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功德最好的方式就是布施。

p

建塔可得到最大的功德
p

需要進

察到，緬甸人關心持藏的體度是

p

，他們在乎的是

國破戒而來的非一醋體，而非持戒

。事實上，緬甸人主要的

一，是要藉由其他的方法

!|特別是布施

的功德，以抵銷把戒所累積的非
一闢德。

在取得功德的方法上，

盤盤盤盤璽單獨鐘頭噩噩噩滋撞騙撞騙蠍鸝盤盤鐘聲噩噩盟噩噩f?~垂盤盤鹽鹼謹噩噩噩盤盤盤噩噩磁盤盤盛盤盤盤磁藤噩噩噩盤轍棚蕊翩翩滋滋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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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緬甸人來說

布施主要由宗教上的施拾所組成

仰中是取

未

依次固定建寺院油贊助剃度大典、供養比丘。

'"-J

得功德最好的方式。當要求緬甸

-

的方法上比持戒重要許多，這點

而

尸「

(二)

J心
的

國

比不上布施來得重要，我將提出
誨，也就是不單持守不般生戒，

「不般生」翻轉成一種積極的行

說非常重要，因為他們很想知道

算出功德有多少。這對緬甸人來

多頻繁、多少量、多少錢，就能

的理由之一。布施可以量化成有

達到)即是布施之所以成為第一

它的可計算性(持戒則很難

多少功德。

即可估算這項道德的行為能得到

而且從放生動物的數量或閱鋪，

樣的度量項度能夠計算與測量，

生。這是種積極的行為，它有多

而是將可能賣給屠夫的動物放

幾個基礎來說明。問
。布施可計算出功德多少
第一、因為戒條是以負面的
方式寫成的||你必須限制這個
或那個活動，持戒對獲得功德來
說，是曖昧不清且無法滿足心理
的方式。更特別的是，我們要如
何計算持戒的功德?緬甸人對這
種計算非常感興趣，卻沒有任何
單位可用來測量持戒的行為。
因此，當緬甸人清楚且謹慎

地想要得到持戒的
功德之時，他們將

自己為來生儲蓄了多少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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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會有善報

但就取得功德的方法上，布

施比持戒在心理上能得到更多的

滿足，則還有另一個理由。在講

經說法時，布施的「救世」果報

總是講得很清楚且明確，然而對

於持戒，只有犯戒的果報講得很

清楚，而非對持戒的結果。如我

已指出的，對戒行的討論，常常

強調伴隨著融、淫、妄等而來的

業報，鮮少聽到貞節、誠實等的
善報。

但在男一方面，當談論到布

施時，不僅會說懼吝所得到的處

罰，甚至會強調慷慨布施的善

wv-oo

這種觀察，

他們所有的宗教似乎都局

調布施騙取得功體的方法的第三

限於外在的「功德」行為
。

個理由，

申1

(閃出叫囡H
囡
明
WM山
扭
A
N曲
M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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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書報與緬甸人的目標租

，或成為布

價值起了極大的共鳴。當比丘們

施的對象，例如供衣、
主義有關。布胞可以是(在繭旬

9

，而是在

L一

度等時，他們幾乎毫無例外地開

功倍的全面改變(

其目標放在改變世界

有益的行為，

那一種情況，

戒或布施來取得功德)。

--,

那布施及其果報的重要性。

不用得到或需要任何的內
9

。同樣地，功德即是布施的動

為

物質的享樂、榮譽與尊敬，這些

情況。

功德的善行，比發展善、良且

一般人來說，去做認為有

對中世

，門匕無須事先有心理或精神上

也是
9

一部分而已。布施當然是很
重要的美德，但很顯然地

(唱片 且 哥 哥 〉 對 「 誠 實 」 的

爭取自身利益的最好方法(例如

看法)。

。有梅輯用鐘內當即可得到胡德

得到。羅眼羅(

緬甸人所渴求的雪還只是布施功

色身的美貌、長壽、財富、

.••

(有著貪、瞋、痴的特性)，變為覺

於改變自己，從充滿煩惱的有情
幾乎是使他成為真正人類所必要

事，這不僅表示他進了佛門，也

院，但他們常常只待了一、兩個

原來是一整個雨季都要留在寺

精神修養之前就舉行了。此外，

走了。所以，雖然僅從穿上僧袍

星期，太小的孩子可能過個夜就

教規定比丘必須在掛單的寺院加功

就能取得許多功德(或許緬甸人

佛

用行的時期)，這段寺院的經驗，

如此相信)，這功德的取得完全是

i|

會產生功德的行為，是用來改變

在理論上奠定了他終生在精神方

機械性的，既未要求也並未產生

待上一季(三個月的雨安居

悟的有情(從貪、瞋、痴三漏出，完 的條件。雖然，他可能只在寺院
全地解脫了

我們的業，而非道德或精神的特

面修養的基礎。

但在男一方面，業力佛教中

質。在物質或社會地位中所期望

我改變就能達到，在緬甸佛教的

的取得功德，比這孩子所得到的

的理論卻沒有什麼闖連，機械性

的布施方式，可以產生很大的功

門，所以贊助它或許是最有價值

因為這儀式引領孩童進入佛

任何自我的轉變。

剃度儀式中，最能清楚地看到這

精神修養重要多了。這種態度於

德。因此，藉由觀察「入佛門」

然而，現代的作法與規範性

主張。藉由這種儀式，年輕的男

兩方面中表現出來:首先，這種

的改變，並無須相應於任何的自

孩被引度成為佛教

儀式通常在孩子年紀很小時

因為它對入門者能造成什麼影響，

這緬甸最重要的佛教儀式(不是

的沙彌'是他一生

小得只有二歲，在他能學習任何

l|

中最重要的宗教大

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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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扭讓他的兄弟得到功德。可
9

中。雖然這似乎是個很明顯的利

λ

見這水並非全是為了讓出席者止

9

，而是為了一讓贊助者能得

在求取功體上

，在下

子，

他行為，

所描述的功德分享與回向的儀式

位出家人的喪體中，有為幾百位

。因為我已喝了

在某些案例中，自輯是唯

種動機。對那此一嘉興分享功榜的

?卻否認功德可以分辜的人

來說，自利經常是唯

~磁鍵盤盤盤邏輯臘驢阻攔蕊噩噩懿關盟軍置盛鵲起聽聽盤盤盤盤盤遜盤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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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者利己之心而策動。我用

要，而其他微不足道或舉足輕重

上)，而出現了湖量當代佛教外
在特質的第三個方法，

的例子?也都同樣能說明這種矛

很清楚地由

9

一次的情況中

9

並不是因為這孩子可藉此更

9

堅定佛法精神修養的基礎

所以當裝滿蘇打水旬的
9

盤子傳到我峙，我就解釋自己並
一個人。
剛好是一道儀式贊助者的兄弟，他
產生

道路一棚子顯示出布施美德的
矛盾，

?但主要卻是由

盾

到功德的是自己||因為功德取

藉由與他人分享功德，其實會得

功德的意圖上再加一份。那麼，

來的行為得到功德，還能從分享

會產生功德的行為，不僅可由原

們也時常提醒聽眾

什麼結果。經常宣講布施的比丘

的福利，而非行為會對施者產生

從布施而來

決於行為的動機，而非行為的客
觀結果。對那些相信功德可以回
統阱。

這還真是一種會回饋布施者的系

布施者的精神品質。然而，緬甸

的功德在於清淨的意向，也就是

人多半將施與受的關係顛倒了。

取得功德的方法上，布施優於持

功德與接受者的精神品質成正

所以，我的看法是，在作為

文所提出的理由，即使雙方同時

戒的傾向與內省並不相干。這並

比，而非與布施者。因此，如我

對他們來說，從布施而來的

都能得到功德。

不是說必定會如此，而是依涅槃

的確，即使對分享功德的人

虔誠。布施者可能是個很差勁、

們看到的，他們十分要求比丘的

來說，他的行為並未減少原來擁
有的數量，反而有增大的矛盾結

甸人所指出的，藉

除非他的行為有著清淨的動機

的本身並不會為施者產生功德，

極大的功德。騙子布施同樣的數

卻因布施給虔誠的出家人而得到

想利用大量布施來贖罪的壞人，

由這種帶有分享功

目，所得到的功德不下於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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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gE，
)意指真正地關心受者

根據涅槃佛教的主張，布施

佛教的理論來看，確實是不相干

(雖然不是唯一的)動機，因為下

向的人來說，自利仍是個重要的

..

德的意圖而做某種

果(與分享錢不同)，因為如同緬

開阻

的

它多方

9

wv-O
四

人一方面敬重權力與財富，

a9

(甚至只是膚淺地)了解組甸

人生活的人來說是很明白的

9

本意義來說，布施超乎尋常的財

富，代表著現在的舒適與快樂將

會有重大的(在某種程度是極度的)

減少(以一艘緬甸人的生活方式來

監噩噩噩噩嘲噩盤噩噩蘊噩噩蘊藍藍圖盤盤噩噩恤翩翩輛輛蘊攝電露鍾直翻翻盤盤磕磕藍聾懿碰撞盔噩噩盤磁盤國鵬聽磁盤驅磁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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挾中間，

動機上很少是單方面的

且更加深了其困難度。情、侃之所

比例上?布施代表著真正的剝

也同樣地啊顯。輛甸人對他們的
比丘表現出難以置信的尊敬?

以如此，現在、必須弄清楚的是，
在試著解釋布施騙取得功瘤的主

備這種犧牲的特質。布施與人

布施與持戚在

9

緬甸佛教中的相對地位，即可得

即是放棄自己擁有的某些東西，

布碰得愈多，放棄的也愈多。當

犧牲;而且?如果曬牲是虔誠的

不像嚴謹的出家戒，需要很大的

到不間的看法。普通的在家戒並

布施很明顯地確實

是某種蟻牲。因為依犧牲的最基

9

我們檢查緬甸人奉獻於布施的所

記住了這點

，但也且( 何人來說，取得功德最好的方

行為時，仍需要自我制奪。對祖

奪，即使當布施是一種機械性的

」佔主要核心的重

們強調布施的第四個基礎。緬甸

但緬甸人將之內化後，形成了他

一的兩個基礎處於豎張的狀態，

雖然犧牲與先前提過布施第

。有驢具有犧牲的特質

要性。

文化中「

乎完全是因為自家生活的攝牲特

。

要方法時，我們不能忽視在攝何

\J

(就像緬甸的情組)，布施比

施宗教效能的信仰。

如我們將在下面所看到的

一的重要典範，就是佛陀本人。
許多詳述佛陀過去生的本生故

(第十三章)，昆輸安阻囉不僅放

更是具有意義的廣
事，描述了佛陀成為喬答摩之前

棄了皇家的頭銜，甚至放棄

誠。有多少人會騙取生、把那溼

，那幾乎每個人都很虔

生》(〈。回回缸里肉串

最有名的是《昆輸安坦囉王子本

當中最有名的，至少在緬甸

為了避免對犧牲的詳述有所

9

誠指標。當村裡一
的犧牲行為。

呢?」也因為這個理由，他繼續

僅用來教導學童，在談話中常常

誤解，我們必須強調其數世的目

了
u 他

論這問題時提出:「假使以戒行

說道?村裡每個人都憎恨的故高

提到，在開一本中也常敏謹，甚至

標。

的家艦，奉獻給婆羅門(先是他

。雖然大

更重要地，緬甸起迴戲班經常將

國他的犧牲而得到解脫。

，出匕

)，所以才能

但因為她

的目的反而是為了自我，其價值

的孩于，

部分的人都很討厭她

之作為標單戲碼，而以戲劇的方

是在於達到極重要的救世目標的

手段。不論大到昆輸安阻囉的犧

阻一囉王子的故事

。它不

慷慨的布施代表著相當程度的出

式呈現。

或許是所有佛教故事中最有名、

，或小到一般佛教徒的犧牲

9

離，因此認為她是真正的虔誠。

也最為大家喜愛的。故事犧牲的

對於緬甸人來
說，自我蟻牲最重

(布施)都是如此。

作風，使緬甸人認可並強化對布

五
wv-O

要的象徵與布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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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的布施上。在下一章，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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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攝撞得麓譽興戚望

將談論更多有關於這布施威望的

為「給

，因此她的業是不善的。

ll

這不是布施，或充

功體也是很少的。

其且一且是一鼎力等的布施，

花給病人

。捐款幫助寡婦、蓋學校、送

建塔、在佛像前獻花||這是布

教有關的才是布施。供養比丘、

的丫對緬甸人而言，主要與宗

強調(如同此處某些例子所指涉

(參見《巴英辭典》 )9但這裡品須

-----,

作用。

r>

予」、「慷慨」、

挾

因此，

L一

那麼，這些就是(或者還有
更多)布施在得到功
，有峙確
輛甸人似乎視其為達到
9

一手段。

溯起來，也就是當他們試著解釋

通常什麼被認站是蓄業或不善業

個人好命或歹命的唯一解釋。某
甲很富有，是因為他過去生中布

施很多，他的業是善的;
過許多不幸，是因為她很少布

被

丸-'

施

繭，何人闢心他們的來生，也
深切地關心現世。
個基
，在於緬甸社會中隨布施而來

?沒有人會注意一般的
因為緬甸人認為這是人類

9

的榮譽-與威望。

布施

不供養僧侶，或不布施

9

，在緬甸可說是
前所未聞。特別的布施常引人注

吉思及談論，人們因花錢的多寡而

一

，他們的威望也因此而
分級。因為布施的數量

知，每一分努力都要儘可能用在

時

百隻祠的功德等於餵館一個人;
供食給一百位在家居士的功德等
一百位沙

如同上過討論善行的情、視一
擻，這些不同種類的「有功德的

」，也依所產生功體的多少
建塔可得到最大

9

)的結果。問

我們無論怎麼強調這點都還

他們通常會想到齋僧的儀
9

式。事實上，

而分級。因此
的功體

與計割，大概比其他單項的活動

一位普遍的比

宗教建築物之後的是贊助制度大

(農業勞動除外)耗去村莊更多的

接著是建寺院，在建造

血?接著是供養比丘，而苟且也依

9

組成，由形成「有功梧的儀式」

比丘俞心虔誠，則施主的功體
L 。
俞心
入

一般認為供佛(佛像或佛塔)
9

的齋食，也幾乎在緬甸個人與集

體生活的重要時節設齋供僧，

、聽禮、短期出家、

佛菩薩聖謹、搬新{磊、政治集

任何想增加自己功體的時候。除

會、驅郁、還行服置等，還有在
事實，當然產生了將布施的意義

了齋憎以外

9

在許多典禮中為了

侷限於等級較差的布施(特別是

的功種比供憎小。州開無論如何

。他們不僅供養每日

比丘的虛誠或聖澀的程度而分

9

(各戶口，一

種類的所有行為，都是宗教的事
寶來看，更強化了以上的論點。
這些包括贊助佛教的剃皮大興、
贊助比丘受具足戒、贊助比丘的
葬禮、供養比丘以
及建造宗教建築
如寺院與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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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因此，雖然他們(依布施

很多心思在界定功德與布施的刻

來應供。

布施的功德，也會邀請在家居士

擾，甚至心理疾病(佛陀當然反

僅不智，因為這可能導致財務困

四分之一(特別對窮人來說)，不

則應儲蓄起來。布施超過收入的

在生活所需，而最後的四分之一

之一應用來布施，二分之一應用

更多的功德，這可以從各種不同

布施得較多，所以比窮人能得到

甸人來說，他們相信有錢人因為

麼回事。毫無疑問地，對一般緬

人的行為(或倍仰〉似乎不是這

上所述是真實的，但大部分緬甸

香光莊嚴【第六十三期】民國八十九年九月 V-O 八

的多寡)分出四種布施:少於自

對這點)，而且從功德的角度來

的觀察來推斷。

施，適合我們遵守。

第二種!!與自己能力相等的布

以及犧牲的布施闕，但一般認為

百分之二十五所得到的功德，不

距可能會很大，但窮人布施收入

收入有關。因此，雖然絕對的差

比，但這個比例原則上與個人的

雖然功德與布施的多少成正

將供養十位出家人的功德回向給

們。而對待死者也與生者一樣，

院，功德大於供養比丘僧衣等等

供養一位比丘;為一位比丘建寺

人相信供養十位比丘的功德多於

不管相對的收入如何，緬甸

雖然，原則上一般人相信以

己能力的布施、與自己能力相等

看，甚至也是不必要的。

的公式，來界定「與自己能力相

少於富人布施收入百分之二十五

死者，比回向供養一位的功德

正如我們所料，緬甸人花了

的布施、超過自己能力的布施，

等」的布施||即收入的四分之

的功德。

除此之外，他們用一個簡單

一。緬甸人說，我們收入的四分

大，而這差異對於決定死者的來

「應視任何地方為墳場?如此覺

向引來了對緬甸佛教的批評

非沒有道理。舉例來說，持守佛

認為這是種「自私」的特性，並

o

緬甸人就

知死亡的迫切，會使人「總在尋
求累積功德的機會」

生十分重要。
總之，既然有錢人因為過去

教戒律大多為了想得到功德，或

li

每個行動都由它功德可能性

是出自於良心或考慮到持戒對社

是如此奉行的。

在(以及子孫的)布施，使得來

的立場來看，任何能得到功德的

會的影響。

世布施而富有，他們又會因為現

生變得更富有，這就是所謂「有

機會都不放棄，不喜歡的行為，

整晚來討論，可否從這件最不愉

野議村修路時，村莊的人花了一

而扳回一城。因此，當軍隊命令

也會因為發現了潛藏其中的功德

毫無疑問地，渴求功德是布施的

係，在本章的討論中已有說明。

要動機基礎，特別是與布施的關

功德的取得是佛教實踐的主

這種關心可從第十七章敘述

是衡量功德特徵的真正方式。

關心，在緬甸人的動機系統中，

主要基礎，而他們對布施的極大

是佛教行為的主要動機。這種取

事，功德的取得對他們來說，更

功德不僅是緬甸人最關心的

快的差事，中得到功德。

相反地，為了避免非一醋德，而不

者應得」的老調。

〔功德在動機上的特徵〕
由於「功德」是緬甸人整體
救世論的基礎，因此，對他們來
說，無時不關心功德的取得，一

達了這種關心

規範性的語詞，表

點也不足為奇。野載村的村長以

開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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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Fb

不知道

從功德簿裡回憶，幾乎每位村民

都能說出在布施上花費了多少錢
(做什麼用進 )9這由是為什麼人

組學家能得到佛教財務情況詳組
記載的原因。似乎每單位的布施

司令ν 可以勻缸句中可區

來生會富有

天神

證得涅槃

咀EA

1A-OJ

不會生為動物

※孩童年齡從七到十二歲

處，每筆布施都依下列的細節而

就可跌了。在功德計算簿所在之

?只需要保有布施的累計記錯

功德存量，並以此預湖他的來

樣單位的功樁，所以，為了計算

(不管是怎麼計算的)都產生了同

一個好的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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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村莊J亥童對「工:tJ德」的概念

不論貧富，不論是從記憶或

i 衷一]

比丘的極力支持中，得到戲劇性

的證明，其他的也會在花費大量
財富於各種布施中，得到更強烈
的證明?這些朋於十九章陳晶。

凶。UHE)
描述的喀爾

國眠卅餒，

(3

文教徒保有宗教的帳簿一

使得他們能隨時計算，自己功德餵

這
9

。與他們視布胞為
取得功德最重要的方式一

，確實就不需要這

起一完全與布施有關。對於奉獻相

種功德簿了。

許
(8)

持守五戒

禮佛

自己的長輩

幫助他人

不虐待動物

常重要，所以知道緬甸人到居多

功德的概念在緬甸佛教中非

禮拜自己的長輩

挖運河與并

被觸怒時忍讓

與他人保持

供養尼師與乞丐

不知道

-4

※孩童年齡從七到十二歲

的是，九歲以下的小孩，至少在

動機是十分有趣的。

時，功德的取得成為行為的草要

早使學習到這概念，而且在幾歲

建寺院與塔

入:日

665421

8
禮拜並供養比丘

湖、場合、

位村民告訴

「納特 J (即t)

禮拜個人的

我他經常轍
騙自己的功

盤山簿 9因為

體時，他就

度卻是如此。

的作法，但它的態

感到很快樂阱。這不是十分典型

孩童詔騙取得的功{警方法
(人數 =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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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相信布拉的黨報當然不是佛教的

PEEE回話被l押

『、?土回告+

有一人知道功瘤的意義。事實

功禱，不只是園為不喜歡他們，也

是因為不希望來世還與他們在

側向同樣的層級在泰間也可眼看到。

發明。有關它在佛教出現眼前於印
度的根源之討論，請參見摩斯

sas)

施當然不能兔於這種愛好。根據某

開佛教非常喜歡分類是出名的，布

4PEFM各

(參見

在取得功德的方式上，
9

ZSFESS-S

種分類，組甸人將布施分為兩種:

衣、食、藥等

等(財施還

ll

己的功德。一位剛剛完成修捏一座

一種是宣揚並傳播佛教教義(法施

一種是供養比丘

寺院的老婦人告訴我，她不會與自

OZE

冒出立自)。後者如民間的諺語所

古巴。再也甘心包自也)圈，間內
ENm

己的孩子分草功德，因為她自己要

問然而，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分草自

斗。

布施也高於持戒。

悶在泰國

(星串串 32230

上，這個說法過用於某些十
的孩子，但大部分到了這年紀的

孩子多少知道這概念的重要性。
表一摘要出孩童對「功德」

的概念，這表格無須進

如這此一孩子們閉了解的，功
體可以用種種的方法來取得，如

摘要出他們回答的表二昕一郁。

FEmEgeEDNEEH，
) 並且國最有價

EFFnBBE

來向我指出，這女人的動機並不清

值，而產生最大的功德。因此，有

說，自足最有價值的布龍(同

需指出比丘是得到功德最重要的

赫定。他說，通常與艾母或兒女處不

日川 擁有全部的功德。我的緬甸助手後
9

工具，這種看法很早就存在了。

位比丘告訴我，藉由回答我關於佛
好的緬甸

λ? 不會顧意與他們分草

(下期待續)

二興衰一同樣無須多加說明

起

露麗麗磁露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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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服」助他的生命。最後一類只有初撞

道自己是否已得到救髓的遍選。佛

他們 不 僅 幫 助 了 輯 的 研

9

教的問題

9

固定因為想知道

教徒記錄功德行為

歡喜，因而得到清淨的念頭。依通

經番，會因為自己有這麼多功德而

在他臨終時唸給他聽的，好價還臨

用(或至少曾經有)。其 人
a 的功德簿是

悶在錫蘭，功德計算簿有著神奇妙

程度。

、心菩薩的例子。

布施與功稽的關保產生了某種

T

咒，也為自己得到最高等級的功

說

自己教世的勢力與教世目標相應的

因為我

9

使人迷惑的詭辯問題。如果功德髓
9

們對過度闢心這些事的緬甸人來

如果
9

9

權。所有這些分類都且從巴利名相
翻譯成的組曰裡合字呈現
固定從緬文得知的。

著布施給僧侶的數量而不同

也隨著覺供養倡侶的人數而不開

既然後面一類 的 布 施 不 僅 可 詮
釋為自己教導教義，也可解釋為使

這間者之間有何葦異呢?例如，如

果有人供養一百緬幣給一位比丘

得別人有教導並實踐它的可能，那
因此

9

俗佛教之說，這將確保他往生善

麼贊助儀式也可騙"為「法施」

或供養十緬幣給十位比丘?我曾聽

害。文中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

與社會》(均是品品已退§丸
M卜
VE-

羅(置問間C
內E 伊拉宮)所著《佛聽

編者按:本文摘譯自麥爾一禍國史拜

RUN2)

也賦予贊助者最高等級的功德||

9

HN
早已立法

趣。(見
創
目而且Z
白E
白叫《

斗斗d品
a 詞
2

過許多對這問題由類倪議題冗長的

喀爾
9

法的功德。

開捕最後的這類布施，依其施捨的

例如我們在下一輩會看到的
文教徒與佛教徒的計算有很大的不

內容而切割，又是另一種分類的等
貓。某人可能會雌犧牲

o

川叫及在仁慈上的進步

自為他想知

瞎爾文教徒記錯他的自碎、請聽
同

例如四
9

他的財產、妻兒或身
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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