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聽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
「夜問」講座後的 
佛法與多元省思

何時與仁波切結緣？

記 得 大 概 國中的 時

候，有一次學校發了一些免

費的電影票，片名叫《高山

上的世界盃》，當時因為時

間的關係，沒有去觀看。雖

然大家都曾經有瘋狂過每

四年一次的世界盃，因此也

對這部片充滿興趣，但當年

就是沒有去看。直到今年暑

假前，得知年底仁波切會為

我們排一場講座，加上暑假

有機會去中和放生寺，終於

把這部影片看完了。現在想

想，當初結下的這個因緣，

時機未成熟吧，所以無法一

窺究竟，再加上，當年對佛

學的認識不夠深厚（雖然現在

自己也是幾乎什麼都不懂，但起碼知

道這是一位仁波切拍的影片，多少會

試圖去把該部影片與佛教作一定的連

結），可能角度和觀點會有

所不同，也可能看不懂在演

什麼，我想這是我對仁波切

的第一次間接接觸吧。接下

來社團（台大晨曦社）的一些同

學開始積極籌備這次的講

座，也為了讓我們對仁波切

有其他的認識以及了解，我

們在仁波切來台前的社課

當中，播放了仁波切所拍攝

的另外一部電影《舞孃禁

戀》。不過不得不說，這部

電影的層次對我來說又更加

地高深了，雖然可以從世俗

的多種角度切入與討論，但

是一想到是仁波切當導演拍

攝的電影，又覺得應該要與

佛教有所結合，只怪自己悟

性不足，希望有機會從中得

到更多佛法相關的啟示。我

想，這就是幾次非常粗淺地

與仁波切結下的善緣機會。

佛法與多元問題之下的

自我省思

這次很高興，也有很

特殊的因緣，能夠聽聽仁

波切的開示。在社團很多

 張元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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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和其他友社以及慧炬

機構及其他單位的幫助之

下，台大晨曦社辦了一場

非常大型和成功的講座。

當天除了講座現場滿滿的

人以外，還開了同步教室

以及網路直播，真的很感

謝這些默默付出的工作人

員，讓大家能夠有機會參

與這場饗宴。老實說，自

己當天也是工作人員，因

此並無緣親自在場內感受

這樣的殊勝氣氛和盛會，

只能在場邊用手機斷斷續

續觀賞講座，所以是事後

再看影片把完整的內容看

完，完全是一種看函授的

概念，也因此，寫下來的

心得，或許會和現場聆聽

有所誤差。

這場講座，總共分成

三大方向十個問題討論。

（請見NTU Sunrise台大晨曦佛學社網

頁 ntusunrise.org/wp/?p=833）題目是

事先想好方向、內容，再經

過調整、修飾後，當天請仁

波切回應的，這樣聽起來有

些像在口試的感覺，不過，

很佩服仁波切認真和仔細回

答每個問題。以下，我將會

分別討論講座的三大主題：

一、社會現象

此 部 分 有 三 個 子 問

題，包含了科技進步、台

灣國內議題以及國際上的

重大議題，如何從佛法的

觀點解釋和理解？仁波切

認為，佛法關心的是真理

和真正內心的提昇，因此

對於這些問題，社會的變

動，我們仍然不應該被

完全制約，而是應掌握

在自己的手裡。因此，科

技的進步，人們仍然還在

受苦，雖然有些科技的進

步，會使人們或國家減少

其他不好的競逐，但仍要

回到我們的內心去探索，

而非一昧地被制約。

而 在 台 灣 國 內 社 會

重大議題上，我最好奇的

是佛教對於同性婚姻的看

法。仁波切直接點破，這

並非是佛法關注的重點，

因為佛法真正追尋的是心

靈的部分以及看遍人生的

無常，在這樣的情況下，

無論同性或異性婚姻，可

能都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講座現場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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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說哪一種婚姻

會比較好、比較有意義，

可能都會有所貢獻。而這

部分會受到文化的影響，

所以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問

題。就我來看，仁波切充

分地以佛法和社會變動的

角度解釋這些現象，提供

了一個思考的觀點。但也

明白地說明，這些東西和

學佛無直接關係，雖然不

可否認會受到影響。而在

婚姻當中，我記得仁波切

說的一句話：「你們現在

要結婚了，要知道事情是

無常的，所以你們不會永

遠在一起。」雖然仁波切

表明了在世俗婚禮不能說

這樣的話，我想這是對於

世人禮俗、制度的一種尊

重，以及某種程度下無奈

的選擇吧，因為就更高層

次，仁波切已經說出佛法

看透這一切了，剩下的只

是人們的選擇而已。

在國際和平議題上，

在我看來，仁波切給了我

們很大的啟示。因為，這

裡面仁波切分了幾個層次

探討，而且仁波切不避諱

談此議題。仁波切無法確

認和平是否會出現，但卻

肯定個人的平和狀態，是

可以追求與達到的，而藉

由個人的這樣一個狀態

下，對於世界也會是有所

貢獻的。再到大一點的層

次來看，仁波切說明，佛

陀的教導和佛教的教義

下，並沒有任何暴力的成

分在裡面，並且從經典、

教義出發，也從來不鼓勵

暴力行為。我想，這應該

沒有人會反對，而很多宗

教也有相類似的概念。仁

波切說明，佛教過去有被

迫害的紀錄，因而被摧毀

的情況。這些我想大家都

知道。然而，在多數的情

況下，佛教的確都是被迫

害的地位。但在此，我要

提出一個反向的思考，佛

教也有可能成為迫害者的

角色，起碼我有認識的人

在做這方面的相關研究，

認為這是一個極為罕見的

異例，但這樣的情況的確

存在。不過，也許是這些

人誤解了教義、教理或假

藉佛教之名，行迫害之

實。因為以此為出發點，

可吸引更多人投入，也能

更有充分的迫害理由。也

因為佛教的慈悲與仁慈，

再加上，世人往往無法分

辨是否為正法，造就了這

樣的狀況。但我想，無論

如何，這些都是值得討論

和研究的案例，期待有解

答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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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後 ， 在 這 項 議 題

下，我覺得還有一個很

重要的議題可以討論。

就是，仁波切表示，根據

國外的民調資料顯示，佛

教徒的比例是在下降的，

而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人口

的比例是往上升的。我想

先補充一點我觀察到的現

象：這有可能反應了不同

宗教信仰者的人格特質，

起碼我從台灣觀察到的

部分，台灣拿香拜拜的

人，不一定是佛教徒（也

多半不是佛教徒），而佛

教徒也不一定會願意說出

自己是佛教徒，再者，自

己認為是佛教徒就是一位

佛教徒嗎？我想，這在認

定上可能會有一定的模糊

空間，加上個性的差異，

使得佛教徒的比例會比較

少。再者仁波切講到一個

很重要的因素，「佛教好

像跟社會連結不大」，因

為是在追求絕對真理，以

及不是產自於一個衝突

或不幸的狀況。我想，這

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有滿多人認為佛教好像很

「出世」，和社會的連結

不多。在台灣，一般人往

往又是只有在往生場合才

會見到法會的儀式，這樣

一來的連結性又感覺更不

好了。其實，我認為這是

多數人對於佛教的誤解，

佛法的實踐與佛教，絕對

不會是出世，也不會是只

有儀式性地做給自己或他

人看而已。個人認為，如

果只有儀式的話，根本不

能說是佛教，更不會有任

何佛法上的「不可思議功

德」產生，頂多讓人們結

下一個善緣而已。再就佛

法的觀點來看，其實有很

多觀念和想法，並非只是

一昧地「出世」、與社會

脫節而已。想想看，西方

思想，為了鞏固他們的政

治經濟制度，會從哲學、

宗教層次思考相關的理論

和內涵，然後加以解釋適

用，使其人們更加相信這

一套東西。在我看來，佛

法當中的很多經典、教義

和故事，甚至是實踐的過

程當中，也有很多相契合

的應用可能性。如果說這

些東西可以換個包裝，或

是加以解釋，跟生活社會

其實一點都不脫節。只

是，真正學佛的人或許認

為，這些東西與自身的覺

悟和真理的追求，沒有直

接關係，所以並未強力提

倡而已。或許，可以適時

導入這些觀點在社會上，

就能讓更多人知道佛法的

好處，只是，這樣的比例

要多少？如何實踐？可能

還需要更多的思考。

二、個人心靈

在個人層次上，我們

向仁波切請教了三個小子

題。一題關於仁波切的個

人經驗，兩題為每個人很重

要的議題。在請教仁波切的

經驗上，請教仁波切如何在

其忙碌的生活中，安頓自己

的心靈。仁波切很老實地回

答，「我的心一點都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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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我覺得這很有趣，我

們總是認為這些修行者，就

應該有所謂「修行者」的樣

子，因此不會煩躁、心靈平

靜、有很多的神通之力等

等。我想，這些修行者，可

能真的有這些一般人所沒有

的能力，只是他們都很謙虛

而已。但也因為他們深深知

道，自己仍然是凡夫肉體，

以自己的實踐和經驗來與我

們共勉之。像仁波切就認

為：「對自己身體、感覺、

心、情緒的觀察和省思很重

要。」這些東西，是現代人

時常缺少的，我們過於煩

躁、每天充滿新的資訊，以

及總是有很多訊息要回、應

酬要趕，還有一堆工作或作

業在等著我們。是的，這就

是真實的人生，也因此我們

更應該要在每一個過程中，

仔細找出我們所在的心，不

然就會像行屍走肉地過生活

一般。我想，自己聽到這樣

的說法時，自己覺得慚愧，

因為自己常常不知道在做些

什麼？甚至沒有停下腳步來

聽聽自己的內心。這樣的一

個重點，我認為，無論你是

否是學佛的人，都有很實際

的幫助。

另外兩個問題，我覺

得可以一起思考。再請教仁

波切關於一些人如果已經

覺得很快樂的話，為何還要

學佛？佛法有什麼幫助？相

反地，如果我面對人際關係

產生的負面情緒，要如何處

理呢？我想，這是人們學佛

與不學佛很直接反應的兩

種類型人物。所以仁波切

先簡單提到時間這項不確

定因素，並也順便帶出佛

教四聖諦的觀點，然後同

時說明這些都是短暫的快

樂。但不會像有一些人恐

嚇或是輕視你現在所得的

快樂。反而祝福你現在的

快樂。於此同時，希望我

們如果覺得自己已經快樂

的話，應該還有兩個目標

可以達到，就是：讓自己

達到永遠的快樂，並且讓

更多人快樂。仁波切所提

出的長遠目標，不也是佛

陀的本意，希望人們真正

的離苦得樂嗎？佛教的重

要目標也是如此，我想這

應該可以讓這樣的人相信

並願意學佛。

相 反 地 ， 如 果 是 另

一群人，仁波切希望我們

回到我們的內心，知道我

們心靈的想法和聲音，並

控制它。我想，以仁波切

上述自身的例子來說，這

是最好的說明。如何在忙

碌、庸擾的情況下，內心

取得一點平靜？而佛教

在修行的過程中，我們

只要與人接觸、相處，多

多少少會去傷害到別人、

也會被別人傷害。我們可

以用三世因緣來解釋果報

的觀念，但我們在這一世

當中，仍然要處理現在面

臨的情況，試著省思和觀

察自我是重要的。這些東

西，我覺得對於求學的我

們啟發很大。因為，面對

人生未來仍有很多不確定

性，心中難免恐懼，如何

與心靈對話？我想，這是

聽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夜問」講座後的佛法與多元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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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或修行，能夠在現實

生活中好好實踐的部分，

當然希望自己能夠記住仁

波切的提醒，對未來有所

幫助。

三、法的選擇

這 部 分 ， 我 們 請 教

了仁波切四個小問題。但

是，因為自己對於佛學的

掌握真的不夠扎實，無法

像上述那些與社會議題感

觸較深，因此只能簡單地

討論一些自己覺得有趣的

部分。首先，仁波切提到

佛陀的一個重要觀念─

「依法不依人」。如同問

題當中所提到的，現今

的宗派、傳承法系令人

眼花撩亂，誰知道自己

遇到正法、善知識？誰又

遇到騙人的江湖術士耽

誤人生呢？我覺得仁波切

很老實地告訴我們，建議

我們不要太早就永久地追

隨一位老師，要「依法不

依人」，能夠從中找到經

典當中的實踐，以及真正

適合自己的再做決定。佛

陀在世時，就曾經去破外

道，現今紛亂的社會和人

性的脆弱之下，應該也會

有人利用這些特點，以佛

教之名，行詐騙之實。或

許無法避免外道的存在，

也無法確認自己是否遇到

外道，只能依法不依人並

且隨因緣造化了。當然，

也希望自己和學佛的大

家，未來都能遇到善知識

並且是正法傳承，能夠有

所精進。

再者，仁波切提到內

觀禪修的部分，這部分，

剛好和本學期的社課一部

分有所呼應。自己體驗過

的經驗，並未達到像仁波

切所言一樣，可以看到很

真實的一面，也沒有體悟

到其中的改變和洞見，我

想一來是自己只是每星期

短暫地體驗而已，沒有連

續且長時間的練習。再加

上，過去也不習慣了解、

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因

此體悟不夠深刻。不過，

我想這些技巧不可能短時

間學會和操作，因此仁波

切只是把關鍵告訴我們，

實際上，仍然要靠我們自

己去感受和驗證。

最 後 ， 我 們 問 到 藏

傳佛教的特色。個人覺得

仁波切有兩個重點。首先

是回到文化和宗教之間的

交互作用，以及國家的影

響，這些對一個宗教都會

有一定的影響，也都有它

「夜問」講座會後，全體工作人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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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價值存在。再者，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一點，

仁波切認為，宗教實質內

涵是沒有分哪個宗派的，

像是無常就是無常，經

典的內容也是一樣的。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一

部分。因為大家都是跟

著佛陀的教導在學習的，

只是如同上面的差異，因

而也會產生一些不一樣的

特色。再加上，這種種的

特色與差異，以及實修的

不同，才有這些差異的產

生。但我非常贊同仁波切

的觀點，應該在實質內容

上不會有差異才對。因為

都是佛陀的教導，當然，

解釋上可能有所差異，但

最終都要回歸到本質討論

和實踐。我想，這些對於

我未來學佛之路一定會有

幫助的，因為非常實際而

不含糊。

四、後記

其實，我對佛教、佛法

的理解真的不深也不多，我

對藏傳佛教的理解更是相對

的少。但這次講座似乎並未

看到很大的差異存在（可能是

自己真的不太懂吧）。也有可能

本質上都是佛教的關係，

但無論如何，這應該是我

第一次真實地接觸藏傳佛

教與仁波切吧。這樣的善

緣，希望對未來自己的學

佛有所幫助，自己也會更

加想要了解藏傳佛教的一

些內涵、儀軌和文化。當

然，也在因緣充分之下，

有幸去了電影院，觀看仁

波切今年度最新的電影

《嘿瑪嘿瑪》，希望有更

多的了解。

感 謝 仁 波 切 對 這 些

問題的回應。我想以仁波

切的經驗和智慧，每一個

問題，仁波切都可以用一

場講座的時間來好好回答

更高深的內涵。但是，對

於初學者的我而言，已經

覺得收穫很多，而且有些

東西已經聽不懂無法理

解了。因此，對於自己

聽懂的部分，也覺得很有

幫助，並且對現在生活和

學佛的過程中，都有實際

的助益與作用。其實，我

個人一直覺得仁波切非常

謙虛和和善，例如：仁波

切一開始是說「試著」回

答這些問題，而不會高高

在上地說，我來告訴你們

答案。而在最後，仁波切

也說「在悟道上有更多成

就，就會更謙卑；如果變

得更迷信，你會變得更自

我」。這不但說明他的智

慧與謙卑，也給我們一個

自我檢證和反省的機會，

謹記在心，應該可以受用

無窮。感謝仁波切以自

身經驗和智慧的說明，期

待從中有所成長，並且像

仁波切引述西藏人說的話

一樣，「如果你明天就要

死亡，今天仍然應該要學

習」的精神，持續學習。

最 後 ， 再 次 感 謝 所

有籌備和參與這次活動的

工作人員，因為你們的用

心，才有這次美好的深夜

饗宴。

聽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夜問」講座後的佛法與多元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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