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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上的一個問題(一)

點〕

點，就是人類學家探討的起

〔佛教歷史和經典研究的終

引言

史拜羅(主旦 SEm-ω 立『
0) 所著《佛教
z

人類學的角度來處理佛教。這並

館例。然而，卻很少有作品是從

數量之多就足以形成一座小圖書

書，單是佛學研究的學術著作，

即使不論汗牛充棟的通俗佛

能知其短而學其長，相信對佛法的弘揚及慧命的延續，都有很大的助益。

學的關懷||佛教教理與信眾間的互動關係'也非常值得參考。如果我們

我們會開闊此專欄，引介此書，是因其研究方法值得學習，而作者對人類

於一九七二年)，因此，有許多有關教理的觀念並不一定符合佛教教理。

上書中所引用的佛學參考資料也是較早期西方西方的著作(此書原著出版

部佛教，進而以人類社會學的方法研究佛教。由於作者並非佛學專家，加

本書作者為人類社會學家，因早期研究緬甸的民間宗教而接觸到上座

與社會》(∞ca
立了一的至2
自 aωoo古之)一書。

(編者按)本專欄摘譯自麥爾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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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座部佛教一一

不表示社會科學研究者對於研究
(即佛教教義

的哲學分析)，或對研究佛教歷史

的發展沿革等主題不感興趣。'相

反地，這類的研究是(或至少也

忽視這些研究的

7

應該是)

來源

者，將難以面對佛教在比較宗教

'這鑽研究雖然和人類
，但它們

經典研究的終點，可以說就是人

的經興根源(即規範性的根源)

特例外，大都恕略了信仰租儀式

因為佛教畢竟

9

不是現代佛教徒所創造的?它是

這真是可惜

處理佛教的教義問題阱。

有相近之處，因此，很少有人去

間，而且由於前者與後者幾乎沒

類學家探討的起點。因為人組學

這兩者間的互動關係。所以

9

而是在於經典的教義與借用眾的觀

說，
一般社會秩序與文化生活問
的關係。

人類學對無文字社會的研究，改

變了方法論上研究歷史的、必要性

雖然佛經的教義〔即規範性

的佛教教義，叫〕?讓我們質疑自

(即可以忽略歷史

)9致使功能論

己對大多數的宗教師抱持的觀念

的產生(即功能主義論的產生)，

甚至質疑對人組本性
9

是否正確

然而忽視現代佛教信仰的歷史根

)，卻可使功能論

曹惡面轟

隨蠶E璽蠶磁盤聾垂直露頭

的看法是否正確，

'

本身卻不是人類學的研究。事實
9

(以及

的研究出現方法論上的荒謬問。

源

，到目前為止
以佛教的學備研究
而且一一口，

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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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誤導。

各自分別探討時，也可能會造成

然都有某種程度的正確性，但當

化樣貌。這兩者各自強調之處雖

置諸跨文化領域裡所呈顯的多元

的獨特性，而後者則想研究佛教

在一間的差距。因為前者強調佛教

補經典學術研究與人類學田野調

因此，這個研究是嘗試要彌

兩者同時作為應變數和自變

〔宗教教義和宗教理念有關，

演的角色。

了解宗教理念在人類生活中所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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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現在這份研究，基本

上雖然是人類學的研究，但它不
僅沒有忽略佛教教義，又更特別
注重佛教徒的信仰與佛經教義問
的關係。這些教義，有些成為信
徒的信仰(或迷信);而另外一
些，甚至是些較核心的教義，則

被信徒忽視或排拒;更有一些教
義則被非規範性及反規範性的信
仰岡化，而且使這些非規範性的
信仰等也被合理化了。
因此，我認為除非研究者了
解宗教信仰者和規範性宗教教義
間，造成前述三種互動關係的動

機和其認知的基礎，否則將難以

就一方面而言，主張宗教由

一套經典教義所形成的，(而這

套設義，事實上只有少數人相信，

或只有少數人曾經相信)，這種定

義「宗教」的想法，相較於神學

或哲學所說的「宗教」'實在是

一種很奇怪的「宗教」觀念。而

且即使不論這種觀念所形成的宗

教體系，過去在世上不曾被人實

踐過，甚至現在也沒有地方實行

的事實，這種以教義才能組成宗

敦的想法，也可能否定數以萬計

的緬甸人、東埔賽人、寮國人、

錫蘭人和泰國人等是上座部佛教

徒的說法。

另一方面，如果說規範性的

無闕，

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論悶題(特別

互動闢係

並非本研究首創，早
9

菲德
4這盟國的 5) 在文

十四年前，羅伯
(力。
σ寶刀的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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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社會比較研究中，就引入「大

，他用這種觀念來

不完全

鄉村落實的情況)對此。
雖然

統」、「小傳統」的

'口叫一

9

「大傳統」

也惜它作為本書的副

9

宗教行為，而是因為宗教行為是

理念，這不是因為本研究不注重

如果我似乎過度強調信仰和

也就是緬甸上座部佛教的變運

統」和緬甸人之間的互動關係

案例，就是上座部佛教的「大傳

。明白地說，本書所研究的

這個名詞

「大傳

租「小傳統」(觀察「大傳統」在

L一

換個角度說，這個題目也可

以說成是文化保守性的閱單。
個如佛教這麼偉大的革命性宗

趣的問題。由於佛教的革命大概

'為什麼最後會因退到是安於

忽略信仰體系中的真實與理想、

是宗教歷史上最奇特者，也因此

是對較高階的宗教而一百)，也就是

現實與教義、現存的與規範性問
這問題的解答

當然，強調規範性傳統與處

塑性等具有重要的意義。

本性、人類情感及人想認知的可

9

各層面的闢係。
就某種意義而言，上述這幾
組差異被視為是傳統文化變遷
下，所引生的人類學上的問題，

件下改變

這問題是，就歷史而且一一口，宗教在 於這種傳統下的社會行動者間的
種

了?而且改變的程

何

事聽聽雪聶鸝厲賽聶哥富麗棋書霉事國密密爾聶面臨兩軍霜聶哥哥矗露露盟關蓋起軒臨睡揖帽喵盟軍撤輛聶會智麗霜厭謂監聽區也明臨軍現間蝴趣聞唔醋密鼓鹽禮聽聽

類學家最感興趣的克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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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宗教儀

李維史
a

顯及安頓他們所生存的自然界和

陀 (2 自己身 cil 掉自己的明)

進而才能找到自我安頓

式或法會也是按照某些觀念而實
論中消失
9

、族群語意

的主要功能。

將失敗合理化，在「苦」

消解衝突、應付災禍悲劇，以及

念是用來提供希望、滿足期望、

用來生活的。也就是說，

是用來思維或分穎，

所要表達的是?

依我的看法，整個研究計劃

(指宗教理念)

住的既非文化理念的主要功能，

此種功能的系統之一!但是，非

點，而宗教就是文化體系中最具

9

行的，例如:它們該如何做?為
視，

甚至也從目前最受重

什麼有效?它們有多大的護祐力

耳 LV

個土

匕

學(叩門宮。m
明B且已片后的)等各種名 常明確地，在本書中，我們所關

」的觀念)，在宗

導認知人類學的論點，他們以為

文化體系(包括宗教)主要是用

~

量?它們和那些情況有關?

詞中消失了。我反對那些認為人

們
ao片
m 片戶口叩
)對文化理念有興暉，

「圖

法(李維史陀就曾這麼說過

戶們出仰自明)
「對思維有益」(電皇宮差異)

\-J

也

所以，本研究有很大的部分
與宗教教義(

(為何人們受持它們巾，)

(受持它們的結果為何?)悶。

然而，我必須強調，

國

來分類的系統悶。而人們必須分

輪盤盤盟軍噩噩暐盟盤盤臨單單盪噩噩疆軍盤盤噩噩盤臨睡F輛輛呵

的

上

~

重研究理念的方式?已從現代人

，-司、

血間心甘載。

的問題。

?將

部

間(從杜威、佛洛依德、

性

所導引出的觀念)，在下面章節所

得到普遍的諸實。

章富

個世

Ji

規範性的佛教可

9

救度者，只有少數筒單的儀式

基督教阱。小乘佛教沒有菩薩與

上座部佛教)，

大乘佛教之於小乘佛教(即

、莊嚴華麗的禮節儀式。

重視為喪者安魂祭拜，而且講究

，它有許多的菩薩與救度者，

區，大部分分布在亞洲北部和東

(的白白件)。

多不同的棋別，就如他們常說的

分為大乘租小乘，其于又分為許

眾所周知

、電J

9

它主要分布在東南亞地區，回取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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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著的是在緬甸、

、錫蘭、

寮國和泰國。我們關心的重點就

是?上座部佛教的規範性教理及

近代歷史中，在家居士和僧侶實

在一開始我何必須強調的是，

我所謂的「規範性的上座部佛

」?指的是三藏經典中所說的

?也可能不同。即使佛教

完全成功地分

9

辨出佛陀親口所說的教法和後世

所增補的佛法，這種探尋歷史上

的佛陀和我們的研究目的無闕，

因為對佛教徒而言，他們對於如

鵬聽矗輛輛車輛輛霉頭驢富麗轟轟經翩翩翩翩盔噩噩噩噩E國輛轎鬧翻噩輛噩噩懿翩翩噎噩豔噩證盈盈翩翩噩誼酬

?懷疑它究竟是否適合

研究佛教的思想後，以下列五個

:物質主

義(自缸片叩門立古的日)、無神

(但耳目
ZB) 、悲觀主義(

4

\、./

電噩噩噩噩噩草草莓露鸝輛轎曬轟轟轟矗盔揖醋臨盟國盟輯E闢扭轉鑽回聶曬串串盔矗揖豐轍宣戰輛單祖師串串扭扭聞單單耳聽屬單盪聶噩噩蝠扭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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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區分兩者的相異處，是相當陌
被當作是一

(在後面章

節我會再回到這個問題)，我們起

，有多麼地不

，也能顯示出以它們界定

即使以下只是簡短地討論這

上面五個觀念所引生出來的態度

，而這個觀念是由
EEEEFCD)

)，在這些

(j)

生的。

三

9

然而，在探討這

這晶晶)在

自

對他們而言，經典中間記載

的每一句話都是佛陀所說的

碼可以同意規範性的上座部佛教

;::r'

和自我主義(

口

(為了簡化起見，爾後我將僅稱之為

。因而，

r、、

觀念架構上，我還要再加上一

自

「佛教」)的獨特性，已足以使社

\自/

範性的信仰租修行峙，

問

觀念，即出世論(退。己已

自

會科學家產生一連串的間題。
題

並不是指那些偏離了「佛陀所教
導」的教義，而是指偏離「經血(」

問

前，我們必須先間短地研究一下

gop

這個宗教的獨特性究竟何在。

〔由

華戰〕
巴提森(白色

(聽

規範性的上座部佛教是個包
合許多教義租行為的複雜組合。

整體而言，這組合賦予佛教在人
領宗教發展史上獨特的地位。事

實上，它的獨特性導致若干宗教

(圖

。物質主義
不同於其他所有的宗
，其主要基石之一是「無我」
(口。的
日)
CZ

為不能再用「信仰神」這個觀

人和世界的其他東西

9

此

A
…A
了9心

FE

性。除爾幹本身就是十八世紀毆

蒙運動租十九世紀理性主義影響

駱一運動的先驅。

由於佛教否定靈魂、上帝及

依賴神秘力量、超自然的能力

因此，許多傳譯佛教的西方人，

基本上把佛教看成是一種倫理的

個月

9

個叫住血土守

是自動態中的原子所組成的。

宇宙也沒
9

佛教是沒有上帝的宗教?
如肉體沒有可以引領、
?因此

沒有度化眾生的人(即救世
9

有能創造它、引頡它運行且主宰

是

(心丹甘心的自門 )，它鑽似

於現代的人道主義或倫理文化。

。虛無主義 一

「無我」

觀歸憲濃綠齊唱闢翩翩棚體噩噩靈矗鐘亟噩噩噩盪噩噩噩噩盤盤盤磁益重藍

人死峙，就消散無餘

(即

而那此一福信物質結合的背後

靈魂)，

主)，所以，每一個人都必須度
化他自己。

大家可能還記得，
(DC
丟了空去過司也問E
品MmγωN)

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於他認

基

雪佛教都將之視為盟(

是由原子所建構而
成的，人也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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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ii

義密切相

一連永生，不如追求、水恆的寂滅，

法的目的是要終止永不止息的生

也可
9

印度人的期望是從生死輪迴

中解脫，他們的恐懼走投胎重
生，其他大部分的信仰者一生所

9

如果我們願意以虔敬

這個憂勞、困苦的世界。
所以

和同理心體解印度信仰的內在意

義，我們就必須將所有理想中的

9

然使轉而忠

完美人格，以及運用權勢所帶來

遲
ι

考、面對另一種人生目標。在此

-7

不是追求生

目標中，所重視的不是追求、水

生，而是追求寂減

命的相績，而是生命的止息。

(ω信〈仿 3 的OD-」也司印一」)

禪、一定狀態，在這狀態中，他們的

方人而且一一口，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最

般人對生死的聽度。例如，對西

品煩注意的是佛教扭轉了一

活動力全部停止，而且永遠不再

終悲劇，西方的三

追求的是一個深奧並完全靜止的

從這種狀態中醒來，不必輪迴於

盡盤盤盤噩璽盤盤噩噩噩盛蘊盤盤靈鱗輛輛輛醋輔騙臨睡聞聽嘿嘿聶哥翟噩噩噩麗露頭頭麗蓮寶璽鹽醬蠶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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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常」的

o

至少要不這求一般人所認為的
「存在」

宇宙中的
9

9

包括宇宙本身

9

實體(血口可思自由 )9因為任

死輸迪。

就如所有的印度宗教般，

何「真的」(門串戶)東西(即任何

所研究的印度宗教的特色

(印片
md
汽叩白C
血 D) 的歡樂放在一

存在的東西)，都永追處在變化的

以用來說明佛教國﹒

這教義
9

目標。(理論上)佛教徒與其追

東西存在，那是某些不朽的狀

是說，即使宇宙中有某些永恆的

意義則是更極端的主張

不過佛教虛無主義的第二層

狀態中，它們不斷地戚、住、

無常的，宇宙中不可能有最高的

闢
壞

(在來世)

以維持人們的

9

。然而佛教研認為，生命陷
於無止境且難以避免的輪迴才是

撞免、

。聽觀主義
佛教的虛無主

是有道理

，不是盧浮不定的。恰如喀爾

天堂，

就有痛苦，

、根

。因為只要有生命

法，唯一可期望的目標是一般人

都知道的生命的止息。

。由世論

各種宗教不僅對俗世探取不

同的態度，這態度也因其教義不

間而有系騙性的差別，特別是它

們的解脫(明自由哥哥口)

而，有的宗教可能接受這個世

空敵軍軍軍磕頭頭聽聽磁海酷處想聽憑嗨訟發概函揖組

鼠

宜已

(門
H「
J凹阻止日日)
Um
凶

在上帝的眼裡?即使是最正

在
9

直的人，也沒有那個行為是無罪

同樣地，佛教告訴人們

，即使是
最快樂的人，也沒有任何行為不

吶。但日);而

界，認為俗世並不軾觸其解脫的
目標(

說

國

最大的悲劇。

一般人可能悲嘆生命的止息
是人類何必然無法過避的命運，

點卻被佛教視為既非不可盟兔，
也不值得悲哀，佛教反倒是以為

但佛教的修行則不認為生

9

自動輪迴而不止息的生命才是、必
然的
命的輸過是必然的。

。這「苦」、「無我」

和「無常」

wv-o

時間，佛教徒才能

t 年六月

的「三法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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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西方人極力想

常的努力及多劫的

的

佛教是出世的苦行主義中最

9

視所有人類的經歷都

9

Lb呵，

?口 MM

不是一個苦行哲學教派(戶口的 ZR

戶)
YCC
間的

皮地，它們是一個世界性宗教教

義，更特別的是，

多數南亞和東南亞社會的官方宗

蠍噩噩噩懿頭頭矗騙騙輛轍露頭潑墨輛證醬醋器賴喇騙轟轟露露騙路轉轟轟騙輛輛聽聽盟軍經噩鸝噩噩輛霍璽輛聶蘊霧噩噩轉蠶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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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宗教則可能會對俗世摸不闢

是痛苦的;它捨葉現世，呵車視

出世，並強調息械所有世如欲

心，認為俗世與其解脫的目標並
的來源，而且是解脫過程中無法

可能排斥俗

無關連目，

望鈕，

究竟的目標。

哨滅的障礙。

出離世俗才能講一免痛苦?

佛教堅信只有從世間脫離並

世，把它看成是達成目標的障

日疋排拒俗世的宗

外力、不經由任何超自然能力的

9

離世闕，佛教徒希望捨棄人群與

'這種行為可能導致如

'-J

而得到解脫。

協助

EC罔聞自)、神秘主義
自明白的

)及彼世的禁慾主義
間的前仰旦前后口同)

挑戰我

持的基本概念;它否定上帝和靈

們對宗教師下的定義和對人所抱

9

物質，甚至捨棄他自己(指自己

(C
片冒叩門

(這而言「晶晶。
uωBt∞
m)

L-,

因而就有一種宗教

韋伯所說的，會串成各種不同的

後

不是單獨一位思想家的哲學，也

E三3

的知覺、欲望及自我了

耳交

影響，如入世的禁懿主義戶口口叩門

礙
/戶\

r-、

關

持，卻遠超過一般跨文化所認識

性，但前面簡述的佛教教義和行

間(包括宗教)，有極大的差異

然人類學深刻地了解人類的文化

挑戰了人類學的知識。因為，雖

人性所抱持的基本概念的事實，

了我們對宗教教義的定義，及對

正是前述的規範性佛教質疑

的象徵之一。上座部佛教要求離

而許多人卻相信滿足欲望是解脫

教堅信解脫必定要去除欲望，然

樂，甚至真正的幸福。上座部佛

卻認為有許多作為可以帶來歡

都會導致苦果，然而大多數的人

在。上座部佛教認為所有的作為

他宗教則相信最少有一個靈魂存

上座部佛教不相信有靈魂，而其

本性的許多看法。

說法也挑戰了我們對人類行為和

農夫)的信仰和行持，而且這種

們成數百萬人(他們大都是單純的

這些佛教的教義和行持不僅

活就是痛苦的.，或者所有的人都

療中的憂鬱患者，沒有人相信生

樂的止息;並且相信除了接受治

都追求最大的肉體歡樂，而非快

超自然的保佑者.，每個地方的人

基礎上)，每個地方的人都相信

以為(在人類學和心理分析理論的

在這研究開始之前，我原來

大的差別

。佛教徒和一般人並沒有多

的範圍，它變成多數社會、宗教

欲及出世，然而大部分的人卻執
著朋友、愛人、權力、地位、自

和文化共通性的一個例外。

因此，上座部佛教是無神論

者，因為他們求助

是我們所熟知的社會、宗教和文

我和財產。

於超自然的神力以

化上的特例，它們也已經被內化

者，而其他宗教信徒則是有神論

達到解脫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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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求屬於自我，以及祠，自我相關

主輯，

備命題。

實現過?因為事實證明這是個虛

教經典或佛書所推想的結論(它

行佛教所得到的結論，並不像佛

wv-O穴

的人租車物。而這些應是在人類

義，因為我所得到的佛教知識是

們不同於其實的或傳間的佛教的規

香光莊嚴門第五十四期〕民國八十七年六月

心理上正常且必然的運作模式。

來，自第二于資料，這些資料可能

範性教義)，研究結論證明佛教徒

並非規範性的佛教教

質

9
儡鬧而昔日之
人類學家研究現

被信徒忽視，就是被排拒

帶給人類學家一個令人震憾的問

是過度強調或不足以說明佛教教

租一般人並沒有多大的差別。我

一?前面概述的教

題，也帶來一些組佳的機會，

義，它們常常扭曲了重要的規範

對我陌言，上座部佛教似乎

讓我們能發掘到底是何種社會和

們對佛教徒信仰租行為的研究?
其次，更重要的是，我在緬

疑佛教挑戰了我們對人類本性、

1l

我們對人性、宗教的認知，租理

何所作的研究，以及耳他人類學

接受所有的規範性教義，這種現

附帶一提的是，佛教徒並未

正確性。

不僅未知我們先前的假設

論所預期之外的信仰與行為，藉

行為實際普遍概念的理解，與理

文化條件，才會造成那些還超出

同
9

家岡時在東南亞別的社會所作的

此而修正自己的知識和理論

論上的預期，反而證實了它們的
然而

成員所內化?因為這些教義不是

許多佛教教義卻很少被這些社會

9

研究顯示，即使上座部佛教確實

時也有機會去發現這種信仰和行

持，在文化租社會層面上的影響
情況。
但恨不幸地，這些機會從未

象顯示出佛教徒租其他人，如基
詳細討論

這些型態將在本書接面的章節中

，以說明本研究要討論的幾個

9

但此處仍須概述

督教徒或猶太教徒有多麼相似，
他們排拒了許多基督教或猶太教
卻仍聲稱自己是

9

基督教徒或猶太教徒。

不過筆者研究的是佛教，不

印度有兩個樞端租用撓的宗教體系

自自目的)

CEEC9 體系之一稱

(他或許比較喜歡稱之為「行為規範」
5 日的丘口

為「普通規範」

孟。
晶)，這是為大多
(間已白的「
片
38

數借用泓而設的;口力一

」 (0阿門門值。司門 HH白血門可

口。門目的)，只限於很少數的一群

，而且在我對
緬甸所作的研究中發現，規範性

9

人，而他們主要關懷點在於得到

而普通規範

-9

的教義則提供在輸迴之中，如何

離生命輪迴的方法

出來，特殊規範的教義提供了脫

「解脫」意指從輪過不自心中脫離

因為在所有的印度宗教裡

佛教的教義很少形成信徒所信仰

'這些附加的型

?添加了其他型憊的佛教，
對佛教徒

態，和規範性的佛
教是相間的?或幾

化頗具特見的論文中，觀察到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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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相同的。

叩門阱。口)，在他研究古印度文
(Em

解脫。

艾士日頓

-----,

的佛教圖，我也發現信徒用信仰的

名的梵文

規

輛幫聶聶露露露露露車噬噩岳重實聶哥矗聶哥聶哥哥轟轟

睦國噩噩噩噩噩噩噩證鍵盤臘驢盤盤盤盤盤噩噩聾鐘頭哥爾軍事

殊

但

9

(和

一直未變地是發願達到

解脫目標的佛教徒所皈依的宗
。然而打從一開始，

途之家

或到達完成規範性佛教

9

的休息點。

然而，對外界的觀察者而

種噩噩噩單還矗露噩噩噩矗噩噩噩噩噩噩噩露聶噩撞噩噩矗矗矗噩噩還噩噩噩噩噩噩噩矗亟璽噩噩盈盈噩噩噩盤噩噩噩噩轟轟噩幫噩噩醋鸝種歸祖寰窩聶串綠軍驚輔俾盟揖聽鹽醬弩寢鑽醬醋聲譴雖噩噩噩盪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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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地位的進徑。雖說普通規範
的宗教目標較適於特殊規範
?因為它

?他們一方面渴

-日7 9這種世俗的人並不如另

一股人的目標，所以百也發

一方面則安

印度教一樣)就了解到解脫難以

展出租特殊規範同樣重要的普通

們都同樣根源於國一兀前五、六世

的理想;此外，兩者也都具有針

者
J ，而另一

於輪迴。雖然他們其中之一是規

範性佛教的忠實奉行

者則是執著於排規範性佛教的解

脫之路，但由於兩者都是出自共

雖然佛教基本上是追求解脫

同的傳統租許多相同的教義?兩

可。只要這些世俗人接受普通規

?但是，即使是規範性的

因而佛教認為在到達朝聖終點之

範的戒律，重視佛法教誨，遵守

，也並非對人類批世的命運

者都可稱為佛教徒。

規矩，佛教就視他們已然到達中

前，一般人只要遵從普通規範即

人們會逐漸了解到解脫的訊息

有如宗教的朝聖，

佛教視個人生輝的生死輸盟

規範。

9

對其虔誠信徒所設的特定行為的

的印度宗教之一，而且直到今

佛教，是許多聲稱尋獲解脫之道

傳承自古印度文化的規範性

〔佛教的一一

規範。

紀的古典文獻，因而代表了傳統

日

F由

而前

「祈一醋的佛
因且每戶的 5);

性解脫的佛教注重的
業，以提昇人在輪迴中的地位，
所以稱之為「業力的佛教」
很適切的阱。
說明三睡不同的佛教體系

9

，而非規範

中解脫出來，所以，「涅槃的佛

「涅槃的佛教」關心的是從輪過

(肉串BB 缸片后即已扎扎FF
聞自)。因為

因己已們
HF明
P白)

「涅槃的佛教」 (255臣們

述那兩種解脫的體系，則可分別

稱

並不表示我認為現存的佛教是整

7-O 九

L一
L一

毫無興趣。因此，除于以上兩種
佛教之外，我們的可分辨出第

是解脫的體系(一種規範性的，另
一種非規範性的)，而第

解脫的體系。因為
第三睡著重淵災研

香光莊嚴門第五十四期〕民關八十七年六月

一，

種佛教，

而是包含三種不同

9

最好把佛教看成是不

9

」自

人類在俗世的一甜利，如治病、避
那、預防旱災等。

。「涅盤的佛教于「

因此
只包含

、

'"
教

--,

卻又互相關謹的體系。其中兩種

L擅自

持，相反地，

三種信仰和行

時，我發現現存的佛教?似乎是

經典、非經典的信仰與行持的混

合體，人們難以從所有佛教社會

中分辨出包含非佛教的宗教體系

9

不過

(的音。這可 a耳其)，更不用說

能分辨出不同的佛教體系

從這溫合體中仍可看出主要體系

間，甚至次要體系的痕跡。

當然這些所謂的體系是研究

者歸納成的分析架構，不過它們

里聽聶噩噩噩噩噩噩噩噩道鷗瞄瞄滋滋嘲蹦鵬棚，
可舖擺擺闢闢岫司為叫做錯跨越輔~'J~備翩翩喃喇哺臨頭密密密蟬祖國觀頸鹿譚震曾國車間喃喃儷攔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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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司的呢?

也反映並指出一個「原始的分穎
EE

緬甸人可能不知道

9

一 -o
wv

經常以完全有效的理由來支持自

己的選擇，也就是說，他們會說

o

自己修行的德行還不足以修習
「涅槃的佛教」

說緬甸(或泰國、錫蘭)
這三種佛教體系?並不是表示在

9

另外兩種體系的教義和行為。

人類學家從出世主義、

人類學家認為人

-9

性塑造成它所要的型態或模式

性是文化的產物，而文化可將人

幾乎沒有底限

人類學家通常認為人類的可塑性

種文化間存有的強烈的差異性，

上，另一則是在宗教上。面對各

呵，其一是在人類的本性

的佛教」中，學習到兩個很艱難

及其他前面章節所列舉的「涅槃

主義、苦行、王義及虛無主義，以

'-J

系統」 (DEE叩
寄自)。所以

前述這三種體系的所有特性，但

他們卻知璋且能分辨這三者的主
要特徵。

這此一社會組有三種佛教徒，而是

說所有的佛教徒都呈現出不同程

雖然緬甸人不

使用這此一茗謂 9但卻能很精確地

度的三種佛教的信仰。此外，

9

知道「涅槃的佛教」和「業力的

也觀察到大部分的在家佛教徒

9

佛教」在目標和修法上是多麼不

發願證得涅槃

雖然他們知道，也真心相信應該
知單

同。如果他們修習「業力的佛
他們

「涅槃的佛教?而且即使是有

」?這不是因

「涅槃的佛教」 9也不是將兩者搞

小群虔誠的僧侶投身於「

」，他們也仍然保有較溫合

握了，而是他們清楚地選擇其中
一種而放棄另一種，而且，他們

曹豔噩噩密監噩噩噩頭露頭矗矗層薄噩噩鑫噩噩噩噩噩噩露露矗

~蠶

更

關

物，但是我們在佛教所學到的經

物，最少是某種程度的文化產

性。那些號稱只屬於「西方人」

人、德國人或俄國人相同的人

或少)顯示有如美國人、英國

中)，其中的變化性僅限於很小

料裡卻顯示(至少在宗教嶺域

也許可以成立，但是在佛教的資

這種說法在文化的其他領域

社會找到完全相反的東西。

驗，卻明顯且清楚地告訴我們，

的本性:執著，不捨離;堅持求

的範圍。陶樂斯(=。已

高棉、錫蘭和泰國人似乎(或多

人類本性的可塑性是有限的，超

生，而非寂械;追求欲望，而非

在三十年前就有此結論。他在

人性毫無疑問地是文化的產

越了這種限制，文化是無法改變

追求涅槃等特性，事實上，在西

本鮮為人知的著作中寫道

gm) ，

它的。

方人和緬甸人的身上都同樣明顯

。號稱只屬於「西方人」的

(→了c
。-m
w
-4C。
K一
#切)
凹的

法。人類學家曾說，在某個社會

化變異性也具有同樣誇大的說

所作的誇大議論，人類學對於文

不同的道理，而各宗教相同之處

是，不同的、宗教領袖會傳授非常

的。我想比較正確的看法應該

袖所傳達的道理根本上都是相同

有時人們認為，所有宗教領

所發現的任何一種文化軌範、價

在於'人們在傳播這些道理(一為

相較於人額學對人性可塑性

可見。

執著，在緬甸人身上也明顯可見
事實上，根據研究佛教的資
料顯示，我必須說這些限制遠比
我們傳統上認定的範圓要狹窄得
多。經過近千年佛

值觀和習慣，一定可以在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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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佛教演變到後來口是

求、幻想、期望、衝突與意願等
的組合

現出一般宗教的特性

。當然這並不就是說佛

教沒有特殊之處，

就太荒唐了。

但是?我已經指出，由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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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過程所形成的宗教制度

徵，如軍魂租神祇、

新建立了和大部分宗教一樣的特

的技法的特性，因此，變成較類

興、天堂和地獄等，而這些以及

多少失去了制教者原創

是人類的天丈，人類的解脫來自

似於創教者所反對的宗教體系，

阱。一位、宗教領袖教導人們，神

於依上帝的意志而行動閉，另一位

所知道的佛教之中。

其他更多的東西又重新納入我們

沒有那個神

9

這種過程使得所有宗教

較其創教者所主張

習也呈現

它不僅因

退到許多當年它創教者所反對的

9

生在佛教這個案例上，以現存而

這種情況也發
9

的殼，義更為相似。(同上聿曰:品)站的，是根植於全人類本性的需

戶

創教者則教導人們
能把人從他自己的軟弱中解救出
來，只有靠他自己的心智力量才

建立出在許多方

9

能解脫。人們從這些互相矛盾且

不同的道理中
面都極相似的宗教制、一足

雖然各宗教創教者的教法有
極大的不同，各宗教卻也極其相
似，所以陶樂斯認為，這是因為
各宗教都有他所謂的「制度化」
(口
CEdDECE]EEC 口)的傾向所

iJ 也

而相似於一般其他宗教。

致
體

教所在之處都不是單一

田野調查的社會裡發現這點後，

符合教義的社會組織。

而有符合教義的社會行為

門註〕

故
9

仰自取有系統引介佛教學術研究著作
的書是嘉德(的里已益。印)所評註
的參考文獻。

俏的確有些社會科學的研究者

σ574 申自由咀

意否定佛經的教義是一套有體系的
自我覺知法門(參閱斗目主

可-2)。見一種極端的想法來自韋

伯，他做設佛教的教義大約等於佛

並形成

9

就會知道佛經不僅

9

所謂的「格格不入」的

9

多種佛教的神蹟

9

我做個人閱讀到

識佛教教蓋以前，我在緬甸見過許

o

川叫我個人的經驗而且一笛，在我認

但事實上，緬甸人並不這麼認為

仰是他們解脫的方法時才會成立。

說法，是只有當緬甸人相信精靈信

因此

承認它們的信仰。

知道有各種精靈、惡魔及鬼魂，也

熟悉佛教經典

拒精靈信仰。有這種評論的人如果

信仰格格不入，因為佛教教義中排

佛教的修行法門和緬甸園有的精璽

起。曾經有許多緬甸的學生宣稱，

mw有時恰好相反?問題會無因因

筆者找到引起自己注意的
，在探討這些問題之前，

都至少和

另一種(原始或高級的)宗教相

想最好先介紹筆者所作的田野調

9

結合，記們結合的特點，值得佛

查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期待

因為任何地方的佛教

教社會的宗教與其他社會裡的宗
數十分相似。

人類似乎有些共通性的需要

需求者的理

不能受到最峙間的壓抑，壓抑或
違反這
(如佛教經典中某些理念和教義)，

最後絡會被加以更正、或取代掉，
這至少是有南傳佛教教義的上座
部佛教已經發生的
事。

教徒的信一雙狀況，佛教徒會依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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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筆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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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金氏(53
。)以前就曾在一個辯

頁)。

(以下簡稱《社會學》)，參九三|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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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一西方人對佛教所作的理性詮

詣討論會上，提出種面兩種體系

(EHHEC

(50 苦。。『『Z

研究方法變得不重要。

析，因而功能論使得對歷史材料的

固定功能論重視部分與全體的功能分

研究對象的傳統民族學觀點，也就

功能論取代傳播論以歷史、地理為

背景，工具論的文化人類學就是以

這句話牽涉社會人類學的歷史

間一一一頁)。

都有它的貢獻。(參《社會學》上冊，

社會或社會制度的每一部分對整體

EBEE--m3，
)固定一種理論，強調

問功能主義論

義有關的教義、思想和行為等。

性有關的辭彙'是指與佛教經典教

所以，本書中作者所用與規範

釋的論點，假設那些神蹟是緬甸人

叫作者把「經典的」

(2。「至mZ〈0)

《社會學》上、下冊，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自己言行的解釋或反應。(林義男譯

為;而且使人們能夠預期，別人對

殊情境中，應該與不應該做的行

為，規範不但指出，人們在某一特

同的規則，規定適當與不適當的行

時，應遵循的準則，它們是一套共

「規範」的意思是:人們在待人

所衍生出的形容詞。

。『豆的)
(20『3ω言。)固定「規範」(2

一詞表達之，而「規範性的」

詞，以「規範性的」

【譯註】

，叫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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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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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出來的，但事實上，讀了佛教
經典後，我發現經典不但有所記
載，也接受這些神蹟。

仰自稱為「大乘」(旱的。『gg
，)
是因 為 每 個 人 都 可 以 透
〈ozn-0

過修習它而證得涅槃'特別是在解
脫前，可以得到留住於世間救助他

〈OEO-0
，)
是

大乘佛教稱上 座 部 佛 教 為 「 小

人的菩薩的協助。

乘佛教」 (3oEZR

因為它說只有少數透過自己勢力的

人才能證得涅槃。後者不同意這個
帶有貶抑的稱呼，他們自稱固定「上
座部佛教」(目四萬個世)，也就是代

表佛教敦法中的前輩。

EE--種美

作者要說明的 是 ， 本 來 改 變 此
純粹研究文獻的方法學
但若因此在研 究 佛 教 峙 ， 怨 靚

9

物學)的民間信仰或思想。(參《劍

理念是否真實，端靚其能否解決問

們在人類經驗中的功能而定。(參

題而 Eq 前一道理念的價值則是由它

稱為「理想

9

橋百科》三六六頁)。

問韋伯應用一個概念

CD 臼σ2

德

類型」(一位的監門苦的)||它表示一

同內化土耳。「

了佛教教囂，則是錯用了這個研究

個特別的社會模式或過程，社會學

化標準變成人格一部分的過程。

同自變數(一

各部門所組成的複合體，而各部門

3的
) 是由互相依賴之
問體系(的咒的畔

-N
且已02)是指文
3郎一

3ω「
它也凹的)。
且也∞旦口t
一o口
vh

家用它來描述一個現象的主要特

(參《社會學》一二六一頁)。

方法。

性。例如根據韋伯的說法，資本主

2丘。E3 缸里立即「笛立即)

是一種特質或因萃，它會影響一個

它們並不

義和新數都是理想類型

9

或一個以上的因變數。應變數

而是用來確認、分

必須完成各種不同的需求，才能雄

9

類和解釋許多社會力的分析工具。

(口普mDa∞ 3門〈臼「一每一∞)是指一個或是可欲的類別
一個以上自蠻數所影響的特質或

一哎，且相當種定的角色、地位和團

0( 參《社會學》

體之結合體，它的功能在滿足社會

的基本需要
頁)。

一五四

2若
) 一種廣被接
制度(=」的冉一芷

頁)。

持整體的生存。(參《社會學》三。

間工具性概念(一

0一
2)
。此觀念可由杜威所提
芯片

C302E
2 的片「

因此，作者說宗教也是一種分類系

ZHEGg-BDO)
是指

因累。(參《社會學》上間，八凹，八
三頁)。

叫族群科學

的。 38

3)

的工具性主義(一

∞旦旦的

杏一、研究與相對於西

一詞中看出。工具性主義國司的杜威

3的HE3

方科學有關領域(例

9

主張一個

所發展出來的實用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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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醫學、天文學和動

社會人類學家的一個分斐，它調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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