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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倉巴終於讓步了。他焉會不知鄔堅巴之痛

苦，但他疼惜他的聰慧，了解他的倔強，終於決定縱

使自己損壽也讓他到外頭闖一趟，日後自有造化。臨

別依依，流露出不捨之情，語重深長，一再囑咐他不

要急於利眾，又叮嚀他遇到災彰如何化解，知道他不

肯接受糧食時又擔心他日子難過。郭倉巴大概也知道

此刻一別，師徒倆再會無期。

「羌」（chang），藏語原意是「北」，一般指藏
北的「羌塘」草原，但傳記中的「羌」或「羌卡」

（Chang-ka）是指羌塘草原向南伸延至日喀則地區西

部的一片區域，約相當於今日仲巴縣的南部，與尼泊

爾西北接壤。此地其實並非完全荒蕪，是北面的高原

牧民和南面尼泊爾以至恆河流域的貿易通道之一。

●● 日喀則西陲薩嘎縣北部的牧區，此地古時屬拉堆洛西北部範

圍。鄔堅巴由德清頂前往達若措湖，應該經過這一帶。

（李惠玲　攝於 2011 年夏）

無懼飢寒誓苦行遊方

（1253年，水牛年，二十三歲）

前往塔若措湖之心願未遂，鄔師再向法主請准。法

主：「常言道，縱使大英雄也會碰到難關，〔但放心，〕

即使你遊方他鄉，也會遇上善緣。昨夜我夢見二人以小

棒擷取對岸樹上之果實，一人淹死，另一人得到很多成

熟果子。孩子，你會有所成，去一趟罷！釋迦牟尼於尼

連禪河畔苦修六年淨化胎氣，待三十五年其化身始得成

熟，期間並未造福眾生。」

法主對鄔師說：「且看人們受慾念之箭貫穿，受苦

楚磨折而不得解脫。要棄慾念如草芥，於曠野中作苦

行，法性相投者互敬互重，但心智如惡狗的連吠也懶得

花工夫。到處都有兇惡地祇，你可施展威力除魔障。」

其後，與辛波東巴和巴恰結伴啟程前往塔若措湖之

島嶼前，向法主辭行。法主賜各種吃食，但三人只求一

株青麥穗，餘者不受。法主：「光吃這點東西如何使得？

日子難過啊！」之後三人去了羌卡荒原之塔若措小島，

每人除了五藏升乾糧外，沒帶上其他糧食，路上「飲水

吃石」（有啥吃啥）作苦行，有時煮水窪裏的浮萍來吃，

有時吃野獸吃剩之魚骨。鄔師留着一點青稞，節慶時煮

熟與兩同伴作「會供」。一日，三人豎起棍子，蓋上帽，

作會供，然後相約好分頭採集食物後帶回來。三人到不

同之山谷採食，鄔師採得滿袋蕨麻和一些魚肉，辛波東

巴採得滿兩巴掌的蕨麻，巴恰則毫無收穫。之後，巴恰

不再跟他們一起去羌卡，而去了查地之牧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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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傳來酥油味道。翌晨同伴說：「有新鮮酥油

味道，但羌卡空無一人，不可能！」其後每夜如是，氣

味越來越濃。一日，遠處荒原中央出現一些帳篷，之後

帳篷越來越多。二人往化緣，遇到兩名趕羊的孩子，遂

問：「這是誰之帳篷？」答道：「是白利人之營帳。」問：

「我倆打算去化緣，會給否？」答：「會的。」二人來到

山下，一小孩說：「師父你若不歸順，他們會說你倆是

探子，殺了你們。」鄔師問：「向誰歸順？」答：「齊伽

綽甲以及答古班沖。」說罷離去。

見一人策馬而來，二人問：「大爺如何稱呼？往何

處？」那人答：「我叫齊伽，到上方牧童那兒。」鄔師

說：「我倆是山上之修禪者，到您帳中化緣去，想向您

歸順。」齊伽說：「很好，若有人問話，說歸順了齊伽

便可。」說罷離去。跟着又遇上答古班沖率領之白利

人，問二人：「你們可不是探子罷？」答：「我們是山上

的修禪者，歸順了齊伽。」那幫人雖然沒有即時為難二

人，卻把二人團團圍着。此時齊伽策馬馳至，對答古班

沖說：「長官，此人歸順於我，讓我們問話好了，別傷

害他們。」

「白利」，藏語 Be-re或 Bi-ri，漢文史籍又稱「白

蘭」，屬羌族一支，本來生活於青海東南部一帶，

據《新唐書》，此族「勇戰鬥，善作兵，俗與党項

同」1。七世紀時被吐蕃君主松贊干布征服，後來向

南遷徙至今日四川西部甘孜一帶，約 1247年跟隨藏

地降於蒙古，同年薩迦派教主勸說藏人歸順元朝的書

函中說：「我帶領白利人來歸順。」2白利後來疑被

元朝收編為輔助部隊。筆者手上一份郭倉巴傳記文

本提到他晚年居於定日中部巴爾卓（Barjo）之金剛

1  

《新唐書》之〈党

項傳〉附有「白蘭

羌」條。

2  

此書函非常重要，

稱為《薩迦班智達

致烏思藏阿里善知

識大德及眾施主

函》。

林時（約 1256至 1258年），蒙古和白利聯合派兵來

侵，曾作法事驅逐之，這可能就是鄔堅巴於 1253年

所遇之白利兵，由此可見藏地縱使歸降，仍不斷受軍

事威脅。1250年，蒙古對藏西阿里的統治已建立，

《元史．憲宗本紀》提到 1251年蒙哥派人「統土蕃等

處蒙古、漢軍」，這些白利人可能正是當時派去支援

蒙古駐軍的。

1253 至 1254 年鄔堅巴從拉堆洛往藏西阿里路線圖

西藏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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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遂將二人分開帶走問話，由於鄔師已預先囑

咐同伴：「不要說謊，實話實說」，二人口供吻合，都

說「是山上之修禪者，有啥吃啥過日子，今日看到你們

之帳篷，來化緣。」齊伽對手下說：「派人到山上看！」

派去的人看到除了草墊、皮火筒和陶鍋煮食之痕跡外，

別無他物，跟二人所說一致。那幫人於是變得很虔敬，

給他們很多酥油糕和肉乾。鄔師大口地吃，很快便吃得

一乾二淨，同伴把自己那份分給他，鄔師不受，說：

「口中仍有食物之味道，你的一份我不吃。」

其後，來到幾戶黃色帳篷的人家化緣，有很多惡

犬，鄔師解下牦牛皮護足之牦牛皮綁繩，坐在地上以繩

打圈想嚇退惡犬，但無濟於事。一女子打水後到來，想

打退狗兒，不果。鄔師於是停止揮舞綁繩，坐下來，把

己心與狗心作「一味觀」，融合為一，狗不再吠。

次日再往化緣，那女戶主歡迎他們，頂禮並求賜

福。狗隻舔及尾隨二人，好像對主人般熟絡。鄔師向聚

集之所有牧民授「上師瑜伽」、「觀音禪定與誦唸」、「近

住戒」、「八支律儀」等各種善法和戒律。眾人非常虔

敬，不斷頂禮，求賜福，獻上很多酥油糕和肉乾。

有一次，齊伽把剛懂走路之孩兒放在牦牛背的馱子

上，那牛不沿牧區的山路走，卻奔下陡坡。齊伽大喊：

「幫忙抓着那牦牛！」鄔師沒捉得着牦牛，但及時從馱

子上把孩子提起，放在自己肩上，牦牛跟着墮下山崖。

齊伽說：「要不是大師及時相救，我兒必死。」

該地有一凶險之修行洞，洞中遺有昔日修行者之破

衣，大有法力。鄔師感到一頭牦牛在踢打着，並有女子

說：「這牦牛踢我，你不要留此，出去！」次日，以魚

屍作會供，施金剛鐝法，把洞中之地祇驅走。

其後繼續西上，沿途「飲水吃石」充飢，但四天找

不到水。下大雪，鄔師患了雪盲。同伴捧來滿掌青稞，

以化緣缽煮熟來讓他吃。野牦牛也患上雪盲，鄔師須擊

手鼓 3使其知道閃避。在羌卡荒原有啥吃啥，共浪跡九

個月，虔敬心更熾，心智通明，雖有野獸威脅，仍覺滿

有福力。

藏地獒犬（藏獒）是牧民不可缺的守衛犬，體

型巨大而極具攻擊性，對陌生人非常兇猛，對遊方者

造成頗大威脅。直至二十世紀初，藏地的苦行遊方者

上路時大多一手握着禪杖，或另一手持着手鼓，背着

以藤架紮成之行囊。禪杖除了是法器，更是路上作倚

仗和自衛之用，尤其是對付這些惡犬。鄔堅巴捨禪杖

而用牦牛皮綁繩打圈自衛，看來他的揮索技術相當了

得，否則相信已被獒犬咬得體無完膚了。他掌握瞬間

機會從疾跑的牦牛背上攫救孩兒，身手矯健亦可想

而知。

這段日子中，鄔堅巴除了頭頂的破帽，身上的

破袍、腳上的芒鞋和綁腿、懷中的化緣缽、背囊中的

皮火筒和陶鍋外，大概一無所有。嚴寒酷暑，大雪紛

飛，穴居野處，強忍飢寒，也得如是。難得這位數年

前還要兩名僕人陪伴出行的貴家公子不怕艱辛，甘之

如飴，還修持得「心智通明」，感覺「滿有福力」。

修行人要苦行遊方，誠然。

3  

密宗遊方士多有雙

面手鼓，屬法器，

最典型的是以兩片

天靈蓋骨製成，蒙

人皮，鼓腰繫骨

錘，鼓搖動時骨錘

敲打鼓面產生聲

音。



●● 左上：阿里扎達縣境西南方的一段象泉河，象泉河是印度河最

大支流蘇特萊傑河的源頭。

（李惠玲　攝於 2011年夏）

●● 右上：雅魯藏布江源頭馬泉河

（李惠玲　攝於 2011年夏）

●● 左下：尼泊爾西北山區杜爾波（Dolpo）一處山谷，谷地的建築

是 Samling 的苯教寺院。

（Anna Sehnalova　攝於 2012年）

●● 右下：岡底斯山脈的岡仁波齊峰是藏地第一神山，峰頂終年積

雪，被苯教、佛教、印度教和耆那教同時奉為神山。

（胡寶珠　攝於 2011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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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山聖湖旁著書冥想

（1254年夏，木虎年，二十四歲）

其後，穿越杜爾波往四河之源 4——舉世聞名之底

斯神山 5（岡仁波齊峰）。傳說底斯神山是勝樂金剛之

宮殿（道場）。鄔師看到水晶塔中有無量壽宮，在該塔

淨光照耀下，鄔師神智盈明。雖然文獻說底斯全是「冰

柱子」，其實更像白皚皚之水晶。鄔師之同門珠仁堪布

〔正好〕也在，心中正想問：「塔中究竟有啥？」鄔師已

感應到，答：「看不到內部。」

盤踞於這聖地之拉隆、達隆、南波日宗等三處之止

貢噶舉派修行人對鄔師說：「佛弟子，別留在此！」鄔

師唯有離開。

杜爾波（Dolpo）位於今日尼泊爾西北加爾納利

河（Karnali River）源頭（藏地稱「孔雀河」）的荒

僻地區，是喜馬拉雅南坡海拔四五千米的馬蹄形河谷

盤地，三面環山。居民信奉苯教和藏傳佛教，古時與

其北面之藏地關係密切，互通有無。此地冬天漫長而

嚴寒，每年十月至翌年四月完全冰封，因不易攻伐而

多個世紀來較為太平。入冬前，此地居民把牛羊送交

北面，由後藏與阿里之間羌地的牧民照料。往來杜爾

波和羌地之間的通道，年中大部分時間可以通過。相

信鄔堅巴在羌地流浪過冬後，取道杜爾波北面或穿過

東面信奉苯教為主的古國洛曼塘（今日稱「木斯塘」

〔Mustang〕），進入杜爾波。此地是藏地遊方修行者

之苦行勝地，亦以其「伏藏秘域」6聞名，鄔堅巴到

4  

這四河指象泉河（印度

河最大支流蘇特萊傑

河〔Sutlej〕源頭）、獅
泉河（印度河源頭）、

馬泉河（雅魯藏布江源

頭）、孔雀河（尼泊爾

加爾納利河〔Karnali〕
源頭）。

5  

「底斯神山」是指位於

阿里普蘭縣（Purang）
的岡仁波齊峰（Gang 
Rinpoche），是藏地最
神聖的雪山。所屬的

岡底斯山脈（西方按

梵語稱Mt Kailash）延
綿一千六百多公里，

由阿里西北部伸延至

前藏的念青唐古拉山

（Nyenchen Thangla）。
此峰是佛教、苯教、印

度教、耆那教共同崇拜

之神山。

6  

「伏藏」（ter-ma），藏
語本意為「埋藏的寶

藏」，指苯教和藏傳佛

教徒在其宗教受到或預

測到劫難時，為免經典

失傳而刻意隱藏起來，

於日後重新發掘出來的

經典。據說蓮花生大師

曾將大量教法尤其是密

宗經典存封於地、水、

火、風、空等自然環境

的秘密聖地以至異次元

空間和人的意識深處。

此，大概是想找進入香巴拉秘境的路徑。

阿里的岡仁波齊峰是藏地最神聖的雪山，峰頂

終年積雪，據說從沒有人敢攀爬。傳統的「轉山」需

時三天，從正南面的山麓起步，佛教徒以順時針方向

登高繞山，沿途誦經並朝拜聖跡，第二天抵達與雪峰

近在咫尺的山頸。鄔堅巴來到神山時是夏天，雪線約

在山頸，他所說的「水晶塔」即指這雪峰。善信登上

神山作巡禮看來沒受阻擾，但打算在神山居停卻是另

一回事。

噶舉教派之支派止貢噶舉為擴張勢力和根據

地，於 1190至 1215年間先後派遣三批門人至藏西阿

里，其中 1206年和 1215年這兩次是因為前藏饑荒所

致。自吐蕃王朝於九世紀覆亡，衛藏長期分裂，形成

多個世紀以來地方豪強結合佛教教派割據統治的局

面，各方均積極拓展據地。十一世紀以後，阿里的岡

底斯神山一帶全屬噶舉派勢力範圍，十二至十三世紀

中期更差不多為止貢噶舉派所壟斷。大批止貢派門人

單獨或成群前往阿里，盤踞神山聖湖一帶，並受當時

「阿里三圍」7統治者所支持。郭倉巴曾於 1210年代

中期在此地居停三年，也像鄔堅巴一樣被驅逐。明顯

當時止貢派門人不但敵視薩迦派，對同屬噶舉派而勢

力日大的竹巴噶舉也非常不友善。1240年，窩闊台

委任總督治理藏西 8，把管治權交給止貢教派。鄔堅

巴在 1254年來到此地時，全藏西已屬止貢派管治領

域，對鄔堅巴之敵意是意料中事，鄔堅巴看來似乎完

全接受這事實，沒有反抗，起碼在傳記中沒有埋怨。

7  

「阿里三圍」，藏

文原意「領地三

環」，指藏西阿里

的三個政權：雪山

環繞之瑪域、湖

泊環繞之普蘭、岩

石環繞之古格。

十三世紀中期，元

朝在藏地設立「烏

思藏納里速古魯孫

等三路宣慰司都元

府」，其中「烏思

藏」即衛藏，「速

古魯孫」即藏語

「阿里三圍」之音

譯。

8  

這總督之位，藏

語稱「南薩巴斯」

（Namsa Pashi）。



●● 左上：哲日普寺（Drira● Phuk）位於岡仁波齊峰背面（北面），

創建者是竹巴噶舉派「上竹巴系」教主郭倉巴，現時寺院內供

奉有郭倉巴像。圖中雪峰即岡仁波齊峰雪頂。

（胡寶珠　攝於 2011年夏）

●● 左下：岡仁波齊峰前方山坡上的江扎寺（Gangdrak）是位於「內

轉經道」的寺院，是止貢噶舉派十二世紀時所創建。

（李惠玲　攝於 2011年夏）

●● 右圖：岡仁波齊峰西北面的扎達縣象泉河一帶，是古格王朝所

在。鄔堅巴的傳奇沒提到「古格」（Guge）之名，卻有提及其

十一世紀的著名僧王益西沃。

（李惠玲　攝於 2011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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鄔師曾經觀想其他神山，都無得着，但在底斯神

山某處觀想則有得着，於是仍留在神山一帶修行。心中

通明，結無限善緣，尤其悟得《時輪》所說外世界、內

金剛、別壇城之神祇三者無別之道理。心中生起本來法

性，於此聖地寫成《內外辨識論》一書。

其時，心中每現善念便撿一小顆白石放下，每現惡

念則撿一小顆黑石放下，後來一顆黑石都不用再撿，鄔

師會心微笑。

底斯神山附近之卡莫拉草原聚集了很多修行人，

良莠不齊。某些懂得藏巴嘉熱大師（竹巴祖師）「勝樂

十三密法儀軌」之修行人，以為鄔師不熟此法，看輕

他，對他說：「你不懂這些儀軌，坐到最後去！」鄔師

但笑不語，心想：「我甚至懂得講授經藏、密續等佛學

寶典！以為我啥都不懂，他只懂唸那竹巴噶舉的『勝樂

十三密法』而已，卻要裝作淵博。」

卡莫拉草原位置不詳，相信位於神山外圍，此

地的修行人大抵很多來自止貢派以外各門派。這次排

擠他的人跟止貢派無關，而是同屬竹巴噶舉派的人，

否則不會懂得竹巴祖師的密法儀軌。修行人良莠不齊

不足為奇，當年在郭倉巴門下已遇到不少，然而這次

鄔堅巴似乎沒有動怒或哀傷，只是一笑置之。經過一

年的野外刻苦遊方和苦思冥想，身心果真如經過爐火

鍛煉，修為終於高了，看通了，情緒不輕易受外間

干擾。

眾人在佛堂就寢，上半夜看到佛堂中有極恐怖之形

體，不知是何物，不斷出沒，尾巴着火，欲破壞修法，

所有人均大力祈福。鄔師暗中施法，眾人均未察覺。鄔

師集中意念，厲目瞪之，妖怪消失。鄔師後來說：「若

非我出手，某些人恐會遭遇障難。」

其後鄔師來到瑪旁雍錯 9聖湖畔，飲聖水並稍作居

停，然後到普蘭峒瑪 10去。三天沒吃東西，飢腸轆轆，

大力拍打一貴夫人之門，人們以為來了瘋子，都嚇得

跑掉。男僕從房子出來，說：「大師別打門，你一定瘋

了，竟連這兒是何處都不曉得！」鄔師：「施我吃喝！」

僕人：「別打門，我往稟告主人。」進去片刻後，拿來

大份施品和大缽糌粑，鄔師唸經迴向。僕人：「夫人說

很崇敬您，奉上這些禮品和糌粑，請你留下作應供喇

嘛。」鄔師：「就這麼一點麵糰和糌粑便要我留下？不

留！」得綽號「普蘭峒瑪的瘋子」。

其時，鄔師施隱身術上路，人、狗都看不到他。取

道普蘭峒瑪，半天便抵達底斯神山之北。

其後，冬天到日土去，獲朗科兄弟三人施捨及供

養，降伏一兇惡地祇。大哥知其有神通後，就家人松石

被偷一事，刻意對外放話：「我有神通喇嘛，若不送還

松石，喇嘛會查出並追究，偷者會受罰。」松石失而

復得。

找遍羌地的塔若湖以至杜爾波一帶，鄔堅巴明

顯找不着《時輪》所說的秘境香巴拉，大概終於相信

香巴拉與他無緣，烏仗才與他有緣。由聖湖北行前往

日土是因為要由阿里西北進入北印度，相信他在攝氏

零下十多度低溫的深秋或初冬所走的是傳統路線，先

向西北走二百公里滿是碎石或已冰封的荒蕪地帶，

至獅泉河和噶爾藏布江交匯處附近之噶爾，再向北

走，穿越整個阿里高原平均海拔最高的部分，走過

一千五百公里的荒野至彭公湖（Pangong Lake）以東

9  

位於普蘭的瑪旁

雍錯湖（Mapam 
Yumtso）及其北
面的岡仁波齊峰，

是藏地最重要和最

著名之一組神山聖

湖，屬淡水湖。

10  

普蘭峒瑪確實位置

不詳，當時神山聖

湖本為普蘭王國屬

地，從傳記所載路

線，估計峒瑪位於

神山聖湖東面近雅

魯藏布江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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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土（Rutog），在這兒度過攝氏冰點以下四十多

度的嚴冬。這片阿里高原上的遼闊地域人煙極稀，沿

途若有缺水缺糧，料不在話下。

傳記說鄔堅巴「施隱身術」上路，只半天便抵

達神山北面，這是傳記首次提到他懂隱身術。姑且假

設普蘭峒瑪位於聖湖以東，以直線計距離岡仁波齊峰

北面也有一百公里，何況實際路徑迂迴曲折，半天便

走畢，縱使真的用上「輕功」也非易事。「隱身」而

不讓惡犬看見，可以理解為避免給惡犬襲擊，但為何

不讓人看到？難道為了避過止貢派門人的耳目？另一

疑問，與鄔堅巴結伴而行的辛波東巴，他的修為較

遜，莫非他也有能力跟鄔堅巴一同「隱身」和以「輕

功」上路？

●● 左圖：神山以西一處草原的羊圈

（李惠玲　攝於 2011年夏）

●● 右上：瑪旁雍錯湖畔紮營的牧民

（李惠玲　攝於 2011年夏）

●● 右下：已荒廢的老普蘭縣城。普蘭是昔日往來藏地和印度的重要商鎮。

（李惠玲　攝於 2011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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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印深山暫避暑修行

（1255年春夏，木兔年，二十五歲）

由〔阿里〕日土西行一個月，鄔師抵達二十四聖地

之一，與金剛身之膝和大腳趾吻合之庫魯和瑪如。一日

走常人七日之腳程，身心皆不覺倦。當地之守護女神，

鼻子滴着膿和血，對鄔師說：「你首先不要留在上師跟

前，其次不要與法友為伴。你哪兒也別去，留在此地，

我照顧你生計。」

鄔堅巴在日土度過嚴冬後，大抵翌年三四月才

再啟程。藏地與印度北部之間有多條天然通道，經分

析後相信他先是回頭向西南走一百多公里，在今日

噶爾縣西陲（藏、印邊界）的都木綽（Demchok）攀

過喀喇昆侖山脈一處山口，來到漢勒（Hanle，今北

印拉達克轄境），然後踏入今日印度北部喜馬偕爾邦

（Himachal Pradesh）境內。這是鄔堅巴第一次離開

藏地。

庫魯（Kullu），是喜馬偕爾邦中部的區域，屬

喜馬拉雅山區。唐玄奘曾遊此地，《大唐西域記》稱

庫魯為「屈露多國」（Kulluta），說釋迦牟尼曾到此

地傳法，印度阿育王曾在此建佛塔。此地自古有不少

藏裔人居住，十世紀末這處之佛教發展達高峰。十一

至十三世紀，這一帶地區先後受藏西多個政權管轄。

至於瑪如（Maru），有學者認為是今日克什米爾和喜

馬偕爾邦交界處的瑪如沃萬（Maru-Wardwan）河谷，

該處至今仍有村莊名 Maru11。十一至十三世紀，此地

11  

陸水林 2007/2008
刊於《中國藏學》

的〈關於《鄔堅巴

行記》中的幾個域

外地名〉，探索了

傳記有關北印度的

一些地名。

●● 上圖：阿里噶爾縣境北部地貌。這裏非常荒涼，放牧的人也極少。

（李惠玲　攝於 2011年夏）

●● 下圖：流經今日獅泉河鎮的一段獅泉河（印度河源頭）。噶爾（Gar）

位於今日獅泉河鎮以南約八十公里的獅泉河畔。

（李惠玲　攝於 2011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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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先後受藏西多個政權管轄，曾是佛學聖地。「勝樂

金剛密法」有印、藏二十四聖地與空行身體各部位相

應之說，藏地修行者視這些聖地為金剛身之表，與內

身壇城的觀修相應。據說庫魯和瑪如正吻合金剛身之

膝和大腳趾。

至於鄔堅巴以「輕功」上路，一日走常人七日

之路程，明顯有點誇大。他用了一個月時間由日土西

行至庫魯，是否真的比常人所需時間快了七倍？當然

不，由日土至庫魯，直線計約六百公里，一個月的腳

程非常合理，若果他真的比常人快七倍，應該五天不

到便走畢全程，而且難道他的同伴也跟得上他的速

度？誇大是藏地聖徒傳記的通弊，相比下鄔堅巴的傳

記已算非常克制，但也難免有此特色。然而，筆者絕

非否定他懂得輕功並偶爾利用輕功上路。據說藏地

一些高僧和得道瑜伽士的確通過氣功的修煉證得此

特殊「成就」，上路時進入禪定狀態，兩足一蹬便身

輕似燕地躍進一大步 12。鄔堅巴偶爾如此上路，並不

稀奇。

鄔師初衷是前往香巴拉，後來聽了法主之授記（預

言）才改為想去烏仗。一夜，夢中欲看烏仗，初時不知

烏仗在何方，第二晚才看見帝洛巴到訪烏仗時所見之宏

偉無量宮，擬入內拜見佛母，門衛攔阻。擬看佛母在何

方，但看不透無量宮內部，心想：「經文說無量宮內外

透明，我卻看不透內部，難道我有障？還是這並非真正

之無量宮？」此際再看，竟然看到宮內情況。拜見佛

母，獻「七支供養」，作禱告。佛母與「四方空行母」

分別對鄔師說偈，鄔師按其指導入定，打開諸多法門。

其後正想問之前無量宮之覆障是何業報之際，夢醒。其

12  

Anagarika Govinda  
( T h e  Wa y  o f  t h e 
White  Clouds)  和
Alexandra David-
N e e l  ( M a g i c  & 
Mystery in Tibet) 這
兩位二十世紀中葉

曾於藏地遊歷的西

方人在其著作中，

都用上相當篇幅言

之鑿鑿地談到他們

親睹藏地修行者以

輕功上路的情景。

時未解其中意，日後才明白原來要到烏仗才得獲取真實

成就。

由於鄔師盼望前往烏仗幻化之地，晚空中來了數名

智慧空行母，同聲唱出奪人心魄之金剛偈句：

啊！瑜伽行者請諦聽！

二十四處成就地，自身豈非佛壇城

何須到處去尋覓，心靜下來勤修命

非凡平凡之成就，根本上師捨其誰

何須到處去尋覓，心靜下來作禱告

執持清淨之法身，自心豈非原始心

何須到處去尋覓，心靜下來任自然

無為天成之功業，福慧豈非前生積

何須到處去尋覓，心靜下來發佳願

因此，這年鄔師沒有前往烏仗。居停於那草藥茂盛

之犍達拉大山，山中有無數神聖泉水，有擅說法之印度

苦行者，有鷲鳥。鄔師在此致力講授各乘學說，眾皆歡

喜。其時，全無惡念之〔黑〕石。

這裏清楚地交代了鄔堅巴終於放棄先前執着，

改變主意前往烏仗。傳記中收錄了很多優美而饒有深

意的偈句和道歌，但鑑於本書篇幅所限而不得不刪去

大部分，頗覺可惜。

犍達拉大山，找不到與藏語 Gandala對應之名，

只能推測位於瑪如東面。鄔堅巴抵達庫魯時，應該已

是 1255年夏天，為何他不繼續向西走，而要從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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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者研究佛法，那人對鄔師說：「您也是得道者。」

經過整個夏天在較涼快的高山靜修，鄔堅巴終

於在氣溫稍低的秋天重新上路，向西南進發。扎蘭達

拉，即《大唐西域記》的「闍爛達羅國」，範圍比今

日北印度旁遮普邦北部之扎蘭達拉（Jalandhara）大

得多，是早期重要的佛學中心，據稱公元一世紀末的

佛教第一次大結集正於扎蘭達拉城舉行 13，十一世紀

初以後此地為穆斯林管治。玄奘提到此國有五十多座

大乘佛教廟宇、三座印度教廟宇，鄔堅巴之世不知

還剩下多少佛廟？那嘎科特城，梵文 Nagarkot.，是今

日北印度喜馬偕爾邦東部康古拉地區（Kangra）之古

名。扎拉目奇女神廟（Jwalamukhi Temple），鄰近康

古拉地區，是北印度最聞名的印度教神廟之一。廟內

無神像，但據說那火焰自生的聖壇石縫是女神之嘴

巴。郭倉巴的傳記提到，郭倉巴正是在這座神廟初遇

卓娃桑姆。

鄔堅巴的萬里遊方體驗，郭倉巴當年也必經歷

過，但他沒有前往烏仗，大概因此希望愛徒日後有緣

到此。鄔堅巴步其後塵，到訪扎蘭達拉並逗留一段時

間，自有深意。鄔堅巴說當地女子全是空行母，顯示

他開始用密續理論中「內」而非「外」的層次看事看

人了。

13  

另一說法是於迦濕

彌羅國舉行。

喜馬偕爾邦中部的庫魯向北走百多公里，跑到平均海

拔三千多米的瑪如，再到犍達拉大山？除了受到空行

母的金剛偈句點化而決定覓地靜修外，相信還有一個

非常實際的原因，就是避暑。不要忘記，他從高海拔

的嚴寒地區來到此地，庫魯雖然位於海拔一千二百多

米，但夏季氣溫仍超過攝氏三十度，對長居高原上的

藏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高溫。歷來藏人南下印度，

因抵受不了暑熱和潮濕而病倒甚至喪命，是常有的

事。尤其鄔堅巴是從高海拔的日土度過嚴冬後來到此

地，更不能掉以輕心，妄顧生命危險在盛暑下繼續西

行。因此，到北面的高山上避暑靜修是明智之舉。

大抵鄔堅巴後來才聽聞，正是這個夏天，1255

年公曆六月七日，一千公里外的尼婆羅（尼泊爾）中

部發生地震大災難，加德滿都谷地十萬人口中之三

分之一至一半罹難，相信與其毗鄰的後藏地區也受

影響。統治尼婆羅的馬拉王朝阿巴雅國王（Abhaya 

Malla）在地震中受重傷，只得傳位於其子。

（同年冬秋）

其後，西行一個月，與很多苦行者一起前往二十四

聖地之「空行心輪」，金剛身之頭部扎蘭達拉，此地有百

齊備貨之集市。有大城名為那嘎科特，物質富庶，女子

全是空行母。河谷中有形如陰戶之地，是佛母阿利雅巴

塔日卡陰戶所在，禁止挖地。境內之朗古爾尸林有大石

形如頭顱，是自然而生之佛母像。城北有扎拉目其女神

廟，若注視聖容，聖壇會火焰通起，以此聞名。皇宮附

近之米答巴拉尸林，有名為米答古魯巴之龍樹修行洞，

洞前有「八聖樹」之一的「尼拉瓦薩」，據說傷害此樹者

會馬上喪命。鄔師於修行洞中安頓下來，與洞中一位得



●● 下圖：扎拉目奇女神廟是北印度最著名的印度教神廟之一，以

女神之「嘴巴」會自動噴火聞名。

1255 年由日土前往印度北部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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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地界均為今日之地界）

鄔堅巴所行路線

西藏

印度

●● 上圖：位於喜馬拉雅山麓的庫魯（Kullu）氣溫低於其他印度南

面的地方。圖中遠方為喜馬拉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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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遭白眼挺身駁斥

（同年冬天）

鄔師住在洞中時，某日黃昏到外頭閒逛，肉身若

無物般穿過城中街巷，神智朦朧恍惚，身體已成無漏無

染 14。感應到整座城都是佛母金剛瑜伽母之道場，但城

郊有些煞氣。

鄔師來到扎蘭達拉城，由於沒有任何值錢的貨物

可換錢，只靠化緣為生。化不到緣時，唯有苦行度日。

某次，於朗古爾尸林與法友作「會供」，要獻「一百朵

瑪」15。由於鄔師身無長物，無法獻出這等吃食作供品，

主持的女瑜伽行者說：「你既非印度行者，又不名一

文，不要跟大夥兒作『會供』。」鄔師之同伴辛波東巴

對尼姑說：「若不讓他加入，我也跟他共同進退，你豈

非跟我作對？」吵嚷爭執一番。鄔師：「我落髮於珀東

埃寺，受業於郭倉巴法主，你們認為我非印度行者，無

關係，我不打擾你們僧眾，你們所有人儘管作『會供』

罷，我誰的也不參加！」

抵達扎蘭達拉，相信已是入冬時分，鄔堅巴所

居停的山洞大概在城郊，「煞氣」其實是指該處不安

全，可能有野獸、盜匪或瘟疫之類。經過一個夏天的

靜修，大概道行又長進了，所以「肉身若無物般穿過

城中街巷」。

千百年來，藏地、尼泊爾和印度之間的熱門通

道往往結合了商路和朝拜路線，沿途有大小集市，例

如扎蘭達拉就有「百齊備貨的集市」。旅客和遊方朝

14  

「無漏」指貪嗔癡

等煩惱種子不再流

注，即不再墮入生

死輪迴。「無染」

指恢復清淨本性。

15  

「朵瑪」藏語 duo- 
ma，指祭祀食品，
一般是以糌粑（青

稞麵粉）和酥油

捏塑成，據說是藏

地苯教之祖師所

提倡以代替殺牲祭

祀，藏傳佛教也廣

泛使用。傳記中

的「一百朵瑪」只

泛指一百種祭祀

食品。

拜的僧侶縱使並非商人，或多或少也會從一處集市帶

一些貨品到下一處集市，以物易物或換一點錢銀作盤

川。鄔堅巴堅持苦行，不屑做這些買賣，只靠化緣度

日，當然對「會供」難有奉獻。當年他的上師郭倉巴

想參加「會供」遭拒而硬闖，除了因為不是印度行

者，也可能因為沒有能力奉獻財物。這類在尸林舉行

的「會供」，明顯是以印度「怛特羅」修行者為主。

這年鄔堅巴二十五歲，風華正茂，長相本應相當俊

秀，但此時臉上必已添上不少風霜，加上大概衣衫襤

褸，身無長物，形如乞丐，被人看扁不足為奇。然值

得細味的是，這次他沒有一笑置之，而是挺身反駁並

拂袖而去。雖說已看透世情，其實頗有疑問，因為終

其一生仍然愛憎分明、不肯逆來順受，頗有脾氣，例

子在以後的傳記中比比皆是。

其後，法友們分為十三幫人，鄔師對法友之行徑感

到有點憂傷，意識變得恍惚迷離，心中極想前往烏仗，

遂到自在佛母像前參拜，唸頌很多經文，其後出現手足

僵硬、神智迷糊等很多災障之兆。法友們都說：「如此

多凶險之兆，這次勿到烏仗。」鄔師堅持己見。與法友

等三人同作最後「會供」，以殘羹作朵瑪，說：「我等三

人同作『會供』，這是最後一次。」

同伴辛波東巴說：「我也去烏仗。」鄔師：「雖然

我一路領着你來，但你本事遜於我。勿去烏仗，不帶你

去！」辛波：「若不帶我去，我哭！」答：「哭也結不了

緣，吃泥罷 !」說罷，氣憤地以禪杖擊地。辛波：「那好

罷，我給你提水。」請求鄔師加持後，失望地策杖往回

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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鄔堅巴明知前往烏仗會遇到很多凶險，仍然一

意孤行，貫徹其倔強性格。辛波東巴與他說是同伴，

其實並非平起平坐，而是有主次之分。鄔堅巴不讓他

隨行，也許是不忍他陪自己犯險，也可能怕受他拖

累，並且已有其他合適人選。大夥修行者分為十三幫

人，可以猜想門戶之見和利害衝突的情況。

避猖獗盜賊摸黑上路

（1256年春夏，火龍年，二十六歲）

其後，鄔師與貝耶結伴前往烏仗，囑咐貝耶：「這

身光鮮衣服招引盜賊，會惹禍。」貝耶不聽，說：「賊

人愛拿便拿，我就要如此穿。」

一法友把兩枚一錢重之金幣交付鄔師，囑他帶到

烏仗作供奉。鄔師用繩子把金幣繫於脖子上，然心中煩

躁，試找出煩躁源頭，終於發覺是身有金幣所致，於

是把金幣扔掉，心中始覺舒泰，完全沒有金幣乃貴重

之物的觀念。另一法友說：「帶着也無妨。」鄔師又把

金幣找回來，掛在杖頭，遇人便指着金幣說：「這大概

是金的。」別人看也不看，敷衍地說：「是啊！你這是

金啊！」

因為怕遇上賊匪，晚間上路，鄔師心中惶恐，說：

「會遇上災障。」果然墮下山崖，牙齒碎裂，痛極。守

護當地之空行母出現，授鄔師排出膿水之神通和養精聚

氣之口訣。施神通後，連之前那煩亂心緒也一併迅速消

除。空行母對他說：「這是你之前對辛波東巴大師口出

惡言之報應，現在可以走了。」

路上出現鬼怪騷擾時，鄔師便入定請神明示現，制

伏鬼怪。鄔師向郭倉巴法主及金剛亥姆禱告後，睹得空

中無數空行母雲集，然後自身光彩煥發，超越從前。雙

目炯炯注視天空說：「願窮此生以修成『俱生大手印』，

『苦樂平等一味觀』，總之無論如何也要即生成佛。」

其後繼續上路，一日之腳程有若常人半月所走。同

伴貝耶感覺到空中有無數顏色如天空之女子在走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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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人提着鄔師雙手，覺知虛無縹緲，很遠的距離也一

步到達。鄔師因此被譽為具有輕功神通。

其後，二人向一些正在做法事之人化緣。那大概是

外道，鄔師聽到其中一人說：「殺其一，賣其一。」另

一人說：「不知其底細，怕會惹官非。」一人說：「賣不

掉便殺了二人。」說着約好行事。鄔師遂與同伴二人禱

告求平安，唸誦對付外道之咒語。次日，該四人沒有認

真聯手，只是詛咒他們。

傳記沒提及新同伴貝耶的背景，相信是來自藏

地的同道中人。鄔堅巴對其「光鮮衣服」不以為然，

可見他自己仍是衣衫襤褸如故。那金幣（有傳記版本

說是他為人作法事賺取的）大概中間有孔，否則如何

能用繩子繫於頸項。鄔堅巴似乎對金錢毫無觀念，一

來因為藏地傳統是以物換物，二來大概他視錢財如糞

土，不屑讓金銀沾身。藏地傳記對北印度盜匪之亡命

和猖獗屢有記載，城郊、鄉郊和山林都是高危地方，

商旅和遊方者一定要大夥兒結伴而行才可以稍減危

險。膽子不算小的鄔堅巴也「心中惶恐」，怕得要半

夜才走崎嶇山路，可見那些盜匪的可怕程度。

藏地的商旅和遊方者，旅程中會不斷進行各種

法事，誦經唸咒，希望藉此化解途中諸般災障，趨吉

避凶。鄔堅巴也不例外，傳記說他途中經常受鬼怪騷

擾，郭倉巴也曾囑咐他應如何應付。這時鄔堅巴大概

已把香巴拉拋諸腦後，也不再提《時輪》，一心要前

往烏仗求法，誓要「即生成佛」，目標鮮明。

被蠻子俘虜險遭虐死

自扎蘭達拉西行二十天，有一大河，東邊有一片紫

梗林。

路上出現令人「寧願死掉」的「粟特」人，鄔師綁

一條繩子，打七個結，兩頭拉着，最後化險為夷。

某夜夢見一女子把很多武器放入袋中裹起來，放

在一旁。兩天後，遇到四名「粟特」騎士。這些蠻子其

中一人以馬鞭抽打他倆，鄔師一點都不痛，但心生反抗

而奮力抵擋。那人用鄔師之禪帶勒緊他脖子，老半天不

住踢他胸膛。鄔師雙眼通紅，跟着眼前一黑，危急之際

把風心攝入中脈，隨即暈過去。同伴貝耶看見他眼睛發

青，以為他死了。鄔師其後甦醒過來，大吼一聲，施厲

目及大發神威，嚇得那粟特人牙關打顫並逃去。其他粟

特騎士也罷手，說：「傷害這個殺不死之大成就者，自

己和家人恐會遭殃。」

鄔堅巴離開位於旁遮普邦北部丘陵地區之扎蘭

達拉時，應是翌年春夏。他向西（其實是西北）步行

二十天後所抵達的大河，應該是印度河主要支流禪納

河（Chenab River）的中游，位於今日巴基斯坦東北

部境內的巴屬旁遮普地區。傳記從這階段開始，經常

提到鄔堅巴在北印度遇到不少「粟特」人。「粟特」

一詞，藏語 Sog-po或 Sog-dag，雖然源自古代中亞著
名的粟特人 16，但不同時代有不同涵義。十三世紀時

藏地以此泛指高原以西和西北各式信奉伊斯蘭教為主

16  

「粟特人」（S o g - 
d i a n s），漢文典
籍一般稱「昭武

九姓」或「九姓

胡」等，屬伊朗

人種。所居地稱

為「索格底雅那」

（Sogdiana），位於
阿姆河和錫爾河一

帶，約合今日烏茲

別克和塔吉克，曾

臣服於波斯、北印

度、突厥等多個政

權。粟特人以商旅

聞名，散居中亞多

處，掌握了絲綢之

路的貿易，九世紀

時完全伊斯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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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包括突厥、波斯、阿拉伯人。鄔堅巴遇到的

粟特人，有些是友善的商旅，有些是兇狠的盜匪和騎

兵。上文說的粟特騎士，有可能是來自中亞的盜匪或

「馬穆魯」軍隊，又或既是兵又是賊。所謂「令人寧

願死掉」是形容那些盜匪極端兇殘，讓受害人生不如

死的意思。

「馬穆魯」（Mamluk）是奴隸出身的士兵。從軍

是中世紀穆斯林世界中致富和提升政治地位的有效

路徑，經過多個世紀後，馬穆魯成為多個穆斯林社

會的強大軍事階級。十一世紀初，馬穆魯軍隊首次

入侵印度次大陸。當時波斯伽色尼王朝（Ghaznavid 

Dynasty）勢力極盛，其君主馬哈茂德（Mahmud）多

次率領其奴隸軍隊從阿富汗南下印度侵擾搶掠，雖

然深入恆河平原，卻無永久統治印度半島的意圖。

其後一個半世紀，邊境相對平靜，但十二世紀中葉

後，廓爾王朝（Ghor Dynasty）於阿富汗中部興起，

逐漸代替了伽色尼王朝。1192 年，其王穆罕默德

（Muhammad）派遣奴隸將領率兵席捲印度北部，擊

敗了德里（Delhi）的印度教統治者，並向西橫掃印

度河平原，直達印度河入海處。1206年他去世後，

國土被「馬穆魯」將領分割為很多部分，其中一人在

德里稱王，從而開展了印度的「馬穆魯王朝」，又稱

「奴隸王朝」。鄔堅巴在北印度遊方時，在位之德里

蘇丹是 Nasir ud din Mahmud（1246至 1266年）。據

說他是非常虔誠和善心的穆斯林，大部分時間用於誦

經和幫助窮困者，國事大都交由副蘇丹治理。

從地圖所見，十三世紀時幾乎整個恆河平原和

印度河流域都是馬穆魯王朝轄境。扎蘭達拉剛好位於

轄境邊沿，相信影響不大，所以鄔堅巴之前沒有遇過

這些馬穆魯騎兵。然而繼續西行後，便進入其管轄範

圍。這些戎馬大半生、手持兵器的馬穆魯騎兵，以矯

健、兇蠻、箭無虛發聞名。他們很可能誤會衣衫襤褸

的鄔堅巴為流落該地的蒙古士兵。鄔堅巴被逮着，驚

險和所受磨折可想而知，最終得脫險得甦醒，相信要

歸功於他的氣功和瑜伽修為。

十三世紀受「馬穆魯」軍隊控制的印度地區

「馬穆魯」軍隊控制範圍

青●藏●高●原

印　度

德里

烏仗

迦濕彌羅
瑪域

拉合爾
扎蘭達拉

阿里

尼婆羅

（所有地界均為今日之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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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鄔師由印扎尼步行一日，前往帕米拉、悉

哇，然後來到粟特人的地方，地名已忘。從該地再走，

印度人與粟特人混集。有些是印度人的地方，有些是

「穆蘇曼」17，即粟特人的地方，有些地方兩者皆有。草

原上的人總是盯着二人。再走一日，抵達另一城市，名

字已忘。

其後，抵達據說來自迦濕彌羅之河流。過河後，

來到薩荷城，人口七百萬，市長馬林卡為粟特人。再一

日腳程，來到納布扎大山，此山產鹽，運至迦濕彌羅、

烏仗、瑪喇俄、哥扎特、多古爾、扎蘭達拉等地 18。由

〔前述〕大河至此，共走了一個月。由於很多鹽商由此

往來扎蘭達拉，鄔師遂與其結伴同行。鹽礦場有大路往

來，危險小而食物足，同伴也多，大部分途經之集市規

模大，路好走。由鹽山走兩日，抵達巴卓拉。

跟着再走一日到馬洛特，向某貴夫人化緣，獲施吃

食、衣服和路上所需等。該地建有〔供奉〕旭烈兀王之

寺廟。該城是「產珍珠之海洋之門」，並長有靈草藥。

由禪納河畔繼續往西，既有印度人和穆斯林混

處之地，也有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勢力自成一國之地。

那流經迦濕彌羅的大河應是印度河另一主要支流吉

拉姆河（Jhelum River），其上游之迦濕彌羅古國（藏

語稱「喀車」〔Ka-che〕），近世譯作克什米爾，是今

日印度北部轄境。此河與禪納河相距只八十公里，大

概走三兩天便可抵達，其中游也位於今日巴基斯坦境

內。過河前的地名和過河後的薩荷城，只可以按藏語

譯音，位置不詳。然而傳記說那薩荷城人口達七百

萬，估計誇張成分居多。至於市長為粟特人，反映出

印度河谷這一帶的穆斯林勢力。

17  

「穆蘇曼」（Musul- 
man），譯自阿拉
伯語，指穆斯林。

18  

意大利著名藏學

家杜齊（G. Tucci）
認為，「瑪喇俄」

是巴基斯坦首府伊

斯蘭堡以南八十公

里的 Malot，「哥
扎特」是今日巴基

斯坦第二大城市拉

合爾（Lahore）以
北一百二十公里禪

納河畔的 Gujrat。
至於「多古爾」，

地名和位置不詳。

杜齊曾探索鄔堅巴

北印度遊方的部分

路線和地名，可

參考 Tucci (1940), 
Travels of Tibetan 
Pilgrims in the Swat 
Val l e y , Calcut ta : 
The Greater India 
Society。

至於過河之後的納布扎鹽山，卻是頗為有名，

方圓頗大，印度地圖上註 Salt Range，沿着吉拉姆河

西北部伸延達二百公里，「納布扎」大抵是當地土語

的叫法。鄔堅巴明顯是沿着販鹽的商路前進，一來可

以跟隨鹽商大隊，不怕迷路和落了單，人身保障較有

安全。其次這一帶的印度河平原以農業為主，農田大

概一望無垠，農產充裕，沿途必有墟鎮和城市，化緣

也較容易。此外，路途也一定較好走，較少崎嶇。

被稱為「產珍珠之海洋之門」的馬洛特，地名

不見於地圖，應該還在鹽山的範圍。此地與海洋相

距不下一千公里，稱為「海洋之門」頗為費解，會

否此為貿易中心，海產珍珠運到這兒轉口？值得一

提的是該地「建有〔供奉〕旭烈兀王之寺廟」，這

裏的「旭烈兀」，藏語作 Hu-le-hu ，跟傳記中其他

部分提到成吉思汗的孫、伊兒汗國之建立者旭烈兀

（1217/8至 1265年）寫法相同，會否真的指他抑或

另有所指？按鄔堅巴傳記建立的年序，這年是 1256

年，而翻看蒙古西征的年序，旭烈兀受蒙哥汗之命

率大軍首次遠征西亞也是 1256年，次年他攻陷阿拉

穆特（Alumat，今日伊朗北部），再一年征服巴格達

（Baghdad，今日伊拉克首府），因此不大可能在 1256

年之前此地已建廟供奉他，而且為何要建廟宇供奉一

個侵略者呢？著名意大利藏學家杜齊認為，該廟應是

印度教廟，因為十七世紀有名叫達倉熱巴的藏地遊方

者經過此地，在傳記中提到此廟為信奉伊斯蘭教的莫

臥兒統治者所毀。然而其理據也不太充分，因為十七

世紀與十三世紀實在相距太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