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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解脫的宗教(二)

八正道

八正道包含戒、定和慧三個階段。

法門

於有情的三種特質所致。因此想

凡夫仍然陷於輪迴'是因為無知

教的看法，答案就是破除無明。

方法可以達到不執著呢?依據佛

以解脫，不受輪迴，那麼用什麼

如果去除渴愛或破除執著可

〔第一階段:持戒〕

..

要達到不執著，就必須認清萬法

得到解脫，除非能夠同時修習不

下所述)，但單只是持戒並不能

(明口自)，最起碼要受持五戒(見以

階段仰。第一階段是持戒

八正道包含戒、定和慧三個

項的道諦。

修習八正道，即四聖諦中最後一

知苦、無常與無我，佛教徒必須

只會招感痛苦。為了能充分地認

無我、諸行無常，而且了知渴愛

佛教徒必須修習八正道，即四聖諦中最後一項的道諦，

為了能充分地認知苦、無常與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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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的佛教一一

關

果，當然會往生較好的地方，但

執著，否則還是會有再生的業

這個觀點。當以佛教的方式來面

而且，緬甸的在家眾也同意

就是真正的佛教徒。

常是要全部受持的悶。

或使人行動遲緩的東西)，五戒通

及不飲酒(不喝任何妨礙神智清明

內)、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

還是會輪迴，而不是從中解脫。
對麥可(宮古巴)所提出的問

解脫，因為持戒可使人自律

在我的訪談案例中，事實上只有

題:「佛陀要求你們什麼呢?」

先說明佛教徹底不殺生的態度。

在繼續討論之前，我們必須

雖然如此，持戒還是有助於

(包耳5)或民養德行，而這也是

一如它所根源的印度教，佛教禁

(Baa)。

操，也是持戒清淨的象徵。從佛

「慈悲」是佛教最高貴的情

於「慈悲」

不在於「不害」(位同HH也
S )，而在

同於印度教的是，不殺生的精神

禁般只限於人類。然而，佛教不

物，而不是如猶太教或基督教的

般的範圍包含一切有生命的生

兩位村民回答:「奉行戒律。」

即最基本的五

的，其內容為不般生(凡有生命

五戒是每位佛弟子必須持守

。佛教因慈悲而徹底不般生

戒以及更進一步的八戒租十戒。

心，共有三種戒

佛教戒律是佛教道德的核

修學定、慧二學所必須其足的條
件。的確，即使是修禪的比丘，
理論上已達到修定的階段，持戒

仍是一位精進佛教徒必備的特
質。如同一位緬甸比丘所說:

「以戒為師，依教奉行」'此
為佛法的精髓。佛
陀認為眾生平等，
者皆不得甜，甚至連昆蟲也包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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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奉行佛法的人

••

有違「慈悲」，而且會被認為是

敦的觀點來看，奪取任何生命皆

了傳統的解釋:他們並沒有體魚，

們這種看來有違佛法的行為，提出

他住戶孤立起來(漁民自己對他

們，絕不會殺死牠們。同樣地，

人的面前，他只會用于揮走牠

蒼蠅、蚊子或其他昆蟲飛到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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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殺。所以，在緬甸幾乎找不到

蛇，他們會把蛇抓起來，然後拿

如果在院子或屋內發現一條毒

佛教徒對殺生的態度，也可

到安全的地方放生，並不會殺死

只是把魚從水裡捉出來)。

甸的屠夫都是回教徒。同樣地，

以從難以將殺蟲劑引進緬甸的事

一位佛教徒的屠夫，幾乎所有緬

也難以找到一位佛教的畜牧者，

看出來。當為了撲滅權疾運動而

而何而且

品也。

雖然畜牧者並沒有親自屠殺牲

首次引進

衛，也不得殺生，假如受到野獸

正規來說，即使是出於自

口，但是，畜養動物供屠夫宰殺

用和漁夫一樣的詭辯，也就是政

或毒蛇的攻擊，他也不會為求自

保而殺害攻擊者。就像一位受訪

UU斗時，緬甸政府採

也說不過去阱。

府並沒有殺蚊子，只是噴噴房子
而己，如果蚊子因為碰到

者所說的

同樣地，除了基督徒的獵人

外，在緬甸沒有其他人當獵人。

而死了，那麼牠們並不是被政府

願意和他或他的下一代通婚。在

種受到鄙視的職業，很少佛教徒

人願意參與噴灑的工作。假如有

意外才喪生的，但還是少有緬甸

殺死的，而是因為自己的因素或

這態度是從業力論產生的

不會去殺牠的。

就讓牠殺了我吧!我是絕對

UU 斗

而且雖然緬甸有漁民，但這是

野韓村，有兩家漁民的房子被其

..

如果那是你自己過去的惡行

稱為八戒

戚外，

同意，

面，他們也一
例如獵人、屠夫和漁民，

9

?如果可
二個月中

受持八戒。八關齋戒除了前連五

述八(

。之所以

日疋因為其中第七、八

9

血盲目且不香油塗身及

不坐臥高廣大床。十戒則是由上

所引生的業報，就應該被
殺，攻擊者只不過是業報的

，多數的僧侶也

緬甸人雖然強調無差別的慈悲，

攻擊，

之，

個
不

執行者。

擊

是公平的?因為那是業報。反

攻
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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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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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禪修艘，

面。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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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息，思;繭旬丈
除非是有意、

9

蓄意或有目的的行為，

毋庸置疑地，

並不被認為是一種美德。

和業力的報酬，
它們)

也

9

。就涅槃佛教來說，
主要是

方面會
脫遁的第一

」一

個

蘊霾噩噩藍燈噩露露噩蘊鑫噩單單

噩噩噩

畏獵頭噩矗車;

。不自覺妄語

o追
z

，因為在內心所做的不善行，

望

一一可

矛盾。

一方面

惱中，

瀰除煩惱也是真

9

不同的

都是源於這些煩惱。

A
員、

此

由

?會得到一

，而不是由

;相反地，卻是一

「愛」本身是不

「愛」。這並不表示說 9從佛教持

是由「捨」所主

真正的基督徒不同的是!|言行

(口15
月固自)

9這
) 三毒

遺比任何耳他佛教名相更常出

r、、

現，這實在不同志誇大之辭。

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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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JE

且

所見，「

」是聖道上戒學的第

更甚者，若說「
9

「恨」

，如「愛」

，那麼國「

9

緒雪也就是達到「

「愛」

然後導鼓痛苦。唯有滅除阱有情

也就和「恨」一樣會導致輪過，

生了功德

，都是負間的。因為只要產

這樣的善意?

L一

L一

佛教思想中的地位時

9

重要的是

體而言之，在評估「愛」在

才能止血輸、起，達到輔苦。

L一一

1且

悲

心中一切內外剩澈的狀態。

透過止的修習(
達到心

入第

靜、

揣一棄 時是
9

才能進
9

r-、

一一種的

「業處」(

。以下緬甸鄉村

人無法安住自心，它總是四

鑫盤盤密爾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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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道的第二
9

\.....J

,

。在佛教倫理中，「愛」只

(可息臥倒)。

(二)觀(

個層次:(一)止(

一「

巴的，所以在禪修中的第一個階

L一一

是善行的重要基礎;事實上，佛
教並不把「愛」看作是舉世通用

的重要性依序來

的街語，而是將它細分為
會就倫理
分，「愛」可分為:
並回愛

同樣是謹德的行
9

會卻因為情感上的超然，而不

這種情況下

執著，而這是解脫所感備的。

||在情緒上對自他命運都不再

段才能達到回暇接「捨」

喜別人的快樂。只有歷經這三階

,-.,

「閥、

段

,-.,

關

處攀緣，心流轉的變化椏其
最後這段引自一位仰光寺廟

不然它就會四處攀緣。

可使人達到專注，這三十八所緣

緯其中之

(或更多)來禪修，

快速。如果不管住自己的

有許多緣境現前。因此，心

走。即使在禪修中心，仍是

待在一處，它總是四處遊

心。心不可能在身體土一直

比丘禪修時必須主宰他的

來。到最後，野牛會習慣那

子後，牠便會漸漸安靜下

力掙脫。在持續掙扎好一陣

牠一定會激烈反抗，想要奮

先想用繩子縛住一頭野牛，

牛，開始並不容易。當你起

自制其心，就如繫繩於野

擇)。這額法門通常是在塚間修

式(通稱

成一概念的所緣。

所選定的所棒，這所緣最後就變

緣，直到不用眼觀，便可看到他

觀想一系列不同形狀、顏色的所

可分為五種

總是到處攀緣，制心於一處

條繩子，甚至你放了牠'牠

習，但也並不一定，其中最著名

ωSEU-a)

並不容易。即使睡著了，心

也不會跑走。當你禪修時，

的是專注於人體的「三十二部位」

的禪修大師(豆

還是活動不已，因為人會做

就像繫繩於野牛一樣，你也

的反「九孔」悶不斷地流著污穢

心，它就會到處亂跑，因此

夢，所以制心一處並不容易

會發現愈來愈容易專注。

不淨之物。(對這種修法更詳盡的

g§EBaE

泣。口，十不

二、十種觀人屍相的修定方

一、十遍寄自丘。但)，持續

最重要的事，人們

傳統的作法是以三十八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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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自心是

必須要主宰自心，

..

UM若

lES

段，每一種都有其特定的定，

長浸禪悅而忽略志取涅槃。涅槃

標的達成，因為禪修者也許寧願

目標，但最壞的可能會是防止日

般認為那就是決定一個人最後將

佛教認為修止的重要性只是在於

定和心一境性，以利於修觀和證

到達佛教天界中那一天的因素。

仙;緬甸文

藉由這樣的一種方法，使人達到
EB

雖然藉由修習上述三十八業

口叫『戶口)，包含天眼通、天耳 入涅槃。開
通、宿命通、他心通和神足通。

但E

神通(巴利文思

隨著四蟬的證得，便同時具足五

且 )Sua--3
。)禪定可分為四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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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請見閏月身昆山。

三、十種特定物，諸如佛、
法、僧或自己的身體等。

四、四無量心，將慈、悲、

喜、捨的情緒作為業處。
五、以四無色法來禪修||
即空、識、無所有、非想非非想
的狀態。

有可能得禪定，但從涅槃佛教的

還是依循《念處經》所說的四念

心一境性，緬甸人最喜歡的方法

處中的任一所緣，可以達到定和

定，因為它能削弱概念性的思

觀點來看，那不是禪修的真正和

處法(回皇宮咨仙 5)，或是「念」

有趣的是，雖然修止的結果

考，在某些情況下也可達到四禪

究竟的目標之一。理由很簡單，

(巴利文

所有這些法門都有助於修

EDm)
。禪(緬甸文 NE)是一
(』

依涅槃佛教的觀點，修定的目標

修習。基本上，那是一種可使人

緬甸文昏且心)的

種專注、安止、無量喜樂，而如

在於趣向涅槃。若修得好的話，

EF;

E述的「特別的，超
也 -EE--所
血口

專注地覺察到自己極細微的每一
ztm

禪定不過是個無關於止息輪迴的

世間的經驗」(見

個動作、念頭、感覺以及情緒的
己身體中的無常特性。

述這些導致輪迴的情緒，而不是

就稱為「三摩地」

次被導致輪迴的業力所縛。想要

滅除了它們。當離開這種定的狀

到左腳舉起來了，右腳放下去

這是種守護諸根、把持自己、滿

、水邊喊除這些情緒，必須要能從

這種完全專注或投入的狀態

了，然後觸地、踩下又舉起等。

足、棄五蓋(貪欲、瞋惠、悟眠、

「止」的修習提昇到「觀」的修

方法。因此，當走路時，會注意

藉此方法，我們便可以達到全神

掉悔、疑)的狀態。就如一位禪

(E呂立甘心)， 態時，這些情緒就回來了，又再

貫注於自己所做的事上，且放下
修大師說的

當進入三摩地，心就不再攀

態下，一個人全神專注於自己鼻

而在三摩地的狀態，這些情緒是

在面對緣境或攀緯時才會產生，

。修習「觀」'斷除對生存的渴

習。

所有的內塵外蟻。

四念處中有一種不同的方式
稱為「安般念」(數息觀，

端或腹部的呼吸。這樣細觀自己

無從生起的。然而，這種禪修本

因為貪欲、瞋毒等情緒只有

的吸氣和吐氣，可

身並不能導致涅槃，因為在進入

良心)。在靜止不動的狀

使人達到完全的專

三摩地峙，一個人只是超越了上

開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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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

0)通常譯為「內觀」

「昆轉舍那」(緬甸文，
ZF

三要義的禪修法門。循佛法要義

那是種能使人洞見佛法有關存在

或「直觀」。特別的是，昆揖舍

主

愛

•.

注，且能覺察到自

ESEZ

緣

可以直接地覺察到無我的真諦

就是般若干忠臣)或智慧的層

以進入成佛之道的最後階段，也

透過這樣的認知，一個人可

一場，便能斷除對生存的渴愛。

上不斷的生命型態，都只是徒勞

苦的真諦，就會了悟任何輪迴道

驗，而不只是認同無常、無我和

達到解脫。當確切有了這種體

||「在這種體驗中，沒有任何

次。智慧對佛教來說，是指一種

也只有在減除這種渴愛之後，一

戶。山∞
U…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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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脈絡，來分析禪修的體驗，不

可稱為『我』或『我的立;所

非常特殊的智慧，絕非知識，是

論是四念處或數息法的經驗，人

有的體驗都是無常的||「存在

個人才有可能得到解脫。因為心

過持戒的修行將它們滅除，也就

種可達到解脫的智慧，世智辯聰

每位佛弟子可說是幼承庭訓

不再有因非福德而產生的業行。

是一連串感官印象的飛逝」;沒

般地得到無常、無我和苦是有情

既然各種不同的愛是造作善業的

的染污，或造作惡行的根，巳透

存在的三要義的觀念，不過，對

根，但因為能夠不執著，所以也

並不能得到解脫，但直觀可以。

佛道的目標是減除我們那橫

這種真諦只有理知上的認同，並

就不會有因福德而生的業行。

有任何體驗可以是恆常快樂的

流的渴愛。要減除渴愛，唯

不能帶來趣，間解脫所必須的情緒

因此，去除「我」的概念，

||「萬般皆苦」。當然，這就

有認知渴愛所執著的一切，

上和行為上的改變。只有從直觀

是所有佛弟子的終極目標。

最後的結果就是苦。除了苦

也體悟一切經驗都只會招感苦，
2BB

無常、無我及苦所得的智慧才能

外，別無所有。(口

開對於佛教倫理學的擇討可參考

戒學(正語、正業和正命)，從六到八

八正道依三學來分類。從三到五是

立自論師在《清淨道論》中，首先把

未標明任何等級或相績的決第。覺

列出 7 包含聖道的八種特性，但並

如，當我提醒沙邁先生

的犯戒，來掩飾其犯戒的行為。例

稱那只是行為上的犯戒而非意念上

可忽視的詭辯，緬甸人因此常會宣

向當然，強調動機會導敢實際上不

EU 肉gm 這小趴扭。

【註釋】

於此不再對生存產生執著或貪愛

吋EEFE 但這

固定定學(正精進、正念與正定)，一和

)他曾騙我，說他一點也不懂緬甸

上」撒謊，並沒有「在心上」說

(CEE3

二是慧學(正見和正恩惟)，前二者固定

《法經》

政治時，他回答說，他只是「在嘴
《經集》

的不妄語戒。

謊。如此這般，他就不算租了佛教
戒律所作的解釋。

開雖然現代佛教徒經常討論禪修，

∞E小
M )中經文對

仰在西聽被視為是「職業罪人」的

主題仍是十分模糊不清。若不管它

就這個主題所出的書也很多，但這

(巳』盲目昆
-雷
EE--

開參考

要達到最終階段的方法和原因。

Mau。 HFBBS 山∞﹒出于

憫。去除任何情緒上的執著，就仰如《轉法輪經》所說，第四聖諦
不再有任何因福德或非福德所感
生的行為。沒有了一瞄德或非福

德，就不再有業行。沒有業行就
不再輪迴。不受後有，也就是解

脫於苦川。
總之，只有透過禪修才能獲

得解脫。就如佛陀在《大令握經》
所說，禪修是:
一乘道，淨眾生，令越憂

證涅槃。

的

屠夫，固定「最受鄙靚的階級」。
已m
。
--H
唱RJ
可山
(tF已H
H 酷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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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EaEP
鞏固﹒可﹒治工

{巳 SEhEaD叫皂白

悲，減苦惱

開阻

......

侶;或《巴英辭典》)。比翻譯問題更

(參考古自可

法。這也是某些一緬甸學者的看法

者光莊嚴門第五十七期〕民窗八十八年三月 VO 九八

鬆散且朦朧的含章，不闊的作者和

重要的是這二個觀念的關係會而權

黯然無法為上述這些歧見下定論，

2)。人類學家
口抽出油

資料提供者所使用的基本概念也不

威人士的看法也很分歧。有些人

OE

祖悶。

大敢說來，這些不同的看法是難以

(2~TEEM盔

(如ZY 自
EMMOEE認
)為「三摩地」

依《巴英辭典》

達到一動的，我個人是傾向於採用

及《巴英辭典》中的

及對兩位緬
-F)9

甸禪修大師(都是比丘二位在仰光，

要資料的來源(見

種討論，是依據說選出的主要及灰

如前所述，我對佛教禪修的一一這

解釋。

就是指達到「奢摩他」的因緣。壘

盟的母SHY，
(EB自己丹盲目申)
)「業處」

USE(2ZDD

2 冒冒即可 OEE

而非如被詢闊的

9

持相反的意見，和內

德拉大學的巴利文教揮也肉。肉。則

是指禪修的工具
雖

9

一)
樣都表示，「著摩他」是
--〔)山

緬甸人所指的禪修本身。一冉者
然繼大多數權威人士認為「奢摩他」

臻於「三膺地」的因緣。而〉

CEE9

見下

並非
(2血口們自己已且明)(參和
閱相J
吋白骨扭扭們己的口(
卻]
表宙
示門戶9
)

BSE

(扭扭自己宮)應譯為「平靜」 (2言)
或「躍默」

禪那

是「著摩他」

一位在曼德拉了兩位德國禪師、目中文德

拉大學的巴利文教揮、多位鄉間比

目標。對他們來說，「著摩他」是

修的討論，、王要的資料來源是《長

雖然巴利經典中到處可見對驛

緬甸的受訪者是

眾說紛結的情況

丘及緬甸在家居士的深入訪問。

一種定的練習，也就是達到定的方

9

把「奢摩他」認定為是過程而不是

9

OEEH 啞巴;或《巴英辭典》)。
ZMNω可
E

才是違於「三摩地」的因緣。面對
「、心專注一」

而「一三摩地」(明白出叫聲己卻是大不
相同地被註解為

萬立腳修」

戶 (2
EO 口 CHIBE 門)
EEI
叫

《巴英辭典》

(口C口口問丘吉
可OEE;

(呂立早已gp)(
在曼德拉受訪的德國僧

H BE 缸，明H
白HERE
經》(足色制 HUH
、a

部》中著名的第二十二章《大念處
禪修的個人體驗中，相當引人入勝

和切 uh
自由(3凰山)都提出他們在緬甸

水、唾液、鼻涕、關節清、尿。

脹、血、油脂、脂肪、眼淚、汗

開九孔指眼、耳、鼻孔、口、展

的情節，因早已

(32)甚至還將他

口)。二手資料來源中最重要的是

當不錯的。

。 HHBB(5 ∞﹒H
凶 Et-)的討論是相

用灰數有限;若再加以比較，

是基本資料 的 來 源 ， 但 其 使
(3uu)

們三十二部位指頭髮、體宅、指

莫屬。

地，首推之作則非閃即可戶。但(
已32)

性、體驗性和分析性來說，無擺

日式禪修的上乘之選中，就教述

卻倍顯引人注目。以英文撰寫有關

其趣，但這兩種佛教禪修的相似性

的禪修經驗做比較，雖然兩者各異

度教禪修的相似性，而是在它們的

入勝的地方，並不是在於佛教和印

EggsH)

禪那或類似的狀態(參考

吸，利用「遍」或其他所撮，導入

禪修，如觀想厭惡的東西，調節呼

(4品 agg) 非常相做。兩者都是

一階段和印度教的瑜伽修觀

開印度學者會說這種佛教禪修的第

(NEg) 道、肛門。

家強調禪修，許多西方學者對上座

間，、牙齒、皮膚、肌肉、肌腫、骨

相異處。佛教不去強調禪修的結

，戶。囡囡叩σ白『可 自已在組甸和在日本坐禪
阿D
阻〔SEN).
ZU刊個口H
自 MO

部禪修的討論，都以緬甸的禪侮為

頭、骨髓、腎臟、心鵬、肝臟、瓣

果，如禪那或神通，而把重點放在

(SEUOFh所
)作有關他個人在細甸

根據。全面性的理論探討，以閃

由於緬甸比其 他 上 座 部 佛 教 國

的禪修體驗的闡述最

膜、肺臟、牌臟、腸子、腸繫膜、

。然而，這種比較引人

E5-po

具風發性。(同上書之

證入涅槃的目標上;但在印度教，

5個

附錄)切 ZRonr(3ug 胃、排泄物、腦、膽汁、消化液、

開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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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呢?簡而言之?據他的說

-F叮叮
O 己的胡同口

必須踐行佛教室

自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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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須把它們獻給主以榮耀耐。稍

法，內觀能使人明暸外在的世界和

禪聶哥神通卻是修行的終極目標。

後我們會揖剖，在緬甸至少有些佛

自我一樣，都不是單獨地存在苦，

9

(戶已三 2) 敏銳地觀察到回國「一名

矛盾點幽團體戶居〈且

戶)而這種

教徒，恰好和印度教徒同樣地看待

只是一種假相。他辯稱，對外在世

申335

禪修所鐘鼓的禪定或神通，對他們

界的認知是自我認知的一種人造加

EEEE-

來說，禪修的目的就是為了撞得神

(參考

比丘為證涅槃

工口悶冒，為
7J
畏顯歡樂，自我關進出

除

p

一切都不存

一一這肯定是少數人的看

9

「假如五根的世界真的

9

而產生可

貪著於其中的結果。再者，如能

怕的妄想和可笑的自我幻覺，且

為對生命真相的無明

是悲傷苦惱的，那理所當然是因

中提到

在)書
闊的觀念。。且白宮(戶涅∞eMNU

法，一位練遠的佛教學者提出了相

在。當然

通。同樣地，有許多佛教徒認為禪

教義

表豈有

而

修，許多的儀式或禪修帶來最可

比體

可使人達到完全的「捨于囡

而體解了那一種韋伯(還喜叩門)在清

為不僅能明瞭「我」的不存在

9

教健身上看見的左右為難。清教徒

著的，那麼又如何能執著於不存在

且也知道根本沒有什麼是所謂存在
取而代之的壘，
9

在世間必讀買力工作?卻不能坐車
自己辛苦的成果

丘至4
9

一個世界幻相來享樂，事實上

甸本

修所得的神通是神聖的，也因此他

研教

雖然他全然地清

的器

a9

義事

貴的現世利益

主名

7
」虛無中的原子外，

端上

們聽重寺院中被傳為有神遁的禪修

〈丘 Fm

理，

是他可以隨時享受這些利益，而
他卻必須無視於它們的存在，但

戶扭

是這些在印度教來說正是無上境
L

種事。
極實

句。己的印戶口在這比丘身上觀察到矛盾， 示，洞察佛教有關存在的三特性的

界的究竟表斂。

一
靠自

者
(10)
一

不再造作新業

跑到」殆盡，也可以說

過程中

9

編者按;本文摘譯自麥爾一幅

p

史拜羅

a

所著《佛教與社會》

N
坦出心口且 hoE又叫\)
一盞盲。
(因口旦b旦

冉的-呵ι
。門
(7
間的苟同。

報應攏在這

這些業行可且被完全「贊

對現前世界的真相有所認知而且
地位輪週中解脫，因為還有過去行

體修的過程中發生了。(下期待續)

但並不能導致立即

具有相當程度的洞察力?就可以
湛的業果存在，所以可能來世中仍

的，但內觀也提供了對治一一這些一餘業

9

良心滅一切渴愛。體悟到可如果這
要受報。雖然業力法則是無從規避

』」

o

些東西終歸要永遠清夫，那麼我
們並沒有失去什麼

圳雖然達到「捨」(每白財富間)可的
以方法。就如佛教徒所說，在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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