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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新世紀的來臨，往往會在人們情緒高漲的同時，對將來充

滿許多冀盼；而當這新世紀剛好又是另一個千禧的序幕時，我們的

期望也必然更為熱切。潛藏在心底樂觀的一面，會令人們認定新的

總比舊的好，因為新的一年或新世紀的到來，往往象徵著一切美夢

就要成真。可惜生命並非這麼簡單，在過去經年累月中，因倉促判

斷或疏忽行事，而長期累積下來的種種纏結，根本不可能在年節更

替或分秒移動的瞬間，得以化解。

從過去的經驗中，我們應該可以深刻體會：許多事情的背後，

其實早已潛伏著傷及未來的因素，因此要了解一切事物，便須深究

表層以下的根源。為明瞭這種處事態度的重要性，我們大可回顧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轉接期間的歷史，以資引證。十九世紀末期，

正值西方一片昇平景象，事事看好的心態和烏托邦的夢想，助長了

人類對文明進展的信念，在當時，領導這種文化理念的雙雄，正是

「科學」與「技術」。當時人們的心目中，「科學」就如一個能夠

傳授給人類有關自然界一切奧秘的萬能先知，受到無比的尊崇，讓

人類沾沾自喜，充滿憧憬。從那時開始，人類的知識領域頻頻開

拓，重要的發現接踵而來；而這些突破性的新理論，又使他們逐漸

懂得操控、運用自然界的力量，因而造就了一日千里的技術發展。

提供給新世紀的
佛教社會道德
今日世界，充滿了環境暖化、貧富懸殊、飢餓、家庭破裂、人心疏離等種種問題，

作者擬訂出一套以南傳佛法為本的議案，表證佛陀在社會問題上清晰獨到的見地，

希望能夠依循它來建立社會道德，對治現今人類面臨的迫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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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許多人都感覺到—他們終於可以從過去文

明的桎梏中脫縛奔馳。

可是，接下來的世紀，卻盡顯這份樂觀心態

的短視。老實說，只要看得深遠一點，便可以見

到：破壞的種子，早就藏存於這些征服者驕傲的

步伐底下。就內政而言，這些徵象的展現，就是

工廠或礦場裡，被嚴重剝削的千萬勞工；在對外

政策方面，則悲慘地反映在被西方殖民政策強奪

資源的民族苦痛之上。—更明顯的，就是各大

國之間的衝突爭併，以期滿足權霸全球的帝國野

心。在二十世紀的前半期，先後爆發兩次世界大

戰，死傷無數。這兩場戰爭和接著展開的冷戰，

徹底揭開了西方文明風光背後的陰暗一面。不過

最引人注目的，還是我們發現了自然界的一大秘

密—「能量」與「物質」互相轉移的原理。因為

這種知識帶給我們無窮的力量，使我們能夠作出

全面性的破壞，甚至自毀滅亡。

矛盾的現今世界

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開端，我們今天面對的世

界，是一個活生生的矛盾典型。現今世界的財富

總值驚人，但是赤貧程度也同樣令人咋舌—因為

十三億人（即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仍然生活在貧乏

的邊緣；在這個醫術和醫療設備，都極先進的今

天，每年竟有一千一百萬人，死於一些不難治癒

的疾病；在每天交易以數百萬美元計算的軍火武

器的同時，每年卻又有七百多萬兒童死於食物短

缺；另有八千萬人嚴重的營養不良。不過，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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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驚訝的，還是在深知地球資源迅速流失之際，我們竟仍堅持邁向

無止境增長的經濟方針。我們是何等地漠視未來！我們的世界必然

就要擔受同等的痛苦和重創！因此，如果真希望人類可以安全地活

到這個新世紀的盡頭，現在就需要迫切地對治當下的種種問題了。

佛陀對社會問題的指導

在以下的篇章，我希望擬訂出一套以南傳佛法為本的議案，呼

應現今的需要。世界相關宗教書籍的內容，大都描述南傳佛教只是

為了達到一己解脫而出家修行。無可否認，南傳佛教的目標確實以

個人為主，但只要細心研究佛陀的經典和開示，便不難發現：佛陀

對人類日常生活上的種種問題，實在有非常敏銳的觸覺；而他的教

化，除了指導人們達到究竟解脫之外，同時也是為了幫助我們解決

社會問題而施設的。雖然這類典籍的數量，遠不及那些有關個人道

德、禪修或哲理探究的多，但已足以表證佛陀在社會問題上清晰獨

到的見地。時至今日，這位大覺者的教導，仍可提供一些切實可行

的指引，能夠依循它來建立社會道德，以對治現今人類面臨的迫切

問題。

直探問題的根源

佛陀所教導的第一個法則，是有關做事的方法步驟—即對任

何事都不要妄下判斷；要先行探究事情不同層面的背後起因；且要

直達最深層的根源才得罷休。但是，現今人對社會問題的處理態

度，與這個法則卻很不相同。尤其在政治、經濟的範疇上，許多根

深柢固的人為困境，都被當作是技術難題來處理，認為只要依循正

確的技術就可以解決。因此，在解決地球溫室效應的問題上，只會

有人提倡要簽署國際條約，來減低溫室氣體的散放；如果社會上的

罪案和暴力事件上升，就認為只需要增加警察的人數，和強化他們

防禦暴徒的手法；當社會上吸毒青年的數字驟增時，又認為只需打

擊毒販。無可否認，這些方法對問題的表面現象可以減輕一點，但

無論這些治標不治本的策略，在短期內產生多大的效用，它們卻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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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不是長遠的解決方法。這些表面的臨時措施，

實在無法取代那些著眼於問題癥結的根治方案。

從佛教的角度觀察現今世界所蒙受的傷害，

會發覺這些創傷其實只是徵象。而這些徵象又正

標示著：我們的生活方式，在基本上出了問題。

應該看到這些表面的創傷，其實是來自深藏的隱

患，而這些隱患又正蠶食著我們的活力，不動聲

色地散放毒素在我們的空氣、河流、海洋，乃至

山林農地；又正潛進我們的家庭和日常生活，甚

至是社會人群的關係和政治的綱目裡。因此，佛

教認為要療理這些創傷，正確的手法就是徹頭

徹尾的剖治，如此才會在我們對事物的見解、態

度，乃至生活模式上，產生長遠性的改變。

今天，用來衡量我們需求最管用的語詞就

是「價值」。我們時常聽到人說：現今社會的敗

壞，是由於人們放棄了傳統的價值觀，因此只需

重拾傳統價值，便能解決所有問題。雖然，那些

高度關注現今社會道德敗壞的人士，都會認同這

個說法。但我們要謹記：除非願意在這些價值觀

的基礎上，作出大刀闊斧的改革；否則，單是回

復傳統價值是不能產生功效的。而要作出真正改

革的著眼點，就是對生活有決定性影響的「生存

目標和意義感」。要試圖在一個腐化的社會，恢

復「以個人為本」的價值觀，就等於在化學廢料

堆上種植玫瑰花，希望美化河岸。結果就是：只

要廢堆存在一天，長出來的玫瑰，便永遠是變質

或畸形的。

因此，我們真正需要的轉化，必定要超越個

人範疇，它一定要涵蓋人類生存的內與外、個人

與社會兩方面。其實在人生中，這兩方面本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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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互相牽纏、不可分割的，因為我們的價值觀，直接反應社會經濟

狀況；社會經濟的狀況，也直接受到我們的價值觀所影響。因此，

雖說我們只有直接影響自己生活的力量，但是，個人生活上的任何

變化，其實都會延伸到外面，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社會秩序、政

治問題，甚至我們與生態環境的關係上產生效應。為了避免讓個人

價值觀成為只是掩飾社會腐化的美麗面紗，我們必須作出痛苦的自

我檢討和批判。要坦誠地全面重審：自己真正認為重要的東西；並

且看清楚橫掃世界的我執和自私等波濤；以及隨波逐流的危險性。

如果缺乏這種真誠的自我批判和檢討，那麼，一切「恢復故有價值

觀」的呼喊口號，就算是佛教的價值觀，都只會變成一種自我安

慰，實際上徒然無效的舉動而已。

以全面的觀點探究事物的因果關係

當立志從佛教角度去解決世界問題時，我們先要看到事情不

同層面的因果關係，才有可能找到全面的對策。佛陀慧觀的最大突

破，莫過於徹悟：一切世法非從一因生起，而是由不同層面、卻又

錯綜複雜的無數因緣條件所形成。當其他專研都只集中在某一範圍

之內，去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時，佛教採取一套「全面觀」，來探

究事情不同層面的複雜互動關係。相比之下，這種處理態度是較容

易找到適當的對治辦法。因為從有限的角度看事物，永遠都只會找

到早已鎖定在框框內的答案。相反地，用寬廣的視野，則可徹見問

題的多元成因，從而達到更圓滿的解決。

重視「心的力量」

就問題整體的發生而言，也需要注意到：各種起因，不同的牽

引力量；也就是說，不同的因素，對整體問題的相對影響。依佛陀

所說，對人生有最大影響力的就是「心」。雖然心是看不見、量不

到而又無形無相的，但它卻是所有社會、政治、經濟等，各式各樣

現象背後的牽引力。「心」並不在真空狀態中活動，它藏存於某些

特定的歷史與個人背景之中，同時它的動靜和視野角度，又被一大

堆不同的影響力所支配。話雖如此，這些對「心」產生影響的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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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同時是我們心智活動本身，所顯現出來的。換言之，所有能

影響心的因素—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等，都可被視為：

是「心」所產生的客體現象，它們都蘊含和展現著不同的態度、觀

點和心理狀況。因此，佛陀在《法句經》的第一至第二章便說：

「一切法因心而起，被心主宰，為心所設定。」

當看清楚人心對一切事物，原來有著多方面且巨大的影響時，

我們便應該意識到：如果要替現今世界療傷，最急切的要務，就是

「先治好我們的心」。一直以來，尤其自西方的科學文明開始，我

們便醉心於挑戰、征服這個世界。在操控世界來滿足物欲的過程

中，卻忽略了生命中更為重要的東西—心。正因為如此，我們在

科學技術上的成就，便帶來了不平衡的局面。當對外面世界的認識

大步躍進的同時，我們對自心的認識卻沒有進展；當達到可以操控

大自然的能源作為己用的同時，我們卻沒有馴服大自然本身的操控

者。單是這個原因，便足以使科技的發達，對人類整體產生許多複

雜的影響，因為在它帶來物質繁榮的同時，也帶給了億萬人慘痛和

剝削、蹧蹋與傷亡、窮困及悲哀。

其實人類的基本需要非常簡單，而原則上，都可以輕易地讓每

個人得到他們所需，例如：某種程度的安身物品、新鮮空氣和清潔

飲水、營養食物、舒適居所、醫療、教育和資訊，以及一點空餘的

時間，去發展一己所長。但目前的情況卻是，當超過十億人（即全世

界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正處於貧窮邊緣，有一小撮的人卻過著比古羅

馬帝王還要豪華的生活。說來倒奇怪，我們可以發射太空梭到外太

空的星球，卻不能讓這個地球上所有的兒童得到溫飽？當一切指標

都顯示：人類生命，正受到不停增長的環境污染和氣象變化嚴重威

脅時，最應負這個責任的國家，依然過著浪費資源和奢侈的生活方

式？不能給予世界上每個人基本的需要，並非因為資源短缺，而是

因為缺乏意願。—我們失敗的根源，其實來自於自私和貪欲。

被貪瞋癡染污的社會體系
在佛陀的教理中，「心的黑暗力量」被視為污垢或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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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導致人類的痛苦，又稱為「惑」或「煩惱」

（kilesa），其中最強力的，就是一般所說的「三

毒」—貪、瞋、癡。經典中的佛教教義著重討

論：煩惱如何導致個人的身心苦痛。但是，今天

的世界已成為地球村，要整體地解決問題，便需

要把重點移到另一個角度，去正視和分析大眾

的共同問題。綜觀我們現在日常的生活處境和命

運，正日益受到各類機構和企業集團影響，因

此，必須細心研究整個世界的共同染污問題，剖

析國家乃至國際政經社會體系的弊端。我們要看

清楚：這些機構和企業集團如何助長人心的貪、

瞋、癡，它們不單只是將這些染污實體化，同時

更令這些染污抓緊人心，令人揮之不去。它們往

往以掩飾和欺瞞的手段，來實施強而有力的策

略，目的在於培養大眾的妄念邪見，擁護一些不

健康的想法和冒險的政策，隨之在社會和生活上

造成一團大混亂。

物質的貪樂帶來歡愉

若要列舉一個例子，最觸目的破壞性，莫過

於二十世紀最後十年間出現的，全無規範的自由

市場經濟體系，也就是當前全世界都已採用的體

系。在商場利潤的驅使之下，這些雄據整個經濟

系統的龐大跨國集團，變成了貪欲的具體表現。

無論使出多漂亮的公關手段作宣傳，它們最終的

目的，仍然是以最低成本來賺取最高的利潤。利

潤是企業增長的燃料，每一次達到盈利的新高，

又再次掀起另一個盈利新高的目標出現。這種商

業理念，從來都不是要尋求安穩的平衡；所追求

的目標，是以零資本來賺取無止境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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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那些集團主腦而言，沒有什麼比生意成功更重要。依照一些

調查報告：為了取得更大的利潤，極大多數的企業集團，隨時願意

犧牲它們員工的福利、顧客的健康、社會的安定、傳統的規則和價

值觀、社群的和諧乃至自然環境的承擔限度。對它們來說，只要能

擴大利潤，任何的犧牲都絕不是問題。

這些商業集團不僅本身被貪欲主宰，它們的成功亦有賴挑起其

他人的貪欲。一間公司要推銷貨品、增長或擴充，先要引起大眾的

購物欲，要將這種意願推至超出一般基本的需要時（其實現今人們所

購買的物品，大都不是必需品），一定要靠特定的商業策略。因此，便

產生了「市場研究」和「商業廣告」這對商場雙胞胎，各出奇謀來

推廣他們的產品。電視、電台、看板、報章、圖像，甚至打油詩、

標語歌等等手法，盡是為了勸人買這買那。廣告行業心理伎倆之高

超，實在令人訝然。他們對人的弱點瞭如指掌，不論是色情或身分

地位的誘惑、傲慢與貪婪、惶恐和憂慮，以及虛榮自欺的心態，都

全被視為可以用作提高盈利的正當途徑。

但在這些為特別目標而設的招攬手法背後，卻隱藏著一個更

為廣義的信息。雖然這信息沒有被明顯標示，但從種種的廣告標語

和圖像中，已明顯透露出它的含意，所產生的效力也是非常強大。

它就是：「消費、消耗，乃快樂之鑰。」久而久之，我們逐漸相

信：要得到快樂就必先要縱欲。「快樂」被看成是等同於財富的擁

有和貨品的享用，而且愈是高價豪華的奢侈品，就愈能代表更大的

快樂。在這樣的物欲消費觀之下，「物質享受」與「美好」畫上等

號，同時也成了人們心目中最終極和滿足的人生目標。

從佛法的角度審視商業經濟體系及其衍生的消費文化，會發覺

到：這種文化的主客雙方，最終都會同樣受害。先讓我們採用佛教

的分析，對這種經濟體系內部運作活動作出簡單的勾畫。首先，這

樣的社會模式，其實是建基於「無明」和「妄想」（avijjā，moha），

它認同美好的生活是以物質的擁有、消費消耗作準則。根據佛典，

當無明透進我們的認知系統時，它會導致一連串的「扭曲」，影響

我們的感知、心想意識（saññā，citta）和見解（diṭṭhi）。佛陀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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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這些扭曲有四：視無常為常、視苦為樂、視

無實體的為我、視不美的作美。在最基本的層面

上，我們是從這四種扭曲的角度去認知事物；而

當以這些歪曲的認知去作出反思時，就會用扭曲

的念頭思惟；就在這種歪曲的認識與思想的雙重

影響之下，便形成我們對事物的見解—我們的信

仰、學說和理念；而這些見解又再次使我們重新

確立那些有關恆常、樂受、「我」和美好的錯誤

觀念。

在現今的商業文化，這些為無明所影響而產

生的扭曲觀念，同樣支配著生產商與消費者的思

維、心態、原則和行徑。我們有關恆常、樂受、

「我」和美好等妄念，其實都是被一些生活裡感

到非常親切的影像所支撐。例如：一個快樂家庭

使用某種特別品牌的香皂；名牌香車旁邊必有大

美人；一個粗獷的西部牛仔吸著某牌子的香煙、

自信十足的經理人喝著某品牌的威士忌。所有的

商業推廣，無疑都是以歌頌欲望和貪求，來助長

社會經濟的活動。從自由市場經濟的角度而言，

這些產品根本就不是用來滿足人們真正的基本需

求，只是為了達到商業利益而存在的。換言之，

人類的欲望，就必然會在不知不覺中被擴張和利

用來增長利潤。

在這種以物欲膨脹為上，而非以需求為主的

經濟體系之下，真正維持生活的物質需求，被擴

張至一種對地位、權力和奢華的不斷追求。商賈

鉅子極盡所能地讓我們感到永遠得不到滿足，覺

得需要不停地購買更多物品。結果就是滿足感被

嫉妒與懊惱取代；滿意變成不安；生命價值被虛

榮感淹沒。人的字典裡再沒有「足夠」二字。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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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為了讓以商業為本的經濟體系繼續蓬勃下去，當然就不能容許

人們感到滿足，只許不斷地渴求得到更多、更大、更快、更好的，

新穎而又琳瑯滿目的不同產品。

每個新發展的發達社會，最容易被商業廣告影響的社群，就

是年輕人。消費文化推動者心裡最清楚這一點。他們非常懂得針對

年輕人幼嫩的心理需要和特質—如他們的反叛和大膽、失控和焦

躁，從而為他們專意營造以某些產品來突顯身分地位的青年文化。

他們知道如何控制時裝的潮流與款式，使年輕人不斷以新的衣飾來

取代舊的，引發經常性的掃貨狂熱。對於一向著重簡樸、滿足和自

制，這些傳統價值的宗教文化而言，這種環球性商業文化所帶來的

影響可大了，因為，它正好斬斷「傳統價值」代代相傳的命脈。

因無明與貪欲帶來的衝突

總而言之，吹捧利字當頭的社會，即是鼓吹：以「無明」和

「貪欲」這兩種染污為泉源的社會活動。維護這種體系和推崇全球

自由貿易的人，會告訴我們：全無運作規範的經濟體系，才是人類

快樂的先決條件，它能導致「最多數的人獲得最大的快樂」。但佛

陀所教的卻正好相反。當社會秩序都受到無明和欲念所主宰，而廣

泛的人類活動又都被貪念、無止境的增長和競爭心所引發時，最終

的後果，就必然是痛苦和衝突。從四聖諦中，我們找到如下之句：

「渴求乃苦痛之源。」在其他經典中，佛陀又曾就社會組織的瓦

解，作出同樣的啟示：「渴求引起對利益的追尋；而從這種追尋達

到利益的收獲；獲利則導致分別心的生起；而接著的就是欲欲與放

縱；再而是愛取執著、擁有不捨、自私自利、蓄貨歛財；繼而就是

一連串的惡行壞事，如拿槌執刀、口角動武、是非紛爭、相互指

責、誹謗和虛假。」《大因緣經》

當全球化經濟，本應連繫地球上人們的同時，卻出現了漸趨

嚴重的社會份子個人化，形成了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更導致人們在

「互相合作」和「社會責任」上出現問題。這些現象其實都是商業

文化造成的，因為它把每個人都縮變成僅僅是一個消費者，只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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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在極度高漲和多元化的自身體驗中生活。毫

不經意地，就在這種消費概念的影響之下，讓所

謂美好的生活，壟斷一切維持整體社會群眾團結

的連繫。為了迎合「以自我中心和利益相應」的

價值觀，個人化的社會取代了緊密關係的社會，

把每個人都關閉在自己的個人世界裡，只管個己

的私事。人群是鞏固一個社會所必須具備的元

素，本應不受任何外來因素主宰的，是又自律又

有責任感的。

但是，在「自我戀棧」的文化薰染之下，他

們都變成了只顧追逐財富、名位和權力的人，因

為這些全都是物質生活的成功表現。若我們曾經

苦索思量：為何今天的世界，已經很難找到社會

規律和責任感？審思以上的篇幅，相信可從中找

到答案。

家庭觀念的瓦解

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之下，無怪乎，我們會

發覺：「家庭」這個社會最基本的單位，在西方

「先進」國家已瀕臨滅頂。主導「世界新秩序」

的美國，約有半數的婚姻是以離婚收場。同時近

五成的兒童，在單親家庭成長。就算是那些所謂

完整的家庭，他們的氣氛和質素，也無法跟舊日

的家庭生活相比。家庭已不再是從前社會上，以

愛心、尊重、自我犧牲和互助合作，所形成的和

諧單位，變成只是有所倚賴和方便求存的組合，

每個成員都著重於從中獲利，甚至往往相互利用

或傷害其他家庭成員。

以法的正見為生活的原則
前面曾談過消費文化的深層動力，是始於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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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或妄想，以致於人們以為幸福快樂，是來自擁有和享用物質貨

品。這種信念，造就了渴求、執取、享受和欲望，而最後的結果卻

是失落不滿、競逐比拚和紛爭衝突。總而言之，這就是社會大眾正

蒙受的痛苦。以「法」為本的社會（這裡的「法」字，不單指狹義的佛

法，而是指廣義的宇宙正法和真理），其潛在的法理跟消費文化活動的法

則，是直相違背的。在一個崇尚正直公道的社會，無知的角色被知

或智所扮演，而知或智是對正確生活的基本法則的一種共通理解。

在佛教主導的社會，這些法則包括了業力與果報、布施及道德行為

的利益、四聖諦和三法印的了解。要以這些法則生活的人，並不需

要是完美的聖人，縱使他們連一丁點兒的聖者素質都不具備。但

是，當人們以正法為生活原則時，就必定會知道從其中可尋到真正

的幸福。而有了這種知見之後，他們便可清楚分辨出：什麼可帶來

真實利益？什麼只是表面的吸引，而其實是禍根！

從實際的生活而言，這種分別的重要性極大。一個被無明所

障蔽的人，一定會盲目追逐名利、財富與地位，替自己和他人帶來

苦惱。一個被正法引導的人，則會明白真正的美好是什麼，並以此

為生命的最高目標。雖然這種知見也會令欲望生起，但這種欲念的

性質，則與渴求剛好相反。渴求是盲目的欲望，它是自我中心驅使

之下，對感官欲樂和權位的追求。相反地，因真正了解而覺醒的知

見，是一種正面之欲，即經中所言的「好善之欲」（attha-kāma），或

「求真理正法之欲」（dhamma-chanda）。人如果有善欲，就會投入賢德

善行來體現真善美；而這些行為又必然會替自身及大眾增進福祉。

佛教的最高目標是涅槃，即從無明、欲求及生死輪轉中得到解

脫。這裡不打算從哲理談涅槃，我只想從最切實的角度解釋正法，

以期成立一套可行的社會道德準則。首先會探討並非單以佛教教理

為主的涅槃體驗，這樣做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希望這種正法模式，

可以被其他的宗教傳統；或那些根本沒有宗教傾向，卻希望以更正

確的理念，取代消費模式的社會應用。要知道，為世界療傷的任

務，並不是任何一個精神傳統所能單獨承擔的。生活在現今這多元

世界中的多元社會，需要集合所有不同精神文化和信仰背景的男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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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女。雖然各宗教信仰有其不同的視野和角度，

但每個精神文化傳統的背後，都同樣蘊含重視人

類尊嚴的信念。我們的任務，就是要重申和維護

這個信念，防止人類的尊嚴，繼續被自由經濟及

其消費文化的影響力摧殘。

快樂、平和、自由、安穩的生活目標

就生活體驗的角度而言，佛教的最終目標是

由四種主要因素所揉合：快樂、平和、自由和安

穩。佛教巴利文三藏的名詞中，涅槃（Nibbāna）是

謂parama sukha，意即最高層次的快樂；anuttara 

santivarapada，無上昇華的平和境界；vimutti，

解脫或得度；anuttara yogakkhema，擺脫了束縛

的最終究安穩。雖然，這些因素，似乎都與現在

的環境扯不上關係，但細想之下，會發覺：它們

其實與我們，甚至任何宗教信仰人士的心願都很

有關連。在審察自己一般行為背後的動機時，便

會清楚看到我們所渴望的，其實就是不折不扣的

快樂、平和、自由與安穩。我們沒有達到這種境

界，並非因為我們的心願與其相反（因為沒有人會專

意尋找悲傷、愁惱、囚困和危難的），而是因為我們誤

解它們，不懂得如何去達到那種境界。

在無明和妄想的影響之下，我們用錯誤的方

法去尋找真善美。就像一個要從斯里蘭卡北方的

康提鎮到南方可倫坡城的人，卻走上往北的路：

一、我們不能辨別「真正快樂」與「感官欲

樂」是兩回事，因此，我們只懂追逐短暫、墮落

和會導致焦慮的感官滿足。想要從快感之中，找

到真正的快樂，就好比口渴時狂飲海水一般，飲

得愈多就愈是口渴。

香光莊嚴【第一〇四期】民國一〇〇年三月

我的發想i



68 香光莊嚴【第一〇四期】民國一〇〇年三月 



69

二、同樣地，我們以為「平和」，單指「沒

有衝突」。便以抑制對方和欺壓周遭的環境事

物，來達到這目的，期間全沒察覺到：這種行

為，到頭來會自取滅亡。

三、我們把「自由」當作是「為所欲為」的

認可，隨著意欲衝動行事。我們要求得到任意妄

為的權利，作事不計代價後果，也不打算承擔自

己不負責任的行為。

四、我們又以為安穩只是保護自己，不受

外來的傷害。於是在家裡裝置了最先進的保全系

統，然後再把自己的家園藏在高高的圍牆背後。

但到頭來仍無法覺得真正安穩，每天依舊活在恐

懼的陰影裡，內心充滿焦慮和不安。

佛陀毫不含糊地教導我們：必須往內心觀

察，才可達到我們嚮往的目標。他清楚指出：一

定要解開把我們精神緊繫於苦惱的枷鎖，才有機

會獲致真正的快樂、平和、自由與安穩。這些枷

鎖正是心中的染污：貪、瞋、癡，以及它們所滋

生的憤怒、奸詐、嫉妒、慳吝、虛偽、倔強、驕

慢、自負、虛榮和自以為是。因此，我們如要降

伏它們，需要把航線轉向，讓導航燈照往本心，

將精力投資在自我淨化這件大事上。

雖然對我們這般在凡塵俗事沉淪的世人來

說，圓滿的涅槃境界似乎遙不可及，但這並不表

示我們絕對達不到。涅槃的意思是「去除貪瞋

癡」。這就意味著，我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漸次

減輕三毒，直至達到熄滅的目標為止。在日常生

活上應著重什麼？先要「轉回頭」或「向內心深

處著手」。要從目前的處境邁向涅槃，平時就一

定要用功，來減輕一切染污對行為、言語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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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要以不貪來取代貪，而不貪就是：布施、無執、知足和簡

樸。佛法不主張蓄貨歛財，而強調施予。修行「布施」是消除貪心

最有效的方法，同時又可以讓他人受益。使自己長養瞋怒和反感，

倒不如讓自己對他人長養「慈悲」之心，繼而再互相扶持並達到共

同的目標；處逆境時，以「忍辱」及平等心對待。我們不要停留在

癡心妄想的雲霧之中，應該積極增長「智慧」，去了解和徹見人生

背後的必然定律。

踐行八正道

自我淨化的實踐，就是指踐行培養德行、定力和智慧三個範疇

的「八正道」。以上的三個部分，目的都是為了次第控制和去除我

們的精神污染。德行的修習包括正語、正命和正業三方面，提防我

們形於外的行為有違最基本的道德準則。涵蓋正精進、正念和正定

三方面的定力鍛鍊，是為了防止內心染污的生起，因而影響我們的

思想。至於智慧的培養，則包含正見和正思惟兩方面，主要是為了

拔除那些潛伏在心中最深層的染污種子。只有當這些染污被智慧連

根拔起時，我們才可能直接洞視一切現象的真實，達至無明的盡滅

和知見的圓滿。這就是可以引領我們在此生體現涅槃，達到最高快

樂、平和、自由和安穩之道。

我在這裡要特別強調：八正道的修行，無疑是非常個人的事；

但要知道，實踐八正道的後果，則與社會有著分不開的關係，和極

具社會性的影響。我先前曾指出：「社會」並非是一個抽象的存在

體，而是每個人聚集的共同體。如果拿它與一個生命體比較，社會

的成員就如細胞；當身體的細胞健康出現問題時，整個身體的健康

狀況就會受到影響。因此，社會上每個人的行為、心態和價值觀，

當然也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健康了。

我們不要奢望整個社會都實踐八正道，單是希望「人們可以

過著符合道德標準，且較正直和老實的生活」已經夠難了。物質和

消費主義的黑暗力量是那麼強大、誘人，幾乎以排山倒海之勢衝

來，實在太容易令人誤認為是不可推翻的真理。在全球經濟化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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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之下，商業文化的當道者實際已控制了所有的

傳媒。因此，要消除消費文化這個海市蜃樓的假

像，一點也不容易。只是，這種體系的毀滅性種

子早已在其內萌芽，因為以下的現象已很明顯地

表露出來：貧富懸殊；對一切不利於商業利益的

侵略；對人類基本價值的渺視等等；其中最重要

的，當然就是對支持地球本身生存的天然系統，

不負責任的濫用。

站在岔路前的選擇

我們今天正站在岔路前，前面有兩個方向

可以選擇。無論選擇哪一條路，都會影響我們個

人及整個地球的命運。一直帶領我們陷於現今困

局的道路，就是以利潤為前題的、無止境增長的

經濟體系。對物質世界認識的增進過程中，科學

給予我們掌握自然環境的能力實在驚人。可惜的

是，它同時又讓我們失去對自己的了解。如果要

繼續走這條只顧外在發展的路，本身的生存將會

受到危害。1997年，在日本京都擧行有關氣候轉

變的世界高峰會，正好反映這個危機的真切性。

即使當時東西方國家都一致明白—走無限制經濟

增長的路線，會替人類帶來嚴重的污染和巨大的

災害，但他們仍堅持要走這條路。這正好說明，

為了在所謂美好的生活上分一杯羹，有些人寧願

犧牲整個地球的生態系統，而縱容自己的貪欲。

另一途徑，並不需要我們捨棄科學與技術，

只需要在人類的價值中，重新正確定位科技。科

技應有的崗位，是服務人群、解決需求和為人類

謀求某程度物資上的發達，讓人類有能力追求文

香光莊嚴【第一〇四期】民國一〇〇年三月

我的發想i



72

化、智識和精神上的發展。現在最急切需要的，就是把發展的重點

從外轉往內。這並非主張人們逃避現實的社會責任，或走向自我的

幻想世界，而是希望能重訂價值觀，讓我們能完全發揮人性中最深

層的潛能。所有偉大的精神導師都告訴我們：人生的目標，是應該

由其價值指標斷定的；具有最高價值的，就應該成為我們的最高目

標。在佛教而言，最高的目標就是達到覺悟、解脫和涅槃，而要達

到這些目標，就需要實踐八正道。

雖然精神生活的基本法則，永遠是如實真確；但是，今天卻不

能否認，擺在眼前清清楚楚的一個事實—人的心理，實在很難脫

離外在世界物質的影響。我們從許多不同的方面都可見證，這個一

起共處的世界，其實都是內心的倒影。—一切社會、經濟和政治

上的架構，都是我們思想模式和價值尺度的反射。因此，我們的共

同福利，甚至人類在世界上的存續，便有賴人心意識大規模的轉化

了。這種轉化一定要沒有界線，不論東西南北，只著重於消除所有

會導致自取滅亡的頑固心態和想法。步入二十一世紀的此刻，佛陀

對我們的啟示綱領，我簡述如下：我們需要清楚了解，人類目前所

受的創傷，其實就是我們內心已經生病的徵象。

我們要共同解決的問題，打從兒童的被迫賣淫到生態的備受摧

殘；或從政治的腐敗到財團的掛帥，全都只是反映藏在我們心底深

處，極具破壞性的妄見曲解。幸好佛陀的信息也有其光明的一面，

那就是人類肯定是可以轉變的。人並不是他們心裡暗黑染污的無助

戰俘，只要能認識自己現在所處的困境、苦惱和焦慮，便可針對這

些問題的成因，展開艱鉅漫長的奮鬥來釋放自己，以重獲自由。

當然，最要重視的目標，應該是社會平等、紓解貧困、止息

族群紛爭和保護我們的自然環境。但在佛陀教導的引領下，我們會

明白：如果在私人生活上繼續貪心妄想、粗心大意和自私自利的行

徑，這些廣泛的社會問題將會沒完沒了。要救治世界的傷處，就必

定要先救治我們心裡的患處—也就是潛藏心中的貪瞋癡。無可否

認，這個信息所帶出的要求，真是非同小可，因為內在的轉化，永

遠都比外在來得艱難許多倍。尤其第一步要達到的，就是對自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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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真切了解。不過，無論如何，這就是我們經

分析後所得到的、唯一可行的解決辦法。所以，

絕對不容忽視它。

佛法是活活潑潑的生活指引

終結本文之前，我希望特別提出佛教在亞洲

的現況。目前亞洲佛教國家普遍的生活方式，似

乎都反映著正法的日益式微。雖然許多古廟寺院

或巨型佛像，仍遍布這些國家的每個角落；出家

僧眾在城中也是到處可見。但是，可惜的是，以

道德、慈悲和彼此尊重關懷為原則的生活，正在

迅速淪亡。若要作出補救，預防正法絕跡，就需

要及時作出徹底和有遠見的行動。

要讓正法繼續活現於未來的世世代代，想辦

法灌輸年輕人有關佛法的意義是至為重要的。現

時通行亞洲的佛教，往往只會令年輕人覺得它不

過是一大堆宗教儀規，與他們的日常生活毫不相

干。我們極需要年輕人延續佛法至下一代；更要

讓他們知道：佛法能為世界，提供深廣的智慧和

精神生活之道。年輕人如果墮入物質享受和自我

放縱的文化裡，我們就等於失去了佛教的將來；

就算僥倖僅存，也只是虛有其表而非真髓。

要成功地繼續弘傳佛教，首先要把正法的核

心意義從其形式上的外殼抽取出來。尤其要讓正

法不再被認為：只是一種民族驕傲或文化象徵。

我們要讓世人明白：佛法是活生生的精神之道，

因為它可以轉化人，可以觸及他們的心態、人生

目標和價值觀。只有正視：佛法才能真正治療我

們心中的傷患；又只有內心的患處得到治癒，我

們才會有能力承擔療治整個世界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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