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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心唯微

給十方法友一份嚴正的澄清及聲明

馬來西亞原始佛教會 通告
马来西亚原始佛教会僧俗全体，郑重的向十方法友及社会大众致上一份严正的澄清及声明。

一、声明
本会全体郑重的声明，有一位国籍为马来西亚年约 58 岁的华裔女性，2008 年在缅甸帕奥禅师座下受
十戒，法名为 Dhammadi~~（隐其部份名字，留人一条路）。此人在 2010 年主动请求近学于马来西亚原始
佛教会，并且在私人住所及本会各地禅林间轮流净住。在两年的观察下，经由马来西亚各地中道禅林法工、
信士的相处经验，发现此人个性与生活习气是俗习难改，并且是非不断、坏众和合。又在不满僧团的劝诫
下，用不实、虚妄的是非，恶意的四处张扬、破坏僧团及本会各地法工的清誉，分裂会众，严重伤害本会
僧俗二众的名誉及和谐。
本会从 2012 年 9 月至 2012 年 12 月逐步调察详情，又在公开的法工会议中，经由各地法工及信众的
经验总结，再次的确证此事。由于该十戒女 Dhammadi~~的言行，已经明显违犯僧律，也触犯了「毁谤及
破坏他人名誉」的法律规范。因此，本会郑重声名：自 2013 年 1 月起，不再接受该十戒女 Dhammadi~~
参与或接触本会的一切活动，不鼓励本会法工及会众再与此人往来。
本会僧俗一向是宽厚待人、不与人争，但是为了维持佛教的清净，为了维护本会僧团及在家法工群、
信众的清白声誉，被逼得不得不作此公开声明，以正视听。

二、澄清
本会针对此人（十戒女 Dhammadi~~）许多脱序的不当言行，有以下几点说明及澄清：

1.此人来本会的因缘
十戒女 Dhammadi~~是在 2009 年时，参与本会导师在马来西亚某南传寺院的宣法，并当众主动表示
相当的认同及受益，希望本会导师能够在马来西亚广宣法教、建立道场，让许多出家在南传的女众可以安
住。又说到南传的出家女众很可怜，出家后没人照顾，需要自己想办法，抱怨帕奥禅师只重视男众比丘，
不管出家女众。
2009 年底，此人再次的参与本会在莎亚南举办的十日禅修的活动，在会后主动向本会导师表达参与修
行行列的意愿。当时本会导师当众问此人，出家后为何不住帕奥禅师的道场，却要住在俗家中？她说是年
纪大了，往返劳顿又水土不服。本会导师又当众问，为甚么不住马来西亚帕奥禅师弟子们的道场，如吉祥
尊者主持的东马古晋兜率天修行林。当时此人说到，曾经住过吉祥尊者主持的古晋兜率天修行林，因为自
己是个守戒很严的人，但是古晋兜率天修行林在男女二众的相处上，她认为有诸多不合律戒的事，所以不
住了（这是此人当时说到的事）。
当时本会导师对此人的回答，是多所保留，既不以为然，也不愿多谈。

另外，关于此人要求参与僧团修行行列一事，虽然此人已出了家，但是一直是住在俗家。俗世时的银
行钱财、土地房屋资产都还保有，夫妻的法律关系也都还在，平常的生活一概由佣人帮忙打理（自称这是
服务的净人）。因为本会僧团的规矩严，特别是金钱戒的守持，所以提醒此人需要多考虑、多想想，是否能
够真正作到舍弃俗世所有。
2010 年 3 月，此人再次参加本会在北海佛教会举行的七日禅修活动。在十日禅修结束前数日，此人再
次的向本会僧团提出近学的要求。本会僧团再三的提醒此人，凡是本会的出家众必需无有个人的金钱与财
产，也不可接受、不可使用、不可蓄积金钱，也不可有「管理金钱的助手（南传的净人）」，必需舍断俗世
夫妻的法律关系，请她多多考虑是否真的作得到？
当时此人再三的向僧团表示她愿意遵守规定，请让她参与本会。本会僧团顾及此人年纪已大，一时之
间恐有调适上的困难，特别给她一年半到两年的调适期，在两年间不可以接受、不可使用金钱，也不可有
「管理金钱的助手（南传的净人）」，必需在两年内完成原有钱财、资产等等的舍断（不是要求舍给道场），
两年期间可以净住本会在马来西亚各地的禅林，学习佛法及接受护法的照顾。
因此，此人在 2010 年 3 月北海佛教会举行的七日禅修活动中，正式对大众宣告参与了本会修行的行列，
而本会导师也没有像一般南传道场的作风，要求来自他处的出家人必需重新皈依、受戒，才能参与。过后
不久，此人拿了一张支票，向本会僧团表示要护持道场。当时本会僧团导师既没有接受，也没有观看支票
的面额，就对此人说；
「妳还未适应、了解本会和僧团，也不一定能安住下来，不用急着护持。本会及僧团
要作的是帮助妳修行，不是要妳的钱。」
自此，此人开始了两年多的学习。然而，在往后的日子里，此人一直对外宣称，是本会导师邀请她参
与，不是她主动要求参与本会。除此以外，此人不是一直净住在本会，而是在本会各地禅林及自家住所（自
称为寂○居）间，随心意安住。

2.住在怡保禅林的情况
当 2010 年初时，本会在马来西亚的禅林有槟城、怡保两处。2010 年初，此人依然住在吉隆坡的俗家
住所，2010 年的雨安居期间，才前往怡保的禅林。当时怡保的禅林住持是马来西亚的中智法师，但是中智
法师是净住在槟城的禅林，没住在怡保。根据怡保法工群的陈述，在她前往怡保前，怡保的法工群及信众
是非常欢喜她的到来，在她到达怡保前，法工及信众将禅林彻底的打扫、整理，因为他们把对本会僧团的
敬重，
「爱屋及乌」的兼顾到她的身上了。本会僧团也特别交待怡保的法工及信众，要好好的护持及照顾此
人。
当时怡保的禅林，有一位 68 岁的华人八戒女法集，净住在怡保禅林。法集学法多年，对三宝相当的虔
诚、恭敬，一生无有婚嫁，在 2010 年初依本会导师受持梵行八戒（还是俗世修士），并住在怡保禅林净修。
净住约一年后，法集多次向本会表示想要护持教会一笔钱。但是本会僧团导师再三的婉拒，并告知法集，
她的身份还是俗世的修士，年纪大了，又无儿无女，还是把钱留着以备万一，不要捐了。
在 2010 年僧团雨安居期间，受戒于帕奥禅林的十戒女 Dhammadi~~，还有受戒于本会导师的八戒女
法集，两人一起在本会的怡保禅林净修。根据怡保法工及信众的陈述，此人前往怡保时，是让吉隆坡的法
友帮忙载满一整车的居家及厨房用具、食物，送到怡保禅林供她使用（但是，在 2010 年的年底，当本会僧
团导师及僧团前往怡保禅林宣法之前不久，她即将这些戴来的众多用品，全数移往她的俗家在怡保的房屋，
不让本会僧团得知此事）。

此人两次在怡保安居。第一次怡保的法工及信众无不欢喜及如法如律的护持、供养四事资具。但是许
多无谓及遗憾的事，也接二连三的发生了。
首先，此人刚到怡保不久，随即向怡保的法工及信众哭诉，抱怨吉隆坡的法友不供养、照顾她，只有
供养过一次「冷」的食物。但是后来向吉隆坡的法友们求证，证明许多人都曾供养她，并且不止供养一次。
怡保禅林的学法课程，除了每星期六的联机听法以外，另有一堂在每个星期日下午，已进行有一年的
自修班。这位十戒女来到怡保后，自修班的法工长随即请她带领大家共修，她也接受，但用上课的方式进
行，为了鼓励更多法友出席，法工长不曾缺席。
第二年再到怡保雨安居时，法工长再请她主持自修班，但被她拒绝了。理由是她猜想可能会招惹槟城
的法师嫉妒她。所以出席了两次自修班就不再参与。不久，此人未在事前先知会怡保禅林住持法师及本会
僧团，也未让怡保法工群知道的情况下，自行向信众宣布在星期一晚上要开始新的共修班课程。
此事经怡保法工长的提醒：她可以开课，但是也要先让住持法师及僧团知道，经过住持法师同意后才
能开课。但是，此人认为是法工长反对、排斥她，随即传讯给本会僧团，抱怨怡保法工长排斥她，独揽大
权，又抱怨僧团不支持她，指责本会僧团是「不如法的让在家人管出家人」
。经本会僧团告知，她开课绝对
可以，但需要经过正常的运作程序，她要先将课程让住持法师得知，经僧团了解、同意后，再由住持法师
传达予法工长配合，提供一切应有的帮助。当时僧团提醒此人，不要拒绝合理的程序，更不可以误解、毁
谤可信的护法，可是此人置之不理。
过后不久，此人依然在信众聚会共修时，向大众宣称「有三毒的人在阻碍共修课程」
，当众诋毁法工、
善信。接着，又在私下向许多信众抨击法工长及几位法工的不是，更向各地的法友传扬这些毁谤。这让许
多不解的法工及信众，交相指责法工长是「在家人管出家人」
。当经过应有的程序后，此人在怡保开了一堂
共修班，开始在信众中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班底，并在私下抬高自己、贬谪本会僧俗，此后怡保的法工及
信众即为此有了不和及心结。这些莫名的委屈，怡保的许多法工都默默的承担下来，并且也未向僧团抱怨
此人的不是。
接着，此人对于年纪已经 68 岁的八戒女法集，是常常依照自己的心情、想法加以指责。如责骂这位八
戒女是「看高就捧，看低就踩」
，指责八戒女比较尊敬本会的僧团，较少尊敬她。在怡保长达约几个月的安
住期间，当 Dhammadi~~责骂八戒女法集时，要求八戒女必需跪着合掌接受教诫、责骂，又说这是帕奥禅
林的规矩，甚至曾让八戒女跪在地上承受长达三个小时的责骂。这位八戒女受尽精神虐待，甚至形成一到
佛堂就会全身发抖、痛哭的精神创伤后遗症。后来此人离开了怡保，法集在吉隆坡修养一段时机后，经本
会僧团导师及僧团的开导照顾，目前欢喜的住在怡保禅林净修。
此人在接受怡保法友及信众的供养时，要有新鲜的热饭、多样热菜、热汤，还有新鲜水果，否则就会
不满生气。怡保的许多信众原先是欢喜供养、亲近护持，后来除了几位已被收心的人以外，都很害怕接近
她。
这些不当及荒唐的行径，怡保的法工及八戒女，一方面顾及不应说出家人的是非，二方面又希望此人
能够受教于本会僧团，能够学法成就利益马来西亚，三方面担心事情宣扬开来，这位出家于帕奥禅林的十
戒女，会受到本会僧团的喝责与拒绝，断了此人学法的因缘。这些善良、恭敬三宝的法工及信众，为了马
来西亚的佛教，为了维护出家人，将委屈隐忍下来，未将这些不当事件据实的报告本会僧团，直到一年多
以后才渐渐的说出来。

3.在吉隆坡的情况
由于吉隆坡的法工长和怡保的法工长都是毕业于马来亚大学，两人也是旧识。这位十戒女不满、排斥
怡保的法工长，也接着莫名的讨厌、排斥吉隆坡的法工长。吉隆坡的法工长是一位 37 岁的男众，品德端正、
恭敬三宝，护持佛教很多年，是佛门的老参，其它主要配合的法工群，个个都是二、三十岁左右的大学毕
业生，或是研究所毕业的学生，有许多人是马来亚大学的校友。这些年轻人是个个热忱、开朗、善良、虔
诚，又很肯为社会及佛教牺牲奉献，可说是一群心地朴质无伪的佛门后进。
这些年轻的法工群，一向是欢喜的服务大众，对此人也是尊重、照顾。遗憾的是，这位十戒女一方面
向许多认识的吉隆坡信众说，吉隆坡的法工群很复杂、很麻烦，法工长对她不大照顾，更「好意」的提醒
许多人，没事不要参与吉隆坡的法工事务；另一方面又向本会僧团传讯，吉隆坡的法工长独榄大权，欺压、
排斥其它的法工。让吉隆坡的法工长及法工群，遭受到莫名的猜忌、疑虑与毁谤。许多原本热诚要参与的
信众，在不知、不解的情况下信以为真，对本会及法工产生相当不良的印象。

4.住在马六甲禅林的情况
当这位十戒女 Dhammadi~~结束了在怡保的雨安居以后，先回吉隆坡的俗家住一小段时间。本会僧团
导师考虑到此人对怡保的法工长及许多法工有所不满，应当不宜再住在怡保。因此，曾问她是否愿意住在
北马威省的禅林。此人答说：不想住在威省禅林，因为觉得住在那里，她会生病。僧团也就不勉强她作不
想作的事。
本会在马六甲的禅林，是在 2011 年 11 月 20 日成立。马六甲中道禅林成立后，这位八戒女主动表示愿
意帮忙带动马六甲的法务，本会僧团也就同意此人净住在马六甲禅林。
此人正式净住马六甲禅林，是在 2012 年初的事。前往净住时，也是让吉隆坡的法友帮忙载满一整车的
居家及厨房用具、食物，送到马六甲禅林供她使用（这也是 2012 年底，吉隆坡的法友才向本会僧团表白此
事）
。除此以外，再将马六甲禅林的全部门锁换下，重新装上较好的门锁，又在进出走道装上许多监视器。
净住在马六甲禅林不久，此人就打国际电话给本会僧团，抱怨马六甲法友提供的调味料没有了，也没
人理，只有白面条没有其它食物。又说有不知名的护法愿意在马六甲禅林附近的餐厅，提供食物的供养，
只要她有食物不足的问题，就可以到餐厅接受供养。實際上，馬六甲的法工長是有安排供養時間表，每天
都有法友負責供養。
不久，此人应马六甲法友的请求，每一星期带一堂共修班（但只想带三个月）
，本会僧团也是欢喜支持。
其间，曾有吉隆坡法友要介绍邻近邻近马六甲禅林的一些大学生，来参与禅林活动及担任法工，但都遭到
此人的拒绝，不喜欢大学生参与，更不欢迎马大的学生，只要一些愿意听她话的人（这也是 2012 年底，吉
隆坡的法友才向本会僧团表白此事），又向僧团抱怨马六甲的法工长不尊重她。

5.此人和本会僧团的相处情况
对这位十戒女，本会导师一向是禀持帮助她、照顾她、体谅她、了解她、教育她的态度，此人在本会
参与学习期间，一向不曾拒绝过此人的任何要求，也不曾责备过此人半句话，更不曾主动让此人承担任何
的事务。因为本会导僧念及此人年近六十岁，应当多学法、修行，许多事务多让年轻人忙碌，只让此人多
些机会闻法、学法，也很认真的解答她的疑问。
在这两年中，除了在本会导师在马来西亚宣法时，还有她到台湾参与两次为期一个月的禅修活动时，

其它僧众才和她有相处机会，其余时间此人都是自己净住，未和本会僧团共住。这两年中，本会导师与僧
团不曾要求此人作任何的付出或布施、供养，只有真心的帮助她、劝勉她、照顾她。
但是，很遗憾的，此人不断的抱怨本会僧团及会众，不支持她、不照顾她，甚至指责几位僧众嫉妒她、
排斥她，到处毁谤本会内部是非很多、很复杂。真的是遗憾！！
！
2012 年 7 月至 10 月，本会男众僧团在台湾内觉禅林进行四个月的静修，7 月举办 30 天的禅修，本会
僧团在美国、台湾、马来西亚的法工及学众，多人参加了这一次的禅修。
此人到台湾参加三十日禅修，初到不久就抱怨本会僧团没有好好的交待吉隆坡的法工长，没有妥当的
负责她来台湾的机票，让她面对护法很不好交待。此事原是一场莫名的误会，造成护持机票的护法面对僧
团，是相当的尴尬。此事埋下她对僧众的不满。
当此人参加了三阶共三十日的禅修后，临离开台湾前，此人向本会导师当面辞行，本会导师当面劝勉
一句话：
「妳来此学习，我们都尽力的关怀妳、照顾妳、教导妳，随妳要求的响应，也没让妳辛劳、付出甚
么。请对本会僧团及各地的法工、护法，多怀感恩之心，不要一直抱怨，否则就辜负了大家的恩情」
。
由于僧团比丘将进行雨安居的静修，所有女众僧人都不能参与内觉禅林的安居静修，必需分散到各地
禅林净住。本会僧团考虑此人年纪大了，刚参与禅修，不仅累了，心得与体会也需要沉淀，才能更上一层
楼。又考虑到她只想带马六甲禅林的共修三个月，不想勉强她到马六甲。最重要的是，此人来本会已两年
多，僧团希望她能够在安适及不受干扰的环境用功安住，好好体验佛法，并想想是否要如当初的决定──
真正的舍弃俗世的一切，认真的作一个出家人。因此，此人临行前，本会僧团尼众首，当众向此人说一句
话：
「先回寂○居（此人俗家）住，过一小段时间再说」
。如此一句而已！

6.恩义俱断的莫名烦恼
原本是一段很好的法缘，也是一段修行人之间的相互照顾的美谈。谁也没想到，当此人回到马来西亚
的俗家不久，即开始对许多法友强烈的抱怨对僧团的不满及怨忿，一些法友即感到她会有脱序不当的作为。
接着，此人要求马六甲禅林法工，将她换装的所有较好的门锁全部拆下归还给她，并且将她带去的所
有用品，全部送回。除此以外，此人开始积极的向本会各地的法友及许多南传道场的学人造谣、毁谤，不
仅毁谤本会各地法工与法友信众的名誉，更毁谤真心帮助、照顾她的本会僧团导师及僧团僧众。这让许多
的法友信以为真，在未求证下跟着造业毁谤。
由于此人在出家于缅甸帕奥禅林以前，是大乘道场的信徒，曾在吉隆坡大智图书馆学习及护持。所以，
此人也借着许多大乘学人对本会的不满心态，将揑造不实的是非及毁谤，传给许多大智图书馆的护法，让
这些原本是虔诚恭敬的大乘学人，不清不楚、糊里胡涂的相信她，并跟着她一起毁谤清白的僧人与虔净的
佛弟子，造了许多不当罪过的口业、意业、身业。
当中有一件最为莫名其妙的恶劣毁谤，情形如下：
本会在吉隆坡的禅林（原旧道场）
，是在 2011 年 12 月 10 日成立。当天本会僧团的僧众，还有吉隆坡
的法工、信众，为了招待来自锡兰、缅甸、泰国等地的长老、法师，还有来自各地的法友与会众，又要准
备举办「四圣谛佛教」的僧团联合宣法，无不全力以赴（可以看『正法之光』第 18,19 期）
。当天晚上，吉
隆坡与台湾的十几位法工，为了法务讨论到午夜一点，而本会导师与几位僧众也是为了法务，忙到深夜还
不得休息。

当天晚上约深夜十二点，当本会导师结束讨论回到房间门口时，这才发现忘了将房门钥匙带在身上，
而房门反锁无法进入房间了。此时，本会导师随即找吉隆坡的法工帮忙找锁匠前来开锁，就在本会导师请
法工帮忙时，僧众中有一位尼僧想到深夜可能难以找到锁匠，随及大胆的走上房子周围的遮雨平台，企图
从房间的窗户进入开门。当时本会导师看到这位尼众不顾危险，走上宽约二尺的遮雨平台，而窗户又有铁
窗无法进入，相当的危险，随即大声呵令该尼僧千万不要走动，若发生危险会害己与害了大家，并要在场
的比丘及男众法工赶快拿梯子，帮助该尼僧平安下地。当时有十多位吉隆坡、台湾、美国的法工及僧众，
包括槟城的中智比丘，吉隆坡法工群的法摩、法觉、法心，台湾的中俨比丘、法住、法曼，美国的明至比
丘，还有吉隆坡几位法友，都在现场亲见、亲知此事。当时，这位十戒女是早已入房休息、睡觉，不曾出
房参与或观知此事。
可笑的是，当时不曾出房间亲身参知此事的这位十戒女 Dhammadi~~，却在一年后的现在，为了发泄
自己的不满情绪，对外毁谤说是当晚有一位尼僧，想从窗户进入本会导师的房间，被本会导师大声的呵斥，
暗示本会僧人戒律不清净。这件莫名与恶劣的毁谤，到处谣传，对本会及僧团是极大的伤害，无法坐视不
顾。
本会导师曾问马来西亚各地的法工，为甚么要为此人隐瞒这么多事？这些法工回答：
「大师父！我们对
马来西亚有出家人能亲近原始佛教僧团学习，感到非常的荣幸与高兴，也非常的盼望他们能够学成宝贵的
佛法，利益马来西亚的佛弟子。我们不希望他们的不当，被僧团拒绝在外，所以没向僧团报告她的实际表
现。
」真是爱之，适足以害之！

三、呼吁诸方
本会在马来西亚传法近四年，本会僧团一向是只宣扬经典中的教法，不曾「离经一句」的宣传佛法，
也不曾针对那一位教内长老、法师、大德居士加以批评。此外，本会导师前来马来西亚传法，从未接受过
任何的金钱供养，更不曾拿一分钱离开马来西亚，反而是将美国及台湾的资源，带进马来西亚，护持马来
西亚的佛教及佛弟子，对马来西亚的佛弟子是慈悲有加。
马来西亚的诸方法友，不论您信仰及学习的是何等宗门法派，毕竟还是相信三宝与因缘业报，不能因
为信仰与宗门的不同，就将一心关怀、护持马来西亚佛教的原始佛教会僧团，视如仇敌般的欲除之而后快。
或是藉此十戒女的不当恶业，兴起毁谤本会与僧团的风波，当知谤僧的苦报是丝毫不爽。
本会奉劝这一位十戒女 Dhammadi~~，如果实在无法像一位正常出家人过着寺院的清淡生活，那就请
安静的在自家过舒服享受的日子。不要到处参访寺院、禅林，又不知感恩图报，到处参访、到处毁谤僧俗
二众，无有一处是好的地方。如住古晋兜率天修行林，养尊处优住不下去，就说古晋兜率天修行林的男女
二众相处诸多不合律戒，只有自己持律严谨清净。静住本会各地禅林，也是稍不合心意就随意的毁谤各地
的法工及信众，不满僧团的劝诫就毁谤对己有恩的僧团。学佛人不要作一些建立自己声势、排斥异己、破
坏和合的事，又自抬自己的修证，忘恩负义的制造无谓的是非口业，破坏诸方僧众及道场，让不知的人跟
着胡涂造地狱业。作人要实在，言说要真实，要知恩图报，莫忘恩负义。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