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目的只是來探望熟
睡中的她老人家而已

八月十三日，下午三
一點多光景，在斜風細雨
‘。工作人員從邊門進

入另一個房間，搬出一

;他的動作

尊佛像，還有燭台、淨
香爐、香

敏捷、俐蒞-很快地就
把壇城佈置起凍。據說
這家甜瓜儀館能依孝眷的

的一部分。兩 ι
圳工作人

室，它是這棟建築設計
待省思了。

「禮儀之邦」的文化有

則是人類宣洩哀惰的一

然經歷的痛苦，「哭」

生離死別是生命中必

梯(原來靈但是架在有
種方式，可是台灣喪禮

員輕輕地將盡板推進一直

也跟著下去。地下室是

輪子的撞車上)，我們

個停車場，主扭頭處是焚
化室，旁邊又有一間泠
基」、「招魂歌」、「

前就煞住了，此時是幸

用的。靈位推到焚化室
喪失殆盡，甚至還有歌

的哀思往住在「五子哭

凍室，想來是存放遺體
三藏取經」的號陶聲中

刻。在法師的誦經聲中

餐、電子琴在亭，不知
是為慰亡者在天之靈，
抑或是偽滿足生者聲色
之慾?有西雅圖這幢小

要求，起供各種宗教儀

，哀傷的子女淚如雨下

品不但精緻，而且正示

眷與亡者告別的最後時

，可見此地經營造三行

式所需的物品，這些物

的人必須熟知相當皇宮間
再一次跪奧在地板上

9

儀式來表達追悼之禮，

，兩位工作人員才將靈
根輕輕地送入焚化爐內

用「感謝亡者生前一切
努力」的態度來面對自

?關上門?按了幾個鈕

最簡單、樸賢、莊展的

小的積儀館裡'人們以

的各種禮俗、信仰差英
才行!
7 兩盒

不久，另外兩位西裝
筆挺的男士，捧

己的哀惰，在實禮中，
亡者無言的現身說注，

這份意義早已隨著喪
9

史能使生者感受到生命
存在的珍惜，而在台灣
關型態的轉變失落7!

窗外，雨仍然漸濃濃
地下一看，參與者的車影

由頰儀館負責。以今天

與西雅固喪蟬的兩幅景

漸去漸遠，然而，台灣

一個個地消失在雨中，
為例，從告別式到火化

，王老太太的一切就在
黃色的菊花恭敬地站行
一即提前，靜默片刻後便將 火中慢慢化主 1
離開的時候，夜一直
其花獻上。看他們必恭
在恕，美關處理亡者喪
必敬地仟啦，起先我以
禮的情說與台灣竟有如
為他們是王老太太生的
此犬的差別。愉悅說從將
的親戚好友，閉眼俟才明
亡者傾出、訂購棺木、
白原來是負責錄影的攝
安排時間、場地，乃至
影師，為王老太太在世
出碩、火化(亦有人土
7品
間留下永恆的紀錄
位給這也是預儀館的一一項 葬)、檢骨灰?全部都
服務。

獻花後，追回心種復正
式開始了，有七位法師

，只有二一至三位辦事只 象卻在我的心版上清楚
服務或協助，→口同行政效 地浮現出來，久久不能
拭幸。-

身披泡青裴娑引導念誦

得秩序井然，而平問該

率，使得喪禮的進行顯
-一
J

此受禮遇、尊重;像台

1

1

入天生就潛伏著需求

團體安全與冀望個人自
o

，再是鄰居，稍長還有
老師、同學、路上的行

析自己，又談何容易 1
佛陀一向鼓勵弟子培養

，甚至睡

器識荷擔眾生的苦難，

事、客戶:

覺時，還有室友;斷氣

起心動念，於其中體會
無常，決定捨與不捨?
綠苦眾生而生大悲

科目;隨時反觀自己的

同時也規定弟子必修的

人，再是公司老閩、同

註定要在群體中生存，

生下來的剎那，人就

由的兩種「白然」

先是父母、兄弟、姊妹

離

o

人「習

後，旁邊也埋著曾相識
或不相識者的骨骸'自
己也同時是別的屍體永
久的鄰居。這樣的經歷
最大的成就是

慣」在團體內生存

受的死路，對未經訓練

群任往變成令人無法忍

的人萊說，可以是極大

有趣的是，每個人都

的恐懼。

是獨一無二的，不只肉

人的攪在一起，就是因心

體無注揉碎了和另一個

，即使悶在一個團體，

相心、立場更是千差萬別

受團體的影響也大不相

澎海洶湧的個獨性在

同。

群體中需求展親自我，
「打破藩籬，擁有個人

生存時也丘，當在群體

適應長久或呈現僵化現

象時，尤為內心強烈的

、心胸開闊、眼光遠大

吶喊。

。這內外一體的關切，

原本是有價值的生命所

應然，雖願終身奉此為
圭桌，但實踐時，須先
突破個已的心理障礙，
而逢內、外評估不一一跤
，或價值取向要調整時
，尤有椎心的困難。
但是不可否謂的，個
人的才具若不回饋人群

，永遠是一堆垃圾，而
團體的種種設想若不是
為了成就每個獨特的個

永恆的挑戰，但也因這

人，也早竟是虛幻的架
勢。團體與個人間是一
場永遠矛盾卻永遠需要
協調的拉鋸戰。
個人調整自己以配合
團體架構完成自我，而
團體肯定個入能擁有完
整的時空吸取資糧好回
饋團體，這應該是僧圈

嚴。

1

限制我們人生發揮的落籬
O
鑰匙就在我們手中，只是

去聞與不閉門而已

開悟

實義吧!

我

7

一符「它

把「期待」放下

o

實」地靜觀因綠的生滅，這
或者就是「活在當下 L 的真

追逐完美，只需要「老老實

發生，因為，你根本不需要

，接受自己，也接受每一個

對的完美

但每個存在卻已是因緣下相

生命中沒有究竟的完美，

程。

「結果」來衡量、比較?你
永遠只能活在不安的不滿足

但是，如果你一直拿某一個

經過，會猛省;不過如此!

」區的發生了，只要你細思

、計劃、擔心

們總會對它充滿焦慮、期待

許多事在未發生之際

情也必定是不常事。

修行的確只是平常事，閑

份挑戰而益顯僧盟的莊

檢查自己是活在自己所描繪

地觀察大環境，生起慈

志顱，以「覺」的鑰匙去打

的層層地園中?還是在不斷

悲、關愛的顧力本不簡
單，但客觀而領密地剖

他人開啟心門。

開人生另一扇門，同時也為
任何限制，都是從自己的
內心開始，當挫折、害怕出現時，劃地自限便便無

限的潛能只化為有限的成就
莫白築落籬，努力拓展新
o

領域，多向外7解「事實是
什麼?」自由地讓概念式的

/告人

驗證地圖與現況中 7.這一連
串的反勢，對自己的困惑是
一種說機與更新，若不給自
己設限，無形中就少掉許多

興

」是行者來

，，而內在更根源的是自我的

是父母、親友的阻雞、勸說

「我不要」，從表面上看，

「我要」的見一個街擊是

就有許多實存上的互動關係

「我要」，從緣起來看，

寺的前提

「致要出蒙

我要

。內容以念佛為主?再
加上心經、發顧文、

，恰到好處的行止，以

計的完整悴，訴諸惰性

灣常見的積儀館的辦事

|「誰管你家死了誰?

掙扎與決定，沒有人可以幫

•...

一中，我們來到西雅圖的

一一家預儀館，參加主老

。我們來到了

皈依與回向淨土，中間

、或長跪，行穗如儀地

將棺木的最後一扇門關

」「快!我們後頭還忙

、「我不要什

助你，除了自覺。沒有自覺
L

••

一太太出版後的追問心禪。
這家耐煩儀館是日本人

一開設的，其外觀毫無積

一儀館的建築形式﹒而只
一是一般性家民房的樣子
-9 「也許是拿自家房子
一開頰儀館吧!」我不禁
一如此猜想。

一進入室內，所見的擺

一設仍然是往家的|i兩

一床沙發、柔軟的地笠，
一茶几上擺著數本期刊，
一梢穹的裝飾與窗帝的花
一氣氛是如此溫暖、的平靜

一包透露著典雅，室內的
-9 仿你主人剛起身去湖
一茶月的接待老友似的。

q

盡頭處是祭禮室的中心

一段→名或們做序走上二
一二一椒才是進行告圳一式

一位，山來一位是接待室
的地方?有一向摩人頭的
一位已有雕塑?分則擺在樓
稅制押向及走廊t?抄一像
眼光州州，神情安寧，
似有圳)辟一孝省作生命的

視眼前

窗
o外，飄忽
哲思 -ae--的刷刷已不再那麼苦寒
老±太太學佛的虔歌
9-1
可州惰，此時竟自然地浮

由法師說偈、崗一 -m並被

及服裝整齊、成儀良好

，也就是停放 軍 棍 ， 供

的敬業態度，不但照顧

人憑弔、怯賠 禮 的 地 方 。

讀，但由心文
o王家親屬都

祭聯主 -9一
~氾房間約有十

是受過高等教育，在社

到生者的自身心感受，亦

來坪大小，門右邊有個
兩扇門，右邊的門已經

會上有良好職業，此時

使人感覺亡者一如生前

靈前他正面共有左、右

上小日光燈昏黃的光芒

鎖上，左邊的門尚留一茗

?他們在硬咽吸注中隨

如川一寸地(梨的高腳台，台

靜靜地一能在台前的本子

，以供瞻仰遺容。我們

般的問近，因為她是如

上?這是給來賓簽名用

著法師的引導，或頂禮
表達了對王老太太的一反

上，此時王家主人拿出

著:: 」喪事混亂糾纏

「我要什麼

麼」'負責的人生也將不會
出現!

。假鈔;N fI\j ι川|浴缸 JJi長永 hn

信仰在經驗中試鍊，直到證

•.

.•.
-•.

•.•
,
•.

起估i之人(也 r\lJ )1~~ 1 年!
三手 i毛永勾

明它確實不謬為止。坦誠地

F各

看到王老太太如熟睡丁
似的?神情安祥，病床

、趕場「道上」、「上

一包花生糖，分贈給每

著必喝，即使不一這麼眩
出難以名狀的驚愕||

「出家」是要成就起俗的

/(匕

的。簽名簿一則是留作

上掙扎扭曲的痛苦顯然

公仔」，就不一樣了

一則是提供孝吞

紀念

思。整個祭儀約凹寸必

9

事後凹謝函的依據，貼

鍾的和束，工作人員隨即

人一顆，這倒是我生平

嗎?在處理上一必多反應
D

而不是在處理生離死別
。從這一點差別上看，

純粹在辦理一件喪事，

我不得不承認我國系稱

按著便要進行焚化了

不然，焚化室就在地下

，我以為要坐車到荒郊

知陰含著什麼意義

第一次授到的習俗，不

l

已成過去，佛陀帶給她

除此之外，月→租

的安慰表現在那張安祥

1

心的設計?省卻眷屬多

少麻煩

寧諧的臉上。
頰儀館一位工作人員

房間倒布置得相當簡樸
只在角落裡擺著一←縱

9

穿梭不停地佈置場地，

著西裝、打領帶，不

據說如果

像我印象中鄰居喪事的

9

要家需要?頭儀館會連
給專人?配合祭禮的儀

零亂、嚎哭、喧嘩、人

然色的鋼琴

式演奏曲子，當然這項

群、車隊，倒像是在替

體會
體會

1

••

人個
.•.

•..

野外的焚化場去，其實

籬

他的穿一若是如此正式i

、六排靠背的米色沙發

服務是一計時的。此外五

我竟 感 覺 來 此

。此時

王老太太辦一件事似的
9

加祭的的人坐的吧!在

1'"'1

請見/

依序 UM
列苔，想是給參

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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