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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比較觀點看佛教(三)

淚，比四大海的水還要多。

佛教一一列舉世間的種種

苦，主張若非克服根本的不安，

碌不停，總是必須思索、做事的

常

間現狀的分析是「人生是苦于

人，只是不斷地在逃避人生根本

就絕不能解脫束縛。這些經常忙

這是從「存在就是苦」開始省

或原始的不安。

受生」讓人至為企盼。佛陀告訴

病很快就開始侵襲個人生命。個

苦的條件之一。人一出生，老、

無疑地，人的出生也是產生

我們:人們互古以來所流的眼

遠多於「樂」，因而使得「不再

察。佛陀確信人在一生中「苦」

眾所罔知，佛陀對於有情世

一切皆苦，諸行無

但大乘佛教認為佛是三界慈父，彼此信仰的差異就很小了。

基督教則說人因罪而疏遠了創世主，這與佛教的判斷不同，

佛陀對於有情世間現狀的分析是「人生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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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世間狀況的診斷

體存在著有限性，而有限性終究

，無論那

是苦，甚至生於天界依然受到苦
~叫J-7、可尸』
白叫斗可
L
Jr時HC

撞，都只是個體存在的結果，因

或入

9

敗穢之聚而必毀

，根本無法倖免於病與

死。總之，一切事物皆無常

以就有苦。佛陀就曾問弟子們:

所

「無常是苦，還是搬來呢?」「世

9

都不斷在一雙鐘，我們的存在是如

故。人並非、水邊存在，一切事物

此呢?這是由於「無常」的緯

為什麼我們的命運就注定如

(同上)

壞，有生終將歸於死。

脆滅

衰老形骸，乃病也采且易

oe--aaa

卅守吋
J 雯雯川、暗扑叔，

世間在無常燃燒中，有何

喜何歎

佛教徒特別強調死亡的恐
怖。死亡征服所有的人，人無時

何不求光明

9

1.

無刻不陷在怖畏死亡的深淵，即

無論於虛空及大海

使他通常並未覺察死亡，然而，

山間洞窟

宜，所以說:

在任何地方發展都一直強調的事

，在長久歷史中，無論

命注定的理則。這也是傳布全世

，死亡是所有生

不論誰都無法抵抗普遍且具

欲求不為死魔

這確實就是有關苦諦的真

制，世間實無有是處。

頁 5)

9

理。生是苦、老是苦、、病

求不

9

(《小部國法旬經》)

是苦，愛別離是苦

得也是苦。總而言之，由
執著所生的五項元素(五
建:色、受、想、行、識)就
白走#古。 (《轉法輪

7

經》;參見《漢譯南
傳》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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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脆

是苦、死就是苦。怨憎入會

Jlt
說

槃經﹒第六誦晶》〉

寂減為樂。(《長部﹒大般涅

生減減已，

是生滅法;

諸行無常，

代替對世俗事物貪婪的追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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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那是苦。」(《中部﹒滿月大
經》)。

我們擁有夢想、希望、願

景、欲求||但這一切都將被遺
忘，猶如未曾擁有一般，這是萬
物共通的普遍理則。「凡有集
法者，皆有此滅法」(《因此采取耶﹒

此中說明沒有永久存績的實

體，只有生成與變化而已。一切
物體都是「力」'一切實體都是

「動態」'任何個體的狀態也都是
不安定的、暫時的，終究會消

逝，甚至連事物的型態、物體的
本質也都不是恆久的。在後世，
與其說無常觀是佛教的，毋寧說

是印度普遍性的觀念。

苦與無常是一體的，依此觀

點而言，渴望就成為苦的原因。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所欲求的對

象是無常的，是變化、滅逝的;

正因為如此，便會產生絕望與悲

傷。所有快樂都很短暫，佛陀曾

問一位弟子:「無常是苦，還

是樂呢?」弟子回答:

尊!那是苦!」因此，

當知此，身如水斐般易脆，

將此心如城廓般堅固地安

住，持智慧的武器以擊戰

0( 《小部﹒法

惡魔，守護獲得的，而且

對其不執著

世

大晶》)，有生必有死，是必然的

法則，這是毫不留情的，彼此的
差異只是存續期間的長短而已。
有人活很久，也有人僅活了短暫
的時間，但最後所有人都必然消

逝。能自覺無常的事實與涵意的
人，就會以超越世俗的渴仰||

「無上安穩、不滅的涅槃」'來

一I

旬經》)

不遷到
。佛教最高的

。如此，我們本

之中了。而在基督

白白了悉，真

L
Fr
楠、4UJFP?鳴
f付

9

1

1.

以具無

苦切關

且在心口惡?可在阿

F

學習的人，在證悟上還有

此的道理是不存在的。阿

修行

「諸多事物皆是壞減

」(向上)，
1.

的遺轍。

世間的分析

之法，應精進不放逸地去完成

弟子們

佛陀在臨入涅聽之際，告誡

口問》)

(《長部且大般涅槃經固第五誦

行，將會述得無漏盡!

阿難啊!你要努力勤奮修

量關懷的行為來服侍我。

愛，親切又純良

，現-豆，

功課要做。可是，待我如

難啊!你長久以來充滿"核心

不要再悲歎
1.

月474

此是惡的導師就要入涅槃

阿難
9

到後來
7

些免於破壞，此事又如何

一定會破壞的，所以要那

長、存在、所作

都會變異的。因為凡是生

事物，總要離別、分開?

的嗎?一切親愛、喜好的

了。我往昔不就是這樣說

罷了

他不禁哭泣起來。

?J1@

襲

一帽祉日卒，因了知萬物無常，所以

14
、

保羅也表明相間的教誡

9

rue
←

耳比?自以為

入憎

HCHN)

要謹慎，覓得跌倒。(《聖
經國哥林多前 書 》

院，倚在門
刊者

唉!現今我還是在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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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擊

判斷有所不同。但是，若從類似

罪而疏違了創世主，這與佛教的

是，人與創世主的關係||人因

寫基督，因此，他對罪的判定，

療。在福音書中以醫生的角色描

是病，並認為那樣的苦可以治

關於這方面，基督教仍將罪看作

連，由於基督教重視歷史的意

重的罪惡被比擬為瘋疾。

治療心靈的疾病。如此一來，深

不只治癒身體的病，同樣地，也

VO 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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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度世人的關懷事業來看，認為

與其說像審判官的判決，不如說

義，因此這方面有些許被削弱。

。要為自己

在地上，因為有蟲子蛀'

你們不要為自己積蓄財寶

度憂慮，要遵從如下的敦法

但仍教導聆聽宣道的人們不要過

對無常事物的執著與苦的關

佛陀是永恆存在、三界慈父的大

像醫生的診斷來得恰當。

中描述基督在全國巡迴教示、傳

《聖經﹒馬太福音書》 (53

乘佛教，在信仰上與基督教相
較，彼此的差異就顯得微乎其微
了。此中的佛教，可以看出接近

矛盾地調和一起。而在《聖經﹒

也會生銬

..

。UH
HE
M)
叫
。

(《聖經﹒馬太福音》

沒有蟲子拉，也不會生

積聚財寶在天上，在那裡

••••••

基督教關於污梁所有人類的「罪」 一輔音、醫治病人，這些行為毫無
的概念，但即使如此，佛教也不

路加福音書》

「走遍各鄉鎮，傳布福

治癒許多疾病的故事涵意中，他

音，到處治病。」在基督自己

A字，

他十二位弟子們也遵照基督的命

(Eu 。ua中
) 記錄

同於基督教所認為的「罪」是神

對世人的懲罰。
然而，從男一個角度來看，

基督教對世人罪惡深重情況的說
明，明顯地類似於佛教的解說。

銬

在現今最普遍的
讚美詩中
與將滅亡的
o

」

「環視四周，幾乎

都是推

@詩篇》

見解的雛型，在《聖經》中很多

aB

地方可以看出。
的作者就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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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說

間時又有如下

吐前笛叮叮》阿拉弘一凶♀)

影兒快快過去。(《聖經

氣般短暫?他的年日如同

'是什麼呀?人像一口

什麼呀?您心裡所想的人

主啊!您所眷顧的人，是

,A,

..

學的一切事和我勞碌所成

後來?我察看我雙手所經

軟甜的人類

相對地?佛教郤是先強調危脆、

與神疏謹、

人回答

1.

外，進到光亮、暖和的室

。而

也就是從又、暗、又冷的室

像燕子飛越過宴會場內。

大王

所謂人的生人叩'就

基督教有怎樣的想法時?其中

的異教徒國王向顧問們諮詢，對

常變盟(和危脆闢係密切

迫.，而且宗教信仰與自覺人生無

，以闢心人類所受的苦

無須聲一一一曰地，

9

的功。看呀!一切都是

求的解脫。

(《聖經國傳

空?就如捕風，在月光之
下毫無益處。
道盡百》NUHH)

又有敘述世界是現象性的著

FU
H)
∞

0( 《聖經

看得到的是短暫的，看不
到的是永遠的
哥林多後書》扒

雖然猶太人與佛教有如此頓

，其次才強調這個

似的見解，猶太人卻是先有偉大

VO 九九

..

..

的室外一般。因而，我們

內，又再回去又暗、又冷

徹底地否認任何形式的「自

的連績性，而「無我說」卻極為

張生命有從這一期流轉到下一期

在外觀上並無不同，但在每一剎

以火焰的比喻作說明，雖然火焰

在此生與來生之間的關係'佛教

弱點，佛教以外的印度哲學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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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信奉能多談論關於超越

世，所以如何調和輪迴與和它十

們，大力地批評這個難解的佛教

(Egse 。間，巴利語稱ZEES 曾

入侵印度的希臘王彌蘭陀

識(阿賴耶識)的概念。

論者(唯識派)所主張的根本意

伸這個思想，就出現了佛教觀念

以各種不同的名稱來稱呼它。延

而慣子部、正量部、經量部等則

補特伽羅(可 ESP間)的說法，

派佛教徒採取一種近似靈魂||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後世某

體不斷變化的連續性。

那都不相同，佛教徒認同個人主

我」，如此就帶來一個疑問

分對立的「無我說」'就成為佛

為這是難解的問題。對於再生，

思想課題，近代的學者多半也認
為什麼呢?因為「輪迴」主

敦的難題。

呢?這點可說是佛教哲學最大的

如果沒有靈魂又怎麼能再生

能看出兩方的見解如何被修正。

深感興趣。隨著辯論的發展，就

呢?對這問題的觀察，實在令人

佛教徒要如何調和這兩種見解

「究竟是什麼在持續著流轉?」

黑暗的宗教。
這種西方思想與佛教思想相

似，意味著兩者都具有類似對傳
統的反思。

迴

由於佛教徒也相信輪迴轉

輸

就這點向那伽斯那(Z
自mggT

「不，不是這樣!那小孩和
現在的我不同。」

首先導出這答案，而後那先

成無母、無父

不是那孩

就指出其中所蘊含的矛盾。

「王啊!如果
子，你就

也無師麼，忠變成不曾有過

學習，不曾有過作

親?和中期

有智慧了。王啊!
受胎初期的

或者後期的母親是另外

個人嗎?嬰兒時的母親，
與孩童成人時的母親是不
同的嗎?學習時與完成學

wv-O一

手足的人是另外的人

人，與因主且非且又回討而

習後，是另外一位嗎?犯
罪

地仰臥，但是，

而依賴於這身

點上火，這燈可能點上

「王啊!假如有人給煤油澄

「請舉例。」

叫間眶。」

統攝為

人。實在是這一切的狀態

這相同的我?如今已成

輕、可

「王啊!我曾經幼小、年

想說什麼呢?」

「當然不是，尊者!你到底

?L 被

那先)比丘提出質問:「尊者那
先啊!再生後的那個是同
的?還是與再生前的不同呢?」

的說法回答:「那不是同一
又並非不同的。」可是，對希

臘人而言，這答案很難理解。國

為如何?曾經

此

而他順從希臘王的請求，就以下

的實例進行對話。
「玉啊!你

幼小、年輕、可愛地仰臥
著的你，和現在成
人的你是否為同一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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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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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也非不同，而統攝於

如此，個體是以既不相

續著。正因為如此，個體

分間，但那卻是同時在

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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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不是那樣。但是，依

持續的，生與減是個別個

於那個，才產生其他的。」

9

別地，而雖然是個別個別

「王啊!正當如此，個體是

整晚嗎?」

地?就某意義上來說，卻

「不?不是那樣。」

最後的意識。」

是以既不相同，也非不

許可以吧!」

「如果那樣，初夜的火苗與

是同時而持續著。正因為

「那麼，中夜的火苗與復夜

「請更進一步舉例說明。」

同，而統攝扎伊、最後的意

。就某意義上來

中夜的火苗走向一的嗎?」

的火苗是同一嗎?」

「王啊!例如從牛擠出來的

識。」(《彌蘭時王間經圓第

與滅的雖是各自

「不?不是那樣 oL

牛拐，過一會兒就做成乳

二口聞單第一間》)
覺

夜的火苦與中夜的火

苗，與後夜的火苗，是各

酪?接著變成生酥，然後

經典中佛陀以火起喻，說明

之一||個人的存在是無常的。

此中表達了佛教的主要教說

自另外的火苗嗎?」

如何?牛乳與酪、生酥、

確嗎?」

煤油燈，而火苗能在整晚

個體是
9

眼酬是相同的，這立論正
「玉啊!正當如此

繼續燃燒。」

o

王啊!
又成醜蝴

續

「不，不是那樣。依靠同一

繼

一-，
-一「

地保持自身，但實際上
9

一制

，而不再是同一
個火燄了;同樣地，河川經常是
、流動著更新的水，

來任何時刻都是悶了凹，

也可稱為「謝那的連續性」。同

樣地，個體不過是持續變化的五
蘊聚合而已，從某一剎那到下一
剃那，再從一個生會到下一個生
命?如此不

化，只有到達涅槃
才是最終的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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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人格的間一
性，才能使人憶起以前的生活。

龍樹把個體的連續性，以燃燒的

火焰作比喻，而以木薪比喻為構

成個體的五項要素(五蘊)。火

?他以此來

與木薪既非相異，也非同一;並
非可分，

說明個個體與其構成要素之闊的闢

再生

9

軀體械逝後，靈魂可能輪

反覆連積存在於現世。

體、人格上的個體，是無止盡地

'相信所有的靈魂、意識的、王

教都具有「輪迴」乃至再生的說

一般而言，印度的哲學與宗

Eσ 以下)

」的執著，而站成痛苦、憂

不白心。

皂，頁

係 0( 參見《中論》;《大正》冊

軍苦充滿?甚可怖畏，

一界無安，猶如火宅，

華經》便有如下的偈語

?大乘佛教括用此喻，《法

，便表明了人生充滿無常

。以燃燒的火苗比喻現世的生

事實上，不論就本來的或實際的

保有同一性」的見解，

9

一「

常有生老，病死憂患，

如是等火，

三
wv-O

嚴謹霉譚噩聶哥噩噩蘊竄轎車

一一可

流與世界的轉變中
核心或不變的原理

9

四

實相就是謹流變化的理則||囡

無論、心或身的所有浩作，都

「業」

要保持道德的國果性，所以認同

9

包含「道德」之苦心，喬達摩為了

的作用等。在此，「

而非混沌的無秩序狀態?或偶然

盟( 果律。宇宙是受因果律所支配

一實在的
但那並不表
9

耳他認為世界中只有各種力量在

向。善行在人的內心有增長相同
善仿的傾向，惡行也是如此;
且無論是故意或無意蘊作的業，
都有成熟結果的峙機。有的業在

，還有的業要在
更遠的未來才招感業果。個體是

9

並與世界中其他

綿延不斷的過去世附體下許多

「因」的「果」

的「因」智切相間。佛教中「業」

強調個體與全宇宙之間
9

「業」

的相互關係，不論任何峙代，所

的教誼。

一般認為佛教所採用的輪迴

「業」的教說，

概念?並非根據理論而來，而是
來自實修。

人的社會地位、

?雖然這

想法在今日並不蘊切。例如，眼

盲目疋由於前世眼情貪婪所遭受的

，聽覺敏銳是由於前世愛好

翩翩翩鵬聽激怒噩噩噩聳聽聽磁盤盤撞騙轟轟撞盟蠶攔路種藍盟軍矗翩翩翩蘊輛噩噩噩邏噩豔噩噩輛囉噩噩噩車輛璽闖關運輸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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擱一為人、動物或諾夫。

----,

作用，而完全不見實相。世界是

成而已，

也

9

」(拆借自己的報說相結合，

'

這概念在佛教興起前就已經深組
印度人的心中了。

o

rr
←f 三三口一

時間問「

「行為」

L-

然佛陀確實一末的回到岫同在生命的車 是連續且有產生類似行為的傾

行帶來叫苦果，

仁二3

L一
、

主

雖

一一，

聽怯的結果。但無論如何，這種

解釋總是基於現在的事實而道自
推述。

因為是就現在的事實加以追

於連串不同個體間的思想。

佛陀的日暫不業力是超越一世
的生命而且持續不斷?因而其所
建立的闢於現世與過去世個體之
並非不同個體問

間的因果闢係

明業力是超越一

斷。由於這主張與當峙

信服的「靈魂說」作了區帽，而

」的教法面目一新，同時

也使其實修的效用產生變化。如

，又因為佛陀不認同靈

?於是一世生命與下一世生命

的聯結，就何必須另外一尋求解答，
帝釋相應個第一

實」(《相應部

佛陀發現前世中執持的渴愛、個〈

E

品國海邊聖者》)，這種敦法對人

在世間中蔓延著的貪

對世間眷戀的生起，以及

一讓承繼前世業的新個體產生。

據佛教師說，事實上是「

9

日疋影響下次再生的因素。根
惱

「如播植種子，而收穫其果

9

溯說明，當然符合事實，且由於

所以絕對無法加以反驗。

9

色身上的關係，而是道德性的關

兩

來

們的倫理本性作出強烈的警示，

E

-----,

使

此
因

所追朔的是超越人們智慧所及的
範國
佛陀不主張在人的身體內，有個

|l

與身體有別的、不臟的「靈魂」
存在，反而宣說新的主張
個不同的個體之間，其實是同

「人種的是什

雷達摩主張這些敦法，並說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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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新的同一性存續

麼，收穫的也是什麼」(《聖經

日

而是由於「業」。也

西

加拉太》 2) 的格一百十分類似。

3舌

就是

的，但並非因為依仗「靈魂行

係
1主主

L一

盤盤磁盤盤磁盤噩噩盤盤驅臨霹靂矗輛輛輛鸝聽聽驢車吾爾譚嘯闖關輛輛輛噩噩轍盤盤磁轍輛輛輛輛輛體轉讓輛輛

的

意想不到的事吧!因為沒

若不懷渴望也許無法發現

命短暫;理所當然地?生命的短

惘。凡是人有生就有死，而且壽

理或不言而喻的原理，無須證

始的輸迴說。

有任何到達那裡的足跡，

(OmBOI

何時

暫與世代的傳的，支持了靈魂無

此外，德莫克利特

佛陀接受了這個觀念

9

又沒有道路之故。

幾乎所有的印度人都接受其為公

盾。輪迴的信仰在印度很普遍

9

完全不覺得有任何矛

論，與無條件接受輪迴、再生的

佛陀面對其合理的無我

靈魂的屬性。

幸福如同不幸一般，也是

象的一一一一口辭敘
B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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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以渴愛為緣而生
起，再者，關於懷抱來世
的希望與成說，就是以渴

也存在於印度

緣而生起。(《小部

經集》)

愛
如

，而赫拉克蔣國輛也說過糊糊似
的

IH-A由
們門出門口阻岡山﹒的﹒念1。丸
心。心 )
、 Hυ 口口
hhIINVL#函。

9

加上一些當時盛行的學說，而認

可轉趨另一個世界的「再生」與

「業」的理法等?然而，他唯

則是要如何脫

9

，在西方

。認同「再生」與

思考的真正課題

「業」

也許看不到相對廳的說法。

強調現般的無常性，

與基督教這兩個普遍性宗教，至

所稿的「自我」也不例外。

人本身，甚至涵蓋全體人類，連

對人生存的問遭環境，也包含個

L-

撞撞讀學涅史背轟轟矗懿贏矗頭露聶聾靈童

W電a罰

睦蠶蠶噩噩靈藍車廠蠶噩噩麗麗麗噩變撞撞嘲

一-，

話

兩者在此似乎並無交

9

9

似乎也是曖昧模糊

議題，即使不是不可知論者，對
某些人而一百

何東西都不應認為是「

意指任

9

典的古老詩句中(參見《小部

」。這種教法可見於經

釋，與上座部也不盡相同。而就

的。至於大乘對此敦法所作的解

思想同諷，即認為人的內在中含

經集》)，初期的書那教雖然也有

過這種說法，但並末形成理論性
的探究。

教說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體系。

(非我)的

「無我說」還是會感到困蔥，國

肯定萬法無常的佛教徒不接受任

然而不久，

此有、必要加以完整說明。「無我

何形而上學的實在本體

與消滅的現象，是生成的流轉。

。生命不外乎是

，而踩取實在的動態

包租或匕匕、
、科僻Vμ仇的口口、

9

他們將

說」讓人難以理解的理由之一

實體、

，所以對物質世界

是，很難將佛教特有的基本用語

連。儘管如此，西方人恐怕對

與本質上不滅的「自己」並無關

基督教的想法來說，

。因為基督教大體上與西方的

L-

藏著某種與肉體有別的靈魂，
非但不是無常，甚至是本質性的
不幟，所以認為它能超驢老，且
;相對地，

「無聽說」的主張完全相反。
然而?是否確實如此，還有

間，因為關於這個課
題，佛教有峙並未有一致的見

應態

。佛陀本身對這
個問題的

度，如同他對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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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噩噩璽噩噩噩盤噩噩碰碰噩噩噩潑獵轟轟蠶鹽醬密爾忍讓鸝輛車i

----,

實的自己行譯為

。而且，

，也、必定有分解、

佛陀在波羅奈?對以阿若惜

9

形成永恆的靈魂。為什麼

呢?因為倘若如

受等就不會趨向敗壞吧!

(《轉法輪經》;參見《漢譯南

則感

(行了意識(識)也都不會

受(受了覺知(想)、意向

於敗壞。同樣地?無論感

為什麼呢?因為那會漸趨

身體(色)非永恆的靈魂。

9

宵一說有關靈魂的無我性

陳如 (HSEEE) 為首的五
丘

」(戶口缸片片間，並非自己)。身體

物都不是「自我行一切都變成

」，那麼，世界上的一切事

如果只有永恆的

始佛教已經有所強調。

「自我」則較恰當。這方面在原

別「

「自己」比較適宜，但有峙為了

香光莊較門第 t十五期〕民國九十二年九月 w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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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否定世俗所說個體性自
我的迷思，我們視為自我本身的
'並非真正的自己。我們的
、家族、身體，

理也都不是真實的自
己。這一回品味著佛教的敦法可稱為
「非自我說」，即凡可知覺到的，
都不是真正的自我。當時印度所

意向(行)、

(色)、感受(受)、覺知(想)、

教經典中都予以檢討，並加以否

不是「自我?而是沒有實體

一切對「靈魂」的說法?在佛

定(參見《長部國梵網經》)，

的，這些只是既無實體，又無實

(識)等五蘊都

因而提出「無我」或「無靈魂」

」;一兀素若

未聚集，個體就不存在，若無變

集合，這就是「

質性的幻象罷了。個體是元素的

間門口同自口?

」的巴利語

的教說來加以取代。
「自我」、「
自片片但旨，

一

有譚震暨亟亟噩噩i:ll

5忠告

隨噩噩噩愚蠢讓讀屬會F

要
一，

---,

傳》冊
7

頁 ZNC)

在其他的章節則有如下的教

們身體的形態、感受、
覺知、意向、意識等一切

都是無常，因此就是苦.，

?這不是我，這不是我

永恆的靈魂。」(《鹿奈耶
大口用》)

而對受、想、
開樣的主張。
原始佛教時期的佛教徒視人

的存在為身與心的整體組合，分
為五部分

(想;視覺等)

織中小)

(民芋，樂、苦、不苦不

的部分)

身體的型態(包;屬於身體

..
意向(行，潛在力、形成力、

虛妄

現象)

自我(沒有自我〉

意識(識)
ll

9

取代、

要素的積聚而已。佛教以新穎的

「排我」(無我)的原理

消除過去所有迷思深植的人，以

所謂「
9

，在其他語

，有

「自我」的

及知識分子一致認為可支配人
的

傳統實體概盒。

9

」這主題上的教說

為西方語言的名相

一t
口並無準確對腔的語詞。被翻譯

L一

而且不是永恆?也不是
善，凡無常、苦、變異的

就不是永恆的靈魂。所

、王觀的、客觀的目，

e'

以，對過去、現在、未
來

1'

、弘

遠、近固，高、低的任何身
只且，自且川

必豆hJUV
匕忌，心頁

「這不屬於

-O九

-,

實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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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盛盟軍團

、痛，覺等覺知概念;
四、有意志的反應。痛時就
，或有「以後是否會好起

識別前四項
9

來」的不安?或對身體健康狀態

五、

常識上所說的

、合成物。毫無例

丹地，每個個體其組成成分彼此

之間的關係一直在變化，

個連續的剎那是相同的，因而，

在個體產生的同時，消滅、

也隨之開始。

原始佛教時期，捨離「自我」
觀念的人們

9

「我」不見了?

雖然如此，這樣的否定語詞並不

受到高度的稱讚。
在。當然或許有人會回間 APe
被假

意味虛無主義或唯物論。佛陀清

9

想的「我」是實際經驗的一部

楚地指出「自我」

陀不是絕唯物論者，他強調

'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佛

晰的解說。

?對什麼是「自我」則未作清

，但

分，但這時它已包含在上述最後

一連串持續的身心種

一一岫片的意識範疇內了。現實上人
的存在，

種現象，聚合作用而成站一
體。因此，任何個人或事物都是

國磁盤噩噩單單盤噩噩單噩噩噩噩轎車幫噩噩噩噩聽聽轟轟轟雷磁盤盤矗靶子糊糊臨繃蹤鵬總獻嘲隘卿瓣醬擺輛輛輛輛髒霉聾麗蓮噩噩噩噩噩蘊噩噩露露露露露爾噩噩噩噩蠶噩噩噩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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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稍微容

有概略的了解而已。
為使
解，就以牙捕為例，一般人都會

L或「牙」或

說:「我牙齒痛。」但是對佛教

的思想家來說，
講法。不論說「
「痛」都不能算是生命存在最究
寬的一兀素(法 )9在佛教的文獻
中，個體的表現被非人格化的五

蘊即取代。牙痛經驗可從事情根
本現象的觀點作如下的分析@@

一、此處有色身的型醋，即
所謂牙齒的物質.，
二、有所謂「捕」
三、對牙齒產生視覺、觸

理

不染污垢而遠離不淨，

心要專一並能憐憫，

人應捨棄我執，

印度宗教體系，都認為靈魂與諸

念。在西方以及佛教以外的所有

排除任何妥協，而發展無我的觀

無論如何，他們都不像佛教那樣

度諸書也可看到相同的觀念，但

如此勤奮努力學習者，

神並不遵循無常的理法，這些是

婆羅門啊!

能到達不死的梵界。(《長

精神性的存在，具有不變的本質

向佛陀詢問自我是否存在

佛陀答說

因為如果我回答:「自我

是存在的」'那就陷入常

見;如果我回答:「自我

是不存在的」'那又陷入斷

見。(《相應部，無記說相

應﹒阿難》)

佛陀對「自我」的存在既不

肯定，也不否定。他告誡大眾

能的組織名稱，「靈魂」是構成

1

要具備足夠的哲學能力而

可以認識哲學的極限。

為何世尊，不回答那位僧

精神存在狀態的總體所附加上的

就如「身體」是擁有數種機

侶的問題呢?

座離去。於是阿難請教佛陀

時，佛陀保持沉默，因此他就起

5)
怕。

雲遊僧婆蹉種(〈卸的各自

高度發展現象論的教義。

與個體性，但原始佛教則相反，

部﹒大典尊經 ﹒ 第 二 誦 晶 》 )

大致上，佛陀不像多數的
印度教學者極力論辯一般教說上

的迷妄，反而是加強勸誡妄想有
「自我」而起的傲慢心。

念，佛教以後的印

抱持非常相似的觀

希臘方面，赫拉克利圖斯也

關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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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同。

9

這見解與佛陀本身的敦法似乎稍

佛教的正統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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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除去那些機能?靈魂並不

部派佛教的長老們後來調整

這裡要再作個結論

性與道德性意義，

佛陀比

9

這教說形而上學的理論，前且這

道德性意義的強調遍及整個佛教

以直到目前為止的探討看

來，似乎可以很明顯地發現，否

歷史。

，而說事

物只不過是名稱而己。戰車、那

定自我的主張是在後代才出現

了這個「非我」

先長老等都僅是名稱罷了，

的，佛陀自己不否定靈魂，只是
對這個問題一味地保持沉默，不

應包，

及我所」

如上所述，佛陀對所謂「

性、現象之下，並無任何實質

僅如此，且似乎認可符合普遍性

相同的情況，因此「

(《聖經悶馬太福音》早已)「恨惡

這個世上生命的人，就要保守

「愛惜自

讓靄麗麗輛輛軍噩噩透露露頭廠密爾

鸝噩噩醋磁盤盤噩噩噩蠢驢盤噩盤磁聽聽極端航向可

?而意識直接所給的資料，也
未證明我們所能想像的任何整體

規範的人類道德性行為中，所目相

要跟從我?就得捨棄自己，背

作為行為主體
9

生命到永生。」

。

果有人

的存在。以相同的論證方法，

現的「真實的自己」。

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

頁凶∞

的「自己」

，但卻認定在實踐性與

陀並不探取作為形而上學實體存

持沉默，而導引出靈魂是不存在

39

(參見《彌一關船主悶
經》;《漢譯南傳》冊

以下)，這個見解雖然成為部派

」一

己生命的，就將喪失生命。
(《聖經甜約翰福音》 ENU)

然而，在此還有需要考量的
就是佛教與基督教兩方，

9

都是先諮斷有情世間的現況，再
，各自訂立了治療的方

，因質疑在《聖經》
日疋否真的談及所謂本質不滅

9

就基督教教義而言，近來有

法或策略。

中

的靈魂等由受到注目。他們認為
在《新約聖經》教義中所說將來
永生的獲得，與基

L
9

基督教徒普遍認為人都生活

並非「自我」本質不臟的。然
而
在脆喝、無常的世間，

不淵逝的不滅靈魂。
佛教與基督教這兩種宗教的

傳統中，對於人的價值似乎各有

否定的不是人的個體性，

理論，

因此，在兩個宗教的傳統

都有回應人類熱切冀酷的教
9

說

不用的評價。因此，或許會產生

這樣的疑慮﹒-儘管兩者有這樣的

靈上徹知的相應教法，雖然現在

以及吻合所有人類深沉且心

不悶，而這兩種宗教如何能具普

尚未達到那種徹知，但卻是可以

比較觀點一看佛教》 (23

一書，文

中譯本於

九月由香光奎回鄉出版社出版。

內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

p

編者按:本文譯自中村一兀所著《從

達到的理想

9

遍性而受到世界的認同?

'與佛教對這教

但是如此的疑問，是從誤解
「無我」

9

品須從大乘佛教所說，

說的結論中間產生的。「

的報說

一切眾生皆具「佛性」的信仰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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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所應許而實現的

L一

被

站噩噩盔蠶磁聽聽蘊盤遜撞亟盤磁聽聽蠢驢霾靈靈透露麗露頭蠶震怒露叡霉麗麗麗蜜噩噩噩噩聽聽靈鐘盟

門譯註

屁，任何盤化都是它們引起的結合
和分離?其中沒有神的存在
理思想則認為人的幸、不幸或蓄、
惡都來自靈魂，人人都有獨立的意

志和人格。

因此，按照他幸福論原則而對道

德範疇所作的解釋，在西方倫理學

史上具有積極的貢獻。

一書?已於九十三年九月由香光書鄉出版

其倫
o

相同的原子(水、火、土、氣)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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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REEd 間內﹒ ιmOGf

古希臘哲學 家 、 原 子 唯 物 論

山德莫克利特
可 cof

的創立者。

原子論主張一切 物 質 均 由 本 質 上

門童自訊〕

中時
日本間主泊中村 一 兀 閉 著 、 書 先 書 鄉 編 譯 組 翻 譯 的

普遍接受與容納，

接著比較兩者國在起源背景不向而產生
9

進而說明關者在宗教思想上同時具備

一輩則擴及佛教且外的東方傳統思想，以此對比基督教思想臥外的一颺所謂「在

噩噩噩蠶露頭厲噩噩懿噩噩聶懿覆蓋鐘遜盔感廢寢堅噩噩噩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