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瑪三乘法輪寺(KTD)廣邀十方善士成為
大寶法王噶瑪巴北美洲根本道場的護法弟子 (2011)
我這五蘊之身將留在美國， 我的意識將到西藏。現在，我能夠非常清楚地看到我
來世的父母親。尤其，我清楚的見到輪迴和涅槃的一切，彷彿---它們就在我的手
掌中。(摘 譯自《Music in the sky: Karmapa》)這是第十六世噶瑪巴讓炯日佩多傑在
1981 年圓寂前不久，親口留給在美洲主座---KTD---的住持堪布卡塔仁波切最後的
預言，也授 記了第十七世噶瑪巴的轉世地點。大寶法王的五蘊之身不曾離開我們。
當十七世大寶法王鄔金欽列多傑在 2008 年回到 KTD 時，他說：「我很高興又回到
了我的家。」而當法王噶瑪巴回到闊別數十年的閉關中心時，他對著 KTD 的工人
員說道:「這是我這輩子最快樂的一天。」
1974 年第十六世大寶法王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土地，並以智慧之眼照見未來藏傳佛
教將在西方廣大弘傳的因緣。法王當年的弘法熱誠與慈 悲和藹，深深打動許多人
的心，並為無數眾生植下菩提的善業種子。更使藏傳佛教在北美的土地上廣豎法幢。
1977 年第十六世大寶法王接受由已故沈家楨居士所 供養的 KTD 土地，作為法王噶
瑪巴在北美的主要弘法道場。
藏傳佛法在美國生根的土地有了，後續就是著手興建道場的浩大工程，當年法王把
這項在西方首建噶舉傳承寺院的重責大任交付給堪布卡塔仁波切。仁波切時年 55
歲，剛遠離家鄉來到這陌生的國度，語言不通、文化不同且生活習慣迥異，但不變
的是他對第十六世大寶法王無限的虔誠之心。
當年堪布卡塔仁波切以及法友，為了節省開支，他們總是在夜深人靜之時，就著街
燈悄悄的到附近的垃圾桶當中，翻出別人所丟棄的食物及 日常用品來使用。當
1978 年法王到 KTD 時，除了床及餐具是新買的外，其他所有的物品都是仁波切從
垃圾桶裡撿回來，經過清洗整修之後請法王湊合著使用。 在物力維艱的當下，上
師的慈悲與弟子的虔誠讓一切都成為可能。他們的行持為的是盡虛空遍法界所有一
切眾生的法身慧命。他們來自遠方的雪域，踩在別人的土 地，他們放下尊容，他
們吃苦，他們堅忍，他們當時所做的一切，無非是為了現在的我們，以及無數的後
人。
當第十六世大寶法王要離開美國時，特別囑咐堪布卡塔仁波切五件事：一、 建立
起屬於傳承的寺院，無論大小。二、 要有存放經典法本的地方。三、為所有 KTD
的分院命名。四、為所有完成四加行的弟子傳授噶瑪巴西的法教。五、成立閉關中
心。仁波切及法友們銜命以赴，蓽路 藍縷以啟山林，一磚一瓦地建立起大寶法王
在美洲的主座。多少通宵達旦的日子就在沙石與汗水中度過。在數不清更深人靜的
夜裡，仁波切忍受酷暑寒冬一針一線的 將掛在大殿上的唐卡逐一完成。仁波切胼
手胝足守著這片法王交代的山林，三十多年來愈加遼闊，就像他對法王對傳承的無
限虔敬之心。三十多個春去秋來，仁波切 的手粗了、眼睛花了，步伐也蹣跚了，
但不改他承事供養法王的勇往直前。第十六世大寶法王所交代的五件事，後面四項
堪布卡塔仁波切皆已達成法王臨別時的託 付。第一項寺院的的興建則是持續進行
中。因為善業因緣，讓我們得以逢此勝事參與傳承寺院的興建。因此，當您讀到此
信，絕非偶然，是宿世因緣，也是我們的福 德善業成熟了，無論您身處何方，請

讓我們一起回到 KTD。佛在《阿難問事佛吉凶經》上說 :「三寶依寺而住，道法賴
化，故建寺功德最大。」並進一步在《蓮花經》中提到建寺的十種功德，不但能使
生者福壽綿長，更可使已故者蒙佛力超薦得生人天善 道。若能發一念淨心供養三
寶，不著於施者、受者及施物的三輪體空，以此迴向必為往生淨土之不共資糧，亦
可使蓮品增上。
我們所隨喜的不只是法王的根本道場 KTD 一座寺院，更是廣度十方眾生的殊勝道
場，也是法王的家。目前駐錫此處的上師藉由持續的法教 課程，將來自古老傳承
的慈悲與智慧，毫無間斷地自心續中流入弟子的心田，讓法脈相承代代傳薪。喇嘛
也孜孜矻矻地將上師的教法編譯成中英文以利搜集承傳，並 將其印刷發行以使釋
迦法教流佈四方。
大殿上早晚不斷的課誦及各種祈福超薦更使冥陽兩利。只要踏進 KTD 的眾生心中
充滿任何的法喜，當中都有您的一份功德。任何在此領略 到的法益，都會讓您的
善業如漣漪般向四方擴散，碰觸到無數人的靈明佛性。贊助寺院，您將與萬人結下
法性善緣。只要寺院還有一磚一瓦存在，您的善心甘露就永 不消失。法華經中說:
「若人發心造塔、建寺、造像，如是諸人等，如見無數佛，自成無上道，廣度無數
眾。」堪布卡塔仁波切及其弟子在此誠摯地邀請您成為護持法王 KTD 主座的一員
(仁波切已於 1/1/2011 捐出三年護法弟子的費用 1,200 美金)。讓我們一起護持法王
浩瀚無邊的佛行事業，威猛的獅子所宣說的法音將利益廣大無盡的眾生，讓法王玉
樹臨風的偉岸無後顧之憂。荷擔如來家業 的重擔我們可能挑不起，但發一念淨心
供養寺院的願力很容易。您只要每日捐出一元美金（30 元台幣），一年 365 美元
（10,950 台幣），就可以成為法王家庭的一員 。我 們也將在大寶法王回到主座時，
邀請大家前來覲見我們尊貴的大家長---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鄔金欽列多傑。滴
水可以匯為壯闊的海洋，願我們這小小的水滴 都能在此善妙的因緣下，流進傳承
上師們的法性大海中，只要他們的佛行事業還在，我們這小水滴就永不消失。並祈
願依上師們的無上加持，諸位此生都能健康平安 法喜充滿，究竟上都能得證三身
本具的自性光明。經云: 「今世福祿何因緣，前世建寺供佛人」。也讓我們彼此勉
勵，一起圓滿福慧二資糧。您的每一分護持都圓滿供養三寶，所獲福德無量無邊不
可計。也請您將此訊息傳 遞給對大寶法王噶瑪巴以及傳承上師有信心的親朋好友，
讓大家一起廣植善業福田。
這是一項長期的護持，我們將為此成立特別的帳戶，專款專用，使您的每分功德都
直接進到 KTD 寺院之中。您可以將每年的會費 365 美 元採年捐或月捐方式 (12
期) ，也歡迎您隨喜捐獻，金額大小不拘，您的捐款只要是真心誠意的，一樣會被
珍惜，因為我們深知能言說的只是數字，無法言說的是諸位對法王、對傳承、對三
寶的 一片心意。只要:
A: 您在一年之中圓滿今年的會費 365 美元，我們即奉上由法王親自加持的殊勝法
寶一份, 以表感恩之意。
B: 如果您可以為 KTD 找到十位護法弟子(包括您自己在內)，且皆於一年之中繳清
今年的會費 365 美金(共 3,650 美金)，仁波切將贈送您兩顆珍貴的血寶丸及大寶法
王所贈之法寶一份，以表感恩之意。

C: 或是您可以為 KTD 找到五位護法弟子 (包括您自己在內)，且皆於一年之中繳清
今年的會費共 1,825 美金，仁波切將贈送您一顆珍貴的血寶丸及大寶法王所贈之法
寶一份，以表感恩之意。
D: 或是您個人願意在一年之中護持 KTD3, 650 美元，仁波切將贈送您兩顆珍貴的
血寶丸及大寶法王所贈之法寶一份。或是您個人願意在一年之中護持 KTD1,825 美
元，仁波切將贈送您一顆珍貴的血寶丸及大寶法王所贈之法寶一份以表感恩之意。
(台幣為一人一年 10,950 元。十人一年為 109,500 元。五人一年為 54,750 元)
E: 任何的隨喜，我們亦將奉上法王所加持的法寶一份，以表感恩之意。
註: 由於血寶丸的製作相當耗時，故我們會為各位將收據先行寄出，再於年底將諸
大德之血寶丸及法王贈送諸位的法寶一起寄給您。不便之處萬望見諒。
我們也會將諸位善心功德主的大名，送到尊貴大寶法王在聖地菩提迦耶親自主持的
祈願法會「不動佛祈福名單」中加持祝福。
為了圓滿老仁波切對第十六世大寶法王在美洲主座的五大佛行事業的承諾中，唯一尚未完
成的「建立起屬於傳承的寺院」，也為了方便諸位有更多捐款的選項，我們特別申請了一
個以堪布卡塔仁波切 (K.K.R.)為名的悲智學會(K.K.R. Loving Kindness & Compassion,
Inc. or KKRLKC)及帳號，您可透過此學會捐款。歡迎大家瀏覽網站:
http://www.kkrinternational.org. Email: friendsofktd@gmail.com。
我們會將您的善款轉進KTD護法弟子的專款帳下。您的捐款可以抵稅。
若蒙捐助(美國地區)，支票請開: KKRLKC 請註明: KTD 護法弟子
並請郵寄至: STBSG/KKRLKC
P.O. BOX 10556
New Brunswick, NJ 08906 USA
線上捐助或隨喜 : http://www.kkrinternational.org/kkr_projects_donate.html
美國以外地區可以直接將美金匯至:
美國中信銀行 Chinatrust Bank, U.S.A.
Edison Branch
1733 Route 27
Edison, NJ 08817
Tel: 732-650-1160
Account
Swift#:
Routing
Account
Address

Name: KKRLKC
CTHCUS66
#: 026011785
#: 0360905606
of KKRLKC: c/o May Lein Ho 259 Glastonbury Lane Somerset, NJ 08873 USA

以上若有任何問題請聯絡:東岸:732-568-0655 何美蓮。 西岸: 503-853-4650 Amy Wu
台灣地區授權帳戶:黃靖芳

電話 0975-222-198

郵局劃撥帳號：50067859

--------------------------------------------------------------------------------------------------------------------------------

大寶法王噶瑪巴北美洲根本道場(KTD)的護法弟子入會表格
___

是的，我願意成為法王北美主座 KTD 的護法弟子。我將採

___

年繳，___

姓名(Chinese)

月繳，___

隨喜，金額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ell phon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介紹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介紹人會員編號_________

禮物郵寄處(如果與住址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若有任何問題請聯絡:
USA 東岸: 732-568-0655 何美蓮

(May Lein Ho)

USA 西岸: 503-617- 4502／315- 359- 4186 吳秋梅 （Amy）
或 e-mail 到: friendsofktd@gmail.com
台灣地區授權帳戶:黃靖芳
郵局劃撥帳號：50067859

聯絡電話 0975-222-1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