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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佛教的教法，生命最終的目的並非樂園、天國

佛教的中心課題是在說明如果能走上正確的道路，

9

我們常常

9

在西方學者中，柴梅爾斯

詮釋者的個性。

可以發現，與其說它表達了佛教

而從對涅槃的定義中

佛教的目標就是「涅槃」

底是什麼，如何能達成等問題。

因此?我們要思考其自擺到

並指示達到這些目標的方法。

預期的治癌目標、有保證解脫

自己就能從人生的束縛中解脫，實現最高的真理。

督同樣被喻為醫者的事實中可

停留在諮斷的階段。從佛陀與基

生觀，然而，兩者的教法並非只

斷來看，似乎都在助長悲觀的人

則說「原罪」。從他們各自的判

教說是「無常行「苦于基督教

對人闢現況所下的話斷，佛

目
知?兩種宗教在作一診斷時，是有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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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晶伸

從比較觀點看佛教(四)

確的一致性i|佛教就是「到達

(閱。
jNa)
σ叩母們自開間缸片
方面，所有佛教徒的意見就有明
U門
EERPH∞ω∞ι ∞

與皮歇爾(涅的宮且自由口FmT昆主

經典裡闡述了許多數法，而

涅槃之道」。

9

其他如卡爾﹒巴特、奧登伯

品。∞)等把涅槃視為永連
亡

自我的建妄。佛教所說的聖人，

'是要一酷除

等則解釋為「至一幅」。不過，闢

就是指已除去妄執自我存在的

格(閃開旦河旦青島相
同∞個
里，HSC)
ψ同

於這點，佛典的註解者本身也未

人，因而他會受到如下的禮讚
9

自己內心喜樂，精神住於

量的基礎。

成就自主世壽可白宮或不可

聖者中止了生之困

屆全然有一致的意見。也許最好

zhH)
作者所

，就如《效法基督》

(當吉普通失♀
述，避開國難問題的分歧點，而

回歸真實的道路。就是說即使目
標不是特別清晰，

統一

R

愉悅丹、J
、的精歹

几旦回土州軍阿

破除如鎧甲般自我生成的
因素。(《長部閱

六

經國第三誦口個》)

佛教徒藉著一驅除無明或妄

想，而溫求不被現世的無常所煩

。因為，

ep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減減己，

寂減為樂。(《長部國大服涅

槃經國第五誦口間》)

一紙除謹妄的人，從世俗的東

li

世俗性的生活﹒，他已連到

縛中獲得解脫，可說是克服了輪
迴

在修行生活中的最高目標||悟

道，證悟「我生已盡，梵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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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要到達的道路

是存在的，闢掛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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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去。要停止這不斷輪盟的現

困難與勞苦，都完全在平安止息

消除?而且伴隨生命而來的任何

wvO
六

立。所作皆辨，更無來此生。」
象，就要止概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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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依據佛教的教法，生命最終

已撫著火、火不再燃燒的人。但

佛陀是覺醒的人，意即身上

依據第一義諦的教義來說，

之中永遠消除。

的目的並非樂團、天圖，佛教的

是已悟道的佛陀，並非械亡而不

平靜並非什麼都不做的，而是活

9

但若

中心課題是在說明如果能走上正

存在。滅除的不是恤，而是充滿

動性的，是歷經努力所擁有的安

暮氣沉沉的寧

力，是可定義為「受讚揚的棋靜」

所熟知的那種訴諸情感之類的努

。話雖如此，但這並非西方人

涅槃雖然是平靜安詳

確的道路，自己就能從人生的東

迷妄、激情與渴望的生命，他已
經覺知，不再受那見與其所起積

實現最高的真理。悟

迫與涅槃是相同的，所有佛教徒

的欲望所制約。這個理想狀態就

9

一致認為，悟道就是他們的日

意即「苦惱的止息」、
」。涅槃是、水髓的幸一闢興和

9

是涅槃
整個生命的過
9

標，那要依行於正道才能獲得。
如先前所述

靜;已達涅槃的人

無論是生或
平，藉著澆媳「激情之火」、止

最高的幸福，不會變易情逝的究

已打開不死之鬥姐，解脫的境界經

如此，佛陀悟道之後，宜稱

9

程可用火的燃燒來比喻。我們生

一方面則無意識地活動著

竟至一醋。其中連死亡的悲痛都會

並且

憑心藉那些，個體的存在不斷地起

9

死都因不再煩惱耐受讚歎。

7已

臟苦惱，而攏在現世得到，它是

全

命的本質一方面與外界接觸，另

自「

續著某些的存在。

發現自(佛教所說的「邏難港」、

盤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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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稱為「不死于雖然對於有關

「拱水中的島嶼」等極顯似的貼

切表現。《聖經@做一本祖師》

關於究竟的目標，基督教的
傳統中也有頸似的表爐，名為

超瞳現象世界範疇而存在的最究
竟實體的質間，佛陀確實拒絕回

寫的「天國之都」|-

城牆是用碧玉建築的，而

「、水生」(慰
B問
EHE峙的)。就是
備的，

城本身是用傳玻璃的純金

神為愛、祂的人所

正是眼睛未曾見過，耳朵

為解脫的佛教經典

得到的祝一醋，令人聯想到視涅槃

以下敘述在「天國之都」所

佛教徒視向涅槃的。

淨土相當接近吧!而這是被部分

這與佛教後期所描寫的阿彌陀佛

UNH
∞
U)
H

有無生的、非所造的、非

哥林多前書》
E

基督教的傳統教義裡'也可

間，有著超乎一般想法的共同

督教所說的天園、永生的希望之

佛教所說涅槃的期望，與基

N。)

到的。(《聖經

造的。(《聖經圍觀一示攝》

。他說:

放口3但他似乎並不懷疑絕對的本

1.

自說

未曾聽過，人心也未曾想

E

所作的、非所組合形成

的。若非如此，弟子們

就沒有從所生長的、所造
的、所作的、所形成的世
界中跳脫吧!(《小部
經》)

佛陀相信在現世變
矗現象的背後，延

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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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同的看法，認為最究竟的目標是

利比人「在主裡喜樂」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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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有死亡，也沒有悲哀

求他們要一向效法他，「向目

非宗教，而是發展到大乘佛教後

是產生了「佛教原本在初期時並

造成這樣想法的一個原因，

有進一步批判的必要。

無」||完全的「無」之意，就

議將佛教的「涅槃」解讀為「虛

→起。因此，對於部分西方人提

恐懼，總是與宗教的關注結合在

白顯示的，人類對命運的希望與

如同印度教與佛教的經文中所明

我們應該注意的事實是，就

斗
凶UH川
H)
U UH凶
W
h-f

標邁進」。(《聖經﹒僻立比重目》

超越想像、無法描述的。就是:

曾想到的。(《聖經﹒哥林多

朵未曾聽過的，人心也未

正是眼睛未曾見過的，耳

神為愛祂的人所準備的，

或疼痛，因為以往的事都

已經過去了。這時候，生
寶座的那位說:「看吧!
我將一切都更新了!」
(《聖經﹒ 敵 一 不 錯 》
NHuhEU)

信仰是對所盼望的事有把

剛童自》怕這)
4

裡，也有用像「金色的耶路撒冷」

握，對不能看到的事能肯

在基督教最普及的讚美詩

這樣的語詞描述「天國之都」。

戶
L 是。 (《聖經﹒希伯來書》

直跑。」因此，聖保羅教導阱

被要求「努力向前，向著標竿

基督教徒與佛教徒一樣，也

、..J

(EE

∞EHE∞)以同樣的主

(2安武器、』

.....

英國的清教徒約翰﹒本仁
ESPEN

題寫完《天路歷程》

hush-n，
h該
h書
)在英國曾如
《聖經》一般受到廣泛的閱讀。
然而，基督教傳統也與佛教有相

.......
.....

ll

兩者都設定解脫的目標，希

。但是要如何努力才好呢?要
如何克服障礙而達到目標呢?還

兩者究竟為人們指示了怎樣

9

是不善的欲望

l

喝愛的主要原

。基督教也

知、心中剛愧，

所賜的生命隔絕

且變得

敗德

的事。(《聖經國拭弗冊書》

慾，而次心行種種污

感覺?縱情貪

9

他們智力昏昧，由於自己

根源。

揭示無知，

活中，

體、現實化就是喝一愛國，

，而無閥的具

實的理論面與實際園。

因

才成為宗教」的看法，但這樣的

9

間傳布

，就在印度受到廣泛地

見解幾乎與事實不符。佛教從最

接受，
到闢、心自己及他人命運，並且探

的道路呢?

四聖諦的分析中，最後宜說八正
」意謂著棋密的思惟
智慧的修煉。為了克服無

明，一毫不懈惑地努力是、必須的。

達到目標的主要障礙之一
9

即是人對於現況與前進的無明。
修煉是非常道德性的。無明

的

-,

「超越時限與輛裝異」的解脫目

天主義

主義，倒不如說是
偏向於

道

標的人們之間。

L一』

兩者的傳統而言，與其說是悲觀

暗面的見解，但就佛教與基督教

儘管對有情世間現況存著黑

一"1

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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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蠶邏噩噩噩麗麗

4情

目

教方面似乎是以無分別的思想為

異有更進一步研究的必要。在佛

係的佛教與希臘哲學，其間的差

色。主張「善」與智慧有密切關

係，也是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特

種種的蜂起說，我們試著簡單歸

的重要性。關於這部分，佛教有

山的課題，是具有實際的、相當

中，欠缺哲學或直觀

法旬經》)因此，在種種的文明

一切的束縛消失吧!」(《小部

二、由於智慧(無明的消瀰)

因而有苦。

一、由於無明(欠缺智慧)

(EEE巴

前提;希臘哲學方面，則蘊含在

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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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
UH
)

佛教徒就如同印度一般的思
想家，對他們而言，智慧與意志
相互之間關係非常密切，難分彼
此。同樣地，所謂的「行」

如善惡的對立概念中，選擇其
的思想。
基督教也有相似的表現。耶
穌說:「你們將會知曉真理，

佛教的思想家把無明與苦放

因而無苦。
)種說
(《聖經﹒約翰福音》∞UUN這

在兩端，而在其中列舉了一些條
法近乎佛教經典所敘述

羅門已到達彼岸(到達圓滿)，

對已了解一切的他來說，會使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

「若婆

又真理會使你們得到自由。」

..

佇立自己包含思考與意志兩種意
思，因此獲得智慧時，苦惱也就
結束了。所謂的「佛陀」就是已

悟道的人||解開了生命存在的
謎題，發現止息苦的方法的人。
喬達摩所以成為「佛陀」'就是

因為獲得無上的覺悟||證得智
慧。由此，我們可說「薑巨就是
以智慧為基礎。

「畫旦與智慧之間的密切關

目

••

此減則彼

?如此一步步抽貫串因果闢

直觀的所鋒是什麼?關於這部

係的連鎖鱷而回到作為「老、

體隨著蜂起概愈的發展，而成為

9

滅。」這是適用於所有形式的基
原因的「生」;

討論的課題，然而也許它最初只

生，此無故彼無

本公式。佛教的「蜂起」稱得上
時，從認識劉「生」的止滅就是

是意味著「無常」或「無我」的

9

法

理，作為規範而確立。國

出世，此事

是真

圓滿的人(如來)出世或不

的行為了。亦即:

出現無闕，更不用說是由於諸神

理，、水邊具有合理性，與佛陀的

連。一般認為它是

理措可說與諸佛的權威毫無關

值得注意的是，「

H巴

經典並未提及。後來這個問

是印度醫學上的病理學，四甜美諦

苦的止滅，而終船發現「無明」

體止滅。雷達摩可說是將如此連

苦也會消

理

'謹向觀察

分別相當於一諮斷、病因、預後、

的止欄，其結果就是連鎖鍵的全

定句型，在經典，中可一再看到

作順、道兩種

鎖鏈的國日本闢係

9

即表示缺乏正確的直觀。但是，

那麼，無明究竟是什麼呢?

9

苦的原因就是

說，他深思熟慮松一酷除苦的解脫

照而成為佛陀的。換句話

9

關於其中的各語詞，經興興(一社釋
都有詳細的說明。

依據經典記載，佛陀發現

方法，並且發現

苦的原

..

因此械除無明

「生」是「老、死」

再產生

產生

來說，

無明

9

因，然後環環相扣而追溯到「
明」。反
「無明」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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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決

9

治療法。這個稱為「鵲起」的固

-----,

滅

的

監盤盤盛軍盤盤麗麗盤盤磁盤國盤盤磁盤盤噩蘊遭遇驅盤盤磁盤驅聽額頭頸飄飄躍極噩噩盔噩噩噩輛噩磁盤盤盤盤亟閻麗輛輛噩噩驢嘲

莫依靠他人。
9

把自己當作明澄?以自己
為依靠

到自己本身。

「由自己所作，
從自己而生，由自己而

業摧毀患者，如同金剛石打碎

「極惡的人，對自己所

寶石般」;「愚癡者自取惡
-7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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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的人證悟此理，深入理
解而向人們教導、明示。
(《相應部囡 囡 緣 相 應

緣》)

把真理當作明燈，把真理
依靠之所，莫以其他
為依靠之所。(《居民部

佛陀從未認為存有一個所謂
形而上實體的靈魂，

UE1凶。斗。《長

佛陀認為邪惡的行為會危害

涅般用經團第二誦口間》)

「知道自

實修與道德意義上，有行為主體

是極自然明顯的事。

NMB真

己的人」(參見《增支部》;《漢
譚甫傳》用

頁屆三
9

果」

做的，就如仇敵希望他不幸而

做的一般，宛如蔓草纏住樹

木。」(《小部 E法旬經》)

自己可分為兩類:在躁動不

須的，因為

與在實修意義上潛在的自己。克

制、超越前者是

「在戰場上雖能戰勝百萬敵人，

卻只有克制自己才是真正的最

上勝利者。」(向上)間接者則

「自己的主人?「自己

才是自己的主人，他人如何是

主人呢?若善將自己調御?就

能獲得難得的主人。」(向上)

人應該要符合真實自我的企

求，認真履行義務。

噩噩噩噩憫晰翩翩鷗酬

麗麗麗麗噩噩蕊蠶蠱鐘頭噩噩噩噩蘊鐘噩噩噩草草

部》;《漢譯南傳》冊∞

非常受到尊敬，間時也非常強調
以自己本身為依止處。佛陀在最
，對弟子阿難作了如下

的

的

即使對他人來說是多大的
調伏別人

有善調御自己的人?才能
自己實在是最

芋
J ，都不能為他人而捨棄

的實現就是以真實的自我作為依

因而可做如下的結論:涅槃

1.

自己的義務，要善知自己
難駕御的。(向上)

的目的，專志於自己的主義
(同 上 )

替罪。

面的敦法，

義務是在人際闢係中決

《奧華書》(GSEG丸)、《吠檀

臣/

概念。

屬於形而上學;而佛陀

「大我」的

性的，然後以此思想為背景，而

間說的「自我」則純粹屬於實修

問EE9

似。只是後者冊謂的「自我」是

{譯自註〕

山在哲學中，「直觀」固定指不靠推

理或觀察，也不靠理性或經驗而蠶

得知識的能力。學者們認為直觀，

9

也無法由觀察

約有兩種專門性的含意:(一)它

是不以觀察"為根據

9

諸實的一切實際知識的來源;(一一)

直觀固定體認相互聯繫的總體世界的

(3∞叫)一書

巴於九月自且〈目光書鄉出版社出版。

文內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中譯本

《從比較觀點看佛教》

編者按:本文節錄自中村一兀所著

察所得到的零碎、抽擎的知識。

多》(哥們設法宣)哲學思想非常相 具體知識習有別於由科學血(一般觀

對自己真實等於對他人真

LP2 口 bug
AJ
布 pttg

丸，、

駕騏自己

9

9

臂一，

就是利他行為的出發點。

1.

首先妥善安置自己，然後
教誨他人。
者將無過

用以教導別人的，
自己也要實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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