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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本書獻給 

聖恩A.C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 
國際奎師那知覺協會創始導師 

   

他仁慈地在全世界建立能夠和平生活的家園。 



前  言	

      本書的編寫是於2016年，從聖帕布帕德（Śrīla Prabhupāda ）隱跡至今已
三十九年。 

     在聖帕布帕德（Śrīla Prabhupāda ）在世的最後十二年里中，哈瑞奎師那
運動在他的超然指導下，與日俱增，傳遍六大洲，提升所有幸運的靈魂並且
為他們準備回歸首神的終極旅程。 

     這門運動的純粹度是不可否認。當時這門運動不是沒有任何問題。那些
沒有經驗的奉獻者犯下了各種不同層面的錯誤，但藉由聖帕布帕德的靈性力
量，他耐心地管理整個世界性運動且堅持不懈地訓練他的門徒們走向完美。 

     在他展示逍遙時光的末期，他向他的門徒們提出了一個根本要求，「在
我離開後，你們對我的愛，通過你們如何在自己之間合作，就被展示出
來。」 

     「我希望每一個部門應該保持他們的獨立性，且以靈性導師（ācārya）
為核心來互相配合。在這個原則下，我們可以在全世界建立更多的機構。」 

聖帕布帕德致Kīrtanānanda的書信，11/02/1967 

舊金山，加利福尼亞，美國 
				 
   以創始靈性導師（Founder-ācārya）——聖帕布帕德（Śrī la 
Prabhupāda ）為核心就是意味著以他的訓示為核心。唯有如此，屆時我們
才能夠一起合作推動奎師那知覺的發展。  

    雖然過去的39年，一直是個處於背離、欺騙、不信任、挫折、派系、嫉
妒甚至暴力的艱巨歷史。 

  要謹慎地客觀看清原因且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就像聖帕布帕德（Śrīla 
Prabhupāda ）告訴我們的：「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外力可以阻止我們的
運動。它只能從內部被摧毀」。一切都從違抗聖帕布帕德的訓令開始。 

  我們的運動就如同美麗的珍珠項鍊，而聖帕布帕德（Śrīla Prabhupāda ）
的訓示就如同穿過那項鍊的細線。如果訓示被違抗，細線就會斷，也會失去
項鍊。這正是聖帕布帕德離世之後有關於啓迪所發生的特別事情。	

       

     這本書的範疇： 

1. 研究聖帕布帕德的最後訓示，在他離世之後應該如何舉辦啓迪； 
2. 用經典及歷史文獻來強化他的訓示的真實性； 
3. 提供經典文獻來解釋我們全球奎師那知覺運動中所有問題的根本原因，

以及它的影響並如何解決。 
     
    這本書完全是基於聖帕布帕德的官方文件並且通過來自帕布帕德翻譯的
《博伽梵歌原意》、《聖典博伽瓦譚》中引用的詩節及相關的文獻作為提供
的依據。我們只是試圖編譯它是為了服務他的傳教使命和忠實於他的傳教使
命的奉獻者們。 



      

    「人類社會的主要任務就是無論何時都要想著至尊人格首神，成為祂的
奉獻者，崇拜至尊神且頂拜在祂面前。靈性導師（ ācārya ），至尊神授權
的代表，他建立這些原則，但當他隱跡時，情況再次變得混亂。靈性導師（ 
ācārya ）的完美門徒們會努力衷心遵守靈性導師的訓示來解決這樣情況。  

   ——《聖典博伽瓦譚》4.28.48要旨 

  我們特別感謝新加坡Śrī Kṛṣṇa Mandir廟長——遜達戈帕.帕布（Sundar 
Gopāl Prabhu），他是聖帕布帕德（Śrīla Prabhupāda ）書信啓迪的門徒，
國際奎師那聯合廟宇的資深指導者。他真誠服務聖帕布帕德超過四十年且每
天總是從事於仔細研究聖帕布帕德（Śrīla Prabhupāda ）超然的書籍的活
動。 

   在過去的幾年里，他從《博伽梵歌原意》和《聖典博伽瓦譚》收集了寶
貴的詩節，徹底解決我們的情況，且他想要為了每個人的利益編制這些詩節。
他還積極地幫助那些回歸聖帕布帕德作為此運動的核心的奉獻者們，並且以
合作精神共同努力推動奎師那知覺運動的發展。 

   在本書中的書面證據和經典文獻就能滿足現在的要求。如果在未來發現
能夠證實與更多具體事例的其他參考資料，它們可能會在未來的版本中增加。
同樣，如果對本書的內容提出新的，有價值的論據，它們也可能在未來版本
中得到解決。在任何改變的情況下，本書則是依據的版本。我們將命名這個
當前版本為《1977年之後的啓迪》，版本1.0。  

  您的僕人 

  Śrī Kṛṣṇa Mandir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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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作為一位真正授權的靈性導師（ācārya），聖恩A.C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
帕布帕德，堅持忠於先前靈性導師們，以最純粹的形式去傳播奎師那知覺，且
傳教規模達到前所未有的龐大。憑借聖帕布帕德的單獨努力實現了主採坦亞.瑪
哈帕布在500年前所預言的——主奎師那的聖名將在地球上每個城市及村莊被唱
頌。他沒有創造任何新東西，由於聖帕布帕德曾經說的，「改變意味就是惡
棍。」 

       然而，他為了推動主採坦亞的運動計劃，以他全然靈性才華，制定種種超
然的修行調整以適應當前的時間和環境。我們不應該把這種「非傳統」的方式
與偏離使徒結論混為一談。一項這樣的調整是一天念頌16圈的規定，本應是64
圈。另一項是辦理啓迪的祭司（ṛtvik ）制度。ok 

       啓迪（dīkṣā）是人類生活最為重要的提升過程，標誌著一個人在真正的靈
性導師的指導下的靈性生活的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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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他們的業報(karma)，所有生物都在宇宙中流浪。...... 在數百萬個流
浪的生物體中，一個非常幸運的人藉由奎師那的仁慈得到與真正靈性導師的聯
誼的機會。通過奎師那與靈性導師的仁慈，這樣的人接受了奉愛服務藤蔓的種
子。」 

                                       ——《採坦亞.查瑞塔密瑞塔.瑪迪亞.麗拉》19.151 

      儘管靈性導師原則上是一個，在學術上來說，靈性導師（guru）分為四種類
型，他們全都是來幫助受制約的靈魂托庇於主奎師那的蓮花足。 
       
1. 啓蒙靈性導師（Vartma-pradarśaka-guru）——第一位給你關於靈性生活信息

的靈性導師。 
2. 啓迪靈性導師（dīkṣā guru）—— 根據經典規定給予啓迪的靈性導師稱為啓

迪靈性導師（dīkṣā guru），他也被識為是至尊靈性導師（caitya guru）的外
在展示。一個人僅能有唯一一位啓迪靈性導師（dīkṣā guru）。 

3. 訓示靈性導師（śikṣā guru）——一位給予訓示的靈性導師是基於啓迪靈性
導師的訓示並給予訓示，他被稱為訓示靈性導師（一個人可以有許多訓示
導師）。 

4. 至尊靈性導師（caitya Guru）——至尊靈性導師或超靈，他在內心給予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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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尊靈性導師（caitya Guru）是超靈，是至尊人格首神的擴展。在其他三種
類型的靈性導師中，訓示靈性導師（śikṣā guru）和啓蒙靈性導師（Vartma-
pradarśaka-guru）是在啓迪靈性導師（dīkṣā guru）的訓示下，真誠地執行他們
的規定責任來傳播奎師那知覺。他們自己也許是或不是純粹的奉獻者。啓迪靈
性導師（dīkṣā guru）的地位要求是最具責任，像這樣的靈性導師（guru）應該
是主奎師那純粹的奉獻者並由他的靈性導師（ guru）准許，以便成為啓迪靈性
導師（dīkṣā guru）。 

       對於聖帕布帕德為了接受門徒甚至在他隱跡後，他建立一個包含他的代表
們的啓迪制度，他們稱為祭司（ṛtviks），他們將代表他舉行啓迪，這超然的運
動將繼續再繼續。 

       但現今在ISKCON中，對祭司（ṛtvik）一詞是無法容忍的。他們完全妖魔化
這一詞。任何人只要標示自己為祭司（ṛtvik）就會被視為最糟的冒犯者。然
而，在當我們詢問我們最崇敬的聖帕布帕德關於未來的啓迪事宜，尤其是當他
不再與我們同在的時候，這一恰當的詞 「祭司（ṛtvik）」就被聖帕布帕德使用
了。	

1.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下一個問題是關於未來的啓迪事宜，尤其是您不再
與我們同在的時候。我們希望知道將來如何舉行第一、第二次啓迪。 

2. 聖帕布帕德：好的。我會推薦你們當中的某些人。事情定下來之後,我會推薦
你們中的某些人擔任 officiating ācārya（主持司祭的老師）。 

3.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這些人稱作「ṛtvik ācārya （祭司的老師）」嗎？ 

4.聖帕布帕德： 祭司（ṛtvik）。是的。 

——與聖帕布帕德的室內談話，Vṛndāvana，28/05/1977 

       
        這個祭司（ṛtvik）的代理啓迪制度並不是一些不滿的奉獻者捏造的，而是
由聖帕布帕德為我們所有人的利益，仁慈地給了我們這個授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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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書面證據 

       在ISKCON所有重要的管理問題上，聖帕布帕德發佈了官方文件，清楚地闡
明他的意圖。 

       這些文件在ISKCON的法律文件和正式錄音磁帶中被發現。我們將在本章節
中看一看在聖帕布帕德隱跡後，關於他的啓迪程序意向之真憑實據。 

       在這一章節我們將研究以下三個文件： 

1. 1977年5月28日對話的錄音磁帶 

2. 1977年7月9日信件／訓令 

3.聖帕布帕德的遺囑聲明（1977年6月4日） 

1.1「任命磁帶」的分析 

       我們應該從 「在1977年5月28日」 詢問聖帕布帕這直接問題開始。此次談
話記錄被ISKCON未授權的靈性導師提出來作為「任命磁帶」， 暗示著聖帕布
帕德任命他的繼承人成為靈性導師（gurus）。現在就讓我們看一看： 

室內談話 ---- Vṛndāvana，1977年5月28日 

1.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下一個問題是關於未來的啓迪事宜，尤其是您不再
與我們同在的時候。我們希望知道將來如何舉行第一、第二次啓迪。 

2. 聖帕布帕德：好的。我會推薦你們當中的某些人。事情定下來之後,我會推薦
你們中的某些人擔任 officiating ācārya（主持司祭的老師）。 

3.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這些人稱作「ṛtvik ācārya（祭司的老師）」嗎？ 

4.聖帕布帕德： 祭司（ṛtvik）。是的。 

5.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這兩者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即授予啓迪的人
和…… 

6.聖帕布帕德: 他是靈性導師(guru)。他是靈性導師(guru)。 

8



7.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 但他只是代表您執行此事。 

8.聖帕布帕德: 對。那是一種形式。因為我在世時，誰也不該成為靈性導師（ 
guru），所以他們只代表我。在我的訓令下，āmāra ājñāya guru hañā（在我
的訓令下，你將成為靈性導師 cc.中篇.7.128) ，成為一個真正的靈性導師。但是
要在我的訓令下。 

9.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因此他們也可被認為是您的門徒們嗎？                                          

10.聖帕布帕德: 「是的，他們是門徒。但是，細想…誰….... 

11.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不。他問的是這些祭司的老師們（ ṛtvik ācāryas)，
他們主祭，授予啓迪(dīkṣā )。他們的……那些獲得他們啓迪(dīkṣā )的人，他們
是誰的門徒？ 

12.聖帕布帕德: 他們是他的門徒。（ 14. 誰在啓迪……他的徒孫……） 

13.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他們是他的門徒。 

14.聖帕布帕德: 誰在啓迪……他的徒孫…… 

15.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我們的下一個問題，是關於…… 

16.聖帕布帕德: 當我下訓令時， 「你成為靈性導師(guru)」，他便成為正式的
靈性導師(guru)。就這些。他成為我的門徒的門徒。就是如此。 

分  析 

       首先以上的對話有點令人感到困惑，現在讓我們做個公正的分析研究，以
獲得更好的看法，讓我們一行行來。 

1.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下一個問題是關於未來的啓迪事宜，尤其是您不再
與我們同在的時候。我們希望知道將來如何舉行第一、第二次啓迪。 

2. 聖帕布帕德：好的。我會推薦你們當中的某些人。事情定下來之後,我會推薦
你們中的某些人擔任 officiating ācārya（主持司祭的老師）。 

3.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這些人稱作「ṛtvik ācārya（祭司的老師）」嗎？ 

4.聖帕布帕德： 祭司（ṛtvik）。是的。 

       在上述的第一段，這問題是直接且明確的。聖帕布帕德在第二段和第四段
清楚的回答中提及到祭司（ṛtvik ）。雖然此對話後來有點困惑，但在此聖帕布
帕德給出最清晰可能的回答 ——祭司（ṛtvi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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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便提一下， 祭司（ṛtvik ）這一詞是什麼意思呢？在聖帕布帕德的書中有
十七處引用此一詞且意味著只有一件事 ，就是祭司。祭司就是代表某人執行儀
式，他的職責只是舉行儀式。他是有別於具備更高資格責任的靈性導師。 

        一個靈性導師（ācārya）的資格是必須是主奎師那（Kṛṣṇa ）的純粹奉獻者
並且他必須給予超然的知識來驅散門徒的無知。一個門徒也要把他的導師視為
永恆的導師來崇拜，藉由Śrīla Narottama dāsa Ṭhākura 「靈師頌歌」的歌詞 ——
靈性導師他賜予我們靈性視力這一禮物，是我們生生世世的主人( cakṣu dāna 
dila yei janme janme prabhu sei)。但是祭司（ṛtvik ）不具備這樣的資格。 

5.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這兩者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即授予啓迪的人
和…… 

6.聖帕布帕德: 他是靈性導師(guru)。他是靈性導師(guru)。 

       在第5段，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詢問祭司（ṛtvik ）和門徒之間的關係，但
他並沒有恰當地闡述問題，他詢問啓迪者和門徒之間的關係。這裡很重要，啓
迪者或靈性導師（guru）就是聖帕布帕德，且祭司（ṛtvik ）只是一位職務代
表。因此，聖帕布帕德在第6段回答，啓迪者（聖帕布帕德）就是新門徒的靈性
導師（guru）。 

7.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 但他只是代表您執行此事。 

8.聖帕布帕德: 對。那是一種形式。因為我在世時，誰也不該成為靈性導師（ 
guru），所以他們只代表我。在我的訓令下，āmāra ājñāya guru hañā（在我
的訓令下，你將成為靈性導師 cc.中篇.7.128) ，成為一個真正的靈性導師。但是
要在我的訓令下。 

       在第7段，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試圖表明他的理解，在第8段，聖帕布帕
德暗示當某人的靈性導師在世時，那個人成為靈性導師這是不禮貌的。但之後，
他立即補充，在他隱跡下，祭司（ṛtvik ）不會自動成為靈性導師（ guru），但
必須等待他的訓令才能夠成為。「在我的訓令下...」  謹慎地注意這裡，聖帕布
帕德說的是在未來時間的訓令。這意味著這個磁帶不能被稱為「任命磁帶」，
因為他沒有在此任命任何人，但是任命的時間點是指未來的時間。 

9.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因此他們也可被認為是您的門徒們嗎？                                          

10.聖帕布帕德: 「是的，他們是門徒。但是細想…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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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不。他問的是這些祭司的老師們（ ṛtvik ācāryas)，
他們主祭，授予啓迪(dīkṣā )。他們的……那些獲得他們啓迪(dīkṣā )的人，他們
是誰的門徒？ 

12.聖帕布帕德: 他們是他的門徒。 

13.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他們是他的門徒。 

14.聖帕布帕德: 誰在啓迪……他的徒孫…… 

15.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我們的下一個問題，是關於…… 

16.聖帕布帕德: 當我下訓令時， 「你成為靈性導師(guru)」，他便成為正式的
靈性導師(guru)。就這些。他成為我的門徒的門徒。就是如此。 

       在第10段，聖帕布帕德似乎還不明白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在第9段中的問
題。所以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在第11段向聖恩補充明確了這個問題。聖帕布帕
德在第12段和第14段回答了他的問題，他說「他們是他的的門徒，是誰啓
迪。」這意思是他們是聖帕布帕德的門徒，而且是他在進行啓迪，祭司在儀式
里只是作為他的代表。但在回答的過程中，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在第13段重說
聖帕布帕德的話，因此，聖帕布帕德的用詞出現了分歧。 

        接著在第14段再一次，他提到「徒孫」此字。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試圖
在第15段中提問另一個問題，但聖帕布帕德在第16段繼續第14段的回答，只有
在他訓令任何一位他的門徒成為靈性導師（guru）時，某人才會成為他的 「徒
孫」。接著他明確指出他們必須等待他的訓令去成為聖帕布帕德所說的正式靈
性導師。因此在這次對話的時間里這個訓令是不存在的。所以這其實不是所謂
的「任命磁帶」。 

1.2祭司們（ṛtviks）的正式任命 

       基於表面上看起來有不明確的對話(於1977年5月28日)，對於ISKCON的未
來，聖帕布帕德並非懸而不決。他實際繼續公告書面訓令給世界上所有廟宇是
為了闡明他的意向。現在讓我們仔細看這個作為下一個證據的訓令 —— 1977年
7月9日信件。 

       原信件的照片在下方。閱讀起來有點困難。因此，我們已經將這封信完整
複製重現。但是此時此刻，我們希望你關注聖帕布帕德和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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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聖帕布帕德的私人秘書）在文件末端的簽名。包括2個簽名，這是合法文
件。所有的ISKCON必須毫無疑問的遵循這個訓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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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你將看到這封信件完整和清晰的還原件以致你能夠容易和清晰地
閱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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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7月9日信件 

（還原件） 

1977年7月9日 

   

致全體 GBC 成員及廟長 

   

各瑪哈拉傑們（mahārājas）及帕布們（Prabhus）敬啓： 

   

       請接受鄙人在你們足下的虔誠頂拜。最近，全體 GBC 成員與聖恩共聚溫達
文（Vṛndāvana ），聖帕布帕德指示他將不久會委任一些他的資深門徒去擔任
「祭司（ṛtvik）」——靈性導師（ ācārya）的代表，其目的為了舉行啓迪儀式，
包括第一次啓迪及第二次啓迪。聖恩迄今選定下列十一位門徒專職此事： 

聖者 Kīrtanānanda svāmī 

聖者 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聖者 Jayapatākā svāmī 

聖者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聖者 Hṛdayānanda gosvāmī 

聖者 Bhavānanda gosvāmī 

聖者Hamsadutta svāmī 

聖者 Rameśvara svāmī  

聖者 Harikeśa svāmī 

恩者 Bhagavān das adhikārī  

恩者 Jayatīrtha das adhikārī 

       以往廟長一向均致函聖帕布帕德，推薦合格的奉獻者接受啓迪。因為聖帕
布帕德已任命了這些代表，所以從今以後，各廟長可以將第一次與第二次啓迪
的推薦信寄給最接近廟宇的十一位代表任何之一。審核推薦書後，這些代表可
以接受這些奉獻者們作為聖帕布帕德的啓迪門徒，並授予他們靈性名字。就第
二次啓迪而言，代表們可以如同聖帕布帕德往常的做法，在嘎雅垂 （Gāyatrī ）
聖線上念頌。新啓迪的奉獻者均為聖恩 Ａ . Ｃ . 巴提韋丹塔 · 斯瓦米 · 帕布帕德
的門徒，上述的十一位資深的奉獻者則代表他行事。廟長收到這些代表所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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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名字或聖線的信函之後，便可如常在廟宇內舉行火祭（ Yajña ）。新啓迪
的門徒的名字應由接受他或她的代表寄給聖帕布帕德，並且載入聖恩的《啓迪
門徒》名冊中。 

收信安好 

  你們的僕人 

 （署名見原件） 

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聖帕布帕德的秘書  

核准（聖帕布帕德的署名見原件） 

對1977年7月9日信件的分析 

1.這裡清晰表明，這就是聖帕布帕德的管理風格。任何重要的訓令會被寫下
來，併發布給世界所有的廟宇，不會在隨意的、讓人困惑的方式的私人室內談
話中被授予。 

2.請注意，上述信件的第一段落，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指的是最近一次所有
GBC成員在溫達文參加的會議，聖帕布帕德為了闡明啓迪程序的目的。這是
1977年5月28日談話的確切內容。所以如果你對那次談話仍然感到困惑，或甚至
在經過上面分析仍然不清楚，這裡就是它的闡明形式。這信件是直接地指向那
次談話。 

3.此外，很重要要記得5月28日談話是怎樣開始的。記住這些話「特別是您不再
與我們同在的時候」。那麼，一切就毫無疑問指向聖帕布帕德隱跡之後的時
間。我們應該在這來龍去脈下閱讀這封信。 

4.這封信件一開始就提到聖帕布帕德將任命祭司rittik （孟加拉語ṛtvik 的發
音），靈性導師（ācārya）的代表。他很清楚沒有任命任何靈性導師（gurus），
聖帕布帕德不能比這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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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接下來，他闡明說，將提名這十一位，將以祭司（ṛtvik）身分行事——並再
次重申他們不被任命為靈性導師（gurus）。 

6.在這11位已經被提名之後，談到了另一重大事情。「從今以後」一詞表明立
即開始，終止時間並不清楚，或者至少直到未來另一個訓令取代這個訓令。且
事實上，聖帕布帕德從未發佈任何訓令來意味這十一個人在他隱跡之後會自動
成為靈性導師（guru）。此外，這個詞應該在1977年5月28日的談話中，
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說 「 尤其是您不再與我們同在的時候。」的原始問題
的來龍去脈中去理解。 

7.接著，在這信件中說到，啓迪的推薦是由廟長寄給「最靠近廟宇的十一位代
表其中一人。」 「最靠近」一詞是指方便，而不是基於深厚的信任感的神聖的
師徒關係。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在他1980年的自白書里解釋得很清楚（附錄
B），如下：「這點極其重要，因為啓迪並不是誰靠得最近的問題，而是心之
所向的問題。（你）對哪個人懷有信心，你就從他那裡接受啓迪。然而，祭司
（ṛtvik）舉行祭祀時，這就是指哪一個代表的距離靠你最近的。聖帕布帕德已
講得十分清楚。他的確委任了他們，因為他們分布在世界各地，所以，他說
「無論哪一位祭司與你們的距離靠得最近，你們便接近那個人，他們會檢驗你
們，然後，他（祭司）會代表我進行啓迪。」 

8.然後，在信件的下一個段落，我們將看到下面的短句里，不可否認地指向聖
帕布帕德願望就是任命祭司（ṛtvik）的靈性導師（指他自己）代表，且他作為
ISKCON啓迪靈性導師的地位是無可爭議的: 

     a. 「...這些代表可以接受奉獻者為聖帕布帕德的啓迪門徒。」 

    b. 「新啓迪的奉獻者們均為聖恩A.C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的門
徒。」 

     c. 「新啓迪的門徒的名字應由接受他或她的代表寄給聖帕布帕德。」 

     d. 「載入聖恩的《啓迪門徒》名冊中。」 

9.我們可以看到，同樣的重點重復四次。在1975年9月10日，在溫達文，《聖典
博伽瓦譚》 第六篇第二章第七詩節講座中，聖帕布帕德說：「經典提醒我們三
次。就像我們強調某件事 「這樣做！這樣做！這樣做！」 三次。因此說了三
次，念誦聖名，念誦聖名，念誦主Hari的聖名（harer nāma harer nāma harer 
nāma  CC.Ādi-līlā 17.21)，這樣他就不會忘記。他就不可能被所謂的假象
（Māyāvādīs）誤入歧途。念誦聖名三次，一定要念誦聖名，念誦聖名，念誦主

16



Hari的聖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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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利年代里要覺悟自我，沒有別的辦法，沒有別
的辦法，沒有別的辦法（kalau nāsty eva nāsty eva nāsty eva gatir anyathā  CC.Ādi-
līlā 17.21後段）。你不能偏離此過程。沒有其他代替的過程。不，你不能說 
「我由這個過程或那個過程中覺悟。」 如果重復三次做某件事是如此重要，那
麼四次呢？ 

10.有人可能會問，在這十一個人離世或由於某個原因從神聖的位置墮落之後會
發生什麼事。 

a.在十一位代表的名單之前的句子說「 聖恩迄今已給了十一位門徒的名單，他
們就在那資格下去執行：」。 「迄今」這一詞指示就是沒有打算讓他們成為最
終的名單且這正是下面b點所要確認的。 

b. 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在他1980年的自白書裡面，引用了聖帕布帕德所說的
「如果有必要，可以增加其他人。」 

       這封信件/訓令是堅如磐石般的證據去表明聖帕布帕德建立了祭司（ṛtvik）
的代理啓迪制度，且如此強而有力地闡明觀點就是這運動未來所有的門徒都是
他的門徒。 

1.3 聖帕布帕德遺囑聲明的分析  

       進一步的證據來自於聖帕布帕德的遺囑聲明。這個遺囑聲明在這轉載會有
點長，所以我們只著重於把聖帕布帕德的地位視為ISKCON的啓迪靈性導師
(dīkṣā-guru)的那些要點。查看整個聖帕布帕德遺囑聲明，請參閱附錄A。 

1. GBC管理委員會將是整個國際Kṛṣṇa知覺協會的終極管理權威。 

a. 現在，假設在一個廟宇里，A是廟長，B是廟宇所在區域的GBC的代表，C是
廟長的靈性導師。現在A想成為C的忠誠門徒，如果GBC代表 – B的訓示與他的
靈性導師 - C的訓示不一致，他會選擇忠於他的靈性導師 – C，而非GBC的代
表 – B。但是這樣就違背了聖帕布帕德，因為根據聖帕布帕德所說的，GBC必
須是終極管理機構.，並不是任何其他人。 

b. 上述原因是表明追隨目前的靈性導師制度，一個人被迫在這樣的矛盾情況下
冒犯他的靈性導師或聖帕布帕德。但是通過遵循祭司（ṛtvik ）的代理啓迪制
度，就沒有這樣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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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個廟宇將是ISKCON的財產，是由3位執行管理者共同掌管。管理制度將
如現在一樣繼續下去，無需任何改變。 

a. 在採用古茹式的人物的情況下，此管理制度便被更改，這就是違反聖帕布帕
德的訓令。 

b. 由於這種非授權的更改，ISKCON的歷史一再顯示存在了很多管理上的問
題，因為不完美的古茹試圖對他們的門徒施加他們的影響力，然而廟宇管理不
能監督他們。在這種方式下，廟宇管理受到巨大的壓力。 

c. 此外，這樣更改是違反了GBC根據1975年GBC會議的會議紀要的定義：
「GBC（管理委員會）由聖恩A.C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建立並代表他
來履行管理國際奎師那知覺協會的責任，聖帕布帕德是創始靈性導師和最高權
威。GBC接受他的神聖的訓示作為它的生命和靈魂，並且瞭解在各方面下，完
全依賴於他的仁慈。GBC不具備任何功能和目的，除了執行藉由聖恩仁慈地給
出的訓令，並且以它們的純粹的方式維護和傳播他的教導到世界上。」 

——GBC的定義，決議案一，1975年GBC會議紀要 

3.在遺囑的第3點里，在印度每個ISKCON的財產被委託給三位執行理事並且財
產名稱和它們的執行理事已指定。接著，聖帕布帕德這樣說到：「已獲委任的
執行理事獲終身委任。在任何上述執行理事因任何理由而死亡或不執行的情況
下，後續理事可由其餘理事任命，只要新的理事是嚴格地遵守所有規範和在我
的書中詳述的Iskcon管理規章的我的啓迪門徒，並且規定一律不得少於三名或
超過五名執行理事。」 

a. 從理論上說，在2050年，所有聖帕布帕德在世時所啓迪門徒，將已經離世 。
誰將會成為財產的執行理事呢？唯一的推論應該是，這場運動里所有未來的門
徒都將是通過聖帕布帕德本人建立的祭司（ṛtvik ）的代理啓迪制度成為聖帕布
帕德的門徒。 

b. 在1977年6月2日，Girirāja svāmī曾經讀遺囑的草案給聖帕布帕德聽，上面突
出顯示的文字（以粗體顯示）是「一位啓迪的門徒」，但在最後的文件，我們
看到是已經更改為 「我的啓迪門徒」。這表明這是聖帕布帕德經過深思熟慮的
刻意舉動。 

       聖帕布帕德在他的遺囑聲明上的意圖和1977年7月9日的信件/訓令與1977年5
月28日談話是一致的。他明確的指出祭司的（ṛtvik ）啓迪制度，即使在他從這
個世界隱跡後，這樣自動地維持他在ISKCON的啓迪靈性導師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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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Tamāla Kṛṣṇa主要的⾃⽩ 

（他是聖帕布帕德的秘書和1977年7⽉9⽇訓令的連署⼈） 

  

       1.在1977年4月22日，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對聖帕布帕德說：「我自己與您
所有的門徒們都深思熟慮過，我們是受制約的靈魂是很清楚的事實，所以我們
不能成為靈性導師（guru）。」 

        2.在1980年12月3日，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自白如下：「事實上聖帕布帕德
從未委任過什麼靈性導師。[...] 他只委任了11個祭司。他從未委任過這些人當
靈性導師。近三年來，我本人和其他GBC成員給這場運動造成了莫大的損害，
因為我們將委任祭司詮釋為委任靈性導師。」事實上是很值得閱讀完整的自白
（附錄B），文內他強調聖帕布帕德從未委任過任何靈性導師（gurus）這個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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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哲學證據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查看了法律文件和官方錄音磁帶中的文件證據，其
真實性是毫無疑問的。現在，我們將從哲學或經典的觀點來探討靈性導師真理
(guru-tattva )的原則去瞭解誰是真正的靈性導師，誰不是，並且進一步鞏固我們
關於聖帕布帕德在1977年之後在ISKCON有關啓迪方面的訓示的理解。 

2.1關於dīkṣā（啓迪）的定義 

     Dīkṣā是兩個詞的組合——「Di」和「kṣa」。「Di」代表divya-jñānam，超然
知識，「kṣa」代表kṣapayati，消滅或消除（罪惡反應）。（關於詞對詞的翻譯
在《聖典博伽瓦譚》4.24.61和《施瑞採坦亞.查瑞塔瑞密塔.安提亞.麗拉》3.62 
的詞對詞翻譯）。因此，dīkṣā意味著喚醒超然知識，銷毀所有罪業。以下詩節
將解釋「dīkṣā」這個詞的定義。 

divyaṁ jñānaṁ yato dadyāt  kuryāt pāpasya saṅkṣayam 

tasmād dīkṣeti sā proktā  deśikais tattva-kovidaiḥ 

        啓迪（dīkṣā）是指一種程序，藉此，一個人能夠喚醒他的超然知識，並征
服由罪惡活動引起的所有反應。一個擅長學習啓示經典的人，知道這種程序就
是啓迪（dīkṣā）。 

                                   ——施瑞拉.吉瓦.哥斯瓦米的《巴克提.傘達爾巴》
（283），《採坦亞.查瑞塔密瑞塔.瑪迪亞.麗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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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一位靈性導師，只是想學習真理。謙卑地從他那裡詢問並且虔心服
務他。這位覺悟自我的靈魂，已經見證了真理，因此能夠向你傳授知識。...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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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熊熊烈火焚木成灰，阿爾諸納啊，知識之火也把物質活動的一切業報燒為灰
燼。」 

——《博伽梵歌原意》4.34 &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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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誕生在最黑暗的愚昧之中，靈性導師以知識的火炬啓亮我的眼睛。我
要虔敬地頂拜他。」 

——《博伽梵歌原意》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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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ma-bhakti jāhā hoite, avidyā vināśa jāte	

        「祂以超然的知識，啓亮我黯然之眼，並充盈了我的心。 

           祂是我生生世世的主。狂喜之愛從祂發散 ; 愚昧無知被祂去除。」 

——《靈師頌歌》第3段 

       所以，當超然知識從覺悟自我的靈性導師傳授給門徒，而門徒的罪業，因
此完全消滅。給名儀式是一個必要的形式，但可以通過其他祭司（ṛtviks）代表
靈性導師執行。在ISKCON，所有的奉獻者都得到來自聖帕布帕德的書籍的超
然知識。因此，聖帕布帕德是每個人啓迪靈性導師（dīkṣā guru ）。 

2.2誰可以成為啓迪靈性導師（dīkṣā guru）︖ 
        這裡是成為啓迪靈性導師的兩個標準—— 

     1. 擁有一流奉獻者的資格。 

     2. 通過他的靈性導師授權。 

  

       作為一個純粹的奉獻者是成為一個靈性導師的首要條件。 但是，這並不自
動意味著他成為啓迪靈性導師（ dīkṣā guru.）。但意味著純粹的奉獻者成為一
位靈性導師，這一件事是不會自動地產生。他還需要自己靈性導師的授權來成
為一個正式的啓迪靈性導師。 當然，如果一個人被他的靈性導師授權成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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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導師，那麼應該理解為他已經是一個純粹的奉獻者了，因為那是成為靈性
導師的首要條件。 

   

        現在就讓我們從哲學和經典上的觀點重新審視上述標準。為此，我們參考
的文本是選自韋達文獻和聖帕布帕德的語錄。 

2.2.1啓迪靈性導師（dīkṣā guru）的資格 
 	
       真正的靈性導師是一個純粹的、一流的奉獻者。有三種類型的奉獻者，靈
性導師應該是位一流奉獻者。一流奉獻者的資格如下： 

sarva-bhūteṣu yaḥ paśyed bhagavad-bhāvam ātmanaḥ 

bhūtāni bhagavaty ātmany eṣa bhāgavatottamaḥ 

        「一流奉獻者看到所有靈魂的靈魂——至尊人格首神——聖奎師那在萬物
裡面。因此，他見證萬物與至尊主有關，並且明白主在一切存在的萬物中。」 

——《聖典博伽瓦譚》11.2.45 

sarva-bhūta-stham ātmānaṁ sarva-bhūtāni cātmani 

īkṣate yoga-yuktātmā sarvatra sama-darśanaḥ 

        「真正的瑜伽師注意到 「我」在眾生中，也看到眾生在 「我」之中。的
確，這位自我覺悟的人到處都能看見 「我」。」 

——《博伽梵歌原意》6.29  
  	
        「就信念培養而言，一個人精通奉獻服務的經典並達到信念堅定的境界，
這樣的人被稱為在奎師那知覺中第一流的人。第二流的人，在理解經典方面，
並不太深刻，可是自然而然地相信為奎師那服務是最好的人生途徑，於是誠懇
地做服務。他比第三種人好。第三種人，對經典沒有完整的知識，也沒信念，
但由於與奉獻者在一起，而且性情單純，所以嘗試追隨。在奎師那知覺中第三
流的人會墮落，但當一個人處在第一、二流時則不會墮落。」   

——《博伽梵歌原意》9.3要旨 

       一個真正的靈性導師從來不會從他奉愛地位墮落下來去從事非奉愛、罪惡、
或物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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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āco vegaṁ manasaḥ krodha-vegaṁ 

jihvā-vegam udaropastha-vegam 

etān vegān yo viṣaheta dhīraḥ 

sarvām apīmāṁ pṛthivīṁ sa śiṣyāt 

        「能容忍說話的衝動，心意的索求，憤怒的行為，以及舌頭、肚腹和生殖
器的衝動，這樣清醒的人才有資格在世界上遍收門徒。」 

——《教誨甘露經》（詩節一） 

mahā-bhāgavata-śreṣṭho 

brāhmaṇo vai gurur nṛṇām 

        「靈性導師(guru)必須處於奉愛服務的最高層級。有三種類型的奉獻者，
靈性導師(guru)必定從最高層級上被認可。一流奉獻者是所有人的靈性導
師。」 

——《施瑞.採坦亞.查瑞塔密瑞塔.瑪迪亞.麗拉》24.330要旨，引用自Padma Purāṇa 

         「當一個人達到一流奉獻者（mahā-bhāgavata）的最高層級，他將接受作
為一位靈性導師(guru)，並且完全像崇拜主哈里（Hari)-至尊人格首神方式來崇
拜他。只有這樣的人，才有資格擔任靈性導師(guru)的職位。」  

——《施瑞.採坦亞.查瑞塔密瑞塔.瑪迪亞.麗拉》24.330要旨 

       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Śrīla Bhaktivinoda Ṭhākura )曾經就如何識別一流外
士納瓦奉獻者的問題給出過具體的指示：如果一個人能夠使很多墮落的靈魂轉
變成外士納瓦，那麼他就是公認的一流奉獻者 (uttamādhikārī)。除非已經達到
一流奉獻者 (uttamādhikārī)的層面，否則就不能當靈性導師。一位初級或中級
層面的外士納瓦(vaiṣṇava)也可以接受門徒，但那樣的門徒最多只能達到同樣的
層面。而且應該明白：由於得不到充分的指導，這些初級或中級奉獻者的門徒
很難再追尋人生終極目標的道路上取得長遠的進步。因此，一位門徒應當謹慎
地接受一位一流奉獻者 (uttamādhikārī)為靈性導師。」 

——《教誨甘露經》詩節五，要旨 

2.2.2 啓迪靈性導師（dīkṣā guru）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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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靈性導師應該是一流的奉獻者，但並不是意味每一位一流的奉獻者都
會自動成為靈性導師。 因為他仍然需要滿足第二個標準—— 授權。 在整個韋
達歷史上有許多關於純粹奉獻者沒有成為靈性導師的例子。 所以一位純粹的奉
獻者非同義於一位靈性導師，但真正的靈性導師應該是一個主奎師那的純粹奉
獻者。 

        「基本上，你可能知道他不是一個解脫的人，且因此，他不能啓迪奎師那
知覺給任何人。這需要更高權威的特別靈性祝福。」 

——聖帕布帕德致janārdana的書信，26/04/1968 

         「一個人應該接受從使徒傳系中，真正的靈性導師那邊獲得啓迪，而且這
位靈 性 導 師 是 由 他 的 靈 性 導 師授權。 這 就稱為 迪 克沙 . 維達納（ d īk ṣ ā -
vidhāna）。」 

——《聖典博伽瓦譚》4.8.54要旨 

印度人（1）：您什麼時候成了奎師那知覺的靈性領導者？ 

聖帕布帕德：當我的靈性導師（Guru Mahārāja）訓令我時。這就是靈性導師
的使徒傳系。 

印度人（1）：他是否... 

聖帕布帕德：首先嘗試明白這點，不要急於成為靈性導師。當他被他的靈性導
師訓令時，他才能成為靈性導師。僅此而已，否則任何人都不能成為靈性導師。

——聖帕布帕德《博伽梵歌原意》講座，28/10/1975，肯尼亞，內羅畢 

  

2.3 使徒傳系的疑惑 

        在這一章節里，我們將研究聖帕布帕德祭司（ṛtvik）的代理啓迪制度，雖
然「非傳統」，確是完美地符合經典結論和使徒傳統。  

2.3.1啓迪靈性導師是否必須是在世以便接受⾨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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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關於聖帕布帕德-使徒傳系（paramparā）無繼任的爭論是被祭司
（ ṛtvik）制度的追隨者所強行停止的。 就這樣，他們說必須要有一位活的人為
了維持使徒傳系完整且繼續。此外，他們覺得不能從書籍中獲得個人的指導，
但是可能通過親自臨在來獲得。靈性導師是否需要親自臨在接受門徒或傳播超
然的知識嗎？ 我們現在就從聖帕布帕德的語錄和經典參考解決這個問題，以獲
得正確的觀點。 

Madhudviṣa：基督徒有什麼辦法，在沒有靈性導師的幫助下，通過相信耶穌基
督的話並試圖遵循他的教導來到達靈性的天空？ 

聖帕布帕德：我不瞭解。 

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在這個年代，沒有靈性導師，但通過閱讀聖經及遵
循耶穌的話，基督徒能夠到達...？」 

聖帕布帕德：「當你閱讀聖經時，就是你追隨了靈性導師。你怎麼能說他們沒
有呢？你一閱讀聖經，那就意味著你正在遵從主耶穌基督的訓示，那就意味著
你正在追隨一位靈性導師。因此，哪裡沒有靈性導師存在的機會呢？ 

Madhudviṣa: 「我指的是一位活的靈性導師。」 

聖帕布帕德：靈性導師不是問題......靈性導師是永恆的。靈性導師是永恆的。因
此你的問題是沒有靈性導師。在你的生命任何階段，你不能沒有靈性導師。你
可以接受這個靈性導師或那個靈性導師。這是一個不同的事情。但你必須接受。
正如你所說的「通過閱讀聖經」，當你讀聖經，就意味著你在追隨由主耶穌基
督的傳系中的牧師或神父代表的靈性導師。 

——聖帕布帕德清晨漫步，02/10/1968，西雅圖  

奉獻者：「聖帕布帕德，當你不與我們同在，舉例來說，對於可能出現的問題
要如何得到訓示呢？」 

聖帕布帕德：「嗯，這問題......答案都在我的書籍里。」 

——聖帕布帕德清晨漫步.13/05/1973. 洛杉磯.美國 

       「如果有人說外士納瓦們（Vaiṣṇavas）已死亡，他的推論是不完美，因為
外士納瓦們（Vaiṣṇavas）依然會活在他們的訓示里，不會死亡。」	

——聖巴克提維諾.塔庫 

  

        「奎師那及其代表無異之別。就如奎師那能夠同時出現在上百個地方那
樣。同樣，無論門徒想靈性導師在哪兒出現，靈性導師也能在哪兒出現。靈性
導師是原理，不是身體。就像通過運用無線電中繼控制器的原理，電視可以在
數千個地方被看到。」 

——聖帕布帕德致Mālatī的書信，28/05/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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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這結果，還有很多聖帕布帕德的其他的語錄，但這裡的重點是非常清
楚。特別是當靈性導師的書藉在執行傳播知識時 ，他沒有必要親自臨在去做。     

        即使當聖帕布帕德親身臨在的時候，他也沒有親自啓迪他的許多門徒，即
使有的話，他們也沒有得到很多與聖帕布帕德親自的聯誼。聖帕布帕德建立了
管理制度，以這樣的方式，無論是奉獻者參與廟宇管理，還是GBC管理委員
會，都是他的代表，他們作為訓示靈性導師（śikṣā guru ），將按照聖帕布帕德
的教導訓示其他奉獻者，且每個人都將成為聖帕布帕德的門徒 。 他們也根據類
似的、目前具爭議性的祭司（ ṛtvik）制度來舉辦啓迪。 

evaṁ paramparā-prāptam imaṁ rājarṣayo viduḥ 

 sa kāleneha mahatā yogo naṣṭaḥ parantapa 

  evam --- 如此；paramparā --- 使徒傳系；prāptam --- 被接受；imam --- 這門知
識；rājarṣayah --- 聖賢的國王；viduḥ --- 瞭解；saḥ---那知識；kālena --- 時間的
流轉；iha --- 在這個世界上; mahatā ---由偉大的; yogaḥ -- 一個人與至尊主關係
的知識； naṣṭaḥ --- 流失；parantapa --- 阿爾諸納啊，敵人的屈服者 

        「這門至尊的知識是這樣通過使徒傳系被接受，聖賢的國王是經過這途徑
去瞭解祂。但隨著時光的扭轉這傳系被中斷了，因此這門知識的原意似乎流失
了。」 

——《博伽梵歌原意》4.2 

        從這個詩節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當一個人與至尊主的關係的知識失
去時，使徒傳系（paramparā）就被認為是中斷。這裡使用的確切詞語是yogaḥ 
naṣṭaḥ ，是意味著失去了知識 ;   並沒有提到靈性導師的軀體消失（śarīra naṣṭa
ḥ）。 所以不是靈性導師的軀體消失時，而是奉愛瑜伽（bhakti-yoga）的知識消
失時，使徒傳系（paramparā）才被認為是中斷。 

       在ISKCON現況中，聖帕布帕德的書籍在那裡非常多，成千上萬的人通過閱
讀這些書藉成為奉獻者。 所以，奉獻服務的知識並沒有失去。因此，使徒傳系
也不會中斷。 

        「這些不是普通的書藉。它們記錄著齊頌聖名。任何人閱讀，就是他在聆
聽。」 

——聖帕布帕德致Rūpānuga dāsa 的書信，19/10/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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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主沒有親自臨在，主和從祂而來的音振並沒有分別。最好的瞭解途
徑便是接受如此神聖的教導，且每個人的原初的靈性導師，婆羅賀摩，便是這
個接受超然知識的活⽣⽣的例子。「雖然音振者表面不在，超然的聲音效能從
來不會縮減。」 

——《聖典博伽瓦譚》2.9.8要旨 

        「當我們感到與奎師那或靈性導師分離時，那就應該牢記他們的訓示內
容，就不會感到分離。那麼與奎師那或靈性導師應該通過聲音來聯誼，而不是
臨在軀體。這才是真正的聯誼。我們如此強調「看見」，但奎師那在這個地球
顯現時，非常多的人見過祂而不知道祂是神；因此「看見」又有什麼用呢？我
們不會借著由「看見」奎師那就瞭解祂，但能夠通過用心聆聽祂的教導，就能
晉升至知識的層面。以音振方式，我們能夠接觸到奎師那，因此我們應逐漸更
多地強調奎師那與靈性導師的音振，這樣我們就感到快樂，且不會感到分
離。」 

——《晉升至奎師那知覺》P57-58 

       所有這些語錄指向一個事實，就是通過閱讀聖帕布帕德的書藉，接受超然
的知識，就能夠直接被他啓迪。 

       由於他並沒有親臨與我們互動，我們如何確定我們的服務取悅了聖帕布帕
德？答案是如果取悅了靈性導師，那麼就取悅了至尊主。憑藉靈性導師的仁慈，
我們得到奎師那祝福（yasya prasādād bhagavat-prasādaḥ  八頌靈師-第八段）。 
一旦取悅主，他便會給予他的門徒真正的靈性進步。 

bhaktiḥ pareśānubhavo viraktir 

anyatra caiṣa trika eka-kālaḥ 

prapadyamānasya yathāśnataḥ syus 

 tuṣṭiḥ puṣṭiḥ kṣud-apāyo ’nu-ghāsam 

  

        「奉愛、直接感知至尊主和超脫所有事情—— 這三者同時發生於已經得到
至尊人格首神的庇護的人身上。同樣道理，滿足感、滋潤感和消除飢餓感同時
發生於一個人在吃東西每咀嚼一口時。」 

——《聖典博伽瓦譚》11.2.42  

       真正靈性進步意味著這三件事。如果一個人逐漸感受到純粹毫無動機的奉
愛，直接覺悟到至尊主，特別是感覺到從罪惡的生活中逐漸脫離，那麼應該瞭
解已取悅了聖帕布帕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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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帕布帕德進一步解釋這一點： 

  

        「靈性導師對自己的門徒必定非常仁慈，所以藉由取悅他，奉獻者會得到
來自至尊人格首神的力量。 Śrī Caitanya Mahāprabhu 因此說，在靈性導師與奎
師那的仁慈下，就可以得到奉愛的種子（guru-kṛṣṇa-prasāde pāya bhakti-latā-
bīja）：一個人先取悅靈性導師，然後就自動地取悅了奎師那 （Kṛṣṇa），獲得
跨越無知之洋的力量。如果一個人真正渴望回歸家園，回歸首神，那人必須因
此去取悅靈性導師，才會有足夠的堅強，這樣才會得到用來戰勝敵人的武器，
且也得到奎師那的仁慈。事實上，得到知識（jñāna)這武器是不夠的。應該藉由
服務靈性導師與追隨他的訓示來磨利這武器。屆時，具備這樣條件的人才會得
到至尊人格首神的仁慈。」 

——《聖典博伽瓦譚》7.15.45 要旨 

2.3.2 我們可以從先前的靈性導師那裡接受訓⽰嗎︖ 

        一個問題會這樣提出 -如果我們可以僅僅通過閱讀一位靈性導師的書來和他
聯誼及獲得啓迪，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直接跳過使徒傳系，比如說從Śrīla 
Bhaktisiddhānta Sarasvatī Ṭhākura  或甚至是 Śrīla Rūpa Gosvāmī，或在使徒傳系
中更先前的任何一位靈性導師中獲得啓迪呢？答案在聖帕布帕德以下語錄中得
出：	 

        「...那麼為了接受《聖典博伽瓦譚》的真正信息，一個人應該在使徒傳系
之鏈中去接近現今傳系或靈性導師。在傳系之鏈中，被真正的靈性導師啓迪後，
一個人應該在奉愛服務中履行苦行。」 

——《聖典博伽瓦譚》2.9.7要旨 

       在使徒傳系里，能積極地將這超然使徒傳系的結論傳授給大眾的靈性導師
就被視為現今的傳系。聖帕布帕德就是通過他的書藉的這種方式來做這件事。
因此，聖帕布帕德是被授權的ISKCON的啓迪靈性導師（dīkṣā guru ）。 

2.3.3 聖帕布帕德有違背使徒傳統嗎︖ 

        聖帕布帕德來到這個世界，提出高迪亞外士納瓦的使徒傳系被授權的使徒
結論的一個論點。 但在我們的使徒傳系中，任何一位先前的靈性導師，從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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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祭司（ṛtvik ）的啓迪制度。  聖帕布帕德怎麼能夠違背我們使徒傳系的傳統
呢？ 因此，他們說尤其是在聖帕布帕德隱跡後，祭司制度不是由他授權的，因
為他不會做任何違反使徒傳統的事。 

       現在，謹慎地注意到，使徒傳系的傳統是傳播這純粹的奎師那知覺哲學給
受制約的靈魂。一位特定的靈性導師，會根據他所在的時間，地點和環境如何
做這件事，這是一個超然的修行細節，它會從一位靈性導師到另一位時可能會
有所改變，但傳播奎師那知覺的本質保持完整。  奎師那知覺的傳播構成使徒傳
統的本質，而不是基本事實。 

  

       事實上，聖帕布帕德根據時間，地點和環境做了許多調整。 在許多其他例
子中，一個突出的例子是他訓示所有的門徒每天在念珠上念頌16圈的Hare Kṛṣṇa 
mahā-mantra。但是念頌的每日規定實際上的標準是一天64圈。 事實上，聖帕
布帕德的靈性導師 - 巴克提斯丹塔.塔庫（Śrīla Bhaktisiddhānta Sarasvatī 
Ṭhākura），他過去曾經說過，如果一個人念頌每天不到64圈，他就不被視為是
一個人類。但聖帕布帕德觀察到，現今準備啓迪的人不適合念頌64圈，因此他
給了我們每日16圈的規定。 

       在下面的《聖典博伽瓦譚》一個詩節的譯文和要旨中，聖帕布帕德告訴了
一個有趣的事實。 

svayaṁ samuttīrya sudustaraṁ dyuman 

bhavārṇavaṁ bhīmam adabhra-sauhṛdāḥ 

bhavat-padāmbhoruha-nāvam atra te 

nidhāya yātāḥ sad-anugraho bhavān 

        「主啊，您儼如光芒萬丈的太陽，您總是願意實現您奉獻者的願望。因此
您被稱為如願樹（vāñchā-kalpataru）。當靈性導師們全然托庇於您的蓮花足
下，以跨越可怕的無知之洋時，他們便把渡洋的方法留在地球上，您對奉獻者
非常仁慈，您接受了這個方法，好去幫助他們。」 

——《聖典博伽瓦譚》10.2.31  

        「在我們的奎師那知覺運動中，... 奉獻者不要從事四項罪惡活動——非法
性行為、吸食麻醉品、食肉和賭博，而且每天要念頌16圈。這些是真正的訓
示。... 靈性導師給出通過接受主蓮花足之舟以跨越無知之洋的恰當方法，如果
嚴格遵循這一方法，那麼借由主的仁慈，追隨者將最終達到目的地。這個方法
叫做追隨靈性導師的使徒傳系（ācārya-sampradāya）。據說，追隨靈性導師的
使徒傳系是絕對正宗的方法（sampradāya-vihīnā ye mantrās te niṣphalā matā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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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德瑪普冉納》）。因此，人應該接受這一方法，否則他的努力是徒勞無功
的。」 

——《聖典博伽瓦譚》10.2.31要旨 

        每天16圈的規定當然是「非傳統」，但是在以上要旨中，聖帕布帕德提到
這是一個嚴格的真正的訓示。這是靈性導師（ācārya ）根據時間、地點與環境
去傳教時的超然權力。奎師那知覺的本質不受影響，但是次要的修行細節由靈
性導師（靈性導師的使徒傳系ācārya-sampradāya）調整來適應特定的現況。所
以，如果「非傳統」的一天16圈的規定是真正的，那麼，「非傳統」的祭司（ 
ṛtvik）制度為何不行呢？ 

        如果一個人，因為它是「非傳統」的，而沒有準備好接受祭司（ṛtvik）的
代理啓迪制度，那麼他就不應該接受16圈的規定。 那他可以繼續念頌先前靈性
導師（ācāryas）原來的規定的64圈。但是，這在今天的背景下幾乎是不可能
的。所以唯一的真正的和實際的程序是遵循聖帕布帕德的16圈的規定，因此，
他的祭司（ṛtvik）的代理啓迪制度也是如此。 

2.3.4  「但聖帕布帕德先前也這麼說...」 

        聖帕布帕德以前似乎多次鼓勵了他的門徒們，在他隱跡之後的未來，成為
靈性導師，並且自己啓迪奉獻者們，從而繼續使徒傳系之鏈。為什麼後來聖帕
布帕德會採用祭司（ ṛtvik）的代理啓迪制度並且在這傳系中，他就是最後一
位，終止了使徒之鏈呢？ 

  

       要謹慎地記住，使徒傳系意味著使徒結論，或是對至尊人格神的奉愛服務
的知識，如在《博伽梵歌原意》第4章第2詩節所述。只要聖帕布帕德的書藉傳
播了奎師那知覺的信息，使徒傳系不會被認為是中斷的。    

   

        然而，我們將學習每個人成為靈性導師的公開訓示，這也是由採坦亞.瑪哈
帕布（Śrī Caitanya Mahāprabhu ）發表的。每個人成為靈性導師的訓示在下面的
詩節，《採坦亞.查瑞塔密瑞塔》中被找到，它被聖帕布帕德經常引用： 

yāre dekha, tāre kaha 'kṛṣṇa'-upadeśa 

āmāra ājñāya guru hañā tāra' ei deś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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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導每一個人遵循奎師那在《博伽梵歌原意》和《聖典博伽瓦譚》中給
出的訓諭。以這樣的方式成為一位靈性導師並努力拯救這片土地的每一個
人。」 

——《採坦亞.查瑞塔密瑞塔.瑪迪亞.麗拉》7.128  

       然而，主採坦亞鼓勵大家成為靈性導師的類型在以下的詩節的詳細要旨中
確立： 「就是說，一個人應該待在家裡，唱頌哈瑞奎師那曼陀羅，並傳播奎師
那在《博伽梵歌原意》和《聖典博伽瓦譚》中給出的訓示。」 

——《採坦亞.查瑞塔密瑞塔.瑪迪亞.麗拉》7.128要旨  

       「人可以做一名居士，一位行醫之人，一位工程師或者無論是什麼。沒關
係。人僅僅需要遵循施瑞.採坦亞.瑪哈帕布的教導，唱頌哈瑞奎師那曼陀羅並以
《博伽梵歌原意》和《聖典博伽瓦譚》的教誨來教導親戚和朋友們...最好不要
去接受任何門徒。」 

——《採坦亞.查瑞塔密瑞塔.瑪迪亞.麗拉》7.130要旨 

       我們能夠明白，這些訓示不要求靈性導師在擔任前達到任何特定的覺悟水
平。 這要求是即時的。 從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出，每個人單單被鼓勵去傳播他們
可能知道的，並在這樣下成為訓示靈性導師。進一步闡明瞭訓示靈性導師保持
在那個地位的規定，而不是繼續成為一個啓迪靈性導師： 

        「最好不要去接受任何門徒。」 

——《採坦亞.查瑞塔密瑞塔.瑪迪亞.麗拉》7.130要旨 

        一個啓迪靈性導師的主要職責是接受門徒，而一個訓示靈性導師僅僅需要
履行職責去幫助啓迪靈性導師和盡他所能地去傳播奎師那知覺。在上面的詩節
中，聖帕布帕德的要旨清楚地表明，主採坦亞真正地授權訓示靈性導師們，而
不是啓迪靈性導師們。 

      雖然聖帕布帕德先前曾多次談到要鼓勵每個人繼續成為一個啓迪靈性導師，
但他在1977年7月9日的訓令應該取代了他以前的所有陳述。以下問答談話解釋
這一問題。 

Acyutānanda：[朗讀聽眾所提的問題]「主奎師那在《博伽梵歌原意》是後面說
到，sarva-dharmān parityajya（ 放棄各種宗教 ）《博伽梵歌原意》（18.66），
但在《博伽梵歌原意》另一處提了2次「śreyān sva-dharmo，para-dharmo 
bhayāvahaḥ」《博伽梵歌原意》（3.35）：一個人履行自己的職責勝於履行別
人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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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帕布帕德：是的。  

Acyutānanda：「我們怎麼能...」 

聖帕布帕德：我可能對你說了許多事情，但是當我直接說 「 做吧」，你首要的
責任是去做那件事。你不能以「閣下，以前你是這樣告訴我」來爭辯 。不，這
是你的職責。我現在說的話，你就照做。這就是服從，你不能爭辯。當然，奎
師那從不會說矛盾的話，如果當一個人愚蠢地認為奎師那說了一些矛盾的話。
不，那是不存在的。你無法理解。因此， 「即使你不明白，你現在應該直接接
受我的訓示，sarva-dharmān parityajya mām ekam(放棄所有宗教只皈依我）
《博伽梵歌原意》（18.66），那就是你的職責。」主人這樣說，僕人的職責就
是如期所是的接受它，毫無爭論。 

——聖帕布帕德的《聖典博伽瓦譚》5.5.3講座，15/04/1975，海德臘巴 

       在《博伽梵歌原意》里，主奎師那給予阿爾諸納很多訓示，祂談到瑜伽的
所有類型從神定瑜伽（dhyāna）到思辨瑜伽（jñāna），但這一切都被祂的最後
訓示所取代： 

sarva-dharmān parityajya mām ekaṁ śaraṇaṁ vraja 

ahaṁ tvāṁ sarva-pāpebhyo mokṣayiṣyāmi mā śucaḥ 

        「放棄各種各樣的宗教，只是皈依我。我必使你脫離一切罪惡的反應。不
要害怕。」 

——《博伽梵歌原意》18.66 

        「你只要放棄所有事物並成為我的奉獻者、我的崇拜者」 —— 應視為主的
最後訓令，並且應該遵循這個原則。」 

——《主採坦亞的教導》第11章 

        即使Śrīpāda Śaṅkarācārya在他的歌曲 「 Bhaja Govindam（崇拜高文達）」
中給出的最後指示，也意味著取代他以前的所有假象宗人士或非人格的訓示。    
Śrīpāda Sankarācārya在他的歌曲開頭清楚地忠告，他以前所有通過語法安排的
精心研究的對韋達文獻中假象宗人士（Māyāvādī）的深思熟慮的錯誤解釋對任
何在生命的盡頭的人是沒有幫助的 。他勸告大家忘記這樣的荒謬的話，且如果
有人想要真正的利益，就只在奉獻服務中，崇拜高文達（Govinda）。 

       關鍵是要執行最後的訓示，這是門徒的當務之急，不要爭論以前看似矛盾
的訓示。最後的訓示取代所有先前的訓示。因此，7月9日的信件/訓令和聖帕布
帕德的遺囑聲明應該被視為他在這方面的最後訓示，不應被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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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這些論點再次指向同樣一件事—— 聖帕布帕德是ISKCON被授權的啓
迪靈性導師（dīkṣā guru ），因為只要他的書籍是完整的。 

2.4 聖帕布帕德是ISKCON的訓⽰（śikṣā）還是啓迪
（dīkṣā ）靈性導師︖

       另一種觀點是，聖帕布帕德通過他的書籍給予我們教導，因而他是訓示靈
性導師（śikṣā guru ）；而那個給予靈性名字的人則是啓迪靈性導師（dīkṣā 
guru ）。 

  

       但是，正如我們已經看到上述關於啓迪（dīkṣā）的定義，啓迪意味著超然
知識被靈性導師傳授。給予名字和在念珠上念頌只是其他奉獻者們代表聖帕布
帕德如1977年7月9日的信件／訓令上他所訓示的來做的一種形式。這只是啓迪
程序的一個修行細節，但真正的啓迪是超然知識的傳播。 

        以下聖帕布帕德的語錄闡明瞭這個問題。 

       「GBC成員應該全部是訓示靈性導師。在我是啓迪靈性導師的原則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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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帕布帕德致Madhudviṣa的書信，04/08/1975，底特律.USA 

  

        「有時啓迪靈性導師並非總是在場。因此一個人可以從一位資深的奉獻者
那裡接受學習、訓示。那稱為訓示靈性導師（śikṣā g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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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迪靈性導師（dīkṣā guru ）給了超然知識的標準，而訓示靈性導師（śikṣā 
guru ）是根據啓迪靈性導師（dīkṣā guru ）的教導去指導其他人和奉獻者。 

       聖帕布帕德是啓迪靈性導師（dīkṣā guru ），而他富有責任心的門徒應該成
為訓示靈性導師（śikṣā gur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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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典（śāstric）的偏離學習 

       

        儘管聖帕布帕德有明確的訓示，即使在他隱跡之後，他繼續在ISKCON的
啓迪靈性導師的地位上；但在他隱跡後還是有這麼多的偏離發生。甚至到了現
在，這些偏離者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證明他們的立場。 

       但隨著每一天，他們的立場變得越來越弱，因為官方與非官方的關於偏離
者墮落的消息被揭露。一個獲得授權的靈性導師（ācārya）從來不墮落，但沒
有被授權的人將會墮落。 

       「靈性導師絕不可以被擁有大量的錢財或為數眾多的追隨者這些事情衝昏
頭腦。真正的靈性導師絕不會如此。但有時候，人如果未經真正的授權而自立
為師，便很有可能因為大量的錢財或眾多的門徒而得意忘形。他的服務不是一
個非常高級的奉獻服務。人如果因為上述成就而忘乎所以，那麼他的奉獻服務
就會變得松懈。因此，人必須非常嚴格地遵循使徒傳系的各項原則。」 

——《奉愛的甘露》第14章，做奉愛服務的資格  

       我們在前一章已經研究了啓迪靈性導師（dīkṣā guru ）的資格。在本章中，
我們將看看經典的參考中關於偏離發生的原因，偏離者的地位和跟隨偏離者的
結果，並且如何糾正這種情形，以及如何對待真實、真誠的奉獻者與嫉妒者。 

     

3.1 導致偏離的原因 
  

        首先，在一般情況下為什麼會發生偏離？ 

        「人類社會最主要的事情是每時每刻想著至尊人格首神，成為祂的奉獻者，
崇拜至尊神和在祂前面頂拜。靈性導師(ācārya)是至尊主授權的代表，他建立這
些原則，但當他隱跡時，情勢再次變得混亂。靈性導師的優秀的門徒，通過真
誠的遵守靈性導師的訓示來試著去擺脫現況。」 

——《聖典博伽瓦譚》4.28.48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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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靈性導師(ācārya)在世時，他可以有效地糾正一個任性的的門徒，並使事
情回到正軌。聖帕布帕德在無數場合做到了。但當靈性導師(ācārya)隱跡時，執
行他的使命的責任完全放在他的門徒身上。他們的真誠發揮最大的作用。如果
一個門徒故意不服從啓迪靈性導師的教導，如果沒有可以勝任的資深訓示靈性
導師來糾正這種情況，那麼會一片混亂。這就是在聖帕布帕德的運動中所發生
的事。  導致偏離的心理在下面的《採坦亞.查瑞查密坦》解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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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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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那些試圖達到完美的人，與奉愛藤蔓一同成長的一些不必要的藤蔓
是指不能接受的行為的藤蔓，即為外交行為、動物殺戮、世俗的投機活動、世
俗的崇拜和世俗的重要地位。這些都是多餘的藤蔓。」 

——《採坦亞.查瑞查密坦.瑪迪亞.麗拉》19.159 

        「我本人可以肯定的說，我們的確在某種程度上企圖控制大局。對此我謙
卑地乞求大家的寬恕。[...]這就是受到條件限制的本性。這種本性發展到極點
時，下列的問題便暴露出來了：「靈性導師（Guru），噢，妙極了！現在我就
是靈性導師（Guru）而且只有我們11個人。」 

——Tamāla Kṛṣṇa  的自白，03/12/1980 

       當一個進步中的奉獻者獲得這些和靈性導師(ācārya)與至尊主的願望分離的
不必要的慾望，他被認為是一個分離主義者。這樣的人做了違背靈性導師訓令
的最大冒犯。他的奉愛服務可以理解為處於激情屬性和愚昧屬性之中。因此，
他變得嫉妒靈性導師(ācārya)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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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在嫉妒、驕傲、暴力和憤怒下所履行的以及分離主義者所履行的
奉愛服務，被視為處在愚昧屬性中。」 

——《聖典博伽瓦譚》3.29.8 

viṣayān abhisandhāya yaśa aiśvaryam eva vā 

arcādāv arcayed yo māṁ pṛthag-bhāvaḥ sa rājasaḥ  

         「分離主義者懷著為了物質享樂、名望和財富的動機，在廟宇內崇拜神像，
這是處於激情屬性下的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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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典博伽瓦譚》3.29.9 

         這樣的奉獻者被認為是三流奉獻者。 

arcāyām eva haraye pūjāṁ yaḥ śraddhayehate 

na tad-bhakteṣu cānyeṣu sa bhaktaḥ prākṛtaḥ smṛtaḥ 

         「誠心誠意從事於廟宇里的神像崇拜的奉獻者，但是卻對其他奉獻者或普
通大眾的行為不正確，稱為一個物質主義奉獻者（prākṛta -bhakta)，並且被視
為是處在最低層面（三流層面）。」	

——《聖典博伽瓦譚》11.2.47 

tato ’rcāyāṁ hariṁ kecit saṁśraddhāya saparyayā 

upāsata upāstāpi nārthadā puruṣa-dviṣām 

        「有時，一位初級奉獻者供奉所有隨身物品用來崇拜主，且他事實上崇拜
主為神。但是他嫉妒主維施努授權的奉獻者，因此主對他的奉獻服務絕對不滿
意。」 

——《聖典博伽瓦譚》7.14.40 

       人一旦處於三流層面，那他就會墮落。 

       「在奎師那知覺的第三流人可能墮落，但當人處在第一、二流時，則不會
墮落。」 

——《博伽梵歌原意》9.3要旨 

       只要一個人沒有遵循聖帕布帕德給我們的嚴格規定 — 念頌16圈、遵守四規
範守則、早起參加燈儀，並且參加完整的早上程序直到《聖典博伽瓦譚》的課
程；稍後從事各種其他服務，每天閱讀聖帕布帕德的書 —— 這個人一定會保持
在第三流層面。只要一個人在第三流層面，他必然會因為他的不完美行為對其
他奉獻者造成問題。  

       在ISKCON的問題是資深的大部分奉獻者們，由於墮落已經被證明他們自己
在第三流層面。如果這樣穿著靈性導師的外衣的人們來帶領這門運動，結果會
是什麼？ 徹底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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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偏離者與他們的追隨者的處境  

        毫無疑問，瑪亞（Māyā）非常強大。因此，有時托鉢僧也可能墮落。但真
正的靈性導師永遠不會墮落。重要的是要再次記住真正的靈性導師是具有資格
的並由他的靈性導師授權。 

       在ISKCON歷史上，自1977年以來，有許多靈性導師墮落。如果他們墮落，
他們是屬於哪一類奉獻者？顯然是三流奉獻者。他們怎麼能成為靈性導師？  

  

       如果他們真正獲得聖帕布帕德的授權，在神聖的使徒傳系中成為他的繼承
人，那為何他們會首先墮落呢？其中一些已正式公開墮落，但許多其他人，雖
然墮落，並沒有正式公開標記為這樣；因為在ISKCON墮落不知何故只是與不
當的性行為有關。 

        從奉愛服務墮落可意味著冒犯者最終會成為一個感官享樂者和/或一個非人
格主義者。騷巴瑞.牟尼（Saubhari Muni）冒犯了主維施努偉大的隨從嘎茹達
（Garuda），因此成為了一個感官享樂者，甚至在他處於練習瑜伽的成熟層面
後，還娶了50位公主。茹阿瑪禪卓.普瑞（Rāmacandra Purī），他是偉大的靈性
導師瑪達文朵.普瑞（Mādhavendra Puri）的門徒，通過冒犯他的靈性導師，他
成為了一個假象宗(Māyāvādī )非人格主義者。我們必須在這些例子中吸取教
訓。現今這兩個結果都在ISKCON被觀察到，但是有非人格主義傾向在某種程
度上不被認為是偏離或墮落。 

      此外，由於聖帕布帕德從來沒有賦予任何人權力成為一個啓迪靈性導師
（dīkṣā guru），只是通過異想天開地從事這樣的職位或通過困惑的GBC的建
議，一個人已經被認為在聖帕布帕德的蓮花足下播下了冒犯的種子；只有時間
會揭露後果，即使它現在沒有。我們不是為這樣的墮落祈禱，但我們敘述冒犯
純粹奉獻者和ISKCON創始人靈性導師（Ācārya）自然的後果。 這裡有一些關
於棄絕訓令的行為規範已被現今很多所謂的靈性導師們（gurus） 違反，因為他
們冒犯聖帕布帕德。	

padāpi yuvatīṁ bhikṣur na spṛśed dāravīm api 

spṛśan karīva badhyeta kariṇyā aṅga-saṅgata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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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人不應該觸碰年輕姑娘。事實上，他甚至不應該讓他的腳碰一個女人
形狀的木制玩偶。藉由與女人有身體接觸，他一定會被幻象俘獲；就像公象被
母象捕俘獲，因為公象渴望觸摸母象的身體。」 

——《聖典博伽瓦譚》11.8.13 

strīṇāṁ nirīkṣaṇa-sparśa-saṁlāpa-kṣvelanādikam 

prāṇino mithunī-bhūtān agṛhastho 'gratas tyajet 

        「那些沒有結婚的人——托鉢僧、瓦納帕斯塔和貞守生——不應該通過掃
視、觸摸、交談、開玩笑或兒戲地與女人聯誼。他們也不應該和忙於從事性活
動的任何生物體聯誼。」 

——《聖典博伽瓦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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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棄絕階層中人若不根除他們心中的物質慾望，不留下蛛絲馬跡，他們仍
不純淨，因而您不允許他們瞭解您。雖然您就在他們的心中，但對他們而言，
您彷彿掛在某人脖子上的寶石，被那人忘得一乾二淨。主啊，那些只為感官享
樂而修習瑜伽的人，今生來世必橫遭懲罰；死亡不會放過他們，您的國度，他
們不能到達。」 

——《聖典博伽瓦譚》10.87.39 

        「偽裝的宗教家沒有知識，也沒有棄絕物質業報，以利他主義、人道主義
為名，假象宗教原則為名，在物質捆綁的黃金枷鎖下過活。他們以虛假的宗教
情操，上演奉獻服務，同時沈溺於各種不道德的活動。這樣，他們便成為「靈
性導師」和「至尊主的奉獻者」。這些違背宗教原則的人，無視權威的靈性導
師（ācārya）——使徒傳系中以身作則的神聖導師。誤導大眾，自奉為靈性導
師卻連靈性導師的原則也不遵守。 

        這些無賴是人類社會中最危險的分子。因為沒有制定宗教標準原則的政府，
他們便可以為所欲為，沒有人把他們繩之於法。可是，他們並不能逃脫至高無
上的法律。至尊主很清楚地在《博伽梵歌16.9-20》宣言，那些穿著宗教傳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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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衣的邪惡者會掉進地獄中最黑暗的深淵，《至尊奧義書》證實，這些偽裝的
宗教家，以宗教傳教者的身份自居，只為滿足感官享樂的追求，在這場扮演宗
教家的戲演完之後，便墮進宇宙中最令人厭惡的地方。」 

——《至尊奧義書》曼陀羅十二，要旨 

śruti-smṛti-purāṇādi-pañcarātra-vidhiṁ vinā 

aikāntikī harer bhaktirutpātāyaiva kalpate 

       「無視奧義書（Upaniṣads）、宇宙古史（Purāṇas）和《拿拉達之五祭》
（Nārada-pañcarātra）等權威韋達經典的所謂對主的奉獻服務，只是對社會的無
謂騷擾。」 

——《奉愛甘露之洋》 

         那些這樣冒犯者的追隨者的最終命運是什麼？       	

teṣāṁ kupatha-deṣṭṝṇāṁ patatāṁ tamasi hy adhaḥ 

ye śraddadhyur vacas te vai majjanty aśma-plavā iva 

        「墮入愚昧並通過引領人們走毀滅之途而誤導大眾的領袖，事實上是登上
了一條石船，那些盲目跟從他們的人也如此。石船無法在水面上漂浮，而是與
乘客們一起沈入水中。同樣，誤導大眾的人去地獄，他們的追隨者也隨之而
去。」 

——《聖典博伽瓦譚》6.7.14 

3.3 如何糾正這種情況︖ 
  

        答案很簡單。人們應該停止違背聖帕布帕德，並遵循祭司（ṛtvik）的代理
啓迪制度。如果ISKCON的領導人能做到這一點，這是他們可以做的最好的事
情，我們將永遠感激他們。 

        但是，如果他們不這樣做，我們就不能支持他們的罪行。 我們別無選擇，
只能獨立於他們，與志同道合的奉獻者一起認真地恢復聖帕布帕德作為唯一的
啓迪靈性導師（dīkṣā guru），直到ISKCON的管理層明白他們的愚蠢並選擇糾
正它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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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那些有意更正這種情況的人，首先要注意的是，靈性導師的訓示是門
徒的最高指導原則。 他的訓示不應該被忽視。	

ācāryaṁ māṁ vijānīyān navamanyeta karhicit 

na martya-buddhyāsūyeta sarva-deva-mayo guruḥ 

        「人們應該知道靈性導師（ācārya）是我本身（指至尊主），從不以任何
方式不尊重他。人們不應該嫉妒他，認為他是普通人，因為他是所有半神人的
代表。」 

——《聖典博伽瓦譚》11.17.27 

mahatāṁ bahu-mānena dīnānām anukampayā 

maitryā caivātma-tulyeṣu yamena niyamena ca 

       「純粹的奉獻者應該通過向自己的靈性導師和先前靈性導師們（ācāryas）
致以最大的敬意來履行奉愛服務。他應該對窮人表示同情，與那些跟他平等的
人建立友誼，但是他的所有活動都應該在規範和感官的控制下去執行。」 

——《聖典博伽瓦譚》3.29.17 

        「靈性導師和至尊人格首神一樣好，因此，一位十分嚴肅地追求靈性進步
的人必須如此看待靈性導師。對這種觀點的甚至輕微的偏離也能對門徒的韋達
研究和苦行造成災難。」 

——《聖典博伽瓦譚》7.15.27要旨 

        因此，一個人應該徹底地研究被文件和經典證據所支持的祭司（ṛtvik）的
代理啓迪制度，並且相信它的真實性，然後向真誠的奉獻者公開地談論它。	

       如果一個人拒絕偏離ISKCON協會，可能會害怕冒犯了資深的外士納瓦，但
在ISKCON誰會是比聖帕布帕德更資深的外士納瓦呢？ 我們如何能在他的蓮花
腳上犯罪或容忍別人這樣做？ 如果這樣的人故意冒犯聖帕布帕德，那麼任何人
怎麼能被稱為外士納瓦呢？ 這些應該是一個真誠的奉獻者需要考慮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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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如何應對有反對意⾒的⼈︖ 

       對於一個無知的人，我們可以用這本小冊子中提出的經典支持我們的觀
點。 但是可能有許多人強烈不同意祭司（ṛtvik）的代理啓迪制度，雖然它完全
由聖帕布帕德的授權。 以下詩節告訴我們如何應對他們。	

na sabhāṁ praviśet prājñaḥ sabhya-doṣān anusmaran 

abruvan vibruvann ajño naraḥ kilbiṣam aśnute 

       「睿智明達之人若知道參與者行為不當，就不該進入會場。他一旦進入會
場，就不會說真話，而是謊話連篇，佯裝無知。如此，他必招致罪惡。」 

——《聖典博伽瓦譚》10.44.10 

nindāṁ bhagavataḥ śṛṇvaṁs tat-parasya janasya vā 

tato nāpaiti yaḥ so pi yāty adhaḥ sukṛtāc cyutaḥ 

       「誰若聽到有人斥責至尊主或他忠誠的奉獻者，而不立刻離開那個地方，
必沈淪墮落，喪失他虔誠活動的善報。」 

——《聖典博伽瓦譚》10.74.40 

īśvare tad-adhīneṣu bāliśeṣu dviṣatsu ca 

prema-maitrī-kṛpopekṣā yaḥ karoti sa madhyamaḥ 

       「中級或二流奉獻者叫做madhyama-adhikārī。他深愛至尊人格首神，是主
所有奉獻者的摯友，憐憫愚昧無知的人，漠視嫉妒至尊人格首神的人。」 

——《聖典博伽瓦譚》11.2.46 

       同樣，一個人也應該忽略那些嫉妒最高主純粹的奉獻者，如聖帕布帕德。 
換言之，如果一個人挑戰了作為ISKCON唯一的啓迪靈性導師（ dīkṣā guru ）聖
帕布帕德的地位，他被認為是嫉妒聖帕布帕德，並應被忽略或忽視。	

mahatāṁ bahu-mānena dīnānām anukampayā 

maitryā caivātma-tulyeṣu yamena niyamena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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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粹的奉獻者應該通過向自己的靈性導師和先前靈性導師們（ācāryas）
致以最大的敬意來履行奉愛服務。他應該對窮人表示同情，與那些跟他平等的
人建立友誼，但是他的所有活動都應該在規範和感官的控制下去執行。」 

——《聖典博伽瓦譚》3.29.17 

       「成熟的理解和共同的興趣，是人們建立牢固友誼的基礎。具備這兩點的
人是「同一個階層的人」（sva jāti）。奉獻者應該避免與品德未達到標準的人
交往、聯誼，哪怕他可能是一位外士納瓦（Vaiṣṇava ）或是一位奎師那的奉獻
者；如果他的品格不夠好，就要避免與他交往。人應該穩定地控制感官和心意，
嚴格遵守規範守則，應該跟有相同標準的人建立友誼。」 

——《聖典博伽瓦譚》3.29.17，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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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 

              我們希望這份紀錄的匯編和經典的證據使你信服聖帕布帕德作為ISKCON
唯⼀的啓迪靈性導師（dīkṣā guru ）的無可爭議的地位，特別是即使在他的隱跡
後。 任何⼈的任何關於「祭司（ṛtvik）的代理啓迪制度不被任何⽂件、經典或
使徒傳系所⽀持」的聲明，應該被視為毫無根據的。	

       然而，在閱讀了所有這些之後，如果人們仍然不相信這些訓示 和/或 通過
不堅持授權的祭司（ṛtvik）的代理啓迪制度來故意違背聖帕布帕德的訓示，下
面的《博伽梵歌原意》詩節揭示了他們的命運 。	

ajñaś cāśraddadhānaś ca saṁśayātmā vinaśyati 

nāyaṁ loko ’sti na paro na sukhaṁ saṁśayātmanaḥ 

  

        「愚昧而無信仰的人懷疑啓示經典，不會獲得神的知覺，反而會墮落。無
論今生還是來世，這些心存懷疑的靈魂都毫無快樂可言。」 

——《博伽梵歌原意》4.40 

yaḥ śāstra-vidhim utsṛjya vartate kāma-kārataḥ 

na sa siddhim avāpnoti na sukhaṁ na parāṁ gatim 

        「人拋棄經典的訓示，隨心所欲地行事，既不能取得完美，也無法得到快
樂，更與至高無上的目的地無緣。」 

——《博伽梵歌原意》16.23 

	 	 	 	 	 	 	  話雖如此，如果你需要任何進一步的說明，請不要猶豫發送電子郵件至下
列郵箱。  
英文郵件：admin@srikrishnamandir.org. 
中文郵件：admin@krishna.com.tw	

所有榮耀歸於聖帕布帕德！哈瑞奎師那！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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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   聖帕布帕德的遺囑聲明 

 （還原件） 

 Ａ . Ｃ．巴提韋丹塔 · 斯瓦米 

國際 Kṛṣṇa 知覺協會 

始創導師 / 靈性導師： 

中心：北方邦，溫達文，臘瑪納瑞提， 

巴提韋丹塔斯瓦米路，  

奎師那 – 巴拉臘瑪廟 

時間：1977年6月 

遺  囑 

       本人——國際 Kṛṣṇa 知覺協會的始創導師、巴提韋丹塔（Bhaktivedanta）書
籍信託公司的裁決者以及 唵 · 維施努帕德 ·108 施瑞 · 施瑞 瑪德 · 巴提希丹塔.薩
臘斯瓦提 · 哥斯瓦 米 · 瑪哈拉傑 · 帕布帕（ Om Viṣṇupāda  108 Śrī Śrīmad 
Bhaktisiddhānta Sarasvatī Gosvāmī Mahārāja Prabhupāda ）的門徒—— Ａ.Ｃ巴提
韋丹塔 · 斯瓦米 · 帕布帕 (A. C. Bhaktivedanta svāmī Prabhupāda），現居溫達文
（ Vṛndāvana ）之聖 奎師那 - 巴拉臘瑪（Śrī Kṛṣṇa -Balarāma）神廟。茲定立遺
囑如下： 

1.管理委員會（ GBC ）將是整個國際 Kṛṣṇa 知覺協會的終極管理權威。 

2.每間廟宇都將是ISKCON的財產，為三位執行管理者共同掌管。管理制度將按
現時的體制繼續執行，無須作出任何改變。 

3.印度各地的財產將由下列執行管理者分別掌管： 

   a）聖瑪亞普爾達摩（ Śrī  Māyāpur Dhama ）、帕尼哈堤（ Pāṇihāṭī ）、哈里
達斯普爾（ Haridaspur ） 及加爾各答(Calcutta)的財產:由Gurukṛpā svāmī、
Jayapatākā svāmī 、Bhavānanda svāmī 及 Gopal Kṛṣṇa das adhikārī共同掌管； 

   b）溫達文（ Vṛndāvana）的財產：由Gurukṛpā svāmī、Akshoyananda svāmī及 
Gopal Kṛṣṇa das adhikārī 共同掌管； 

   c）孟買的財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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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產 ：由Gour Govinda svāmī、Jayapatākā 
svāmī  及Bhagavat das Brahmachārī共同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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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處選定的執行管理者終身受任。如上述任何一位管理者身故或出於任何
原因，無法履行其職，余下之管理者可任命一位或多位管理者繼任，條件必須
是：新任管理者為本人啓迪的門徒，且能嚴格遵守詳載於本人書中之國際奎師
那知覺協會的所有規範守則；而且每次絕不少於三名或多於五名執行管理者共
同處事。 

4.本人創辦、發展及組織了國際奎師那知覺協會，故立遺願如下：印度ISKCON
名內的任何不動產均不可抵押、借用、出售、轉讓，或以任何形式抵押、變賣
或讓渡。本訓示不可撤消。 

5.印度以外的財產原則上不得抵押、借用、出售、轉讓，或以任何形式進行抵
押、變賣或讓渡。如確有所需，上述財產在抵押、借用或出售等前必須徵得共
同掌管某一特定財產之 GBC 管委會成員的一致同意。 

6.印度以外的財產及與之相關的 GBC 管委會成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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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夏威夷、東京及香港的財產：由 Guru kṛpa svāmī 、Rameswara svāmī及 
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共同掌管； 

  c）墨爾本、悉尼及澳大利亞農場的財產：由 Guru kṛpa svāmī、Guru kṛpa 
svāmī 及 Ātreya ṛṣi 共同掌管； 

  d）英格蘭（ 倫敦 · 拉特列）、法國、德國、荷蘭及瑞典的財產：由Jayatīrtha 
das adhikārī、Bhagavān das adhikārī 及 Harikeśa svāmī 共同掌管； 

  e） 肯尼亞、毛里求斯 、南非的財產：由Jayatīrtha das adhikārī、Brahmānanda 
svāmī 及 Ātreya ṛṣi 共同掌管； 

  f）墨西哥、委內瑞拉、巴西、哥斯達黎加、秘魯、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及智
利的財產：由 Hṛdayānanda Gosvāmī 、Pañca dravi 

a svāmī 及 Brahmānanda svāmī 共同掌管； 

  g）喬治城、圭亞那、聖多明尼各及聖奧古斯丁的財產：由 Ādi keśava svāmī、 
Hṛdayānanda Gosvāmī 及 Pañca dravi 

a svāmī 共同掌管； 

  h）溫哥華、西雅圖、伯克利及達拉斯的財產：由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
Jagadīśa das adhikārī 及 Jayatīrtha das adhikārī 共同掌管； 

  i）洛杉磯、丹佛、聖地亞哥及拉古納海灘的財產：由 Rameśvara svāmī、
Satsvarūpa dāsa Gosvāmī及Ādi keśava svāmī 共同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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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紐約、波士頓、波多尼各、羅亞爾港、聖路易斯及聖路易斯農場的財產：
由 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Ādi keśava svāmī 及Rameśvara svāmī 共同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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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華盛頓 D.C. 巴爾的摩、費城、蒙特利爾及渥太華的財產：由 Rūpānuga das 
adhikārī 、 Gopal Kṛṣṇa das adhikārī 及Jagadīśa das adhikārī 共同掌管； 

  m）匹茲堡、新溫達文、多倫多、克利夫蘭及布法羅的財產：由 Kīrtanānanda 
svāmī、 Ātreya ṛṣi 及 Balavanta das adhikārī 共同掌管； 

  n）亞特蘭大、田納西農場、蓋恩斯維爾、邁阿密、新奧爾良、密西西比農場
及休斯頓的財產 ：由 Balavanta das adhikārī 、 Ādi keśava svāmī 及 Rūpānuga das 
adhikārī 共同掌管； 

  o）菲濟的財產：由 Hari śauri 、 Ātreya ṛṣi及Vasudev 共同掌管。 

7 .本人宣佈並確認本人名下的所有動產與不動產，包括各銀行內活期存款賬
戶、儲蓄賬戶及定期存款賬戶，均為國際 Krsna 知覺協會的資產。除非日後獲
許，我生前的後嗣及繼承人，或任何通過其宣稱為本人的後嗣及繼承人者，無
論如何均無權利要求擁有這些財產及其利息。 

8 .儘管以本人名義在各銀行存入的財產全供ISKCON使用，並屬ISKCON擁有，
但本人保存了若干存款，並專門為本人生前的家庭成員（兩個兒子、兩個女兒
及遺孀），撥出每人每月一千盧比的定期津貼。本人生前的家庭成員去世後，
這些特別的存款（基金、利息及儲蓄）將成為ISKCON的財產，用於信託基
金；而本人生前的家庭後裔或任何通過自稱為本人後裔者，均不獲許再獲得任
何津貼。 

9. 茲指定 Guru kṛpa svāmī 、 Hṛdayānanda gosvāmī 、 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 
Rameśvara svāmī 、 Gopal Kṛṣṇa das adhikārī 、Jayatīrtha das adhikārī 及Giriraj das 
brahmacāry 作為本遺囑之執行人。本人於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立此遺囑，期間
本人完全神智清醒、心意健全，沒受任何強迫、勸誘。 

證人： 

Ａ . Ｃ．巴提韋丹塔 · 斯瓦米  

  

        以上遺囑由聖帕布帕德親手署名，並由以下人員蓋章作證 : 塔瑪勒•奎師那•
哥斯瓦米 (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 、 博伽梵 •達斯 • 阿迪卡里 (Bhagavan das 
Adhikari) 及其餘數名證人。（各人署名見原件） 

   

遺囑修訂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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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國際 Kṛṣṇa 知覺協會的始創導師、巴提韋丹塔（Bhaktivedānta ）
書籍信託公司的裁決者以及 唵 · 維施努帕德 · 108 施瑞 · 施瑞瑪德 · 巴提希丹塔 
·薩臘斯瓦提 · 哥斯瓦米 · 瑪哈拉傑 · 帕布帕（Om Viṣṇupāda Paramahaṁsa 
Parivrājakācārya 108 Śrī Śrīmad Bhaktisiddhānta Sarasvatī Gosvāmī Mahārāja 
Prabhupāda）的門徒—— Ａ . Ｃ . 巴提韋丹塔 · 斯瓦米 · 帕布帕，現居溫達文之
聖奎師那 - 巴拉臘瑪廟。茲在此定立遺囑及遺囑修改附錄，以表明本人的遺
願，並澄清本人先前於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所立遺囑內的某些內容。由於所述
內容在某種程度上不太清晰，特此補遺如下： 

       本人於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定立遺囑，內附條款若干。根據遺囑第八點，
其中一項是關於對 Sri M.M. De 先生、Brindaban Chandra De 先生、Bhakti Lata 
De小姐及 Smt. Suluxmana Dey 女士（本人當居士時所生子女），以及 Smt. 
Radharani De女士（本人尚為居士時之妻）之生活津貼。經慎慮，本人感到該點
未能完全表達本人之意願，茲特意在此作出遺訓：關於 Smt. Radharani De 女
士，ISKCON 的有關領導將以該協會的名義，在任何其認為安全可靠的銀行開
設一個為期七年、金額為十二萬盧比的定期存款帳戶。De 女士可從這筆存款
中，獲得一千盧比的月息作為其生活費用，但此利息不能為其任何後嗣所得。
De 女士去世後，利息須歸 ISKCON 所有，並經 ISKCON 的有關領導作恰當考
慮後，供該協會所需之用 12。 

   

       關於 Sri M. M. De 先生 、Sri Brindaban Chandra De 先生、 Smt. Suluxmana 
女士及Bhakti Lata De 小姐，ISKCON 將分別在銀行開設四個為期七年、數額為
十二萬盧比的定期存折；上述四人可從每本存折中至少獲取每月一千盧比的利
息。然而，各人只能從其各自定期存折所產生之一千盧比的利息中支取二百五
十盧比。而余下之七百五十盧比將再次以其各自之名，另開定期存折，存期七
年。這些以月息七百五十盧比所開之定期存折在頭七年存期滿後，上述四人必
須將存款總額投資於政府證券，再開定期存折或用於政府的任一公積金計劃，
或者購買不動產，以確保此筆金額保存無損。然而，若上述四人中之任何一位
違反上述條件，將上述金額另作它用，ISKCON 的有關領導將隨時停止支付其
源自金額為十二萬盧比之定期存折中之每月生活費用；反之，違約者還須把數
目為一千盧比的月息，上交巴提韋丹塔•斯瓦米（Bhaktivedānta svāmī）信託基
金。此筆金額只可給予與本人生前有關之上述四人使用，並在其各自的有生之
年內獨自使用。特此澄清。 

       本人已指定某些執行人負責執行本遺囑。茲再添加本人門徒 Sri Jayapataka 
Swami 連同本人定立於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遺囑內之其他人員，作為本人遺囑
的執行人。Śrī Jayapatākā 現居西孟加拉 拿迪亞（Nadia）地區之聖 瑪亞普爾 · 
燦陀羅多亞（Śrī Māyāpur Chandrodaya）廟。本人在此另立遺訓，囑託本人任
命之各位執行管理者，將有權共同或單獨根據本人遺囑履行其各自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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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修正本人於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所定立之遺囑，形式如上。本遺囑在其
餘各方面均告有效，且將永久生效。 

       本人於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五日作此遺囑修改附錄，期間本人完全心智健全，
問心無愧，沒受任何強迫、勸誘。 
   
證人： 

  （各人署名見原件） 

Ａ .C. 巴提韋丹塔 · 斯瓦米 

 （A.C. Bhaktivedānta svām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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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  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的⾃⽩書  

——1980年12⽉3⽇ 

        Tamāla Kṛṣṇa gosvāmī：幾天前，我感悟到某種東西。［……］聖帕布帕德
顯然說過很多遍，他的靈性導師(Guru Mahārāja)並沒有任命什麼繼承人。
［……］即使在聖帕布帕德的書籍裡面，他也只是說靈性導師(guru)意味著資格
的具備。［……］ 

       靈感的產生是由於我心存疑問，因此奎師那(Kṛṣṇa)替我解開心結。事實上，
帕布帕德從未委任過什麼靈性導師(guru)，他只委任了十一位 / 祭司(ṛtviks ) 。
他從未委任過這些人當靈性導師(guru)。近三年來，我本人和其他 GBC 成員給
這場運動造成了莫大的損害，因為我們將委任「祭司(ṛtviks )」詮釋為委任靈性
導師(gurus)。 

       我會解釋事情的原委。我曾對此事作過解釋，但當時的詮釋是錯誤的。事
情的經過是：帕布帕德曾說過，他可能會委任某些人當祭司們(ṛtviks) 。所以基
於各自的理由， GBC 們會了面，並到聖帕布帕德那裡—— 其中我們有五、六
個人。（這裡指的是一九七七年「五·二八」談話）。 我們問他：「聖帕布帕
德，您去世後，如果我們收門徒，他們究竟是誰的門徒，是您的門徒還是我們
的門徒呢？」 

        後來，申請接受啓迪人員的名單似雪片飛來，積壓成堆。於是我問他：「聖
帕布帕德，您曾經提及 ṛtvik 一事，但我不知怎麼辦才好。本來我們不想到這找
您的，但有好幾百名奉獻者已被提名，現在我手頭上只好壓著所有這些舉薦書。
我不知道您打算如何處理這事。 

        聖帕布帕德答道：「好吧，我會委任大批……」然後他就開始任命他們。
他非常明確地說，他們都是他的門徒。我心裡十分清楚這點，即他們都是他的
門徒。稍後，我問了他兩個問題，第一個是：「 Brahmānanda Svāmī 行嗎？」
我這樣問是因為我對 Brahmānanda Svāmī 懷有好感。［……］聖帕布帕德說：
「不行，除非他有資格，否則不能勝任。」準備打那封信前，我問他（第二個
問題）：「聖帕布帕德，就這麼多人嗎，您是否還想增加一些呢？」。他答
道：「看需要辦吧，可以增加其他人。」 

       現在我明白他那樣做的目的很清楚。他身體有病，不能做啓迪。所以，他
委任了一批祭司（ṛtvik ）代表他啓迪。他委任了十一位，而且，他相當明確地
說：「誰的距離最近，誰便能夠啓迪門徒。」這點極其重要，因為啓迪並不是
誰靠得最近的問題，而是心之所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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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哪個人懷有信心，你就從他那裡接受啓迪。然而，祭司舉祭時，這
就是哪一個的距離與你最近的問題了，且他講得十分清楚；他委任了他們。他
們分布在世界各地，而且他還說：「無論哪一位祭司(ṛtvik) 與你們靠的最近，
你們便接近那個人，他們會檢驗你們。然後，他會代表我進行啓迪。 

       問題並不是你必須把信心建立在那個人身上，絕對不是。信心必須建立在
靈性導師(guru)身上。聖帕布帕德說：「為了管理這場運動，我必須成立 GBC 
委員會，我會任命以下人員。為了繼續讓加入我們這場運動的人獲得啓迪，我
必須任命一些祭司來協助我，因為［……］我本人不能親自管理每一個人。」 

       這就是整件事情的真相，絕對再沒有比此更真實的、更具體的憑證了。你
們可以打包票，假如帕布帕德真的要設立有關靈性導師的制度，他肯定會在臨
終前的那段日子里，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談及此事，原因是，他已無數次提
到這事。他說：「我的靈性導師（Guru Mahārāja ）並沒有委任任何人。成為靈
性導師必須具備資格。」我們犯了一個極為嚴重的錯誤。帕布帕德辭世後，這
十一個人的地位是什麼？［……］  

        帕布帕德告訴我們，並非只是托鉢僧們(sannyāsīs) 才能當代理啓迪者。他
委任了兩個居士(gṛhasta)，至少他們能夠擔任代理啓迪者(ṛtviks )的職位，以此
證實了居士(gṛhasta)並不亞於托鉢僧(sannyāsī) 。因此任何在靈性上具備資格的
人——人們向來清楚，靈性導師(guru)在世時他們不能收門徒；但靈性導師隱跡
後，只要你夠資格，而且有人對你懷有信心，你就可以接受門徒。當然，他們
（准門徒）必須徹底清楚如何區分誰才是合格的靈性導師。如果你是一位合格
的靈性導師(guru)，而且，你的靈性導師(guru)已不在世，你便擁有這種權利。
這就如同人能夠傳宗接代［……］。 

        不幸的是， GBC 並沒有意識到這點。他們馬上（揣測，決定）這十一個人
就是甄選出來的靈性導師(guru)。本人可以肯定地說，我們的確在某種程度上企
圖控制大局。對此，我謙卑地乞求大家的寬恕［……］這就是人們受了條件限
制所展示出來的本性。這種本性發展到極點時，下列問題便暴露出來了：「成
靈性導師(guru)啦！噢，妙極了！現在我就是靈性導師(guru)了，而且只有我們
十一個人！」［……］。 

        假如日後我們打算避免發生更多事情，我感到這種覺悟或悟性非常重要。
因為，相信我吧，事情很快就會重演。讓人們逐漸淡忘這些事情，只是時間問
題而已；再次，另一件事很快又會發生（不論是在洛杉磯這裡，還是在別的什
麼地方）。如果你不讓奎師那(Kṛṣṇa) 真正的靈性力量毫無限制地展示出來，這
些事情不久便會連續不斷地發生。 

        我覺得 GBC 委員會應在短時內看清這點，如果他們不瞭解這些真理。你們
不能只舉出那些指出帕布帕德有說 「我委任這十一個人當靈性導師(guru)」 書
信或影帶。他們說的並不存在，因為他從未任命過任何靈性導師(guru)。這是傳
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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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具備足夠的資格，自你接受啓迪那天起，便有權利在你父親（靈性導
師）去世後成為一位父親（靈性導師），並無任命。因為沒有這回事，所以不
需要任何的任命。 

[注釋:在這裡Tamāla Kṛṣṇa 聲稱一個人如果他是合格的，當他的靈性導師離世之
後,就自動繼承。這是他的觀點。但是在這本書的 2.2.2啓迪靈性導師的授權（第 
22 頁），聖帕布帕德清楚說明，除了有資格，一個純粹的奉獻者必須要由他的
靈性導師他本人授權才能成為靈性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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