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的風

yt一(間經過什麼樣的轉

早期佛像吋帆布術如付出西方傳
入中凶

化與吸收?終於成為八

貌?本刊她十九期「淺談佛教
兌築藝術」後?再度邀請黃河

υ

光也一抉述「佛像益一九仰的演變」
為您解說佛像演變的是程

是因於大 乘 佛 設 的 的 ( 訟 。 若 依
十足的印度風味，這是緣起於

稱?配上雅利安民族的相貌，

佛像薄衣透龍、衣紋細密而勻

化型態，作風粗鎮雄潭，所造

此立論，引述佛像藝術發展的
兩地習俗文化不同?發展山殊

而斷了一 ] 推 動 佛 像 製 作 的 產 生 ，

或多或少也吋以窺服

9

根概悶
異的佛這像風格。然一一者卻有
如螺髮肉
其共適的圖像形制
晉、自一毫相以及手足鰻網相。

佛像研制一街的發展與佛教思想的

o

演變，以及各地信仰心的祈求
問所存在的微吵鬧係

佛像藝捕

很據日 前 出 土 的 史 料 ， 所 能
站附墾考 峙 峙 的 論 點 ， 佛 像 製 作 的

風俏，大約源起於西元一世紀

另外由於釋碎碎以太子身臨城出

解脫

付不以祥之為究竟

a
j 的於對佛不叫度日皇神叫卅一力 濟度眾生的方便行跡，自然表…
吏
(上承第四版)
的出仰 PH
抖起企家無限的敬畏
現其綠於願行的外貌上。但一
奇，他是一位現實的老師，只教導為
情感，遂但戚築搞大佛像的發
般在識別菩薩時，仍有道例:山
人類帶來和平與快樂的學問。
展。
斤以表現諸種願行的手中持物…
佛像對七術臼凶域地區輾轉流
及其坐騎來作識別。如騎獅于山
傳到中闕，經過長期的融合變
者是文殊菩薩，騎大象者是菩…
化，代的臼北魏以後，即完備
賢菩薩，「地獄不空，廿一一口不成山
成巾國佛像造像的樣貌了。這
佛」發大願的地藏菩薩則現聲…
其中的一戀花Xm(
中原文化的礎
聞僧相，協侍於阿彌陀佛兩側川
的是以淨瓶柳枝為持物的觀世…
音菩薩，相對則為手持青蓮的山

容叫圳特性，佛教萄俯自然融化

月觀音、蓮臥觀音及提籃子的…

觀音的殊-祠，如較常見的;水…

用州開門仆仆仆
U仆…

呈顯出平易近人的風範。元代山

礎，融入更細緻的寫實作法，

其後，宋、遼植基於唐人的基…

代已發展至一口同皮的藝術典範o

花心黨活動的玄恕，大抵於窟…

佛教教義精神的體現，並具內叫

草術，還過造佛師的智慧及對…

大體而言，中國古代的佛像山

，站砂主口

H 五日

、一叩叫同刊的似州州於悶在深層企J
望有的觀音形相。
的風貌。

佛像的表現知是，菩薩、天

倒貴族服裝的不同裝扮，並無

侯明材

王美華

黃勝日自 林昕稿

月叫

陳水紹陳亭印

張麒麟

在立人

一祭練出口 沈明水廖述洽

蘇烏合宜

貳佰元整;

道的中道德行生活。

何遠離無明與愛慾?佛陀提出

廿八正遠的中進

德行生活

F 八正

八正道的生活內容即是正見、克思

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

等。這些道德的行為不僅有

Aa
能充分發展;

的引導，我們就可以遠離自私、頓圭心
等不安的束縛，達
、慾念、暴力

踐八正道生活碎的首要基礎，有正見

始有正確的行動」，正見是我們在實

見，我們常說「有正確的觀念引導，

的正確恩惟;正見是對事物的如實知

正思惟是能愛護一切眾生，捨己離欲

正兒與正思惟是屬於慧學的內容。

明的心智、意志力及寧靜的心境。

透過集中注意力的方法，培育我們清

有正確的觀照，憶念不懈;正定則是

及觀念、思惟、見解等心智活動都能

正念是對身體的活動、情緒的感受以

去惡就善，令善的心

者是屬於定學的修習。正精進使我們

其次是正精進、正念與正定，這三

活和諧不可或缺的基礎。

助於我們或除貪染惡習，更是社會生

欺詐:

，如販賣軍火、武器、毒品、或屠宰

義的行為，如不殺生、不偷盜、不邪

語、不毀謗，不作苛刻、罵晉、無意

八正道中，正語、正業、正命是屬
於倫理的行為(戒學)，正話是不妄

學的生活。

念與正定，是一一種合乎戒、定、慧三

在印度關於禪定有「四禪八定」'
修習釋定可以達到世間最高的境界，
如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外
道以為達到這些世間最高的定就是解
脫了，但佛陀以為這還沒有證入實相

教觀念息息相關，有中士艾化

指怯的細膩手勢，這指法即是…

大勢至菩薩。菩薩通常有蘭花…

的特質，山加上製作者對於至

家，脫卻衣冠縷稿、刺鬚髮、
峙陳善美境界的探究，因此佛像

著憎恨。因此悶地佛造像，甘
的容貌且現出聖賢、一帝王、智

現出蒙相。其後，林兔羅風的們

義的言論;正業的目的是提倡合乎道

式樣，在印度及佛教南傅的地

、涅槃、真理。佛陀在未證悟以前，

者、仁卓圳、主
-者
H及幅員積極集

在中國唐代的造像中發展完成川

區展間，而提陀羅的這一型風格

淫:正命是不從事對他人有害的職業

另外，傳於中國民間的妙著…

oz

也曾在許多不同的外道師門下修學過
各種禪定的方怯，達到最高的禪定境

的

日是觀音菩薩的化身，自於行…向現
9

各種不同的法相，即三十三面山

化中原，行種種方便，顯現三句
十三次情況殊異的聖跡!故有研

必本仁，並以創新的手法，表

馬良婦觀音

即是到中土後…

現山叫作這社會群族所能理解

中闊的佛教係大乘佛教?基於
持實以及佛款本身隨機應化的

犬乘恩怨所附發在智雙遁的行

，可說已登峰造極。由於傳入

煌了佛教懿術'而發展至陪膺

煌、申出版、龍門二一大佛窟，輝

合的許嚴法相。北朝開鑿了敦

佛教，給佳木經典、注疏佛經不

各教一泌的弘化，全面性的佛像

公主，據說是唐代於印度得道…

，則經由西城傳到中間翩。

中上佛像藝編
的開展

遠餘-力，並且派遣僧人遠赴各

藝術也多一兀並行地發展著。但

編者投

笛時

o

大丹氏接責霜王朝三己

p

平口且〕的時代

佛像刊也術的創作?把非是「
地弘泣， 佛 教 不 住 在 印 度 獲 得

li

在布
的印52

站站一片術叫到月術」?或單純的以

廣大民間的信仰，遺傳播至西

迦膩包池 王 ( 訂 三 的 百 ) 朵 信

達到賞心悅目為娟的。早期佛

白一般造像來看:顯敦的佛像

h山
p

像的起傲，是柏於積德祈福朗(
亞、中頂各地。釋尊像白象徵

隨著夫乘佛教的興起，顯

閃一站教義的基隨而產生。
μ

的寧靜，尤其中土及日本，更

表現，夫都是追求著心靈永恆
是汲吸追尋深途的佛理立思 境J ，

兵足三十 二 相 、 八 斗 ! 種 妙 好 完
ο

透過關個甘心的造型，顯露山稅利

主等的形姿更是多彩多樣。同

9

時順應各地信徒的祈願，加上

當時的佛像製作

性的混憫，傳達收攝心念、清
丘吉亞?

淨身悴的這佛觀;密宗則受到

2

即今巴基斯坦的白夏瓦地方)

佛教師仕典論著的發展，製作的
各種佛菩薩，為數可觀，令人

度西北的慌陀羅(口

備的形安 特 徵

的形態，大略也於此時發展到

「佛身像不應作

分別以印

佛像懿術依於經典的教示?
訴請於外綠的視覺形態，於佛

教川口一惕弘化的觀點來看，白有

e

兵訓州悶揚紹一義的功能。然而
?十訓律去

」?原始佛教時期對於釋尊行

印度佛教藝術的影響，運用固

目不暇給。政們通常以手印辨

及中部粽兔雄主丘吉昌，即

像學的描述，以表達神通力及

儀教誨的藝俯表現，因不敢以

帶)

女身相、天身相、聲問身相等

印，且形姿繁復，有男身相、

A

今印度集 木 那 河 西 南

識佛的尊蹺，而菩薩則少付給手

人形相貌，故揭示於象徵物的

信仰面的擴充，佛像的類別由

高貴、莊嚴的華麗情狀。由於

恆索與希臘、羅馬有深厚的文

地區為小 心 發 展 著

健陀羅地

合意中，即莊嚴一罕堉婆，安奉

釋迦牟尼佛

o

舍利以崇拜。至於忱吹來為何有

未來獨勒佛、阿彌陀佛、藥師

乃至過去七佛、
美學的觀 點 ? 創 造 出 姿 態 生 動

化淵源，因此揉和印度與西洋

7

佛像產生?其實這其中蘊藏者

，服飾上更有印皮式天衣及巾

佛教思想沿革的意義，以及因

i

繼出現。佛陀尊相的特徵

佛及屬於密教的大日如來也相
有一看波浪式髮紋，強調衣紋質

悠著不叫川時代人心的一刷廠!一一有
、立一日輪廓分明，級條簡練、
些學者，依據大乘經與中頻頻

一定的身相。正如法華經普門

蘇清一梁慧吞

一發林鑒

6

m
以後，佛造像的素質，顯然式
傲，已傾向概念化的形式表現…
界，可是他發現世悶的群定仍無法徹
'了無生意;清末民初，大師叫
底解脫，因在四空定中，人反而容易
輩出，豐潤著現代佛學的研究…
陶醉於自在、輕女的喜樂，會障礙智
領域。然而，不可諱言的，佛…
慧的讀悟。
教藝術莊嚴的圖像隨著世俗化…
在戒、定、慧三學中，釋定儘管重
的日益擴展，早已泛注著浮誇山
要，但只是居於輔助的地位。當入定
俗麗的氣息，離唐代的風格漸…
時，意識不動，煩惱亦不會生起，就
漸遠了!
知石頭壓著野草，草暫時不會生長，
也像靜坐時打瞌睡，感覺不到腿痛一
樣，只能得到暫時壓抑，不能去除煩
1佛像藝術'賴傳鑑編著，
贅術家出版社， 1 年 6 月版 0
惱。所以，佛陀對禪定的看法是
輝
定是獲得智慧的過程而非白的，修行
2佛教贅術論笑，現代佛教…
肉干術叢刊加冊，大英文化出版… 最重要的是瑜伽禪定的深刻化，只有
般若空慧||現證緣起正見，才能進
祉， mw年初版。
趨真正的解脫。
3佛教固像解說畫，洪立躍…
解脫的種類有一一一;一是遠離無明的
慧解脫，一是遠離愛欲心的心解脫，如

口叫宣一一小的種種方便法門，菩薩版。

編一者，常春樹書坊，咒年
了其他佛像的形制依據。共後

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也成

刊穌春是

陳綸懋

李欣霖

黃瑞青

陳江嬌容

李淑惠

陳俊雄

陸伯一冗整;

肆佰元整﹒

陳俊銘

謝春英
但佰一亢整--

劉門臼秀

蕭菊雲謝仁旺

主鴻基

吳宗漠

謝玉清

陳瑞美

陳俊郎

吳先口宜 林央育
林珠英

其新德

邱依恩
陳志銘陳秋月

一奈鴻儒謝明珠

歐樹蘭

武廿一几整﹒

陳良存

李宗問胡平邱炳坤
林鴻儒陳木樹

一陳寶秀 森宣銘
游王忍

參佰元整
汝楊亦貞

何王淑紅

侯明森鐘能軍

鄭朝元
鄭雅分
主彩眉毆 無名氏

林鞠容

示開父師 11'吾
蔡孟行

期印芳名

營佛學年青專大光香年九十七

卡拉
腥

.•

鄭伯明陳林盡
陳芳吏
林千惠
際和民陳寶雲
壹仟咐八月伍拾時一兀整: 林照坤
你各一扎扎

•.••

Y

的
宗仟一兀盤:

到不偏不倚的中道德行生活。

結語

由戒、定、慧三學與八正道的生活

內容，我們可以了解佛陀致力於改善
的是「人」的知見與生活，解決的是
「人」的問題。佛所示現的是在人間
的比丘，在群體中過著平常的、和合
的生活，這些都說明著佛陀不是脫離
現實、全能的神，他是人問一位覺悟
的人，他告訴我們「人」是可以依白
他相互的尊重，融攝人生道德，創造

」為中心思考的態度，即是佛陀的宗

緣起的人生觀。我們可以說，以「人

吳安安

于麗燕

陳高華

方照明

江卓穎

林聰蔭

會煥捷

鍾政英

馬裕豐

張意誡

楊芳玲

尹琪周洪話

尹艾周元枝

壹佰伍拾元整

黃錦滿黃錦英

王清水王懷賢

林成蔭王懷寬

黃志忠隊麗鳳

陳盈臻王靜玲

勝處。

邱清山

鐘佩容

周柏勳

無名氏鍾信全

筒獻釗筒獻哲

郭美琴筒秀桂

李{旦芳劉美玲

無名氏李宗翰

一祭志宏菜淑君

宋盟(雄潛諒珠

壹佰元整二

教態度，也是佛教不共其他宗教的殊

周玲如

呂盈慶

空三干些話露頭哥哥去雪覆學

的 Prti弗
(下)反完全教聚

••

.•..•.

•.

AH

J

?

磁
道相道象

成心的造像風格;林兔羅地區則
純粹是從印度本土所草育的艾
7

惜扁豆佛形

經方便 Dm
茅

••

養 L 、「造像功德」的啟示

抄是

莊成藹可

提到「念佛觀像」、「造像供

|i

已福己立

..
-•.•

河黃

古皆三是

地的目的只是來探望熟
睡中的她老人家而已

八月十三日，下午三
一點多光景，在斜風細雨
‘。工作人員從邊門進

入另一個房間，搬出一

;他的動作

尊佛像，還有燭台、淨
香爐、香

敏捷、俐蒞-很快地就
把壇城佈置起凍。據說
這家甜瓜儀館能依孝眷的

的一部分。兩 ι
圳工作人

室，它是這棟建築設計
待省思了。

「禮儀之邦」的文化有

則是人類宣洩哀惰的一

然經歷的痛苦，「哭」

生離死別是生命中必

梯(原來靈但是架在有
種方式，可是台灣喪禮

員輕輕地將盡板推進一直

也跟著下去。地下室是

輪子的撞車上)，我們

個停車場，主扭頭處是焚
化室，旁邊又有一間泠
基」、「招魂歌」、「

前就煞住了，此時是幸

用的。靈位推到焚化室
喪失殆盡，甚至還有歌

的哀思往住在「五子哭

凍室，想來是存放遺體
三藏取經」的號陶聲中

刻。在法師的誦經聲中

餐、電子琴在亭，不知
是為慰亡者在天之靈，
抑或是偽滿足生者聲色
之慾?有西雅圖這幢小

要求，起供各種宗教儀

，哀傷的子女淚如雨下

品不但精緻，而且正示

眷與亡者告別的最後時

，可見此地經營造三行

式所需的物品，這些物

的人必須熟知相當皇宮間
再一次跪奧在地板上

9

儀式來表達追悼之禮，

，兩位工作人員才將靈
根輕輕地送入焚化爐內

用「感謝亡者生前一切
努力」的態度來面對自

?關上門?按了幾個鈕

最簡單、樸賢、莊展的

小的積儀館裡'人們以

的各種禮俗、信仰差英
才行!
7 兩盒

不久，另外兩位西裝
筆挺的男士，捧

己的哀惰，在實禮中，
亡者無言的現身說注，

這份意義早已隨著喪
9

史能使生者感受到生命
存在的珍惜，而在台灣
關型態的轉變失落7!

窗外，雨仍然漸濃濃
地下一看，參與者的車影

由頰儀館負責。以今天

與西雅固喪蟬的兩幅景

漸去漸遠，然而，台灣

一個個地消失在雨中，
為例，從告別式到火化

，王老太太的一切就在
黃色的菊花恭敬地站行
一即提前，靜默片刻後便將 火中慢慢化主 1
離開的時候，夜一直
其花獻上。看他們必恭
在恕，美關處理亡者喪
必敬地仟啦，起先我以
禮的情說與台灣竟有如
為他們是王老太太生的
此犬的差別。愉悅說從將
的親戚好友，閉眼俟才明
亡者傾出、訂購棺木、
白原來是負責錄影的攝
安排時間、場地，乃至
影師，為王老太太在世
出碩、火化(亦有人土
7品
間留下永恆的紀錄
位給這也是預儀館的一一項 葬)、檢骨灰?全部都
服務。

獻花後，追回心種復正
式開始了，有七位法師

，只有二一至三位辦事只 象卻在我的心版上清楚
服務或協助，→口同行政效 地浮現出來，久久不能
拭幸。-

身披泡青裴娑引導念誦

得秩序井然，而平問該

率，使得喪禮的進行顯
-一
J

此受禮遇、尊重;像台

1

1

入天生就潛伏著需求

團體安全與冀望個人自
o

，再是鄰居，稍長還有
老師、同學、路上的行

析自己，又談何容易 1
佛陀一向鼓勵弟子培養

，甚至睡

器識荷擔眾生的苦難，

事、客戶:

覺時，還有室友;斷氣

起心動念，於其中體會
無常，決定捨與不捨?
綠苦眾生而生大悲

科目;隨時反觀自己的

同時也規定弟子必修的

人，再是公司老閩、同

註定要在群體中生存，

生下來的剎那，人就

由的兩種「白然」

先是父母、兄弟、姊妹

離

o

人「習

後，旁邊也埋著曾相識
或不相識者的骨骸'自
己也同時是別的屍體永
久的鄰居。這樣的經歷
最大的成就是

慣」在團體內生存

受的死路，對未經訓練

群任往變成令人無法忍

的人萊說，可以是極大

有趣的是，每個人都

的恐懼。

是獨一無二的，不只肉

人的攪在一起，就是因心

體無注揉碎了和另一個

，即使悶在一個團體，

相心、立場更是千差萬別

受團體的影響也大不相

澎海洶湧的個獨性在

同。

群體中需求展親自我，
「打破藩籬，擁有個人

生存時也丘，當在群體

適應長久或呈現僵化現

象時，尤為內心強烈的

、心胸開闊、眼光遠大

吶喊。

。這內外一體的關切，

原本是有價值的生命所

應然，雖願終身奉此為
圭桌，但實踐時，須先
突破個已的心理障礙，
而逢內、外評估不一一跤
，或價值取向要調整時
，尤有椎心的困難。
但是不可否謂的，個
人的才具若不回饋人群

，永遠是一堆垃圾，而
團體的種種設想若不是
為了成就每個獨特的個

永恆的挑戰，但也因這

人，也早竟是虛幻的架
勢。團體與個人間是一
場永遠矛盾卻永遠需要
協調的拉鋸戰。
個人調整自己以配合
團體架構完成自我，而
團體肯定個入能擁有完
整的時空吸取資糧好回
饋團體，這應該是僧圈

嚴。

1

限制我們人生發揮的落籬
O
鑰匙就在我們手中，只是

去聞與不閉門而已

開悟

實義吧!

我

7

一符「它

把「期待」放下

o

實」地靜觀因綠的生滅，這
或者就是「活在當下 L 的真

追逐完美，只需要「老老實

發生，因為，你根本不需要

，接受自己，也接受每一個

對的完美

但每個存在卻已是因緣下相

生命中沒有究竟的完美，

程。

「結果」來衡量、比較?你
永遠只能活在不安的不滿足

但是，如果你一直拿某一個

經過，會猛省;不過如此!

」區的發生了，只要你細思

、計劃、擔心

們總會對它充滿焦慮、期待

許多事在未發生之際

情也必定是不常事。

修行的確只是平常事，閑

份挑戰而益顯僧盟的莊

檢查自己是活在自己所描繪

地觀察大環境，生起慈

志顱，以「覺」的鑰匙去打

的層層地園中?還是在不斷

悲、關愛的顧力本不簡
單，但客觀而領密地剖

他人開啟心門。

開人生另一扇門，同時也為
任何限制，都是從自己的
內心開始，當挫折、害怕出現時，劃地自限便便無

限的潛能只化為有限的成就
莫白築落籬，努力拓展新
o

領域，多向外7解「事實是
什麼?」自由地讓概念式的

/告人

驗證地圖與現況中 7.這一連
串的反勢，對自己的困惑是
一種說機與更新，若不給自
己設限，無形中就少掉許多

興

」是行者來

，，而內在更根源的是自我的

是父母、親友的阻雞、勸說

「我不要」，從表面上看，

「我要」的見一個街擊是

就有許多實存上的互動關係

「我要」，從緣起來看，

寺的前提

「致要出蒙

我要

。內容以念佛為主?再
加上心經、發顧文、

，恰到好處的行止，以

計的完整悴，訴諸惰性

灣常見的積儀館的辦事

|「誰管你家死了誰?

掙扎與決定，沒有人可以幫

•...

一中，我們來到西雅圖的

一一家預儀館，參加主老

。我們來到了

皈依與回向淨土，中間

、或長跪，行穗如儀地

將棺木的最後一扇門關

」「快!我們後頭還忙

、「我不要什

助你，除了自覺。沒有自覺
L

••

一太太出版後的追問心禪。
這家耐煩儀館是日本人

一開設的，其外觀毫無積

一儀館的建築形式﹒而只
一是一般性家民房的樣子
-9 「也許是拿自家房子
一開頰儀館吧!」我不禁
一如此猜想。

一進入室內，所見的擺

一設仍然是往家的|i兩

一床沙發、柔軟的地笠，
一茶几上擺著數本期刊，
一梢穹的裝飾與窗帝的花
一氣氛是如此溫暖、的平靜

一包透露著典雅，室內的
-9 仿你主人剛起身去湖
一茶月的接待老友似的。

q

盡頭處是祭禮室的中心

一段→名或們做序走上二
一二一椒才是進行告圳一式

一位，山來一位是接待室
的地方?有一向摩人頭的
一位已有雕塑?分則擺在樓
稅制押向及走廊t?抄一像
眼光州州，神情安寧，
似有圳)辟一孝省作生命的

視眼前

窗
o外，飄忽
哲思 -ae--的刷刷已不再那麼苦寒
老±太太學佛的虔歌
9-1
可州惰，此時竟自然地浮

由法師說偈、崗一 -m並被

及服裝整齊、成儀良好

，也就是停放 軍 棍 ， 供

的敬業態度，不但照顧

人憑弔、怯賠 禮 的 地 方 。

讀，但由心文
o王家親屬都

祭聯主 -9一
~氾房間約有十

是受過高等教育，在社

到生者的自身心感受，亦

來坪大小，門右邊有個
兩扇門，右邊的門已經

會上有良好職業，此時

使人感覺亡者一如生前

靈前他正面共有左、右

上小日光燈昏黃的光芒

鎖上，左邊的門尚留一茗

?他們在硬咽吸注中隨

如川一寸地(梨的高腳台，台

靜靜地一能在台前的本子

，以供瞻仰遺容。我們

般的問近，因為她是如

上?這是給來賓簽名用

著法師的引導，或頂禮
表達了對王老太太的一反

上，此時王家主人拿出

著:: 」喪事混亂糾纏

「我要什麼

麼」'負責的人生也將不會
出現!

。假鈔;N fI\j ι川|浴缸 JJi長永 hn

信仰在經驗中試鍊，直到證

•.

.•.
-•.

•.•
,
•.

起估i之人(也 r\lJ )1~~ 1 年!
三手 i毛永勾

明它確實不謬為止。坦誠地

F各

看到王老太太如熟睡丁
似的?神情安祥，病床

、趕場「道上」、「上

一包花生糖，分贈給每

著必喝，即使不一這麼眩
出難以名狀的驚愕||

「出家」是要成就起俗的

/(匕

的。簽名簿一則是留作

上掙扎扭曲的痛苦顯然

公仔」，就不一樣了

一則是提供孝吞

紀念

思。整個祭儀約凹寸必

9

事後凹謝函的依據，貼

鍾的和束，工作人員隨即

人一顆，這倒是我生平

嗎?在處理上一必多反應
D

而不是在處理生離死別
。從這一點差別上看，

純粹在辦理一件喪事，

我不得不承認我國系稱

按著便要進行焚化了

不然，焚化室就在地下

，我以為要坐車到荒郊

知陰含著什麼意義

第一次授到的習俗，不

l

已成過去，佛陀帶給她

除此之外，月→租

的安慰表現在那張安祥

1

心的設計?省卻眷屬多

少麻煩

寧諧的臉上。
頰儀館一位工作人員

房間倒布置得相當簡樸
只在角落裡擺著一←縱

9

穿梭不停地佈置場地，

著西裝、打領帶，不

據說如果

像我印象中鄰居喪事的

9

要家需要?頭儀館會連
給專人?配合祭禮的儀

零亂、嚎哭、喧嘩、人

然色的鋼琴

式演奏曲子，當然這項

群、車隊，倒像是在替

體會
體會

1

••

人個
.•.

•..

野外的焚化場去，其實

籬

他的穿一若是如此正式i

、六排靠背的米色沙發

服務是一計時的。此外五

我竟 感 覺 來 此

。此時

王老太太辦一件事似的
9

加祭的的人坐的吧!在

1'"'1

請見/

依序 UM
列苔，想是給參

藩

•...

電車
~哲學會導自學學會嗯嗯鬱§醫學會密密密

記側體賽圖雅麗

.•

••••

λ川)
主
自月卅

說教誠、身行一不範為主，而蝸斥使用

有一次一個名叫樹提伽的外道，造

神通。
了他上好的精檀睞，用絲網包里，高
高地懸在象芽杖頭上，揚

合理化的分工，是不可古認的，你陀
鬥
2已

、改變命運技進越泣聲解脫，是市教

激勵每一個人用白己的力量發展
境界的現質化。

就以忠厚老質的肯年為山雕羅來說
，他先跟隨一個外道學法，師母很喜

顯神通了
1

」佛陀為使他及所有弟于

大
l 家會

記住這次教訓，並罰賓頭盧尊者不准
進入涅槃?、末在世間越桐凹。
為什麼顯神還不奸呢?因為

不但沒人願意供養，還常被打得遍體

「你必須歡喜忍耐

鱗傷，不然就是衣裳破裂難以蔽體，

佛陀總是安慰他
，你正在承受以前所種的殺人惡報啊
!」鴦掘摩羅沒有委屈、憤恨，他坦

然接受這一切的對倚，因為他已去除

護動物節」'這是在提醒世人，佛陀

空氣、水源的維護，更要有護生的行

動，尊重一切生命，才能圓滿達成。

口干等的展現
|以法領導

我們稱佛陀為「本師LJ就是表示

啊!」

擠到佛的跟前，很高興地革觀接駕
「佛陀 1.蓮華色第一個來迎接您!」
佛陀微笑著說:「蓮華色!﹒第一個迎
接我的是須菩提啊!他在石窟中觀察
諸法的緣起，他才是真正見到我的人

跨越時空，見到真正的法||綠起，

「見法即見佛L，只要行佛所行，
永遠是最先見到佛。佛陀希望每位學
法的人，不論出家眾或在家殼，都能

自我的偏執，通達無我的智慧，不再

佛陀是我們的老師，佛陀與我的關係

再創造自己未來的命運。

做魯莽無知的事情，懺悔過去所作，

是師生的關係。佛陀以自己修學的成

我要勸大家，不要再吃野味、山產。

保護生態的觀念il生態保護不僅是

o

而佛陀主張

，佛陀不建立萬能神的觀念，因神與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佛」是人

人是上與下的對立關係

性的向上昇萃，這是佛教與其他宗教

在戒律生活中，佛陀一一再地告訴比

不同的地方。

丘們:「我亦是僧數。」又說:「我

僧團是一個由僧眾組成，清淨
o

佛教最高理則!l佛性平等的展現。

解脫的生活

材不談形而上學

佛陀說法的目的是要解決人生的苦

謂為哲學，大談「世界宇宙有沒有起

迫，不是讓我們只當學問來研究的。
有人將佛所說的法歸納後變成研究的
對象li佛學，也有人據此而將佛學

不攝僧」'這都說明著佛陀與弟子的

，他與大眾僧過著平等互助的生活。

丘一樣，每天沿鬥托齡乞食，度化群
眾、國王、天龍八部。他常常巡視僧

的經過八內，都記載著佛陀也和其他比

是當學問研究以滿足求知慾，根本小

佛法的重點在解法人生的苦迫，若只

是有人間佛陀，佛陀也不答覆，因為

始和終了」的問題，這些形而上學的

「佛在

.，如果釋品等不為我解釋，我就要
離開僧圈。」佛陀因此說了一個譬喻
.「假如有一個人被毒箭射傷，他的

還是非永恆的?是有限的，還是無限
的?身與心是同一物，還是身心各異

會有弟子問佛陀，.「宇宙是永恆的

是佛法的童心。
o」

導。佛陀提出四依li依法不依人，

依了義不依不了義，依替我不依詣，依

親友帶他去看外科醫哇，如果那人說
-可我不顧把箭拔出來，成要知道固定
誰射我的?他是剎一帝利，還是婆羅門
種?他是高、矮或中等身材
7他的膚

智不依識，充分表達了「以注攝僧」

』逗人必

的意象。因此，每個人只要能踐行佛

案之前就會毒發而死。」

定死亡，因為在他沒有來得及得到答

7

法，即使不是生存在佛陀的時代，也
不會誤入歧途。

佛在世時，會上切利天為母說法三

為什麼佛陀不解答這些問題呢?因
為它與我們的修行無闕，它無法使我

佛陀所 Ef

充滿著喜氣洋洋的氣氛，每個人都希

設的是認識苦、苦的生起、苦的止息

們遠離貪、頓、痴的煩惱

(下轉第二版)

、安全的，從萊不是一偽滿足求知與好

佛的教誠是用以度人﹒使人得到和平

從這則譬喻，可以很清楚地了知，

到寧靜、智慧的道路啊!﹒

和滅苦立道，它們才是讓我們生命得

1

望第一個去迎接佛蛇。其中有位須菩

隊伍中，有位蓮草色比丘尼好不容易

他一邊縫衣，一邊思惟著。在迎接的

不認識空性，就見不到佛的法身

一切注皆是緣起，本來就是空性，若

不如思惟佛陀的教法。」於是開始觀

「此刻我用什麼方式迎接佛陀呢?

提尊者，看大家爭先恩後，心中一動

個月，所有弟子都非常想念佛陀，等
聽到佛陀要回來的消息時，僧團到處

樣的弓，那一型的箭

色是黑、棕或金黃色?他用的是什麼

是真理，以真理來作為大眾思想的領

?佛陀說:「以法搔僧」'「法」即

持僧團繼續不斷發展的力量是什麼呢

佛陀既然不以領導者自居，那麼維

僧數

的生活，他以身行告訴大家

中道德行的僧圈生活，而非遺世獨居

問題都是佛在世時不討論的問題，就

眼盲的弟子穿針補衣。佛陀提倡的是

眾的寮房，親自照顧病比丘，也曾為

和合的團體，佛陀並不以領導者自居

在金剛經、阿合經、般若經以及很多

關係

而待解脫。以「法」領導白他，正是

佛陀所要關揚的即是創造的命運報

現在環保意識高漲，在提倡杜絕污

比自然…。

染、保護森林之外，環保更要建立的
是野生動物的保護。以往我們中國人
平川一不可以吃，只有
飛機、汽車、輪船倖免於難，如此濫
殺動物，如何談到生態保護呢?在此
尤其喜歡吃香肉的人不知道是否曾經

素食與否可視個人因緣而定，

出家後的駕掘摩羅非常精進，不久

是「代L我們走路的人，也不是全知
全能的神，更不是創造世界的主宰者

就指點我們人生態努力的方向，他不

令

•.

，儘管人生有很多限制，出生的家庭
都有種種限制，但人還是有很多的

二文化背景、社會經濟、國家政治
「可能L，可以自己創造、完成，佛
陀告訴我們:人可以透過願力來改造
陀的宗教態度。

業力，這種「創造的可能性」即是佛

的戶眾生
川省平等
仆尊重生令
前面說到佛陀的根本教義:「一切
眾生皆有佛性，一切眾生皆可成佛」
眾生即是一切有情識的生命，雖然

張不相殺苦，主旨在於眾生佛性平等

有種類、種族、身形的差殊，佛教主

7

師母老羞成怒，在老師面前再以前鴦

，一切眾生皆有生存的需求，我們怕
地在訴他

γj
來說?台灣

站竹址(見成就事業的凶給這才是

1 的凶的料，您要成就事業?就應
作斤 人

凹J
山本法則。
古 -A
我很州大家熟悉的例

人最喜歡從其紙f?即使移民美國，

這些只能使白求將進、聞組詩修鍊
9

受傷書，畏懼死亡，其他眾生也無不

手中接過跡後隨即榔悴，對他說-﹒「

什麼都吃，凡是天上飛的、地上跑的

「你想郎平法，代叮以侍你

為什麼你要為了一個外逅的科僻山川隨意

，但有個條件l你得殺一仟個人立即、
給我。」此後，求法心切的努掘俘叫你
瘋狂地殺人，覓一個抑制一個，令人間
名要艙，紛紛走楚，當他殺了九十九
個之後，再也找不到人，最後想起家
裡還有個老峰說。母說見他問家就逃

、水巾游的

H 的。如果…仙人想要升天，就得造

處

到佛陀那兒求援，盎而揣摩綠化到佛陀

顯神通仙化7 從現在起，你再也不可以

以為佛弟于是用起自然的力量解訣事

答

觀察狗肉的來源?那些瀨皮狗、病野
1

停步!我不殺你了!」仰陀佇下
曇

陀，佛陀起身就走，他亦步亦趨地追
趕。說也奇悴，無論如們加快腳步，
卻始終迫不上，最後他只好一說:「體性

找不到 UM
親?轉移目標價要殺佛

情夕佛陀也認為依賴或向超自然力量

依然站習知改?這是一種進反因果觀

而在人與

y

身心右某些超叩門吊經驗
9

-整身髒兮兮地在街上亂跑，最
來回頭向鴦腦摩經說﹒「找本來不動

狗-

的神通，但終是一小究竟的，所以你陀

--9
其實是極地獄因，即使現在不到

後竟變成老擎的補品!美其名曰「補

7

殺、暴力正是世間缺乏祥和、安寧的

長捕殺野生動物的劣行!事實上，濫

但至少不是什麼都吃，以避免問按助

康嗎

地獄去，光是吃病狗肉，身體還會健

，是你自己停不下來!L這句話似乎

不自禁地跪「來，沮喪地說﹒「
9

」「

話後，鴦掘雌雄糾大夢覺醇股非常懺

便諾阿羅漢果。但他每次進城托餘，

將佛陀的誕辰設定為全世界的「保

重要因素之一。

嚴格的四姓階級。
7

-7而現世的社會是

他的請求。

悔，請求佛陀度他出友，佛陀應允了

你學付出要有智慧ei--」聽了佛陀一席

我不殺你，吋是我學不到法:

儀

雜的心。當他看到佛陀莊叫做慈悲的行

有股不司思議的力量，霞撼著鴦捐摩

「婆羅門至上」

是梵夫、梵我合

受苦，人生是苦的根源，解脫的境界

佛世時，婆蘿鬥相信生命是不斷的

州制造的

去成就解脫。

一一冉繁止弟子顯神遇，這是為了啟發

因精神的集中

的人分心?儘管你陀的弟于有很多人

9

念的恥格式祭缸。各位仔細想想?在

求助的人，就是布求援位朋(簡易的所

向 μ 布一定的交換辦法

P

小 7V
一九紙是屬於那一種「貨幣」7 現

•..

我們的智慧與慈悲?以人可能的力量

••..

大、人與鬼神、人與 mm
先的懷念敬畏
仙台何一般學俐的信殼，對敬天地、
叭先巳較有正碌的看法?知道不需要

以買紙做為媒介。人要能不諂媚鬼神
本上鈞、先明卅一果，明白因果的人

T 川
AA

?常然能肯定自身的努力，而不會愚

昧地把人叩通交付在鬼神的手中。

μ

川陀除了否定圳權 HA
婆羅門教的祭

...

••.

..

掘摩擬欺負她，老師級怒而不動聲色

歡他，且表示要和他在一起，但他一

「你們弟

」佛陀立刻叫賣一姐嶺來到

下，有人將此事告訴佛陀

1

向敏師，因此拒紀師目的話惑，拉以來

a

入定以神通力不費吹灰之力就將辭取

。佛弟子中有位賓碩鼠頗經瞪口等右，

家都知道只有絡用刺通力才可能拿到

人很多，但想嘗試的人，很少，卅扇大

以作他的皈依呢?」現世的社會需要

命運，「人應當自作歸依，還有誰可

再也沒有更高的力量，可以裁決人的

佛陀說人是自己的主宰，在人之上

~

林取下旬即可獲得此你柏村阱。因觀的

一r口若誰能將

/一\

子真了不起，別人無川在取得，他卻輕
易拿到了

」人一家都知道一耐斗的或紅u
一m
小
不 山仇 眼前，「把妹給我!」佛陀往門負頭鼠

.•

七十九年香光大專青年學佛營
悟師父開示

、J

1

時可

B

、奴仆。

什 --Il百
t多年前，佛陀就是一位
J

已充艸仰和他統宗教的改革者。阿合
婆叫你門款的祭

9

經 Nt 紋 許 多 州 陀 和 外 道 的 辯 論 ， 佛

陀付一小叫一次地表示
忱的扎扎川挂趨向繁文結卻步不契合結
州日以叫忱的需求。佛陀針對婆羅門
叔一
州祭耐的現象，的日間弟子們「
JU

如把仙人將尸什蚓、丟到水潭棍，然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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