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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辞！ 

       我谨代表协助您来参加本课程的全体外士纳瓦， 
       欢迎您来参加益世康门徒课程。 

       这是您在课程中要使用的培训手册，希望您能在奉献服务生涯中也将其作为参考资料。

因此请妥善保管。您将学习各种有趣而重要的课题，因此请多作一些笔记。 

        在益世康，有众多的灵性导师（guru），门徒课程是一个培训项目，其目的在于帮助您

加深您对关于灵性导师的真理（ guru tattva）和对灵性导师的莲花足坚定的信心

（gurupädäçraya）的理解。本教材是为准备在益世康中接受启迪的新奉献者而编写的，我

们也推荐益世康的领导者、传教者、顾问和教师研读。 

        它是在灵性导师服务委员会的指导下，历时两年，由益世康中最优秀的老师们合力编撰

而成。 

        这个依斯康门徒课程以圣帕布帕德的教导、益世康的现行法律为基础，广泛参考了高迪

亚-外士纳瓦传统著作。 

        在此感谢使本书得以面世的以下奉献者们，他们是帕拉达南达-斯瓦米，巴克提-柴坦尼

亚-斯瓦米，茹阿文卓-斯瓦茹帕-达斯，拉克施蜜茅妮-达西，阿图-奎师那-达斯，哥琵卡-茹阿

迪卡-达西，阿南达-温达瓦纳-达西，塔茹阿卡-达西，布茹阿佳-毕哈瑞-达斯，玛达瓦南达-达
斯，汉努曼-达斯，以及其他许多人。特别感谢玛雅普学院对本教材进行了试用。 
       我们也感谢领导委员会的成员召开了这次益世康灵性导师讲座，门徒课程正是以此为基

础构思而成。那个委员会的成员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奉献者之外，还有佳亚帕塔卡-斯瓦米，

巴克提-恰茹-斯瓦米，茹阿达纳塔-斯瓦米，伽茹达-达斯和茹蜜妮-达西。 
       如需咨询，请与教师或灵性导师服务委员会联系。与此同时，祝培训课程圆满成功，愿

大家一如既往，继续履行对圣帕布帕德的服务。 
 
 
您的仆人 
阿努塔玛-达斯 
益世康交流部长 
灵性导师服务委员会成员，管理委员会成员 
 
 
 
 

 益世康门徒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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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导言，理论和背景 
 
第一课 欢迎辞和导言 

       第二课     关于灵性导师的真理（Guru-tattva）和师徒传系（Paramparä） 
第三课   益世康创办灵性导师圣帕布帕德 

      第四课 益世康的灵性导师们（Gurus） 
 
第二单元：确定与灵性导师（GURU）的关系 

第五课               对灵性导师的莲花足坚定的信心（Guru-pädäçraya） 
第六课              选择灵性导师（Guru） 
第七课                 启迪誓言 

 
第三单元                      在与灵性导师（GURU）的关系中活动 

Lesson 8  Guru-püjä 
第八课                   崇拜灵性导师（Guru-püjä） 
 
Lesson 9  Guru- sevä 
第九课                  服务灵性导师（Guru- sevä） 
Lesson 10 Guru vapu and väëé-sevä  
第十课                   服务灵性导师本人（vapu-sevä）和服务他的训示（väëé-sevä） 
Lesson 11 Guru-tyäga 
第十一课               摒弃灵性导师（Guru-tyäga） 

 
第四单元                     合作共建关系和巩固加强 

第十二课             呈现自己的灵性导师（Guru）  
第十三课             益世康中的各种关系 
第十四课             课程综述 
 

 附录 
其他引言 
 益世康中启迪灵性导师（Dékñä-guru）必备的资格  
益世康的灵性导师们的行为标准 
在益世康得到启迪的资格 

       摒弃一位堕落的灵性导师 
详细的课程学习目标（和备选目标） 
课堂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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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导导言言，，理理论论和和背背景景  
第一课                     欢迎辞和导言 

原则与价值 
课程的宏观目标 
课程评估 

 
第二课                      关于灵性导师的真理（Guru-tattva）和师徒传系（Paramparä） 

 关于灵性导师的真理  （Guru-tattva） 
灵性导师（Gurus）的类型 
 师徒传系体制（Guru-paramparä） 
驳斥在圣帕布帕德隐迹后出现的瑞特维克（Ritvik）理论 

 
第三课                      圣帕布帕德- 益世康的创办灵性导师（Ä cärya） 

创办导师（Ä cärya）的职能 
帕布帕德是被圣主柴坦尼亚-玛哈帕布授权的代表 
未来的益世康 

 
第四课                     益世康的灵性导师们 

益世康 的灵性导师（Guru）的心态 
灵性导师（Guru）的训示与益世康权威的训示 
益世康之外的灵性导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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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欢迎辞和导言 

 
  
课题 

 
 

 
 
 
 
 
  
  
  
  课课堂堂纪纪律律  

在学习过程中，为了保持恰当的学习氛围，学生同意遵守以下课堂纪律（见附录 6，第 76 页） 
. 
  
  
CCoouurrssee  BBrrooaadd  AAiimmss 课课程程宏宏观观目目标标  
 
 

课堂纪律 
原则与价值 
课程宏观目标 
课程评估 
 

 
提高益世康的门徒素质，以长期造福圣帕布帕德的协会及其成员，  

我们达到这一点的方法是使学生们做到： 
 
.理解门徒身份的一贯原则，正如圣帕布帕德和广义的外士纳瓦传统教导中所呈现的，理解在益

世康中应用这些原则的独特背景。 
 
将这些原则应用在： 
与他们的灵性导师们（guru）和年长的外士纳瓦建立积极、健康、灵性的关系。 
在这些关系中恰当地活动 
 
培养门徒应有的价值观和心态 
 
合作服务至尊及祂的各种代表，通过个人榜样和训示使圣帕布帕德的使命和教导永恒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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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门徒徒课课程程的的目目标标  
 
作为门徒，我可以在哪些方面完善自己？ 
 
 
 
 
 
 
 
 
 
 
 
 
  
课课程程原原则则和和价价值值观观  
 
 
 

 

 
1. 圣帕布帕德是最重要的训示灵性导师（Ç ikñä Guru） 
2. 忠诚于益世康和师徒传系 
3. 尊重各种权威和年长的外士纳瓦们 
4. 慎重选择灵性导师（Guru） 

 
5. 坚信灵性导师（Guru）的训示 
6. 信守誓言，献身于圣帕布帕德的使命 
7. 典范的萨达纳、行为活动、协调平衡的生活方式 
8. I 询问、谦卑和服务                      

 
9. 有利的联谊 
10. 培养和传播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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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评估 

 
授课教师将选择以下问题提问。你的回答应该是 400 到 600 字。 
 
 
第一单元  导言，理论和背景 
 
问题 1  

Guru-tattva and Paramparä 关于灵性导师的真理（Guru-tattva）和师徒传系

（Paramparä）    (Unit 1, Lesson 2 第一单元，第二课) 
解释灵性导师（guru）的类别和他们的作用。为什么我们需要接受一位在世灵性导师？举出

论点来驳斥瑞特维克派（Ritvikvada）哲学。回答时要恰当地引用经典（çästra）  
     
 
问题 2  

在益世康，对灵性导师莲花足坚定的信心 （Gurupädäçraya）   (Lessons 3, 
5 & 8 第三课，第五课，第八课) 
 

解释在益世康中对灵性导师的莲花足的坚定信心的含义。圣帕布帕德是如何作为最重要的训

示灵性导师（çikñä-guru）和益世康的创办灵性导师而发挥职能的？圣帕布帕德始终作为益世康未来

成员最重要的训示灵性导师（çikñä-guru），这一点为何非常重要？你回答时要引述益世康现行法

律，简要论述崇拜圣帕布帕德及益世康现在和未来的灵性导师们的恰当做法。 

问题 3  
益世康 Gurus  益世康的灵性导师们  (Unit 1, Lesson 4 第一单元，第四课) 

根据圣帕布帕德的教导和益世康权威的结构，.描述对一位益世康的 灵性导师，应该怀有怎样

的心态。为什么要在益世康 接受启迪和训示灵性导师（dékñä 和 çikñä gurus）。描述对其他

高迪亚外士纳瓦传系和组织的灵性导师们应该怀有怎样的心态。 
 
  
第第二二单单元元    与与灵灵性性导导师师（（GGUURRUU））确确立立关关系系 
 
第四课  
         选择灵性导师（Guru）和启迪誓言                               （第六课） 
你认为对门徒而言，哪些品质最为重要？解释启迪誓言的重要意义。列举灵性导师（guru）
的一些必备资格。你认为灵性导师必须具备哪些资格？讨论当一个人选择灵性导师时，哪些

做法和理由是恰当的，哪些是不恰当的。 

第三单元  在与灵性导师（GURU）的关系中活动 



8 
 

 
问题 5  

服务灵性导师 （Guru- sevä ）（第三单元，第九课） 
服务灵性导师（Guru- sevä ）与服务益世康的使命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讨论平衡两者关系

的做法的重要性。回答时举出实例。        
  

 
问题 6  
            亲身服务灵性导师本人（Guru Vapu）和服务灵性导师的训示（Väëé-sevä）（第三单

元，第十课） 
什么是亲身服务灵性导师本人（Guru Vapu），什么是服务灵性导师的训示（Väëé-sevä）？

哪种服务更重要？为什么？关于寻求灵性导师（guru）的建议，举一些恰当的例子和不恰当

的例子。讨论门徒如何恰当地对待灵性导师的神兄弟姐妹。回答时要正确地参考 çästra。 
 
 

第第四四单单元元    合合作作共共建建关关系系 
 
第七课  
呈现自己的灵性导师（Guru）                           （第四单元，第十二课及第二单元第五课） 
对益世康的门徒来说，在公众场合和在外士纳瓦团体中宣传自己的灵性导师（guru），你认

为怎样的心态和行为才是恰当的？为什么说益世康的门徒在这个方面培养恰当的心态非常重

要？广泛宣传圣帕布帕德作为益世康的创办灵性导师及今后最重要的训示灵性导师（çikñä-
guru），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回答时要引用有关的经典（çästric pramäëa）和益世康现行

的法律。 
 
 问题 8   
          益世康中的各种关系                                                      （第四单元，第十三课） 
 对于益世康的门徒而言，请你描述因为启迪灵性导师（dékñä guru）不同而作出区分的不恰

当心态和行为。益世康的门徒在这个方面培养恰当的心态为什么很重要？请讲述与所有益世

康外士纳瓦发展并保持合作的关系，有哪些实际做法。 

 

第二课 关于灵性导师的真理（Guru-tattva）和师徒传系

（Paramparä） 

  
课课题题  
 

 
 
 
 

关于灵性导师的真理（Guru-tattva） 
灵性导师的类型 
师徒传系体制（Guru-paramparä） 
驳斥瑞特维克（Ritvik）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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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于于灵灵性性导导师师的的真真理理（（GGuurruu--ttaattttvvaa））  
 

用你自己的话简要解释灵性导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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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于于灵灵性性导导师师的的真真理理（（GGUURRUU--TTAATTTTVVAA））  
 
灵性导师与奎师那毫无分别。 

guru kåñëa-rüpa hana çästrera pramäëe 
guru-rüpe kåñëa kåpä karena bhakta-gaëe 

所有启示经典皆断言灵性导师与奎师那毫无分别。主奎师那以灵性导师的形式拯救祂的奉献者。 
 
门徒与灵性导师的关系就像他与至尊主的关系一样。灵性导师总是以至尊人格首神的卑微仆人自

居，但门徒必须把他视为首神的外在代表。 
《永恒的采坦耶经》上篇逍遥 1.4 

äcäryaà  mäà  vijänéyän nävamanyeta karhicit 
na martya-buddhyäsüyeta sarva-deva-mayo guruù 

“应当像对待我一样地对待以身作则的灵性导师（äcärya），永远不要对他不敬。不该嫉妒他，

认为他是普通常人，他可是全体半神人的代表。” 
《圣典博伽瓦谭》11.17.27  

 
如果一个人把灵性导师视为普通常人，他就毁灭了…. 

经典推荐，要像荣耀至尊人格首神那样荣耀灵性导师。Säkñäd dharitvena samasta-çästraiù。每

部经典都这样训示。Ä cäryaà  mäà  vijänéyät [SB 11.17.27]。应该像对待至尊人格首神一样地对

待以身作则的灵性导师（äcärya）。尽管有这些训示，如果一个人依然把灵性导师视为普通常

人，他注定毁灭。 
《圣典博伽瓦谭》7.15.26 要旨 

当他完美地履行职责，他就是完美的….. 
邮递员可能给我们送来一百美金，但我们并不认为是他给了我们这一百美金。钱是一个朋友汇来

的，邮递员只是负责送到，不多也不少。他的完美就在于他把朋友汇来的一百美金如数送到。邮

递员可能有诸多不完美之处，但是当他完美地履行职责时，他就是完美的 
帕布帕德显现日庆典讲话 1972 年 9 月 2 日新温达文 

资格欠缺或尚未达到解脱的人，仍旧可以当灵性导师（guru） 
巴克提维诺德-塔库的话跟经典一致，因为他是一位解脱者。通常，灵性导师来自主的永恒同游

的队伍；但是任何追随这样一位永恒解脱之人的原则，便和上述提到的队伍中人一样…..一位解

脱的阿查尔亚和灵性导师不会犯任何误错，但是资格欠缺的人或者没有达到解脱的人，依然可以

通过严格追随师徒传系成为灵性导师和阿查尔亚。 
给佳纳尔丹的信 1968 年 4 月 26 日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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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灵性性导导师师的的类类型型  
 

 
 
 

 
 
 
 

 

 
 
 
 
 
 
 
 
“训示灵性导师的数量没有限制…..” 
 

 mantra-guru ära yata çikñä-guru-gaëa 
täìhära caraëa äge kariye vandana 

我首先虔敬顶拜我的启迪灵性导师和所有训示灵性导师的莲花足。 
        
       要旨：一个奉献者只能有一位启迪灵性导师，因为经典禁止一个人接受多位启迪灵性导师。关于

接受训示灵性导师，则没有数量限制。通常经常在灵性科学方面教导门徒的灵性导师以后会成为他的

启迪灵性导师。 
《永恒的采坦耶经》上篇逍遥 1.35 

 
 

çikñä -guru-brnda krpa koriya apar 
sadhake sikhan sadhaner anga-sar 

 
但是我认为众多的训示灵性导师们（çikñä –gurus）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在修行奉献服务

(sadhana-bhakti)的所有必要方面训练初习奉献者，显示了更多无限的仁慈。 
 

圣巴克提维诺德-塔库 Ç ré Ç ré Kalyäëa Kalpa-taru  
第一部分：灵性忠告(Upadesa)导言：启迪灵性导师和训示灵性导师 

 

启迪灵性导师（一位） 
 给予训示 
 启迪并使门徒与师徒传系连接上 
 给予灵性名字 
 给予曼陀罗（曼陀罗导师） 
 接受门徒的誓言 
 （在启迪时）吸收门徒的罪恶反应 

 
训示灵性导师 (许多位) 

 给出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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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ékñä 的意思是经过启迪开始超然的活动······” 
启迪一词意味着：“这是开始。”Dékñä, dékñä. Di... Divya。divya-jïäna 是两个词。Divya-jïäna
的意思是超然的灵性知识。所以 divya 是 dé和 jïänam，Kñapayati 的意思是阐释，即 kña, dé-
kñä。这便称为 dékñä， dékñä 是合成词。所以 dékñä 意思经过启迪开始超然的活动。这便称为启

迪。因此我们需要门徒发下誓言：“你念诵这么多遍。”“是的，先生。”“你遵守规范原

则。”“是的，先生。”那便是启迪。他必须遵守；他必须念诵。然后一切会自然发生。 
《圣典博伽瓦谭》6.1.15 讲座，1973 年 2 月 22 日，奥克兰 

 
梵文词称为 dékñä。Dékñä 意思是….. Di, 就是 divya-jïänam，超然的知识。kñä, 就是 ikñä. Ikñä
意思是看见，或 kñapayati 阐释。这便称为 dékñä 

启迪巴利-玛尔达纳-达斯的讲座，1968 年 7 月 29 日，蒙特利尔 
 

除非人得到启迪，否则他的所有奉献活动都是徒劳 
 

adékñitasya vämoru kåtaà  sarvaà  nirarthakam 
paçu-yonim aväpnoti dékñä-virahito janaù 

 
“除非人得到真正灵性导师的启迪，否则他的所有奉献活动都是徒劳。没有得到恰当启迪的人，

会再次堕入动物种族之中。” 
 

Hari-bhakti-viläsa (2.6)引述了 Viñëu-yämala.，《永恒的采坦耶经》中篇逍遥 15.108 要旨中引述 
第一次启迪（唱诵圣名启迪 hari-näma） 

因此在一开始，我们奎师那知觉运动的学生们同意与奉献者共同生活，并逐渐放弃了四项非法活

动-非法性行为、赌博、食肉和服用麻醉品，他们在灵修活动中取得了进步。当一个人恒常地遵

守这些原则时，便获得第一次启迪（唱诵圣名启迪 hari-näma），他恒常地每天至少念诵 16
圈。然后再过半年或一年，他得到第二次启迪，被授予圣线，经常举行祭祀和仪式。 

《永恒的采坦耶经》上篇要旨 
 唱诵圣名启迪和曼陀罗启迪 

第一次仪式是唱诵圣名启迪，然后是曼陀罗启迪。唱诵圣名启迪，所有在场的这些男孩，他们在

一年前得到了唱诵圣名的启迪，现在他们再次得到曼陀罗启迪。是的。 
伽亚垂曼陀罗启迪讲座 1968 年 5 月 9 日波士顿 

 
Divya-jïäna 

Spiritual 
knowledge  

  

 
kñapayati 

Explain  
 Dékñä 

 
Divya-jïäna 

Spiritual 
knowledge  

  

 
Ikñä  

(darçana) 
To See 

 Dékñ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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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师徒徒传传系系体体制制  
 

Evaà  paramparä-präptam 
这门至高无上的科学就这样通过师徒传系传递下来 

《博伽梵歌原意》 

 
为什么我们要接受在世启迪和训示灵性导师？ 
 
 
 
 
 
 
 
 
 
 

 
 
师徒传系 

灵性导师不把门徒对他的尊敬据为己有，而是将其传递给奎师那……《博伽梵歌》说，关于奎师

那的知识是通过师徒传系传授的。Evaà  paramparä-präptam [Bg. 4.2]。这位灵性导师将同一尊

敬献给他的灵性导师，他的灵性导师又献给自己的灵性导师，这样一直上传到奎师那。奎师那的

仁慈便这样通过师徒传系传递下来，对奎师那的尊敬是通过师徒传系传递上去。人应该学会以这

种方式接近至尊人格首神…… 
主卡皮腊的教导第十三章，通过皈依而得到完美的知识 

人应该接近当下的联接 
 
《圣典博伽瓦谭》的讯息通过师徒传系传递下来，为了得到这部经典的真知，人应接近当下的联

接，即处于师徒传系中的灵性导师。 
《圣典博伽瓦谭》 2.9.7 

 

师徒传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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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跳过灵性导师…. 
因此，想要理解《博伽梵歌》，我们必须如其所如地按照从讲述者那里聆听来的理解。这称为师

徒传系。假设我从自己的灵性导师那里聆听到什么，我就原原本本讲述给你听。这便是师徒传

系。你不能想象我的灵性导师说了什么。或者即便你读了一些书，除非你从我这里来了解，否则

你无法理解。这便称为师徒传系。你不能跳过灵性导师，忽略离你最近的 äcärya。 
《圣典博伽瓦谭》1.15.30 讲座，1973 年 12 月 8 日，洛杉矶 

不要试图直接接近奎师那，跳过其他人。这毫无用处。 
首先，你有你的灵性导师，接着是他的灵性导师，-然后是他的灵性导师的灵性导师，如此追

朔，最后追朔到奎师那那里。这就是程序。不要试图跳过其他人，直接接近奎师那。这是没有用

的。正如你通过师徒传系的阶梯接受知识，同样，我们应当通过这些阶梯来接近奎师那。 
《圣典博伽瓦谭》1.2.4 讲座-1974 年 5 月 28 日 罗马 

人必须接受一位外士纳瓦灵性导师-并非只是阅读书籍… 
人不应骄傲地认为只要阅读书籍，就可以理解对主超然的爱心服务…..人必须接近一位外士纳瓦

灵性导师(adau gurv-asrayam)，然后应该通过问答逐渐了解什么是对主的纯粹奉献服务。这便

称为师徒传系体制。 
 

《永恒的菜摊耶经》末篇逍遥 7.53 要旨 

我正在启迪的所有这些门徒……成为未来的灵性导师 
我所启迪的这些学生，都将做我现在做的事情。就像我有很多神兄弟，他们都在做灵性导师。同

样，我现在发展的、启迪的门徒，都在受到训练以成为未来的灵性导师。 
室内谈话，1971 年 7 月 18 日，底特律 

我想要看到我的门徒们成为真正的灵性导师。 
我想要看到我的门徒们成为真正的灵性导师，广泛地传播奎师那知觉，那将使我和奎师那非常高

兴…..一直受到全面严格的训练，然后你就是真正的灵性导师，你就可以按照同样的原则接受门

徒。但出于礼仪，传统做法是当灵性导师在世时，你将未来的门徒带到他面前，他不在或隐迹

后，你可以接受门徒，不受任何限制。这便是师徒传系的规定。 
给图斯塔-奎师那的信件，1975 年 12 月 2 日 

 
我希望当我离世之后，我所有的门徒都成为真正的灵性导师 

任何人在主柴坦尼亚的真正代表的指导下，遵从主柴坦尼亚的训令，都能成为灵性导师。而且我

希望当我离世之后，我所有的门徒都成为真正的灵性导师，将奎师那知觉传遍整个世界。 
给玛杜苏丹纳的信件-纳瓦兑帕，1967 年 11 月 2 日 

“你越是处于低位，就越精进。” 
这称为师徒传系体制。你得学会如何成为奎师那的仆人的仆人。你越是处于低位-仆人，仆人，

仆人，仆人，仆人，成百上千仆人的仆人-你越精进。 
《博伽梵歌》讲座，1973 年 8 月 3，伦敦 

驳斥在帕布帕德隐迹后出现的瑞特维克理论 
 
The Posthumous Ritvik Theory is a fallacious theory by which a spiritual master allegedly 
acts as dékñä-guru after his departure, through the agency of ritviks or officiating priests. 
在帕布帕德隐迹后出现的瑞特维克理论是一种谬论，它主张在灵性导师隐迹之后，通过瑞特

维克（ritviks）或祭司这样的代理从事启迪灵性导师的活动。 



15 
 

 
 
 
 
 
 
 
 
 
 
 
 
 
 
 
 
 
 
 
 
 
 
 
 
 
 
 
 
 
 
 
 
 
 
 
 
 
 

 
 任何正宗的外士纳瓦传系中都没有从自己的祖师那里接受启迪的先例。 
 
 没有经典证据说明人可以从自己的祖师那里接受启迪。 
 
 主尼提安南达帕布之子维茹阿巴卓-哥斯瓦米，在写给施瑞尼瓦斯-阿查尔亚的一封信中，

将名为佳亚-哥帕的人逐出了外士纳瓦社团，因为他自称是祖师的门徒。 
Gauòéya Vaiñëava Abhidhäna, khaëòa 3 

 声称帕布帕德的门徒中没有胜任的启迪灵性导师，暗示了帕布帕德的教导不是卓有成效

的。所以，总之，通过这种瑞特维克祭司成为帕布帕德的启迪门徒又有何用？ 
 

 瑞特维克灵性导师给与忠告，但是他不像一位真正的启迪灵性导师做的那样承担起拯救门

徒的责任。 
其他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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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其他他引引言言  第第二二课课  关关于于灵灵性性导导师师的的真真理理和和师师徒徒传传系系  
关于灵性导师的真理 
以身作则的灵性导师应当得到和神一样的尊敬 

维施瓦纳特-恰克茹阿瓦提-塔库也说道：, säkñäd-dharitvena samasta-çästrair uktas tathä 
bhävyata eva sadbhiù 。以身作则的灵性导师，就像神一样。Säkñäd-dharitvena。要像尊敬奎

师那一样地尊敬 Ä cärya。因此 äcäryaà  mäà  vijänéyän nävamanyeta karhicit [SB 11.17.27 假如

一个人愚蠢地认为：“他们在崇拜一个人。他跟我一样，而他接受了高位，接受门徒的崇拜和尊

敬。”有时他们这样质疑。但是他们不懂得应该怎样尊敬 äcärya。这样一位以身作则的灵性导

师应当被尊敬为 säkñäd-dharitvena，就像神一样。这不是夸大其词。这是依照启示经典。

äcärya 也接受所有这些虔敬的顶拜，以传递到至尊人格首神那里。这便是程序。 
 
施瑞玛缇-茹阿达茹阿妮的同游和尼提安南达帕布的代表 
       真正的韦达哲学是不可思议的既一既异论（acintya-bhedäbheda-tattva），它确定万物既与至尊

人格首神一致，又有所不同。圣茹阿古纳特-达斯-哥斯瓦米证实这便是一位正宗的灵性导师的真正地

位，他还说人应总是根据灵性导师与穆昆达（圣主奎师那）的亲密关系来想着他。圣吉瓦-哥斯瓦米

在他的 Bhakti-sandarbha (213)中清楚地阐释，纯粹奉献者看到灵性导师和主希瓦无异于至尊人格首

神，这是因为主十分钟爱他们，而并非他们在各方面等同于主。追随圣茹阿古纳特-达斯-哥斯瓦米和

圣吉瓦-哥斯瓦米的步伐，后来的 äcärya 如圣维施瓦纳特-恰克茹阿瓦提-塔库确认了同样的真理。他

在他献给灵性导师的祷文中证实道，所有启示经典认为灵性导师与主没有任何分别，因为他是主信赖

的仆人，主对他十分亲切。因此，高迪亚-外士纳瓦鉴于灵性导师是至尊人格首神的仆人而崇拜他。

不管是古老的奉爱文献，还是近代的圣纳柔塔玛-达斯-塔库、圣巴克提维诺德-塔库及其他纯粹的外士

纳瓦的诗歌，总是颂扬着灵性导师要么是施瑞玛提-茹阿达茹阿妮的心腹同游，要么是圣尼提阿南达

帕布的外在展示。（《柴坦尼亚-查瑞塔密瑞塔》阿迪-丽拉 1.47） 
 
灵性导师是 caitya-guru（心中灵性导师）的外在展示….. 

至尊灵性导师是奎师那，因此祂以 caitya-guru（心中灵性导师）见称。这指的是居于众生心中的

超灵。正如《博伽梵歌》说，祂在内帮助奉献者，在外，祂派灵性导师来给与帮助。灵性导师是

caitya-guru（居于每个人心中的灵性导师）的外在展示， 
《圣典博伽瓦谭》4.8.44 要旨 

 灵性导师们的类型 
       灵性导师不是很多人；他们的教导是一致的，guru-tattva（属于灵性导师这一真理范

畴） 
 
首先要向灵性导师供奉虔敬的祷文，vande gurün（我顶拜灵性导师们）。并且 gurün, bahu-
vacana,是复数，许多灵性导师。但灵性导师的教导并不是各执一词，他们的教导是一致的，属

于灵性导师这一真理范畴。 
《永恒的采坦耶经》上篇逍遥 1.1 讲座，1975 年 3 月 25 日于玛亚浦 

启迪除去过往的罪恶反应 
 

dékñä-käle bhakta kare ätma-samarpaëa 
sei-käle kåñëa täre kare ätma-s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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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迪的时候，当奉献者完全皈依对主的服务，奎师那便认为他就像自己一样。 
sei deha kare tära cid-änanda-maya 
apräkåta-dehe täìra caraëa bhajaya 

 
当奉献者的身体这样转变为灵性存在之后，他便在那超然的身体中向主的莲花足作出服务。 

《永恒的采坦耶经》末篇逍遥 4.192 
Ç ré Caitanya-caritämåta Antya 4.192 

启迪灵性导师和训示灵性导师 
       根据经典的规定，给予启迪的灵性导师被称为 dékñä-guru ，为了提升门徒而给予训示的灵性导

师被称为 çikñä-guru 
《永恒的采坦耶经》中篇逍遥 8.128 

 
dékñä-puraçcaryä-vidhi apekñä nä kare 
jihvä-sparçe ä-caëòäla sabäre uddhäre 

 
并非必须接受启迪或从事启迪前要做的活动。只需动动嘴唇唱出圣名。如此，即便一个人处于最

低阶层（caëòäla 吃狗者），也能得到拯救。 
圣主柴坦尼亚-玛哈帕布对萨提亚茹阿佳所言，《永恒的采坦耶经》15.108 

 
 

灵性导师接受门徒的罪恶活动 
从第一次启迪开始，灵性导师就接受了门徒的罪恶活动。我可能很轻易地给予启迪，但是我有什

么办法？为了服务主柴坦尼亚，我准备下地狱。 
给佳杜茹阿妮的信，1972 年 9 月 4 日于新温达文 

 
 第二次启迪是真正的启迪 

就你提出的问题而言，第二次启迪是真正的启迪。第一次启迪是预备阶段，只是让他作好准备，

就像初级和中等教育。第一次启迪给他受净化的机会，当他真的受到净化，他就被认可为

brahmana（婆罗门），那意味着真正的启迪。当门徒从聆听那天开始，灵性导师与门徒之间的

永恒联接便开始了。就像我的灵性导师那样。在 1922 年，当我们初次见面，他就说：你们是个

受过教育的男孩，为何不传播这奉爱宗。这便是开始，现在它正在成为现实。因此我们的关系是

从那天开始建立起来。 
给佳杜茹阿妮的信，1972 年 9 月 4 日于新温达文 

 
崇拜神像是需要的 

虽然神像崇拜不是最重要的，但大多数渴望奉献服务的人的物质状态需要他们从事这种活动。当

我们考虑他们的躯体和心意状态时，我们发现这些人的品格不够纯洁，他们的心意躁动不安。为

了纠正这种物质状况，伟大的圣哲那茹阿达和其他人在不同的年代推荐了各种崇拜神像的规范。 
Bhakti-sandarbha (283–84), 圣吉瓦-哥斯瓦米《永恒的采坦耶经》中篇逍遥 1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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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徒传系体制 
 
首先成为我的奉献者的奉献者，däsa-däsa-däsänudäsaùs 
 
        我们不能直接跳到奎师那面前。那是另一种胡作非为。我们必须通过灵性导师接近奎师那。这便

是 paramparä 体制。奎师那不是那么廉价，乃至你可以直接跳到祂面前。有人说：“为啥我要接受

一位灵性导师? 我可以直接接近奎师那。”不，奎师那不接受这种…Mad-bhaktaù püjäbhyadhikaù.奎
师那说：“首先你成为我的奉献者的奉献者。”柴坦尼亚-玛哈帕布说：gopé-bhartuù pada-
kamalayor däsa-däsa-däsänudäsaù，“我是奎师那的仆人的仆人的仆人。” 

《博伽梵歌》2.2 
“ 灵性导师是一致的。” 

灵性导师的教导是一致的，因为他来自师徒传系。维亚萨戴瓦和奎师那五千年前的教导如今也在

被教授。这两个训示之间没有任何分别。虽然千百位 äcäryas 来来去去，但讯息是一个。真正的

guru 不可能说两样话，因为真正的 guru 说的话从来不有别于他的先辈们。 
自自觉觉的的科科学学 22aa；；选选择择一一位位灵灵性性导导师师                    什什么么是是  GGuurr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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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圣帕布帕德- 益世康的创办灵性导师 

课课题题  
 
 
 
 
 
 
 
创创办办灵灵性性导导师师的的职职能能  
 
 

 
 
 
 
 
 
 

 
 
在下框中列举圣帕布帕德作为益世康创办灵性导师行事的方法 
 
 
 

创办灵性导师的职能 
帕布帕德，圣主柴坦尼亚-玛哈帕布的授权代表 
未来的益世康 
 

创办： 
为…提供基础或稳固的支撑 
以一个学科或训示为基础 
初次建立或确立（一个机构等），为其永久存在而制定规章。 

牛津英语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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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圣帕帕布布帕帕德德：：  
  圣圣主主柴柴坦坦尼尼亚亚--玛玛哈哈帕帕布布授授权权的的代代表表  
 

我我们们何何以以接接受受圣圣帕帕布布帕帕德德为为这这个个年年代代圣圣主主柴柴坦坦尼尼亚亚--玛玛哈哈帕帕布布授授权权的的代代表表，，在在下下

面面的的框框中中举举出出一一些些理理由由。。  
 
 
 
 
 
 
 
 
 
 
mora senapati-bhakta  

ebe nama sankirtana tikshna khadaga laiyaantara asura jivera phelibe katiya 
yadi papi chadi dharma dure dese yayamora senapati-bhakta yaibe tathaya 

 
手持齐颂哈瑞 奎师那曼陀的利剑(nama-sankirtana)，我将根除并摧毁所有受制约灵魂心中的恶

魔心态。 
 
假如某些罪恶的人放弃宗教原则，逃避到异国他乡，那时我的奉献者将军（Senapati Bhakta）
会来给予他们奎师那知觉。 

楼坎纳-达斯-塔库的吉祥的柴坦尼亚  
(Sutra-khanda 经部, 歌曲 12 song 12, texts 564-565) 

 
Locana Dasa Thakura in his Caitanya Mangala  

(Sutra-khanda, song 12, texts 564-565) 

未未来来的的益益世世康康  
 
如何确保将来圣帕布帕德始终作为益世康的创办灵性导师和最重要的训示灵性导师的地位？

在下面的框中写下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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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承载着主柴坦尼亚的讯息….. 
我也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书籍、信件及演讲的欣赏。这些不是我自己的话，正如我一再告诉你们

的，我只是通过师徒传系承载着源自主柴坦尼亚的讯息，并且我未做任何增删。同样，如果你们

都成功地传送这些话语，就能完好地维系这超然的 parampara 体系，一般大众将获得裨益。 
给博伽万的信 1970 年 1 月 10 号于洛杉矶 

第四课益世康的灵性导师们 

 
  
课课题题  
 
 
 
 

 

  
  
      益益世世康康  灵灵性性导导师师的的心心态态  
 

你认为益世康 灵性导师（现今的和未来的）通常应该以怎样的心态： 
  对待圣帕布帕德的教导 
 对待益世康中的权威结构 

 
写下你的想法…… 
 

 
 

 
 
 
 
 
 
 
 

 

 益世康灵性导师的心态 
灵性导师和 益世康权威们的训示 
益世康之外的灵性导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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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世康灵性导师们与益世康权威们之间的关系 
 

 
注意：上表仅供培训之用，并非一定用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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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灵性性导导师师和和益益世世康康权权威威们们的的训训示示  
 
小组练习： 

演一个小品以说明： 
 

当本地益世康权威的训示有别于一个人的灵性导师给与的训示时，不恰当的处理方式。 
 
 当本地益世康权威的训示有别于一个人的灵性导师给与的训示时，恰当的处理方式。 

 
 
将小品的要点记入下框。 
 
 
 
 
 
 
 
 
 
 

 
益益世世康康之之外外的的灵灵性性导导师师们们  
 
在下框中列举在益世康之内接受启迪和训示灵性导师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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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世康 灵性导师的心态 
 

巴克提希丹塔-萨茹阿斯瓦提-塔库的管理委员会 
巴克提希丹塔-萨茹阿斯瓦提-塔库在离世之前，要求他的所有门徒组成一个管理委员会，齐心合

力从事传教活动。他并没有教导某个特定的人物成为下一位 äcärya。但他一离世，他的首要秘

书们就制定了种种计划，没有任何授权，以占据 äcärya 的地位，并且他们为谁将成为下一个

äcärya 而分裂成两派。结果，两派都 asära，毫无用处，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授权，违背了灵性导

师的训令。 
《永恒的采坦耶经》上篇 12.8  

灵性导师和益世康权威们的训示 
 
服从圣帕布帕德但不追随 G.B.C… 

“当他们说他们不喜欢益世康 和 G.B.C，他们其实是在说他们不喜欢追随我的训令。这意味着

他们不喜欢我的训令。这意味着他们对我的训令没有信心。这意味着他们对我没有信心。这意味

着 guru-aparädha，对灵性导师的冒犯。说他们对我有信心，这是一种虚伪。” 
1975 年 2 月 8 日，益世康夏威夷火奴鲁鲁 8th February, 1975,  

益世康之外的灵性导师们  
 
永远不要试图聆听非我们传系中人的话语 

你最好坚持聆听权威人士的话语，比如你的灵性导师或有经验的神兄弟们的话语。但永远不要试

图聆听非我们传系中人的话语。聆听他们只是浪费时间，之后还得再来纠正错误。 
给汉萨杜塔的信－1969 年 9 月 5 日于汉堡 

Please avoid them 请避免与他们联谊 
“我收到了你于 1975 年 9 月 3 日写来的信，及附上的关于冯（本）玛哈茹阿佳的说法。所以我

现在下令我的全体门徒都应避免与我的任何一位神兄弟联谊。他们彼此不应该有任何交往，甚至

不应通信，我的门徒不应把我的任何书籍给予他们，或购买他们的书籍，你们也不应拜访他们的

任何庙宇。请避免与他们联谊。” 
给维施瓦卡尔玛的信-1975 年 9 月 9 日于孟买 

 
给他 prasadam，把他当做年长的 Vaisnava 来尊敬，但他不能演说或讲课。 

所有的外士纳瓦们都是传播奎师那知觉的权威，但还是有不同级别的权威。总之，假如他（本-
玛哈茹阿佳）的动机是压倒我，而且这是他来此的目的，我们怎能接待他呢？他早已给了一位教

授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们可以待他如宾客。假如他来到我们的中心，给他 prasadam，把他当做

年长的外士纳瓦来尊敬，但他不能演说或讲课。如果他想讲课，你们可以告诉他说已经安排别人

讲课了。就这样好了。” 
给萨特斯瓦茹帕的信-1975 年 6 月 4 日火奴鲁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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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其他他引引言言                  第第四四课课益益世世康康  灵灵性性导导师师们们  
 
GBC 管理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GBC)将是整个国际奎师那知觉协会的最高管理权威。” 
                                                                                                  圣帕布帕德遗嘱 1977 年 6 月 

高迪亚使命传教失败…. 
你必须继续从事这些传教活动。高迪亚使命传教失败在于他们采纳了这个原则。他们一得到号称

Matha 或庙宇的小小庇护所，和几十个…不是几十，十几个（门徒），他就在那里安顿下来了。

而今他在崇拜，“哈瑞 奎师那， 哈瑞 奎师那，哈瑞 奎师那，哈瑞 奎师那，”显示他是一个伟

大的唱诵者。你在传播什么？….. 因此我的古茹-玛哈茹阿佳谴责这种做法。Mana tumi kisera 
vaisnava，你是个什么样的外士纳瓦？Pratisthara tare nirjanera ghare，只是为了廉价的拥戴，

哦，他是一个外士纳瓦。他在唱诵。好的……没有烦心，因为没有传教，所以没有烦心。你可以

坐下来，显示给世人：“现在我已成为高度解脱的灵魂。”并且唱诵和冥想。那意味着酣睡。这

种做法遭到我的古茹-玛哈茹阿佳的谴责。Pratisthara tare nirjanera ghare tava harinama 
kevala。这只是欺骗。他并不认可这种做法。他不认可。他想要看到人人都从事传教活动。 

《圣典博伽瓦谭》6.3.18－1971 年 2 月 11 日 于高茹阿克普尔 
 

他们违背了灵性导师的训令，没有得到授权 
巴克提希丹塔-萨茹阿斯瓦提-塔库在离世之前，要求他的所有门徒组成一个管理委员会并齐心合力

从事传教活动。他并没有教导某个特定的人物成为下一个 äcärya。但他一离世，他的首要秘书们就

制定了种种计划，没有任何授权，以占据 äcärya 的地位，并且他们为谁成为下一个 äcärya 而分裂

成了两派。结果，两派都 asära 毫无用处，因为他们违背了灵性导师的训令，没有得到授权。 
《永恒的采坦耶经》上篇 12.8 

 
 

接受 GBC 的权威是圣帕布帕德的训令 
外士纳瓦宗规定 guru 的必备资格时他追随自己 guru 的训令。他永远不会成为主人，而始终作为

仆人。因此，要想在益世康具备 guru 的资格，最重要的是必须严格追随圣帕布帕德的训令，而

他规定所有奉献者必须在 GBC 的领导下互相合作地从事服务。接受 GBC 委员会的权威不是愿

意不愿意的问题——因为这是圣帕布帕德的训令。对于从事灵性导师这一服务本身来说是必要

的。 
灵性导师改革-茹阿文卓-斯瓦茹帕-达斯- 益世康 通讯  

门徒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灵性导师的训示。 
圣巴克提希丹塔-萨茹阿斯瓦提-哥斯瓦米-玛哈茹阿佳对此的评论是：“如果一个人能完全按照他

从灵性导师的口中聆听到的话语来行事，他的人生使命便圆满了。”接受灵性导师的话语称为

çrauta-väkya，暗示门徒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灵性导师的训示。圣维施瓦纳特-恰克茹阿瓦提-塔
库对此的评论是，门徒必须把他的灵性导师的话语当做自己的生命与灵魂。 

《永恒的采坦耶经》上篇 7.72 
 

服从圣帕布帕德但不追随他的 G.B.C…. 
在圣帕布帕德的房间中发生了另外一场冲突，有些奉献者坚称他们可以衷心服从圣帕布帕德，但

不能追随他的 G.B.C 代表或他的益世康……帕布帕德房间里的这些奉献者曾是益世康在夏威夷的

领导，但是已经离开了，现在威胁要使用在他们名下的基金和财产。帕布帕德只是反复 问他

们：“你们为什么要离开？你们为什么不能留下来？你们为什么不能皈依”但他们坚持说他们信

任帕布帕德，但他们不能信任 G.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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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拒绝接受帕布帕德要求皈依这一简单的要求，激怒了房间里的一个 G.B.C 成员。 
“你说你接受帕布帕德？” 
“是的，”他们答道。 
“你们还说你对他有信心？” 
“是的。” 
“你说无论他作何要求，你都能追随？” 
“是的。” 
“那么，假如帕布帕德要求你追随 G.B.C.，你会这样做吗？”房间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无人

说话。 
“不，我们无法追随。” 
当他们说出了那个不字之后，圣帕布帕德用拳头重击一下桌子，然后用手指着这些偏离的奉献

者，怒斥道：“看看这种虚伪啊！” 
即便帕布帕德这样严词痛斥，他们依然坚持“我们皈依您，但不是益世康”的论调，直到帕布帕

德要求他们离开。帕布帕德对留在房间里的其他奉献者说道：“当他们说他们不喜欢益世康 和 
G.B.C，他们其实是在说他们不喜欢追随我的训令。这意味着他们不喜欢我的训令。这意味着他

们对我的训令没有信心。这意味着他们对我没有信心。这意味着 guru-aparädha，对灵性导师的

冒犯。要说他们对我有信心，这是一种虚伪。” 
 

1975 年 2 月 8 日，火奴鲁鲁 8th February, 1975 
训示灵性导师（Ç ikñä-guru）不会说有违启迪灵性导师（dékñä-guru）教导的话语…..  
有时启迪灵性导师（dékñä-guru）并不总是临在。因此一个人可以向一个进步的奉献者请教。这样的
人被称为训示灵性导师（çikñä-guru）。作为训示灵性导师并不意味着他会说有违启迪灵性导师教导

的话语….. 这样说的人就不是 çikñä-guru，而是恶棍无赖。 
 

《博伽梵歌》17.1-3，1974 年 7 月 4 日，火奴鲁鲁 
门徒在自己的灵性导师面前应该总是做个傻瓜…. 

柴坦尼亚-玛哈帕布本人作出了如何成为门徒的完美榜样。一位灵性导师深知如何使每位门徒各

司其职，但是如果一个门徒认为自己比灵性导师还要进步，放弃他的训示，自行其是，他就妨碍

了自己的灵性进步。每一个门徒都必须认为自己完全不了解奎师那的科学，而且必须随时准备执

行灵性导师的训令，以便在奎师那知觉之中胜任服务。门徒在自己的灵性导师面前应该总是做个

傻瓜….. 
《永恒的采坦耶经》上篇逍遥 7.72 

深思熟虑的人明辨是非，必须如此行事…. 
我们应当妥善安排生活，使自己心智强壮，可以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辨明生命的目标。深思熟虑

的人明辨是非，必须如此行事，从而臻达生命的目标。 
圣典博伽瓦谭 7.6.5 要旨 

 
第二单元 

确立与灵性导师的关系 

 
第第五五课课  对对灵灵性性导导师师的的莲莲花花足足怀怀着着坚坚定定信信心心  

对帕布帕德的莲花足怀着坚定信心 
对启迪/训示灵性导师的莲花足有着坚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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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六六课课  选选择择灵灵性性导导师师  

真正的灵性导师的资格 
选择灵性导师 

 
 

第第七七课课  启启迪迪誓誓言言  
严格遵守启迪誓言 
遵守誓言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挑战的解决方案 
纠正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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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对灵性导师的莲花足坚信不疑 

课课题题  
 
 
 
 
 

yasya deve parä bhaktir yathä deve tathä gurau 
 
“对主和灵性导师均怀有坚定信心的伟大灵魂，韦达知识的一切要义自动地向他们揭示。” 

Ç vetäçvatara Upaniñad 6.23 

坚坚信信帕帕布布帕帕德德的的莲莲花花足足指指导导方方针针  
 
举出一些特别的方法，使我们从开始灵修就能培养出与圣帕布帕德深刻/真实的奉爱关系。 
 
 
 
 
 
 
教导新成员托庇于圣帕布帕德 

益世康奉献者应当教导新成员托庇于圣帕布帕德，并且从那些在奎师那知觉方面教导他们的人那

里接受指导、训练和协助。益世康的成员应当选择什么时候，希望向谁请求得到启迪。他们必须

充分认识到圣帕布帕德是创办灵性导师，并且是他们最重要的训示灵性导师。 
 
至少念诵圣帕布帕德顶拜祷文的第一段 

所有第二代门徒和未来门徒念诵完自己启迪灵性导师的顶拜祷文之后，至少还应顶拜并念诵圣帕

布帕德顶拜祷文的第一段，作为向创办灵性导师致敬的一种方式。 
 
 在益世康接受训示和启迪的目的 

一个人与圣恩的训示确定了稳固的关系之后，从事了至少半年严格的规范修行，可以接受一个被

授权的益世康奉献者作为未来的启迪灵性导师，再经过至少半年时间，可以从该奉献者那里接受

外士纳瓦启迪。要知道，在益世康接受训示和启迪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该奉献者跟圣帕布帕德的关

系，增强他对圣帕布帕德的忠诚、依附与热爱。 
益世康 法律 7.2.1 第一次（唱诵圣名）启迪 

对对启启迪迪//训训示示灵灵性性导导师师的的莲莲花花足足和和帕帕布布帕帕德德的的莲莲花花足足坚坚信信不不疑疑  
 
坚坚信信启启迪迪//训训示示灵灵性性导导师师的的莲莲花花足足和和坚坚信信帕帕布布帕帕德德的的莲莲花花足足，，这这二二者者之之间间是是什什么么

关关系系？？  
 
  

 

对帕布帕德的莲花足坚信不疑 
 

对启迪/训示灵性导师的莲花足坚信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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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益益世世康康，，对对灵灵性性导导师师莲莲花花足足的的坚坚定定信信心心  
益世康中的门徒应当从三个来源求得庇护 
 

 
 
是出于爱心做到的。这是基本原则…. 

应当确信：“我的灵性导师是我最好的朋友；因此我必须服务于他。”你现在所作出的服务，即

便我付某人月薪一千美金，他都无法做到。因为是出于爱心做到的。这是基本原则。Yasya deve 
parä bhaktir yathä deve tathä gurau.当人对奎师那和祂的代表灵性导师怀有坚定的奉爱之心，一

切自动地向他揭示。 
 

圣帕布帕德对达拉斯的灵师学校教师讲话，1975 年 7 月 
托庇于真正的灵性导师并全身心服务他 

取得灵性进步的最简易途径是托庇于一位真正的灵性导师并全身心服务他。这便是成功秘诀。正

如维施瓦纳特-恰克茹阿瓦提-塔库在他的八颂灵师中所言，yasya prasädäd bhagavat-
prasädaù。通过服务灵性导师或者得到他的恩典，一个人便得到至尊主的恩典。黛瓦瑚缇通过服

务她的奉献者丈夫，便分享了他的成就。同样，一位真诚的门徒，只是通过服务真正的灵性导

师，便可同时获得主和灵性导师的所有仁慈。 
《圣典博伽瓦谭》3.23.7

Disciple 

Ç réla 
Prabhupädä 

Ç ikñä-gurus Dékñä- g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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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选择灵性导师 

  
课课题题  
 
 
 
 
 
 
 
你想从一位灵性导师那里找到什么？ 
 
 
 
 
 
 
  
  
  
  
一一位位真真正正的的灵灵性性导导师师的的资资格格  
 
一位真正的灵性导师的资格是什么？讨论时将要点记在下框。 
 

 
 
 
 
 
 

一位真正的灵性导师的资格 
选择灵性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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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真正的灵性导师的资格 

 
väco vegaà  manasaù krodha-vegaà  jihvä-vegam udaropastha-vegam 

etän vegän yo viñaheta dhéraù  sarväm apémäà  påthivéà  sa çiñyät 
头脑清醒的人能够容忍言语的冲动，心意的索求，愤怒的行为，舌头、肚腹和生殖器的催涌，他

有资格在全世界广收门徒。 
《训示的甘露 》诗节 1 

 
两个资格 

tad-vijïänärthaà  sa gurum eväbhigacchet 
samit-päë iù  çrotriyaà  brahma-niñöham 

 
为了恰当理解这些道理，一个人必须手持薪柴，谦卑地接近一位通晓韦达经并坚定地献身于绝对

真理的灵性导师。 
Muëòaka Upaniñad 1.2.12 

一位真正的灵性导师不会传授一些凭空杜撰的知识；他的知识极具权威，来自师徒传系。他也稳

处于对至尊人格首神的服务(brahma-niñöham)中。这便是他的两个资格：他必须从师徒传系聆听

过韦达知识，并且他必须稳处于对至尊主的服务中。他不一定要学识渊博，但他必须从恰当的权

威处聆听过。 
主卡皮腊的教导 诗节 4 ，接近一位真正的灵性导师 

  
选选择择灵灵性性导导师师  

 
在下框中写下选择灵性导师的一些不恰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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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选择择灵灵性性导导师师的的步步骤骤  
下图选自益世康关于启迪步骤的法律规定。全文参见附录 4，第七十页 
 

 
 

One Year Preparatory Period  

Prabhupädäçraya 

Dékñä & Ç ikñä Guru-pädäçraya 

Hari-näma initiation 

 

 

 

一年准备期 
积极从事奉献服务 
严格遵守四项规范原则 

       每天至少念诵 16 圈 
参加全部早晨节目（住在庙里的人） 
在家或联谊地点（Näm-haööa）做早晨节目（住在庙宇之外的人） 
 

坚信帕布帕德的莲花足 
充分认识到圣帕布帕德是最重要的训示灵性导师 
顶拜时念诵圣帕布帕德顶拜祷文 
从 ISCKON 灵性权威那里接受指导 
 

坚信启迪和训示灵性导师的莲花足 
遵守上述规定至少半年之后，一个人可以从若干固定的训示灵性导师中选择一位被授权的益世康

启迪灵性导师。注意半年时间是最短期限，允许一个人花足够长的时间来做出这个决定。 
希望得到启迪的人在选择灵性导师方面，有责任运用自己的智慧。 
通知当地庙长或相关权威 
接受益世康权威给予的考试 
被选择的灵性导师同意给予启迪 
开始崇拜这位灵性导师并念诵他的顶拜祷文（之后至少念诵圣帕布帕德顶拜祷文的第一段） 
除了从他选定的启迪灵性导师那里接受训示之外，一个人继续从固定的训示灵性导师们那里接受

训示。假如一个人决定从其他益世康灵性导师那里接受启迪，要与已选好的灵性导师和当地权威

交流。 
 

Hari-näma 启迪 
在连续至少六个月之后，一个人可以接受 Vaiñëavadékñä. 
灵性导师不一定必须给出启迪 
在启迪之后，一个人经过自己的启迪灵性导师的许可，可以接受其他训示灵性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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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真正的灵性导师的资格 
 
个人行为和传教 

     äcära’, ‘pracära’,—nämera karaha ‘dui’ kärya 
tumi—sarva-guru, tumi jagatera ärya 

 
“您行为端正，传教出色，同时履行了与圣名有关的两项职责。因此您是整个世界的灵性导师，

因为您是世上最进步的奉献者。” 
 
要旨：在此,萨纳坦-哥斯瓦米给世间真正的灵性导师下了定义。这里说明必备的资格是一个人必

须根据经典的训谕行事，与此同时传教。这样做的人就是一位真正的灵性导师。 
《永恒的采坦耶经》末篇 

 
 

来自任何一个阶层 
kibä vipra, kibä nyäsé, çüdra kene naya 
yei kåñëa-tattva-vettä, sei ‘guru’ haya 

 
不管一个人是婆罗门，托钵僧，还是庶铎，不管他的身份如何，假如他了解奎师那的科学，就可

以成为一位灵性导师。 
《永恒的采坦耶经》中篇 

 
Every one of you become the spiritual master 你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灵性导师 

ämära äjïäya guru haïä tära' ei deça 
yäre dekha, täre kaha 'kåñëa'-upadeça 

Ç ré Caitanya-caritämåta. Madhya 7.128 
主柴坦尼亚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灵性导师，你们每一个人。为什么只有一个两个？你们每

一个人都要成为。”“噢，做灵性导师太难了。”不，一点都不难。Caitanya Mahä... Ä mära 
äjïäya：“只要努力执行我的训令。就够了。然后你就成了灵性导师。” 

博伽梵歌 4.1-2  1969 年 5 月 9 日 --美国哥伦布 
 

“根据我的训令”。这是关键。 
每个人如何成为灵性导师？一位灵性导师必须拥有足够的知识，还要具备其他许多资格。不。即

便没有任何资格，一个人也可以成为灵性导师。如何成为？程序是，柴坦尼亚-玛哈帕布说，

ämära äjïäya：“根据我的训令。”这是关键。一个人不可以随心所欲地成为一位灵性导师。那

不是灵性导师。他必须得到上级权威的训令。如此，他才是灵性导师。Ä mära äjïäya。就像我们

的这种情况。我们的上级权威，我们的灵性导师，他命令我：“无论你从我这里学到了什么，你

只要努力用英语来传播这福音。”所以，我们就这样尝试了。就是这样。并不是我多么有资格。

我唯一的资格是我努力执行上级权威的训令。就是这样。这便是成功的秘诀。 
博伽梵歌 2.2 1973 年 2 月 2 日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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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灵性导师 
 
我们不该一时头脑发热地接受一位灵性导师。那是非常危险的。 

经典规定我们在接受一位灵性导师之前，要仔细地考查他，确定自己能否皈依他。我们不该一时

头脑发热地接受一位灵性导师。那是非常危险的。灵性导师也需要考查这位想要成为门徒的人是

否合适。这是灵性导师和门徒确立关系的方式。 
觉悟自我的科学 2a:灵性导师是什么？ 

至少相聚一年 
萨纳坦-哥斯瓦米的 Hari-bhakti-viläsa 指示说，灵性导师和门徒至少相聚一年，好让门徒也能明

白：“我可以接受这个人为我的灵性导师。”并且灵性导师也能看出“这个人适合做我的门

徒。”这样，才是圆满的。《圣典博伽瓦谭》1.16.251974 年 1 月 24 日 夏威夷 
 
人至少聆听他的话语一年之久 

因此，程序是，在接受一位灵性导师之前，至少聆听他的话语一年之久。当他确信：“这里确实

有一位可以教导我的灵性导师，”于是你接受他为灵性导师。不要胡乱接受。 
《圣典博伽瓦谭》1.16.251974 年 1 月 21 日 夏威夷 

 
千万不要使自己遭受被迫放弃灵性导师的灾难。 

经典推荐，灵性导师和门徒在彼此接受之前要严格地考查对方…既然在购买普通家庭用品之前都

要检验质量，谁在选择众生最好的朋友，真正的灵性导师，之前没有经过考查，他就是一个不幸

的傻瓜…..关键是千万不使自己遭受被迫放弃灵性导师的灾难。如果一个人慎重其事的话，他可

以避免这种境况。 
《圣名点金石》—6 

 
人不应根据社会传统来接受一位灵性导师 

认真的人必须根据经典的训谕接受一位真正的灵性导师。圣吉瓦-哥斯瓦米忠告世人，不该根据

家族惯例或社会传统习俗及教会规定接受一位灵性导师。人只应为了真正的灵性理解进步而寻找

一位真正有资格的灵性导师。 
《永恒的采坦耶经》上篇 1.35 要旨 

 
运用自己的智慧正确地选择 

希望得到启迪者，运用自己的智慧，正确地选择某位奉献者作为灵性导师，这是他自己应当承担

的责任。希望得到启迪者，只有在对那位奉献者及他带领门徒回归首神的能力培养了坚定成熟的

信心之后，才可以接受启迪。在确认一个奉献者的精进层面时，灵性导师、圣哲、经典是权威的

参考。得到正式批准，成为益世康灵性导师，说明这位奉献者已圆满地完成了益世康法律规定的

授权程序，并且某些年长的奉献者判断这位候选人达到了益世康法律所规定的标准。但这样的认

可并不自动说明被确认的灵性导师觉悟神的程度，并不能取代希望得到启迪者的智慧鉴别。 
益世康法律希望得到启迪者的责任益世康 Law 7.2 Responsibility of Candidate for Initiation 

其其他他引引言言  第第六六课课        选选择择灵灵性性导导师师  

一位真正的灵性导师的资格 
 

tasmäd guruà  prapadyeta jijïäsuù çreya uttamam 
çäbde pare ca niñëätaà  brahmaëy upaçamäçra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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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任何真心想要真正快乐的人，必须寻找一位真正的灵性导师并且通过启迪托庇于他。真正

的灵性导师的资格是，他已经通过深思而觉悟了经典的结论并且能使他人确信这些结论。这样托

庇了至尊人格首神的伟大人物，置一切物质考虑于度外，我们应当明白他就是一位真正的灵性导

师。 
《圣典博伽瓦谭》11.3.21 

选择灵性导师 
 
门徒应当小心翼翼地接受一位至高层面的奉献者为灵性导师。 

当一个人觉悟到自己是奎师那的永恒仆人之后，除了兴致于服务奎师那，他对其他事物都失去兴

趣。他念念不离奎师那，想方设法传播奎师那的圣名，他明白自己唯一的事务就是在全世界传播

奎师那知觉运动。这样的人应该被公认为 uttama-adhikäré，根据六项程序(dadäti pratigåhëäti, 
etc.)，应当立即接受他的联谊。确实，我们应当接受这位精进的 uttama-adhikäré外士纳瓦奉献

者为灵性导师。一个人应该把所拥有的一切奉献给他，因为经典训示说，应该把一切都交给灵性

导师。 
 
圣巴克提维诺德-塔库曾给出一些实际的暗示，其大意是，通过一位 uttama-adhikäré外士纳瓦把

许多堕落的灵魂转变为外士纳瓦的能力，就能认出他来…在这节诗，圣茹帕-哥斯瓦米建议奉献

者要有足够的智慧区分 kaniñöha-adhikäré，madhyama-adhikäré和 uttama-adhikäri….除非一个

人已达到 uttama-adhikäri 的层面，否则不应成为灵性导师。一位初习外士纳瓦或处于中级层面

的奉献者也可以接受门徒，但是这样的门徒必须处于同一层面，我们还要了解，因为这样的灵性

导师的指导不足，门徒在朝向生命的最高目标迈进时，不会取得很好的进展。因此，门徒应该小

心翼翼地接受一位 uttama-adhikäri 为灵性导师。 
《训示的甘露》诗节 5 要旨 

我们仔细考查他… 
经典规定在接受灵性导师之前，要仔细考查他，以确定自己能否皈依他。我们不要一时冲动地接

受一位灵性导师。那是非常危险的。灵性导师也要考查想要成为门徒的人是否合适。这便是灵性

导师和门徒确立关系的方式。 
觉悟自我的科学 2a:灵性导师是什么？ 

什么是灵性导师，你不需要一个冗长的定义。 
什么是灵性导师，你不需要一个冗长的定义。韦达知识给出指示 tad-vijïänärtham。如果你想要

了解灵性生活的科学，tad-vijïänärthaà  sa gurum eva abhigacchet [MU 1.2.12]，你必须接近一

位灵性导师。那么谁是灵性导师？灵性导师意味着他是神忠诚的仆人。非常简单。 
《圣典博伽瓦谭》6.1.26-271975 年 7 月 12 日费城 

 

第七课 启迪誓言 

  
课课题题  
 
 
 
 
 

严格遵守启迪誓言 
 遵守启迪誓言时面临的挑战 
解决挑战的方案 
纠正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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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典博伽瓦谭》Ç rémad-Bhägavatam1.17.24 

  
遵遵守守启启迪迪誓誓言言的的重重要要性性  
 
我不能给你保护。那是不可能的。 

 遵守四项规范原则并不太难…如果你想要认真对待的话，应当停止做这些事情；否则，就是在

上演闹剧，为所欲为。我不能给你保护。那是不可能的。假如你是认真的，就该遵守这些规范原

则。然后接受启迪。否则，不要上演闹剧，不要上演闹剧。这就是我的请求。 
《圣典博伽瓦谭》1.16.351974 年 1 月 28 日夏威夷 

 
不然，他们不是我的门徒 

我的忠告始终是，至少念诵 16 圈，遵守四项规范原则。我的所有门徒必须同意这一点，不然，

他们不是我的门徒….无论是在天堂还是地狱，我的门徒们必须遵守这些原则。 
给茹阿佳-拉克丝蜜的信 1976 年 2 月 17 日玛亚浦 

解解决决挑挑战战  
 
在下框写下，你在严格遵守启迪誓言过程中，应对挑战的某些有用的解决方案。 
 
 

 
 
 
 迫使你在奎师那知觉中快速进步的苦行 

假如你无法履行对你的灵性导师的承诺，自称奉献者和门徒还有何用？那只是装模作样而已。因

此，你应该这样想，我已经对我的灵性导师发下这样的誓言，现在我必须不折不扣地予以服从，

否则我无权自称为他的门徒。这将是迫使你在奎师那知觉中快速进步的苦行或 tapasya。没有苦

行，就不可能取得进步。假如物质自然仍对你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使你不能做出这样的牺牲，那

么你最好完全放弃，在外面做你想做的。但如果你想自称为奉献者，并竭尽所能地服务奎师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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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必须避免违反这四项规范，毫无例外。当然，一次两次犯错，奎师那会轻

易地予以原谅，但是次数太多，奎师那就很难原谅你了，而且尽管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但

依然存在着你将丧失一切的巨大风险。 
给桑卡珊的信 1972 年 12 月 31 日孟买 

不服从意味着割断与灵性导师的关系 
你问是否灵性导师会一直留在物质宇宙，直到他的所有门徒都晋升至灵性天空。回答是肯定的，这就

是规则。因此每位学生都应当非常小心，不要做出妨碍自己提升到灵性王国的任何冒犯，使灵性导师

不得不再度化身前来拯救他。这种心态是对灵性导师的一种冒犯。在十项冒犯中，最大的冒犯是违背

灵性导师的训令。灵性导师在启迪的时候给与门徒的训示应当得到严格遵守。这将使人在灵性之途上

取得进步。但如果一个人有意不服从这些训示，那么，从一开始他的进程就受到阻碍。不服从意味着

隔断与灵性导师的关系。若不服从训示并因此隔断与灵性导师的关系，生生世世都难以得到灵性导师

的帮助。我希望这足以清楚地解答了你的提问。 

 
给佳亚帕塔卡的信 1969 年 7 月 11 日洛杉矶 

 
其其他他引引言言      
第第七七课课        启启迪迪誓誓言言  
 
假如你往上面泼水，它就很难点燃 

当然，这圣名的唱诵将使你得到净化。那是好事。但是就像我要点燃的火。这是干柴。但如果我

烘干它，使它保持干燥，这火就会烧得很旺。但如果我往上面泼水，它就很难点燃。同样奎师那

知觉的火焰将使你不断进步，但与此同时，你如果自愿地不往火上泼水，那就很好。同样，奎师

那知觉或唱诵哈瑞-奎师那将使你不断取得进步。同时，假如你不胡作非为，那再好不过了。假

如你继续泼水的话，那么…就像服药的人同时胡作非为。那么，他的疾病不会痊愈，或者需要花

上很长时间。因此我们不应该那样不负责任，因为生命非常短暂。 
启迪讲座 1968 年 3 月 10 日旧金山 

 
主柴坦尼亚接受各种各样的罪恶之人时，提出一个条件 

 当主召唤来祂的神碟，而尼提阿南达帕布恳求祂宽恕这两个兄弟时，兄弟俩倒在主的莲花足

下，乞求祂原谅他们的粗鲁行为。尼提阿南达也请求主接受这两个悔过的灵魂。主同意接受他

们，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从此完全放弃罪恶活动和淫荡恶习。兄弟俩同意并保证放弃恶

习，于是仁慈的主接受了他们，对他们以前的恶性过往不究。这便是主柴坦尼亚的特殊仁慈所

在。在这个年代没有人能说自己毫无罪恶。没有谁能这么说。但是主柴坦尼亚接受各种各样的罪

恶之人，不过提出一个条件，即他们保证在得到真正的灵性导师给与灵性启迪之后不再沉溺于罪

恶…. 在这个卡利年代，实际上每个人的品质都跟佳盖、玛戴一样。假如他们想要摆脱罪恶反

应，就必须托庇于主柴坦尼亚-玛哈帕布并在启迪之后不做经典禁止的事情。 
圣典博伽瓦谭导言 

奉献者的心中早已有净化程序 
韦达经规定，如果一个人从崇高的地位堕落下来，他就得经历某些仪规程序来净化自身。但这里

没有这样的条件，因为净化程序已经存在于奉献者的心中，这是因为他恒常忆念至尊人格首神的

缘故。因此，唱诵哈瑞 奎师那 哈瑞 奎师那 奎师那 奎师那 哈瑞 哈瑞 /哈瑞 茹阿玛 哈瑞 茹阿玛 
茹阿玛 茹阿玛 哈瑞 哈瑞应当毫不中断地继续下去。 

博伽梵歌 9.31 
 你连绅士都算不上，更不用说奉献者了。 

 慧达亚南达：（翻译）他想要知道违背灵性导师的训令是不是最大的冒犯。帕布帕德：是的。

那是头一条冒犯。Guror avajïä, çruti-çästra-nindanam. Ç ruti-çästra-nindanaà  guror avajïä.假
如你接受了灵性导师，然后又违背他的训令，那么你算啥?你不是一位绅士。你在灵性导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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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奎师那面前，在圣火面前发誓“我将遵守您的训令。我将执行它。”然后你又不这样做。

那么，你连绅士都算不上，更不用说奉献者了。这是常识。 
博伽梵歌 2.111975 年 2 月 11 日墨西哥 

 
第三单元   
在与灵性导师的关系中行事 

 
第第八八课课        GGuurruu--ppüü jjää 崇崇拜拜灵灵性性导导师师  

对圣帕布帕德的常规崇拜 
崇拜灵性导师的重要性 
 对益世康灵性导师们的正式崇拜 
Vyäsa-püjä 灵性导师的生日庆典 

 
 

第第九九课课  GGuurruu--  sseevvää 服服务务灵灵性性导导师师  
门徒的资格 
服务灵性导师和服务益世康 
以平衡的方式履行义务 

 
 

第第十十课课  GGuurruu  vvaappuu  和和 vvääëëéé--sseevvää  亲亲身身服服务务灵灵性性导导师师本本人人和和服服务务他他的的训训示示  
亲身服务灵性导师本人和他的训示的方法 
亲身服务灵性导师本人的重要性 
在灵性导师面前举止恰当 
询问灵性导师 
服务灵性导师的训示的重要性 

 
 
第第十十一一课课  GGuurruu--ttyyääggaa 摒摒弃弃灵灵性性导导师师  

摒弃灵性导师的原则和程序 
投诉灵性导师的程序 
重新启迪 
在益世康继续修习奉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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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课 Guru-püjä 崇拜灵性导师 

课课题题  
 
  
  
  
  
GGuurruu--ppüü jjää 崇崇拜拜灵灵性性导导师师的的重重要要性性  
 

säkñäd-dharitvena samasta-çästrair 
uktas tathä bhävyata eva sadbhiù   

应该像荣耀至尊主一样荣耀灵性导师，因为他是主最机密的仆人。 
八颂灵师 诗节 7 

ärädhanänäà  sarveñäà viñëor ärädhanaà  param 
tasmät parataraà  devitadéyänäà  samarcanam 

 
“【主希瓦对杜尔伽女神说道：】我亲爱的女神啊，虽然韦达经推荐崇拜半神人，崇拜主维施努

却是最好的。但是比崇拜主维施努更好的是服务跟主维施努相系的外士纳瓦们。” 
宇宙古史莲花之部， 永恒的采坦耶经中篇 11.31 

 
ye me bhakta-janäù pärthana me bhaktäç ca te janäù  

mad-bhaktänäà  ca ye bhaktäste me bhakta-tamä matäù 
 
“【主奎师那对阿尔诸纳说：】那些是我本人的奉献者其实不是我的奉献者，但那些是我的仆人

的奉献者，实际上才是我的奉献者。” 
来自永恒的采坦耶经 中篇 

 
那不是自我膨胀；而是真正的教导 

我们现在所做的 guru-püjä 对灵性导师的崇拜，那不是自我膨胀；而是真正的教导。你们每天

唱，唱的是什么？Guru-mukha-padma-väkya ära nä kariyä aikya。巴斯，这是译文。我坦白地

告诉你，在这奎师那知觉运动中无论有多么微小的成功，我完全相信我的古茹玛哈茹阿佳说的

话。你们也继续这样做。如此，每一项成功将接踵而至。 
到达演讲-1976 年 7 月 9 日纽约 

列举有规律地崇拜灵性导师的益处 
 
 
 
 
 
 
 
 

对圣帕布帕德的常规崇拜 
崇拜灵性导师的重要性 
对益世康灵性导师们的正式崇拜 
Vyäsa-püjä 灵性导师的生日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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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  益益世世康康灵灵性性导导师师们们的的正正式式崇崇拜拜  
 
Pranama  mantras 顶拜祷文 

 
在念诵了自己的启迪灵性导师顶拜祷文之后，所有第二代门徒及未来的门徒都应顶拜并至少念诵

圣帕布帕德顶拜祷文的第一段，作为向创办灵性导师致敬的一种方式。 
益世康 法律 7.2.1  

供奉 ärätrika 吉祥物品 
当在庙宇或与庙宇有关的聚会中进行供奉时，祭司可以在供奉盘或桌上放自己启迪灵性导师的相

片，而不是放在神坛上，只要这位灵性导师是益世康认可的并享有良好声望。启迪灵性导师的相

片尺寸应小于神坛上的圣帕布帕德的相片，供奉结束之后应该取走。 
益世康 法律 6.4.8.3. a)  

Guru-püjä 崇拜灵性导师（为了现今益世康 启迪灵性导师们而举行） 
除了圣帕布帕德之外，益世康 灵性导师们的门徒可以在神像房外崇拜他们的灵性导师。庙宇应

为这些门徒的崇拜提供条件。 
益世康 法律 6.4.8.1.1 

禁用的头衔 
在 益世康之中不得公开尊称任何人为“圣恩”，也不可公开或私下在任何人名字后面冠以“帕

德”或“戴瓦”的头衔。奉献者可以称呼他们的益世康启迪或训示灵性导师为“古茹戴瓦

（Gurudeva） 或者 “古茹-玛哈茹阿佳（Guru-Maharaja） 
益世康 法律 6.4.8.  

欢迎外士纳瓦们 
欢迎包括从事灵性导师这一服务的人在内的外士纳瓦们到益世康庙宇的仪式应该是适中的。比

如，提供座位，奉上 prasadam 和饮料，献上花环，举行 kirtana。 
益世康 法律 6.4.8.2  

VVyyäässaa--ppüü jjää 崇崇拜拜灵灵性性导导师师  
请把参加 Vyäsa-püjä 仪式的一些感想写入下框。 

 
 
 
 
 
 
 
 
 
 
为益世康当今启迪和训示灵性导师举行的 Vyasa-puja 

为了更多地专注于圣帕布帕德及每个奉献者与他的特别关系，益世康训示或启迪灵性导师可以在

他或她的 Vyäsa-püjä（显现日庆典）那天，在益世康的区域，每年亲自接受一次公开的 guru-
puja（用吉祥物品崇拜和/或沐浴莲花足）。可以在神像房举行这个庆典。为益世康灵性导师们举

办这个庆典的仪式应该规模适中，远远不像圣帕布帕德的 Vyäsa-püjä 那样隆重。通常奉献者应

在当地举行这些 Vyäsa-püjä。在益世康，只为圣帕布帕德出版 Vyäsa-püjä 祷文集。 
益世康法律 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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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帕布帕德的显现日庆典和 Tirobhäva-tithi 隐迹日庆典 
 益世康的成员们应把圣帕布帕德的显现日和隐迹日庆典（Tirobhäva)作为最重要的显现日和隐迹

日来庆祝。要求所有益世康的成员每年向圣帕布帕德写 Vyäsa-püjä 祷文。 
益世康 法律 6.4.8  

其其他他引引言言      
第第八八课课      GGuurruu--ppüü jjää 崇崇拜拜灵灵性性导导师师  
 
尊敬灵性导师的照片 

我和我的照片没有任何分别。因此我们应该以那种心态尊敬并保管照片。如果我们把照片到处乱

扔，这是一种冒犯。在灵性世界，名字和照片就像本人一样。 
给佳杜茹阿妮的信，1972 年 9 月 4 日新温达文 

把灵性导师的显现日作为 Vyasa Puja 来崇拜。 
成熟的果实通过师徒传系亲手传递，任何在源自圣维亚萨戴瓦的师徒传系中从事这项活动的人都

被视为维亚萨戴瓦的代表，因此我们把真正的灵性导师的显现日作为 Vyasa Puja 来崇拜。不仅

如此，灵性导师所坐的位置也被称为维亚萨座。 
给巴利-玛尔达纳的信 1970 年 8 月东京 

 总督连一件珠宝或贡品都不能碰….. 
 这 Vyäsa-püjä 的意思是一年中的某一天，灵性导师的生日那天，因为他是维亚萨的代表，他在

不加任何改动地传递从师徒传系传下来的相同知识，因此他受到尊敬。这称为 Vyäsa-püjä。灵

性导师代表至尊人格首神接受一切荣耀，一切贡品，不是为他自己。就像当英国人统治我们的国

家时，总督大人代表着国王。很自然地，每当总督去参加某个聚会时，许多人会献上贵重的珠

宝，珍稀物品，以此向他致敬。但是法律规定，总督连一件珠宝或贡品都不能碰。这些要上交皇

家金库。总督可以代表国王接受所有贡品，但是这些都要交给国王。同样，在 Vyäsa-püjä 日，

无论供奉给灵性导师什么样的荣誉、贡品和情感，…正如我们接受下传的知识，这敬重也自下传

递上去。这就是程序。正如灵性导师教导学生，他也要教导门徒如何把对他的敬意和贡品上传给

神。这便称为 Vyäsa-püjä 。 
                                                                                                                                                                                                                   
Ç ré Vyäsa-püjä -- 新温达文,帕布帕德显现日庆典 1972 年 9 月 2 日  

Ç ré Vyäsa-püjä 的秘密 
这里包含着 Ç ré Vyäsa-püjä 的秘密。当我们冥想绝对首神的超然逍遥时，我们以自己是祂的永恒

仆人为傲，为此我们欢欣起舞。所有荣耀归于我神圣的主人，正是出于他源源不断的仁慈而在我

们心中激起了永恒存在的乐章。让我们拜倒在他的莲花足下吧。 
圣帕布帕德献给圣巴克提希丹塔-萨茹阿斯瓦提-塔库的 Vyäsa-püjä 祷文 1935 年 2 月孟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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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   Guru-sevä 服务灵性导师 

课课题题：：  
 
 
 
 
 
 
  
服服务务灵灵性性导导师师和和服服务务益益世世康康  
 
在下表中列举： 
 
我们可以服务自己的灵性导师的方式  我们可以服务益世康使命的方式 

  
 

  
 

  
 

  
 

  
 

  
 

  
 

  
 

 
服务灵性导师和服务益世康使命两者兼顾，请对其重要性作出评论： 
 
 
 
 
 
 
 
 

 

门徒的资格 
服务灵性导师和服务益世康 
以平衡的方式履行各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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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平平衡衡的的方方式式履履行行各各项项义义务务  
 
列举除了对自己的灵性导师应履行的义务之外，在生活中应承担的一些义务： 
 
 
 
 
 
 
 
 
在履行对灵性导师和其他人的义务时所面对的挑战，建议以平衡的方法解决： 
 
 
 
 
 
 
 
 
 
 
 
 
门徒执行训令的职责…..将主柴坦尼亚的讯息传遍整个世界 
 

påthivéte äche yata nagarädi gräma 
sarvatra pracära haibe mora näma 

（《施瑞·柴坦尼亚-巴嘎瓦塔》安提亚-康达 4.126） 
主柴坦尼亚的奉献者们必须把奎师那知觉传播到世间的每个乡村与城镇。这将使主感到满意。这

并不是人应为了个人满足而为所欲为。这个训令通过师徒传系传递下来，灵性导师将其交给门

徒，使他能够传播圣主柴坦尼亚-玛哈帕布的讯息。每个门徒都有责任执行真正的灵性导师的训

令，把主柴坦尼亚的讯息传遍整个世界。 
                                                                                                                                                                                                                                                                                                  

《永恒的采坦耶经》中篇逍遥 16.65 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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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RU-SEVÄ 服务灵性导师 
tad viddhi praë ipätenaparipraçnena sevayä 

upadekñyanti te jïänaà jïäninas tattva-darçinaù 
 
努力接近灵性导师，询以疑难，全然顺从，并且为他服务。自觉的灵魂因见过真理，故能授你以

知识。（《博伽梵歌原意》4.34） 
 
 应当以完全皈依的心态接受这样一位灵性导师，人还应像卑微的仆人那样服务他，没有任何虚

荣心。满足自觉的灵性导师是在灵修中取得进步的秘诀。 
                                                                                                                                                                                                                     

不臣服皈依，就没有进步 
 我们的运动提倡灵性生活始于皈依。不臣服皈依，就没有进步。Sarva-dharmän parityajya 
mäm ekaà  çaraëaà  vraja [Bg. 18.66].这就是开始。若不皈依，连开始都没有，更谈不上取得进

步。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Na siddhià  sa aväpnoti na sukhaà  na paraà  gatiù.这是灵性生活

的开始。这个词称为门徒。门徒意味着接受纪律。没有纪律，哪来门徒？ 
室内谈话 1974 年 7 月 1 日墨尔本 

人必须严格执行训令 
严格执行灵性导师的训令这一原则必须要遵守。灵性导师给出的训令因人而异。比如，圣主柴坦

尼亚-玛哈帕布吩咐吉瓦-哥斯瓦米、茹帕-哥斯瓦米和萨纳坦-哥斯瓦米传教，祂还训示茹阿古纳

特-哥斯瓦米严格遵守弃绝晋阶的规范。六哥斯瓦米严格追随了圣主柴坦尼亚-玛哈帕布的训示。

这是在奉献服务中取得进步的原则。一个人从灵性导师那里接受一项训令后，必须严格执行它。

这便是成功之道。 
《永恒的采坦耶经》安提亚-丽拉 6.313 

这样，奉爱蔓藤（bhakti-latä）慢慢枯萎。 
放弃规范，为所欲为，这被比作疯狂大象，它强行拔出奉爱蔓藤并将其碾成碎片。奉爱蔓藤就这

样枯萎了。当人违反灵性导师的训令尤其会产生这样的冒犯。这称为 guru-avajïä。因此奉献者

必须非常小心，不要违背灵性导师的训示而对他做出冒犯。人一旦偏离灵性导师的训示，就是开

始拔出那奉爱蔓藤，所有叶子逐渐枯萎。 
《永恒的采坦耶经》玛迪亚-丽拉 19.156 

灵性导师的训令是门徒的生命实质 
在得到启迪，接受了灵性导师的训令之后，门徒应当毫不犹豫地想着灵性导师的训示或训令并且

任何其他事物都不能使其分心。这也是圣维施瓦纳特-恰克茹阿瓦提-塔库的看法，他在阐释《博

伽梵歌》的一节诗（vyavasäyätmikä buddhir ekeha kuru-nandana, 《博伽梵歌原意》  2.41）
时指出，灵性导师的训令就是门徒的生命实质。门徒不应考虑自己是否将回归家园，回归首神，

他的首要活动应当是执行灵性导师的训令。如此，门徒应该恒常冥想灵性导师的训令，这便是完

美的冥想。他不仅要冥想这个训令，还要找出完美崇拜并执行它的方法。 
《圣典博伽瓦谭》4.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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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其他他引引言言      第第九九课课  GGuurruu--  sseevvää 服服务务灵灵性性导导师师  
 
门徒这个词与纪律一词有关 

接受一位灵性导师意味着自愿遵守一位伟人给与的规范原则。这就是成为门徒的含义－自愿同

意：“是的，先生。无论你说什么，我都接受。”梵文词 çiñya 的意思是“守规矩的人。”在英

语里有门徒这个词，它与纪律这个词有关。所以一个门徒受到灵性导师的训练，“纵然牺牲个人

安逸，我也要遵守我灵性导师的训令。” 
讲座 1969 年 9 月 12 日伦敦 

 
托庇于一位真正的灵性导师并全身心地服务他。 

要取得灵性成就，最简易的途径就是托庇于一位真正的灵性导师并全身心地服务他。这便是成功

的秘诀。正如维施瓦纳特-恰克茹阿瓦提-塔库在八颂灵师中所言，yasya prasädäd bhagavat-
prasädaù.通过服务或得到灵性导师的恩典，便能获得至尊主的恩典。通过服务她的奉献者丈夫

卡尔达玛-穆尼，戴瓦瑚缇分享了他的成就。同样，真诚的门徒，只是通过服务灵性导师，就能

同时获得主和灵性导师的仁慈。 
《圣典博伽瓦谭》3.23.7 

 恪守追随灵性导师的教导这一原则 
假如门徒非常认真地完成灵性导师的使命，通过服务灵性导师的训示或亲身服务灵性导师，他便

立即得到至尊人格首神的联谊。这是见到至尊人格首神的唯一成功秘诀。与其渴望在温达文的丛

林见到主，同时还从事感官满足，不如恪守追随灵性导师的教导这一原则，他将毫不费力地看到

至尊主。 
《圣典博伽瓦谭》4.28.51 

 
当你帮助我的使命时…那是真正的联谊。 

你写道你希望再次获得我的联谊，但你为什么忘了你总是在与我联谊呢？当你在帮助我的使命

时，我总是想着你，并且你也总是想着我。这是真正的联谊。 
给哥文达的信 1969 年 8 月 17 日洛杉矶 

 
我与你同在，正如我的灵性导师与我同在一样。 

哪里有真诚的门徒在努力执行训示，哪里便有灵性导师的临在。籍着奎师那的仁慈，才会如此。

当你尝试服务我时，在所有真挚的奉爱情感中，我与你同在，正如我的灵性导师与我同在一样。 
给巴克塔唐的信-1973 年 12 月 1 日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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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Guru Vapuù 和 Väëé-sevä 亲身服务灵性导师本人

和服务灵性导师的训示 

课课题题：：  
 
 
 
 
 
 
 
 
 
 
 
 
 

sädhu-saìga’, ‘sädhu-saìga’—sarva-çästre kaya 
lava-mätra sädhu-saìge sarva-siddhi haya 

所有启示经典皆断言与纯粹奉献者的片刻联谊，使人获得所有成功。 
《永恒的采坦耶经》玛迪亚-丽拉 22.54 

  
在在灵灵性性导导师师面面前前举举止止得得当当  
 
Hari-bhakti-viläsa 关于门徒的规范礼仪 

一见到灵性导师，应五体投地顶拜(däëòavät)。 
当灵性导师走近时，应面向他，当灵性导师离开时，应紧随其后。 
未经允许，不应离开灵性导师。 
他不应漫不经心地念灵性导师的名字，应该总是怀着敬意。 
他不应模仿灵性导师的姿态、活动或声音。 
他总是对灵性导师的话语怀着巨大的敬意。 
虽然他可能受到灵性导师的责罚，绝不应心生反感。 
他不应听任他人批评他的灵性导师及主的经典，而应立即离开那个地方。 
他不应踩踏灵性导师的花环、床铺、鞋子、座位、影子或桌子。 
他不应在灵性导师面前伸腿，也不应打呵欠、大笑或在他面前发出不敬的声响。 
在灵性导师面前，.他不应坐在高位上或床上。 
他不应在灵性导师面前崇拜他人。 
在灵性导师面前，他不应给与启迪，解释经典，或以长者自居。 
他不应对灵性导师发号施令，应该永远服从他。 
他像尊敬自己灵性导师那样尊敬自己灵性导师的灵性导师。 
他对待灵性导师的妻子、儿子和亲戚，应像对待灵性导师一样，但是他不应清洁灵性导师的儿

子的身体，吃他吃剩的食物或洗他的足。 

Väëé 
Instructions 训示 

Guru Vapuù 和 Väëé-sevä 亲身服务灵性导师本人和服务灵性导师的训示的各

种方法 
亲身服务灵性导师本人的重要性  
在灵性导师面前举止得当 
询问灵性导师 
服务灵性导师训示的重要性 
 

Vapuù 
Physical Body 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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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Hari-bhakti-viläsa, Païcarätra-Pradépa 的一个真正门徒的资格 

GURU VAPUÙ -SEVÄ 亲身服务灵性导师本人 
 
亲自服务灵性导师，使他的躯体感到舒适 

Guru-çuçrüñayä 这个词的意思是人应当亲身服务灵性导师，让他的躯体感到舒适，协助他沐

浴、更衣、睡眠、进食等等。这就叫做 guru-çuçrüñaëam。门徒应当像卑微的仆人那样服务灵性

导师，而且他该把拥有的一切都奉献给灵性导师。 
《圣典博伽瓦谭》7.7.30-31 

像霹雳一样强硬，像玫瑰一样柔软 
一位 äcärya 或一位外士纳瓦宗的伟人，非常严格地坚持原则，虽然他像像霹雳一样强硬，有时

他却像玫瑰一样柔软。 
《永恒的采坦耶经》阿迪-丽拉 7.55 

 
çreyas tu guruvad-våttirnityam eva samäcaret 

guru-putreñu däreñuguroç caiva sva-bandhuñu 
门徒对待灵性导师的孩子、妻子和亲属应当像对待灵性导师一样。 

《一个真正门徒的资格》引自 Hari-bhakti-viläsa 的第一个 Vilasa Païcarätra-Pradépa 诗节 84, 

 
灵性导师的家庭成员认为他是普通常人…. 

假如某人认为至尊人格－奎师那或主茹阿玛禅铎－是普通常人，这并不意味着主就成了普通常

人。同样，假如灵性导师的家庭成员认为这位至尊人格首神的真正代表是一个普通常人，这并不

意味着他就成了普通常人。灵性导师就像至尊人格首神一样，因此，非常认真地想要取得灵性进

步的人必须这样看待灵性导师。对这种理解的丝毫偏离都能危及门徒的韦达经典学习和苦行。 
《圣典博伽瓦谭》7.15.27 

尊敬灵性导师的神兄弟们 
施瑞-阿兑塔帕布和主柴坦尼亚的灵性导师伊施瓦茹阿-普瑞都是玛达文铎-普瑞的门徒，而玛达文

铎-普瑞也是尼提阿南达帕布的灵性导师。因此，阿兑塔帕布作为主柴坦尼亚的灵性叔叔，应当

总是受到尊敬，因为人应像尊敬自己的灵性导师那样尊敬灵性导师的神兄弟们。 
《永恒的采坦耶经》阿迪-丽拉上篇 5.147 

 
遵守并保护外士纳瓦礼仪是奉献者的特征。 
我亲爱的萨纳坦，虽然您是整个宇宙的拯救者，即便半神人和伟大圣哲都因触碰您而得到净化，遵守

并保护外士纳瓦礼仪乃是奉献者的特征。维护外士纳瓦礼仪是奉献者的饰物。假如有人违背了礼仪规

定，人们会取笑他，他今生来世都将遭到毁灭。通过遵守礼仪，你使我的心意得到 9 满足。 
 

《永恒的采坦耶经》末篇逍遥第四章 圣主柴坦尼亚-玛哈帕布对萨纳坦-哥斯瓦米说 
 

 

询问灵性导师 
 
 询问时不应怀着挑战心态 
聆听《圣典博伽瓦谭》者可以向讲者发问，以澄清含义，但询问时不应怀着挑战心态。提问时应对讲

者及题旨怀着极大的敬意。这也是《博伽梵歌》推荐的方式。学习超然的题旨，一个人必须从正确的

来源谦卑地聆听。因此，这些圣哲以极大的敬意称呼讲者苏塔-哥斯瓦米。 
 

《圣典博伽瓦谭》SB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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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的询问应当与超然科学密柴相关 
为了从真正的灵性导师那里学到，人必须成为 jijïäsu，必须勤于发问。一个人做出的询问应当与

超然科学密切相关(jijïäsuù çreya uttamam)。Uttamam 一词指的是超越物质知识之上的。Tama
的意思是“这个物质世界的黑暗”， ut 的意思是“超然的。”人们一般热衷于探寻世俗的题

旨，但是当人对此失去兴趣而只是对超然题旨感兴趣时，他就有资格得到启迪。 
《教诲的甘露》诗节 5 

GURU-VÄ Ë É-SEVÄ 服务灵性导师训示的重要性 
 
Väëé训示永恒存在 

虽然以物质的眼光看，圣恩巴克提希丹塔-萨茹阿斯瓦提-塔库-帕布帕德已经在 1936 年 12 月的

最后一天离开物质世界，我依然认为圣恩通过他的训示、他的话语永远与我同在。联谊的方式共

有两种－通过 väëé和 vapuù。Väëé意味着话语，vapuù 意味着亲身临在。亲身临在有时可得，

有时不可得，但训示永恒存在着。因此，我们必须善用训示，而不是亲身临在。比如《博伽梵

歌》就是主奎师那的训示。虽然五千年前奎师那亲身临在，而今从物质角度来看不再现身于世

间，但《博伽梵歌》仍流传不衰。 
《永恒的采坦耶经》安提亚-丽拉 结束语 

Vani 训示比亲身临在更重要 
执行灵性导师的教导比崇拜形体更为重要，但两者均不可忽略。形体称为 vapu，教导称为

vani。两者都应受到崇拜。训示比亲身临在更为重要。 
给图斯塔-奎师那的信 1972 年 12 月 14 日 阿梅达巴德 

 
趴在国王腿上的臭虫 

谈到与灵性导师亲身联谊，我只与我的灵性导师见了四五次面，但我从来没有片刻离开过他的联

谊。因为我在追随他的训示，从未有分离之感。在印度这里我有一些神兄弟们曾经常与我的灵性

导师联谊，但他们对他的训令置之不理。这就像趴在国王腿上的臭虫。他可能因为自己的地位而

骄傲自大，但它能做的就是叮咬国王。亲身联谊不像通过服务而联谊那么重要。 
给萨塔达尼亚的信 1972 年 2 月 加尔各答 

 
如果你努力完成我的使命….那将是我们恒常的联谊。 

就我而言，我其实没有感到与我的灵性导师有任何分离，因为我在努力根据他的愿望来服务他。

那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如果你努力完成我的使命，那也正是派你到这里来的原因，它将成为

我们恒常的联谊。 
给汉萨杜塔的信-1970 年 6 月 22 日洛杉矶 

 
这种分离之情将变成超然的喜乐 

请乐在分离中。从 1936 年起我就与我的灵性导师分离了，但只要我根据他的指导去活动，我就

永远与他同在。所以我们应齐心合力满足主奎师那，这样分离之情将变成超然的喜乐。 
给乌达瓦的信-1968 年 5 月 3 日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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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课 Guru-tyäga（摒弃灵性导师） 

课课题题：：  
 
 
 
 
 
 
 
  
GGuurruu--ttyyääggaa 摒摒弃弃灵灵性性导导师师的的原原则则和和程程序序  
 
应放弃行为恶劣的老师 

根据经典规定，应放弃行为恶劣并且失去辨别能力的老师。 
《博伽梵歌原意》2.5 

如果灵性导师证明自己不称职，应当被摒弃。 
根据启示经典，一位老师或灵性导师如果证明自己不配当灵性导师，应受到摒弃。 

《圣典博伽瓦谭》1.7.43 
 

guror apy avaliptasyakaryakaryam ajanatah 
upatha-pratipannasya parityago vidhiyate 

假如灵性导师依附感官满足，失去责任心，自甘堕落，不从事对主的奉献服务，他应受到摒弃。 
《伟大的巴茹阿塔》Udyoga Parva 179.25 

 
由于错误，你去到恶棍面前….你可以摒弃他 

即便有人因为错误而去到恶棍面前，但书籍还在。你一旦发现：“这里有一个恶棍，他对奎师那

一无所知，而我已来到他面前。”摒弃他。经典这样声言。Gurur apy avaliptasya käryäkäryam 
ajänantaù parityägo vidhéyate.即便你由于失误，去到一个不知如何成为灵性导师的恶棍面前，

你可以摒弃他。为什么你要黏着他？摒弃他。 
室内谈话－1977 年 1 月 31 日布瓦内斯瓦尔 

 
 

当灵性导师证明自己不称职的时候，益世康是如何保护门徒？在下框中写下对此的评论： 
 
 
 

摒弃灵性导师的原则 
投诉灵性导师的程序 
重新启迪 
在益世康中继续修行奉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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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投诉诉灵灵性性导导师师的的程程序序  
 
门徒在咨询以下权威时可以吐露自己对灵性导师的想法： 
 
 
 
 
 
 
 
 
假如你放弃灵性导师的陪伴，那对你不好… 

假如灵性导师不知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且他行为违背经典规范，那么可以放弃这样的灵性

导师。但只要你没有发现灵性导师违背 guru 或经典的原则，如果你离开了灵性导师的陪伴，那

对你不好。那是你的堕落。 
《圣典博伽瓦谭》1.16.36 1974 年 1 月 30 日东京 

 
只要教导你曼陀罗的灵性导师还临在，你就不能去别的地方… 

一天，圣嘎达达尔-潘迪特对主吐露了想要重新启迪的原因。他说： “我把从自己灵性导师那里

得到的 iñöa-mantra（一个人该崇拜的神像的曼陀罗）告诉给了一个不够资格的人，从那以后我

的心意就不安宁。我的主，请您仁慈地用同样的 iñöa-mantra 重新启迪我吧，那样我的心又会高

兴起来。”主回答说：“千万小心，不要对教导你 iñöa-mantra 的灵性导师作出任何冒犯。只要

教导你曼陀罗的灵性导师还临在，你就不能去别的地方，甚至来找我。那将危害你和我两个人的

灵性生活。 
《施瑞-柴坦尼亚-博伽瓦塔》末篇 第十章施瑞-庞达瑞克-维迪亚尼迪的逍遥 

 
bodhaù kaluñitas tenadaurätmyaà  prakaöé-kåtam 

gurur yena parityaktastena tyaktaù purä hariù  
 
“当一个人摒弃自己的灵性导师之后，他就污染了自己的智慧，并展示出脆弱的品格。这样的人

早已摒弃了至尊主哈尔依。” 
Brahma-vaivarta Puräëa 

  
重重新新启启迪迪  
 

 奉献者对 GBC 关于摒弃灵性导师题旨的指导方针进行过深入思考，并咨询过益世康年长奉献者

们，已经决定摒弃自己非正宗的灵性导师，可以寻求一位被认可的益世康灵性导师的启迪。第一

次和第二次启迪的一般程序都是适用的，正如在其他地方出现的应当遵循的益世康法律规定。 
益世康法律 7.2.6 

 

  庙宇和 GBC 权威 
 训示灵性导师们 
 益世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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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了灵性导师，在重新得到启迪之前，列举一个门徒可以继续与圣帕布帕德、师徒传系和

益世康保持联接的种种方法： 

 
 
 
 
 
 
 
 
 
 
 
 
 请总是努力通过我的教导来忆念我，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了。 

请总是努力通过我的教导来忆念我，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了。正如我在《圣典博伽瓦谭》第一版中

写道：“灵性导师永远活在他神圣的训示中，他的门徒将与他同在。”因为我总是服务我的灵性

导师并追随他的教导，直到现在我都没有与他分开过。 
给祺达南达的信-1973 年 11 月 25 日巴克提维丹塔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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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 
合作共建并巩固关系  

 
 
第十二课 呈现自己的灵性导师 

呈现圣帕布帕德 
呈现现今的益世康灵性导师们 

 
 
第十三课 在益世康中的各种关系 

因灵性导师而作出的区分 
培养合作关系 

 
 
第十四课 课程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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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2 第十二课 Presenting One’s Guru 呈现自

己的灵性导师 

 
课课题题：：  
 
 
 
 
 
 
呈呈现现圣圣帕帕布布帕帕德德  
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圣帕布帕德都将作为我们益世康的创办灵性导师和最为重要的灵性导

师，在下框中列举在公众场合作这样宣传的一些益处： 
 
 
 
 
 
 
 
 
 
呈呈现现当当今今的的益益世世康康灵灵性性导导师师们们  
 
在下框中列出呈现当今益世康灵性导师们一些不恰当的做法： 
 
 
 
 
 
 
 
不恰当地呈现益世康灵性导师对益世康的现在和未来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请在下框中写下

你的评论： 
 
 
 

呈现圣帕布帕德 
呈现当今的益世康灵性导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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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其他他引引言言  第第十十二二课课  呈呈现现自自己己的的灵灵性性导导师师  

  
教导新成员托庇于圣帕布帕德 

 益世康的奉献者们应当教导新成员托庇于圣帕布帕德，并从那些在奎师那知觉方面实际地并直

接指导他们的人那里接受指导、训练和协助。益世康成员们应当选择何时并从何人那里请求启

迪。他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圣帕布帕德是创办灵性导师并且是他们最重要的训示灵性导师。 
益世康法律 7.2.1 第一次启迪 

 
 

使用尊称 
(96) 所有益世康出版物，如书籍、杂志、通讯、传单、邀请函等，都应清楚地印出圣帕布帕德的

全名和全部尊称，包括创办灵性导师，帕布帕德和圣恩，例如：‘圣恩 A.C.巴克提维丹塔-斯瓦

米-帕布帕德，国际奎师那知觉协会的创办灵性导师。 
益世康法律 2.3.1 

饰板 
未曾镌刻圣帕布帕德名字的所有益世康庙宇和重要建筑都应安装有圣帕布帕德全名和国际奎师那

知觉协会创办灵性导师的饰板。这也适用于巴克提维丹塔书籍信托中心、巴克提维丹塔教育学院

和其他圣帕布帕德所建立的协会或隶属于益世康的建筑。 
益世康法律 2.3.3 

 
 
人应藏起自己的灵性导师 

gopayed devatam istam 
gopayed gurum atmanah 

gopayec ca nijam mantram 
gopayen nija-malikam 

 
人应藏起自己心中的神像（ista-deva），人应藏起自己的灵性导师，人应藏起自己的曼陀罗，并

且人应藏起自己的念珠。 
《哈尔依-巴克提-维拉斯》诗节 2.147 

 
在公共场合展示印有灵性导师形象的 T-恤衫、招贴画、念珠袋像章等。 

 益世康的启迪和训示灵性导师们的门徒不得穿着或在公共场合展示印有灵性导师形象的 T-恤、

招贴画、念珠袋像章、运动帽等（圣帕布帕德的除外）。 
益世康法律/推荐 6.4.8 崇拜和礼仪 

 
 益世康的启迪和训示灵性导师们的照片 

住在益世康庙宇中的人可以在自己的 ashram 私下保存益世康的启迪和训示灵性导师的照片，但

不得在益世康建筑中公开展示。偶尔举行的特别传教节目可以例外。 
益世康法律 6.4.8 崇拜和礼仪 

 
 

第十三课   在益世康中的各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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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课题题：：  
 
 
 
 
 
 
因因灵灵性性导导师师而而作作出出的的区区分分  
 
区分 
 
 

 
 
 
 

 
描述你在益世康中因为你的启迪和训示灵性导师的关系而体验到的不恰当的区分： 
 
 
 
 
 
 
 
 
 
因为灵性导师的关系而产生的不恰当的区分，列举可能出现的长期后果： 
 

 
 
 
 
 

因灵性导师而作出的区分 
培养合作的关系 
 

 
在事物中察觉、注意不同之处或作出区分 

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牛津大学出版社  
 

只是根据一个人在某一团体或范畴中的成员地位而作出区分，这是对一个人的偏见….它涉及到排除或限制

某一团体成员们享有其他团体的机会 
社会学导言第七版 2009 年第 324 页纽约 

 
 
 

I am so pleased with your mutual friendship that I wish you all good fortune  
The Supreme Personality of Godhead said: My dear sons of the King, I am very much pleased by the 
friendly relationships among you. All of you are engaged in one occupation—devotional service. I am 
so pleased with your mutual friendship that I wish you all good fortune. Now you may ask a 
benediction of Me. 

Ç rémad-Bhägavatam 4.30.8, The Lord speaking to the sons of King Präcénabarhiñat 
 
 

Cooperate to keep this institution together after I am gone  
"Your love for me," said Ç réla Prabhupäda, "will be shown by how much you cooperate to keep this 
institution together after I am gone." 

Ç réla Prabhupäda-lélämåta Volume 6, 52: "I Have Done My Part" 
 
 

 

 

 



56 
 

 

培培养养合合作作关关系系  
 
如果益世康的所有灵性导师和门徒都保持积极合作的关系， 你认为益世康将有怎样的远景，

请作出描述： 
 
 
 
 
 
 
 
 
 
 
 
 
 
我对你们彼此的友谊深感高兴，希望你们拥有一切好运。 

 
主说：我亲爱的王子们啊，你们之间友好关系令我大为喜悦。你们大家都在从事一项工作，那就

是奉献服务。我对你们彼此的友谊深感高兴，希望你们拥有一切好运。现在你们可以向我要一个

祝福。 
《圣典博伽瓦谭》4.30.8, 主对帕钦纳巴黑萨王诸子谈话 

 
 

我离世后，你们要团结协作，保持这个机构的完整 
 
圣帕布帕德说：“你们对我的爱，在我离世后，将通过你们如何团结协作，保持这个机构的完整

来体现。” 
 

《圣帕布帕德逍遥时光甘露》第六卷 52 章“我已履行了我的职责。” 

 

从本课程中你学习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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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其他引言 
 

2.  益世康中启迪灵性导师的必要资格 
  
3. 在益世康获得启迪的必要资格 
     
4. 灵性导师们的行为规范 

 
5.  摒弃堕落的“灵性导师” 

 
6.  课堂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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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其他引言 

 
第第一一课课        欢欢迎迎辞辞和和导导言言  
我们只要执行灵性导师的训令 …. 

 
我们只要执行灵性导师的训令，传播奎师那知觉，追随外士纳瓦之途。灵性导师既代表主奎师那

也代表外士纳瓦；因此通过追随灵性导师的训示和唱诵哈瑞奎师那，一切都会顺利无碍。 
《圣典博伽瓦谭》要旨 4.23.7 

 
这个培训学院一定得有…. 

 
一旦有人来到我面前想要成为门徒，我就对他说：‘你得放弃所有这些恶习。“当他同意之后，

我就接受他。因此我得到了一些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小伙子。因此一定要有这个培训学院、机

构及根据经典的恰当训练。然后整个局面就有可能改观了。 
与总督的谈话－温达文 1975 年 4 月 20 日 

第第五五课课      GGuurruu--ppääddääççrraayyaa 对对灵灵性性导导师师莲莲花花足足的的坚坚定定信信心心  
 
应该全心全意奉献于灵性导师… 

 
门徒应当像卑微的仆人那样服务灵性导师，无论他拥有什么，都该奉献给灵性导师。präëair 
arthair dhiyä väcä.人人都拥有生命、财富、智慧和言语，这一切都应通过灵性导师这一媒介奉献

给至尊人格首神。作为职责，一切都该奉献给灵性导师，但是应该全心全意地奉献，而不是刻意

做作以求物质声望…. 
《圣典博伽瓦谭》7.7.30-31 

第第七七课课      启启迪迪誓誓言言  
 
       对灵性导师的热爱和追随他的训示 

你要明白当你在接受启迪时，你坐在祭祀之火前，那时你对灵性导师发下誓言。因此你不应违背

这些誓言。你说你欣赏奉献者的联谊，但你该如何抵挡物质的吸引？如果你不是在毫无冒犯地有

规律地唱诵哈瑞奎师那？对灵性导师的热爱和追随他的训示是一回事。我的训示便是我所有门徒

必须参加早上的吉祥灯仪，每天念诵 16 圈。 
生命转瞬即逝。你随时都有可能死去，所以我们必须紧紧握住更高权威的训示，即灵性导师的训

示和主奎师那在《博伽梵歌》中的训示 
 
 这是拉锯战 

这是拉锯战。因此，不要害怕假象。只是加强念诵，你将会胜利。就是那样。Näräyaëa-paräù 
sarve na kutaçcana bibhyati [SB 6.17.28].我们不害怕假象，因为有奎师那在。是的。奎师那

说：, kaunteya pratijänéhi na me bhaktaù praëaçyati [Bg. 9.31].你只要宣布：“我的奉献者永不

为假象所毁灭。”假象什么都做不了。你只需变得坚强起来。那种力量是什么？大声念诵哈瑞奎

师那 哈瑞奎师那 奎师那 奎师那 哈瑞 哈瑞。是的。 
《博伽梵歌》 3.6-10 –1968 年 12 月 22 日洛杉矶 

第第十十二二课课  呈呈现现自自己己的的灵灵性性导导师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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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在教导我们的门徒唱诵我的名字 
正如我们不在教导我们的门徒唱诵我的名字“巴克提维丹塔-斯瓦米 巴克提维丹塔-斯瓦米。”

不。他们在唱诵哈瑞 奎师那。hari-tvena samasta-sastrair uktah –“像尊敬神一样地尊敬灵性导

师。”但那并不意味着我将教导他们去念我的名字。“巴克提维丹塔-斯瓦米 巴克提维丹塔-斯瓦

米 巴克提维丹塔-斯瓦米。”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在教导“唱诵 哈瑞奎师那。”Harer nama, 
harer nama... 

圣帕布帕德清晨漫步 1974 年 3 月 29 日孟买 

 
不断地宣扬自己是玛哈帕布的奉献者 

不断地宣扬自己是玛哈帕布的奉献者，声称：“我是高茹阿的！我是高茹阿的！”这还不够。那

些追随玛哈帕布所教导的法门的人，我们知道他们将得到追随主的成果。 
圣佳伽达南达-潘迪特 8.6 

  
第第十十四四课课  课课程程综综述述  
 
假如双方完美履约….然后奎师那知觉就非常非常容易了。 

  
   一个人必须认真地去了解，必须接近一位合格的 mahätmä 灵性导师。如此，他才能履行好他的职

责。这便是韦达程序….假如门徒和灵性导师这双方都完美履约，那么奎师那知觉就变得非常非常容易

了。 
 

《圣典博伽瓦谭》 
1974 年 8 月 10 日 温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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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益世康的启迪灵性导师的必要资格 

益世康 Law 法律 6.2.1 GBC 2010 Resolutions 决议 
 

至少成为启迪门徒十年之久。 
必须严格遵守了四项基本原则，经常参加早晨节目，每天念诵 16 圈，或在过去十年中其他声望

良好。 
绝对不能展示有违反外士纳瓦道德原则的行为倾向 
必须免于以下不良品质： 
依附 kamini-kancana，性对象和财富 
虚假声望和个人野心 
Nisiddhacara 有违外士纳瓦原则的行为 
Kuti-nati 心口不一或搞两面派 
Puja 希望得到对个人的崇拜 
Labha 世俗牟利 
传教活动必须出类拔萃。 
必须展示对知识的精通和对经典透彻的理解 
传教时必须免于心智构想，并且严格根据师徒传系，具备以 siddhanta 即坚实的结论性真理为基

础的经典知识。 
在实际的传教和指导过程中卓有成效 
他对圣帕布帕德、对他的教导和对益世康的忠诚必须不为其他事物所影响。 
必须理解圣帕布帕德的使命的意义并为此奉献，坚定致力于维系并加强书籍派发和其他益世康项

目。 
Must recognize the GBC as the ultimate managing authority in 益世康, support the GBC system, 
and follow the GBC.必须认识到 GBC 是益世康最高的管理权威，支持 GBC 体制，追随 GBC。 
应当在益世康的某个中心或其他益世康认可的传教项目中从事全职奉献服务。 
至少在最近十年，没有任何严重的犯罪行为或应当承担以下责任： 
在财务方面作假，使巨额基金或其他资产面临风险。 
他/她因为所负责的基金管理不当，面临承担法律后果的风险。 
由于未授权的活动而导致巨额资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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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GBC 规定及候选人所居住区域的法律规定的任何道德方面的堕落行为 
另外要求参加灵性导师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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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酌情情考考虑虑的的资资格格：：  
 

灵性学位——作为灵性导师在益世康服务，拥有 Bhakti Sastri, Bhakti Vaibhava 和

Bhaktivedanta (以后授予)——将是强烈推荐的资格，以便无人对其作为古茹的地位表示反对。

他的品格、行为或情况均无瑕疵，对他追随灵性导师行为规范的能力不会有任何质疑。 
不应卷入任何反常的个人处境。这样的处境将会导致家庭解体或破裂，使一位灵性导师不能专心

履行他的各种职责，抑或对自己或对追随者造成骚扰。 
4. 在日常处事中认真负责，高尚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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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益世康灵性导师的行为标准 

必须为全体奉献者树立最高榜样。 
 必须指导他的门徒追随益世康所教导并追随的圣帕布帕德的训示。 
必须保护并滋养所有益世康奉献者对他们的灵性导师、对圣帕布帕德和对圣主奎师那的信心。 
 必须鼓励益世康中新人的信心并保护现有成员的信心。 
在批准程序完成之前绝对不给与启迪。 
绝对不能游说他人成为门徒。 
必须允许所有未启迪的奉献者拥有完全的自由，行使从自己选定的灵性导师那里接受启迪的权

利。 
必须允许最初托庇于他的所有未启迪的奉献者拥有完全的自由，可以改变接受哪位灵性导师启迪

的想法。 
既然 guru-daksina（谢师礼）是益世康的财产，必须用于造福奎师那知觉运动。所有 guru-
daksina 都必须存于专门账户，最好是一个益世康账号，至少有两个签名，必须准确记帐。 
 禁止要求将要启迪的门徒至少作出一笔捐款或其他金钱方面的承诺，作为给予启迪的先决条

件。 
灵性导师们应将亲身服务他们的奉献者和旅行随从的数目减少到最低。灵性导师们不应亲自让单

身异性或配偶不在的已婚异性从事对他们本人的服务，按照经典的规定永远不应与她们单独相处

或在僻静地点相处。 
 

6.4.3.2  关于 GBC 团体的准则 
 必须将 GBC 做为圣帕布帕德选定的继承人，作为益世康最高的管理权威来加以尊重并对 GBC
保持尊敬服务的心态。作为来自圣帕布帕德的师徒传系的灵性导师，为了在益世康中活动，他必

须追随圣帕布帕德。因此他必须接受 GBC 团体为他的权威并追随 GBC 的指令方针。 
服从 GBC 实施的任何约束性制裁，包括不再启迪新门徒。 

 
6.4.3.3 关于 GBC 地区秘书的准则 

必须在 GBC 地区秘书的管理协调之下活动。 
未与当地 GBC 地区秘书商量之前，不得改变居住地点。 
 因为这样的迁徙将影响到庙宇和奉献者们。 
必须每年向 GBC 秘书上交财务报表。 

 
6.4.3.4 关于益世康灵性权威的准则 

必须与当地益世康权威合作并向其负责 
未得到合适的益世康灵性权威的恰当推荐，不得启迪任何奉献者。 
如有任何分歧，必须教导门徒和其他奉献者们与益世康的权威合作并追随恰当的礼仪。 
必须与益世康的权威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不以任何方式打击他们。 
既然庙长和项目领导负起全责以使奉献者下属从事服务，未与奉献者本地权威商量之前，不可与

门徒讨论改变服务、住址或晋阶。 
 

66..44..55  GGBBCC 对对灵灵性性导导师师们们的的制制裁裁  
GBC 有权对行为不当的灵性导师施加以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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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1  警告（或批评） 

假如发现一位灵性导师偏离或忽视灵性修习，但这种偏离或忽视并不十分严重或并为养成习惯，

或者一位灵性导师在违反灵性导师行为的核准规范和指导原则（如游说他人成为门徒等），应当

对这位灵性导师作出内部警告（或批评）。 
 

6.4.5.2  查看 
若其罔顾警告，抑或偏离或者忽视灵修情况更为严重，或违反灵性导师行为规范情节更为严重并

已成习惯，可以对这位灵性导师进行查看，并以特别的条件规范他作为灵性导师的职能（包括暂

时收回启迪新门徒的权利）。此外，作为他纠正错误，最终恢复原职的计划的一部分，可以给他

作出一般的建议或给与特别的活动，。 
 

6.4.5.3  停职 
假如一位灵性导师公然不理警告内容，或一再违反一项或多项规范原则，或行为严重漠视现行益

世康 或 GBC 政策，或未经授权便离开他的托钵僧晋阶，或离开奉献者的联谊和益世康运动，或

完全偏离规范修行，他可以被停职。假如一位灵性导师被停职，他不能给与启迪或继续作为他的

门徒的绝对的训示权威，也不能将他作为灵性导师来向他人介绍，也不得履行他作为灵性导师的

职能，比如接受对灵性导师的崇拜或接受谢师礼。 
 

6.4.5.4 免职 
 假如一位灵性导师公然对圣帕布帕德或对益世康流露敌意；或者行为邪恶；或成为非人格主义

者（假象宗人士）；或传播有违主柴坦尼亚-玛哈帕布的原则的虚假传系、未经授权的哲学；或

公然并一再蔑视益世康 和 GBC 政策；或一位灵性导师对感官满足的依附情节严重、旷日持久或

不可救药，那么根据经典训谕，他将被解除作为启迪或训示灵性导师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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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在益世康 接受启迪的资格（有关摘要） 

 
7.2  接受启迪的人选的职责 

申请启迪者有责任运用智慧，正确选择某位奉献者作为灵性导师。只有对那位灵性导师和他带领

他们回归首神的能力培养出坚定而成熟的信心之后，申请者才可从他那里接受启迪。灵性导师、

圣人、经典是判断奉献者进步层面的权威参考。得到正式的益世康 灵性导师认可说明这位奉献

者已经成功地通过了益世康法律的授权程序，并且某些年长奉献者们判断这位灵性导师候选人达

到了益世康法律规定的标准。但是这样的认可不能视为自动说明被认可的灵性导师的神觉水平，

不应取代申请者自己的智慧鉴别。 
 

7.2.第一次启迪的资格 
1.1 一年预备期 

为了接受第一次启迪，一个人须积极从事奉献服务，严格遵守四项基本原则并每天念诵十六圈，

必须已经坚持至少一年，毫不中断。 
 
 益世康奉献者应当教导新成员托庇于圣帕布帕德并从在奎师那知觉方面实际直接指导他的人那

里接受指导、训练和协助。益世康成员应当决定何时从何人那里接受启迪。他们必须充分认识到

帕布帕德是创办灵性导师，并且是他们最重要的训示灵性导师。 
 
与圣恩的训示建立了稳固的关系，从事了至少半年严格的规范修行之后，他们可以接受一位被授

权的益世康奉献者作为未来的启迪灵性导师，再过至少半年，可以从他/她那里接受启迪。需要

明白的是在益世康接受启迪和训示是为了增加奉献者对圣帕布帕德的忠诚、依附和热爱。 
 
 申请启迪者一旦决定从谁那里接受启迪，并得到了那位灵性导师的允许，在通知了当地庙长或

有关权威之后，应该开始崇拜那位灵性导师，念诵他的顶拜祷文。念诵完启迪灵性导师顶拜祷文

之后，所有第二代门徒和未来的门徒都应至少念诵圣帕布帕德顶拜祷文第一段，同时作出顶拜，

作为向创办灵性导师致敬的一种方式。当未来的启迪灵性导师同意给与庇护并通知了当地庙长或

有关权威之后，至少再过半年才能给与启迪。 
 

1.4 居住在庙宇社区的奉献者 
 
满足上述要求之后，居住在庙宇社区的奉献者必须在一年预备期中有规律地参加全部早晨节目。 

 
1.5 居住在庙宇社区之外的奉献者 
 
      居住在庙宇社区之外并且不能每天来参加庙宇节目的奉献者，只要他们经常在家从事或到传教中

心（nama-hatta）参加早上的节目，便可得到启迪。 
 
1.6 通过考试 

当允许奉献者可以正式托庇于某位益世康的灵性导师，并相应得到启迪的推荐之前，他/她必须

通过庙长或其他推荐权威安排的口试或笔试，展示出对圣帕布帕德教导的基本理解。一位正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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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某位灵性导师庇护的申请启迪者，如果决定从另外一位益世康的灵性导师那里接受启迪，必须

事先与两位灵性导师和当地权威交流想法。当新的灵性导师正式同意之后，需要过整整半年的时

间才可给予启迪。 
        
       申请者接受第一次启迪之前，根据他的情况，未来的灵性导师必须收到恰当的益世康灵性权威的

正式推荐信。 
 

第一次启迪后要等待一年才能被给与第二次启迪 
 
为了有资格接受第二次启迪，得到第一次启迪的奉献者必须稳定地从事顺意的奉献服务，每天坚

持念诵 16 圈，从得到第一次启迪之日起至少 一年时间。此外，申请者必须经常参加早晨节目，

不管是在庙宇、传教中心、nama-hatta 或家中。 
 

 那些严重堕落的人，需要等待两年时间 
 
得到第一次启迪的奉献者，严重忽视或放弃启迪誓言，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拒绝奉献者的联谊，

灵性标准严重降格，当他恢复正常修行之后，需要等待至少两年时间，方可得到第二次启迪。 
 

启迪灵性导师的考试选择 
 
 启迪灵性导师有责任确定申请婆罗门启迪的门徒是否合格。为此，他可以要求门徒通过适当的

考试。 
 

4.2.6  第二次启迪的正式推荐 
 
1. 第二次启迪 候选人的灵性导师必须收到恰当的益世康权威的书面推荐信。确定恰当权威的方

式与上述第一次启迪的要求相同。 
 

7.2.4 只可从被认可的灵性导师那里接受启迪 
 
违反益世康的法律，从未经益世康认可的灵性导师们那里接受启迪的成员将不得在益世康从事服

务。假如违背认可的灵性导师在益世康之外有一个机构或修院，根据常规礼仪，他的门徒应当在

自己灵性导师的机构中从事服务，并且不应在益世康从事服务（这条规定不适用于在成为益世康

成员之前就已经得到启迪的人）。 
但是，GBC 也承认一般规则之外可以有特例存在。终极来说，当地益世康权威有权决定一个人

是否可以在他们的辖区中心生活或服务。鉴于上述考虑，他们也可以选择限制某人与益世康接

触。 
 
先前得到非正宗灵性导师的启迪 

 
在成为益世康成员之前，已经接受了非正宗灵性导师的启迪人应当追随圣吉瓦-哥斯瓦米的训

示，即应当放弃这样一位无用的灵性导师，作为灵性导师的家庭祭司，应当接受一位合适的、正

宗的灵性导师。 
 

7.3 未经授权的“启迪”仪式 
 
如果存在未经益世康法律规定程序恰当认可的正式灵性导师和门徒关系，益世康成员不得将启迪

仪式中任何一项－如给与奉献性的名字，给与圣化的念珠或颈珠，或参加任何仪式或承诺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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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任何一种做法——给予在益世康中的其他奉献者或会众，以建立类似正式的灵性导师关

系，目的结果不管声明与否。 
当这样未经授权的活动已经发生之后： 
a. 应当告知所有参与者启迪并没有发生，也没有启迪所应有的承诺 
b.参与仪式的年幼奉献者应当寻求与他可以完全信任的、得到授权的启迪灵性导师建立关系。 
 All devotees must cease using any names given, if any. 假如已经给与了名字，奉献者必须停止

使用。 
 

8.2.1.5 常驻奉献者一般应在益世康得到启迪 
 
在益世康生活和工作的奉献者必须在益世康得到启迪，除非某人先前为认可的传系启迪，后来想

要加入并在益世康中服务，已得到了当地 GBC 的认可和指导。 
 

15.4.1 会众奉献者的启迪 
会众成员同样适用于益世康关于启迪和接受灵性导师的法律规定。益世康法律规定当地庙宇或地

区权威必须推荐会众启迪申请人。但是应与对待其他任何合格的奉献者做法一样。假如当地权威

认为一个启迪申请人资格不够，应当告知这位申请人根据益世康的法律应该怎样做来达到标准。

禁止要求最少量的捐款、金钱承诺、圣帕布帕德或益世康法律没有提及的其他要求。正如益世康

法律已经提到的，并非已有恰当的推荐，任何灵性导师就有启迪一个奉献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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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摒弃堕落的“灵性导师”（ 益世康法律） 

 
注意：以下法律基于圣纳茹阿哈瑞-萨茹阿卡茹阿-塔库（主柴坦尼亚的同游）的 Ç réKåñëa-
bhajanämåta，吉瓦-哥斯瓦米的 Bhakti-sandarbha 和圣巴克提维诺德-塔库的 Jaiva-
dharma，以及圣 A.C.巴克提维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的著述。 

 
6.5.1.1  何时可以摒弃堕落的灵性导师 

 
假如灵性导师自己承认堕落，或在启迪的时候有不可辩驳的可靠目击者证实灵性导师是堕落的，

那么门徒有合法理由摒弃他并从一位正宗的灵性导师那里重新得到启迪。 
 

6.5.1.2  何时可以摒弃堕落的灵性导师 
6.5.1.2.1  无望地纠缠于感官满足 
假如灵性导师无望地纠缠于感官满足，有可靠证词或自己承认确定他经常违背奎师那知觉的规范

原则，并且实际上无望改正，那么门徒应当摒弃他并可接受重新启迪。 
 
6.5.1.2.2  展示出恶魔品质 
 假如灵性导师展示出恶魔品质并敌视益世康，应当摒弃他，而且门徒可以重新得到启迪。 

 
6.5.1.3  何时不应摒弃堕落的灵性导师 

 
 假如灵性导师从事感官满足，违背一项或多项规范原则，但是有望改正，他的门徒不应摒弃

他，但须假以时日以待改正，而他们应当托庇于圣帕布帕德和年长的外士纳瓦，作为自己的训示

灵性导师。 
 

6.5.1.4 何时可以摒弃停职的灵性导师 
被停职的灵性导师的门徒已经对自己的灵性导师严重失去信心，或对他发展出了冒犯心态，并且

无法重新培养信心，即便聆听了很多相关的训示，可以请求这位灵性导师允许他接受另外一位启

迪灵性导师。这位奉献者应当咨询本地的 GBC 代表。假如被停职的灵性导师不允许的话，这位

门徒可以请求 GBC 团体的允许。 
 

6.5.1.5 “对灵性导师坚定的信心”的有关指导 
启迪灵性导师已经堕落的奉献者应当从 GBC 发布的名为“对灵性导师的坚定信心”及“关于重

新启迪的问答“这两份文件中得到指导，它们也见于益世康的关于托庇于灵性导师的重要性和训

示灵性导师的角色相关指导方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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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课堂纪律 

 
在学习过程中，为了保持恰当的学习氛围，学生们同意遵守以下方针： 
 
 
 

 
1. 参加全部课程。 

 

2. 举手发言。 

 

3. 不管赞同与否，我们重视学生的发言。 

4. 不窃窃私语。 

 

5. 上课期间，不接打电话。 

 

6. 遵守课堂内外保密规则。 

 

7. 不以地位自矜。 

 

8. 如果任何练习使个别人感到不快，尊重他们无需说明任何理由而不参与的

权利。 

 

9. 为取得想要的成功而负起全部的责任。 

 
10.  争论时对事不对人。 

 
11. 尊重每一个达到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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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世康 Disciples Course  
Detailed Schedule    Ç ré Mäyäpur Dhäma     5-8th February 2012 

Sun 5th / Unit One: Introduction, Theory and Context 
10AM -1.15PM 

Lesson 1   Welcome & Introduction    75 mins 
Lesson 2   Guru-tattva and Paramparä    90 mins 
 

3.15-6.15PM 
Lesson 3   Ç réla Prabhupäda - 益世康 Founder Ä cärya 75 mins 
Lesson 4   益世康 Gurus     90 mins 

 
  
Mon 6th / Unit Two:  Establish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Guru 
10AM -1.15PM 

Lesson 5   Guru-pädäçraya      75 mins 
Lesson 6    Selection of Guru      90 mins 
 

3.15-6.15PM 
Lesson 7   Initiation Vows      90 mins 
Assessment Units 1 & 2    75 mins 

 
  
Tues 7th / Unit 3:  Acting in Relationship with the Guru 
10AM -1.15PM 

Lesson 8   Guru-püjä      90 mins 
Lesson 9   Guru- sevä      75 mins 
 

3.15-6.15PM 
Lesson 10  Guru vapu and väëé-sevä     90 mins 
Lesson 11  Guru-tyäga      75 mins 

 
  
Wed 8th / Unit 4:          Co-operatively Fulfilling the Relationship  

Assessment /Consolidation  
10AM -1.15PM 

Lesson 12  Presenting One’s Guru     75 mins 
Lesson 13  Relationships within 益世康    90 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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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6.15PM 
Assessment Units 3-4     75 mins 
Lesson 14  Course Round Up     90 mi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