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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本书献给 

圣恩A.C巴克提维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 
国际奎师那知觉协会创始导师 

   

他仁慈地在全世界建立能够和平生活的家园。 



前  言	

      本书的编写是于2016年，从圣帕布帕德（Śrīla Prabhupāda ）隐迹至今已
三十九年。 

     在圣帕布帕德（Śrīla Prabhupāda ）在世的最后十二年里中，哈瑞奎师那
运动在他的超然指导下，与日俱增，传遍六大洲，提升所有幸运的灵魂并且
为他们准备回归首神的终极旅程。 

     这门运动的纯粹度是不可否认。当时这门运动不是没有任何问题。那些
没有经验的奉献者犯下了各种不同层面的错误，但藉由圣帕布帕德的灵性力
量，他耐心地管理整个世界性运动且坚持不懈地训练他的门徒们走向完美。 

     在他展示逍遥时光的末期，他向他的门徒们提出了一个根本要求，“在我
离开后，你们对我的爱，通过你们如何在自己之间合作，就被展示出来。” 

     “我希望每一个部门应该保持他们的独立性，且以灵性导师（ācārya）
为核心来互相配合。在这个原则下，我们可以在全世界建立更多的机构。” 

圣帕布帕德致Kīrtanānanda的书信，11/02/1967 

旧金山，加利福尼亚，美国 
				 
   以创始灵性导师（Founder-ācārya）——圣帕布帕德（Śrīla Prabhupāda 

）为核心就是意味着以他的训示为核心。唯有如此，届时我们才能够一起合
作推动奎师那知觉的发展。  

    虽然过去的39年，一直是个处于背离、欺骗、不信任、挫折、派系、嫉
妒甚至暴力的艰巨历史。 

  要谨慎地客观看清原因且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像圣帕布帕德（Śrīla 
Prabhupāda ）告诉我们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外力可以阻止我们的运
动。它只能从内部被摧毁”。一切都从违抗圣帕布帕德的训令开始。 

  我们的运动就如同美丽的珍珠项链，而圣帕布帕德（Śrīla Prabhupāda ）
的训示就如同穿过那项链的细线。如果训示被违抗，细线就会断，也会失去
项链。这正是圣帕布帕德离世之后有关于启迪所发生的特别事情。	

       

     这本书的范畴： 

1. 研究圣帕布帕德的最后训示，在他离世之后应该如何举办启迪； 
2. 用经典及历史文献来强化他的训示的真实性； 
3. 提供经典文献来解释我们全球奎师那知觉运动中所有问题的根本原
因，以及它的影响并如何解决。 

     
    这本书完全是基于圣帕布帕德的官方文件并且通过来自帕布帕德翻译的
《博伽梵歌原意》、《圣典博伽瓦谭》中引用的诗节及相关的文献作为提供
的依据。我们只是试图编译它是为了服务他的传教使命和忠实于他的传教使
命的奉献者们。 



      

    “人类社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无论何时都要想著至尊人格首神，成为祂的奉
献者，崇拜至尊神且顶拜在祂面前。灵性导师（ ācārya ），至尊神授权的
代表，他建立这些原则，但当他隐迹时，情况再次变得混乱。灵性导师
（ ācārya ）的完美门徒们会努力衷心遵守灵性导师的训示来解决这样情
况。  

   ——《圣典博伽瓦谭》4.28.48要旨 

  我们特别感谢新加坡Śrī Kṛṣṇa Mandir庙长——逊达戈帕.帕布（Sundar 
Gopāl Prabhu），他是圣帕布帕德（Śrīla Prabhupāda ）书信启迪的门徒，
国际奎师那联合庙宇的资深指导者。他真诚服务圣帕布帕德超过四十年且每
天总是从事于仔细研究圣帕布帕德（Śrīla Prabhupāda ）超然的书籍的活
动。 

   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从《博伽梵歌原意》和《圣典博伽瓦谭》收集了宝
贵的诗节，彻底解决我们的情况，且他想要为了每个人的利益编制这些诗
节。他还积极地帮助那些回归圣帕布帕德作为此运动的核心的奉献者们，并
且以合作精神共同努力推动奎师那知觉运动的发展。 

   在本书中的书面证据和经典文献就能满足现在的要求。如果在未来发现
能够证实与更多具体事例的其他参考资料，它们可能会在未来的版本中增
加。同样，如果对本书的内容提出新的，有价值的论据，它们也可能在未来
版本中得到解决。在任何改变的情况下，本书则是依据的版本。我们将命名
这个当前版本为《1977年之后的启迪》，版本1.0。  

  您的仆人 

  Śrī Kṛṣṇa Mandir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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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作为一位真正授权的灵性导师（ācārya），圣恩A.C巴克提维丹塔.斯瓦米.
帕布帕德，坚持忠于先前灵性导师们，以最纯粹的形式去传播奎师那知觉，且
传教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庞大。凭借圣帕布帕德的单独努力实现了主采坦亚.玛
哈帕布在500年前所预言的——主奎师那的圣名将在地球上每个城市及村庄被唱
颂。他没有创造任何新东西，由于圣帕布帕德曾经说的，“改变意味就是恶
棍。” 

       然而，他为了推动主采坦亚的运动计划，以他全然灵性才华，制定种种超
然的修行调整以适应当前的时间和环境。我们不应该把这种“非传统”的方式与
偏离使徒结论混为一谈。一项这样的调整是一天念颂16圈的规定，本应是64
圈。另一项是办理启迪的祭司（ṛtvik ）制度。ok 

       启迪（dīkṣā）是人类生活最为重要的提升过程，标志着一个人在真正的灵
性导师的指导下的灵性生活的正式开始。 

   
 brahmāṇḍa bhramite kona bhāgyavān jīva  
guru-kṛṣṇa-prasāde pāya bhakti-latā-bīja 	

        “根据他们的业报(karma)，所有生物都在宇宙中流浪。...... 在数百万个流浪
的生物体中，一个非常幸运的人藉由奎师那的仁慈得到与真正灵性导师的联谊
的机会。通过奎师那与灵性导师的仁慈，这样的人接受了奉爱服务藤蔓的种
子。” 

                                       ——《采坦亚.查瑞塔密瑞塔.玛迪亚.丽拉》19.151 

      尽管灵性导师原则上是一个，在学术上来说，灵性导师（guru）分为四种类
型，他们全都是来帮助受制约的灵魂托庇于主奎师那的莲花足。 
       
1. 启蒙灵性导师（Vartma-pradarśaka-guru）——第一位给你关于灵性生活信息

的灵性导师。 
2. 启迪灵性导师（dīkṣā guru）—— 根据经典规定给予启迪的灵性导师称为启

迪灵性导师（dīkṣā guru），他也被识为是至尊灵性导师（caitya guru）的外
在展示。一个人仅能有唯一一位启迪灵性导师（dīkṣā guru）。 

3. 训示灵性导师（śikṣā guru）——一位给予训示的灵性导师是基于启迪灵性
导师的训示并给予训示，他被称为训示灵性导师（一个人可以有许多训示
导师）。 

4. 至尊灵性导师（caitya Guru）——至尊灵性导师或超灵，他在内心给予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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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尊灵性导师（caitya Guru）是超灵，是至尊人格首神的扩展。在其他三种
类型的灵性导师中，训示灵性导师（śikṣā guru）和启蒙灵性导师（Vartma-
pradarśaka-guru）是在启迪灵性导师（dīkṣā guru）的训示下，真诚地执行他们
的规定责任来传播奎师那知觉。他们自己也许是或不是纯粹的奉献者。启迪灵
性导师（dīkṣā guru）的地位要求是最具责任，像这样的灵性导师（guru）应该
是主奎师那纯粹的奉献者并由他的灵性导师（ guru）准许，以便成为启迪灵性
导师（dīkṣā guru）。 

       对于圣帕布帕德为了接受门徒甚至在他隐迹后，他建立一个包含他的代表
们的启迪制度，他们称为祭司（ṛtviks），他们将代表他举行启迪，这超然的运
动将继续再继续。 

       但现今在ISKCON中，对祭司（ṛtvik）一词是无法容忍的。他们完全妖魔化
这一词。任何人只要标示自己为祭司（ṛtvik）就会被视为最糟的冒犯者。然
而，在当我们询问我们最崇敬的圣帕布帕德关于未来的启迪事宜，尤其是当他
不再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这一恰当的词 “祭司（ṛtvik）”就被圣帕布帕德使用
了。	

1.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未来的启迪事宜，尤其是您不再
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希望知道将来如何举行第一、第二次启迪。 

2. 圣帕布帕德：好的。我会推荐你们当中的某些人。事情定下来之后,我会推荐
你们中的某些人担任 officiating ācārya（主持司祭的老师）。 

3.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这些人称作“ṛtvik ācārya （祭司的老师）”吗？ 

4.圣帕布帕德： 祭司（ṛtvik）。是的。 

——与圣帕布帕德的室内谈话，Vṛndāvana，28/05/1977 

       
        这个祭司（ṛtvik）的代理启迪制度并不是一些不满的奉献者捏造的，而是
由圣帕布帕德为我们所有人的利益，仁慈地给了我们这个授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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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证据 

       在ISKCON所有重要的管理问题上，圣帕布帕德发布了官方文件，清楚地阐
明他的意图。 

       这些文件在ISKCON的法律文件和正式录音磁带中被发现。我们将在本章节
中看一看在圣帕布帕德隐迹后，关于他的启迪程序意向之真凭实据。 

       在这一章节我们将研究以下三个文件： 

1. 1977年5月28日对话的录音磁带 

2. 1977年7月9日信件／训令 

3. 圣帕布帕德的遗嘱声明（1977年6月4日） 

1.1“任命磁带”的分析 

       我们应该从 “在1977年5月28日” 询问圣帕布帕这直接问题开始。此次谈话
记录被ISKCON未授权的灵性导师提出来作为“任命磁带”， 暗示着圣帕布帕德
任命他的继承人成为灵性导师（gurus）。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 

室内谈话 ---- Vṛndāvana，1977年5月28日 

1.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未来的启迪事宜，尤其是您不再
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希望知道将来如何举行第一、第二次启迪。 

2. 圣帕布帕德：好的。我会推荐你们当中的某些人。事情定下来之后,我会推荐
你们中的某些人担任 officiating ācārya（主持司祭的老师）。 

3.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这些人称作“ṛtvik ācārya（祭司的老师）”吗？ 

4.圣帕布帕德： 祭司（ṛtvik）。是的。 

5.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这两者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即授予启迪的人
和…… 

6.圣帕布帕德: 他是灵性导师(guru)。他是灵性导师(guru)。 

7.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 但他只是代表您执行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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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圣帕布帕德: 对。那是一种形式。因为我在世时，谁也不该成为灵性导师
（ guru），所以他们只代表我。在我的训令下，āmāra ājñāya guru hañā（在
我的训令下，你将成为灵性导师 cc.中篇.7.128) ，成为一个真正的灵性导师。但
是要在我的训令下。 

9.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因此他们也可被认为是您的门徒们吗？                                          

10.圣帕布帕德: “是的，他们是门徒。但是，细想…誰….... 

11.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不。他问的是这些祭司的老师们（ ṛtvik ācāryas)，
他们主祭，授予启迪(dīkṣā )。他们的……那些获得他们启迪(dīkṣā )的人，他们
是谁的门徒？ 

12.圣帕布帕德: 他们是他的门徒。（ 14. 谁在启迪……他的徒孙……） 

13.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他们是他的门徒。 

14.圣帕布帕德: 谁在启迪……他的徒孙…… 

15.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 

16.圣帕布帕德: 当我下训令时， “你成为灵性导师(guru)”，他便成为正式的灵
性导师(guru)。就这些。他成为我的门徒的门徒。就是如此。 

分  析 

       首先以上的对话有点令人感到困惑，现在让我们做个公正的分析研究，以
获得更好的看法，让我们一行行来。 

1.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未来的启迪事宜，尤其是您不再
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希望知道将来如何举行第一、第二次启迪。 

2. 圣帕布帕德：好的。我会推荐你们当中的某些人。事情定下来之后,我会推荐
你们中的某些人担任 officiating ācārya（主持司祭的老师）。 

3.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这些人称作“ṛtvik ācārya（祭司的老师）”吗？ 

4.圣帕布帕德： 祭司（ṛtvik）。是的。 

       在上述的第一段，这问题是直接且明确的。圣帕布帕德在第二段和第四段
清楚的回答中提及到祭司（ṛtvik ）。虽然此对话后来有点困惑，但在此圣帕布
帕德给出最清晰可能的回答 ——祭司（ṛtvik ）。 

        顺便提一下， 祭司（ṛtvik ）这一词是什么意思呢？在圣帕布帕德的书中有
十七处引用此一词且意味着只有一件事 ，就是祭司。祭司就是代表某人执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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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他的职责只是举行仪式。他是有别于具备更高资格责任的灵性导师。 

        一个灵性导师（ācārya）的资格是必须是主奎师那（Kṛṣṇa ）的纯粹奉献者
并且他必须给予超然的知识来驱散门徒的无知。一个门徒也要把他的导师视为
永恒的导师来崇拜，藉由Śrīla Narottama dāsa Ṭhākura “灵师颂歌”的歌词 ——灵
性导师他赐予我们灵性视力这一礼物，是我们生生世世的主人( cakṣu dāna dila 
yei janme janme prabhu sei)。但是祭司（ṛtvik ）不具备这样的资格。 

5.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这两者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即授予启迪的人
和…… 

6.圣帕布帕德: 他是灵性导师(guru)。他是灵性导师(guru)。 

       在第5段，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询问祭司（ṛtvik ）和门徒之间的关系，但
他并没有恰当地阐述问题，他询问启迪者和门徒之间的关系。这里很重要，启
迪者或灵性导师（guru）就是圣帕布帕德，且祭司（ṛtvik ）只是一位职务代
表。因此，圣帕布帕德在第6段回答，启迪者（圣帕布帕德）就是新门徒的灵性
导师（guru）。 

7.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 但他只是代表您执行此事。 

8.圣帕布帕德: 对。那是一种形式。因为我在世时，谁也不该成为灵性导师
（ guru），所以他们只代表我。在我的训令下，āmāra ājñāya guru hañā（在
我的训令下，你将成为灵性导师 cc.中篇.7.128) ，成为一个真正的灵性导师。但
是要在我的训令下。 

       在第7段，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试图表明他的理解，在第8段，圣帕布帕
德暗示当某人的灵性导师在世时，那个人成为灵性导师这是不礼貌的。但之后，
他立即补充，在他隐迹下，祭司（ṛtvik ）不会自动成为灵性导师（ guru），但
必须等待他的训令才能够成为。“在我的训令下...”  谨慎地注意这里，圣帕布帕
德说的是在未来时间的训令。这意味着这个磁带不能被称为“任命磁带”，因为
他没有在此任命任何人，但是任命的时间点是指未来的时间。 

9.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因此他们也可被认为是您的门徒们吗？                                          

10.圣帕布帕德: “是的，他们是门徒。但是细想…誰….... 

11.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不。他问的是这些祭司的老师们（ ṛtvik ācāryas)，
他们主祭，授予启迪(dīkṣā )。他们的……那些获得他们启迪(dīkṣā )的人，他们
是谁的门徒？ 

12.圣帕布帕德: 他们是他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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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他们是他的门徒。 

14.圣帕布帕德: 谁在启迪……他的徒孙…… 

15.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 

16.圣帕布帕德: 当我下训令时， “你成为灵性导师(guru)”，他便成为正式的灵
性导师(guru)。就这些。他成为我的门徒的门徒。就是如此。 

       在第10段，圣帕布帕德似乎还不明白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在第9段中的问
题。所以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在第11段向圣恩补充明确了这个问题。圣帕布帕
德在第12段和第14段回答了他的问题，他说“他们是他的的门徒，是谁启迪。”
这意思是他们是圣帕布帕德的门徒，而且是他在进行启迪，祭司在仪式里只是
作为他的代表。但在回答的过程中，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在第13段重说圣帕布
帕德的话，因此，圣帕布帕德的用词出现了分歧。 

        接着在第14段再一次，他提到“徒孙”此字。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试图在
第15段中提问另一个问题，但圣帕布帕德在第16段继续第14段的回答，只有在
他训令任何一位他的门徒成为灵性导师（guru）时，某人才会成为他的 “徒
孙”。接著他明确指出他们必须等待他的训令去成为圣帕布帕德所说的正式灵性
导师。因此在这次对话的时间里这个训令是不存在的。所以这其实不是所谓
的“任命磁带”。 

1.2祭司们（ṛtviks）的正式任命 

       基于表面上看起来有不明确的对话(于1977年5月28日)，对于ISKCON的未
来，圣帕布帕德并非悬而不决。他实际继续公告书面训令给世界上所有庙宇是
为了阐明他的意向。现在让我们仔细看这个作为下一个证据的训令 —— 1977年
7月9日信件。 

       原信件的照片在下方。阅读起来有点困难。因此，我们已经将这封信完整
复制重现。但是此时此刻，我们希望你关注圣帕布帕德和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那时圣帕布帕德的私人秘书）在文件末端的签名。包括2个签名，这是合法文
件。所有的ISKCON必须毫无疑问的遵循这个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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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你将看到这封信件完整和清晰的还原件以致你能够容易和清晰地
阅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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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7月9日信件 

（还原件） 

1977年7月9日 

   

致全体 GBC 成员及庙长 

   

各玛哈拉杰们（mahārājas）及帕布们（Prabhus）敬启： 

   

       请接受鄙人在你们足下的虔诚顶拜。最近，全体 GBC 成员与圣恩共聚温达
文（Vṛndāvana ），圣帕布帕德指示他将不久会委任一些他的资深门徒去担任
“祭司（ṛtvik）”——灵性导师（ ācārya）的代表，其目的为了举行启迪仪式，
包括第一次启迪及第二次启迪。圣恩迄今选定下列十一位门徒专职此事： 

圣者 Kīrtanānanda svāmī 

圣者 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圣者 Jayapatākā svāmī 

圣者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圣者 Hṛdayānanda gosvāmī 

圣者 Bhavānanda gosvāmī 

圣者Hamsadutta svāmī 

圣者 Rameśvara svāmī  

圣者 Harikeśa svāmī 

恩者 Bhagavān das adhikārī  

恩者 Jayatīrtha das adhikārī 

       以往庙长一向均致函圣帕布帕德，推荐合格的奉献者接受启迪。因为圣帕
布帕德已任命了这些代表，所以从今以后，各庙长可以将第一次与第二次启迪
的推荐信寄给最接近庙宇的十一位代表任何之一。审核推荐书后，这些代表可
以接受这些奉献者们作为圣帕布帕德的启迪门徒，并授予他们灵性名字。就第
二次启迪而言，代表们可以如同圣帕布帕德往常的做法，在嘎雅垂 （Gāyatrī ）
圣线上念颂。新启迪的奉献者均为圣恩 Ａ . Ｃ . 巴提韦丹塔 · 斯瓦米 · 帕布帕德
的门徒，上述的十一位资深的奉献者则代表他行事。庙长收到这些代表所给的
灵性名字或圣线的信函之后，便可如常在庙宇内举行火祭（ Yajña ）。新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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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门徒的名字应由接受他或她的代表寄给圣帕布帕德，并且载入圣恩的《启迪
门徒》名册中。 

收信安好 

  你们的仆人 

 （署名见原件） 

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圣帕布帕德的秘书  

核准（圣帕布帕德的署名见原件） 

对1977年7月9日信件的分析 

1.这里清晰表明，这就是圣帕布帕德的管理风格。任何重要的训令会被写下
来，并发布给世界所有的庙宇，不会在随意的、让人困惑的方式的私人室内谈
话中被授予。 

2.请注意，上述信件的第一段落，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指的是最近一次所有
GBC成员在温达文参加的会议，圣帕布帕德为了阐明启迪程序的目的。这是
1977年5月28日谈话的确切内容。所以如果你对那次谈话仍然感到困惑，或甚至
在经过上面分析仍然不清楚，这里就是它的阐明形式。这信件是直接地指向那
次谈话。 

3.此外，很重要要记得5月28日谈话是怎样开始的。记住这些话“特别是您不再
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么，一切就毫无疑问指向圣帕布帕德隐迹之后的时间。
我们应该在这来龙去脉下阅读这封信。 

4.这封信件一开始就提到圣帕布帕德将任命祭司rittik （孟加拉语ṛtvik 的发
音），灵性导师（ācārya）的代表。他很清楚没有任命任何灵性导师（gurus），
圣帕布帕德不能比这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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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接下来，他阐明说，将提名这十一位，将以祭司（ṛtvik）身分行事——并再
次重申他们不被任命为灵性导师（gurus）。 

6.在这11位已经被提名之后，谈到了另一重大事情。“从今以后”一词表明立即
开始，终止时间并不清楚，或者至少直到未来另一个训令取代这个训令。且事
实上，圣帕布帕德从未发布任何训令来意味这十一个人在他隐迹之后会自动成
为灵性导师（guru）。此外，这个词应该在1977年5月28日的谈话中，
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说 “ 尤其是您不再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的原始问题的
来龙去脉中去理解。 

7.接着，在这信件中说到，启迪的推荐是由庙长寄给“最靠近庙宇的十一位代表
其中一人。” “最靠近”一词是指方便，而不是基于深厚的信任感的神圣的师徒
关系。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在他1980年的自白书里解释得很清楚（附录B），
如下：“这点极其重要，因为启迪并不是谁靠得最近的问题，而是心之所向的问
题。（你）对哪个人怀有信心，你就从他那里接受启迪。然而，祭司（ṛtvik）
举行祭祀时，这就是指哪一个代表的距离靠你最近的。圣帕布帕德已讲得十分
清楚。他的确委任了他们，因为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所以，他说“无论哪一位
祭司与你们的距离靠得最近，你们便接近那个人，他们会检验你们，然后，他
（祭司）会代表我进行启迪。” 

8.然后，在信件的下一个段落，我们将看到下面的短句里，不可否认地指向圣
帕布帕德愿望就是任命祭司（ṛtvik）的灵性导师（指他自己）代表，且他作为
ISKCON启迪灵性导师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 

     a. “...这些代表可以接受奉献者为圣帕布帕德的启迪门徒。” 

    b. “新启迪的奉献者们均为圣恩A.C巴克提维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的门徒。” 

     c. “新启迪的门徒的名字应由接受他或她的代表寄给圣帕布帕德。” 

     d. “载入圣恩的《启迪门徒》名册中。” 

9.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重点重复四次。在1975年9月10日，在温达文（ Vṛ
ndāvana）《圣典博伽瓦谭》 第六篇第二章第七诗节讲座中，圣帕布帕德说：
“经典提醒我们三次。就像我们强调某件事 “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 三
次。因此说了三次，念诵圣名，念诵圣名，念诵主Hari的圣名（harer nāma 
harer nāma harer nāma  CC.Ādi-līlā 17.21)，这样他就不会忘记。他就不可能被所
谓的假象（Māyāvādīs）误入歧途。念诵圣名三次，一定要念诵圣名，念诵圣
名，念诵主Hari的圣名（Harer nāma harer nāma harer nāma eva  CC.Ādi-līlā 17.21
前段)，一定要再一次。接著再三次：在卡利年代里要觉悟自我，没有别的办
法，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kalau nāsty eva nāsty eva nāsty eva gat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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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athā  CC.Ādi-līlā 17.21后段）。你不能偏离此过程。没有其他代替的过程。
不，你不能说 “我由这个过程或那个过程中觉悟。” 如果重复三次做某件事是如
此重要，那么四次呢？ 

10.有人可能会问，在这十一个人离世或由于某个原因从神圣的位置堕落之后会
发生什么事。 

a.在十一位代表的名单之前的句子说“ 圣恩迄今已给了十一位门徒的名单，他们
就在那资格下去执行：”。 “迄今”这一词指示就是沒有打算让他們成为最终的名
单且这正是下面b点所要确认的。 

b. 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在他1980年的自白书里面，引用了圣帕布帕德所说的
“如果有必要，可以增加其他人。” 

       这封信件/训令是坚如磐石般的证据去表明圣帕布帕德建立了祭司（ṛtvik）
的代理启迪制度，且如此强而有力地阐明观点就是这运动未来所有的门徒都是
他的门徒。 

1.3 圣帕布帕德遗嘱声明的分析  

       进一步的证据来自于圣帕布帕德的遗嘱声明。这个遗嘱声明在这转载会有
点长，所以我们只着重于把圣帕布帕德的地位视为ISKCON的启迪灵性导师
(dīkṣā-guru)的那些要点。查看整个圣帕布帕德遗嘱声明，请参阅附录A。 

1. GBC管理委员会将是整个国际Kṛṣṇa知觉协会的终极管理权威。 

a. 现在，假设在一个庙宇里，A是庙长，B是庙宇所在区域的GBC的代表，C是
庙长的灵性导师。现在A想成为C的忠诚门徒，如果GBC代表 – B的训示与他的
灵性导师 - C的训示不一致，他会选择忠于他的灵性导师 – C，而非GBC的代表 
– B。但是这样就违背了圣帕布帕德，因为根据圣帕布帕德所说的，GBC必须是
终极管理机构.，并不是任何其他人。 

b. 上述原因是表明追随目前的灵性导师制度，一个人被迫在这样的矛盾情况下
冒犯他的灵性导师或圣帕布帕德。但是通过遵循祭司（ṛtvik ）的代理启迪制
度，就没有这样的矛盾。 

2. 每个庙宇将是ISKCON的财产，是由3位执行管理者共同掌管。管理制度将
如现在一样继续下去，无需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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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采用古茹式的人物的情况下，此管理制度便被更改，这就是违反圣帕布帕
德的训令。 

b. 由于这种非授权的更改，ISKCON的历史一再显示存在了很多管理上的问
题，因为不完美的古茹试图对他们的门徒施加他们的影响力，然而庙宇管理不
能监督他们。在这种方式下，庙宇管理受到巨大的压力。 

c . 此外，这样更改是违反了GBC根据1975年GBC会议的会议纪要的定
义：“GBC（管理委员会）由圣恩A.C巴克提维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建立并代
表他来履行管理国际奎师那知觉协会的责任，圣帕布帕德是创始灵性导师和最
高权威。GBC接受他的神圣的训示作为它的生命和灵魂，并且了解在各方面
下，完全依赖于他的仁慈。GBC不具备任何功能和目的，除了执行藉由圣恩仁
慈地给出的训令，并且以它们的纯粹的方式维护和传播他的教导到世界上。” 

——GBC的定义，决议案一，1975年GBC会议纪要 

3.在遗嘱的第3点里，在印度每个ISKCON的财产被委托给三位执行理事并且财
产名称和它们的执行理事已指定。接着，圣帕布帕德这样说到：“已获委任的执
行理事获终身委任。在任何上述执行理事因任何理由而死亡或不执行的情况
下，后续理事可由其余理事任命，只要新的理事是严格地遵守所有规范和在我
的书中详述的Iskcon管理规章的我的启迪门徒，并且规定一律不得少于三名或
超过五名执行理事。” 

a. 从理论上说，在2050年，所有圣帕布帕德在世时所启迪门徒，将已经离世 。
谁将会成为财产的执行理事呢？唯一的推论应该是，这场运动里所有未来的门
徒都将是通过圣帕布帕德本人建立的祭司（ṛtvik ）的代理启迪制度成为圣帕布
帕德的门徒。 

b. 在1977年6月2日，Girirāja svāmī曾经读遗嘱的草案给圣帕布帕德听，上面突
出显示的文字（以粗体显示）是“一位启迪的门徒”，但在最后的文件，我们看
到是已经更改为 “我的启迪门徒”。这表明这是圣帕布帕德经过深思熟虑的刻意
举动。 

       圣帕布帕德在他的遗嘱声明上的意图和1977年7月9日的信件/训令与1977年5
月28日谈话是一致的。他明确的指出祭司的（ṛtvik ）启迪制度，即使在他从这
个世界隐迹后，这样自动地维持他在ISKCON的启迪灵性导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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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Tamāla Kṛṣṇa主要的⾃⽩ 

（他是圣帕布帕德的秘书和1977年7⽉9⽇训令的连署⼈） 

  

       1.在1977年4月22日，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对圣帕布帕德说：“我自己与您
所有的门徒们都深思熟虑过，我们是受制约的灵魂是很清楚的事实，所以我们
不能成为灵性导师（guru）。” 

        2.在1980年12月3日，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自白如下：“事实上圣帕布帕德
从未委任过什么灵性导师。[...] 他只委任了11个祭司。他从未委任过这些人当
灵性导师。近三年来，我本人和其他GBC成员给这场运动造成了莫大的损害，
因为我们将委任祭司诠释为委任灵性导师。”事实上是很值得阅读完整的自白
（附录B），文内他强调圣帕布帕德从未委任过任何灵性导师（gurus）这个要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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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哲学证据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查看了法律文件和官方录音磁带中的文件证据，其
真实性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我们将从哲学或经典的观点来探讨灵性导师真理
(guru-tattva )的原则去了解谁是真正的灵性导师，谁不是，并且进一步巩固我们
关于圣帕布帕德在1977年之后在ISKCON有关启迪方面的训示的理解。 

2.1关于dīkṣā（启迪）的定义 

     Dīkṣā是两个词的组合——“Di”和“kṣa”。“Di”代表divya-jñānam，超然知识，“k
ṣa”代表kṣapayati，消灭或消除（罪恶反应）。（关于词对词的翻译在《圣典博
伽瓦谭》4.24.61和《施瑞采坦亚.查瑞塔瑞密塔.安提亚.丽拉》3.62 的词对词翻
译）。因此，dīkṣā意味着唤醒超然知识，销毁所有罪业。以下诗节将解释“dīkṣ
ā”这个词的定义。 

divyaṁ jñānaṁ yato dadyāt  kuryāt pāpasya saṅkṣayam 

tasmād dīkṣeti sā proktā  deśikais tattva-kovidaiḥ 

        启迪（dīkṣā）是指一种程序，藉此，一个人能够唤醒他的超然知识，并征
服由罪恶活动引起的所有反应。一个擅长学习启示经典的人，知道这种程序就
是启迪（dīkṣā）。 

                                   ——施瑞拉.吉瓦.哥斯瓦米的《巴克提.伞达尔巴》
（283），《采坦亚.查瑞塔密瑞塔.玛迪亚.丽拉》15.108要旨 

tad viddhi praṇipātena     paripraśnena sevayā 
upadekṣyanti te jñānaṁ  jñāninas tattva-darśinaḥ 

yathaidhāṁsi samiddho ’gnir bhasmasāt kurute ’rjuna 
jñānāgniḥ sarva-karmāṇi  bhasmasāt kurute tathā	

 	
        “接近一位灵性导师，只是想学习真理。谦卑地从他那里询问并且虔心服务
他。这位觉悟自我的灵魂，已经见证了真理，因此能够向你传授知识。...正如
熊熊烈火焚木成灰，阿尔诸纳啊，知识之火也把物质活动的一切业报烧为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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烬。” 

——《博伽梵歌原意》4.34 & 4.37 

om ajñāna-timirāndhasya  jñānāñjana-śalākayā 
cakṣur unmīlitaṁ yena   tasmai śrī-gurave namaḥ	

       

       “我诞生在最黑暗的愚昧之中，灵性导师以知识的火炬启亮我的眼睛。我要
虔敬地顶拜他。” 

——《博伽梵歌原意》导言 

cakṣu-dān dilo jei, janme janme prabhu sei, 
divya jñān hṛde prokāśito 

prema-bhakti jāhā hoite, avidyā vināśa jāte	

        “祂以超然的知识，启亮我黯然之眼，并充盈了我的心。 

           祂是我生生世世的主。狂喜之爱从祂发散 ; 愚昧无知被祂去除。” 

——《灵师颂歌》第3段 

       所以，当超然知识从觉悟自我的灵性导师传授给门徒，而门徒的罪业，因
此完全消灭。给名仪式是一个必要的形式，但可以通过其他祭司（ṛtviks）代表
灵性导师执行。在ISKCON，所有的奉献者都得到来自圣帕布帕德的书籍的超
然知识。因此，圣帕布帕德是每个人启迪灵性导师（dīkṣā guru ）。 

2.2谁可以成为启迪灵性导师（dīkṣā guru）︖ 
        这里是成为启迪灵性导师的两个标准—— 

     1. 拥有一流奉献者的资格。 

     2. 通过他的灵性导师授权。 

  

       作为一个纯粹的奉献者是成为一个灵性导师的首要条件。 但是，这并不自
动意味着他成为启迪灵性导师（ dīkṣā guru.）。但意味着纯粹的奉献者成为一
位灵性导师，这一件事是不会自动地产生。他还需要自己灵性导师的授权来成
为一个正式的启迪灵性导师。 当然，如果一个人被他的灵性导师授权成为一个
灵性导师，那么应该理解为他已经是一个纯粹的奉献者了，因为那是成为灵性
导师的首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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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让我们从哲学和经典上的观点重新审视上述标准。为此，我们参考
的文本是选自韦达文献和圣帕布帕德的语录。 

2.2.1启迪灵性导师（dīkṣā guru）的资格 
 	
       真正的灵性导师是一个纯粹的、一流的奉献者。有三种类型的奉献者，灵
性导师应该是位一流奉献者。一流奉献者的资格如下： 

sarva-bhūteṣu yaḥ paśyed bhagavad-bhāvam ātmanaḥ 

bhūtāni bhagavaty ātmany eṣa bhāgavatottamaḥ 

        “一流奉献者看到所有灵魂的灵魂——至尊人格首神——圣奎师那在万物里
面。因此，他见证万物与至尊主有关，并且明白主在一切存在的万物中。” 

——《圣典博伽瓦谭》11.2.45 

sarva-bhūta-stham ātmānaṁ sarva-bhūtāni cātmani 

īkṣate yoga-yuktātmā sarvatra sama-darśanaḥ 

        “真正的瑜伽师注意到 “我”在众生中，也看到众生在 “我”之中。的确，这
位自我觉悟的人到处都能看见 “我”。” 

——《博伽梵歌原意》6.29  
  	
        “就信念培养而言，一个人精通奉献服务的经典并达到信念坚定的境界，这
样的人被称为在奎师那知觉中第一流的人。第二流的人，在理解经典方面，并
不太深刻，可是自然而然地相信为奎师那服务是最好的人生途径，于是诚恳地
做服务。他比第三种人好。第三种人，对经典没有完整的知识，也没信念，但
由于与奉献者在一起，而且性情单纯，所以尝试追随。在奎师那知觉中第三流
的人会堕落，但当一个人处在第一、二流时则不会堕落。”   

——《博伽梵歌原意》9.3要旨 

       一个真正的灵性导师从来不会从他奉爱地位堕落下来去从事非奉爱、罪
恶、或物质活动。 

vāco vegaṁ manasaḥ krodha-vegaṁ 

jihvā-vegam udaropastha-veg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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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ān vegān yo viṣaheta dhīraḥ 

sarvām apīmāṁ pṛthivīṁ sa śiṣyāt 

        “能容忍说话的冲动，心意的索求，愤怒的行为，以及舌头、肚腹和生殖器
的冲动，这样清醒的人才有资格在世界上遍收门徒。” 

——《教诲甘露经》（诗节一） 

mahā-bhāgavata-śreṣṭho 

brāhmaṇo vai gurur nṛṇām 

        “灵性导师(guru)必须处于奉爱服务的最高层级。有三种类型的奉献者，灵
性导师(guru)必定从最高层级上被认可。一流奉献者是所有人的灵性导师。” 

——《施瑞.采坦亚.查瑞塔密瑞塔.玛迪亚.丽拉》24.330要旨，引用自Padma Purāṇa 

         “当一个人达到一流奉献者（mahā-bhāgavata）的最高层级，他将接受作
为一位灵性导师(guru)，并且完全像崇拜主哈里（Hari)-至尊人格首神方式来崇
拜他。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担任灵性导师(guru)的职位。”  

——《施瑞.采坦亚.查瑞塔密瑞塔.玛迪亚.丽拉》24.330要旨 

       圣巴克提维诺德.塔库(Śrīla Bhaktivinoda Ṭhākura )曾经就如何识别一流外
士纳瓦奉献者的问题给出过具体的指示：如果一个人能够使很多堕落的灵魂转
变成外士纳瓦，那么他就是公认的一流奉献者 (uttamādhikārī)。除非已经达到
一流奉献者 (uttamādhikārī)的层面，否则就不能当灵性导师。一位初级或中级
层面的外士纳瓦(vaiṣṇava)也可以接受门徒，但那样的门徒最多只能达到同样的
层面。而且应该明白：由于得不到充分的指导，这些初级或中级奉献者的门徒
很难再追寻人生终极目标的道路上取得长远的进步。因此，一位门徒应当谨慎
地接受一位一流奉献者 (uttamādhikārī)为灵性导师。” 

——《教诲甘露经》诗节五，要旨 

2.2.2 启迪灵性导师（dīkṣā guru）的授权 
  	
        虽然灵性导师应该是一流的奉献者，但并不是意味每一位一流的奉献者都
会自动成为灵性导师。 因为他仍然需要满足第二个标准—— 授权。 在整个韦
达历史上有许多关于纯粹奉献者没有成为灵性导师的例子。 所以一位纯粹的奉
献者非同义于一位灵性导师，但真正的灵性导师应该是一个主奎师那的纯粹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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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者。 

        “基本上，你可能知道他不是一个解脱的人，且因此，他不能启迪奎师那知
觉给任何人。这需要更高权威的特别灵性祝福。” 

——圣帕布帕德致janārdana的书信，26/04/1968 

         “一个人应该接受从使徒传系中，真正的灵性导师那边获得启迪，而且这
位灵 性 导 师 是 由 他 的 灵 性 导 师授权。 这 就称为 迪 克沙 . 维达纳（ d īk ṣ ā -
vidhāna）。” 

——《圣典博伽瓦谭》4.8.54要旨 

印度人（1）：您什么时候成了奎师那知觉的灵性领导者？ 

圣帕布帕德：当我的灵性导师（Guru Mahārāja）训令我时。这就是灵性导师
的使徒传系。 

印度人（1）：他是否... 

圣帕布帕德：首先尝试明白这点，不要急于成为灵性导师。当他被他的灵性导
师训令时，他才能成为灵性导师。仅此而已，否则任何人都不能成为灵性导
师。 

——圣帕布帕德《博伽梵歌原意》讲座，28/10/1975，肯尼亚，内罗毕 

  

2.3 使徒传系的疑惑 

        在这一章节里，我们将研究圣帕布帕德祭司（ṛtvik）的代理启迪制度，虽
然“非传统”，确是完美地符合经典结论和使徒传统。  

2.3.1启迪灵性导师是否必须是在世以便接受门徒︖ 

       有时候，关于圣帕布帕德-使徒传系（paramparā）无继任的争论是被祭司
（ ṛtvik）制度的追随者所强行停止的。 就这样，他们说必须要有一位活的人为
了维持使徒传系完整且继续。此外，他们觉得不能从书籍中获得个人的指导，
但是可能通过亲自临在来获得。灵性导师是否需要亲自临在接受门徒或传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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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知识吗？ 我们现在就从圣帕布帕德的语录和经典参考解决这个问题，以获
得正确的观点。 

Madhudviṣa：基督徒有什么办法，在没有灵性导师的帮助下，通过相信耶稣基
督的话并试图遵循他的教导来到达灵性的天空？ 

圣帕布帕德：我不了解。 

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在这个年代，没有灵性导师，但通过阅读圣经及遵循
耶稣的话，基督徒能够到达...？” 

圣帕布帕德：“当你阅读圣经时，就是你追随了灵性导师。你怎么能说他们没有
呢？你一阅读圣经，那就意味着你正在遵从主耶稣基督的训示，那就意味着你
正在追随一位灵性导师。因此，哪里没有灵性导师存在的机会呢？ 

Madhudviṣa: “我指的是一位活的灵性导师。” 

圣帕布帕德：灵性导师不是问题......灵性导师是永恒的。灵性导师是永恒的。因
此你的问题是没有灵性导师。在你的生命任何阶段，你不能没有灵性导师。你
可以接受这个灵性导师或那个灵性导师。这是一个不同的事情。但你必须接
受。正如你所说的“通过阅读圣经”，当你读圣经，就意味着你在追随由主耶稣
基督的传系中的牧师或神父代表的灵性导师。 

——圣帕布帕德清晨漫步，02/10/1968，西雅图  

奉献者：“圣帕布帕德，当你不与我们同在，举例来说，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要
如何得到训示呢？” 

圣帕布帕德：“嗯，这问题......答案都在我的书籍里。” 

——圣帕布帕德清晨漫步.13/05/1973. 洛杉矶.美国 

       “如果有人说外士纳瓦们（Vaiṣṇavas）已死亡，他的推论是不完美，因为外
士纳瓦们（Vaiṣṇavas）依然会活在他们的训示里，不会死亡。”	

——圣巴克提维诺.塔库 

  

        “奎师那及其代表无异之别。就如奎师那能够同时出现在上百个地方那样。
同样，无论门徒想灵性导师在哪儿出现，灵性导师也能在哪儿出现。灵性导师
是原理，不是身体。就像通过运用无线电中继控制器的原理，电视可以在数千
个地方被看到。” 

——圣帕布帕德致Mālatī的书信，28/05/1968 

     

        针对这结果，还有很多圣帕布帕德的其他的语录，但这里的重点是非常清
楚。特别是当灵性导师的书藉在执行传播知识时 ，他没有必要亲自临在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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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当圣帕布帕德亲身临在的时候，他也没有亲自启迪他的许多门徒，即
使有的话，他们也没有得到很多与圣帕布帕德亲自的联谊。圣帕布帕德建立了
管理制度，以这样的方式，无论是奉献者参与庙宇管理，还是GBC管理委员
会，都是他的代表，他们作为训示灵性导师（śikṣā guru ），将按照圣帕布帕德
的教导训示其他奉献者，且每个人都将成为圣帕布帕德的门徒 。 他们也根据类
似的、目前具争议性的祭司（ ṛtvik）制度来举办启迪。 

evaṁ paramparā-prāptam imaṁ rājarṣayo viduḥ 

 sa kāleneha mahatā yogo naṣṭaḥ parantapa 

  evam --- 如此；paramparā --- 使徒传系；prāptam --- 被接受；imam --- 这门知
识；rājarṣayah --- 圣贤的国王；viduḥ --- 了解；saḥ---那知识；kālena --- 时间的
流转；iha --- 在这个世界上; mahatā ---由伟大的; yogaḥ -- 一个人与至尊主关系
的知识； naṣṭaḥ --- 流失；parantapa --- 阿尔诸纳啊，敌人的屈服者 

        “这门至尊的知识是这样通过使徒传系被接受，圣贤的国王是经过这途径去
了解祂。但随著时光的扭转这传系被中断了，因此这门知识的原意似乎流失
了。” 

——《博伽梵歌原意》4.2 

        从这个诗节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当一个人与至尊主的关系的知识失
去时，使徒传系（paramparā）就被认为是中断。这里使用的确切词语是yogaḥ 
naṣṭaḥ ，是意味着失去了知识 ;   并没有提到灵性导师的躯体消失（śarīra naṣṭa
ḥ）。 所以不是灵性导师的躯体消失时，而是奉爱瑜伽（bhakti-yoga）的知识消
失时，使徒传系（paramparā）才被认为是中断。 

       在ISKCON现况中，圣帕布帕德的书籍在那里非常多，成千上万的人通过阅
读这些书藉成为奉献者。 所以，奉献服务的知识并没有失去。因此，使徒传系
也不会中断。 

        “这些不是普通的书藉。它们记录着齐颂圣名。任何人阅读，就是他在聆
听。” 

——圣帕布帕德致Rūpānuga dāsa 的书信，19/10/1974 

        “尽管主没有亲自临在，主和从祂而来的音振并没有分别。最好的了解途径
便是接受如此神圣的教导，且每个人的原初的灵性导师，婆罗贺摩，便是这个
接受超然知识的活⽣⽣的例子。“虽然音振者表面不在，超然的声音效能从来不
会缩减。” 

——《圣典博伽瓦谭》2.9.8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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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感到与奎师那或灵性导师分离时，那就应该牢记他们的训示内容，
就不会感到分离。那么与奎师那或灵性导师应该通过声音来联谊，而不是临在
躯体。这才是真正的联谊。我们如此强调“看见”，但奎师那在这个地球显现
时，非常多的人见过祂而不知道祂是神；因此“看见”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不会
借着由“看见”奎师那就了解祂，但能够通过用心聆听祂的教导，就能晋升至知
识的层面。以音振方式，我们能够接触到奎师那，因此我们应逐渐更多地强调
奎师那与灵性导师的音振，这样我们就感到快乐，且不会感到分离。” 

——《晋升至奎师那知觉》P57-58 

       所有这些语录指向一个事实，就是通过阅读圣帕布帕德的书藉，接受超然
的知识，就能够直接被他启迪。 

       由于他并没有亲临与我们互动，我们如何确定我们的服务取悦了圣帕布帕
德？答案是如果取悦了灵性导师，那么就取悦了至尊主。凭藉灵性导师的仁
慈，我们得到奎师那祝福（yasya prasādād bhagavat-prasādaḥ  八颂灵师-第八
段）。 一旦取悦主，他便会给予他的门徒真正的灵性进步。 

bhaktiḥ pareśānubhavo viraktir 

anyatra caiṣa trika eka-kālaḥ 

prapadyamānasya yathāśnataḥ syus 

 tuṣṭiḥ puṣṭiḥ kṣud-apāyo ’nu-ghāsam 

  

        “奉爱、直接感知至尊主和超脱所有事情—— 这三者同时发生于已经得到
至尊人格首神的庇护的人身上。同样道理，满足感、滋润感和消除饥饿感同时
发生于一个人在吃东西每咀嚼一口时。” 

——《圣典博伽瓦谭》11.2.42  

       真正灵性进步意味着这三件事。如果一个人逐渐感受到纯粹毫无动机的奉
爱，直接觉悟到至尊主，特别是感觉到从罪恶的生活中逐渐脱离，那么应该了
解已取悦了圣帕布帕德。 

        圣帕布帕德进一步解释这一点： 

  

        “灵性导师对自己的门徒必定非常仁慈，所以藉由取悦他，奉献者会得到来
自至尊人格首神的力量。 Śrī Caitanya Mahāprabhu 因此说，在灵性导师与奎师
那的仁慈下，就可以得到奉爱的种子（guru-kṛṣṇa-prasāde pāya bhakti-latā-
bīja）：一个人先取悦灵性导师，然后就自动地取悦了奎师那 （Kṛṣṇa），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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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无知之洋的力量。如果一个人真正渴望回归家园，回归首神，那人必须因
此去取悦灵性导师，才会有足够的坚强，这样才会得到用来战胜敌人的武器，
且也得到奎师那的仁慈。事实上，得到知识（jñāna)这武器是不够的。应该藉由
服务灵性导师与追随他的训示来磨利这武器。届时，具备这样条件的人才会得
到至尊人格首神的仁慈。” 

——《圣典博伽瓦谭》7.15.45 要旨 

2.3.2 我们可以从先前的灵性导师那⾥接受训⽰吗︖ 

        一个问题会这样提出 -如果我们可以仅仅通过阅读一位灵性导师的书来和他
联谊及获得启迪，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跳过使徒传系，比如说从Śrīla 
Bhaktisiddhānta Sarasvatī Ṭhākura  或甚至是 Śrīla Rūpa Gosvāmī，或在使徒传系
中更先前的任何一位灵性导师中获得启迪呢？答案在圣帕布帕德以下语录中得
出：	 

        “...那么为了接受《圣典博伽瓦谭》的真正信息，一个人应该在使徒传系之
链中去接近现今传系或灵性导师。在传系之链中，被真正的灵性导师启迪后，
一个人应该在奉爱服务中履行苦行。” 

——《圣典博伽瓦谭》2.9.7要旨 

       在使徒传系里，能积极地将这超然使徒传系的结论传授给大众的灵性导师
就被视为现今的传系。圣帕布帕德就是通过他的书藉的这种方式来做这件事。
因此，圣帕布帕德是被授权的ISKCON的启迪灵性导师（dīkṣā guru ）。 

2.3.3 圣帕布帕德有违背使徒传统吗︖ 

        圣帕布帕德来到这个世界，提出高迪亚外士纳瓦的使徒传系被授权的使徒
结论的一个论点。 但在我们的使徒传系中，任何一位先前的灵性导师，从未设
立祭司（ṛtvik ）的启迪制度。  圣帕布帕德怎么能够违背我们使徒传系的传统
呢？ 因此，他们说尤其是在圣帕布帕德隐迹后，祭司制度不是由他授权的，因
为他不会做任何违反使徒传统的事。 

27



       现在，谨慎地注意到，使徒传系的传统是传播这纯粹的奎师那知觉哲学给
受制约的灵魂。一位特定的灵性导师，会根据他所在的时间，地点和环境如何
做这件事，这是一个超然的修行细节，它会从一位灵性导师到另一位时可能会
有所改变，但传播奎师那知觉的本质保持完整。  奎师那知觉的传播构成使徒传
统的本质，而不是基本事实。 

  

       事实上，圣帕布帕德根据时间，地点和环境做了许多调整。 在许多其他例
子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他训示所有的门徒每天在念珠上念颂16圈的Hare Kṛṣṇa 
mahā-mantra。但是念颂的每日规定实际上的标准是一天64圈。 事实上，圣帕
布帕德的灵性导师 - 巴克提斯丹塔.塔库（Śrīla Bhaktisiddhānta Sarasvatī 
Ṭhākura），他过去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念颂每天不到64圈，他就不被视为是
一个人类。但圣帕布帕德观察到，现今准备启迪的人不适合念颂64圈，因此他
给了我们每日16圈的规定。 

       在下面的《圣典博伽瓦谭》一个诗节的译文和要旨中，圣帕布帕德告诉了
一个有趣的事实。 

svayaṁ samuttīrya sudustaraṁ dyuman 

bhavārṇavaṁ bhīmam adabhra-sauhṛdāḥ 

bhavat-padāmbhoruha-nāvam atra te 

nidhāya yātāḥ sad-anugraho bhavān 

        “主啊，您俨如光芒万丈的太阳，您总是愿意实现您奉献者的愿望。因此您
被称为如愿树（vāñchā-kalpataru）。当灵性导师们全然托庇于您的莲花足下，
以跨越可怕的无知之洋时，他们便把渡洋的方法留在地球上，您对奉献者非常
仁慈，您接受了这个方法，好去帮助他们。” 

——《圣典博伽瓦谭》10.2.31  

        “在我们的奎师那知觉运动中，... 奉献者不要从事四项罪恶活动——非法性
行为、吸食麻醉品、食肉和赌博，而且每天要念颂16圈。这些是真正的训
示。... 灵性导师给出通过接受主莲花足之舟以跨越无知之洋的恰当方法，如果
严格遵循这一方法，那么借由主的仁慈，追随者将最终达到目的地。这个方法
叫做追随灵性导师的使徒传系（ācārya-sampradāya）。据说，追随灵性导师的
使徒传系是绝对正宗的方法（sampradāya-vihīnā ye mantrās te niṣphalā matāḥ
《帕德玛普冉纳》）。因此，人应该接受这一方法，否则他的努力是徒劳无功
的。” 

——《圣典博伽瓦谭》10.2.31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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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16圈的规定当然是“非传统”，但是在以上要旨中，圣帕布帕德提到这
是一个严格的真正的训示。这是灵性导师（ācārya ）根据时间、地点与环境去
传教时的超然权力。奎师那知觉的本质不受影响，但是次要的修行细节由灵性
导师（灵性导师的使徒传系ācārya-sampradāya）调整来适应特定的现况。所
以，如果“非传统”的一天16圈的规定是真正的，那么，“非传统”的祭司
（ ṛtvik）制度为何不行呢？ 

        如果一个人，因为它是“非传统”的，而没有准备好接受祭司（ṛtvik）的代
理启迪制度，那么他就不应该接受16圈的规定。 那他可以继续念颂先前灵性导
师（ācāryas）原来的规定的64圈。但是，这在今天的背景下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唯一的真正的和实际的程序是遵循圣帕布帕德的16圈的规定，因此，他的
祭司（ṛtvik）的代理启迪制度也是如此。 

2.3.4  “但圣帕布帕德先前也这么说...” 

        圣帕布帕德以前似乎多次鼓励了他的门徒们，在他隐迹之后的未来，成为
灵性导师，并且自己启迪奉献者们，从而继续使徒传系之链。为什么后来圣帕
布帕德会采用祭司（ ṛtvik）的代理启迪制度并且在这传系中，他就是最后一
位，终止了使徒之链呢？ 

  

       要谨慎地记住，使徒传系意味着使徒结论，或是对至尊人格神的奉爱服务
的知识，如在《博伽梵歌原意》第4章第2诗节所述。只要圣帕布帕德的书藉传
播了奎师那知觉的信息，使徒传系不会被认为是中断的。    

   

        然而，我们将学习每个人成为灵性导师的公开训示，这也是由采坦亚.玛哈
帕布（Śrī Caitanya Mahāprabhu ）发表的。每个人成为灵性导师的训示在下面的
诗节，《采坦亚.查瑞塔密瑞塔》中被找到，它被圣帕布帕德经常引用： 

yāre dekha, tāre kaha 'kṛṣṇa'-upadeśa 

āmāra ājñāya guru hañā tāra' ei deśa 

  

       “教导每一个人遵循奎师那在《博伽梵歌原意》和《圣典博伽瓦谭》中给出
的训谕。以这样的方式成为一位灵性导师并努力拯救这片土地的每一个人。” 

——《采坦亚.查瑞塔密瑞塔.玛迪亚.丽拉》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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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主采坦亚鼓励大家成为灵性导师的类型在以下的诗节的详细要旨中
确立： “就是说，一个人应该待在家里，唱颂哈瑞奎师那曼陀罗，并传播奎师
那在《博伽梵歌原意》和《圣典博伽瓦谭》中给出的训示。” 

——《采坦亚.查瑞塔密瑞塔.玛迪亚.丽拉》7.128要旨  

       “人可以做一名居士，一位行医之人，一位工程师或者无论是什么。没关
系。人仅仅需要遵循施瑞.采坦亚.玛哈帕布的教导，唱颂哈瑞奎师那曼陀罗并以
《博伽梵歌原意》和《圣典博伽瓦谭》的教诲来教导亲戚和朋友们...最好不要
去接受任何门徒。” 

——《采坦亚.查瑞塔密瑞塔.玛迪亚.丽拉》7.130要旨 

       我们能够明白，这些训示不要求灵性导师在担任前达到任何特定的觉悟水
平。 这要求是即时的。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每个人单单被鼓励去传播他们
可能知道的，并在这样下成为训示灵性导师。进一步阐明了训示灵性导师保持
在那个地位的规定，而不是继续成为一个启迪灵性导师： 

        “最好不要去接受任何门徒。” 

——《采坦亚.查瑞塔密瑞塔.玛迪亚.丽拉》7.130要旨 

        一个启迪灵性导师的主要职责是接受门徒，而一个训示灵性导师仅仅需要
履行职责去帮助启迪灵性导师和尽他所能地去传播奎师那知觉。在上面的诗节
中，圣帕布帕德的要旨清楚地表明，主采坦亚真正地授权训示灵性导师们，而
不是启迪灵性导师们。 

      虽然圣帕布帕德先前曾多次谈到要鼓励每个人继续成为一个启迪灵性导
师，但他在1977年7月9日的训令应该取代了他以前的所有陈述。以下问答谈话
解释这一问题。 

Acyutānanda：[朗读听众所提的问题]“主奎师那在《博伽梵歌原意》是后面说
到，sarva-dharmān parityajya（ 放弃各种宗教 ）《博伽梵歌原意》（18.66），
但在《博伽梵歌原意》另一处提了2次“śreyān sva-dharmo，para-dharmo 
bhayāvahaḥ”《博伽梵歌原意》（3.35）：一个人履行自己的职责胜于履行别人
的职责。” 

圣帕布帕德：是的。  

Acyutānanda：“我们怎么能...” 

圣帕布帕德：我可能对你说了许多事情，但是当我直接说 “ 做吧”，你首要的责
任是去做那件事。你不能以“阁下，以前你是这样告诉我”来争辩 。不，这是你
的职责。我现在说的话，你就照做。这就是服从，你不能争辩。当然，奎师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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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会说矛盾的话，如果当一个人愚蠢地认为奎师那说了一些矛盾的话。不，
那是不存在的。你无法理解。因此， “即使你不明白，你现在应该直接接受我
的训示，sarva-dharmān parityajya mām ekam(放弃所有宗教只皈依我）《博
伽梵歌原意》（18.66），那就是你的职责。”主人这样说，仆人的职责就是如
期所是的接受它，毫无争论。 

——圣帕布帕德的《圣典博伽瓦谭》5.5.3讲座，15/04/1975，海德腊巴 

       在《博伽梵歌原意》里，主奎师那给予阿尔诸纳很多训示，祂谈到瑜伽的
所有类型从神定瑜伽（dhyāna）到思辨瑜伽（jñāna），但这一切都被祂的最后
训示所取代： 

sarva-dharmān parityajya mām ekaṁ śaraṇaṁ vraja 

ahaṁ tvāṁ sarva-pāpebhyo mokṣayiṣyāmi mā śucaḥ 

        “放弃各种各样的宗教，只是皈依我。我必使你脱离一切罪恶的反应。不要
害怕。” 

——《博伽梵歌原意》18.66 

        “你只要放弃所有事物并成为我的奉献者、我的崇拜者” —— 应视为主的最
后训令，并且应该遵循这个原则。” 

——《主采坦亚的教导》第11章 

        即使Śrīpāda Śaṅkarācārya在他的歌曲 “ Bhaja Govindam（崇拜高文达）”中
给出的最后指示，也意味着取代他以前的所有假象宗人士或非人格的训示。    
Śrīpāda Sankarācārya在他的歌曲开头清楚地忠告，他以前所有通过语法安排的
精心研究的对韦达文献中假象宗人士（Māyāvādī）的深思熟虑的错误解释对任
何在生命的尽头的人是没有帮助的 。他劝告大家忘记这样的荒谬的话，且如果
有人想要真正的利益，就只在奉献服务中，崇拜高文达（Govinda）。 

       关键是要执行最后的训示，这是门徒的当务之急，不要争论以前看似矛盾
的训示。最后的训示取代所有先前的训示。因此，7月9日的信件/训令和圣帕布
帕德的遗嘱声明应该被视为他在这方面的最后训示，不应被争论。 

        所有这些论点再次指向同样一件事—— 圣帕布帕德是ISKCON被授权的启
迪灵性导师（dīkṣā guru ），因为只要他的书籍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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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圣帕布帕德是ISKCON的训⽰（śikṣā）还是启迪
（dīkṣā ）灵性导师︖

       另一种观点是，圣帕布帕德通过他的书籍给予我们教导，因而他是训示灵
性导师（śikṣā guru ）；而那个给予灵性名字的人则是启迪灵性导师（dīkṣā 
guru ）。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上述关于启迪（dīkṣā）的定义，启迪意味着超然
知识被灵性导师传授。给予名字和在念珠上念颂只是其他奉献者们代表圣帕布
帕德如1977年7月9日的信件／训令上他所训示的来做的一种形式。这只是启迪
程序的一个修行细节，但真正的启迪是超然知识的传播。 

        以下圣帕布帕德的语录阐明了这个问题。 

       “GBC成员应该全部是训示灵性导师。在我是启迪灵性导师的原则下，通過
我所教導的與我從事的服務，你應該成為訓示靈性導師。” 

——圣帕布帕德致Madhudviṣa的书信，04/08/1975，底特律.USA 

  

        “有时启迪灵性导师并非总是在场。因此一个人可以从一位资深的奉献者那
里接受学习、训示。那称为训示灵性导师（śikṣā guru）。” 

——圣帕布帕德的《博伽梵歌原意》17.1-3 讲座，04/07/1974，檀香山.夏威夷 

       启迪灵性导师（dīkṣā guru ）给了超然知识的标准，而训示灵性导师（śikṣā 
guru ）是根据启迪灵性导师（dīkṣā guru ）的教导去指导其他人和奉献者。 

       圣帕布帕德是启迪灵性导师（dīkṣā guru ），而他富有责任心的门徒应该成
为训示灵性导师（śikṣā gur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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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典（śāstric）的偏离学习 

       

        尽管圣帕布帕德有明确的训示，即使在他隐迹之后，他继续在ISKCON的
启迪灵性导师的地位上；但在他隐迹后还是有这么多的偏离发生。甚至到了现
在，这些偏离者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证明他们的立场。 

       但随着每一天，他们的立场变得越来越弱，因为官方与非官方的关于偏离
者堕落的消息被揭露。一个获得授权的灵性导师（ācārya）从来不堕落，但没
有被授权的人将会堕落。 

       “灵性导师绝不可以被拥有大量的钱财或为数众多的追随者这些事情冲昏头
脑。真正的灵性导师绝不会如此。但有时候，人如果未经真正的授权而自立为
师，便很有可能因为大量的钱财或众多的门徒而得意忘形。他的服务不是一个
非常高级的奉献服务。人如果因为上述成就而忘乎所以，那么他的奉献服务就
会变得松懈。因此，人必须非常严格地遵循使徒传系的各项原则。” 

——《奉爱的甘露》第14章，做奉爱服务的资格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研究了启迪灵性导师（dīkṣā guru ）的资格。在本章中，
我们将看看经典的参考中关于偏离发生的原因，偏离者的地位和跟随偏离者的
结果，并且如何纠正这种情形，以及如何对待真实、真诚的奉献者与嫉妒者。 

     

3.1 导致偏离的原因 
  

        首先，在一般情况下为什么会发生偏离？ 

        “人类社会最主要的事情是每时每刻想着至尊人格首神，成为祂的奉献者，
崇拜至尊神和在祂前面顶拜。灵性导师(ācārya)是至尊主授权的代表，他建立这
些原则，但当他隐迹时，情势再次变得混乱。灵性导师的优秀的门徒，通过真
诚的遵守灵性导师的训示来试着去摆脱现况。” 

——《圣典博伽瓦谭》4.28.48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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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灵性导师(ācārya)在世时，他可以有效地纠正一个任性的的门徒，并使事
情回到正轨。圣帕布帕德在无数场合做到了。但当灵性导师(ācārya)隐迹时，执
行他的使命的责任完全放在他的门徒身上。他们的真诚发挥最大的作用。如果
一个门徒故意不服从启迪灵性导师的教导，如果没有可以胜任的资深训示灵性
导师来纠正这种情况，那么会一片混乱。这就是在圣帕布帕德的运动中所发生
的事。  导致偏离的心理在下面的《采坦亚.查瑞查密坦》解释得很清楚： 

'niṣiddhācāra', 'kuṭīnāṭī', 'jīva-hiṁsana' 

'lābha', 'pūjā' 'pratiṣṭhādi' yata upaśākhā-gaṇa 

        “对于那些试图达到完美的人，与奉爱藤蔓一同成长的一些不必要的藤蔓是
指不能接受的行为的藤蔓，即为外交行为、动物杀戮、世俗的投机活动、世俗
的崇拜和世俗的重要地位。这些都是多余的藤蔓。” 

——《采坦亚.查瑞查密坦.玛迪亚.丽拉》19.159 

        “我本人可以肯定的说，我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企图控制大局。对此我谦卑
地乞求大家的宽恕。[...]这就是受到条件限制的本性。这种本性发展到极点时，
下列的问题便暴露出来了：“灵性导师（Guru），噢，妙极了！现在我就是灵
性导师（Guru）而且只有我们11个人。” 

——Tamāla Kṛṣṇa  的自白，03/12/1980 

       当一个进步中的奉献者获得这些和灵性导师(ācārya)与至尊主的愿望分离的
不必要的欲望，他被认为是一个分离主义者。这样的人做了违背灵性导师训令
的最大冒犯。他的奉爱服务可以理解为处于激情属性和愚昧属性之中。因此，
他变得嫉妒灵性导师(ācārya)并且渴望得到名利和崇拜。 

abhisandhāya yo hiṁsāṁ dambhaṁ mātsaryam eva vā 

saṁrambhī bhinna-dṛg bhāvaṁ mayi kuryāt sa tāmasaḥ 

          “一个人在嫉妒、骄傲、暴力和愤怒下所履行的以及分离主义者所履行的
奉爱服务，被视为处在愚昧属性中。” 

——《圣典博伽瓦谭》3.29.8 

viṣayān abhisandhāya yaśa aiśvaryam eva vā 

arcādāv arcayed yo māṁ pṛthag-bhāvaḥ sa rājasaḥ  

         “分离主义者怀着为了物质享乐、名望和财富的动机，在庙宇内崇拜神
像，这是处于激情属性下的奉爱。” 

34



——《圣典博伽瓦谭》3.29.9 

         这样的奉献者被认为是三流奉献者。 

arcāyām eva haraye pūjāṁ yaḥ śraddhayehate 

na tad-bhakteṣu cānyeṣu sa bhaktaḥ prākṛtaḥ smṛtaḥ 

         “诚心诚意从事于庙宇里的神像崇拜的奉献者，但是却对其他奉献者或普
通大众的行为不正确，称为一个物质主义奉献者（prākṛta -bhakta)，并且被视
为是处在最低层面（三流层面）。”	

——《圣典博伽瓦谭》11.2.47 

tato ’rcāyāṁ hariṁ kecit saṁśraddhāya saparyayā 

upāsata upāstāpi nārthadā puruṣa-dviṣām 

        “有时，一位初级奉献者供奉所有随身物品用来崇拜主，且他事实上崇拜主
为神。但是他嫉妒主维施努授权的奉献者，因此主对他的奉献服务绝对不满
意。” 

——《圣典博伽瓦谭》7.14.40 

       人一旦处于三流层面，那他就会堕落。 

       “在奎师那知觉的第三流人可能堕落，但当人处在第一、二流时，则不会堕
落。” 

——《博伽梵歌原意》9.3要旨 

       只要一个人没有遵循圣帕布帕德给我们的严格规定 — 念颂16圈、遵守四规
范守则、早起参加灯仪，并且参加完整的早上程序直到《圣典博伽瓦谭》的课
程；稍后从事各种其他服务，每天阅读圣帕布帕德的书 —— 这个人一定会保持
在第三流层面。只要一个人在第三流层面，他必然会因为他的不完美行为对其
他奉献者造成问题。  

       在ISKCON的问题是资深的大部分奉献者们，由于堕落已经被证明他们自己
在第三流层面。如果这样穿着灵性导师的外衣的人们来带领这门运动，结果会
是什么？ 彻底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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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偏离者与他们的追随者的处境  

        毫无疑问，玛亚（Māyā）非常强大。因此，有时托钵僧也可能堕落。但真
正的灵性导师永远不会堕落。重要的是要再次记住真正的灵性导师是具有资格
的并由他的灵性导师授权。 

       在ISKCON历史上，自1977年以来，有许多灵性导师堕落。如果他们堕落，
他们是属于哪一类奉献者？显然是三流奉献者。他们怎么能成为灵性导师？  

  

       如果他们真正获得圣帕布帕德的授权，在神圣的使徒传系中成为他的继承
人，那为何他们会首先堕落呢？其中一些已正式公开堕落，但许多其他人，虽
然堕落，并没有正式公开标记为这样；因为在ISKCON堕落不知何故只是与不
当的性行为有关。 

        从奉爱服务堕落可意味着冒犯者最终会成为一个感官享乐者和/或一个非人
格主义者。骚巴瑞.牟尼（Saubhari Muni）冒犯了主维施努伟大的随从嘎茹达
（Garuda），因此成为了一个感官享乐者，甚至在他处于练习瑜伽的成熟层面
后，还娶了50位公主。茹阿玛禅卓.普瑞（Rāmacandra Purī），他是伟大的灵性
导师玛达文朵.普瑞（Mādhavendra Puri）的门徒，通过冒犯他的灵性导师，他
成为了一个假象宗(Māyāvādī )非人格主义者。我们必须在这些例子中吸取教
训。现今这两个结果都在ISKCON被观察到，但是有非人格主义倾向在某种程
度上不被认为是偏离或堕落。 

      此外，由于圣帕布帕德从来没有赋予任何人权力成为一个启迪灵性导师
（dīkṣā guru），只是通过异想天开地从事这样的职位或通过困惑的GBC的建
议，一个人已经被认为在圣帕布帕德的莲花足下播下了冒犯的种子；只有时间
会揭露后果，即使它现在没有。我们不是为这样的堕落祈祷，但我们叙述冒犯
纯粹奉献者和ISKCON创始人灵性导师（Ācārya）自然的后果。 这里有一些关
于弃绝训令的行为规范已被现今很多所谓的灵性导师们（gurus） 违反，因为他
们冒犯圣帕布帕德。	

padāpi yuvatīṁ bhikṣur na spṛśed dāravīm api 

spṛśan karīva badhyeta kariṇyā aṅga-saṅgata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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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人不应该触碰年轻姑娘。事实上，他甚至不应该让他的脚碰一个女人形
状的木制玩偶。藉由与女人有身体接触，他一定会被幻象俘获；就像公象被母
象捕俘获，因为公象渴望触摸母象的身体。” 

——《圣典博伽瓦谭》11.8.13 

strīṇāṁ nirīkṣaṇa-sparśa-saṁlāpa-kṣvelanādikam 

prāṇino mithunī-bhūtān agṛhastho 'gratas tyajet 

        “那些没有结婚的人——托钵僧、瓦纳帕斯塔和贞守生——不应该通过扫
视、触摸、交谈、开玩笑或儿戏地与女人联谊。他们也不应该和忙于从事性活
动的任何生物体联谊。” 

——《圣典博伽瓦谭》11.17.33 

yadi na samuddharanti yatayo hṛdi kāma-jaṭā 

duradhigamo’satāṁ hṛdi gato’smṛta-kaṇṭha-maṇiḥ 

asu-tṛpa-yoginām ubhayato’py asukhaṁ bhagavann 

anapagatāntakād anadhirū 

ha-padād bhavataḥ 

        “弃绝阶层中人若不根除他们心中的物质欲望，不留下蛛丝马迹，他们仍不
纯净，因而您不允许他们了解您。虽然您就在他们的心中，但对他们而言，您
仿佛挂在某人脖子上的宝石，被那人忘得一干二净。主啊，那些只为感官享乐
而修习瑜伽的人，今生来世必横遭惩罚；死亡不会放过他们，您的国度，他们
不能到达。” 

——《圣典博伽瓦谭》10.87.39 

        “伪装的宗教家没有知识，也没有弃绝物质业报，以利他主义、人道主义为
名，假象宗教原则为名，在物质捆绑的黄金枷锁下过活。他们以虚假的宗教情
操，上演奉献服务，同时沉溺于各种不道德的活动。这样，他们便成为“灵性导
师”和“至尊主的奉献者”。这些违背宗教原则的人，无视权威的灵性导师
（ācārya）——使徒传系中以身作则的神圣导师。误导大众，自奉为灵性导师
却连灵性导师的原则也不遵守。 

        这些无赖是人类社会中最危险的分子。因为没有制定宗教标准原则的政
府，他们便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人把他们绳之于法。可是，他们并不能逃脱至
高无上的法律。至尊主很清楚地在《博伽梵歌16.9-20》宣言，那些穿着宗教传
道家外衣的邪恶者会掉进地狱中最黑暗的深渊，《至尊奥义书》证实，这些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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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的宗教家，以宗教传教者的身份自居，只为满足感官享乐的追求，在这场扮
演宗教家的戏演完之后，便堕进宇宙中最令人厌恶的地方。” 

——《至尊奥义书》曼陀罗十二，要旨 

śruti-smṛti-purāṇādi-pañcarātra-vidhiṁ vinā 

aikāntikī harer bhaktirutpātāyaiva kalpate 

       “无视奥义书（Upaniṣads）、宇宙古史（Purāṇas）和《拿拉达之五祭》
（Nārada-pañcarātra）等权威韦达经典的所谓对主的奉献服务，只是对社会的无
谓骚扰。” 

——《奉爱甘露之洋》 

         那些这样冒犯者的追随者的最终命运是什么？       	

teṣāṁ kupatha-deṣṭṝṇāṁ patatāṁ tamasi hy adhaḥ 

ye śraddadhyur vacas te vai majjanty aśma-plavā iva 

        “堕入愚昧并通过引领人们走毁灭之途而误导大众的领袖，事实上是登上了
一条石船，那些盲目跟从他们的人也如此。石船无法在水面上漂浮，而是与乘
客们一起沉入水中。同样，误导大众的人去地狱，他们的追随者也随之而去。” 

——《圣典博伽瓦谭》6.7.14 

3.3 如何纠正这种情况︖ 
  

        答案很简单。人们应该停止违背圣帕布帕德，并遵循祭司（ṛtvik）的代理
启迪制度。如果ISKCON的领导人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他们可以做的最好的事
情，我们将永远感激他们。 

        但是，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支持他们的罪行。 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独立于他们，与志同道合的奉献者一起认真地恢复圣帕布帕德作为唯一的
启迪灵性导师（dīkṣā guru），直到ISKCON的管理层明白他们的愚蠢并选择纠
正它的时候。 

  

       对于那些有意更正这种情况的人，首先要注意的是，灵性导师的训示是门
徒的最高指导原则。 他的训示不应该被忽视。	

ācāryaṁ māṁ vijānīyān navamanyeta karhicit 

38



na martya-buddhyāsūyeta sarva-deva-mayo guruḥ 

        “人们应该知道灵性导师（ācārya）是我本身（指至尊主），从不以任何方
式不尊重他。人们不应该嫉妒他，认为他是普通人，因为他是所有半神人的代
表。” 

——《圣典博伽瓦谭》11.17.27 

mahatāṁ bahu-mānena dīnānām anukampayā 

maitryā caivātma-tulyeṣu yamena niyamena ca 

       “纯粹的奉献者应该通过向自己的灵性导师和先前灵性导师们（ācāryas）
致以最大的敬意来履行奉爱服务。他应该对穷人表示同情，与那些跟他平等的
人建立友谊，但是他的所有活动都应该在规范和感官的控制下去执行。” 

——《圣典博伽瓦谭》3.29.17 

        “灵性导师和至尊人格首神一样好，因此，一位十分严肃地追求灵性进步的
人必须如此看待灵性导师。对这种观点的甚至轻微的偏离也能对门徒的韦达研
究和苦行造成灾难。” 

——《圣典博伽瓦谭》7.15.27要旨 

        因此，一个人应该彻底地研究被文件和经典证据所支持的祭司（ṛtvik）的
代理启迪制度，并且相信它的真实性，然后向真诚的奉献者公开地谈论它。	

       如果一个人拒绝偏离ISKCON协会，可能会害怕冒犯了资深的外士纳瓦，但
在ISKCON谁会是比圣帕布帕德更资深的外士纳瓦呢？ 我们如何能在他的莲花
脚上犯罪或容忍别人这样做？ 如果这样的人故意冒犯圣帕布帕德，那么任何人
怎么能被称为外士纳瓦呢？ 这些应该是一个真诚的奉献者需要考虑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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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如何应对有反对意见的⼈︖ 

       对于一个无知的人，我们可以用这本小册子中提出的经典支持我们的观
点。 但是可能有许多人强烈不同意祭司（ṛtvik）的代理启迪制度，虽然它完全
由圣帕布帕德的授权。 以下诗节告诉我们如何应对他们。	

na sabhāṁ praviśet prājñaḥ sabhya-doṣān anusmaran 

abruvan vibruvann ajño naraḥ kilbiṣam aśnute 

       “睿智明达之人若知道参与者行为不当，就不该进入会场。他一旦进入会
场，就不会说真话，而是谎话连篇，佯装无知。如此，他必招致罪恶。” 

——《圣典博伽瓦谭》10.44.10 

nindāṁ bhagavataḥ śṛṇvaṁs tat-parasya janasya vā 

tato nāpaiti yaḥ so pi yāty adhaḥ sukṛtāc cyutaḥ 

       “谁若听到有人斥责至尊主或他忠诚的奉献者，而不立刻离开那个地方，必
沉沦堕落，丧失他虔诚活动的善报。” 

——《圣典博伽瓦谭》10.74.40 

īśvare tad-adhīneṣu bāliśeṣu dviṣatsu ca 

prema-maitrī-kṛpopekṣā yaḥ karoti sa madhyamaḥ 

       “中级或二流奉献者叫做madhyama-adhikārī。他深爱至尊人格首神，是主
所有奉献者的挚友，怜悯愚昧无知的人，漠视嫉妒至尊人格首神的人。” 

——《圣典博伽瓦谭》11.2.46 

       同样，一个人也应该忽略那些嫉妒最高主纯粹的奉献者，如圣帕布帕德。 
换言之，如果一个人挑战了作为ISKCON唯一的启迪灵性导师（ dīkṣā guru ）圣
帕布帕德的地位，他被认为是嫉妒圣帕布帕德，并应被忽略或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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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atāṁ bahu-mānena dīnānām anukampayā 

maitryā caivātma-tulyeṣu yamena niyamena ca 

        “纯粹的奉献者应该通过向自己的灵性导师和先前灵性导师们（ācāryas）
致以最大的敬意来履行奉爱服务。他应该对穷人表示同情，与那些跟他平等的
人建立友谊，但是他的所有活动都应该在规范和感官的控制下去执行。” 

——《圣典博伽瓦谭》3.29.17 

       “成熟的理解和共同的兴趣，是人们建立牢固友谊的基础。具备这两点的人
是“同一个阶层的人”（sva jāti）。奉献者应该避免与品德未达到标准的人交
往、联谊，哪怕他可能是一位外士纳瓦（Vaiṣṇava ）或是一位奎师那的奉献
者；如果他的品格不够好，就要避免与他交往。人应该稳定地控制感官和心
意，严格遵守规范守则，应该跟有相同标准的人建立友谊。” 

——《圣典博伽瓦谭》3.29.17，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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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我们希望这份纪录的汇编和经典的证据使你信服圣帕布帕德作为ISKCON
唯一的启迪灵性导师（dīkṣā guru ）的无可争议的地位，特别是即使在他的隐迹
后。 任何人的任何关于“祭司（ṛtvik）的代理启迪制度不被任何文件、经典或使
徒传系所支持”的声明，应该被视为毫无根据的。	

       然而，在阅读了所有这些之后，如果人们仍然不相信这些训示 和/或 通过
不坚持授权的祭司（ṛtvik）的代理启迪制度来故意违背圣帕布帕德的训示，下
面的《博伽梵歌原意》诗节揭示了他们的命运 。	

ajñaś cāśraddadhānaś ca saṁśayātmā vinaśyati 

nāyaṁ loko ’sti na paro na sukhaṁ saṁśayātmanaḥ 

  

        “愚昧而无信仰的人怀疑启示经典，不会获得神的知觉，反而会堕落。无论
今生还是来世，这些心存怀疑的灵魂都毫无快乐可言。” 

——《博伽梵歌原意》4.40 

yaḥ śāstra-vidhim utsṛjya vartate kāma-kārataḥ 

na sa siddhim avāpnoti na sukhaṁ na parāṁ gatim 

        “人抛弃经典的训示，随心所欲地行事，既不能取得完美，也无法得到快
乐，更与至高无上的目的地无缘。” 

——《博伽梵歌原意》16.23 

	 	 	 	 	 	 	  话虽如此，如果你需要任何进一步的说明，请不要犹豫发送电子邮件至下
列邮箱。  
英文邮件：admin@srikrishnamandir.org. 
中文邮件：admin@krishna.com.tw	

所有荣耀归于圣帕布帕德！哈瑞奎师那！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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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圣帕布帕德的遗嘱声明 

 （还原件） 

 Ａ . Ｃ．巴提韦丹塔 · 斯瓦米 

国际 Kṛṣṇa 知觉协会 

始创导师 / 灵性导师： 

中心：北方邦，温达文，腊玛纳瑞提， 

巴提韦丹塔斯瓦米路，  

奎师那 – 巴拉腊玛庙 

时间：1977年6月 

遗  嘱 

       本人——国际 Kṛṣṇa 知觉协会的始创导师、巴提韦丹塔（Bhaktivedanta）书
籍信托公司的裁决者以及 唵 · 维施努帕德 ·108 施瑞 · 施瑞 玛德 · 巴提希丹塔.萨
腊斯瓦提 · 哥斯瓦 米 · 玛哈拉杰 · 帕布帕（ Om Viṣṇupāda  108 Śrī Śrīmad 
Bhaktisiddhānta Sarasvatī Gosvāmī Mahārāja Prabhupāda ）的门徒—— Ａ.Ｃ巴提
韦丹塔 · 斯瓦米 · 帕布帕 (A. C. Bhaktivedanta svāmī Prabhupāda），现居温达文
（ Vṛndāvana ）之圣 奎师那 - 巴拉腊玛（Śrī Kṛṣṇa -Balarāma）神庙。兹定立遗
嘱如下： 

1.管理委员会（ GBC ）将是整个国际 Kṛṣṇa 知觉协会的终极管理权威。 

2.每间庙宇都将是ISKCON的财产，为三位执行管理者共同掌管。管理制度将按
现时的体制继续执行，无须作出任何改变。 

3.印度各地的财产将由下列执行管理者分别掌管： 

   a）圣玛亚普尔达摩（ Śrī  Māyāpur Dhama ）、帕尼哈堤（ Pāṇihāṭī ）、哈里
达斯普尔（ Haridaspur ） 及加尔各答(Calcutta)的财产:由Gurukṛpā svāmī、
Jayapatākā svāmī 、Bhavānanda svāmī 及 Gopal Kṛṣṇa das adhikārī共同掌管； 

   b）温达文（ Vṛndāvana）的财产：由Gurukṛpā svāmī、Akshoyananda svāmī及 
Gopal Kṛṣṇa das adhikārī 共同掌管； 

   c）孟买的财产：由 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Giriraj das Brahmachary及 Gopal 
Kṛṣṇa das adhikārī共同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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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布班尼斯瓦（Bhubaneswar）的财产 ：由Gour Govinda svāmī、Jayapatākā 
svāmī  及Bhagavat das Brahmachārī共同掌管； 

   e)  海德巴德（ Hyderbad )的 财 产 ：由Mahāṁsa svāmī 、Śrīdhar svāmī 、
Gopal Kṛṣṇa das adhikārī 及 Bali Mardan das adhikārī  共同掌管； 

       此处选定的执行管理者终身受任。如上述任何一位管理者身故或出于任何
原因，无法履行其职，余下之管理者可任命一位或多位管理者继任，条件必须
是：新任管理者为本人启迪的门徒，且能严格遵守详载于本人书中之国际奎师
那知觉协会的所有规范守则；而且每次绝不少于三名或多于五名执行管理者共
同处事。 

4.本人创办、发展及组织了国际奎师那知觉协会，故立遗愿如下：印度ISKCON
名内的任何不动产均不可抵押、借用、出售、转让，或以任何形式抵押、变卖
或让渡。本训示不可撤消。 

5.印度以外的财产原则上不得抵押、借用、出售、转让，或以任何形式进行抵
押、变卖或让渡。如确有所需，上述财产在抵押、借用或出售等前必须征得共
同掌管某一特定财产之 GBC 管委会成员的一致同意。 

6.印度以外的财产及与之相关的 GBC 管委会成员如下： 

  a）芝加哥、底特律及安阿博的财产：由 Jayatīrtha das adhikārī、Harikeśa svāmī
及 Balavanta das Adhikari 共同掌管； 

  b）夏威夷、东京及香港的财产：由 Guru kṛpa svāmī 、Rameswara svāmī及 
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共同掌管； 

  c）墨尔本、悉尼及澳大利亚农场的财产：由 Guru kṛpa svāmī、Guru kṛpa 
svāmī 及 Ātreya ṛṣi 共同掌管； 

  d）英格兰（ 伦敦 · 拉特列）、法国、德国、荷兰及瑞典的财产：由Jayatīrtha 
das adhikārī、Bhagavān das adhikārī 及 Harikeśa svāmī 共同掌管； 

  e） 肯尼亚、毛里求斯 、南非的财产：由Jayatīrtha das adhikārī、Brahmānanda 
svāmī 及 Ātreya ṛṣi 共同掌管； 

  f）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哥斯达黎加、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及智
利的财产：由 Hṛdayānanda Gosvāmī 、Pañca dravi 

a svāmī 及 Brahmānanda svāmī 共同掌管； 

  g）乔治城、圭亚那、圣多明尼各及圣奥古斯丁的财产：由 Ādi keśava svāmī、 
Hṛdayānanda Gosvāmī 及 Pañca dravi 

a svāmī 共同掌管； 

  h）温哥华、西雅图、伯克利及达拉斯的财产：由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Jagadīśa das adhikārī 及 Jayatīrtha das adhikārī 共同掌管； 

  i）洛杉矶、丹佛、圣地亚哥及拉古纳海滩的财产：由 Rameśvara svāmī、
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及Ādi keśava svāmī 共同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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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纽约、波士顿、波多尼各、罗亚尔港、圣路易斯及圣路易斯农场的财产：
由 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Ādi keśava svāmī 及Rameśvara svāmī 共同掌管； 

  k）伊朗的财产：由 Ātreya Ṛṣi 、Bhagavān das adhikārī 及Brahmānanda svāmī 
共同掌管； 

  l）华盛顿 D.C. 巴尔的摩、费城、蒙特利尔及渥太华的财产：由 Rūpānuga das 
adhikārī 、 Gopal Kṛṣṇa das adhikārī 及Jagadīśa das adhikārī 共同掌管； 

  m）匹兹堡、新温达文、多伦多、克利夫兰及布法罗的财产：由 Kīrtanānanda 
svāmī、 Ātreya ṛṣi 及 Balavanta das adhikārī 共同掌管； 

  n）亚特兰大、田纳西农场、盖恩斯维尔、迈阿密、新奥尔良、密西西比农场
及休斯顿的财产 ：由 Balavanta das adhikārī 、 Ādi keśava svāmī 及 Rūpānuga das 
adhikārī 共同掌管； 

  o）菲济的财产：由 Hari śauri 、 Ātreya ṛṣi及Vasudev 共同掌管。 

7 .本人宣布并确认本人名下的所有动产与不动产，包括各银行内活期存款账
户、储蓄账户及定期存款账户，均为国际 Krsna 知觉协会的资产。除非日后获
许，我生前的后嗣及继承人，或任何通过其宣称为本人的后嗣及继承人者，无
论如何均无权利要求拥有这些财产及其利息。 

8 .尽管以本人名义在各银行存入的财产全供ISKCON使用，并属ISKCON拥有，
但本人保存了若干存款，并专门为本人生前的家庭成员（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及遗孀），拨出每人每月一千卢比的定期津贴。本人生前的家庭成员去世后，
这些特别的存款（基金、利息及储蓄）将成为ISKCON的财产，用于信托基
金；而本人生前的家庭后裔或任何通过自称为本人后裔者，均不获许再获得任
何津贴。 

9. 兹指定 Guru kṛpa svāmī 、 Hṛdayānanda gosvāmī 、 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 
Rameśvara svāmī 、 Gopal Kṛṣṇa das adhikārī 、Jayatīrtha das adhikārī 及Giriraj das 
brahmacāry 作为本遗嘱之执行人。本人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立此遗嘱，期间
本人完全神智清醒、心意健全，没受任何强迫、劝诱。 

证人： 

Ａ . Ｃ．巴提韦丹塔 · 斯瓦米  

  

        以上遗嘱由圣帕布帕德亲手署名，并由以下人员盖章作证 : 塔玛勒•奎师那•
哥斯瓦米 (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 博伽梵 •达斯 • 阿迪卡里 (Bhagavan das 
Adhikari) 及其余数名证人。（各人署名见原件） 

   

遗嘱修订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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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国际 Kṛṣṇa 知觉协会的始创导师、巴提韦丹塔（Bhaktivedānta ）
书籍信托公司的裁决者以及 唵 · 维施努帕德 · 108 施瑞 · 施瑞玛德 · 巴提希丹塔 
·萨腊斯瓦提 · 哥斯瓦米 · 玛哈拉杰 · 帕布帕（Om Viṣṇupāda Paramahaṁsa 
Parivrājakācārya 108 Śrī Śrīmad Bhaktisiddhānta Sarasvatī Gosvāmī Mahārāja 
Prabhupāda）的门徒—— Ａ . Ｃ . 巴提韦丹塔 · 斯瓦米 · 帕布帕，现居温达文之
圣奎师那 - 巴拉腊玛庙。兹在此定立遗嘱及遗嘱修改附录，以表明本人的遗
愿，并澄清本人先前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所立遗嘱内的某些内容。由于所述
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不太清晰，特此补遗如下： 

       本人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定立遗嘱，内附条款若干。根据遗嘱第八点，
其中一项是关于对 Sri M.M. De 先生、Brindaban Chandra De 先生、Bhakti Lata 
De小姐及 Smt. Suluxmana Dey 女士（本人当居士时所生子女），以及 Smt. 
Radharani De女士（本人尚为居士时之妻）之生活津贴。经慎虑，本人感到该点
未能完全表达本人之意愿，兹特意在此作出遗训：关于 Smt. Radharani De 女
士，ISKCON 的有关领导将以该协会的名义，在任何其认为安全可靠的银行开
设一个为期七年、金额为十二万卢比的定期存款帐户。De 女士可从这笔存款
中，获得一千卢比的月息作为其生活费用，但此利息不能为其任何后嗣所得。
De 女士去世后，利息须归 ISKCON 所有，并经 ISKCON 的有关领导作恰当考
虑后，供该协会所需之用 12。 

   

       关于 Sri M. M. De 先生 、Sri Brindaban Chandra De 先生、 Smt. Suluxmana 
女士及Bhakti Lata De 小姐，ISKCON 将分别在银行开设四个为期七年、数额为
十二万卢比的定期存折；上述四人可从每本存折中至少获取每月一千卢比的利
息。然而，各人只能从其各自定期存折所产生之一千卢比的利息中支取二百五
十卢比。而余下之七百五十卢比将再次以其各自之名，另开定期存折，存期七
年。这些以月息七百五十卢比所开之定期存折在头七年存期满后，上述四人必
须将存款总额投资于政府证券，再开定期存折或用于政府的任一公积金计划，
或者购买不动产，以确保此笔金额保存无损。然而，若上述四人中之任何一位
违反上述条件，将上述金额另作它用，ISKCON 的有关领导将随时停止支付其
源自金额为十二万卢比之定期存折中之每月生活费用；反之，违约者还须把数
目为一千卢比的月息，上交巴提韦丹塔•斯瓦米（Bhaktivedānta svāmī）信托基
金。此笔金额只可给予与本人生前有关之上述四人使用，并在其各自的有生之
年内独自使用。特此澄清。 

       本人已指定某些执行人负责执行本遗嘱。兹再添加本人门徒 Sri Jayapataka 
Swami 连同本人定立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遗嘱内之其他人员，作为本人遗嘱
的执行人。Śrī Jayapatākā 现居西孟加拉 拿迪亚（Nadia）地区之圣 玛亚普尔 · 
灿陀罗多亚（Śrī Māyāpur Chandrodaya）庙。本人在此另立遗训，嘱托本人任
命之各位执行管理者，将有权共同或单独根据本人遗嘱履行其各自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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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修正本人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所定立之遗嘱，形式如上。本遗嘱在其
余各方面均告有效，且将永久生效。 

       本人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五日作此遗嘱修改附录，期间本人完全心智健
全，问心无愧，没受任何强迫、劝诱。 
   
证人： 

  （各人署名见原件） 

Ａ .C. 巴提韦丹塔 · 斯瓦米 

 （A.C. Bhaktivedānta svām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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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的⾃⽩书  

——1980年12⽉3⽇ 

        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几天前，我感悟到某种东西。［……］圣帕布帕德
显然说过很多遍，他的灵性导师(Guru Mahārāja)并没有任命什么继承人。
［……］即使在圣帕布帕德的书籍里面，他也只是说灵性导师(guru)意味着资格
的具备。［……］ 

       灵感的产生是由于我心存疑问，因此奎师那(Kṛṣṇa)替我解开心结。事实上，
帕布帕德从未委任过什么灵性导师(guru)，他只委任了十一位 / 祭司(ṛtviks ) 。
他从未委任过这些人当灵性导师(guru)。近三年来，我本人和其他 GBC 成员给
这场运动造成了莫大的损害，因为我们将委任“祭司(ṛtviks )”诠释为委任灵性导
师(gurus)。 

       我会解释事情的原委。我曾对此事作过解释，但当时的诠释是错误的。事
情的经过是：帕布帕德曾说过，他可能会委任某些人当祭司们(ṛtviks) 。所以基
於各自的理由， GBC 们会了面，并到圣帕布帕德那里—— 其中我们有五、六
个人。（这里指的是一九七七年“五·二八”谈话）。 我们问他：“圣帕布帕德，
您去世后，如果我们收门徒，他们究竟是谁的门徒，是您的门徒还是我们的门
徒呢？” 

        后来，申请接受启迪人员的名单似雪片飞来，积压成堆。于是我问他：“圣
帕布帕德，您曾经提及 ṛtvik 一事，但我不知怎么办才好。本来我们不想到这找
您的，但有好几百名奉献者已被提名，现在我手头上只好压着所有这些举荐书。
我不知道您打算如何处理这事。 

        圣帕布帕德答道：“好吧，我会委任大批……”然后他就开始任命他们。他
非常明确地说，他们都是他的门徒。我心里十分清楚这点，即他们都是他的门
徒。稍后，我问了他两个问题，第一个是：“ Brahmānanda Svāmī 行吗？”我这
样问是因为我对 Brahmānanda Svāmī 怀有好感。［……］圣帕布帕德说：“不
行，除非他有资格，否则不能胜任。”准备打那封信前，我问他（第二个问
题）：“圣帕布帕德，就这么多人吗，您是否还想增加一些呢？”。他答道：“看
需要办吧，可以增加其他人。” 

       现在我明白他那样做的目的很清楚。他身体有病，不能做启迪。所以，他
委任了一批祭司（ṛtvik ）代表他启迪。他委任了十一位，而且，他相当明确地
说：“谁的距离最近，谁便能够启迪门徒。”这点极其重要，因为启迪并不是谁
靠得最近的问题，而是心之所向的问题。 

     （你）对哪个人怀有信心，你就从他那里接受启迪。然而，祭司举祭时，这
就是哪一个的距离与你最近的问题了，且他讲得十分清楚；他委任了他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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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分布在世界各地，而且他还说：“无论哪一位祭司(ṛtvik) 与你们靠的最近，你
们便接近那个人，他们会检验你们。然后，他会代表我进行启迪。 

       问题并不是你必须把信心建立在那个人身上，绝对不是。信心必须建立在
灵性导师(guru)身上。圣帕布帕德说：“为了管理这场运动，我必须成立 GBC 委
员会，我会任命以下人员。为了继续让加入我们这场运动的人获得启迪，我必
须任命一些祭司来协助我，因为［……］我本人不能亲自管理每一个人。”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真相，绝对再没有比此更真实的、更具体的凭证了。你
们可以打包票，假如帕布帕德真的要设立有关灵性导师的制度，他肯定会在临
终前的那段日子里，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谈及此事，原因是，他已无数次提
到这事。他说：“我的灵性导师（Guru Mahārāja ）并没有委任任何人。成为灵
性导师必须具备资格。”我们犯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帕布帕德辞世后，这十
一个人的地位是什么？［……］  

        帕布帕德告诉我们，并非只是托钵僧们(sannyāsīs) 才能当代理启迪者。他
委任了两个居士(gṛhasta)，至少他们能够担任代理启迪者(ṛtviks )的职位，以此
证实了居士(gṛhasta)并不亚于托钵僧(sannyāsī) 。因此任何在灵性上具备资格的
人——人们向来清楚，灵性导师(guru)在世时他们不能收门徒；但灵性导师隐迹
后，只要你够资格，而且有人对你怀有信心，你就可以接受门徒。当然，他们
（准门徒）必须彻底清楚如何区分谁才是合格的灵性导师。如果你是一位合格
的灵性导师(guru)，而且，你的灵性导师(guru)已不在世，你便拥有这种权利。
这就如同人能够传宗接代［……］。 

        不幸的是， GBC 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他们马上（揣测，决定）这十一个人
就是甄选出来的灵性导师(guru)。本人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企
图控制大局。对此，我谦卑地乞求大家的宽恕［……］这就是人们受了条件限
制所展示出来的本性。这种本性发展到极点时，下列问题便暴露出来了：“成灵
性导师(guru)啦！噢，妙极了！现在我就是灵性导师(guru)了，而且只有我们十
一个人！”［……］。 

        假如日后我们打算避免发生更多事情，我感到这种觉悟或悟性非常重要。
因为，相信我吧，事情很快就会重演。让人们逐渐淡忘这些事情，只是时间问
题而已；再次，另一件事很快又会发生（不论是在洛杉矶这里，还是在别的什
么地方）。如果你不让奎师那(Kṛṣṇa) 真正的灵性力量毫无限制地展示出来，这
些事情不久便会连续不断地发生。 

        我觉得 GBC 委员会应在短時內看清这点，如果他们不了解这些真理。你们
不能只举出那些指出帕布帕德有说 “我委任这十一个人当灵性导师(guru)” 书信
或影帶。他們说的并不存在，因为他从未任命过任何灵性导师(guru)。这是传闻
而已。 

       假如具备足够的资格，自你接受启迪那天起，便有权利在你父亲（灵性导
师）去世后成为一位父亲（灵性导师），并无任命。因为没有这回事，所以不
需要任何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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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在这里Tamāla Kṛṣṇa 声称一个人如果他是合格的，当他的灵性导师离世之
后,就自动继承。这是他的观点。但是在这本书的 2.2.2启迪灵性导师的授权（第 
22 页），圣帕布帕德清楚说明，除了有资格，一个纯粹的奉献者必须要由他的
灵性导师他本人授权才能成为灵性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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