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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達賴於今年九月至十一月之間走訪美、歐、亞洲各國，行程

中有宗教活動，但亦正式與美總統布希以及私下與美、法、德、

日等國的國會議員會面。因此，其走訪各國目的，除宗教性質外，

還有政治上的訴求。 

去（二○○二）年九月以來，達賴曾兩次派遣代表赴北京與

中共當局商談。此雖為雙方近十年來中斷接觸後的突破，達賴亦

高度期待有更進一步的會談，然中共低調處理的態度，令達賴岌

岌不安，試圖利用國際壓力促使中共提早與其會談，這應是其奔

走各國的主要目的之一。然達賴長期以來利用「人權」及「西藏

問題國際化」的策略令中共難堪不已，若其方法不變，雙方關係

進一步改善，實無法樂觀期待。 

!"#：達賴喇嘛、西藏流亡政府 

壹、前言 

一九七○年代末中共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並開始對西藏政策有重大

改變。不僅在經濟上採開放政策，在政治上亦對流亡海外的達賴積極開

展統戰工作。達賴也在中共和美國關係因建交而改善後，首度獲准赴美

訪問。自此而後，達賴的海外訪問行程逐漸頻繁。這二十多年來，他幾

乎走遍五大洲，其個人聲望亦隨著他的足跡所及更為遠播。據不完全估

計，他已走訪美國十五次，日本十一次，法國十八次。 

今（二○○三）年下半年，他的海外行程顯得緊湊。九月三日至廿

四日訪美三週，先後抵舊金山、布明頓市、華盛頓特區、波士頓以及紐



 

約等五個城市訪問，有宗教活動的參預，亦會見了藏胞及美國政要。 

十月份，達賴前往馬德里訪問三天，巴黎一週及柏林兩天，並出席

十月十九日在布拉格舉行的第四屆國際聲援西藏組織的大會，會後經瑞

士並做短暫停留，與當地的藏民見面。 

甫自歐洲返回印度不久，達賴又風塵僕僕在十月三十日束裝前往日

本。在日本十二天訪問期間，他發表演說，講經，拜會活動不斷。 

兩個多月時間，達賴往返亞、美、歐三大洲，密集走訪各國，除了

在美的首站舊金山接受舊金山大學頒給的榮譽博士學位，是屬於對其個

人成就的肯定及獎勵外，其以六七年歲何須如此奔波？而他如此辛苦對

於他想解決的西藏問題具有何種意義？本文擬從其訪問期間的談話和

活動找出答案。 

貳、達賴的心靈導師角色 

身為藏傳佛教的宗教領袖，達賴在藏人心目中至高無上。隨著藏傳

佛教在世界各地遍布傳開，全球信仰該宗教的人也愈來愈多。達賴成為

信徒們尊崇膜拜的偶像，不足為奇。因此，當達賴出訪引起中共抗議時，

西藏流亡政府及達賴總是以宗教性而非政治性訪問駁斥中共。而在達賴

訪程中總是安排許多宗教文化色彩濃厚的活動。一來可讓信仰者心靈上

獲得慰藉，二來以宗教為名的訪問，可避免受訪國因中共抗議而感尷

尬。此次達賴在美行程亦復如此。達賴訪美第二站是印地安那州布明頓

市。其與該市因緣來自於其長兄諾布，其曾在印地安那大學任教，退休

後主持當地一個西藏文化中心。一九八七年達賴曾蒞臨該市，為文化中

心落成主持祈福法會。此次再訪，主要是為藏傳佛寺「慈悲之地」主持



獻祭儀式。九月十七日達賴抵紐約，在紐約上城畢肯戲院連續舉辦四天

法會，主講「如何開放內心」，每天吸引二千五百名聽眾。
1
廿一日，在

紐約中央公園的免費演講，講題「如何做一個好人，快樂的人」，吸引

廿多萬的聽眾，
2
十足展現其心靈導師的魅力。 

結束訪美行程，達賴於廿四日返抵其駐錫的達蘭姆薩拉。停留約兩

星期即再度踏上訪歐洲之旅。在出席十月十九日召開的第四屆國際聲援

西藏組織大會之前，他於十月七日抵馬德里訪問三天，除接受 Jaime 

Brunet Prize基金會頒給的維護人權獎之外，還發表「人類對和平的看法」

及「世界責任」為主題的兩次演講，並不忘呼籲世人尋求內心的和平。
3

在巴黎期間，達賴向廣大信徒介紹佛法的基本知識，講授印度佛教大師

龍樹的入門論和有關空性等佛理，並舉行不動佛的灌頂法會。
4
十月十八

日，達賴在德國漢堡大學以「自由生活－確保和平」為題發表演講，呼

籲人們給世界帶來更多和平。
5 

訪歐結束，達賴應日本國會聲援西藏組織邀請，於十月底前往日本

訪問十二天。十一月一日的歡迎會上，達賴表示，此行目的在於促進宗

教交流和發揚人道精神，並以「慈悲的力量」為題，對五千多名日本青

年演說；翌日，向三千五百名信徒講授西藏佛教大師朗日唐巴著的「修

心八頌」；五日，對奈良民眾發表有關日常生活中的慈悲愛心為主題的

講演，並且赴伊勢神宮以及金澤的佛教中心拜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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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經常以其走訪各國是為宗教目的，來澄清中共對其國外訪問是

意圖搞分裂的抗議。從其在各種場合，以各種方式的講經、開示以及演

講的主題看來，其言並不假。在西方國家皈依佛教信徒日眾的情形下，

達賴宗教地位日益受尊崇是必然的現象，而其在各國受信徒及一般民眾

歡迎的程度更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因此，若保守地觀察，達賴提出

的以「中道」解決西藏問題的主張，能夠獲得嚮應及支持，絕大多數來

自對達賴所扮演的宗教領袖的認同和肯定。十一月一日，西藏流亡政府

外交與新聞部召開記者會，聲明達賴出訪是應邀，而非其想去訪問，其

出訪皆為世界和平、宗教和諧、宇宙責任。
7
若消息正確，則達賴確實擔

負了不能不到各地弘法講經的責任及壓力。誠如他回答記者何以今年兩

度訪問德國的問題時，他說他沒有理由拒絕受邀請。這種來自民間團體

或個人的邀訪以及給予達賴的支持，當然讓達賴感到「吾德不孤」。但

實際上，非官方支持達賴所提以「中道」解決西藏的自治問題，似乎迄

今仍未見到有效的影響結果。因此，達賴必須在宗教之外，尋求另種形

式的支持。 

參、為西藏問題而奔波 

不論達賴走訪任何國家，不論其訪問活動是屬宗教文化性質，或與

受訪國的政治人物會晤，皆遭受中共抗議，並被譴責是「搞分裂活動」。

不過，達賴無視中共的抗議，仍未放棄尋求與各國政要會面的機會。達

賴利用這樣的場合，有效地解釋及推銷其對解決西藏問題的主張，並爭

取實質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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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捷克前總統哈維爾接見達賴後，美國前總統老布希和柯林頓皆

曾以私人名義會晤過達賴。現任總統布希則在二○○一年五月正式接見

達賴，今年達賴訪美亦做了會見布希的安排。據達賴派駐華盛頓代表洛

地甲日對外表示，達賴此次訪美的意義特別重大，因為去年九月以來達

賴派特使訪問北京，美國在這些訪問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達賴

通過和美國政治領袖的會談，來爭取他們的支持，以便和中國進行談判。
8

洛地甲日雖未確實指出美國到底為達賴做了什麼，不過，九年多以前達

賴和中共接觸中斷後，他即不斷希望國際力量能涉入，要求各國向中共

施壓，催促中共和他舉行會談。而中共終於在去年九月接受達賴特使前

往訪問一事看來，美國可能在某個程度上扮演斡旋溝通的角色。達賴會

見布希總統時，布希強調，美國強烈支持達賴與中國對話，並設法鼓勵

中國繼續在實質基礎上保持自去年九月起恢復的對話互動。
9
美國在達賴

尋求與中共對話的過程中，美國扮演的角色昭然可見。但美國務院發言

人包潤石表示，達賴到華府的主要目的是，參加「九一一事件」兩週年

紀念會，似有意降低達賴和其政府官員會面所引起的敏感性。然而，達

賴不僅出席了「九一一」的兩週年紀念會，而且在紐約中央公園的演講

時，除強調堅持非暴力的信念外，還表示美國現任政府對伊拉克之戰是

「合法化的暴力」(legalized violence)。10
達賴將美國掀起的所謂報復戰爭

合理化，似難避討好美國之嫌。只是令人不解的是，達賴所謂暴力之合

法或非法區隔何在。達賴此言僅是因有求於美國，而不得不為討好美國

的權宜作法？抑或為西藏激進分子可能採取暴力預留立場，令人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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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令人疑惑倡導世界和平的宗教家慈悲胸懷何在？ 

除了美國無懼中共抗議外，其他受訪國家可能基於不損害和中共的

關係，政府官員皆未接見達賴。此次歐洲訪問，達賴僅與法國及捷克國

會議員會面，只參加非官方活動。 

但，達賴也不諱言，在他尋求化解與中共凍結關係時，中國的知識

分子和商人皆曾幫過他的忙。這是達賴在官方之外所尋求的支持。訪波

士頓時，他曾同當地的旅美中國學者見了面。在紐約亦會見了部分海外

中國民運人士和旅美中國學者。達賴明白表示，漢藏互補為貴，達賴急

於和中國進一步打開談話之門的焦慮顯然可見。 

當然，達賴和中共當局若要進一步建立更好的溝通管道，主要在於

雙方應有善意的表現。達賴出訪國外的這段時間，多次表達這一年來，

西藏情況未見改變，中共遲遲不回應他所提會談之事，令其感到擔憂，

他亦重申不追求西藏獨立的主張，作為尋求和平對話的條件。 

在出發訪美前，達賴接受英國「衛報」記者訪問，就與中共協商的

議題，提出了目前雙方先建立互信和諒解是十分重要的看法。
11
九月十日

晚，接受國際聲援西藏組織大會邀請，頒發「正義之光」獎給三位支持

西藏的美國人士時，達賴也表示，他目前的主要任務是，努力建立和中

共彼此間的信任。
12 

因此，為了取信中共，達賴在訪問過程中一再聲明其目標並不是西

藏獨立，而是讓西藏人民獲得真正的自治，維護自己特有的自然、文化

和宗教遺產。九日會晤美國務卿鮑爾時，達賴希望鮑爾代為向中共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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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其不尋求西藏獨立的心意。
13
接受美國之音華語節目的訪問，達賴進

一步表達他不追求獨立，西藏留在中國之內較為有利，若西藏能獲得較

多的自由，他將幫助穩定和團結，西藏文化和環境得到維護，他本人對

政治地位沒有興趣。
14
而不希望將西藏從中國疆域分離出去的這句話，早

在一九九九年，蘇紹智在華府見達賴時，達賴從歷史上、地理上、經濟

上及政治上闡明，今天西藏沒有獨立的條件，他不希望西藏從中國疆域

中分離出去。
15
去年底接受英國國家廣播公司 BBC專訪時，他又重複同

樣的話。
16
十月十八日的柏林記者會上，達賴雖抱怨一年前與中國重新建

立接觸以來，西藏的情況沒有改善，令其感到擔憂，而且中國政府向西

藏大量移居漢人的做法，將使西藏人在西藏成了少數民族，經濟被人控

制；不過，他仍不忘重申不想搞獨立，他的目的是，六百萬藏人獲得真

正的自治，維護自己的民族特性、宗教和文化遺產。
17
在布拉格表示，他

在為西藏問題的和平解決作出真誠的努力。在日本接受媒體專訪，達賴

還是表示，他不會尋求西藏獨立，但要求西藏享有名符其實的自治，更

呼籲北京領導人在西藏實行用於香港和澳門的「一國兩制」。達賴強烈

表態，希望中共能進一步和他對話的心境，從其言談中表露無遺。只是，

西藏未來是否能如達賴所願，可依其一九八七年以來的建議達成？其影

響的變數為何？是值得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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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西藏不可知的未來 

雖然去年以來，西藏流亡政府派過兩次「特使」前往北京及西藏訪

問，讓外界學者、媒體以及政論家解讀，這是雙方關係的解凍，並研判

可能的進入談判的契機。不過，從雙方的政策及策略而言，似乎尚未見

到有根本性的改變。 

達賴特使的破冰之旅可能是中共為了應付來自美國的壓力，至於中

共有多大誠意接受談判，似仍在未定之天。從中共對達賴特使訪問的定

位，似可見端倪。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公開表示，這是旅居國外藏

胞的回國探親，不承認他們是達賴派來的特使。同時，由中共統戰部部

長劉延東及副部長朱維祥等層次官員接待訪客，亦顯示中共視來客之身

份。此絕非可以與過去雙方溝通觸礁前，達賴派出的「事實探尋團」曾

會見楊尚昆的情形可以相提並論。 

其次，中共近期的治藏所出現的強硬，亦可說明中共仍未重視達賴

的呼籲，更未對達賴有任何的讓步。今年七月，桑耶寺一年一度跳神舞

的宗教儀式被禁止。
18
七月底，中共關閉西藏安多格德佛學院，並關押了

學院有關人員和五名教師。
19
八月底，西藏自治區主席平措強巴在拉薩發

表談話，強烈反對布希總統和達賴會面，並稱此舉將不利達賴和中共中

央政府的會談以及達賴為改善關係的努力。此外，一名西藏知名活佛被

中共以參預製造炸彈事件判罪。海外媒體廣泛報導此事件，引起西方人

權團體的抗議，北京若干知識分子亦聯名要求重審該案，釐清許多仍存

的疑點，卻不為北京當局接受，而堅持原判。今年十月，四川阿壩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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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爾巴縣桑噶鄉康瑪寺的六名藏族出家人被以政治嫌疑為由判決一至

十二年不等的刑期。
20
顯然，達賴一再訴求的重視西藏人權一事，仍未被

中共採納。 

就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來說，其策略似亦原地不前。達賴在一九七○

年代末開始在國際間走訪各國後，一直致力提升西藏問題的國際化。特

別是在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他每年幾乎有一半的時間在世界各地

訪問，進行遊說活動。自從捷克前總統哈維爾正式接待達賴後，西方國

家其他元首亦開始正式接見達賴，包括二○○一年五月美國總統布希和

達賴正式會面。由於達賴陸續在美國及歐洲提出他對解決西藏問題的方

案，美國及歐洲已儼然成為達賴將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外交重點。達賴於

今年下旬結束美國訪問後，又風塵僕僕於十月初前往歐洲參加各項與西

藏有關的活動，這兩個舞台對達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雖然達賴最近在

歐美的談話，明顯對北京表達善意，而且獲得國際社會的許多支持，但

西藏問題之解決實仍繫於達賴和中共的溝通、會談及折衝。但此僅為達

賴片面的看法。中共認為無所謂的西藏問題，僅有達賴喇嘛的問題，雙

方認知南轅北轍的信用可靠下，誠如達賴說的，雙方互相懷疑的程度很

高，現階段似乎仍停留在建立彼此的信任上。若中共不改善西藏的人權

問題，達賴不放棄遊走各國，將西藏問題國際化的作法，則達賴希望在

二、三年內和中共有實質性對話的結果，恐怕是過於樂觀。 

伍、結語 

近兩個月來，達賴進行的政教文化之旅，顯然最終的目的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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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各界人士幫助，促使中共能坐下和其對談。達賴最近對於不尋求獨

立的立場說得誠懇真切，但是否能打動中共，仍值觀察。不過，從中共

仍舊抗議達賴的出國訪問看來，中共對達賴仍然戒心十足。而達賴欠缺

的是如何以行動來證明其不求取獨立的事實。 

達賴在華府期間曾接受「美國之音」的訪問，他表示可以在中國憲

法架構下解決西藏問題，而西藏問題的解決將對台灣和大陸的統一以及

新疆少數民族問題產生巨大影響，又說他會繼續訪問台灣，但無意在台

灣討論政治問題。
21
達賴醞釀和中共談判之際，不忘提到台灣，卻又巧妙

地迴避而不願評論台灣的未來。對於他兩次訪台的解釋說詞是，「若真

尋求西藏獨立，就不會去台灣，因為台灣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其實，達賴擬訪台灣的消息早在一九八○年代就傳開。但經過星雲

法師的大力推動，終因達賴訪台入境事宜應由蒙藏委員會職掌協辦，達

賴及其流亡政府當時認為接受該單位協助，形同承認西藏為中華民國領

土，因此執意由我外交部辦理其來台簽證事宜，形式上是兩個對等國的

來往。當時，因政府未依達賴之意，因此其訪台行程一延再延，直到我

政府做出讓步，由外交部簽發達賴來台的簽證後，達賴於一九九七年首

度來台訪問。之後，中共在對達賴提出的談判條件時增加一項要求，要

達賴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份。達賴並未拒絕中共所謂的「一個放

棄，兩個承認」的條件。而且為了達成和北京的對話，達賴已多次推遲

其訪台行程。達賴是為了不讓台灣政府感到尷尬，抑或別有考慮，實不

得而知。但以中共對其出訪各國的抗議並未間歇，而達賴視若罔顧，且

在短短二個月奔波三大洲的情形看來，應可尋出其玄機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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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之音中文網，二○○三年九月十一日，見 http://www/vocnews.com/Chinese。 



（本文業經 92年 11月 27日蒙藏現況研討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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