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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觀光朝聖者之心靈體驗： 
以南印度南卓林寺朝聖之旅為例 

洪懿彤 開南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徐元民 開南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摘要 

本文以親赴南印度南卓林寺朝聖之旅為例，採用自

我敘說與深度訪談之方法，探討宗教觀光朝聖者之心靈

體驗的內涵。研究發現：宗教觀光的功能，包含了宗教

信仰面、觀光休閒面、心靈寄託面、藝術文化面等，但

深層的宗教觀光——前往聖地朝聖，不只是侷限在一般

的宗教信仰面上，更涉及到身心靈的層面，追求自我的

價值；以本研究的藏傳佛教朝聖者為例，每個信徒的環

境背景、教育程度、經濟收入都不一樣，唯一相同的就

是宗教信仰；在朝聖持修之旅的經驗中，分別出現了依

戀性、教化性與療癒性的現象：一、藏傳佛教徒赴聖地

朝聖，對於虔誠的信眾而言，有種特殊的依戀性，對於

法王更是無比的敬仰，因景仰而接受清貧持修。二、信

眾把上師傳授下來的經典與法規，無形中融入到日常生

活中，從教化自己開始，再感染到身邊的人。三、朝聖

者在身心靈上的療癒，「施者」與「受者」經由以上觸

動與感受，讓自己懂得放下執著，就能真正放手做自

己，擺脫外在的束縛，引發積極正向的人生觀。 

關鍵詞：宗教觀光、朝聖、南卓林寺、心靈體驗、自我

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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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本文第一作者1經常出國觀光，信仰藏傳佛教寧瑪巴派系之後，

曾去過印度朝聖兩次；第一次是 2012 年初隨同臺灣寧瑪巴臺北白

玉中心的住持，與 5 位師兄一起前往北印度菩提伽耶（Bodh-gaya）

朝聖，那裡是釋迦牟尼的悟道成佛處。有了第一次的朝聖經驗，第

二次依照自己的喜好規劃行程，於 2012 年底至 2013 年初，獨自一

人前往尼泊爾與印度進行朝聖之旅。這種以朝聖者體驗的行程，與

以往以觀光客體驗的行程，在心靈體驗上截然不同，因而引發了本

研究的動機。 

二、研究目的 

本文根據以上之研究動機，設定研究目的為下：探索宗教觀光

朝聖者之心靈體驗的內涵。 

貳、文獻探討 

一、宗教觀光的意涵 

朝聖之旅為宗教觀光領域的一環，自有人類發展以來，宗教無

論在政治、經濟、生活等層面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即使在科技昌

明的時代，宗教仍支配著多數人的精神生活。2 

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活動應屬於宗教慶典，藉由宗教活動短暫

或長時間的跋山涉水，前往參與宗教活動，節慶活動的定義是指以

特殊的活動為主題，其形態包含各式展覽、多樣化節日活動、文化

性或藝術性活動。3宗教與觀光具有某種近乎天然的密切關係，觀光

是傳播宗教文化重要的途徑和方式，宗教是觀光活動的重要目的和

動力，宗教文化蘊藏著豐富的觀光資源，觀光則促進這一資源價值

                                                 
1 本文由碩士論文改寫，本文第一作者自稱研究者，第二作者為該碩士論文指

導教授。 
2 楊明賢，《觀光學概要》（臺北：揚智文化，2007），296。 
3 G. Rinschede, “Forms of Religious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 (Am-

sterdam, 1992), 51-6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A%E8%BF%A6%E7%89%9F%E5%B0%BC


宗教觀光朝聖者之心靈體驗：以南印度南卓林寺朝聖之旅為例 

143 

上的實現。4 

是以，世界上各種宗教觀光，不分假期長短，信徒和一般大眾

以宗教或民間信仰為主要目的而從事的觀光活動，如朝聖活動、宗

教祭典、宗教建築遺址等，只要能吸引信徒或遊客前往參加具有宗

教參訪價值意義的範疇，這些都可以稱為宗教觀光，而不同的觀光

景點，不同的時代背景，不同的宗教儀式，不同的文化意涵，也會

讓前往的旅客產生不同的觀光動機，而不同的動機也會讓不同的旅

客在心靈體驗上有不同的感受。 

二、宗教觀光的功能 

宗教觀光的功能可分為以下四個構面敘述： 

（一）宗教信仰面：有宗教信仰的人，對於社會制度的信任度高，

對於社會制度的信任機制，主要是社會性的宗教行為，而

非個體的宗教信仰，宗教對於信任的作用機制，在於信仰

虔誠度，而非宗教團體歸屬，宗教的公民道德觀念，會加

強對社會制度的信任。5 

（二）觀光休閒面：具有特色的宗教休閒觀光模式，一直是許多民

眾的休閒生活現況，在宗教觀光與休閒事業發展上的一項

核心議題；參與宗教觀光的主要動機為信仰，休閒動機為

較少數，而結合了社區本身的文化歷史與民俗信仰等要

素，是宗教觀光近年最吸引人的項目。6 

（三）心靈寄託面：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心靈寄託與療癒上，可以

得到滿足與提升，不管所信奉的是甚麼宗教，只要不是邪

魔歪道，都可以藉由宗教信仰得到心靈上的治癒，釋放情

緒上的壓力，得到正面的感受與活力。7 

                                                 
4 張橋貴、孫浩然，〈宗教旅遊的類型、特點和開發〉，《世界宗教研究》，4（北

京，2008）：128-139。 
5 徐悅倫，〈宗教信仰與社會制度信任：以臺灣、日本民眾為例〉（臺北：國立臺

北大學社會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摘要頁。 
6 陳淑娟，〈宗教信仰與休閒活動參與之研究——以嘉義地區為例〉（嘉義：南

華大學休閒產業經濟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摘要頁。 
7 李亞芸，〈一位基督徒的悲傷復原歷程：宗教信仰與意義建構〉（高雄：高雄

醫學大學心理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摘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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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藝術文化面：宗教藝術與文化是一種傳承的象徵，許多宗教

藝術家基於自己的信仰或興趣，供給這多元化社會有了可

以欣賞與敬仰膜拜的對象，以藏傳佛教而言，最早繪畫製

作的「唐卡」8流傳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在歷史上的

價值與貢獻，是無法用金錢去衡量的。9 

可見，宗教觀光的功能，不單只是局限在休閒旅遊上，宗教觀

光其功能所涵蓋的構面已經融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宗教信仰

面、觀光休閒面、心靈寄託面、藝術文化面等，只要冠上宗教二字，

其範圍是無止盡的。 

近年的期刊與論文，有關於宗教觀光的研究，大多數都以宗教

觀光動機和遊客滿意度為主，就研究者所閱讀到的臺灣文獻中，比

較少人談及赴國外宗教觀光後的心靈體驗事宜，以下選取與本研究

目的相關之量化與質性論文各數篇進行探討。 

三、量化研究探討 

從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文網中，選取 6 篇量化研究做為分析對

象。分別是王景星 2006 年的〈正統鹿耳門聖母廟宗教觀光之探討〉，
10曾偉銘 2011 年的〈宗教觀光客進香動機、旅遊品質、宗教涉入與

其宗教旅遊滿意度之研究——以團體進香客為例〉，11陳信瑜 2013

年的〈追尋真理的道路：國人以色列的心靈安康之旅〉，12謝如君 2013

年的〈馬祖北竿居民宗教旅遊動機、體驗與效益之研究〉，13林怡宣

                                                 
8 唐卡（藏文：ཐང་ཀ་）在藏語意為「松樹」，是一種畫在布幔或紙上的畫像。唐

卡興起於吐蕃時期，可隨意移動，便於收藏。 
9 林玲，〈宗教信仰透過動畫技術之創作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藝術與設

計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摘要頁。 
10 王景星，〈正統鹿耳門聖母廟宗教觀光之探討〉（臺南：國立臺南大學社會科

教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摘要頁。 
11 曾偉銘，〈宗教觀光客進香動機、旅遊品質、宗教涉入與其宗教旅遊滿意度之

研究——以團體進香客為例〉（彰化：大葉大學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2011），摘要頁。 
12 陳信瑜，〈追尋真理的道路：國人以色列的心靈安康之旅〉（高雄：國立高雄

應用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摘要頁。 
13 謝如君，〈馬祖北竿居民宗教旅遊動機、體驗與效益之研究〉（臺北：銘傳大

學觀光事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3），摘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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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的〈宗教觀光消費性地景資源、體驗與宗教依戀影響關係之

研究——以南鯤鯓代天府為例〉，14以及賴宜萱 2014 年的〈宗教觀

光旅遊動機、滿意度及重遊意願調查之研究——以鹿耳門天后宮為

例〉15等。 

綜合以上 6 篇量化相關研究之探討，有關宗教觀光之動機、滿

意度及重遊意願、心靈安康之旅、體驗與效益、地景資源、體驗與

宗教依戀等課題，都只能以問卷用數據進行統計，無法真切的了解

到觀光客內心深處的真實感受；引發本文採取質性研究的構思，俾

能更加深入探討各方面的感受與轉變。 

四、質性研究探討 

從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文網與期刊中，選取 6 篇質性研究做為

分析對象，分別是蕭君玲 2001 年的〈藏傳佛教舞蹈寧瑪派金剛舞

之探討〉，16莊立育 2003 年的〈我國旅行業國外宗教觀光遊程設計

之研究——以色列朝聖團為例〉，17張育銓 2011 年的〈臺灣的宗教

觀光及其研究：方法論與本質論的探索〉，18王金玉 2012 年的〈桃

園縣龜山壽山巖觀音寺信仰之研究〉，19鄭玫芳 2013 年的〈宗教觀

光者靈性體驗之研究〉，20以及盧家昌 2014 年的〈藏傳佛教噶舉派

                                                 
14 林怡宣，〈宗教觀光消費性地景資源、體驗與宗教依戀影響關係之研究——以

南鯤鯓代天府為例〉（高雄：高雄餐旅大學旅遊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摘要頁。 
15 賴宜萱，〈宗教觀光旅遊動機、滿意度及重遊意願調查之研究——以鹿耳門天

后宮為例〉（嘉義：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休閒遊憩與旅運管理學系碩士班碩士

論文，2014），摘要頁。 
16 蕭君玲，〈藏傳佛教舞蹈寧瑪派金剛舞之探討〉（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舞蹈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1），摘要頁。 
17 莊立育，〈我國旅行業國外宗教觀光遊程設計之研究——以以色列朝聖團為例〉

（嘉義：南華大學旅遊事業管理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摘要頁。 
18 張育銓，〈臺灣的宗教觀光及其研究：方法論與本質論的探索〉，《育達科大學

報》，27（苗栗，2011）：65-84。 
19 王金玉，〈桃園縣龜山壽山巖觀音寺信仰之研究〉（新北：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研

究所碩士論文，2013），摘要頁。 
20 鄭玫芳，〈宗教觀光者靈性體驗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休閒事業

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摘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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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信歷程之研究〉21等。 

質性研究論文，雖然無法做大規模的問卷與訪談，但卻可以實

地的深入田野地並參與其中；在訪談的過程中，可以獲得有別於問

卷填充式以外的發現，而受訪者也能夠更貼切的表達更深入的感

受。 

綜上所述，不管是質性或量化的論文，獲知各宗教含有特殊的

教義與各宗教派別所流傳下來的儀軌經典，進而讓信仰者有法可

循，在行為儀式上包含了各種宗教活動，如法會、禱告、冥想、禪

修或宗教閱讀等。其特點在於心靈層面上，不同的宗教派別與儀

式，也會讓其信徒或觀光客擁有不同的感受，在心靈療癒上也都會

得到正面的提升，進而得到身心靈上的滿足。這些研究成果讓本研

究者更加充滿信心，因此本文將依戀性、教化性與療癒性三者列為

探討的重點。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文採用告白式的故事（confessional tale）和印象主義式的故

事（impressionist tale）作為本研究主要的敘說範疇。22在質性的研

究中，研究者本身也是一個研究工具，在此研究中，第一作者本身

的田野經歷就是研究對象與範本，但本研究者將會以客觀意識，來

述說自身體驗。研究者於 2012 年底至 2013 年初前往南印度（白玉

南卓林寺），依此做為主要的田野地經驗，再以曾經去過南卓林寺

的信徒 6 名，作為深度訪談的對象，以增加本研究的可信度。 

二、自我敘說 

當一個人在架構研究問題、進入探究現場，以及撰寫現場文本

和研究本文時，故事可以顯明敘事式學習與思考，研究的途徑不是

                                                 
21 盧家昌，〈藏傳佛教噶舉派皈信歷程之研究〉（新竹：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研究

所碩士論文，2014），摘要頁。 
22 John Van Maanen,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

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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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定義來告訴自己敘說探討是甚麼，而是藉著詳細敘說研究者所

做之事。23本文以自身參與藏傳佛教之經驗做為自我敘說之主體，

包含皈依經驗、參加宗教法會之經驗、朝聖之經驗、生活應用經驗

等，做為自我敘說的內容，並整理自我敘說日記（2015/03/24至

2015/11/8），列為本文之文本分析。 

三、田野地描述 

南卓林寺「蓮花生大士紀念殿」，是當今藏傳佛教（寧瑪巴派

系）最大的佛殿。貝諾法王（Penor Rinpoche）從西藏來到印度不久

後，在 1961 年時和隨行的六百人抵達南印度的麥索（Mysore），開

始建造白玉寧瑪巴寺院，並由第 14 世達賴喇嘛尊者（14th Dalai 

Lama）當場命名「南卓林寺」（Namdroling Monastery）。目前為止，

南印度的南卓林寺已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宏偉的藏傳佛寺之一，寺廟

現有僧眾超過五千多位，堪稱全世界最大的寧瑪巴寺院，西康白玉

祖寺的法脈在印度得以延續，也使得印度南卓林寺成為世界上白玉

傳承最大、最重要的分支道場，當地人稱此寺院為黃金寺院（Golden 

Temple），所以此聖地不但具有觀光價值和文化蘊涵，更是佛教聖

地。第三世卓望貝瑪諾布仁波切（1932-2009）為藏傳佛教寧瑪巴（俗

稱「紅教」）白玉派第十一代掌教領袖。目前轉世第四世貝諾揚希

法王於 2011 年 12 月 31 日聖誕。24 

四、田野經驗 

在偶然的因緣際會下，研究者接觸到藏傳佛教，25遇到了慈悲

的上師貝瑪多傑仁波切（Penor Rinpoche），26所以皈依在寧瑪派的

                                                 
23 D. Jean Clandinin, Michael Connelly 著，《敘說探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

事》（蔡敏玲、余曉雯譯）（臺北：心理出版社，2003），23。 
24 小黃 A訪談稿，2015/05/21。 
25 藏傳佛教（藏文：བོད་བརྒྱུད་ནང་བསྟན།），或稱藏語系佛教，是指傳入西藏的佛教分

支。歸屬於大乘佛教之中，但以密宗傳承為其主要特色。 
26 第三世卓望貝瑪諾布仁波切（1932-2009），華人通稱為貝諾法王，為藏傳佛

教寧瑪巴（俗稱「紅教」）白玉派第十一代掌教領袖。生於藏曆水猴年十二月

（1932年），為現今寧瑪巴掌教領袖，亦是白玉派第十一代法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7%8F%E5%82%B3%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7%8F%E5%82%B3%E4%BD%9B%E6%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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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下，貝諾法王賜給研究者一個法名 PemaChodon，原意是光明美

麗的蓮花。一位虔誠的信仰者，在環境與經濟條件允許下，都會期

待前往聖地瞻仰諸佛法像，研究者在 2012 年底如願以償親自前往

聖地，為期 45 天的朝聖之旅。 

在規劃行程與確定時間後，獨自一人先前往尼泊爾進行觀光旅

遊，之後飛往尼泊爾與印度的邊界，先後去了許多的世界文化遺產

與古蹟參觀，最後轉機到南印度白玉南卓林寺，臺灣的上師也致電

請寺院中的喇嘛來招呼研究者，並被安排在一旁附設的貴賓飯店住

了 18 天。在這 18 天裡，每天清晨起床進寺院繞塔 108 圈，過著簡

單樸實的生活，繞塔、念經、參加法會、早晚繞寶塔，這是每天的

基本功課，讓研究者得以心靈重生，例如注重生活是否帶來樂趣、

創造感動、值得回憶等。 

五、深度訪談 

本文除了自我敘說外，並有條件的篩選曾經前往過聖地之信徒

6 名，做為深度訪談的對象；讓受訪者敘說曾經前往朝聖時的動機

和心靈體驗。訪談時間自 104 年 9-11 月，每次訪談時間約為一小時，

並根據錄音訪談資料轉譯為逐字稿，再依逐字稿進行敘說分析。 

肆、朝聖之旅的心靈體驗 

研究者在 2012 年底親自前往為期 45 天的宗教朝聖觀光之旅。

在仁波切帶領之下，到了大菩提寺，只見人山人海寸步難行，人人

依序排隊進入供養袈裟、念經持咒，研究者看到莊嚴的佛像時，淚

水不自覺的一直落下，久久不能自已，又擔心被其他師兄看到，所

以趕緊擦乾淚水，因為平時自認為是個堅強的女性；後續仁波切又

帶領去點燈和供油捐款，參加大法會，依序上前向法王頂禮，恭請

大法王加持，所謂的加持是拿著法器或唐卡觸碰頭頂，此時會感到

一股熱流由頭頂至腳底，覺得法喜充滿精神抖擻。27 

隔日又回到菩提寺前，跟著大家一起持咒和繞佛塔，繞完佛塔

                                                 
27 自我敘說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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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脫下鞋子準備入內再次瞻仰釋迦摩尼佛法像時，心裡想著寒冷的

冬天踏在石階上，腳底一定會是冰冷，但是入內後卻無比的溫暖，

石板上是溫熱的，然現場並無放置電暖爐，研究者又掉淚了，彷彿

佛陀聽見了研究者的疑問，看見了研究者的悲傷，試圖溫暖研究者

此刻的心靈，此時此刻又有什麼好計較與埋怨的呢？這趟朝聖其實

是趟心靈之旅，打開了研究者內心深處的菩提心，讓自己回國後變

得正面，積極樂觀，喜歡幫助別人，也重新找回屬於自己的人生目

標，用有限的時間盡量去做些有意義的事情，才不枉費來著世上走

一遭。28 

基於研究者的自身經驗，解讀諸位隨行師兄的訪談稿，將宗教

觀光朝聖者的心靈體驗分成依戀性、教化性和療癒性三個面向進行

敘說。 

一、依戀性 

參與宗教觀光者對聖地的依戀上，各人強度不一，依戀的感受

亦各有特色，就從臺灣遠赴南印度朝聖者的經驗而言，發現「對聖

地的景仰」與「隨佛緣的修行」二者頗值得關注。 

（一）對聖地的景仰 

小花 C 是個化妝師，她對她心目中的聖地，有如下之見解，她

說： 

白玉南卓林寺等於貝諾法王，而貝諾法王也等同於寧瑪

巴，所以對我而言，我有幸能在此生遇見貝諾法王的同時，我

也就皈依寧瑪巴教派，而南卓林寺是貝諾法王一手創建的，所

以是何其神聖潔淨之聖地，在我的心裡，此聖地如同人間天

堂，與世無爭的寧靜之地，到處充滿著齊聲念誦的經典，看著

小喇嘛天真無邪地學習佛法，還有各位喇嘛自給自足的清淨修

持，這裡就是學習悟道的聖地。29 

小花 C 以「神聖潔淨」、「人間天堂」、「與世無爭的寧靜之地」

                                                 
28 自我敘說筆記。 
29 訪談稿，20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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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形容聖地，也認為這是個「學習佛法」、「清淨修持」、「學習悟

道」的聖地。 

小陳 D 是個自營商，他認為聖地是信徒所嚮往的，他說： 

南卓林寺對我而言，就是一個聖潔平靜的修道場所，不管

是信奉任何宗教，信徒只要有機會，應該都會想要追根；踏入

聖地是每個信徒所嚮往的，就如同往生後信徒會想要去西方極

樂世界阿密陀佛淨土；對寧瑪巴信徒而言，印度南卓林寺就是

人間的極樂世界，所以此生必定會去。30 

小陳 D 對聖地理解為「聖潔平靜的修道場所」、「信徒應該追

根」、「人間的極樂世界」，他的觀點與小花 C 相近。 

小林 E 為職業婦女，她將一般觀光旅遊和宗教觀光做了概略的

比較，她說： 

當初會前去朝聖是因為貝諾法王的荼毗法會，單純的是想

去參加法會，然後想去聖地一趟，而且有上師的帶領讓我很放

心；公司准假後我更覺得是法王的加持，因為公司正常請事假

不能超過三天。以前出國旅遊大部分為公司的獎勵旅遊，大部

分都是以吃喝玩樂為主，順便開會或學習，但這次去印度是我

自發性想去的，除了想去洗滌心靈外，順便去看看當地人的生

活和莊嚴的寺廟，是一種宗教的心靈之旅，並不是以享樂為主

要目的，因為當地的生活條件真的很糟糕，但南卓林寺像是人

間淨土，一切是那麼的祥和平靜。31 

小林 E 認為參與朝聖是「自發性想去的」，聖地「像是人間淨

土」、「祥和平靜」，「一種宗教的心靈之旅」，她期待的是「洗滌心

靈」。以上三人無非是對聖地的景仰，以信徒的身分參與宗教觀

光，不僅動機強烈，依戀性相信也高於一般的觀光旅遊遊客。 

                                                 
30 訪談稿，2015/10/27。 
31 訪談稿，20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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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隨佛緣的修行 

小兔 F 擔任服裝師的行業，她從一個基督徒跨入藏傳佛教的

領域，其參與的經驗頗值得關注，論及依戀性方面，她說： 

在未皈依藏傳佛教前，我曾經是一名洗禮過的基督徒，只

要假日有空時，我就會去參與禮拜聚會，在眾多的兄弟姐妹的

歡聚下，我們分享生活點滴，我們一起歡唱與禱告，也一起哭

泣，就像一個大家庭般的分享喜怒哀樂。但也因為男朋友是佛

教徒的關係，導致假日無法時常在一起，雖然一直很想讓他受

洗，但每次到了教會他總是藉故離開，而我也總排斥與他參與

佛教法會，因為我不拿香、不拜木偶；直到有次帶著好玩的心

態，跟他前往參與他的宗教念誦經典後，我有了不一樣的喜悅

與感受，雖然我偶爾還是會去教會，但我現在更熱衷參與法

會，而會前往聖地是因為剛好有這個機緣，聽說寺院每年都會

舉辦大型的法會，而且又是貝諾法王一手創立之處，所以很想

去看看，除了可以去幫家人消災祈福，順便還可以去附近觀光

旅遊。32 

小兔 F 受洗禮為基督徒，是否是成年之後自己的選擇，姑且

不論，但與佛結緣，則是成年之後自己的選擇，因為她可以獲得

「不一樣的喜悅與感受」、「幫家人消災祈福」、「順道觀光旅遊」。 

從一貫道轉信藏傳佛教的小陳 D，他也認為這是一種緣分，

他說： 

任何宗教信仰都是要看緣分，你跟任何宗教有機緣或理念

相同，當機緣來時，你就毫無理由的追隨著它，就如同我一樣。

我不諱言，我本來是信奉一貫道的，但在多年後，我無意間接

觸到藏傳佛教，是貝諾法王的慈悲感染到我，讓我法喜充滿，

讓我想更進一步了解。雖然我放棄了我原本的信仰，但不表示

我就是一位宗教叛徒，而是我頓悟到那個宗教與理念跟我更接

                                                 
32 訪談稿，20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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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讓我不會有疑慮與雜念，所以人世間的任何宗教信仰，都

有它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沒有對錯或高低，更沒有所謂的誰真

誰假，佛自心中來，觀自在，一切虛實來自心中。33 

小陳 D 轉信藏傳佛教，自認為完全是歷經一種「機緣」，出於

歡喜甘願，沒有任何功利的誘因，他對參與朝聖的依戀性與小兔 F

相似，他認為是「佛自心中來」。 

仁波切小南 B 自幼於南卓林寺披剃出家，是通過特定寺院提

供佛學教育的出家僧侶，而後得到堪布（kainpo）這個尊稱，意為

佛學博士。宣傳藏傳佛法是他的天職，帶領教徒赴聖地朝聖，對

他而言，也是自己的朝聖體驗，他說： 

對我本身而言，從我第一次坐飛機離開印度開始，就是我

傳法、解惑的開始。我遵循我的皈依上師傳授的佛法教條，到

不一樣的國家，去為當地的佛教弟子消災祈福，也讓他們深入

了解佛法的意義，這個時候我是以上師的身分來教導這些弟

子；可是當我回去我生長的寺院，或是去其他寧瑪巴寺院請法

拜見法王時，我的身分是學生，我也跟你一樣需要不斷的接受

新的佛法知識與灌頂，才能夠傳授給我的弟子。而當我去菩提

迦耶參與一年一度的大法會時，我卸下了我所有的身分，我每

天早上當法會還沒進行時，我跟其他人一樣繞塔持咒和大禮

拜，當法會開始進行時，我會坐在一側聽聞佛法，而後依序接

受法王的灌頂加持，這讓我感覺到法喜充滿。34 

可見，小南 B 對聖地朝聖的依戀性，與一般信徒一樣，在本

質上並無差別，但在依戀的程度上，是有明顯的差異。信徒隨佛

緣的修行，雖入門先後不一，甚至從其它宗教轉入，但對修行的

原始動機，則是一致的。 

                                                 
33 訪談稿，2015/10/27。 
34 訪談稿，2015/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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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化性 

眾所周知，幾乎所有宗教均具有教化人心的作用，本文之受訪

者，從臺灣遠赴南印度以朝聖者的經驗而言，接受的教化性，經探

索發現具有「修持自律的善」，以及「包容他人的善」二種特質。 

（一）修持自律的善 

小南 B 指出，藏傳佛教認為人出生就存有佛性，這個佛性就

是一種內在的善，他說： 

西藏大部分的人對藏傳佛教都是很虔誠的，有很多人不認

識字，但卻會背誦經文，很多老人家每天手上都會拿著轉經輪

去繞佛塔，因為他們深信六道輪迴，也相信因果循環，所以人

人心中都有佛性，只是因緣來的快慢不一樣，而宗教就是一部

佛法經典，每個人去閱讀時，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和解讀方

式，所以有了宗教的誕生，人們也有了信仰，而因為有了信仰，

便會自我約束個人行為，所以我們要尊崇我們的宗教，實踐我

們的教條。35 

小南 B 以藏傳佛教為例，虔誠的教徒只要發揮佛性，實踐教

條，便可自我約束，接受教化，從自身做起，發揮自律的善。 

小黃 A 是一位牙醫師，他已有多次的朝聖經驗，他所接受的

教化偏屬於自律的善，他說： 

今年是我第三次前往聖地，寧瑪巴南卓林寺有數千僧眾修

法加持。在印度時，接受上師所有的教傳，及所有的灌頂和口

傳，最重要的是在法王尊前，獲得大圓滿殊勝的口訣，現在再

次回想起來，心裡還是滿滿的感動。在多次參與除障法會後，

我才知道是因為累世的冤親債主來討債，需要功德，所以每當

我參加完法會後，就會把功德迴向給有情無情眾生，償還自己

累世所犯下的過錯，然而現在對生活的態度與情緒上的管理，

也變得比較理性。在皈依三寶後，信眾必須遵守「五戒」與「十

                                                 
35 訪談稿，2015/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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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廣義上也泛指在為人處事上，道德論裡尚必須「行得正，

坐得端」，必須先管好自己的所作所為，才能得到其他人的信

服。36 

小黃 A 將道德修行的成果，落實在生活上，包含「管好自己

的所作所為」、「謹言慎行」，理性管理生活的態度與情緒，這種自

律的善，乃從自己的修為做起，進而影響身邊的人。 

（二）包容他人的善 

化妝師小花 C 的朝聖經驗具有包容他人的善之特質，不論是

上師為信徒加持祈福，或是信徒面對身邊的人，均能發揮包容的

心、教化的善，她說： 

這次的朝聖之旅，讓我學會了聆聽、理解和體恤對方，包

容和接納對方，就像上師聆聽、理解、體恤我們，為我們加持

祈福。也讓我瞭解到所有的生命都是同樣地珍貴無價。並不是

說因為大象形巨，它的生命就比螞蟻來得有價值，雖說它們的

形體各異，但它們的生命卻同等地重要。在自然界中，每一個

生命體自有它獨特無可取代的作用。37 

這裡所謂的「包容他人的善」的「他人」，指的是眾生，各種

有靈性的生命而言。也因此，包容他人的善，不但是要對身邊的

人具有包容的心，也要善待各種動物，因此茹素不殺生乃信徒之

教條。 

服裝師小兔 F 的朝聖經驗，不僅修持自律的善，也發揮了包

容他人的善，她說： 

一進寺院時，又是另一番光景，眼前的寺院、人山人海的

信眾，都讓我油然而生的感動，大家井然有序地排隊、脫鞋、

繞塔、做大禮拜或誦經，現場與外面的城市簡直就是兩個世

界。接下來8天的行程為早上繞塔，中午飯後開始聽聞佛法，

                                                 
36 訪談稿，2015/10/22。 
37 訪談稿，20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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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結束後依序排隊得到法王的加持，傍晚飯後做大禮拜，晚

上早早就寢，參加完這8天的行程，頓時讓我有了不一樣的領

悟，眼前所看見的一切，與自己生長的環境，實在是天壤之別，

讓我更加珍惜與知足現在的生活，也讓我覺得那幾天的正常規

律的作息，不管是心理或生理上都輕便了不少，除了對人生價

值觀的改變外，也讓我的心靈深處有了更平靜的思緒，覺得自

己回國後，對待人處事的方法也改變了，這次宗教觀光之旅洗

滌了我的心靈，找回自己的赤子之心。38 

小兔 F 道出在教化性方面的收獲，有「與自己生長的環境天

壤之別的體悟」、「改變了對人生的價值觀」、「心靈深處有了更平

靜的思緒」、「洗滌了心靈」以及「找回自己的赤子之心」，以這些

自律的善，進而獲得「改變對待人處事的方法」、「放鬆了心理或

生理上的負擔」等包容他人的善，這個「他人」，還包含自己的「身

體」。自營商小陳 D 的體悟也和小兔 F 類似，修持自律的善，和包

容他人的善二者兼容並蓄，他說： 

前幾年跟隨上師前往聖地，我才知道自己的不足，看到南

卓林的喇嘛那麼清淨禪修，讓人感動法喜充滿，讓我更感受到

修行是學習走路的藝術，一步一腳印，步步踏實才能走得長

久，一舉一動當下即現佛性，珍惜與每一位眾生的緣分，每個

人都在成就對方的未來，助學佛無礙。這次旅途，除了打開我

對聖地環境的視野，也讓我感受良多，特別是關於人性與法王

的愛。一直以來，我對人，特別是學佛的為人，都抱著單純的

信任與信心。39 

小陳 D 體悟到包容他人的善，乃是「為人須抱著單純的信任

與信心」，「信任」的對象為自己生活圈周邊的人，「信心」則是自

己修持所獲自律的善。 

                                                 
38 訪談稿，2015/10/22。 
39 訪談稿，20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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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療癒性 

參與朝聖之後的信徒，有些會獲得一些療癒，尤其是心靈層次

方面的療癒。以下分為「洗滌心靈、維繫身心靈平衡」和「跳脫執

著、找回自我價值」來分析。 

（一）洗滌心靈、維繫身心靈平衡 

仁波切小南 B 對在聖地的修持，強調心靈的層面，並引發身

心靈三者產生不一樣的變化。他說： 

在不同的時間、空間、地點都會有不同的感受，不管是在

身心靈上，都會產生不一樣的變化，就好比天氣晴天、陰天、

雨天，你的感受也會不同，相對的，不同的個體感受也會有所

不同，就好比雨天時，樂觀的人可能會覺得太好了，新買的雨

傘終於可以派上用場了；而悲觀的人就會覺得，糟糕了，今天

不能穿漂亮的衣服，不然肯定會淋濕。而每次參與大法會時，

我的感受也總會特別的強烈，我的心靈將會是清靜和平靜的，

盡可能讓自己達到一個無我的境界，得到法王的加持力後，不

但可以消除五毒心（貪、嗔、痴、慢、疑），更可以不墜入六

道輪迴，這五種心會使我們造作惡業，因此，要修佛道必先除

五毒。40 

「身」指的是人的軀體、筋骨，期待減少病痛；「心」者，有

情緒的穩定，德行的表現；「靈」有對生命的體悟，生命的價值，

三者同等重要，並維持平衡。小南 B 認為其方法必「先除五毒」，

以獲「心靈清靜」，後達「無我境界」。 

化妝師小花 C 也提出獲得身心靈釋放的療癒觀點，她說： 

這一次非常高興能夠參與仁波切所帶領的朝聖之旅，不管

在事前的行程安排，或者旅遊過程中的食、住、行等，都能感

受到上師對每個參與的師兄的重視與愛護，使得大家都能夠得

到上師的加持與法喜充滿；去印度朝聖期間，真心在藥師佛面

                                                 
40 訪談稿，2015/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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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懺悔，慈心修持，慢慢的已改善身體的不適，竟然可以徒步

走好久，也不再頭暈目眩，感恩諸佛菩薩慈悲加持。身為佛教

徒，我們相信一切生命相互依存。有我，才有他，有他，也才

有我。朝聖對身心靈的釋放是相對提升的，因為對虔誠的佛教

徒而言，信仰是不可侵犯的，盡可能的追求真善美境界，在前

往朝聖後，在心理上與心靈上都有著愉悅與滿足，在參與朝聖

的過程中，衣食住行雖然無法與臺灣的生活環境相比，但是精

神上的滿足是遠遠超過物質上的匱乏。41 

小花 C 所獲得身心靈釋放的療癒，「身」方面「改善身體的不

適」，例如「可以徒步走好久」、「不再頭暈目眩」；「心」方面有「相

信一切生命相互依存」，意味著修持自律的善，和包容他人的善二

方面，以及「精神上的滿足超過物質上的匱乏」；「靈」方面有「法

喜充滿」、「慈心修持」等。 

（二）跳脫執著、找回自我價值 

身為職業婦女的小林 E，在參與朝聖地之後，所獲得的身心靈

療癒匪淺，她說： 

因為從小就勞碌命，年幼時家母就讓我一肩扛起所有家

事，所以不習慣臉上掛滿笑容，婚後也經常與老公吵架，在外

人緣並不佳，與小孩子的互動也不熱絡。在還沒有參與佛教朝

聖之旅時，對於丈夫慣性外遇，只能藉由道士所畫的符咒放置

家裡，或燒成符水讓丈夫飲下；但長期下來，心理上的不安與

疑神疑鬼絲毫沒有遞減，因而患有憂鬱症；但此趟的朝聖之

旅，經由上師的開導後才知道，原來這世界上還有其他比丈夫

外遇更值得擔心的事情；在芸芸眾生中就是因為慾望與執著，

才會困住自己，所以如何學會放下，是一門很大的學問；把小

愛化為大愛，就像上師對信徒的愛一樣，所以回臺灣後，開始

把重心放在照料流浪狗身上，也會參與藏傳佛教所舉辦的法

會，把對丈夫的愛轉移到流浪狗的身上，把心裡的怨恨說給

                                                 
41 訪談稿，20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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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聽，經由誦經了解到經文其意義，而得到因果循環的道

理，在心靈上慢慢受到療癒；現在已經比若干年前更快樂，也

不再眉頭深鎖。42 

小林 E 的遭遇令人同情，但是多數問題仍需靠自己解決，她

做到了，「心」方面有「愛的轉移」、「抒發怨恨」；「靈」方面有「學

會放下」、「降低欲望」等；「身」方面雖未提及，從其表述「比若

干年前更快樂」來看，深信身心靈已達平衡狀態。 

四、綜合討論 

研究者經常在寺院中的一角落觀察著其他信徒，看到了很多遊

覽車或當地的觀光團體，還有其他來自世界各地的團體和臺灣團，

他們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參觀完寺院或法會時，臉上都會帶著滿足

微笑。然而，一般的旅遊業者在宗教觀光行程規劃中，往往還是無

法直接專門為朝聖者設計一套行程，因為動機不同，所以在心靈體

驗與外在感受便不同。有少數團體以供養捐贈的名義來決定朝聖者

在其團體之地位，金錢捐得愈多就是大公德主，在團體上所扮演的

角色往往是高於一般信眾，在宗教觀光遊程中，往往以其意見為意

見，無形的演變成有錢就是大爺角色，讓他在整個過程中備受禮

遇，缺乏朝聖的真正含意與教化。43 

希阿榮博堪布44指出，今天的科技高速發展，物資豐富多樣，

但這個時代的人看上去並不安樂，生活富足卻不快樂，不是幸福的

生活。因為科技和物質只能滿足一些感官需求，無法滿足精神需

求，也無法解決精神層面的煩惱，人對物質很容易厭倦，沒得到就

不甘心，千方百計去爭取，一旦滿足了又立即生厭，一個人如果沒

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生活很容易就陷入這種不甘心和厭倦的循環，

                                                 
42 訪談稿，2015/10/22。 
43 自我敘說筆記。 
44 希阿榮博堪布 1963年生於德格，24歲獲得堪布學位。堪布稱謂，意為佛學博

士，通過佛學教育的出家僧侶，可以享有這個稱號。 



宗教觀光朝聖者之心靈體驗：以南印度南卓林寺朝聖之旅為例 

159 

導致內心越來越浮躁、越來越空虛。45 

研究者也和上述幾位受訪者一樣，有過至聖地朝聖的經驗。在

修持的過程，心靈上的滿足與平靜，是與在臺灣生活時無法比擬

的，在那種與世無爭的歡境下，每天過著極簡樸的生活；縱使粗茶

淡飯、環境簡陋，但心靈上的種種悸動，就像是一種感覺上的昇華，

慢慢的一層層的向上延伸；在經濟無慮時，會供養上師吃飯，或供

養小喇嘛一些文具用品，能做的就盡量去做，在這裡學習了喇嘛的

生活態度，也得到了上師的開悟解惑。46在以往，研究者每次出國

觀光都是帶著一個行李箱出去，帶著兩個行李箱回來，但這次不但

行李箱裡面的衣物所剩無幾，身上的現金也精光，因為在當地物資

缺乏，所以可捐贈的都毫不吝嗇，但帶回來的卻是前所未有的喜悅

與大大的滿足，此時才真正的體會到，所謂的富有不是金錢上的富

有，而是心靈上的富有；持修返家後，感覺是這個世界上最富有的

人，那怕我已身無分文；自此，價值觀改變了，不再為小事易怒，

也不再自覺人生沒有方向，更不會因為一時的不如意而感覺到沮

喪，不再讓昂貴物質綑綁，也不再挑食，懂得何謂得失本是一體兩

面觀，怨天尤人的情緒在自己身上已看不到，讓自己歸零，人生從

零開始學習，再次回到校園當學生，也開始正常工作，不再好高騖

遠。 

唯一不變的是每天還是會持咒念經，就如同每天都一直在持續

吸著空氣般，相信自己有朝一日還是會舊地重遊，但希望自己永遠

不再被世俗上的一切所困，勇敢、認真的去過每一天；或許，旅途

中會有些挫折，若學會面對，並且努力去解決，就算結果不一定是

完美的，但過程絕對是美好的，活出自己，享受當下，並把握人生

中每一分與每一秒，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價值。47藏傳佛教對於虔誠

的信眾而言，有種特殊的依戀性，信眾對法王的尊敬溢於言表，若

                                                 
45 希阿榮博，《寂靜之道：幸福源自內心的安寧》（臺北：方舟文化，2014），

166。 
46 自我敘說筆記。 
47 自我敘說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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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前往聖地，那更是寧瑪巴信眾此生都想去的聖地，即使朝聖者原

先是信奉它種宗教，仍然會以對聖地的景仰態度，隨著佛緣修行與

實踐，而且是不在乎清貧式的身體修行，俾能獲得更深層的體悟；

這與一般的宗教觀光團體淺層的走馬看花式的朝聖，是有差別的。 

現代很多人終其一生，都在追求自以為是的幸福，但很多時間

都在緊張、忙碌、壓力下度過，常苦惱於老病、貧窮、忙碌、別離、

壓力與失去，卻忽略內心深處那種不間斷的不安；而參與比較深層

的朝聖活動之後，在教化性和療癒性的收獲方面，則各有不同向度

的體悟；在教化性方面，有些人修持獲自律的善，獨善其身，也有

些人修持獲包容他人的善，推己及人；部分的朝聖者還獲得心靈的

療癒，因心靈洗滌，而得以維繫身心靈之平衡，因跳脫執著，而找

回自我價值。 

伍、結論與建議 

根據以上研究獲得以下結論，並提供建議，供日後有興趣之觀

光客、信徒、學者，以及旅遊業者做參考。 

一、結論 

宗教觀光的功能，包含了宗教信仰面、觀光休閒面、心靈寄託

面、藝術文化面等，但深層的宗教觀光——前往聖地朝聖，不單只

是侷限在一般的宗教信仰面上，更涉及到身心靈的層面，追求自我

的價值；以本研究的藏傳佛教朝聖者為例，每個信徒的環境背景、

教育程度、經濟收入都不一樣，唯一相同的就是宗教信仰；在朝聖

持修之旅的經驗中，分別出現了依戀性、教化性與療癒性的現象：

（一）藏傳佛教徒赴聖地朝聖，對於虔誠的信眾而言，有種特殊的

依戀性，對於法王更是無比的敬仰，因景仰而接受清貧持修。（二）

信眾把上師傳授下來的經典與法規，無形中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從

教化自己開始，再感染到身邊的人。（三）朝聖者在身心靈上的療

癒，「施者」與「受者」經由以上觸動與感受，讓自己懂得放下執

著，就能真正放手做自己，擺脫外在的束縛，引發積極正向的人生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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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對觀光旅行業者 

可多規劃宗教相關行程，目前一般綜合旅行社業者，對於宗

教觀光行程，並無完整的配套方案，在眾多各國的遊程設計裡，

還是以休閒觀光為主要賣點，如果能專門設計有關宗教觀光行程

路線，可以讓國內外特殊團體或一般遊客依此進行朝聖之旅，不

但能減少朝聖過程中意外風險，更能讓虔誠的信仰者有所選擇，

再搭配宗教聖地資源規劃與策略執行，結合宗教觀光與在地文化

永續發展。 

（二）對宗教觀光遊客 

一般社會大眾若有屬於自己的信仰，當情緒低落時，可藉由

宗教力量來化解問題；參與各種形式上的宗教活動時，不但要事

前了解在地文化特點，與宗教活動的涵義，更不要忘記自身安

全。 

（三）對研究者自身 

生活作息可與宗教做聯結，在參與各大小法會中，每每心靈

上的觸動是無法言喻的，尤其是在情緒起伏不穩定的狀態下，往

往與眾多師兄、上師共修，念誦經文時而感應到我佛慈悲，彷彿

只有「佛陀」知道我的苦，那種心靈上的感應，也只有自身參與

過後，才能得知箇中滋味。 

（四）對本研究未來發展 

現今觀光旅遊業競爭激烈之環境下，如何與眾不同，不外乎

是個人品味與體會，或是追求刺激與感動人心的產品；但現今前

往國外觀光人數不斷增加，如何提升精神上的心靈饗宴，除了軟

體與硬體上的享受外，心靈上的滿足往往是更高層次的追求，本

研究建議未來學者或研究者，可以以此研究作為參考點，擴大其

研究範疇與領域，延長研究時間，以探求宗教觀光背後更深層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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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a Pilgrim’s Spiritual Experiences:  
Taking One's Pilgrimage to the Thekchog Namdrol 

Shedrub Dargeyling Temple in South India 

as an Example 

 Yi-Tung Hung /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

agement, Kainan University 

Yuan-Ming Hsu /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

agement, Ka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is a case study that the researcher visited the Thekchog 

Namdrol Shedrub Dargeyling Temple in South India. This study adopts 

a method of self narrative and deep interview to explore the pilgrim 

mind in the religious tourism.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religious tour-

ism includes the functions of religious believe, tourism leisure, spiritual 

commitment and aesthetical culture. However, deep religious tourism, 

which visits a sacred place of pilgrimage, not only is limited to general 

religious belief but also involves the spiritual levels and the pursuit of 

self-accomplishment values. Therefore, for an example of the pilgrim-

age travel of the Tibetan Buddhism in South India, although each pil-

grim has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s, educational degrees and 

economical incomes, pilgrims have religious belief in common. In the 

religious tourism experiences, pilgrims have attachment, enlightenment 

and remedy.  Religious Tibetan Buddhism pilgrims, who go on a pil-

grimage, have specified attachment and considerably respect for reli-

gious masters. Because of respects, the pilgrims accept hard religious 

processes. The pilgrims, who read scriptures and accept rules from reli-

gious masters, integrate them in their life. The religious enlightenment 

is started from pilgrims themselves and spread others. For the spiritual 

remedy for pilgrims, rendering and accepting people with aforemen-

tioned touching experiences let themselves understand giving up at-

tachment, doing themselves, and getting rid of outside constraints and 

inspire a positive outlook on life.    

Keywords: religious tourism, pilgrimage, Thekchog Namdrol Shedrub 

Dargeyling Temple, spiritual experience, self narra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