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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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原始佛教會僧俗全體，鄭重的向十方法友及社會大眾致上一份嚴正的澄清及聲明。

一、聲明
本會全體鄭重的聲明，有一位國籍為馬來西亞年約 58 歲的華裔女性，2008 年在緬甸帕奧禪師座下受
十戒，法名為 Dhammadi~~（隱其部份名字，留人一條路）
。此人在 2010 年主動請求近學於馬來西亞原始
佛教會，並且在私人住所及本會各地禪林間輪流淨住。在兩年的觀察下，經由馬來西亞各地中道禪林法工、
信士的相處經驗，發現此人個性與生活習氣是俗習難改，並且是非不斷、壞眾和合。又在不滿僧團的勸誡
下，用不實、虛妄的是非，惡意的四處張揚、破壞僧團及本會各地法工的清譽，分裂會眾，嚴重傷害本會
僧俗二眾的名譽及和諧。
本會從 2012 年 9 月至 2012 年 12 月逐步調察詳情，又在公開的法工會議中，經由各地法工及信眾的
經驗總結，再次的確證此事。由於該十戒女 Dhammadi~~的言行，已經明顯違犯僧律，也觸犯了「譭謗及
破壞他人名譽」的法律規範。因此，本會鄭重聲名：自 2013 年 1 月起，不再接受該十戒女 Dhammadi~~
參與或接觸本會的一切活動，不鼓勵本會法工及會眾再與此人往來。
本會僧俗一向是寬厚待人、不與人爭，但是為了維持佛教的清淨，為了維護本會僧團及在家法工群、
信眾的清白聲譽，被逼得不得不作此公開聲明，以正視聽。

二、澄清
本會針對此人（十戒女 Dhammadi~~）許多脫序的不當言行，有以下幾點說明及澄清：

1.此人來本會的因緣
十戒女 Dhammadi~~是在 2009 年時，參與本會導師在馬來西亞某南傳寺院的宣法，並當眾主動表示
相當的認同及受益，希望本會導師能夠在馬來西亞廣宣法教、建立道場，讓許多出家在南傳的女眾可以安
住。又說到南傳的出家女眾很可憐，出家後沒人照顧，需要自己想辦法，抱怨帕奧禪師只重視男眾比丘，
不管出家女眾。
2009 年底，此人再次的參與本會在莎亞南舉辦的十日禪修的活動，在會後主動向本會導師表達參與修
行行列的意願。當時本會導師當眾問此人，出家後為何不住帕奧禪師的道場，卻要住在俗家中？她說是年
紀大了，往返勞頓又水土不服。本會導師又當眾問，為甚麼不住馬來西亞帕奧禪師弟子們的道場，如吉祥
尊者主持的東馬古晉兜率天修行林。當時此人說到，曾經住過吉祥尊者主持的古晉兜率天修行林，因為自
己是個守戒很嚴的人，但是古晉兜率天修行林在男女二眾的相處上，她認為有諸多不合律戒的事，所以不
住了（這是此人當時說到的事）。
當時本會導師對此人的回答，是多所保留，既不以為然，也不願多談。

另外，關於此人要求參與僧團修行行列一事，雖然此人已出了家，但是一直是住在俗家。俗世時的銀
行錢財、土地房屋資產都還保有，夫妻的法律關係也都還在，平常的生活一概由傭人幫忙打理（自稱這是
服務的淨人）
。因為本會僧團的規矩嚴，特別是金錢戒的守持，所以提醒此人需要多考慮、多想想，是否能
夠真正作到捨棄俗世所有。
2010 年 3 月，此人再次參加本會在北海佛教會舉行的七日禪修活動。在十日禪修結束前數日，此人再
次的向本會僧團提出近學的要求。本會僧團再三的提醒此人，凡是本會的出家眾必需無有個人的金錢與財
產，也不可接受、不可使用、不可蓄積金錢，也不可有「管理金錢的助手（南傳的淨人）」，必需舍斷俗世
夫妻的法律關係，請她多多考慮是否真的作得到？
當時此人再三的向僧團表示她願意遵守規定，請讓她參與本會。本會僧團顧及此人年紀已大，一時之
間恐有調適上的困難，特別給她一年半到兩年的調適期，在兩年間不可以接受、不可使用金錢，也不可有
「管理金錢的助手（南傳的淨人）」
，必需在兩年內完成原有錢財、資產等等的舍斷（不是要求舍給道場）
，
兩年期間可以淨住本會在馬來西亞各地的禪林，學習佛法及接受護法的照顧。
因此，此人在 2010 年 3 月北海佛教會舉行的七日禪修活動中，正式對大眾宣告參與了本會修行的行列，
而本會導師也沒有像一般南傳道場的作風，要求來自他處的出家人必需重新皈依、受戒，才能參與。過後
不久，此人拿了一張支票，向本會僧團表示要護持道場。當時本會僧團導師既沒有接受，也沒有觀看支票
的面額，就對此人說；
「妳還未適應、瞭解本會和僧團，也不一定能安住下來，不用急著護持。本會及僧團
要作的是幫助妳修行，不是要妳的錢。」
自此，此人開始了兩年多的學習。然而，在往後的日子裏，此人一直對外宣稱，是本會導師邀請她參
與，不是她主動要求參與本會。除此以外，此人不是一直淨住在本會，而是在本會各地禪林及自家住所（自
稱為寂○居）間，隨心意安住。

2.住在怡保禪林的情況
當 2010 年初時，本會在馬來西亞的禪林有檳城、怡保兩處。2010 年初，此人依然住在吉隆玻的俗家
住所，2010 年的雨安居期間，才前往怡保的禪林。當時怡保的禪林住持是馬來西亞的中智法師，但是中智
法師是淨住在檳城的禪林，沒住在怡保。根據怡保法工群的陳述，在她前往怡保前，怡保的法工群及信眾
是非常歡喜她的到來，在她到達怡保前，法工及信眾將禪林徹底的打掃、整理，因為他們把對本會僧團的
敬重，
「愛屋及烏」的兼顧到她的身上了。本會僧團也特別交待怡保的法工及信眾，要好好的護持及照顧此
人。
當時怡保的禪林，有一位 68 歲的華人八戒女法集，淨住在怡保禪林。法集學法多年，對三寶相當的虔
誠、恭敬，一生無有婚嫁，在 2010 年初依本會導師受持梵行八戒（還是俗世修士）
，並住在怡保禪林淨修。
淨住約一年後，法集多次向本會表示想要護持教會一筆錢。但是本會僧團導師再三的婉拒，並告知法集，
她的身份還是俗世的修士，年紀大了，又無兒無女，還是把錢留著以備萬一，不要捐了。
在 2010 年僧團雨安居期間，受戒於帕奧禪林的十戒女 Dhammadi~~，還有受戒于本會導師的八戒女
法集，兩人一起在本會的怡保禪林淨修。根據怡保法工及信眾的陳述，此人前往怡保時，是讓吉隆玻的法
友幫忙載滿一整車的居家及廚房用具、食物，送到怡保禪林供她使用（但是，在 2010 年的年底，當本會僧
團導師及僧團前往怡保禪林宣法之前不久，她即將這些戴來的眾多用品，全數移往她的俗家在怡保的房屋，
不讓本會僧團得知此事）
。

此人兩次在怡保安居。第一次怡保的法工及信眾無不歡喜及如法如律的護持、供養四事資具。但是許
多無謂及遺憾的事，也接二連三的發生了。
首先，此人剛到怡保不久，隨即向怡保的法工及信眾哭訴，抱怨吉隆玻的法友不供養、照顧她，只有
供養過一次「冷」的食物。但是後來向吉隆玻的法友們求證，證明許多人都曾供養她，並且不止供養一次。
怡保禪林的學法課程，除了每星期六的聯機聽法以外，另有一堂在每個星期日下午，已進行有一年的
自修班。這位十戒女來到怡保後，自修班的法工長隨即請她帶領大家共修，她也接受，但用上課的方式進
行，為了鼓勵更多法友出席，法工長不曾缺席。
第二年再到怡保雨安居時，法工長再請她主持自修班，但被她拒絕了。理由是她猜想可能會招惹檳城
的法師嫉妒她。所以出席了兩次自修班就不再參與。不久，此人未在事前先知會怡保禪林住持法師及本會
僧團，也未讓怡保法工群知道的情況下，自行向信眾宣佈在星期一晚上要開始新的共修班課程。
此事經怡保法工長的提醒：她可以開課，但是也要先讓住持法師及僧團知道，經過住持法師同意後才
能開課。但是，此人認為是法工長反對、排斥她，隨即傳訊給本會僧團，抱怨怡保法工長排斥她，獨攬大
權，又抱怨僧團不支持她，指責本會僧團是「不如法的讓在家人管出家人」
。經本會僧團告知，她開課絕對
可以，但需要經過正常的運作程式，她要先將課程讓住持法師得知，經僧團瞭解、同意後，再由住持法師
傳達予法工長配合，提供一切應有的幫助。當時僧團提醒此人，不要拒絕合理的程式，更不可以誤解、譭
謗可信的護法，可是此人置之不理。
過後不久，此人依然在信眾聚會共修時，向大眾宣稱「有三毒的人在阻礙共修課程」
，當眾詆毀法工、
善信。接著，又在私下向許多信眾抨擊法工長及幾位法工的不是，更向各地的法友傳揚這些譭謗。這讓許
多不解的法工及信眾，交相指責法工長是「在家人管出家人」
。當經過應有的程式後，此人在怡保開了一堂
共修班，開始在信眾中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班底，並在私下抬高自己、貶謫本會僧俗，此後怡保的法工及
信眾即為此有了不和及心結。這些莫名的委屈，怡保的許多法工都默默的承擔下來，並且也未向僧團抱怨
此人的不是。
接著，此人對於年紀已經 68 歲的八戒女法集，是常常依照自己的心情、想法加以指責。如責駡這位八
戒女是「看高就捧，看低就踩」
，指責八戒女比較尊敬本會的僧團，較少尊敬她。在怡保長達約幾個月的安
住期間，當 Dhammadi~~責駡八戒女法集時，要求八戒女必需跪著合掌接受教誡、責駡，又說這是帕奧禪
林的規矩，甚至曾讓八戒女跪在地上承受長達三個小時的責駡。這位八戒女受盡精神虐待，甚至形成一到
佛堂就會全身發抖、痛哭的精神創傷後遺症。後來此人離開了怡保，法集在吉隆玻修養一段時機後，經本
會僧團導師及僧團的開導照顧，目前歡喜的住在怡保禪林淨修。
此人在接受怡保法友及信眾的供養時，要有新鮮的熱飯、多樣熱菜、熱湯，還有新鮮水果，否則就會
不滿生氣。怡保的許多信眾原先是歡喜供養、親近護持，後來除了幾位已被收心的人以外，都很害怕接近
她。
這些不當及荒唐的行徑，怡保的法工及八戒女，一方面顧及不應說出家人的是非，二方面又希望此人
能夠受教於本會僧團，能夠學法成就利益馬來西亞，三方面擔心事情宣揚開來，這位出家於帕奧禪林的十
戒女，會受到本會僧團的喝責與拒絕，斷了此人學法的因緣。這些善良、恭敬三寶的法工及信眾，為了馬
來西亞的佛教，為了維護出家人，將委屈隱忍下來，未將這些不當事件據實的報告本會僧團，直到一年多
以後才漸漸的說出來。

3.在吉隆玻的情況
由於吉隆玻的法工長和怡保的法工長都是畢業于馬來亞大學，兩人也是舊識。這位十戒女不滿、排斥
怡保的法工長，也接著莫名的討厭、排斥吉隆玻的法工長。吉隆玻的法工長是一位 37 歲的男眾，品德端正、
恭敬三寶，護持佛教很多年，是佛門的老參，其他主要配合的法工群，個個都是二、三十歲左右的大學畢
業生，或是研究所畢業的學生，有許多人是馬來亞大學的校友。這些年輕人是個個熱忱、開朗、善良、虔
誠，又很肯為社會及佛教犧牲奉獻，可說是一群心地樸質無偽的佛門後進。
這些年輕的法工群，一向是歡喜的服務大眾，對此人也是尊重、照顧。遺憾的是，這位十戒女一方面
向許多認識的吉隆玻信眾說，吉隆玻的法工群很複雜、很麻煩，法工長對她不大照顧，更「好意」的提醒
許多人，沒事不要參與吉隆玻的法工事務；另一方面又向本會僧團傳訊，吉隆玻的法工長獨欖大權，欺壓、
排斥其他的法工。讓吉隆玻的法工長及法工群，遭受到莫名的猜忌、疑慮與譭謗。許多原本熱誠要參與的
信眾，在不知、不解的情況下信以為真，對本會及法工產生相當不良的印象。

4.住在麻六甲禪林的情況
當這位十戒女 Dhammadi~~結束了在怡保的雨安居以後，先回吉隆玻的俗家住一小段時間。本會僧團
導師考慮到此人對怡保的法工長及許多法工有所不滿，應當不宜再住在怡保。因此，曾問她是否願意住在
北馬威省的禪林。此人答說：不想住在威省禪林，因為覺得住在那裏，她會生病。僧團也就不勉強她作不
想作的事。
本會在麻六甲的禪林，是在 2011 年 11 月 20 日成立。麻六甲中道禪林成立後，這位八戒女主動表示願
意幫忙帶動麻六甲的法務，本會僧團也就同意此人淨住在麻六甲禪林。
此人正式淨住麻六甲禪林，是在 2012 年初的事。前往淨住時，也是讓吉隆玻的法友幫忙載滿一整車的
居家及廚房用具、食物，送到麻六甲禪林供她使用（這也是 2012 年底，吉隆玻的法友才向本會僧團表白此
事）
。除此以外，再將麻六甲禪林的全部門鎖換下，重新裝上較好的門鎖，又在進出走道裝上許多監視器。
淨住在麻六甲禪林不久，此人就打國際電話給本會僧團，抱怨麻六甲法友提供的調味料沒有了，也沒
人理，只有白麵條沒有其他食物。又說有不知名的護法願意在麻六甲禪林附近的餐廳，提供食物的供養，
只要她有食物不足的問題，就可以到餐廳接受供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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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應麻六甲法友的請求，每一星期帶一堂共修班（但只想帶三個月）
，本會僧團也是歡喜支持。
其間，曾有吉隆玻法友要介紹鄰近鄰近麻六甲禪林的一些大學生，來參與禪林活動及擔任法工，但都遭到
此人的拒絕，不喜歡大學生參與，更不歡迎馬大的學生，只要一些願意聽她話的人（這也是 2012 年底，吉
隆玻的法友才向本會僧團表白此事）
，又向僧團抱怨麻六甲的法工長不尊重她。

5.此人和本會僧團的相處情況
對這位十戒女，本會導師一向是稟持幫助她、照顧她、體諒她、瞭解她、教育她的態度，此人在本會
參與學習期間，一向不曾拒絕過此人的任何要求，也不曾責備過此人半句話，更不曾主動讓此人承擔任何
的事務。因為本會導僧念及此人年近六十歲，應當多學法、修行，許多事務多讓年輕人忙碌，只讓此人多
些機會聞法、學法，也很認真的解答她的疑問。
在這兩年中，除了在本會導師在馬來西亞宣法時，還有她到臺灣參與兩次為期一個月的禪修活動時，

其他僧眾才和她有相處機會，其餘時間此人都是自己淨住，未和本會僧團共住。這兩年中，本會導師與僧
團不曾要求此人作任何的付出或佈施、供養，只有真心的幫助她、勸勉她、照顧她。
但是，很遺憾的，此人不斷的抱怨本會僧團及會眾，不支持她、不照顧她，甚至指責幾位僧眾嫉妒她、
排斥她，到處譭謗本會內部是非很多、很複雜。真的是遺憾！！！
2012 年 7 月至 10 月，本會男眾僧團在臺灣內覺禪林進行四個月的靜修，7 月舉辦 30 天的禪修，本會
僧團在美國、臺灣、馬來西亞的法工及學眾，多人參加了這一次的禪修。
此人到臺灣參加三十日禪修，初到不久就抱怨本會僧團沒有好好的交待吉隆玻的法工長，沒有妥當的
負責她來臺灣的機票，讓她面對護法很不好交待。此事原是一場莫名的誤會，造成護持機票的護法面對僧
團，是相當的尷尬。此事埋下她對僧眾的不滿。
當此人參加了三階共三十日的禪修後，臨離開臺灣前，此人向本會導師當面辭行，本會導師當面勸勉
一句話：
「妳來此學習，我們都盡力的關懷妳、照顧妳、教導妳，隨妳要求的回應，也沒讓妳辛勞、付出甚
麼。請對本會僧團及各地的法工、護法，多懷感恩之心，不要一直抱怨，否則就辜負了大家的恩情」
。
由於僧團比丘將進行雨安居的靜修，所有女眾僧人都不能參與內覺禪林的安居靜修，必需分散到各地
禪林淨住。本會僧團考慮此人年紀大了，剛參與禪修，不僅累了，心得與體會也需要沉澱，才能更上一層
樓。又考慮到她只想帶麻六甲禪林的共修三個月，不想勉強她到麻六甲。最重要的是，此人來本會已兩年
多，僧團希望她能夠在安適及不受干擾的環境用功安住，好好體驗佛法，並想想是否要如當初的決定──真
正的捨棄俗世的一切，認真的作一個出家人。因此，此人臨行前，本會僧團尼眾首，當眾向此人說一句話：
「先回寂○居（此人俗家）住，過一小段時間再說」。如此一句而已！

6.恩義俱斷的莫名煩惱
原本是一段很好的法緣，也是一段修行人之間的相互照顧的美談。誰也沒想到，當此人回到馬來西亞
的俗家不久，即開始對許多法友強烈的抱怨對僧團的不滿及怨忿，一些法友即感到她會有脫序不當的作為。
接著，此人要求麻六甲禪林法工，將她換裝的所有較好的門鎖全部拆下歸還給她，並且將她帶去的所
有用品，全部送回。除此以外，此人開始積極的向本會各地的法友及許多南傳道場的學人造謠、譭謗，不
僅譭謗本會各地法工與法友信眾的名譽，更譭謗真心幫助、照顧她的本會僧團導師及僧團僧眾。這讓許多
的法友信以為真，在未求證下跟著造業譭謗。
由於此人在出家於緬甸帕奧禪林以前，是大乘道場的信徒，曾在吉隆玻大智圖書館學習及護持。所以，
此人也借著許多大乘學人對本會的不滿心態，將揑造不實的是非及譭謗，傳給許多大智圖書館的護法，讓
這些原本是虔誠恭敬的大乘學人，不清不楚、糊裏糊塗的相信她，並跟著她一起譭謗清白的僧人與虔淨的
佛弟子，造了許多不當罪過的口業、意業、身業。
當中有一件最為莫名其妙的惡劣譭謗，情形如下：
本會在吉隆玻的禪林（原舊道場）
，是在 2011 年 12 月 10 日成立。當天本會僧團的僧眾，還有吉隆玻
的法工、信眾，為了招待來自錫蘭、緬甸、泰國等地的長老、法師，還有來自各地的法友與會眾，又要準
備舉辦「四聖諦佛教」的僧團聯合宣法，無不全力以赴（可以看『正法之光』第 18,19 期）
。當天晚上，吉
隆玻與臺灣的十幾位法工，為了法務討論到午夜一點，而本會導師與幾位僧眾也是為了法務，忙到深夜還
不得休息。

當天晚上約深夜十二點，當本會導師結束討論回到房間門口時，這才發現忘了將房門鑰匙帶在身上，
而房門反鎖無法進入房間了。此時，本會導師隨即找吉隆玻的法工幫忙找鎖匠前來開鎖，就在本會導師請
法工幫忙時，僧眾中有一位尼僧想到深夜可能難以找到鎖匠，隨及大膽的走上房子周圍的遮雨平臺，企圖
從房間的窗戶進入開門。當時本會導師看到這位尼眾不顧危險，走上寬約二尺的遮雨平臺，而窗戶又有鐵
窗無法進入，相當的危險，隨即大聲呵令該尼僧千萬不要走動，若發生危險會害己與害了大家，並要在場
的比丘及男眾法工趕快拿梯子，幫助該尼僧平安下地。當時有十多位吉隆玻、臺灣、美國的法工及僧眾，
包括檳城的中智比丘，吉隆玻法工群的法摩、法覺、法心，臺灣的中儼比丘、法住、法曼，美國的明至比
丘，還有吉隆玻幾位法友，都在現場親見、親知此事。當時，這位十戒女是早已入房休息、睡覺，不曾出
房參與或觀知此事。
可笑的是，當時不曾出房間親身參知此事的這位十戒女 Dhammadi~~，卻在一年後的現在，為了發洩
自己的不滿情緒，對外譭謗說是當晚有一位尼僧，想從窗戶進入本會導師的房間，被本會導師大聲的呵斥，
暗示本會僧人戒律不清淨。這件莫名與惡劣的譭謗，到處謠傳，對本會及僧團是極大的傷害，無法坐視不
顧。
本會導師曾問馬來西亞各地的法工，為甚麼要為此人隱瞞這麼多事？這些法工回答：
「大師父！我們對
馬來西亞有出家人能親近原始佛教僧團學習，感到非常的榮幸與高興，也非常的盼望他們能夠學成寶貴的
佛法，利益馬來西亞的佛弟子。我們不希望他們的不當，被僧團拒絕在外，所以沒向僧團報告她的實際表
現。」真是愛之，適足以害之！

三、呼籲諸方
本會在馬來西亞傳法近四年，本會僧團一向是只宣揚經典中的教法，不曾「離經一句」的宣傳佛法，
也不曾針對那一位教內長老、法師、大德居士加以批評。此外，本會導師前來馬來西亞傳法，從未接受過
任何的金錢供養，更不曾拿一分錢離開馬來西亞，反而是將美國及臺灣的資源，帶進馬來西亞，護持馬來
西亞的佛教及佛弟子，對馬來西亞的佛弟子是慈悲有加。
馬來西亞的諸方法友，不論您信仰及學習的是何等宗門法派，畢竟還是相信三寶與因緣業報，不能因
為信仰與宗門的不同，就將一心關懷、護持馬來西亞佛教的原始佛教會僧團，視如仇敵般的欲除之而後快。
或是藉此十戒女的不當惡業，興起譭謗本會與僧團的風波，當知謗僧的苦報是絲毫不爽。
本會奉勸這一位十戒女 Dhammadi~~，如果實在無法像一位正常出家人過著寺院的清淡生活，那就請
安靜的在自家過舒服享受的日子。不要到處參訪寺院、禪林，又不知感恩圖報，到處參訪、到處譭謗僧俗
二眾，無有一處是好的地方。如住古晉兜率天修行林，養尊處優住不下去，就說古晉兜率天修行林的男女
二眾相處諸多不合律戒，只有自己持律嚴謹清淨。靜住本會各地禪林，也是稍不合心意就隨意的譭謗各地
的法工及信眾，不滿僧團的勸誡就譭謗對己有恩的僧團。學佛人不要作一些建立自己聲勢、排斥異己、破
壞和合的事，又自抬自己的修證，忘恩負義的製造無謂的是非口業，破壞諸方僧眾及道場，讓不知的人跟
著糊塗造地獄業。作人要實在，言說要真實，要知恩圖報，莫忘恩負義。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