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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噴邁勒 尼泊爾，這個位居南亞、滿天神佛的泥巴國，我先後兩次造訪。

1997年四、五月間，首度來到歲月無痕的山中國度禪修；2007年三月，我又

回到加德滿都學習社會服務。

相隔十年，尼泊爾的變化明顯：塔美爾區的老爺計程車換新了，加德滿都舉世

聞名的空氣污染更嚴重了，山中的小旅店變成有SPA的旅館，小孩要零錢不要

糖果了⋯⋯。雖然變遷很快，但喜馬拉雅山的神聖依舊，古蹟也隨著歲月更顯

風華，街道上牛隻依然緩緩而行，市集裡販售的香料更是飄散著那熟悉的獨特

氣息。變與不變，樂天知命的尼泊爾人自有平衡。

在佛陀出生的國度（上）

加德滿都初體驗

1997年4月28日，從印度的瓦拉納西搭印度航空前往加德滿都。

四十分鐘後抵達尼泊爾。

辦落地簽證時，同行的桂棠—慣於獨來獨往的背包女俠，很快

地辦好走出去了，留下我還在查單字填資料。當下有一種被人遺棄的

感覺，不過，我決定靠自己。

終於出關，迎面飄來的是涼風。在印度，此際已進入酷暑，每天

像蒸饅頭一樣，哇！我從赤道來到北極了。

到了內觀中心，這兒的經理是個男眾，他先請法工帶我們去安

單，之後端來奶茶，藥石是小饅頭，我們隨俗坐在地上吃。當地人雖

然不會講英文，但溫婉親切的笑容令人賓至如歸。

晚間感受到寒氣，於是把壓箱底的冬衣取出穿上。

清晨去散步，群峰吐霧，白茫茫似仙鄉，看來，尼泊爾與印度不

同的，除了地形，氣候也差很多。各式各樣的鳥兒在充滿綠意的林間

啼鳴，令人心曠神怡，難怪喜馬拉雅山有那麼多的修行者隱遁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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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大自然即能讓人俗慮盡消。

八點多桂棠告訴我她的錢丟了，聞此，對這兒的治安起疑，趕緊

把行李上鎖。我們猜測著誰是偷兒，我想起早上歐巴桑曾去叫桂棠吃

飯，會不會⋯⋯

出去買日用品回來，我們決定把丟錢的事告訴中心經理。然而，

就在進入辦公室之前，桂棠從上衣口袋中找到錢，剎那間，我為自己

的小人之心感到羞慚。

離內觀中心不遠處，即是有名的臥神廟。廟中供奉的主神是毗濕

奴臥佛石像：長約五公尺，安躺在方形的水池上，身上布滿花朵，下

面交錯盤踞著九條巨蟒。水池上有走廊，供人瞻仰臥神。臥神的四隻

手分別拿著鐵餅（象徵心靈）、權杖（智慧）、海螺（五大元素）和蓮花（宇

宙）。這是印度教公認造型最佳和氣勢最磅礡的毗濕奴臥相，據說毗濕

奴神長眠四個月後會神奇的醒來。

頭微疼，流鼻水，對高山的氣候還在調適中，水是冰的，室內在

白天也像待在冰箱的冷藏庫。本來想去加德滿都市區走走，但經理說

次日市區有示威遊行，建議我們隔兩天再去，當天下午剛好也可以搭

中心的專車上山報到。

喉嚨痛，痰多涕多，所有的毒素都出來了。打掃房間，由於濕

冷，牆壁上長滿白霉。

天氣變化多端，時而艷陽當頭，時而烏雲蔽日，時而大雨滂沱，

時而小雨淅瀝。一切全憑雲塊組合變化，無法掌握，無法預測，這是

個充滿變數的山區，無法說準一定如何。要有高度的適應能力，才能

隨遇而安。

一個午後坐在階前發呆，一陣乒乓聲，竟是冰雹！冰雹耶！拿臉

盆接了半盆，似鵝卵石大小。諾！吃吃看，好冰喔。

下山朝禮眼珠廟（史瓦揚布拿佛塔）。傳說加德滿都昔日原為大湖，後

因中國來的文殊菩薩，開闢此盆地的岩山，使湖水洩去，人們才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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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於此，當湖水退去，最先出現的建築物即為此廟。

從盆地的下方，登上385級的石階，石階的兩側，有大的石佛、

獅子、象、虎的雕刻。等一等，瞧！成群的猴子來了，還伸出手索

食！文殊菩薩曾在此削去三千煩惱絲，削下的頭髮變成樹，頭蝨變成

猴子，所以對這些猴子要心存敬意！

眼珠廟主建築是一座大佛塔。它有白色半球體的基層，對上的四

方體，每邊都畫上一雙佛眼；而眉心之中，另繪上第三隻眼睛，象徵

無上的智慧，參透世情。至於形似問號的鼻子，為尼泊爾數字一，象

徵和諧一體之意。四方佛塔上建有十三層的圓錐塔，意為 13層天

界。而最頂的傘蓋，則象徵涅槃。

佛塔四周有四座雕刻精緻的銅造佛龕和環刻的經輪，佛塔正面有

一喇嘛廟。我們去的時候正在誦經，海螺等器樂聲令人難忘。

學著搭巴士到杜兒巴廣場，參觀博物館之前經過猴神宮。

猴神宮入口為一尊猴神像，牠是尼泊爾史詩裡的英雄化身，能為

◎想要把整個布拿佛塔盡收眼底，得爬到附近佛寺或店家的屋頂上才照得到。

（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香光莊嚴【第九十二期】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 69

軍隊帶來勝利。猴神像腳踏一條蛇，身披紅披肩，臉上塗紅油，每

天，很多信徒都會去參拜許願，而猴神像雙眼終年被紅布包裹，目的

是不想讓猴神目睹人間種種罪惡。

街上，五一示威遊行，隊伍還頗有秩序。

禪十開始，女眾的助理老師是一位尼師，男眾的則是一位居士。

學員共有七十人，三分之二是外國人，而且多是年輕人，我猜測—

由於英文版的旅遊手冊有此景點，又是免費的禪修活動，所以吸引這

些人來。

禪修解除禁語後，去找助理尼師。她是尼泊爾人，當初因不滿意

傳統的唱念佛事而四處尋師訪道，偶然間接觸內觀，持續修鍊多年，

如今已當了三年助教。她說曾經得胃癌，而內觀幫助她克服病魔。現

在她住在加德滿都，一個月上山指導禪修一次。

有一個法國女孩，28歲，卻已參加過七次禪十。問她何以如此精

進，她說，不反覆練習，怎可能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一個男學員鬧著要下山，他表示十天已到期，非離去不可。但中

心也堅持一定要到第十一天才算圓滿，無論如何不准他出去。

想碰碰運氣看庫馬莉活女神。廟是一棟白色外牆、窗戶雕滿神像

和孔雀的十八世紀建築，座落在巴山塔布廣場。

活女神的揀選：年齡八到十五歲，星座與當今尼泊爾國王一樣，

連生辰八字也要符合各種規定。之後，便要遠離家人，關進一間漆黑

陰森的房屋—神宮廟，獨自接受各種嚴峻的受驚考驗，只有在囚禁

期間不怕黑、對驚嚇不哭不叫，才能成為活女神，被供奉在活女神宮

廟。女神平常飲食由專人侍奉，學習書寫，但不准下樓，腳不能著

地，遇上慶典才到特定的窗口受人跪拜。正常情況活女神被供到經期

來時，約15歲左右退位。但因曾為活女神，通常不會有人要娶她。

在誠心的祈求下，很幸運的，我們看到了活女神。大約八歲，非

常漂亮，但感覺少了一點純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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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陀出生的地方

早上六點搭往藍毗尼的公車，一路南下，沿途盡是農忙收割及小

鎮趕集的鄉村風景。與嘈雜的市區相較，確實會有種寧靜與世無爭的

感動。只是越來越熱，氣溫與印度有得比。

車子抵達終點為下午四點，司機指點我們，「只要」再走約一個

小時就可以到藍毗尼園。

佛陀啊！我們已在車上搖晃將近十個小時，而且，我的行李有二

十五公斤，更慘的是，它是三層、掛輪的帆布袋，這種泥石路，我怎

麼肩扛？口渴、飢餓，加上疲累，還有腳上不怎麼靈光的塑膠拖鞋，

還是咬牙拎背著行囊上路了。

曾經讀過許多遊記，世間那些優秀的流浪者，他們的融化本領、

謀生能力、開闊心境、自控風範等等是那麼出色，如果沒有特別健康

的情志和體魄，如何在脫離生命溫室之後，能夠領受漫長而陌生的時

空折磨？天天都可能遭遇意外，時時都需要面對未知，許多難題超越

行前貯備，大量考驗關乎生死安危，如果沒有比較堅韌的人格，大概

只能半途而廢。

至於像法顯、玄奘大師等，寧向西死，絕不回頭的宗教使命，更

是感泣鬼神。我回憶著這些典範，鼓舞自己持續舉起腳步。

一個農夫驅策著兩條牛迎面而來，應該是收工要回家了。日落之

前，終於風塵僕僕的踏進藍毗尼園。

就在這園裡誕生的嬰孩，後來成了世人心靈光明的導師，人們稱

呼他為覺悟的人—佛陀。而這個迎接釋尊來到人間的寧靜林園，也

因此成為世人關注頂禮的神聖吉祥之地。

佛傳上記載：淨飯王后摩耶夫人產期將臨，即按當地習俗回娘家

天臂國分娩，途經藍毗尼園，當時正是花滿枝頭的季節，池塘裡芳香

撲面，令人愉悅。摩耶夫人沐浴之後，站到無憂樹下，欣賞著花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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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她感到陣痛，她舉手伸向樹枝。那枝條柔軟如蘆草，自動低頭

俯就。王后站立著，抓住樹枝，王子悉達多就從母親的左腋下肋骨中

降生了。

我們來到遺址—菩提樹下。大樹枝條垂向地面，樹幹盤旋而

上，樹幹之間形成天然的淺洞，裡面供奉著鮮花和佛像，點點熒燭在

樹洞裡閃耀，朝聖者從樹幹的空隙中鑽過，他們來自西藏和東南亞。

遺址中央為白色的摩耶夫人祠。祠內就有摩耶夫人產子浮雕，浮

雕表面雖已殘缺不全﹐但人物輪廓尚可辨認。

林園是一個公共場所，一個新生命降生在這裡，意味著民眾有了

新的希望。當時摩耶夫人信仰的應該是印度教，母以子貴，她也就被

當地印度教徒視為掌管生育的聖母。所以一些渴望生孩子或者希望生

出智慧超群孩子的女性，往往要來這裡祈求一番。她們把紅色吉祥顏

料塗在摩耶夫人的臉和身上，使得夫人全身紅通通。

著名的阿育王石柱在摩耶夫人祠西，1896年被考古學家發現。阿

育王於灌頂後第二十年親自來此朝拜，並在此造馬像、立石柱以紀念

世尊在此誕生。還特諭藍毗尼村減稅，僅繳收入的八分之一。

頂禮了佛母和釋

迦太子相，要找地方

掛單。

本來要去住斯里

蘭卡旅舍，但又貴又

髒，所以改往日本旅

舍。日本旅舍是民

房，還沒蓋好，而且

員工都是男的。在聽

了我們的情況，他們

仍歡喜的騰出一間工◎藍毗尼的小釋迦，很卡哇伊。（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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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給我們住，還煮了豐盛的晚餐請我們。

讀藍毗尼的簡介，提到藍毗尼未來的開發計畫：

一、是New Lumbini Village，以提供觀光客住宿環境為主。

二、是International Monastery Zone，以展現宗教景觀為主。

三、是The Sacred Garden，以史蹟及自然風景的設想為主。

根據經理所述，這開發計畫已在15年前提出，但至目前，仍是荒

蕪一片；在印度，聖地都已開發，而佛陀在尼泊爾出生，尼國能否珍

惜、把握佛陀對他們的眷顧？

旅舍雖然很簡陋，但還算乾淨。而且想到佛陀在此荒野早產，連

個遮蔽的建物也沒有，我們豈好意思嘀咕？

山光水色波卡拉

藍毗尼園早晨的空氣特別清新。住是免費的，我們捐了一點建設

基金，希望以後朝聖者有地方安頓。

喝了一杯綠茶，告別了親切的主人，出發前往波卡拉。

這個行程是臨時決定的，經過密集的禪修和參訪，很需要放鬆身

心。而波卡拉氣候溫和，渾然天成的湖光山色，加上地理位置優越，

是親近喜馬拉雅群山最便利的地方，也正是我們所嚮往的可以小憩的

山城。等到了波卡拉，已經是晚上七點，

車上認識一位尼泊爾大學教育系的學生，他說祖先來自印度，他

則出生於藍毗尼。他感慨表示：雖在藍毗尼出生，卻連佛陀的全名都

不知道，也不認識佛教，覺得很傷心。聽我們說內觀好，他決定暑假

即去參加禪十，並央求我們介紹佛書給他。

六點到翡華湖看日出。翡華湖長4公里，寬1.5公里，湖水就是融

自喜馬拉雅山的雪水，清可鑑人。

波卡拉最為引人入勝的，就是城中的翡華湖。由於這裡鄰近喜馬

拉雅山，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峰林立，而波卡拉的海拔卻只有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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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高低落差下，可以非常舒適愜意的欣賞周圍的群峰。像今天放

晴，遠方層層山巒、高聳的魚尾峰映在翡華湖中，絕美。

我沿著湖岸慢慢散步，桂棠會騎車，租了一台腳踏車環湖攬勝。

波卡拉的街道鄉土而浪漫，四處可見老外，六0年代這裡更是嬉

皮最愛流連的地方。唱片行裡傳出悅耳的西藏音樂和西洋歌曲，隔

三、五步便有賣登山裝備的小店，另外有些店把各色絲巾、毛毯、唐

卡和原住民工藝品掛起來，琳瑯多彩。

九點多，我們從旅社搬到另一家靠山的民宿。這戶是家庭式的，

其優點是安靜，而且可眺望安娜普納山系。

再者，房子的第一進是草坪，第二進是花園，第三進才是建築

物，屋後則是放牧的草原區。遠方雪峰連綿，氣象萬千。

在波卡拉因為洋人多，食物選擇多元，餐館點素菜很方便。

黃昏，靜靜的坐在桌前閱讀，目送夕陽下山，看著月亮升起，滿

天星星，草叢裡螢火蟲飛舞，恬淡悠閒。

看到對面的一戶人家門前擠滿人，本來以為選舉將至，猜想是造

勢。後來民宿男主人告訴我們，那戶人家要喬遷，街坊全都來送行。

第二天晚上停電，我們快樂的在燭光下晚餐。馬鈴薯泥沾奶油

吃，也許是餓了，

感覺十分美味。

主人讓我們用

老薑熬湯，希望能

驅除風寒。

五月十七日是

選舉投票日，一早

就人聲鼎沸。又因

選舉放假，到草原

上運動的人不少。◎在波卡拉所居住的民宿，庭院花木扶疏。（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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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棠病得重，我去藥房買藥。時間在波卡拉是極緩滯的，走過街

上，可以看到很多婦人坐在門口給小孩抓頭蝨，很是悠閒。

旅舍的女僕非常純真可愛，給我們很多方便。老闆說，她在六、

七歲時，因不堪繼母虐待逃出來，後來被女主人發現：衣衫襤褸、奄

奄一息，就收留她，今年已經三十歲了。

她在此服務沒有薪水，理由是她智商不好，分不清面值。女主人

今年問她需要甚麼，她說想要一條金項鍊，但主人因預算不多，應允

明年再買給她。她的床就在廚房，白天她在床上揀菜、捏薄餅，生活

很簡單。

下午兩點，烏雲密佈，雷聲陣陣。不一會兒，暴雨猛下，後面草

地成為沼澤，引來一群白鷺鷥前來覓食。

七天之後，依依不捨告別山城。女僕主動煮了一壺薑茶給我們

喝。這一家人對我們的熱誠，將是永遠的記憶。

谷地巡禮

車子停靠的地方不多，有兩站還可以上廁所，這種難得的人性作

法，令時常要憋尿的我們感動莫名。

在車上結識了黃麗君等三位台灣女孩，由於她腸胃不適，我就把

藥給她。結果在加德滿都街上又遇到，大呼不可思議。

前往坐落於巴格馬提河旁的帕蘇帕提拿寺廟，本寺廟也是尼國印

度教著名火葬場。尼泊爾的印度教徒會用白布包裹病危或將死去的親

人身體，放置臨河的一間靜室，待逝世後，將屍體擺放在河邊的河壇

火化，在晨光微曦之際，將骨灰灑入河內；他們認為河水匯入恆河，

直通大海，這樣死者便能完結整個人生歷程，早升仙界。所以巴格馬

提河跟恆河一樣，是尼泊爾人心目中的聖河。

河壇也被用作各種節日的慶祝場所，尤其在週六。婦女紛紛到巴

格馬提河還願、淨身及換上新的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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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布特勒佛塔，又是一個震撼。它是尼泊爾最大的塔廟，與猴廟

外觀相似，卻更具規模。它建於兩千年前，在十一世紀重建，塔廟建

在層層的寬階上，塔基的外緣刻著108尊佛；四周環繞著一堵圓形磚

牆，牆上有147個壁龕；每龕中都有經輪。而此塔與猴廟的最大差

別，在於塔上的13層經輪，一為圓形，一為四方體。

布特勒佛塔四周聚居著西藏人，這裡布滿僧院、民房、商店、旅

舍及地毯工廠，非常活絡。每年二月左右，不同地方的佛教徒都會蜂

擁而至，以一睹這裡喇嘛舉行的開春祭禮。

當天，信徒用香祝禱過彩旗經文後，再用線把經文掛在佛塔上，

接著向空中撒拋糠粑粉作福。塔寺的喇嘛會持著巨幅的達賴喇嘛畫

像，讓信徒觸摸賜福。

轉車到帕坦古城。

這是尼泊爾最古老的城市，建於西元前229年，阿育王訪問尼泊

爾時期，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佛教城之一，也曾是尼瓦人的獨立王

國。這兒上千年歷史的古蹟櫛比鱗次，其精緻的木雕工藝是加德滿都

谷地建築藝術的發源地，故享有「精緻藝術之城」、「萬千金色屋頂

之城」的美譽。由於受到西方文化衝擊較慢，市區風貌多半維持以往

◎帕坦最美麗的焦點

集中在杜兒巴廣場，

一字排開的佛教與印

度教寺廟建築，散發

出讓人難以抗拒的吸

引力。

（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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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古規模，相對於加德滿都的紛擾雜沓，帕坦是多了幾分優雅氣

質，很適合沉潛古味的人來尋幽漫遊。

來到歷時六十年才完工的馬尼凱夏普納拉揚宮院，值得一看的是

公認最珍貴的藝術精品—金門（又名太陽門）。門楣上有一尊小小的金

色神像，雕刻的是破壞神—以快樂的神情，做手足舞蹈之姿。

下一個景點為千佛寺。這是十六世紀的建築物，仿照東印度的佛

陀精舍而建，共有上千片紅磚陶製佛像鑲嵌在廟身上，所以稱為「千

佛寺」。1934年，此廟在大地震中受到嚴重毀壞，廟容和高度在重建

後稍微改變；剩餘掉落的建材，另外蓋一間供養摩耶夫人的佛祠。

千佛寺感覺上就像蓋在人家的庭院裡，想看仔細，得從旁邊民宅

的陽台才能看清佛寺的全貌。千佛寺和黃金廟此時都掛上彩旗準備慶

祝佛誕；另外，有兩部巨型花車上安置佛像，要參與遊行。其實今天

已經四月十五了，但尼泊爾人說佛陀晚間出生，所以明天才慶祝。

應該是吉日吧，過街時，見到有人舉辦婚禮。

我聽說過當地的尼瓦爾人有「羅漢果婚禮」：尼瓦爾族的小女孩

◎迎娶儀典，燭台、淨瓶等就擺在門前街道中央。（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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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3歲到第一次月經來潮的中間，必須舉辦一次少女婚禮。在婚

禮這天帶走屬於她的羅漢果—即宗教意義上的丈夫回家。女孩只有

舉辦了少女婚禮，將來才能舉辦真正的成人婚禮。羅漢果婚禮意味著

少女已經在神的面前完婚，她的婚禮得到神的首肯和祝福；因此，即

便成人以後不結婚，族人也不會對她有任何歧視。堅硬完美的羅漢

果，象徵著將來有個健康長壽的丈夫、恒久美滿的婚姻。

婚禮時，少女頭頂的紙帕上繪著太陽神，象徵在太陽神的注視下

完婚。全村所有的長輩輪流上前為少女新娘祈福，將紅色的硃砂（達

卡）點在少女額頭，合掌祝福；然後將少女裸露的雙腳浸在聖水中；

之後抬起少女的雙腳，讓她的腳趾輕觸自己的額頭，據說這樣可以驅

除一切的災難和罪孽，為少女和祈福者帶來和順的人生。

我們看到的是成人的婚禮，場面也隆重而熱烈。路中央擺著燭

臺、銅盆等，主事者把滿盤的禮物散出，撒米、撒花、點達卡，新人

行禮如儀。由於天熱，加上典禮冗長，最後新娘體力不支倒地，被抬

到禮車內休息。

臨別的祝禱

一早到布特勒佛塔點酥油燈慶祝佛誕，廣場上人很多，喇嘛幾乎

全出動了。我點了二十盞油燈，祈願人生的轉彎處都有光明指引。而

附近的中小學，也由老師帶領入寺禮佛。還有一些外國人，大概是信

仰藏系佛教的，全都行五體投地的大禮拜。

航程很長。兩點的飛機，途中於孟加拉停留一小時，然後飛往新

加坡。新航的過境旅館在市區，必須辦理入境，剛好有機會領略一

下這個花園城市的夜晚。計程車司機是位女眾，會講中英文，車資

收美金、找回新加坡幣，真是奇妙的國度。

九點登機，飛返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