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軍事前軍輯錯缸i'a.

一種接近解脫的宗教(二)

價

以「涅槃佛教」來說，若輪

||他的涅槃觀與對輪迴的評

態度很明顯地取決於兩個條件

存在的止息，那麼，人們對它的

現意謂著(不管其意義為何〉輪迴

中是個模糊的概念，而且它的實

因為「涅槃」在規範性佛教

涅槃概念的轉移

對快樂的評價上。

求，就建立在他對輪迫與涅槃相

況)，那麼，人們對涅槃的渴

是高度快樂的(如同在緬甸的情

少有某種形式的輪迴存在被認為

成為最可意的目標。然而，若至

止息，那麼，涅槃在邏輯上就會

其他的意義)被認為是「苦」的

狀態，同時若涅槃(不論它還有

迴的存在被視為絕對的「苦」的

以涅槃為追求目標的人，則把涅槃當成某種更高級的天堂。

認為涅槃是完全止息的人，並不把它當作渴求的目標;

大部分緬甸人看待涅槃的態度，基本上就可分為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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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力的佛教一

因為大部分的繭何人拒絕佛
「苦」的教義，於是看待涅槃

」為普遍的信愈

這論點在佛教徒身上間直找不到

9

支持。

(如果曾經有這

的態度，基本上就可分為兩種

。而在緬
，大部分認為「涅槃是止息」
的人，根本不想成就它，對他們
輸組比涅槃好得多，
9

9

緬甸人並非是唯一認

比止息再生好得多例。

9

所有我們的證據都顯

為快樂的來生優於涅槃'的上座部

香光莊嚴門第六十期〕民國八十八年 T 二月 wv-O
七

即以「謹求不死」、

」，但只有非常少數的

樣的概今已早已放棄涅槃是「完

9

已「

|那些認為涅驅車完全止息的
人，並不把它當作揭求的目標;
而那些以涅槃為追求目標的人

已將它的意義轉化為一種極快樂

?某種更高級的天堂。現
在我們就來探討這兩種體度。
、自」

感」信仰的一位證'

的支持者引用為所謂「

r-\

?這種偏好在上座部世界，中處

卻也是任何地方佛教徒
9

的典型(至今他們仍被如此描
述了

一般的泰國人從

自尋煩惱，甚至連提都不提

它，他們相信戒行會得到升

天堂(切但還自)的善報?所

以只說天堂而不提涅槃。泰

國人會告訴你佛陀己般涅

將朮，但對他自己來說，他的

眼中只有天堂。有學問的人

恆的天

人會認為這個天堂就是帝釋的

天界||一個非

頭蠢蠢噩噩盤竊喜撞撞噩撞車

與動機溫情，或成為動機的基

。佛教徒唯一合法的目標是涅

槃;宗教行為唯一合法的動機是

期望成就涅槃。如一位村民說:

若是由想投生到更好的住所

而發出的行為，那麼即使是

成就涅槃，其他都是不善

宗教行為的唯一動機必須是

「布施」都是不好的'，任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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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所激發。他們確實也會加上

布施與持藏將導向更好的來生，

到的，這同樣的態度在古蒲甘時
代 (2 的拉出)間，也就是緬甸佛

戶手，而一般的泰國人並不考
處天堂是否永恆，它至少是

即生於人或天界中。但是(他們

不時從僧侶(及其他人)那兒聽
到的祈顱，也就是說，所有的宗
教行為都應該由粗心證入涅槃的朋

也會提醒)這些行為的結果不應

教歷史初期就有了。

拒絕以其為目標的緬甸人，將陷

那些認為「涅槃是止息」並

十分符合他期望的地方。

」，而涅

結尾，虔誠的繭甸人時常重禮道

禱文都以「願我入涅槃」的期望

一步嘴說，所有佛教的祈

槃是至善。

導的，都說生命是「

蠢，不論是經文記載或僧侶所教

入嚴重的衝突中。

個他不認為有什麼缺點，且

個長期轉生的快樂地方，是

F

(〉Eσm罔聞仲叩E門JY同UHHHi
口)

我們要注意的是，
槃的態度並非是現代化、西化、

都市化或任何你所認為的產物。
以上所措璋的是一百年前泰國的
情況，普塞爾與桑德斯古巴民間

得
9

切自己口普及這早已斗)憑著廣泛地訪
談許多基督教傳教士的基礎

，如我們將看

讓撞撞盤盤盤蠶蠱鐘撞車車

軍蘊蘊露聲墜露藍藍

出繭旬在五十多年前也有相同情
況的報告。

的

另一人則說
虔誠的人只祈求涅槃

不會

-9

為富有或生到其他的住所而

祈禱。如果祈求這些，他們
就不虔誠。

因此，每位組甸人都已學會

使用這種涅槃佛教的修辭模式，
而許多緬甸人也已充分內化這個
目標，並會對他們源自於非涅槃

9

他們對涅槃的渴望只不過是

動機的佛教行持感到罪惡悶。
而

傳統辭彙的表達，而並非個人的
心願。事實上這確
實如此，因為許多

緬甸人已失去了比丘與其他人所
即希求涅槃

槃前非生為富人。然而，因為他

之前說過涅槃意指「完全的止

|li

強調的組槃理想

「息滅」會

屑一種特別的

9

自心」9

吸引他?他笑了

是佛教行為唯一的正確動機。
這的確如此，因為人們所要

騙甸式尷趟笑容，並壓低了聲音

告訴我，事實上他比較喜歡富有

功德的結果(更好的來

生)，但他們被警告說這是不正

的來生

9

但他似乎不應該承認這

確的動機。不管動機正確與否，

項偏好?因為如果公開承認這件
因為

緬甸人還是不想遍求涅槃

事，他就會被人稱為「邪惡的人

9

涅槃若意指存在的自心滅，對當中

的語氣來談論涅槃，他說:「真

，在規範性關冊 (FE冒Eocu
」)
。他接著以
望與個人希望的樹突憫，產生了

1.

9

』 (σ 自 l

是不了解

喝望可
極為痛苦的矛盾。

的很難理解
FHBE真
U)

而且非常、非常難以接受。」問

FB 自皂白

中)強烈地表達了出來，當他回

當騙甸人表連這種異端的看

這點野體村村長(在其他人

答我的問題時，他說比較喜歡涅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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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單單單鸝聶聶聶矗鸝

的

此時，在我因所做的大善行

香光莊嚴門第六十期〕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 7 二。

一個好的佛教徒會感

我將因壯大的隨從、名氣與

而入涅槃之前

論我生在何處?願我充滿神

9

到罪惡與尷路，他們大部分會接

人，而且比其他所有的人更

聖的恩寵、悉，愛、信心、虔

法時

著說希望有個快樂的東生，並不

快樂。或者化作精靈，顧我

誠、智慧等，不知道任何的

光彩的成就而神采飛揚。不

表示組對不要涅槃。

多采多姿，擁有比其他精靈

痛苦。在我嚐到、享受到這

願我來世為

只是短時間內希望獲得來生的快

更眩目的光明與殊勝的美

9

樂會若擁有之後，就會想趣入涅

種種精靈的快樂之際，當神

只

9

疾病?擁有可人的

一麗。更特別的是，願我長

槃了。他們並沒有把祖涅槃

(2.

聖的解脫法則召喚聖潔的果

斯汀

各呵，

不過是像

實成熟之時

9

我終將進入平
膚色、悅耳的聲音與美麗的

靜、幸福的涅槃。(因詛咒

」這件事

Em己的官自己處理「

外表，願我為所有的人、精

〔涅盤什廳都還有，那誰要運

山m山明)
H。扒
F
內U
山H

一般?不過是想起後罷了。

靈所喜愛與尊敬。金、銀、
寶石、珊瑚、珍珠等無生命

然而，某些緬甸人甚至不為

電露露瑟發

這種態度很明顯地，與他們
聽乎十世紀前古語甘時代的祖先

家、馬種種活著的
的寶貝

-7

表現類似。下面的碑銘(還有許

寶藏

願我擁有很多很
多頭似者)記載著一位祈願者行

多。連著我的力量與榮耀，

li

甘南口後的禱辭﹒.

]

一位政府工程

涅槃的教說尋找藉口，就直截了

ea

當地否定了它。
師所說

沒有動作的地方

9

涅槃不適合我。涅槃指的是
沒有動作

就沒有行為，那我會覺得很
無聊。

另一位受訪者是商人，與前
他一一這麼

9

在涅槃」捏，既沒有身體，也

沒有靈魂，什麼都
沒有，那誰要涅

既然大部分闢涅槃為止息的

談中，「涅槃」的目應佔多數的

根據我的判斷，在正式的訪

一帥，而拒絕了它，那麼須特別注

回答，受訪者會認為「涅槃」將

血廿一一一日辭上的壓力，暗示了以上的

一是規範性

意的是:當直接地問他們，

是多數人的答案。事實上，若考

原因至少有兩個﹒.

我依照一個佛教語說的計劃表來

而是一種

9

至更幸繭的狀態。對那些相涅槃

極快樂的狀態，類似色界夫或甚

人並不視涅槃為止息

響調查結果的因素是，許多輛甸

如我們所了解的，第二

百分之五十六的女性喝望涅槃。

力，只有百分之七十三的男性和

有我們想像的多。若不管這些壓

慮這些壓力，這回應的種組並沒

談時(實際的生活〉的表

因為抽樣的回答似乎與非訪

是「涅槃」(見表一)。

(野驢村的家長)回應

間「你期望的來世是什麼」時，

?也就是來世成為富人或天

緬甸人，都求助於一個世俗的目

矛

世盟軍什麼?」

盾，我們有何必要再進一步地討

〔「你嘲

門一融融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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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

論

一樣是仰光的居民
說

可磁欒噩蘊懿盤驅讓路忍讓觀頭懿證盤磁讓蠶歡發激發噩噩盤盤盤盤盤盤盤盤盤盤盤盤遨密團

很明顯地可以看到，對於男性來

間與天一鵬等，囊括了男性主要的

投生為戶口國人、明咒師(

7

為天堂般的超級樂園的人來說，

說，成就某種物質快樂的主暉，

OO

一句J

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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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訪談的回應就完全與他們在非

回應。除了「成佛」以外，其他

f曾侶

。

幾乎遍及他們所有的人。因此，

富有的女性

訪談時所表達的救世期望一

聖者(有學)

對表示渴望涅槃的

仇unvnu

31137loo-mm

富有的男性

時

不知道

大部分受訪者來說，他

不入地獄

數個 UH322
總 ll

天人

們確實將「涅槃」視為

富有

某種超級的天堂，可從

ti1ι1inu

與今世相同

主』 36000610027loo-f
如小EHA悼詞且呵/

女

旬弓，但句句?自

男 '11.

表一的內在證據中找到

句37

展U工/商

-AOO

f弗陀

曬灑語單單自

盤盤懿磁繼麓綴鞍盤盤盤盤聽盤盤鑫單鐘也唾盤盤盤證盤盤噩靈童

d廿一

明咒師

、女性在

希望

支持。

9

涅槃

回應上有明顯的差異
我們就依性別來個別地
探討他們的回應。

而探討表一中第一選擇

以下的其他答案，我們

i 衷一]

野鸝村民對「你來世希望成為什

麼? J 的目醬。

〔第一選擇〕

與今世相同

不知道

富有的女性

的回答也都屬於投生到
介/目前且一句/

明咒師

物質享樂的範園中(

f弗陀

然強度比較低)。

說，不以涅槃為第一選
的男

農/工/商

一句JU

一抖

的，他們的第二選擇全國顯現出

大地增加了。如同圖表所顯示

聖者(有學)

擇的百分之九

男中生

性，由對來生

天人

男

涅槃

性 WM53222loooooo

僧侶

當審查他們的第二選擇時，

富有的男性

追求~口子樂的目標。因此，得出第

讀畢露鐘醬醋露頭聽鐘頭鷗驅車輪轍讓富麗噩噩臨聶蠹草草

647596
742274oooo
富有

中，投射出一種追求享

希望

樂的目標。若是如此，

〔第三選擇〕

我們會發現這解釋的似合理性大

不入地獄

有鑒於「涅槃」是

刻板回答的事實(而且
它的意義甚至模糊不

麼? J 的回答。

少也是近乎合理的。

里予鸝村民對「你來世希望成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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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超級天堂?至

的人，是將它視為

一選擇

清)?那麼許多以「涅槃」

選
擇

[表二]

以「涅槃」為來生第一選擇的

以「涅槃」為來生第一選擇的
野嚮村女性受訪者的第二選擇

野蠻是村男性受訪者的第二選擇

人數
20
4
希望
富有

工作

hto43322
自ER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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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三 1

希望

富有

工作

涅槃

其他雜項

天人

天人

聖者(有學)

聖者(有學)

$4

互3

互『

2
2
涅槃

其他雜項

求享樂(甚至

一選擇是以追

師)作為第一選擇。

以享樂的目標(財富、天人、明咒

開來認知的結

至受到女性受訪者更強烈的支

意謂著某種超級天堂的說法，甚

對許多緬甸人來說，「涅槃」

論，是十分合

持。毫無咧外地，在表一中所有

更多是如此)

理的。

樣得到那些以

為第一選擇的女性，都指出屬性

來世為其所好〉並不以「涅槃」

表達了喜好(當中二位說不知何種

「涅槃」為第

是享樂的目標。

這結論同

二選擇的十位

擇的支持，雖

九，其第二選擇很清楚地是事樂

選擇為「涅槃」的百分之八十

更重要的是(表三)，第一

然並沒有顯示

主義的目標。例

男性的第一選

在圖表中，但
他們有一半是

〔從輪遭到涅盤觀悉的轉換〕
比這些調查結果更有趣的
:大部分渴望涅槃的緬甸人，

轉變成享樂的連續
(也就是從最底層極苦的地獄到極樂

壞了輸過與涅槃在存有論上的

有論上是不連續時，它們也不再
被視為是由兩個分闋的層國所組
，而是在同一層面上佔據不問
的位罩。
一本的話，

9

變成

在(國四)存有論上平行
關係的二

在存有論上連續(圖五 a)
或不連續(圖五 b) 的單
一層圖。
在涅槃佛教的平行
層面中，從輪輝到涅槃

是無路可走的(圖阻)，
通往每一層的認可都受

到一組不同的條件與資

決條件是業(或更睛確地
說是一騙行或非福行)，

入涅槃的先決條件就是
業的止息。而這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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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迴

輪迴

輪過

'

I 置四 J

1
i 圖五a
[鷗五 b]

、、J

涅盤

涅盤

奮起噩噩噩懿噩噩噩噩霾誨盛軍密密鹽蜜語語種靈議讓露攝甜蜜盔議晶蠱蝠躍蠶蜜語靈靈麗麗盤窩窩警鐘蠹臨迢矗接種靈露瞳盛盤磁灑懿靈靈靈盤盤鐘頭軍盛盤磁盛鐘盡還垂直盈

前

一站都比前一站更快樂，直到極

與涅槃的先決條件

依他們的看法，一幅行同時是輪迴

非一幅行愈

樂的涅槃實現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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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依次建立在不同的資格上
者的資格從倫理上看來是指適切

許多緬甸人認為輪迴與涅槃
處於同一層次，這點不僅是從他

大，離涅槃就愈遠;一瞄行愈大，

則離涅槃愈近。例

出，也是從他們相信兩者都需要

能結束對涅槃的討論。關於此

心概念的看法如何之前，我還不

在未談論孩子們對這佛教中

同樣的先決條件與資格才能進入

點，我們最驚人的調查結果發

們視涅槃為天堂的觀念推斷而

績，仍意味著同一層面上的不同

來推斷。

中，火車沿途會經過很多站。同

車，好比從曼德勒到仰光的旅程

訪者所說:證入涅槃就像搭火

樣中的大部分人，甚至是老參的

他們為什麼這麼關心福德時，抽

是靠一耐德的累積來成就。當我問

甸佛教堅持涅槃與輪迴一樣，都

才能入涅槃的涅槃佛教不同，緬

例外地被認為是個超級天堂。在

十一歲。對他們來說，涅槃毫無

過且了解一些意義的，至少都是

知道涅槃是什麼意思，而所有聽

聽過涅槃，三人雖然聽過，但不

孩的抽樣中，十人堅持他們從沒

這觀點與止息一幅德與非一幅德 現，從七歲到十二歲的十九個小

樣地，旅行到涅槃也會經過很多

佛教徒都說:因為想證入涅槃。

路上的最後目的地。如同一位受

「站」，也就是一系列的居所，每

本然，是始於輪迴終於涅槃這條

輪迴與涅槃兩者在存有論上不連

..

地點而已〈圖五 b)。涅槃，如其

對業力佛教來說，即使認為

則是禪修。

的(道德或不道德的)行為;後者

..

一位小女孩

涅槃裡，他們能享有天堂一切最
美好的歡樂，
所說:「涅槃是最享受的生命形
式。」(下期待續)
門註釋〕
EE
止患

並不且其為這求的自

9

仰雖然大部分認為「涅槃」
的緬甸人

i|

因為

他們鑽乎

標，但也並非全部如此。我確實過
過某些少數的緬甸人
全是比丘，真的渴望入涅槃
9

他們臨其為「止息」。他們多半不快

樂且厭世，唯一的希望固定結束他們
的痛苦。例如有位

(住 在 禪 寺 的 ) 比 丘 說
他拉 注 大 部 分 的 時 間

於禪修

臥期能進入他定義為「止

9

一內又o」

令人注意的章，這兩位與其他

少數將「止息」當作渴求目標的

息」的涅槃。當我問他為什麼渴望

止息時，他說:「諸事皆苦，因此

人習削階乎都有嚴重的沮釀。他們不

像一般的輛甸人，至少外義上看起

來是友善且快樂的?這些人表現出

或泣醫學來說是||

明顯的退縮

續」'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苦，那麼他們通求止思而非「証

qh

義為「止息」的)涅槃

沮喪。如果「延續」意謂著(如同對

9

在涅槃中才沒有苦」。當我問他是

國為「只有

軍人(後來也出家 7) 說他想要入(定

們或舉另一個倒子來說，有位在

止自心比輪迴好得多。」

9

他們的影響)與深度沮喪連緝的痛
根本沒有快樂
9

京口措不到任何身體活動的快樂時，

他回答:「蠱的

不管是吃、性、體等都是如此。」

樂嗎?(我知道他十分喜愛他的孩子)

樂呢?難道沒有從孩子都見得到快

式。也有過了好聽世圓滿生活的

自心」作為可接受目標者的唯一模

"為那些歡沮「止息」 9萬至少時「止

理論上來說，廳世並不需要成

針對這一點，他說與他們在一起當

人，準備迎接死亡(對來世不抱任何

撞著我問他，有沒有其他種類的快

然很快樂?但「終咒他們也給我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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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長老們?他們已「過足天年」

期望)，因為，如同《聖經》上所說

惱著要符合涅槃的理想，晃一方

遁的村莊備人的談話。他一方面煩

間就這點來說，更有趣的是一位普

評，而感到五味雜陳。

是(但更完整地討論要延到後面的章

向對於女性目前重要的一個調查結果

數的人表示顧意來世為僧人。

槃的重要媒介的觀念，但只有很少

僧倡，並普遍接受寺院生活是入涅

9

無論在祖甸或其他的地方，從經驗

圈，又很明顯地草受著目前的生

(《創世紀》試∞)。然而，一般來說

上來看，這理論的可能模式都是不

許多人希望來世生"為男性。生
節 )9
、、J

9

品出現最多的

平肉。

在長時間的訪談中，他承韶喜

為舅性懂灰於涅槃

存在的。

mw
要看出罪惡感並 不 難 。 就 在 我 們

第一選擇的人來說，在第二選擇中

第一選擇，前且目對那些以涅槃為
丘生活中的挫折，他仍願來生成為

它也是最多的答案。

歡目前的比丘生活，所以若不管比

東村民說，他希望我們來世會有當

比丘，而非成就他認為是「止息」

兩人都奉獻了建塔基金後，我的房

有的果報。但我說蚯不希望富有，

的涅槃。但他接著說並不知道自己

有女性受訪者的回應中。在不是單

確實?生"為男性難乎充斥於所

前期望入涅盤時，他很顯然地種得

他可能會生轟動

來世的命運如何

h

表現出來
-m

9

譬如

一的明一本之處，就與其他的
獨地捏出

與其要面對
9

物聽其他更苦的形式

特性結合在一起

9

難過 7 起來。

我相信這有兩 個 原 因 區 周 身 為 虔

這種偶然性，他寧願選擇涅槃"儘

「富有的男性」;男外也隱含在比丘

λ涅

管它意謂著「止息」

故及「富有」的回答中(因為在村裡

載的佛教佳，他應該自己表達
槃的期望，他的不舒服來自於部非

防軍令人驚訝的是，雖然他們尊敬

0

正統的期望，無疑地被非佛教徒舵

單盡醫學總體彈鵬聽種觀欄標車輪糊糊糊糊闖闖嘟嘟噩噩盤

有錢的還常是男性)。

身處於世界上 最 解 放 婦 女 之 列
的緬甸女性，希望來世為男人
然十分矛盾，但並不令人吃驚。男
性被兩性公認為此女性優秀，我從
一位女性那兒第一灰聽到緬甸人的

體

9

俗語:「一輩公狗還勝過個女人。」
這位女士或許是村中最解放的女

她表現出明顯的

9

人，當我提出她本人看起來並不太
相信這個諺語時
敵意。
男性的優越可 由 許 多 方 商 來 說

「一更高

明，也就是只有男人可臥成佛、國問
性比 女 性

實行闊的性比女性有
更快樂的生活、女性

附在這點上，我們很有趣地觀察

有生小孩的工作等等。

文」、「魔浩」等。還

是』帥，可譯為「明?

SEE

「智」、 「血几

問君自訂立門子來自於巴利語中的

為「持明

事實上

到，沒有一位受訪者相信他們已有

可由間內二子雪白宮益。也來說明，即

EEEEP

「明咒師」等意

Gh

閣官戶口哨G的
B

口冒出 HED 可ZEE

屯凶己的同叩門之

一書。文內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

與社會》(阿 WEEZBE

羅(軍已向。門已開85) 所著《佛教

捕者按:本文摘譯自審閱一禍國史拜

門J
，。
M口JZ阿以自

ZE

H旦
N 當 GFJNCHa斗
r戶
}旦
Ma開
M阿富前的自

詞。請參見且由閉口的情已告且阿缸

(E抽白白)，別譯為「巴 國心9本文中統一使用「明咒師」

者」、「魔法師」、

巴利語的〈

足夠的功德，能在下立工入涅槃。

門譯註
叫蒲甘王國

岸」 o百元九世紀時，緬甸的體族王
國 (2 頁)滅亡後半世紀，原騁接

光種
9

l

王國與留在來心里察但羅(切片HEYmg) 閃出旦夕

之驛族種商共間建立了蒲甘王國。
十一…世紀時由亞諾拉塔(〉口阻
司門缸片冒血)稱9王
為該國的撞撞期，

見《世界百科全書》
o

國一兀一三八七年聶元朝忽必烈征服
而亡國

童自屑，民國七十五年，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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