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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怙主噶千仁波切 主持 

文殊閻摩敵大修閉關法會 

 

主法上師： 尊貴的慈悲怙主  噶千仁波切 

閉關時間： 2019 年 8 月 24 日（六）～2019 年 9 月 1 日（日） 

閉關地點： 台灣噶千佛學會‧噶千禪修園區（萬里） 

主辦單位： 台灣噶千佛學會 Garchen Dharma Institute 

報名日期： 台灣時間 2019 年 4 月 13 日（六）早上 08：00 

（以電郵報名，名額有限，額滿為止；早上 8 點以前的郵件恕不受理，請特別注意） 

官網專區：http://www.garchen.tw/Courses/Yamantaka_2019 

 

報名電子郵件信箱： yamantaka2019@garchen.tw 

 

說明項目： 

一、法教源流與殊勝的「直貢噶舉傳承」  

二、報名申請的基本條件 

三、參加閉關之前的功課 

四、第一次參加文殊閻摩敵閉關者特別準備事項 

五、報名方式 

六、報名流程簡述 / 報名流程圖 

七、閉關活動細節與注意事項 

八、2019 文殊閻摩敵大修閉關法會 活動預定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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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教源流與殊勝的「直貢噶舉傳承」 

「文殊閻摩敵大修閉關」是藏傳佛教直貢噶舉教派的殊勝修法，歷任直貢法王皆是「文

殊閻摩敵」法教的不共法主。此法源自與蓮花生大士有緣之努千桑傑依喜與嘉祥沖之伏藏鐵

蠍法，由直貢噶舉派第 17 任法王仁欽彭措與第 24 任法王仁津卻札發揚光大且無間斷地傳承

至今，極為稀有難得。依照西藏傳統，行者應完成 60 萬遍靜相文殊心咒及諸多修法，自身

修行達到一定程度之後，才能具資格做此大修閉關；因此，以往大多是出家僧眾及瑜伽士才

能修習此法，一般修行人難有此殊勝機緣領受此法益。 

慈悲怙主 噶千仁波切是當代直貢噶舉教法最重要的持有者之一，不僅於傳承中地位崇

高，此生亦是真正具足實修證悟之行者。有意參加此修法的行者務必深刻思惟「轉心四法」

生起決定，踏實地長養「出離心、菩提心、慈心、悲心與空性正見」，長養對三寶、傳承、

上師的信心，並虔誠精進地圓滿上師所交待的功課，這決定此法相應與利益行者的深度。 

此大修閉關需以清淨身口意修持，並 24 小時不間斷修法持咒，全程禁語，直到圓滿才

能出關。仁波切要求有意參加此閉關的弟子，還要審慎考慮自身健康條件，善加準備身心體

能，了解並遵守此閉關的一切規定。希望同修們感念上師傳法之悲心，珍惜此殊勝法緣精進

實修。 

 

二、報名申請的基本條件 

1. 對上師 噶千仁波切及直貢噶舉傳承具有信心。 

2. 誓願遵守閉關規則，8/24入關至9/1出關必須全程參加，對師長僧眾與同修法友保持慈心悲

心與清淨觀。 

3. 身心、體能可以負荷者。 

4. 能夠精進完成閉關前的功課與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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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加閉關之前的功課 

1. 曾經參加過文殊閻摩敵共修閉關者，需於入關前自修文殊閻摩敵日課短軌、保護咒及心

咒持誦越多越佳。 

2. 盡量累積皈依三寶、發菩提心及唸誦金剛薩埵百字明咒的次數，以清淨我們的心續。 

四、 第一次參加文殊閻摩敵閉關者特別準備事項 

1. 圓滿靜相文殊心咒 10 萬遍持誦。（靜相文殊心咒：嗡瓦給以修日姆恩，此咒音應以上師所

傳為準，請法友尋求具德上師/僧眾口傳此咒，以便開始持誦。）若能陸續圓滿六十萬遍

最佳。 

2. 第一次參加者需要上師/僧眾推薦函，請於報名時附件。藏傳僧眾可以藏文、英文、中文

（三種文字任一）書寫推薦函，拍照或掃描為附件檔案夾帶於報名電子郵件。 

註 1：報名表 

需填寫推薦您的「上師/僧眾」、連絡電話、教派。（任一教派皆可，不限直貢噶舉傳承，

惟需有正法傳承）。台灣噶千佛學會將連繫該上師/僧眾，以確認此法友是否具備參加此

活動之條件。 

註 2：推薦函範本 

中

文

範

本 

本人為 （上師/僧眾所屬教派傳承） 傳承，名為 （上師/僧眾大名） 。 

茲推薦「 （報名閉關者姓名） 」參加噶千佛學會之文殊閻摩敵閉關法會，並

保證 

他有足夠的相關認識及決心可完成閉關。 

簽名 （上師/僧眾簽名）  日期         

英

文

範

本 

I am from (name of lineage) lineage. My name is (Lama’s name).  

This is to recommend (Name of Yamantaka retreat applicant) to join the Yamantaka retreat 

held by Garchen Dharma Institute and to guarantee that he/she has sufficient related 

knowledge and determination to complete the retreat. 

                     Signature   (Lama’s Signatur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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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方式 

1. 報名時間：台灣時間 2019 年 4 月 13 日（六），早上 08：00。開始受理報名信件。 

2. 報名表下載：請至佛學會官網 http://www.garchen.tw/Courses/Yamantaka_2019，下

載文殊閻摩敵閉關報名表。 

3. 詳實填寫報名表：為加速「資格審核確認」與通知作業，請您詳實填寫報名表。為

如法修持故，主辦單位必須先了解您的求法經歷及個人資料，敬請歡喜配合。 

4. 只受理電子郵件報名： 

（a） 請以電子郵件將「報名表」檔案，寄至佛學會電子信箱：

yamantaka2019@garchen.tw 

（b） 一封電子郵件，只受理一人報名（若有三人要報名，應發三封電郵，每一封郵件

只能報名一位，若一封電郵中出現數筆報名資訊，只取第一人）。 

（c） 請於電子郵件「主旨欄」寫上報名者「姓名」，並記得附上您的報名表。 

（d） 2019 年 4 月 13 日（六）早上 08：00 以前的報名電郵，恕不受理，請特別注

意。 

5. 第一次參加文殊閻摩敵閉關者。 

1). 需要上師/僧眾推薦函，請於報名時附件。藏傳上師/僧眾可以藏文、英文、中

文（三種文字任一）書寫推薦函，拍照或掃描為附件檔案夾帶於報名電子郵

件；撰寫範本請參考本文件：第四–2 點。。 

2). 報名表上需填寫推薦上師/僧眾、連絡電話、教派等資訊，並歡迎於報名電子

郵件上，另外略述您的求法經歷、所屬道場或團體、與參加動機。 

3). 過去曾在文殊閻摩敵閉關擔任志工而非閉關者，仍須有上師/僧眾推薦。 

6. 佛學會收到您的電郵後，依照報名先後順序審核報名資料，資格審核通過者，寄發

「資格審核確認信」，內含匯款通知（保證金 NT$3600）、閉關細節、同意書等文

件。 

7. 收到「資格審核確認信」的法友，需於 2019 年 5 月 10 日（五）前匯款保證金

NT$3600 並簽名填寫回傳「同意書」（若逾期，我們將著手安排連繫候補者）。佛學

會確認收到前二項目無誤，即會寄發「錄取通知」給您，此時方為報名成功、取得

入關的席位。 

8. 若成功報名之後，法友因故不能參加閉關，佛學會將把您的保證金轉為供養閉關法

會使用。 

請特別注意：寄出的報名電子郵件，務必附上報名表、及第
一次報名者的上師/僧眾推薦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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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

• 公告報名須知，及閉關注意事項。

• 請密切注意佛學會官網。

• 至佛學會官網下載報名表及進一步法會資訊。

2019/4/13
（六）

• 早上08:00開始受理電子郵件報名。

• 只接受電子郵件報名。
早於08:00的信件恕不受理，名額有限，額滿為止，名額之外暫列候補。

2019/5/2
（四）

• 資格審核確認。

• 依序報名先後順序，及確認各項資料符合報名資格者，
陸續寄發「資格審核確認信」內含匯款通知/閉關細節/同意書，
請於5/10前匯款並簽名填寫回傳「同意書」。

2019/5/16
（四）

• 確認收到您的匯款及同意書無誤，佛學會將陸續寄發「錄取通知書」及
各項注意事項給您。

• 收到錄取通知書方為報名成功。

• 依候補順位通知候補法友，進行後續報名流程。

六、報名流程簡述 / 報名流程圖 

1. 至台灣噶千佛學會官網下載報名表，並請詳實填寫（請自行審查是否填寫完整） 

2. 在 4 / 13（六）早上 08：00 開始，寄出您的報名電子郵件，信件應附上填寫好的報

名表（佛學會收信成功，將回覆「收到您的信件」，您即可安心等待我們的通知）。 

3. 佛學會審核通過後陸續寄發「資格審核確認信」，內含匯款通知（保證金

NT$3,600）、閉關細節、同意書等文件。 

4. 請您於 5 月 10 日前，完成匯款並回傳同意書。 

5. 佛學會確認收到後，發送「錄取通知書」。 

6. 此時方為報名成功！ 

----報名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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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閉關活動細節與注意事項 

1. 承 噶千仁波切指示，過去參與文殊閉關期間，曾違規者皆不能再參與台灣噶千學會辦理

之文殊閻摩敵閉關。 

違規事項定義：（一）違反禁語規定，（二）違反禁用電子產品規定。 

2. 不接受未經審核通過者報到，亦不受理現場報名，敬請提早完成報名手續，謝謝合作。 

3. 由於此法極為秘密，為尊重法故，閉關全程禁止錄音、錄影及拍照。閉關法友必須嚴謹

持守三眛耶戒，一律全程參加。行者於閉關期間無論急病或有任何急事皆不可以提早出

關。 

4. 閉關時，請勿使用手機、電腦等電子通訊設備。閉關期間必須心無旁騖地專注於修法，

閉關全程禁語，禁止與外界通訊聯絡。讓我們一同共同維持沒有外部干擾的修持經驗。 

5. 承 噶千仁波切慈悲指示，今年閉關名額增加至 180 名額。因此，閉關者之夜間睡眠席

位，將由往年之佛堂席位移至二、三樓睡眠席位。 

6. 夜間修法將分成三組輪班修法，每座法僅該輪班的閉關者於佛堂共修，未輪班者不需參

與修法。因睡眠時間僅有六小時，請行者務必審慎考量個人的身心健康狀況，如自認狀

況無法圓滿閉關者，請勿報名。 

7. 為了嚴持儀軌之故，閉關法友除上洗手間及取用茶水之外，請勿隨意走動，並應儘快回

座。 

8. 閉關期間不能洗澡、不能剃鬍，但可以刷牙洗臉、更換衣服。 

9. 請務必自備睡袋、睡墊，晚上就地臥睡，您睡覺的席位的地板可能是瓷磚、木地板或塑

膠地板，佛學會不提供睡墊或睡床，請務必攜帶睡墊，並請自備個人睡眠所需用品

（如：耳塞、眼罩等）。 

10. 閉關期間全程茹素，直至閉關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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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為圓滿閉關之故，閉關首日必須講解戒律，請法友於 8 月 24 日上午 9 點前報到入關聽戒

（詳細時間另行通知），封關時未到者，逾時不候，閉關者、護關者皆須遵守所有共修時

間行程，不得自行進出。 

12. 若臨時因故不克出席，恕不退費。活動若因任何不可抗拒之因素而無法如期舉辦，則將

全額退還所繳之保證金。 

 

八、2019文殊閻摩敵閉關法會活動預定行程 

8/24 
上午9點前報到，入關聽戒（詳細時間另行通知）， 

下午2點灌頂及閉關開示。 

8/24～9/1 文殊閻摩敵共修閉關，24小時無間斷輪班念誦。 

9/1 上午圓滿出關，場地復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