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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于福年的宗教(二)

法顯現在某些緬甸王的聲明中，

即身為轉輪聖王的他們有權征服

異士。其他的國王則聲稱，身為

轉輪聖王應被視為佛的前身或未

來佛。事實上，緬甸最後王朝的

(2 耳 ERZH)
與

他將引領眾生開創理想國時代的

建立者以佛的前身

中，佛陀與轉輪聖王間闢係密

我們可以回想在規範性佛教

。佛陀與轉輪聖主闢係密切

--KEa-

想法(見《長部﹒轉輸聖王師于吼

同阿甘甜可自..，作為其年號。

在緬甸的王朝時期，這種想

的期望 (2 當官司自己喜)。

緬甸人灌輸政治與緬甸社會主義

即使在今天，這想法仍持續地向

經》)，在緬甸已有悠久的歷史，

佛教輪王

〔未來王的思想〕

于一輛年佛教

信仰者認為未來王將在未來佛天命後半期的任何時刻來臨。

與緬甸人對未來王、明咒師及神祕力量觀念的結合，

于福年佛教代表佛教輪王與未來佛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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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術佛教一

聖王，由於他是正義之白玉，將引

如果選擇後者，

中

領世界在法輪下運轉。仰自於他

。因此，

聖玉，也許便是因為如此，任何

∞EHBZC

有別於佛教對轉輸聖玉的信

之後，許多緬人持續期盼恢傻君

未來玉的信仰。在英國旺服緬甸

仰，

。千一闢年佛教的釐生

「怯」之下。

，在法輪之前，

的正

內

閻王(在他能被視為轉輪聖王的範
圍內〉才能成為(或希望成為)

ll

更重要的是，要成為帥抑或轉
輸聖王的基本先決條件相同

TEZ

擁有三十二種大人相。(《長部冒
三十二相輕》「其

兮的立自矢志而

可缸片片自)與生俱來擁有這

主政體，在某些情況中，他們在

，將希望

英國

9

某些緬甸人心

9

中便生起驅走英國，並恢復緬甸

」主然佛的觀念?

王、明咒師及一腳祕力量一觀念的結

合。在英國統治期間，

起義都是由這類信仰的結構所激

站的國家主義目標所敵勵，

未來王或玉的前身號召而行動，

而未來王或王的前身的正當性，

則通常建立在自稱是佛的前身，

毫不隱藏且魅力無窮的聲明上。

放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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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一標記的人，只能
在這兩種生涯中任

寄託在其身上，而其他則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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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年佛教的

睹了許多這類冒牌王族的造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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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們的期盼鐘包括恢

Ll 匕匕
17 人，斟洞口

來臨，三

，而闢位則備未決定。

某些懷疑論的存在，

甸

雖然他

9

們相信佛教輪玉，但多數則視緬甸

未來王即將降臨的想法為「市井流

9

更深於佛教對輪王的觀念。

仰，與緬甸未來王

相信君主即將來臨的農民信

一一一日」'

輛

9

巴利

未來王確實會是轉著誰輪的虔誠

是由梵文的血 WHE阻因片片(

政

tt

響，特別是在農民之中。
三年闕，

緬甸農民堅信未來王即將來臨。
而且其中大多數的人，
置於佛教的內滷中。
因此，

男性為樣本，對這信仰所作的詳

盡研究中，有十五位贊同未來王
五位軍口
?兩位則說不知道。在贊成的

9

迴

千
兩百
中

(不是全部)

士

十

復傳統佛教的君主政體，

9

間

十五位，中 9十位說歡組未來玉的

。

工

確保享有烏托邦似的佛教社會目

9

一可爭一口電

的自出

艦

U
益問

，獨立前的緬甸目
NH)
I凶

來王中最有名的一位(且-門
寄自凶。。

'---'

同時，他們的勇氣||相信

鍊金術

他們在

給他們三點都不是明咒帥的成
9

。問雖然遲至一九三 0 年才起

\...-'

語向其軍〈皂白)衍生而來。
但更重要的是，他將成為緬

大部分的受訪者相信，未來王會
在他們有生之年出現。

訟，俏B
。 S)

，包括對種種佛

根據複雜的畢氏計算法
BZF

一部分，干福年佛教結合了兩種

的千一瞄年層面。作為祕術佛教的

未構成我在此稱為「秘術佛教」

聖王的佛教教義有關，其本身並

但這套信仰無論是否與轉輪

。平福年佛教的特擻

教符號的數值分配，人們廣泛地

不像要等到現在佛(即上一

慈悲為標記。僅此一次，緬甸人

序，驅離異族，為緬甸人民帶來

位佛〉逝世的五千年後才出現的

相信，融將在佛教紀元一一五 O 九

繁榮與財富。得到政權後，他將

未來佛，緬甸信仰者所認為的未

的傳統態度不再視緬甸政府為五

征服所有的敵人，將他們的武器

來王，將會在未來佛天命後半期

年(西元一九六五年)取得政權。

變成棍棒，在其統治下，甚至人

的任何時刻來臨。既然一九六

害之一

性都會改變，不僅不再有貪婪或

年(我研究的那年)已進入柚天

旬國王，重建國家的法律與秩

腐化、瞋恨或貪欲，連人們的、心

以正義與

來王可能隨時會來，而事實上，

命後半期的第四年，理論中的未

il

(二)在社會面上，它需要

在此。

未來王或至少未來王的使者已經

(一)在信仰面上，它強調

徵

靈都將會提昇。

例如，比丘不再被要求研讀

理想

所治理的社會一樣

典。他的王朝和其

經典，因為他們會記得全部的聖

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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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HEDH 心。cv

』戚與我交談的任何人

都不相信

9

蘊位未來玉。他們之中沒有任何

個彌賽亞教派的成員，也都不知

人(也無任何野載村的村民)是某

在他的記述上添入一些民族學的

蘊這位未來玉的住所。

苦思但)，我也只能

註腳而已。

這 aHF 戶。
EF

了這些教派(富且已由

德爾遜已十分詳盡且還傲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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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效忠它，狀及它所聲稱力量
的祖術教派的會員身分。仰
此外，既然沒有任何秘術佛
教教派代表千一騙年，或來世論佛

「純粹型式」'這些彌賽亞

。第

年前也拜訪了這特別的「宮

」符

'曼德爾遜早在幾

路一信阿根進行訪談。

了一天，我在那裡與他本人及

後來成為冒牌王族的「

德勒比丘協助下，我得以在這位

玉的住址，但本身從未去晶的曼

然繭，在某位知道這位未來

〔繭位未來主〕
不若那些以來世論為主要重

我在上緬甸過
9

的未來王正住在曼德軸，無論他

論中，有位村民提到，一位公認

在野驢村對未來王觀愈的討

到其中間支教派是十分偶然的。

更為稀少，所以

成員很稀有，再加上在村莊階層

點的秘術教派，由於彌賽亞教派

(Bm
凹的戶串戶的目的再明)也擁有

許多來世論的特徵。

因此?通常人們相信，公認

而更重要的是，相信他

9

為未來王或未來王使者的人也是
明咒師

是過去兩位著名的朋咒大師|

B

波波回叩(閱。因OKFZ
白色與波明
几(因。嵩臣。但已口
MN糾
)其中

)0日軍

位的化身、繼續存在或以上皆是
(這些信仰有時變得非常混淆

麗麗麗磁盤噩噩輛轎總棚柵欄柵欄頭頭發聽輛轎噩矗噩噩翻

來王「波多沙迦」(因
OR 丸。間停3)
(接文以英語化切。哥哥切叩門主但(「波

」 9雖然那時他無法與這位未

來玉對談，但他對這教派的設施

佛、輪王資格相關的主張)。

一般而言，波多聖迦與第

位未來王(如下所述)都以迂沮

與暗示方式謹慎地一百訣，且都不

多聖迦 L
〉稱之)仰的寶座。雖然在

訪談中，他否認自

許我在訪談中作任何筆記。然

是波多聖

趣，而門組卻如此稱呼，我也將

與意識盟麗的描述，使我們無須
HI

戶。小
H
扭)

贅述他已提過的事。(星吉普
由OF

而，徒阿森則不如上師們小

申血血

以此名來談論他。

波多聖迦

9

的門徒直干興地聲稱(按細一到閑置字

慎。例如，闢於涅槃

主的聲明，但承認自己是個極有

地表達)，他已「找到過往樂土

一種認為他已成

就涅槃的謹慎說法。

之，二一一一日以蔽之，與其作出任何的方法 Zi

力量的驅魔者與佛教禪師。總

雖然波多里，沮否認身為未來

這位處市中心的「{呂體」是由進行世俗活動||食、

9

醋、學習、討論等的房間所組
。上面兩層包括國王的寢宮、
行政辦公室、神明、納特、明咒

被指控為叛國的承諾，他毋寧以

波多聖迦是個矮胖、外表看

以及內有一

不可思議的有情!|擁有駕騏超

來軟輯而女性化的人，表現出非

9

自然界的能力，以及海涅槃而奮

常精明的外貌。他聲稱在達到目

帥、諂佛等的祭壇

緬甸宮廷聯想在

門的禪師，這兩種身分來建立自

前的地位之前的日日軍電氣工，也是

當中遍布與傳統

起的王室標誌'這

己對國家的忠誠(傳統地與成

9

張御陸便是緬甸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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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御陸的王室

-4ddHH

現居「

出是黃色的，
一切性行

這確實是個

除此之
9

製逼出盒子(這是對他是明咒師可
能性的唯一暗示，雖然他的徒用就曾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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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佛塔的管理

人。因為希望成佛，在幾年前他

整個訪談中都與我們同墊在房中

蝠，因此他拋棄妻子步改由一位

工的工作，全日投入靜坐。甚至

的女士來侍候。他視她為「姐

二寶功德，並放棄電氣

在一根柱子上靜坐長達一年，現

一的財源並非醫療費

以撫養許多貧窮的門徒。但他唯

9

波多聖迦於現在的房中進行

卻絲毫不符合姐妹的角色。的叫

蛛」，但從她的外表感覺起來，

他現在得到

」靜坐後
，亦即成

這麼多年來，他一直奉行佛教九

，從此便可不曾離閱。

佛或涅槃的間接說怯)，他搬入現

9

在柱子已學組在「古體」的庭院
中。由於這些一活動

同的鸝堂中)。

十年前，在「

/戶、、

因此他的黃梅!!他特別指
-9

外

另

不諱言地告訴曼德爾遜他是波明亢

li

li

9

這

由這教派的

繭旬國王也同

9一
J 來轎在正

(的化身))。他一年只在四個重要

颺裡接見門徒。

王軍象徵

、乘轎

少數成員所執行，在訪談中

些人被賦予特權得以進入他的寢
室。

離開他的御前，從不背對他，

當然是靠近與離開繭旬閻王聖駕
的舊規

要成為波多里迦的門徒，他

強調必須嚴守佛教戒律，

須持守五戚、禪坐、忠於真理，

他解釋一這就是為何許多比丘，除

實踐蘊愛與忍辱，並體職三寶。
斷昔日波多聖班自己聲稱，並(或)

會兩者中的言外之意，我們可以

被其門徒視為明咒大師會或許本
身現在已成為，或在來世中將成

」之外，

成為門徒的原因。事實上，
為未來佛盟((

)未來王(很可

談的前一天，他聲稱在「宮搬」

，在家門徒

讓咱先

出白白
H囡
H囡自叩門Y
「巳Fm囡

持這結論，在報導中，

行的一個納特儀式的描述?

古巴諦。旬出)對其在「宮鷗」

再者

能是被明亢的化身〉。

百位比丘。至

特別撥給比丘使用的齋堂內，
養了

0)

徒，他估計有十萬人之多。(他

有五于人

從以上撞撞，我們可以得出

ll

教了解到足拭深入探查的幾個月

0)

(不幸地，由於忙於許

並未找機會再回來

次興未來王的相遇也僅限於

足夠的資訊，能提出高明的間

迦的相過一

一位王||如某些門

9

幾乎完全是一種運

徒指稱他是波咽亢明咒師本人
||的邂遍

小['1

。第一一位未來主

(串串的宮穹的)的公路上，

曼

份

與披多聖曲的會間，是在我

擇

是豆

樣

緬

開始進行凹野工作後，對秘術佛

近

什麼結論?把且又梅爾避自門徒那
'血(

'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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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心「

紙
L一

---,

的上方有位英俊的白衣男士的大

這
9

蠱，以探勘這個每過自野聽到曼

33) 上;之後又說甚至正站在

稍後卻說是

哥拉

一天，我便前往被明亢在

曼德勒的住阱。我與助手拉達

四周圍著高

9

牆， N
必須經過一間警衛室才能進

入院子。雖然有老法師的推薦

信，我們仍在警衛們召開相當冗

長的內部會議時?於警衛室耽擱

了好一會兒步在與從屋中召來的

使者們溝通後，

並直接引導到明咒師的會客室。

我們進入時，明咒師正與兩位女

障人會談，阻後他告訴我們，

們是來請教有闢生意方面的事，

地上則有她們帶來的種種供晶。

9

日疋位看來有些女性化

堂在地上並頭戴明咒帥尖帽
的披明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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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奉某些當地與全國性納特神像
型照片。

在我們剛開始談話時，他說

座塔即是為他所建。

是有名的明咒師||波帽亢

的大神廟。聽人常在神廟前駐足

血(

9

禮敬神像。在神廟後較低的土地

座咕嘟造的高塔相鄰。

德勒的脹途上都會經過的宗教國

人群中，而我可以在曼德勒找到

波明亢幾年前便已死去或離世﹒'

區。穿蘊塔的院子峙，我注意到

他。當我表達想會見這位既死又

一天下午，我將車停在路

一間興型的休息所，是位非常年

活，間時住在曼德勒與被帕山上

給我住址，還為我準備了一封推

的著名明咒師時，這位比丘不但

被帕山(富門

老而友善的比丘住處，他對祖術

塔是個接收站，能接收達方明咒
師傳來的訊息。
他灌請我入內，我留意到床

(8)

輯，有著非常明亮的膚色與輕柔

的中年男子，但比波多聖祖年

的轉世。(這解決了那位比丘明顯

他體的。

是被明亢，而是被用亢的魂嘴在

魂魄卻存活在這位自覺是波明亢轉

他的肉身已死，但其

?他聲稱是被用中几

的聲音。在他身後的牆上有三張
矛盾的說法||披明亢已死，卻又

照片上，一位普通高度的男
人盤坐著，

世的男士身上，還特別有照片為

一位的他體

型四分之一大小的男士。較大的
男子便是坐在我們面前、公認的

了一次。對於此

，他平淡地說與他絲毫無闖。

正主立百二三口門 H

」主來火其自土寸，

入小杯中，

(藉此將他的某些力量傳給我

會見的訊息時，我們被帶到不同

9

9

我們所知為

區域的另一個房間中。當進入這

小而簡單的房間時

我

||一種珍貴的禮遇)。在我們

開之前，他也送我們一個

們免受任何傷害。例

告訴我們，如果願意等候，他的

當我們被引領出去時，

或未來王時(他並未隱藏自己是明

再間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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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如此做了。稍晚，在得到可以

我們到這位明咒輛面前的比丘所

明亢的人。在我的詢問下，

。」我藉自問他是否認

丁小時接可以再見我們一次

9

咒師的事實)，他避開問題答道

當我直接問他是否為未來佛

。

識波多聖迦或與他有任何闢係

-----,

擁有照片中的男人!!他視為波

明咒帥，而較小的一位，則是使

\J

fP

奇怪的照片。

解

RP

他聲稱自己不

決了這個問題。

士

磁盤頭頭蘊蘊磁盤盤蠶蠶蠶鑫蘊噩噩磁盤磁露露露露靈靈露露藹麗麗蘊蘊麗麗蠶蠶麗君噩噩噩竄蠶露頭麗麗寶齋蘊聽聽聽蠶蠱盤盤盤盤密密璽遜露露露鑫蠶懿靄露露盤盤盤磁蘊噩圈

天附在他身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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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明亢的男士與一位比丘坐在

闢佛的詮

他體內。(所以我們現在又有另一

。巴僕瓦是被嘲亢、

世、被明亢魂魄所居之體，

(我認為這是
，表示波惘亢的魂魄

命令他站在慈愛
9

說(如巴僕瓦自己曾說過的)

僕瓦'，

他選擇留在世間(

一躍，而這位年輕信單確實以「大乘

菩薩」來提及巴僕瓦)。

的朋咒帥一般不朽。雖然他的肉

他繼續說道，

當訪議結束，我們開始走下

身在喜瑪拉雅山中||有如天神

，又如所有

權梯峙，一位曼德勒大學哲學系

所住的波帕山中，

徒走近我們，熱心地談論他上師

但巴僕瓦也是位朋咒帥，

畢業的巴僕瓦(又名波明亢)們

中，教導他所有的神奇技攏。

。被明亢並在往後的附身

與專注中，

明亢規律地附身的身體。)
身

);但現在波明

他回答我的問題說，技明中几

來對訣，而非與偉大的被明亢轉

子的巴僕瓦(宮哥軒，他的本名)

體，而我們可以把他當作凡夫俗

已(暫峙性地)離開他

他峙，

巴

，而我們也熱切地傾聽。他

國麗麗密密聽聽輛噩懿麗麗輛輛

第一一個接控他峙，是以肉身形式
?他們睡在同一張床上。從
那以後?這位古代的朋咒帥便每

由

起

此。「

，都

每個人都將崇拜

9

一一到兩年內，」

他」。但目

呢?我問:「他們會反抗或臣服

25)

於他?」他說:「他們所有的

會禮拜他。」

〔甸
王〕

(可

、、/

會

巴僕瓦的競爭者，

9

既非被明

手的

的

，為了成為明咒個而
一十三年前

一年內

來王的出現，
的消息，

亢，也非波多聖血?
明亢有個未來

湛隨波明
9

接提出這點時，他並不願談

。挾中間，

L。

被

-----,

人

一「

亢的目僕瓦被視為未來王?

會

作他的門徒

便

9

刻視其為

。

，但首度被波明亢附身後

9

L一

政

(即
明

樣的大學畢業生，
知到他的力量。

卅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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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EH

)9但其最

時的總理)、烏卡內(巴扭扭

ZmE

反對黨領袖)、其他官員等重要人

這並非說無懷疑論者?還是
有這類的人。例如當我阿曼德勒

'為何如此多輛甸人

都信仰明咒帥峙，他語帶輕蔑地

「為綱旬每個愚人的信

聯合航空(訂閱 KF)
的櫃臺買張

緬甸報紙常常攻擊秘術教派的信

仰盟(領導者。然而，這些攻擊對

真正的信徒毫無影響?他們對錦

輛蹦輝臨輔棚禪喇囑盟醋聽聽聽聽聽璽盤磁盤盤盤盤盤邀麗極開聽聽輛輛鸝蹦翻曬鸝蹦聽聽噩麗麗蠶磁盤盤盤還鑫證磕頭露輛輛璽麗麗麗露露翻翻翻噩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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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無論實際數量為何

突顯的主題的是大多數緬甸人

仰負責?岡樣地，一位村莊的

比丘說，如果想在空中飛行會他

(號稱的明

)，那麼我願意相信。」

(甚至是祖大多數)所共有的財

產。有趣的是，對明咒帥的信仰

只要在緬甸

可以很輕易地辦到
且
9

機票就行了。

另外，一位村民說看不出任

麼現在的佛還不夠?就像你有位

何崇拜未來佛的重要性，「
院人員等

真正的母親，卻又要求有位繼母

、有麓的生意人與律師或法

(包括人類學者與科學家)、佛教的

是修鍊者的公務人員、大學教授

我認識一些不但相信轉金術

在個人非常有限的經驗中，

甚至在受過教育

9

與(或)對未來玉的期待，不僅
存在
與西化的幅何人身上都可看見。

9

史連林獎(切問已戶口EN 冊)的得獎

9

..

作家」且各自肉。會者自白白戶口
。」
叫我們同樣應注意的是，
一惘
樣。

」義"遠有闡明

當我向某位廣博多問且虔信
鍊金術的野蟻村長

咒帥的存在興師宣稱力量的懷疑
，他說自己剛從所屬政黨的領
輸們在被帕山召開的會議中回

來，會中他們與一位著名的、號
稱為明咒帥的鍊金大師會商。野
「若像鳥努(當

的

金備的信仰強烈得無法動搖。

〔致力於鏡金實驗〕
如我先前指出的，最值得注

意的是，這些信仰對受過教育的

緬甸人所造成的影響。從他們投
注於鍊金實驗上的時間與財富，
可以推出其涉入這些神祕現象的
強度||我注意到許多人在製作

一塊「成功的」鍊金石的失敗嘗
試中，損失了財富。我們可從任

何有關這現象的討論或活動中，'

實例就足以表達他

到這點。也許一個

伴隨而來的高漲情緒，宜接觀察

開配

們涉入的況味。

僻鄉村去監督一場村長選舉時，

幾星期用熔爐完成的成果，是他

的鍊金術士曾向他表示，他只花

驕傲地詳述著，一些非常有經驗

感到驕傲。在他家中談話時，他

爐所製出的兩塊鍊金石，更令他

與成就中，沒有什麼能比自家熔

中階政府官員。在他所有的財產

畢業於仰光大學，是位上緬甸的

的鍊金術士讚美他石頭的特性

給其他人檢視時，當村中第一流

的力量。在烏本將他的石頭傳遞

展示給其他人看，並解釋其獨特

冗長討論。每位都將自己的石頭

際，他與他們進行有關鍊金術的

給他後，在投票者進出投票亭之

在那裡的鍊金術士中的三位引介

中的鍊金術士。在人們將四位住

他最先做的事之一，便是打聽村

們花好幾年工夫都無法達到的。

時，他變得得意洋洋||這是唯

鳥一奈(CCE) ，仰光人，

當他向我展示他的石頭時，臉上

一可以形容他反應的詞。

他說的?他說我的『寶石』是如

「嗨!老麥，你有沒有聽到

閃過的那份狂喜無法以筆墨形
容，只有親眼目睹才會了解。

後來，當我陪烏本到某個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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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面

(宗教、神話與

)層面中都可看見。

所以，共享此夢想的組旬

一套藉此實現夢想

的神話性。對他們而且一一口
9原則上

樣?都是虛幻的信愈

迴再生

就不死來得一神奇得多。

但我們還記得「

金師也能達到不是那麼超凡的目
9

例如控制單心靈的力量，更重

L一

如飛天遁

9

此外?如果那些緬甸性格觀

孩童在成人層次上表達對全能自

當然會 A守所有人酷、心 9

地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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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這些鍊金

鍊

口的個權溫度關心是正確的話(參見
間的吸引力。
對較低的階層而言?他們在

一般的緬甸人

9

尤其間化的

9

，他們的科技

一是來自於殖民的

知識分子、政客與政府官員更是

嚴重的打擊
征服，二

是多麼落後。

品的需

英國人的存在，同時也創造

口才能搞足，這

?然而，批需求只能從西方進
是潛在的。

立而有所改變。人們相信，

帥，具有璽商品要的功能，

9

信仰明咒師並嘗試成為明咒

對較上階層(四化)

'與之前，在君主政體統治下的

，也是在英國統治下的緬

師能填補此鴻溝還綽綽有餘。

一道很大的鴻溝，

與現下幾乎全然被剝奪之間，

自押
婷的
GERH 油恥Y
川E 自個問口這小川叫a
一固口
回﹒∞

甚

9

阿迪拉油油自O
民D
間H 油油油ψ里旦旦肘。口 Zacw
M的胡同盟吋出a
戶油
Aa)9
可可mH 油小U曲

動心。明咒帥的種種超能力

之外，用咒帥的力且一且也對輛甸祉
會中，不同的社會

證實，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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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甸仍停滯不前。對他們而言，

疆軍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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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殖民的壓連者後，輛何將在這

p

9

切似乎毫無希望，山空間闊的夢想變

上，

。事實

所否定的當然地位。在能控制、

係，就消費品而 -月79緬甸人民的

暴自棄|從所擁有的與西方所

現代世界中，

主導自己的命邏與政怡的情況

水平會薩降到工業化前一經濟的情

而追求鍊金術與明咒師信仰。他

自葉，使得上流階層的緬甸人轉

因此，我認為由於他們的自

下?緬甸人將能達到更高的科技

再也無代罪羔羊可貴
9

能創龍之間的差異而產生的自暴

怪了。

況。隨著英國人的離去，這些失
然而，
就灰飛煙滅了。獨立後緬甸的特

歷

，叫右 們也許無法(一如以前的西方統治

者)製造汽車，但成為明咒帥，

經

結果

不了解他們的苦楚與挫折，

卻可用比汽車更快的速度脹避﹒

蝕，甚至沒有軍事故變與不幸的

法與任何階級的緬甸人長議，而

也許無法製造飛機，但成為明咒

一連串政

研究要結束之時)，

此感覺在上流階層中特朋強烈。

，也許無法製造子彈，

明咒師卻可變得刀槍不入﹒

也許

擺上的徹底失敗。獨立後的緬甸
一頁工業失敗興農業

界

帥，卻能不靠飛機而在空中翱
9

的

著巨大的經濟與科技變化峙，緬

世

就如他們許多人所表麓的，當其

經濟史

代科技的產品，卻無法以自身的

他

因

無法製造無線電，但成為明咒
多!而無須從他們所憎惡(因為

方所擁有的一切事物，甚至更

術的超自然方法。此外，這樣的

受過教育的緬甸人故而轉向鍊金

由於以上這些情況，使許多

師，不用無線電也能遠距通訊。

嫉妒)的模式中取得。

必須強調的是，這詮釋不僅

方法不僅能使他們達到科技所能

企及的目標，且是用，自己的方法

所以，關於神秘信仰持續存
在於現代化社會的議題上，我的

||不是向西方人借用，或與之

ZFOI

Emzs-EEESEC 的推測，

論點與傳統論點相反。人們一般

共享的方法

是位心理功能主義者(官

至少在某些緬甸上流階層受訪者

認為，儘管現代科技知識運漸增

是這期盼的顯現。

緬甸人相信現今任何的冒牌王室

甸人對未來王的期盼，雖然少有

的，類似的動機部分地解釋了緬

如我們在上一部分所討論到

性希求)

〔未來王的信仰源於普遍的人

om

明確的陳述中透露出來。例如，

加，這些信仰仍不斷存在。

所以留存，正是因為漸漸增長了

反之，我則主張這些信仰之

某位政府官員在解釋明咒師如何
在空中飛翔時，他忽然打住，高
興地看著我說:「你看，他們比

代，緬甸仍然落後;因為在工業

那此一一(如果想飛)、必須使用飛機 的現代科技知識。因為在科學時
的美國人強多了!」

發;雖然渴望科技成果，緬甸卻

技術的奇蹟時代，緬甸仍未開

金術'這些西化的

無法藉正常的科技方法達到。

總之，藉由鍊

緬甸人可以擁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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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被緬甸獨特

9

緬甸未來王雖穿緬甸

兩暉，但從未有一一
典型的是能力與善，
?有時則與後者結合，

例如在現代緬甸人的經驗

另一方面也知道有能力
9

國?而意
期盼猶如烏托邦一般的
日將之投射於未來王身上，
9

iii

輛甸世

未來王兼具輛甸文化世俗的與宗

教領域最主要的價值

一直經歷著一種劇烈的心
理危機，

。若要說

後的政抬經

，甚至比經濟經驗更加悲慘。

(1 4)

位且盤盤蠶聾麗懿還聽磕磕磕蠻聽聽蘊蘊矗盟

一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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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明咒帥的信仰一般，

i|

將菁、能力

人

因此，

中

相信未來王的信仰是起源於普遍

種程度

服，卻是佛教的轉輸聖玉，他具
有政 伯
u 伯力量，同時是道梅完美的

i|

身，即是佛陀的使者)。而這信仰

普遍的人性希求

與權力集於
然而，就如其他人一樣，緬

很

中
卻

〉許多個明 而不從尋常的政抬人物中尋求。
袖或機構具有這些屬性中的

(並 早 已

不

'

，它以各種

雖然未來王的信

9

尤其在農
9

。至

民中特別明顯，是緬甸社會中極

三年||我研究的第二
未來玉不僅是模糊的烏托邦信仰
的對象，而是人們期待即將來臨
的人。

卻是只由他一
9

人來說，這些信仰仍是末實現的

?它們已經咸宜了對他

們而言

9

為王的使者

ii

活在他們之中。

現力量時，

|l

若非玉，則

9

已經降臨，他正

在組術教派的盟一扭裡

一樣地顯眼含

，也是他們崇

Jζ44
，7
“

EH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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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的)，就是正確的了。州

對屬於這些教蔽的人而且一日，

佛教與祕術汎神論(自

SZB)的所有刑具體已完全變

它們以各種的團體形式呈現，

在這教派中，緬甸納特崇拜與上

為一個無法分辨的宗教了，因為

自囡囡

接者則被區分開來，而佛教在兩

全揖含了。

與哨災的)的信仰興修持，都完

座部佛教所有國向(涅槃、業力

叮叮
-E)

(有關這些衝哭觀點的討論，
月ozay

的一般，更進一步地主張，螂術

見 8

者的情況中，皆享有首要的地

甸的社會與人格中。在前者中，

以國回主張佛教與汎神論是共存於緬

我反對這兩種傳統學說，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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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有鑑於激辯已久的

一定要觸及這個

之重要性」的討論，
探討之前?

長久

9

以來一直堅決主張，佛教實質上
只是勉強地隱藏緬甸人真實宗教

，它實質上

旬佛教徒的宗教信仰||大多數

佛教不只包含這兩個傳統，也包

括許多印度

緬甸人都是本文所謹的教派成
員，那麼

蔽了大乘興密京的成分。由於

9

且是徹底況一神論(白宮附閉門)

9

盟(九醋術的。另
何宗教是各種不同元素的混合

現出一個穎，併的緬甸宗教的觀點

(特別是瑜伽

「理想」的典型，但

這樣的混合，組術教派在喜瑪拉

9

。

\J

(自曼德爾蘊最辯才無礙地所主張

雖然佛教與汎一神論可被獨立為
L一一

的

---,
問

,-‘\

組成了一個類併

臨蠶噩盤盤輛輛磁盤輛輛蠢驢蘊聽聽聽密密蘊聽聽蘊輛輛

題

匕

---,
rc4

雅山區似乎會比在伊格瓦國河谷

者更在緬甸人的價值系統與行為
(2

中，間有
口。

戶。宮一早早)。祖衛佛教(當中不

要的地位

更為自在。

但這教祝你卻存在於伊洛瓦店

間的宗教成分結合成一個完整結構)

祕術世界僅

河谷，而秘術教派的宗教信仰，

與社會》(知是忌

bhhh
守)

仙這個佛教信念隨後被正統印度教

{註釋

書。文中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

5 只是

羅 (Em用。且開﹒的 HMHB所
)著《佛教

編者按:本文摘譯自吾爾福田史拜

，與緬甸以外的現代佛教國

所採納，在當那教(耳目叩開
322

家中當然也可看見。泰國方面則見

t刊
F出血。口(同宮內B山
I
頃怕
。一
)∞
。

切對於司與之相較的中世紀基督教

千一禍年運動的信仰，見的。冒出

血H
(]t
u斗H) 。

EB

λ 千一禍年佛教的其他
叫一這些一特蝕加

而非他世的天堂中覺悟。

(二)現世的主思指將在這俗世，

的人所古平有。

(一)集團的斗息指由一群有信心

乎完全符合。五種屬性固定:

態「的。古這兒凶M)的五種一般屬性幾

信千年至一闢」(巴巴白白血白白)意識型

信念中峙，千一禍年佛教與任何「相

。問(下期待續)

9

只不過是祕備教眠的佛教?而就

而接

非祖術世界的

是多一兀甚至互相衝突的宗教元素

'='='

如我所指出的，大多數輛甸人並
刃可

|i

的觀合。如果這種類併宗教
輛甸的主

刑土地被區別

i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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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教與佛陀的宗教，

有的組何人同時都投入納特的宗

然而，事實上，雖然幾乎所

體信仰興修持結構區分閑來。

析的方式，

佛
教

明亢的生平摘要，則見

EB

母凹的自

(3 血MHMMI都
E)
有描述。闢於現代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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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迫切的，意指會快速且突然
地來臨。

當我們注意到，連非佛教的山地部

落也受到同樣的信仰所影響峙。

的同叩門口
M )已提供我們
(5 血∞-N3IU斗

值得注目的描述，是與非佛教的緬

∞C
(]戶唱血川出
自U
叫)
咱
。∞
l

內
W 閱 C口意指祖父

甸山地民族克倫(閃閃開口)人中的這

(四)完全的主圓心指完全地轉化地

球上的生命||新 的 天 道 ( 佳 品 呂 -

巳但若是自古一室敬語。切扭扭柄阿拉

引申為老人。
9

聞自泣。口)將不僅改善現前9其本身價

對梵文 grE(2TEEω) 的訛用

禮教派有關。

是由兀羞于自有意 鵲 地 被 棍 " 為 超 自 然

由(如這位王所說)卅一屆輸「過行地球，親山川闢於波帕山作為秘術佛教中心的

9

的代理者所完成。

重要性，參見

「印」能被

(3昆主。

消滿妨礙它的所有敵人」

如司﹒閃-Hbzg
血口所指出的(於私人的

9

背后自

的二十世紀的明咒 師 波 明 亢 ' 時 常

的圳將波多聖迦的信眾所提供他生平

交流中了一位真正的佛教君主控制

與波多單一迦本人所
9

EB

撮人們親為十五世 紀 署 名 的 緬 甸 國

奇聽式的細節

國葷的程度，騙他能控制全國各地

o

王口『 HEBB 自由佳的對手。人們相信

提供較為平淡的摘要相較，是極為

的納特，蚯(或)以自己選定的納特

許是祕術歡活中最有名的

白白金不 僅 是 明 咒 帥 ， 也 聽

有趣的事。

來加以取代而定。因此，這位混明

口 EBB

們同樣一一這篇文章也附帶強調，這個
旦回報渝公認的創始人。

λ 這此一

例如所有的法力一般

區麗麗麗麗麗轟轟懿觀麗麗璽趣聽蘊盤磁璽懿噩

OEEBE

身為佛教徒的揮人會涉
o

彌賽亞教活並不教人驚訝，特別是

民

亢住在波帕山上是最具黨徵意義

自旦因作為明咒帥的事跡與

中

儀典的參與者絕大多數量擇族的農

口 ESB

Em

十九世紀明咒師混 混 昂 ( 閱 。 閣 。
〉呂個)的故事，在旦旦〉

的

性，而非異性的。這與我對自樓耳

身，只是在這個于中的關係是同

要有足夠的時間與金

行為所腐化，所有階層的人，只

知，他們似乎一直被這種愚蠢的

用來為善竄作惡。就「印」本身而
一口9它的力量本質上與道德無轍，

極為女性化的第一印象是吻合的。

可以浪

能川以盟滅性的方式顯現出來。在這

費，都在從事鍊金術

性京

盡量

這 SnEAM) 巴僕克被

波明 亢 附 身 ， 令 人 聯

L
且還甘且三百

ιHH

弘)寫

假求學識的人，或多或少都從事。

qQ

了那愚蠢的追求。
同樣地

9

門門但若舌門已加了下文以為註解

「找尋長生不老之藥並非緬甸鍊金

術的一部分。這與他們

仰相反，因為根據他們的系

不死或長壽將是災禍而非恩車。」

9

如同

一一遍顯示出假定一個民族的非宗教

中澳繹出來的陷阱。事實上

信仰，能有效地從正式的宗教教義

鐵、銅等)轉化為珍貴的金屬。從

我們所見，不死才是組甸舖金術的

金術的目的是將卑金屬(銘、

我們最早對緬甸人的認識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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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 這 類 的 納 特 附

甚至連當

圳在過去

朝國王與其先代，都未曾對這些

9

事件的幾星期後

人最喜愛的行持。置自戶口白白 (EU 中

佔據了他們休問時間的事感到不

要特

9鏽跡金備也一直是緬甸文

方教育的職業婦女出一本「印」峙，

UNR寫
) 道囡囡「除了鍊金術以外，

屑。」

當我對一位置閏

她(不誇張地)表達出驚恐:「你、必

沒有任何一門學問是用會婪培育

二的

道:「捉到緬甸的學識狀況，我

臀納

納特(一般是男性)附身，他們與之

乙旬

不應省略他們對鍊金術的激情

自緬

結婚並性交(通常在其夢中)。(回音。

各

中

被

巫

種

9

須遠離『印』!即使好的『印』也

在

::r

區1

出來的。而在其中，幾乎每一位

師

~

會帶來傷害!可能今天我把它帶進

(10)

g

家中，而耶夫也許它就炸觀了。」

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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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自 襟
n ，而非金 子 ， 這 個 自 標 甚

"為明顯，但值得作廣泛性的探討。

功能闊的目共同點雖然極
惘。EHE)

宰一可臥推溯至古蒲甘時期。

朋友

表達希望軍事接管的期醋。
9

然而，當這希望成真時(軍隊於一九

漏了繼者，不然便是極佳的報導

的地位

國

川在佛教教義所強加束縛的精煉 州壘德爾遜對這些教派的報導中還
六二年政變)，卻成了另一個幻滿之
下習成就用血几帥當然意謂著生命的

了。雖然就強調他們的權力面前

o

9

反倒奪走了它們。

軍隊不但未如預期地支持他們

延長而非不朽。然而，我心中卻有

心叫我認為亨聞宣梅
遜3
(3爾
27

『)錯在太廣泛地把祖術佛教

il

皂白

與

間為了，緬甸的專家們，我想對這

緬甸佛教概括為一體。

||他特別有興趣的研究題材

EE

一口，他絕對是正確的，但我相信?

國這是有關未來主

何，其追隨者會將這樣的道德特質

無論真正的冒牌王族的性格為

他錯在怨略強調道德的一面。

個小小的疑間，鍊金術士宣稱，成
就明咒師是經由對佛的崇拜而得到
涅槃的方法，只不過真正的漓望是

青春不老的表相。

lli

「兩個宗教」命題的論證再概述一

歸諸於他們

傳統信念中的一個重要成分。而

此外，他所渴求的八萬(或甚至
相
9

灰。首先

千五百)年，對大多數人類來說

且，如果確實要將這信仰刻劃為彌

納特崇拜就作了很清麓的區別。此

9

緬甸人自己對於佛教與

當於不朽。應再附加一點的是，許

如問曼德關遜所堅持

兩者，並且親闢者為互不相容的，

外，好自我反裔的緬甸人不僅區別
存在

如同虔誠的佛教挂一般，會對持續

o

的此外，許多就在自曼德勒商業界的

的，那麼，如此的道德特質就必須

9

賽亞的話

o

而且
9

多緬甸基督徒涉入渴求用咒師成就
的程度與緬甸佛教娃一般深
很難說他們的動機是想達到涅槃

叫緬甸鍊金術與早期船賞崇拜

體的存在，如我們所見，佛教教義

容並不在於佛教否認神靈興起凡實

參與納特崇拜有罪惡感。這種不相

素，諸如飲酒與狂舞。

教戒律與風範直接對立的行為要

法則的暗中否認，且它還包含與佛

般)而試區達到現世目標，是對業力

不同的宗教。

已經觀察到的，緬甸人本身視其為

EHEEE3)
中如此做。首先，如我

教是相交，而非不相容的。佛教的

"為兩個京教。許多類併宗教同樣也

0 戶口已)的意義上，使它們成
(同志。個

而這只在本質土、邏輯與類型論

學、倫理學與其精神相互衝哭。然

輔之，納特單拜與佛教的形上

教教堂中，由天主教神父所主持彌

在被認可的天主教節塵時，於天主

「神祇變為聖人」的祭靶，其禮拜是

日、崇拜儀式等。相較於地方的

不同的宗教師、崇拜場所、崇拜節

天主教，佛教與納特崇拜分別擁有

第二、不若真正類併宗教的民間

明白地肯定它們的存在。因此，與

「救世論」關切我們的未來生活，而

會括了明顯不相容的一兀囂，我們可

撤的一部分。

佛教不調和的並非納特信仰，而是

納特崇拜則關心當前的存在，在本

以假定，就像它們一樣，佛教與納

就解脫佛教而言，納特崇拜與佛

參與納特崇拜。

質上值得納特崇拜與解脫佛教(在其

在緬甸這個納特與天神、巫師與

特崇拜也組成

7 類併宗教。

涅槃與業力兩種形式中皆然)成為不同

容，使它們不相容之

上來討論。而我嘗試在我的《緬甸

這種說法，因而必須在其他的背景

性是連想都不可能想到的。

念都分離且相異的地方，這些可能

(也是回 EE) 與佛塔，於事實與概

個倡、納特節與佛教節，靈壇

處在於'藉著祭拜納

晶自然主義》(切可連自問智、白，

更確切的說，它們是兩種宗教的

特(如許多的消災佛教

的宗教。雖然相異，但並非不相

開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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