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的

和笠、不

于
λ汗

i

-4

主可
口叫川可

抖且尸

在佛教中，解脫在於人的來生或輪迴終了處?

但有某些人則希望解脫是現在、今生就要達成的迫切目標，

入其主要的教義。

9

?中注們也

樹備

源自於規範性或經典佛教，並納

深，不似前三種顯教系統明白地

的意識型態與規範性傳統關係不

述有兩個原因:首先，刊枷術佛教

另一方面，在悄災佛教之後才論

在這兩種解脫論系統之後論述。

地屬於救世論，在邏輯上應直接

相闢而殊異的組術系統。

緬甸佛教的祕術教派不但支持祕術教義，並能讓今生解脫。

主

所有偉大的宗教都曾孕育出
忠於神秘教義的秘術宗派，

識型態有關，卻是屬於違韓且外

o

緬甸佛教也不自

圓的，就算不是非正統的，也與
它脫不了闢係

特
?除了在前回所討
論的顯較系統外，繭甸還有兩種

極墨蘊懿轟轟噩盜墓頭聽聽聽噩噩噩噩噩噩噩噩磁盤噩噩噩噩國歌磕睡幽噩噩噩噩噩磕頭露噩噩噩噩空哥爾矗噩噩噩盛頓彌噩噩噩巍覆轍儡噩噩噩噩噩噩爾謹噩噩噩噩噩噩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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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臨一//一回國

直指年

香光書鄉編譯組譯

的神秘信仰(印度、中國與本土)

至支持其某些教義，但只有正式

雖然有無數的佛教徒們知悉，甚

個人的現世生活?或就歷史而且一日

達到的目標。而現在||無論是

)是個只能在來世

9

在佛教中，

未相信現在即可解脫。

的當代與自然界的現狀，人們從

加入這些報樞，才能獲得闢於這

作為與超自然及神棋力量交流的

，或運用它們

的融合，有了這件將之合理化的
?它們便與佛教教義鬆散地

整合了。

因此

這些秘術教派(緬甸語為明白白開一) 人的來生(業力佛教)或輪迴終

。根據某位權威人士之說，

了處(涅槃佛教)。然而，在所有

將秘術佛教的教世意識

態，從規範性佛教的救世論分開

超過百暉，會員總數則以千計

9

要不就是發

的急切漏望，他們有時重新解釋

成的迫切目標。為了滿足對解脫

而一百 9解脫是現在、

解脫的渴望延後到來生，對他們

9

不願將

(甚至與非救世論的消災佛教分開)

9

與某些情況中的一群人

這些宗教的歷史上，曾有某些人

9

當然

解脫宗教中，解脫(無論這名詞

脫宗教中常見的現象。在所有的

9

許諾，更為即刻與(或)不同形

(或除此之外)所

它們所共通的，是溫求比佛

ouZU)
(Em且叩門由自-頃。

的第二個原因在於
「教派」(白宮門的主的公共

前者(如其名稱所暗捕的)是

9

與種種準神秘教派(

9

的仰的門的)相關，並制 式的解脫

神秘教派。因此

香光莊蝦門第七卡五期〕民國九士一年九月 wv一一七

差異下?我們可以稍微過當地將

對明問几帥的喝望，的確都不屬於

(其實它們都是反佛教

的);而他們自己也不認為祕術

這些教一澈的救世諭刻翻一屆千一輛年
取向的。圳

教派是佛教的教派。只有在明咒

王或兩者(有峙會發生的)

師信仰與佛教對未來佛、轉輪聖

這些秘術教派雖具有各種不
，但在本質
?它們構成兩種主要的意識型

簡而昔日之，根據佛教信仰，

-9

加入教派是使鍊金行家變為明咒

佛教的信仰，有一天轉輪聖王將

後的五于年出現。同樣地，

第五位或未來佛，將在喬達摩死

帥的方法，就如他們已成為明咒

會出現，並使天地萬物處於佛教

廳鱷盔輔鵬撤鵬聽輔掰灣都輛輛輛輛輛輛輛輛聽聽聽翻閱幽靈靈靈密密盤盤鑫磁盤噩鑫噩噩蘊藍藍闢瞌睡盤盤盤盤盤盤磁轍磁盤溫盤磁國

一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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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借新的方法，以達到這個
目標。

騙甸佛教的祕術觀棋即是很

給當的例子。既然佛教如印度教
無論如何都不是排外性的

9

'這些教派並末排斥較為傳

帥神話中的魔法師或明咒帥，認

霄達摩佛陀(生於西元前六世紀)

仰整合峙，才是佛教的教派。

甚至將其他的教世系統，加入己

為他們擁有廣大的超自然神力，

是五位在這世代會出現的佛陀中

統的佛教救世論，反而童安它，

存在的解脫系統中。

已戰勝死亡，並成為教派的領導

除了與佛教顯軟的道友們共

能

人們也幾乎普遍-認為
的第四位

ll

他們也
9

?並希望藉此達到
未來某種超凡的解脫外
支持祕備教義與修持系統

提供固有的、即將來臨的解脫。

帥的上師們一般。無論明咒師或

對這系統的其中之三冊昔日，

英才或心靈大師。

,--\

關

其中之一(有時兩者皆是)，是每

律法的統治下。上述這些信仰的
結合，產生出于一輔年解脫的兩種

敦的基本信仰以兩種主要的方式

如某些教派是強調創敦的明

祕術意識型態。

要素，雖然對轉輪聖王的信仰，

咒大師時，這烏托邦似的信仰便

個祕術佛教教派意識型態的組成

已變形為對緬甸未來王的信仰。

規範性教義。只有當它們與明咒

祕術，反而多少是上座部佛教的

於佛教，後面兩種信仰也不屬於

師時，這信仰便興未來佛的信仰

強調鍊金行家期望自己成為明咒

ωzaSZB。
)而在其他教派中，

「千福年佛教」

與未來王的信念結合，產生出

師的信仰結合，並成為更大的結

結合，產生出「來世論佛教」

但正如明咒師信仰本身不屬

構||于福年信仰與行持||的

(gnF已
R。但約旦)。閃現在我們可

來世論佛教

以來詳述每個系統。

口旦旦
(EF--m

組成要素時，才變成祕術佛教獨
特的教義。
在秘術教派

中，這三種秘術佛

香光莊嚴門第七十五期】民國九十二年九月
V 一一九

〔錯金術及其目標〕

緬甸的來世論佛教，建立在

原與佛教無關的鍊金術與行持

丘，以火來工作)的基礎
(mmmf

上。這些技術一方面類似歐洲人

的鍊金術，但卻有所不同。男一

方面則是不僅與之相似，甚至某

部分可能來自中國與印度的鍊金

術阱。就如歐洲的鍊金術'緬甸

的鍊金術也包括將卑金屬變成黃

金的技術。然而，緬甸鍊金術中

更重要的是成就神力(自自恆的包

建
MV
O立)的目的，特別是如中國

的鍊金術(亦即道敦的)一般，

達成長生不死的目標。

風四種一兀案組成。雖然這比二元素

別的保護神力。在我工作的村落

將石

9

位比丘則詳述他石子的力量，說

將之放入一杯汽油中，無論用多

少火槳，汽油都不會燃燒。

一位亦為基

持有一塊聲稱能制服任何眼
9

，他曾用它舉過一

關盜盈盈磁盤磁瞌睡盤里蠶蠱撞臨噩噩滋諒噩噩聾藍色電撞歡喜廠蠢蠢甄鱷輛輛車轟轟綴臨頭嘯聲噩噩噩惡意噩豆磁盤耳聽蠶蠱盤噩噩噩聽鸝拉噩噩噩噩蔽鹽酸噩噩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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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藉由鍊金石來達

都不斷地詳述他們自己或他人鍊

中，無論在家或出家的鍊金者，

卻認為它們擁有一種不朽的本質

金右的一腳力。

'輛甸的岫酬金理論

是所有鍊金實驗的目標。不論何

(這當然是反佛教的信仰，與佛教無

一位比丘說他的凹擁有一塊能

個前提問建立||若能從錦金的

常的教義相互矛盾)，它是根據一

時間與主要財力，都投挂在此目

金屬(在緬甸，汞與鐵是最受歡迎

子帶在身上，便能以

使牛如保鮮二十四小時以上的石

的上。在某些情況中，用來成就

的金屬)中粹取出這種本質，並

9

9

在達到完美的目暇接階段前

然而，一塊冶鍊得當的鍊金

這種力量的媒介並非鍊金石，而

石

沙彌都趕不上的速度行走。

一塊具有法力的「印」(信心，

它充滿神臨的符號，並直到目標完成。然而，為了

便能獲得神力。在這過程的第

9

間化問題，

這金屬再三地治鍊

階段中

變化?人們相信它此刻便具有特

到不再產生可察覺的化學或物理

9

限於鍊金的技術。

、火、

與大多數亞洲人一樣，緬甸

人相信一切物質由地、

宜

將之注入人體，此人也將不朽。

3

時，當人們在緬甸看到風箱與鉗

戚，鍊金石的絕對純淨或精鍊?

i且

頭子膨脹的眼鏡蛇頭部，
的頸部便縮小了。

頭上夠長的時間，抽便會死掉。

方丈告訴我，他雖未曾親睹這種
「眾所周知于
在一九三 -0年時，某些任教於曼

自己的力

中飛翔、隱身

。更重要的是，他將如石頭

青春，他已成為明咒師了。山川

而

而成

9

'的自看 樣獲得、水生，更明確地說是永保
到鍊金術士飛越曼德勒。稍後才

其他石子所提供的防護，不只針
對蛇餌，也可防衛女巫、耳帥、

衛士不再停留於人類的住處，甚

成為明咒師之後，這位錦金

到目前為止，我所描述的攝

至人類的氣味都令他厭惡，更別

證賀他們也是僧人。

金力量存在於鍊金石中。然而，

明咒師則鄙棄肉食。許多鍊金術士

說是看見入了(人類是肉食者

將力量納入自己的體內，俾使自

為了他們未來的狀態作准備

9

如上所述，鍊金者的終極目標是

子彈與其他致命的力量。
完全純化了的石子不僅本身

?還能賦予持有者極大
。雖然我訪談的人中，沒

有任何人持有或知道誰擁有這樣

。藉由以下所描述危

人的水果(「少女果?冒出自己會出)

足性欲，他們與一種外表姐似女

在遙遣的喜瑪拉雅山區。

門戶。回 為素食者)，因此，
吞

的石子，

(EE

9

鍊金

以達刮目標

日至

險且恐怖的入門儀式
的的眉目自己的一

下這石頭峙，

他

包括:飛天遍地、隱身、瞬間位
移阻(即刻滿足人所

有欲望的力量阱。
一間寺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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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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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購

使吩咐弟子們將它丟到公

關的冀坑哩。當石子觸

9

成?他怨嘆自己的命運並厭惡那

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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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女人是肉食者，

9

不適合明咒師。

至少在我工作的上緬甸區域

于原來成

功所需的液體便是人組的排泄

、明用几師與 時，立

早期緬甸首都蒲甘有其淵源，而

物。當弟子們向他報告公廁中射
，他便知道

從肉輪中帶兩隻眼畸來，公牛或

立刻命令弟子為他
9

詳述以下的故事作為此信仰的錯
阱。在蒲甘王朝中，住著一位

?他

然而，因為眼睛不夠?弟子

帶來了山芋與公牛的眼珠各
惘。他用錦金石碰觸它們，並放

師」。然而

9

，

才略」
aTSE

9 晰也已白

一不人們在大鍋中精鍊所有的青

鋼、鐵與錯，隨後以自己的石子

鍋內的一切都變成了

9

每個人都變得非常富有
9

他才由這世界中隱退?
9

碰觸鍋于

的

明咒師

野籬村只有八位在家人(皆

為男性)日軍鍊金教派的成員，憎

眾的百分比又遠高於此，每四位

村莊此丘中，就有兩位錦金。在

e 的一個重要(並
家修鍊者數量 -少

非唯…川的)原因是，鍊金是項很

磁噩蠶蠱矗

鹽盟軍麗盤盤盤鍾噩噩璽噩蘊露露宿關總部嘯醋輛輛聽喃喃那湛藍誣噩噩噩噩靈靈爾i

、-J

-一「

入眼窩中，視力使恢復了，接著

r-\

想利用鐵金石來變成明咒帥的隱
，在到達「

?由國庫資助其

實際上，隱士並不知道這一石

心叮叮

L一

。淨化鍊金右的方法
(緬甸

，卻因

此)一教派本身的目標與技法各有差
，但它們的終極目標全都是要

9

達到明咒師此一一腳祕目標。不論
其目標為何

。他們說

「明咒師」並不意味永生，

期間||有些人聲稱是二

，有人則說八萬年。

源是什麼(無疑地，它們很可能在

並非日的，而是受到興未來佛信

派，也是佛教的教瓣。無論其起

9

佛教之前的緬甸歷史中，有著極深

KC
佛。(星星 HapE 叩門門呵呵苦
心FE自

佛，也就是規範性佛教中的彌勒

的第五位，是最後一位出世的

未來佛i|世間成嚷循環中

論佛教，並因而合法化。

結合||將神秘信仰改變為來世

此外，他們認為延壽的本身

由野鵲村，向外推

受

9

切事物都非、水恆，甚至連延壽的

的思想，

我們知道長生不死是反佛教

帥有關的來世論目標所激發。在

算?全國會員達數于人，我們也

特別注意到城市中鍊金術士的百
'且他們會為
了修鍊金術，而成為某個祕術教
派的成員。

期望都不屬於佛教，因為真正的
，而這些

教派調整了對不老的追求，

此

的根源)，它們己擁有某種佛教

許多緬甸人確實

一文不名的緬甸人。

L一一

不

以各種方式分
別這也

強組幽幽蜘幽嘲懿擷臨盤盤磁盤盤幽幽磁盤盤磁鵬幽幽磁盤鹽醬聶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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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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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可以解間明咒師興未來

(二千五百年)來臨

，如此便能活

HHhhhNM
告EM
E EHHGEHG
佛A
信\
仰闊的曖昧關係了，

會…苦，見《長部區轉輪即是王師于吼

經》們已古話
告卸品
YPEbNG己
~的
EEA\皂白
HEmEZG
dHM刊」可

勒佛，並學習、修行佛教律法，

將能確保證得涅槃。

槃的顧望之外，

以另一種佛教論點，來合理化他

否井

時，或他天命(八萬年)之末。

NUEbpF門己口)根據廣為流傳的

上座部信仰，彌勒佛將於雷達摩

目前後則談到求不得的苦。這意味

，也說到怨憎會與愛別離苦﹒?

可避免的古國|生、老、病、

，而指出佛陀談到四睡不

一切生命皆苦是誤解了佛陀

們想延壽的欲望。他們認為佛教

涅槃(就正好在彌勒佛來臨之

禮拜雷達摩佛陀的「色身」

站到彌勒佛降臨，他們便監學者

他出現前後，

前，喬達摩佛陀的色身會因舍利的

涅槃」

這世界會被火、水與風暴毀滅，

是所

重組而完成了

此外?雖然大部分現世的人

在這事惆中，
9

人的比丘說:「雖然有許多導致

白，巴利語島問宮，為

界、本質、本體或一兀素之意)阱。

苦的事物，但仍有許多快樂的

25

?但少數的虔誠者將會活到

認為明咒師將繼續活在彌勒佛整

l戶口

彌勒佛降臨以後，而彌勒佛的壽

事。明咒帥的生命是去除了苦，

們將國自身的罪惡而為大災難所

的

個天命中的人強調，持續體拜彌

(音

當他出現峙，就有個新世界。

。緬甸人相信在

佛陀死後的五干年出現||距今

勒
)Ig

轟轟露露鐘盛軍霞讓蠶蠱靈蠶蠱盤盤盤盤盤噩噩噩噩噩巨變噩噩

國臘驢擎噩噩盤盤磁鸝蔥蔥聽聽蘊鸝

的

藝的程度，

州

o

仍屬於「佛教的」

了。然而

而只有樂的生命」。
明咒師是證得涅槃的方法，要正

望達到這種狀態，所以都知道成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希

在繼續探討之前應該注意
式加入某個教派，

就間咒師的條件

9

涅槃與明個几師成就的結合，
守佛教戒律。加入者必須同意謹

它使得以表現超人技藝的鍊金石

9

表回看來並不奇怪，因為從心理
守佛教戒律，

後，鍊金術士、必須吞下鍊金石

但這並非易事。他感握在

位勇敢且值得信賴的弟子陪同下

明咒師的越能力，而非作為達到涅

(當然，多半是為獲得

。此外，許多教派成員練習

學上來看，它們是同一
正反兩面。涅槃的特徵是無欲的
狀態，根據佛教的心理學，
徵是無苦。同樣地，成就明咒師

槃的方法)，最後將自身寄託於一

進入森林，在那裡掘一個墓穴，

但並非

位或多位佛教天神的庇護之下。

吞下鍊金石後?處於恍惚狀態的

9

由於無欲?而是因一切欲望都瞬

我所知的教派成員們仍處於

鍊金術士將埋在穴中七夭。弟于
充其量也不過
9

鍊金體系的底層

這些都一個個試圖引他出穴，

人的少女等一連串嚴格的考驗，

隨後接受野獸、那靈、

、女巫等侵害的程度，尚未將

成功地驕傲金石精鸝到可以免於

間獲得了滿足。雖然這些信仰在
教義上是不同的兩極，但在心理
學上卻完全相同。

然而從另

回來說，這些教派

一一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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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咒大師援助。在驅魔者與鍊

中，他也幾乎總會請求所屬教派

魔者將因其努力而撞得大量財富

金術士之間，終於有種決定性的

右。斗 unE﹒=自己凶)。著名的驅

而，如果堅守立場，師父將會出

的獎勵，然而，大部分的驅魔人

金錢連結關係'除非鍊金術士本

誘惑成功，師父便會死亡。然

士成為完全合格的明咒師。川

並不富有，因為其收入多用於資

教派成員雖然通常不會成為

身很富裕或是由家比丘，否則必

受控制超自然實體的技術訓練，

不僅接受鍊金技術的訓練，還接

所交集。許多消爽佛教的儀式由

色上，使祕術與消災佛教彼此有

的關係'但特別是在驅魔者的角

【註釋】

的千福年解脫

基本特慟(即使在嚴格意義下的基督教

兩)
種
(nu--gz的n

書。文中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

與社會》(、見扎扎部普通§叭咒語向母令)

羅(豈已同早已開-85) 所著《佛教

編者按:本文摘譯自麥爾福﹒史拜

驗所需要的資金。(下期待續)

須透過驅魔者的角色，來獲得實

助自己的鍊金實驗。

明咒師或獲得神力，但許多則獲

而會將這力量用於邪惡或良善的

驅魔者執行，雖然他們是消災佛

他們之中雖然還存在著其他

目的上。人們相信利用其技能來

敦的執事人員，但其技能卻在祕

得其他所宜稱的力量。他們可能

驅運邪惡的超自然實體(精靈與

建立自己的資格，而在驅魔儀式

某個祕術教派中的會員身分，來

此外，他們幾乎總藉由其在

術佛教中學得(並得到力量)。

止。

女巫)的人，其有較大的力量，
因為他們有控制這非邪惡勢力的

(2

能力，並在這過程中，能徵得仁

慈的佛教天神的幫助

「千年至一幅說」中亦然)，便是將「立學 為一談 0)運用「來世論」來刻劃第

口已 (3 色)，

U戶
E戶IHUN)9口H
(H唱出∞ nFJ刊一〕B唱MeA∞
C
問。
出F

囡囡〉 Em

ZNHCF﹒也)中。有

立自笠，

|i

(NE 想 H)
，為

血肉 2日，而間皂白

一司吋 hy 扎比

伴隨佛教禪坐而產生的

用。同樣這些一力量，偶爾也可以藉

緬甸語對苦的同(瑜伽行者)

術士被稱作「盟吉」

事實上，獲得這些一力量的緬甸鍊金

JF1月二

三個系統，有能強調制術佛教系統

關緬甸的鍊金術，可見ZH

視為在「歷史
的末日向度(叩且也問告呵岳白白白自)

nF切弘山)。
(自咱N也

門申血恥，
的H
目)
J

9

與其重視個人解脫的好處。以「干

州開莫此一一瑜(
伽J門口明白)也確保修習者

有』更好的世界」

一幅年」一詞指稱第一個系統，是比

獲得這些力量(立盟色的忍飢古巴)。

4zsmg

向如「千年至一幅說」的冊子，當把

較開法(口 CBEEttzz 閃開)所認

(參見

nEE) 與「來世
「于一幅年的」(5戶口
可的(立

內」發生的事件。

o 們已)三諦，和歷
論的」(凹的E
們EG-咱

說」的一般屬性，如這些運動的華
OZ

「千年至福

史上界定的基督教定義聯想，在一起

位主要權威所界定的(內

EE

明潛在於某件物體或某人的力量?

著禪那

可參見切

對應並非只是巧合

9

專注狀態||而獲得。
報告

問特別強調鍊金術神融間向的調查

o

忘記-)，得以在這系統中一一找到

JEE菩皂白)。

時，並非全然讓人滿意。儘管如
此?我們仍須用某些符號來稱呼這

E)

0( 我相信曼德爾

此一一系統，而上述這些語詞很可能比
其他詞彙更為適當
(225 目的回且各民

開『且已開(目
血出口已開(門申山J
M申
)
，
門
山但
)同
，戶。同
可被另一者所服收，當然是一種非

遜的「彌賽巨佛教」

[宮呂♀
nzg-SHmUBC]
甚

(同啞巴)。中國與印度的鍊金術 9尤其

(2 口Eσ汪古巴)的動機之

。以下的

常普遍的信念，它構成了同類相食

至更不恰當，總之它將兩

是神秘的部分，都概述於開

HE 恥而

個必須分開著待的系統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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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z? 金術而言也十分的重要。

們緬甸的專家可能會有興趣去比較

自Bonn- 已

ZHm
門口囡囡且m已

我所聽到的故事，與

個EZE

EZHH而
)被判罪;但當我一九一四

(3 品

(自己 ZBB

了只能藉由鍊金術而獲得法力以

年在巴森(由自由自5) 時，一位緬甸

故事典藏版中的差異。

引文指出，這種吃人的作法，是除

外，直到最近仍是在緬甸獲得法力

人因在城錯位墓中掘麗而被審判定

的在白宮〉呂間的版本中，這故事

陪同nCHHT門
Mmz
。-

的另類方法。

罪，顯然是為了相間的目的。

是用來解釋蒲甘如何獲得財富，以

叫omM∞mnz

是比丘與魔法師，身上級有精巧的

(罔聞且可SNU 出∞)

且 :3

∞unF
﹒

3sbH)

uuZE口〉口口開

，能確保成就涅槃的固定禮

﹒竄。口已巴巴口這品。﹒口
(nh

仰在大多數關於明咒師的討論中

與男人都能成為明咒師﹒，解釋納特

建造許多華麗的佛塔。我的受訪者

-H凶
U ，也)記錯在他的緬甸民間

〉口口開

刺育。當他在一八八八年死亡時，

的在印度，不死亡

們多方面地運用為這故事補上的續

-E

。如

EZ

最親近的擇族首領非得掘出其罷

渴望是某種密宗(同 SE) 的目標之

集(無須在此詳述)，以「誼明」女人

mHZ當 Z 曾經

體，煮成一種羹湯，並堅持與英國

一(在自阿拉
OSEMu-3l
，
u這
u同
)樣也

惡名昭彰的強盜 斗 者

最高行政長官共車，以便使他們變

是鍊金術的目的(的同

如何找人的麻煩，並說明拔河能祈

星星)的

得所向無敵才能滿足。緬甸與擇族

斗)。在中國，追求不死也是鍊金術

雨這緬甸信念的起源。
O

BB2

的傳說，克滿著食展以獲得諸如飛

的首要動機，其根據當然可在道教

翔法力的故事。同樣地，在一九

中看見(日出

Dm(這也)所

HENES)

七年時，一位緬甸的巫醫皆可立，

J
此
E 也)與古
『且可戶(
。F『

日

在韓達瓦第(因呂岳但若且已可)法庭

示，這死亡與復活的主題對歐洲鍊

1

因令人慄然的謀殺食人行為

拜彌勒而非喬違摩。這信仰在錯蘭

到的想法，當然完全違反上座部規

的死亡而得到心靈上的重生;明咒

大地是印度

師則由大地中重生

川關於這點，閃閃CEB(

混中，心靈重生也握自抖了錯金行家

!|B

範佛教的教義。

這昆山思)。雖然我的一些受訪者見解
人的交流)提出許多富有見地的議

在娑婆世界的地位，即使當鍊金行

可EOZE

相同，但他們代表的只是極少數的
題。首先，當佛陀試圖達到開悟

家因心靈童生而超越一切世俗地位

ZEESENROZ

人。然而強調禮拜喬達摩佛陀的大

時，也受到同樣的試煉。此外，由

的相對性時亦然。至於明咒師本

也可見到

多數人，則又分為兩類，一者(至少

世界中隱退，這點固定明咒師與佛

身，我們可以思索，是否在更深的

死亡，來達到他們的目標。

延壽)可以藉自以象當性的重生代替

思想中重要的母性象纜。在所有情

是暗示)認為雷達摩舍利的重組將實

閱、隱士、比丘與印度的托鯨僧共

象做層灰，人們相信這些作法(可以

籍著私

際上形成新的佛陀，以及韶為這兩

有的，也都伴隨著神力與(或)功德
C

huldn
『H
口3
關肌3

以上所有的例子中，都包括死亡

AMMnμF于
+g

尊佛固定完全不同的人。我無法由後

者的觀點了解，之後在雷達摩身上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州認為涅槃可藉由儀式與敬拜而達
與重生的主題，﹒僧侶興隱士由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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