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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格，藏文寫做 �ེ་དག，ེ清代文書稱之疊爾格、保蓋、德爾格忒，或簡稱德爾

格，為多康(མདོ་ཁམས)藏族區域勢力較強的政治實體，具有王國的行政規模。該政權

由德格家族掌握，從 13世紀開始向外發展，其統治一直延續至 20世紀中。該政

權於 18世紀上半葉歸附清朝，成為多康四大土司之一。但即便如此，德格在統

轄區域內，仍享有儼然國中之國的充分自治空間，並且與當地宗教菁英共創了高

度發展的多康文教氛圍，成為康巴人(ཁམས་པ)的文化中心；從宗派發展上來說，德格

亦是對今日藏族系統性宗教教義思想、宗派發展與宗教儀軌影響有著深遠影響的

宗派復振中心，形成了堪與衛藏宗教權威媲美的另一據點。 

 

在本論文中，筆者系統性地梳理了德格政權的發展史以及宗派的發展及互動

模式，並提出「教政共生」乃為該地政教菁英互動關係的格局，並對型塑這種格

局的各個面向進行探討，例如：政教菁英的話語權、神聖性建構與文字化過程，

菁英間的互利與支配關係，以及凝聚菁英成員彼此之間的內在凝聚力量，包括家

庭意識、屬地主義、共祖概念…等，並據以說明藏族系統性宗教的各宗派在德格

的發展模式。 

 

關鍵字：共生、支配、神聖性、藏傳佛教、宗派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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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德格，藏文作 �ེ་དག，ེ清代文書稱之疊爾格、保蓋、德爾格忒，或簡稱德爾格，

至清末，亦有直書作德格者，沿用至今。該地屬於藏族三大區域之一的多康地區

（མདོ་ཁམས་亦稱為康巴藏區），位處川康的中央地帶，山勢險峻，位控樞紐。民國初

年的《西康建省記》稱： 

 

德格在西康之北，印文係德爾格忒。西康諸土司部落，以德格為最大；

東聯甘孜、瞻對，西連納奪、察木多、南連巴塘、毛ㄚ，北連西甯、俄

落，乃金沙江之上游，地方數千里，番人以其地大，有天德格、地德格1

之稱。其土司係宣慰司職，徵之譜牒，相傳已四十七代矣。2 

 

德格轄境主要在今日四川省以西，甘孜藏族自治州西部與西北部的德格縣、白玉

縣、石渠縣全境，以及金沙江西側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江達縣的部分區域，其地

扼內地入藏之北路，為川藏內部交通之咽喉地帶。鄰屬諸土司部落，多活躍於川

藏的政治史中。向東之瞻對(�གས་མ�ད)、向南之巴塘(འབའ་ཐང)、理塘(ལི་ཐང)，於清朝末，

不時傳出事端；北向多麥地區（མདོ་�ད་亦泛稱為安多藏區）且與德格關聯較深之囊

謙千戶(ནང་ཆེན་�ོང་དཔོན)，後亦成為川藏政教史中一方權酋。 

 

清雍正初，平定青海，招撫康地諸部。四年，立界碑於巴塘、麻康間之

寧靜山，山以東巴、裏、瞻、霍、德、納諸土司地劃歸四川省雅州府管

轄，山以西，四呼圖克圖轄區，與麻康、貢覺、雜[犭俞]愈、察哇龍等部，

劃歸西藏達賴喇嘛分設營官、僧官管理。巴塘南部之維西、中甸、阿敦

子，劃歸雲南省，設二廳治之。3 

 

德格自雍正六年(1728)授德爾格忒安撫司，暨於雍正十一年(1733)授德爾格

忒宣慰司，以至清末，均安居自是，有恭順之名。 

 

至於德格的轄境，據《清史稿》所載，至德格王朝之末期，亦即 20世紀

初，其所轄範圍如下（其疆域擴展過程，詳見正文第二章，此處不贅）： 

 

 
1 「天德格，地德格」係藏語「གནམ་�ེ་དགེ། ས་�ེ་དགེ།」的意譯，意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顯示著德

格王國的政治影響力與德格人的自信，也透漏著多康北區的政治版圖唯德格馬首是瞻的意涵。 
2 傅嵩炑，《西康建省記》，民國元年(1912)：四川官印刷局，頁十五，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

重製），1968，頁 27。 
3 任乃強，《西康圖經‧境域篇》，南京：新亞細亞學會，民國 22 年(1933)，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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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科府，要。德爾格忒宣慰司地。邊北道治所。宣統元年改流，析其地

為五區。於北區設府，仍名登科，並置德化、白玉二州，石渠、同普二縣

隸之。東北距省治三千三百五十里。領州二，縣二，土司十二。川、藏交

隘，東連甘孜、瞻對，西鄰納奪、察木多，南與巴塘、乍丫接壤，北界西

寧、俄落，乃金沙江之上游…… 

德化州，要。德爾格忒土司中區地，舊名更慶。宣統元年改流設州。鴉

龍江自甘孜入，入瞻對。巴沖楮河自巴塘入，下流入金沙江。 

石渠，要。府西北二百一十里。德爾格忒土司北區地。即雜渠卡，一名

色許。宣統元年改流設縣。 

白玉州，要。府南六百三十里。德爾格忒土司南區地。宣統元年改流設

縣。北有海子山。 

同普，要。德爾格忒土司西區第。宣統元年改流設縣。並分管察木多呼

圖克圖及納奪土司之地。4 

 

德格王統轄下的社會，為一分層社會(stratified society)，可概分為被統治人群

與統治菁英二類，統治菁英又可按其性質分為政治菁英與宗教菁英。政治菁英形

成的官僚體系，是隨著王國的發展而逐漸完善的，基本上呈金字塔型結構，頂端

為德格王為首的家族（18世紀初歸附清朝、成為德格土司以後，頂端家族的範圍

就更小了，許多旁系家族成員的事跡則隱沒在歷史之中），其下依次為頂戈級(མ�ན་

�ོར)大頭人（相當於縣市長）、荒扎級(ཧོར་འ�)小頭人（相當於區長、村長），還有果

巴級(འགོ་པ)小頭人（相當於伍長、保甲）。 

 

德格官僚體系與規模隨著時代不斷地演變，最早的文獻紀錄是《德格王統

記》(�ེ་དགེ་�ལ་རབས)對 17世紀上半葉、該家族第一代座主法王喇嘛向巴彭措(�་�མས་པ་�ན་

ཚ གས，1580-1663/1634)時代地區版圖的概略記述，5但若按照口傳的說法，則該王

國的官僚系統聽起來卻像是個一成不變的體系。6按照 20世紀初德格轄境的知名

宗教菁英頂果．欽哲．札西班覺(དིལ་མགོ་མ�ེན་བ�ེ་བ�་ཤིས་དཔལ་འ�ོར，1910-1991)的描述，計有 25

位宗本（!ོང་དཔོན་ 戍守轄境邊界的大臣）與 35位地方首長(དཔོན་ཁག)。7據 1958-1959年

的統計，已增至 44 個頂戈級別的大頭人家族，以及 106 個荒扎級別的小頭人家

族。8這些頭人組成行政機構，負責完整的內政、外交與軍事戍防等王國事務。在

 
4 《清史稿》，第 6 冊，卷六十九〈志四十四 地理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76，頁 2228-2230。 
5 策旺多吉仁增(ཚ�་དབང་�ོ་�ེ་རིག་འཛ�ན)，《德格土司傳(�ེ་དགེ་�ལ་རབས)》（藏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

頁 25-27。 
6 相關的口傳尚不只一種，今日仍最常聽到的說法是：傳統上有 30 個頂戈與 80 個荒扎。 
7 དིལ་མགོ་མ�ེན་བ�ེ་རིན་པོ་ཆེ་རབ་གསལ་�་བ，〈�་ཚ�་ ོད་!ི་"མ་ཐར་ཞལ་ག%ངས་མ་བ&གས་〉收錄於《'བས་�ེ་དིལ་མགོ་མ�ེན་བ�ེ་�ོ་�ེ་འཆང་འ(ར་མེད་ཐེག་མཆོག་�ལ་

མཚན་དཔལ་བཟང་པོ་མཆོག་གི་ག%ང་འ*མ་》Vol. 23, Delhi: Shechen Publications, 1994, folio 6a.  
8  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地區社會調查報

告》，（出版單位不詳），1963，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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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之下，也有不同層級的屬民，依照差徭勞務的類別，各有稱法。9 

 

然而，由於歷史文獻的類型與內容限制，目前尚不足以充分說明俗民社會的

生活，因此在本文中僅就討論社會階序中較高位置的菁英之歷史與互動脈絡進行

探討，這些關於行政體系與屬民、差徭的細節問題，則不再詳述，暫且擱筆於此。 

 

至於論文所欲探討的主要問題，概略有三項：多康與德格的歷史面貌為何？

做為上層的統治菁英，彼此間的「互動關係」（共生的樣態）為何？菁英的權力

之賦權來源（正當性）為何？ 

 

由於這兩種菁英的互動錯綜複雜，筆者擬不採中文學界較常使用的政教合一

(combination of the religious and the secular /ཆོས་"དི་$ང་འ%ེལ)或政教同盟等觀念10，而採

用藏語語境下「宗教與政治並舉」的概念，藉由生物學對相異物種的共生

(symbiosis)生存型態，展開發想，繼而以社會科學意義下、屬於更大範圍的社會

共生模式加以觀察，稱之為教政共生(symbiosis between the religious and the 

secular/ ཆོས་"དི་$ང་འ&ག)，藉以說明二種菁英既有合作共榮，又有內部矛盾、互相競爭，

以及與在相處模式中尋找彼此定位的狀態。 

 

兼具雙重身分的存在：多康的王者與清朝敕

封的土司 

 

作為「恭順清廷」的受封土司，同時是一方廣土的王者，德格的統治家族領

袖，在政治身分上，是身在「國中之國」的國王，也是更大國家官僚體系中的一

員，讓他們自歸附清廷以來，便始終具有雙重身分：在轄境內為德格王，在滿州

皇帝治下為邊疆土司。 

 

這雙重身分的存在，是既存的事實。也就是說，即使做為一個王國，德格理

 
9 德格縣志編纂委員會，《德格縣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頁 449-457。 
10  認定德格轄境內的政教關係為政教合一者，例如：劉先毅認為在中國朝廷多封眾建的政策之

下，所以無法出現統治全康的領袖，但並不代表這會與政教合一的模式衝突，而若從德格土司

同時掌握政治權力與宗教權力的角度而言，可說德格的政治領袖是政教合一的。（但他並未考

量到德格王的宗教角色主要是宗派的施主，而非宗教領袖），見：劉先毅，頁 119-120。張江

華，〈德格土司及其轄區的社會經濟結構〉，《民族學研究第十一輯——中國民族學學會第五届

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93，頁 193-194。 

也有學者認為多康的政治局勢是互相串連、謀求共榮的政教聯盟，土司對僧侶給予政治優

待，在宗教上也與以攏絡。如曾文瓊、杜永彬。見：曾文瓊，〈論康區的政教聯盟制度〉，《西

南民族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頁 22-23；杜永彬，〈論德格土司的特點〉《西藏研

究》1991(3)，頁 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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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是一個獨立政治實體。但在德格王朝時期，這些進入到近代史時期或當代才有

的、今日認為理所當然的「獨立於多民族帝國」之王國自由權觀念，確實不存在。 

 

（一）土司制度 

 

中國邊疆民族地區的傳統政治勢力，從元朝起便已與中國朝廷建立起從屬關

係，到了明清時期，中國朝廷更藉以夷制夷的政策，相繼冊封這些政治菁英們為

土司。如《明史》的〈土司列傳〉所載： 

 

迨有明踵元故事，大為恢拓，分別司郡州縣，額以賦役，聽我驅調，而法

始備矣。然其道在於羈縻。彼大姓相擅，世積威約，而必假我爵祿，寵之

名號，乃易為統攝，故奔走惟命。然調遣日繁，急而生變，恃功怙過，侵

擾益深，故歷朝徵發，利害各半。11 

 

土司的政治正統性得自於更強大的中國朝廷，但也須盡對朝廷的義務，主要為戰

時驅調以及納貢。納貢方面，按品級不同，而有二、三、五年一貢不等的規定。
12文教方面，內附的土司，在轄境內通常必須按照內地的制度，成立書院，學習

儒家禮教，培養貢生…等。但在多康與其他藏區，歷朝皆未執行這樣的政策。 

 

此外，由於土職的承襲規則，需按朝廷尊嫡原則的律例執行，例如清代規定

如下： 

 

承襲規則：嫡子嫡孫承襲，無嫡子嫡孫，則以庶子庶孫承襲；無子孫，則

以弟或其族人承襲；其土官之妻與婿，有為土民所服者，亦准承襲。13 

 

而嫡庶不得越序，且承襲時需上報宗族譜牒，此類源自部落社會外部的條例，也

會對受封土司家族的繼承原則產生質變的影響，使得該家族與原生社會內的其他

社會成員，在繼嗣方式與禁忌方面產生區隔。這種區隔既顯示出土司家族有別於

屬民的殊性，也一定程度地促進了做為統治者的菁英家族對自家宗譜、歷史的文

字化過程。（詳見第四章第一至第三節） 

 

（二）康區土司 

 

 
11 《明史》卷三百十‧列传第一百九十八〈土司〉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7981。 
12 《聖武記》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記〉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根據線裝古本掃描檔。 
13 《大清會典》卷十二《吏部》驗封清吏司〈凡土官之職〉條。乾隆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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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康地區各政治菁英，多受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招討使、長官司等職，

而這些土職多是於明代訂下的武職土司職稱。14根據賈霄鋒的統計，清朝所授多

康地區土司大約如下：今日玉樹藏族自治州有 166家（包括土千戶、土百戶、土

百長），今日甘孜藏族自治州 133家（包括宣慰司 4[明正、巴底、巴旺、德爾格

忒]、安撫司 15、宣撫司 4、長官司 14，土千戶與土百戶 100），今日昌都地區東

部土司 15 家，今日迪慶藏族自治州 48 家（全隸屬麗江軍民府土知府木土司統

治）。15關於多康地區主要政治菁英們，陸續授到清廷招撫、冊封為土司的情形，

詳見第一章。 

 

（三）德格做為一個高度自治的王國 

 

由於德格對清朝的態度一向恭順，尤其在 18世紀兩次金川戰役與對瞻用兵

時，德格在調兵協同作戰方面，亦屢受朝廷嘉許。除了少數記載於《實錄》當中

為時不長的零星對外侵擾事件，未有大規模的騷動。也因此，在漢文史料之中，

關於德格的記述相對較少，例如《清史稿》僅以寥寥數語帶過，除此之外，沒有

更多的紀錄。 

 

德格受清廷敕封，但卻擁有包括司法權在內的高度的自治空間。到了清末，

代理川滇邊務大臣傅嵩炑曾經這樣描述多康各土司的情形： 

 

僅以羈糜之方，官其酋長，作為土司，俾以世守，以數千里之地，分二三

十部落，皆同封建之規，雖有朝貢之名，而無臣服之實…。16 

 

清朝對多康各地政治菁英向來採取以番治番的政策，並以《番例》17做為實

行於多麥與多康諸部落的法律。《番律》改編自康熙 35年(1696)所頒部的《蒙古

律例》；後翻譯成藏文，於雍正 12年(1734)頒發給玉樹、納克舒各族，並照例頒

給松潘地區適用。18本來《番例》是讓邊疆地區暫緩適用大清律之前的權宜之計，

但經乾隆 5、8、10年屢次展延期限，遂至 1748年起，成為多麥與多康藏區的定

例，甚至到民國時期，司法部亦准酌情援用，直至 1950年代。可見，在法律適

用與地方事務上，清朝採用了番漢分治、應番應俗的原則。19  

 

 
14 龔蔭編著《中國土司制度簡史》，頁 248-249。 
15 賈霄鋒，《藏區土司制度研究》，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 92, 98。 
16 傅嵩炑，〈代理川滇邊務大臣傅嵩炑奏請建設西康省摺〉，《西康建省記》，頁 57-58，收入張羽

新主編，《中國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區方志會編‧第四十四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頁 409。 
17 亦稱為《夷律》、《番夷成例》、《西寧青海番夷成例》。 
18 達力札布，〈《番例》淵源考〉，《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8(2)，2012，頁 15。 
19 何峰，〈《番例》探析〉《中國藏學》，(2)，1998，頁 82-83。扎洛，〈清末民族國家建設及趙爾

豐在康區的法制改革〉，《民族研究》，(1)，2014，頁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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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頒有《番例》，但清朝對多康地區各政治菁英的統治畢竟有別於對內地各

省的統治，多康地區範圍內勢力較強的各部落政治菁英，仍然在高度自治的政治

氛圍下，儼然成為「國中之國」的統治者，名義上臣服於中國王朝，實際則雄踞

於高原。 

 

尤其到了 1860 年代以後，隨著德格王權的持續下滑，以及甘丹頗章的政治

勢力通過瞻對為飛地，將統治伸向多康，德格於是同時聽命於清朝與甘丹頗章，

變成了更為複雜的「『國中之國』內的『國中之國』」的統治者。由於德格王們具

有雙重身分，所以在從民族本位探尋其政治定位時，也必須明確認清他們任土司

一職的從屬性角色。 

 

本文的思路以及與其他學術思想的對話 

 

為了要理解德格轄境內的社會菁英們共同生存的互動情境，勢必得採用區域

史的微觀視野；而藏文史料的特性，往往難以反映出俗民社會的樣貌，因此，雖

然只討論菁英的人際網絡與共生樣貌，不足以全貌式地掌握地方社會的歷史，但

卻是能夠立基於具有效度的歷史材料，推導出菁英網絡資訊的合理途徑。 

 

筆者本無意套用任何前人所留下、現成的特定理論框架，然而，與相關研究

與理論對話，仍是必要的。茲將本文所涉及的研究取向臚列說明如後： 

 

1. 筆者主張「德格政治身分具有雙重性」，使得本論文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

中國朝廷以及中國史概念下的區域史研究； 

2. 研究政教菁英的關係，必然也會涉及中國地方史研究脈絡下「士紳轉向

菁英」研究視野的轉向，進而涉及與菁英研究的學術發展脈絡息息相關的

「權力與支配性」的問題； 

3. 至於菁英身分的鞏固與菁英權力的執行，又有賴正當性的樹立與確證，

因此又會衍伸到「支配與正當性」的討論； 

4. 而在具有神聖性的身分界定之基礎上，做為國中之國的領袖，以及宗教

菁英的弟子與施主，被賦予神聖化投射的德格王家族，同時具備了轉輪聖

王(chakravatin)與法王(dharmarāja)的特質。 

 

上述議題，便成了與其他相關研究對話的切入點。是故，與其他相關學術思

想的對話，就成了自然而然的寫作選擇之一。為將本文主要的思路、觀點加以整

理，以便讀者理解。以下謹就與本論文相關的共生、菁英研究、支配、賦權、敘

事主觀性、外部情境對社會成員的制約等相關思想做一扼要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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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補充說明的是，其中的教政共生、社會預設等思想邏輯，是筆者在研究

過程中，為了更貼切地闡釋觀察現象所自行構想的概念，因此只能跟與其相關之

學說與理論對話，乃至重新理解前人的相關思想，但由於是自行創發的概念，所

以僅足以供作一種比較、討論的平台，卻無法提供任何沿襲自其他學者的學術脈

絡。 

 

（一） 共生的互動模式 

 

共生(symbiosis)一詞，源於希臘語的 συμβίωσις，意為住在一起(living together)。

做為一種科學現象的描述，共生最早被生物學家採用，用以說明兩種物種(species)

密切聯繫的生態關係(ecological relationship)。生物學家最常使用的例子是寄生

(parasitism)，例如：原核生物(prokaryotes)會透過與更大的有機體(organisms)形成

共生連結(symbiotic assotiations)。在這個共生關係中，更大的有機體被稱為宿主

(the hosts)，較小者稱為共 生者 (the symbionts)，雙方的關係是互利共 生

(muturalism)，──亦即物種間的反饋性利他機制(interspecies reciprocal altruism)，

使雙方皆能得利，較小者依靠較大者而生存，或者活在較大者之中。微生物學家

Nancy Morgan 認為，包括人類在內，所有的有機體都參與了共生，例如：人體仰

賴細菌分解碳水化合物，才能正常消化。20 

 

基於過去學習大學生物學的經驗，筆者在看待德格社會的模式時，遂有藉由

生物共生的模式解釋社會關係的發想。此後方於相關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發現了

部分社會科學研究者們對此生活形式的借用。 

 

1877年，德國植物學家 Albert Bernhard Frank提出共生一詞。1879年，德國

微生物學家 Heinrich Anton de Bary對該詞彙做出生物學的定義。到了 20世紀中

葉以後，這個概念很快地在社會科學領域以及管理學領域受到廣泛借用，以闡述

夫妻、雇傭、親子、師生、共應鏈的企業之間、企業聯盟內部企業彼此的關係等。
21 

 

一如 symbiosis的原始詞義，「生活在一起」這麼單純的意涵，恰好更能清楚

說明共生的概念適用於各個層級的個體或群體，彼此之間（個體與個體，個體與

群體，群體與群體）關係的單純性。此外，共生關係當中的互利特性，更為國家

及其組成份子追求共榮與進步，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進而受到社會進化史觀者

與國族一體思想者們的採納，主張其本質為互惠、互補、合作的。例如，在多民

族國家中，討論民族與國家的關係時，共生便成為了一種討論人際關係，人與自

 
20  Lisa A. Urry, Michael L. Cain, Steven A. Wasserman, Peter V. Minorsky, Jane B. Reece, Campbell 

Biology, 11th Ed, New York: Pearson, 2017, p. 550, 586. 
21 楊玲麗，〈共生理論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應用〉，《社會科學論壇》2010(16)，頁 149-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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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集團之間以及民族間關係時，更為微觀而系統化的視野。22  

 

費孝通則指出二種人際相處的正向模式：共生與契洽，在缺乏感情連結因素

的群體或社會（例如政黨、釣魚會、大城市）成員之間，大家源自不同的身世、

語言、服飾、信仰與禮儀，相處時只求行為上能夠配合，而不求共享感情或彼此

理解，這種共存便屬於共生現象；而較共生更為全面合作的團體，所仰賴的則是

一致(consensus)，是一種基於觀念、感情的契洽，並仰賴共同生活、相近教育與

相同經驗而達成一致，其最高表現型婚姻，場域則為家庭或有著內婚禁忌的親屬

群體。23當然，這二種人際模式，仍可一同歸類於今日社會科學意義下的廣義共

生形式。此外，費孝通所謂的共同生活與共同經驗，可回歸至以家庭為單位的社

會模型。而筆者認為，多康的政教菁英們之間的共生關係，恰可比作「類似血緣」

的「擬制親屬群體」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其中同一法脈下的菁英之間有如手足般、

基於宗教誓言的關係，更是如此。因此，筆者要討論的共生模式，正好可以呼應

費孝通所說的共生與契洽。 

 

將共生思想更加廣泛用運在社會科學時，胡守均對社會共生的廣義闡釋是可

資參考的。他同樣認為共生現象隨處可見，並把階層與階級也納入了考慮，當作

社會共生聯集主體內部的變項。他又將共生的社會系統，視為由成員（人）組成

群體的集合，成員彼此的共生關係，便是社會共生的網絡。他並指出，物質、精

神、勞務、性等資源，形成了網絡的資源要素；而法律、道德、風俗習慣、宗教、

意識形態、約定等，則構成了共生關係中的約束（限制性）條件。24 

 

除了與生物學定義的互利共生相同之外，人際網絡之間也會存在著緊張與窘

迫。因此，成員之間在時間推移過程中所產生的「競爭共生」與「共生矛盾」現

象，是社會動態面向的必然。而這種反向的共生形式，從「逐漸磨合乃至形成新

的、穩定共榮的生存與模式」的長遠動態過程來看，仍是符合共生的互利性質的。 

 

馬戎在探討民族社會學(sociology of ethnicity)時，關注的單元是族群(ethnic 

groups)，他利用幾種具有二元對立性質(duality)的變項──體質差異、語言相近性、

宗教類型、價值規範、是否存在歧視、與外部力量（他以國家為例）的親疏關係

等，將美國幾類較大的族群關係的強度做了比對分析。25他所探討的「族群」的

「社會距離」，便可引申使用在共生情境下的不同「成員群體」之間的距離關係，

而這些變項，亦恰好與互利共生與競爭共生的模式能夠對應。 

 

 
22 袁年興，〈民族共生理論的構建──基於社會生物學的學術共鳴〉，《嶺南學報》2009(3)，頁 21-

23。 
23 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136-137。 
24 胡守均，《社會共生論（第二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 3-14。 
25 馬戎編著，《民族社會學：社會學的族群關係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49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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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政共生有別於政教合一 

 

17 世紀後在德格王轄境內逐漸發展完備的共生形式，是由該社會的宗教菁

英與社會菁英所築成網絡的互利模式，筆者按照藏文的構詞邏輯，以「ཆོས་"ིད་$ང་འ&ག་」

一詞稱之，中文譯為教政共生。其中，ཆོས་"ིད་(chos srid)一詞，是藏族慣用的固定詞

彙，代表宗教與政治二種面向，教在前，政在後。筆者採用如此構詞的順序，以

凸顯本論文「以藏族主位為核心視角」的用意。至於 $ང་འ&ག་(zung vjug)一詞，有「並

舉」「在一起」「調融」等意涵，則可對應至共生。 

 

教政共生的形式與衛藏在後弘期(བ�ན་པ་'ི་དར)發展出的政教合一制(ཆོས་"ིད་$ང་འ%ེལ/ 

combination of the religious and the secular or the political/ caesaropapism)有著根

本的差別，也不同於衛區(ད(ས)在 15、16 世紀所實施、莊園型的政教聯盟模式。

教政共生模式與政教聯盟較接近，也就是政治菁英並不同時擁有宗教權威，只是

做為宗教菁英的贊助者（施主），其對宗教權威的權力施行，僅止於世俗事務與

涉及司法糾紛時，並不凌駕後者的教權；同時，教政共生下的宗教菁英也不能對

世俗政權產生絕對的支配。 

 

雖然在 17世紀的德格王朝成立初期，明顯地曾經試圖以獨尊薩迦派(ས་)་པ)建

立「出家人掌權的政教合一」政權，但由於從第一代德格王開始，執政者本身就

已經不具備宗教菁英的身分，而是執弟子之禮的「出家施主」，被從日喀則請到

德格的薩迦派高僧，才是實際上的教權掌控者。加上「出家人的身分」與「權力

集中化的家族傳承」二者並在本質上便缺乏調和的機制（出家人無嗣，繼承者必

然是旁系親屬），因此德格家族的政教合一企圖，隨即面臨權力分散、不得部改

採在家人掌權的命運。在家人掌權的事實本身，又強化了其與「受到獨尊的薩迦

派出家高僧」之間的師徒支配關係，使得教權與政權更加分立。於是，政權繼承

者與教權繼承者的身分、雙方關係的本質性問題，導致了德格王朝從一開始便無

法有效建立政教合一體制的現象。 

 

教政共生模式下的菁英互動中，兩個領域的菁英人士分別在宗教與政治層面

各自發展的趨勢更加明顯，雙方人士彼此的連結也愈形單純：政治菁英雖然有各

自側重信仰的宗派，但並不試圖獨尊該派，為多元宗派的圖景提供較廣闊的發展

空間。因此，這種共生模式，可謂迥異於衛藏的政教關係。 

 

（三）區域史與菁英 

 

由於本論文要討論的視角方向，是民族社會向內的(inward)網絡關係，而從

「地方權力與國家」的關係層級來看，德格王的權力又具有前述的雙重性──從地

方社會而言，是政治領導階序的頂峰，從帝國制度的架構看來，則是統領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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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政經資源的有力人士（或酋長），因此，本論文的思想走向，很自然地會與

近 30年來在中國史研究中，著重地方史、「由地方看國家」的華南研究範式或歷

史人類學取徑相近。26至於從多康歷史發展的主要載體──藏文文獻──看來， 

 

從 1940年代開始，吳晗、費孝通等人就開始注意將「菁英」(elites) 定義為

「士紳」 (gentry)，從國家與地方的整合來談菁英。到了 1980年代末，中外學者

紛紛注意到地方菁英的角色之於中國歷史研究的意義，並從 Max Weber 的汲取

創見，藉由更多的對話，學者們注意到「士紳階層對於地方的影響，大於國家對

士紳支配的強度」，也就是士紳不必然等於的帝國集權管理體制下的中介或工具，

而開始採用更泛化的定義來界定地方菁英。其中，周錫瑞(Joseph W.)、蘭金

(MaryB.Rankin)對地方菁英採用了更為廣泛而具異質性的定義：在地方舞台上（縣

級以下）施加支配的任何個人和家族。27筆者以為，若不考量地方社會在中國行

政體系中的層級因素，僅就統轄的人口數來看，則德格的轄境社會內，佔據資源

與支配權的人士，便符合了周錫瑞與蘭金對地方菁英的廣義定義。 

 

因此，筆者在本論文中所稱菁英，將定義為：於特定社會範圍內，較大範圍

地掌握社會資源、話語權(discourse power, power of discourse)並擁有支配者的角

色，在社會階序上佔有較高位置的社會成員。 

 

在多康研究方面，也早有以菁英及其群體為對象者。從 20世紀上半葉至今，

由於學者們對川西、康藏社會的研究興趣，在於「事件（或事變）」如何發生、

「誰令致之」，加上對康區社會的歷史文化掌握有限，因此不約而同地，從單點

下手，朝著研究重大事件的肇始者及其生平進行介紹，在《康導月刊》、《康藏前

鋒》等刊物上零星發表。這些文章在措詞上並不使用「菁英」一詞，但在內容上，

確實是以菁英群體或個體菁英做為研究對象的，例如針對邦達昌家族、格桑澤仁

(བ�ལ་བཟང་ཚ+་རིང，1904-1946)、諾那呼圖克圖(ནོར་,་ཧོ་ཐོག་.，1865-1936)等在近代漢藏關係

有重要影響的菁英份子的研究。28直至今日，基於對康區歷史文化的單點式研究

方法尚未有明顯的改變，但隨著更多漢藏文獻的可近性增加，針對菁英的研究，

 
26 趙世瑜就認為華南學派視角是從地方看國家，（雖然若按科大衛[David Faure]的說法是，不曾有

過這麼個學派）立足於「由下而上」的切入點，若能運用內亞研究的非漢文文獻的解讀，以

及人類學方法來治史，則可將地方史研究與內亞研究產生對話的可能。他並指出，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學生們，也早已在 1980 年代就開始注意到運用區域研究來重新檢視帝國意義

下的政治事件（雖然他們同樣使用的是官方檔案）。而這種由下而上的途徑，雖然在本質上沒

有太大區別，但確實與定宜莊、趙世瑜等學者為代表，強調國家的存在與制度對區域社會影

響的華北研究，在切入方向上恰好是反向的。見：邱源媛，〈華南與內亞的對話──兼論明清

區域社會史發展新動向〉，《中國史研究動態》2018(5)，頁 44-50；趙世瑜，〈「華南研究」與「新

清史」應該如何對話〉，《歷史人類學刊》2017專號，15(2)，頁 239-241。 
27 李猛，〈從“士紳”到“地方菁英”〉，收入鄧正來主編，《中國書評選集》瀋陽：遼寧大學出

版社，1999，頁 676-683。 
28 葉小琴、陳潘，〈近代康區地方精英研究綜述〉，《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6(4)，頁 178-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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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對象與時代跨度方面都有所擴大。 

 

在藏族的社會秩序下，掌握宗教詮釋權、經濟特權、知識話語權的宗教人士

及其構所聯成的群體，成為了社會階序當中的上層份子，而擁有軍事力量的地方

領袖，他們的家庭成員自然形成了政治家族，也同樣成為社會上層的另一重要的

組成部分。基於這種政教菁英掌握主要資源的社會型態，在分析研究藏族社會的

歷史文化時，就不得不跳脫前人單一焦點式、以事件為起點的視角，另外從菁英

互動模式的角度，進行更為有機的、基於社會網絡式的思考。 

 

固然，本文所談的區域史，與當今歷史人類學或史學界的區域史研究者所感

興趣的許多面向──諸如：社會中的性別議題，經濟、貿易與商品，俗民經驗等

的歷史29──仍有距離，但由於取材與論述範圍的特定性，以及目前相關歷史文

獻對此能夠解釋的效度不足以充分說明這些延伸的議題，故只能留待日後再行評

估深入研究的可行性。 

 

（四）支配、界線與賦權 

 

菁英的力量，展現於對社會其他成員的支配；該支配關係中，支配者與被支

配者之間，必定有其難以逾越的、基於支配正統性(legitimacy of domination)而劃

定的界線。 

 

Weber將支配(herrschaft/domination)定義為：一群人服從某些特定的（或所

有的）命令的「可能性」（而非強制性或必然性）。純粹的支配形式中，被支配者

有著一定的、基於利害關係考量的「自願服從」成分──無論是別有用心，或者心

悅誠服，皆屬之。支配分為三種基本類型：1. 基於法令規章的法治型支配(legale 

herrschaft)，2. 基於傳統神聖性的正當性的傳統型支配(traditionale herrschaft)，

以及 3. 基於個人超凡特質的卡理斯瑪支配(charismatische herrschaft)。其中，第

一每種支配的類型都需要培養、開發其正當性，而借用的手段，完全都不是基於

物質與情感的；基於經濟利益與行政的強制力，往往不是支配的手段。支配關係

中的服從性，所涉及的是義務，而不論服從者對命令內容的價值判斷。30 

 

在三種類型當中，卡理斯瑪支配的來源是超越日常需求且其支配潛力的基

礎，往往與經濟基礎、官僚體制對立，屬於一種超人稟賦的、不穩定的存在。它

的有效性並不涉及信從者的價值判斷，而取決於被支配者的對支配關係與支配者

 
29 若干延伸思考，得自口試委員何翠萍老師的啟發，特此致謝。 
30 韋伯(Max Weber)著，康樂等編譯，《支配的類型：韋伯選集（III）》(Die Typen der Herrschaft)臺

北：遠流，1989，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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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認」──無論是積極或被動的承認。31這種基於個人使命、超凡特質而產生

對他人影響之潛能，對於「純粹化」有一定的需求，所以在本質上將會與定型化

了的官僚體制、權威、組織、價值傳統等產生對立性，並有某種不穩定性。當源

於卡理斯瑪的影響力轉向共同體，型成了教會、學院、學派甚至國家時，卡理斯

瑪所造成的現象，就向日常生活、教條化或定制化的傳統過渡或滲透，在建立起

「基於卡理斯瑪」的神聖性過程中，反倒逐漸失去卡理斯瑪的超凡本質，而進入

另一個情境──制度的運作與延續，以及與領導者權威的繼承，例如：佛教從釋迦

牟尼的領導以及僧團的出現，再到向是新的達賴喇嘛的出現，都是一種從卡理斯

瑪轉向到「卡理斯瑪規則的延續」，以及「從始祖到權威正當性」的轉變過程之

事例。32 

 

（五）賦權的延續：宗教菁英話語權、神聖性與正統 

 

因此，在支配關係中，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權力平衡與消長，主導了支配的

型態──包括了平等關係、主次關係、主從關係（階序結構的支配）。 

 

在德格的政教菁英情境中，我們也會見到 Weber 所稱卡理斯瑪的第 3 種類

型──由卡理斯瑪特質轉向權威正當性的過程。亦即：做為統治者的家族，從他們

剛落腳於多康地區時，就已開始推廣「有別於被統治群眾的」神聖族源，並在軍

事擴張的過程當中，逐漸將這種神聖性透過書寫的文字化過程，轉向定型化的神

聖論述，做為支持王權、強調對屬民具有支配權的力量；當宗教菁英們，在德格

轄境內初露頭角時，其所仰賴的也是個人特殊性，亦即卡理斯瑪。當以該位宗教

菁英為核心的群體建立起來、乃至該宗教菁英圓寂之後，教權及其神聖性的轉移，

以及宗教菁英身分的繼承者「新的神聖性」的塑造，也需要透過「神聖敘事的文

字化過程」而發生；至於宗教菁英與政治菁英之間的共生關係網絡中，屬於師徒

關係的支配格局，亦將系統性的宗教（包括佛教與雍仲苯教[ག/ང་0ང་བོན]）之教義傳

播，乃至教義的文字化，以及對文字化後的經典之推廣等途徑做為手段，遂得以

運作。 

 

 
31 韋伯(Max Weber)著，康樂、簡惠美譯，《支配社會學》(Soziologic der Herrschaft)，遠流，1992，

頁 291-297。 
32 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頁 29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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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緒-1 菁英與俗民間的支配關係（筆者自製） 

 

此外，如上圖所示，筆者認為，在藏族社會當中，菁英對話語權的支配，除

了來自菁英方面透過文字語言所塑造的菁英形象、菁英地位之建構外，來自群眾

對菁英人士的「賦權(empowerment)」──俗民大眾對菁英與階層的慣性接納，則

是另一股權力來源。兩股權力相互流動，彼此生成，使得菁英做為話語權擁有者

的支配地位得以建立。這層關係，於考慮神聖性與宗教發展格局時，是不可忽略

的關鍵要素。 

 

神聖性的建構，保證了權力的獲致以及正統的論述。因此，在政教菁英互動

的模式中，宗教菁英對社會其他成員（包括政治菁英與一般俗民）的支配權，來

自「掌握話語權」，而該話語權正是二種菁英神聖性與影響力的關鍵。他們從既

有的社會文化與宗教信仰的思想價值（誓言觀念、佛教經典敘事等）中，汲取敘

事的養分，例如：授記觀念、化身理論、供施關係與師徒關係等，以傳播宗教及

出版文本作為手段，在與政治菁英互利共生的情境下，透過菁英人際網絡的集體

性力量，塑造了政教菁英在社會階序中的優勢支配性地位。（在此，筆者所欲傳

達的集體性與塑造，乃是一種非主動的單純陳述，不應被先驗地解讀為共謀。） 

 

（六）轉輪聖王與法王 

 

轉輪聖王是在印度宗教信仰中，被視為能以法輪(dharma-chakra)統御世界

的理想王者典型，被視為極為有福之人死後轉生的果報。至於法王(dharmarāja)

一詞，是佛陀的別稱，也被用來指稱遵循佛陀教誨的正統君王。33而最知名的

法王典範，當然非阿育王(Aśoka)莫屬。自從蒙古統治藏地以後，做為統治者的

法王這一概念，便不斷被藏地的統治者使用。俺答汗撤除薩滿信仰中的血供儀

 
33 John S. Strong, The Legend of King Aśoka: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he Aśokāvadāna,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306. 

菁英階層 

（權力支配者）

俗民 

（被支配者）

建構： 

提供形塑的 

菁英形象 

接納建構：

賦與菁英支

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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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其所依據的宗教性依據，便是以純粹的佛法施政，而與此相關的選擇，成

為後來蒙古的統治者們的典範之一，34例如，在藏文史料中，總是稱呼和碩特

部的固始汗為法王（ཆོས་�ལ་ 為 dharmarāja一詞的藏文對應詞）。 

 

轉輪聖王等同於法王的概念，也被用做於擴張解釋後的法王概念。該詞

彙的佛教典故，可見於《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

(Bodhisattvagocaropāyaviṣayavikurvāṇanirdeśa)： 

 

大王。轉輪聖王。以十善道化四天下。悉令受持離十惡業。行十善道具

足成就。名為法王。35 

 

濕婆神(Śiva)信仰當中「令國安穩」的天王(devarāja)摩醯首羅（Maheśvara 即大

自在天），與法王思想的綜合，遂出現了被神祇化(deitified)、兼具聖俗二種身分

的佛教化統治者類型，其具體事例，包括：7世紀《德護長者經》的漢譯本提

及「大隋國」而被視隋朝正統性代表、隋文帝做為月光童子的化身，而成為一

位護持佛教的轉輪聖王的敘事之經典依據；9-11世紀的柬埔寨的天王統治；基

於《華嚴經》(Avataṃsaka Sūtra)〈入法界品〉所揭櫫「王者與佛菩薩無別」的

思想，為佛王(buddharāja)治國的典型，則為 3世紀以後的于闐、8世紀中的爪

哇，以及 7世紀末的武則天等政權的統治權威，提供了佛學經典依據。36 

 

在德格政教菁英所進行的宗教文獻產出與德格家族史的敘事發展歷程中，

轉輪聖王與法王的意涵，不僅被反覆強調，更與象徵正統的護法神思想產生了

交集，成為鞏固王權的工具(instruments)之一。相關討論，詳見後文。 

 

（七）主觀意義的歷史敘事與神話 

 

對過去曾發生的「歷史事實」之稽考固然重要，但筆者在本論文的主要著眼

點在於「人們如何主觀地看待自身的歷史」的「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尤其在藏族社會，「菁英與耆老的話語權」與「口頭敘事」的影響與習慣是如此

地鮮明，以藏族本位而言，「內部人共同承認的」的主觀歷史敘事(subjective 

historical narratives)，所承載的意義遠大於「未知、不曾聽說的」客觀歷史事件

(objective history events)。流傳至今的歷史文本做為被前人「創造」「書寫」「敘述」

 
34 Vesna A. Wallace, “Legalized Violence: Punitive Measures of Buddhist Khans in Mongolia,”, in Michael 

Jerryson, Mark Juergensmeyer (ed.), Buddhist Warfa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92-93. 
35 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卷第三‧王論品第五之一》，收入：《大正

新脩大正藏經》Vol. 09, No. 0272（CBETA電子版）。 
36 古正美，《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中國中世佛教治國意識型態研究》臺北：商周，2003，

頁 69-72, 156-158, 22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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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代表著話語權擁有者對歷史的敘述與傳達，以及社會成員對該敘事的接

納與傳遞。主觀的、口頭的歷史在客觀上不見得真實，但可反映出該社會各種層

面所沉澱出的「何謂歷史」之面貌。 

 

基於編年史寫作相對匱乏的治史傳統，藏族歷史文獻往往大量仰賴口述史與

記憶。而口述史的傳述者，可能往往不自覺在既定社會情境下提供了有意義的、

有關連但並不見得準確的歷史陳述。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所面對的歷史敘事，

與實證主義史學家們的要求可能相去甚遠。37然而，這不必然代表我們面對的是

虛構、無稽的史料。 

 

Peter Schwieger透過他擅長的歷史文本分析處理昌都地區察雅(%ག་གཡབ)的區域

研究時，將藏族語境下的歷史(ལོ་2ས)理解為「口述史」，強調口傳的歷史所反映的

並非區域性的歷史，而是「人們看待自身的直接視角」。他指出，察雅的區域名

稱，是在察雅呼圖克圖出現後的產物。他透過對察雅呼圖克圖(%ག་གཡབ་)བས་མགོན)傳記

的文本分析與語言分析，說明了在預先捏造的(prefabricated)的概念下，察雅的概

念與認同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38筆者以為，Schwieger對民族主位歷史感的接納

態度，以及視該歷史感為一種從「被研究客體」角度出發的視野，對於研究其他

藏族居住地區或泛藏文化區域的區域史，有著關鍵性的啟發作用，因為在這些地

區，「具意義的歷史敘事」(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meanings)才是「被人們所認知

與傳遞的歷史」(history recognized and transmitted by people)。 

 

那麼，關於本文討論範疇內「夾雜著神話」的「歷史」，我們對其面貌又該

如何理解與詮釋呢？筆者以為，具意義的歷史敘事，以及社會成員對於自身過往

的歷史意識投射，是最為重要的，也是最具有解釋民族社會內部動態樣貌與邏輯

的途徑。 

 

更進一步說，藏族的歷史敘事，多由「神話」與「現實」（reality或稱為客觀

事實[objective facts]）兩種面向交織而成，因此，其敘事過程之本質(essence)，不

可避免地帶有「人為性」(artificiality)以及「塑造性」(constructionality)，但其中不

必然涉及好壞的價值判斷──亦即：人為塑造的歷史敘事，不必然等於「被操弄的」

(manipulated)或「虛構的」(fictive)歷史。制度化的佛教教義邏輯與地方民族主位

 
37 唐納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編，宋平明、左玉河譯，《牛津口述史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Oral History)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頁 75-87。 

38  Peter Schwieger “History as Oral Tradi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y in Bra G.yab 

(Khams)”, in EBSTEIN, Lawrence (Ed.), Khams Pa Histories: Visions of People, Place and Authority, 

Visions of People, Place and Authority: PIATS 2000: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Leiden 2000, 2002, Köln: Brill, pp. 128-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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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觀，使得這些菁英們在傳播帶有神話色彩的歷史敘事，以及敘事的觀眾/聽

眾們在接受這樣的歷史敘事的模塑時，是能從這個「專屬於民族社會文化脈絡」

的情境中，同時接受神話與現實世界的交融，並完全不感到扞格。 

 

現今十分活躍的藏傳佛教菁英第三世宗薩蔣揚欽哲．圖登確吉嘉措（!ོང་གསར་

འཇམ་ད�ངས་མ4ེན་བ5ེ་.བ་བ�ན་ཆོས་6ི་�་མཚ ་ a.k.a. Dzongsar Jamyang Khyentse Rinpoche or Khyentse 

Norbu, 1961 至今）對於佛教思想當中「不了義」（neyārtha/�ང་དོན་ 也即相對真理

[relative truth]或有前提的意涵[provisional meaning]）與「了義」（nītārtha/ངེས་དོན་ 也

即絕對真理[absolute truth]或絕對的意涵[provisional meaning]）的詮釋，對於從本

民族觀點來理解這種「神話與現實交融」的敘事範式，頗具啟發意義。 

 

宗薩蔣揚欽哲指出：神話是屬於不了義的、需要再做詮釋的，而事物的本質

則是了義的；然而，按照佛教的思想邏輯，了義與不了義這二種面向卻是「不可

分的」(inseperable)，也就是可共存的──這就是為何佛教文化現象中可以容許獨

身主義(celibacy)與在家修行人(lay practitioner)佔有相同地位，燒香等儀式行為與

精神哲學共處，各種文化背景所發展出的神祇造像形式等象徵主義與超越形式的

沉思(comtemplation)並存，而這種「二種意義的不可分性」，其實源自於「順應感

知者（cognizer泛指讀者、聽眾、信眾）所能接受與認知的能力(faculties)」，而不

只是因為敘事者「深信該敘事為真」。39 

 

因此，當宗教菁英們傳述著版本各異、甚至前後矛盾的歷史敘事時，我們可

以理解這當中有輾轉口傳的誤差、個人記憶的失落、主觀態度與偏好等人為性因

素，但這些人為性因素，都有其生成的民族社會情境與區域社會文化背景，而不

是單憑「人為操作」等價值判斷色彩濃厚的詞彙，便能武斷地闡釋清楚的。客觀

上再怎麼清楚不過的事件發展脈絡，從當事人的主觀思想與詮釋邏輯出發時，可

能與我們這些局外人（outsiders在此，該詞彙當然也包含外族人的意思）所見大

相逕庭。 

 

如同榮格(Carl Gustav Jung)所言，無論從個人層次或集體層次而言，人們會

接受特定敘事（包括神聖性、理性、神話、童話、直觀知識、部落知識等）的真

實存在，這種傾向都是基於一種廣如世界、向世界開放的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ciousness)的「原型(archetypes) 」，例如「認為童貞女聖母瑪里亞生下聖子

 
39 宗薩蔣揚欽哲這一轉世系統，可謂在 19-20世紀對德格政教發展影響最鉅、話語權分量十足的

宗教菁英。第三世欽哲對二種意義的不可分性，相關討論可見於：Dzongsar Jamyang Khyentse 

Rinpoche演講內容，講題：〈Myths and Truths of the Buddhist Teachings〉由 Siddhartha's Intent

發佈，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RketbCLV8Y（演講直播日期：2019 年 1月 23

日，檢視日期：2019 年 2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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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便是一種思想的原型。40 

 

承上所述，當本文提到「神話」「塑造」「建構」等意涵時，純粹是表示一種

「用於溝通的象徵手法」，而無好惡等價值判斷意圖。從歷史文本的梳理中，我

們可以清晰地見到「人為性」，但絕無從判斷、也毋須判斷當事人在任何行動選

擇或敘事傳述時的主觀道德傾向。 

 

必須要說明的是，由於本論文的觀察對象，其範圍界定為「由個人所集合而

成的群體」，也就是特定社會範圍內的群體，而不是更微觀的「個人」，因此，雖

然菁英個人的魅力在社會及其內部網絡互動中占有關鍵角色，但這種角色主要是

發揮在獲致凝聚力與認同感方面，而不見得像是極權政治領袖那樣，發揮實際行

動的指導作用。是以，本文並不企圖臆測或判斷任何菁英個體在行事時的個人動

機，而是從單純發生於該社會範圍內各項事件或存在於該社會結構內部的各種主

次要條件，說明「在群體／社會網路當中發生或存在的現象，在該社會中所發揮

的能動性」。在社會網絡的各種群體當中生存的「個人」──尤其是在社會網路關

係高度精密化的藏族社會中的菁英個體，當他／她要針對所面臨的事件或局勢採

取行動時，其個人意志的主動性，在群體的結構制度或慣例之下，往往相對不顯

著，或缺乏執行的動能。41是以，本論文從群體現象來論述多康菁英們的互動關

係，而捨棄對個別菁英人物傳記進行深描(thick description)、剖析個人意志的文

本研究式取徑。 

 

（八）外部情境的囿限：社會預設 

 

政教菁英們在支配關係中佔有支配者地位的情境，是一動態的發展過程。

對於任何一個社會來說，即使是任何一個能夠提供凝聚力、並以該種凝聚力模塑

支配權力的個體，或以該個體為中心的集團，都不是憑空出現的(emerging by 

chance)──無論是本土或外來的新政教勢力，其背後都有一個支持該勢力發生、延

續與鞏固的力量或體系，為行文便利，筆者統一將之稱為「社會預設」(pre-existing 

societal context)，此概念類似口語情境下的「大環境」背景，用以闡明宗教菁英

們在社會背景下利用既有社會資源（在此社會資源指的是抽象的概念投射，例如

宗教教義、共祖意識等社會成員約定俗成的思想傾向），發揮影響乃至創造新的

 
40 Carl Gustav Jung, “ Archetypes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and “The Concept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Carl Gustav Jung, in Richard Francis Carrington Hull (trans.), 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2nd editi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aragraph 6, 46, 88, 93 (digital 

text downloaded from holybooks.com) 
41  關於宗教菁英的個人意志無法凌駕群體規範與慣例的分析，可參見拙文對第九世哲布尊丹巴

呼圖克圖生平的闡述：張昆晟，〈外部勢力與轉世制度：哲布尊丹巴歷代轉世身分的確立〉《民

族學界》(41)，2018，頁 6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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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圖景，但這種影響與創造並不完全取決於宗教菁英的個人魅力（克理斯瑪），

而是社會所賦予的客觀外在條件所致。 

 

也就是說，在社會預設的概念下，個人魅力對社會的影響效度不該被過度

解釋，當一個社會內部的宗教現象處與穩定情境之下，卻產生階段性、乃至長遠

的變異時，該變異不見得是突發的、個人特質所導致的，而是一連串來自社會其

他成員的心理投射以及成員們對菁英賦權的綜效結果。 

 

研究回顧 

 

德格研究是廣義康巴研究或康巴學的一環。從較規範化的學術定義而言，康

巴研究是一個才剛起步的區域歷史研究，而且是以中文學界為首、正要發展的複

合性區域歷史文化研究領域。從研究累積來說，中文學界是這個領域的開創者，

研究成果的數量較多，但西方學界的研究深度則遠遠超過中文學界，則是不容諱

言的事實。 

 

無論是中西學界，現今研究多康社會歷史的共同趨勢都是：鎖定其中特定區

域（例如：嘉絨、瞻對）進行點線式的研究，以整體多康為對象的研究，僅有 20

世紀上半葉的少數中國研究者做得比較有系統，近幾年中國的年輕學者，雖有相

關嘗試，但囿於文獻材料的侷限，成果並未超越前人。至於西方，至今仍未見學

者有這類作品的產出。 

 

以下研究回顧，筆者將由大範圍出發，先談整體康區的社會歷史研究，再將

視野拉近，討論與本論文直接相關的德格社會歷史研究。 

 

（一）巨觀的歷史敘事：國家視野下的多康社會歷史研究 

 

首先在範圍界定上，為避免內容重覆，筆者試著將大範圍的康區社會歷史

研究，分為「整體多康研究」與「德格以外的區域歷史文化研究」二類。 

 

運用王堯等人將中國藏學研究歷程劃分為 8 期的概念，42我們可將中文學界

的康區研究大致歸納出 5 個階段：一、開創時期(1911以前)；二、研究開展與繁

榮時期(1912-1949)；三、艱難時期(1950-1976)；四、研究復甦時期(1977-1995)；

五、創新時期（1996至今）。各期發展各有其取向與時代特點，其中，第一期為

考察資料的萌生時期，第三期則為各種官方社會歷史調查資料的生產時期，該期

 
42 王堯、王啟龍、鄧小咏，《中國藏學史（1949 以前）》北京：民族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3，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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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段又進入文革的完全停滯狀態。這兩個時期的文獻，多屬基礎材料性質，並不

屬於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因此，此處將略過此二段時期的回顧，而以第二、

四、五期為主要討論對象。 

 

整體康區研究的開展 

 

直到 20世紀初，中國政府對康區的認識都還屬於較為零散、片面的，雖有

戶口清查，但缺乏對該地政治、社會進行詳盡的、有系統的研究調查。19世紀末

到 20世紀上半葉，由於戰事頻仍，且歷經改土歸流、藏軍統治多康、土司復辟、

康區興學、興辦實業、康藏糾紛、劉文輝經營康區與西康建省等漢藏互動過程，

中國官員與知識分子逐漸注意到西南邊疆的社會。 

 

此時期對整體多康所做的研究類型，首開其端者，主要為調查報告與期刊性

質的作品；至於歷史研究取向，多從國家治理的視角，以事件為中心的進行探析。

例如：康區在茶馬古道的意義、大小金川事件、改土歸流、德格家庭兄弟爭襲、

瞻對事件、大白事件、西康建省，以及趙爾豐、尹昌衡、劉文輝等內地官員在多

康的軍事統治工作；文化社會研究方面，則以土司制度、烏拉差役、川邊番民風

俗、康區文教發展等議題為主。 

 

由於康區的腹地廣大，研究人員的密度不足，在 20世紀上半葉，無論是歷

史研究或文化研究，成果多為個案式的調查報告，或是以整體康區做泛論式、記

敘式書寫而成的專書，較少對單一特定主題進行社會科學論述的專著。 

 

1920-1930s 年代開辦的重要期刊 

 

由於 20世紀初漢藏政權在多康角逐不息，在治藏需求與愛國思想的驅動下，

許多官員與學者親自前往康區，進行為期不一的考察活動，包括任乃強、李安宅、

李有義、謝國安、劉贊廷等人，都曾留下許多具有價值的調查報告，出版頻率與

出版量方面亦大有可觀。因此，這個時期可說是康區研究的開展與繁榮時期。此

時期的研究，多以期刊文章的形式流通，最常涉及的面向為：政策制定參考、調

查報告性質、歷史事件探析等。到了 1920-30年代，隨著第二十四軍軍長軍閥劉

文輝逐漸強化在多康的菁英，一些與他相關的人員所主持的專門研究涉藏事務的

機構陸續開辦，出版許多相關研究的刊物，更擴大了獲取相關資訊的來源。其中

對康區研究較影響刊物，包括：《康藏前鋒》、《康導月刊》、《康藏研究月刊》、《邊

政公論》等。其中，《康導月刊》於 1938年創刊，由西康省縣政人員訓練所同學

會主辦。該刊物的投稿者多為劉文輝所培養的政治人物，有著強烈「開發西康、

建設西康」的企圖心，使得文章類型偏重政治題材與實務調查。該刊第 2卷第 5

期的烏拉專號，較全面地呈現了康區差徭形式的過去與當時現狀；第 3卷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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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期更是大篇幅刊出了木里土司、石渠土司、瀘定土司與康南各土司的概況，

對於康區土司研究而言，是極珍貴的資料來源。《康藏研究月刊》由康藏研究社

出版，該社於 1946年成立於成都，任乃強為理事長，謝國安為主任。此刊屬於

純學術性的刊物，撰稿人多為該社社員與川康地區的著名學者。研究主題包括了

以康區為主的史地、政經、民族、宗教、文學題材，任乃強先生的作品在其中佔

有較高的比重，他發表於此刊關於德格土司、天全土司世系的研究，是較有系統、

較完整介紹康區土司的學術性文章。 

 

《邊政公論》為中國邊政學會邊政公論社於 1941年創辦，周昆田任理事長。

該刊作者多為政府人員與當時知名的學者，主題含括邊疆文史與治邊政策等各個

面向。其中涉及康區的代表性研究作品，包括譚英華〈康人農業家庭組織的研究〉

（連載）、凌純聲〈中國邊政之土司制度〉（連載）、林耀華〈川康北界的嘉絨土

司〉(1947)等，李安宅的名著〈西康德格之歷史與人口〉(1946)也登載於此刊中。

這幾篇文章，至今仍舊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 

 

研究整體康區專書的問世 

 

任乃強不僅是此時期的代表性學者，亦是至今治全康史地之第一人。任職

在劉文輝麾下，任乃強於 1929-1935年深入康區各地考察，陸續寫成〈西康視

察報告〉(1930)（連載於《邊政》）、〈川康交通考〉(1931)、《西康札記》

(1931)、〈康藏名稱及境域之變遷〉(1931)等名作，以及代表作《西康圖經．境

域篇》(1933)、《西康圖經．民俗篇》(1934)、《西康圖經．地文篇》(1935)，大

展全面治西康史地之宏圖。到了 1935-1949期間，他協助劉文輝治康，持續考

察、著述，在西康通志館任職，並於大學任教，創辦康藏研究社，出版《康藏

研究月刊》。對往後研究者影響甚鉅的《康藏史地大綱》(1940)亦在此時期問

世。《康藏史地大綱》是他為了教授康藏史地所編的講義，被他視為編撰康藏全

志之縮本，全書詳述康區的政制、地理、古史、近史、官制等議題，考證詳

實，層次分明，系統性呈現出一部 20世紀上半葉治康藏史地的最佳範本。43 

 

近幾年，中文學界仍陸續有學者撰寫從國家治理角度分析整體康區歷史的

專書，他們的研究興趣主要都在晚清的建省議題上；在研究方法方面，則普遍存

在著取材單源化、資料解讀單向化與陳述概略化等問題，造成了內容大同小異、

特色難以突出之憾，例如張啟雄《中國國際秩序原理的轉型》的〈第五章、清末

實效管轄下的川邊康藏新政〉的取材，只以邊務大臣的報告、奏牘、上諭和實錄

 
43 任乃強，《康藏史地大綱》收入任乃強，《任乃強藏學文集（中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

社，2009，頁 438-439；杜永彬〈傳奇坎坷 博大精深 經世致用──任乃強的生平、學術

和思想〉收入：任新建、周源主編，《任乃強先生紀念文集：任乃強與康藏研究》北京：中

國藏學出版社，2011，頁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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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材，說明光緒年間的西康建省之議，這一「由中央推向地方」的「實效管轄」

過程44，由於取材單一，文中幾乎不見川邊康區的社會樣貌。黃天華的《邊疆政

制建置與國家整合：以西康建省為考察中心(1906-1949)》考察的時間下限更向後

推到 1949年，將民國時期的建省事務一併納入考量，使用的檔案較為多元，也

注意到孔薩土司、德格土司等地方勢力的影響與其政治意向的重要性，但對於康

區社會的描述，仍僅是略微帶過而已，全書依然是以統一國家之下的漢藏關係為

主旨。45 

 

第五期──創新時期──的研究特色，是以康區各地方社會為主體的區域史研

究。1990年代開始，中國的社會史研究的方向轉向區域史，整體康區的相關研究

也紛紛朝此方向發展。46到了 21 世紀，相關專著陸續出版。不過，這些區域研

究，仍延續著 20世紀初期以國家統治為前提的大敘事傳統，從漢藏關係、「中央

-地方」關係來論述區域發展與歷史，屬於「由外而內」的研究，尚未以康區社會

為主體，發展出「由內而外」的視角。 

 

格勒是甘孜本地人，在其博士生導師李有義所撰《西康藏族自治區概況》一

書的啟迪下，寫成《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話》47一書。該書按中國朝代順序，鋪陳

甘孜州的政治勢力變化與治理情形，雖非正式學術專著，但也是近 20年內較早

介紹康區歷史、也較常為人所引用參考的中文作品，有一定的價值。 

 

王川對整體康區的中文資料掌握十分完整，結合運用檔案文獻與實地考察

的優勢，在國家視野之下，梳理清末至 1949 前（19 世紀中至 20 世中）約一世

紀的康區地方史，從政治、文化、經濟等面向，以近代康區的重要事件為緯，呈

現出對康區近代史全貌掌握較佳的作品。他在研究方法上延續了任乃強寫作康區

通史的企圖，寫出條理較明晰的康區史地綜論。他也用類似的研究手法，系統性

地整理了學界較為缺乏的昌都歷史。48然而，其作品在整理材料與論述大格局的

史事方面顯得突出的同時，也呈現出欠缺藏文文獻與一手材料，以及缺乏獨到研

究觀點的遺憾。 

 
44 張啟雄，《中國國際秩序原理的轉型──從「以不治治之」到「實效管轄」的清末滿蒙藏籌

邊論述》臺北：蒙藏委員會，2015，頁 99-137。 
45 黃天華，《邊疆政制建置與國家整合：以西康建省為考察中心(1906-1949)》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4。 
46 1990s 年代的中國社會史研究風氣，開啟了結合人類學、社會學與田野調查，從國家機制的主

位出發，由下而上考察的「所謂」華南學派歷史式的研究取徑，以及近年由所觀察社會為主體、

由上而下視角的「華北學派」（隊伍正在成形）的方法，對於考察以清代為主的民族社會史，

在方法上帶來許多啟發。見：邱源媛，頁 44-50。固然，藏族區域歷史研究或藏學發展的脈絡

不見得與這個史學方法的發展有直接關聯，但在時間點上的近似，確實顯示出新一代的中文

學界學者的確在方法上借鑑了歷史學的新方法，在闡述論題的視角方面也有趨同的表現。 
47 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話》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48 王川，《西藏昌都近代社會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王川，《西康地區近代社會

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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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開隊是近年康區歷史地理研究較亮眼的青年學者。他關注環境背景對宗

教發展過程與途徑的影響，對康區藏傳佛教在特定歷史分期階段中的空間分布

進行大範圍的考察，並對藏傳佛教寺院分布做出文化分區與時間分期，討論藏

傳佛教在康區的空間傳播，將相關資料做出了宏觀的概述性論述。49美中不足

的是，他使用的材料多是成書年代較為晚近的教法史(ཆོས་འ�ང)，對文獻系統性整

理的貢獻良多，但論述的開創性就顯得較為薄弱。 

 

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官方供職的來作中、鄧俊康，對康區的土司研究也著力

不少，他們參與出版、整理的著作雖非嚴格意義的學術文章，但卻都有詳實且

珍貴的田調考察，訪問資料與文獻整理功夫亦十分深厚，對康區土司制度研究

頗具價值。這些文章大多收錄於各期的《甘孜州文史資料》（包括漢藏文版本）

其中，來作中〈清王朝在川邊藏區的土司設置〉一文，穿插比對文獻與實地調

查，整理出康區四大土司為主的各個土司轄境內安撫司、宣撫司、長官司、土

千戶、土百戶的名單與地理位置，條理甚為清晰，所提供的資訊也比同類文章

或專書豐富許多。50 

 

以康區各個地方社會為主體的區域史研究 

 

德格以外的多康個別地區的區域歷史文化研究，各個區域都有較優秀的作

品，茲臚列於後： 

 

1. 昌都研究──做為昌都本地人，土呷是一位在相關研究較為活躍的學者，

作品豐富。他在昌都近代史、社會制度、文化民俗等較多學者關注的領

域均有著墨，特別是在考察格魯派的四大呼圖克圖與強巴林寺的歷史時，

能夠交叉運用漢藏文獻，提出以藏族為本位的觀點，在中文學界對康區

的研究者當中，是較為顯眼的一位。51從各個主題的整體性與個別主題

的特殊性綜合來看，謝廷杰、洛桑群覺受到昌都地區官方支持，編寫了

《西藏昌都史地綱要》，書中系統性介紹了昌都地區各地政教合一的發

展狀況，還特別從宗教文化的主題中，突出苯教與噶瑪噶舉在昌都歷史

發展過程中的特點，較具參考價值。52 

2. 嘉絨研究──林耀華〈川康北界的嘉絨土司〉之前，馬長壽發表於 1944年

 
49 王開隊，《青藏高原歷史地理研究. 康區藏傳佛教歷史地理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2011。 
50 來作中，〈清王朝在川邊藏區的土司設置〉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

員會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資料選編‧第二輯》甘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

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員會，1990，頁 99-139。 
51 土呷，《西藏昌都歷史文化研究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 
52 謝廷杰、洛桑群覺，《西藏昌都史地綱要》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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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嘉戎民族社會史〉可謂代表作。他在腹地廣大的嘉絨藏區進行實地

考察，結合人類學與歷史學方法，解讀當時仍存的土司家族族源壁畫，

配合歷史文本與口訪資料，將嘉絨土司的各家族源、部落歷史聯繫的概

況、婚姻關係等做了詳細且條理分明的研究與梳理，參考價值甚高。53兼

用檔案文獻、漢文史料並與藏文史料進行整理者，贊拉．阿旺措成當屬

近年第一人。他與多爾吉、紅音等人編輯了藏文版的《嘉絨藏族研究資

料彙編》，並據此編譯了《嘉絨藏族的歷史與文化》一書，充分比對並呈

現出屬於嘉絨內部觀點的歷史論述，也詳細考察了藏文文獻中關於嘉絨

族源、相關歷史事件的內涵，書中亦詳加介紹嘉絨著名的政治人物與歷

史人物。54鄒立波在《明清時期嘉絨藏族土司關係研究》(2017)中，運用

歷史學背景與語言優勢，利用大量藏文文獻，與現有漢文史料進行對照，

考察嘉絨土司的內部關係、對外關係以及與清政府的關係，將觀察權力

的焦點放在土司身上，以歷史人類學的觀點，成功地說明了嘉絨藏區的

土司們，是如何從宗教上師，轉為政教合一的領袖，再過渡到王(�ལ་པོ)的

歷史過程，闕為治此地方史之佼佼者。55 

3. 瞻對研究──玉珠措姆(Yudru Tsomu)研究產量豐富，發表過多篇中英文期

刊，是現在瞻對研究的代表性學者，也是目前唯一能夠同時使用漢文檔

案與藏文文獻，對以瞻對為中心的多康地區進行歷史研究的學者。除了

改編自其博士論文的專著 The Rise of Gönpo Namgyel in Kham: The Blind 

Warrior of Nyarong (2015)之外，她也發表了許多關於瞻對、甘孜、德格

當代史（20世紀以後）的期刊作品，都十分具有開創性，是位產量豐富

而有研究活力的本族學者。 

4. 康南納西族木氏家族研究──歷史考古學家王恆杰對雲南藏區的研究則

十分深入。他在 1950年代便深入雲南藏區進行田野調查與口述史訪談，

細緻比對漢文檔案、史料，以及藏文的罕見材料，在充分掌握藏區與雲

南民族歷史脈絡的前提下，寫成《迪慶藏族社會史》。該書從中央王朝的

統治觀點，看待納西族木氏家族對多康南區的武力擴張，以及該家族轄

境內的宗派衝突和行政制度，並指出和碩特蒙古與 17 世紀初建立的甘

丹頗章政權在多康南區並不具有絕對統治力的事實。56雖然他本人並非

專治藏族史者，但本書可說是多康區域史的傑作。同樣研究多康南區與

雲南藏區，趙心愚則透過民族調查與人類學分析方法，結合正史與志書，

以民族為單位，說明納西族與多康南區藏族的族源和異族間的互動關係，

對研究 17世紀以前的多康南區區域史別具參考意義。57 

 
53 馬長壽，〈嘉戎民族社會史〉收入：馬長壽著，周偉洲編，《馬長壽民族學論集》北京：人民

出版社，2003。 
54 贊拉‧昂旺措成等（編），《嘉絨藏族的歷史與文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 
55 鄒立波，《明清時期嘉絨藏族土司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56 王恆杰，《迪慶藏族社會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5。 
57 趙心愚，《納西族與藏族關係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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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性的區域研究舉隅──德格王轄境內的社會歷史研究 

 

中文學界對德格研究的開創與繼承 

 

以德格為專門研究主題的考察，始於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教授、南開大學

校長文階。他透過親身考察，對末代德格的轄境概況、德格王與地方勢力的實況

做了第一手的記述，並發表於《康導月刊》，為重要的實地訪查資料。(1938, 1939)

歐陽無畏於 1940年訪德格縣後所譯述的〈德格土司世傳譯記〉(1945)，則是中文

學界對《德格王系史》最早的譯介作品，但內容較原書簡略許多。1944-1945年，

任乃強與李安宅同入康區，實地訪問當時仍存的德格政治菁英，修訂了歐陽無畏

〈德格土司世傳譯記〉，並對原始文獻內容進行考證，寫成〈德格 �ེ་དགེ་土司世譜〉

一文，連載於《康藏研究月刊》（任乃強 1947, 1948），無論是歐陽無畏或任乃強

的作品，在考證德格家族系譜方面，雖然都有存在著許多基於主觀臆測的誤解（詳

見第二、三章），但瑕不掩瑜，仍堪稱中文學界研究德格家族系譜的權威之作。 

 

李安宅與任乃強偕同入德格當地考察，隨後寫成〈西康德格之歷史與人口〉

(1946)一文。該文記錄了復職的德格王於 1942年當時的徵糧、畜稅情形，並對該

地的戶數、人口、職業別、男女比、僧俗比等資料進行詳細調查，並透過數據分

析，直指拉薩派駐德格的官員對當地進行苛政剝削，使當地所產不足以納官的情

形。本文固然屬於又一篇呼應大時代「檢討土司烏拉差役問題」的文章，但同時

也是以社會科學方法調查德格人口的先聲與代表性作品，該文英文版亦常被西方

學者引用。 

 

任乃強以後，中文學界從事德格研究者，唯有任乃強的學生杜永彬。他在任

乃強的指導下，完成首部以德格為主題的碩士論文〈論德格土司制度及其特點〉

(1988)其後又發表了相關期刊論文：〈論德格土司的特點〉(1991)、〈德格土司轄

區獨特的宗教格局〉(1991)，較系統性地討論德格的行政組織、社會階級，著作

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 

 

西方學者對德格歷史的考察 

 

在 Josef Kolmaš之前，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 1911-1999)已經研究過《德格

王統記》，但 Kolmaš所編輯的 A Genealogy of the Kings of Derge. Sde-dge'i rgyal-

rabs(1968)一書，卻是目前所知最早以德格相關研究為主題的專著，其中除了將

原典轉寫外，還提供了珍貴的更慶寺歷代住持名單，考證歷代德格王的生存年代，

至今仍是西方研究德格的各領域學者必讀之作。同樣地，雖然該書許多觀點已被

後來的學者所推翻（例如范德康[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和 Jann Michael Ro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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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不失其開創性的價值。58 

 

專研漢藏關係的知名藏族史學者 Elliot Sperling 對於司徒班欽(སི་�་པཎ་ཆེན། 1700-

1774)所撰、多達 2 函的噶瑪噶舉宗派史名著《水晶鬘》(7་བ་�་ཤེལ་9ི་:ེང་བ)進行分析，

指出司徒班欽的歷史思想與對噶瑪噶舉的歷史發展觀，高度受到其所處（18 世

紀）社會的政治氛圍所影響，以及該書在對抗格魯派中心史觀方面的意義。提出

該書在漢藏關係研究方面的重要性。59這是首度有學者對此部重要的歷史文獻進

行梳理與評價。荷蘭籍學者、當今藏文文獻學權威范德康教授則運用 2部近年新

發現的 13世紀傳記文獻，藉其會通藏文歷史文獻的功力，對德格家族的早期族

源問題提出可能發展方向的考察，極具開創性。 

 

近十年來，法國學者 Rémi Chaix與美國學者 Ronis都是德格歷史研究著佼佼

者。二人同樣具備充分掌握、深入研讀 18-19世紀涉及德格的藏文宗教文獻之特

長，針對當時的社會氣氛、王室家族、王權與司徒班欽、印經院的成立、寺院發

展方向轉變等問題進行了細緻探討。60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二位學者在德格研究

方面的研究能量必定是值得期待的。 

 

小結：關於康巴史與德格研究的方法、利基與切入點 

 

整體而言，無論是康巴研究或其下分支的區域社會歷史文化研究，都存在著

太多的歷史空白與問題，等待研究者運用更多的跨學科方法去解答。包括各地方

政權的貫時性歷史、各種政權政教關係的再檢視、多康宗教史、歷史人物傳記研

究等議題，都有太多值得探討的未開發領域。在這方面要做到深入剖析與探討，

充分掌握正確解讀藏文歷史文獻的能力，乃是必要條件，這也正是近年來西方學

者在康巴研究與德格研究上較使用中文書寫的學者們更具優勢之處。中文學界近

年在康巴學61的開創、建設上逐漸增加資源的挹注，並開始意識到比對漢藏文獻

 
58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Two Early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House of Sde-dge”, Journal of 

the Tibet Society, (8) 1988; Jann Ronis, “Powerful Women in the History of Degé--Reassessing the 

Eventful Reign of the Dowager Queen Tsewang Lhamo (d. 1812) ” ,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No. 

21, 2011, pp. 61-81. 
59  Elliot Sperling, "Si tu paṇ chen Chos kyi ’byung gnas in History: A Brief Not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7 , 2013, pp. 1–16. 
60 Rémi Chaix, “Si tu paṇ chen and the House of Sde dge: A Demanding but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JIAT, Issue 7, 2013, pp. 17-48; Rémi Chaix, “Construction Work and Wages at the Dergé Printing Hous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ross-Currents e-Journal (No. 19), 2016, pp. 48-70; Jann Ronis,    

“Bdud ‘dul rdo rje (1615-1672) and Rnying ma Adaptations to the Era of the Fifth Dalai Lama”,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einvention of Tradition : Tibet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 PIATS 

2003 : Tibetan Studies :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Oxford, 2003, pp. 171-186; Jann Ronis, “Celibacy, revelations, and reincarnated lamas: 

Contestation and synthesis in the growth of monasticism at Katok Monastery from the 17th through 

19th centurie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h.D. dissertation). 
61 2004 年 8月，在四川康定舉行了「康巴文化名人論壇」，由李紹明、杜永彬聯合發言，倡議將

「康巴研究」發展和正名為「康巴學」，做為藏學研究的支分與二級學科。見：李紹明、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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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可見，在此研究領域，絕不能再像過去，僅仰賴中文史料與前人研究

成果，不加檢視便照抄借用，而應該回到歷史文獻的研讀與考察上，盡可能地從

第一手史料下手，帶批判性地探討文獻及其生成背景之間的有機連結，闡發前人

所未發現處，更正前作的誤判或誤導，才能在相關研究領域開創新的生機。 

 

正如玉珠措姆教授與筆者分享的心得，仰賴過去宗教菁英的努力，德格王國

留下了較多康其他地區都更加可觀的歷史文獻，這是投入德格研究者的利基所在，

也是以此展開全貌多康史、乃至多康各時期社會文化研究的敲門磚。畢竟，多康

的歷史面貌至今仍然朦朧殘缺，有待對多康各區歷史社會的研究成果持續累積，

借重口述歷史的補充，才能「由下而上」，逐漸「建構」或「模塑」廣大多康區

域史的可能樣貌，乃至理解當代多康人民看待歷史的觀點，以及該觀點與諸多歷

史心性投射的本源。 

 

從問題的發想到本論文的設計 

 

（一）問題的發想 

 

一名民族學科的研究者，應該把握在現實田野或歷史田野（基於文獻考察

而梳理、累積的民族史內涵）當中的脈絡與社會文化情境，以便更好地把握、處

理他所提出的論述。因此，除了大格局的子項──諸如：政治考量、政治環境、群

體互動──以外，也要考量事件生成的思想脈絡、文教養成背景及該社會成員對此

等抽象思想採取怎麼樣的因應措施等因素。 

 

藏傳佛教的寧瑪派與噶舉派，在歷史過程中，不斷因為基于宗派門戶之見

或涉入衛藏的政治權力鬥爭而遭禍殃，幸賴多康縱谷式山型的天然地理屏障，讓

這兩個宗派的菁英們，在多康的大地上找到了重新發展的復振契機。特別是在經

歷了 19世紀的宗派傳統的大規模再現以及教義經典的整理與組織化，宗派思想

藉由學院式教育而得到更廣泛的推廣，一時之間，為 20世紀的藏傳佛教思想圈，

創造出樣貌多元的圖景。尤其是在今日，除了格魯派以外的三個宗派（寧瑪、噶

舉、薩迦）的主要學者，其主要師承幾乎都來自多康，特別是來自德格。也因此，

德格對於藏傳佛教思想史的意義，不言而喻。 

 

 
建〈康巴學簡論〉《康定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5(2)，2006，頁 1-6。從此之後，對康

區的研究人力與資源，便有了逐漸擴大的趨勢，也開始累積出一定的成果。目前，由四川大學

藏學研究所石碩教授所帶領的青年學者與研究生，在康巴學的概念下，由點而線，考察多康的

區域歷史與漢藏關係，屬於研究動能旺盛的代表性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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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與田野調查期間，筆者交往的對象多為來自藏傳佛教寧瑪派與噶舉

派的僧侶。然而，從他們的言談與講演中，雖然不斷提及德格的宗教歷史，但每

當談論到人、事、思想等議題時，這些歷史敘事的各個面向就會出現張冠李戴、

支離破碎的情形，要從中理解這一方水土的人們如何發展為今日的樣貌，他們經

歷過那些思想與事件的洗禮，簡直是難上加難。 

 

當筆者試圖弄清楚德格的歷史時，各種問題不斷地出現：從最基本的該地

區的歷史敘事如何整理？歷史記述中的空白如何彌補？一直到解析式的挑戰──

政教關係的模式何以異於衛藏與多麥？菁英網絡的互動模式以及背後的運作邏

輯與工具性手段為何？諸如此類。幾乎每一次叩問，都陷入了連最基本的「這裡

曾經發生的歷史」尚且缺乏完整研究的困境，從而進入了民族學相關領域與藏學

領域中的未知領域，充滿著更多的問號。在連基礎的歷史敘事都乏人梳理的情況

下，從第一手藏文文獻與漢文史料的交叉研究，整理出貫時性的德格家族史，便

是最初的策略。 

 

隨著資料的累積與整理，更多有機的問題繼而浮現。例如：德格王轄境的周

邊氛圍為何？德格是個獨立王國嗎？統治者在其統轄領域內，如何如何建立與鞏

固其執政的正當性？宗教菁英們如何立足並延續其宗教影響？統治者與宗教菁

英之間如何共處？政教菁英彼此的關係是平等的還是威權式的？其中的互利與

矛盾為何？宗派多元性的氛圍是常態亦或新興的運動？本論文的寫作目的與架

構，以及最終的、根本性的知識追求，就是為了要解答上述各個疑問。 

 

上述疑問，若歸納起來，略有三個面向：1. 梳理歷史事件與以及從所觀察

社會的主體觀點出發的歷史敘事之意識，2. 論述菁英獲致並運用權力的正當性

依據，3. 闡明菁英們共生的樣態。 

 

（二）方法論 

 

在研究所期間，筆者受到的是「學、誌、史三門綜合」之學術訓練，亦即兼

具民族學、民族誌與民族學敏感度的綜合性研究方法。本文之書寫，亦以此綜合

性專業為依歸。 

 

其中，這三門專業的大致內容如下： 

 

1. 民族學是以民族為單元或觀察的核心，藉由民族誌的實證經驗、民族史

的知識累積，結合運用相關學科（包括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取徑與思想，

來分析、解決以民族關係、民族內部、民族生活等問題的方法； 

2. 民族誌乃將得自田野的發想與經驗，將所涉場域的人、事、時、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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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關係、網絡、嬗變等面向，加以記錄與梳理，促進回應問題意識的

一種資料生成手段； 

3. 民族史則是在民族誌與民族學二種工具的輔助下，以歷史文獻、考古資

料為主要素材，將特定民族或民族關係視為研究範疇，並以其發展過程、

歷史敘事做為考察主體（可稱之為歷史田野），進而導引出具有相當解釋

效度的民族歷史詮釋，並藉此詮釋反饋至民族學，產生史與學之間的對

話，以增進對民族現象與族群現象的理解。 

 

為了最終能夠回應「在歷史過程中，德格的菁英網絡互動模式及其底層邏輯

為何」的民族學問題，筆者必須先梳理零散而紊亂的多康史與德格史，藉由田野

經驗與民族誌所提供的發想做為輔助，以理解與考察民族歷史敘事，再以民族歷

史敘事為觀察分析的對象，推演、解析出具有詮釋意義的民族學內涵。 

 

又，由於本論文的時間下限是 20 世紀中，屬於歷史時期，所以在材料的側

重方面，仍需較高比例地仰賴文獻分析。而為了體現多康介於衛藏與東方帝國政

權間的夾縫生存處境，以及這種氛圍下的多康民族主位歷史詮釋，加上相關漢語

文材料相對稀少，許多藏文文獻也從未受到較好的關注，故而筆者欲以第一手藏

文歷史文獻為主幹，先行處理過去學者在治康藏史時所忽略的空白與疑義。 

 

（三）田野調查過程說明 

 

本論文的田調地點為過去屬於德格轄境的主要區域──德格、白玉兩縣。 

 

2003-2006年就讀民族系碩士班時期起，筆者便多次進入白玉縣，唯當時主

要的田野考察，集中於藏族信仰與儀式的親身觀察，並未就本論文的相關資訊進

行蒐集與探查，僅是因之而對田野地及該社會的群眾有些基本認識而已。 

 

為更有效地理解文獻所呈現的德格，探查至今仍然延續的德格菁英家族與俗

民家族之現況與親族組織，筆者特於博士班在學期間，專門前往甘孜州與印度兩

處田野地，共計 3 次，進行以個人口頭訪問為主的調查工作。茲將調查訪問內容

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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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緒-I 田野調查概況表 

2014年 7月 24日至 8月 14日  

田野地 白玉縣、德格縣 

田野目的 文獻蒐集、個人訪談 

訪談主題 20世紀上半葉德格縣更慶寺的概況 

白玉縣八邦寺的寺院發展 

德格縣宗薩寺的寺院發展 

德格縣雜廓地區的苯教寺院參訪 

2015年 9月 15日至 10月 3日  

田野地 白玉縣、德格縣 

田野目的 個人訪談 

訪談主題 親族組織與個人的關係 

寺院高級轉世化身的口述家族史 

宗教菁英對社會生活的支配 

當代舅甥關係在宗教菁英網絡內的意義 

苯教在德格的發展 

2016年 5月 1日至 5月 7日  

田野地 Bir Dege Tibetan Settlement, Bir Chaugan, Himachal 

Pradesh, India 

田野目的 個人訪談 

訪談主題 夏克倉家族與德格的關係 

20世紀德格的宗派格局 

 

此外，筆者也利用工作機會，於臺灣、香港進行非正式訪問；並多次藉專訪

的形式，訪問在台的多康、安多藏族報導人，內容包括：特殊宗教菁英的個人神

祕經驗、德格菁英家族史、白玉寺與周邊屬民的關係、三岩歷史、薩迦派俄爾支

派(ངོར་པ)的主寺與分寺，以及對當代藏族對多康、多麥等概念的認知等主題。 

 

雖然在本文寫作的預設方法論當中，民族誌資訊只是做為輔助民族史書寫

與民族學論議的工具，但在論文籌備與寫作期間，筆者仍盡可能地把握機會進行

田野採訪與民族誌書寫，先後接受訪問的報導人約三十餘人，訪問主題則兼顧本

論文的不同層面之議題。藉由民族誌資訊的反饋，確實對理解身處德格社會內部

不同階序地位的成員生活（包括菁英與平民），以及家族個體成員與家族的聯繫，

有了超越文獻本身、更為深刻的認識，此為田野工作對此論文之主要貢獻。 

 

（四）本論文的架構設計 

 

本論文的設計，循著前述「學、誌、史三門綜合」的方法，以民族史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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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學為緯，民族誌為輔助養分，重新梳理區域史概念下的德格史，並藉由對史

事的分析，回應前述三大面向的問題意識。 

 

在前三章，筆者整理零散且混亂的多康各地歷史，時間跨度從 12世紀至 19

世紀末。首先，筆者在第一章中著重透過德格以外的多康地區發展，以及這些部

落與東邊的中國朝廷、西邊的衛藏互動關係，凸顯出德格政權夾在兩股政治勢力

之間，能夠獲得不斷壯大的空間的理由──恭順。 

 

第二、三章則梳理德格家族的歷史發展，全面重整 17世紀至 20世紀上半葉

的德格政治與宗教發展歷史情況，包括統治者家族史與各寺院體系的成立；此外，

在本章的行文中，亦就漫長歷史演進過程中，德格家族每一代人的歷史記述空白

與疑義處（包括藏文文獻呈現的內在敘事矛盾以及漢藏文獻的差異），進行個別

考證。 

 

後三章屬於第二部分，著重運用民族學方法，分析、探究共生的形式與邏輯。

在這三章當中。立基於民族史的基礎，進一步配合源於民族誌的資訊與知識，進

行理論性的分析，探討：權力正當性的建構、二種菁英之間的共生形式、支配的

形式、王室家庭的正統性，菁英話語及身分的正統性，以及與家庭正統可相做類

比的群體凝聚。 

 

第四章承先啟後，討論權力正當性的來源，說明抽象概念賦予菁英權力的背

後機制，探討使得政教菁英們與社會中非菁英的被統治成員雙方產生無法跨越之

區隔的因素──神聖性──的塑造過程。 

 

到了第五章，闡述宗教菁英與政治菁英共生的外顯形式，包括互動關係、

互動模式與王權的鞏固。 

 

第六章在「藏傳佛教自後弘期以來，宗派各自謀求發展與定位」的宏觀敘事

(grand narrative)下，闡述宗教菁英們的宗派經營與宗派互動的共生圖景：各宗派

在德格轄境內得到發展，是立基於共生情境下的菁英之間，仍然存在著基於宗教

誓言的支配關係，而這層關係並未隨著王權發展而受到破壞，使得王權與政治體

制、官僚結構並未凌駕宗教菁英的宗教神聖正統，加上宗教菁英們充分運用互利

共生的類親緣關係（法脈宗族），在政教菁英網絡之間發揮影響，遂使那些在衛

藏難以延續的宗派傳統，能以德格轄境範圍內為據點，得到復振甚至更進一步高

度發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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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於名詞音譯原則的說明 

 

藏語文的漢字音譯，在用字方面，至今仍無統一的標準，繼以三大方言群對

同樣語詞的發音亦有出入，加深了名詞音譯的難度。例如：�ག་མཛ!ད(phyag-mdzod)一

詞，按衛藏語可讀做強佐，但在安多語及康巴語則都讀做相佐或相子，若統一按

衛藏語的讀音做音譯，便會與安多與多康地區的漢文資料難以對應。由於使用漢

文音譯的目的在於俾使不熟悉藏文與藏文轉寫的讀者，在閱讀上得以避免因缺乏

語文專業而導致的閱讀障礙，因此，與其在音譯原則上勉強求其完全一致，倒不

如在保持一致性的原則下，容許一定程度因地制宜的空間。本文的名詞音譯，便

是在這樣的理念下進行的。茲將音譯原則說明如下： 

 

1. 一般性原則，以轉譯為北方官話系統的現在標準漢語發音為記音原則； 

2. 有慣用之先例者，以沿用前例為原則； 

3. 若遇人名、地名、一般名詞具有地方特色者，酌情按衛藏、安多、康巴方

言的發音方式進行調整。例如：དཔལ(dpal)在衛藏語(ད(ས་གཙང་�ད)讀做白或貝，

後加字 la音產生音變，與基字混同，不單獨發音，但在安多語(ཨ་མདོ་�ད)，該

字讀做華，後加字被保留為連讀尾音，在康巴語(ཁམས་�ད)讀做巴或霸，後加

字也被保留，因此，在人名涉及該字時，需要因地制宜。 

4. 除非查無前例可循，地名、山川名、寺院名，以「承襲既有漢譯名稱」以

及「與中國大陸用法一致」為原則，以免造成延伸閱讀與相關研究的混亂。 

5. 人名若有固定漢譯，或原已有漢名者，不另行音譯。如：夏克(�་"ོད/bya-rgod)

為當代德格望族的家族名，按前述原則應循康巴語，音譯為夏貴或夏果，

但因該家族在民國時期的漢譯名稱皆為夏克，故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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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多康概況 

 

做為多康北部的政治霸主，居於文化中心的地位，德格自王國成立之前，便

與周邊部落有著以戰爭為主的頻繁互動，而當德格建立王國之初，正逢和碩特蒙

古與藏傳佛教格魯派聯手在各地進行佔領與統治的早期。德格家族與固始汗的私

人關係，使得德格在其他地區受到和碩特蒙古直接統治的同時，得以保存自身的

自治權，並為非格魯派的其他宗派提供庇護與發展的空間。 

 

本章將就探討德格周邊多康各部落/王國政治勢力的範圍界定，並梳理此等

部落/王國自 13世紀以來的政治發展，以及他們與衛藏政權、清朝之間的關係，

為德格歷史發展脈絡鋪陳更寬宏的延伸視野。 

 

第一節 多康六岡的地理與政治勢力 

 

清末民初，漢文文獻出現了康藏一詞。其所指稱的地域，可分廣狹二類。其

中較寬鬆的廣泛定義，泛指今日西藏自治區為主的前後藏（藏文中稱為衛[ད(ས]、

藏[གཙང་]，合稱衛藏），以及康巴(ཁམས་པ)62分布區──康區(ཁམས)；狹義而言，康藏則專

指康區。然而，在藏文語境中，本無「康藏」一詞。按照藏族對操著不同語言的

人群所做的分類詮釋，說衛藏語、康巴語、安多語等三大人群分布，是完全分立

的；所謂「衛藏法區，多堆人區，多麥馬區(ད(ས་གཙང་ཆོས་6ི་ཆོལ་ཁ། མདོ་�ོད་མི་ཡི་ཆོལ་ཁ། མདོ་�ད་?་ཡི་ཆོལ་

ཁ)」63的俗諺，正說明了這種觀念。 

 

漢文常見的「青康藏」的概念，正是按這三類說著不同語言的人群加以區分

的，實際上，這種分類並非依據地理區的分類，而是針對方言使用者的劃分。 

 

今日康巴對其「傳統」地理區的認同論述，通常是由三區(ཆོལ་ཁ་ག@མ)談到多康，

再由多康談到六岡(�ང་0ག)。所謂三區，是指：上部阿里三圍(�ོད་མངའ་རིས་�ོར་ག@མ)、中部

衛藏四如(བར་ད(ས་གཙང་A་བཞ)ི、下部多康六岡(�ད་མདོ་ཁམས་�ང་0ག)。不論所指區域廣狹，所謂

上部(�ོད)、下部(�ད)、中部(བར)的區分，在藏族描述相對地理位置時都十分常見，這

基本上是按地勢高低區分的，例如三區之中，以西為上部，而以東為下部。 

 

可見，康藏、青康藏等詞，基本上只是漢語文結構下的一種發明。從 20世

 
62 指說康巴語(ཁམས་,ད)的藏族。 
63 過去該俗諺常被譯為「衛藏法區，康巴人區，安多馬區」，乃是一種籠統的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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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上半葉刊行的《康導月刊》、《康藏前鋒》、《康藏研究月刊》等刊物所收文章內

容觀察，不難發現這種從漢文使用邏輯出發、對康藏語文認識欠缺所呈現出詞彙

缺乏規範的情況。 

 

所謂康巴，即為使用康巴語、居住在多康地區的人群。康巴這一詞彙，衍生

自「康」的概念。藏文之中，ཁམས་(khams)一詞，原指邊鄙之地，乃是相對於衛藏

而言的。由於語彙概念的模糊，康巴的地理分布範疇也一向不甚明了。例如，成

書於 1322 年的《布頓佛教史》(#་$ོན་ཆོས་འ�ང)中，並未出現多堆一詞，僅提到康巴、

多麥。但該書所稱康巴（共有 5 次提及），但僅是泛稱，包括兩位不知名的康巴

人(ཁམས་པ་གཉིས)，還有翻譯師(ལོ་%ཱ་བ)──康巴比丘．羅追嘉波(ཁམས་པ་དགེ་'ོང་(ོ་)ོས་*ལ་པོ)、康巴．

圓滇炯內(ཁམས་པ་ཡོན་ཏན་འ�ང་གནས)的名字。可見，在布頓的觀念中，康巴只是「康那邊的

人」而已。 

 

一、藏族觀念中的蕃地三區(བདོ་�་ིཆལོ་ཁ་ག�མ) 
 

今日藏族的「傳統」認知論述中，康巴地區也被稱為多堆(མདོ་�ོད)，與使用安

多藏語的多麥(མདོ་�ད)64地區，合稱為多康。但這三個詞彙，在實際使用時也出現了

混亂現象，有時多堆、多麥都被認為是安多地區，分別代表安多的上部與下部，

而多康有時專門指代康巴地區，或專指安多地區。65 

 

吐蕃王朝終結後，對於藏地──也就是「蕃(བོད)」──的領域所做的最早描

述，當屬成書於 12 世紀的《娘氏教法史》(ཉང་ཆོས་འDང)。該書從羅剎女與獼猴生子

的神話出發，提到「蕃由三康、九洲構成」(བོད་ཁམས་ག@མ་Eིང་དF་�་བ)。所謂三康實際上就

是上中下三塊地域，稱為堆康（�ོད་ཁམས，上部的三個地區）、跋康（བར་ཁམས，中部的

三個地區）、麥康（�ད་ཁམས，下部的三個地區），合稱為九洲。雖然該書描述堆康為

珍寶光明白洲(རིན་པོ་ཆེ་འོད་6ི་Eིང་དཀར་པོ)，充滿雪山與草地，有如池沼，跋康為四如三角洲

(A་བཞི་སོག་ཁའི་Eིང)，像是岩石與草坪的窪地，麥康為孔雀光洲(H་�་འོད་6ི་Eིང)，為森林地帶，

有如田地。66然而意晦澀，完全無從判斷具體地理位置，僅能說這種地理配置，

與西向東的「傳統」三區概念稍似而已。可見，在 12世紀，「蕃有三區」的概念

 
64 多麥即漢文史料中所稱多思麻或脫思麻，該地屬於安多藏區的一部分。《東噶藏學大辭典》用

的定義是沿用自《安多政教史》(མདོ་-ད་ཆོས་འ.ང)的晚近說法，認為多麥是指過去野摩塘(གཡེར་མོ་ཐང)一

帶使用安多語的人們的居住地。見：〈མདོ་-ད〉條，收入東噶‧洛桑赤列(/ང་དཀར་1ོ་བཟང་འ2ིན་ལས)編，《東

噶藏學大辭典》(/ང་དཀར་ཚ�ན་མཛ3ད་ཆེན་མོ)（藏文）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頁 1142。在文獻中

也常見到用多麥一詞指代多康的情形，也有少數情形是用多康一詞來指代多麥的，但筆者以

為這種混用的情形只能視為例外。 
65 在藏語的日常語境中，此種將安多藏區或康巴藏區從多康概念中排除的情況十分常見。 
66 娘‧尼瑪韋色(ཉང་ཉི་མ་འོད་ཟེར)，《娘氏宗教源流（藏文版）》(ཉང་ཆོས་འ.ང)，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頁 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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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成形，但所謂「傳統」三區的概念，不僅尚未定型，甚至沒有特定的指涉區

域。 

 

奈鄔班智達．札巴孟蘭羅追(ནེ-་པ.ིྜ་ཏ་)གས་པ་0ོན་ལམ་(ོ་)ོས，circa 13th)在 1283年完稿的

《往昔逸事．花鬘》(1ོན་2ི་གཏམ་མེ་ཏོག་3ེང་བ)（或譯為《奈巴教法史》）中表示，為了要解

決他人對蕃欽波(བོད་ཆེན་པོ)王統世系(*ལ་རབས)的疑慮，所以著作該書。在奈鄔班智達的

概念中，蕃欽波是佛教昌盛的地方(བ$ན་པ་ཡོངས་�་གནས་པ)，土地廣袤(ཁམས་ཆེན་པོ)而「國家多達

上千(*ལ་ཁམས་$ོང་4་ཚང་བ)」，其中主要有 47 個地區，包括：42 個桂東岱("ོད་�ི་$ོང་�ེ)67和 5 個

東巴瓊（$ོང་པ་6ང་7，意為小空地）。42 個桂東岱包括：伍(ད#)有 12 個，腰(གཡོ)有 8 個，

葉(གཡས)有 6 個，茹拉(8་ལག) 有 8 個，蘇毗一帶(�མ་པའི་9ལ)則有 8或 9 個。68 

 

因此，在奈鄔班智達的敘述中，蕃欽波並不是一個政治領域，而只是對於過

去「偉大的（ཆེན་པ，ོ欽波）」的「吐蕃(བོད)」這一佛教王國的一種遙想。在該書中，

雖然對蕃的領域做了介紹，但完全沒提到三區或任何相關的概念。 

 

1388 年定稿的《王統世系明鑑》(�ལ་རབས་གསལ་བའ་ིམེ་ལོང)是較早提到三區與多康一

詞的專書。該書提到觀世音菩薩(འཕགས་པ་Jན་རས་གཟགིས)來到雪國（ཁ་བ་ཅན་藏地的別稱）普

度眾生時，是這麼描寫的： 

 
དེ་ནས་མཐའ་འཁོར་ཁ་བ་ཅན་9ི་�ལ་ཁམས་@་�ོན་ཏེ་གཟིགས་པས། �ོད་མངའ་རི་�ོར་ག@མ་!ིང་དང་འ�་�ེ། རི་དགས་6ི་Eིང་�་འ�ག །དེ་

Mམས་ལ་ཡི་གེ་0ག་པའ་ིཆོས་བ�ན་ནས། ཕན་པ་དང་བདེ་བ་ལ་བཀོད་པར་མཛད། �ད་མདོ་ཁམས་�ོང་ [sic]ག@མ་ཞིང་དང་འ�་�ེ། �འི་Eིང་

�་འ�ག །དེ་Mམས་ལ་ཡི་གེ་0ག་པའི་ཆོས་བ�ན་ནས། ཕན་པ་དང་བདེ་བ་ལ་བཀོད་པར་མཛད། བར་ད(ས་གཙང་A་བཞི་/ར་བ་དང་འ�་�ེ། 

གཅན་གཟན་9ི་Eིང་�་འ�ག །དེ་Mམས་ལ་ཡི་གེ་0ག་པའི་ཆོས་བ�ན་ནས། ཕན་པ་དང་བདེ་བ་ལ་བཀོད་པར་མཛད།69 

 

 [譯文] 

 

復次蒞臨雪國而諦觀：上部阿里三區有如池沼，為野獸之地，對彼等宣說

六字明咒之法，令得利樂；下部多康三岡有如田地，為禽鳥之地，對彼等

宣說六字明咒之法，令得利樂；中部衛藏四如似水渠，為猛獸之地，對彼

等宣說六字明咒之法，令得利樂。 

 

雖然這段文字指涉的是當時包括作者在內的學者對遠古藏地的神話論述，

並且明顯繼承了《娘氏教法史》所描述蕃領域的三康概念，然而，這些內容卻也

 
67 5ོད་!ི་ ོང་�ེ་音譯為桂吉東岱，過去常有譯為桂東岱(5ོད་ ོང་�ེ)者，其中，桂吉意為「野蠻的」，東岱則

是有千戶之民的部落，後來直接對譯為千戶。從內鄔班智達的行文看來，42 個桂東岱不是一

個專有名詞，而是指「42 個規模較大的國家」。 
68 6གས་པ་-ོན་ལམ་1ོ་6ོས，〈7ོན་8ི་གཏམ་མེ་ཏོག་2ེང་བ་〉，收錄於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編，《藏族史記集成(7)》，西寧：

青海民族出版社，2010，頁 132-134。 
69 བསོད་ནམས་�ལ་མཚན，《�ལ་རབས་"མས་!ི་.ང་:ལ་གསལ་བའི་མེ་ལོང་ཆོས་འ.ང་བ&གས།།》�ེ་དགེ་པར་མ། folio 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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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地反映出，最晚到 14世紀末，今日所稱的「傳統」三區的概念就已經定型

了。 

 

1564 年成書的《賢者喜宴》(མཁས་པའི་དགའ་$ོན)對雪國三區的描述，也完全引用自

《王統世系明鑑》70。五世達賴在《西藏王臣記．杜鵑歌音(དེབ་ཐེར་ད;ིད་�ི་*ལ་མོ་<་ད�ངས་ཞེས་�་

བ་བ>གས་སོ།།)》提及「蕃欽波國境內(བོད་ཆེན་པོའི་*ལ་ཁམས་�) 」時，對三區的描述，實際上便是

《娘氏教法史》與《王統世系明鑑》的綜合71。 

 

元朝在藏族居住地設置了三個宣慰史司，歸宣政院管轄。17世紀時成書的

《薩迦世系史》對於元朝的「吐蕃三區」做了介紹： 

 

據說此時把吐蕃三區算作是一個行省(ཞིང་གཅིག)。此即：從上部阿裏三圍至

索拉甲波以上爲聖教法區(ཆོས་6ི་'ོགས་ཁ)；索拉甲波(སོག་ལ་)་པོ)以下至黃河河曲以

上爲黑頭人區(མགོ་ནག་མིའི་'ོགས་ཁ)；自黃河河曲以下至漢地白塔以上爲良驥馬區

(9ད་Eིང་?འི་'ོགས་ཁ)。行省一詞的意義如下：有六根柱子地面的房屋，夫妻二人、

子女二人、男女僕人二人，共計六人，牲畜有馬、驢二種以及黃牛、綿

羊等，有可下十二蒙古克種子的耕地(ཞིང་ཧོར་སོན་ཁ་བN་གཉིས)，此爲一個堆窮(ཧོར་�ད་

�ང)，二十五個堆窮爲一個堆欽(�ད་ཆེན)，兩個堆欽爲一個達果(?་མགོ)，兩個達

果爲一個百戶(བ�་�ོར)，十個百戶爲一個千戶(�ངོ་�ོར)，十個千戶爲一個萬戶

(Oི་�ོར)，十個萬戶爲一個路(P་གཅིག)，十路爲一個行省。蒙古薛禪汗(ཧོར་སེ་ཆེན་�ལ་

པོ)治下共有十一個行省，吐蕃三區雖不足一個行省，因爲是上師之駐地及

教法弘揚之區，故算作一個行省奉獻。72 

 

如前文所述，14世紀時，藏族的三區概念已經定型。故此處所謂吐蕃三區，

應可完全與之對應。因此，所謂聖教法區，即是元制烏思藏納裏速古魯孫宣慰使

司；黑頭人區即多康，即元制吐蕃等路宣慰使司（朵甘思宣慰司），而良驥馬區

則為多麥，元制屬吐蕃等處宣慰使司（脫思麻宣慰司）。從元朝以後，藏文的戶

制單位受到蒙古影響。《薩迦世系史》中所謂的堆窮，原文寫作霍爾堆窮(ཧརོ་�ད་�ང)73，

表示這種戶政觀念是來自霍爾（ཧོར་藏族對蒙古等北方民族的稱呼）。藏文之中本

無萬戶的概念，後來授封的萬戶長，在藏文中均以千戶長(�ོང་དཔོན)稱之。 

 

 
70 巴俄‧祖拉陳瓦(དཔའ་བོ་ག<ག་ལག་2ེང་བ)，《智者喜宴（藏文版）》(མཁས་པའི་དགའ་ ོན)，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頁 81。 
71 第五世達賴喇嘛著，《西藏王臣記（藏文版）》北京：民族出版社，頁 10。 
72 昂旺貢噶索南（著），陳慶英、高禾福、周潤年（譯注），《薩迦世系史》拉薩：西藏人民出版

社，2003，頁 103。 
73  阿旺‧貢噶索南(ངག་དབང་=ན་དགའ་བསོད་ནམས)，《薩迦世系譜》(ས་'འི་ག/ང་རབས་ངོ་མཚར་བང་མཛ3ད)（藏文版），北京：

民族出版社，1986，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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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康與多麥在地理概念上的區隔 
 

那麼，究竟該如何劃分多康與多麥呢？《賢者喜宴》多處提及多康（69處），

例如佛教的餘燼是「從下面的多康(མདོ་ཁམས་�ད་ནས)」重新發展的。但由作者的行文可

看出，該書指稱「多康」時，該詞比較近似於一個總體概念──下部（東方）藏

區，但並無特別指涉。至於上述引文中所謂的三岡(�ང་ག@མ)，按理來說應該就是多

康這一地理區的主要組成成分，然而對其具體內容，作者卻未做解釋。 

 

此外，《賢者喜宴》也多次提到「多麥」（19處），並且在該詞彙的指稱對象

方面，較「多康」明確許多，除了指出宗喀(ཙ ང་ཁ)位在多麥之外，也會稱該地為「廣

土(/ལ་ཆེན)」。 

 

根據任乃強的考證，多康其範圍有廣狹二義：廣義來說，泛指衛藏、阿里以

東的青藏高原東部，包括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的藏區74；狹義的多康，即是

《元史》所稱朵甘思，則專指阿尼瑪卿山以西的西部安多地區（任氏認為這個地

區就是多堆，夾在衛藏與多麥之間），以及今日的甘孜藏族自治區以及西藏自治

區的昌都(ཆབ་མདོ)一帶。75 

 

至於多麥，則是狹義多康以北的藏區，也就是使用安多語為主的區域。按照

安多藏族的地方口傳說法，安多語的使用者的生活空間為「阿(ཨ)」與「多(མདོ)」之

間的土地：「阿」即屬於崑崙山脈、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阿欽貢山（ཨ་ཆེན་གངས/ ཨ་ཆེན་

གངས་*ལ，可可西里）」一帶的區域，「多(མདོ)」則是「多拉仁莫（མདོ་ལ་རིང་མོ，祁連山）」。

上述口傳說法的指涉區域便是廣義多麥，且實際上說安多語的人群所主觀認定的

多麥，地理範圍較此更廣，部分地區甚至與多康重疊（例如果洛自治州與石渠縣

一帶）。76 

 

 
74 蕭金松教授也曾提醒筆者，應該注意多康可能是安多與康的合稱。這種觀念，與任氏此處的

廣義解釋相同。另一種較少、將單音詞「康」做為安多與康合稱的寫法，也曾出現在 1922

成書的《巴麥欽哲外傳》(དཔལ་མེ་མ�ེན་བ�ེ་>ིའི་"མ་ཐར)，該書寫道：「……བོད་ཁམས་གཉིས་ལས་-ད་མདོ་ཁམས་?་བཞི་@ང་Aག་B་

6གས་པའི་ནང་ཚན་མདོ་ ོད་ས་ཡི་ཐིག་ལེ་ཟལ་མོ་@ང་……」（…蕃康二者之中，人稱下部多康四水六岡者中，多堆――

大地中心色莫岡…）該段文字可以有兩種解讀：1. 將多康算在康之下，或者 2. 將康等同於

多康。見：=ན་མཆོག་-ོན་ལམ，〈Dིགས་མའི་མགོན་པོ་ཡོངས་ལས་�ད་པར་འཕགས་པ་Fབ་པའི་གཏེར་འGིན་=ན་བཟང་བདེ་ཆེན་འ6ོ་འ/ལ་Hིང་པའི་Iན་མོང་>ིའི་"མ་

པར་ཐར་པ་�ོ་�ེ་མJར་དང་བཅས་མདོར་བLས་%་བཀོད་པ་Mི་མེད་རབ་གསལ། - ད*་ཤོག་ནང་མའི་མཚན་Gང་།〉收入 =ན་བཟང་6ོལ་འ/ལ，《=ན་བཟང་6ོལ་འ/ལ་བདེ་

ཆེན་�ོ་�ེའི་ག%ང་འ*མ་》（囊謙：美千寺，內部發行，未出版），2006，folio 36a. 
75 任乃強、澤旺多吉，〈“朵甘思”考略〉，《中國藏學》，1989(1)，頁 139-140。也有學者認為，朵

甘思應作 མདོ་གམས，是 9世紀已經出現的地理概念，有別後來的多康。見：黃維忠、王維強，〈藏

文 mdo gams和 mdo khams 考〉，《民族研究》，2004(1)，頁 89-91。 
76 南印度色拉寺學僧羅旺(1ོ་དབང)報導。（採訪時間：2018 年 3月 19-20 日，地點：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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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任氏說法，廣義多康包括多堆與多麥，此時的多康，即是安多語使用地區

與康巴語使用地區的合稱，而狹義的多康，則不包括阿尼瑪卿山東北、東南的多

麥地區。 

 

筆者認為，任氏的廣義解釋，解決了多康、多堆、多麥的定義分歧，也就是

「多康＝多堆＋多麥」的結果。77至於狹義解釋則造成了「多康等於多堆」的結

果。若採用狹義解釋，雖然與藏語的日常語境不盡相同，但卻可充分說明漢文史

料當中「有多康卻沒有多堆對應譯詞」的現象，也就是說，衛藏以東的藏區，是

由多康（多堆）與多麥所組成，而多康實際上主要就是康巴藏區。 

 

第司．桑傑嘉措(�ེ་?ིད་སངས་*ས་*་མཚ!，1653-1705)於 1692-93年間所撰的《甘丹教法

史．黃琉璃》(དགའ་@ན་ཆོས་འ�ང་བཻBCD་E་སེར་པོ)當中，對廣義藏區的指涉，就顯得更為專一、特

定化了。該書對於衛藏以東地區，概分為三部分：東方工布地區(ཤར་�ོགས་ཀོང་9ལ)、多

康下區(མདོ་ཁམས་0ད་4)、多康上區(མདོ་ཁམས་$ོད་�ི་སའི་ཆར)。該書並沒有用「多麥」這個詞彙，而

使用了多康上下區的稱呼，顯然是將廣義多麥併入多康這一指涉更廣的地理區域

之中了。對於該書羅列的寺院進行比對後，將會發現：所謂多康下區（亦即多麥），

實際上是指雅礱江至瀾滄江之間的區域，從今日甘孜藏族自治州中部地區往南，

包括巴塘、里塘、鄉城、芒康等縣，遠達涼山彝族自治區，完全不是現今所稱的

多麥地區。78 

 

《黃琉璃》所稱的多康上區（亦即多堆），則包括了佑寧寺(དགོན་Gང)、塔爾寺

(H་འ#མ)、拉卜楞寺(བ�་ཤིས་འ�ིལ)等名剎在內，其西端包括今日昌都地區東部的八宿縣、

洛隆縣、江達縣，以及林芝市轄下的波密縣；向東則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北部德

格縣的部分地區，青海省的玉樹地區、海東市，甘肅省的武威縣、夏河縣，也就

是廣義多麥地區，以及部分廣義多康的北段與金沙江以西的區域。79 

 

可見，在桑傑嘉措的著作中，今日廣義的多康恰好大致等同於「多麥」，而

今日廣義的多麥則恰好是「多堆」。可見，當時的概念裡，多堆與多麥是一個整

體，「堆」和「麥」只是相對的概念──堆為上區，麥為下區。而「多堆等於多麥，

多麥等於多堆」的這一看似矛盾的情形，只是源於對上下區的定義差別而已。以

 
77 日常語境中，多康等於多麥也常混用，例如《德格王統記》中提到德格（廣義來說是多康，狹

義來說是多堆）時，也曾用「此多麥境(མདོ་-ད་Oོངས་འདི)」一語稱之。參見：策旺多吉仁增，頁 33。 
78 第司桑結嘉措(�ེ་Pིད་སངས་�ས་�་མཚ3)，《格魯派教法史－黃琉璃寶鑒》(དགའ་Qན་ཆོས་འ.ང་བཻSTUV་སེར་པོ)（藏文），北

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頁 294-313。該書列出 17世紀末格魯派寺院的名錄，經由考察

所列寺院的所在地，可得知當時的地理區位的指涉對象。但因時間久遠，當時的寺院或已改

名，或已不存，甚至有改宗者，（例如位於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縣亞日貢鄉的竹瓦寺[Fབ་པ་དགོན]  

今日已是寧瑪派寺院）因此，不易得出完整的對應地理區。但因桑傑嘉措寫作的編排順序是

將地理位置相近的寺院排在一起，所以即使不能完整確認所有寺院的位置，仍能列出它們的

大致含括區域。 
79 第司桑結嘉措，頁 31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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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為上區時，則北方為多麥（下區）；以北方為上區時，則南方為多麥。也就是

說，多麥與多堆的名稱是混用的，用來指涉相對地理位置；而多康則為多麥與多

堆的總和。在這個概念下，多康的範圍是最廣義的，泛指整個衛藏以東的藏區。

如此指涉範圍最廣的多康，也有所謂三區(ཁམས་ག�མ)的說法，稱為：康堆（ཁམས་$ོད་ 上

部康區）、跋康（བར་ཁམས་ 中部康區）、多麥（下部康區）。80 

 

由上可知，自古以來，人們對於「康區」或「多康」的觀念應是較為籠統的。

三區、六岡的觀念定型之前，「康」的概念，應屬於一種泛稱下的描述，指涉的

僅僅是「東方的邊地」以及該地的人民，並未對應特定的地理區、政權或民族。

任新建也指出「多康六岡」在地域上實際上也絕大部分是康區，所謂的康與衛藏

原本就只是一種地理概念，不可能有明確的分界線。81 

 

清末建省之議一出，漢文中又出現了出現「西康」一詞，其涵蓋範圍，又不

完全等同於藏族觀念之中的康區。82如此一來，康藏、多康、西康、康區等詞，

在意義界定與地域區劃上，就出現了許多歧異，也為日後的劃界問題留下事端。

人群稱謂方面，漢文當中的「康族」和「藏族」，都屬於 20世紀上半期中國民族

結構整合轉型期的「創造」。1930後期，「康人」「康族」這些稱謂，成為稱呼川

邊康區人群的標準稱謂，但此稱呼僅限於四川省境內。到了 1940年代，「藏族」

這一稱呼已經出現，1950年後，「藏族」成為多康地區土著居民的正式身分。83 

 

有的說法與任乃強相近，認為多康是多堆與多麥的合稱。多堆包括四水六

岡(6་བཞི་Iང་Jག)地區，多麥則是黃河上游的南北兩岸，也就是是今日的青海省、甘肅

省一帶的藏區。薩迦班智達叔侄的時代，今日甘孜一帶分為哲堆(Kེ་$ོད)與哲麥(Kེ་0ད)，

此地加上昌都鄰近地區，為多堆，此為早期「康」做為地理概念的指涉對象。後

來，逐漸形成了「多堆與多麥和稱為多康」的說法，乃至更進一步，多康這一更

大的集合名稱取代了多堆，語多麥並立，成為康區的代稱。84 

 

本文所指多康，專指衛藏四如以東、阿尼瑪卿山以西的藏族分布地區，包

括：今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

果洛藏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區的昌都地區、林芝地區，以及雲南省的迪慶藏族自

 
80 དིལ་མགོ་མ�ེན་བ�ེ་རིན་པོ་ཆེ་རབ་གསལ་�་བ，〈�་ཚ�་ ོད་!ི་"མ་ཐར་ཞལ་ག%ངས་མ་བ&གས་〉收錄於《'བས་�ེ་དིལ་མགོ་མ�ེན་བ�ེ་�ོ་�ེ་འཆང་འ(ར་མེད་ཐེག་མཆོག་

�ལ་མཚན་དཔལ་བཟང་པོ་མཆོག་གི་ག%ང་འ*མ་》Vol. 23, Delhi, Shechen Publications, 1994，folio 5b. 
81 任新建，〈論康、藏的歷史關係〉，收入中國邊政協會 編輯，《公元二千年兩岸藏學學術會議論

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頁 2-3。 
82 陳志明，《西康沿革考》，南京：拔提書店，1933，頁 1。 
83 王娟《化邊之困：20世紀上半期川邊康區的政治、社會與族群》，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頁 397-401。 
84 噶瑪降村編著，《康地聖蹟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頁 43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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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州，而不包括多麥地區（今日的甘肅藏族地區，青海省的海北、海西、海南、

黃南等自治區，以及海東市、西寧市等地）。 

 

從圖 1-1 可看出，不論廣義多康或是狹義多康，在傳統三區概念中，它的

實際地理範圍都較阿里與衛藏為大。可見，在衛藏人士心中的這偌大的「邊地」，

帶給他們的競爭與挑戰可謂不小。 

 

 

圖 1-1 今日藏族對於傳統三區地理概念示意圖 

（色塊為筆者所標記） 

 

三、多康六岡 
 

相對於三區說法的定型化，六岡這種「傳統說法」的定型，似乎是較晚的

事。土登彭措就曾指出，15-16世紀的祈禱頌詞中，就可見到「多康六岡」一詞，

且分類方式與《漢藏史集》(�ལ་བོད་ཡགི་ཚང)與《賢者喜宴》當中按照四大水系分成的

三岡相同。85成書於 1865年的《安多政教史》(མདོ་�ད་ཆོས་འDང)對多康六岡的解釋，較

為接近今日藏族對藏區地理的概念。在此之前，關於多康的組成說法，多為三岡。

該書提到： 

 
མདོ་ཁམས་�ང་0ག་ནི། ཟལ་མོ་�ང་། ཚ་བ་�ང་། �ར་ཁམས་�ང་། Qོ་འབོར་�ང་། དམར་!་�ང་། མི་ཉག་བ་�ང་དང་0ག་ལ་�ེད་ཅིང་དེ་Mམས་བར་

ཁམས་@་གཏོགས་སོ། །ཡང་�ང་ག@མ་ལ་�ེད་ཚ+་མདོ་ཁམས་�ར་ཁམས་བཏགསཔ་ཁམས་གཅིག མདོ་�ད་ལ་གཡེར་མོ་ཐང་བཏགས་པ་ཁམས་གཅིག 

 
85  土登彭措(Iབ་བ ན་Wན་ཚ3གས)，〈“康巴區域”概念辨析(མདོ་ད*ས་ཁམས་ག%མ་ལས་གནའ་བོའི་ཁམས་!ི་མངའ་ཁོངས་ལ་དXད་པ)〉，《西藏

大學學報（藏文版）》2015(3)，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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ཙ ང་ཁ་ལ་9ི་ཐང་བཏགས་པ་ཁམས་གཅིག་R་�དེ་པས་འདི་ཐམས་ཅད་ཟ་མ་ཏོག་བཀོད་པ་སོགས་མདོ་�ེ་�་མར་Jན་རས་གཟིགས་6ི་འ�ལ་ཞིང་ཁ་བ་

ཅན་9ི་�ལ་ཁམས་ཞེས་བཤད་དེ་ཡིན་ནི་་་་་་86 

 

[譯文] 

 

多康六岡者，包括：色莫岡、擦瓦岡、瑪康岡、繃波岡、馬雜岡、木雅

瓦岡，都算是中康(བར་ཁམས)。若按三岡劃分時，則：多康被稱為瑪爾康，這

算一個康；多麥被稱為野摩塘，也算一個康；宗喀則稱為吉塘，也算一

個康。這麼一來，這些都是《寶篋莊嚴經》等諸多契經所言觀音化土、雪

域國度… 

 

按《安多政教史的》關於三岡的說法，多康包括了多麥、宗喀等使用安多語

的地區；然而，該書所言六岡，則相對小了許多。19世紀的六岡範圍如下： 

  

1. 色莫岡(ཟལ་མོ་�ང)──金沙江與雅礱江上游的中間地帶，元置剌馬ㄦ剛等處

招討使司，歸宣政院管轄，地在今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德格、

鄧柯、石渠等縣境內； 

2. 擦瓦岡(ཚ་བ་�ང)──怒江與瀾滄江中間地帶古名，地在西藏自治區八宿、左

貢等縣境； 

3. 瑪康岡(�ར་ཁམས་�ང)──在瀾滄江與金沙江上游中間地帶，元置亦思馬爾甘萬

戶府，歸宣政院管轄，地在今日西藏自治區昌都、察雅、芒康等縣境； 

4. 繃波岡(Qོ་འབོར་�ང)──金沙江、雅壟江下部中間地帶，元于此置奔不兒亦思

剛百姓達魯花赤二員，歸宣政院管轄。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和

雲南省西部地區； 

5. 馬雜岡(དམར་!་�ང)──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黃河以南的南境，至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泰寧（泰寧今日屬於道孚縣）以北地區； 

6. 木雅熱岡(མི་ཉག་�ང)──即雅壟江中游東部地區，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泰

寧以東一帶地區。87 

 

《安多政教史》所列的多康六岡，在與它同時期的相關文獻當中比較常見，

只設範圍基本上也相去不遠，應是當時已經比較趨向定型、形成一種「傳統」的

說法。在圖 1-2中，我們不難發現，該書的多康六岡，大致上與所謂「康區四大

土司」的屬地一致，約等於今日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以及迪慶藏族自治州兩地；至

於唐古拉山以西以及巴顏喀拉山西北的其他多康地區，則不在其中。 

 
86 དཀོན་མཆོག་བ ན་པ་རབ་�ས，《མདོ་-ད་ཆོས་འ.ང་》Imprime Pour L'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Paris, 1972（根

據 དགའ་Qན་ཆོས་འཁོར་Hིང་木刻版重製），folio 2b. 
87 智觀巴•貢卻乎丹巴繞吉（著），吳均、毛繼祖、馬世林（譯），《安多政教史》，蘭州：甘肅民

族出版社，1989，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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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19 世紀文獻所反映出的多康六岡地理概念示意圖（筆者繪製） 

 

至於今日流亡在外的藏族所稱「四水六岡」(�་བཞི་�ང་0ག)係廣義多康與多麥的

複合概念，比起《安多政教史》所列的多康六岡，範圍擴大許多，甚至連名稱都

難以對應，可以說是新的「傳統」論述，二者不能一概而論。88 

 

四、現代的「傳統」──四水六岡 
 

今日慣用的合稱──多康四水六岡──之說，是在多康六岡的基礎之上，加上

了對四水(�་བཞི)的強調而成。89目前所知將四水六岡做為多康代稱詞或同位語的用

 
88 將 19世紀的六岡與今日的四水六岡聯想在一起的情形，是很常見的直觀想像。歷史過程中許

多「被發明的傳統」，往往在這種直觀想向連結下發生。如劉學銚先生對四水六岡護教志願軍

的解釋，即為一例。見劉學銚，《從歷史看清西藏問題－揭開達賴的真實面貌》，臺北：致知

學術，2013，頁 238。 
89 據田調報導人 -ར་ཁམས་Iབ་བ ན་ཆོས་འཕེལ་ 先生解釋，四水一說，乃是人為賜名的結果，緣於 1959 年四

水六岡護教志願軍(Y༵་བཞི་@ང་Aག་བ ན་[ང་དང་1ངས་དམག)成立時，十四輩達賴喇嘛的親教師赤江仁波切(ཡོངས་

འཛ�ན་\ི་Gང་རིན་པོ་ཆེ)建議該游擊隊成員：由於多康本來就有六岡的說法，而四水都流經多康，因此若

加上四水，也許更加貼切。（採訪時間：2016 年 3月 13 日，地點：桃園，報導人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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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最早可見者，應是 19世紀初寫成的《蕃族子嗣六族之骨系事典．繁花園囿》

（བོད་མི་(་གདོང་0ག་གི་Aས་མཛ ད་མེ་ཏོག་)ེད་ཚལ་ཞེས་�་བ་བTགས་སོ།། 通常被稱為《果洛宗譜》[མགོ་ལོག་Aས་མཛUད]），

該書寫道： 

 

Jིར་�ང་0ག་དང་�་བཞི་ཟེར་བའི་ས་ཡི་ཆར། བར་ཁམས་འདིར་�ོ་ཡི་རིགས་འདི་མང་ལ།90 

 

[譯文] 

 

總體而言，所謂六岡與四水的分布地，在這中康(བར་ཁམས)。其中，此郭氏(�ོ་

ཡི་རིགས)甚眾。 

 

同樣在 19 世紀上半葉寫成的第一至四世嘉瓦多康巴(�ལ་བ་མདོ་ཁམས་པ)的傳記合編──

《至尊聖識一切赤列種度雜之本生傳記．稀有二悉地滿願摩尼鬘》(Vེ་བWན་Xན་གཟིགས་:ིན་

ལས་འYོ་འ�ལ་5ལ་9ི་)ེས་རབས་Mམ་ཐར་དང་བཅས་པ་ངོ་མཚར་Zབ་གཉིས་འདོད་འཇོའི་ནོར་:ེང་།)之中，則直接用了「多康四水

六岡」這一詞彙： 

 
Vེ་�་མས་མདོ་ཁམས་�་བཞི་�ང་0ག་གཙ ་བོར་[ར་པའི། དབང་'ོགས་མ་\་5ི་ནའི་/ལ་Z་ཡན་བ$ང་ནོར་འཛ]ན་9ི་4ོན་�། ངེས་དོན་^ིང་པོའི་

བ�ན་པ་Qེལ་བའི་བདག་པོ་ཆེན་པོར་དབང་བ_ར།91 

 

[譯文] 

 

至尊上師於多康四水六岡為主、向東直抵摩訶支那之地，為弘揚了義精

藏教法之偉大主宰做灌頂。 

 

到了 19世紀末，將「多康四水六岡」一詞做為固定地理範圍名稱的情形就更為

普遍了。 

 

所謂四水，是指發源於多康地區的四條大河：金沙江(འ%ི་�)、黃河 (H་�)、怒

江(�ལ་མོ་`ལ་�)、瀾滄江(7་�/!་�)。至於當代的六岡，由西向東包括了： 

 

1. 夏達岡(ཤར་7་�ང)──泛指新疆省以南、甘肅省蘭州以南的地區，南界約在崑

崙山脈(aན་bང་རི་བ2ད)以及黃河北岸甘肅省瑪曲縣一帶，包括多麥地區全境，

半個果洛州(འགོ་ལོག)，以及多康東北； 

2. 瑪達岡(H་7་�ང)──緊連夏達岡，泛指黃河南岸至金沙江北岸地帶，北在青

海省曲麻萊河（དམར་�，也稱為楚瑪爾河，為金沙江源頭）一帶，一直向

 
90 扎西加措(8ི་]ང་བ^་ཤིས་�་མཚ3)、土却多吉(8ི་]ང་Iགས་མཆོག་�ོ་�ེ)，《果洛宗譜》(མགོ་ལོག་_ས་མཛ`ད)（藏文版），西寧：

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頁 9。 
91 ཁམས་aལ་bབ་བcད་ཉི་མ，《�་དགའ་བ ན་འཛ�ན་'ེས་རབས་"མ་ཐར་》Tashi Jong: Tibetan Craft Community, 1985, folio 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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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延伸到木雅地區，入四川省境，此岡基本上包括了甘孜州境大部分

地區，果洛州旺欽本(དབང་ཆེ་འ(མ)部落，以及青海曲麻萊縣以東、與甘孜州

石渠縣(!་�་ཁ)接鄰的地區； 

3. 直雜岡(འ%ི་!་�ང)──也稱為直雜色莫岡(འ%ི་!་ཟལ་མོའི་�ང)，約在金沙江和瀾滄江

之間的上游地帶全境，青海的囊謙(ནང་ཆེན)，西藏自治區的昌都、江達(འཇོ་

མདའ)、芒康(�ར་ཁམས)、拉多(,་ཐོག)等地屬之。 

4. 額雜色莫岡(དcལ་!་ཟལ་མོའི་�ང)──金沙江與昂曲河(dམ་�)92合稱達曲河(7་�)，額雜

色莫岡位在達曲以西，額曲河(དcལ་�)93往東、往北的地段屬之，約在類烏

齊以上、向西北直到唐古拉山之間； 

5. 繃波岡(Qོ་འབོར་�ང)──衛藏四如往東、北，額曲河向西、南的地帶，西藏自

治區林芝(ཉིང་Oི)一帶，包括洛隆縣(,ོ་!ོང)、波密縣(Qོ་བོ)、工布(ཀོང་པོ)等地； 

6. 木雅熱瓦岡(མི་ཉག་ར་བ་�ང)──即大積石山(H་�ལ་Qམོ་ར)一帶、接近漢族居地的區域，

包括過去所謂嘉絨十八王國(�་རོང་�ལ་ཁག་བཅོ་བ�ད)，亦即甘孜州東北、延伸到

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馬爾康(འབར་ཁམས)一帶。94 

 

瑪達岡應該就是 19世紀以來所稱的馬雜岡（昌都以北的多康語，有雜[!]與

[7]互用的情形），木雅熱瓦岡也算相同，但現在這二岡的範圍，較 19世紀大出許

多。至於繃波岡，雖然古今名稱相同，但今日所稱的繃波岡，卻往西跨過了怒江，

範圍也有所不同。至於夏達岡、直雜岡、額雜色莫岡這三岡，則除了名稱完全無

法與 19世紀的其餘三岡（色莫岡、擦瓦岡、瑪康岡）的名稱對應，指涉區域亦

不相同。 

 

可見，多康六岡的概念，在 19 世紀中到 20 世紀中的這一世紀裡，出現名

稱改變、範圍擴大（囊括多康與多麥全區）的現象。 

 

至於本論文所指涉的多康、六岡，則一律採用 19世紀時藏族主觀的認知概

念。 

 

 
92 昂曲河發源於唐古拉山，流經青海囊謙以及西藏自治區的類烏齊(རི་བོ་ཆེ)，在昌都流入瀾滄江。 
93 額曲河發源於崗日嘎波山(གངས་རི་དཀར་པོ)，在西藏自治區的察隅(d་eལ)流入察隅河。 
94 ཕན་མགོན་ཚང་དགེ་བཤེས་གeང་Aང་�ལ་མཚན་(ed.)《མི་ལོ་ ༥༠ རིང་གི་མདོ་ཁམས་?་བཞི་@ང་Aག་གི་ལོ་cས་>ོགས་བLས་།》Delhi: Qི་ལིའི་ཝེ་ཨེན་དཔེ་hན་ཁང་, 2009, 

pp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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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20 世紀中以後多康四水六岡組織宣傳的地理概念示意圖（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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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多康的歷史發展 

 

一、多康政治勢力分布概況 
 

自吐蕃王朝分裂以來，康區長期處於地方勢力割據、各自為王的局面。各部

落小王，或有依附衛藏政府，或有內附中國王朝、受封土司者，亦有同時聽命於

兩面政權者。然以地處邊遠，地勢阻隔，總能保全各自地方勢力近乎獨立的政治

形態。 

 

如前所述，漢文史料對衛藏、多康、多麥等地區的認識，一向不夠充分，甚

至錯誤。這種形情直至 19世紀末、乃至 20世紀上半葉的劃界問題時，仍然存在

然而，隨著 20世紀早期的國家意識抬頭，對邊疆地區認識的興趣提高，如雨後

春筍般出現的漢文材料，反而促進了我們對多康地區各個割據政治勢力的認識，

成為重要的參考依據。 

 

中國歷朝雖與多康屢有互動，亦有戰事並建立起宗主與藩屬關係，但並非

實際有效地將多康納入管理，而是相當程度聽任當地政治菁英自理，形成國中之

國的現象。關於多康的漢文資料，呈現出記載零星，理解片面的情形。資料登載

下限為清乾隆 49年(1784)的《大清一統志》，就顯示出這種片面性。對多康（當

時稱喀木）的認識僅限於康區南部的里塘、巴塘、中甸一帶，以及達木蒙古部落，

並未將多康北部列入喀木的範圍： 

 

元憲宗始于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于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

雅長河西寧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置烏斯藏烏斯藏舊作烏思藏今改正。……其俗稱國，

曰圖伯特，又曰唐古特。……其地有四，曰衛，曰藏，曰喀木，曰，阿里，

共轄城六十餘，一切賦稅，俱獻之達頼喇嘛等。其進貢二年一次，貢道由

西寧入，其互市在四川西徼打箭爐之地。…… 

 

喀木在衛東南八百三十二里，近雲南麗江府之北。東自鴉龍江西岸，西至努卜公拉嶺，衛界一千四百里，南自噶克拉岡里山，北至木魯

烏蘇南岸一千七百里，東南自雲南塔城闗，西北至索克宗城西海部落界一千八百五十里，東北自西海部落界阿克多穆拉山，西南至塞勒麻岡里山

一千五百里。……喀木諸城首曰巴塘城，在喇薩東南二千五百里。又，節達穆城在巴塘城東南五百八十里，其地舊名中甸。桑阿充宗城

在巴塘城西南六百里，匝坐里岡城在巴塘城西北三百五十里，薄城在巴塘城西北六百里，蘇爾莾城在巴塘城西北八百里，羅隆宗城在巴塘城西北

八百五十里，解涷城在巴塘城西北九百五十里，舒班多城在巴塘城西北一千一百五十五里，達爾宗城、索克宗城俱在巴塘城西北一千二百二十里，

滾卓克宗城在巴塘城北二百八十里，里塘城在巴塘城東北三百里。本朝康煕五十年，以巴塘、里塘隸四川，中甸隸雲南，幷設官兵駐防。
95 

 

 
95 和珅 等（編撰），《欽定大清一統志》卷四百十三〈西藏〉，頁二下，頁五下至頁八下，《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83 冊，臺北：商務，1983，頁 557-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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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對多康中部地區的記載如下： 

 

元初曰雅州屬嘉定路後改屬吐蕃宣慰司明洪武初以州直隸四川布政使司 

本朝初因之雍正七年升爲府屬四川省領州一縣五同知分轄地一。……打箭爐

在府西五百九十里，東西距六百四十里，南北距八百三十里，東至瀘定橋、冷邉界一百二十里，西至瞻對司界五百二十里，南至鴉龍江、里塘界二百

八十里，北至小金川界五百五十里，東南至寜逺府、冕寜縣界五百里，西南至喇滾司界四百八十里，東北至金川司界四百五十里，西北至番界八十里。

漢蜀郡、旄牛徙二縣徼外地。唐爲黎、雅二州邊外地。五代孟蜀時，置長河西魚通寜逺三安撫司。宋因之，隸雅州。元亦置安撫司，屬吐蕃等處宣慰

司。明永樂初，合爲長河西魚通寧逺宣慰司，隸雅州。本朝康熙初，歸附三十九年，以西番侵擾，討平其地設，官兵戍守。雍正七年，移雅州府同知

治此，隸雅州府。
96 

 

乾隆以後，自雅安西行，各地全屬割據勢力實質統治，康熙、雍正二朝雖然

早已經接受這些地方大部分部落長的歸附，授以土司之職，有營、衛、汛等機構，

但未直接設官管理，內地官員對當地情形與各土司的領地範圍，亦未充分掌握；

加上各地甲波（�ལ་པོ་意為王，即地方政治菁英、部落聯盟的首領）轄地之草場、

農地的地界，除了當地居民外，無從得知確切之分野；繼之各甲波間的掠奪、戰

事頻仍，清廷亦鞭長莫及，聽其自理。因此，我們僅能透過相對位置的描述，拼

湊這些政治菁英勢力範圍的概略圖像。嘉慶 22年(1817)二度重修完成的《大清一

統志》則顯示，19世紀中葉以後的中國，對多康情況的認識明顯完整許多。清末

民初的色莫岡諸部落與霍爾部落的分布概況，基本上與當時四川省打箭鑪廳以西

（相當於今日甘孜州）的土司分布一致。《嘉慶重修一統志．卷四百二．雅州府》

記載： 

 

打箭鑪廳……97
遣監督一員，以榷茶税。雍正七年，移雅州府同知治此，隸雅州府○董卜韓胡宣慰司在天全州西北。

明置。本朝康熙元年，土酋堅參喃喀歸附，仍授原職○明正長河西魚通安遠宣慰司在打箭鑪。明置。本朝康熙五年，

土酋丹怎札克巴歸附，仍授原職，轄咱哩土千戸及木噶等四十八土百户○沈邊長官司在清溪縣西北。明置土千戸。本朝順治九年，土

酋余期拔歸附，康熙五十一年授長官司○冷邊長官司在天全州西南。本朝順治九年，土酋阿撒癿歸附。康熙六十年授職○革什咱

安撫司在打箭鑪北。本朝康熙三十九年，土酋魏珠布策淩歸附授職○巴底宣慰司在打箭鑪東北。本朝康熙四十一年，土酋綽布

木凌歸附，授安撫司，住牧巴旺。其子旺查爾分防巴底。乾隆三十九年，從征金川有功，授巴底宣慰司，按巴底一名布拉克底○巴旺宣慰

司在打箭鑪東北。其先與巴底分駐，亦乾隆三十九年授宣慰司。○喇滚安撫司在打箭鑪西。本朝康熙四十年，土酋側汪交及革松結

歸附授職。有正副二司○霍耳竹窩安撫司在打箭鑪西北。本朝雍正六年，土酋索諾木袞卜歸附授職。轄瓦述窩達土千戸及瓦述更

平東撒土百户○霍耳章谷安撫司在打箭鑪西北。本朝雍正六年，土酋羅卜策旺歸附授職轄土百戸四○納林沖長官司

在打箭鑪西北本朝雍正六年土酋諾爾布歸附授職○瓦述色他長官司在打箭鑪西本朝雍正六年土酋那木卡策淩歸附授職○瓦述

更平長官司在打箭鑪西北本朝雍正六年土酋噶爾藏策淩歸附授職○瓦述餘科安撫司在打箭鑪北本朝雍正六年土酋沙克

嘉諾爾布歸附授職○霍耳孔撒安撫司在打箭鑪西北本朝雍正六年，土酋麻蘇爾特親歸附授職轄。土百户二○霍耳甘孜麻

 
96 和珅 等（編撰），《欽定大清一統志》卷三百六〈雅州府〉，頁二上，頁四下至頁五上，《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81 冊，臺北：商務，1983，頁 273-275。 
97 此段與乾隆版《欽定大清一統志》內容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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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安撫司在打箭鑪西北。本朝雍正六年，土酋那木卡索諾本歸附授職。轄土百户三○德爾格忒宣慰司在打箭鑪西北。本

朝雍正六年土酋丹巴策凌歸附，授安撫司。十一年，改宣慰司。轄土百户六○霍耳白利長官司在打箭鑪西北。本朝雍正六年，土

酋隆溥特查什歸附授職○霍耳咱安撫司在打箭鑪西北。本朝雍正六年，土酋阿克旺錯爾恥木歸附授職。轄土百戸二○霍耳東

科長官司在打箭鑪西北。本朝雍正六年，土酋喇嘛達罕格帑歸附授職○春科安撫司在打箭鑪西北。本朝雍正六年，土酋衮卜

旺扎爾歸附授職○春科副安撫司住牧在正土司界内。本朝雍正六年歸附授職○春科高日長官司在打箭鑪西北。住牧

在春科土司界内。本朝雍正六年，歸附授職○上瞻對茹長官司在打箭鑪西。本朝雍正六年，歸附授職○蒙葛結長官司

在打箭鑪西北。本朝雍正六年，土酋達木衮布歸附授職○林葱安撫司在打箭鑪西北。本朝雍正六年，土酋衮卜林親歸附授職○上納

奪安撫司在打箭鑪西北。本朝雍正六年，土酋索諾木旺扎爾歸附授職。轄土千百戸四○下瞻對安撫司在打箭鑪西。本朝雍

正六年，土酋策凌衮卜歸附授職。轄土百戸二○裏塘宣撫司在打箭鑪西。本朝康熙五十七年，土酋江擺歸附授職○裏塘副宣

撫司住牧。與正土司同。本朝康熙五十七年，土酋康卻江錯歸附。雍正七年授職○瓦述毛了長官司在打箭鑪西。本朝雍正七

年，土酋索郎羅布歸附授職○瓦述崇喜長官司在打箭鑪西。本朝雍正七年，土酋杜納台吉歸附授職○瓦述曲登長官

司在打箭鑪西。本朝雍正七年，土酋康珠歸附授職○瓦述嘓隴長官司在打箭鑪西。本朝嘉慶十二年，土酋多金工布歸附授職。

以上四長官司，均屬裏塘。又有瓦述毛了土百戸，雍正七年授職。毛述麻里土百户，嘉慶十二年土酋烏金七力歸附授職。亦屬裏塘○巴塘宣

撫司在打箭鑪西。本朝康熙五十八年，土酋羅布阿旺歸附授職。轄土百户七○巴塘副宣撫司住牧，與正土司同。本朝康熙五十

八年，土酋札什彭錯歸附授職。正副土司均以頭人揀補，不世襲。
98 

 

從前引文字，我們可以發現：靠近金沙江的西部部落，幾乎都是在雍正 6-7

年(1728-1729)歸附清廷的。所謂歸附，是繼雍正 2年(1724)年年羹堯擊敗羅卜藏

丹巴(�ོ་བཟང་བ�ན་པ)後，上書〈條陳西海善後事宜折〉（也稱為〈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

主張將青海從西藏分出，並在打箭鑪、里塘等地設營官治理99之後，所發生的後

 
98 穆彰阿、李佐賢（編撰），《嘉慶重修一統志》卷四百二〈雅州府一〉，頁三下至頁六上，《四部

叢刊續編》第 245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99 目前學界對此段折內容，仍多引用《世宗憲皇帝實錄》的紀錄，而非原折： 

 

奏稱西番人等，宜屬內地管轄也。查陝西之甘州、凉州、莊浪、西寧、河州，四川之松

潘、打箭爐、裏塘、巴塘、雲南之中甸等處，皆系西番人等，居住牧養之地。自明以來，

失其撫治之道，或爲喇嘛耕地，或爲青海屬人。交納租稅。惟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廳衛營

伍官員。今西番人等，盡歸仁化，即系內地之良民，應相度地方，添設衛所，以便撫治。

將番人心服之頭目，給與土司千百戶、土司巡檢等職銜分管，仍令附近道廳及添設衛所官

員管轄。其應納糧草，較從前數目，請略爲减少，以示寬大。至近邊居住帳房，逐水草游

牧者，仍准伊等照舊游牧，均應如所請。…… 

 

奏稱打箭爐等處，亦宜添設官弁也。查青海既已平定，應將巴爾喀木處人等，悉行收集。

除羅隆宗之東乂木多、乍了地方，俱隸胡土克圖管轄外，其餘番衆頭目等，俱應給與印信

執照，與內地土司，一體保障。打箭爐之外，木雅吉達地方，應設總兵游守千把等官，兵

二千名。雅龍江中渡處，設守備一員，千總二員，兵五百名。裏塘巴塘之吹音等處，設守

備一員，兵二百名。裏塘、地處四沖。應設副將一員，都司一員，兵一千二百名。鄂洛地

方，各路咽喉，應設參將一員，兵六百名。巴塘系形勝要地，應設游擊一員，兵五百名。

宗都地當雲南孔道，應設參將一員，兵一千名，俱令新設之總兵統轄。 

 

見：《清實錄》第 7 冊《世宗憲皇帝實錄》卷 20，雍正二年五月戊辰，中華書局影印版，1985，

頁 332, 334。 

至於〈條陳西海善後事宜折〉原折，則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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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效應，且當時一旦西出打箭鑪，即稱為「關外」。可見，在 18世紀以前，雖然

中國在邊疆授封許多土司，但都未在的多康地區（不論廣義或狹義）進行實質治

理，這些地區的政治菁英勢力，在「歸附授職」之前，他們的政治生活方面，屬

於半獨立於中國王朝的自主管理狀態。 

 

 

圖 1-4 《嘉慶重修一統志》所示雅州府圖（筆者據該書重新繪製） 

 

圖 1-4按照《嘉慶重修一統志．雅州府》的記載，標示了當時各個土司的約

略位置，但並不準確。實際上，我們所能夠明確掌握的，是各個土司官寨與勢力

範圍的相對位置，而非實際的地界。 

 

到了清末民初，多康政治菁英的轄地仍與嘉慶朝相同，各勢力相對位置大

致如下：下飛越嶺，從化林坪下山，到興隆堡，為沈邊（今沈村）余土司領地。

再西至佛耳岩，為冷邊（今冷碃）周土司屬地。再往西四十里，過瀘定橋，為咱

里古土司屬地。包括咱里土司在內的 48 個百土戶，皆歸明正土司（�གས་ལ་�ལ་པ，ོ音

 
川省松、爐，宜添鎮營，而資彈壓也。查打箭爐外霍兒、得爾格、瓦述，乃西海通爐之要

道，久存向化之心。雍正元年，松潘鎮臣周瑛出口時，曾親往招撫，俱已歸誠。茲平定西

海，凡係巴爾喀木地方，皆當收取。自洛籠宗以東，除乂木多、乍了各有呼圖克兔管轄外，

其餘番目，俱給與印信、號紙，使為內地土司，備我藩籬，不徒開闢疆土，且消蒙古、藏

番蠢動之心。然不設兵彈壓，難免爭持…。 

 

見：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年羹堯奏摺專輯（下）》，臺北：國立故宮博物

院，1971，頁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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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為加拉甲波）管轄，該土司控有打箭爐（今康定）現成南門以西、打箭爐河口

（今雅江）、道塢（今道孚）、魯密章谷（今丹巴）等地。過雅礱江(ཉག་�)至麻蓋中，

為崇喜土司官寨；由崇喜官寨至河，則進入里塘轄地；過里塘，為毛ㄚ；再西則

至巴塘；巴塘屬地往西，便抵達德格境。從打箭爐北門至泰寧、越雄雞嶺至仁達

溝，進入霍爾章谷（今爐霍）界；上章谷，越雄雞嶺，則入霍爾朱倭領地；再西

行，為霍爾麻書境，更西為甘孜孔撒屬地。過雅礱江，為霍爾白利與靈蔥家族屬

地；再西亦抵德格。出打箭爐北門翻大炮山，至魯密章谷，則有革什咱土司、巴

底土司、巴旺土司。100 

 

本論文主要設定範圍為德格王領地，該家族所轄區域位在多康北區，以色

莫岡為主要活動範圍。從相對位置來看，德格王轄地北段為雜曲卡(!་�་ཁ)與色須

(སེར་eལ)高地（今石渠縣），東側有靈蔥王，由雜曲卡西下金沙江，即達玉樹，再往

西為囊謙王所轄地；轄地北段越馬尼干戈(མ་ཎི་གན་འགོ)往東，為甘孜(དཀར་མཛ+ས)，該地主

要為霍爾、瓦述(ཝ་eལ/དབལ་eལ)的部落。金沙江南北流經德格轄地中段，越江後可達

鄧柯(འདན་ཁོག) 、貢覺(གོ་འཇོ)，三岩(ས་ངན)在金沙江兩岸，亦屬於德格；更西則為昌都、

察雅、類烏齊一帶，過去為各呼圖克圖轄地。轄地中段東鄰為瞻對（今新龍縣），

更東亦為霍爾地，再往東北則抵達嘉絨諸王境內，東南則屬木雅熱岡一帶；轄地

自白玉往南，則有巴塘、里塘，再往東南，則為木氏土司轄地。 

 

 

 
100 馮有志，《西康史拾遺•文史資料•上冊》康定：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3，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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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德格王與週邊部落勢力相對位置示意圖 

（筆者繪製，底圖依據Google Earth） 

 

自 18世紀上半葉歸附清朝以後，面對東面的清朝，德格王是土司；在國境

內，德格王是一國之君。由於有這二重身分，德格王的政治影響力也有著「表面」

與「實際」二種表現：做為土司，其行政管轄區域主要限於 4 個革賚土百戶（郭

納、拉籠、端珠、囊背邦，在今日的甘孜與石渠），以及雜竹瑪竹卡百戶、籠壩

土百戶（此二今日屬石渠縣），共 6 個土百戶；另外兼管金沙江以西的 2處安撫

司：春科安撫司（今屬昌都市）、上納奪安撫司（拉多王[,་ཐོག་�ལ་པོ]）；101做為王者，

德格在文教上與鄰近靈蔥、霍爾諸部、瞻對三部、瓦述色他、瓦述餘科（以上歸

巴塘宣撫司管制）等地的政治菁英往來密切，至 19世紀下半葉，更陸續透過王

室的聯姻，與霍爾諸部、靈蔥結成密切的姻親關係，20世紀初，瓦述曲登、瓦述

崇喜、瓦述長坦（以上 3部歸屬理塘宣撫司管制）境內的薩迦派宗教菁英，對德

格的宗教文化影響也產生了延續至今的決定性影響。 

 

也就是說，德格不唯轄區廣袤，其政治實力的影響所及，更延伸至理塘、巴

塘宣慰司的領地；在文教發展方面，以德格為中心的宗教文化影響範圍，更是擴

及昌都、囊謙、霍爾等地，形成了偌大的文化圈。因此，在探討德格的政教影響

時，若是只看行政區劃內的發展，將會有所不足，應當一併考量德格與其轄境周

邊地區的連動關係。 

 
101 來作中，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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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衛藏與多康政教菁英的互動調性 
 

藏傳佛教各宗派的形成 

 

佛教的發展在吐蕃王朝的末期受到了壓制與破壞，佛教人士的傳承與活動一

度受到極嚴格的限制。到了 10世紀，吐蕃故地的政治氛圍，已經變成各地政治

菁英勢力割據的局面，統一的禁令早已無法延續。於是，開始陸續有人被吐蕃王

室的後裔派遣，或者自費前往印度、尼泊爾，效法吐蕃時期的佛教徒們，學習、

翻譯佛經，展開了新一波佛教輸入的高潮，史稱「教法後宏期」(བ�ན་པ་'ི་དར)，此後

翻譯的經典，稱為「新譯」(གསར་འ[ར)。後宏期的早期，也是宗派新創、分衍的時代，

這些宗派被統稱為「新派」(གསར་མ་པ)。相對於新譯，所謂前譯，指涉的是宗教傳承

（ཆོས་བ2ད་ 也即法脈）上承接自吐蕃時期的宗教經典與宗教功修傳統，主張自己是

前譯的佛教徒們，後來有了個共同的集體名稱──寧瑪派(gིང་མ་པ)，意為舊派，這是

相對於新譯派而言的。因此，具有「宗派」意義的寧瑪派，也是在後宏期早期才

出現的。102在後宏期的早期的 11世紀，就有許多自詡為寧瑪派的宗教菁英們，

為寧瑪派的宗派教義範式化做出相當具有意義的貢獻，但當時的宗教傳習，仍然

缺乏傳習宗派教法的固定據點。103因此，也有人認為，寧瑪派的開創時間，應當

 
102 劉立千，《藏傳佛教各派教義及密宗漫談》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頁 1-2。  
103 關於寧瑪派發展早期是否有寺院系統一事，學界的看法並不一致。劉立千先生並未給出確切

的答案；朱麗霞則不認為寺院跟成立教派有關，並且主張：正因為沒有寺院，所以寧瑪派在

早期發展中，可以避免藏傳佛教宗派間「以寺院為首要目標」的鬥爭而導致興衰消長；至於

尕藏加則贊同王森的分析，認為將 11世紀上半葉時期宿爾波切‧釋迦炯內(iར་པོ་ཆེ་j!་འ.ང་གནས་ 

1002-1062)師徒整理寧瑪派經典、成立鄔巴礱寺(kག་པ་]ང)視為寧瑪派的開端。見：朱麗霞，頁

75；王森，《西藏佛教發展史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 41-46；尕藏加，

《吐蕃佛教：寧瑪派前史與密宗傳承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頁；尕藏加〈康

區寧瑪派名寺傳承考述〉《青海社會科學》，2016(3)，頁 21。 

 

以宿爾波切‧釋迦炯內師徒時期做為寧瑪派宗派化開始的說法，所根據的主張來自 18世紀

寧瑪派的大師吉美林巴‧欽哲俄色(འཇིགས་མེད་Hིང་པ་མ�ེན་བ�ེ་འོད་ཟེར་ 1729/1730-1798)所稱「《經》《幻》《心》

三的教法，總體的傳承情形為：於此雪域之中，前譯金剛乘首先傳至聶氏(གཉགས)，接著傳至努

氏(གmབས)，最後傳到宿爾氏(iར)，如此繁衍…」(མདོ་n་སེམས་ག%མ་8ི་བ ན་པ་oིའི་བབས་:ལ་ལས། གངས་རིའི་\ོད་འདིར་7་འ(ར་�ོ་�ེ་ཐེག་

པའི་བ ན་པ་དང་པོ་གཉགས་ལ་བབས། བར་/་གmབས་ལ་བབས། ཐ་མར་iར་ལ་བབས་ཞེས་འཆད་་་་་)他又提到：「現在講解『最後傳到宿爾氏』

的論點：也就是說，宿爾波且•釋迦炯內在後弘期紮下前譯教法的根，宿爾瓊巴•謝饒札巴

(iར་?ང་པ་ཤེས་རབ་6གས་པ་ 1014-1074)伸展其枝枒，宿爾‧釋迦僧格(iར་j!་སེང་གེ་ 1014-1074)則令其茂葉蓊鬱，

人稱『宿爾三師徒』(iར་མེས་དབནོ་"མ་ག%མ)者…」(ད་ནི་ཐ་མ་iར་ལ་བབས་པའི་"མ་གཞག་བཤད་པར་G་ ེ། དེ་ལ་iར་པོ་ཆེ་j!་འ.ང་གནས་>ི་དར་ལ་

7་འ(ར་8ི་བ ན་པའི་�་བ་བ<གས། iར་?ང་པ་ཤེས་རབ་6གས་པ་!ི་ཡལ་གར་བpང་། iར་j!་སེང་གེས་ལོ་འqས་�ས་པར་མཛད་པས་iར་མེས་དབོན་"མ་ག%མ་ཞེས་6གས་ལ།)，則

更清楚地主張寧瑪派在宿爾波切師徒時代正式開展。20世紀寧瑪派大師敦炯‧吉札耶謝多吉

(བ/ད་འཇོམས་འཇིགས་qལ་ཡེ་ཤེས་�ོ་�ེ་ 1904-1987)所撰、最為普及的寧瑪派宗派史──《敦炯教法史》(བ/ད་འཇོམས་

ཆོས་འ.ང)──中，全面繼承了吉美林巴的說法，由於該書的廣泛流傳，遂發展成為至今的寧瑪派

宗教菁英與信徒們透過的公認見解。見：འཇིགས་མེད་Hིང་པ་མ�ེན་བ�ེ་འོད་ཟེར，《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ས་ལེགས་པར་ག%ངས་པའི་ག%ང་རབ་

�་མཚ3འི་Dིང་པོར་(ར་པ་རིག་པ་འཛ�ན་པའི་�ེ་rོད་དམ། 7་འ(ར་cད་འ*མ་རིན་པོ་ཆེའི་sོགས་པ་བ�ོད་པ་འཛམ་Hིང་ཐ་F་�བ་པའི་�ན།》�ེ་དགེ་པར་མ། in འཇིགས་མེད་Hིང་པ་

མ�ེན་བ�ེ་འོད་ཟེར，《འཇིགས་མེད་Hིང་པའི་ག%ང་འ*མ།》པོད་༼ག༽པ། folio 158a, 166b. 杜鈞‧益西多吉(བ/ད་འཇོམས་འཇིགས་qལ་ཡེ་ཤེས་

�ོ་�ེ)，《杜鈞教史》(བ/ད་འཇོམས་ཆོས་འ.ང)（藏文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頁 24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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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修至 1159年，噶．但巴德協(ཀཿདམ་པ་བདེ་གཤེགས，1122-1192)建立噶陀寺(ཀཿཐོག་དགོན)為標

誌。104 

 

傳統文獻的作者們，對於後宏期的起始年代，眾說紛紜。但今日的普遍說法，

則往往將藏地譯師仁欽桑布(རནི་ཆེན་བཟང་པོ་ 958-1055)的出現，以及印度學者阿底峽

(Atiśa Dīpaṃkara 982-1055?)於 1042年蒞臨藏地，視為新譯派發展的起點、與「前

譯」（h་འ[ར་ 這個詞彙後來也成為寧瑪派的同義詞）相對的分水嶺。105因此，將 10

世紀下半葉道 11世紀上半葉視為後宏期的開始，當符合公論。 

 

當佛教在 11 世紀在不同地區重新復振時，新譯傳承不同的法脈，各自傳下

了不同的宗派：以仲敦．嘉威炯內(འ%ོམ་�ོན་�ལ་བའི་འDང་གནས，1003-1063/1064)為首的阿

底峽門生及再傳弟子們，尊阿底峽為始祖，以拉薩的熱振寺(i་jེང་དགོན)、波多寺(པོ་ཏོ་

དགོན)，日喀則的納塘寺(kར་ཐང་དགོན)等地為據點，開創了「噶當派」(བཀའ་གདམས་པ)；到了

12世紀，薩欽．貢噶寧波(ས་ཆེན་Xན་དགའ་^ིང་པ，ོ1092-1158)以薩迦為據點，開創了薩迦

派(ས་)་པ)；馬爾巴．曲吉羅珠(མར་པ་ཆོས་6ི་�ོ་Yོས，1012-1096)的再傳弟子岡波巴．索南仁

欽(�མ་པོ་པ་བསོད་ནམས་རིན་ཆེན，1079-1153)創立了噶舉派(བཀའ་བ2ད་པ)，岡波巴的法嗣們，則隨

後在 12世紀下半葉，陸續在不同的政治菁英的支持下，發展出各個支派;到了 14

世紀，布頓．仁欽主((་�ོན་རིན་ཆེན་Zབ，1290-1364)則以夏魯寺(ཞ་b་དགོན)為據點發展出的

夏魯派(ཞ་b་པ)，多波巴．謝饒堅贊(དོལ་པོ་པ་ཤེས་རབ་�ལ་མཚན，1292-1361)則開創了覺囊派(ཇོ་

ནང་པ)。106至 1409年，宗喀巴．羅桑札巴(ཙ ང་ཁ་པ་�ོ་བཟང་Yགས་པ་ )建立甘丹寺(དགའ་lན་དགོན)，

標誌著新噶當派(བཀའ་གདམས་གསར་མ)──也就是格魯派(དགེ་bགས་པ)──的出現。格魯派是今

日最為活躍的藏傳佛教支派當中最晚成立但政經實力最強、信眾最多的宗派，與

寧瑪派、薩迦派、噶舉派等三派，合稱四大宗派(ཆོས་bགས་ཆེན་པོ་བཞི)。 

 

在後宏期與佛教一道發展起來的，是承襲「前吐蕃王朝時期」本土苯(བོན)信

仰的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ized religion) ────雍仲苯(ག/ང་0ང་བོན)，也即苯教。古老

辛氏(གཤེན)家族的辛欽．魯噶(གཤེན་ཆེན་P་དགའ་ 966-1035)使得苯信仰朝向更為組織化的發

展，他的徒眾於 11世紀陸續建立寺院，使得苯教的信仰者有了專屬的宗教功修

與研習教義的中心。107到了 14世紀中葉，雍仲苯教的發展趨於式微。後來，年

 
 

104 娘‧尼瑪沃色著，許淵欽譯註，〈《娘氏教法源流》譯註（一）〉《中國藏學》2014(1)，頁 43。

根據許淵欽本人對筆者私下做的說明，他之所以將噶陀寺的成立做為寧瑪派宗派現象正式出

現的開端，是因為在噶陀寺之前雖已有鄔巴礱寺，但該寺的傳承在宿爾三師徒之後便不見於

史冊（王森認為到 14-15世紀以後便不清楚。見：王森，頁 46），其後的傳承歷史不明，因此

很難說明鄔巴礱寺做為一個傳習佛教的場所之實際意義。因此，筆者以為，雖然此說並未受

到學界普遍承認，但亦十分合理。 
105 Tarthang Tulku, Leslie Bradburn (ed.), Masters of the Nyingma Lineage, CA: Dharma Publishing, 

1995, pp. xliii-xliv. 
106 Giuseppe Tucci, Geoffrey Samuel (trans.), The Religions of Tibet,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 33-

37. 
107 Banwari Lall Bansal, Bon, Its Encounter with Buddhism in Tibet, India: Eastern Book Linker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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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謝饒堅贊(མཉམ་མེད་ཤེས་རབ་�ལ་མཚན，1356-1415)於 1405 年在日喀則地區創建曼日寺

(�ན་རི་དགོན)以來，雍仲苯教逐漸朝向的教義系統化、教權集中化的發展，展現出新

的系統性宗教面貌。 

 

多康政教菁英的互動調性 

 

多康政教菁英們所經營的社會、文教內涵，以及他們所經歷的歷史，在漢文

史料中只存在零星的記載。相對之下，他們與那些在文化生活、宗教信仰、祖源

認同上具有高度一致性的衛藏菁英們的互動，就顯得頻繁而密切許多。 

 

許多資料都提到，多康的居民是西番種，為吐蕃後裔。多康地區各個統治家

族的祖源傳說，也常會提到先祖源於吐蕃王統之說。姑且不論這些傳說的真實性

如何，這些傳說傳述者們的主觀投射，已經在心理層面方面讓自身以及自己的家

族，對過去輝煌的吐蕃王朝產生了認同與連結。加上過去吐蕃曾經軍事占領多康、

多麥地區，當大軍撤去，也確實可能會留下軍隊或權貴，在該地繁衍生息。 

 

地理因素對於多康的政治菁英發展來說，佔了絕對的重要性。多康東以重

重峻嶺與成都平原相隔，西有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等河谷為它遮開衛藏的政治

菁英們染指多康政治的手。得天獨厚、形如天險的地利條件，為處在衛藏與中國

王朝之間的多康政治菁英們，提供了不直屬衛藏、也不受中國朝廷約束的發展空

間。正是這種環境，養成了此地政治菁英們趨吉避凶以圖自身發展的柔軟身段，

得以在兩大強權之間夾縫求生，並同時汲汲於自身政治勢力的鞏固與發展。也正

因如此，使得多康的政治菁英們對於擴展版圖的野心，始終只限於多康，進而造

成多康政治菁英總是醉心於「多康的內戰」。 

 

此外，從吐蕃時期開始，康作為一種相對於雅隆王朝權力中心的「邊區」的

概念，就讓多康成為一個外來宗教菁英的輸入地。在衛藏政治場域中的失去舞台

或難以獲致舞台的宗教菁英們，相繼來到多康（例如貝若雜那[བཻ་རོ་ཙ་ན，circa 8th ]或

苯教的宗教師），在此找到發展的空間。就像是中國歷代受到貶謫的文人墨客一

樣，這些新來的宗教菁英們是帶著先賦的條件──也就是藉由他們所擁有教義詮釋

權所賦予宗教權威──來到邊地的，所以他們往往也試著直接與世居多康的政治菁

英產生聯繫，而順利地建立在多康的新的菁英身分。幾個在衛藏失利或者打壓的

教派──如：薩迦派、帕竹噶舉(ཕག་Z་བཀའ་བ2ད)、覺囊派(ཇོ་ནང་པ)、雍仲苯教──都在

多康得到重新發展的契機。 

 

 
pp. 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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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除了接受來自外地的宗教菁英，隨著文教的進展，多康地區也漸漸成

為培養菁英人士的搖籃。多康地區持續地派出優秀人才至外地，發展與衛藏菁英

的關係網絡，並產生彼此鞏固權力、互利互助的效應。 

 

到了多康文教發展更趨穩固時，屬於當地的文教中心紛紛出現，這時的多

康，開始成掌握話語權，向衛藏與多麥地區輸出宗教菁英，在藏族文教舞台上，

與那些使用安多語的多麥菁英分子，一較高下。 

 

以上就是歷史上多康的政治菁英與宗教菁英們發展的幾種模式與樣貌。再

來，筆者將要按時間序列，說明他們在衛藏與中國王朝間，是如何發展的。 

 

三、13-16世紀的蒙古、衛藏與多康 
 

在清朝以前，中國的王朝雖在名義上統治多康各地，冊封各地政教菁英，但

並沒有直接管轄。多康各地的政治菁英，大多各自為政，割據一方，與元明朝廷

並沒有太密切的交往。 

 

蒙古在建立元朝之前，可汗的威望已經一定程度地震懾了藏地的菁英階層，

雙方菁英人士，也有一定的往來與某種程度的象徵性從屬關係。108到了成吉思汗

的三子窩闊台(འོ་ཀོ་ཏའི)在爭襲過程中，強迫四子托雷(ཐོ་ལོའི)服毒死亡，進而將爭襲的

局勢，延續到了下一代。在窩闊台之子闊端(གོ་ཏན)與拖雷之子忽必烈(གོ་བེ་ལ)爭位的過

程中，蒙古持續向烏斯藏（衛藏）進行軍事擴張。軍事擴張的同時，黃金家族的

諸子們也各自尋求具有代表性的藏族宗教菁英的支持。 

 

12世紀中，出生於多康的都松欽巴(�ས་ག@མ་མ4ེན་པ，1110-1193)在昌都建立噶瑪

寺(ཀH་དགོན)，傳出噶瑪噶舉派。與都松欽巴同屬岡波巴．索南仁欽門生的帕莫竹巴．

多吉嘉波(ཕག་མོ་Z་པ་mོ་Vེ་�ལ་པ，ོ1110-1170)，以及多吉嘉波的弟子直貢巴．仁欽貝(འ%ི་Fང་

པ་རིན་ཆེན་དཔལ，1143-1217)、達隆塘巴．扎西貝(�ག་bང་ཐང་པ་བn་ཤིས་དཔལ，1142-1209/1210)等

人也陸續建立噶舉派的支派，成為新興的宗教勢力。 

 

1239年，闊端麾下的多達那波(mོ་?་ནག་པོ)以迎請高僧前去蒙古傳教為名，從涼

州經青海攻向藏北，摧毀熱振寺與杰拉康(�ལ་,་ཁང)。闊端賦予多達那波的行動使命，

實際上是要選擇一位能夠代表蕃地的人物，研究蕃地歸順蒙古的事宜。多達那波

將達隆巴(�ག་bང་པ)、直貢巴(འ%ི་Fང་པ)、薩迦班智達（ས་)་པoྜི་ཏ，以下簡稱薩班等當時最

有影響力的三人名單交給了闊端，便撤軍回甘肅。待闊端辦完窩闊台的後事，便

與薩迦政權取得了聯繫。薩迦昆氏家族(འཁོན་ག�ང)年幼的繼承者──年僅 10歲的八思

 
108 札奇斯欽，《蒙古史論叢》，臺北：學海，1980，頁 85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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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འཕགས་པ)與 6歲的恰那多吉('ག་ན་mོ་Vེ)，隨著薩迦班智達在 1246年與闊端在涼州會

面，薩班寫下著名的〈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109，使烏斯藏地區免遭兵燹。110 

 

1246年，窩闊台之子貴由(F་/ག)即蒙古大汗位，但他隨即於 1248年去世，窩

闊台一系失去政治影響，爭位問題轉移到了拖雷諸子之間。1251年，托雷的長子

蒙哥(qང་ཁེ)在拔都的支持下取得汗位。與蒙哥親近的宗教菁英是來自多康哲攏(འ%ི་

bང)、噶瑪噶舉派的高僧噶瑪拔希(ཀH་པཀྵི，1204/1206-1283)。 

  

與蒙哥關係緊繃的忽必烈，在宗教態度方面，一方面延續了闊端與薩迦昆

氏家族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噶瑪拔希在多康的影響力，試圖加以攏絡。1251

年，忽必烈在寧夏六盤山，遣人迎請薩班，薩班以老辭命，改由其侄八思巴赴會。

此後，八思巴成為薩班之繼承者，也即昆氏家族的領袖。1252年，蒙哥命忽必烈

分三路討西南一，西路由大將兀良合領軍經過多康，抄合也只烈出道，入雅黎貫

白蠻境（今西昌），忽必烈則走中路，自大渡河出金沙江（今瀘定、九龍、冕寧、

鹽源一帶）。大軍入雲南大理，於 1253年破大理之後班師。多康諸部，約在此時

初遇蒙古軍，但確切受撫時間則不確定。111噶瑪拔希與當時的大汗蒙哥的互動一

直十分良好，還曾得到蒙哥所贈的國師稱號。忽必烈在 1253年要求噶瑪拔希與

之會面，但遭噶瑪拔希拒絕，此時，八思巴主動要求與忽必烈見面，促成雙方二

度交涉。112 

 

忽必烈即位後，尊八思巴與噶瑪拔希為師，並且將藏地三區獻給八思巴，尤

其獨尊薩迦派，使薩迦派在 1264-1354 這 91 年期間，成為首度統治全藏區的政

教合一政權，共計 9代薩迦法王、20任本欽(དཔོན་ཆེན)。113 

 

從元朝開始，衛藏的政治格局，一直都是基於蒙藏供施關係所進行的政治

聯盟傾軋。本地的割據勢力（如薩迦、直貢）各自仰仗著不同蒙古部落施主的武

力，在衛藏各地謀求發展，宗派勢力割據與衝突的事件不斷上演。13、14世紀，

從宗派發展的格局來說，則是薩迦派與噶舉派各自發展的時期。在謀求成為衛藏

共主的過程中，宗派領袖們也各自與明清朝廷取得聯繫，尋求支持；於是，明清

兩朝對衛藏宗教菁英冊封不絕。 

 

14世紀初，薩迦昆氏家族的帝師貢噶洛追將自己的兄弟分成四個喇章((་Lང)，

昆氏家族開始經歷權力分化。在 14世紀中葉以前，薩迦派雖然與直貢派戰事不

 
109 原書無題，載於《薩迦世系史(ས་'་ག/ང་རབས་ཆེན་མོ)》。 
110 王輔仁、陳慶英，《蒙藏民族關係史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 10-21。 
111 任乃強，2009，頁 487。 
112 王輔仁、陳慶英，頁 23-26。 
113 東嘎‧洛桑赤列著，陳慶英譯，《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文文獻學目錄》北京：中國藏學出

版社，2001，頁 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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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但仍是衛藏最主要的政治勢力。到了 1349年，帕竹萬戶長、朗氏(Mངས)家族的

大司徒．絳曲堅贊(ཏའི་སི་�་�ང་6བ་*ལ་མཚན，1302-1364)在消滅雅桑派與直貢派，並加入昆

氏家族的內鬨，一舉打擊了薩迦派的勢力，成為衛藏的領袖。1372年，新建立的

明朝在衛藏設立烏斯藏都指揮司，使帕竹政權的政教合一制度得到強化；同年，

被認為是噶瑪拔希後世轉世者、噶瑪噶舉派的領袖──噶瑪巴．若貝多吉(ཀN་པ་རོལ་པའི་

Oོ་Pེ，1340-1383)遣人至南京朝貢，此後，噶瑪噶舉歷代轉世化身都與明朝皇帝有著

密切的往來，勢力逐漸擴大。114 

 

14 世紀中至 15 世紀中是帕竹政權統治衛藏的時期，宗派格局方面則以噶

舉派勢力最雄。在帕竹政權的最後 40 年內（1409 起），宗喀巴及其弟子紛紛建

寺，格魯派快速竄起。到了 15世紀中，仁蚌巴．諾布桑波(རིན་Qངས་ས་Rོང་ནོར་#་བཟང་པོ，circa 

15th)父子取代了朗氏家族的統治實權。仁蚌家族與噶瑪噶舉派的噶瑪巴(ཀH་པ)、夏

瑪巴(s་དམར་པ)轉世高僧們都有緊密的關係，對格魯派加以限制，甚至在 1498年起

20年間，禁止三大寺僧人參加拉薩祈願法會。1151503年，仁蚌家族支持第四世

夏瑪巴在拉薩西北建立羊八井寺(ཡངས་པ་ཅན་དགོན)，該寺成為噶瑪噶舉派的另一所重要

據點。 

 

到了 16世紀上半葉，直貢派也以軍事力量，強令直貢與墨竹工卡地區的 18

所格魯派寺院改宗。16世紀中期，衛藏最大的三個地方勢力為：由辛廈巴．才旦

多吉(ཞིང་ཤག་ཚ+་བ?ན་mོ་Vེ，?-1599)建立，於 1565年取代仁蚌巴，支持噶舉派的第巴藏巴

政權，據有後藏；支持噶舉派的第巴古熱巴，據有山南、達波、工布、洛列、里

爾等地；支持格魯派的第巴．吉雪巴 (�ེ་པ་Jིད་ཤོད་པ，circa 16th)，據有拉薩流域至墨竹

之間。 

 

雲南木天王（木氏家族政權，藏語稱為絳．薩當甲波[འཇང་ས་དམ་�ལ་པོ]。元朝稱

絳．薩當為章三睒）前後經歷 15世紀中至 17世紀中，為期 180餘年、二階段的

北向軍事發展，在向明朝獻貢輸誠以博取支持的同時，逐漸吞併了鄰近的多康部

落，取得對多康南區絕對優勢的控制權。從 1460年代開始將長達百年的向北擴

張，使該家族得以控制中甸、維西、永寧、木里等鄰近地區。1566年開始，該家

族展開第二階段北向的武力擴張。1161568 年，木氏家族已經佔領多康南區的理

塘、巴塘一帶，以巴塘為中心，建立得榮、鹽井等宗，派官管理，儼然多康南部

的最大勢力。木氏家族從噶瑪拔希時，就是噶舉噶舉派的施主與支持者，獨尊噶

瑪噶舉的同時，也壓制格魯派在多康南部的發展。 

 

 
114 Ibid，頁 39-44。 
115 Ibid，頁 44-47。 
116 趙心愚，《納西族與藏族關係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頁 238-254；木里藏族自治

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木里藏族自治縣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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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8年，第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t་ལའི་�་མ་ ༣ བསོད་ནམས་�ལ་མཚ ，1543-1588)與土

默特蒙古首領俺答汗在青海仰華寺會面，互贈尊號，建立了施主與檀越的供施關

係，形成格魯派宗教菁英與蒙古政治菁英結盟的發展模式，格魯派逐漸向上發展，

影響力與控制力不斷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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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從蒙古和碩特汗廷統治 

 

一、和碩特汗廷的建立 
 

17世紀，衛藏與多康的歷史發展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甘丹頗章政權取

得衛藏地區的絕對政治優勢，結束了宗派傾軋的歷史，確立了獨尊格魯派的政教

合一體制，並在宗派發展上，持續採取以衛藏宗教菁英主導多康格魯派寺院的發

展模式；在多康，直至近代仍存的優勢政治菁英家族，關於他們先祖的歷史文獻，

也多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累積的，政治菁英與宗教菁英們紛紛尋求清朝的支持，在

各身領域與周邊地區尋求生存發展。這個時期開始，宗教菁英們仍然將政治菁英

當成供應宗派發展所需的施主，但在 17世紀上半葉和碩特蒙古的強勢佔領後，

做為政治菁英的施主們各據一方，儼然成為一方霸主，並在軍事行動上與宗派傾

軋的本質切割，而是以純粹的政治圖謀為考量。多康當地非格魯派的宗教菁英們，

也從此將宗派的發展模式從外擴轉向守成，以文教發展為主，對格魯派採取消極

不支持的態度，軟性抗拒格魯派在多康的發展，並以此穩固自身的發展。在這種

態勢下，政治菁英們的角力褪去了宗派鬥爭的色彩，而宗教菁英們的宗派交流與

精神發展，也得到了進一步深化的空間。 

 

17世紀初，第巴藏巴家族摧毀了第巴吉雪巴，到了 1612年，該家族的家長

藏巴汗•彭措南杰統治權藏，更強化了對格魯派的限制，甚至禁止尋訪第四世達

賴的轉世。1617年，衛區的第巴吉雪巴聯合喀爾喀確科爾汗，向第巴藏巴家族進

攻，但終告失敗。117 

 

17世紀初期的多康北區，最強大的勢力是橫跨金沙江兩岸的白利王．頓月

多吉(བེ་རི་�ལ་པོ་དོན་ཡོད་mོ་Vེ，?-1640)。頓月多吉的根據地，在今日昌都的拉托(,་ཐོག)與昌都

之間的瑪康岡北區。除了格魯派與根據地在類烏齊的達隆噶舉，他接納所有的宗

派，特別尊崇竹巴噶舉(འuག་པ་བཀའ་བ2ད)與雍仲苯教。1619年，他將竹巴噶舉高僧康

珠．噶瑪丹沛(ཁམས་vལ་ཀH་བ�ན་འཕེལ，1569-1637)請到白利（བེ་རི/བེ་A་霍爾廓地區的一部），

奉之為悟喇（ད(་�，政治統治者的上師或供養對象，詳見後文分析）。118 

 

到了 1624 年，頓月多吉攻入格魯派歷代帕巴拉(འཕགས་པ་,)的祖庭、當時已有

近 200 年歷史的昌都強巴林寺(ཆབ་མདོ་�མས་པ་Eིང)，開始了對瑪康岡全境的佔領，帕巴

拉四世遂逃往雲南，向歷來與他有供施關係的雲南木天王（時為木懿執政）尋求

庇護；至於格魯派的第一世察雅．扎巴嘉措(%ག་གཡབ་)བས་མགོན་Yགས་པ་�་མཚ ，1572-1638/39)

 
117 東嘎•洛桑赤列著，陳慶英譯，頁 47-49。 
118 （德）彼德‧史衛國著，才旺南加譯，〈清代白利土司頓月多吉小傳〉，《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社

學社會科學版）》22(1)：2001，頁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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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與他保持良好的關係。1627年，頓月多吉攻陷囊謙；1631年，統治瑪康岡全

境，並於 1633-1634年間佔領類烏齊與類烏齊寺。119此時，整個多康北部，包括

德格與鄧科，都在頓月多吉的佔領之下。在他的佔領區內，進行著宗派清洗的作

為。 

 

然而，白利王統治康北的時間並不長。很快地，衛藏的格魯派找到了在青海

劫掠的蒙古人以及德格家族第 39代家長──德格王喇欽．向巴彭措，形成政教

聯盟，名義上打著興佛抑苯的名號，實際上則是對頓月多吉的軍事、政治勢力進

行合擊。120 

 

和碩特蒙古在 17 世紀初到 18 世紀初對藏區的佔領與統治，與當時的衛拉

特蒙古諸部落的爭鬥息息相關，其中尤以和碩特部與準噶爾部之間時而聯盟、時

而對立的態勢相關。16 世紀中葉以後，衛拉特蒙古的最高領袖地位轉移至和碩

特部。1587年，喀爾喀部的阿巴岱擊敗和碩特首領哈尼洪果爾，和碩特喪失東面

大量牧場，哈尼洪果爾之子拜巴噶斯遂於 16世紀末成為衛拉特盟主，一面組織

軍事聯盟，與沙俄、烏茲別克、哈薩克作戰，一面持續與喀爾喀的對抗局勢，終

於 1623年消滅喀爾喀碩壘烏巴什，聲勢日隆。與此同時，衛拉特內部因為搶奪

牧地與屬民，在 1625年分裂成兩個集團，拜巴噶斯隨遭楚庫爾殺害。拜巴噶斯

死後，其弟固始汗掌管衛拉特，拜巴噶斯之子鄂齊爾圖汗承襲父親的威望，成為

名義上的盟主，受到固始汗以及西藏的達賴、班禪的支持。 

 

1628年衛拉特內亂，引起部分部落外遷，和碩特部的固始汗由於與準噶爾

的巴圖爾洪台吉關係緊張，遂欲向外尋找新牧地，謀求生存空間。121此時期的衛

藏宗派傾軋與格魯派的求援，正好為固始汗進入位於東邊的青海提供了適當的理

由與機會。 

 

在固始汗佔據青海後，他與綽羅斯（準噶爾）部的巴圖爾洪台吉各自率眾回

到準噶爾舊部，坐擁和碩特部較多的資源，與巴圖爾洪台吉結成姻親與聯盟；但

在家族內部，則受到叔父昆都倫烏巴什以及其弟阿巴賴的反對。122 

 

1632 年，察哈爾蒙古八部落首領林丹汗與喀爾喀的綽克圖台吉（卻圖汗）

合作，征服青海的土默特蒙古，將青海納入統治，1633年，在哲蚌寺的聯繫下，

原駐在青海的土默特蒙古軍隊與第巴吉雪巴聯盟，終讓第司藏巴．丹炯旺布(�ེ་"ིད་

 
119 （德）彼德‧史衛國 著，才旺南加 譯，〈清代白利土司頓月多吉小傳〉，《西藏民族學院學報

（社學社會科學版）》22(1)：2001，頁 11。 
120 尹邦志，〈論明末康區的“佛本鬥爭”〉《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12)，頁

51-54。 
121 Ibid，頁 114-123，156-159。 
122 納‧巴生、李愷、劉昆黎，《和碩特蒙古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頁 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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གཙང་པ་བ�ན་)ོང་དབང་པོ，1606-1642)妥協，鬆綁了對格魯派的禁令。第巴藏巴為了尋求盟

友，遂聯合卻圖汗的喀爾喀蒙古，欲強化對第巴吉雪巴的打擊。後來，在和碩特

蒙古的固始汗勸服下，卻圖汗之子阿爾斯蘭並未如約與第巴藏巴結盟。到了 1637

年，固始汗與巴圖爾洪台吉率領的衛拉特盟軍入青海，在血山之戰大勝，滅卻圖

汗，將準噶爾部眾移牧青海，進而於 1639-40年滅白利，佔領多康北部，在固始

汗滅卻圖汗與白利王之後，將他的八個兒子（八台吉）、一支綽羅斯人以及一支

土爾扈特遷往青海。於是，駐牧在青海、多爾濟為首的和碩特八台吉，轄制 5部

29旗謀古人，以及蒙番混雜的察汗諾門罕一旗，仍稱衛拉特。至此，和碩特部成

為安多與多康的實質統治者。1642 年固始汗又回到衛區滅了第巴藏巴，結束了

噶舉派打壓格魯派的時代。同年，固始汗將衛藏十三萬戶全部獻給第五世達賴喇

嘛．阿旺洛桑嘉措(t་ལའི་�་མ་ ༥ ངག་དབང་�ོ་བཟང་�་མཚ ，1617-1682)，建立起以甘丹頗章(དགའ་lན་

ཕོ་%ང)為主的格魯派政權，實權則掌握在和碩特汗王之手。失勢的噶瑪噶舉派，在

衛藏遭到全面改宗與鎮壓，該派領袖──第十世噶瑪巴．卻英多吉(ཀH་པ་ཆོས་ད�ིངས་mོ་Vེ，

1604-1674)──只好於 1643年離開衛藏，逃往麗江，向與他有供施關係的木天王尋

求協助。123噶瑪噶舉派的發展中心，暫時南移至麗江。 

 

二、和碩特汗廷統治下的多康各地 
 

多康南區在木氏家族之統治下並不平靜。做為非吐蕃裔的統治者，木氏在

長期征戰的過程中，不斷向明朝勢力所不及的周邊地區擴張，124並持續遭到當地

部落的反抗，直 17 世紀初，木氏家族由木增(1587-1646)掌權，持續軍事擴張，

使得這些當地部落基本上在此時臣服於木氏家族，該家族得以鞏固對巴塘、理塘、

鹽井一帶的控制，使多康南部進入相對穩定的階段。125，信仰噶瑪噶舉的木氏家

長木增積極與該宗派建立供施關係，該派最重要的高僧──第九世噶瑪巴．旺秋多

吉(ཀH་པ་ ༩ དབང་wག་mོ་Vེ，1556-1601/1603)、第六世夏瑪巴．曲吉旺秋(s་དམར་པ་ ༦ ཆོས་6ི་དབང་wག，

1584-1630)，都曾在麗江住過一段時間。特別在 1614-1623年期間，第六世夏瑪

巴還在木增的邀請下，主持麗江版藏文《大藏經》(བཀའ་འ[ར)的刻印工程，126足見當

時木氏家族在政經文教方面都處於穩定的高峰時期。 

 

經過 180年的發展，到了 1640年代，木氏家族的影響力北界為多康南區的

巴塘、理塘、芒康沿線，麗江周邊的中甸、木里、維西也在其統治範圍內。固始

汗滅白利之後，率兵向南攻打木氏家族，並將武力向多康東部滲透，攻至明正土

 
123 東嘎‧洛桑赤列著，陳慶英譯，頁 51-53。納‧巴生、李愷、劉昆黎，頁 124-25，158-162，

173。 
124 萬斯年，〈明初與明末木土思領域的比較〉收入木仕華主編，《麗江木氏土司與滇川藏交角區

域歷史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頁 44。 
125 王恆杰，《迪慶藏族社會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5，頁 48-67。 
126 王堯，〈藏文大藏經麗江－里塘版甘珠爾經述略〉《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6(3)，頁 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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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轄境。木氏家族的政治勢力，隨之從 1641年以後開始萎縮，127後經雍正元年

(1723)的改土歸流，木氏家族被降為土通判，地位更形下降，但該家族在麗江的

政治勢力仍然延續至清末。在木氏家族的協助下，噶瑪噶舉派的生存遂得到喘息

的機會。1659年，第十世噶瑪巴派人至北京向順治皇帝進貢，順利於隔年獲頒敕

書與印章。1673年，第十世噶瑪巴與第六世夏瑪巴回到拉薩，受到第五世達賴接

見與讚揚，允許他們回到衛藏，128從此消除了兩派的敵對。 

 

東部康區打箭爐附近的木雅(མི་ཉག)地區及其北方嘉絨(�་རོང)地區129的政治菁英

們──包括明正土司130，部分在明朝時已授封為土司，於各自轄境內自立為王。嘉

絨各部勢力與明正土司轄區內操木雅語、道孚語的人們，雖然各受不同地方政權

統理，但在語言使用與住居型態方面，則各有特色，使得多康東部及其以北地區，

在地方社會樣貌方面，呈現區域特徵，大致上，多康東部往北為嘉絨地區，康東

的南路及其與霍爾人交接的區域，為木雅地區（今康定西行，越折多山至雅礱江

之間的地帶，最北可抵新龍縣、道孚縣與丹巴縣）。 

 

嘉絨各部在 17世紀中以前，已經逐漸發展出部落政治首領兼為宗教領袖的

統治格局，各部僧人紛向明朝獻貢的情形十分普遍。這些政教領袖，多被封為國

師，頒予印信。這種宗教領袖兼領地方的風氣，到了 18世紀中以後，才開始轉

向淡化宗教身分的傾向發展。131 

 

據當代康定地區的藏族口傳歷史，木雅一帶在明朝以前，並非由人稱「加拉

甲波(�གས་ལ་�ལ་པོ) 」的明正土司家族所統治，而是由拓跋氏的西吳甲波（སི་x་�ལ་པོ/སེy་

�ལ་པོ་ 也稱為雜彌甲波［ཙ་མི་�ལ་པོ་ 意為天地王］）所統治的多族共存區域，也即西夏

國。到了 1227年，成吉思汗滅西夏，西烏甲波家族統治告終，加拉甲波家族隨

後才統治了木雅。132加拉甲波．阿旺堅贊(ངག་དབང་�ལ་མཚན)於明弘武 5年(1407)受封長

河西魚通宣慰使。後來，1495-1607年之間，漢文史籍並無該家族的紀錄。1666

年，丹增扎巴(བ�ན་འཛ]ན་Yགས་པ)率 13鍋莊歸附清廷，請襲前職，被清廷稱為明正土司。 

 

 
127 趙心愚，2004，頁 238-254；木里藏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頁 10。 
128 五世達賴喇嘛昂旺洛桑嘉措著，陳慶英、馬連龍、馬林譯，《五世達賴喇嘛傳（下）》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頁 127-128。 
129 嘉絨地跨多麥與多康，其地各部落所操方言也不統一，有的偏向安多語，有的偏向康語，因

此，對於嘉絨到底屬於多麥或多康，向無定論。 
130 明正土司家族的族源屬性，尚無定論。該土司為清朝嘉絨十八土司之一，轄境內兼有木雅人

與嘉絨人，而藏族則多將之視為木雅人。 
131 鄒立波，〈從土司封號看嘉絨藏族土司與宗教的關係〉《西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0(2)，頁 12-14。 
132 仁真丹松(རིག་འཛ�ན་བ ན་[ང)，《木雅通史》(མི་ཉག་གི་ལོ་cས་དེབ་ཐེར་Oང་J)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5，頁 187-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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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以前，清朝對多康的政策是「設汛於此」，假手和碩特蒙古，實施間接

統治。蒙古營官與當地政治菁英（土司）雖常有摩擦，但直到 17世紀末，清廷

礙於當時政局，皆未介入。133如此一來，和碩特在多康的發展，便不受任何限制。

1697年，和碩特營官昌側集烈(Oང་Oེ་ཙ]་ལེ)佔據著木雅地區及雅礱江以東的嘉絨地區，

私造銃礮，屯積糧草，控制往來商旅，134以武力佔領統治該地。1700年，該家族

族長蛇蜡喳巴被昌側集烈殺害後，佔據打箭爐，後來清軍於同年發兵打箭爐，將

昌側集烈問斬。135從此，和碩特被驅離木雅地區，統治範圍縮小至雅礱江以西地

區。蛇蜡喳巴死後，加拉甲波家族絕嗣，陸續由蛇蜡喳巴之妻工喀(གངས་དཀར)、其女

桑結(སངས་�ས)掌理土職，繼於 18世紀初，由穆坪(q་'ི)土司甲木參達結（�ལ་མཚན་དར་�ས，

桑結之子）承襲明正土司職，此後皆由甲木參達結的子孫任土職，直至 20世紀

初。136 

 

嘉絨藏區方面，14-15世紀時主要的政治格局是南部穆坪董卜韓胡(q་'ི་�ོང་�ེ་ནམ་

མཁའ)與北部雜谷(�ལ་ཁ)的對立。瓦寺(bག་དF/མདོ་Eིང)因與董卜韓胡隨明朝軍隊征討雜谷，

此後遂董卜韓胡聯盟，而摩梭、卓克基、松崗皆分家自雜谷，這層親戚關係使得

他們得以建構起以雜谷為核心的政治集團。15 世紀下半葉以後，董卜韓胡走向

沒落，屬地遂為儧拉（བཙན་,་ 小金川、金川寺）佔去。此後近 200年，嘉絨各部勢

力較為平衡。到了 17世紀中後期，主要的政治格局則為金川與雜谷的對立。137

此後到 18世紀中，嘉絨各部亦先後向清廷承襲明朝認可的身分：穆坪董卜韓胡、

雜谷在清朝立國後直接承襲明朝土職；隨後，瓦寺(1652)、沃日/鄂克什（འོག་གཞ，ི

1658）、促浸（�་ཆེན，大金川，1666）、松崗（!ི་འགག，1683）等部也則紛紛主動內附

新建的清朝，受封土司。1381700年清廷平定和碩特營官殺害明正土司的動亂後，

陸續在多康東部冊封土司，木雅地區與大金川部分流域，除了咱里土千戶、魯密

達則土百戶、魯密卓籠土百戶之外，其餘 46土百戶都在 1700年受封土職，歸明

正土司約束139；嘉絨的丹東革什咱（མདའ་མདོ་དགེ་ཤིས་ཙ，1700）、綽斯甲（Oོ་)བས，1700）

等地，也在同時期下內附，亦歸明正土司約束。 

 

嘉絨諸部居住在大小金川流域一帶的地勢險峻的山區，易守難攻，雖然內

附清朝，但其內部彼此不時有大小戰事發生。和碩特統治康區時，也隨之於康北

 
133 盧梅，〈國家權力擴張下的民族地方政治秩序建構──晚清康區改流中的制度性選擇〉《民族

研究》(5)，2008，頁 97。 
134 《清實錄》第 5 冊《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194，康熙三十八年七月庚辰，中華書局影印版，

1985，頁 1050。 
135 《清實錄》第 6 冊《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199，康熙三十九年六月辛未；卷 203，康熙四十年

二月乙丑，中華書局影印版，1985，頁 26，71。 
136 多爾吉 等，《嘉絨藏區社會史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5，頁 18-20。 
137 鄒立波，《明清時期嘉絨藏族土司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頁 143-169。 
138 馬長壽，〈嘉戎民族社會史〉，頁 99-139。 
139 黃廷桂 等（監修），《四川通志‧卷十九‧土司上》頁三十五至頁五十二，《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第 559 冊，臺北：商務，1983，頁 10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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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霍爾地區為主要基地，向康北、康南發展格魯派勢力。在和碩特掌控多康時，

雖然打箭爐的南無寺(ན་མོ་དགོན)在 1652年被改宗格魯派，但隨後格魯派的發展，卻

受到嘉絨各部領袖的刻意抵制；格魯派在嘉絨得以擴大影響，逐漸建寺，則已是

在 1776年的事。140可見，和碩特蒙古對多康的影響，並未深入多康東部及其北

面的嘉絨各部。雖然和碩特屢屢企圖將影響力延伸至打箭爐乃至繼續東向，但在

清廷的保護下，直到汗廷終結，和碩特對雅礱江以東的地區似乎一直無法有實質

的影響，141 

 

而金沙江以東到雅礱江西岸的地區，雖然同屬和碩特派營官管轄，但關於

其實際建置的形情，卻不甚明瞭；此區南段為巴塘、理塘，北段為德格轄境，由

於德格與固始汗關係交好，和碩特在此應是聽其自行發展的；此區南段為康藏大

道，居要衝地位，應受到較為嚴密的管控。與此相對，和碩特在金沙江西岸多康

地區的控制就相對嚴密：在芒康（�ར་ཁམས་清時稱為江卡、寧靜）設有 18 個定（�，ེ

相當於區、鄉），派任定本（�ེ་དཔོན་與代本、營官字面意義相同，但指涉不同）；貢

覺（清時稱為館覺）當地的德巴（�ེ་པ་ 與第巴字面意義相同，但指涉不同）則遭

和碩特追殺，後改為台吉軍事統治。142 

 

三、和碩特汗廷的終局 
 

1653年，蒙古準噶爾部的巴圖爾洪台吉去世，其子車臣台吉與僧格二人因

爭遺產而對立。此時正值內鬨的和碩特部兩派，也各別介入了準噶爾部的分裂對

立。同年，順治冊封固始汗為「遵行文義敏慧固始汗」，賜金冊金印文，更加鞏

固了固始汗在和碩特的地位，凸顯他在蒙藏與滿蒙關係中的地位。到了 1661年

左右，支持車臣台吉的昆都倫烏巴什及阿巴賴完全失敗，鄂齊爾圖汗在衛拉特蒙

古的盟主地位更形鞏固，而僧格澤成為準噶爾部最高首領。143 

 

1670年，準噶爾部僧格遭到殺害後，其六弟噶爾丹即位。噶爾丹為了站穩

家族統治的權力，與鄂齊爾圖汗結盟，迅速控制衛拉特許多牧地與部分台吉，並

轉而攻擊鄂齊爾圖汗，於 1676年吞併了鄂齊爾圖汗為首的這一部分和碩特蒙古。
144至此，和碩特的主要勢力，由拜巴嘎斯這一支，完全轉向固始汗一支的後代。 

 
140 雀丹，《嘉絨藏族史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頁 326-328。 
141 康熙的這段話，說明了直到 18世紀初，和碩特對打箭爐一帶的覬覦依然未果：「拉藏汗題請

打箭爐地方，朕思打箭爐原係本朝地方，我朝之人實處其地，於拉藏汗大有裨益，我朝之人

若行徹回，則茶市亦停，大無益於伊等…。」《清實錄》第 6 冊《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259，

康熙五十三年七月丙寅，中華書局影印版，1985，頁 561。 
142 西藏自治區芒康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編，《芒康縣志》成都：巴蜀書社，2007，頁 12。西藏

自治區貢覺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編，《貢覺縣志》成都：巴蜀書社，2010，頁 133。 
143 《清實錄》第 3 冊《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74，順治十年四月丁巳，中華書局影印版，1985，

頁 586；納‧巴生、李愷、劉昆黎，頁 124-25，140-146。 
144 納‧巴生、李愷、劉昆黎，頁 124-25，14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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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1676 這 40餘年間，固始汗一支的勢力不斷擴張，成為衛藏、多麥、

多康的實質統治者，並終於成為和碩特部的唯一領導者。這個時期開始，多康地

區受到青海和碩特的直接管轄，各地設立營官(�ེ་དཔོན)，成為和碩特徵收稅賦之地。

除了對衛藏的實質控制之外，甘丹頗章還派遣了僧俗辦事官員前往打箭爐等地清

查多康的土地人口，登記戶冊。145和碩特蒙古藉著軍事發展，在多康各地設置了

關卡，委派營官，徵收稅賦，並將佔領的寺院土地及人民，劃給格魯派寺院做為

香火地(,་�ེ)，強力擴大了格魯派在多康的發展。146雖然似乎缺乏此時多康各地營

官的派任與所屬機構的資料，但從固始汗一支逐漸取代拜巴嘎斯之於和碩特的地

位，加上他的長子達顏鄂爾濟汗（達顏汗）人在拉薩擔任藏王看來，八台吉所駐

牧的青海，應該才是和碩特部在衛藏以東的主要中心。此外，雅礱江以東的地區，

甘丹頗章雖然可在該地派駐喇嘛，收取鞍子錢，但由於該地受到清廷保護，和碩

特部與甘丹頗章對於該區的影響仍十分有限。147可見，和碩特的青海八台吉雖然

在多康各地設有營官，但介於雅礱江到金沙江之間的多康中部地區，相對於台吉

親自駐牧的青海，仍屬於政治邊陲地區，除了收稅等經濟需索，以及在宗派發展

方面，須受制於青海和碩特部，其他事務，也是聽任各地酋領自理的。也就是說，

多康中部的各個政治菁英所領導的部落，其與和碩特蒙古及甘丹頗章的關係，就

像是藩屬國與宗主國的關係。和碩特汗廷名義上統治著多康，但在實質上仍讓各

個政治菁英擁有在自己週邊地區發展政治勢力的空間。 

 

然而，準噶爾部與和碩特之間的長期競爭並未因為固始汗家族地位愈趨穩

固而停歇。僧格執政時期，噶爾丹在拉薩出家為僧，與拉薩上層關係良好。和碩

特部的第三任汗王達賚巴圖爾汗於 1670年繼位，同年，噶爾丹統治準噶爾部。

第巴．桑吉嘉措於 1679年任第巴，到了 1682年，五世達賴圓寂，桑吉嘉措為排

除和碩特部的影響力，密不發喪，甚至假造達賴奏疏，讓康熙封其為王，以便掌

理西藏政教，另一面則支持噶爾丹對蒙古霸主地位的覬覦，翦除和碩特的勢力。

噶爾丹得到桑吉嘉措的支持，於 1686-1696 相繼征討喀爾喀蒙古三部，既而與清

 
145 東嘎‧洛桑赤列著，陳慶英譯，頁 54-55。 
146 康定民族師專編寫組編纂，《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志》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頁 29。 
147 從年羹堯攻打羅卜藏丹津時的見聞也可得知，直到 1723 年，多康地區（年稱之為喀木[ཁམས]或

巴爾喀木[བར་ཁམས]）尚未納入四川省管轄，而是受青海和碩特部所控：「查古什罕之子孫佔居西

海，未及百年。而西番之在陝者，東北自甘、凉、莊、蒗，西南至西寧、河州以及四川之松

潘、打箭爐、裏塘、巴塘，與雲南之中甸等處，沿邊數千里，自古及今，皆為西番住牧其中，

有黑番，有黃番，有生番，有熟番，種類雖殊，世為土著，並無遷徙，原非西海蒙古所屬，

實足為我藩籬。自明季以來，失於撫馭，或為喇嘛佃戶，或納西海添巴役屬有年，恬不為怪。

衛所鎮營，不能過問。海西隻牛羊驢馬，取之於番，麥豆青稞，取之於番，力役徵調，取之

於番。番居內地，而輸賦於蒙古……。洛籠宗以東，凡喀木之地，皆納添巴於西海諸王台吉者

也，其洛籠宗以西，藏衛兩處，昔日布施與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以為香火之地。是知洛籠

宗以東，巴爾喀木一路，皆為西海蒙古所有。今因西海悖逆而取之，當分屬於四川、雲南，

無疑義矣。」年羹堯，〈條陳西海善後事宜摺〉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故

宮文獻編輯委員會，《年羹堯奏摺專輯（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頁 86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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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和僧格之子策妄阿喇布坦的軍隊交戰。康熙三次親征噶爾丹的結果，使得桑吉

嘉措與噶爾丹聯手的政治軍事行動於 1697年告終；同年，駐在青海的固始汗第

十子達什巴圖爾主動入京，受康熙嘉賞。噶爾丹潰敗後，策妄阿喇布坦成為準噶

爾部的領袖；在拉薩，達賚汗死於 1700年，由其子拉藏汗即位，拉藏汗欲恢復

和碩特部對西藏的控制，與桑結嘉措爭奪軍政權力，於並 1705年擊殺桑結嘉措，

廢除第巴職位。148 

 

18 世紀上半葉，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ལ་དབང་ ༦ ཚངས་ད�ངས་�་མཚ ，1683-

1707/1746)、第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ལ་དབང་ ༧ �ལ་བཟང་�་མཚ ，1708-1757)的身分，

成為拉薩政治菁英與準噶爾部爭權過程的棋子。五世達賴圓寂後，桑結嘉措暗中

尋得倉央嘉措為第六世達賴喇嘛，並在康熙責問下，於 1696年公開轉世靈童的

身分；隔年，倉央嘉措在康熙的安排下坐床。這是中國皇帝介入轉世事務的開端。
149拉藏汗擊殺桑結嘉措後，奏請立意希嘉措(ཡེ་ཤེས་�་མཚ )為六世達賴。康熙擔心倉央

嘉措被策妄阿喇布坦迎去，則眾蒙古皆將服膺策妄阿喇布坦，因此於 1706年下

詔執送倉央嘉措，並封拉藏汗為翊教恭順汗，150支持已經衰敗的和碩特以抗準噶

爾。拉藏汗強押倉央嘉措、擁立意希嘉措的行為，雖然得到康熙與五世班禪的支

持，但卻惹來三大寺為首的拉薩格魯派僧人與藏族社會的反彈，青海和碩特部的

達什巴圖爾、其子羅布藏丹津等諸台吉也不願見到拉藏汗在和碩特內部取得絕對

優勢，因此也不予支持。因此，意希嘉措延至 1710年才得到清廷冊封；當三大

寺另外認定生於里塘的格桑嘉措之後，也就立即成為反對拉藏汗的青海和碩特右

翼察罕丹津等諸台及以及策妄阿喇布坦所支持的轉世靈童。在青海台吉們的反對

聲浪中，康熙於 1713年冊封五世班禪為班禪額爾德尼，樹立格魯派的另一權威，

試圖以此協助拉藏汗穩定藏局。151拉藏汗與青海台吉們各擁一名達賴，對立許久，

直至 1717年，青海台吉們才將格桑嘉措迎至塔爾寺供養。 

 

策妄阿喇布坦於 1696年自立為汗後，為了發展經由青海轉向內地的貿易，

與青海和碩特諸台吉連結，藉著拉薩三大寺為首的宗教上層對拉藏汗的敵意，企

圖取代拉藏汗而統治西藏。1521716-17年，其弟策零敦多布率準噶爾軍攻入西藏，

入拉薩後大肆破壞，殺拉藏汗，求意希嘉措，遂據藏地。153策旺阿拉布坦在西藏

清洗寧瑪派寺院時，多康木雅地區的寺院也遭到大肆破壞，僅存貢噶寺(གངས་དཀར་

 
148 《清實錄》第 5 冊《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186，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癸卯，中華書局影印版，

1985，頁 985。任乃強，《康藏史地大綱》，收入拉巴平措主編，《任乃強藏學文集上》，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2009，頁 480-481。鄧銳齡、馮智分冊主編，《西藏通史‧清代卷（上編）》，

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5，頁 85-101，105。 
149 鄧銳齡、馮智分冊主編，頁 100-101。 
150 《清實錄》第 6 冊《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227，康熙四十五年十月乙巳，十二月丁亥，中華書

局影印版，1985，頁 274，280。 
151 鄧銳齡、馮智分冊主編，頁 103-110。 
152 李鳳珍，《清代西藏郡王制初探：讀清史札記》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2，頁 12-13。 
153 任乃強，2009，頁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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དགོན)。154清廷於 1718-20 年先後聯合青海蒙古進軍拉薩，並與終於擊敗準噶爾。

1720清軍進入西藏後，留下三千駐軍，以防準噶爾再犯，並安排唐古特（藏族）

出身的康濟鼐、阿爾布巴、隆布鼐等為噶倫，主持前藏事務，頗羅鼐則主持後藏

事務，開始加強對衛藏地區的直接管理。1723 年，雍正甫即位，便撤除駐藏軍

隊。先前與清軍共入拉薩的羅卜藏丹津，雖因清廷決議不再延續和碩特汗王的制

度而未能接續拉藏汗之勢力，黯然返回青海，但當時他的勢力已經凌駕察罕丹津，

成為青海勢力最雄的蒙古台吉。1723年，清軍撤出拉薩時，羅卜藏丹津便向其他

青海郡王進攻，自稱達賴洪台吉，年羹堯率清軍進剿，於隔年擊敗羅卜藏丹津，

設西寧辦事大臣。年羹堯進軍青海的同時，周瑛則進軍察木多，會同滇軍遏止和

碩特南竄。原受和碩特部統治的多康各地政治勢力，在此後陸續內附清朝。清朝

盪平青海蒙古後，也正式終結了和碩特蒙古對衛藏、多麥、多康長達 80年的實

質統治。1725年，上諭康濟鼐總理西藏事務，此事加劇藏族出身的其他噶倫、同

時也是七世達賴親戚集團的阿爾布巴、隆布鼐與康濟鼐的對立，終於 1727年發

生阿爾布巴等人殺康濟鼐、欲投準噶爾部之事。155 

 

1727年阿爾布巴等人的動亂，促使清廷派兵，並遣總理與協理大臣入藏主

持藏務，為駐藏大臣之始。至 1728年，康濟鼐控制全局，七世達賴•格桑嘉措被

移至多康噶達的惠遠廟，設泰寧協與以護衛，長達七年之久。於是，衛藏政局出

現了短暫的藏王頗羅鼐父子世俗政權統治時期。後因頗羅鼐之子珠爾默特那木札

勒與準噶爾部勾結，欲排除駐藏大臣之權，清廷遂於 1750年進剿，隔年廢除郡

王制，確立了達賴喇嘛與駐藏大臣平行、下有一僧三俗的噶倫共議制度（清廷稱

之為四輔國公），也即所謂噶廈制度。從此經歷了 1791、1794 兩度廓爾喀侵擾後

藏的事件，並在鞏固達賴單一權力、避免攝政擅權的考量下，清廷的駐藏大臣的

權力逐漸擴張，直至清末。156 

 

 

  

 
154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等編，《甘孜州藏傳佛教寺院志（藏文版）‧第三冊》，內部

資料，1999，頁 12-13。 
155 鄧銳齡、馮智分冊主編，頁 132-143。 
156 蕭金松，《清代駐藏大臣》，臺北：蒙藏委員會，1996，頁 56-57，71-72，124-128，13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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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清朝治理下的多康 

 

在 17 世紀末到 18 世紀初，清廷藉著入兵西藏打擊準噶爾的機會，謭除了

和碩特部的力量；大軍途經多康地區的過程中，也不斷招撫各地政治菁英，使其

歸附清廷。短短二十餘年，多康各部落皆成為王朝之下的土司。由於清朝前期反

對嚴華夷之辨，十分重視因俗治邊的政策，治理的目標是「勿至生事」；而各地

政治菁英依附清朝的原因都是謀求生存、擴張勢力，在朝廷強大時，他們便顯得

恭順，謹守王命，而朝廷勢衰時，他們便伺機擴張勢力。157因此，雖然清廷在 18

世紀起全面控制著任職土司的地方政治菁英們，但實際上卻並未箝制地方政治勢

力的發展，恰好與之相反的是，正因為清廷的介入、接手統治，蒙古與衛藏對多

康的影響力退場，反為地方社會提供了許多政治上的自治發展空間，朝廷敕封的

官銜，使得政治菁英向外的擴張行動，更加具有合理性──於是，德格、理塘、巴

塘、明正四大土司，遂各自雄踞一方，獲得更高度的發展，在文教發展方面，也

是蒸蒸日上；其周邊的部落，亦得以保持著部落慣習，在區域社會內保守地發展。

至於身處地勢險峻地帶、朝廷力量鞭長莫及的四結、四農區等地，部落之間的兼

併征戰與資源競爭依然頻繁。本來，多康諸部的傾軋擴張，乃為部落生活的常態。

自雍正主動介入藏族地區各項事務開始，時常調動各部落聯軍，進剿「起事者」，

朝廷的力量遂成為將部落間糾紛所涉範圍擴大化、衝突關係複雜化的主因。到了

乾隆時期，清廷對藏事的介入就更深了。兩次金川戰役以及多次對瞻用兵，是清

朝統治多康後的主要事件，更牽動著鄰近的四大土司。 

 

一、昌都一帶 
 

可以說，18世紀初，清廷開始主動介入唐古特（衛藏、多麥、多康）158事

務，完全剷除蒙古對藏地的掌控，逐漸讓青海、川西、西藏三區的唐古特部落在

清朝的行政體系下，維持著某種程度的自治發展，使得唐古特菁英們，於各自所

屬的區域社會範圍內，在清廷做為最高統治者的前提下，得以發展各自雄踞一方

的影響力。由於這些政治菁英之上便是遠在北京的朝廷，而不再是和碩特如此就

近統治且跨越三區的政治實體，賦稅朝貢的對象也是天朝的皇帝，因此，多康的

各個部落社會，僅在文化與宗教上持續依附衛藏，但在政治上反而持續保有 17

世紀以前的圖景──在橫斷山谷間，各自雄踞一方。 

 

 
157 賈霄鋒，頁 2，52-53。 
158 清朝時將衛、藏、巴爾喀木、西海四區（也即今日的藏族三區）視為唐古特四大部落，均屬

西域地區。衛即是前藏，藏即是後藏，巴爾喀木與喀木一詞常混用，意指廣義多康，西海則

為多麥地區；多康與多麥的部落民，則被通稱為西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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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康段西段的昌都，位於昂曲河(ངོམ་�)、扎曲河(!་�)交會口，北接玉樹、囊

謙，東與姜達相接，南為貢覺、察雅、八宿(དཔའ་$ར)，以西則為類烏齊。和碩特擊

敗白利土司後，格魯派在此區的影響力全面取代噶瑪噶舉，強巴林寺也很快地於

1644年設立帕巴拉轉世的喇章；到了 1719年，正值康熙陸續收服衛藏、多麥，

整頓多康的行動期間，帕巴拉拉章對清朝派遣至該地驛站的官員妥善接待，加上

該世系轉世歷來對和碩特汗廷皆十分配合，第六世帕巴拉正式受康熙冊封，得察

木多為其食邑，所屬僧俗歸順清廷。1725年，平定羅卜藏丹津動亂之後，四川總

督命松潘總兵周瑛進駐昌都一年餘，進行宣慰。此後，清朝在此地設有糧台、汛

塘。康藏劃界後，此地行政區劃歸甘丹頗章；後來，清朝為了監管此地周邊的多

康地區，曾由駐藏大臣衙門派任兩任幫辦大臣駐守。18世紀後，該地的土地與人

民半數歸四大呼圖克圖與地方頭人，其餘則歸達賴喇嘛。159 

 

察雅在明朝時屬於貢覺的護教王轄地，到 1719年，察雅瑪貢寺（%ག་གཡབ་མ་དགོན་

乍丫大寺）的轉世化身受清廷封為諾門罕，察雅全境皆屬諾門罕食邑，直至清末。
160更西邊的類烏齊，明朝時便受達隆噶舉的類烏齊寺管理，1723年，由該寺帕曲

呼圖克圖(འཕགས་མཆོག་vལ་_)掌理政務。其他地區方面，貢覺在 1726年布施給達賴喇嘛，

歸西藏政府管轄；邊壩（དཔལ་འབར་碩督）於 1725年規西藏政府派宗本管理，洛隆

（,ོ་རོང་碩般督）亦於 1729年劃為達賴喇嘛的香火地，八宿則在 17世紀下半葉便

由濟隆呼圖克圖(?་ཚག་vལ་_)管理政教。161總之，金沙江以西的多康地區，主要是四

大呼圖克圖與格魯派管轄之地。 

 

二、三岩與康北 
 

三岩位於德格轄境東南，跨金沙江東西兩岸，西岸包括芒康與貢覺，東岸則

與白玉、巴塘相連。該地風俗與貢覺、白玉部分地區相似，為世居之民，以帕措

(ཕ་ཚ )血親組織的頭人領導，每個村有 1-3 個帕措。該地形勢險峻，常有夾壩（ཇག་

པ，盜匪）事件；向無土司建置，甘丹頗章與清廷雖然多番試圖設置台站，駐軍收

稅，以確保川藏大道之通暢，但對此地的政治控制薄弱，從 1770年起，清廷多

次出兵三岩，但直至清末民初，該地皆未納入任何政府實質治理之下。162 

 

從德格轄境以北及以西地帶，有一群散居於昌都、囊謙、玉樹一帶的部落，

原為蒙古奴隸，清朝時被稱為南稱巴彥等處番民七十九族。這些部落與康北、多

 
159 江參等著，《昌都強巴林寺及歷代帕巴拉傳略》，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頁 97-101。

西藏自治區昌都縣地方志編輯委員會 編，《昌都縣志》成都：巴蜀書社，2010，頁 113-116，

226。 
160 土呷，〈察雅縣簡志〉，收入土呷，《西藏昌都歷史文化研究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

頁 294-295。 
161 西藏昌都地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昌都地區志（上冊）》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頁 26-33。 
162 王川，《西藏昌都近代社會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頁 94-111。 



DOI:10.6814/NCCU201901160

DOI:10.6814/NCCU201901160DOI:10.6814/NCCU2019011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1 

 

麥地區的互動頻繁，具有重要意義。1723-1724年清廷攻打羅卜藏丹津時，漸次

招撫，1732年，勘定七十九族，玉樹阿里克等四十族地近西寧，歸西寧管轄；納

克書等三十九族（ཤོ་པ་ག@མ་བN་སོ་དF་ 也稱為霍爾三十九族）地近西藏163，暫隸西藏；

頒訂藏文律例，每兩年會盟一次。164 

 

德格轄境北區的俄支（མF་ཟི་ 今日德格縣俄支鄉），在元朝時是朵甘思田地里

管軍民都元帥府的所在地，當時控制著多康北部大部分區域。從 11世紀起，靈

蔥（Eིང་ཚང་ 也稱為靈藏）家族便為該地區最大勢力，控有今日石渠、德格、白玉、

甘孜、昌都地區、玉樹地區，該家族受元、明兩朝敕封，在轄境內發展自己的政

治勢力，雄踞一方。德格家族發展初期，北鄰最強的政治勢力，即是靈蔥家族。

該家族於 1728年歸附清廷，受封靈蔥安撫司，歸巴塘宣輔司管束。17世紀中，

隨著德格家族勢力擴張，靈蔥勢力相對衰微。到了 18世紀上半葉，德格王丹巴

澤仁(བ�ན་པ་ཚ+་རིང，1678-1738)向外擴張的時期，緊鄰靈蔥的色須、雜曲卡地方的 37

個地方部落受招降，於曲登(ཆོས་lན)設宗，新建德格的治理機構──頗章（ཕོ་%ང་王宮），

該地有許多遷入的遊牧部落，最大的色須部落頭人受德格王封為世襲的色須本

(སེར་eལ་དཔོན)，管理該地；靈蔥家族與春科也於此時被德格家族兼併。18世紀中，靈

蔥家族試著反抗德格的擴張，遭到德格甲波洛珠嘉措(�ོ་Yོས་�་མཚ ་ )的武裝攻擊，此後，

該家族便逐漸臣服於德格。165但該家直到 20世紀初之前，一直保持著獨立的政

治勢力，並非德格轄下的官員。在金沙江西岸的春科、拉多家族皆於 1728年歸

附清廷，受德格管轄。其中，拉多家族自稱先祖在吐蕃時期為藏王立功，得到護

法神如影隨形護佑，乃是人中之王，亦為藏地早期之神，故稱拉多（,་ཐོག，較早之

神）。166該家族世代承襲，於明朝時受封納竹（乃竹）千戶，清朝時則為上納奪

安撫司，在 18世紀以前，統治了偌大的昌都一帶。 

 

三、康南地區與德格周邊 
 

多康南區的理塘在 15-17 世紀時期受到木氏家族統治，後由和碩特部派駐

正副營官治理。1719年，清廷進攻準噶爾時，理塘營官與準噶爾聯合，阻止清兵

入藏，後來清廷進入理塘進行軍事行動，該地 30名頭人、45 座寺院遂歸附清廷，

輸納貢賦，承應差使，附近瓦述、崇喜、毛ㄚ、毛茂ㄚ、長坦曲登等 5處酋長亦

 
163 納克書等三十九族主要分布在今日昌都地區丁青縣全境，以及昌都地區類烏齊與邊壩部分地

區，也包括西藏那曲地區的幾個縣份。 
164 《西藏誌‧外番》（乾隆年間刻版），頁十四至頁十八，收入張羽新 主編，《中國西藏及甘青

川滇藏區方志會編‧第二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頁 36-38。 
165 來作中，〈清王朝在川邊藏區的土司設置〉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員

會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資料選編‧第二輯》甘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員會，1984，頁 128。德格縣志編纂委員會，頁 440-441。石渠縣志編纂委

員會，《石渠縣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頁 315-316。 
166  འ(ར་མེད་"མ་�ལ，《t་ཐོག་�ལ་རབས་》Palampur H.P. : The Sunrab Nyamso Gyunpel Parkhang Tibetan Craft 

Community, 1971, pp.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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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戶口，上納糧馬。1729 年清廷頒與理塘正副營官印信，俗營官安本授為宣撫

司，僧營官則為副土官，均不世襲；5處酋長則皆授為世襲的長官司。於是，從

多麥地區遷往康南的瓦述毛垭長官司(ཝ་eལ་གཡོན་དཔོན)、瓦述曲登長官司(ཝ་eལ་ད(ས་དཔོན)、

瓦述崇喜長官司(ཝ་eལ་གཡས་དཔོན)、瓦述長坦長官司(ཝ་eལ་Oོམ་ཐར)等政治菁英，皆歸理塘管

理。該地最大的寺院長青春科爾寺(�མས་ཆེན་ཆོས་འཁོར་Eིང)建於 1580年，先後受到蒙古王

契克阿登、木氏家族等政治菁英支持，很快地就建立起雄厚的經濟與政治實力，

擁有大量商業資本、牲畜與土地，到了 19世紀中以後，由於該寺堪布阿旺洛桑

益西丹貝堅贊(ངག་དབང་�ོ་བཟང་ཡེ་ཤེས་བ�ན་པའི་�ལ་མཚན，1831-?)受封為香根()བས་མགོན)，又被十三世

達賴授權統管統領康南六縣格魯派各寺教務，由該寺委派各寺堪布，使得該寺不

僅規模是康南最大的寺院，寺內各級宗教菁英的政經影響力也持續強化，直到 20

世紀上半葉。167 

 

理塘以南的巴塘，在 17世紀以前同樣曾受木氏家族統治，後由和碩特汗廷

派駐營官治理。1719年四川綠旗官兵入巴塘，當地營官與 39名頭人、各寺皆歸

附清廷。1726 年，四川總督周瑛自西藏凱旋班師時，在巴塘勘定川藏滇疆界，

1727年於巴塘寧靜山（ཡན་ཅིང་རི་ 今屬芒康縣）立界碑，以西歸西藏，以東屬巴塘。

1728 年，規定巴塘正土官宣撫使按流官之例更替，副土官則由大頭人阿旺林青

(ངག་དབང་རིན་ཆེན)家族世襲。168實際上，從 1727 年正營官羅藏阿旺(�ོ་བཟང་ངག་དབང)之弟副

營官札什彭楚(བn་ཤིས་�ན་ཚ གས)改補正營官之後，直至 19 世紀末，正土官皆為札什朋

楚一家世襲；副土官從 1729年起，亦皆由阿旺林青(ངག་དབང་རིན་ཆེན)家族世襲。169 

 

至於納林沖、色他(གསེར་?)、更平、玉科(ག/་ཁོག)等瓦述部落，以及瞻對各部，也

都隸屬於巴塘。170其中，玉科據說是在 12世紀因受到靈蔥(Eིང་ཚང)武力擴張而南下

到今日道孚縣的瓦述部落，在兩度建立政權，後來受封安撫司，成為 18-20世紀

道孚一帶最主要的政治勢力。在道孚康定一帶的其他瓦述部落，則融入木雅人當

中。171 

 

瓦述是多麥與多康交界處、果洛一帶的遊牧部落之一，據說祖源屬於董(lོང)

氏，為董述十八部落(lོང་eལ་བཅོ་བ�ད)之一。多康地區的瓦述各部遷自多麥，因受到固

始汗的武力威脅而南下，除了由理塘管束的 5 個瓦述以及歸巴塘管束的數個部落

 
167 陳登龍編，《裏塘志略》（清嘉慶 15 年抄本影印）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頁 8-10。《理塘

縣志》編輯委員會編，《理塘縣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頁 207-208，251-252，515-

516。來作中，頁 115-117。 
168 黃廷桂 等（監修），《四川通志‧卷二十一‧西域》頁十六至頁十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560 冊，臺北：商務，1983，頁 174-175。 
169 錢召棠 輯，《巴塘志略》，頁十三，收入張羽新 主編，《中國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區方志會編‧

第三十九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頁 510。 
170 黃廷桂 等（監修），《四川通志‧卷十九‧土司上》頁七十三至頁八十三，《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第 559 冊，臺北：商務，1983，頁 124-129。 
171 四川省道孚縣志編纂委員會 編纂，《道孚縣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頁 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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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尚有進入多康東北──今日壤塘、色達一帶的草原，形成三瓦述部落者。三瓦

述於 1721 年歸附清朝，隨後分化為農牧二部，畜牧的瓦述又在色達的色塘(གསེར་

ཐང)草原形成新的瓦述三部(དབལ་eལ་ཁག་ག@མ)。瓦述三部在 1729年歸附，由霍爾朱倭(ཧོར་

zེ་བོ)管轄。但因地處偏遠，朝廷政令難達，所以實際上朝廷對這些瓦述部落在政治

方面是容許聽其自理的。172  

 

霍爾是藏族對北方民族的泛稱，納克書三十九族即屬之。今日甘孜、爐霍、

道孚一帶，過去被稱為霍爾納(ཧོར་ནག)；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的則有霍爾藏部落

(ཧོར་གཙང་ཚ ་བ)，據說亦分衍自董氏。173比較普遍的口傳說法是霍爾人源於蒙古，馬長

壽也曾注意到霍爾人的語言與周邊康語、藏語、嘉絨語皆不同，應為蒙古韃靼族

所形成、於康北占有特定牧區的民族，而霍爾一詞，則為漢語「胡」之音譯。174

據說，今日甘孜縣一帶的霍爾人，就是固始汗滅白利土司後，在此地安置蒙古王

子，遂形成朱倭、章谷(%ག་མགོ)、甘孜孔薩(དཀར་མཛ+ས་ཁང་གསར)、麻書(མ་བ{ང)、白利、咱安

(%ག་ཁོག)、東科(�ོང་འཁོར)等部落。175康北這些霍爾部落首領家族相互聯姻，也常因細故

而衝突，結為朋黨，彼此械鬥。雖然他們彼此衝突不斷，但其對外的軍事行動，

起因往往是家庭糾紛，而非權力擴張；他們於 1728年歸附清廷後，接受清廷俸

祿，實際上卻並不受管束。176 

 

瞻對(�གས་མ�ད)，也稱為梁茹(ཉག་རོང)，其地在今日新龍縣，位於德格轄境南方、

瓦述部落之間，緊鄰五部霍爾，以南則為理塘。多康口語傳說有所謂「三大結(མ�ད་

པ་ག@མ) 」的說法。「結(མ�ད་པ) 」的喻意是：中國朝廷管不著，西藏政府也無可奈何，

不受管束、不上稅的區域。所謂三結，為：地結──三岩(ས་ངན་ས་/་མ�ད་པ)，風結──果洛

(མགོ་ལོག་|ང་གི་མ�ད་པ)，鐵結──梁茹(ཉག་རོང་�གས་6ི་མ�ད་པ)。除了不受外部勢力統治之外，三結

地區居民的共同點之一，便是常以放夾壩、向鄰近部落劫掠為生。若再加雪山結

──波蜜(Qོ་བ་གངས་6ི་མ�ད་པ)，便成了四結177。在多康中區的瞻對，即四結之一，意為鐵

結。該地也是藏地隱密聖地四大絨區(}ས་གནས་རོང་ཆེན་ཁག་བཞ)ི178當中的梁阿孜茹(ཉག་ཨ་འཛ]་རངོ)，

意為無畏的峽谷地帶。他們自稱祖先為吐蕃六大家族之一「噶(�)氏族」的阿嘎路

卜董(ཨ་ཀ་P་(་�ང)，後人以內部凝聚力強、善於扶親滅敵的性格為傲。179瞻對與梁茹

 
172 四川省色達縣志編纂委員會 編纂，《色達縣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頁 38。 
173 石碩、拉毛太，〈論藏文文獻中“ཧོར”(霍爾)的概念及範圍〉，《青海民族研究》，27(2)，2016，

頁 150-152。 
174 馬長壽，〈康藏民族之分類體質種屬及其社會組織〉，收入：馬長壽著，周偉洲 編，《馬長壽

民族學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頁 226。 
175 甘孜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甘孜縣志》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頁 34。 
176 丁寶禎，〈土司構衅查辦完結折〉，光緒九年十一月初二日，收入：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

文文獻編輯室 編，《清代藏事奏牘（上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頁 513-516。 
177 目前所知資料，皆未顯示和碩特汗廷曾經治理過這四結。 
178 「絨／茹(རོང)」意為農區(རོང་ས)或峽谷地帶(རོང་uལ)。四大絨區指的是：嘉絨、擦瓦絨（ཚ་བ་རོང་ 今芒

康縣一帶）、梁茹（梁絨）、波窩絨（vོ་བོ་རོང་ 今波蜜縣一帶），皆為森林縱谷。故四大絨區，即四

大谷地。 
179 覺安慈仁報導（採訪時間：2015 年 10 月 21 日，地點：蒙藏文化中心）。ཨ་བsན，《ཉག་རོང་གཏམ་5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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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稱，皆來自當地的口語傳說，且這兩個名稱都反映出該地剽悍的民風，以及

近代歷史的軌跡。 

 

在 20世紀以前，除了本地居民外，瞻對並無外人與異民族移居的情形，是

一相對封閉的部落社會。按照口述歷史，該地僧人喜饒堅贊(ཤེས་རབ་�ལ་མཚན)受到八思

巴青睞，被當地居民推舉為該地首長，稱為瞻對本沖(�གས་མ�ད་དཔོན་�ང)，而謝饒堅贊

則推舉他的晚輩多嘉瓦(mོ་�ལ་བ)執政，多嘉瓦遂成為該地首領。多嘉瓦在日囊(རི་ནང)

建立官寨，家族稱為瞻對日囊．多嘉倉(�གས་མ�ད་རི་ནང་mོ་�ལ་ཚང)，後來發展出以多嘉倉

與四個千戶家族的五個主要家支(མ་~)，以及多嘉瓦的女兒與山神結親，在瓦述牧

區定居，又傳下六個血脈家系((་0ག)。180多嘉倉家族自元朝起便受到冊封為世襲統

治者；家族分裂後，各家支也分別受到明清朝廷的冊封。181多嘉倉家族成為首領

後，家族出現許多宗教菁英，與寧瑪派關係密切。後來該家族繼嗣情形究竟如何

演變，尚不得而知，目前所知為：14世紀末時，承襲土職者，已非多嘉倉的直系，

而是六個血脈家系當中的的大蓋倉(བ?་གེ་ཚང)家族──亦稱為上瞻對，受封上瞻對茹長

官，以及熱魯倉(རི་bབ་ཚང)家族──稱為下瞻對，受封下瞻對安撫使。明朝時，瞻對已

有五土司。到了 18世紀初，下瞻對後來發生兄弟鬩牆，貢布登（མགོན་པོ་བ?ན，又譯

為工布丹）自立，另創聶格倉(ཉག་�ེད་ཚང)家族，稱為中瞻對，受封茹色長官司。182 

 

瞻對的政治結構有別於多康其他地區，各部落首領做為純粹的世俗領袖，

在轄境內為最高統治者，有人事任免、司法等絕對權力，儼然為一方國王。其政

治組織單純，為垂直的階級，由各區頭人直接管理屬民，形成由下而上的單線型

統治階序。瞻對的宗教菁英及其寺院也歸政治菁英管轄。政治菁英的責任是發動

軍事行動，保護屬民，屬民則有服勞役、繳納租稅與義務兵役的責任。這樣的部

落式社會結構，強化了政治菁英在社會中的權威性。但即便政治菁英在社會具有

絕對權威，但其權力是分散的，由於位處山多田少的雅礱江河谷地區，資源競爭

與掠奪成了維生的策略，因此，政治菁英之間的家族競爭史得該地直到 1847年

之前，都沒有出現強而有力的集權統治者。183 

 

四、瞻對與金川 
 

 
མ་》Dharamshala: Amnye Machen Institute, 1993, pp.52-53。 

180 ཨ་བsན，《ཉག་རོང་གི་ལོ་cས་"མ་6ངས་དོན་གསལ་》Kathmandu: Nyi Ma Tshe Ring Dang Glag Don ‘Drub, 2014, pp.48-

51. 
181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龍縣志編纂委員會 編纂，《新龍縣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頁 25-26，37。 
182 昔繞俄熱，〈新龍貢布郎結興亡史〉，收入政協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員會 編，《甘孜州文

史資料選輯•第三輯》，甘孜：政協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員會，1985，頁 2。 
183 玉珠措姆，〈瞻對工布朗結在康區的興起探析〉，《中國藏學》113(2)，2014，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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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對位居川藏大道要衝，三部落雖已受封土司，但該地居民仍常糾眾搶掠，

乃至引發清官彈壓。1728-1731年，清廷首度為了解決夾壩問題而對下瞻對用兵，

殺了酋首策冷工布(ཚ+་རིང་མགོན་པོ)，但激起地方反感，反倒使附近部落依附下瞻對，使

其勢力得到強化。策冷死後，其子班滾(དཔལ་མགོན)繼位，仍對周邊劫掠。因此，清廷

遂於 1745-1746 再度對上下瞻對用兵，上瞻對隨即投誠，後來則因下瞻對班滾詐

死而退兵。清兵撤軍後，下瞻對又重回原來的部落生活模式，未因受清廷武力鎮

壓所影響。184  班滾詐死後，嘉絨地區隨即發生金川事件。由於征瞻對時，清廷

從雜谷、瓦寺、德格等多康各地區，連同西寧、江卡二千番兵，共計一萬五千名

兵力前往彈壓185，卻因受騙而班師，使清廷受到多康各地土司蔑視，特別是使得

金川土司對清廷更無顧忌。186 

 

嘉絨地區的傾軋：大小金川與雜谷 

 

大小金川位於嘉絨地區，部落間聯姻與兼併之事在所常有，但大小金川的

聯盟，卻打破了嘉絨地區的勢力均衡。其中，嘉絨十八部的九部，與大小金川之

間的互動較為頻繁： 

 

綽斯甲布、革布什咱、巴旺、小金川、黨壩五土司。與金川連界，夙被欺

凌，結怨已久；又有沃日、松岡、梭磨、卓克基四土司，距金川稍遠，與

綽斯甲布等五土司接壤，非親即族，唇齒相依。187 

 

1746年，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細以聯姻之計，囚禁小金川土司澤旺(ཚ+་དབང)，奪

其印信。隔年，更進犯革布什咱與明正土司所轄魯密、章谷，離打箭爐僅四日路

程。乾隆遂於 1747-1749年間首度用兵金川。清廷在金川地區燒殺搶掠，使得大

小金川更加團結。大金川土司朗卡(ནམ་མཁའ)主事後，亦以聯姻為計，佔領革布什咱

的土地；後又與沃日、革布什咱衝突，給了清廷出兵的藉口，於 1771-1776 發動

對第二次的征討，最後以誘降結束。188 

 

原先在乾隆初期，清廷是偏向讓多康各政治菁英自理政務、以番治番的，對

於將藏區土司改土歸流持保留態度。在第一次金川事件前後，雜谷的首領是良ㄦ

 
184 陳一石，〈清代瞻對事件在藏族地區的歷史地位與影響（一）〉，《西藏研究》(1)，1986，頁 37-

40。 
185 《清實錄》第 12 冊《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239，乾隆十年四月己巳，中華書局影印版，1985，

頁 84。 
186 乾隆就曾評議道：「則知前此金川之蠢動，實由見班滾之肆逆，相率效尤，前事不臧，更貽後

害。」見《清實錄》第 13 冊《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349，乾隆十四年九月丙寅，中華書局影

印版，1985，頁 811。 
187 《清實錄》第 17 冊《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695，乾隆二十八年九月癸未，中華書局影印版，

1985，頁 798-799。 
188 彭陟焱，〈試論乾隆平定金川之影響〉，《西藏研究》(1)，2003，頁 92-94。 



DOI:10.6814/NCCU201901160

DOI:10.6814/NCCU201901160DOI:10.6814/NCCU2019011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6 

 

吉(?-1713 Mམ་�ལ)，此時雜谷仍是嘉絨勢力較雄的部落，附近諸部皆與之聯姻。他

的兒子板第ㄦ吉(པན་འདེ་�ལ)、孫子蒼旺(ཚ+་དབང་Yགས་�ལ，1720-1752)，分別因為休妻而與

小金川、綽斯甲、瓦寺、沃日等部落交惡，加上大小金川隨後也藉聯姻而結盟，

蒼旺所主持的雜谷，頓時受到孤立。第一次金川戰事之後，蒼旺又進攻同宗的摩

梭、卓克基，遂於 1752年遭川督策楞調兵與瓦寺的合攻，雜谷遭滅，並在該地

推行寓兵於農的「改土設屯」制度，讓該地人民就地屯墾，戰時征戰。189雜谷地

區設立番屯，是清朝首度對多康政治菁英的轄地實施積極管控。 

 

嘉絨的俗民社會婚制是以一夫一妻為原則，居於社會階序較高位置的菁英

階級的酋首、土司們，則實行一夫多妻的婚制與雙系的繼嗣法則。這樣的婚制與

繼嗣，使得土司在選擇配偶人選以達成實用目的時，更加靈活。從雜谷土司、儹

拉土司等人的婚配對象來看，他們的婚姻選擇建立在權力網絡建構上，選擇一不

受地域距離考量，沒有就近則婚、族內婚的問題。但我們仍可發現，他們的婚姻

選擇對象──往往也是日後婚姻破裂而對立的家族，多是有共祖故事的其他家支，

且通婚範圍也僅限於嘉絨人的社會。190由此可知，嘉絨部落的結盟與械鬥，主因

當屬部落與部落之間的內部小規模衝突，他們雖不見得完全順服於清廷統治，但

金川事件所引發的大規模鎮壓，則牽涉相對強大的清廷之戰略。 

 

從下瞻對向周邊放夾壩、武力侵擾，到大小金川的衝突，雜谷因休妻而與同

家族部落反目等事，原都屬於地方糾紛性質，但「邊吏喜於生事」，亟欲邀功，

所以才有大軍鎮壓一事。而班滾詐死，官員欺上瞞下，軍隊草草退兵，下瞻對得

以死灰復燃，這些難堪的處置，讓乾隆在面對第一次金川事件時，採取了不合常

情的大規模軍力鎮壓。此外，從 18世紀初起，清朝便已開始逐漸直接介入蒙藏

事務。雖然這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且首先是以衛藏與蒙古為對象，對多康地區

並未一體適用。然而，當班滾被清軍包圍時，達賴、班禪、頗羅鼐均為之求情，

可見瞻對與衛藏政治菁英原本就有聯繫。乾隆為了不讓重蹈覆轍，擔心金川會與

西藏聯為一氣，所以當金川的行動破壞了嘉絨各部之間的權力平衡時，才會如此

嚴正處理。191 

 

由於 1751年甫廢去西藏郡王制度，清廷不願為此影響嘉絨地區，因此第一

次大小金川事件後，並未嚴責，嘉絨社會又回復到過去的權力平衡。但到了雜谷

改土設屯，其權力集團瓦解，嘉絨社會的勢力，完全傾向大金川、小金川與綽斯

甲的姻親集團。這樣的權力結構，促成了第二次金川事件的爆發。至第二次金川

事件結束，嘉絨社會的權力結構則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領有戰功的木坪、綽斯

 
189 劉埠超，〈乾隆朝雜谷事件及其善後事宜探〉，收入蒼銘編，《民族史研究•第十二輯》，2015，

頁 417-430。 
190 曾窮石，〈清代嘉絨地區土司的婚姻初探〉，《西藏大學學報》，19(4)，2004，頁 52-54。 
191 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頁 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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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巴底、巴旺成為新起的權力中心；大小金川家族被摧毀，原下屬頭人與民眾

被移居他處，外地人口被移入兩金川，造成人口組成的劇變；依雜谷先例，改土

設屯，提升了嘉絨地區受清廷操縱的程度。192 

 

五、瞻對事件再起：中瞻對貢布朗吉在多康的軍事活動 
 

中瞻對家族因於家庭鬥爭中離開下瞻對，乃與下瞻對結為世仇。中瞻對貢

布登之子貢布扎西(མགོན་པོ་བn་ཤིས)、扎西之子羅布七力(ནོར་(་ཚ+་རངི)皆透過聯姻與結盟而擴

大自己的勢力，使得中瞻對得到上瞻對以及原本支持下瞻對的地方富紳支持，成

為瞻對主要的政治菁英家族。1814年，由於中瞻對劫掠霍爾五部，清廷遂於隔年

發兵彈壓，又再次於羅布七力詐死逃亡後收兵。可見，中瞻對家族的政治地位與

發展模式，是延續自 18世紀中葉、下瞻對家族尚未分裂的時期，並未產生中斷，

只是貢布朗吉更加雄桀。193 

 

羅布七力死後，其子貢布朗吉(མགོན་པོ་Mམ་�ལ，1799-1865) 在 1820 左右擔任中

瞻對家長時，延續其父祖的手腕，藉由聯姻與結盟，挾著軍事力量向外擴張。1845

年，貢布朗吉先運用姻親關係奪去上瞻對大蓋家，再以軍事行動佔領下瞻對熱魯

家以及屬下頭人，統一全瞻。1848-1849年，由於上下瞻對的控告，清廷乃由駐

藏大臣琦善調遣清兵，與貢布朗吉為敵的各部落聯軍，向貢布郎吉進攻。但清軍

缺乏糧草，水土不服，最終只有妥協，承認貢布朗吉做為全瞻統治者的地位，賜

給官服、頂戴。194 

 

起初，貢布朗吉的軍事活動，僅是地方性的報復械鬥，但隨著戰事的進行，

其他部落的頭人陸續加入隊伍，使得貢布朗吉侵略其他部落的野心愈發強烈，最

終竟發展成為 19世紀多康地區最主要、耗時最久、所涉範圍最廣的政治紛亂事

件。經過十餘年的侵略與發展，貢布朗吉幾乎將整個金沙江以東的多康全納入管

轄，控有：巴塘、理塘、中甸、鄉城、霍爾五部、綽斯甲、明正、果洛、德格、

拉多等地，設置所謂八萬戶(Oི་�ེ་བ�ད)。195被佔領的德格、霍爾各部、理塘、鄉城等

地約有 6,000戶難民逃往拉薩。196在攻下德格後，甚至玉樹六部落、昌都、囊謙

一帶的宗教菁英都紛紛向貢布朗吉獻哈達輸誠，交差納稅。197攻下理塘、控制川

藏大道後，嚴重影響清軍昌都一帶的塘汛，以及衛藏地區的經濟；更有甚者，他

 
192 Ibid，頁 116-124，196-207。 
193 陳一石，〈清代瞻對事件在藏族地區的歷史地位與影響（一）〉，《西藏研究》(1)，1986，頁 40-

42。 
194 昔繞俄熱，頁 6-17。 
195 ཨ་བsན，《ཉག་རོང་གཏམ་5ན་མ་》Dharamshala: Amnye Machen Institute, 1993, pp.81-82. 
196 孜本夏格巴•汪秋德丹著，李有義譯，《西藏政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歷

史研究是藏族史組（內部資料），1978，頁 157-158。 
197 上官劍璧，〈瞻對土司布魯兵變雜議〉，《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1980，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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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揚言攻取衛藏。於是，1862年，清廷決定以金沙江以西的多康（包括貢覺、察

雅、芒康、桑昂曲宗）藏兵為主，與川藏聯軍會剿瞻對，終於 1864年結束貢布

朗吉家族對多康歷時近 20年的統治。此次征瞻過程，甘丹頗章所派藏軍為主力，

且藏方態度積極，即使因藏兵在巴塘等地造成額外的混亂，藏方商上亦不願依清

廷諭令撤兵，反而加強攻勢。198 

 

貢布朗吉的擴張，與該地區其他政治菁英的手段並無不同。對瞻對、霍爾、

果洛等遊牧部落而言，劫掠商旅、攻擊鄰近部落，是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本有的

一部分。根據筆者的觀察，直至今日，多康居民對上述部落仍有著「其人喜好劫

掠」的印象。玉珠措姆則分析，貢布朗吉從 19世紀初開始率領上瞻對部落向外

發展，前後 20餘年，其行動的企圖，並非生活受到環境壓力，也沒有社會壓迫

或宗教怨憤的背景。雖然多康從 18世紀下半葉以後就沒有絕對的政治勢力主導

政治風向，整個康區的權力呈現真空，缺乏對瞻對武力發展的制衡者。然而，貢

布朗吉的軍事活動，主要應還是受到男子漢思想、復仇觀念所左右199，屬於順從

部落生活模式下的個人選擇。200藏漢史家對貢布朗吉的描述與評介，在立場上存

在著很明顯的對立性。在沒有進一步史料可為研究者提供對貢布朗吉更微觀的分

析資訊之前，我們所能知道的僅是：他的行動是基於部落法則的政治活動；他雖

然信仰宗教，但在行動上是政教分離的，宗教是他個人尋求救贖的對象，而不是

樹立權威的工具。201宗教人士則是其欲納為管控、任意處置的對象，許多當時的

宗教菁英，都被他移置他處，脫離了原先生存的宗教菁英網絡。 

 

貢布朗吉對多康的統治結束後，最直接、最重要的影響就是甘丹頗章對瞻

對的實質管理，以及 1865 年梁茹基巧（ཉག་རོང་Jི་4བ་ 梁茹總管，即漢文史料所稱駐

瞻藏官）的設立。剿瞻戰事後，清廷諭令將瞻對賞藏。本來，瞻對賞藏的做法，

與昌都一帶做為達賴喇嘛香火地的形勢是相同的。但甘丹頗章派駐梁茹基巧的，

是四品的武職營官，而非寺院堪布，可見，甘丹頗章對藏地的經營策略是軍事統

治，而非宗教羈糜。202在瞻對設官後，延續了先前梁茹八萬戶的建置，在各地收

稅，無異於將位居各政治菁英之上的統治者，由中瞻對家族改成了梁茹基巧。 

 

表面上，瞻對賞藏單純是對甘丹頗章出兵立戰功的賞賜，從地理位置而言，

瞻對成為拉薩的飛地。然而，實際上，從戰事之初藏兵的積極性，以及後來在瞻

 
198 陳一石，〈清代瞻對事件在藏族地區的歷史地位與影響（二）〉，《西藏研究》(2)，1986，頁 48-

51/47-54。 
199 貢布朗結選擇攻打上瞻、下瞻、章谷（爐霍）、明正，其背後動機，都有著報復私怨以及血仇

報復的部落慣習之因素。 
200 玉珠措姆，2014，頁 37-42。 
201 玉珠措姆（金紅梅），〈史學家對工布朗吉土司形象的構建〉《民族學刊》(13)，2012，頁 25-

27。 
202 盧雪燕，〈趙爾豐經營川邊之研究（1905～1911）〉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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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經營，不難看出，甘丹頗章的政治菁英們，正是藉此次出兵瞻對的機會，積

極強化對多康的控制，將拉薩對多康的影響力，從過去宗教文化方面的聯繫，逐

漸向著「同一政治實體」過渡。這麼一來，金沙江兩岸皆為拉薩所控，在地理關

係上，多康與衛區就此連成了一片，川藏邊界也就更加東移，間接造成日後英國

人以為川藏邊界在打箭爐，乃至提出川藏劃界之議。甘丹頗章透過梁茹基巧，以

瞻對為中心，對多康地區進行將近 50年的實質管理，其影響之深，在康藏雙邊

關係的聯繫上的強度，都是 19世紀中葉以前所未曾有過的。 

 

由於 19世紀末，四川省內動亂，糧餉匱乏，無力西顧，只有任著藏官治瞻；

當時凡是瞻對周邊的各部，皆為藏官所轄，或依附藏官。203藏官也藉此機會，將

德格、霍爾五部等地納入管理，並介入了追求自治的多康政治菁英們之間的利益

糾紛。204如此一來，多康的政治菁英們夾在清廷與甘丹頗章這兩個名義上的統治

者之間擺盪。梁茹基巧在瞻對為主的康區實施苛政，調用無償差役，令各地支應

騎駝，折差錢，索糧食，205各地政治菁英，怨聲四起，當地政治菁英往往透過打

箭爐，向清廷求援，希望收回瞻對，歸當地土司管理。雖然多康先後爆發多次反

抗藏官的事件，但清廷礙於「保藏」的政策，仍然偏袒藏官，鎮壓當地反抗勢力。

1895-1897年間任職四川總督的鹿傳霖一再力主收回瞻對，改土歸流，但受到成

都將軍恭壽、駐藏大臣文海反對與攻擊，鹿傳霖去職清廷仍決意將瞻對屬藏。206

後來，為防西藏獨立、英國擾邊，清廷始正視多康介於川藏之間的重要性，決意

收回瞻對。鹿傳霖之後的川督錫良、四川補道代任駐藏幫辦大臣鳳全繼續推動多

康地區的墾務與新政，並限制寺院勢力。207清末主理多康事務的大臣普遍認識到

宗教菁英們在多康社會的絕對影響力，因此推行政教分離；此舉引發了宗教菁英

們的反對，以致釀成 1905年殺死鳳全的巴塘事件，以及該事件之後上百起多康

部落與清兵的衝突。 

 

六、進入 20世紀：各個王國相繼結束 
 

1900-1911年，四川省天災人禍頻仍，入不敷出，推動改土歸流一事，遭遇

著實質的財政困難。然至此時，清廷已經決定經營多康，巴塘事件結束後，設置

了川滇邊務大臣一職，由趙爾豐任之。1906-1911年，在趙爾豐主持下，以軍事

力量推隊多康大規模改土歸流──康南的土司與寺院受到武力脅迫而暫停行駛職

 
203 鹿傳霖，《籌瞻奏稿•序》頁一至頁二，收入：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 編，

《西藏學漢文文獻匯刻•第二輯》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序-頁 1。 
204 玉珠措姆，〈瞻對工布朗結事件對清末漢藏關係的影響〉《中國藏學》118(2)，2015，頁 122-

123。 
205 趙爾豐，〈曉諭各土司不准支應瞻對番官烏拉〉，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三日，收入吳豐培 編，

《趙爾豐川邊奏牘》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頁 337-338。 
206 陳一石，〈清代瞻對事件在藏族地區的歷史地位與影響（三）〉，《西藏研究》(3)，1986，頁 44-

46。 
207 馬菁林，《清末川邊藏區改土歸流考》成都：巴蜀書社，2004，頁 11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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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康北德格等地又未與康南協同作戰；而趙爾豐則仗著糧食運補、火炮與援軍，

強制透過武力，結束了甘丹頗章對瞻對等多康諸部的統治。208改流後，多康北區

的德格及其所屬土司，紛紛藉著改朝換代的混亂局勢，在 1915年復辟，德格家

族的勢力與生活方式基本上未因改流而中斷；至於明正、巴塘、理塘三土司則被

摧毀。1918-1932年，包括德格在內的雅礱江以西地方，歸拉薩政府管轄，1932

至 1950年間，則歸民國前期政府統治，過去屬於其轄下的小頭人，則在民國政

府推行保甲制度下，成為保正與區長、鄉長，基本上延續了過去的權力，而民國

政府也沿用著清朝聽之任之的態度，使得這些傳統的小頭人與寺院結合，形成了

直接依附於民國之下的新菁英階層，209延續著 20世紀以前的統治權威。 

 

  

 
208 仁真洛色（韋剛），〈論清末川邊“改土歸流”的歷史意義〉，收入中國邊政協會 編輯，《公元

二千年兩岸藏學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頁 261-262；王秀玉著，劉源、尼瑪

札西（楊公衛）譯，彭文斌校，〈清末川康戰事：川西藏區改土歸流的前奏〉《民族學刊》4(2)，

2011，頁 7-11。 
209 程賢敏，〈改土歸流對康區社會的影響〉，《康定民族師專學報》，1987，頁 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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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8 世紀末以前德格王家族

史的考察 

德格的政教歷史概況，主要是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以德格王家族

為中心」的政治菁英發展史，第二部分則為由宗教菁英互動所構成的宗派發展

史。這兩種歷史並存共生，且相互交織、彼此影響。但在行文疏整方面，還是

需要個別分開討論，方能明其條理。 

 

在本章中，筆者將運用相對較多的第一手藏文史料與有限的漢文史料，鎖

定前一主題，爬梳從 13世紀開始的德格家族史，包括家族的遷徙、奠基與早期

擴張。 

 

第一節 關於德格家族史的第一手藏文史料  

 

德格家族最早稱為噶爾倉家族(མགར་ཚང/འགར་ཚང)。噶爾倉家族的歷史文獻，與多康

政治發展的時間脈絡關係密切──族源口傳與早期的歷史較略，多半只提供了先祖

的名單；到了與元朝建立關係後，該家族開始向外擴展，家族史的內容也稍微增

多；歸附清廷之後，該家族開始走向更全面的擴張與向上發展時期，家族史所紀

錄的內容，也就更顯豐富。 

 

目前所知關於噶爾家族史的主要歷史文獻，按時間排序，約有下列幾項： 

 

1. 《曲丁巴傳》(ཆོས་lིང་པའི་Mམ་ཐར)； 

2. 《甘珠爾大藏經目錄》(�ལ་བའི་བཀའ་འ[ར་9ི་དཀར་ཆག)； 

3. 《丹珠爾大藏經目錄》(བ�ན་འ[ར་9ི་དཀར་ཆག)； 

4. 《寧瑪十萬續目錄》(gིང་མ་2ད་འ(མ་9ི་དཀར་ཆག)； 

5. 《咕札教法史》(F་བn་ཆོས་འDང)； 

6. 《德格王統記》(�ེ་དགེ་�ལ་རབས)； 

7. 其他當代散篇。 

 

由於這些文獻的作者皆為與同期噶爾倉家族或德格家族領袖關係密切的宗

教菁英，因此有必要針對這幾份文獻及其作者進行介紹。詳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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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丁巴傳》  
 

鄔金巴(�་�ན་པ，circa 13th )寫有兩篇《曲丁巴傳》，一篇名為《偉大至尊曲丁

巴傳》(Vེ་བWན་ཆེན་པོ་ཆོས་lིང་པའ་ིMམ་ཐར)，成書於 1295年；另一篇無題，跋文寫為《一切勝

者總集本體上師仁波切傳》 (�ལ་བ་ཐམས་ཅད་འ�ས་པའི་ངོ་བོ་�་མ་རིན་པོ་ཆེའི་Mམ་པར་ཐཪ་པ)，篇幅較略，應

成書於 1304年。根據作者所言，《曲丁巴傳》的寫作依據是：曲丁巴的口述、諸

弟子們的回憶以及親身的見聞。210可見，在此傳記問世之前，噶爾倉家族的事蹟

並沒有可資參照的文獻。兩篇自傳都為曲丁巴以前的父系單傳系譜提供了資料，

是了解 13世紀以前的噶爾倉家族系譜與族源論述方面，最早也最具參考性的資

料。 

 

鄔金巴用稱呼根本上師(5་བའི་�་མ)211的詞彙「一切勝者總集本體(�ལ་བ་ཐམས་ཅད་འ�ས་

པའི་ངོ་བོ)」指代曲丁巴，可見他與曲丁巴的密宗法緣不淺，十分重視曲丁巴。筆者以

為，《曲丁巴傳》的作者並非名僧鄔金巴•仁欽貝(�་�ན་པ་རནི་ཆེན་དཔལ，1229/1230-1309)，

而是曲丁巴的侄孫(དབོན་པོ)，也就是他弟弟的長孫。因為曲丁巴圓寂時，鄔金巴•仁

欽貝才 10歲，而仁欽貝在 7歲以前，是在家中跟著自己的父親學習密宗教義，

7-16歲期間則前往博東俄寺(བོ་དོང་ཨེ)學習顯宗經典，並拜謁他主要的師長──貴倉巴•

貢波多吉(�ོད་ཚང་པ་མགོན་པོ་mོ་Vེ，1189-1258)。212在仁欽貝的傳記中，並未見到在他童蒙

時期有機會與曲丁巴互動的紀載，遑論密切的宗教往來。因此，這兩篇傳記所記

載的噶爾倉家族族源傳說，應出於該家族的口傳，反映出該家族祖源的最早版本，

十分可貴。 

 

二、八邦司徒與《甘珠爾大藏經目錄》 
 

八邦寺司徒•曲吉炯內(སི་R་ཆོས་6ི་འDང་གནས，1699-1774 )也稱為司徒班欽(སི་R་པཎ་ཆེན)，

出生於德格定日岡(དིང་རི་�ང)213，由十一世噶瑪巴．耶喜多吉(ཀH་པ་ཡེ་ཤེས་mོ་Vེ，1675/1676-

1702)認定為第七世司徒的轉世化身，並由第八世夏瑪巴．曲吉敦珠(s་དམར་ཆོས་6ི་དོན་Zབ，

1695-1732)為其主持座床。當時正值噶舉派勢力衰弱的時期，德格王索南彭措不

同意讓轉世前往昌都噶瑪寺受教育，遂讓他在德格學習。到了 14-18歲，司徒才

前往拉薩學經；在兩度赴藏遊學之後，司徒返回德格，在德格王丹巴澤仁的指示

 
210 w་�ན་པ，《�ེ་བ<ན་ཆེན་པོ་ཆོས་Qིང་པའི་"མ་ཐར་》in O-rgyen-pa Rin-che-dpal, Bka’ brgyud yid b’zin nor bu yi ‘phre’n 

ba: A Precious Rosaru of Lives of Eminent Masters of the ‘Bri-gun-pa Dkar-brgyud-pa Tradition by 

Grub-thob O-rgyan-pa Rin-chen-dpal, Leh: S. W. Tashigangpa, 1972, folio 81b. 
211 密宗修行者稱呼個人最重要的密宗導師為根本上師。 
212 索南維色(བསོད་ནམས་འོད་ཟེར)，《鄔堅巴傳》(Fབ་ཆེན་w་�ན་པའི་"མ་ཐར)（藏文版）拉薩：西藏古籍出版社，1997，

頁 15-18；མཁན་པོ་བསོད་ནམས་�་མཚ3，《བཀའ་བcད་ཆོས་འ.ང་ནོར་*འི་2ེང་བ་》Kathmandu: Shree Gautam Buddha Vihar, 2009, 

pp.124-126. 
213 此處按照司徒自傳所言。見：ཆོས་!ི་འ.ང་གནས，《xའི་སི་Bར་འབོད་པ་ཀy་བ ན་པའི་ཉིན་Gེད་!ི་རང་:ལ་Mངས་པོར་བ�ོད་པ་Mི་qལ་ཤེལ་8ི་མེ་ལོང་》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amy of Indian Culture, 1968, folio 2a.其他說法則指出司徒的出生地

在龔埡(zང་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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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於 1727年創建八邦寺。1729年，丹巴澤仁計畫刻印《甘珠爾大藏經》，要求

司徒任主編與校勘。從事刻印工作的同時，司徒寫下了《甘珠爾大藏經目錄》。

1736年，噶瑪巴與夏瑪巴雙雙圓寂，司徒遂成為噶瑪噶舉派最高領袖，八邦寺的

僧侶人數也多達 3,700人。214 

 

《甘珠爾大藏經目錄》，全稱《一切以雪域文字引入之善逝教言根本如何成

辦之詳史．賢妙具慧能令信解睡蓮完全綻放之日光童子藤》(བདེ་བར་གཤེགས་པའི་བཀའ་གངས་ཅན་

9ི་བmས་�ངས་པའི་'ི་མོའི་ཚ གས་ཇི་^ེད་པ་པར་�་བ�བ་པའི་�ལ་ལས་ཉེ་བར་བ5མས་པའི་གཏམ་བཟང་པོ་�ོ་lན་མོས་པའི་X�ྡ་ཡོངས་@་ཁ་�ེ་བའི་7་འོད་

གཞོན་�འི་འOི་ཤིང)。該書是在德格王要求下所寫的，成書年代為 1734年。215該書分為八

章，其中，〈勝者教言如今如何顯明於此雪山之境、善說刻印事蹟章第六〉(�ལ་བའི་

ག@ང་རབ་གངས་རིའི་Oོད་�་དེང་སང་ཇི་ཙམ་kང་བ་པར་�་བ�བས་པའི་Dང་བ་དངོས་ལེགས་པར་བཤད་པའི་ཡལ་འདབ་�ེ་0ག་པ)分為兩部分：

主事支助者(བདག་�ེན་�ེད་པ་པོ)之歷史、正說極為清淨之所作；主事支助者之歷史，又分

為三部分：講述人王降生之地、人王家世之特點、讚頌主事支助者人王之功德，

記載了噶爾欽．耶謝桑波(འགར་ཆེན་ཡེ་ཤེསབཟང་པོ)到法王丹巴澤仁之間的系譜，只記錄統治

者及其簡略的功業，內容較為精簡，且完全不涉及宗教發展的細節陳述。由於司

徒與德格王的互動密切，該書又是在德格王的授意下，且關於德格家族的材料，

是由德格王的仲譯巴216．蔣揚噶威羅追(འཇམ་ད�ངས་དགའ་བའི་�ོ་Yོས)根據史料整理提供的，
217因此可說是第一部由德格家族授意出版、關於該家族系譜與歷史的文獻，可反

映該家族所認可、對於自身歷史的敘事。 

 

三、徐欽《丹珠爾大藏經目錄》 
 

與司徒同時期的徐欽．楚臣仁欽(>་ཆེན་Tལ་Uིམས་རིན་ཆེན，1697-1774)出生於鄧柯，在

29歲以前，在德格境內從學於各宗派高僧。及 29歲，前往俄爾寺出家，拜俄爾

堪欽．楚臣倫珠(ངོར་མཁན་ཆེན་�ལ་Oིམས་�ན་Zབ，1676-1730)、曲杰．貢噶倫珠(ཆོས་Vེ་Xན་དགའ་�ན་Zབ，

1654-1726)、堪欽．札西倫珠(མཁན་ཆེན་བn་ཤིས་�ན་Zབ，circa 17th)等俄日派高僧學習薩迦派

教義，在該寺擔任康薩喇章(ཁང་གསར་�་%ང)的秘書。34歲，由於薩迦寺派任俄爾寺卸

任堪布札西倫珠(བn་ཤིས་�ན་Zབ，1672-1739)擔任德格更慶寺(�ེ་དགེ་དགོན་ཆེན)住持，遂隨堪布

一道返回德格。218回到多康以後，又從協慶．冉江．貝瑪桑阿丹增(ཞེ་ཆེན་རབ་འ�མས་པ�ྨ་

གསང་hགས་བ�ན་འཛ]ན，circa 18th )學習寧瑪派教法。32歲時，被德格王丹巴澤仁奉為悟喇，

負責主持《薩迦五祖文集》(ས་)་གོང་མ་Mམ་~འི་བཀའ་འ(མ)的刻印工作；41歲時，又奉德格王

 
214  通拉澤翁、楊建吾，〈八邦寺暨歷代司徒活佛〉《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8(2)，

1989，頁 37-38。 
215 司徒•曲吉窮乃(སི་B་ཆོས་!ི་འ.ང་གནས)，《甘珠爾編纂史•顯密文庫•第 4卷：藏文》(�ལ་བའི་བཀའ་འ(ར་རིན་པོ་

ཆེའི་བ&གས་Gང་དཀར་ཆག་ཅེས་G་བ་བ&གས་སོ།།)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頁 554。 
216 仲譯巴(Aང་ཡིག་པ)，亦即秘書或文膽。 
217 司徒•曲吉窮乃，頁 396。 
218 郭須．札巴軍乃(ཀོ་&ལ་6གས་པ་འ.ང་གནས) 、嘉娃．羅桑開珠(�ལ་བ་1ོ་བཟང་མཁས་Fབ) ，《雪域名人辭典》(གངས་ཅན་

མཁས་Fབ་རིམ་Gོན་མིང་མཛ3ད)甘肅：甘肅民族出版社，1992，頁 1480-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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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之命，主持《丹珠爾大藏經》(བ�ན་འ[ར)的刻印與校對。219他是 18世紀上半葉

德格地區十分活躍的宗教菁英，亦是司徒•曲吉炯乃的好友；除了為供職於德格

家族之外，他也培養了許多弟子，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俄日寺的第 36任堪欽

──夏欽祿頂•明珠堅贊(ཤར་ཆེན་P་lིང་མི་འ[ར་�ལ་མཚན，1717-?)。 

 

他在編校《丹珠爾大藏經》的同時，也寫下了《丹珠爾大藏經目錄》，全稱

《詮釋遍知日親教言意趣之論典譯為雪域語言無盡法佈施稀有幻化根本圓滿劫

福雲廣佈所撰事蹟．增上稀有大海之新月》(Xན་མ4ེན་ཉི་མའི་གཉེན་9ི་བཀའ་bང་གི་དགོངས་དོན་Mམ་པར་འYེལ་

པའི་བ�ན་བཅོས་གངས་ཅན་པའི་�ད་�་འ[ར་རོ་འཚལ་9ི་ཆོས་�ིན་2ན་མི་འཆད་པའི་ངོ་མཚར་འ�ལ་9ི་'ི་མོ་!ོགས་lན་བ�ལ་པའི་བསདོ་ནམས་6ི་�ིན་�ང་

�ས་པར་དnིགས་པའི་�ལ་ལས་བ5མས་པའི་གཏམ་ངོ་མཚར་�་གཏེར་འཕེལ་བའི་7་བ་གསར་པ།)，共 2 冊。本書是按照德格王喇

欽．貢噶赤列嘉措指示所寫下的，成書於 1744年。220 

 

與司徒班欽的《甘珠爾目錄》相同，徐欽的《丹珠爾》目錄記載了德格家族

從口述歷史時期到丹巴澤仁父子時代的歷史。從內容看，徐欽無疑參考了司徒班

欽許多敘事與描述，許多部份甚至連用詞都相同，然而，徐欽也對司徒班欽寫的

歷史做出不少增補與修改。基於這兩本目錄都是德格敕令修撰的，而且兩個版本

的家族史的成書時間只間隔了 10年，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後來徐欽的修改版，

很有可能反映著丹巴澤仁及當時執政的第六代座主法王喇欽．彭措丹巴(�་ཆེན་�ན་

ཚ གས་བ�ན་པ，1718-1752)對家族歷史表述的意向。 

 

 

四、噶陀格澤與《寧瑪十萬續目錄》 
 

《寧瑪十萬續目錄》(gིང་མ་2ད་འ(མ་9ི་དཀར་ཆག)，全稱為《一切善逝教法之精華持明藏

金剛乘珍貴寧瑪十萬續之來歷．如大天鼓之事蹟》(བདེ་བར་གཤེགས་པའི་བ�ན་པ་ཐམས་ཅད་6ི་^ིང་པོ་རིག་

པ་འཛ]ན་པའི་�ེ་kོད་m་ོVེ་ཐེག་པ་h་འ[ར་2ད་འ(མ་རིན་པོ་ཆེའི་?ོགས་པ་བVོད་པ་,འི་d་བོ་ཆེ་�་(འི་གཏམ།)。作者為噶陀寺第一世

格澤．局美策旺秋祝(ཀཿ་ཐོག་དགེ་5ེ་_་:ེང་༡ 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Zབ，1761-1829)，成書年代為 1797

年，221正值德格薩炯旺姆．策旺拉姆(�ེ་དགེ་ས་)ོང་དབང་མོ་ཚ+་དབང་,་མོ，d.1812)222執政的最後

兩年。格式上，《十萬續目錄》很可能參考了司徒班欽以及徐欽的《大藏經目錄》，

在《第三章 善說完成［刻印事業］之情形》）(བ�བས་པའི་�ལ་ལེགས་པར་བཤད་པའི་�བས་ག@མ་པ)中，

專闢一段說明德格地方的介紹、王室家族的特點以及說明出資者的功德（實際上

就是引經據典說明應該擁戴王權的理由）。223 

 
219 德格印經院、甘孜州編譯局編，《德格巴宮──德格印經院藏版目錄大全（五）》（藏文版）成

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頁 203-204。 
220 :ལ་\ིམས་རིན་ཆེན，《�ེ་དགེའི་བ ན་འ(ར་8ི་དཀར་ཆག》Delhi: Trayang and Jamyang Samten, 1974, folio 498b, 500a. 
221 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Fབ，《cད་འ*མ་དཀར་ཆག》，2014，頁 353。 
222 本來策旺拉姆的身分是德格王后，稱為甲姆(�ལ་མོ)。由於她實際執政了 8 年，所以被格澤稱為

薩炯旺姆(ས་'ོང་དབང་མོ)，意為女王。 
223 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Fབ，頁 22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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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三段文字的篇幅不長，但此書與其他涉及德格王家族的史料所不同之

處，在於文中特別提及了策旺拉姆這位女性統治者，說明她秉持著德格王家族一

貫的態度，不帶宗派偏見，進行新舊譯派(གསར་gིང་རིས་@་མ་ཆད་པ)的定期法會(�ས་མཆོད)，並

躬親修持不同宗派的法門。224 

 

此外，由於從德格王家族崛起後，該家族的歷史在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 20

年代，這段將近 30年的時間內出現了較長時間的空白，而在這段時期，局美策

旺秋祝成為德格轄境內寧瑪派最具影響力的人物。由於當時德格王與寧瑪派較為

親近，因此，由局美策旺秋祝口述、其弟子第二世莫扎珠古．卻英多吉(Hོག་5་vལ་_་ ༢ 

ཆོས་ད�ིངས་mོ་Vེ། 18th -19th )所整理、增補而成的傳記，以及他寫給當時政教菁英的書信，

這些菁英人士包括：策旺拉姆、章嘉呼圖克圖(�ང་)་རིན་པ་ོཆེ)、第三世嘉木樣協巴．洛

桑圖丹吉美嘉措(འཇམ་ད�ངས་བཞད་པ་ ༣ �་ོབཟང་.བ་བ�ན་འཇིགས་མེད་�་མཚ ，1792-1855)、第三世貢唐倉．

貢秋丹比准美(Fང་ཐང་ཚང་ ༣ དཀོན་མཆོག་བ�ན་པའི་jོན་མེ，1762-1823)、第三世協慶冉江．(ཞེ་ཆེན་རབ་

འ�མས་ ༣ རིག་འཛ]ན་དཔལ་འ�ོར་�་མཚ  1770/1771-1807)、第一世多珠欽．吉美赤列俄色(mོ་Zབ་ཆེན་ ༡ 

འཇིགས་མེད་:ིན་ལས་འོད་ཟེར，1745-1821)、察柯王后(ཚ་ཀོ་�ལ་མོ)等人，現都收錄於他的《教言集》

(བཀའ་འ(མ)，是極為珍貴的史料，對於補充這段歷史空白，以及做為此時期德格宗教

菁英與轄境以外的宗教菁英互動的示例而言，極具意義。 

 

五、《咕札教法史》 
  

咕如札西(F་A་བn་ཤིས，circa 18th)又名阿旺羅珠(ངག་དབང་�ོ་Yོས)、央堅噶威羅珠(ད�ངས་ཅན་

དགའ་བའི་�ོ་Yོས)，18世紀中葉出生於色莫岡所屬的贈•打莫岡地區。出家早期，曾拜八

邦寺司徒•曲吉炯內及其高徒、推動時輪(�ས་འཁོར)密法並發展覺囊派最有力的代表

人物──貝譯師•蘇爾芒•策旺袞恰(འབེ་ལོ་�ཱ་$ར་མང་ཚ+་དབང་Xན་4བ，circa 18th)225──為師，學習

文字學和醫藥；20 多歲時，前往佐欽，拜佐欽寺第 5 任法台第三世佐欽巴．艾

敦丹增桑布(!ོགས་ཆེན་ག@མ་པ་ངེས་དོན་བ�ན་འཛ]ན་བཟང་པ，ོ1759-1792)、佐欽寺第 6任法台南卡策旺

秋祝(ནམ་མཁའ་ཚ+་དབང་མཆོག་Zབ，1744-? )為師，接受完整的寧瑪派宗教訓練。他最主要的上

師為第二世尼珠．貝瑪帖秋丹增堅贊(ཉི་vལ་པ�ྨ་ཐེག་མཆོག་བ�ན་འཛ]ན་�ལ་མཚན，1712-1771)。此外，

他也從學於佐欽寺第 7任法台第四世佐欽巴•明珠南開多吉(མི་འ[ར་ནམ་མཁའི་mོ་Vེ，1793-

1870)、第三世尼珠．明珠遍德嘉措(ཉི་vལ་ག@མ་པ་མི་འ[ར་ཕན་བདེ་�་མཚ ，1772-?)、第一世多珠

欽．吉美赤列俄色、噶陀格澤等 20餘位名譟一時的宗教菁英。他在家鄉大莫岡、

德格與嘉絨地區講學，培育出許多德格轄境的著名宗教菁英，例如，佐欽寺第一

 
224 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Fབ，頁 237。 
225 མཁན་པོ་1ོ་6ོས་དོན་ཡོད，《/ས་འཁོར་ཆོས་འ.ང་ཨི{ྡར་}ི་ལའི་2་ཚ3མ་》Darjeeling: Bokar Ngedon Chokhor Ling, 2005, pp. 513-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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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堪布僧楚．貝瑪札西(སེང་�ག་པ�ྨ་བn་ཤིས，1798-1848)、佐欽寺第三代堪布尼札仁增桑

布(ཉི་Yགས་རིག་འཛ]ན་བཟང་པོ，circa 18th)。226 

 

咕如札西生活在德格文教發展的黃金時代。從他的師承及所培養的弟子可

看出，他是佐欽寺與打莫寺的寺務向上發展時期的重要人物。他的家鄉即位於打

莫岡，應為打莫寺屬民，宗派方面歸屬寧瑪派佐欽寺系統。他在 20歲之前之所

以會前往八邦司徒處學習，一方面或許與八邦司徒的學術聲望有關，另一方面則

很可能是因為八邦與打莫岡在地理上相近，但這段學習經歷應該沒有改變他做為

一名寧瑪派僧侶的屬性。 

 

他的名著《咕札教法史》(F་བn་ཆོས་འDང)，全稱《顯明教法精藏大密前譯了義甚

深法源之善說•能令智者歡喜稀有故事遊戲海》(བ�ན་པའི་^ིང་པ་ོགསང་ཆེན་h་འ[ར་ངེས་དོན་ཟབ་མོའི་ཆོས་6ི་

Dང་བ་གསལ་བར་�ེད་པའི་ལེགས་བཤད་མཁས་པ་དགའ་�ེད་ངོ་མཚར་གཏམ་9ི་རོལ་མཚ ་ཞེས་�་བ་བTགས་སོ)。該書是在佐欽•南卡策

旺秋祝、達波伏藏師(�གས་པོ་གཏེར་�ོན)的指示以及格澤喇嘛•仁增嘉措勸勉之下，由噶

陀寺的第一世格澤班智達、第四世佐欽巴提供文獻，從 1807年在打莫寺開始寫

作，至 1809年227大致完成，1812年補入〈第六品〉以及新譯密續的篇幅，於 1813

年脫稿。228 

 

此書的做為一部知名的宗教歷史文獻，具有下列兩項特點，使其參考性極

高： 

 

1. 承先啟後的宗派史──本書在歷史考證上，大量引用公認的古籍為參考資

料，包括：《洛絨教法史》(,ོ་རོང་ཆོས་འDང)、司徒班欽的《甘珠爾目錄》、徐欽

的《丹珠爾目錄》…等，使得本書的可信度受到後世推崇，並成為 19世

紀初以後關於德格或寧瑪派的宗教歷史專書所必定引據的文獻來源；此

外，本書記載許多伏藏師(གཏེར་�ོན)的事蹟，承繼了 13世紀咕如曲旺(F་A་ཆོས་

དབང，1217-1270)以來，一種稱為「伏藏教法史」 (གཏེར་འDང) 的文類寫作，

甚至可說是這種文類集大成之作，將 18 世紀末以前伏藏教法的主要發

展脈絡梳理地十分系統化。 

2. 具有本地特色的寧瑪派廣史──本書的內容，以寧瑪派的宗教發展史為核

心，第三至第六章，分別敘述寧瑪派的兩種宗教法門傳播方式、寧瑪派

宗教菁英傳記與寧瑪派寺院發展史，共佔全文篇幅的約七成，具有強烈

的宗派專史特點；又，在敘述寧瑪派發展史時，強調多康的噶陀、佐欽

 
226 旦增•龍多尼瑪(བ$ན་འཛVན་Gང་Wོགས་ཉི་མ)，《藏傳佛教大圓滿傳承史》(7་འ(ར་Fབ་དབང་�ལ་བ་dོགས་ཆེན་པའི་གདན་རབས་

ཆོས་བcད་དང་བཅས་པའི་.ང་བ་བ�ོད་པའི་གཏམ་ཡིད་བཞིན་དབང་གི་�ལ་པོའི་2ེང་བ་ཞེས་G་བ་བ&གས་སོ།།)（藏文版）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2004，頁 553-554。 
227 原文寫為鐵蛇年(1821)，應為土蛇年(1809)之訛。 
228 郭若扎西(J་_་བ^་ཤིས)著，多吉杰博(�ོ་�ེ་�ལ་པོ)編，《郭扎佛教史》(J་བ^་ཆོས་འ.ང)（藏文）北京：中國藏學

出版社，1998，頁 1054-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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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寺在整個寧瑪派發展過程的核心位置，以此貫串宗派史、人物史與

寺院誌，並兼論德格家族與寧瑪派的互動關係，使得本書對於了解德格

的政教發展方面，具有極高的價值。在本書成書之前的宗教史名著：《布

頓教法史》是以佛教發展、翻譯傳播史為主要內容，《洛絨教法史》、司

徒班欽的《噶瑪岡倉珍寶傳承傳》(ཀH་ཀཾ་ཚང་གི་བ2ད་པ་རིན་པོ་ཆེའི་Mམ་ཐར)等噶舉派宗派

史，則都是以傳承的法脈為經、個人傳記為緯，本書則兼而有之，且以

多康為主題的「按地理區進行範圍設定」編排方式，比同類型的《安多

政教史》早了半世紀問世，十分具有前瞻意義。 

 

六、《德格王統記》 
 

《德格王統記》 (�ེ་དགེ་�ལ་རབས)又稱為《德格法王傳》(�ེ་དགེ་ཆསོ་�ི་*ལ་པོ་རིམ་�ོན་2ི་Yམ་ཐར)，全

名《歷代吉祥佑地德格法王傳．諸願增盛善妙摩尼鬘》(དཔལ་ས་Rོང་�ེ་དགེ་ཆོས་�ི་*ལ་པོ་རིམ་�ོན་2ི་Yམ་

ཐར་དགེ་ལེགས་ནོར་#འི་3ེང་བ་འདོད་དZ་རབ་འཕེལ་ཞེས་�་བ་བ>གས་སོ།།)。在本文中，筆者按照與藏族交流時的慣用

稱呼，將之簡稱為《德格王統記》。該書全文近 3萬字，主文以偈文格式寫成，

少數重點處輔以白話的註釋，脫稿時間為 1828 年。作者為德格家族第 48 代家

長、第 10代德格座主法王──策旺多吉仁增(ཚ+་དབང་mོ་Vེ་རིག་འཛ]ན，1786-1847)記載了德格

家族的始源神話，以及直至 19世紀上半葉的德格家族史，為 20世紀以來為數甚

少的各家德格研究的最主要資料來源。 

 

歐陽無畏曾以白話形式，將本書關於歷史、政治的內容譯出，題為〈德格土

司世傳譯記〉，載於《康導月刊》第 6卷第 5、6期。後來任乃強再得楊質夫所考

訂的世系表，並與謝國安、劉立千研商考訂後229，於《康藏研究月刊》13-16期

發表他所整理與補充的研究，題為〈德格土司世譜〉。 

 

由於作者為德格王本人，因此總被視為關於噶爾倉家族（德格家族）歷史的

權威史料。固然，考量作者的身分與其對德格家族主位論述的話語權分量，《德

格王系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充分顯示出德格王家族希望確立、傳世的家族

形象，反映出政治菁英對家族歷史的建構。然而，考察其他成書年代較早、涉及

德格家族系譜與族源的著作及作者與該家族的關係時，不難推想，這種源自於的

族源論述及系譜，其內容的文字化與規範化，無不經由該家族領袖的認可與推動，

甚至，這些文字化的家族系譜與口述史的材料來源，很可能正來自寫作當時的家

族領袖，隨後，該家族形象論述，才隨著時代演變，逐漸臻於定向化。 

 

 
229 任乃強，〈德格 �ེ་དགེ་ 土司世譜〉，《康藏研究月刊》，13，1947，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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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該書出自統治家族的家長手筆，對於呈現到 19世紀初為止的、屬於該

家族歷史事件與口述軼聞，具有極重要且權威性的參考價值，加上該書所載史事

的時間跨度較大，本論文中也側重以本書做為考察 18世紀德格歷史的核心史料。 

 

七、其他關於德格家族與其轄境的藏文史料 
 

20 世紀以前的其他史料 

 

1725-1750s 年期間，寧瑪派祖庭之一「噶陀寺」第 25 任法台龍薩寧波(�ོང་

གསལ་^ིང་པོ，1625-1692)的弟子──伏藏師仁增策旺諾布 (ཀཿཐོག་རིག་འཛ]ན་ཚ+་དབང་ནོར་(，1698-

1755)──離開德格，在衛藏與尼泊爾一帶與政教人士往來交流，與七世達賴、頗羅

鼐等衛藏上層往來頻繁，參與當時許多重大政教事件。在仁增策旺諾布的著作集

中，收錄了一則他在 1750年230代呈交給七世達賴．格桑嘉措的信，信中描述了

噶陀寺在 17世紀末面臨教權傳承方式的改變，以及第四任德格法王．喇嘛桑傑

丹巴(�་མ་སངས་�ས་བ�ན་པ，1616?-1710)、第 46代人當中的長兄、執掌教務的「米旺．索

南貢波」(མི་དབང་བསོད་ནམས་མགོན་པ，ོ18th)對噶陀寺寺務的介入情形，以及三岩地區長期沒

有外地政權在當地設官（不曾受和碩特汗庭及後來甘丹頗章管轄）的現實情況，
231全文皆是對研究 18世紀初德格政教發展極有助益的文獻。 

 

19 世紀對德格轄境最具影響力的宗教菁英蔣揚欽哲旺波(འཇམ་ད�ངས་མ�ེན་བ�ེའི་དབང་པོ，

1820-1892)參考多羅那他(Tāranātha 1575–1634)《印度佛教史》、《印度七代付法師

故事》、貢布杰(མགོན་པོ་)བས，circa 18th)的《漢地佛教史》(�་ནག་ཆོས་འDང)、布頓的《佛教

史大寶藏論》、《青史》、《紅史》、《賢者喜筵》、貝瑪嘎波的《令教法蓮花廣開之

日光(བ$ན་པའི་པ]ོྨ་*ས་པའི་ཉིན་�ེད)》、土觀的《宗義晶鏡》、《王統世系明鑑》、《圓滿童子喜筵》，

以及大德們各別的傳記與事蹟，寫成《降生於雪域蕃地新舊密咒教派座主傳承世

系略說．稀有蓮苑》 (གངས་ཅན་བོད་�ི་9ལ་4་�ོན་པའི་གསང་1གས་གསར་`ིང་གི་གདན་རབས་མདོར་བaས་ངོ་མཚར་པ]ྨའི་དགའ་ཚལ་ཞེས་�་བ་

བ>གས་སོ།།)一書，介紹整個大藏區各宗派的主要據點與傳承概況，廣度較充足。 

 

該書按口傳歷史中的宗派興起順序編排，前段約 1/5 的篇幅在談寧瑪派，

特別說明了德格王治下的情況（內容與《咕札佛教史》相符）；之後談新派，依

序為：噶當、薩迦、噶舉、格魯，以及其他小派，特別介紹了德格倫珠頂、八邦

寺及漢地的大致情形。文中所呈現的資訊，基本符合 19世紀德格轄境內的政治

 
230 信件原文未註記年份，僅提到當年他在尼泊爾，並署有日期。由於信中提到欲令噶瑪噶舉第

十世夏瑪巴‧曲祝嘉措(~་དམར ༡༠ ཆོས་Fབ་�་མཚ3་ 1741/1742-1792)掌管噶陀寺，且曾將此事徵詢夏瑪巴

本人。由於夏瑪巴出生於 1741或 1742 年，於 1747 年抵達德格八邦寺坐床，並在 1952 年於

噶陀寺坐床，因此推估這封信是在 1747-1952 年間寫就的。 
231 རིག་འཛ�ན་ཚ�་དབང་ནོར་*་〈གོང་ས་མཆོག་ལ་༼Wལ་བའི་ཆབ་ཤོག ༽〉收入：噶妥‧仁增次旺諾布(ཀཿཐོག་ རིག་འཛ�ན་ཚ�་དབང་ནོར་*)，《噶

妥‧仁增次旺諾布文集‧上冊》(ཀཿཐོག་ རིག་འཛ�ན་ཚ�་དབང་ནོར་*འི་བཀའ་འ*མ།  ོད་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2006，頁 76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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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觀點，並沒有爭議或新意，僅屬過去材料的整理，但仍可說是一份關於 19

世紀藏地與德格主要寺院的詳盡名單。 

 

此外，該書不具備宗教文獻的標準格式，除了簡略的頂禮句與供養偈，該書

並沒有造論誓言(བ5མས་པར་དམ་�་བ)，跋文也沒有勸請者、完成時間與撰文者署名，並

且寫明這是簡略的備忘錄(བPེད་�ང་བaས་པ)；內容不似專書，而更像是一本備忘錄。 

 

蔣揚欽哲旺波的弟子、於 19世紀出生自德格瓊嘎(�ང་དཀར)家族的八邦寺名僧

工珠．羅追泰耶(ཀོང་bལ་(ོ་)ོས་མཐའ་ཡས，1813–1899)的《自傳》，提供了幾乎整個世紀的德

格菁英互動史，雖然對德格家族的直接著墨並不多，但透過該書編年式記載的疏

理，仍能回答許多關於 19世紀德格政治發展史的疑點，彌補過去相關研究的不

足。 

 

20 世紀上半葉的其他史料 

 

到了 20 世紀，由上層宗教菁英們所撰寫的德格家族史，篇幅都較短，但補

充了《德格王統誌》以後的空白，也反映出該家族後期的口述史。 

 

白玉寺住持第二世竹旺．巴欽督巴(དཔལ་/ལ་Zབ་དབང་ ༢ དཔལ་ཆེན་འ�ས་པ，1887-1932)於

1922年所寫的短文〈護地德格王系略誌．吠琉璃瓔珞〉(ས་Rོང་�ེ་དགེའི་*ལ་རབས་མདོར་བaས་བཻ་BCDE་འི་

དོ་ཤལ་བ>གས)，是唯一一篇出自五大悟喇寺院(ད(་�་ཁག་~)232住持所寫的德格家族史，該

文側重宗教敘事手法，能夠體現當時部份宗教菁英對於德格家族史的認知與態度。 

 

此外，出生於 20世紀初的白玉寺策令喇嘛．蔣巴桑波(ཚ+་རིང་�་མ་འཇམ་དཔལ་བཟང་པ，ོ?-

1983)，曾任該寺第 11任法台──第三世竹旺貝諾．圖登雷謝曲吉札揚(Zབ་དབང་པད་

ནོར་ ༣ .བ་བ�ན་ལེགས་བཤད་ཆོས་6ི་j་ད�ངས，1932-2009)──的讀寫教師。在德格印經院的秘書仲．

斯噶貢桑企雷(0ང་སི་ག་Xན་བཟང་'ི་ལས)的請求下，他於 1940年完成《德格王統略記》(�ེ་དགེའི་

�ལ་རབས་�ང་cར་བ�ས་པ)一書。該書以《甘珠爾目錄》《丹珠爾目錄》《咕札佛教史》《德格

王統記》等史料為材，編輯了 18世紀上半葉以前的王統歷史，並根據口傳資訊，

將歷史敘事補充至 20世紀上半，甚至載有當時甫出生不久的末代德格王鄔金夏

(ཨོ་�ན་)བས，1938/1940-1992)，時間跨度涵蓋整個王朝。 

 

寫作取向方面，《略記》的內容較富宗教性，並未記載 19 世紀初轄境北區

與統治家族內部的紛擾，也未提及 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格家族兄弟爭襲的事

件。 

 
232 五大悟喇寺院為德格轄境內曾經出過受封內地朝廷「國師」封號，或受甘丹頗章政府授與呼

圖克圖稱號之寺院，分別為：噶陀寺(ཀཿཐོག་དགོན)、白玉寺(དཔལ་eལ་དགོན)、佐欽寺(dོགས་ཆེན་དགོན)、協慶寺

(ཞེ་ཆེན་དགོན)、八邦寺(དཔལ་�ངས་དགོ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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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該書補充了許多其他文獻所無的內容，包括：歷代座主法王的悟喇與

名臣。特別珍貴的是歷代名臣──曲論(ཆོས་�ོན)233們──的歷史，包括其家族、職務與

所參與過的戰事等，篇幅達 10藏頁左右，對德格王與政教菁英所構成的社會頂

層網絡而言，乃是極珍貴補充性文獻，也是唯一一份提供德格王官僚體系內的重

要頭人（主要為官僚之首──涅欽[གཉེར་ཆེན]們）名單的歷史材料。唯一可惜之處為，

本書對於曲論的資料屬於孤證，在難以交叉比對的情況下，目前尚無法充分運用

這段記載；其次是在頭人名單的選擇上，有很明顯的偏好，例如對 20世紀曲論

的介紹，便沒有提及後來佔領、統治白玉一帶，當時實力最雄的夏克倉家族。 

 

第 41任薩迦法王的導師、出身德格的德頌仁波切(�ེ་ག>ང་རིན་པོ་ཆེ)著有〈依循佛法

之佑地德格世系名譜．寶鬘〉(ཆོས་lན་ས་)ོང་�ལ་པོ་�ེ་དགེའི་ག�ང་རབས་6ི་མཚན་:ེང་རིན་ཆེན་:ེང་བ་བTགས་སོ)一文，

僅條列歷代法王及其大致的事蹟，且同樣側重歷代德格王的宗教成就，文中關於

18世紀中葉以後的內容，多與《德格王統略記》所述一致，但簡略許多，可見該

文的寫作時間應當晚於《德格王統略記》，並將《略記》做為參考文獻之一。因

此，該文可說是一則歷代德格王的本紀，言簡意賅，但在文獻價值上，似乎並不

及《德格王統略記》。 

  

 
233 曲論直譯為「佛法大臣」，意為信仰佛法或者對佛法有貢獻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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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鄧柯、薩瑪到龔埡：13-17 世紀德

格家族的奠基發展史 

 

13 世紀、德格第 29 代234家長索南仁欽(བསོད་ནམས་རིན་ཆེན)以前，並沒有德格家族

這個名稱，當時該家族名為噶爾倉家族(འགར་ཚང/མགར་ཚང)。噶爾倉家族的歷史祖源自述，

通常始於第 28代人的時期，約當 13世紀初。 

 

該家族的系譜，可概分為 5 個時期： 

 

1. 口述史時期──13世紀以前、第 1-27代人的單系繼嗣時期； 

2. 從鄧柯到薩瑪時期──13-15世紀，從該家族與薩迦派建立關係，到 35代

遷居龔埡為止； 

3. 龔埡時期──15世紀上半葉至 17世紀末的發展； 

4. 鼎盛時期──18世紀上半葉，德格家族歸附清廷，文教發展與政治版圖逐

漸走向巔峰； 

5. 王權旁落時期──19世紀初，統治家族的政治權力開始下降與被邊緣化，

至 19世紀中，瞻對貢布朗杰各處征戰，橫掃康區，佔據德格轄境；貢布

朗吉的統治之後，德格家族恢復統治，旋又歷經家庭內訌，頭人各擁其

主，德格家族實力更趨分化，終於 20世紀初絕嗣。 

 

其中，不同文本對第一個時期的家族系譜記述各異，口傳偏誤的可能性較

大，此外，該時期的系譜問題與本論文的主旨關聯性不高，此處不贅。至於後期

不同文本對該時期系譜的記述差異與歷史敘事趨向單一化的現象，將於第三章進

一步探討。 

 

以下，筆者擬就 13世紀以來的家族發展進行扼要的說明。 

 

一、鄧柯、薩瑪到龔埡──13-15世紀 

 

 
234 由於不同時期的文獻對噶爾家族早期系譜的記述或有出入，世代的計算方式也因而有別，本

論文中關於德格王家族世代，以《德格王統誌》的說法及任乃強先生的整理為依據。然而，

任先生對索南仁欽之前德格系譜的整理，似乎也與《德格王統誌》原文有出入，此處以《德

格王統誌》為依據。關於早期系譜的差異，詳見本論文第三章第一節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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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時期的系譜中，從第 26至 30代的記載較缺乏一致性，不同文本中，

所呈現的繼嗣系譜也有出入，常出現手足關係、父子關係或者伯侄、叔侄關係亦

未能分清的情形。 

 

按照《德格王系史》的說法，第 27 代家長巴吉則莫(དཔལ་9ི་5ེ་མོ)有三子：宣努

多吉（གཞོན་�་mོ་Vེ，1180-1240 亦即曲丁巴）、耶謝桑波(ཡེ་ཤེས་བཟང་པོ)、貢敦．祖多崩(�མོ་

�ོན་གWག་ཏོར་འ(མ)。這個時期裡，噶爾欽．曲丁巴的事蹟是最為後人所稱道的。在此之

前，噶爾家族的先祖已經從衛藏地區來到金沙江兩岸的鄧柯發展。曲丁巴除了向

自己的弟弟貢敦．祖多崩學習密法，也離家前往衛藏學法，後來輾轉到了波蜜一

帶傳法建寺。根據傳說，曲丁巴當時已經向薩迦家族奉獻了大量的財物，曾拜薩

迦班智達(ས་R་པ.ིྜ་ཏ，1182-1251)為師（這應是該家族與薩迦建立聯繫的開端），也拜

直貢噶舉(འLི་Zང་བཀའ་བcད)的創始者就巴．仁欽貝(Rོབ་པ་རིན་ཆེན་དཔལ，1143-1217)為師。成書於

1800年的《直貢座主金鬘史》(འ%ི་Fང་གསེར་:ེང)記載，宣努多吉是曲丁巴出家時的戒名，

後來被仁欽貝改為釋迦貝(d�་དཔལ)235，此後，宣努多吉便在直貢派中便以噶爾．但

巴．釋迦貝之稱而著名。之後，他在龍雪(bང་ཤོད)建起卻丁寺，並長期在波密發展，

最終圓寂於波蜜。236 

 

第 29 代為祖多崩的兩位公子，達瑪雲丹(དར་མ་ཡོན་ཏན)、貢敦．巴吉堅贊(�ོམ་�ོན་

དཔལ་9ི་�ལ་མཚན)。據《德格王系史》描述，巴吉堅贊是一位精通佛法與政治統治之人

(bགས་$ང་མཁས)237，顯示他應是當時的家長；祖多崩與巴吉堅贊的頭銜皆為「貢敦」

(�ོམ་�ོན)，意為禪修導師，因此，他們二位很可能都兼具宗教導師與一家之長的身

分。 

 

《波蜜史》則同樣將祖多崩的父親巴吉則莫稱為貢敦238，稱他育有 4 子 2

女，祖多崩為長子，三子索南崩(བསོད་ནམས་འ(མ)為曲丁巴。239成書於 1922年的《西藏

波蜜政教史》也說祖多崩為巴吉則莫的長子（但無姊妹），而祖多崩亦有 4 子 2

女，幼子達瑪崩(དར་མ་འ(མ)出家後改名為達瑪雲丹，從八思巴處受誥命敕書，統轄

波蜜全境、工布、珞隅等地，徵派差役的權限已至金沙江西岸的芒康一帶。240雖

然《西藏波蜜政教史》沒有提到巴吉堅贊，但「達瑪雲丹為祖多崩之子」則與《德

格王統記》一致。很有可能該家族在這時候出現了第一次的分家，達瑪雲丹與他

 
235  直貢•旦曾白瑪堅參(འqི་Jང་བ ན་འཛ�ན་པ�ྨ་�ལ་མཚན)，《直貢法嗣》(འqི་Jང་གདན་རབས་གསེར་2ེང)（藏文版）拉薩：

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89，頁 101，104。 
236 策旺‧多吉仁增，《德格土司傳》(�ེ་དགེ་�ལ་རབས)（藏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頁 10-

11。 

237 ]གས་iང་ 亦為二種傳統、慣習，分別指宗教(tའི་]གས་/t་ཆོས)與世俗事務(མི་]གས་/མི་ཆོས)。策旺‧多吉仁增，

頁 11。 
238 原書寫為貢卷(@ོམ་Gོན་/sgom-byon)，應是抄寫錯誤。 
239 波蜜縣歷史資料整理小組(vོ་བོ་dོང་ལོ་cས་c་ཆ་ལེགས་�ིག་ཚ3་?ང)編，《波蜜史》(vོ་བོའི་ལོ་cས)（藏文版）拉薩：西藏

人民出版社，1988，頁 67-69。 
240 陳金鍾著譯，《西藏波蜜政教史及其他》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7，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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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叔叔曲丁巴一樣，前往波蜜發展，並兼任地方統治者，開啟波蜜一帶政教合一

之先河。至於巴吉堅贊，則留在本家鄧柯。《甘珠爾目錄》則說，巴吉堅贊的長

子，後來從多康到了波蜜，繼承曲丁巴的事業，傳下了家支旁系(དབོན་2ད)，人稱「普

龍第巴．托嘎瓦」(�་bང་�ེ་པ་ཐོག་ཀ་བ)，為當地政治領袖。241 

 

噶爾家族第 30代為巴吉堅贊的三位公子：鄔金巴(ཨོ་�ན་པ)、索南仁欽(བསོད་ནམས་

རིན་ཆེན)、吾巴．固如(`་པ་�་A)。由於在 19 世紀以前，已經有索南仁欽與吾巴．固如

是噶爾欽．耶謝桑波之子的說法，因此，《德格王統記》同時保留了兩種版本的

系譜。242。正因為此二人竟係 29或 30代人的說法不一，而策旺多吉仁增並未斷

言哪一種版本是正確的，導致後來在闡述德格系譜的順序時，有各種記算世代的

版本出現，筆者則採用第一種版本。至於年代最早的《甘珠爾目錄》也說索南仁

欽是耶謝桑波之子，吾巴．固如則為其侄(དབོན་པོ)。243筆者認為，這段時期的書寫

混亂，除了可能肇因於口傳歷史的偏誤，也是因為此時的噶爾家族正在經歷擴張

與分家的過程。20世紀所書寫的波蜜噶朗王系(ཀཿགནམ་�ལ་རབས)祖源歷史敘事，與德格

家族同樣追溯至噶爾家族，且無獨有偶地，在噶爾．曲丁巴前後的幾代人的記述

方面，存在著人名重複但各種版本的輩分與世系混亂的情形。 

 

再次地，《德格王系史》也將比丘索南仁欽稱為貢敦，可見他兼具家長與宗

教導師的身分。索南仁欽拜薩班為師，任職索本(གསོལ་དཔོན)多年，受八思巴賞識，稱

之為「富有四財244十善之士夫(�ེ་བཞི་དགེ་བNའི་ཏོན་ཏན་9ིས་wག་པའི་)ེས་()」，數代以後，噶爾家族

遂以此名號之略稱，改名為德格。1260年，忽必烈拜八思巴為帝師245，索南仁欽

也同時得忽必烈敕封為多墨東本(མདོ་�ད་�ོང་དཔོན)，授與水晶印璽、軍隊與官銜，從此

之後，索南仁欽下半生便在薩瑪(ས་དམར)建寺，寺僧多達千人，而德格家族遂以薩

瑪為根據地發展。根據《甘珠爾目錄》所記，索南仁欽的領地較小，僅限於薩瑪

一帶（金沙江右岸，約在今日白玉縣南區沙馬鄉，屬於廣義的三岩[ས་ངན]地區），

而當時所封的頭銜則為「薩瑪東本」(ས་དམར་�ོང་དཔོན)。246 

 

由於索南仁欽是出家人，所以薩瑪東本的職位由吾巴．固如這一家支繼承。

31代家長達瓦桑布(7་བ་བཟང་པོ)也同樣為宗教導師，入京授封，繼任東本。達瓦桑波

之後，該家族在薩瑪又發展了約 100 年，至 14 世紀末，已歷 4 代，傳至 35 代

人。 

 

 
241 司徒•曲吉窮乃，頁 397。 
242 策旺多吉仁增，頁 11。 
243 司徒•曲吉窮乃，頁 397-398。 
244 四財：佛法所說的四種圓滿財(Wན་ཚ3གས་�ེ་བཞི)：錢財、解脫、享受、佛法。 
245 《元史‧卷四‧世祖一》：「［中統元年十二月丙申…］以梵僧八合思八為帝師，授以玉印，統

釋教。」見：宋濂等，《元史‧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76，頁 68。 
246 策旺多吉仁增，頁 12。司徒•曲吉窮乃，頁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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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噶爾家族從衛藏至鄧柯後的第二次分家。第 35 代人德欽索南桑波(བདེ་

ཆེན་བསོད་ནམས་བཟང་པོ)在母親過世後，為了替母親清淨罪障(jིབ་�ོང)，到了噶陀寺(ཀཿཐོག་mོ་Vེ་གདན)

出家，嗣後不再願意回家。後來根據的預言「將來會逐漸統治由大成就者(Zབ་ཐོབ་ཆེན་

པོ)加持、地勢如同八吉祥(བn་ཤིས་?གས་བ�ད)的地方，並且子嗣傳承將會青出於藍」247，

索南桑波遂移居當時仍為靈蔥屬地的龔埡(�ང་ར)，成為當地的首領，該家族以德格

之名為人所知。248至於索南桑波和曲吉多吉的兄弟──本欽．更敦堅贊(དཔོན་ཆེན་དགེ་འ�ན་

�ལ་མཚན)與其子──第 36代人貢波松(མགོན་པོ་ག$ངས)──則留在薩瑪繁衍子嗣。249直到今日，

薩瑪地區還流傳著該地為德格王家鄉的說法。250 

 

二、奠基時期──15世紀上半葉至 17世紀初 
 

遷至龔埡以後的歷史方面，各種文獻對德格家族系譜的敘事版本便不再有

太多出入。 

 

第 36 代當中的次子博塔．札西僧格(བོ་ཐར་བn་ཤིས་སེ�ེྒ，1399-1457)請來名僧湯東

嘉波(1361/1365-1486)。湯東嘉波指示，按照蓮花生的預言，若能將此地做為首

府，成立寺院，並由持守出家戒律者(�ོམ་བNན)代代相傳，世俗與宗教的發展都會水

到渠成。251遂於 1448年成立湯嘉經堂(ཐང་�ལ་,་ཁང)──後來規模擴大為家廟「倫珠頂

（�ན་Zབ་�ེང་ 也即更慶寺[དགོན་ཆེན]，倫珠義詞，意為水到渠成）」。此後，該家族原則上

以長子出家為僧，擔任更慶寺主，次子為俗，承襲家族，乃成原則；若係單傳，

則由家長兼任寺主。252如此說法，在今日幾乎已經成為通說。 

 

第 37代包括博塔的長子喇嘛巴滇僧格(�་མ་དཔལ་lན་སེ�ྒེ)和次子堅贊奔(�ལ་མཚན་འ(མ，

1430)。巴滇僧格在倫珠頂的山陽側建立僧團，後來稱為寧貢（ཉིན་དགོན་ 山陽側的寺

院）。堅贊崩則成家，育有四子，其中的本欽．阿俄(དཔོན་ཆནེ་ཨ་h，1458-?)為第 38代

家長，他有 7位子女。253可見，此時倫珠頂的出家僧團與德格家族是分開的。 

 

宗教方面，在德格家族第 37代人巴登僧格開始，德格家族各家支的男性成

 
247 司徒班欽指出該預言者為第七世噶瑪巴‧卻札嘉措(ཀy་པ་ ༧ ཆོས་6གས་�་མཚ3་ 1454-1506)，但應屬誤植，

因為七世噶瑪巴約與德格家族第 38 代人同期，晚了索南桑波將近一世紀。徐欽在《丹珠爾目

錄》中，將預言者寫為卻札嘉措與悟巴‧曲吉多吉，但到了《咕札教法史》時，預言者只記

為曲吉多吉，《德格王統記》亦同。見 :ལ་\ིམས་རིན་ཆེན，《�ེ་དགེའི་བ ན་འ(ར་8ི་དཀར་ཆག》folio 326；郭若扎西，

頁 924。策旺多吉仁增，頁 15。 
248 司徒•曲吉窮乃，頁 398；:ལ་\ིམས་རིན་ཆེན，《�ེ་དགེའི་བ ན་འ(ར་8ི་དཀར་ཆག》folio 326。 
249 Ibid，頁 398。 
250 蒙藏委員會委員覺安慈仁(བཅོ་�་ཚ�་རིང)報導。（採訪時間：2015 年 10月 21 日，地點：臺北，蒙藏

文化中心） 
251 司徒•曲吉窮乃，頁 398-399。策旺多吉仁增，頁 16-17。 
252 德格縣志編纂委員會，《德格縣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頁 442。 
253 司徒•曲吉窮乃，頁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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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就已經開始前往新成立的薩迦派俄爾支派祖庭「艾旺卻登寺」（ཨེ་ཝཾ་ཆོས་lན་即俄爾

寺[ངོར་དགོན]）拜該寺方丈（稱為俄爾堪欽[ངོར་མཁན་ཆེན]，詳見第五章說明）為師，代代

如此。到了向巴彭措執政時期，德格家族與俄爾寺關係更形緊密，形成獨尊薩迦

派，建立以俄爾支派為主的完整宗教治國體系。 

 

本欽．阿俄的子女為第 39代人，其中久鄧．南卡倫桑(ཇོ་དན་ནམ་མཁའ་�ན་བཟང)十分

投入佛教修行，很可能是出家人。家業由其兄弟嘉沛(�ལ་འཕེལ，1490-?)主持，傳下

第 40代人，共 3人。254 

 

第 40代，長子為喇嘛貢噶仁欽(�་མ་Xན་དགའ་རིན་ཆེན，1515-?)，也稱為德格拉康巴

(�ེ་དགེ་,་ཁང་པ)。他在倫珠頂興建了喇章的佛堂(�་%ང་གི་,་ཁང)，255使佛堂與統治家庭共用

空間(,་ཁང་�་%ང་$ང་འ%ེལ)，256拉近了統治者德格家族與出家寺院倫珠頂在行政管理方面

的關係。 

 

貢噶仁欽的幼弟多吉倫珠(mོ་Vེ་�ན་Zབ，1546-?)，多吉倫珠的長子噶瑪松(ཀH་{ང)成

家，次子格薩比(དགེ་སར་བིར)則出家為僧，法名札巴倫珠(Yགས་པ་�ན་Zབ)，他在倫珠頂建立

護法神殿，專修密宗。257他們都屬於第 41代人。噶瑪松的家支出了許多僧人，

傳到 17世紀初，有一僧人喇嘛札西嘉措(�་མ་བn་ཤིས་�ལ་མཚ )，在宗教修行成績斐然。只

有 18世紀《丹珠爾目錄》還有這個旁支家系的紀錄，此後便未在見到了。258司

徒班欽並未對多吉倫珠一系多做說明，可能是這一旁支雖然並未分家，但離家族

的權力中心較遠。 

 

  

 
254 司徒•曲吉窮乃，頁 399。 
255 Ibid，頁 399。 
256 策旺多吉仁增，頁 18。 
257 Ibid. 頁 18-19。 
258 噶瑪松有二子，為 42 代人：貢波(མགོན་པོ)、倫珠(�ན་Fབ)。長子貢波有四子，為第 43 代人：喇嘛

索南堅贊(1་མ་བསོད་ནམས་�ལ་མཚན)、嘎桑崩(,ལ་བཟང་འ*མ)、貝瑪桑珠(པ�ྨ་བསམ་Fབ)、貢噶才旦(=ན་དགའ་ཚ�་བsན)。嘎桑

崩之子喇嘛札西嘉措(1་མ་བ^་ཤིས་�་མཚ3)為第 44 代，修行卓然有成。見：司徒•曲吉窮乃，頁 399。

ལ་\ིམས་རིན་ཆེན，《�ེ་དགེའི་བ ན་འ(ར་8ི་དཀར་ཆག》folio 166b-16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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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倫珠頂與德格法王 

 

一、德格家族第 42代，第 1代座主法王──喇欽向巴彭

措 
 

貢噶仁欽的大弟南卡(ནམ་མཁའ)之子倫圖（�ན་.བ་ 也稱為倫珠圖[�ན་Zབ་.བ]）繼承了

家業，成為第 41代家長，育有 6 個兒子，為第 42代人，他們的生存年代，約在

16世紀末至 17世紀上半葉。 

 

（一） 家庭成員在宗派傾向上各有選擇，在政務上則分工合作 

 

約在 16世紀末，倫圖的長子──德格喇嘛．貢噶嘉措(�ེ་དགེ་�་མ་Xན་དགའ་�་མཚ )與多康

寧瑪派的伏藏師(གཏེར་�ོན)關係密切，並持續與薩迦派的俄爾寺保持關係，拜俄爾堪

欽們為師，過著宗教生活，在倫珠頂為中心，向弟子們傳授佛法。他去世以後，

舍利藏於德格家中。259 

 

倫圖的次子本欽．魯沛(དཔོན་ཆེན་P་འཕེལ)繼承了家業，然而，三子喇欽．向巴彭措

也稱為但卻倫珠(དམ་ཆོས་�ན་Zབ)，則成為實際上的政治領袖。四子為本欽．噶瑪(དཔོན་ཆེན་

ཀH)260。《丹珠爾目錄》指出，倫圖的第五子為喇嘛拉松(�་མ་,་{ང)，潛心修佛；第六

子為喇嘛噶瑪桑珠(�་མ་ཀH་བསམ་Zབ)，為噶瑪岡倉(ཀH་ཀཾ་ཚང)學派的信仰者，住在離倫珠頂

較遠、金沙江畔的汪布頂(དབང་པོ་�ོད)，本欽．魯沛、本欽．噶瑪則皆住在谿卡（གཞིས་

ཀ་政治菁英家族或貴族的世襲莊園）裡。261 

 

可見，到了 42代人時，德格家族成員的分工很明確：在家成員合作處理政

務，出家成員只管修行佛法，住錫於倫珠頂。按照《德格王系誌》所述，除了幼

弟喇嘛噶瑪桑珠，其他兄弟都住在倫珠頂。在倫珠頂，喇嘛貢噶嘉措、喇嘛向巴

彭措、喇嘛拉松等 3人是出家人，也許各有喇章，他們會向衛藏的薩迦喇嘛們學

法，而其中只有喇嘛向巴彭措兼管政務。本欽．魯沛與本欽．噶瑪則以俗官的身

分住在倫珠頂，長期協助向巴彭措處理政務(?ག་འZས་�་ཆེན་�ན་ཚ གས་ཞབས་འདེགས་བ5ནོ)262。 

 

由於第 42代人都是同父同母的手足，關係較為緊密，相對地，在權利義務

的分配上，也須要比較平等，才能維持家族權力中樞的穩定。唯一的兩位在家人

 
259 策旺多吉仁增，頁 20-22。 
260 策旺多吉仁增，頁 35。 
261 司徒•曲吉窮乃，頁 399-400。谿卡泛指貴族世襲的莊園。但在《德格王統記》中，稱倫珠頂

所在地為谿卡。所以，住在谿卡的意思就是仍然居住在倫珠頂，並未分家。 
262 策旺多吉仁增，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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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沛與噶瑪都住在倫珠頂，並未分家，後來他們的兒子都曾擔任倫珠頂的住持，

因此，此二位在家成員的子嗣，似乎在家庭的權利繼承方面，有著平等的權利（當

然，這也可能是避免分家而經過協調的結果）。 

 

第 42代人當中，最為突出的是向巴彭措，他與第 43代的三位座主法王，在

家族經歷兩次分家與遷徙之後，於 17世紀開創了德格家族第一次的霸業。宗教

上，他基本奠定了獨尊薩迦俄爾支派的基礎；政治上，向巴彭措在固始汗軍事侵

略多康的 1639-1640年前後，向鄰近部落發動攻擊，擴張了德格的版圖，奠定了

後來轄境的大致規模。 

 

（二）獨尊薩迦派俄爾支派的開端，豎立政教法規 

 

向巴彭措請到 17 世紀上半葉薩迦派內部影響力極大的俄爾寺第 21 任堪欽

祝康．班秋堅贊（�བ་ཁང་དཔལ་མཆོག་�ལ་མཚན，1599-1671，任期 1667-1671）至德格整頓宗

教事務。班秋堅贊最晚在 1616 年263抵達德格，雙方結成施供(ཡོན་མཆོད)關係，向巴

彭措視班秋堅贊為最重要的上師。264根據噶瑪降村的用詞，他最初到德格時，是

以夏仲（ཞབས་0ང，艾旺卻登寺家族世襲的堪欽候選人）身分前來的。265 

 

班秋堅贊的弟子遍布阿里、多康、衛藏，其中包括許多夏魯寺(s.b)與俄爾寺

的堪欽們。266 

 

向巴彭措於班秋堅贊的協助下，為倫珠頂新訂立了以薩迦派俄爾寺傳統為主

的寺院修學規範，並且新修佛堂與佛塔。267向巴彭措還制定了《十六種清淨法規》

(གཙང་མ་བN་0ག་པོ་ཡི་Oིམས)268，做為佛教治國的準則；並規定，此後倫珠頂座主法王的，只

能由出家人擔任。269出家人任座主法王的規定，一直沿用到 19世紀上半葉： 

 
དེ་�ར་�ོན་ལས་ག�ང་བ2ད་དངོས་Mམས་ནི། །རིམ་པར་h་མ་གཤེགས་ནས་'ི་མ་ཡིས། །རིམ་བཞིན་གདན་སའི་aར་བཞེས་གནང་བ་དང་། །དེ་ཡང་_་

མཆེད་མེད་�བས་མ་གཏོགས་པར། །རབ་འDང་ཁོ་ནས་གདན་སའི་aར་བཞེས་པ། ། 

 

 
263 由班秋堅贊主持奠基的新佛堂「桑珠通卓欽莫」(བསམ་Fབ་མཐོ་6ོལ་ཆེན་མོ)是在 1616 年前後興建的，表

示班秋堅贊在此之前已經抵達德格。見 མཁན་པོ་,ལ་Qན་ཚ�་རིང，頁 24。 
264 :ལ་\ིམས་རིན་ཆེན，《�ེ་དགེའི་བ ན་འ(ར་8ི་དཀར་ཆག》folio 166b. 原文寫為「རིགས་!ི་ཅོད་པཎ་གཅིག་�་ཉིད་/་མངའ་གསོལ་ལོ།།（將其奉為

唯一的部主冠冕）」。部主冠冕也稱為部主(རིགས་བདག)是佛教密宗的詞彙，用來指稱與修行者本人

關係最密切的密宗上師。由於密宗信仰者按印度風俗，以稽首上師足下表示敬師，所以用冠

冕(ཅོད་པཎ)一詞指代師長。 
265 噶瑪降村(ཀy་�ལ་མཚན)，《德格史話》(�ེ་དགེ་ཆོས་འ.ང)（藏文版），香港：香港亞洲出版社，1994，頁 19。 
266 麥波編著，2004，頁 130-131。 
267 མཁན་པོ་,ལ་Qན་ཚ�་རིང，《�ེ་དགེ་དགོན་ཆེན་དགོན་པའི་ལོ་cས་བ&གས་སོ།།》（更慶寺印製，內部流通，未出版）2000，頁 92-93。 
268 也稱為《德格舊律》(�ེ་དགེ་\ིམས་5ན་མ)。噶瑪降村，1994，頁 18。 
269 策旺多吉仁增，頁 28-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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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如是往昔實際繼承者， 

皆依序於前者謝世後， 

後者接續承繼座主責， 

復次除非無有昆仲時， 

唯出家者方能繼法座。270 

 

考察向巴彭措與班秋堅贊二人對倫珠頂的規劃可知，德格家族到了 17世紀，才

真的開始有系統地、大規模地獨尊薩迦派及其俄爾支派。 

 

（三）此時期的軍事擴張，奠定德格轄境的大致範圍 

 

向巴彭措雖然出家，同時成為許多不同宗派寺院的寺主(རསི་མེད་6ི་ཆོས་�ེ་མང་པོའི་བདག་

པོ) ，但他主要致力的方向仍是政務。271在第 41代人之前，德格的轄境範圍仍然

不大，周邊有許多部落，包括白利、貢覺、桑珠用（བསམ་Zབ་གTང་鄰近貢覺）、東熱

第巴（�ོང་ར་�ེ་པ་ 理塘所屬，今白玉縣一帶）、拉如本（,་A་དཔོན་ 今德格縣玉隆一帶）

等。根據《德格王統記》記載指出，當時靈蔥治下的小頭人(Eིང་གི་དཔོན་:ན་འགའ)、白利

王等人，貪圖堡壘、屬地、女子與權力(མཁར་!ོང་(་མེད་�ོབས་ལ་ཆགས་པ)，因此向巴彭措採用

強烈手段（原文寫做「使用忿怒的行為[Oོས་པའི་བ�ལ་Tགས་6ི]」），向四面出兵，征討這些

部落首長。同時，固始汗也對向巴彭措恭敬有加，予以奧援。272 

 

經過 1639-1640 的戰事，固始汗將原屬白利王的鄧柯、石渠、玉隆(ཡིད་�ང)、

雜廓（!་ཁོག་ 也稱為扎柯）、絨壩岔(རོང་བ་ཚ)等地贈與向巴彭措；其他地方領袖，至此

也相繼依附德格。273 

 

策旺多吉仁增在《德格王統記》中表示，本來德格的宮殿裡藏有拉薩版的家

族史(,་སར་དཀར་ཆག)，但這些文本在他的母親策旺拉姆執政時期，在翻修宮殿的過程

中毀盡，所以在 19世紀時，即便身為德格王，策旺多吉仁增對於向巴彭措時期

的歷史，也只能剩下一些僅憑臆測的、不清楚的 (འོལ་ཚ ད་�་(་ལས་ཞིབ་གསལ་མེད་པ) 記述，無

法詳細陳述。274根據策旺仁增篩選過的材料，當時擴張的範圍與過程大致如下： 

 

1. 龔埡首領策察措巴．貢布(ཚ+་ཚ་ཚ ་པ་མགོན་པོ)被殺後，該地遂由向巴彭措佔領，

 
270 Ibid，頁 119。 
271 司徒•曲吉窮乃，頁 399。 
272 策旺多吉仁增，頁 23-25。 
273  朱革（編），〈藏傳佛教在康區的傳播〉，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員會

（編），《甘孜州文史資料‧第 16 輯》，康定：甘孜報社印刷廠，1998，頁 186。 
274 策旺多吉仁增，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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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洛洞(འཁོར་ལོ་མདོ)也在此時投誠； 

2. 麥宿(Hེ་ཤོད)原為靈蔥轄下頭人領地，由於內鬨，向巴彭措趁機奪取該地； 

3. 白埡(Qེ་ཝར)不知原來的領導家族為何，僅知是向巴彭措發兵奪得的； 

4. 北方江達一帶桑珠用所屬的康多撮日(མཁར་མདོ་�་རི)原來也是靈蔥轄下頭人

領地，其內部官員達瑪師利(དྷH་ ¡ི)趁頭人離境時策反，將該地獻給向巴彭

措； 

5. 貢覺女王(གོ་འཇོ་དཔོན་མོ)275轄地，包括古色得尼(X་སེ་�ེ་gིང)、古色德薩(X་སེ་�ེ་གསར)、

波魯(Qོ་b)等地，多遭頭人策反，獻給向巴彭措； 

6. 今日白玉縣所屬的噶傑(�་Vེ)、熱加(རག་ཆབ)等地部落首領，紛紛投誠。276 

 

向巴彭措執政的後期，已將德格的轄境基本底定，建立了 18 個行政區──宗(!ོང)，

徐欽讚頌向巴彭措在政治與宗教方面的事蹟，甚至法王阿育王(ཆོས་�ལ་ཨ་ཤོ་ཀ)亦難望

其項背。277咕如札西則稱他為「世間的祖先」(འཇིག་?ེན་9ི་མེས་པོ)278，此時的德格家族。

已經成為康北的霸主。 

 

在政治版圖大致底定後，向巴彭措又讓班秋堅贊在轄境內推廣以俄爾支派

為主的薩迦派教法。在班秋堅贊造訪了每個較大的宗以及寺院，建立宗教聯繫。

據說，當時在德格轄境內的寺院已達百所之多，皆與班秋堅贊有佛法方面的聯繫。

大多數的寺院都成了艾旺卻登寺的分寺，279僅德格附近的靈蔥地區，就有 25所

薩迦寺院280。當時還規定必須朝禮艾旺卻登寺，並將倫珠頂訂為首都的中心點。
281根據《艾旺卻登寺誌》（ཨེ་ཝཾ་ཆོས་lན་9ི་ལོ་2ས་ 即俄爾寺誌）記載，班秋堅贊在 1667年

上任堪欽之前，在德格待了很長一段時間。282  

 

二、向巴彭措叔侄時期：1640s年代以後 
 

向巴彭措很可能是第 42代人之中最長壽的，當他圓寂後，在他諸多侄子當

中最優秀的(དབོན་ཆེན)喇嘛貢噶彭措(�་མ་Xན་དགའ་�ན་ཚ གས，1612-?)按例（兄弟中年紀最長的

出家人）繼任法座，283而不是由向巴彭措其他 3位出家的兄弟即位，原因很有可

能是當時他們皆已亡故。貢噶彭措被為《德格王統誌》追認為倫珠頂第一代座主，

是一位精通各種知識、宗教儀規的座主法王。284 

 
275 應為康珠(མཁའ་འ6ོ)。來作中、鄧俊康，〈德格土司家族的由來發展及其社會制度〉，頁 19。 
276 策旺多吉仁增，頁 25-26。 
277 :ལ་\ིམས་རིན་ཆེན，《�ེ་དགེའི་བ ན་འ(ར་8ི་དཀར་ཆག》folio 166b. 
278 郭若扎西，頁 926。 
279 策旺多吉仁增，頁 29。 
280 噶瑪降村(ཀy་�ལ་མཚན)，1994，頁 18-19。 
281 =ན་དགའ་བ ན་པའི་ཉི་མ，p769. 
282 མཁན་Iབ་བ ན་Dིང་པོ，《ངོར་ཨེ་ཝཾ་ཆོས་Qན་8ི་ལོ་cས་ངོ་མཆར་ནོར་*འི་2ེང་བ་ཞེས་G་བ་བ&གས་སོ།།》香港：天馬圖書，2004，頁 93。 
283 司徒•曲吉窮乃，頁 399。 
284 策旺多吉仁增，頁 35。:ལ་\ིམས་རིན་ཆེན，《�ེ་དགེའི་བ ན་འ(ར་8ི་དཀར་ཆག》folio 167a.不知為何，《德格王統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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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巴彭措的二哥本欽．魯沛有兩位妻子，第一位生下 3 子：長子鄔延札西

(�¢ྻན་བn་ཤིས)、次子喇嘛貢噶彭措、三子本波嘉沃(དཔོན་པོ་�་བོ)；第二位妻子則生下 2子：

喇嘛桑傑丹巴(�་མ་སངས་�ས་བ�ན་པ，1616?-1687)，另一子不詳。魯沛的弟弟本波噶瑪也

有 3子：喇嘛千秋(�་མ་ཆེ་མཆོག 1613-?)、巴雜透美(དཔལ་5ལ་ཐོགས་མེད)、玉嘉(ག/་�ལ)。285 

 

雖然沒有正式寫入德格家譜中，但司徒班欽在自傳中提到，第六世司徒．卻

嘉米旁聽列饒丹(སི་R་ ༦ ཆོས་�ལ་མི་ཕམ་:ིན་ལས་རབ་བ?ན，1620s?-1682)據說是喇嘛貢噶彭措母方

的兄弟(མ་¤ན་�་འ¥ངས)，他也稱喇嘛貢噶彭措為哥哥。286以上是第 43代人。 

 

由於統治家族第 43代 8、9位男性成員，分別由 3位女子生下，有的是同

父異母，有的是堂兄弟關係。雖然都是同家兄弟，但血緣不同，關係自然不如第

42代的掌權成員們那樣密切。 

 

扣除魯沛那位身分不詳的孩子之外，第 43代的俗人共有 4位：鄔延札西在

家，是主要的家支（他仍然住在倫珠頂），與他同父同母的幼弟本波嘉沃則住在

金沙江畔的汪布頂；從嘉沃的名號有本波（དཔོན་པོ་ 長官或官員之意）一詞看來，他

應該是汪布頂的管理者。 

 

巴雜透美與龔埡一帶的靈蔥家族作戰時，取得彪炳的戰功；玉嘉則據說曾

與靈蔥王格薩爾(གེ་སར)交戰，育有一子喇嘛阿旺札西(�་མ་ངག་དབང་བn་ཤིས)。287這些戰事應

該發生於 1639-1640年德格向外擴展疆域的過程。筆者推斷，巴雜透美與玉嘉二

人，很有可能如同他們的父親本欽．噶瑪，住在倫珠頂，協助座主法王處理政務。 

 

三、第 43代人，第 2代座主法王喇嘛貢噶彭措 
 

在幾份涉及德格家譜的文獻中，對於固始汗將土地獻給向巴彭措之後，到

貢噶彭措卸任為止，都缺乏細節的記述，都只是讚頌貢噶彭措本人的學識，提到

他主持同時主持教政二務，如此而已。〈吠琉璃瓔珞〉只用一句話概括了他和喇

嘛千秋的執政：「Oི་རབ་གཉིས་པ་Xན་དགའ་�ན་ཚ གས། ག@མ་པ་ཆེ་མཆོག་Mམས་6ི་�བས་.གས་2ད་འཇམ།」（第二任座主貢

 
將貢噶彭措視為第一代座主法王(ཆོས་�ལ་གདན་རབས་དང་པོ)，然而同時也將向巴彭措視為歷代法王之首。

當代的大部分文獻，幾乎都將向巴彭措記為第一代座主法王。 
285 策旺多吉仁增，頁 35-36。 
286 母方的兄弟一詞，也可以解釋成同母的兄弟，但前者的可能性較大，因為從後來的發展看來，

六世司徒與德格家族並無骨系的血緣關係，否則他應該也會稱向巴彭措為叔叔。六世司徒稱

呼貢噶彭措為 u་བོ་（khu-bo 音譯庫沃），這個詞彙通常是用來稱呼叔伯的，但有時也用於稱呼

兄長。ཆོས་!ི་འ.ང་གནས་ folio 3a-3b. 
287 策旺多吉仁增，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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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彭措、第三任千秋，均屬宅心仁厚。）288反映在這兩位座主執政時期，德格家

族很可能並未持續對外征戰。 

 

（一） 第 2 代法王貢噶彭措及掌權時期考 

 

據說，貢噶彭措在位時間不久(¦ེབས་�ང་མི་ཆེ་ཙམ་Dང)289。不過，筆者認為：在 1639

年以後，向巴彭措從固始汗處接收了鄰近部落，隨即將部分權力交給了 43代人

當中輩份最高的僧人貢噶彭措；在向巴彭措去世之間，有很長一段時間，名義上

的政教領袖雖然仍是向巴彭措，但實際上貢噶彭措已經參與了政務與教務。基於

對向巴彭措的敬重，固始汗並沒有統治德格，也沒有另行派任第巴，而是讓德格

家族繼續管理擴張後的轄境。而倫珠頂在 1640-1660s 期間的歷史紀錄，似乎陡

然消失。這顯然是刻意的空白，且很有可能與倫珠頂的薩迦派出家僧人們（包括

德格家族成員）對寧瑪派、特別是對伏藏師們的排斥態度有關。 

 

筆者如此主張的理由，有下列數點： 

 

首先，向巴彭措的兄長喇嘛貢噶嘉措雖然被稱為德格成就者(�ེ་དགེ་Zབ་ཐོབ་པ)，但

關於他的事蹟紀錄，完全是宗教性質的，貢噶彭措在家族的政治發展方面，似乎

全無參與，但他圓寂後舍利藏於家中一事，尚記錄於《德格王系史》，並且使用

敬語「涅槃(§་ངན་འདའ་བ)」描述他的亡故。與此相對，所有文獻都將向巴彭措描述為

政教功績厥偉的先祖，但對他的事蹟戛然而止，卻不約而同地只留下同樣單調的

描述：《甘珠爾目錄》對此全無記錄；《丹珠爾目錄》用了敬語 _་གཤེགས་ (sku-gshegs)，

表示去世，但也未多置一詞；《德格王統記》則是寫道：「�་ཆེན་གཤེགས་ནས་གོང་དེའི་�ལ་ཚབ་R། །གསེར་

Oིར་ཕེབས་པ་གདན་རབས་དང་པོའོ། །」（喇欽去後乃任其攝政，登上金座為首任座主）其中，གཤེགས་

པ་ (gshegs-pa)為雙關語，有離開或去世的意思；同樣地，攝政(�ལ་ཚབ)一詞，在前任

在世與去世的二種情境中皆可使用。因此，我們無法確知究竟貢噶彭措是在向巴

彭措圓寂後、或是離開後繼任法座的。後世與德格家族或薩迦派相關的史書撰寫

者，似乎有意避談向巴彭措在 1640以後的事蹟。 

 

其次，向巴彭措一手擴建倫珠頂，但《德格王系史》卻將貢噶彭措認定為倫

珠頂的第一任座主法王。只有《咕扎教法史》與當代的文獻，才追溯向巴彭措為

第一代座主法王。這很可能是因為後來與堪欽班秋堅贊於固始汗的軍事侵略結束

後再次訪問多康時，真正與他合作發展俄爾支派各分寺的主人，其實是貢噶彭措。 

 

此外，由司徒班欽的弟子──蘇爾莽．噶瑪策旺袞恰($ར་མང་ཀH་ཚ+་དབང་Xན་4བ，circa 

 
288 Iབ་བ ན་ཆོས་!ི་Hང་པོ་འཇམ་དཔལ་Fབ་པའི་1ོ་6ོས，〈ས་'ོང་�ེ་དགེའི་�ལ་རབ་མདོར་བLས་བཻ�Vའི་དོ་ཤལ།〉in Iབ་བ ན་ཆོས་!ི་Hང་པོ་འཇམ་དཔལ་Fབ་པའི་1ོ་6ོས，

《དཔལ་eལ་པད་ནོར་Iབ་བ ན་ཆོས་!ི་Hང་པོའི་བཀའ་འ*མ་》Vol. 1, Bylakuppe: Nyingmapa Monastery, 1987, p. 148. 
289 司徒•曲吉窮乃，頁 400。郭若扎西，頁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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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th ) ──所寫、成書於 18世紀的《岡倉噶舉金鬘史》(ཀཾ་ཚང་བཀའ་བ2ད་གསེར་:ེང)提到：

出生於德格麥宿的第六世司徒在噶瑪寺坐床後不久，固始汗開始對多康的侵略290，

第十世噶瑪巴要求司徒離開噶瑪寺(གདན་པ་བར)，與他一道前往麗江，該年應是 1642

或 1643年291。師徒一行途經德格時，獲得德格家族的接待與物資援助，還在德

格暫住；六世司徒並將許多佛經、佛像、佛塔交給當時的德格喇嘛(�ེ་དགེ་�་མ)，292而

在司徒班欽自傳裡所提到當時的德格喇嘛，正是貢噶彭措；六世司徒在流亡路經

德格期間，還特別強調貢噶彭措是他的兄弟293，顯示當時貢噶彭措的權力已經不

小。因此，貢噶彭措實際掌權時間，應不晚於 1643年。 

 

因此，1640-1660s 之間，應該可說是向巴彭措與貢噶彭措這對叔侄共同掌

權的時代。1640年以前，在當時還是夏仲的班秋堅贊主持下，倫珠頂成了一所以

薩迦俄爾支派出家人為主的寺院，甚至向巴彭措本人也在軍事擴張行動結束後出

了家。294 

 

（二） 向巴彭措與貢噶彭措叔侄時期薩迦派對寧瑪派的態度 

 

雖然向巴彭措傾力支持俄爾支派在德格發展出家僧團為主的寺院制度，但

他與貢噶嘉措也同時對當時遊歷吐蕃各地的寧瑪派伏藏師(གཏེར་�ོན)295們及其所傳

播的佛法感到興趣。當時一位寧瑪派的伏藏師敦督多吉(གཏེར་�ོན་བ�ད་འ�ལ་mོ་Vེ，1615-

1672) 出身德格，年幼時在倫珠頂由班秋堅贊傳皈依戒後，由貢噶堅贊剃度出家。
296他後來還俗，成為伏藏師，並於 1656年應邀至德格王宮傳法。敦督多吉的親

 
290 原文寫做「དེ་ནས་eན་རིང་མ་ལོན་པར་གཙང་སོག་གི་/ས་ཟིང་ལང་པའི་pེན་8ིས་་་」（隨後不久，由於藏巴發生蒙古人的動亂…）。

見：ཆོས་!ི་འ.ང་གནས་ folio 2a. 
291 按照 Stein 的說法，在 1641 年以前，噶瑪巴在多康與雲南都是十分有力量的。見：Rolf Alfred 

Stein, Tibetan Civiliza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83. 
292 ཀy་ཚ�་དབང་=ན་�བ，《bབ་བcད་ཀy་ཀཾ་ཚང་བcད་པ་རིན་པོ་ཆེའི་"མ་པར་ཐར་པ་རབ་Gམས་ནོར་*་�་བ་?་ཤེལ་8ི་2ེང་བའི་�་ ་ཀ་>ི་མའོ》，收入嘎瑪降澤(ཀy་

�ལ་མཚན)編，《司徒班欽文集：全十四冊：藏文》(སི་B་པཎ་ཆེན་ཆོས་!ི་འ.ང་གནས་!ི་བཀའ་འ*མ་བ&གས་སོ།།)第 13 冊，成

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2，頁 327。 
293 ཆོས་!ི་འ.ང་གནས་ folio 3b. 
294 《德格王統誌》寫道：「ས་ངོར་བ ན་པའི་@ོར་&གས་ཤར་ཆེན་པ། །ཤེས་རབ་འ.ང་གནས་ལ་སོགས་དམ་པ་བ ེན། །ཡོངས་dོགས་སོ་སོར་ཐར་དང་Gང་Iབ་སེམས། །རིག་

འཛ�ན་7གས་!ི་�ོམ་པ་དང་�ེས་འqེལ། །ཟབ་�ས་ཆོས་!ི་བ/ད་�ི་ངོམས་གསོལ་བས། །」（入於薩、俄教門且依止，夏欽‧謝饒炯內等大

德，圓滿獲得別解脫、菩薩、持明密咒律儀並因此，酣飲甚深廣大法甘露…）入於教門(བ ན་པའི་

@ོར་&གས)即是出家之意，「依止」(བ ེན་པ)則是親近、依師學習的意思。至於別解脫(སོ་སོར་ཐར་པ)對出家

人而言，是指正式的出家戒。向巴彭措主要的上師為班秋嘉參，班秋嘉參又是謝饒炯內的弟

子，而艾旺卻登寺的在任堪欽，有傳授出家戒的義務，所以向巴彭措很可能是在班秋嘉參即

任為堪欽（1625 年）之後，前往俄爾寺正式受戒出家的。 
295 伏藏師是一群出現於 11世紀以後，聲稱擁有吐蕃王朝時期佛教法門的新興宗教菁英，他們大

多是在家人。關於伏藏師，詳見第三章第五節。 
296 原文寫做「�ེ་དགེ་Fབ་ཐོབ་=ན་ ༼/་7ོན་/ས་ཞབས་Aང་མI་ ོབས་པ་ལ་ག<ག་Wད་Wལ།༽ དགའ་�་མཚ3་ལས་རབ་B་འ.ང་」（先前在霞仲圖多巴前

獻髮，從德格成就者貢噶嘉措處出家）。獻髮(ག<ག་Wད)意為受皈依戒('བས་�ོམ་&ས་པ)，圖多巴(མI་ ོབས་པ)

意為具有威勢者，應指當時仍為霞仲、在倫珠頂影響力甚鉅的班秋堅贊。=ན་བཟང་1ོ་Qན，《རིག་འཛ�ན་Fབ་

པའི་དབང་�ག་བ/ད་འ/ལ་�ོ་�ེའི་"མ་ཐར་གཏེར་འ.ང་མདོར་བLས་དད་པའི་མཆོད་�ོང་།》(�ེ་དགེ་པར་མ) in བ/ད་འ/ལ་�ོ་�ེ，《vོ་བོ་གཏེར་ ོན་བ/ད་འ/ལ་�ོ་�ེའི་

ཟབ་གཏེར་ག%ང་འ*མ།》པོད་ ༼ཐ༽པ། (Vol. 10), Darjeeling: Kargyud Sungrab Nyamso Khang, 1997, folio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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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貢桑貝瑪羅丹(Xན་བཟང་པ�ྨ་�ོ་lན，circa 17th)寫於 17世紀的〈敦督多吉傳〉便描寫

了當年弘法的情形： 

  

བདེ་[sic.]དགེ་Zབ་ཐོབ་Xན་དགའ་�་མཚ ་དང་། �་མ་�ན་ཚ གས་_་མཆེད་Mམས་6ིས་ཡང་ནས་ཡང་�་Tས་ཏེ། དFང་ལོ་ཞེས་གཉིས་བཞེས་པའི་

མེ་�ེy་ལ་|ང་མདའ་ཕོ་%ང་ཆག་ཕེབས་བདག་ཅག་མདོ་�ད་6ི་�་མ་ཆེ་:་ཐམས་ཅད་6ིས་ཞབས་6ི་པ�ོྨ་ལ་Jི་བོས་བRད་ཅིང་མཐའ་ཡས་པའི་

ག�ལ་�་Mམས་�ིན་Yོལ་9ི་ལམ་ལ་བཀོད་དེ། དཔལ་ཀཿཐོག་mོ་Vེ་གདན། འཛ]ང་Mམ་�ལ་ འབའ་རོང་ཡན་ཆད་ཞབས་6ི་[sic.]བཅག ག�ལ་�་

དང་མཛད་:ིན་ནམ་མཁའ་�ར་4བ་བmལ་�་འཕེལ། ¦ར་Eིང་/ལ་ནས་�་གསེབ་ཁ་ འདན་ཆོས་འཁོར་Mམས་@་ཐགེ297 

 

[譯文] 

 

在德格成就者貢噶嘉措、喇嘛彭措昆仲等人反覆請求之下，[敦督多吉]於

四十二歲火猴年蒞臨隆達頗章，我等多麥各級所有上師皆頂禮於其足之下，

[敦督多吉]將無量所化298置於成熟解脫之道，足跡遍及吉祥噶陀金剛座299、

贈．南嘉300、巴、絨301以上[之區域]，所化事業廣大興盛，有如虛空。之

後，取道林國，去了噶色、鄧302等地轉法輪。 

 

此紀錄明確說明了在 1656年時，貢噶嘉措與向巴彭措二人都還在世，並且主持

安排了寧瑪派宗教菁英在德格舉行大規模的法事。不過，傳法地點是在隆達頗章

(|ང་མདའ་ཕོ་%ང)，而不是倫珠頂303。 

 

《咕札教法史》則提到：敦督多吉應向巴彭措叔侄（包括貢噶彭措）的邀請，

到了悟達（དcལ་མདའ་ 應為隆達的訛字）與倫珠頂，並在此二處成立了敦督拉康(བ�ད་

འ�ལ་,་ཁང)，後來在貢噶彭措執政時期，由於德格家族第 44 代人喇嘛桑傑巴桑(�་མ་

སངས་�ས་དཔལ་བཟང)與某些大臣304從中作梗及毀謗，敦督多吉感傷地留下三篇稱為〈即

興瘋曲〉(¨ོན་©་ཐོལ་མ)的證道歌(མFར)，帶著弟子一行，逃往靈蔥，受到靈蔥305女王(Eིང་

དཔོན་མོ)母子的盛情款待。等到第四任座主法王桑傑丹巴時期，多次派遣法王代表(བང་

མི་_་ཚབ)就過去他的叔伯在貢噶彭措時期對敦督多吉的態度表示懊悔，希望能再將

 
297 =ན་བཟང་1ོ་Qན，《རིག་འཛ�ན་Fབ་པའི་དབང་�ག་བ/ད་འ/ལ་�ོ་�ེའི་"མ་ཐར་གཏེར་འ.ང་མདོར་བLས་དད་པའི་མཆོད་�ོང་།》folio 8a-8b. 
298 所化(ག/ལ་G)意為說法的對象，亦即徒眾。 
299 指噶陀寺。 
300 贈‧南嘉是八思巴時期所興建的一所佛殿。 
301 巴指巴塘，絨指娘茹。 
302 鄧指鄧柯。 
303 貢桑貝瑪羅丹與敦督多吉的師徒關係非常緊密，他在文中沒有提到倫珠頂，很可能是因為後

來敦督多吉在倫珠頂時，曾發生種種令人不快的事件。 
304 此人很可能就是德格家族第 44 代人，也就是貢噶彭措同父同母的大哥鄔延札西的三子，他與

俄爾派關係極為密切。從血緣上來說，他與後來繼任的喇嘛千秋、赤欽‧桑傑丹巴則不如與

貢噶彭措親近。從此推斷，他的態度對貢噶彭措能夠產生的影響力，可能直接離間了貢噶彭

措與敦督多吉的關係。又由於他對俄爾派在德格的發展做出非常大的貢獻，所以《德格王統

誌》並沒有提到他率領大臣們迫害敦督多吉的事。 
305 敦督多吉的家系源自靈蔥，當時已屬德格轄境。=ན་བཟང་1ོ་Qན་ folio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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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督多吉請到德格，但敦督多吉並未親自前往，只派了自己的弟子龍薩寧波為代

表。龍薩寧波後來成為桑傑丹巴的悟喇，被安排至噶陀寺擔任住持。306 

 

《咕札教法史》描述敦督多吉離開德格時是「逃離」(%ོས)的，顯示當時情勢之

嚴峻。而敦督多吉自己在 3 首〈即興瘋曲〉之一的〈嘛囉毗拿雅筏哲羅之即興瘋

曲〉(ªཱ་ར་བི་ན་བ«་9ི་¨ོ་©་ཐོལ་Dང་མ་ཞེས་�་བ་བTགས་སོ།།)中也暗示著他離開德格的原因，例如「Zབ་མཐའ་རང་

�གས་6ི་:་ཏོག་|ང་མར་དེསཿ ནགས་མེ་ཡིས་ཁེངས་ཚ+་ཇི་རང་འཐདཿ」（自宗中心嫉妒之狂風，令火蔓延林時怎奈

何？），「བན་ཆོས་མེད་ཆོས་གོས་|ང་གིས་4ེརཿ」（風颳走了不守佛法僧人之法衣）以及「�ོ་ག@མ་?ག་R་དགེ་

ལ་འ�ན་པས་ནཿ དགེ་འ�ན་དགེ་¦ོང་ཡིན་ཞེས་�ལ་བས་ག@ངསཿ དེ་'ིར་�ག་¦ོང་འ�་བའི་¬ིྴ་[sic.]$ང་ཿ 」（三門恆常精進於善

法，佛說乃為僧伽與比丘，是故勤於惡毒二比丘…）307等。敦督多吉所指的比丘，

很顯然就是當時倫珠頂的俄爾派僧人。因此，從上述情形可知，敦督多吉於 1656

年回到德格之後的一段日子裡，受到貢噶嘉措、向巴彭措、貢噶彭措三叔侄的禮

遇，但隨之而來的是倫珠頂內懷有宗派偏狹主義的出家比丘們的排斥，事態嚴重

到他們必須逃離德格，可見當時或許已經兵戎相見，有性命之憂。 

 

龍薩寧波直到敦督多吉圓寂 (1672) 後在噶陀寫下的〈敦督多吉傳〉中，對

於敦督多吉來到德格以後，直至 1668年之間的事蹟，寫得極其隱晦308；而且龍

薩寧波的言論集(ག@ང་ཐོར་()中，沒有任何文章顯示做為悟喇的龍薩寧波曾居住在倫

珠頂，或與薩迦派的僧人有任何往來。可見，雖然德格王與其家人對寧瑪派的態

度是相對開放的，但薩迦派對寧瑪派的不友善態度，似乎確實曾在 1650年代至

1670年代之間，於德格轄境內形成了對立的局勢。309 

 

綜上所述，可知直到 1640s-1650s年代，仍是向巴彭措執政時期，但貢噶彭

措做為輔政者，其權力無疑是與日俱增的，因此歷史文獻總是稱這個年代為彭措

叔侄時期(�ན་ཚ གས་a་དབོན་9ི་�བས)。 

 
306 郭如扎西，頁 567-568，752-753。原文將龍薩寧波寫成「蔣秋嘉措(Gང་?བ་�་མཚ3)」（此為誤植）與

「熱巴伏藏師‧蔣秋堅贊(དq་པ་གཏེར་ ོན་Gང་?བ་�ལ་མཚན)」。 
307 བ/ད་འ/ལ་�ོ་�ེ，〈�ཱ་ར་བི་ན་བ�་8ི་�ོ་�་ཐོལ་.ང་མ་ཞེས་G་བ་བ&གས་སོ།།〉folio 2b, 7a. 
308 當時俄爾支派在德格的勢力，正與日俱增，且喇嘛桑傑巴桑的影響力可能仍然不可小覷。龍

薩寧波只寫了這樣富有暗示意味的詞句：「དེ་ནས་མདོ་ཁམས་-ད་/་sོལ་ཏེ་དག་པ་དང་མ་དག་པའི་འqེལ་པ་/་མ་བཞག་ ེ།（復次，

抵達多麥，結下許多清淨與不清淨之關係。）」見 �ོང་གསལ་Dིང་པོ，〈པ�ྨ་གར་དབང་བ/ད་འ/ལ་�ོ་�ེའི་sོགས་པ་བ�ོད་པ་Iགས་

�ེ་?་བོ་བ&གས་སོ།།〉，收錄於 �ོང་གསལ་Dིང་པོ，《རིག་འཛ�ན་�ོང་གསལ་Dིང་པོའི་ཟབ་གཏེར།》[s.l.]ཀཿཐོག་Aང་པ་རིན་པོ་ཆེ་2014，頁 456。 
309 值得注意的是，薩迦派從發展的初期開始，對延續著後弘期初期學者們對伏藏現象的質疑，

抱持著反對伏藏的態度，這種反對的論調，始於薩迦班智達，他在名著《詳辯三律儀》(�ོམ་ག%མ་

རབ་དGེ)中，就曾專門批評了伏藏與寧瑪派；雖然並不是所有薩迦派學者都否定伏藏，但至今確

實仍然有許多薩迦派學者不承認伏藏法門。見：=ན་དགའ་�ལ་མཚན，《�ོམ་ག%མ་རབ་དGེ་》དཔལ་ས་'་པའི་-ོན་ལམ་ཆེན་མོའི་

Mན་sེན་ 1999, p. 146, 163. (TBCR 檢索號: W1KG1686)另外，敦督多吉身處在一個「批判寧瑪派真

實性」風氣仍盛的時代，敦督多吉與貝瑪仁增二人，還為此特別囑咐貢桑貝瑪羅丹撰寫關於

戒律的專文，以回應對伏藏師的攻擊。見：=ན་བཟང་པ�ྨ་1ོ་Qན，《རང་བཞིན་dོགས་པ་ཆེན་པོའི་ལམ་8ི་ཆ་ལག་�ོམ་ག%མ་"མ་པར་ངེས་

པའི་འ6ེལ་པ་"མ་6ོལ་ལམ་བཟང་།》收入 ཀཿཐོགས་མཁན་པོ་འཇམ་དGངས་ 編，《བཀའ་མ་ཤིན་B་�ས་པ་》第 52函，成都：ཀཿཐགོས་མཁན་པོ་འཇམ་

དGངས，1999，頁 54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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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敦督多傑的敵意，似乎沒有演變成對伏藏師與寧瑪派的全盤否定。根據

當時在囊謙、德格都頗有影響力的噶舉派名僧噶瑪恰美(ཀH་ཆགས་མེད，1613-1678)寫的

《明珠多吉外傳》(མི་འ[ར་mོ་Vེའི་'ིའི་Mམ་ཐར)記載，1663 年，昌都的伏藏師珠古明珠多吉

(vལ་_་མི་འ[ར་mོ་Vེ，1645-1667)在噶瑪恰美的建議下，準備去噶陀寺學習古舊的伏藏法。
310後來明珠多吉受德格家族迎請，參訪了包括悟達寺（該文寫做 མ�ལ་མདའ་དགོན་）、龔

埡寺、麥宿寺、噶陀寺等寺院，向廣大的僧眾傳法，並且在到了倫珠頂，為包括

德格法王在內的德格家族成員、官員，以及噶舉、薩迦、苯波等各級達官顯貴、

政教菁英傳法。311當時邀請明珠多吉的，是向巴彭措叔侄。312從該傳記中，我們

可以從確知，最晚到 1664年時，貢噶彭措已是掌權的座主法王。313因此，向巴

彭措應是在明珠多吉到訪後圓寂的，時間為 1663或 1664年。 

 

此外，《明珠多吉傳》還提到在 1664年德格與周邊部落不睦的情形： 

 

�ལ་པོ་ཡོན་མཆོད་ལ་སགོས་དཔོན་Mམས་དང་། །བདེ་དགེ་[sic.]མི་མ.ན་5བ་¯བ་ཆེ་འ�ག་པས། །དེ་'ོགས་འYོས་འYིམ་མི་མང་�ོད་མཁས་

9ིས[sic.]། །ཟེར་བའི་ཁ་ད་[sic.]�ེད་མཁན་མང་བ་དེས། །�་ཐབས་མ་gེད་་་314 

 

[譯文] 

 

國王315施供等眾人， 

皆與德格不睦紛亂甚， 

如此議論之輩乃甚多： 

「莫頻往來安居乃上策。」 

無計可施，故而… 

 

 
310 ཀy་ཆགས་མེད，《aལ་�་མི་འ(ར་�ོ་�ེའི་>ིའི་"མ་ཐར་=ན་�བ་Dན་པའི་འ�ག་�་》in ཀy་ཆགས་མེད，《གནམ་ཆོས་Iགས་!ི་གཏེར་ཁ་Dན་བcད་ཟབ་མོའི་,ོར་》Paro: 

Dilgo Khyentsey Rinpoche, 1983, folio. 203a-203b. 
311 ཀy་ཆགས་མེད，《aལ་�་མི་འ(ར་�ོ་�ེའི་>ིའི་"མ་ཐར་=ན་�བ་Dན་པའི་འ�ག་�་》folio. 211b-212b.但該份名單並不包括汪布頂，

可見當時反對敦督多吉的喇嘛桑傑巴桑並不歡迎明珠多吉，也不在聞法行列之中。 
312  འཇམ་དཔལ་བཟང་པོ，《�ལ་དབང་དཔལ་eལ་བའི་གདན་རབས་ངོ་མཚར་འཆི་མེད་ཡོངས་འ/འི་Oོན་པའི་2ེང་བ་》 Mysore: Nyingma Monastery, 

[1985?], folio 21b. 
313 珠古明珠多吉是貢噶彭措的上師之一，噶瑪恰美則是明珠多吉的上師，他 1664 年寫給明珠多

吉的信件被收錄於《明珠多吉外傳》。該信中暗示，明珠多吉若不住在德格，可能會引起貢噶

彭措的不滿：「འ*ར་མོ་dོངས་%་བ&གས་པ་ན། །ཆབ་མདོ་ལ་སོགས་དཔོན་"མས་!ི། །qོས་ལེ་རེད་པའི་rང་བ་འཆར། །བདེ་དགེ་[sic.]དད་པ་ཆེ་ན་ཡང་། །eན་རིང་བ&གས་

ན་དེ་དང་འM། །」（若您居於布莫宗，昌都等地眾長官，將忖興許您已逃；德格信心雖強大，長期以

往亦相同。）以地名指代該地首領的寫作方式，在藏文歷史文獻中十分常見。同書第三十二

章，則寫道：「དེ་ནས་*་ཆེན་�ོབ་མ་.ང་:ལ་ནི་་་་་བདེ་དགེ་\ི་ཐོག་པ་=ན་དགའ་Wན་ཚ3གས། ་་་་（復次，主要弟子之情形：…德格座

主貢噶彭措…。）」由此可知，前段引文的「德格」，指的就是德格王貢噶彭措。見：ཀy་ཆགས་མེད，

《aལ་�་མི་འ(ར་�ོ་�ེའི་>ིའི་"མ་ཐར་=ན་�བ་Dན་པའི་འ�ག་�་》folio. 219a, 261. 

314 ཀy་ཆགས་མེད，《aལ་�་མི་འ(ར་�ོ་�ེའི་>ིའི་"མ་ཐར་=ན་�བ་Dན་པའི་འ�ག་�་》folio 221a-221b. 

315 按照該傳記的敘事，此處所指的國王，應是明珠多吉家鄉──昌都──的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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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瑪恰美所稱的紛擾，反映著貢噶彭措仍然持續向外軍事擴張。《咕札教法史》

提到，當明珠多吉從芒康到穆桑(°ག་བསང/°གས་སངས)時316，正是德格王運用威勢，將噶

陀附近（包括白玉）不同的地區納入轄境的時期，所以後來貢噶彭措成立了白玉

南嘉孜(དཔལ་/ལ་Mམ་�ལ་5ེ)317，將新得到的屬民集中起來，聚集了 500餘名僧人，要交

由噶陀寺高僧色羅．丹巴嘉措(གསེར་ལོ་བ�ན་པ་�་མཚ ，circa 17th)管理。318後來丹巴嘉措以

自己是隱士且年事已高而推辭，改薦自己的弟子仁增貢桑謝饒，遂於 1665年，

在南嘉孜建立僧團，改名為白玉祥秋曲林寺(དཔལ་/ལ་�ང་�བ་ཆོས་Eིང)。319 

 

四、第 3代座主法王喇嘛千秋 
 

由於 20世紀以前的德格王任期都是終身制，沒有提前退位者，因此可以合

理推斷：本欽噶瑪的長子喇嘛千秋(�་མ་ཆེ་མཆོག 1613-?)320接任時法王的黃金寶座時，

貢噶彭措已經圓寂。 

 

關於喇嘛千秋的記錄就顯得更稀少了，目前所有的文獻，對他都未做著墨，

只有《咕札佛教史》一句：「དེ་Vེས་གདན་ས་ག@མ་པ་དཔོན་ཆནེ་ཀH་"ས་ཆེ་མཆོག་གིས་ལོ་ཤས་ཤོག་མཛད།」（之後，由

本欽噶瑪之子千秋擔任第三任座主數年…）321可見，喇嘛千秋在當時的影響力並

不大，也許只是在形式上延續著前兩任的職務而已。喇嘛千秋繼位後不過數年便

去世，其後由貢噶彭措同父異母的么弟桑傑丹巴(སངས་�ས་བ�ན་པ，1616?-1687)」繼任，

為第 4任座主法王。《德格王統略記》稱桑傑丹巴於木兔年(1675)即位，322因此可

知喇嘛千秋圓寂於 1675 年，並可反推貢噶彭措約於 1660 年代末、1670 年代初

圓寂。 

 

五、第 4代座主法王喇嘛桑傑丹巴及其兼容並蓄的宗

教態度 
 

 
316今屬西藏自治區江達縣，與白玉只有一江之隔 
317 也就是後來白玉寺的前身。今日，南嘉孜一詞，專門用來指稱當時白玉寺第一任座主仁增貢

桑謝饒(རིག་འཛ�ན་=ན་བཟང་ཤེས་རབ་ 1636-1698)在白玉靜修時的關房。 
318 郭若扎西，頁 760-761。 
319 Iབ་བ ན་དཔལ་བཟང，《�ལ་དབང་དཔལ་eལ་བའི་ལོ་cས་མདོར་བLས་》（白玉寺佛學院內部流通）[n/d]，頁 11-12。雖然大

多數文獻都提到白玉寺是按照向巴彭措及桑傑丹巴的旨意(བཀའ་]ང་བཞིན་/)興建，以及白玉寺是由

桑傑丹巴支持建立的。然而，由於 1664 年的座主法王仍是貢噶彭措，且他是實際上被寫入

《明珠多吉傳》的德格法王。所以可能的情形是：向巴彭措生前指示要為明珠多吉建寺，後

來由貢噶彭措完成，到了桑傑丹巴時，則將南嘉孜規模加以擴大，改稱白玉寺。而且顯然當

明珠多吉在德格期間，貢噶彭措、喇嘛千秋、桑傑丹巴措等人都在德格。由於他們兩人與向

巴彭措都是叔侄關係，所以後人將貢噶彭措的事蹟與桑傑丹巴的事蹟搞混，是完全可能的。 

320 策旺多吉仁增，頁 35-36。 
321 郭若扎西，頁 926。 
322 ཚ�་རིང་1་མ་འཇམ་དཔལ་བཟང་པོ，《ཆོས་�ལ་�ེ་དགེའི་�ལ་རབས་�ང་�ར་བLས་པ་ངག་གི་ས་བོན་ཨ�ྤལ་?ན་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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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17 世紀初向巴彭措請班秋堅贊蒞臨德格，奠定俄爾支派的基礎後，德

格在 1640s-1680s 這段期間──也就是貢噶彭措、喇嘛千秋兩代座主法王在為時期，

並無迎請其他艾旺卻登寺堪欽或薩迦派高僧的文獻記錄。這約 40年當中，首先

是 1656 後不到 10 年的期間，發生了喇嘛桑傑巴桑連同部分官員對寧瑪派伏藏

師強烈排斥的不當情事，隨後在 1660s-1680s期間，德格家族改變了對寧瑪派的

態度（即使喇嘛桑傑巴桑當時仍然在世，但似乎已改變不了德格法王信仰寧瑪派

的意向），持續支助寧瑪派的發展，包括安排噶陀寺的住持與新建寧瑪派寺院。

桑傑丹巴與他的兄弟們共同經歷了這個從宗派動盪轉為兼容並蓄的時期，並在這

個轉變後繼任法座，並在宗教事業上有較大的發展。 

 

桑傑丹巴曾留學俄爾寺，在第 23任俄爾堪欽蔣貢．倫珠巴登(འཇམ་མགོན་�ན་Zབ་དཔལ་

lན，1627-1672)跟前出家受戒，學習密法，並於第 28任薩迦赤欽．阿旺索南旺秋

(ངག་དབང་བསོད་ནམས་དབང་wག 1638-1685)、第 29任薩迦赤欽．貢噶札西(hགས་འཆང་Xན་དགའ་བn་ཤིས，

1656-1717)、俄爾寺第 24任俄爾堪欽桑傑彭措 (འཇམ་མགོན་སངས་�ས་�ན་ཚ གས，1649-1705)，

以及堪欽桑波堅贊(མཁན་ཆེན་བཟང་པོ་�ལ་མཚན，17th )323、札西班丹(བn་ཤིས་དཔལ་lན་ ) 324、貢噶群

培(Xན་དགའ་ཆོས་འཕེལ)等當時衛藏的宗教菁英處，得到完整的佛學教育與戒律，並在 18

世紀初將堪欽桑傑彭措、堪欽桑波堅贊請到德格，發展宗教事業。 325 

 

至於座主法王桑傑丹巴發展薩迦派的宗教事業，主要是在 1699 年326以後，

透過與桑傑彭措聯手才完成的，他也從桑傑丹巴處受法，尊之為悟喇。這時期，

德格家族進一步地透過與薩迦昆氏的直接聯繫，更加全面引進薩迦派的宗教系統，

包括薩迦昆氏家族特別保密的昆氏普巴金剛(�ར་པ་འཁོན་bགས)和三紅尊(དམར་པ་ོ�ོར་ག@མ)在

內的無上密宗(hགས་�་མེད)法門。他也完整地建立了金剛舞(5་འཆམས)和修供(�བ་མཆོད)法會

的規矩，確立了倫珠頂的完善寺規，並擴建許多薩迦派的寺院，包括在龔埡的德

格第二祖庭(གདན་ས་གཉིས་པ)──桑珠孜(བསམ་Zབ་5ེ)，訂立了各寺的清規與戒律要求，對寺規、

儀式進行整頓，樹立了「德格僧院」(�ེ་དགེ་±་ཚང)的儀式風格與王室法事(_་{ང་གི་རིམ་Yོ)的

規範。值得一提的是，在桑傑丹巴掌權時，他除了持續發展與俄爾派的關係之外，

也刻意地加入新興的薩迦總巴(!ོང་པ)支派與茶巴(ཚར་པ)支派的法事。當時還刻印了

《佛陀十二行誼》(མཛད་པ་བN་གཉིས)（應為版畫），桑傑彭措還為此寫了目錄。327 

 

 
323 桑波堅贊是日喀則地區達那圖丹南嘉寺(s་ནག་Iབ་བ ན་"མ་�ལ)的堪欽，桑傑丹巴在 18世紀初將他請

到德格，與他結下供施關係，他還傳授了《道果》(ལམ་འqས)與《金剛鬘》(�ོ་�ེ་2ེང་བ)等無上密宗法

門，與桑傑丹巴的關係應當也是十分密切的，但《德格王統記》只提到他的名字。見：:ལ་\ིམས་

རིན་ཆེན，《�ེ་དགེའི་བ ན་འ(ར་8ི་དཀར་ཆག》folio 168a.他在 1704 年以前圓寂於德格，桑傑彭措主持了他的圓

寂法事。 

324 札西班丹是一位精通顯密的大師。:ལ་\ིམས་རིན་ཆེན，《�ེ་དགེའི་བ ན་འ(ར་8ི་དཀར་ཆག》folio 168a. 
325 策旺多吉仁增，頁 36-37。 
326 སངས་�ས་Wན་ཚ3གས，《G་qལ་བ་སངས་�ས་Wན་ཚ3གས་!ི་�ོང་བ་བ�ོད་པ་ངེས་འ.ང་གཏམ་8ི་རོལ་མཚ3།》，in ཡོན་ཏན་བཟང་པ，ོ《ས་'འི་ལམ་འqས།་（Hོག་�ད་པར་མ།）》

Kathmandu: Guru Lama, Sachen International, 2008, pp. 236, 241.  
327 策旺多吉仁增，頁 38-41，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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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進一步發展薩迦派之外，桑傑丹巴對於其他宗派展現出更多的包容性，

特別給予寧瑪派優榮：他供養龍薩寧波擔任法事主持(རིམ་Yོ་པ)，也供養佐欽．貝瑪

仁增(!ོགས་ཆེན་ཡིད་བཞིན་ནོར་(་ ༡ པ�ྨ་རིག་འཛ]ན，1625-1697)、伏藏師尼瑪札巴(གཏེར་�ོན་ཉི་མ་Yགས་པ，1647-

1710)，贊助白玉寺(དཔལ་/ལ་དགོན，1665)與佐欽寺(!ོགས་ཆེན་དགོན，1685)的興建。328 

 

在宗教事業以外，桑傑丹巴也擴張了德格的版圖，使鄰近諸邦來附，包括了

噶(�)、白(དཔལ)等地329。他頒布了嚴峻的法令，還建立了龔埡頗章(�གས་ར་ཕ་ོ%ང)等新宮

殿。330 

 

在桑傑丹巴執政時期，德格家族的第 44代人循例輔佐法王，他們是第 43

代的長子鄔延札西的 4位公子： 

 

1. 長子喇嘛索南彭措(�་མ་བསོད་ནམས་�ན་ཚ གས，1640-1717)，在桑傑丹巴圓寂後繼

任為第 5代座主法王； 

2. 次子旺欽貢波(དབང་ཆེན་མགོན་པོ)，成家傳嗣，他的家人不住在倫珠頂，而在夏

宮與冬宮居住331； 

3. 三子桑傑巴桑(སངས་�ས་དཔལ་བཟང，?-1699)，出家為僧，主持敏卓林禪院(རི་Oོད་

�ིན་Yོལ་Eིང)與汪布頂的寺院，按照俄爾派傳統舉行法事，並負責祖師傳記

的印刷，供養許多出家僧伽332，對俄爾派在德格的發展居功厥偉，但宗

派立場十分排外； 

4. 四子貢噶饒丹(Xན་དགའ་རབ་བ?ན)，居住在汪布頂的寺院，負責《薩迦五祖文

集》的刻印工程。333他的宗派立場就比較中立，廣泛研究更派的論述。
334 

 

六、第 5代座主法王索南彭措的短暫統治 
 

桑傑丹巴執政時期也同樣被稱為德格法王叔侄時期。這期間，索南彭措也拜

桑傑丹巴請來的桑傑彭措、桑波堅贊、貢噶群培等人為師，支持桑傑丹巴的政教

事業，335索南彭措的宗派立場與桑傑丹巴相近，他不僅沒有宗派偏見，而且拜許

 
328 策旺多吉仁增，頁 44。 
329 當指噶傑、白玉等地。此段描述，說明了桑傑丹巴時期，德格轄地仍往南向擴張。 
330 策旺多吉仁增，頁 36-38。 
331 旺欽貢波應該也負責政務的執行，因為策旺多吉仁增稱他為「夕炯」(Pིད་'ོང)，意為攝政或者執

政者。不過，旺欽貢波的長子早夭，次子丹巴澤仁則自幼與桑傑丹巴、索南彭措同住；此外，

各種文獻都未記錄旺欽貢波的事蹟，因此，所謂旺欽貢波等人同住於夏宮與冬宮一語，似乎

只能說明旺欽貢波並未與接近權力中心。見：策旺多吉仁增，頁 54。 
332 :ལ་\ིམས་རིན་ཆེན，《�ེ་དགེའི་བ ན་འ(ར་8ི་དཀར་ཆག》folio 169b. 
333 策旺多吉仁增，頁 53-54。 
334 :ལ་\ིམས་རིན་ཆེན，《�ེ་དགེའི་བ ན་འ(ར་8ི་དཀར་ཆག》folio 170a. 
335 策旺多吉仁增，頁 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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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新舊譯派的上師學法。336 

 

由於桑傑丹巴從日喀則將堪欽桑傑彭措與堪欽桑波堅贊請來時，他個人年事

已高，而繼任的索南彭措也已走到生命的最後幾年，337筆者估計，桑傑丹巴是在

1710年圓寂的，338若爾，則索南彭措執政時間不足 5年。 

 

在短暫的執政期間，索南彭措在名義上是德格王，但許多實際的教政事務，

應該都是他的繼任者──第 6代座主法王丹巴澤仁──執行的。339索南彭措與叔父桑

傑丹巴將下一位繼任者自幼帶在身邊，親自教導丹巴澤仁讀寫與知識學問。340因

此，索南彭措與丹巴澤仁有很長期且密切的情誼，索南彭措執政時期也被稱為索

南彭措叔侄時期。 

 

執政期間，索南彭措整修了向巴彭措時期興建的桑珠通卓欽莫佛堂，出資在

各個佛殿新修許多佛像與壁畫，包括寧瑪派祖師蓮花生(Padmasaṃbhava/པ�ྨ་འDང་

གནས)的塑像；還讓艾旺曲登寺高僧敦珠堅贊(དོན་Zབ་�ལ་མཚན，circa 17th )，興建了薩迦

派最重要的無上密宗法門喜金剛(Hevajra/ད9ེས་པ་mོ་Vེ)佛像與曼陀羅(maṇḍala /ད6ིལ་འཁོར)，
341體現出與桑傑丹巴相同、對宗派兼容並蓄的態度。 

 

索南彭措在政治上最主要的功業，是與達賴轉世世系建立起施供關係，而這

層關係，始自索南彭措叔侄與七世達賴的私人交往。〈護地德格王系略誌〉提到，

當第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出生於理塘的消息傳到拉藏汗耳裡時，拉藏汗派了

許多親信(ནང་དཔོན)前去理塘，欲格殺轉世靈童，342索南彭措派出大頭人涅欽比路

(གཉེར་ཆེན་འབིར་bགས)護送格桑嘉措至德格，隆重侍奉。後來，格桑嘉措在拉薩坐床後，

親自頒發了詔書、晶印，要求此後凡是德格屬民(མི་སེར)，茶稅全免等特權，相關優

 
336 :ལ་\ིམས་རིན་ཆེན，《�ེ་དགེའི་བ ན་འ(ར་8ི་དཀར་ཆག》folio 168b. 
337 由於堪欽桑傑彭措的自傳寫到 1704 年初，其中並沒有提到桑傑丹巴圓寂的事，因此推斷桑傑

丹巴圓寂的時間應在 1704 年之後。 
338 司徒班欽在自傳中提到 1710 年徳格家族有喪(�་འདས)，種種事務令司徒感到十分棘手。他還提

到同年德格喇嘛索南彭措從麥宿前往班就岡(དཔལ་འGོར་@ང)探望他。因此，1710 年很可能是桑傑彭

措圓寂、索南彭措即任之時。見 ཆོས་!ི་འ.ང་གནས，1968，folio 11a-11b. 
339 司徒班欽自述幼年時代（也就是桑傑丹巴與索南彭措末期）時，很頻繁地使用德格丹巴倉（�ེ་

དགེ་བ ན་པ་ཚང，意為丹巴澤仁的德格家）一詞，來稱呼德格家族。 
340 策旺多吉仁增，頁 56。 

341 Ibid，頁 51-52。敦珠堅贊為第 22 任俄爾堪欽‧蔣揚南卡巴桑(འཇམ་དGངས་ནམ་མཁའ་དཔལ་བཟང་ 1611-1672)

的上師之一，同時也是桑傑彭措的弟子，他很可能是與桑傑彭措一道造訪德格，之後就留在

德格了。 
342 根據章嘉‧若貝多吉(zང་'་རོལ་པའི་�ོ་�ེ་ 1717-1786)所寫的《格桑嘉措傳》(,ལ་བཟང་�་མཚ3འི་"མ་ཐར)，拉藏汗先

後於初聞理塘靈童以及 1714 年，分別派遣佐領(མདའ་དཔོན)、筆帖式(vི་ཆའི་ཆི)等官員前往理塘，靈童

父母遂於 1714 年春啟程前往德格，先後由霍爾朱倭與德格派來的使者隨行，於三月底達德格

轄境內的宗薩。章嘉若白多吉(zང་'་རོལ་པའི་�ོ་�ེ)，《七世達賴傳》(དཔག་བསམ་རིན་པོ་ཆེའི་Dེ་མ)（藏文版）拉薩：

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頁 34,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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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一直延續到了 20世紀。此層關係，乃德格與甘丹頗章關係建立之始。343口

傳敘事中，這段歷史的功績雖然記給了索南彭措，然而，1714年，實際安排達賴

在德格的活動、組織護送達賴入藏的，是後來繼任的丹巴澤仁。七世達賴被請至

龔埡等俄爾支派的寺院，接見許多信眾，並在德格轄境接見了周邊霍爾部落的上

師、官員們。344到了 1714年秋天，羅卜藏丹津所遣的使者要求盡速將達賴迎回

拉薩，索南彭措（實際上應該也包括丹巴澤仁）率數千僧俗沿途護送達賴前往青

海，並於途中病逝。在《七世達賴傳》中還特別提及達賴平時會為施主念經迴向，

特別是為德格喇嘛迴向薦福。可見在七世達賴年幼時，德格家族確實是達賴主要

的施主之一。345  

 

桑傑丹巴的活躍時期，也即丹巴澤仁年幼之時。桑傑丹巴的宗教活動，為丹

巴澤仁繼任德格王位之後的宗教事業方面，奠定了大致的規模與方向。346
 

 
343 Iབ་བ ན་ཆོས་!ི་Hང་པོ，〈ས་'ོང་�ེ་དགེའི་�ལ་རབས་མདོར་བLས་བཻ་STUV་འི་དོ་ཤལ་བ&གས་〉in Iབ་བ ན་ཆོས་!ི་Hང་པོ，《དཔལ་eལ་པད་ནོར་Iབ་བ ན་ཆོས་!ི་Hང་པོའི་

བཀའ་འ*མ་》Bylakuppe: Nyingmapa Monastery, 1983<1985>, folio 4a-4b. 
344 章嘉若白多吉，頁 39-40。 
345 策旺多吉仁增，頁 53。章嘉若白多吉，頁 43-44。迴向(pariṇāmanā /བ7ོ་བ)意指將已造的善行或

福德，針對某些目的或對象所發的願，是施供關係中，做為受供者為施主薦福消災的主要形

式。《七世達賴傳》原文寫做：「དེ་,བས་�ེ་དགེ་1་མ་ཕེབས་'ེལ་ལ་ཡོང་བ་�ན་8ིས་ཟིན། �ེ་ཉིད་ནས་cན་/་Oགས་བ7ོ་མཛད་,བས་�ིན་བདག་ཞལ་བ&གས་
"མས་དང་། �ད་པར་1་མ་དེའི་མིང་བ�ོད་པར་མཛད་བཞིན་ལ། �་ཚ�འི་འཕེན་པ་dོགས་པ་མ�ེན་པས་Oགས་བ7ོར་མིང་འ�ག་མ་མཛད་པར་ཞག་ག%མ་སོང་ཐོག་1་མ་དེ་�་བཤེགས་པར་

གདའ།」（當時，送行的德格喇嘛已經病了。至尊平日迴向時，會唸誦在世施主、特別是該位喇嘛

的名字。然而由於知道[德格喇嘛的]壽命已盡，在迴向時，便沒有唸完名字。三日之後，該

喇嘛便去世了。） 
346 考察德格家族系譜時，歐陽無畏教授只提到玉嘉之子語自在吉祥上師（即喇嘛昂旺札西），並

未提及桑傑丹巴亦為本欽‧魯沛之子，且將昂旺札西以後的世系與 13 世紀以前的世系混淆

了；任乃強先生雖有提到桑傑丹巴，但將其功業算為昂旺札西所有，亦即將兩人視為同一人

了。之所以產生這些問題，除了參考的只有單一文本而無其他資料之外，尚有對文脈結構的

誤讀。實際上，從《德格王統記》原文脈絡觀之，關於玉嘉之子的記述，夾於本欽‧噶瑪與

本欽‧魯沛的子嗣們的事蹟中，僅有「དེ་Pས་1་མ་ངག་དབང་བ^་ཤིས་ཞེས། །oོད་ལམ་"མ་བཞི་ཆོས་མIན་ཁོ་ནར་བ&གས། ། 」（其子喇

嘛昂旺札西者，四種威儀唯依佛法行）二句，文脈隨即回到本欽‧魯沛之子桑傑丹巴的事蹟。

見：無畏，〈德格土司世傳譯記〉《康導月刊》6(5,6)，1945，頁 36-37；任乃強，〈德格土司世

譜〉，《康藏研究月刊》14，1947，頁 22-23；策旺多吉仁增，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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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成熟、輝煌轉而式微：18 世紀的德

格家族發展史 

 

到了丹巴澤仁執政，德格家族的政教發展走向了巔峰：政治版圖大致底定，，

德格正式歸附清朝，並與衛藏保持良好且通暢的供施關係；宗教方面，薩迦派的

全面輸入至此已臻完備。 

 

一、鞏固基業，歸附清廷，寄情宗教――輝煌盛事的

開端：第 6代座主法王丹巴澤仁 
 

丹巴澤仁延續了索南彭措時期與七世達賴的關係，雙方施供關係密切，丹巴

澤仁幾乎年年向達賴獻禮。1732年，丹巴澤仁長子索南貢波迎娶達賴之妹時，丹

巴澤仁也赴拉薩，在達賴處接受觀音密法的傳授，347雙方結下宗教意義上的師徒

關係。 

 

（一） 投入宗教事業與個人宗教修行的德格王 

 

宗教事務上，丹巴澤仁除了師從薩迦僧侶──包括桑傑彭措、桑波堅贊、札西

倫珠等人──之外，也拜司徒班欽、桑傑嘉措(སངས་�ས་�་མཚ ，circa 18th)348為師，讓各宗

派發展各自宗派的法門。他還請來第 30任俄爾堪欽．札西倫珠接任桑傑彭措的

位置，拜札西倫珠為悟喇，讓札西倫珠在轄境內推廣薩迦派與俄爾支派大部分的

宗派法門。與其先祖不同，丹巴澤仁除了學習俄爾支派的法門，但不獨尊俄爾支

派。他也引進了察欽．羅薩嘉措(ཚར་ཆེན་�ོ་གསལ་�་མཚ ，1502-1566/1567)開創於 16 世紀

上半葉的察爾巴(ཚར་པ)支派法門；為此，他從雅礱札西曲德寺(ཡར་Pངས་བn་ཤིས་ཆོས་�ེ)349請

來內薩蔣貢．阿旺貢噶雷貝炯內（簡稱內薩巴）350，拜其為悟喇，從之受學許多

密宗法門的灌頂(abhiśheka /དབང་ངམ་�ནི་�ེད)與引導教學，包括完整的《道果》弟子釋、

《十三金法》(གསེར་ཆོས)、薩迦派獨特的《喜金剛》口訣以及其他嚴格保密的無上密

 
347 章嘉若白多吉，頁 277。 
348 此位桑傑嘉措，疑為內薩蔣貢‧昂旺貢噶雷貝炯內(གནས་གསར་འཇམ་མགོན་ངག་དབང་=ན་དགའ་ལེགས་པའི་འ.ང་གནས་ 1704-

1760)的弟子。 
349 札西卻德寺，也譯為扎西曲德寺。該寺位於雅礱河谷，今日屬於西藏自治區山南市昌珠鎮。

該寺由察爾欽‧羅薩嘉措的親弟子堪欽‧宣努羅珠(མཁན་ཆེན་གཞོན་m་1ོ་6ོས་ 1527-1599/1600)所建，屬於

薩迦派察爾巴支派，保存薩迦派特殊的《道果》口耳傳承(Dན་བcད)法門；與此同時，該寺亦與第

五世達賴關係密切，為內薩巴(གནས་གསར་པ)家族傳承與轉世化身傳承的法座。見：མ�ེན་བ�ེའི་དབང་པ，ོ《བོད་

eལ་གསང་7གས་གསར་�ིང་གི་གདན་རབས་ངོ་མཚར་པ�ོྨའི་དགའ་ཚལ།》 in མ�ེན་བ�ེའི་དབང་པོ，《འཇམ་དGངས་མ�ེན་བ�ེའི་དབང་པོ་བཀའ་འ*མ།》 Vol. 18, 

Gangtok: Gonpo Tseten, 1978-1980, pp. 398-408。關於察爾巴支派在德格的發展，詳於本章第 3

節。 
350 昂旺貢噶雷貝炯內被視為察爾欽‧羅薩嘉措的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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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門。351由此可見，非屬俄爾支派的內薩巴對於丹巴澤仁個人的意義非凡；《德

格王統記》也用象徵最高敬意的「頂戴其無垢蓮足」(ཞབས་པད་�ི་མེད་གWག་བ�ེན)一語，而不

是一般的語彙「依止」（བ�ེན་པ་ 拜師、親炙學法之意）來描述丹巴澤仁拜內薩巴為

悟喇的情形；此外，從內薩巴處接受弟子釋與《十三金法》一事，也體現出德格

家族歷經幾代法王、約百餘年的發展，終將薩迦派的修學體系與法門傳承，完整、

全面地輸入到德格。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德格家族有系統地引進薩迦派教法，但至丹巴澤仁時

其，主要都是透過與薩迦昆氏家族以外的俄爾寺、札西曲德寺的高僧直接聯

繫，進而立下留學互動規範的。  

 

丹巴澤仁對宗派的態度應當是十分開放的，除了格魯派的師長之外，新舊

譯派的上師都名列於其上師名單之中。格魯派方面，雖然他與七世達賴建立了

極其密切的施供關係，但並沒有任何文獻指出他與包括達賴在內的任何格魯派

宗教菁英有密切的師徒關係。噶舉派方面，他的上師是司徒班欽；寧瑪派方

面，他顯然師從許多上師與伏藏師，包括尼瑪札巴與白玉寺的喇嘛。352 

 

丹巴澤仁在宗教上投注的努力，可說是基於十分個人宗教功修需求以及信仰

理念的。在他即位前，做為索南彭措的主要助手，他完成了許多佛堂、佛像、佛

塔的工程，包括出資繪製千佛唐卡、銀汁抄本《甘珠爾大藏經》等；執政後，除

了大規模籌建印經院，興建包括八邦寺在內的 17所寺院之外，在宗教文物上也

斥資頗鉅：他出資製作了《道果》傳承祖師像、旃檀千佛像、本尊佛像，甚至以

三百兩黃金從尼泊爾訂製了八座佛塔。在宗教文物上耗費如此之大，在當時整個

藏區都可說是絕無僅有的；此外，他還出資製作了藍黑紙(མཐིང་ཤོག)353抄本《甘珠爾

大藏經》、黑紙(ཤོག་ནག)銀汁抄本《丹珠爾大藏經》等，即便是儀式性器物，在材料

 
351 策旺多吉仁增，頁 57-59。《道果》又稱為《寶訓》(ག%ང་ངག་རིན་པོ་ཆེ)，是薩迦派最核心的密宗教學

體系，弟子釋則是其中僅限於入室弟子才能聽聞的口訣教授。至於《十三金法》則是被視為

需要以黃金為禮才能鄭重傳授、不輕易傳出寺院外牆的密宗法門。在過去，接受弟子釋與《十

三金法》，顯示其人與其師長的師徒關係極為密切，該師因此成為該弟子最重要的上師。 
352 《德格王統記》清楚地寫道：「གཞན་ཡང་�ིང་]གས་1་མ་གཏེར་ ོན་འགའང་། །བ ེན་ནས་ཉི་གཏེར་པ�ྨ་Mག་\ོས་དང་། །དགོངས་འ/ས་�ོ་�ེ་གཞོན་m་

Wར་ཞབས་ཅན། །སོགས་!ི་bབ་2ེང་བཀའ་[ང་གསོལ་མཆོད་བཅས། །」（此外依止部分舊派師、伏藏師等，修持《尼伏藏》，以及

《暴怒蓮師》與《意集》，《橛身金剛童子》供護法。）《尼伏藏》(ཉི་གཏེར)係指其先祖桑傑丹巴

時期所供養的寧瑪派伏藏師──系出佐欽寺的尼瑪札巴──所傳授的伏藏法門；《意集》(དགོངས་

འ/ས)則是特別流傳於噶陀寺與白玉寺（當時已經是以白玉寺為主）的無上密宗法門，而《橛身

金剛童子》則是白玉寺獨有、傳自伏藏師明珠多吉的《天法》(གནམ་ཆོས)伏藏法門。由此可知，丹

巴澤仁與當時的佐欽寺、白玉寺宗教菁英皆有師徒關係。他應該是在白玉寺第三任法台竹旺‧

貝瑪諾布(Fབ་དབང་པ�ྨ་ནོར་*་ 1679-1757)處接受《天法》灌頂的。見：策旺多吉仁增，頁 60；འཇམ་དཔལ་

བཟང་པོ，[1985?], folio 36b-37a. 
353 承蒙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朱麗雙教授告知，藍黑紙是一種特製的紙材，並非任何藍黑色的

紙皆可稱為藍黑紙，它是一種從吐蕃王朝時期用於盟誓的藍紙(ཤོག་*་མཐིང་ག)演變而來，於 10-13

世紀逐漸發展完備，乃為一種做工繁複、原料複雜，專用於抄經的貴重紙材，瓷青紙便屬於

藍黑紙的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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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質地方面，亦十分講究。354 

 

此外，《德格王統記》還特別引據 19世紀時仍存的佛殿繪畫對丹巴澤仁形

象的描繪，指出他身為一位在家法王，但下至裝束也不同於一般在家人，藉此

說明這位法王的不染塵俗。355總之，從上述《德格王統記》的敘事中可知，丹

巴澤仁的後人們，透過口傳與文字，將他形塑成一位超凡脫俗的英明法王之用

心。  

 

丹巴澤仁在其他方面的宗教發展，則以個人宗教學習、功修為主要考量。

雖然他也拜在俄爾堪欽．札西倫祝座下學法，但他在內薩巴處所學，則都是過

去俄爾派的大師們沒有傳到德格來的、極為私人性質的法門，與外顯的宗教功

業無關。 

 

《德格王統誌》根據 19 世紀仍在流行的口傳敘事與部分文獻，用了將近 4

頁長版藏紙的篇幅，詳述了丹巴澤仁的個人日常功修內容：他將一天分為六等分，

其中四等分都在進行宗教功修，每天除了就寢與兩次用餐之外，都在誦經、持咒，

一生念誦了五億遍咒語（平均每日光是誦咒約達 2萬 3千次之多）。同書也指出，

由於他每日花費在誦經方面的時間甚多，所以德格家族從此在政治與宗教事務上

沒有太大的發展，造成後來有部分人士對丹巴澤仁有「用誦經來處理王政」(འདོན་

བVོད་6ིས་�ལ་པོའི་�་བ་ལ་གཟན)之非議。356雖然策旺多吉仁增認為持有這種議論者「無疑是心

中著了破誓言怨鬼(དམ་"ི)的魔，或是魔化身」(ག@ང་མཁན་Mམས་དམ་"ི་.གས་ད6ིལ་�་Tགས་པའམ་བ�ད་6ི་vལ་

པར་ཐེ་ཚ མ་མེད་དོ།)，357然而，我們可從中汲取有用的資訊，亦即：丹巴澤仁即位後，在

行政、宗教等對外事務方面，能夠投注的時間確實十分有限。因此，在他執政的

20餘年間(1714-1738)，實際操持政務的，應非丹巴澤仁本人。 

 

（二）丹巴澤仁時期的政治軍事發展 

 

政治發展方面，按照《德格王統記》的記載順序，丹巴澤仁執政時期的版圖

擴張，早於 1726年歸順清廷的時間點，約在 1714 到 1726之間。策旺多吉仁增

以推測的語氣寫到，於此期間，周邊部落和平歸化的情形，計為：雜曲卡上下的

格澤一帶(དགེ་5ེ་!་�་ཁ་པ་�ོད་�ད)358、七卓(4ེ་འ%ོག)、嘎依(ཀ་བཞི)、麻絨(H་རོང)以及南區的牧場(,ོ་

འ%ོག)，另外也包括某些蒙古人居住的地帶(སོག་�ེ)。359 

 
354 策旺多吉仁增，頁 65-67。 
355 策旺多吉仁增，頁 75。 
356 Ibid，頁 58-61。 
357 Ibid，頁 61。作者在此處對批評者們使用了敬語 ག%ང་（gsung 說）一詞，可見這些批評者是上

層人士。 
358 此處泛指後來完整轄境的北區與中區，包括今日的石渠縣及新龍縣境。 
359 策旺多吉仁增，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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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也有部分政治勢力是直接與德格對立的，而丹巴澤仁也授意執行對這些

反對者的軍事活動，從《德格王統記》的記載看來，這些軍事攻擊的行動，很可

能是由索南貢波率領的。該文寫道： 

 
རིགས་6ི་:ེང་བ་Nང་ཟད་དཀོན་'ོགས་ཚ+། །དེ་ཡང་²ར་བར་འཕེལ་འདོད་མ.ན་�ེན་9ི། །Yོགས་@་)ེས་ཆེན་འགའ་ཡིས་{ང་མ་དག །³ན་པའི་མོད་

ལ་འབད་མེད་²ར་འZབ་�ེ། །རིགས་6ི་"ས་མཆོག་[ར་པ་ཤིང་´ཱ་ལ། །ཆེན་པོ་�་(ར་Mམ་ག@མ་ལེགས་པར་འ¥ངས། །གང་ལ་འགལ་བའི་ལས་5ོམ་

མ་$ར་སོགས། །དཀའ་བ་མེད་པར་དµང་གིས་Hེག་མེད་བཅོམ། །མཆོག་གི་བསོད་ནམས་�ོབས་6ིས་མཐའ་ཡི་མི། །�ར་ལོད་�ལ་པོའི་ངན་�བོས་རང་

གཤེད་�། །[ར་ནས་མིང་གི་,ག་མ་ཉིད་�་[ར། ། 

 

[譯文] 

 

子嗣延續稍逢困境時， 

為速綿延而求諸順源， 

部分大士差遣護法眾， 

此事隨即無勤得成辦， 

圓滿誕下有如娑羅樹360， 

最為殊勝之三位公子。 

行事抗彼之輩麻書等， 

仗之殲滅渠等不費力； 

尊者福力令敵對邊鄙 

吾洛王之惡力僅存名。 

 

從該書行文脈絡觀之，文中在對外戰事的敘事中間插入誕下三位公子之事，接著

再提到「仗之」(དµང་གིས)，意為「以之為靠山」，此處所指代者，顯然是三位公子。

而 1714-1726年間，次子索南彭措與三子羅珠嘉措皆不足十歲，不可能領導戰爭；

唯有年紀較其為長361的長子索南貢波，因此丹巴澤仁對外發動的軍事活動，應是

由索南貢波帶領的。 

 

前文還指出，對麻書等地的征服，起因於「行事抗彼」(གང་དང་འགལ་བའི་ལས་5མ)，也

就是發動與丹巴澤仁矛盾之行動；362至於「吾洛王」(�་ལོད་�ལ་པོ)，則被描述為在「邊

 
360 娑羅樹(ཤིང་�ཱ་ལ)，即白芸香，也稱為婆羅樹，是佛經中常被提及的、枝繁葉茂的大樹，用來譬喻

力量漸增。 
361 索南貢波於 1732 年娶親，按該家男性成員娶親年紀偏大的情形推估，索南貢波很可能是在

1800s 時期或 17世紀最後幾年出生的。 
362 不過，此處的記述在時間與具體事件方面，尚有待進一步考證。蓋因羅珠嘉措在 1755 年，曾

出兵麻書，詳記於下文。若丹巴澤仁時期已將麻書殲滅，則羅珠嘉措應當毋庸於二三十年後

再度出兵麻書。實際上，《德格王統記》用「殲滅」(yེག་མེད་བཅོམ)一詞，也許是文學書寫的誇飾法，

因為到了 20世紀初，麻書仍然是活躍的霍爾五部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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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མཐའ་འཁོར)地方發展敵對的邪惡勢力(ངན་�ོབས་རང་གཤེད་�་[ར)，因而被完全殲滅。1717-

1720年，清廷進藏攻打準噶爾部，丹巴澤仁應年羹堯招撫，為清軍派差派馬，運

輸糧草，得到嘉勉。363 

 

當時還有所謂「北方的敵人」(�ང་དY)噶慶(དགའ་ཆེན)、洛桑(�་ོབཟང)二人，對佛教發

展與政權產生嚴重破壞，後來丹巴澤仁敕命柯洛洞(འཁོར་མདོ)涅欽頭人──涅根．曲

烱羅珠(གཉེར་�ན་ཆོས་)ོང་�ོ་Yོས)──進剿。根據口頭傳說，曲烱羅珠請了護法神懲治了二

人，二人逃往果洛，而該地護法神殿（一般稱為貢康[མགོན་ཁང་]）也因此被稱為涅康

（གཉེར་ཁང་ 意為涅欽的護法神殿）。364可見當時附近部落仍有零星不服德格統治的

情形。 

 

（三）從法王到土司：德格家族歸附清朝 

 

到了 1726年，丹巴澤仁歸附清廷，受封安撫司，歸巴塘宣撫使司管轄。3651731

年，改授安撫使司。366以下出自《德格王統記》的這段話，顯示著做為一位受封

土司的後人、掌權的德格家長，對於土司一職在權利義務方面的主觀理解： 

 
གནམ་བ�ོས་གོང་མ་འཇམ་ད�ངས་�ལ་པོ་ཡིས། །�ལ་"ིད་ཆོས་བཞིན་)ོང་ལ་ལེགས་གསོལ་9ི། །བhགས་བVོད་གཟེངས་བ�ོད་མདོ་ཁམས་Jི་Vེ་

A། །དབང་བ_ར་གསེར་9ི་ཐམ་ཀ་(གསན་/་སི)གན་གོས་/ག །བ�་:ག་དcལ་"ང་�ོང་:ག་~་¶ལ་ཞིང་། །�ལ་པོའི་མཚན་?གས་(གསན་/་

སི))ོང་ཞིང་ས་ཡ་ི4ོན། །གང་འདོད་རང་དབང་ཆོག་པའི་bང་བཟང་(ད། །367 

 

[譯文] 

 

奉天承運皇帝文殊王， 

嘉勉讚許如法護國政， 

遂為敕封全多康領主， 

賜以（原註：宣慰使[གསན་/་སི]）金印綢緞數百匹， 

並且賞賜白銀五千兩， 

諭令護持王者之名銜（原註：宣慰使）， 

境內皆可聽許其自主…… 

 

 
363 《德格縣志》，頁 444。 
364  《德格縣寺院志》編纂委員會、德格縣政協編，《德格寺院志》(�ེ་དགེ་dོང་དགོན་པའི་ལོ་cས)（藏文版），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頁 53-54。 
365 黃廷桂 等（監修），《四川通志‧卷三十一‧西域》頁二十一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60 冊，臺北：商務，1983，頁 176。該書將丹巴澤仁寫做丹巴七力。 
366 《清史稿》載：「德爾格忒，雍正六年授丹巴七立安撫司，十一年改襲：宣撫使司：宣撫使五

人。從四品。」見：《清史稿》，第 12 冊，卷一百十七〈志九十二 職官四〉北京：中華書局，

1976，頁 3412。 
367 策旺多吉仁增，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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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引文中，可觀察到幾種面向： 

 

1. 雖然對德格來說，清廷的統治者是文殊王(འཇམ་ད�ངས་�ལ་པོ)，但同時也用了對

上位者的固定用語「奉天承運皇帝」（གནམ་བ�ོས་གོང་མ་其中，གོང་མ་ [音譯為貢瑪]

意為在上者，通常用來稱呼中國朝廷的皇帝或甘丹頗章的達賴喇嘛）；至

於動詞的使用，則一律採用敬語，例如： ¶ལ་བ་（賞賜），在詞彙運用上，

已顯示出清廷與德格家族的關係，是上對下的階級關係。 

2. 受封為土司，德格家長的身分，對內仍是一方之王者（�ལ་པོ་ 音譯為甲波）

──總領多康的領主（Vེ/Vེ་བོ་意為領主、首領、酋長），轄境(ས་ཡི་4ོན)為多康

全境(མདོ་ཁམས་Jི)； 

3. 做為宣慰使，德格王在其轄境內，是被朝廷「聽許自主」(གང་འདོད་རང་དབང་ཆོག་

པ)的。 

 

（四） 承襲家業形式的改變 

 

丹巴澤仁有 3男 1女，為第 46代人： 

 

1. 長子米旺．索南貢波(མི་དབང་བསོད་ནམས་མགོན་པོ，circa 18th)，育有一子曲烱貢波

(ཆོས་)ོང་མགོན་པ，ོcirca 18th )與數女； 

2. 次子喇欽．彭措丹巴(�་ཆེན་�ན་ཚ གས་བ�ན་པ，1718-1752)，於 1730年以後出家，

繼任第 7任座主法王； 

3. 幼子喇嘛．羅珠嘉措(�་མ་�ོ་Yོས་�་མཚ ，1723-1775)，於 25歲（1747年）出家
368，1752 繼任第 8任座主法王，1756年還俗娶妻； 

4. 杰尊．央金卓瑪(?-1788)，在羅珠嘉措圓寂後，受眾人擁戴而執政，正

式襲土司職，並以女尼的身分擔任倫珠頂法座，但不被列入座主法王

之列。 

 

他們 4人自幼住在倫珠頂，在丹巴澤仁所奉的悟喇跟前受宗教教育，因此都有很

高的佛學素養。369 

 

 
368 根據《七世達賴傳》，羅珠嘉措先後二度赴藏，第一次在 1747 年，第二次在 1756 年。《德格

王統記》稱他在第 36 任俄爾堪欽處受比丘戒，明珠堅贊可以為他人傳授比丘戒的時間，又在

他於 1746陞座為堪欽之後，而且當羅珠嘉措第二度(1756)在後藏見到明珠堅贊時，羅珠嘉措

已經準備要還俗許妻了，表示他受比丘戒的時間應在 1747 年、尚未繼承法王職位之時；此外，

似乎沒有任何文獻顯示，羅珠嘉措在 1747 年以前有受過出家戒（沙彌戒），因此可推斷，他

在 1747 年之前，身分都是一位在家人。見：策旺多吉仁增，頁 82。章嘉若白多吉(zང་'་རོལ་པའི་�ོ་

�ེ)，頁 701, 983。 
369 策旺多吉仁增，頁 76-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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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向巴彭措以下的 4 位德格王，都按向巴彭措立下的規矩，以出家僧侶的

身份繼承倫珠頂的法座，成為法王，兼領政務；至於實際政務職行方面，則由兄

弟及身分為在家人的男性晚輩擔任「本」（དཔོན་ 行政長官）。因此，雖然第 1 到第

5代法王在名義上都是政教合一的領袖，但同時還有其他男性成員分攤政務。做

為一位在家的法王，丹巴澤仁即位，隨即打破了延續近百年「僧侶擔任法王，兼

管政教事務」的原則，改變了家族的繼承規則。筆者以為，這種轉變不能單純從

丹巴澤仁的個人因素來解釋，而應分為兩方面來理解： 

 

1. 自喇嘛千秋以後，家族權力完全傾向鄔延札西這一家支，丹巴澤仁的兄

長早夭，使他成為此家支第 45 代成員當中唯一的男性，負有延續子嗣

的責任。 

2. 丹巴澤仁接受清朝封為土司，在家族政治權力繼承方面，就必須依循清

朝的律例，以嫡長子繼承土職。未避免權力分散，該家族的權力核心，

自然需要集中於身為在家人的家長。 

 

雖然丹巴澤仁以後，他兩位出家的次子與幼子分別繼承了法座，因此不能主張「從

丹巴澤仁以降，座主改為在家人擔任」。然而，丹巴澤仁仍是開啟了「在家人任

法座」之先，後來，他的幼子羅珠嘉措還俗娶妻，加上清廷對於邊疆土司繼承土

職的原則是嫡長子優先繼承，因此，自丹巴澤仁以後，德格家族家長的繼任方式

從此改變，由過去遵循當地社會慣習的「兒子或侄子繼承」，轉變成以配合朝廷

律例「在家長子任法座」為原則。家族權力承襲方式的轉變，對後來的家族發展

命運有著極大的影響 

 

此外，筆者認為，由於丹巴澤仁是以在家身分繼任法座，所以在他執政時

期，實際上就已經有意改變「出家人任法座」（叔侄繼承制與兄終弟及制並行）

的規範，安排其長子米旺．索南貢波擔任政教合一的座主法王；至於後來改由次

子彭措丹巴繼任法王，並非丹巴澤仁在世時的規劃。也就是說，「改為在家長子

繼任法座」（嫡長子制）才是原先設定的繼承模式；更有可能的情形是，在丹巴

澤仁執政期間，索南貢波才是德格的實質掌政者。 

 

二、第 46代成員中被忽略的要角──米旺．索南貢波 
 

筆者之所以主張「索南貢波是丹巴澤仁在世時屬意的繼承者」，理由如下：

首先，如前所述，丹巴澤仁在個人宗教功修上花費相當多的時間，行政事務必然

由其他人代為管理，而當時唯一在家身分的男性家族成員，便是索南貢波；其次，

1932年索南貢波奉旨迎娶第七世達賴親妹策令，婚後，他便常與夫人前往拉薩，

代表德格向達賴致禮，並且拉薩方面也稱之為「德格本」（�ེ་དགེ་དཔོན་ 意為德格行政

長官，也是德格土司的藏文對應詞彙）。此外，《德格王統記》稱之為米旺（མི་དབ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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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為人王、陛下，為國王的同義詞），徐欽的自傳也常常提到他，且幾乎一概稱

之為薩炯（ས་)ོང་護佑大地者，亦為國王之意）或者薩旺（ས་དབང་ 大地之王，亦同國

王），甚至在徐欽記錄羅珠嘉措(�་མ་�ོ་Yོས་�་མཚ ，1723-1775)繼任德格王之後的事件時，

仍以薩旺稱呼索南貢波。徐欽在撰寫《丹珠爾目錄》時，已經是彭措丹巴執政時

期，但他在該書的〈為令教法住世而勸請刻印論典品第五(བ�ན་པ་གནས་པའི་ཆེད་�་དགོངས་འYེལ་

པར་�་བ�བ་པར་བ_ལ་བའི་ས�་�ེ་~་པ)〉的篇首禮讚文(མཆོད་པར་བVོད་པ)370中，並未提到彭措丹巴與羅珠

嘉措二位德格王，卻只讚頌了丹巴澤仁以及索南貢波。371很顯然地，在丹巴澤仁

時期，索南貢波是家族中十分活躍的政治菁英。《德格王統誌》提到，索南貢波

父子權勢財富可與帝釋天王(Indra/དབང་པོ)，曾拜 1740年來到德格的第 33任俄爾堪

欽．巴登曲烱(དཔལ་lན་ཆོས་)ོང，1702-1760)、第 36任堪欽．明珠堅贊(མི་འ[ར་�ལ་མཚན，1717-

1767)、(སངས་�ས་mོ་Vེ，circa 18th )372、直美信炯(�ི་མེད་ཞིང་)ོང)373，學習薩迦派俄爾支派以及

寧瑪派噶陀寺傳統的佛教法門，並且在汪布頂的札西鄧(བn་ཤིས་�ེམ)、班就林(དཔལ་འ�ོར་

Eིང)等地恢復舊有寺院，興建新的寺院，但後來日漸安逸(བདེ་ནས་བདེ་བར་གཤེགས)，乃至在

維繫家族傳統與延續佛法發展方面，全都未再有發展(ག�ང་བ2ད་མཛད་:ིན་2ན་སོགས་ཅང་མ་འཕེལ)，

並且行為過分與庸俗凡夫相似(མཛད་Jོད་མི་ནག་ཕལ་པ་ཡ་ིའ�་མ�ངས་ཧ་ཅང་གནང)，如此行徑會令有著

「佛法世家」(ཆོས་lན)美譽的德格家族有汙點。374根據德格宗薩藏醫院創始院長洛

熱彭措(�ོ་Yོས་�ན་ཚ གས)的說法，索南貢波的長子「與俗人相仿」(མི་ནག་Jི་མ.ན་�་[ར་བ)，也沒

有延續子嗣。375這種解釋，似乎暗示著索南貢波之子在行為上不符合德格王室對

一位法王的期待，因此失去繼承法座的權力。 

 

不過，根據徐欽的著作，即使到了 1760年，司徒班欽與夏瑪巴都與索南貢

波父子有密切往來；此外，由於直美信炯出生於 1724年，圓寂於 1760年，因此

索南貢波要成為他的弟子，時間約在 1740s-1760 年之間，這也是巴登曲烱與明

珠堅贊相繼在德格弘法的時間。如此看來，索南貢波父子在此期間，仍持續與德

格家族所支助的宗教菁英有密切的師徒關係，不似令家族蒙羞之輩。後來的文獻

究竟為何對他們父子有如此評價，德格家族何以不循往例，由此家支延續等諸多

疑點，尚待更多的史料佐證376，才能更妥適地做出解答。 

 
370 篇首禮讚文通常是宗教文本的作者在正式作品的開頭，以偈頌體寫成、讚頌諸佛菩薩與作者

個人上師的段落，通常緊接在題名之後。從篇首禮讚文往往能夠看出與作者較密切的人物身

分。 
371 :ལ་\ིམས་རིན་ཆེན，《�ེ་དགེའི་བ ན་འ(ར་8ི་དཀར་ཆག》folio 157b. 
372 此處所稱桑傑多吉，應是寧瑪派的莫雪‧桑傑多吉(yེ་ཤོད་སངས་�ས་�ོ་�ེ)。其人生平事蹟不詳，但著作

《上師心滴引導》(1་མ་ཡང་ཏིག་\ིད)，被視為噶陀寺從建寺至當代著名的《教言伏藏十三大引導文》

(བཀའ་གཏེར་\ིད་ཆེན་བ ་ག%མ)之一，由此可知他曾是位十分具有影響力的噶陀寺高僧。見：江陽吉澤(འཇམ་

དGངས་�ལ་མཚན)，《噶妥寺志》(ཀཿཐོག་པའི་ལོ་cས་མདོར་བLས)（藏文）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頁 164。 
373 此處所稱直美信炯者，當指後來發展為噶陀寺最主要轉世世系的第一世直美信炯貢波。 
374 策旺多吉仁增，頁 78。 
375 政協德格縣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德格文史》(�ེ་དགེ་ལོ་cས)（藏文版）德格：政協德格縣文史資料

委員會，1995，頁 57-58。 
376 詳細記載 18世紀德格轄境事件的史料，除了《甘珠爾目錄》、《丹珠爾目錄》之外，主要必須

仰賴下列傳記文本：《桑傑彭措自傳》（只記錄到 1710 年以前）、《徐欽自傳》（成書於 17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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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8年，丹巴澤仁去世，倫珠頂法座由他的次子喇欽．彭措丹巴(�་ཆེན་�ན་ཚ གས་

བ�ན་པ，1718-1752)繼任。為了替丹巴澤仁薦福淨罪，彭措丹巴隨即於當年前往拉

薩熬茶布施，並拜見七世達賴。他在拉薩待到 1739年四月神變月法會結束後才

啟程返回德格。臨行前，達賴特別給德格一行開示，訓勉彭措丹巴繼承前任遺風，

尊敬佛教，在世俗與宗教發展方面皆有所發展： 

 
ཉིད་འYོ་བའི་མགོན་པོ་ཆོས་�ལ་འཕགས་པའི་_་�ས་ནས་བ$ང་མདོ་�ད་'ོགས་6ི་དཔོན་ཁག་ཆེ་ཤོས་ཡིན་པ་དང་། ཡབ་མེས་གོང་མ་Mམས་6ི་�ས་

6ང་མཆོག་ག@མ་�་མར་འཛ]ན་ཅིང་མངའ་འབངས་�མས་བ5ེས་)ོང་བའི་ཡ་རབས་)་ེབོའི་bགས་བཟང་ཉམས་@་བ�ར་བ་ཁོ་ན་ཡིན་གཤིས། ད་

�ང་�ལ་བའི་བ�ན་པ་ལ་Fས་ཞབས་ཆཻན་པོ་དང་དགེ་�བ་�ིག་Qོང་སགོས་་་་377 

 

[譯文] 

 

自眾生怙主法王八思巴時期以降，爾即多麥一帶最大之官吏，父祖先輩時

代，即已受持三寶、上師，皆以慈藹護佑轄境人民，踐履高尚人士之善規，

此後亦當尊崇三寶，行善止惡……。 

 

自丹巴澤仁圓寂到彭措丹巴返回德格的時間，丹巴澤仁的長子索南彭措應為

德格的實際統治者。378固然，從上引文可知，彭措丹巴赴藏熬茶時，甘丹頗章已

經承認彭措丹巴是丹巴澤仁的實際繼承者，而非索南彭措。（《七世達賴傳中》稱

彭措丹巴為薩炯瓦喇嘛，亦即護地大王喇嘛）然而，待彭措丹巴正式襲土司職，

已是 1740年十二月。379 而到了 1742年，索南彭措率妻小入藏熬茶時，與達賴

本人的各項互動較往昔更加密切，可見，雖然彭措丹巴已是正式的座主法王，但

 
《巴登卻炯自傳》（於 1740-1754 年之間於德格居住 15 年）、《司徒班欽自傳》。其中，只有《司

徒班欽自傳》的紀錄時間含括了 1699-1774 這 70餘年間的事蹟。因此，關於索南貢波父子在

1750s-1760s 年間的事蹟，目前可資參考的史料，僅有《司徒班欽自傳》一部，然而由於司徒

班欽雖然桃李滿門，德格轄境內的政教菁英皆與之有聯繫，但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外地旅

行，因此僅憑其自傳的資訊，對於理解這段時間的德格歷史，可謂尚有不足。因此，若要再

深入 18世紀中葉這段看似刻意空白的十幾年間的歷史，還需要整合更多的史料，方有可能釐

清。 
377 章嘉若白多吉，頁 491-492。 
378 楊嘉銘與《德格縣志》都指出，丹巴澤仁去世後，索南貢波曾任土司一年。可以肯定的是，

當時索南貢波並非繼承土司一職，因為後來呈報至清廷，請求襲職並獲准的是彭措丹巴，表

示索南彭措並未請求襲職。但無論如何，楊家銘所說，可能反映了索南彭措曾經短暫擔任德

格王的事實。然而，根據《德格王統記》，當時代理法王職位的，是羅珠嘉措。較可能的解釋

是，索南貢波仍然管理政務，但法座則由羅珠嘉措代理。然而，十分弔詭的現象是：當時羅

珠嘉措可能仍是一位在家人，卻也代理了法座。同為在家人的索南貢波與羅珠嘉措，年紀相

差甚多，且當時索南貢波仍頗負聲望，既然法座須由在家人代理，則索南貢波代理的合理性

十分充分，然而，《德格王統記》對此並未記述。見：《德格縣志》，頁 444；楊嘉銘，《德格印

經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頁 20；策旺多吉仁增，頁 81。 
379 「故四川明正司屬。德爾格忒宣慰司。丹巴齊立次子。喇嘛朋錯丹巴。襲職。」《清實錄》第

10 冊《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70，乾隆四年十二月辛卯，中華書局影印版，1985，頁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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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南彭措也同時被甘丹頗章視為德格王。至 1752年，羅珠嘉措執政時期，此種

現象應當仍然持續著。 

 

直到 1756年，羅珠嘉措在 31任薩迦法王．阿旺貢噶羅珠(ས་)་Oི་ཆེན་ ༣༡ ངག་དབང་Xན་

དགའ་�ོ་Yོས，1729-1783)的強烈建議下，為了繁衍子嗣，還俗成親，迎娶七世達賴的

侄女札西旺姆(�ལ་མཆོག་_་དབོན་མོ་བn་ཤིས་དབང་མོ)，380昭示著「索南彭措這一家系不再被認為

是延續德格家族子嗣的家支」此一事實。 

 

三、延續盛世：第 7代座主法王彭措丹巴 
 

彭措丹巴在還沒有即位以前，便已經出家，繼位後更進一步受了比丘戒，延

續其先祖向巴彭措所制定「出家人繼任法座」的規矩。宗教發展上，他繼續了先

輩的印經工程，找來徐欽．楚臣仁欽擔任主校譯師(T་ཆེན)，主導《丹珠爾大藏經》

的刻印工程，開始修建德格印經院；此外，許多各教派的經典全集，也在這個時

期陸續刻印。381 

 

根據《德格王統記》，彭措丹巴得到了文殊皇帝（འཇམ་ད�ངས་�ལ་པོ་ 指乾隆皇帝）

特殊的特殊嘉獎(ཆེད་བhགས)，頒授文告(བཀའ་bང)與號紙(འཇའ་ས)382以及金印(གསེར་ཐམ་ཆེན་པོ)，稱

其為統領多麥者(མདོ་�ད་འཁོར་ལོས་¸ར་བ)。383 

 

政治與軍事發展方面，彭措丹巴即位初期，繼續將勢力向鄰近地區擴張，1742

年，便已取代瓦述長坦的首領管理該地。3841745年，乾隆出兵瞻對時，朝廷曾要

求從瞻對鄰近地區調兵，彭措丹巴呼應檄文，派遣兵力達千人之譜，佔瞻對鄰近

地區所派軍力的三分之一強。385乾隆對瞻作戰期間，頻繁調動德格的兵力。但班

滾之所以詐降，亦與彭措丹巴為其作保386有關。可見當時德格出兵瞻對，可能只

 
380 策旺多吉仁增，頁 87。 
381 楊嘉銘，頁 22-23。 
382 號紙即土司受封土職時所請領的證書。 
383 策旺多吉仁增，頁 79-80。需說明的是，筆者尚未找到相應的清朝官方檔案，無法與此段記述

對照，也無從確認從該文中判斷乾隆是否敕封彭措丹巴為多麥（《德格王統記》所用多麥一詞，

指涉範圍同於本論文所定義之廣義多康）的實質統治者，蓋《德格王統記》所稱的統治者(འཁོར་

ལོས་nར་བ)一詞，係源自印度神話當中轉輪王一詞的口語或文學用法。 
384 「兵部議准。四川巡撫碩色奏稱。瓦述長坦長官司側冷。早故。無子承襲。故該處番民二百

二十二戶。每年認納之馬牛。俱係鄰境之德爾格忒宣慰司朋蘇克丹巴。經管輸納。伊久經兼

攝。番民樂附。應即將瓦述長坦地方。改歸管理。其每年貢賦。責令徵收彙解。從之。」《清

實錄》第 11 冊《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76，乾隆七年十月甲午，中華書局影印版，1985，頁

269。 
385 「於川省提標各營。及雜谷。瓦寺。各土司內。共派出漢土官兵一萬二千名。遴選幹練之員。

帶領進勦。并撥附近瞻對之西寧鎮漢土官兵一千。西藏郡王頗羅鼐所屬。江卡番兵。德爾格

土兵各一千。聯絡聲援。巡邏偵探。從之。」《清實錄》第 12 冊《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239，

乾隆十年四月丁卯，中華書局影印版，1985，頁 84。 
386 川陝總督公慶奏稱：「…且班滾果係畏威乞降。總統先既許以不死。後又有德爾格土司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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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奉旨協助作戰，德格與瞻對之間，似乎原無仇隙。不過，瞻對戰役後，清廷將

瞻對各地勢力打散，分別交由明正、理塘、德格代管。387 

 

彭措丹巴雖然會響應清廷的檄文，但不時也會陽奉陰違。1747年，朝廷要求

德格出兵一千，援助金川戰事，但彭措丹巴藉口拖延，後來在明正土司差大頭人

前往德格調兵，方才姍姍來遲，甚至有不顧檄文、拒絕發兵的情事。但因德格向

來安分，所以金川戰役結束後，朝廷於 1749年檢討德格時，僅扣糧餉，並未嚴

懲。388甚至在 1748年，第一次金川戰役期間，彭措丹巴還提供班滾的家人前往

鄰近瞻對、由德格所轄的長坦地區居住。389在彭措丹巴時期，霍爾咱安撫司（雜

闊，扎柯）屬地納入德格轄境，在鄧柯、雜闊建立新的宮殿。390 

 

《德格王統記》稱，彭措丹巴曾在清廷出兵瞻對之後，趁霍爾部內鬨，對霍

爾部（該文稱為霍爾欽[ཧོར་ཆེན]）發動軍事攻擊，霍爾部敗降，德格遂於該地建造

新宮──綽倉頗章(Oོ་ཚང་ཕོ་%ང)。391此次事件，應當發生於 1751年的戰事： 

 

打箭爐徼外孔撒、麻書兩土司構釁，金川、綽斯甲布袒麻書，革布什咱、

德爾格忒袒孔撒，互攻殺。廷桂392偕提督岳鍾琪飭諭解散。393 

 

此外，在彭措丹巴執政時期，索南貢波也靠武力在鄧柯一帶394建立了後來稱為曲

德頗章(ཆོས་�ེ་ཕོ་%ང)的宮殿；當時位於德格轄境北邊的零星獨立部落，也紛紛在此時

成為德格的屬地。395 

 
尚何不敢詣營叩求。明係藉詞觀望。協力進攻…」《清實錄》第 12 冊《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255，乾隆十年十二月丁卯，中華書局影印版，1985，頁 312-314。 
387 大學士管川陝總督公慶復疏陳瞻對善後事宜時提到，將瞻對阿斯羊雀地方割給德格，由德格

代阿斯羊雀年貢狐皮 2 張。《清實錄》第 12 冊《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280，乾隆十一年十二

月丙子，中華書局影印版，1985，頁 660-661。 
388 「至德爾格甫經出兵。旋即回巢之處。或係前年初次調派。抑係上年何時續派。所奏亦未明

悉。所稱從容誡諭。亦令該督酌量辦理。現在金川全局已定。不必因此再生枝節。其地方大

小。與何處土司接壤。有無關係之處。該督亦一併詳悉具奏。尋奏。德爾格。係明正司所屬。

原派出兵一千名協勦。屢檄不至。後經明正司。差大頭人往調。於前年七月方到。旋稟稱馬

牛倒斃。土兵多病。不待號令。即於派守之處回巢。又經差官持諭另派精兵候調。竟未前來。

斷不可一例賞給。其應領坐餉。仍係扣明起止月日。折米一千二百石零。所奏從容誡諭。原

欲乘便因事教誨。此時尚未辦理。必不致再生枝節。再其地東西與上瞻對納奪。南北與昌都

林蔥。各土司連界。向來安分。並無關係之處。」《清實錄》第 13 冊《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337，

乾隆十四年三月丁丑，中華書局影印版，1985，頁 641-642。 
389《清實錄》第 13 冊《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329，乾隆十三年十一月辛未，中華書局影印版，

1985，頁 459-460。 
390 《德格縣志》，頁 444。 
391 策旺多吉仁增，頁 81。 
392 此處所指，為時任四川總督的黃廷桂。 
393 《清史稿》，第 36 冊，卷三二三〈列傳一百十 黃廷桂〉北京：中華書局，1976，頁 10807。 
394 原文拼寫為 Qན་>ོགས་。 
395 策旺多吉仁增，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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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 8代座主法王羅珠嘉措 
 

1752年，彭措丹巴圓寂。同年，其弟喇嘛羅珠嘉措按例呈報承襲土司職，396

羅珠嘉措襲職時已經 30歲397，正值意氣風發之年。根據 1755年的紀錄，羅珠嘉

措在位初期，德格家族已是甘孜以西一帶最強的政權。除了代管瓦述長坦之外，

羅珠嘉措還將勢力伸向另一支瓦述部落──麻書，遣其頭人率三百兵士佔領麻書宮

殿，後來在清廷介入下，才從麻書撤兵。398這次對麻書的進攻，應是 1751年霍

爾五部內鬨的延續。根據《德格王統記》所載，當時德格正在調停霍爾部的內鬨，

麻書引來綽斯甲399軍力以為奧援，德格遂自各處派兵，殲滅麻書及其聯軍。400 

 

1764年，德格有又向北侵擾玉樹的紀錄，時任工部尚書屬四川總督阿桂奏報

稱： 

 

查上年十月內，准兵部咨開原任辦理青海夷情事務副都統留保住奏玉樹土

百戶委徵控告德爾格將伊屬番八十五戶兩次恃強搬去一案，奉旨著交阿爾

泰七十五辦理，欽此。欽遵移咨前來，經督臣阿爾泰檄委屬遊擊楊青前赴

尼馬松多適中之地，訂期齊集兩造，查剖去後，今據楊青稟稱，奉委至尼

馬松多地方德爾格土司魯珠嘉木錯現在患病，遣伊頭目隆柱授稟隨將來稟

譯者內稱德爾格並無強搬玉樹番民之事，從前有德爾格屬番數十戶，被玉

樹招留居住多年，蒙西寧多大人差人查明，斷回五十五戶是實等語。詢據

土目隆柱，供亦相符。401 

 
396「德爾格忒宣慰司喇嘛彭錯丹巴故。以喇嘛魯朱江錯。襲職。」《清實錄》第 14 冊《高宗純皇

帝實錄》卷 420，乾隆十七年八月己丑朔，中華書局影印版，1985，頁 498。 
397 這是按照 Chögyal Namkhai Norbu 教授所提供的年表，稱「羅珠嘉措生於 1723 年」所做的推

算。但《德格王統記》記載，羅珠嘉措在 40 多歲之前都是出家人，而《七世達賴傳》又稱羅

珠嘉措於 1756 年迎娶達賴侄女札西旺姆。如此推算，則羅珠嘉措的出生年，則不晚於 1717

年。如此一來，則彭措丹巴生於 1718 年的說法，也有待重新檢證，待考。見：南開諾布法王

著，蓮海譯，《虹光身》新北市：眾生文化，2014，頁 126；策旺多吉仁增，頁 86；章嘉若白

多吉，頁 1067-1068。 
398 「據宋元俊等稟報。德爾格頭人四朗結。於八月二十一日。帶兵三百餘名。占踞麻書寨。該

員行抵甘孜。將四朗結兵驅押歸巢。麻書土司丹津旺溥。年十二。與伊叔喇嘛群贊藏匿。招

之始出。安置原寨等語。查德爾格。乃甘孜以下最大土司。歷來恭順。此次遵諭退兵。俯首

歸巢。其畏敬官長。出眾土司上。臣等一面飭令宋元俊妥辦。一面差員馳赴德爾格。諭以麻

書乃受印土司。擅侵掠。干咎。令將百姓交出。九月二十日。土司魯朱江錯。赴甘孜投見。

宋元俊傳集德爾格。孔撒。麻書。三土司。將孔。麻。控案分斷。給照收領。各具悅服夷結。

德爾格送出麻書土民三千九百餘名。交麻書管束。」《清實錄》第 15 冊《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499，乾隆二十年十月下丁巳，中華書局影印版，1985，頁 274。 
399 原文寫做 \ོ་རབ，但應為 \ོ་'བས་ 之訛。 
400 策旺多吉仁增，頁 84-85。 
401 乾隆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阿桂上奏，收錄於《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22 輯，臺北：國

立故宮博物院，1984，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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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案徹查結果，雖不對德格判罰，但囊謙千戶所控，乃是該司恃強奪去民戶事由。

可見羅珠嘉措時期，向周邊部落進行武力征討的情事仍時有所聞，並未因清廷介

入麻書事件而中止。 

 

直到羅珠嘉措執政晚期的 1771年，嘉絨地區又發生第二次金川戰役。戰爭

期間，羅珠嘉措循彭措丹巴之前例，於 1773年積極派運烏拉，協同清廷作戰。

同年，由於羅珠嘉措在配合清兵作戰有功，獲乾隆諭令賜與花翎。402此後，羅珠

嘉措更派兵 4,000人，前往嘉絨作戰。 

 

羅珠嘉措在宗教方面的發展，是以薩迦派為主的。他繼承了祖輩法王們創制

的定期供養法事傳統，新修許多佛教的神祇與祖師造像，在俄爾堪欽．．明珠堅

贊的提議下，修復了玉龍拉加寺等薩迦派寺院。內薩巴在他執政時仍有影響力，

內薩巴為他主持了登基儀式以及擴大護法神殿的規模403 

 

羅珠嘉措執政時期，德格官僚體系的核心，應仍是由家族成員組成的。當時

的薩迦赤欽．阿旺貢噶羅珠在其自傳中提到，1755年，卸任的俄爾堪欽．巴滇曲

烱（時任德格堪欽）、宗薩喇嘛．雲丹嘉措(!ོང་གསར་�་མ་ཡོན་ཏན་�་མཚ )，以及當時官拜相子

的文波．拉加嘉措(དབོན་པོ་,་�ལ་�་མཚ )等人，以及涅巴．索南札西(བསོད་ནམས་བn་ཤིས)的晚輩阿

康(ཚ་བོ་མ་ཁམ)主僕共 25 人，先後前往薩迦拜謁阿旺貢噶羅珠，得其傳授密宗法門。
404從時間上看來，雖然這些人是分別拜謁薩迦赤欽的，但是這群來自德格政教菁

英之中，既有官階最高的相子，還有低一品位的涅巴，皆是德格官僚體系內最高

級別的官員，且當時擔任相子的文波．拉加嘉措被阿旺貢噶羅珠稱為來自德格的

古曹(_་ཚབ)，意為代表，可見他是代表羅珠嘉措本人前去拜謁薩迦赤欽的。在阿旺

貢噶羅珠的著作中，也屢屢提到這位拉加嘉措，也一律稱之為文波(དབོན་པོ)、文(དབོན)，

也就是侄甥，意味著他是德格家族的成員。在徐欽的自傳中，也提到了文．拉加

（有時稱為本．拉加[དཔོན་,་�ལ]，表示他也德格家族中，負責管理轄境的一方領主）

與文．桑傑捎來口信，要求打卦占卜，且徐欽以敬語描述此事，可見這兩位文波

的地位高過徐欽本人；徐欽的自傳也提到徐欽為羅珠嘉措、央金卓瑪主持保護性

 
402 一開始，乾隆是拒絕頒賜花翎名號給羅珠嘉措的，表示：「德爾格忒。不過辦運烏拉。乃土司

職分之常。若遽加優賞。與陷陣衝鋒者相等。未免漫無區別。且前此紅教喇嘛。縱令在夾爾

塘居住滋事。尚未辦及。當傳諭該土司。如能將紅教喇嘛。嚴行管束。永不往滇滋生事釁。

庶見爾誠心恭順。或可奏聞大皇帝施恩。此時不便即為瀆奏。如此方為正辦。」《清實錄》第

20 冊《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34，乾隆三十八年五月癸酉，中華書局影印版，1985，頁 577。

到了八月，乾隆見羅珠嘉措積極響應，才諭令賜與花翎：「德爾格忒土司魯珠布甲木錯。今春

派出烏拉數千。馱運軍糧。具見急公。著賞戴花翎。並賞給信敬名號。以示鼓勵。」《清實錄》

第 20 冊《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34，乾隆三十八年八月辛亥，中華書局影印版，1985，頁 804。 
403 策旺多吉仁增，頁 73-74, 79。 
404 =ན་དགའ་1ོ་6ོས，〈དཔལ་ས་'་པ་ཆེན་པོ་7གས་འཆང་1་མ་ཐམས་ཅད་མ�ེན་པ་ངག་དབང་=ན་དགའ་1ོ་6ོས་སངས་�ས་བ ན་པའི་�ལ་མཚན་དཔལ་བཟང་པོའི་sོགས་པ་ངོ་

མཚར་འ¡ལ་8ི་རོལ་�ེད་�ེ་བཞིའི་འ.ང་གནས་བ&གས་སོ།།〉《ལམ་འqས་�ོབ་བཤད་》�ེ་དགེ་པར་མ། པོད་༼ཆ༽པ། (Vol. 6) folio 235b-23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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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事時，將文．拉加視為與德格王兄妹無有差別、應當同列為保護的對象。405

在羅珠嘉措還俗後，阿旺貢噶羅珠還應文．拉加嘉措的請求，為祈求德格骨系子

嗣繁茂，特別撰寫了向護法神託付事業的祈禱文，名為〈應文波．拉加所請之德

格子嗣迅速繁衍事業託付法〉(དབོན་པོ་,་�ལ་ནས་བ_ལ་ངོར་�ེ་དགེའི་ག�ང་རབས་²ར་འ�ནོ་:ནི་བཅལོ)。406足見文．

拉加是 18世紀中期，在政治地位上僅次於德格王的德格家族旁支成員，對於家

族事務扮演著主導性的角色，很可能是丹巴澤仁的同輩，或至少在輩分上長於法

王羅珠嘉措本人。 

 

因此可知，到了 18世紀中，德格轄境內的政治權力與行政體系，還是由德

格家族掌控的，今日研究者們所習以為常的「由各大小頭人組織成的涅相會議」，

此時並未成形，甚至連權位最高的相子一職，也並非尤其他政治家族的成員擔任。 

 

五、正式襲土職但未計入法王之列的首位女性統治者

──央金卓瑪 
 

1775 年407，羅珠嘉措圓寂。他的妹妹杰尊．央金卓瑪(Vེ བWན་ད�ངས་ཅན་jོལ་མ，?- 

1788)為他籌辦後事，408並在眾人推舉之下攝理政事。409雖然央金卓瑪並不算在

座主法王的世系中，但《德格王統記》文末的倫珠頂歷代座主名單中，也將她列

為座主，410顯示她執政的正統性是受到家族肯定的；從《清實錄》的紀錄看來，

她也是名符其實的德格第一任女土司。政務方面，她穩定了父兄們所留下的版圖，

在她執政期間，曾於 1780年時配合清軍鎮壓三岩巴的放夾壩搶奪商旅的問題，

後來三岩設守備各員分駐，由央金卓瑪本人酌派大頭人協同管束。411 

 
405  :ལ་\ིམས་རིན་ཆེན，〈ཆོས་¢་བའི་བ{ྡེ་:ལ་\ིམས་རིན་ཆེན་/་བོད་པའི་'ེ་བ་ཕལ་པའི་£ང་འIང་དགེ་�ིག་འMེས་མའི་ལས་!ི་ལམ་ག་ཕན་:ན་/་འཛ�ངས་པར་བདེ་Lག་གི་ལོ་འདབ་

/ས་!ི་�ལ་མོས་རི་མོས་%་བnར་བ་བ&གས་སོ།།〉 in :ལ་\ིམས་རིན་ཆེན， 《&་ཆེན་:ལ་\ིམས་རིན་ཆེན་8ི་ག%ང་འ*མ།》 Kathmandu: Sachen 

International, Guru Lama, 2005, p. 808, 815. 
406 =ན་དགའ་1ོ་6ོས，〈དབོན་པོ་t་�ལ་ནས་བ�ལ་ངོར་�ེ་དགེའི་ག/ང་རབས་¤ར་འGོན་2ིན་བཅོལ་〉in ་=ན་དགའ་1ོ་6ོས，《ས་'་པ་=ན་དགའ་1ོ་6ོས་!ི་བཀའ་འ*མ།》，

《ས་'་པ་=ན་དགའ་1ོ་6ོས་!ི་བཀའ་འ*མ་》པོད་ ༼ཆ་༽པ་ Kathmandu: Sa Skya Rgyal Yongs Gsun Rab Slob Gnyer Khang, 

2008, p. 735་ 
407 《德格王統記》記為木馬年，因此可能是 1774 年底或 1775 年初。策旺多吉仁增，頁 89。至

於向朝廷奏報羅珠嘉措圓寂的時間則為 1775 年。 
408 《德格王統記》稱央金卓瑪為杰尊‧昂旺丹貝準美(�ེ་བ<ན་ངག་དབང་བ ན་པའི་�ོན་མེ)。見：策旺多吉仁增，

頁 89。 
409 「[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又奏。德爾格忒土司魯珠布嘉木差病故。伊妹洋湛卓爾瑪。

遣其頭人來營。稟稱該土司之子。年甫八歲。不能管事。伊大小頭人百姓。俱願洋湛卓爾瑪

護理等語。查該土女。自幼為尼。並無夫家。歷來協辦土司事。眾番推服。現在宜喜一路運

糧所需烏拉。大半取給於彼。該土司之子年幼。自應令該土女暫管報聞。」《清實錄》第 21 冊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81，乾隆四十年四月甲午，中華書局影印版，1985，頁 92。 
410 策旺多吉仁增，頁 119。 
411 「急派綠營官兵駐三暗巴就近要隘。將彼處番民。嚴加約束。至伊等每歲應交達賴喇嘛備賞

之項。即交在彼駐劄官員。收存轉送。再令德爾格忒土司。派一能事頭目。協助彈壓。」《清

實錄》第 21 冊《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108，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己庚申，卷 1108；乾隆四十

五年六月庚午，中華書局影印版，1985，頁 824、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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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金卓瑪執政期間，領地仍在擴張。當時，屬於德格北境、毗鄰囊謙與果洛

牧場的部落（石渠、色須一帶）開始頻繁地侵擾北方的多麥地區，亦即在 1732年

已歸西寧管轄的玉樹阿里克等四十族地區，主要影響尼雅木錯、玉舒（玉樹）等

部落，今日的稱多縣、達日縣、瑪多縣等地都受到影響。 

 

央金卓瑪自幼出家，與父兄們相同，除了學習薩迦派之外，也拜司徒班欽和

第一世噶陀．直美信雄貢波等其他宗派的宗教菁英為悟喇。她持續供養悟喇們與

各地僧侶的開支，在德格轄境內新建並修復寺院，並出資打造了薩迦派重要法門

之一──普明大日如來(Buddha Vairocana/Xན་རིག་Mམ་པར་kང་མཛད)37 尊──的彩砂與立

體曼陀羅，412顯示她繼續擴展境內薩迦派勢力所做的努力。 

 

她執政時期，同時為未來的王儲──第 47代家長、第 9任座主法王貢珠德噶

桑波（Xན་Zབ་བདེ་དགའ་བཟང་པོ་ 常被稱為米旺桑波[མི་དབང་བཟང་པོ]，1768-1790）謀劃教育事宜。

1786年藏曆四月，央金卓瑪圓寂，貢珠德噶桑波主理了她後事的一切事宜。413 

  

 
412 策旺多吉仁增，頁 89-90。 
413 策旺多吉仁增，頁 90。從羅珠嘉措時代便與德格家族關係密切的格澤‧局美策旺秋祝，在其

自傳中，關於央金卓瑪的圓寂時間與《德格王統記》相差了一年。《格澤班智達自傳》中提到，

火羊(1787)年初，他應邀前往德格，為德格本姆（�ེ་དགེ་དཔོན་མོ་即德格土司，藏文文獻中用來稱呼

德格女性統治者的別稱）──也就是央金卓瑪，舉行薦福法事，當時傳授了長壽灌頂(ཚ�་དབང)，

之後接著為貢珠德噶桑波賜予無上密宗的灌頂，並稱之為薩旺（王者），顯示央金卓瑪是在該

年圓寂，德噶桑波隨後便即位。見：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Fབ，《མ་¥་པ¦ྜི་ཏ་=ན་མ�ེན་1་མ་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Fབ་ངེས་དོན་བ ན་

འཕེལ་དཔལ་བཟང་པོའི་"མ་ཐར་,ལ་བཟང་Pིད་མཚ3ར་�ོལ་བའི་F་བོ་ཞེས་G་བ་བ&གས་སོ།།》（簡稱為《格澤班智達自傳》[དགེ་�ེ་པ¦ྜི་ཏའི་རང་"མ]，

下同）收入：噶陀仲巴仁波切(ཀཿཐོག་Aག་པ་aལ་�)編，《格澤班智達文集》(ཀཿ་ཐོག་དགེ་�ེ་མ་¥་པ¦ྜི་ཏའི་ག%ང་འ*མ)第 9

卷，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4，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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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8 世紀末至 20 世紀德格

王家族史的考察與德格宗教

發展概況 

 

從央金卓瑪執政後，德格便進入了長達 60 年的女王當政的時代。進入 18

世紀末，做為傳統意義的法王們，開始不再是德格家族實權掌政者。王權的衰退

使得地方頭人逐漸坐大，乃至在 19世紀末出現驅逐徳格王、以頭人會議掌政的

事件。到了 20世紀，隨著漢、藏、康三方衝突不斷，德格王家族完全成了頭人

們角力的旗子。 

 

第一節 18 世紀末：王權衰退 

 

一、王權衰退之始：不問政事的第 9代座主法王貢珠

德噶桑波 
 

央金卓瑪去世後，德噶桑波隨即於 1787年即位，1788年赴衛藏熬茶。414可

見，德噶桑波雖於 21歲時依例繼任第 9代座主法王，但執政時間僅有短短 3年，

便於 1790 年初圓寂。表示 1788-1790 年期間，德格內政或土司職責，應皆是由

德格王家族以外的人，或者家族旁支成員菁英代掌印信而行使。也就是說，嚴格

說來，德噶桑波是一位完全不參與政務的德格王，也因而在政治發展方面，並沒

有相關功業的記載。 

 

貢珠德噶桑波是一位受到先祖留下的宗教環境所包圍的德格王，在《德格

王統記》中，他被描述成一位非常具有宗教色彩、媲美釋迦牟尼時期的修行者。

第 31任薩迦法王阿旺貢噶羅珠對德格的影響力延續至貢珠德噶桑波，同期的各

宗派高層宗教菁英，也都與貢珠德噶桑波有密切的往來。他甫出生，便由俄爾堪

欽明珠堅贊、徐欽等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宗教菁英為其主持除障沐浴(¥ས་གསོལ)的法事，

明珠堅贊與阿旺貢噶羅珠先後為其取名。1773 年，隨著父親羅珠嘉措移居頗章

札西曲宗(ཕོ་%ང་བn་ཤིས་ཆོས་!ོང)，而即位之前的居所應在汪布頂；加上自幼便體弱多病，

他與王國政治運作的核心似乎是很遙遠的。 

 

 
414 策旺多吉仁增，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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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方面，如同丹巴澤仁，貢珠德噶桑波不時也會結界閉關(བཅད་མཚམས་Tགས་པ)，

十分醉心於信仰，甚至鼓勵身邊的人出家。他拜巴登曲烱、明珠堅贊、雅礱秋珠
415等許多薩迦派高僧為師，甚至仿效薩迦昆氏家族，身著居士的服飾(ས་bགས་དགེ་བ^ེན་

'ི་མའི་ཆས་མཛད)。值得注意的是，他拜察爾支派的法座繼承者──究給．夏仲(བཅོ་བ�ད་ཞབས་

0ང)──為師，代表著做為尊崇俄爾支派的德格王，他延續了丹巴澤仁時期開始對

察爾支派的重視態度，這些都說明了 18世紀以來該家族在引進薩迦派教義及其

宗教文化的程度已臻完備，並同時保有對多元宗派的包容性。他亦從學於噶陀．

直美信炯．貢波、司徒班欽及其轉世，以及八邦的文珠等其他宗派高僧。在衛藏

期間，他與妻小一同在寧瑪派著名伏藏師吉美林巴(འཇིགས་མེད་Eིང་པ，1729/1730-1798)

處學習寧瑪派教法416，為引進吉美林巴所開創的、屬於多康境外的伏藏傳承──《龍

欽心滴》(�ངོ་ཆེན་^ིང་ཐིག)──開了先河。 

 

貢珠德噶桑波在成年之前便已娶親，生有 4名子女，但僅有 2人順利成人，

他們是德格家族的第 48代人：次子策旺多吉仁增、長女旦珍旺姆(?་མYིན་དབང་མོ)。 

 

二、薩炯旺姆．策旺拉姆長達近 30年的執政與聽政時期 
 

策旺多吉仁增自述，他於 1798年、12歲（藏族算法為 13或 14歲）時即

位，由塔澤．企美貢(ཐར་5ེ་འཆི་མེད་མགོན)417主持登基典禮，並於 1806年親政，主持王

國世俗傳統與佛法傳統(�ལ་ཁབ་6ི་bགས་$ང)。雖然策旺多吉仁增已經登基，但在他親政

前將近 10年的時間，母后策旺拉姆依然扮演著關鍵的角色。418 

 
415 應為札西曲德寺的第四世文珠‧南喀雷巴(དབོན་aལ་ ༤ པ་ནམ་མཁའ་ལེགས་པ་ 1761-1820)，見：策旺多吉仁增，

頁 93。然而，南喀雷巴與貢珠德噶桑波年齡相仿，貢珠似乎不應拜其為師。《德格王統記》此

段記述，可能僅是基於口傳敘事或記憶落差而產生的誤植。 
416 策旺多吉仁增，頁 93, 95-98。 
417 應為第 43 任俄爾堪欽‧向巴南喀企美(�མས་པ་ནམ་མཁའ་འཆི་མེད་ 1765-1820)，他於 1793 年自俄爾寺

卸任後，於 1794-1805 期間都在德格，最終圓寂於倫珠頂圓寂。見：麥波(¨་པོ)編著，《薩迦學

派名人錄》(ལམ་འqས་1་མ་བcད་པའི་"མ་ཐར)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頁 190-192。 

418 根據 Gene Smith 的說法，策旺拉姆執政期間，由於在信仰上偏向寧瑪派大師吉美林巴(འཇིགས་

མེད་Hིང་པ་ 1729/1730-1798)及其弟子，使得薩迦派的俄爾支派(ངོར་པ)在德格向來的優勢地位受到威

些，促進了反對策旺拉姆的聲浪，境內的俄爾支派也出現反寧瑪派的態勢，形勢發展至 1798

年，竟發生內戰，導致寧瑪派的支持者遭到處決或流放。見：Gene Smith (Schaeffer, Kurtis R 

[Ed.]), Among Tibetan Text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Himalayan Plateau, Somerville MA: 

Wisdom Publication, 2001, pp. 24-25. 《德格縣志》也指出策旺多吉仁增對策旺拉姆不滿，家

族內鬨。然而，上述對策旺拉姆的批評缺乏實質證據，於邏輯上也不合。因為在策旺多吉仁

增即位後，寧瑪派的各個轉世世系都很順利地持續發展勢力，吉美林巴的幾位轉世，也都順

利地尋獲，並在 19世紀的德格史占有極高地位與影響力。Jann Ronis 透過深入的文獻分析，

也指出：並沒有任何證據能顯示 1790-1810 年代在德格境內發生過教派傾軋與德格家族內鬨

一事，親近策旺拉姆的兩位寧瑪派高僧──第一世格澤、第一世多珠欽，對德格政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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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一則奏摺看策旺拉姆統治的正統性 

 

1817年，駐藏大臣喜明向嘉慶皇帝報告了准許策旺多吉仁增前往西藏一

事。該奏摺反映出歷代德格王襲土司職以後，至少會前往西藏熬茶瞻禮一回的

慣例： 

 

聞乎宿
奴才
等於本年七月十四日據噶布倫等稟稱，德爾德忒土司於是日來

至前藏朝佛等情，該土司隨赴
奴才
等衙門稟謁，據稱自其祖父以來，輩輩

均赴西藏熬茶瞻禮。茲該土司自蒙聖恩准與襲替以來，尚未赴藏，茲特

虔誠前赴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薩迦呼圖克圖各處熬茶瞻禮，並無

別設。復據噶布倫回稱德爾格忒土司輩輩均赴西藏朝佛熬茶一次，前輩

土司於乾隆五十三年曾前來，茲該土司來藏朝佛，係屬照例之事，
奴才
等

查四川、西寧各處僧俗書眾赴前藏、後藏熬茶瞻禮，向俱准其經來，於

例本無禁阻，緣所以仰體皇上興黃教之至意。茲德爾格忒係四川所屬，

鄰近西藏之土司，赴藏朝佛熬茶，自不使例外阻止。惟該土司赴前後藏

薩迦廟熬茶瞻禮，詢稱俟明年正月攢招後，自藏啟程回牧等情，
奴才
等查

看該土司人尚誠樸，隨從人等，俱各安靜，自應照例准其前往，當後務

令安靜行走，不得滋生事端，並令噶布倫等嚴加管束，俟其事畢，起程

時，另行恭摺奏419 

 

此份奏摺所謂乾隆 53年(1788)赴藏熬茶，當指貢珠德噶桑波繼任土司一職後，

帶著妻小赴藏一事。 

 

此外，此份奏摺也顯示策旺多吉仁增在他的母親去世後 5年，才請旨前往西

藏熬茶瞻禮，也更加支持了「策旺拉姆的影響力一直延續到她於 1812年去世時

為止」的推論。由於該奏摺明確說明了清朝官方認為「1788年赴藏的德格土司的

繼任者，就是 1817 當年的土司」，也就是說，對清朝來說，德格土司一職的延續

性，是從為人父的德噶桑波，直接延續到為人子策旺多吉仁增的，換句話說，雖

然策旺拉姆是 1790-1812年的實際執政者，是一位具有實權的德格王，與央金卓

 

力，一直到策旺拉姆去世的 1812 年之前，都未曾消弱。見：Jann Ronis “Powerful Women in 

the History of Degé: Reassessing the Eventful Reign of the Dowager Queen Tsewang Lhamo (d. 

1812) ” ,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No. 21, 2011, pp. 72-81/61-81. 德格縣志編纂委員會，《德格

縣志》，頁 445。 

419 喜明〈奏報德爾格土司赴藏朝佛由〉嘉慶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

053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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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同樣被後來的《德格王統記》記載為倫珠頂真正的座主，420但她似乎並沒有像

央金卓瑪一樣，正式得到清廷批准呈襲土職。一種合理的推論是，當德噶桑波去

世時，位於德格的代理者，在策旺拉姆名義上執政的 8年期間(1790-1798)，都沒

有向清朝呈報德噶桑波的死訊，使得策旺拉姆無法正式承襲土司職銜。然而，從

1791年的紀錄，421可知當時清廷已經確知她為德格的統治者。 

 

（二） 策旺拉姆與寧瑪派高僧 

 

目前沒有其他足夠的資訊反映策旺拉姆是否有承襲土職，然而在德噶桑波圓

寂後的 20餘年間，策旺多吉仁增並非德格的權力中心。在《德格王統記》中也

隱晦地描述了德噶桑波執政時期政局已經不穩的情形： 

 
ཆོས་"ིད་མི་�བ་�ལ་མཚན་དམ་པ་A། ། 

བ?ན་འ[ར་འཇམ་མགོན་�་མའི་མཚན་?གས་bང་། ། 

བ¹་མེད་ཚད་མར་Zབ་6ང་བ�ད་དབང་༼འདི་�ོར་9ི་ལོ་2ས་དོགས་སེལ་ནད་བ�་འཇོམས་པའི་�ན་གཅིག་$ར་�་བཀོད་པ་དེར་གསལ། ༽བཙན། ། 

དq་�ོད་འདོད་"ེད་ཅན་འགས་བ�ད་ལས་6ི། ། 

¸ར་ཐབས་�་མ་བ5མས་ནས་ཆོས་མ.ན་9ི། ། 

.གས་བཞེད་གེགས་�ས་,་hགས་�བ་པ་བཤོལ། ། 

མི་བ{ན་བསམ་Jོད་�་མས་.གས་2ད་ད»གས། ། 

)ོན་དེས་�ང་�བ་སེམས་དཔའ་མཆོག་Mམས་ནི། ། 

གཞན་ཕན་འDང་ན་ངལ་བ་དང་�་ལེན། ། 

དེ་lོག་བཏང་^ོམས་མི་བTགས་bས་"ོག་6ང་། ། 

བཏང་ལ་རང་གཅེས་Tམ་པ་མི་མངའ་བས། ། 

གཞན་ཕན་:ིན་ལས་མི་འོང་དེ་གཟིགས་ནས། ། 

ག�ལ་�་ཞིང་ཁམས་གཞན་ལ་དགོངས་པ་གཏད་་་་་་422 

 

[譯文] 

 

文殊怙主所示授記般， 

穩固教政不滅正法幢， 

此雖正確無虛，魔力盛， 

 
420 策旺多吉仁增，頁 119。 
421 策旺拉姆執政時，「接壤青海之德爾格部落窮番。前赴青海所屬尼雅木錯。玉舒等番地潛匿。

探知有赴藏者回至本地。糾眾掠取牲畜物件。請交奎舒。嗣後德爾格番子。有往青海所屬各

處者。無論有無滋事。即行緝拏。解赴德爾格。交該土婦…」此處所稱土婦者，即為策旺拉

姆。《清實錄》第 26 冊《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86；乾隆五十六年九月戊寅，中華書局影印

版，1985，頁 607。 
422 策旺多吉仁增，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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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貪婪野蠻行魔業，（原註：關於這方面的歷史，另詳於〈釋疑．能治

百病之唯一妙藥〉） 

百般詭計障礙佛法願， 

耽誤本尊密咒之修持， 

種種邪惡心行令心煩； 

若能利他，最勝菩薩眾， 

逢此等過，縱苦亦承擔； 

反亦不因愛己而退卻， 

不會罔聞，身命亦能捨。 

是故，[父親]因見利他事不成， 

心意轉向其他所化剎… 

 

這段關於貢珠德噶桑波最後的記錄，呈現了當時王權不受尊重的情形。由於德

噶桑波執政後不久便前往衛藏，因此此處所說的貪婪、野蠻、阻礙德格王崇佛

心願之人士，很可能是當時代管政務的政治菁英。此處也提到了「心意轉向其

他所化剎」(ག�ལ་�་ཞིང་ཁམས་གཞན་ལ་དགོངས་པ་གཏད)，這種表述手法，是對大德圓寂的典型敘

事，字面意義為：責任已了，或是無法施展抱負，因此到其他世界度化眾生。

策旺多吉仁增在此用隱晦的方式陳述其父客死異鄉的原因，將之歸於不願明說

的其他勢力對王權帶來的箝制，似乎也暗指德噶桑波的去世與政治權謀有關。
423 

 

德噶桑波圓寂後，其妻策旺拉姆操辦了後事、熬茶佈施以及在德格的玉竹

拉康(ག/་འuག་,་ཁང)興建靈塔的事宜。隨後，策旺拉姆執掌了德格法王的職權。在宗

教事務上，她並沒有延續先輩法王們支持薩迦派在德格的發展，只是按照供僧與

定期法會的先例，恪遵傳統加以執行而已。她對寧瑪派十分傾心，在德噶桑波尚

未圓寂時，他們夫妻就已經是噶陀．直美信炯，第三世佐欽巴．艾敦丹增桑波(!ོགས་

vལ་ ༣ པ་ངེས་དོན་བ�ན་འཛ]ན་བཟང་པ，ོ1759-1792)424、起塢伏藏師(4ེ་འོ་གཏེར་�ོན)425等當地寧瑪派高僧

 
423 雖然策旺多吉仁增提到此處詳情可見〈釋疑‧能治百病之唯一妙藥〉（དོགས་སེལ་ནད་བ�་འཇོམས་པའི་-ན་གཅིག་

iར་ 從行文看來，這顯然是一篇文章），但該文疑已不存。 
424 Jann Ronis, 2011, p. 68. 
425 起塢(�ེ་འོ)也拼作 ཆེ་ཡོས，是位於今日石渠縣起塢鄉的一處牧區名。起塢伏藏師名為巴沃雷繞雜(དཔའ་

བོ་ལས་རབ་�ལ་ circa 18-19th. )，為當地的蒙古族，據稱為成吉思汗後裔。他師從佐欽派的第二世尼札，

據說他十分精通鎮壓神靈的法事，因而受到薩迦赤欽昂旺羅珠嘉措推薦，至德格敦督拉康佛

殿(བ/ད་འ/ལ་t་ཁང)為德噶桑波、策旺拉姆等人舉行厭勝(མནན་པ)等法事，極為靈驗，遂得德格王室支

助，在今日石渠縣起塢鄉新建寺院，名為洛嶺寺(ནོར་Hིང་དགོན)。他曾出資價值千餘兩白銀做為基

金，勸請策旺拉姆刻印《寧瑪十萬續》(�ིང་མ་cད་འ*མ)等寧瑪派珍稀古籍，顯然是策旺拉姆執政時

期十分活躍的寧瑪派宗教菁英。見：旦曾‧龍多尼瑪(བ ན་འཛ�ན་]ང་sོགས་ཉི་མ)，《藏傳佛教大圓滿傳承

史》(7་འ(ར་dོགས་ཆེན་ཆོས་འ.ང་ཆེན་མོ)（藏文版）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4，頁 551-553。由於起塢伏藏

師的師承源於佐欽寺與尼札寺，洛嶺寺後來亦成該二寺之分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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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弟子，更在赴藏熬茶期間，長時間地從學於伏藏師吉美林巴，426進而在執政後，

亦與第四世佐欽巴．明珠南開多吉關係密切，並與吉美林巴的二位高徒──第一世

噶陀格澤．局美策旺秋祝、果洛地區的第一世多珠欽．吉美赤列偉瑟(mོ་Zབ་ཆེན་_་་:ེང་ 

༡ འཇིགས་མེད་འ:ིན་ལས་འོད་ཟེར，1745-1821)──建立起長期而穩定的互動關係，為寧瑪派的宗教

影響力在德格轄境內再次興盛，打下了基礎。不過，格澤、多珠欽二人與策旺拉

姆的關係，似乎是較為私人的，策旺多吉仁增則似乎與這二位寧瑪高僧並無任何

宗教聯繫，在《德格王統記》的自述中，完全沒有提到這兩位宗教菁英在當時所

扮演的角色。 

 

（三）北方轄境的動盪與策旺拉姆退位 

 

策旺拉姆執政時期，轄境北區仍有紛擾──始於央金卓瑪執政時期，與玉樹

接壤的牧區由於爭奪草場而爆發的零星戰事，在此時期仍有所聞，例如前文所述、

發生於 1791年的騷亂。 

 

到了策旺多吉仁增親政後，策旺拉姆與策旺多吉仁增似乎產生了一場權力

鬥爭。最晚在 1808 年，玉樹的卡囊遊牧部落(མཁར་ནང་ཚ ་པ)在與部分論欽（�ོན་ཆེན，大

臣）串聯之下，在德格轄境內，向策旺多吉仁增為發起了較大規模的軍事化謀反

行動。《德格王統記》對此事做了如下的敘述： 

 
དེ་ཚ+་^ིགས་མའི་�ས་�ལ་དམན་པ་དང་། ། 

བདག་6ང་ན་:་ཤེས་�ོ་5ལ་མ་!ོགས། ། 

སེམས་མ་མཆོག་6ང་_་དབང་དགོངས་པ་མཐོ། ། 

དq་�ོད་�ོན་ཆེན་དགོངས་གཞི་k་ཚ གས་ཅན། ། 

དམ་"ི་དམ་ཅན་༼ཉི་%གས་[sic.]ཆོས་)ོང་དམ་ཅན་_་ཕེབས་@་བ?གས་པ། ༽ལ་བ½ས་bང་བ�ན་9ིས། ། 

�ེ་དགེའི་བ�ན་འYོ་ཡོངས་ལ་མི་དགེ་བའི། ། 

?ེན་འDང་བjིགས་པས་ལེགས་ཚ གས་?ེན་འ%ེལ་འwགས། ། 

བགེགས་དབང་སོང་དེས་བགེགས་ཆགས་k་ཚ གས་བ¦ངས། ། 

མི་འདོད་འགལ་�ེན་�་མ་ཆར་�ར་བབས། ། 

ཕ་མེས་ས་{ང་/ལ་,་མ་མཉེས་དང་། ། 

མཐའ་ཡི་�་འ�ེ་འDང་པོས་མི་^ིལ་བ�ལ། ། 

kོད་བNད་བ�ན་འYོ་རང་གཞན་ཕན་བདེ་འYིབ། ། 

/མ་མཆོག་གང་དང་མཁར་ནང་དཔོན་�ོན་$ང་། ། 

བཟང་མཐར་ངན་འ[ར་བདེ་གཟར་k་ཚ གས་6ིས། ། 

བདག་སོགས་)ེ་འYོ་�་མ་ཤིན་R་མནར། ། 

 
426 策旺多吉仁增，頁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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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ག་R་མེད་པའི་�ལ་ངན་eགས་བདོ་བར། ། 

�བས་བབས་Dང་འ:ལ་བདག་གིས་/མ་མཆོག་གི། ། 

བཞེད་�ོང་གིས་གཙ ས་དགོས་པ་མང་མཐོང་ནས། ། 

�ིག་2ན་བཅད་'ིར་^ིང་Vེ་Oོས་པ་ཡིས། ། 

�ག་eལ་�་བས་མཁར་ནང་དµང་བཅས་གཏོར། ། 

/མ་མཆོག་Jན་�ངས་ཡང་ཡང་T་མཇལ་དང་། ། 

བཞེད་�ོང་ལེགས་Qེལ་ནོངས་བཤགས་གང་ད9ེས་Tས། ། 

དབོན་�ོད་�ོན་ནས་ད(་�་Mམས་སོགས་དང་། ། 

མཇལ་འཛ མ་དགེ་བའི་�་བས་�ས་འདའ་qར། ། 

d་ཡབ་Eིང་�་¾ྰྐིའི་ཚ གས་དབོན་གཤེགས། །427 

 

[譯文] 

 

當時由於濁世之劣緣， 

吾亦少不經事未圓熟， 

菩薩母尊權重見解高， 

野蠻論欽詭計多端者， 

違誓佯裝具誓428說授記，（原註：妄言尼札具誓護法降臨） 

造成德格教法與眾生， 

不善緣起致善緣紊亂； 

魔羅引發諸般之障礙， 

多種不欲違緣如雨降， 

器情教眾自他利樂減。 

母尊本人、卡囊君臣二， 

導致我等眾生受極苦， 

難以抗衡惡緣力滋增。 

時至，我見母尊之授意， 

乃為主謀等諸必要故， 

為絕其罪，遂以悲心忿， 

猛力驅擯卡囊之軍隊， 

迎回母尊，再再與晤談， 

導其向善，懺罪勤娛親。 

 
427 策旺多吉仁增，頁 100-101。玉珠措姆認為對卡囊作戰的時間在 1808 年，見：玉珠措姆，〈二

十世紀康區政治強人夏克‧刀登的崛起〉《藏學學刊》2017(2)，頁 233。然而，由於策旺多吉

仁增自述自己親政年代的下限為 1808 年，而他又是在卡囊戰事結束後取得實權的，所以在缺

乏卡囊戰事發生時間的明確紀錄的情況下，將卡囊戰事視為結束於 1808 年、亦即「事件發生

年代不晚於 1808 年」，似乎是較為妥適的陳述。 
428 違誓(དམ་Pི)與具誓(དམ་ཅན)是恰好對立的兩種概念，意義分別為違反誓言、破壞盟誓者，以及遵守

誓言、始終不渝者。在宗教文獻中，這兩個詞彙常常被用來指代某些鬼神：違誓之人，死後

也被稱為違誓；而具誓者則通常被用於指稱護法神。 



DOI:10.6814/NCCU201901160

DOI:10.6814/NCCU201901160DOI:10.6814/NCCU2019011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6 

 

抵達汪頂，遂與悟喇等， 

共集一處，行善而度日， 

回歸妙拂洲之空行眾。 

 

此段文字顯示出，與卡囊部落之間的戰事，是策旺多吉仁增母子公開對立、形勢

轉向策旺多吉仁增的關鍵。文中提到卡囊部落的反叛，其背景是策旺多吉仁增年

少無權，策旺拉姆雖然權重，但見解太高429，大臣乃偽託尼瑪札巴（文中稱之為

尼札[ཉི་%གས]）伏藏傳承具誓護法神的授記預言，以此為由，發起戰事。後來，策

旺多吉仁增考量到必須出兵回擊的原因之一為：此戰事之主因，緣於其母意志的

指使。在不得已向母親陣營動武、取得勝利之後，策旺多吉仁增順利取回主導權，

遂與母親言和，盡其所能與母親修補關係；而策旺拉姆則離開權力中心倫珠頂，

移居汪布頂，潛心於佛教修持，直至她於 1812年圓寂為止。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掌握的文獻，並沒有任何關於德噶桑波或策旺拉姆

時期德格王國有再度向外擴張的紀錄。到了策旺多吉仁增執政時，王國在 1820s-

1860s 期間，隨著瞻對帶來的全多康動盪，並同時走向王權衰退的過程。因此，

可說德格的對外武力擴張，止於 1780年代。 

 

三、第 48代人，第 10代座主法王策旺多吉仁增 
 

策旺多吉仁增別名薩旺喇欽．向巴貢噶桑傑(ས་དབང་�་ཆེན་�མས་པ་Xན་དགའ་སངས་�ས)430，於

1798年即位為倫珠頂第 10代座主法王，至 1804年，才由清廷頒授證書(bང་?གས)，

承認由其襲膺土司職。根據自述，他到 1806年才正式接管國家。431而 1808年對

卡囊部落的戰爭結束後，他與轄境北區反對者的政治鬥爭告終，應為他正式取得

權力之始。在他執政的初期，轄境約有 7,900戶432，每年向清廷納貢糧馬，折合

白銀 280 兩。4331815 年，因為先前協助剿滅中瞻對有功，得嘉慶賞賜二品頂戴

花翎。434他也得到朝廷頒賜號紙、金印。435 

 

19 世紀在德格轄境內最為活躍的宗教菁英之一──工珠．羅追泰耶，出生

 
429 「見解高(དགོངས་པ་མཐོ)」意指證悟高深莫測，也常有暗指其人行為有悖常理、難以理解的意味。 
430 =ན་དགའ་བ ན་པའི་ཉི་མ，p786. 
431 策旺多吉仁增，頁 103。 
432 以每戶約 3 人計，合計約 2萬餘人，約僅佔當時四川總人口（約 2,000餘萬）的千分之一。

關於當時的四川人口估計值，見：陳世松主編，《四川通史‧第五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

社，1993，頁 181。 
433 王川，2009，頁 8。 
434 《清實錄》第 20 冊《宗純皇帝實錄》卷 968，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甲午，中華書局影印版，

1985，頁 1208。 
435 從藏文文獻紀錄可知他獲頒號紙、印信，但具體的襲職時間仍不詳，見：=ན་དགའ་བ ན་པའི་ཉི་མ，

p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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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正值策旺多吉仁增正式掌權之後。在他的自傳中，如此描寫策旺多傑仁增在《德

格王統記》中所暗示、約發生在 1820年代的王權衰落情形： 

 

འདི་�ོར་�ེ་དགེ་ཚ+་དབང་mོ་Vེ་རིག་འཛ]ན་Oི་བTགས་དང༌། �་མ་ཁག་གི་གཟིམས་[sic.]དཔོན་Mམས་རིམ་པར་ཚར་�བས་ཡིན་པས། དེ་Mམས་

6ིས་མངའ་རིས་/ལ་འ%ོག་Mམས་ལ་བ^ད་བ�ོ། བཙན་འ:ོག །�ོ་བཞག །¦ོང་མོ། ¤ས་བ¸ར། བཙན་དོམ་བཞག་ཅིང་y་ལ་འདེད་བ_ལ་ཆེ་བས་!ོང་

ཁག་Mམས་6ི་�ེ་@མ་ཆ་ཙམ་/ལ་(ད་ས་འ4ར་9ིས་�ོང་པའི་�བས་@་ཁེལ།436 

 

[譯文] 

 

這是德格策旺多吉仁增在位，曲麻一帶 (�་མ་ཁག)437的森本們438相繼跋扈的

時代。這些人以強奪、阻擋、苛捐、以劣換良、強行扣押等方式欺凌轄

境農牧民們，並且攤派沉重的烏拉，致使各宗的民眾約有三分之一離鄉

背井，地方荒蕪。 

 

策旺多吉仁增在政治軍事方面發展不多，目前所知者，除了對卡囊部落的軍

事行動之外，僅有 1825年，德格干預囊謙王家族內部事務一案。439有趣的是，

他在《德格王統記》文末的幾段發願文當中，按一般通例，祈禱整個世界與個別

區域之中，佛法與眾生都能常得利益，他所祈禱的區域，既不是德格，也不是多

康，而是普陀境(བྷོ་ཊའི་Äོངས)──觀世音的國土，440意味著由達賴喇嘛所統治、度化的

整個藏土，這是基於對吐蕃歷史與神話詮釋之認同，所衍生出跨出多康屬地認同

的更大同族凝聚思想的一項標誌。可見，德格家族雖然強調根基於多康的本土性，

並同時歸附清朝，受封土職，但除了長期透過熬茶佈施及留學求法而與甘丹頗章

及衛藏地區有良好互動之外，在人群歸屬或政治傾向方面，仍是更傾心於信仰、

文化、歷史脈絡較近的衛藏政權的。 

 

他對於繼續發展薩迦派的事業十分投入，在強調自己護持佛法的態度是不分

宗派的同時，也持續著對薩迦派的優榮。他以第 44任俄爾堪欽．向巴南喀企美

(�མས་པ་ནམ་མཁའ་འཆི་མེད，1765-1820)、雅礱多吉強（ཡར་Pངས་mོ་Vེ་འཆང་ 應指當時札西曲德寺的

第四世文珠．南喀雷巴，亦即內薩巴的轉世）為主要上師，從其接受《道果》弟

 
436  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གས་མེད་རིས་མེད་!ི་བ ན་པ་ལ་འ/ན་ཤིང་དགེ་�ོང་གི་གiགས་བ�ན་འཆང་བ་1ོ་6ོས་མཐའ་ཡས་!ི་�ེའི་.ང་བ་བ�ོད་པ་ནོར་*་r་

ཚ3གས་མདོག་ཅན་ཅེས་G་བ་&གས་སོ།》，དཔལ་�ངས་པར་མ། folio 52b. 
437 此處所稱曲麻，當指往玉樹、曲麻萊(?་དམར་ལེབ)方向的德格轄境北區，也就是過去常生戰事、毗

鄰玉樹的地帶。 
438 森本(གཟིམ་དཔོན)原為司寢，近侍之意。在此應指德格轄境北區的上層政治菁英。 
439 《清史稿》載：「[道光]五年(1825)，[瑚松額]擢成都將軍。乾隆中，西寧玉舒巴彥囊謙千戶分

三百戶與其弟索諾木旺爾吉為小囊謙，由德爾格忒土司居間調處，辦事大臣斷定。既而索諾

木旺爾吉之子諾爾布不能服其屬戶，大囊謙欲兼並之，諾爾布訴於德爾格忒土司；大囊謙復

以土司有欺凌小囊謙情事，互控不已，下瑚松額按之。奏請仍遵原斷，大囊謙不得覬覦屬戶，

德爾格忒土司亦毋預鄰封事，以杜爭端，事乃定。」見：《清史稿》，第 38 冊，卷三百八十二

〈列傳一六九 瑚松額 布彥泰 薩迎阿〉北京：中華書局，1976，頁 11637。 
440 策旺多吉仁增，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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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釋等教法，並專注致力於弘揚薩迦派與俄爾支派的宗教發展，試圖增加僧人數

量，但並沒有大興土木的舉動。然而，囿於環境因素，他在這方面的努力，所得

成效有限。按照他自己的說法，由於自幼喜好僧服，並且由於為了效法祖輩所留

下、護持薩迦派與俄爾寺的優良傳統，以及眾生的幸福，避免教政事務被出身卑

劣、缺乏信仰的俗人官員之劣行(རིགས་ཆོས་ཐ་ཤལ་དཔོན་)འི་Jོད་ངན་9ིས་མ་བ¦ད་པ)所玷汙，所以他決

定努力主持政務與薩迦派的教務，娶妻生子。441後至策旺多吉仁增 41歲時(1826)，

效法薩迦派祖師先延續子嗣再出家的做法，受比丘戒，以出家法王的身分執政。
442此後兩年，《德格王統誌》成書。 

 

不過，從他所祈禱的護法神名單中，我們可以看出，雖然策旺多吉仁增有著

恢復獨尊薩迦派的發展企圖，但在個人宗教功修的態度方面，確實也依循著丹巴

澤仁以降的祖輩風氣，兼學薩迦、寧瑪與噶舉三派。443 

 

  

 
441 策旺多吉仁增，頁 103-105, 108。 
442 策旺多吉仁增，頁 110-112。《德格王統略記》也寫道：「་་་་་་དJང་6ངས་ཞེ་གཅིག་པར་རབ་B་.ང་ནས་�ེ་དགེ་1་མ་=ན་དགའ་

�ལ་མཚན་ཞེས་མཚན་Dན་8ིས་�བ་ ེ་2ིན་ལས་མཐར་>ིན་པ་ཡིན།」（……四十一歲時出家，於是德格喇嘛‧貢噶堅贊之美名

遠揚，［政治］事業完結。）見：ཚ�་རིང་1་མ་འཇམ་དཔལ་བཟང་པ，ོ《ཆོས་�ལ་�ེ་དགེའི་�ལ་རབས་�ང་�ར་བLས་པ་ངག་གི་ས་བོན་ཨ�ྤལ་?ན་པོ་》。 
443 他所主要祈禱的護法神仍為持梃怙主，此舉象徵著王權以及該家族與薩迦派的聯繫，詳見後

文。此外，還有其他護法神，包括了寧瑪派著重祭祀的欸嘎雜智(ཨེ་ཀ་©ཱ་ཊི)、載烏瑪(ཙ�k་དམར)，以及

噶舉派的吉祥煙炭母(དཔལ་Qན་/ད་སོལ་མ)、四面怙主(ཞལ་བཞི་པ)等。見：策旺多吉仁增，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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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19 世紀起：王權旁落至王國告終，

最後四代德格王 

 

從《德格王統記》可知，18世紀末開始，德格王做為名義上的執政者，實

際上是逐漸走向大權旁落的。至 19世紀中，由於瞻對攻佔德格，藏軍的勢力繼

而進入多康，德格王的實權被架空，分散於各大頭人及其集團。到了 19世紀

末，受到晚清政治紛亂影響，加上頭人集團的傾軋，德格家族內部分裂，終於

20世紀走向敗亡。 

 

一、第 49代人，第 11代座主法王丹慈多吉 
 

策旺多吉仁增與阿旺貢噶拉姆所生的 3名世子，為家族第 49代人，分別為：

長子丹慈多吉策旺南嘉(དམ་ཚ]ག་mོ་Vེ་ཚ+་དབང་Mམ་�ལ，1811-1853?/1878?)，後來繼任為第 11

代座主法王；次子策旺彭措丹炯(ཚ+་དབང་�ན་ཚ གས་བ�ན་)ོང，1822-?)，幼子策旺多吉展杜(ཚ+་

དབང་mོ་Vེ་དY་འ�ལ，1823-?)。另有一女，生於 1815 年。丹慈多吉於 1824 年、14 歲時

抵達倫珠頂，展開佛教教義的學習，隨後的 2年間，雖經歷一番波折，終能安然

度過。444雖然《德格王統記》中並未詳述這段波折，但稱呼這段風波為「惡願違

誓者的雲朵」(�ོན་ལོག་དམ་"ི་ནམ་མཁའི་Eང་པོ)，可推測又是由反對王權者的臣子所發起。 

 

丹慈多吉約於 1847年之後即位，隨後在 1848年，貢布朗吉統一了全瞻，此

事無疑影響了瞻對周邊的德格與霍爾部。此後，在清朝 1848-1849年進剿瞻對的

行動中，丹慈多吉也派兵協同作戰，並曾致書瓦述毛垭土司，表示希望與各部結

盟，共抗貢布朗吉。丹慈多吉的軍事舉措，也提供了貢布朗吉日後進攻德格的藉

口。445 

 

從個人角色來說，丹慈多吉則是一位非常醉心於宗教修持的法王，完全無意

投入政治。在內政方面，他關心民生，與民休息。446如同丹巴澤仁，他本人亦終

日忙於念誦經咒，《德格王統略記》稱他「雙手各持一支轉經輪，夙夜不懈修持

本尊法」。此外，前述反對王權的風波似乎不只一樁，當他制裁了參與行動的大

臣後，完全無意訓斥對方，只說了「莫要障礙我修善法」(རང་གི་དགེ་�ོར་ལ་བར་ཆད་མ་�ེད)一語。

他也曾親自赴衛藏熬茶佈施，但具體時間不詳。至於他的 2位昆季，皆為俄爾支

 
444 策旺多吉仁增，頁 105, 116-117。 
445 昔繞俄熱，頁 21。 
446 Iབ་བ ན་ཆོས་!ི་Hང་པོ་འཇམ་དཔལ་Fབ་པའི་1ོ་6ོས，〈ས་'ོང་�ེ་དགེའི་�ལ་རབ་མདོར་བLས་བཻ�Vའི་དོ་ཤལ།〉, p.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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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出家人，447當是主持倫珠頂宗教事務者。448 

 

丹慈多吉的圓寂時間仍有待考證，推測約在 1850-1851年。449 

 

德格王室成員，在王權衰退的時代裡，與政治完全切割，一味從事宗教功修

與學習，為反對王權的政治菁英提供了擴張勢力的機會。由此可知，從 19世紀

中葉開始，做為血脈繼承者的德格王，並不掌有或行使實權，行政權力都在臣子

手中。從 1820-1890之間，對於策旺多吉仁增、丹慈多吉、企美達貝多吉三位德

格王本人的記述極其稀少，450相信與王權衰微有直接關聯。 

 

1864年後，藏軍進入多康，梁茹基巧成為凌駕於德格王的統治權威，德格

家族的政治影響力，於是更趨衰微了。 

 

二、王室爭議的開端：第 50代人，第 12代座主法王

企美達貝多吉 
 

（一）沒有實權的甲根瑪 

 

企美達貝多吉(འཆི་མེད་?ག་པའི་mོ་Vེ，1851-1897)在德格常被稱做「甲根瑪」(�ལ་�ན་མ)，

漢文史料常稱其為老土司，應即源於此稱；他亦有許多別名：策旺多吉(ཚ+་དབང་m་ོV)ེ451、

策旺多吉羅珠彭措（ཚ+་དབང་mོ་Vེ་�ོ་Yོས་�ན་ཚ གས།《籌瞻奏稿》作側旺多爾濟羅追彭錯克）、

 
447 ཚ�་རིང་1་མ་འཇམ་དཔལ་བཟང་པོ，《ཆོས་�ལ་�ེ་དགེའི་�ལ་རབས་�ང་�ར་བLས་པ་ངག་གི་ས་བོན་ཨ�ྤལ་?ན་པོ་》。 
448 根據《工珠自傳》(ཀོང་aལ་རང་"མ)，在 1852 年初與年底，季世子策旺多吉展杜分別為了要舉辦法

事與為新落成的閉關房開光，二度將工珠請至倫珠頂。由此可推測策旺多吉展杜應該是倫珠

頂宗教事務的主要負責者。見：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105a, 113a. 
449 《工珠自傳》中提到：1851 年，德格色炯（意為較年幼的王子，應指丹慈多吉的幼弟策旺多

吉）要求工珠為其修持薦福法事(རིམ་བbབ)，重要的施主修持以招財納福(གཡང་'བས)為主的法事；在

新的德格色（�ེ་དགེ་Pས་གསར་ 色意為王子、世子，在此專指企美達貝多吉）於該年藏曆五月誕生前

後，亦命工珠前往倫珠頂，為新生兒推算命格。之後，徳格色珠又再度要求工珠為自己修持

招財納福的法事。見：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105a. 可見，企美達貝多吉生於權力中心倫

珠頂，但與他相關的卜算，以及工珠在他出生前後為德格家族舉行的法事，都是由其叔父敕

令工珠進行的。因此，德格王丹慈多吉很有可能是在王后孕期中圓寂的，時間約在 1950 年末、

1951 年上半年，而他的二位兄弟遂成為德格家族的主事者。 
450 甚至歷經四代德格王的工珠，在他的編年體《自傳》中，也只有 1820 年代的紀錄裡提到了策

旺多吉仁增，第二度提到德格王時，已是 1890 年赴藏熬茶的事件。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145b. 
451 較早的漢文記述（包括任乃強的《康藏史地大綱》）與承襲此類漢文材料的中文學界，似乎

常將策旺多吉仁增與策旺多吉（企美達貝多吉）弄混，並且忽略了丹慈多吉的存在，而將本

為祖孫關係的二人，寫為父子關係，並誤判了策旺多吉仁增圓寂的年代，將之向後推論至

1952 年前後。例如：昔繞俄熱，頁 21；白馬鄧登、夏克澤朗口述，朗加、韋澤翻譯記錄，

〈德格土司家族內部及其與下屬頭人之間的紛爭械鬥〉收入政協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員

會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資料選輯》第 2 輯，1984，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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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珠彭措(�ོ་Yོས་�ན་ཚ གས) 452…等。453 

 

從《工珠自傳》可知，1850-1853年間，德格的主事者，皆為德格色炯，454

其地位應同於攝政；此後，因其年幼即位，其母曲音桑姆乃任攝政，實際政權操

縱在母親與管家手中。455在貢布朗吉尚未攻向德格、企美達貝多吉正式承襲土司

職位之前，據說他已於 1862年即法王位。456此外，直到 1875年，策旺彭措與策

旺多吉二位仍然在世，457當時可能還擔任著輔政的角色。 

 

1863年，企美達貝多吉與其母，以及八邦．文根(དཔལ་¤ངས་དབོན་�ན)、噶陀．信炯、

佐欽．本洛等高僧皆被貢布朗吉關押於瞻對，至 1864年才獲釋放。期間，德格

許多高僧與頭人被蒙首投入雅礱江而亡，德格王宮、溫拖寺(དབོན་�ོན་དགོན)、宗薩札西

頗章(!ོང་སར་བn་ཤིས་ཕོ་%ང)與多處家戶、草場、森林皆遭焚毀，人民遭受屠戮與劫掠。458

當時德格王母子應處於軟禁狀態，尚能按月對外通信，請求工珠為他們觀察夢境，

並與之商議大事。4591869年，企美達貝多吉與母親獲釋返回德格後，於 1869年、

19歲時，才承襲土司之職。460 

 

1870年，企美達貝多吉迎娶拉薩達隆噶斯(�ག་bང་ག་ཟི)家族骨系的朵喀瓦．策旺

 
452 即漢文史料或檔案中所稱「羅追彭錯」(1ོ་6ོས་Wན་ཚ3གས)。據任乃強考證，此為出家法名。見：任乃

強，〈德格世譜（再續）〉《康藏研究月刊》(15)，1947，頁 22。 
453 玉珠措姆，2017，頁 234。 
454 1852 年，在德格色炯的要求下，工珠再次前往更慶寺，為新建的閉關房(bབ་ཁང)舉行法事，並

為色喇嘛（Pས་1་མ，應指丹慈多吉的二弟策旺彭措，應是更慶寺僧人）傳授灌頂。見：འཇམ་མགོན་

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106a. Richard Barron 認為色喇嘛就是德格王（企美達貝多吉），見：Koṅ-

sprul Blo-gros-mthaʼ-yas, Richard Barron(ed., trans.), The Autobiography of Jamgon Kongtrul: A 

Gem of Many Colors, Ithaca, NY: Snow Lion Publications, 2003, p.83. 但筆者認為，對於已經即位

的德格王，即便是出家者，文獻中多稱為德格喇嘛，而不稱為色（Pས，公子），且除了策旺

彭措外，策旺展杜亦為色喇嘛，因此，此處所指涉者，應非德格王本人。 
455 昔繞俄熱，頁 21。 
456 其美多吉、達擁，頁 159。 
457 當時曲音桑姆要求工珠在札西頗章(བ^་ཤིས་ཕོ་qང)宮殿舉行為期數日的密宗《八大法行大修暨藥

修》(བཀའ་བ�ད་bབ་ཆེན་-ན་bབ་«ེལ་མ)法會，二位德格色皆出席了。這是一種「非彼此關係良好者不能參

與」的法會，可見當時攝政的曲音桑姆與二人的關係十分良好。見：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

folio 164a-164b. 
458 Yudru Tsomu, The Rise of Gönpo Namgyel in Kham: The Blind Warrior of Nyarong, Lenhan: 

Lexington Books, 2015, pp. 171-172. 其美多吉、達擁，頁 160。而《工珠自傳》也提到 1862

年初，梁茹軍隊(ཉག་དམག)進軍德格，1862 年底、1863 年初佔領德格全境，（工珠寫為鐵豬年［

zགས་ཕག་ལོ，即 1851 年，但顯然是誤植］）德格母子(མ་Pས)為梁茹首領所俘(ཉག་དཔོན་འོག་B་ཤོར)。見：； 

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141b-145b. 
459 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145b. 
460 鹿傳霖，〈奏為德爾格忒土司歸誠出力人員請獎并請改流設官摺〉，軍機處檔摺件，光緒二十

三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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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布(མདོ་མཁར་བ་ཚ+་དབང་ནོར་(，?-1902)之女策丹卓嘎(ཚ+་བ?ན་jོལ་དཀར)461為妻。462策旺諾布嫁女

之時，任衛區的代本，1871-1896年任噶倫，463對當時衛藏與多康的政治有著舉

足輕重的影響力。曾擔任海外藏人政府噶倫(བཀའ་¦ོན)的德格頂戈級頭人局欽倉(འ&་

ཆེན་ཚང)家長圖登南嘉（.བ་བ�ན་Mམ་�ལ，1929-2011簡稱噶倫．局欽）在其口述史中提到：

卓嘎策丹所生子嗣均夭折，經涅相會議請示，由宗薩寺高僧蔣揚欽哲旺波建議，

讓企美達貝多吉從呈報上來的德格轄境內 17位女子名單中，選擇龔埡玉妥地區

(�གས་ར་ག/་ཐོག)色西倉家族(སེ་ཤི་ཚང)之女為妾，並讓該女子擔任卓嘎策丹的婢女(ཞལ་ཏ་མ)。

隨後，該女子一連為家族生育一女二男，男子即為多吉僧格（也稱為阿甲[ཨ་ཇ]）

與彭措多吉（即絳白仁欽，也稱為巴巴[བ་བ]）。464  

 

關於企美達貝多吉執政的功業與發展，並沒有清楚的記述，漢藏史料所稱出

入處亦頗多，465尤其是 1870-1890期間德格政治的形勢，更是闕如，漢文史料中，

僅《清實錄》記載了 1876年，瞻對與德格聯軍，侵擾理塘、巴塘一事，466反映

出當時德格與駐瞻對的藏官確實是有聯盟關係的。他在位時的其他重大歷史事件，

則約當發生於 1890年代以後。 

 

（二）藏漢歷史文獻的出入：再考鹿傳霖所奏德格兄弟爭襲事件 

 

1894 年，時任四川總督的鹿傳霖派兵克瞻對，同時攻佔德格全境，當時便

 
461 即漢文史料或檔案中所稱「玉米」或「玉米者登仁甲」。「玉米」應為藏文「雲母」(eམ)的異譯，

為母親的敬語，用來稱呼德格王子之母；「者登」即策丹(ཚ�་བsན)，「仁甲」則為「卓嘎」不同讀

音的異譯。《德格王統略記》稱其為噶撒骨系家族(ག་ཟའི་ག/ང་བcད)的薩炯旺姆(ས་'ོང་དབང་མོ)。 
462 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161b.；བཀའ་1ོ་\ིད་iར་འ�་ཆེན་Iབ་བ ན་"མ་�ལ་ p. 190. 噶倫‧局欽稱策丹卓嘎為

卓嘎策丹，應是將卓嘎與策丹兩個單詞誤記的結果，名字的語序倒置在藏族日常生活中是十

分常見的。此外，玉珠措姆指出，策丹卓嘎的父親策旺諾步便是率領藏軍攻打瞻對的將領，

此段婚姻是由拉薩方面安排的。見：玉珠措姆，2017，頁 234。 
463 畢達克(Luciano Petech)著，沈衛榮、宋黎明譯，《西藏的貴族和政府：1728-1959》北京：中

國藏學出版社，2008，頁 59-60。 
464 བཀའ་1ོ་\ིད་iར་འ�་ཆེན་Iབ་བ ན་"མ་�ལ་ ，“�ེ་དགེ་ཆོས་�ལ་ཆེན་པོའི་ག/ང་རབས་2ེང་བ་ལས་ཆད་པའི་�ལ་རབས་དང་། ཆོས་འ.ང་། རིག་ག&ང་། མངའ་ཐང་བཅས་པའི་ལོ་

cས་＂, in བཀའ་བcད་oི་འIས་བ ན་པ་ཡར་འཕེལ་ [ed.] དཔལ་�ན་བཀའ་�ོན་ིད་�ར་འ�་ཆེན་�བ་བ�ན་�མ་�ལ་མཆོག་གི་�་ཚ�འི་ལོ་�ས་དང་འ ེལ་བའི་ཉེ་རབས་བོད་

"ི་#ང་བ་བ$ོད་པའི་གཏམ་ཚ&གས་'ིད་པའི་མེ་ལོང་ཞེས་)་བ་, Vol. 3, Chauntra: Juchentsang White House, pp. 190-191. 
465 玉珠措姆主張德格衰弱的主因是德格王與頭人的競爭，以及企美達貝多吉二位世子的爭位，

此說固然符合實情，也是學界所公認。然而，他根據《德格縣誌》與《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話》，

稱德格王與 30名頭人於 1871赴衛藏酬謝甘丹頗章對瞻對戰事的介入，後因頭人殺死駐藏大

臣的隨從，而企美達貝多吉將頭人交由駐藏大臣處死，導致眾叛親離，各地頭人紛紛拒絕服

從徳格王，遂引發企美達貝多吉要求川督鹿傳霖入德格彈壓，終至張繼與各部頭人兵戎相見，

經談判後，將企美達貝多吉夫妻與二子共 4 人押往成都問罪。如此將德格王與頭人分裂的起

始時間斷定在 1870s 年代，卻尚待考察。因工珠‧雲丹嘉措的《自傳》中明確提到「zགས་ཡོས་གསར་

་་་་་་། �ེ་དགེ་�ལ་1ོན་7་ལོ་t་Qན་ནས་>ིར་ཕེབས་Fབ་པ་ལ་་་་་་（鐵兔年[1891]……，德格王臣已自拉薩返程……）」，顯示企美

達貝多吉赴藏熬茶的時間是 1890-1891 年。（關於赴藏熬茶，詳見第四章第三節的討論）若德

格王臣公開衝突的時間在 1870s 年代，則不可能有 1890 年王臣共同赴藏的記錄。因此，筆者

認為，《德格縣誌》所載 1871 年有誤，應為 1891 年。見：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218a；

玉珠措姆，2017，頁 234；格勒，1986，頁 259-260；德格縣誌編纂委員會，頁 471。 
466 《清史稿》，第 4 冊，卷二十一〈本紀二十一 穆宗本紀一〉北京：中華書局，1976，頁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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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格家族內鬨為由，擒拿企美達貝多吉夫婦，解至成都，籌議將德格改設流官；

後土職又得恢復承襲，多吉僧格與絳白仁欽兄弟為了爭襲，各擁不同陣營的頭人

構釁作亂，動亂經年，終由清廷遣四川總督趙爾豐奏請往辦，將德格改流。467 

 

以下是關於企美達貝多吉晚年與所謂「兄弟爭襲」相關事件的分析。 

 

根據鹿傳霖於 1897年的奏摺所稱，自企美達貝多吉襲職之後，由於絳白仁

欽與其母仗勢與瞻對番官（梁茹基巧之官員）之往來，「婦禁其夫而別居，子廢

其父而自立」「老土司及頭目人等先後呈訴，僉稱小土司等依附瞻酋，其地已將

淪為異域」，因此力主將德格改流。468 

 

然而，筆者以為，不能遽將鹿傳霖的這段描述，認定為 1870年以來的實況。

箇中緣由，略述如後。 

 

清軍強勢介入之前，德格兄弟並無不合，亦未爭襲 

 

首先，此時期王權衰弱固然是事實，但不代表企美達貝多吉的地位已由絳白

仁欽取代。由於藏軍介入對貢布朗吉的戰事，戰後甘丹頗章的勢力遂正式進入多

康，根據夏格巴．旺秋德登(s་�བ་པ་དབང་wག་བདེ་lན，1907-1989)所述，貢布朗吉戰事的善後

事宜，包括將歸還戰事期間的所佔土地、財物，恢復當地原有的官銜與職權；關

於拉薩實質控制多康的變革，則包括：成立梁茹基巧，設官、駐軍，將多康置於

衛地政府（ད(ས་གTང་甘丹頗章）直接管轄(ཐད་ཀའི་འཛ]ན་)ོང)之下，差傜、法規依照五世達

賴時期的標準辦理，並由代本普隴巴(མདའ་དཔོན་ �་bང་པ)主持基巧，多康各地皆派駐糧

官(ཕོགས་དཔོན)與佐領。469 

 

1864 年，官拜噶倫的代本普隴巴兄弟以攻打貢布朗吉為名，率領藏軍進入

多康時，一路在察雅、貢覺、日恰(རི་ཆབ)等地佔地毀寺，繼而佔領德格。直到 1866

年間，德格都被普隆巴統治。當時稱之為薩旺（大王）。470足見，自 1864年起，

瞻對藏官對德格、霍爾的統治確實凌駕於德格王權之上，這使得原本已經衰落的

王權，對外顯得更加無足輕重。但在 1870年，企美達貝多吉甫即法王位不久，

 
467 《清史稿》，第 46 冊，卷五百十三〈列傳三百‧土司二‧四川〉北京：中華書局本，1976，

頁 14223-14224。 
468 鹿傳霖，〈奏為德爾格忒土司歸誠出力人員請獎并請改流設官摺〉。 
469 ~་@བ་པ་དབང་�ག་བདེ་Qན，《བོད་!ི་Pིད་དོན་�ལ་རབས།》Delhi: T. Tsepal Taikhang, Vol. 2, 1976, pp. 45-46. 
470 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147a- 150a。 Luciano Petech引用《工珠自傳》，表示普隴巴在貢

布朗吉失敗後，由於認為寧瑪派與貢布朗吉有勾結，於是在佔領德格期間對寧瑪派進行了清

洗。（見：畢達克，頁 107。）但從《工珠自傳》這段文字看來，他似乎誤讀了工珠的意

思，工珠應只是說明普隴巴等人在入徳格之前，曾有佔地毀寺的行為，後來到德格後，由於

對工珠的占卦靈驗感到滿意，所以保全了八邦寺、更慶寺，連協慶的珠古也在當時被找去為

藏軍祈福可見並無清洗寧瑪派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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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方 20歲，尚未生子；其兄多吉僧格則出生於 1877年471，因此，絳白仁欽肯定

出生於 1877 以後，俟其能夠「廢其父而自立」，至少也是成年後、其父於 1891

年由藏返回德格的事。在此之前，若說絳白仁欽與其母「恃權專擅」，恐怕過於

牽強。 

 

  

其次，絳白仁欽的是否真與其母同爭王位，也值得存疑；至於絳白仁欽為私

生子之說法472，則更加缺乏佐證。筆者以為，由於二位德格王子皆為婢女所生，

而身為嫡后的策丹卓嘎，卻出身於門當戶對的衛藏貴族家庭，為顯尊貴，在正式

紀錄中，皆以策丹卓嘎為二位王子之母，因此才會有後來漢文文書中「有時稱絳

白仁欽與土司妻為母子，有時又稱其為私生子」之說。另，根據《工珠自傳》，

1893年底藏曆十月、十一月間，多吉僧格與絳白仁欽都還是僧人，都到宗薩接受

工珠傳授佛法，473可見當時絳白仁欽兄弟並無公開對立的情事，「長期對立爭襲」

的說法，更無可能。 

 

此外，後來當德格家族被押至成都，經審問方知，鹿傳霖與川軍統領張繼所

稱的當時的德格形勢，與德格家族所稱殊異。474因此，不宜將鹿傳霖的奏摺與《籌

瞻奏稿》關於 1890s年代的德格家族史，一律視為事實看待。 

 

噶倫．局欽對企美達貝多吉失去政權、離開德格一事，亦有著與漢文檔案所

呈現的官方說法截然不同的陳述。他指出，企美達貝多吉聲望下滑的原因是：他

將自己女兒連同小妾，一併下嫁至靈蔥家族，為靈蔥甲波的女王475，被輿論譏為

缺乏男子氣概者；與此同時，他重用瓊日卜札(�ང་རིས་(་བn)和瓦雄．札桑(བ་wང་བn་བསམ)476

 
471 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合編，《近代康藏重大事件史料選編‧第一編‧上

冊》拉薩：西藏古籍出版社，2001，頁 464。 
472 《西康建省記》如此描述企美達貝多吉與卓嘎策丹的婚姻：訪得德格土司羅追彭錯與其妻玉

米者登仁甲，生子名多吉僧格，嗣以土司通於民間婦女，其妻遂與頭人私通，生子名降白仁

青，於是夫妻反目，然其妻係藏女，與藏官有姻誼，藏官助之抗其夫，故各攜其子分居焉。

見：傅嵩炑，《西康建省記》，頁 28。 
473 文中，工珠稱二位世子為「大小德格色喇」(�ེ་དགེ་Pས་1་ཆེ་?ང)，表示二位都是具有出家身分的德

格色。見：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229a. 
474 「恭壽奏，土司改土歸流督臣事前並未商辦徑行列銜具奏。據實奏聞一摺，四川邊務事宜，

向由總督會同將軍互商妥善，合詞具獻德爾格忒土司地改土歸流一案，鹿傳霖並未知照恭壽，

竟將該將軍銜名列入，與歷來辦法不符。並據該將軍奏稱該督不察虛實即飭委員張繼率師往

取其地。張繼急於邀功。遂將該土司全家誘獲。解省監禁，疊次提審。所供情節與張繼所稟

懸殊。現聞張繼在德爾格忒被圍。邊民之未必心服亦可想見等語。此案實在情形。究竟若何。

朝廷無由懸度。」《清實錄》第 57 冊《德宗景皇帝實錄》卷 409，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丙子，中

華書局影印版，1985，頁 338。 
475 其女嫁至靈蔥的時間亦缺乏年份紀錄。以企美達貝多吉生於 1840 年計算，其女最早約在 1880s

年代出嫁，因此只能推估約為 1880s-1890s 年左右。 
476 瓊日卜札應是瓊日家族(?ང་རིས)的札西(བ^་ཤིས)，瓦雄‧札桑則應為瓦雄家族的札西桑珠(བ^་ཤིས་བསམ་

Fབ)。其人家世與身分尚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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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許多青年男子(ཕོ་གཞོན)，常行走於王前，縱容他們公然蔑視包括涅欽、相佐等頂

峰大臣在內的頂戈級大頭人，導致頂戈級大頭人登龍(གཏེར་�ང)家族的埡雜卜貝瑪堅

(ད(་5་(་པ�ྨ་ཅན)向涅相會議(གཉེར་'ག་ཚ གས་པ)477提出暗殺瓊日卜札等人的提議。該案雖遭涅

相會議以恐觸怒國王為由否決，埡雜卜遂因憤懣，氣血逆行而亡。此後，此等青

年男子氣焰更為囂張，甚至在倫珠頂年例最重要的歲末施放食子迴遮除障法會

(དམར་ཆེན་གཏོར་7ོག)，以及法會後由各個頂戈級頭人家族成員演出的德格大舞(�ེ་དགེའི་%ོ་ཆེན)

展演時隨意走動，擾亂秩序，對各大頭人極不尊重，終致大舞演出當日，涅相會

議便臨時擴大舉行。會中，涅相頭人與其他頂戈頭人一致決議，將企美達貝多吉

及所有相關青年男子處以流放，隔日中午，相關人等便遭流放至轄境北區近瀾滄

江上游流域的地帶。478 

 

奏摺所謂兄弟爭襲一案中，目前唯一能確認的真相 

 

因此，根據工珠與噶倫．局欽的陳述，加上格勒等當代學者的訪問調查，我

們將會發現漢藏文獻諸說，關於企美達貝多吉失去政權的原因及過程互有出入。
479筆者以為，經比較整理、去異存同之後，較可肯定的事實應為： 

 
477 涅相會議：也稱為涅空(གཉེར་ཁང)或涅巴會議，由 4名涅巴大臣組成，包括 3名涅巴(གཉེར་པ)、1

名相子，（>ག་མཛ3ད་ 也譯為相子、強佐，意為管家，由涅巴中選出）下設一秘書，稱為涅仲(གཉེར་

Aང)，屬於最高級別的大臣會議，為德格王以下的最高決策機關。見：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

所四川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地區社會調查報告》中國科學院民

族研究所，1963，頁 21, 23。 
478 བཀའ་1ོ་\ིད་iར་འ�་ཆེན་Iབ་བ ན་"མ་�ལ，p.201-218. 
479 根據白馬鄧登(པ�ྨ་བ/ད་འ/ལ)、夏克澤朗(G་5ོད་ཚ�་"མ)在 1983 年的口述，由於德格王后(�ེ་དགེ་བ<ན་མོ)在攝政

期間，與瓦述‧札桑(དབལ་¬ལ་བ^་བསམ)私通，並任由札桑干政，引起頭人不滿，紛紛交出前任法王

所賜、代表權力的緞帽與碗套，相約出逃。雖經五大悟喇寺院代表協調亦未果。後來德格王

后與清軍密謀將頭人引至王宮關押，卻因事跡敗露，反致寺院與頭人聯合武裝包圍王宮。最

後與清朝代表協商的結果，遂將德格王夫妻與王子送往成都居住。（其美多吉與達擁也引述了

同樣的敘事）見：白馬鄧登、夏克澤朗口述，朗加、韋澤翻譯記錄，頁 45；其美多吉、達擁，

頁 162-163。 

 

該口述史所述事件，顯然是指張繼攻入德格，後將德格王夫妻與二子押至德格之事，亦即

《西康建省記》所謂「張繼乘衅，計誘土司，言為之逐其妻及降白仁青，乃率兵入德格，將

土司夫婦」，僅理由非如該書所載「各攜其子分居焉」。見：傅嵩炑，頁 28。但該口述史似乎

存在著明顯將此事件中的德格王后誤植為曲英桑姆（企美達比多吉之母）的問題，若將所控

涉及私通者改為策丹卓嘎（企美達貝多吉之正妻），才能對應至藏漢文獻對此事的諸家說法，

原因是：雖然也有人主張曲英桑姆與管家有私通之情事，但該情事發生於 1863 之前；（Yudru 

Tsomu, 2015, p. 171）又，漢文文獻對德格王后私通的指控，主要集中在 1897 年，而當時曲英

桑姆已於 1892 年去世(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224a.)，且主因是與德格王「夫妻不睦」，因

此所指私通者，當是策丹卓嘎。 

 

又，白馬鄧登等人所稱「與王后私通」的瓦述‧札桑，以及噶倫‧局欽所言「與德格王過

從甚密」的瓦雄‧札桑，發音十分接近，極可能是同一人，只是在口語傳播過程中，無法準

確拼寫其人的家名，因此導致出現於兩個版本相異的敘事之中。且在二種版本的敘事中，除

了名稱相同之外，名為札桑的此人，其角色皆為「為當權者所縱容者」。然而，其餘敘事皆無

相符之處。可見這些陳述的重點都在於將頭人反抗德格王之正當性，建立在「上位者失德」

的說法上，至於「德格女王參與私通」一說，從敘事版本混亂、人名錯置、時間不符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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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美達貝多吉在晚年確實曾與各大頭人有過公開的衝突，該衝突直接造

成德格王的完全失勢，時間在 1893-1894 之間480。此段時期，企美達貝

多吉被迫離開德格權力中心，政治權力落於頭人手中。 

2. 早在鹿傳霖介入之前，絳白僧格於 1895年初，已經以薩炯的身分，在倫

珠頂繼承了王位。481工珠．雲丹嘉措還曾向絳白仁欽獻上「薩炯摩訶班

智達」（ས་)ོང་མ་\་པoྜི་ཏ་ 意為護地大智者王）的稱號。482可見，從德格內部政

治而言，絳白仁欽的即位完全具有正統性，也為當時影響力最高的宗教

菁英們所接受。 

3. 德格王室失去權力核心位置，與過分縱容特定人事、罔顧所屬各部頭人

固有勢力有關，卻不必然涉及德格王后（無論是企美達貝多吉的母親或

妻子）是否私通的問題。 

4. 最終，德格家族的核心成員皆於 1897年被送至成都，同年，企美達貝多

吉圓寂於成都。483 

 

政治紛擾、宗教文教卻大放異彩的年代 

 

雖然在企美達貝多吉執政的 19 世紀下半葉，是德格政治發展最無法喘息，

王權最衰弱的時代，值得注意的是，王權衰弱不代表德格的政治影響力與經濟實

力衰弱，從 1830年成書的《瞻洲廣說》(འཛམ་Eིང་�ས་བཤད)中，便有當時多康仍有「蕃

有十三萬戶(Oི་�ོར་བN་ག@མ)，德格有十三宮殿(ཕོ་%ང་བN་ག@མ)，漢地有十三行省(ཞིང་ཆེན་བN་ག@མ)」

 
加以考察，十分可能只是莫須有的指控。 

 
480 今日《德格縣志》則稱：企美達貝多吉於 1870 年欲立多吉僧格為嗣，造成夫妻反目，企美

達貝多吉與多吉僧格遷居汪布頂頗章；而與各頭人的公開決裂，發生於 1897 年。這是與漢

藏各文獻的說法最為相符的陳述，可惜未列出所引據的史料。見：德格縣志編纂委員會，

《德格縣志》，頁 471。至於工珠則指出 1892 年底，企美達貝多吉還到宗薩寺與工珠會晤，

接受工珠的禳災(Gང་བ^ོལ)修法與長壽灌頂。可見當時德格王仍在轄境內活動。見：ཀོང་aལ་ཡོན་ཏན་�་

མཚ3，folio 226a. 
481 米旁嘉措(མི་ཕམ་�་མཚ3་ 1846-1912)在《君規教言論‧護地莊嚴》(�ལ་པོ་]གས་!ི་བ ན་བཅོས་ས་གཞི་'ོང་བའི་�ན)提及：

陰木羊年(1895)藏曆一月中，「多康德格護地上師（薩炯喇嘛）昂旺絳白仁欽」(མདོ་ཁསམ་�ེ་དགེ་ས་'ོང་

1་མ་ངག་དབང་འཇམ་དཔལ་རིན་ཆེན)囑咐，在倫珠頂寫做該文。由此可見，當時絳白仁欽已經以德格法王的

身分主持倫珠頂。見：米旁郎杰加措(མི་ཕམ་"མ་�ལ་�་མཚ3)，《王行箴言：藏文》(�ལ་པོ་]གས་!ི་བ ན་བཅོས)北

京：民族出版社，2006，頁 208-210。 
482 ཚ�་རིང་1་མ་འཇམ་དཔལ་བཟང་པ，ོ《ཆོས་�ལ་�ེ་དགེའི་�ལ་རབས་�ང་�ར་བLས་པ་ངག་གི་ས་བོན་ཨ�ྤལ་?ན་པོ་》；=ན་དགའ་བ ན་པའི་ཉི་མ，〈ཆོས་Qན་ས་'ོང་�ལ་པོ་�ེ་

དགེའི་ག/ང་རབས་!ི་མཚན་2ེང་རིན་ཆེན་2ེང་བ་བ&གས་སོ་〉in =ན་དགའ་བ ན་པའི་ཉི་མ་《�ེ་ག&ང་]ང་རིག་aལ་�་=ན་དགའ་བ ན་པའི་ཉི་མའི་ག%ང་ཐོར་*་>ོགས་བLས་

བ&གས་》Delhi: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 Archives, 2005, p. 787. 
483 「諭軍機大臣等，文海奏查明德爾格忒土司獻地一案。據實覆陳一摺。所奏各節前經寄諭恭

壽，令將該土司父子夫婦。速行釋放並宣佈朝廷德意。飭其仍回德爾格忒，管理事務。現在

該老土司已在省身故，自應照例承襲，著恭壽、文海迅速會商，妥為鎮撫。」《清實錄》第

57 冊《德宗景皇帝實錄》卷 410，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乙巳上諭，中華書局影印版，1985，頁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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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說，484以顯示德格相對於多康其他政治勢力，規模與力量仍然十分強大。乃至

後來在梁茹基巧干預多康政治的 19世紀下半葉，出身登龍頂果家族的蔣揚欽哲

旺波便藉由向他人募款，從頭到尾主持修建了包括宗薩寺菩提大殿(མངོན་�ང་,་ཁང)及

500 餘尊塑像在內的 13 座佛殿，以及數以百計的其他佛像；他又請富裕的施主

（而不是德格王家族）刻印了 40餘函以薩迦派為主、包括少數格魯派與寧瑪派

的佛經註釋，更在更慶寺修建了高達一層樓的大銀塔，485僅他一人主持的宗教建

設規模之大，便足可媲美丹巴澤仁時期。 

 

這個政治紛擾的時代，卻同時也是宗教發展各有擅場、極度輝煌的時代──

薩迦派不再受到獨尊，各宗派的宗教菁英們除了王室的贊助以外，還可以藉著地

方政治菁英（大頭人們）的資助，更加自由地發展自身宗派的影響力，一時文教

昌盛，學府林立，深植了日後以德格為中心的藏傳佛教教學體系的基礎。 

 

三、第 51代人──兄弟鬩牆，權臣紛起 
 

1897年，企美達貝多吉夫妻與二位世子被押往成都審問期間，德格頭人將

張繼困於德格，要求清廷送返德格王室成員。486同年，德格王夫婦於成都去世，

德格家族隨即因繼位問題內鬨，此時屬下頭人已分為兩派，分別欲擁多吉僧格與

絳白仁欽為王。在 1897-1898年這段不足兩年的期間，多吉僧格依照嫡長子優先

承襲土職的慣例與光緒的旨意繼任土司，隨後於 1898年避居拉薩，改由絳白仁

欽即位。 

 

此後，兄弟二人才真的在不同頭人家族的支持下，展開長達數年的王位之

爭，同時加速了王權的衰弱與地方頭人勢力的上升。。487 

 

 
484 四世贊普‧丹增赤列(བཙན་པོ་�་2ེང་བཞི་པ་བ ན་འཛ�ན་འ2ིན་ལས)《世界廣說》(འཛམ་Hིང་�ས་བཤད)（藏文版）西寧：

青海民族出版社，2009，頁 201。 
485 ཀོང་aལ་ཡོན་ཏན་�་མཚ3，folio 67a-72b. 
486 此段敘事出自恭壽對鹿傳霖與張繼的參奏，實際上，這也與藏文史料所載較為相符。見：鹿

傳霖，〈詳陳籌辦德格土司實情同官藉詞傾軋請飭新任督臣查辦疏〉，收入：《籌瞻奏稿•卷

下》頁四十六，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 編，《西藏學漢文文獻匯刻•第二

輯》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頁 74。 
487 《清史稿》載：「洎傳霖被劾，罷改流議。土司夫婦旋病故，傳霖奏遣其二子回籍，多吉僧格

暫管地方。降白仁青已為僧，繼而招致多人爭職，多吉僧格奔藏。德格頭人百姓以降白仁青

非土司子，且殘暴，迎多吉僧格歸。降白仁青避位數年，頭人正巴阿登等嗾其再起爭職，並

誘占多吉僧格之妾。多吉僧格夫婦復奔藏，控於駐藏大臣有泰、張廕棠。既而德格百姓復迎

之歸，錮降白仁青。降白仁青脫出，聚黨作亂，人民多被殺戮，多吉僧格遣人至打箭爐告急。」

又載：1898 年八月，「乙酉，以鹿傳霖於德爾格忒土司措理失宜，罷改土歸流議，釋土司昂翁

降白仁青暨其家屬，仍回德爾格忒管土司事。」見：《清史稿》，第 47 冊，卷五百十三〈列傳

三百 土司二 四川〉北京：中華書局，1976，頁 14244-14245；《清史稿》，第 4 冊，卷二十

一〈本紀二十四 德宗本紀二〉北京：中華書局，1976，頁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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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多吉僧格的政治菁英 

 

二兄弟於 1897 年回到德格後，當時德格的實際掌權者是涅相會議的頭人，

包括：1. 江達古色的涅欽──龔空倉家族(9ང་ཁང་ཚང)的德欽(བདེ་ཆེན)，以及 2. 宗薩麥宿

的頭人──局瓊倉(འ&་�ང་ཚང)家族的蔣揚彭措(འཇམ་ད�ངས་�ན་ཚ གས)。在他們的安排下，多吉

僧格還俗成親，並短暫擔任了土司。488與他們同樣支持多吉僧格的，還有鄧柯地

區勢力最大的 3. 阿都倉家族的赤列南嘉(འ:ིན་ལས་Mམ་�ལ)、涅欽．嘉大僧給(�ལ་�ག་སེང་གེ)。489 

 

支持絳白仁欽的政教菁英 

 

1902-1907年490，多吉僧格避居拉薩，由絳白仁欽執政。絳白仁欽為了避免

龔空、局瓊、阿都等家族將王權架空，遂選擇長期寓居中麥宿的索莫頗章(སོག་མོ་ཕོ་

%ང)理政。 

 

與絳白仁欽親善的頭人，在地理位置上普遍都離倫珠頂較遠，包括：1. 贈伯．

阿登（%ེ་འབོད་ཨ་lན་文階寫做正巴．阿登，其為贈科[�ན་འཁོར]大頭人，清朝檔案寫做增

科千戶策古阿登）父子，2. 雜曲卡的色須本，3. 玉龍地區夏克倉(�་�ོད་ཚང)家族的

札西南嘉(བn་ཤིས་Mམ་�ལ)，夏克倉家的親信札西諾布(བn་ཤིས་ནོར་()、貢波多吉(མགོན་པོ་mོ་Vེ)，以

及 4. 更慶寺的僧人們；5. 昌台的果巴級小頭人噶瑪旺札(ཀH་དབང་Yགས)，6. 贈科小

頭人曲日卜札(�་རིག་(་བn)，7. 沙呷(ས་དཀར)的頂戈級頭人給雷（དགེ་ལེགས་又稱沙給[ས་དགེ]），

8. 江卡(�མ་ཁ)小頭人巴楚(དཔལ་�ག)家族、扎楚(བn་�ག)家族的策令彭措(ཚ+་རིང་�ན་ཚ གས)，以及

9. 石渠一帶的小頭人貢洛(Xན་�)ོ，10. 察熱(O་རི)小頭人洛它(�ོ་མཐར)、貢它(གངས་མཐར)等

人。 

 

絳白仁欽執政期間，多吉僧格一派的頭人紛紛慫恿多吉僧格回德格奪權，

並殺害夏克．札西南嘉，引發兩派頭人武裝衝突，最後以絳白仁欽退位收場。 

 

絳白仁欽等人流亡在外，輾轉往赴拉薩 

 

1907年初，絳白仁欽請襲土職，未得批准；同年五月，清廷准許多吉僧

 
488 白馬鄧登、夏克澤朗口述，朗加、韋澤翻譯記錄，頁 45。又，〈護地德格王系略誌‧吠琉璃

瓔珞〉將絳白仁欽的座主法王順序寫在其兄多吉僧格之前，很有可能在 1897-1898 這一年多

的土司任期內，多吉仁欽並未舉行倫珠頂法王的登基儀式。見：Iབ་བ ན་ཆོས་!ི་Hང་པོ་འཇམ་དཔལ་Fབ་པའི་1ོ་

6ོས，〈ས་'ོང་�ེ་དགེའི་�ལ་རབ་མདོར་བLས་བཻ�Vའི་དོ་ཤལ།〉, p. 154. 
489  此人並非頭人家族的主要成員，而當時阿都倉的家長應是德格家族的義子策旺彭措(ཚ�་དབང་Wན་

ཚ3གས)。見：澤仁翁許(འདན་ཚ�་རིང་དབང་�ག)，《鄧瑪歷史之光》(འདན་མའི་ལོ་cས་གསེར་8ི་འོད་ཐིག)石渠縣：སམ་བྷོ་ཊ་པར་�ིག་®ེ་

གནས་（甘孜州文化局、石渠縣文教局協助編輯出版），2002，頁 17-18。 
490 絳白仁欽執政時間的推算，詳見：〈署阜和協馬廣文稟德格土司爭襲案〉，光緒三十四年(1908)

七月，原收錄於：劉贊亭，《編藏資料底稿》，轉引自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四川省社會科

學院合編，頁 493-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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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承襲，將土司印信發還奉領。491多吉僧格回到德格，殺害絳白仁欽一派的沙

呷．給雷，將其家產沒收，絳白派的頭人紛紛逃往石渠一帶；並把絳白仁欽圍

困在德格王宮中。後來，絳白派用計救出絳白仁欽，一行人逃往石渠。夏克家

的親信札西諾布、貢布多吉，以及扎楚．策令彭措兄弟等 30餘人則皆遭多吉僧

格處死。1908年，多吉僧格派人稟報甫於 1906年上任、負責「開墾防練」的

督辦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表示希望改土歸流，意在引趙軍勢力，收復德格。
492趙爾豐於 1908年底進發德格，並隨即於 1909年初接管了德格；由於此時瞻

隊仍屬拉薩政府的飛地，趙爾豐亦立刻限制德格與瞻對之間的往來，發布文

告，禁止瞻對人民擅入德格一步，493禁止霍爾闊的道孚、孔薩、麻書、朱倭等

地向瞻對支差。494 

 

1907年起，多吉僧格自藏回德、二度主政期間，贈伯．阿登又慫恿絳白

仁欽爭位，495遂以色須一帶為駐地，策畫與多吉僧格爭位之事。導致石渠一帶

自 1909年初起，便紛擾不斷，496即肇因於趙爾豐在多康改流的措施以及德格家

族的兄弟鬩牆事件。 

 

1909-1914 年，德格兄弟雙雙流離外地 

 

雙方在 1909年再次交戰，絳白仁欽失利；1909年四月，德格請改流設官。
497  同年六月，多吉僧格主動要呈繳銅印、號紙，辭去土職。經趙爾豐上奏，請

准頒授花翎二品頂戴，世襲都司世職，每年由德格稅賦撥平銀三千兩做為養贍銀

兩。同年十二月，在趙的安排下，多吉僧格一家遷居理塘前正土司土寨，將寨內

 
491 〈署阜和協馬廣文稟德格土司爭襲案〉，頁 495。 
492 白馬鄧登、夏克澤朗口述，朗加、韋澤翻譯記錄，頁 47。 
493 趙爾豐，〈示諭瞻對百姓不得擅入德格告示稿〉，宣統元年正月十三日，四川省檔案館藏，原

檔影像收入：四川省檔案館編，《巴蜀擷影：四川省檔案館藏清史圖片集》北京：中國人民

大學出版社，2008，頁 225。 
494 〈曉諭各土司不准支應瞻對番官烏拉〉，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三日；〈札諭孔撒麻書朱窩不

得支應藏番鄔拉〉（未載日期），均收入：吳豐培編，頁 337-338。 
495 文階，〈德格土司之過去和現在〉《康導月刊》1(1)，1938，頁 151。 
496  寧瑪派高僧堪布阿格旺波(མཁན་པོ་ངག་གི་དབང་པོ་ 1879-1941)的《自傳》便曾提及，由於北方轄區的雜

多（d་ ོད་ 今日石渠縣江瑪[zང་མ]一帶）從 1909 年初開始動亂(�་ཟིང)，出身雜多的噶陀寺佛學院第

一任堪布──貢桑巴登(མཁན་པོ་=ན་བཟང་དཔལ་Qན་ 1862-1943)──不得不卸任返鄉。見：阿格旺波(ངག་གི་

དབང་པོ)，《阿格旺波尊者集‧上卷‧自傳》（=ན་མ�ེན་ངག་གི་དབང་པོའི་རང་"མ་ 藏文版）香港：天馬圖書，2001，

頁 133。 
497  「宣統元年四月，趙爾豐率兵討之，降白仁青敗逃入藏。多吉僧格夫婦請改流，爾豐不欲利

其危亂，許以復職。多吉僧格泣曰：『德格地廣人稀，窺伺者眾，終恐不自保，原招漢人開墾，

使地闢民聚，乃可圖存。』意極堅決。爾豐奏分其地為五區：中區德化州，南區白玉州，北

區登科府，極北一區即石渠歸，西區則同普縣，而邊北道駐登科焉。多吉僧格納其財產於官，

徙家巴塘，復以奏給養贍銀及其妻姒郎錯莫首飾捐助巴塘學費。爾豐奏賞頭品頂戴，並予其

妻建坊。原管有四上革賚、雜竹嗎竹卡、籠壩，六土百戶。』『十二月己卯……庚寅，趙爾豐

奏四川德格土司多格生吉納土，改設流官，賞土舍都司世襲。」見：《清史稿》，第 47 冊，頁

14245；第 2 冊，卷二十五〈本紀二十五 宣統皇帝本紀〉，頁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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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器，寨外馬場、水磨，菜園、草場數畝，供其做為永業；趙並飭令理塘地方委

員，永遠保護該家。1911 年，奉朱批准奏。498至此，多吉僧格成為無實權的都

司。 

 

另一方面，在拉卜楞寺的第四世嘉木樣協巴協助下，絳白仁欽、夏克倉（此

時為札西南嘉之妻策旺卓瑪[ཚ+་དབང་jོལ་མ]當家）、贈伯倉三家於 1909 年戰敗後前往

青海投靠軍閥馬步芳，再輾轉隨第十三世達賴赴拉薩，被安置於那曲一帶，絳白

仁欽被授與四品台吉官銜。4991910年，清軍與藏軍在江孜開戰，絳白仁欽、夏克

倉、贈伯倉組織敢死隊，陸續參與了此戰以及隨後對清軍的戰事。戰事結束後，

夏克倉與贈伯倉因作戰有功，獲得達賴賜各別賜與在拉薩及羊卓雍措(ཡར་འ%ོག་ག/་མཚ )

的谿卡，分得十餘戶科巴（ཁོལ་པ་ 差役戶）。500於是，離開德格的絳白仁欽一派，

遂成為拉薩新貴族階層的成員。 

  

1902-1909年的德格兄弟爭位期間，正值清廷走向帝國終局、十三世達賴出

走、英軍不斷介入涉藏事務的年代(1902-1907)，使得趙爾豐在辦理多康地區改土

歸流的事務上採取極為強硬的態度，雷厲風行，排拒外人與拉薩政府勢力對多康

事務的介入，至 1911年，除了昌都一帶碩般多尚未設置之外，完成了金沙江兩

岸的廣義多康地區歸流設置的工程。501可見，在 1907-1912年間，多吉僧格的權

力完全被趙爾豐取代，德格一切事務實權全受趙爾豐管制。 

 

  

 
498 趙爾豐，〈奏德格土司納還全境土地改土歸流折〉宣統元年十月二十四日；趙爾豐，〈奏德格

土司土寨歸官另賞給巴塘土寨片〉（宣統二年，未載日期），皆收入：吳豐培編，頁 557-560, 

565-566。 
499 ཚ�་རིང་1་མ་འཇམ་དཔལ་བཟང་པོ，《ཆོས་�ལ་�ེ་དགེའི་�ལ་རབས་�ང་�ར་བLས་པ་ངག་གི་ས་བོན་ཨ�ྤལ་?ན་པོ་》。 
500 白馬鄧登、夏克澤朗口述，朗加、韋澤翻譯記錄，頁 48-50。 
501 馮明珠，《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1774-1925》，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頁 123-

159, 18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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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王權旁落至覆滅：權臣們與夏
克刀登的時代（1921 以後） 

 

自 18世紀末起，德格王對內統治的權力下降，做為清朝土司的地位也不若

以往。地位的下降，從襲職時所頒發的印信品質可略見端倪。 

 

元、明、清三朝，對各級官員所頒賜的印信，雖無絕對的規範，（元朝雖有

規定一品二品用玉印，三至五品用金印，但也不是必然）但仍能大致從印信的

質地，看出官員的品位。原則上，官職由高而低，印信依次為：玉印、金印、

晶印、銅印、鐵印，而在藏地，僅有如前所述，18世紀上半葉，丹巴澤仁歸附

清廷時，所頒印信為金印。在藏區，過去僅有第八世達賴受賜玉印，用途也僅

限「逢國慶典，用之章奏，其餘奏疏文移，仍用原印」。502可見，包括達賴、班

禪等人所用的金印，在藏區是政治菁英能得到最高的地位象徵之一，丹巴澤仁

卻也曾擁此印。雖然在 19世紀初，策旺多吉仁增因為出兵會剿中瞻對有功而得

到二品花翎頂戴，然而，在 20世紀初，德格王的印信已是銅印，甚至低於佐欽

寺主世襲使用的晶印。德格王地位於 19世紀所呈愈趨低迷的樣態，由此亦可略

窺一斑。503 

 

一、第 52代人，第 13代座主法王澤旺鄧登及第 53代

末代德格王鄔金夏 
 

（一） 1915-1917 年，多吉僧格短暫復辟 

 

1911-1912年，四川各地爆發保路運動，無暇西顧。原本改流的土司紛紛

復辟。1912年，拉薩軍隊進師多康，據昌都、巴塘、江卡、鄉城、道城、理

塘，袁世凱遂於同年 6月派時任四川都督的尹昌衡率川軍迎戰，尹昌衡得明正

土司、多吉僧格等康北、康東土司的援助，至 1913年 6月，已將金沙江兩岸的

多康大部收為川軍管轄。504民國初年的混亂，也造成多康各地政局紊亂。鄉城

 
502 歐朝貴、其美編著，《西藏歷代藏印》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序言頁 1-7。 
503 晚清的貴州麻江人周詢深諳晚清典章制度，他曾提到川省自長官司以上，除了號紙之外，並

頒給印信，並註明印皆銅鑄。見：周詢，《蜀海叢談》卷二〈土司〉成都：巴蜀書社，1986，

頁 153。當然，由於印信之質材不具規範性，且周詢所知也有可能尚不周全，因此其說仍有待

進一步考證。但今日尚存的德格王私印，據說仍是 17世紀上半葉，德格家族自行刻印的蠍形

印，官印則於 1909 年繳回朝廷，今日應已無有研究之可能。筆者曾見 20世紀初德格王（應

為澤旺鄧登）對轄境內農區頒布有關將應當上繳的農產所得，按國民黨與白玉寺寺主比例各

半呈交的藏文命令原文，亦用紅色蠍形印（黑印為行政用，紅印為政務用），可見當時用印已

經出現不按典制而行的缺乏規範之情形。因此，周訊的說法，對於考察當時官印的質地，仍

是具有參考價值的。 
504 任新建，〈導讀〉；〈國務院電尹昌衡：應為明正德格土司擬獎呈請〉核辦，民國元年十二月十

一日，收入：任新建、何潔主編，《尹昌衡西征史料匯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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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地方領袖，從 1911-1914年期間醞釀，逐漸形成長期與民國政府對抗的

土頭統治的局面，5051913-1914年，多吉僧格在鄉城的軍事活動期間與以響

應，並在 1915年返回德格，復任法王。506可以說，1912-1917年間，民國政府

是在名義上是德格王的上級統治政權，但由於民國肇建的混亂局面未穩，目前

所知的文獻，並沒有反映出民國政府在這時期對多康地區有何實質統治的證

據。 

 

1913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發布〈水牛年文告〉，指出四川與雲南的官員

們有吞併藏地之心(བོད་ས་ཟ་སེམས)，聲明將來會逐漸將包括康區(ཁམས་'ོགས)在內、為他所

「護佑」的區域(རང་གི་)ོང་/ལ)範圍內的清軍(�་དམག)驅趕出境。507 

 

1916年，其子澤旺鄧登(ཚ+་དབང་བ�ད་འ�ལ，1916-1942)誕生，為德格家族第 52

代人，被視為第 14任（若計入絳白仁欽，則為第 15任）法王。 

 

（二） 1917，藏軍俘走多吉僧格，德格對傳統轄境的實質統治告終 

 

1917年 9月，藏軍以川軍與藏軍在類烏齊草場糾紛，駐昌都邊軍統領彭

日升處斬 2名藏兵為由，大舉進攻金沙江以西的多康地區，攻至甘孜，隔雅礱

江與川軍對峙，後雖雙方協議停戰，但藏軍仍再度佔領德格。508隨後，藏軍將

多吉僧格夫婦俘往西藏。509 

 

多吉僧格夫妻遭俘至拉薩後，未再返回德格，年僅 2歲的澤旺鄧登改由噶

瑪乂家(ཀH་ཡིད་དགའ)撫養，德格事務亦皆由噶瑪乂家主掌，此後境內的政治實權皆

在頭人手中，德格王家族對德格傳統轄境的實質管理告終。 

 

（三） 政治上完全被架空的德格法王：第 52 代人，第 13 代座主法

王澤旺鄧登 

 

澤旺鄧登自幼由大頭人噶瑪乂家扶養，由於仍然過著傳統王國式的社會生活，

所以他在經濟上則繼續領用大小頭人所上的貢份。然而，由於在 30歲以前，他

的成長環境是一個由拉薩政府統治的德格王國，所以他的貢份也都被藏軍徵去，

過著相當清貧的生活。在此期間，藏軍為了長期統治，所以對德格的土地、人口、

 
1-4, 111。 

505 秦和平，〈鄉城、稻城土頭統治的由來及其嬗變〉《西藏研究》2007(2)，頁 2-3。 
506 王川，2009，頁 25。 
507 ~་@བ་པ་དབང་�ག་བདེ་Qན，pp. 220-221. 
508 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川省志‧軍事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頁

143。 
509 王川，2009，頁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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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人情形、寺院與僧眾人數都做了詳細的調查。510 

 

1920s年代德格的掌權者，除了拉薩派駐在德格的最高行政長官「代本．瓊

冉巴(མདའ་དཔོམ་�ངས་རམས་པ)」之外，當地頭人計有：龔空家族的涅欽．龔空珠古(གཉེར་ཆེན་

9ང་ཁང་vལ་_)、龔空．霍措．貝多(9ང་ཁང་ཧོ་ཚ ་པད་mོར)、大相子．南色策噶('ག་མཛ ད་ནམ་"ས་ཚ+་དགའ)、

俄馬相子．索南澤仁（འོག་མ་བསོད་ནམས་ཚ+་རིང་ 也稱為小相子）等人，實際政務仍由涅相會

議主持。。後來由於南色策噶被控在江達貪汙受賄，被瓊冉巴罷免，改由俄馬相

子接任。511從權力集團的家世來看，當時德格的主掌政務者，為兄弟爭位時期的

多吉僧格派頭人。 

 

1921年，澤旺鄧登陞座成為倫珠頂的座主法王。512同年，夏克．刀登返回德

格，當地政局開始面臨再次整合的過程，過去對立的兩派人馬再次共同理政，形

成了新的權臣模式。 

 

1926年，多吉僧格於拉薩去世，德格五大悟喇寺院、各級政治菁英聯名呈請

西藏政府准允澤旺鄧登繼承，在十三世達賴授意下，由駐德格代本為其主持承襲

儀式。513（是否為倫珠頂之座主法王坐床儀式，則不得而知） 

 

藏軍於 1932 年撤出德格後，文階於 1938-1939 年在德格期間對澤旺鄧登的

觀察如下：澤旺鄧登權力掌握於權臣手中，本人則「稚氣無倫，言語浪謔，行動

輕佻」，平日以打牌、吸鼻煙、飲酒、視槍為樂，僅偶爾過目公文，決策處理則

由頭人為之。由噶瑪乂家經理家事，代為發言，或主導其發言，乃至起居飲食，

皆由噶瑪乂家檢點；雖仍轄有傳統轄境，但大多數地區已不受德格王支配；對外

事務則有夏克．刀登(�་�ོད་�ོབས་lན，1900-1959)、貝多(པད་mོ)、白身小、俄馬相子．索

南澤仁處置。514同年，出家的邢肅芝來到德格對澤旺鄧登的印象，也是：「嗜酒

貪睡，懦弱無能」，515但受到當地人向土皇帝般尊敬，且能「與縣政府（國民黨）

和平相處」。516可見，澤旺鄧登從小到大，一切事務皆不離噶瑪乂家，雖有德格

法王的稱號，但實際上儼然只是一介魁儡。 

 

 
510 白馬鄧登、夏克澤朗口述，朗加、韋澤翻譯記錄，頁 51。 
511 Ibid.  
512 ཚ�་རིང་1་མ་འཇམ་དཔལ་བཟང་པོ，《ཆོས་�ལ་�ེ་དགེའི་�ལ་རབས་�ང་�ར་བLས་པ་ངག་གི་ས་བོན་ཨ�ྤལ་?ན་པོ་》。 
513 德格縣志編纂委員會，頁 17。 
514 文階，1938，頁 152-154；文階，〈德格寫真〉《康導月刊》2(6)，1939，頁 35。 
515 在《德格王統略記》中，則將澤旺鄧登描述成為一位專精於寧瑪派最高教法──大圓滿──

境界的賢君。見：ཚ�་རིང་1་མ་འཇམ་དཔལ་བཟང་པོ，《ཆོས་�ལ་�ེ་དགེའི་�ལ་རབས་�ང་�ར་བLས་པ་ངག་གི་ས་བོན་ཨ�ྤལ་?ན་པོ་》。 

516 邢肅芝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08，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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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末代德格王：第 53 代末代德格王鄔金夏 

 

澤旺鄧登於 1942年去世後，其妻降央伯姆(འཇམ་ད�ངས་དཔལ་མ，ོ1913-1988)代行土

司職權近 10年。地方政治勢力的傾軋頻仍。1950年，中共進入德格，1955年，

降央伯姆帶頭交出土地、軍備、糧食，不再向屬民徵稅派差，正式結束了德格家

族的統治。517隔年，德格縣人民政府成立。中共統治之後，降央伯姆先後於各級

政府機關任職，直至 1988年去世為止。 

 

德格家族最後一代男性成員為澤旺鄧登與降央伯姆之子──第 53代的鄔金夏，

也稱為鄔金仁增吉美噶旺多吉(ཨོ་�ན་འཇིགས་མེད་གར་དབང་mོ་Vེ)518，今日當地人暱稱其為鄔噶

(ཨོ་དགའ)。他的生平事蹟不詳，僅知他與其父澤旺鄧登在宗教學習上，仍然按照先

輩的傳統，向當時最富宗教權威的悟喇寺院高僧們學習519，年幼時每日都要到倫

珠頂大殿與僧眾一道上殿誦經，520可見做為末代德格王父子，他們雖然沒有政治

實權，但在傳統的宗教菁英網絡中，依然延續著一定的地位。 

 

成年後，德格政權已經瓦解，他便不再擁有政治菁英的身分。據說，他娶妻

後育有一女，長期住在成都，人稱德格色姆（"ས་མོ་意為德格公主），亦於政府機關

任職。521她至今仍在世，但行事低調，素來不與德格政教菁英人士往來。近年來

海內外德格人士互動頻繁，亦未聞有人與其往來。522 

 

二、第一層統治：外來勢力──從拉薩政府(1918-1932)

到前民國時期軍閥（1932以後） 
 

自從 1909年趙爾豐進駐德格、德格兄弟皆不在傳統轄境內起，德格王傳統

 
517 降央伯姆口述，阿都澤呷翻譯，來作中、鄧俊康整理，〈解放三十年來的原德格封建土司〉，

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員會，《甘孜州文史資料集萃‧第一輯》政協甘

孜藏族自治州委員會，2007，頁 1-5。 
518 其美多吉、達擁，頁 13。 
519 這份名單應該是針對澤旺鄧登做的紀錄。其中提到父子二人求法的對象，皆是當時各派菁英

的一時之選，包括：宗薩寺的欽哲曲吉羅珠(dོང་གསར་མ�ེན་བ�ེ་ཆོས་!ི་1ོ་6ོས་ 1896-1959)，八邦寺的司徒‧

貝瑪旺嘉(དཔལ་�ངས་སི་B་པ�ྨ་དབང་�ལ་ 1886-1952)，佐欽寺的第五世佐欽巴‧圖丹曲吉多吉(dགོས་ཆེན་པ་ ༥ Iབ་

བ ན་ཆོས་!ི་�ོ་�ེ་ 1872-1935)、更慶寺堪布桑丹羅珠(མཁན་པོ་བསམ་གཏན་1ོ་6ོས་ 1868-1931)，以及當時薩迦派最著

名的高僧噶敦‧昂旺雷巴(@་ ོན་ངག་དབང་ལེགས་པ་ 1867-1941)、和噶喇嘛‧蔣揚曲吉堅贊(@་1་མ་འཇམ་དGངས་ཆོས་

!ི་�ལ་མཚན་ 1870-1940)。見：=ན་དགའ་བ ན་པའི་ཉི་མ，p. 789. 
520 更慶寺首席喇嘛噶喇(དགའ་1)報導。（採訪時間：2014 年 8月 8 日，地點：德格縣城，報導人

家中） 
521 時任甘孜州畜牧局局長松嘎(སངས་དགའ)先生報導。（採訪時間：2015 年 9月 25 日，地點：白玉

縣城金沙大酒店） 
522 夏格家家長企美僧格（འཆི་མེད་སེ¯ྒེ། 海外藏族多稱其為德格色[�ེ་དགེ་Pས，意為德格的公子，乃對其之

敬稱]或色加多[Pས་'བས་�ོ]）。（採訪時間：2016 年 5月 4 日，地點：Bir Dege Tibetan Settlement, 

Bir Chaugan, Himachal Pradesh, India 報導人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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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境範圍內的實質政治權力，逐漸發展成一種雙層的統治模式：第一層為多民族

國家意義下、凌駕地方地位的外來勢力，分別為：清廷（1909年以前，清廷給德

格的政治權力，仍屬高度自治）、民國政府、藏軍、民國前期軍閥；第二層為傳

統轄境內的實權統治──權臣家族。 

 

（一） 多麥/昌都基巧：拉薩政府的統治(1918-1932) 

 

拉薩政府為增強其在多康的統治，1913 年成立多麥基巧（མདོ་�ད་Jི་4བ་ 也稱為

昌都基巧[ཆབ་མདོ་Jི་4བ]）統治，駐碩督(ཤོ་མདོ)，1918年後遷往昌都。該司的職責含括除

了地界糾紛等須呈報西藏政府之外的一切事務，包括：內政、司法、差役、軍事

等。523然而，該機構的行政官員與派駐各地的宗本(!ོང་དཔོན)皆由噶廈派任，各項措

施仍須秉承噶廈旨意，不啻為一監督機構而已；此外，呼圖克圖香火地、三十九

族地區以及三岩，皆不受多麥基巧管理。在 1918-1932年間，該機構也將德格王

的傳統轄境納入管理，但按第一任總管噶倫喇嘛．向巴丹達（བཀའ་�ོན་�་མ་�མས་པ་བ�ན་དར་ 

任職期間 1918-1922）指示，在德格不另設直接管理的德格基巧(�ེ་དགེ་Jི་4བ)，只需派

一代本（མདའ་དཔོན་佐領，也譯為戴琫，一種領兵 500人以上的武職）管理，負責當

地駐軍與司法，若欲大事，再另行上呈多麥基巧裁決。因此，多麥基巧對昌都以

外、包括德格在內的下屬多康地區，管控並不嚴密。524德格傳統轄境在表面上受

西藏政府管束，社會秩序方面，仍按照王國時期的傳統運作。 

 

（二） 民國前期軍閥的統治（1932以後） 

 

民國前期的漢人勢力進入多康地區以後，陸續經歷了川滇黔之戰、川軍派系

混戰、北伐、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等事，使得漢人政權一直都不能深入多康的社

會。由於北京政府與川邊駐軍缺乏互信，彼此不能合作，漢人政權一直處於動盪

之中，經過 1918-1919漢藏密集協商無果，5251920-1930年，漢人政權與拉薩政

府基本上都維持著以雅礱江為界，暫時保持互不侵犯的局勢，沒有太大的變動。
526因派系鬥爭，軍閥混戰(1917-1933)，漢人政權在川邊的最高行政長官，1912-

1927 這 15年間，竟改換 7 次。527 

 

 
523 土呷，〈“朵麥基巧”沿革考〉《中國藏學》2009(1)，頁 162-166。 
524 西藏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4）》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頁 86；王

海兵，《康藏地區的紛爭與角逐：1912~193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 74-78。 
525 王川，2009，頁 82-97。 
526 黃華煋，〈西康建省對川藏影響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碩士論文，1975，頁

201-206；孫明明，〈近代康區政治權力結構演變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管理學院民族政

治學專業博士學位論文，2012，頁 148-150。 
527 朱曉舟，〈第三次康藏糾紛研究（1930-1940）〉成都：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中國

史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15，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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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小軍閥大致分為保定系與速成系兩派，劉文輝為保定系首領之一，他

的侄子──第二十一軍軍長劉湘(1890-1938)──則為速成派首領之一。兩派的在

1930-1936年的發展與交戰，將漢人政權的勢力推進至金沙江畔，取代拉薩政府

對多康西部的控制。 

 

1925年，北洋政府段祺瑞委任劉成勳為西康屯墾使，兼攝民政，但範圍僅限

雅礱江以東。1929年，第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1895-1976)併吞劉成勳的部隊，取

代前者在多康東部的戍地，並受蔣介石委任為川康邊防總督；然而此時劉文輝在

四川佔領的區域廣大，對康事不與重視，只在第二十四軍邊務處之下設置西康政

務委員會。528 

 

1930 年，大白事件爆發，拉薩方面皆以此為藉口，趁機向東佔領甘孜、瞻

對，漢藏雙方遂再度於雅龍江兩岸交火。1931年因九一八事件爆發，國民政府欲

盡速達成協議，默認拉薩據有甘、瞻，但當時劉文輝堅持拒絕協議。1932年 2月，

國民政府行政院責成劉文輝辦理大白事件後續，劉遂聯合川康軍與玉樹馬步芳軍

隊，於同年 8月將藏軍逐出金沙將以東，並隨即簽訂《崗拖停戰協議》。5291932

年以後，德格再度置於漢人政權之下，直到王國覆滅。 

 

（三） 1939 年，西康建省，劉文輝成為多康勢力最強的漢人軍權領袖 

 

停戰協議簽訂之前，劉文輝受到劉湘等人的攻擊。1932年冬到 1933年秋，

兩派經歷五大戰役，劉湘一派擊敗劉文輝一派，兩劉之戰落敗後，劉文輝退居雅

安、天全、蘆山一帶。530戰後，蔣介石委任劉湘為四川省主席，並以劉文輝為西

康建省委員會委員長，以箝制劉湘勢力。劉文輝無力與劉湘再戰，遂將重心放在

西康建省一事上。1935-1936年，諾那事件531爆發，劉文輝在多康的軍力一度危

急。1936年，劉文輝將西康建省委員會，從雅安移置康定，再度驅走跨過金沙江

 
528 張為炯，〈西康建省及劉文輝的統治〉，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

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六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65，頁 27-29。 
529 王海兵，頁 99-120。 
530 陳光藻、黃有光，〈四川軍閥的最後大混戰〉，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

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62，頁 166-175；

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川省志‧軍事志》，頁 172-179。 
531 1935 年初，昌都類烏齊的諾那呼圖克圖（ནོར་t་ཧོ་ཐོག་ཐོ་ 1876-1936，亦稱格拉喇嘛[མགར་ར་1་མ]、喇嘛

諾那[1་མ་ནོར་t]）擔任第十六軍軍長李抱冰成立的西康宣慰使公署的宣慰使，負責政治宣傳，攏

絡多康地方勢力。在劉湘供應一切支用、軍械下，諾那駐於康定，再將公署向西進駐道孚靈

雀寺，漸次接管劉文輝的駐軍，要求全面解除漢人軍隊在多康的武裝，聯合白玉與德格的傳

統地方勢力，包括德格王澤旺鄧登與夏克倉家族，欲拿下巴塘，但最終未果。1936 年，紅軍

長征途經多康北區，與諾那軍隊接火；與此同時，下瞻對背後伏擊諾那，結束了多康全境為

期一年的反漢軍活動。見：江安西、來作中、鄧俊康，〈諾那呼圖克圖在西康〉收入：中國人

民政治協商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成都：四

川人民出版社，1983，頁 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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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藏軍，控制多康全境。1937年，劉湘投入抗戰，隔年去世。劉湘去世後，劉文

輝成為川邊最大軍閥勢力，又得到蔣介石與繼任的四川省主席王纘緒支持，乃成

功於 1939年元旦成立西康省，得蔣介石任命為省主席。532此後，劉文輝成為凌

駕多康傳統政治菁英的唯一上層權威，直到 1950年中共進軍昌都，取代國民黨

政府在多康的統治為止。1955年，西康省撤治。 

 

國民黨在多康各地雖然都派任了包括縣長、村長、保甲在內的各級行政官員，

尤其縣長多為漢人充任，但由於國民黨政府仍因其他地區的戰事等事而分心，加

上對地方文化與人際網絡的了解亦不深，僅是以軍閥的優勢武力佔據該地，徵收

稅糧、攤派烏拉差役，以供軍隊調度。因此對多康地方事務的實質介入強度並不

強，許多工作仍然任由地方原有的政教菁英按傳統慣習自理。 

 

根據平措旺杰(�ན་ཚ གས་དབང་�ལ，1922-2014)對 1942年德格的觀察與回憶，也可說

明這點。他提到，當時德格有兩股政治中心：由劉文輝主持、國民黨所支持的漢

人政府，以及傳統的德格王家族。然而，由於國民黨當時對德格並不留心，因此

該政府在當地的力量並不甚強，對地方傳統生活與政治事務的介入亦不多。533 

 

三、第二層統治：夏克刀登的崛起與掌權(1930-1959) 
 

拉薩政府於 1918-1932年期間實質掌控雅礱江以西、包括德格傳統轄境的土

地。此一背景，有助於曾流亡拉薩的夏克倉家族重回德格，乃至在日後成為德格

境內影響力最大的頭人家族。夏克．札西南嘉在德格兄弟的爭權過程中去世後，

其妻札西卓瑪成為夏克倉的家長，他們的兒子夏克．刀登便是 1918年以後，德

格社會政教菁英脈絡的核心人物。 

 

（一）夏克倉回到德格，圖謀再起 

 

在多吉僧格夫妻被藏軍押往拉薩後不久，1918 年，十三世達賴便按夏克．

策旺卓瑪的請求，函令昌都基巧，要求藏軍恢復夏克倉家族在德格的權利，免除

該家賦稅與烏拉差役，讓夏克倉家族返鄉。但當時只有策旺卓瑪遷至金沙江西岸

的汪布頂（和鄧柯相同，汪布頂也橫跨金沙江兩岸），而將甫成年的么子夏克．

刀登和他的三哥夏克澤南送往拉薩貴族學校孜洛扎(5ེ་¦ོབ་±)就讀。在學期間，他廣

交拉薩貴族菁英，為他日後處理德格的涉藏事務增添助益。534 

 
532 張為炯，28-32。 
533  Melvyn C. Goldstein, Dawei Sherap, and William R. Siebenschuh,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üntso Wangy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pp. 50-54. 
534 玉珠措姆，〈二十世紀康區政治強人夏克‧刀登的崛起〉《藏學學刊》2017(2)，頁 236-237/227-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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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夏克．刀登回到德格，面對的是過去支持多吉僧格一系、較為親

附中國政權的大頭人們所把持的政局。而夏克倉家族的政治傾向，一直都是支持

絳白仁欽一系的，加上自 1909年夏克倉家族隨絳白仁欽轉赴拉薩後，夏克．刀

登的童年與青少年時期，都是在拉薩度過的，後來家族被封為拉薩貴族，夏克．

刀登的態度自然帶有幾分親藏的成分。因此，他與其他頭人的對立氛圍，不言可

喻。但在 1943年以前，雙方並未將對立發展到公開衝突的地步。 

 

1921-1928年期間，他的拉薩經驗並沒有受到代本．瓊冉巴的青睞，所以只

按照達賴在 1918年的旨意，佔據著該家族在德格傳統轄境內原有的頂戈級頭人

的位置，沒有進一步發展。到了 1929年，德格的代本換成了與夏克．刀登在拉

薩時期便相熟的克麥(ཁེ་�ད)，夏克．刀登隨即獲得青睞，於 1931年登上了涅欽頭

人的位置。535 

 

（二） 攏絡德格當地政治菁英網絡 

 

在他擔任涅欽前後，正值劉文輝藉著大白事件的善後事宜，向金沙江西岸

延伸第二十四軍軍閥勢力的過程，他很快便與劉文輝合作，陞為軍事涅巴，536並

曾號召民眾抵抗藏軍的征斂，得到群眾信賴，也得到澤旺鄧登的信賴。5371933年，

他又迎娶拉日本．格桑彭措(,་A་དཔོན་བ�ལ་བཟང་�ན་ཚ གས)之女索南群措(བསོད་ནམས་ཆོས་མཚ )為妻。

由於格桑彭措的獨子外出時亡故，所以當格桑彭措去世後，做為女婿的夏克．刀

登便掌控了拉日本的八個轄區(ཤོག་ཆེན་བ�ད)，委由夏克倉的女婿崩喀．南嘉管理，538

使得玉龍地區的傳統兩大頭人家族（拉日倉、夏克倉）合為一家，稱為「玉龍．

夏克倉」，夏克．刀登成了玉龍領袖，號稱德格四大財政支柱之一，並且成為康

藏地區家喻戶曉的頭人。539將拉日倉併入夏克倉一事，約發生在 1939以後，因

為文階在 1939年的文中，還提到格桑彭措（文階稱之為高中彭錯）是當時整個

德格轄境內唯一有武力頭人，對澤旺鄧登近乎漠視，其餘頭人皆依附傳統勢力（以

土司之勢力為勢力），無足稱道。540 

 

此外，夏克．刀登還善用與他親善的政治菁英網絡中的頭人家族，透過聯姻

 
535 玉珠措姆，2017，頁 236-237；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員會編，《甘

孜州文史資料‧第十五輯》甘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員會，1997，

頁 129。 
536 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川省志‧人物志（上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頁 232。 
537 秦和平，〈從反對土司到接受民主改革──關於夏克刀登的研究〉《中國藏學》2014(1)，頁 66。 
538 其美多吉、達擁，頁 183-184。 
539  亞瑪澤仁(aལ་ཡ་མ་ཚ�་རིང)、才讓華覺(མཁན་པོ་ཚ�་རིང་དཔལ་འGོར)，《札熙寺吉祥顯密興盛洲志》(དཔལ་�ལ་བ་²་¬ལ་དགོན་

ནམ་བ^་ཤིས་མདོ་7གས་དར་�ས་Hིང་གི་གདན་རབས)（漢文版／藏文版）香港：一畫出版社，2004，頁 82-83, 152-153。 
540 文階，1939，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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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擴張影響力。他安排頂戈級頭人朵日倉(�ོ་A་ཚང)家族的楚臣巴登(�ལ་Oིམས་དཔལ་lན)之女

札擁(བn་གཡང)嫁給過去與夏克倉交好的贈伯倉頭人阿給(ཨ་དགེ)之子拉嘉(,་�ལ)，將當地

較有勢力的頭人家族歸入自己的權力網絡之中。541 

 

過去支持多吉僧格、與夏克倉對立的局瓊倉，跟夏克倉原是親戚，他還安

排：局瓊．策多(འ&་�ང་ཚ+་mོར)入贅到孔薩家，鄧柯七森本之一頂果倉(དལི་མགོ་ཚང)家族的

頂果．蔣噶(དིལ་མགོ་འཇམ་དགའ)入贅到甘孜的阿都拉嘎倉(ཨ་.བ་Å་དཀར་ཚང)家族，西莫倉(ཞིང་མོ་ཚང)

的饒噶(རབ་དགའ)入贅到麻書頭人家。542 

 

到了涅相會議的其他頭人──熱日．蔣央羅珠（ར་A་འཇམ་ད�ངས་�་ོYོས་ 支持夏克倉的

頭人）、柯洛洞涅巴(འཁོར་མདོ་གཉེར་པ)──等人卸任後，德格家族的勢力，逐漸掌控在夏

克．刀登與俄馬相子二人之手。5431942年，澤旺鄧登去世後，其妻降央伯姆代

管德格家族。544當時，夏克．刀登為眾頭人之首，其次則為俄馬相子。1943年

6月，代表劉文輝向降央伯姆致慰問褒揚之意的滌瑕觀察到，如同過去噶瑪乂

家代表澤旺鄧登對外發言，夏克．刀登也代表降央伯姆發言。545 

 

（三） 夏克．刀登與世仇集團決裂 

 

從前文可知，夏克．刀登在整合德格社會內部的政治菁英網絡時，既善用

過去親善的當地家族，也能與過去對立的家族（例如局瓊倉、阿都倉）往來，

並且在不打壓與他對立的家族之前提下，順利佔據首席頭人之地位。 

 

雖然夏克．刀登很快便成為首席頭人，在與對立的政治菁英相處時能夠身

段柔軟，但傳統社會的世仇觀念並無法隨著這樣的政治手段而淡化，過去與夏

克倉家族對立的幾個家族仍然相互串聯，與夏克倉對立。在夏克．刀登掌權、

轉而親國民黨之後，20世紀初的親漢派家族，竟在 1936年夏克倉失去拉薩方

面支持後，紛紛轉向拉薩政府親好。當時對立局勢大致如下： 

 

1. 夏克派──夏克．刀登、夏克．策南（他們兄弟同住一家），熱日倉的

 
541 其美多吉、達擁，頁 184。 
542 白馬鄧登、夏克澤朗口述，朗加、韋澤翻譯記錄，頁 51-52；玉珠措姆，2017，頁 239-240。 
543 其美多吉、達擁，頁 184。 
544 澤旺鄧登死後，由於鄔金夏年又不能嗣位。當時降央伯姆與俄馬相子主張由降央伯姆或八邦

寺的司徒攝政，但夏克刀登一派則主張由絳白仁欽之子、時任西藏政府代本的格桑旺堆繼任。

雙方意見僵持不下，後經國民黨政府調解，由降央伯姆攝政，至鄔金夏成年後再行即位。見：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員會編，1997，頁 124。 
545 滌瑕，〈會見德格女土司〉《康導月刊》5(10)，1943，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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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欽．蔣揚羅珠，以及長期的盟友贈伯倉家族。 

2. 土司派──俄馬相子、更慶寺管家布楚楚（藏名策旺多吉 ཚ+་དབང་mོ་Vེ་）
546、局瓊．策多。局瓊倉家族也透過姻親關係，與宗薩麥宿

的大頭人索莫倉、柯洛洞家族，以及大頭人朵日倉家族（該

家族與贈伯倉也是姻親）。 

 

兩派對立的局勢，從 1935諾那在康活動期間公開化，到了 1942年澤旺鄧登

去世後，再因繼任問題而更顯尖銳，降央伯姆也成為與夏克．刀登對立的一方，

在涅相會議上偏向俄馬相子等土司派頭人，然而當時大局暫時仍操控在夏克．刀

登手中。之後，兩派人馬甚至出現仇殺的行動，547對立更形嚴重。到了 1946年，

則以局瓊倉發起的仇殺事件，導致兩派完全決裂。 

 

夏克．刀登與藏軍關係破裂 

 

1935年，諾那在多康各地行動，宣揚康人治康的理念時，夏克．刀登從一開

始便與諾那有聯繫，但他對於打擊、驅逐劉文輝的第二十四軍部眾僅有片面支持，

當九世班禪應甘孜霍爾闊一帶頭人請求，號召另外一群人推動康人治康時，夏克．

刀登則是按兵不動的。隨著諾那在 1936年阻擋紅軍長征，繼而染病圓寂，548諾

那的康人治康一事遂寢，夏克．刀登也不再積極反抗劉文輝的軍隊。同時，由於

熱日涅欽．蔣揚羅珠仍向昌都方面請求處置貪汙勒索、欺壓百姓的親藏派小頭人

一事，夏克．刀登不願拉薩政府再介入德格事務，蔣揚羅珠在夏克．策多受命處

理此事時，已將小頭人處死，此事使得昌都的代本與夏克．策多發生直接軍事衝

突，策多殺死大部分追來的藏兵。549上述事件，使得夏克倉與昌都藏軍之間的關

係在短短兩年間陡降。 

 

熱振、德格與國民黨：1934-1946 年期間，德格仍為藏漢政教交流的平台 

 

 
546 布楚楚是一名更慶寺僧人，但同時也是以更慶寺為據點經商成功的富商。1938 年，他是寺院

的大管家，掌管全寺的動產與不動產，並兼任德格印經院經理、商會會長，對漢康人士多有

接濟，頗受敬重，而儕於大頭人之列。但夏克‧刀登至少在 1941 年都還與更慶寺往來密切，

因此布楚楚與他的對立，很可能是在澤旺鄧登去世之後。見：文階，1939，頁 35；邢肅芝口

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頁 102；法王南開‧諾布(Chögyal Namkhai Norbu)著，項慧玲譯，

《二十世紀欽哲大師傳承：蔣揚‧欽哲‧秋吉‧旺秋‧旺楚傳》臺北：橡實文化，2013，頁

73-83。 
547 1944 年，夏克‧刀登派人殺害與他原有嫌隙的阿都倉家長（阿都倉過去是多吉僧格派的）、

同時也是劉文輝任命的國民黨營長──阿都本‧旺噶(ཨ་Iབ་དཔོན་དབང་དགའ)。玉珠措姆，2017，頁

244。 
548 羅同兵，〈諾那活佛的幾個重要史實略考〉《宗教學研究》2014(2)，頁 113。 
549 白馬鄧登、夏克澤朗口述，朗加、韋澤翻譯記錄，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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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需注意指的是，即使夏克．刀登在德格得勢後，與昌都藏軍的關係不如他

只是一名頂戈頭人的時期，但並不代表德格在 1936以後便失去了與拉薩政府的

關係。從邢肅芝的自述 1938-1939年在德格的見聞，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第

五世熱振呼圖克圖．圖登絳白耶謝堅贊(�ལ་པོ་i་jེང་ཧ་ོཐོག་.་ ༥ .བ་བ�ན་འཇམ་དཔལ་ཡེ་ཤེས་�ལ་མཚན，

1910-1947)攝政的 1934-1941年期間，昌都與中國內地的政教菁英們，與德格的

政教菁英們仍有頻繁的交流，甚至當邢肅芝要繼續由昌都西行，前往拉薩時，澤

旺鄧登還為他致書昌都沿途官員，請求沿途為邢提供便利。550足見，當時德格與

藏軍也並非水火不容的。 

 

1937 年，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國民黨的專使黃慕松與五世熱振共同籌辦拉

薩小學；到了 1947年，雖然拉薩的上層已是親英派的第三世達扎呼圖克圖．阿

旺松饒圖多（�ག་%ག་Oི་vལ་ ༣ ངག་དབང་ག@ང་རབ་མ.་�ོབས 1874-1952，攝政期間：1941-1950），但

邢肅芝仍在 1946年按蔣介石的意思擔任拉薩小學校長，辦理現代化教育。551此

外，五世熱振雖然退位，但仍有政教勢力；過去曾到德格向拜謁宗薩欽哲．曲吉

羅珠的索康．旺欽格勒($ར་ཁང་དབང་ཆེན་དགེ་ལེགས，1910-1977)在 1943年已經任職噶倫，到

了 1946年，他已經是拉薩政壇上最有權力的政治菁英。同年，熱振也主動與劉

文輝、國民黨政府取得聯繫，劉文輝等亦希望扶植熱振成為親國民黨派的政治人

物，藉此掌控西藏。552 

 

熱振本人與德格的關係，依然是今日海內外寧瑪派信徒們所津津樂道之事。

噶陀寺的堪欽阿格旺波是 20世紀上半葉在白玉一帶（特別是噶陀寺、白玉寺）

極負盛名的高僧，其弟子傳承的影響力至今仍是寧瑪派教內最重要的一股勢力，

包括夏格．刀登、澤旺鄧登、甘孜阿都拉嘎倉家族的家長（應是被夏格．刀登安

排入贅至該家族的頂果．蔣噶）、富商邦達倉家族等政商人士，都是他的弟子。
553據信徒口傳說，熱振曾派人請堪欽阿格旺波到拉薩為其傳授寧瑪派密法，但因

阿格旺波年事已高，不便前去，遂遣其高徒賈扎．桑傑多吉(�་%ལ་སངས་�ས་mོ་Vེ，1913-

2017)代為前往傳法，時間約在 1940 前後。5541944年，堪欽阿格旺波的轉世化身

松吉澤仁（སངས་�ས་ཚ+་རིང，1944至今）在工布誕生，隨即受到熱振本人的關注，除了

立即為其取名之外，也寫了長壽祈請文(ཞབས་བ?ན་གསོལ་འདེབས)，555 並賜與豐厚的禮品。

 
550 邢肅芝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頁 102-18。 
551 邢肅芝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頁 335-336。 
552 楊克林、倪惠康、王小彬，《熱振活佛》香港：天地圖書，2018，頁 101-105, 253-257。 
553 阿格旺波，頁 219-220。 
554 熱振迎請堪欽阿格旺波為其傳授寧瑪派教法一事，僅屬口傳，至今並無確實文獻可資佐證。

然而，筆者長期觀察過程中，也多次從海內外藏族信徒口中聽到說詞完全一致的敘事，且與

其他文獻交叉比對，事件發生的時間也可吻合，因此筆者認為，此說似乎並非空穴來風。 
555 松吉澤仁一出生，宗薩欽哲曲吉羅珠、敦珠仁波切等當時寧瑪派最孚眾望的 2 位大德也同時

寫了轉世祈請文以表祝福，然而熱振此文至今仍是最受堪欽阿格旺波主要道場遼西寺(�ོ་¬ལ་དགོན)

重視、廣泛使用的一則。由此也可看出阿格旺波與熱振之間確實存在特殊情誼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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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由上述事例可知，在 1934-1946年期間，由於熱振本人、索康巴與德格的特

殊關係，即使夏格．刀登與拉薩方面的政治聯繫漸趨淡漠，但以德格為平台的漢

藏政教人士往來、康藏宗教菁英之間的私下往來，依然是相對通暢的，並未過分

受到當權的夏格．刀登本人對拉薩的態度影響。 

 

1945 年以後：與德格家族派公開決裂，走向權力顛峰 

 

1945年，贈伯倉家族與索莫倉家族因為草場爭議而發生械鬥。在贈伯．拉嘉

前往德格聽候調處的路上遭到索莫倉伏擊死亡，其餘家族成員與屬下也在伏擊過

程戰死或處死，而索莫倉的公子索莫．旺登(སགོ་མོ་དབང་lན)及隨員 2 人也在這次伏擊

中喪命。由於局瓊倉與索莫倉皆涉及此事，兩家擔心贈伯倉報復，便逃往麥宿的

容美浦躲避，但仍被夏格．南嘉多即率領的玉隆、柯洛洞兵力包圍。後來局瓊倉、

索莫倉逃回德格求助於降央伯姆，被夏克．刀登視為降央伯姆與俄馬相子背後支

持這兩個家族，對土司派更加不滿，隨後佔據了兩家的牧地，局瓊倉、索莫倉在

降央伯姆的指示下遷往白玉八邦一帶；經數月仇殺與調停無果，夏克．刀登遂徑

將局瓊倉關押於德格。後來，遷居白玉的局瓊倉屬下牧民，劫囚救走局瓊倉，一

行人逃往玉樹。其後雖然雙方直到 1949年都仍有仇殺事件，各自損傷不少，但

這次的公開對立，讓夏克．刀登將局瓊倉和索莫倉趕出德格轄境，並且將自己的

勢力進入白玉，控制區域更形擴大。當時，五大悟喇寺院除了八邦寺保持中立之

外，其餘宗教菁英都支持夏克．刀登，使他的勢力範圍包括了玉龍、龔埡、柯洛

洞、白玉、石渠、鄧柯乃至江達一帶。557至此，除了轄境南區三岩之外，夏克．

刀登已經實質統治了整個德格轄境，完全無須顧慮降央伯姆與其他反對頭人的勢

力。 

 

夏克．刀登的政治意向 

 

雖然生長於拉薩，但嚴格說來，夏克．刀登並不是一位「親藏派」的政治菁

英。在他意識中「身為德格人」「康巴不等於博巴（བོད་པ་藏族或前後藏的人）」的

思想，肯定十分強烈。他的政治手腕是十分務實的，加上與拉薩方面的交往，並

沒有讓他對於博巴有太多好感，他對於多麥基巧在多康的蠻橫統治，也是頗為不

滿。根據平措旺杰的回憶，夏克．刀登對於康巴劃在「一個更大的而單一的西藏」

(a single greater Tibet)這樣的概念不表贊同，而且思想上與格桑澤仁相近，認為康

 
556  覺海(མཁན་པོ་�་མཚ3)主編，《松吉澤仁開示錄》(འཇམ་དཔལ་ལེགས་བཤད་ཆོས་!ི་ཉི་མའི་ཞལ་གདམས་བ&གས་སོ།།)（藏文版），遼西

寺內布流通，未出版，頁 4。 
557 白馬鄧登、夏克澤朗口述，朗加、韋澤翻譯記錄，頁 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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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應該自立，他也質疑「試著排漢」(tring to dislodge the Chinese)這種傾向本身。
558 

 

因此，在 1931年以前與拉薩方面的政治菁英打交道，以及 1932以後與國

民黨的互動當中，夏克．刀登唯一的傾向，是他的德格本位、康巴本位思想，而

不是絕對的親藏或親漢立場。所以，他所要連結的是傳統社會的菁英網絡，並藉

此與德格以外的權力集團交涉。這種看似騎牆派的手段，其主要目的，就是將德

格的政治權柄完全操之在己，藉由外部力量彼此的競逐，達到排除一切外部力量

干預的效果。經過十餘年的經營，他的策略最終奏效。 

 

1949 以後，德格王國終結 

 

1949年中共建政，夏格．刀登隨即於隔年向中共示好，希望能夠實現康區

的自治，參與商討成立西康藏族自治區的事宜。與中共交涉的初期，他也試著利

用中共的力量，打擊降央伯姆，但最終不了了之。由於受到鄧小平的支持，雖然

他因為在康南、康東的影響力不大，並未如願擔任自治區主席，但仍被安排為副

主席，並於 1955年兼任西康省副省長。559當時，德格縣長由土司派舉荐，而副

縣長則由夏格．刀登舉荐，560雙方人馬不再公開競爭，同時也結束了德格王家族

在康北長達 300餘年的統治。 

 

 

 

  

 
558 Melvyn C. Goldstein, Dawei Sherap, and William R. Siebenschuh, pp. 54-55. 
559 秦和平，2014，頁 67-71。 
560 白馬鄧登、夏克澤朗口述，朗加、韋澤翻譯記錄，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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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德格治下主要寺院系統概況 

 

為行文方便，本節將就藏傳佛教的主要宗派傳入多康、於德格發展的概況做

一簡略的說明。561 

 

德格家族統治時期，轄境內的計有大小寺院 148所，其中格魯派 18所，薩

迦派 31所，噶舉派 32所，寧瑪派 59所，雍仲苯教 8所。根據口傳說法，這些

寺院都是由德格家族支持修建，從經費、選址、設計、備料、施工，德格王都會

主持，部分甚至是親自監修，或者派遣親信頭人或喇嘛監修。562實際上，以目前

所得的資訊看來，格魯派與雍仲苯教只受到部分頂戈級頭人家族支助，德格家族

對之並無實質贊助，僅是不強力阻止其宗派發展而已。 

 

一、薩迦派在德格王治下的發展 

 

（一）薩迦寺院系統的建立與發展 

 

薩迦派在康區的發展，始於 1265年八思巴從內地返回西藏的途中。當時八

思巴派了他的弟子噶．阿年膽巴(�་ཨ་མཉེན་དམ་པ，1230-1303)，在阿年膽巴的家鄉玉樹

稱多修建了尕藏寺(བ�ལ་བཟང་དགོན)，該寺後來成為元代玉樹第一大寺。與此同時，八

思巴又讓許多弟子在玉樹地區主持新修寺院與既有寺院改宗薩迦的活動，使得該

地在元代就有十餘座新建或改宗的薩迦寺院。八思巴在這次返藏途中，主導了沿

途寺院的新建與改宗，除了玉樹之外，也在甘南、鄧瑪（鄧柯）、德格、囊謙以

及雲南等地建寺，擴大薩迦派的影響。563到了 1458年，甲噶．謝饒堅贊(�་དཀར་ཤེས་

རབ་�ལ་མཚན)奉薩迦法王命，向多康傳教，在玉樹結古興建了頓珠林寺(དོན་Zབ་Eིང)，為結

古地區薩迦派第一座寺院，也強化了薩迦派在康北的影響力。564 

 

在德格，自從索南仁欽時期建立薩瑪寺以降，薩迦派的影響力便在德格轄境

內逐漸得到強化，該派亦為德格家族所遵奉的主要宗派。依據口傳報導，德格王

治下，於 13世紀所建或改宗的薩迦派寺院，多與八思巴有關，有些寺院為八思

巴本人所建，有些則是他的臣僚或弟子所建。到了今日，這些薩迦派寺院，就佛

法師承而言，幾乎都與俄爾巴支系有直接或間接的從屬關係，而這些關係的建立，

 
561 由於筆者所蒐集到關於雍仲苯教的資訊相對稀少，且雍仲苯教在德格處於信仰內涵滲入佛教

徒的宗教生活，但其宗教地位實際上卻陷入被邊緣化的處境，在德格政教發展史上並不具實

質影響力，故不在本節說明，而併入第六章第四節討論。特此說明。 
562 來作中、鄧俊康，〈德格土司家族的由來發展及其社會制度〉，政協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員會編

《甘孜州文史資料集粹‧第一輯》甘孜：政協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員會，2007，頁 23-26。 
563 陳慶英，《元朝帝師八思巴》，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頁 101-107。 
564 桑丁才仁，〈玉樹結古寺概述〉，《中國藏學》2001(4)，頁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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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與更慶寺、德格王家族的發展一同展開的。表 1 所示 3 縣、25 所寺院中，

就有 17所寺院，其宗教師承直接來自俄爾寺。在非直屬俄爾寺的 8所薩迦寺院

中，今日德格縣境內，僅占 3所，4所在白玉縣，地方性色彩濃厚；另有 1所，

則在寧瑪派勢力強盛的石渠縣境內。 

 

表 3-1 德格王治下薩迦寺院表 

編

號 

寺名 中文寺名 今日行政區

劃 

成立時間 所屬支派 註記 

1 

དགོན་ཆེན་དགོན་ 更慶寺 德格縣更慶

鎮 

17世紀初 俄爾巴 -- 

2 

མ¦ྚལ་དགོན་ 門查寺 德格縣柯洛

洞鄉 

17世紀末 俄爾巴 原為苯教寺院，據稱第

24 任俄爾堪布桑傑彭

措訪倫珠頂並傳法後

改宗薩迦 

3 

མཁར་མདོ་དགོན་ 康多寺 德格縣卡松

渡鄉 

不詳。應在

夏欽祿頂 •

明珠堅贊訪

問德格之後

（18世紀）

俄爾巴 據口傳報導，此寺院原

為寧瑪寺院，後來路頂

曲杰（´་Qིང་ཆོས་�，ེ應是夏

欽祿頂．明珠堅贊）確

立了由祿頂派任住持

的規矩 

4 

zགས་ར་དགོན་ 交啞寺 德格縣龔埡

鄉 

13世紀改宗 薩迦昆氏 原為直貢派，八思巴之

索本．南仲多吉堅贊

(གསོལ་དཔོན་ནམ་Aང་�ོ་�ེ་�ལ་མཚན)

將其改宗 

5 

µ¶་མ་དགོན་ 扎馬寺 德格縣更慶

鎮 

17-18 世紀

（應為 18世

紀下半葉）

俄爾巴 竹欽．貢噶洛登（Fབ་ཆེན་

=ན་དགའ་1ོ་Qན་ ，師從薩迦

赤欽．阿旺羅追）俄爾

巴．本洛．阿旺雷祝

(དཔོན་�ོབ་ངག་དབང་ལེགས་Fབ 

1811-?)重建 

6 

དབོན་ ོན་དགོན་ 汪堆寺 德格縣汪布

頂鄉 

13世紀改宗

（據推算，

該寺應至 18

世紀才改隸

俄爾巴） 

俄爾巴 據口傳報導，此寺院原

為苯教與寧瑪寺院，後

來確立了由塔則曲杰

(ཐར་�ེ་ཆོས་�ེ)主事的定制 

7 

@་ལེན་དགོན་ 嘎倫寺 德格縣柯洛

洞鄉 

13世紀改宗

（據推算，

該寺最晚至

俄爾巴 原為噶舉寺院。後來俄

爾堪欽．巴滇曲炯在此

居住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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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上半

葉已改隸俄

爾巴） 

8 

ཡེ་ན་དགོན་ 銀南寺 德格縣汪布

頂鄉 

13世紀改宗

（據推算，

該寺最晚至

18世紀上半

葉已改隸俄

爾巴） 

俄爾巴 夏欽祿頂．明珠堅贊曾

居於此寺 

9 

dོང་�་དགོན་

(བཟང་�་དགོན) 

絨達寺 德格縣年古

鄉 

15世紀（約

為 1466 年）

薩迦昆氏 第 21 任薩迦赤欽．羅

珠 堅 贊 (1ོ་6ོས་�ལ་མཚན，

1444 -1495)所建 

10 

འབར་?ང་དགོན་ 麻龔寺 德格縣上然

姑鄉 

1840 -- 更慶寺的第二代夏喇

嘛．貢噶巴滇(ཤར་1་མ་=ན་

དགའ་དཔལ་Qན)。後由巴瓊本

(འབར་?ང་དཔོན)家族管理，

不直屬特定寺院 

11 

འJ་ཟི་དགོན་ 俄支寺 德格縣俄南

鄉 

19世紀 

 

薩迦昆氏、

俄爾巴 

第 68 任俄爾堪欽．康

薩．阿旺圓滇嘉措(ངག་

དབང་ཡོན་ཏན་�་མཚ3)時期建寺

 

該寺只歸薩迦昆氏與

俄爾巴的康薩(ཁང་སར)堪

布系統管理 

12 

འཁོར་མདོ་དགོན་ 柯多寺 德格縣柯洛

洞鄉 

13世紀改宗 不詳（推測

應為俄爾

巴） 

與德格王及更慶寺關

係密切 

13 

དཔེ་ཝར་དགོན་ 白雅寺／

白垭寺 

德格縣八邦

鄉 

17世紀改宗 俄爾巴 • 第 21 任俄爾堪

欽 (ངོར་མཁན་ཆེན)祝

康．班秋堅贊為

首任住持 

• 僧人必須前往俄

爾寺 (ཨེ་ཝཾ་ཆོས་Qན)受

戒學習 

14 

ས་'་དགོན་ 薩迦寺 德格縣溫拖

鄉 

13世紀 薩迦昆氏 住持由薩迦昆氏家族

直接派任 

15 

dོང་གསར་དགོན་ 宗薩寺 德格縣達馬

鄉 

13世紀改宗 俄爾巴 祝康．班秋堅贊等多任

俄爾堪欽都曾造訪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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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 

16 

t་ས་ ེང་དགོན་ 拉薩頂寺 德格縣溫拖

鄉 

據稱於 17世

紀下半葉所

建 

俄爾巴 寺院歷史不詳  

17 

\ོམ་དགེ་དགོན་ 昌根寺 白玉縣納塔

鄉 

13世紀 無直屬 昌台地區赤本嘉波(\ི་

དཔོན་�ལ་པོ)所建家廟 

18 

དཔལ་འཛ3མས་

དགོན་ 

幫中寺 白玉縣贈科

鄉 

13世紀 俄爾巴 宗薩．蔣揚欽哲旺波以

後，此寺成為宗薩寺之

分寺 

19 

8་(ས་དགོན་ 扎則寺 白玉縣納塔

鄉 

13世紀 無直屬 與寧瑪派關係密切，地

區性寺院色彩鮮明 

20 

འཛ�ངས་"མ་�ལ་

མགོན་ཁང་ 

贈南嘉護

法殿 

白玉縣 13世紀 無直屬 與寧瑪派關係密切，未

具寺院規模 

21 

�ོ་ཁོ་དགོན་ 奪科寺 白玉縣阿察

鄉 

約在 15世紀 俄爾巴 • 政教權力皆直屬

德格王管轄 

• 俄爾堪欽．巴滇

曲炯曾在此傳法

22 

རབ་མཐོ་དགོན་ 熱妥寺 白玉縣贈科

鄉 

13世紀 俄爾巴 住持由俄爾寺派任 

23 འདན་¬ག་ར་དགོན་ 鄧修拉寺 石渠縣 13世紀 無直屬 寺院歷史不詳  

24 འ*ར་ལེགས་དགོན་ 布雷寺 石渠縣 13世紀 無直屬 寺院歷史不詳  

25 

Hིང་ཡག་དགོན་ 龍嶺寺／

洛嶺寺 

石渠縣起塢

鄉 

18世紀 俄爾巴 夏欽祿頂．明珠堅贊所

建 

（筆者製表） 

 

資料來源：《德格縣寺院志》編纂委員會、德格縣政協編，《德格寺院志（中文、

藏文版）》，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

界所等編，《甘孜州藏傳佛教寺院志（藏文版）》，內部資料，1999。 

 

從中我們不難發現，在德格王主要管轄領域內，俄爾巴這一支派對於德格王

所信奉的薩迦派，包括以德格王為寺主的更慶寺，都具有絕對的影響力。俄爾寺

作為一所外地寺院，它成為了德格王治下最主要宗教教派的教義話語權以及宗教

權威人士的來源，它們的住持、管理高層，很大程度是直接聽命於外地的俄爾寺

的。至於薩迦派的核心──昆氏家族，在德格王統轄區域，影響力相對較弱。 

 

第 4任座主法王桑傑丹巴執政時期，建起幾座寺院，包括：龔埡的桑珠孜，

在汪布頂的銀南札西孜(ཡེ་ན་བn་ཤིས་བ5ེ)、倫布孜(�ན་པོ་5ེ)，在白埡則有達丹孜(?ག་བ?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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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丹巴澤仁執政的 18 世紀上半葉，俄爾支派在德格轄境內的宗教輸入過程以

臻完備，丹巴澤仁還支助了南區白玉贈科的幫衷寺、熱拖寺，以及緊鄰白玉的昌

台奪科寺的興建，566（應為重修，因以上 3所寺院初建於 13世紀）強化了薩迦

派在轄境內的發展。 

 

至於與俄爾寺同時幾乎同時發展起來的總巴（約在 15世紀下半葉），還有較

晚的察巴（約 17世紀初），在德格各寺的影響力相對小了許多，亦無直屬寺院。

由於德格王國從肇創之初便主動輸入俄爾支派的宗教體系，來自外地的歷代俄爾

巴堪欽們成了轄境內最高的薩迦派菁英，薩迦派在德格王轄下，相對於其他教派，

是不太具有地方色彩的（至少在 19世紀以前是如此的）。作為地區政權的領袖、

當地薩迦派最重要寺院的寺主，歷代德格王對外來宗教菁英較為優禮，提供他們

較為寬廣的發展空間。 

 

二、噶舉派在德格王治下的發展 
 

噶舉派創始人岡波巴的弟子都松欽巴(�ས་ག@མ་མ4ེན་པ，1110-1193)生於多康朱倭，

他在衛藏留學 30年後，於 50歲時(1159)回到多康在昌都創立了奧明噶瑪寺（འོག་

མིན་ཀH་དགོན་簡稱噶瑪寺），也稱為噶瑪丹薩寺(ཀH་གདན་ས)。567都松欽巴又在拉薩堆龍德

慶創立楚布寺(མ�ར་�་དགོན)。由都松欽巴所傳下的噶舉支派，稱為噶瑪噶舉(ཀH་བཀའ་བ2ད)，

噶瑪寺與楚布寺則成為此傳承的二大祖庭寺院。 

 

噶瑪噶舉兩大轉世世系的出現：紅黑帽噶瑪巴 

 

到了 13世紀末，讓炯多吉(རང་Dང་mོ་Vེ，1284-1339)被認定為噶瑪拔希的轉世，

並向上認定都松欽巴為此轉世傳承的第一代，追認為第一世噶瑪巴，而讓炯多吉

則為第三世噶瑪巴，由此發展出藏傳佛教史上首度以轉世化身(vལ_)身分作為正式

繼承寺院與傳承的方式，即轉世制度。同時，讓炯多吉也開啟了噶瑪巴這一支轉

世化身系統。從讓炯多吉開始，噶瑪噶舉的高層宗教菁英都是以歷代噶瑪巴為核

心、由其弟子的轉世世系發展出來的。 

 

 
565 策旺多吉仁增，頁 41。 
566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白玉縣志》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1996，頁 480。 
567 措如‧次朗著，王世鎮譯註，《藏傳佛教噶舉派史略》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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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在讓炯多吉的轉世身分確定後，讓炯多吉認定他的弟子多登．札巴僧

格(?ོགས་lན་Yགས་པ་ aka སེ�ྒེ་s་དམར་ ༡ 1283-1349)為都松欽巴的侍者與噶瑪拔希的弟子之轉

世，並根據個人宗教體驗，預言將來會出現兩位「戴紅帽者」(s་དམར་ཅན)，將札巴

僧格認定為其中一位，拔擢為所有閉關禪修弟子們的領袖，於是札巴僧格遂有「夏

瑪巴」（s་དམར་意為紅帽者，即清朝檔案所稱沙馬爾巴）之稱號，其徒眾大多是讓

炯多吉的弟子。568因此，在噶瑪噶舉內部，夏瑪巴被視為與噶瑪巴地位相當的第

二法位，有「噶瑪巴夏瑪」（ཀH་པ་s་དམར་ 意為紅帽的噶瑪巴，與黑帽噶瑪巴[ཀH་མ་པ་s་

ནག]對應）之稱。至第四世夏瑪巴．曲札耶謝(s་དམར ༤ ཆོས་Yགས་ཡེ་ཤེས，1453-1524)起，拉

薩羊八井的圖登羊八井寺（.བ་བ�ན་ཡངས་པ་ཅན་簡稱羊八井寺）成為歷代夏瑪巴的主要

駐錫地，1792年，由於第十世夏瑪巴．曲祝嘉措(s་དམར ༡༠ ཆོས་Zབ་�་མཚ ，1741/1742-1792)

參與廓爾喀事件，羊八井寺遭沒收，夏瑪巴的轉世世系也被諭令終止。 

 

噶瑪寺的法台：從弟子傳承、噶瑪拔希的家族傳承到第一世司徒仁波切 

 

12世紀時，卓袞日欽．索南札巴(འ)ོ་མགོན་རས་ཆེན་བསོད་ནམས་)གས་པ，circa 12th)被追認為噶

舉派祖師馬爾巴(མར་པ)的第三世轉世。索南札巴後來追隨都松欽巴學習，成為後者

的主要弟子。都松欽巴將噶瑪噶舉的傳承權威以及噶瑪寺的法座交給索南札巴。

這二人的連繫，開創了日後噶瑪巴與司徒轉世世系密切的互動關係。569 

 

索南札巴在都松欽巴之後接任噶瑪寺，他卸任後，都松欽巴的弟子們依次

繼承法台，並將寺院加以擴建。之後，從 13-15世紀，該寺主要都由噶瑪拔希的

家族擔任法台。570期間，該家族的司徒．曲吉堅贊(སི་R་ཆོས་�ི་*ལ་མཚན，1377-1448)為第

 
568 ཆོས་!ི་འ.ང་གནས，《བbབ་བcད་ཀy་ཀཾ་ཚང་གི་བcད་པ་རིན་པོ་ཆེའི་"མ་པར་ཐར་པ་རབ་འGམས་ནོར་*་�་བ་?་ཤེལ་8ི་2ེང་བ་ཞེས་G་བ་བ&གས་སོ།།》收入：嘎瑪

降澤編，《司徒班欽文集》(སི་B་པཎ་ཆེན་ཆོས་!ི་འ.ང་གནས་!ི་བཀའ་འ*མ་བ&གས་སོ།།)（藏文版）第 12 冊，成都：四

川民族出版社，2012，頁 243, 251。 
569 The 12th Kenting Tai Situpa，〈大司徒仁波切序〉，收入：報恩，《見即解脫：尊聖的第十六世大

寶法王噶瑪巴傳記》，2016，頁 10。 
570 《咕札佛教史》只稱司徒‧曲吉堅贊出生於奧明噶瑪寺的文波（དབོན་པོ，意為侄或甥，詳見第六

章第一節分析）旁系家族。至於司徒班欽對噶瑪寺的早期法台發展則有詳盡的說明，他提到：

第二世噶瑪巴‧噶瑪拔希時期，噶瑪拔希的弟弟的長子京俄‧達雪巴(oན་7་s་ཤོད་པ)、次子之子蔣

揚羅珠僧格(འཇམ་དGངས་1ོ་6ོས་སེ¯ྒེ)、三子的兩位公子──達瑪索南(དར་མ་བསོད་ནམས)、勒它(ལི་ཐར)相繼擔任法

台，成為家族傳承。在此時期，噶瑪寺的法台先後受到忽必烈封為司徒，授晶印。之後，第

四世噶瑪巴‧若貝多吉(�ལ་དབང་ཀy་པ་ ༤ རོལ་པའི་�ོ་�ེ་ 1340-1380)曾至噶瑪寺，隨後法座改由當地官員本‧

丹遍(དཔོན་ ག་འཕེན)的孫輩昆仲擔任。之後任法台者為司徒‧曲吉堅贊，他是本‧丹遍的曾孫，在

他卸任前，將法座傳給他的兄弟釋迦桑波(སི་B་·!་བཟང་པོ་ circa 14th)，再傳當地官員之子司徒‧札西

南嘉(སི་B་བ^་ཤིས་"མ་�ལ་ circa 14th)。此後，除了楚布寺的轉世化身索南秋登(མ:ར་W་�་'ེས་བསོད་ནམས་མཆོག་Qན་ 14th)

之外，仍為司徒‧曲吉堅贊的文波旁系晚輩親屬任法台，再傳了 3 任法台後，在 15世紀下半

葉、第七世噶瑪巴‧曲札嘉措(�ལ་དབང་ཀy་པ་ ༧ ཆོས་6གས་�་མཚ3 1454-1506)在世期間，結束了該噶瑪寺的

家族傳承。見：郭若扎西，頁 962；ཆོས་!ི་འ.ང་གནས，《བbབ་བcད་ཀy་ཀཾ་ཚང་གི་བcད་པ་རིན་པོ་ཆེའི་"མ་པར་ཐར་པ་རབ་འGམས་ནོར་*་

�་བ་?་ཤེལ་8ི་2ེང་བ་ཞེས་G་བའི་�་ ་ཀ་>ི་མའོ།།》收入：嘎瑪降澤編，《司徒班欽文集》(སི་B་པཎ་ཆེན་ཆོས་!ི་འ.ང་གནས་!ི་བཀའ་འ*མ་བ&གས་

སོ།།)（藏文版）第 13 冊，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2，頁 24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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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噶瑪巴．德新謝巴(�ལ་དབང་ཀH་པ་ ༥ བ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1384-1415)的弟子，圓寂後開啟

了歷代司徒轉世化身世系，且該世系幾乎都出生於多康，且與所屬寺院有著明顯

的地緣關係，除了第五世的出生地不詳之外，其餘都出生於多康北區。571第八世

以後，這種地緣關係仍然存在，甚至更加強烈：只有出生於瞻對藏軍佔領德格期

間的第十、十一世分別出生於羌塘與理塘，其餘皆出生於德格轄境。 

 

噶瑪噶舉其他重要轉世世系的出現：16 世紀的國師嘉察與乃朗．巴沃 

 

第六世噶瑪巴．通瓦敦丹(�ལ་དབང་ཀH་པ་ ༦ མཐོང་བ་དོན་lན，1416-1453)的弟子班究敦珠

(དཔལ་འ�ོར་དོན་Zབ，1427-1489)曾得到明景宗敕封「廣定大國師」(ཀན་ཏིང་ཏའི་གཽ་ ¡ི)名號，賜金

印官書、內府佛像與飾有翎眼、法輪的黑色禮冠一頂。他在通瓦敦丹圓寂後，繼

任攝政（�ལ་ཚབ་音譯為嘉察），管理楚布寺，並認定了第七世噶瑪巴，人稱「楚布

國師嘉察」(མ�ར་�་གཽ་ ¡ི་�ལ་ཚབ)。572此後，班究敦珠的歷代轉世皆稱為楚布國師嘉察。 

 

1508 年，巴沃．祖拉稱瓦(དཔའ་བོ་གWག་ལག་:ེང་བ，1504-1566)被認定為第七世噶瑪

巴．曲札嘉措(�ལ་དབང་ཀH་པ་ ༧ ཆོས་Yགས་�་མཚ ，1454-1506)的弟子巴沃．曲旺倫珠(དཔའ་བོ་ཆོས་དབང་

�ན་Zབ，1455-1503)的轉世，此後轉世世系稱為歷代乃朗．巴沃(གནས་ནང་དཔའ་བོ)。 

 

司徒班欽與八邦寺的新建 

 

1727年，在第六代德格法王丹巴澤仁的贊助下，第八世司徒．曲吉炯內（司

徒班欽）創建八邦寺，歷 3年完工，由司徒班欽任寺主，以歷代轉世繼任。司徒

的 3位弟弟的轉世化身，也陸續在 18世紀下半葉被認定為司徒文珠(སི་R་དབོན་vལ)，

該寺便以司徒、文珠為主要轉世化身世系，掌握寺院教權。 

 

第二次金川戰役期間南路前線統帥頒給八邦寺憲牌，朝廷官員亦頒給八邦

司徒．曲吉炯內執照，顯示八邦寺積極聯繫清朝政府，對於該寺及其屬寺在康區

的發展有相當大的作用。廓爾喀事件後，夏瑪巴遭清廷勒令禁止轉世後，司徒成

為紅帽系掌教，八邦寺取代羊八井寺地位，與楚布寺稱為噶瑪噶舉上下二主寺。
573 

 

 
571 第二、第三世司徒皆轉世至原先的噶瑪寺法台家庭（皆為多康人士），並持續擔任法台。第四

世出生於果洛的贈達(�ིས་མདའ)，第六世出生於德格麥宿，第七世則出生在德格的阿洛(ཨ་ལོ)。見：

郭若扎西，頁 963。 
572  1་མ་ཚ�་དབང་ (ཀy་2ིན་ལས)，《མ:ར་W་གཽ་¹Tི་�ལ་ཚབ་རིམ་Gོན་8ི་"མ་ཐར་དད་པའི་ºབས་2ེང་གཡོ་བའི་?་གཏེར་ལང་ཚ3་ཅེས་G་བ་བ&གས་སོ།།》（內部流通，

Gangtok: Rumtek Monastery [n.d.]內部流通，未出版）pp. 8-10. 
573 任新建，〈從八邦寺文物看噶瑪噶舉派在康區的興衰〉《康定民族師專學報（哲社版）》1995 (4)，

頁 14-16。 



DOI:10.6814/NCCU201901160

DOI:10.6814/NCCU201901160DOI:10.6814/NCCU2019011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2 

 

三、寧瑪派在德格王治下的發展 

 

寧瑪派的宗派法門傳承與其發展型式 

 

按一般口傳說法，寧瑪派的宗派法門傳承主要有兩種類型：1. 據說傳承自

吐蕃王朝時所翻譯的經典，稱為「遠傳承──教言傳承(རིང་བ2ད་བཀའ་མ)」這些經典包括

顯密574法門，而以密宗無上瑜伽(hགས་�་མེད)的《經》《幻》《心》三部(མདོ་¸་སེམས་ག@མ)的教

義經典為其的主要組成；2. 來自伏藏師超自然神祕經驗的法門，稱為「近傳承──

伏藏傳承(ཉེར་བ2ད་གཏེར་མ)」。此外，還有一類源於伏藏師個人禪修悟境的法門，稱為

「甚深淨相(ཟབ་མོ་དག་kང)」，此類有時被歸類在廣義的伏藏傳承當中。 

 

這兩種法門傳承的類型，在傳播方式上有所不同。雖然二者都出現在寧瑪

派宗派現象發展的初期，但教言傳承通常在定居型的寺院體系內（前期主要是在

家僧團寺院，後期則以出家僧團寺院為主），而伏藏傳承往往是以伏藏師本人及

其弟子組成、隨帳篷遷徙的行動型寺院（ཆོས་�ར་ 也可稱之為法帳、法營，後來這一

詞彙也變成定居型寺院的代稱）。由於定居型的寺院在 12世紀以後逐漸發展成宗

派現象的主要據點，行動型寺院的數量逐漸減少，所以強調「以教言傳承法門為

寧瑪派認同核心」的說法也成了公意，伏藏師們的影響力，最終還是得依附在定

居型寺院體系之下，才能得到較大的發展空間。 

 

如同本章所述，17世紀中之前，德格家族獨尊薩迦派，使得其他宗派的發

展都受到了一定的排擠，寧瑪派的發展也同樣受到部分王室成員的箝制。到了 17

世紀下半葉，座主法王桑傑丹巴開始，開始支持寧瑪派寺院的興建，使得寧瑪派

得到組織化發展的空間，宗教菁英的人數逐漸上升，並逐步朝向更為地方化、普

及化的趨勢發展。 

 

18世紀初，準噶爾部在衛藏燒殺劫掠時，當地的寧瑪派受到了嚴重的摧殘，

敏卓林寺被焚毀，高僧大德受到屠戮。此後，衛藏的寧瑪派菁英需要能夠生息延

續的場所，遂往南方的洛札、不丹、錫金、尼泊爾等喜馬拉雅山脈一帶發展，向

東則陸續在昌都周邊、德格一帶發展。在多康站穩腳步後，繼而朝向果洛、熱貢、

化隆、貴德、澤庫等地延伸。575在這個過程中，衛藏的寧瑪派菁英與多康寧瑪派

菁英的交流增多，強化了寧瑪派的教派認同與活力，更促進了多康寧瑪派寺院在

 
574 顯宗，即修多羅衍那 (Sūtrayāna /མདོ་མཚན་ཉིད་ཐེག་པ)，是相對於密宗（Esoteric Buddhism 也稱為怛

特羅衍那[Tantrayāna/cད་!ི་ཐེག་པ]、曼怛羅衍那[Mantrayāna/7གས་!ི་ཐེགས་པ]或金剛乘[Vajrayana/7གས་!ི་ཐེག་

པ]）的佛教修行系統，講究「由因而果」「由凡夫而聖人」的修行觀念，在功修方面，儀式

性特點較不突出，亦不強調以誦唸咒語、瑜伽功法為修行途徑。在詮釋大乘(Mahāyāna/ཐེག་པ་

ཆེན་པོ)佛學義理的疏釋性著作（亦即論典[śhāstra /བ ན་བཅོས]）之中，顯宗論典占了較高的比重。 
575 公保才讓，〈寧瑪派在德格地區的傳播〉《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8)，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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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傳承與教義闡釋方面的權威性與完整性，使得寧瑪派重新以多康為據點，謀

得復振與強化的契機。 

 

寧瑪派在德格轄境內主要的寺院，計有：噶陀寺、白玉寺、佐欽寺、協慶寺。

其餘寧瑪派寺院，大多為這 4 座寺院的分寺。 

 

到了 18世紀末，由於德格家族核心成員們普遍強化了對寧瑪派的信仰程度，

且因為德格王早逝、家庭內鬨等王室內部因素，王權開始下滑，其餘地方頭人的

勢力上升，打破了薩迦派俄爾支派獨大的平衡，寧瑪派的宗教菁英們，紛紛藉著

親屬關係與轉世化身論述的交錯效應，構築起緻密的菁英權力網絡，乃至到了 19

世紀，寧瑪派成為實際上影響力最大的宗派，576並自 19世紀末開始，將宗派的

影響，透過經典詮釋與學者的法脈傳承，反過來支配了其他宗派的教義話語權，

成為各宗派菁英人士的決定者與源頭。 

 

四、格魯派在德格王治下的發展 

 

在藏傳佛教各教派中，格魯派不論是在教眾人數或是政治、社會影響力都是

最強大也最普遍的宗教勢力。 

 

最早將格魯派教義傳入多康的，是宗喀巴的門生謝饒桑布(ཤེས་རབ་བཟང་པོ，1359-

1457)。他出生在類烏齊一帶的一戶東本（�ོང་དཔོན་千戶長）家庭。成年後，在衛藏

學習近二十年；在地緣關係的考量下，衛藏的師長們建議他返鄉建寺，於是他遂

於 1444年建立了昌都的強巴林寺577，著重傳習宗喀巴的思想，該寺也成為多康

地區影響力較大的格魯派寺院，對昌都一帶的藏傳佛教宗派風氣產生了顯著的影

響。 

 

第三世達賴在 1578 年造訪鄧柯時，在鄧．曲闊林寺(lན་ཆོས་འཁོར་Eིང)見了當地政

 
576 《咕札佛教史》描述了 19世紀初德格的宗教氛圍，顯示當時寧瑪派在境內的地位：「་་་་་་�ེ་དགེ་�ལ་

པོ་ཞེས་Dན་པའི་བདན་དཀར་པོའི་2ེང་བས་Pིད་�ེའི་བར་/་qེས་པའི་སའི་ཚངས་པ་ཆེན་པོ་གང་གིས་མངའ་རིས་ཐམས་ཅད་དགེ་བ འི་བཀའ་\ིམས་བཙན་པོས་བདེ་བར་བ'ངས་པའི་eལ་
འདིར་གསང་ཆེན་7་འ(ར་�ོ་�ེ་ཐེག་པའི་རིང་]གས་དར་�ས་ཆེ་ཞིང་དགོནགནས་!ང་�ིང་]གས་ཁོ་ནའང་ཆོས་�ེ་ཆེ་2་བ�་2ག་ལོངས་པར་བ&གས་ཏེ་དེ་དག་!ང་ཀཿཐོག་པ་དང་dོགས་

ཆེན་པའི་རིང་]གས་འཛ�ན་པ་ཤ་ ག་ ེ་་་་་་」（…德格王美譽白幡串聯豎立，其乃地上大梵天王以嚴明之王法護佑

轄境一切處，令享安樂。在此境中，大密前譯金剛乘傳統廣為弘傳，亦唯獨寧瑪派的寺院多

達百餘所，且此等皆屬住持噶陀巴與佐欽巴傳統者…）。到了 19世紀中葉以後，當時在德格

轄境內不論對何種宗派皆最富影響力的宗薩‧蔣揚欽哲旺波，在參考了咕汝札西的前述評論

後所做的描述，益發凸顯當時寧瑪派在德格獨一無二的地位：「་་་་་་�ེ་དགེ་ཆོས་!ི་�ལ་པོའི་མངའ་uལ་འདིར། 7་འ(ར་8ི་
བ ན་པ་ཁོ་ན་དར་�ས་ཆེ་བས་དགོན་གནས་ཆེ་2འང་མང་/་བ&གས་ཤིང་། དེ་ཐམས་ཅད་!ང་�ལ་བ་ཀཿཐོག་པ་དང་། Fབ་དབང་dོགས་ཆེན་པའི་2ིན་ལས་ལས་.ང་བ་ཤ་ ག་ཡིན་པས་་་་

་་」（於此德格法王轄境，唯獨前譯教法廣為弘傳，因此寺院多達百餘所，而彼等盡皆源於勝者

噶陀巴與成就自在佐欽巴之事業…）見：郭若扎西，頁 750-751；མ�ེན་བ�ེའི་དབང་པ，ོ〈གངས་ཅན་བོད་!ི་eལ་/་

Gོན་པའི་གསང་7གས་གསར་�ིང་གི་གདན་རབས་མདོར་བLས་ངོ་མཚར་པ�ྨོའི་དགའ་ཚལ།〉in མ�ེན་བ�ེའི་དབང་པ，ོ《འཇམ་དGངས་མ�ེན་བ�ེའི་དབང་པོའི་བཀའ་འ*མ་》པོད་

༼ཚ༽པ། (Vol. 18), dོང་གསར་ཤིང་པར་ (reproduced), Gangtok: Gonpo Tseten, 1977-1980, folio.11a. 
577 土呷，《西藏昌都歷史文化研究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頁 369-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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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領袖蔣．楚瑪甲波(�ང་འ�་དམར་�ལ་པོ)家族的公子久若(ཇོ་རོག)，要他前往雜曲卡，在當

地落戶為王，並賜給許多宗教器物做為禮物，以為鼓勵。後來久若按達賴所言，

來到雜加(!་�ལ)，繁衍下嘎依本倉(ཀ་བཞི་དཔོན་ཚང)政治世家，並在當地形成移動式的帳

篷寺院(³་དགནོ)模式，嘎依本倉也成為鄧．曲闊林寺的管理者。578這是德格家族尚

未興盛之前，石渠一帶發展格魯派的先聲。 

 

與俺答汗會面後，在 1580年在理塘建立了長青春科爾寺，並於 1584年派弟

子在木里新建瓦爾寨大寺579，從多康南區開始發展格魯派的勢力。 

 

17世紀，隨著和碩特蒙古在多康的經營，格魯派勢力也越發強盛。五世達賴

為了使格魯派在多康地區順利發展以格魯派為主的宗派勢力，按照區域需求與時

機，為那些在多康發展勢力較弱的格魯寺院劃定了保證僧源與經濟支持的勢力範

圍(དཀོར་ས་དགེ་ཁོངས)，並以紅黑印璽，清楚區隔格魯寺院與薩迦、格魯等宗派的屬性。

580 

 

根據地方口傳，德格與周邊霍爾部的格魯派寺院，都是在 17 世紀上半葉，

隨著和碩特部在多康的傳播，是以出身霍爾五部581的霍爾曲杰．阿旺彭措 (ཧོར་

ཆོས་Vེ་ངག་དབང་�ན་ཚ གས，1608-1686/1668-1746)582建立霍爾十三寺(ཧརོ་ཁོག་དགོན་�ེ་བN་ག@མ)為開端，

在蒙古與拉薩方面的支持下發展起來的。據說建造霍爾十三寺期間，主要工作是

由霍爾曲杰及其叔父嘎居巴．南卡俄色(བཀའ་བN་པ་ནམ་མཁའ་འོད་ཟེར，17th)執行的，資金則

由霍爾曲杰的父親南卡堅贊(ནམ་མཁའ་�ལ་མཚན，17th)及霍爾闊地區的各地政治領袖供應，

建寺期間，曾以武力摧毀許多寧瑪、噶舉、苯波的寺院，令其強行改宗，造成日

後這些宗派與格魯派之間的嫌隙。583這些寺院必須遵從和碩特蒙古的指揮，向和

 
578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等編，《甘孜州藏傳佛教寺院志（藏文版）》第二冊，內部

資料，1999，頁 217。 
579 昂旺欽饒著，魯絨格丁等譯，《木里政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頁 2。 
580 第司桑結嘉措，頁 423。 
581 有者主張昂旺彭措時期，霍爾五部尚未分家，有者認為他出身政治菁英的霍爾麻書本倉家族

(ཧོར་མ་iར་དཔོན་ཚང)，據其主要駐錫地更沙今日的寺方記載，他出身於霍爾朱倭的政治菁英家中。 
582 關於昂旺彭措的生平，不同版本的資料記述差異甚大，大多數口述史的說法，都主張他於 1662

年起，陸續建成霍爾十三寺。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等編，《甘孜州藏傳佛教

寺院志（藏文版）‧第一冊》，內部資料，1999，頁 3, 22, 40, 65, 74；同書第二冊，頁 637。若

依此說，再比對其本寺──德格更沙寺(དགོན་གསར་དགོན)──的木刻版傳記（作者為第三世霍爾曲

杰‧央金念貝朗措[དGངས་ཅན་Dེམས་པའི་ལང་ཚ3་ 1797?-?]），則其的生存年代應在 1608-1686。然而，該傳記

亦提到，在他 47歲時，曾向當時仍在德格王丹巴澤仁庇護下的七世達賴獻禮，當年應為 1714

年。若按此說，其生存年代卻須向後推一甲子，即 1668-1746 年，今日二種藏文版的《大金

寺誌》也支持這種說法。如此一來，則霍爾十三寺的建立，便不可能是由五世達賴責成霍爾

曲杰辦理的。見：དGངས་ཅན་Dེམས་པའི་ལང་ཚ3，《ཧོར་ཆོས་�ེ་�་འ2ེན་གོང་མ་"མས་!ི་"མ་ཐར་མདོར་བLས་འཛམ་*འི་གསེར་8ི་rེ་མ།》[reproduction], 

Delhi: Tibet House, 1983, folio 21a-28a. དགེ་བཤེས་Iབ་བ ན་ངག་དབང，《»ེ་ཧོར་བ^་ཤིས་དར་�ས་དགོན་པའི་ལོ་cས་ཉེ་འཁོ་=ན་འ/ས་བ&གས་》

（內部資料，未出版）1996，頁 7；སེར་Gེས་»ེ་ཧོར་t་རམས་དགེ་བཤེས་:ལ་དགའ，《»ེ་ཧོར་བ^་ཤིས་དར་�ས་དགོན་8ི་.ང་རབས་གསལ་བར་ ོན་

པའི་rང་Gེད་�ོན་མེ་ཞེས་G་བ་བ&ག་སོ།།》Mundgod, North Karnataka: n/a, 1999, p. 14。 
583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等編，第一冊，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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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特的中心西寧輸納貢賦，較大寺院的寺主，必須由和碩特蒙古與達賴喇嘛方面

派遣，例如，大金寺歷任堪布基本上是由達賴喇嘛派遣的。也就是說，霍爾十三

寺是多康寺院改宗格魯的先聲。584歷代霍爾曲杰以位於今日德格縣中扎科鄉的更

薩寺(དགོན་གསར)為主要駐錫地。 

 

  

 
584 格勒訪查到的霍爾十三寺名單為：大金寺(དར་�ས་དགོན)、甘孜寺(དཀར་མཛ�ས་དགོན)、白利寺(བེ་རི་དགོན)、東谷

寺( ོང་,ོར་དགོན)、札龔寺（qག་འགོ་དགོན་ 靈壽寺）、桑珠寺（བསམ་Fབ་དགོན་桑周寺）、苦馬寺、覺日寺（zོགས་

རི་དགོན་ 究日寺），道孚的靈雀寺(ཉ་འཚ3་དགོན)、惠遠寺，以及則蘇寺（�ེ་ག%མ་དགོན་ 孜蘇寺）和德格更沙

寺(དགོན་གསར་དགོན)、爐霍靈壽寺(qག་འགོ་དགོན)。噶瑪降稱整理的結果，與《德格縣寺院志》所載者較為

接近，不包括惠遠寺、苦馬寺，而包括德格的年格寺(ཉ་མགོ་དགོན)和喀年寺(མཁར་ཉལ་དགོན)其中，究日寺

和喀年寺今日似乎已不存在。除此之外，其他計算方式仍多。見：格勒，1986，頁 119-121；

噶瑪降稱、澤仁卻珠，〈康北“霍爾”及霍爾十三座寺院〉《中國西藏》1999.2，頁 43；《德格

縣寺院志》編纂委員會、德格縣政協編，頁 601-602。十三寺的詳細表列，可參閱本文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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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菁英賦權的來源思想：家族

地位與菁英的個人影響力 

 

本文所稱「賦權」(empowerment)，並不是某一特定的自然人或集體，出自特

定意識，操弄宗教語彙與教義，而對菁英個人或菁英集體。恰好完全相反的是，

賦權是指做為一個整體(entity)的部落社會或王國（在此是指德格王的轄境），基

於某種默認的／預設的共識(default consensus)，無意識地(unintentionally)提供社

會當中的個體成員或集體成員某種支持該成員保有並使用權力的「氛圍

(phenomena)、系統(system)或機制(mechanism) 」。 

 

在德格轄境內，社會對菁英的賦權，其最基本的原則便是：統治者「異於」

被統治者。無論是政治菁英群體或宗教菁英群體，這種差異論述的共同觀念，便

是：對共同始源(shared origins)585的追求。 

 

對共同始源追求的基本動力，在兩種範疇產生影響：1. 人與親屬的關係中，

構成了家庭、血親範圍與宗族，乃至氏族；2. 在非親屬的宗教範疇中，仍然形成

了擬制的宗族關係──宗派同門與師承。 

 

在以下章節中，筆者將會說明：這些基於共同始源追求的心理素質所創造的

抽象論述對菁英的賦權，是菁英們「之所以有別於俗民、成為菁英」的依據。 

 

當菁英們得到賦權(empowered)時，菁英們的人際網絡與共生關係，於焉展

開。無論是政治菁英與宗教菁英之間的平等關係、階級關係、支配關係，或者是

做為鞏固「菁英集體（例如宗派）」的「手段（例如：第五章將會討論的關於經

典的整理與出版，成立佛學院等議題）」，都是以賦權為基礎，才得以運作與發展

的。 

 

在國族主義的認同凝聚概念下，對歷史敘事的詮釋，以及運用權威性歷史語

彙及歷史教育，不論是國家認同、政治認同、民族認同，都是做為一種知識生產

的敘事或教育，由其所訴求對象對於該知識生產內涵的同意，而賦予該內涵合法

 
585 在王明珂的觀察中，人類資源關係中最基本的結群方式，便是對「相信大家出於同一母體」

的「血緣或擬血緣認同群體」的形式，它仰賴一種根基性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並且

含有模式化的敘事傾向。見：王明珂，《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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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正當性，繼而使自己服膺於該敘事與教育的價值觀。586考量到上述關於敘事

與知識生成較為泛化的解釋，我們必須注意到，在未受到近代國族主義影響的德

格王轄境內，對於一般未受教育的屬民而言，除了對個頭人領域及德格王轄境的

認同外，恐怕不曾有過更高層次的民族乃至國族認同問題。另外一個問題是，文

本的流通性：在 18世紀之前，由於缺乏刻版印刷，在多康菁英筆下所生產的任

何宗教性、歷史性著作，哪怕是祖德的鉅作，該文本在整個藏區範圍內，即使不

是孤本，也屬珍稀了。因此，在文本生成的歷史過程中，當菁英們進行歷史書寫

時，他們訴求的讀者，是社會中的特定人士，也即跟他們同樣擁有較多社會資源

的其他菁英們。 

 

20世紀中期以前的多康地區，知識是被封鎖在寺院的門牆以內的，因此，菁

英們成了社會話語權的掌控者，是宗教教義與世俗權力的詮釋者。當社會中的個

體或群體得到賦權，進入菁英範疇，他們才得以擁有話語權；當他們擁有話語權

時，他們才能詮釋經典的內涵──包括傳播對特定神聖事物的崇敬與遙想，例如：

對印度為「聖人國度(āryadeśha /འཕགས་པའི་/ལ)」的理想化思想，以及對古老吐蕃時期

輝煌年代的美好想像。此外，菁英們也模塑了「理想的智者典型」，這種智者典

型，隨著經典的印刷出版與教學，不斷向外推廣，使得菁英們不僅被理想化地期

待為智者的典型，他們也可透過對話語權的掌控，再進一步地為智者與菁英的「應

然」做出權勢。這種「經典形塑智者典型，智者典型再詮釋經典」的模式，使得

智者與宗教權威文本得以不斷新生、再現，這就是藏地獨特的宗教圖景──轉世化

身論述與伏藏現象──得以持續發展並延續至今的機制。 

 

世俗的政治菁英，其權力支持體系主要是家庭──包括血緣原生家庭、氏族成

員以及藉由姻親連結而成的宗族群體，其權力的賦予，牽涉到族源追溯的神聖性。 

 

至於宗教菁英，則在家庭支持之外，隨其宗教實踐方式與宗教身分，還有另

外的權力支持體系──基於授記敘事而獲致神聖性的支持，透過轉世化身淵源論述

所建立起的師徒關係與信徒群體聯盟。這些權力支持體系，雖然不是以親緣為鍵

結(bonds)，但因為有著共同始源的想像，所以在形式與作用上，與親緣關係非常

近似，使得個別宗教菁英在與其他政教菁英的個人或群體互動時，其意義並非單

純只是「人與群體」的互動，而是雙方複雜網絡的交會──正如人們常說的：「婚

姻不是兩個人的事，是兩個家族的事。」這種類似親緣的體系，可稱之為「類親

緣關係(pseudo-kinship)」。 

 

方法上，利用文本分析研究「個人與群體」關係（例如社會上層宗教菁英與

其喇章或寺院的關係）最直接的途徑，也是對傳記文本的深度探討。20世紀上半

 
586 劉超，《歷史書寫與認同建構：清末民國時期中國歷史教科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2016，頁 8-9,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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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多康各地區進行的各種社會狀況調查，則可為研究者提供這些地區在 19世紀

末到 20世紀上半葉關於繼嗣原則、婚姻原則、居處法則、家庭系譜與家庭成員

的範圍等資訊，包括社會階序中不同層次的組成份子──俗民與菁英們。 

 

相對而言，由於傳記、政治史、家族史等文本，其傳主都屬於菁英階層，這

些文本所能提供的資訊，通常是經過刻意篩選的、修飾美化後的內容，雖然在資

訊的數量方面，這些文本有助於讓我們在對歷史事件的判讀上，有更深入的思考

空間，但它必然涉入一種「如何考證文本的應然」這樣的本質性問題。 

 

因此，此種考證的進行，只能藉由與當代的調查報告交叉比對，才能獲得確

證，甚至進一步地讓研究者逆向推估、判斷該歷史文本生成的時代，其社會結構

的可能面貌──尤以資訊較為充足的菁英階層的相關資訊為然。 

 

在本章中，筆者將探討賦予菁英們在社會中擁有較高階序的幾種論述：族源

神聖性、學者話語權以及宗教權威論述。至於這些抽象論述所構築的共生現象與

支持體系，包括師徒關係、供施關係、法脈與宗派等社會網絡，將於第五、六章

中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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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家與宗族：家族力量與共祖意識 

 

一、家族：藏文語境下家與宗族的概念 
 

藏文歷史文獻經常反映出各個望族對家庭系譜重視的現象，例如《朗氏家

族史．靈犀寶鑑(Æངས་6ི་µ�ི་བསེ་A)》中，大司徒．絳曲堅贊的一段話，常為各望族家族

史所引用： 

 

ལར་)ེས་པའི་མི་ཆེན་དསེ། རང་གི་)ེ་2ད་མ་ཤེས་ན། ནགས་aང་གི་�ེལ་དང་འ�། རང་གི་ཆོ་འ%ང་མ་ཤེས་ན། མོན་�ག་ཡལ་བར་བརོ་དང་འ�།587 

 

[譯文] 

 

總之，大人物若不知自己出生的家族，就如深林的猿猴；若不知道自己的

母系親族，就像淪落蠻荒的孩子。 

 

分析藏語文詞彙的使用方式，有助於理解藏族的對家庭一詞的觀念。藏文語

境中，家庭的單位代表家庭繼嗣(4ིམ་2ད)的主要詞彙是 རིགས་Aས་（rigs-rus讀作「利如」），

它由兩個單詞所組成：族類／種姓(རིགས)、骨(Aས)，其複合型態與拆開來的單詞，通

常都專指父系繼嗣群體(ཕ་2ད/Aས་2ད)。至於母系繼嗣群體(མ་2ད)的對應詞彙，則為 kག་

（snag讀作「納」，肉的古字）、kག་མཚམས་（snag-mtshams讀作「納燦」，母系家庭）

或者 ཆོ་འ%ང་（cho-vbrang讀作「芎章」，母系家庭或舅家[ཞང་པོ་ཚང་ zhang-po-tshang讀

作「祥波倉」]）。 

 

代表父系的骨和代表母系的肉，都涉及的子代((་2ད)的生理組成，反映著「骨

頭來自父親，肉來自母親(Aས་ནི་ཕ་ནས་ཐབོ་པ། ཤ་ནི་མ་ནས་ཐོབ་པ།)」的俗諺，以及佛教密宗所謂「得

自父親的白色成分形成骨頭，得自母親的紅色成分形成血肉(ཁམས་དཀར་པོ་ལས་Aས་པ་ཆགས། 

ཁམས་དམར་པོ་ལས་ཤ་དང་Oག)」的觀念。同父同母的兄弟姊妹，被稱為 ¤ན་མཆེད་（spung-mched讀

作「奔切」）或者 ཤ་ཉེ་（sha-nye讀作「夏涅」）。其中，ཤ་ཉེ་的字面意思是「肉相近

者」，在多康地區，該詞彙專指兄弟，其詞構或許有著「同母」的意涵，在某種

親屬認定意義下，這詞彙的字面意義或許影射了同胞兄弟的關係是以母系親族為

認定基礎的。 

 

同樣的詞彙，在同屬廣義藏文化圈的不丹，其官方語言宗喀語(Dzongkha 

language)的語境中，則有不同的詮釋。宗喀語的 རིགས་（rigs讀作「利」）或者 རིགས་

2ད་ rigs-rgyud讀作「利局」，主要指的是母系親族，有時也可指代父系親族，這也

 
587 Gང་?བ་�ལ་མཚན，《ºངས་!ི་ག/ང་cད་པོ་ཏི་བསེ་_་ཞེས་G་བ་བ&གས་ །།》，收錄於《ཁ་རག་གཉོས་!ི་ག/ང་རབས་�ད་པར་འཕགས་པ་དང་ºངས་!ི་ག/ང་བcད་སོགས།》

Dolanji, H. P. : Khedup Gyatso, 1978, p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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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是因為該地的繼嗣原則是兩可的((་2ད་b་ཕ་མ་གཉིས་ཆ་རའི་ཆ་ཤས་ཡོདཔ་ཨིན་Aང་ )；宗喀語的 Aས་ 

（ru讀作「如」）或者 Aས་2ད་指涉對象則為父系親族。 

 

可見，在泛藏文化圈之中，རིགས་ 的範圍較大，泛指家族繼嗣群體，它可以是

父系的（通常的原則），也可以是母系的；至於與骨的意義相關的 Aས་一詞，就只

能專指父系血緣繼嗣群體。 

 

繼承家族名稱方面，父系的意義是顯著的；但在社會生活中，母系、舅家對

成員個人的影響，則可能是更強勢的。「骨」的觀念，劃分出氏族內部禁婚的範

圍，588也可能被延伸成氏族（或家族）之間的階序差異，以符合階序社會下的社

會規範。然而，骨系的認定，有時也不一定嚴格遵守從父系的原則，除了主觀認

知的差異外，有時也會參酌具體社會流動的考量，而以母系親族為認定對象者（例

如下嫁婚當中，出嫁女兒的骨系及可能遵循社會地位較高的父系）。589 

 

意義相對單純、共享居所的家戶(household)，對應的詞彙為 4ིམ་（khyim讀作

「青」），意為過著俗世生活(mundane life)的家庭。代表家庭的另一個範圍較大詞

彙是 ཚང་（tshang讀作「倉」），意為巢穴、居所、家庭；同屬一個 ཚང་的成員，居

處空間不見得相同。ཚང་的延伸意義可以是「同一群人」。在這層意義下，親族成

員的群體與非親屬成員的集合，都可能屬於同一個 ཚང་。 

 

藏族概念下的 རིགས་བ2ད་或 Aས་བ2ད，目前已經普遍地被譯為「氏族」(clan)，然而，

它們在本質上就是一種較泛化的單系繼嗣群(unilineage descent group)，包括兩層

繼嗣群體： 

 

1. 指涉範圍較廣的、跨地域的「氏族」(clan)，以及 

2. 範圍較略、共財的、屬地性質較強的群體──世系群(lineage)。 

 

在人類學的概念下，氏族可以是父系或母系的，氏族成員的族源追溯不必然

是完全正確的譜系關係（可以是推定的[putative]譜系），也不必然要有共財與地

域化的(localized)的關係。590根據Murdock的說法，氏族必須是單系繼嗣的，不必

然共居（因為有太多例外情形），而且婚入的配偶（in-marrying spouses，媳婦或

贅婿）應被視為成員中的重要組成部分(integral part of the membership)。591 

 

 
588 （法）石泰安著，耿昇譯，《西藏的文明》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9，頁 108。白賽藏草，

〈《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中的婚姻家庭研究評述〉《西藏研究》，2013(5)，頁 76-77。 
589 扎洛，〈卓倉藏人的骨系等級婚制及其淵源初探〉，《民族研究》，2002(4)，頁 69-70。 
590 衛惠林，〈氏族〉條，芮逸夫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十冊‧人類學》灣：商務印書館，

1971，頁 84-85。 
591 George Peter Murdock,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The Mcmiliian Company, 1965,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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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觀察中國古代對氏族的概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對氏族的說明如

下： 

 

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

氏，賤者有名無氏。今南方諸蠻，此道猶存。古之諸侯詛辭多曰墜命亡氏，

踣其國家，以明亡氏則與奪爵失國同，可知其為賤也，故姓可呼為氏，氏

不可呼為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

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皆所

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592 

 

《通志》還列舉了許多「名之為氏」的例子，概有：以國、郡國、邑、封、亭、

地、姓、字、名、次（排行）、族、夷狄大姓、官、爵、兇德、吉德、技（職業）、

事、諡…等為氏的情形，顯示「氏」在漢族的概念裡，原先是一個泛化的親族群

體指涉用詞。綜合以上的敘述可知：按照漢族的古代觀點，「氏」是範圍較大的

親族群體，而「姓」則劃分出在氏以下的、分支性質的內部禁婚群體，與人類學

所稱的世系群較為接近。 

 

氏族之下又可化分出亞氏族或「世系群」，研究中國漢族社會史的學者們則傾

向將世系群與「宗族」等同。593。世系群不僅限於單一繼嗣線，但成員僅能隸屬

單一世系群──父系或母系，594沒有雙系(bilateral)追認親屬或雙重(double)追認

親屬的空間。 

 

按照林耀華的說法，宗族是以「宗法」這一「共祖意識」為內涵，以通財共

灶的「經濟意義上」的家庭為單位，所構成的聚居一地的血緣團體。共祖意識的

宗法觀念，本身又帶有宗教祭祀、政治勢力、家天下的家族特點等三種面向。595

固然，在中國的宗族研究中，宗族與氏族的界限──「是否有公產與祭祀公業」──

始終是爭議的主題，596但在藏族社會研究中，是否存在祭祀公業這個形式的信仰

團體，還有待考察。不過，比起祭祀公業更加具有對話意義的子題為：宗族或氏

族的「共祖血緣」系譜是否明確，或係虛構？ 

 

在德格轄境內，不論是政治菁英家庭、宗教菁英家庭或其他俗民家庭，對於

 
592 鄭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頁一至頁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73 冊，臺北：商

務，1983，頁 254。 
593 最早如此使用的人應為 Maurice Freeman。參見：莫里斯．弗里德曼著，劉曉春譯，《中國東

南的宗族組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 1。Murdock 也持相同觀點，參見：Murdock, 

p4. 
594 衛惠林，〈世系群〉條，芮逸夫編，頁 110-112。 
595 林耀華，《義序的宗族研究（附：拜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頁 71-75。 
596 林濟，〈弗里德曼模式與中國宗族社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2003，頁 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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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分家、出嫁、入贅或出家為僧的家庭成員，仍被視為同一家庭，共享同一家

名。在共居的情形下，這樣的家庭型態，較為類似數個聯合家庭(joint families)組

成的擴大家庭(expanded families)。 

 

在多康地區（甚至在更廣泛的藏族地區，應該也可發現與此類似的現象），以

這樣的擴大家庭為單位，所組成的具共祖意識的、多分支的血緣親屬群體，其家

庭的男性成員，通常會循父系繼嗣線，向上追溯到吐蕃時期的著名氏族，但這種

追溯往往只有口傳的譜系，無法被確切驗證，因此這些追溯族源的家庭成員所構

成的血緣親屬群體，比較類似 R. H. Lowie所提到、但不見得被普遍接受的形式──

血統氏族(sibs)，更準確地說，是介於血統世系和宗族（世系群）之間的次級血統

氏族(sub-sibs)；共享同一個父系或母系血統氏族繼嗣認知(acknowledgement)的不

同宗族成員們，會認為彼此是有關連的(related)，597就像是同姓宗親之間的關聯。 

 

也就是說，在「追溯至吐蕃」的前提下，人們對於家族所投射的最大範圍，

可以直接對應至「氏族」或「血緣氏族」，對這種投射更為準確的親屬群體描述，

則是「次級血緣氏族」。 

 

然而，涉及婚姻時，由於這些聯合家庭仍將出嫁的女兒視為自家，相對地，

嫁入的媳婦便不算是宗族的一份子，而仍被視為其原生家族的成員。女子在夫家

及夫家的血緣親屬團體中有責任與義務，但卻不被認為血緣親屬團體的一員。這

與漢人社會基於公媽觀念的宗族有著很大的差異。 

 

僅憑「女性不算夫家親屬團體的一份子」這一點，便不符合宗族（世系群）

「世系意義大於血緣意義」598的規定，且社會中任何單一個體在父系世系群或母

系世系群中都具有成員身分，所以也不符合宗族「僅限於父系或母系的單系親族

認定」的定義。 

 

因此，在論及德格轄境「一般居民的日常生活時」，對其家族的定義，應該

解釋為「擴展家庭的混合形式」，或者是一種「特殊型的宗族」。 

 

至於政治菁英的家庭，從 18世紀以後，由於統治權威的需求（土司承襲問

題，在第五章還會進一步說明），更加強化了對男性單系繼嗣的論述，以支持「權

力的占有」做為社會分層背景的模式，這就與一般俗民的家庭個體成員（系譜中

的 ego）在認定親屬群體的歸屬方面有所區別，或許可將這樣家庭形式稱之為「特

殊型的父系宗族」，用來指稱在不涉及族源投射的藏文語言使用情境下的 རིགས་བ2ད་

或 Aས་བ2ད་。關於這點，將於後文說明。 

 
597 Murdock, p47. 
598 錢杭，《中國宗族史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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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統治部落的親屬群體 
 

根據謝國安的報導，20 世紀初，多康男女多於 20-22 歲時成婚。譚英華在

1940年代實地調查時，則發現男子成親年齡約在 15-30歲間，女子則為 25-35歲。

雖然多康社會分層概分為統治者（政教菁英）與被統治者（平民）二類，其中各

有職權強弱消長與職業良賤的少許差別，卻無更細之社會分層。社會分層的意義，

反映在婚姻選擇上：菁英階層重門當戶對，有約為世婚的情形（如明正與木坪，

巴底與綽斯甲）；平民雖然婚姻也多操之於長輩，但相對有較多的個人自由，女

性對婚姻的自主選擇權也相對較高。縱使在伴侶的選擇上，多康社會並不嚴格遵

守階級限制，但除了非婚姻的男女關係外，政治菁英們原則上仍會遵循平等地位

家庭之間締結婚約的慣習。平民家庭成員可成婚的範圍較廣；至於菁英階級，在

無法找到地位相當的成婚對象時，較容易選擇內婚。599 

 

德格轄境廣闊，內各部落的組成成分複雜，各地區所依循的婚姻、家庭、繼

嗣制度，乃至親族團體與成員個人的連結親疏程度，雖然大致相近，但也略有區

別。例如，在北方雜曲卡、色須草原一帶的遊牧部落，以一夫一妻制為原則，經

濟主權為父權制，舅權與父權平等；繼承權方面，男女有平等的權力。600直至今

日，金沙江西岸的貢覺一帶，以及金沙江東岸、位於白玉南區的三岩部落，仍盛

行嚴格的帕措(ཕ་ཚ!)父系親族組織；德格王轄境內以白玉為主的其他農區，又有戈

巴(eོར་པ)親族組織，這些親族組織或親屬群體，對個人的控制與支持程度，是因地

而異的。 

 

在繼嗣原則、親屬組織與男女權力等規範方面，雜曲卡牧區家庭與帕措與戈

巴等組織迥異。而以德格王家族為首的統治者家族之間的婚姻關係，則是以締結

權力聯盟為主要原則的，內婚也不再是禁忌，明顯不受到被統治者所遵循的家庭

規範限制。 

 

（一） 帕措：嚴格的父系親屬群體 

 

帕措的字面意思，為「父系群體」，它是一種以父系血緣為紐帶的親族群體

(patrilineal consanguineal kin groups)，其規模與人數不等，約在 50-200人上下。

在今日昌都地區的貢覺、三岩等地，以及白玉縣西南區域仍然保有活力。帕措為

嚴格禁止內婚的組織，每個帕措都有首領，但其人並不擁有特權；內部成員權利

平等，並無統屬關係。帕措的首領為組織的意見領袖，負責協調、仲裁糾紛，組

 
599 譚英華，〈康人農業家庭組織的研究〉（連載）《邊政公論》3(6)，1944，頁 38； 3(8)，1944，

頁 41-42；3(9)，1944，頁 37-40；4(2, 3)，1945，頁 43-49；4(4, 5, 6)，1945，頁 33-37。 
600 石渠縣志編纂委員會，頁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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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天災人禍的救助，策畫對外索討、復仇、械鬥，以及戰敗賠命金的分配等事宜。
601 

 

帕措習俗強調男性決定事務的地位，女性無婚權，無家庭財產支配權和繼

承權，也無法參與家庭與帕措的議事決定，其成員家庭繼嗣法則遵循嚴格的父系

繼嗣(patri-descent)。婚姻的決定者是帕措組織的成員，適婚年齡的子女（約 14

歲，女性早婚者較普遍）會由帕措成員決定，與適當的其他帕措組織成員結親，

有血仇者不准聯姻。女子必須出嫁，不得招贅，婚前性行為與外遇被會導致械鬥

與糾紛，受到嚴格禁止。帕措的通婚圈狹窄，通常以鄰近村落為主，中小型帕措

傾向將女子嫁入大型帕措，經由交換婚姻（帕措雙方互嫁女子）強化婚姻聯盟關

係。602帕措對社會成員義務與人際網絡的規範作用，至今仍有深刻的影響。海外

藏族三岩同鄉會的男性年長成員，至今仍認為不論在世界哪個角落，照顧自己帕

措晚輩（即便未曾謀面）的經濟生活是他們責無旁貸的義務。603 

 

（二） 戈巴：雙系親屬群體型態 

 

與三岩的帕措類似的，是今日在貢覺、江達、芒康（上述三縣為傳統上廣義

的三岩）、察雅、白玉、德格等縣尚普遍存在的父系親緣為紐帶的親族組織。戈

巴的字面意思是「聚在一起的人」或者「周轉、輪流」。當人們自述其他氏族為

自己的戈巴時，指的就是「我們是親戚」。部分意見認為，戈巴跟帕措是相同的，

它們的分布區域也是相同的。604然而，根據筆者的田野觀察，兩者在成員身分界

定的區隔是明確的。同一戈巴內，成員的家族繼嗣法則以父系為主，但並非嚴格

遵循父系，雙邊繼嗣(bilateral descent)也是被接受的；在親屬群體範圍的認定上，

甚至適用雙重繼嗣(double descent)的標準，母系家族透過出嫁與招贅的姻親關係

為紐帶（入贅婚則是帕措的禁忌），亦能擴張戈巴的範圍。 

 

筆者認為，不能嚴格採行父系繼嗣與父系血緣親屬群體（戈巴）的可能原因

是：家中男性成員不足。根據 20世紀 40年代的統計，德格縣的一般家戶平均人

口約為 2.56人，其中男女自然出生率幾乎相同，但男子約有 1/3為僧，女性出家

者則僅占約 1/160，比例極其懸殊，造成普通家庭的男女成員比例出現明顯女多

於男的情況。605若其餘居家的男性子嗣夭亡過多，則可能無男丁繼嗣。家庭子女

較少者，更見宗族萎縮或絕嗣的風險。因此，招贅之事，並不罕見。以招贅來連

結宗族，所生子女對繼嗣的追溯與認同，亦於轉向母方親屬的男性繼嗣線，或兼

 
601 土呷，《西藏昌都歷史文化研究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頁 140-147。 
602 西藏自治區貢覺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編，《貢覺縣志》成都：巴蜀書社，2010，頁 777-783。 
603 覺安慈仁(བཅོ་�་ཚ�་རིང)報導。（採訪時間：2015 年 10月 21 日，地點：臺北，蒙藏文化中心） 
604 澤洛策劃，范河川編著，《三岩戈巴》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0，頁 3-7。 
605 李安宅，〈西康德格之歷史與人口〉《邊政公論》5(2)，1946，頁 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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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雙系。贅婿或副夫606若又從妻居，則家族晚輩成員對父系宗族認同可能也會相

對薄弱，甚至因為生活上的往來密切，而要更傾向母系親屬，更加難以父系繼嗣

線做為認定為結成戈巴親屬關係的主要依據。 

 

從田野觀察當中，筆者也發覺：這兩種親屬群體的成員們對於親屬群體類

型的屬姓，也存在著主觀差異：認為自己是帕措成員的人們，不會說自己的社會

有戈巴，反之亦然。 

 

今日的白玉縣，戈巴仍十分盛行──尤其是該縣南區，較大規模的戈巴包括：

夏戈(ཞ་�ོར)、果戈( གོ་�ོར)、阿架戈(ཨ་ཇག་�ོར)。白玉縣安孜鄉(ཨ་འཛ་ཤང)一帶戈巴規模較大，

熱加鄉(རག་ཆབ་ཤང)的戈巴勢力亦十分強大，常藉故壓迫外人，20世紀上半葉在德格

轄境、特別是在白玉地區政教影響力極大的前世白玉寺達瓦活佛(�ལ་�་�་བ，circa 

20th )便非常重視戈巴組織。607
 

 

 

圖 4-1 秋果倉(�་�ོ་ཚང)認定戈巴親屬的系譜（筆者依口訪資料繪製） 

 

圖 4-1 為白玉的秋果倉家族認定戈巴宗族親屬的系譜。訪談對象為該家族

的卜中及其姊妹，他們是家名定為秋果倉後的第三代，整個親屬群體已有第五代

人，但並非秋果倉氏族，而是第三、四代的女性成員婚出後所生育的，秋果倉氏

族當中具有卜中（�་�ང，意為家系的直系男性家長）身分的男性成員皆已出家為

僧，因而該父系氏族將面臨絕嗣的情形。該家族的繼嗣法則是父系單系繼嗣，但

 
606 副夫是指招贅婚中，較早贅入的丈夫因為養家能力不足，另外再行招贅一夫的狀況下，後來

贅入女家的夫婿。 

607  白玉寺僧人秋果‧釋郎(�་�ོ་བསོད་ནམས)、家庭主婦秋果‧慈仁卓瑪(�་�ོ་ཚ�་རིང་�ོལ་མ)報導。（採訪時間：

2015年 9月間數度採訪，地點：白玉縣、德格縣、成都市）。以下關於白玉縣戈巴的資訊，多

來自田野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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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巴親屬群體的認定上，是採雙重制的：父系親族與母系親族皆可結成戈巴，

且戈巴的連結可上溯至第一代的旁系家支。 

 

此系譜中臚列的個體成員名單約有 150人、20餘個擴大家庭或氏族，以及

3 個規模稍大的戈巴。在這個系譜中的成員，除少數 G4、G5的成員（G4表示

第 4代人，以下類推），因為平時生活鮮少碰面，故不與 G1至 G3的親屬往來

之外，各家庭或氏族對於生活空間不同的遠房親戚（最遠已達 7 等親）仍會在

婚喪場合往來（尤其是喪禮），並有每年固定將自家農作物餽贈遠房親戚的慣

例；凡因事外出，若經過親戚家，往往也都會賚禮拜訪。 

 

 

圖 4-2 秋果倉與其他戈巴連結的示意圖（筆者整理、繪製） 

 

具報導人稱，該家族過去有戈巴，但在解放後並未恢復。因此，圖 3-1 所

呈現的，僅是該氏族的認親範圍，不是戈巴的完整系譜。而從圖 3-2可看出，秋

果倉 G2成員透過姻親關係而與興空倉結成親屬，而興空倉與康薩倉的連結，是

由母系親族的 G1男性成員入贅到康薩倉所致，這層關係，間接連結了秋果倉與

康薩倉；至於秋果倉的 G1男性成員，有因入贅底龔倉，再間接由底龔倉的 G1女

性成員出嫁至炯囊戈巴、若沃戈巴，而與後二者結成戈巴；秋果倉的 G1其他男

性成員，則亦因婚入須拓戈巴，而與該戈巴結成戈巴關係。 

 

婚入的成員──不論嫁入或入贅，雖然在居處法則與日常生活的責任義務上，

基本上必須以婚入的接受方氏族為主，但往不會被算入該氏族成員之中，亦即：

不論是從夫居或從妻居，出嫁的女兒與被招贅的女婿，其家族認同仍是自己的原

生家庭，而不是婚後的家庭，其個人所屬家名不變，不會改成夫家家名或妻家家

名，但在親屬群體的認定範圍上，則隨著婚姻關係而向夫家戈巴或妻家戈巴擴延。

與其他社會不同的是，這些婚入的成員，並不失去做為原生家庭親屬群體成員的

身分。 

 

戈巴規模大者，可達 70、80 個家庭（4ིམ་ཚང་ [khyim-tshang] 音譯為親倉）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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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上百家。同一戈巴就會算成家人(ནང་མི)。在戈巴的成員內部，家庭單位的定義是

「尚未分家的成員」，分家是指父母不在世，孩子各自在家過年過節以後才算分

家。只是獨立成家，結婚生子，都還不算分家；即使人在外地另組核心家庭，但

只要還是回家過年過節，就都算是一個親倉。也就是說，在白玉，戈巴成員計算

家庭數的單位，是稱為親倉的聯合家庭或擴大家族。 

 

和其他親屬群體的認定相同，戈巴的成員以血緣或姻親關係為主要認定依

據，但此依據並非絕對，有時，雖然親等已經超越了對親屬範圍的一般性認定，

仍會算為戈巴成員；私生子也會被算入家族或戈巴中，例如：第三世 DWPN仁波

切608生父的私生子，其後代也被白玉當地人稱為「古曹」（_་ཚ་直譯為侄甥，但泛

指權貴後代，例如達賴喇嘛的晚輩親族成員）。 

 

由於戈巴的結合主要是以權力和經濟為考量，因此成員對戈巴的認同是可

變動的。例如白玉寺前任管家 CM，家裡原先屬於秋果戈巴(�་�ོ་�ོར་པ)，後因秋果戈

巴的內聚力不再，就轉向貝夏戈巴 (པད་ཞབས་�རོ་པ་?)。分家而成立新家、遷徙定居於

遠方以及入贅等事，都會造成成員所屬戈巴的異動或新增。 

 

戈巴成員不必然共居，散居的情形亦屬常態。人們日常往來的對象，通常是

同一自然村（規模約 5-6家，多至十餘家）的鄰居，例如當代白玉縣建設鄉（འÇགས་

Èན་ཤང་ 白玉縣治所在地，1949 以後的白玉地區中心）的亞通村(ཡར་ཐང་Yོང)和麻通村

(མར་ཐང་Yོང)的村民關係即是如此，舉凡蓋屋、喪葬、七期法事(བ�ན་ཚ]གས)等，通常都是

同村的鄰居和日常較有往來的近親提供協助，戈巴成員到不必然參與。而一個自

然村裡，鄰居可能分屬不同戈巴。戈巴範圍可跨越村(Yོང)，甚至跨縣。例如：白

玉縣城與白玉昌台區(Oོམ་ཐར་�ས)的家庭可能有戈巴關係，白玉縣與新龍縣的家庭可

能也有戈巴關係。 

 

從戈巴與帕措的分佈和型態觀察，不難發現這二種親族組織是類似但來源

相異的。根據報導人的說法以及筆者的田野經驗，今日白玉縣一帶的各部落多有

「先祖來自外地」的口傳敘事，而戈巴的流動性與可變性正好呼應了「先祖遷徙

經驗」的說法。至於帕措的來歷，略有源於西部阿里、羌族與當地世居三種說法，

眾說紛紜；而許多帕措成員，認為自己是絨巴（རོང་པ་ 絨區的人、峽谷地區的人），

而非康巴。609今日巴塘的一些三岩部落，甚至認為自己是德格家族分家移居至薩

瑪後分衍下來的家系。610由於多康在 17世紀受到和碩特軍事行動而導致部落遷

徙，許多今日的「世居」家族，可能也是過去由多康北區、東北區以及多麥地區

（尤其是牧區部落）遷來的，所以這樣的親族組織是否源於外地部落，還有待進

 
608 顧及當事人隱私，此處人名以代號處理，下同。 
609 澤洛策劃，范河川編著，頁 8-23。 
610 覺安慈仁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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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研究。不過，前文提到的四大絨區中，只有擦瓦絨屬於嘉絨，其餘三大絨區，

正是盛行這二種親屬群體的地區。因此，「絨區人」的主觀身分界定，似乎確實

與這二種親屬群體有著密切的關係。至於嘉絨是否有類似的親屬群體或親族組織，

還有待考察，此非本論文的重點所在，暫略。 

 

戈巴的功能主要體現親族之間的換工、集資等經濟往來，以及婚喪喜慶的

人際往來方面，所以它的頭人，是按經濟實力為選出的。611戈巴首領的身分稱為

「卜中」，一旦某個親倉沒有卜中，該親倉便會面臨絕嗣，而以該親倉為核心的

戈巴就會面臨衰退、新建或權力核心轉移的處境。 

 

戈巴在解放後影響力稍退，但在地方事務運作上仍有影響。有些沒落的戈

巴成員，會建議恢復戈巴制度。今日的戈巴成員家庭，每年必須繳交一次或多次

公基金，大家集會共餐，連繫感情。有時聚會是以共同耍壩子的方式舉行，會上

殺牛共食，唱歌嬉戲。戈巴還有共獵團體的性質，會平分獵物。據報導人稱，分

食獵物應該只存在於戈巴成員某些平時常往來的家庭之間，要平分給所有戈巴成

員是不可能的。血緣上是親戚(ཉེ་རིགས)，關係不必然密切，實際生活中是否確有往

來才是戈巴成員連結的關鍵，否則，即使是親戚或同一戈巴，也不一定有利害往

來。 

 

今日戈巴的主要作用，包括：集資放貸（類似跟會的互助會形式）、復仇賠

償與賑濟受災（給予公積金當中一定比例的受災補貼），主要還是在於有難同當。

戈巴成員因意外身亡或出了交通事故（哪怕只是擦撞），戈巴通常會出面要求賠

償金，這些賠償金，主要給了當事人，也有部分比例是由戈巴成員拿去的。復仇

也是戈巴的功能之一。例如，A 戈巴的成員殺害了 B 戈巴的成員，經調停(གཅོད་བཤད)

後，由 A 戈巴支付一定金額做為賠償，將此事私了。接受賠償的 B 戈巴成員並不

使用該筆賠償金，而會在日後殺害 A 戈巴其他成員做為復仇之後，再將先前收自

A 戈巴的賠償金用於賠償，給予 A 戈巴。例如，白玉縣某一轉世化身的外甥殺了

安孜鄉某戈巴的成員，對方戈巴遭到賠償，後來對方戈巴成員殺了該轉世化身，

經調解賠償後便私了解決。 

 

結親則是戈巴擴展影響力的方式，也是菁英發展人際網絡的方式之一。例

如：當代 PS仁波切的外甥，也與 TZ仁波切的小女兒成親（許配婚）；TZ仁波切

第一任妻子 TD妹妹的女兒與 RD成親，RD 便以姻親關係進入 TD的戈巴，從而

聯繫起 TZ 仁波切的戈巴。考量戈巴之間門當戶對做為結親要件的觀念，在今日

的巴塘一帶仍然風行。 

 

然而，締結戈巴的最關鍵的因素是社會階序與地位。在社會內部掌握權力

 
611 土呷，《西藏昌都歷史文化研究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頁 140, 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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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位的影響，是能夠超越基於社會慣習的親屬組織原則的。相反地，即使有戈

巴關係，一般戈巴成員並不隨意向社會地位較己為高的政治菁英或宗教菁英所屬

戈巴認親，免招輿論非議。612
 

 

（三） 帕措與戈巴的比較分析 
 

【Type I】帕措 

【Type II】戈巴 

 

 

 

 

  

圖 4-3 帕措與戈巴親屬組織比較圖（筆者整理、繪製）

 

筆者試著透過數學表示符號來繪製圖 4-3，以說明帕措與戈巴在認定親屬

方面的限制與規模差異。該圖每個圓圈待表一個家名各異的親倉，凡親倉顏色相

同者，代表著這些親倉的成員彼此認定為屬於同一親屬群體（帕措或戈巴）。紅

白箭頭代表著不同的婚入方向，例如 Type I 的��
��
代表由 E家婚入 A家，而 Type 

B中的��
��
代表 A家婚入 B家（這在 Type I 是不允許的），��

��
代表 E家婚入 a家，

以此類推。 

 
612 時任白玉寺佛學院院長堪布羅追(མཁན་པོ་�ོ་�ོས)報導。（採訪時間：2015年 9月 26日，地點：白玉

縣建設鄉白玉寺佛學院僧舍） 

E

d

c

ba

A

D

E

FB

C

E
d

c

ba

A

D

E

FB

C
c

iv

iii

iii

親屬原則
禁止通婚 

親屬原則允
許雙方通婚

→ 代表婚入方向 

→ 代表婚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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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Type I顯示的是帕措，Type II 則顯示戈巴。 

 

在 Type I中，��
��
、��
��
、��
��
、��
��
、��
��
代表著 B、C、D、E、F 五個親倉單向

地將女性成員婚入 A親倉（因為贅婚是社會禁忌），使得(A, B, C, D, E, F)這個集合，

便是以 A親倉為核心的藍色帕措，稱為 A帕措，而 A親倉在 A帕措各家之間，

地位或勢力是最強的。同理，��
��
、	�
��
、
�
→
、��
��

則代表著 a、b、c、d 這四個社會

地位或勢力可能不如 A 帕措的親倉，他們只能都單向地將女性成員婚入 A 帕措

當中的 E家，使得(a, b,c, d E)這個集合，便是以 E親倉為核心的白色帕措，稱為

E帕措，而 E親倉則在 E帕措各家之間，擁有最大的地位或勢力。 

 

因此，雖然 E親倉與 A親倉有帕措關係，但由於 E的男子只能娶 A帕措以

外的親倉成員，所以他們從 a、b、c、d 四家中娶妻，形成以 E 親倉為中心的 E

帕措，而 A帕措成員的勢力愈地位皆大於 a、b、c、d四家。所以，E親倉分屬於

A帕措與 E帕措，但對這兩個帕措的其他個別親倉來說，A帕措和 B帕措是相異

的獨立帕措，所以 B、C、D、E、F家當中的任何一個親倉，與 a、b、c、d的任

何親倉，都不屬同一帕措，是可以通婚的。當��
→

這種形式的婚入發生時，因為 E

帕措的成員 a親倉的女兒嫁入 F親倉，會加強 A帕措與 E帕措的聯繫，但 a仍屬

於 E 帕措，並不會因為��
→
的關係而轉成與 E 親倉平等的 A帕措成員；至於��

→
的

下嫁婚，更不會讓 F家變成 a帕措（假使有個 a帕措存在的話）的成員。因此，

兩個帕措的規模，並不會因為帕措之間的連結而擴大範圍，只會強化兩個帕措的

聯繫。亦即，帕措的擴大，依賴的是地位平等的新親倉加入，與自己所屬帕措地

位不平等的其他帕措內部的親倉結親，只能擴大但並不會擴大帕措的範圍。如此

一來，帕措所能擴延的親屬群體內部成員（只限男性）認定範圍，所面對的限制

相對較多。 

 

另外一個類型是 Type II。其中，��
��
、��
��
、��
��
、��
��
代表著 B、C、D、F四個

親倉將成員婚入 A家，而 A親倉的女性成員，則婚入 E親倉(��
��)，(A, B, C, D, E, 

F)這個集合將會形成原則上以 E親倉為首的戈巴組織，稱為 E 戈巴。因為��
��
關係

當中，E親倉是接受婚入（娶媳或招贅）的一方，尤其��
��

若為招贅婚，則 E親倉

的勢力或地位通常高於 A親倉；但實際上，若 A親倉是將女性成員嫁至 E親倉，

則(A, B, C, D, E, F)這個集合仍可能屬於 A 戈巴。 

 

以同樣較為自由（同時允許娶媳或招贅）的婚姻法則，(a, b, d, E)集合，可

能就是 E 戈巴的基本形式。同理，(c, i, ii, iii, iv)集合，也以相同的婚姻法則，形成

c 戈巴，又由於��
��

使得 E 戈巴與 C 戈巴結成戈巴關係，成員互相認定為親戚，而

(A, B, C, D, E, F)集合結成的戈巴關係，便透過��
��

這一層「姻親的姻親」而擴延為

更廣泛的戈巴關係，使得整個 Type II 當中的每個親倉個體，彼此皆有戈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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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皆標為藍色）。在一定的親等內（七親等），當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會視 Type 

II的任何個人為親戚，所以成了禁婚的對象，因此，按照親屬法則，��
→
或��
→

皆不

被 Type II 的親屬群體所允許。 

 

透過上述分析可知，即使不考慮成員的繼嗣認同問題，僅是 1. 不限定入贅

婚，以及 2. 認定「姻親的姻親」也算是親屬，戈巴群體在認定親屬的擴延性，

以及相應的「對親屬應進的義務與責任」，也往往遠遠大於帕措親屬群體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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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Power and status as intermediaries 

or barriers：統治家族的權力地位

在親屬群體間產生的區隔作用 

 

由前一節的分析可知，在德格轄境中、南區的農場與峽谷地區，帕措與戈巴

的親族組織對社會的影響力至今依然很顯著，包括被統治階層與宗教菁英的家庭，

對於家庭組織均極重視，個人透過親族組織而謀求發展是普遍的現象。轄境以北

的牧區以及轄境內的其他區域，雖然不見得存在嚴密的親族組織，但是個人與家

庭的關係仍十分密切。 

 

然而，在社會階序上佔有較高地位、做為政治菁英的統治者家族的婚姻結合，

則與這些遵循部落社會慣習而運作的親屬群體有所不同。政治菁英的結合，主要

是統治家族之間，以「統治家族」為單位、而非以「親屬群體」為單位的勢力締

盟行為。領有清廷官職的政治菁英們，在親屬範圍的認定上，屬於政治性的「非

親屬制度」力量產生的影響，似乎遠勝於社會慣習下的宗族制度所帶來的影響。

（如：《大清會典》對土職承襲的規定，詳見第五章的分析）因此，雖然政治菁

英們在家族繼嗣的形式、宗族連結的規則與形式方面，在基本原則上與白玉、德

格等地的一般俗民慣習相似，然而，政治菁英宗族間的姻親關係，只能由社會階

序平等的宗族（例如德格王與囊謙王，頭人家族之間）相互認定，階序不對等者

（例如德格王與頭人的關係），通常不會越過社會階序而向上認定親屬。德格家

族的婚姻，是以穩固、締結權力網絡以及地位相當為首要考量，亦即，與地位平

齊的家族聯姻，是一種理想狀態。 

 

隨著德格家族的發展，能夠與其地位相當、能夠締結姻親的選擇便不多。從

具體個案不難發現，所謂「嚴格的階層婚」這種說法，反倒不被文獻證據所支持。

在歷史文獻中，我們除了得到關於德格王家族較為系統性的系譜資訊，也從能從

19世紀為主（關於 18世紀以前的資訊很稀少）的一些零星紀錄，歸納出德格王

與其他菁英家族間婚姻網絡的基本原則與親屬認定範圍。基於這些基本原則的邏

輯，筆者認為這些德格家族本身採行的親屬認定原則與親屬群體概念是偏向父系

權威、但同時又存在許多變體形式的戈巴組織，筆者將之定義為「戈巴亞型」；

至於該家族與其他平行政治菁英、以及該家族與大頭人家族之間、大頭人家族彼

此之間的關係，則為標準的戈巴組織。 

 

從歷史材料與生成於 20世紀的口述資料中，我們可以發現：19世紀以來，

德格家族在親屬成員認定上，並不嚴格地遵循父系親屬群體的規範。由於這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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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遵循單一繼嗣線的親屬群體規範事例，多發生於 19世紀，也就是德格家族

開始走向衰退、必須與鄰近部落密切結盟的時代，因此，合理的推測是：基於權

力結盟的需求，所以統治者家族必須藉由打破結親的限制，以擴大了親屬群體的

範圍。然而，由於可資分析的歷史樣本不足，在解釋效度上會產生片面性的疑慮，

我們尚無法斷定這種不嚴格的原則，究竟係通例亦或特例。然而，將 19世紀初

做為看待德格轄境內政治菁英們在親屬認定原則上的關鍵時間點，應是合理的。

將來若有更多 18世紀末以前的材料出現，研究者當可更加深化對該家族的親屬

範圍與原則的探討。 

 

一、德格王迎娶地位平等的家族女子 
 

依目前通說，德格轄境內的婚姻為嚴格的階級婚：德格家族只能跟鄰近的

政治土酋家族通婚，大頭人相互通婚，小頭人上不能攀大頭人，下不能嫁平民，

通常是與對等的小頭人或富商通婚；至於平民，則與平民通婚。613為考察此種階

級森嚴的現象是否屬實，筆者先將幾則關於德格家族階級平等婚的原則與事例臚

列如下。 

 

（一） 可納妾的一夫一妻制，社會地位為結親原則 

 

由於文獻相對不足，現在要斷言德格家族的親屬群體是否經歷形式的變革，

還為時過早。又，雖然關於德格甲姆（�ེ་དགེ་�ལ་མ་ོ 直譯為德格王后，意為德格王的

正室，亦有稱為德格尊姆[�ེ་དགེ་བWན་མོ]者）的資訊十分稀少，但基於轄境內被統治的

各部落，不分階級，皆以「容許納妾(�ང་མ་བཞེས་པ)的一夫一妻制」為主，且該家系譜

中，確實有一夫二妻的記載，由此可推斷德格家族基本上以此制為常規。德格王

之妻稱為甲姆或尊姆(བWན་མོ)，意為王后或妃子；妾則稱為瓊瑪(�ང་མ)，地位較甲姆

為低。 

 

社會地位平行婚方面，德格家族與其他某些高階政治菁英家族（其他的甲波）

雖然確實有姻親關係，但是否「締為世婚」，以形成宗族血緣群體內婚之慣例，

則尚有待考察。 

 

最晚在 16世紀末，德格家族已經出現妻妾各自產下後代的紀錄，例如本欽．

魯沛(དཔོན་ཆེན་P་འཕེལ，circa 16th )便娶了一對姊妹(�མ་གཉིས)，她們各自育有子嗣。614可見，

納妾的原因，不必然出自延續子嗣的考量。在德格轄境內，貢覺、白玉等地，若

 
613 德格縣志編纂委員會，《德格縣志》，頁 511。 
614 策旺多吉仁增，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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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夫一妻的家庭，男性家長只有在妻子無法延續子嗣時，才能納妾；轄境內的

其他地區，幾乎對納妾都沒有特別限制。 

 

18 世紀上半葉，德格家族與政治地位相稱之菁英家族結親的紀錄才較為清

楚。第 46代人當中的長兄米達．索南貢波615迎娶第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的

妹妹策令喇(�མ་"ིང་ཚ+་རིང་ལགས)為妻。61618世紀中，索南貢波的么弟羅珠嘉措執政時期，

德格、上中瞻對與孔薩，便已經是親戚。617這三個部落族源本來不同，因此可推

測早在 18世紀以前，三部落便已透過聯姻結親。此外，羅珠嘉措執政後不久，

於 1756年，率領 50餘隨員，至拉薩迎娶七世達賴的侄女札西旺姆(_་ཚ་མོ་བn་ཤིས་དབང་

མོ)為妻，陪嫁者多達 30餘人。618 

 

至於與多康最大政治勢力的加拉家族結親方面，《德格王統記》只記錄了唯

一一次德格家族與明正（加拉）家族的姻親關係，該女子被稱為加拉江（�གས་ལ་�མ་

意為來自加拉家族的妻妾），她應是第 10代座主法王策旺多吉仁增所娶的妾，迎

娶的時間應當晚於 1806年（因為被稱為尊姆的阿旺貢噶桑姆[ངག་དབང་Xན་དགའ་དབང་མོ]於

1806年與策旺多吉仁增成親）。直到《德格王統記》成書的 182年，加拉江仍在

世，但並未生下子女。因此，此段婚姻，政治聯姻的色彩即為濃厚。策旺多吉仁

增非常讚嘆加拉江，稱其循規蹈矩，投身宗教修持，並且聰穎正直。619 

 

至 19 世紀初，第 11 代德格法王丹慈多吉的妻子──德格甲姆．卻英桑姆(ཆོས་

ད�ིངས་བཟང་མ，ོcirca 19th )，又再就是加拉甲波（明正土司）的女兒甲那莎620。到了第

13代法王多吉僧格奉命襲職土司、由成都返回德格途中，「明正許女為婦。允定

未娶。回德。」621第 10、11 兩代法王相繼與加拉家族結親，第 13代法王又與該

家族口頭約定結親，這幾樁婚姻的型態即屬於平等婚，且均不符合親屬群體內婚

禁忌的規則。由於涉及加拉甲波家譜的資料極為匱乏，目前仍然不能排除德格家

族的旁支有與該家族的直系或支系成員結成姻親的可能。 

 

 
615 索南貢波並未擔任德格王。 
616 策旺多吉仁增，頁 77-78。ཚ�་རིང་1་མ་འཇམ་དཔལ་བཟང་པ，ོ《ཆོས་�ལ་�ེ་དགེའི་�ལ་རབས་�ང་�ར་བLས་པ་ངག་གི་ས་བོན་ཨ�ྤལ་?ན་པོ་》（根據

手稿打字之電子檔，由 Dege Gyalyong welfare Society提供，未出版） 
617 1755 年，四川提督岳鍾璜會奏：「大金川。綽斯甲。係麻書親戚。革布什咱。德爾格。上中瞻

對。又係孔撒親戚。彼此袒護。各遣頭人幫兵助勢。」《清實錄》第 14 冊《高宗純皇帝實錄》

卷 489，乾隆二十年五月壬寅，中華書局影印版，1985，頁 148-149。 
618 策旺多吉仁增，頁 87；章嘉若白多吉，頁 994。 
619 Ibid，頁 102。 
620 昔繞俄熱，頁 22。 
621 李之珂，〈通稟遵諭查覆德格爭襲暨瞻對現在情形開摺並單核文〉，光緒三十一年(1905)。原

文出處據說為《爐霍屯誌》，但查該書僅有此文標題，並無正文。此處正文內容轉引自西藏

自治區社會科學院、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合編，頁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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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宗教上的地位平等者結親 

 

結親時的平等地位考量，除了社會地位平等外，宗教地位的平等，似乎也可

以做為參考打破社會階序地位的因子。 

 

為避免家庭面臨絕嗣危機，第 10代法王策旺多吉仁增於 1806年，在達欽旺

參(བདག་ཆེན་དབང་མཚན)622的指示下，迎娶吐蕃知名譯師朗卓羅雜瓦(ལང་Yོ་ལོ་�ཱ་བ，circa 8th )的

骨系家族──後藏達那倉(གཙང་?་ནག་ཚང)的阿旺貢噶桑姆為妻，623其父為後藏的政治菁

英──－ －第巴．讓卷巴(�ེ་པ་རང་�ནོ་པ)624。朗卓羅雜瓦的轉世化身與 17世紀以來

的德格宗教圖景密切相關，許多寺院發展過程的關鍵人物都被認為是他的化身，

例如龍薩寧波、佐欽貝瑪仁增等人。因此，從擇偶的背景來看，策旺多吉仁增接

受婚配安排，與德格境內宗教神聖傳統的正統性也是分不開的。 

 

第 12任法王企美達貝多吉的正妻策丹卓嘎出身朵喀瓦家族，該家族自吐蕃

王朝時期即為兩大第本家族之一，該家族成員從 1728 年策仁旺杰(ཚ+་རིང་དབང་�ལ，

1697-1763)任噶倫以來，家中男性成員相繼在甘丹頗章任要職，為重要的政治世

家，策丹卓嘎之曾祖父局美策旺班覺(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དཔལ་འ�ོར，1804-1842)、其父策旺諾

布，皆曾受賜三品頂戴與孔雀花翎，政治地位與德格王相齊；朵喀瓦家族的子孫，

按規矩皆應於入學求法於達隆噶舉的祖寺(�ག་bང་གདན་ས)，擔任歷代上師(�་རབས)，執掌

該傳承。625而達隆夏仲在多康地區最主要的發展據點，便是昌都類烏齊的名剎類

烏齊寺，該寺的宗教傳承方面，以達隆噶舉與寧瑪為主，各有專屬的佛殿。因此，

德格與朵喀瓦家族聯姻，不僅強化了政治上的連結，也同時促進了與類烏齊的宗

教聯繫。 

 

此外，朵喀瓦家族與寧瑪派有著沿襲已久的淵源，策仁旺杰在成為頗羅鼐的

得力助手之前，便已是寧瑪派敏卓林寺羅欽．達摩師利(ལོ་ཆེན་དྷH་ ¡，ི1654-1717)的弟

子，626而朵喀瓦家族最晚在 18世紀末，就已與德格家族一同受學於寧瑪派大師

 
622 達欽旺參意為「名諱中帶有旺字的達欽」。按，達欽(བདག་ཆེན)係用於對薩迦赤欽或薩迦昆族主要

男性成員的稱呼，而《德格王統記》記載撮合策旺多吉仁增婚事的年份為火虎年，亦即 1806

年，當時在位的是同年陞座的第 33 任薩迦赤欽‧貝瑪敦督旺秋(པ�ྨ་བ/ད་འ/ལ་དབང་�ག་ 1792-1853)。

雖然貝瑪敦督旺秋也符合達欽旺參一詞的指涉意涵，且他後來也成為了策旺多吉仁增的上師，

但他畢竟年紀較策旺多吉仁增為小，且當年才 15歲，加上該年為他陞座之年，因此筆者認為，

書中所稱達欽旺參，當指第 32 任薩迦赤欽‧旺督寧波(དབང་Lད་Dིང་པོ་ 1763-1809)。 
623 策旺多吉仁增，頁 101-102；ཚ�་རིང་1་མ་འཇམ་དཔལ་བཟང་པོ，《ཆོས་�ལ་�ེ་དགེའི་�ལ་རབས་�ང་�ར་བLས་པ་ངག་གི་ས་བོན་ཨ�ྤལ་?ན་པོ་》。 
624 =ན་དགའ་བ ན་པའི་ཉི་མ་ pp. 785-786. 
625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所撰達隆夏仲( ག་]ང་ཞབས་Aང)繼任文告〉（原件無題），2000，據藏文原件掃

描，未公開，LTH女士提供。 
626 畢達克著，沈衛榮、宋黎明譯，頁 53-62。 



DOI:10.6814/NCCU201901160

DOI:10.6814/NCCU201901160DOI:10.6814/NCCU2019011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09 

 

吉美林巴，結成金剛手足(mོ་Vེ་མཆེད་Yོགས)627的關係了。628所以，雙方姻親關係的建立，

固然是以政治聯姻為首要考量，但此二望族彼此在宗教方面的聯繫，卻早有近百

年的淵源。 

 

值得注意的是，企美達貝多吉另外納的妃子色西倉家族之女，才是後來二位

德格王的生母，但仍不算德格家族的成員，史書中甚至並未計載她的名字629。實

際上，她所出身的色西倉家族，似乎並非不屬於德格政治菁英的範疇。她的地位

反映出與被統治部落的社會慣習一致的「從宗族成員中排除女方」之原則。 

 

如前所述，《西康建省記》稱企美達貝多吉二子爭襲的原因之一是「絳白仁

欽為私生子，並非德格骨系」。當然，如第二章第四節所分析，漢文史料中，鹿

傳霖所奏與後來《西康建省記》所載關於絳白仁欽出身之記載，本身便已相互矛

盾，張繼攻入德格的說詞又反覆不定，絳白仁欽為私生子的說法，無從確證。此

口傳敘事僅能反映該社會對骨系嫡出之重視。此外，可能正是為了凸顯絳白仁欽

缺乏繼承的正當性（以符合清朝律例中嫡子方能承襲土職之規定），故將其生母

誣為私通對象。否則，依地方俗民慣習，非婚生子女在家中亦有同等的權利，包

括繼承權。 

 

（三） 德格色姆嫁至霍爾．孔薩家族與霍爾．朱倭家族 

 

19世紀末，多康北部除了德格之外，最大的勢力為甘孜的孔薩本倉(ཁང་གསར་དཔོན་

ཚང)家族（也稱為孔薩倉），630該家亦為甘孜寺的主要施主。目前可知關於孔薩倉

家族較完整的系譜，是約成書於 20 世紀初，關於第 6 任孔薩本．悟祝彭措(དངོས་

Zབ་�ན་ཚ གས，circa 19th )的兄弟、近代格魯派名僧第一世孔薩香根．洛桑楚臣丹貝堅

贊(ཁང་གསར་)བས་མགོན་�ོ་བཟང་�ལ་Oིམས་བ�ན་པའི་�ལ་མཚན，1847-1926)的廣傳。根據該書，做為霍爾五

部之一的孔薩家族，以成吉思汗後裔自居，宣稱家族的統治權力來自薩迦班智達

入京時期。631該家族系譜自第 1-6代都只記錄單線父系繼嗣，到了第 7代才有旁

系的名稱，但也未有更詳細的系譜。 

 

 
627  金剛手足係指佛教密宗概念下，於同一上師(1་མ)處接受密宗灌頂(གསང་7གས་!ི་དབང)者，彼此之間有

著同出一家般的手足關係，故有此稱。這種擬制親族的概念，詳情將於第四章探討。 
628  吉美領巴(འཇིགས་མེད་Hིང་པ)，《吉美領巴傳》(འཇིགས་མེད་Hིང་པའི་"མ་ཐར)（藏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8，頁 418。 
629 根據張繼所言，該名女子名為卓瑪（�ོལ་མ་原文寫做芝麻），後來被駐瞻對藏軍代本敦督多吉

（བ/ད་འ/ལ་�ོ་�ེ་原文寫做兌堆奪吉）強行帶往瞻對，納為己有。張繼，《定瞻廳志略》頁二十

四，收入張羽新主編，《中國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區方志會編‧第四十冊》北京：學苑出版

社，2003，頁 111。 
630 Yudru Tsomu, “Woman as Chieftains in Modern Kham History”, Inner Asia, 20(2018), p. 110. 
631  དགའ་Qན་\ི་iར་Gམས་པ་ཆོས་6གས，《ཁང་གསར་'བས་མགོན་1ོ་བཟང་:ལ་\ིམས་བ ན་པའི་�ལ་མཚན་8ི་"མ་ཐར།》Karnataka: Drepung Loseling 

Library Society, 2003, pp.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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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薩家族傳到第 6 代家長南喀堅贊(ནམ་མཁའ་�ལ་མཚན)時期，影響力東至道孚，西

至德格轄境的扎科(!་ཁོག)。他有 6位子女，各自分家，為麻書、爐霍等地的首領，

其中，麻書本．旺魯(མ་$ར་དཔོན་དབང་b)以下，又傳 3代：霍爾．南喀桑祝(ཧོར་ནམ་མཁའ་བསམ་

Zབ)、巴圖諾顏(Éཱ་ཐི་ནོ་ཡོན)，至多吉饒丹(mོ་Vེ་རབ་བ?ན)為第 10代人、第 1任孔薩本。從多

吉饒丹起，至該家族第 14代人、第 5代孔薩本．嘎桑達吉(བ�ལ་བཟང་དར་�ས)，該家族

皆為父子單傳。632以每代家長年紀間隔約 25歲計算，該家族的系譜約可上溯至

16世紀，而非口傳的 13世紀；據此推算，該家族的勢力擴張，也是發生在 17、

18世紀之際。 

 

《一世香根傳》所載的系譜，並未提及該家族與其他政治菁英的婚姻關係。

目前確知的是，到了 19世紀上半葉，第 6任孔薩本．悟祝彭措時，娶了德格色

姆（�ེ་དགེ་"ས་མོ་ 意為德格公主）──德格法王丹慈多吉策旺南嘉的大女兒旦珍旺姆(?་

མYིན་དབང་མོ)633，她是德格王企美達貝多吉的姊妹；旦珍旺姆的妹妹則被嫁到霍爾五

部的另一個家族──朱倭本倉。這應當是德格與孔薩結親的開端。由於旦珍旺嫫未

能生育，悟祝彭措遂與從德格一道陪嫁至孔薩倉的德格喜母倉(ཤིས་མོ་ཚང)家族女子私

通，生下一女央金康卓(ད�ངས་ཅན་མཁའ་འYོ，1854-1935)，旦珍旺姆則在離婚後，返回德

格家中。此後，由於央金康卓沒有手足，遂由她繼任第 7任孔薩本。634 

 

（四） 德格家族在 19世紀末與囊謙及衛藏的姻親關係 

 

第 13 任座主多吉仁增與其弟絳白仁欽爭襲過程中，涅相會議的主要掌權者

為龔空倉(9ང་ཁང་ཚང)的涅欽德欽(གཉེར་ཆེན་བདེ་ཆེན)以及局瓊倉的絳央彭措(འཇམ་ད�ངས་�ན་ཚ གས)，

他們架空了德格法王的權力，推舉多吉仁增擔任法王，並安排他迎娶西藏地方官

員、彭波地區(འཕན་པོ)貴族吉絨．錯吉(�ེར་རམ་མཚ ་�)的女兒索南措(བསོད་ནམས་མཚ )。多吉僧格

短暫捨下王位時，將索南措與德格王位一併給了絳白仁青。635可見，在德格家族

中，兄弟共妻是被許可的婚姻形式。後來，索南措無法生育，多吉僧格又再娶拉

薩西郊聶塘(^ེ་ཐང)地方諾布岡倉(ནོར་(་�ང་ཚང)的南杰班宗(Mམ་�ལ་དཔལ་འཛ མས)為妻，生下 6位

子女。636 

 
632 དགའ་Qན་\ི་iར་Gམས་པ་ཆོས་6གས་ pp. 12-14. 
633 此處所說的旦珍旺姆，是與企美達貝多吉等人一道被貢布朗吉關押至瞻對的。較早之前，第

9 代德格法王‧貢珠德噶桑波亦有一女名為旦珍旺姆（1781-19th 初期）。 
634 བཀའ་1ོ་\ིད་iར་འ�་ཆེན་Iབ་བ ན་"མ་�ལ，“�ེ་དགེ་ཆོས་�ལ་ཆེན་པོའི་ག/ང་རབས་2ེང་བ་ལས་ཆད་པའི་�ལ་རབས་དང་། ཆོས་འ.ང་། རིག་ག&ང་། མངའ་ཐང་བཅས་པའི་ལོ་cས་

＂, in བཀའ་བcད་oི་འIས་བ ན་པ་ཡར་འཕེལ་ [ed.] 《དཔལ་Qན་བཀའ་1ོན་\ིད་iར་འ�་ཆེན་Iབ་བ ན་"མ་�ལ་མཆོག་གི་�་ཚ�འི་ལོ་cས་དང་འqེལ་བའི་ཉེ་རབས་བོད་

!ི་.ང་བ་བ�ོད་པའི་གཏམ་ཚ3གས་Pིད་པའི་མེ་ལོང་ཞེས་G་བ་》 Vol. 3, Chauntra: Juchentsang White House, p. 204. ཁང་གསར་ཡེ་�ོར，

〈དཀར་མཛ�ས་དཔོན་ཁག་ཁང་གསར་ཚང་གི་ལོ་cས་རགས་བLས་〉政協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編輯部編，《西藏文史資

料選輯》(བོད་!ི་ལོ་cས་རིག་གནས་དXད་གཞིའི་c་ཆ་བདམས་བ�ིགས)（藏文版），第 8 集，2009，頁 323-325。 
635 其美多吉(འཆི་མེད་�ོ་�ེ)、達擁(�་གཡང)，《德格土司政務史》(ཁམས་�ེ་དགེ་�ལ་པོའི་Pིད་དོན་ལོ་cས)（藏文版）北京：中

國藏學出版社，2009，頁 165-166。《德格文史》稱之為索南措姆(བསདོ་ནམས་མཚ3་མོ)，見：政協德格

縣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頁 83-84。 
636 政協德格縣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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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20世紀，德格王澤旺鄧登的長姊澤仁玉珍(ཚ+་རིང་ག/་jོན)嫁給第 70代囊謙甲

波．札西策旺多嘉(བn་ཤིས་ཚ+་དབང་�ོབས་�ལ)637，小妹德欽巴珍（བདེ་ཆེན་དཔལ་jོན་ 也稱為多吉[བདེ་

jོན]）則嫁至昌都富商雅倉瑪(ཆབ་མདོ་ཡབ་ཚང་མ)羅絨得新(�ོ་བཟང་བདེ་ཆེན)之子（迎娶隊伍有地

方頭人，著龍袍、清裝，可見亦為當地政治菁英）。638澤旺鄧登與囊謙甲波家族

降央伯姆結親一事，並非慣例，而是考量到第 47、48代德格家族時期（19世紀

末），多康地區已無人能與德格甲波門當戶對，兩代甲波皆與衛區女子結親，因

此，在澤旺鄧登的長姊澤仁玉珍撮合下（一說為夏克．刀登安排的），促成了聯

姻。據說，德格家族與囊謙甲波家族的聯姻，化解了兩家在 20世紀初的政治糾

紛。澤旺鄧登嫁妹婚禮當日，主持者為八邦寺的住持──十一世司徒仁波切。639由

五大悟喇之首主持，可見，即使並非與政治菁英聯姻，但德格王嫁妹事件，仍屬

家族大事。 

 

從德格與靈蔥的固定締結婚約關係，到前述德格與孔薩本倉的聯姻關係，我

們可以推測：在 18世紀下半葉以後，德格家族以宗族為單位，與地位平等或稍

低的政治菁英宗族結成姻親聯盟，逐漸形成慣例；和親結盟、串聯政治勢力的需

求，成為打破親屬群體內部禁婚原則的因素。這段和親聯盟模式的開啟，多康正

好經歷瞻對．貢布朗吉的擴張，到梁茹基巧統治多康的歷史過程。部落之間的政

治傾軋，使得「接受和親」成為無法拒絕的選項。因此，理論上的宗族親屬組織

原則，便難以執行。 

 

二、德格家族與非平等關係的家族在婚姻方面的互動

關係 
 

除了與平行地位家族聯姻之外，我們還需要兩組關係，才能夠較全面地了解

德格家族對親屬群體的認定範圍。這兩組關係分別為：1. 德格家族與頭人之間的

婚姻方向，2. 頭人之間的婚姻網絡。 

 

（一） 德格王娶後藏女子與大頭人之女 

 

有一種口頭說法極為盛行：德格家族與頭人家族之間存在著姻親關係，但由

文獻材料的限制，目前已知唯一一個頭人家族女子嫁入德格家族的事例發生在

18世紀末，當時的德格甲姆．策旺拉姆出身自德格轄境南區的噶傑，屬於官階較

高的四大本果（དཔོན་འགོ་བཞི་ 四大邊吏）之一的噶傑本(�་Vེ་དཔོན)家族，她是第 45 代家

 
637 丹瑪‧江永慈誠(Qན་མ་འཇམ་དGངས་:ལ་\ིམས)，《康木朵簡史（上）》(ཁམས་ ོད་ལོ་cས་ཉིང་བLས་!ི་ ོད་ཆ)蘭州：甘肅民族

出版社，1995，頁 40。 
638 不著撰人，〈澤旺登登嫁妹〉《康導月刊》1(12)，1938，頁 30、33。 
639 文階，1938，頁 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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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第 9任座主薩旺桑波（ས་དབང་བཟང་པ，ོ1768-1790，也稱為貢珠德噶桑波）的妻子。
640當時之所以會選擇策旺拉姆為德格甲姆，宗教菁英的意見是決定性的關鍵。據

說是因為第 31任薩迦赤欽．阿旺貢噶羅珠認為薩旺桑波會有性命危難，反覆指

示必須在薩旺桑波 16歲之前，迎娶轄境內的女子，而噶傑本倉的先祖是受到忽

必烈尊崇的阿年法師641之後；當時，第 13世噶瑪巴．敦督多吉(བ�ད་འ�ལ་mོ་Vེ，1733–

1797)也表示，根據他的夢兆，該女子有利於德格家族的政治發展，遂決定迎娶此

女。642 

 

策旺拉姆嫁入德格家族，表示該家族是容許地位較高的頭人與之結成姻親的，

並非完全嚴格禁止不同階序地位的成員。然而，在歷代法王的妻子當中，也僅有

她是出身自頭人家族、地位相對較低的正室。 

 

（二） 德格色姆嫁入靈蔥 

 

雖然靈蔥並不歸德格管轄，德格家族與靈蔥家族仍有社會階序高低的差異，

兩家的聯姻，便是以地位較高群體（德格家族）的女性成員嫁入地位相對較低群

體（靈蔥）的單向下嫁婚。 

 

《德格王統略記》稱，15世紀中，第 36代家長博塔．札西僧格（《略記》寫

為第 35代）的女兒，嫁給了靈蔥的首領。643這是關於兩家締結婚姻最早、也是

唯一的一筆訊息，但無相關細節。不過，當時德格家的權勢與領地都小於靈蔥，

所以此婚事的性質並非如同後來與靈蔥之間的下嫁婚。 

 

按照靈蔥家族的口述說法，直至當代的靈蔥甲姆（Eིང་ཚང་�ལ་མོ་ 意為靈蔥王后）

嘎桑曲珍（�ལ་བཟང་ཆོས་jོན་ 德格家族第 49 代家長、第 14 代德格甲波澤旺鄧登的二

姊）止，歷代靈蔥甲波(Eིང་ཚང་�ལ་པོ)的夫人(བWན་མོ)，都是從德格迎娶而來，共計 14代

人。644根據此說，並按兩個家族的家譜世系計算，則德格與靈蔥之間固定的聯姻

關係，約始自 15世紀初，也就是靈蔥家族第 51、52代家長執政的時期。這樣的

說法固然與博塔．札西僧格嫁女相符，但不見得足以佐證後來有固定許配女子至

靈蔥的世婚慣例。18世紀末，徳格再次擴張德格家族勢力的時期，曾經攻入靈蔥

的宮殿，殺害在家身分的靈蔥王室成員。645足見，當時德格的政治地位是遠高於

 
640 政協德格縣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頁 68。 

641 阿年法師又名阿年膽巴‧貢噶札巴(མ་མཉེན་དམ་པ་=ན་དགའ་6གས་པ་ 1230-1303)，即功嘉葛剌思，元朝時受封

大覺普慈廣照無上帝師，《膽巴碑》之主人翁。 
642 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Fབ，《cད་འ*མ་དཀར་ཆག》，頁 231-232。 
643 ཚ�་རིང་1་མ་འཇམ་དཔལ་བཟང་པོ，《ཆོས་�ལ་�ེ་དགེའི་�ལ་རབས་�ང་�ར་བLས་པ་ངག་གི་ས་བོན་ཨ�ྤལ་?ན་པོ་》。 
644 མཁན་པོ་�ལ་མཚན་ཆོས་6གས，《མདོ་ཁམས་Hིང་ཚང་ཆོས་�ལ་�ེ་འབངས་རིམ་Gོན་"མས་!ི་ལོ་cས་གiར་གནས་1ོ་Qན་འ�ག་པའི་F་གཟིངས་ཞེས་G་བ་བ&གས་སོ།།》 

Dehradun: Tenkyab Lama, 2001, pp. 84. 
645 ཚ�་རིང་1་མ་འཇམ་དཔལ་བཟང་པོ，《ཆོས་�ལ་�ེ་དགེའི་�ལ་རབས་�ང་�ར་བLས་པ་ངག་གི་ས་བོན་ཨ�ྤལ་?ན་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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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蔥的，不可能採平行的世婚。646但若在此之前已有固定單向世婚的姻親關係，

則不太可能出現這樣的侵略行為。因此，靈蔥與德格兩家縱然有較密切的婚姻往

來，時間點也應當晚於 18世紀下半葉。 

 

根據局欽的說法，到了企美達貝多吉執政時期，他曾將自己的妾──也就是色

西倉之女，以及他的女兒色姆．策令巴姆(ཚ+་རིང་དཔལ་མོ)嫁至靈蔥，做為靈蔥王的王后。

由於這次的下嫁婚，使得德格王本身的聲望低落，受人輕賤。647 

 

（三） 德格家族與大頭人家族的互動：收養與入贅 

 

19世紀下半葉，德格王就已經有「以大頭人家族成員代替德格家族與其他政

治菁英和親」的紀錄。前述旦珍旺姆那位嫁到朱倭本倉的妹妹，不久後便去世。

德格王遂以江達地區、曾官拜涅欽的頂戈級大頭人家族「江喀倉」(�་མཁར་ཚང)的男

子成員，代表德格家族入贅到朱倭本倉。朱倭本倉有一女，嫁至朱倭貢達倉(%ེ་འོ་

དF་མདའ་ཚང)後，未能生育。此時朱倭本去世，來自江喀倉的贅婿，遂成為朱倭倉的

義子，繼承該家族，至改流時遭清軍殺害。648 

 

另一事例也是德格家族以頂戈級頭人代替家族成員入贅，此事涉及第 7任孔

薩本．央金康卓。在央金康卓嗣位後，她曾向德格家族要求將德格王的次子彭措

多吉（巴巴，即絳白仁欽）入贅孔薩本倉，但當時絳白仁欽已經出家，德格家族

拒絕了這項要求，但將鄧柯霍爾闊．阿都倉(ཧོར་ཁོག་ཨ་�ག་ཚང/ཨ་.བ་ཚང)家族的卜649．策旺

彭措（(་ཚ+་དབང་�ན་ཚ གས，circa 19th 應是家長或頭人，也稱為阿都[ཨ་མདོ/ཨ་m]ོ）收為德格

王的義子("ས་ཚབ) ，給予頂戈級大頭人的身分和宗谿（!ོང་གཞིས་莊園），以德格甲色（�ེ་

དགེ་�ལ་"ས་ 意為德格王子）的地位和身分贅入孔薩本倉。650策旺彭措與央金康卓有

4子，其中 3位被認證為轉世化身，一子悟祝丹增吉美(དངོས་Zབ་བ�ན་འཛ]ན་འཇིགས་མེད，1887-

1924)，則繼任為第 8代孔薩本。悟祝丹增吉美於 1911年的改土歸流造成家庭動

亂後與白利家族的巴登卓瑪(དཔལ་lན་jོལ་མ)結婚，隨後將家族遷往白利。策旺彭措與

央金不合，策旺遂趁央金離家轉經之時，試圖與部分頭人曾經試圖佔領孔薩官寨，

後來夫妻雙方爆發嚴重武力衝突，經梁茹基巧協調，雙方離婚。悟祝丹增吉美回

到孔薩襲職。651  

 
646 བཀའ་བcད་oི་འIས་བ ན་པ་ཡར་འཕེལ་ [ed.] དཔལ་�ན་བཀའ་�ོན་ིད་�ར་འ�་ཆེན་�བ་བ�ན་�མ་�ལ་མཆོག་གི་�་ཚ�འི་ལོ་�ས་དང་འ ེལ་བའི་ཉེ་རབས་བོད་"ི་#ང་བ་བ$ོད་

པའི་གཏམ་ཚ&གས་'ིད་པའི་མེ་ལོང་ཞེས་)་བ་, Vol. 1, Chauntra: Juchentsang White House, p. 22. 
647 བཀའ་1ོ་\ིད་iར་འ�་ཆེན་Iབ་བ ན་"མ་�ལ་ Vol. 3, p. 200-201. 
648 Ibid, p. 204. 
649 「卜」(*)應是當地對策旺彭措的暱稱。多康語中常將家族中特別得寵的男孩或特別受尊敬的

男性暱稱為阿卜(ཨ་*)。 
650 澤仁翁許，頁 17。收他為義子的德格王，應是第 12 代法王‧企美達貝多吉。བཀའ་1ོ་\ིད་iར་འ�་ཆེན་

Iབ་བ ན་"མ་�ལ་ Vol. 3, pp. 204-205. 
651 松吉鄧珠口述，朗加、韋剛翻譯蒐集，來作中整理，〈甘孜孔薩土司家族的由來世系及其興衰

過程〉，收入政協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員會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資料選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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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祝與白利．巴登卓瑪育有一子一女，兒子夭亡後，悟祝也英年早逝，遂由

央金卓瑪代理孔薩本。悟祝逝後，巴登卓瑪與管家索南彭措(བསོད་ནམས་�ན་ཚ གས)私通，

生下白利．旺堆(བེ་རི་དབང་འ�ས)。旺堆不被央金卓瑪承認為孔薩家族的成員，家中幾

乎釀成械鬥。後經甘孜香根等政治、宗教菁英協調，巴登卓瑪與旺堆回到白利，

悟祝丹增吉美與巴登卓瑪的婚生女兒德欽旺姆(བདེ་ཆེན་དབང་མོ)，繼任為第 9代孔薩本，

德欽旺姆後來又招贅德格土司的大頭人局瓊．策達（འ&་�ང་ཚ+་�ོབས་ 德格麥宿頭人）。

回到白利後，旺堆也繼任了白利本一職。652 

 

（四） 頭人家族之間的平行婚 

 

策旺離開孔薩之後，回到鄧柯發展，與頂戈頭人江喀倉．嘎桑曲珍(�་མཁར་ཚང་�ལ་

བཟང་ཆོས་jོན)成婚，育有四子，人稱該家為霍爾．阿都倉，為鄧瑪七森本家族(འདན་མའི་གཟིམ་

ཁག་བ�ན)當中成立時間最為晚近的一家。653策旺與嘎桑曲珍生有 4子 2女，其中，

長子為江達的董宗珠古(གདོང་!ོང་vལ་_)，次子為雜．綽撒貢寺(!་Oོ་ཟབ་དགོན)的哲嘎珠古(�ེལ་

དཀར་vལ་_)，三子為第十六世噶瑪巴．讓炯日貝多吉(རང་འDང་རིག་པའི་mོ་Vེ，1924-1981)，四

子則為佐欽寺第三順位法主──第六世本洛．吉札策旺多吉(!ོགས་ཆེན་དཔོན་¦ོབ་_་:ེང་ ༦ པ་འཇིགས་

%ལ་ཚ+་དབང་mོ་Vེ，1925-1962)。其中，哲嘎珠古取了德格哲莫倉（Yོ་མ་ཚང་應為朱莫倉[Z་མ་

ཚང་]，屬於頂戈級頭人家族）的女兒彭措旺嫫(�ན་ཚ གས་དབང་མོ)，長女嫁至西藏，次女則

嫁至果洛貢瑪倉土官家族。654 

 

鄧瑪七森本都是德格轄境內的頂戈級頭人家族，且都擔任過涅欽655，屬於德

格家族以外，地位最高的政治菁英，主要領有德格及八邦寺之所轄山區，與八邦

寺關係亦十分密切。其中最早成立且勢力最大的溫拖倉(གཡས་ཐོག་ཚང/དབོན་ཐོག་ཚང)與頂果

倉都出過相子，地位最高。頂果倉在 20世紀初，屬於影響力較大的頭人家族。

這些家族多是德格轄境內各寺院的施主，到了 20世紀，各家仍有彼此通婚、形

成親屬群體的情形──例如，依拖倉迎娶麻洛倉(མར་ལོག་ཚང)之女，雀多倉(�་mོ་ཚང)與頂果

倉都曾迎娶依拖倉之女，而阿都倉與麻洛倉則是親如一家(ཐབ་གཅིག་གི་�ད་ཚང་བཞིན)，正通

倉(�ན་ཁོག་ཚང)則招贅鄧瑪以外的鄧戈級頭人家族男子成員為婿。656此外，20世紀活

躍於德格政治圈的玉龍頂戈級頭人夏克倉家族在 19世紀也是由贅婿主持家庭的，
夏克．刀登亦是以女婿身分掌管德格傳統轄境內最大的頭人拉日倉家族。 

 
第 2 輯，1984，頁 22-23，29。 

652 Ibid, 頁 29；降邊嘉措，《最後一個女土司》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頁 15-18。 
653 6གས་པ་ཡོངས་འ/ས，《ཀམ་ཚང་གསེར་2ེང་གི་"མ་ཐར་ཁ་,ོང་》New Delhi: Topga Yulgyal, 1993, p359. བཀའ་1ོ་\ིད་iར་འ�་ཆེན་Iབ་བ ན་

"མ་�ལ་ Vol. 3, p. 205. 
654 澤仁翁許，頁 17-18。，雲杰，〈鄧柯鳥瞰〉《邊疆通訊》2(3)，1944，頁 6。 
655  涅欽(གཉེར་ཆེན)也譯為聶清，意思是司庫，為最高級別的大臣。大頭人中擔任過涅欽者，比一般

的頂戈大頭人還高一級。見：澤爾多吉，《走果康巴文明的皺襞──德格土司歷史淵源與康巴

文化發展略述》（出版單位不明），2006，頁 13。 
656 澤仁翁許，頁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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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還沒有文獻證明德格家族曾有過「允許私生子女加入家族」的例子，但

卻不能排除這種可能。如前文所述，在德格轄境，私生子女被當成家族成員，並

非罕例。此種做法原則上雖不見容於統治者與其他政治菁英的家族，但由於政治

菁英們掌控著權力，最終似乎也能得到默許。例如，第 7代孔薩本．央金卓瑪就

是私生女，但最終繼承家系，第 9代孔薩本．德欽旺姆擁有非婚姻關係的伴侶，

但身分較低的人民是不敢非議的。657「非婚生子女加入政治菁英的家庭，成為被

認可的家族成員」這一事實使得多康統治者家族（有時也包括勢力強大的宗教菁

英家族658，這兩種菁英家族往往也會產生重疊的現象）雖然在繼嗣法則上，與非

菁英的家族同樣屬於「強調父系、排除婚入成員身分，但要求其人承擔責任義務」

的特殊型宗族，但在親屬群體歸類上，由於外部政治力的影響大過了部落社會的

慣習原則，所以會有如同第一章所述，加拉甲波家族由外孫（異姓氏族成員）繼

承土職的例子，或者允許婚入的女性成員（妻子，例如策旺拉姆）或者直系女性

晚輩（女兒，例如德格．央金卓瑪[ད�ངས་ཅན་jོལ་མ་ d.1786]、德格．旦珍旺姆[?་མYིན་དབང་

མོ，circa 18th ]）成為家長，甚至以女婿氏族替代原先父系氏族的情形。 

 

由於從德格家族的歷史發展軌跡來看，該家族的發源地就在今日轄境之內，

因此，在婚姻制度上，與被統治社會的情形應當會十分相近。然而，因為政治權

力的介入，使得德格家族與其他宗族的親屬群體在認親時，與一般的帕措或戈巴

有異──同樣是絕對父系，但因為政治權力的不平等，德格家族在認親時，只允許

地位平等的姻親宗族雙向認親，但對那些透過下嫁婚結親的宗族來說，往往無法

向上認定德格家族為其親屬。 

 

三、現階段對德格家族的親屬群體認定方式的分析 
 

透過前文對德格家族與其他平行家族，以及德格轄境大頭人家族的婚姻關係

分析，可歸納出下列數點發現，茲臚列於後。 

 

1. 關於德格家族： 

 

(1) 以容許納妾的一夫一妻制為原則。因為元配無法生育而另外納妾的

例子不在少數。 

(2) 繼嗣法則為嚴格男性繼嗣。女子可接替土司一職，代掌家務與政務，

但不能成為法王。 

 
657 譚英華，頁 41-42。 
658 筆者的田野經驗也反映出此點。例如，TZ 仁波切與 MZ 仁波切、SP 仁波切皆為現今白玉縣當

地影響力較大的宗教菁英，彼此為同家兄弟，關係密切，而後二位的實為私生子。TZ 仁波切

報導。（採訪時間：2015 年 9月 18 日，地點：成都，報導人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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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收義子的記錄。但義子皆為頂戈級頭人家族成員，且義子僅代表

身分與地位，並非實際進入德格家族骨系。亦即義子仍無法向上攀

親。 

(4) 婚入女子（德格嘉姆）以平行婚為原則，目前所知的例外情形，僅

有 18世紀的策旺拉姆一例。 

(5) 18世紀以後的資料顯示，宗教地位平行，也是德格家族平行婚考量

的決定因素。 

(6) 有兩代人以上層與德格王家系直接有相互嫁取關係者，僅有 20 世

紀初的囊謙王家族。其餘宣稱「與德格王結成世婚關係」的說法，

皆無文獻佐證。 

(7) 婚出女子（德格色姆）兼採平行婚與下嫁婚。 

(8) 表面上允許贅婚，但顯然都是以義子贅入女家，因此，雖然形式上

允許贅婚，但手段上則保持著「骨系血脈不外流」的禁止贅婚原則。 

(9) 允許與其他平行家族結成世婚的內婚團體(deme)，但皆為非骨系男

子與女性家族成員婚出，所以雖然因此與其他平行家族結成親屬團

體，但德格家族本身在繼嗣上，仍能保持「骨系純正」，而無亂倫的

疑慮。 

 

2. 關於大頭人家族： 

 

(1) 聯姻對象以社會地位平等家族為主。目前文獻資料並未呈現有小頭

人與大頭人家族成親的記錄。 

(2) 允許招贅婚。 

(3) 是否有宗族群體內婚的情形，尚無法斷定。 

 

透過上方的歸納，我們可以發現：德格家族對男性骨系的維持，透過女性成

員擴大親屬群體，與地位較低的親屬宗族原則上採取單向婚，與地位平等者則以

婚入為主，但也容許雙向婚，此類規則皆與帕措一致。然而，18世紀末以後的文

獻反映出，德格家族容許形式上的招贅婚，此舉的心理狀態，則犯帕措群體的大

忌，卻又符合戈巴群體的規範。 

 

頭人家族的平行婚方式，兼採女子出嫁與男子贅入的原則，基本上符合戈巴

的形式，至於頭人是否曾經發展出地方性的宗族團體內婚（例如鄧柯七森本家族），

則須依賴更精確的各氏族系譜，才足以說明婚姻雙方的關係是否在七親等之內，

是否為親屬群體內婚。目前礙於材料不足，尚無法斷定這樣的戈巴形式，是否會

產生「戈巴群體內婚」的禁忌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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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家族】 

 

 

 

  

 

  

圖 4-4 德格家族與其他政治菁英家庭所構成的特殊型戈巴親屬群體示意圖

（筆者整理、繪製）

 

圖 4-4 的示意原則與圖 3-3相同。此處所要顯示的是，由於德格家族與其他

統治家族的平行婚，是該階序社會內部的原則，所以在階序頂層的統治家族（圖

中黃色的(A, B, C, D, E)集合）的關係，是一種以父系為主、禁止入贅的型態，十分

類似帕措。然而，似乎目前沒有證據支持德格家族與其他頭人之間，存在著帕措

典型的女子下嫁婚，至於向上嫁入德格家，則有前述企美達貝多吉的前例可循。

因此，這種結親形式，更接近戈巴，而非純粹的帕措。 

 

因此，德格王家族與其他官員親倉（包括大頭人、小頭人家族的集合，圖中

藍色的親倉）的親屬群體之間，形成了不能向上攀親的界線。這種界線本來在帕

措中，是由於親屬制度的規範而自然形成的；但在「王權與官僚體系之間的分際」

這一因素介入時，這種界線便顯得相對嚴格。 

 

所以，德格王及其姻親頭人之間的關係，是類似帕措「透過結盟增強實力，

但不擴大地位較高家族的親屬範圍」的型態；與此相對，認親擴大親屬範圍的方

式，卻是戈巴型的。 

 

至於在大頭人之間，也存在著結親、認親的現象，由於處於這個社會階序的

政治菁英之間，雖有官階的差異和地位的高低，但仍可通婚，且不嚴格禁止入贅

婚，更符合戈巴的親屬群體規律。由德格家族與大頭人家族的關係，可推知大頭

人與小頭人之間的認親界線，應該不是十分嚴格的。因此，若將德格家族與其他

c

iv
iiiiii

E

d

c

b

a

A

D

E

F

B

C

社

會

階

序 

相對嚴格的攀親界線 

相對寬鬆的攀親界線 

親屬原則
禁止通婚 

統治家族

大頭人家

小頭人家
→ 代表婚入方向 

單向嫁入
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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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菁英看成一個單一的政治菁英聯盟整體，則其親屬規則，可說是較傾向以父

系為主、例外承認女性成員地位的戈巴群體亞型。 

 

綜上所述，包括德格家族及其他頭人家族在內，基於權力擴張企圖以及透過

締結世婚為手段所組成的政治菁英氏族結盟形式（姻親網絡），其組成單位是「單

一父系單系繼嗣氏族（德格家族或頭人家族）」，如此組成的親族聯盟的親屬範圍

認定，依循的帕措與戈巴的運作原則，但由於政治菁英的氏族格外講究平等氏族

的結盟以及階序高低差異的界限，所以在結親對象方面選擇相對較少，必須要在

一定程度上允許親屬群體成員採行內婚，故可說是綜合帕措與戈巴的第三種親屬

群體形式。 

 

這樣專屬於政治菁英的親族聯盟，與被統治的屬民社會中具有廣泛影響的親

族組織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它們僅存在於政治菁英之間；就其運作規則來看，由

於它容許入贅婚，內婚禁忌相對寬鬆，這兩點都是帕措所不許的。所以，政治菁

英的親屬組織，雖然是帕措與戈巴的綜合型，但更很可能是在戈巴的基礎上發展

出來的、一種更加強調父系為主的社會階序的戈巴群體亞型。19世紀末、20世

紀初的德格與鄧柯頭人之間的關係，便是這種戈巴群體亞型的例證。 

 

若「德格家族的親屬群體組成屬於戈巴」此說成立，則可藉由推測此種親屬

組織的地緣關係，更加確定德格家族的祖居地，確實如同口傳敘事所言，是從衛

藏遷至鄧柯的，且當時的地理範圍北界，約可推到以今日德格縣的北部縣界（再

往北去，色須、石渠社會則在家族規則、親屬群體方面，則沒有類似帕措或戈巴

的類型），而且確實曾經與三岩地區的沙馬村相關。當然，這樣的推定，必須在

該家族與今日的其他部落在繼嗣與認親法則方面，都沒有重大改變的前提下，才

能成立。目前的資訊，僅能說明 18世紀末以後的型態。 

 

筆者以為，這種戈巴群體亞型的出現，應是 32代家長索南巴桑將家族向北

遷移至龔埡以後的事；而從帕措到戈巴，再到戈巴亞型的社會菁英親屬群體，有

著隨時間演變而進化的可能。也就是說，可將帕措視為這三類群體當中的原型

(prototype)，戈巴是基於帕措，為適應人口性別比例所發展出來的修正型；而德

格家族所屬的戈巴亞型，則是在戈巴的基礎上，隨著鞏固宗族權力所需而發展出

來的中介型。 

 

至於今日德格縣治範圍內的俗民社會，似乎並沒有特別重視帕措或戈巴這類

的親屬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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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德格王轄境內家庭組織概況比較 
 

德格家族 石渠縣 貢覺縣 德格縣 白玉縣 

家庭主權 父權與兄權 父權=舅權 父權 父權=舅權 父權=舅權 

繼嗣原則 絕對父系 雙重繼嗣(double 

descent) 

父系 雙重繼嗣(double 

descent) 

雙 系 繼 嗣

(bilateral 

descend) 

幼子繼承 理論上如此，但

實際上大多不遵

守 

X X X X 

居處原則 從夫居 從夫居、從妻居、

從原生家庭居 

從夫居、從妻居 從夫居、從妻居 從夫居、從妻居

婚 姻

制度 

一夫一妻

為主 

V（但允許蓄妾） V（但富裕者允

許蓄妾） 

V V（但允許蓄妾） 一夫一妻為主，

帕措的男性被允

許有多重性伴

侶。 

有權勢、

富裕者的

一夫多妻 

V V V（未能生男孩

時） 

V V 

姊妹共夫 V V V V V 

兄弟共妻 V V V V V 

其它一妻

多夫 

X X V（副夫、伯侄共

妻、父子共妻）

X X 

父系血緣

親族群體 

強調社會階序差

異的父系親屬群

體亞型 

不強調氏族組成

的親屬群體，以

擴大家庭為主 

嚴格父系親屬群

體 

不強調氏族組成

的親屬群體，以

擴大家庭為主 

帕措為嚴格父系

親屬群體，戈巴

為雙系親屬群體

內婚 V 無特殊禁忌 父系親族嚴禁，

母系親族則要超

過 5-9親等 

X（白埡659應

有戈巴） 

X 

離婚 並非禁忌 並非禁忌 並非禁忌 並非禁忌 並非禁忌 

資料來源：田野調查所得；《石渠縣志》，頁 492-494；《貢覺縣志》，頁 777-

783；《德格縣志》，頁 512-515；《白玉縣志》，頁 494-496。 

 

與政治菁英專屬的戈巴親屬群體亞型在形式上較相近的事例之一，為明正土

司與其鍋莊之間的關係。在民國以後的語境中，鍋莊特指康人開辦的一種集旅店、

堆棧、經濟交易場所於一身的社會機能組織。根據口傳，明正土司治下地區有 48

家鍋莊，其功能或名稱來源有幾說：聽差侍貢、代表土司(�་ཚབ)、貴族(�་�ག)、庭院

(�ོ་ར)、鍋灶、旅棧、能言善道的女子(ཨ་ཅག་ཁ་པ)…等。無論如何，它是依附於土司制度

而生的，承擔土司的政治重要管理職能。口頭資料反映，鍋莊都是土司家的臣子。

權力大的鍋莊，管理租稅與兵馬，代土司進貢；權力小的鍋莊，則寫布告、養牛

馬，做衣服，甚至醃製鹹菜。鍋莊實際上就是土司的親信、管家、小頭人（土戶），

以及姻親，亦是為土司提供勞務者。康定的鍋莊，應有階級之分。土司轄下的頭

 
659 白玉寺 TZ 仁波切報導。（採訪時間：2015 年 9月 18 日，地點：成都，報導人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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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位時常與土司平齊。康定傳說，明正土司五大親信之一的薩根果鍋莊才是

當地真正的甲波，後來的木雅甲波取而代之，成為明正土司。此例凸顯了「外部

優越者(superiority)征服了當地的正統(legitimacy)」。這種外人成為領導者、原來領

導者成為附庸的模式，普遍存在於許多藏區。660 

 

但他們的互動關係，確實近似於一種戈巴或帕措的特殊型──雖為親族群體的

成員，但其中男性成員彼此間的權力與地位卻存在著制度性並不平等。可以肯定

的是，由於在地方政權制度框架下，雙方的權力地位有著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本質，

所以做為姻親的兩邊，「基於王臣關係的政治權力界限」造成親戚認定上的障礙，

此一特點應是十分顯著的。 

 

也就是說，頭人即使與德格家族結成姻親，在自己家族成員遇到日常生活所

需（例如俗民社會常見的換工、婚喪）或困境時，也不見得會按被統治者的社會

慣習，向社會階序位置較高的德格家族攀親，他們就像在帕措中的女性──必須對

德格家族盡到責任、義務（基於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卻又不被德格家族視為親

屬群(kinship set)，而僅將認親範圍限定在自己的宗族之內；囿於王臣規範，這些

頭人們也不至於將德格家族視為共同生活的親屬群。 

 

 

 

  

 
660 鄭少雄，《漢藏之間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

聯書店，2016，頁 11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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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俗世權力的依據：族源神聖性與家族 

 

在藏文語境中，有個直至今日仍被宗教學者們頻繁使用的詞彙：མཐོ་དམན་བར་ག@མ，

它的字面意義就是「三種層級的人」：上層(མཐོ་བ)、低層(དམན་པ)以及中間（བར་བ་亦用

排除法來理解這個詞彙，即是：既非上層、也非下層）；而做為一個慣用的片語

(idiom)，它往往就是「所有的人」的代稱，反映著藏族對於階層化社會(stratified 

society)的先驗想像(a priori imagination)。最晚在 11 世紀，印度高僧阿底峽的藏

文版語錄當中，就已經使用了這個詞彙。661菁英之所以佔據了社會階序的上層、

之所以是菁英，根本的因素在於「我們與其他人不同」所造成的身分區隔。 

 

田野經驗反映出，在多康地區，一般俗民除了無法進入政治菁英的親屬群體，

面對宗教菁英，俗民即使與其有著實際的親屬群體關係，往往也不會越過社會階

序而向其攀親。這種刻意的區隔與選擇，源於神聖性帶來的賦權──宗教賦權構築

了無形的社會地位差異，使得其他勢力較弱的親族不敢攀親，免致輿論譏嫌，甚

至惹禍上身。 

 

本章以下四節將要討論的，就是政治菁英與宗教菁英們如何獲致與掌控神聖

性賦權，以體現權力支配的神聖性與合理性，在所處社會中，與俗民生活產生本

質性的區隔。 

 

一、 噶爾氏與德格 

 

在德格家族的早期口述史中，吐蕃大姓噶爾氏的榮耀是極其關鍵的。 

 

如前所述，噶爾家族第 28代人宣努多吉，也稱為噶爾欽．曲丁巴，他的生

存年代正值蒙古黃金家族諸王與薩迦派初建關係時，德格家族便在此時與薩迦派

有所聯繫，順勢擴大了勢力範圍。 

 

16 世紀末出生於玉樹、後來被囊謙王拜為悟喇(ད�་)的貢秋丹增彭措(དཀོན་མཆོག་

བ�ན་འཛ�ན་�ན་ཚ�གས，b. 1578)，被追認為噶爾欽．曲丁巴的第三世轉世化身，在囊謙地區

便有了以噶欽．曲丁巴第一世的噶欽轉世系統。現在仍然在世的第八世噶爾欽仁

波切(མགར་ཆེན་རིན་པོ་ཆེ)曾親自講述了噶爾欽．曲丁巴與德格的關係： 

 

 
661 阿底峽勸告弟子們慎言時，說道：「應當權衡上中下三種人。(མཐོ་དམན་བར་ག%མ ་Pང་ལ་འཇལ། །)」見：百慈

藏文古籍研究室編，《噶當藏文孤本叢刊(2)阿底峽卷》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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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爾．東贊之子掌握了吐蕃的政權，五代之後，噶爾．東贊662的子孫與

吐蕃王室相爭，終被王室擊潰，噶爾．東贊的家族遂被流放，部分成員被

流放到今日安多一帶，有些則被流放到德格。被流放到德格的這一支家系，

延續了「噶爾」家族的傳承。 

 

在薩迦政權統治藏地的短暫期間，薩迦政權要求德格王照顧噶爾•東贊

的後人，噶爾．東贊的後人也都擁立德格王。後來在這個噶爾家族中，就

出現了噶爾．曲丁巴。噶爾．曲丁巴本來是學習薩迦派的，當他要去薩迦

時，在途中與吉天頌恭進行了一場辯論。辯論後，他遂對吉天頌恭663生起

信心，成為吉天頌恭的弟子。 

 

所以，「噶爾」一詞，表示「噶爾．東贊的後人」之意。有何證據說明

我們與噶爾倉家族的關係呢？漢地法輪664現在就存在於本寺，一向如此。

以上是噶爾寺與吉天頌恭如何建立關係的情形。665 

 

范德康(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曾透過幾部成書年代早於的《德格王系史》

傳記與教法史，重新檢視了 Kolmaš 對《德格王系史》的研究，針對德格家族的

族源問題及其氏族支系所屬做了新的考釋，並對丹巴澤仁時期的德格王家族族源

論述提出質疑，且將該家族的早期系譜做了幾種可能版本的修正。666范德康的對

系譜的修正，說明了為何在德格王家譜當中會出現世系序列不同的情形。然而，

必須注意的是，即使做為執筆者的知識分子們「對掌權家族早期族源」的論述，

是一個值得的話題。但在這樣的族源論述已經形成「定式化」的近代與當代，對

德格王轄境內的人群而言，有意義的族源論述，是上溯至吐蕃時期的「久遠以前

的輝煌」，以及德格王家族受封為地方統治者後的「家族光榮的再興」。前一種族

源論述──也就是「與吐蕃的輝煌相關」之說，普遍存在於許多藏族地方統治者族

譜之中，類似王明珂所提到的「依附於正史、方志、祖譜」等更大區域的認同，

也就是「英雄祖先歷史心性」；後一種關於德格家族光榮再興的敘事，則始於元

朝的祖先故事論述，也就是「家族何以興旺、如何分衍出家支」的較小範圍敘事，

則類似王明珂所言「弟兄祖先故事」。不斷被強化、延續的結構性社會現實（本

相），是受其社會文化與乘載敘事的文類(genre)所影響的。667  

 
662 即祿東贊。 
663 吉天頌恭(འཇིག་sེན་ག%མ་མགོན)是直貢派對就巴•仁欽貝的慣用尊稱，意為「三世間的依怙」。 
664  漢地法輪(འཁོར་ལོ་�་ནག་མ)為一轉經輪，是囊謙噶爾寺(མགར་དགོན)重要文物。據口傳，此轉經輪是文成

公主進藏時的陪嫁品之一，原存於嘎日倉家族。 
665 噶千（嘎日欽）仁波切口述，筆者按錄影內容逐句謄錄。（時間：2015 年 5月 6 日。地點：

臺北市直貢噶舉共修學會。） 

666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Two Early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House of Sde-dge”, Journal of 

the Tibet Society, (8) 1988, pp. 1-14. 
667 王明珂，〈瓦寺土司的祖源──一個對歷史、神話與鄉野傳說的邊緣研究〉《歷史人類學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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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證祖源方面，文獻分析固然重要，但更直接影響內部人群的認同的，是

這種結構性的建構。因此，對於該家族與幾位被稱為噶欽的祖先的研究，文獻分

析的意義非本論文的主要關切所在，就此打住。本節要討論的，是關於宗教菁英

如何運用書寫的話語權來「型塑」德格家族的定位與族源，或如何將此族源論述

「定式化」的過程。 

 

二、祿東贊與噶爾家族並非一脈相承的影射 
 

1295年成書的《曲丁巴傳》(ཆོས་lིང་པའི་Mམ་ཐར)提到，噶爾分為四支傳承： 

 

1. 噶爾．拉杰．巴吉向巴(འགྷར་[sic.],་Vེ་དཔལ་9ི་�མས་པ)的宗教傳承(ཆོས་བ2ད)，發展範圍

最遠到衛藏、門(qན)、多波(དོལ་པོ)一帶； 

2. 松贊．域宋({ངས་བཙན་/ལ་བ$ང)的幻化傳承(འ�ལ་བ2ད)668，在羊八井、多索熱(དོལ་ཟོ་

ར)直到于闐(ལི་/ལ)一帶； 

3. 贊巴．哲波(བཙན་པ་�ེད་པོ)的勇士傳承(དཔའ་བ2ད)，在絳地（木氏家族治下）、薩迦

與阿里等地(ས་མངའ་Mམས་@)； 

4. 涅讓．旁祖(^ེ་རང་ཕག་མÇག)的商旅傳承(ཀལ་བ2Êད)，則在札熱嶺欽（%ག་ར་Eིང་ཆེན་或讀

做巴熱嶺欽669）以及上下彌藥全境(q་ཉག་�ོད་�ད་Xན)。670 

 

該書還提到，噶爾．拉杰．巴吉向巴從衛藏南方的家鄉，前往鄧瑪(འདན་མ)修

行；該書並提供了一份從巴吉向巴開始的單線男性繼承的家譜。任乃強先生在整

理德格系譜時，也稱該家族從第 1至 24代皆單傳。671以巴吉向巴為第 1代，則

其系譜依序為： 

 

1. 巴吉向巴， 

2. 巴吉圓丹(དཔལ་9ི་ཡོན་ཏན) ， 

3. 巴吉普布(དཔལ་9ི་�ར་() ， 

4. 巴吉炯乃(དཔལ་9ི་འDང་གནས) ， 

5. 巴吉札西(དཔལ་9ི་བn་ཤིས) 。 

 

 
2 (1)，2004，頁 25-85。 

668 幻化傳承(འ¡ལ་བcད)一詞，表明這個傳承來自吐蕃大相。藏文有所謂「聰敏幻化大臣(འ¡ལ་1ོ་མཛངས་པ)」

的慣用稱呼，專指吐蕃王朝不同藏王執政時期的名臣。 
669 該地在鄧瑪一帶，詳見下文。 
670 w་�ན་པ，《�ེ་བ<ན་ཆེན་པོ་ཆོས་Qིང་པའི་"མ་ཐར་》in O-rgyen-pa Rin-che-dpal, Bka’ brgyud yid b’zin nor bu yi ‘phre’n 

ba: A Precious Rosaru of Lives of Eminent Masters of the ‘Bri-gun-pa Dkar-brgyud-pa Tradition by 

Grub-thob O-rgyan-pa Rin-chen-dpal, Leh: S. W. Tashigangpa, 1972, folio 8b. 
671 任乃強，〈德格土司世譜〉，《康藏研究月刊》13，1947，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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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稱為五巴(དཔལ་~)。巴吉向巴又稱為噶爾．阿美．巴吉向巴(འགར་ཨ་§ེས་དཔལ་9ི་�མས་

པ)，意為「噶爾氏的祖先巴吉向巴」。他被認為是吐蕃時期嘉瓦秋央(�ལ་བ་མཆོག་ད�ངས)、

昆．魯宜旺波(འཁོན་Pའི་དབང་པོ)與玉札寧波(ག/་j་^ིང་པོ)等人共同化身。關於他的事蹟，有

個輾轉流傳的敘事，首見於《曲丁巴傳》：據稱，他曾搖動一個發出吽聲的黑鈴

(�ིལ་(་ནག་པོ་Ëྃ་j་jོགས)，就令敵人倒地。最後，巴吉向巴在 184歲時，不留肉身，前往被

稱為喀倔（khecara/མཁའ་Jོད་ 意為空行）的淨土，第 5 代巴吉札西則拿著黑鈴前往

江樓堅（Aḍakavatī /�ང་ལོ་ཅན་ 意為楊柳宮）。「不捨肉身，前往空行淨土」是藏傳佛

教文本中常見的敘事，表示該位高僧大德圓寂。空行是指佛教密宗當中的高級神

祇，而不捨肉身，通常表示缺乏其人圓寂時的位置、過程等具體資訊。楊柳宮是

金剛手菩薩(Vajrapāṇi /'ག་ན་mོ་Vེ)或護法神多聞子(Vaiśhravaṇa /Mམ་ཐོས་"ས)的宮殿。前往

楊柳宮也被認為是圓寂的代稱，前往該地反映出該位宗教人士與金剛手法門或多

聞子信仰的關聯，此種與金剛手或多聞子相關的敘事反覆出現於後期書寫的德格

家譜。 

 

之後為五代喇嘛672： 

 

6. 巴吉喇嘛(དཔལ་9ི་�་མ) ， 

7. 札西喇嘛(བn་ཤིས་�་མ) ， 

8. 雲丹喇嘛(ཡནོ་ཏན་�་མ) ， 

9. 謝熱喇嘛(ཤེས་རབ་�་མ) ， 

10. 蔣秋喇嘛(�ང་�བ་�་མ) 。 

 

此後為五位堅贊： 

 

11. 札貝堅贊(Yགས་པའི་�ལ་མཚན) ， 

12. 貢秋堅贊(དཀོན་མཆོག་�ལ་མཚན) ， 

13. 根敦堅贊(དགེ་འ�ན་�ལ་མཚན) ， 

14. 向貝堅贊(�མས་པའི་�ལ་མཚན) ， 

15. 耶謝堅贊(ཡེ་ཤེས་�ལ་མཚན)。 

 

16. 巴吉向巴(དཔལ་9ི་�མས་པ)。 

 

第 16代的巴吉向巴被描述為在 110歲時披著猛禽大氅(�་�ོད་6ི་.ལ་པ་མནབས་ནས)，居住於

兜率天(Tuṣhitāḥ /དགའ་lན)。兜率天被認為是宗喀巴等新舊噶當派高僧圓寂後所往生

的淨土，因此這段敘事可能暗示巴吉向巴曾接觸噶當派的教法。 

 
672  尕爾寺（མགར་དགོན་ 即噶爾寺）僧人喇嘛索南(1་མ་བསོད་ནམས)提供，噶爾‧貢秋達吉（མགར་དཀོན་མཆོག་དར་�ས་ 

circa 20th 現仍在世）所寫的手稿〈尕爾寺歷史概況〉(མགར་དགོན་ལོ་cས་ངོ་¼ོད་མདོར་བLས)，也包括了〈曲丁

巴傳〉所提供的這份系譜，但該文將五代喇嘛寫為四位。 



DOI:10.6814/NCCU201901160

DOI:10.6814/NCCU201901160DOI:10.6814/NCCU2019011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25 

 

 

之後為： 

 

17. 巴崩(དཔལ་འ(མ) ， 

18. 巴札(དཔལ་Yགས) ， 

19. 巴朵(དཔལ་གདོར) ， 

20. 巴丹瑪(དཔལ་lན་མ) ， 

21. 巴吉則莫(དཔལ་9ི་5ེ་མོ) 673。 

 

此後為 4 位名字有「崩」字者，皆為巴吉則莫的公子：22-1 祖多崩(གWག་ཏོར་འ(མ)，

22-2 耶謝崩(ཡེ་ཤེས་འ(མ)，22-3 索南崩(བསོད་ནམས་འ(མ)，22-4 普布崩(�ར་(་འ(མ)。其中，索

南崩就是噶爾．曲丁巴。674《曲丁巴傳》指出，巴吉向巴至普布崩之間的骨系，

乃是傳自蓮花生、未曾中斷的化身傳承(ག�ང་2ད་འདི་Mམས་@། ¦ོབ་དཔོན་པད་མ་ནས། vལ་_འི་2ད་པ་[sic.]ཟམ་

མ་ཆད)。 

 

1446年手寫本的《洛絨教法史》，除了幾個異體字（例如 ས་མཐར་[邊地]和 ས་མངའ་

[薩迦與阿里]）幾乎將《曲丁巴傳》關於噶爾家族的源流以及巴吉向巴的故事版

本照抄了一遍，唯有兩處關鍵不同：1. 補充了噶爾家族的族源──扎嘎（ད%་དཀར་亦

可讀做熱嘎），也就是古代主要氏族當中扎氏 (ད%)的一支；2. 松贊．域宋的幻化

傳承被改成「普遍流傳於衛藏」(ད(་གཙང་Xན་R་འDང)。675 

 

從《曲丁巴傳》和《洛絨教法史》的描述，我們可以發現，在 15 世紀時，

噶爾家族當中，基本上只有《曲丁巴傳》版本的敘事，而該敘事說明曲丁巴的家

支與祿東贊的家支是不同的。 

 

三、 18世紀：德格家族官方說法的建立 

 

至於德格家族的族源，最早的本家族說法，見於 1734年由司徒．曲吉炯內

所寫的《甘珠爾大藏經目錄》的〈第六葉 善說勝者言教如何光照於雪山間，完

成刻印之事〉(ཡལ་འདབ་0ག་པ། �ལ་བའི་ག@ང་རབ་གངས་རིའི་Oོད་�་དེང་སང་ཇི་ཙམ་kང་བ་པར་�་བ�བས་པའ་ིDང་བ་ལེགས་པར་བཤད་པ)。

文中對於德格家族的族源，開宗明義就提到了噶爾氏族(འགར་9ི་རིགས)的兩兄弟：噶爾．

耶謝桑波(འགར་ཡེ་ཤེས་བཟང་པ)ོ、噶爾．但巴(འགར་དམ)： 

 

 
673 〈尕爾寺歷史概況〉將 17-21 代稱為五巴。 
674 以上系譜所臚列的名單及圓寂相關敘事，均出自 w་�ན་པ，《�ེ་བ<ན་ཆེན་པོ་ཆོས་Qིང་པའི་"མ་ཐར་》folio 9a. 
675  達察‧次旺杰(s་ཚག་ཚ�་དབང་�ལ)，《洛絨史籍》(tོ་རོང་ཆོས་འ.ང)（藏文本）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4，

頁 42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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དེའང་བོད་ཆེན་པོའི་Äོངས་འདིར་Jིར་³་འu་�ོང་�་�ེ་Aས་ཆེན་བཞ་ིདང་། �ོ་,་�ེ་དཀར་པོའི་རིགས་ཏེ་མི་རིགས་~་Dང་བར་Yགས་པ་ལས་'ི་མ། 

དེ་ལས་6ང་�ེ་%ག་R་`་ཆེན་�ལ་མོ་བཅོ་བ�ད་�་Yགས་པ་འགར་ཀ་ེའགོལ་ག@མ། ག@ང་གསེར་འ%ོམ་ག@མ། ཅི་འ(་གཞག་ག@མ། ཤོལ་�ག་'ང་

ག@མ། གཅེ་སིང་རམ་ག@མ། wག་པོ་(་Mམས་ལས་འགར་9ི་རིགས་འགར་ཆེན་ཡེ་ཤེས་བཟང་པོ་དང་། འགར་དམ་པར་Yགས་པ་_་མཆེད་གཉིས་Dང་

�ེ། དེ་ལས་'ི་མ་ནི། 0ང་ཡིག་པས་བཀོད་པའི་ཡི་གེ་དེ་ཉིད་དང་བÍན་Qོ་བོ་�་bང་དགོན་པ་སོགས་དང་�ར་བས་ལོ་2ས་མ་དག་པ་མ་གཏོགས་འགར་

དམ་པ་ཆོས་�ིངས་པ་ཡིན་པར་མངོན་ཏེ། དེ་ནི་སིÎ་ལའི་¦ོབ་དཔོན་ÏཱÐ་དེ་ཝའི་Mམ་འ�ལ་�་Yགས། ཡབ་མེས་Mམས་mོ་Vེ་འཇིགས་�ེད་6ི་Mལ་

འ�ོར་པ་ཡིན་པས་_་�ང་cའི་�ས་ནས་འཇིགས་�ེད་ལ་.གས་དམ་མཛད། འ%ི་aང་�་�ོན་ནས་འཇིག་?ེན་ག@མ་9ི་མགོན་པོ་བ?ེན་ཏེ་Zབ་པའི་

དབང་wག་ཆེན་པོར་[ར།676 

 

[譯文] 

 

於此蕃欽波之境，按一般通說，有扎(³)677、竹(འu)、東(�ོང)、噶(�)四大骨系

(Aས་ཆེན་བཞི)，加上郭．拉德嘎波族(�ོ་,་�ེ་དཀར་པོའི་རིགས)，便有五種人類氏族。其中後

者（郭．拉德嘎波族）再分出著名的悟欽嘉莫十八支(`་ཆེན་�ལ་མོ་བཅོ་བ�ད)，即：

噶爾(འགར)、給(ཀེ)、過勒(འགོལ)三支，松(ག@ང)、色(གསེར)、仲(འ%ོམ)三支，季(ཅ)ི、布

(འ()、俠(གཞག)三支，秀(ཤོལ)、達(�ག)、強('ང)三支，介(གཅེ)、僧(སིང)、然(རམ)三支，

曲(ག)、波(པོ)、卜(()等。其中，噶爾家族出現了噶爾欽．耶謝桑波與噶爾．

但巴昆仲，若將執筆者所植文字兩相對照，其中後者[之事蹟]，除了因為

加上了波密普龍寺等處事蹟並不正確之外，很明顯地，指的就是噶爾．曲

丁巴──其人乃是僧迦羅阿闍梨阿雅德筏(ÏཱÐ་དེ་ཝ་ 提婆論師)的幻化，世所公

認，先祖皆為怖畏金剛之瑜伽士，因而自幼便將怖畏金剛當成主修法門

(.གས་དམ་མཛད)；去了直貢之後，依止吉天松吉貢波，遂成偉大成就自在者。 

 

司徒這段話有著非常強烈的宣示意味，確立了兩項觀點：1. 噶爾家族出自

四大骨系氏族當中的郭．拉德嘎波族，其下又分為十八支；2. 噶爾．但巴的事蹟

當中，當時關於建立普龍寺等事的記載，並不準確。 

 

司徒所說的郭．拉德嘎波一詞，即天族郭；拉德(,་�ེ)意味其為天人下凡，並

非凡人；由於藏族常用顏色來區分同氏、同宗的不同支系，因此嘎波（དཀར་པོ་ 白

色）應屬拉德的一個支系。 

 

至於徐欽．楚臣仁欽所寫的《丹珠爾大藏經目錄》，基本上與司徒的記錄相

同，但稍簡略，並有一處補充：噶爾．但巴在波密的普龍寺奠基後圓寂。678 

 

除了《洛絨教法史》，司徒和徐欽的描述，也都以相當的高比例，採用了《曲

丁巴傳》的內容。按照他們所能接受並公開主張的族源論述，德格家族可追溯的

 
676 司徒•曲吉窮乃，頁 396-397。 
677 «་亦讀做瓦。 
678 :ལ་\ིམས་རིན་ཆེན，《�ེ་དགེའི་བ ན་འ(ར་8ི་དཀར་ཆག》Delhi: Trayang and Jamyang Samten, 1974, folio 162b. 



DOI:10.6814/NCCU201901160

DOI:10.6814/NCCU201901160DOI:10.6814/NCCU2019011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27 

 

始祖是噶爾．阿美．巴吉向巴，屬於四種噶爾傳承當中的宗教傳承，而松贊．域

宋則是四種噶爾當中的幻化傳承。於是，在兩個家支同時被置於「四種噶爾」的

論述下，德格家族與松贊．域宋有著旁系親屬關係，這是屬於不同的宗支的概念。 

 

按照前文所述的戈巴親屬組織型態概念，到了 18世紀，宗教菁英與德格家

族所接受「關於德格與域松家族之間關聯」的版本，其形式為「本來即屬於同一

氏族的不同家支」，各自算是「只能經由口傳而追溯系譜關聯」的同一次級血統

氏族。也就是說，當時的官方說法，並未將祿東贊代表的吐蕃時期榮光，與統治

者家族直接聯繫起來。 

 

四、 19 世紀：祿東贊與德格家族一脈相承論述臻於

完備 

 

於 1812成書的《咕札教法史》中，作者咕如札西補充了噶爾家族的先祖來

源──一位從天而降的光明天神(འདོ་གསལ་9ི་,)，來自東方木雅的俠熱嘎波(བཞག་ར་དཀར་པོ)

山頂，因此被稱為「噶爾．南嚓竹(མགར་གནམ་ཚ་འuག)」，亦名噶爾．喇千欽波 (མགར་�་མ4ེན་

ཆེན་པོ)。679 

 

此外，他又提出了不同於司徒與徐欽的新說法，他將德格家族的始源，略去

四種噶爾的說法，直接從噶爾．阿美．巴吉向巴，向上連接到吐蕃時期，與噶爾．

東贊．域宋的繼嗣線產生直線性的連結，使成為同一氏族。 

 

也就是說，咕如札西補齊了噶爾．阿美．巴吉向巴之前的系譜，最重要的是，

他將噶爾．東贊．域宋奉為噶爾家族遠祖當中的第一代（其父為噶爾．東美赤恰

[མགར་�ོང་མེས་Oི་ཆགས]，祖父即是噶爾．南嚓竹，但均未列入世系），而第 5 代噶爾．阿

美．給瓦巴(མགར་མ་§ེ་དགེ་བ་དཔལ)則列為德格家族系譜的第 1代。茲將咕如札西所採用的

系譜臚列於下： 

 

1. 噶爾．東贊．域宋 

2. 贊普．雲丹嘉(བཙན་པོ་ཡོན་ཏན་�ལ) 

3. 拉季．年當巴(,་གཅིག་^ན་lམ་པ) 

4. 赤掌董巴(Oི་%ངས་�མ་པ) 

5. 噶爾．阿美．給瓦巴 

6. 拉杰．向巴巴(,་Vེ་�མས་པ་དཔལ)（即噶爾．阿美．巴吉向巴） 

 

 
679 郭若扎西，頁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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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到祿東贊開始計算的第 6代人拉杰．向巴巴時，咕如札西又採用了與《曲丁

巴傳》相同的敘事，表示拉杰．向巴巴這時來到了鄧瑪的札熱林欽(%ག་ར་Eིང་ཆེན)。咕

如札西的描述，似乎是一種將前述四種噶爾傳承當中的勇士傳承略去，而將其餘

三種噶爾傳承的敘事版本加以混合之後的一種新的說法。 

 

咕如札西在拉杰．向巴巴之後所列的系譜，基本上仍與《曲丁巴傳》相同，

只是他在五巴當中的巴吉炯內之後，插入一位巴吉謝熱(དཔལ་9ི་ཤེས་རབ)，且將五位堅

贊當中的向貝堅贊寫成向巴堅贊 (�མས་པ་�ལ་མཚན)（這很可能只是抄寫錯誤所致），巴

朵寫成了巴吉多吉(དཔལ་9ི་mོ་Vེ)，巴丹瑪寫成巴吉索南(དཔལ་9ི་བསོད་ནམས)，並且沒有記錄曲

丁巴的其他手足。680這麼一來，後來的曲丁巴就從第 22代人成了第 28代。 

 

從咕如札西的敘事，具有幾項特點：1. 提出噶爾家族是天神降凡，且位置

在鄰近加拉甲波的木雅地區，該故事的原型，與吐蕃先祖聶赤贊普(གཉའ་Oི་བཙན་པོ)降

凡敘事的原型如出一轍；2. 強調德格家族與祿東贊的噶爾家族是一脈相承的，而

非同氏旁系的關係；3. 完全略去旁系手足，所呈現的系譜遵循著嚴格的單系繼嗣

線。 

 

必須要留心的是，咕如札西出身自寧瑪派家庭，寧瑪派的宗教菁英們──包括

佐欽巴、尼瑪札巴、噶陀．格澤等轉世化身世系的高僧──在 18世紀末已經與

德格家族產生極其密切的法友關係，甚至可能嚴肅的師徒關係，而咕如札西是按

照這些寧瑪派宗教菁英們的指示進行寫作的。該書的刻印流通的地方，正是尼瑪

札巴於 1704年成立的欣宗偉薩祝迭("ིན་!ོང་འོད་གསལ་�བ་�)ེ禪修院681（即恰日寺[ཆག་A་དགོན]，

位於那曲[ནག་�]的香曲鄉）。除此之外，「王朝家庭起源天神降於山頂」，可謂吐蕃

王統源流敘事在多康地區的再現。因此，咕如札西的對德格家族的敘事，能夠充

分反映出當時寧瑪派宗教菁英們對德格家族的敘事傾向──一種視吐蕃時期與

噶爾．東贊為「聯繫遠古正統與當代正統」的投射對象。 

 

到了 1828年，由德格王策旺多吉仁增親自撰寫的《德格王統記》付梓。做

為一名自幼便親近寧瑪派的德格王，他對曲丁巴之前的祖源敘事，是綜合了司徒、

徐欽以及咕如札西著作的版本。他將司徒所寫的扎、竹、東、噶，第 5支古老氏

族──郭．拉德嘎波家族，以及由郭氏衍生出的悟欽嘉莫十八支，又加上咕如札

西的天神降凡之說結合起來，主張德格家族的淵源是： 

 
�་འu་³་གདོང་བཞི་ལས་ཆད་མོད་6ང་། ། 

དེ་དག་Xན་9ི་ཞང་པོར་འོས་པ་ཡི། ། 

ཚ+་རིང་གནམ་9ི་མཐོངས་ནས་འོད་གསལ་,། ། 

 
680 郭若扎西，《郭扎佛教史》，頁 922-924。 
681 Ibid，頁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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བསམ་བཞིན་མི་ཡི་Vེ་བོར་ཕེབས་པ་ཡི། ། 

ཞང་པོ་,་�ེ་དཀར་པ་ོ�ོ་རིགས་ལས། ། 

ཆད་དེ་�ོད་�ད་'ོགས་@་ཡོད་ནང་ནས། ། 

`་ཆེན་�ལ་མོ་ཚ ་ཆེན་བཅོ་བ�ད་ལས། ། 682 

 

[譯文] 

 

雖出噶、竹、扎、東四族中， 

堪為四族眾人之舅父， 

降自長壽穹頂光明天， 

乘願做為人類之尊長。 

舅父拉德嘎波郭氏族， 

分衍居於上區與下區， 

其中悟欽嘉莫十八支… 

 

至於從祿東贊到曲丁巴之間的系譜，則與《咕札教法史》完全相同。683從策旺仁

增的著作，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典型「王權源自天神降凡」的形式已臻完整，具備

下列特點：1. 該家族衍生自四大氏族，但另成一族；2. 該家族有別凡人；3. 該

家族是銜負天命、乘願而來擔任人王的；4. 他對曲丁巴之前 27代人的歷史描述，

與咕如札西完全相同，可見，即使身為家長，德格王對先祖的認知，也仰賴著隨

時代而趨於單一化的文本所提供的訊息，過去關於該家族早期先祖的單線式系譜

所呈現的口述偏謬，到了這個時期已不再出現，由家族的家長撰寫的系譜，成了

後來最為權威的定版。到了民國時期，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教授、南開大學校長

文階在德格調查時，所獲悉的消息是該家族已傳至第 47代。684按策旺多吉仁增

的記述，到了文階在德格期間，應已傳到 51代人。其中出現的差異，除了與各

種版本對第一代家長應該從何時起算的標準不一致有關，純粹仰賴口頭敘事的歷

史記憶傳遞，可能也是主因之一。 

 

透過前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德格轄境內，德格家族透過宗教菁英的著

述，使世俗權力神聖化的歷程逐漸完備的發展。這套支持王權神聖性的論述，在

19世紀初，已臻固定範式。由於在德格王系發展之前，「王者從天而降」的模式

早已十分普遍，包括：聶赤贊普、薩迦昆族、帕竹朗氏(ཕག་Z་Æངས་6ི་ག�ང་2ད)等統治者

家族，都有同樣的祖源說法。因此，到了德格王統治時期，單純的「王者從天而

降」敘事便足以豎立「我們有別於凡俗之民」的神聖性，他們甚至毋庸證明這種

神聖性的邏輯依據。 

 
682 策旺多吉仁增，頁 6。 
683 策旺多吉仁增，頁 7-10。 
684 文階，1938，頁 15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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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書於 1840 年代的《果洛宗譜》是第一部專門論述藏族社會氏族的專著，

就德格家族史的論述來說，該書應是最後一種類型。其中對這些氏族來歷的解釋

是這樣的：吐蕃最早有 4 個古老氏族──色(བསེ)、穆(དq)、董(lོང)、東(�ོང)685，其中出

身高貴的人們(རིགས་བཟང་པོ་Mམས)自然地從事各種事務，以強烈的清淨心祭祀蕃地的境

域神(/ལ་,)，這些人被稱為行沃（ཞིང་བོ/或稱為[ཞང་པོ]，舅父的意思），後來就形成了專

屬的種姓──天族郭(,་རིགས་�ོ/,་རིགས་�ོ)。因此，人們就將 4族當中的善良人主們(བཟང་པོ་གཙ ་

བོ་Mམས)，以其他方式稱呼：色族的善良人主稱為色瓊扎(བསེ་�ང་³)、穆族的稱為穆察噶

(དq་ཚ་�)、董族的稱為阿波董(ཨ་Qོ་lོང)，東族的就稱為阿唐竹(�ོང་འu)。686如此遂有扎、

噶、董、竹四族。 

 

至於對德格家族的記述方面，《果洛宗譜》描述曲丁巴以後的世系時，引用的

是司徒所提供的資訊；至於曲丁巴以前，則引據《洛絨教法史》，主張噶爾家族

源於扎嘎氏，但將之拼寫為 ³་དཀར，歸入扎嘎、扎剎（³་:་ 花扎）、扎納（³་ནག་黑扎），

並且主張祿東贊的家族在江孜，屬於扎剎，或稱為扎貴（³་�ོད་ 野扎），等於呼應

了《曲丁巴傳》當中「噶爾．東贊與德格家族並非一脈相承」的敘事。可見，《果

洛宗譜》的書寫，並不符合在德格轄境內王者與學者共創族源論述的歷史脈絡之

中。 

 

在德格轄境的鄰近地區，也流傳著類似的「回溯祖源至吐蕃」的故事版本。

拉多王轄下官員惹雄本．瓦述．阿隆(རལ་གTང་དཔོན་ཝ་eལ་ཨ་bང)骨系家族的後人瓦述．策

令格勒(ཝ་eལ་ཚ+་རིང་དགེ་ལེགས，circa 20th )曾指出拉多王系的來源說法之一是：普賢菩薩

(Samantabhadra /འཕགས་པ་Xན་R་བཟང་པོ)化身的藏王拉托托日年贊(,་ཐོ་ཐོ་རི་གཉན་བཙན)三位王子

當中的幼子拉贊札(,་བཙན་Yགས)，拉贊札輾轉來到色莫岡、擦瓦岡、馬康岡，以竹孤．

拉札達跋古(Z་F་,་%ག་མདར་³་F)為根據地，漸次統治多康的東方三岡；至於拉托王的政

權合法性，則是到了松贊干布時期，遣使迎請文成公主入藏的隊伍中，來自拉多

家族的杰．拉噶(9ད་,་དགའ)和魯噶(P་དགའ)兄弟也在其中，後因覺沃佛像的授記（bང་བ�ན་ 

預言，相關意涵詳見下文討論），松贊干布授權該家族為多康全境的主宰。後來，

杰．拉噶迎娶靈蔥中部落(Eིང་བར)的非人女子為后，遂傳下拉多王系。687 

 

 
685 扎西加措(8ི་]ང་བ^་ཤིས་�་མཚ3)、土却多吉(8ི་]ང་Iགས་མཆོག་�ོ་�ེ)，《果洛宗譜》(མགོ་ལོག་_ས་མཛ`ད)（藏文版），西寧：

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頁 16。其實在 12世紀的《娘氏教法史》便已經出現四族（རིགས་བཞི་ 而

非四骨系）的說法，基本內容就是四大骨系，但該書二度提及四族時，皆只提及色、董、東

三族，未見穆族。見：娘‧尼瑪韋色(ཉང་ཉི་མ་འོད་ཟེར)，《娘氏宗教源流（藏文版）》(ཉང་ཆོས་འ.ང)，拉薩：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頁 155-156。 
686 《果洛宗譜》(མགོ་ལོག་_ས་མཛ`ད)（藏文版），頁 2-3。 
687 t་ཐོག་རལ་ག&ང་དཔོན་ཝ་¬ལ་ཚ�་རིང་དགེ་ལེགས，《མདོ་ཁམས་t་ཐོག་གི་�ལ་རབས་མདོ་ཙམ་Hེང་བ་གངས་Oོངས་'ེ་བོའི་"་�ན་ཞེས་G་བ་བ&གས་སོ།།》

（tibetanebook.com電子版，未出版。下載網址：http://www.tibetanebook.com/tibetan-

history?view=product&id=218:Dhokham%20Lhathok%20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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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雅一帶，民間流傳的說法為：加拉甲波祖先源自彌藥甲波（མི་ཉག་�ལ་པོ་木

雅王）屬下的官員家族(དཔོན་2ད)，該家族的骨系便稱為加拉。加拉骨系也是衍生自

彌藥甲波，而彌藥則是布嘉贊普(¤ར་�ལ་བཙན་པོ)統治吐蕃全境時，吐蕃的藩屬之一，

後來彌藥甲波建西夏國，該國最終被成吉思汗(ཧོར་ཇིང་གིར་�ལ་པ)ོ所滅。至於黨項一詞，

則為紐波董 (Ñག་པོ་lོང)骨系的異名，688屬於藏族古代四大氏族的支系之一。此外，

今日在木雅地區，也有木雅王是噶爾家族骨系的普遍口傳說法，並且受到當地政

府觀光局等幹部重視，希望以此為根據，發展當地觀光。但目前看來，其所主張

的族源關係，似乎跟德格家族所持的族源論述並無交集。 

 

書寫家族史：神聖性的建立與繼嗣正統性的維持 

 

由德格家族主導、關於該家族系譜的大量文字化工程，與該家族歸附清朝，

接受土司職銜的時間是相近的。這種時間上的吻合，不見得是歷史的巧合，很有

可能是德格家族為了符合清廷對子嗣承襲土職的規範，相應採取的舉措。 

 

《欽定大清會典》卷七〈吏部．驗封清吏司〉規定： 

 

凡土知府、同知、通判、推官、知州、州同、州判、吏目、知縣、縣丞、

主簿、典史、經歷、知事、廵檢、驛丞等文職，承襲由部給牒書，其職銜

世系及承襲年月於上，曰號紙，應承襲者，督撫察覈，先令視事，令司府、

州、縣、鄰封土司具結，及本族宗圖原領號紙，納部具疏請襲。適庶，不

得越序，無子，許弟襲族，無可襲者，或妻，或壻，為夷衆信服，亦許。

襲子或年幼，由督撫選本族土舎護理，竢其年十有五，請襲。土官年老有

疾，請以子代者聽。689 

 

此段文字顯示著：要獲致清廷敕封的土職權力，以 15 歲以上男性嫡系血親

成員為原則，妻、婿襲職，屬例外許可事項，而庶子不允許襲職，且襲職者以牒

書、號紙等為憑依。由於呈報承襲土職的地方菁英，必須證明前任土職的繼承者

為該家族的嫡子，因此「具有能夠證明男性單系繼嗣原則」的書面記載，便顯得

格外具有意義。 

 

德格家族的繼嗣原則，本來應與所統轄區域的俗民，以及未領有土職的手下

頭人們所共享的社會慣習是一致的，但為了凸顯神聖性，該家族族源想像的模塑，

逐漸成為單一版本的敘事，與大吐蕃思想的光榮歷史相輝映；且繼嗣原則，在歸

 
688 仁真丹松(རིག་འཛ�ན་བ ན་[ང)，《木雅通史》(མི་ཉག་གི་ལོ་cས་དེབ་ཐེར་Oང་J)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5，頁 186-

189。 
689 《大清會典事例》卷七〈吏部‧驗封清吏司〉頁十六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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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清朝後，也與所統治社會的部落慣習截然不同，採用了單一父系嫡子的繼承法

則。透過家族史的撰寫，德格家族樹立了神聖性；但這種神聖性對家庭內部的凝

聚功能，卻恰恰被單一父系嫡子的繼承法則所削弱－－旁系與母系親屬們不再是

家庭力量的構成份子，反而被視為奪權的對手。由此觀之，在歸附清後短短不到

一個世紀的時間，德格家族僅精歷了三代人（第 45-47代）的輝煌，便開始走向

王權旁落、家庭內鬨的局面，確實與改變家庭繼嗣法則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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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授記與化身：政教菁英神聖性論述 

 

仰望聖哲，就像緬懷著先人。 

 

在社會內部，對制度化宗教(institutionalized/organized religions)體制內宗教菁

英的賦權，往往來自社會成員對該宗教菁英與其團體集體性的認可。藏族宗教菁

英群體網絡之於信眾群體（神聖形象塑造），以及「對祖源的想像與認同投射（共

祖意識認同）」之於具有共同我群意識的人們，兩者有著很強的類比性：宗教菁

英們在制度化宗教的範式與教義詮釋之下，被形塑（但不必然是人為操弄的）為

具有延續性的、富有個人魅力的角色。與宗教菁英相關的傳說、口頭故事、自述

等，在經過了文字化過程後，形成了傳記文本(text biographies) ，包括傳記與教

法史(ཆོས་འDང)。這些宗教性的文本乘載著對宗教菁英個人的傳記敘事(biographical 

narratives) ────一種敘事的有機形式，而該敘事形式，遂被不同世代的社會成員

們承襲、傳講著下去，成為集體意識與集體記憶的一部分。690 

 

在這種「以特定宗教菁英們為中心」的認同結構下，公認與為人所敬仰的宗

教菁英受到有如共祖般受到尊崇；而對其投以信仰認同的人們，也同時在這種認

同下，模塑著「我群與他群的界線」，一如有相同族源認同的人群，於內部共享

著「我群的親切感」（類似於前述榮格所言的集體無意識之原型）。宗派信仰者對

祖師的崇敬，同時也模塑著宗派的內部認同，例如：寧瑪派對蓮花生、格魯派對

宗喀巴認同，即為顯例。一種「我之所以為我」的集體性認同結構，使宗教菁英

們得以獲致在社會中佔據較高地位的合法性，是為賦權之來源。 

 

本來就存在於佛教教義中的授記（預言）與化身 (Mམ་འ�ལ/vལ་པ) 觀念，為後弘

期的宗教菁英們提供了這樣的傳記敘事背景。菁英們「被神聖化的過程」，在集

體意識以及基於授記與化身思想的傳記敘事相互影響、交互生成之下，成為一種

制度性的延續。身處於如此模塑而成的社會性制度內部，菁英們不必然需要刻意

形塑個人魅力(charismatisch)，也能延續、傳播這樣的神聖性。 

 

筆者將在本節中討論這兩種敘事的類型及其對社會的意義。 

 

一、 授記思想：在轉世化身論述成為一種制度化存在

之前的神聖性論述 

 

 
690 張昆晟，〈藏族的傳記敘事與宗教菁英形象形塑〉，收入：鄭堆主編，《第六屆北京國際藏學研

討會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7，頁 362-365。 



DOI:10.6814/NCCU201901160

DOI:10.6814/NCCU201901160DOI:10.6814/NCCU2019011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34 

 

 

 

（一） 授記的宗教意義 

 

授記(bང་བ�ན་པ/bང་�་བ�ན་པ)是指一種從徵引自制度化宗教經典的敘事，在一般藏文

語境中，可將之理解為預言。《東噶藏學大辭典》對授記的定義是： 

 
སངས་�ས་ཆོས་bགས་6ི་བཤད་"ོལ་ལ། ད་�འི་མི་Mམས་ལ་མཐོང་ཆོས་@་མ་འ[ར་བའི་མ་འོངས་པ་ན་འDང་འ[ར་9ི་གནས་�ལ་Mམས་hོན་�ད་

ནས་གསལ་བར་�ོན་པའི་bང་ཚ]ག་ལ་ཟེར།691 

 

[譯文] 

 

按佛教說法，事先明確宣說現在的人們所無法親見、未來將發生的種種情

況之教誨文字。 

 

由於授記是一種引文，所以它有兩項特點：1. 具備「有確切根據」的經典；

2. 是書面化的敘事。經典依據是支持這種敘事的背景，而書面化的文字則是此種

敘事的載體。當特定的授記敘事引文反覆透過口耳相傳而得以傳播，它便會形成

一種基於授記文本、對後來發生特定事件或後來出現的人物身分的解釋。這樣的

解釋，對於「菁英何以是菁英」（通常指涉的是宗教菁英）提供了宗教性的支柱。 

 

透過宗教經典的支持，人們得以藉其主觀意願，將屬於古老過去的敘事，與

後來發生的人、事、物對應起來，成為一種「以古詮今」的手段。佛教在印度時

期，就已經有這種論述，其中最常被提及的，就是「釋迦牟尼佛對慈氏彌勒

(Maitreya/�མས་པ་མགོན་པོ)未來將會成佛」一事。例如，在《大般涅槃經》(ཡོངས་@་§་ངན་ལས་འདས་

པ་ཆེན་པོའི་མདོ)中，對授記的定義如下： 

 
bང་བ�ན་པའི་�ེ་ཞེས་�་བ་ནི་མདོ་�ེའམ། འ�ལ་བ་ལས་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ས་ཁ་ཅིག་R་,་དང་མི་Mམས་ལ་སངས་�ས་@་bང་�ོན་པ་�ེ། མ་ཕམ་ 

པ་4ོད་མ་འོངས་པའི་�ས་@་�ལ་པོ་�ང་ཞེས་�་བ་འDང་�ེ། དེའི་ཚ+་དེའི་�ས་ན་མངོན་པར་འཚང་�་�ེ། མཚན་ཡང་�མས་པ་ཞེས་�་བར་འ[ར་

རོ། །ཞེས་�ོས་པ་དག་ནི་ bང་�་བ�ན་པའི ་�ེ་ཞེས་�འོ། །692 

 

【漢文版】 

何等名為授記經？如有經律，如來說時為諸天人授佛記別：「汝阿逸多，

未來有王名曰蠰佉，當於是世而成佛道，號曰彌勒。」是名授記經。693 

 
691〈]ང་བ ན་〉條，收入東噶‧洛桑赤列(/ང་དཀར་1ོ་བཟང་འ2ིན་ལས)編，2002，頁 1960。 
692 《སངས་�ས་ཆོས་]གས་!ི་བཤད་Pོལ་ལ། ད་®འི་མི་"མས་ལ་མཐོང་ཆོས་%་མ་འ(ར་བའི་མ་འོངས་པ་ན་འ.ང་འ(ར་8ི་གནས་:ལ་"མས་7ོན་:ད་ནས་གསལ་བར་ ོན་པའི་]ང་ཚ�ག་ལ་

ཟེར།》，收錄於《�ལ་བའི་བཀའ་འ(ར་》�ེ་དགེ་པར་མ། པོད་ ༼ཉ༽ པ། (Vol. 52) folio 233a. 
693 宋代沙門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譯，《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四〈梵行品第二十之一〉，收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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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述，授記的內容通常有著固定的範式：未來某某時，將有某某人出現出

現於某地，其人將會…云云。這種經典文本的範式，提供了信仰者將自己所處現

象，主觀對應至經典時的依據，完美地包括了人、事、時、地、物等要素。以授

記文字做為權力話語依據者，往往只要從一段經典文字中，找到幾句、甚至一個

單詞能夠對應得上，就可以據以成立授記預言論述的整個架構。當然，宗教菁英

們也會注意授記解釋中可能產生過度泛化的問題，例如工珠．雲丹嘉措就曾說過：

「整體雖然是授記，但也不必然專指一人。」(Jི་bང་ཡིན་'ིར་གཅིག་ཁོ་ནར་ངེས་པ་མེད་ལ)694其引申義

意，便是：授記文字可以泛化解釋在很多人身上，不具特指性，也就是「泛化授

記」；另一種則是專指某人的授記，即「特定授記」。 

 

經典文字提供授記的教義框架，為宗教信仰者提供「再現古代範式」的心理

投射依據──當自己所處時代、社會當中，再現了古代經典所敘述的情境或理想，

基於信仰者主觀的、積極的接納。做為一種反饋，信仰者則對經典的權威投射了

「神聖事物的合理性或可接受性」。 

 

當一位菁英的身分透過授記而得到「命定的」「與前世相關的」解釋之後，

透過社會成員或信眾之間對該論述的反覆流傳與演繹，屬於該菁英的授記論述就

會得到強化，甚至成為公論。得到授記的菁英，被稱為隆形巴(bང་ཟིན་པ)，意為「已

被授記的對象」，也就是天賦的、命定的角色。授記的範式，與佛教的轉世化身

思想、本生()ེས་རབས)論述相結合，成為支持轉世化身論述與伏藏法門(གཏེར་ཆོས)現象的

教義背景。（化身與伏藏將於下文討論，在此不贅。） 

 

（二） 12-17世紀的宗教菁英傳記與薩迦世系史等文本對宗教人物身

分的授記敘事 

 

當佛教傳到吐蕃地區，蕃民們自然也一併採納了教義中關於授記的論述。在

後弘期的早期發展過程中，關於「高僧們的前世身分」，或者「他們是否為經典

所授記的大德」這點，似乎並不太受到重視。雖然不是特別強調，但宗教菁英個

人的神祕經驗中，「見到本尊695」(ཡི་དམ་ཞལ་གཟིགས)的傳記版本，往往也與授記分不開。

例如，至今仍有一種非常盛行的說法：噶舉派的祖師岡波巴．索南仁欽是釋迦牟

尼佛在《月燈三昧經》(མདོ་ཏིང་འཛ]ན་�ལ་པོ)中說法的對象──月光童子(7་འོད་གཞོན་�)。13世

 
正新脩大正藏經》Vol. 12, No. 0375（CBETA電子版）。 

694 ཀོང་aལ་ཡོན་ཏན་�་མཚ3，《�ེ་བ<ན་1་མ་ཐམས་ཅད་མ�ེན་ཅིང་གཟིགས་པ་འཇམ་དGངས་མ�ེན་བ�ེའི་དབང་པོ་=ན་དགའ་བ ན་པའི་�ལ་མཚན་དཔལ་བཟང་པོའི་"མ་ཐར་མདོར་

བLས་པ་ངོ་མཚར་w་/མབ་རའི་དགའ་ཚ་》（《མ�ེན་བ�ེའི་དབང་པོའི་"མ་ཐར་》）�ེ་དགེ་པར་མ། folio 13b. 
695 本尊在此泛指佛菩薩或密宗法門中的高階神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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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的甲塘巴．德欽多吉(�ལ་ཐང་པ་བདེ་ཆེན་mོ་Vེ，circa 13th )寫有《噶舉金鬘史》(བཀའ་བ2ད་སེར་:ེང)，

該書是較早紀錄生平的專書，針對岡波巴與月光童子的關聯有如此敘述： 

 

དེ་ཡང་། )ེས་མཆོག་འYོ་བའི་མགོན་པོ་མཉམ་མེད་�གས་པོ་,་Vེ་ཞེས་པའི་�་མ་དམ་པ་རིན་པོ་ཆེ་6ིས [sic.]། དེ་ཡང་hོན་ཡང་དག་པར་!ོགས་

པའི་སངས་�ས་བTགས་པའི་�ས་@། འཁོར་བ་�ེ་R་ཡོད་པའི་ནང་ནས། �གས་པོ་རིན་ཆེན་འདི་ནི་�ང་�བ་སེམས་པའི་འཁོར་ཡིན་ལ། དེའི་ནང་ནས་

6ང་7་འོད་གཞོན་�་ཞེས་�་བ་�ན་@མ་ཚ གས་པ་དེ་ཡིན། དེ་ཡིན་པར་ཡང་སངས་�ས་6ི་མདོ་ལས། Xན་དགའོ་ང་འདས་ན་མ་འོངས་པའ་ི�ས་@། 

�ང་'ོགས་ནས་�ང་'གོས་6ི་2ད་�། �ང་�བ་སེམས་དཔའ་7་འོད་གཞོན་�་ཞེས་པ་འདི། དགེ་¦ོང་འཚ ་�ེད་ཅེས་�་བར་[ར།696 

 

[譯文] 

 

最勝大士、眾生怙主、無比達波拉杰這位大德上師仁波切，乃是往昔正等

覺圓滿佛陀住世時眷屬大眾之中，達波仁欽其人，為菩薩眷屬中名謂月光

童子者。此外，佛於經中說道：「阿難！於我滅後，未來之世，北方再向

北方之山脈中，此菩提薩埵月光童子，將成比丘醫者…。」 

 

其中，「印度北方再往北」，符合了吐蕃的位置，而岡波巴在出家之前，確實是位

醫生。如此一來，在信眾的主觀連結之下，經文中的幾個關鍵詞彙，就串聯起岡

波巴「得到了經典授記」的出身憑證。 

 

較此為早，在 12世紀時，即使傳記的傳主已是當時知名的宗教領袖，但傳

記的作者們、甚至是傳主的弟子們似乎並未刻意強調傳記傳主出身的不凡或特定

經典文本的授記記載。例如：岡波巴親弟子之一的都松欽巴根據自己所聞(བདག་གི་

ཐོས་ཚད)事蹟，為其同門帕莫竹巴．多吉嘉波所撰寫的〈至尊眾生怙主仁波切中品傳

記暨本生．寶鬘〉(Vེ་འYོ་བའི་མགོན་པོ་རིན་པོ་ཆེའི་Mམ་ཐར་)ེས་རབས་དང་བཅས་པ་རིན་ཆེན་:ེང་བ་འ%ིང་པོ)當中，雖屢屢

提及帕莫竹巴親見本尊的特殊個人經驗，但並未特別採用經典授記的觀點，用以

描述帕莫竹巴。697至於另一篇同時其的重要宗教菁英傳記，是關於帕莫竹巴幼弟、

多康噶陀寺創始者噶．但巴德協的。但巴德協的弟子丁波巴(lིང་པོ་པ，circa 12th )為

其所寫的傳記，同樣沒有花費大篇幅介紹但巴德協的過去生或經典授記的情形，

只提到他與文殊師利菩薩無有差別，並在此生獲得佛陀授記，已證得八地菩薩境

界。698  

 

有別於寧瑪派與噶舉派信仰者對授記的廣泛使用，薩迦昆氏家族一向以天人

骨系為人所知，不太重視宗教菁英們關於授記與轉世化身背景的敘事。這樣的書

 
696 བདེ་ཆེན་�ོ་�ེ，《བཀའ་བcད་གསེར་འ2ེང་》Palampur, H.P.: Sungrab Nyamso Gyunphel Parkhang,1973, pp. 271-272. 
697 /ས་ག%མ་མ�ེན་པ，〈�ེ་འ6ོ་བའི་མགོན་པོ་རིན་པོ་ཆེའི་"མ་ཐར་'ེས་རབས་དང་བཅས་པ་རིན་ཆེན་2ེང་བ་འqིང་པོ་〉，收入 /ས་ག%མ་མ�ེན་པ，《ཀy་པ་/ས་ག%མ་མ�ེན་

པའི་བཀའ་འ*མ་》Gangtok: Dzongsar Chhentse Labrang, 1980, pp. 2-21. 
698 Qིང་པོ་པ，《ཤར་ཀཿ་ཐོག་པ་བདེ་བར་གཤེགས་པའི་"མ་པར་ཐར་པ་བLས་པ་Fབ་མཆོག་�ེས་Mན་》（木刻版，推測應為噶陀寺刻本）1b-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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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風格，似乎被後來的薩迦派學者們所承襲，成為薩迦派早期發展階段，與其他

宗派傳記書寫風格最為不同之處。 

 

15世紀時，薩迦俄爾支派的創始者俄爾欽．貢噶桑波(ངོར་ཆེན་Xན་དགའ་བཟང་པ，ོ1382-

1456)在寫作薩迦班智達的傳記《偉大勝智自在者吉祥薩迦班智達之口傳傳記》

(མ4ེན་རབས་དབང་wག་དཔལ་lན་ས་)་པoིྜ་ཏ་ཆེན་པོའི་Mམ་ཐར་ག@ང་jོས་མ)中，也並未提及傳主的經典授記敘事。

貢噶桑波的親弟子、第 2任俄爾堪欽．穆欽．貢噶堅贊(qས་ཆེན་དཀོན་མཆོག་�ལ་མཚན)寫於 1457

年的《至尊大德上師貢噶桑波傳》(Vེ་བWན་�་མ་དམ་པ་Xན་དགའ་བཟང་པོའི་Mམ་པར་ཐར་པ)中，同樣只提

到貢噶桑波的家世，並未提到授記。 

 

待轉世化身制度出現並逐漸為更多宗派所採用以後，運用經典授記論述來強

調宗教菁英的神聖性，做為轉世化身者的正統性與合法性，似乎逐漸發展成一種

普遍的做法，被運用的經典名目也更加廣泛，尤其是與蓮花生相關的伏藏經典

(གཏེར་གTང)，往往被寧瑪派與噶舉派的追隨者們用來解釋該宗派宗教菁英身分依據。 

 

到了 17 世紀，隨著更多宗派祖庭寺院的成立，對祖師授記之說的論述也愈

發臻於完備、繁複。當時在薩迦派內部影響極大、著述頗豐，同時也是《薩迦世

系史》（ས་)འི་ག�ང་རབས་ 成書於 1629 年）的作者──第 27 任薩迦赤欽•蔣袞阿美俠•阿

旺貢噶索南(འཇམ་མགོན་ཨ་§ེས་ཞབས་ངག་དབང་Xན་དགའ་བསོད་ནམས，1597-1659)，在他所撰寫的第 10任

俄爾堪欽．袞秋倫珠(ངོར་མཁན་ཆེནདཀོན་མཆོག་�ན་Zབ，1497-1557)傳記，以及《薩迦世系史》

中，並未以經典授記敘事來描述各個薩迦達欽（ས་)་བདག་ཆེན་對薩迦昆氏主要男性成

員的稱呼）的背景，但當他提到自己的上師「第 17任夏魯堪欽．索南旺波(ཞ་b་མཁན་

ཆེན་བསོད་ནམས་དབང་པ，ོ1559-1621)」時，也曾引用索南旺波的父親、第 23任薩迦赤欽． 

貢噶仁欽(Xན་དགའ་རིན་ཆེན，1517-1584) 在索南旺波年輕時所做的授記，據以解釋索南

旺波日後何以發展出自己的事業： 

 
Vེ་འདི་_་ན་གཞོན་�འི་�ས་@་hགས་འཆང་ཆེན་པོའི་ག@ང་ལས། བསོད་ནམས་དབང་པོ་འདི་མ་འོངས་པའི་�ས་@་ད(ས་གཙང་མངའ་རིས་སོགས་

�ལ་ཁམས་ཐམས་ཅད་6ི་�་མར་[ར་ནས་འYོ་བ་མ་bས་པ་དབང་�་འ�ས་པའི་མ.་�ོབས་ལ་Xན་9ིས་འYན་7་དང་%ལ་བ་ཞིག་འDང་ཞསེ་bང་

བ�ན་པ་�ར་་་་699 

 

[譯文] 

 

這位至尊年輕時，大持密者700曾說：「這索南旺波將來會成為衛、藏、阿里

等整個國境的上師，具足無餘統御眾生、無與倫比的威德力。」如其所授記

般… 

 

 
699 阿旺‧貢噶索南，頁 479-450。 
700 指貢噶仁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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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旺貢噶索南的《薩迦世系史》當中描述索南旺波生平的段落，已經反映出

從昆氏家族分出都卻拉章等 4 個家支以後，17 世紀的薩迦昆氏與寧瑪派、特別

是與蓮花生以及伏藏現象的緊密關聯。701到了 18世紀，第 31任薩迦赤欽．阿旺

貢噶羅珠在所撰的《薩迦世系史續編》(ས་)འི་ག�ང་རབས་ངོ་མཚར་བང་མཛ ད་6ི་ཁ་�ོང)中，對《薩迦

世系史》未詳述的幾位薩迦達欽事蹟了補充。文中，阿旺貢噶羅珠頻繁地採用轉

世化身、伏藏授記、夢中授記的敘事，例如，在敘述昆氏家族內主要參與宗教事

務的貢噶才旺仁增(Xན་དགའ་ཚ+་དབང་རིག་འཛ]ན)與阿旺諾布堅贊(ངག་དབང་ནོར་(་�ལ་མཚན)，便提及貢

噶才旺仁增被公認為阿旺貢噶索南的化身(Mམ་འ�ལ)，至於阿旺諾布堅贊，則按照伏

藏師敦督林巴(གཏེར་�ོན་བ�ད་འ�ལ་Eིང་པ，circa 17th )的〈授記名單〉(bང་�ང)，為吐蕃時期的

玉扎寧波(ག/་j་^ིང་པོ，circa 8th)第 13 次的轉世()ེ་བ་བN་ག@མ་པ)。702 

 

如上所述，當我們梳理薩迦派的宗教菁英們對授記文本及其敘事的採用情況，

我們所發現的是：從 12、13世紀強調印度正典的授記經文，且並不常被提及，

到後來，隨著時代的演進，於 17、18世紀時，開始頻繁運用授記敘事，並從對

印度正典的偏好，轉向強調與蓮花生信仰以及伏藏經典的連結，足見宗教菁英們

在書寫與模塑「宗教菁英神聖形象」時，經歷了時代的轉變、新興文本（伏藏文

本）的介入以及神聖依據轉向蓮花生等特點。而可以想見的是：這樣的轉變，除

了反映大格局下的宗教氛圍的發展之外，其文字內容，必定會對奉薩迦昆氏與俄

爾支派為圭臬的德格家族及其所屬宗教菁英，在「菁英身分」的神聖化書寫方面

起到指導性的影響。我們在後續的分析中，將會見到這種影響的發生。 

 

（三） 菩薩應世：對德格境內菁英們身分神聖性的書寫 

 

18世紀初，德格家族第 42代人之中的長子德格喇嘛．貢噶嘉措(�ེ་དགེ་�་མ་Xན་དགའ་

�་མཚ )就被公認為仁增貴登(རིག་འཛ]ན་�ོད་lེམ，1337-1409)的化現(7ོས་གར)。703《德格王統記》

也將貢噶嘉措的幼弟向巴彭措也被稱為「得到授記的夜叉大將(གནོད་�ིན་9ི་�ེ་དཔོན་ཆེན་པོ)」
704以及「祕密主化身的菩薩」(གསང་བདག་vལ་པ་�ང་�བ་སེམས་དཔའ)。705策旺多吉仁增還引用釋

迦牟尼佛在密宗經典《文殊根本續》(འཇམ་དཔལ་5་བ2ད)當中的授記：末世時期，持戒僧

人以國王的形象，為佛法與眾生帶來利益與安樂。(�ས་མཐར་�མོ་བ5ོན་�ལ་པོའི་�ལ་ཅན་9ིས། །བ�ན་འYོའི་

ཕན་བདེ་Qེལ་བར་bང་བ�ན་པ)，藉此說明其先祖從索南仁欽、博塔．札西僧格、向巴彭措等人

對佛教的推廣，以及八思巴與五世達賴等人，以僧人身分稱王一事，是有經典依

據的。706 

 
701 阿旺‧貢噶索南，467-478。 
702  貢噶洛哲(=ན་དགའ་1ོ་6ོས)，《薩迦世系譜續編(ས་'འི་ག/ང་རབས་ངོ་མཚར་བང་མཛ3ད་!ི་ཁ་,ོང)》（藏文版）北京：民族出

版社，1991，頁 190，198。 
703 司徒•曲吉窮乃，頁 399。 
704 :ལ་\ིམས་རིན་ཆེན，《�ེ་དགེའི་བ ན་འ(ར་8ི་དཀར་ཆག》folio 166a. 
705 策旺多吉仁增，頁 23。 
706 Ibid，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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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第 43代的法王桑傑丹巴被認為是伏藏經典中所記載就若．魯宜堅贊(ཅོག་

རོ་Pའི་�ལ་མཚན，circa 9th )的化身；707他的堂弟、屬於同輩旁支家系的巴雜透美，也被

稱為護法神但增．多吉雷巴(དམ་ཅན་mོ་Vེ་ལེགས་པ)的化身，708後人也因此簡稱他為多雷(mོར་

ལེགས)。 

 

在授記思想下，丹巴澤仁也被描述為真實的佛陀化身(�ལ་བའི་Mམ་vལ་དངོས)。人們對

他執政時期的三位宗教菁英，有一種普遍的理想化情感，認為：司徒班欽為蓮花

生化身，徐欽為堪欽菩提薩埵的化身，而丹巴澤仁則是赤松德贊王。709這一口傳，

顯示出對吐蕃曾有的佛教輝煌時期再現的心理投射。 

 

此外，第 9 代座主貢珠德噶桑波被薩迦赤欽認定為俄爾欽．貢噶桑波的化

身；當他偕同策旺拉姆、策旺多吉仁增赴藏熬茶時，伏藏師吉美林巴也在一封為

以書信的形式，授記策旺拉姆為吐蕃時期印度密宗大師蓮花生的妻子耶謝措嘉(ཡེ་

ཤེས་མཚ ་�ལ)的化身，710後來，吉美林巴在德格的弟子──噶陀．格澤．局美策旺秋祝──

還專門為策旺拉姆撰寫一篇解釋該封信件的文章，特別說明了關於「授記為化身」

一事。 

 

第 12代座主法王企美達貝多吉，也被認為是伏藏經典中，由蓮花生所授記

的藏王赤松德贊之子木迪贊普(q་ཏགི་བཙན་པོ)的化身。711企美達貝多吉的次子絳白仁欽，

則被第五世佐欽巴認定為寧瑪派高僧米旁南嘉的化身。712 

 

二、 轉世化身現象成為一種制度化的存在  

 

（一） 轉世化身現象的宗教邏輯 

 

轉世化身現象，在漢文資料中，最常見的詞彙是「轉世活佛」。然而，活佛

此一中文語彙，與其背後所承載的佛教思想並不相符。該詞彙的來源，首見於忽

必烈冊封八思巴的封號──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創制文字，

輔治國政，五明班制達八思巴帝師。而元朝詩人翰邦靖的作品寫道：「更寵番僧

取活佛，似欲清淨朝西天。」可見，活佛一詞做為指代元代吐蕃高僧的俗稱用法，

在元朝時已經存在。713然而，活佛一詞並不見於佛教思想，藏文當中也未見對應

 
707 司徒•曲吉窮乃，頁 400。:ལ་\ིམས་རིན་ཆེན，《�ེ་དགེའི་བ ན་འ(ར་8ི་དཀར་ཆག》folio 167b. 
708 策旺多吉仁增，頁 35。 
709 =ན་དགའ་བ ན་པའི་ཉི་མ་ p. 777. 
710 吉美領巴，頁 367。 
711 Iབ་བ ན་ཆོས་!ི་Hང་པོ་འཇམ་དཔལ་Fབ་པའི་1ོ་6ོས，〈ས་'ོང་�ེ་དགེའི་�ལ་རབ་མདོར་བLས་བཻ�Vའི་དོ་ཤལ།〉, p. 153-154. 
712 ཚ�་རིང་1་མ་འཇམ་དཔལ་བཟང་པོ，《ཆོས་�ལ་�ེ་དགེའི་�ལ་རབས་�ང་�ར་བLས་པ་ངག་གི་ས་བོན་ཨ�ྤལ་?ན་པོ་》；=ན་དགའ་བ ན་པའི་ཉི་མ，p. 788. 
713 史言，〈活佛轉世考略〉，收入鄭堆、周煒、李德成主編，《藏傳佛教研究 第一輯（上）》，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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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純粹是一種漢文的俗民慣稱而已。 

 

藏文當中對應於轉世化身現象的詞彙，主要為：(1) ཡང་�ིད་(yang-srid)音譯為「揚

西」，意為「再次出現」「再次回到世間」，可對應於漢傳佛教所使用的「再來人」

一詞；(2) �མ་འ�ལ/�མ་རོལ/�ལ་པའི་�་意為「化現」「展現」「化身」。其中，ཡང་�ིད་的意義較廣，

所有的輪迴再生現象，都可說是廣義的 ཡང་�ིད་；至於在高僧轉世現象當中，ཡང་�ིད་或

者 �་ ེ་意味著某位特定高僧再次回到原來所屬社群，以 ཡང་�ིད་的頭銜，得以繼承前

輩高僧的身分與影響力，這樣的人被認為是高僧精神人格的直接延續。至於 �མ་

འ�ལ་、�མ་རོལ་、�ལ་པའི་�，主要意涵則偏向「化現(manifest)出某種現象(phenomenon)」，

是特定高僧所擁有特質的繼承者714。通常，轉世化身者只在年輕的時候被稱為揚

西，成年或者獲致一定穩定的宗教地位後，就會被改稱為珠古（vལ་_་ 意為化身）

或仁波切（རིན་པོ་ཆེ་ 意為尊貴者）。715 

 

表 4-2 涉及轉世化身概念的語彙對照表 

詞彙 Wylie 轉寫 意譯 是否與特定個人的轉世

連續性有關 

主要教義依據 

"མ་འ¡ལ/"མ་རོལ་ rnam-

vphrul/rnam-rol 

化現、幻化、

遊戲 

不一定 授記、佛菩薩利

益眾生的事業

(མཛད་འ2ིན) 

aལ་པ་ sprul-pa 化現 不一定 授記、佛菩薩利

益眾生的事業 

aལ་�་ sprul-sku 化身 不一定 三身論 (�་ག%མ་8ི་"མ་

བཞག) 

ཡང་Pིད/ཡང་aལ་ yang-srid/ yang-

sprul 

再來人、再度

化身 

是 三身論、前後世

理 論 ('ེ་བ་7་>ིའི་"མ་

བཞག) 

（筆者自製） 

 

許多中國學者都指出轉世化身論述的背後，是廣義的靈魂觀念716與三身思

 
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5，頁 203 

714 擁有某位高僧特質的繼承者，稱為「加持的化身」(Gིན་ºབས་!ི་aལ་�་/blessed Tulkus)。加持的化身擁

有珠古的名銜，但卻並不與前輩高僧有轉世世系的聯繫。見：Tulku Thondup, Incarnation: The 

History and Mysticism of the Tulku Tradition if Tibet, Boston & London: Shambhala, 2011, pp. 32-35. 
715 為行文便利，後文凡提到具有轉世化身身分的宗教菁英，都將以代表化身一詞的「珠古」稱

之，若遇專門強調某一宗教菁英的轉世時，則以代表再來人的「揚西」稱之。 
716 廣義的靈魂觀念涉及的是曖昧模糊、非實質的層面。在這種定義下，「精神主體的延續」都泛

稱為靈魂轉世（或延續）。見：（英）泰勒著，連樹聲譯，《人類學：人及其文化研究》，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 320-322。丹奔昂珠，《藏族神靈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1990，頁 110-117；周煒，〈活佛轉世的理論基礎及相關問題研究〉，收入鄭堆、周煒、

李德成主編，《藏傳佛教研究 第一輯（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5，頁 43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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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如上所述，化身與化現的觀念，確實源於佛教三身思想。然而，從轉世化身

的內部邏輯本身而論，化身論述與靈魂觀念並不相關，甚至在藏族本身的神靈信

仰體系當中，魂()、命(�ོག)、心識(�མ་ཤེས)也是完全分立但並存的精神單元。17世紀

活躍於多康的噶舉派名僧噶瑪恰美便指出：魂是壽命結束之後，留存在墳場等地

者，心識則是隨業力(ལས)而運轉的。717按通常所謂靈魂轉世的觀念，靈魂(soul)是

從單一個體遷轉至另一新生個體的。因此，若要將靈魂轉世的觀念套用到轉世化

身的論述當中，那麼在個體之間流轉、恆定不變的主體，實際上是佛教所說的心

識，而不是原始信仰概念意義下的靈魂。 

 

然而，轉世化身的論述，其背後的邏輯也並非是「心識的續流(mind stream)」，

而是佛教對佛陀具有三身(�་ག#མ)面向的佛學詮釋。 

 

在佛教思想中，佛有三種面向，不同的面向都被稱為身(kayas/�/bodies)，所

以有了三身的說法。這三種面向為：法身（dharmakāya/ཆསོ་_་ 也稱為真身）、報身

（sambhogakāya/ལོངས་Jོད་!ོགས་པའི་_་ 也稱為受用身、應身）、化身（nirmāṇakāya/vལ་_་ 也

稱為應化身）。《金光明最勝王經》中對化身的解釋是： 

 

善男子！一切如來有三種身。云何為三？一者、化身，二者、應身，三

者、法身。如是三身具足，攝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正了知，速出生

死。云何菩薩了知化身？善男子！如來昔在修行地中，為一切眾生修種種

法，如是修習至修行滿，修行力故，得大自在；自在力故，隨眾生意，隨

眾生行，隨眾生界，悉皆了別，不待時，不過時，處相應，時相應，行相

應，說法相應，現種種身，是名化身…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了知法身？為除諸煩惱等障，為具諸善法故，

唯有如如、如如智，是名法身。前二種身，是假名有，此第三身，是真實

有，為前二身而作根本。…718 

 

也就是說，法身被認為是真正的佛，是指佛的智慧。而化身是以法身為根本，

按照不同眾生（སེམས་ཅན་ 具有精神的生命體）的需要而化現(�མ་པར་འ�ལ་བ/$ང་བ)的。前文

所提的噶舉派創始者岡波巴．索南仁欽於其奠定藏傳佛教次第性教義論述的名著

《解脫莊嚴寶論》(%གས་པོ་ཐར་'ན)當中，便指出化身是因為自然規律(dharmatā /ཆོས་ཉིད)、

眾生的業力(karma/ལས)以及佛陀的願力((ོན་ལམ)這三個必要條件才會出現的現象，且

化身的種類不拘於人類，包括博才多藝的菩薩、兔子之類的畜生以及釋迦牟尼這

 
717 ཀy་ཆགས་མེད，〈རི་ཆོས་མཚམས་!ི་ཞལ་གདམས་ལས། ས་དXད་རིན་ཆེན་=ན་འ/ས་བ&གས་〉，收錄於 ཀy་ཆགས་མེད，《མཁས་Fབ་ཀy་ཆགས་མེད་!ི་ག%ང་འ*མ་

བ&གས་སོ།།》ཁི་函，囊謙縣：年多寺，folio 91a-91b 
718 大唐三藏沙門義淨奉制譯，《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二》，收入《大正藏》第 16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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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殊勝化身(མཆོག་གི་�ལ་�)都在其列。719因此，在佛教觀念當中的化身論述，與其說

它是某心識或者靈魂從一個「生命體」到另一個「生命體」的延續形式，毋寧說

是一種「具有目的性（利益眾生的目的）」的延續性「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佛經或是索南仁欽的著作，所稱的化身，都是指「佛

的化現」，而不是對一般大德高僧的敬稱。在漢藏佛教的文化傳統中，固然有許

多高僧都被比做某某佛菩薩的化身。然而，將某位生存年代晚於前輩高僧的靈異

之士稱為該位高僧的揚西、介瓦（)ེ་བ་轉世）或固介（_་)ེ་介瓦的敬稱）──也就是

一種類似靈魂實存、具有延續性的精神體，進而將之稱為化身，則是藏傳佛教後

弘期以後的現象。 

 

11 世紀下半至 12 世紀上半葉之間的佑．給年．多吉旺秋(ཡོལ་དགེ་བ^ེན་mོ་Vེ་དབག་wག)

在他描述其師榮松．曲吉桑波(ཪོང་ཟོམ་ཆོས་6ི་བཟང་པོ，circa 11th -12th )時720，就曾引述當

時的口傳說法(གོང་བས་[sic.]བjགས་པའི་གཏམ)，提到曲吉桑波的祖輩家長(མེས་པོ)榮班．雲丹仁

欽(རོང་བན་ཡོན་ཏན་རིན་ཆེན)說曲吉桑波是印度班智達密諦迦那(Smrtijnana /པoྜི་ཏ་Òྀ་ཏི་Ô་ན་, circa 

892 ?)本人的轉世(ཉིད་6ི་)ེ་བ)，以及阿底峽(Atīśa Dīpaṃkara Śrījñāna 982-1054)表示「印

度阿闍黎黑行者(Kṛṣṇācārya /ནག་པོ་ཞབས་ཆེན་པོ)死後即為此兒」。721在噶舉派剛開始發展

的 12世紀，許多宗教菁英都被他們的上師(�་མ)認定為過去高僧的轉世，例如，拉

亞久瑟(ལ་ཡ་ཇོ་"ས)就曾被岡波巴認定為自己一位弟子的轉世，而帕莫竹巴也曾認證

吉天頌恭為一位化身。722。可知，藏地認為「某人為高僧轉世」的現象，早在 11-

12 世紀的後弘期初期就已經出現，但當時並沒有成為一種承襲權力與身分的制

度。 

 

從形成轉世世系(the lineages of reincarnated lamas/འ¥ངས་རབས་རིམ་�ོན/)ེས་རབས་རིམ་�ོན)723

的制度來說，讓炯多吉被公認為轉世化身制度的第一人。他被認定是噶瑪拔希的

直接轉世。噶瑪拔希在第一世噶瑪巴．都松欽巴的傳承弟子崩扎巴(*ོམ་+ག་པ，circa 

12-13th )的教育、培養下，朝著繼承都松欽巴在楚布寺(མ,ར་�་དགོན)的事業的方向發展。

當噶瑪拔希的威望日隆，他也果真擔負起重建楚布寺並同時管理噶瑪寺的責任，

間接繼承了都松欽巴的宗教事業。但在他的一生中，似乎僅有崩扎巴暗示性地指

 
719 岡波巴大師著，張澄基譯，《岡波巴大師集選譯》，臺北：法爾出版社，1998，頁 235-235, 239。 
720 榮松‧曲吉桑波是寧瑪派所尊崇的後弘期早期重要祖師之一，其生平至今仍是藏學研究者所

熱衷考察的課題之一。Orna Almogi將多吉旺秋所寫這篇簡傳，認定為關於曲吉桑波生平的最

早期材料。參見：Orna Almogi,“Source 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the Eleventh-Century Tibetan 

Scholar Rong Zom Chos Kyi Bzang Po: A Brief Survey”in Henk Blezer (Ed.), Tibet, Past and Present: 

PIATS 2000: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Leiden 2000, Köln: Brill, pp. 67-69. 
721 �ོ་�ེ་དབང་�ག，〈ཆོས་!ི་བཟང་པོའི་"མ་ཐར་〉，手抄本，1a-2b, 3a. (TBRC Resource ID: W18640) 
722  José Ignacio Cabezón,“On Tulku Lineages”, in Daniel A. Hirshberg, Derek F. Maher & Tsering 

Wangchuk(ed.), The Tulku (sprul sku) Institution in Tibetan Buddhism,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2017, pp4-5. 
723 轉世世系一詞，意為一世又一世的投生所形成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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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他「得到空行母加持(མཁའ་འ+ོས་.ིན་/ི་བ0བས་#་འ1ག་པ)」，有別於凡人，然而並未明確認定(ངོས་

འཛ�ན)他就是都松欽巴的再來。724噶瑪拔希去世之前，將楚布寺交給他的侄子，宗

教傳承則交給了鄔金巴欽波．仁欽貝(ཨོ་'ན་པ་ཆེན་པོ་རིན་ཆེན་དཔལ，1230-1309)。725鄔金巴．仁

欽貝後來認定了讓炯多吉為噶瑪拔希的再來，成為他的宗教導師，並安排他繼承

噶瑪拔希的事業。於是，讓炯多吉成為史上第一位轉世化身。除此之外，讓炯多

吉還開了「寺主」的先例，在住持、堪布(མཁན་པོ)等寺院人事任免方面，擁有絕對的

權力。726可見，藏傳佛教的轉世化身現象的制度化，是與宗教菁英及其所屬宗教

組織權力集中化過程一同發展起來的。 

 

然而，轉世化身的宗教地位繼承方式，並沒有立即性得到各個藏區的普遍認

可與採納。在讓炯多吉之前，各個宗派的繼承方式，多以師徒傳承與家族成員繼

承的方式延續。雖然化身論述對於宗教菁英來說並非陌生的概念，但做為具有特

定社會功能與身分延續意義的「轉世化身」，則可說是當時社會的新興現象。 

 

轉世化身的神聖性，除了為宗教菁英所採納，政治菁英們也用同樣的方法

成立自家出身的合理性。1806年脫稿的《多仁班智達傳》(mོ་རིངས་པoྜི་ཏའི་Mམ་ཐར)中，作

者丹增班覺(བ�ན་འཛ]ན་དཔལ་འ�ོར，1760-?)就曾引用伏藏經文《蓮花遺教》(པ�་ྨབཀའ་ཐང)（關

於伏藏經文，將於本章第五節探討）的授記，表示自己深信父親噶錫公班智達．

悟祝饒丹(དགའ་བཞི་Fང་པoྜི་ཏ，1721-1792) 是吐蕃時期的名僧韋．薩囊(}་གསལ་kང，circa 9th )

的轉世，且噶錫(དགའ་བཞི)家族是被蓮花生授記要擔任管家，負責佛僧衣食者(དགའ་ཡི་མིང་

ཅན་དཀོན་གཉེར་འDང་། བ�ན་པའི་དགེ་འ�ན་ཟས་གོས་)ོང་།)。727 

 

與授記經典在宗教菁英們的地位上所發揮的功能相似，在宗教菁英們的傳記

文本中，常可見到引證經典（通常是印度正典），用做支撐、成立化身轉世身分

的依據。例如，印度的佛學家無著(Asaṅga circa 4th )所寫的《大乘無上續論》

(Mahāyānottaratantra Śāstra/2ད་�་མ)就是其中常被用來引證的經典之一。該書關於佛

教化身邏輯的說法是： 

 

དག་ལས་རིང་དང་ཉེ་�མས་ལས། །འཇིག་6ེན་'ལ་བའི་ད7ིལ་འཁོར་1། །8་དང་ནམ་མཁའ་9་ག:གས་བཞིན། །དེ་མཐོང་བ་ནི་�མ་པ་གཉིས། །728 

 

[譯文] 

 

淨障遠近之眾人，世間勝者壇城中，如水中現虛空月，見彼者則有二種。 

 
724 達察‧次旺杰，頁 235-236。 
725 仁青白桑，《楚布寺志：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頁 364-365。 
726 陳慶英，2015，頁 35。 
727 丹增班覺(བ ན་འཛ�ན་དཔལ་འGོར)，《多仁班智達傳(�ོ་རིངས་པ¦ྜི་ཏའི་"མ་ཐར)‧上冊》（藏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

版社，1987，頁 23-24。 
728 ཐོགས་མེད，〈ཐེག་པ་ཆེན་པོ་cད་1་མའི་བ ན་བཅོས་བ&གས་སོ།།〉，《བ ན་འ(ར་》པོད་༼ ཕི  ༽པ། �ེ་དགེ་པར་མ། folio 6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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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囊派的著名僧侶多羅那他以及 19世紀的工珠．圓滇嘉措對此段經文的註釋是：

不能見到佛陀色身(rūpakāya /ག:གས་�)的障礙被淨除後，所度化的對象，遠者為一般

人、聲聞(śrāvaka /ཉན་ཐོས)等，近者為十地住地菩薩眾，佛在他們的面前，依次相應

地以化身顯現在世間凡俗眷屬的壇城當中。729水中月影的譬喻，是佛教哲學中常

被用於說明佛的在世間化身的邏輯：因為不同容器中的水都可以反射出月影，所

以只要時機適當，佛的化身可以出現在任何地方。這樣的思想架構，使得轉世化

身這一機制在獲得相當寬廣的主觀詮釋空間的同時，又保有基於宗教文本的論述

支持。 

 

（二） 轉世化身世系在社會結構中的意義 

 

1. 轉世化身承擔著權力、期待與義務 

 

轉世化身的現象及制度，其社會意義主要在於凝聚人群以及資源的集中化。

該制度使得二種人際網絡──法脈、寺院組織──得以隨著時間發展而延續。 

 

如同單系血緣繼嗣線透過血緣為連結，將某個家名傳遞下去，成為一個可延

續的現象。由於本生思想與佛菩薩化身的論述提供了「投生()ེས་བ་ལེན་པ)」為持續性

狀態的解釋，因此將特定宗教菁英的生命敘事，與被認為是該位宗教菁英的揚西

──一位新的宗教菁英──連結起來，並透過重複的模式發展下去，成為了轉世化身

的「世系」。珠古的世系中，被延續的是「高僧大德的身分名銜()ེས་(་དམ་པའི་མཚན)」，

而該名銜便是相關宗教菁英的凝聚核心。 

 

從被認定時開始，做為一種命定的宗教菁英，珠古們就成為許多價值投射的

對象。第一世噶陀．格澤．局美策旺秋祝在協慶．文珠．局美圖多南嘉(ཞེ་ཆེན་དབོན་vལ་

འ[ར་མེད་མ.་�ོབས་Mམ་�ལ，1787-?)坐床(Oི་འདོན)典禮時所呈獻的禮品名單中，有一段對文珠的

讚頌與期待： 

 

་་་་་་ཞེས་ཤིས་པར་བVོད་པའི་ད�ངས་6ི་མེ་ཏོག་མÕÖ¡་ར་བ་མངོན་པར་འཐོར་བ་hོན་�་འYོ་?ེང་[sic.]ཐོག་མའི་�ས་ནས་གཞན་ཕན་.གས་བ)ེད་

དམ་བཅའི་ས་བོན་བཟང་པོའི་རིགས་6ི་�ས་པ་སད་པ་ལས་.བ་བ�ན་ཡོངས་@་!ོགས་པའི་²་F་གཞོན་�་hོན་�ོན་Zབ་པ་Mམས་6ི་བ�ི་གནས་4ད་

པར་འཕགས་པ་འདིར་�ོན་ནས་དེ་ཁ་[sic.]བོ་ཅག་གི་གམ་[sic.]�་ཉེ་བར་བ^ེན་པར་མཛད་པའི་རིང་། 'ིའ་ིརིག་པ་Vོད་�ེད་ཇ་[sic.]^ེད་6ི་

གTང་ཆེན་པོ་Mམས་ལ་གསན་བསམ་ད×ིས་'ིན་པ་དང་། ནང་རིག་པ་�ིན་Yོལ་9ི་གདམས་Oིད་ཟབ་མོའི་བ�ད་5ི་ལེགས་པར་གསོལ་བས་བVོད་�་རིམ་

པ་གཉིས་6ི་དེ་ཁོ་ན་ཉིད་ཐོག་མར་གཟིགས་ཤིང་�བ་པ་ཉམས་ལེན་9སི་གོམས་པ་�བོས་@་འ[ར་བའི་ཉེར་ལེན་9ི་2་�ན་@མ་ཚ གས་པར་བ�བས་ཟིན་

པས་གསང་hགས་h་འ[ར་9ི་བ�ན་པ་འདི་ལ་གཞན་�ིན་མི་འཇོག་པའི་མཁས་པ་ཆེན་པོ་རོང་པ་པoིྜ་ཏ་དང་། Xན་མ4ེན་ཆེན་པོ་�ི་མེད་འོད་ཟེར། 

 
729 1ོ་6ོས་མཐའ་ཡས，《ཐེག་པ་ཆེན་པོ་cད་1་མའི་ཚ�ག་འ6ེལ། 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8ི་ག%ང་།》Delhi: Shechen Publications, 2005, folio 13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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མངའ་རིས་པཎ་ཆེན་རནི་པོ་ཆེ། �ིན་Eིང་པ་གཏེར་ཆེན་ཆོས་6ི་�ལ་པོ་_་མཆེད་ཡབ་"ས། གོང་ལོ་གཞན་ཕན་mོ་Vེ། མཁས་མཆོག་སོག་7ོག་པ། Xན་

མ4ེན་འཇིགས་མེད་Eིང་པ་སོགས་6ི་Hད་�་Dང་བའི་Mམ་པར་ཐར་པ་བཟང་པོ་ལ་བདག་གིར་མཛད་པས་མཁས་བWན་བཟང་པོའི་དབང་wག་ཆེན་པོའི་

གནས་ལ་བ!ི་བ་མེད་པར་Jོན་ནས་སངས་�ས་གཉིས་པ་འི་བཤད་�བ་6ི་བ�ན་པ་�ི་མ་མེད་པ་འདི་ཉིད་Xན་ནས་Xན་R་འཛ]ན་པ་དང་། འཆད་པ་

དང་། 5ོམ་པ་དང་། Qེལ་བ་དང་། Xན་ནས་Xན་R་)ོང་བ་དང་། �བ་པ་ལ་སོགས་པས་མཚ ན་འཁོར་ལོ་ག@མ་9ི་�ོ་ནས་�་བ་ཡང་དག་པ་�ེད་པར་

མངའ་གསོལ་ཞིང་ཟེངས་བ�ོད་པས་དགེ་མཚན་འགོས་པ་མེད་པའི་?ེན་འDང་གི་�ོ་ནས་གསར་�་ད�ེ་བ་ལ་གེགས་6ི་2་བ་:་མོ་ཙམ་[ས་6ང་�བས་

gེད་པར་མ་[ར་མི་འ[ར་འ[ར་བ་མེད་པས་�ོན་འཁོར་གནས་�ས་�ན་@མ་ཚ གས་ཤིང་བn་ཤིས་ལེགས་ལམ་9ི་དགེ་མཚན་བསམ་9ིས་མི་4བ་པའི་

དགའ་�ོན་ཉམས་@་བ�ར་བ་ལ་མངོན་�་'ོགས་པ་ལ་?ེན་ཅིང་འ%ེལ་འDང་གི་རེ་Øཱ་གསལ་བར་�་བའ་ི'ིར། ་་་་་730 

 

[譯文] 

 

如此先遍灑讚頌吉祥妙音之曼陀羅花已，初始時來，發心利他立誓之善妙

種子，以其種性能力醒覺，整體釋教之苗芽童子，遂蒞臨此往昔成就者之

殊勝中心，我等得以親近者，於外明處，一切能詮大論聞思究竟；於內明

處，則酣飲成熟解脫之甚深教授引導甘露，因而初步照見二次第之真如性，

並以修持實踐，令串習具力。此圓滿近取因已足，願您能效法此密咒前譯

教法之中不須仰慕他人之偉大智者――榮巴班智達、大遍智者直美俄色、

阿里班禪仁波切、敏林巴．大伏藏師法王昆仲師徒、貢拉譯師．賢遍多吉、

最勝智者索鐸巴、遍智吉美林巴等人之稀有善妙行傳，臻於博學、持戒、

賢良之無可匹敵大自在境界，對第二佛陀此無垢講修教法善於受持、傳講、

著作、弘揚，善為護持、修持。謹此授權、讚頌，願能以此等為主，以三

輪事業，清淨行事。惟願新開無染妙相緣起，乃至細微障礙，亦不致、無

從、不得趁隙而入。導師、眷屬、處所、時間悉皆圓滿，直驅吉祥如意之

不可思議善相喜筵，顯耀所依緣起之景，是故… 

  

格澤期待文珠具備經典知識、密宗修行，以及對宗教智者們的 3 項典型要求

──博學、持戒、賢良(མཁས་བWན་བཟང་ག@མ)，並且要效法寧瑪派的前賢，在傳承、發揚寧

瑪派方面做出貢獻。固然，格澤這篇文是典型的應酬文，許多華麗的詞章都是專

門用於慶典的。然而，該文仍然反映出當這些揚西們以新生的宗教菁英的身分，

進入到宗教場域時，以其他菁英為主的社會成員，便會對揚西們投射各種面向的

期待，其中最底限的期待便是「不能不如前世」。這樣「要向前世看齊」的期待，

至今依然在藏族社會普遍流傳著。白玉寺第 2 法位的第三世竹旺．貝瑪諾布(Zབ་

དབང་པ�ྨ་ནོར་(་_་:ངེ་ག@མ་པ，1932-2009)的揚西在 2014年於白玉寺坐床以來，筆者便不時

在田野場合中聽到前世貝瑪諾布的弟子們希望揚西「表現能夠跟上前世」的論調，

即是一例。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轉世化身世系是由在該世系中，前後輩的珠古之間，

 
730 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Fབ，〈aལ་�་\ི་འདོན་སོགས་!ི་ལེགས་འ*ལ་8ི་འགོ་བ�ོད་〉，《དགེ་�ེ་མ་¥་པ¦ྜི་ཏའི་ག%ང་འ*མ་》Vol. 10, \ེང་Bk：དམངས་\ོད་དཔེ་

དཀོན་Lད་�ིག་ཁང，2001，pp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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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是相異的個體，但彼此透過轉世化身思想為依據，得以產生聯繫，其中包括：

承繼前世的宗教事業、人際網絡與社會地位，承擔對信眾群體的責任。 

 

在 20世紀中葉以前，多康地區具有轉世化身身分者的宗教菁英人數比例最

高，佔所有轉世化身者的半數以上，731且甘孜州寧瑪派寺院平均一座有 4位轉世

化身。至今，仍有多達六成的信眾，雖然對轉世化身的意義不明所以，但仍將之

神聖化，並視為影響來生、不可侵犯的宗教權威與意見領袖，高達八成的人認為

轉世化身是當地最受尊敬者。732可見，群眾對轉世化身所投射的神聖化想像，以

及轉世化身者的社會威望與地位，即使經歷了時局的劇烈變動，至今依然具有堅

實的群眾基礎；轉世化身的現象與制度，在多康尤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2. 一種執行權力的社會單元(societal unit)：化身世系及其家人與喇章 

 

被認為有同樣化身根源(vལ་གཞི)的宗教菁英個體──珠古，他們的生存年代往往

存在著時間差，至於某些同時出現的化身，則不在此限。（多位化身同時出現的

類型將於後文討論）當這些被視為前世高僧大德再現的珠古們經由轉世觀念與化

身論述被連結起來、成為一個可追溯到某個單一化身來源時，便形成了一個以珠

古個體為節點的體系，稱為「轉世化身世系」(འ¥ངས་རབས/ lineage of incarnated lamas)。

轉世化身世系能夠在所屬社會內部發揮功能時的型態，一向都是一個以其中某位

珠古為中心、但不以其個人為限，並向外擴延至其家族與隨員(retinues/_་འཁོར)的

「群體」。亦即，從社會整體的視角來說，轉世化身是的影響力是由「一群人」

而非個人。至於這「一群人」的內部關係，則涉及家族與寺院的權力平衡。 

 

從轉世化身現象轉變為一個穩定存在的社會制度之一以來，珠古及其群體

與寺院的關係，在藏族宗教史中發揮著關鍵的角色。「家庭與個人」的聯繫，則

是這層互動關係的主旋律。以下，筆者將要說明這種群體與個人關係的模式，以

及這種模式帶來的宗教權力關係動態。 

 

從信眾認同的角度而言，轉世化身形成制度後，凡是進入該制度中、被確認

轉世化身身分者，就自然地被賦予具有神聖性的身分，成為宗教群體結構中的新

的宗教菁英。前世珠古傳給下一世珠古的遺產，除了名銜與有形資產之外，還有

他的弟子以及行政隨員團體──喇章。 

 

喇章意為上師宅邸，專指辦理與某一轉世化身相關事務的機構。1334 年，

 
731 最多為多康(55%)，其次為安多(34%)，衛藏最少(11%)。參見：嘎‧達哇才仁，《當代藏傳佛教

活佛：信徒認同和社會影響》，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頁 221-222。 
732 Ibid, 頁 19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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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順帝妥懽帖睦爾封第三世噶瑪巴．讓炯多吉為國師，賜封號印信，並在粗壟地

方設立管理噶瑪噶舉屬民的達爾罕，標誌著讓炯多吉擁有自己的屬民以及與寺院

分離的獨立土地、財產等，需要有一個機構來管理，這是轉世化身設立自己的喇

章的開端。733 

 

喇章的組織，本來是一名喇嘛和他的幾位侍從組成的。當施主提供的經濟支

援豐足時，該喇嘛或轉世化身便可修建自己的住宅、寺院或隱修處，這些財產便

由喇章管理，而不歸原屬寺院管理。由於喇嘛或轉世化身去世後，到下一世轉世

化身正式掌權之前，實際權力都不會在轉世化身的手中，喇章的管家遂成為喇嘛

世系財產的實際管理者與實權的掌控者。從第七世達賴喇嘛開始，身分相當於達

賴喇嘛管家的攝政('ལ་ཚབ)們，在 1751-1950年期間，實際掌權時間長達 77%。若扣

除第十三世達賴親政時期，則這兩百年內，攝政的掌權時間則高達 94%。由於每

個管家的出身家庭不同，任期又非世襲制，加上圍繞著土地所帶來的經濟資源是

有限的，每當有新的管家上任，就會發生一次圍繞著轉世化身體系的新舊權力競

爭。734 

 

當一位新的珠古進入所屬轉世化身世系的制度，他所帶來的有時是一群新

人──包括珠古自己，也許還同時包括他的家族成員或新的隨員；這群新人所面對

的，是一個地方性的宗教權力複合體──由前世珠古的喇章和所屬寺院所構成的權

力體系。 

 

為便於討論，我們運用假設，將這樣的互動加以模型化。 

 

在模型中，某一轉世世系所營造出來的系統被視為一個穩定的群體，該位轉

世化身及其相關人員，在群體中都佔據特定的位置及功能。如此一來，前世化身

的圓寂，便會打破先前的穩定性──原先屬於前世化身的位置出現空缺，前世化身

的家人、隨員在該群體當中便不再具有穩固的地位，因為他們已經是「前世的」

家人與隨員，這就像藉由姻親而建立起的親屬群體，往往會因為該婚姻關係的當

事人──夫或妻──任何一方死亡，而減弱雙邊群體的互動。 

 

到了新的轉世化身被確認，進入到該系統中，該系統的一個新的磨合階段便

展開了。由於新的珠古繼承了轉世世系的名銜，所以在該系統中自然有他的位置，

但新的轉世帶來新的家人與隨員，就會與前世化身的家人與喇章隨員們在群體中

 
733 陳慶英，〈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制度的產生〉，收入鄭堆、周煒、李德成主編，《藏傳佛教研究 第

一輯（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5，頁 34-35。 
734 [美]梅龍‧C. 高爾德史泰恩著，陳乃文譯，柳陞祺校訂，〈西藏莊園的周轉──活佛轉世制度下

的土地與政治〉，收入鄭堆、周煒、李德成主編，《藏傳佛教研究 第一輯（下）》，北京：中

國藏學出版社，2015，頁 635-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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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產生重疊而有排擠效應，前世的家人往往必須離開這個曾經以前世珠古為

核心的宗教系統。 

 

然而，這個「經歷一次轉世」的變化過程，往往不是穩定過渡的。前世珠古

的喇章隨員們唯前世珠古馬首是瞻，在前世珠古圓寂、特別是完成圓寂法事(དགོངས་

!ོགས་6ི་?ེན་འ%ེལ)後，他們就面臨了解散的局勢。因此，原先的喇章隨員是否能夠與新

的珠古產生穩定的合作關係，決定了此轉世世系的穩定性 

 

於是乎，與新的珠古密切互動的 2組人──珠古與其家人，珠古與喇章，雙方

的互動關係，將直接影響到轉世世系與地方勢力（原有的寺院及其屬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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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新的轉世化身、家族、喇章之間的權力關係示意圖

 

在圖 4-3的 Type A顯示出：新珠古的家庭不介入喇章與寺院運作的模式──

這種情形往往是新的珠古並非轉世於當地，而透過贖買的方式，將新的珠古帶離

家鄉，使其原生家族的力量無法在他鄉發揮影響。這種模式這會使前世珠古的喇

章較容易地成為新珠古的隨員，減少磨合的時間與矛盾的可能。由於前世珠古的

喇章以及所屬寺院通常是獨立的對等關係，且同時具有強烈的屬地性，所以當

Type A的喇章與珠古關係穩定時，也有利於喇章與寺院的關係，，再加上珠古原

生家庭與喇章、寺院的關係都比較穩定，整個轉世世系的系統便呈獻最穩定的形

式。目前第四世白玉寺竹旺．貝瑪諾布揚西的情形就屬於此型，揚西的父母來自

衛藏，不干預寺院與喇章的運作，於是前世貝瑪諾布在世時的寺院人事並沒有產

生太多異動。（雖然前世貝瑪諾布並沒有長期住在海外，但寺院仍有相關執掌） 

 

Type B顯示：新珠古的家庭或宗族試圖介入屬地性較強的原有喇章的職責，

雙方關係變得緊張，使得珠古與喇章的關係出現矛盾，而喇章與寺院二者之間的

對等互動關係則不太受影響。在此型中，新珠古的家族勢力尚不能與既有的宗教

系統（喇章與寺院的複合體）競爭。工珠．雲丹嘉措在他的自傳中不時抱怨其侍

原有 

喇章 

寺院 

行政系統 

家族 

珠古

介入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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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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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穩定的互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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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的地方勢力系統

固有的地方勢力系統

全新

勢力 

 
內部相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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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擅權的情形，便反映出此種類型。 

 

Type C 則顯示：新珠古的家族勢力凌駕或取代了地方性的、原有的喇章，使

得珠古與寺院的關係成為家族與寺院的對立關係。這種對立關係若是競爭，則不

利於寺院發展，甚至可能使珠古脫離寺院而獨立發展；若是合作，則尚可保持類

似前兩種模式的穩定發展關係。當轉世化身出生於此類家族時，家長往往會有不

願意將揚西交給喇章或寺院的情形。通常這種類型出現在「珠古生於本地或權貴

之家」，例如德格轄境內的頂戈級大頭人登龍倉(གཏེར་Pང་ཚང)家族及其家支頂果倉家

族。此外，做為宗教領域內突發的介入者(intruder)，那些通常為在家人身分的伏

藏師，當他們的宗教影響強大到可與寺院抗衡時，雙方的互動關係，也類似 Type 

C。 

 

由上述分析可知，轉世化身體系的運作穩定與否，家庭、地方性勢力等因素

至為重要。然而，此處僅是為便於說明而採用從基本結構出發的單純模式化解釋，

菁英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共生關係，是各種動力與因素的交織網絡，較此複雜許多，

容後文詳述。 

 

3. 新轉世權威的建立與認定者的權威 

 

由於轉世化身承載著為寺院系統、所屬社會帶來新宗教菁英成員的作用，

「轉世化身的認定者」對於被認定的轉世化身所屬人際網絡而言，便有著強大的

話語權，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雖然在 1792 年乾隆頒定了使用金瓶掣籤(གསེར་འ(མ་ད»ག་འདོན)決定轉世化身的規

章，意欲透過政府強制力，對西藏的轉世化身制度進行規範化管理，八世達賴也

隨後於 1793年頒佈〈水牛年奏摺〉，以示跟進。735然而，金瓶掣籤制度在藏文化

圈中並非常事，736其適用範圍具有明顯的屬地性與宗派區隔特點，──除了衛藏地

區少數與清朝關係密切的高階格魯派轉世化身之外，其餘地區、其他宗派的轉世

化身認定方面，高級的宗教菁英們依然擁有十分高度的自行裁量權。即使在格魯

 
735 1788-1789 與 1791 年，廓爾喀二度進攻西藏，事涉噶瑪噶舉夏瑪巴與其弟六世班禪，乾隆在

戰事結束之後，禁止夏瑪巴的轉世，沒收其屬民與屬第，並將其所屬寺院羊巴井寺改宗格魯

派，更於《善後章程二十九條》中，明文指出日後轉世化身之認定，須由金瓶掣籤方式，自

金瓶中抽出籤牌所提人選，而不得以降神(t་བབས)等其他方式為之。〈水牛年奏摺〉則指出，若

有依舊例認定轉世之情事，則當嚴懲。見：陳慶英、陳立健，《活佛轉世──緣起‧發展‧歷

史定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4，頁 171-179。 
736 金瓶掣簽的適用對象，主要是理蕃院登記在冊的蒙藏地區格魯派轉世化身，其中所屬寺院在

衛藏、青海、昌都者，於拉薩掣簽，1793-1910 年間，拉薩方面通過此方式認定了 74 位轉世；

西藏以外地區，包括蒙古各部與駐京各大呼圖克圖，其轉世則在北京雍和宮掣定。見：熊文

彬、張春燕主編，《活佛轉世：2014 年藏傳佛教轉世專題展》北京：中國藏學中心，2014，頁

15-19。經此制度認定的轉世化身，僅占藏傳佛教各宗派轉世化身總數的極小比例，且僅限於

格魯派轉世化身的認定，足見該制度在廣義的藏文化範圍之內，並不具備普遍性與強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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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內部，金瓶掣籤歸定頒佈後的 6位達賴當中，便有第九、第十三、第十四世等

3位達賴，以及第十世班禪皆免經掣籤程序。清朝時期免予掣籤的程序，一概是

政治制度性的措施，包括了衛藏政府經駐藏大臣轉呈皇帝，經皇帝批准而免予掣

籤。因此，此種制度的重要性在於，決定權（話語權）在皇帝（或中央政府）。
737此外，即使採用金瓶掣籤，提供轉世者名單已供掣籤的提供者（例如上奏第九

世達賴轉世人選的班禪與濟嚨呼圖克圖），其個人在決定轉世所屬地區、家世背

景等關鍵因素方面，仍有強大的話語權。因此，不論是由宗教菁英自行確認轉世

化身（話語權主要在提供名單者與確認轉世的宗教上層菁英），或由提報的數名

化身人選掣籤決定（話語權在提供名單者與皇帝）；又無論認定過程是宗教菁英

經由禪修、觀夢等方式決定，或由官方制度抽籤決定，「宗教菁英在決定轉世化

身人選過程的話語權」都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在多康地區，除了以昌都為首的金沙江西岸一帶之外，轉世化身的認定，往

往由宗派內部較孚重望的高僧大德，以主觀意志表示為依歸，便可確立，並不需

要透過金瓶掣籤的手續，便可繼任前世宗教菁英的身分。 

 

而根據佛教思想，能夠認證轉世化身者，須為具有神通738的宗教菁英──通

常是公認的高僧大德。雖然有神通不代表聖人，739但信眾的主觀信仰心理預設，

 
737 吳云岑，〈金瓶掣簽的設立及其意義〉《西藏研究》1996(1)，頁 37-38。 
738 關於神通，常見者為五種神通（pañcābhijñā/མངོན་ཤེས་�་ 簡稱五通），意味由修行禪定所獲得有

別於常人的特殊能力。《大寶積經‧菩薩藏會》如此解釋菩薩的五通：「復次舍利子！云何菩

薩摩訶薩靜慮作業？所謂菩薩成就神通智業圓滿。舍利子！云何名為菩薩神通？復以何等而

為智業？舍利子！言通智者，菩薩摩訶薩成就通智具足五種。何等為五？所謂天眼作證智

通、天耳作證智通、他心智作證智通、宿住憶念作證智通、如意足差別作證智通。舍利子！

是名菩薩摩訶薩五種神通，菩薩於中具足成就智業圓滿。」 

 

其中，認證轉世化身通常需要具備他心通(cetaḥ-paryāya-jñāna-sākṣātkriyābhijñā/གཞན་སེམས་ཤེས་པ)

與宿住憶念智通(pūrve-nivāsānusmṛti-jñāna-sākṣātkriyābhijñā/མངོན་གནས་�ེས་Mན་8ི་ཤེས་པ)。他心通是指能

夠知道他人內心各類差別情況的能力。《大寶積經‧菩薩藏會》又提到：「舍利子！當知是菩

薩摩訶薩以了知眾生根心勝劣之智，能悉了知眾生根心勝劣之性。至於宿住憶念智通則是能

夠知道自己與他人前生各種情形的能力。《大寶積經‧菩薩藏會》如此說明此種神通：「舍利

子！菩薩摩訶薩以具如是宿住隨念之智力故，盡於十方遍周世界所有眾生，非一種種諸宿住

事悉能隨念。如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若百千生，非一百生、非一千生、非一百千生，如

是次第皆能了知。……菩薩摩訶薩又知如是眾生，曾於彼處、有如是名、有如是性、如是種

類、如是色相、如是狀貌、如是形像、如是飲食、如是久住、受如是等苦樂之事，菩薩摩訶

薩以宿住智皆能隨念。」見：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大寶積經卷‧第四十九‧菩薩藏會

第十二之十五靜慮波羅蜜多品第十之一》，收入：《大正新脩大正藏經》Vol. 11, No. 0310（CBETA

電子版）。 
739 《俱舍論》：「論曰。通有六種。一神境智證通。二天眼智證通。三天耳智證通。四他心智證

通。五宿住隨念智證通。六漏盡智證通。雖六通中第六唯聖然其前五異生亦得。依總相說亦

共異生。」意思是說，前五種神通（包括他心通與宿住憶念智通［宿住隨念智證通］）不必然

是聖人境界，異生（pṛthag-jana/སོ་སོར་'ེས་བོ་ 尚未入聖的凡夫）也可得此境界。見：尊者世親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第二十七‧分別智品第七之二》收入：《大正新

脩大正藏經》Vol. 29, No. 1558（CBETA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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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美化過的、乃至神話色彩強烈的宗教菁英傳記(Mམ་ཐར/?གོས་བVོད)的敘事情境，確

實會在非刻意的情境下（或可說是集體無意識地）賦予或塑造了認定轉世者「不

同於凡人」在所屬社會範圍內的較高的社會位階或宗教權威，鞏固了該認定者的

宗教話語權。 

 

被認證為轉世化身者，對認定者往往又多了一份信心與情感，乃至成為認

定者的弟子，加入以認定者為核心的宗教菁英網絡。此種來自被認定者對認定者

的靠攏，又會對認定者的話語權及宗教權威起到強化的作用。若這種菁英網路再

度藉由轉世化身論述與師徒關係延續下去，原來的認定者圓寂後，其轉世再由先

前被認定者所認定，則一個「角色互換」（師徒關係調換）的模式便會再現，形

成一種具延續性的「宗教菁英網絡強化效應」。例如：達賴與班禪，噶瑪巴與司

徒，這種典型「互為師徒」的轉世化身關係，就是顯例。 

 

（三） 德格轄境內轉世化身制度的發展 

 

即便化身論述在 11 世紀便已經出現，並在 13 世紀開始制度化，但德格轄

境內影響力較大的寺院多成立或中興於 17世紀，而且在寺院發展的早期，寺權

多由創寺者及其弟子與喇章隨員掌握，似乎並立即採納轉世化身的制度做為發展

寺院組織的形式。延續至今日、影響力仍十分卓著的轉世化身系統，主要都在 18

世紀以後出現的。 

 

更慶寺與宗薩寺同屬薩迦派，同樣長期皆未採用轉世制度。更慶寺的寺權

核心，主要在德格王與俄爾寺的堪欽；至於宗薩寺，則屬俄爾寺管理，由俄爾寺

遍康喇章(ཕན་ཁང)所屬的阿日喇章(མངའ་རིས་�་%ང)、康薩喇章所屬的貢納喇章(�ང་k་�་%ང)這

兩支寺院施主家族傳承輪流住持。740到 19世紀，對該這兩所寺院影響最鉅者，

為宗薩寺的第一、第二世欽哲。當宗薩寺的第一世欽哲──蔣揚欽哲旺波年幼時，

時任德格悟喇的俄爾堪欽．第 50 任俄爾堪欽班究蔣巴桑波(དཔལ་འ.ོར་འཇམ་དཔལ་བཟང་པོ，

1789- 1864)認證他為第 43任俄爾堪欽向巴南喀企美的化身，表示要將他贖買至

俄爾寺的塔澤喇章(ཐར་5ེ་�་%ང)。741根據民間說法，欽哲旺波開啟了薩迦派轉世化身

制度。74219世紀末，欽哲旺波將宗薩寺的阿日家族的住持喇嘛認定為轉世化身，

於是 20世紀上半葉，第二世欽哲．曲吉羅追(མ4ེན་བ5ེ་ཆོས་6ི་�ོ་Yོས，1893-1959)也將貢納

家族的住持喇嘛認定為轉世，就此開啟了宗薩寺的其他 2 個轉世化身世系。743曲

吉羅珠還將更慶寺的宗教事務交由人稱格喇(�སི་�)、格囊(�སི་ནང)家的阿旺曲沛桑波

 
740 1ོ་6ོས་Wན་ཚ3གས，〈dོང་སར་དགོན་8ི་ལོ་cས་མདོར་བLས་〉（電子版，未出版。作者提供） 
741 ཀོང་aལ་ཡོན་ཏན་�་མཚ3，《�ེ་བ<ན་1་མ་ཐམས་ཅད་མ�ེན་ཅིང་གཟིགས་པ་འཇམ་དGངས་མ�ེན་བ�ེའི་དབང་པོ་=ན་དགའ་བ ན་པའི་�ལ་མཚན་དཔལ་བཟང་པོའི་"མ་ཐར་མདོར་

བLས་པ་ངོ་མཚར་w་/�ྦ་རའི་དགའ་ཚལ་》，folio 14a-15a. 
742 嘎布先生報導。（採訪時間：2014 年 8月 5 日，地點：德格縣普馬鄉德格宗薩藏醫院） 
743 1ོ་6ོས་Wན་ཚ3གས，〈dོང་སར་དགོན་8ི་ལོ་cས་མདོར་བL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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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ངག་དབང་ཆོས་འཕེལ་བཟང་པ，ོ1904-1998)主掌。嗣後格喇圓寂，另外尋得揚西，該寺才有了

屬於本寺的轉世化身。744 

 

八邦寺最主要的化身世系是歷代司徒，但該世系的來源並非德格當地，當

曲吉炯內在家鄉創立八邦寺時，他的身分已是第八世司徒了。文．桑沛(དབོན་vལ་བསམ་

འཕེལ，1700-1760s)被 17 世紀復興噶陀寺的著名伏藏師龍薩寧波認證為(ཡང་Yོལ་ལོ་�ཱ་བ་

དཀོན་མཆོག་འDང་གནས)的轉世，桑沛去世後，司徒．曲吉炯內在 18 世紀下半葉，認證了

木氏家族薩當甲波之子為文珠(དབོན་vལ)，遂傳下文珠氏系。該寺工珠的化身世系，

則晚至 19世紀初才開始流傳。至於八邦欽哲，則於 19世紀末至 20世紀初，出

生在白利甲波的家族，由工珠和噶瑪巴認證，且是透過贖買的方式才將之請至八

邦寺坐床。745 

 

噶陀寺的主要轉世化身世系的開端，多與龍薩寧波有關，但正式成為一種

延續轉世名銜的制度，主要約在 18世紀。該寺主要的轉世世系如下： 

 

1. 格澤(དགེ་5ེ)世系──1761年，局美策旺秋祝(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Zབ，1761-1829)被

認定為龍薩寧波的文波(དབོན་པོ)746轉世，從此傳下歷代格澤世系。747 

2. 直美信雄(�ི་མེད་ཞིང་)ོང)世系──直美信雄貢波(�ི་མེད་ཞིང་)ོང་མགོན་པ，ོ1724-176)被授記

為龍薩寧波之子甲色．索南德贊的轉世。後來，第一世格澤按照吉美林

巴的授記，認定了直美信雄貢波的文波「吉美仁增貢波(འཇིགས་མེད་རིག་འཛ]ན་མགོན་

པ，ོcirca 18th) 」為第二世直美信雄，開啟該寺最主要的轉世世系──歷代

直美信雄。748 

3. 噶陀司徒世系──直美信雄．吉美仁增貢波按照伏藏師仁增策旺諾布的授

記，在噶陀寺認定了八邦司徒．曲吉炯內的化身曲吉僧格(ཆོས་6ི་སེང་ག，ེ

1775?-?)，開始了噶陀的司徒世系。749 

4. 夏察世系──吉美仁增貢波又認證石渠一帶的頂戈級大頭人夏察本倉('ག་

ཚ་དཔོན་ཚང)家族的貢桑欸敦旺波(Xན་བཟང་ངེས་དོན་དབང་པོ，circa 18th )，為他的上師、

同時也是龍薩寧波高徒「邦果瓦．尊珠嘉措(³་འགོ་བ་བ5ོན་འZས་�་མཚ ，circa 17-

18th )」的轉世，是為第一世夏察仁波切。 

5. 莫扎世系──噶陀寺按照吉美林巴的伏藏授記，認證了德格大頭人登龍頂

果倉家族的吉札曲音多吉(འཇིགས་%ལ་ཆོས་ད�ིངས་mོ་Vེ，circa 18th )為莫扎囊謝波倉

 
744 མཁན་པོ་,ལ་Qན་ཚ�་རིང，頁 168, 295-296。 
745 噶瑪降村(ཀy་�ལ་མཚན)編著，《德格八幫寺志：藏文》(དཔལ་�ངས་Iབ་བ ན་ཆོས་འཁོར་Hིང་གི་ལོ་cས)，北京：民族出版

社，2007，頁 540-541, 558-559, 。 
746 དབོན་པོ་ 一詞多義，侄、甥、弟、孫、晚輩、繼承者，皆可稱之。因此，僅說是某人的文波，並

無法確定二人的親屬關係，只能確定文波的輩分較低。相關討論，詳見第六章第一節。 
747 江陽吉澤(འཇམ་དGངས་�ལ་མཚན)，頁 108。 
748 Ibid, 頁 106。 
749 Ibid, 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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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ཚ་ནང་ཤེ་པོ་ཚང)家族的莫敦欽波．仁增南喀卻旺 (Hོ་�ོན་ཆེན་པོ་རིག་འཛ]ན་ནམ་ནམ་མཁའ་ཆོས་

དབང，?-1784)的揚西，迎回噶陀寺坐床，成為第二世莫扎仁波切。750 

 

佐欽寺的創始者貝瑪仁增(!ོགས་ཆེན་པ�ྨ་རིག་འཛ]ན，1625-1697)圓寂後，隨即由第 2 任住

持本洛．南喀俄薩(དཔོན་¦བོ་ནམ་མཁའ་འོད་གསལ，?-1726)、敏林．德達林巴(�ིན་Eིང་གཏེན་བདག་Eིང་པ，1646-

1714)、第二世多札．仁增千摩．貝瑪赤列(mོ་%ག་རིག་འཛ]ན་ཆེན་མོ་_་:ེང་༢ པ�ྨ་འ:ིན་ལས，1641-1717)認證

了轉世。751隔了一個世紀，到了第四世佐欽巴．明珠南開多吉(!ོགས་ཆེན་པ་ ༤ མི་འ[ར་ནམ་མཁའི་

mོ་V，ེ1793-1870)之後，佐欽寺出現今日所稱「三大教主(བ�ན་བདག་Mམ་ག@མ) 」的轉世世系。

752 

 

至於由噶陀寺分出的白玉寺，以及原屬於佐欽系統的協慶寺，其轉世化身

世系及其相關意義，將於第六章第一節進一步討論，在此不贅。 

 

雖然從 18世紀起，受制於清廷的壓力，衛藏與昌都地區的化身轉世制度被

置於中國政府的直接干預之下，宗教菁英們在認證社會與宗教地位較高的某一高

僧大德之轉世後，尚須呈報中國政府批准，方可舉行坐床儀式，但這種來自中國

政府的規範，似乎並不及於多康地區，多康的宗教菁英們，在認定轉世化身時的

自主決定權是相對高出許多的。 

 

  

 
750 江陽吉澤，頁 126-127。 
751 不著撰人，《佐欽大圓滿寺和歷代佐欽法王》(7་འ(ར་Fབ་དབང་�ལ་བ་dོགས་ཆེན་དགོན་དང་dོགས་ཆེན་རིམ་Gོན།)（藏文版），

德格：佐欽熙日森五明佛學院，2003，頁 6-7。 
752 �ལ་པོ་ཉི་མ，《མདོ་ཁམས་dོགས་ཆེན་དགོན་8ི་ལོ་cས་ནོར་*འི་2ེང་བ་ཞེས་G་བ་བ&གས་སོ།།》@ང་ཐོག་：མཁན་པོ་ཐེག་མཆོག，1985，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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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伏藏現象：宗教菁英話語權與神聖

性的賦權來源 

 

一、伏藏論述 

 

10-14世紀是藏地繼吐蕃王朝之後的另一文化引進與創新的高峰時期。新譯

派學者們藉由留學求法、譯經、判教、結集與注疏，樹立了基於梵文原典的經典

權威。753寧瑪派也在這個時期，提出繼承過去並開創新局的知識產生方式，主張

該宗派的主要傳承來源有三：遠傳教言、近傳伏藏與甚深淨相。遠傳教言前者代

表傳自印度、代代相傳的經典傳統，近傳伏藏與甚深淨相則涉及宗教菁英的超自

然個人體驗。 

 

約 11 世紀開始，一類新的宗教菁英出現在藏區。這些人被稱為伏藏師(གཏེར་

�ོན/གཏེར་འ.ིན)，他們宣稱擁有「重新發掘的」(rediscovered)吐蕃時期的宗教文獻與基

於個人神祕經驗的經典傳承，稱為伏藏教法。 

 

（一） 伏藏的類型與內容 

 

這些所謂重新發掘的伏藏經典，是經過伏藏師「抉擇(གཏན་ལ་འབེབས་པ)」──也就是

轉譯(transcription)──之後，才被文字化的。據說這些伏藏師們所重新發掘的，並

不是考古發現的實體文本，而是一些可以幫助他們抉擇伏藏經典的物品，包括一

些佛像、念珠或者被稱為德忠（གཏེར་jོམ་ 伏藏寶匣）的岩塊。取伏藏的地點包括，

岩石、地下、湖泊、寺院、佛像內部、樹木，甚至空中。這些被取出的物品被稱

為伏藏品(གཏེར་!ས)，屬於地伏藏（ས་གཏེར，也即實體伏藏）。取出伏藏後，伏藏師與其

他宗教師要舉行密宗儀式──薈供(gaṇacakra/ཚ གས་འཁོར་�ོར་བ)，才能轉譯出伏藏，將之

書於文字。754 

 

此外，還有以伏藏師個人神祕經驗為內容，書之於文的形式，包括：心意伏

藏(དགོངས་གཏེར)、淨相(བདག་kང)與天法(གནམ་ཆོས)。當代德格著名宗教菁英──頂果．欽哲．

札西班覺(དིལ་མགོ་མ4ེན་བ5ེ་བn་ཤིས་དཔལ་འ�ོར，1911-1992)，被認為是當代最重要的伏藏師之一。

據他自述，他取出心意伏藏《三根本總集咕汝意修 自生蓮華心滴．悉地藏》(5་

ག@མ་Xན་འ�ས་F་Aའི་.གས་�བ་རང་Dང་པ�ྨའི་^ིང་ཐིག་དངོས་Zབ་^ིང་པོ) 時，是在為信眾傳法時，突然獲得體驗，

 
753 李晨升，〈工珠與伏藏〉，《青海民族研究》23(4): 2014，頁 145。 
754  Tulku Thondup Rinpoche, Hidden Teachings of Tibet: An Explanation of the Terma Tradi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Lond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86, pp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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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在心中呈現相關內容，從而抉擇出該法門文字。755筆者訪問另一位當代伏藏師

噶傑．康玉珠古(�ར་Vེ་ཁམས་ད(ས་vལ་_，b. 1927)關於他青年時代發掘格薩爾王(གེ་སར)淨相

伏藏的狀況時，報導人表示，格薩爾王及其眷屬大將們的淨相出現時，就像親見

真人一般。756另一位當代出生於伏藏師南卡直美冉江(ནམ་མཁའ་�ི་མེད་རབ་འ�མས，b. 1938)

則強調，要取出淨相伏藏，必須與蓮花生有密切的精神聯繫。757至於天法，則是

強調伏藏師從空中的到這個法門的傳承，其表面形式與淨相十分類似。 

  

接受伏藏教法的宗教菁英們主張，這些文本是在吐蕃時期被埋藏，度過滅

佛時期後，重新被發掘出來的。伏藏師們被描述為蓮花生或其弟子的化身，在時

機成熟時(�ས་ལ་བབས་པ) 「取出」過去埋藏的寶藏，因此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宗教權

威。 

 

從信仰者的主觀而言，支持者們同意伏藏教法原始來源為吐蕃時期，而這種

態度促進了信仰者對吐蕃王朝往昔輝煌的主動認同，並同時形塑了寧瑪派自身宗

派內部的教義正統性與凝聚力。因此，在普遍接受伏藏教法的寧瑪派與噶舉派內

部，對於此種宗派經典詮釋，成了宗派發展與寺院組織改變過程當中，塑造宗教

菁英話語權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從社會與宗教實踐情境考慮，伏藏教法是一種與確切可知源自印度的正統經

典相對的「新經典權威」；而從宗教信仰群眾間的內部意義來看，伏藏教法的信

仰者、傳播者們，以及他們對對伏藏教法的詮釋途徑和接納態度，則是最能體現

宗教信仰現實形式的鮮活模式。 

 

伏藏現象與轉世化身論述幾乎同時出現（或者說同時走向穩定化、制度化，

因為伏藏在剛開始出現時，也並未形成普遍具影響力的現象），伏藏師與珠古們

雙雙成為新興的宗教菁英，這兩種現象則同時挑戰了以往以家族傳承及師徒關係

為基本形式的寺院繼承方式，使得宗教菁英來源的單一性面臨轉變；與此同時，

伏藏文本也擴大了制度化宗教的宗教文本的類型與數量，在源自印度的教義正統

權威之外，樹立了另一個以藏族本土歷史記憶與為核心的宗教正統。 

 

（二） 面對質疑：伏藏師宗教話語權的形塑過程 

 

由於伏藏經典的形成過程，是經過當時伏藏師或其他宗教菁英抉擇的，所

 
755 བ^་ཤིས་དཔལ་འGོར，〈རང་.ང་པ�ྨའི་Dིང་ཐིག་ལས༔ �་ག%མ་=ན་འ/ས་J་_འི་Iགས་bབ་དངོས་Fབ་Dིང་པོ་བ&གས༔〉，收入 བ^་ཤིས་དཔལ་འGོར，《'བས་�ེ་དིལ་

མ�ེན་�ོ་�ེ་འཆང་འ(ར་མེད་ཐེག་མཆོག་བ ན་པའི་�ལ་མཚན་དཔལ་བཟང་པོ་མཆོག་གི་ག%ང་འ*མ་བ&གས་སོ།།》པོད་༼ཙ་༽པ། New Delhi: Shechen 

Publication, 1994, folio 34b-35a. 
756 噶傑‧康玉珠古報導。（採訪時間：2018 年 1月 23 日，地點：報導人於臺北市下榻處） 
757 伏藏師南卡直美冉江報導。（採訪時間：2018 年 9月 30 日，地點：香港荃灣悅來酒店）珠古

敦珠(aལ་�་དོན་Fབ，b. 1939)也抱持類似的觀點，見 Tulku Thondup Rinpoche, pp.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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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字書寫的工作，實際上是在「被宣稱取出伏藏的年代」完成的，而不是前弘

期(བ�ན་པ་h་དར)。這種經典生成的過程，從客觀現象來說，是在每一個伏藏師的時代，

各自完成的，自然會引起反對者主張其為「偽造」的聲音。 

 

從 11世紀開始，包括仁欽桑布、拉喇嘛．希瓦哦(,་�་མ་ཞི་བ་འོད，circa 11th )、

桂譯師．枯巴拉則(འགོས་ལོ་�ཱ་བ་aག་པ་,ས་བཙ+ས，circa 11th)、薩迦班智達(ས་)་པoྜི་ཏ，1182-1251)、

恰譯師．卻杰貝(ཆག་ལོ་�ཱ་བ་ཆོས་Vེ་དཔལ，1197-1263/1264)、布頓．仁欽主等人，都陸續發

表一類稱為「駁斥邪謬密法(hགས་ལོག་@ན་�ིན)」或「駁斥邪法(ཆོས་ལོག་@ན་འ�ིན)」的專文。這

些宗教菁英們，將寧瑪派的無上密宗(hགས་�་མེད)所遵奉的經典，包括《祕密藏續》

(Guhyagarbhatantra/2ད་གསང་བ་^ིང་པོ)、《修部八教》 (�བ་པ་བཀའ་བ�ད)、大圓滿 法門

(mahāsanti/!ོགས་པ་ཆེན་པོ)等，都斥為藏地偽造的經典。758 

 

榮松．曲吉桑波是第一位回應這些指謫的寧瑪派學者，他主張寧瑪派的經

典權威建立于吐蕃王朝時期，認為當時經典翻譯已經完備，寧瑪派則繼承了這些

經典，經典話語的權威性已經轉移至西藏，無須像新譯派的學者一樣，向印度尋

求正統性。759 

 

接在榮松之後，寧瑪派的宗教學者與伏藏師們持續地透過專著，以冷靜的

方式回應新譯派的詰難。伏藏師們一方面澄清對手的責難，一方面透過書寫伏藏

教法史，建立伏藏文本的話語權。成書於 1384年，咕如卻旺(F་A་ཆོས་དབང，1212-1270)

的《伏藏教法廣史》(གཏེར་འDང་ཆེན་མོ)，被認為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伏藏教法史，也是第

一部對伏藏現象做出系統性說明與澄清的專書。惹納林巴則在 15世紀中葉寫下

《咕如惹納林巴伏藏教法廣史．明燈》(F་A་རÚྣ་Eིང་པ་གཏེར་འDང་ཆེན་མོ་གསལ་བའི་jོན་མེ)一書，可說

是為伏藏論述及回應質疑的集大全之作。 

 

16世紀以後，寧瑪派又陸續出版了回應批評的專書： 

 

1. 雅德律師．欽饒嘉措(གཡག་�ེ་འ�ལ་འཛ]ན་མ4ེན་རབ་�་མཚ ，circa 16th)的《教法史問

答．摩尼寶庫》(ཆོས་འ>ང་�ིས་ལན་ནོར་�འི་བང་མཛ�ད) ； 

2. 索鐸巴．羅珠嘉措(སོག་བ7གོ་པ་�ོ་Yོས་�ལ་མཚན，1552-1624)760 的《蓮師遺教．

除心意闇》(ཨོ་'ན་�མ་ཐར་ཡིད་7ི་?ན་སེལ)； 

3. 夏素巴．札西南嘉(ཤ་ག$གས་པ་བn་ཤིས་Mམ་�ལ，circa 17th ) 的《伏藏教法史．

 
758 ཆག་ལོ་¿ཱ་བ་དང་འགོས་uག་པ་tས་བཅས་སོགས，《ཆག་ལོ་¿ཱ་བས་མཛད་པའི་7གས་ལོག་%ནའGིན་དང་འགོས་uག་པ་tས་བཙས་!ི་7གས་ལོག་%ན་འGིན་བ&གས་སོ།།》

Thimphu: Kunsang Tobgyel and Mani Dorji, 1979, folio 3a-6a,10a-11a.  
759 沈衛榮、侯浩然，《文本與歷史：藏傳佛教歷史敘事的形成和漢藏佛學研究的建構》北京：中

國藏學出版社，2016，頁 171-180。 
760 他是受到第五世達賴反感的寧瑪派「囊、索、貢三人(rང་སོག་གོང་ག%མ)」之一。其他二人為：囊孜伏

藏師‧喜波林巴(rང་�ེ་གཏེར་ ོན་ཞི་པོ་Hིང་པ་ 1524-1583)、貢繞譯師‧賢遍多吉(གོང་ར་ལོ་¿ཱ་བ་གཞན་ཕན་�ོ་�ེ་ 1594-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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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鬘》(ཟབ་4ད་གཏེར་མའི་ལོ་2ས་གཏེར་�ོན་ཆོས་འDང་ནོར་(འི་འ:ེང་བ)； 

4. 大智者阿旺羅珠（མཁས་མཆོག་ངག་དབང་�ོ་Yོས་ 即咕如札西[F་A་བn་ཤིས] circa 18th）

《咕札教法史》。761 

 

到了 19世紀末，工珠．雲丹嘉措寫了《甚深伏藏與伏藏師成就者如何應世

之事蹟輯要．寶吠琉璃鬘》(ཟབ་མོའི་གཏརེ་དང་གཏེར་�ོན་Zབ་ཐོབ་ཇི་�ར་�ོན་པའི་ལོ་2ས་མདོར་བ�ས་བཀདོ་པ་རིན་ཆེན་བཻÜÐའི་

:ེང་བ)，書中也對伏藏的合理性做出引經據典的說明。20世紀的第三世多智欽．吉

美丹貝尼瑪(དོ་Zབ་ཆེ་འཇིགས་མེད་བ�ན་པའི་ཉི་མ，1865-1926)所撰《略述宿緣伏藏傳承論．稀有大

海》(ལས་འ:ོག་གཏེར་བ2ད་6ི་Mམ་བཤད་�ང་གསལ་ངོ་མཚར་�་མཚ )、敦炯．吉札耶謝多吉(བ�ད་འཇོམས་འཇིགས་%ལ་ཡེ་ཤེས་

mོ་Vེ，1904-1987)的《敦炯教法史》則是這一路對抗「反寧瑪、反伏藏」聲浪的最

後兩本著作。 

 

從這個歷史過程，我們可以發現，自 11 世紀一直到 20 世紀，寧瑪派不斷

透過「回覆詰問(5ོད་ལན)」這種特殊的文類(gnere)來回應反對者，這是一個樹立宗

派話語權的持續性的行動，同時也藉此不斷地、動態地模塑著寧瑪派的內部認同。 

 

二、伏藏師的權威來源 
 

伏藏與授記是分不開的。伏藏師的身分及其伏藏法門之所以能夠被信仰群眾

接受，主要基於兩種賦權：授記思想、與權威宗教菁英建立起人際網絡。 

 

有別於一般印度宗教正典的授記，伏藏授記可說是一個在伏藏信仰體系內部

的自我生成(self-production)、不需要外部資源(external resources)的論證機制。 

 

至於正如世俗統治者權力的依據仰賴族源的神聖性與所屬宗族對群體內部

菁英個體的支持，透過授記思想與轉世化身論述為機制，伏藏師的身分可打破時

間的限制，上溯至吐蕃王朝時期的知名歷史人物────如：毗盧遮那(བཻ་རོ་ཙ་ན)、穆赤

贊普(?་@ི་བཅན་པོ)、赤松德贊(ཆོས་�ལ་Oི་"ོང་lེy་བཙན，circa 8th)、納南．多吉敦炯($་ནམ་Bོ་Cེ་བ1ད་འཇོམས)、

南開寧波(ནམ་མཁའི་Dིང་པོ)等人，與之產生直接連結，成為這些歷史人物的繼承者，以「延

續」前人的事業(མཛད་Eིན)，發揮其在信仰群眾之間的功能。 

 

（一） 授記與伏藏 

 

伏藏與和轉世化身之間的相似處在於，它們在信仰者的社會現象與個人心理

期待這二種層次上，都「再現」了經典中的典範，凡是經典有記載者，便具有預

 
761  ཀོང་aལ་ཡོན་ཏན་�་མཚ3，〈ཟབ་མོའི་གཏེར་དང་གཏེར་ ོན་Fབ་ཐོབ་ཇི་®ར་Gོན་པའི་ལོ་cས་མདོར་བLས་བཀོད་པ་རིན་ཆེན་བཻSTUÀྻའི་2ེང་བ་ཞེས་G་བ་བ&གས་སོ།།〉，《རིན་ཆེན་

གཏེར་མཛ3ད་ཆེན་མོ་》པོད་༼ཀ༽པ།，དཔལ་�ངས་པར་མ，folio 232b-23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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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的神聖性與權威性。此外，伏藏論述與化身思想是緊密交織的，幾乎每位伏藏

師，都有一位以上「名聲響亮的前世」，也正因為如此，伏藏師的每個舉動，都

可被解釋為延續過去的某個經典授記。 

 

例如，鄔金林巴(1323-?)的伏藏《蓮花遺教》至今被信仰者公認為詮釋伏藏分

類、確證伏藏師身分的權威文本。《咕札教法史》也以極長的篇幅，徵引《蓮花

遺教》的授記，說明從 11世紀起第一位伏藏師桑吉喇嘛(སངས་�ས་�་མ)到德欽林巴(བདེ་

ཆེན་Eིང་པ，circa 17th )之間的伏藏師們，何以符合授記的道理。762在其他伏藏文本中，

以某些伏藏文本當中的授記文(bང་�ང)做為某位伏藏師出現的合理化依據的模式，

可謂屢見不鮮。 

 

因此，伏藏師的權威來自經典授記，而做為能夠生產（暫且不論文本的真實

性問題）「新的」授記文本的「新的宗教權威」，伏藏師及其伏藏法門，與授記的

關係是「彼此生成」的。所謂「彼此生成」，並非互為因果的循環生成關係，而

是像是父子關係不斷地在血脈這個系統內延續下去：父親生了孩子，使孩子有「於

未來」成為父親的能力；這個孩子成年後，又成為父親，進而有自己的孩子…。

這是父子關係隨著時間推移的線性發展。做為整體的「伏藏師權威性」就像氏族、

部落、民族或階層內部，新成員取代舊成員，但整體仍保有一種動態的結構性。
763 

 

同樣地，「較早的授記」賦予早期伏藏師宗教權威，使早期伏藏師有「提供新

的授記」的權力，新的授記，又成為能夠賦予後來的伏藏師宗教權威的來源，或

者再反回去確證先前伏藏師的正統性…。如此的互相生成，也是一種宗教權威隨

著時間推移，在社會結構內部的線性發展。（參見圖 3-6） 

 
762 郭若扎西，頁 365-450。 
763 A. R. Radcliffe-Brown, Method in social anthrop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p. 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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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授記論述與伏藏現象的彼此生成與再生成 

 

（二） 伏藏師身分的影響力 

 

伏藏在客觀上是否能為具真實性的(authentic)文本，並不影響伏藏之於信仰

者及其社群的主觀作用──包括凝聚向心力與傳承信仰思想的功能。伏藏文本的客

觀真實性問題，對宗教菁英以及外部的研究者們來說才具有意義。 

 

然而，從影響力而言，伏藏師及其法門是否能夠產生社會性的影響，則是十

分現實的客觀問題。信眾、宗教菁英與政治權力的接納，是做為社會一分子的伏

藏師要在俗民社會發展人際網絡與影響力的重點因素。 

 

在過去，藏族的知識傳播途徑，一直是菁英主導的、由上而下的單向傳播。

俗民的宗教認同，不論階級，大多數還是依附在「對今生需求的滿足」這一前提

下，以屬地認同與宗派認同為主；由於屬地與教派認同超過了對教義內涵的認識，

因此，對俗民信仰者而言，當社會上公認的宗教菁英對伏藏師與伏藏文本予以承

認，或者伏藏師做為一種被投射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角色得以滿足信眾的宗

教信仰需求時，伏藏現象就很容易在被宗派認同的同時，連帶獲得社會群眾的接

受。 

 

至於政治權威（包括王權）的支持，則能促進伏藏法門進入寺院結構，提供

宗教支持，為法門流通帶來助力。 

 

1. 宗教權威的支持 

 

伏藏師的現象，可反映出新興宗教菁英獲致權威、形成權力關係網絡的面向。

授記

版本 I 

伏藏師

A 

賦予真實性 

授記

版本 II 

伏藏師

E 

伏藏師

F 

伏藏師

G 

生成 

賦予真實性 

賦予真實性 

賦予真實性 

授記版

本 III 

生成 

…… 

授記版

本 IV 

生成 

…… 

授記版

本 V 

生成 

…… 

賦予真

實性 

授記生成伏藏的正統性 伏藏現象的自我再生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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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藏師與這些菁英的往來互動，實際上是擁有權力的個體彼此「認可」(recognition)

與「認同」(identification)的過程：在建立關係網絡的過程中，伏藏師透過師徒關

係的建立，主動承認世俗菁英或宗教菁英的身分，連帶尋求（不見得是刻意的）、

進而得到對方的認可；世俗或政治菁英，以及其他場域中的宗教菁英，在主動認

可伏藏師身分的同時，也強化了自己做為俗民社會或者宗教場域之中意見領袖

（例如：歷代噶瑪巴、達賴喇嘛）的角色與地位。如此構築而成的菁英權力網絡，

是從網絡內部自我強化起來的，也就是說，「承認伏藏論述」本身，就足以成為

社群內部強化的鍵結力量。（如圖 4-8） 

 

 

 

 

 

 

  

  

 

 

圖 4-7 基於教義詮釋與師徒關係的伏藏師宗教權力網絡（筆者繪製） 

 

尤其到了 19 世紀，噶瑪巴對伏藏師的宗教權威的認可，變成伏藏師的社會

影響力與公信力是否得以開展的關鍵。19 世紀在德格地區影響卓著的囊謙伏藏

師秋居德欽林巴(མཆོག་འ�ར་བདེ་ཆེན་�ིང་པ，1829-1870)的外曾孫、同時也是 20世紀囊謙地

區倉薩(ཚང་གསར) 宗教菁英家族的主要成員「祖古烏金仁波切」(�ལ་�་ཨོ་�ན་རིན་པོ་ཆེ，1920-

1996)在他的回憶錄中，曾提出他對此現象的觀察與理解： 

 

Because the Karmapa is an emanation of buddha activity, when a tertön 

connects with him, that in itself increases the propagation of the terma 

teachings. A look through the history of tertöns reveals again and again that if 

同時期的 

傳統宗教權威人士 

如：達賴、噶瑪巴、 

薩迦赤欽 

同時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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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五世達賴、龍薩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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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教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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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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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建立師徒關係， 

認同對方的宗教權威 

師徒 師徒 師徒

伏藏師網絡內部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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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Karmapas shows respect for a tertön, then the Karmapa’s influence 

and blessings will make everyone accept the tertön and his teachings without 

doubt or dispute. This is why major tertöns need to link up with the Karmapa; 

otherwise, the tertön is at risk of being called crazy or a charlatan.764 

 

（由於噶瑪巴是佛陀事業的化身，當一位伏藏師與他聯繫時，這件事本身

就會增進該伏藏教法的發展。回顧伏藏師們的歷史，一次又一次地顯示出

當某一位噶瑪巴對一位伏藏師表示尊敬，則噶瑪巴的影響與加持便會讓所

有人都接受該伏藏師及其教法，無有懷疑或爭議。這就是主要的伏藏師們

必須與噶瑪巴建立起連結的原因，若非如此，伏藏師將會面臨被視為瘋狂

或江湖術士的風險。） 

 

他的這段詮釋，很能反映伏藏師與具備強勢話語權的傳統宗教菁英建立起人際網

絡的重要性，既反映了信仰者對伏藏現象的主觀認知，同時也與文獻所呈現出來

的伏藏師對社會的影響現象相符。 

 

筆者的田野場域也有類似的案例。德格王轄境內的熱加地方向來是德格王

治下噶陀寺法脈較為蓬勃的地區，直至 20世紀上半葉，當地寺院清一色都是噶

陀寺的分寺。喀中倉家族(ཁ་Zང)是該地宗教菁英家族之一，兩代人之前，該家族出

了一位麻邛鄉安章寺(ཨ་འཛ མ་དགོན)的轉世化身，以及一位當地伏藏師貝瑪德欽林巴

(པ�ྨ་བདེ་ཆེན་Eིང་པ，circa 20th )的法侶（གསང་/མ་ 即男性宗教人士的配偶）。後來，該家族

一位於當地熱加寺(རག་ཆབ་དགོན)出家的普通僧侶索南(བསོད་ནམས)，在經歷個人的神祕經

驗後，宣稱擁有與 19世紀果洛色達(མགོ་ལོག་གསེར་ཐལ)的敦珠林巴(བ�ད་འཇོམས་Eིང་པ，1835-1904)

同樣源自吐蕃時期切瓊譯師(4ེy་�ང་ལོ་�ཱ་བ，circa 9th )的伏藏。後來，噶陀寺主要轉世

化身之一的莫札．吉札秋吉朗波(Hོག་ཚ་འཇིགས་%ལ་'ོགས་6ི་Eང་པོ，circa 20th )確認了索南的伏

藏，甚至慎重其事地為之開立的書面證明。此後，該喀中倉便流傳下熱加地區新

的伏藏家族法脈傳承。765 

 

此外，由工珠．雲丹嘉措所結集的《大寶伏藏》(རིན་ཆེན་གཏེར་མཛ�ད་ཆེན་མོ)叢書，收錄

了 163位伏藏師的伏藏典籍。該叢書的編輯，是凝聚「伏藏論述支持者群體」的

一種力量，也是「伏藏作為社群當中一種具功能的現象」的實體表現。（詳見附

錄 A）後來由於十五世、十六世噶瑪巴為首的德格各宗派上層（格魯派除外）在

短短的半世紀裡陸續接受工珠及其弟子所傳授的《大寶伏藏》，使得伏藏法門在

德格的公信力與影響力，已經達到幾乎無法撼動的地步。 

 

 
764 Tulku Ugyen Rinpoche, Blazing Splendor: The Memoirs of Tulku Urgyen Rinpoche, Boudhanath, Hong 

Kong & Esby: Rangjung Yeshe Publications, 2005, p. 54. 
765 前熱加寺僧澤仁諾布(ཚ�་རིང་ནོར་*)報導。（採訪時間：2015 年 9月 26 日，地點：白玉縣城建設鎮

金沙江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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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權對伏藏師的支持 

 

16世紀末，德格家族 42代人德格喇嘛．貢噶嘉措(�ེ་དགེ་�་མ་Xན་དགའ་�་མཚ )與寧瑪派

許多伏藏師(གཏེར་�ོན)關係密切，包括北伏藏(�ང་གཏེར)系統的羌巴．札西多嘉(� ང་པ་བn་ཤིས་

�ོབས་�ལ，1550?-1603)、出生於工布的嘉村寧波(འཇའ་ཚ ན་^ིང་པ，ོ1585-1656)以及噶陀寺喇

嘛旺札嘉措(དབང་�ག་�་མཚ ，?-1640)。766其中，旺札嘉措的轉世化身系統，影響了 17

世紀末的德格，白玉寺與噶陀寺都將伏藏師珠古明珠多吉視為旺札嘉措的再來人，

而噶陀寺的莫札珠古的系統，也來自旺札嘉措。嘉村寧波曾對貢噶嘉措授記，建

立一座隱居閉關所──敏卓林禪院，並在該地修行；據說，嘉村寧波還引用了蓮花

生的授記，表示用蠍子圖案的印璽，有助於德格人丁興旺。後來龍薩寧波按照這

種授記說法，建議在德格轄境內通用此蠍紋官印，表示有助於政治與宗教發展，

於是，直至 20世紀德格家族都一直使用此形制的印璽。767 

 

在敦督多吉逃離德格之後，明珠多吉和龍薩寧波成為了德格王的上師，在德

格家族的支持下，為今日白玉一帶的寧瑪派發展帶來了契機：龍薩寧波被授權主

持噶陀寺，逐漸以伏藏師取代了噶陀寺長達三百年的家族傳承（十三代仲巴）；

明珠多吉則在噶舉高僧噶瑪恰美、噶陀僧人仁增貢桑謝饒的信仰與協助下，憑藉

著德格家族的支持，以新建的白玉寺為據點，發展了自己的伏藏法《天法》的影

響力。雖然明珠多吉二十多歲時便圓寂，沒有更多的佛教事業，但隨著白玉寺的

成立與僧團的實踐，加上工珠在《大寶伏藏》中收錄不少《天法》法門，因此該

伏藏法門的影響力至今在德格社群內的信仰群眾仍為數不少。 

 

尤其在 18世紀中以後，德格王室公開信仰寧瑪派，接受伏藏教法，甚至讓

伏藏教法在倫珠頂傳授。王室的支持加上衛藏的伏藏師吉美林巴代表的寧瑪派中

興氣象，使得多康多數高階宗教菁英紛紛成為吉美林巴的法脈弟子，（相關分析

詳見第六章第二節），伏藏師對多康的影響力愈來愈強，乃至最終主導了 19世紀

以後的德格王室宗派傾向與轄境內宗派版圖的面貌。 

  

 
766 策旺多吉仁增，頁 20。 
767 策旺多吉仁增，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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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王權與教權的共生：政教菁

英之間共生的鍵結與關係 

 

藏族對學者的崇尚風氣下，「博學強記」被認為是一種學者的長處。然而，

憑藉記憶的知識傳遞，本身就會將學者們對知識來源的供應者──自己的師長（無

庸置疑，他們與知識的接受者是同時期的菁英）──懷著有別於「更古遠的知識來

源」（例如佛陀與其他祖師）的情感認同（或說是感戴恩情）。 

 

這樣的認同，形成了對上師、智者的崇敬與信念，卻也造成對過去的知識與

資訊來源的不求甚解，雖然強化了當代信眾對學者們（主要是宗教菁英）的信仰

強度，以及對各時期的當代菁英話語權的支持，但同時也在知識傳承方面，留下

了非刻意的斷層。在以文獻與口傳為媒介所傳播的知識中，我們都不難發現這樣

的事實：人們對特定敘事或經典引用的張冠李戴，已隨著時間演進，形成了某種

至今仍然普遍的、不成文的知識傳播範式。 

 

就理想的知識傳播而言，這種知識傳播範式固然存在「造成客觀的知識內涵

被扭曲、重新模塑」的弊端，但從「形塑菁英話語權與其社會地位」的視角加以

理解時，該範式恰好增進了群體內部對意見領袖或知識菁英的主觀認同，從而塑

造了客觀上「菁英佔有話語優勢」的現象。 

 

當菁英擁有話語優勢時，基於宗教思想的宗教權威支配才得以作用。而在政

教菁英互利共生的模式下，宗教菁英的話語權也被用來闡釋王權的神聖性（包括

我們在前一章看過的神聖家族史與受記書寫）。於是，在賦予宗教菁英話語權的

情況下，王權成為單純的政治權威，並不宰制宗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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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從護地王到法王──政教菁英共築

的王權論述 

 

一、德格甲波：對德格王稱呼方式的差異 

 

語彙的選擇，往往能反映出敘事情境與涉事人物彼此的關係。藏文當中的 �ལ་

པོ་（rgyal-po音譯為「甲波」）一詞，意為王者、統治者，為一適用範圍較泛化的

詞彙。因此，德格加波是最常被用來指稱德格王的詞彙。然而，在歷史文獻──例

如《甘珠爾目錄》《丹珠爾目錄》《德格王統記》等──當中，對德格王室成員、特

別是掌握政權者的詞彙選擇，則十分講究，體現出德格王身分的不同面向。茲按

敘事者身分的類型，臚列說明如後。 

 

1. ས་)ོང་（sa-skyong音譯為「薩炯」）──字面意思是守護、護佑大地者，與印

度佛教哲學經典所透露的「王」(rāja)的內涵十分接近，是否有印度

辭源的關係，尚待考證。文獻中用薩炯稱呼王者的情形，對象通常包

括：(1)當地仍在位的王；(2)當地已卸任的統治者（例如前文討論過

的德格家族第 46 代長子索南貢波）；(3)對其他地方王者的尊稱（通

常用於具有政教合一的身分的王者，例如卓尼王）。通常該詞還會與

甲波或甲姆（王后或女王）連用，稱為薩炯加波、薩炯甲姆。 

2. ཆོས་�ལ་（chos-rgyal音譯為「曲加」）──意為法王。如緒論所言，該詞彙本來

專指佛陀，後來主要用於指涉「以佛法做為治國依據的王者」或者

「護持佛法的王者」。 

3. མི་དབང་（mi-dbang音譯為「米旺」）──意為人主、人王，也是統治者的意思。

在 18世紀的文獻中，統治轄境內某一地區（例如：汪布頂）的行政

首長，也用此稱。 

4. དཔོན་（dpon音譯為「本」）──意為官員。這個詞彙的使用通常是中央政權對

地方行政長官的稱呼，有 3 種情形：(1)德格對內稱呼直屬於轄境的

地區行政首長，應該是後來用以取代米旺一詞的用法；(2)在 18世紀

以後，多康大的王國或部落相繼歸附清朝，成為土司。到了 19世紀，

本就成藏文文獻中對這些土司的慣用稱呼；(3)拉薩方面稱呼多康統

治者為本，其原因有二，一視之為土司，二視之為藩屬。無論如何，

文獻中的本，都是對外地行政長官或部落首領的稱呼。若統治者為

女性，則稱為本姆（有時本姆也會用於指代統治者的妻子，但此種用

法較少）。 

5. "ས་（sras音譯為「色」）──為兒子的敬語，用在政治文獻的語境下，則有

幾項可能：(1)單純指稱統治者家族的男性；(2)指稱儲君；(3)在任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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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其父雖已退位但仍在世。 

 

其中，護地王一詞的指涉比較單純，專指王者，沒有太多延伸意涵。除了

德格王之外，19世紀下半葉統治德格的普隴巴，在《工珠自傳》中也稱之為薩

炯。至於本和色，也是沒有弦外之音的詞彙，出現的頻率高，但因為本質上是

一般名詞，判定所稱對象的身分時較容易產生混淆，但只要掌握住文獻作者敘

事的情境與相關背景，仍可避免誤讀。 

 

至於法王一詞，成了轉輪聖王的代稱，或帶有轉輪聖王隱喻的用語，也被

視為理想化的賢君典型。德格王朝從 17世紀成立以來，歷代統治者（包括女

王）被轄境外的人們通稱為德格王，但轄境內的菁英們在稱呼德格王時，總是

以法王稱之（女性執政者不稱為法王，最多稱為薩炯旺姆）。以下就要討論德格

王做為法王所乘載的神聖君權概念。 

  

二、藏文語境下的法王與轉輪聖王 

 

（一） 法王一詞做為一種政治語彙的創制：明朝冊封的教王 

 

元明清三朝對於歸附朝廷的藏區高階宗教菁英，視其具體情形而綬與相應的

職銜。除了帝師、國師這類屬於肯定其政治地位的稱號768，還有各種法王的宗教

性尊號，例如表達對宗喀巴弟子釋迦也失(Ý6་ཡེ་ཤེས，1354-1439)尊敬、不帶封為教

主之意的大慈法王(�མས་ཆེན་ཆོས་Vེ)，769以及明成祖沿用元朝封給八思巴而改封給第五

世噶瑪巴．德新謝巴，以示其為藏區最高宗教領袖的「如來大寶法王」(བདེ་བཞིན་གཤེགས་

པ་རིན་ཆེན་ཆོས་Vེ)稱號，770皆屬之。 

 

然而，歷代朝廷所頒的法王稱號，與德格家庭的法王一詞，在藏語文情境及

實質意義上，卻有著極大的區別，不可混淆。 

 

如緒論所言，「法王」一詞，源自印度佛教，本來即有 2 種主要的涵義：佛

陀、以佛法治國的君主。而在藏族歷史文獻中的法王，向來指涉的是後者。亦即，

在繼承自印度佛教概念下，藏語文情境中的法王，其身分屬性是君主──無論政教

 
768 例如元朝給八思巴兄弟與薩迦各喇章，以及第三世噶瑪巴‧讓炯多吉的「統領釋教大元國

師」印，代表的就是對宗教人物身分其社會地位（大元國師）的肯定。八思巴的封號還包

括：大寶法王、大元帝師，其中，帝師一稱還標示著八思巴的地位在帝王之上。見：謝光

典，〈“統領釋教大元國師”印考釋〉《中國藏學》2017(4)，頁 42-49；張羽新，〈有關八思

巴事蹟考略〉《中國藏學》1997(2)，頁 106-108。 
769 陳楠，〈大慈法王與明朝封授關係研究〉《中國藏學》2003(1)，頁 57-65。 
770 周潤年，〈歷代噶瑪巴活佛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中國藏學》1997(1)，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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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與否，它的指涉對象都是政治菁英，而非宗教菁英。（無論該位君主是否高

度投入宗教信仰，除非其人為出家僧，否則便不應歸屬於宗教菁英） 

 

日本學者佐藤長將明朝永樂至正德年間得到封號的各宗派代表大喇嘛 8人，

稱為八大教王，以取代不明確亦不統一的稱號指涉。茲按其文中所討論的教王、

封號、封號對應的藏文及其意義，以列表方式呈現如下： 

 

表 5-1 明代藏區八大教王的封號與其藏文意涵對照表771 
朝廷封號 該朝廷封號 

的藏文對應詞 

該朝廷封號

的藏文意譯

藏語文情境下

對該宗教菁英之

慣常稱呼 

該慣常稱呼 

之詞義 

該慣常稱呼

的性質 

大寶法王 རིན་ཆེན་ཆོས་�ེ/Rin-

chen Chos-rje 

大寶法尊 ○1 �ལ་དབང/

rgyal-dbang 

○2  ཆོས་�ེ/chos-rje 

○1勝王/佛王 

○2  法尊 

宗教尊稱

（勝王/佛王常

用於稱呼噶舉

各支派領袖與

達賴） 

大乘法王 ཐེག་ཆེན་ཆོས་!ི་�ལ་

པོ/Theg-chen 

Chos-kyi-rgyal-

po 

大乘法王 ཆོས་�ེ/chos-rje 法尊

 

宗教尊稱

（常用於稱呼

各宗派具聲望

的宗教菁英） 

大慈法王 Gམས་ཆེན་ཆོས་

�ེ/Byams-chen 

Chos-rje 

大乘法尊 ཆོས་�ེ/chos-rje 法尊 宗教尊稱

 

闡化王 དབང་༼ཝང༽/ 

Dbang (Wang) 

王 དབང་༼ཝང༽/

Dbang (Wang) 

王 指稱政教合

一領袖 

闡教王 -- -- ○1 �ལ་དབང/

rgyal-dbang 

○2   'བས་མགོན/chos-

rje 

○1 勝王/佛王 

○2  救怙者 

宗教尊稱

（○2 常用於稱

呼各支派祖庭

寺院[གདན་ས]的法

台） 

贊善王 -- -- ○1 �ལ་པོ/

rgyal-po 

○2  དཔོན/dpon 

○1 王

○2  官員、土司 

政治頭銜

護教王 Â་Ãའོ་ཝང/

Hu-kyu’o Wang 

護教王

（音譯） 

བ<ན་པ/Btsun-pa 佛僧 一般用語

（用於尊稱具

有出家戒的佛

僧） 

輔教王 ཧོ་!འོ་ཝང/

Ho-kya’o Wang 

輔教王

（音譯） 

བདག་ཆེན/bdan-chen 達欽（音譯） 宗教稱謂或

政教合一領

 
771 參考資料：（日）佐藤長著，鄧銳齡譯，〈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上、中、下）《西南民族學

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3)，頁 31-34；1987(4)，頁 19-33；1988(4)，頁 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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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 

（用於稱呼在

家傳承的宗教

領袖，例如薩

迦昆氏或達隆

家族） 

 

從表 5-1可知，明朝時期封贈、廣為人知且對藏區政教的延續性影響較大的

八大教王，除了闡化王一詞在藏語文當中沒有其他對應的稱呼，而直接沿用了當

時的音譯「王」，而贊善王沒有藏文對應詞彙，在使用藏語文的場合稱之為王或

土司，為專屬於政治菁英所擁有的頭銜，輔教王是否兼具政教領袖的身分尚待考

察以外，其餘 5類教王的頭銜均屬單純的宗教領袖，且在藏文歷史文獻中對他們

的常用稱呼，與明朝封贈的頭銜並不一致，另有藏族社會脈絡下的意涵。 

 

因此，這些前往中國內地受封的教菁英，他們的身分可說均與做為君主的「法

王」迥異。法王的角色之一，是做為宗教菁英的施主，而不是宗教菁英（關於供

養者與布施者的討論，詳見本章第二節）；即便是佛僧做為政教合一的領袖，仍

與法王的身分不完全一致。 

 

在藏族歷史上，吐蕃時期「法王祖孫三人」(ཆོས་'ལ་མེས་དབོན་�མ་ག#མ)772是最早被稱為

法王的政治人物，但在早期的藏文史書 8世紀末的史書《韋協》(དབའ་བཞེད)，後來公

認可信的史書──包括《奈巴教法史》、《娘氏教法史》、《布頓教法史》──當中，雖

然都記載了藏地最早被稱為法王的贊助佛教、供養佛僧的事蹟，但同樣都沒有用

法王來稱呼。這些教法史中唯一被稱為法王者，只見於《娘氏》與《布頓》對阿

育王的稱呼。可見，將資助佛教的藏地政治領袖視為法王敘事傳統，應不早於 14

世紀。 

 

（二） 法王與佛法的傳播 

 

然而，在德格，最晚到 18世紀初，（17世紀時，噶瑪恰美的著作中，稱呼吐

蕃贊普與德格王都還是只用甲波[國王]一詞），法王一詞就被用來稱呼德格王了。

司徒班欽在《甘珠爾目錄》中，便引用了印度佛教學者龍樹(Nāgārjuna /P་�བ)等人

的作品，說明理想王者（法王）應有的品質：強烈的利他心、正直不詭詐、謹慎、

氣度雍容、珍惜屬民與轄地、不擾民，以及運用佛法立身處世，甚至對陌生人都

不應頤指氣使，並且要保護僕役、辦事人員與窮苦之人。實際上，這都是司徒班

欽用以讚嘆丹巴澤仁的鋪陳。77318世紀末、19世紀初，第一世格澤．局美策旺

 
772 松贊干布(Pོང་བཙན་@མ་པོ)、赤松德贊(\ི་Pོང་Qེk་བཙན)、赤熱巴謹(\ི་རལ་པ་ཅན)三代贊普(བཙན་པོ)的合稱。 
773 司徒班欽對丹巴澤仁的稱呼便是法王。見：司徒‧曲吉窮乃，頁 40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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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祝在《寧瑪十萬續目錄》中，則是透過家世高貴、靈性不凡、效法往昔阿育王

等菩薩大德之行跡、不慕榮華、平等看待並修持一切宗派的法門等優點，讚嘆當

時在位的德格女王策旺拉姆。774 

 

至於 19世紀的《德格王統記》，則是頻繁地使用法王一詞來稱呼從向巴彭措

開始的倫珠頂座主。策旺多吉仁增說明自己效法歷代德格法王，同時執掌宗教與

政務的理由是： 

 
�ེ་དགེ་གོང་མས་.བ་བ�ན་ས་ངོར་9ི། ། 

bགས་བཟང་འYོ་བའི་བདེ་)ིད་འDང་གནས་@། ། 

དར་བའི་བདག་�ེན་ཁོ་ནར་.གས་གཏད་པའི། ། 

རིགས་ཆོས་ཐ་ཤལ་དཔནོ་)འི་Jོད་ངན་9ིས། ། 

མ་བ¦ད་བ�ན་འYོར་དགེ་ཞིང་hོན་�ོན་9ི། ། 

.གས་བ)ེད་དང་མ.ན་རང་གི་bགས་$ང་2ན། ། 

.ན་མིན་བ)ངས་ནས་ས་ངོར་^ིང་པོའ་ིབ�ན། ། 

འཕེལ་རེས་དཀའ་Jད་ཡོ་�ད་བ5ོན་འZས་6སི། །775 

 

[譯文] 

 

效法德格先祖唯專注 

弘揚釋教、薩迦、俄爾派， 

善規乃成眾生利樂源， 

不為劣種、無信仰官員， 

劣行玷污，利教法、眾生， 

往昔發心故… 

 

他還為法王的意涵下了定義： 

 
དེས་ནས་འཇིག་?ེན་)ོང་བ་�ོབས་lན་9ི། ། 

�ལ་བ$ང་Oིམས་6ི་�་བས་ཉེས་Jོད་ཅན། ། 

Q་བཀོང་�ིག་ལས་lོག་ནས་ཆོས་6ི་�ོ། ། 

eགས་6ིས་འÇད་པའི་ཐབས་6ི་མཛད་:ིན་མཆོག ། 

)ོང་'ིར་མི་བདག་�ལ་པོའི་མཚན་ཙམ་འཛ]ན། ། 

དེ་ལ་ཆོས་6ི་�ལ་པོ་ཞེས་@་འདོགས། །776 

 

 
774 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Fབ，《cད་འ*མ་དཀར་ཆག》頁 231-237。 
775 策旺多吉仁增，頁 104。 
776 Ibid，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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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是故護佑世間具力者， 

所採法規震懾惡行者， 

強令扭轉罪惡入佛門， 

為護最勝方便之事業， 

因而博得人主王者名， 

於彼添綴法王稱號也。 

 

策旺多吉仁增引述薩班的箴言，說明統治者家族的特殊點在於「不與凡俗

同流」。他說道：「出身賢者慎於行，行劣門閥無意義；有者如同檀妙香，誰取焚

後灰燼耶？」(བཟང་པོའི་ཆོ་རིགས་Jོད་པས་{ངས། །Jོད་པ་ཉམས་ན་རིགས་དོན་མདེ། །ཙ�ྡན་�ི་བཟང་)ེ་བོ་འགའ། །དེ་བ"ེགས་སོལ་བ་@་ཞིག་ལེན། །)

並特別提到，除了松贊干布王("ོང་བཙན་Vེ)的丹巴澤仁為在家人之外，在他之前的歷

代德格法王都是出家人，而這種出家法王（�ོམ་བ5ོན་�ལ་པོ/�ོམ་བWན་�ལ་པོ་）的身分，是在佛

經中最受推崇的形象。777 

 

到了 19 世紀末，局．米旁嘉措則參考了近 20 部關於定義何謂法王的佛教

經論，為絳白仁欽撰寫了一篇鉅著《君規教言論．護地莊嚴》(�ལ་པོ་bགས་6ི་བ�ན་བཅོས་ས་གཞ་ི

)ོང་བའི་�ན་ཞེས་�་བ་བTགས་སོ།།)。該書可謂總集佛教思想中「法王所應為」之大成，是最後一

部、也可說是最完整一部闡述德格家族做為法王而具備王權正統性的宗教類著作。 

 

可見，在德格王室以及與王室親近的宗教菁英互動過程中，除了透過第四

章所探討家族神聖族源的書寫之外，也持續地透過法王與護地王等詞彙的概念及

運用，塑造德格王的神聖性，並將德格王室的統治正統性形塑地愈臻完善。 

 

（三） 向印度與蒙古連結：從法王到轉輪聖王 

 

如同前文所述，法王的另一個涵義，便是印度轉輪聖王的思想。而在元朝的

歷史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轉輪聖王的神聖性之於非農業民族的重要性。 

 

1278 年，八思巴在忽必烈之子──當時已經正式受封為皇太子的真金(1243-

1285)──請求下，於薩迦寫下《彰所知論》(ཤེས་�་རབ་གསལ)一書，用來教導 1274-1276

年期間，一路從臨洮陪同他回到薩迦的真金。後來該書收入德格版《薩迦五祖全

集》。778在該書中，他從成吉思汗開始敘述蒙古王統，並將他與轉輪聖王加以連

結。茲將相關段落節錄於後： 

 

 
777 策旺多吉仁增，，頁 118, 120-123。 
778 王啟龍，《八思巴評傳》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頁 270, 250-258,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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སངས་�ས་§་ངན་ལས་འདས་ནས་ལོ་@མ་�ོང་ཉིས་བ�་~་བN་,ག་འདས་པ་ན། �ང་'ོགས་ཧོར་9ི་/ལ་�་hོན་བསདོ་ནམས་བསགས་པའི་འ%ས་

(་�ིན་པ་ཇིང་གིར་�ལ་པོ་ཞེས་�་བ་Dང་ལ། དེས་�ང་'ོགས་ནས་བ5མས་ཏེ་�ད་རིགས་མི་གཅིག་པའི་/ལ་ཁམས་�་མ་དབང་�་�ས་ནས་�ོབས་

6ིས་འཁོར་ལོས་¸ར་བ་�་(ར་[ར་ཏོ། །དེའི་"ས་ནི་མོ་གོ་ཏ་ཞེས་�་བ་ག་གན་�་ཡོངས་@་Yགས་པ་དེས་�ལ་པོ་མཛད་ཅིང་། �ལ་"ིད་ནི་h་མ་

བས་6ང་�ས་པར་[ར་ཏོ། །དེའི་"ས་ནི་/ག་གན་ཞེས་�་�ེ། དེའང་�ལ་"ིད་ལ་དབང་བ¸ར་བའི་�ལ་པོར་[ར་ཏོ། །ཇིང་གིར་�ལ་པོའི་"ས་�ང་

བར་[ར་པ་ནི་དོ་ལོ་ཞེས་�་བ་ཡིན་ཏེ། དེས་6ང་�ལ་པོའི་གོ་འཕང་Mམ་པར་ཐོབ་ནས་�ལ་ཐབས་�ས་པ་ཉིད་དོ། །དེའི་"ས་6ི་.་བོ་ནི་མོང་གོ་ཞེས་

�་བ་ཡིན་ཏེ། དེས་6ང་�ལ་པོའི་གོ་འཕང་Mམ་པར་ཐོབ་ནས། �ལ་ཐབས་�ས་པ་ཉིད་དོ། །དེའི་གNང་ནི་གོ་པེ་ལ་ཞེས་Yགས་པ་�ེ། �ལ་པོ་ཉིད་�་

ཡང་མངའ་གསོལ་ནས་h་མ་དེ་དག་བས་ཆེས་,ག་པའི་�ལ་"ིད་�་མ་ལ་དབང་བ¸ར་ཞིང་། བ�ན་པ་རིན་པ་ོཆེའི་�ོར་Tགས་ཏེ། �ལ་"ིད་ཆོས་

བཞིན་�་Mམ་པར་བ)ངས་ནས། �ོན་པའི་བ�ན་པའང་གསལ་བར་�ས་པ་ཉིད་དོ། །དེའི་"ས་6ི་.་བོ་ནི་ཇིང་གིམ་ཞེས་�་�ེ། མཐོ་རིས་6ི་དཔལ་

ཐམས་ཅད་6ིས་འ�ོར་ཞིང་ཆོས་རིན་པོ་ཆེའི་�ན་9ིས་6ང་མཛ+ས་པར་kང་བའོ། །དེ་ལ་མཾ་ག་ལ་དང་། ནོ་མོ་གན་ཞེས་�་བ་ལ་སོགས་པ་མཆེད་7་

Mམས། རང་རང་གི་ཡོན་ཏན་དང་འ�ོར་པས་འ�ོར་ཞིང་། སོ་སོའི་"ས་དང་བ2ད་པ་དང་བཅས་པ་ཉིད་དོ། །དེ་�ར་Ý6འི་�ལ་བ2ད་ནས་

བ5མས་ཏེ། དེང་སང་གནས་པའི་�ལ་བ2ད་6ི་བར་Mམས་བVོད་པའོ། །779 

 

 [譯文] 

 

佛涅槃後三千二百五十餘年，北方蒙古國中，往昔積聚福德之果成熟者

出，謂成吉思王，其自北方起，控有諸多語言不一之地，以其威力，如

轉輪王。其子共稱可汗者，名幹果戴，紹繼王位，國政益前。其子古偉

可汗，亦為掌理國政之王。成吉思王之次子，名曰多羅，紹隆王位，治

理都國。其長子蒙哥，亦紹王位，治理都國。其弟共稱忽必烈，登基為

王，多方統理國政，尤過其先祖，復入大寶聖教之門，如法善理國政，

彰顯本師聖教。其有長子，名為真金，具一切上趣妙德，光顯佛法，莊

嚴更勝寶飾。其有厖各刺、納麻賀等諸手足，各具盛德財富，諸子家嗣

亦爾。如是所述，乃自釋迦王系以降，如今正住之諸王統也。780 

 

 
779 八思巴(འཕགས་པ)著，沙羅巴譯，《彰所知論：藏漢對照》(ཤེས་G་རབ་གསལ)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

頁 32-33。 
780 元朝沙羅巴的譯文為：「北蒙古國。先福果熟生王。名曰成吉思(二合)。始成吉思。從比方王

多音國。如鐵輪王。彼子名曰幹果戴時稱可罕。紹帝王位。疆界益前。有子名曰古偉。紹帝

王位成吉思皇帝。次子名朵羅。朵羅長子。名曰蒙哥。亦紹王位。王弟名曰忽必烈。紹帝王

位。降諸國土疆界豐廣歸佛教法依化民。佛教倍前光明熾盛。帝有三子。長曰真金豐足。如

天法寶莊嚴。二曰厖各刺。三曰納麻賀。各具本德係嗣亦爾。茲是始從釋迦王種。至今王種。」

見：元帝師發合思巴造，宣授江淮福建等處釋教總統法性三藏弘教佛智大師沙羅巴譯，《彰所

知論》卷上〈情世界品第二〉，收入：《大正新脩大正藏經》Vol. 32, No. 1645（CBETA電子版）。 

 

又，由於沙羅巴譯文中「多音國」「如鐵輪王」等語，後來引起陳寅恪評論該書「將天竺、

吐蕃事蹟添加於蒙兀兒史，為《蒙古源流》之編制體裁來源」等猜測，以及蘇魯格、沈衛榮

等學者對陳寅恪推論望文生義、矯枉過正之批評，以及對該文是否為「蒙古王統與釋迦王統

聯繫」之肇創等議題進行討論，（見：王啟龍，頁 288-292；沈衛榮，〈再論《彰所知論》與《蒙

古源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06(4)，頁 697-714。）未必免從該書評論「成

吉思汗有如轉輪王」這一敘事岔題出去，筆者此處譯文，係按藏文漢譯，而不採沙羅巴譯文，

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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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年，夏魯寺在貢噶敦珠(Xན་དགའ་དོན་Zབ，circa 14th )出資下，以納塘寺的《丹

珠爾》為底本，加入新譯經典，輯為夏魯《丹珠爾》。當時，布頓．仁欽竹為這

個版本的《丹珠爾》寫了一本目錄，名為《丹珠爾目錄．如意摩尼滿願寶鬘》(བ�ན་

འ[ར་9ི་དཀར་ཆག་ཡིད་བཞིན་ནོར་(་དབང་གི་�ལ་པོའི་:ེང་བ་བTགས།)。781該目錄當中提到護持佛教的施主與輯

錄《丹珠爾》之目的時，採借了《彰所知論》的思想和部分語詞，以同位語(appositive)

的形式，稱忽必烈為轉輪聖王，且為佛教之施主。茲摘錄如後： 

 
བ�ན་པ་རིན་པོ་ཆེའི་བ�ན་�་འ[ར་བར་�ས་པོ། འདིར་བོད་6ི་�ལ་པོ་ཆེན་པོ་དག་གི་ཞང་�ོན། ཝེ་Ô་ན་སིÞི་དང་། ཝེ་4ི་འuག་ལ་སོགས་པའི་

རིགས་2ད་4ད་པར་�་[ར་པའི། �ེ་བWན་ཤེས་རབ་འDང་གནས་ཞེས་�་བའི་2ད་པ། ¦ོབ་དཔོན་ཆེན་པོ་དྷH་རཀྵི་ཏ་ལ་སོགས་པ་མགོན་པོ་འཇམ་

པའི་ད�ངས་6ི་Mམ་འ�ལ། དཔལ་lན་ས་)་པའི་ག�ང་2ད་�ི་མ་མེད་པ་Mམས་6ི་_འི་ཞང་པོར་[ར་པ། �ོབས་6ི་འཁོར་ལོས་བ¸ར་བའ་ི�ལ་པོ། 

སེ་ཆེན་གན་2ད་པ་དང་བཅས་པས་ལེགས་པར་བ)ངས་ཤིང་�་བ་4ད་པར་ཅན་ལ་མངགས་པ་པ། _་ཞང་ཆེན་པོ་Yགས་པ་�ལ་མཚན་9ི་"ས་6ི་

.་བོ། བ�ན་པ་རིན་པ་ོཆེ་ལ་མི་'ེད་པའི་དད་པ་ཅན། བ�ན་པ་འཛ]ན་པའི་)ེས་(་དམ་པ་Mམས་6ི་�ིན་བདག་�ལ་Oིམས་ཆེན་པོ་༢ 6ི་�་བ་ལ་

མཁས་པས། གོང་མའི་ཞབས་ཏོག་ལེགས་པར་�བ་ཅིང་། མངའ་རིས་ཆོས་དང་འ.ན་པར་)ངོ་པའི། _་ཞང་ཆེན་པོ་Xན་དགའ་དོན་Zབ་6ིས། ཕན་

བདེའི་འDང་གནས་བ�ན་པ་རིན་པ་ོཆེ་དར་ཞིང་�ས་པར་�་བའི་'ིར་དང་། བ�ན་པའི་5་ལག་གོང་མ་ཡོན་མཆོད་ཆེན་པོ་Mམས་_་ཁམས་བཟང་

ཞིང་_་ཚ+་བ�ན་[sic.]པར་�་བའི་'ིར་དང་། ་་་་་་་782 

 

 [譯文] 

 

嚴飾珍貴聖教者，［屬於］此地諸吐蕃大王之尚論──韋．嘉納悉地、韋．

迄竹等殊勝家世者，係所謂介尊．謝饒炯內之家世，［其亦為］大阿闍梨

達摩惹訖怛等諸怙主文殊師利化身──吉祥薩迦巴無垢骨系諸尊之舅父、

具力轉輪王薛禪汗并其諸嗣，善加護持，嘆為殊勝事業。古尚欽波．札

巴堅贊(_་ཞང་ཆེན་པོ་Yགས་པ་�ལ་མཚན)之長子──古尚．貢噶敦珠(_་ཞང་ཆེན་པོ་Xན་དགའ་དོན་Zབ)，

其於珍貴聖教具不退轉信，眾持教大德正士之施主，精通廣大二種法律

(�ལ་Oིམས་ཆེན་པོ་༢ 6ི་�་བ་ལ་མཁས་པ)，故能善加侍奉先祖，如法護佑轄境，為廣弘利樂

之源──珍貴聖教，令教法之親友──上位偉大施主、檀越眾──貴體安康，

壽命堅固，因此…… 

 

 

從上二段引文，筆者將早期對蒙古君王們轉輪聖王形象之塑造做出以下歸

納： 

 

1. 二文都提到 �ོབས་6ིས་འཁོར་ལོས་¸ར་བ་一語，讀音相同，意義卻不同，783可見布頓

 
781 扎呷編著，《藏文《大藏經》概論》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 68。 
782 རིན་ཆེན་Fབ，〈བ ན་འ(ར་8ི་དཀར་ཆག་ཡིད་བཞིན་ནོར་*་དབང་གི་�ལ་པོའི་2ེང་བ་བ&གས།〉，收入：布敦‧仁欽竹著，百慈藏文古籍

研究室整理，《布敦‧仁欽竹文集：藏文》(*་ ོན་རིན་ཆེན་Fབ་!ི་ག%ང་འ*མ་>ོགས་བ�ིགས་པར་1ངས་པར་མ།)北京：中國藏

學出版社，2002，頁 577-578。 
783 《彰所知論》中寫的是  ོབས་!ིས，意為「仰仗力量」，文法上為因果句當中的原因句，然而夏魯

《丹珠爾目錄》則用  ོབས་!ིས，意為「力量的」，詞性為「名詞加所有格」而構成的形容詞。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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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視忽必烈為「具力轉輪王」的概念，承襲自 13世紀下半葉。 

2. 對蒙古王統與轉輪王的關係，從 13世紀末「成吉思汗『有如』轉輪王」，

到 14世紀上半葉，敘事內涵變成了「忽必烈『等於』轉輪王」。可見，

50餘年間，將蒙古王統賦予佛教意義下的神聖性，有著愈發完整的轉變

趨勢。 

3. 被稱為轉輪王的蒙古君王們，其角色為佛教的施主，與佛僧的關係是合

作的供施關係。 

4. 在 13-14 世紀的藏地，轉輪王意象所乘載的符碼，是政治性的（護持國

政）；即使轉輪王本身也信仰佛教（才能如法[依據佛法]治國），但並不兼

具宗教領袖的身分。 

 

三、德格王與轉輪聖王形象的授記 

 

德格家族又是如何運用菁英的話語權威，將自身的法王地位與轉輪聖王巧

妙地銜接起來的呢？這便涉及了伏藏師「授記」論述的關鍵性。在德格家族遷居

龔埡時，做為一位伏藏師，湯東嘉波對該家族政治版圖發展授記的靈驗，使得德

格王國雖然獨尊薩迦派，但歷來王室卻總是對寧瑪派的伏藏師格外鍾情。 

 

17世紀 50年代時，敦督多吉曾受到德格家族高度崇隆，最初的原因，很可

能與敦督多吉本人一篇關於德格護地大王為轉輪聖王(cakravartin/འཁོར་ལོས་བ¸ར་བའ་ི�ལ་པོ)

的授記有關。 

 

在日後敦督多吉離開德格前所留下的 3 封〈即興瘋曲〉之一的〈瘋人敦督

多吉之懷傷瘋曲〉(མི་¨ོན་བ�ད་འ�ལ་mོ་Vེའི་©་¨ོན་ཡིད་)ོ་མ་བTགས་སོཿ)中，敦督多吉自述他之所以前往

德格的緣由：「དཔལ་མིའི་དབང་པོ་ཤར་མདོ་ཁམས་ཆོས་�ལ་ས་)ོང་བ�ན་པའ་ིབདག་པོ་^ན་པས་ས་'ོགས་Xན་ལ་4བ་པཿ �ེ་དགེ་ནས་Jན་འ�ེན་

པ་ནན་�་འོང་བ་ལ་བ?ེན་ནསཿ」（由於吉祥人王東方多康法王護地教主美名傳遍各地，德格又

殷殷迎請之故…）784〈嘛囉毗拿雅筏哲羅之即興瘋曲〉則提到他對貢噶嘉措的念

恩之情：：「7་%ལ་ཕ་མཆོག་དམ་པ་4ོད་�ིན་9ིསཿ ཆོས་�ོར་Tགས་རིམ་གཉིས་ངང་གནས་ཙམཿ」（仰仗無與倫比、最勝父

親大德您的恩澤，得以出家，稍許自然安於二次第…）785，並且將德格王叔姪們

媲美吐蕃時期的赤松德贊王： 

 
ཆོས་�ལ་ཚངས་པའི་མེ་ཏོག་$ང་འ%ེལ་Mམསཿ Fང་.ན་མཁའ་ད�ིངས་དགོངས་པ་གཏད་[ར་ནཿ ,་མིར་དབང་བ¸ར་གཞན་kང་ཟིལ་གནོན་ཅིང་ཿ 

 
種差異固然可能源於版本不同或抄錄錯誤，但兩種說法在口語使用時，則會顯得完全相同。

可見， ོབས་!ིས་འཁོར་ལོས་nར་བ་ 一語，很可能是在 13-14世紀之間藉由口語而獲得傳播的。 
784 བ/ད་འ/ལ་�ོ་�ེ，〈མི་�ོན་བ/ད་འ/ལ་�ོ་�ེའི་�་�ོན་ཡིད་'ོ་མ་བ&གས་སོཿ〉in བ/ད་འ/ལ་�ོ་�ེ，《གཏེར་ཆེན་རིག་འཛ�ན་བ/ད་འ/ལ་�ོ་�ེའི་ཟབ་གཏེར་,ོར།》Vol. 

10(པོད་ ༼ཐ༽ པ།), Darjeeling: Kargyud Sungrab Nyamso Khang, 1997, folio 1b. 
785 བ/ད་འ/ལ་�ོ་�ེ，〈�ཱ་ར་བི་ན་བ�་8ི་�ོ་�་ཐོལ་.ང་མ་ཞེས་G་བ་བ&གས་སོ།།〉1b. 二次第(རིམ་གཉིས)係指佛教密宗當中最高級別的宗

教功修──無上密宗的瑜伽法門。可見敦督多吉幼時便與德格喇嘛‧貢噶彭措有著密切的師

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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མངའ་ཐང་བདེ་ཉི་བདལ་ངེས་ད་Wགས་ལགསཿ786 

 

 

[譯文] 

 

齊名梵天之花諸法王， 

午座專注虛空法界意， 

現已調御人天勝他顯， 

權勢安樂之日必然現。 

 

梵天之花(ཚངས་པའི་མེ་ཏོག/ཚངས་པ་,འི་མེ་ཏོག)是藏文歷史文獻中常用來替代藏王赤松德贊的名

號。這段話的意思是：德格的諸位法王們（向巴彭措叔侄，他顯然也將貢噶嘉措

也算去了），可與赤松德贊相比，（表示在政教兩方面都有豐功偉業）若是能夠專

注於寧瑪派的修行787，則將能統御眾人與天人(deva/,)，勝過他顯(གཞན་kང་ཟིལ་གནོན)──

意味著不被幻象所迷惑，令權勢與安樂的日光升起。 

 

關於這段將德格家族與赤松德贊王齊名的比喻，亦見於敦督多吉的一篇伏藏

授記文(གཏེར་bང)〈日月嚴飾廣被之金傘〉(ཉི་7འི་�ན་ཅན་Xན་4བ་གསེར་ག�གས)之中： 

 
མདོ་ཁམས་ཤར་'ོགས་གནས་6ི་�ོ་མོ་ནས༔ རིག་འཛ]ན་བ�ད་འ�ལ་mོ་Vེ་ཞེས་�་བས༔ ཟབ་མོའི་གཏེར་ཆོས་འདི་ལ་Jོད་པའི་�ས༔ ཐོག་མར་5་བའི་ཆོས་

6ི་བདག་པ་ོནི༔ ཆོས་�ལ་ཚངས་པ་,་ཡི་མེ་ཏོག་4ོད༔ ཟ་ཧོར་ག�གས་མདའ་འཛམ་Eིང་�ན་ཅིག་པ༔ འYོ་འ�ེན་�ལ་བ་བཟང་པོའི་མཚན་འཛ]ན་

པ༔༌༌༌༌༌༌༌༌ 

 
་་་་་་བ�ད་དབང་མ་[ར་.གས་དམ་ཉམས་བཞེས་ནས༔ _་ཚ+་མཐར་'ིན་བ�ན་པའི་མངའ་ཐང་འཕེལ༔་་་་་་ཆོས་འདི་ཉམས་�ངས་�ོད་ཧོར་འ�ལ་བར་

ངེས༔ 788 

 

[譯文] 

 

多康東方聖地發源處， 

 
786 བ/ད་འ/ལ་�ོ་�ེ，〈�ཱ་ར་བི་ན་བ�་8ི་�ོ་�་ཐོལ་.ང་མ་ཞེས་G་བ་བ&གས་སོ།།〉4b-5a. 
787「午座專注虛空法界意」一句，「午座」(Jང་Iན)係指閉關修行者每天 4 個修行時段(Iན)之中的第

2個、接近中午的時段，在文中用來指代修行。「虛空法界意」(མཁའ་དGིངས་དགོངས་པ)是寧瑪派無上密

傳統中大圓滿法門的用語。因此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當初德格法王們選擇專注修行寧瑪派，

將會有如轉輪王一般的偉業。 
788 བ/ད་འ/ལ་�ོ་�ེ，〈ཡང་གསང་མཁའ་འ6ོའི་Dིང་\ག་ལས༔ Dིང་ཐིག་ཚ�་གཡང་Wར་ག%མ་8ི་གང་ཟག་@ོས་!ི་]ང་བ ན་ཉི་�འི་�ན་ཅན་=ན་�བ་གསེར་ག/གས་བ&གས་སོ༔〉，收

入：不著編者，《]ང་བ ན་>ོགས་བBས་》白玉縣：亞青鄔金禪林（內部流通），頁 80-81。需要說明的是，

筆者使用的這篇授記文，並未收入於德格木刻版的敦督多吉全集中。德格版雖有一則篇名完

全相同的授記文，但除了前兩頁之外，內容與此文幾乎完全不同。德格版見：བ/ད་འ/ལ་�ོ་�ེ，《གཏེར་

ཆེན་རིག་འཛ�ན་བ/ད་འ/ལ་�ོ་�ེའི་ཟབ་གཏེར་,ོར།》པོད་ ༼ད༽པ། (Vol. 11), Darjeeling: Kargyud Sungrab Nyamso Khang, 1997, 

pp. 657-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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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持明敦督多吉者， 

受此甚深伏藏法之時， 

最初首位根本之法主， 

即為法王梵天之花您， 

薩霍爾傘瞻洲唯一嚴， 

眾生導師勝者名桑波… 

 

…若無魔擾做為主修法， 

能享終年教法威權增… 

 

…修此法門必伏上霍爾。 

 

這篇授記文顯示出，敦督多吉於 1645 年789取出的《空行心血》(མཁའ་འYོ་^ིང་Oག)法門

主要的弟子，是赤松德贊的化身，能使其人增長壽命、權勢，乃至一定能夠制伏

上部的霍爾人(�ོད་ཧོར)。很可能正因為這篇伏藏文的授記，德格家族的叔侄們，才

格外重視敦督多吉，因為他的伏藏授記代表著「德格法王如同法王赤松德贊，若

是雙方結成師徒，將來有助於德格家族的發展，甚至可以擊退北方的霍爾人。」

《咕札教法史》也才會提到： 

 
བ�ད་རིགས་6ི་�ོན་པ་ོའགའ་ཞིག་གིས་མཚམས་�ོར་9ི་?ེན་འ%ེལ་ལགོ་མིན་�་[ར་པས་.གས་)ོ་ནས་་་་་་�་ེདགེ་ས་དབང་ཆེན་པོ་དང་གཏེར་

ཆེན་འདི་གཉིས་?ེན་འ%ེལ་ལེགས་ལམ་�་[ར་ན་མདོ་�ད་ཕལ་ཆེ་�ེ་དགེའི་མངའ་འོག་R་འ�་བའི་bང་བ�ན་6ང་ཡོད་6ང་། ?ེན་འ%ེལ་གཞང་

དབང་�་[ར་པས་ས་དབང་ཆེན་པོའི་བ�ན་$ས་ལ་Nང་ཟད་གནོད།790 

 

[譯文] 

 

一些魔族的臣子導致[師徒善緣]結合之緣起顛倒，使得[敦督多吉]內心懊

惱……雖然有授記提到，倘若德格大王與大伏藏師雙方緣起善妙順利，則

多麥大部分地區將會納於德格轄下，然而緣起遭到外力影響，大王之佛法

規劃亦稍受損。 

 

可見，當時德格家族是為了敦督多吉伏藏文本中關於統治者的授記，服膺於授記

的權威性，所以請來了伏藏師。791至於後來羅珠嘉措改請龍薩寧波，並且將之奉

為悟喇的原因，也是因為授記與緣起： 

 
789  བ/ད་འ/ལ་�ོ་�ེ，〈ཡང་གསང་མཁའ་འ6ོའི་Dིང་\ག་ལས༔ Dིང་ཐིག་ཚ�་གཡང་Wར་ག%མ་8ི་གང་ཟག་@ོས་!ི་]ང་བ ན་ཉི་�འི་�ན་ཅན་=ན་�བ་གསེར་ག/གས་བ&གས་སོ༔〉

folio 25a. 
790 郭若扎西，頁 567-568。 
791 Jann Ronis 認為德格家族請來敦督多吉是為了創造第二個「德格與伏藏師」的合作關係（博塔

與湯東嘉波是第一個合作關係），以在該王國境內創造一股政治與文化復興的力量。見 Jann 

Ronis, 2003. p.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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གཏེར་ཆེན་ཆོས་6ི་�ལ་པོ་འདི་ཉིད་Jན་འ�ེན་པར་Dང་བའི་ཚ+་མཚན་ལམ་�་མཁའ་འYོས་bང་བ�ན་Dང་བ་དང་?ནེ་འ%ེལ་6ང་ལེགས་པས། 

�ེ་དགེ་ས་)ོང་ཆེན་པོའ་ིད(འི་མཆོད་གནས་@་གདན་�ངས་པ་བཞིན་དཔལ་lན་�ན་Zབ་�ེང་གི་�ལ་ཁབ་ཆེན་པོར་ཞབས་པད་བཀོད། ས་)ོང་�་

མ་_་མཆེད་6ི་"ི་T་དང་བ^ེན་བXན་ཚད་མེད་པས་མཆོད་ནས་ཏི་àིར་བXར།792 

 

[譯文] 

 

迎請大伏藏師法王本人時，出現空行793授記之夢境，且緣起良好，故請

來奉為德格護地大王之頂戴供養處，於是[龍薩寧波]足蓮踐於大國吉祥

倫珠頂，護地大王昆仲以無限承侍做為供養，敬之為帝師(ཏི་àི)。 

 

此外，如第二章所述，彭措丹巴讓徐欽在撰寫《丹珠爾目錄時》時，將第 42

代家長向巴彭措描述成一位政教功績勝過阿育王的聖君，頗有暗示彭措丹巴與其

父丹巴澤仁也是轉輪聖王的意味。 

 

《德格王統記》更直接地寫明丹巴澤仁就是一位轉輪聖王：「鄔仗那王因陀

羅菩提，無有二致轉輪之聖王。」(�¢ྻན་�ལ་པོ་ÏཱིÕá་བོ་�ྷི་དང་། །གཉིས་@་མེད་པ་Zབ་པའི་འཁོར་ལོས་¸ར། །)794 此外，

同書還如此讚頌他： 

 
མི་བདག་དབང་ཆེན་མགོན་པོའི་"ས་གཉིས་པ། །ས་)ོང་མི་ཡི་Vེ་བོ་བ�ན་�ིན་མཆོག །བ�ན་འཛ]ན་hགས་འཆང་mོ་Vེ་འཛ]ན་པ་ཆེ། །བ�ན་པ་ཚ+་རིང་

^ིགས་�ས་བ�ན་འYོ་ཡི། །ཕན་བདེའི་འDང་གནས་�ལ་བའི་Mམ་vལ  ༼འཇམ་དཔལ་5་2ད་ལས། །�་བོ་གསེར་lན་ཞེས་པ་A། །�ལ་པོ་�ིས་པའི་

མིང་ཅན་འDང་།  །ཞེས་ག@ངས་པ་དང་།  གནས་གསར་བVེ་དང་མཆོད་ཡོན་9ིས་�ས་འཁོར་9ི་ཆོས་བཀའ་འÇགས་པ་དང་མངོན་འYིག་R་

[ར། ༽ དངོས། །བསོད་ནམས་མངའ་ཐང་Zབ་ལ་ང་ལས་�། །དཔལ་འ�ོར་ལོངས་Jོད་�ས་ལ་Mམ་ཐོས་"ས། །བ�ན་དང་འYོ་བའི་མགོན་མཛད་"ོང་

བཙན་Vེ། །གཞོན་�འི་མཚན་lན་�ལ་མཆོག་)ེ་དFའི་མགོན། །དགེ་Oིམས་ཐབས་མཁས་Jོད་པ་མེ་ལོང་གདོང་། །དགེ་བN་?ེན་ག@མ་བཞེངས་ལ་Oི་

"ོང་དངོས། །མཆོག་ག@མ་"ི་T་མགོན་མེད་ཟས་�ིན་ཉིད། །་་་་་་795 

 

[譯文] 

 

人主旺欽貢波之次子── 

護地人王教法勝施主， 

持教咒士巍巍金剛持， 

丹巴澤仁濁世眾生之 

利樂泉源真實佛化身， 

（[原註：]《文殊根本續》有云：具金河流處，童子名王出。如其所言，

 
792 郭若扎西，頁 752-753。 
793 空行（ḍāka或 ḍākiṇī /མཁའ་འ6ོ་）意為行於空中的神祇，通常指女性神祇。 
794 策旺多吉仁增，頁 61。 
795 策旺多吉仁增，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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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改換居所，運用施供，豎立《時輪》教言與竅訣(ཆོས་བཀའ)，極其合宜。） 

成就福德權勢──頂生王， 

榮華受用廣如多聞子， 

教法眾生依怙──松贊王， 

具童子名勝王眾生怙， 

精於妙律行如鏡面， 

十善、興建三依真赤松， 

承侍三寶真乃給孤獨…… 

 

此處引據密宗經典《文殊根本續》(Mañjuśrīmūlatntra/འཇམ་དཔལ་5་2ད)，說明丹巴澤仁

就是該密續(tantra/2ད)796所稱「將要出世、名為童子的王者」，進而將他與佛經中

許多知名、有福、富裕而慷慨的王者典型，包括──頂生王(Māndhātṛ/ང་ལས་�)797、多

聞天王(Vaiśhravaṇa /Mམ་ཐོས་"ས)798、鏡面王子(Ādarśamukha/གཞོན་�་མེ་ལོང་གདོང)799，以及釋

迦牟尼佛時代慷慨贊助佛教發展的著名商人──給孤獨長者(Anāthapiṇḍada/མགོན་མེད་

ཟས་�ིན)，並將他與吐蕃時期的松贊干布(ཆོས་�ལ་"ོང་བཙན་�མ་པ，ོcirca 7th)、赤松德贊等二位

大規模弘揚佛法的法王相提並論。 

 
796 tantra 為梵語，音譯做怛特羅。做經典解釋時，專指密宗經文，佛學術語稱為「續」或「密

續」。 
797 頂生王為釋迦牟尼的前世之一，常被用做說明以純淨的動機行善，能夠轉世為轉輪聖王。最

常被引用的經文內容為：「爾時勝軍大王復白佛言。世尊。彼頂生王又以何緣。於四大洲統輪

王位。乃能至于三十三天。佛言。大王。過去久遠有佛出世。號毘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明

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是佛以其正法教化眾生。次第至于滿度摩帝

城。一時如來入城乞食。時有商主名曰廣作。見於如來巡行乞食勝相希有。發清淨心持少綠

豆。擲置鉢內以奉世尊。時豆四粒入于鉢中。一粒旋轉擊鉢振聲然後墮地。餘豆亦還流散于

地。時彼商主見是相已起清淨心。即以伽陀發誓願言。以此布施廣大因。得佛世間自然智。

願我速越生死流。先佛未度者皆度。佛言。大王。是時商主於毘婆尸如來所。雖以少物施佛

世尊。由心清淨。彼時四豆入於鉢中。後感報應於四大洲統輪王位。其有一豆擊鉢振聲方墮

地者。後感報應能至三十三天。又復大王。而彼一豆若不墮地得置鉢中。後必報應為天中主。

由墮地故。但統人間不為天主。大王。彼商主者即頂生王是。由於佛所種是善根。以彼世尊

大悲攝受故。得大果報具大名稱有大威光。是故大王其有智者。於佛世尊隨力所應修諸施行。

如其所說當如是學。」見：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沙門臣施護等奉詔

譯，《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六》，收入：《大正新脩大正藏經》Vol. 3, No. 165（CBETA電子版） 
798 多聞子為四大天王(�ལ་ཆེན་�ེ་བཞི)當中的北天王，也稱為毗沙門天，在佛教信仰中，被視為具有權

威與財富的神祇。 
799 鏡面王子亦為釋迦牟尼的前世之一，被用於說明具有種種功德者堪紹王位的事例。如《毘奈

耶藥事》所說：「佛言。大王。我為求無上菩提故。而行捨施。修諸福業。王今諦聽。乃往古

昔。有王名曰阿難陀。王有五子。其最小子。號為鏡面。後時大王。身染病患。醫人處方。

用根莖葉枝果種種藥療。竟治不差。惟加困篤。臨命終時。速喚群臣。我今臨命。須立別王。

臣等問曰。欲建立誰。告曰。有福德者。有天分者。置寶鞋履。宮人受語者。見六藏者。見

內藏。外藏。內外藏。樹間。山間。水間藏者。可建立為王。說已命終。諸臣試練。何子堪

為。唯有最小鏡面王子。堪紹王位。而有天分。既登寶位。并與寶履。令入宮中。諸宮人見。

皆悉恭敬。見六庫藏。如前所說。」見：大唐三藏義淨奉制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卷第十三》收入：《大正新脩大正藏經》Vol. 24, No. 1448（CBETA電子版）前引《文殊真實名

經》所述「具童子名勝王眾生怙，精於妙律行如鏡面」(གཞོན་mའི་མཚན་Qན་�ལ་མཆོག་'ེ་དJའི་མགོན། །དགེ་\ིམས་ཐབས་མཁས་

oོད་པ་མེ་ལོང་གདོང་། །)二句，用的就是「童子(གཞོན)+鏡面(མེ་ལོ་གདོང)=鏡面王子(གཞོན་m་མེ་ལོང་གདོང)」的文字邏輯，說

明丹巴澤仁是天生堪紹王位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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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世紀，蔣揚欽哲旺波在一篇贊頌其上師的禮讚文中，提到德格法王

策旺多吉仁增時，也稱之為「蕃欽境內轉輪王」(བོད་ཆེན་Äོངས་@་འཁོར་ལོས་བ¸ར)。800 

 

可見，隨著時間發展，透過伏藏師的授記敘事及對該敘事的傳播，到了 19

世紀時，「德格王就是轉輪聖王」這一神聖性更勝「賢君法王」一籌的概念，已

經成為政教菁英的政治正確敘事的一環。 

 

四、持梃怙主護法神信仰與王權 

 

至於從私人角度而言，德格王們願意主觀地相信，甚至企圖強化自身神聖性

與轉輪聖王關係的行動，同樣始於轉輪聖王的敘事被用在丹巴澤仁身上的 18世

紀上半葉。具體的證據，必須從丹巴澤仁接受《道果．弟子釋》以及與該法門相

關的持梃怙主信仰及相關宗教建設說起。 

 

（一） 王權的象徵 

 

非實用性的器物之所以存在，往往是為了標示某種象徵意涵，或做為一種宣

告。王權正統性的實際象徵，也賴於器物，例如：誥文、綬印，以及宗教用品。 

 

靈蔥家族的誥文 

 

20世紀初，德格家族仍藏有明朝宣德 5年(1431)頒發的誥文，寫道： 

 

皇帝敕諭朵甘衛行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星吉兒監藏，昔朕皇帝太宗文

皇帝，臨御之曰，爾文薩力加監藏，敬順天道，輸誠來歸，朝廷設立衙門，

授以官職，亦既有年，朕統天位，悉遵皇祖成憲，今爾父老，轉令爾替職

為朵甘衛行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管屬軍長，安處邊陲，爾宜益順天心，

永堅臣節，俾子子孫孫，世居本土，打圍放牧，咸膺福澤，同享太平，故

諭，宣德五年五月初九日。801 

 
800 མ�ེན་བ�ེའི་དབང་པ，〈མཁན་ཆེན་ཐམས་ཅད་མ�ེན་པ་Gམས་པ་=ན་དགའ་བ ན་འཛ�ན་8ི་"མ་ཐར་གསོལ་འདེབས་Gིན་ºབས་བ/ད་�ིའི་¼ིན་མཛ�ས།〉in མ�ེན་བ�ེའི་དབང་

པོ，《འཇམ་དGངས་མ�ེན་བ�ེའི་དབང་པོའི་བཀའ་འ*མ་》པོད་༼ཀ༽པ། (Vol. 1), dོང་གསར་ཤིང་པར་ (reproduced), Gangtok: Gonpo 

Tseten, 1977-1980, folio.136a. 此外，關於文中所使用「蕃欽波」(བོད་ཆེན་པོ)一詞，在 19世紀以

後常出現於涉及多康地區的歷史文獻中，用來與「蕃」（བོད་衛藏）區隔，寫成「蕃與蕃欽

波」(བོད་དང་བོད་ཆེན་པོ)，前者專指衛藏，後者則指多康與多麥地區。有些人認為蕃欽波是大蕃的意

思，也就是廣義的藏區──衛藏、阿里、安多、康區的合稱。但從歷史文獻中經常出現的

「蕃與蕃欽波」的用法看來，蕃欽波的範圍具有排他性，並不包括蕃，因此應當將蕃欽波理

解為多康與多麥的聯集。 
801 轉引自高警民，〈調查 西康德格縣概況〉，《康藏前鋒》第 4 卷第 3期，1941，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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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誥文所稱文薩力加監藏，即靈蔥第 50代家長──桑結堅贊(སངས་�ས་�ལ་མཚན)，星吉

兒監藏，則為第 51代家長──土司．僧格堅贊(.y་སི་སེ�ྒེ་�ལ་མཚན)，受明成祖封為朵甘

衛行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僧格堅贊有四子，三子為贊善王．塔巴堅贊（ཙན་ཤན་ཝང་

ཐར་པ་�ལ་མཚན་ 著思巴兒監藏），1406年受明成祖封為灌頂國師。802從誥文看來，僧格

堅贊接替其父之職，成為 15世紀多康北部最強的勢力。此誥文終存於德格家中，

可見，德格家族在 17世紀中葉取代靈蔥，成為多康北部的共主時，也將代表朵

甘衛行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身分、同時也標誌著政治權力正統的誥文給占為己有，

做為接替靈蔥、成為一方霸主的象徵。 

 

持梃怙主信仰與政權正統性 

 

至於與德格王權神聖性最直接相關的象徵，應當是德格王室接受「護法神持

挺怙主信仰」此一現象所代表「媲美元朝統治者」的宣告。然而，這種宣告又有

存在著外顯與私密的悖論：除了大興護法神殿這樣的具體宣告之外，該信仰之於

德格王本人，卻又是隱微的、私人性質的。 

 

根據杜凱鶴(Karl Debreczeny)的研究，從元朝起，隨著薩迦派的發展，摩訶

迦羅的信仰逐漸發展成為與王權正統性相關的象徵。例如，摩訶迦羅之一的持

梃怙主(Fར་མགོན)便被視為忽必烈汗做為一位忿怒、具有摧毀力量的轉輪王統治者

的身分象徵。摩訶迦羅信仰是由薩迦班智達帶入蒙古朝廷的，薩班當初希望建

一座相應的寺廟以安奉這尊塑像，並指出這些事情應由皇帝及其諸皇子們專責

贊助。後來，到了八思巴時期，八思巴的親弟子葛．阿尼膽巴（�་ཨ་གཉེན་དམ་པ，也

寫做 Dǎnbā; 1230–1303）乃是忽必烈朝中一位摩訶迦羅法門儀式專家，被認為

是蒙古征討過程中多場戰役的關鍵介入者，甚至涉及了南宋最終重大敗亡的事

件。阿尼膽巴曾在元朝境內各地建起許多由皇室贊助的大黑天廟。後來，明朝

的統治者們也繼承了大黑天，做為正統性的象徵手段之一。803 

 
802 མཁན་པོ་�ལ་མཚན་ཆོས་6གས，《མདོ་ཁམས་Hིང་ཚང་ཆོས་�ལ་�ེ་འབངས་རིམ་Gོན་"མས་!ི་ལོ་cས་གiར་གནས་1ོ་Qན་འ�ག་པའི་F་གཟིངས་ཞེས་G་བ་བ&གས་སོ།།》

Dehradun: Tenkyab Lama, 2001, pp.38-39. 
803 杜凱鶴基於藝術史與政治史結合的考察研究，在大黑天做為正統性象徵的詮釋，十分具有說

服力：「這項遺存（大黑天信仰）成為後來中國統治王朝的一項重要典範。例如漢人建立的明

朝(1368-1644)，永樂皇帝(1402-1424)有意識地在他的許多政策方面仿效忽必烈汗──其中也包

括涉藏政策。永樂皇帝的孫子、明宣宗朱瞻基的弟弟──梁莊王朱瞻垍(d. 1441)墓所掘出的墓葬

品，說明了明朝早期對於藏化視覺語言的顯著延續性。墓葬品中有個巨大黃金寶帳怙主形象

的冠飾。想到永樂皇帝的孫子竟然如此公然地在他頭上展示出元朝萬神殿中，關於藏族密法

力量最有力象徵，便十分令人驚奇。後來的滿清(1644-1911)也將忽必烈汗的大黑天將當成他

們主張繼承元朝正統的一項公開宣示。」(This legacy became an important model for subsequent 

dynasties who would rule China, such as the succeeding Chinese Ming (1368-1644), where the 

Yǒnglè 永樂 emperor (1402-1424) consciously modeled many of his policies closely on Qubilai Khan 

–including engagement with Tibetans. A striking continuation of this Tibetanized visual language of 

sacral rule in the early Ming court can be found among the objects excavated from the Prince Zhuāng 

of Liáng’s (梁莊王; d. 1441) tomb, a large gold hat ornament in the form of Gur mgon.  It is ama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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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始於丹巴澤仁時期關於持梃怙主信仰的大規模建設 

 

丹巴澤仁大興土木、製作大量宗教文物的同時，有一項格外值得注意的一項

工程──新建於 1734年、名為「勝伏魔軍怙主殿」(བ�ད་དµང་ཟིལ་གནོན་མགོན་ཁང)的護法神殿。

該殿內的主祀神衹(?ེན་གཙ )為「吉祥金剛大黑天」(Śrī Vajra Mahākāla /དཔལ་mོ་Vེ་ནག་པོ་ཆེ)──

持梃怙主九尊(Fར་མགོན་,་དF)804，也即薩迦派最重視的一類摩訶迦羅(Mahākāla/མ་\་ã་

ལ/མགོན་པོ)，當時主持開光(རབ་གནས)啟用儀式的，就是他最重要的上師──內薩蔣貢．

阿旺貢噶雷貝炯內，該儀式前後費時七日。此外，《德格王統記》用了極長的篇

幅描述該尊主祀持梃怙主神像的製作考據、佛像內裝臟(ག$ངས་གTག་འ(ལ་བ)805的主要珍

貴宗教聖物列表，篇幅之鉅，遠超過該書當中對於其他任何一項主題的記載（甚

至連舉世知名的刻印《大藏經》一事，記載篇幅亦僅佔此處的一半）。806  

 

摩訶迦羅是佛教密宗體系當中對一類稱為智慧護法神 (śrī-jñāna- 

dharmapāla/དཔལ་ཡེ་ཤེས་6ི་མགོན་པོ)的高級別神祇的泛稱，從丹巴澤仁對信仰的投入看來，

興建護法神殿也不足為奇；各個宗派亦各自在不同歷史時期陸續興建起規模不等

的護法神殿。因此，丹巴澤仁建護法神殿的舉措，表面看來似乎完全不起眼。然

而，由於在此之前，德格家族在系統性引進薩迦派法門的努力上，已經花費了整

整一世紀的時間，完整體系的引入，也在丹巴澤仁執政期間大功告成。雖然先輩

倫珠頂法王們的事蹟中，並沒有提到特定的護法神信仰，但從他們所引進、修學

的密宗法門加以考量，可知在其所引進的宗教實踐中，必然包括護法神信仰。丹

巴澤仁做為一位被視為歷代法王中集功業之大成者、帶領德格家族登上發展巔峰

的領導者，《德格王統記》甚至紀錄了該護法神殿的開光日期（牛年牛月廿九日，

即 1734年藏曆十二月廿七日），這是在該書的其他任何建築的興建工程記載中皆

未曾登載的資訊。此外，第二章的引文也已說明，當丹巴澤仁希望求嗣時，特別

請了宗教菁英為他修持護法神的法事。足見在當時，護法神的信仰在德格轄境已

是十分普遍的現象。 

 

 
to think that Yongle’s grandson prominently displayed such an image of the most potent symbol of 

Tibetan esoteric power in the Yuan pantheon upon his head. Subsequently the Manchu Qing (1644-

1911) made Qubilai Khan’s Mahākāla sculpture a very public part of their declaration of rightful 

inheritance of the Yuan legacy.)見： Karl Debreczeny, “sDe mgon po Mahākāla Temple, Dam pa, 

and the Question of Yuan Imperial Involvement” 收入：鄭堆主編，《第六屆北京國際藏學研討會

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7，頁 277-278, 299-300. 
804 策旺多吉仁增，頁 70。 
805 裝臟：在佛像或佛塔的內部放置舍利、佛經、咒語、較小的佛像、曼陀羅圖像、珍寶、藥材、

法器、祖師的用品等物，做為佛像的內容物。據信，裝臟物的珍貴性，與佛像、佛塔在信眾

心目中的重要性與信仰價值呈正相關。 
806 策旺多吉仁增，頁 67-71。主祀神像的內容物列表，就佔了德格木刻版《德格王統記》整整兩

頁半，在該書當中，此事所占篇幅，於該書可謂絕無僅有。見：ཚ�་དབང་�ོ་�ེ་རིག་འཛ�ན，《དཔལ་ས་'ོང་�ེ་དགེཆོས་

!ི་�ལ་པོ་རིམ་Gོན་8ི་"མ་ཐར་དགེ་ལེགས་ནོར་*འི་2ེང་བ་འདོད་དJ་རབ་འཕེལ་ཞེས་G་བ་བ&གས་སོ།།》，�ེ་དགེ་པར་མ་ folio 28b.1-29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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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外值得注意者，是該神殿的內容與規模。《德格王統記》提到，除了主祀

神(,་གཙ ་བོ)之外，還有八尊眷屬神(_་འཁོར)的塑像，每尊心間位置都有一隻隕鐵的金

剛杵(གནམ་�གས་mོ་Vེ)，主尊心間還有佛像，而一般隕鐵金剛杵長約 10-12英吋，若要

放置在心間位置，則該神像的高度，應不低於常人的身高。可見，該殿光是主

祀九尊神像，規模便已十分可觀。此外，主祀神為持梃怙主，正是八思巴讓阿

尼膽巴在各地興建的大黑天殿之主祀神，且德格的護法神殿內所祀持梃怙主內

部，還裝有八思巴個人在修持此護法神法門時，僅供私人使用、高約一燈盞(ཀོང་

གང་ཚད)的持梃怙主像，根據《德格王統記》，該像是八思巴私人修持時所使用

的。807該像後來流傳至丹巴澤仁手中，既可說明薩迦派對德格政權所寄予的政

治期待，或指少透露出「德格與薩迦派的關係不單是一般宗教性供施關係」的

一隅，也可以反映此一與王權密切相關的象徵性宗教器物的流動情形。 

 

若再將《德格王統記》興建此一護法神殿的大篇幅紀錄一併考量，上述事實

的確反映出持梃怙主信仰、護法神殿與轉輪聖王隱喻之間的連結，用以暗示丹巴

澤仁儼然是忽必烈之後，堪與忽必烈相提並論，支持、贊助薩迦派的世俗權威、

轉輪聖王，也顯示著從軍事行動與政治統治方面而言，丹巴澤仁也一如中原王朝

的歷代君主，是一位具有正統性、合法性，繼承了道統天命的王者。 

 

其後，羅珠嘉措在薩迦高僧內薩巴的密切配合下，延續了丹巴澤仁的護法神

信仰，按照《道果》弟子釋的口耳祕傳做法，新創了定期舉行持梃怙主繁複而考

究的密宗儀式之定例，繼承了專屬於德格家族的持梃怙主法門信仰，並且新建造

了更多的持梃怙主及眷屬神的塑像，盛大地舉行了兩次以上的開光儀式。808 

 

《德格王統記也提到》，直到 19世紀上半葉，在德格的每一座宮殿，以及每

一位法王與世子的寢室(གཟིམ་�ང)，大多設置有持梃怙主的食子櫃(གཏོར་�མ)，809足見此

一護法神崇拜與德格王室成員個人關係之緊密。 

 

關於王權神聖性的小結 

 

從家族史的書寫、法王身分的形塑，到德格王等同於轉輪聖王的描繪，我們

可以看出，在政教菁英們的互動下，神聖王權的概念似乎是在政教菁英立基於平

等互惠立場下的默契產物──它遵守的是「王權不逾越教權，在合乎佛教邏輯、

也可以滿足菁英們內心對宗教信仰的自我期待」這麼個氛圍下共同形塑的、而不

 
807 原文寫做 ཆོས་�ལ་འཕགས་པའི་Iགས་དམ་Jར་མགོན་�་（法王八思巴的自修用持梃怙主佛像）。此處的「自修」

(Iགས་དམ)是指修行者個人專門的日常修持法門。自修用佛像，通常只會有一尊。 
808 策旺多吉仁增，頁 83-84。 
809 Ibid，頁 130。食子(གཏོར་མ)是由青稞糌粑粉所揉製而成，具有複合式的宗教意涵，既可象徵神祇

或其所居宮殿，也可以當做祭祀神祇的食物──神饈(ཞལ་ཟས)，以及攻擊性宗教儀式當中的武器。

食子櫃乃專門陳設年例更換食子之用，通常見於規模較大的佛殿或閉關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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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來自王室權威逼迫下所刻意捏造出來的現象。 

 

政教菁英之間缺乏宗教性的師徒連結或道德制約時，政教菁英的合作很容易

因為缺乏「虔誠信仰」的基礎，而失去「宗教菁英對政治菁英」支配的牽引力，

進而造成「基於宗教邏輯的神聖性」不足以成為立國依據與合法性的憑據，例如

藏傳佛教為蒙元皇帝們提供的政權合法性，可能並不如許多新清史的學者們所主

張的那樣關鍵，反而是相當間接而次要的。810 

 

然而，當政治菁英之間基於師徒關係而產生緊密的宗教性連結時（例如德格

王與俄爾堪欽們），雙方共同營造出在其所屬、相對較小的社會範疇（畢竟此處

所考量的對象，並不同於元朝這樣的帝國）內部「與社會群眾的區隔性」，確實

足以令這種異於俗民、超越世俗的身分，產生鞏固王權的實質效果。與此同時，

基於非常私領域的信仰（例如歷代德格王在寢宮內崇拜、祭祀持梃怙主的現象），

也會強化做為政治菁英的王者本身對該神聖性的追求。在「政教菁英共同營造」

與「王者個人偏好」二股力量加乘之下，這種基於宗教信仰而異於俗民生活的神

聖創造，便會不斷地受到強化，成為支持王權以及政教菁英合作共生的助力。 

  

 
810 關於這點，王啟龍針對讖緯之學對蒙元朝廷的影響大於藏傳佛教轉輪王思想的分析，是十分

具有說服力的。見：王啟龍，〈質疑元代佛教能提供的“政治合法性”〉元代佛教與少林寺國際

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登封：少林寺、中國原始研究會、暨南大學文學院，2006 年 10月 11-

13 日。不過，筆者以為，王的說法並不應被無限上綱。佛教轉輪王思想與神聖性之關聯不應

被一概推翻，而應該考量政教菁英雙方基於宗教信仰所產生的支配性的鍵結力量強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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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教菁英間的支配關係網絡：師徒、

供施與法脈 

 

Gray Tuttle曾借用 Anthony Smith的概念，說明 17世紀以後藏族的族群共同

體的垂直軸，連結了藏族的菁英與藏傳佛教文化世界中的其他成員（包括蒙古人），

在這個共同體下，不同民族來源的群體（藏、滿、蒙），其菁英則在社會的縱向

階序中，處於上層的位置，並橫向地與異民族菁英互動，且異民族菁英之間，彼

此都不會在不受歡迎的領域（例如科舉之於藏地，轉世之於內地）擴展自己的文

化與政治體系。至於漢人，則在這個以國家為最大單位的共同體中，處於階序下

層（非領導層）的位置，在清廷對亞洲內陸與藏傳佛教的態度上，完全遭到排除。

清朝統治者們尋求異民族菁英的支持，保持異文化的獨特性，如此確保這些異文

化群體對清朝非來自儒家的正統性的支撐。811 

 

類似的共同體關係，也體現在德格王對不同宗派的態度，以及與不同宗派菁

英互動時的共生模式上：宗教菁英與政治菁英們，在經濟與政治生活中發展出互

惠的合作關係（供施關係），在信仰上建立起權力支配的互動關係（師徒關係），

並在各自發展、共存共榮的前提下延續雙方各自的傳承(བ2ད་པ)──法脈與家族香火。 

 

為了討論政教菁英之間、宗教菁英內部人際網絡的穩定性、支配關係的強弱

以及是否存在權威式的絕對支配，我們必須將源於佛教的供施關係與師徒關係的

思想邏輯，納入探討，方能較細緻地理解菁英網絡的強度。 

 

一、 建立於密宗思想的互惠與支配：供施關係與師徒

關係 

 

（一） 供施關係的本質 

 

供施(མཆོད་ཡོན/ཡོན་མཆོད)一詞源於佛教，是「應供處」(arhat/མཆདོ་གནས)與「施主/檀

越」(dānapati/�ིན་བདག)的合稱略語。應供處意為接受布施、供養的對象，是相對

於提供布施的施主而言的。 

 

供施關係的互惠本質，可從《長阿含經》的經文加以理解： 

 

善生！檀越當以五事供奉沙門、婆羅門，云何為五？一者身行慈，二者

 
811 滕華睿著，陳波譯《建構現代中國的藏傳佛教徒》香港中大學出版社，2012，頁 15-31。 



DOI:10.6814/NCCU201901160

DOI:10.6814/NCCU201901160DOI:10.6814/NCCU2019011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86 

 

口行慈，三者意行慈，四者以時施，五者門不制止。善生！若檀越以此

五事供奉沙門、婆羅門，沙門、婆羅門當復以六事而教授之，云何為

六？一者防護不令為惡，二者指授善處，三者教懷善心，四者使未聞者

聞，五者已聞能使善解，六者開示天路。善生！如是檀越恭奉沙門、婆

羅門，則彼方安隱，無有憂畏。812 

 

由上引文可知，施主要從行動、語言、內心善待應供處（沙門[佛僧]與婆羅門[非

佛教修行者]），並且定時布施（以時施），藉此方法，使應供處生活無虞（安隱，

無有憂畏）。至於應供處則應該以教化（以六事而教授）做為回饋。也就是說，

按佛教所主張的供施，雙方關係人基於此關係之建立，而有互惠之責任或義務，

亦即：施主為應供處提供物質生活之保障，應供處則為施主提供宗教信仰之教誨。

故而在供施關係中，強調的關係雙方平等互惠的原則。 

 

然而，當供施關係被運用在政教菁英之間時，平等互惠的原則就面臨「政權

凌駕教權與否」的挑戰，權力的支配、支配的方向性，會左右政教菁英之間供施

關係的意義。例如：忽必烈以後的蒙元，不僅與薩迦派建立供施關係，將吐蕃三

區供養給八思巴，也與漢傳佛教的寺院建立供施，賜給官田以供建寺，然而，在

政治事務上，做為應供處的漢藏宗教菁英們，仍然得聽命於元朝的皇帝。813從單

純的互惠意義上而言，歷來藏地的宗教菁英與元明清皇帝的互動，固然可以理解

為廣義的供施關係。然而，若將這樣的互動過度泛化解釋，摒除了其他政治互動

的從屬關係等因素，則無法正確看待元明清朝廷與藏區各個地方政權或宗派教權

菁英分子之間的互動關係。814 

 

（二） 師徒關係中的支配 

 

理解政教菁英的供施關係當中是否存在「基於信仰的互惠關係」（如前引《長

阿含經》的意涵），是進一步檢視雙方位於支配關係光譜上哪一位置（平等或其

中一方的權力壓制了另一方）的重要依據。因此必須探討雙方是否有宗教信仰上

的師徒關係。 

 

藏傳佛教的宗教菁英們在建立起菁英的人際網絡時，屬於宗教菁英之間的、

 
812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一‧（一五）第二分阿[少/兔]夷經

第十一》收入：《大正新脩大正藏經》Vol. 01, No. 0001（CBETA電子版）。 
813 湯池安，〈評夏格巴《西藏政治史》中所謂“供施關係”的政治涵義〉，《西藏研究》1985(1)，

頁 11-13。 
814 這種泛化解釋常被海外藏族的政治激進主義者用來做為支撐「藏區未曾從屬於中國朝廷」此

一歷史論述的依據，也因而造成中國學界對於供施關係一詞的高度敏感，反而缺乏深入探討、

理解這一沿用已久的政教互動模式。相關討論可見：張云，〈舅甥關係、貢賜關係、宗藩關係

及“供施關係”——歷代中原王朝與西藏地方關係的形態與實質〉《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2007(1)，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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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菁英之間的密宗師徒關係往往是最常被使用的鍵結。 

 

提到密宗師徒關係，各個宗派均重視印度佛學家馬鳴(Aśvaghoṣa/ �ོབ་དཔོན་དཔའ་བ，ོ

circa 2nd?)所撰寫的〈事師五十頌〉(Gurupañcāśhikā /
་མ་�་བ་པ)，該文對師徒關係的

建立與維繫，做出了相當系統性的說明，因此後代各宗派都有許多注疏。由於該

文對宗教菁英的師徒觀念具有相當長期的影響力。按照該文的說法，密宗的師徒

關係，建立在灌頂(abhiśheka /དབང་བ�ར་བ)這一授權儀式之上。815經由灌頂而建立密

宗師徒關係後，傳授灌頂者便成為接受灌頂者的上師(guru/
་མ)，彼此具有類似契

約、盟誓性質的權利義務關係，稱為密宗誓言（samaya/དམ་ཚ�ག་ 音譯為三昧耶）。

遵守密宗誓言是延續師徒關係的唯一保證。 

 

 

— 表較強的密宗誓言紐帶

… 表較弱的密宗誓言紐帶

 圖 5-1 密宗誓言紐帶的強度造成網絡成員關係親疏示意圖

 

誓言被視為網絡強度與成員遠近親疏關係的判準，亦是做為上師的宗教菁英

對其他政教菁英施行支配作用的依據。因此，密宗誓言也被稱為「灌頂的命脈」

(དབང་གི་�ོག)，表示其為菁英關係之所繫。 

 

圖 5-1 顯示基於密宗師徒關係所建立、以誓言為紐帶構成的人際網絡。此

網絡內成員的核心人物，是其他成員的共同上師，成員們因為跟上師有密宗誓言

 
815 �ོ་བཟང་�གས་པ，〈�་མ་་བ�་པའི་�མ་བཤད་�ོབ་མའི་རེ་བ་�ན་�ོང་ཞེས་�་བ་བ�གས་སོ།།〉，收入：宗喀巴‧羅桑扎巴(ཙ�ང་ཁ་པ་�ོ་བཟང་�གས་པ)，

《宗喀巴文集：全 18 冊：藏文》(!ེ་ཙ�ང་ཁ་པ་ཆེན་པོའི་ག#ང་འ$མ་བ�གས་སོ།།)第 1 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2012，頁 253。 

上師

弟子 E

(政治菁英) 

弟子 C 

(宗教菁英) 

弟子 B 

(宗教菁英) 

弟子 A 

(宗教菁英) 

弟子 D

(政治菁英) 

同一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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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帶的連繫，而加入這個被稱為「同一壇城」(ད6ིལ་འཁོར་གཅིག)的關係網絡。理想上，

師徒關係、同門之間的關係必須是緊密、無缺損的，稱為「誓言清淨」(དམ་ཚ]ག་གཙང་

མ)816──這代表著成員網路的雙向鍵結力量是穩定的（如圖中實線灰色雙向箭頭所

示），但若同門之間產生隔膜或衝突（例如弟子 A與弟子 E的關係），有時會連帶

影響到師徒關係（例如弟子 E與上師），或者同門之間的關係（例如弟子 E與弟

子 B是不往來的），反之亦然。所以，假使由於成員間的不和、衝突導致誓言的

強度更加弱化、乃至於失去誓言的鍵結作用，就稱為「誓言衰損」(དམ་ཚ]ག་ཉམས་པ)或

「誓言破裂」(དམ་ཚ]ག་ཆག་པ)。由於誓言衰損與誓言破裂會使當事人及其所屬群體疏遠

乃至離開成員網絡，因此被視為最嚴重的事。 

 

密宗誓言所賦予的支配權，隨著不同層次的密宗法門而有差異，其中以無上

密宗的誓言要求最為嚴格。位於石渠、屬於佐欽分寺的寧瑪派格孟寺(དགེ་མང་དགོན)的

堪布雲丹嘉措(མཁན་པོ་ཡོན་ཏན་�་མཚ )便指出，若當事人雙方結下了基於無上密宗灌頂的師

徒緣分，則師徒以及同門之間的關係，就如同一個家庭的親子與手足，若隨後產

生毀謗、侮辱、欺凌上師，乃至與上師對立、戰爭，以及與同一上師的弟子產生

衝突，或在語言、行為上有侮辱、批評對方等情事，被視為最嚴重的破壞、違背

誓言的情形。817 

 

當然，誓言強度的弱化，除了成員產生矛盾與衝突之外，當事人對於師徒關

係的態度也很重要。尤其在師徒關係的雙方，若僅將對方視為一種曾結下宗教聯

繫（也稱為「結法緣」[ཆོས་འ%ེལ་བཟོ་བ]）的人，並不認真看待彼此的師徒關係，則也會

發生做為上師者的宗教權支配力無法及於弟子的情形。例如，在 18世紀中葉以

後相繼執政的央金拉姆與策旺拉姆，二人對薩迦派俄爾支派的支持熱忱似乎並不

高昂，《德格王統記》也說她們僅是「維繫前輩法王的做法」，按例行事而已。因

此，對她們來說，俄爾堪欽與自己之間若沒有強烈的密宗誓言約束，個人反倒極

為重視寧瑪派上師時，則她們與當時俄爾支派的其他宗教菁英沒有密切往來，進

而強化對寧瑪派的尊崇，這種情形便可很容易地被理解了。 

 

與此相反，若同一壇城中的菁英網絡對於上師與同門的認同強烈，也會塑造

「屬於同一法脈」的一體感，增進群體認同，而形成一種與血緣親族組織類似的

認同投射──同法脈感(a sense of a shared religious origin or lineage)。 

 

因此，當我們要理解政教菁英互動關係的強度與意義時，從雙方是否結下基

於嚴肅密宗誓言的無上密宗師徒關係這層背景加以考察，是極有必要的切入點。 

 
816 即使在非宗教性質的日常情境下，也可見到誓言與人際關係強度的關聯，這種概念與信義的

觀念是可會通的，其來源可能與藏族自古重視盟誓的民族慣習有關。尤其康巴對誓言格外重

視，若雙方關係密切、情誼深篤，不曾產生衝突情事，往往也稱為誓言清淨。 
817 ཡོན་ཏན་�་མཚ3，《�ོམ་པ་ག%མ་"མ་པར་ངེས་པའི་མཆན་འ6ེལ་རིག་པ་འཛ�ན་པའི་འ�ག་ངོགས།》New Delhi: Shechen Publication, 2000, pp. 

29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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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與誓言 

 

「供養（མཆོད་པ་འ(ལ་བ་ 本質上屬於布施的一種，意指對自己的上師做布施奉獻）」

一事，在師徒關係建立當時與建立之後都是必不可少的。白玉寺的開山祖師仁增

貢桑謝饒便主張，不應在未做供養的情況下，逕行學習密宗法門。818因此，當忽

必烈要向八思巴正式求授無上密宗的《喜金剛》灌頂之前，所做奉獻藏地三區的

行為，便是按照密宗師徒關係建立的規範而做的。（當然，這並無法說明忽必烈

個人當時供養的動機） 

 

最受薩迦派重視的密宗注疏之一，是由德格王朝建立之前的第 10 任俄爾堪

欽──俄爾欽．貢秋倫珠(ངོར་ཆེན་དཀོན་མཆོག་�ན་Zབ，1497-1557)──針對《道果》法門的密宗

部分所撰寫的《三續分莊嚴》(2ད་ག@མ་མཛ+ས་བ�ན)，該論對德格的薩迦派菁英必定具有

指導性的作用。該書提到引證顯密經典，主張在建立師徒關係之後，首重供養上

師，其中尚包括遵從其指示。819 

 

由上述說明可知，從行為與互動模式來看，密宗師徒關係的建立，使得上師

對弟子具有上對下的支配權，包括行為支配、心理支配（提供指示）與財產支配

（接受供養）。 

 

二、超越地方性與流動性的共生結構：法脈 

 

（一） 法脈與親族的類比 

 

前述師徒關係，是宗教菁英彼此構成之網絡──法脈──的基本紐帶。師徒關係

就像血緣關係，能夠使個體透過這層關係連結成一個更大的體系或網絡；同一師

門的師兄弟之於個人，就像一個單系繼嗣家庭當中的旁系成員，於是，自己所屬

法脈，與同門師兄所構成的旁支法脈，就像是同一宗族內部的不同家支的關係，

或者同一氏族（或血緣氏族）內部的不同宗族的關係。 

 

由誓言或教義傳播做為連結所建立起來的師徒關係，形成了類似家族成員關

係的「基於宗教傳承」的延續模式，可稱之為「法脈」。如前所述，歸入父系親

族繼嗣系統(ག�ང་�ད)的成員，其身分為「董津(ག�ང་འཛ
ན)」「董瑟(ག�ང་�ས)」，意為繼承家業

 
818 不著撰人，《藏文：巧解佛道 上冊，大圓滿成佛捷徑之前行教導中部》(གནམ་ཆོས་dོགས་ཆེན་སངས་�ས་ལག་

འཆང་གི་7ོན་འ6ོའི་\ིད་ཡིད་འqིང་པོ་བ&གས་སོ།།)臺北：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印贈，2010，頁 100。 
819 俄欽‧貢覺倫珠(ངོར་ཆེན་དཀོན་མཆོག་�ན་Fབ)，《道果法正行三續分：藏文》(ག%ང་ངག་ལམ་འqས་cད་ག%མ་མཛ�ས་�ན)拉薩：

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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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在法脈概念之下，能夠擔任宗教師、繼承宗教法脈的人，有時被稱為「嘉

威董津 (�ལ་བའི་ག	ང་འཛ�ན)」或者「仁增局貝董瑟 (རིག་འཛ�ན་བ�ད་པའི་ག	ང་�ས)」，意為繼承佛陀家業

者，或者繼承具證悟的祖師法脈者，代表該宗教人士能夠延續宗教的傳承。此外，

在同一法脈當中，「師徒」一詞，與「父子」一詞的敬語 ཡབ་�ས་（音譯為「雅色」）

是相同的。可見，在宗教可見，家庭當中的繼嗣概念，在藏族社會裡，被直接沿

用到了宗教場域之中。 

 

對於出家的宗教徒(ordained practitioners)來說，寺院或宗派成為擬血親的另

一種人際場域──就像出嫁或入贅者，他們脫離了原生的環境，在另一個類似但

有別於原生環境的場域下，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人際網絡（無論這種建立人際網路

的行為是刻意或不經意的），並在這個網絡中發展生存之道。 

 

如圖 5-1所示，幾支同源（或想像中同源）的法脈，可構築成「同屬一個宗

派/支派」的親密感。在宗派、法脈、分支法脈等不同層次的宗教網絡內部，個體

之間的連結，並不基於血緣，卻也發揮了如同血緣的關係，彼此甚至有著父子(ཕ་

དང་�/ཡབ་�ས)、手足(�ན་མཆེད/མཆེད་�ོགས)等稱謂；串聯起個體的鍵結(bonds)力量，就是「法

緣(ཆོས་འ�ེལ)」、「命定的緣分(བ�ལ་པ)」以及「誓言(དམ་ཚ�ག)」。 

 

  

圖 5-2 氏族或血脈氏族與宗派網絡的相似性 

（筆者自製） 

 

做為宗教菁英，法脈成員之間聯繫的緊密程度，以及透過法脈概念而建立的

人際網絡，不僅不亞於氏族或戈巴等親族群體，甚至規模遠大於地方性的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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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脈不計算親等──法脈內部對「金剛手足」的認定，是沒有親等限制的。除

非是歷代單傳，否則每個法脈都會從其中任何一代的旁支，透過金剛手足的

關係，橫向擴延，而且擴延的人際鍵結，是以人際網絡中的個體是否接受同

一法脈的法門(ཆོས་�ོར)來決定的，所以可以透過法脈的向下傳承，使法脈的人際

網絡不斷橫向擴延，而只要仍屬同一法門，成員就仍算是同一法脈的金剛手

足，有著同樣的誓言連結。 

2. 正因為法脈可以不斷擴延，所以基於師徒關係所建立的人際網絡範疇，規模

會超過親族的網絡。 

3. 密宗誓言的重要性，體現在法脈組成的人際網絡中──由於網絡中的每個節點

都是法脈當中的個體，個體間的鍵結力量唯有取決於密宗誓言。因此假使師

徒或金剛手足的誓言出現破裂或毀壞(དམ་ཚ]ག་ཉམས་ཆགས་སམ་རལ་བ)，會導致毀壞的全支

旁系法脈被整個人際網絡排除。 

 

在師徒關係中，破壞誓言者，無論是在生、死後，都被視為障礙的來源、不祥者。

例如，策旺多吉仁增稱呼 19世紀初期與卡囊部落聯合對抗德格王權者，以及任

憑煩惱蔓延、隨順世間貪欲風氣，以狡詐手段與歷代德格王權對抗者，皆以「但

隙(དམ་"ི)/dam-sri)──毀誓者」一詞稱呼。820 

 

（二） 共同祖師：法脈成員凝聚力的來源 

 

正如同家庭與氏族的凝聚力來自於共祖意識，法脈的凝聚力也來自成員們於

彼此共享的對古遠傳承之心理投射──也就是共同的祖師。 

 

除了宗教菁英可由同宗法脈而建立關係，政治菁英之間的鍵結，有時也會透

過法脈而達成。例如，關於夏克．刀登與諾那合作一事，筆者以為，夏克．刀登

年紀較諾那 24歲，若說純粹因為政治上的志同道合，未免失之牽強。或許，除

了康巴民族情結與政治傾向的認同感之外，宗教信仰同屬一法脈，是二人雖採取

不盡相同的政治手段，卻讓夏克．刀登願意追隨諾那、緊密往來的可能因素之一。 

 

據說，諾那曾隨蔣揚欽哲旺波學法，821而夏克倉家族向來都是玉龍地區寧

瑪派札熙寺(ä་eལ་དགོན)的施主。夏克．刀登也是鍾情於佛法的政治菁英，他在尚未

擔任涅欽之前，便於 1929年介入了欽哲旺波二位轉世同在宗薩寺所引起的糾紛

（關於該糾紛，詳見本節後段），822且直到 1945年，他對二位轉世都有著相同的

敬意，823並曾在 1938年以前便已向二位轉世之中駐錫於更慶寺的蔣揚欽哲曲吉

 
820 策旺多吉仁增，頁 100, 120-121。 

821 羅同兵，頁 110。 
822 法王南開‧諾布(Chögyal Namkhai Norbu)著，項慧玲譯，頁 41-72。 
823 Dilgo Khyentse, Orgyen Tobgyal, Drubgyud Tenzin Rinpoche (FRW), Khenpo Sonam Phunt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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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修學習最高級的密法。824因此，在 1936年時，他對於「欽哲旺波」法脈所代

表的寧瑪派意象的景仰，應該令他對諾那這位來自類烏齊寺的寧瑪派轉世化身825

有著更強烈的認同感。而這種認同感，便是建立於「同一連續法脈」的概念之上

的具體示例。 

 

同樣地，正如同共祖能創造凝聚，不同祖先則能形成互斥力，共同法脈可以

創造向心力，相異法脈也難免產生互斥的心理。因此，宗派之間矛盾的主要起因

之一，便是缺乏共同祖師的認同感。 

 

（三） 群體想像：法脈認同的主觀性 

 

雖然法脈能夠創造認同與排斥，但其弔詭之處在於它不總是清楚的。即便

有書面的法脈傳承表，人們對於向上追溯幾代人、幾輩祖師的歷史，總是缺乏

清晰的歷史概念的。 

 

在一般人們的原型概念中，「傳統(bགས/ལམ་"ོལ)的」是客觀存在的，其意義是不

證自明的，其歷史是連續的。然而，從不同時期的文獻可看出，當菁英們在談家

族的傳統（例如倫珠頂以僧人擔任座主），或者宗教的傳統規範、儀式做法等範

式時，其實往往只向上追溯四五代人，所謂的傳統，只存在於說話者所處時間之

前約莫百年以內的時期，且往往是由主觀所界定。也就是說，不同時期的社會成

員們，對於同一概念的「傳統」指涉為何，都有不同的詮釋。做為意見領袖的菁

英們，在詮釋何謂傳統時，也會傾向於向更早的文獻與經典尋找解答，使得即便

形成不過百年的一種做法，也能找到具有正統性的歷史淵源──而該淵源與被稱為

傳統的做法，中間極可能並無一脈相承的連續關係。 

 

所謂法脈的獨特性，也並不一定如同主觀口傳所言，必然是與其他法脈或宗

派不同的。例如，今日薩迦派所謂「按照俄爾支派的規矩，陳設供品時，要從面

對佛龕的右側開始，向左排列」的說法826，寧瑪派的宗教菁英第三世多珠欽．吉

美丹貝尼瑪(mོ་Zབ་ཆེན་_་:ེང་ ༣ པ་འཇིགས་མེད་བ�ན་པའི་ཉི་མ，1865-1926)在解釋此種做法時，說這是

來自宗薩．蔣揚欽哲的主張，並將宗薩欽哲置於吉美林巴與佐欽．林珠(Eིང་vལ)之

 
(TRN) , Dzongsar Jamyang (INT) , The Life and Times of Jamyang Khyentse Chökyi Lodrö The Great 

Biography by Dilgo Khyentse Rinpoche and Other Stories, Boston & London: Shambhala, 2017, 

(digital text), cf. 1. Dzongsar Monastery,“Remembering Rinpoche by Orgyen Tobgyal Rinpoche”.  
824 邢肅芝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頁 108。 
825 筆者根據非正式訪談得知，類烏齊寺雖然是達隆噶舉的主寺，但其中分為寧瑪僧院和達隆僧

院，各自修學不同宗派。諾那屬於其中的寧瑪僧院。 
826 堪布蔣揚丹增(མཁན་པོ་འཇམ་དGངས་བ ན་འཛ�ན)公開演講內容（筆者擔任即席口譯），在場之喇嘛多吉仁

欽(1་མ་�ོ་�ེ་རིན་ཆེན)亦確認該做法為俄爾派傳統。時間：2019 年 2月 21 日，地點：臺北市，薩迦

文殊佛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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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827顯然是將欽哲的解釋視為寧瑪派觀點了。 

 

上述兩者的共通性在於，說者都缺乏文獻證據，僅憑藏族常常自稱的「從觀

察中學習的傳統」(མཐོང་བ་བ2ད་པའི་'ག་བཞེས)，以支撐其「對傳統之應然」的內心投射，並

同時視這種做法為自己宗派的觀點；至於其中落差的癥結在於：假使是多珠欽認

為這種做法源於宗薩．欽哲的說法真確，由於欽哲與俄爾巴及寧瑪派的關係都十

分密切，這種做法從 19世紀開始在俄爾派內流行至今，且被視為該派傳統，並

不無可能，反之，在寧瑪派當中成為傳統的根據也是相同的。然而，沒有人能說

清楚，在 19世紀以前這種做法是否早已經存在於俄爾巴支派當中，而可據而稱

之為道地的「俄爾巴的獨特傳統」(exclusive tradition of Ngor Sub-lineage)。其中的

悖論在於，但不論如何，傳統與宗派的獨特性，往往只建立於某個與該傳統或宗

派相關的人事物之上，只要對該傳統或獨特信具有「其為客觀延續之存在」的主

觀信念，則該傳統或宗派客觀上的源流或在時間連續面上的延續性事實，往往無

關宏旨。 

 

三、悟喇：德格王的宗教導師 

 

在前幾章中，我們不斷地看到德格轄境內的宗派發展，與德格王做為一位

信徒對於不同法脈與宗派的主觀好惡有關。因此，考察這些被稱為悟喇的德格

王的上師們，對於理解德格轄境內的宗派氛圍與政教關係，有絕對的助益。 

 

悟喇釋義 

 

悟喇(ད(་�་ dbu-bla)的意思是政治領袖的應供處或宗教導師（上師，�་མ། bla-ma）。

按照該詞的構詞與同義詞來闡釋，較容易理解其意涵。ད(་（dbu音譯悟）和 �་（bla

音譯喇），兩字皆有「與贊普(བཙན་པོ)／國王／王室相關」以及「無上」的雙重意涵，

因此，當兩個詞素並列時，便成為 ད(་�་（dbu-bla）也即悟喇，自然具有「無上」

「崇隆」的意涵。 

 

此外，由於「喇」又可以解釋為（bla-ma音譯為「喇嘛」），由 �་和 མ་（ma音

譯為嘛）兩個詞素組成。按照口傳解釋，喇嘛的嘛，通常有兩種解釋：1. 構成單

詞的詞尾詞素，無特別意義；2. 母親，意為如母親般的慈愛者。其中又以第二種

解釋最為普遍。因此，喇嘛意為無法逾越之人、最無上的慈愛者，也即佛學術語

所稱的「上師」（「上」即取其無上之意而譯成）按照此二說，則悟喇就成了「無

上的師長」「王者（包括元明清朝廷的皇帝）的上師」的意思，也就師徒關係當

 
827 =ན་མ�ེན་བ ན་པའི་ཉི་མ，〈བ'ེད་རིམ་8ི་ཟིན་qིས་ཆོ་ག་oི་འ6ོས་®ར་བཀོད་པ་མན་ངག་=ན་བBས།〉in《�ོང་ཆེན་Dིང་ཐིག་གི་ནང་bབ་རིག་འཛ�ན་འ/ས་པའི་ཟིན་qིས་

རིག་འཛ�ན་ཞལ་]ང་བདེ་ཆེན་དཔལ་ ེར།》Gangtok: Pema Thrinlay For Ven. Dodrup Chen Rinpoche, 1999, pp. 433-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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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師長」。 

 

悟喇的的同義詞有二：�་ཡི་མཆོད་གནས་（bla-yi-mchos-gnas音譯為「喇宜卻內」）和

ད(་ཡི་མཆོད་གནས་（dbu-yi-mchos-gnas 音譯為「悟宜卻內」），意思都是王室、皇家的應

供處。所以，悟喇的身分很顯然也是供施關係當中的應供處。 

 

因此，悟喇一詞同時體現出兩種政教菁英交往中的重要支配關係：1. 基於師

徒關係的支配關係；2. 基於供施關係的互惠性。 

 

由於悟喇的指涉範圍較廣，上至內地朝廷皇帝頒賜國師地位者，下至地方政

治人物（例如土司、德格王）的上師，皆可用此稱，端視語境而定。德格的五大

悟喇寺院，是指過去曾受統治者（包括明清帝王、德格法王、不丹國王）敕封為

國師（教王）或拜為上師的宗教菁英所駐錫的寺院體系，稱為；值得注意的是，

這些悟喇寺院的法台高僧，多有擔任德格王的宗教導師。由於此詞為複合詞，又

具有雙重意涵（外地政治領袖之國師、德格境內國王之上師），且譯詞並無先前

定例可循，因此筆者在本文中一律採用音譯。 

 

（一） 五大悟喇 

 

雖然今日德格有所謂「外的五大悟喇，內的二大悟喇」('འིི་ད(་�་ཁག་~། ནང་གི་ད(་�་ཁག་

གཉིས)之說，828但通說仍是五大悟喇(ད(་�་ཁག་~)。其中，八邦寺居五大悟喇之首，其餘

四所寧瑪派寺院──噶陀、白玉、佐欽、協慶──則無特別的地位高低之分，僅在一

般俗民的口語傳播中，按「白玉傳自噶陀，協慶傳自佐欽」而略有分別而已。這

些寺院之所以被稱為悟喇，正是因為該寺的宗教菁英曾至中國朝廷或其他政權的

王廷應供，得到封號、賞賜或該政權的保護，使得該寺在德格的地位得以提升，

而與該位宗教菁英的 

 

明成祖永樂 11 年(1423)第五世噶瑪巴．德新謝巴(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1384-1415)的高

徒曲吉堅贊進京，受封「灌頂圓通妙濟國師」829，為大司徒(ཏའི་སི་R)，曲吉堅贊自

此遂有大司徒（《清實錄》稱之為司篤）的稱號。此後的轉世化身，皆稱為大司

徒仁波切(ཏའི་སི་R་རིན་པ་ོཆེ)，是所有悟喇之中，最早受到中國朝廷封賞者。後來，司徒

班欽成了丹巴澤仁父子的上師， 

 
828 報導人洛熱彭措（1ོ་6ོས་Wན་ཚ3གས་ 宗薩寺前任寺管會主委）於非正式談話中提及此說。所謂內的

二大悟喇，指的是德格轄境內擁有宗教實權的兩大寺院組織：更慶寺、宗薩寺。 
829 《明實錄》記載：「命哈立麻寺綽思吉監藏為灌頂圓通妙濟國師，簇爾卜掌寺端竹斡薛兒巴里

藏卜為灌頂淨慈通慧國師，俱賜誥印及彩幣表裏。」哈立麻寺是噶瑪寺異譯，綽思吉監藏則

為曲吉嘉參的異譯。見：《明實錄》第 2 冊《太宗文皇帝實錄》卷 137，永樂十一年二月，臺

北：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1962，頁 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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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陀的第一世直美信炯貢波，曾於乾隆年間受召進京，得受封賜，包括四窗

御轎，全套儀仗與宮中全套樂器。回寺以後，噶陀寺每年都要演奏一套宮樂。830

此後，直美信炯遂有悟喇之名。 

 

白玉寺地位最高的轉世世系為噶瑪古欽(ཀH་_་ཆེན)。第一世噶瑪古欽．噶瑪札西

(ཀH་བn་ཤིས，1728-1790)為司徒班欽之徒。第二次金川戰役期間，噶瑪札西偕同第 8

代法王羅珠嘉措所派德格軍隊前往嘉絨，於軍營念經祝禱清軍勝利。戰爭期間，

乾隆意欲於金川心腹之地噶拉依建寺，由達賴派格魯派僧人住持，後來顧及惟恐

金川、西藏因此連成一氣，加上格魯派與金川信仰的宗派不同，經與章嘉呼圖克

圖討論，得兵部尚書阿桂推薦，遂欽點噶瑪札西為該職位之人選。831由於噶瑪札

西曾入京受封，得乾隆接見，授與帝師稱號，賜八種印章（金、銀、象牙、玉等

質地）、金字詔書、四窗八檯御轎，寺院乃興高大殿樓以保存相關珍品。832因而

白玉寺亦得位列德格五大悟喇寺院之一，噶瑪札西歷代轉世，皆稱噶瑪古欽，乃

該寺與相關寺院組織中，法位最高者。 

 

第四代德格法王喇欽．桑傑丹巴曾拜佐欽寺的創始者──第一世佐欽巴．貝

瑪仁增──為師，833因此該寺遂有德格悟喇寺院之稱。據說，除了擔任德格悟喇

之外，佐欽寺法台──第四世佐欽巴．明珠南開多吉──曾於 1851年受當時不

丹王室邀請，前去擔任不丹國師，成了不丹王室的悟喇。834 

 

至於協慶寺，目前僅知第六世協慶．冉江．囊則祝貝多吉(ཞེ་ཆེན་རབ་འ�མས ༦ kང་མཛད་

Zབ་པའི་mོ་Vེ，1911-1959)曾擔任德格悟喇，並在倫珠頂主持寶瓶法會((མ་�བ)。835由於

缺乏該寺早期菁英的詳細傳記，筆者至今尚未見到協慶寺創立初期該寺高僧成為

德格王悟喇的紀錄，因此推測該寺稱為可能性有二：一為第一世協慶．冉江曾受

五世達賴封為呼圖克圖，地位顯赫故被稱為悟喇；二是到了 19世紀以後，協慶

 
830 根造法師、密顯法師編著，《常樂文庫‧第三輯‧勝乘實踐》香港大園滿心髓研究中心網頁

電子檔（網址: http://www.mahasandhi.org/ebook/）。檢視日期：2019 年 4月 2 日。 
831 「前阿桂奏。欲於噶拉依建廟。令達賴喇嘛。選擇有梵行大喇嘛往彼居住一款。恐日久金川

與西藏。聯為一氣。亦難保其不滋流弊。莫若於京城選派一人前往。聲名似覺更尊。已諭知

阿桂審度辦理。嗣詢之章嘉呼圖克圖。據稱。金川等處。原非西藏所屬。恐不相習。至由京

派往之呼圖克圖。與該處紅教喇嘛。支派各別。難遽強而相同。所言亦是。因思前此德爾格

忒白玉寺。請赴軍營念經之斯第呼圖克圖大徒弟噶爾瑪噶什等三人。曾在兩路軍營念經。阿

桂等稱其頗有梵行。或於此內擇其最優者。在噶拉依新廟居住。管束眾喇嘛。並可令留住之

人。來京覲謁。承受恩賚。潛移默化。徐消兇悍咒詛之邪術。似為妥便。以此諮之章嘉呼圖

克圖。深以為然。著傳諭阿桂。將來照此辦理。」《清實錄》第 32 冊《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308，

嘉慶二十年七月甲午，中華書局影印版，1985，頁 1208。 
832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頁 483。 
833 郭若扎西，頁 781。 
834 四川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川省志‧宗教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頁 100。 
835 旦增‧龍多尼瑪，頁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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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智達、米旁南嘉、第四世協慶．嘉察．局美貝瑪南嘉 (ཞེ་ཆེན་�ལ་ཚབ་ ༤ འ[ར་མེད་པ�ྨ་Mམ་�ལ，

1871-1926)等人的政教影響力較強，因此才開始稱該寺為悟喇寺院的。  

 

（二） 德格王及其悟喇們 

 

1. 王朝初創時，公開場合唯有倫珠頂的悟喇 

 

如第二章所述，在 17世紀、第一代法王向巴彭措叔侄執政時期，除了俄爾

支派的悟喇之外，德格家族也陸續請來寧瑪派的伏藏師為悟喇，當時包括敦督多

吉、龍薩寧波與明珠多吉都曾在倫珠頂弘法。經過了 48代人德格喇嘛．桑傑巴

桑以俄爾派中心主義，推動公開反對、打壓寧瑪派的行動後，德格家族對寧瑪派

的支持態度轉向保守，雖然也贊助改建噶陀寺，新建白玉寺、佐欽寺、協慶寺，

但目前的文獻似乎並沒有反映這些寺院的創始人或法台在 17世紀成為德格家族

悟喇的情形。也就是說，在 17世紀，做為德格悟喇的寧瑪派菁英，僅限於幾位

伏藏師，而並非寺院系統內的僧侶。因此，當時德格王室對寧瑪派悟喇們的敬奉，

是很私人的事，該家族成員並未公開表示對薩迦以外宗派的包容態度。這種在宗

派立場上的保守態度，應當仍與獨尊俄爾支派有關。 

 

2. 18 世紀起，其他宗派的悟喇走向公開化 

 

到了宗派立場最開放的第 6世法王丹巴澤仁於 18世紀初執政起，以德格

王為首，德格家族轉而公開地拜其他宗派的菁英為悟喇。他的非薩迦派上師包

括了：第七世達賴、司徒班欽、白玉寺第三任法台──第一世竹旺．貝瑪諾布以

及伏藏師尼瑪札巴。如第二章所述，在《德格王統記》中敘明了丹巴澤仁的個

人宗教功修之一，就包括了寧瑪派無上密宗法門。此外，白玉寺的竹旺．貝瑪

諾布還首創在倫珠頂按照寧瑪派伏藏傳統舉行盛大甘露法藥修煉(རིལ་(་བ�བ་པ)法會

的規矩。836 

 

第 7代座主法王彭措丹巴的上師包括：第七世達賴喇嘛、堪欽．札西倫

珠、第 33任俄爾堪欽．巴登曲烱、第 30任薩迦法王．阿旺索南仁欽(ངག་དབང་བསོད་

ནམས་རིན་ཆེན，1705-1741)837。 

 

第 8代座主法王羅珠嘉措則從學於：巴登曲烱、第 36任俄爾堪欽．明珠

堅贊等俄爾派高僧，第七世達賴喇嘛、丹增多吉等人。他也拜佐欽傳承的佐欽

 
836 འཇམ་དཔལ་བཟང་པོ，[1985?], folio 36b-37a. 
837  《德格王統記》寫為蔣巴多吉昂旺仁欽(འཇམ་དཔལ་�ོ་�ེ་ངག་དབང་རིན་ཆེན)。彭措丹巴拜謁昂旺仁欽時，昂

旺仁欽仍是在任的法王。見：策旺多吉仁增，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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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古與尼札珠古為悟喇。838 

 

3. 18 世紀下半葉起，寧瑪派菁英逐漸成為主要悟喇 

 

到了 18世紀下半葉、央金卓瑪執政時期，由於央金本人對寧瑪派十分重視，

寧瑪派在轄境內的發展開始更為快速地向上提升。她本人除了拜薩迦派的高僧為

悟喇之外，也拜噶舉派的第九世司徒．貝瑪寧杰旺波(སི་R ༩  པ�ྨ་ཉིན་�ེད་དབང་པོ，1774-

1853)839，寧瑪派的噶陀．直美信炯為悟喇。840 

 

央金卓瑪本人與噶陀寺的宗教關係似乎非常密切。從羅珠嘉措時代便與德

格家族關係十分密切的格澤．局美策旺秋祝，在其《自傳》中提到，1781年央金

卓瑪病重時，曾請噶陀寺當時最主要的宗教領袖噶陀．莫祝（ཀཿཐོག་Hོག་Zབ་即莫敦欽

波．仁增南喀卻旺）至病榻前，為其傳授灌頂並主持禳災薦福(རིམ་Yོ)法事，後果真

痊癒。康復後，她便從莫祝處接受無上密宗的伏藏法門《上師意集》(�་མ་དགོངས་འ�ས)841

的經典口傳(Äགས་bང)842，又在古瓊(_་�ང)843處領受了其他密宗的教學。後來，央金卓

瑪與第 9代座主法王貢珠德噶桑波一起出資、發起的六字寶瓶法會(མ་ཎི་(མ་�བ)，也

請了莫祝擔任金剛阿闍黎(vajrāchārya/mོ་Vེ་¦ོབ་དཔོན)──也就是密宗法會最主要的主持

者。844 

 

在央金卓瑪的影響下，貢珠德噶桑波第 9 代法王德珠貢噶桑波本人對寧瑪

派也同樣採取寬容的支持立場。除了持續與拜薩迦俄爾支派、察爾巴支派高僧為

悟喇，他也拜德格轄境內的悟喇，也就是徐欽的文波、在倫珠頂出家的阿旺給雷

倫珠(ངག་དབང་དགེ་ལེགས་�ན་Zབ，circa 18th)。845 

 

貢珠德噶桑波即位後，仍持續了對寧瑪派的信仰，他於莫祝圓寂(1784)後，

於 1787年，接受了莫祝的高徒──格澤．局美策旺秋祝──的灌頂，拜其為悟

 
838 策旺多吉仁增，頁 82。 
839 央金卓瑪拜九世司徒為悟喇，應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尊崇，而非拜師。因為在她去世之時，九

世司徒也只有 14歲而已，不可能是她的上師。 
840 =ན་དགའ་བ ན་པའི་ཉི་མ，p. 781-782. 
841 《上師意集》是寧瑪派重要的伏藏師、出生於工布地區的桑傑林巴(སངས་�ས་Hིང་པ་ 1340-1396)最著

名的伏藏法門，主要的傳承者是噶陀寺系統的宗教菁英們，後來傳入白玉寺系統，成為這兩

座寺院主要的伏藏之一。 
842 口傳係指由師長念誦經文、弟子親自聆聽經文而得到經典傳承的方式。根據口述報導，口傳

這一形式源於印度貝葉經的誦讀傳統。按密宗法門的要求，口傳必須在灌頂（དབང་བ�ར་བ་授權弟

子修持密宗法門的教學儀式）之後才能接受。因此，從央金卓瑪在莫祝處接受《上師意集》

口傳可知，她應也曾拜其他的寧瑪派菁英為悟喇，事先領受過《上師意集》灌頂了。 
843 古瓊通常指寺院中居於第二順位的宗教菁英。當時噶陀寺的古瓊應指第一世噶陀‧直美信雄

貢波。 
844 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Fབ，《དགེ་�ེ་པ¦ྜི་ཏའི་རང་"མ་》，頁 156。 
845 =ན་དགའ་བ ན་པའི་ཉི་མ，p.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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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並讓他為新修建的佛殿主持開光典禮以及寶瓶法會。846 

 

不僅如此，其他頭人在 18世紀末也能公開表達自己對寧瑪派的信仰。1783

年，佐欽寺的第一世本洛也應邀至倫珠頂，為大頭人資深涅巴（人稱德格涅根[�ེ་

དགེ་གཉེར་�ན]，意為老涅巴，其人生平不詳）操辦盛大的後事。847 

 

貢珠德噶桑波與其妻策旺拉姆共同的寧瑪派上師包括：噶陀．直美信炯、起

塢伏藏師、佐欽寺傳承的嘉絨固介．喇嘛南喀(�ལ་རོང་_་)ེ་�་མ་ནམ་མཁའ，circa 18th)、噶陀．

格澤、果洛的第一世多珠欽．吉美赤列俄色等人，且貢珠德噶桑波本人也是以寧

瑪派的大圓滿法門做為個人主要的功修。848 

 

4. 19 世紀以後，寧瑪派菁英在悟喇中佔有絕對的地位 

 

這段延續自央金卓瑪時期對寧瑪派的尊崇，到德噶桑波、策旺拉姆執政的時

期更是向上攀升，而其中最為關鍵的，便是寧瑪派伏藏師吉美林巴。吉美林巴對

德格的影響，自此一直延續到王朝終了；乃至今日德格後人們的「德格共同體」

建構中，也少不了吉美林巴的影子。吉美林巴對德格的影響力在 18世紀末展開

的原因，概有下列數端： 

 

1. 先後掌政的德格王夫妻都是他的弟子； 

2. 被尊為德格悟喇的噶陀．格澤與第一世多珠欽都是吉美林巴的高徒； 

3. 吉美林巴的轉世世系，後來成為 19世紀以來德格主要宗教菁英網絡的

重要組成部分。 

 

關於以吉美林巴為核心的宗教菁英們對德格產生的影響，將於後面章節進一步

敘明，此處不贅。 

 

至於第 10代座主法王策旺多吉仁增，雖然他在年幼時也曾隨著父母拜見寧

瑪派大德吉美林巴學法，但他十分留心影響力日益高漲的寧瑪派勢力在德格境內

的發展，刻意強調薩迦派崇隆的主體地位。他拜的悟喇主要也都是薩迦派的，包

括：薩迦法王旺督寧波第 32任薩迦赤欽．旺督寧波父子，以及俄爾巴與察爾巴

支派的高僧；他也十分注重個人宗教功修，修行內容也都是薩迦派的無上密宗法

門，包括《道果》、《卡雀空行》(མཁའ་Jོད་མ)與《持梃怙主》等法門。849 

 

 
846 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Fབ，《དགེ་�ེ་པ¦ྜི་ཏའི་རང་"མ་》，頁 16。 
847 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Fབ，《དགེ་�ེ་པ¦ྜི་ཏའི་རང་"མ་》，頁 157。 
848 =ན་དགའ་བ ན་པའི་ཉི་མ，p. 784. 
849 =ན་དགའ་བ ན་པའི་ཉི་མ，p. 784-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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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世紀，宗薩寺的蔣揚欽哲旺波是雖然擁有俄爾巴．夏仲的身分，在

艾旺曲登寺與德格轄境內的薩迦派內部擁有極高地位與支配力，他同時也被視為

吉美林巴的轉世化身，亦是一位伏藏師，對寧瑪派有高度的認同，因此在以他為

首的宗教菁英們的努力下，對延續寧瑪派在德格轄境內的蓬勃發展，產生強大的

推動作用。 

 

第 12代法王企美達貝多吉時代，於 1864-1866年佔領德格的藏軍代本普隴

巴也與吉美林巴的另一位化身──佐欽寺的雜．巴珠．鄔金吉美曲吉旺波(!་དཔལ་

vལ་ཨོ་�ན་འཇིགས་མེད་ཆོས་6ི་དབང་པ，ོ1808-1887) ──結下師徒關係，後來企美達貝多吉夫妻與

多吉僧格、絳白仁欽等人也成為雜．巴珠的弟子。850與欽哲旺波、雜．巴珠極

為親善、關係緊密的工珠，更是企美達貝多吉的妻子及二子的悟喇，這一點可清

楚地從《工珠自傳》中反映出來。 

 

第 13 代法王澤旺鄧登的悟喇，則如第三章第三節所言，主要是 20 世紀上

半葉德格轄境內寧瑪派最權威的宗教菁英們，包括欽哲旺波的轉世──欽哲曲吉

羅珠，還有認定澤旺鄧登為轉世的第五世佐欽巴以及噶陀．司徒等，其他的悟喇，

包括八邦．司徒與薩迦派高僧們，也都有寧瑪派的師承。此外，在他執政期間，

刻印了米旁嘉措的文集。851後來實質統治德格大多數轄境的夏格．刀登本人也

是寧瑪派的忠實信仰者，他主要的上師是位於白玉縣的寧瑪派安章寺的嘉色．局

美多吉(�ལ་"ས་འ[ར་མེད་mོ་Vེ，1895-?)，以及後來由宗薩寺移居至更慶寺的另一位欽哲旺

波轉世852化身──蔣揚欽哲曲吉旺秋(འཇམ་ད�ངས་མ4ེན་བ5ེ་ཆོས་6ི་དབང་wག，1909-1960)。雖然

夏格．刀登沒有德格王的頭銜，他的上師也不稱為德格悟喇。然而，以他在 1930s-

1940s期間擁有的實權而論，他拜的上師，自然也會受到他的政治力支持。 

 

在王朝終結之前，末代德格王鄔噶仍然延續著宗教生活。除了五大悟喇寺院

之外，他也拜駐錫寺院位於江達、出身拉托王國治下敦塔噶(འདོན་ཐ་ག)頭人家族的竹

巴噶舉第八世吉噶．拉秋多吉(འཛ]་�ར་,་མཆོག་mོ་Vེ，1938-c.1959)為師，853而八世吉噶也

是一位與代表寧瑪派的工珠之轉世有較密切聯繫的宗教菁英。854 

 
850 �ོ་¬ལ་མཁན་པོ་འཇམ་དGངས་�ོ་�ེ，《རང་བཞིན་dོགས་པ་ཆེན་པོའི་ཆོས་འ.ང་རིག་འཛ�ན་བcད་པའི་"མ་ཐར་ངོ་མཚར་ནོར་*་བཻSTUÀྻའི་2ེང་བ་》(པོད་༼ཨེ༽པ། Vol. 1) 

Thimpu: Shami Ashram, Mori Thang, (n.d.), folio 188a 
851 朱革，頁 179。 
852 雖然如此，但蔣揚欽哲曲吉旺秋受到欽哲曲吉羅珠的喇章人員排斥，並不像其他欽哲轉世化

身，在德格享有由欽哲名銜與地位帶來的尊榮。相關討論，詳見第六章第一節。 
853 འཛ�་@ར་མཁན་པོ་འཇམ་དGངས，〈'བས་�ེ་འཛ�་@ར་མཆོག་aལ་ཡིད་བཞིན་ནོར་*་མཆོག་གི་ཟབ་གསང་�ོ་�ེའི་ག%ང་Mི་མ་མེད་པ་"མས་>ོགས་གཅིག་B་བ�ེབས་པའི་དཀར་ཆག་

ལེགས་བཤད་འGེད་པའི་Qེk་མིག〉in འཛ�་@ར་མཁན་པོ་འཇམ་དGངས་(ed.)《'བས་�ེ་འཛ�་@ར་མཆོག་aལ་ཡིད་བཞིན་ནོར་*་མཆོག་གི་ཟབ་གསང་�ོ་�ེའི་ག%ང་Mི་མ་མེད་པ་

"མས་>ོགས་གཅིག་B་བ�ེབས་པ་》Kathmandu: Khenpo Shedup Tenzin & Lama Thinley Namgyal, 2002, pp. 51/1-

132. 
854 工珠‧雲丹嘉措在竹巴噶舉的轉世化身之一，便是出生於後藏達那倉家族竹巴噶舉第七世吉

噶秋珠‧昂旺丹增巴桑(འཛ�་@ར་མཆོག་aལ་ ༧ ངག་དབང་བ ན་འཛ�ན་དཔལ་བཟང་1892-1937)的弟弟──第一世吉噶工

珠‧羅珠冉沛(འཛ�་@ར་ཀོང་aལ་ ༡ 1ོ་6ོས་རབ་འཕེལ་ 1901?-1958)，由第十五世噶瑪巴認定，在 20世紀上半葉

活躍於德格與囊謙，並於類烏齊建措卡寺(མཚ3་ཁ་དགོན)為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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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歷代德格王的悟喇，雖然一定要有更慶寺的俄爾寺高僧，但到了 18

世紀中開始，隨著寧瑪派愈發受到重視，悟喇當中的寧瑪派影響也愈發明顯。從

19世紀至王朝結束，吉美林巴的轉世──宗薩寺的欽哲旺波，以及八邦寺的工珠，

乃至他們的門生與轉世，皆紛紛成為德格家族成員最主要的宗教導師。德格轄境

內宗派權力的移轉趨勢，從悟喇所屬宗派的轉變──也就是「薩迦悟喇不再是德格

王個人最重要的宗教導師，但在形式上也應遵循傳統而加以尊崇」這一點，也可

看出端倪。 

 

歷代座主法王均無宗派偏見 

 

透過前文的梳理，已足以反映歷代德格法王們的個人宗派態度，亦即：他們

雖然都生長於一個獨尊薩迦派的家庭，家族的傳統與宗派偏好的選擇，促使他們

持續轄境內薩迦派的宗派勢力，而這個持續的過程，從 17世紀初的向巴彭措，

直到 18世紀中的丹巴澤仁父子，完成了將薩迦派所有法門移植至德格的目標，

使得德格成為具有動能的、復興薩迦派光榮的最主要據點，乃至發展為向外輸出

宗教菁英、決定今日薩迦派宗派圖景的關鍵勢力。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

看到，沒有任何一位座主法王只學薩迦派，而拒學、排斥其他宗派的情事。雖然

經過向巴彭措晚期對寧瑪派為期甚短的敵意，但綜合而言，「歷代座主法王均無

宗派偏見」這點，仍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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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7世紀） （○2 18世紀上半葉） 

  

（○3 18世紀下半葉） （○4 19世紀） 

  

 

 

 

 

 

 

（○5 20世紀上半葉） 代表單向的、宗教性的支配權力

 

圖 5-3 各時期的悟喇對王室的宗教支配權以及悟喇影響力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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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至衛藏獻禮與熬茶：施供關係、對

外政治與王權興衰 

 

赴藏熬茶是衛藏以外的其他部落政教菁英與衛藏菁英聯繫、結成人際網絡的

有趣觀察視角之一。赴藏者的身分、赴藏的頻率、所費金額以及所交往的政教菁

英對象，對於考察赴藏熬茶部落本身的政教與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德格的赴藏熬茶，主要的目的是建立與甘丹頗章的供施關係，其次是向衛藏

其他高僧（主要是艾旺曲登寺）求法，並從迎請艾旺曲登的卸任堪欽或尚未繼任

的夏仲至德格，擔任倫珠頂的方丈──德格堪欽(�ེ་དགེ་མཁན་ཆེན)855。該種供施關係，從

單純的檀越（在此主要指德格家族）與應供處之間的互動，延伸出了宗教意義上

的師徒關係，使得德格與衛藏政教菁英的關係，愈形密切。 

 

德格王入藏熬茶的資料，相對於多康其他部落以及其他涉藏民族的歷史而言，

應是較為豐富的。對其家族赴藏熬茶的考察，有助於認識這種「政治、宗教目的

兼備」的供施關係之理解。 

 

一、蒙古與其他民族或部落赴藏熬茶的先例 

 

1578年-1632年市漠南蒙古右翼控制海西蒙古各部的時代，為蒙古人進藏熬

茶的初期。1578年，俺達汗與第三世達賴．索南嘉措建立施供關係、護上尊號以

來，便開啟了蒙古人赴藏熬茶、學經的風氣之先。俺達汗之子丙兔台吉掌控青海

北面的衛藏對外通道，蒙古人在此地區往來活動，征討各部，入藏十分便利。1603

年，蒙古右翼三部送第四世達賴進藏坐床，隨即有土默特部、喀爾喀部等政教菁

英陸續入藏熬茶。1637年起，和碩特與準噶爾部崛起，隨著期軍事活動的發展，

他們也持續著熬茶佈施的做法。達力扎布將 1578-1632年視為蒙古入藏熬茶的第

一個時期。856但而，這時期的衛藏似乎僅是一處名義上的供養處，此時的衛藏宗

教菁英們是否已與蒙古人各部落政治首領們個別結下基於宗教信仰的定制化供

施關係，則尚有待考察。 

 

準噶爾的巴圖爾琿台吉之子噶爾丹於 1656 年至 1670 年還俗之前，皆以格

魯派高級別僧侶溫薩巴之轉世者身分，先後於四世班禪、五世達賴處學經，建立

 
855 德格堪欽一詞，幾乎只出現在 18世紀的藏文文獻中。19世紀的文獻中則幾乎見不到這種稱

法，考量王權與薩迦派影響力在這兩個世紀的變化，該詞彙的消失可能顯示著俄爾支派在德

格絕對優勢地位的轉變。 
856 達力扎布，《清代蒙古史論稿》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頁 381-386, 41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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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與衛藏高層政教菁英的關係網絡。噶爾丹回到準部統治政權後，在發展政治影

響之餘，亦大肆建寺，促進格魯派發展。於此時期，由於清廷對青海等入藏路線

尚無力控制，在 1671-1681年短短十年之間，準噶爾部便已先後派代表赴藏熬茶

佈施 30餘回，得到達賴贈號等回饋。噶爾丹之後的策妄阿拉布坦雖也繼續在準

噶爾建寺供僧，使得格魯派勢力在準布達到空前的高峰。但隨著清廷對藏控制力

的提升，入藏熬茶的道路在 1690年代至 1723年間，受到清廷的封鎖，策妄阿拉

布坦遂未能入藏熬茶；噶倫制的實施，對於抑制格魯派的過度膨張及避免蒙古上

層介入衛藏政治，有著實質的意義。8571735-1740年，噶爾丹遣使赴京朝貢 9 次，

隨後在 1740年代，正式獲清廷允許取道青海入藏熬茶三次。(1741、1743、1747)，

期間，巨賈們隨著熬茶佈施的隊伍入藏，成功完成鉅額的貿易。858（類似的情形

見於 17世紀初，喀爾喀蒙古每當要入藏熬茶時，也都要先與與明朝貿易，將交

易所得做為供施的禮品859）可見，準噶爾部的入藏熬茶，除了表面的宗教目的之

外，尚有聯繫菁英階層與商業貿易等實際政經需求。 

 

不只是準噶爾部，其餘包括土爾扈特、和碩特等蒙古各部政教菁英也陸續入

藏熬茶。在熬茶者的身分方面，以政治菁英為多，包括受封為親王、公、貝子等

級別的政治領袖本人，以及其代表；但其佈施金額，則以宗教菁英為鉅。廓爾喀

戰役結束後，乾隆根據福康安的建議，在 1792年規定了蒙古赴藏熬茶的規模：

凡 10人以上者必須請票；10人以下請票與否皆可，若無請票，駐藏大臣也不必

深究。於是蒙古各部的進藏隊伍遂開始壓雖進藏規模。除了蒙古之外，甘肅、青

海等地各部落，也是從西寧入藏熬茶的；雲南麗江、中甸、永寧等地部落，皆由

巴塘一路，或維西、阿墩子、察木多（昌都）一路入藏；多康與嘉絨的菁英們，

則同樣循著察木多一路入藏熬茶，1774年，綽斯甲王工噶爾諾布(Xན་དགའ་ནོར་()、加

拉王（明正土司）堅參治昌(�ལ་མཚན་�ལ་Oིམས)皆有上折請票入藏熬茶的紀錄。860 

 

至於喀爾喀蒙古，除了 17 世紀以來的熬茶傳統之外，自第二世哲布尊丹巴

呼圖克圖圓寂後的 1775年起，庫倫的商卓特巴每遇哲布尊丹巴圓寂，皆會由喀

爾喀的政教菁英，申請入藏熬茶佈施，拜謁達賴、班禪，參與衛藏宗教上層的法

事，所費資金甚鉅，佔寺院之初之大數，巨額支出也與寺院經濟衰退產生直接關

聯。861 

 

由上述入藏熬茶的規模可知，衛藏周邊的各部落入藏熬茶的風氣，約始於 17

 
857 呂文利，〈戰爭、熬茶與和平：噶爾丹、策妄阿喇布坦時期準噶爾、西藏及清朝的關係〉《中

國邊疆學》2015(1)，頁 112-121, 127-128。 
858 葉志加，〈從貿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對準噶爾部的民族政策〉《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

學版）》，1986(1)，頁 62-63, 68。 
859 達力扎布，2015，頁 414-415。 
860 蔡家藝，〈清代中晚期進藏熬茶概述〉《民族研究》1986(6)，頁 42-45。 
861 賴惠敏，〈清代庫倫商卓特巴衙門與商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所集刊》2(84)，2004，頁

16-2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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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晚期，至 18世紀受到清廷規章之規範，規模雖然下降，但各部首領仍陸續

親自或遣使入藏，這樣的風氣一直延續到了 19世紀末。 

 

至於入藏熬茶的主要目的約有下列數項：1. 聯繫或建立與衛藏政教菁英網

絡的關係，包括參與達賴、班禪等宗教菁英的長壽法會（བ?ན་བTགས，清代漢文文

獻以藏文音譯，稱之為丹舒或丹舒克）；2. 為亡故的政治菁英積善薦福(དགེ་�བ)；

3. 請求衛藏宗教菁英認定轉世化身的人選(vལ་_ར་ངོས་འཛ]ན)；4. 其他目的（例如準噶

爾部在沿途經商）。 

 

二、德格王赴藏熬茶 

 

在《德格王統記》等德格家族史專書中，對於德格家族熬茶佈施的記錄十

分稀少，往往一語帶過，並沒有細節的陳述。從其他史料與第七世至第十三世

達賴的編年史，以及其他零星史料，方能得到更多的相關訊息。 

 

德格家族赴藏熬茶的時間點，略早於清廷開放對準噶爾部取道西寧入藏，

亦較其他諸部落為早。由於德格家族與第七世達賴及其父親的私人關係緊密，

因此從 18初期開始，便十分密集地入藏熬茶。 

 

德格家族赴藏熬茶之事，有數項特點，茲略述於下： 

 

1. 熬茶佈施的成員，主要是德格家族的核心成員，包括德格王本人或者主

要家系的晚輩，佐欽、噶陀的宗教菁英有時也會隨行或代表出席。 

2. 在這段供施關係發展的早期，幾乎是每逢藏曆新年必有專員代表出席向

達賴賀年，或每隔幾年便派代表團入藏佈施。 

3. 代表團的人數，往往多達百人或數百人，亦有先入藏再呈報朝廷的情形；

此外，德格轄境的官員，也有未隨團而自行入藏賀年或請法的紀錄。可

見，清朝對於德格入藏熬茶的限制，遠不似對蒙古那般嚴格。實際上，

從前文對德格家族歷史的梳理，可知自 16 世紀末起，德格家族與遠在

日喀則的艾旺曲登寺的聯繫就不曾斷絕，顯示出雖然蒙古與多康北部的

入藏路線相同，但明朝並未在入藏事一方面予以限制，使得多康地區在

16-18世紀這段時間，與衛藏之間的交通是通暢。 

4. 每逢德格王圓寂，繼任者或其他家族成員，也都會盡快安排赴藏積善佈

施。 

5. 到了 18世紀末，這種關係曾經歷將近 30年的中斷，待至 1817年重新

恢復，德格入藏頻率與供養規模均有明顯下降的情形。 

6. 紀錄顯示，甘丹頗章對德格的重視程度，以 18世紀末為分水嶺，18世

紀末之前十分禮遇，達賴親自接待、送行，覲見位次也十分地高，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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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上半葉，也呈現出重視程度明顯的下滑。 

 

以下便就德格家族赴藏熬茶，以及與甘丹頗章的供施情形做一梳理。至於德

格藉由赴藏熬茶而與其他衛藏菁英起的供施、師生關係，主要涉及對象為薩迦昆

族與俄爾巴支派，將於第六章再詳敘，為恐繁冗重複，於此不贅。 

 

（一） 德格家族與甘丹頗章供施關係的建立 

 

在 18世紀初期，清朝為了讓第七世達賴喇嘛的父親離開衛藏的政治圈，將

達賴的轉世安置在木雅熱岡的噶達（མགར་ཐར་泰寧）惠遠寺。並為了確保噶達附近

的政治局勢穩定，在 1729年開始對理塘、巴塘、道孚、瞻對、霍爾、德格、白

玉、鄧柯、石渠等地進行第二次大規模的土司設置。由於達賴喇嘛 1730-1735年

間駐錫於惠遠寺，使得打箭爐、理塘、巴塘、霍爾五部、德格、靈蔥、玉樹、中

甸、嘉絨等各地政治酋首紛紛前來拜訪達賴，敬獻大量禮品，使得達賴為首的政

治菁英群體與多康的政治菁英們建立起較密切的友好關係。其中，包括明正土司

堅贊達吉(�ལ་མཚན་དར་�ས)與明正大院壩羅家鍋莊的女主人等明正所屬地區的政治菁

英們，也都陸續在 1712-1735年之間，與第七世達賴有較密切的供施關係。862然

而，目前可知的文獻所反映出的資訊觀之，後來持續與第七、八世達賴皆有持續

且正式的密切供施關係的多康政治勢力，仍以德格家族為首。 

 

自從第 5 代法王索南彭措與第七世達賴結下施供關係後，德格家族便例行

性地向達賴供養，雙方互有往來。1715年歲末，為求教政發展順利，七世達賴向

德格、霍爾、青海等地政治領袖轄境的僧院(དཔོན་ཁོག་གི་ད(་གེར་9ི་Y་ཚང)發放布施。8631719

年，丹巴澤仁供養七世達賴精緻的法座與大量財物；8641722年，達賴為丹巴澤仁

的代表餞行，並頒給詔書；8651729 年，丹巴澤仁派商人咕如堅(ཚ ང་དཔོན་F་A་ཅན)供養

達賴大量黃金、錦緞、馬匹與財物，受到熱情款待，達賴回信給德格王夫婦，並

賜與許多宗教聖物(བཀའ་ལན་?ེན་བཅས་Qམས་མཐོ་བ་གནང)；8661730年，丹巴澤仁又遣白利．格桑

堅(བི་རི་བ�ལ་བཟང་ཅན)呈進大量供養，向達賴致意；8671732年，乾隆同意達賴生父所請，

將達賴之妹策令嫁給丹巴澤仁的長子索南貢波，賜給達賴生父及索南貢波白銀

3,500 兩，錦緞數百匹，要求德格土司應對政教發展效力，隨後丹巴澤仁與索南

貢波親率諸多賢達人士至拉薩領賞迎親，並拜謁達賴，奉獻大量金銀畜產，各級

 
862 玉珠措姆，〈七世達賴喇嘛駐錫地惠遠寺与康區地方土司及清廷的互動〉《中山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2018(3)，頁 154-161。 
863 章嘉若白多吉，頁 57。 
864 Ibid，頁 98。 
865 Ibid，頁 168。 
866 Ibid，頁 249。 
867 Ibid，頁 262。 



DOI:10.6814/NCCU201901160

DOI:10.6814/NCCU201901160DOI:10.6814/NCCU2019011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07 

 

官員皆按級別受達賴賞賜；868隔年(1733)春天，策令代表德格向達賴獻供賀年，

1734亦派員賀年，但達賴閉關，由其生父接待，同年六月，策令與丹巴澤仁又遣

仁致禮；8691735年，達賴造訪昌都，德格官方特派大臣曲烱羅珠(ཆོས་)ོང་�་ོYོས)獻金銀

騾馬，達賴親自送行，並致書丹巴澤仁。870 

 

1738 年，丹巴澤仁圓寂，次子喇欽．彭措丹巴赴藏熬茶布施，向達賴獻上

大量供養，祈求在隔年丹巴澤仁忌辰時迴向發願，達賴遂於 1739年正月，口述

了在大小昭寺釋迦牟尼像前供養白銀曼陀羅時所需的願辭。隔年回程時，達賴又

賜贈包括釋迦牟尼佛唐卡、增生舍利子等聖物，以及肩披等服飾為禮。871 

 

1742 年，索南貢波與妻子策令帶著長子到拉薩，受到達賴特別接見；一行

人向達賴呈進大量金銀、茶葉、衣裝、綢緞等物資，得到達賴在措欽大殿盛宴款

待。他們隨後朝禮了札什倫布、薩迦寺與俄爾寺，並在 1743年的新年期間返回

拉薩，再度供養達賴財物，並做了祈禱達賴長壽的法會。該年四月，達賴為索南

貢波夫妻與公子傳授長壽灌頂以及《馬頭明王密修》(?་མYིན་གསང་�བ)、白度母(jོལ་དཀར)

等隨許法(Vེས་གནང)872，結下師徒關係。臨行前，達賴舉行了隆重的餞別儀式，開示

索南貢波繼承先人風範，不分宗派、善為護持佛教。873當年十一月，德格喇嘛代

表向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獻禮。874 

 

1749年春，當時尚未登基的羅珠嘉措875與其妹央金卓瑪至拉薩拜年，達賴

賜贈 35尊佛像，並傳授白度母隨許法；夏瑪巴與司徒班欽也同時在拉薩，亦得

到豐盛的禮品。876 

 

此後隔了數年，羅珠嘉措繼任法王之後，首次遣人向達賴請安，是在 1754

年，護送俄爾堪欽．巴登曲烱返回衛藏的代表頭人拉嘉(,་�ལ)以及頭人涅巴阿康

(གཉེར་པ་ཨ་ཁམ)等一行 200 餘人前往謁見，奉獻大量財物，並請求摩頂。877到了 1756

年三月，羅珠嘉措親自前往拉薩，迎娶達賴的姪女札西旺姆為妻。迎娶前，羅珠

嘉措位列數千名請求摩頂者的行列中，順序緊接在大寶法王、直貢法王之後，且

在昌都寺等康區格魯寺院代表之前。同去的還有德格地方仕紳崩夏(མི་k་འ(མ་)བས)與

 
868 Ibid，頁 276-277。 
869 章嘉若白多吉，頁 281, 290-291, 296-297。 
870 Ibid，頁 328-329。 
871 Ibid，頁 474, 476, 491-492。 
872 隨許為密宗上師允許弟子修習特定密宗法門功修的儀式。透過隨許，雙方將會結下密宗的師

徒關係。 
873 章嘉若白多吉，頁 550-552, 564-566, 570-572。 
874 丹珠昂奔主編，《歷輩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年譜》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頁

477。 
875 原文誤植為羅珠堅贊(1ོ་6ོས་�ལ་མཚ3ན)。 
876 章嘉若白多吉，頁 701, 709-710。 
877 Ibid，頁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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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巴頭人一行 50 餘人。迎親團受到達賴接見問候。878隔年(1757)，七世達賴圓

寂，羅珠嘉措獻黃金 30 兩，做為圓寂法會之用。879  

 

1762年，出生於多康色莫岡的第八世達賴．絳白嘉措(༧�ལ་དབང་_་:ེང་ ༨ འཇམ་དཔལ་�་མཚ ，

1758-1804)奉乾隆諭旨在布達拉宮坐床。當年的藏曆新年，各地代表前往賀年，

其中就包括了德格的代表。當時多康地區的代表僅有德格與昌都，昌都又是格魯

派高級僧侶聚集之地，可見當時包括德格在內，各地前去賀年的代表人數應都不

在少數；此外，這種代表被稱為「年例謁見者」(ལོ་མཇལ་བ)，可能當時已經形成固定

每年派出代表團面謁的慣例。又，在官方紀錄裡，德格的排序甚至在昌都、錫金

（哲孟雄）、不丹（布魯克巴）與拉達克之前，可見當時德格做為達賴的施主，

在甘丹頗章看來，地位十分崇隆。880 羅珠嘉措似乎於 1767年再度入藏，因為到

了 1768年 5月，羅珠嘉措啟程回德格之前，得到八世達賴的摩頂。881從此之後，

便無羅珠嘉措前往西藏的紀錄。 

 

羅珠嘉措圓寂後，由其妹央金卓瑪執政。1779 年底，距離央金卓瑪入藏已

經過了 30年，此時她已經獲得乾隆御旨接任德格土司職位，因此以德格王的身

分，偕同羅珠嘉措的遺孀──也就是七世達賴的晚輩札西旺姆至拉薩，882得到達賴

摩頂。當時同行的德格菁英人士，還包括了佐欽寺的大小二位珠古與 10位大喇

嘛。一行人在隔年(1780)正月向達賴獻馬。883此後，央金並未再度親赴拉薩拜謁

達賴。1781 年九月，為了祈求八世達賴長壽，拉薩上層宗教菁英約 160 人獻上

了隆重的長壽供養，德格方面為此派遣代表，舉行了化解達賴年災的法事。8841786

年，德格派遣所轄的拉多本姆(,་ཐོག་དཔོན་མོ)、涅巴．達嘉(གཉེར་�ག་�ལ)、策旺崩(ཚ+་དབང་འ(མ)，

連同僕役逾 400人，以及拉多方面亦遣代表逾 300人，與司徒珠古885一同前往拜

謁達賴，請求達賴為司徒剃髮受皈依戒。886《十二世達賴傳》並未記載 1788年

 
878 Ibid，頁 983, 994。 

879 章嘉若白多吉，頁 1067-1068。 
880 第穆呼圖克圖‧昂旺羅桑圖丹吉美嘉措(ངག་དབང་1ོ་བཟང་Iབ་བ ན་འཇིགས་མེད་�་མཚ3་ 1778-1819)（以下簡稱第穆）

顯然是用了官方紀錄寫下這段文字（因為當時第穆尚未出生）：「?་s་གནམ་ལོ་གསར་ཚ�ས་ལ་ཨམ་བན་སོགས་�་དཔོན་ཁག 
དེ་མོ་རིན་པོ་ཆེས་གཙ3ས་�ེ་ཤོད་!ི་ཞབས་འqིང་སེར་'་བ^་ཤིས་�ན་པོ་གསར་འ*ལ་མི་བཅས་ལ་མཇལ་>ག་Äལ། གཞན་ཡང་མཚ3་7ོན། ཁལ་ཁ། ཧོར། ཨ་མདོ། �ེ་དགེ། ཆབ་མདོ། འqས་

Oོངས། འ�ས་ ལ་Åགས་སོགས་!ི་ལོ་མཇལ་བར་མཇལ་>ག་Äལ།」（水馬新年時，接見了駐藏大臣等清廷官員，以及第穆仁波

切為首的孜雪僧俗僕役、札什倫布的拜年代表等人，為其摩頂。此外，尚有青海、喀爾喀、

霍爾、安多、德格、昌都、哲孟雄、布魯克巴、拉達克等地年例謁見者，為其摩頂。）見：第

穆‧洛桑圖丹晉麥嘉措(དེ་མོ་ཧོ་ཐོག་I་1ོ་བཟང་Iབ་བ ན་འཇིགས་མེད་�་མཚ3)，《第八世達賴喇嘛傳：藏文》(�ལ་དབང་�་2ེང་

རིམ་Gོན་8ི་མཛད་"མ། �་2ེང་བ�ད་པ་1ོ་བཟང་བ ན་པའི་དབང་�ག་འཇམ་དཔལ་�་མཚ3འི་"མ་ཐར)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頁 35。 
881 第穆，2010，頁 83。 
882 原文寫做 �ེ་དགེ་དཔོན་8ི་zམ་�ན་གཉིས，意為德格本（德格土司）的妻子或姊妹二人。但當時德格本就是

前任德格本羅珠嘉措的妹妹，而此輩手足皆已亡故，由此可知，二人是指妻子與妹妹。第穆

並未使用女土司（དཔོན་མོ་本姆）一詞稱呼央金卓瑪，可能是因為央金乃是女尼，不被視為官員。 
883 第穆，2010，頁 171-172, 174。 
884 第穆，2010，頁 204。 
885 第九世司徒‧貝瑪寧杰旺波(སི་B་�་2ེང་ ༨ པ�ྨ་ཉིན་Gེད་དབང་པོ་ 1774-1853)。 
886 第穆，2010，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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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官方覲見的紀錄，只寫道德格頭人達隆群培(�ག་bང་ཆོས་འཕེལ)以私人身分拜謁達賴。887 

 

（二） 德格菁英赴藏熬茶與朝聖的實例：格澤．局美策旺秋珠赴藏 

 

雖然《十二世達賴傳》並未記載 1788年貢珠德噶桑波於同年赴藏熬茶的情

形（通常是夏末秋初啟程），但在《格澤班智達自傳》中，卻詳盡記錄了 1787-1788

年間，第一世噶陀格澤．局美策旺秋珠為了替圓寂的上師積善薦福，赴衛藏熬茶

的過程。這是目前所知唯一一份詳載德格高層菁英赴藏熬茶的紀錄，888對於理

解當時的前往衛藏朝聖的路線，以及德格菁英在衛藏建立的菁英網絡、所受待遇

等資訊，十分有益。茲依該傳記所載內容，概述如後。 

 

該次熬茶的名目，因為格澤的上師直美信雄貢波(�ི་མེད་ཞིང་)ོང་མགོན་པ，ོ1724-1786)

於 1786年圓寂(དགོངས་!ོགས)，按例要為其生後薦福。但因為當時執政的德格本姆．央

金卓瑪於 1787年初圓寂，加上初次請領入藏路票未果，只有留滯於倫珠頂為王

室與寺院服務。後來又，再度透過青海的索諾木多爾濟親王(བསོད་ནམས་mོ་Vེ་ཆིང་ཝཾ)889呈報

朝廷的，才或得到許可後，方於 1787年藏曆 7月 14日啟程。890  

 

朝聖團先到了熱振(ར་³ེང)行佈施，於文就珠古(འོད་འཇོ་vལ་_)處得長壽灌頂；隨後

抵達彭波(འཕན་པོ)的那爛陀寺(ན་ལེÕæ) 891，德格家族的男性成員們與究給本（བཙ ་བ�ད་དཔོན་ 

應即當時兼任地方首領的究給赤欽）會晤；隨後，於藏曆 12月 15日抵達拉薩，

拜見第八世達賴喇嘛．絳白嘉措，稟告央金卓瑪圓寂一事，供養白銀 500 兩以及

布疋、茶葉、絲綢以及 40 頭雄馬，得到摩頂與茶宴的款待；一行人還參觀了布

 
887 第穆，2010，頁 279。 
888 《格澤班智達傳》並沒有並未明確指出德格王一家是這次的成員，僅稱是「為［上師］圓寂

事，欲往衛地」（དགོངས་dོགས་ཆེད་/་ད*ས་འ6ོར་）。然而，由於公認關於貢珠德噶桑波赴藏熬茶的年分即是

1787，與《格澤班智達自傳》所載的時間一致。且該書提到，在朝聖過程中，受到包括達賴、

班禪、吉美林巴等各寺宗教菁英盛情歡迎與傳法，規格之高，並非局美策旺秋祝自行率團赴

藏所能比擬；又，該書提及一行人與吉美林巴的會面，亦與《吉美林巴自傳》(འཇིགས་Hིང་རང་"མ)所

載德格王一行來訪時，吉美林巴讓一行人去桑耶(བསམ་ཡས)的敘事吻合。此外，該書還提及：在艾

旺曲登寺期間，色倫久(Pས་�ན་འGོར)患病，寺方特此派了醫生與馬、騾供朝聖團驅馳，且稱其為色

（Pས་世子、公子之意），表示倫久本人為德格家族的男性成員。綜合上述事實，判斷局美策旺

秋祝正是當時隨德格家族入藏熬茶的一員。見：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Fབ，《དགེ་�ེ་པ¦ྜི་ཏའི་རང་"མ་》，頁 169-170, 

173。吉美領巴，頁 323。 
889 局美策旺秋祝稱之為王、親王、多爾濟王或索諾部多爾濟王，住在近黃河源的北岸，且該地

有寺，名為甘丹額爾德尼召(དགའ་Qན་ཨེར་ཏི་ནི་�)。依此研判，此索諾木多爾濟，應為信奉格魯派的和

碩特部多羅郡王策旺喇布坦之玄孫（四次襲），於 1777 年襲扎薩克多羅郡王。見：འ(ར་མེད་ཚ�་དབང་

མཆོག་Fབ，《དགེ་�ེ་པ¦ྜི་ཏའི་རང་"མ་》，頁 161, 165；《清史稿》，第 29 冊，卷二百十一〈表五十 藩部世表

三〉北京：中華書局，1976，頁 8632-8633。 
890 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Fབ，《དགེ་�ེ་པ¦ྜི་ཏའི་རང་"མ་》，頁 165。 

891 該寺位於今日拉薩市邊角林鄉，為 15 世紀出生於嘉絨的薩迦派名僧榮敦‧謝加袞日(རོང་ ོན་ཤེས་G་

=ན་རིག་ 1367-1449)於 1436 年所建，後成為歷代究給赤欽(བཅོ་བ�ད་\ིད་ཆེན)的法座所在寺院(གདན་ས)，為

察爾巴支系的重要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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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宮的珍稀宗教文物，會見第穆呼圖克圖，並參加了年終的除障法事。1788年

新年，與漢、藏、蒙各地官員向達賴獻禮，公開、私下都拜見了噶倫，致上禮品，

隨後參加神變月法會。此後轉往寧瑪派的名寺多吉扎(mོ་Vེ་%ག)，會見多吉扎的首座

喇嘛仁增秋珠(རིག་འཛ]ན་མཆོག་vལ)，並向該寺的圖色珠古(.གས་"ས་vལ་_)求取該寺傳承的《持

明全聚》(རིག་འཛ]ན་ཡོངས་འ�ས)的灌頂與口傳；又在策仁炯(ཚ+་རངི་Äངོས)拜見了伏藏師吉美林巴，

吉美林巴親自開門迎接一行人，又盛情傳授了無上密宗法門，雙方具有密切的師

徒關係。熬茶團也在日喀則札什倫布拜謁班禪，到薩迦寺拜見薩迦赤欽；隨後轉

往艾旺曲登寺，入住該寺的靈巴康村(Eིང་པ་ཁང་ཚན)僧院，向祿頂、塔則、康薩等喇章

獻上禮品；最後至楚布寺拜見噶瑪巴之後，便於該年五月啟程返回多康，沿途經

過熱振、直貢替寺(འ%ི་Fང་ཐིལ)，在昌都強巴林，受到帕巴拉的熱情款待。返抵德格，

局美策旺秋祝隨即赴倫珠頂向德格王報告行程，轉達衛藏菁英賜贈的書信禮物，

奉獻個人準備的禮品，並且稟陳此行全屬宗教事務，無順道經商之情事，圓滿成

功。892 

 

至於貢珠德噶桑波率家庭入藏熬茶的情形，應在 1788下半年893，當時該團

熬茶成員中，扣除僕役後，政教菁英人數約為 45人。894 

 

從上述局美策旺秋珠入衛藏的紀錄，加上俄爾堪欽．桑傑彭措的自傳中所記

載由日喀則前往德格的行程，我們得以見到在 18世紀，德格與衛藏之間交通，

通常是走北路、由貢覺、昌都一帶入出衛區的真實紀錄，而不是清末強調的康南

理塘、巴塘一路。 

 

（三） 1790 後，停辦赴藏熬茶與熬茶規模、頻率下滑 

 

1790-1807年，為德格女王策旺拉姆執政時期。由目前可知的資料看來，近

20 年間，德格方面赴藏的藏文紀錄陡然中止，策旺拉姆似乎並未延續與甘丹頗

章的施供關係。前引 1817年的喜明所呈〈奏報德爾格土司赴藏朝佛由〉一摺，

也同樣反映出這段期間德格未再正式赴藏的情況。 

 

第 10 代法王策旺多吉仁增登基後，再度恢復與甘丹頗章的施供關係，但從

歷史文獻看來，雙方互動的相關紀錄愈發減少，德格方面不再固定按年派代表至

 
892 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Fབ，《དགེ་�ེ་པ¦ྜི་ཏའི་རང་"མ་》，頁 166-176。 
893 格澤於 1788 年藏曆五月返回徳格，曾將入藏熬茶所得禮品呈與德噶桑波，因此可知當時德

噶桑波尚未從德格啟程赴藏。 
894 《吉美林巴自傳》提到當時德格王一行人欲前往位於山南區青樸(མཆིམས་Wག)朝聖，需備 45 名馬

役烏拉(s་kལ)，因此盡可能地從民間徵調了烏拉。按藏族傳統，非出家人與世家貴冑者，入聖

地、寺院不得使用坐騎。此外，駝運貨物亦不會使用馬匹，因此，筆者推估這 45名烏拉，皆

是提供德格家族成員等政教菁英差遣用的。見：吉美領巴，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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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薩向達賴賀年，彼此的施供關係似乎不再像 19世紀以前那樣緊密而往來頻繁

了。 

 

第九世達賴．龍多嘉措(༧�ལ་དབང་_་:ེང་ ༩ bང་?ོགས་�་མཚ ，1805-1815)出生於鄧柯，父母

的家世雖非望族，但由於出生於德格轄境，895自然與德格家族關係密切。九世達

賴於 1806年被迎至拉薩後，1808年四月、六月，德格地方人士策居堅(ཚ+ས་བN་ཅན)、

希度堅(Jིད་�ག་ཅན)等人，各自以私人名義拜見達賴，獲得摩頂；896同年九月，與德

格女王策旺拉姆親善的佐欽巴．明珠南開多吉率眾拜見，獲得賜宴、摩頂。897

由於這是在拉薩方面的相關文獻中，首度將歷輩佐欽巴的名號與德格並置的紀錄，

加上佐欽寺在策旺拉姆執政時期極受重視，佐欽巴一行的目的，除了聯繫該轉世

世系與達賴世系本有的師徒關係之外，應該也得到了策旺拉姆的授意。 

 

1809年，德格方面正式讓頭人宗格本．倫珠(ཙ ང་ཀེ་དཔོན་�ན་Zབ)為代表，與朱倭倉、

孔薩家族的女主人，孔薩本的強佐、涅巴頭人，一行上百人前去謁見達賴，得到

摩頂，898此事可視為德格官方有意延續施供關係的標誌。8991813 年正月，德格

地方菁英貢噶丹增(Xན་དགའ་བ�ན་འཛ]ན)與明正屬地的轉世化身等其他政教菁英求見達

賴，獲得摩頂。9001814年正月，協慶寺的珠古覲見請求摩頂；1815年正月初一

日，佐欽巴再次代表德格向達賴獻供，請求加持，同一月中，協慶珠古亦來請求

摩頂。當時，佐欽巴的覲見排行，甚至還在喀爾喀代表以及寧瑪派多吉札寺第二

法座曲桑夏仲(�་བཟང་ཞབས་0ངས)之前，而協慶珠古也在賽音諾顏(སན་ནོ་ཡོན)首長之前；正

月十五日，佐欽巴率領南杰札倉（Mམ་�ལ་±་ཚང་ 專司達賴私人寧瑪派信仰事務的佛殿）

僧人三十餘人，在日光寢殿，向達賴獻上隆重的供養與長壽祈禱法事。901 

 

 
895 第穆在《九世達賴傳》中，僅到提到龍多嘉措出生於「長江流域佛學素養深厚之賢君(འqི་�ལ་དམ་

པ་ཆོས་!ིས་�ག་པ)」的轄境，父母皆為當地人，但清楚地寫著「無法斷定父親骨系家族系屬何望族」

(_ས་ཆེན་གང་/་གཏོགས་པ་ཞིབ་པར་�ད་མ་ཆོད)。第穆‧洛桑圖丹晉麥嘉措，《�ལ་བའི་དབང་པོ་ཐམས་ཅད་མ�ེན་པ་1ོ་བཟང་བ ན་པའི་འ.ང་གནས་ངག་

དབང་]ང་sོགས་�་མཚ3་དཔལ་བཟང་པོའི་ཞལ་7་ནས་!ི་"མ་པར་ཐར་པ་མདོར་མཚ3ན་པ་དད་པའི་ཡིད་འ2ོག་ཅེས་G་བ་བ&གས་སོ།།》，收入：第穆‧洛桑圖丹晉

麥嘉措、洛桑赤列朗杰(1ོ་བཟང་འ2ིན་ལས་"མ་�ལ)，《第九世達賴喇嘛隆朵嘉措和第十世達賴喇嘛楚臣嘉

措傳：藏文》(�ལ་དབང་�་2ེང་རིམ་Gོན་8ི་མཛད་"མ། �་2ེང་དJ་པ་]ང་sོགས་�་མཚ3་དང་�་2ེང་བ ་པ་:ལ་\ིམས་�་མཚ3འི་"མ་ཐར།)北京：中國藏學

出版社，2011，頁 14。 
896 第穆，2011，頁 60, 69。 
897 Ibid，頁 85。 
898 Ibid，頁 152。 
899 朱倭倉、孔薩倉的女主人(»ེ་བོ་ཁང་གསར་དཔོན་མོ)，應指當時在任德格王策旺多吉仁增的姊妹，她們各

自嫁至朱倭與孔薩。因此，她們出現於晉見隊伍中，應該也代表著德格官方。 
900 第穆，2011，頁 200。 
901 Ibid，頁 245, 255, 263, 265。原文將協慶珠古(ཟེར་ཆེན་aལ་�་/ཞེ་ཆེན་aལ་�)寫做德格錫欽珠古(�ེ་དགེ་ཞི་ཆེན་aལ་�)，

疑為訛字。由於錫欽與協慶發音相近，但錫欽寺（標準拼寫為 གཞི་ཆེན་དགོན་）是位在果洛州的噶陀

寺分寺，而協慶則為德格轄境的主要寺院系統之主寺，與佐欽寺關係密切，較有可能在 1815

年與佐欽巴一道代表德格赴藏賀年。第穆所稱的協慶珠古，應是協慶寺主第三世冉江‧仁增

班就嘉措(ཞེ་ཆེན་རབ་འGམས་ ༣ རིག་འཛ�ན་དཔལ་འGོར་�་མཚ3 1807-?)。可能由於當時協慶冉江才 7、8歲，顯然無法

代表德格官方參加由佐欽巴主持的長壽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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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達賴．楚臣嘉措(༧�ལ་དབང་_་:ེང་ ༡༠ �ལ་Oིམས་�་མཚ ，1816-1837)出生於理塘，直到

1822年才獲得正式認證、坐床。902因此，當德格王策旺多吉仁增於 1817年七月

抵藏熬茶，至隔年春離藏，並未拜謁達賴。數年後，達賴坐床時，德格方面似乎

也並未派員往賀。 

 

1832年，策旺多吉仁增再次親赴衛藏熬茶，回程時，邀請了第 47任俄爾堪

欽．塔澤．向巴貢噶丹增(�མས་པ་Xན་དགའ་བ�ན་འཛ]ན，1776-1862)前往德格。903這次赴藏，

並未事先向清廷請領路票，後遭提報懲處。904 

 

曾任第十、第十一世達賴侍讀經師(མཚན་ཞབས)的阿旺赤列南杰(�ོ་བཟང་འ:ིན་ལས་Mམ་�ལ，

circa 19th)所撰《十一世達賴傳》中，僅有一段 1851年的紀錄，提到第十一世達

賴．克珠嘉措(༧�ལ་དབང་_་:ེང་ ༡༡ མཁས་Zབ་�་མཚ ，1838-1855)接受德格方面供養的情形： 

 
ཚ+་དF་ཉིན་ཆབ་མདོའི་མཛ ད་$ར། �ེ་དགེ་�ལ་"ས་�་མ། ཁལ་ཁའི་t་�་མ། zེ་བོ་%ག་མགོ་མཛ ད་པ་བཅས་ནས་�ོན་ལམ་ཆེན་མཔར་མང་འ9ེད་

བ^ེན་བXར་བའི་Vེས་འ%ེལ་?ེན་ག@མ་དང་_་�ལ་འ(ལ་བཞེས།905 

 

[譯文] 

 

[正月]初九日，[達賴]接受了昌都卸任總管、德格嘉色喇嘛(�ེ་དགེ་�ལ་"ས་�་མ)、

喀爾喀大喇嘛、朱倭強佐與鑪霍強佐等人於傳召大會熬茶奉獻之後，所

獻三依(?ེན་ག@མ)與各自禮品(_་�ལ)。 

 

筆者研判，德格嘉色喇嘛，就是當時的德格王──第十一代法王丹慈多吉策旺南嘉。

嘉色(�ལ་"ས)一詞，字面意義為王子，在宗教文獻中通常指佛子──也即菩薩；而歷

史文獻中稱呼德格王的公子時，一律都只用敬語 "ས་（sras 音譯為色），而不用嘉

色，因此，嘉色喇嘛的意思，是用菩薩這個詞彙，來稱呼既是喇嘛、又是國王的

德格王。906至於三依，則是象徵佛的身體、語言、心意的宗教物品，分別為：佛

 
902 陳慶英等編著，《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頁 478, 486。 
903 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58b. 
904 「德爾格土司策旺多爾濟、赴藏念經。並未請領路票。私自啟行。該營廳並未遵照定例即時

具報。呈請咨會駐藏大臣辦理。實屬遲延疏忽。前任阜和協副將調任湖南寶慶協副將托精

阿、打箭鑪廳同知張聘三、俱著交部照例議處。」《清實錄》第 36 冊《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222，道光十二年閏九月辛丑，中華書局影印版，1985，頁 320。 
905  1ོ་བཟང་འ2ིན་ལས་"མ་�ལ，《tར་བཅས་'ེ་Æའི་ག<ག་ནོར་འཕགས་ཆེན་>ག་ན་པ�ྨོ་�ེ་བ<ན་ངག་དབང་བ,ལ་བཟང་བ ན་པའི་�ོན་མེ་མཁས་Fབ་�་མཚ3འི་"མ་པར་ཐར་པ་ངོ་

མཚར་t་ཡི་རོལ་མོ་དGངས་ཅན་cད་/་Dན་པའི་ཏÇÈÉ་ར།》in，《འཕགས་པ་འཇིག་sེན་དབང་�ག་གི་"མ་aལ་རིམ་Gོན་8ི་འÊངས་རབས་དེབ་ཐེར་ནོར་*་2ེང་བ་》Vol. 4, 

Dharamsala: Sku Sger Yig Tshang, 1977, p. 386-387. 
906 《歷輩達賴喇嘛年譜》中，便將德格嘉色喇嘛寫成德格王子，顯然是不合理的。按當時的德

格王子──也就是後來的第 12 任法王企美達貝多吉，不過 12、13歲，即便當時隨同父親入

藏熬茶，也不可能是由未成年的王嗣率團，正式的文書紀錄亦不太可能將其記載為向達賴獻

上供養的德格代表。因此，嘉色喇嘛應當即是德格王本人。見：丹珠昂奔，1998，頁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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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佛經、佛塔。通常在正式獻供與長壽供養法會時，會獻上三依。同年六月，

丹慈多吉策旺南嘉率領眾多僧俗拜謁第七世班禪額爾德尼。907 

 

從以上記錄，我們可以看到，當丹慈多吉策旺南嘉於 1848 或 1849 繼任王

位後，仍然循例赴藏熬茶，但對達賴獻上的物資供養，以及他在拉薩上層的位階，

在程度上似乎都遠遠不及德格先輩的規模。此外，此次赴藏熬茶，距離他的父親

策旺多吉仁增赴藏熬茶的時間，已過了 16、17年。在此期間，達賴的編年體詳

傳均無更多關於德格的記載。可見到了 19世紀，從制度規範而言，德格與甘丹

頗章雙方的互動與連結，既沒有穩定的互動，也沒有物資或宗教象徵器物的交換，

更缺乏實際意義上的宗教關係，幾乎可說是與尋常地方政權前去拉薩朝聖無異，

算不上有互惠意義與傳統延續精神的施供關係。 

 

第十二世達賴．成列嘉措(༧�ལ་དབང་_་:ེང་ ༡༢ འ:ིན་ལས་�་མཚ ，1856-1875)時期，正值德

格家族走向衰弱、瞻對橫掃金沙江以東的多康地區德格期間，德格家族似乎不再

派員至拉薩賀年，甚至沒有參加達賴的坐床。9081860s年代以後，德格成為甘丹

頗章的下屬機構，受梁茹基巧管轄，德格王與達賴更無對等之地位，施供關係可

說完全告終。在 13世達賴的傳記中，可說已經找不到德格家族的記錄；《工珠自

傳》則記錄了 1890年，企美達比多吉率臣子赴藏之事，909此事應為該家族最後

一次由德格王親自赴熬茶的紀錄。 

 

由歷代達賴的編年體詳傳加以考察，德格與甘丹頗章的施供關係，在 19世

 
907 丹珠昂奔，1998，頁 614。 
908 與前輩達賴時期顯著不同的是，第十一世、十二世達賴的編年體傳記中，都沒有提到德格代

表出席坐床典禮。雖然中文版的《十二世達賴喇嘛傳》譯本提到，1860 年七月德格古相在拉

薩參加坐床，但該譯文值得商榷。按原文所記，當時出席坐床典禮並且向十二世達賴獻供，

得到印璽、護身結的人是加拉古相(zགས་ལ་�་ཞང)，印璽、護身結與回信，都是要給加拉甲波(zགས་ལ་

�ལ་པོ)的。加拉古相一詞，應是「在加拉（明正土司屬地）的舅父」的敬語，而不是「加拉（明

正土司屬地）的舅父」──若為後者（加拉的舅父），按德格家族與加拉家族可能的姻親關係，

該詞彙確實有可能是指代德格家族的成員，但若是如此，則須寫為 zགས་ལའི་�་ཞང་ 而不是 zགས་ལ་�་ཞང་；

因此，加拉古相，應指明正土司轄境的某位政治菁英，而該文所稱加拉甲波，即是當時的明

正土司，而非德格王。唯一可解釋將加拉甲波譯為德格土司的方式，即是將 zགས་ར་�ལ་པོ་（龔埡

王）誤植為 zགས་ལ་�ལ་པོ་（加拉甲波，即明正土司）。然而，即使原文所指為 zགས་ར་�ལ་པོ，而德格過

去確實以龔埡為中心據點，但就筆者所知，沒有任何文獻用龔埡王來指稱德格王的。此外，

《十二世達賴傳》當中提及 1856 年九月攝政熱振下旨要求藏區各地呈報靈異之童時，也包括

了德格，並未使用龔埡一詞。見：普布覺活佛洛桑楚臣強巴嘉措著，熊文彬譯，《第十二世達

賴喇嘛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頁 62, 65。Wར་zོག་པ་1ོ་བཟང་:ལ་\ིམས་�་མཚ3་ ，《tར་བཅས་Pིད་བཞིའི་ག<ག་

�ན་�ལ་མཆོག་�ར་¢ིག་འཆང་བ་བ ་གཉིས་པ་ཆེན་པོའི་"མ་པར་ཐར་པ་�་མཚ3་®་*་ལས་མདོ་ཙམ་བ�ོད་པ་Åངས་ཤེལ་མེ་ལོང་ཞེས་G་བ་བ&གས་སོ།།》，收入達汗‧洛桑

赤烈南杰(དར་ཧན་1ོ་བཟང་འ2ིན་ལས་"མ་�ལ)、洛桑次成強巴嘉措(Wར་zོག་པ་1ོ་བཟང་:ལ་\ིམས་�་མཚ3)，《第十一世達賴喇嘛

凱珠嘉措、第十二世達賴喇嘛成烈嘉措傳：藏文》(�ལ་དབང་�་2ེང་རིམ་Gོན་8ི་མཛད་"མ། �་2ེང་བ ་གཅིག་པ་མཁས་Fབ་�་མཚ3འི་

དང་། �་2ེང་བ ་གཉིས་པ་འ2ིན་ལས་�་མཚ3འི་"མ་ཐར།)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2，頁 500, 502。同書異版，亦見：

不著撰人，《འཕགས་པ་འཇིག་sེན་དབང་�ག་གི་"མ་aལ་རིམ་Gོན་8ི་འÊངས་རབས་དེབ་ཐེར་ནོར་*་2ེང་བ་》Vol. 4, Dharamsala: Sku Sger Yig 

Tshang, 1977, p. 481. 
909 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2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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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初只剩下對傳統的延續，規模大不如前；至 19世紀下半葉，幾乎可謂完全終

結。 

 

關於德格家族赴藏熬茶的小結 

 

至 19世紀，德格已經成為宗教菁英產出地，完全可以自給自足地發展宗教

事業，且該家族與達賴轉世在親緣上的聯繫愈顯淡薄，筆者以為，正是在這樣的

局勢之下，該家族於策旺拉姆統治之後，即順勢大幅降低入藏的頻率與供養的規

模。 

 

前文關於 18 世紀初至 19 世紀末德格赴藏熬茶傳統的梳理，除了提供關於

行程、路線、德格方面所受的禮遇規格、與衛藏各宗派宗教菁英的宗教互動關係

以及與衛藏政治菁英的交往關係等具體資訊之外，目前可推導出的觀察分析如下： 

 

1. 德格開始與甘丹頗章建立正式官方往來，始於 18世紀初索南彭措伯侄

在多康保護七世達賴並隨後護送達賴至拉薩坐床的私人情誼。 

2. 方面在描述 18世紀初至 19世紀上半葉期間與甘丹頗章的關係時，總是

使用「供施關係」一詞，將其看待為「做為施主」的德格家族與「做為

應供處」的達賴之間的宗教關係。正是因為是基於宗教概念的供施關係，

所以德格方面是主動奉獻達賴大筆的財富，但達賴並未相應地給予德格

封號或豐厚的回禮──這與藏地的宗教菁英至元明清朝廷、較具政治聯繫

的反向供施關係（地方菁英主動前往接受供養，並接受封號與保護）截

然不同。 

3. 因此，德格至衛藏熬茶，與蒙古至衛藏熬茶，兩者雖然在形式上相同（世

俗領袖向宗教菁英布施），但在企圖上則有所差異。（蒙古諸部試圖藉由

熬茶而從衛藏方面獲致對其政權神聖性的確認，但德格的神聖性塑造，

則是來源於所統轄領域內部的宗教菁英）。 

4. 在德格與甘丹頗章的供施關係中，固然不宜驟然排除雙方的互惠考量。

然而，德格家族向來與和碩特部親善，在固始汗統治時期，照理應是與

甘丹頗章結下施供關係最好的時間，但卻等到和碩特勢力退出藏族歷史

後，該家族才與七世達賴建立關係，應與 18 世紀正值德格強盛時期有

關。此時也正值德格依附實力更為雄厚的清朝之時，因此他們對衛藏政

治菁英的態度看來是被動的，是在以一種「同在清朝之下」的平等立場

上看待自身與甘丹頗章的政治地位。（或者是認為甘丹頗章稍高於自己，

但至少不是從屬關係）乃至德格與七世達賴家族的婚事，亦是七世達賴

之父主動促成，而非德格主動親近。至於九世達賴出生在德格轄境，自

然與德格的政教菁英多一份親近。因此，雙方在 18 世紀基於親屬關係

與同為康巴的地緣因素，才得以享有良好的供施關係；而這一供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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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也僅是一種同盟型式、較傾向宗教性質的關聯。 

5. 因此，筆者認為，不應將德格赴藏熬茶視為需要向達賴靠攏，表達政治

效忠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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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政教合一抑或教政共生? 關於王

權與教權競合關係的討論 

 

一、再論政教合一 

 

由於許多學者對於藏族的政治宗教特點討論甚多，西方學者多數主張「做為

單一政治實體」的大西藏是政教合一的，許多中文學界的學者們也抱持著批判過

去藏族封建社會的立場，攏統地主張藏族社會是政教合一的。早期一些研究多康

的學者，也在「康區是否為政教合一制」的議題上各抒己見，有些人認為多康也

是政教合一，910有些則提出政教聯盟的觀點。911 

 

然而，過去在這方面雖有不同意見，卻沒有人在討論時，先定義「何謂政教

合一」。近年來，研究者也有人提出較為折衷的看法，認為必須針對政教合一的

類型進行分類與再詮釋。912筆者也認為，要討論政教菁英的互動模式究竟屬於何

種類型前，必須先將「政教」與「政教合一」的概念做一梳理。 

 

（一） 藏語文情境概念下的政教與政教合一 

 

藏文 ཆོས་"ིད་（教政）一詞，是「宗教／信仰」(ཆོས)及「政治／俗世」("ིད)兩個單

詞詞素組成的；在語序表達上，是先宗教而後政治的，因此筆者將之稱為「教政」。

按照系統性宗教的觀念，教政一詞概括了人類今生的生活面向：宗教軌則(,་ཡི་ཆོས་

bགས)與世俗軌則(འཇིག་?ེན་མི་bགས)，合稱為「二規」(bགས་གཉིས)。二規的概念，從吐蕃王朝

時期就是依佛法思想訂立國法的依據，並被後世統治者們所沿用。（但二規仍是

 
910 持這類論點者的依據包括：元朝與薩迦派的互動模式，開啟了「政教合一」制度之先，並被

其他政權統治者所沿用；必須從整體藏族角度看待政教合一制。抱持「政教聯盟制度也必須

放在政教合一制度底下看待」的學者，通常在政治態度上有較強烈的統一國家傾向。例如：

劉先毅認為主張康區的政教合一與衛藏的政教合一，差異在於程度、形式，反對用「政教聯

盟」的觀點。見：東嘎‧洛桑赤列著，陳慶英譯，頁 1-81；肖干田，〈西藏歷史的真實寫照（下）

──關於東嘎‧洛桑赤列《論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一書的評述〉《西藏大學學報》1999(4)，

頁 1-19；鄧俊康，〈康區「政教合一」史話〉，《康定民族師專學報》1986(1)，頁 33-35。劉先

毅，〈也談康區的政教關係〉《西藏研究》1990(3)，頁 118-122。 
911 持這類論點者的依據包括：康區的政教關係並未形成二元一體，多康沒有形成高度統一的地

方政權、沒有獨大的宗派；政教菁英相互依賴。見：曾文瓊，〈論康區的政教聯盟制度〉《西

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頁 19-25；杜永彬，〈德格土司轄區獨特的宗教

格局〉《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1)，頁 24-28；根呷翁姆，〈淺談甘孜藏

區的政教聯盟制度〉《四川民族學院學報》2010(1)，頁 1-6。 
912 例如王獻軍主張從「政權和教權由一人、一個家庭或一座寺院執掌」的角度定義政教合一，

再重新看待帕竹政權、卓尼土司與拉卜楞模式等政教合一的表現形式。見：王獻軍，〈對

“政教合一制”定義的再認識〉《西藏研究》2002(2)，頁 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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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分立的概念，並不是說吐蕃王朝時期就已經是政教合一）米滂嘉措就曾以《二

規論》(bགས་6ི་བ�ན་བཅོས)為題，分別寫了兩本短篇的論文，以闡述當君主與一般人們在

面對倫理道德與佛教思想這二大主題時，所需抱持的態度。由此觀之，在藏語文

使用情境下，宗教與政治是兩個相關但各自獨立的範疇。 

 

至於政教合一的「合一」，按照東嘎．洛桑赤列的說法，可採 གཉིས་lན་（同時具

備二者）或 $ང་འ%ེལ་（將二者結合、並舉）。913也就是說，政教合一指的是有某個主

體(subject)同時具備、掌握或結合政治與宗教權力者。 

 

（二） 學術界對政教合一所提出的看法 

 

西方的政教合一研究，在歷史學方面，與 19 世紀歐洲學者們的研究興趣有

關，當時他們意欲探討的現象為：拜占庭皇帝同時具備帝王與教宗的身分，有代

表上帝行於人間、保護教會與信仰，乃至監控教會之責。914在人類學與社會學中，

與此相關的討論為「神聖王權」(divine kingship)。從 James Frazer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開始，人類學者們的關注點從埃及、大洋洲、近東一直延伸到了非

洲，形成了一群特殊的研究取向。915認為，在缺乏中央集權的社會中，登基的王

者，會與神聖性、神祇、先祖、英雄等概念聯繫；對 Frazer 來說，王取代了巫而

得到聖化，並透過加冕、登基來獲致神聖性。Evans-Pritchard 也認為，只有具有

明顯世系制度的社會才會有聖王的存在。在兩人的觀念中，王者本身是否堪任統

治者，都完全不是重點。916 

 

關於教權統治(hierocracy)、神權統治(theocracy)與政教合一(caesaropapism)，

Max Weber 則認為： 

 

1. 世俗權力(secular power)與神職人員的權力(ecclesiastic power)之間的關係

是有程度差異的，但不論何種程度，由神職人員賦與合法性的統治者(ruler)，

都會被視為神的化現(incarnation of God)或者以神之名(in the name of God)

而行事； 

2. 當政教合一的世俗統治者遇到教會事務時，會透過其「具有自主性的合法

性」(autonomous legitimacy)，行使其至高無上的權力(supreme autority) ； 

3. 西藏的教權統治來自外部統治者（蒙古人），但蒙古人最終被西藏的喇嘛

 
913 〈ཆོས་Pིད་གཉིས་Qན་（ཆོས་Pིད་iང་འqེལ་）〉條，收入東噶‧洛桑赤列(/ང་དཀར་1ོ་བཟང་འ2ིན་ལས)編，頁 857。 
914 Cf. term,“caesaropapism”, in John H. Rosser,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Scarecrow 

Press, 2011, p. 67. 
915 Nicole Brisch,“Introduction”, in Nicole Brisch (ed.), Religion and Power : Divine King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 and Beyond, Chicago: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2008 ,pp. 1-2. 
916 謝劍、芮逸夫，〈神聖王權〉條，芮逸夫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十冊‧人類學》臺

灣：商務印書館，1971，頁 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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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Lamaism)完全壓制，成為這類統治形態當中「有效馴化」(effective 

domestication)的最佳例證； 

4. 無論哪種體系的神權統治支配，大多數時候，都不仰賴「宗教對大眾

(people)的影響」（換句話說，神權統治的邏輯只運行於社會上層菁英之

間）； 

5. 政教合一的政府，會將教會事務單純看做政治行政的一環，神權在這種條

件下無法發展，而教權的克里斯瑪也會降為單純的行政工具；917 

6. 從教會方面來說，若不即時回應局勢，則無論其教權的克里斯瑪是否超越

世俗權力，該克里斯瑪均會下降。918 

 

在藏族地區的政教合一制度討論中，最全面也最具啟發性者，當屬吳均先生

在 1982年發表的專文〈論安多藏區的政教合一制統治〉。他的主要論點如下： 

 

1. 宗教與政治生活的結合，不能視為政教合一，因此否定了吐蕃時期形成政

教合一統治； 

2. 地方割據時期，由於宗教上層在經濟生活上依附各個地方政治領袖，後來

形成香火莊園(ཆོས་གཞིས)制度，才擴大了政教合一的範圍； 

3. 是否形成政教合一，與「宗教菁英、寺院是否享有政治經濟特權」「宗教

規模」「政治菁英與宗教菁英是否密切結合」無關，主要取決的因素是「是

否存在著強烈排他性的宗派」，他舉德格為例，說明當各宗派都有發展空

間時，就無法形成政教合一； 

4. 政教合一不限於佛教，在白利、金川、丁青，都曾形成苯教的政教合一制。 

5. 將衛藏與非衛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分開看待，並且加以分類。919 

 

（三） 政教關係的 4 種類型 

 

 
917 大陸學者們看待忽必烈與八思巴的供施關係時，基本上皆將之視為純粹的政治手段。（當然，

不能否定忽必烈在供養藏地三區時的政治意圖）這種詮釋，與 Weber此說不謀而合。見：白

延營，〈元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全面施政──兼批達賴集團歪曲歷史鼓吹“供施關係”〉

《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2)，頁 37。 
918 Max Weber,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ch (ed.), Econa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p. 1159-1164. 
919 吳均，〈論安多藏區的政教合一制統治〉收入拉巴平措主編，《吳均藏學文集（上）》北京：中

國藏學出版社，2007，頁 291-313。吳均先生將衛藏政教合一分為三個階段（見同書，頁 295-

301）：款氏模式（也即薩迦昆氏家族模式）、朗氏模式（帕竹政權的家族模式）、轉世模式（格

魯派政教合一）；安多藏區的三個模式為：西納模式（轉世制度）、隆務模式（寺院與土司家

族結合）、郭隆模式（佑寧寺模式，轉世與寺院結合）。此後，戴發望沿用了吳均對衛藏模式

的分類，用噶瑪噶舉替代了格魯派，視其為轉世模式的例子，而董莉英則繼續延伸並修正，

視格魯派為全面性將行政官員（僧官與俗官）都置於同一宗派下，以行政體系與宗派結合，

發展成嚴密的政教合一的制度。此二人皆為將吳均的論述補充地更有系統、更具說服力。見：

戴發望，〈後弘期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中國藏學》2006(3)，頁 50-51/48-52；董莉英，〈西

藏政教合一制度產生、發展與衰亡〉《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4)，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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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上述諸家觀點，我們可將評量「一個社會是否為政教合一」的變項

(variables)分為兩個方面加以討論：1. 統治者（或統治集團）是否兼具宗教權力，

以及 2. 該統治者（或統治集團）對於異於自身信仰的宗教或宗派，是否擁有宗

教支配權（政治支配權肯定是有的，否則該地信眾就不能算為該統治者的轄境或

領地）。根據這兩個變項，我們可推演出政教關係的 4種可能類型，並在其中整

理出具有程度差異的政教合一與政教共生，以及政教分離的型態。（見下圖） 

 

其中教政共生者，筆者將之分為完全的政教共生與非典型的政教共生，二種

類型中，教政共生社會下的統治者或其僚屬皆未能兼有教權，僅在不同情況下，

透過政治力量與宗教菁英們互動，產生如本論文〈緒論〉所提到的互利共生、競

爭共生的相處關係。（至於政教合一，上文討論已十分充分，此處不贅） 

 

表 5-2 政教關係的 4種類型 

 統治者兼任所屬宗派的宗教菁英身分 

+ - 

統治者對其他

宗派是否擁有

宗教方面的 

支配權 

+ Type I  

完全政教合一 

Type III 

非典型的教政共生 

- Type II  

局部地區的政教合

一 

Type IV  

政教分離、完全的教

政共生 

   （筆者製表） 

 

經分類後，茲將這些類型及其事例，說明如後： 

 

Type I （完全政教合一）──統治者兼具宗教菁英身分，且對轄境內的信徒擁

有宗教支配力，屬於典型的教權統治，例如：歐洲的新教國、甘丹頗

章； 

Type II（局部地區的政教合一）──統治者兼具宗教菁英身分，但在轄境內只

能影響自己同宗教或同宗派的信徒，宗教影響不及於他宗他派，例

如：八邦寺對轄境內屬地屬民的統治；  

Type III（非典型的教政共生）──統治者為純粹政治菁英，不具備宗教菁英身

分與教權，但能透過政治強制力，影響或左右其他宗教菁英，18世

紀中葉以前的德格家族對轄境內的寧瑪、格魯寺院的支配模式屬之； 

Type IV（教政分離、完全教政共生）──統治者為純粹政治菁英，不具備宗教

菁英身分與教權，亦不能或無法對宗教菁英施以政治的強制力，這

是一種宗教菁英與政治菁英各自處理各自領域事務的社會情境，18

世紀中葉以後的德格家族統治屬之，當時的德格王僅是政治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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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上的支配權，完全不及於或無法凌駕宗教菁英們。920 

 

二、王權與教權的支配關係：德格王與悟喇的權力競合 

 

在德格，王權與教權的權力競合關係(competitive-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並不是劍拔弩張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而是在不同場合下各司其職的共生

情境：在政治與寺務上，做為宗教施主與政治統治者的德格王們，其權力往往超

越悟喇等宗教菁英；但在政教菁英網絡的人際關係中，從師徒關係所塑造的神聖

情境921下，悟喇們則完全支配了德格王與政治菁英。因此，我們可以確知，在德

格轄境內，王權的政教影響並未跨越倫珠頂與薩迦派俄爾支派的領域而干預其他

宗派的發展。這是主張該王國「並非政教合一」最有效的判準。茲以御用宗教菁

英以及王權與教權競合此二主題說明筆者的判斷依據，詳見下文。 

 

（一） 宗教菁英為王室效命 

 

從王權極盛乃至王權沒落、凋亡的時代，德格王室一值都有一些來自悟喇寺

院的高階宗教菁英擔任御用喇嘛(chaplain lamas)。這些宗教菁英們在寺院與傳承

內部，是宗教大德，但在德格王的威權下，他們似乎922是有義務為德格王室效命

的。 

 

從第二章的梳理中，我們可以看到徐欽雖然身為當時德格家族的悟喇，但他

似乎不是在位的德格王的悟喇，而是嗣位王儲的上師。因此，雖然在他的晚年，

徐欽所受到的尊崇儼然是當時最負盛名的薩迦派菁英，但在青壯年時，他的身分

主要很顯然是一名御用喇嘛，負責為王室紀錄起居生活，擔任繕寫員或文膽。 

 

例如，在《徐欽文集》(T་ཆེན་ག@ང་འ(མ)第十函（德格木刻版 པོད་༼ཨ༽པ་）中，收錄了

許多他寫給當時政教菁英的書信與雜文，其中甚至包括他為德格王（研判是第 8

代法王羅珠嘉措）寫給其兄長米旺．索南貢波的信札，甚至包括專為年終辭歲的

問候等瑣碎主題而寫的信。從這種現象可知，徐欽做為一位文職僧侶，他所負責

的文件工作範圍廣泛，上至《丹珠爾目錄》《更慶寺寺誌》這樣大部頭而重要的

專書，下至只有隻字片語的呈文，都有賴他撰文。 

 

《工珠聞法錄》(ཀོང་vལ་གསན་ཡིག)中，提到了德格轄境內的對語文學有著權威地位

 
920 德格轄境內的政教關係類型，將透過支配權的有無，隨後於本節中分析。 
921 我想，用宗教人類學者 Victor Turner 的閾限(the liminal)概念，來類比德格王與悟喇們在遇到

宗教事務時絕對上對下的師徒支配、平時則保持各自在政教事務上自理空間（教權不干政、

政權不指導教務）的情形，是很妥當的。 
922 筆者在此使用「似乎」，是因為雖然在我們現有文獻中反映出有這麼個專有的文職，但畢竟

沒有任何文獻提到這種文職的專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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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菁英師承，這份師承記錄的來源是司徒班欽所寫的藏文正字學（དག་ཡིག་ 傳統藏

文文法與拼讀）權威鉅著《智者頸飾美麗珠鬘》(མཁས་པའི་མFལ་�ན་q་ཏིག་འ:ེང་མཛ+ས)，其中提

到的徐欽到工珠之間的語文學名家師承，包括：徐欽、協慶寺秘書丹增堅贊(ཞེ་0ང་

བ�ན་འཛ]ན་�ལ་མཚན)、局美策旺秋祝、協慶班智達．局美圖多南嘉(ཞེ་ཆེན་པoྜི་ཏ་འ[ར་མེད་མ.་�ོབས་Mམ་

�ལ，1787-?)、工珠本人，他們都成了德格王室非常倚重的菁英。923這份名單所列

宗教菁英，皆為與德格王室互動密切之人，若再考量《工珠自傳》所載工珠年少

時曾面臨受徵召為德格家族秘書一事看來，德格家族從 18世紀初開始，便一直

有王室專屬的高級文職人員，而這類職務皆由出身自轄境北區的宗教菁英擔任，

且只有徐欽一人為薩迦派僧侶。但在徐欽之後，本土薩迦派菁英們在王廷之中，

便再無人擁有左右各種官文書書寫的影響力，甚至連刻印薩迦派最重要的《道果》

法門經典，對該功業的記載者，亦是寧瑪派的局美策旺秋祝，而非薩迦派僧人。 

 

根據 1958-1959年的調查報告，解放前的悟喇寺院有責任為德格王舉行禳災

治病的法事，德格家族若逢婚喪事宜，悟喇寺院的轉世化身們必須出席。924然而，

這段調查並未記載時間上限，我們只能確定，在 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時，

此說是確實的。（例如工珠主持了企美達貝多吉出生時的灑淨儀式和他的婚禮，

八邦．司徒則主持了澤旺鄧登的婚禮） 

 

（二） 當王權凌駕宗教威權 

 

在德格王朝草創階段的 17世紀，雖然也有桑傑丹巴派任龍薩寧波至噶陀寺

住持的事，但不能據以說明王權凌駕教權。伏藏師明珠多吉為類烏齊人，即便當

時德格王貢噶彭措在明珠多吉於德格弘法期間不願意讓明珠多吉前往與自己對

立的昌都地區，但也只能暫緩他的行程，不能強制限制其住居。 

 

徐欽在整理《本生傳．如意藤本頌注》(?ོགས་བVོད་དཔག་བསམ་འOི་ཤིང་གི་5་འYེལ)的木刻版時，

就曾經針對布達拉宮的刻版錯誤進行校正，但此舉卻遭到當時的德格王丹巴澤仁

及其官僚們二度否決，他們認為布達拉宮的刻版當初也是由許多學者校訂過，沒

有再整理的必要。925可見，在刻印經典的過程中，德格王的權力，與宗教菁英並

非平等，而有凌駕專業的干涉之權。 

 

局美策旺秋祝出身自果洛地區的格什則（དགེ་5ེ，即格澤）。局美策旺秋祝在噶

 
923  བ^་ཤིས་ཆོས་འཕེལ，《དམ་པའི་ཆོས་རིན་པོ་ཆེ་མདོ་7གས་རིག་གནས་དང་བཅས་པ་ཇི་®ར་ཐོས་ཤིང་དེ་དག་གང་ལས་བcད་པའི་ཡི་གེ་དགོས་འདོད་=ན་འ.ང་ནོར་*འི་བང་མཛ3ད།》

དཔལ་�ངས་པར་མ། folio 12b. 
924  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地區社會調查

報告》，（出版單位不詳），1963，頁 29。 
925 不著撰人（應為格威旺波[དགེ་བའི་དབང་པོ /Kṣemendra, 990-1070]原著），《阿波陀那如意藤本注》

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1997，頁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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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寺接受皈依戒後，經短暫停留，於 1769年返回果洛。不久，麻書本派人到果

洛佯裝有益於他，讓他到霍爾各地巡迴訪問，後來竟不讓他回到噶陀，於是造成

麻書與德格的嚴重齟齬。當時，噶陀寺許多寺僧的固定來源(±་2ན)926來自察柯(ཚ་ཀོ)、

果羅克(འF་ལོག)、梁茹的僧人，揚言要求若不讓局美策旺秋祝返寺，就要不利於麻

書。後來，德格王也親自表示要在倫珠頂迎接局美策旺秋珠，此事才告平息。927 

 

即使宗教菁英獲得尊崇，但在宗教與文化事務方面，有時仍必須遷就做為施

主的德格王及其臣僚。 

 

工珠．羅珠泰耶的轉世化身名號由來，即是王權與宗教菁英權力競合的知名

實例。 鑒於羅珠泰耶在八邦寺展現出卓越的才識，八邦寺的文根．噶瑪帖秋丹佩

(དབོན་�ན་ཀH་ཐེག་མཆོག་བ�ན་འཕེལ ?-1842)希望留下他為八邦寺服務，而為了避免德格王策旺

多吉仁增向八邦寺索要羅珠泰耶，當做德格王的秘書（0ང་ཡིག་ 也有音譯為仲譯者），

遂於 1833 年向當時主掌八邦寺的第九世司徒．貝瑪寧杰旺波(སི་R་_་:ེང་ ༩ པ་པ�ྨ་ཉིན་�ེད་

དབང་པོ，1774-1853)建議，封給羅珠泰耶一個轉世化身的名號。司徒認為，照理應

當將其認定為噶瑪噶舉祖師的轉世，但為避免先前在認定轉世時曾發生、甚至鬧

上官府的嚴重糾紛重演，遂以前輩司徒隨從的轉世名分，將羅珠泰耶認定為工珠。
928工珠的自傳中，並沒有提到自己以轉世化身的身分坐床的儀式，因此這個名號，

僅是一種權力競合過程中的一種權宜性創發下的產物，並沒有實質繼承前輩宗教

菁英地位與權力的性質。從此事亦可窺見，在人才任用方面，王權與宗教權威亦

存在著競合關係，除非涉及轉世化身的認定，王權一般是凌駕於宗教權威的。 

 

1838年，當時已被俄爾堪欽認證為「塔則珠古」(ཐར་5ེ་vལ་_)、具有「塔則．夏

仲」(ཐར་5ེ་ཞབས་0ང)名號的頂戈級頭人家族成員蔣揚欽哲旺波，在當時的宗派屬性而

言，是薩迦派的，但仍聽從德格王策旺多吉仁增的指示，送往寧瑪派的協慶寺學

習。929此是說明了在 19世紀上半葉，即使是悟喇寺院的宗教菁英，德格王也能

主導其宗教養成教育的方向。 

 

1873 年，蔣揚欽哲旺波指示工珠應當安排當時年甫二十的第十世司徒．貝

瑪貢桑(སི་R ༡༠ པ�ྨ་Xན་བཟང，1854-1885)進行短暫的閉關，工珠向德格王企美達貝多吉

報告後，未獲允准。後來由於德格王對工珠與八邦．文珠的敬意，遂答應讓司徒

進行閉關。該年底，工珠前去宗薩時，由於許多僧人造謠他與八邦．文珠不和，

後經涅欽．策令敦珠(ཚ+་རིང་དོན་Zབ)調查後，部分造謠僧人下獄，文珠與工珠也遭裁決

 
926 藏區各個規模較大的寺院，都有某些特定的僧侶來源。第司‧桑傑嘉措在 18世紀末就曾規

定了格魯派各大寺的僧源。 
927 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Fབ，《དགེ་�ེ་པ¦ྜི་ཏའི་རང་"མ་》，頁 140-141。 
928 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60a. 
929 ཀོང་aལ་ཡོན་ཏན་�་མཚ3，《མ�ེན་བ�ེའི་དབང་པོའི་"མ་ཐར་》，folio 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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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分開，文珠前往展塘(�ན་ཐང)，工珠則得返回八邦。930可見，雖然司徒是轄境

內地位最高的本土悟喇，但在必須暫離公眾事務時，仍須向德格王告假；而寺務

涉及爭訟時，政府的司法權是可以對寺院及僧人的人身自由與行動自由進行限制

的。 

 

但是畢竟僧侶間的爭訟並非日常事務。對工珠這麼一位在當時並不具備傳統

意義的高階喇嘛身分的悟喇而言，來自政治菁英方面的限制似乎並不嚴格。在

1873年的爭訟結束後，他從 1874年起至 1887年，共 14年間，都不再回八邦寺，

只待在山上的禪修院，並暫停了對閉關者的修行指導。931但在《工珠自傳》中，

並未提到他這一私人決定，需特地向德格方面報備或者不被政府同意。 

 

（三） 王室執弟子之禮的事例 

 

在 19世紀中葉以前的德格王大部分對宗教十分熱忱，並且都修學無上密宗

法門，對於執弟子之禮一事並不陌生。例如：噶陀．格澤．策旺秋祝在〈吉美林

巴文集目錄〉(འཇིགས་Eིང་བགའ་འ(མ་བTགས་�ང)就曾描寫道，德格王家族一向擔任佐欽寺、嘉

絨的寧瑪寺院、以及噶陀等寺的施主，支持各項法事活動。932《吉美林巴傳》

也曾提到，在貢珠德噶桑波一家赴藏熬茶之前，貢珠就曾遣人於赴藏熬茶時，供

養吉美林巴大量金銀等財物；當他們拜謁吉美林巴時，還以弟子的身分，向其獻

上長壽祈請。933 

 

此外，第一世多珠欽則記錄了吉美林巴圓寂前後德格方面的動作：在吉美林

巴圓寂前，當時執政的女王策旺拉姆為祈禱吉美林巴長壽，自行出資 250 兩白

銀，在轄境內各大寺院延請僧人念誦金剛手菩薩(Vajrapāṇi /'ག་ན་mོ་Vེ)咒語 4 億遍，

並且製作了 10尊擦擦泥像(སç)為其薦福。吉美林巴圓寂後，鑒於吉美林巴與德格

的關係密切，吉美林巴身邊的人一時不敢通報德格方面。後來德格方面自行打聽

到圓寂之事，策旺拉姆每日親自率領少數近親與僧侶進行百供(�་མཆོད)的儀式，並

為圓寂法會提供巨額的財富。934 

 

到了 19世紀下半葉，甚至出現宗教菁英代替德格王任命大臣的情形。《德格

王統略記》中提到，在企美達貝多吉在位期間，蔣揚欽哲旺波任命夏克．涅欽．

貝瑪雷祝(�་�ོད་གཉེར་ཆེན་པ�ྨ་ལས་Zབ)為曲論大臣。935根據口傳，欽哲旺波在世時，德格王

（應是企美達貝多吉）對之十分敬畏，非常害怕欽哲旺波出現。 

 
930 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171a-171b, 172b-173a. 
931 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174b. 
932 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Fབ，《cད་འ*མ་དཀར་ཆག》，頁 12。 
933 吉美領巴，頁 342, 376。 
934 吉美領巴，頁 418, 433, 449。 
935 ཚ�་རིང་1་མ་འཇམ་དཔལ་བཟང་པོ，《ཆོས་�ལ་�ེ་དགེའི་�ལ་རབས་�ང་�ར་བLས་པ་ངག་གི་ས་བོན་ཨ�ྤལ་?ན་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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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哲旺波在世時對政教菁英的影響還不只如此。貢布朗吉橫掃多康、尚未進

攻德格時，德格便已在進行日後受到攻擊的準備。為了 1859年，為了避免瞻對

向德格進攻，蔣揚欽哲旺波要求德格王室按照興建一所規模僅有四根柱子大的小

型佛殿與一尊彌勒菩薩像，並為此舉行了奠基法事。後來，更慶寺的僧人們以及

王室的強佐．札西嘉措('ག་མཛ ད་བn་ཤིས་�་མཚ )擔心此舉不利於薩迦派發展，遂公開地拖

延此事。936 

 

在民間也曾出現一些口頭傳說，反映出人們對於宗教菁英的威力凌駕世俗權

威的歷史意識，例如：有的說是由於伏藏師敦督多吉曾向德格王提親，因其出身

卑賤而遭拒，後來敦督多吉建一黑塔，造成德格家族絕嗣；有些德格縣的老喇嘛

也常常提到過去德格王曾惹宗薩欽哲旺波不悅，甚至將後來德格家族絕嗣與此事

聯繫了起來。937 

 

到了 20世紀上半葉，白玉寺的主要實權管理者珠古達瓦（vལ་_་7་བ，其家人多

稱之為珠古阿達[vལ་_་ཨ་7]），素與德格家族關係密切，在中共進入多康之前，其影

響力已擴及白玉縣的政治領域。據說，末代德格王鄔金夏很怕珠古達瓦，常常要

探頭探腦地查看是否又被珠古達瓦瞧見。達瓦活佛也時常叮囑他：「你可是德格

王子(�ེ་དགེའི་�ལ་"ས)呀，應當如何如何…。」938 

 

可見，隨著王權的衰弱，不僅是助長了臣僚頭人們的權勢，也同時創造了高

階宗教菁英（悟喇）干預行政事務的機會；最後幾代德格王們在面對具有政教雙

重權威的僧侶時，甚至因而感到膽怯。 

 

三、為何是教政共生？德格王室從未同時掌握教權與

政權 

 

俄爾巴雖然向來受到王室支持，但其教權終究不能向外凌駕其他宗派而成為

宗派版圖中的頂端。因此，即便德格王家族從第 1代法王向巴彭措時代開始，便

嘗試建立「以俄爾巴為中心的」政教合一權威，但即使延續至王朝末，仍屬教政

共生。德格轄境內無法形成政教合一原因，約有下列幾項： 

 

1. 「德格法王」的身分，是政治性的稱號，不是宗教身分； 

 
936 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135b. 
937 白玉寺僧人秋果‧釋郎報導。（採訪時間：2015 年 9月 20 日，地點：白玉縣城報導人住

所）。 
938 時任甘孜州畜牧局局長松嘎(སངས་དགའ)先生報導。（採訪時間：2015 年 9月 25 日，地點：白玉

縣城金沙大酒店）報導人為前世珠古達瓦之外甥，此世珠古達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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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師徒意義下的政教菁英支配關係中，德格王處於被支配角色； 

3. 18世紀中以後，德格王本人與俄爾寺教權的結合開始鬆散； 

4. 俗家統治者的身分造成與俄爾巴教權疏遠，而與寧瑪派愈發親近。 

 

相關意義，茲分述如後。 

 

（一） 德格法王不是宗教菁英，並未兼掌政教權力 

 

首先，如前所述，無論在德格王室的自我認定，或者當我們用客觀標準檢驗

史料時，都能輕易發現這一事實：德格家族所認定的供施關係當中，德格法王的

角色，正是傳統佛教概念中的「施主」，他的身分是政治的、俗世的，而不像是

本來就扮演著「應供處／宗教菁英」角色、先後前往元明清朝廷受封的各地教王

們（法王、帝師、法師、國師、司徒）。 

 

此外，從第二、第三章的王朝史梳理成果可知，歷代德格王們即便致力於修

行，甚至接受了薩迦派最高級別、最具排他性的密宗教授──《道果．弟子釋》，

他們在宗教菁英傳記裡被記錄的形式，仍然只是「酋長／官員」(དཔོན་ཁག)939，而不

是宗教人士。也就是說，即便他們的名字裡面有喇嘛（�་མ་ 上師、師長之意）他

們並不見得是有資格「傳播佛法」的資格，或者即使有傳法資格，也僅限在倫珠

頂內向俄爾支派的僧人傳播，但因為他們的名字終究不曾出現在任何法門傳承的

「祖師」 (བ2ད་པའི་�་མ)傳記之列，而且從第 1代法王起，倫珠頂就是座主為領袖、

俄爾堪欽為住持與實際教學者的模式，因此我們甚至可以斷言：德格法王本人不

是身兼教權與政權的領袖，而是純粹的政治菁英。 

 

（二） 在師徒意義下的政教菁英支配關係中，德格王處於被支配角色 

 

其次，在德格的信仰氛圍下，德格王與其宗教上師們的師徒關係、供施關係，

其宗教信仰的成分，遠勝過政治操縱企圖的。例如，如第二章所述，第 6代法王

丹巴澤仁十分醉心於修行，投注於個人宗教功修的時間佔一天大多數的時間，從

《德格王統記》根據他的聞法錄與修行筆記所載、關於他的功修內容看來，丹巴

澤仁的宗教投入是基於很私人、很虔誠的意向，而非政治考量。同樣地，第 11任

法王丹慈多吉也是很重視靈性生活的法王，因此。可以想見，當他們面對自己的

上師時，完全是執弟子之禮、處於被支配角色的。 

 

 
939 例如在堪布阿格旺波的傳記附編中，提到阿格旺波的兩位弟子──澤旺鄧登、夏格刀登──

時，就用了「官員之屬」(དཔོན་པོའི་རིགས)一詞。見：མཁན་Iབ་བ ན་Dིང་པོ，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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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8 世紀中以後，德格王本人與俄爾寺教權的結合開始鬆散 

 

在於當俄爾巴在德格完成全面移植時，時代已經步入 18 世紀下半葉。做為

俗世家族的統治者，徳格王們做為奉行獨身主義(celibacy)的俄爾支派出家比丘們

名義上寺院領袖的身分，愈發顯得名不正、言不順。也就是說，隨著德格王們不

再具有比丘身分940，他們與倫珠頂的獨身主義菁英為主的俄爾巴宗教權威（俄爾

巴的卸任堪欽／德格堪欽）便形成分權狀態，倫珠頂本身不再是「以德格王為核

心」的政教中心，而是德格家族代表政務、俄爾派僧人獨立運作教務的綜合性機

構。 

 

在 18世紀中葉以前（羅珠嘉措圓寂以前），「出家人任法座」的祖制可行的

原因有二： 

 

1. 做為出家人的法王，有在家兄弟共同分擔政權與政務； 

2. 當平輩的家族男性成員較多時，政權按例由侄子繼承，因此即使在位的

法王無嗣（例如彭措丹巴），他本人也不用擔心法座不保。（因為手足競

爭者即使自己不能擔任法王，其子也可依例繼任法王） 

 

然而，從 18世紀末至 19世紀末，德格家族不再具有延續「出家人任法

座」祖制的條件，因為： 

 

1. 此時德格家族的男性成員較 17、18世紀時少了許多，德格王幾乎成為單

傳，「出家人任法座」幾乎已經無法成為繼承法座與土司職務的選項； 

2. 最偉大的第 6代法王丹巴澤仁曾開啟「在家人可擔任法王的先例」，後世

子孫有可借鑑之先例。（後來的法王中，僅第 11代法王丹慈多吉有手

足，但他在位時間極短，去世後隨即成為妻子與其弟共同攝政的局面） 

 

（四） 俗家統治者的身分造成與俄爾巴教權疏遠，而與寧瑪派愈發

親近 

 

薩迦派完全移植至德格的工程，完成於 18世紀上半葉、丹巴澤仁父子時期，

此後隨即進入統治權威長期落入女性統治者的狀態，即使是嫡傳的德格王，也都

成了在家人。信仰寧瑪派的女主們，並不被男性政治菁英以及崇尚獨身主義的俄

 
940 雖然第 10 代法王策旺多吉仁增宣稱丹巴澤仁是唯一不是出家法王的特例，然而，實際上從丹

巴澤仁之後的歷代法王，只有第 7 代法王彭措丹巴和策旺多吉仁增本人在圓寂時的身分是出家

人，其餘都是在家或還俗者的身分擔任法王的。身為獨子的策旺多吉仁增之所以在結婚生子後

才出家，並堅持「出家者方能繼承法座」的觀念，應該是與他嚮往先祖獨尊俄爾巴並在政治、

軍事方面叱吒風雲的往日榮光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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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派菁英們視為自己人，反倒被視為奪權者、禍亂者。寧瑪派做為「從不反對在

家人擔任頂峰宗教領袖（如伏藏師）」的宗派，加上該宗派的宗教傳記敘事傳統

當中對女性身分的相對性看重，則不會這麼看待女主；另外，即使 4 座悟喇的寧

瑪派寺院都是以出家僧團為主的，但寧瑪派的信仰者們一向相信伏藏論述，伏藏

論述也總能為王權的合法性尋求具神聖性解釋的論述，因此較能夠獲得「在家統

治者」的同理心，進而得到王室的青睞、合作乃至支助，到了 19、20世紀，寧

瑪派反倒是轄境內宗教事業的主要領導者。筆者這一觀點，正是對吳晗對德格境

內「不存在著強烈排他性的宗派，所以缺乏形成政教合一制度的條件」一說的認

同。 

 

雖然從 17 世紀開始，擁有政治資源的俄爾支派對於寧瑪派的菁英們便不是

很友善，從敦督多吉的待遇，也可知道他們對在家的伏藏師是如何地排斥， 

 

基於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確知，從 17世紀、第 1代德格法王向巴彭措開始，

德格家族有著「以薩迦派進行政教合一統治」企圖的可能性，是不可否認的。然

而，由於他們在宗教信仰上屬於受宗教菁英支配的俗世弟子，在供施關係中屬於

施主，因此即使在不斷引進俄爾支派的過程中，薩迦派的宗教權威，並不在德格

王手中，而是在他們的俄爾派上師們手上。到了 18世紀中葉以後，由於女主當

政的時間超過嫡傳的德格王，王室信仰更偏好寧瑪派，且德格王不再將「唯出家

者方能繼法座」的祖訓視為金科玉律，多為在家人身分，倫珠頂內部的教權分立

更為明確，因此更沒有「對其他宗派強行執行政教合一的支配權」之事實。是故，

筆者不認為德格是政教合一制的王國，而是一個由稱為「法王」的政治菁英，與

不同宗派菁英互動、互惠的「教政合一」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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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宗教菁英共生與宗派發展

的內在脈絡：轉世、法脈、

家庭與地緣 

 

由多康宗教菁英個人所組成的人際關係網絡，成員彼此的關係，主要有下列

4種變項： 

 

變項 A：轉世關係，也即基於轉世化身論述，而使得具有前世與後世的頭銜、

身分者之間的聯繫，此類型已於第四章第四節詳述； 

變項 B：法脈，基於師徒關係所建立起的支配型互動模式，其宗教教義背景

與運作邏輯，詳見第五章第二節； 

變項 C：親屬關係，可細分為直系親屬關係與旁系親屬關係（དབོན་བ2ད་意為旁

系，詳見本章第一節），其中再可細分為：C-1──伯侄、叔侄、舅甥關

係；C-2──兄弟關係；C-3──親子關係： 

變項 D：地緣關係。 

 

這幾種類型，是構築菁英網絡的鍵結，其中每一鍵結力量，又承載著各自的生成

背景、生成原因與運作邏輯。在不同的背景條件下，一或多種類型被交錯地賦予

或運用在菁英個體之間，形成錯綜複雜的人際網絡。當個體面對環境情境，必須

做出相應的反應與選擇時，「與其他菁英個體」的「關係」(relationship)是透過何

種鍵結而聯繫，便成為了重要的決策依據。 

 

在前兩章中，我們已經詳盡地討論了類型 A（轉世關係）、類型 B（法脈）、

與類型 C（親屬關係）的個別面向。在本章中，筆者要探討的，是當菁英個體們

經由這些個別的關係鍵結，被組合在一起，成為人際網絡時，他們是如何發展這

個網絡的。 

 

尤其自 18 世紀開始，德格的王權、家族的絕對支配力開始下滑，地方政治

菁英與各寺院系統的宗教菁英們更大規模地發展自己對德格轄境社會的影響力，

乃至對較大範圍──文化圈（連同周邊地域形成的多康文化圈或德格文化圈，以及

基於宗教信仰的佛教文化圈）──發展方面的話語權。這種情形，一路發展到 19

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直至王國覆滅為止。 

 

這種發展模式，甚至持續影響著王國覆滅後的菁英社群；其展現出來的外顯

樣態，即是以各個悟喇寺院為核心的宗派發展模式，以及與該悟喇寺院透過供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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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結成聯盟的政治菁英世家及其政治行動；至於其內在脈絡，就是由各個悟喇

寺院系統自行發展出來的宗派運作模式。 

 

特別是到了 19 世紀末，德格不僅完成了以薩迦、寧瑪、噶瑪噶舉三個宗派

的教義與文化的全面輸入，甚至轉而成為這三個宗派的中心、宗教經典與宗教菁

英的輸出地，完全掌握了宗派發展的話語權，主導此三宗派的日後發展，乃至今

日。而這種轉變，是宗派發展「由輸入轉向在地化」過程的絕佳體現，「多康性」

的地緣因素，在宗派發展的漸進歷程中，有著絕不容忽視的重要性。 

 

是以，在本章第一節中，筆者將要先闡述一種擬制的宗族關係──法脈──

及其外顯的形式，也就是與轉世、親屬等其他變項結合之下的綜合效應。第二節

開始，則分別從薩迦派、寧瑪派、噶瑪噶舉三個宗派在德格轄境內的不同發展模

式與歷程，說明這些發展的地方性特點，旁及兩個在德格被邊緣化的宗派──格

魯派與雍仲苯，並以社會預設的觀點重新看待德格社會的宗派現象，反思「宗派

各謀發展」與「宗派中心主義」(sectarianism)的悖論，檢討究竟德格轄境內究竟

是否出現過「宗派無偏向運動」(ཆསོ་bགས་རིས་མེད/rime movement)這個現象，以及對近

代的宗派衝突的致因做一分析。 

 

轉世化身現象出現於 13 世紀，在該現象出現地當時，對所屬社會而言，它

成為一種「新興的」傳統，逐漸成為一種支持宗教菁英現象的、具支配性的機制，

該機制發展到 17世紀時，其內部結構已經臻於穩定、制度化，與對社會的影響

已經達到全面且強度極高的程度。至此以後，當個人被認證為轉世化身，他／她

所面對的是一個「既存且穩定的」結構、宗教網絡與對其個人表現的期待投射，

能夠體現個人自由意志的空間並不寬裕。同樣地，其他不具轉世化身身分的宗教

菁英們也面對一個對宗教菁英生活、地位、乃至其與政治菁英互動的生活規範等

面向皆已高度制度化的環境。 

 

因此，近代的宗教菁英們，如果只仰賴天賦命定的社會地位，或者只在宗派

與屬地主義的範式下，依循著傳統，在尊重智者的風尚、授記之說、轉世化身論

述與伏藏的神聖性等既有的「對宗教菁英賦權」的憑依要素下，盡一己對社會的

責任，則往往無法展現出跨越宗派、跨越地域的影響力。在宗教情懷的追求下，

一些宗教菁英開始把握德格轄境內「宗派發展自由」的社會氛圍，以追溯「宗教

信仰的正統思想本源」為號召，開始組織宗派教義與經典的整理，使得各個宗派

的活力在德格轄境內得到進一步發展與提升。這些領導宗派整頓的大師，藉著自

身的血緣網絡與法脈網絡，構築了以其個人為中心的團體力量，使得菁英及其集

團之間的互動與合作更加頻繁，促進了宗派各自興起繼後宏期之後的第二波發展

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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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波宗派各自發展的高潮中，為首的宗教菁英們，莫不同時展現並延續期

個人魅力，而被信仰群眾尊為媲美古德的偉大祖師。他們既成就了宗派的發展，

也為德格轄境內的宗教圖景，帶來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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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地緣、家庭、化身、法脈的綜合：

寧瑪派的發展模式 

 

在 17世紀下半葉，寧瑪派菁英們在德格境內的影響力逐漸升高，建寺、弘

法的強度。當地的寧瑪派菁英──例如噶陀寺的十三仲巴與白玉寺早期法台們，運

用先天的地緣關係、家庭組織，發展出以地方宗教菁英勢力為主的網絡，因此並

未採行轉世制度以延續宗教影響力。至於外地來的宗教菁英，雖具有宗教方面的

卡理斯瑪，但是缺乏在地力量的支持，因此很快就透過緊密的師徒關係與轉世制

度確保了教權的穩定，例如較白玉寺稍晚成立的佐欽寺與協慶寺，以及後來由衛

藏輸入的伏藏師吉美林巴一系的影響力，就是外來宗教菁英在德格境內發展的最

佳事例。 

 

從宗派的早期發展而言，地緣性、家庭結構是很容易穩定教權的，但長久發

展下去，這種支持體系容易形成僵化、受控於家族而不具創新動能的模式，甚至

出現被宗教權威被家族的俗世力量取代的危機，因此長期而言，它不是一種具延

續性的模式。與此相對，組成外來菁英教權結構的核心（轉世論述加上師徒關係），

其權力依據的「非俗世論述」，使得教權發展上便擁有「突破既有社會預設」的

動能，以及擴大菁英網絡及其影響力的可能性，但隨著社會預設發展出一種基於

宗教論述的穩定模式時，地緣與家庭因素則又會再度介入教權，新的社會預設再

次面臨衝突與調整，準備進入下一個整合期。考察寧瑪派在德格轄境內的發展史，

我們將會清晰地見到這一「在地與磨合」反覆循環的社會預設轉變。因此，本章

第一節將先說明地緣關係的發展，第二節再呈現非地緣、非俗世的價值如何主導

教權發展，但又再度受到地緣關係與俗世力量牽制的關係。 

 

一、文波：家庭的力量與地緣關係 

 

家庭與土地的關係總是密切的。對外時，同鄉的概念往往成為凝聚不同家族

的力量，這種情形在近代至當代尤為顯著。德格北區的鄧柯、雜曲卡、色須一帶，

出了許多歷史上著名的宗教菁英，例如：直貢噶舉的創始人仁欽貝、第二世噶瑪

巴．噶瑪拔希、當代寧瑪派高僧頂果．欽哲出生於鄧柯，八世達賴則為鄧柯地春

科土司丹增曲杰(བ�ན་འཛ]ན་ཆོས་Vེ)之子，第十六世噶瑪巴．讓炯日貝多傑、佐欽本洛(!ོགས་

ཆེན་དཔོན་¦ོབ) ，為親兄弟，出自鄧柯．阿都倉。寧瑪派近代高僧雜．巴珠(!་དཔལ་vལ，1808-

1887)、局．米旁(འ&་མི་ཕམ，1846-1912)皆出生於雜卡曲的部落。941 

 

 
941 石渠縣志編纂委員會，《石渠縣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頁 50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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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利(དབོན་རིགས)──旁系親屬 

 

文利一詞，意味著屬於在家族成員中的身分為文波。「文波」(དབོན་པོ)意指旁系

晚輩的男性家族成員，主要的意思，按常用頻率來分，略有五類： 

 

1. 自己叔伯的兒子(རང་ཉིད་6ི་ཨ་a།་ཡི་()，彼此的關係為庫文(a་དབོན)，也即伯侄、

叔侄； 

2. 自己兒子的兒子(རང་ཉིད་(་ཡི་()；942 

3. 弟弟(¤ན་�ང་བ/གNང་�ང་བ)，這種用法通常使用於僧俗權貴(སེར་)་མི་�ག)之家；943 

4. 泛指晚輩(ཚ་བོ) ； 

5. 著僧裝但有妻小的宗教徒944。 

  

其中，第一層意義的文利親屬關係，即為，還可擴及自己舅舅的兒子，彼此的關

係為相文(ཞང་དབོན)，也即舅甥。綜合上述用法，可知文波主要指涉對象為侄甥，而

文利一詞，則為侄子家族一系、外甥家族一系的男性成員，或者是同父同母的幼

弟。在實務上，文獻常常只記載「生於某人之文利(དབོན་རིགས་@་འ¥ངས)」，若無更多口述

史或文獻材料以供比對，往往不容易確認所記載人物的正確親屬關係。尤其在多

康地區，按筆者的田野觀察，舅權往往甚至凌駕父權，加上一般社會成員的繼嗣

原則多元（如第四章所述。只有受內地朝廷冊封的土司家族，才會按律例規定，

重嫡庶之別，而執行嚴格的父系單系繼嗣），因此，除非細緻比對各個成員之間

的系譜關係，否則不容易確定所謂文利的指涉對象。 

 

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確認的是：「出生於文利」指的是：1. 某人的侄子及其

晚輩，2. 外甥及其晚輩，或者 3. 某人的同父同母的弟弟；而在傳記等歷史文獻

中可知，「文利」在多康的社會菁英網絡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一位有權

勢的菁英份子，其行動抉擇的執行、權力的分配與繼承，往往委由文波處理。這

種情形，在宗教菁英的家族中尤為顯著。茲略述於後。 

 

（二） 白玉寺早期發展模式：家庭與地緣優先，再採轉世制度 

 

 
942 見〈དབོན་པོ་〉條，收入東噶‧洛桑赤列(/ང་དཀར་1ོ་བཟང་འ2ིན་ལས)編，，2002，頁 1538。 
943 噶瑪降村，2007，頁 546。 
944 見〈དབོན་རིགས་〉條，原文寫做：Ë་པའི་ཆས་8ོན་!ང་*ད་མེད་དང་*་¡ག་ཡོད་པ་ལ་དབོན་པོ་（雖著僧裝而有妻子與孩子

者，亦稱文波）。收入東噶‧洛桑赤列(/ང་དཀར་1ོ་བཟང་འ2ིན་ལས)編，頁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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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多康宗教菁英頂層人際網絡聯結的內在邏輯示意圖

 

以圖 6-1 為例，白玉寺的創始者仁增貢桑謝饒為佐欽寺創始者貝瑪仁增的

舅舅（貢桑謝饒比貝瑪仁增小了 11歲），945兩人先後受學於昌都的噶瑪恰美，並

且分別在德格王喇嘛桑傑丹巴的支助下建寺，成為所屬寺院的第一任最高法座持

有者(�ི་འཛ�ན)。 

 

白玉寺建於 1665年，此後近百年間，都以師徒承襲的方式選定法座持有者，

而沒有採用轉世制度。貢桑謝饒晚年都在閉關，並未操持寺務；他的弟子中，有

三位是他的文波，946其中的宗囊喇嘛．貝瑪仁增(	ོང་ནང་�་མ་པ�ྨ་རིག་འཛ�ན，b. circa 1680s)

致力於推廣貢桑謝饒的宗教事業，以此教授徒眾。947貢桑謝饒圓寂(1968)前，將

寺院託付給他的弟子堪欽．貝瑪倫珠嘉措(མཁན་ཆེན་པ�ྨ་�ན་�བ་�་མཚ�，1660-1722)，後者過

了 14年後，方於 1712年繼承法座，成為第 2任法台。948筆者推斷，在貝瑪倫珠

 
945 Tarthang Tulku, 1995, p. 255. 
946 白玉寺佛學院五明編寫組，《白玉尊勝菩提法洲略史》2005，內部流通，未出版，頁 4-5。 

947 麥波(�་པོ)，《白玉寺歷史與現狀研究》(དཔལ་�ལ་	མ་�ལ་�ང་�བ་ཆོས་�ིང)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頁

52。134-135。 

948 麥波，2004，頁 42,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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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措任法台之前，寺務是由宗囊喇嘛．貝瑪仁增主持的。949 

 

18下半葉，與貢桑謝饒同樣出生於白玉安秋(ཨ་མཆོག/ཨ་4ོག/ཨ་�ང་Yོང)950、屬於貢桑

謝饒文波旁系家族的第一世噶瑪古欽．噶瑪札西繼承了法座，成為第 4任座主。

噶瑪札西圓寂後，繼承第五任法台的噶瑪拉旺(ཀH་,་དབང，circa 18th)，同樣出身安秋，

屬於貢桑謝饒的文波旁系家族成員。951自 17世紀下半葉至 18世紀末，超過一個

世紀的發展過程中，雖然白玉寺的法台採行師徒傳承制繼承，但該寺的最高宗教

菁英，大多當地安秋，屬於貢桑謝饒的文波旁系家族。可見，在白玉寺的早期發

展階段，掌控寺院權力的菁英，有著十分顯著的地緣與家族背景。 

 

到了 18世紀末，由於白玉寺在噶瑪札西圓寂後，缺乏權力中心，才透過第

十三世噶瑪巴．敦督多吉(ཀH་པ་ ༡༣ བ�ད་འ�ལ་mོ་Vེ，1733/1734-1797/1798 )、第九世八邦．

司徒．寧杰旺波與薩迦赤欽．旺督寧波的協助下，認定了噶瑪札西的轉世，繼任

第六任法台，開啟該寺認定法台轉世化身的做法。前任法台的文波或高徒們的轉

世化身，也相繼得到認證，陸續開創出許多轉世的世系，例如第七任法台，則是

貢桑謝饒的轉世──嘉珠．貝瑪董阿丹增( �་vལ་པ�ྨ་མདོ་hགས་བ�ན་འཛ]ན，1830-1892)，嘉珠本

人距貢桑謝饒的生存年代，相差了 200年之久。 

 

由此可知，白玉寺經過一世紀的發展，都未採用轉世制度，而是以師徒關係

以及文波旁系親屬的結構，構築起寺院的菁英上層，後來才透過菁英制度 

 

由上述說明可知，基於地緣關係（例如「白玉寺菁英出於安秋」的事實952），

法脈關係、旁系親屬關係為鍵結的宗教菁英個人網絡得以展開。之後，才在前輩

宗教菁英人際網絡的基礎上，再以轉世邏輯為途徑，開創了以轉世關係（例如法

台或文波的轉世）為紐帶的菁英世系網絡。 

 

（三）佐欽寺早期發展模式：先採轉世制度，再發展地緣關係 

 

佐欽寺的情形則略有不同，該寺從貝瑪仁增（第一世佐欽巴）圓寂後，便採

行多種關係並存的菁英網絡連結模式（包括轉世制度）。貝瑪仁增於 1697年圓寂

後，他的親弟子「第一世佐欽．本洛．南喀俄薩(!ོགས་ཆེན་དཔོན་¦ོབ་ ༡ ནམ་མཁའ་འོད་གསལ། ?-1726)」

 
949 宗囊喇嘛的傳記顯示他似乎並未受出家戒，而貢桑謝饒的規劃是讓白玉寺由出家人主持，可

能正因如此，身為文波的宗囊喇嘛才未能繼承法座。 
950 安秋位於今日白玉縣城建設鎮附近，為多來村(�ོ་རེངས་6ངོ)旁的一處山腰地區，距縣城車程約 45

分鐘。 
951 麥波，2004，頁 54-58。 
952 根據筆者在白玉縣的田野經驗，安秋的人們至今仍會強調自己來自貢桑謝饒的家鄉，這種身

為「祖師的後人」的光榮感，依然十分鮮明地存在於今日的安秋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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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了法座，其間，佐欽巴的另一位高徒「第一世冉江巴．丹貝堅贊(ཞེ་ཆེན་རབ་འ�མས་ 

༡ བ�ན་པའི་�ལ་མཚན། 1650-1704)」也曾短暫擔任法台，隨後冉江巴則以教學為主，而不任

法台。953 

 

佐欽巴圓寂約 10年之內，第一世本洛與第一世冉江巴便將找到了他的轉世

──第二世佐欽巴．局美帖秋丹增(!ོགས་ཆེན ༢ འ[ར་མེད་ཐེག་མཆོག་བ�ན་འཛ]ན，1699-1758)，迎至

佐欽寺坐床。第二世佐欽巴年幼時，本洛．南喀俄薩任法台，掌握著寺權；南喀

俄薩的文波──杰文．貝瑪貢卓南嘉(Vེ་དབོན་པ�ྨ་Xན་Yོལ་Mམ་�ལ，1706-?)，只比第二世佐欽巴

晚 7年出生，可謂同輩。南喀俄薩受到七世達賴禮遇，獲達賴頒賜印璽，一時地

位崇隆，954貝瑪貢卓南嘉做為他的文波，自幼與佐欽二世同隨南喀俄薩學習，37

歲時，更在今日德格縣窩公鄉(ཨོ་Fར་ཤང)興建了佐欽寺的重要分寺「加絨寺」(�་རོང་

དགོན/�ལ་རོང་དགོན)，並在第二世佐欽巴圓寂、佐欽寺大雄寶殿遭焚後擔任法台，並重修

殿宇，認定了第三世佐欽巴，成為該寺重要的高僧，人稱杰文仁波切(Vེ་དབོན་རིན་པོ་ཆེ)。
955後來，第三世尼瑪扎巴的兄長貢桑滇貝尼瑪(Xན་བཟང་བ�ན་པའི་ཉི་མ)被認定為杰文仁波

切的轉世，開啟杰文仁波切的轉世世系；第四世本洛的弟弟貢桑帖秋多吉(Xན་བཟང་

ཐེག་མཆོག་mོ་Vེ，circa 19th)則被認定為南喀俄薩的轉世，此後便有了加絨南珠(�་རོང་Mམ་vལ)

的轉世系統，加絨寺便成此二位轉世化身的主要駐錫地。956 

 

至於第二世佐欽巴的弟弟局美貢桑南嘉(འ[ར་མེད་Xན་བཟང་Mམ་�ལ，1713-1769)，後來

也被多吉札與敏珠林的高僧認定為第二世冉江巴，他們二人與其文波──文．局美

格桑丹沛(འ[ར་མེད་བ�ལ་བཟང་བ�ན་འཕེལ，circa 18th)同屬當時寧瑪派「無與倫比的五位部主」

(རིགས་བདག་མ�ངས་མེད་~)的高僧行列。957 

 

佐欽寺一位以文波的身分而聞名、對日後 20世紀初的德格宗教格局發展甚

鉅的是人稱文波．丹噶 (དབོན་པ་ོབ�ན་དགའ)的文．丹增諾布 (དབོབ་བ�ན་འཛ]ན་ནོར་(， 1841-

1900/1851-1910)，他是佐欽寺第八任法台嘉色賢遍泰耶(�ལ་"ས་གཞན་ཕན་མཐའ་ཡས，1800-

1855)的文波，其父為賢遍泰耶的堂兄弟。他繼承了雜．巴珠對顯宗(Exotoric 

Buddhism)經典的詮釋，相關著作領域廣泛，產量頗豐。958在「以寧瑪派為本位而

詮釋經典」的發展過程中，丹噶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相關發展，詳見本章

 
953 旦增‧龍多尼瑪，頁 494。雖然冉江巴曾短暫登上佐欽巴的法座，主持佐欽寺，但今日部分

說法並不將冉江巴視為歷任法台，甚至連他曾登上法座一事也未予記錄，僅稱他輔助弘法。

見：�ལ་དབང་ཉི་མ，〈dོགས་ཆེན་དགོན་!ི་ལོ་cས་〉@ང་ཐོག：མཁན་པོ་ཐེག་མཆོག，1985，folio 23b. 
954 旦增‧龍多尼瑪，頁 334-335。 
955 旦增‧龍多尼瑪，頁 336-338。 
956 མ�ེན་བ�ེའི་དབང་པོ，〈གངས་ཅན་བོད་!ི་eལ་/་Gོན་པའི་གསང་7གས་གསར་�ིང་གི་གདན་རབས་མདོར་བLས་ངོ་མཚར་པ�ྨོའི་དགའ་ཚལ།〉in མ�ེན་བ�ེའི་དབང་པོ，

《འཇམ་དGངས་མ�ེན་བ�ེའི་དབང་པོའི་བཀའ་འ*མ་》པོད་༼ཚ༽པ། (Vol. 18), dོང་གསར་ཤིང་པར་ (reproduced), Gangtok: Gonpo 

Tseten, 1977-1980, folio.16b-17a. 
957 བ^་ཤིས་དཔལ་འGོར，〈ཞེ་ཆེན་རབ་འGམས་�་2ེང་མཛད་"མ་བLས་པ། མདོ་ཁམས་7་འ(ར་�ིང་མའི་སོགས།〉，收入 བ^་ཤིས་དཔལ་འGོར，《'བས་�ེ་དིལ་མ�ེན་�ོ་

�ེ་འཆང་འ(ར་མེད་ཐེག་མཆོག་བ ན་པའི་�ལ་མཚན་དཔལ་བཟང་པོ་མཆོག་གི་ག%ང་འ*མ་བ&གས་སོ།།》པོད་༼ང་༽པ། New Delhi: Shechen Publication, 

1994, folio 2b-4b；旦增‧龍多尼瑪，頁 495。 
958 旦增‧龍多尼瑪，頁 591,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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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是近代至當代在德格轄境內及德格文化圈內最為著名的一位「文波」。 

 

由上可知，佐欽寺從 1675建寺後 30餘年，由於第一任法台貝瑪仁增圓寂，

很快地便建立起貝瑪仁增及其高徒們為首的轉世化身系統，並由這些核心菁英個

體及其兄弟、文波，向外擴延，構築起「基於親屬關係」的、關係更緊密的宗教

菁英網絡，再由這些外圍的菁英，藉著轉世化身的理論，發展出各自的轉世化身

世系與分寺（協慶寺、加絨寺等）。與白玉寺的菁英們具有高度地緣關係的傾向

所不同的是，佐欽寺與協慶寺的菁英個體間的主要鍵結，師徒、旁系親屬與轉世

化身，地緣因素相對並不顯著。 

 

15 世紀中葉至 18 世紀中的噶陀寺十三代仲巴(0ང་རབས་བN་ག@མ)，也是文波傳承

的一種體現，例如第二代仲巴．多吉羅珠(0ང་པ་ ༢ mོ་Vེ་�ོ་Yོས，15th)便出生於第一代仲巴．

南喀僧格(0ང་རབས་ ༡ ནམ་མཁའ་སེ�ྒེ，15th)家中。959 

 

到了 18 世紀中，仁增策旺諾布指出，在 17 世紀末，第四代德格法王桑傑

丹巴曾將噶陀仲巴所擁有寺院莊園分成兩份，一份充公，另一份則代表德格王，

供養給龍薩寧波；仁增策旺諾布還措詞強硬地指謫在龍薩寧波之前，由於噶陀的

仲巴們多有擔任法台上師(�་རབས)者，以文利家族的關係延續寺院權力，使得做為

出家人寺院的噶陀寺戒律廢弛，佛學發展稍嫌退步，僧人普遍按照施主們的願望

行事。960 

 

雖然龍薩寧波父子的「噶陀復興」時代，正值十三代仲巴掌管寺權的晚期

（17世紀中至 18世紀中），然而，龍薩寧波對噶陀寺的復興，似乎並不包括「改

變家族繼承」一事。龍薩寧波圓寂後，他的兒子甲色．索南德贊繼任噶陀寺法台；

此外，他的文波──札西彭措(དབོན་བn་ཤིས་�ན་ཚ གས，circa 17th)也成為龍薩寧波的伏藏法《廣

界金剛藏》(�ོང་གསལ་mོ་Vེ་^ིང་པོ)口耳傳承的主要繼承人，並發展出自己的轉世世系──雜

珠(ཛཿvལ)，以之繼承該口耳傳承的宗教功修。（口耳傳承被視為密法當中最重要的

環節，傳承的繼承人往往被認為當時最孚眾望的宗教菁英） 

 

在噶陀寺的文波傳統仍然存在的這段時期，恰為白玉寺、佐欽寺與協慶寺

發展的初期，八邦寺也建寺於這個傳統的尾聲（1717年）。筆者以為，這 4所寺

院，不約而同地採用文波傳統，除了與俗民社會的一般家庭觀念相關，很可能也

是採借自噶陀寺十三代仲巴長達 300年的寺權控制模式。 

 

「地緣性的強弱」與「採用轉世制度的早晚」，在上述的案例中，似乎呈現

了相當高程度的負相關。白玉寺的創始者後來的法台們，與白玉安秋一帶的地緣

 
959 江陽吉澤，頁 66。 
960 噶妥‧仁增次旺諾布，頁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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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及家族聯繫密切，使得寺院權力與地方是穩定連結在一起的。與此相對，來

自類烏齊的第一世佐欽巴與出身於衛藏的第一世冉江巴，對於德格轄境北區的如

當牧區、甚至對於德格王來說，都是外來的高僧大德。雖然他們很快速地在如當

落地生根，發展宗教事業，衍生宗教法脈，但他們畢竟是外地人，做為個人的二

位高僧及其高足們，雖然也有各自的文波與家庭力量，但這層「來自家庭的力量」，

也只能在二位高僧們在世時尚堪與世居當地的家族力量或宗派力量抗衡，在二位

高僧們謝世後，若不積極地將高僧們的轉世化身安排在法座上（也就是寺權的核

心），或建立文波與弟子們各自的轉世體系，則先前由文波與弟子們所組成、「依

附於前世高僧」的權力結構，很快就會面臨後繼乏力的問題961──也就是說，這則

「高僧繼承者」的文波們，由於本身不具有地緣關係，便難以發展出長期穩定的

權力結構，因此，盡快採行轉世化身制度，是使得新興寺院的權力中心得以穩固

維繫的關鍵力量。 

 

（四）文珠：家庭與轉世制度的合流 

 

在德格境內的悟喇寺院，幾乎毫無例外地都發展出由文波們所衍生的轉世

化身世系──文珠(དབོན་vལ)，且文珠們在各個寺院系統中，總是有著較核心的位置。

箇中關係，當然與該轉世世系的創始者──那些被尊為文波或杰文的菁英們──與

他們所屬時代的寺院頂層菁英的關係密不可分。 

 

八邦寺的文珠是各個悟喇寺院中最著名的。該寺的文珠轉世化身系統始於

司徒班欽的三位弟弟──文．桑沛(དབནོ་བསམ་འཕེལ)、文．噶瑪欸雷(དབོན་ཀH་ངེས་ལེགས)、文．桑

丹 (དབོན་བསམ་གཏན)。他們從司徒建八邦寺的初期，便形成司徒身邊的重要寺務行政人

員。三人先後於 1760s-1770s圓寂後，發展出各自的轉世系統，其中，文．桑丹

的轉世── (ཀH་ཐེག་མཆོག་བ�ན་འཕེལ，b. 18th -19th) ──由第十三世噶瑪巴認定，在八邦寺坐

床，隨第九世八邦司徒學習，成為工珠．雲丹嘉措之師，其隨後的轉世，被稱為

「八邦．文根仁波切」(དཔལ་¤ངས་དབོན་�ན་རིན་པོ་ཆེ)。962從工珠的自傳可知，在 19 世紀，

除了司徒之外，八邦寺最主要的管理者便是文根仁波切。 

 

 
961 頂果‧欽哲‧札西班覺便曾指出，第一世佐欽巴與第一世冉將巴雖然受到五世達賴賜與呼圖

克圖的地位與晶印，要他們到多康弘法，並得到德格王方面的資助，但在佐欽寺建立的初期，

仍然因為宗派主義者以種種令人痛心的手段阻止寺院發展；冉江巴雖得德格王桑傑丹巴的口

諭，可在擦崩札(\་vོམ་qག)一帶修行，然而，後仍因地方勢力（很可能是德格家族第 44 代人、宗

教立場極為排外的桑傑巴桑為首的倫珠頂薩迦派僧人們）擔心寧瑪派勢力坐大，製造了紛爭，

終使冉江巴無法在德格境內定居，甚至在他短暫繼承佐欽巴的法座期間，也不參與寺務，只

負責弘揚佛法。見：བ^་ཤིས་དཔལ་འGོར，〈ཞེ་ཆེན་རབ་འGམས་�་2ེང་མཛད་"མ་བLས་པ། མདོ་ཁམས་7་འ(ར་�ིང་མའི་སོགས།〉folio 2b-4a。

這些不利於佐欽巴與冉江巴發展的條件，固然與宗派主義有關，但從文獻看來，稍早發展起

來、但地緣關係穩固的白玉寺似乎並未受到相同的宗派主義阻攔，可見，基於宗派本位的排

外是他們早期發展受阻的原因之一，而基於地方主義的排外，也是不可忽視的力量。 
962 噶瑪降村，2007，頁 546-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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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寺的文波們所發展出的轉世世系，以詳述於前，但這些轉世化身並不

稱為文珠。至於佐欽寺，除了前述幾位在佐欽寺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文波

之外，佐欽寺本身也有稱為文珠的轉世世系。第一世佐欽．文珠．圖多南嘉(!ོགས་

ཆེན་དབོན་vལ་ ༡ མ.་�ོབས་Mམ་�ལ，circa 19th)以及文瓊．赤列仁波切(དབོན་�ང་འ:ིན་ལས་རིན་པོ་ཆ，ེcirca 19th)

皆屬於第四世佐欽巴的文利旁系家族。其中，第五世佐欽巴的文波，又被認定為

文珠的第二世轉世化身；第五世佐欽巴的管家之子，則被認定為第三世文珠。963

如此與佐欽巴密切而交錯的關係，使得佐欽．文波這一轉世世系，除了轉世化身

所獲致的宗教菁英地位之外，還都與兩世佐欽巴都有著文利與主僕的關係，更強

化了該世系做為宗教菁英的權威。 

 

第一世協慶冉江在多康一代培養出的高徒貝瑪堅贊(པ�ྨ་�ལ་མཚན，b. 17th -d. 18th )

在冉江巴圓寂後代理教務，主持第二世冉江的坐床，他的轉世開啟了日後協慶寺

的第二法座──歷代嘉察(�ལ་ཚབ་རིམ་�ོན)的轉世世系。貝瑪堅贊期間，主要投注於宗教

功修，當時的寺務，實際上應當是由他的弟弟──人稱「杰文」的桑傑饒丹(Vེ་དབོན་སངས་

�ས་རབ་བ?ན，circa 18th)操持的，貝瑪堅贊的轉世獲得認定後，便是由杰文．桑傑饒丹

為首，負責迎回雄那靜修院(གཤང་ནག་རི་Oོད)的。964做為協慶．嘉察的文波，桑傑饒丹

也開啟了轉世化身的世系，他的轉世便是培養出 19世紀寧瑪派許多高僧的協慶

班智達．局美圖多南嘉(ཞེ་ཆེན་པoྜི་ཏ་འ[ར་མེད་མ.་�ོབས་Mམ་�ལ，b. 1787-? 也稱為協慶．文珠( [ཞེ་

ཆེན་དབོན་vལ]）。 

 

噶陀寺雖然直到 20世紀才認定了第三世直美信炯．吉美雲丹貢波(�ི་མེད་ཞིང་)ོང 

༣ འཇིགས་མེད་ཡོན་ཏན་མགོན་པ，ོ1837-1898)的文波──第 40代法台「文．貝瑪堅贊(དབོན་པ�ྣ་�ལ་མཚན，

circa 19th)」的轉世「噶陀．文根仁波切」(ཀཿཐོག་དབོན་�ན་རིན་པོ་ཆེ་ 1929-1970)，是五大悟

喇寺院當中最晚出現的文根(དབོན་�ན)965，但根據根造法師對 1954 年的回憶，當時

文根在寺院的地位，僅次於信炯、格澤、司徒和莫扎，為第 5順位的轉世，且為

統領該寺、學養俱優者。966此外，早文根仁波切之前，歷代雜珠轉世雖無文珠之

名，但其宗教菁英地位的賦權來源，也是源於與龍薩寧波之間的文波旁系親屬關

係。 

 

由上可知，親屬背景與地緣因素，使得文波這一身分在多康的宗教菁英網

絡與宗派發展過程中，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 

 
963 旦增‧龍多尼瑪，頁 397-398。 
964 協慶加查‧居美‧白瑪朗杰(ཞེ་ཆེན་�ལ་ཚབ་འ(ར་མེད་པ�ྨ་"མ་�ལ)，《協慶加查教史》(ཞེ་ཆེན་�ལ་ཚབ་ཆོས་འ.ང)（藏文

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頁 317-318。�ོ་�ེ་རབ་བsན་ནམ་བཤད་bབ་ཉི་མ，《མཁན་ཤིང་དངོས་Fབ་བ�ེས་པའི་�ོ་�ེ་

�ོབ་དཔོན་འཇམ་དGངས་ད8ེས་པའི་1ོ་6ོས་མཚ3་'ེས་བཤད་པའི་�་དGངས་!ི་sོགས་བ�ོད་མདོར་བLས་པ་,ལ་བཟང་མJན་�ན་》New Delhi: Shechen 

Publications, 2000, pp. 25-26。 
965 文根在康語中與文波同義，也可用來替代文珠。 
966 根造法師、密顯法師編著，《常樂文庫‧第三輯‧勝乘實踐》香港大園滿心髓研究中心網頁

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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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統的」寧瑪派多康四大寺：以伏藏為特點的地

方性發展 

 

多康寧瑪派發展的顯示出當支配關係遇到系統化時的處境 

 

如前所述，德格轄境內的寧瑪派主要寺院，除了噶陀寺之外，其餘三所（白

玉、佐欽、協慶）在創立之初，便藉著創立者的地緣、家庭、師徒關係，建立起

「以寺主（法座持有者）為中心」的菁英權力結構。這些寺主們的宗教權威的賦

權來源，往往來自伏藏教法及伏藏授記論述。然而，也正由於伏藏授記為他們的

宗教地位提供了合法性，該伏藏教法的伏藏師之地位與重要性，往往也由該法台

們取代，或併入法台們的轉世世系（例如敦督多吉和明珠多吉）而顯得相對不具

獨特性了。也就是說，做為「具有宗教魅力（卡理斯瑪）」的伏藏師們，在他們

透過與寺院組織、高層宗教菁英的交往而對所屬社會成員的信仰產生影響的同時，

他們的影響力通常也移轉至寺院體系的宗教菁英之中，使得「不具備伏藏師特殊

宗教魅力氣質」的寺院主持們，藉由伏藏教法而強化自己的宗教話語權；而做為

伏藏教法及其宗教魅力來源的伏藏師，以及他們所屬的家族成員等人，反而成為

寺院體系之外、居於從屬地位的其他宗教菁英。當然，這些環繞著伏藏師為首的

宗教菁英們，並非被摒除於寺院權力結構之外，只是「權力核心並不完全仰賴伏

藏師的魅力」所賦與的神聖性。 

 

（一） 噶陀寺的發展 

 

根據傳統說法，噶陀寺自但巴德協於 1159 年建寺至 15 世紀中葉，約 300

年左右的時間，經歷了 13任住持，稱為十三代上師(�་རབས་བN་ག@མ/�་མ་གདན་རབས་བN་ག@མ)，

採師徒傳襲制；在宗派教法學習方面，此時期是純粹寧瑪派。噶陀寺在 1959年

以前，原本藏有元朝刺繡蓮花生像、明朝文殊像，967可見在元明之時便與中國朝

廷有往來。15世紀中葉968至 18世紀中的 300年，該寺由十三代仲巴(0ང་རབས་བN་ག@མ)

主持，採用伯侄、叔侄傳襲制（即文利），成為家族傳承。在此期間，噶陀發展

出法台（གདན་ས་བ་即歷代仲巴）與說法堪布(འཆད་ཉན་པ)分離的雙軌制；969教法學習上，

 
967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縣志編纂委員會編，1996，頁 483。 
968 十三代仲巴始於南喀僧格(ནམ་མཁའ་སེ¯ྒེ་ 15th)，其生存年代不詳，僅知約在宗喀巴建寺（1409 年）

後出生；又，由於他跟隨伏藏師惹納林巴(ར�ྣ་Hིང་པ་ 1403-1478)，因此推估他主要活動的年代約在

15世紀中。見：G་qལ་སངས་�ས་�ོ་�ེ，《དཔལ་�ལ་བ་ཀཿཐོག་པའི་གདན་རབས་བcད་འཛ�ན་དང་བཅས་པའི་.ང་བ་བ�ོད་པ་རིན་པོ་ཆེའི་2ེང་བ་®་*འི་གཏམ་ཞེས་

G་བ་བ&གས་སོ།།》色達：五明佛學院印行（內部資料，未出版），頁 64。 
969 按照傳統說法，該寺第 14-23 任法台應由歷代仲巴擔任，然而根據噶陀‧文珠(ཀཿཐགོ་དབོན་aལ་ d.1970)

於 1967 年提供的噶陀寺歷代法台名單的筆記，該寺第 14-20 任的法台為當時的說法堪布，至

於第 21-23 任法台的名稱，也無法對應至十三代仲巴或當時說法堪布的法名。見：H. Eimer & 

Pema Tsering, “ A list of abbots of Kaḥ-thog monastery according to handwritten notes by the 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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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開始發展出寧瑪與麻倉噶舉(�ར་ཚང)970教法混融，並著重弘揚惹納林巴(རÚྣ་Eིང་པ，

1403-1479)等伏藏法。971 

 

也許是受制於地理的隔絕，直到 17世紀下半葉，德格家族才與噶陀寺產生

聯繫，而第一位來到噶陀的德格喇嘛是敦督多吉。如同本章第一節所述，敦督多

吉的主要贊助者為第一代德格法王向巴彭措，但隨即因為受到倫珠頂的薩迦派勢

力排斥而流亡外地。他對 17世紀寧瑪派在德格轄境與工布一帶的影響十分巨大，

包括後來白玉寺的主要伏藏師明珠多吉、佐欽寺的創始者貝瑪仁增，以及噶陀寺

的復興者龍薩寧波，都是他的弟子。 

 

敦督多吉的高徒龍薩寧波出生在被和碩特營官統治的理塘，32、33歲(1656-

1657)時，他陸續取出伏藏，972但隨後便發生敦督多吉與德格一帶薩迦派的衝突，

使他並未立即對噶陀寺產生影響。後來，第四代德格法王桑傑丹巴對於過去德格

家族加諸敦督多吉的傷害感到懊悔，遂請龍薩寧波來到德格，以表懺悔；973然而，

當時德格倫珠頂一帶的宗派氛圍，對於伏藏師仍不友善。974來到德格後，龍薩寧

波被桑傑丹巴安排在離倫珠頂較遠的噶陀寺。此後，龍薩寧波的下半生（約為

1772-1792年期間）都在噶陀寺，並在該寺做了許多宗教建築工程，修造許多佛

像、佛塔，975被視為噶陀的復興者。 

 

18 世紀上半葉，噶陀寺認定了龍薩寧波的兒子「甲色．索南德贊(�ལ་"ས་བསོད་

ནམས་lེy་བཙན，1670s-1723)」的轉世，開始採行轉世化身制度延續（此時，較晚成立

的佐欽寺已經採用了轉世制度），隨後陸續發展出格澤(དགེ་5ེ)、司徒(ས་ིR)、夏察('ག་

ཚ)、莫扎(Hོ་ཚ)、仲巴(0ང་པ)、文珠(དབོན་vལ)等轉世化身世系。此後，該寺法台基本上都

是由上述轉世化身們擔任。 

 

 
Katok Ontul”, Journal of the Tibet Society, (1), 1981, pp.12-13. 

970 麻倉噶舉為帕竹‧多吉嘉波(ཕག་F་�ོ་�ེ་�ལ་པོ་ 1110-1170)的弟子──出生於芒康的麻巴‧謝饒耶謝

(-ར་པ་ཤེས་རབ་ཡེ་ཤེས་ 1135-?)、仁欽貝(རིན་ཆེན་དཔལ་ circa 12th)兄弟分別在 1167、1200 年於建立肖寺(ཤོ་དགོན)

與宗木朵寺(ཟོམ་མདོ་དགོན)後，於 13世紀中到 17世紀初發展出來的噶舉支派之一，在嘉絨、麗

江、巴塘、理塘、貢覺、察雅、白玉、工布等地皆有發展。尤其 1682 年後甘丹頗章將察雅

地區麻倉噶舉的屬地沒收，轉給格魯派之後，麻倉噶舉遂以白玉為據點，發展出大圓滿與大

手印雙融(>ག་ཆེན་iང་འ�ག)的密宗傳承教法，而該雙融教法在白玉一帶發展的時間，正好是噶陀仲

巴們寺院的晚期。見：尕本加，〈康區麻倉噶舉歷史考述〉《四川民族學院學報》2014(6)，

頁 1-4。 
971 G་qལ་སངས་�ས་�ོ་�ེ，頁 63-65；江陽吉澤，頁 65-85。 
972 郭若扎西，頁 572。 

973 此事應當發生在敦督多吉圓寂(1771)以後。 
974 Jann Ronis, “Bdud ‘dul rdo rje (1615-1672) and Rnying ma Adaptations to the Era of the Fifth Dalai 

Lama”,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einvention of tradition : Tibet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 PIATS 2003 : Tibetan studies :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Oxford, 2003, p. 180. 
975 郭若扎西，頁 573-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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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噶陀寺發展出轉世制度的早期，本來在噶陀寺與噶舉派當中都頗富聲望、

自稱受到上師「甲色．索南德贊」指派，日後有權擔任噶陀寺法台的仁增策旺諾

布，曾在 1740s年代針對噶陀的寺院修學內容976、出家戒律廢弛、以家族控制寺

院、採納轉世制度等問題做出批評（他並未批評他的上師索南德贊，但反對索南

德贊的轉世「直美信炯貢波」(�ི་མེད་ཞིང་)ོང་མགོན་པ，ོ1724-1786)），使得噶陀寺有一半的

人與他切割，讓他無法回到噶陀寺。977與此同時，仁增策旺諾布不斷嘗試透過他

在衛藏的菁英人際網絡，介入第十世夏瑪巴的轉世認定，並試圖將夏瑪巴在噶陀

寺坐床，取代直美信炯貢波的繼承權。雖然最終夏瑪巴確實於 1747年在噶陀寺

坐床，當時甚至連德格倫珠頂的代表、司徒班欽都也出席了，然而，由於仁增策

旺諾布在噶陀並無地緣人脈做靠山，也得不到司徒班的真心支持，其為「夏瑪巴

主持噶陀寺」的努力，最終只成為噶陀寺發展過程中的一小段不成功的插曲。978 

 

（二） 白玉寺的發展 

 

如前所述，1665年，貢噶彭措將南嘉孜供養給明珠多吉之後，明珠多吉授

意仁增貢桑謝饒擔任他的教學代表(�ལ་ཚབ་¦ོབ་དཔོན)，就任法座，白玉寺正式成立。在

明珠多吉圓寂後(1667)，貢桑謝饒隨即展開各地弘法的活動，來自貢覺、芒康、

三岩、昌台、瞻對、霍爾諸部（甘孜一帶）、嘉絨、爐霍等地的首領，紛紛成為

他的弟子，在各地成立佛殿與分寺。當時僅在德格轄境，屬於白玉寺的分寺就多

達 90所。當時，在霍爾章谷(ཧོར་%ག་འགོ)的加波支持下，絳剛．安沛(འཇང་�ང་ཡར་འཕེལ，17th)、

果拉．多吉塔(གོ་ལ་mོ་Vེ་ཐར)，在白玉寺學法後，回到爐霍，分別建立了絳剛寺(འཇང་�ང་

དགོན)與宗達寺(5ེ་མདའ་དགོན)；979此外，爐霍卡娘鄉的榮敦．倫珠嘉措(རངོ་�ནོ་�ན་Zབ་�་མཚ ，17th)，

也回鄉建立了修公寺(eག་�ང་དགོན)980  ，這些寺院至今仍為白玉寺在霍爾闊主要的分

寺。 

 

當貢桑謝饒還安排自己的弟弟貝瑪耶謝嘉措(པ�ྨ་ཡེ་ཤེས་�་མཚ )到熱加寺，並讓自己

的侄子貝瑪倫珠嘉措繼承了自己的法座。981他的外甥貝瑪仁增(པ�ྨ་རིག་འཛ]ན，1625-

1697)則建立了另一所悟喇寺院──佐欽寺。 

 

 
976 噶陀寺本來是《經》《幻》《心》三部的主要發揚地，是純粹的寧瑪派。仁增策旺諾布認為該

寺在 18世紀上半葉，在這方面的講解已經加了很多來自宗教菁英的個人臆測。 
977 噶妥‧仁增次旺諾布，頁 762-763。 
978 Jann Ronis, Celibacy, Revelations, and Reincarnated Lamas contestation and Synthesis in the Growth 

of Monasticism at Katok Monastery from the 17th through 19th Centuries,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009, (PhD. dissertation) pp. 119-137. 
979 朗加、鄧俊康，〈霍爾章谷土司歷史概況〉，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

州委員會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資料選編‧第七輯》甘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員會，1988，頁 193-194。 
980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等編，頁 371, 398, 420。 
981 郭若札西，頁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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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 世紀下半葉，噶瑪札西成為白玉寺最高領導者，白玉寺開始採行轉世

制度，以噶瑪古欽、竹旺貝諾為主，輪流執掌寺務教權。 

 

（三）佐欽寺、協慶寺的發展 

 

除了佐欽巴•貝瑪仁增本人在如當的發展，他的高徒之一──囊謙的伏藏師尼

瑪札巴──在佐欽寺建立不久，便開創了佐欽最早的分寺。尼瑪札巴在拉薩時受到

第五世達賴認定為伏藏師，給予呼圖克圖封號與晶印，並得第巴桑傑嘉措供養。

在達賴的指示下，主持了各地鎮肢寺(མཐའ་འ�ལ)、再鎮肢寺(ཡང་འ�ལ)與桑耶寺的修復工

程，興建了 108 座佛塔，宗教事業興盛。982後來，應第四代德格法王桑傑丹巴之

邀，按照蓮花(Padmasambhava)的預言(bང་བ�ན)，於 1693年，在白玉的贈打莫岡（འཛ]ང་

�ག་མོ་�ང，今日白玉縣河波區贈科鄉）建立增打莫寺。桑傑丹巴拜尼瑪札巴為師，

尼瑪札巴則將此地做為自己的根據地。983 

 

1716-17年，正值佐欽寺、協慶寺發展的初期，準噶爾在衛藏大肆破壞寧瑪

派寺院，寧瑪派六大祖庭(གདན་ས་ཆེན་མོ་0ག)當中的敏卓林寺(�ནི་Yོལ་Eིང)與多吉扎寺受到空

前的破壞，上層宗教菁英遭到屠戮，傳承面臨中斷的危機。以子嗣傳承延續寺院

的敏卓林寺第 3代法台嘉色仁欽南嘉(�ལ་"ས་རིན་ཆནེ་Mམ་�ལ，1694-1758)避難至多康，在

瞻對保全了性命；準噶爾進攻時圓寂的多吉扎法台──第四世果登仁增．貢桑貝瑪

赤列(�ོད་lེམ་རིག་འཛ]ན་ ༤ Xན་བཟང་པ�ྨ་འ:ིན་ལས，1641-1717)──的轉世化身，也被認定出生於瞻對，

其第六世轉世則出生在鄰近加拉甲波轄地的色多(གསེར་ཏོག)地區。984在準噶爾的肆虐

結束後，1726年，支持格魯派的噶倫．康濟鼐繼續按照清朝的方針，在衛藏執行

禁止寧瑪派發展的政策，不許恢復準噶爾破壞的寺院，衛藏出家者皆須改宗格魯

派。985這些衛藏的寧瑪派高僧來到多康，首先在佐欽與協慶與當地的寧瑪派菁英

進行宗教交流，既因此在多康找到保全衛藏寧瑪派的法門的機會，也促進了寧瑪

派的發展中心東移至多康的結果。 

 

到了 19 世紀，寧瑪派在德格的發展逐漸臻於高峰，許多寺院的法座持有者

們，相繼擁有了伏藏師的身分；許多原不屬於任何轉世化身系統的學問僧們，在

整理經典的同時，也開始有了屬於自己的「心意伏藏」。於是，居於宗派話語權

核心或寺院權力中心的寧瑪派宗教菁英們，開始與伏藏的神聖性整合為一，形成

兩股同時發展的趨勢：1. 宗教高層菁英兼為伏藏師，2. 自身宗派教義與經典論

述權威塑造出新的宗教菁英──典型的智者。衛藏的伏藏師吉美林巴的轉世化身與

 
982 =ན་བཟང་ཡོན་ཏན་བཟང་པ，ོ《གཏེར་ཆེན་ཉི་6གས་ ག་མོ་དགོན་8ི་ལོ་cས་མདོར་བLས་》成都：藏傳佛教文化服務，2007，頁 28-30。 
983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等編，《甘孜州藏傳佛教寺院志（第三冊）》（藏文版），內

部資料，1999，頁 227。 
984 旦增•龍多尼瑪，頁 814, 820。 
985 多卡夏仲•策仁旺杰著，湯池安譯，《頗羅鼐傳》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頁 224。朱麗

霞，〈寧瑪派與西藏幾大政治勢力的關係〉《西藏研究》1999(2)，頁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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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就是在這樣兩股趨勢之下，全面地影響了此後寧瑪派乃至整個德格轄境的

宗派發展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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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18 世紀下半葉起，伏藏師吉美林巴

對德格宗派格局產生絕對支配性

的影響 

 

在 18世紀以前，整體寧瑪派的發展，主要是區域性的各自發展：多康宗教

菁英雖然會到衛藏學習，並帶回寧瑪派的宗教傳承，但兩地之間的大規模宗派交

流並不頻繁。此外，與衛藏交流較頻繁的是佐欽與協慶，屬地特點強烈的噶陀與

白玉，因為在傳承法脈上一向具有完整的寧瑪派傳統──包括被稱為康區傳統(ཁམས་

bགས)的寧瑪教言，以及從敦督多吉、明珠多吉、龍薩寧波等人傳下的伏藏傳統，

因此不需仰賴外地的輸入，造成了兩所悟喇寺院及其分院的發展仍是以多康為主、

與衛藏無甚交流的結果。 

 

到了 18世紀上半葉，整體寧瑪派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準噶爾於 1716-

1717年在拉薩的破壞，造成衛藏一帶的寧瑪派面臨重大生存危機。到了 1760s年

代以後，吉美林巴做為代表寧瑪派宗派復振的核心人物，其影響力隨著他的弘法

活動與德格為首的多康高層宗教菁英們的人際網絡，開啟了由寧瑪派菁英主導、

延續超過 200年、跨宗派的影響力，成為以德格為中心，最成功掌握宗教支配權

威的菁英網絡。本節主題即在呈現做為受到德格轄境與果洛地區極度崇敬，但卻

從未蒞臨多康的吉美林巴及其徒眾，如何讓衛藏的寧瑪派傳統支配了德格的宗派

版圖，並構成成為康北影響力最大的宗教菁英網絡。 

 

一、吉美林巴其人的代表性 

 

吉美林巴在 1729/1730年出生於山南地區的瓊結(འ'ོང་�ས)。今日的寧瑪派信眾

將他以及在他之前的龍欽冉江巴．直美俄色（�ོང་ཆེན་རབ་འ�མས་པ་�ི་མེད་འོད་ཟེར，1308-1364通

常簡稱為龍欽巴）二人，尊稱「遍知師徒」(Xན་མ4ེན་ཡབ་"ས)，以示此二人在寧瑪派內

的宗師地位。986本來吉美林巴只是一介平凡的僧侶，由於 1757-1763年期間取出

 
986  遍知是佛陀的別稱。在釋迦牟尼佛之後，許多佛教導師被各宗派視為第二佛陀(སངས་�ས་གཉིས་པ)，

例如：蓮花生、宗喀巴。除了第二佛陀以外，遍知是用來稱呼宗派內部最具思想影響力的祖

師的最崇高敬稱，薩迦的果讓巴‧索南僧格(གོ་རམས་པ་བསོད་ནམས་སེ¯ྒེ་ 1429-1489)、竹巴噶舉的第四世嘉

旺竹巴‧貝瑪嘎波(�ལ་དབང་འ�ག་པ་ ༤ པ�ྨ་དཀར་པོ་ 1527-1592)皆有此稱號。在寧瑪派內，除了龍欽巴與吉

美林巴之外，更早的榮松‧曲吉桑波做為一位前譯時期顯密思想的闡釋者，19世紀的局‧米

旁嘉措則代表著近代寧瑪派思想整理、推廣的領袖人物，因此榮松或米旁與遍知師徒二人的

組合，也常被稱為「遍知三師徒」(=ན་མ�ེན་ཡབ་Pས་ག%མ)。在今日，寧瑪派遍知師徒的形象，儼然成

為寧瑪派內聚力的重要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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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藏的經歷與個人宗教功修體驗，直到 34、35歲(1763)起，他才開始傳法。987吉

美林巴的影響力並不在於其顯赫的家世或宗教菁英的背景，而在於他對寧瑪派發

展、復振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寧瑪派社群內部發揮的作用。茲以下列 3

點說明他的代表性： 

 

1. 整合並承襲寧瑪派宗派思想的集大成者；  

2. 象徵著衛藏寧瑪派經過準噶爾動亂後的新生； 

3. 延續寧瑪派的教言傳承，並以個人的新伏藏加以銜接，塑造出寧瑪派的

新風貌。 

 

（一） 寧瑪派的宗派思想發展、巴日寺與吉美林巴 

 

如前章節所述，寧瑪派自 12世紀開創以來，不斷面臨新譯派學者的批判與

挑戰，該派遂在這樣的氛圍下，藉由回應批駁與整理宗派經典、使宗派理論更趨

完善方面下工夫，以達成宗派內聚與延續傳承的目的。 

 

14世紀，1338年，原在新譯派寺院學習並頗負盛名的龍欽巴開始取出無上

密宗的伏藏法門，他將這些法門與過去的寧瑪派經典彙編在一起，成為《四心滴》

(^ིང་ཐིག་ཡ་བཞི)，並撰寫了以闡釋寧瑪派宗義為主的《七寶藏》(མཛ ད་བ�ན)；他也將寧瑪派

的修行理論於實踐方法寫成《心性休息論》(སེམས་ཉིད་ངལ་གསོ)，該書為寧瑪派除了伏藏

法門之外的首部道次第(ལམ་རིམ)988性質的著作，奠定了寧瑪派日後修學架構的基礎。

當時，權傾一時的帕竹政權主事者大司徒．絳曲堅贊、直貢巴．貢巴貢仁(འ%ི་Fང་པ་

�ོམ་པ་Xན་རིང，14th)對拜其為師。989一時之間，寧瑪派的生存與傳揚得到了保障，龍欽

巴的思想，也逐漸在私家弘揚著。 

 

到了 16 世紀，阿里地區的阿里班欽．貝瑪旺杰(མངའ་རིས་པཎ་ཆེན་པ�ྨ་དབང་�ལ，1487-

1542)以寧瑪派的法門為主，在各地巡迴傳法，後來成為了第 17代直貢巴．仁欽

彭措(འ%ི་Fང་པ་ ༡༧ རིན་ཆེན་�ན་ཚ གས，1509-1557)的上師。阿里班欽著有關於戒律的《三律儀

決定論》(�ོམ་ག@མ་Mམ་ངེས)，從學理出發，為寧瑪派的出家、在家僧團戒律訂下了更明

確的規範，990廣泛沿用至今。直貢巴．仁欽彭措基於取出伏藏以及個人功修的神

祕經驗，對龍欽巴與寧瑪派的教法別具興趣，他囑咐瓊結當時的統治者刻印《心

 
987 杜鈞‧益西多吉，頁 508-511。 
988 道次第被用來稱呼始於印度學者阿底峽傳入的漸進式佛教功修教程，為噶當派(བཀའ་གདམས་པ)主

要的宗義內涵。最著名的著作，為阿底峽本人的〈菩提道燈〉(Gང་?བ་ལམ་�ོན)，此文成為後世道

次第作品的藍本。宗喀巴最著名的《廣論》(ལམ་རིམ་ཆེན་མོ)便是〈菩提道燈〉的廣釋。自宗喀巴以

後，道次第成為一種特殊的宗教著作類型，每一個宗派及支派都不斷有相關作品產出。 
989 杜鈞‧益西多吉，頁 200-201, 214-218 
990 འཇིགས་མེད་Hིང་པ་མ�ེན་བ�ེ་འོད་ཟེར，folio 238b-24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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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休息》，並指示必須要傳授此論、按此修行。991 

 

仁欽彭措對於龍欽巴的著作十分重視，並學習許多寧瑪派的無上密宗法門， 

他自己雖然也有取出伏藏，但更重視傳統教言傳承的法門；他後來主持丹薩替寺

(གདན་ས་ཐིལ)，仗其權勢促進了寧瑪派在衛藏的發展。於是在 16世紀時，寧瑪派在直

貢噶舉領導者們及其施主們的支持下，以仁欽彭措與其弟子──稱波伏藏師．謝饒

俄色(འ:ེང་པོ་གཏེར་�ོན་ཤེས་རབ་འོད་ཟེར，1518-1584)，仁欽彭措的公子──第 21代直貢巴．曲嘉

彭措(འ%ི་Fང་པ་ ༢༡ པ་ཆོས་�ལ་�ན་ཚ གས，1547-1602)，以及曲嘉彭措之子──第 24代直貢巴．仁

增．曲吉札巴(འ%ི་Fང་པ་ ༢༤ པ་རིག་འཛ]ན་ཆོས་6ི་Yགས་པ，1595-1659)為首的宗教上層，維繫並弘揚

了龍欽巴對寧瑪派思想的詮釋，以及寧瑪派的教言、伏藏二種傳統的法門。992

這時代的衛藏寧瑪派大德的修學特點為，在新譯派的寺院學經，私下以師徒相授

的方式學習龍欽巴傳授的《四部心滴》等寧瑪派法門。 

 

今日山南的瓊結鎮，在 15-17 世紀衛藏的割據戰爭中，是由瓊結第巴（འ'ོང་

�ས་�ེ་པ་ 也稱為瓊結夏仲[འ'ོང་�ས་ཞབས་0ང་]或瓊結巴[འ'ོང་�ས་པ]）家族統治的。該家族為古

代望族，據稱是過去內鄔棟(�ེy་གདོང)家族的後裔，其中最有名望的成員是第五世達

賴。在衛藏各地政權傾軋過程中，瓊結家族資助了不同的宗派，包括格魯與噶舉。

懷著對往昔吐蕃王朝榮光的嚮往，該家的家長霍爾．索南多嘉(ཧོར་བསོད་ནམས་�ོབས་�ལ，

16th)也擔任了寧瑪派的施主，按照其父的指意，尊奉稱波伏藏師．謝饒俄色為悟

喇，於 1571 年，在創建了白日寺(དཔལ་རི་དགོན)。瓊結家族成為最早贊助刻印寧瑪派

經典的施主，在該家族的支持下，白日寺刻印了包括龍欽巴的《三休息》、多吉

林巴的伏藏《蓮花遺教》。然而，在準噶爾入侵期間，白日寺遭到完全摧毀。993 

 

白日寺的創建對於寧瑪派而言，有著里程碑的象徵意義：它既是後弘期繼噶

陀寺之後所成立的最主要寧瑪派寺院，也是衛藏地區在鄔巴礱寺沒落後，首度以

寺院型式發展的寧瑪派傳播中心，傳播著從龍欽巴以來，系統化的寧瑪派教法；

該寺刻印寧瑪派宗派教義的核心典籍，亦屬該宗派的創舉。該寺弘揚謝饒俄色的

伏藏，並有五世達賴的壁畫，顯示出該寺與瓊結家族的供施關係緊密。 

 

龍欽巴為首的系統性寧瑪派法門在帕竹政權、直貢巴們的支持下，以白日寺

為據點，得到較好的保存與弘揚。到了與五世達賴親近的敏卓林寺伏藏師德達林

巴．局美多吉(�ིན་Eིང་གཏེར་ཆེན་གཏེར་བདག་Eིང་པ་འ[ར་མེད་mོ་Vེ，1646-1714)、羅欽．達摩師利昆仲時

代，對寧瑪派的教言傳承得到更廣泛的開展。然而，敏卓林寺以及與白日寺有淵

源、成立於 1616年的另一所寧瑪主寺圖登多吉札都在準噶爾入侵時全毀，宗教

菁英幾遭屠戮殆盡。 

 
991 杜鈞‧益西多吉，頁 222-223。 
992 འཇིགས་མེད་Hིང་པ་མ�ེན་བ�ེ་འོད་ཟེར，folio 238b-264b. 
993 Marc-Hendri Deroche, “History of the Forgotten Mother Monastery of the Ancients’ School: The 

dPal ri Monastery in the Valley of the ‘Tibetan Emperors”, Bulletin of Tibetology, 2013, pp. 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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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繼承寧瑪派的思想傳統，開創宗派發展的新局 

 

吉美林巴出生時，衛藏的主要寧瑪派大德多已逃往多康避難，將多康做為延

續衛藏寧瑪派法脈的另一據點。而吉美林巴本人自 6歲(1734/1735)便進入當時已

經重建的白日寺為僧，跟隨該寺法台學習謝饒俄色的伏藏，並在 1757-1760年期

間於該寺閉關。他後來宣稱在禪定境界中見到龍欽巴，得到龍欽巴的傳承，取出

被稱為《龍欽心滴》的伏藏，成為龍欽巴《四心滴》之外，新的《心滴》教法──

後來的寧瑪派，最重要的法門便是《四心滴》與《龍欽心滴》，吉美林巴的傳承，

遂有「心滴派」(^ིང་ཐིག་bགས)之稱。他還寫下《功德寶藏論》(ཡོན་ཏན་རིན་པོ་ཆེའི་མཛ ད)的頌詞與

注疏，做為龍欽巴《心性休息》顯宗部分的補充。因此，吉美林巴在衛藏的宗教

活動，既被視為衛藏寧瑪派以及白日寺宗教傳統餘燼依然存在的證明，也代表著

他是龍欽巴以來的寧瑪派宗派思想與伏藏法門的新權威領導者。 

 

因此，從 1763年起，吉美林巴的聲望迅速蔓延了開來。包括德格在內的各

方政教菁英紛紛前來拜訪。在他的自傳中，提到薩迦方面曾四五度派人前去為他

服務，直貢巴方面也曾特意前來請教對於龍欽巴著作的疑惑；德格方面，法王貢

珠德噶桑波曾派人迎請他至德格做為應供處；1776 年，第三世佐欽巴致書迎請

吉美林巴前往德格，同年，負責法王羅珠嘉措圓寂後世的德格頂戈級頭人貢波倫

珠(མགོན་པོ་�ན་Zབ)，代表央金卓瑪問候並供養大量的禮品；1788 年，噶陀寺的格澤、

夏雜二位轉世以及德格涅巴大頭人貢波曲桑來訪獻供，請教噶陀寺主直美信炯貢

波圓寂的處理以及祈禱轉世迅速降生等事務；此後，噶陀寺方請求吉美林巴認證

轉世，德格王室、佐欽巴、尼瑪札巴、協慶巴、加絨珠古等高層政教菁英也致書

請安、奉獻供養並迎請前往德格，吉美林巴雖無法前往，但也親自主持了為期一

周的法事，祈禱德格王長壽；策旺拉姆執政時期，吉美林巴與德格的關係更加密

切，德格王策旺多吉仁增曾透過尼瑪札巴祈禱吉美林巴長壽，祝壽偈文長達 20

偈、700餘字，全文收入自傳當中，吉美林巴也將自己的私人宗教器物（包括灌

頂時的法帽）做為贈禮；1798年，正值吉美林巴圓寂前，策旺多吉仁增特別親書

長壽祈請文，並致禮祈禱吉美林巴長壽，至於吉美林巴的回禮名單，竟逾千字之

多。994 

 

由其自傳可知，吉美林巴在 1757-1760年代便確實已打算前往德格，終因現

實考量而多方婉拒，995但從熱情歡迎及大量回禮等情形看來，他本人確實十分重

視與德格政教菁英的聯繫，且德格的政教菁英在他成名後不久，就頻繁地前往山

南拜訪、邀請吉美林巴，雙方結成供施關係的主動意願皆相當強烈。 

 

 
994 吉美領巴，頁 291-294, 310-311, 350, 352-353, 368-369, 407-410。 
995 自傳未提婉拒原因，但由於吉美林巴長期受疾病所苦，研判應是身體因素導致難以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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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自傳中並未見到八邦寺與白玉寺的代表與吉美林巴結下法緣，推估是因

為當其他悟喇寺院緊密與吉美林巴聯繫的初期，司徒班欽正忙於往來楚布寺與八

邦寺，教導第十三世噶瑪巴，後來又與白玉寺當時唯一的領導者──第一世噶瑪古

欽．噶瑪札西──同赴金川戰場為清軍念經祝禱，最後圓寂於途中。噶瑪札西返

回白玉後便開始了隱居的生活，直至圓寂，白玉寺的行政在當時遂進入一段無人

主事的狀態，直到 19世紀初。除此之外，噶陀、佐欽、協慶等三所悟喇寺院的

最高轉世化身們，皆成了吉美林巴的弟子。 

 

二、跨越世代的互利共生：吉美林巴的轉世化身與法

脈弟子們主導 19世紀的德格宗教版圖 

 

吉美林巴一生不曾造訪多康，但他透過與多康菁英的關係，確立了他在寧瑪

派的貢獻：他延續了始於 15世紀、由惹納林巴發起的《寧瑪十萬續》整理工作，

自己為白日寺所藏的《寧瑪十萬續》寫了史上第一部目錄，並勸策旺拉姆在德格

印經院刻印該叢書；不僅如此，德格印經院在他圓寂後不久，也刻印了他的文集。

他的上首弟子、果洛一帶的名僧多珠欽．吉美赤列俄色則在多康向數千人傳授《龍

欽心滴》，擴大了心滴派的影響力。996根據多珠欽的的描述，德格王家族是吉美

林巴最主要的施主，甚至在吉美林巴圓寂後，也是致祭法事大部分財物的贊助者。
997 

 

吉美林巴圓寂後，他對多康的影響力，由其法嗣們延續了下來；由於德格王

室對他的推崇，具有他的轉世化身名號的宗教菁英們，也在多康持續發揮影響，

並成為他的伏藏法脈的繼承者。於是，他的轉世化身與法嗣交織發展出多康在 19

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宗教菁英網絡。 

 

（一） 吉美林巴的轉世化身、法脈弟子及他們的貢獻 

 

白日．欽哲 

 

約在 1809年前後，吉美林巴的高徒之一──與德格女王策旺拉姆十分親善

的果洛喇嘛第一世多珠欽，在策旺拉姆、策旺多吉仁增，以及德格的僧人、官員

和吉美林巴的弟子們見證下，認定了出生於果洛的耶謝多吉(ཡེ་ཤེས་mོ་Vེ，1800-1866)

為吉美林巴的心意化身(.གས་vལ)，並將耶謝多吉送往吉美林巴的寺院，由其前世弟

 
996 Janet Gyatso, Apparitions of the Self: The Secret Autobiographies of a Tibetan Visiona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36, pp.141-142. 
997 吉美領巴，《吉美領巴傳》（藏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頁 43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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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負責教育。998後來，耶謝多吉也被稱為白日．欽哲(དཔལ་རི་མ4ེན་བ5ེ)，他在衛藏度過

青少年時期後回到多康定居，此後則稱為多．欽哲(མདོ་མ4ེན་བ5ེ)。他被公認為吉美林

巴的意化身，也是唯一在吉美林巴法座寺院接受訓練的轉世，後來，他成為多珠

欽的主要弟子，以及另一位化身──雜．巴珠──的主要上師。 

 

宗薩．欽哲 

 

根據《欽哲旺波傳》(མ4ེན་བ5ེའི་དབང་པོའི་Mམ་ཐར)，1833年，出身德格大頭人登龍．頂

果家族的蔣揚欽哲旺波在協慶寺期間，跟著協慶班智達學習寧瑪最主要的經典，

包括講解戒律的《三律儀決定論根本頌釋》(�ོམ་ག@མ་Mམ་ངེས་5་འYེལ)以及寧瑪派教言傳承

的核心法門《幻化網》(Māyajvala /¸་འ�ལ་èé་བ)，成了欽哲旺波在寧瑪派法門方面學習

的開端。1838 年，吉美林巴 3 位主要弟子之一──來自雜曲卡的查瑪喇嘛．吉美

嘉威紐固(!་O་མ་�་མ་འཇིགས་མེད་�ལ་བའི་²་F，1765-1842)──造訪欽哲旺波的家族登龍，為欽哲

旺波傳授吉美林巴的伏藏法《龍欽心滴》(�ོང་ཆནེ་^ིང་ཐིག)灌頂與講解，結下深厚的師

徒關係。根據口傳說法，欽哲旺波便是在此時由吉美嘉威紐固認定為吉美林巴的

身化身(_འི་vལ་པ)。999吉美嘉威紐固也成為了欽哲旺波與雜．巴珠二人最主要的上師。

此外，一位平時會至欽哲旺波家，為該家族主持消災薦福儀式的喇嘛桑傑敦珠

(སངས་�ས་དོན་Zབ，circa 19th)也認證欽哲旺波是伏藏師敦督多吉的化身(Mམ་འ�ལ)。1000這些

認定大約都發生在欽哲旺波正式接受俄爾支派的系統化教育之前。（欽哲旺波於

1839年前往艾旺曲登寺學經） 

 

其他三位佐欽寺的吉美林巴化身 

 

由於吉美林巴的法名為欽哲俄色(མ4ེན་བ5ེ་འོད་ཟེར)，因此白日．欽哲與宗薩．欽哲

這二位較晚出世的吉美林巴化身，都有欽哲的名號。而較早出生的三位，都來自

佐欽寺，包括：功德化身──第四世佐欽巴．明珠南開多吉1001，事業化身──嘉色賢

遍泰耶以及語化身──雜．巴珠．鄔金吉美曲吉旺波。這三人都沒有繼承欽哲的名

號，僅是被其他高僧大德授記為吉美林巴的化身。 

 

吉美林巴的二位高徒──第一世多珠欽與吉美嘉威紐固，分別成為五位化身的

上師，五位化身跟著這二位學習吉美林巴所開展的、以心滴派為主的寧瑪派法門。

多珠欽與當時執政的女王策旺拉姆十分親善，所以參與了 19世紀初的德格宗教

 
998 Matthieu Ricard, 2017, (digital text), cf. “Do Khyentse Yeshe Dorje (1800-1866)”. 
999 貢珠‧雲丹嘉措著，張煒明譯，《蔣揚欽哲旺波大師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頁 243。 
1000 ཀོང་aལ་ཡོན་ཏན་�་མཚ3，《མ�ེན་བ�ེའི་དབང་པོའི་"མ་ཐར་》，folio 17b-18a. 
1001 明珠南開多吉出生時，吉美林巴其實還在世。由於在化身邏輯中，化身可以同時存在，不需

要前後出現，所以像這種「化身與前世同時在世」的情形，並非罕見，稱為瑪迭珠古（མ་འདས་

aལ་�་ 意為前世未圓寂時出現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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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成為轄境內許多高僧的上師；吉美嘉威紐固的兩位高徒、也就是出生較晚

的兩位化身──宗薩．蔣揚欽哲旺波與雜．巴珠，在 1940s年代以後，對德格境內

的宗教圖景產生了最深遠的影響。 

 

從圖 6-2可明顯看出，吉美林巴的化身們皆成為桃李滿門的大師，他們的傳

承弟子盡括了五大悟喇寺院的寺主或主事者，且這些吉美林巴的化身們並且彼此

保持著良好而緊密的菁英網絡，因此，可說 19世紀開始的德格宗教菁英網絡，

完全控制在吉美林巴的「轉世世系」以及「弟子法脈」這兩股勢力的結合之下。 

 

由於佐欽巴、嘉色賢遍泰耶、白日．欽哲三人的年紀長於雜．巴珠與宗薩．

欽哲，因此也成為後二者的師長。在佐欽巴與賢遍泰耶受到心滴派的法門之前，

很早便開始了他們傳統的、以佐欽寺為主的宗教事業，他們一起開辦了佐欽師利

僧哈佛學院(!ོགས་ཆེན་ ¡ི་སེང་ཧའི་བཤད་±)，1002為德格轄境內首座具有正式教學制度的佛學院。 

 

在吉美林巴的影響力展開(1760s)之前，敏卓林高僧們於 18世紀上半葉便已

傳入寧瑪派的教言傳承以及敏卓林的伏藏，並被視為近代寧瑪派發展之源。由於

吉美林巴弘傳的心滴法門風靡一時，儼然成為一個全新的宗教權威，卻令人忽視

了實際上吉美林巴與白日寺對近代寧瑪派與多康的影響是更為深遠的。透過轉世

化身與弟子法脈的菁英網絡，吉美林巴承襲自龍欽巴與白日寺的寧瑪派教義教學

傳承得以全面引介至多康。由這群菁英們帶入多康的寧瑪派主要法脈弘傳情形如

下： 

 

1. 代代相傳的教言傳承──由佐欽寺的高僧們繼承，例如《幻化網》的講解傳

承由佐欽佛學院第 8任堪布法台──堪欽貝瑪班雜(མཁན་ཆེན་པ�ྨ་བ«，1807/1808-

1884)──繼承，並將之傳與佐欽．文．鄔金丹增諾布以及協慶寺的局．米

旁，並由米旁發揚光大，全面影響了當代寧瑪派對《幻化網》的詮釋。 

2. 伏藏心滴傳承──由第一世多珠欽與吉美嘉威紐固繼承，前者的傳承主要

影響了果洛與安多一帶，後者的弘傳區域主要在德格轄境為主的廣大多

康地區。吉美嘉威紐固的心滴傳承由欽哲旺波與巴珠繼承，直接影響了

八邦寺、噶陀寺與白玉寺的最高階宗教菁英們。欽哲旺波甚至將《四心

滴》當中的《空行更密心滴》(མཁའ་འYོ་ཡང་ཐིག)傳與企美達貝多吉的王后曲英桑

姆，使他成為曲英桑姆最重要的上師。1003 

3. 道次第《功德寶藏》傳承──由巴珠為首的佐欽寺高僧繼承，繼而透過佐欽

與協慶寺傳統上的宗教養成交流模式，傳入協慶寺。此外，由於後來白

玉寺第 9 任寺主法台──第二世竹旺．巴欽督巴──被視為多珠欽的化

 
1002 �ོ་¬ལ་མཁན་པོ་འཇམ་དGངས་�ོ་�ེ，(པོད་༼ཝཽ༽པ། Vol. 2), folio 91a-91b. 
1003 ཀོང་aལ་ཡོན་ཏན་�་མཚ3，《མ�ེན་བ�ེའི་དབང་པོའི་"མ་ཐར་》，folio 5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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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之一，格外重視《龍欽心滴》的法門，因此《功德寶藏》的研修傳統也

在 20世紀成立的白玉寺佛學院體系內傳講至今。 

 

（二） 巴珠與欽哲的影響 

 

巴珠與寧瑪派學術發展 

 

雜．巴珠起初並未被認定為轉世化身，他一直在佐欽寺的體系下學習，並於

1840s年代擔任了師利興哈佛學院的第 5任堪布，在該寺講授顯密佛學。在瞻對

戰亂結束、企美達貝多吉回到德格後，他亦被王室拜為悟喇。1004 

 

多珠欽與巴珠對於吉美林巴的道次第著作《功德寶藏》皆盡力傳播，巴珠本

人還留下許佛教經典的注疏，幾乎將顯宗的每個重要的學科經典都留下了註釋。

巴珠還按照吉美嘉威紐固的教學，寫下繼承《功德寶藏》的另一道次第著作《普

賢上師言教》(Xན་བཟང་�་མའི་ཞལ་bང)，該書成為當代最知名、跨宗派影響範圍最廣的道

次第經典。 

 

透過他在佐欽寺任教以及在各大寺院巡迴式講學的努力，繼第一世噶陀．格

澤之後，再度開創了多康寧瑪派的經典詮釋之風，並藉著佐欽佛學院的力量，培

養出更多德格轄境內的高僧，在寧瑪派的宗義詮釋方面，不斷累積、擴大著作的

成果，乃至成為影響其他宗派的核心力量。 

 

蔣揚欽哲旺波與八邦寺工珠交流，對轄境內所有宗派發揮絕對支配力 

 

蔣揚欽哲旺波的生命歷程十分類似龍欽巴、阿里班禪、謝饒俄色、吉美林巴

等 15-18世紀的寧瑪派大師：早年在新譯派系統學習，完成學業之後開始傳授自

己的伏藏，並自我定位為一位寧瑪派的繼承者。做為薩迦派俄爾堪欽的轉世，擁

有塔澤夏仲的頭銜（詳見本章第二節），蔣揚欽哲旺波在 20-30 多歲之間的十幾

年中，主要以薩迦派僧侶的身分在衛藏各地向各宗派高僧學習新舊譯派的法門。 

 

蔣揚欽哲旺波對德格宗派的支配，是在與八邦寺的工珠．雲丹嘉措合作下達

成的。工珠出生於信仰雍仲苯教的瓊嘎倉(�ང་དཀར་ཆང)家族，年幼時因父親受到舅父

犯罪牽連而家道中落，流落至北方如當牧區附近的曲德(ཆོས་�ེ)，於 16歲(1828)時被

送往協慶寺學習宗教知識，他因而在協慶寺跟隨協慶．文珠、協慶．嘉察學習傳

自敏卓林的完整寧瑪派法門，包括德達林巴一系的《七寶藏》等教言傳承法門以

 
1004 旦增‧龍多尼瑪，頁 406-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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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許多伏藏。1005 

 

在 1853年以前，蔣揚欽哲旺波以宗薩寺為據點，著重傳授新譯派法門。1848

年時，八邦寺的第九世司徒．貝瑪寧杰已至暮年，工珠已成為當時八邦寺最主要

的傳法者，並負責管理喇章與該寺的經濟，欽哲旺波與該年開始向工珠學習噶舉

派與覺囊派的密宗法門；1851 年，欽哲旺波完成新譯派的密法叢書《成就法總

集》(�བ་ཐབས་Xན་བRས)的編輯工作，向工珠傳授此叢書的所有灌頂與教學，連同其他新

譯派與零星寧瑪派法門，工珠則將習自協慶寺的《幻化網》等寧瑪派教言傳承法

門傳給欽哲旺波，將其封為寧瑪派的傳人。1006此外，根據工珠所傳的《欽哲旺波

傳》，除了工珠之外，欽哲旺波先後還跟隨超過 25位寧瑪派的上師，學習包括敏

卓林、佐欽、噶陀、白玉在內幾乎所有當時仍存的寧瑪派法門。1007 

 

早年蔣揚欽哲旺波已有取出伏藏與神祕經驗中見到龍欽巴、得到《四心滴》

傳承的經驗，1008但直到 1853-1856 年間，囊謙伏藏師秋居德欽林巴來到德格尋

求八邦寺與德格王室對其伏藏法門認可，欽哲旺波與其互相傳法之後，才公開承

認自己擁有伏藏，並積極參與寧瑪派的活動。欽哲旺波與秋居德欽林巴按照伏藏

授記，一同傳播了二人取出的大量新伏藏法門，傳承弟子包括德格轄境所有的悟

喇寺院。1009在欽哲旺波接受秋居德欽林巴的法門後，工珠也接受秋居德欽林巴

為合格的伏藏師，此後，三人將秋居德欽林巴的伏藏傳遍了整個德格，受法弟子

甚至包括噶瑪巴與司徒，以及更慶寺的俄爾堪欽、俄爾本洛們，在 19世紀下半

葉，以蔣揚欽哲旺波為首的三人在德格轄境內對政教菁英的影響力與支配力超越

了王朝任何時期的任何一位宗教菁英，人稱「欽、工、秋三尊」(མ4ེན་ཀོང་མཆོག་ག@མ)。 

 

 

 
1005 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53b-58a. 
1006 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102a-104a, 107b-108b. 
1007 ཀོང་aལ་ཡོན་ཏན་�་མཚ3，《མ�ེན་བ�ེའི་དབང་པོའི་"མ་ཐར་》，folio 34b-40b. 
1008 Ibid, folio 50b-51a；杜鈞‧益西多吉，頁 533-537。 
1009 杜鈞‧益西多吉，頁 51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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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轉世關係 — 師徒關係

（標楷體：德格悟喇寺院的寺主或主事者。正黑體：具時代意義的宗教菁英）

圖 6-2 吉美林巴轉世化身世系及其在多康的法脈關係示意圖

 

（三） 欽哲與工珠凌駕傳統悟喇:宗教菁英話語權與《五大寶藏》的

編輯與流通 

 

當吉美林巴的弟子傳承與轉世化身世系的菁英們各自在 19 世紀下半葉的

德格轄境各地發展時，他們正面臨著梁茹基巧統治德格的時代。這時候，北部轄

境色須草原一帶的格魯派勢力開始發展，並與昌都、衛藏的格魯派勢力有所連結，

吉美林巴

（未曾蒞臨多康）
轉世

世系

事業化身

嘉色賢遍泰耶

（寧瑪派佐欽寺寺主法台08）

功德化身

第四世佐欽巴

（寧瑪派佐欽寺寺主
法台07）

堪欽賢噶

（佐欽寺堪布法台19） 堪欽雲丹貢布

（佐欽寺堪布法台27）

堪欽貝瑪班雜

（佐欽寺堪布法台08）

意化身

白日欽哲‧

（木雅寧瑪派金龍
寺法台）

身化身

蔣揚欽哲旺波

（宗薩寺）

局美欸敦旺波
敦炯‧吉札耶謝多吉

（海外寧瑪派教主01）

秋居德欽林巴

（囊謙伏藏師）

第三世多珠欽

（寧瑪派多珠欽寺寺主）

工珠‧雲丹嘉措

（噶舉派八邦寺高僧）

第五世協慶‧冉江

（協慶寺寺主法台）

第三世噶陀‧司徒

（寧瑪派噶陀寺寺主法台）

俄爾本洛‧蔣揚羅
德旺波

（薩迦派更慶寺住持）

第四世雪謙嘉察

（寧瑪派雪謙寺第二法位）

法脈

傳承

雜‧查瑪喇嘛‧

吉美嘉威紐固

語化身

雜‧巴珠

（寧瑪派佐欽寺堪布法台05）

局‧米旁南嘉

（寧瑪派協慶寺堪布法台01）

安章‧竹巴

（寧瑪派安章寺寺主）

龍多丹貝尼瑪

（寧瑪派遼西寺）

堪欽阿格旺波

（噶陀寺堪布法
台01）

竹旺巴欽督巴

（白玉寺寺主法台）

木雅‧貢桑索南

（格魯派色須寺格西）

文‧丹增諾布

（佐欽寺）

第五世佐欽巴

（寧瑪派佐欽寺寺
主法台09）

第⼀世

多珠欽
（果洛）

第二世多珠欽

（寧瑪派多珠欽寺寺主）

第三世佐欽巴

（寧瑪派佐欽寺寺
主法台05）

第一世格澤

（噶陀寺寺主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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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甘丹頗章的勢力又試圖藉著梁茹基巧做為平台，將德格的政教納入管轄。如此

一來，本來在德格內具有自由發展空間的非格魯派勢力，勢必也得強化自身的宗

派內聚力，充分控制宗派的話語權。為了維繫宗派的生存與發展，強化話語權，

以欽哲旺波、工珠為首的宗教菁英，紛紛投入以寧瑪派為主的宗教經典整理與傳

播的工作。這樣的努力既是承繼寧瑪派不斷藉由整理宗派經典與宗義論述而凸顯

自身宗派獨特性的做法，也是開創新局、延續宗派活力的新方式。其具體的方式，

便是強調自身宗派對佛經教義的闡釋與經典文本的流通。 

 

強調自身宗派的經典闡釋方面，除了自己在 1851年完成的薩迦派《成就法

總集》之外，欽哲旺波於 1861年以夢境授記為由，要求工珠著手編輯 5套跨宗

派的叢書，其中包括伏藏法的彙編以及工珠的文集，稱為《五寶藏》(མཛ ད་~)。按

照欽哲旺波的指示，工珠在 1862年完成對佛教全面知識的百科，取名為《周遍

所知》(ཤེས་�་Xན་4བ)，並由欽哲賜名《所知寶藏》(ཤེས་�་མཛ ད)，為《五寶藏》之首； 1864

年，工珠利用瞻對佔領德格的動亂期間，完成《所知藏》的註釋並開始編排伏藏

法總集──《大寶伏藏》，至 1868年初步完成，向欽哲旺波與佐欽寺的轉世林珠(Eིང་

vལ)等人首度傳授，欽哲旺波則於 1876親自向白玉法台嘉珠仁波切、白玉寺位於

果洛最大的分寺達塘寺(དར་ཐང)法台拉珠(,་vལ)、噶陀．莫扎珠古、第五世協慶．冉

江．貝瑪帖秋丹貝堅贊(ཞེ་ཆེན་རབ་འ�མས ༥ པ�ྨ་ཐེག་མཆོག་བ�ན་པའི་�ལ་མཚན，1864-1909)、第三世協慶．

嘉察．鄔金讓炯多吉策旺祝巴雜(ཞེ་ཆེན་�ལ་ཚབ ༣ ཨོ་�ན་རང་Dང་mོ་Vེ་ཚ+་དབང་Zབ་པ་5ལ，1820?-1869?)

等悟喇寺院高僧傳授，後來，白玉．嘉珠傳了三次《大寶伏藏》，欽哲旺波於是

成為悟喇們最重要的上師；此外，透過嘉珠與其他悟喇寺院高僧的師徒、法友關

係，白玉寺與其他悟喇以及欽哲世系之間的聯繫，也因而更加緊密。1010 

 

1871年，欽哲旺波重新編輯了《道果》的傳承目錄，並且為跨及藏傳佛教

八大修行開轍宗派(�བ་བ2ད་ཤིང་?་ཆེན་པོ་བ�ད)的《教誡寶藏》(གདམས་ངག་མཛ ད)以及《大寶伏藏》

撰寫目錄，交付工珠完成《教誡寶藏》的編輯工作。1011教誡寶藏的編輯，標誌著

以欽哲與工珠為首的寧瑪菁英們，繼承了寧瑪派對其他宗派廣泛學習的傳統。 

 

1882年，工珠第 4 次傳授《大寶伏藏》，包括八邦寺法台第十世司徒．貝瑪

貢桑(སི་R་ ༡༠ པ�ྨ་Xན་བཟང，1854-1885)、佐欽寺法台第五世佐欽巴．圖登曲吉多吉 (!ོགས་

ཆེན་པ་ ༥ .བ་བ�ན་ཆོས་6ི་mོ་Vེ་ 1872-1935)、白玉寺法台第三世噶瑪古欽．董阿曲吉尼瑪(1854-

1906 ཀH་_་ཆེན་ ༣ མདོ་hགས་ཆོས་6ི་ཉི་མ)、寧瑪派安章寺(ཨ་འཛ མ་དགོན)的安章．竹巴．仲度巴沃多吉

(ཨ་འཛ མ་འuག་པ་འYོ་འ�ལ་དཔའ་བོ་mོ་Vེ，1842-1924)等悟喇高僧都出席了。10121886年，工珠將先

前傳給欽哲旺波的噶舉教法，加入法事儀軌的內容後，編為《噶舉密咒藏》(བཀའ་

བ2ད་hགས་མཛ ད)，並完成《大寶伏藏》與《教誡寶藏》的完整編輯工作。1887-1888年，

 
1010 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136a-137a, 147a, 157b-158a, 179b-180a, 182a. 
1011 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163a. 
1012 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194-19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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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世噶瑪巴．喀恰多吉(ཀH་པ་ ༡༥ མཁའ་4བ་mོ་Vེ，1870/1871-1921/1922)抵達八邦寺主

持第十世司徒的圓寂事宜，並留在八邦向工珠求法，工珠先後為他傳授了新編的

《教誡寶藏》，並應噶瑪巴請求，專門為其傳授《大寶伏藏》與《所知寶藏》。1013

《五寶藏》的最後一部，為《不共藏》(.ན་མོང་མ་ཡིན་པའི་མཛ ད)，後來被稱為《廣大教言

藏》(�་ཆེན་བཀའ་མཛ ད)，主要內容是整理工珠本人的伏藏與著作，也就是他的文集。工

珠圓寂前，紀錄傳授《五寶藏》的次數為：《噶舉密咒藏》7 次、《大寶伏藏》5 次、

《教誡寶藏》3 次。1014 

 

透過《成就法總集》及《五寶藏》的編輯與傳播，欽哲與工珠二人（人稱「二

位蔣貢」(འཇམ་མགོན་Mམ་གཉིས)，意為二位文殊怙主）在德格轄境內的宗教支配力得以超

越所有傳統的悟喇，並且將各個悟喇寺院的最高層菁英凝聚成同一個師徒關係下

的法友，成為內聚力極強的菁英網絡。此外，由於他們在菁英網絡中佔據最高的

地位（即便他們並非傳統上地位最高的宗教菁英），他們的影響力超越了更慶寺

與俄爾巴的藩籬，也影響了八邦寺與噶瑪噶舉在近代的發展；做為一位八邦寺的

普通轉世化身，從 1848年起直到圓寂，工珠的宗教影響力以及對八邦寺的支配

權不斷上升，甚至成為噶瑪巴與司徒的上師，同時他也是德格王企美達貝多吉夫

妻及二位世子的悟喇，影響力大有取代司徒地位之勢。在欽哲圓寂(1892)後的 7

年內，工珠便是德格轄境內最年高德劭、弟子最多，因而也是影響力最強的宗教

菁英。 

 

三、宗派特色的呈現：19世紀末的經典整理與刊印 

 

除了欽哲與巴珠本人，他們的弟子們在各宗派的發展方面，也十分積極投入。

19 世紀上半葉的佐欽．師利興哈佛學院的成立，對於後來的經典整理與弘揚有

著指標性的意義。 

 

在 19世紀末，三位沒有傳統宗教菁英頭銜的寧瑪派高僧，如同欽哲與工珠，

以學者的身分成為各個悟喇寺院高層菁英們的上師，對寧瑪派乃至噶舉、薩迦派

的發展都起到了領頭的作用，他們是：協慶寺的局．米旁、堪欽賢遍囊瓦（མཁན་ཆེན་

གཞན་ཕན་kང་བ，1871-1927 也稱為堪欽賢噶[མཁན་ཆེན་གཞན་དགའ]）以及噶陀寺的堪欽阿格旺波

（也稱為堪欽昂噶[མཁན་ཆེན་ངག་དགའ]）。這幾位寧瑪高僧的特點，可說是繼承了巴珠在

佐欽寺的遺產──將佛教顯宗的印度經典，做了屬於寧瑪派自己的詮釋，掌握住寧

瑪派在教義主張方面的話語權。 

 

 
1013 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211b-214b. 
1014 འཇམ་མགོན་ཀོང་aལ་1ོ་6ོས་མཐའ་ཡས，folio 242b-24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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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寧瑪派宗派的先鋒：局．米旁 

 

到了 19 世紀下半葉，欽哲旺波要求局．米旁按照純粹的寧瑪派宗風寫作經

典的註釋，於是米旁將突顯前譯時期印度中觀瑜伽行派高僧寂護(Śhāntarakṣhita 

/ཞི་བ་འཚ )思想的《中觀莊嚴論》(Madhyamakālaṅkāra /ད(་མ་�ན)加以詳註，並將其他佛

教顯宗的主要印度論著都做了註解；此外，米旁也將《幻化網》重新做了註釋，

這些註釋都成了後來寧瑪派公認的權威之作。米旁十分重視榮松．曲吉桑波與龍

欽巴的著作，對他們的著作進行了校對。在重視寧瑪派的同時，米旁也重新詮釋

了新譯派的無上密法《時輪》(Kālachakra /�ས་འཁོར)。到了 20 世紀，在末代徳格王

澤旺鄧登的支持下，米旁的著作全集得以由德格印經院刊印。 

 

堪欽賢噶與各地的佛學院 

 

被視為嘉色賢遍泰耶轉世但未獲得認定的 堪欽賢噶是第四世佐欽巴《心滴》

法門的唯一傳人，他在佐欽佛學院擔任第 19任堪布期間，得到「遍知賢遍巴」

(Xན་མ4ེན་གཞན་ཕན་པ)的美譽，並如同巴珠在佐欽所做，將顯宗的印度論典整理出被稱為

《十三部大論》(གTང་ཆེན་བN་ག@མ)的教程，並對一一經典都做了箋註(མཆན་འYེལ)。《十三部

大論箋註》的完成時間約在 1900年，隨後，他就旅行於德格與周邊地區，先後

在玉樹的薩迦結古寺()ེ་དF་དགོན)、八邦寺、宗薩寺以及直貢寺成立佛學院，並擔任

各佛學院的第 1 任堪布法台。1015《十三部大論》後來成為佐欽寺與八邦寺佛學

院的主要教材。賢噶的傳承弟子主要為第十一世司徒．貝瑪旺秋嘉波與欽哲旺波

的弟子──宗薩．蔣揚欽哲．曲吉羅珠，後二者領導了 20世紀初至 1959年的德格

宗教版圖。 

 

噶陀堪欽．阿格旺波與白玉佛學院 

 

第三世噶陀．司徒．曲吉嘉措(ཀཿ་ཐོག་སི་R ༣ ཆོས་6ི་�་མཚ ，1880-1923/1925)按照米旁的

指示，於 1906年成立噶陀佛學院，請來佐欽寺的堪布貢桑巴擔任第 1任堪布法

台，司徒本人亦親自任教。1016 另在米旁的安排下，巴珠的心滴傳承持有者、在

佐欽佛學院求學的堪布阿格旺波也前往該佛學院任教。 

 

1904 年，白玉寺第 9 任住持──第二世竹旺．巴欽督巴隨著第 8 任住持──第

三世噶瑪古欽．董阿曲吉尼瑪(ཀH་Xན་ཆེན་ ༣ མདོ་hགས་ཆོས་6ི་ཉི་མ，1854-1906)前去拜訪米旁嘉

措，二人遂成為米旁的弟子。在米旁「好好學習，將來必須對前譯派做出貢獻」

 
1015 旦增‧龍多尼瑪，頁 445-450。 
1016 江陽吉澤，頁 154-155；旦增‧龍多尼瑪，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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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བ་གཉེར་ལེགས་པོར་མཛད་དེ་h་འ[ར་9ི་བ�ན་པ་ལ་ཕན་པ་ཞིག་�་དགོས)的指示，以及按照鄔金桑阿林巴（ཨོ་�ན་གསང་

hགས་Eིང་པ，b. 1864-? 出生於瞻對的雍仲苯伏藏師）所言「白玉學院更勝修行院，發

揚諸多顯教未曾有」(དཔལ་/ལ་�བ་པའི་±་ལ་བཤད་±་�སཿ hོན་མེད་མདོ་ཆོས་མང་པོ་དར་ནས་འོངཿ)的伏藏授記，1922

年，堪布阿格旺波甫自噶陀佛學院的堪布法台卸任時，便被竹旺．巴欽督巴請至

白玉寺，開辦該寺所屬的拓桑諾布倫布佛學院(བཤད་±་ཐོས་བསམ་ནོར་(འི་�ན་པོ)。1017該佛學院

辦學至 1958年，期間經歷 13任堪布法台，除了開辦初期的 4任堪布1018之外，

其餘 9任堪布，皆為白玉當地人士，且均為竹旺．巴欽督巴或者白玉寺第 10任

座主──第四世噶瑪古欽．帖秋寧波(ཀH་ཐེག་མཆོག་^ིང་པ，ོ1908-1960)、秋珠．吉美曲吉

達瓦(མཆོག་vལ་འཇིགས་མེད་ཆོས་6ི་7་བ，1894-1958)的弟子，1019外部影響不強，所傳習的經典，

也並未繼承佐欽寺、噶陀寺的系統性教學，而以雜．巴珠、米旁嘉措二人整理的

經典註釋為主，結合寧瑪派早期大德榮松．曲桑與龍欽巴的著作，做為主要教材，
1020形成同時兼具寧瑪派風格、又具有強烈地方人才自給發展模式特點的佛學院。 

 

四、欽哲轉世化身世系：轉世化身之間的合作與互斥 

 

（一）欽哲旺波的多位化身 

 

在蔣揚欽哲旺波去世之前，按照化身淵源論述當中「化身可有代表身體、語

言、心意、功德、事業等不同層面」的邏輯意義下，留下了「未來將有五位轉世

化身繼承其事業」的遺囑，以相應地代表他這五種層面的延續。1892年，欽哲旺

波圓寂。如同他的前世──吉美林巴，欽哲旺波也出現許多轉世化身。但這次轉世

化身的認定，也同樣出現了 5種化身，但與前吉美林巴 5位化身的認定有很大的

不同： 

 

1. 以欽哲之名繼承吉美林巴化身的身分者，僅有白日．欽哲與宗薩．欽哲，

餘者皆未經過正式認定，也未接受與吉美林巴相關的轉世地位，他們二位

都不屬於德格悟喇寺院的宗教菁英；欽哲旺波的轉世化身，則都被認定在

悟喇寺院，自幼便歸入寺院體系，成為新興的轉世世系。 

2. 除了白日．欽哲是在吉美林巴圓寂後不久被認定的，其他化身都是在各有

 
1017 麥波，2004，頁 133，151-152；白玉寺佛學院五明編寫組，《白玉尊勝菩提法洲略史》2005，

內部流通，未出版，頁 22-23。 
1018 這 4 任法台堪布分別為：堪布阿格旺波、竹旺‧巴欽督巴、佐欽堪布‧仁增俄色(dོགས་ཆེན་མཁན་པོ་

རིག་འཛ�ན་འོད་ཟེར་ circa. 20th)、綽斯甲格西（\ོ་'བས་དགེ་བཤེས་ 全名不詳，circa. 20th）。堪布仁增俄色為佐欽

寺僧，第五世佐欽巴的弟子，來白玉修行，一面教學。綽斯甲格西則為在衛藏獲得格西頭銜

後，至白玉寺向竹旺‧巴欽督巴，遂於該寺任佛學院法台堪布。 
1019 麥波，2004，頁 320-341。 
1020 該學院研習的經典，自 1978 年於海外復校後沿用至今，也為海外重建後的八邦寺佛學院做

為主要的教程參考依據，對當代海外寧瑪派與噶瑪噶舉的學院體系產生較顯著的影響。該學

院課程詳目，見：7་འ(ར་མཐོ་�ོབ་མདོ་7གས་རིག་པའི་འ.ང་གནས་Hིང，《བ6ང་G་ཉརེ་�་འཁོར་བའི་Mན་དེབ་t་ཡི་མེད་ཏོག》Mysore: Ngagyur 

Nyingma Institute, 2003, pp. 14-18. 



DOI:10.6814/NCCU201901160

DOI:10.6814/NCCU201901160DOI:10.6814/NCCU2019011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61 

 

宗教事業後才被認定的；欽哲旺波的轉世化身，都是在欽哲旺波圓寂後不

久便被認定的。 

3. 吉美林巴的 5 位化身及其寺院集團，呈現出高度合作的良性互動；欽哲

旺波的各個轉世化身世系，雖然基本上也是彼此合作的，但後來卻出現了

2 個後來不被重視、甚至被排除的轉世世系。 

4. 吉美林巴的化身，全由寧瑪派菁英認定或授記；欽哲旺波的轉世化身，則

由各寺院所屬宗派的高階宗教菁英認定。1021 

 

幾位化身的認定與坐床情形如下（按出生與認定先後排列）： 

 

1. 宗薩．蔣揚欽哲曲吉旺波(!ོང་གསར་འཇམ་ད�ངས་མ4ེན་བ5ེ་ ༢ ཆོས་6ི་དབང་པོ，1894-1908)。由

十五世噶瑪巴、欽哲旺波的薩迦派高徒──俄爾本洛．蔣揚羅德旺波(ངོར་པ་དཔོན་

¦ོབ་འཇམ་ད�ངས་�ོ་གཏེར་དབང་པོ，1847-1914)──及薩迦赤欽認定，於 1897年在宗薩寺

坐床，被視為身化身；直到 1908年圓寂前，他都住在宗薩寺。1022 

2. 第一世八邦．白利欽哲．噶瑪蔣揚欽哲偉色(དཔལ་¤ངས་བེ་རི་མ4ེན་བ5ེ་ ༡ ཀH་འཇམ་ད�ངས་མ4ེན་

བ5ེའི་འོད་ཟེར，1896-1945)。由工珠認定，在八邦寺坐床，被視為語化身。1023 

3. 第二世宗薩．蔣揚欽哲曲吉羅珠(!ོང་གསར་འཇམ་ད�ངས་མ4ེན་བ5ེ་ ༢ ཆོས་6ི་�ོ་Yོས，1896-1959)。

由工珠認定，按照第三世噶陀．司徒的意願認定後，安置在司徒的喇章數

年，由司徒本人教導，並沒有坐床。1024住在宗薩寺的欽哲曲吉旺波圓寂

後，欽哲曲吉羅珠便移往宗薩寺，他被認為是事業化身。 

4. 第一世佐欽．欽哲．固如策旺 (!ོགས་ཆེན་མ4ེན་བ5ེ་�་�ེང་ ༡ F་A་ཚ+་དབང，1896-1936/1937)。

由第五世佐欽巴認定，在佐欽寺坐床，他被認為是事業化身與意化身；1025 

5. 第 40任薩迦赤欽．阿旺圖多旺秋(ས་)་Oི་ཆེན་ ༤༠ པ་ངག་དབང་མ.་�ོབས་དབང་wག 1900-1950)。

並未得到正式認定，也被視為意化身。 

6. 宗薩．蔣揚欽哲曲吉旺秋(!ོང་གསར་འཇམ་ད�ངས་མ4ེན་བ5ེ་ ༣ ཆོས་6ི་དབང་wག 1909-1960)，也被

稱為欽珠瑪(མ4ེན་vལ་མ)。按照欽哲曲吉旺波的遺囑，由第五世佐欽巴在 1910

年認定，並於 1911年得到蔣揚羅德旺波、薩迦寺代表、第三世噶陀．司

徒等人再次認定，於 1913年至宗薩寺坐床，並仍被視為身化身。1026 

7. 頂果．欽哲，由蔣揚羅德旺波於 1912/1913年認定為欽哲的意化身。（堪

 
1021 根據頂果‧欽哲的弟子烏金多嘉仁波切(Orgyen Tobgyal Rinpoche)對頂果‧欽哲話語的回

憶，工珠在欽哲圓寂後，認定了所有的轉世化身，共有 5 位。但此說顯然與事實不符。

見：Dilgo Khyentse, Orgyen Tobgyal etc.,(digital text), cf. “Katok Monastery”. 
1022 བ^་ཤིས་དཔལ་འGོར，《རིགས་ད!ིལ་�་མཚ3འི་�བ་བདག་�ེ་བ<ན་1་མ་འཇམ་དGངས་ཆོས་!ི་1ོ་6ོས་རིས་མེད་བ ན་པའི་�ལ་མཚན་ག<ག་ལག་]ང་རིགས་ཉི་མ་¢་བའི་སེ¯ྒེ་

དཔལ་བཟང་པོའི་"མ་ཐར་ཆ་ཤས་ཙམ་བ�ོད་པ་ངོ་མཚར་ཡོངས་འ/ས་དགའ་ཚལ་》（《མ�ེན་བ�ེ་ཆོས་!ི་1ོ་6ོས་!ི་"མ་ཐར་》）[s. n.] [s. l.] [n. d.]（根據

手抄本影印）folio 22a；法王南開‧諾布著，項慧玲譯，頁 16, 42, 50-51。 
1023 Ibid, folio 22a. 
1024 Ibid, folio 29b-30b. 
1025 Ibid, folio 23b；旦增‧龍多尼瑪，頁 384。 
1026 法王南開‧諾布著，項慧玲譯，頁 56, 62-65。 



DOI:10.6814/NCCU201901160

DOI:10.6814/NCCU201901160DOI:10.6814/NCCU2019011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62 

 

布賢噶將之認定為佐欽．文波．丹噶的轉世）1027 

 

根據頂果．欽哲的口述回憶，登龍．頂果家還出了另一位蔣揚欽哲旺波的轉

世，成為了雍仲苯教的信仰者，但他並沒有被正式認定1028 

 

玉樹地區巴麥寺(དཔལ་མེ་དགོན)1029 也出現了一位欽哲的轉世化身，稱為巴麥．欽

哲．貢桑仲度(དཔལ་མེ་མ4ེན་བ5ེ་Xན་བཟང་འYོ་འ�ལ，1897-1946)。巴麥．欽哲生於囊謙的雜日美

千(!་རི་མེར་ཆེན)一帶，並非由工珠所指認，也不屬於八邦寺系統，而是由囊謙的直貢

噶舉僧人所認證。 

 

（二）利弊兼具：一位宗教菁英出現多位化身 

 

多位轉世化身同出於一家，或一位宗教領袖出現多位轉世化身，都會促成新

的權力網絡與合作關係的發展，對於菁英群體的內部凝聚力與人際網絡的延續而

言，這種現象是有利的。這種情形，並非晚近才出現的，1030乾隆出兵廓爾喀時，

便已注意到轉世化身與家族之間的關係。乾隆 57年(1792)所頒布御製〈喇嘛說〉

便寫道： 

 

其呼圖克圖之相襲，乃以僧家無子，授之徒，與子何異，故必覓一聰慧有

福相者，俾為呼必勒罕即漢語轉世化生人之義。幼而習之，長成，乃稱呼圖克圖，

此亦無可如何中之權巧方便耳，其來已久，不可殫述。孰意近世，其風日

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則與世襲爵祿何異，予意以為大不然。

蓋佛本無生，豈有轉世？但使今無轉世之呼圖克圖，則數萬番僧，無所皈

依，不得不如此耳…1031 

 

隨後便頒布了金瓶掣籤的規定，限定轉世化身不僅不能出於同一家，也不能有多

人。但如先前所分析，清朝對轉世化身的控制，並不及於昌都以外的多康地區，

 
1027 བ^་ཤིས་དཔལ་འGོར，《�་ཚ�་ ོད་!ི་"མ་ཐར་ཞལ་ག%ངས་མ་བ&གས།།》，收入 བ^་ཤིས་དཔལ་འGོར，《'བས་�ེ་དིལ་མ�ེན་�ོ་�ེ་འཆང་འ(ར་མེད་ཐེག་མཆོག་བ ན་

པའི་�ལ་མཚན་དཔལ་བཟང་པོ་མཆོག་གི་ག%ང་འ*མ་བ&གས་སོ།།》པོད་༼འ་༽པ། New Delhi: Shechen Publication, 1994, folio 10a. 
1028 此段記述僅見於頂果‧欽哲的英文版與中文版傳記，藏文版的自傳中則無。見：頂果欽哲法

王著，劉婉俐譯，《明月：頂果欽哲法王自傳與訪談錄》臺北：全佛文化，2010，頁 52-53。 
1029 巴麥寺又譯為巴米寺、巴美寺，位於今日玉樹藏族自治州香達鎮(ཤརོ་མདའ)，為廣義囊謙地區範

圍內，規模較大的直貢噶舉寺院，與許多囊謙的宗教菁英關係均十分密切。 
1030 噶陀‧仁增策旺諾布為了增進寧瑪派與噶舉派的結盟關係，曾請求司徒班欽與第十世夏瑪巴

在噶陀寺各留下一位轉世。後來，由於夏瑪巴被禁止轉世，因此直美信炯貢波只找了一位司

徒班欽的轉世化身，請至噶陀寺坐床，即為第一世噶陀‧司徒。 

1031 周潤年，〈北京雍和宮御制〈喇嘛說〉碑文校錄考詮〉《西藏研究》(3)，1991，頁 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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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司徒班欽圓寂後，八邦寺與噶陀寺隨即各找了一位化身，所以傳下了噶陀．

司徒轉世世系。1032同樣地，吉美林巴有 5 位化身，因此欽哲旺波的多位化身的

情形並非特例，更非首例。 

 

成書於 13世紀初的《曲丁巴傳》〈第三十二章•總攝安立未來化現〉(མ་འོངས་པའི་

Mམ་འ�ལ། བ�ས་ཏེ་བཀོད་པའི་�བས་�ེ། @མ་བNའ་གཉིས་པ)提到：曲丁巴自己表示，將會有 5位身分高尚的

化身、4位身分卑微的化身；主要的化身有 4位，這 4位之外，漢地與霍爾地方

也都會出現化身。1033此種高僧化身的說法，甚至較公認「藏傳佛教第一位轉世化

身為噶瑪巴」的說法早了半個世紀，只是當時並未有利用化身來繼承宗教地位的

做法。 

 

雖然在藏傳佛教轉世化身現象剛開始的 13 世紀，就已經有「超過一位轉世

化身」的紀錄。但此種情形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似乎是 19世紀的事。 

 

出身的德格的近代薩迦派名僧宗薩堪布．貢噶旺秋(�ོང་གསར་མཁན་པོ་�ན་དགའ་དབང་�ག，

1921/1923-2008)針對宗薩．蔣揚欽哲旺波(འཇམ་ད�ངས་མ�ེན་བ�ེའི་དབང་པོ，1820-1892)去世後出

現五位轉世的解釋是這樣的： 

 
མདོ་�ེ་�ན་ལས། ཇི་�ར་�་ཡི་!ོད་ཆག་ན། #་བའི་ག$གས་བ%ན་མི་!ང་བ། །དེ་བཞིན་སེམས་ཅད་ངན་པ་ལ། །སངས་�ས་ག$གས་&ང་མི་!ང་ངོ་། །ཞེས་འ(ང་བ་

�ར་)ེ་�ོགས་པའི་སངས་�ས་འཇམ་ད�ངས་མ�ེན་བ�ེའི་དབང་པོ་དེ་ཉིད་རེ་ཞིག་�་དངོས་&ི་ག+ལ་�་�ོགས་ནས་�་ཞི་བར་གཤེགས་པའི་-ལ་བ.ན་ནའང་། 

/་འ0ལ་�ས་པ་ལས། 1གས་)ེ་ཆེན་པོའི་�ིན་2བས་&ིས། །3ོགས་བ4འི་འཇིག་5ེན་6ལ་7ེད་+། །འ8ོ་བའི་�ིན་ལས་བསམ་མི་�བ། །�་ག9ང་1གས་དང་ཡན་ཏན་

དང་། །;ན་<ིས་=བ་པའི་�ིན་ལས་&ིས།།ག+ལ་�་>མས་ནི་�ད་མི་གསོན། །ངན་སོང་?ོངས་ཤིང་�ང་�བ་ཞིང་། །ཡེ་ཤེས་ཚAགས་�ོགས་�ན་B་.ོན། །ཅེས་པ་�ར་

དང་།  མ�ེན་བ�ེའི་དབང་པོ་ཉིད་&ི་ཞལ་ག9ང་Dང་བ.ན་བཀའ་�་ལས། Fལ་གཞི་རི་བོ་�ེ་G་H། །པཎ་ཆེན་བི་མའི་1གས་ཀར་ཐིམས། །Fལ་པ་G་འ(ང་Kོན་

ལམ་མ1ས། །རིས་མེད་བ.ན་ལ་ཕན་ཅེས་ག9ངས་་་་་་1034 

 

[譯文] 

 

《莊嚴經論》云：「譬如水器壞，月影不現前，如是眾生過，佛像亦不現。」

同理，至尊圓滿佛陀蔣揚欽哲旺波由於暫時沒有度化的對象，因此展現出

圓寂的狀態。如《廣品幻化》所言：「大悲心之加持力，十方微塵世界中，

眾生事業難思議，遂以身語意功德，任運成就之事業，無疑當為所化眾，

 
1032 江揚吉澤，頁 113。 
1033 w་�ན་པ，《�ེ་བ<ན་ཆེན་པོ་ཆོས་Qིང་པའི་"མ་ཐར་》folio 80b. 
1034 མཁན་ཆེན་=ན་དགའ་དབང་�ག，〈�ེ་བ<ན་1་མ་འཇམ་དGངས་ཆོས་!ི་1ོ་6ོས་!ི་'ེས་རབས་"མ་ཐར་རིན་ཆེན་བང་མཛ3ད་〉in  མཁན་ཆེན་=ན་དགའ་དབང་�ག，《མཁན་

ཆེན་=ན་དགའ་དབང་�ག་གི་ག%ང་འ*མ་》Vol. 2, Chauntara, Kun.dbang gSung-Bum Zhu-sgrig-khang, 2010, pp. 26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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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淨惡趣菩提法，亦顯圓滿智慧法。」欽哲旺波親口的保密授記也提到：

化基乃於五台山，融入班禪毗瑪心，現五化身以願力，利益無偏之教法… 

 

雖然對於多康而言，多位化身的型態是晚近的。但在較大範圍的藏傳佛教宗

教史中，過去已有先例。15 世紀下半葉在不丹一代活動的著名伏藏師貝瑪林巴

(པMྨ་Oིང་པ，1450-1521)去世後，他的兒子按照伏藏師本人的預言，找到了滇津札巴(བ.ན་

འཛQན་8གས་པ)，後者被認為是貝瑪林巴的揚西以及語的化身，稱之為「貝林松珠」(པMྨ་

Oིང་ག9ང་Fལ)，從此開啟了松珠的轉世化身世系。之後，貝瑪林巴的孫子貝瑪赤列(པMྨ་

འ�ིན་ལས་ )被認為是貝瑪林巴的身化身以及事業化身，由貝瑪松珠撫養成長。貝瑪赤

列的歷代轉世化身，則被稱為崗頂珠古(Rང་.ེང་Fལ་�)。1035 

 

如同第四章第四節所說，轉世化身的社會意義之一在於「再現過去的宗教菁

英網絡」，以達到鞏固該網絡內部凝聚力的目的。也就是說，在一個關係良好而

穩定運作的菁英網絡中，多位轉世化身的出現，會形成一種互利共生的模式，使

得網絡中各個成員的利益（例如：宗教事業的影響力）最大化。 

 

蔣揚欽哲旺波出生於登龍．頂果倉家族，與後來被認定為其轉世化身的頂果．

欽哲所屬的丹．頂果倉(འདན་དིལ་མགོ)同屬頂果倉家族。因此，頂果．欽哲的認定，使

得欽哲旺波的世系不僅延續了與其原生家庭（登龍．頂果倉）的關係，也拉近了

同為德格頂戈頭人家族的丹．頂果倉與登龍．頂果倉這兩個家支的政治連結。 

 

然而，欽哲旺波的轉世欽哲曲吉旺波圓寂後，欽哲世系的互利共生模式遭到

打破。欽哲曲吉旺波的轉世欽珠瑪於 1913年在佐欽巴的支持下入主宗薩寺後，

噶陀．司徒又將欽哲曲吉羅珠從噶陀送往宗薩寺，造成了一所宗薩寺卻有兩位宗

薩．欽哲的局面。雖然二位宗薩．欽哲同樣受到當時德格轄境內薩迦派最高宗教

菁英蔣揚羅德旺波的承認，且彼此並未因此產生芥蒂，欽珠瑪甚至還拜欽哲曲吉

羅珠為師，但雙方的喇章卻因爭奪經濟資源而不斷地鬥爭，直到 1930左右，夏

克．刀登以德格王澤旺鄧登的名義，與德格悟喇兼宗薩佛學院第 3任堪布法台──

噶喇嘛．蔣揚曲吉堅贊──介入協調，將欽珠瑪連同部分欽哲旺波的宗教器物一並

移至更慶寺，以使雙方喇章不再借題發揮，衝突才告稍緩。但欽珠瑪的喇章對欽

珠瑪的控制直到 1945 年才告一段落。1036而兩位宗薩．欽哲師徒，從 1930 以後

竟完全無法碰面；欽珠瑪在更慶寺等俄爾支派的寺院仍受到尊敬，但雙方的隔膜

甚至影響了與他們相關的親屬與弟子們。 

 

 
1035 荷莉‧蓋利(Holly Gayley) ，〈導言：不丹聖者──伏藏王貝瑪‧林巴〉，收入莎拉‧哈定著，普

賢法譯小組譯，《偉大的不丹傳奇‧五大伏藏王之一 貝瑪林巴之生平與伏藏教法》臺北：橡

樹林文化，2015，頁 64-65。 
1036 法王南開‧諾布著，項慧玲譯，頁 72-105；Dilgo Khyentse, Orgyen Tobgyal etc.,(digital text), 

cf. “Jagö Tobden Gets Inv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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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雖然後來欽哲曲吉羅珠如同其前世欽哲旺波，成為欽哲世系與寧瑪派

的核心菁英，對透過欽哲轉世世系與工珠轉世世系的聯合，以及他們在既有悟喇

寺院的背景，重現了 19世紀欽哲與工珠凌駕所有悟喇菁英的榮景。但在這個以

曲吉羅珠為首的德格宗教菁英網絡裡，欽珠瑪與他的家人最終卻被欽哲曲吉羅珠

的喇章以「缺乏信心」（亦即背棄密宗誓言）為由，被刻意排除，甚至遺忘。包

括這段長達二三十年的尷尬對立，也被從德格的歷史紀錄與記憶中淡化、抹去。 

 

小結：關於轉世爭議與社會預設 

 

欽哲轉世化身世系源於吉美林巴的化身體系，雖然這兩個不同時代卻有轉

世意義聯繫的菁英群體，在運作模式與對德格的影響力而言，有極高的類似性與

延續性。然而，從 20世紀的「兩位宗薩．欽哲」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做為社會

個體成員的宗教菁英們，彼此的關係是會受到當時社會預設的狀態影響的：穩定

期的社會預設，使得既有的、被視為傳統的價值得以提供菁英們的行動準則（例

如：具有轉世化身身分的寺主不應被寺院的行政體系支配），而菁英們得以按照

自己的意志，在穩定的社會預設下發展自己的影響力；而當先前的穩定社會預設

運作模式遭到破壞（例如：19 世紀宗教影響力最大的欽哲與工珠在 7 年間雙雙

圓寂）時，社會預設會開始一段新的整合、變動期，直到這段期間的人際網絡找

到新的穩定運作模式、形成新的社會預設，個體菁英的網絡才能醞釀出新一段、

更有效率的互利共生模式。 

 

吉美林巴圓寂後的時期，便是德格宗派格局處於穩定社會預設的階段。除了

最早被認定的白日．欽哲以外，其餘被認定的化身都是是先獲致既有的宗教資源

（包括對穩定行政體系［喇章］的掌握）與社會地位（前世弟子的認同，家世顯

赫，地緣關係）之後才被認定的，其個人與所屬寺院權力集團的合作，早於化身

身分的認定，因此以各個化身為中心所形成的群體之間的關係也穩定，較少糾紛。 

 

至於欽哲旺波圓寂後，工珠成為 19世紀末德格影響力最大、也最年高德劭

的宗教菁英，蔣揚羅德旺波次之，其餘各個悟喇寺院的主要轉世都尚年輕，除了

第五世佐欽巴與噶陀．司徒之外，各悟喇寺院的寺主們對寺權與行政體系的實質

掌握都不足。因此，當各個化身所屬寺院的行政部門彼此出現權力紛爭時，既有

權力（屬地的、寺方行政的、處於變動時期的社會預設）便取代了先前穩定合作

的社會預設，使得「化身認定方面雖無歧異」，最終卻造成嚴重的分裂，乃至以

其中某一化身世系離開群體而結束不穩定期。 

  



DOI:10.6814/NCCU201901160

DOI:10.6814/NCCU201901160DOI:10.6814/NCCU2019011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66 

 

  



DOI:10.6814/NCCU201901160

DOI:10.6814/NCCU201901160DOI:10.6814/NCCU2019011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67 

 

第三節 受到扶植的地方性正統：薩迦與德

格的教政互利共生 

 

元朝覆滅後，帝師家族薩迦昆氏逐漸退出政治舞台。與此同時，原本由昆氏

家族獨攬宗教權威的薩迦派，開始有了新的面貌：隨著支派的出現，新的宗教菁

英與其集團（寺院組織），在「仍尊薩迦寺昆氏家族為教主」的發展前提之下，

各自掌握了對宗教教義的解釋權威，並將其影響力反饋至後來薩迦昆氏家族成員

的宗教素質養成上。 

 

元仁宗與元英宗二朝的帝師──昆氏家族庶出的貢噶羅追(Xན་དགའ་�ོ་Yོས，1299-

1327) ──為了防止家庭內鬨，將其異母的諸弟劃分為四個喇章：細脫喇章(བཞི་ཐོག་

�་%ང)、拉康喇章(,་ཁང་�་%ང)、仁欽崗喇章(རིན་ཆེན་�ང་�་%ང)、都卻喇章(�ས་མཆོད་�་%ང)，家族勢

力由是分散。其他三個喇章逐漸絕嗣後，薩迦寺乃由都卻喇章一系獨攬。後來，

都卻喇章又分為卓瑪頗章(jོལ་མ་ཕ་ོ%ང)和彭措頗章(�ན་ཚ གས་ཕོ་%ང)二系。1037至此以後，便

有了卓瑪頗章與彭措頗章的家長輪流擔任赤欽（Oི་འཛ]ན/Oི་ཆེན，寺主之意，過去薩迦

赤欽為終生職），管理薩迦寺、主掌薩迦派的規矩，直至今日。1038 

 

比起做為支派的俄爾巴，代表薩迦權力中樞的昆氏家族之影響力進入德格

的時間相對晚了許多。透過本節的梳理，我們將會見到：薩迦派在德格轄境內以

俄爾寺高僧為主體，將宗派法門完整輸入德格之後，薩迦昆氏家族與德格才展開

較為密切互動，但最後主導德格薩迦派發展者，也是寧瑪派的宗教菁英們。 

 

一、艾旺曲登寺（俄爾寺）體系在德格的發展 

 

艾旺曲登寺的教法傳承，與薩迦其他支派的傳統並無不同，都是以薩迦派的

教法為主，只有在唱誦、梵樂、手印方面有些自己的特色，其他方面並無根本性

的差異。 

 

（一） 艾旺曲登寺的寺院組織 

 

艾旺曲登寺的主要分寺很多，多康的薩迦寺院，大多是俄爾支派的屬寺，其

中又以德格的更慶寺(དགོན་ཆེན)、青海的結古寺(Sེ་དT་དགོན)、木雅的巴拉康寺(དཔལ་U་ཁང་དགོན)

規模最大。分寺若有師資需求，便會請求艾旺曲登寺派任堪布等僧才前往該分寺

 
1037 丹曲，《薩迦王朝的興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頁 93-95。 
1038 2014 年，卓瑪頗章與彭措頗章的家長協議，將日後薩迦赤欽一職，一律改為任期制，由雙方

頗章的成員輪流擔任。第 42 任薩迦赤欽，已於 2017 年 3月昇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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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錫。所以在教法上，祖寺是有責任照顧分寺的。 

 

艾旺曲登寺創立者俄爾欽．貢噶桑波很重視慕斯坦(Oོ་Kོན་ཐང)，曾三度造訪該地。

當地也有許多俄爾分寺，還有所謂俄爾欽第二法座的寺院。由於慕斯坦算是上部

阿里地區，所以僧人修學、受戒，也是就近以艾旺曲登寺為主要場所。在衛藏地

區，俄爾支系的僧人主要就是直接入學、受戒於俄爾主寺；衛藏以外地區僧人，

也將艾旺曲登寺當作最主要受戒場所。若不便至艾旺曲登寺受戒，在條件許可的

情況下，會迎請艾旺曲登寺的堪蘇前去這些分寺傳法、受戒。例如，祿頂堪欽在

1982 年就曾經回到藏地傳授許多灌頂，也傳了比丘戒和沙彌戒；現任塔澤堪欽

也三度回到藏區，傳授灌頂、口傳，以及比丘、沙彌戒。1039 

 

艾旺曲登寺的住持，稱為俄爾堪欽，有所謂「三年輪值一期」的說法。俄爾

堪欽的人選，是由四個家族/倉(ཚང)或四個喇章(V་Wང)的堪布輪流擔任。四個喇章分

別為：祿頂(X་�ིངས)、塔澤(ཐར་�ེ)、遍德(ཕན་བདེ)、康薩(ཁང་གསར)。艾旺曲登寺一開始並沒有

四個喇章，是因為後來陸續出現居住於寺內的堪蘇，必須要有專屬於他們的居所，

所以才逐漸演變出喇章的形式。其中，祿頂夏仲(X་Yིང་ཞབས་Zང)的身分是家族傳承的，

由家族中的長子擔任，他會先被指認為夏仲，等到完成宗教學業與閉關功修之後，

才受封為堪布，之後可繼任俄爾堪欽。其餘三個喇章，則以轉世和推舉的方式出

現夏仲。現任塔澤堪布在陞座之前，之所以被認定為為塔澤夏仲，也是由於被認

證為前世塔澤堪布的轉世者使然。 

 

擔任夏仲的意義，除了伴隨卸任堪欽出外弘法之外，應當還有對外化募的責

任。例如，第 66任堪欽．阿旺羅珠賢遍寧波(ངོར་མཁན་ཆེན་ ༦༦ ངག་དབང་�ོ་Yོས་གཞན་ཕན་^ིང་པ，ོ1876-

1951)年少時擔任康薩夏仲，由於當時康薩喇章經濟條件不佳，必須至多康化緣

籌款，所以來到了德格王的轄境（約為 19世紀末）。1040 

 

宗薩．蔣揚欽哲旺波當初也是被認證為塔澤堪布的轉世，所以得到了塔澤夏

仲的名號，並曾在艾旺曲登寺學習數年，但最終沒有擔任塔澤堪布。也有一般僧

人成為俄爾堪欽的例子，像是俄爾堪欽．圖丹寧波（ངོར་མཁན་ཆེན་1བ་བ.ན་7ིང་པོ་第 73代堪

欽）就是公認的大德，所以被推舉為堪欽。歷任俄爾堪欽要陞座時，雖然不一定

要邀請薩迦法王主持，但一定要報請薩迦赤欽批准，向赤欽稟報該為夏仲的資格，

取得赤欽的用印的公文後，才能座床。1041 

 

俄爾堪欽必須由出家比丘擔任。凡陞座為堪布之後，一定要在艾旺曲登寺講

授《道果》課程，幾乎是每年要講一次。卸任後，原本的堪欽成為堪蘇（卸任堪

 
1039 俄爾寺第 77 任堪欽塔澤堪仁波切報導（採訪時間：2017 年 5月 12 日，地點：臺北） 
1040 མཁན་Iབ་བ ན་Dིང་པོ，頁 235-236。 
1041 俄爾寺第 77 任堪欽塔澤堪仁波切報導（採訪時間：2017 年 5月 12 日，地點：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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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繼續住在寺院裡，或者應邀出外弘法。出外弘法，並非定制，也不必然是

巡迴弘法。行程通常是在卸任前（例如一年前）就安排好的，由各分寺提出邀請，

至分寺傳授灌頂、口傳，順帶傳授比丘戒及沙彌戒。1042 

 

俄爾堪欽世系人選來源的四個家族當中，與德格往賴密切的許多任堪欽都來

自兩個家族：夏日巴(ཤར་པ)與塔澤。 

 

夏日家族又稱為祿頂(X་Yིང)家族，其成員以夏日欽(ཤར་ཆེན)、夏日巴、夏日祿頂自

稱。根據口述資料，薩迦班智達掌權時期，薩迦寺的宗教領袖有三支：夏日巴、

努巴([བ་པ)、貢巴(Tང་པ)。八思巴去世後，細脫巴(བཞི་ཐོག་པ)的父系世系(ག+ང་བ\ད)衰微，遂

按八思巴生前的指示，由夏日巴．蔣揚仁欽堅贊(ཤར་པ་འཇམ་ད�ངས་རིན་ཆེན་�ལ་མཚན，1258–1306)

擔任薩迦寺的赤巴(]ི་པ)，主掌教政事務，人稱「達欽夏日巴」(བདག་ཆེན་ཤར་པ)。後來，

薩迦巴．貢瑪．達文．貢噶仁欽(ས་S་པ་གོང་མ་^་དབེན་�ན་དགའ་རིན་ཆེན)將俄爾欽．貢噶桑波託付給

他的弟子夏日欽．耶謝堅贊(ཤར་ཆེན་ཡེ་ཤེས་�ལ་མཚན)照顧，表示貢噶桑波是薩迦直系家族成

員(ག+ང་རིགས)，將之安置於夏日巴家族的喇章。貢噶桑波於 1429年建立艾旺曲登寺

之後，宗教勢力日隆，出身夏日巴家族的喇嘛們，也紛紛來到艾旺曲登寺學習。

到了第 17 任俄爾堪欽．夏日欽．謝饒炯內下半生時期（17 世紀上半葉），在此

創立祿頂喇章，從此該家族多以祿頂之名為人所知。該家族不以轉世制度延續宗

教傳統，而以嚴格的父系親族男性成員為法脈繼承者，長子必須出家為僧。1043可

見，作為艾旺曲登寺住持候選人來源的四大家族之一，夏日巴家族從薩迦派掌權

時期便已經活躍於薩迦派內部。 

 

（二） 艾旺曲登寺高僧與德格 

 
1. 17 世紀，隨著王朝肇興，薩迦派在德格發展出絕對權威 

 

自第 1代座主法王向巴彭措時期開始，便由歷代法王頒行「留學艾旺卻登寺」

的慣例，要求家族的世子(ག�ང་2ད)、大臣和轄境內的人民（當指優秀的留學生）前

去日喀則，接受薩迦派俄爾支派的宗教教育。1044 

 

德格家族 37代人喇嘛巴登僧格曾拜第 8任俄爾堪欽．拉秋僧格(,་མཆོག་སེ�ེྒ，1468-

1535)為師，1045此事乃是目前所知最早關於德格家族與艾旺曲登寺建立關係的記

錄。但今日所存的拉秋僧格傳中，並未見到相關記載。當時拉秋僧格很可能不是

 
1042 俄爾寺第 77 任堪欽塔澤堪仁波切報導。 

1043 འཇམ་ད�ངས་བ.ན་པའི་ཉི་མ，《ཤར་ཆེན་X་Yིང་པ་འཇམ་ད�ངས་བ.ན་པའི་ཉི་མ་རང་ཉིད་&ི་མི་ཚ_འི་(ང་བ་བ)ོད་པ་>མ་གསལ་མེ་ལོང་ཞེས་�་བ་བ`གས་སོ་》

Dehradun: Ngor Pal Ewam Choedan, [n.d.], pp1-2. 
1044 策旺多吉仁增，頁 129。 
1045 Ibid,，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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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請來德格，而是巴滇僧格去艾旺曲登寺求學於他。 

 

第 40 代人喇嘛貢噶仁欽拜第 13 任俄爾堪欽夏欽．向巴貢噶札西（ཨེ་ཝཾ་པ་ཤར་པ་

Xན་དགའ་བn་ཤིས，1558-1603，任期 1595-1603）為師。1046但他們的師徒關係可能並不

密切，只是在向巴貢噶札西年紀尚輕、未擔任堪欽時，結下佛法方面的緣分而已。

因為向巴貢噶札西的堪欽任期是 1595-1603，並於 1603年圓寂，即便當時喇嘛貢

噶仁欽還在世，也已經八九十歲，也不太可能前往艾旺曲登寺拜師。向巴貢噶札

西是薩迦昆族支系達欽夏波(བདག་ཆེན་ཤར་པོ)的成員，出生於薩迦東院(ཤར་ལོགས)的古熱喇

章(F་A་�་%ང)，16 歲開始教學，20 歲(1577)時前往多康各地，教導僧眾，凡 8 年。
1047因此，喇嘛貢噶仁欽應該是在晚年時，於多康地區見到他的。 

 

《德格王統記》對雖有紀錄德格家族成員所拜的俄爾堪欽，但也許因為口述

造成的誤差，部分人名與時間很可能是錯置的。例如，該書提到德格家族 41代

人旁系家族的格薩比，曾拜拉秋僧格為師。1048但這段敘事很肯能是誤植，因為拉

秋僧格圓寂時，格薩比的父親多吉倫珠甚至尚未出生。 

 

如前所述，到了 42 代家長向巴彭措時期，德格家族與俄爾堪欽們的關係更

為密切。向巴彭措的兄長，也就是第 42代人當中最年長的喇嘛貢噶嘉措，則是

拜第 13任堪欽夏日欽．向巴貢噶札西為主要上師，亦拜第 14任俄爾堪欽貢噶索

南倫珠（Xན་དགའ་བསོད་ནམས་�ན་Zབ，1571-1642，任期 1603-1618）為師。1049由於他同時

拜兩任堪欽為師，而目前沒有資料顯示二位堪欽曾前往多康地區。因此貢噶嘉措

很可能是在這兩位堪欽在任的 1595-1618年間，前往艾旺曲登寺向他們學法的。 

 

至於德格王向巴彭措本人，除了拜班秋堅贊為師，也曾在朝禮衛藏期間，於

艾旺卻登寺，拜班秋堅贊之師──第 17任俄爾堪欽．夏欽．謝饒炯內（ཤེས་རབ་འDང་གནས，

1596-1653，任期 1625-1653）──為師，學習顯密佛法。1050 

 
2. 俄爾堪欽．班秋堅贊的事業 

 

班秋堅贊是奠定薩迦派在德格權威的第一人，他為在德格推行系統性薩迦

俄爾支派宗教教育的事業打下基礎。他師從夏欽．謝饒炯內等艾旺曲登寺高僧，

受戒並且修學佛教顯密教義1051，學習薩迦派最重要的法門──《道果》，謝饒炯

內成為他最重要的上師。他在多康弘法期間，適逢德格王向巴彭措要舉行億遍六

 
1046 Ibid,，頁 18。 
1047 麥波，2002，頁 106-108。直至今日，薩迦昆族的成員在未成年之前即已開始教學的情況，

亦非罕見。 
1048 策旺多吉仁增，頁 18。 
1049 :ལ་\ིམས་རིན་ཆེན，《�ེ་དགེའི་བ ན་འ(ར་8ི་དཀར་ཆག》folio 165b. 策旺多吉仁增，頁 20。 
1050 策旺多吉仁增，頁 22。 
1051 噶瑪降村，1997，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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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大明咒共修大法會(མ་ཎི་�ང་�བ)1052，請來班秋堅贊主持。後來，班秋堅贊來到德格，

按照艾旺曲登寺的傳統，於倫珠頂規定了每年例行的七大或五大曼陀羅壇城(ད6ིལ་

འཁོར་~་འམ་བ�ན)的修供法會(�བ་མཆོད)1053。此外，他也在倫珠頂傳講薩迦派祖師的文集，

為許多人傳授出家戒；1616年，為新的佛堂「桑珠通卓欽莫」奠基，修建高達 13

層樓的大菩提塔。他還為向巴彭措舉行密宗最高級別的灌頂，成為向巴彭措的上

師，具有悟喇的身分，甚至在倫珠頂內擁有自己的寢宮(གཟིམས་�ང)──後來該寢宮稱為

塔澤祝康(ཐར་5ེ་�བ་ཁང)，成為歷代俄爾堪欽在德格時的駐錫處。1054，儼然是當時德

格境內最受尊榮的高僧。1055由於班秋堅贊初訪德格時尚不滿 20歲，還沒受比丘

戒，必須先回到艾旺卻登寺受戒，才能再回到德格為人傳戒。所以可以推斷，在

班秋堅贊陞座為堪欽之前，應該不只一次往來於艾旺卻登寺與德格倫珠頂之間。 

 

班秋堅贊在德格期間，除了擴增薩迦派寺院的數量，還將薩迦派的主要密

法傳承，包括《寶帳怙主》(Fར་མགོན)、《喜金剛》、《密集金剛》(Guhyasamāja /གསང་འ�ས)、

《勝樂金剛》(Chakrasaṃvara /བདེ་མཆགོ)等法門，完整地傳承下來。由他所建立起的

宗教規範，直到 19世紀依然被德格家族奉行著。1056 

 
3. 17 世紀末至 18 世紀初的發展 

 

如前所述，第 5 代座主法王桑傑丹巴則在第 24 任俄爾堪欽桑傑彭措協助

下，擴大了境內薩迦派的寺院數量，將寺院規章與宗教傳承都做了更完整的規範。

桑傑彭措在班秋堅贊處受戒學法，在 1695年以後1057所寫的〈吉祥艾旺卻登之歷

代座主誌．摩尼鬘〉(དཔལ་ཨེ་ཝཾ་ཆོས་lན་9ི་གདན་རབས་ནོར་(འི་:ངེ་བ)，自述 1673-1686年間在康噶對
1058一帶化緣(འ(ལ་�ད)修行，1686-1689年任堪欽。1059在他的自傳中則提到，德格第

4代法王桑傑丹巴叔侄（包括第 5代法王索南彭措）自他即任堪欽當年前後(1686-

1687)，便不斷邀請他前往德格，長達九年有餘；在他卸下堪欽一職後，德格方面

更於 1695-1699年其間，由德格第 44代人喇嘛桑傑巴桑（�་མ་བཟང་�ས་དཔལ་བཟང，17th 也

 
1052  億遍心咒法會(/ང་bབ)是寺院與周邊民眾共同參與的主要宗教法事形式之一，通常是年度性的

法會。這種法會對於聯繫信徒之間的網絡關係十分重要。1959 年以後，許多藏族宗教菁英流

亡至海外，他們甚至在流亡過程中，即使還沒找到定居的地方，也會盡可能地與同行者及錫

金、尼泊爾、印度等地信仰藏傳佛教的村民共同舉辦這樣的法會，至今海內外藏傳佛教各個

宗派的寺院在財力可負擔的情況下，都會持續舉行。法會的主持者，在群眾之間的聲望通常

較高。 
1053 修供法會是中等規模的法事，需要連續舉行 5-7 日不等。規定修供法事的內容，通常代表著

對該寺院宗派屬性、組織活動做了指導性的規劃，是一種具有指標意義的行動。 
1054 མཁན་པོ་,ལ་Qན་ཚ�་རིང，頁 25。 
1055 Ibid,，頁 91-93。 
1056 策旺多吉仁增，頁 32-33。 
1057 該文為殘篇，跋文佚失，因此不知確切年代，但由於文中所記最後一位堪欽為第 26 任──

謝嘉桑波(ཤེས་G་བཟང་པོ་ 1661-1714)，而謝嘉桑波是 1695 年上任的，因此該文應寫於 1695 之後。 
1058  康噶對(ཁམས་དགའ་ ོད)為元朝帝師膽巴的家鄉，應即《膽巴碑》所記「突甘斯旦麻」，也即鄧柯。 
1059  སངས་�ས་Wན་ཚ3གས，〈དཔལ་ཨེ་ཝཾ་ཆོས་Qན་8ི་གདན་རབས་ནོར་*འི་2ེང་བ་ཞེས་G་བ་བ&གས་〉，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編，《艾旺文集：

第 1-20 卷》 (ཨེ་ཝཾ་བཀའ་འ*མ)（藏文版）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頁 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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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策旺多吉[ཚ+་དབང་mོ་Vེ]）代表法王叔侄表示堅決的邀請之意，即使當時薩迦寺與

桑傑彭措本人一再表示為難，桑傑巴桑仍在衛藏透過不斷疏通甘丹頗章與薩迦寺，

表示前往德格的沿途路程都早已設置了迎接的隊伍，終使桑傑彭措於 1699年受

命啟程前往德格。途中，他在薩迦上下寺、艾旺卻登、那爛陀（ན་ལེÕá་ཡི་ཆོས་�ེ་ 薩迦派

察巴支派的主寺）等寺為薩迦派上層宗教菁英們傳授顯密法門；接近德格時，也

為雜曲卡牧區的信眾與靈蔥家族。經過數月跋涉，桑傑丹巴親自前來迎接，隨即

造訪敏卓林靜修院、曲赤悟達寺(ཆོས་Oི་དcལ་མདའ)，到了倫珠頂，更是受到德格家族與

僧團盛大的歡迎。同年，德格家族的喇嘛桑傑巴桑去世。1060 

 

桑傑丹巴對桑傑彭措十分禮遇，將過去夏欽．謝饒炯內給前任法王、屬於各

任法王們私人用的梵藏對照《般若八千頌》(གོང་མ་.གས་དམ་བ�ད་�ངོ་པ་�ད་གཉིས་ཤན་�ར་ཅན)供養給

他，將倫珠頂做為他固定的居所1061。在德格印經院製作的一幅桑傑彭措的版畫

中，畫面主角桑傑彭措座下的藏文題記是「སངས་�ས་Xན་9ི་Jི་ག$གས་2ད་�ེ་Xན་9ི་མངའ་བདག་མཁས་Zབ་སངས་

�ས་�ན་ཚ གས་ལ་'ག་འཚལ་ལོ་」（頂禮諸佛總集、一切續部之主宰、博學成就者桑傑彭措），而

左下角居於供養人或弟子地位的圖像，則是桑傑丹巴，題記則使用藏文轉寫的梵

文，寫做「ê་ན་པ་ཏི་ས་ë་e་བྷ་F་A་(Þ་Ý་ས་ཀཿ」，大意為「施主為喇嘛桑傑丹巴」1062。可見，雙

方存在著極為密切的供施與師徒關係。 

 

桑傑彭措與較他稍晚受桑傑丹巴請至德格的堪欽桑波堅贊十分友好，常常

交流佛教哲理，他也為桑波堅贊傳法，並主持了桑波堅贊的後事。1063桑傑彭措為

推動薩迦派教法，制定寺院規範，做出極大貢獻，還建議德格王叔侄刻印《甘珠

爾大藏經》。最終，他於 1705 年圓寂於倫珠頂。1064從迎請所費的艱辛，以及他

在各地傳法對象的身分來看，桑傑彭措無疑是當時無論是在衛藏或多康都極受尊

敬的一位學者，德格家族前後耗費將近 13年的努力，才能夠將他請到德格長住，

其中投注的毅力，顯示著桑傑丹巴叔侄堅決要在德格轄境內推廣薩迦派的決心，

以及當時德格家族的政治勢力與經濟實力已不可小覷。 

 

桑傑彭措是一位著作頗豐的薩迦派學者，據說教言集有 4 函，但如今僅剩

殘篇。1065 

 

 
1060 སངས་�ས་Wན་ཚ3གས，2008, pp. 232-242, 244. 
1061 策旺多吉仁增，頁 40-41，46。 
1062 該段題記轉寫為 dāna-pati-sanā-śhudha-guru-buddha-śhāsaka，「dāna/�ིན་པ」為布施，「pati /བདག་

པོ」為主人，sanā 其意不詳。「śhudha /ལེགས་པ」為善妙，「guru /1་མ」為上師，音譯為喇嘛；「buddha 

/སངས་�ས」為佛陀，音譯為桑傑；「śhāsaka [śhāsana]/བ ན་པ」為教法，音譯為丹巴。因此，雖無法

完整解讀，亦可大致解譯出「施主為喇嘛桑傑丹巴」的意思。圖版資訊：Himalayan Art Resource

資料庫 (item No. 87620)  
1063 སངས་�ས་Wན་ཚ3གས，2008, pp. 257. 
1064 མཁན་Iབ་བ ན་Dིང་པོ，頁 95。མཁན་པོ་,ལ་Qན་ཚ�་རིང，頁 96-97。 
1065 སངས་�ས་Wན་ཚ3གས，2010，頁 178。 



DOI:10.6814/NCCU201901160

DOI:10.6814/NCCU201901160DOI:10.6814/NCCU2019011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73 

 

4. 丹巴澤仁時期：完成俄爾支派教法的全面移植 

 

第 6 代法王丹巴澤仁即位前，便跟著桑傑彭措、桑波堅贊學習佛法。待他

即位時，這二位薩迦上師已經圓寂，他便從艾旺卻登請來第 30任俄爾堪欽．札

西倫珠(བn་ཤིས་�ན་Zབ，1672-1739)。札西倫珠約於 1729-1730年抵達德格，在此地停

留 11年，最終圓寂於德格。期間，他住在桑傑彭措在倫珠頂成立的遍德喇章，

按照俄爾派的傳統，為丹巴澤仁父子們傳授了無上密宗的灌頂，成為悟喇，並為

倫珠頂訂立清規，造訪了轄境內大多數的寺院。札西倫珠曾表示：「我雖為文殊

怙主桑傑彭措的下劣弟子，但我等施供雙方皆應盡力維繫大德之事業。」(བདག་འཇམ་

མགོན་སངས་�ས་�ན་ཚ གས་6ི་¦ོབ་མའི་ཐ་�ང་ཙམ་ལགས་པས་རང་རེ་མཆོད་ཡོན་Mམས་6ང་དམ་པ་དེའི་མཛད་:ིན་2ན་ཅི་�ས་བ)ང་དགོས)可見，他

是為了延續桑傑彭措與德格家族的施供關係，而來到德格的。在他的建議下，丹

巴澤仁父子新建寺院，擴大僧團規模，鑄造許多佛像與佛塔，還刻印了《丹珠爾

大藏經》與《薩迦五祖文集》(ས་)་གོང་མ་Mམ་~འི་བཀའ་འ(མ)。1066 

 

丹巴澤仁亦曾請來堪欽札西倫珠的弟子──出生於貢覺的第 34代俄爾堪欽．

桑傑巴桑(སངས་�ས་དཔལ་བཟང，1699-1745)，結下施供關係。在桑傑巴桑的協助下，新建

了柯多寺（འཁོར་མདོ་དགོན་位於柯洛洞[འཁོར་མདོ]）。1067  

 

1739 年，堪欽札西倫珠圓寂於德格。同年，第 7 代座主法王彭措丹巴入藏

熬茶佈施。早在彭措丹巴入藏之前，已經於堪欽札西倫珠處出家受戒，成為沙彌。

1739-1740在衛藏期間，他更拜當時在任的第 33任俄爾堪欽．巴登曲烱為悟喇，

除了領受比丘戒之外，也於此師跟前，接受菩提心戒、密宗戒律與《道果》會眾

釋(ལམ་འ%ས་ཚ གས་བཤད)1068的教授，正式成為師徒。1069彭措丹巴殷重請求巴登曲烱接替

札西倫珠，接任德格堪欽1070一職，巴登曲烱遂將俄爾堪欽一職轉由先前已在德

格擔任過堪欽的桑傑巴桑接任，於 1740年赴德格弘法，在倫珠頂住了 15年，並

以倫珠頂為中心，向轄境內的俄爾支派寺僧廣泛說法。1071他的自傳由徐欽編輯，

德格印經院雕版刊印。 

 

第 8代座主法王羅珠嘉措的宗教教育主要是從 1740年巴登曲烱抵達德格以

 
1066 མཁན་Iབ་བ ན་Dིང་པོ，頁 98-99。མཁན་པོ་,ལ་Qན་ཚ�་རིང，頁 98-101。 
1067 མཁན་པོ་,ལ་Qན་ཚ�་རིང，頁 111。原文還記有佐欽寺一詞，顯為誤植，因為到了丹巴澤仁執政時期，寧

瑪派的佐欽寺早已成立數十年。根據今日的〈柯多寺誌〉，該寺創建者為丹巴澤仁時期的柯洛

洞頭人──涅根‧卻炯羅珠。該寺至今還有學僧必須至艾旺卻登寺出家、受戒、學法的傳統。

見：《德格縣寺院志》編纂委員會、德格縣政協編，《德格寺院志》(�ེ་དགེ་dོང་དགོན་པའི་ལོ་cས)（藏文版），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頁 53, 65。 
1068 會眾釋(ཚ3གས་བཤད)是指向大眾傳授完整《道果》法門的形式。原則上，每任薩迦赤欽與俄爾堪欽

都有責任進行年度例行的《道果》會眾釋教學。 
1069 策旺多吉仁增，頁 79。 
1070 18世紀的藏文文獻中，較頻繁地出現以德格堪欽(�ེ་དགེ་མཁན་ཆེན)一詞來指代駐錫於倫珠頂的幾位

俄爾堪欽，包括桑傑彭措、札西倫珠、巴登卻炯、明珠堅贊等人。 
1071 མཁན་པོ་,ལ་Qན་ཚ�་རིང，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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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開始的，他先後師從巴登曲烱、丹增多吉(བ�ན་འཛ]ན་mོ་Vེ)1072。1749年，尚未登基

的羅珠嘉措首度赴衛藏熬茶佈施，期間又向第七世達賴及俄爾支派的高僧學法，

並在第 36代俄爾堪欽．明珠堅贊處接受比丘戒。10731756年之後，羅珠嘉措送巴

登曲烱返回艾旺卻登寺，隨即迎請明珠堅贊，至德格接替巴登曲烱的職位，擔任

德格堪欽。明珠堅贊在德格傳授了《道果》、《十三金法》，在德格境內的玉龍新

建拉加寺(,་�ལ་དགོན)，並私人贊助了該寺的建設。1074羅珠嘉措本人也在此師處，得

到《道果》的教導。明珠堅贊在曾寫過至少兩篇關於徐欽的讚頌短文，還有徐欽

的長壽祈禱文，且這些文章皆未詳述寫作緣由，很可能是他自己寫的。由此可知，

他到了德格之後，還成為了徐欽的弟子。明珠堅贊還留有一篇〈德格無垢懺悔續

刻印序(�ེ་དགེའི་�ི་མེད་བཤགས་བ2ད་པར་�ང)〉，文末特別為德格王國祈願： 

 
ཆོས་འདི་བTགས་པའི་/ལ་'ོགས་འདི་ཡིས་མཚ ན། །�ལ་ཁམས་མི་Mམས་ནད་མེད་ཚ+་རིང་ཞིང་། །?ག་R་ལོ་ལེགས་)་�ལ་བn་ཤིས་ཤིང་། །བདེ་

)ིད་2་ལ་ཐམས་ཅད་མཁས་པར་ཤོག ། 

 

[譯文] 

 

此法所在地方為代表，國中眾人無病且長壽，常享豐年君民皆吉祥，願能

善巧具備幸福因！1075 

 

與德格王關係密切的薩迦赤欽．貢噶羅追也是明珠堅贊的弟子，曾於 1780年寫

了一篇關於明珠堅贊宗教功業的讚頌。 

 

46代成員當中的長兄米達．索南貢波在巴登曲烱、明珠堅贊駐錫德格期間，

也拜二位堪欽為師。 

 

羅珠彭措執政時期，出資贊助了俄爾堪欽．巴登曲烱的圓寂法會與舍利靈

 
1072 由於《德格王統記》稱其為「博學持戒之法尊」(མཁས་བ<ན་ཆོས་!ི་�ེ)，筆者推斷此人應為某寺的首座

比丘，很可能是寧瑪派六大寺院之一鄔金敏卓林寺(ཨོ་�ན་-ིན་6ོལ་Hིང)的第 3 任堪欽‧鄔金丹增多吉

(-ིན་Hིང་མཁན་རབས་ ༣ ཨོ་�ན་བ ན་འཛ�ན་�ོ་�ེ་ 1742-1789?)。鄔金丹增多吉是第 4 任敏卓林赤欽（座主）‧局美貝

瑪丹增(-ིན་Hིང་\ི་ཆེན་ ༤ འ(ར་མེད་པ�ྨ་བ ན་འཛ�ན་ 1737-1761)的弟弟，曾為第 5 任敏林赤欽‧局美欽雷南杰(-ིན་

Hིང་\ི་ཆེན་ ༥ འ(ར་མེད་\ི་ལས་"མ་�ལ་ 1765-1812)舉行坐床典禮，並為其主要上師；他也為第 31 任薩迦赤欽‧

昂旺貢噶羅珠傳授許多寧瑪派無上密宗的法門，是貢噶羅珠很重要的密宗上師。從丹增多吉

的宗教菁英網絡加以觀察，可知在當時，他在衛藏的宗教影響力十分鉅大；他的略傳也提到，

他為許多人傳授沙彌戒與比丘戒，在多康也有相當的佛教事業。見：不著撰人，《-ནི་6ོལ་Hིང་གི་གདན་

རབས་མཁན་བcད་རིམ་Gོན་8ི་"མ་ཐར་གeལ་ལས་"མ་པར་�ལ་བའི་དགའ་ ོན་》Dehradun, U.A. : ˋOg Ming O Rgyan Sming Grol Gling, 

2002, pp. 168-169；成列仁青(འ2ིན་ལས་རིན་ཆེན)，《薩迦譜》(ས་'འི་ག/ང་རབས་ངོ་མཚར་རིན་ཆེན་=ན་འཕེལ)，成都：四川

民族出版社，1992，頁 105-106。 
1073 章嘉若白多吉，頁 701, 709-710。策旺多吉仁增，頁 82。 
1074 མཁན་པོ་,ལ་Qན་ཚ�་རིང，頁 112-113。 
1075 མི་འ(ར་�ལ་མཚན，〈�ེ་དགེའི་Mི་མེད་བཤགས་བcད་པར་Gང་〉，《མི་འ(ར་�ལ་མཚན་ག%ང་འ*མ་》�ེ་དགེ་པར་མ།，folio 13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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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的興建工程，並將第 37任俄爾堪欽．桑傑耶謝（ངོར་མཁན་ཆེན་ ༣༧ སངས་�ས་ཡེ་ཤེས，circa 18th 

約於 1751年陞座為堪欽，卸任與生卒年不詳）請至德格，參加新修的梃杖怙主

塑像開光。1076 

 
5. 德格印經院與薩迦派學術的傳承 

 

丹巴澤仁父子時期最重要的一項宗教發展，便是成立德格印經院。印經院

代表著「出版流通」，也是宗教菁英話語權的流通與保全的確實憑藉。從 17世紀

開始，五世達賴的政府陸續禁止了許多與「他空中觀」(ད(་མ་གཞན་�ོང་པ)相關的宗教菁

英著作，例如覺囊派的篤布巴．謝饒堅贊(དོལ་པོ་པ་ཤེས་རབ་�ལ་མཚན，1292-1361)，以及對宗

喀巴針對佛教應成派中觀(Madhyamaka Prasaṅgika /ད(་མ་ཐལ་འ[ར་བ)哲學所做詮釋有

任何批評與駁斥者，皆遭到禁止。 

 

根據達扎攝政在 1957年對衛藏 115所印經院、政府單位、寺院與家族刊印

的文獻所做的調查，可看到包括篤布巴、多羅那他的文集，以及《薩迦五祖文集》、

第八世噶瑪巴．米覺多吉(ཀH་པ་ ༨ མི་Jོད་mོ་Vེ，1507-1554)的文集的木刻本都遭到了查禁，

至於第 5任俄爾堪欽果讓巴．索南僧格的主要上師──榮敦．謝加貢日，以及榮敦

的另一位高徒──色多班欽．釋迦秋登(གསེར་མདོག་པཎ་ཆེན་Ý6་མཆོག་lན 1428-1507)，這三位

在薩迦派思想史上扮演關鍵地位的學者，其著作的手抄本在衛藏甚至被禁止複製。

直到 18世紀，這些學者的著作才在衛藏以外的地方得以雕版發行。1077德格，就

是保存這些禁書的重要據點之一。包括在禁令剛頒布的時期，德格家族第 43代

的四子貢噶饒丹已經在汪布頂整理、保存《薩迦五祖文集》，後來德格印經院也

刊印了此套書以及《果讓巴文集》。 

 

出版經典一事，對薩迦派而言，有著與寧瑪派不同的意義。對寧瑪派來說，

經典的結集與出版，固然也是保存與延續宗派思想的主要途徑之一，但它更重要

的功能，是做為「一個持續處於模塑過程」的、信仰著共享的「前譯派淵源」之

人群，其內聚力的來源之一。但薩迦派等新譯派並不存在「宗派始源」的模糊性，

卻有著更為實際的宗派組織及教義的生存問題。所以，保存、刊印經典對於新譯

派的信仰者而言，是攸關教派獨立與否的重要手段。因此，自 18世紀以來「德

格印經院存在」此一事實，對於保持俄爾支派的思想活力、以及將該派發展重心

移至德格，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 

 
6. 寧瑪派帶領下的德格俄爾支派：19 世紀以後 

 

從第 37任堪欽以後，第 38-43任堪欽，似乎除了第 39任俄爾堪欽．阿旺確

 
1076 策旺多吉仁增，頁 83-84。 
1077 Gene Smith, “Banned Books in the Tibetan Speaking Lands” Symposium on Contemporary Tibetan 

Studies, 2003, pp. 18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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炯桑波（ངག་དབང་ཆོས་)ོང་བཟང་པོ，18th 下半葉，徐欽的著作集中有提到他。由於他是第

30任堪欽．札西倫珠的文波，所以徐欽稱之為康薩固文仁波切 [ཁང་གསར་_་དབོན་རིན་པ་ོཆེ]）

之外，其餘 5位似乎並未前往德格，1078德格方面的文獻，目前也沒有找到關於

這 5人的資訊，使得我們現在對他們的生卒年、堪欽任期都不甚明白。這段期間

約為 1770s-1790s年，也就是杰尊．央金卓瑪執政時期。當時央金卓瑪忙於向外

政治擴張，本人也拜噶陀寺的上師為悟喇，在薩迦派的發展上面，《德格王統記》

中也只提到她出資修建佛像的紀錄，因此可以推估，央金卓瑪本人對於寧瑪派的

偏好，可能造成了對俄爾寺的忽略。 

 

到了第 44任堪欽．塔澤．向巴南喀企美(ངོར་མཁན་ཆེན་ ༤༤ ཐར་5ེ་�མས་པ་ནམ་མཁའ་འཆི་མེད，1765-

1820)時，禮請俄爾堪欽的傳統又得到恢復。他是薩迦法王阿旺貢噶羅珠的心子，

這層關係使他與德格更為親近。於 1793年抵達德格。這已是策旺拉姆執政、寧

瑪派更加受到重視的時期，然而他仍在德格住了超過 20年，成為策旺多吉仁增

的上師。1079他在德格期間，策旺多吉仁增要求他在圓寂後必須轉世再來，他便留

下了「若能生為德格王秘書之子嗣便好」的授記，1080於是立下俄爾堪欽在德格出

現轉世化身的先例。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 5位未被請至德格的堪欽，都不屬於塔澤、康薩等任何

一個喇章，而是從外地前往艾旺曲登的留學僧。而從向巴南喀企美之後，直到第

66任堪欽．阿旺羅珠賢遍寧波為止，除了第 46、48、49任堪欽為外地留學僧之

外，其餘 20多位堪欽皆屬塔澤、康薩、遍康這 3處喇章，以塔澤喇章為最多，

且位列《道果．弟子釋》祖師者，只有第 53任堪欽．貢噶丹貝羅珠(ངོར་མཁན་ཆེན་ ༥༣ Xན་

དགའ་བ�ན་པའི་�ོ་Yོས，1829-1870)屬於遍康喇章，其餘皆屬塔澤喇章。1081可見，自 1790

年以後，塔澤喇章不僅是艾旺曲登寺堪欽的主要來源，且在薩迦《道果．弟子釋》

的法脈中，佔有絕對重要性，對德格的影響也至關重要。 

 

7. 塔澤喇章的變化：從堪欽向巴南卡企美到蔣揚欽哲旺波 

 

第 46任俄爾堪欽．向巴貢噶丹增(ངོར་མཁན་ཆེན་ ༤༦ �མས་པ་Xན་དགའ་བ�ན་འཛ]ན，1776-1862)

是塔澤．向巴南喀企美的侄子兼弟子，1821年，他卸下堪欽的職務，之後在法王

策旺多吉仁增的二度迎請下，來到德格，並於 1826年為策旺多吉仁增受戒出家。
1082他在德格待了很多年（約莫待到 1842年），期間傳授了 14 次道果（包括 4 次

弟子釋）。離開德格後，他也在薩迦寺傳法，他的弟子中，有包括第 33任薩迦赤

 
1078 མཁན་Iབ་བ ན་Dིང་པོ，頁 104-105。 
1079 Ibid,，頁 106-107。 
1080 1ོ་6ོས་མཐའ་ཡས，《�ེ་བ<ན་1་མ་ཐམས་ཅད་མ�ེན་ཅིང་གཟིགས་པ་འཇམ་དGངས་མ�ེན་བ�ེའི་དབང་པོ་=ན་དགའ་བ ན་པའི་�ལ་མཚན་དཔལ་བཟང་པོའི་"མ་ཐར་མདོར་

བLས་པ་ངོ་མཚར་w་/�ྦ་རའི་དགའ་ཚལ།》（簡稱《མ�ེན་བ�ེའི་"མ་ཐར་》）�ེ་དགེ་པར་མ། folio 15a-15b. 
1081 麥波，2002，頁 188-204。 
1082 མཁན་Iབ་བ ན་Dིང་པོ，頁 10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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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貝瑪敦督旺秋在內的 5位薩迦昆氏家族成員，以及 10位俄爾堪欽，1083是 18

世紀整個薩迦派最孚眾望的高僧，被視為導致德格政教越發提升，並且提高艾旺

曲登寺聲望的大師。1084 

 

向巴貢噶丹增按照向巴南喀企美的交代，到大頭人登龍．頂果家認定了蔣揚

欽哲旺波為向巴南喀企美的轉世，欽哲旺波也因此得到了「塔澤珠古」的名號與

「塔澤夏仲」的地位，成為第一位沒有塔澤喇章家族淵源、卻擁有夏仲身分者，

也開啟了塔澤喇章的轉世制度。1738 年，蔣揚欽哲旺波便以夏仲的身分前往艾

旺曲登學習，就入住於塔澤喇章，隔年便在該寺說法；1843年，他陪同向巴貢噶

丹增的高徒──第 51任俄爾堪欽．塔澤納就．蔣巴桑波(ངོར་མཁན་ཆེན་ ༥༡ པ་ཐར་5ེ་Mལ་འ�ོར་འཇམ་

དཔལ་བཟང་པ，ོ1789-1864)──來到德格。但當時(1843-1846)堪欽並不住在倫珠頂，而是

宗薩寺。1848年，欽哲旺波又送蔣巴桑波返回衛藏。1085 

 

二、德格與薩迦昆氏家族 

 

（一） 第 31任薩迦法王阿旺貢噶羅珠與德格 

 

雖然從 16 世紀末至 18 世紀上半葉，歷代法王應當也與昆氏家族有往來，

但似乎並未向薩迦寺的宗教菁英求法，亦未結成密切的施供關係。第 31任薩迦

法王阿旺貢噶羅珠與德格的關係極為密切，也是首位與德格頻繁往來的薩迦法王。 

 

從師承看來，阿旺貢噶羅珠與丹巴澤仁父子們的上師大多相同1086，彼此有

著十分密切的法友關係。他同時是德格第 8代座主法王羅珠嘉措的上師，指導了

羅珠嘉措的婚事，認證第 9代座主貢珠德噶桑波為俄爾支派創始人俄爾欽．貢噶

桑波的化身，並授記預言貢珠德噶桑波在 20歲時會有壽命違礙，為其安排了長

壽法事。1087 

 

阿旺貢噶羅珠曾特意訂製了一套 17幅、以薩迦昆族成員、歷代薩迦派知名

學者與歷任俄爾堪欽為主，配有薩迦派專門的本尊神像與護法神像的唐卡，親自

舉行開光儀式後，送至德格王宮，贈與第 8代德格法王羅珠嘉措，做為日後歷代

 
1083 絳央欽哲旺修著，張煒明譯，《道果法歷代上師傳承史》（成都：四川省藏傳佛教文化研究

會內部流通，未出版）頁 212。 
1084 加央欽澤旺久(འཇམ་དGངས་མ�ེན་བ�ེའི་དབང་�ག)，《道果法上師傳：藏文》(ག%ང་ངག་ལམ་འqས་!ི་ཆོས་འ.ང་དང་ཁོག་Wབ་ཉིས་

«གས)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頁 163。 
1085 1ོ་6ོས་མཐའ་ཡས，《མ�ེན་བ�ེའི་"མ་ཐར་》folio 15a, 58b, 47a-47b. 
1086 麥波，2002，頁 316。 
1087 按照《德格王統記》的註腳，藏於德格的貢珠德噶桑波相關事蹟的文字記載，原來與昂旺貢

噶羅珠的傳記並列，但後來在策旺拉姆執政時期將這段文字刪除了，到了策旺多吉仁增執政

時，已經見不到相關文獻，策旺推測當時應該只剩薩迦還留存著相關的文獻。見：策旺多吉

仁增，頁 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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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王個人宗教信仰用途的藏品。1088根據阿旺貢噶羅珠為此特意撰寫的、未載

撰文時間的〈目錄〉(དཀར་ཆག)，該套唐卡當中所繪的最後一位俄爾堪欽，為 1751年

陞座且隨即圓寂的第 37 任堪欽桑傑耶謝，1089並無繪製同年陞座的第 38 任堪欽

蔣揚貢秋札巴(འཇམ་ད�ངས་དཀོན་མཆོག་Yགས་པ，1716-?)，因此阿旺貢噶羅珠訂製此套唐卡的

時間可能正是 1751年，而當時的德格王仍為第 7代法王彭措丹巴，待這套唐卡

送至德格，已是 1752年以後的事了，因此由羅珠嘉措收下此禮。若上述關於該

套唐卡的製作時間的推算成立，則可薩迦法王訂製唐卡贈與德格法王的舉動，並

非針對彭措丹巴或羅珠嘉措個人所做的安排，也就是說，這並非出於與德格王本

人的私人關係，而是一個宗派領袖對該派的主要施主家族之間的聯繫行為，屬於

團體對團體的關係。 

 

此外，阿旺貢噶羅珠的舉動，是目前所知，繼薩迦八思巴之後，做為薩迦派

主系的昆氏家族與德格家族密切互動最早的記錄。從阿旺貢噶羅珠所寫的〈目錄〉

可知，當時薩迦派的核心宗教菁英組成，主要是昆氏家族與俄爾支派菁英，而德

格家族則是這兩群人的主要贊助者；阿旺貢噶羅珠文中對德格家族採用敬語，自

稱是「奉獻」(�ལ་བ)該組唐卡至德格王宮的1090，而不像歷輩達賴傳中所用的「頒

賜」(བ¶ལ་བ)，顯示著德格家族雖然同時做為信眾兼施主，然而在地位上並不低於

薩迦派的領袖。可見，後來德格相關文獻中常說的、做為薩迦派宗派命脈代稱的

「薩、俄爾、德三者」(ས་ངོར་�ེ་ག@མ)，這種聯盟形式，最晚到 18世紀中葉已經成形，

且三方為鼎立的聯盟，並非地位不平等的階級關係。 

 

根據《德格王統記》，阿旺貢噶羅珠贈與唐卡的行為，在當時受到一些誹議。

然而，正如策旺多吉仁增所言，薩迦法王此舉乃是強化德格家族子嗣與薩迦派的

連結，並且有利於薩迦、俄爾支派與德格三方聯盟的共榮發展，特別是對薩迦派

與俄爾支派的宗教傳統在多康弘揚有所裨益。1091 

 

羅珠嘉措即位後，阿旺貢噶羅珠個人對德格的影響，似乎也隨著他與羅珠嘉

措的師徒關係1092，以及三方聯盟的建立而愈趨鞏固。例如，本來一直是出家身分

的羅珠嘉措，在即位之後，仍然沒有成親的打算，後來是在阿旺貢噶羅珠的強烈

建議下成親的。 

 
1088  =ན་དགའ་1ོ་6ོས，〈དཔལ་Qན་ས་'་དང་ངོར་ཨེ་ཝཾ་ཆོས་Qན་གཉིས་!ི་རིང་]གས་འཛ�ན་པ་"མས་!ིས་ཐོག་Mངས་ས་]གས་ཡོངས་dོགས་!ི་བ ན་པའི་�ིན་བདག་�ེ་དགེ་ཆོས་�ལ་

རིན་ཆེན་8ི་Iགས་དམ་དད་sེན་ཐང་�་ཆེ་?ང་བ ་བ/ན་8ི་དཀར་ཆག་ས་ངོར་ངོ་མཚར་�་མཚ3འི་བང་མཛ3ད〉in =ན་དགའ་1ོ་6ོས，《ས་'་པ་=ན་དགའ་1ོ་6ོས་!ི་བཀའ་འ*མ་》

པོད་ ༼ང་༽པ། Kathmandu: Sa Skya Rgyal Yongs Gsun Rab Slob Gnyer Khang, 2008, pp. 161-162. 
1089 Ibid,  p. 146. མཁན་Iབ་བ ན་Dིང་པོ，頁 103-104。 
1090 Ibid, p. 161. 
1091 策旺多吉仁增，頁 87-88。 
1092  《德格王統記》提到羅珠嘉措的上師之一，便包括了吉祥薩迦巴(དཔལ་Qན་ས་'་པ)──這個詞彙是

對薩迦赤欽的稱呼，而羅珠嘉措幾次進藏熬茶（1749、1756、1767 年），時間皆值昂旺貢噶羅

珠在位期間（1741-1783 年），可見昂旺貢噶羅珠是羅珠嘉措的上師。見：策旺多吉仁增，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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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格高僧向薩迦法王傳法 

 

阿旺貢噶羅珠是一位著作頗豐的薩迦赤欽，著名的史籍《薩迦世系史續編》

便是他的作品。他現存的著作全集約有 6-7函，從中可看出他與德格的交往十分

頻繁，尤其與徐欽的關係十分良好，總是以敬語稱其為徐欽仁波切(T་ཆེན་རིན་པོ་ཆེ)。他

亦時常應徐欽的請求而撰寫宗教性的文章或法事儀軌，並且在編寫儀軌時，甚至

會參考徐欽已編的著作，例如，徐欽圓寂後，他還撰寫了祈禱徐欽迅速轉世的祈

願文(²ར་�ོན་གསོལ་འདེབས)。 

 

這些資訊都顯示著：徐欽在當時已不只是一位在德格當地頗有聲望的宗教菁

英，甚至是受到薩迦赤欽所倚賴、器重的一位宗教法事專家，是一位跨地域的薩

迦派高僧，他的才幹使他不僅是一位德格王室專屬的學者，而是影響力廣被薩迦

派的菁英人士。徐欽受到重視的事實，更顯示出經過百年的刻意支持，薩迦派在

德格轄境內的發展，到了徐欽活躍的 18世紀中，便不再是單向的教義輸入，而

已經足以藉德格為據點，向外輸出宗教知識與教內影響力了。 

 

德格宗教菁英開始在薩迦昆族的宗教教育中扮演知識輸出者角色的相關記

載，可見於第 39任薩迦赤欽．札旭赤列仁欽(༧ས་)་Oི་ཆེན་ ༣༩ པ་�ག་eལ་འ:ིན་ལས་རིན་ཆེན，1871-

1935)所撰《薩迦世系史．稀有廣增大寶》(ས་)འི་ག�ང་རབས་ངོ་མཚར་རིན་ཆེན་Xན་འཕེལ)。該書中記

錄了阿旺貢噶羅珠與他的公子──第 32任薩迦赤欽．旺督寧波──與德格宗教菁

英們在法門傳承上的關係：阿旺貢噶羅珠將《淨治三惡趣續》十二曼陀羅(�ོང་2ད་

ད6ིལ་འཁོར་བN་གཉིས)傳給德格門喇．袞秋札巴(�ེ་དགེ་�ན་�་དཀོན་མཆོག་Yགས་པ，circa 18th)，袞秋札巴

再傳拉欽堪布．貢噶饒傑(,་ཆེན་མཁན་པོ་Xན་དགའ་རབ་�ས，circa 18th)，貢噶饒傑傳與薩迦赤欽．

旺督寧波；阿旺貢噶羅珠更向徐欽及其法嗣、同時也是他的文波1093 ──阿旺給雷

倫珠──傳授了許多重要的法門，包括：《十一面觀音卅七尊》(བN་གཅིག་ཞལ་,་སོ་བ�ན་མ)、

《勝樂空行海》(བདེ་མཆོག་མཁའ་འYོ་�་མཚ )、《摧伏死主金剛手十三尊》('ག་mོར་འཆི་བདག་འཇོམས་པ་,་བN་

ག@མ་པ)、《無量壽佛語曼陀羅類》(ཚ+་དཔག་མེད་ག@ང་ད6ིལ་ལེ་ཚན)、《喜金剛四教誡》(6ཻ་mོར་བཀའ་བབས་

བཞི)、《金法三紅尊小冊》(གསེར་ཆོས་དམར་པོ་�ར་[sic.]ག@མ་9ི་བེy་(མ)，以及包括《白黑花秘訣》

(མ�ད་ད×ད་དཀར་ནག་O་ག@མ)在內各種醫學口授傳承。後來這些法門，皆由阿旺給雷倫珠傳

給了薩迦赤欽．旺督寧波。1094 

 

徐欽臨終前，欲將薩迦開山祖師的《貢噶寧波文集》(Xན་དགའ་^ིང་པོ་བཀའ་འ(མ)當中

所載，至布頓．仁欽主傳承之間的歷代悟喇名單，重新編目，寫為刻印跋文(པར་

 
1093 :ལ་\ིམས་རིན་ཆེན，〈ཆོས་¢་བའི་བ{ྡེ་:ལ་\ིམས་རིན་ཆེན་/་བོད་པའི་'ེ་བ་ཕལ་པའི་£ང་འIང་དགེ་�ིག་འMེས་མའི་ལས་!ི་ལམ་ག་ཕན་:ན་/་འཛ�ངས་པར་བདེ་Lག་གི་ལོ་འདབ་

/ས་!ི་�ལ་མོས་རི་མོས་%་བnར་བ་བ&གས་སོ།།〉p. 869. 
1094 成列仁青(འ2ིན་ལས་རིན་ཆེན)，《薩迦譜》(ས་'འི་ག/ང་རབས་ངོ་མཚར་རིན་ཆེན་=ན་འཕེལ)，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頁 45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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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ང) ，後來他將此事責成阿旺給雷倫珠辦理。1095此類事務，一般都由德格家族的

專屬文職人員負責，可見，阿旺給雷羅珠不僅是徐欽的主要弟子、薩迦派法門的

繼承者，也在徐欽的晚年承擔了他的部分文職，是當時在德格轄境與薩迦派內都

頗為重要的人物。 

 

阿旺給雷羅珠向薩迦赤欽．旺督寧波傳法一事，尤其體現出 18世紀下半葉

後，德格在薩迦派內部的代表性。直到 18世紀上半葉，由於法王丹巴澤仁的大

力推動，才將薩迦派較為主要的、不輕易傳授與外人的密宗法門傳入德格，其中

便包括《喜金剛》、《金法》。如第四章所述，由密宗傳法活動建立起的誓言關係，

在政教菁英的網絡中扮演著極強的人際鍵結力量，其中尤以無上密宗的師徒關係

最為緊密。阿旺給雷羅珠向全薩迦派的領袖薩迦赤欽傳授該派最重視的無上密宗

《勝樂》與《喜金剛》，以及薩迦獨傳的《金法》，足以看出，他不僅與薩迦赤欽．

旺督寧波私人關係極為密切，並且在當時，他在薩迦派內的宗教地位十分崇隆。

一位出身多康的倫珠頂僧人，終成為薩迦赤欽的主要上師之一，這既是德格歷史

上，本地宗教菁英成為衛藏宗教上層之師的先例，也顯示出薩迦派在德格的發展，

已經臻於穩固、完整，儼然成為艾旺曲登寺之外的另一處高級僧侶的來源。 

 

徐欽在世時，除了為德格家族、頂戈級頭人家族主持法事，傳授薩迦派法門

之外，也為其他宗派的宗教菁英傳法。例如，佐欽寺的轉世化身們都會向他請求

密宗的灌頂；嘉絨的寧瑪派高僧文珠(�་རོང་དབོན་vལ)去世後，人們也要求徐欽撰寫祈

禱迅速轉世的祈願文。1096 

 

此外，如前文所述，1787 年即位的第 9 任法王貢珠德噶桑波也拜阿旺給雷

羅珠為悟喇。由此可見，徐欽叔侄在 18世紀下半葉的影響力除了擴展到薩迦昆

氏家族，在德格境內更是不再是單純的文職僧侶或儀式僧侶，而是德格王的上師，

影，對薩迦派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三、20世紀上半葉寧瑪與非俄爾支派支派菁英在薩迦

派發展方面扮演的角色 

 

如同寧瑪派的發展，自蔣揚欽哲旺波出現以後，德格的薩迦菁英以及宗派發

展的脈絡，完全以他為核心，每一位來自艾旺曲登寺的高僧，都與他有師徒關係。

到了 19世紀末，來自佐欽寺的堪布賢噶，在結古和德格建立佛學院，廣收弟子，

在賢噶與欽哲曲吉羅珠二人的努力下，德格成為 20世紀薩迦派發展的中心，今

日的薩迦派的學者，可說全部來自德格。 

 
1095 :ལ་\ིམས་རིན་ཆེན，〈ཆོས་¢་བའི་བ{ྡེ་:ལ་\ིམས་རིན་ཆེན་/་བོད་པའི་'ེ་བ་ཕལ་པའི་£ང་འIང་དགེ་�ིག་འMེས་མའི་ལས་!ི་ལམ་ག་ཕན་:ན་/་འཛ�ངས་པར་བདེ་Lག་གི་ལོ་འདབ་

/ས་!ི་�ལ་མོས་རི་མོས་%་བnར་བ་བ&གས་སོ།།〉p. 819. 
1096 Ibid, p. 8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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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哲旺波在世時，按照俄爾巴的規定，並未傳授出家戒（傳統上，俄爾寺僧

人必須要到艾旺曲登寺，從俄爾堪欽處受戒），到了他的轉世欽哲曲吉羅珠時，

則為上千人受戒出家。1097 

 

第 53任俄爾堪欽．遍康堪欽．阿旺丹貝羅珠曾任德格悟喇；第 54任俄爾堪

欽．塔澤．向巴貢噶丹貝堅贊(ངོར་མཁན་ཆེན་ ༥༤ �མས་པ་Xན་དགའ་བ�ན་པའི་�ལ་མཚན，1829-1870)。他

們二位都是曾訪問的德格俄爾堪欽。 

 

本洛．阿旺雷祝(དཔོན་aོབ་ངག་དབང་ལེགས་=བ 1811-?)於 1853年來到德格弘法，是一位俄

爾巴．本洛(ངོར་པ་དཔོན་¦བོ)1098。他在今日更慶鎮重建扎瑪寺(èé་མ་དགོན)，並成為蔣揚欽哲

旺波的上師之一。1099 

 

另一位俄爾巴．本洛，則是蔣揚羅德旺波，他在 1874年受第 11代德格法王

企美達貝多吉邀請到德格主持倫珠頂，隨即拜欽哲旺波、工珠等當地各宗派菁英

為師，成為 19世紀末德格轄境內薩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蔣揚羅德旺波的

協助下，欽哲旺波才得以順利完成薩迦派至今仍最為重視的密法叢書《成就法總

集》(�བ་ཐབས་Xན་བRས)之編輯工作。1100 

 

出身自玉樹結古的俄爾支派高僧噶敦．阿旺雷巴(�་�ོན་ངག་དབང་ལེགས་པ，1867-1941)

是另一位來自外地、卻對德格薩迦派影響甚鉅者。他是第 53任俄爾堪欽．阿旺

丹貝羅珠的主要弟子， 

 

佐欽寺的堪布賢噶(མཁན་པོ་གཞན་དགའ，1871-1927)對於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薩

迦派發展也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在他的建議下，噶喇嘛．蔣揚曲吉堅贊(�་�་མ་འཇམ་

ད�ངས་ཆོས་6ི་�ལ་མཚན，1870-1940)1101將薩迦派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果讓巴．索南僧

格──的著作全集刻印流通。此外，堪布賢噶也與蔣揚羅德旺波齊力於玉樹的俄爾

支派第二大分寺──結古寺，成立結古佛學院(�་)ེ་དF་མདོའི་བཤད་±)，並由堪布賢噶擔任

第一任堪布法台。1102 

 
1097  訪談文字稿，〈與烏金督佳仁波切〈Orgyen Tobgyal〉問答 主題：宗薩欽哲仁波切〉，臺北：

悉達多本願會，2015，頁 7。（電子版，格式：pdf file） 
1098 本洛的頭銜，是俄爾支派封贈給擁有極高佛學素養與修行造詣、但不具有傳統法位繼承資格

者的頭銜（不屬於俄爾寺的喇章，而是自外地赴艾旺曲登求學的僧人）。他們雖然不是俄爾

堪欽，但在法脈傳承的重要性卻不亞於俄爾堪欽們，甚至是堪欽們的師長。擁有俄爾巴‧本

洛頭銜者，似乎有職責要到外地弘法。 
1099 མ�ེན་བ�ེའི་དབང་པ，ོ〈འཇམ་མགོན་1་མ་ངག་དབང་ལེགས་Fབ་!ི་"མ་ཐར་གསོལ་འདེབས་Gིན་ºབས་¤ར་འབེབས།〉in མ�ེན་བ�ེའི་དབང་པ，ོ《འཇམ་དGངས་མ�ེན་བ�ེའི་

དབང་པོའི་བཀའ་འ*མ་》པོད་༼ཀ༽པ། (Vol. 1), dོང་གསར་ཤིང་པར་ (reproduced), Gangtok: Gonpo Tseten, 1977-1980, pp. 

358-359. 
1100 麥波，2002，頁 320-324。 
1101 通常稱為喇嘛蔣嘉(1་མ་འཇམ་�ལ)或堪布蔣嘉(མཁན་པོ་འཇམ་�ལ)。 
1102 旦增‧龍多尼瑪，頁 311, 44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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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6任俄爾堪欽．阿旺羅珠賢遍寧波在德格遇到了堪布賢噶，賢噶對他缺

乏佛學訓練卻必須為經濟奔忙感到惋惜，遂收他為徒。1103 

 

欽哲旺波在世時，曾交代工珠必須親自辦理在宗薩的康榭(ཁམས་�ེ)成立佛堂的

事宜。據說欽哲旺波曾授記將來康榭會出現許多學者，於是欽哲曲吉羅珠便在

1917年，在堪布賢噶的協助下開辦了宗薩康榭佛學院(ཁམས་�ེའི་བཤད་±)，同樣由堪布賢

噶擔任第一任堪布法台。堪布賢噶以後，他的弟子──同時也是噶敦．阿旺雷巴弟

子的當地薩迦派汪堆寺(དབོན་�ོན་དགོན)僧人汪堆．欽饒俄色(དབོན་�ོན་མ4ེན་རབ་འོད་ཟེར，1889-

1959?)、噶喇嘛．堪布蔣嘉──先後繼任為該寺的第 2、3任的堪布法台。1104欽饒

俄色和堪布蔣嘉都是欽哲旺波、米旁、蔣揚羅德旺波、阿旺羅珠賢遍寧波的弟子，

遍學各宗派，於 20世紀上半葉的德格宗教格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原來更慶寺在 18世紀上半葉，便在第 10代德格法王策旺多吉仁增邀請下，

由協慶寺文珠．局美圖多南嘉（ཞེ་ཆེན་དབོན་vལ་འ[ར་མེད་མ.་�ོབས་Mམ་�ལ་ 也稱為蔣揚杰被羅珠

[འཇམ་ད�ངས་ད9ེས་པའི་�ོ་Yོས] 1787-?）主持，創立了德格轄境內首座佛學院──澤普札西饒丹

林(མཛ+ས་�་བn་ཤིས་རབ་བ?ན་Eིང)。但其後該佛學院的發展卻不得而知了。堪布欽饒俄色從宗

薩康榭佛學院卸任後，按照八邦．司徒的意思，在八邦寺佛學院任教 7年。到了

1954年，在德格甲姆．降央伯姆與夏格倉家族集資下，重新在倫珠頂恢復了佛學

院──並在 1955 年將堪布欽饒俄色請至倫珠頂恢復佛學院，講學至 1957 年。之

後，堪布欽饒俄色於入獄後不久便圓寂。1105  

 

堪布蔣嘉除了按照堪布賢噶的意思刻印《果讓巴全集》之外，還是著恢復

該全集的口傳傳統(bང་2ན)，對於推廣薩迦派的顯宗思想方面貢獻卓著。他在德格

傳了幾次的《道果》，並致力於講學。1106 

 

由圖 6-2可見，在 19世紀末，薩迦派的宗教權威仍仰賴德格境外的宗教知

識與教權的輸入，包括了一貫的俄爾寺高僧，以及後來來自理塘的俄爾分寺高

僧。其中最關鍵者，是出身寧瑪背景的堪布賢噶，以及宗薩蔣揚欽哲的轉世與

弟子們，將其源於寧瑪派的宗教思想與功修傳入薩迦派，使得一時之間，薩迦

的菁英們普遍地成為寧瑪派的信仰者，使得過去由俄爾派高僧們所樹立、具有

相當獨立性的宗派法門實踐，退居次要位置。此外，也由於薩迦派的高僧們開

始學習由工珠編纂的《大寶伏藏》等寧瑪派、噶舉派法門，使得德格轄境內的

 
1103 མཁན་Iབ་བ ན་Dིང་པོ，頁 236。 
1104 མཁན་ཆེན་=ན་དགའ་དབང་�ག，〈dོང་གསར་ཁམས་Gེའི་བཤད་Ë་ཆེན་མོའི་ལོ་cས་དང་མཁན་རབས་!ི་sོགས་བ�ོད་བཅས་བ&གས་སོ།།〉in  མཁན་ཆེན་=ན་དགའ་དབང་

�ག，《མཁན་ཆེན་=ན་དགའ་དབང་�ག་གི་ག%ང་འ*མ་》Vol. 2, pp. 402-404, 408-413。 
1105 མཁན་ཆེན་=ན་དགའ་དབང་�ག，頁 411；མཁན་པོ་,ལ་Qན་ཚ�་རིང，頁 236-237。 
1106 མཁན་ཆེན་=ན་དགའ་དབང་�ག，頁 41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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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宗派交流更加頻繁，過去分為「寧瑪-噶舉」與「薩迦」兩邊的菁英團體，

由於新入加了薩迦派的高層宗教菁英，加上王室的支持，使得德格宗教菁英的

網絡完全成為「實際上以寧瑪派為首」的跨宗派勢力。因此，進入 20世紀後，

德格的薩迦派不再像過去那樣具有優勢，成為依附在寧瑪與噶舉之下的宗派。

薩迦派的這種發展，恰如其分地說明了當宗派發展處於高度穩定、無特殊人事

介入發展過程時，較易於失去自身獨立性的事實。 

 
 

 

ཟ   53任俄爾堪欽． 

阿旺貢噶丹貝羅珠 

  宗薩．蔣揚欽哲旺波

66任俄爾堪欽． 

阿旺羅珠賢遍寧波 

 

   

噶敦．阿旺雷巴
 俄爾．本洛．蔣揚羅德旺波

  
 

堪布賢
噶 

     德格堪布．桑丹羅珠

      理塘．德頌安江． 

蔣揚丹貝堅贊 

宗薩．欽哲曲吉羅珠

 



 39任薩迦赤

欽． 

札旭赤列仁欽 

康謝堪布． 

汪堆．欽饒 

噶喇嘛．康謝堪布．

蔣揚曲吉堅贊 

理塘． 

德頌珠古． 

貢噶丹貝尼瑪 

堪布阿貝  

    

 

  



 41任薩迦法王．

阿旺貢噶帖欽班跋

 

 
 非俄爾支派體系 → 師承關係 外地人德格本地人 外地人外地

人

圖 6-2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中葉德格轄境與外地的薩迦派菁英主要師承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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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中心與邊陲：噶瑪噶舉、苯波與格

魯派在德格的發展 

 

從前文可知，德格境內的宗派樣貌，主要是由德格家族與薩迦派、寧瑪派

菁英們互動交織而成的。本節要討論，則是其他處與相對變陲地位的宗派：包

括受到保護但獨立發展的噶瑪噶舉派，以及在轄境邊緣地帶，不受王室資助，

僅由地方頭人支持的格魯派及雍仲苯教的發展情形。 

 

一、被保護的八邦寺與未受特殊扶持的噶瑪噶舉派 

 

司徒班欽出生在德格轄境德龍四大農場的阿達絨農場(ཨ་ཏ་རོང)。第八世夏瑪巴

認證他為第七世司徒的轉世化身，按照慣例，要他迎回噶瑪寺。然而，德格王丹

巴澤仁表示：「此位化身是花朵飄落處的有緣本尊，將不會送往他處，我將在自

己的領地內建寺［供他安居］。」因此，噶瑪寺最終沒將他迎回。不僅如此，他

還與德格王建立了供施關係，開啟了司徒世系在德格轄內的政教影響。1107自建

寺以來，噶瑪巴，便以楚布寺、噶瑪寺與八邦寺為主要巡迴學法、弘法的據點。 

 

如第一章所述，當蒙古諸部在衛藏地區藉著宗派隔閡進行軍事行動時，噶瑪

噶舉最終成為失勢的一方而避難麗江。在 18世紀以前，噶瑪噶舉派在多康最具

實力的施主、同盟與軍事後援，便是長期與夏瑪巴建立供施關係、後來營救第十

世噶瑪巴為主的麗江木氏家族。因此，即使在八邦寺成立之後，司徒班欽也並沒

有立即將八邦寺視為發展據點仍然十分急切地要前往麗江，參與包括寺院的興建、

開光以及制定清規等的宗教事務。1108  

 

同樣地，德格王室雖然將八邦寺奉為所有悟喇之首，該寺在丹巴澤仁的支持

下興建，在地理位置看來亦是所有悟喇寺院中離倫珠頂最近的寺院。然而，但除

了表面上的優禮之外，德格王室與噶瑪噶舉的關係似乎並不密切。做為受到保護

與尊崇的宗派，八邦寺與噶舉派在德格的發展，與德格境內的以寧瑪與薩迦為宗

派格局主要脈絡的發展過程，形成了近乎平行的發展樣態。 

 

不僅如此，八邦寺的宗派色彩亦相當鮮明：噶舉與寧瑪兼具，以噶舉為主，

與薩迦派則無甚往來。即使是司徒班欽與徐欽同為德格王室服務的時期，二人也

沒有深入的宗教交流；根據《徐欽自傳》，做為 18世紀德格本地最重要的薩迦派

 
1107 通拉澤翁、楊建吾，頁 37-38；噶瑪降村(ཀy་�ལ་མཚན)編著，2007，頁 541。 
1108 Karl Debreczeny, “Si tu Paṇ chen’s Artistic Legacy in ’Jang”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 2013, pp. 201-206, 212-215, 23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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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侶，徐欽僅在司徒班欽處接受了包括通常也會傳給大眾的長壽灌頂和少數小規

模的灌頂與口傳之外，並無密切的師徒關係；《司徒班欽自傳》臚列的司徒班欽

弟子名單長達三藏頁，逾 1,500 字，亦未將徐欽或任何薩迦派高僧錄入。後來的

歷代司徒的師徒名單中，除了宗薩寺的欽哲轉世之外，也都不見薩迦派的菁英入

列。 

 

（一） 噶瑪噶舉核心宗教菁英的東移 

 

如第二章第四節所述，噶瑪巴、司徒此二轉世世系的屬地性格十分明顯，尤

其司徒轉世世系建立至今，轉世幾乎完全離不開多康；而八邦寺成立後，旋將轉

世世系、家族關係、地緣關係整合成該寺教權傳承的模式（以司徒為首，歷代文

珠輔佐），除了可能借鑑自周邊的其他寺院（正值十三代仲巴的噶陀寺，以及甫

成立不久的白玉寺），也可能是來自 16世紀噶瑪寺的法台從家族傳承轉向轉世制

度的直接延續。 

 

至 18世紀上半葉八邦寺建立以後，歷代八邦．司徒在該宗派內部的地位漸

增，也使得該宗派在多康地區的權力核心，由噶瑪寺轉向德格的八邦，在八邦逐

漸模塑出噶瑪噶舉內部「噶瑪巴－大司徒雙領袖」宗教權威格局。 

 

以下謹就轉世化身東移與司徒地位提升二事進行說明。 

 

轉世化身出生地東移的傾向 

 

18 世紀以後，噶瑪噶舉的幾個主要轉世化身陸續出生於多康，或者受學於

多康宗教菁英。例如司徒班欽圓寂後的噶瑪巴，皆出生德格轄境內：在第十四世

噶瑪巴．帖秋多吉(ཀH་པ་ ༡༤ ཐེག་མཆོག་mོ་Vེ，1798/1799-1868/1869)出生於德格玉龍，第十

五世噶瑪巴．喀恰多吉(ཀH་པ་ ༡༥ མཁའ་4བ་mོ་Vེ，1870/1871-1921/1922)生於、第十六世噶

瑪巴．讓炯日貝多吉(ཀH་པ་ ༡༦ རང་Dང་རགི་པའི་mོ་Vེ，1924-1981)皆出生於鄧柯。 

 

第八世楚布．嘉察．曲貝桑波(མ�ར་�་གཽ་ ¡ི་�ལ་ཚབ་ ༨ ཆསོ་དཔལ་བཟང་པ，ོ1754-1805)出生於麗

江，鄰近木氏官寨，由司徒班欽與第十三世噶瑪巴認定，在司徒班欽圓寂後，承

擔起在多康地區弘揚噶瑪噶舉法門的責任；1109第七世乃朗．巴沃．祖拉噶瓦（གནས་

ནང་དཔའ་བོ་ ༧ གWག་ལག་དགའ་བ，1718-1782，又稱為噶威桑波[དགའ་བའི་བཟང་པོ]）出生於德格，屬於

噶瑪拔希的文波家族，司徒班欽前往衛區時，為他授了比丘戒，他也視司徒班欽

為最重要的上師；第八世乃朗．巴沃．祖拉曲嘉(གནས་ནང་དཔའ་བོ་ ༨ གWག་ལག་ཆོས་�ལ，1785-

1839) 出生於德格玉龍，為第九世八邦．司徒．貝瑪寧杰旺波(པMྨ་ཉིན་�ེད་དབང་པོ，1774-

 
1109 1་མ་ཚ�་དབང，pp.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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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之幼弟，自幼由第十三世噶瑪巴主持坐床，並將噶瑪巴、司徒以及嘉旺竹巴

（�ལ་དབང་འuག་པ་竹巴噶舉領袖）視為主要的上師。1110 

 

噶瑪巴與司徒：八邦寺在噶瑪噶舉內部地位的不斷鞏固 

 

如緒論所述，宗教菁英在衛藏、多麥、多康三區的流動，是一種由來已久的

宗教知識與文化傳播模式，自從第十世噶瑪巴與其門生避難麗江以來，以多康為

主要據點、頻繁往來多康與衛藏的巡迴弘法模式，乃成為後來歷代噶瑪巴傳播佛

法的形式。這種巡迴弘法的模式，強化了噶瑪噶舉內部菁英的互動，但弱化了與

寺院所屬地區的地緣關係，這一特性也說明了八邦寺在德格轄境內顯著宗派獨立

特色的原因之一。 

 

從第一世開始，歷代司徒都與歷代噶瑪巴、夏瑪巴轉世化身系統有著密切的

宗教往來，第二至六世的司徒都是由噶瑪巴認證，而第三世司徒認證了第八世噶

瑪巴，第四世司徒則認證了第九世噶瑪巴。在第八世以前，歷代司徒的主要或活

動場所為楚布寺與噶瑪寺。1111 

 

第七世噶瑪巴．曲札嘉措曾說第三世司徒．札西班就 (སི་R་ ༣ བn་ཤིས་དཔལ་འ�རོ，1498-

1541)是自己的化身，因此師徒二人無別，於是司徒在噶瑪噶舉內部的地位遂逐

漸升高。第九世噶瑪巴也做了這樣的宣示，並賜給第五世司徒．曲吉堅贊給雷巴

桑波(སི་R་ ༥ ཆོས་6ི་�ལ་མཚན་དགེ་ལེགས་དཔལ་བཟང་པོ། b.1560/1586 - d.1632/1657)一頂紅寶石禮冠做為

象徵；第十二世噶瑪巴則頒贈證書以及晶印等禮品給司徒班欽，以代表司徒為「第

二夏瑪巴」的地位。至夏瑪巴遭到禁止轉世，司徒便正式成為夏瑪巴的代表：到

了 20世紀上半葉，當德格的人們提到紅帽法王時，所稱的已不再是夏瑪巴，而

是司徒。1112 

 

此外，司徒班欽是第十二、十三世噶瑪巴最重要的上師。第九世司徒．貝瑪

寧杰旺波出生在德格轄境玉龍，他在十三世噶瑪巴處受戒出家，並以噶瑪巴為主

要上師；十三世噶瑪巴將九世司徒視為傳人，第十四世噶瑪巴則以九世司徒為最

重要的上師。九世司徒擴張了司徒班欽時期的影響力，恢復西自阿里、東至漢地

的噶瑪噶舉寺院，包括由德格往南至麗江、往北至果洛與蒙古人居住地區（青海

一帶），當時號稱噶瑪噶舉的分寺達 180 座。雖然他對中興噶瑪噶舉的功業可與

司徒班欽相媲美，但主要弟子仍以德格轄境內的菁英為主，包括：嘉旺竹巴、幼

 
1110 不著撰人，《དཔལ་བོ་ག<ན་ལག་¢་བའི་དབང་�ག་གི་མཛད་"མ་Dིང་བLས་》Dharamsala: Drophen Tsuklal Petunkhang, 

2010, pp. 70-72. 
1111 房建昌，〈噶瑪噶舉派的司徒活佛世系與八蚌寺〉，《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2)，

頁 32。 
1112 འཇམ་དGངས་ཆོས་!ི་�ལ་མཚན，〈xའི་སི་B་པ�ྨའི་Oགས་Qན་དང་པོ་�ེ་པ�ྨ་ཉིན་Gེད་དབང་པོའི་བཀའ་འ*མ་8ི་དཀར་ཆག་ཡིད་འ2ོག་བ/ད་�ིའི་གཏེར་མཛ3ད།〉收

入：པ�ྨ་ཉིན་Gེད་དབང་པོ，《སི་B་པ�ྨ་ཉིན་Gེད་!ི་བཀའ་འ*མ།》པོད་༼Íྃ༽པ།（八邦寺內部流通）2006, folio 2b-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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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乃朗．巴沃、朱倭珠古、工珠與欽哲旺波。11131838年，工珠將十四世噶瑪巴

請至八邦學習聲明學（jའི་རིག་པ་ 關於藏文構詞、文法與詩學的學問），隔年噶瑪巴

則在該寺主持法會，傳授密法，此為噶瑪巴與八邦寺在學術與宗教傳承方面往來

的一隅。當九世司徒圓寂後，十四世噶瑪巴也非常慎重地主持圓寂後事的辦理事

宜。1114 

 

第十世司徒．貝瑪貢桑(སི་R་ ༡༠ པ�ྨ་Xན་བཟང，1854-1885)出生於羌塘，由第十四世

噶瑪巴認定、主持坐床。他主要師從欽哲旺波、工珠與八邦寺的堪欽札西俄色(མཁན་

ཆེན་བn་ཤིས་འོད་ཟེར)。1115他也多次往來衛藏，但在他出生前，工珠就已經是八邦寺最主

要的傳法者與管理者，所以他不在寺院的期間，寺務與教務並未產生太大的影響。 

 

由於前文所述與八邦．文珠的糾紛，工珠於 1874-1887年間，除非特別情形，

幾乎不再回八邦。在此期間，他主要受邀在外地弘法，或在八邦靜修院與宗薩居

住。此期間，經歷了第十世司徒的圓寂與尋訪轉世的過程。但從《工珠自傳》看

來，這些事務他都並未參與。第十五世噶瑪巴與欽哲、工珠、秋居德欽林巴等多

康宗教菁英關係十分密切，在十世司徒圓寂後，特別來到八邦寺處理圓寂事宜，

並在此居住兩年，主持第十一世司徒．貝瑪旺秋嘉波的認定工作。第十一世司徒

成長於漢藏關係最緊繃的 20世紀初，他運用自己的手腕，盡可能地保全了寧瑪

派與薩迦派的寺院，並且在佐欽堪布賢噶的協助下，徹底地學習寧瑪派宗義，並

成立了八邦佛學院及印經院，擴大了寺院的建築規模與經濟來源。1116 

 

八邦寺佛學院的開辦，寧瑪派佐欽寺學者們詮釋經典風向的延續，而真正凸

顯噶瑪噶舉宗派特點者，闕為印經院的成立。十二世司徒所寫的〈已完成之八邦

復刻古籍目錄〉(དཔལ་¤ངས་དཔེ་gིང་གསར་�་བÈན་ཟིན་9ི་དཀར་ཆག)中，詳細紀錄了 20世紀上半葉該印

經院的刻版經典名單，從中可以發現，當時刻印的經典，除了岡波巴與司徒班欽

的文集之外，主要是能凸顯 19世紀八邦寺宗派發展特點的文集，例如《第十五

世噶瑪巴文集》、《大寶伏藏》、《噶舉密咒藏》、《教誡寶藏》、《周遍所知》、《廣大

教言藏》等。1117這些文集與叢書雖然對 19世紀的德格宗教圖景影響甚鉅，但卻

並未由德格印經院刻印。 

 

至 19世紀下半葉到 20世紀上半葉，在這一世紀左右的時期，由於工珠．雲

丹嘉措桃李滿門，其所構築的菁英網絡遍佈整個噶瑪噶舉，話語權威已臻巔峰，

正是因為他的影響力如此之鉅，八邦寺在該宗派的地位，儼然超過傳統祖庭楚布寺。 

 
1113 འཇམ་དGངས་ཆོས་!ི་�ལ་མཚན，folio 7a-9b. 
1114 6གས་པ་ཡོངས་འ/ས，pp. 111-114. 
1115 འཇམ་དGངས་ཆོས་!ི་�ལ་མཚན，folio 11a-11b. 
1116 Ibid,，folio 15b-17b. 
1117 པ�ྣ་དོན་ཡོད་ཉིན་Gེད，《དཔལ་�ངས་དཔེ་�ིང་གསར་/་བhན་ཟིན་8ི་དཀར་ཆག་rང་Gེད་ཉི་�འི་�ོན་མེ་》Upper Bhattu Dist. Kangra H. P.: 

Dpal-Spung-Gsung-Rab-Nyams-Gso-Khang,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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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六世噶瑪巴與八邦寺 

 

至 19世紀末，德格王家族勢弱，各地頭人大有勢過於主的權威。轄境北區

的政治菁英以鄧柯七森本影響力最大。七部之中，又以霍爾廓的阿都倉（ཧོར་ཁོག་ཨ་

�ག་ཚང/ཨ་.བ་ཚང་ 也譯為阿圖倉）與頂果倉（也譯為定科倉，屬地跨金沙江兩岸，以西

岸為主）最強，皆為頂戈級頭人，頂果倉還有出任相子的歷史；七森本中的正通

倉(�ན་ཁོག་ཚང)家族，也為頂戈級頭人，也稱為正通代表(�ན་ཁོག་_་ཚབ)，轄地皆歸八邦寺

屬地，由八邦寺派至該地，與噶瑪噶舉往來密切，政務通行須經八邦寺同意。1118 

 

如同第三章所言，到了 19世紀末，德格王權愈發衰弱，頭人的影響力提高。

噶瑪噶舉派的最高位階宗教菁英為噶瑪巴，其第十六世轉世化身讓炯若貝多吉，

便出生於鄧柯七森本之首的阿都倉家中，其父即為德格家族的義子策旺彭措，在

德格政治舞台上曾擔任要角。到了 20世紀初，以及八邦寺在噶瑪噶舉派內部的

支配權已臻頂點，掌握著包括噶瑪巴的身分與養成教育；德格轄境內各地頭人對

政治的影響力，則遠遠凌駕了宗教菁英們。噶瑪巴的認定與教育選擇，便凸顯出

上述政教菁英們在 20世紀上半葉的角色。 

 

第十五世噶瑪巴在圓寂前便曾二度交代，將來希望出生於鄧柯的頂果倉或

阿都倉家族，並將尋找轉世化身的指示交代給與德格、囊謙皆極親善的弟子；迨

其圓寂後，擁有轉世化身指示文件的弟子們並未向甘丹頗章提供資訊，甘丹頗章

政府遂早於噶瑪巴的主要駐錫寺院楚布寺一步發出官方聲明，認證一位拉薩官員

的兒子為轉世，並得到達賴的確認信；然而，後來該男童意外早亡，隨後甘丹頗

章要求楚布寺提供至少包括三名候選人的轉世者可能名單，但當時代理楚布寺務

的八邦欽哲，竟將阿都倉家族三公子的名字分寫為 3種異名，使得該孩童被確認

為噶瑪巴。1119八邦欽哲此舉，無疑扮演著噶瑪噶舉最高決策者的角色，貫徹八邦

寺方面在此事上的主導地位，由多康宗教菁英決定了噶瑪巴的身分，排除了衛藏

力量的影響。 

 

延續著十五世噶瑪巴往來楚布寺與多康的模式，第十六世噶瑪巴從被認證

時起，便完全身處於以德格為首的宗教菁英圈子裡成長，接受以八邦寺為主的宗

教教育：1930、1931年，八邦司徒與八邦欽哲分別在鄧柯見了噶瑪巴，確定了他

的轉世身分，此後，噶瑪巴於 1931年前往德格會見德格王澤旺鄧登，並在八邦

寺由八邦司徒為其主持坐床典禮；在巡迴了德格與囊謙之後，他於同年返回楚布

寺，再度由八邦司徒主持坐床。1935-1936年，他在巡迴囊謙與昌都之後，正式

 
1118 雲杰，頁 5-6。 
1119 Tulku Ugyen Rinpoche, pp. 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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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八邦求法，停留至 1940年冬天啟程返回楚布。1120這時期，八邦司徒主導了

噶瑪巴的教育安排，他先後安排了囊謙伏藏師秋居德欽林巴的外孫、倉薩家族的

桑丹嘉措(བསམ་གཏན་�་མཚ ་ )及八邦欽哲負責。然而，由於八邦欽哲的教學過於嚴格，噶

瑪巴的父親策旺彭措遂威脅八邦司徒，要將噶瑪巴帶離八邦，回到鄧柯，於是，

在阿都倉家族的堅持下，噶瑪巴的親教師(ཡོངས་འཛ]ན)換成了囊謙蘇爾莽寺的丹珠仁

波切($ར་མང་བ�ན་vལ་རིན་པོ་ཆེ，circa 19th-20th)。1121 

 

1940-1954年間，噶瑪巴都留在衛藏，來自多康的宗教菁英──蘇爾莽．丹珠、

八邦．司徒、八邦．工珠──則先後前往楚布寺，為他傳授 19世紀廣泛流傳於德

格的法門，包括：秋居林巴的伏藏，工珠．雲丹嘉措的著作以及《大寶伏藏》。

直到 1955年上半年，噶瑪巴才再度短暫造訪八邦寺，為其認定的第十二世八邦．

司徒．貝瑪敦悅寧杰（དཔལ་¤ངས་སི་R་ ༡༢ པ�ྨ་དོན་ཡོད་ཉིད་�ེད，1954至今）主持坐床典禮。典禮

當時，澤旺鄧登之子鄔金夏也出席了。1122（過去支持鄔金夏執政的夏克刀登與支

持十一世八邦．司徒的降央伯姆二派此時在表面上已經言歸於好。） 

 

（三） 白利．欽哲：20 世紀出自八邦寺的新宗教菁英所代表的宗派

權力走向 

 

1950 年代，八邦寺出現了兩位源於蔣揚欽哲旺波的轉世化身，都被認定為

第二世白利欽哲(བེ་རི་མ4ེན་བ5ེ་_་:ེང་གཉིས་པ) 1123。兩位白利欽哲的認定與生涯發展，顯示出

到了 20世紀中期，八邦寺與噶瑪噶舉宗派在德格轄境內外的發展，出現了一種

「權力源於德格，發展卻完全置外於德格」的勢力運作模式。 

 

八邦寺的第一世白利欽哲．噶瑪蔣揚欽哲俄色(དཔལ་¤ངས་བེ་རི་མ4ེན་བ5ེ་ ༡ ཀH་འཇམ་ད�ངས་

མ4ེན་བ5ེའི་འོད་ཟེར，1896-1945)出生於霍爾朱倭的哲雪(zེ་ཤོད)地區，父親為白利王．貢波敦

督(མགོན་པོ་བ�ད་འ�ལ，circa 19th )，由工珠．雲丹嘉措認證為宗薩．蔣揚欽哲旺波 5位主

要轉世化身當中的語化身他的宗教養成教育是在八邦寺完成的，所以稱為八邦欽

哲，為欽哲轉世化身系統的第二世；又由於他出生於霍爾白利家族，所以也稱為

第一世白利欽哲。白利欽哲的主要上師為第十五世噶瑪巴．卡恰多吉，曾在圓寂

後代管楚布寺務，並擔任第十六世噶瑪巴．讓炯日貝多吉的上師之一，後於 1945

年圓寂。1124 

 
1120 堪布卡塔仁波切講述，比丘尼洛卓拉嫫譯，《上師之師──歷代大寶法王噶瑪巴的轉世傳

奇》新北市：眾生文化，2016，頁 353-366。 
1121 Tulku Ugyen Rinpoche, pp. 188-190. 
1122 堪布卡塔仁波切講述，比丘尼洛卓拉嫫譯，頁 366-379。 
1123 藏文文獻中有時將白利拚寫為 བེ་_་(be-ru)，讀音為貝如，因此現今白利欽哲多被稱為貝如欽

哲或貝魯欽哲。 
1124 @་ཀy་དོན་Fབ་Wན་ཚ3གས་ 主編，《ཁམས་@ོམ་�ེ་ནང་ཆེན་པའི་དགོན་ཁག་"མས་!ི་.ང་བ་>ོགས་བ�ིགས་རིན་ཆེན་�ོམ་བ�་འGེད་པའི་དེབ་ཐེར་གསེར་8ི་Qེ་མིག་》玉樹：

囊謙縣政協文史辦公室，1997/1999?，頁 267-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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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邦欽哲圓寂後，不丹國師堪欽噶瑪祝局(མཁན་ཆེན་ཀH་�བ་བ2ད，circa 20th)、前世八

邦欽哲的侍者兼弟子陳江（Oན་ཅང་。據藏文音譯。此人為漢族）二人，分別按照夢

境與前世八邦欽哲生前曾向不丹本塘((མ་ཐང)地方人士札旭彭措旺堆(�ག་eལ་�ན་ཚ གས་

དབང་འ�ས，circa 20th)說過很快再見的一席話，認定生於 1946 年的札旭彭措旺堆之

子為八邦欽哲之轉世化身，在拉薩大昭寺掣籤(བ?ག་བjིལ་ད»ག་པ)後，隨即呈報第十六世

噶瑪巴確認，稱為竹巴欽哲俄色。1951 年，由第十一世八邦司徒．貝瑪旺秋嘉

波、第二世八邦．蔣貢工珠．欽哲俄色二人主持，在楚布寺為竹巴欽哲正式坐床。

坐床之後，隨即於同年前往八邦寺學習。第十一世八邦司徒於 1952年圓寂後，

他也明確指認了第十二世司徒的轉世情形。中共入藏後，竹巴欽哲偉色返回不丹，

於 1998年圓寂。1125 

  

然而，在不丹方面請求認定之前，第十六世噶瑪巴已經認定出生於拉薩西郊

聶塘(^ེ་ཐང)的噶瑪竹居丹巴冉沛（ཀH་�བ་བ2ད་བ�ན་པ་རབ་འཕེལ，1947至今）為八邦寺的第三

世欽哲。然而，由於竹巴欽哲已經在八邦寺坐床，噶瑪巴原已不打算公告這位欽

哲轉世的身分。後來，由於囊謙地區的政治菁英家族鍾巴．北呼爾(འ%ངོ་པ་བེ་xར)的家

長札巴南嘉(Yགས་པ་Mམ་�ལ，circa 20th)為了綿延子嗣、供養僧人，在 20世紀中建了一

所達吉寺(དར་�ས་དགོན)，並親自再再請求噶瑪巴派任一位噶舉派的高僧擔任該寺負責

人，噶瑪巴遂於 1951年後告知札巴南嘉：「一般而言，大德們的身語意化現是不

可思議的。因此認定了一位東方德格八邦欽哲的再來人。這位指派到你的寺院中，

有益於佛教與眾生。」(Jིར་)ེས་(་དམ་པ་Mམས་ལ་_་ག@ང་.གས་6ི་Mམ་འ�ལ་བམས་9ིས་མི་4བ་པ་འDང་བ་བཞིན་�། ཤར་�ེ་དགེ་

དཔལ་¤ངས་མ4ེན་བ5ེའི་ཡང་"ིད་ཅིག་ངོས་འཛ]ན་�་2་ཡོད་པས། དེ་ཉིད་4ོད6ི་དགོན་པར་བ�ན་R་མངའ་གསོལ་ན་བ�ན་འYོ་ལ་�ན་ང་ོཆེ)，遂正式

為噶瑪竹居丹巴冉沛寫下認證信(ངོས་འཛ]ན་བ?གས་ཡིག)，確認其為另一位第二世八邦白利

欽哲，讓達吉寺迎回，令其擔任該寺主持(བ�ན་བདག)。1956年1126，薩迦赤欽又與噶

瑪巴聯名發布承認轉世化身的文告(མངའ་གསོལ་བཀའ་ཡིག)，並要求達吉寺將其迎回寺院，

規定接待轉世化身的規格應該比照俄爾堪欽，亦即準用悟喇的規格，使用包括傘

蓋、馬首飾品(?་ཏོག)、飛旛等儀仗。1127今日眾所皆知的白利欽哲，即是噶瑪巴所認

定者。 

 

第十六世噶瑪巴流亡海外期間，第二世白利欽哲也長期跟隨著噶瑪巴，成為

繼夏瑪巴、司徒、蔣貢工珠、嘉察巴(�ལ་ཚབ་པ)之後，噶瑪噶舉最主要的轉世化身之

一。他曾被噶瑪巴派任至紐西蘭、澳洲與奧地利，擔任噶瑪巴本人在海外的代表

之一。 

 
1125 噶瑪降村指出，該認證信是由第十二世司徒所寫，此說可能有誤，蓋 1956 年時，第十二世

司徒年僅 3歲，且據第二世白利欽哲自述，其轉世身分為噶瑪巴所認定。 
1126 轉抄的文告所載的頒布年份為土猴年(1968)。然而，此等由宗教上層發布的文告，在 1959 年

以後的藏區是不可能頒行的。因此，筆者推斷，該年應為火猴年(1956)。 
1127 @་ཀy་དོན་Fབ་Wན་ཚ3གས་ 主編，頁 269-275。“Interview: Beru Khyentse Rinpoche”, in Gentle Voice: A 

Newsletter if Siddhartha’s Intent, March 2004,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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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世白利欽哲的認定，顯示著噶瑪噶舉派內部在 19世紀時，仍有兩股分

頭勢力的發展態勢：以德格為據點的傳統八邦寺體系，還有以噶瑪巴為主、在德

格境外的宗派勢力。雖然從 18世紀以來，司徒與八邦寺在噶瑪噶舉派內部的勢

力與貢獻是不容磨滅的，然而，做為噶瑪噶舉派一向的共主，以楚布寺為主要根

據地的噶瑪巴，其話語權更是具有宗教意義的份量。因此，在第二世八邦欽哲還

在八邦寺的期間，由噶瑪巴認定的第二世白利欽哲，雖然沒有在八邦寺坐床，而

是到了囊謙主持噶瑪噶舉的教務。按照欽哲旺波多位化身的轉世邏輯，德格八邦

寺的八邦欽哲以及囊謙達吉寺的白利欽哲，都同樣屬於第一世八邦白利欽哲的轉

世化身，同為堪受高規格禮遇的德格上層宗教菁英；二者駐地不同，但彼此並無

矛盾。然而，由於白利欽哲一直未前往八邦寺，且在第十六世噶瑪巴圓寂後(1981)，

白利欽哲與第十二世司徒在噶瑪巴轉世者的認定方面出現了歧異，遂使這位轉世

身分源自八邦寺的化身，成了一位過去不能、將來也不再與八邦寺系統有聯繫的

轉世化身。 

 

至於竹巴欽哲，似乎從來未曾與噶瑪噶舉的至高權威──噶瑪巴──取得聯繫。

雖然他授記了第十二世八邦司徒出生在白玉一事，但後來認證信則是由噶瑪巴所

寫，第十二世司徒也一向都在第十六世噶瑪巴身邊學習。因此，自從竹巴欽哲返

回不丹後，便不再有與八邦系統聯繫的相關紀錄了。 

 

八邦寺的第三世蔣貢工珠圓寂後，出現了兩位轉世化身，其中受到第十七世

噶瑪巴．泰耶多吉（ཀH་པ་ ༡༧ མཐའ་ཡས་mོ་Vེ，1983至今）與第十二世夏瑪巴承認的噶瑪

明珠札巴僧給（ཀH་མི་འ[ར་Yགས་པ་སེ�ེྒ，1995至今），便是第二世白利欽哲的公子。在夏

瑪巴的安排下，請來了德格五大悟喇之一的白玉寺座主──第三世竹旺貝瑪諾布

(༧Zབ་དབང་པ�ྨ་ནོར་(，1932-2009)，在白利欽哲建於印度菩提迦耶(Bodhgaya)的噶瑪寺

(Karma Monastery/ཀH་དགོན)1128，為蔣貢工珠．噶瑪明珠札巴僧給舉行坐床儀式。由

德格的悟喇在源於八邦寺系統的重要轉世化身所建的寺院，為另一位德格悟喇的

重要轉世化身舉行坐床，此種安排的背後，強調「八邦淵源」的合法性象徵，是

難以排除的。 

 

關於八邦寺發展的小結 

 

八邦寺自成立以來，寺院體系一直是由司徒為核心的。由於夏瑪巴的轉世按

例不能尋訪，司徒在噶瑪噶舉內部的影響力遂躍升到了僅次於噶瑪噶舉的共主噶

瑪巴的位置。然而，隨著噶舉派的發展越來越向東移，宗派的教育中心也逐漸向

八邦寺傾斜，使得司徒在名義上的地位雖然略低於噶瑪巴，但卻因為與噶瑪巴互

 
1128 筆者於 2002 年前往該寺時，該寺被人們稱為德格寺(Dege Monastery/�ེ་དགེ་དགོན)，顯示出該寺

與德格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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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師徒的關係，且兩個轉世世系一直存在著如同父子之間般、一定的年齡差距，

因此這個權力跨世代對調的形式（其中一方圓寂後成為另一方的晚輩及弟子），

宗派發展的穩定性來說，是一種可以長期延續的模式，也因此強化了這一跨地域

宗派內部本身的凝聚力。 

 

與此同時，做為宗派的中心，八邦寺的地緣性菁英網絡就顯得單薄。雖然在

發展的過程中，在 19世紀中到 20世紀中這一百年內，相繼出現了工珠與白利．

欽哲這二位屬於德格本地的新興菁英，他們也掌控了教權與寺權，但在牢不可破

的「噶瑪巴－司徒雙領袖」運作規則之下，即時這些宗教新興的菁英也成為了傳

統菁英（如噶瑪巴與司徒）的上師，但由於宗派傳統的社會預設一直處於穩定狀

態，所以新興菁英們最終未能發展出宗派內的絕對新興權威。也就是說，缺乏強

烈屬地性的宗派教權經營策略，使得噶瑪噶舉菁英所面臨的社會預設相對呈現長

期穩定，內部菁英的垂直地位階序差異也隨之保持穩定──我們在薩迦俄爾支派於

德格轄境內的發展態勢中，也看到這一點，而這正是與德格境內最有活力的寧瑪

派在宗派發展形態上最大的差異所在。 

 

二、被刻意忽略的宗派：格魯派與雍仲苯教在德格的

發展 

 

格魯派與雍仲苯教雖然曾有干戈相向、彼此仇視的歷史，格魯派對雍仲苯教

包容性的不足，使得雙方看似並無交集。然而，在這兩個宗派/宗教在德格的發

展卻有著類似的命運：1. 從地理位置來說，兩者同樣在轄境北區與東北部的偏遠

地帶發展──西起雜曲卡，東至雜廓，向更東延伸至霍爾闊（甘孜），這一條橫向

地帶的共同特點為離德格王權中心倫珠頂相當遙遠；2. 從發展資源來說，二者都

缺乏德格王室的贊助，必須仰賴地方性的小規模供施關係才得以發展。 

 

以下將就上述 2種觀點，概述此二宗派/宗教在德格的發展。 

 

（一） 格魯派在多康的早期發展：霍爾十三寺與德格更沙寺 

 

格魯派究竟何時、如何傳入金沙江以東的德格、霍爾地區，卻有待重新驗證。

需要重新思考格魯傳入時間的疑點有下列數點：首先，霍爾十三寺的名單至今仍

眾說紛紜。其次，除了口傳報導之外，目前尚缺乏足夠的文獻證據，可據以說明

霍爾曲杰建起更沙寺與霍爾十三寺的具體情形，甚至在更沙寺所藏的《霍爾曲杰

傳》也沒有提及此事。唯一能肯定的，17世紀以後格魯派在多康地區才發展出系

統性的規模，並陸續成立寺院。這些寺院當中，政教影響力較大者，包括：德格

的更沙寺，甘孜的甘孜寺、大金寺，爐霍的壽靈寺、惠遠寺，以及道孚的靈雀寺，

（相關詳情，請參見附錄 C表列）這些寺院與德格的互動往來也較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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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口傳所稱霍爾十三寺的相關情況可知，這些寺院大多在霍爾闊各地（今

日甘孜縣、爐霍縣乃至道孚縣一帶）與當地政治菁英形成政教聯盟或政教合一的

運作體系，地方性色彩濃厚。它們雖然共享十三寺的名稱，但彼此之間似乎沒有

固定的往來關係；雖然十三寺各自與拉薩的三大寺有關聯，但並沒有形成祖寺與

分寺的關係，與同在多康的其他格魯派寺院也不存在子寺與母寺的聯繫，可說是

在霍爾闊地區形成了各求獨立發展的模式。霍爾十三寺的寺主，大多由轉世化身

擔任。1129 

 

甘孜寺和甘孜寺是霍爾十三寺中最早興建的，有母寺之稱。1130該寺與更沙

寺的首任法台都是由霍爾曲杰本人擔任。發展初期便按照拉薩學經制度，成立南

杰扎倉(Mམ་�ལ་±་ཚང)、法相學院(མཚན་ཉིད་±་ཚང)、密宗學院(hགས་པ་±་ཚང)，頗具規模；寺中有

9 個轉世化身世系，其中以孔薩香根(ཁང་གསར་)བས་མགོན)、扎嘎(%ག་དཀར)、仲薩(འ¥ངས་གསར)這

3 支最為著名。到了 19 世紀，該寺的權力主要掌控在霍爾孔薩家族手中，以轉

世化身孔薩香根為寺主，實行政教合一制。孔薩家族與德格家族在 19世紀下半

葉結成姻親，並與德格所屬的鄧柯大頭人阿都倉家族結親，形成權力集團。 

 

大金寺經濟實力十分雄厚，所屬商號桑督昌(བསམ་Zབ་ཚང)在康定、拉薩、印度噶

林邦皆有分號，甚至曾自行發行紙幣，在寺內與周邊寺院流通。1131東谷寺有印經

院，20世紀初多康地區大多數的格魯派木刻版經書皆出於此寺。1132 

 

爐霍的壽靈寺（ཧོར་%ག་འགོ་དགོན/%ང་འགོ་དགོན་ 也稱為霍爾章古寺、爐霍寺）成立後，很

快便受到爐霍土司真杰．策丹諾布(�ིན་Vེ་ཚ+་བ?ན་ནོར་()掌控，形成政教合一的宗教管理

體系，第五世達賴該寺也為該寺認定、選派了格倉珠古(ཀེy་ཚང་vལ་_)為該寺寺主，直

接指導了該寺教權。到了 20世紀，壽靈寺成為霍爾地區的大寺，1930-1940s年

代，甚至兼管霍爾十三寺的道孚靈雀寺、惠遠寺等名剎。1133 

 

（二） 德格王轄境內的格魯派發展 

 

 
1129 今日甘孜縣的大金寺則非如此，大金寺的法台主要是選賢制的，也常有其他地區或寺院的

高僧在此擔任法台的情形。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等編，第一冊，頁 41-

42。 
1130 甘孜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頁 395-396。 
1131 邢肅芝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頁 99；甘孜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頁 402。根據筆者

田野觀察，時至今日，霍爾闊地區的格魯派僧人仍十分善於經商。 
1132 邢肅芝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頁 97。 
1133 朗加、阿都澤呷，〈霍爾十三寺之一的爐霍靈壽寺史介〉，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

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員會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資料選編•第五輯》甘孜：中國人

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員會，出版日期不詳，頁 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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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格境內格魯派發展概況 

 

德格轄境內最早發展起來、在境內格魯派當中地位最尊的寺院為更沙寺。第

一世霍爾曲杰是更沙寺的創建者與寺主，他在世時，該寺並不屬於德格管轄。他

圓寂之後，地方首領丹增諾布(དཔོན་བ�ན་འཛ]ན་ནོར་()、阿旺澤仁(ངག་དབང་ཚ+་རིང)各擁僧俗爭奪

寺院，屢屢衝突，甚至告上官府。後來阿旺澤仁殺害丹增諾布，該地政權分裂，

各部遂投靠德格。在德格的壓力之下，阿旺澤仁逃往果洛，寺院遂歸德格王管轄。

第二世霍爾曲杰．嘎桑圖多班跋(ཧརོ་ཆོས་Vེ་ ༢ �ལ་བཟང་མ.་�ོབས་དཔལ་འབར，1747-1796)生於爐霍，

11歲(1757)時前往衛地求法，入學於哲蚌寺，並跟隨普布覺、章嘉、班禪等宗教

上層人士學習。但後來在德格方面的要求下，被迫返回更沙寺。1134可見，18世

紀中葉時，德格王對轄境的格魯派寺院是有絕對的支配權的。 

 

從朝廷的政策傾向來看，清朝自順治朝起，便特別優禮格魯派。第二次金川

戰役結束後，乾隆於 1776年在金川改苯教寺院雍仲拉頂(ག/ང་0ང་,་�ེང)為廣法寺，掌

握嘉絨地區的政教事務，以此為據點，大規模推行格魯派。朝廷向該寺派皇糧、

皇餉，並由西藏三大派來堪布，三年一任，實現推行格魯派以強化朝廷控制的政

策。該寺對於其他土司可行執法拘留之權，並盡可能地對其他宗派寺院實施改宗。
1135 

 

然而，在德格轄境的宗教格局之下，格魯派卻顯得並不受到官方支持。至 19

世紀中藏區地理名著《世界廣說》，便如此評論道：「德格的中央腹地本身並沒有

格魯派寺院(�ེ་དགེའི་སའི་ག`ང་རང་+་དགེ་Dགས་པའི་དགོན་པ་མེད)」，但在德格轄境邊陲的鄧柯、靈蔥、石

渠，以及周邊的霍爾闊地區，亦有為數不少的格魯派寺院。1136根據的末代德格宮

廷的權臣夏格．刀登的長孫夏克．企美多吉僧格(�་bོད་འཆི་མེད་cོ་)ེ་སེང་གེ)的觀察，也反映了

此一情形，他認為：多康歷史上，固始汗與格魯派聯盟的結果，不利於本地統治

者的政權穩固；在德格王看來，格魯派與政治威脅同義，因此不僅不支持格魯派

在德格的發展，甚至有意防堵該派寺院在德格治下的規模；雖然德格王也會對格

魯派佈施，但並德格家族本身幾乎未與格魯派有宗教往來。1137由此看來，在德格

王轄境內的中心格魯派寺院居於弱勢，但卻在德格的周邊形成了包圍之勢；格魯

派在此缺乏發展空間，確實與政治菁英的宗教意向相關。此外，格魯派從 18世

紀中期以後，受到清廷大力扶植，多康地區，除德格以外，格魯派的勢力都不斷

獲得強化。清廷未在德格強力推行格魯派，應該也與德格「向來恭順」有關。 

 

 
1134 དGངས་ཅན་Dེམས་པའི་ལང་ཚ3，29a-32b. 
1135 阿靖峰口述，州文史辦整理，〈大金廣法寺的點滴情況〉，四川省阿壩州政協會文史資料委員

會編印，《阿壩藏族自治州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馬爾康：四川省阿壩州政協會文史資料委

員會，頁 152-153。 
1136 四世贊普‧丹增赤列，頁 201-202。 
1137 夏格‧企美多吉僧報導（採訪時間：2016 年 5 月 4 日，地點：Bir Dege Tibetan Society, the 

State of Himachal Pradesh, India 報導人宅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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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獻出版來說，在德格印經院成立後的一個世紀裡，該印經院雖然有《第

司桑傑嘉措文集》《土觀宗派源流》(.y་བíན་ཆོས་འDང)等格魯派作者的著作，但都沒有

刊印關於格魯派宗派思想的文獻。筆者認為，箇中原因，除了與政治考量有關之

外，可能也與對薩迦派的保護相關。由於果讓巴等薩迦派祖師的著作受到甘丹頗

章官方查禁、銷毀，做為贊助薩迦派此一追隨果讓巴思想的宗派者，德格固然不

會願意以官方資源刊行格魯派經典。 

 

然而，到了 19世紀下半葉，在駐瞻代本諭令外地的果洛喇嘛蔣揚(གོ་ལོག་�་མ་འཇམ་

ད�ངས)負責雕版之下，才由德格印經院刻印了《宗喀巴文集》。1138（一說是在德格

王多吉僧格時期刊印的） 

 

因此，格魯派在德格受到官方刻意忽視，應非臆測。 

 

德格王轄境內的格魯派寺院，在今日德格縣境內只有雜廓的 4所，包括更沙

寺與年格寺（ཉ་མགོ་དགོན་屬於霍爾十三寺之一，興建時間早於更沙寺，但由霍爾曲杰

於 17世紀下半葉重修），以及 19世紀下半葉才成立的杜沙寺(�ད་གསར་དགོན)、崩東寺

(Qང་ཐང་དགོན)，其他十餘所寺院均在今日石渠縣的色須草原1139上。雜廓與色須的格魯

派寺院群體並無師承與從屬關係，彼此亦無外部互動，形成十分明顯、各自群聚

互動的地緣特點。 

 
2. 雜廓地區的格魯派發展 

 

雜廓的 4所寺院中，各寺之間雖無明顯的從屬關係，但皆與霍爾曲杰及其轉

世有聯繫，因此筆者推測各寺在涉外事務方面，應是以霍爾曲杰法座所在地更沙

寺為依歸的。更沙寺與年格寺是與德格王朝一同發展起來的古剎，兩寺的關係較

為緊密，也均有較具規模的寺院制度，更沙寺開展出歷代霍爾曲杰轉世世系，年

格寺則有蒙格珠古(མང་དགེ་vལ་_)、熱娘康久珠古(i་ཉག་ཁམས་འ�ོར་vལ་_)轉世世系。據說五世

達賴時期，便將更沙寺附近 8大村落、300戶農民、300戶牧民劃為該寺屬民；

年格寺在德格王朝時期，法會開支會由當地的官員家族贊助，該寺設有佛學院，

約有僧侶百人，規模中等。1140 

 

至於雜廓的杜沙寺與崩東寺規模相對較小，沒有較完善的制度與規模；二寺

皆建立於梁茹基巧的勢力凌駕德格王室之後，崩東寺更是在十三世達賴、第四世

 
1138 朱革，頁 179。 
1139 石渠縣主要由傳統上的雜渠卡(d་?་ཁ)與色須兩部分組成。格魯派的發展，僅限於色須一帶。 
1140 《德格縣寺院志》編纂委員會、德格縣政協編，《德格寺院志》(�ེ་དགེ་dོང་དགོན་པའི་ལོ་cས)（藏文

版），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頁 599-605。筆者在《黃琉璃》所列多康地區格魯派寺院

名單，並沒有看到更沙寺與相關紀錄，但有年格寺僧按規定在甘丹、哲蚌僧院入學的記載。

筆者以為關於第五世達賴時期更沙寺是否確實由達賴劃給屬地與屬民，尚待考證。見：第司

桑結嘉措，頁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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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爾曲杰等人的指示下興建的。1141從寺院成立的時間點和推動者的身分考量，

這 2 所寺院的成立，顯然與德格王室衰微、無法繼續抑制格魯派在轄境內的發

展，以及甘丹頗章意欲強化在多康的格魯勢力有關，也透露出霍爾曲杰在雜廓地

區對格魯派寺院的影響力。 

 

色須的格魯派寺院占轄境內的絕大多數。除了蒙宜寺是由德格法王支助成立

的，各個寺院都是在當地政治菁英家族的支持下建立、發展起來的。蒙宜鄉的蒙

宜寺(འ(མ་gིང་དགོན)，是於 17世紀，當地的首領本．索南崩(དཔོན་བསོད་ནམས་འ(མ)受五世達賴

「應於家鄉發展格魯派」的指示下開始發展的；至 18世紀上半葉，在德格法王

丹巴澤仁的協助下(ལས་¦བོ་�ས་ནས)建寺，隨後由納須冉江．羅桑桑丹(ནག་eལ་རབ་འ�མས་�ོ་བཟང་

བསམ་གཏན，circa 18th)的主持下，形成了小規模政教合一的制度。114218世紀中末葉，

阿旺札巴嘉措(ངག་དབང་Yགས་པ་�་མཚ ，circa 18th)在起塢鄉(4ིའོ་ཤང)建立了覺悟寺(ཇོ་བོ་དགོན)，後

來該寺的轉世化身覺悟秋珠．格桑給雷(ཇོ་བོ་མཆོག་vལ་བ�ལ་བཟང་དགེ་ལེགས)在今日蝦扎鄉建立

分寺──它須寺(ཐར་eལ་དགོན)，由覺悟秋珠管理，並請各地高僧擔任該寺堪布。1143 

 
3. 自 18 世紀起，色須周邊以色須寺為主的格魯派寺院 

 

至於德格王轄境內規模最大的格魯派寺院，當屬建立於 18 世紀、位於今日

石渠縣瓦須鄉(ཝ་eལ་ཤང)色須草原上的色須寺(སརེ་eལ་དགོན)。該寺的創始者是格澤色須

(དགེ་5ེ་སེར་eལ)所屬七家支當中蘇毛(སོག་མོ)家的嘎居巴．羅桑曲達(བཀའ་བN་པ་�ོ་བཟང་ཆོས་དར，circa 

18th)。他在拉薩留學期間，受到其師普布覺．向巴(�ར་(་�ོག་�མས་པ，1782-1862)返鄉弘

法的指示，遂於 1760年，該寺在丹巴澤仁的准許與扶植下建寺。1144 

 

如同德格境內的其他格魯派寺院，色須寺建立後的 80 年間(1760-1840)，並

沒有形成完整的寺院體系與修學制度，在宗派版圖上，僅是位處德格轄境內邊陲

地帶的無聲存在。到了 19世紀上半葉，德格家族經歷了對策旺拉姆與策旺多吉

仁增母子權力對弈，以及對北方轄境（正是雜曲卡一帶）用武的混亂，以及策旺

多吉仁增執政後的動盪，加上貢布朗吉在全多康的武力征服，以及隨後德格王室

被俘、戰後甘丹頗章正式介入德格的政治場域，都使得德格王的威權大受打擊，

對北方轄境的羈靡控制也已顯得無力，德格王室所崇奉的薩迦派信仰更是向來難

以推廣到雜曲卡與色須一帶。這樣的政治氛圍，為格魯派在德格轄境北方另闢蹊

徑，乃至發展新生，提供了有利條件。 

 

 
1141 《德格縣寺院志》編纂委員會、德格縣政協編，606-610。 
1142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等編，第二冊，頁 182。 
1143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等編，第二冊，頁 160-161, 233-234。該書 p. 233提到它

須寺建於 1730 年，應屬誤植，應為它須寺的母寺「覺悟寺」成立於 18世紀中末葉，做為子

寺的它須寺不可能創建於 18世紀上半葉。 
1144 石渠縣志編纂委員會，頁 470, 477；噶達‧久美桑珠(འཇིགས་མེད་བསམ་Fབ)編，《西康色須寺：漢/

藏》(མདོ་ཁམས་d་སེར་¬ལ་དགོན)，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2014，頁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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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同過去薩迦派在德格以更慶寺為據點，將薩迦派的學說、制度全面

移植至德格，並逐漸發展成在宗派內部具有重要話語權的機構，色須寺自 1840

年以後的向上發展，具有兩大特點：1. 全面移植衛藏格魯派的法事與學經制度，

2. 以色須草原為中心，與周邊其他格魯寺院互動，凸顯格魯派在德格轄境的發

展，是以邊緣地區的宗派內部社群聯繫為主要動能，呈現地方性特點。茲將此二

點說明如後。 

 
4. 色須寺全面移植衛藏格魯派學制 

 

首先，關於全面引進格魯派。色須寺創建後，並未立即形成制度化的寺規與

法台傳承。1832年，滿西額爾德尼1145．杰尊洛桑耶謝丹增(�ན་eལ་ཨེར་ཏི་ནི་Vེ་བWན་�ོ་བཟང་ཡེ་

ཤེས་བ�ན་འཛ]ན，1804-?)完成在色拉寺的階段性學業後，從拉薩來到多康，在色須遇到

當地宗教菁英格澤喇嘛．謝饒桑波(དགེ་5ེ་�་མ་ཤེས་རབ་བཟང་པོ)為他介紹丹巴亞培(བ�ན་པ་ཡར་འཕེལ)

當施主，發展在色須的宗教活動，後來又在第二代色須王「薩炯．洛桑南嘉」(ས་

)ོང་�ོ་བཟང་Mམ་�ལ)1146以及當地高僧嘎居．赤列群培(བཀའ་བN་འ:ིན་ལས་ཆོས་འཕེལ)的請求與贊助下，

他於 1838年回到拉薩參加辯經考試，隨後獲第七世班禪．丹貝尼瑪(པཎ་ཆེན་ ༦ བ�ན་པའ་ི

ཉི་མ，1782-1853)封賜額爾德尼的頭銜，並在第 73任甘丹赤巴．蔣貝楚臣(དགའ་lན་Oི་

པ་ ༧༣ འཇམ་དཔལ་�ལ་Oིམས，1792-1862)「到康地弘楊宗喀巴教法」的建議下，於 1840年回

到色須，隔年陞座為第一任法台。此後，他在色須寺成立顯密學院，將色拉寺的

學位制度、下密院的密宗法事儀軌，完整地移植到色須寺，並在寺中成立了哈東

(ཧ་གདོང)、夏扎(�་%ལ)、桑洛(བསམ་�ོ)、朱倭(zེ་བོ)、羅瓦(,ོ་བ)等五大康村（ཁང་ཚན་僧舍），以

收容不同地區來此求學的學僧。1147 

 

該寺在 1840年成立後不久，隨即採用轉世制度，發展出包括創始人的轉世、

滿西仁波切以及本倉珠古(དཔོན་ཚང་vལ་_)等 3支世系，其中第一世本倉珠古名為赤欽．

洛桑彭措(Oི་ཆེན་�ོ་བཟང་�ན་ཚ གས，circa 19th)，生在色須本倉家族，為第 5任法台，其後轉

世稱為本倉珠古。 

 

後來，九世班禪欲由內地返藏時，受到洛桑耶謝丹增的轉世滿西仁波切(�ན་

eལ་རིན་པོ་ཆེ，circa 19th)等人邀請，於 1936年蒞臨色須寺訪視，表示該寺「與雪域各

 
1145  滿西(-ན་¬ལ་/མན་¬ལ)似乎是洛桑耶謝丹增父親的家鄉，為今日青海省黃南州同仁縣的瓜什則(མགར་

�ེ)十八部落(ཚ3་ཁ་བཅོ་བ�ད)之一。洛桑耶謝丹增擁有的「額爾德尼」頭銜，據稱是第七世班禪上奏道

光皇帝，得到道光下詔表彰洛桑耶謝丹增後，由班禪封賜的。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

教研究所等編，《甘孜州藏傳佛教寺院志（藏文版）》第二冊，內部資料，1999，頁 128。但他

得到下詔表彰一事，目前尚無法運用清宮檔案佐證，待考。 
1146 此人應為受到德格王承認世襲的石渠 4 個涅欽大頭人家族之一──色須本倉(སེར་¬ལ་དཔོན་ཚང)──

的家長。見：石渠縣志編纂委員會，頁 316-317。 
1147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等編，《甘孜州藏傳佛教寺院志（藏文版）》第二冊，內

部資料，1999，頁 12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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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寺院並無差別，將來可依拉薩祈願大會的辦法，自行頒發格西學位」。1148於是，

色須寺成為多康地區唯一可頒發格西學位的寺院。至此，該寺對格魯派教義與法

事的引進，乃大功告成。 

 
5. 地緣關係與色須寺 

 

其次是色須寺的地緣關係。除了展現在與色須本倉的供施關係之外，也可從

該寺與鄰近寺院的互動看出「石渠的在地性」。 

 

色須寺最初就是在地方首領色須本倉家族的資助下建立的，後來出身自該家

族而曾任色須寺法台者，稱為本倉赤巴(དཔོན་ཚང་Oི་པ)，包括第 5任法台、第 24任法

台貢秋堅贊(དཀོན་མཆོག་�ལ་མཚན)、第 34任法台局美多吉(འ[ར་མེད་mོ་Vེ)與第 37任法台圖丹年

札曲吉堅贊（至今仍在世，但已卸任）。 

 

除此之外，色須寺與周邊格魯派的寺院的互動，雖不能說十分頻繁，但由於

色須寺規模與學制逐漸完備，該寺成為附近其他格魯小寺的留學選擇以及師資來

源之一，而不必然須要再遠赴衛藏求法、迎請高僧，此一事實，確實是寺院形成

在地影響力的一項明證。巴若寺(བ་རོད་དགོན)的部分優秀學生，會到色須寺留學；此

外，以覺悟寺、局芒寺(འ&་མང་དགོན)、蒙沙寺(འ(མ་གསར)、巴若寺、嘎依寺、卡囊寺(མཁར་

ནང་དགོན)為主，幾乎整個色須地區的的格魯派菁英，都有留學色須寺的經驗，乃至

位於雜廓、屬於霍爾十三寺的桑周寺(བསམ་འZབ་དགོན)、更沙寺，都屬於色須寺的僧源

(±་2ན)寺院。1149  

 

色須寺早期的法台，多來自拉薩或畢業於拉薩，後來逐漸也培養出色須在地

人才。除了本倉家族的法台外，當地人士擔任法台者，還有：第 16任法台格桑

南嘉(བ�ལ་བཟང་Mམ་�ལ)便來自覺悟，第 21任法台羅桑桑丹(�ོ་བཟང་བསམ་གཏན)來自蒙沙，第 32

任法台蔣揚丹貝准美(འཇམ་ད�ངས་བ�ན་པའ་ིjོན་མེ)也來自覺悟，第 35 任法台羅桑萊翁(�ོ་བཟང་

ལེགས་འོང)則是蒙宜人。1150 

 

色須寺的高僧，也會其往這些寺院講學，從第一任法台開始，幾乎歷任法台

都會在色須各寺講經。例如：成立於 17世紀的蒙沙寺，一直沒有固定的修學制

度，到了 1948 年前後，才迎請了畢業自哲蚌寺的格西拉讓巴(དགེ་བཤེས་,་རམས་པ)1151、

色須寺第 31任法台．理塘．羅桑班丹(ལི་ཐང་�ོ་བཟང་དཔལ་lན)在寺中講學。1152 

 

 
1148 噶達‧久美桑珠(འཇིགས་མེད་བསམ་Fབ)編，頁 15-16。 
1149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等編，第二冊，頁 227, 139, 149。 
1150 噶達‧久美桑珠(འཇིགས་མེད་བསམ་Fབ)編，頁 25-31。 
1151 格西拉讓巴是最高級別的格西，只有少數通過三大寺會考的格西才能榮膺此銜。 
1152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等編，第二冊，頁 140-141, 152, 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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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德格王轄境內、格魯派寺院之間基於地方性的菁英流動，塑造出自

19世紀中葉開始，色須寺成為境內影響力最大的格魯派寺院與最高學府之地位。 

 

（三） 雍仲苯教在轄境邊陲的生存模式 

 

格魯派的興起，與清朝的發展有著持續性的密切關係。順治對格魯派情有獨

鍾的態度，為其繼承者們所延續。康熙晚年時，開始對多康與衛藏採取實質控制

的政策，而該政策歷經雍正朝，至乾隆時達到完備。以軍事行動為後盾的實質治

理展開過程中，被征服的地方政治菁英們與宗教領袖們聯手對抗清朝的軍隊，在

保衛佛教、獨尊格魯的大旗之下，嘉絨地區為主的雍仲苯教信仰者，就成了需要

剷除的異端。在藏族正統歷史論述當中被汙名化的雍仲苯教，面對這種外在的環

境風向，顯得更加邊緣化，必須與政治菁英的生活切割，讓宗教生活在表面上親

近格魯派，其宗教傳承才得以延續。 

 

在對苯教的接受程度相對較高、甚至有著佛苯無別思想的多康，佛教寺院與

雍仲苯教寺院的互動頻繁。格魯派以外的其他教派，即便沒有參與或接受雍仲苯

教的教義，但在宗教組織與宗教人士之間的往來，整體而言都算是較為良性的。 

 

才讓太指出，「康區的開放文化氛圍」與「苯教與佛教在理論上合流」，是德

格轄境內苯教發展的主要外部因素。1153相對於教派傾軋氣氛較為濃烈的衛藏地

區與民族邊界的嘉絨地區，多康的核心地帶，為權力地位相對弱勢的雍仲苯教所

提供的喘息與發展空間，相對大得許多。各地苯教的主要延續者，傳統上就是幾

個重要的家族。此種傳承方式，會在家族內部形成「家族傳承」與「宗教傳承」

兩種系統。由於佛教菁英們也有不少人出身自苯教家族或與苯教有淵源的家族，

因此雖然他們在宗教傳承上並未承繼家族的傳統，但由於對家族傳承的強烈認同，

使得這些菁英們並沒有排斥與苯教的原生性連結，進而對苯教採取接納與開放態

度，而不將之與佛教傳統截然切割開來。正因為如此，做為延續苯教傳承的重要

基地，多康出現了許多兼學佛苯二教的宗教菁英。 

 

 
1. 佛苯無別與佛苯會通 

 

雖然過去雍仲苯教在德格並未受到太廣泛的支持，然而，出於長期對苯教友

善的開放態度，使得許多佛教菁英與苯教的互動頻率，也相對多於其他藏區。較

 
1153 才讓太，〈雜廓地區的苯教與夏爾雜修行地的形成及其影響〉《中國藏學》2009 (4)，頁 52-57, 

69。Tsering Thar, 2002 “Shar Rdza Hermitage, A New Bonpo Center in Kham”, in EBSTEIN, Lawrence 

(Ed.), Khams Pa Histories: Visions of People, Place and Authority, Visions of People, Place and 

Authority: PIATS 2000: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Leiden 2000, Köln: Brill, pp. 15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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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佛苯無別思想雖然始於曼日寺創建初期，但後來是在多康的土地上，才得

到了更多的發展空間。 

 

出身於嘉絨地區苯教家族的薩迦派名僧榮敦．謝佳貢日是佛教徒當中主張佛

苯無別的代表性人物。他是最早提出佛苯無別(བན་བོན་ད�ེར་མེད)、不應詆毀、打壓苯教

的薩迦派僧侶，1154又是薩迦派極富盛名的學者；他對苯教的友善態度，很可能一

定程度促進了苯教在薩迦派掌權的德格得以延續其傳承的機會。他撰有《詳析苯

法．明光智鏡》(བོན་ཆོས་Mམ་འ�ེད་kང་གསལ་རིག་པའི་མེ་ལོང)以及《區別苯法與佛法》(བོན་ཆོས་6ི་བ�ན་པ་ཤན་

ད�ེ་བTགས།)二書。其中，《區別苯法與佛法》中提到：從真理的角度考量，佛教與苯

教沒有根本性的差異；有些宗喀巴的追隨者，為了強調他人是外道，所以在印度

祖師的論著中插入自行杜撰的、對苯教為邪見者(ལོག་�་མཁན)的授記；他並指出，如

果從表面上可以判斷一種信仰是否為佛教，那麼密宗當中的許多神祇，都必須要

被懷疑是印度的天神了。1155 

 

到了 19 世紀，德格轄境內的佛苯交流顯得更加密切，寧瑪派與噶舉派的學

者們，也在此時紛紛表達了對佛苯無別的支持。 

 

工珠本身出自信仰苯教的瓊嘎倉家族，在他前往協慶為僧之前，學了許多苯

教的法門。他曾為家鄉的苯教大師塔德多登．雍仲彭措(ཐར་བདེ་�ོབས་lན་ག/ང་0ང་�ན་ཚ གས，

circa 18th )撰寫靈塔誌，讚嘆雍仲彭措是眾生的導師、具格的宗教家，也是已經證

悟圓滿的修行人。1156這些用詞一般都是稱讚佛教高僧的，但顯然工珠並未將佛

苯當成兩個不同宗教，所以才會如此為文。此外，在跋文處他在還特別提到自己

是出身於瓊嘎的貝若雜那化身，強調自己與苯教的淵源。1157該文反映出工珠在

信仰的思像方面是同時接受佛教與苯教的。此外，該文後來收入《廣大教誡藏》，

由八邦寺刻印，可知當時工珠與八邦寺對苯教的正面態度。 

 

19世紀中德格的苯教高僧夏雜．札西堅贊（ཤར་�ས་བd་ཤིས་�ལ་མཚན，1859-1935 也稱

為夏雜巴[ཤར་!་པ]）則是當代雜廓地區推動苯教經典系統化與兼學佛苯的代表性人

物。如同巴珠、賢遍泰耶等寧瑪派高僧對佛教經典所做的宗派主位詮釋，夏雜巴

對於苯教的經典理論系統做了大幅度的梳理註解，構成他多達 17 冊的全集。其

中，他大量參考了巴珠的《普賢上師言教》，寫成《前行引導次第．教言海》(hོན་

 
1154 西藏大學的白倫占堆教授曾於 2016 年私下向筆者表示，他認為吐蕃王朝時期的貝若雜那是

最早提出佛苯無別思想的佛僧。貝若雜那曾翻譯、修學苯教，此點固無疑意，但是否曾經提

出佛苯無別一詞，則有待考證。不過礙於相關資料有限，無法細究，僅能在此聊表一說。 
1155 ཤེས་G་=ན་རིག，《བོན་ཆོས་!ི་བ ན་པ་ཤན་དGེ་བ&གས། རོང་ ོན་ཆོས་�ེས་མཛད་པ་ལགསོ།།》[s. n.] [s. l.] [n. d.] 
1156 1ོ་6ོས་མཐའ་ཡས，〈མཆོག་གཟིགས་1་མ་དམ་པ་གeང་Aང་Wན་ཚ3གས་!ི་ག/ང་sེན་དཀར་ཆག་tའི་�་Dན།〉in 1ོ་6ོས་མཐའ་ཡས，《�་ཆེན་བཀའ་མཛ3ད།》པོད་ ༼ད༽པ། 

Paro:Ngodup, 1975-1976, (reproduction from དཔལ་�ངས་པར་མ། ) folio 5a-6b.  
1157 工珠在佛教著作跋文中，通常只會自稱對蓮花生有敬意的羅珠泰耶、雲丹嘉措或者丹尼雍

仲林巴(བ ན་གཉིས་གeན་Aང་Hིང་པ)，此處特別提到自己出身的苯教家族以及與貝若雜那的淵源，顯然

是為了對自己認同苯教所作表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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འYོའི་Oིད་རིམ་བཀའ་bང་�་མཚ )，做為 20 世紀雍仲苯教採納道次第法門做為苯教功修基礎的

典範。 

 

19 世紀末幾位在德格影響力最大的高僧，紛紛表示圓寂後會出現一位苯教

的化身，也體現出德格境內佛苯良性互動以及佛苯無別思想逐漸開枝散葉。例如：

由於家庭因素，欽哲旺波在圓寂前，曾表示將來會有一位苯教的化身，後來這位

化身就出生在他的本家──登龍．頂果倉，但沒獲認證。八邦寺的工珠．雲丹嘉

措圓寂後，苯教伏藏師策旺札巴(ཚ+་དབང་Yགས་པ，circa 20th)、悉地貝瑪貢桑(སིÞི་པ�ྨ་Xན་བཟང，

circa 20th)二人，認定了與工珠同樣出身自瓊嘎倉家族的瓊波．雍仲秋旺(�ང་པོ་ག/ང་

0ང་མཆོག་དབང，circa 20th)為工珠的語化身。1158這是工珠轉世世系進入苯教體系，並與

地緣關係結合（瓊嘎倉）的實例。 

 

局．米旁南嘉曾撰寫一部講解苯教占卜術「局替」(འ&་ཐིག)的長篇鉅冊，厚達整

整一函的長版藏頁經書，收錄於他的文集當中。在該書開頭，他以佛教徒罕見的

方式，寫了一段向苯教的祖師敦巴辛饒(�ོན་པ་གཤེན་རབ)頂禮的文字。此舉充分說明了，

對米旁而言，雍仲苯教無異於佛教。此外，米旁也曾說過自己過去生曾經是苯教

的學者。 

 

第十一世八邦司徒對苯教的態度也是正向、包容的。在八邦寺新刻印《大寶

伏藏》時，司徒專為刻印事業寫了一篇〈大寶伏藏目錄〉(རིན་ཆེན་གཏེར་མཛ ད་6ི་དཀར་ཆག)，其

中開頭便以不少的篇幅說明佛苯無別的道理，提到自己雖為佛教徒，只是因為個

人有各自的宗派依歸，不需要另學他派，所以並未接觸苯教，但認為有許多採用

佛法術語的「方便善巧之苯」（ཐབས་མཁས་6ི་བོན་意為權巧變通的苯教法門）不應被視為

「非佛法」(ཆོས་མིན)，而且伏藏法門中或多或少都存在著方便善巧之苯，包括敦督

多吉在內的德格轄境內外諸多伏藏師，都曾取出一兩篇苯教的伏藏；此外，司徒

還引述了工珠的話，認為諸如嘉絨的桑傑林巴(སངས་�ས་Eིང་པ，1705-1735)、哲雪的貢

卓札巴(Xན་Yོལ་Yགས་པ，1700-?)等人也都是貝若雜那的化身，他們的伏藏法與佛教精神

吻合，只是將佛教內容加上了苯教的名詞而已，且據說寧瑪派與噶舉派公認的祖

師噶瑪恰美也有修持苯教法門，因而不該望文生義地認為佛苯(བན་བོན།)二者如同黑

暗與光明般無法共處，進而排斥苯教。1159 

 

在德格王的轄境內，甚至出現了佛苯之間的屬寺關係。根據十二世司徒的演

講，直至 2017年，名義上為八邦寺屬寺者計有 300餘處，其中 180餘所的宗教

傳承為噶瑪噶舉，另有 15所雍仲苯教的寺院；在這 15所寺院當中，至今仍有與

 
1158 《德格縣寺院志》編纂委員會，頁 583-584。 
1159 པ�ྨ་དབང་མཆོག་�ལ་པོ，《རིན་ཆེན་གཏེར་8ི་ཆོས་མཛ3ད་ཆེན་མོའི་sོགས་བ�ོད་ངོ་མཚར་བ/ད་�ིའི་འ.ང་གནས་ཞེས་G་བ་བ&གས་སོ།།》in 1ོ་6ོས་མཐའ་ཡས，《རིན་ཆེན་

གཏེར་མཛ3ད་ཆེན་མོ་》པོད་༼ཁ་༽པ། New Delhi: Shechen Publications, 2007-2008, folio 6a-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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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邦寺保持緊密連結者。1160因此，在 33任雍仲苯教領袖「曼日赤欽．龍多滇貝

尼瑪」(Kན་རི་]ི་འཛQན ༣༣ Dང་5ོགས་བ.ན་པའི་ཉི་མ 1929-2017)去世後，八邦寺在印度主要的分寺智慧

林寺(ཤེས་རབ་Oིང)成為海外藏傳佛教組織當中率先為其舉行圓寂紀念法事者。 

 

2. 相對規模較小的施供關係：苯波菁英與德格政治菁英的互動 

 

雍仲苯教在多康發展的中心，是德格雜廓(!་ཁོག)地區的雜．丁青寺(!་�ེང་ཆེན་དགོན)。

根據口傳，美烏(Hེy)家族創建該寺至今，已逾 1500年，歷代皆以美烏家族成員擔

任主持，採行師徒制以傳習苯教密法。到了 15世紀，原在丁青寺學習的熱巴．

羅珠仁莫(ད%་བ་�་ོYོས་རིང་མ，ོcirca 15th)、江隆．克尊仁莫(�ང་bང་མཁས་Zབ་རིང་མ，ོcirca 15th)、門

嘉．尊秋仁莫(�ོན་�ལ་མཆོག་བWན་རིང་མོ，circa 15th)等三人，至日喀則的曼日寺學經，回多

康後在甘孜熱根寺(ད%་དགོན)，成為後來霍爾闊一帶苯教發展的關鍵人物。之後，三

人之中的熱巴．羅珠仁莫回到丁青寺，接續已經絕嗣的美烏家族，主持丁青寺，

後來，該寺便以熱巴家族世襲寺主。在 20世紀以前，歷代寺主熱巴喇嘛(ད%་བ་�་རབས་

རིན་�ོན)傳了 20 代，並自 19 世紀、第 15 代寺主開始，傳出熱巴珠古(ད%་བ་vལ་_)的轉

世世系，至今已是第八世。1161 

 

根據口傳，18世紀末在德格擔任過涅巴的頂戈級大頭人──涅巴．達嘉(གཉེར་

པ་�ག་�ལ)，以及擔任過涅欽的頂戈級大頭人──容加倉(རང་�བ་ཚང)家族的容加．索嘉(རང་

�བ་བསོད་�ལ)，對於雍仲苯教的發展、特別是今日俄南鄉(མགོ་ལོན་ཤང)的絨加寺(རབ་�ལ་དགོན)提

供了大力的支持，容加．索嘉甚至親身參與 20世紀上半葉絨加寺的興建工程。

1162此外，荒扎級小頭人所搭倉(སོ་?་ཚང)家族，也是絨加寺的主要施主。瓊波倉家

族的上師，歷來為塔德寺(ཐར་བདེ་དགོན)的世襲繼承者，也是受到容加倉、所搭倉這兩

個頭人家族供養的上師。1163 

 

此外，還有一些零星的政治首領與佛教菁英都曾是德格轄境內苯教寺院的失

主。例如：位於達馬鄉、宗薩寺旁的日班寺(རི་¤ངས་དགོན)過去是瓊波家族傳承轉世者

們的修行處，由於欽哲旺波與工珠二人曾說過他們過去世是該寺的僧人，後來欽

哲曲吉羅珠對於苯教也十分親切，曾推薦弟子去向日班寺的苯教修行人學法，並

在日班寺遭火災焚毀後，為該寺撰寫募款信；浪多鄉的措冲寺(Oོ་ཚང་དགོན)的寺院傳

承有冲珠(Oོ་vལ)轉世化身世系以及傳自夏克喇根(�་�ོད་�་�ན)的骨系家族傳承，後者傳

 
1160 12世大司徒仁波切(ཏའི་སི་B་རིན་པོ་ཆེ)，〈為苯教法王嘉華曼日赤欽圓寂的供養及祈願〉。網路影音

資料，網址：https://www.palpung.org/newspage/2017/09/2201/briefc.asp?thereleasedate=201

7092201 發布日期：2017/9/22，檢視日期：2018/3/20。 
1161 ཉི་མ་བ ན་འཛ�ན，《d་ ེང་ཆེན་དགོན་མདོ་7གས་བ ན་�ས་Hིང་གི་.ང་བ་བ�ོད་པ་ངོ་མཚར་གསེར་8ི་Hིང་*་》（雜‧丁青寺自行印製，內部流通，

未出版），2011，頁 19-20, 108。 
1162 德格縣塔德寺(ཐར་བདེ་དགོན)住持澤旺吉美活佛(aལ་�་ཚ�་དབང་འཇིགས་མེད)報導。（採訪時間：2015 年 9月 30

日，地點：成都，報導人寓所） 
1163 《德格縣寺院志》編纂委員會、德格縣政協編，《德格寺院志》(�ེ་དགེ་dོང་དགོན་པའི་ལོ་cས)（藏文版），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頁 584-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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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世紀時，由於傳承持有者夏克．雍仲巴桑(�་�ོད་ག/ང་0ང་དཔལ་བཟང)與夏克．刀登屬

於同一骨系，所以受到夏克倉的經濟支援與其他方面的協助；位於年古鄉的木麥

寺(འ(མ་Hད་དགོན)過去曾是靈蔥王南嘉俄色(Eིང་�ལ་Mམ་�ལ་འོད་ཟེར)的應供處，附近的 13 個村

落均供做該寺屬民。1164 

 

可見，雍仲苯教在德格境內雖不被王室重視，但也沒有加以壓制，仍在民間

透過家學的方式代代流傳著，並藉由部分地方頭人的資助，以及許多地位顯赫高

僧公開的支持，得到了生機。尤其到了 19世紀，接受佛苯思想與苯教新伏藏者

越來越多，苯教在德格境內所擁有的發展環境，確實優於單一佛教宗派做為地方

勢力領導者的其他藏區。 

 

  

 
1164 《德格縣寺院志》編纂委員會，頁 546-547, 555,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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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宗派發展與社會預設：宗派主義、

宗派發展與宗派無偏向的思潮 

 

許多學者與宗教信徒都主張 19 世紀欽哲旺波與工珠二人對德格宗派現象的

影響作為是一種宗派無偏向的運動，起因是宗派主義盛行。1165然而，當我們仔細

梳理德格的宗派發展史時，會發現宗派間的互相學習，尤其是寧瑪與噶舉之間的

互動，乃是一項由來已久的傳統。薩迦派俄爾支派的僧人們雖然一向佔據著王室

資源而呈現出某種程度的排他性，但那些派自艾旺曲登寺的高僧們中，也不乏對

其他宗派報以開放態度之人。因此，與其說 19世紀是宗派無偏向以徳格為基地

開始發展的時代，不如說是各個宗派各自把握資源與機會，為自身宗派發展謀契

機、百家爭鳴的時代。 

 

然而，到了 20 世紀，人們不難發覺德格宗教菁英們對格魯派表面寬容、實

際上卻保持距離、甚至針砭特定格魯派師承的宗教徒是遵循宗教偏頗思想者。面

對這樣「宗派無偏向與宗派主義並存」的矛盾敘事，我們該如何切入這些問題呢？

本節將從綜合前文已述及之德格轄境內多元的宗派氛圍，考察理解宗派衝突現象

的切入點。 

 

一、17世紀以前本來即無偏向的發展 

 

（一） 各宗派之間相互交流、教學相長 

 

不同宗派的宗教菁英，傳授其他宗派的現象，在 18世紀早已出現。早在 1760

以前，噶陀寺的第一世直美信炯．貢波便曾從學於俄爾堪欽．巴滇曲烱、俄爾堪

欽．明珠．堅贊、徐欽、多傑增巴．貢噶嘉措(mོ་Vེ་འཛ]ན་པ་Xན་དགའ་�་མཚ ，circa 17th )1166，

並且已多次傳授《道果》。1167貢噶嘉措本人應也師從寧瑪派伏藏師明珠多吉學習，
1168可見到了 17世紀末，除了德格王在轄境內支助寧瑪派建寺之外，俄爾派的高

僧也會學習寧瑪派的伏藏法門。 

 
1165 例如：Gene Smith (2001), pp.227-272; Ringu Tulku, The Ri-Me Philosophy of Jamgon Kongtrul 

the Great: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Lineages of Tibet,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2007. 
1166 此人很可能是住在倫珠頂的俄爾支派高僧──德格仲巴‧貢噶嘉措(�ེ་དགེ་Aང་པ་=ན་དགའ་�་མཚ3་ circa 

17th)。徐欽在自傳中憶及自己 11歲(1707)時，寺院的喀瑪（མཁར་དམར་應為倫珠頂的分殿）的

主事者(བདག་པོ)為貢噶嘉措，徐欽從此師受出家戒。:ལ་\ིམས་རིན་ཆེན，《ཆོས་¢་བའི་བ{ྡེ་:ལ་\ིམས་རིན་ཆེན་/་བོད་པའི་'ེ་བ་ཕལ་

པའི་£ང་འIང་དགེ་�ིག་འMེས་མའི་ལས་!ི་ལམ་ག་ཕན་:ན་/་འཛ�ངས་པར་བདེ་Lག་གི་ལོ་འདབ་/ས་!ི་�ལ་མོས་རི་མོས་%་བnར་བ་བ&གས་སོ།།》�ེ་དགེ་པར་མ། པོད་༼ཏ༽པ།，

folio 29a.  
1167 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Fབ，《�བ་བདག་�ོ་�ེ་འཆང་ཆེན་�ེ་1་མ་དསམ་པའི་ཆོས་�ི་sེན་མཆོག་གི་དཀར་ཆག་ག/ང་སེལ་�་བའི་ད!ིལ་འཁོར་ཞེས་G་བ་བ&གས་སོ།།》收

入：噶陀仲巴仁波切編，頁 98。 
1168 根據 TBRC資料庫所載。(Resource ID: P4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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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美林巴對德格王的讚頌之一，就是對新舊宗派的維護是無偏頗的(གསར་gིང་རིས་

མེད་6ི་བ�ན་པ་བ)ངས)。1169至於八邦寺與其他寧瑪派寺院，向來就是將寧瑪派與噶舉派的

功修結合在一起的。到了 19世紀，欽哲旺波延續寧瑪派自龍欽巴以來，由於缺

乏寧瑪寺院而必須兼學他派的傳統，先學習了新譯派的各式教法，再強調自身的

寧瑪派屬性，從而體現出一種兼學各派的氛圍。也就是說實際上欽哲旺波並不是

在推動一種「宗派無偏向的『運動』」，恰好相反的是，他再延續過去寧瑪派祖師

們的修學傳統──在接受其他宗派的同時，保持自身的宗派屬性。與欽哲旺波同期

的寧瑪派菁英們，也正從吉美林巴的弟子處接受了這樣的傳統，而此傳統洽與宗

派氛圍本來多元的德格轄境所提供的社會預設一致，因此兩相結合，成了一種穩

定的宗派發展模式。 

 

即使是在受到壓抑的德格，格魯派也不完全是隔絕於其他宗派的。出生在石

渠的寧瑪派名僧雜．巴珠．鄔金吉美曲吉旺波曾經在色須寺講解印度佛教的經典

著作《入菩薩行論》(Bodhicaryāvatāra/Jོད་འ&ག)，此後該寺便有了正月十七日起、

為期 20日的《入菩薩行論》年例講授法會之傳統。1170巴珠的親弟子名單中，也

有擔任色須寺法台的拉讓巴．圖丹(སེར་eལ་,་རམས་པ་.བ་བ�ན，circa 19th)、木雅的貢桑索南

(མི་ཉག་Xན་བཟང་བསོད་ནམས，1823-1905)、色須堪布阿旺的弟子阿拉董阿嘉措(ཨ་ལག་མདོ་hགས་�་མཚ ，

19th) 1171等格魯派高僧。1172雜曲卡一帶、鄰近色須寺的近代寧瑪派寺院江瑪靜修

院(�ང་མ་རི་Oོད)，教學內容主要依據寧瑪派佐欽寺禪修院的宗風，但由於地理位置相

近，色須寺也將江瑪靜修院的寺主上師(དགོན་དཔོན་�་མ)視為同寺成員。1173這些接納其

它宗派的發展，都是在色須寺已經開始全面引進格魯派修學制度的 1840以後了。

從中可見，「地域鄰近」也可以是不同宗派之間交流的動力之一。 

 

格魯派學習他宗教義 

 

雖然格魯派對其他宗派功修傳承、型式與經典詮釋的包容性較顯不足，乃至

在 20世紀中葉，鄰近的昌都一帶已歷經十餘年格魯派純化主義的發展，但在德

格王轄境內的格魯派寺院，仍存在著學習其他宗派教義的事實。例如：19 世紀

時，宗薩．蔣揚欽哲旺波的弟子名單中，就包括了三大寺的學者，以及察雅諾門

罕(%ག་གཡབས་ནོ་མི་ཧན་ཆེན་པོ)、理塘寺的堪布向巴彭措(�མས་པ་�ན་ཚ གས，circa 19th)以及甘孜孔薩

嘉瓦（ཁང་གསར་�ལ་བ་即孔薩香根）；1174轄內的更沙寺寺主也曾學習寧瑪派教法；1954

 
1169 吉美領巴，頁 407。 
1170 《西康色須寺：漢/藏》，頁 51, 56。 
1171 他被視為格魯派名僧貢塘‧貢秋准美(Jང་ཐང་དཀོན་མཆོག་�ོན་མེ་ 1762-1832)的轉世化身。 
1172 �ོ་¬ལ་མཁན་པོ་འཇམ་དGངས་�ོ་�ེ，(པོད་༼ཨེ༽པ། Vol. 1), folio 188a; Matthieu Ricard, 2017, (digital text), cf. 

“Biographical Notes: Influential Figures, Masters, and Disciples”. 
1173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等編，第二冊，頁 149。 
1174 ཀོང་aལ་ཡོན་ཏན་�་མཚ3，《མ�ེན་བ�ེའི་དབང་པོའི་"མ་ཐར་》folio 5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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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漢人根造法師在白玉縣昌台區麻邛鄉的寧瑪派寺院「安章寺」學佛，便曾觀

察到附近一所格魯派寺院（今日白玉縣無格魯寺院，根造所述鄰近地區當在德格

縣或甘孜縣境內），全寺僧人都在安章寺學習，當時安章寺最多的格魯僧眾，則

來自貢覺拉加鄉曲卡村(,་�ལ་ཤང་�་ཁ་Yོང)的卓珍寺(འYོ་འ�ེན་དགོན)。1175長期以來寧瑪派受到

格魯派的打壓，加上德格轄境以外地區不時傳出寧瑪派與格魯派寺院的衝突情事，

在這種氛圍之下，德格轄境內仍有格魯高階宗教菁英向非格魯派菁英學法的情形，

「境內格魯派受到邊緣化」以及「親屬關係」這兩種與地緣條件高度相關的因子，

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基於格魯派在德格王轄境內受到邊緣化的處境，加上目前可得的相關歷史文

獻相對缺乏，對格魯派在當地發展的情形，以及「兼學其他宗派」的普及率如何，

目前尚難做出較為系統性的分析。 

 

（二）木雅．貢桑索南：一位抱持宗派無偏向態度的格魯派菁英 

 

木雅．貢桑索南(མི་ཉག་Xན་བཟང་བསོད་ནམས)或稱為達摩克里提(Dharmakīrti /དྷH་ãི?ི)、圖登

曲吉札巴(.བ་བ�ན་ཆོས་6ི་Yགས་པ)，是一位在 19世紀在色須一帶活動頻繁、跨宗派學習的

代表性宗教菁英。做為一位格魯派的格西，貢桑索南的宗教傳承反映出 19世紀

德格的宗派特點：做為個體的宗教菁英們，對各種宗派普遍保有開放性，但倫珠

頂則仍然保有薩迦的排外特點，以及格魯派的宗教菁英在色須一帶受到的崇隆待

遇。 

 

貢桑索南出生於木雅地區，年輕時便進入色須寺的法相學院學經（當時應是

剛建立完善學經制度、仍仰賴衛藏師資的發展初期），後來轉往三大寺繼續求學，

學習新譯派的教法，獲得格西學位。1176他主要的上師是薩迦派的蔣揚欽哲旺波，

以及寧瑪派的雜．巴珠。他跟隨巴珠的時間很長，聽聞許多佛教顯宗的經典與密

宗的法要，尤其是寧瑪派最重要的密宗經典《幻化網》與大圓滿等宗教功修，乃

至成為雜．巴珠所稱「勝過自己的四大弟子」(རང་ལས་,ག་པའི་¦ོབ་ཆེན་བཞི)之一。1177在巴珠

的要求下，他按照新譯派的思想，寫下印度佛學經典《入菩薩行論》的註釋

(Bodhisatvacaryāvatāra /�ང་�བ་སེམས་དཔའ་ིJོད་པ་ལ་འ&ག་པ)──《入菩薩行論註釋．佛子如海無盡

功德藏滿願妙瓶》（�ང་�བ་སེམས་དཔའི་Jོད་པ་ལ་འ&ག་པའི་འYེལ་བཤད་�ལ་"ས་�་མཚ འི་ཡོན་ཏན་རིན་པོ་ཆེ་མི་ཟད་འཇོ་བའི་(མ་བཟང་

 
1175 根造法師、密顯法師編著，《常樂文庫‧第五輯‧求法回憶錄》香港：大園滿心髓研究中

心，1989，頁 98-99。 
1176  �ོ་¬ལ་མཁན་པོ་འཇམ་དGངས་�ོ་�ེ，《རང་བཞིན་dོགས་པ་ཆེན་པོའི་ཆོས་འ.ང་རིག་འཛ�ན་བcད་པའི་"མ་ཐར་ངོ་མཚར་ནོར་*་བཻSTUÀྻའི་2ེང་བ་》 (པོད་༼ཝཾ༽པ། Vol. 2) 

Thimpu: Shami Ashram, Mori Thang, (n.d.), folio 163a-163b；德格印經院、甘孜州編譯局編，《德

格巴宮──德格印經院藏版目錄大全（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頁 389。 
1177 許多人將他的宗派屬性歸於寧瑪派，可能就是基於他在密宗實踐方面是以寧瑪派為主的。

見：木雅‧貢布(མི་ཉག་མགོན་པོ)，《歷代藏族學者小傳（一）》(གངས་ཅན་མཁས་དབང་རིམ་Gོན་8ི་"མ་ཐར་མདོར་བLས)（藏

文版）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頁 668-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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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入行論註釋》），該書後來成為他的 3函木刻版著作集當中的第三函。1178 

 

據說，當貢桑索南在色須牧區的富戶帳棚內，舉行格魯派教義的教學時，當

地顯貴曾派出超過 40人、手持旛幢的馬隊相迎。1179可見當時他做為一位格魯

派的高僧，在色須一帶所受的高規格禮遇規格。後來，在巴珠的指示下，貢桑索

南回到木雅弘法。他最為主要的弟子、也是他的近侍──木雅．阿巴(མི་ཉག་ཨ་དཔལ，

circa 19th)，後來受第五世佐欽巴．圖登曲吉多吉(!ོགས་ཆེན ༥ .བ་བ�ན་ཆོས་6ི་mོ་Vེ，1872-1935)

迎請至佐欽寺的佛學院，講解顯宗的經典，徒眾遍及木雅、道孚、爐霍等地。1180 

 

他最著名的弟子則是 19世紀末、20世紀初倫珠頂最重要的薩迦派菁英之一、

曾擔任艾旺曲登寺上師的俄爾巴．本洛．蔣揚羅德旺波(ངོར་པ་དཔོན་¦བོ་འཇམ་ད�ངས་�ོ་གཏེར་དབང་

པ，ོ1847-1914)。1874年，蔣揚羅德旺波受封為艾旺曲登寺的本洛後，應德格法王

企美達貝多吉之請，來到德格管理倫珠頂，隨即拜貢桑索南為師，成為後者的心

子(.གས་"ས)。1181 

 

貢桑索南圓寂後，透過羅德旺波的號召募款，籌措刻印《入行論註釋》的資

金，阿巴也投入自己的心力與經濟條件，促成此書的刻印工作。1182於是，在政局

動盪的 20世紀初，貢桑索南一套 3函的著作集，成為除了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

之外，德格印經院所刻印唯一的一套格魯派學者的著作。 

 

有些人認為貢桑索南是薩迦派的高僧，1183也有謠傳指出他的羅德旺波許多

作品實際上是出自貢桑索南的手筆，只是因為做為弟子的羅德旺波在當時聲望較

高，以他的名義出版，較為便利。 

 

二、宗派藩籬? 宗派主義與寺院之間的糾紛 

 

在宗派多元的多康，雖然並沒有壁壘分明宗派歧見與因宗派問題而興起的大

規模戰事，但始於單一事件或私人恩怨的衝突事件或長期對立的氛圍，雖然本質

上並不見得存在根本性的、嚴重的信仰立場歧異，在形式上以寺院為單位、以追

 
1178 旦增‧龍多尼瑪，頁 613-614。 
1179 Matthieu Ricard, Enlightened Vagabond, 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Patrul Rinpoche, Boston & 

London: Shambhala, 2017, (digital text), cf. “You’ve Ruined It!”. 
1180 旦增‧龍多尼瑪，頁 614。 
1181 麥波，2004，頁 322。 

1182 ཀH་བn་ཤིས་ཆོས་འཕེལ，〈མ&ག་�ང་དང་པར་བÈན་�ོན་ལམ་〉《�ང་�བ་སེམས་དཔའི་Jོད་པ་ལ་འ&ག་པའི་འYེལ་བཤད་�ལ་"ས་�་མཚ འི་ཡོན་

ཏན་རིན་པོ་ཆེ་མི་ཟད་འཇོ་བའི་(མ་བཟང་》in .བ་བ�ན་ཆོས་6ི་Yགས་པ，《.བ་བ�ན་ཆོས་6ི་Yགས་པའི་ག@ང་འ(མ་》པོད་༼Ëྃ༽པ། �ེ་དགེ་

པར་མ།，folio 461b-464a. 
1183 湯池安責任編輯，《民族圖書館藏文典籍目錄文集類子目（第二冊）》成都：四川民族出版

社，1984-1997，頁 43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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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宗派純化為理由的衝突，卻時有所聞。 

 

（一） 帕繃喀的宗派清洗? 

 

1934年，被視為擁抱格魯派至上主義的第二世帕繃喀巴．德欽寧波(ཕ་བོང་ཁ་པ་ 

༢ པ་བདེ་ཆེན་^ིང་པ，ོ1878-1941)從拉薩前往多康弘法。 

 

出生於德格轄境內的鄧瑪．羅桑多吉(འདན་མ་�ོ་བཟང་mོ་Vེ，1908-1975)是帕繃喀的秘

書兼弟子，在第十三世達賴圓寂後、帕繃喀積極於多康、多麥地區弘揚格魯派至

上主義思想的 1933-1941年期間，正值羅桑多吉二三十歲的少壯之年，他與帕繃

喀的關係密切，對帕繃喀思想的推動十分積極。在帕繃喀去世後的數年間，他陸

續寫成《帕繃喀》廣傳 2函、《帕繃喀德欽寧波弟子駁斥他宗文三則》(ཕ་བོང་ཁ་པ་བདེ་

ཆེན་^ིང་པོའི་¦ོབ་མའི་དགག་ལན་ག@མ)等書籍，對於帕繃喀在多康的活動有較為細緻的呈現。但在

《駁斥他宗文三則》中，收錄了帕繃喀在昌都對格魯派僧人的演講，其中固然也

提到「其他宗派對格魯派坐大，感到嫉妒，進而無端毀謗」等情事1184，編入《帕

繃喀文集》的〈各類顯密問答彙編〉(མདོ་hགས་�ོར་9ི་�ིས་ལན་k་ཚ གས་'ོགས་གཅིག་R་བjིགས་པ།)一文，則是

帕繃喀對當時昌都、嘉絨、江達一帶的格魯派菁英（以轉世化身為主）以及劉文

輝的個人書信開示(བཀའ་¦ོབ)與問答，其中雖然也會提到「像捨棄嘔吐物般一點也不

要沾上其他宗派低劣的見解與行為」「捨棄寧瑪派的法門不是捨棄佛教」「用《大

威德金剛》(འཇིགས་�ེད)法門擊退其他宗派的詛咒」等強烈措詞，1185從中亦可反映當

時格魯派與其他宗派的對立情形。 

 

1942年，多麥地區的名僧、曾任格魯派第三大寺隆務寺(རངོ་བོ་དགོན་ཆེན)寺主的吉

美旦確嘉措(འཇིགས་མེད་དམ་ཆོས་�་མཚ ，1898-1946)遣人至德格迎請《丹珠爾大藏經》，宗薩

欽哲．確吉羅珠遂藉此機會致書吉美旦確嘉措，指出：帕繃喀巴的親近弟子們(ཞལ་

¦ོབ)搗毀蓮花生的塑像，以及寧瑪派、噶舉派所共同信仰的寂忿百尊(ཞི་Oོ)佛像，將

寧瑪派重要的伏藏經典《蓮花遺教》投入水中或焚燒；為了傳播雄登護法神的信

 
1184 1ོ་བཟང་�ོ་�ེ，〈'བས་�ེ་ཕ་བོང་ཁ་པ་ཆབ་མདོར་བ&གས་,བས་Dན་�ོན་/་གསོལ་ཟེར་བའི་ཡིག་Ïས་!ི་དXད་དོན་མཆན་*ས་བ^ོལ་བ་དXོད་Qན་བཞིན་འÐམ་དགོད་པའི་ཐལ་

,ད་Ñ་ཆེན་བ�ལ་བའི་ད.་J〉in《ཕ་བོང་ཁ་པའི་�ོབ་མའི་དགག་ལན》New Delhi: Ngawang Topgay, 1977, folio 9b-10a. 
1185 བདེ་ཆེན་Dིང་པོ，〈Mིན་ཅན་1་མ་�བ་བདག་འཁོར་ལོའི་མགོན་པོ་�ེ་ཕ་བོང་ཁ་པའི་ག%ང་ལས་མདོ་7གས་,ོར་8ི་Mིས་ལན་ག%ང་�ོས་r་ཚ3གས་>ོགས་གཅིག་B་བ�ིགས་པ།〉in 

བདེ་ཆེན་Dིང་པོ，《'བས་�ེ་ཕ་བོང་ཁ་པ་བདེ་ཆེན་Dིང་པོའི་ག%ང་འ*མ་》པོད༼ཆ༽པ། (Vol. 6) [s.n.][d.n.] folio7b, 11b, 95a. 此處的引

文僅是該彙編當中涉及上述三類說法的舉隅，該彙編當中的相關說法固然不少，但內容大

同小異，便不一一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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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在黃河南岸(,ོ་2ད)1186屢屢出現託言雄登 (eགས་lན)1187 附神(བབས་པ)1188而毀壞佛像、

佛經、佛塔之事，因此懇請吉美旦確嘉措能夠撰寫一篇「有利於公眾的文書」(Jི་

ལ་ཕན་པའི་�ིངས་ཡིག)，刻印流通於衛藏、多麥與多康地區，以消弭帕繃喀巴的親弟子們打

壓其它宗派所導致的紛亂。1189 

 

到了 1944年，確吉羅珠才得到吉美但確嘉措的正式回應，信中提到：確實

有多於園中枝葉(ཤིང་ལོ་སར་བ་སར་བའ་ི0ང་། །�བས་ག@མ་)ེད་ཚལ་ལས་,ག་པའི། །)的戴赤金帽者（གསེར་Tན་ཅོད་པན་འཆ་

པ་ 意指格魯派僧人）自以為是、肆無忌憚地維護自身宗派的純淨無染(རང་bགས་གཞན་དང་

བ"ེ་མིན་པར་)ོང་མོས)，忽略了其他宗派也各有令人生信的依據，過去七世達賴．格桑嘉措

執政時、教派無偏私的黃金時代(!ོགས་lན)已經過去，自己雖然也與確吉羅珠惺惺相

惜（二人不曾會面），但人微言輕，亦如孩童不堪負載大象之駝物，但相信雲霧

終究不會遮住法界，婉拒了公開抨擊此情勢的請求，並請確吉羅珠另外尋找真正

信仰佛法的高僧協助。1190吉美旦確嘉措曾在拉卜楞寺、隆務寺等名剎陞座說法，

在當時已是多麥地區影響力極大的高僧，卻仍認為自己在呼籲避免宗派偏頗一事

上無計可施，可見當時挾政治力而獨尊格魯派者的勢力確實已經瀰漫多康、多麥

各地。 

 

（二） 相異宗派間衝突的起因分析 

 

然而，上述文獻仍非「帕繃喀煽動格魯派純化行動」的直接證據，筆者至今

 
1186 此處所指黃河南岸，雖泛指多康地區，但從當時宗派衝突的發生情形看來，這些事件發生

的地點應當多在德格轄境以外的區域，包括廣義的昌都地區、工布江達、色達、霍爾各部。 
1187 雄登為一護法神名，亦譯為雄天、兇天，也稱為多嘉(�ོར་�ལ)。該護法神的祭祀與信仰現象的

相關紀錄約始於五世達賴時期，在格魯派與薩迦派受到較大規模的崇拜。然而，由於該護法

神的神祇屬性與宗派純化主義的爭議（格魯與非格魯之爭），格魯派內部數度禁止祭祀該護

法神。相關禁絕行動，尤以當今第十四世達賴‧丹增嘉措（1936至今）自 1980 年起所推行

者最為全面。也因為達賴為首的多數海外格魯派信仰者放棄並排斥該護法神的信仰，造成排

斥此護法神與維持祭祀的兩群信仰群眾之間的零星衝突不斷，使得此一信仰至今仍是藏族宗

派糾紛與海外藏族社群衝突的關鍵問題之一。見：西藏多麥區域研究兇天小組著，見悲青增

格西等譯，《護法神 VS厲鬼：西藏護法神的探究》臺北：雪域，2000，頁 75-112, 147-218。 
1188 1934 年在霍爾十三寺之一的道孚靈雀寺的漢人，便曾見聞數月之間該寺發生三次護法神（神

祇身分不明）隨機降神的事件，謂該寺喇嘛畏其靈驗，每年必祈禱誦經。見：不著撰人，〈西

康道孚靈雀寺之一瞥〉，《康藏前鋒》第 1 卷第 10、11期合刊，1934，頁 32。雖然該文並未

載明該護法神的身分，但從降神對象的隨意性來看，確實與甘丹頗章所祭祀的乃瓊(གནས་?ང)神

諭降神有著顯著的差異，與確吉羅珠所言「託言降神」的現象十分類似，很有可能即是雄登

信仰的一類。 
1189 才旦夏茸(ཚ�་ཏན་ཞབས་Aང་�ེ་བ<ན་འཇིགས་མེད་རིགས་པའི་1ོ་6ོས)，《�བ་བདག་�ོ་�ེ་སེམས་དཔའི་ངོ་བོ་བཀའ་Mིན་མ:ངས་མེད་�ེ་བ<ན་འཇིགས་མེད་དམ་ཆོས་�་

མཚ3་དཔལ་བཟང་པོའི་གསང་ག%མ་yད་/་.ང་བའི་sོགས་པ་བ�ོད་པ་ག/ང་སེལ་-ན་8ི་Oོན་པ།》收入才旦夏茸著，久美瓊鵬主編，《夏茸

才旦全集.2：藏文》(ཚ�་ཏན་ཞབས་Aང་�ེ་བ<ན་འཇིགས་མེད་རིགས་པའི་1ོ་6ོས་མཆོག་གི་ག%ང་འ*མ།)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頁 315-316。 
1190 འཇིགས་མེད་དམ་ཆོས་�་མཚ3，〈བར་ཁམས་�ེ་དགེ་dོང་གསར་དགོན་ནས་རིས་མེད་བ ན་པའི་གསལ་Gེད་མ�ེན་བ�ེ་རིན་པོ་ཆེ་ཆོས་!ི་1ོ་6ོས་ནས་Dན་ངག་གི་ལམ་ནས་Mངས་པའི་

བཀའི་Hེགས་*་sེན་བཅས་Äལ་བའི་ལན་/་Wལ་བ་འོ་མའི་¼ིས་མ།〉in《འཇིགས་མེད་དམ་ཆོས་�་མཚ3འི་ག%ང་འ*མ་》པོད་༼བ༽པ། རོང་པོ་དགོན་ཆེན་ཤིང་པར། རོང་པོ་

དགོན་ཆེན་8ི་པར་ཁང་། 2006，folio 150a-15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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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尚未見到歷史文獻反映有在帕繃喀本人指示下造成宗派清洗的證據；從 20世

紀上半葉許多宗教菁英的傳記中，實際上並未明顯反映出這個時期教派之間基於

宗教教義與儀規的差異而導致宗派清洗的事實；許多當時遊學於康藏的漢僧所寫

的回憶錄中，恰巧反映出與宗派清洗論述相反的氛圍。今日之所以在德格社群中

普遍存在著「帕繃喀毀壞非格魯派寺院」的說法，很可能只經過「錯置記憶」

(distorted memory)渲染後的結果。經分析，筆者將「格魯派被視為宗派清洗的罪

魁禍首」的原因，歸納出下列數點： 

 

1. 歷史記憶的延續──17世紀格魯派在多康（主要是德格轄境與霍爾闊地區）

大規模發展的初期，曾有藉著和碩特勢力搗毀其他宗派寺院、強令改宗

的歷史，加上多康各地普遍存在著格魯派寺院與其他宗派寺院共處一區，

由於經濟利益而產生的零星衝突； 

2. 地緣因素所致糾紛，造成毀寺滅法──衝突的發生，可能是基於宗派歧視

的事實，也可能是資源爭奪的問題所引起的； 

3. 戰事造成的附帶損失──1935-1936 年期間，劉文輝與其侄劉湘兩派軍閥

勢力在多康北區進行軍事戰爭，而這一系列的戰爭既涉及軍閥與地方宗

教菁英的聯繫（這也是造成宗派衝突的可能肇因之一），也造成了社會動

盪。而社會動盪造成寺院遭到洗劫的連帶損失，以及基於誤會而產生的

衝突。 

 

若是群眾在回憶衝突事件時，肇因甚至是前述 3 項的綜合型態，就上述情境很可

能造成人們對「異宗派及其集團（政治菁英或軍閥勢力）」的錯誤連結與附會想

像，有機地解釋成了由格魯派所興起的、有計畫、有組織的宗派清洗事件。 

 
地緣因素所致糾紛，造成毀寺滅法 

 

例如，位於雜廓的雍仲苯教名剎丁青寺《寺誌》記載，1902年，丁青寺與

格魯派更薩寺產生糾紛，更薩寺僧竟宣稱「丁青寺的集會大殿遮住了陽光」，號

召霍爾十三寺的僧人組成僧兵，向丁青寺進攻，造成該寺建築全毀，內部塑像（包

括苯教與佛教的）、宗教器物、苯教珍稀抄本逾 2,000 函均遭焚毀，寺院法台熱

巴．嘎桑尼瑪(�ེང་ཆེན་�་རབས་ ༢༠ ད%་བ་བ�ལ་བཟང་ཉི་མ，1859-?)逃至拉薩政府所屬霍爾闊基巧(ཧརོ་

ཁོག་Jི་4བ)避難，其餘寺院喇嘛、轉世化身等僧人，則逃往色達。1905年，流亡外地

的丁青僧人向梁茹基巧反映，此事遂呈報至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圖登嘉措處，由

達賴責成梁茹基巧總管將該寺恢復原樣，在夏雜．札西堅贊等苯教高僧的物資支

助下，至 1916年方重修完畢。1191 

 

在爐霍地區，朱倭本倉轄境分為上七村與下四村，霍爾十三寺之一的覺日

 
1191 ཉི་མ་བ ན་འཛ�ན，頁 49-52, 1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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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ག་རི་དགོན་ 也譯為究日寺）為朱倭本倉家族供奉的家廟，上七村皆為覺日寺屬

民。1659年，管理朱倭地區的和碩特營官朱倭本．霍爾．鄂卻諾顏(zེ་བོ་དཔོན་ཧོར་�་ཆའིི་

ནོར་ཡོན)獻地給白玉寺的始祖仁增貢桑謝饒，建成白玉寺的東部分寺──木娘寺(མི་§་

དགོན)。1192之後，木娘寺可能歷經衰敗，到了 1840 年才在地方民眾請求下重建，

但發展卻授到覺日寺限制。後來在 19世紀中，朱倭本迎娶了嘉絨信奉寧瑪派的

政治菁英之子為妻，人稱朱倭本姆(zེ་བོ་དཔོན་མོ)。朱倭本姆對木娘寺格外支持，繼而

1850年前後，瞻對貢布朗吉也公開支持木娘寺（貢布朗吉為寧瑪派信徒，仇視格

格魯派），造成覺日寺飽受威脅，遂於 1860年焚毀覺日寺，殺害支持建寺的轉世

化身，後雖經調解，但朱倭本倉更加偏好寧瑪派，到了 1930s年代，朱倭寺求助

於劉文輝，亦不得法，雙方對立甚至造成了朱倭地區的政治版圖分裂為上下兩部。

1946 年，下四村頭人因對上七村頭人不滿，經武裝械鬥而殺害了上七村的主要

頭人，引發覺日寺再度武裝攻擊木娘寺。雙方頭人與寺院的對立就這麼延續了 90

年。1193 

 
戰事造成的附帶損失 

 

和碩特蒙古進駐後多康，挾帶著武力將許多非格魯派的寺院強制改宗格魯派，

是許多宗派的共同記憶。例如：打箭爐的南無寺本為噶舉派寺院，在 1677年被

五世達賴將改為南杰扎倉的屬寺。1194諸如此類的改宗事件不勝枚舉。1195此外，

1935年的兩劉之戰，造成多康各地頻傳夾壩事件，包括寺院也在劫難逃，許多鍍

金佛像與金汁書寫的經文都被破壞、洗劫，壽靈寺大殿的佛像金頂就在當時被劫

至街上兜售，後來被夏克．刀登贖買，供養給更慶寺，當壽靈寺訪得金頂的下落

後，要求更慶寺返還遭拒，壽靈寺方竟揚言不惜武力奪回金頂。最後是劉文輝出

資打造相同的金頂給壽靈寺，衝突方才落幕。1196該事件在當時頗為激烈，亦為戰

爭造成相異宗派之間對立的例證之一。 

 

從長期發展而言，改宗帶來的宗派衝突雖會造成宗派與信徒間的芥蒂，但在

承平時代的日常生活方面，這樣的芥蒂僅會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模塑出非格魯派

信徒對格魯派負面記憶的一隅，但不至於導致嚴重的宗派對立與控訴。要走到針

鋒相對，還是必須在較近時間點上發生於自身周邊的確切事件，較有可能發展成

 
1192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等編，第三冊，頁 393。 
1193 朗加、次召絨布，〈爐霍覺日、木娘兩寺九十年械鬥始末〉，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

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員會編，第五輯，頁 39-49。 
1194 鄭少雄，頁 94 
1195 劉宇光指出，霍爾十三寺的建立過程，即是其他宗派寺院（噶舉、苯波）改宗格魯的過程，

並舉 1639-1679 之間在巴塘、鄉城、得榮、康定、中甸的強迫改宗事件為例佐證。其例證固

然在幫助我們理解格魯派脅著和碩特之武力，強迫多康南區改宗的情形。可惜該文並未所引

證的資料，且對霍爾十三寺地點與背景完全張冠李戴，該文僅能聊表參考而已，殊為可惜。

見：劉宇光，〈佛教宗教暴力：問題意識、案例與研究回顧〉《臺大佛學研究》2011(21)，頁 83-

114。 
1196 邢肅芝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頁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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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仇視的投射。 

 

因此，筆者以為當代的反格魯思潮，固然與過去的憑藉武力達成的宗教改宗

事實有關，但主因還是得回歸到較晚近的事件──例如 20世紀上半葉在多康土地

上的頻繁戰事加以考慮，如此一來，反格魯派者對帕繃喀本人、其門生及其思想

甚至護法神崇拜視為單一目的之「格魯至上」運動，才較為合情合理。 

 

例如，1930 年大白事件期間，由於阿都倉家長策旺彭措將國民黨的漢人軍

隊藏於自家的頗章1197，後來大金寺(དར་�ས་དགོན)方面得知此事，遂將阿都倉的頗章燒

毀，並毀壞該家大多數的財物。1198 

 

國民黨帶來的戰事、1935年的兩劉在多康北區的爭奪，可能都為德格留下

了極為負面的印象。批評者主張格魯派借著劉文輝的勢力清洗非格魯派的其他宗

派。然而，，國民黨政府在多康雖然派駐行政官員，索要烏拉，但他們對寺院及

宗教人士的制約力量，是否具有絕對的支配力，也值得存疑。 

 

再來是做為外人的國民黨軍閥，是否願意因為信仰而捲入不同宗派之間的

紛爭，也成了問題。雖然劉文輝與劉湘各有佛教信仰的背景，且駐軍於多康地區，

但他們個人是否對佛教有著深刻信仰的，足以使之支持宗派間的傾軋，則有待考

證。後來控制川西、影響多康最甚的 24 軍軍長劉文輝，本人是十分信佛的，據

說往來交通行程中，總隨身攜帶袖珍佛像，念誦經文，甚至在經歷破四舊時期之

後，家中都仍設有經堂，存有大量的佛像與唐卡，直到 1967年紅衛兵抄家時才

遭抄沒。1199至於 1935 年支持諾那在多康北區與劉文輝所控制的區域交戰的 21

軍軍長劉湘，則應不至於對佛教有著太深刻的信仰。劉湘十分相信占卜、風水之

說，早在 1925年，就曾加入他的軍師劉從雲所成立、非儒非道也非佛的「一貫

先天道」，事事請益於劉從雲，乃至到了 1932 年與劉文輝在瀘州交兵，1933 年

與紅軍交戰期間，也仍聽信劉從雲。1200後來劉湘據說成了諾那的皈依弟子，被諾

那視為供施關係中的施主、支持者，進而在 1935年支持諾那的軍事行動。然而，

劉湘信佛的時間較晚，與諾那及其集團的結盟，應當只是在社會形勢下各取所需

的關係而已，並不是刻意要與格魯派對抗的。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可確知的是，在德格境內的格魯派與非格魯派信眾之

間的隔閡與矛盾確實存在，批評者言之鑿鑿，視與帕繃喀巴法脈產生關連，會帶

有破壞誓言的危險──這種危險在宗教信仰者的生命中是很實在的壓力來源。但其

 
1197 頗章(ཕོ་qང)意為宮殿。在德格王國的政治體制下，只有德格家族在各地居住的地方才稱為頗

章。地方頭人平時雖可在德格王的頗章辦公，但該頗章的實際主人仍為德格王室。 
1198 澤仁翁許，頁 19。 
1199 劉世定，〈祖父劉文煇的尋常之事〉《名人傳記》2010(11)，頁 42-43。 
1200 元江，〈四川軍閥迷信逸聞〉《民國春秋》1998(6)，頁 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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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基於歷史錯誤投射所造成的印象與誤會，可能性要大於宗派清洗的作為。而目

前的文獻，尚不足以讓我們對任何一個指控方的說法做出定論。 

 

三、宗派現象的總結：從社會預設的觀點看德格的宗

派發展歷程 

 

筆者所定義的社會預設，係指本質上屬於社會性的(societal)、在個體藉由出

生而加入原生社會之前便已存在的型式。 

 

社會預設是由屬於該社會的個體成員(individual participants)對自身生命以

及社會生活的各種原型交織而成，（此處的原型，係引自前述榮格的概念）為一

類帶有集體性質的情境(collective situation)。這些原型包括：更高上的存在(higher 

beings)、群體感(sense of the integral)、利己意識(sense of egotism)、排他性(tendency 

to exclude others)…等。 

 

而由個體成員的各種原型心理所構築的情境，在社會範疇內，就會形成具

有集體性的社會預設，這樣的預設又有二類：1. 社會預設的邏輯以及 2. 社會預

設的表現。 

 

其中，社會預設的邏輯，較接近社會成員的心理共識，包括了：超凡性

(transcendence)、神聖性(sacredness)、合理性(appropriateness)、道德標準(moral 

codes)、誠信(loyalty)、世代的連續性（continuity of generations例如家系、師承）；

至於社會邏輯的表現，則展現在社會成員的具體作為方面：王權統治、轉世化身

的存在(the existence of incarnated lamas)、服膺於領袖、對智者的尊崇、對社會階

序的接受、鄉土認同(identity toward homeland)、家庭觀念、同宗派的觀念…等。

（圖 6-3） 

 

至於社會預設的表現，是基於社會預設邏輯的外顯模式，二者既有前後因

果的關係，又具有一體兩面的特質。 

 

當原型構成某種社會預設，該社會預設就會成為社會成員在該社會範疇內

生存時，制約其行動的給定條件(presets or given conditions/criterions)。藉由菁英

份子的行動，對於社會預設的詮釋與運用也隨時間遷變而產生新的面貌。（圖 緒

-4的 phase II）當菁英成員的行動與其所屬的社會預設產生隔閡時，就會經歷一

段排斥的過程；排斥與磨合，往往出現在新興社會菁英崛起時，而當該新興社會

菁英的勢力逐漸擴張，則其發展必定尋求穩定化與模式化的趨向，俟排斥與磨合

後，社會預設成為一段由後繼的社會菁英們以及其他社會成員共享的、新的模式，

而新的模式也會逐漸發展成穩定的「既有」社會預設。（圖 6-4的 phase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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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反覆發展下去，做為一個整體的社會，將不斷形塑著不同時期的社會

預設，而社會的發展就這麼般，在「異中求同」的共同心理素質之下，延續至不

同世代。當該社會的成員們向過去回溯歷史時，假使並未將衝突、動盪的歷史敘

事與經驗納入歷史記憶中，則其所謂的「傳統」的面貌，就是較趨於均質的、穩

定的，社會面貌就帶有較強烈的集體性色彩。（圖 6-5）例如：17世紀末開始由

德格家族支持的獨尊薩迦派發展態勢，在王權高漲的形勢下，轉世化身的既定社

會預設是一個較為社會公意所接受、得以進入政教領域的宗教菁英身分，而做為

社會預設場域的外來者(intruders)，伏藏師們的影響力則相對限縮。 

 

與此相反，若是將新的行動、衝突的面向納入歷史意識之中，則社會菁英的

個人角色，往往就顯得格外突出，例如：18世紀末德格王權走向衰落，上一個世

紀的各個轉世化身傳統都已經趨於穩定，在社會上形成了一種新的、均質的傳統，

因此，兼具伏藏師與傳統宗教菁英身分的宗教師們，遂得以在既有的傳統社會預

設基礎之上，發揮其有別於前人的個人宗教魅力，加上其出身家族的權力亦日漸

崇隆，他們對政教事務的影響力也就愈發顯著。 

 

當不同群體所承載的社會預設不斷加入所處社會之中，加入者都成為前一

段穩定社會預設的外來者，接著，情境會再經歷變化的變動期，然後進入下一個

穩定期。跨越長時段的宗派互動之變化脈絡，便是再這樣不斷變動與穩定的交替

中，發展出新的「社會成員所習以為常的既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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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社會中個體成員的思想原型概念投射為集體共享社會預設之示意圖 

（筆者自製） 

 

 

 

 

 

 

 

 

 

  

  

  

 

  

 

 

 

  

圖 6-4 社會預設與社會成員參與之間的關係示意圖一（筆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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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社會預設與社會成員參與之間的關係示意圖二（筆者自製） 

 

要理解在給定的社會預設情境下，宗教菁英如何維持「異於被支配者」的

界線，並且從中發揮影響，必須將二項變因納入考量：1. 該菁英個體是否為本

地人士；2. 其人是否具備有別於此社會情境的、新的凝聚力特質。而在這二種

面向的 2對 2排列組合下，可出現 4種類型。 

 

表 6-1 宗教菁英面臨自身所處之社會預設時的情境可能性 

 

生於本地 來自外地 

具備新的凝聚力 A（與本地勢力對抗） B（外部勢力的引進） 

延續舊有凝聚力 C（本地勢力的鞏固） D（外部勢力的引進） 

 

其中，各類型的代表事例大致如下： 

 

Type A──本地菁英發展出新的人群凝聚力，他所遇到的挑戰在於社會內部既

有的宗教權威及屬於宗教性的既定社會預設，因此，若缺乏政教

菁英的背書或支持，該菁英很有可能不見容於當地。伏藏師的生

平，往往就是這類例子的最佳寫照。例如：敦督多吉出生於德格，

但不見容於當時強勢的俄爾支派出家人，即使曾短暫在倫珠頂傳

法，最後仍然離開故鄉，往工布一帶發展。包括 19世紀中來到

德格，對德格的寧瑪派與噶舉派發展有高度影響的秋居德欽林巴，

（時間） 

 

社會預設 

phase III 

（穩定期）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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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M 

 

社會預設 N 

成為既定的存在 

社會內部傳統論述的建構過程 ii 

 

社會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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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期）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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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 

N 

N及其追隨者 

對社會產生影響 

社會預設 O 

成為既定的存在 

O及其追隨者 

對社會產生影響 

社會內部傳統論述的建構過程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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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在家鄉囊謙也是不受承認的，而當他到了八邦與宗薩，取得

德格上層宗教菁英的認可後，才返回囊謙，逐漸對家鄉的宗派圖

景產生了影響。 

Type B──本地菁英凝聚既有宗派勢力，這種情形往往就是對現存社會預設的

遵循與延續。這樣的宗教菁英的地緣關係特色明顯，並且容易與

家族勢力產生連結，強調文波、文利的重要性。例如：噶瑪寺與

歷代司徒、八邦寺與司徒班欽、白玉寺與貢桑謝饒、更慶寺與徐

欽，乃至欽哲旺波、頂果．欽哲與頂果倉家族，以及第十六世噶

瑪巴與鄧柯的地緣關係，就是這類型的絕佳例證。 

Type C──來自外地而具有新的宗教吸引力者，這類型與 Type A 恰好相反。

當伏藏師們或引入俄爾支派教法初期的艾旺曲登寺的高僧們來

到德格時，他們帶來的宗教法門（例如：伏藏、《道果》、薩迦昆

氏的《普巴》、《時輪金剛》等密法）與授記敘事，能為當地政教

菁英所接受，便可藉以獲致與當地權力網絡交流、博取信賴與支

持的資本，從而發揮影響力。 

Type D──來自外地、延續舊有影響力的這一類型，是相對最為穩定、但也最

缺乏生機的一種模式。這是指一領域的社會預設已經成為定制、

祖制，且不再增添新事物的因循情境。例如，當俄爾寺的宗派法

門在 18世紀上半葉完成全面輸入德格的最後階段後，往後的 200

年間，俄爾堪欽們雖然仍舊陸續來到德格，擔任倫珠頂的最高宗

教導師，擁有崇高的地位，然而對社會乃至王室的影響力，卻因

不再具備特色，反而逐漸消褪。這樣的穩定模式，會損減宗派在

社會上的吸引力。到了 19世紀末，在更慶寺的寺僧們，主要的

求學對象，已不再侷限於俄爾寺的堪欽們，而更多地向外地薩迦

派、乃至其他宗派的菁英求法──這便凸顯了此類只是延續舊有影

響力，卻缺乏地緣人際網絡的宗教菁英無法對輸入菁英的社會

（在本論文中指的事德格）產生長期支配與影響的事實。 

 

由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德格宗派發展的基本架構，是由社會成員承繼自

過去社會預設的共同概念（例如：認同轉世化身、聖王思想、重視誓言、社會階

序觀念）所模塑的，宗教菁英在這樣的架構之下，根據自身的宗派性質（屬於宗

教性的社會預設）、卡理斯瑪（掌握超自然經驗或特殊宗教法門）與地緣關係的

親疏，發展出型態各異的宗派面貌。在這當中，我們固然會看到有著明星光環的

宗教菁英的誕生（例如欽哲旺波和工珠），但他們一生的脫俗不凡，其實恰好反

映著他們所處社會長期發展之下的社會預設（例如：欽哲旺波擁有受到獨尊的薩

迦派背景，而大環境風向則趨於對寧瑪派愈發重視…等）給他們帶來的養分與環

境。正如第五章第二節談到師徒關係、同門關係網絡的鍵結力量強弱有待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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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主觀認同的意向，而這種意向往往是由既定社會預設所滋養的。因此，「塑

造」或「維持」與他者相異的界線，不必然、甚至往往不是貫徹網絡中某一特定

個體（例如上師）的意志或個人選擇的結果，也就是說，這種情境必須從支配者

與被支配者的「共同形塑與維持」該支配情境的角度來考察支配情境，才不至於

失之偏頗。 

 

當然，個人行動在社會發展的角色/能動性(agency)不應被輕忽，社會預設也

不應被泛化解釋為機械式的社會決定論，而造成將有機的社會過度化約為簡單的

模型。1201筆者在本論文中強調社會對個人加諸的長期、具相當決定性的力量─

─也就是社會預設，乃基於將長期田野觀察經驗與歷史文獻呈現出的社會網絡型

態交互參照之後，發現許多屬於「文獻中的歷史」或「想像的社會樣態」，仍十

分有效地支配著今日的多康政教菁英的行動，體會到該社會的個人受到社會制約

的程度竟是如此地強烈且具延續性，故而提出此一說明該現象的概念。 

 

 

  

 
1201 以上針對社會預設觀點的反思，得自口試委員余舜德老師與何翠萍老師的針砭與指教。特

此銘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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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社會成員心中的歷史感：意義上的歷史 

 

如同它的地理位置，曾走過多康土地的人們，曾發生在多康土地上的歷史事

件，都一一地被更高層的政體（包括元明清朝廷與甘丹頗章政府）忽略，留下一

段段殘片，一個又一個看似永遠都補不完的空白。 

 

幸運的是，多康的人民至今還在綿延繁衍，口述史仍然透過宗教教育與口耳

相傳而延續其活力；許多重要的歷史宗教文獻也還得以保存，讓我們有機會將重

新檢視在國族史、王朝史甚至只是民族史都被邊緣化、不被看到的偌大多康。 

 

可以說，多康歷史在今日的面貌是一種「意義上的歷史」──它不一定基於實

際發生的事件，它可能有神話、有加油添醋，但它構成了具有作用、包含意義的

歷史，這是不遵守嚴謹規範的口述史傳播的必然。僅憑口述史，絕不足以支撐一

個、乃至一部完整的歷史敘事。不同講者對同一事件的敘事矛盾，以及時間錯置

的問題，都會使得基於口語傳播的歷史敘事與事實之間的偏誤擴大。 

 

然而，正因為這種歷史是意義上的歷史，所以歷史敘事在社會成員的生命中

所具備的意義、所發揮的作用，才是它存在的定位。雖然口語傳播有著本質性的

缺陷，但在口述史的傳播過程中，過去歷史主人翁──宗教菁英、政治菁英們──的

生命被鮮活地傳頌，構成人們的緬懷和以該菁英為主的群體認同，它是滋養與凝

聚群體感的來源，這些零碎的敘事拼湊起社會成員的歷史感。 

 

本論文設定為一篇「帶有問題意識」的民族史研究，試圖在客觀求真、梳理

以被觀察民族為主體的歷史時，一併反扣「何以致之」的問題。當我們理解被研

究客體的社會環境、思考邏輯與生成該環境或思想的根源，將這些指導社會成員

具體行動的力量切實地放入研究中，與史料、文本一併考察時，我們才有可能看

到過去也曾生活在該社會的人們究竟是如何互動、如何打造了今日的社會風貌的。

因此，一種「由社會本身為主位」的觀察視野，成了本文的核心。 

 

民族學訓練有三大主軸──民族學、民族誌、民族史。既然是一部以民族社會

為主位、帶有問題意識的民族史，本文盡可能地結合另外兩大主軸來處理議題：

1. 從民族學、人類學的思考脈絡出發，諸如「這群人的互動關係是否具有特定性，

若有，其模式為何」「為何這群人會發展成這種社會模式，其背後邏輯與觸發的

因子為何」等種種考量，皆成為筆者必須一路不斷反思的問題；2. 歷史沉積會不

斷成為社會成員生命的一部分；因此，透過屬於民族誌的田野實地經驗，筆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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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盡可能避免對歷史文獻一廂情願地解讀，降低誤判文獻意義的機會，並較有效

地評估文獻所呈現的「意義」是否至今猶存，以及該意義的活力強度又是如何。

一言以蔽之，筆者試圖藉此民族史研究，探詢德格的菁英們究竟是如何彼此相處、

又是如何看待外界的。 

 

於是，除了第一章對多康範圍、德格以外的多康略史、德格的宗派概況作揖

分析之外，本論文的主軸概分為三大主題：德格王國的統治家族發展史（第二、

三章）、德格的宗派發展（第六章）、政教菁英的互動（第四、五章）。以下總結

這三大主題的發現。 

 
靈活的對外策略：德格家族發展史 

 

本論文應是首度透過結合第一手藏漢文史料、全面考察德格王室完整歷史的

學術專著。筆者運用了《德格王統記》《甘珠爾目錄》《丹珠爾目錄》《司徒班欽

自傳》《徐欽自傳》《咕札教法史》《吉美林巴自傳》《格澤班智達傳》《工珠自傳》

《欽哲旺波傳》《德格王統略記》，以及第七至第十二世達賴喇嘛的編年史廣傳、

三部《薩迦世系史》等大量藏文史料，比對可得的漢文檔案、史料以及考察報告，

進行 17 世紀至 20 世紀中德格貫時歷史的全面梳理，對德格家族史的發展脈絡

加以分期，且對相關史事的疑點、前人論述不周或矛盾處（例如家族成員的親屬

關係）盡可能地做了考證，尤其將《德格王統記》做了全新的、幾乎全譯式的整

理，補充了從 19世紀中葉以後的發展歷史。 

 

筆者認為，德格是一個十分靈活的政權：對外，該家族從沒有大肆發展武功

的企圖，時時謀求與帝國規模的政權的和平相處之道；因此，在經歷和碩特汗廷、

清朝、甘丹頗章政權以及國民黨軍閥統治之後，該家族從不直屬於任何一個更高

階層的政權，仍能保有自治的活力。對內，該家族也尊重宗教菁英的教權，雖在

王國建立之初，該家族確實試圖以家長出家、建立政教合一的統治模式，但因家

族傳承方式遇上子嗣不足的實際困境，造成該家族很快便挑整方向，選擇與宗教

菁英和平共處的互利共生模式，以求政教權力的同步成長，穩定發展。 

 

這種柔軟的身段，使得德格在政治上一向左右逢源。17 世紀王國肇建時，

其他多康地區都遭受和碩特與格魯派力量，成為從屬於和碩特的地方勢力。德格

卻在此時獲得固始汗的器重，不僅維持自身統治權的完整性，還藉著蒙古人的保

護，開始了為期近百年的領土擴張。 

 

18 世紀上半葉，德格依附清廷，德格法王們也很識時務地承認清朝對自己

轄境的宗主權；即使當時該家族原則上也還是由出家喇嘛（上師）主事，歸附後

的土司也是由喇嘛擔任，但德格並未如其他藏區的政教合一領袖，進京接受皇帝

的供養，獲取宗教權威的封賞。事實上，他們不僅不這麼做，甚至反其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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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廷面前，他們就承認自己是土司，屬朝廷管制；在衛藏菁英面前，他們透過

多康赴藏熬茶相對寬鬆的政策優勢，以世俗政治領袖家庭之長的身分，做為以達

賴及薩迦派艾旺曲登寺為主的菁英們之施主，結成了以供施關係的聯盟。 

 

身為朝廷冊封的土司，德格家族的繼承面臨了與所屬社會慣習相異的考驗。

原來家族的權力核心是出家的倫珠頂座主法王，其地位由侄子繼承；由於出家人

無嗣，所以繼承者必定是旁系的晚輩，前輩法王與後輩法王之間便沒有權力競爭

的矛盾問題──即便是為弟者無法登基為法王，其子嗣卻可能是下任法王的人。因

此，這樣的繼承方式強化了旁系親屬對執政法王向心力，使得王室家庭成員之間

是可以互助。 

 

然而，做為土司，繼嗣須以清朝的律例為原則──嫡庶不可越分，嫡長子嗣位

為原則，妻子嗣位則為例外可准事項。這種規定使得原本俗民社會的家庭觀念與

繼嗣方式受到挑戰：旁系親族幾乎無法繼承統治者的位子。因此，歸附後不久，

該家就開始由還俗或本即在家的法王即位，以確保統治權順利地在家族內部延續。

但隨著旁系與直系成員的分離，加上後來的德格王壽命較其先祖短，子嗣也越來

越少，因此在過了 18世紀上半葉法王丹巴澤仁父子們的輝煌功業高峰之後，自

1750s年代開始，該家族便開始經歷王權去集中化的命運，其中包括長達連續 60

餘年的女王（央金卓瑪、策旺拉姆）執政。當王權不集中於統治者手中，地方頭

人的分權勢力也隨之上揚，這樣的權力消長，到了 19世紀末，王權已被涅相會

議的掌權頭人們取代，德格王僅剩名銜與行禮如儀的尊重，但卻不具備任何實權，

直至 20世紀中葉的王朝終結。 

 
社會預設 

 

無論是政治菁英或是宗教菁英，他們同樣生長於轄境的社會；種種社會性的

預設都左右了個體菁英的行動。即使德格因為透過不段武力擴張而成為一個相異

部落社會組成的王國，但其屬民社會風俗慣習的差異並非南轅北轍，而仍有一定

的同質性。在這樣具有同質性的社會預設下，菁英們對信徒、屬民的支配，就必

須仰賴「生於本土，卻又異於本土」的神聖性。 

 

我們必須十分篤定地確知，在歷史發展的每個時期中，以社會菁英為首的社

會成員們都會各自對不同的時代發展，採取相應的動態策略，包括適應與調整，

其中也會經歷衝突、磨合與再次共築磨合的必經過程。 

 

固然，筆者於本文中已經盡可能地透過歷史文獻的分析，說明了菁英們在各

自生存時期的社會預設條件下，運用各類變項的共生模式，然而，我們不能忘記，

社會預設條件也是會隨著新的預設的加入而持續地產生新的面貌——每個時期

的菁英們雖都會面臨大同小異的支配關係變項，但在菁英個體們處理這些變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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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環境情境時的處理態度，以及這些變項在客觀上來說的制約，仍存在著許多殊

性。誠如筆者所梳理的德格歷史發展脈絡所透露的訊息，德格王朝從在龔埡正式

建立王權以來，經歷了初期的王權之醞釀發展期、18 世紀的王權提高期，乃至

19 世紀王權被架空、其他政教菁英當權的王權衰落期，在每個時期的政教菁英

們，其互動的共生關係是持續變動的動態過程，而非靜態的封閉模式。 

 

因此，筆者必須要再次說明的是，即便本論文已經盡可能地納入共生情境下

的各種社會預設條件與相關變項，也盡力運用了第一手歷史文獻做為相關事例，

用以闡明這個共生情境的全貌與內部運作邏輯，但由於存在著「社會成員隨著時

代風向採取相應的應對手段的差異性」，所以我們仍須清楚地認知到這種基於時

代變化的動態過程，不要急切地「將變項的運作模式視為對某種通則與結構的定

論」，才不至於落入「將不同時期的發展策略擬一廂情願地想成均質化、缺乏疏

性的社會情境，導致過度解讀社會預設條件與相關變項的解釋效度」之危險，而

也唯有如此兼顧對解釋效度在時間條件下的限制性本質，上述對德格轄境內共生

社會運作情境的各種分析，其中的各個單一變項的意義，才不會被泛化詮釋，反

倒容易失去了詮釋的準確性以及基於特定給定條件的專指性。 

 

經過本文討論，我們可以看到做為個體的宗教菁英、政治菁英及其背後各自

的制度體系（寺院或家族），在德格轄境內所展現出的發展與互動型態，是去中

心化、謀求共生的共同體現象。但是，我們也必須要注意到，雖然我們會在菁英

互動中看到共生模式當中的結盟行為，但若考慮到特定佛教哲學思想與兼容並蓄

的社會氛圍，我們就應避免過度詮釋寺院集團（或中心）以及宗教菁英個人魅力

的意義與價值，並且應同時關注轄境內的官僚體系與制度結構，使得宗教菁英們

必須參與更多的俗世事務。1202而這些「基於責任義務」的俗世參與，其意義是社

會性的，而不見得屬於私領域的選擇結果。 

 
支配關係與互利共生──互相扶持以確保雙方各自擁有神聖性 

 

在本論文中，討論了德格轄境社會階序上層、相對掌握較多社會資源的政教

菁英們在互利共生的情境下，如何透過在社會成員們對歷史認知與宗教信仰的

「社會預設條件」——包括來自社會本身的王權的不可侵犯性、對學者或意見領

袖的順從性、給定的天人神聖性、對誓言的服從性，以及源自系統性宗教信仰的

邏輯與教義，諸如；授記、轉世化身、本生思想、師徒關係與宗教誓言的嚴肅性

等變項，說明了社會成員們如何在基於這些社會預設條件所構築的既定社會情境

下，集體投射出支配關係的二元性模式（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當中，界分二者的

 
1202 Lauran Ruth Hartley, A Socio-Historical Study of the Kingdom of sDe-dGe (Derge, Kham)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Ris-Med Views of Alliance and Authority, Indiana University, 1997 (master's 

thesis), 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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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線，例如：包括政治菁英在內的信眾們對宗教菁英的信仰認同，以及俗民對王

權正當性的接納⋯等。 

 

本論文中也進一步地演示了這樣的支配關係在共生情境下的「非單一」模式，

也就是菁英成員或其群體之間的既有「基於支配關係的階序與穩定互動」，亦有

「基於平等共生的競合面向」，也就是互利共生的穩定情境與競爭共生的非穩定

的調和過程。基於上述分析，本論文說明了德格轄境內的政教菁英互動，並非政

教合一、政權凌駕教權的集權型態，而是基於菁英之間權利平等關係所構築的動

態情境——教政共生。 

 
宗派發展 

 

透過梳理從德格與衛藏的宗教菁英，以及德格轄境內部的宗教菁英互動歷程，

藉由對菁英網路的分析，筆者歸納出宗派互動的幾項關鍵變因：地緣性、家庭、

人際網絡，並且指出噶瑪噶舉在宗派發展上的缺乏地緣聯繫，薩迦派的從境外輸

入到模式定型化，以及寧瑪派將本地傳承與衛藏新興傳統加以結合，成為 18世

紀末以來，對轄境內各宗派發展最有影響力的教權。至於不受王權支持的格魯與

雍仲苯教，則在邊陲地區，由地方頭人提供援助，形成具體而微的小規模供施關

係，以延續發展。 

 
後續研究與目前研究的侷限 

 

本論文僅是切入德格研究乃至更廣泛多康研究領域的嘗試性之作，日後可投

入的相關研究、可延伸討論之處尚多，包括：多康各宗教菁英的個人生命史研究、

各宗派的廣史，以及各鄰近部落或王國的家族史等，這些都是有待後續透過史料

的梳理而逐步充實的領域。當這些空白一片片被填補起來，一個宏觀敘事的、立

體的多康歷史便有可能逐步成形。 

 

當然，這一領域的研究仍有許多困難與侷限。許多歷史敘事出於當代作者手

筆，有些距今不超過百年，雖然其所提供的資訊相當豐富而能補足過去研究之不

足，但在文獻的信度上面卻往往不免有疑。另有許多文本內容是孤證，但卻已經

成為群眾社會歷史記憶的一部分，為歷史觀的重要內涵。但目前西方研究多康歷

史與宗教的學者們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他們也只有選擇採納這些文獻的說法，才

能將多康歷史過於大量的空白、跳躍處說明清楚。因此，即使是後續的研究者，

也應當把握「多康史是意義的歷史」，透過古今對比、文獻與現實的對話，去探

查今日多康面貌是如何一路走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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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གས་པ་ཡོངས་འ�ས，《ཀམ་ཚང་གསེར་:ེང་གི་Mམ་ཐར་ཁ་�ོང་》New Delhi: Topga Yulgyal, 1993. 

Yགས་པ་�ོན་ལམ་�ོ་Yོས，〈hོན་9ི་གཏམ་མེ་ཏོག་:ེང་བ་〉，收錄於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編，《藏族史記集成

(7)》，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2010。 

ཆག་ལོ་�ཱ་བ་དང་འགོས་aག་པ་,ས་བཅས་སོགས，《ཆག་ལོ་�ཱ་བས་མཛད་པའི་hགས་ལགོ་@ནའ�ིན་དང་འགོས་aག་པ་,ས་བཙས་6་ིhགས་ལོག་@ན་འ�ིན་

བTགས་སོ།།》Thimphu: Kunsang Tobgyel and Mani Dorji, 1979.  

ཆོས་6ི་འDང་གནས，《tའི་སི་Rར་འབོད་པ་ཀH་བ�ན་པའ་ིཉིན་�ེད་6ི་རང་�ལ་�ངས་པོར་བVོད་པ་�ི་%ལ་ཤེལ་9ི་མེ་ལོང་》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amy of Indian Culture, 1968. 

ཆོས་6ི་འDང་གནས，《བ�བ་བ2ད་ཀH་ཀཾ་ཚང་གི་བ2ད་པ་རིན་པོ་ཆེའི་Mམ་པར་ཐར་པ་རབ་འ�མས་ནརོ་(་7་བ་�་ཤེལ་9ི་:ེང་བ་ཞེས་�་བའི་µ་�་ཀ་'ི་

མའོ།།》收入：嘎瑪降澤編，《司徒班欽文集》(སི་R་པཎ་ཆེན་ཆོས་6ི་འDང་གནས་6ི་བཀའ་འ(མ་བTགས་

སོ།།)（藏文版）第 13 冊，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2，頁 245-246。 

ཆོས་6ི་འDང་གནས，《བ�བ་བ2ད་ཀH་ཀཾ་ཚང་གི་བ2ད་པ་རིན་པོ་ཆེའི་Mམ་པར་ཐར་པ་རབ་འ�མས་ནོར་(་7་བ་�་ཤེལ་9ི་:ེང་བ་ཞེས་�་བ་བTགས་སོ།།》

收入：嘎瑪降澤編，《司徒班欽文集》(སི་R་པཎ་ཆེན་ཆོས་6ི་འDང་གནས་6ི་བཀའ་འ(མ་བTགས་སོ།།)（藏

文版）第 12 冊，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2。 

ཆོས་6ི་འDང་གནས，《བ�བ་བ2ད་ཀH་ཀཾ་ཚང་གི་བ2ད་པ་རིན་པོ་ཆེའི་Mམ་པར་ཐར་པ་རབ་འ�མས་ནརོ་(་7་བ་�་ཤེལ་9ི་:ེང་བ་ཞེས་�་བའི་µ་�་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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མའོ།།》收入：嘎瑪降澤編，《司徒班欽文集》(སི་R་པཎ་ཆེན་ཆོས་6ི་འDང་གནས་6ི་བཀའ་འ(མ་བTགས་

སོ།།)（藏文版）第 13 冊，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2，頁 245-246。 

ཉི་མ་བ�ན་འཛ]ན，《!་�ེང་ཆེན་དགོན་མདོ་hགས་བ�ན་�ས་Eིང་གི་Dང་བ་བVོད་པ་ངོ་མཚར་གསེར་9ི་Eིང་(་》（雜．丁青寺自行印製，

內部流通，未出版），2011。 

.བ་བ�ན་ཆོས་6ི་Eང་པོ，〈ས་)ོང་�་ེདགེའི་�ལ་རབས་མདོར་བ�ས་བཻ་¾¡îÐ་འི་དོ་ཤལ་བTགས་〉in .བ་བ�ན་ཆོས་6ི་Eང་པ，ོ《དཔལ་/ལ་པད་ནོར་

.བ་བ�ན་ཆོས་6ི་Eང་པོའི་བཀའ་འ(མ་》Bylakuppe: Nyingmapa Monastery, 1983<1985>. 

.བ་བ�ན་ཆོས་6ི་Eང་པོ་འཇམ་དཔལ་Zབ་པའི་�ོ་Yོས，〈ས་)ོང་�་ེདགེའི་�ལ་རབ་མདོར་བ�ས་བཻÜÐའི་དོ་ཤལ།〉in .བ་བ�ན་ཆོས་6ི་Eང་པོ་འཇམ་དཔལ་

Zབ་པའི་�ོ་Yོས，《དཔལ་/ལ་པད་ནོར་.བ་བ�ན་ཆོས་6ི་Eང་པའོི་བཀའ་འ(མ་》Vol. 1, Bylakuppe: Nyingmapa 

Monastery, 1987. 

.བ་བ�ན་དཔལ་བཟང，《�ལ་དབང་དཔལ་/ལ་བའི་ལོ་2ས་མདརོ་བ�ས་》（白玉寺佛學院內部流通）[n/d]。 

ཐོགས་མེད，〈ཐེག་པ་ཆེན་པོ་2ད་�་མའི་བ�ན་བཅོས་བTགས་ས།ོ།〉，《བ�ན་འ[ར་》པོད་༼ ཕི༽པ། �ེ་དགེ་པར་མ། folio 67b. 

དཀོན་མཆོག་བ�ན་པ་རབ་�ས，《མདོ་�ད་ཆོས་འDང་》Imprime Pour L'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Paris, 

1972. （根據 དགའ་lན་ཆོས་འཁོར་Eིང་木刻版重製） 

དགའ་lན་Oི་$ར་�མས་པ་ཆོས་Yགས， 《ཁང་གསར་)བས་མགོན་�ོ་བཟང་�ལ་Oིམས་བ�ན་པའི་�ལ་མཚན་9ི་Mམ་ཐར།》 Karnataka: 

Drepung Loseling Library Society, 2003. 

དགེ་བཤེས་.བ་བ�ན་ངག་དབང，《zེ་ཧོར་བn་ཤིས་དར་�ས་དགོན་པའི་ལོ་2ས་ཉེ་འཁོ་Xན་འ�ས་བTགས་》（內部資料，未出版）

1996。 

ད�ངས་ཅན་^ེམས་པའ་ིལང་ཚ ，《ཧོར་ཆོས་Vེ་_་འ:ེན་གོང་མ་Mམས་6ི་Mམ་ཐར་མདོར་བ�ས་འཛམ་(འི་གསེར་9ི་kེ་མ།》 [reproduction], 

Delhi: Tibet House, 1983, folio 21a-28a. 

དིལ་མགོ་མ4ེན་བ5ེ་རིན་པོ་ཆེ་རབ་གསལ་7་བ，〈_་ཚ+་�ོད་6ི་Mམ་ཐར་ཞལ་ག@ངས་མ་བTགས་〉收錄於《)བས་Vེ་དིལ་མགོ་མ4ེན་བ5ེ་mོ་Vེ་འཆང་

འ[ར་མེད་ཐེག་མཆོག་�ལ་མཚན་དཔལ་བཟང་པོ་མཆོག་གི་ག@ང་འ(མ་》Vol. 23, Delhi, Shechen Publications, 

1994.  

�ས་ག@མ་མ4ེན་པ，〈Vེ་འYོ་བའི་མགོན་པོ་རིན་པ་ོཆེའི་Mམ་ཐར་)ེས་རབས་དང་བཅས་པ་རིན་ཆེན་:ེང་བ་འ%ིང་པོ་〉，收入 �ས་ག@མ་མ4ེན་པ，

《ཀH་པ་�ས་ག@མ་མ4ེན་པའི་བཀའ་འ(མ་》Gangtok: Dzongsar Chhentse Labrang, 1980, pp. 

1-46. 

པ�ྣ་དོན་ཡོད་ཉིན་�ེད，《དཔལ་¤ངས་དཔེ་gིང་གསར་�་བÈན་ཟནི་9ི་དཀར་ཆག་kང་�དེ་ཉི་7འི་jོན་མེ་》Upper Bhattu Dist. Kangra 

H. P.: Dpal-Spung-Gsung-Rab-Nyams-Gso-Khang, 2006. 

པ�ྨ་དབང་མཆོག་�ལ་པ，ོ《རིན་ཆེན་གཏེར་9ི་ཆོས་མཛ ད་ཆེན་མོའི་?ོགས་བVོད་ངོ་མཚར་བ�ད་5ིའི་འDང་གནས་ཞེས་�་བ་བTགས་སོ།།》in �ོ་Yོས་མཐའ་

ཡས，《རིན་ཆེན་གཏེར་མཛ ད་ཆེན་མོ་》པོད་༼ཁ་༽པ། New Delhi: Shechen Publications, 2007-2008. 

ཕན་མགོན་ཚང་དགེ་བཤེས་ག/ང་0ང་�ལ་མཚན་(ed.)，《མི་ལོ་ ༥༠ རིང་གི་མདོ་ཁམས་�་བཞི་�ང་0ག་གི་ལོ་2ས་'ོགས་བ�ས་།》Delhi: lི་ལིའི་ཝེ་

ཨེན་དཔེ་Èན་ཁང་, 2009. 

�ར་�ོག་པ་�་ོབཟང་�ལ་Oིམས་�་མཚ ་ ，《,ར་བཅས་"ིད་བཞའིི་གWག་�ན་�ལ་མཆོག་cར་Òིག་འཆང་བ་བN་གཉིས་པ་ཆེན་པོའི་Mམ་པར་ཐར་པ་�་མཚ ་�་

(་ལས་མདོ་ཙམ་བVོད་པ་�ངས་ཤེལ་མེ་ལོང་ཞེས་�་བ་བTགས་སོ།།》，收入達汗．洛桑赤烈南杰(དར་ཧན་�ོ་བཟང་

འ:ིན་ལས་Mམ་�ལ)、洛桑次成強巴嘉措(�ར་�ོག་པ་�་ོབཟང་�ལ་Oིམས་�་མཚ )，《第十一世達賴喇

嘛凱珠嘉措、第十二世達賴喇嘛成烈嘉措傳：藏文》(�ལ་དབང་_་:ེང་རིམ་�ོན་9ི་མཛད་

Mམ། _་:ེང་བN་གཅིག་པ་མཁས་Zབ་�་མཚ འི་དང་། _་:ེང་བN་གཉིས་པ་འ:ིན་ལས་�་མཚ འི་Mམ་ཐར།)北京：中國藏學出

版社，2012。 

བཀའ་བ2ད་Jི་འ.ས་བ�ན་པ་ཡར་འཕེལ་ [ed.] དཔལ་lན་བཀའ་�ོན་Oིད་$ར་འ&་ཆེན་.བ་བ�ན་Mམ་�ལ་མཆོག་གི་_་ཚ+འི་ལོ་2ས་དང་འ%ེལ་བའི་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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རབས་བོད་6ི་Dང་བ་བVོད་པའི་གཏམ་ཚ གས་"ིད་པའི་མེ་ལོང་ཞེས་�་བ་, Vol. 1, Chauntra: Juchentsang White 

House. 

བཀའ་�ོ་Oིད་$ར་འ&་ཆེན་.བ་བ�ན་Mམ་�ལ་ ，“�ེ་དགེ་ཆོས་�ལ་ཆེན་པོའི་ག�ང་རབས་:ེང་བ་ལས་ཆད་པའི་�ལ་རབས་དང་། ཆོས་འDང་། རིག་གTང་། 

མངའ་ཐང་བཅས་པའི་ལོ་2ས་＂, in བཀའ་བ2ད་Jི་འ.ས་བ�ན་པ་ཡར་འཕེལ་ [ed.] དཔལ་lན་བཀའ་�ོན་Oིད་$ར་འ&་ཆེན་.བ་

བ�ན་Mམ་�ལ་མཆོག་གི་_་ཚ+འི་ལོ་2ས་དང་འ%ེལ་བའི་ཉེ་རབས་བདོ་6ི་Dང་བ་བVོད་པའ་ིགཏམ་ཚ གས་"ིད་པའི་མེ་ལོང་ཞེས་�་བ་, Vol. 3, 

Chauntra: Juchentsang White House. 

བn་ཤིས་ཆོས་འཕེལ，《དམ་པའི་ཆོས་རིན་པོ་ཆེ་མདོ་hགས་རིག་གནས་དང་བཅས་པ་ཇ་ི�ར་ཐོས་ཤིང་དེ་དག་གང་ལས་བ2ད་པའི་ཡི་གེ་དགོས་འདོད་Xན་འD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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མཁན་པོ་�ལ་lན་ཚ+་རིང，《�ེ་དགེ་དགོན་ཆེན་དགོན་པའི་ལོ་2ས་བTགས་སོ།།》（更慶寺印製，內部流通，未出版）2000，

頁 92-93。 

མ4ེན་བ5ེའི་དབང་པ，〈མཁན་ཆེན་ཐམས་ཅད་མ4ེན་པ་�མས་པ་Xན་དགའ་བ�ན་འཛ]ན་9ི་Mམ་ཐར་གསོལ་འདེབས་�ིན་Æབས་བ�ད་5ིའི་�ིན་མཛ+ས།〉in 

མ4ེན་བ5ེའི་དབང་པོ，《འཇམ་ད�ངས་མ4ེན་བ5ེའི་དབང་པོའི་བཀའ་འ(མ་》 Vol. 1 (པོད་༼ཀ༽པ།), !ོང་གསར་ཤིང་པར་ 

(reproduced), Gangtok: Gonpo Tseten, 1977-1980. 

མ4ེན་བ5ེའི་དབང་པོ，〈གངས་ཅན་བོད་6ི་/ལ་�་�ོན་པའི་གསང་hགས་གསར་gིང་གི་གདན་རབས་མདོར་བ�ས་ངོ་མཚར་པ�ྨོའི་དགའ་ཚལ།〉in མ4ེན་

བ5ེའི་དབང་པོ，《འཇམ་ད�ངས་མ4ེན་བ5ེའི་དབང་པོའི་བཀའ་འ(མ་》པོད་༼ཚ༽པ། (Vol. 18), !ོང་གསར་ཤིང་པར་ 

(reproduced), Gangtok: Gonpo Tseten, 1977-1980, folio.11a. 

མ4ེན་བ5ེའི་དབང་པ，ོ〈འཇམ་མགོན་�་མ་ངག་དབང་ལེགས་Zབ་6ི་Mམ་ཐར་གསོལ་འདེབས་�ིན་Æབས་²ར་འབེབས།〉in མ4ེན་བ5ེའི་དབང་པ，ོ《འཇམ་

ད�ངས་མ4ེན་བ5ེའི་དབང་པོའི་བཀའ་འ(མ་》Vol. 1 (པོད་༼ཀ༽པ), !ོང་གསར་ཤིང་པར་ (reproduced), Gangtok: 

Gonpo Tseten, 1977-1980. 

མ4ེན་བ5ེའི་དབང་པ，ོ《བོད་/ལ་གསང་hགས་གསར་gིང་གི་གདན་རབས་ངོ་མཚར་པ�ྨའོི་དགའ་ཚལ།》in མ4ེན་བ5ེའི་དབང་པ，ོ《འཇམ་ད�ངས་མ4ེན་

བ5ེའི་དབང་པོ་བཀའ་འ(མ།》Vol. 18, Gangtok: Gonpo Tseten, 1978-1980, pp. 315-521. 

མི་འ[ར་�ལ་མཚན，〈�ེ་དགེའི་�ི་མེད་བཤགས་བ2ད་པར་�ང་〉，《མི་འ[ར་�ལ་མཚན་ག@ང་འ(མ་》�ེ་དགེ་པར་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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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ལ་Oིམས་རིན་ཆེན，〈ཆོས་Ò་བའི་བ�ེྡ་�ལ་Oིམས་རིན་ཆེན་�་བོད་པའི་)ེ་བ་ཕལ་པའི་�ང་འ.ང་དགེ་�ིག་འ�ེས་མའི་ལས་6ི་ལམ་ག་ཕན་�ན་�་འཛ]ངས་པར་

བདེ་�ག་གི་ལོ་འདབ་�ས་6ི་�ལ་མོས་རི་མོས་@་བ¸ར་བ་བTགས་སོ།།〉in �ལ་Oིམས་རིན་ཆེན，《T་ཆེན་�ལ་Oིམས་རིན་ཆེན་9ི་ག@ང་འ(མ།》

Kathmandu: Sachen International, Guru Lama, 2005, pp. 519-870. 

�ལ་Oིམས་རིན་ཆེན，《ཆོས་Ò་བའི་བ�ེྡ་�ལ་Oིམས་རིན་ཆེན་�་བོད་པའི་)ེ་བ་ཕལ་པའི་�ང་འ.ང་དགེ་�ིག་འ�ེས་མའི་ལས་6ི་ལམ་ག་ཕན་�ན་�་འཛ]ངས་པར་

བདེ་�ག་གི་ལོ་འདབ་�ས་6ི་�ལ་མོས་རི་མོས་@་བ¸ར་བ་བTགས་སོ།།》�ེ་དགེ་པར་མ། པདོ་༼ཏ༽པ།，folio 29a.  

�ལ་Oིམས་རིན་ཆེན，《�ེ་དགེའི་བ�ན་འ[ར་9ི་དཀར་ཆག》Delhi: Trayang and Jamyang Samten, 1974. 

ཚ+་རིང་�་མ་འཇམ་དཔལ་བཟང་པ，ོ《ཆོས་�ལ་�ེ་དགེའི་�ལ་རབས་�ང་cར་བ�ས་པ་ངག་གི་ས་བོན་ཨÚྤལ་�ན་པོ་》（根據手稿打字之電

子檔，由 Dege Gyalyong welfare Society提供，未出版） 

s་�བ་པ་དབང་wག་བདེ་lན，《བོད་6ི་"ིད་དོན་�ལ་རབས།》Ddlhe: T. Tsepal Taikhang, Vol. 2, 1976. 

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Zབ，《4བ་བདག་mོ་Vེ་འཆང་ཆེན་Vེ་�་མ་དསམ་པའི་ཆོས་_ི་?ེན་མཆོག་གི་དཀར་ཆག་ག�ང་སེལ་7་བའི་ད6ིལ་འཁོར་ཞེས་�་བ་

བTགས་སོ།།》收入：噶陀仲巴仁波切(ཀཿཐོག་0ག་པ་vལ་_)編，《格澤班智達文集》(ཀཿ་ཐོག་

དགེ་5ེ་མ་\་པoྜི་ཏའི་ག@ང་འ(མ)第 9卷，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4。 

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Zབ，〈vལ་_་Oི་འདོན་སོགས་6ི་ལེགས་འ(ལ་9ི་འགོ་བVོད་〉，《དགེ་5ེ་མ་\་པoྜི་ཏའི་ག@ང་འ(མ་》Vol. 10, Oེང་

Ry：དམངས་Oོད་དཔེ་དཀོན་�ད་jིག་ཁང，2001. 

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Zབ，《མ་\་པoིྜ་ཏ་Xན་མ4ེན་�་མ་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Zབ་ངེས་དོན་བ�ན་འཕེལ་དཔལ་བཟང་པོའི་Mམ་ཐར་�ལ་བཟང་

"ིད་མཚ ར་jོལ་བའི་Z་བོ་ཞེས་�་བ་བTགས་སོ།།》（簡稱為《格澤班智達自傳》[དགེ་5ེ་པoིྜ་ཏའི་རང་Mམ]，下

同）收入：噶陀仲巴仁波切(ཀཿཐོག་0ག་པ་vལ་_)編，《格澤班智達文集》(ཀཿ་ཐོག་དགེ་5ེ་

མ་\་པoྜི་ཏའི་ག@ང་འ(མ)第 9卷，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4。 

འ[ར་མེད་Mམ་�ལ，《,་ཐོག་�ལ་རབས་》Palampur H.P. : The Sunrab Nyamso Gyunpel Parkhang 

Tibetan Craft Community, 1971. 

འཇམ་དཔལ་བཟང་པོ，《�ལ་དབང་དཔལ་/ལ་བའི་གདན་རབས་ངོ་མཚར་འཆི་མེད་ཡངོས་འ�འི་Äོན་པའི་:ེང་བ་》 Mysore: Nyingma 

Monastery, [1985?]. 

འཇམ་ད�ངས་ཆོས་6ི་�ལ་མཚན，〈tའི་སི་R་པ�ྨའི་Äགས་lན་དང་པོ་Vེ་པ�ྨ་ཉིན་�ེད་དབང་པོའི་བཀའ་འ(མ་9ི་དཀར་ཆག་ཡིད་འ:ོག་བ�ད་5ིའི་གཏེར་

མཛ ད།〉收入：པ�ྨ་ཉིན་�ེད་དབང་པ，ོ《སི་R་པ�ྨ་ཉིན་�ེད་6ི་བཀའ་འ(མ།》པོད་༼Ëྃ་༽པ།（八邦寺內部流通）

2006. 

འཇམ་ད�ངས་བ�ན་པའི་ཉི་མ，《ཤར་ཆེན་P་lིང་པ་འཇམ་ད�ངས་བ�ན་པའི་ཉི་མ་རང་ཉིད་6ི་མི་ཚ+འི་Dང་བ་བVོད་པ་Mམ་གསལ་མེ་ལོང་ཞེས་�་བ་བTགས་

སོ་》Dehradun: Ngor Pal Ewam Choedan, [n.d.]. 

འཇམ་མགོན་ཀོང་vལ་�ོ་Yོས་མཐའ་ཡས，《'ོགས་མེད་རིས་མེད་6ི་བ�ན་པ་ལ་འ�ན་ཤངི་དགེ་�ོང་གི་ག$གས་བgན་འཆང་བ་�ོ་Yོས་མཐའ་ཡས་6ི་�ེའི་Dང་

བ་བVོད་པ་ནོར་(་k་ཚ གས་མདོག་ཅན་ཅེས་�་བ་Tགས་སོ།》，དཔལ་¤ངས་པར་མ། 

འཇིགས་མེད་Eིང་པ་མ4ེན་བ5ེ་འོད་ཟེར，《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ས་ལེགས་པར་ག@ངས་པའ་ིག@ང་རབ་�་མཚ འི་^ིང་པོར་[ར་པ་རིག་པ་འཛ]ན་པའི་�ེ་kོད་དམ། 

h་འ[ར་2ད་འ(མ་རནི་པོ་ཆེའི་?ོགས་པ་བVདོ་པ་འཛམ་Eིང་ཐ་Z་4བ་པའི་�ན།》�ེ་དགེ་པར་མ། in འཇིགས་མདེ་Eངི་པ་མ4ནེ་བ5་ེའདོ་ཟརེ，

《འཇིགས་མེད་Eིང་པའི་ག@ང་འ(མ།》པོད་༼ག༽པ། folio 158a, 166b. 

འཇིགས་མེད་དམ་ཆོས་�་མཚ ，〈བར་ཁམས་�ེ་དགེ་!ོང་གསར་དགོན་ནས་རིས་མེད་བ�ན་པའི་གསལ་�ེད་མ4ེན་བ5ེ་རིན་པོ་ཆེ་ཆོས་6ི་�ོ་Yོས་ནས་^ན་ངག་ག་ི

ལམ་ནས་�ངས་པའི་བཀའི་Eེགས་(་?ེན་བཅས་¶ལ་བའི་ལན་�་�ལ་བ་འོ་མའི་�ིས་མ།〉in《འཇིགས་མེད་དམ་ཆོས་�་མཚ འི་ག@ང་འ(མ་》

པོད་༼བ༽པ། རོང་པ་ོདགོན་ཆེན་ཤིང་པར། རོང་པོ་དགོན་ཆེན་9ི་པར་ཁང་། 2006. 

འཛ]་�ར་མཁན་པོ་འཇམ་ད�ངས，〈)བས་Vེ་འཛ]་�ར་མཆོག་vལ་ཡིད་བཞིན་ནོར་(་མཆོག་གི་ཟབ་གསང་mོ་Vེའི་ག@ང་�ི་མ་མེད་པ་Mམས་'ོགས་གཅིག་R་

བ�ེབས་པའི་དཀར་ཆག་ལེགས་བཤད་འ�ེད་པའི་lེy་མིག〉in འཛ]་�ར་མཁན་པོ་འཇམ་ད�ངས་(ed.)《)བས་Vེ་འཛ]་�ར་མཆོག་vལ་ཡིད་

བཞིན་ནོར་(་མཆོག་གི་ཟབ་གསང་mོ་Vེའི་ག@ང་�ི་མ་མེད་པ་Mམས་'ོགས་གཅིག་R་བ�ེབས་པ་》 Kathmandu: Khen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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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ང་པོ་པ，《ཤར་ཀཿ་ཐོག་པ་བདེ་བར་གཤེགས་པའི་Mམ་པར་ཐར་པ་བ�ས་པ་Zབ་མཆོག་Vསེ་�ན་》（木刻版，推測應為噶陀寺刻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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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ce: A Newsletter if Siddhartha’s Intent, March 2004, p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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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著撰人，《འཕགས་པ་འཇིག་?ེན་དབང་wག་གི་Mམ་vལ་རིམ་�ོན་9ི་འ¥ངས་རབས་དེབ་ཐེར་ནོར་(་:ེང་བ་》Vol. 4, Dharamsala: 

Sku Sger Yig Tshang,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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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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དཀོན་མཆོག་དར་�ས་ circa 20th 現仍在世）所寫的手稿〈尕爾寺歷史概況〉(མགར་

དགོན་ལོ་2ས་ངོ་�ོད་མདོར་བ�ས)  

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編，《噶當藏文孤本叢刊(2)阿底峽卷》北京：中國藏學出版

社，2006。 

米旁郎杰加措(མི་ཕམ་Mམ་�ལ་�་མཚ )，《王行箴言：藏文》(�ལ་པོ་bགས་6ི་བ�ན་བཅོས)北京：民族出版

社，2006。 

杜鈞．益西多吉(བ�ད་འཇོམས་འཇིགས་%ལ་ཡེ་ཤེས་mོ་Vེ)，《杜鈞教史》(བ�ད་འཇོམས་ཆོས་འDང)（藏文版）成

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協慶加查．居美．白瑪朗杰(ཞེ་ཆེན་�ལ་ཚབ་འ[ར་མེད་པ�ྨ་Mམ་�ལ)，《協慶加查教史》(ཞེ་ཆེན་�ལ་ཚབ་ཆོས་

འDང)（藏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昂旺欽饒著，魯絨格丁等譯，《木里政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阿旺．貢噶索南(ངག་དབང་Xན་དགའ་བསོད་ནམས)，《薩迦世系譜》(ས་)འི་ག�ང་རབས་ངོ་མཚར་བང་མཛ ད)（藏文

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阿格旺波(ངག་གི་དབང་པོ)，《阿格旺波尊者集．上卷．自傳》（Xན་མ4ེན་ངག་གི་དབང་པོའི་རང་Mམ་藏文

版）香港：天馬圖書，2001。 

俄欽．貢覺倫珠(ངོར་ཆེན་དཀོན་མཆོག་�ན་Zབ)，《道果法正行三續分：藏文》(ག@ང་ངག་ལམ་འ%ས་2ད་ག@མ་

མཛ+ས་�ན)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 

娘．尼瑪韋色(ཉང་ཉི་མ་འོད་ཟེར)，《娘氏宗教源流（藏文版）》(ཉང་ཆོས་འDང)，拉薩：西藏人民

出版社，1988。 

索南維色(བསོད་ནམས་འོད་ཟེར)，《鄔堅巴傳》(Zབ་ཆེན་�་�ན་པའི་Mམ་ཐར)（藏文版）拉薩：西藏古籍

出版社，1997。 

貢珠．雲丹嘉措著，張煒明譯，《蔣揚欽哲旺波大師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9。 

貢噶洛哲(Xན་དགའ་�ོ་Yོས)，《薩迦世系譜續編(ས་)འི་ག�ང་རབས་ངོ་མཚར་བང་མཛ ད་6ི་ཁ་�ོང)》（藏文版）北

京：民族出版社，1991。 

章嘉若白多吉(�ང་)་རོལ་པའི་mོ་Vེ)，《七世達賴傳》(དཔག་བསམ་རིན་པ་ོཆེའི་^ེ་མ)（藏文版）拉薩：西

藏人民出版社，1990。 

第五世達賴喇嘛(ངག་དབང་�ོ་བཟང་�་མཚ )著，《西藏王臣記（藏文版）》(བོད་6ི་དེབ་ཐེར་ད×ིད་6།ི 

第司桑結嘉措(�ེ་"ིད་སངས་�ས་�་མཚ )，《格魯派教法史－黃琉璃寶鑒》(དགའ་lན་ཆོས་འDང་བཻ¾¡îÐ་ སེར་པ)ོ

（藏文），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 

第穆．洛桑圖丹晉麥嘉措(དེ་མོ་ཧོ་ཐོག་.་�་ོབཟང་.བ་བ�ན་འཇགིས་མེད་�་མཚ )，《第八世達賴喇嘛傳：藏

文》(�ལ་དབང་_་:ེང་རིམ་�ོན་9ི་མཛད་Mམ། _་:ེང་བ�ད་པ་�ོ་བཟང་བ�ན་པའ་ིདབང་wག་འཇམ་དཔལ་�་མཚ འི་Mམ་ཐར)北京： 

第穆．洛桑圖丹晉麥嘉措、洛桑赤列朗杰(�ོ་བཟང་འ:ིན་ལས་Mམ་�ལ)，《第九世達賴喇嘛隆朵

嘉措和第十世達賴喇嘛楚臣嘉措傳：藏文》(�ལ་དབང་_་:ེང་རིམ་�ོན་9ི་མཛད་Mམ། _་:ེང་དF་

པ་bང་?ོགས་�་མཚ ་དང་_་:ེང་བN་པ་�ལ་Oིམས་�་མཚ འི་Mམ་ཐར།)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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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若扎西(F་A་བn་ཤིས)著，多吉杰博(mོ་Vེ་�ལ་པོ)編，《郭扎佛教史》(F་བn་ཆོས་འDང)（藏文）北

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 

普布覺活佛洛桑楚臣強巴嘉措著，熊文彬譯，《第十二世達賴喇嘛傳》北京： 

智觀巴•貢卻乎丹巴繞吉(དཀོན་མཆོག་བ�ན་པ་རབ་�ས)（著），吳均、毛繼祖、馬世林（譯），《安

多政教史》(མདོ་�ད་ཆོས་འDང)，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89。 

策旺多吉仁增(ཚ+་དབང་mོ་Vེ་རིག་འཛ]ན)，《德格土司傳(�ེ་དགེ་�ལ་རབས)》（藏文版），成都：四川民

族出版社，1989。 

達察．次旺杰(?་ཚག་ཚ+་དབང་�ལ)，《洛絨史籍》(,ོ་རོང་ཆོས་འDང)（藏文本）西藏藏文古籍出版

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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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當代專著 

 

《德格縣寺院志》編纂委員會、德格縣政協編，《德格寺院志》(�ེ་དགེ་!ོང་དགོན་པའི་ལོ་2ས)

（藏文版），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土登彭措(.བ་བ�ན་�ན་ཚ གས)，〈“康巴區域”概念辨析(མདོ་ད(ས་ཁམས་ག@མ་ལས་གནའ་བོའི་ཁམས་6ི་མངའ་ཁོངས་ལ་

ད×ད་པ)〉，《西藏大學學報（藏文版）》2015(3)，頁 13-18。 

不著撰人，《�ིན་Yོལ་Eིང་གི་གདན་རབས་མཁན་བ2ད་རིམ་�ོན་9ི་Mམ་ཐར་ག/ལ་ལས་Mམ་པར་�ལ་བའི་དགའ་�ོན་》Dehradun, 

U.A. : ˋOg Ming O Rgyan Sming Grol Gling, 2002. 

不著撰人，《佐欽大圓滿寺和歷代佐欽法王》(h་འ[ར་Zབ་དབང་�ལ་བ་!ོགས་ཆེན་དགོན་དང་!ོགས་ཆེན་རིམ་�ོན།)

（藏文版），德格：佐欽熙日森五明佛學院，2003。 

不著撰人，《藏文：巧解佛道 上冊，大圓滿成佛捷徑之前行教導中部》(གནམ་ཆོས་!ོགས་

ཆེན་སངས་�ས་ལག་འཆང་གི་hོན་འYོའི་Oིད་ཡིད་འ%ིང་པོ་བTགས་ས།ོ།)臺北：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印贈，

2010。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等編，《甘孜州藏傳佛教寺院志（藏文版）》（第

三冊），內部資料，1999。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等編，《甘孜州藏傳佛教寺院志（藏文版）》第

一冊，內部資料，1999。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等編，《甘孜州藏傳佛教寺院志（藏文版）》第

二冊，內部資料，1999。 

丹瑪．江永慈誠(lན་མ་འཇམ་ད�ངས་�ལ་Oིམས)，《康木朵簡史（上）》(ཁམས་�ོད་ལོ་2ས་ཉིང་བ�ས་6ི་�ོད་ཆ)蘭

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5。 

丹增班覺(བ�ན་འཛ]ན་དཔལ་འ�ོར)，《多仁班智達傳(mོ་རིངས་པoྜི་ཏའི་Mམ་ཐར)．上冊》（藏文版）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 

仁青白桑，《楚布寺志：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仁真丹松(རིག་འཛ]ན་བ�ན་{ང)，《木雅通史》(མི་ཉག་གི་ལོ་2ས་དེབ་ཐེར་Äང་F)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

2015。 

木雅．貢布(མི་ཉག་མགོན་པོ)，《歷代藏族學者小傳（一）》(གངས་ཅན་མཁས་དབང་རིམ་�ནོ་9ི་Mམ་ཐར་མདོར་བ�ས)

（藏文版）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 

亞瑪澤仁(vལ་ཡ་མ་ཚ+་རིང)、才讓華覺(མཁན་པོ་ཚ+་རིང་དཔལ་འ�ོར)，《札熙寺吉祥顯密興盛洲志》(དཔལ་

�ལ་བ་ä་eལ་དགོན་ནམ་བn་ཤིས་མདོ་hགས་དར་�ས་Eིང་གི་གདན་རབས)（漢文版／藏文版）香港：一畫出

版社，2004。 

其美多吉(འཆི་མེད་mོ་Vེ)、達擁(7་གཡང)，《德格土司政務史》(ཁམས་�ེ་དགེ་�ལ་པོའི་"ིད་དནོ་ལོ་2ས)（藏文

版）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9。 

東噶．洛桑赤列(�ང་དཀར་�ོ་བཟང་འ:ིན་ལས)編，《東噶藏學大辭典》(�ང་དཀར་�ོ་བཟང་འ:ིན་ལས)（藏文）

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 

郭須．札巴軍乃(ཀོ་Tལ་Yགས་པ་འDང་གནས) 、嘉娃．羅桑開珠(�ལ་བ་�ོ་བཟང་མཁས་Zབ) ，《雪域名人

辭典》(གངས་ཅན་མཁས་Zབ་རིམ་�ནོ་མིང་མཛ ད)甘肅：甘肅民族出版社，1992。 

麥波(q་པོ)，《白玉寺歷史與現狀研究》(དཔལ་/ལ་Mམ་�ལ་�ང་�བ་ཆོས་Eིང)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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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波(q་པོ)編著，《薩迦學派名人錄》(ལམ་འ%ས་�་མ་བ2ད་པའི་Mམ་ཐར)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德格印經院、甘孜州編譯局編，《德格巴宮──德格印經院藏版目錄大全（二）》成

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德格印經院、甘孜州編譯局編，《德格巴宮──德格印經院藏版目錄大全（五）》（藏

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 

噶達．久美桑珠(འཇིགས་མེད་བསམ་Zབ)編，《西康色須寺：漢/藏》(མདོ་ཁམས་!་སེར་eལ་དགོན)，成都：

四川美術出版社，2014。 

噶瑪降村(ཀH་�ལ་མཚན)，《德格史話》(�ེ་དགེ་ཆོས་འDང)（藏文版），香港：香港亞洲出版社，

1994。 

噶瑪降村(ཀH་�ལ་མཚན)編著，《德格八幫寺志：藏文》(དཔལ་¤ངས་.བ་བ�ན་ཆོས་འཁོར་Eིང་གི་ལོ་2ས)，北

京：民族出版社，2007。 

噶瑪降村編著，《康地聖蹟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澤仁翁許(འདན་ཚ+་རིང་དབང་wག)，《鄧瑪歷史之光》(འདན་མའི་ལོ་2ས་གསེར་9ི་འོད་ཐིག)石渠縣：སམ་བྷོ་ཊ་པར་jིག་

�ེ་གནས་（甘孜州文化局、石渠縣文教局協助編輯出版），2002。 

覺海(མཁན་པོ་�་མཚ )主編，《松吉澤仁開示錄》(འཇམ་དཔལ་ལེགས་བཤད་ཆོས་6ི་ཉི་མའི་ཞལ་གདམས་བTགས་སོ།།)（藏文

版），遼西寺內布流通，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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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專書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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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Ａ 《大寶伏藏》所載伏藏師的活

躍年代及同期宗教菁英列表 

 

勝

生

周 

出生年 代

估計 

（西元） 

同期代表性宗教

菁英 
譯名 

此時期出生的伏藏

師 
譯名 

該伏藏師活躍

年代估算 

-- 1027 之前 
ཆེན་རིན་ཆེན་བཟང་པོ་ 

仁欽桑布、 
སངས་�ས་1་མ་

桑傑喇嘛 11世紀 

  
t་1་མ་ཡེ་ཤེས་འོད་ 

拉喇嘛．耶謝哦 
�་བན་�ོ་�ེ་འོད་

賈奔．多吉哦 以前 

    
ག<ག་ལག་དཔལ་དགེ་

祖拉．巴給  

    
�་ལོ་¿ཱ་

賈譯師  

    
J་_་Íྃ་འབར་

咕如吽跋  

  
t་བ<ན་Gང་?བ་འོད་ 

拉尊．強曲哦、 
Òང་པོ་དཔལ་དགེ་

瓊波．巴給  

  
ཇོ་བོ་Óི་པཾ་ཀ་ར་

阿底峽 
ཤ་མི་�ོར་�ལ་

夏彌．多嘉  

    
དབོན་གསས་Òང་ཐོག་

文塞．瓊托  

  
མར་པ་ 

馬爾巴譯師 
Ë་པ་མངོན་ཤེས་

札巴．溫謝  

    
ཞང་བ<ན་དར་མ་རིན་ཆེན་

祥尊．達瑪仁欽  

    
�ོར་འ*མ་

多崩  

    
r་ནམ་Iབ་�ལ་

納南．圖嘉  

    
སངས་�ས་འབར་

桑傑跋  

    
�་ཞང་\ོམ་

嘉．祥冲  

    
སེ་ ོན་རིང་མོ་

僧敦．伶摩  

    
�་Wར་*་

賈．普布  

    
དགེ་བཤེས་Ë་པ་=ན་6གས་

格西札巴袞札  

    
བོན་པོ་t་འ*མ་

苯波．拉崩  

    
t་�ེ་གmབས་?ང་་

拉傑．努瓊  

    
�་ ོན་བ�ོན་འFས་སེང་གེ་

賈敦．尊珠僧格  

1 1027~1086 
�ེ་བ<ན་མི་ལ་

密勒日巴 
Gང་སེམས་�་�ལ་

蔣森達嘉 11世紀 

  
Ñོག་ལོ་ཆེན་པོ་

俄譯師 
Qང་མ་�ན་�ལ་

當瑪倫嘉  

    
zེ་བ<ན་སེང་གེ་དབང་�ག

傑尊．僧格旺秋  

    
t་བ<ན་7ོན་མོ་

拉尊．溫摩  

    
ཉི་མ་སེང་གེ

尼瑪僧格  

    
སར་བན་>ོགས་མེད་

薩奔．秋美  

    
ར་ཤག་ཆོས་འབར་

燃下．圈跋  

    
གཉན་ལོ་དར་མ་6གས་

年譯師．達瑪札  

    
ད*་_་ ོན་jཀ

衛如敦夏  

    
བོན་པོ་qག་ཚལ་

苯波．札擦  

2 1087~1146 
ཕག་F་/ས་མ�ེན་ 

帕莫竹巴 
གཉལ་པ་ཇོ་Pས་

聶巴．久瑟 12世紀 

    
ཟངས་རི་རས་པ་

桑日日巴  

    
Dེ་མོ་�་གོང་རི་བ་

尼木．賈貢日瓦  

    
Fབ་ཐོབ་དངོས་Fབ་

竹透悟祝  

    
མངའ་བདག་ཉང་

娘．尼瑪俄色  

    
ར་མོ་ཤེལ་-ན་

燃摩謝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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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མོ་&་ཡས་

尼木．徐耶  

    
F་J་ཡང་དབང་

朱谷．揚旺  

    
?་ཕོ་sོགས་Qན་

曲頗多滇  

    
བ་མཁལ་Ôག་པོ་

邦喀．穆波  

    
%མ་པ་Gང་?བ་1ོ་6ོས་

蘇毗．強曲羅卓  

    
མངའ་བདག་མོལ་མི་འ�ིལ་

阿達．摩彌企  

    
=་ས་-ན་པ་

固薩門巴  

    
zེ་@ོམ་ནག་པོ་

介貢納波  

    
ཞང་ ོན་བ^་ཤིས་�ོ་�ེ་

象敦．札西多吉  

3 1147~1206 
�ེ་བ<ན་6གས་�ལ་ 

札巴堅贊、 
འqེ་pང་%མ་པ་%མ་ཚ3གས་

哲江．松巴松措 12世紀 

  
ས་པཎ་ 

薩迦班智達 
གe་ཐོག་ཡོན་ཏན་མགོན་པོ་

玉妥．雲滇袞波 下半~ 

   
 

 ག་]ང་སངས་�ས་དབོན་
達隆．桑傑文 13世紀 

   
 

-ན་པ་ཉི་འོད་གསལ་
勉巴．尼哦薩 上半 

   
 

གཉལ་པ་ཉི་མ་ཤེས་རབ་
聶巴．尼瑪謝饒  

   
 

\ོ་W་ལོ་¿ཱ་
綽浦譯師  

   
 

གཡས་བན་ཡ་བོན་
葉奔雅苯  

   
 

གཡག་>ར་7ོན་མོ་
雅恰溫摩  

   
 

བལ་པོ་ཨ་Íྃ་
北波阿吽  

   
 

ཨ་ཇོ་དཔལ་བོ་
阿久巴沃  

   
 

Fབ་ཐོབ་འདར་འ>ར་
竹透．達恰  

   
 

/་J་རིན་ཆེན་སེང་གེ
讀咕．仁欽僧給  

   
 

གཙང་རིང་ཤེས་རབ་
藏令．謝饒  

   
 

aལ་�་དམར་པོ་
珠古瑪波  

   
 

ཤངས་པ་རས་པ་
香巴日巴  

4 1207~1266 
ཆོས་�ལ་འཕགས་པ་ 

八思巴 
J་_་ཆོས་!ི་དབང་�ག

咕如曲吉旺秋 13世紀 

    
ཇོ་མོ་-ན་མོ་

久摩門姆  

    
མེ་ལོང་�ོ་�ེ་

美隆多吉  

    
Fམ་དང་མཁར་ནག

忠檔喀納  

    
,ལ་Qན་Gིས་པ་

嘎滇吉巴  

    
རÕྴི་ ོན་པ་

惹訖敦巴  

    
ཁམས་པ་ཉི་མ་6གས་

康巴．尼瑪札  

    
�་ ོན་པ�ྨ་དབང་�ག

賈敦．貝瑪旺秋  

    
qང་ཏི་མཁར་*་

掌諦喀布  

    
@ོམ་ཆེན་འ�ག་པ་

貢欽竹巴  

    
གཉན་ ོན་ཛ×་ལ་

年敦．瞻巴拉  

    
པ�ྨ་6གས་པ་

貝瑪札巴  

    
དོན་Fབ་སེང་གེ

敦珠僧給  

    
J་_་ཇོ་ཚ�་

咕如久策  

    
ཚ�་བsན་�ལ་མཚན་

策滇堅贊  

    
/ང་མཚ3་རས་པ་7་མ་

大董措日巴  

5 1267~1326 
=ན་མ�ེན་རང་.ང་�ོ་�ེ་ 

袞欽．讓炯多吉 
=ན་དགའ་འ*མ་པ་

貢噶崩巴 13世紀下半~

  
 

（第3世噶瑪巴）、 
�་གར་གཏེར་ ོན་བ�་མ་ཏི་

賈嘎迭敦．閥折羅瑪諦 14世紀上半 

  
*་དོལ་"མ་གཉིས་ 

布頓．仁欽主、 
དོ་བན་�་མཚ3་

朵奔．嘉措  

  
 

多波巴 
/ང་མཚ3་རས་པ་>ི་མ་

小董措日巴  

    
ལས་འqེལ་�ལ་

雷哲雜  

    
�ལ་Pས་ལེགས་པ་

嘉色雷巴  

    
�ོང་ཆེན་རབ་འGམས་

龍欽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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རིན་ཆེན་Hིང་པ་

仁欽林巴  

    
Ë་@ོམ་ཆོས་�ོར་

札貢確多  

    
ཉི་�་སངས་�ས་

尼達桑傑  

    
ཨོ་�ན་Hིང་པ་

鄔金林巴  

    
�ོ་�ེ་Hིང་པ་

多吉林巴  

    
ཨོ་�ན་བཟང་པོ་

鄔金桑波  

    
ཤེས་རབ་མེ་འབར་

謝饒美跋  

    
དོལ་ལས་འ2ོ་Hིང་པ་

多．雷綽林巴  

    
བཟང་པོ་6གས་པ་

桑波札巴  

6 1327~1386 
�ལ་དབང་རོལ་པའི་�ོ་�ེ་ 

嘉旺．若貝多吉 
སངས་�ས་Hིང་པ་

桑傑林巴 14世紀中~ 

  
 

（第4世噶瑪巴）、 
Mི་མེད་�ན་པོ་

直美倫珠 15世紀上半 

  
ངོར་ཆེན་=ན་དགའ་བཟང་པོ་ 

俄爾欽．貢噶桑波、
Mི་མེད་=ན་དགའ་

直美貢噶  

  
འཇམ་མགོན་1ོ་བཟང་6གས་པ་ 

宗喀巴．洛桑札巴 
5ོད་Qེམ་ཅན་

貴滇堅  

    
Gང་?བ་Hིང་པ་དཔལ་8ི་�ལ་མཚན་

蔣秋林巴．巴吉堅贊  

    
ཀy་Hིང་པ་

噶瑪林巴  

    
འཇམ་དGངས་1་མ་

蔣揚喇嘛  

    
ཐང་ ོང་�ལ་པོ་

湯東嘉波  

7 1387~1446 
�ེ་མཐོང་བ་དོན་Qན་ 

通瓦敦滇 
ལོང་པོ་བསམ་གཏན་བདེ་ཆེན་Hིང་པ་

朗波．桑滇德欽林巴 15世紀 

  
 

（第6世噶瑪巴）、 
མགོན་པོ་རིན་ཆེན་

袞波仁欽  

  
པཎ་ཆེན་དགེ་འ/ན་Fབ་ 

根敦主巴 
ར�ྣ་Hིང་པ་

惹納林巴  

  
 

（第1世達賴喇嘛）、
ལེགས་Qན་�ོ་�ེ་

雷滇多吉  

  
འགོས་ལོ་གཞོན་m་དཔལ་ 

廓譯師．宣努貝 
ཉང་པོ་མཆོག་Qན་�ོ་�ེ་

娘波．恰滇多吉  

    
པ�ྨ་Hིང་པ་

貝瑪林巴  

    
ཆག་Gང་?བ་Hིང་པ་

恰．蔣秋林巴  

    
ཡོལ་མོ་j!་བཟང་པོ་

優莫．釋迦桑波  

    
=ན་'ོང་Hིང་པ་

袞炯林巴  

    
མདོ་7གས་Hིང་པ་

董阿林巴  

    
བ ན་གཉིས་Hིང་པ་

滇尼林巴  

    
6ོ་¬ལ་འ6ོ་འ/ལ་ལས་འ2ོ་Hིང་པ་

卓須．種度雷綽林巴  

8 1447~1506 
མི་'ོད་�ོ་�ེ་ 

米覺多吉 
མངའ་རིས་པཎ་ཆེན་

阿里班禪 15世紀末~ 

  
 

（第8世噶瑪巴）、 
�་མ་མི་འ(ར་ལས་འ2ོ་Hིང་པ་

賈瑪．明珠雷綽林巴 16世紀中 

  
འ�ག་པ་པད་དཀར་ 

竹巴．貝瑪嘎波、 
རིན་ཆེན་Wན་ཚ3གས་

仁欽彭措  

  
�ེ་དJ་པ་ 

旺秋多吉 
ཞིག་པོ་Hིང་པ་

錫波林巴  

   
（第9世噶瑪巴）、 

ཤེས་རབ་འོད་ཟེར་
謝饒俄色  

   
 

ལེགས་Qན་�ེ་
雷滇傑  

   
 

མ་ཏི་ར�ྣ་
瑪諦惹納  

   
 

v་6ོ་ཚ�་རིང་�ོ་�ེ་
巴卓．策令多吉  

   
 

འཇམ་དGངས་མ�ེན་བ�ེའི་དབང་�ག་
蔣揚欽哲旺秋  

   
 

�ལ་Pས་བ ན་པའི་འ.ང་གནས་
嘉色．滇貝炯內  

   
 

rང་གསལ་བ^་ཤིས་�་མཚ3་
囊薩．札西嘉措  

9 1507~1566 
�ལ་བ་བསོད་ནམས་�་མཚ3་ 

嘉瓦．索南嘉措 
6ོ་¬ལ་བདེ་ཆེན་Hིང་པ་

卓須．德欽林巴 16世紀 

  
 

（第3世達賴喇嘛）、
Gང་བདག་བ^་ཤིས་ ོབས་�ལ་

蔣達．札西多嘉  

  
ཇོ་ནང་�ེ་བ<ན་

覺囊．哲布尊丹巴 
རིག་འཛ�ན་ངག་གི་དབང་པོ་

仁增．阿格旺波  

   
 

གར་དབང་ལས་འ2ོ་Hིང་པ་
噶旺雷綽林巴  

   
 

ཡོངས་འཛ�ན་ངག་དབང་6གས་པ་
永津．阿旺札巴  

   
 

འqི་Jང་དཀོན་མཆོག་རིན་ཆེན་
直貢．袞秋仁欽  

10 1567~1626 
�ལ་མཆོག་ཆོས་དGིངས་�ོ་�ེ་ 

嘉秋．確音多吉 
ར་ཞི་པ�ྨ་རིག་འཛ�ན་

熱息．貝瑪仁增 16世紀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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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世噶瑪巴）、
འཇའ་ཚ3ན་Dིང་པོ་

嘉村寧波 17世紀上半 

  
=ན་གཟིགས་�་པ་ཆེན་པོ་ 

第 5世達賴喇嘛 
ལོང་པོ་བ^་ཤིས་ཚ�་བsན་

朗波．札西策滇  

    
བ/ད་འ/ལ་mས་Qན་�ོ་�ེ་

敦督努滇多吉  

    
t་བ<ན་ནམ་མཁའ་འཇིགས་མེད་

拉尊．南喀吉美  

    
གནམ་ཆོས་མི་འ(ར་�ོ་�ེ་

南確．明珠多吉  

    
གར་དབང་�་བ་�ལ་མཚན་

噶旺達瓦堅贊  

    
གཏེར་བདག་Hིང་པ་

迭達林巴  

    
�ོང་གསལ་Dིང་པོ་

龍薩寧波  

    
Åགས་པོ་བཟང་པོ་�ོ་�ེ་

達波．桑波多吉  

    
ཡོལ་མོ་བ ན་འཛ�ན་ནོར་*་

優莫．滇津諾布  

    
ཡོངས་དགེ་མི་འ(ར་�ོ་�ེ་

詠給．明珠多吉  

11 1627~1686 
�ལ་དབང་Gང་?བ་�ོ་�ེ་ 

嘉旺．蔣秋多吉 
 ག་ཤམ་�ོ་�ེ་

達香多吉 17世紀上半~

  
 

（第12世噶瑪巴）、
ངག་གི་�ོ་�ེ་

阿格多吉 18世紀上半 

  
,ལ་བཟང་�་མཚ3་ 

格桑嘉措 
 ག་མོ་དབོན་གསས་Òང་ཐོག

達磨．文賽瓊托  

  
 

（第7世達賴喇嘛）、
ཆོས་�ེ་Hིང་པ་

確傑林巴  

  
ཆོས་!ི་འ.ང་གནས་ 

曲吉炯內 
ར་ ོན་ ོབས་Qན་�ོ་�ེ་

熱敦．多滇多吉  

   
（第8世八邦司徒）、

ཁམས་པ་ངག་དབང་=ན་དགའ་བ ན་འཛ�ན་
康巴．阿旺貢噶滇津  

   
 

རོལ་པའི་�ོ་�ེ་
若貝多吉  

   
 

རོང་ ོན་པ�ྨ་བདེ་ཆེན་Hིང་པ་
榮敦．貝瑪德欽林巴  

   
 

Iགས་མཆོག་�ོ་�ེ་
圖秋多吉  

   
 

རིག་འཛ�ན་ཚ�་དབང་ནོར་*་
仁增．策旺諾布  

   
 

ཏk་རོག་�ེ་Hིང་པ་
達伍．若傑林巴  

12 1687~1746 
�ེ་བ ་ག%མ་པ་བ/ད་འ/ལ་ 

第 13世噶瑪巴． 
ཐེག་ཆེན་Mི་མེད་Hིང་པ་

帖欽．直美林巴 18世紀 

  
�ོ་�ེ་ 

敦督多吉、 
འ�ག་ཐང་བདེ་ཆེན་�ལ་པོ་

竹塘．德欽嘉波  

  
�ལ་བ་འཇམ་དཔལ་�་མཚ3་ 

嘉瓦．蔣貝嘉措 
བསམ་ཡས་dོགས་ཆེན་པ་

桑耶．佐欽巴  

   （第8世達賴喇嘛） 
འཇིགས་མེད་Hིང་པ་

吉美林巴  

    
�ོ་�ེ་Mག་པོ་

多吉札波  

    
yོག་Fབ་ནམ་མཁའ་ཆོས་དབང་

莫祝．南喀確旺  

13 1747~1806 -- -- 
=ན་བཟང་འོད་ཟེར་རམ་འཆི་མེད་�ོ་�ེ་

貢桑俄色（企美多吉） 18世紀下半~

    
qག་ག%མ་�ོ་�ེ་ཐོགས་མེད་

札松．多吉托美 19世紀上半 

    
པ�ྨ་ཆོས་འGོར་�་མཚ3་

貝瑪圈就嘉措  

    
t་Qིང་ཞབས་Aང་�་བའི་འོད་ཟེར་

拉頂夏仲．達威俄色  

    
Fབ་དབང་=ན་བཟང་གཞན་ཕན་

竹旺．貢桑賢遍  

    
ཨེ་ནེ་རིང་ཆོས་�ེ་

欸內伶曲傑  

14 1807~1866 
�ལ་དབང་ཐེག་མཆོག་�ོ་�ེ་ 

嘉旺．帖秋多吉 
དཔའ་བོ་ག<ག་ལག་ཆོས་�ལ་

巴沃．祖拉確嘉 19世紀 

   （第14世噶瑪巴） 
ཆགས་མེད་བཞི་པ་

第 4世噶瑪恰美  

    
ཆོས་�ལ་�ོ་�ེ་

確嘉多吉  

    
dོགས་ཆེན་བཞི་པ་

第 4世佐欽巴  

    
པ�ྨ་འོད་གསལ་མདོ་7གས་Hིང་པ་

貝瑪哦薩董阿林巴  

    
མཆོག་(ར་བདེ་ཆེན་Hིང་པ་

秋居德欽林巴  

資料來源：ཀོང་Fལ་ཡོན་ཏན་�་མཚA，〈ཟབ་མོའི་གཏེར་དང་གཏེར་.ོན་=བ་ཐོབ་ཇི་�ར་�ོན་པའི་ལོ་\ས་མདོར་བfས་བཀོད་པ་རིན་ཆེན་བཻhijkྻའི་�ེང་བ་ཞེས་

�་བ་བ`གས་སོ་་〉，《རིན་ཆེན་གཏེར་མཛAད་ཆེན་མོ་》ཀ་函，དཔལ་mངས་པར་མ，folio 227a-2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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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Ｂ 17世紀後德格轄境內寧瑪派

與噶瑪噶舉派主要菁英生存

年代列表 

 

名號 生卒年 其他註記 

楚布寺歷代噶瑪巴   

/ས་ག%མ་མ�ེན་པ། 

都松欽巴 

1110-1193 噶瑪噶舉創始者，創立噶

瑪寺、楚布寺二大祖庭。

ཀy་པཀྵི། 

噶瑪拔希 

1204/1206-1283 與忽必烈關係密切。 

རང་.ང་�ོ་�ེ། 

讓炯多吉 

1284-1339 • 開創藏傳佛教轉世

制度。從此有噶瑪

巴與夏瑪巴兩大轉

世世系。 

• 噶瑪噶舉重要學者

之一。 

ཀy་པ་ ༤ རོལ་པའི་�ོ་�ེ། 

第四世噶瑪巴．若貝多吉 

1340-1380 曾任噶瑪寺法台。 

ཀy་པ་ ༥ བ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 第五世噶瑪巴．德新

謝巴 

1384-1415 從此有司徒轉世世系。 

ཀy་པ་ ༦ མཐོང་བ་དོན་Qན། 

第六世噶瑪巴．通瓦敦丹 

1416-1453 圓寂後由國師嘉察攝政，

從此有國師嘉察世系。 

�ལ་དབང་ཀy་པ་ ༧ ཆོས་6གས་�་མཚ3། 

第七世噶瑪巴．曲札嘉措 

1454-1506 國師嘉察所認定。 

�ལ་དབང་ཀy་པ་ ༨ མི་oོད་�ོ་�ེ། 

第八世噶瑪巴．米覺多吉 

1507-1554 噶瑪噶舉重要學者之一。

ཀy་པ་ ༩ དབང་�ག་�ོ་�ེ། 

第九世噶瑪巴．旺秋多吉 

1556-1601/1603 -- 

ཀy་པ་ ༡༠ ཆོས་དGིངས་�ོ་�ེ། 

第十世噶瑪巴．曲英多吉 

1604-1674 出生於果洛。 

ཀy་པ་ ༡༡ པ་ཡེ་ཤེས་�ོ་�ེ། 

第十一世噶瑪巴．耶謝多吉 

1675/1676-1702 出生於芒康。 

ཀy་པ་ ༡༢ Gང་?བ་�ོ་�ེ། 

第十二世噶瑪巴．蔣秋多吉 

1703-1732 出生於德格汪布頂 

（第二世噶瑪巴亦生於

汪布頂）。 

ཀy་པ་ ༡༣ བ/ད་འ/ལ་�ོ་�ེ། 

第十三世噶瑪巴．敦督多吉 

1733/1734-1797/1798 出生於衛區南方的 གཉལ་zམ་

པ་6ོང་(Dེན་z་བ་6ོ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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ཀy་པ་ ༡༤ ཐེག་མཆོག་�ོ་�ེ། 

第十四世噶瑪巴．帖秋多吉 

1798/1799-1868/1869 出生於德格玉龍。 

ཀy་པ་ ༡༥ མཁའ་�བ་�ོ་�ེ། 

第十五世噶瑪巴．喀恰多吉 

1870/1871-1921/1922 出生於鄧柯。 

ཀy་པ་ ༡༦ རང་.ང་རིག་པའི་�ོ་�ེ། 

第十六世噶瑪巴．讓炯日貝多吉 

1924-1981 生於鄧柯。 

羊八井寺歷代夏瑪巴   

~་དམར ༤ ཆོས་6གས་ཡེ་ཤེས། 

第四世夏瑪巴．曲札耶謝 

1453-1524 生於哲雪。 

~་དམར ༥ དཀོན་མཆོག་ཡན་ལག  

第五世夏瑪巴．貢秋研拉 

1525-1583 生於工布。 

~་དམར ༦ ཆོས་!ི་དབང་�ག  

第六世夏瑪巴．曲吉旺秋 

1584-1630 生於直貢。 

~་དམར ༧ ཡེ་ཤེས་Dིང་པོ། 

第七世夏瑪巴．耶謝寧波 

1631-1694 生於果洛。 

~་དམར ༨ དཔལ་ཆེན་ཆོས་!ི་དོན་Fབ། 

第八世夏瑪巴．巴欽曲吉敦珠 

1695-1732 生於尼泊爾。 

~་དམར ༩  དཀོན་མཆོག་དགེ་བའི་འ.ང་གནས། 

第九世夏瑪巴．貢秋給威炯內 

1733-1740 生於不丹巴羅，早夭。 

~་དམར ༡༠ ཆོས་Fབ་�་མཚ3། 

第十世夏瑪巴．曲祝嘉措 

1741/1742-1792 生於後藏札西孜(གཙང་བ^་ཤིས་

�ེ)。噶陀．仁增策旺諾布

(ཀཿཐོག་རིག་འཛ�ན་ཚ�་དབང་ནོར་*，1698-

1755)本欲令其主持噶陀

寺。此後夏瑪巴被乾隆禁

止轉世。 

~་དམར ༡༡ 

第十一世夏瑪巴 

-- 未經認定。 

~་དམར ༡༢ Iགས་Pས་འཇམ་དGངས་རིན་པོ་ཆེ། 

第十二世夏瑪巴．蔣揚仁波切 

1892-1946/1947 第十五世噶瑪巴之子，未

經正式認定為夏瑪巴。因

禁令而無宗教事業。 

~་དམར ༡༣  

第十三世夏瑪巴 

-- 未正式認定，一歲餘便夭

亡。 

~་དམར ༡༤ མི་ཕམ་ཆོས་!ི་1ོ་6ོས། 

第十四世夏瑪巴．米旁曲吉羅珠 

1952-2014 第十六世噶瑪巴的外甥，

出生於德格。經第十四世

達賴同意恢復轉世，1954

年於楚布寺坐床。 

楚布寺歷代國師嘉察   

མ:ར་W་གཽ་¹Tི་�ལ་ཚབ་ ༦ ནོར་*་བཟང་པོ། 

第六世楚布．國師嘉察．諾布桑波 

1654-1689 出生於麗江。 

མ:ར་W་གཽ་¹Tི་�ལ་ཚབ་ ༧ དཀོན་མཆོག་འོད་ཟེར། 

第七世楚布．國師嘉察．貢秋俄色 

1690-1753 出生於尼木。 

མ:ར་W་གཽ་¹Tི་�ལ་ཚབ་ ༨ ཆོས་དཔལ་བཟང་པོ། 1754-1805 出生於麗江，鄰近木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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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世楚布．國師嘉察．曲貝桑波 寨。 

མ:ར་W་གཽ་¹Tི་�ལ་ཚབ་ ༩ 6གས་པ་ཡེ་ཤེས་བཟང་པོ། 

第九世楚布．國師嘉察．札巴耶謝桑

波 

1813-1876 出生於工布。 

མ:ར་W་གཽ་¹Tི་�ལ་ཚབ་ ༡༠ བ ན་པའི་ཉི་མ། 

第十世楚布．國師嘉察．丹貝尼瑪 

1877-1901 出生於不丹。一說圓寂於

1932。 

མ:ར་W་གཽ་¹Tི་�ལ་ཚབ་ ༡༡ པ་6གས་པ་�་མཚ3། 

第十一世楚布．國師嘉察．札巴嘉措 

1902-1946 出生於拉薩。 

མ:ར་W་གཽ་¹Tི་�ལ་ཚབ་ ༡༡ པ་6གས་པ་བ ན་པ་ཡར་འཕེལ། 

第十二世楚布．國師嘉察．札巴丹巴

仰沛 

1954至今 現為錫金隆德寺住持。 

乃朗寺歷代巴沃   

གནས་ནང་དཔའ་བོ་ ༥ ག<ག་ལག་འ2ིན་ལས་�་མཚ3། 

第五世乃朗．巴沃．祖拉赤列嘉措 

1650-1699 出生於道孚。 

གནས་ནང་དཔའ་བོ་ ༦ ག<ག་ལག་དོན་Fབ། 

第六世乃朗．巴沃．祖拉敦珠 

1701-1718 出生地不詳。 

གནས་ནང་དཔའ་བོ་ ༧ ག<ག་ལག་དགའ་བ་(དགའ་བའི་བཟང་པོ)  

第七世乃朗．巴沃．祖拉噶瓦 

（噶威桑波） 

1718-1782 出生於德格，屬於噶瑪拔

希的旁系後代家族。 

གནས་ནང་དཔའ་བོ་ ༨ ག<ག་ལག་ཆོས་�ལ། 

第八世乃朗．巴沃．祖拉曲嘉 

1785-1839 出生於德格玉龍，為八

邦．司徒之幼弟。 

གནས་ནང་དཔའ་བོ་ ༩ ག<ག་ལག་ཉིན་Gེད། 

第九世乃朗．巴沃．祖拉寧杰 

1841-1909 出生於洛扎的卓瓦龍(6ོ་བོ་

]ང)。 

གནས་ནང་དཔའ་བོ་ ༡༠ ག<ག་ལག། 

第十世乃朗．巴沃 

1911-1991 出生於後藏。 

八邦寺歷代司徒   

སི་B་ ༡ ཆོས་!ི་�ལ་མཚན། 

第一世司徒．曲吉堅贊 

1377-1448 出生於噶瑪拔希的文波

家族。明成祖授其司徒之

名銜。 

སི་B་ ༢ བ^་ཤིས་"མ་�ལ། 

第二世司徒．札西南嘉 

1450-1497 出生於前世的文波家族。

སི་B་ ༣ བ^་ཤིས་དཔལ་འGོར། 

第三世司徒．札西班就 

1498-1541 出生於前世的文波家族，

由第七世噶瑪巴所認定。

而他則認定了第八世噶

瑪巴。 

སི་B་ ༤ མི་འÊགས་ཆོས་!ི་གོ་ཆ། 

第四世司徒．米處曲吉果恰 

 出生地有二說：玉樹的蘇

爾莽 (iར་མང)或果洛的贈

達。 

སི་B་ ༥ ཆོས་!ི་�ལ་མཚན་དགེ་ལེགས་དཔལ་བཟང་པོ། 

第五世司徒．曲吉堅贊給雷巴桑波 

b.1560/1586 - d.1632/1657 由第九世噶瑪巴所認定。

སི་B་ ༦ ཆོས་�ལ་མི་ཕམ་འ2ིན་ལས་རབ་བsན། 

第六世司徒．曲嘉米旁赤列饒丹 

1658-1682 出生於德格宗薩的麥宿，

與德格家族有親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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སི་B་ ༧ ལེགས་བཤད་¢་བའི་ཉི་མ། 

第七世司徒．雷謝瑪威尼瑪 

1683-1698 出生地有二說:靈蔥屬地

或德格的阿洛。年少時去

世，司徒班欽認為不用將

之計入轉世世系，但今日

仍將之記入。 

སི་B་ ༨ ཆོས་!ི་འ.ང་གནས། 

第八世司徒．曲吉炯內 

1700-1774 出生於德格龔埡。 

སི་B་ ༩ པ�ྨ་ཉིན་Gེད་དབང་པོ། 

第九世司徒．貝瑪寧杰旺波 

1774-1853 出生於德格玉龍。 

སི་B་ ༡༠ པ�ྨ་=ན་བཟང་། 

第十世司徒．貝瑪貢桑 

1854-1885 出生於羌塘。 

སི་B་ ༡༡ པ�ྨ་དབང་མཆོག་�ལ་པོ། 

第十一世司徒．貝瑪旺秋嘉波 

1886-1952 出生於理塘。 

སི་B་ ༡༢ པ�ྨ་དོན་ཡོད་ཉིན་Gེད། 

第十二世司徒．貝瑪敦悅寧杰 

1954至今 家族為白玉人，在海外新

建八邦智慧林寺(དཔལ་�ངས་

ཤེས་རབ་Hིང) 。 

八邦寺歷代文珠【文．桑沛】   

སི་B་དབོན་བསམ་འཕེལ། 

司徒文．桑沛 

1700-1760? 司徒班欽的大弟。 

དབོན་aལ་ ༢ དབང་གི་�ོ་�ེ། 

第二世文珠．旺格多吉 

1770左右出生 麗江木氏王子，精通醫

學。 

ཀy་bབ་བcད་བ ན་འཕེལ་འ2ིན་ལས། 

噶瑪祝局丹沛赤列 

circa 19th 出生於拉薩，由第九世八

邦司徒所認定。 

དབོན་aལ་རིན་པོ་ཆེ། 

文珠仁波切 

circa 19th 第九世乃囊．巴沃．祖拉

寧杰(?-1911)之子，由第

十五世噶瑪巴認定。 

八邦寺歷代文珠【文．欸雷】   

སི་B་དབོན་ཀy་ངེས་ལེགས་བ ན་འཛ�ན། 

司徒文．噶瑪欸雷丹增 

1705-1757 精通醫術。 

དབོན་aལ་ ༢ ངེས་དོན་བ ན་འཛ�ན་འ2ིན་ལས། 

第二世文珠．欸敦丹增赤列 

1770-? 由第十三世噶瑪巴認定。

�ཱÙ་�་'ེ་aལ་�། 

岔岔．固介珠古 

circa 18th  由第十三世噶瑪巴認定，

成為德格阿須草原岔岔

寺(�ཱÙ་དགོན)寺主。 

-- circa 19th  欸敦丹增赤列的另一轉

世化身為哲孟雄王祖普

南嘉(ག<ག་Wད་"མ་�ལ)之子。由

第九世司徒認定，但未迎

回八邦。此後三代轉世皆

為哲孟雄王子。 

八邦寺歷代文珠【文．桑丹／歷代文根】   

དབོན་བསམ་གཏན/དབོན་5ན་རིན་པོ་ཆེ། circa 18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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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桑／文根仁波切 

ཀy་ཐེག་མཆོག་བ ན་འཕེལ། 

噶瑪帖秋丹沛 

b. 18th -19th  由第十三世噶瑪巴認定，

在八邦寺坐床，隨第九世

八邦司徒學習，成為第一

世工珠之師。 

ཀy་བསམ་གཏན་1ོ་6ོས། 

噶瑪桑丹羅珠 

circa 19th 出生於德格頂戈級頭人

敦溫倉(མདོན་7ོན་ཚང)家族，由

第九世八邦司徒認定，在

八邦坐床。 

ཀy་bབ་བcད་ངེས་དོན་མདོ་7གས་བ ན་འཛ�ན། 

噶瑪祝局欸敦董阿丹增 

?-1987 出生於德格頂戈級頭人

內拉倉(གནས་ར་ཚང)，由第十

一世八邦司徒認定，後隨

第十二世司徒至印度。 

ཀy་ལེགས་བཤད་བ ན་པའི་�ལ་མཚན། 

噶瑪雷謝丹貝堅贊 

1989至今 出生於八邦近郊牧區，由

第十二世司徒認定。 

八邦寺歷代工珠   

ཀོང་aལ་ཡོན་ཏན་�་མཚ3། 

工珠．雲丹嘉措 

1813-1899 -- 

ཀར་Pས་ཀོང་aལ་མ�ེན་བ�ེ་འོད་ཟེར་ 1904-1953/1954 第十五世噶瑪巴之子 

ཀོང་aལ་ ༣ 1ོ་6ོས་ཆོས་!ི་སེ¯ྒ་ 1954-1992 -- 

八邦寺歷代欽哲   

དཔལ་�ངས་བེ་རི་མ�ེན་བ�ེ་ ༡ ཀy་འཇམ་དGངས་མ�ེན་བ�ེའི་འོད་ཟེར།

第一世八邦．白利欽哲．噶瑪蔣揚欽

哲偉色 

1896-1945 20 世紀八邦寺的主要管

理者之一。 

འ�ག་པ་མ�ེན་བ�ེ་འོད་ཟེར། 

竹巴欽哲．俄色 

-- 首先被認證的第二世白

利欽哲轉世化身，曾任八

邦寺管家，圓寂於不丹。

བེ་རི་མ�ེན་བ�ེ་རིན་པོ་ཆེ་ཀy་bབ་བcད་བ ན་པ་རབ་འཕེལ/འqོང་སར་

མ�ེན་བ�ེའི་དབང་པོ། 

第二世白利欽哲．噶瑪祝局丹巴冉沛 

1947至今 第十六世噶瑪巴．讓炯日

貝多吉所認證。 

江達吉噶寺歷代工珠   

འཛ�་@ར་ཀོང་aལ་ ༡ 1ོ་6ོས་རབ་འཕེལ། 

第一世吉噶工珠．羅珠冉沛 

1901?-1958 竹巴噶舉第七世吉噶秋

珠．阿旺丹增巴桑(འཛ�་@ར་

མཆོག་aལ་ ༧ ངག་དབང་བ ན་འཛ�ན་དཔལ་

བཟང，1892-1937)的弟弟，

出生於後藏達那倉家族，

由第十五世噶瑪巴認定，

在 20 世紀上半葉活躍於

德格與囊謙，並於類烏齊

建措卡寺 (མཚ3་ཁ་དགོན) 為據

點。 

འཛ�་@ར་ཀོང་aལ་ ༢ འཇིགས་མེད་"མ་�ལ། 1964至今 囊謙第三世乃旦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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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世吉噶工珠．吉美南嘉 (1927-1972) 之子，由頂

果．欽哲認定。 

塔德寺工珠   

Òང་པོ་གeང་Aང་མཆོག་དབང་། 

瓊波．雍仲秋旺 

circa 20th 瓊波倉家族主要成員，由

苯教 2 位伏藏師認定為

工珠．雲丹嘉措的語化

身。 

噶陀寺歷代直美信炯   

Mི་མེད་ཞིང་'ོང་མགོན་པོ། 

直美信炯貢波 

1724-1786 噶陀以轉世化身為權力

核心之開端。 

Mི་མེད་ཞིང་'ོང ༢ འཇིགས་མེད་རིག་འཛ�ན་མགོན་པོ། 

第二世直美信炯．吉美仁增貢波 

b.18th- 19th  與一世格澤關係密切 

Mི་མེད་ཞིང་'ོང ༣ འཇིགས་མེད་ཡོན་ཏན་མགོན་པོ། 

第三世直美信炯．吉美雲丹貢波 

1837-1898 -- 

Mི་མེད་ཞིང་'ོང ༤ འཇིགས་མེད་བདེ་ཆེན་�ོ་�ེ། 

第四世直美信炯．吉美德欽多吉 

1899-1939? -- 

Mི་མེད་ཞིང་'ོང ༥ འཇིགས་མེད་འ2ིན་ལས་མགོན་པོ། 

第五世直美信炯．吉美赤列貢波 

1940-2013 重建噶陀佛學院。 

噶陀寺歷代格澤   

ཀཿ་ཐོག་དགེ་�ེ་ ༡ 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མཆོག་Fབ། 

第一世噶陀．格澤．局美策旺秋祝 

1761-1829 1777 在甘孜建格澤扎雷

寺(དགེ་�ེ་བ^་ལེགས་དགོན) 。 

ཀཿ་ཐོག་དགེ་�ེ་ ༢ ཚ�་དབང་རིག་འཛ�ན་�་མཚ3། 

第二世噶陀．格澤．策旺仁增嘉措 

circa 19th  -- 

ཀཿ་ཐོག་དགེ་�ེ་ ༣ འ(ར་མེད་བ ན་པ་"མ་�ལ། 

第三世噶陀．格澤．局美丹巴南嘉 

1886-1952 編有《十三耳傳引導》(Dན་

cད་\ིད་ཆེན་བ ་ག%མ) 叢書。 

ཀཿ་ཐོག་དགེ་�ེ་ ༤  འ(ར་མེད་བ ན་པ་�ལ་མཚན། 

第四世噶陀．格澤．局美丹巴堅贊 

1954-2019 流亡海外後，曾獲選第 8

任海外全寧瑪派領袖（�ིང་

མའི་ད*་འཛ�ན་ 任 期 2018-

2019）。 

噶陀寺歷代司徒   

ཀཿ་ཐོག་སི་B་ ༡ ཨོ་�ན་བསམ་འFབ་འཇིགས་མེད་ཆོས་!ི་སེ¯ྒེ། 

第一世噶陀．司徒．鄔金桑珠吉美曲

吉僧格 

1775?-1819? 為八邦．司徒之轉世。欽

哲確吉羅珠曾為其撰寫

祈禱文。 

ཀཿ་ཐོག་སི་B ༢ ཆོས་!ི་1ོ་6ོས། 

第二世噶陀．司徒．曲吉羅珠 

1820-?-1879? 出生於瞻對，為第一世措

普祝欽．確音讓卓（མཚ3་W་Fབ་

ཆེན ༡ ཆོས་དGིངས་རང་6ོལ་噶陀南卡

嘉措 [ཀཿཐོག་ནམ་མཁའ་�་མཚ3]的轉

世）的侄子。 

ཀཿ་ཐོག་སི་B ༣ ཆོས་!ི་�་མཚ3། 

第三世噶陀．司徒．曲吉嘉措 

1880-1923/1925 出生於德格登龍．頂果，

為欽哲旺波之侄。著作等

身，20世紀初期多康地區

影響力最大的寧瑪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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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之一。 

ཀཿ་ཐོག་སི་B ༤ ཆོས་!ི་ཉི་མ། 

第四世噶陀．司徒．曲吉尼瑪 

1928-1962 出生於結古。 

ཀཿ་ཐོག་སི་B ༥ འཇམ་དGངས་ཆོས་!ི་ཉིན་Gེད/ངེས་དོན་ཆོས་!ི་�ོན་མེ། 

第五世噶陀．司徒．蔣揚曲吉寧杰

（欸敦曲吉准美） 

1976至今 祖父為著名伏藏師敦珠

仁波切．吉札耶喜多吉

(བ/ད་འཇོམས་འཇིགས་qལ་ཡེ་ཤེས་�ོ་�ེ，

1904-1987)，母親為不丹

王室成員。敦珠仁波切認

定其轉世身分。 

噶陀寺歷代仲巴珠古   

ཀཿཐོག་Aང་པ་ནམ་མཁའ་�་མཚ3། 

噶陀．仲巴．南喀嘉措 

1672-? 噶陀十三代仲巴的最後

一位。 

ཀཿཐོག་Aང་པ་aལ་�་ ༢ མཚ3་W་bབ་ཆེན་ཆོས་དGིངས་རང་6ོལ། 

第二世噶陀．仲巴．綽浦祝欽．曲英

讓卓 

b. 18th  -- 

ཀཿཐོག་Aང་པ་aལ་�་ ༣ མཆོག་aལ་བཞད་པའི་�ོ་�ེ། 

第三世噶陀．仲巴．秋珠協貝多吉 

20th  -- 

ཀཿཐོག་Aང་པ་aལ་�་ ༤   

第四世噶陀．仲巴 

-- -- 

ཀཿཐོག་Aང་པ་aལ་�་ ༥ པ�ྨ་མཐར་>ིན། 

第五世噶陀．仲巴．貝瑪塔欽 

1976至今 由第十二世八邦．司徒、

第十二世楚布．嘉察認

證。 

噶陀寺歷代莫扎   

ཀཿ་ཐོག་yོག་� ༡ ནམ་མཁའ་ཆོས་དབང་། 

第一世噶陀．莫扎．南喀曲旺 

?-1784 也稱為莫祝(yགོ་Fབ) 。 

ཀཿ་ཐོག་yོག་� ༢ ཆོས་དGིངས་�ོ་�ེ། 

第二世噶陀．莫扎．曲英多吉 

b.18th  由噶陀格澤認證，並在噶

陀寺受教育。研判應是早

年圓寂。 

ཀཿ་ཐོག་yོག་� ༣ འཇིགས་qལ་མI་ ོབས་�ོ་�ེ། 

第三世噶陀．莫扎．吉札圖多多吉 

b.18th - d.19th  第二、三世的年表目前仍

存在混淆的情形。 

ཀཿ་ཐོག་yོག་� ༤ འཇིགས་qལ་>ོགས་!ི་Hང་པོ། 

第四世噶陀．莫扎．吉札秋吉朗波 

circa 19th  出生於拉薩。對於寺規做

了規範，並引進新的法

門。 

 

ཀཿ་ཐོག་yོག་�་ ༥ འཇིགས་qལ་1ོ་6ོས་བ ན་པའི་�ལ་མཚན། 

第五世噶陀．莫扎．吉札丹貝堅贊 

circa 19th  -- 

ཀཿ་ཐོག་yོག་�་ ༦ འཇིགས་qལ་>ོགས་ལས་"མ་�ལ། 

第六世噶陀．莫扎．吉札秋雷南嘉 

1930至今 重建噶陀寺與禪修院的

主事者。 

噶陀寺歷代夏察   

>ག་ཚ ༡ =ན་བཟང་ངེས་དོན་དབང་པོ། 

第一世噶陀．夏察．貢桑欸敦旺波 

circa 18th  石渠夏察部落頭人之子 

>ག་ཚ ༢ =ན་བཟང་བ ན་པའི་ཉིན་Gེད། circa 18th  曾與一世格澤一道赴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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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世噶陀．夏察．貢桑丹貝寧杰 藏熬茶。法座在格澤扎雷

寺(དགེ་�ེ་བ^་ལེགས་དགོན) 

>ག་ཚ ༣ =ན་བཟང་ཆོས་!ི་སེ¯ྒེ། 

第三世噶陀．夏察．貢桑曲吉僧格 

circa 19th  -- 

>ག་ཚ ༤ པ�ྨ་འ2ིན་ལས། 

第四世噶陀．夏察．貝瑪赤列 

b.19th - 20th  出生地近格澤扎雷寺。及

長，於格澤扎雷寺創建佛

學院與禪修院。 

>ག་ཚ ༥ Iབ་བ ན་1ོ་6ོས་ཆོས་!ི་�ལ་མཚན། 

第五世噶陀．夏察．圖登羅珠曲吉堅

贊 

b. 20th  -- 

噶陀寺歷代尼根（寧貢）秋珠   

ཉིན་དགོན་མཆོག་aལ ༡ Gང་?བ་�ོ་�ེ། 

第一世尼根秋珠．蔣秋多吉 

b.17th - d.18th 前世為 17 世紀噶陀寺權

遭逢動亂時期的住持桑

傑札西(སངས་�ས་བ^་ཤིས)。一世

直美信炯的高徒，法座在

白玉的尼根寺。 

ཉིན་དགོན་མཆོག་aལ ༢ འ(ར་མེད་ངེས་དོན་བ ན་འཛ�ན། 

第二世尼根秋珠．局美欸敦丹增 

b.18th- 19th 也稱為俄色多吉寧波(འོད་

ཟེར་�ོ་�ེ་Dིང་པོ) 。 

ཉིན་དགོན་མཆོག་aལ ༣ གཞན་ཕན་�ོ་�ེ། 

第三世尼根秋珠．賢遍多吉 

b.19th -- 

ཉིན་དགོན་མཆོག་aལ ༤ བསོད་ནམས་�ོ་�ེ། 

第四世尼根秋珠．索南多吉 

b.19th -- 

ཉིན་དགོན་མཆོག་aལ ༥ ,ལ་བཟང་ ོབས་�ལ་�ོ་�ེ། 

第五世尼根秋珠．格桑多嘉多吉 

b.19th- 20th -- 

ཉིན་དགོན་མཆོག་aལ ༦ ○1འཇམ་དཔལ་འ2ིན་ལས་ ○2འཇམ་དGངས་¢་

བའི་སེ¯ྒེ། 

第六世尼根秋珠．○1蔣巴赤列 

○2蔣揚瑪威僧格 

○11985至今 

○220th至今 

有兩位轉世化身。 

噶陀寺歷代文珠   

དབོན་པ�ྣ་�ལ་མཚན། 

文．貝瑪堅贊 

circa 19th  第三世直美信雄的文波 

ཀཿཐོག་དབོན་5ན་རིན་པོ་ཆེ། 

噶陀．文根仁波切 

1929-1970 出生於類烏齊，由欽哲旺

波認定。1950 年代時，為

噶陀寺主持者，1959後流

亡海外。 

ཀཿཐོག་དབོན་aལ། 

噶陀．文珠 

-- 出生於不丹，由第二世敦

珠仁波切認定。 

佐欽寺歷代佐欽巴   

dོགས་ཆེན་པ་ ༡ པ�ྨ་རིག་འཛ�ན། 

第一世佐欽巴．貝瑪仁增 

1625-1697 出生於類烏齊，為白玉開

山祖師袞桑謝饒的外甥。

1685 年建寺 

dོགས་ཆེན་པ་ ༢ འ(ར་མེད་ཐེག་མཆོག་བ ན་འཛ�ན། 1699-17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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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世佐欽巴．局美帖秋丹增 

dོགས་ཆེན་པ་ ༣ ངེས་དོན་བ ན་འཛ�ན་བཟང་པོ། 

第三世佐欽巴．欸敦丹增桑波 

1759-1792 -- 

dོགས་ཆེན་པ་ ༤ མི་འ(ར་ནམ་མཁའི་�ོ་�ེ། 

第四世佐欽巴．明珠南開多吉 

1793-1870 欽哲旺波曾為其撰寫迅

速轉世祈請文 

dོགས་ཆེན་པ་ ༥ Iབ་བ ན་ཆོས་!ི་�ོ་�ེ། 

第五世佐欽巴．圖登曲吉多吉 

1872-1935 欽哲旺波曾為其撰寫長

壽祈請文。據說曾認證上

百名轉世化身。 

dོགས་ཆེན་པ་ ༦ འཇིགས་qལ་Gང་?བ་�ོ་�ེ། 

第六世佐欽巴．吉札蔣秋多吉 

1935-1959 -- 

dོགས་ཆེན་པ་ ༧ ○1འཇིགས་མེད་1ོ་གསལ་དབང་པོ་ ○2བ ན་འཛ�ན་]ང་

sོགས་ཉི་མ། 

第七世佐欽巴．○1吉美羅薩旺波 

○2旦曾瀧多尼瑪 

○11964至今 

○21974至今 

○1第 9 任海外全寧瑪派領

袖（任期始於 2019

年）。駐錫印度佐欽寺。

○2駐錫多康佐欽寺 

佐欽寺歷代本洛   

dོགས་ཆེན་དཔོན་�ོབ ༡ ནམ་མཁའ་འོད་གསལ། 

第一世佐欽．本洛．南喀俄薩 

d. 1726 第一世佐欽巴的高徒，繼

其法座，訂定清規。 

dོགས་ཆེན་དཔོན་�ོབ ༢ པ�ྨ་གསང་7གས་བ ན་འཛ�ན། 

第二世佐欽．本洛．貝瑪桑阿丹增 

1731-1805 -- 

dོགས་ཆེན་དཔོན་�ོབ ༣ ནམ་མཁའ་ཆོས་!ི་�་མཚ3། 

第三世佐欽．本洛．南喀曲吉嘉措 

1807?- 1821? -- 

dོགས་ཆེན་དཔོན་�ོབ ༤ འཇིགས་མེད་ཆོས་དGིངས་འོད་གསལ། 

第四世佐欽．本洛．吉美曲英俄薩 

circa 19th  -- 

dོགས་ཆེན་དཔོན་�ོབ ༥ དཀོན་མཆོག་བ ན་པའི་ཉི་མ། 

第五世佐欽．本洛．貢秋丹貝尼瑪 

1889?-1924? -- 

dོགས་ཆེན་དཔོན་�ོབ ༦ འཇིགས་qལ་ཚ�་དབང་�ོ་�ེ། 

第六世佐欽．本洛．吉札策旺多吉 

1925-1962 出生於鄧柯，為十六世噶

瑪巴之弟。 

dོགས་ཆེན་དཔོན་�ོབ ༧ ཀy་ག%ང་རབ་ངེས་དོན་བ ན་པའི་�ལ་མཚན། 

第七世佐欽．本洛．噶瑪松饒欸敦丹

增嘉參 

1965至今 -- 

尼札寺歷代尼札   

གཏེར་ ོན་ཉི་མ་6གས་པ། 

伏藏師尼瑪札巴 

1647-1710 出生於囊謙的本如 (བན་

_) 。 

ཉི་aལ ༢ པ�ྨ་ཐེག་མཆོག་བ ན་པའི་�ལ་མཚན། 

第二世尼札．貝瑪帖秋丹貝嘉參 

1712-1771 出生於那雪(ནག་ཤོད) 。 

ཉི་aལ ༣ མི་འ(ར་ཕན་བདེ་�་མཚ3། 

第三世尼札．明珠德欽嘉措 

1772-1817 出生於德格，家世可追溯

至靈蔥。 

ཉི་aལ ༤ འཇིགས་མེད་ཆོས་དGིངས་�ོ་�ེ། 

第四世尼札．吉美曲英多吉 

1819-? 由第四世佐欽巴認定。 

ཉི་aལ ༥ བ ན་འཛ�ན་འ2ིན་ལས་དབང་�ག  

第五世尼札．丹增赤列旺秋 

1870?-1913? 按前世遺囑認定。 

ཉི་aལ ༦ Iབ་བ ན་འོད་གསལ་ཉི་མ། 1914-1964 生於昌都的脫竹孤(ཐོ་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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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世尼札．圖登俄薩尼瑪 多登．釋迦師利的家族。

由第五世佐欽巴認定。 

ཉི་aལ ༧ =ན་བཟང་ཡོན་ཏན་བཟང་པོ། 

第七世尼札．貢桑雲丹貢波 

circa 20th   出生於囊謙。按前世遺囑

認定。 

格孟寺歷代格蒙   

�ལ་Pས་གཞན་ཕན་མཐའ་ཡས། 

嘉色賢遍泰耶 

1800-1855 -- 

�ལ་Pས་གཞན་ཕན་ཆོས་!ི་rང་བ། 

嘉色賢遍曲吉囊瓦 

1857-1925/1929 出生於拉薩噶廈成員之

家。 

དགེ་མང ༣ གར་དབང་ལས་རབ་Hིང་པ། 

第三世格孟．噶旺雷饒林巴 

1930-1959 出生於德格頂戈級人家

中。 

དགེ་མང ༤ འཇིགས་མེད་=ན་བཟང་པ�ྨ་དབང་ཆེན། 

第四世格孟．吉美貢桑貝瑪旺欽 

1975至今 出生於德格熱加首長、頂

戈級頭人巴圖倉 (དཔའ་མI་

ཚང)家族，由第二世敦珠認

定。 

佐欽歷代欽哲   

dོགས་ཆེན་མ�ེན་བ�ེ ༡ J་_་ཚ�་དབང་། 

第一世佐欽．欽哲．固如策旺 

1896-1936/1937 出生於工布，由第五世佐

欽仁波切認定。 

dོགས་ཆེན་མ�ེན་བ�ེ ༢ གཞོན་m་1ོ་6ོས། 

第二世佐欽．欽哲．宣努羅珠 

1937-1959 生於日當牧區，由第二世

宗薩欽哲所認定。 

dོགས་ཆེན་མ�ེན་བ�ེ ༣ ཨོ་�ན་བ ན་འཛ�ན། 

第一世佐欽．欽哲．鄔金丹增 

? 至今 -- 

佐欽歷代工珠   

dོགས་ཆེན་ཀོང་aལ་ ༡ འ(ར་མེད་དཀོན་མཆོག་�ལ་མཚན། 

第一世佐欽．工珠．局美貢秋堅贊 

1901?-1952 第五世佐欽仁波切所認

定。 

dོགས་ཆེན་ཀོང་aལ་ ༢ དཀོན་མཆོག་འཇིགས་མེད་དབང་པོ། 

第二世佐欽．工珠．貢秋吉美旺波 

1953-1961 第六世佐欽仁波切所認

定。 

佐欽歷代貢桑   

=ན་བཟང་ ༡ མདོ་7གས་བཤད་bབ་�་མཚ3། 

貢桑董阿謝祝嘉措 

circa 19-20th  出生於果洛的格澤部落，

擔任第五世佐欽仁波切

的管家。 

=ན་བཟང་མཆོག་aལ། 

貢桑秋珠 

1937-1995 出生於德格屬地噶朗頂。

佐欽歷代竹巴   

འ�ག་པ་ ༡ པ�ྨ་"མ་�ལ། 

第一世竹巴．貝瑪南嘉 

circa 17th   為第二世佐欽仁波切的

兄弟，協助教務。 

འ�ག་པ ༢ Iབ་བ ན་:ལ་\ིམས། 

第二世竹巴．圖登楚臣 

-- 出生於雜局牧區，由第四

世佐欽仁波切認定。 

འ�ག་པ་ ༣ Iབ་བ ན་དགེ་ལེགས་�་མཚ3། 

第三世竹巴．圖登給雷嘉措 

circa 18th   出生於雜局牧區，由第五

世佐欽仁波切認定，協助

佐欽仁波切辦理寺務。 

འ�ག་པ་ ༤ Iབ་བ ན་ཉི་མ། 1929-2016 出生於日當，由第五世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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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世竹巴．圖登尼瑪 欽仁波切認定。 

佐欽歷代林喇   

Hིང་Fབ་ཐོབ་བསོད་ནམས་�ིན་པ། 

林．主透．索南僅巴 

circa 18th   出生於靈蔥家族。 

Hིང་1་ ༢ Iབ་བ ན་ཉིན་Gེད་�ལ་མཚན། 

第二世林喇．圖登寧杰堅贊 

circa 19th   佐欽寺第 7 任堪布。 

Hིང་1་ ༣ ,ལ་བཟང་�་མཚ3། 

第三世林喇．格桑嘉措 

circa 19th 出生於德格。 

Hིང་1་ ༤ Iབ་བ ན་2ིན་ལས་�་མཚ3། 

第四世林喇．圖登赤列嘉措 

1897-1959 出生於鄧科，後成為第六

世佐欽仁波切的上師。 

佐欽歷代文珠   

dོགས་ཆེན་དབོན་aལ་ ༡ མI་ ོབས་"མ་�ལ། 

第一世佐欽．文珠． 

circa 19th   第四世佐欽仁波切的文

波。 

dོགས་ཆེན་དབོན་aལ་འཇིགས་མེད་རིན་པོ་ཆེ་ / �་ཚབ་དབོན་པོ། 

第二世佐欽．文珠．吉美仁波切／古

曹文波 

circa 20th   第五世佐欽仁波切的文

波。 

dོགས་ཆེན་དབོན་aལ་ ༣ >ོགས་ལས་"མ་�ལ། 

第三世佐欽．文珠．秋雷南嘉 

1948至今 第二世文珠管家之子，由

第六世佐欽仁波切認定。

白玉寺歷代噶瑪古欽   

ཀy་�་ཆེན་༡ ཀy་བ^་ཤིས། 

第一世噶瑪古欽．噶瑪札西 

1728-1790 出生於白玉安秋(ཨ་མཆོག)，

為白玉開山祖師仁增袞

桑謝饒的文波家族。 

ཀy་�་ཆེན་ ༢ ཀy་འ(ར་མེད་ངེས་དོན་བ ན་འཛ�ན། 

第二世噶瑪古欽．噶瑪局美欸敦丹增 

1794-1851 出生於宗薩的麥宿。由第

十三世噶瑪巴認定。 

ཀy་�་ཆེན་ ༣ མདོ་7གས་ཆོས་!ི་ཉི་མ། 

第三世噶瑪古欽．董阿曲吉尼瑪 

1854-1906 出生為德格論欽．札西旺

嘉(བ^་ཤིས་དབང་�ལ)之子。由欽

哲旺波認定。 

ཀy་�་ཆེན་ ༤ ཀy་ཐེག་མཆོག་Dིང་པོ། 

第四世噶瑪古欽．噶瑪帖秋寧波 

1908-1960 出生於白玉熱加。由第十

五世噶瑪巴認定。 

ཀy་�་ཆེན་ ༥ ཨོ་�ན། 

第五世噶瑪古欽．鄔金 

1970至今 父親原為貢覺人士，流亡

後曾於海外藏人行政中

央任職。由第二世敦珠、

第三世貝諾認定，現任白

玉寺法台。 

白玉寺歷代竹旺．貝瑪諾布   

Fབ་དབང་པ�ྨ་ནོར་*། 

竹旺．貝瑪諾布 

1679-1757 出生於白玉安秋(མ་མཆོག) 

Fབ་དབང་དཔལ་ཆེན་འ/ས་པ། 

竹旺．巴欽督巴 

1887-1932 出生於德格白埡(དཔེ་ཝར)。

工珠．雲丹嘉措所認定。

Fབ་པ་པ�ྨ་ནོར་*་ ༣ ལེགས་བཤད་ཆོས་!ི་�་དGངས། 

第三世竹旺．貝瑪諾布．雷謝曲吉札

揚 

1932-2009 出生於工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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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བ་པ་པ�ྨ་ནོར་*་ ༤ མི་འ(ར་བདེ་ཆེན་གར་དབང་ཟིལ་གནོན་�ོ་�ེ། 

第四世竹旺．貝瑪諾布．明珠德欽噶

旺錫能多吉 

2011至今 -- 

白玉寺嘉珠   

�་aལ་པ�ྨ་མདོ་7གས་བ ན་འཛ�ན། 

嘉珠．貝瑪董阿丹增 

1830-1892 出生於嘉絨察柯，由第四

世佐欽巴等人認定為白

玉開山祖師仁增袞桑謝

饒的轉世化身。與工珠往

來密切。 

白玉第 5 任座主──楚西噶瑪敦丹   

འÊལ་ཞིག་ཀy་དོན་དམ། 

楚西．噶瑪敦但 

circa 18th  出生於德格白埡 

白玉寺歷代文珠   

དབོན་པོ་ཨ་བསམ། 

文．阿桑 

circa 18th  第一世噶瑪古欽之侄甥。

དབོན་aལ་ཨ་བསམ་ ༢ / t་aལ་ ༡ པ�ྨ་གར་དབང་བ ན་འཛ�ན། 

第二世文．阿桑／第一世拉珠．噶旺

丹增 

1852-1935 欽哲旺波、工珠之徒。 

白玉歷代秋珠（宗囊喇嘛[�ངོ་ནང་�་མ]）   

ཀy་t་དབང་། 

噶瑪拉旺 

b. 18th – d. 19th  • 與噶瑪敦丹同為白

玉寺第 5 任座主。

• 出生於白玉安秋(མ་

མཆོག)，為白玉開山祖

師仁增袞桑謝饒的

文波家族。 

dི་aལ་འཇམ་དGངས་ཤེས་རབ་ཆོས་!ི་rང་བ། 

吉珠．蔣揚謝饒曲吉囊瓦 

1854-1893 出生於嘉絨。 

མཆོག་aལ་འཇིགས་མེད་ཆོས་!ི་�་བ། 

秋珠．吉美曲吉達瓦 

1894-1958 果洛白玉達唐寺 (དར་ཐང་

དགོན)第 7 任座主。 

མཆོག་aལ་རིན་པོ་ཆེ་འཇིགས་མེད་1ོ་6ོས་སེ¯ྒེ་པ�ྨ་�ལ་མཚན། 

秋竹仁波切．吉美羅珠僧格貝瑪堅贊 

1966至今 出生於德格熱加首長、頂

戈級頭人巴圖倉 (དཔའ་མI་

ཚང)家族，為第四世格蒙之

兄。由第二世敦珠認定。

協慶寺歷代冉江   

ཞེ་ཆེན་རབ་འGམས་ ༡ བ ན་པའི་�ལ་མཚན། 

第一世協慶．冉江．丹貝堅贊 

1650-1704 曾任佐欽寺法台。 

ཞེ་ཆེན་རབ་འGམས ༢ འ(ར་མེད་=ན་བཟང་"མ་�ལ། 

第二世協慶．冉江．局美貢桑南嘉 

1713-1769 第二世佐欽巴之弟。

1734/1735被送往協慶鄔

金卻宗 (ཟེ་ཆེན་ཨོ་�ན་ཆོས་dོང)住

持。 

ཞེ་ཆེན་རབ་འGམས་ ༣ རིག་འཛ�ན་དཔལ་འGོར་�་མཚ3། 

第三世協慶．冉江．仁增班就嘉措 

1770/1771-18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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ཞེ་ཆེན་རབ་འGམས ༤ གར་དབང་ཆོས་!ི་�ལ་མཚན། 

第四世協慶．冉江．噶旺曲吉堅贊 

1811-1862/1863 -- 

ཞེ་ཆེན་རབ་འGམས ༥ པ�ྨ་ཐེག་མཆོག་བ ན་པའི་�ལ་མཚན། 

第五世協慶．冉江．貝瑪帖秋丹貝堅

贊 

1864-1909 -- 

ཞེ་ཆེན་རབ་འGམས ༦ rང་མཛད་Fབ་པའི་�ོ་�ེ་

第六世協慶．冉江．囊則祝貝多吉 

1911-1959 -- 

ཞེ་ཆེན་རབ་འGམས ༧ འཇིགས་མེད་ཆོས་!ི་སེ¯ྒེ་། 

第七世協慶．冉江．吉美曲吉僧格 

1966至今 -- 

協慶寺歷代嘉察   

ཞེ་ཆེན་�ལ་ཚབ་ ༡ པ�ྨ་�ལ་མཚན། 

第一世協慶．嘉察． 

b. 17th -d. 18th  出生於多康，於一世冉江

巴圓寂後負責教務。 

ཞེ་ཆེན་�ལ་ཚབ་ ༢ པ�ྨ་གསང་7གས་བ ན་འཛ�ན་ཆོས་�ལ། 

第二世協慶．嘉察．貝瑪桑阿丹增曲

嘉 

1760-1817 -- 

ཞེ་ཆེན་�ལ་ཚབ ༣ ཨོ་�ན་རང་.ང་�ོ་�ེ་ཚ�་དབང་Fབ་པ་�ལ། 

第三世協慶．嘉察．鄔金讓炯多吉策

旺祝巴雜 

1820?-1869? 欽哲旺波曾為其寫過祈

禱文與迅速轉世祈禱文。

ཞེ་ཆེན་�ལ་ཚབ་ ༤ འ(ར་མེད་པ�ྨ་"མ་�ལ། 

第四世協慶．嘉察．局美貝瑪南嘉 

1871-1926 在 19世紀末、20世紀初

影響力最大的寧瑪高僧

之一。 

ཞེ་ཆེན་�ལ་ཚབ་ ༥ འ(ར་མེད་པ�ྨ་�ོ་�ེ། 

第五世協慶．嘉察．局美貝瑪多吉 

1927?-circa 1959 -- 

協慶．文珠   

�ེ་དབོན་སངས་�ས་རབ་བsན། 

杰文．桑傑饒丹 

circa 18th 第一世協慶．嘉察之弟。

ཞེ་ཆེན་དབོན་aལ་འ(ར་མེད་མI་ ོབས་"མ་�ལ། 

協慶．文珠．局美圖多南嘉 

1787-? 亦稱為協慶．班欽。 

འ(ར་མེད་པ�ྨ་བ ན་འཛ�ན་མཁས་Fབ་�་མཚ3འི་དབང་པོ། 

局美貝瑪丹增克珠嘉措旺波 

 

circa 19th   第三世協慶嘉察請欽哲

旺波為其取名，但似乎並

未正式陞座。 

協慶．工珠   

ཞེ་ཆེན་ཀོང་aལ་ ༡ པ�ྨ་Mི་མེད། 

第一世協慶．工珠． 

1901-1960 江達的協慶分寺欣達寺

(Pིད་མདའ་དགོན)第四世格澤給

多．局美丹貝寧杰(Pིད་མདའ་

དགེ་�ེ་གེ་ཏོག་ ༤ འ(ར་མེད་བ ན་པའི་ཉིན་

Gེད)的親兄弟。 

宗薩歷代欽哲   

dོང་གསར་འཇམ་དGངས་མ�ེན་བ�ེའི་དབང་པོ། 

第一世宗薩．蔣揚欽哲旺波 

1820-1892 出生於德格燈籠。 

dོང་གསར་འཇམ་དGངས་མ�ེན་བ�ེ་ ༢ ཆོས་!ི་དབང་པོ། 

宗薩．蔣揚欽哲曲吉旺波 

1894-1908 出生於德格龔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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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ང་གསར་འཇམ་དGངས་མ�ེན་བ�ེ་ ༣ ཆོས་!ི་དབང་�ག  

宗薩．蔣揚欽哲曲吉旺秋 

1909-1960 也稱為更慶．欽哲。出生

於德格。 

མ�ེན་བ�ེ་ཡེ་ཤེས། 

欽哲耶謝 

1970至今 藏學家南開諾布之子。由

41 任薩迦赤欽認定。 

dོང་གསར་འཇམ་དGངས་མ�ེན་བ�ེ་ ༢ ཆོས་!ི་1ོ་6ོས། 

第二世宗薩．蔣揚欽哲曲吉羅珠 

1896-1959 出生於白玉三岩。 

dོང་གསར་འཇམ་དGངས་མ�ེན་བ�ེ་ ༣ ཆོས་!ི་�་མཚ3། 

第三世宗薩．蔣揚欽哲曲吉嘉措 

1961至今 出生於不丹，為董色．聽

列諾布(ག/ང་Pས་འ2ིན་ལས་ནོར་*，

1931-2011)之子。由 41 任

薩迦赤欽認定 

འཇིགས་མེད་མ�ེན་བ�ེ། 

吉美欽哲 

1963至今 甘珠爾．龍欽耶謝多吉

(བཀའ་འ(ར་�ོང་ཆེན་ཡེ་ཤེས་�ོ་�ེ，1898-

1975)之子。由頂果．欽

哲、二世敦珠、十六世噶

瑪巴認定 

མ�ེན་བ�ེ་ཡེ་ཤེས། 

欽哲耶謝 

1962至今 第三世乃旦．秋林(གནས་བsན་

མཆོག་Hིང་ ༣ 1927-1972)之子。

（筆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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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Ｃ 德格轄境內古今格魯派寺院

與霍爾十三寺列表 

      

19 世紀末以後，德格轄境內新建的格魯派寺院         （名單根據噶陀．司徒筆記） 

藏文寺名 中文寺

名 

今日行政

區劃 

創建者 創建時

間 

從屬於何寺 註記 

དགོན་གསར་དགོན། 更沙寺 德格縣中

扎科鄉 

霍爾曲

杰．阿旺

彭措 

1660

左右 

本地寺院 五世達賴時期，

便有 8 個村落的

屬民。許多相關

資訊僅憑口傳。 

Hིང་བ^་ཤིས་�ེ/ཉ་

མགོ་དགོན། 

嶺．扎

西澤寺

（年格

寺） 

德格縣中

扎科鄉 

一說為色

瓦宣努(སེར་

བ་གཞོན་m)，

另一說為

洛桑向巴

丹沛 

約 16-

17世

紀 

哲蚌、甘丹 霍爾曲杰．阿旺

彭措時期重修 

སེར་¬ལ་དགོན། 色須寺 石渠縣瓦

須鄉 

嘎居巴．

洛桑曲達 

1760 由色須本倉

家族支助 

1936 年後，成為

多康地區唯一能

夠頒授格西頭銜

的寺院 

\་མ་དགོན། 查瑪寺 -- -- -- -- -- 

བ་རོད་དགོན། 巴若寺 石渠縣嘎

衣鄉 

昌都．加

拉仁波切

(zགས་Ú་རིན་པོ་

ཆེ) 

1870

左右 

無。但 1910

年後，寺規

比照色拉寺

辦理 

優秀學僧派往色

拉寺、拉卜楞寺

與色須寺留學後

返寺 

བོ་རོད་དགོན། 沃若寺 -- -- -- -- -- 

ཀ་བཞི་དགོན། 嘎依寺 石渠縣呷

衣鄉 

阿旺倫珠

嘉措 

1865 -- 政治菁英嘎依本

倉家族支持、管

理的家廟 

འ*མ་དསར་དགོན། 蒙沙寺 石渠縣蒙

宜鄉 

久諾秋

珠．格桑

給雷(ཇོ་ནོ་

མཆོག་aལ་བ,ལ་

བཟང་དགེ་ལེགས) 

17th -- 由蒙宜當地的政

治首領本．巴登

貢波(དཔོན་དཔལ་Qན་མགོན་

པོ)贊助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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འ*ན་�ིང་དགོན། 蒙宜寺 石渠縣蒙

宜鄉 

本．索南

崩 

18th 上

半葉 

無。但有由

達賴、班禪

所親自頒訂

的寺規 

實施政教合一制 

འ�་མང་དགོན། 局芒寺 石渠縣 -- -- -- 載於噶陀．司徒

所撰的名單中，

但今日似已不存 

ཐར་¬ལ་དགོན། 它須寺 石渠縣蝦

扎鄉 

覺悟秋

珠．格桑

給雷 

-- 覺悟寺 -- 

མང་དགེ་དགོན། 蒙給寺 石渠縣蒙

宜鄉 

喇嘛但曲

(1་མ་དམ་ཆོས) 

17th 初 色拉寺 由蒙給本倉(མང་དགེ་

དཔོན་ཚང)家族支持 

དབོན་པོ་དགོན། 溫波寺 石渠縣溫

波鄉 

果加．給

瓦楚臣(གོ་

�ལ་དགེ་བ་:ལ་

\ིམས) 

1709 -- -- 

ཆོས་ནོར་དགོན། 曲諾寺 -- -- -- -- 今疑已不存 

ཇོ་བོ་དགོན། 覺悟寺 石渠縣起

塢鄉 

阿旺札巴

嘉措(circa 

18th) 

18世

紀中末

葉 

無。但制度

比照拉卜楞

寺的吉祥下

密院(དཔལ་Qན་

-ད་cད་Ë་ཚང) 

它須寺為其分

寺。 

qག་zོག་

དགོན/6གས་zོགས། 

扎覺寺 來馬鄉 杰根敦群

培 

1410 -- 由霍爾曲杰新

建，被計入霍爾

十三寺之一 

19 世紀末以後，德格轄境內新建的格魯派寺院      

藏文寺名 中文寺

名 

今日行政

區劃 

創建者 創建時

間 

從屬於何寺 註記 

/ད་སར་དགོན། 杜沙寺 中扎科鄉 喇嘛向巴

曲吉羅珠

(circa 19th)

1889 創建者無特

殊宗派傾

向，亦無祖

寺，但與覺

沃寺親善。

向巴曲吉羅珠的

轉世由甘孜覺悟

寺赤珠(ཇོ་བོ་\ི་aལ)認

定 

vང་ཐང་དགོན། 崩東寺 中扎科鄉 索南策旺 19th末

期 

本地寺院 寺院創始者為當

地女頭人之子，

奉第十三世達

賴、第四世霍爾

曲杰等人旨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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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 

列入霍爾十三寺名單的其他寺院      

དཀར་མཛ�ས་དགོན། 甘孜寺 甘孜縣甘

孜鎮 

霍爾曲

杰．阿旺

彭措 

1662 無。但成立

初期便按照

拉薩學經制

度，成立南

杰扎倉、法

相學院、密

宗學院 

據稱為霍爾十三

寺中最早興建

者。建寺後，霍

爾曲杰擔任地一

帶。後期該寺最

高法位為孔薩香

根 

དར་�ས་དགོན། 大金寺 甘孜縣卡

攻鄉 

霍爾曲

杰．阿旺

彭措 

1548 -- 1662 年，霍爾曲

杰將寺院遷址重

建。直到十三世

達賴時期，該寺

才有堪布。該寺

商業活動興盛，

十分富有。 

ཉ་མཚ3་དགོན། 靈雀寺 道孚縣鮮

水鎮 

霍爾曲

杰．阿旺

彭措 

1662 甘丹寺北頂

僧院 

根據口傳，1746

年以後有數所寺

院成為該寺之子

寺，但僅是形式

上的關係，無法

脈傳承關係(p. 

643-644) 

zོགས་རི་དགོན། 究日寺/

覺日寺 

爐霍旦都

鄉 

霍爾曲

杰．阿旺

彭措 

1662 -- 由朱倭土司統

轄，附近 7村皆

為屬民，為朱倭

本倉家族供奉的

主寺 

མཁར་ཉལ་དགོན། 喀年寺 -- -- -- -- -- 

�ེ་ག%ན་དགོན། 孜蘇寺 甘孜縣馬

來鄉 

霍爾曲

杰．阿旺

彭措 

1662 無。但似乎

依附於甘孜

寺之下 

該寺事蹟今皆已

佚失，寺主為甘

孜寺的仲薩珠古

(འÊངས་གསར་aལ་�) 

 ོང་,ོར་དགོན། 東谷寺 甘孜縣四

通達鄉 

曲杰．達

瓦堅贊(ཆོས་

�ེ་�་བ་�ལ་

མཚན，

1476-

circa 

16th  

歷代夏仲皆

要入色拉寺

隆務康村

(རོང་བོ་ཁམས་ཚན)

學法 

最高法位為轉世

的歷代夏仲(ཞབས་

A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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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6) 

བེ་རི་དགོན། 白利寺 甘孜縣生

康鄉 

 

霍爾曲

杰．阿旺

彭措 

1662 -- -- 

བསམ་འFབ་དགོན། 桑周寺 甘孜縣扎

科鄉 

霍爾曲

杰．阿旺

彭措 

1662 -- 據說是霍爾十三

寺當中最晚建成

者。該寺事蹟今

皆已佚失，4 位轉

世化身皆流亡海

外 

ཧོར་qག་འགོ་

དགོན/qང་འགོ་

དགོན། 

壽靈寺 

（霍爾

章古

寺、爐

霍寺） 

爐霍縣新

都鎮 

霍爾曲

杰．阿旺

彭措 

1650 無，但主要

入學於哲蚌

寺洛色林扎

倉朱倭康

村。最初由

五世達賴指

導該寺教

務。1717

年，第世嘉

木樣協巴．

瓦述．阿旺

尊珠(འཇམ་

དGངངས་བཞད་པ་

དབལ་¬ལ་ངག་དབང་

བ�ོན་Fས，

1648-1721)

在此成立佛

學院。 

該寺甫建成便由

爐霍土司真杰．

策丹諾布(Mིན་�ེ་ཚ�་

བsན་ནོར་*)掌控，形

成政教合一的宗

教管理體系。寺

主第四世格聰．

巴登格雷南嘉(དཔལ་

Qན་དགེ་ལེགས་"མ་�ལ)在

1930-40s 年代，

接管了惠遠寺、

靈雀寺。 

 

（筆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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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主要詞彙表（藏漢對照）

 

（按藏文字母排序） 

 

༼ ཀ ༽ 

ཀ་བཞི།嘎依 

ཀ་བཞི་དཔོན་ཚང་།嘎依本倉 

ཀཿཐོག་དགོན།噶陀寺 

ཀཿཐོག་རིག་འཛ]ན་ཚ+་དབང་ནོར་(།仁增策旺諾布  

ཀཿཐོག་Hོག་Zབ།噶陀．莫祝 

ཀཿདམ་པ་བདེ་གཤེགས།噶．但巴德協 

ཀན་ཏིང་ཏའི་གཽ་ ¡ི། 廣定大國師 

ཀH་ཀཾ་ཚང་།噶瑪岡倉 

ཀH་_་ཆེན།噶瑪古欽 

ཀལ་བ2Êད།商旅傳承 

ཀH་�བ་བ2ད་བ�ན་པ་རབ་འཕེལ།噶瑪竹居丹巴冉沛  

ཀH་ཆགས་མེད།噶瑪恰美 

ཀH་གདན་ས།噶瑪丹薩寺，噶瑪寺 

ཀH་དབང་Yགས།噶瑪旺札 

ཀH་པ།噶瑪巴 

ཀH་པ་  ༡༧ མཐའ་ཡས་mོ་Vེ།第十七世噶瑪巴．泰

耶多吉  

ཀH་པ་s་དམར།噶瑪巴夏瑪，紅帽的噶瑪巴 

ཀH་པཀྵི།噶瑪拔希 

ཀH་མ་པ་s་ནག黑帽噶瑪巴 

ཀH་མི་འ[ར་Yགས་པ་སེ�ེྒ།噶瑪明珠札巴僧給  

ཀH་,་དབང་།噶瑪拉旺 

X་སེ་�ེ་གསར།古色德薩 

X་སེ་�ེ་gིང་།古色得尼 

Xན་མ4ེན་ཡབ་"ས།遍知師徒 

Xན་མ4ེན་ཡབ་"ས་ག@མ།遍知三師徒 

Xན་Yོལ་Yགས་པ། 貢卓札巴  

Xན་དགའ་ཆོས་འཕེལ། 貢噶群培 

 
 本詞彙表主要收錄項目計有：地名、書名、文章名、術語以及正文中少出現的人名。凡已出

現於正文表格、德格家族世系表之中，或已收入附錄 A、B、C當中的常見政教菁英名，則不

重覆錄入。特此說明。 

Xན་དགའ་དོན་Zབ། 貢噶敦珠  

Xན་དགའ་བ�ན་འཛ]ན། 貢噶丹增 

Xན་དགའ་ནོར་(།綽斯甲王工噶爾諾布 

Xན་དགའ་�ོ་Yོས། 貢噶羅追  

Xན་དགའ་ཚ+་དབང་རིག་འཛ]ན། 貢噶才旺仁增 

Xན་དགའ་རིན་ཆེན།第 23任薩迦赤欽．貢噶仁

欽  

Xན་དགའ་བསོད་ནམས་�ན་Zབ།第 14任俄爾堪欽．

貢噶索南倫珠  

Xན་དགའ་^ིང་པོ་བཀའ་འ(མ།《貢噶寧波文集》 

Xན་�།ོ 貢洛 

Xན་བཟང་ཐེག་མཆོག་mོ་Vེ། 貢桑帖秋多吉 

Xན་བཟང་པ�ྨ་�ོ་lན། 貢桑貝瑪羅丹 

Xན་བཟང་�་མའི་ཞལ་bང་།《普賢上師言教》 

Xན་རིག་Mམ་པར་kང་མཛད།普明大日如來 

ཀེ།給氏族 

ཀོང་གང་ཚད།一燈盞 

ཀོང་པ།ོ工布 

ཀོང་vལ་གསན་ཡགི《工珠聞法錄》 

ཀེy་ཚང་vལ་_།格倉珠古 

6ཻ་mོར་བཀའ་བབས་བཞི།《喜金剛四教誡》 

P་གཅགི路，元朝行政單位 

P་�བ།龍樹 

P་�ིངས།祿頂 

�ོང་གསལ་mོ་Vེ་^ིང་པ།ོ《廣界金剛藏》 

�ོང་གསལ་^ིང་པ།ོ龍薩寧波  

�ོང་ཆེན་རབ་འ�མས་པ་�ི་མེད་འོད་ཟེར།龍欽冉江巴．直

美俄色 

_།身（敬語） 

_་�ལ། 各自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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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轉世的敬語 

_་འཁོར་眷屬神 

_་�ང་།古瓊 

_་འདས།家族有喪 

_་འ(མ། 塔爾寺 

_་ཚ་མོ་བn་ཤིས་དབང་མོ།侄女札西旺姆 

_་ཚབ།古曹，意為代表 

_་གཤེགས།去世 

_་ཞང་ཆེན་པོ་Xན་དགའ་དོན་Zབ།古尚．貢噶敦珠 

_་ཞང་ཆེན་པོ་Yགས་པ་�ལ་མཚན།古尚欽波．札巴堅

贊 

_་{ང་གི་རིམ་Yོ།王室法事 

_་ག@མ།三身 

_་ག@མ་9ི་Mམ་བཞག三身論 

)བས་མགོན།香根 

)བས་�ོམ་Tས་པ།皈依戒 

)ེ་དF་དགོན། 結古寺 

)ེ་བ།轉世 

)ེ་བ་h་'ིའི་Mམ་བཞག 前後世理論 

)ེས་བ་ལེན་པ།投生 

)ེས་(་དམ་པའི་མཚན། 高僧大德的身分名銜 

)ེས་རབས། 本生 

དཀར་ཆག 目錄 

དཀར་མཛ+ས།甘孜 

དཀོན་མཆོག་�ལ་མཚན།色須寺第 24任法台貢秋

堅贊 

དཀོན་མཆོག་�ལ་མཚན། 貢秋堅贊 

དཀོན་མཆོག་བ�ན་འཛ]ན་�ན་ཚ གས། 貢秋丹增彭措 

དཀོར་ས་དགེ་ཁོངས།保證僧源與經濟支持的勢

力範圍 

ད6ིལ་འཁོར་~་འམ་བ�ན།七大或五大曼陀羅壇城 

བཀའ་བ�ད་�བ་ཆེན་�ན་�བ་³ེལ་མ།《八大法行大修暨

藥修》 

བཀའ་བ2ད་པ།噶舉派 

བཀའ་བ2ད་hགས་མཛ ད།《噶舉密咒藏》 

བཀའ་བ2ད་སེར་:ེང་།《噶舉金鬘史》 

བཀའ་བN་པ་ནམ་མཁའ་འོད་ཟེར།嘎居巴．南卡俄色  

བཀའ་བN་པ་�ོ་བཟང་ཆོས་དར།嘎居巴．羅桑曲達  

བཀའ་བN་འ:ིན་ལས་ཆོས་འཕེལ།嘎居．赤列群培 

བཀའ་གདམས་གསར་མ།新噶當派 

བཀའ་གདམས་པ།噶當派 

བཀའ་གཏེར་Oིད་ཆེན་བN་ག@མ།《教言伏藏十三大引

導文》 

བཀའ་�ོན་�་མ་�མས་པ་བ�ན་དར།噶倫喇嘛．向巴丹

達 

བཀའ་འ[ར།《甘珠爾大藏經》 

བn་�ག 扎楚 

བཀའ་bང་།文告 

བn་གཡང་། 札擁 

བn་ཤིས། 札西 

བn་ཤིས་འ4ིལ།拉卜楞寺 

བn་ཤིས་ནོར་(། 札西諾布 

བn་ཤིས་དཔལ་lན། 札西班丹  

བn་ཤིས་�་མ། 札西喇嘛 

བn་ཤིས་�ན་ཚ གས། 札什彭楚 

བn་ཤིས་ཕོ་%ང་། 札西頗章宮殿 

བn་ཤིས་ཚ+་དབང་�ོབས་�ལ།囊謙甲波．札西策旺

多嘉 

བn་ཤིས་བསམ་Zབ།瓦雄家族的札西桑珠 

བn་ཤིས་?གས་བ�ད།八吉祥 

བn་ཤིས་�ེམ། 札西鄧 

བn་ཤིས་Mམ་�ལ། 札西南嘉 

བ�ལ་པ།命定的緣分 

བ�ལ་བཟང་དགོན།尕藏寺 

བ�ལ་བཟང་དར་�ས།第 5代孔薩本．嘎桑達吉 

བ�ལ་བཟང་Mམ་�ལ།色須寺第 16任法台格桑

南嘉 

བ�ལ་བཟང་ཚ+་རིང་།格桑澤仁  

༼ ཁ ༽ 

ཁ་Zང་།喀中倉家族 

ཁ་བ་ཅན།雪國，藏區的別稱 

ཁང་གསར།康薩 

ཁང་གསར་དཔོན་ཚང་།孔薩本倉 

ཁང་གསར་�་%ང་།康薩喇章 

ཁང་གསར་�་%ང་།康薩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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ཁང་གསར་_་དབོན་རནི་པོ་ཆེ།康薩固文仁波切 

ཁང་གསར་)བས་མགོན་�ོ་བཟང་�ལ་Oིམས་བ�ན་པའི་�ལ་མཚན།第

一世孔薩香根．洛桑楚臣丹貝堅贊 

ཁམས་པ་དགེ་¦ོང་�ོ་Yོས་�ལ་པོ康巴比丘．羅追嘉波 

ཁམས་པ་ཡོན་ཏན་འDང་གནས།康巴．圓滇炯內 

ཁམས།康區 

ཁམས་�ད།康巴語 

ཁམས་�ོད།康堆  

ཁམས་པ།康巴 

ཁམས་'ོགས།康區，康一帶 

ཁམས་�ེ།康榭 

ཁམས་ག@མ།三區 

a་བོ།叔伯 

aན་bང་རི་བ2ད།昆崙山脈 

ཁེ་�ད།克麥 

ཁོལ་པ། 科巴，差役戶 

4ིམ་ཚང་།家庭  

�ང་དཀར་ཆང་།瓊嘎倉 

�ང་དཀར།瓊嘎家族 

4ེ་འ%ོག七卓 

4ེ་འོ/ཆེ་ཡོས། 起塢 

4ེ་འོ་གཏེར་�ོན། 起塢伏藏師 

4ེy་�ང་ལོ་�ཱ་བ།切瓊譯師 

O་རི། 察熱 

O་Qོམ་%ག擦崩札 

Oང་Oེ་ཙ]་ལེ།昌側集烈 

Oི་ཆེན་�ོ་བཟང་�ན་ཚ གས།赤欽．洛桑彭措  

Oི་�ོར།萬戶 

Oི་�ེ་བ�ད།八萬戶 

Oི་པ།赤巴 

Oི་འདོན།坐床典禮 

Oི་འཛ]ན། 法座持有者 

¥ས་གསོལ།除障沐浴的法事 

Oོ་)བས།綽斯甲 

Oོ་vལ།冲珠 

Oོ་ཚང་དགོན། 措冲寺 

Oོ་ཚང་ཕོ་%ང་།綽倉頗章 

Oོ་"ོང་�ེy་བཙན།赤松德贊 

མཁན་ཆེན་ཀH་�བ་བ2ད།堪欽噶瑪祝局  

མཁན་ཆེན་བn་ཤིས་འོད་ཟེར།堪欽札西俄色 

མཁན་ཆེན་བn་ཤིས་�ན་Zབ།堪欽．札西倫珠  

མཁན་ཆེན་གཞན་དགའ།堪欽賢噶 

མཁན་ཆེན་གཞན་ཕན་kང་བ།堪欽賢遍囊瓦 

མཁན་ཆེན་ངག་དགའ།堪欽昂噶 

མཁན་ཆེན་པ�ྨ་བ«།堪欽貝瑪班雜 

མཁན་ཆེན་པ�ྨ་�ན་Zབ་�་མཚ །堪欽．貝瑪倫珠嘉措  

མཁན་ཆེན་བཟང་པོ་�ལ་མཚན།堪欽桑波堅贊  

མཁན་པོ།堪布 

མཁན་པོ་ངག་གི་དབང་པ།ོ堪布阿格旺波  

མཁན་པོ་འཇམ་�ལ།堪布蔣嘉 

མཁན་པོ་ཡོན་ཏན་�་མཚ །堪布雲丹嘉措 

མཁན་པོ་བསམ་གཏན་�ོ་Yོས། 更慶寺堪布桑丹羅珠  

མཁའ་འYོ།康珠 

མཁའ་འYོ་^ིང་Oག《空行心血》 

མཁའ་འYོ་ཡང་ཐགི《空行更密心滴》 

མཁའ་Jོད།喀倔，空行淨土 

མཁའ་Jོད་མ།《卡雀空行》 

མཁའ་ད�ིངས་དགོངས་པ།虛空法界意 

མཁར་ནང་ཚ ་པ།卡囊遊牧部落 

མཁར་མདོ་�་རི།康多撮日 

མཁས་པའི་དགའ་�ོན།《賢者喜宴》 

མཁས་པའི་མFལ་�ན་q་ཏིག་འ:ེང་མཛ+ས།《智者頸飾美麗

珠鬘》 

མ�ད་ད×ད་དཀར་ནག་O་ག@མ།《白黑花秘訣》 

མ4ེན་ཀོང་མཆོག་ག@མ། 欽、工、秋三尊 

མ4ེན་བ5ེ་འོད་ཟེར།吉美林巴，欽哲俄色 

མ4ེན་བ5ེའི་དབང་པོའི་Mམ་ཐར།《欽哲旺波傳》 

མ4ེན་རབས་དབང་wག་དཔལ་lན་ས་)་པoིྜ་ཏ་ཆེན་པོའི་Mམ་ཐར་ག@ང་

jོས་མ།《偉大勝智自在者吉祥薩迦班

智達之口傳傳記》 

འཁོར་མདོ་དགོན།柯多寺 

འཁོར་མདོ་གཉེར་པ།柯洛洞涅巴 

འཁོར་ལོ་�་ནག་མ།漢地法輪 

འཁོར་ལོ་མད།ོ柯洛洞 

འ¥ངས་རབས།轉世化身世系 

འ¥ངས་གསར།仲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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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ག ༽ 

ག曲氏族 

ག་%ག་Oི་vལ ༣ ངག་དབང་ག@ང་རབ་མ.་�ོབས第三世達扎

呼圖克圖．阿旺松饒圖多 

ག་ཟའི་ག�ང་བ2ད།噶撒骨系家族 

གངས་དཀར།工喀 

གངས་ཅན་བོད་6ི་/ལ་�་�ོན་པའི་གསང་hགས་གསར་gིང་གི་གདན་རབས་

མདོར་བ�ས་ངོ་མཚར་པ�ྨའི་དགའ་ཚལ་ཞེས་�་བ་བTགས་སོ།།

《降生於雪域蕃地新舊密咒教派座

主傳承世系略說．稀有蓮苑》  

གངས་མཐར། 貢它 

གངས་རི་དཀར་པོ།崗日嘎波山 

F་བn་ཆོས་འDང་།《咕札教法史》 

F་/ག貴由 

F་A་ཆོས་དབང་།咕如卻旺  

F་A་བn་ཤིས།咕如札西  

Fང་ཐང་ཚང་། ༣ དཀོན་མཆོག་བ�ན་པའི་jོན་མེ།第三世貢唐

倉．貢秋丹比准美 

Fང་.ན།午座 

Fང་པ། 貢巴 

Fར་མགོན།持梃怙主 

Fར་མགོན་,་དF།持梃怙主九尊 

གེ་སར།格薩爾王 

གོ་ཏན།闊端 

གོ་བེ་ལ།忽必烈 

གོ་འཇོ། 貢覺 

གོ་འཇོ་དཔོན་མོ། 貢覺女王 

གོ་རམས་པ་བསོད་ནམས་སེ�ེྒ། 果讓巴．索南僧格  

གོ་ལ་mོ་Vེ་ཐར། 果拉．多吉塔 

གོ་�ོར། 果戈  

གོང་མ།在上者，中國朝廷皇帝，達賴喇

嘛 

གོང་མ་.གས་དམ་བ�ད་�ོང་པ་�ད་གཉིས་ཤན་�ར་ཅན།梵藏對

照《般若八千頌》 

གོང་ར་ལོ་�ཱ་བ་གཞན་ཕན་mོ་Vེ། 貢繞譯師．賢遍多吉 

9ང་ཁང་ཚང་།龔空倉家族 

9ང་ཁང་ཧོ་ཚ ་པད་mོར།霍措．貝多 

9ད་Eིང་?འི་'ོགས་ཁ།良驥馬區 

Yགས་པ་Mམ་�ལ། 札巴南嘉 

Yགས་པའི་�ལ་མཚན། 札貝堅贊 

Z་F་,་%ག་མདར་³་F།竹孤．拉札達跋古 

Zབ་ཐོབ་ཆེན་པོ།大成就者 

Zབ་དབང་པ�ྨ་ནོར་(།第三世竹旺貝瑪諾布  

Z་མ་ཚང་།朱莫倉 

Yོང་ 村 

±་2ན།寺僧的固定來源 

Eིང་གི་དཔོན་:ན་འགའ།靈蔥治下的小頭人 

Eིང་�ལ་Mམ་�ལ་འོད་ཟེར།靈蔥王南嘉俄色 

Eིང་པ་ཁང་ཚན།靈巴康村 

Eིང་དཔོན་མ།ོ靈蔥女王 

Eིང་vལ།林珠 

Eིང་ཚང་།靈蔥，林藏 

Eིང་ཚང་�ལ་པོ།靈蔥甲波 

Eིང་ཚང་�ལ་མོ།靈蔥甲姆，靈蔥王后 

Eོ་�ོན་ཐང་།慕斯坦 

�་)ེ་དF་མདོའི་བཤད་±། 結古佛學院 

�ོད་6ི་�ོང་�ེ།桂東岱 

�ོད་lེམ་རིག་འཛ]ན། ༤ Xན་བཟང་པ�ྨ་འ:ིན་ལས།第四世果登

仁增．貢桑貝瑪赤列  

�ོད་ཚང་པ་མགོན་པོ་mོ་Vེ།貴倉巴•貢波多吉 

�་དཀར་ཤེས་རབ་�ལ་མཚན། 甲噶．謝饒堅贊 

�་མཁར་ཚང་།江喀倉 

�་མཁར་ཚང་�ལ་བཟང་ཆོས་jོན།江喀倉．嘎桑曲珍 

�་མཆོད།百供的儀式 

�་ནག་ཆོས་འDང་།《漢地佛教史》 

�་དམག清軍 

�་རངོ་།百絨 

�་རོང་དགོན/�ལ་རོང་དགོན། 加絨寺 

�་རོང་�ལ་ཁག་བཅོ་བ�ད།百絨十八王國 

�་རོང་Mམ་vལ། 加絨南珠 

�ལ་ཁ། 雜谷 

�ལ་ཁབ་6ི་bགས་$ང་།主持王國世俗傳統與佛法

傳統 

�ལ་�ན་མ། 甲根瑪，老土司 

�ལ་�ག་སེང་ག།ེ涅欽．嘉大僧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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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ལ་ཐང་པ་བདེ་ཆེན་mོ་Vེ། 甲塘巴．德欽多吉  

�ལ་བའི་ག�ང་འཛ]ན།百威董津，繼承佛陀家業

者， 

�ལ་དབང་། ༦ ཚངས་ད�ངས་�་མཚ །第六世達賴喇

嘛．倉央嘉措 

�ལ་དབང་། ༧ �ལ་བཟང་�་མཚ །第七世達賴喇嘛．

格桑嘉措  

�ལ་དབང་འuག་པ། ༤ པ�ྨ་དཀར་པོ།第四世嘉旺竹

巴．貝瑪嘎波  

�ལ་དབང་_་:ེང་། ༡༠ �ལ་Oིམས་�་མཚ །十世達賴．楚臣

嘉措 

�ལ་དབང་_་:ེང་། ༡༡ མཁས་Zབ་�་མཚ །第十一世達賴．

克珠嘉措 

�ལ་དབང་_་:ེང་། ༨ འཇམ་དཔལ་�་མཚ །第八世達賴．

絳白嘉措  

�ལ་དབང་_་:ེང་། ༩ bང་?ོགས་�་མཚ །第九世達賴．龍

多嘉措 

�ལ་པ།ོ 甲波，王 

�ལ་པོ་i་jེང་ཧོ་ཐོག་.། ༥ .བ་བ�ན་འཇམ་དཔལ་ཡེ་ཤེས་�ལ་མཚན།

五世熱振呼圖克圖．圖登絳白耶謝

堅贊 

�ལ་པོ་bགས་6ི་བ�ན་བཅོས་ས་གཞི་)ོང་བའ་ི�ན་ཞེས་�་བ་བTགས་སོ།།

《君規教言論．護地莊嚴》 

�ལ་བ་མཆོག་ད�ངས།百瓦秋央 

�ལ་བ་ཐམས་ཅད་འ�ས་པའི་ངོ་བོ་�་མ་རིན་པོ་ཆེའི་Mམ་པར་ཐཪ་པ།

《一切勝者總集本體上師仁波切

傳》  

�ལ་བ་མདོ་ཁམས་པ།百瓦多康巴 

�ལ་བའི་བཀའ་འ[ར།《甘珠爾大藏經》 

�ལ་བའི་བཀའ་འ[ར་9ི་དཀར་ཆག《甘珠爾大藏經目

錄》 

�ལ་བོད་ཡིག་ཚང་།《漢藏史集》 

�ལ་མཚན་དར་�ས། 甲木參達結 

�ལ་མཚན་དར་�ས།明正土司堅贊達吉 

�ལ་མཚན་�ལ་Oིམས།明正土司堅參治昌 

�ལ་མོ་`ལ་�་།怒江 

�ལ་མ།ོ 甲姆 

�ལ་ཚབ།攝政 

�ལ་ཚབ་¦ོབ་དཔོན།教學代表 

�ལ་རབས།王統世系 

�ལ་རབས་གསལ་བའི་མེ་ལོང་།《王統世系明鑑》 

�ལ་རོང་_་)ེ་�་མ་ནམ་མཁའ།百絨固介．喇嘛南喀 

�ལ་,་ཁང་杰拉康 

�ལ་"ས།百色 

�ལ་"ས་འ[ར་མེད་mོ་Vེ།百色．局美多吉 

�ལ་"ས་རིན་ཆེན་Mམ་�ལ།百色仁欽南嘉  

�ལ་"ས་བསོད་ནམས་lེy་བཙན། 甲色．索南德贊 

2ད།密續 

2ད་6ི་ཐེག་པ།密宗，怛特羅衍那 

2ད་�་མ།《大乘無上續論》 

2ད་གསང་བ་^ིང་པ།ོ《祕密藏續》 

2ད་ག@མ་མཛ+ས་བ�ན།《三續分莊嚴》 

�།噶氏族 

�་Vེ།噶傑 

�་Vེ་དཔོན།噶傑本 

�་�ོན་ངག་དབང་ལེགས་པ།噶敦．昂旺雷巴  

�་�་མ་འཇམ་ད�ངས་ཆོས་6ི་�ལ་མཚན།噶喇嘛．蔣揚曲

吉堅贊  

�་ཨ་མཉེན་དམ་པ།噶．阿年膽巴  

�ང་0ག六岡 

�ང་�ེང་vལ་_།崗頂珠古 

�ང་k་�་%ང་། 貢納喇章 

�མ་པོ་པ་བསོད་ནམས་རིན་ཆེན།岡波巴．索南仁欽 

�ར་Vེ་ཁམས་ད(ས་vལ་_།噶傑．康玉珠古  

�ིས་ནང་།格囊家 

�ིས་�།格喇 

�ེར་རམ་མཚ ་�།吉絨．錯吉 

�ོ་ར།庭院 

�ོ་,་�ེ་དཀར་པོའ་ིརིགས།郭．拉德嘎波族 

¸་འ�ལ་èé་བ།《幻化網》 

jིབ་�ོང་།清淨罪障 

�བ་ཁང་閉關房 

�བ་ཐབས་Xན་བRས།《成就法總集》 

�བ་བ2ད་ཤིང་?་ཆེན་པོ་བ�ད།八大修行開轍宗派 

�བ་མཆོད།修供法會 

jོལ་དཀར།白度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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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ལ་མ།卓瑪（人名，清朝文獻寫做芝

麻） 

jོལ་མ་ཕོ་%ང་།卓瑪頗章 

དགའ་ཆེན།噶慶 

དགའ་lན།兜率天 

དགའ་lན་Oི་པ། ༧༣ འཇམ་དཔལ་�ལ་Oིམས།第 73任甘丹

赤巴．蔣貝楚臣  

དགའ་lན་དགོན།甘丹寺 

དགའ་lན་ཆོས་འDང་བཻ¾¡î་Ð་སེར་པོ།《甘丹教法史．黃

琉璃》 

དགའ་lན་ཨེར་ཏི་ནི་&།甘丹額爾德尼召 

དགའ་�།噶喇 

དགའ་བཞི་Fང་པoྜི་ཏ།噶錫公班智達．悟祝饒丹 

དགའ་བཞི།噶錫家族 

དགེ་�བ།積善薦福 

དགེ་མང་དགོན།格孟寺 

དགེ་འ�ན་�ལ་མཚན་།根敦堅贊 

དགེ་5ེ།格澤 

དགེ་5ེ་�་མ་ཤེས་རབ་བཟང་པ།ོ格澤喇嘛．謝饒桑波 

དགེ་bགས་པ།格魯派 

དགེ་ལེགས།給雷 

དགེ་བཤེས་,་རམས་པ།色須寺格西拉讓巴 

དགོངས་གཏེར།心意伏藏 

དགོངས་འ�ས།《意集》 

དགོངས་!ོགས་6ི་?ེན་འ%ེལ།圓寂法事 

དགོན་ཆེན། 更慶寺 

དགོན་དཔོན་�་མ།寺主上師 

དགོན་bང་།佑寧寺 

བ�་�ོར།百戶 

བ2ད་པ་傳承 

བ2ད་པའི་�་མ།祖師  

མགར་དགོན།噶爾寺 

མགར་ཆེན་རིན་པོ་ཆེ།噶爾欽仁波切 

མགར་གནམ་ཚ་འuག噶爾．南嚓竹 

མགར་�ོང་མེས་Oི་ཆགས།噶爾．東美赤恰 

མགར་ཐར།噶達，泰寧 

མགར་�་མ4ེན་ཆེན་པོ།噶爾．喇千欽波  

མགར་མ་§ེ་དགེ་བ་དཔལ།噶爾．阿美．給瓦巴 

མགར་5།ེ瓜什則 

མགར་ར་�་མ།格拉喇嘛 

མF་ཟ།ི俄支 

མFར་證道歌 

མགོ་ནག་མིའི་'ོགས་ཁ།黑頭人區 

མགོ་ལོག་གསེར་ཐལ། 果洛色達 

མགོ་ལོག་Aས་མཛUད།《果洛宗譜》 

མགོ་ལོན་ཤང་།俄南鄉 

མགོན་ཁང་།護法神殿，貢康 

མགོན་པོ་བn་ཤིས། 貢布扎西 

མགོན་པོ་)བས། 貢布杰  

མགོན་པོ་བ?ན། 貢布登，工布丹 

མགོན་པོ་mོ་Vེ། 貢波多吉 

མགོན་པོ་Mམ་�ལ། 貢布朗吉 

མགོན་མེད་ཟས་�ིན།給孤獨長者 

འཁོན་Pའི་དབང་པ།ོ昆．魯宜旺波 

འགར།噶爾家族 

འགར་ཆེན་ཡེ་ཤེསབཟང་པོ།噶爾欽．耶謝桑波 

འགར་དམ།噶爾．但巴 

འགར་ཚང/མགར་ཚང་།噶爾倉家族 

འགར་ཨ་§ེས་དཔལ་9ི་�མས་པ།噶爾．阿美．巴吉向

巴 

འF་ལགོ 果羅克 

འགོ་པ། 果巴級小頭人 

འགོ་ལོག 果洛 

འགོལ།過勒 

འགོས་ལོ་�ཱ་བ་aག་པ་,ས་བཙ+ས།桂譯師．枯巴拉則  

འ[ར་མེད་mོ་Vེ།色須寺第 34任法台局美多吉 

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དཔལ་འ�ོར།局美策旺班覺 

འYོ་མགོན་རས་ཆེན་བསོད་ནམས་Yགས་པ།卓袞日欽．索

南札巴 

འYོ་འ�ེན་དགོན།卓珍寺 

༼ ང ༽ 

ང་པ་བn་ཤིས་�ོབས་�ལ་羌巴．札西多嘉 �  

ང་ལས་�། 頂生王 

ངག་དབང་Xན་དགའ་དབང་མོ།阿旺貢噶桑姆 

ངག་དབང་Yགས་པ་�་མཚ །阿旺札巴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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ངག་དབང་དགེ་ལེགས་�ན་Zབ།阿旺給雷倫珠  

ངག་དབང་�ལ་མཚན། 加拉甲波．阿旺堅贊 

ངག་དབང་ཆོས་)ོང་བཟང་པོ།第 39任俄爾堪欽．阿

旺確炯桑波 

ངག་དབང་ཆོས་འཕེལ་བཟང་པ།ོ阿旺卻沛桑波 

ངག་དབང་ནོར་(་�ལ་མཚན།阿旺諾布堅贊 

ངག་དབང་བསོད་ནམས་དབང་wག第 28任薩迦赤欽．

阿旺索南旺秋  

ངག་དབང་བསོད་ནམས་རིན་ཆེན།第 30任薩迦法王．

阿旺索南仁欽 

ངག་དབང་�ོ་Yོས།阿旺羅珠 

ངག་དབང་�ོ་བཟང་ཡེ་ཤེས་བ�ན་པའི་�ལ་མཚན།阿旺洛桑益

西丹貝堅贊  

ངག་དབང་ཚ+་རིང་།阿旺澤仁 

ངག་དབང་རིན་ཆེན།阿旺林青 

ངོམ་�།昂曲河 

ངོར་ཆེན་Xན་དགའ་བཟང་པོ།俄爾欽．貢噶桑波 

ངོར་ཆེན་དཀོན་མཆོག་�ན་Zབ།俄爾欽．貢秋倫珠  

ངེས་དོན། 了義 

ངོར་པ་དཔོན་¦ོབ།俄爾巴．本洛 

ངོར་པ་དཔོན་¦ོབ་འཇམ་ད�ངས་�ོ་གཏེར་དབང་པོ།俄爾本

洛．蔣揚羅德旺波 

ངོར་མཁན་ཆེན། ༤༤ ཐར་5ེ་�མས་པ་ནམ་མཁའ་འཆི་མེད།第 44

任堪欽．塔澤．向巴南喀企美 

ངོར་མཁན་ཆེན། ༤༦ �མས་པ་Xན་དགའ་བ�ན་འཛ]ན།第 46任

俄爾堪欽．向巴貢噶丹增 

ངོར་མཁན་ཆེན། ༥༡ ཐར་5ེ་Mལ་འ�ོར་འཇམ་དཔལ་བཟང་པོ།第 51

任俄爾堪欽．塔澤納就．蔣巴桑波 

ངོར་མཁན་ཆེན། ༥༣ Xན་དགའ་བ�ན་པའི་�ོ་Yོས།第 53任堪

欽．貢噶丹貝羅珠 

ངོར་མཁན་ཆེན། ༥༤ �མས་པ་Xན་དགའ་བ�ན་པའི་�ལ་མཚན།第

54任俄爾堪欽．塔澤．向巴貢噶

丹貝堅贊 

ངོར་མཁན་ཆེན། ༦༦ ངག་དབང་�ོ་Yོས་གཞན་ཕན་^ིང་པོ།第 66

任堪欽．阿旺羅珠賢遍寧波 

ངོར་མཁན་ཆེན་.བ་བ�ན་^ིང་པོ།第 73代俄爾堪欽．

圖丹寧波 

ངོར་མཁན་ཆེན་�ལ་Oིམས་�ན་Zབ།俄爾堪欽．楚臣倫

珠  

ངོར་མཁན་ཆེནདཀོན་མཆོག་�ན་Zབ།第 10任俄爾堪

欽．袞秋倫珠 

ངོས་འཛ]ན། 認定 

dམ་�།昂曲河 

hགས་6ི་ཐེག་པ།金剛乘，曼怛羅衍那 

hགས་པ་±་ཚང་།密宗學院 

hགས་�་མེད།無上密宗 

བhོ་བ།迴向 

hོན་9ི་གཏམ་མེ་ཏོག་:ེང་བ།《往昔逸事．花鬘》或

譯為《奈巴教法史》 

མངའ་གསོལ་བཀའ་ཡགི文告 

མངའ་རིས་པཎ་ཆེན་པ�ྨ་དབང་�ལ།阿里班欽．貝瑪旺

杰 

མངའ་རིས་�་%ང་།阿日喇章 

མངོན་གནས་Vེས་�ན་9ི་ཤེས་པ།宿住憶念智通 

མངོན་�ང་,་ཁང་།菩提大殿 

དcལ་�།額曲河 

དcལ་མདའ།悟達  

དངོས་Zབ་བ�ན་འཛ]ན་འཇིགས་མེད།悟祝丹增吉美 

དངོས་Zབ་�ན་ཚ གས།第 6任孔薩本．悟祝彭措 

༼ ཅ ༽ 

ཅི།季氏族 

ཅོག་རོ་Pའི་�ལ་མཚན། 就若．魯宜堅贊 

�གས་མ�ད།瞻對 

�གས་མ�ད་དཔོན་�ང་།瞻對本沖 

�གས་མ�ད་རི་ནང་mོ་�ལ་ཚང་།瞻對日囊多嘉倉 

�གས་ར་ག/་ཐགོ龔埡玉妥地區 

�གས་ར་ཕོ་%ང་།龔埡頗章 

�གས་ལ་_་ཞང་། 加拉古相 

�གས་ལ་�ལ་པ།ོ明正土司，加拉甲波 

�གས་ལ་�མ། 加拉江，來自加拉家族的妻妾 

�ང་)་རིན་པོ་ཆེ།章嘉呼圖克圖 

�ང་མ།江瑪 

�ང་ར།龔埡 

�ང་bང་མཁས་Zབ་རིང་མོ།江隆．克尊仁莫  

�ང་ལོ་ཅན།江樓堅，楊柳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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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མ།姊妹 

�མ་ཁ།江卡 

�མ་"ིང་ཚ+་རིང་ལགས། 策令喇 

གཅ།ེ介氏族 

བཅད་མཚམས་Tགས་པ། 結界閉關 

བN་གཅིག་ཞལ་,་སོ་བ�ན་མ།《十一面觀音卅七

尊》 

བཅོ་བ�ད་Oིད་ཆེན།究給赤欽 

བཅོ་བ�ད་ཞབས་0ང་།究給夏仲 

༼ ཆ ༽ 

ཆག་A་དགོན།恰日寺 

ཆག་ལོ་�ཱ་བ་ཆོས་Vེ་དཔལ།恰譯師．卻杰貝 

ཆབ་མདོ་�མས་པ་Eིང་། 強巴林寺 

ཆབ་མདོ་ཡབ་ཚང་མ།雅倉瑪 

ཆབ་མདོ་Jི་4བ།昌都基巧 

�་�ོ་ཚང་།秋果倉 

�་�ོ་�ོར་པ།秋果戈巴 

�་ཆེན།促浸 

�་mོ་ཚང་།雀多倉 

�་མ་ཁག曲麻一帶  

�་དམར་ལེབ།曲麻萊 

�་བཞ།ི四水 

�་བཞི་�ང་0ག四水六岡 

�་བཟང་ཞབས་0ངས།曲桑夏仲 

�་རིག་(་བn།曲日卜札 

�ང་མ།妾 

�ང་མ་བཞེས་པ། 納妾 

�ང་རིས།瓊日家族 

�ང་རིས་(་བn།瓊日卜札 

ཆེད་བhགས།特殊嘉獎 

ཆོ་འ%ང་།芎章，母系家庭 

ཆོལ་ཁ་ག@མ།三區 

ཆོས།宗教／信仰 

ཆོས་6ི་'ོགས་ཁ聖教法區 

ཆོས་བཀའ།教言與竅訣 

ཆོས་_། 法身，真身 

ཆོས་�ོར། 法門 

ཆོས་Oི་དcལ་མདའ།曲赤悟達寺 

ཆོས་�ར། 行動型寺院，法帳，法營 

ཆོས་�ལ། 法王 

ཆོས་�ལ་མེས་དབོན་Mམ་ག@མ། 法王祖孫三人 

ཆོས་�ལ་ཨ་ཤོ་ཀ阿育王 

ཆོས་འYེལ། 法緣 

ཆོས་བ2ད།宗教傳承，法脈 

ཆོས་Vེ་Xན་དགའ་�ན་Zབ།曲杰．貢噶倫珠  

ཆོས་ཉིད།自然規律 

ཆོས་�ེ།曲德 

ཆོས་�ེ་ཕོ་%ང་།曲德頗章 

ཆོས་�ོན།曲論 

ཆོས་འDང་།教法史 

ཆོས་གཞིས།香火莊園 

ཆོས་bགས་ཆེན་པོ་བཞི།四大宗派 

ཆོས་bགས་རིས་མེད།宗派無偏向運動 

ཆོས་ལོག་@ན་འ�ིན།駁斥邪法 

ཆོས་lན།曲登 

ཆོས་lིང་པའི་Mམ་ཐར།《曲丁巴傳》 

ཆོས་"ིད།政治與宗教，或者「宗教治國」

（西方學界用法 

ཆོས་"ིད་$ང་འ%ེལ།政教合一 

མཆན་འYེལ།箋註 

མཆིམས་�ག青樸 

མཆོག་གི་vལ་_།殊勝化身 

མཆོག་འ[ར་བདེ་ཆེན་Eིང་པ།秋居德欽林巴 

མཆོག་vལ་འཇིགས་མེད་ཆོས་6ི་7་བ།秋珠．吉美曲吉達

瓦 

མཆོད་གནས།應供處 

མཆོད་པ་འ(ལ་བ།供養 

མཆོད་པར་བVོད་པ།篇首禮讚文 

མཆོད་ཡོན/ཡོན་མཆོད།供施 

འཆད་ཉན་པ་ 說法堪布 

༼ ཇ ༽ 

ཇག་པ།夾壩，盜匪 

ཇོ་ནང་པ། 覺囊派 

ཇོ་བོ་མཆོག་vལ་བ�ལ་བཟང་དགེ་ལེགས། 覺悟秋珠．格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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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雷 

ཇོ་རོག久若 

Vེ/Vེ་བོ། 領主，意為首領、酋長 

Vེ་བWན་Xན་གཟིགས་:ིན་ལས་འYོ་འ�ལ་5ལ་9ི་)ེས་རབས་Mམ་ཐར་དང་

བཅས་པ་ངོ་མཚར་Zབ་གཉིས་འདོད་འཇོའི་ནོར་:ེང་།《至尊

聖識一切赤列種度雜之本生傳記．

稀有二悉地滿願摩尼鬘》 

Vེ་བWན་ཆེན་པོ་ཆོས་lིང་པའི་Mམ་ཐར།《偉大至尊曲丁

巴傳》 

Vེ་བWན་�་མ་དམ་པ་Xན་དགའ་བཟང་པོའི་Mམ་པར་ཐར་པ།《至尊

大德上師貢噶桑波傳》 

Vེས་གནང་། 隨許法 

Äགས་bང་།經典口傳 

བVེད་�ང་བ�ས་པ།備忘錄 

འཇང་ས་དམ་�ལ་པོ།木氏土司家族家長，絳．

薩當甲波 

འཇང་�ང་དགོན།絳剛寺 

འཇང་�ང་ཡར་འཕེལ།絳剛．安沛  

འཇམ་དཔལ་5་བ2ད།《文殊根本續》 

འཇམ་ད�ངས་དཀོན་མཆོག་Yགས་པ།第 38任俄爾堪欽

蔣揚貢秋札巴 

འཇམ་ད�ངས་དགའ་བའི་�ོ་Yོས།蔣揚噶威羅追 

འཇམ་ད�ངས་�ལ་པོ།文殊王 

འཇམ་ད�ངས་ནམ་མཁའ་དཔལ་བཟང་།第 22任俄爾堪

欽．蔣揚南卡巴桑 

འཇམ་ད�ངས་�ན་ཚ གས།絳央彭措 

འཇམ་ད�ངས་�ན་ཚ གས།蔣揚彭措 

འཇམ་ད�ངས་བ�ན་པའི་jོན་མེ།色須寺第 32任法台

蔣揚丹貝准美 

འཇམ་ད�ངས་�ོ་Yོས་སེ�ྒ།ེ蔣揚羅珠僧格 

འཇམ་ད�ངས་བཞད་པ། ༣ �ོ་བཟང་.བ་བ�ན་འཇིགས་མེད་�་མཚ །第

三世嘉木樣協巴．洛桑圖丹吉美嘉

措 

འཇམ་མགོན་Mམ་གཉིས།二位蔣貢，二位文殊怙

主 

འཇམ་མགོན་སངས་�ས་�ན་ཚ གས།俄爾寺第 24任俄

爾堪欽桑傑彭措  

འཇམ་མགོན་;ན་=བ་དཔལ་Yན།第 23任俄爾堪欽蔣

貢．倫珠巴登 འཇམ་མགོན་ཨ་§ེས་ཞབས་ངག་དབང་

Xན་དགའ་བསོད་ནམས། 第 27任薩迦赤欽•蔣

袞阿美俠•阿旺貢噶索南 

འཇའ་ཚ ན་^ིང་པ།ོ百村寧波  

འཇའ་ས།號紙 

འཇིག་?ེན་9ི་མེས་པོ།世間的祖先 

འཇིག་?ེན་མི་bགས།世俗軌則 

འཇིག་?ེན་ག@མ་མགོན།吉天頌恭 

འཇིགས་Eིང་བགའ་འ(མ་བTགས་�ང་།〈吉美林巴文集

目錄〉 

འཇིགས་Eིང་རང་Mམ།《吉美林巴自傳》 

འཇིགས་�ེད།《大威德金剛》 

འཇིགས་མེད་དམ་ཆོས་�་མཚ །吉美旦確嘉措 

འ&་�ང་ཚང་།局瓊倉 

འ&་�ང་ཚ+་mོར།局瓊．策多 

འ&་�ང་ཚ+་�ོབས།局瓊．策達 

འ&་ཆེན་ཚང་།局欽倉 

འ&་ཐགི苯教占卜術局替 

འཇོ་མདའ།江達 

༼ ཉ ༽ 

ཉག་རོང་Jི་4བ།梁茹基巧，梁茹總管，漢文

史料所稱駐瞻藏官 

ཉག་རངོ་།梁茹 

ཉག་ཨ་འཛ]་རོང་།梁阿孜茹 

ཉང་ཆོས་འDང་།《娘氏教法史》 

ཉན་ཐོས།聲聞 

ཉི་གཏེར།《尼伏藏》 

ཉི་7འི་�ན་ཅན་Xན་4བ་གསེར་ག�གས།〈日月嚴飾廣被

之金傘〉 

ཉིང་O།ི林芝 

ཉིན་དགོན།寧貢，山陽側的寺院。 

ཉེ་རིགས།親戚 

ཉེར་བ2ད་གཏེར་མ། 近傳承──伏藏傳承 

gིང་མ་པ།寧瑪派 

gིང་མ་2ད་འ(མ།《寧瑪十萬續》 

gིང་མ་2ད་འ(མ་9ི་དཀར་ཆག《寧瑪十萬續目錄》 

^ན་བ2ད། 口耳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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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ང་ཐིག་bགས།心滴派 

^ེ་ཐང་།聶塘 

^ེ་རང་ཕག་མÇག涅讓．旁祖 

གཉགས།聶氏 

གཉེར་ཆེན།涅欽 

གཉེར་ཁང་།涅康，意為涅欽的護法神殿 

གཉེར་�ན་ཆོས་)ོང་�ོ་Yོས།涅根．曲烱羅珠 

གཉེར་ཆེན།涅欽，聶清，司庫，最高級別

的大臣 

གཉེར་ཆེན་9ང་ཁང་vལ་_།涅欽．龔空珠古 

གཉེར་ཆེན་འབིར་bགས།涅欽比路 

གཉེར་�ག་�ལ།涅巴．達嘉 

གཉེར་0ང་།涅仲 

གཉེར་པ།涅巴 

གཉེར་པ་ཨ་ཁམ།涅巴阿康 

གཉེར་'ག་ཚ གས་པ།涅相會議 

མཉམ་མེད་ཤེས་རབ་�ལ་མཚན།年麥．謝饒堅贊  

༼ ཏ ༽ 

ཏའི་སི་R་�ང་�བ་�ལ་མཚན།大司徒．絳曲堅贊 

ཏའི་སི་R་རིན་པོ་ཆེ།大司徒仁波切 

t་ལའི་�་མ། ༣ བསོད་ནམས་�ལ་མཚ །第三世達賴喇

嘛．索南嘉措 

t་ལའི་�་མ། ༥ ངག་དབང་�ོ་བཟང་�་མཚ །第五世達賴喇

嘛．阿旺洛桑嘉措 

zེ་�ོད།朱倭堆 

zེ་�ད།朱倭麥 

zེ་བོ།朱倭 

zེ་བོ་ཁང་གསར་དཔོན་མ།ོ朱倭孔薩本姆 

zེ་བོ་དཔོན་མོ།朱倭本姆 

zེ་བོ་དཔོན་ཧོར་�་ཆིའ་ིནོར་ཡོན།朱倭本．霍爾．鄂卻

諾顏 

zེ་ཤོད། 哲雪 

?་མག།ོ達果 

?་མYིན་གསང་�བ།《馬頭明王密修》 

?་ནག་.བ་བ�ན་Mམ་�ལ། 圖丹南嘉寺 

?་yལ།馬役烏拉 

?ག་བ?ན་5ེ།達丹孜 

?ེན་གཙ །主祀神衹 

?ེན་ག@མ།三依 

?ོགས་བVོད་དཔག་བསམ་འOི་ཤིང་གི་5་འYེལ།《本生傳．如

意藤本頌注》 

?ོགས་lན་Yགས་པ། aka སེ�ེྒ་s་དམར། ༡多登．札巴僧

格 

�ག་bང་ཆོས་འཕེལ།達隆群培 

lན་ཆོས་འཁོར་Eིང་།鄧．曲闊林寺 

lིང་པོ་པ་丁波巴 

lངོ་།董氏族 

lོང་eལ་བཅོ་བ�ད།董述十八部落 

�ོ་A་ཚང་།朵日倉 

�ག達氏族 

hགས་འཆང་Xན་དགའ་བn་ཤིས།第 29任薩迦赤欽．

貢噶札西 

�ག་bང་ག་ཟ།ི薩達隆噶斯 

�ག་bང་གདན་ས།達隆噶舉的祖寺 

�ག་bང་ཐང་པ་བn་ཤསི་དཔལ།達隆塘巴．扎西貝  

�ག་bང་པ།達隆巴 

�ག་bང་ཞབས་0ང་།達隆夏仲 

�ོང་།東氏族 

�ོང་�ོར།千戶 

�ོང་འཁོར།東科 

�ོང་དཔོན།東本，千戶長 

�ོང་པ་�ང་~།東巴瓊，意為小空地 

�ོང་འu།阿唐竹氏族 

�ོང་ར་�ེ་པ།東熱第巴 

�ོད། 上部 

�ོད་ཁམས།堆康，上部的三個地區 

�ོད་མངའ་རིས་�ོར་ག@མ། 上部阿里三圍 

�ོན་པ་གཤེན་རབ།苯教的祖師敦巴辛饒 

�ེ། 定（相當於區、鄉的行政單位） 

�ེ་དག།ེ德格，疊爾格，保蓋，德爾格

忒，德爾格 

�ེ་གTང་རིན་པོ་ཆེ།德頌仁波切 

�ེ་དགེ་Oིམས་�ན་མ།《德格舊律》 

�ེ་དགེ་Zབ་ཐོབ་པ།德格成就者 

�ེ་དགེ་�ལ་མ།ོ德格甲姆，德格王后，德格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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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室 

�ེ་དགེ་�ལ་རབས།《德格王統記》 

�ེ་དགེའི་�ལ་རབས་�ང་cར་བ�ས་པ།《德格王統略記》 

�ེ་དགེ་�ལ་"ས།德格甲色，德格王子 

�ེ་དགེ་�ལ་"ས་�་མ།德格嘉色喇嘛 

�ེ་དགེ་མཁན་ཆེན།德格堪欽 

�ེ་དགེ་དགོན་ཆེན། 更慶寺 

�ེ་དགེ་གཉེར་�ན།德格涅根 

�ེ་དགེ་Jི་4བ།德格基巧 

�ེ་དགེ་དཔོན།德格本，德格行政長官，德格

土司 

�ེ་དགེའི་%ོ་ཆེན།德格大舞 

�ེ་དགེ་�ན་�་དཀོན་མཆོག་Yགས་པ།德格門喇．袞秋札

巴  

�ེ་དགེ་བWན་མོ།德格尊姆，德格王的正室 

�ེ་དགེ་ཞི་ཆེན་vལ་_།德格錫欽珠古 

�ེ་དགེ་,་ཁང་པ།德格拉康巴 

�ེ་དགེ་"ས།德格色，意為德格的公子 

�ེ་དགེ་"ས་�་ཆེ་�ང་།大小德格色喇 

�ེ་དགེ་"ས་མོ།德格色姆，德格公主 

�ེ་དགེ་"ས་གསར།新生的德格色，新生的德格

王子 

�ེ་དཔོན། 定本，營官 

�ེ་པ།德巴，第巴 

�ེ་པ་རང་�ོན་པ།第巴．讓卷巴 

�ེ་པ་Jིད་ཤོད་པ།第巴．吉雪巴  

�ེ་"ིད་གཙང་པ་བ�ན་)ོང་དབང་པོ།第司藏巴．丹炯旺

布 

�ེ་"ིད་སངས་�ས་�་མཚ །第司．桑傑嘉措  

�ོམ་ག@མ་Mམ་ངེས།《三律儀決定論》 

�ོམ་བNན།出家戒律者 

�ོམ་བ5ོན་�ལ་པོ/�ོམ་བWན་�ལ་པོ།出家法王 

�ོམ་ག@མ་Mམ་ངེས་5་འYེལ།《三律儀決定論根本

頌釋》 

གཏན་ལ་འབེབས་པ།抉擇 

གཏེར་Pང་ཚང་།登龍倉家族 

གཏེར་ཆོས།伏藏法門 

གཏེར་འDང་།伏藏教法史 

གཏེར་འDང་ཆེན་མ།ོ《伏藏教法廣史》 

གཏེར་!ས།伏藏品 

གཏེར་གTང་།伏藏經典 

གཏེར་bང་།伏藏授記文 

གཏེར་�ང་།登龍倉家族 

གཏེར་jོམ།德忠，伏藏寶匣 

གཏོར་�མ།食子櫃 

གཏེར་�ོན/གཏེར་འ�ིན།伏藏師 

གཏེར་�ོན་བ�ད་འ�ལ་Eིང་པ།敦督林巴 

གཏེར་�ོན།伏藏師 

གཏོར་མ།食子 

བ?ན་བTགས། 長壽法會 

བ�ན་འ[ར།《丹珠爾大藏經》 

བ�ན་འ[ར་9ི་དཀར་ཆག《丹珠爾大藏經目錄》 

བ�ན་འ[ར་9ི་དཀར་ཆག་ཡིད་བཞིན་ནོར་(་དབང་གི་�ལ་པོའི་:ེང་བ་

བTགས།《丹珠爾目錄．如意摩尼滿願

寶鬘》 

བ�ན་གཉིས་ག/ན་0ང་Eིང་པ།丹尼雍仲林巴 

བ�ན་པ་'་ིདར།教法後宏期 

བ�ན་པ་ཡར་འཕེལ།丹巴亞培 

བ�ན་བཅོས། 論典 

བ�ན་བདག主持 

བ�ན་བདག་Mམ་ག@མ་佐欽寺三大教主 

བ�ན་འཛ]ན་Yགས་པ།丹增扎巴 

བ�ན་འཛ]ན་ཆོས་Vེ།春科土司丹增曲杰 

བ�ན་འཛ]ན་དཔལ་འ�ོར།丹增班覺  

བ�ན་འཛ]ན་mོ་Vེ།丹增多吉 

བ�ེན་པ། 依止，拜師學習 

༼ ཐ ༽ 

ཐང་�ལ་,་ཁང་།湯嘉經堂 

ཐབས་མཁས་6ི་བོན།方便善巧之苯 

ཐར་བདེ་དགོན། 塔德寺 

ཐར་བདེ་�ོབས་lན་ག/ང་0ང་�ན་ཚ གས། 塔德多登．雍

仲彭措 

ཐར་5ེ། 塔澤 

ཐར་5ེ་�བ་ཁང་། 塔澤祝康 

ཐར་5ེ་འཆི་མེད་མགོན། 塔澤．企美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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ཐར་5ེ་vལ་_། 塔則珠古 

ཐར་5ེ་�་%ང་། 塔澤喇章 

.གས་དམ་མཛད།主修法門 

.གས་vལ།心意化身 

.གས་"ས།心子 

.ན།修行時段 

.བ་བ�ན་Mམ་�ལ། 圖登南嘉  

.བ་བ�ན་ཆོས་6ི་Yགས་པ། 圖登曲吉札巴 

.བ་བ�ན་ཡངས་པ་ཅན། 圖登羊八井寺，羊八井

寺 

.y་བíན་ཆོས་འDང་།《土觀宗派源流》 

.y་སི་སེ�ྒེ་�ལ་མཚན།土司．僧格堅贊 

ཐོ་ལོའི托雷 

མཐའ་འཁོར། 邊鄙地方 

མཐིང་ཤོག藍黑紙 

མ.་�ོབས་པ། 圖多巴 

མཐོང་བ་བ2ད་པའི་'ག་བཞེས། 從觀察中學習的傳統 

༼ ད ༽ 

དག་ཡགི正字學  

དམ་ཅན། 具誓 

དམ་ཅན་mོ་Vེ་ལེགས་པ། 但增．多吉雷巴 

དམ་ཚ]ག密宗誓言，三昧耶 

དམ་ཚ]ག་ཉམས་ཆགས་སམ་རལ་བ་誓言出現破裂或毀

壞 

དམ་"།ི違誓 

དར་ཐང་།達塘寺 

དར་�ས་དགོན།甘孜的大金寺，囊謙的達吉

寺 

དར་མ་བསོད་ནམས།達瑪索南 

དིལ་མགོ་འཇམ་དགའ། 頂果．蔣噶 

དིལ་མགོ་ཚང་། 頂果倉家族 

�ད་ཆེན།堆欽 

�ས་འཁོར།時輪 

�ས་མཆོད། 定期法會 

�ས་མཆོད་�་%ང་།都卻喇章 

དེབ་ཐེར་ད×ིད་6ི་�ལ་མོ་©་ད�ངས་ཞེས་�་བ་བTགས་སོ།།《西藏

王臣記•杜鵑歌音》 

དོ་Zབ་ཆེ་འཇིགས་མེད་བ�ན་པའི་ཉི་མ།第三世多智欽．

吉美丹貝尼瑪  

དོགས་སེལ་ནད་བ�་འཇོམས་པའི་�ན་གཅིག་$ར།〈釋疑．能

治百病之唯一妙藥〉 

དོན་Zབ་Eངི་།頓珠林寺 

དོལ་པ།ོ多波 

དོལ་པོ་པ་ཤེས་རབ་�ལ་མཚན།多波巴．謝饒堅贊  

དོལ་ཟོ་ར།多索熱 

�གས་པོ་ཐར་�ན།《解脫莊嚴寶論》 

�ང་དོན།不了義 

�ན་ཁོག་ཚང་།正通倉 

�ན་ཁོག་_་ཚབ།正通代表 

�ན་འཁོར།贈科 

�ན་ཐང་།展塘 

�ི་མེད་ཞིང་)ོང་།直美信雄 

0ང་རབས་བN་ག@མ།十三代仲巴 

0ང་སི་ག་Xན་བཟང་'་ིལས།仲．斯噶貢桑企雷 

�ེལ་དཀར་vལ་_། 哲嘎珠古 

èé་མ་དགོན། 扎瑪寺 

དྷH་ãི?།ི達摩克里提 

དྷH་ ¡ི།達瑪師利 

mོར་�ལ།多嘉 

mོ་�ལ་བ།多嘉瓦 

mོ་Vེ་:ེང་བ།《金剛鬘》 

mོ་Vེ་%ག多吉扎寺 

mོ་Vེ་མཆེད་Yོགས།金剛手足 

mོ་Vེ་འཛ]ན་པ་Xན་དགའ་�་མཚ །多傑增巴．貢噶嘉

措 

mོ་Vེ་རབ་བ?ན།多吉饒丹 

mོ་Vེ་¦ོབ་དཔོན།金剛阿闍黎 

mོ་?་ནག་པ།ོ多達那波 

mོ་རིངས་པoྜི་ཏའི་Mམ་ཐར།《多仁班智達傳》 

mོ་རེངས་Yོང་།多來村 

mོར་ལེགས།多雷 

བདག་�ེན་�ེད་པ་པོ་支助者 

བདག་ཆེན།達欽，薩迦赤欽或薩迦昆族主

要男性成員 

བདག་ཆེན་དབང་མཚན།達欽旺參 



DOI:10.6814/NCCU201901160

DOI:10.6814/NCCU201901160DOI:10.6814/NCCU2019011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91 

 

བདག་ཆེན་ཤར་པ།達欽夏日巴 

བདག་ཆེན་ཤར་པོ།達欽夏波 

བདག་kང་།淨相 

བ�ད་འཇོམས་Eིང་པ།敦珠林巴  

བ�ད་འཇོམས་འཇིགས་%ལ་ཡེ་ཤེས་mོ་Vེ།敦炯．吉札耶謝

多吉  

བ�ད་དµང་ཟིལ་གནོན་མགོན་ཁང་།勝伏魔軍怙主殿 

བ�ན་ཚ]གས།七期法事 

བདེ་མཆོག་མཁའ་འYོ་�་མཚ །《勝樂空行海》 

བདེ་ཆེན།德欽 

བདེ་ཆེན་Eིང་པ།德欽林巴  

བདེ་ཆེན་དཔལ་jོན།德欽巴珍 

བདེ་ཆེན་དབང་མོ།德欽旺姆 

བ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རིན་ཆེན་ཆོས་Vེ།如來大寶法王 

གདན་ས། 法座所在寺院 

གདན་ས་ཆེན་མོ་0ག六大祖庭 

གདན་ས་བ། 法台 

གདམས་ངག་མཛ ད།《教誡寶藏》 

ག�ང་བ2ད།父系世系 

ག�ང་འཛ]ན།董津，繼承骨系家族傳承者 

ག�ང་2ད།骨系親族，父系親族繼嗣系

統，世子 

ག�ང་"ས།董瑟，繼承骨系家族傳承的男

子 

གདོང་!ོང་vལ་_།董宗珠古 

མདའ་དཔོན།代本，佐領，戴琫 

མདའ་དཔོམ་�ངས་རམས་པ།代本．瓊冉巴 

མདའ་མདོ་དགེ་ཤིས་ཙ།丹東革什咱 

མ�ད་པ། 結 

མ�ད་པ་ག@མ།三大結 

མ�ན་�ོར། 頂戈級大頭人 

མདོ་ཁམས།多康地區，康巴藏區 

མདོ་ཁམས་�ོད་6ི་སའི་ཆར།多康上區 

མདོ་ཁམས་J།ི多康全境 

མདོ་ཁམས་�ད་�།多康下區 

མདོ་མཁར་བ་ཚ+་དབང་ནོར་(།朵喀瓦．策旺諾布  

མདོ་མ4ེན་བ5།ེ多．欽哲 

མདོ་¸་སེམས་ག@མ།《經》《幻》《心》三部 

མདོ་hགས་�ོར་9ི་�ིས་ལན་k་ཚ གས་'ོགས་གཅིག་R་བjིགས་པ།〈各

類顯密問答彙編〉 

མདོ་ཏིང་འཛ]ན་�ལ་པ།ོ《月燈三昧經》 

མདོ་�ོད།多堆 

མདོ་མཚན་ཉིད་ཐེག་པ།顯宗，修多羅衍那 

མདོ་ལ་རིང་མོ།多拉仁莫，祁連山 

མདོ་�ད།多麥 

མདོ་�ད་འཁོར་ལོས་¸ར་བ།統領多麥者 

མདོ་�ད་ཆོས་འDང་།《安多政教史》 

མདོ་�ད་�ོང་དཔོན།多墨東本 

མདོ་�ད་Jི་4བ།多麥基巧 

འདན་ཁོག鄧柯 

འདན་དིལ་མག།ོ丹．頂果倉 

འདན་མ།鄧瑪，鄧柯 

འདན་མ་�ོ་བཟང་mོ་Vེ།鄧瑪．羅桑多吉  

འདན་མའི་གཟིམ་ཁག་བ�ན།鄧瑪七森本家族 

འདོན་ཐ་ག敦塔噶頭人家族 

༼ ན ༽ 

ན་མོ་དགོན།南無寺 

ན་ལེÕæ།那爛陀寺 

ནག་�།那曲 

ནང་ཆེན་�ོང་དཔོན།囊謙千戶 

ནང་དཔོན།親信 

ནང་མ།ི家人 

ནམ་མཁའ།朗卡 

ནམ་མཁའ་�ི་མེད་རབ་འ�མས།南卡直美冉江  

ནམ་མཁའ་�ལ་མཚན།南喀堅贊 

ནམ་མཁའ་སེ�ྒེ།南喀僧格 

ནམ་མཁའི་^ིང་པོ།南開寧波 

�བ་པ།努巴 

ནེy་པoྜི་ཏ་Yགས་པ་�ནོ་ལམ་�ོ་Yོས།奈鄔班智達．札巴

孟蘭羅追 

ནོར་Eིང་དགོན།洛嶺寺 

ནོར་(་�ང་ཚང་།諾布岡倉 

ནོར་(་ཚ+་རིང་།羅布七力 

ནོར་,་ཧོ་ཐོག་.།諾那呼圖克圖 

Mམ་�ལ་±་ཚང་།南杰札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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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མ་�ལ་དཔལ་འཛ མས།南杰班宗 

Mམ་ཐོས་"ས།多聞天王，多聞子 

Mམ་པར་འ�ལ་བ/kང་བ།化現 

Mམ་འ�ལ/vལ་པ།化身  

Mམ་ཤེས།心識 

k་ནམ་mོ་Vེ་བ�ད་འཇོམས། 納南．多吉敦炯 

kང་5ེ་གཏེར་�ོན་ཞི་པོ་Eིང་པ།囊孜伏藏師．喜波林

巴  

kང་སོག་གོང་ག@མ།囊、索、貢三人 

kར་ཐང་དགོན། 納塘寺 

གནམ་ཆོས།《天法》法門，天法 

གནམ་བ�ོས་གོང་མ།奉天承運皇帝 

གནམ་�གས་mོ་Vེ།金剛杵 

གནས་ནང་དཔའ་བོ།乃朗．巴沃 

གནས་གསར་འཇམ་མགོན་ངག་དབང་Xན་དགའ་ལེགས་པའི་འDང་གནས།

內薩蔣貢．昂旺貢噶雷貝炯內 

མནན་པ།厭勝法事 

མ�ལ་མདའ་དགོན།悟達寺 

༼ པ ༽ 

པད་mོ།貝多 

པད་ཞབས་�ོར་པ།貝夏戈巴  

པ�ྨ་བཀའ་ཐང་།《蓮花遺教》 

པ�ྨ་བ�ད་འ�ལ།白馬鄧登 

པ�ྨ་བ�ད་འ�ལ་དབང་wག第 33任薩迦赤欽．貝

瑪敦督旺秋  

པ�ྨ་Eིང་པ།貝瑪林巴 

པ�ྨ་Eིང་ག@ང་vལ།貝林松珠 

པ�ྨ་འ:ིན་ལས།貝瑪赤列 

པ�ྨ་ཡེ་ཤེས་�་མཚ །貝瑪耶謝嘉措 

པན་འདེ་�ལ།板第ㄦ吉 

པཎ་ཆེན། ༦ བ�ན་པའི་ཉི་མ།第七世班禪．丹貝尼

瑪 

པoྜི་ཏ་Òྀ་ཏི་Ô་ན་印度班智達密諦迦那 

པར་�ང་།刻印跋文 

པོ།波氏族 

པོ་ཏོ་དགོན།波多寺 

¤ར་�ལ་བཙན་པོ།布嘉贊普 

¤ན་མཆེད/མཆེད་Yོགས།手足 

Qེ་ཝར།白埡 

Qོ་བོ།波密 

Qོ་འབོར་�ང་།繃波岡 

Qོ་b།波魯 

Qོམ་Yག་པ།崩扎巴 

Jན་h་?་ཤོད་པ།京俄．達雪巴 

Jིད་�ག་ཅན།希度堅 

Jོད་འ&ག《入菩薩行論》 

vལ་_།化身，應化身 

vལ་_ར་ངོས་འཛ]ན། 認定轉世化身的人選 

vལ་_་མི་འ[ར་mོ་Vེ།珠古明珠多吉  

vལ་_་7་བ།達瓦活佛  

vལ་_་ཨ་7།珠古阿達 

vལ་_་ཨོ་�ན་རིན་པ་ོཆེ།祖古烏金仁波切  

vལ_།轉世化身 

vལ་གཞི།化身根源 

དཔའ་བ2ད།勇士傳承 

དཔའ་བོ་ལས་རབ་5ལ།巴沃雷繞雜  

དཔའ་$ར།八宿 

དཔལ་9ི་བn་ཤིས།巴吉札西 

དཔལ་9ི་�ར་(།巴吉普布 

དཔལ་9ི་�མས་པ།巴吉向巴 

དཔལ་9ི་�་མ།巴吉喇嘛 

དཔལ་9ི་འDང་གནས།巴吉炯乃 

དཔལ་9ི་ཡོན་ཏན།巴吉圓丹 

དཔལ་9ི་5ེ་མོ།巴吉則莫  

དཔལ་Yགས།巴札 

དཔལ་~། 五巴 

དཔལ་མགོན། 班滾 

དཔལ་གདོར།巴朵 

དཔལ་�ག།巴楚 

དཔལ་མེ་དགོན།巴麥寺 

དཔལ་མེ་མ4ེན་བ5ེ་Xན་བཟང་འYོ་འ�ལ།巴麥．欽哲．

貢桑仲度  

དཔལ་མེ་མ4ེན་བ5ེ་'ིའི་Mམ་ཐར།《巴麥欽哲外傳》 

དཔལ་འབར། 邊壩碩督 

དཔལ་འ(མ།巴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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དཔལ་འ�ོར་Eིང་། 班就林 

དཔལ་འ�ོར་�ང་། 班就岡 

དཔལ་/ལ་Mམ་�ལ་5ེ།白玉南嘉孜 

དཔལ་ཡེ་ཤེས་6ི་མགོན་པོ།智慧護法神 

དཔལ་རི་མ4ེན་བ5ེ།白日．欽哲 

དཔལ་རི་དགོན།白日寺 

དཔལ་lན་jོལ་མ།巴登卓瑪 

དཔལ་mོ་Vེ་ནག་པོ་ཆེ།吉祥金剛大黑天 

དཔལ་lན་�ད་སོལ་མ།吉祥煙炭母 

དཔལ་lན་མ།巴丹瑪 

དཔལ་¤ངས་དགོན།八邦寺 

དཔལ་¤ངས་དཔེ་gིང་གསར་�་བÈན་ཟིན་9ི་དཀར་ཆག〈已完成

之八邦復刻古籍目錄〉 

དཔལ་,་ཁང་དགོན།巴拉康寺 

དཔལ་ཨེ་ཝཾ་ཆོས་lན་9ི་གདན་རབས་ནོར་(འི་:ེང་བ།〈吉祥艾

旺卻登之歷代座主誌．摩尼鬘〉 

དཔོན། 本，行政長官 

དཔོན་ཁག大臣地方首長 

དཔོན་2ད།官員家族 

དཔོན་ཁོག་གི་ད(་གེར་9ི་Y་ཚང་།政治領袖轄境的僧

院 

དཔོན་འགོ་བཞི།四大本果，四大邊吏 

དཔོན་ཆེན། 本欽 

དཔོན་བ�ན་འཛ]ན་ནོར་(།丹增諾布 

དཔོན་པོའི་རིགས།官員之屬 

དཔོན་ཚང་Oི་པ།色須寺．本倉赤巴 

དཔོན་ཚང་vལ་_།色須寺．本倉珠古 

དཔོན་བསོད་ནམས་འ(མ། 本．索南崩 

དཔོན་,་�ལ། 本．拉加 

དཔོན་¦ོབ་ངག་དབང་ལེགས་Zབ། 本洛．阿旺雷祝  

༼ ཕ ༽ 

ཕག་Z་Æངས་6ི་ག�ང་2ད།帕竹朗氏 

ཕ་2ད/Aས་2ད།父系繼嗣群體 

ཕ་དང་(/ཡབ་"ས།父子 

ཕ་བོང་ཁ་པ། ༢ པ་བདེ་ཆེན་^ིང་པ།ོ第二世帕繃喀巴．

德欽寧波  

ཕ་བོང་ཁ་པ་བདེ་ཆེན་^ིང་པོའི་¦ོབ་མའི་དགག་ལན་ག@མ།《帕繃

喀德欽寧波弟子駁斥他宗文三則》 

ཕག་མོ་Z་པ་mོ་Vེ་�ལ་པ།ོ帕莫竹巴．多吉嘉波  

ཕན་ཁང་།遍康喇章 

ཕན་བད།ེ遍德 

�་bང་�ེ་པ་ཐོག་ཀ་བ།普龍第巴．托嘎瓦 

�ན་ཚ གས་དབང་�ལ་平措旺杰 

�ན་ཚ གས་དབང་མོ། 彭措旺嫫 

�ན་ཚ གས་ཕོ་%ང་། 彭措頗章 

�ར་པ་འཁོན་bགས།普巴金剛 

�ར་(་འ(མ།普布崩 

�ར་(་�ོག་�མས་པ།普布覺．向巴  

�ལ་བ།奉獻 

ཕོ་%ང་བn་ཤིས་ཆོས་!ངོ་།頗章札西曲宗 

ཕོ་%ང་།頗章王宮 

ཕོ་གཞོན།青年男子 

ཕོགས་དཔོན།糧官 

'ག་ན་mོ་Vེ།金剛手菩薩 

'ག་ན་mོ་Vེ恰那多吉 

'ག་ཆེན་$ང་འ&ག大圓滿與大手印雙融 

'ག་mོར་འཆི་བདག་འཇོམས་པ་,་བN་ག@མ་པ།《摧伏死主金

剛手十三尊》 

'ག་མཛ ད། 強佐，相子，管家 

'ག་མཛ ད་བn་ཤིས་�་མཚ ། 強佐．札西嘉措 

'ག་མཛ ད་ནམ་"ས་ཚ+་དགའ།大相子．南色策噶 

'ང་། 強氏族 

འཕགས་མཆོག་vལ་_།帕曲呼圖克圖 

འཕགས་པ།八思巴 

འཕགས་པ་Jན་རས་གཟིགས། 觀世音菩薩 

འཕགས་པ་,།帕巴拉 

འཕགས་པའི་/ལ།聖人國度，印度 

འཕན་པོ། 彭波 

འ'ོང་�ས།瓊結 

འ'ོང་�ས་�ེ་པ།瓊結第巴 

འ'ོང་�ས་པ།瓊結巴 

འ'ོང་�ས་ཞབས་0ང་།瓊結夏仲 

འ�ལ་བ2ད།幻化傳承 

འ:ེང་པོ་གཏེར་�ོན་ཤསེ་རབ་འོད་ཟེར།稱波伏藏師．謝

饒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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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བ ༽ 

བ་བ།巴巴 

(།卜氏族 

བ་wང་བn་བསམ།瓦雄．札桑 

བན་བོན་ད�ེར་མེད་佛苯無別 

བབས་པ་ 附神 

བར།中部 

བར་ཁམས།跋康，中部的三個地區 

བར་ད(ས་གཙང་A་བཞ།ི中部衛藏四如 

བི་རི་བ�ལ་བཟང་ཅན།白利．格桑堅 

(་2ད།子代 

(་�ོན་ཆོས་འDང་།《布頓佛教史》 

(་�ོན་རིན་ཆེན་Zབ།布頓．仁欽主  

(་�ང་།卜中，家系中的直系男性家長 

(་ཚ+་དབང་�ན་ཚ གས།卜．策旺彭措  

(མ་�བ།寶瓶法會 

བེ་རི་དབང་འ�ས།白利．旺堆 

བེ་རི་�ལ་པ་ོདོན་ཡོད་mོ་Vེ།白利王．頓月多吉  

བེ་རི/བེ་A།白利 

བོད།吐蕃，蕃，衛藏 

བོད་6ི་ཆོལ་ཁ་ག@མ།蕃地三區 

བོན་ཆོས་Mམ་འ�ེད་kང་གསལ་རིག་པའི་མེ་ལོང་།《詳析苯

法．明光智鏡》 

བོད་ཆེན་པ།ོ蕃欽波 

བོན་ཆོས་6ི་བ�ན་པ་ཤན་ད�ེ་བTགས།《區別苯法與佛

法》 

བོད་པ།博巴，藏族 

བོད་མི་(་གདོང་0ག་གི་Aས་མཛ ད་མེ་ཏོག་)ེད་ཚལ་ཞེས་�་བ་བTགས་སོ།།

《蕃族子嗣六族之骨系事典．繁花

園囿》 

བོན།苯 

�་%ལ།夏扎康村 

�་%ལ་སངས་�ས་mོ་Vེ།賈扎．桑傑多吉  

�་�ོད་གཉེར་ཆེན་པ�ྨ་ལས་Zབ།夏克．涅欽．貝瑪雷

祝 

�་�ོད་�ོབས་lན།夏克．刀登 

�་�ོད་�་�ན།夏克喇根 

�་�ོད་ཚང་།夏克倉家族 

�་�ོད་ཚ+་Mམ།夏克澤朗 

�་�ོད་འཆི་མེད་mོ་Vེ་སེང་གེ།夏克．企美多吉僧格 

�་�ོད་ག/ང་0ང་དཔལ་བཟང་།夏克．雍仲巴桑 

�ང་བnོལ།禳災修法 

�ང་དY།北方的敵人 

�ང་གཏེར།北伏藏 

�ང་�བ་�་མ།蔣秋喇嘛 

�ང་�བ་�་མཚ །蔣秋嘉措 

�ང་འ�་དམར་�ལ་པ།ོ蔣．楚瑪甲波 

�མས་ཆེན་ཆོས་འཁོར་Eངི་། 長青春科爾寺 

�མས་ཆེན་ཆོས་Vེ།大慈法王 

�མས་པ་Xན་དགའ་བ�ན་འཛ]ན།第 47任俄爾堪欽．

塔澤．向巴貢噶丹增  

�མས་པ་ནམ་མཁའ་འཆི་མེད།第 44任俄爾堪欽．向

巴南喀企美 

�མས་པ་�ན་ཚ གས།理塘寺的堪布向巴彭措  

�མས་པའི་�ལ་མཚན།向貝堅贊 

�ིན་Æབས་6ི་vལ་_། 加持的化身 

%ག་ཁོག咱安 

%ག་དཀར། 扎嘎 

%ག་མགོ།章谷 

%ག་གཡབ་)བས་མགོན། 察雅呼圖克圖 

%ག་གཡབ་)བས་མགོན་Yགས་པ་�་མཚ ། 察雅．扎巴嘉措 

%ག་གཡབས་ནོ་མི་ཧན་ཆེན་པ།ོ 察雅諾門罕 

%ག་གཡབ་མ་དགོན། 察雅瑪貢寺乍丫大寺 

%ག་ར་Eིང་ཆེན། 札熱嶺欽 

%ེ་འབོད་ཨ་lན།贈伯．阿登文階寫做正巴．

阿登，清朝檔案寫做增科千戶策古

阿登 

%ེ་འོ་དF་མདའ་ཚང་།朱倭貢達倉 

�།魂，上 

�་%ང་། 喇章 

�་མ་འཇམ་�ལ། 喇嘛蔣嘉 

�་མ་བཟང་�ས་དཔལ་བཟང་།德格第 44代人喇嘛桑

傑巴桑  

�་རབས། 法台上師，歷代上師 

�་རབས་བN་ག@མ/�་མ་གདན་རབས་བN་ག@མ།十三代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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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ས་�ན་ཚ གས།羅珠彭措 

�ོ་མཐར།洛它 

�ོ་བཟང་ངག་དབང་།羅藏阿旺 

�ོ་བཟང་བདེ་ཆེན།羅絨得新 

�ོ་བཟང་བསམ་གཏན色須寺第 21任法台羅桑

桑丹 

�ོ་བཟང་འ:ིན་ལས་Mམ་�ལ།阿旺赤列南杰 

�ོ་བཟང་ལེགས་འོང་།色須寺第 35任法台羅桑萊

翁 

�ོ་བཟང་།羅桑 

�ོན་ཆེན། 論欽大臣 

བྷོ་ཊའི་Äོངས།普陀境，觀世音的國土 

}་གསལ་kང་།韋．薩囊 

}ས་གནས་རོང་ཆེན་ཁག་བཞི།四大絨區 

�ིན་བདག་施主，檀越 

�ོང་2ད་ད6ིལ་འཁོར་བN་གཉིས།《淨治三惡趣續》十

二曼陀羅 

³། 扎氏族 

³་དཀར，扎嘎氏族，白扎氏族 

³་�ོད། 扎剎氏族，扎貴氏族，野扎氏族 

³་དགོན།帳篷寺院 

³་ནག 扎納氏族，黑扎氏族 

³་:། 扎剎氏族，花扎氏族 

དབང་ངམ་�ིན་�ེད།灌頂 

དབང་ཆེ་འ(མ།旺欽本部落 

དབང་�ག་�་མཚ ། 喇嘛旺札嘉措 

དབང་�ད་^ིང་པོ།第 32任薩迦赤欽．旺督寧

波 

དབང་པོ་�ོད།汪布頂 

ད(་�་ཁག་~། 五大悟喇寺院 

དབའ་བཞེད།《韋協》 

དབལ་eལ་བn་བསམ།瓦述．札桑 

དབལ་eལ་ཁག་ག@མ།瓦述三部 

ད(། 伍 

ད(་�།悟喇 

ད(་མ་�ན།《中觀莊嚴論》 

ད(་མ་ཐལ་འ[ར་བ།應成派中觀 

ད(་མ་གཞན་�ོང་པ། 他空中觀 

ད(ས་གཙང་�ད།衛藏語 

ད(་5་(་པ�ྨ་ཅན།埡雜卜貝瑪堅 

ད(ས་གTང་།衛地政府，甘丹頗章 

ད(ས།衛 

དབོན།文 

དབོན་བn་ཤིས་�ན་ཚ གས།噶陀文波．札西彭措 

དབོན་བ2ད། 旁系親屬關係 

དབོན་�ོན་མ4ེན་རབ་འོད་ཟེར།汪堆．欽饒俄色 

དབོན་�ོན་དགོན།汪堆寺 

དབོན་ཆེན།侄子當中最優秀者 

དབོན་པ།ོ文波，旁系晚輩的男性家族成員 

དབོན་པོ་,་�ལ་�་མཚ །文波．拉加嘉措 

དབོན་vལ།文珠 

དབོན་vལ། ༤ པ་ནམ་མཁའ་ལེགས་པ།第四世文珠．南

喀雷巴 

དབོབ་བ�ན་འཛ]ན་ནོར་(།文．丹增諾布 

ད�ངས་ཅན་དགའ་བའི་�ོ་Yོས།央堅噶威羅珠 

ད%་དགོན།熱根寺 

ད%་པ་གཏེར་�ོན་�ང་�བ་�ལ་མཚན།熱巴伏藏師．蔣

秋堅贊 

ད%་བ་vལ་_།熱巴珠古 

ད%་བ་�་རབས་རིན་�ནོ། 歷代寺主熱巴喇嘛 

ད%་བ་�ོ་Yོས་རིང་མ།ོ熱巴．羅珠仁莫  

Éཱ་ཐི་ནོ་ཡོན།巴圖諾顏 

འབའ་ཐང་།巴塘 

འབར་ཁམས།馬爾康 

འ(།布氏族 

འ(མ་Hད་དགོན།木麥寺 

འ(ལ་�ད།化緣 

འབེ་ལོ་�ཱ་$ར་མང་ཚ+་དབང་Xན་4བ།貝譯師•蘇爾芒•策

旺袞恰  

འ%ི་Fང་ཐིལ།直貢替寺 

འ%ི་Fང་པ།直貢巴 

འ%ི་Fང་པ། ༡༧ རིན་ཆེན་�ན་ཚ གས།第 17代直貢巴．

仁欽彭措 

འ%ི་Fང་པ། ༢༡ ཆོས་�ལ་�ན་ཚ གས།第 21代直貢巴．

曲嘉彭措  

འ%ི་Fང་པ། ༢༤ རིག་འཛ]ན་ཆོས་6ི་Yགས་པ།第 24代直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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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仁增．曲吉札巴  

འ%ི་Fང་པ་�ོམ་པ་Xན་རངི་།直貢巴．貢巴貢仁 

འ%ི་Fང་པ་རིན་ཆེན་དཔལ།直貢巴．仁欽貝  

འ%ི་Fང་གསེར་:ེང་།《直貢座主金鬘史》 

འ%ི་�།金沙江 

འ%ི་!་�ང་།直雜岡 

འ%ི་!་ཟལ་མོའི་�ང་།直雜色莫岡 

འ%ི་bང་། 哲攏 

འu།竹氏族 

འuག་པ་བཀའ་བ2ད།竹巴噶舉 

འ%ོང་པ་བེ་xར།鍾巴．北呼爾 

འ%ོམ།仲氏族 

འ%ོམ་�ོན་�ལ་བའི་འDང་གནས།仲敦．嘉威炯內 མ་

2ད།母系繼嗣群體 

༼ མ ༽ 

མ་འདས་vལ་_།瑪迭珠古，前世未圓寂時出

現的化身 

མ་ཎི་གན་འགོ馬尼干戈 

མ་ཎི་�ང་�བ།億遍六字大明咒共修大法會 

མ་ཎི་(མ་�བ།六字寶瓶法會 

མ་\་ã་ལ/མགོན་པ།ོ摩訶迦羅 

མང་དགེ་vལ་_།蒙格珠古 

མར་པ།馬爾巴 

མར་པ་ཆོས་6ི་�ོ་Yོས།馬爾巴．曲吉羅珠 

མར་ལོག་ཚང་།麻洛倉 

མི་འ[ར་mོ་Vེའི་'ིའི་Mམ་ཐར།《明珠多吉外傳》 

མི་ཉག木雅 

མི་ཉག་Xན་བཟང་བསོད་ནམས།木雅．貢桑索南 

མི་ཉག་�ལ་པོ།彌藥甲波木雅王 

མི་ཉག་ར་བ་�ང་།木雅熱瓦岡 

མི་ཉག་ཨ་དཔལ།木雅．阿巴 

མི་k་འ(མ་)བས།德格地方仕紳崩夏 

མི་དབང་།米旺，人王陛下，國王 

མི་¨ོན་བ�ད་འ�ལ་mོ་Vེའི་©་¨ོན་ཡིད་)ོ་མ་བTགས་སོཿ〈瘋人敦

督多吉之懷傷瘋曲〉 

མི་§་དགོན།木娘寺 

མི་bགས/མི་ཆོས།世俗事務 

མི་སེར།屬民 

q་Oི་བཅན་པ།ོ穆赤贊普 

q་ཉག་�ོད་�ད་Xན། 上下彌藥全境 

q་ཏིག་བཙན་པོ།木迪贊普 

q་'ི་�ོང་�་ེནམ་མཁའ།穆坪董卜韓胡 

qང་ཁ།ེ蒙哥 

qན།門，不丹、喜馬拉雅山區南麓一帶 

qས་ཆེན་དཀོན་མཆོག་�ལ་མཚན第 2任俄爾堪欽．

穆欽．貢噶堅贊 

§་ངན་འདའ་བ།涅槃 

²ར་�ོན་གསོལ་འདེབས།迅速轉世的祈願文 

H་�ལ་Qོམ་ར།大積石山 

H་�།黃河  

H་�་འོད་6ི་Eིང་།孔雀光洲 

H་7་�ང་།瑪達岡 

H་རངོ་།麻絨 

°ག་བསང/°གས་སངས།穆桑 

Hེ་ཤོད།麥宿 

Hེ་ཤོད་སངས་�ས་mོ་Vེ་莫雪．桑傑多吉 

�ད།下部 

�ད་ཁམས།麥康，下部的三個地區 

�ད་མདོ་ཁམས་�ང་0ག下部多康六岡 

�ན་རི་དགོན། 曼日寺 

�ན་eལ/མན་eལ། 滿西 

�ན་eལ་རིན་པོ་ཆེ།色須寺滿西仁波切 

�ན་eལ་ཨེར་ཏི་ནི་Vེ་བWན་�ོ་བཟང་ཡེ་ཤེས་བ�ན་འཛ]ན། 滿西額

爾德尼 ．杰尊洛桑耶謝丹增 

�ར་ཁམས།芒康（清朝時稱江卡，寧靜） 

�ར་ཁམས་�ང་།瑪康岡 

�ར་ཚང་།麻倉噶舉 

�ིན་Yོལ་Eངི་།敏卓林寺 

�ིན་Eིང་Oི་ཆེན། ༤ འ[ར་མེད་པ�ྨ་བ�ན་འཛ]ན།第 4任敏卓

林赤欽座主．局美貝瑪丹增  

�ིན་Eིང་Oི་ཆེན། ༥ འ[ར་མེད་Oི་ལས་Mམ་�ལ།第 5任敏林

赤欽．局美赤列南杰 

�ིན་Eིང་མཁན་རབས། ༣ ཨོ་�ན་བ�ན་འཛ]ན་mོ་Vེ།第 3任堪

欽．鄔金丹增多吉  

�ོན་�ལ་མཆོག་བWན་རིང་མ།ོ門嘉．尊秋仁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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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ན་ལམ།願力 

Ñག་པོ་lོང་།紐波董  

¨ོ་eལ།遼西 

¨ོ་eལ་དགོན།遼西寺 

¨ོན་©་ཐོལ་མ།〈即興瘋曲〉 

དམར་�།曲麻萊河 

དམར་ཆེན་གཏོར་7ོག食子迴遮除障法會 

དམར་པོ་�ོར་ག@མ།三紅尊 

དམར་!་�ང་།馬雜岡 

དq་ཚ་�།穆察噶氏族 

༼ ཙ ༽ 

ཙ་མི་�ལ་པོ། 雜彌甲波，天地王 

ཙན་ཤན་ཝང་ཐར་པ་�ལ་མཚན།贊善王．塔巴堅贊，

著思巴兒監藏 

ཙ]y་དམར།載烏瑪 

ཙ ང་ཀེ་དཔོན་�ན་Zབ།宗格本．倫珠 

ཙ ང་ཁ་པ་�ོ་བཟང་Yགས་པ།宗喀巴．羅桑札巴  

5་འཆམས།金剛舞 

5ིས་མདའ།贈達 

5ེ་མདའ་དགོན།宗達寺 

5ེ་¦ོབ་±།孜洛扎 

5ོད་ལན།回覆詰問 

བཙན་པ་�ེད་པོ།贊巴．哲波 

བཙན་པོ།贊普 

བཙན་པོ་ཡོན་ཏན་�ལ།贊普．雲丹嘉 

བཙན་,།儧拉，小金川，金川寺 

བWན་མོ།尊姆 

བཙ ་བ�ད་དཔོན།究給本，兼任地方首領的究

給赤欽 

བ5མས་པར་དམ་�་བ།造論誓言 

གཙང་།藏 

གཙང་?་ནག་ཚང་།達那倉 

གWག་ཏོར་འ(མ།祖多崩 

གWག་�ད། 獻髮 

བ¶ལ་བ།頒賜 

༼ ཚ ༽ 

ཚ་ཀ།ོ 察柯 

ཚ་ཀོ་�ལ་མ།ོ 察柯王后 

ཚ་བ་�ང་།擦瓦岡 

ཚ་བོ།晚輩 

ཚ་བོ་མ་ཁམ།晚輩阿康 

ཚང་གསར།倉薩家族  

ཚངས་པའི་མེ་ཏོག/ཚངས་པ་,འི་མེ་ཏོག梵天之花，赤松

德贊 

ཚར་པ།茶巴支派 

�ལ་Oིམས་དཔལ་lན།楚臣巴登 

ཚ+་དཔག་མེད་ག@ང་ད6ིལ་ལེ་ཚན།《無量壽佛語曼陀

羅類》 

ཚ+་དབང་Yགས་པ། 策旺札巴  

ཚ+་དབང་Yགས་�ལ།蒼旺  

ཚ+་དབང་mོ་Vེ། 策旺多吉 

ཚ+་དབང་mོ་Vེ།布楚楚，策旺多吉 

ཚ+་དབང་mོ་Vེ་�ོ་Yོས་�ན་ཚ གས། 策旺多吉羅珠彭措 

ཚ+་དབང་འ(མ། 策旺崩 

ཚ+་དབང་jོལ་མ། 策旺卓瑪 

ཚ+་དབང་། 長壽灌頂 

ཚ+་དབང་།澤旺 

ཚ+་བ?ན། 策丹 

ཚ+་ཚ་ཚ ་པ་མགོན་པ།ོ 策察措巴貢布 

ཚ+་རིང་མགོན་པ།ོ 策冷工布 

ཚ+་རིང་Äོངས། 策仁炯 

ཚ+་རིང་དོན་Zབ།涅欽．策令敦珠 

ཚ+་རིང་དཔལ་མོ།色姆．策令巴姆 

ཚ+་རིང་�ན་ཚ གས། 策令彭措 

ཚ+་རིང་�་མ་འཇམ་དཔལ་བཟང་པོ། 策令喇嘛．蔣巴桑

波  

ཚ+་རིང་དབང་�ལ། 策仁旺杰 

ཚ+་རིང་ག/་jོན།澤仁玉珍 

ཚ+ས་བN་ཅན། 策居堅 

ཚ ་ཁ་བཅོ་བ�ད།十八部落 

ཚ གས་འཁོར་�ོར་བ།薈供 

ཚ ང་དཔོན་F་A་ཅན།商人咕如堅 

མཚན་ཉིད་±་ཚང་། 法相學院 

མཚན་ཞབས།達賴侍讀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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མ�ར་�་གཽ་ ¡ི་�ལ་ཚབ།楚布國師嘉察 

མ�ར་�་དགོན།楚布寺 

༼ ཛ ༽ 

ཛཿvལ། 雜珠 

!་ཁོག 雜廓，扎柯 

!་O་མ་�་མ་འཇིགས་མེད་�ལ་བའི་²་F། 雜．查瑪喇嘛．

吉美嘉威紐固  

!་Oོ་ཟབ་དགོན། 雜．綽撒貢寺 

!་�ལ། 雜加 

!་�། 扎曲河 

!་�་ཁ། 雜曲卡，石渠縣 

!་�ེང་ཆེན་དགོན། 雜．丁青寺 

!་/ལ། 察隅 

!་རི་མེར་ཆེན། 雜日美千 

!ི་འགག松崗 

!ོགས་ཆེན་དཔོན་¦ོབ་佐欽本洛 

!ོགས་ཆེན་ ¡ི་སེང་ཧའི་བཤད་±་佐欽師利僧哈佛學院 

!ོགས་པ་ཆེན་པོ།大圓滿法門 

!ོང་།宗 

!ོང་གཞིས།宗谿，莊園 

!ོང་གསར་�་མ་ཡོན་ཏན་�་མཚ །宗薩喇嘛．雲丹嘉措 

!ོང་དཔོན།宗本 

!ོང་ནང་�་མ་པ�ྨ་རིག་འཛ]ན།宗囊喇嘛．貝瑪仁增  

!ོང་པ།總巴支派 

མཛད་པ་བN་གཉིས།《佛陀十二行誼》 

མཛད་འ:ིན་佛菩薩利益眾生的事業 

མཛ ད་~།《五寶藏》 

མཛ ད་བ�ན།《七寶藏》 

འཛམ་Eིང་�ས་བཤད།《瞻洲廣說》 

འཛ]་�ར་ཀོང་vལ།་ ༡ �ོ་Yོས་རབ་འཕེལ།第一世吉噶工

珠．羅珠冉沛  

འཛ]་�ར་མཆོག་vལ། ༧ ངག་དབང་བ�ན་འཛ]ན་དཔལ་བཟང་།第七

世吉噶秋珠．昂旺丹增巴桑 

འཛ]་�ར་,་མཆོག་mོ་Vེ།第八世吉噶．拉秋多吉  

འÇགས་Èན་ཤང་།建設鄉 ཝ་eལ/དབལ་eལ།瓦述 

༼ ཝ ༽ 

ཝ་eལ་Oོམ་ཐར།瓦述長坦長官司 

ཝ་eལ་ད(ས་དཔོན།瓦述曲登長官司 

ཝ་eལ་ཚ+་རིང་དགེ་ལེགས།瓦述．策令格勒  

ཝ་eལ་གཡས་དཔོན།瓦述崇喜長官司 

ཝ་eལ་གཡོན་དཔོན།瓦述毛垭長官司 

ཝ་eལ་ཤང་།瓦須鄉 

༼ ཞ ༽ 

ཞ་�ོར།夏戈 

ཞ་b་དགོན།夏魯寺 

ཞ་b་པ།夏魯派 

ཞ་b་མཁན་ཆེན་བསོད་ནམས་དབང་པ།ོ第 17任夏魯堪

欽．索南旺波 

ཞང་པོ་ཚང་།舅家 

ཞང་དབོན། 相文，舅甥 

ཞབས་བ?ན་གསོལ་འདེབས། 長壽祈禱文 

ཞལ་ཏ་མ།婢女 

ཞལ་བཞི་པ།四面怙主 

ཞལ་ཟས་神饈 

ཞལ་¦ོབ།親近的弟子 

ཞི་Oོ་寂忿百尊 

ཞི་བ་འཚ ་寂護 

ཞིང་གཅགི 行省 

ཞིང་བོ/ ཞང་པ།ོ 行沃，舅父 

ཞིང་མོ་ཚང་།西莫倉 

ཞིང་ཤག་ཚ+་བ?ན་mོ་Vེ།辛廈巴．才旦多吉 

ཞིང་ཧོར་སོན་ཁ་བN་གཉིས།十二蒙古克種子的耕地 

T་ཆེན་�ལ་Oིམས་རིན་ཆེན།徐欽．楚臣仁欽  

T་ཆེན་ག@ང་འ(མ།《徐欽文集》 

ཞེ་ཆེན་དགོན།協慶寺 

ཞེ་ཆེན་པoྜི་ཏ་འ[ར་མེད་མ.་�ོབས་Mམ་�ལ།協慶班智達．

局美圖多南嘉 

ཞེ་0ང་བ�ན་འཛ]ན་�ལ་མཚན།協慶寺秘書丹增堅贊 

s་�བ་པ་དབང་wག་བདེ་lན།夏格巴．旺秋德登  

s་དམར།夏瑪巴，紅帽者，清朝檔案所稱

沙馬爾巴 

s་དམར་ཅན།戴紅帽者 

s་དམར་པ།夏瑪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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གཞག俠氏族 

གཞིས་ཀ།谿卡，政治菁英家族或貴族的世

襲莊園 

གTང་ཆེན་བN་ག@མ།《十三部大論》 

གཞོན་�་མེ་ལོང་གདངོ་།鏡面王子 

༼ ཟ ༽ 

ཟབ་4ད་གཏེར་མའི་ལོ་2ས་གཏེར་�ོན་ཆོས་འDང་ནོར་(འི་འ:ེང་བ།

《伏藏教法史．摩尼鬘》 

ཟབ་མོ་དག་kང་།甚深淨相 

ཟབ་མོའི་གཏེར་དང་གཏེར་�ོན་Zབ་ཐོབ་ཇི་�ར་�ོན་པའི་ལོ་2ས་མདོར་

བ�ས་བཀོད་པ་རིན་ཆནེ་བཻÜÐའི་:ེང་བ།《甚深伏藏與

伏藏師成就者如何應世之事蹟輯

要．寶吠琉璃鬘》 

ཟལ་མོ་�ང་།色莫岡 

$ང་འ&ག 共生，並存 

$ར་ཁང་དབང་ཆེན་དགེ་ལེགས།索康．旺欽格勒 

$ར་པོ་ཆེ་Ý6་འDང་གནས།宿爾波切．釋迦炯內 

$ར་མེས་དབོན་Mམ་ག@མ།宿爾三師徒 

ཟེར་ཆེན་vལ་_/ཞེ་ཆེན་vལ་_།協慶珠古 

ཟོམ་མདོ་དགོན།宗木朵寺 

7་�།達曲河 

7་�/!་�།瀾滄江 

7་བ་�་ཤེལ་9ི་:ེང་བ།《水晶鬘》 

7་བ་བཟང་པོ།達瓦桑布 

7་འོད་གཞོན་�་月光童子 

7ོས་གར།化現 

གཟིམ་�ང་寢室，寢宮 

ག$གས་_།色身 

ག$ངས་གTག་འ(ལ་བ་裝臟 

༼ འ ༽ 

yག་པ་bང་།鄔巴礱寺 

འོ་ཀོ་ཏའི།窩闊台 

འོག་གཞ།ི沃日/鄂克什 

འོག་མ་བསོད་ནམས་ཚ+་རིང་།俄馬相子．索南澤仁

（也稱為小相子） 

འོག་མིན་ཀH་དགོན།奧明噶瑪寺，噶瑪寺 

འོད་འཇོ་vལ་_།文就珠古 

འོད་གསལ་9ི་,།光明天神 

༼ ཡ ༽ 

ཡང་"ིད།揚西，再來人 

ཡན་ཅིང་ར།ི寧靜山  

ཡར་Pངས་བn་ཤིས་ཆསོ་�ེ།雅礱札西卻德寺 

ཡར་ཐང་Yོང་།亞通村 

ཡར་འ%ོག་ག/་མཚ །羊卓雍措 

ཡིད་�ང་།玉隆 

/ལ་ཆེན། 廣土 

ཡེ་ན་བn་ཤིས་བ5ེ།銀南札西孜 

ཡེ་ཤེས་མཚ ་�ལ།耶謝措嘉 

ཡེ་ཤེས་འ(མ།耶謝崩 

ཡེ་ཤེས་�་མཚ །意希嘉措 

ཡེ་ཤེས་�ལ་མཚན།耶謝堅贊 

ཡེ་ཤེས་mོ་Vེ།耶謝多吉  

ཡོངས་འཛ]ན།親教師 

ཡོན་ཏན་�་མ།雲丹喇嘛 

ཡོན་ཏན་རིན་པོ་ཆེའི་མཛ ད།《功德寶藏論》 

ཡོལ་དགེ་བ^ེན་mོ་Vེ་དབག་wག་佑．給年．多吉旺秋 

གཡང་)བས་招財納福 

གཡས་ཐོག་ཚང/དབོན་ཐོག་ཚང་།溫拖倉 

གཡས་ 葉 

ག/་ཁོག玉科 

ག/་j་^ིང་པ།ོ玉扎寧波  

ག/ང་0ང་བོན་雍仲苯 

ག/ང་0ང་,་�ེང་雍仲拉頂，廣法寺 

གཡ།ོ腰 

༼ ར ༽ 

ར་³ེང་།熱振 

ར་A་འཇམ་ད�ངས་�་ོYོས།熱日．蔣央羅珠 

རག་ཆབ།熱加 

རག་ཆབ་དགོན།熱加寺 

རག་4བ་ཤང་།熱加鄉 

རང་�བ་བསོད་�ལ། 容加．索嘉 

རང་�བ་ཚང་། 容加倉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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རབ་�ལ་དགོན།絨加寺 

རབ་དགའ།饒噶 

རབ་གནས། 開光 

རམ། 然氏族 

རལ་གTང་དཔོན་ཝ་eལ་ཨ་bང་惹雄本．瓦述．阿隆 

རི་Oོད་�ིན་Yོལ་Eིང་།敏卓林禪院 

རི་ནང་།日囊 

རི་བོ་ཆེ་類烏齊 

རི་bབ་ཚང་།熱魯倉家族 

རི་¤ངས་དགོན་日班寺 

རིག་འཛ]ན་བ2ད་པའི་ག�ང་"ས།仁增局貝董瑟，繼

承具證悟的祖師法脈者 

རིག་འཛ]ན་མཆོག་vལ། 喇嘛仁增秋珠 

རིག་འཛ]ན་ཡོངས་འ�ས།《持明全聚》 

རིགས།族類，種姓 

རིགས་བདག་མ�ངས་མེད་~།無與倫比的五位部主 

རིང་བ2ད་བཀའ་མ།遠傳承──教言傳承 

རིན་ཆེན་གཏེར་མཛ ད་6ི་དཀར་ཆག〈大寶伏藏目錄〉 

རིན་ཆེན་གཏེར་མཛ ད་ཆེན་མ།ོ《大寶伏藏》 

རིན་ཆེན་བཟང་པོ།仁欽桑布  

རིན་ཆེན་�ང་�་%ང་།仁欽崗喇章 

རིམ་Yོ་པ། 法事主持 

རིམ་བ�བ།薦福法事 

རིལ་(་བ�བ་པ།甘露法藥修煉 

A་ལག茹拉  

Aས།骨，骨系 

རོང་པ།絨巴，絨區的人，峽谷地區的人 

རོང་བ་ཚ།絨壩岔 

རོང་བན་ཡོན་ཏན་རིན་ཆེན། 榮班．雲丹仁欽 

རོང་བོ་དགོན་ཆེན།隆務寺 

ཪོང་ཟོམ་ཆོས་6ི་བཟང་པོ། 榮松．曲吉桑波  

རོང་�ོན་�ན་Zབ་�་མཚ ། 榮敦．倫珠嘉措  

རོང་�ོན་ཤེས་�་Xན་རགི 榮敦．謝加袞日  

i་ཉག་ཁམས་འ�ོར་vལ་_།熱娘康久珠古 

i་jེང་དགོན།熱振寺 

Æངས།朗氏家族 

Æངས་6ི་µ�ི་བསེ་A།《朗氏家族史．靈犀寶

鑑》 

|ང་མདའ་ཕོ་%ང་།隆達頗章 

༼ ལ ༽ 

ལ་ཡ་ཇོ་"ས།拉亞久瑟 

ལང་Yོ་ལོ་�ཱ་བ།譯師朗卓羅雜瓦  

ལམ་འ%ས།《道果》 

ལམ་འ%ས་ཚ གས་བཤད།《道果》會眾釋 

ལམ་རིམ།道次第 

ལས།業力 

ལས་འ:ོག་གཏེར་བ2ད་6ི་Mམ་བཤད་�ང་གསལ་ངོ་མཚར་�་མཚ །《略

述宿緣伏藏傳承論．稀有大海》 

ལི་ཐང་�ོ་བཟང་དཔལ་lན།第 31任法台．理塘．

羅桑班丹 

ལི་ཐང་།理塘 

ལི་ཐར།勒它 

ལི་/ལ།于闐 

bགས་6ི་བ�ན་བཅོས།《二規論》 

bགས་གཉིས།二規 

bང་?གས詔書 

bང་བ�ན།授記  

bང་�ང་།〈授記名單〉 

bང་ཤོད།龍雪 

ལོ་2ས། 歷史 

ལོ་མཇལ་བ།年例謁見者 

ལོ་�ཱ་བ།翻譯師 

ལོངས་Jོད་!ོགས་པའི་_།報身，受用身，應身 

༼ ཤ ༽ 

ཤ་ཉ།ེ肉相近者，兄弟 

ཤ་ག$གས་པ་བn་ཤིས་Mམ་�ལ།夏素巴．札西南嘉 

ཤར་ཆེན།夏日欽 

ཤར་ཆེན་ཡེ་ཤེས་�ལ་མཚན།夏日欽．耶謝堅贊 

ཤར་པ།夏日巴 

ཤར་པ་འཇམ་ད�ངས་རིན་ཆེན་�ལ་མཚན།夏日巴．蔣揚

仁欽堅贊 

ཤར་'ོགས་ཀོང་/ལ།東方工布地區 

ཤར་!ས་བn་ཤིས་�ལ་མཚན།夏雜．札西堅贊 

ཤར་7་�ང་།夏達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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ཤར་ལོགས།薩迦東院 

ཤིས་མོ་ཚང་།喜母倉 

eག་�ང་དགོན།修公寺 

eགས་lན།雄登  

ཤེས་�་Xན་4བ།《周遍所知》 

ཤེས་�་རབ་གསལ།《彰所知論》 

ཤེས་རབ་�ལ་མཚན།喜饒堅贊 

ཤེས་རབ་�་མ།謝熱喇嘛 

ཤེས་རབ་འDང་གནས།第 17任俄爾堪欽．夏

欽．謝饒炯內 

ཤེས་རབ་བཟང་པ།ོ謝饒桑布 

ཤོ་དགོན།肖寺 

ཤོ་མདོ།碩督 

ཤོ་པ་ག@མ་བN་སོ་དF།三十九族，霍爾三十九族 

ཤོག་ནག黑紙 

ཤོག་(་མཐིང་ག藍紙 

ཤོལ།秀氏族 

Ý6་དཔལ།釋迦貝 

Ý6་ཡེ་ཤེས།釋迦也失 

བཤད་±་ཐོས་བསམ་ནརོ་(འི་�ན་པོ་拓桑諾布倫布佛學

院 

གཤེན་ཆེན་P་དགའ།辛欽．魯噶  

གཤེན།辛氏家族 

༼ ས ༽ 

ས་)་Oི་ཆེན། ༣༡ ངག་དབང་Xན་དགའ་�ོ་Yོས།第 31任薩迦

法王．阿旺貢噶羅珠 

ས་དཀར།銀呷 

ས་དག།ེ銀給 

ས་ངན།三岩 

ས་ངོར་�ེ་ག@མ།薩、俄爾、德三者 

ས་མངའ་Mམས་@།阿里等地 

ས་ཆེན་Xན་དགའ་^ིང་པ།ོ薩欽．貢噶寧波  

ས་གཏེར།地伏藏，實體伏藏 

ས་དབང་།薩旺，大地之王，國王 

ས་དམར་�ོང་དཔོན།薩瑪東本 

ས་དམར།薩瑪 

ས་ཡི་4ོན།轄境 

ས་)་Oི་ཆེན། ༣༩ པ་�ག་eལ་འ:ིན་ལས་རིན་ཆེན།第 39任薩

迦赤欽．札旭赤列仁欽 

ས་)་གོང་མ་Mམ་~འི་བཀའ་འ(མ།《薩迦五祖文集》 

ས་)་པ།薩迦派 

ས་)་པ་གོང་མ་t་དབེན་Xན་དགའ་རིན་ཆེན།薩迦巴．貢

瑪．達溫．貢噶仁欽 

ས་)་པoྜི་ཏ།薩迦班智達 

ས་)འི་ག�ང་རབས།《薩迦世系史》 

ས་)འི་ག�ང་རབས་ང་ོམཚར་བང་མཛ ད་6ི་ཁ་�ོང་།《薩迦世系

史續編》 

ས་)འི་ག�ང་རབས་ང་ོམཚར་རིན་ཆེན་Xན་འཕེལ།《薩迦世系

史．稀有廣增大寶》 

ས་)ོང་།薩炯，護佑大地者，國王 

ས་)ོང་དབང་མོ།薩炯旺姆，女王 

ས་)ོང་�ོ་བཟང་Mམ་�ལ།色須王．薩炯．洛桑南

嘉 

ས་)ོང་མ་\་པoྜི་ཏ།薩炯摩訶班智達，護地大

智者王 

སངས་�ས།桑結，佛陀 

སངས་�ས་Eིང་པ།桑傑林巴 

སངས་�ས་�ལ་མཚན།桑結堅贊 

སངས་�ས་གཉིས་པ།第二佛陀 

སངས་�ས་དཔལ་བཟང་།第 34代俄爾堪欽．桑傑

巴桑  

སངས་�ས་�་མ།桑吉喇嘛 

སངས་�ས་ཚ+་རིང་།松吉澤仁 

སན་ནོ་ཡོན།賽音諾顏 

སç།擦擦泥像 

སི་R་དབོན་vལ།司徒文珠 

སི་R་བn་ཤིས་Mམ་�ལ།司徒．札西南嘉 

སི་x་�ལ་པོ/སེy་�ལ་པ།ོ西吳甲波 

སི་R་õ6་བཟང་པ།ོ釋迦桑波  

སིང་།僧氏族 

སིÞི་པ�ྨ་Xན་བཟང་།悉地貝瑪貢桑  

@མ་པའི་/ལ།蘇毗一帶 

སེ་ཤི་ཚང་།色西倉家族 

སེང་�ག་པ�ྨ་བn་ཤིས།堪布僧楚•貝瑪札西 

སེམས་ཅན།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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སེམས་ཉིད་ངལ་གས།ོ《心性休息論》 

སེར་)་མི་�ག僧俗權貴 

སེར་eལ།色須 

སེར་eལ་དགོན།色須寺 

སེར་eལ་དཔོན།色須本 

སེར་eལ་,་རམས་པ་.བ་བ�ན།色須寺法台的拉讓

巴．圖丹  

སོ་?་ཚང་།所搭倉家族 

སོ་སོར་ཐར་པ། 別解脫 

སོག་མ།ོ蘇毛 

སོག་མོ་དབང་lན།索莫．旺登 

སོག་ལ་)་པོ།索拉甲波 

སོག་�ེ།蒙古人居住的地帶 

"ས།色，公子 

"ས་)བས་mོ།色加多 

"ས་ཚབ། 義子  

"ས་�ན་འ�ོར།色倫久 

"ིད།政治／俗世 

"ིད་)ོང་།夕炯，意為攝政或執政者 

"ིན་!ོང་འོད་གསལ་�བ་�ེ་欣宗偉薩祝迭禪修院 

{ངས་བཙན་/ལ་བ$ང་།松贊．域宋 

"གོ命 

གསང་hགས་6ི་དབང་།密宗灌頂 

གསན་/་སི།宣慰使 

གསང་/མ། 即男性宗教人士的配偶 

གསར་འ[ར།新譯 

གསར་gིང་རིས་@་མ་ཆད་པ།新舊譯派 

གསར་མ་པ།新派 

ག@ང་།松氏族 

ག@ང་ངག་རིན་པོ་ཆེ།《寶訓》 

གསེར།色氏族 

གསེར་ཆོས།《十三金法》 

གསེར་ཆོས་དམར་པོ་�ར་sic.ག@མ་9ི་བེy་(མ།《金法三紅

尊小冊》 

གསེར་ཏོག色多 

གསེར་?།色他 

གསེར་ཐང་།色塘 

གསེར་ཐམ་ཆེན་པ།ོ金印 

གསེར་མདོག་པཎ་ཆེན་Ý6་མཆོག་lན色多班欽．釋迦秋

登 

གསེར་འ(མ་ད»ག་འདོན།金瓶掣籤 

གསེར་ལོ་བ�ན་པ་�་མཚ །色羅．丹巴嘉措  

གསོལ་དཔོན།索本 

བསོད་ནམས་བn་ཤིས།涅巴．索南札西 

བསོད་ནམས་ཆོས་མཚ །索南群措 

བསོད་ནམས་�ན་ཚ གས།索南彭措 

བསོད་ནམས་འ(མ།索南崩 

བསོད་ནམས་མཚ །索南措 

བསམ་གཏན་�་མཚ །桑丹嘉措 

བསམ་Zབ་མཐོ་Yོལ་ཆེན་མོ།桑珠通卓欽莫 

བསམ་Zབ་5།ེ桑珠孜 

བསམ་Zབ་ཚང་།桑督昌商號 

བསམ་Zབ་གTང་།桑珠用 

བསམ་�།ོ桑洛康村 

བསམ་ཡས།桑耶 

བསེ་�ང་³།色瓊扎氏族 

བསོད་ནམས།索南 

༼ ཧ ༽ 

ཧོར།霍爾 

ཧོར་ཁོག་དགོན་�ེ་བN་ག@མ།霍爾十三寺 

ཧོར་ཁོག་Jི་4བ།霍爾闊基巧 

ཧོར་ཁོག་ཨ་�ག་ཚང/ཨ་.བ་ཚང་།霍爾闊．阿都倉 

ཧོར་ཆེན།霍爾欽 

ཧོར་ཆོས་Vེ། ༢ �ལ་བཟང་མ.་�ོབས་དཔལ་འབར།第二世霍爾

曲杰．嘎桑圖多班跋  

ཧོར་ཆོས་Vེ་ངག་དབང་�ན་ཚ གས།霍爾曲杰．阿旺彭

措  

ཧོར་ཇིང་གིར་�ལ་པོ།成吉思汗 

ཧོར་zེ་བོ།霍爾朱倭 

ཧོར་�ད་�ང་།霍爾堆窮 

ཧ་གདངོ་།哈東康村 

ཧོར་འ�། 荒扎級小頭人 

ཧོར་ནག霍爾納 

ཧོར་ནམ་མཁའ་བསམ་Zབ།霍爾．南喀桑祝 

ཧོར་%ག་འག།ོ霍爾章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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ཧོར་གཙང་ཚ ་བ།霍爾藏部落 

ཧོར་བསོད་ནམས་�བོས་�ལ།霍爾．索南多嘉 

ཧོར་སེ་ཆེན་�ལ་པོ།蒙古薛禪汗 

,།天人，本尊，佛菩薩 

,་ཁང་�་%ང་།拉康喇章 

,་�ལ།拉嘉 

,་�ལ་དགོན།拉加寺 

,་�ལ་ཤང་�་ཁ་Yོང་།拉加鄉曲卡村 

,་གཅིག་^ན་lམ་པ།拉季．年當巴 

,་�ེ།香火地 

,་Vེ་�མས་པ་དཔལ།拉杰．向巴巴 

,་ཐོ་ཐོ་རི་གཉན་བཙན།拉托托日年贊 

,་ཐོག拉多 

,་ཐོག་དཔོན་མ།ོ拉多本姆 

,་ཐོག་�ལ་པོ། 上納奪安撫司，拉多王 

,་ཆེན་མཁན་པོ་Xན་དགའ་རབ་�ས།拉欽堪布．貢噶饒

傑 

,་བབས།降神 

,་གཙ ་བོ།主祀神 

,་བཙན་Yགས།拉贊札 

,་�་མ་ཞི་བ་འོད།拉喇嘛．希瓦哦 

,་མཆོག་སེ�ེྒ།第 8任俄爾堪欽拉秋僧格  

,་vལ།拉珠 

,་ཡི་ཆོས་bགས།宗教軌則 

,་རིགས་�ོ/,་རིགས་�ོ།天族郭氏族 

,་A་དཔོན།拉如本 

,་A་དཔོན་བ�ལ་བཟང་�ན་ཚ གས།拉日本．格桑彭措 

,་སར་དཀར་ཆག拉薩版的德格家族史 

,འི་bགས/,་ཆོས།宗教事務 

�ན་Zབ་�ེང་།倫珠頂 

�ན་པོ་5ེ།倫布孜 

,ོ་བ།羅瓦康村 

,ོ་འ%ོག南區的牧場 

,ོ་རོང་ཆོས་འDང་།《洛絨教法史》 

,ོ་!ོང་།洛隆縣 

༼ ཨ ༽ 

ཨ་ཀ་P་(་�ང་།阿嘎路卜董 

ཨ་དག།ེ阿給 

ཨ་ཆེན་གངས/ ཨ་ཆེན་གངས་�ལ།阿欽貢山，可可西

里 

ཨ་ཇ།阿甲 

ཨ་ཇག་�ོར།阿架戈。 

ཨ་ཏ་རོང་།阿達絨農場 

ཨ་.བ་Å་དཀར་ཚང་།阿都拉嘎倉 

ཨ་མདོ/ཨ་mོ།阿都 

ཨ་མདོ་�ད།安多語 

ཨ་Qོ་lོང་།阿波董氏族 

ཨ་འཛ]་ཤང་།安孜鄉 

ཨ་འཛ མ་དགོན།安章寺 

ཨ་ལག་མདོ་hགས་�་མཚ །阿拉董阿嘉措 

�་�ན་པ།鄔金巴 

�་ལོད་�ལ་པ།ོ吾洛王 

ཨེ་ཀ་öཱ་ཊི།欸嘎雜智 

ཨེ་ཝཾ་ཆོས་lན་9ི་ལོ་2ས།《艾旺卻登寺誌》，《俄爾

寺誌》 

ཨེ་ཝཾ་པ་ཤར་པ་Xན་དགའ་བn་ཤིས།第 13任俄爾堪欽

夏欽．向巴貢噶札西  

ཨོ་�ན་འཇིགས་མེད་གར་དབང་mོ་Vེ།鄔金仁增吉美噶旺

多吉 

ཨོ་�ན་པ་ཆེན་པོ་རིན་ཆེན་དཔལ།鄔金巴欽波．仁欽貝  

ཨོ་�ན་�ིན་Yོལ་Eངི་།鄔金敏卓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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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主要詞彙表（漢藏對照）

 

（按漢文筆畫排序） 

 

〈大寶伏藏目錄〉རིན་ཆེན་གཏེར་མཛ ད་6ི་དཀར་ཆག། 

〈已完成之八邦復刻古籍目錄〉དཔལ་

¤ངས་དཔེ་gིང་གསར་�་བÈན་ཟིན་9ི་དཀར་ཆག། 

〈日月嚴飾廣被之金傘〉ཉི་7འི་�ན་ཅན་Xན་

4བ་གསེར་ག�གས། 

〈各類顯密問答彙編〉མདོ་hགས་�ོར་9ི་�ིས་ལན་

k་ཚ གས་'ོགས་གཅིག་R་བjིགས་པ། 

〈吉美林巴文集目錄〉འཇིགས་Eིང་བགའ་འ(མ་

བTགས་�ང་། 

〈吉祥艾旺卻登之歷代座主誌．摩尼

鬘〉དཔལ་ཨེ་ཝཾ་ཆོས་lན་9ི་གདན་རབས་ནོར་(འི་:ེང་བ། 

〈即興瘋曲〉¨ོན་©་ཐོལ་མ། 

〈授記名單〉bང་�ང་། 

〈瘋人敦督多吉之懷傷瘋曲〉མི་¨ོན་བ�ད་

འ�ལ་mོ་Vེའི་©་¨ོན་ཡིད་)ོ་མ་བTགས་སོཿ 

〈釋疑．能治百病之唯一妙藥〉དོགས་

སེལ་ནད་བ�་འཇོམས་པའི་�ན་གཅིག་$ར། 

《一切勝者總集本體上師仁波切傳》 

�ལ་བ་ཐམས་ཅད་འ�ས་པའི་ངོ་བོ་�་མ་རིན་པོ་ཆེའི་Mམ་པར་ཐཪ་པ། 

《七寶藏》མཛ ད་བ�ན། 

《二規論》bགས་6ི་བ�ན་བཅོས། 

《入菩薩行論》Jོད་འ&ག 

《八大法行大修暨藥修》བཀའ་བ�ད་�བ་ཆེན་

�ན་�བ་³ེལ་མ། 

《十一面觀音卅七尊》བN་གཅིག་ཞལ་,་སོ་བ�ན་

མ། 

《十三金法》གསེར་ཆོས། 

《十三部大論》གTང་ཆེན་བN་ག@མ། 

《三律儀決定論》�ོམ་ག@མ་Mམ་ངེས། 

《三律儀決定論根本頌釋》�ོམ་ག@མ་Mམ་

 
 本詞彙表主要收錄項目計有：地名、書名、文章名、術語以及正文中少出現的人名。凡已出

現於正文表格、德格家族世系表之中，或已收入附錄 A、B、C當中的常見政教菁英名，則不

重覆錄入。特此說明。 

ངེས་5་འYེལ། 

《三續分莊嚴》2ད་ག@མ་མཛ+ས་བ�ན། 

《土觀宗派源流》.y་བíན་ཆོས་འDང་། 

《大威德金剛》འཇིགས་�ེད། 

《大乘無上續論》2ད་�་མ། 

《大藏經》བཀའ་འ[ར། 

《大寶伏藏》རིན་ཆེན་གཏེར་མཛ ད་ཆེན་མ།ོ 

《工珠聞法錄》ཀོང་vལ་གསན་ཡིག། 

《中觀莊嚴論》ད(་མ་�ན། 

《丹珠爾大藏經》བ�ན་འ[ར། 

《丹珠爾大藏經目錄》བ�ན་འ[ར་9ི་དཀར་ཆག 

《丹珠爾目錄．如意摩尼滿願寶鬘》

བ�ན་འ[ར་9ི་དཀར་ཆག་ཡིད་བཞིན་ནོར་(་དབང་གི་�ལ་པོའི་:ེང་

བ་བTགས། 

《五寶藏》མཛ ད་~། 

《天法》གནམ་ཆོས། 

《巴麥欽哲外傳》དཔལ་མེ་མ4ེན་བ5ེ་'ིའི་Mམ་ཐར། 

《幻化網》¸་འ�ལ་èé་བ། 

《心性休息論》སེམས་ཉིད་ངལ་གས།ོ 

《文殊根本續》འཇམ་དཔལ་5་བ2ད། 

《月燈三昧經》མདོ་ཏིང་འཛ]ན་�ལ་པ།ོ 

《水晶鬘》7་བ་�་ཤེལ་9ི་:ེང་བ། 

《王統世系明鑑》�ལ་རབས་གསལ་བའི་མེ་ལོང་། 

《功德寶藏論》ཡོན་ཏན་རིན་པོ་ཆེའི་མཛ ད། 

《卡雀空行》མཁའ་Jོད་མ། 

《尼伏藏》ཉི་གཏེར། 

《布頓佛教史》(་�ོན་ཆོས་འDང་། 

《本生傳．如意藤本頌注》?ོགས་བVོད་དཔག་

བསམ་འOི་ཤིང་གི་5་འYེལ། 

《甘丹教法史．黃琉璃》དགའ་lན་ཆོས་འD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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བཻ¾¡î་Ð་སེར་པོ། 

《甘珠爾大藏經》�ལ་བའི་བཀའ་འ[ར། 

《甘珠爾大藏經目錄》�ལ་བའི་བཀའ་འ[ར་9ི་

དཀར་ཆག 

《白黑花秘訣》མ�ད་ད×ད་དཀར་ནག་O་ག@མ། 

《伏藏教法史．摩尼鬘》ཟབ་4ད་གཏེར་མའི་ལོ་

2ས་གཏེར་�ོན་ཆོས་འDང་ནོར་(འི་འ:ེང་བ། 

《伏藏教法廣史》གཏེར་འDང་ཆེན་མ།ོ 

《吉美林巴自傳》འཇིགས་Eིང་རང་Mམ། 

《多仁班智達傳》mོ་རིངས་པoྜི་ཏའི་Mམ་ཐར། 

《安多政教史》མདོ་�ད་ཆོས་འDང་། 

《成就法總集》�བ་ཐབས་Xན་བRས། 

《曲丁巴傳》ཆོས་lིང་པའི་Mམ་ཐར། 

《至尊大德上師貢噶桑波傳》Vེ་བWན་�་མ་

དམ་པ་Xན་དགའ་བཟང་པོའི་Mམ་པར་ཐར་པ། 

《至尊聖識一切赤列種度雜之本生傳

記．稀有二悉地滿願摩尼鬘》Vེ་

བWན་Xན་གཟིགས་:ིན་ལས་འYོ་འ�ལ་5ལ་9ི་)ེས་རབས་Mམ་ཐར་

དང་བཅས་པ་ངོ་མཚར་Zབ་གཉིས་འདོད་འཇོའི་ནོར་:ེང་། 

《艾旺卻登寺誌》（即《俄爾寺誌》）

ཨེ་ཝཾ་ཆོས་lན་9ི་ལོ་2ས། 

《西藏王臣記•杜鵑歌音 དེབ་ཐེར་ད×ིད་6ི་�ལ་མོ་

©་ད�ངས་ཞེས་�་བ་བTགས་སོ།།》 

《佛陀十二行誼》མཛད་པ་བN་གཉིས། 

《君規教言論．護地莊嚴》�ལ་པོ་bགས་6ི་

བ�ན་བཅོས་ས་གཞི་)ོང་བའི་�ན་ཞེས་�་བ་བTགས་སོ།། 

《周遍所知》ཤེས་�་Xན་4བ། 

《咕札教法史》F་བn་ཆོས་འDང་། 

《帕繃喀德欽寧波弟子駁斥他宗文三

則》ཕ་བོང་ཁ་པ་བདེ་ཆེན་^ིང་པོའི་¦ོབ་མའི་དགག་ལན་ག@མ། 

《往昔逸事．花鬘》，《奈巴教法史》

hོན་9ི་གཏམ་མེ་ཏོག་:ེང་བ། 

《明珠多吉外傳》མི་འ[ར་mོ་Vེའི་'ིའི་Mམ་ཐར། 

《果洛宗譜》མགོ་ལོག་Aས་མཛUད། 

《直貢座主金鬘史》འ%ི་Fང་གསེར་:ེང་། 

《空行心血》མཁའ་འYོ་^ིང་Oག 

《空行更密心滴》མཁའ་འYོ་ཡང་ཐིག། 

《金法三紅尊小冊》གསེར་ཆོས་དམར་པོ་�ར་

sic.ག@མ་9ི་བེy་(མ། 

《金剛鬘》mོ་Vེ་:ེང་བ། 

《持明全聚》རིག་འཛ]ན་ཡོངས་འ�ས། 

《洛絨教法史》,ོ་རོང་ཆོས་འDང་། 

《甚深伏藏與伏藏師成就者如何應世

之事蹟輯要．寶吠琉璃鬘》ཟབ་མོའི་

གཏེར་དང་གཏེར་�ོན་Zབ་ཐོབ་ཇི་�ར་�ོན་པའི་ལོ་2ས་མདོར་བ�ས་

བཀོད་པ་རིན་ཆེན་བཻÜÐའི་:ེང་བ། 

《降生於雪域蕃地新舊密咒教派座主

傳承世系略說．稀有蓮苑》 གངས་ཅན་

བོད་6ི་/ལ་�་�ོན་པའ་ིགསང་hགས་གསར་gངི་གི་གདན་རབས་

མདོར་བ�ས་ངོ་མཚར་པ�ྨའི་དགའ་ཚལ་ཞེས་�་བ་བTགས་སོ།། 

《韋協》དབའ་བཞེད། 

《娘氏教法史 ཉང་ཆོས་འDང་》 

《徐欽文集》T་ཆེན་ག@ང་འ(མ། 

《朗氏家族史．靈犀寶鑑 Æངས་6ི་µ�ི་བསེ་

A་》 

《祕密藏續》2ད་གསང་བ་^ིང་པ།ོ 

《貢噶寧波文集》Xན་དགའ་^ིང་པོ་བཀའ་འ(མ། 

《馬頭明王密修》?་མYིན་གསང་�བ། 

《偉大至尊曲丁巴傳》Vེ་བWན་ཆེན་པོ་ཆོས་lིང་

པའི་Mམ་ཐར། 

《偉大勝智自在者吉祥薩迦班智達之

口傳傳記》མ4ེན་རབས་དབང་wག་དཔལ་lན་ས་)་པoིྜ་

ཏ་ཆེན་པོའི་Mམ་ཐར་ག@ང་jོས་མ། 

《區別苯法與佛法》བོན་ཆོས་6ི་བ�ན་པ་ཤན་ད�ེ་

བTགས། 

《教言伏藏十三大引導文》བཀའ་གཏེར་Oིད་

ཆེན་བN་ག@མ། 

《教誡寶藏》གདམས་ངག་མཛ ད། 

《淨治三惡趣續》十二曼陀羅 �ོང་2ད་

ད6ིལ་འཁོར་བN་གཉིས། 

《略述宿緣伏藏傳承論．稀有大海》

ལས་འ:ོག་གཏེར་བ2ད་6ི་Mམ་བཤད་�ང་གསལ་ངོ་མཚར་�་མཚ ། 

《勝樂空行海》བདེ་མཆོག་མཁའ་འYོ་�་མཚ ། 

《喜金剛四教誡》6ཻ་mོར་བཀའ་བབས་བཞི། 

《普賢上師言教》Xན་བཟང་�་མའི་ཞལ་bང་། 

《智者頸飾美麗珠鬘》མཁས་པའི་མFལ་�ན་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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ཏིག་འ:ེང་མཛ+ས། 

《欽哲旺波傳》མ4ེན་བ5ེའི་དབང་པོའི་Mམ་ཐར། 

《無量壽佛語曼陀羅類》ཚ+་དཔག་མེད་ག@ང་

ད6ིལ་ལེ་ཚན། 

《意集》དགོངས་འ�ས། 

《經》《幻》《心》三部 མདོ་¸་སེམས་ག@མ། 

《解脫莊嚴寶論》�གས་པོ་ཐར་�ན། 

《詳析苯法．明光智鏡》བོན་ཆོས་Mམ་འ�ེད་

kང་གསལ་རིག་པའི་མེ་ལངོ་། 

《道果》ལམ་འ%ས། 

《道果》會眾釋 ལམ་འ%ས་ཚ གས་བཤད། 

《寧瑪十萬續》gིང་མ་2ད་འ(མ། 

《寧瑪十萬續》gིང་མ་2ད་འ(མ། 

《寧瑪十萬續目錄》gིང་མ་2ད་འ(མ་9ི་དཀར་ཆག། 

《彰所知論》ཤེས་�་རབ་གསལ། 

《摧伏死主金剛手十三尊》'ག་mོར་འཆི་

བདག་འཇོམས་པ་,་བN་ག@མ་པ། 

《漢地佛教史》�་ནག་ཆོས་འDང་། 

《漢藏史集》�ལ་བོད་ཡིག་ཚང་། 

《廣界金剛藏》�ོང་གསལ་mོ་Vེ་^ིང་པོ། 

《德格王統記》�ེ་དགེ་�ལ་རབས། 

《德格王統略記》�ེ་དགེའི་�ལ་རབས་�ང་cར་བ�ས་པ། 

《德格舊律》�ེ་དགེ་Oིམས་�ན་མ། 

《蓮花遺教》པ�ྨ་བཀའ་ཐང་། 

《賢者喜宴》མཁས་པའི་དགའ་�ོན། 

《噶舉金鬘史》བཀའ་བ2ད་སེར་:ེང་། 

《噶舉密咒藏》བཀའ་བ2ད་hགས་མཛ ད། 

《蕃族子嗣六族之骨系事典．繁花園

囿》བོད་མི་(་གདོང་0ག་གི་Aས་མཛ ད་མེ་ཏོག་)ེད་ཚལ་ཞེས་�་

བ་བTགས་སོ།། 

《瞻洲廣說》འཛམ་Eིང་�ས་བཤད། 

《薩迦五祖文集》ས་)་གོང་མ་Mམ་~འི་བཀའ་འ(མ། 

《薩迦世系史》ས་)འི་ག�ང་རབས། 

《薩迦世系史．稀有廣增大寶》ས་)འི་

ག�ང་རབས་ངོ་མཚར་རིན་ཆེན་Xན་འཕེལ། 

《薩迦世系史續編》ས་)འི་ག�ང་རབས་ངོ་མཚར་བང་

མཛ ད་6ི་ཁ་�ོང་། 

《寶訓》ག@ང་ངག་རིན་པོ་ཆེ། 

གོང་མ་在上者，中國朝廷皇帝，達賴喇

嘛 

一燈盞 ཀོང་གང་ཚད། 

丁波巴 lིང་པོ་པ། 

七大或五大曼陀羅壇城 ད6ིལ་འཁོར་~་འམ་བ�ན། 

七卓 4ེ་འ%ོག 

七期法事 བ�ན་ཚ]གས། 

乃朗．巴沃 གནས་ནང་དཔའ་བོ། 

了義 ངེས་དོན། 

二位蔣貢 འཇམ་མགོན་Mམ་གཉིས，意為二位文殊

怙主 

二規 bགས་གཉིས། 

八大修行開轍宗派 �བ་བ2ད་ཤིང་?་ཆེན་པོ་བ�ད། 

八吉祥 བn་ཤིས་?གས་བ�ད། 

八邦寺 དཔལ་¤ངས་དགོན། 

八思巴 འཕགས་པ། 

八宿 དཔའ་$ར། 

八萬戶 Oི་�ེ་བ�ད། 

十二蒙古克種子的耕地 ཞིང་ཧོར་སོན་ཁ་བN་གཉིས། 

十八部落 ཚ ་ཁ་བཅོ་བ�ད། 

十三代上師 �་རབས་བN་ག@མ/�་མ་གདན་རབས་བN་ག@མ། 

十三代仲巴 0ང་རབས་བN་ག@མ། 

十世達賴．楚臣嘉措 ༧�ལ་དབང་_་:ེང་ ༡༠ �ལ་

Oིམས་�་མཚ ། 

卜中，家系的直系男性家長 (་�ང་། 

卜氏族 (། 

卜．策旺彭措 (་ཚ+་དབང་�ན་ཚ གས། 

三十九族（也稱為霍爾三十九族）ཤོ་པ་

ག@མ་བN་སོ་དF། 

三大結 མ�ད་པ་ག@མ། 

三身 _་ག@མ། 

三身論 _་ག@མ་9ི་Mམ་བཞག། 

三依 ?ེན་ག@མ། 

三岩 ས་ངན། 

三紅尊 དམར་པོ་�ོར་ག@མ། 

三區 ཁམས་ག@མ། 

三區 ཆོལ་ཁ་ག@མ། 

上下彌藥全境 q་ཉག་�ོད་�ད་X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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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納奪安撫司，拉多王 ,་ཐོག་�ལ་པ།ོ 

上部 �ོད། 

上部阿里三圍 �ོད་མངའ་རིས་�ོར་ག@མ། 

下部 �ད། 

下部多康六岡 �ད་མདོ་ཁམས་�ང་0ག 

久若 ཇོ་རོག། 

于闐 ལི་/ལ། 

千戶 �ོང་�ོར། 

千戶長 �ོང་དཔོན། 

口耳傳承 ^ན་བ2ད། 

土司．僧格堅贊 .y་སི་སེ�ྒེ་�ལ་མཚན། 

夕炯（意為攝政或者執政者）"ིད་)ོང་། 

大小德格色喇 �ེ་དགེ་"ས་�་ཆེ་�ང་། 

大司徒仁波切 ཏའི་སི་R་རིན་པོ་ཆ།ེ 

大司徒．絳曲堅贊 ཏའི་སི་R་�ང་�བ་�ལ་མཚན། 

大成就者 Zབ་ཐོབ་ཆེན་པོ། 

大臣，地方首長 དཔོན་ཁག། 

大相子．南色策噶 'ག་མཛ ད་ནམ་"ས་ཚ+་དགའ། 

大圓滿法門 !ོགས་པ་ཆེན་པོ། 

大圓滿與大手印雙融 'ག་ཆེན་$ང་འ&ག། 

大慈法王 �མས་ཆེན་ཆོས་Vེ། 

大積石山 H་�ལ་Qོམ་ར 

子代 (་2ད། 

工布 ཀོང་པོ། 

工喀 གངས་དཀར། 

不了義 �ང་དོན། 

文告 བཀའ་bང་། 

中部 བར། 

中部衛藏四如 བར་ད(ས་གཙང་A་བཞི། 

方便善巧之苯 ཐབས་མཁས་6ི་བོན། 

丹巴亞培 བ�ན་པ་ཡར་འཕེལ། 

丹尼雍仲林巴 བ�ན་གཉིས་ག/ན་0ང་Eིང་པ། 

丹東革什咱 མདའ་མདོ་དགེ་ཤིས་ཙ། 

丹．頂果倉 འདན་དིལ་མག།ོ 

丹增扎巴 བ�ན་འཛ]ན་Yགས་པ། 

丹增多吉 བ�ན་འཛ]ན་mོ་Vེ། 

丹增多吉 བ�ན་འཛ]ན་mོ་Vེ། 

丹增班覺 བ�ན་འཛ]ན་དཔལ་འ�ོར། 

丹增諾布 དཔོན་བ�ན་འཛ]ན་ནོར་(། 

五大悟喇寺院 ད(་�་ཁག་~། 

五巴 དཔལ་~། 

五世熱振呼圖克圖．圖登絳白耶謝堅

贊 �ལ་པོ་i་jེང་ཧོ་ཐོག་.་ ༥ .བ་བ�ན་འཇམ་དཔལ་ཡེ་ཤེས་

�ལ་མཚན། 

仁欽桑布 རིན་ཆེན་བཟང་པ།ོ 

仁欽崗喇章 རིན་ཆེན་�ང་�་%ང་། 

仁增局貝董瑟，繼承具證悟的祖師法

脈者 རིག་འཛ]ན་བ2ད་པའི་ག�ང་"ས། 

仁增策旺諾布 ཀཿཐོག་རིག་འཛ]ན་ཚ+་དབང་ནོར་(། 

介氏族 གཅ།ེ 

內薩蔣貢．昂旺貢噶雷貝炯內 གནས་གསར་

འཇམ་མགོན་ངག་དབང་Xན་དགའ་ལེགས་པའི་འDང་གནས། 

六大祖庭 གདན་ས་ཆེན་མོ་0ག། 

六字寶瓶法會 མ་ཎི་(མ་�བ། 

六岡 �ང་0ག། 

切瓊譯師 4ེy་�ང་ལོ་�ཱ་བ། 

化身 Mམ་འ�ལ/vལ་པ། 

化身 vལ་_་ 也稱為應化身 

化身根源 vལ་གཞི། 

化現 7ོས་གར། 

化現 Mམ་པར་འ�ལ་བ/kང་བ། 

化緣 འ(ལ་�ད། 

午座 Fང་.ན། 

天人 ,། 

天法 གནམ་ཆོས། 

天族郭氏族 ,་རིགས་�ོ/,་རགིས་�ོ། 

孔雀光洲 H་�་འོད་6ི་Eིང་། 

孔薩本倉 ཁང་གསར་དཔོན་ཚང་། 

巴丹瑪 དཔལ་lན་མ། 

巴巴 བ་བ། 

巴札 དཔལ་Yགས། 

巴吉札西 དཔལ་9ི་བn་ཤིས། 

巴吉向巴 དཔལ་9ི་�མས་པ་。 

巴吉則莫 དཔལ་9ི་5ེ་མོ། 

巴吉炯乃 དཔལ་9ི་འDང་གནས། 

巴吉喇嘛 དཔལ་9ི་�་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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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吉普布 དཔལ་9ི་�ར་(། 

巴吉圓丹 དཔལ་9ི་ཡོན་ཏན། 

巴朵 དཔལ་གདོར། 

巴沃雷繞雜 དཔའ་བོ་ལས་རབ་5ལ། 

巴拉康寺 དཔལ་,་ཁང་དགོན། 

巴崩 དཔལ་འ(མ། 

巴麥寺 དཔལ་མེ་དགོན། 

巴麥．欽哲．貢桑仲度 དཔལ་མེ་མ4ེན་བ5ེ་Xན་

བཟང་འYོ་འ�ལ། 

巴登卓瑪 དཔལ་lན་jོལ་མ། 

巴塘 འབའ་ཐང་། 

巴楚 དཔལ་�ག། 

巴圖諾顏 Éཱ་ཐི་ནོ་ཡོན། 

幻化傳承 འ�ལ་བ2ད། 

心子 .གས་"ས། 

心意化身 .གས་vལ། 

心意伏藏 དགོངས་གཏེར། 

心滴派 ^ིང་ཐིག་bགས། 

心識 Mམ་ཤེས། 

手足 ¤ན་མཆེད/མཆེད་Yོགས། 

扎氏族 ³། 

扎曲河 !་�། 

扎剎氏族，扎貴氏族，野扎 ³་�ོད། 

扎剎氏族，花扎氏族 ³་:། 

扎納氏族，黑扎氏族 ³་ནག། 

扎楚 བn་�ག། 

扎嘎 %ག་དཀར། 

扎嘎氏族，白扎氏族 ³་དཀར། 

扎瑪寺 èé་མ་དགོན། 

支助者 བདག་�ེན་�ེད་པ་པོ། 

文 དབོན། 

文．丹增諾布 དབོབ་བ�ན་འཛ]ན་ནོར་(། 

文告 མངའ་གསོལ་བཀའ་ཡིག། 

文波（旁系晚輩的男性家族成員）

དབོན་པ།ོ 

文波．拉加嘉措 དབོན་པོ་,་�ལ་�་མཚ ། 

文殊王 འཇམ་ད�ངས་�ལ་པོ། 

文珠 དབོན་vལ། 

文珠 དབོན་vལ། 

文就珠古 འོད་འཇོ་vལ་_། 

日班寺 རི་¤ངས་དགོན། 

日綽敏卓林 རི་Oོད་�ིན་Yོལ་Eངི་། 

日囊 རི་ནང་། 

月光童子 7་འོད་གཞོན་�། 

木氏家族政權，絳．薩當甲波 འཇང་ས་དམ་

�ལ་པ།ོ 

木迪贊普 q་ཏིག་བཙན་པ།ོ 

木娘寺 མི་§་དགོན། 

木麥寺 འ(མ་Hད་དགོན། 

木雅 མི་ཉག། 

木雅．阿巴 མི་ཉག་ཨ་དཔལ། 

木雅．貢桑索南 མི་ཉག་Xན་བཟང་བསོད་ནམས། 

木雅熱瓦岡 མི་ཉག་ར་བ་�ང་། 

父子 ཕ་དང་(/ཡབ་"ས། 

父系世系 ག�ང་བ2ད། 

父系親族繼嗣系統 ག�ང་2ད། 

父系繼嗣群體 ཕ་2ད/Aས་2ད། 

父親南卡堅贊 ནམ་མཁའ་�ལ་མཚན། 

王室法事 _་{ང་གི་རིམ་Yོ། 

王國世俗傳統與佛法傳統 �ལ་ཁབ་6ི་bགས་$ང་། 

王統世系 �ལ་རབས། 

世子 ག�ང་2ད། 

世俗事務 མི་bགས/མི་ཆོས། 

世俗軌則 འཇིག་?ེན་མི་bགས， 

世間的祖先 འཇིག་?ེན་9ི་མེས་པོ། 

主祀神 ,་གཙ ་བོ། 

主祀神衹 ?ེན་གཙ ། 

主持 བ�ན་བདག། 

主修法門 .གས་དམ་མཛད། 

他空中觀 ད(་མ་གཞན་�ོང་པ། 

代本，佐領，戴琫，མདའ་དཔོན། 

代本．瓊冉巴 མདའ་དཔོམ་�ངས་རམས་པ། 

代表土司 _་ཚབ། 

出家戒律者 �ོམ་བNན། 

出家法王 �ོམ་བ5ོན་�ལ་པོ/�ོམ་བWན་�ལ་པོ། 

加拉古相 �གས་ལ་_་ཞ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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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甲波．阿旺堅贊 ངག་དབང་�ལ་མཚན། 

加拉江，加拉家族的妻妾 �གས་ལ་�མ། 

加持的化身 �ིན་Æབས་6ི་vལ་_། 

加絨寺 �་རོང་དགོན/�ལ་རོང་དགོན། 

加絨南珠 �་རོང་Mམ་vལ། 

北方的敵人 �ང་དY། 

北伏藏 �ང་གཏེར། 

卡囊遊牧部落 མཁར་ནང་ཚ ་པ། 

去世 _་གཤེགས། 

古色得尼 X་སེ་�ེ་gིང་། 

古色德薩 X་སེ་�ེ་གསར། 

古尚．貢噶敦珠 _་ཞང་ཆེན་པོ་Xན་དགའ་དོན་Zབ། 

古尚欽波．札巴堅贊 _་ཞང་ཆེན་པོ་Yགས་པ་�ལ་

མཚན། 

古曹，代表 _་ཚབ། 

古瓊 _་�ང་། 

司徒文珠 སི་R་དབོན་vལ། 

司徒．札西南嘉 སི་R་བn་ཤསི་Mམ་�ལ། 

四大本果，四大邊吏 དཔོན་འགོ་བཞི། 

四大宗派 ཆོས་bགས་ཆེན་པོ་བཞི། 

四大絨區 }ས་གནས་རོང་ཆེན་ཁག་བཞ།ི 

四水 �་བཞི། 

四水六岡 �་བཞི་�ང་0ག། 

四面怙主 ཞལ་བཞི་པ། 

央堅噶威羅珠 ད�ངས་ཅན་དགའ་བའི་�ོ་Yོས། 

布氏族 འ(། 

布楚楚，藏名策旺多吉 ཚ+་དབང་mོ་Vེ། 

布頓．仁欽主 (་�ོན་རིན་ཆེན་Zབ། 

布嘉贊普 ¤ར་�ལ་བཙན་པོ། 

平措旺杰 �ན་ཚ གས་དབང་�ལ། 

本，行政長官 དཔོན། 

本生 )ེས་རབས། 

本．拉加 དཔོན་,་�ལ། 

本洛．阿旺雷祝 དཔོན་¦ོབ་ངག་དབང་ལེགས་Zབ  

本．索南崩 དཔོན་བསོད་ནམས་འ(མ། 

本欽 དཔོན་ཆེན། 

札什彭楚 བn་ཤིས་�ན་ཚ གས། 

札巴南嘉 Yགས་པ་Mམ་�ལ། 

札西 བn་ཤིས། 

札西南嘉 བn་ཤིས་Mམ་�ལ། 

札西班丹 བn་ཤིས་དཔལ་lན། 

札西喇嘛 བn་ཤིས་�་མ། 

札西頗章 བn་ཤིས་ཕོ་%ང་། 

札西鄧 བn་ཤིས་�ེམ། 

札西諾布 བn་ཤིས་ནོར་(། 

札貝堅贊 Yགས་པའི་�ལ་མཚན། 

札熱嶺欽 %ག་ར་Eིང་ཆེན། 

札擁 བn་གཡང་། 

正字學 དག་ཡིག། 

正通代表 �ན་ཁོག་_་ཚབ། 

正通倉 �ན་ཁོག་ཚང་། 

母系家庭 ཆོ་འ%ང་། 

母系繼嗣群體 མ་2ད། 

玉札寧波 ག/་j་^ིང་པ།ོ 

玉科 ག/་ཁོག 

玉隆 ཡིད་�ང་། 

瓜什則 མགར་5།ེ 

瓦述 ཝ་eལ/དབལ་eལ། 

瓦述三部 དབལ་eལ་ཁག་ག@མ། 

瓦述毛垭長官司 ཝ་eལ་གཡོན་དཔོན། 

瓦述．札桑 དབལ་eལ་བn་བསམ། 

瓦述曲登長官司 ཝ་eལ་ད(ས་དཔོན། 

瓦述長坦長官司 ཝ་eལ་Oོམ་ཐར། 

瓦述崇喜長官司 ཝ་eལ་གཡས་དཔོན། 

瓦述．策令格勒 ཝ་eལ་ཚ+་རིང་དགེ་ལེགས། 

瓦雄．札桑 བ་wང་བn་བསམ། 

瓦雄家族的札西桑珠 བn་ཤིས་བསམ་Zབ། 

瓦須鄉 ཝ་eལ་ཤང་། 

甘丹寺 དགའ་lན་དགོན། 

甘丹額爾德尼召 དགའ་lན་ཨེར་ཏི་ནི་&། 

甘孜 དཀར་མཛ+ས། 

甘露法藥修煉 རིལ་(་བ�བ་པ། 

甲木參達結 �ལ་མཚན་དར་�ས། 

甲色．索南德贊 �ལ་"ས་བསདོ་ནམས་lེy་བཙན། 

甲姆 �ལ་མ།ོ 

甲波，王 �ལ་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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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根瑪 �ལ་�ན་མ་老土司 

甲塘巴．德欽多吉 �ལ་ཐང་པ་བདེ་ཆེན་mོ་Vེ། 

甲噶．謝饒堅贊 �་དཀར་ཤེས་རབ་�ལ་མཚན། 

白日寺 དཔལ་རི་དགོན། 

白日．欽哲 དཔལ་རི་མ4ེན་བ5།ེ 

白玉南嘉孜 དཔལ་/ལ་Mམ་�ལ་5ེ། 

白利 བེ་རི/བེ་A། 

白利王．頓月多吉 བེ་རི་�ལ་པོ་དོན་ཡོད་mོ་Vེ། 

白利．旺堆 བེ་རི་དབང་འ�ས། 

白利．格桑堅 བི་རི་བ�ལ་བཟང་ཅན། 

白度母 jོལ་དཀར། 

白馬鄧登 པ�ྨ་བ�ད་འ�ལ། 

白埡 Qེ་ཝར། 

目錄 དཀར་ཆག། 

石渠縣 !་�་ཁ། 

仲氏族 འ%ོམ། 

仲敦．嘉威炯內 འ%ོམ་�ོན་�ལ་བའི་འDང་གནས། 

仲．斯噶貢桑企雷 0ང་སི་ག་Xན་བཟང་'ི་ལས། 

仲薩 འ¥ངས་གསར། 

伍 ད(། 

伏藏法門 གཏེར་ཆོས། 

伏藏品 གཏེར་!ས། 

伏藏師 གཏེར་�ོན། 

伏藏師 གཏེར་�ོན/གཏེར་འ�ིན། 

伏藏授記文 གཏེར་bང་། 

伏藏教法史 གཏེར་འDང་། 

伏藏經典 གཏེར་གTང་། 

光明天神 འོད་གསལ་9ི་,། 

共生，並存 $ང་འ&ག། 

冲珠 Oོ་vལ། 

印度班智達密諦迦那 པoྜི་ཏ་Òྀ་ཏི་Ô་ན། 

各自禮品 _་�ལ། 

吉天頌恭 འཇིག་?ེན་ག@མ་མགོན། 

吉美旦確嘉措 འཇིགས་མེད་དམ་ཆོས་�་མཚ ། 

吉美林巴，欽哲俄色 མ4ེན་བ5ེ་འོད་ཟེར། 

吉祥金剛大黑天 དཔལ་mོ་Vེ་ནག་པོ་ཆེ། 

吉祥煙炭母 དཔལ་lན་�ད་སོལ་མ། 

吉絨．錯吉 �ེར་རམ་མཚ ་�། 

向貝堅贊 �མས་པའི་�ལ་མཚན། 

回覆詰問 5ོད་ལན། 

地伏藏，實體伏藏 ས་གཏེར། 

多吉扎 mོ་Vེ་%ག། 

多吉扎寺 mོ་Vེ་%ག། 

多吉饒丹 mོ་Vེ་རབ་བ?ན། 

多來村 mོ་རེངས་Yོང་། 

多拉仁莫，祁連山 མདོ་ལ་རིང་མོ། 

多波 དོལ་པོ། 

多波巴．謝饒堅贊 དོལ་པོ་པ་ཤེས་རབ་�ལ་མཚན། 

多索熱 དོལ་ཟོ་ར། 

多堆 མདོ་�ོད། 

多康上區 མདོ་ཁམས་�ོད་6ི་སའི་ཆར། 

多康下區 མདོ་ཁམས་�ད་�། 

多康全境 མདོ་ཁམས་J།ི 

多康地區 

多麥 མདོ་�ད། 

多麥基巧 མདོ་�ད་Jི་4བ། 

多傑增巴．貢噶嘉措 mོ་Vེ་འཛ]ན་པ་Xན་དགའ་�་

མཚ ། 

多．欽哲 མདོ་མ4ེན་བ5།ེ 

多登．札巴僧格 ?ོགས་lན་Yགས་པ་ aka སེ�ྒེ་s་

དམར་ ༡ 

多達那波 mོ་?་ནག་པ།ོ 

多雷 mོར་ལེགས། 

多嘉 mོར་�ལ། 

多嘉瓦 mོ་�ལ་བ། 

多聞子 Mམ་ཐོས་"ས། 

多聞天王 Mམ་ཐོས་"ས། 

多墨東本 མདོ་�ད་�ོང་དཔོན། 

如來大寶法王 བ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རིན་ཆེན་ཆོས་Vེ། 

安多語 ཨ་མདོ་�ད། 

安孜鄉 ཨ་འཛ]་ཤང་། 

安章寺 ཨ་འཛ མ་དགོན། 

寺主上師 དགོན་དཔོན་�་མ། 

寺僧的固定來源 ±་2ན། 

尕藏寺 བ�ལ་བཟང་དགོན། 

年例謁見者 ལོ་མཇལ་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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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麥．謝饒堅贊 མཉམ་མེད་ཤེས་རབ་�ལ་མཚན། 

成吉思汗 ཧོར་ཇིང་གིར་�ལ་པོ། 

托雷 ཐོ་ལོའི 

曲日卜札 �་རིག་(་བn། 

曲氏族 ག། 

曲赤悟達寺 ཆོས་Oི་དcལ་མདའ། 

曲杰．貢噶倫珠 ཆོས་Vེ་Xན་དགའ་�ན་Zབ། 

曲桑夏仲 �་བཟང་ཞབས་0ངས། 

曲麻一帶 �་མ་ཁག། 

曲麻萊 �་དམར་ལེབ། 

曲麻萊河 དམར་�། 

曲登 ཆོས་lན། 

曲德 ཆོས་�ེ། 

曲德頗章 ཆོས་�ེ་ཕོ་%ང་། 

曲論 ཆོས་�ོན། 

朱倭 zེ་བོ། 

朱倭孔薩本姆 zེ་བོ་ཁང་གསར་དཔོན་མ།ོ 

朱倭本姆 zེ་བོ་དཔོན་མོ། 

朱倭本．霍爾．鄂卻諾顏 zེ་བོ་དཔོན་ཧོར་�་

ཆིའི་ནོར་ཡོན། 

朱倭貢達倉 %ེ་འོ་དF་མདའ་ཚང་། 

朱倭堆 zེ་�ོད། 

朱倭麥 zེ་�ད། 

朱莫倉 Z་མ་ཚང་། 

朵日倉 �ོ་A་ཚང་། 

朵喀瓦．策旺諾布 མདོ་མཁར་བ་ཚ+་དབང་ནོར་(། 

江卡 �མ་ཁ། 

江喀倉 �་མཁར་ཚང་། 

江喀倉．嘎桑曲珍 �་མཁར་ཚང་�ལ་བཟང་ཆོས་jོན། 

江隆．克尊仁莫 �ང་bང་མཁས་Zབ་རིང་མ།ོ 

江達 འཇོ་མདའ 

江瑪 �ང་མ། 

江樓堅，楊柳宮 �ང་ལོ་ཅན། 

百戶 བ�་�ོར། 

百供的儀式 �་མཆོད། 

竹巴噶舉 འuག་པ་བཀའ་བ2ད། 

竹氏族 འu། 

竹孤．拉札達跋古 Z་F་,་%ག་མདར་³་F། 

米旺，人王，陛下，國王 མི་དབང་། 

羊卓雍措 ཡར་འ%ོག་ག/་མཚ ། 

肉相近者（在多康地區，該詞彙專指

兄弟）ཤ་ཉ།ེ 

自然規律 ཆོས་ཉིད། 

色，公子 "ས། 

色氏族 གསེར། 

色他 གསེར་?། 

色加多 "ས་)བས་mོ། 

色多 གསེར་ཏོག། 

色多班欽．釋迦秋登 གསེར་མདོག་པཎ་ཆེན་Ý6་

མཆོག་lན 

色西倉家族 སེ་ཤི་ཚང་། 

色姆．策令巴姆 ཚ+་རིང་དཔལ་མོ། 

色倫久 "ས་�ན་འ�ོར། 

色莫岡 ཟལ་མོ་�ང་། 

色須 སེར་eལ། 

色須王．薩炯．洛桑南嘉 ས་)ོང་�ོ་བཟང་Mམ་

�ལ། 

色須本 སེར་eལ་དཔོན། 

色須寺 སེར་eལ་དགོན། 

色須寺．本倉赤巴 དཔོན་ཚང་Oི་པ། 

色須寺．本倉珠古 དཔོན་ཚང་vལ་_། 

色須寺法台的拉讓巴．圖丹 སེར་eལ་,་རམས་

པ་.བ་བ�ན། 

色須寺第 16任法台格桑南嘉 བ�ལ་བཟང་

Mམ་�ལ། 

色須寺第 21任法台羅桑桑丹 �ོ་བཟང་བསམ་

གཏན 

色須寺第 24任法台貢秋堅贊 དཀོན་མཆོག་

�ལ་མཚན། 

色須寺第 31任法台．理塘．羅桑班

丹 ལི་ཐང་�ོ་བཟང་དཔལ་lན། 

色須寺第 32任法台蔣揚丹貝准美 འཇམ་

ད�ངས་བ�ན་པའི་jོན་མེ། 

色須寺第 34任法台局美多吉 འ[ར་མེད་mོ་Vེ། 

色須寺第 35任法台羅桑萊翁 �ོ་བཟང་ལེགས་

འོ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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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須寺滿西仁波切 �ན་eལ་རིན་པོ་ཆེ། 

色塘 གསེར་ཐང་། 

色瓊扎氏族 བསེ་�ང་³། 

色羅．丹巴嘉措 གསེར་ལོ་བ�ན་པ་�་མཚ ། 

行沃，舅父 ཞིང་བོ/ ཞང་པ།ོ 

行省 ཞིང་གཅིག། 

行動型寺院，法帳，法營 ཆོས་�ར། 

西吳甲波 སི་x་�ལ་པོ/སེy་�ལ་པོ། 

西莫倉 ཞིང་མོ་ཚང་། 

但增．多吉雷巴 དམ་ཅན་mོ་Vེ་ལེགས་པ། 

佐欽本洛 !ོགས་ཆེན་དཔོན་¦ོབ། 

佐欽寺三大教主 བ�ན་བདག་Mམ་ག@མ། 

佐欽師利僧哈佛學院 !ོགས་ཆེན་ ¡ི་སེང་ཧའི་བཤད་±། 

佑．給年．多吉旺秋 ཡོལ་དགེ་བ^ེན་mོ་Vེ་དབག་wག། 

佑寧寺 དགོན་bང་། 

佛陀色身 ག$གས་_། 

佛苯無別 བན་བོན་ད�ེར་མེད། 

佛菩薩利益眾生的事業 མཛད་འ:ིན། 

克麥 ཁེ་�ད། 

別解脫 སོ་སོར་ཐར་པ། 

努巴 �བ་པ། 

吾洛王 �་ལོད་�ལ་པོ། 

坐床 Oི་འདོན། 

夾壩，盜匪 ཇག་པ། 

孜洛扎 5ེ་¦ོབ་±། 

局美策旺班覺 འ[ར་མེད་ཚ+་དབང་དཔལ་འ�ོར། 

局欽倉 འ&་ཆེན་ཚང་། 

局瓊倉 འ&་�ང་ཚང་། 

局瓊．策多 འ&་�ང་ཚ+་mོར། 

局瓊．策達 འ&་�ང་ཚ+་�ོབས། 

希度堅 Jིད་�ག་ཅན། 

抉擇 གཏན་ལ་འབེབས་པ། 

投生 )ེས་བ་ལེན་པ། 

更慶寺 �ེ་དགེ་དགོན་ཆེན། 

更慶寺堪布桑丹羅珠 མཁན་པོ་བསམ་གཏན་�ོ་Yོས། 

村 Yོང་། 

汪布頂 དབང་པོ་�ོད། 

汪堆寺 དབོན་�ོན་དགོན། 

汪堆．欽饒俄色 དབོན་�ོན་མ4ེན་རབ་འོད་ཟེར། 

沃日/鄂克什 འོག་གཞ།ི 

沙呷 ས་དཀར། 

沙給 ས་དག།ེ 

男性宗教人士的配偶 གསང་/མ། 

秀氏族 ཤོལ། 

究給本，兼任地方首領的究給赤欽 བཙ ་

བ�ད་དཔོན། 

究給赤欽 བཅོ་བ�ད་Oིད་ཆེན། 

究給夏仲 བཅོ་བ�ད་ཞབས་0ང་། 

肖寺 ཤོ་དགོན། 

良驥馬區 9ད་Eིང་?འི་'ོགས་ཁ། 

芒康（清時稱為江卡、寧靜）�ར་ཁམས། 

芒康 �ར་ཁམས། 

貝多 པད་mོ། 

貝林松珠 པ�ྨ་Eིང་ག@ང་vལ། 

貝夏戈巴 པད་ཞབས་�ོར་པ། 

貝瑪赤列 པ�ྨ་འ:ིན་ལས། 

貝瑪林巴 པ�ྨ་Eིང་པ། 

貝瑪耶謝嘉措 པ�ྨ་ཡེ་ཤེས་�་མཚ ། 

貝譯師•蘇爾芒•策旺袞恰 འབེ་ལོ་�ཱ་$ར་མང་ཚ+་

དབང་Xན་4བ། 

赤巴 Oི་པ། 

赤松德贊 Oོ་"ོང་�ེy་བཙན། 

赤欽．洛桑彭措 Oི་ཆེན་�ོ་བཟང་�ན་ཚ གས། 

身 _། 

辛氏 གཤེན་家族 

辛欽．魯噶 གཤེན་ཆེན་P་དགའ། 

辛廈巴．才旦多吉 ཞིང་ཤག་ཚ+་བ?ན་mོ་Vེ། 

迅速轉世的祈願文 ²ར་�ོན་གསོལ་འདེབས། 

那曲 ནག་�། 

那爛陀寺 ན་ལེÕæ། 

亞通村 ཡར་ཐང་Yངོ་། 

京俄．達雪巴 Jན་h་?་ཤོད་པ། 

侄女札西旺姆 _་ཚ་མོ་བn་ཤིས་དབང་མ།ོ 

侄子當中最優秀者 དབོན་ཆེན། 

供施 མཆོད་ཡོན/ཡོན་མཆོད། 

供養 མཆོད་པ་འ(ལ་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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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止（親近、依師學習）བ�ེན་པ། 

具誓 དམ་ཅན། 

刻印跋文 པར་�ང་། 

卓珍寺 འYོ་འ�ེན་དགོན། 

卓袞日欽．索南札巴 འYོ་མགོན་རས་ཆེན་བསོད་

ནམས་Yགས་པ། 

卓瑪（人名，清朝文獻寫做芝麻）jོལ་

མ། 

卓瑪頗章 jོལ་མ་ཕོ་%ང་། 

協慶寺 ཞེ་ཆེན་དགོན། 

協慶寺秘書丹增堅贊 ཞེ་0ང་བ�ན་འཛ]ན་�ལ་མཚན། 

協慶珠古 ཟེར་ཆེན་vལ་_/ཞེ་ཆེན་vལ་_། 

協慶班智達．局美圖多南嘉 ཞེ་ཆེན་པoྜི་ཏ་

འ[ར་མེད་མ.་�ོབས་Mམ་�ལ། 

叔伯 a་བོ། 

命 "ོག། 

命定的緣分 བ�ལ་པ། 

咕如札西 F་A་བn་ཤིས། 

咕如卻旺 F་A་ཆོས་དབང་། 

奈鄔班智達．札巴孟蘭羅追 ནེy་པoྜི་ཏ་Yགས་

པ་�ོན་ལམ་�ོ་Yོས，c 

奉天承運皇帝 གནམ་བ�ོས་གོང་མ། 

奉獻 �ལ་བ། 

妾 �ང་མ། 

姊妹 �མ་གཉིས། 

季氏族 ཅི། 

宗 !ངོ་། 

宗木朵寺 ཟོམ་མདོ་དགོན། 

宗本 !ོང་དཔོན། 

宗本 !ོང་དཔོན། 

宗派無偏向運動 ཆོས་bགས་རསི་མེད། 

宗格本．倫珠 ཙ ང་ཀེ་དཔོན་�ན་Zབ། 

宗教／信仰 ཆོས། 

宗教事務 ,འི་bགས/,་ཆོས། 

宗教軌則 ,་ཡི་ཆོས་bགས། 

宗教傳承 ཆོས་བ2ད་ 也即法脈 

宗喀巴．羅桑札巴 ཙ ང་ཁ་པ་�ོ་བཟང་Yགས་པ། 

宗達寺 5ེ་མདའ་དགོན 

宗谿，莊園 !ོང་གཞིས། 

宗薩喇嘛．雲丹嘉措 !ོང་གསར་�་མ་ཡོན་ཏན་�་

མཚ ། 

宗囊喇嘛．貝瑪仁增 !ོང་ནང་�་མ་པ�ྨ་རིག་འཛ]ན། 

官員之屬 དཔོན་པོའི་རིགས། 

官員家族 དཔོན་2ད། 

定（相當於區、鄉）�ེ། 

定本 �ེ་དཔོན། 

定期法會 �ས་མཆོད། 

岡波巴．索南仁欽 �མ་པོ་པ་བསོད་ནམས་རིན་ཆནེ། 

帕巴拉 འཕགས་པ་,། 

帕曲呼圖克圖 འཕགས་མཆོག་vལ་_། 

帕竹朗氏 ཕག་Z་Æངས་6ི་ག�ང་2ད། 

帕莫竹巴．多吉嘉波 ཕག་མོ་Z་པ་mོ་Vེ་�ལ་པོ། 

忽必烈 གོ་བེ་ལ། 

所搭倉 སོ་?་ཚང་家族 

拉卜楞寺 བn་ཤིས་འ4ིལ། 

拉日本．格桑彭措 ,་A་དཔོན་བ�ལ་བཟང་�ན་ཚ གས། 

拉加寺 ,་�ལ་དགོན། 

拉加鄉曲卡村 ,་�ལ་ཤང་�་ཁ་Yངོ་། 

拉多 ,་ཐོག 

拉多本姆 ,་ཐོག་དཔོན་མ།ོ 

拉如本 ,་A་དཔོན། 

拉托托日年贊 ,་ཐོ་ཐོ་རི་གཉན་བཙན། 

拉亞久瑟 ལ་ཡ་ཇོ་"ས། 

拉季．年當巴 ,་གཅིག་^ན་lམ་པ། 

拉杰．向巴巴 ,་Vེ་�མས་པ་དཔལ། 

拉珠 ,་vལ། 

拉康喇章 ,་ཁང་�་%ང་། 

拉喇嘛．希瓦哦 ,་�་མ་ཞི་བ་འོད། 

拉欽堪布．貢噶饒傑 ,་ཆེན་མཁན་པོ་Xན་དགའ་རབ་

�ས། 

拉嘉 ,་�ལ། 

拉德 ,་�།ེ 

拉薩版的德格家族史 ,་སར་དཀར་ཆག། 

拉贊札 ,་བཙན་Yགས། 

拓桑諾布倫布佛學院 བཤད་±་ཐོས་བསམ་ནོར་(འི་

�ན་པ།ོ 



DOI:10.6814/NCCU201901160

DOI:10.6814/NCCU201901160DOI:10.6814/NCCU2019011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15 

 

招財納福 གཡང་)བས། 

旺欽本 དབང་ཆེ་འ(མ་部落 

昂曲河 ངོམ་�། 

昂曲河 dམ་�། 

昆．魯宜旺波 འཁོན་Pའི་དབང་པ།ོ 

昌側集烈 Oང་Oེ་ཙ]་ལེ། 

昌都基巧 ཆབ་མདོ་Jི་4བ། 

明正土司/加拉甲波 �གས་ལ་�ལ་པ།ོ 

明正土司堅參治昌 �ལ་མཚན་�ལ་Oིམས། 

明正土司堅贊達吉 �ལ་མཚན་དར་�ས། 

杰拉康 �ལ་,་ཁང་། 

東巴瓊 �ོང་པ་�ང་~། 

東方工布地區 ཤར་'ོགས་ཀོང་/ལ། 

東氏族 �ོང་། 

東本，千戶長 �ོང་དཔོན། 

東科 �ོང་འཁོར། 

東熱第巴 �ོང་ར་�ེ་པ། 

松氏族 ག@ང་། 

松吉澤仁 སངས་�ས་ཚ+་རིང་། 

松崗 !ི་འགག། 

松贊．域宋 {ངས་བཙན་/ལ་བ$ང་། 

板第ㄦ吉 པན་འདེ་�ལ། 

林芝 ཉིང་O།ི 

林珠 Eིང་vལ། 

果巴級小頭人 འགོ་པ། 

果戈 གོ་�ོར། 

果拉．多吉塔 གོ་ལ་mོ་Vེ་ཐར། 

果洛州 འགོ་ལོག། 

果洛色達 མགོ་ལོག་གསེར་ཐལ། 

果羅克 འF་ལོག། 

果讓巴．索南僧格 གོ་རམས་པ་བསོད་ནམས་སེ�ྒེ། 

欣宗偉薩祝迭禪修院 "ིན་!ོང་འོད་གསལ་�བ་�།ེ 

法王 ཆོས་�ལ། 

法王祖孫三人 ཆོས་�ལ་མེས་དབོན་Mམ་ག@མ། 

法台 གདན་ས་བ། 

法台上師 �་རབས། 

法身，真身 ཆོས་_། 

法事主持 རིམ་Yོ་པ། 

法門 ཆོས་�ོར། 

法相學院 མཚན་ཉིད་±་ཚང་། 

法座所在寺院 གདན་ས། 

法座持有者 Oི་འཛ]ན། 

法緣 ཆོས་འYེལ། 

波氏族 པོ། 

波多寺 པོ་ཏོ་དགོན། 

波密縣 Qོ་བོ། 

波魯 Qོ་b། 

直美信雄 �ི་མེད་ཞིང་)ོང་། 

直貢巴 འ%ི་Fང་པ། 

直貢巴．仁欽貝 འ%ི་Fང་པ་རིན་ཆེན་དཔལ། 

直貢巴．貢巴貢仁 འ%ི་Fང་པ་�ོམ་པ་Xན་རངི་། 

直貢替寺 འ%ི་Fང་ཐིལ། 

直雜色莫岡 འ%ི་!་ཟལ་མོའི་�ང་། 

直雜岡 འ%ི་!་�ང་། 

羌巴．札西多嘉 � ང་པ་བn་ཤིས་�ོབས་�ལ། 

近傳承──伏藏傳承 ཉེར་བ2ད་གཏེར་མ། 

金印 གསེར་ཐམ་ཆེན་པ།ོ 

金沙江 འ%ི་�། 

金剛手足 mོ་Vེ་མཆེད་Yོགས། 

金剛手菩薩 'ག་ན་mོ་Vེ། 

金剛杵 གནམ་�གས་mོ་Vེ། 

金剛阿闍黎 mོ་Vེ་¦ོབ་དཔོན། 

金剛乘 hགས་6ི་ཐེག་པ། 

金剛舞 5་འཆམས། 

金瓶掣籤 གསེར་འ(མ་ད»ག་འདོན། 

長青春科爾寺 �མས་ཆེན་ཆོས་འཁོར་Eིང་། 

長壽法會 བ?ན་བTགས། 

長壽祈禱文 ཞབས་བ?ན་གསོལ་འདེབས། 

長壽灌頂 ཚ+་དབང་། 

門 qན། 

門嘉．尊秋仁莫 �ོན་�ལ་མཆོག་བWན་རིང་མ།ོ 

阿日喇章 མངའ་རིས་�་%ང་། 

阿甲 ཨ་ཇ། 

阿育王 ཆོས་�ལ་ཨ་ཤོ་ཀ 

阿里班欽．貝瑪旺杰 མངའ་རིས་པཎ་ཆེན་པ�ྨ་དབང་

�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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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等地 ས་མངའ་Mམས་@། 

阿拉董阿嘉措 ཨ་ལག་མདོ་hགས་�་མཚ ། 

阿旺札巴嘉措 ངག་དབང་Yགས་པ་�་མཚ ། 

阿旺赤列南杰 �ོ་བཟང་འ:ིན་ལས་Mམ་�ལ། 

阿旺林青 ངག་དབང་རིན་ཆེན། 

阿旺卻沛桑波 ངག་དབང་ཆོས་འཕེལ་བཟང་པ།ོ 

阿旺洛桑益西丹貝堅贊 ངག་དབང་�ོ་བཟང་ཡེ་ཤེས་

བ�ན་པའི་�ལ་མཚན། 

阿旺貢噶桑姆 ངག་དབང་Xན་དགའ་དབང་མོ། 

阿旺給雷倫珠 ངག་དབང་དགེ་ལེགས་�ན་Zབ། 

阿旺澤仁 ངག་དབང་ཚ+་རིང་། 

阿旺諾布堅贊 ངག་དབང་ནོར་(་�ལ་མཚན། 

阿旺羅珠 ངག་དབང་�ོ་Yོས། 

阿波董氏族 ཨ་Qོ་lོང་། 

阿架戈 ཨ་ཇག་�ོར་。 

阿唐竹氏族 �ོང་འu། 

阿都 ཨ་མདོ/ཨ་mོ། 

阿都拉嘎倉 ཨ་.བ་Å་དཀར་ཚང་། 

阿都倉（也譯為阿圖倉）ཧོར་ཁོག་ཨ་�ག་

ཚང/ཨ་.བ་ཚང 

阿欽貢山，可可西里 ཨ་ཆེན་གངས/ ཨ་ཆེན་གངས་

�ལ། 

阿給 ཨ་དགེ། 

阿達絨農場 ཨ་ཏ་རོང་། 

阿嘎路卜董 ཨ་ཀ་P་(་�ང་། 

附神 བབས་པ། 

青年男子 ཕོ་གཞོན། 

青樸 མཆིམས་�ག། 

促浸 �་ཆེན། 

俄支 མF་ཟ།ི 

俄南鄉 མགོ་ལོན་ཤང་། 

俄馬相子．索南澤仁（也稱為小相

子）འོག་མ་བསོད་ནམས་ཚ+་རིང་། 

俄爾巴．本洛 ངོར་པ་དཔོན་¦ོབ། 

俄爾本洛．蔣揚羅德旺波 ངོར་པ་དཔོན་¦ོབ་

འཇམ་ད�ངས་�ོ་གཏེར་དབང་པོ། 

俄爾寺第 24任俄爾堪欽桑傑彭措 

འཇམ་མགོན་སངས་�ས་�ན་ཚ གས། 

俄爾堪欽．楚臣倫珠 ངོར་མཁན་ཆེན་�ལ་Oིམས་�ན་

Zབ། 

俄爾欽．貢秋倫珠 ངོར་ཆེན་དཀོན་མཆོག་�ན་Zབ། 

俄爾欽．貢噶桑波 ངོར་ཆེན་Xན་དགའ་བཟང་པོ། 

保蓋 �ེ་དག།ེ 

保證僧源與經濟支持的勢力範圍 དཀོར་ས་

དགེ་ཁོངས། 

俠氏族 གཞག། 

俠熱嘎波 བཞག་ར་དཀར་པ།ོ 

前後世理論 )ེ་བ་h་'ིའི་Mམ་བཞག། 

勇士傳承 དཔའ་བ2ད། 

南卡直美冉江 ནམ་མཁའ་�ི་མེད་རབ་འ�མས། 

南杰札倉 Mམ་�ལ་±་ཚང་། 

南杰班宗 Mམ་�ལ་དཔལ་འཛ མས། 

南區的牧場 ,ོ་འ%ོག། 

南喀堅贊 ནམ་མཁའ་�ལ་མཚན། 

南喀僧格 ནམ་མཁའ་སེ�ྒ།ེ 

南無寺 ན་མོ་དགོན། 

南開寧波 ནམ་མཁའི་^ིང་པོ། 

咱安 %ག་ཁོག། 

哈東康村 ཧ་གདངོ་། 

宣慰使 གསན་/་ས།ི 

建設鄉 འÇགས་Èན་ཤང་། 

怒江 �ལ་མོ་`ལ་�། 

恰日寺 ཆག་A་དགོན། 

恰那多吉 'ག་ན་mོ་Vེ 

恰譯師．卻杰貝 ཆག་ལོ་�ཱ་བ་ཆོས་Vེ་དཔལ། 

持梃怙主 Fར་མགོན། 

持梃怙主九尊 Fར་མགོན་,་དF། 

政治／俗世 "ིད། 

政治領袖轄境的僧院 དཔོན་ཁོག་གི་ད(་གེར་9ི་Y་

ཚང་། 

政教合一 ཆོས་"ིད་$ང་འ%ེལ། 

施主/檀越 �ིན་བདག། 

春科土司丹增曲杰 བ�ན་འཛ]ན་ཆོས་Vེ། 

柯多寺 འཁོར་མདོ་དགོན། 

柯洛洞 འཁོར་ལོ་མད།ོ 

柯洛洞涅巴 འཁོར་མདོ་གཉེར་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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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它 �ོ་མཐར། 

洛桑 �ོ་བཟང་། 

洛隆縣 ,ོ་!ོང་། 

洛嶺寺 ནོར་Eིང་དགོན། 

甚深淨相 ཟབ་མོ་དག་kང་། 

皈依戒 )བས་�ོམ་Tས་པ། 

相文 ཞང་དབོན，也即舅甥 

秋居德欽林巴 མཆོག་འ[ར་བདེ་ཆེན་Eིང་པ། 

秋居德欽林巴 མཆོག་འ[ར་བདེ་ཆེན་Eིང་པ། 

秋果戈巴 �་མགོ་�ོར་པ། 

秋果倉 �་མགོ་ཚང་། 

秋珠．吉美曲吉達瓦 མཆོག་vལ་འཇིགས་མེད་ཆོས་6ི་

7་བ། 

科巴 ཁོལ་པ་ 差役戶 

耶謝多吉 ཡེ་ཤེས་mོ་Vེ། 

耶謝堅贊 ཡེ་ཤེས་�ལ་མཚན། 

耶謝崩 ཡེ་ཤེས་འ(མ། 

耶謝措嘉 ཡེ་ཤེས་མཚ ་�ལ། 

苯 བོན། 

苯教占卜術局替 འ&་ཐིག། 

苯教的祖師敦巴辛饒 �ོན་པ་གཤེན་རབ། 

降神 ,་བབས། 

韋．薩囊 }་གསལ་kང་། 

食子 གཏོར་མ། 

食子迴遮除障法會 དམར་ཆེན་གཏོར་7ོག། 

食子櫃 གཏོར་�མ། 

香火地 ,་�ེ། 

香火莊園 ཆོས་གཞིས། 

香根 )བས་མགོན། 

修公寺 eག་�ང་དགོན། 

修行時段 .ན། 

修供 �བ་མཆོད་ 法會 

修供法會 �བ་མཆོད། 

倉薩家族 ཚང་གསར། 

倫布孜 �ན་པོ་5ེ། 

倫珠頂 �ན་Zབ་�ེང་ 也即更慶寺 དགོན་ཆེན། 

哲雪 zེ་ཤོད། 

哲嘎珠古 �ེལ་དཀར་vལ་_། 

哲攏 འ%ི་bང་། 

夏戈 ཞ་�ོར། 

夏扎康村 �་%ལ། 

夏日巴 ཤར་པ། 

夏日巴．蔣揚仁欽堅贊 ཤར་པ་འཇམ་ད�ངས་རིན་

ཆེན་�ལ་མཚན། 

夏日欽 ཤར་ཆེན། 

夏日欽．耶謝堅贊 ཤར་ཆེན་ཡེ་ཤེས་�ལ་མཚན། 

夏克．刀登 �་�ོད་�ོབས་lན། 

夏克倉 �་�ོད་ཚང་家族 

夏克．涅欽．貝瑪雷祝 �་�ོད་གཉེར་ཆེན་པ�ྨ་ལས་

Zབ། 

夏克喇根 �་�ོད་�་�ན། 

夏克．雍仲巴桑 �་�ོད་ག/ང་0ང་དཔལ་བཟང་། 

夏克澤朗 �་�ོད་ཚ+་Mམ། 

夏克．企美多吉僧格 �་�ོད་འཆི་མེད་mོ་Vེ་སེང་གེ། 

夏格巴．旺秋德登 s་�བ་པ་དབང་wག་བདེ་lན། 

夏素巴．札西南嘉 ཤ་ག$གས་པ་བn་ཤིས་Mམ་�ལ། 

夏達岡 ཤར་7་�ང་། 

夏瑪巴，紅帽者（清朝檔案所稱沙馬

爾巴）s་དམར། 

夏瑪巴 s་དམར་པ། 

夏魯寺 ཞ་b་དགོན། 

夏魯派 ཞ་b་པ། 

夏雜．札西堅贊 ཤར་!ས་བn་ཤིས་�ལ་མཚན། 

家人 ནང་མ།ི 

家庭 4ིམ་ཚང་། 

家族有喪 _་འདས། 

容加倉家族 རང་�བ་ཚང་ 

容加．索嘉 རང་�བ་བསོད་�ལ། 

展塘 �ན་ཐང་། 

庭院 �ོ་ར། 

徐欽．楚臣仁欽 T་ཆེན་�ལ་Oིམས་རིན་ཆེན། 

悟祝丹增吉美 དངོས་Zབ་བ�ན་འཛ]ན་འཇིགས་མེད། 

悟喇 ད(་�， 

悟達 དcལ་མདའ། 

悟達寺該文寫做 མ�ལ་མདའ་དགོན། 

旁系親屬關係 དབོན་བ2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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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輪 �ས་འཁོར། 

朗氏 Æངས་家族 

朗卡 ནམ་མཁའ། 

根敦堅贊 དགེ་འ�ན་�ལ་མཚན། 

格西拉讓巴 དགེ་བཤེས་,་རམས་པ། 

格孟寺 དགེ་མང་དགོན། 

格拉喇嘛 མགར་ར་�་མ་、 

格倉珠古 ཀེy་ཚང་vལ་_། 

格桑澤仁 བ�ལ་བཟང་ཚ+་རིང་། 

格喇 �ིས་�། 

格魯派 དགེ་bགས་པ། 

格澤 དགེ་5ེ། 

格澤喇嘛．謝饒桑波 དགེ་5ེ་�་མ་ཤེས་རབ་བཟང་པོ། 

格薩爾王 གེ་སར། 

格囊 �ིས་ནང་། 

桂東岱 �ོད་6ི་�ོང་�ེ། 

桂譯師．枯巴拉則 འགོས་ལོ་�ཱ་བ་aག་པ་,ས་བཙ+ས། 

桑丹嘉措 བསམ་གཏན་�་མཚ ། 

桑吉喇嘛 སངས་�ས་�་མ། 

桑洛康村 བསམ་�ོ། 

桑耶 བསམ་ཡས། 

桑珠用 བསམ་Zབ་གTང་། 

桑珠孜 བསམ་Zབ་5ེ། 

桑珠通卓欽莫 བསམ་Zབ་མཐོ་Yོལ་ཆེན་མོ། 

桑傑林巴 སངས་�ས་Eིང་པ། 

桑結 སངས་�ས། 

桑結堅贊 སངས་�ས་�ལ་མཚན། 

桑督昌商號 བསམ་Zབ་ཚང་། 

殊勝化身 མཆོག་གི་vལ་_། 

涅巴 གཉེར་པ། 

涅巴阿康 གཉེར་པ་ཨ་ཁམ། 

涅巴．索南札西 བསོད་ནམས་བn་ཤིས། 

涅巴．達嘉 གཉེར་�ག་�ལ། 

涅仲 གཉེར་0ང་། 

涅相會議 གཉེར་'ག་ཚ གས་པ། 

涅根．曲烱羅珠 གཉེར་�ན་ཆོས་)ོང་�ོ་Yོས། 

涅康，涅欽的護法神殿 གཉེར་ཁང་། 

涅欽，聶清，司庫（最高級別的大

臣）གཉེར་ཆེན། 

涅欽 གཉེར་ཆེན། 

涅欽比路 གཉེར་ཆེན་འབིར་bགས། 

涅欽．策令敦珠 ཚ+་རིང་དོན་Zབ། 

涅欽．嘉大僧給 �ལ་�ག་སེང་ག།ེ 

涅欽．龔空珠古 གཉེར་ཆེན་9ང་ཁང་vལ་_། 

涅槃 §་ངན་འདའ་བ། 

涅讓．旁祖 ^ེ་རང་ཕག་མÇག། 

特殊嘉獎 ཆེད་བhགས། 

珠古明珠多吉 vལ་_་མི་འ[ར་mོ་Vེ། 

珠古阿達 vལ་_་ཨ་7། 

班就岡 དཔལ་འ�ོར་�ང་། 

班就林 དཔལ་འ�ོར་Eིང་། 

班滾 དཔལ་མགོན། 

祖古烏金仁波切 vལ་_་ཨོ་�ན་རིན་པོ་ཆེ། 

祖多崩 གWག་ཏོར་འ(མ། 

祖師 བ2ད་པའི་�་མ། 

神饈 ཞལ་ཟས། 

納妾 �ང་མ་བཞེས་པ། 

納南．多吉敦炯 k་ནམ་mོ་Vེ་བ�ད་འཇོམས། 

納塘寺 kར་ཐང་དགོན། 

紐波董 Ñག་པོ་lོང་། 

索本 གསོལ་དཔོན། 

索拉甲波 སོག་ལ་)་པ།ོ 

索南 བསོད་ནམས། 

索南崩 བསོད་ནམས་འ(མ། 

索南措 བསོད་ནམས་མཚ ། 

索南彭措 བསོད་ནམས་�ན་ཚ གས། 

索南群措 བསོད་ནམས་ཆོས་མཚ ། 

索康．旺欽格勒 $ར་ཁང་དབང་ཆེན་དགེ་ལེགས། 

索莫．旺登 སོག་མོ་དབང་lན། 

茶巴支派 ཚར་པ་ 

茹拉 A་ལག། 

荒扎級小頭人 ཧོར་འ�། 

貢巴 Fང་པ། 

貢它 གངས་མཐར། 

貢布扎西 མགོན་པོ་བn་ཤིས། 

貢布杰 མགོན་པོ་)བ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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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布朗吉 མགོན་པོ་Mམ་�ལ། 

貢布登，工布丹 མགོན་པོ་བ?ན། 

貢卓札巴 Xན་Yོལ་Yགས་པ། 

貢波多吉 མགོན་པོ་mོ་Vེ། 

貢洛 Xན་�།ོ 

貢秋丹增彭措 དཀོན་མཆོག་བ�ན་འཛ]ན་�ན་ཚ གས། 

貢秋堅贊 དཀོན་མཆོག་�ལ་མཚན། 

貢桑貝瑪羅丹 Xན་བཟང་པ�ྨ་�ོ་lན། 

貢桑帖秋多吉 Xན་བཟང་ཐེག་མཆོག་mོ་Vེ། 

貢納喇章 �ང་k་�་%ང་། 

貢噶才旺仁增 Xན་དགའ་ཚ+་དབང་རིག་འཛ]ན། 

貢噶丹增 Xན་དགའ་བ�ན་འཛ]ན། 

貢噶敦珠 Xན་དགའ་དོན་Zབ། 

貢噶群培 Xན་དགའ་ཆོས་འཕེལ། 

貢噶羅追 Xན་དགའ་�ོ་Yོས། 

貢繞譯師．賢遍多吉 གོང་ར་ལོ་�ཱ་བ་གཞན་ཕན་mོ་Vེ། 

貢覺 གོ་འཇོ། 

貢覺女王 གོ་འཇོ་དཔོན་མ།ོ 

起塢 4ེ་འོ/ཆེ་ཡོས། 

起塢伏藏師 4ེ་འོ་གཏེར་�ོན། 

迴向 བhོ་བ། 

除障沐浴的法事 ¥ས་གསོལ། 

馬尼干戈 མ་ཎི་གན་འགོ 

馬役烏拉 ?་yལ། 

馬爾巴 མར་པ། 

馬爾巴．曲吉羅珠 མར་པ་ཆོས་6ི་�ོ་Yོས། 

馬爾康 འབར་ཁམས། 

馬雜岡 དམར་!་�ང་། 

骨 Aས། 

高僧大德的身分名銜 )ེས་(་དམ་པའི་མཚན། 

兜率天 དགའ་lན། 

勒它 ལི་ཐར། 

商人咕如堅 ཚ ང་དཔོན་F་A་ཅན། 

商旅傳承 ཀལ་བ2Êད། 

埡雜卜貝瑪堅 ད(་5་(་པ�ྨ་ཅན། 

堆康，上部的三個地區 �ོད་ཁམས། 

堆欽 �ད་ཆེན། 

婢女 ཞལ་ཏ་མ། 

宿住憶念智通 མངོན་གནས་Vེས་�ན་9ི་ཤེས་པ། 

宿爾三師徒』$ར་མེས་དབོན་Mམ་ག@མ། 

宿爾波切．釋迦炯內 $ར་པོ་ཆེ་Ý6་འDང་གནས། 

寂忿百尊 ཞི་Oོ། 

寂護 ཞི་བ་འཚ ། 

密宗，怛特羅衍那 2ད་6ི་ཐེག་པ། 

密宗誓言，三昧耶 དམ་ཚ]ག། 

密宗學院 hགས་པ་±་ཚང་། 

密宗灌頂 གསང་hགས་6ི་དབང་། 

密續 2ད། 

崑崙山脈 aན་bང་རི་བ2ད 

崗日嘎波山 གངས་རི་དཀར་པ，ོ 

崗頂珠古 �ང་�ེང་vལ་_། 

崩扎巴 Qོམ་Yག་པ། 

帳篷寺院 ³་དགོན། 

康巴 ཁམས་པ། 

康巴比丘．羅追嘉波 ཁམས་པ་དགེ་¦ོང་�་ོYོས་�ལ་

པོ、 

康巴．圓滇炯內 ཁམས་པ་ཡོན་ཏན་འDང་གནས། 

康巴語 ཁམས་�ད། 

康巴藏區 མདོ་ཁམས། 

康多撮日 མཁར་མདོ་�་རི། 

康珠 མཁའ་འYོ། 

康區 ཁམས། 

康區 ཁམས་'ོགས། 

康堆 ཁམས་�ོད། 

康榭 ཁམས་�།ེ 

康薩 ཁང་གསར། 

康薩固文仁波切 ཁང་གསར་_་དབོན་རིན་པོ་ཆེ། 

康薩喇章 ཁང་གསར་�་%ང་། 

強巴林寺 ཆབ་མདོ་�མས་པ་Eིང་། 

強氏族 'ང་། 

強佐，相子，管家 'ག་མཛ ད། 

強佐．札西嘉措 'ག་མཛ ད་བn་ཤིས་�་མཚ ། 

從觀察中學習的傳統 མཐོང་བ་བ2ད་པའི་'ག་བཞེས། 

悉地貝瑪貢桑 སིÞི་པ�ྨ་Xན་བཟང་། 

授記 bང་བ�ན། 

授記文 bང་�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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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冲寺 Oོ་ཚང་དགོན། 

敏卓林寺 �ིན་Yོལ་Eངི་། 

敏卓林禪院 རི་Oོད་�ིན་Yོལ་Eངི་། 

教言與竅訣 ཆོས་བཀའ། 

教法史 ཆོས་འDང་། 

教法後宏期 བ�ན་པ་'་ིདར། 

教政 ཆོས་"ིད། 

教學代表 �ལ་ཚབ་¦ོབ་དཔོན། 

族類／種姓 རིགས། 

晚輩 ཚ་བོ། 

晚輩阿康 ཚ་བོ་མ་ཁམ། 

曼日寺 �ན་རི་དགོན། 

曼怛羅衍那 hགས་6ི་ཐེགས་པ། 

梁阿孜茹 ཉག་ཨ་འཛ]་རོང་། 

梁茹 ཉག་རངོ་། 

梁茹基巧（梁茹總管，即漢文史料所

稱駐瞻藏官）ཉག་རོང་Jི་4བ། 

梵天之花，赤松德贊 ཚངས་པའི་མེ་ཏོག/ཚངས་པ་

,འི་མེ་ཏོག། 

梵藏對照《般若八千頌》གོང་མ་.གས་དམ་

བ�ད་�ོང་པ་�ད་གཉསི་ཤན་�ར་ཅན། 

欸嘎雜智 ཨེ་ཀ་öཱ་ཊི། 

淨相 བདག་kང་། 

清軍 �་དམག། 

清淨罪障 jིབ་�ོང་། 

理塘寺的堪布向巴彭措 �མས་པ་�ན་ཚ གས། 

眷屬神 _་འཁོར། 

眾生 སེམས་ཅན། 

章谷 %ག་མགོ། 

章嘉呼圖克圖 �ང་)་རིན་པོ་ཆེ། 

第 24代直貢巴．仁增．曲吉札巴 འ%ི་

Fང་པ་ ༢༤ རིག་འཛ]ན་ཆོས་6ི་Yགས་པ། 

第 10任俄爾堪欽．袞秋倫珠 ངོར་མཁན་

ཆེནདཀོན་མཆོག་�ན་Zབ，1497-1557 

第 13任俄爾堪欽夏欽．向巴貢噶札

西 ཨེ་ཝཾ་པ་ཤར་པ་Xན་དགའ་བn་ཤིས། 

第 14任俄爾堪欽貢噶索南倫珠 Xན་དགའ་

བསོད་ནམས་�ན་Zབ། 

第 17代直貢巴．仁欽彭措 འ%ི་Fང་པ་ ༡༧ 

རིན་ཆེན་�ན་ཚ གས། 

第 17任俄爾堪欽．夏欽．謝饒炯內

ཤེས་རབ་འDང་གནས། 

第 17任夏魯堪欽．索南旺波 ཞ་b་མཁན་ཆེན་

བསོད་ནམས་དབང་པ།ོ 

第 21代直貢巴．曲嘉彭措 འ%ི་Fང་པ་ ༢༡ 

ཆོས་�ལ་�ན་ཚ གས། 

第 22任俄爾堪欽．蔣揚南卡巴桑 འཇམ་

ད�ངས་ནམ་མཁའ་དཔལ་བཟང་། 

第 23任俄爾堪欽蔣貢．倫珠巴登 འཇམ་

མགོན་;ན་=བ་དཔལ་Yན། 

第 23任薩迦赤欽． 貢噶仁欽 Xན་དགའ་

རིན་ཆེན，1517-1584  

第 27任薩迦赤欽•蔣袞阿美俠•阿旺

貢噶索南 འཇམ་མགོན་ཨ་§ེས་ཞབས་ངག་དབང་Xན་

དགའ་བསོད་ནམས། 

第 28任薩迦赤欽．阿旺索南旺秋 ངག་

དབང་བསོད་ནམས་དབང་wག  

第 29任薩迦赤欽．貢噶札西 hགས་འཆང་

Xན་དགའ་བn་ཤིས། 

第 2任俄爾堪欽．穆欽．貢噶堅贊 qས་

ཆེན་དཀོན་མཆོག་�ལ་མཚན 

第 30任薩迦法王．阿旺索南仁欽 ངག་

དབང་བསོད་ནམས་རིན་ཆེན། 

第 31任薩迦法王．阿旺貢噶羅珠 ས་)་

Oི་ཆེན་ ༣༡ ངག་དབང་Xན་དགའ་�ོ་Yོས། 

第 32任薩迦赤欽．旺督寧波 དབང་�ད་^ིང་

པ།ོ 

第 33任薩迦赤欽．貝瑪敦督旺秋 པ�ྨ་

བ�ད་འ�ལ་དབང་wག། 

第 34代俄爾堪欽．桑傑巴桑 སངས་�ས་

དཔལ་བཟང་། 

第 38任俄爾堪欽蔣揚貢秋札巴 འཇམ་

ད�ངས་དཀོན་མཆོག་Yགས་པ། 

第 39任俄爾堪欽．阿旺確炯桑波 ངག་

དབང་ཆོས་)ོང་བཟང་པ།ོ 

第 39任薩迦赤欽．札旭赤列仁欽 ༧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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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ཆེན་ ༣༩ པ་�ག་eལ་འ:ིན་ལས་རིན་ཆེན། 

第 3任堪欽．鄔金丹增多吉 �ིན་Eིང་མཁན་

རབས་ ༣ ཨོ་�ན་བ�ན་འཛ]ན་mོ་Vེ། 

第 44任俄爾堪欽．向巴南喀企美 �མས་

པ་ནམ་མཁའ་འཆི་མེད། 

第 44任堪欽．塔澤．向巴南喀企美

ངོར་མཁན་ཆེན་ ༤༤ ཐར་5ེ་�མས་པ་ནམ་མཁའ་འཆི་མེད། 

第 46任俄爾堪欽．向巴貢噶丹增 ངོར་

མཁན་ཆེན་ ༤༦ �མས་པ་Xན་དགའ་བ�ན་འཛ]ན། 

第 47任俄爾堪欽．塔澤．向巴貢噶

丹增 �མས་པ་Xན་དགའ་བ�ན་འཛ]ན། 

第 4任敏卓林赤欽座主．局美貝瑪丹

增 �ིན་Eིང་Oི་ཆེན་ ༤ འ[ར་མེད་པ�ྨ་བ�ན་འཛ]ན། 

第 51任俄爾堪欽．塔澤納就．蔣巴

桑波 ངོར་མཁན་ཆེན་ ༥༡ ཐར་5ེ་Mལ་འ�ོར་འཇམ་དཔལ་

བཟང་པ།ོ 

第 53任堪欽．貢噶丹貝羅珠 ངོར་མཁན་ཆེན་ 

༥༣ Xན་དགའ་བ�ན་པའི་�ོ་Yོས། 

第 54任俄爾堪欽．塔澤．向巴貢噶

丹貝堅贊 ངོར་མཁན་ཆེན་ ༥༤ �མས་པ་Xན་དགའ་བ�ན་

པའི་�ལ་མཚན། 

第 5代孔薩本．嘎桑達吉 བ�ལ་བཟང་དར་�ས། 

第 5任敏林赤欽．局美赤列南杰 �ིན་Eིང་

Oི་ཆེན་ ༥ འ[ར་མེད་Oི་ལས་Mམ་�ལ། 

第 66任堪欽．阿旺羅珠賢遍寧波 ངོར་

མཁན་ཆེན་ ༦༦ ངག་དབང་�ོ་Yོས་གཞན་ཕན་^ིང་པོ། 

第 6任孔薩本．悟祝彭措 དངོས་Zབ་�ན་ཚ གས། 

第 73代堪欽俄爾堪欽．圖丹寧波 ངོར་

མཁན་ཆེན་.བ་བ�ན་^ིང་པོ། 

第 73任甘丹赤巴．蔣貝楚臣 དགའ་lན་Oི་པ་ 

༧༣ འཇམ་དཔལ་�ལ་Oིམས། 

第 8任俄爾堪欽拉秋僧格 ,་མཆོག་སེ�ེྒ། 

第一世孔薩香根．洛桑楚臣丹貝堅贊

ཁང་གསར་)བས་མགོན་�ོ་བཟང་�ལ་Oིམས་བ�ན་པའི་�ལ་མཚན། 

第一世吉噶工珠．羅珠冉沛 འཛ]་�ར་ཀོང་vལ་ 

༡ �ོ་Yོས་རབ་འཕེལ། 

第七世吉噶秋珠．昂旺丹增巴桑 འཛ]་�ར་

མཆོག་vལ་ ༧ ངག་དབང་བ�ན་འཛ]ན་དཔལ་བཟང་། 

第七世班禪．丹貝尼瑪 པཎ་ཆེན་ ༦ བ�ན་པའི་ཉི་

མ། 

第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 �ལ་དབང་ ༧ 

�ལ་བཟང་�་མཚ ། 

第九世達賴．龍多嘉措 ༧�ལ་དབང་_་:ངེ་ ༩ 

bང་?ོགས་�་མཚ ། 

第二世帕繃喀巴．德欽寧波 ཕ་བོང་ཁ་པ་ ༢ པ་

བདེ་ཆེན་^ིང་པོ། 

第二世霍爾曲杰．嘎桑圖多班跋 ཧོར་ཆོས་

Vེ་ ༢ �ལ་བཟང་མ.་�ོབས་དཔལ་འབར། 

第二佛陀 སངས་�ས་གཉིས་པ། 

第八世吉噶．拉秋多吉 འཛ]་�ར་,་མཆོག་mོ་Vེ། 

第八世達賴．絳白嘉措 ༧�ལ་དབང་_་:ངེ་ ༨ 

འཇམ་དཔལ་�་མཚ ། 

第十一世達賴．克珠嘉措 ༧�ལ་དབང་_་:ངེ་ 

༡༡ མཁས་Zབ་�་མཚ ། 

第十七世噶瑪巴．泰耶多吉 ཀH་པ་ ༡༧ 

མཐའ་ཡས་mོ་Vེ། 

第三世多智欽．吉美丹貝尼瑪 དོ་Zབ་ཆེ་

འཇིགས་མེད་བ�ན་པའི་ཉི་མ། 

第三世竹旺貝瑪諾布 ༧Zབ་དབང་པ�ྨ་ནོར་(། 

第三世貢唐倉．貢秋丹比准美 Fང་ཐང་ཚང་ 

༣ དཀོན་མཆོག་བ�ན་པའི་jོན་མ།ེ 

第三世達扎呼圖克圖．阿旺松饒圖多

�ག་%ག་Oི་vལ ༣ ངག་དབང་ག@ང་རབ་མ.་�ོབས 

第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 t་ལའི་�་མ་ ༣ 

བསོད་ནམས་�ལ་མཚ ། 

第三世嘉木樣協巴．洛桑圖丹吉美嘉

措 འཇམ་ད�ངས་བཞད་པ་ ༣ �ོ་བཟང་.བ་བ�ན་འཇིགས་མེད་

�་མཚ ། 

第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 t་ལའི་

�་མ་ ༥ ངག་དབང་�ོ་བཟང་�་མཚ ། 

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 �ལ་དབང་ ༦ 

ཚངས་ད�ངས་�་མཚ ། 

第巴．吉雪巴 �ེ་པ་Jིད་ཤོད་པ། 

第巴．讓卷巴 �ེ་པ་རང་�ོན་པ། 

第司．桑傑嘉措 �ེ་"ིད་སངས་�ས་�་མཚ ། 

第司藏巴．丹炯旺布 �ེ་"ིད་གཙང་པ་བ�ན་)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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དབང་པོ། 

第四世果登仁增．貢桑貝瑪赤列 �ོད་lེམ་

རིག་འཛ]ན་ ༤ Xན་བཟང་པ�ྨ་འ:ིན་ལས། 

第四世文珠．南喀雷巴 དབོན་vལ་ ༤ པ་ནམ་

མཁའ་ལེགས་པ། 

第四世嘉旺竹巴．貝瑪嘎波 �ལ་དབང་འuག་

པ་ ༤ པ�ྨ་དཀར་པོ། 

細脫巴 བཞི་ཐོག་པ། 

細脫喇章 བཞི་ཐོག་�་%ང་། 

統領多麥者 མདོ་�ད་འཁོར་ལོས་¸ར་བ། 

莫雪．桑傑多吉 Hེ་ཤོད་སངས་�ས་mོ་Vེ། 

造論誓言 བ5མས་པར་དམ་�་བ། 

部落 Eིང་བར། 

郭．拉德嘎波族 �ོ་,་�ེ་དཀར་པོའི་རིགས། 

都卻喇章 �ས་མཆོད་�་%ང་། 

閉關房 �བ་ཁང་། 

雀多倉 �་mོ་ཚང་། 

雪國（藏地的別稱）ཁ་བ་ཅན། 

頂戈級大頭人 མ�ན་�ོར། 

頂生王 ང་ལས་�། 

頂果倉家族 དིལ་མགོ་ཚང་། 

頂果．蔣噶 དིལ་མགོ་འཇམ་དགའ། 

麥宿 Hེ་ཤོད། 

麥康，下部的三個地區 �ད་ཁམས། 

麻洛倉 མར་ལོག་ཚང་། 

麻倉噶舉 �ར་ཚང་། 

麻絨 H་རོང་། 

備忘錄 བVེད་�ང་བ�ས་པ། 

勝伏魔軍怙主殿 བ�ད་དµང་ཟིལ་གནོན་མགོན་ཁང་། 

博巴，藏族 བོད་པ། 

喀中倉家族 ཁ་Zང་། 

喀倔，空行的淨土 མཁའ་Jོད། 

喇章 �་%ང་། 

喇嘛仁增秋珠 རིག་འཛ]ན་མཆོག་vལ། 

喇嘛旺札嘉措 དབང་�ག་�་མཚ ། 

喇嘛蔣嘉 �་མ་འཇམ་�ལ། 

喜母倉 ཤིས་མོ་ཚང་། 

喜饒堅贊 ཤེས་རབ་�ལ་མཚན། 

堪布 མཁན་པོ། 

堪布阿格旺波 མཁན་པོ་ངག་གི་དབང་པ།ོ 

堪布雲丹嘉措 མཁན་པོ་ཡོན་ཏན་�་མཚ ། 

堪布僧楚•貝瑪札西 སེང་�ག་པ�ྨ་བn་ཤིས། 

堪布蔣嘉 མཁན་པོ་འཇམ་�ལ། 

堪欽札西俄色 མཁན་ཆེན་བn་ཤིས་འོད་ཟེར། 

堪欽．札西倫珠 མཁན་ཆེན་བn་ཤིས་�ན་Zབ། 

堪欽．貝瑪倫珠嘉措 མཁན་ཆེན་པ�ྨ་�ན་Zབ་�་མཚ ། 

堪欽貝瑪班雜 མཁན་ཆེན་པ�ྨ་བ«། 

堪欽昂噶 མཁན་ཆེན་ངག་དགའ། 

堪欽桑波堅贊 མཁན་ཆེན་བཟང་པོ་�ལ་མཚན། 

堪欽賢遍囊瓦 མཁན་ཆེན་གཞན་ཕན་kང་བ། 

堪欽賢噶 མཁན་ཆེན་གཞན་དགའ། 

堪欽噶瑪祝局 མཁན་ཆེན་ཀH་�བ་བ2ད། 

報身 ལོངས་Jོད་!ོགས་པའི་_་ 也稱為受用身、應

身 

尊姆，后，正室 བWན་མོ། 

尊姆 བWན་མོ། 

就若．魯宜堅贊 ཅོག་རོ་Pའི་�ལ་མཚན། 

彭波 འཕན་པོ། 

彭波地區 འཕན་པོ། 

彭措旺嫫 �ན་ཚ གས་དབང་མོ། 

彭措頗章 �ན་ཚ གས་ཕོ་%ང་། 

揚西/再來人 ཡང་"ིད། 

敦炯．吉札耶謝多吉 བ�ད་འཇོམས་འཇིགས་%ལ་ཡེ་

ཤེས་mོ་Vེ། 

敦珠林巴 བ�ད་འཇོམས་Eིང་པ། 

敦塔噶頭人家族 འདོན་ཐ་ག། 

敦督林巴 གཏེར་�ོན་བ�ད་འ�ལ་Eིང་པ། 

普巴金剛 �ར་པ་འཁོན་bགས། 

普布崩 �ར་(་འ(མ། 

普布覺．向巴 �ར་(་�ོག་�མས་པ། 

普明大日如來 Xན་རིག་Mམ་པར་kང་མཛད། 

普陀境，觀世音的國土 བྷོ་ཊའི་Äོངས། 

普龍第巴．托嘎瓦 �་bང་�ེ་པ་ཐོག་ཀ་བ། 

智慧護法神 དཔལ་ཡེ་ཤེས་6ི་མགོན་པ།ོ 

欽、工、秋三尊 མ4ེན་ཀོང་མཆོག་ག@མ། 

湯嘉經堂 ཐང་�ལ་,་ཁ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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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上密宗 hགས་�་མེད། 

無與倫比的五位部主 རིགས་བདག་མ�ངས་མེད་~། 

然氏族 རམ། 

登龍倉家族 གཏེར་Pང་ཚང་། 

登龍倉家族 གཏེར་�ང་། 

策丹 ཚ+་བ?ན། 

策仁旺杰 ཚ+་རིང་དབང་�ལ། 

策仁炯 ཚ+་རིང་Äོངས། 

策令喇 �མ་"ིང་ཚ+་རིང་ལགས། 

策令喇嘛．蔣巴桑波 ཚ+་རིང་�་མ་འཇམ་དཔལ་བཟང་

པ།ོ 

策令彭措 ཚ+་རིང་�ན་ཚ གས། 

策冷工布 ཚ+་རིང་མགོན་པོ། 

策居堅 ཚ+ས་བN་ཅན། 

策旺札巴 ཚ+་དབང་Yགས་པ། 

策旺多吉 ཚ+་དབང་mོ་Vེ། 

策旺多吉羅珠彭措 ཚ+་དབང་mོ་Vེ་�ོ་Yོས་�ན་ཚ གས། 

策旺卓瑪 ཚ+་དབང་jོལ་མ། 

策旺崩 ཚ+་དབང་འ(མ། 

策察措巴貢布 ཚ+་ཚ་ཚ ་པ་མགོན་པ།ོ 

結 མ�ད་པ། 

結古寺 )ེ་དF་དགོན། 

結古佛學院 �་)ེ་དF་མདོའི་བཤད་±། 

結界閉關 བཅད་མཚམས་Tགས་པ། 

給氏族 ཀེ། 

給孤獨長者 མགོན་མེད་ཟས་�ིན། 

給雷 དགེ་ལེགས། 

絨巴絨區的人，峽谷地區的人 རོང་པ། 

絨加寺 རབ་�ལ་དགོན། 

絨壩岔 རོང་བ་ཚ། 

絳央彭措 འཇམ་ད�ངས་�ན་ཚ གས། 

絳剛．安沛 འཇང་�ང་ཡར་འཕེལ། 

絳剛寺 འཇང་�ང་དགོན། 

菩提大殿 མངོན་�ང་,་ཁང་། 

虛空法界意 མཁའ་ད�ིངས་དགོངས་པ། 

詔書 bང་?གས 

貴由 F་/ག། 

貴倉巴•貢波多吉 �ོད་ཚང་པ་མགོན་པོ་mོ་Vེ། 

跋康，中部的三個地區 བར་ཁམས། 

跋康 བར་ཁམས། 

開光 རབ་གནས། 

隆務寺 རོང་བོ་དགོན་ཆེན། 

隆達頗章 |ང་མདའ་ཕོ་%ང་། 

雄登 eགས་lན། 

雅倉瑪 ཆབ་མདོ་ཡབ་ཚང་མ། 

雅礱札西卻德寺 ཡར་Pངས་བn་ཤིས་ཆོས་�ེ། 

雲丹喇嘛 ཡོན་ཏན་�་མ། 

黃河 H་�། 

黑紙 ཤོག་ནག 

黑帽噶瑪巴 ཀH་མ་པ་s་ནག། 

黑頭人區 མགོ་ནག་མིའི་'ོགས་ཁ། 

傳承 བ2ད་པ། 

圓寂法事 དགོངས་!ོགས་6ི་?ེན་འ%ེལ། 

塔則珠古 ཐར་5ེ་vལ་_། 

塔爾寺 _་འ(མ། 

塔德寺 ཐར་བདེ་དགོན། 

塔德多登．雍仲彭措 ཐར་བདེ་�ོབས་lན་ག/ང་0ང་

�ན་ཚ གས། 

塔澤 ཐར་5ེ། 

塔澤．企美貢 ཐར་5ེ་འཆི་མེད་མགོན། 

塔澤祝康 ཐར་5ེ་�བ་ཁང་། 

塔澤喇章 ཐར་5ེ་�་%ང་། 

奧明噶瑪寺，噶瑪寺 འོག་མིན་ཀH་དགོན། 

惹雄本．瓦述．阿隆 རལ་གTང་དཔོན་ཝ་eལ་ཨ་

bང་། 

意希嘉措 ཡེ་ཤེས་�་མཚ ། 

新派 གསར་མ་པ། 

新噶當派 བཀའ་གདམས་གསར་མ། 

新舊譯派 གསར་gིང་རིས་@་མ་ཆད་པ། 

新譯 གསར་འ[ར། 

楚布寺 མ�ར་�་དགོན། 

楚布國師嘉察 མ�ར་�་གཽ་ ¡ི་�ལ་ཚབ། 

楚臣巴登 �ལ་Oིམས་དཔལ་lན། 

業力 ལས། 

溫拖倉 གཡས་ཐོག་ཚང/དབོན་ཐོག་ཚང་། 

祿頂 P་�ིང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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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口傳 Äགས་bང་། 

義子 "ས་ཚབ། 

聖人國度，印度 འཕགས་པའི་/ལ། 

聖教法區 ཆོས་6ི་'ོགས་ཁ 

腰 གཡ།ོ 

舅家 ཞང་པོ་ཚང་། 

萬戶 Oི་�ོར། 

葉 གཡས། 

董氏族 lོང་། 

董宗珠古 གདོང་!ོང་vལ་_། 

董津繼承骨系家族傳承者 ག�ང་འཛ]ན། 

董述十八部落 lོང་eལ་བཅོ་བ�ད། 

董瑟繼承骨系家族傳承的男子 ག�ང་"ས། 

號紙 འཇའ་ས། 

裝臟 ག$ངས་གTག་འ(ལ་བ། 

賈扎．桑傑多吉 �་%ལ་སངས་�ས་mོ་Vེ། 

路 P་གཅིག། 

載烏瑪 ཙ]y་དམར། 

遍知三師徒 Xན་མ4ེན་ཡབ་"ས་ག@མ། 

遍知師徒 Xན་མ4ེན་ཡབ་"ས། 

遍康喇章 ཕན་ཁང་། 

遍德 ཕན་བདེ། 

過勒 འགོལ། 

道次第 ལམ་རིམ། 

達丹孜 ?ག་བ?ན་5ེ། 

達氏族 �ག། 

達瓦活佛 vལ་_་7་བ། 

達瓦桑布 7་བ་བཟང་པོ། 

達吉寺 དར་�ས་དགོན། 

達曲河 7་�། 

達那倉 གཙང་?་ནག་ཚང་། 

達果 ?་མག།ོ 

達欽（薩迦赤欽或薩迦昆族主要男性

成員）བདག་ཆེན། 

達欽旺參 བདག་ཆེན་དབང་མཚན། 

達欽夏日巴 བདག་ཆེན་ཤར་པ། 

達欽夏波 བདག་ཆེན་ཤར་པོ། 

達隆巴 �ག་bང་པ། 

達隆夏仲 �ག་bང་ཞབས་0ང་། 

達隆塘巴．扎西貝 �ག་bང་ཐང་པ་བn་ཤིས་དཔལ། 

達隆群培 �ག་bང་ཆོས་འཕེལ། 

達隆噶舉的祖寺 �ག་bང་གདན་ས། 

達塘寺 དར་ཐང་། 

達瑪師利 དྷH་ ¡ི། 

達瑪索南 དར་མ་བསོད་ནམས། 

達摩克里提 དྷH་ãི?།ི 

達賴侍讀經師 མཚན་ཞབས། 

違誓 དམ་"།ི 

鄔巴礱寺 yག་པ་bང་། 

鄔金仁增吉美噶旺多吉 ཨོ་�ན་འཇིགས་མེད་གར་

དབང་mོ་Vེ། 

鄔金巴 �་�ན་པ། 

鄔金巴欽波．仁欽貝 ཨོ་�ན་པ་ཆེན་པོ་རིན་ཆེན་

དཔལ། 

鄔金敏卓林寺 ཨོ་�ན་�ིན་Yོལ་Eངི་། 

雍仲拉頂（廣法寺的前身，今已恢

復）ག/ང་0ང་,་�ེང་། 

雍仲苯 ག/ང་0ང་བོན། 

頒賜 བ¶ལ་བ། 

頓珠林寺 དོན་Zབ་Eངི་། 

僧氏族 སངི་། 

僧俗權貴 སེར་)་མི་�ག། 

厭勝法事 མནན་པ། 

嘉瓦多康巴 �ལ་བ་མདོ་ཁམས་པ། 

嘉瓦秋央 �ལ་བ་མཆོག་ད�ངས། 

嘉色 �ལ་"ས། 

嘉色仁欽南嘉 �ལ་"ས་རིན་ཆེན་Mམ་�ལ། 

嘉色．局美多吉 �ལ་"ས་འ[ར་མེད་mོ་Vེ། 

嘉村寧波 འཇའ་ཚ ན་^ིང་པ།ོ 

嘉威董津意，繼承佛陀家業者 �ལ་བའི་

ག�ང་འཛ]ན། 

嘉絨 �་རངོ་། 

嘉絨十八王國 �་རོང་�ལ་ཁག་བཅོ་བ�ད། 

嘉絨固介．喇嘛南喀 �ལ་རོང་_་)ེ་�་མ་ནམ་མཁའ། 

嘎依 ཀ་བཞི། 

嘎依本倉 ཀ་བཞི་དཔོན་ཚ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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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居巴．南卡俄色 བཀའ་བN་པ་ནམ་མཁའ་འོད་ཟེར། 

嘎居巴．羅桑曲達 བཀའ་བN་པ་�ོ་བཟང་ཆོས་དར། 

嘎居．赤列群培 བཀའ་བN་འ:ིན་ལས་ཆོས་འཕེལ། 

圖丹南嘉寺 ?་ནག་.བ་བ�ན་Mམ་�ལ། 

圖多巴 མ.་�ོབས་པ། 

圖登曲吉札巴 .བ་བ�ན་ཆོས་6ི་Yགས་པ། 

圖登羊八井寺（簡稱羊八井寺）.བ་བ�ན་

ཡངས་པ་ཅན། 

圖登南嘉 .བ་བ�ན་Mམ་�ལ། 

察柯 ཚ་ཀ།ོ 

察柯王后 ཚ་ཀོ་�ལ་མ།ོ 

察隅 !་/ལ། 

察雅．扎巴嘉措 %ག་གཡབ་)བས་མགོན་Yགས་པ་�་མཚ ། 

察雅呼圖克圖 %ག་གཡབ་)བས་མགོན། 

察雅瑪貢寺，乍丫大寺 %ག་གཡབ་མ་དགོན། 

察雅諾門罕 %ག་གཡབས་ནོ་མི་ཧན་ཆེན་པོ། 

察熱 O་རི། 

寢室 གཟིམ་�ང་། 

寢宮 གཟིམས་�ང་། 

寧貢 ཉིན་དགོན་ 山陽側的寺院。 

寧瑪派 gིང་མ་པ། 

寧靜山 ཡན་ཅིང་ར།ི 

榮松．曲吉桑波 ཪོང་ཟོམ་ཆོས་6ི་བཟང་པོ། 

榮班．雲丹仁欽 རོང་བན་ཡོན་ཏན་རིན་ཆེན། 

榮敦．倫珠嘉措 རོང་�ོན་�ན་Zབ་�་མཚ ། 

榮敦．謝加袞日 རོང་�ོན་ཤེས་�་Xན་རིག། 

滿西 �ན་eལ/མན་eལ། 

滿西額爾德尼 ．杰尊洛桑耶謝丹增

�ན་eལ་ཨེར་ཏི་ནི་Vེ་བWན་�ོ་བཟང་ཡེ་ཤེས་བ�ན་འཛ]ན། 

漢地法輪 འཁོར་ལོ་�་ནག་མ། 

瑪迭珠古 མ་འདས་vལ་_་意為前世未圓寂時

出現的化身 

瑪康岡 �ར་ཁམས་�ང་། 

瑪達岡 H་7་�ང་། 

碩督 ཤོ་མད།ོ 

稱波伏藏師．謝饒俄色 འ:ེང་པོ་གཏེར་�ོན་ཤེས་

རབ་འོད་ཟེར། 

窩闊台 འོ་ཀོ་ཏའི། 

箋註 མཆན་འYེལ། 

綽倉頗章 Oོ་ཚང་ཕོ་%ང་། 

綽斯甲 Oོ་)བས། 

綽斯甲王工噶爾諾布 Xན་དགའ་ནོར་(། 

蒙古人居住的地帶 སོག་�།ེ 

蒙古薛禪汗 ཧོར་སེ་ཆེན་�ལ་པོ། 

蒙哥 qང་ཁ།ེ 

蒙格珠古 མང་དགེ་vལ་_། 

蒼旺 ཚ+་དབང་Yགས་�ལ། 

認定 ངོས་འཛ]ན། 

認定轉世化身的人選 vལ་_ར་ངོས་འཛ]ན། 

誓言出現破裂或毀壞 དམ་ཚ]ག་ཉམས་ཆགས་སམ་རལ་

བ། 

說法堪布 འཆད་ཉན་པ། 

遠傳承──教言傳承 རིང་བ2ད་བཀའ་མ། 

銀南札西孜 ཡེ་ན་བn་ཤིས་བ5ེ། 

頗章，王宮 ཕོ་%ང་ 

頗章札西曲宗 ཕོ་%ང་བn་ཤིས་ཆོས་!ོང་། 

領主 Vེ/Vེ་བོ་意為領主、首領、酋長 

駁斥邪法 ཆོས་ལོག་@ན་འ�ིན། 

魂 �། 

億遍六字大明咒共修大法會 མ་ཎི་�ང་�བ། 

廣土 /ལ་ཆེན། 

廣定大國師 ཀན་ཏིང་ཏའི་གཽ་ ¡ི། 

德巴 �ེ་པ། 

德忠 གཏེར་jོམ་伏藏寶匣 

德格 �ེ་དག།ེ 

德格大舞 �ེ་དགེའི་%ོ་ཆེན། 

德格本 �ེ་དགེ་དཔོན་ 意為德格行政長官，

也是德格土司 

德格甲色，德格王子 �ེ་དགེ་�ལ་"ས། 

德格甲姆，德格王后，德格王的正室

�ེ་དགེ་�ལ་མ།ོ 

德格地方仕紳崩夏 མི་k་འ(མ་)བས། 

德格成就者 �ེ་དགེ་Zབ་ཐོབ་པ། 

德格色姆，德格公主 �ེ་དགེ་"ས་མོ། 

德格色德格王子，德格世子 �ེ་དགེ་"ས་གསར། 

德格拉康巴 �ེ་དགེ་,་ཁང་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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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門喇．袞秋札巴 �ེ་དགེ་�ན་�་དཀོན་མཆོག་

Yགས་པ། 

德格涅根 �ེ་དགེ་གཉེར་�ན། 

德格基巧 �ེ་དགེ་Jི་4བ། 

德格第 44代人喇嘛桑傑巴桑 �་མ་བཟང་�ས་

དཔལ་བཟང་། 

德格堪欽 �ེ་དགེ་མཁན་ཆེན། 

德格尊姆 �ེ་དགེ་བWན་མོ། 

德格嘉色喇嘛 �ེ་དགེ་�ལ་"ས་�་མ། 

德格錫欽珠古 �ེ་དགེ་ཞི་ཆེན་vལ་_། 

德欽 བདེ་ཆེན། 

德欽巴珍 བདེ་ཆེན་དཔལ་jོན། 

德欽旺姆 བདེ་ཆེན་དབང་མོ། 

德欽林巴 བདེ་ཆེན་Eིང་པ། 

德頌仁波切 �ེ་གTང་རིན་པོ་ཆེ། 

德爾格 �ེ་དགེ། 

德爾格忒 �ེ་དགེ། 

慕斯坦 Eོ་�ོན་ཐང་། 

摩訶迦羅 མ་\་ã་ལ/མགོན་པ།ོ 

熱巴伏藏師．蔣秋堅贊 ད%་པ་གཏེར་�ོན་�ང་�བ་

�ལ་མཚན། 

熱巴珠古 ད%་བ་vལ་_། 

熱巴．羅珠仁莫 ད%་བ་�ོ་Yོས་རིང་མོ། 

熱日．蔣央羅珠 ར་A་འཇམ་ད�ངས་�ོ་Yོས། 

熱加 རག་ཆབ། 

熱加寺 རག་ཆབ་དགོན། 

熱加鄉 རག་ཆབ་ཤང་། 

熱娘康久珠古 i་ཉག་ཁམས་འ�ོར་vལ་_། 

熱振 ར་³ེང་། 

熱振寺 i་jེང་དགོན། 

熱根寺 ད%་དགོན། 

熱魯倉 རི་bབ་ཚང་家族 

篇首禮讚文 མཆོད་པར་བVོད་པ། 

蔣秋喇嘛 �ང་�བ་�་མ། 

蔣秋嘉措 �ང་�བ་�་མཚ ། 

蔣揚彭措 འཇམ་ད�ངས་�ན་ཚ གས། 

蔣揚噶威羅追 འཇམ་ད�ངས་དགའ་བའི་�ོ་Yོས། 

蔣揚羅珠僧格 འཇམ་ད�ངས་�ོ་Yོས་སེ�ྒེ། 

蔣．楚瑪甲波 �ང་འ�་དམར་�ལ་པ།ོ 

衛 ད(ས། 

衛地政府 ད(ས་གTང་甘丹頗章 

衛藏語 ད(ས་གཙང་�ད། 

論典 བ�ན་བཅོས། 

論欽 �ོན་ཆེན་大臣 

鄧．曲闊林寺 lན་ཆོས་འཁོར་Eིང་། 

鄧柯 འདན་ཁོག། 

鄧瑪 འདན་མ། 

鄧瑪七森本家族 འདན་མའི་གཟིམ་ཁག་བ�ན། 

鄧瑪．羅桑多吉 འདན་མ་�ོ་བཟང་mོ་Vེ། 

噶氏族 �། 

噶．但巴德協 ཀཿདམ་པ་བདེ་གཤེགས། 

噶．阿年膽巴 �་ཨ་མཉེན་དམ་པ། 

噶陀文波．札西彭措 དབོན་བn་ཤིས་�ན་ཚ གས། 

噶陀寺 ཀཿཐོག་དགོན། 

噶陀．莫祝 ཀཿཐོག་Hོག་Zབ། 

噶倫喇嘛．向巴丹達 བཀའ་�ོན་�་མ་�མས་པ་བ�ན་

དར། 

噶傑 �་Vེ། 

噶傑本 �་Vེ་དཔོན། 

噶傑．康玉珠古 �ར་Vེ་ཁམས་ད(ས་vལ་_། 

噶喇 དགའ་�། 

噶喇嘛．蔣揚曲吉堅贊 �་�་མ་འཇམ་ད�ངས་ཆོས་

6ི་�ལ་མཚན། 

噶敦．昂旺雷巴 �་�ོན་ངག་དབང་ལེགས་པ། 

噶當派 བཀའ་གདམས་པ། 

噶達泰寧 མགར་ཐར། 

噶爾寺 མགར་དགོན། 

噶爾．但巴 འགར་དམ། 

噶爾．東美赤恰 མགར་�ོང་མེས་Oི་ཆགས། 

噶爾．阿美．巴吉向巴 འགར་ཨ་§ེས་དཔལ་9ི་

�མས་པ། 

噶爾．阿美．給瓦巴 མགར་མ་§ེ་དགེ་བ་དཔལ། 

噶爾．南嚓竹 མགར་གནམ་ཚ་འuག། 

噶爾倉家族 འགར་ཚང/མགར་ཚང་། 

噶爾．喇千欽波 མགར་�་མ4ེན་ཆེན་པ།ོ 

噶爾欽仁波切 མགར་ཆེན་རིན་པོ་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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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爾欽．耶謝桑波 འགར་ཆེན་ཡེ་ཤེསབཟང་པོ། 

噶瑪丹薩寺 ཀH་གདན་ས། 

噶瑪巴 ཀH་པ། 

噶瑪巴夏瑪，紅帽的噶瑪巴 ཀH་པ་s་དམར། 

噶瑪古欽 ཀH་_་ཆེན། 

噶瑪竹居丹巴冉沛 ཀH་�བ་བ2ད་བ�ན་པ་རབ་འཕེལ། 

噶瑪岡倉 ཀH་ཀཾ་ཚང་། 

噶瑪拉旺 ཀH་,་དབང་། 

噶瑪拔希 ཀH་པཀྵ།ི 

噶瑪旺札 ཀH་དབང་Yགས། 

噶瑪明珠札巴僧給 ཀH་མི་འ[ར་Yགས་པ་སེ�ེྒ། 

噶瑪恰美 ཀH་ཆགས་མེད། 

噶慶 དགའ་ཆེན། 

噶撒骨系家族 ག་ཟའི་ག�ང་བ2ད། 

噶錫 དགའ་བཞི་家族 

噶錫公班智達．悟祝饒丹 དགའ་བཞི་Fང་པoྜི་ཏ། 

噶舉派 བཀའ་བ2ད་པ། 

歷代上師 �་རབས། 

歷代寺主熱巴喇嘛 ད%་བ་�་རབས་རིན་�ོན། 

歷史 ལོ་2ས། 

澤仁玉珍 ཚ+་རིང་ག/་jོན། 

澤旺 ཚ+་དབང་། 

穆赤贊普 q་Oི་བཅན་པ།ོ 

穆坪董卜韓胡 q་'ི་�ོང་�་ེནམ་མཁའ། 

穆桑 °ག་བསང/°གས་སངས། 

穆察噶氏族 དq་ཚ་�། 

積善薦福 དགེ་�བ། 

篤布巴．謝饒堅贊 དོལ་པོ་པ་ཤེས་རབ་�ལ་མཚན། 

蕃，吐蕃，衛藏合稱 བོད། 

蕃 བོད། 

蕃地三區 བོད་6ི་ཆོལ་ཁ་ག@མ། 

蕃欽波 བོད་ཆེན་པོ། 

親近的弟子 ཞལ་¦ོབ། 

親信 ནང་དཔོན། 

親戚 ཉེ་རིགས། 

親教師 ཡོངས་འཛ]ན། 

諾布岡倉 ནོར་(་�ང་ཚང་། 

諾那呼圖克圖 ནོར་,་ཧོ་ཐོག་.། 

遼西 ¨ོ་eལ། 

遼西寺 ¨ོ་eལ་དགོན། 

隨許法 Vེས་གནང་། 

霍措．貝多 9ང་ཁང་ཧོ་ཚ ་པད་mོར། 

霍爾 ཧོར། 

霍爾十三寺 ཧོར་ཁོག་དགོན་�ེ་བN་ག@མ། 

霍爾曲杰．阿旺彭措 ཧོར་ཆོས་Vེ་ངག་དབང་�ན་

ཚ གས། 

霍爾朱倭 ཧོར་zེ་བོ། 

霍爾．南喀桑祝 ཧོར་ནམ་མཁའ་བསམ་Zབ། 

霍爾納 ཧོར་ནག། 

霍爾．索南多嘉 ཧོར་བསོད་ནམས་�ོབས་�ལ། 

霍爾堆窮 ཧོར་�ད་�ང་། 

霍爾章谷 ཧོར་%ག་འག།ོ 

霍爾欽 ཧོར་ཆེན། 

霍爾闊．阿都倉 ཧོར་ཁོག་ཨ་�ག་ཚང/ཨ་.བ་ཚང་། 

霍爾闊基巧 ཧོར་ཁོག་Jི་4བ། 

霍爾藏部落 ཧོར་གཙང་ཚ ་བ། 

龍雪 bང་ཤོད། 

龍欽冉江巴．直美俄色 �ོང་ཆེན་རབ་འ�མས་པ་�ི་

མེད་འོད་ཟེར། 

龍樹 P་�བ། 

龍薩寧波 �ོང་གསལ་^ིང་པ།ོ 

儧拉小金川、金川寺 བཙན་,། 

彌藥甲波，木雅王 མི་ཉག་�ལ་པ།ོ 

應成派中觀 ད(་མ་ཐལ་འ[ར་བ། 

應供處 མཆོད་གནས། 

戴紅帽者 s་དམར་ཅན། 

擦瓦岡 ཚ་བ་�ང་། 

擦崩札 O་Qོམ་%ག། 

擦擦泥像 སç། 

營官 �ེ་དཔོན། 

總巴 !ོང་པ་支派 

繃波岡 Qོ་འབོར་�ང་། 

繃波岡 Qོ་འབོར་�ང་། 

聲聞 ཉན་ཐོས། 

薈供 ཚ གས་འཁོར་�ོར་བ། 

薦福法事 རིམ་བ�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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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熱喇嘛 ཤེས་རབ་�་མ། 

謝饒桑布 ཤེས་རབ་བཟང་པ།ོ 

谿卡，政治菁英家族或貴族的世襲莊

園 གཞིས་ཀ། 

賽音諾顏 སན་ནོ་ཡོན། 

轄境 ས་ཡི་4ོན། 

鍾巴．北呼爾 འ%ོང་པ་བེ་xར། 

闊端 གོ་ཏན། 

瞻對 �གས་མ�ད། 

瞻對 �གས་མ�ད། 

瞻對日囊多嘉倉 �གས་མ�ད་རི་ནང་mོ་�ལ་ཚང་། 

瞻對本沖 �གས་མ�ད་དཔོན་�ང་། 

糧官 ཕོགས་དཔོན། 

糧官 ཕོགས་དཔོན། 

翻譯師 ལོ་�ཱ་བ། 

聶氏 གཉགས། 

聶塘 ^ེ་ཐང་། 

薩、俄爾、德三者 ས་ངོར་�ེ་ག@མ། 

薩旺，大地之王，國王 ས་དབང་། 

薩炯，護佑大地者，國王 ས་)ོང་། 

薩炯旺姆，女王 ས་)ོང་དབང་མ།ོ 

薩炯摩訶班智達，護地大智者王 ས་)ོང་མ་

\་པoིྜ་ཏ། 

薩迦巴．貢瑪．達文．貢噶仁欽 ས་)་པ་

གོང་མ་t་དབེན་Xན་དགའ་རིན་ཆེན། 

薩迦東院 ཤར་ལོགས། 

薩迦派 ས་)་པ། 

薩迦班智達 ས་)་པoྜི་ཏ། 

薩迦達欽 ས་)་བདག་ཆེན་對薩迦昆氏主要男

性成員的稱呼 

薩欽．貢噶寧波 ས་ཆེན་Xན་དགའ་^ིང་པོ། 

薩達隆噶斯 �ག་bང་ག་ཟི། 

薩瑪 ས་དམར། 

薩瑪東本 ས་དམར་�ོང་དཔོན། 

藍紙 ཤོག་(་མཐིང་ག། 

藍黑紙 མཐིང་ཤོག 

藏 གཙང་། 

轉世 )ེ་བ། 

轉世 )ེ་བ་（敬語為 _་)ེ་） 

轉世化身 vལ_། 

轉世化身世系 འ¥ངས་རབས། 

雜．丁青寺 !་�ེང་ཆེན་དགོན། 

雜日美千 !་རི་མེར་ཆེན། 

雜加 !་�ལ། 

雜曲卡 !་�་ཁ། 

雜谷 �ལ་ཁ། 

雜查瑪喇嘛．吉美嘉威紐固 !་O་མ་�་མ་

འཇིགས་མེད་�ལ་བའི་²་F། 

雜珠 ཛཿvལ། 

雜廓 !་ཁོག། 

雜廓，也稱為扎柯 !་ཁོག་ 

雜．綽撒貢寺 !་Oོ་ཟབ་དགོན། 

雜彌甲波 ཙ་མི་�ལ་པོ་意為天地王 

額曲河 དcལ་�། 

瓊日卜札 �ང་རིས་(་བn། 

瓊日家族 �ང་རིས། 

瓊結 འ'ོང་�ས། 

瓊結巴 འ'ོང་�ས་པ། 

瓊結夏仲 འ'ོང་�ས་ཞབས་0ང་། 

瓊結第巴 འ'ོང་�ས་�ེ་པ། 

瓊嘎 �ང་དཀར་家族 

瓊嘎倉 �ང་དཀར་ཆང་། 

羅布七力 ནོར་(་ཚ+་རིང་། 

羅瓦康村 ,ོ་བ། 

羅珠彭措 �ོ་Yོས་�ན་ཚ གས། 

羅絨得新 �ོ་བཟང་བདེ་ཆེན། 

羅藏阿旺 �ོ་བཟང་ངག་དབང་། 

證道歌 མFར། 

贈伯．阿登，正巴．阿登（清朝檔案

寫做增科千戶策古阿登）%ེ་འབོད་ཨ་lན། 

贈科 �ན་འཁོར། 

贈達 5ིས་མདའ། 

贊巴．哲波 བཙན་པ་�ེད་པ།ོ 

贊善王．塔巴堅贊，著思巴兒監藏 ཙན་

ཤན་ཝང་ཐར་པ་�ལ་མཚན། 

贊普 བཙན་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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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普．雲丹嘉 བཙན་པོ་ཡོན་ཏན་�ལ། 

邊鄙 མཐའ་འཁོར་地方 

邊壩，碩督 དཔལ་འབར། 

鏡面王子 གཞོན་�་མེ་ལོང་གདངོ་། 

願力 �ོན་ལམ། 

類烏齊 རི་བོ་ཆེ། 

寶瓶法會 (མ་�བ། 

瀾滄江 7་�/!་�། 

獻髮 གWག་�ད། 

蘇毛 སོག་མོ། 

蘇毗一帶 @མ་པའི་/ལ། 

覺悟秋珠．格桑給雷 ཇོ་བོ་མཆོག་vལ་བ�ལ་བཟང་

དགེ་ལེགས། 

覺囊派 ཇོ་ནང་པ། 

譯師朗卓羅雜瓦 ལང་Yོ་ལོ་�ཱ་བ། 

釋迦也失 Ý6་ཡེ་ཤེས། 

釋迦貝 Ý6་དཔལ། 

釋迦桑波 སི་R་õ6་བཟང་པོ། 

饒噶 རབ་དགའ། 

屬民 མི་སེར། 

攝政 �ལ་ཚབ། 

灌頂 དབང་ངམ་�ིན་�ེད། 

護法神殿一般稱為貢康 མགོན་ཁང་། 

囊、索、貢三人 kང་སོག་གོང་ག@མ། 

囊孜伏藏師．喜波林巴 kང་5ེ་གཏེར་�ོན་ཞི་པོ་

Eིང་པ། 

囊謙千戶 ནང་ཆེན་�ོང་དཔོན། 

囊謙甲波．札西策旺多嘉 བn་ཤིས་ཚ+་དབང་

�ོབས་�ལ། 

疊爾格 �ེ་དག།ེ 

禳災 �ང་བnོལ་修法 

龔空倉家族 9ང་ཁང་ཚང་། 

龔埡 �ང་ར། 

龔埡玉妥地區 �གས་ར་ག/་ཐགོ། 

龔埡頗章 �གས་ར་ཕ་ོ%ང་། 

顯宗，修多羅衍那 མདོ་མཚན་ཉིད་ཐེག་པ། 

靈巴康村 Eིང་པ་ཁང་ཚན། 

靈蔥，林藏 Eིང་ཚང་། 

靈蔥女王 Eིང་དཔོན་མ།ོ 

靈蔥王南嘉俄色 Eིང་�ལ་Mམ་�ལ་འོད་ཟེར། 

靈蔥甲姆，靈蔥王后 Eིང་ཚང་�ལ་མོ། 

靈蔥甲波 Eིང་ཚང་�ལ་པོ། 

靈蔥治下的小頭人 Eིང་གི་དཔོན་:ན་འགའ། 

觀世音菩薩 འཕགས་པ་Jན་རས་གཟིག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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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F 重要詞彙索引（漢文）

 

二劃 

八邦司徒 .. 92, 96, 181, 253, 

339, 389, 391, 392, 402, 

460, 464, 465 

八邦寺 .... 37, 92, 93, 95, 98, 

99, 124, 153, 164, 169, 

172, 181, 211, 214, 253, 

294, 300, 320, 323, 324, 

338, 339, 351, 353, 354, 

355,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401, 402, 406, 

418, 434, 447, 450, 463, 

464, 465, 493, 507 

三劃 

三十九族 .. 81, 83, 165, 501, 

507 

三岩 37, 59, 80, 83, 98, 103, 

136, 165, 172, 195, 196, 

199, 218, 343, 445, 474, 

501, 507 

上師 .. 31, 44, 51, 69, 92, 95, 

108, 113, 114, 116, 120, 

121, 124, 130, 131, 147, 

156, 208, 209, 236, 237, 

242, 246, 253, 263, 265, 

280, 282, 287, 288, 289, 

293, 294, 296, 297, 298, 

299, 307, 309, 321, 326, 

 
 本索引收錄者，為本論文中的重要觀念與詞彙，至於人名、地名、書名、文章篇名等，除了

出現頻率極高者，不予錄入。特此說明。 

328, 333, 338, 341, 343, 

348, 352, 353, 354, 355, 

357, 358, 370,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80, 381, 386, 387, 390, 

393, 401, 403, 406, 407, 

408, 419, 422, 436, 444, 

471, 479, 483, 484, 487, 

494, 505, 506, 507, 511, 

515, 527 

口述史 . 23, 31, 97, 99, 101, 

152, 155, 163, 184, 221, 

334, 421, 442, 443 

土司 .... 9, 10, 11, 12, 13, 14, 

27, 28, 29, 30, 31, 32, 49, 

55, 56, 57, 58, 59, 60, 69, 

70, 71, 72, 73,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7, 102, 110, 121, 

127, 128, 129,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9, 141, 146, 147, 149, 

150, 151,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4, 168, 169, 170, 

172, 173, 175, 194, 207, 

210, 213, 214, 215, 219, 

220, 222, 223, 231, 267, 

269, 270, 281, 294, 304, 

306, 308, 310, 312, 313, 

317, 319, 327, 333, 334, 

343, 394, 395, 422, 423, 

428, 438, 439,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1, 477, 478, 482, 483, 

485, 487, 489, 490, 508, 

509, 511, 515, 516, 525 

大寶伏藏 ...... 262, 263, 357, 

382, 388, 390, 402, 457, 

500, 505 

工布.. 46, 52, 57, 66, 84, 85, 

88, 89, 102, 171, 263, 

297, 342, 410, 417, 447, 

462, 463, 470, 471, 479, 

484, 497, 500, 508, 515, 

519, 523 

四劃 

丹巴澤仁 ...... 81, 92, 93, 94, 

119, 120, 121,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1, 136, 140, 148, 149, 

157, 161, 179, 181, 184, 

222, 239, 270, 272, 278, 

279, 280, 282, 283, 294, 

296, 300, 306, 307, 322, 

326, 327, 373, 375, 377, 

380, 385, 397, 423 

丹珠爾大藏經 .... 91, 93, 94, 

124, 132, 226, 373, 409, 

489, 505 

丹珠爾目錄 ...... 96, 99, 104, 

105, 107, 112, 130,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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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278, 321, 422, 489, 

505 

互惠 15, 283, 285, 286, 294, 

313, 314, 328 

分層社會 ........................ 10 

化身 6, 7, 21, 22, 37, 66, 80, 

92, 123, 125, 171, 179, 

180, 181, 183, 188, 200, 

208, 213, 221, 224, 225, 

228, 230, 233,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6, 258, 262, 

263, 274, 277, 278, 292, 

294, 299, 305, 311, 322, 

323, 329, 330, 333, 336, 

337, 338, 339, 340, 342, 

344, 351, 352, 353, 354, 

356,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76, 377, 380, 

385, 386, 387, 389, 390, 

391, 392, 394, 397, 401, 

402, 403, 406, 409, 411, 

412, 414, 415, 418, 424, 

464, 465, 466, 468, 469, 

472, 478, 481, 486, 490, 

492, 494, 496, 508, 509, 

510, 518, 525, 528 

孔薩 .. 29, 83, 159, 169, 207, 

209, 210, 211, 213, 214, 

215, 311, 394, 406, 449, 

477, 480, 481, 485, 488, 

508, 512, 521 

巴塘 .... 9, 10, 46, 55, 57, 59, 

60, 66, 71, 74, 75, 79, 80, 

81, 82, 87, 89, 114, 127, 

152, 159, 160, 161, 166, 

199, 200, 304, 306, 310, 

342, 412, 445, 495, 509 

支配 .... 6, 14, 17, 18, 19, 20, 

21, 25, 37, 38, 163, 183, 

187, 196, 221, 265,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4, 299, 301, 319, 320, 

321, 326, 328, 329, 330, 

341, 347, 354, 355, 358, 

365, 389, 395, 413, 417, 

418, 419, 423, 424, 425, 

443 

文波 ..... 135, 180, 253, 297,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62, 376, 

379, 386, 418, 463, 468, 

471, 472, 495, 509, 526 

木氏家族 31, 66, 71, 81, 82, 

223, 253, 385, 509 

木雅 .. 49, 52, 57, 59, 72, 73, 

76, 82, 220, 227, 228, 

231, 306, 367, 406, 407, 

408, 439, 496, 509, 527 

氏族 ... 6, 83, 187, 188, 192, 

193, 194, 196, 197, 198, 

215, 216, 218, 219, 222,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59, 289, 290, 

291, 479, 482, 483, 485, 

486, 488,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9, 500, 

501, 502, 503,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9, 523, 

524, 526, 527 

王統世系 ... 43, 44, 98, 483, 

505, 509 

王權 .. 14, 20, 22, 33, 38, 94, 

101, 139, 143, 146, 147, 

148, 149, 150, 153, 156, 

157, 158, 161, 183, 217, 

229, 232, 260, 263, 265, 

267, 272, 280, 281, 283, 

284, 291, 303, 317, 318, 

321, 322, 323, 325, 328, 

329, 389, 393, 414, 415, 

423, 424, 425 

五劃 

世系群 ........... 192, 193, 194 

加拉...... 59, 66, 72, 73, 207, 

215, 228, 231, 304, 313, 

344, 475, 485, 509, 510, 

515 

卡理斯瑪 .. 19, 20, 333, 341, 

418 

司徒班欽 33, 92, 94, 96, 97, 

104, 105, 111, 112, 113, 

120, 123, 124, 130, 131, 

137, 140, 180, 181, 239, 

270, 294, 295, 296, 307, 

322, 339, 343, 351, 362, 

363, 385, 386, 387, 388, 

418, 422, 429, 430, 431, 

464 

四大絨區 . 83, 200, 495, 510 

四水六岡 .. 6, 45, 47, 50, 51, 

53, 486, 510 

央金卓瑪 ...... 128, 135, 136, 

137, 139, 142, 144, 214, 

215, 297, 298, 307, 308, 

309, 350, 376, 423 

母系家庭 ....... 191, 486, 510 

瓦述.. 56, 58, 59, 60, 81, 82, 

83, 84, 132, 134, 149, 

155, 230, 478, 495, 498, 

500, 510,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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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丹頗章 14, 31, 69, 71, 75, 

80, 88, 89, 90, 98, 99, 

121, 128, 131, 147, 152, 

153, 208, 303, 305, 306, 

308, 310, 313, 314, 320, 

342, 357, 372, 389, 396, 

397, 410, 421, 422, 495, 

526 

甘孜 .... 9, 10, 13, 29, 30, 31, 

36, 45, 46, 47, 49, 52, 56, 

59, 60, 75, 77, 81, 83, 84, 

94, 109, 134, 150, 152, 

155, 158, 162, 164, 166, 

168, 169, 170, 171, 175, 

178, 179, 184, 185, 209, 

213, 214, 246, 295, 317, 

322, 325, 341, 343, 344, 

393, 394, 398, 403, 406, 

407, 412,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7, 448, 

449, 466, 476, 477, 478, 

480, 490, 510 

甘珠爾大藏經 .... 91, 92, 93, 

124, 225, 372, 480, 483, 

506 

甲姆 94, 206, 207, 211, 212, 

267, 382, 482, 483, 488, 

510, 525, 529 

甲波 .. 44, 56, 59, 66, 72, 73, 

81, 83, 128, 154, 184, 

206, 207, 211, 212, 215, 

220, 228, 231, 253, 267, 

270, 313, 344, 480, 482, 

483, 485, 487, 494, 496, 

497, 501, 502, 509, 510, 

513, 515, 518, 526, 527, 

528, 529 

白玉 .... 9, 10, 36, 37, 49, 59, 

80, 81, 99, 100, 103, 109, 

110, 117, 119, 124, 159, 

161, 164, 166, 171, 172, 

176, 178, 179, 183, 195, 

196, 197, 199, 200, 201, 

205, 206, 215, 219, 245, 

249, 254, 262, 263, 276, 

289, 294, 295, 296, 297, 

299, 306, 325, 333, 334, 

335, 336,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7, 

351, 353, 355, 357, 359, 

360, 386, 392, 407, 412, 

418, 431, 432, 439, 441, 

447, 464, 468, 471, 472, 

474, 493, 511 

白利 .. 57, 59, 69, 70, 71, 80, 

83, 109, 185, 213, 214, 

253, 306, 319, 361, 390, 

391, 392, 393, 446, 465, 

478, 494, 511 

六劃 

伏藏 ..... 6, 96, 98, 107, 112, 

113, 115, 116, 118, 119, 

124, 130, 140, 143, 146, 

182, 188, 235, 237, 238, 

239, 243, 245, 250, 253,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75, 

276, 277, 278, 280, 296, 

297, 298, 299, 310, 322, 

325, 328, 330, 333, 338, 

341, 342,344,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7, 360, 364, 

390, 402, 404, 405, 409, 

415, 417, 418, 444, 448, 

457, 466, 467, 469, 480, 

481, 484, 487, 489, 492, 

493, 494, 495, 499, 500, 

501, 505, 506, 509, 510, 

511, 515, 519, 525, 526, 

529 

共生.. 11, 14, 15, 16, 17, 20, 

21, 35, 38, 91, 187, 189, 

250, 265, 284, 285, 289, 

317, 320, 321, 325, 329, 

351, 364, 365, 367, 422, 

423, 424, 425, 443, 450, 

451, 499, 511 

共祖意識 25, 191, 193, 194, 

233, 291 

印經院 33, 94, 99, 124, 131, 

132, 170, 351, 359, 372, 

373, 375, 388, 394, 396, 

407, 408, 440, 444 

吉美林巴 61, 140, 144, 209, 

239, 245, 253, 263, 292, 

298, 299, 300, 309, 310, 

324, 333, 344, 347, 348, 

350, 351, 352, 353, 354, 

356, 360, 361, 363, 365, 

406, 422, 460, 481, 487, 

505, 506, 511 

向巴彭措 .. 10, 70, 105,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20, 129, 132, 238, 

271, 276, 278, 296, 300, 

325, 328, 342, 369, 370, 

406, 494, 520 

多吉僧格 ...... 152, 153, 154,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7, 168, 

169, 170, 207, 210, 299, 

395, 396, 494,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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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康 6, 9, 11, 12, 13, 14, 16, 

18, 20, 25, 26, 27, 30, 31, 

33, 34, 36, 37, 38,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5, 56, 58, 

59, 61, 63, 64, 65, 66,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1, 93, 

96, 103, 107, 108, 112, 

113, 127, 128, 132, 140, 

146, 147, 150, 152, 153, 

156, 159, 160, 161, 162, 

165, 166, 167, 170, 172, 

175, 179, 181, 182, 183, 

184, 188, 189, 191, 194, 

195, 199, 207, 208, 209, 

211, 213, 215, 221, 228, 

230, 236, 241, 246, 251, 

254, 263, 267, 275, 276, 

280, 281, 303, 304, 305, 

306, 308, 310, 313, 314, 

317, 325, 329, 330, 334, 

335, 339, 340, 341, 344, 

347, 350, 351, 352, 353, 

354, 356, 362, 364, 367, 

368, 370, 372, 374, 378, 

380,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3,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21, 422, 

423, 425, 466, 469, 473, 

475, 483, 491, 496, 508, 

511, 512, 524 

多康六岡 .. 6, 41, 47, 48, 49, 

50, 52, 496, 508 

多麥 .... 9, 13, 35, 37, 41, 42,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5, 63, 64, 72, 75, 

77, 79, 80, 81, 82, 114, 

115, 131, 132, 137, 165, 

172, 199, 277, 280, 387, 

409, 410, 442, 491, 511, 

522 

曲丁巴 ..... 91, 92, 102, 103,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8, 229, 230, 363, 

486, 487, 506 

曲丁巴傳 . 91, 92, 223, 224, 

225, 226, 228, 230, 363, 

486, 487, 506 

朱倭 . 59, 83, 120, 159, 179, 

184, 209, 210, 213, 311, 

312, 388, 390, 398, 411, 

477, 478, 488, 494, 502, 

512, 527 

色須 . 59, 81, 137, 158, 159, 

195, 218, 333, 356, 396, 

397, 398, 399, 400, 406, 

407, 408, 440, 475, 480, 

484, 487, 493, 495, 496, 

501, 502, 512, 513 

艾旺卻登 ..... 105, 108, 110, 

113, 118, 369, 370, 371, 

373, 374, 493, 503, 505, 

506 

七劃 

佐欽 ..... 95, 96, 97, 99, 119, 

124, 143, 151, 161, 164, 

183, 208, 214, 228, 239, 

254, 288, 292, 294, 295, 

296, 298, 299, 305, 308, 

311, 324, 333,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7,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4,365, 373, 380, 

381, 388, 406, 408, 439, 

460, 468, 469, 470, 471, 

472, 489, 498, 513 

佛苯無別 ...... 400, 401, 402, 

494, 513 

佛學院 .. 117, 159, 187, 201, 

254, 335, 341, 353, 354, 

358, 359, 360, 364, 380, 

381, 382, 388, 396, 408, 

431, 432, 439, 447, 466, 

468, 478, 482, 498, 501, 

513, 514, 523 

更慶...... 10, 32, 37, 93, 104, 

108, 151, 153, 157, 158, 

164, 170, 176, 177, 178, 

252, 291, 294, 299, 300, 

321, 325, 355, 358, 364, 

367, 381, 382, 398, 412, 

418, 433, 474, 481, 484, 

489, 513, 517 

汪布頂 .. 107, 111, 116, 119, 

130, 139, 146, 156, 167, 

176, 177, 178, 267, 375, 

461, 495, 513 

八劃 

供施 21, 65, 67, 69, 71, 118, 

189, 275, 283, 285, 286, 

294, 303, 304, 305, 306, 

314, 319, 326, 328, 330, 

349, 350, 372, 385, 393, 

399, 413, 423, 425, 447, 

450, 451, 486, 513 

供養.... 69, 76, 99, 119, 124, 

135, 137, 270, 278, 285, 

286, 289, 303, 305,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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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308, 309, 311, 312, 

313, 314, 319, 324, 338, 

343, 344, 350, 372, 391, 

403, 412, 422, 486, 513 

協慶 .... 93, 95, 99, 153, 183, 

244, 254, 294, 295, 296, 

311, 322, 323, 333, 338, 

340, 341, 344, 347,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7, 358, 382, 401, 437, 

472, 473, 498, 499, 514 

和碩特 .... 22, 31, 41, 69, 70, 

71, 73, 74, 75, 76, 79, 80, 

81, 82, 83, 98, 184, 199, 

303, 304, 309, 314, 342, 

411, 412, 422, 443 

宗派 .... 6, 11, 17, 26, 31, 33, 

34, 35, 37, 38, 41, 61, 62, 

65, 66, 69, 70, 71, 75, 91, 

93, 95, 96, 98, 107, 109, 

115, 118, 119, 120, 123, 

124, 137, 139, 140, 147, 

157, 175, 182, 183, 184, 

187, 189, 233, 237, 243, 

250, 251, 255, 256, 258, 

260, 262, 263, 269, 271, 

282, 285, 286, 287, 290, 

292, 293, 295, 296, 300, 

307, 314, 317, 319, 320, 

321, 323, 325, 328, 329, 

330, 331, 333, 339, 340, 

341, 342, 344, 347, 348, 

349, 350, 354, 357, 358, 

359, 361, 365, 367, 371, 

375, 378, 380, 381, 382, 

385, 386, 387, 388, 390, 

392, 393, 395, 396, 397, 

398, 401, 402,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8, 422, 425, 476, 483, 

486, 490, 505, 507, 510, 

514 

宗派無偏向 . 330, 405, 406, 

407, 486, 514 

宗族 . 12, 38, 187, 188, 191, 

193, 194, 196, 197, 205, 

206, 209, 211, 215, 216, 

218, 220, 249, 258, 289, 

290, 330, 443, 444, 449, 

452 

宗譜 . 12, 51, 230, 436, 484, 

506 

拉多 ..... 52, 60, 81, 87, 230, 

308, 503, 508, 514 

昆氏 . 64, 65, 118, 124, 140, 

176, 177, 178, 236, 237, 

238, 270, 319, 367, 377, 

378, 380, 418, 528 

果巴 ........ 10, 158, 484, 515 

法王 .. 10, 14, 21, 22, 65, 93, 

94, 97, 98, 100, 107, 108, 

110, 111, 112, 114, 116, 

117, 118, 119, 120, 123, 

124, 125,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4, 135, 

136, 137, 139, 143, 146, 

148, 149, 150, 151, 153, 

155, 156, 158, 161, 162, 

163, 170, 175, 178, 180, 

181,182, 183, 207, 208, 

210, 212, 213, 215, 239, 

245, 254,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2, 

283, 288, 291,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6, 307, 310, 312, 321, 

325, 326, 327, 328, 338, 

342, 344, 350, 361, 362, 

364, 368, 369, 371, 372, 

373,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7, 

390, 397, 403, 408, 422, 

423, 439, 443, 444, 450, 

485, 486, 489, 491, 494, 

501, 508, 509, 511, 515, 

520 

法台.... 95, 98, 99, 124, 180, 

181, 269, 294, 295, 296, 

333, 335, 336, 337, 338, 

340, 341, 342, 343, 344, 

350, 353, 357, 359, 360, 

364, 381, 382, 386, 394, 

398, 399, 406, 411, 461, 

471, 472, 480, 484, 487, 

491, 494, 495, 500, 502, 

512, 515 

法脈 16, 38, 61, 62, 97, 183, 

189, 244, 262, 263, 285,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329, 330, 333, 336, 

339, 347, 350, 351, 353, 

356, 369, 376, 381, 413, 

477, 486, 500, 508, 514 

社會階序 11, 18, 19, 21, 86, 

189, 200, 205, 208, 212, 

217, 218, 219, 220, 221, 

414, 418, 424 

社會預設 .... 6, 7, 15, 25, 26, 

330, 333, 365, 393, 405, 

406, 414, 415, 416, 417, 

418, 423, 424 

金瓶掣籤 ...... 250, 251,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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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515 

阿旺貢噶羅珠 ..... 132, 135, 

139, 376, 377, 378, 379, 

501, 520 

九劃 

俄爾 .. 37, 93, 105, 107, 108, 

109, 110, 112, 113, 114, 

115, 118, 119, 120, 121, 

123, 124, 125, 128, 130, 

135, 139, 140, 147, 149, 

175, 176, 177, 178, 179, 

183, 237, 238, 239, 252, 

271, 284, 288, 289, 292, 

293, 296, 297, 298, 299, 

300, 303, 306, 307, 310, 

312, 321, 323, 325, 326, 

327, 328, 352, 354, 355, 

358, 361, 364, 367, 368, 

369, 370, 371,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80, 

381, 382, 383, 391, 393, 

405, 408, 417, 418, 459, 

479, 485, 487, 494, 496, 

501, 503, 506, 516, 520, 

521, 528 

宣慰司 9, 10, 13, 44, 55, 56, 

60, 131, 132, 134 

持梃怙主 ...... 148, 280, 281, 

282, 283, 284, 298, 482, 

516 

政教合一 11, 17, 30, 31, 65, 

66, 69, 103, 129, 267, 

269, 270, 317, 318, 319, 

320, 321, 325, 328, 394, 

397, 422, 425, 443, 446, 

448, 451, 452, 476, 478, 

486, 516 

施主 .. 11, 14, 17, 65, 66, 67, 

69, 121, 150, 157, 209, 

214, 247, 252, 270, 274, 

275, 278, 285, 286, 291, 

308, 314, 321, 323, 324, 

326, 328, 338, 349, 351, 

372, 378, 385, 398, 403, 

413, 423, 495, 516 

相子 ..... 135, 136, 155, 163, 

169, 170, 172, 214, 389, 

493, 499, 508, 516, 519 

苯教 .. 20, 30, 37, 62, 63, 69, 

175, 176, 319, 354, 362, 

385, 393, 395, 400, 401, 

402, 403, 404, 411, 425, 

446, 466, 487, 488, 517 

赴藏熬茶 ..... 131, 141, 144, 

150, 152, 239, 303, 304, 

305, 306, 307, 309, 310, 

313, 314, 315, 324, 423 

十劃 

倫珠頂 ... 98, 104, 105,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8, 

119, 128, 129, 131, 136, 

140, 142, 146, 149, 150, 

155, 156, 158, 163, 164, 

176, 263, 271, 278, 282, 

292, 295, 296, 297, 298, 

303, 309, 310, 321, 323, 

326, 327, 328, 339, 342, 

343, 371, 372, 373, 377, 

380, 381, 382, 385, 393, 

405, 407, 408, 417, 418, 

423, 503, 517 

夏仲 ..... 108, 113, 140, 208, 

299, 303, 311, 323, 344, 

349, 354, 368, 377, 429, 

436, 460, 477, 486, 488, 

493, 512, 513, 524, 528 

夏克 37, 100, 145, 150, 155, 

158, 159, 160, 161, 163,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211, 214, 

291, 324, 364, 390, 395, 

403, 412, 447, 449, 494, 

517 

家族.... 6, 10, 11, 12, 14, 17, 

18, 19, 20, 31, 32, 33, 36, 

37, 38, 59, 62, 63, 64, 65, 

66, 69, 70, 71, 72, 73, 74, 

75, 81, 82, 83, 84, 86, 87, 

88, 91, 92, 93, 94, 95,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6, 

118, 120, 123, 124,129, 

130, 135, 136, 139, 140,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4, 157, 158, 162, 

163,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5, 176, 177, 178, 180, 

184, 187, 188, 189,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20, 221, 222, 

223,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6, 238, 

243, 246, 247, 249, 250, 

252, 253, 256, 261, 262, 

263, 265, 267, 270, 272, 

275, 277, 280, 282, 283, 

285, 289, 291, 292, 296, 

299, 300, 303, 305, 309, 



DOI:10.6814/NCCU201901160

DOI:10.6814/NCCU201901160DOI:10.6814/NCCU2019011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37 

 

311, 313, 314, 319, 322, 

323, 324, 325, 327, 329, 

333, 334, 336, 338, 339, 

340, 341, 343, 349, 351, 

352, 354, 362, 364, 367, 

368, 369, 370, 372, 375, 

377, 378, 380, 382, 386, 

389, 390, 391, 394,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12, 415, 418, 

422, 423, 424, 425, 447, 

448, 449, 463, 464, 465, 

466, 470, 471, 472, 475, 

476, 477, 480, 481, 482, 

484, 485, 486, 487, 489, 

490, 491, 493, 494, 495, 

497, 499, 500, 501, 502, 

506, 509, 510, 512, 513, 

514, 517, 518, 522, 523, 

524, 526, 527, 528, 529 

師徒 .... 6, 17, 20, 21, 61, 62, 

113, 114, 123, 124, 130, 

188, 189, 228, 243, 245, 

252, 256, 261, 275, 277,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1, 293, 294, 299, 

303, 307, 310, 311, 321, 

326, 329, 333, 335, 336, 

338, 341, 347, 349, 352, 

356, 357, 358, 364, 370, 

372, 373, 378, 380, 386, 

387, 393, 403, 418, 424, 

479, 499, 519, 524 

徐欽‧楚臣仁欽 ... 93, 132, 

226, 498, 517 

悟喇 6, 69, 93, 99, 100, 115, 

118, 123, 128, 137, 146, 

155, 163, 164, 172, 211, 

221, 252, 277,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21, 322, 323, 

324, 325, 328, 329, 339, 

340, 343, 347, 349, 351,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60, 364, 365, 371, 

373, 376, 379, 380, 381, 

385, 391, 392, 495, 508, 

517 

旁系 . 10, 17, 103, 180, 198, 

209, 227, 228, 232, 289, 

291, 329, 334, 336, 338, 

340, 370, 423, 463, 495, 

509, 517 

格魯派 ... 30, 33, 34, 41, 46, 

62, 66, 67, 69, 70, 71, 74, 

75, 76, 80, 82, 124, 157, 

175, 183, 184, 209, 233, 

250, 262, 295, 303, 308, 

309, 319, 323, 330, 342, 

344, 356, 385,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22, 437, 475, 476, 484, 

518 

涅巴 ..... 135, 155, 168, 169, 

298, 307, 308, 311, 350, 

403, 481, 488, 502, 516, 

518 

涅相會議 ..... 136, 152, 155, 

158, 163, 169, 170, 210, 

423, 488, 518 

涅欽 ..... 100, 120, 127, 155, 

158, 163, 168, 170, 210, 

213, 214, 291, 323, 324, 

398, 403, 482, 488, 494, 

497, 517, 518 

祖師...... 119, 120, 124, 135, 

148, 180, 233, 235, 237, 

242, 265, 282, 289, 290, 

291, 292, 323, 326, 331, 

336, 347, 371, 376, 379, 

396, 401, 402, 406, 468, 

471, 472, 484, 488, 500, 

508, 517, 518 

神聖化 .... 14, 229, 233, 238, 

246 

神話.. 22, 23, 24, 25, 42, 43, 

97, 132, 147, 222, 252, 

421, 446 

索南仁欽 .. 62, 64, 101, 103, 

175, 235, 238, 241, 242, 

296, 483, 485, 514, 520 

荒扎......... 10, 403, 502, 518 

貢布朗吉 .. 87, 88, 101, 149, 

151, 153, 210, 211, 325, 

397, 412, 484, 519 

貢噶彭措 ......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275, 322, 343 

十一劃 

基巧.. 88, 89, 150, 153, 157, 

165, 167, 172, 211, 213, 

313, 356, 396, 411, 486, 

487, 489, 491, 502, 511, 

515, 520, 526, 527 

密宗...... 6, 61, 92, 105, 108, 

118, 120, 123, 124, 135, 

137, 151, 182, 191, 209, 

224, 235, 238, 239, 245, 

255, 257, 275, 279, 282, 

283, 285, 287, 288, 289, 

291, 296, 297, 298, 307, 

310, 324, 326, 342,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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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355, 365, 371, 373, 

374, 380, 394, 398, 401, 

407, 442,445, 477, 483, 

485, 490, 502, 519, 523 

康巴 .... 9, 26, 33, 41, 42, 46, 

48, 51, 105, 172, 173, 

199, 214, 288, 291, 314, 

439, 445, 458, 460, 481, 

483, 489, 491, 519, 524, 

525 

授記 .... 6, 21, 142, 145, 146, 

188, 230,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3, 253, 258, 259, 260, 

263, 275, 276, 277, 278, 

280, 330, 341, 352, 355, 

357, 360, 361, 364, 376, 

377, 382, 392, 401, 418, 

424, 489, 500, 505, 511, 

519 

教法史 .... 30, 42, 43, 44, 46, 

61, 91, 95, 96, 97, 104, 

112, 114, 115, 117, 222, 

225, 226, 227, 229, 230, 

233, 257, 258, 259, 270, 

277, 422, 437, 482, 484, 

485, 486, 487, 489, 499, 

503, 505, 506, 511, 520 

教政 .... 11, 15, 17, 111, 120, 

142, 148, 306, 317, 320, 

325, 328, 369, 425, 520 

理塘 .. 60, 71, 79, 81, 82, 83, 

87, 90, 109, 120, 133, 

152, 159, 161, 181, 306, 

310, 312, 342, 382, 383, 

399, 406, 441, 464, 494, 

500, 512, 520 

頂戈 10, 152, 155, 158, 168, 

169, 171, 175, 213, 214, 

216, 250, 253, 323, 350, 

364, 380, 389, 403, 465, 

470, 472, 491, 522 

十二劃 

喇章 6, 65, 80, 93, 105, 107, 

188, 246, 247, 248, 249, 

250, 252, 268, 299, 310, 

355, 361, 364, 365, 367, 

368, 369, 370, 373, 376, 

377, 381, 480, 483, 485, 

490, 493, 494, 500, 503, 

508, 514, 515, 519, 522, 

523, 524 

堪欽 93, 105, 107, 108, 110, 

112, 113, 118, 120, 123, 

125, 128, 130, 135, 139, 

140, 147, 171, 176, 177, 

178, 179, 237, 239, 252, 

284, 288, 289, 296, 303, 

307, 310, 312, 323, 326, 

327, 335, 353, 354, 355, 

358, 359,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81, 382, 383, 

388, 391, 405, 418, 479, 

481, 485, 487, 489, 494, 

496, 498, 501, 503, 516, 

520, 521, 522, 526 

欽哲旺波 . 98, 99, 152, 157, 

178, 183, 252, 280, 291, 

299, 300, 323, 324, 325, 

352, 353, 354, 355, 357,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8, 376, 377, 

380, 381, 382, 383, 388, 

390, 392, 402, 403, 405, 

406, 407, 418, 422, 437, 

466, 468, 469, 471, 472, 

473, 481, 507 

策旺多吉仁增 .. 10, 97, 103, 

104, 105, 107, 108, 109, 

110, 111, 117, 118, 119, 

120, 121, 124, 125, 127, 

128,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61, 179, 206, 207, 

208, 228, 229, 238, 239, 

263, 271, 272, 278, 280, 

282, 283, 291, 296, 297, 

298, 310, 311, 312, 313, 

323, 327, 350, 351,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82, 

397, 438, 444 

策旺拉姆 .. 94, 95, 109, 140, 

141, 142, 143, 144, 146, 

211, 212, 215, 216, 239, 

271, 288, 298, 310, 311, 

314, 324, 350, 351, 352, 

376, 377, 397, 423 

絳白仁欽 ...... 152, 153, 154, 

156, 157, 158, 159, 160, 

162, 168, 169, 209, 210, 

213, 239, 272, 299 

菁英 6, 7, 10, 11, 12, 13,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4, 25, 26, 27, 32, 34, 35, 

36, 37, 38, 55, 56, 58, 60, 

61, 62, 63, 64, 65, 67, 69, 

72, 73, 75, 76, 79, 82,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7, 113, 11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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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124, 130, 131, 135, 

137, 139, 143, 144, 146, 

147, 150, 156, 157, 158, 

161, 163, 164, 167, 168, 

169, 171, 172, 173, 179, 

182, 183, 184, 187, 188, 

189, 193, 194, 195, 200, 

201,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7, 218, 219, 

221, 223, 227, 228, 229, 

231,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2, 

243, 244, 245, 246, 250, 

251, 252, 254, 255, 256, 

257, 258, 260, 261, 262, 

263, 265, 267, 268, 269, 

270, 272, 275, 280,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3, 304, 305, 

306, 308, 309, 310, 311, 

313, 314, 317,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3, 334, 335, 336, 

338, 339, 340, 341, 343, 

344, 347, 348, 349, 350, 

351, 353, 355, 356, 357, 

358, 360, 361, 362, 364, 

365, 367, 371, 372, 374, 

375,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7, 

398, 399, 400, 403, 405, 

406, 407, 408, 409, 411, 

412, 414, 415, 417, 418, 

421, 422, 423, 424, 425, 

448, 450, 457, 461, 475, 

479, 499, 505, 528 

集體無意識 .... 24, 233, 252 

十三劃 

傳承 .. 17, 61, 62, 96, 97, 98, 

104, 123, 124, 140, 143, 

146, 170, 171, 179, 180, 

182, 183, 208, 222, 223, 

225, 227, 228, 242, 243, 

245, 252, 255, 256, 258, 

260, 262, 263, 265, 270, 

285, 289, 291, 292, 296, 

297, 298, 310, 321, 326, 

336, 338, 341, 342, 344, 

347, 348, 349, 350, 352, 

353, 355, 356, 357, 359, 

367, 368, 371, 375, 377, 

379, 381, 386, 388, 398, 

400, 401, 402, 403, 406, 

407, 422, 425, 436, 442, 

443, 444, 447, 477, 479, 

482, 484, 486, 487, 491, 

492, 493, 500, 506, 508, 

509, 514, 515, 516, 519, 

523, 524, 525 

舅甥 37, 286, 329, 334, 450, 

498, 517 

話語權 ... 18, 19, 20, 21, 22, 

24, 64, 97, 178, 183, 188, 

189, 223, 250, 251, 252, 

255, 256, 257, 258, 262, 

265, 275, 329, 330, 341, 

344, 356, 357, 358, 375, 

388, 392, 398 

道果 ..... 118, 123, 124, 147, 

280, 283, 289, 298, 322, 

326, 357, 368, 370, 373, 

374, 376, 377, 382, 405, 

418, 436, 437, 444, 500, 

507 

雍仲苯 .. 20, 62, 63, 69, 175, 

330, 354, 360, 362, 385, 

393, 400, 402, 403, 404, 

411, 425, 499, 524 

十四劃 

嘉絨.. 26, 28, 30, 31, 52, 59, 

72, 73, 74, 83, 85, 86, 95, 

135, 200, 295, 298, 304, 

306, 309, 324, 342, 343, 

380, 395, 400, 401, 402, 

409, 412, 442, 444, 445, 

451, 472, 482, 483, 524 

寧瑪十萬續 ...... 91, 94, 143, 

271, 351, 487, 507 

寧瑪派 .... 34, 35, 46, 61, 62, 

76, 84, 93, 95, 96, 98, 

107, 112, 113, 114, 115, 

116, 118, 119, 120, 124, 

130, 140, 142, 143, 148, 

153, 157, 159, 163, 171, 

175, 176, 178, 182, 183, 

208, 228, 233, 236, 237, 

238, 239, 242, 245, 246, 

255, 256, 257, 258, 263, 

275, 276, 288, 291, 292, 

293, 294, 296, 297, 298, 

299, 300, 310, 311, 322, 

323, 326, 327, 328, 330, 

333, 337,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5, 367, 

373, 374, 375, 376,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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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385, 388, 393, 401, 

402, 405, 406, 407, 409, 

412, 417, 418, 425,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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