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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緬甸人身分識別的重要因素，
佛教是評斷一切事物的標準，

9

特定背景的上座部佛教(即不特

定是泰國、緬甸或觀闊的佛教)，但

是我選擇在緬甸進行間野調查，

而且集中在上緬甸的「野饒村」

(JEm1中
)作研究。

我選擇在一個村莊的環境中，

研究佛教，不是因為我對緬甸農

村或鄉村佛教本身特別感興趣，

而是因為農村是研究宗教最可以

掌握的社會文化單位(至少在東

霧靈噩

軍霾豔盟輔盟盟盟闢蟬醋懿扭轉阻甜甜暉聶哥哲明，即扭曲扭扭叩tB攝磁輔酵體制鹽轍勵瞌睡帥敵峙團體臨倒喘鵬

在鄉村中

雖然我的興極是在一般沒有
9

的

他們一直把佛陀當作崇拜、迷戀的對象;

國野調查:
背景驢驢

時

和文化。因此，在開始這項研究

義來研究，就盛贊研究它的歷史

生的體系，而不是純粹的經典教

如果把宗教當作是一種活生

生、自廳興型的代表〕

〔農村佛教圓趕上塵器佛教活生

甸

香光書螂編譯組譯

麥爾福@史拜躍著

體觀聽聽聽麗蓮露露

上座部佛

人類學上的一個問題(二)

文化模式(不是社會模式)是單

大體情況的最小單位，它的基本

南亞是如此)，而且也是社會文化

代表性，因此，品須從其他地方

並不知道它的佛教究竟具有多少

是研究的主題，不過因為起初我

料，而且，所有可以取得的佛教

府官員和佛教學者那兒蒐集資

O。
D)
，從西化的政
仰光(閱白白惘

9

也加

文獻和第一手資料，都經過歷史

取得比較性的資料

相地理區域的比較。最後

入了以第一于資料方式故述的泰

地

、文化和世俗事務。

園、錫蘭和東南亞其他上座部佛

|l

這些資料與

所問知的。東南亞地區蛤巧有百
野鸝村有四個方面不相同

農村佛教是上座部佛教活生生、

因而，除了駐留在野錢村工

9

分之八十五的地方是農村，因而

最典型的代表，這使我那些以有

我們也許可以作佛教信仰和行持

在這些資料限制的範圖內，

得的第一手但粗淺的資料。

、錫蘭一個月中，所取

。這是我自己分別在泰

作九個月所鞭集到密集訪談的資

上緬甸一連串村莊的廣泛資料。

限資料所導出的泛論，變得比較

這主要是方法決策上幸運的巧

此外，在這期憫，我兩、週一次到

料外，另有三個月的時間在蒐集

合，而並不是以農村作為研究的

祖甸的前首都曼連那(當呂音。

鄉村和鄉

村、鄉村和都市、緬甸和非緬

日種面向的比較
於日軍連那是傳統的城市，我又特

甸?以及現代和歷史的上座部佛

，蒐集城市佛教的資料。由
EY)

基礎。

我要再
次，野聽村是這項

國

別用另外兩個月在現代化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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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地點，而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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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信度。但是我盛贊承認，

調

轍。這些比較顯示出一此一有趣的

是在繭甸的背景下研究上座部佛

法。國此，不能否認地，我主要

所有的上座部佛教中，如果之疋

在於緬甸佛教，而是廣泛存在於

1t

短地介紹這個我們取得上座部佛

數相關資料的社會，其文化背景

的大體情況(以下文句除了少許更

;:llt:;

同

原文係摘自我的論文(印在片。
9

電量且

噩蘊盤盟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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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大部分的差異將在接面的章

上座部佛

要說有什麼不同的話

敢在緬甸椒乎比喝蘭(最少在農

9

較，但是本畫一問題名為「上座部佛
」卻是合理的，因為輛甸色彩

節中說明)，但主要是細節方面的
而不是基本型憊的差異。

9

夫階層)興盛?

不同

的上座部佛教，和泰國或錫蘭的

仰光的現代佛教

(而寮國興高棉，這兩地似乎最弱，

軍士

9

上座部佛教，只有些微不間，也

一般而言

和野鸝村的佛教只有些微差別，

就不用提了)。

9

就是說在同一組主題下，只有少
許不同的變化。所以，副標體訂
為「緬甸上座部佛教的變撞」
也可以看作是「上座部佛教的歷

村

我們現在回到野轍村，並體

〕野

和傳統組甸佛教也沒有太大的出

外，野體村現行的佛教似乎是緬
甸各地佛教的典型代表。

o

我強調上座部佛教這種

史積變」

依據緬甸租非緬甸的上座部佛教

性的特質，不僅在支持我觀察所

但我還要進一步說明的是，

的比較結果，若說世界各地的上

得之結果的普遍性，也在強調

」的衰喝，不只是存

座部佛教和我在緬甸所觀察到的

相當雷悶，我相信是很公允的說

---,

種單茵茵論聲智麗種單噶鹿蘊緝省趙敏續留誼詩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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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伊甸趴叫一切M
自)。

野轎村大的有五百人，
色的香山

9

目疋9

是維繫農村經濟的主要管道。

而第凹面背靠著深藍

(EEEOCE 巴巴山

惡毒的陽光之苦，而成為最吸引

一八八五年英國佔領並統治上緬

。就另一方國而言，

，或與外界無法連繫的偏僻

是必需的)，而種植水稻則是那聲

人的去處。野鵲村就如大部分上

'叢叢林醋，使得它不受熱帶

個地區主要的經濟活動。村內有
緬甸的村落一樣，

灌溉渠道旁(灌溉系統對水稻種植

一一九戶人家，每戶都是典型的

英哩的泥路就可到蓮，而那泥路

比起下緬甸的村落，野鵲
9

外 )9直到一九四八年繭甸獨立

甸(除了日本佔領的一小段峙間

核心家庭，他們大都是從事編製

也可以銜接住聞單連那的公路。

、五

籃黨及伐木的工作。

通工具(少數富有的居民擁有腳踏

到現在，且又連那地區一直是緬甸

文化的影響。通溯至十九世紀初

村和其鄰近地區卻很少受到英國

英哩處搬來此村，但是，其他大

車)，四英哩外的公車站也讓居

傳統文化的重鎮。

雖然牛車是此地最主要的交

部分的居民都是生於斯、長於

民很方便就能到曼連那。城體的

家眩目疋晚近才從曼連那西北四十

斯，世居此村或隔壁村落的人。

長久以來，野鵲村及其鄰近

的村落就常被捲

主要市集是村民購物的地方，
內有名的佛塔則是村民儡日嬉避

和文化的變動中，特別是在曼達

λ 繭旬王朝經濟

著水

和朝拜的去處，而錢莊和未店則

'抽映時一

片水藍，稻熟時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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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的目前後一個王朝。在英國拈頡

旬各地紛紛興起反抗中央的叛

野鸝村即使在這些變置和勘亂

最早研究緬甸生活的報告而言，

府和叛軍的戰役，

我在

後，其基本社會和文化模式，和

一九五九

亂，野盤村附近就經歷了許多政
9

年為止，野盤村本身就陸續被一間

的並無多大改變。

一至六三年間所見到

支叛軍估領晶。

水稻栽種仍是基本的經濟租

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長期的

甸作研究，所以我的記錄不包括

一九六二年起，學者就無法在緬

有村旺長老會議，村中所蠶生的

生，而非世聾的職位。另外，

一一直

軍軍霞噩噩噩雷爾蘭揮軍輯鵬向呵軸瞌睡輛呻國揖醋珊臨睡扭捏輯醋揮揮串串屬廓爾哥爾盟盧雷聶哥噩輛輛軍矗祖目申吋昕

上緬甸之前，野籬村就感須為王

朝奉獻許多勞役。英國統拾後
野驢村的飽受騙甸最後一位國王
4EE 司)流亡

村裡有些男人和女
9

生存活動;核心家庭和其他村

事實上

人曾經短期間加入販亂團體。最

緊張和勘亂，這種情況一直延續

解決，而不是由政府的法院或地

爭執，大部分都帶到長老會議中

相較於早期，正確地說，就

發生在那以後的變化。

經歷到殘酷的統治。獨立後，騙岫

到現在，日本佔領時，此村直接

長掌理，不過村長改由選舉產

雖然在日本佔領甜的五十年間，

9

內、付外的家庭，藉著雙方親屬

躁
闢

近一次種擊村落的動亂是一九六

的

村民和英國統治者的接觸極少，

動

闢係連結在一起，這些的是基本

轟

三年的政變，現存的軍政府推翻

亂

但他們卻實際感受到英國政府的

和

的社會單位-'村莊還是繼積由村

的(

了文人政府，從此以後，繭甸政

叛

好處，至少回憶起英國的統抬

引帝

府採取嚴苛的排外政策。國此

發實

時，還是心懷尊崇租感激的。

得|

一吉、祭典與前廳、佛教節目與神

(早已明)之前，都沒有出現在緬

(2FEG

泣的的

方首長們出國解決。佛教仍是村

-3)。在緬甸部族

(OO
益。∞

叩間的)

明確證據

甸

間 EB

一般緬甸村落社會文化生活的主

聾的號靶，這些都還是野蟻村以及

9

中唯一嚴重要的文化力量，也是

社會結合最重要的基礎

軸，而且也由於這一此一面動，使得

乘性質，一宜到十一世紀，

9

而且就歷

然而它在緬甸還是很快
9

和文化角色。

史冊 一t間，扮誼著非常重要的社會

地就種下深廣的根基

的教浩

衰落，有時何必須從錫蘭引入正統

史中，常國憎團純淨度的減還而

雖然在早期上陸部佛教的歷

為部的王軍的官方宗教。

部佛教才成為以帕岡(可但怕自己

9

早期佛教屬於大

這些村落得以秩序井然。

國查:

音ß

設會討論到這

ZZ

從古至今，與佛教並存的是

一種重要的神靈宗教(每
，以及巫術、法術、占
EGHB)

所說的，是研究佛教在一個它佔

研究緬甸的佛教就如我前面

佛教的背景

ω百「。這∞∞)。在科技方

星術和其他神祕現象等的信仰行
持(見
面?村裡也幾乎沒有任何改變，
它沒有收音機、牽引機和電力，

佛教起總於國元前六世紀的

有主流地位的社會中的情況。

力。從過去宜到現

印度仰，但直到西元五世紀，佛
較集中在當時的古印都疵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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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家常開話與傳

在，農事與傳宗接

所有工作不是靠人力，就是靠牛

盛

關心理學、哲學、科學和道德的

中佔了很明顯的篇幅，特別是有

例如外來的巴利語字彙在緬甸語

度的影響，這種說法並不誇張。

的緬甸文化多少受到佛教某種程

的緬甸建築'也都是佛教的建築

趣、讓人印象深刻且較獨其特色

主題或教理。同樣地，令人感興

材自佛教，或代表著佛教的某種

乎所有緬甸雕刻和繪畫，都是取

佛教，就令人難以想像，而且幾

物(如佛塔、僧院等)。

緬甸民間故事的起源，或形成緬

僅在緬甸人人熟知，有些更成為

在未成佛前各世因韓的故事，不

生經》(回 ZE) ，這種記述佛陀

文化就如歐洲文化除卻基督教一

念都來自佛教。除卻佛教，緬甸

理和天文等觀念，及其他許多觀

群、社會、語法、君王體制、地

實在不勝枚舉。傳統緬甸對人

事實上，受影響的文化事物

甸戲劇文學的主要內容，甚至成

般，極為貧乏。

當然，如果緬甸藝術沒有了

為緬甸傳統戲劇的標準戲碼俏。

都是受到佛教的影響，例如《本

緬甸文學作品的內容，主要

名詞。

香光莊嚴【第五十五期】民圓八十七年九月
VO 九六

〔佛教主導緬甸的文化〕
上座部佛教在現代緬甸的重
要性絕不亞於過往，所以，第五
屆及第六屆佛教結集大會，分別
於一八七一年及一九五四年在緬
甸舉行.，而且十九世紀由緬甸所
發展出來的禪修法門，也廣為世
界各地的上座部佛教所據用。英

國統治緬甸時，雖然廢除了佛教
的國教地位，但是在整個殖民時
期，佛教仍然保持全盛的力量，
獨立之後，它繼續成為主導緬甸

社會文化和個人的力量。
在文化方面，如果說各層面

〔佛教在糊糊旬
λ 生講中的靈要
性〕
當然，宗教可能在文化層面
，而在人民

個人的生活中卻無足輕重，但是
個旬卻非如此。

的重要性可由下列幾件事情看

都將在以後的章節裡詳加論述，
此處我要提及另外的三件事情，

雖然它們都不會在後面的章節加

9

以探討，但它們卻和其他狀況

樣重要

。佛教是緬甸 λ 身份鸝別的
重要因蠶
首先盛須強調的是，佛教是
緬甸人身分識闊的重要因素，至

出:有非常高比例的家庭，時收
入捐獻給佛教

少對緬甸村民而昔日，

甸人就何必績是佛教徒，非佛教徒

-9

入憎團而且受到高度尊崇;大最
的時間和精力致力於以佛教為自

的緬甸人多半會被看成是非緬甸

視他對佛教虔倍的

定佛教為國教的全國辯論中，緬

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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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等。這些狀況

一年是否訂

的的活動;政治人物要成功?需

個

緬

宗教，

佛教的緬甸人，

。不信奉

佛教作為國教，因為基本上非佛

教徒不算是真正的緬甸人。

都被叫視為邊韓人，即使他們在緬

角色，他們仍然被認為不完全屬

於這個社會，而他們(最少我所

知道的那些人)也知道叫別人的想

法，他們無一例外地都有身分認

大部分緬甸非佛教徒的社會

同上的困難。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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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恤腳地位，因為他們種族的邊轉

9

步都必

為該決定是出於他的基督教價值

須痛苦地檢視，是否會被人們認

(1
「0
萬口回冒出均已問昂的叩門)

「他不是緬甸人

赫、最具影響力的人之一，他告

。另一位基督徒是緬甸最顯

這位鎮公所主任不僅是緬甸

訴我，即使他已經是內閣間員和

官員，而且也是搬進的愛國主義

的內心要條件，而且可能是唯一的

將軍們的親信及顧問，

族裔，也是緬甸政府的官員，他

他是基督徒」。

立即反應是

性(立宮間的自己怕自皂丹田)而雪就
上不是持這種看怯峙，我得到的
加霜。如前所講，就種族而言，
大部分非佛教徒的種族，也不是

鱷甸胺督，印度教徒租回教徒大

、欽族

問危機。對這此一交若和耳他一般

重要因素?

血和卡倫族閃缸片由自)等問。但有者，但這些都無助於他的身分認

丁小部分排佛教徒(通常是基督

緬甸人而言，緬甸人的特質就是

被用來當作政治武器，這是相當

0
臼、冉
的)
山，
A也向山a

為奇了。歷史學家們主張(。盡可

運動中國而深受牽連，

徒)卻是緬甸族脅。但是他們的

也深刻地了解並察覺到自己的邊

就鎮公所主任本身而且一日，他

任，算不上是完全的緬甸人。

，而身為基督徒的鎮公所主

艾老們告訴我「所有的緬
9

」都贊間兩黨政治(這種說
法並不正確)，當我反駁說他們的

村落

邊轉性也是相同的，譬如在某一

BB

部落族群(

(由自自由片間)和大多數基督徒則為是一般農民所能接觸到最高帽的

多是印度族青;泛一神論者

..

政治武器，這不是因為權力鬥爭

法。如果佛教被緬甸人用來作為

題，這種推論卻是一種誤導的說

並不是說村民都是佛學專家，其

理，或借用來批評他人行為。這

被用來引證某人行為是否合乎義

更具體而明確地說，佛經常

得涅槃?不一定。有個獵人，深

又如是否必須先受戒才能證

得以逃脫。

合了其他陷入網中的鴿子，終於

記載，佛陀前世是一隻鴿子，聯

團結好嗎?好!因為《本生經》

的緯故，而是因為佛教從古至今

實大部分村民，除了曾在佛學院

深懺悔蔽鹿之罪，佛陀因他的懺

教作為最後的審斷。

就是他們民族認同最重要的象徵

學過的少許經文外阱，他們所熟

真實的。然而，由於過度簡化問

和要素。

悔就度他入僧圈。

或辯護某種立場，單只《本生經》

乎道德義理，或提出一種看法，

生的小雞最強壯，因為在蛋中它

陀前世(未來佛)曾說:最後出

袖的障礙?不會!正好相反。佛

又如年輕是否會成為政治領

就經常被用來作為最終的依據。

牲是否有限度?沒有!人應當發

又如一個人為他人所作的犧

受到慈母最長時間的照顧。

例如派系主義好嗎?不好!

錄，摘錄一些案例。

且讓我從研究過程中所記下的紀

然而，只要必須判定是否合

悉的主要是《本生經》。

。佛教是評斷一切的標準
第二種度量佛教在緬甸人生
活中重要性的準繩，是它在緬甸
社會的規範性角色。至少在鄉村

理念和行為都以佛

準，所有的價值、

中，佛教是評斷一切事物的標

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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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生是一位國王時，他將雙眼給

願有如未來佛般的大犧牲，佛陀

例子。」(仰光國家日報立了。

的，這在《本生經》中有許多的

己的事情來達成比較崇高的日

家而言，這點自然是意外的收

度!對有興趣研究佛教的人類學

的程度幾乎到達無以自拔的程

香光莊嚴【第五十五期】民國八十七年九丹 V-oo

一位盲者，使此人能重見光明。

月二十四)。他隨後談起世尊在成

賞。丘。。2
。]Z息。

且更重要的是，佛教經常是朋友

有關佛教信仰及行持的訪談，而

穫。村民們不僅樂於接受長時間
，一九六一年五

還需要加以補充的是，不是只有

佛前的某一世是一隻螃蟹，它殺

相聚閒聊的主要話題。

2

單純的農夫才使用佛經作為文化

了烏鴉和蛇，以防止牠們睬食某

在進行到下一個項目之前，

或道德的仲裁者，總理也可能和

意思，因為不管是什麼談論的題

德」、「僧團」及「佛陀」等的

們談論「業」、「涅槃」、「功

筆者每個晚上都會聽到村民

切程度的基準。

量緬甸人對佛教及其相關事物關

村佛教的主要資料來源，也是度

對筆者而昔日，這些談話是鄉

個婆羅門的眼睛悶。

作崇拜、迷戀的對象，而且迷戀

性的指標是，他們一直把佛陀當

人(最少在鄉村階層)生活中重要

第三種度量佛教在一般緬甸

的主要話題

。佛教經常是閉友相緊閉聊

農夫一樣，經常在比較重大的事
件上引用佛經來佐證。

譬如在政府執行屠殺叛軍、

(dzg)

槍斃犯人、頒發屠牛及釀酒的執
照等政策時，總理烏努

說:「佛陀不會喜歡這些作法，
我自己也不會這麼做。」然而，

他辯解道:「有時必須做些不得

材，不可避免地總會觸及一

前剛剛
4
-K

們三

間早 h帆
UL9
一一一撞騙朗的談論，大都既不深入

也不是來，目真正的信

9

今心。

論

敦的觀念。有時候這種談論似乎

無有止境
那些被人們熱熱辯論的教義，

回虫，但是這一並沒有因此降低佛教

9

對閻明輛何人性格十分重

「空談」的佛學討

(女人只有偶爾才參加這種聚會)熱

論者不僅沒有深信這些教哩，也

在繭甸的重要性。因為即使是

有次我聆聽

烈地討論佛教直到凌晨一點，早

沒有去實踐它。以交換意見的觀

「空談」'所討論的也是佛教的內

9

上九點我在相同地點遇見相同一

點來看，許多的談論，只是「空

容，在此感須強調的是

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談論。

同樣的觀念可從一開始就一

而且聽乎每個人都贊同

的主題

9

9

批人，他們又聚在一起繼績談論

說」(出自己而已。
，我隨同一批村

從

9

談論，而始終沒有加入新觀念。

例如，禪修就是經常被談論

相同的話題。
另外有一

民到另外一一個村落審加會議

只有經由禪修才能達到涅槃'但

真的!我不只一次驚訝地聽

9

，而且幾乎字字

而這教義、正是他前一個晚上

是從來就沒有人真正去禪修，國
至庄

義

YHS3

七點揖達到十一點會議正式開始
'村民談論的唯一話題就是佛

為他們說沒有時間-禪必了但是，

會議結束後相

9

教

他們卻有充足的時間去談論它，
如果花在談論禪修的時間能用來

間的話題又繼續聊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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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相同

有何必要措連一下我們所得資料的

會大體情況及宗教背景之後，尚

必須尋找答案
何必須解決的困難、 N

提供了甘心續加以探討的新概念、

的似是而非的議論。為了能抽絲

的問題，以及品須加以多回探究

一如我們的預期般，我們所

有關佛
9

們採用了以下三

獲得的資料有高度、多樣的輸血盟( 制繭抽得到這些相闊的資料，
性。根據學與性的觀察

一戶

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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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的問伴就像第一次

9

聽到一般，還是聽得津津有味。
後來我了解內情之後，就比
較不驚訝了。緬甸人不僅對佛教

感到厭

教義感興趣(所以他們可以一再聆
聽相同的道理，而不

教在家信徒方面的資料，是取日

首先，

度，以及他們的實踐態度。基本

年佛教徒的信仰租行持，

者。這計劃是設計來收集有闢成

並挑選其他附近村莊的資料提供

人家都按計劃安排廣泛的訪談，

\..J

煩)，他們也以能體解並解說佛

到的談論，當然還包括筆者在進

教教義為榮。就此而且一日，這又是 舉行儀軌、參 J
加慶典法會及旁聽
另一個顯示佛教在緬甸鄉村中，

行儀式法會中及眾人辨論中，所

一個活生生的宗教具體形象，

的內容，這些資料不僅提供筆者

這峙百常的宗教儀式或人們談論

，主要的資的村來源，就是觀察

間的數以百計的問題。對筆者而

極度重要的指標。

m
側野調查;研究
主題與數轉資料
在簡短說明進行本研究的社

噩噩

'"

團

上，這些訪談通常都是以兩個段
作為訪談的對象。

間加入僧圖(作沙彌)，其中兩人

要。這方面是用比較不廣泛的訪

成人的佛教信仰，就顯得十分重

同的時期。因此，研究從孩童到

他們的信仰成份仍取自於生命不

必須在每一世代有所更新，而且

由於文化所建構的信仰體系

佈的大概輪廓。

信仰和實踐態度的範圍，以及分

束。這個步驟提供了鄉村中佛教

家的成員可以隨意進出不受拘

識，並且虔誠信仰佛教，對佛教

主要是因為他們有廣泛的佛教知

歲之間的成年人。會選擇他們，

的小組，他們大都是三十至五十

對象。這些人倒不能成為代表性

十五個村民為小組，作為訪談的

談計劃，分成二到三個段落，以

題，我們設計了一套密集式的訪

題)。為了深入探討這二個問

佛教比大多數宗教擁有更多的問

許多哲學和邏輯上的問題(或許

是最具學養的佛教徒，也是規範

個面向而己，由於出家法師可能

居士佛教只是我們研究的

般在家信徒中可能更為明顯。

種偏離規範性佛教的情形，在一

義，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這

錯解某些教義，或排拒某些教

知道某些規範性佛教的觀念，或

最有教養的佛教徒，如果他們不

，他們是村中最博學、
ZB-m)

「在家居士的典範」 (Egz口ES

在本書中，這些人被稱為

已真正出家受戒。

談計劃，以二十位

哲學和玄學特別感興趣。他們都

性佛教的代言人，所以我想比較

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樣，也有

七歲至十二歲，隨

在佛學院上過學，都曾有一段時

落來進行，在訪談當中，這戶人

機抽檢的男女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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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和一般在家居士

的對象，雖然我個人認為這一些足

自上鱷甸的僧侶，作為密集訪談

官員們。

袖。最後

V-O 四

悶。再者，從佛教的眼光來看，

訪談曼連那宗教部的

9

，在處理這些數

討論的問題(

百分之百的確定。這些人受到和

9

(」F「
OBSF
的

闢稱]門KFZ 情況則是將所蒐集到的數據資
y

還接受了一

據時，有時引生山山在這些章節所

同樣密集的訪談

早已

虛偏命題(如我先前指出的現存的

現許多原先設定要研究的問題是

在研究的初期，我就已經發

〔研究的間撞開在〕

料，用來處理最初引起我這項目
(同
OBCFmH問
GF)
另外蒐集他們出家
9

訪談回安連那和仰光三
9

obgl

盟。其己的領

個「政憎」協會主寄自由的
位。白血。內

);另外?有的

「在家居士的典範」那一小組人

這些就是往後幾章所描述和
，但我倒不敢

所以

國的佛教」

僧侶是佛教團體中的楷範

何必要的。
為了研究「
(自ODE 泣的閱己已 aFZB)
，
用了如下許多步驟。首先，在一

，我斷斷續續地每次數小時
至數目不等，

一位全部來

、回罣連那、仰光等佛寺

其次，非正式訪談大約五十

的僧侶。
皆空二，

lt]

可阻

醋的闡明嘲飽飽珊瑚睡輔遍關阻隔四四周門向由如何有

警鐘錢鐘聲鵲扭扭鹽瞳窩棚僅僅鐘經蝴鵬當鐘鵬總撞泣缸扭扭曲曲."，扭扭軸已

9

個

佛教和規範性佛教，兩者非常不

同)，因此多

現在也可以簡略

9

?軒抖抖

二種信仰體系的

，也

除了上面這一組有闢規範性

問題。
一組問題中的兩

9

導引出什麼樣的社會租文

想了解它的功能租反功能間。

另

9

出世規範下的僧侶們。

被認為是生活在)憎院制度這種

何會如此尊敬這些生活在(至少

解憎院制度

了如果有的話，

背景、經驗和個性有何不同?闢

身，我想知道他們和在家弟子的

制度有關。

後

大體而言，我們可以說，本

育

的問題。雖然這些同體接面章節
都會詳加處理

9

它是由最初發現經典佛教和

有一組問題我前面已經提

地說明。

過
現存佛教並排一致所追成的。首
先，既然有些規範性的佛教教義

個教義上的問題特別感興趣。第
-9什麼樣的條件造成這些教義

的內化?也就是為何組甸人會信

仰這些教義?第二

一些被接一受?其

受到信徒排拒，那為什麼只有某

此一頭排拒，
次，
佛教與現行佛教問

仰中

從他們的信

的差距?第三了為

化?以專業名詞來說，一方面我

9

何某些他們口頭上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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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且

最

佛教，如何受到緬甸社會及緬甸

組是嘗試說明緬甸的在家及僧團

書所研究的主要有兩組問題。一

論家本身也有充足的資料，評估

需要的詳盡資料，而且讀者和評

者能接觸到理論和比較研究上所

識，然後使理論學者和比較研究

(下期待續)

須透過特殊的案例來看它們。

被改變成空洞的抽象觀念，就必

同樣必要地，如果普遍情況要不

此特殊案例上看出普遍的情況﹒'

六

人格特徵的影響(以此組作為研

我們的詮釋和結論。對這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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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上的自變數〉;另一組則是以

責任而言，我相信寧可失之於繁

仰儘管佛教根源於印度，而且它的

【註】

發掘佛教對緬甸文化及社會的影

瑣詳蠢，也不宜太過簡略。

印度副教者在緬甸也獲得如同上帝

回『OS 由3)

般的禮敬(加上緬甸史最普遍的精囊信

03

寫作格式的想法是方法學上的考

也喜

仰|坦格巴雍(→

實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是廢史上很

對猶太人所謀取的態度一般，兩者

潰的角色，以及基督教徒在歷史上

如耶穌基督在基督教徒、心目中所掛

卻是最被輕視的種脹。這種情形就

22

量。以筆者而言，我從未能讀完

兄弟，也是印度人)，但印度人在緬甸

殊案例變得有意義，就必須能在

認為實在沒有意義。假如要使特

其枯燥乏味，單是事實敘述，我

理論問題無闕，我發現姑且不論

一份純敘述性的專業論文，這和

第二個左右我決定這種詳細

響(以此組作為研究上的應變
數)。

〔分析資料的立場〕
首先，我認為人類學家有責
任在我們能力所及的範圈內，將

民族誌上的記錄整理妥當。因
此，使區域專家能在不足之處，
補上他們對該區域的描述性知

諷刺的事件之一

集措認為是「在緬甸，最有名、自取

由圖書一的情境，一讓受試者在編造拉
事時

是由瑞士精神病學家羅夏克於一九

羅夏克測驗是晃一種投射測驗

9

不知不覺地將個人體輯在內

多人研究或最常被使用者于是可缺

心中的問題流露出來。

開緬甸歷史文化研究的前輩萬鞏固
理解的事。(目。告益。也圍已

Enm) 教授說:

陸斯

的例烏魯總統從這些故事所選出的道
理，是要說明政治措施常常不能臥

二 0 年所發展出來的。利用黑白及

(GCEg

「說轎甸半樹的藝術和文學是奠基於

宗教的標準來判斷，因為許多政府

彩色墨潰所顯示出的圓形

ECO

必須採散的措施是為了世俗的考

者觀看，並說出其觀看的反應或特

一九三三年全國 普 查 時 ， 基 督 教

9

9

向反功能(身的 EEHEO2
，)
意指此一一

9

一一這些一模式會使社會體系瓦解。

社會模式所具有的負圖聶還化的後
果

ω 訂一O
「

所著《佛教與社會》

(編者按)本文摘譯自麥爾一晴圓史拜羅
(室。一
『立而
O「

3位

ωo口一。否)

(由ca丘吉的主必

種噩噩暨噩盞矗噩讀盡量

軍噩盔品

《本生經》並不為過。」〈「

量。當然，有時烏魯總結也會以京

殊印象，施測者價由此判斷受試者

品也白。
ω一CM)

的人口(大部分是浸信會教友)是二十

教標準為自己的政治措臨辯護，而

一諾曼試

一一一萬一千人;而一九五三年政府非

的性格。

9

在那些事例中，他也很容易找到

(→王一片仿「
《本生經》的故事來支持他的立場。
門譯註〕
叫主題統覺潮驗是一種投射測驗
由美國、心理學家莫瑞(工圖〉 z豆豆

o

本湖臨的目的是想藉

VOB 莖 oag 於一九
可)與摩根(門
E

三五年編製

-O七

E

正式的統計，印度國教徒加起來的
人口大約是八十萬人。
ω-∞
4品斗∞∞)
司也叫

因此後來的主

而
7

附在籠菌的章節中，我們會看到大
部分的經典禮用來作為護身符

且蕃本上，由於這些一

B

經典 都 是 引 自 《 長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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