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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教育之研究 
-兼論「在家眾可否研讀律藏」問題- 

 

釋德圓 

法鼓佛教學院佛教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提要： 

佛教興盛與否，教育是重要的一個環節；傳統佛教的僧才養成，是在師徒相承及叢

林的陶冶中成就的。而今面對現代化之衝擊，作為佛教命脈所繫之僧伽教育，如何因應

時代潮流，並將理想的僧伽教育落實於僧團中，實為教團一重要的課題。 

相較於台灣佛教在僧伽教育的發展，藏傳佛教在僧侶培養的教育制度及考試上，有

著承襲已久的一套制度，其中尤以格魯派最為完備。因此，本文主要以格魯派之僧伽教

育為例，探討藏傳佛教寺院教育歷史發展沿革及其學科內容、學位制度、教學特色等，

期能對於僧伽教育未來的發展，提出多一分參考之面向。 

關鍵字： 

僧伽教育 藏傳佛教 格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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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佛教興盛與否，教育是重要的一個環節；因佛教的傳播須依賴於人才，而人才的培

養，除了豐富的教育內涵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有一套健全完善的教育制度。近年來台

灣佛教在文化教育、醫療濟貧、人間弘化、國際交流等方面，有佛光山、慈濟、法鼓山

等大僧團積極的推動下，看起來似乎欣欣向榮。但在整個社會的現代化、世俗化中，佛

教也面臨了巨大的變革與挑戰。然而，身為一個出家人，如何在出世與入世之間取得平

衡，不被世俗化浪潮所淹沒，而能保有僧伽清淨莊嚴的特質？理想的僧伽教育該是如

何？什麼樣制度及因緣條件，最有利於僧才的培育？這些皆是筆者希望加以探索的問

題。 

相較於台灣佛教在僧伽教育的發展，藏傳佛教在僧侶培養的教育制度及考試上，有

著承襲已久的一套制度，其中尤以格魯派最為完備，在寺廟階級管理、經文教頌傳承、

個人修行法門上，皆有嚴謹的規定，並透過考試、辯經、實習等方法，強化僧侶的弘法

經驗與能力，同時亦協助學僧的生涯發展，以及增加僧侶的使命感等。寺院教育幾乎已

成為西藏主要的教育形式，且對藏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以及培養人才諸方面起著重要的

作用。因此，希望藉由探討格魯派的僧伽教育體系，以了解其教學特色及佛教寺院教育

歷史發展沿革等，期能對於僧伽教育未來的發展，提出多一分參考之面向。 

二、格魯派寺院教育的發展 

根據尕藏加在《藏傳佛教寺院教育的發展及其特質》一文中，將藏傳佛教寺院教育

的歷史發展歸納為：初創時期、中興時期和發展時期等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
1

（一）初創時期 

。以前弘

期為寺院教育的初創時期，圍繞在佛經的翻譯，開辦講經說法的學院；後弘期為寺院教

育的中興時期，隨著因明學的興起而形成了研習五部大論的學風；直到宗喀巴時代為寺

院教育的發展時期，透過格魯派三大寺的創立而建立起學習五部大論的系統化教學體

制。分別敘述如下： 

藏傳佛教最早的寺院教育，肇始於桑耶寺
2

                         
1 尕藏加，〈藏傳佛教寺院教育的發展及其特質〉。收錄於《兩岸佛教學術現況與教育發展研討會論文》， 

 （
0=1-9=-+#},-.

）的建立，寺內設有譯

經院、講經院和修行院等學習或傳播佛教的專門學院，為後來的寺院教育建立基礎。如

《桑耶寺簡志》中的描述：當時赤松德贊從天竺、唐朝等地邀請許多佛教學僧和高僧大

  頁1~7。 
2 桑耶寺是天竺高僧寂護和蓮花生在土蕃王朝第五代贊普赤松德贊的大力支持下創建，而關於桑耶寺始

建的年代，  藏文史書中的記載不盡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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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到吐蕃，並偕同吐蕃本族的學僧一起在桑耶寺（
0=1-9=-+#},-.

）譯經院從事佛經翻譯，

成為吐蕃王朝的宗教活動中心、文化教育中心，更是翻譯佛經的重要場所
3

（二）中興時期 

。 

吐蕃王朝滅亡後，寺院教育曾一度癱瘓。十世紀後，佛教在古格王也協沃（
9{-<{=-8}+

）

等 勢 力 的 支 持 下 ， 使 得 佛 教 再 度 的 興 起 。 十 一 世 紀 中 期 ， 阿 底 峽 尊 者

（ Dipamkarashrijnana，982~1054）入藏後，積極從事佛教教理系統化和寺院教育規範

化的工作。1073 年，其弟子俄勒貝喜饒（
H}#-;{#=-.{-<{=-:0

）在拉薩以南、聶塘以東的地方

創建桑浦寺（
#=$-/v

）。當時是以弘揚藏傳佛教因明學及佛經辯論而著稱於整個藏傳佛

教的教育界。 

這段時期除了桑浦寺之外，藏傳佛教中的寧瑪派（
Jm$-1-.

）、薩迦派（
=-[-.

）、噶舉

派（
0!8-0Wv+-.

）等主要宗派相繼形成，開始了以各派教義為主的寺院教育，辯論佛法教

理之風盛行，寺院的教育功能也逐步健全。諸如蔡貢唐（
3;-]o$-*$

）、德瓦堅熱瓦堆

（
0+{-0-%,-:-0-%}+

）、納唐（
':-*,

）、薩迦（
=-[

）、等二十多個學經院。十二世紀以後，藏

傳佛教後弘期內產生的以桑浦寺為中心的藏傳佛教寺院教育體制基本形成。 

（三）發展時期 

十四世紀末至十五世紀初，宗喀巴（
2~$-"-.

，1357~1419）師從各家各派，勤學大、

小五明及律藏。1409 年，與其弟子在帕竹政權的支持下，在拉薩以東的達孜縣境內拉

薩河南岸的旺固爾山上創建了甘丹寺（
+#,-X,-+#},-.

）。以噶當派桑浦寺（
#=$-/v

）的寺院

教育為基礎，推行嚴持戒律，提倡先顯後密、規定學經次第、嚴格寺院組織，發展出完

整而獨具特色的教育體系。 

後來其弟子相繼建立了哲蚌寺、色拉寺、扎什倫布寺、塔爾寺及拉卜楞寺等
4

三、格魯派的寺院教育內容 

，其

教育亦依照甘丹寺之學制而進行，六大寺遂逐漸發展成為弘揚該派教法的主要寺院。後

來的第五世達賴喇嘛及第七世達賴喇嘛為格魯派寺院規定了嚴格的僧人學經制度及管

理制度，如寺僧的定額，僧官的任冕、學經程序、學位取得、紀律儀軌、組織機構等，

使格魯派（
+#{-;v#=-.

）的寺院教育更嚴密和制度化，而沿襲至今。 

隨著歷史的發展，寺院教育幾乎成為西藏主要的教育形式。不僅具有鮮明的特色，

而且對於藏族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以及培養人才等諸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在藏傳佛教各

派中，格魯派除了教育經驗豐富之外，其教育制度更是健全完備；其中以六大寺的規模

                         
3 何周德、索朗旺堆，《桑耶寺簡志》，頁18。 
4 朱解琳，〈藏傳佛教的寺院教育〉。收錄於《藏族近現代教育史略》，頁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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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僧人最多、組織分工細且教學體係也最為完整。 

（一）拉薩三大寺的寺院組織 

拉薩三大寺（甘丹寺、哲蚌寺、色拉寺）的寺院管理和教學制度基本上一致，其基

本組織皆是由拉基（
R-] m

）、扎倉（
f-3$

）、康村（
"1=-3,

）等三級管理機構組成，表列

如下
5
： 

 
1.最高一級組織：喇吉 

為全寺最高行政機構，由各扎倉堪布組成，推選德高望重的高僧充任總堪布，名為

甘丹赤巴（
+#8-X,-D m-.

）也叫法台。執掌全寺的經濟、僧眾紀律以及大法會等事宜。除此，

喇吉以下還有幾個重要的僧職
6

                         
5 參考達賴喇嘛宗教基金會 

： 

6 周潤年、劉洪記，《中國藏族寺院教育》，頁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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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吉  索（
]m-#=}

）：是全寺的大總管。設在赤巴堪布之下，受赤巴指揮。 

（2）磋欽協沃（
3~#=-&{,-<;-$}

）：是全寺性的鐵棒喇嘛，其職責是維持全寺僧眾紀律。 

（3）磋欽翁則（
3~#=-&{,-+0v-14+

）：是引領全寺僧眾在磋欽大殿的誦經功課及宗教權執。 

2.第二級組織：扎倉 

是寺院的教育單位，或稱作學經單位， 以學習專業或學科分類而設。一個寺院通

常由兩個以上的扎倉組成，扎倉又可分為顯宗扎倉和密宗扎倉。而一個扎倉實際上就是

一座寺院，寺院裡應具備的內容，如殿堂、佛像、僧眾等都具備，扎倉還有自己的經濟、

管轄的土地、房屋等，因此每個扎倉都有它們的自主性可獨立對外。扎倉的住持稱作堪

布（
1",-.}

），是從扎倉公推出幾名具有格西學位者，公開進行辯論，最後再由噶廈政府

委派任命。主要職責是管理整個扎倉的行政、財務事項，其中包括僧眾的學習、核算扎

倉的開銷、處理扎倉內的公務、擔任扎倉會議領導等。堪布任期各寺並不相同；哲蚌寺

為 6 年，色拉寺和甘丹寺為 7 年。堪布以下設有幾個僧職人員
7

（1）拉讓強佐（
R-K$-@#-14~+

）：即堪布的總管，管理該扎倉行政、財務、屬民和對外關

係，一般拉讓強佐是堪布的親信，由堪布委任。各法會

發放布施，則由他的下面的強佐（
@#-14~+

）負責規劃。 

： 

（2）格  貴（
+#{-0!}=

）：又稱鐵棒喇嘛，掌管扎倉僧眾名册及負責札倉的僧眾紀律。 

（3）翁  則（
+0v-14+

）：主持扎倉誦經功課。 

（4）雄雷巴（
#8v$-;=-.

）：協助堪布管理僧眾學習及格西考試等事務。  

在三大寺中，甘丹寺在克主杰任第三任甘丹赤巴期間設有四個扎倉，後來合併成為

絳孜（
A$-P{

）和夏孜（
<:-P{

）兩個扎倉。哲蚌寺由顯宗學院果芒扎倉（
"}-1$

）和洛色林扎

倉（
R }-#=;-Qm$

）、密宗學院阿巴扎倉（
##=-.

）、顯密學院德央扎倉（
0+{-9$=

）等四個主

要扎倉組成。色拉寺由顯宗學院杰巴扎倉（
A {=-.-f-3$

）和麥巴扎倉（
*+-.-f-3$

）、密宗學

院阿巴扎倉（
#$=-.-f-3$

）組成。圖表如下:  

                         
7 姜安，《藏傳佛教》，頁161~162。 



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西元2010年） 

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教育之研究 

 

 

- 334 - 

 

3.第三級組織：康村 

較大的康村還劃分為若干密村，是寺院最基層的組織
8
。康村是按僧人所屬地域劃

分的組織，一個僧人進入寺院，都要按照他的家鄉的地域編到一定的康村中學習、生活。

如古格人就進古格康村。三大寺中的札倉都包括很多康村，例如哲蚌寺洛色林札倉，有

二十三個康村。康村中的職事人員是委員制，其中首座稱為吉根，是由康村中的長老僧

人擔任。在他之下的僧職人員負責康村各項事務的有
9

（1）歐涅（
+$v;-#{:

）：管理康村部份財產，及供應僧眾所需等財物事項。 

: 

（2）拉崗（
;#-"1

）：負責康村的生活用品及對外接待信徒等事。 

（3）卡太格根（
"-*{#-+#{-G,

）：辦理各種庶務等。 

（4）康村格根（
"1=-3,-+#{-G,

）：保管康村的經堂、僧舍、大寮等，照料康村的一

切事務，以及協助拉崗並管理康村僧眾誦經時的

紀律。 

（5）巴夏（
0:-<:

）：康村內的基層工作人員，處於普通僧人和基層執事僧人之間，

主要管理康村中各宿舍的紀律等。 

                         
8 周潤年、劉洪記，《中國藏族寺院教育》，頁107。「密村為寺院中最基層的組織，上受康村的領導，

密村的事務由兩名聶巴負責。」 
9 李雙劍、曲尼，〈藏傳佛教格魯派的祖寺甘丹寺〉。收錄於《藏學研究》，第25輯，頁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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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大寺院中大致上均有以下康村：帕拉康村、崩玻拉康村、果給康村、朵郭康村、

措公康村、貢玻康村、甲康村、則唐康村、殿瑪康村、札巴康村、哦康村、米娘康村、

娘熱康村、擦哇康村、則烏康村、累濟康村、碧祝康村、傑巴康村、利康村、霍巴康村、

甲容康村、容玻康村、娘玻康村共有 25 個康村。 

（二）格魯派六大寺的教育制度 

1.顯宗扎倉的學制 

在格魯派的眾多寺院中都以五部大論為主要學習內容，但各寺院對五部大論的理解

各有不同，故而在課程、學級和學習內容的設置上就會有些許的差異。以下就六大寺顯

宗扎倉的課程、學級和學習內容情況簡述如下： 

（1）甘丹寺顯教扎倉的學制：甘丹寺中夏孜和絳孜兩扎倉的學級，按五大部論

分設十四學級，共需二十年，學完五部大論的課

程之後，便具備參加格西考試的資格。 

名稱 課程 學 級 學習內容 

甘丹寺 

因明 
設有大中小3個班級。修

習四年。 

《釋量論》、《因類學》等，以及注

譯著作：《注釋本論》、《注釋明鑑》

等。 

般若 修習六年。 

《現觀莊嚴論》及《莊嚴經論》、《寶

性論》、《辨法法性論》、《辨中邊

論》、《波羅密多綱要》、《辨析》、

《辨了不了義》《注釋明義》等。 

中觀 
初、中、高級各修習一

年。 

《中觀入門》、《根本中觀誦般若》、

《宗意明示》、《中觀六論》、《中

觀辨析》、《中觀綱要》等。 

俱舍 四年。 《俱舍論》、《欽佐》。 

戒律 三年。 
《戒律攝誦》、《戒律本論》、《律

藏疏釋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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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哲蚌寺顯教扎倉的學制：設有十五學級，學完五部大論共需二十年。 

名稱 課程 學級 學習內容 

哲蚌寺 

因明 分為五級，每級一年。 《釋量論》。 

般若 分為七級，每級一年。 《現觀莊嚴論》。 

中觀 分為二級，每級一年。 《入中論》。 

俱舍 二年。 《俱舍論》。 

戒律 四年。 《戒律本論》。 

（3）色拉寺顯教扎倉的學制：兩個顯宗扎倉各設有十三學級，學完五部大論共需

十九年。現依麥巴扎倉的學習情況敘述如下： 

名稱 課程 學級 學習內容 

色拉寺 

因明 分為三級，每級一年。 《釋量論》。 

般若 
分為六級，每級一年。 

但第六級為二年。 

《現觀莊嚴論》。 

中觀 中觀分為二級，每級二年。 《入中論》。 

俱舍 分為二級，每級二年。 《俱舍論》。 

戒律 分為二級，每級二年。 《戒律本論》。 

（4）扎什倫布寺顯教扎倉的學制：學完五部大論需二十五年。 

名稱 課程 學級 學習內容 

扎什倫布寺 

因明 六年。 《釋量論》。 

般若 六年。 《現觀莊嚴論》。 

中觀 五年。 《入中論》。 

俱舍 四年。 《俱舍論》。 

戒律 四年。 《戒律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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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塔爾寺顯教扎倉的學制：設有十三學級，學完五部大論共需十五年。 

名稱 課程 學級 學習內容 

塔爾寺 

因明 分為五級，每級一年。 《攝類學廣論》、《悟慧論》等。 

般若 分為四級，每級一年。 

《八種共道成就事師七十義善言不

敗上師語》、《般若辨析善言金鬘

智者頂飾》、《現觀莊嚴論疏．般

若總義遍明寶燈》、《般若大疏寶

鬘智者頂飾》等。 

中觀 分為二級，每級一年。 
《入中論》及《入中論大疏疑難明

示總義善言福德弟子之頂飾》等。 

俱舍 分為二級，每級一年。 
《俱舍論》及《俱舍論疏．對法寶

庫》等。 

戒律 一年。 
《戒律本論》及《律藏所有密義正

解．嘉言具緣寶鬘》等。 

（6）拉卜楞寺顯教扎倉的學制：拉卜楞寺的顯宗扎倉內設有班級共13個，最少15年

畢業，修學5部大論。 

名稱 課程 學級 學習內容 

拉
卜
楞
寺 

因明 分為五級，每級一年。 

前四年主要學習《釋量論》、《集量論》

等辯論方式。第五年開始學習《因明

論》，及宗喀巴、賈曹杰、克主杰、嘉

木樣等人所著的因明注疏及其他有關因

明的著作。 

般若 分為四級，每級一年。 

該部的基本教材為《現觀莊嚴論》。第一

年學第一品上半部分，第二年學第一品下

半部分，第三年學第二品至第三品，第四

年學第四品至第八品，另外補助和參考

《現觀莊嚴本頌》、《現觀莊嚴顯義論》、

《現觀莊嚴釋》、《二萬頌》及宗喀巴所

著《現觀莊嚴論善說金鬘疏》，賈曹杰所

著《現觀莊嚴明義釋廣解》，嘉木樣所著

《現觀莊嚴論大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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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 分為二級，每級一年。 

以《丹珠爾》中的中觀類十六帙為主，

其中包括《中觀本頌》、《中觀論佛護

釋》、《中觀名句論》及《四百論廣釋》、

《般若燈論及其釋》、提婆著《四百頌》

及宗喀巴著《中觀論廣釋》、賈曹杰著

《入中論攝義》及《入中廣論攝義》、

克主杰著《入中論莊嚴目論》及嘉木樣

著《中論大疏》等。 

俱舍 四年。 

《俱舍論》中的前四品，《俱舍論》的

後四品，《俱舍大疏》、《教燈俱舍攝

義》等。 

戒律 

無固定年限。 

原則上為一年，一年後可

待考格西，若能考取多仁

巴的學位，則可超出此

部，否則終身在此部研

習。 

《戒律本論》，還有宗喀巴、賈曹杰、

克主杰所著《菩薩戒經》和《比丘戒釋》

及第一世嘉木樣所著的《律部大疏》等。 

2.密宗扎倉的學制 

上下密院
10

                         

10 下密院，藏語名「桑欽居扎麥巴」（
#=,-&{,-Wv+-E-*+-.

），簡稱「居麥扎倉」（
Wv+-*+-E-3,

），意為下部

地區宏傳續部密法的學院，由喜饒僧格（
<{=-:0-={$-#{

）所建立。而後藏的上部密續院名為「桑欽居扎堆

巴」（
#=,-&{,-Wv+-E-%}+-.

），簡稱「居堆扎倉」是由其弟子貢噶頓珠（
\o,-+#8-+},-Es0

）所建。 

是格魯派專修密教的道場，也是修習密教的最高學府。其僧人來源有兩

類，一種是在拉薩三大寺學完顯宗經典並於拉薩大昭寺正月舉行的祈愿法會取得格西學

位者，習慣上稱之為「佐仁巴」（
0[{-:m1-.

，意為修習圓滿次第者），一種是直接來學習

密教經典者，稱之為「吉仁巴」（
Q}#=-:m1-.

，意為修習生起次第者）。密院對直接學密

者和有格西學位者的要求有別，直接學密的吉仁巴要從初級開始在上、下密院要苦修九

年，但這只是初階的學習，若要獲得圓滿次第仍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具有格西學位者

則可直接進入高級班。只要在密院學習一至三年，完成《密集金剛》、《勝樂金剛》、

《大威德金剛》三部密法的修習，便可參加密宗學位阿讓巴（
##=-:1=-.

）的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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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密宗扎倉的年級設置為初、中、高三級，也有以生起和圓滿二次第做為分

級
11
，但均無一定的修習年限。基本上，不論是拉薩的上、下密院，還是六大寺設有密

宗的扎倉其年級、學級及學習的內容差異不大。下面就各密宗扎倉的學習內容情況，簡

述如下：
12

（1）色拉寺密宗扎倉—阿巴扎倉學制： 

 

名稱 年級 學級 學習內容 

色
拉
寺
阿
巴
扎
倉 

一 

每級學習一年。 

《密集金剛經》。 

二 《勝樂金剛經》。 

三 《普濟經》。 

四 每級學習二年，此三 

班有少數人學習金科 

（壇城的繪製）。 

《生起次第》。 

五 《圓滿次第》。 

六 《菩提道次第》。 

 

                         
11 蒲文成，《甘青藏傳佛教寺院》，頁533。「甘肅省南州卓尼寺的居巴扎倉依生起和圓滿二次第而分

八班：升起次第4班，圓滿次第2班，上、下知朵班2班。」 
12 周潤年、劉洪記，《中國藏族寺院教育》，頁19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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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拉卜楞寺密宗扎倉—居堆巴扎倉學制：
13

名稱 

 

年級 學級 學習內容 

拉
卜
楞
寺
居
堆
巴
扎
倉
︵
續
部
上
院
︶ 

初級 無固定年限。 

《妙吉祥號名經》、《大威德金剛經》又稱

《怖畏九首金剛經》、《六臂護法經》、《法

王護法經》、《騾子天王護法經》、《勝樂

金剛經》又稱《大自在金剛經》及《續部經》

的背誦等。 

中級 無固定年限。 

《開光經》、《行經》又稱《佛贊》五十卷、

《密集金剛壇城》、《勝樂金剛壇城》、《大

威德金剛壇城》、《密集金剛經》、《勝樂

金剛經》及《大威德金剛經》中的《燒壇經》

等壇城的繪製。在升級前要通過《密集金剛

經》、《勝樂金剛經》、《大威德金剛經》

三部中其中一部的《生起與圓滿次第》的背

誦、八種佛塔的繪圖及土地金剛線畫法的測

驗。 

高級 無固定年限。 

根據初級、中級所學及個人喜好，在導師的

指導下根據個人所相應的本尊進行觀修實踐

生起與圓滿次第之道。可參加每年二月十一

到十五日密宗學位阿讓巴的辯經考試。 

 

                         
13 甘南藏除自治州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拉卜楞寺概況〉。收錄於《甘南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頁

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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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拉卜楞寺密宗扎倉—居麥巴扎倉學制： 

名稱 年級 學級 學習內容 

拉
卜
楞
寺
居
麥
巴
札
倉
︵
續
部
下
院
︶ 

初級 無固定年限。 

《大威德金剛經》又稱《怖畏九首金剛經》、

《六臂護法經》、《法王護法經》、《密集

金剛經》、《勝樂金剛經》又稱《大自在金

剛經》及《續部經》等。在升級前要通過《密

集金剛經》、《勝樂金剛經》、《大威德金

剛經》三部中其中一部的《生起與圓滿次第》

的背誦。 

中級 無固定年限。 

《密集自入經》、《勝樂自入經》又稱《大

自在自入經》、《大威德自入經》又稱《怖

畏九首自入經》、《行經》又稱《佛贊》、

《燒壇經》、《續部經》八十卷及壇城的繪

製，在升級前要通過《四注和解經》背誦的

測驗。 

高級 無固定年限。 

根據初級、中級所學及個人喜好，在導師的

指導下根據個人所相應的本尊進行觀修實踐

生起與圓滿次第之道。可參加每年二月十七

到二十一日密宗學位阿讓巴的辯經考試。 

（4）拉卜楞寺密宗扎倉—丁科扎倉學制： 

《時輪金剛》為傳佛教密續中五大金剛之一，所以格魯派的密宗修習也包括時輪金

剛法。時輪扎倉根據《時輪金剛》的理論及到香巴拉淨土的進程安排學習時間、內容和

科目等。時輪扎倉主要研究天文歷算、聲明、語法、詩詞、書法、壇城的繪製、音韻手

訣、法舞步法等，時輪扎倉一班設有初、中、高三級，沒有年限規定。六大寺中只有拉

卜楞寺和塔爾寺設有時輪扎倉，其他寺院雖未建立時輪扎倉，但並不乏修習時輪者。現

就拉卜楞寺的密宗時輪學院的學習內容，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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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年級 學級 學習內容 

拉
卜
楞
寺
丁
科
扎
倉 

初級 無固定年限。 

《妙吉祥號名經》、《無上供養經》諸佛《佛

贊》、五大護法的《滿足心願經》、《普濟

經簡釋》。 

中級 無固定年限。 

《時輪金剛經》、《普濟經》、《證菩提經》、

時輪金剛壇城、普濟佛壇城及證菩提佛壇城

的繪製。在升級前要通過《時輪金剛生起與

圓滿次第經》的背誦測驗。 

高級 無固定年限。 

聲明、詩詞、天文曆算、梵文及藏文的正草

書法、時輪金剛及大威德金剛的生起與圓滿

次第之道。 

（5）拉卜楞寺密宗扎倉—多吉扎倉學制： 

在格魯派中，修習喜金剛者較少。六大寺中僅拉卜楞寺設有喜金剛扎倉（即多吉扎

倉），該扎倉主要研究喜金剛的升起次第和圓滿次第之道，同時研習天文、歷算、藏文

文法、藏文的正草書法、音樂、金剛舞、壇城的繪製及朵瑪的製作等。該扎倉的學僧同

其他密宗扎倉一樣，分為三級，沒有年限規定。其學習內容，簡述如下： 

名稱 年級 學級 學習內容 

拉
卜
楞
寺
多
吉
扎
倉 

初級 無固定年限。 

《無上供養經》、《妙吉祥號名經》、《大

威德金剛經》、六臂護主、法王、騾子天

王及狹（財寶）等五大護法的《滿願經》、

《喜金剛迎請、加持、自入、燒壇、祝願、

回向經》全部、《虛空瑜珈經》全部、喜

金剛壇城、金剛手壇城及虛空瑜珈壇城的

繪製。在升級前要通過《金剛手大輪生起

與圓滿次第經》的背誦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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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年級 學級 學習內容 

拉
卜
楞
寺
多
吉
扎
倉 

中級 無固定年限。 

藏曆天文歷算、藏文文法及書法、由初級

及中級學僧擔任羅剎王、法王護法、財寶

護法及黑帽師等四種角色的法舞練習，升 

級前要通過《喜金剛生起與圓滿次第經》

的背誦測驗。 

高級 無固定年限。 
遵守別解脫戒、靜律戒、無漏戒等三律，

透過灌頂口訣，禪坐靜修密法。 

3.六大寺的格西學位 

藏傳佛教寺院教育實行學位制，凡進入格魯派的六大寺院的僧人一律以扎倉為單

位，將他們編入預備班中學習，名為「札巴」（
f-.

）。進寺後須舉行拜師儀式，學習

寺院規章制度和基礎文化知識。從預備班升入正式班時間的長短，是由每個僧人的老師

決定，時間短的只需幾個月，時間長的則要數年。 

轉入正式班後，即可按年升級。各寺院的班級化分不同，哲蚌寺為 15 級，甘丹寺、

沙拉寺、塔爾寺、拉不楞寺等為 13 級。每級為期一年或二年不等，一學年為二學期，

最高一級是沒有年限的。此時的學經僧人被稱為「貝恰瓦」（
+.{-&-0

）。當升到最高班

級「戒律班」時，就可參加格西考試。格西是藏傳佛教最高的學位。取得格西學位就能

獲得修習密宗的資格，進入上下密院學習。修習密宗的格西，一旦取得密宗格西學位就

可被選舉擔任堪布，堪布任職期滿退位後稱為堪蘇。當得到堪蘇的地位就進入了格魯派

教階的最高層次，取得了遷升三大寺首席的資格。 

藏傳佛教格西學位，是隨著寺院教育的不斷發展，而逐步建立的一種宗教學位制

度。格魯派沒有創立之前，在藏傳佛教教育界己經產生授予格西學位的教學體制，而且

有不同級別的格西學位稱謂，如饒絳巴、噶細巴、噶居巴等格西。但格魯派三大寺創立

後，使授予格西學位的制度日臻完善。格魯派寺院教育實行學位制，格西（
+#{-0<{=

）是

顯宗的學位，意為善知識或良師益友。凡是進入寺院的僧人只要刻苦讀書、勤奮學習都

有可能取得學位。各寺院的學位等級和錄取名額有所不同，分別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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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大寺的格西學位，共分為四等級
14

01 

： 

一等為拉然巴（
[-:1=-.

），即拉薩的博學者，需要經歷全扎倉院、全寺

及羅布林卡的藏曆正月拉薩大昭法會之四次大考試，並經噶廈政府的審

定。全藏每年錄取16名；第一名至第七名按順序排定名次，第八名以後

不再排定名次。 

02 二等為措然巴（
3~#=-:1=-.

），意思是全寺的卓越高明之人，要經歷全扎

倉院、全寺及藏曆二月初小昭法會的三次考試，也需經噶廈政府的審

定，全藏每年錄取10個名額。 

03 三等為林賽巴（
Qm$-0N{-.

），也稱噶居巴，即從寺院中選拔出的有才學者，

只需通過扎倉的一次考試，西藏三大寺每寺每年有8個名額。 

04 四等為多然巴（
L}-:1=-.

），意指在佛殿門前石階上通過辯論考取的格西，

由各康村自行審定。每年每個扎倉有5個名額。
15

（2）扎什倫布寺顯宗扎倉的格西學位，共分為二個等級：一等為噶欽巴，相當於

三大寺的拉然巴；二等為噶居巴，相當於三大寺的二、三等格西。 

 

（3）拉卜楞寺顯宗扎倉的格西學位，共分為三個等級：一等為多仁巴，是該寺的

最高學位，每年僅有兩個名額；二等為噶居巴，凡是學完五部大論，並辯經

考核及格者，皆可獲得；三等為饒絳巴，凡六至十二級的學僧，經考核量學

和般若學及格者，皆授予此學位。 

（4）塔爾寺顯宗扎倉的格西學位，亦分為三個等級：一等為饒絳巴（同拉然巴）；

二等為噶居巴；三等為噶仁巴。 

（5）一般密宗扎倉是沒有學位的，但拉薩的上、下密院和拉卜楞寺居麥巴扎倉（續

部下院）、居堆巴扎倉（續部上院）設有學位。由顯宗而入密宗的學僧，一

般要學三年以上，以拉卜楞寺而言直接入密院者，一般要學十年以上。學完

密宗事部、行部、瑜珈部和無上瑜珈部等四續部，期滿即可報考密宗學位，

成績合格者授予阿讓巴學位。拉卜楞寺上下兩密院每年各錄取一名，拉薩上、

下密院的名額稍微多一點，但也很有限。學僧取得阿讓巴學位，可派往其它

寺院擔任堪布或留在密院當格貴、翁則、堪布等職務，之後可接任夏孜堪布

或絳孜堪布，再往上晉升即是甘丹赤巴
16

                         
14 桑吉扎西，〈聞思修、講辯著（續）—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學經辯經和學位制度〉。收錄於《法音》，

第11期，頁52。 

。  

15 朱解琳，〈藏傳佛教的寺院教育〉。收錄於《藏族近現代教育史略》，頁93~95。 
16 次仁班覺，平措扎西譯，〈藏傳佛教的學制與學位〉。收錄於《西藏民俗》，第2期，1998，頁45~46。 



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 頁329-348（西元2010年），台北市華嚴蓮社 
Collec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sis Relating to Buddhism 
Taipei Hua-yen Lotus Society0000-0000（暫未申請） 
 

- 345 - 

格西學位的取得，每年都有一定的限額。三大寺每年考取各等級格西的總數不超過

六十三名，除非遇有重大喜慶之年，如達賴喇嘛靈童認定、坐床、考格西、親政等時才

有所增加；即額外於三大寺的每個扎倉增加一至二個名額。名額的分配由噶廈政府的譯

倉辦理，一般採取七大扎倉平均分配，餘額再據扎倉考僧的數量多少給予增加。至於下

年度的名額一般會在上年的藏曆十一月通知各寺。色拉寺每年的名額為二十名，其中拉

然巴四名、措然巴四名、林賽巴八名、多然巴四名。由於每年格西的名額有限，有考試

資格的學僧人數多，故哲蚌和色拉兩寺，均有每位考僧只能報考一種格西的規定。甘丹

寺因離拉薩遠，學僧人數相對少些，所以無此規定。 

格魯派寺院這一整套學位制度的建立，對於吸引學僧努力學經，以保障寺院教育的

實施和發展，產生極為重要的作用。 

4.考取學位 

學僧學完五部大論後，並不是馬上就可以考格西，須依高低屆來等候。以下就拉然

巴的考試情況分述如下
17

第一次考試時間一般安排在春季三月的法會上，考試時要求每位考僧都要就五部大

論立宗 5 次﹐每個人共立宗 25 次，考題由扎倉堪布從五部大論中進行提問。立宗者要

論述有據，主考官們根據考僧的立宗答辯成績及平時的學經態度、遵守戒律等總情況對

考僧評分，然後根據噶廈政府所分配的名額，確定拉然巴、措然巴、林賽巴和多然巴的

名單

： 

18

第二次考試是安排在全寺的冬季法會上﹐屆時各個扎倉獲得拉然巴、措然巴學位考

試資格的僧人，都要在全寺高僧面前立宗答辯。由寺院堪布或拉基派員擔任主考，辯論

的內容仍以五部大論為主，此次的考試為一場辯論表演不分名次。之後亦需要至所屬的

康村和密村立宗答辯。 

。考試結束由扎倉堪布，向全扎倉僧眾公佈格西者名單授予學位，通過扎倉考試

的格西們，自是年的秋季法會起，須到各康村、密村去接受提問，至第二年秋季法會前

結束。 

第三次考試由噶廈政府出面組織﹐時間一般是在次年的五月或六月﹐在羅布林卡和

布達拉宮舉行為期 5 天的考試﹐考僧是獲得「拉然巴」考試資格的 16 名僧人。是由代

表格魯派最高佛學水平的「甘丹赤巴」擔任主考官﹐參加主考的還有甘丹寺的法尊及達

賴喇嘛的侍讀經師等 ﹐參加提問的考官均是精通五部大論﹑大小五明的高級學問僧。

每個考僧都要就五部大論立宗 3 次﹐每個人共立宗 15 次﹐能通過此次考試的考僧﹐即

可獲得參加第二年正月拉薩傳召大法會期間舉行的第 4 次辯經考試。 

                         
17 周潤年、劉洪記，《中國藏族寺院教育》，頁261-267。 
18 拉然巴和措然巴必須精通五部大論並通過立宗答辯者，而林賽巴和多然巴的考試，只要能對《釋量

論》、《入中論》和《現觀莊嚴論》三部經典進行背誦並立宗者，便可授予林賽巴和多然巴格西的學

位。 



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西元2010年） 

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教育之研究 

 

 

- 346 - 

拉然巴學位的最後一次考試，是在拉薩大召寺「默朗欽摩」（
*},-;1-&{,-1}

）的法會上

舉行。參加默朗欽摩考試之前，取得拉然巴格西考試資格的十六名格西，先於上年的藏

曆十二月到哲蚌寺進行立宗日期順序的抽簽。由哲蚌寺的堪布一人和雄來巴一人主持，

其二人也是默朗欽摩考試時的主持人。主持者將寫有各格西名字、扎倉等內容的紙條用

糌粑包好放入容器中，再抽出名單，排定立宗日期。立宗日期很重要，因為噶廈政府規

定只有取得名次的拉然巴格西，才有資格升任甘丹赤巴，而名次的排列則依日期的先後

而定。一般情況下名次只排至第七名，以後不予名次，前七名只限於正月十五日前的立

宗者，十五日後立宗者不論成績高低一律不排名次。無名次的拉然巴格西，除不能出任

甘丹赤巴的資格外，其他沒有區別。 

默朗欽摩法會的立宗考試，一般在藏曆正月初八開始進行，考僧的三次立宗分早、

中、晚進行。三次立宗內容各異，上午從因明立宗；下午以般若和中觀立宗；晚上俱舍

和戒律立宗。提問者由他寺高僧擔任。上午立宗時，提問者均在三十人左右，提問者可

任意從藏文大藏經《甘珠爾》和《丹珠爾》中，提出任何問題由考僧答辯。三次的立宗，

以晚上的考試難度最大，因為上、下密院的翁則及三大寺的堪布都會出席提問。晚上的

立宗答辯在十二點左右結束，主考官甘丹赤巴要根據每個考僧立宗答辯的水平來確定名

次﹐名次確定後還要報請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認定審批。 

在獲得顯教格西學位之後，便具備資格可以進入上密院或下密院學習密續方面的課

程，學習內容為完整的密續經典與金剛乘儀軌的實修，在圓滿修習所有的密法課程後，

取得密宗格西學位，即成為藏傳佛教顯密圓融的具格法師。 

四、結語 

藏傳佛教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寺院教育教學制度，它貫穿僧

人從入寺修學直至獲得最高學位，乃至一生的歷程。具體而言，宗喀巴根據五部大論的

相互關係和內容形式深淺的不同等特點，制定先由攝類學或釋量論入門，作為開啟一切

佛學知識之門的鑰匙；其次為般若學，以般若學作為佛學的基礎理論；之後為中觀學，

以中觀學為建立佛學觀點的理論基石；而後為俱舍論，認為俱舍論是領會小乘之基、道、

果理論的經典；最後是戒律學，認為戒律學是瞭解和遵循佛教戒律學的歷史和規則，以

及如何修持和授受佛教戒律的經典理論。由此可見，宗喀巴在融會貫通五部大論的基礎

上建立的教學方法，可說是以系統化方的式來掌握佛教教理，在藏傳佛教寺院教育史上

具有創新性。所以，此一教學體制不但在格魯派各大寺院推行，並對於其它宗派的寺院

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千百年來，藏傳佛教的寺院教育的學經、辯經就這樣以它悠久而獨特的方式傳承至

今，不僅造就了一大批具有高度哲學思辯能力、學識淵博的高僧大德；且透過學位制度

的確立也促進了藏傳佛教人才的培養，對藏傳佛教僧人整體素質的提高和藏族文化教育

事業的普及發展都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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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作為佛教辦學之參考，須透過不同的教育體制、修學經驗、觀察角度來思考

僧伽教育之課題。借鏡於藏傳佛教寺院教育之全面化及制度化，省思漢傳佛教教育所面

臨的挑戰與發展，繼而將僧伽教育的本質與理想落實於現代的佛教教育，讓僧伽能夠在

不斷演變的時空中，藉由系統化的僧教育次第修習，而成就具足智行悲願的僧格。那麼，

僧伽就自然地能夠肩負起住持三寶與弘傳正法的重責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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