年於中和現址成立精舍，道場固定後，弟子漸增，至今已

歷 42 年。貢噶老人曾言，早年在台弘揚密教極為艱辛，多數人為顯教弟子，視

密教為外道，現任董事長龍昭宇居士回憶上師往年所說的語詞：「好像到了荒郊

野外，寒山荒漠一般」。當時貢噶老人隨弟子所請，廣傳自己所學一切教法，認

為「種子落在何地，就在何地生根，將來就可開花結果」，而平常則致力教導加

行法及本尊法紅觀音的實修。 

  70 年貢噶老人前往美國拜見大寶法王，請戒律，並力邀來台弘法，因當時

大寶法王有病在身，謹慎指示備受推崇的噶塔仁波切應邀赴台，從此開啟邀請藏



僧來台之活動，每年均由噶塔仁波切與其道場之巴都仁波切輪流來台，透過貢噶

精舍，也在各地噶瑪噶舉道場活動，吸引許多弟子。特別是噶塔仁波切，傳授了

四加行、自觀音、岡波巴四法，集結成書，在台流傳極廣，仰慕之弟子眾多。仁

波切本人係長期閉關的實修者，對實修要點專精無比，奉大寶法王指派，統籌美

國所有噶瑪噶舉大寶法王中心之實修教導事宜，教法開示簡潔而切中要點，少有

贅語，歷年均不斷有教語開示，集結成中文出版。此後精舍陸續邀請過卡盧仁波

切、創古仁波切等優秀上師，傳授噶瑪噶舉教法。精舍雖以噶瑪噶舉教法之弘揚

為主，但偶爾也邀請他派上師。70 年後，貢噶老人已較少傳法，而增加藏僧活

動。 

  精舍於 52 年成立分會於台南，但直至 81 年大殿建築方告落成。目前均有常

駐喇嘛。精舍日常有紅觀音共修，不定期邀請藏僧弘法演講。另有社會急難救助、

在校學生的獎助學金發放，此係 52 當年時師父親自規劃，延續至今。在藏密道

場中是少有的財力充裕，能進行社會慈善事業者。 

  目前精舍中，老中青三種年齡弟子均有，但以在家弟子為主，大家平常雖忙

碌於自己的事業，每逢精舍有事或法會則大力支援，像這樣的凝聚力，即使在藏

密道場中也是少有的。龍居士表示精舍像是弟子的精神堡壘，這與師父用漢語傳

法，較能與弟子內心交流有關，而且也與師父的風格也密切相關。師父平常關愛

弟子，不僅令許多弟子度過難關，還幫許多來台老兵弟子尋找家室，令其心安，

因此每年貢噶老人壽辰，南北弟子齊聚一堂，其樂融融。但是年輕弟子輩則已大

不相同。龍居士表示，早年弟子受上師幫助多，對法的信心極深，而且互相之間

互助性強，年輕弟子去師父日遠，對法的投注力弱，彼此也較為冷漠，而且遊走

各道場，向心力也弱。 

  貢噶老人於 86 年圓寂，89 年金身安座，精舍仍循以往規模，也計劃培養翻

譯典籍的人才，大寶法王曾送一套藏經予精舍，本擬擇要譯出，因未有專人負責

而中止。龍居士則希望未來能繼續推動。 

‧直貢噶舉‧ 

  最早成立在 79 年。係由馬步芳居士面見法王，請法王來台弘法，由樂崇輝

居士介紹了護持之功德主後，法王旋即派當時駐錫印度的朗欽仁波切來台常駐弘

法。初成立時，弘法中心取名「直貢噶舉顯密精舍」，即揭示宗旨係顯密教法都

當學習，而與本土的顯教進行交流之意也不言而喻。早期活動極多，朗欽仁波切

開示《解脫莊嚴寶》，指導初級實修，四加行、修法簡軌等，並不定期舉辦灌頂

法會。另則禮請顯教聖流法師定期在中心講經說法。當時，由於功德主的大力護

持，道場富麗堂皇，而且中心內也聘請秘書及許多工作人員，均屬支薪性質，此

與其他當時的藏密道場的工作人員多為義工相比，直貢中心氣勢強勁，但由於支

出龐大，以致造成負擔，加上內部的人事問題，而且功德主本身財政也陷入困境，

因此乃搬離使用五、六年之忠孝東路大樓，遷往南京東路。規模縮小外，也分成

二個中心，朗欽仁波切在士林成立道場，原道場則由法王另派努巴仁波切來台。

由成立初始至今都參與其中的薛榮祥居士表示：當時前後新成立了許多藏密道



場，不論規模大小都在摸索，因為沒有足堪為典範者，上師與弟子，弟子與弟子，

上師與行政人員，行政人員與弟子，彼此之間如何扮演適當的角色，都在摸索之

中，因此弘法方面反而問題較為單純。 

  道場遷往南京東路後也面臨新轉變，中心的活動較少，但上師個人的法事教

學活動卻極多，弟子紛紛個別與上師建立關係，而非經由中心安排。這一方面是

上師個人作風所致，努巴仁波切喜歡個人化，小眾聚會，私下指導，引導弟子較

深刻投入教法之中。另一方面，朗欽仁波切則喜歡傾向社會大眾，廣為結下法緣，

因此努巴仁波切弟子極多，私下經常保持聯絡。這一件事其實也表現出當時社會

風氣的傾向。努巴仁波切來台時，藏密弟子多喜與上師個別建立關係。另一問題

則是上師所擬傳授的教法與中心安排有所差別。由於直貢噶舉教法中也有許多紅

教教法，不論是朗欽仁波切，或是努巴仁波切也好，他們個人投入紅教教法心血

極多，自然常在中心傳授紅教教法。南京東路道場持續二年的期間，也邀請了薩

迦老校長貢噶旺秋講授「修心七要」，並集結成書，成為老校長在台的第一部開

示錄。 

  87 年道場遷往內湖，當時法王認為要財政穩定一定要擁有自己的道場，因

此在內湖現址買下一層樓房作為道場。基於已往的經驗，此時是審慎規劃重新出

發的時期。當時道場未有常駐上師，因此幾乎聘請了當時來台的各派重要上師至

中心傳法，包括旺度仁波切講授推擊三要，大堪布貝瑪才旺教導大圓滿禪定心

要，薩迦貝雅仁波切進行大寶伏藏中數項灌頂，貝魯欽哲仁波切教導金剛亥母。

道場已成為四大派的傳法中心。 

  這種作法並未獲得在印度的法王肯定，早期班禪仁波切曾向法王提過，西藏

以往也有過這個問題，一些道場朝四大派發展，但是如果要保持本派傳統，道場

本身一定要固守本來傳統。薛居士表示，基於這個理念，法王乃派長期閉關實修

的滇津喇嘛常駐中心，而且教導直貢噶舉傳統的實修方式。目前已經有 120 人參

加了直貢噶舉的四加行閉關，基本課程共 12 天，之後菩提心實修 2 天，本尊法

包括火供 10 天，四身上師法 12 天。經由此有系統的實修，對直貢傳統實修體會

極深，固然仍無法與西藏傳統相比，但這是適應台灣弟子的方式，較諸其他藏系

道場，次序井然，收效極大。 

  在忠孝東路時代，法王每二、三年來台一次，搬至內湖後則每年均來台。此

後各地的直貢道場逐漸成立，新店中心係由玉札仁波切、努巴仁波切所成立，南

卓仁波切在台北、台中、台南均有道場，朗欽仁波切亦成立了岡波巴中心，洛昆

桑仁波切亦有道場在台北，最早邀請法王來台的馬步芳居士則在台中成立道場，

而由法王規劃派遣常駐上師之事。竹旺仁波切在高雄成立的道場算是最新近的事

了。另外鹿港也正在興蓋閉關中心。竹旺仁波切係一生閉關的實修者，他的證悟

頗受達賴喇嘛肯定，於 89、90 年兩度來台，造成大熱潮，對直貢噶舉在台灣的

發展，助力極大。 

  薛居士表示：中心未來的發展，也就是法王的期盼，是能培養出台灣本土人

士的閉關實修者，能夠真正以本土語言進行教學。其次，則是指導個人大手印止



觀的禪修，以實修指導為主要方向。道場目前法會少，灌頂少，但實修的教學多，

教理的教學也多。教理方面，將有系統地講授直貢最具代表性的二部著作《大乘

教心要》，《正法一意》。 

  另外就藏密未來在台的發展而言，由於薛居士自始至終均參與其中，熟知藏

密諸多道場在台灣的起起落落，因此他語重心長地指出：「過去大家對藏密期望

很高，但缺少正確的認識，多以為很快即能成就，一些人則認為密法法力高強、

語言、文化、法上師的品質，教導作風等的各種限制，落差極大。現在大家的期

待較切合實際，上師的傳授方式也更為紮根，雙方逐漸接近了。等到將來對教理、

實修等方面的理解都落實了，對藏傳佛教有了真切的認識，才有所謂真正的溝通

交流，那時藏教的優點才能發揮，現在言之尚過早。該居士的這番見解，可謂觀

察深入。另外他也表示，期盼有更多後進投入藏語翻譯，譯出重要藏文教法典籍，

才能使藏傳佛教在台灣真正生根。 

  薛居士也深深感慨，新弟子對教法、上師的熱情減少，這大概也與時代因素

有關，特別是現在藏傳佛教道場林立，多數弟子來往各中心，並不特別投入單一

中心或教法的實修，這也算是現代的特色吧。 

‧宗南佛學會‧ 

  噶瑪噶舉中，宗南嘉楚仁波切所成立的佛學會成效令人刮目相看。由於立場

不同，宗南佛學會與其他噶瑪噶舉佛學會各自形成陣營，但由經營的角度來看，

宗南佛學會不僅略為領先，而且嘗試摸索出適合台灣弟子的傳法方式，投入之心

血亦令人讚賞。宗南仁波切於 78 年首次來台，係應噶瑪噶舉中心之邀，有感於

當時弟子來往於許多不同道場，跟隨不同教派、不同上師，可是實修必須在具德

上師教導下專一實修方有成效，因此決心成立專屬之中心。最先是在弟子家中傳

法，期間也更換數次場所，由於人之間相處出了問題，再以弟子家中作為道場會

受到許多限制，會導致再此人不合之弟子不願前來。當 87 年時仁波切來台，弟

子已形成群眾，因此委由黃月嬌居士及莊太太尋找場所，在現址正式成立了獨立

的道場。道場為取交通便利，選擇在市中心，使弟子來往方便。先後共計成立了

十處中心：基隆、台北、台中、斗六、羅東、高雄、南投、員林、嘉義、金門。

由於仁波切忙碌，因此自始至終即將中心的全部事情交由其老師堪欽仁波切負

責，這位老師已七十餘歲，前後閉關長達九年，修法上極有靈驗，這是為什麼能

吸引固定弟子的重要因素。實修教學指導相當清晰，令人驚訝。仁波切為人木訥

耿直，對弟子極為關愛，有漢人長者典範，備受弟子愛戴。 

  宗南佛學會以台北、高雄為主，每年舉辦大型法會，仁波切親自來台主持，

由早期 300 至 500 人，目前參加者已超逾 700 人，在大型法會中吸引許多新人後，

各地中心即接著安排固定之教學及實修指導，由老師負責，老師住台 9年，已經

有居留權，每年北中南各區分別停留四個月，這四個月中至各地中心進行教學，

台北中心一年四次，每次停留一個月。仁波切則對中心有長期規劃，教導初級、

中級、高級禪修，接著則由其老師負責。目前中心除了定期共修外，弟子經常在

實修仁波切所教禪坐及咒語念誦。為了適合現代人，實行分班制，設班長，辦理



上課證，登記出席情形，而且不定期舉辦誦經比賽、誦咒語比賽、禮佛比賽。而

使中心生機蓬勃，較之其他藏密道場，可以說是最現代化的。中心負責人黃月嬌

居士表示，仁波切目前在哈佛攻讀博士，對現代心理學、比較宗教學都有研究，

可以說融合了傳統與現代於一身，因此很適合現代人，也吸引許多年輕人。因傳

統寺院出來的僧人，令年輕人覺得古板，內心已經產生排斥，宗南仁波切則予人

現代化的氣氛，佛法由他口中說出，無學究氣息，這是其吸引人之處。黃居士進

一步表示，現代人其實宗教知識很欠缺，剛到中心時如果傳統規範太多，反生畏

懼，仁波切將繁化簡，隨和自然，而中心課程程序井然，依序而進，是中心成功

的要素，將來也能朝此方向發展。不過在弟子方面黃居士則有些憂慮：參加班級

者程度不一，在安排上經常費盡苦心，而且現代弟子相當忙碌，生活壓力很大，

至中心往往只是游離分子，人與人間愈益冷漠，對中心而言不是好現象，對佛法

的弘揚而言也增加困難。 

  坊間出版許多仁波切誦咒的錄音帶，仁波切在教學上朝誦咒現代化努力。說

其緣起，黃居士表示，她本人常到國外，見到許多華人棄佛崇耶，因為在教堂上

大家誦聖歌，唱詩歌，其樂融融，氣氛溫暖，於是提出建議後仁波切頗為肯定，

所以在台灣發行許多誦咒帶子，希望學藏密者更加快樂面對人生諸多困難。 

  仁波切目前積極進行網路教學，其在各地之演講立即出現在網路上，隨即翻

譯成中文，其影響力不容忽視，在台灣十個宗南佛學會的前程也是極被看好的。 

‧利生中心‧ 

  噶瑪噶舉在全省各地均有成立中心，之後設立了噶瑪噶舉協會，但其作用只

在大法會時有互相協調之外，例如每一年大寶法王的祝壽法會，此外並不互相聯

絡支援，而各自為政，雖然早期係由一些重要上師成立，隨著上師圓寂，功德主

變動或者星散，中心也就成為公開之中心，邀請各著名噶瑪噶舉上師傳法，或甚

至不同派別上師傳法，幾無組織，也無規劃，有時純粹為了法會而未能挑選明師，

造成弟子許多誤導，實為憾事。其中持續至今用心經營，步步謹慎而未有疏忽者

首推利生中心。 

  利生中心在台北搬遷了 6、7次，最早成立於 76 年，由卡盧仁波切來台弘法

時成立，首先指示設立閉關房，目標在培養閉關人材，隨即有人捐出石碇之土地，

經數年後閉關房蓋成，至今已十餘年，陸續有弟子進行短期閉關。76 年卡盧仁

波切在金剛座進行十萬普賢行願法會時，台灣弟子 9人前往請求允許成立中心，

仁波切以 9 為吉祥之數，立即允許，並賜利生中心之名稱。77 年仁波切三度來

台，78 年旋即圓寂。仁波切活動力興旺，初次來台時即辦了 15 場法會。圓寂後

中心之活動減少。目前中心以教導四加行為主，並聘請堪布講課，同時經常邀請

重要上師傳法。卡盧仁波切另外也有在台中成立了中心。 

  就利生中心的特色而言，現任葉清滄會長是當年赴金剛座請求成立中心九人

之一，也是九人中惟一尚在中心者，他表示，卡盧仁波切是長期閉關的實修者，

因此也希望能在台灣培養出閉關人材，唯有如此，藏密才在台灣另能生根，並不

是灌頂就結束了，而是能有人真正奉獻投入，將生命投入佛法之中，台灣欠缺的



是有如此的行者。基於這個發展方向，目前已商請卡盧仁波切在印度索那達寺廟

之關房導師來台指導閉關，該導師曾閉關 9年，對實修內容相當熟悉，目前只要

台灣有弟子要進行閉關，即行來台。 

  卡盧仁波切圓寂時的心願之一是將第一世工珠活佛的《知識總匯》譯成各國

文字，目前英文已在進行，翻譯的學者有數位住在索那達寺旁小屋中，一邊討論

一邊進行，尚未完成。葉會長表示，中文方面尚未著手。 

  在與顯教道場來往方面，葉會長表示：常駐之講秋喇嘛說也常有顯教師父來

拜訪，此外並未特別與顯教道場建立關係，但中心弟子大多數曾在顯教學過佛

法，多為懺公、廣欽師父之弟子，因此對藏密的學習也不致於偏差。 

  中心計劃未來每年都舉辦一次誦佛語部藏經法會，約需十天。就未來而言，

仍循目前方式發展。 

‧薩迦派‧ 

  薩迦派在台灣的發展係以多位仁波切所成立的道場為主，彼此之間也無緊密

聯繫，也無統一規劃，但各中心都以自己法脈上師為主，傳播上較為單純。約計

有下列上師設立道場：蔣揚西祿堪布、庭杜仁波切、達千仁波切、祿頂堪布、赤

欽法王、究給仁波切、遍德堪布、塔澤霞仲仁波切、塔立仁波切等等，全省約有

十餘處中心，較噶舉派而言少很多，較格魯派而言，可能更多一些。其中塔立中

心在台北、板橋、台中、高雄均有道場，活動力最大，經營上持續而長久。其他

許多中心則時斷時續。塔立中心的王進財會長表示：藏密道場多數上師來台時弟

子即來中心，上師離開後弟子也星散，這是一個瓶頸。 

  塔立中心成立於 77 年，75 年塔立仁波切首度來台，76 年復來時應弟子設立

中心之請而應允，旋於次年成立，最早於士林，搬建國北路，復遷現址，算是較

穩定的道場。塔立仁波切於 87 年 5 月圓寂，其前，皆每年來台，每次停留近四

個月，對中心弟子的凝聚力起了很大的作用。早期活動以灌頂為主，每當重要上

師來台時，各中心會聯合討論行程。塔立仁波切圓寂後，中心仍持續舉辦活動，

繼續邀請薩迦派其他上師來台指導。就中心的經營而言，王會長認為與會長或領

導人有密切關係，當塔立仁波切來時，一切活動由仁波切設計，並且總會留一些

費用給中心，現在則要由會長規劃，張羅一切，包括會務、法務、財政，因此相

當累人。 

  未來發展的目標，王會長是依照仁波切的指示，希望把薩迦教法留在台灣，

他認為如果要永續經營的話，應該將法本及教法編得一目瞭然，井然有序，當每

位弟子剛來到中心，看到介紹就能在內心有清楚認識，如此才能談得上成效。在

這一點上可能各薩迦中心應當組織一個聯合會，進行統一規劃，也可大量節省各

中心在人力、物力、財力上的重疊浪費。對此王會長表示悲觀，以前也曾數度大

家討論，但一來各自為政，要聯合推動事務極為困難，二來多數弟子只願享受不

願付出，其次，也是最重要的，許多參與其事者心胸不夠開闊，導致爭執，因此

形成各個中心自顧自己營生。所以就此而言，王會長呼籲，如果要真正將薩迦教



法留在台灣，各道場一定要進一步合作才有可能。同時他也表示，早期弟子對法

及上師相當投入，好奇、熱誠、尊重，現代年輕人則沒有那份熱誠，且喜歡各自

擁立上師成立中心，因此道場多的結果是弟子穿梭來往，見多不怪，也就沒有好

奇與重視，因為遊走於許多道場，團體精神更是沒有，如果來台的上師、喇嘛也

是如此，只為了自己，那中心就更慘了，王會長以種果樹為例，每年澆水、除草、

施肥，每年都有果實豐收，怎麼可能一年辛勞等待每年豐收。 

  王會長認為翻譯人材極為重要，因為如果中文翻譯完整無誤，念中文最好，

可以思維其意義，如果中譯有許多錯誤，那寧可念藏音。因此培養人材係當務之

急，應該台灣與塔立寺之間有人互相留學，將來就有台灣人的專才，那時才可討

論到將法留在台灣。 

  目前中心每月定期共修，不定期舉辦法會、開示，幾乎每個月都有活動。將

來要克服的困難是上師來台的時間不一定，有時事先已排好又臨時更改。也因此

語言溝通相當重要，而雙方在文化上的差距也要特別注意，一些事情中心人員與

上師喇嘛的想法極為相左，這些都有賴深入溝通。如果可行的話，王會長建議將

實修法製成更為簡略，因為現代人太忙碌，但是八萬四千法門一定有適合現代人

的方式，對此中心則擬編列經費，規劃譯經事業。 

  中心成立近 14 年，王會長自始至終一心投入，是少有的例子，新近規劃了

由四加行開始的順序活動，包括基礎教理，可以說是費盡心血，也許在其努力下，

將來薩迦教法果真留在台灣。 

  菩提圖書館係顯教道場，但今年已在原址成立了老校長貢噶旺秋的中心。老

校長係近代四大派所敬重之人物，70 餘歲，一生致力佛法，曾被中共入獄 20 餘

年，出走印度後應宗薩仁波切之邀擔任宗薩佛學院校長，學校由錫金幾位學生至

現在座落印度比爾省龐大校區，目前有來自四大派 120 餘座寺院之學生，聲勢浩

大。 

  老校長 85 年來台，復受邀於 86 年來台，在汐止開始了在台講經活動，由汐

止至菩提圖館（86 年成立），分別完整講述了《入行論》、《善顯能仁密意》、《入

中論》、《俱舍論》，將這些經論從頭至尾講述完畢的在台藏僧，惟有老校長一人。

老校長幾乎沒有灌頂，除了經論就是佛法的開示，本年四月間達賴喇嘛來台，老

校長特別由印度來台，率領在台弟子朝見法王，見面時老校長以老邁的聲音一一

報告自己多年來在台所講的經論，聞者動容，達賴喇嘛稱讚不已。就此而言，老

校長的踏實正派作風，確實為在台藏密樹立了新典範。 

  圖書館負責人性妙師父表示，圖書館希望讓老校長及宗薩學院的師長不斷將

經論講下，這是未來重點。另外圖書館也朝社區服務發展，所以辦了許多彩繪課、

插花課等等才藝班，但是村里長方面並不合作，一般人對佛教團體的印象相當負

面，以為都是募款或不事生產。有待政府及教界好好努力。 

  圖書館也安排藏文課程，聘請專家學者教導，希望能推動未來漢藏佛法之交

流。 

  因本文篇幅所限，只是擇其要者進行採訪報導，未能普及教派內各個中心，



其次本期以白教、花教為主，由於紅教中心眾多，黃教亦有多處道場，俟將來再

行專題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