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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成大佛學研究中心與台灣南傳上座部的相遇，促成了「帕奧禪師學訪成大」

的因緣。成大佛學研究中心是個鬆散的組織，原以宗教對話、科學和宗教及南北

傳佛教研究為宗旨，團結台灣南部的佛教學者，共同組成一研究社群。因此，其

成員並不限成大的教師，跨校的結盟是其運作的方式。中心與台灣南傳上座部的

因緣，將中心寬廣的研究範圍聚焦在禪法及其應用的研究，並走向理論和實踐並

行的經典詮釋。 

 

2.1 宗教對話的諸模式 

1962 年梵蒂岡教廷「梵二會議」教宗通諭，開啟了宗教對話的年代。學者

甚至以「Dialogue or Dead」為題，說明宗教對話乃是宗教在當今世界發展的活

路。宗教對話促成各宗教體認其在世界和平中的重要地位，也強調宗教的溝通是

完成宗教教義的必要方法。 

尼特（Paul Knitter）在<<宗教對話模式>>中說明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之間的

理論模式，將這些理論模式歸納為四類：置換模式、成全模式、互益模式和接受

模式。 

置換模式是「唯一的真宗教」作為真宗教的基督教否認其他宗教的價值。絕

對強勢的基督宗教的宗教對話，是一種置換模式，代替的模式。宗教傳播取代原

來的傳統宗教，代替整個傳統的文化。這種代替要全面去改變，這是一個傳教的

熱情，要全部改變在地的宗教信仰，完全回歸基督宗教，這種叫做置換模式。 

成全的模式是梵二會議教宗通諭的主旨。宗教對話要做什麼呢？就是必須要

成全。成全的模式就是說，我們有一個唯一的宗教一神教，此一神教可以成全各

種宗教。各種宗教的菁華，各種宗教本身都可以當作這個宗教的前行或者預備的

階段，一神教可以吸收包容各種宗教的信仰。 

成全的模式不斷的去發掘各種宗教的價值，這個價值最終的脈絡是放在整個

一神教，放在整個耶穌宗教的意義底下來詮釋的。梵二會議的意義是要積極的展

開各個宗教的對話，甚至深入當代社會處境、歷史傳統進行進行各個宗教層面的

對話，承認儀俗傳統，承認宗教教義的真理，但最終歸到整個天主或基督最高的

教義，這就是所謂成全的模式。 

成全的模式比較接近中國佛教的判教。也就是各種階段我都承認，但是最後

階段會歸到一個圓教的系統。這個圓教不管是在天台或是華嚴，都作為最高的階

段。譬如說天台講藏通別圓，前面的階段都同時存在，這個存在都有價值。這個

價值就像在爬一座山一樣，藏教就如爬到５００公尺，到通教已經爬到１０００

公尺，到別教則已經爬到１５００公尺，圓教則爬到到最高的山頂。這個觀念稱

為判教。成全的模式比判教寬一些，是個跨宗教的對話，但跟判教模式相當接近。 

  互益模式強調對話是發現自己、認識自己的方法，對話是互相有幫助、互相

有益處的。承認各種宗教的真理，然後作宗教的對話。在對話的處境裡，各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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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處境和真理被了解的更清楚，也透過對話更彰顯自身宗教的價值。透過宗教

對話互相學習互相了解，也因為不同宗教的學習使得對自己的宗教教義更清楚，

更加深自己宗教的信仰，我們叫做互益的模式。 

  接受模式是一種激進的立場。接受模式講的是，事實上宗教是沒有辦法真正

互相了解，我們只能承認各宗教真正的差異，宗教本身是不同的，之間沒有共同

衡量的標準。接受模式認為許多宗教都是真的，邁向真理的宗教我們都承認都接

受它。接受，是因為看到真正的差異，承認真正的差異有助於真正的對話，對話

不在於透過學習達到真正的了解、達成所謂的共識或融合，宗教對話是達到對於

宗教本身差異的了解跟尊重。 

 

2.2 宗教對話的主題與價值 

  宗教對話需有主題。成大佛學中心宗教對話的研究是從宗教衝突的脈絡思考

的。宗教衝突是當今國際社會紛亂不安的根源之一，也是後殖民的宗教現象。宗

教對話如何對世界和平做出貢獻？各宗教如何扮演世界和平的角色？宗教又如

何面對宗教暴力衝突？談到宗教衝突，台灣人隨著國際媒體的報導，只看到伊斯

蘭教和基督教的衝突，卻常以為佛教是和平的宗教，信仰佛教的國家應該不會有

嚴重的宗教暴力。殊不知在後殖民的情境中，斯里蘭卡便是宗教暴力衝突嚴重的

國家，佛教徒與印度教徒的血腥暴力，斯里蘭卡政府武力鎮壓印度教徒，印度教

徒塔密爾 tiger 的武裝抗爭，便是不可否認的佛教的宗教衝突。又如南傳的入世

佛教（或稱左翼佛教）也不能不從政教衝突的脈絡去了解其實際作為。因此，斯

里蘭卡的天主教極力促成印度教和佛教的對話，嘗試從宗教的語境中促成對話的

理解，以緩解宗教的暴力衝突，這便彰顯宗教對話的積極價值。 

    宗教衝突之外，宗教對話的共同主題可以是世界的苦難和地球的生存危機。

如何面對世界的苦難貧窮？如何了解受難本身的意義和正義的價值？宗教如何

看待苦難的根源和人心的慰藉？這都是各宗教皆有的教義，也是宗教對話的共同

議題。 

    一個地球，多種宗教。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然全球氣候變遷，人類何去何從？

地球環境的危機也是宗教生存的危機，跨宗教對話如何發展全球環境倫理或地球

憲章，並要求信眾的承諾與責任，這也是宗教對話所面對的課題和其價值之所在。 

 

3.1 台灣宗教對話的語境 

  在台灣，宗教對話的語境是什麼？如果失落了語境，又要怎樣做宗教對話？

或者說，宗教對話的共同議題如何衝擊宗教的良知，以形成具有宗教意味的行

動？宗教的主體又是如何回應人間困厄以邁向救贖（解脫）之道？成大佛學中心

的同仁反省當前宗教對話的脈絡語境，體會到宗教對話不能是主體缺席的對話。

當我們研究宗教衝突，卻不在現場的語境中，我們有何發言權力？沒有接近現

場，不知主體何在，又如何代言？或許可以寫寫論文，事實上卻沒有什麼真正的

好處，對世界沒有什麼幫助。因此，宗教對話必須有明確的目標。衡量佛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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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關懷與事實條件，促成了宗教對話的轉向。 

 

3.2 佛教內部的對話 

跨宗教對話誠然有其重要性，宗教內部的對話卻更具有豐富的語境和互為主

體的位置。台灣可以說是佛教的聯合國，佛教內部的對話是個活生生的課題。綜

觀台灣佛教最新發展，藍吉富說台灣是新漢傳佛教。藍吉富是研究台灣佛教史的

專家，他在論定台灣佛教的特色時，他認為台灣是「新漢傳佛教」，也就是說台

灣佛教有一個特性，無論台灣漢傳、藏傳、南傳和日本佛教這四個宗教都有它發

展的脈絡，長出跟傳統佛教不一樣的特色，這四種宗教整體所構成的是一種新的

漢傳佛教，藍教授是從總體來看這種趨勢的。如果說有這樣新的漢傳佛教，應當

怎樣互相對話？或者在立足於華人的文化裡頭，佛教應當怎樣共同發展？或者他

的主軸應該怎樣走向？這是宗教對話轉向的實質內涵。 

再者，針對台灣佛教的主流人間佛教，人間佛教怎樣跟原始佛教對話？人間

佛教認為解脫道是三乘的共法，直趣大乘就是人菩薩行，這樣的講法怎樣跟原始 

佛教或者是南傳佛教做對話？ 

針對當代人們的精神狀態，佛教和當代心理學、精神科學、心理分析的對話

是佛教走入西方世界的大道，在台灣也有其相似的脈絡正在發展。佛教作為宗教

心理或者作為宗教療癒，其核心的價值和功能何在？如何與科學、心理學、神經

醫學對話，從心性成長的角度去探討這個問題？正念禪法、正念療癒、正念減壓，

這都是禪修的世俗發展，理當是佛教的自家寶藏。又如何成為接引世人的方便法

門？以上的論點，也就成為成大佛學中心開展佛教內部對話的契機。 

   

3.3 帕奧禪師學訪成大與南傳佛教植根台灣 

2010 年 10 月，佛學中心邀請被譽為快樂格西的藏傳佛教禪修大師明就仁波

切學訪成大，舉辦了「藏傳、南傳、漢傳禪修對談」與「禪修與大腦可塑性學術

對談」。明就仁波切再<<世界最快樂的人>>暢談意識心理、慈悲心理及各種意識

心理狀態，又如何在科學家 FMRI 的測量下，展開佛教禪修心理與精神科學的對

話。當時佛學中心也邀請了緬甸的烏給大長老(Sayadaw U Kesarinda)與觀淨

Bhante 參加其中的一個場次，進行藏傳、漢傳與南傳禪法的對話。 

  之後，成大佛學中心綜合考量禪修理論與實修研究的需要，便與南傳上座部

佛教有了甚深因緣，也在那時候跟觀淨 Bhante 有更進一步的接觸。觀淨 Bhante

曾在 2008 年的時候跟我們提過，他準備跟帕奧禪師做個報告，說明怎麼樣讓緬

甸的法師到台灣弘法，讓他們在台灣可以生根。這種做法對南傳上座部在台弘法

有長遠的考慮，跟服務移民兼在台佈教的泰、緬法師團體不同，又跟應邀來台的

外籍南傳法師也不一樣，因為他們弘法因緣可能兩個禮拜或者一個月，並沒有準

備在台弘法生根。這種做法跟台灣本地的僧眾與一般信眾結合在一起；另方面，

台灣也有很多僧信到該地長期修學，乃至出家。  

觀淨 Bhante 規劃把年輕的、戒行深厚的長老邀請來台弘法，受邀弘法僧不



5 

 

只是當客人，他們要生根在台灣，所以他們也要做一些準備，譬如說他們要學華

語，對台灣做了解，把他們的文化帶進來，這就是那時候曾講過的因緣。那時候

Bhante 有請問我在成大華語中心學華語的狀況，後來也順利進行，包括智行尊者

等人在成大華語中心當學員。 

南傳佛教要在台植根的想法跟計畫，在討論這樣的因緣與構想時，我們覺得

非常有意義的。而佛學中心的朋友也或多或少聽過帕奧禪師的弘法事蹟與閱讀其

著作，綜合這諸多因緣，所以我們就想來跟帕奧禪師請法。也就是在 2011 年 3

月間，南傳上座部學院在南投籌建靜樂禪林，進行結界時，我們有機會親自跟帕

奧禪師請法，邀請他來學訪成大，跟台灣學界做一個交流，成就 2011 年 11 月首

屆的「帕奧禪師學訪成大」。當然，這樣的邀請，我們也看到帕奧禪法的深刻價

值，對台灣佛教的意義。 

不管是宗教的傳佈或宗教紮根工作、或宗教對話，事實上需要有一個真正的

團體，這個團體在當地是可以生根紮根，這個教團是可以獨立運作的，才有一個

真正對話的主體，而不只是學術研究。學術研究是可以做這個國跟那個國的比

較，這個宗教跟那個宗教的比較，梵蒂岡的宗教對話政策等等，這就是學術研究。

如果不只是一個學術研究，而是一個台灣脈絡下的宗教對話，那是什麼？那就是

要生根。要不要生根在台灣？他的教法跟教義跟整個實修的經驗都有的時候，才

會有真正的對話。所以佛教內部的宗教對話要有一個植根生根的準備，真正對教

義教法和實修經驗方式的理解跟經驗，這時候對話才有意義，而不只是學術研

究。這就是我們那時候所想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緣。 

哪些南傳佛教有這樣的準備呢？南傳上座部佛教有這樣的準備，想做這樣的

事，而且這是有意義的事。單純服務移民的的佛教團體，沒有做這樣的準備的，

而且他們對台灣的接觸是很薄弱的。應邀來台的外籍南傳法師，不管是泰籍的、

緬甸籍的、或者是斯里蘭卡籍的，事實上他們也沒有這樣的準備。所以，南傳佛

教帶來僧團，作為南傳佛教中心在台灣生根紮根，那才是長遠的真正可以紮根的

方式。 

 

4.南傳上座部佛教植根台灣之價值 

4.1 僧團與禪修經驗之重要 

  整體來說，中國的佛教已經太形上學化，很多的討論變成形上學的討論。他

的體証或者修証的方法，脈絡次第成分就稀薄了。在宗教研究或者在神話研究裡

頭，有一個經現代人所發展出來的概念，就是經驗要比意義的詮釋更重要。如果

實修沒有禪定的經驗，如果沒有禪修次地可深入修習止觀，雖然我們可以做理論

意義的詮釋，可是經驗的素質太稀薄了，就很容易變成一種思辨，變成一種思辨

的佛法，變成一種形上學的佛教。現在的宗教學或神話學深刻理解到這個問題，

經驗要比意義的詮釋更重要。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那種經驗，而不斷的從文獻中

去做意義的詮釋、象徵的詮釋、或者經典的詮釋，這是很不足的作法。我們如果

要在台灣發展佛教內部的建設性對話，整個禪修經驗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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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傳佛教在台灣的生根，Bhante 在提議時，我們很高興做這方面的發展。我

們的考慮大概有兩點。第一，南傳佛教對北傳佛教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有一個

很重要的意義就是出家的僧團。僧團的本身應有的方式、僧團怎麼建立、僧團的

生活，這是很重要的。 

藍吉富、陳家倫等人的研究指出，南傳佛教對台灣發展的影響之一就是出家

僧團。如果我們有一個純正的出家僧團在台灣，那是非常有意義的，會對台灣有

一個重大的貢獻。因為有重大的貢獻，我們卻要去做改變，只敢取一部份，認為

不適合台灣環境的南傳僧團制度先不要做，這樣的語境就蠻奇怪的。也就是說如

果這個是有很重大的貢獻、對台灣有意義，事實上整個僧團的運作方式，就會成

為核心。這就是南傳上座部佛教保守的宗教價值。就我們來講，保守是中性義，

保守是從佛陀傳到斯里蘭卡獅子國錫蘭，到緬甸，然後到泰國。這一個南傳佛教

的傳統，也因為保守，所以保留重要的佛陀教法跟僧團的方式。如果重要的價值

在這裡，希望植根的時候是整體的來做這個工作，保存其重要的原型，這樣才有

真正的價值。 

  第二，禪修經驗的方法、修行系統的豐富性、關聯性和國際性，這對台灣將

有所貢獻。這貢獻大家很容易看到，尤其是帕奧禪法，從止到觀，發展成七清淨

這樣的體系，這樣的體系又結合三藏聖典，所謂的解行相資，相當殊勝；特別是

在台灣，這是更有代表性、更有價值的。 

帕奧禪法與一些發源於緬甸的禪法，都有相當的國際性。特別是帕奧禪林，

這些年來，長期住在禪林內的外國禪修者都維持約 200 人，來自 20 幾個國家。

台灣人自 1990 年代中期就一直有，多時達到 70 至 80 人；華人總數則更多，來

自東南亞、台灣與中國，乃至移居西方的華人。若加上傳統華語佛教區的韓越與

日本，總數則更多；目前，在帕奧禪林修學的全部華人與傳統華語區的禪修者，

總數遠超過百人。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當時就覺得南傳上座部在台灣有非常重要的定位：第

一個是出家僧團，第二個是禪修經驗的系統性、豐富性跟國際性。尤其是整個禪

修本身結合阿毗達摩，從理論到實踐，這之間的貫通與融為一體，乃是非常重要

的。 

 

4.2 帕奧禪師學訪成大之過去與未來 

  帕奧禪師首次學訪成大之研討會是 2011 年 11 月 11-13 日。我們的主題是禪

法與當代世界，包括邀請慶定法師來談「綜觀上座部佛教對華語佛教的意義」，

上座部佛教的核心價值是什麼？法師談的是「解脫有路 菩提可證」。慶定法師是

以他自己的經驗，從北傳佛教到南傳佛教整個心路歷程來說這裡頭的觀念。藍吉

富談上座部佛教對華語佛教的意義，性廣法師談人間佛教跟帕奧禪法，李燕蕙、

呂凱文、黃創華、溫宗堃等人探討正念禪修、正念療癒；大乘法師探討上座部禪

法教學，也邀請了惠敏法師探討佛教禪修傳統的教育理念與實務，研討會從各個

層面談禪法與當代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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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屆也是靜樂禪林的第二年，暑假時先邀請帕奧禪師主持三週的短期出家

與禪修營。11 月舉行第二屆的研討會，講的是禪修與生命歷程，主軸是帕奧禪

師與來自醫學、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的代表性學者對談與討論。第二屆比較重要

的是，如果我們想做一個真正的學術工作或者是弘揚佛法的工作，希望參與的專

家學者，至少有一個很基本的禪修體驗，所以，參加的學者多來到禪林禪修，乃

至短期出家。這就是 2012 年學者來短期出家的因緣。我們希望真的實修經驗跟

理論是可以結合的，這是短期出家時想要做的。我們會繼續來做這種實修的工

作。第二屆開始，研討會的籌備學者也組成讀書會，研讀帕奧禪師的英文著作《如

實知見(Knowing and Seeing)》。 

  帕奧禪法的價值是可以將三學與三藏結合，解行相資，特別是把阿毗達摩成

為實修。阿毗達摩不是理論，而是禪修的系統原則，要去做這個禪法的宏揚，要

去做對話，我們也應當有這個經驗，才能講出這套禪法的真正意義，才能跟整個

南傳上座部的宗旨有深入的結合，這個結合是一個進步。進一步來做這個工作，

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可是這實在是個正確的起步。 

這個起步，包括帕奧禪師指示我們今年 2013 研究阿毗達摩，研討會的主題

就是「南傳阿毗達摩的禪修次第(Abhidhamma and Meditation)」。籌備會的學者開

始發表論文，也邀請僧眾與國際學者(Lance Counsins 曾任巴利聖典學會會長)來

發表；籌備委員越建東教授也開始在國際發表阿毗達摩與禪修的論文。第三屆「帕

奧禪師學訪成大」還整備成系列活動，平時有每月一整日的讀書會兼籌備會，研

讀《智慧之光》這本詳盡的禪修手冊。暑假 7 月在靜樂禪林舉行短期出家與禪修

營；8 月還邀請到緬甸的知名阿毗達達專家梅頂蒙博士(Dr Mehn Tin Mon)在南北

主持阿毗達摩研習會。大家也念阿毗達摩做為基礎工作，也許這樣的研究會延續

五年或十年。 

今年研討會的主題是「阿毗達摩的禪修次第」，以阿毗達摩結合禪修為主軸。

各位可以看到這裡頭慢慢有些焦點在集中，有些現在剛開始，結合著上座部的僧

團、學者、信眾等等，將會有一個發展，這個發展是關鍵的一步。 

 

4.3 文化價值 

  南傳上座部植根在台灣的價值是什麼？其中一個價值是宗教文化的價值。所

以，我們大致上定位三個價值。 

  第一個價值是整個出家僧團的角色、制度、威儀、生活作息，跟僧團本身宏

揚正法的目的之確立。這對整個台灣、整個佛法永住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一個價

值可以說是整個南傳僧團的引進，我們之前不是引進僧團的方式，只是邀請南傳

法師等等來台弘法，不牽涉到基本的僧團本身的戒律或運作。南傳僧團如果能在

台灣紮根，真正發揮佛法僧三寶的地位和價值，這個在台灣是有貢獻的。 

  第二個價值就是整個禪法修行次第，止跟觀結合的這樣一套方式，系統性、

實証性及可修性，所開展出來禪修方法的豐富性，這是對台灣有重要貢獻的。 

  第三個正是佛教文化的價值。不管我們引進的是斯里蘭卡、泰國或者緬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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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我們對他們的文化非常少去著墨。台灣有很多來自緬甸的華人、有緬甸的

僧眾與我們本地的僧信結合，還有本地人會到緬甸等南傳佛教國家參訪、朝聖乃

至出家修學，善加綜合這些因緣，這會帶來一個真正的文化的刺激。緬甸佛教文

化據傳遠始自佛世，發展至今，即使出家僧眾還達五、六十萬人，可見佛教之盛，

被喻為佛國緬甸。 

這個佛教文化如果可以引進來台灣，佛教本身跟生活的結合，佛教本身跟僧

團的互動，佛教本身的修行次第跟人生的價值，及他們之間的重要性就會彰顯出

來。例如，緬甸佛教徒與僧伽的互動自然而又有節，即使家人至寺院短期出家乃

至長期常是全家同往祝福觀禮。所以，我們在看宗教文化現象的時候，加上在台

的緬華人為助緣，可將佛教文化帶進來，讓我們原來在這個文化裡頭佛教跟生活

上比較緊張的關係，會紓緩而且會更自然。進一步說，我們在這個部份會有比較

大的視野，從緬甸作為佛教國家，加深理解佛教與社會的關係，接觸到一個活的

佛教文化傳統，看到更完整的世界佛教。南傳佛教作為活的佛教傳統，代表著佛

教世界的文化，這也是大多數世界宗教與文化學者注重的。 

  這個視野就是說，帶進來台灣的佛教文化如果有一個生根的方式，一定會跟

我們在地種交流對話。但是這一種交流對話，需要有另外一種文化的母體以呈現

主體地位，才可能做更好的對話，也就是延申看到南傳國家的佛教文化。否則在

台灣的華人文化裡，我們只是用一個理論或者說禪修或者一種思想，然後跟這個

大的文化對話是不夠的。也就是說很難去示現、去展現那個文化內容是什麼？如

果是緬甸的佛教文化的引進，透過僧團緬籍的僧團，透過在台的緬華，還有本地

僧信至緬甸參遊，大家一起去實現，或者在生活上表現出信心，表現出佛教信仰

的味道，整個對台灣佛教將有很好的影響。緬甸佛教文化自然的展現是有價值

的。這個部份會被看見而形成一個動力，大家形塑這樣的氛圍，而這樣的氛圍，

不只是在台的僧信可以服務緬台人，我們也可以從這邊得到營養，得到滋養，這

個滋養是在創造一個可實踐的、可實修的、可生活的文化。這個文化本身因為這

樣的轉變，跟在台灣的華人文化，有一個可以融合對話的方式，或者可以創意出

一種在華人文化裡頭，尚未被展現出來的佛教面向。這個面向在華人文化裡頭是

可以被接受的，可以被打破的，特別是當今民主台灣，宗教自由，文化多元。 

在台灣這個立足於華人的文化裡頭，佛教應當怎樣來共同發展？或者他的主

軸應該怎樣走向？這就是我們所關切的問題。有人說台灣跟中國不是佛教文化

嗎？事實上，從整個主流來看，還是一個華人儒家文化為主的文化圈，佛教只是

旁流、從不是主要主體。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以後有機會再來探討。 

南傳佛教植根台灣的第三個貢獻就是說讓佛教文化紮根在台灣。如果說在這

三方面有貢獻，整個上座部佛教就有自己的脈絡，形成台灣小而美的文化次元。 

 

5.結語 

  南傳上座部佛教植根台灣的價值，從學界的角度來看，一個是僧團，一個是

禪修，一個是佛教文化，這三方面如果被發展，就可以成為真紮根在台灣的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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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佛教，大家集合起來的力量跟特色，也就在台灣可長可久的，永續利益斯土斯

民。 

如果看中國的高僧傳，其實裡頭除了習禪的高僧之外，譯經也是很重要，特

別是早期從西域從印度來的法師，也都扮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更就台灣宗教

與文化的發展，本有的原住民文化，加上隨漢人移入與受殖民及當代的文化交

流，逐漸積累融合。我們現在正在做一個類似這樣的工作，這個工作如果結合緬

甸的僧團，帕奧禪師的脈絡，還有在地僧信的努力，這樣的價值是真正可以紮根

的。那是佛教從在台灣的經驗的出發，來作對話，來做宗教療癒，來為整個現証

菩提作長遠的修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