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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業力抵銷的理論，業的教說仍十分嚴格，
因它將一己解脫的責任完全置於每個人的身上，

。他可能因為自己的

，他絕對無法逃

百世高風亮節，但若在某時犯了

避惡行的苦果是不可能的。某人

個行為會產生各自的果報)，

德與非一幅德的總和;第二頡||每

佛教徒要得到拯救，只能靠自己所做的具有功德的行為。

HH♀)9

兩種業概念的差盟((編按
見本刊第六十五期，頁戶。。

除了其暇桶上的特質外，更重要

依據這種看法，就沒有任何作為

高風亮節而直接從地獄升天，州附

的第一種概念可分成兩種組型，第

可以過避果報。

(編按:業

一類||善惡業分別代表我們的功

一種最嚴格的概念。因為依據這

是將龐大的負擔加諸個人的道德

受。事實上，這種業的解釋，使

，如此少有人能夠承

9

上座部佛教成為所有解脫宗教中

口H
抖

HH

例如一位比丘指出:即使是

目體連阿羅漠，也無法逃避前世

惡行的惡報。因為他在前世曾扮
，就在他

盜的攻擊。因此，我們雖然可在

最嚴格的一派。即使沒有這種業

使人無路可逃，連減輕罪行都不
可能了，

這種負擔所產生的緊張確實

十分沈重，除了少數的道德家以

。卅捐

?為這似乎不可蹉免的業提

一條出路，或可將之視為是

口刷品FA、/A

二種概念之

無法抹滅與獲得寬恕，但卻可以

代數總和的淨值)?我們的罪過仍

(編按:業代表累積的功德與非一禍德

汶
能怯恥 A

對這心理壓力的回應。

外

遭到五百一十個強

過去千百世中做無數善行，但所

的概念，佛教也鞠嚴格了，

更斷絕贖罪與寬盟的可能性。此

得到神的悲憫而緩和的可能性，

排除恩寵的可能性，阻斷審判時

得到神干預與調解的可能性，也

做的非一瞄德卻不可能消失。我們
的罪(依基督教的說法)不可能得

到赦免，這種道德律是絕對的。
雖然藉由提供佛教徒得以掌
控自己解脫的顧望，而使這種業

武布

的概念(如第二種概
A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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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但它同時也是

為

德，都可以藉由更大的功德量來

以逼止果報實際的力量。

福德，但藉由改變業的淨值，可

抵銷。累積的功德雖無法減少非

透過某種善行，來改變他業的淨

福德而改變業，至少現在有可能

最後一定會死;但若藉由抵銷非

了，又假設依他目前業的狀況，

例舉例來說，假設某人被蛇咬

低它的強度與減少受報的時間。

常生動。問如果非福德可藉由取

畫風與雕刻，將這些折磨描述得非

苦。大眾文學以及多數佛塔的壁

中，無時無刻不在受折磨與痛

獄的期限都是八萬年，這八萬年

疑。佛教中有八大地獄，每一地

最強烈的渴望之一，而且毫不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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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制，往昔的惡業因而能轉變成

值，以避免一死。

因此，不論有多大的非福

只會產生善果的善業。而當功德

也就愈大。那麼，對第二種概念

就會有善報;功德量愈大，善報

對地減少。然而，既然有善業，

可能得到的報酬，確實也可能相

地名，它已成為行為者認知地圖

說，地獄不僅是佛教宇宙論中的

長度與強度的欲望。對緬甸人來

逃避地獄的處罰，或至少降低其

的主要動機基礎，是一種特別想

以產生完全抵銷非一瞄德的極大功

一步地，由於建造佛塔與寺院可

減少在地獄幾千年的時間。更進

德來抵銷非一幅德，但可以成功地

教戒律，就不可能得到足夠的功

條或多條(其果報為下地獄)的佛

得功德而抵銷，那麼只要犯了一

來說，更重要的是:既然非福德

中的信念，並擁有強烈的動機價

德，使他得以逃離所有的地獄。

在緬甸，會相信抵銷非一幅德

可以用功德來抵銷，如此就有可

值。「避免下地獄」成為緬甸人

被非一幅德抵銷時，功德的行為所

能逃脫非福德的果報，或至少減

德 )9

德)。

(單企業的抵銷違反規

。因此，

二的比丘贊成第二

一段時間。
其中一位比丘指出

。在他過去世

dHd

JZ給嗚乎升

(得到功德方

，但與在家人不同的是，至

更進一步地，

。然而

引經據典來支持自己的立場，而

的功德鉤大的話，仍可以揖銷。

，如果只犯一

許多人對於重大的道

9

?抵銷只遍

只有禪修才能達到這效果

叫個日融害自己的弟弟， 法中的兩種)來抵鏘，他們堅持

9

因為這樣的行為?

「如果連佛陀都曾在
過于

就不用說還有誰可以逃避

它了，剩下的只是停留期
司

El

是、

民巨叉 fahd jeH9b 此事
事長白

E

坐監，有人待得長，有人
才/

主才回守4171Af

待

(依 此 ， 則 可 抵 銷 非 一 幅

一的比丘贊
(依此，則無法抵銷非一禍
且可

---t 寸

||有其各別
根據他們的說法，

9

犯了五戒中的一條就會下地獄，
。又因
不論多

所以
9

，都至
犯過一次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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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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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部分在魚池裡

布施
9

在地上

一位

且引的多半是《本生經

給昆蟲與魚吃。」第七天後這人

γ

比丘提供以下聲稱出自《本生經》

他生為夫人。
9

的一面?這表示其他的角度也可

因為每個經證只支持一爭論中

得到的功德

，但因為這短時間內施捨所

貧困到無法做任何

9

間的故事為證。這故事是說，以自
經有個窮人

善行(不能布施、持戒與禪倍)
現他睡在一座寺院

亡，而且因為沒有任何功德，一

丘所述。有位比丘去拜訪另一位

由一位認為是禍德無法抵銷的比

。因此，以下的故事

定會因為他的非福德而下地獄。

比丘，但舊住此丘並不知客僧是

中，並預見他在七日內

這比丘同情他而將之喚醒，問他

阿羅漠。當這寺院的施主請舊住
一開應供時，舊住比

能不能做些善行(因而取得功
，沒有

而不想離開?所以不顧意帶他

還在睡覺時就離開寺院，而且為

了不吵醒他，叩晨鐘峙改用稻草
而非本植。

到居士家應供，並告訴施主

困

，所以不來吃。

當施主梅爾食物好帶給其他比丘

時，他都將之投入火中。

由於這些惡行?這比丘儘管

有很多功穗，仍在許多來世中受

。在某一生中，他窮到只能找

一生中他是條

一的食物是主人吐出來的

東西;在另一生則是妖怪，專吃

丘，但每當托蟀峙，

tt

..

中

德)?他回答:「

於是勸他-說:「今後七日
9

去。因此，他打算

J,E

能力布施。」比丘無法接受這個
回答

內，應該將自己的人民物灑一部分

生

總是從僻裡悄失。這所有的困境
般來說，

組甸人會選擇那一項來運用，

即使有業力抵銷的理論，業

的報說仍十分嚴格，因它將一己

錯誤呢?他們希望同時運用兩

中的個人可得到許多人或神的代

上，不同於其他的解脫宗教，

解脫的責任完全盤於每個人的身

者，希望從兩種解釋中都能獲得

的目標。

所做的具有功德的行

人而靠自己的努力，來完成數世

理者幫助，

因此，他們對生喵體會問第

利益。

視其特殊情況而

都是他自私的報廳，他許多的善
行無法揖銷這些非福德的果報。
雖然這些業的概念都存在於
緬甸，但不應認為它們是不同派
，或宗派所主張的、相互敵對
或因為大家很明顯地比

:與其得到受苦的業

能靠自

口

9

較喜歡第二種解釋，而以為它是

，他們會做很多功德以期能抵
鋪排一幅悔。然而，

此事，除應有的報應之丹，不變

大多數人所持有的看法。相反
地，幾乎所有的緬甸人相信兩者

們則寧願相信第一種，因為若已

，他

都是對的，而且不論前面論連海

的業律會阻止任何其他的結果產
經有

為富竊或天人的功
一種有時

連正統佛教也發現需要降低其嚴

自己，這種要求確實太嚴格了，

生。每個人應靠自己的功德提昇

闢山山附

穗，就不希望被排一幅德拒錯。

比第二種更有利。
既然這兩種概念很
明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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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佛教已認可兩種緩和這理

的業果只跟隨行為者本身，長久

格性。儘管規範性理論堅持功德

與大千世界的有情分享這

我所有的親友、住於此界

生，達到快樂的天界。願

願所有受四惡趣苦的眾

生到善趣的機會。一般都會禮請

功德，可以關鍵性地改善亡者投

信，在這期間所可能得到的任何

其功德可以轉移給亡者。他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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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作法。這些措施可見於我們

比丘來誦經，同時供齋並布施其

間(如果他在惡趣)。開

界)，或縮短他在惡趣停留的時

他在天界的時間(如果他在天

生，這些功德主要就是為了延長

進行。既然頭七後，亡者已經投

常地做，或在一生中，固定的時節

為去世的親戚布施，有些人會經

七天以外，其他無論何時都可以

德即可轉給亡者。除了死後的這

他的東西，生者因此所得到的功

善行的利益。

分享?這些儀式造成更令人頭痛

己來承擔，功德又怎麼能與別人

律，行為的果報絕對由行為者自

生了非常棘手的問題。依業的定

這儀式對業的哲理而昔日，產

馬上要認識的當代佛教，在經典
中也可找到這些作法的先例。我
現在要說的是功德的分享與回
向，在這樣的作法中，某人得到
的功德可用來提昇男一人的業。
在任何集體的功德行為之

後，與會大眾會吟唱一個祈禱

的問題是，功德不僅能與生者分

一種是根據死

享，還可以回向給亡者。回向亡

者的儀式有兩種

的信仰，這段期間所做的善行，

者的神識於死後第七天才會投生

•.

辭，緬甸人稱之為「賜與平等」
司4
且，
(但
FEu-KDU，
)以將功德分

享給地上、天界或地獄的一切有
惰，如下文所示

..

間

「嚴格說來，功德回

一位比丘所說:

的存在(雖然也有不知道的)。如

們，就較能充分地察覺到這矛盾

知識的人，特別是佛教的比丘

守矛盾的信念毫無困難。但較有

宗教的大部分信徒一樣，對於信

這些顯而易見的矛盾。就像其他

大部分的緬甸人並不想解決

後為他所做的行為而改變?開

的命運怎麼可能因為別人在其死

報是生於地獄、惡鬼或畜生，他

加違反業的定律，假使某人的業

功德回向甚至比功德分享更

接受者都可透過自己的行為而獲

為藉由這善巧的解釋，行為者與

許行為者與接受者同時獲益。因

在不違反業的定律的情況下，准

心。對這儀式的第二種新解釋，

懷的表現，因此可以淨化自己的

享功德，是一種對他人慈悲與關

式仍然有用。因為虔誠地發願分

於行為者的精神訓練來說，這儀

干芋，也無法回向，但作為一種對

常博學的比丘)，功德既不能分

據其中的一種新解釋(僅限於非

理論相容的方式來重新解釋。根

儀軌，因為他們以一種可與業的

雖然如此，比丘仍主持這些

的目標||因為功德不能被分

特別的布施，雖然不能達到預期

分享功德也是如此，它是一種很

現，這意向仍然有功德。那麼，

成某個目標，即使目標並未實

行為者的心或意志造成影響。

為不會產生功德，因為它並未對

動機。無作意或機械性的布施行

非藉由行為本身，而是其背後的

的，功德的取得與業的提昇'並

重要的是意向。如我已強調過

德(通常還有行為)的觀念中最

在規範性佛教的思想中，功

得功德，讓我們先探討行為者。

相反地，如果行為者有意完

向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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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但是分享利益給別人的意向

他人分享功德的願望本身也就有

為關鍵既然在於意向，那麼體干口福

改變||因為自己的業是由他的

哉?而是他心理或意志狀態的

持耳亢莊嚴門事七十期〕民國九十一年六司wv
一四四

本身就有功德。渴望與他人分享

生經》的故事。

禍

9

於是指示自己的沙彌們，以

叮祉，也希望轉變這已臨頭的災

助。他的兒子很關心艾親的一醋

自己墮入地獄，於是向外尋求幫

一生會使

的兒子則是該寺的比丘。當他臨

i|因為沒有比馴服生更大的罪過

老峙擅自覺到自己有許多的非福德

，他年

這一點，一位比丘舉出下列《本

內心狀態來決定。為了「鵲起明」

功德。以這種方法

場，他將得到功

9

自己最珍貴的財產(功德)，是
接受者若在

，而這原則也適用於看不見的

(自己品)的表現，藉
由這種慈愛，行為者在心理與道

。只要看到或聽到(某個
人類所做的)功德行為，無論是

德上得到了淨化，而任何淨化自
己心靈的事物，

精靈、

。總之，

li

，都能因為說了

利的業果。

「善哉」

然功德不能與他們分辜，但儀軌

如果行為者可藉由自己的意

志取得功悟，他心中的接受者也

卻給予他們獲得功德的機會

出，重要的

的方式來解釋這個過程。他們指

可依同樣方式得到功德。因此，
(包括分享功德的儀式)

圓滿峙，與會大眾會說三一次「善
哉!」 (5E音
I)。

功德即賜予回應的人。因
9

-----,

艾親的名義向塔供花。艾觀看劉
問向也有組似的效果。

業。

願意放棄這儀式

因此他們必須

9

矛盾;此外，大部分的緬甸人在

9

如果他們知道這矛

執行儀軌峙，根本不受這矛盾的
困擾(

9

己的排一瞄德

盾的話)。

涅槃思想屈服於心理壓力的例

9

即在此我們有另

這兩件事實似乎支持我的理

自己的罪過，他的心一清淨，

人代表他做功德，因而想起了自

他們為他所做的努力，他的心無
限地淨化了，因此他未鹽地獄，
而投生天界。
回向功德給亡者也以類似的
方式來解釋。因此，如一位村裡
的長老所指出的，人在死時若強

烈執著世間事||執著妻于、家
、四向與業的定
律不變性之間的矛盾問題，他們

論而遲從嚴格的業說(就知佛教

9

一方面非常地有誠意，但另

雖然無論是神或救世主

都不能幫我們得到更好的

9

徒這樣說)

上，他們解決的形而上問暉，與
產生出的問題一樣多。
?卻不

乃至神或救世主的使者

面，卻很明顯地牽強附會。

子

人、財產或地位，不論他的功德

他看封

9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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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而改變

趣

執

有多大，也必定生到「
中。若在投生前的七天

世

以其名義所做的布施，他的心清

了

薯，由於內心的話

除

來，也就是儘管分享功德與整個

們所知:幫助亡者最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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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生?但透過其他人做功

C

屯的 ]ZN)

(6)
侃而
〈自 HH

。禮敬

祇由眾正

FZ

與緬甸佛教一樣地古老。

仰與行持(參見

H旬以小小品小
l 山)，

蒲甘

9

並以佛教為國載。

個吋出口

'這位國王引升上座部佛教到

安納拉塔(〉口且還 EFE)

值5

們可以了解緬甸的功總分享觀念

是奉獻自己的虔誠作為。

方式不是去禮拜祂們，而

生

是為了亡者的利益而布施

的方式不是祭拜他們，而

Et

《彌蘭陀玉所

5) ，早在西一兀二世紀，就明

所謂的「回向」(苟且立』

佛教架構不一致?但在上座部佛

話

德的努力，我們仍然能夠

E@

間經》(參見吾同的

。如

中。甚至更早的經中也有，只是
那麼明

雖然
9

佛陀反對某些印度教的觀念，仍

HVO
口的的戶口 (H。戶叫UM凶)

德的分享與固自給予他減少(如

然堅持功德紹對伯特質

經典的片段中出現。

路一佛教團體中，也在一些

功德回向的教說潛藏於某

果不能趕免)惡報的希望。
想從業說的嚴格後果中脫溫
的心理需求，

，但可從以下的事實推論出

的

得到幫助。因此，

他似乎要主張
儘管我有罪行，卻無須絕
望@'儘管我所愛的人有罪

行，也不必為他們感到絕
。

因為在這兩者的情、侃"中，功

望

中

、笠口

見君自戶戶的 (32
o

雖然頻率上比較少，

9

是由於

9

這當然是大乘佛教

9

ZEE(] 唱EMN 己

書。文中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

與社會》 (K急
W急貝克

羅 (Em自hcE戶的宮門0) 所著《佛教

編者按:本文摘譯自麥爾一幅臼史拜

必要的部分。見的

的中心觀念，而在菩薩傳輸中也是

德轉移給別人

開回向(可 ESHG)|-將自己的胡

他父母親在前世所做的功德。

告訴過詣，他之所以有錢

但在緬甸也有這種情況。一位緬商

地轉給子孫

出生前父母的功穗，有時會不經意

肉相對於此的信仰，即認為在子女

此功德就可由向給死去的親人。

VUN
UM) 泰國的男性可入寺院一臨時間，如
們
(吋同白白山已
a
n戶
p口
H
…

(未完待續)
門詮釋

EhH。)

們。口口內叩i
門E 『

9

間最可怕的酷刑是在地攝的自嚴厲
層，是為了那些把五逆罪

父、殺母、出佛身血、殺桐羅漢與

種業說更加適當

支持第二種業說，但闢其支持第一

不到一一這故事。此外，雖然引用它來

向我在標準的《本生經》版本中說

破悟的人所謂備的。

即殺

與錫蘭相當且一動的信仰為「反業」(

仰。一持克思佇立叩〈}法
M∞
U)
指稱這種

(4阿
}拉閻明且一旦出口，納特王?也是佛

的天神之一)出現在
9

大王啊!如果想減輕
兄長的罪過，你得建立許

要造很多的井、水

-9

並與你哥哥分享這些

9

多的塔、洞穴、寺院與驛
站

功德

池、水壩、溝渠、
廣場與運河，並與

德

仙鬥泰國也有功德國向與分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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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哥哥分享這些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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