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檢閱 
 

 

 

本篇論文起初試用許多理論來看法身寺的《夢中夢》節目。例

如：非營利組織的志工理論、非營利組織的開放系統式、智慧組織與學

習輪等，但與論文指導教授進行討論後，發現筆者緊抱著理論去觀察

《夢中夢》節目，導致無法全面地了解製作節目的用意，僅能片面地作

出結論，以致效果不佳。故此覺得倒不如放下理論，僅蒐集相關文獻，

整理出用來分析參與觀察資料的分析概念操作過程，然後以敞開胸懷、

開放性地去參與觀察和敘述自己耳聞目見的資料後再分析。 

本章筆者把相關文獻扣緊研究問題，蒐集有關網路衛星節目的製

作原則和推廣節目的方法，最後整理出能用來檢驗這兩個研究問題之變

項。 

 

第一節   衛星頻道的製作原則 
 

一、節目內容的品質 

Nossiter 認為，以英國的節目製作而言，優越的技術和節目內容是

英國電視節目品質的兩大概念。英國的製作人認為優越的技術是生產節

目品質的前提，也是不可或缺的評鑑標準。Nossiter 進一步指出，在

「產品價值」(production values)上，美國和英國是不同的，在美國他們

是希望透過極絢麗的製作技術來吸引大批的閱聽眾(例如演員、場景、影

片技術等等)，不過他們的目的不是節目品質，而是吸引大量的閱聽眾，

可是英國的節目製作是秉持「對自己真實」(true to itself)，因為他們認為

觀眾的多寡是依賴於節目品質的程度，只要有了節目品質，自然會有觀

眾，所以節目品質才是製作節目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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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ssiter 接著提出了三個評鑑節目內容品質的方向，分別是明確的

目標、創新、關連性等三方面： 

(一) 明確的目標：所謂清楚的目標是指當我們在發展一個節目內

容時，必須要清楚地知道它的計畫和目標，這也意味著製作

人必須要負責且注意故事情節、主題、議題、人物等會如何

影響閱聽眾。 

(二) 創新：是指應用新的方法來使用媒體，並創造新的使用形式

來解決傳播問題，且藉此打開、擴大閱聽眾的視野。 

(三) 關連性：意味著我們可以透過一些和民眾有關係的內容，來

引導民眾去思考自身周圍的一些問題，製作人可以利用有關

連性的主題，並以講述故事的方式來傳達意思，而不是以說

教的方式來傳播道理。4 

 

二、經營的理念 

一般而言，經營廣電事業也算是經營一種企業，它是屬於一種在

一定的期限內計算盈虧並追求營利的經濟活動，因此也要遵守目標明

確、社會責任、分工合作、權責分明、物盡其用等經營管理原則。 

所謂一般企業的經營理念與特色是：它是營利事業單位，它是從

事經營活動，它是個別的經濟單位；而廣電事業與一般企業之最大不同

為：廣電事業是「社會公器」，廣電事業是一種教育性、社會性的投

資，廣播廣告必須要有選擇性。 

美國 NBA 會曾向全美廣電事業負責人作過調查，他們一致認為良

好與完善的廣電經營者應具備如下的做法： 

(一) 給予節目人員自由發揮的機會，並參與節目政策的決定。 

(二) 節目播出的每一分鐘，都能維持良好品質。 
                                                 
4  高世威著《電視戲劇節目製播流程之品質管制探討》台北：國立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碩士

論文，2000-12，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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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的目標與做法，皆針對聽眾需求。 

(四) 雇用優秀人才，尤其節目經理與行銷經理為靈魂人物，他們

身負成敗的重任。 

(五) 掌握時代潮流，甚至以創新來主導時代潮流。 

(六) 密切注意聽眾的市場變化。5 

 

三、節目策略 

陳清河認為衛星電視在節目的經營策略須考慮五點因素，首先是

節目內容在頻道規劃屬性與節目內涵的重要性。第二點，科技的更新所

帶來替代性市場的競爭以及科技追求的不持久特性。第三點，區域性差

異的現象，本質上是市場導向的媒介經濟觀點。第四點，衛星電視雖有

基於觀眾短期追求時髦的暴利，但市場惡性競爭，長期仍需要仰賴資

金。第五點，衛星電視節目能造成需求，乃長期廣電市場壟斷所致，如

此需求已暫告結束，新市場追求則具有多方變數，市場存在理性與非理

性競爭格局。 

節目編排落實是節目策略的技術與方法，Eastman 認為在節目時段

編排時需要注意五個要素： 

(一) 相適性 (compatibility)：節目時段的安排需要符合觀眾的作息

時間、生活形態。 

(二) 習慣形成(habit formation)：固定的帶狀時間節目播出讓觀眾

的收視行為養成習慣。 

(三) 觀眾流動的控制(control of audience)：延長觀眾停留收視時

間，吸引其他頻道的收視觀眾在節目替換時加入收視，以累

積觀眾人數。 

                                                 
5  常勤芬著《台灣網路電台經營管理之研究--以銀河網路電台為例》台北：銘傳大學/傳播管理研

究所碩士論文，2001，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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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節目存量(conservation of program resources)：在節目的資源存

量必須足以維持節目的正常播放。 

(五) 訴求廣度(breath of appeal)：包括了兩種目標，一種為廣播

(broad casting)中鎖定特定的聽眾，一種為窄播(narrow casting)

中尋求廣泛聽眾。 

Pringle 認為影響節目策略因素則包括競爭者的優缺點、建立觀眾流

量、建立觀眾習慣、可獲得之觀眾、觀眾興趣與廣告客戶興趣，所提的

影響要素與 Eastman 的觀點相近。Pringle 在節目表的編排亦提出五種普

遍使用的策略： 

(一) 針鋒相對策略(head-to-head)：節目所欲吸引的觀眾與競爭對手

類似，與競爭對手採取相同、接近的節目編排。 

(二) 反向策略(counter)：同時段所安排的節目所欲吸引的觀眾不同

於競爭對手。 

(三) 帶狀策略(strip)：週一至週五，每天安排同一時段連續播出相同

節目，目的在激發觀眾的收視習慣。 

(四) 棋盤策略(checkerboard)：每天在相同時間播出不同影集，但花

費高昂。 

(五) 塊狀策略(block)：接連安排吸引觀眾的節目，持續兩小時以

上，目的在於留住觀眾流量。6 

 
 
 
 
 
 
 
 
 

                                                 
6  陳延昇著《台灣宗教衛星頻道經營管理之研究》台北：國立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碩士論

文，2000-10，頁 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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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衛星頻道的推廣方法 
 
 一、節目行銷策略 

在行銷組合中 4P 要素的考量是作為行銷策略的基本，四個要素為

產品(product)、通路(place)、價格(price)、推廣(promotion)，前三個因素

是製造競爭利益點，導致交易機會，第四個推廣因素，則在告知整體行

銷重點並說服目標對象。 

Lacy 認為發展行銷計畫時，管理者必須注意兩種產品決定：其一

為對舊產品是否改變與如何改，其二為對新產品是否增加與增加什麼，

行銷地點與價格方面，就行銷地點來說，目標是針對特定的地理區域，

而內容反映出其針對的目標。這區域大小、地理特性、社會狀態、文化

特徵和社會之政治型態，將影響新產品其行銷地點的設計。價格方面，

大部分的廣播與電視資訊市場，消費者僅將其注意力放在接收訊息。如

果產製資訊的媒介假設消費者不必付費，則不會投資於資訊的品質，節

目的品質要求就會較低，而這種結果，當擁有不同資訊來源的選擇時，

消費者就不願意選擇品質不好的產品，促銷包括廣告、公關和促銷活

動。 

黃新生將行銷 4P 的觀念與電視節目作了結合，他認為就產品而

言，節目做為一個產品，節目製作的型態與內容必須是以資料為基礎

(data-based)，滿足目標觀眾為導向。而電視節目產品的第二個面向是以

產品區隔(product differentiation)，包括產品形象或品牌認同，以有別於

同一市場的其他節目。電視節目與觀眾生活方式特徵、需求與偏好息息

相關，因此差異性是受歡迎的關鍵。而在宣傳方面，則結合產品命圈

(product life cycle)，考慮電視節目必須經歷推出、成長、成熟、消退四

個階段時期，而有不同策略。 

 Lacy將策略分為三種：長期性策劃；中程的策劃；短期經營的策

劃。首先在長期性策劃包括資源的分配安排以達到組織經營的長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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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長期計畫的時間設計包含一至十年，但通常需要花三到五年的時間

用來發展這些計畫。至於中程的策劃則包含六個月到兩年的時間，而且

中程策劃是用來幫助長期性策劃發展的過程，這些過程決定了組織的部

門如何對組織的策略目標做出貢獻。中程策劃並包括三種計畫：行銷計

畫、財政計畫、人力資源計畫。這三種計畫除了彼此間要協調一致外，

也必須和長期性計畫協調一致，藉由聯繫上的協調配合，這三種計畫將

可涵括公司的所有面向。短期經營的策略包含數個星期到一年的時間，

並且以逐日或是逐月為基礎來分配資源。7

 二、網路行銷 

網路行銷最簡單的定義就是，透過網路進行行銷活動、促銷、廣

告、公關，以使消費者形成購買決策之過程。網路行銷須有一個良好的

行銷策略，網路行銷策略又分很多種，Online/office PR 創造知名度、

Online/office Advertising 吸引顧客上門、Virtual Community 培養顧客忠

誠、one-to-one Marketing 提高服務價值。Online/office PR 創造知名度，

就是用公關活動當先鋒，吸引消費者的目標。例如，先以大量如報紙廣

告、公車廣告、電視廣告、大看板廣告突破障礙，建立知名度，也以公

關議題發展建立關心職場形象，如職場薪資調查、上班族憂鬱指數等增

加其知名度。 

在Online/office Advertising 吸引顧客上門行銷策略方面，用廣告活

動（campaign）方式與更多的消費者接觸，提供更多的資訊。eBay拍賣

網站唐先生上網找花瓶廣告，以及後來的yahoo網站跟隨廣告，造成拍賣

網站點閱次數增高。另外肯德基線上download 折價券的行銷策略就讓肯

德基業績上升，達到網路行銷效益。8  

                                                 
7  陳延昇著《台灣宗教衛星頻道經營管理之研究》台北：國立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碩士論

文，2000-10，頁 39。 
8  林俊毅著《0與 1Byte科技雜誌‧網路行銷的現況與迷思》台灣：第三波資訊，1997，263：頁 

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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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評析 
 
 本章共分為兩主題做探討，第一節討論製作電視節目的原則，第

二節討論電視節目的行銷。 

 在第一節電視節目的製作原則中，探討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

從節目品質的觀點看製作節目的原則，第二部分是從經營廣電事業的觀

點看製作節目的原則，第三部分是從節目策略的觀點看製作節目的原

則。筆者把上述的觀點綜合成以下十六個項目： 

(一) 發展節目時，必須要清楚知道它的計畫和目標。 

(二) 掌握時代潮流，甚至以創新來主導時代潮流。 

(三) 利用和民眾有關係的內容，來引導民眾去思考自身周圍的

問題。 

(四) 給予節目人員自由發揮的機會，並參與節目政策的決定。 

(五) 節目播出的每一分鐘，都能維持正常品質。 

(六) 整體目標與做法，皆針對聽眾需求。 

(七) 雇用優秀人才 

(八) 密切注意聽眾的市場變化 

(九) 節目時段的安排需要符合目標觀眾的作息時間、生活型

態。 

(十) 固定的帶狀時間節目播出讓觀眾的收視行為養成習慣 

(十一)  延長觀眾停留收視時間，吸引其他頻道的收視觀眾在節目

替換時加入收視。 

(十二)  節目資源存量要維持足以使節目正常播出 

(十三)  具有鎖定特定的觀眾及廣泛聽眾 

(十四)  同時段所安排的節目所欲吸引的觀眾不同於競爭對手 

(十五)  每天在相同時段播出不同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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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  接連安排吸引觀眾的節目，持續兩小時以上，目的在於留  

住觀眾流量。 

 

在第二節電視節目的推廣中，探討了兩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從電

視節目行銷策略的觀點看節目的推廣，第二部分是從網路行銷的觀點看

節目的推廣。筆者把觀點和推廣這兩者的關系綜合如下： 

(一) 用廣告活動方式與更多的消費者接觸，建立知名度。 

(二) 以公關議題發展節目的形象和增加知名度 

(三) 使用促銷活動來推廣電視節目 

(四) 設有長期策略性策劃；中程的策劃；短期經營的策劃。 

 

筆者以上述的文獻發展出分析概念操作過程如下圖 2-3-1： 

 

 

 

 

 

 

 

 

 

 

 

 

  

(一)  用廣告活動
建立知名度

(三) 使用促銷活
動來推廣節
目 

(二) 以公關議題
發展節目的

形象 

(一) 明確的目標 
(二) 創新 
(三) 關連性 
(四) 掌握時代潮

流 
(五) 訴求廣度 

(一)  節目人員參與政策

的決定 
(二)  符合觀眾的作息時

間 
(三)  固定的帶狀時間 
(四)  連接安排吸引觀眾

的節目 
(五)  節目存量足以播出

節目內容 製作管理

製作節目的原則 推廣節目的方法 

宗教網路衛星頻道運作方針 

 
圖 2-3-1 本研究的分析概念操作過程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 
 

 14



第四節   個案介紹 
 

一、泰國電視頻道與 DMC頻道 

(一) 管理泰國電視頻道的單位 

從西元 1992 年 10 月開始，全泰國電視廣播頻道都由首相部門管

轄的兩個政府單位：泰國大眾傳播組織(MCOT)及公共關係部門(PRD) 和

非政府機構：國家廣播電視頻道委員(NBC) 所管控。 

1.泰國大眾傳播組織(MCOT)，經營國內外的大眾傳播事業  ： 

 (1) 經營無線電視台 9TV 

(2) 核准一般電視台的經營權書 

(3)核准、延續或取消會員式電視台之經營權書 (build-

transfer-operate)  

 (4) 管控會員式電視台的價錢、頻道、服務和廣告。 

 (5) 解釋和制定傳播法條 

2.公共關係部門(PRD) ，公共關係部門的管控權類似泰國大眾傳播

組織： 

 (1) 收取每年的經營權書費用 

 (2) 管理國家廣播電視頻道委員(NBC) 

(3) 核准 UHF頻道的經營權書 

(4) 經營無線電視台 11TV 

(5) 傳播政府訊息 

(6) 支持國家安全 

(7)  提供泰國訊息予全世界，保護國家的形象 

(8) 利用電視頻道及廣播電台免費為政府機構傳播服務訊息

予民眾 

(9) 經營國家廣播電台和國家電視台的網絡，這兩個網絡稱

為 National Broadcasting Service Thailand" 或 "N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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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家廣播電視頻道委員(NBC) 

 (1) 管控廣播電台及電視台 

 (2) 核准營利廣播電台的經營權書，包括衛星廣播電台。 

 (3) 核准有線無線廣播電視台之經營權書 

 (4) 制定傳播法條及管理傳播技術 

 

(二) 今日泰國電視頻道 

 1.無線電視：目前具有 3TV； 5TV； 7TV； 9TV； 11TV和 

iTV等六個頻道，全國免費收看。 

 2.衛星頻道：目前有兩個頻道：UBC 頻道和 DMC 頻道。兩

個頻道的差別在於 UBC頻道是營利頻道，使用戶必須繳月租費，並節目

內容上著重播出國內外娛樂節目和新聞，但 DMC 頻道是非營利頻道，

使用戶免月租費，內容著重播出教導道德倫理的節目。 

 3.有線電視：目前只有 UBC 有線電視，但分區經營，若某

區的使用戶甚多就有幾家公司分攤經營。 

 

(三) DMC頻道 

DMC 頻道是二十四小時的衛星頻道，在泰國都使用會員式的衛星

頻道系統，但國外便使用開放式的衛星頻道系統。在一天的節目中，

《夢中夢》節目屬於該頻道其中一個節目。以下表 2-4-1 是介紹此頻道

整天的一些節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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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DMC頻道節目簡介 

 

《早晚課》 

每天在早上和晚上帶領全球觀眾同步誦經、持五戒與修

行靜坐。 

 

《佛陀傳》 

闡述釋迦牟尼佛的生平，瞭解佛陀在輪迴中修波羅蜜、

悟道直至涅槃是如何鍛鍊自己的。 

 

《佛法與人生》 

此節目由法勝法師對於《巴利三藏》的內容所做的開

示，包括佛教徒布施、持戒與修行的方法。. 

 

《師父的回答》 

施命法師回答佛教徒的疑問。 

 

《佛事活動》 

每週五及重大的佛教日都有現場的佛事活動，使信眾在

家裏也可以參加每一個典禮。  

 

《供養佛塔儀式》 

每天下午 6:00-6:30現場直播供養佛塔的儀式。   

 

《夢中夢》 

每晚 7:30 pm.-10:00pm現場直播。這個節目中佛陀的一
生和一些人因果業力和死亡法則的個案研究特別受到大

家的歡迎。通過“道業＂獲得開示，通過多媒體的影

像、歌曲的呈現，使觀眾愉悅又輕鬆地明白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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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之道》 

在家中學習巴利語課程，讓觀眾更了解佛經的內容，具

有佛學的基礎。  

 

《神奇人物 》 

佛教徒修持德行的故事和佛陀時代的給孤獨長者、衛塞

大優婆夷等等修行者的故事令人印象深刻，更有佛陀前

世們的故事。   

 

《輪迴中的生命 》 

這個節目中的故事會堅定新生代對於業力和死亡法則的

信念。每一個故事都由親身體驗者講出，使每一部分、

每一個事件更有趣。 

 

《健康快樂》 

專業醫生給予我們有關精神健康和關愛心理的知識，教

我們做練習來有效地放鬆肌肉，以及如何改善孩子們的

生活質量。   

 

《IBS故事》 

來自佛學社的有趣人物將帶給觀眾的是：如何通過“道

業＂，用行為來塑造品行，指導每一個人的想法，告訴

你這樣做的好處。  

 

《本生經的故事》  

帶孩子們進入佛陀前世有趣又輕鬆的世界，還可以借助

繪畫獲得生活中的樂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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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學兼優》  

新奇的方法教孩子們有效的信條，做好每天的功課。  

 

《小孩子的佛法》 

他們將從這個節目中玩得開心、有趣，同時又獲得有關

道德準則的教育性內容。  

 

《DMC卡通片 》 

好玩又輕鬆的故事帶給孩子們一個結合了道德觀念的多

彩卡通世界。  

 

《放鬆和警惕》 

跟著兩位漂亮的主持人走走看看，欣賞優點，學習正確

的事物，提醒你善與惡。  

 

《螞蟻的威力》 

為年輕一代的青少年製作的節目請您一起加入佛教志

工，體會志工富有創造性的力量。  

 

《微笑世界》 

帶觀眾參訪世界各國及海外法身中心  

 

《棄酒焚煙》 

勸告人們戒煙、戒酒，遠離毒品的侵害。  

 

《熱點新聞》 

由兩位播音員播出最新的新聞。 

資料來源：http://www.dmc.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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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了合乎全球觀眾的作息，DMC 衛星頻道把節目重播兩次(*)或三

次(**)，如表 2-4-2。 

表 2-4-2：西元 2004 年 10月 DMC 節目表 

時間 星期一 
星期

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六 星期日 

05:00-06:00 早課 / 求五戒 / 修行靜坐 早課/修行靜坐 

06:00-07:00 因果之律 ：回顧個案研究 

07:00-07:15 新聞 

07:15 當地新聞 

07:30 海外新聞 07:15-08:00 修行靜坐 

07:45  全國寺院新聞

08:00-09:00 

*輪迴

中的生

命 

佛法與人生 
08:00  往幸福的 

大道邁進 

9:00 本生

經故事  

09:30 **

品學兼優

星期日法會 

09:00-10:00 榮譽之道 

09:45 **

清澈的世

界 

08:30 早課 

10:00-10:30 *新聞 
僧團

新聞 

*各地

佛法 
**奮鬥 

僧團新

聞 

10.00 

Dhamma 

MV 

求五戒 

10:30-10:40 健康快樂 
10:30  微

笑的世界
09:30 修行靜坐 

10:40-11:10 衛塞大優婆夷  

11:10-11:40 *師父的回答 
11:00 師

父的回答

10:30 薈供法會 

(唯每月第一星期日)

11:40-12:00 給孤獨長者 
11:30 各

地佛法 
11:00 供養齋僧 

12:00-12:15 新聞 11:15 波羅蜜之道 

12:15-12:30 

**小朋

友的卡

通片  

放鬆和警

惕 
  

12:30-12:45 

*奮鬥 

*螞蟻

的威

力 **Smart 

Junior 

**本生經

的故事 

**微笑

的世界 
12:30 螞

蟻的威力
12:15 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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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13:15 **因果之律 ：回顧個案研究 
13:30 供燈 / 修行靜

坐 

13:15-14:00 佛學院 

13:00 輪

迴中的生

命  
14:30 請紀念品 /         

教誨 

14:00-16:00 夢中夢 (昨天) 15:45  師父開示 

16:00-16:15 晚課 

16:15-16:45 佛法與人生 
17:00 誦阿毗曇儀式   

16:45-17:00 棄酒焚煙 

17:00-17:30 **師父的回答 
*師父的

回答 

供養佛塔儀式 

17:30-17:45 品學兼優 
小朋友的

卡通片 
  

17:45-18:00 清澈的世界 
Smart 

Junior 

 星期日法會圓滿結

束 

18:00-18:10 六面玻璃   

18:10-18:30 供養佛塔儀式   

18:30-19:00 *昨天《夢中夢》節目的重點 

19:00 *本生經的故事

19:30 *小朋友的卡通

片 

19:45  *各地佛法 

20:00  *螞蟻的威力 

20:30  *微笑的世界 

21:00 *各地佛法 

19:00-22:00 夢中夢 (現場直播) 

21:30  新聞 

22:00-22:10 *健康快樂 
22:00 溫習昨天《夢

中夢》節目 

22:10-00:00 溫習 今天《夢中夢》節目   

00:00-00:30 *衛塞大優婆夷 

00:30-01:00 *新聞 *奮鬥 
*微笑

的世界

*Dhamma 

MV 

*本生經

的故事

佛法與人 *輪迴中的生命 

01:00-02:00 *因果之律 ：回顧個案研究 

02:00-02:45 *修行靜坐 

02:45-05:00 溫習昨天《夢中夢》節目 

資料來源：http://www.dmc.tv / 註：*是指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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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節目表中《夢中夢》、《供養佛塔》和《星期日法會》是現

場直播的節目，但本篇論文只針對《夢中夢》節目的功能作探討。 

二、法身時間 

西元 1992 年元月 1日法身基金會在美國加州 (California) 成立第一

個海外法身中心，此法身中心登記為教導靜坐的修行中心。接著陸續在

各國創立修行中心，如日本、香港、比利時、法國、德國、澳大利亞

等，目前共有十四個中心。9 從成立海外法身中心開始，領導人就提出

「法身時間」的概念：無國界的修行時間，希望全球信眾，不論是在世

界的哪一端都可以同步修行。因此，同年法身寺也開始利用國際電話的

功能來弘法，讓美國加州中心在每個月第一個星期天撥國際電話收聽泰

國現場的廣播，同步靜坐，實施「法身時間」的企劃。10  

 由於國際電話的費用很高，所以各國中心在西元 1998 年試用網路

電話來撥接收聽泰國法身寺現場的廣播，西元 1999 年試用 Real Player

系統來廣播，最後則改用Window Media Encoder系統繼續廣播到目前。

這一點法身寺電腦資訊中心主任說： 

我們可以應用IT來協助弘法，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活動品質。譬

如說：把三藏裡的文字轉化為三藏光碟，讓讀者方便搜尋資料，

或者是用網路代替國際電話以節省費用。我們用網路科技把泰國

現場的廣播傳送到各國修行中心去，每個月可以省下百分之三十

的費用。以前每個月的國際電話費是十萬泰幣，目前只花三萬泰

幣就可以廣播，如果總合在各國修行中心收聽節目的人數，一次

大約一萬多人，平均每個人花六塊泰幣，各中心一起分擔此費

用，不是由法身寺全部負責，這種弘法方式就值得進行了。11

                                                 
9 法身寺基金會編《培養善人的二十九年》曼谷：擁哇拉印刷公司，第一版，1999-3-1，頁 20。 
10 筆者訪問法身寺電腦資訊中心主任──Phramaha somnuk suvipulo，2002-10-13。 
11  Natthaya Kiewsai & Dr.Paop Pungnoi : A study of the role of IT in the Buddhism missionary , 
Bangkok : Ministry of  Education , 1999 ,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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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先固定在每個月第一個星期天廣播一次泰國法身寺的現場法

音，當網路的科技發達後即改為每個星期天各國修行中心上網收聽法身

寺的現場廣播，同時 修行靜坐。 

 西元 2000 年 9 月 10 日法身寺創辦人往生後，法身基金會在每天

晚上舉辦共修活動，讓信眾來法身寺修行、回憶創辦人的恩德，並在每

個星期天下午輪流邀請全泰國各寺院的 200 位法師來此誦經祈福。直到

2002 年 2月 3日法身寺舉行「法身寺創辦人荼毗法會」暨「全泰國齋僧

大會」，邀請全泰國三萬道場的住持長老應共。法會當天，有兩萬九千

八百多位住持長老出席，共有十二萬多僧侶，三十多萬居士聚會一堂。

荼毗法會圓滿結束後，從西元 2002 年 3月 1日起，法身寺於星期一至星

期六晚上七點半舉辦共修活動。雖然活動時間都跟荼毗法會之前的活動

一樣，但此活動改名為《夢中夢》節目，讓信眾在每天下班後搭車來法

身寺聽法、打坐。12 上述活動的關聯可以畫成下圖 2-4-1： 

2000 年 9月 10日至
2002 年 2月 2日 
誦經祈福法會 

2002 年 2月 3日
荼毗法會

2002 年 3月 1日至今日 
《夢中夢》節目 

 

 

 

 

 

 

 

 圖 2-4-1：誦經祈福法會、荼毗法會和《夢中夢》節目的連接次第關係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 

從 2000 年 9 月 10 日起，法身基金會都在每天晚上七點半到九點

廣播泰國法身寺現場的法音，我們可以把「法身時間」的演化發展畫成

下圖 2-4-2： 

 

                                                 
12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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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 1998 年 
每個月通一次

國際電話 

1998 ∼ 2000 年

每個星期天 
上網收聽 

2000 年至今 
每天上網 
收看 

 圖 2-4-2：「法身時間」的演變發展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  

從上述可知，法身寺創辦人荼毗大會的活動結束後，法身寺為了

確保寺內所主辦的活動不會中斷，故自企劃一個活動讓信徒繼續參加。

最後終於選擇發展原先的網路節目，結合網路和衛星科技，讓法身時間

的概念更實際。因此，《夢中夢》節目是繼祈福法會和荼毗大會之後而

舉辦的活動，但問題是，其他節目也可以代替祈福法會，譬如：DOU 

(dhammakaya open university)空中佛學的課程13；講經靜坐節目等等，這

些節目也都可以結合網路和衛星科技。 為什麼法身寺不主辦其他節目而

選擇了《夢中夢》節目？筆者先解釋一下泰國近幾年來所面對的各種問

題。讀者了解了泰國所面對的問題之後，再把話題轉回來討論這些問題

與《夢中夢》節目的關係。 

三、泰國國家所面對的問題 

東南亞金融風暴於 1997 年 5月 14日至 6月間於泰國掀起，進而引

起泰國國內許多問題，即社會、經濟、政治等問題。其實，這些問題早

已醞釀很久，只是還未到嚴重的地步，使泰國人看不到問題的癥結而

已。14

當泰國的經濟還未面臨崩潰時，大多數的人民都沒察覺到國家將

要面對的問題，還一味的認為國家絕對沒問題。他們所看到的只是一種

假象。其實，整個國家的社會和經濟都潛伏著危機，而且日趨嚴重。直

                                                 
13 http://www.dou.us 
14 Amman sayamvara: Asia's micro-economy an critical  situation, Bangkok,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 of Thailand, 2002-9,  p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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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經濟泡沫破滅了，各種問題也就跟著顯現出來，導致國家面臨三大嚴

重的棘手問題：社會、經濟與政治。15

若把泰國比喻成中風的病人，那可說是病人在病倒之前看起來似

乎很健康，其實病菌早已侵入其體內一段時日了，直到接二連三地遭受

到外來病菌的不斷侵襲後，身體再也無法承受壓力而不支病倒了。這時

大家才看清楚，原來他是病人。泰國所面對的三大問題，情形也是如

此，然而到底這些問題的根源在哪裡？ 

法身寺的住持認為這三大問題的根源，來自大部分的人民不了解

「善人的標準」，同時也缺乏這種標準的道德規範。而且他們都具有 十

四種壞行為，並對社會環境與大自然環境不負責任。16

以上的原因，是促使國家社會、政治、經濟面臨危機的癥結所

在。 

政治問題17

因大部分的人民不了解「善人的標準」，同時也缺乏這種標準的

道德規範，結果造成下列的政治問題： 

(一)  人民缺乏知識，無法以善人的標準來篩選政治候選人。 

(二)  國家領導人都是一些只為個人利益著想的政治人物。 

(三)  軟弱無能的政府。 

(四)  政府無法管理和保護國家等等… … 

社會經濟問題18

也因大部分的人民不懂「善人的標準」，故間接造成政治腐敗，

而各種各樣的社會經濟問題也接踵而來： 
                                                 
15 Amman sayamvara: Asia's micro-economy an critical  situation, Bangkok,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 of Thailand, 2002-9,  p12-20. 
16 Phrabhavanaviriyakhuna: Human Reforming , Patumthani, Wat Phra Dhammakaya, 2002-12-21, 

p.339。 
17 同註 16，p.340。 
18 同註 16，p.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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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父母不懂得養育小孩的問題 

(二)  破碎家庭的問題 

(三)  青少年吸毒和賣毒品的問題 

(四)  失業問題 

(五) 人民有酗酒、嫖妓、逛蕩、賭博、結交損友、好吃懶做

等問題。 

(六)  公務員和政治人物貪污的問題。 

(七)  公務員欺壓商人和老百姓的問題。 

(八)  商人欠債的問題。 

(九)  國家教育管理品質低劣的問題。 

(十)  由於貧富懸殊，使人民之間產生距離的問題等等。 

人民的個性19

因政治腐敗、社會道德淪落，使到人民薰染了許多壞習性： 

(一)  缺乏紀律 

(二)  沒有慚愧心 

(三)  不守法律 

(四)  私心重、拉山頭、搞宗派、裙帶之風盛行 

(五)  注重個人，忽略國家利益 

(六)  行為放蕩，為所欲為，不受約束。 

(七)  缺乏看問題與處理事情的正確觀點 

(八)  不想改善和發展道德倫理。 

(九)  崇洋成風，忽略本土文化等等… … 

以上的種種問題，如果不加以妥善處理或處理不當，那將導致這

些問題日趨惡化。筆者把上述問題的原因及其影響歸納成下表： 

 
                                                 
19 Phrabhavanaviriyakhuna: Human Reforming , Patumthani, Wat Phra Dhammakaya, 2002-12-21, 

p.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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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的人民不了解「善人的標準」，同時也缺乏這種標準的道德規範 

 

政治問題 社會和經濟問題 國家人民的個性 

(一) 人民缺乏知

識，無法以

善人的標準

來篩選政治

候選人。 

(二) 國家領導人

都是一些只

為個人利益

著想的政治

人物。 

(三) 軟弱無能的

政府。 

(四) 政府無法管

理和保護國

家等等 … 

 

(一) 父母不懂得養育小孩的問

題 

(二) 破碎家庭的問題 

(三) 青少年吸毒和賣毒品的問

題 

(四) 失業問題 

(五) 人民有酗酒、嫖妓、逛

蕩、賭博、結交損友、

好吃懶做等問題。 

(六) 公務員和政治人物貪污的

問題。 

(七) 公務員欺壓商人和老百姓

的問題。 

(八) 商人欠債的問題。 

(九) 國家教育管理品質低劣的

問題。 

(十) 由於貧富懸殊，使人民之

間產生距離的問題等

等… … 

(一) 缺乏紀律 

(二) 沒有慚愧心 

(三) 不守法律 

(四 ) 私心重、拉山

頭、搞宗派、裙

帶之風盛行 

(五) 注重個人，忽略

國家利益 

(六) 行為放蕩，為所

欲為，不受約

束。 

(七) 缺乏看問題與處

理事情的正確觀

點 

(八) 不想改善和發展

道德倫理。 

(九) 崇洋成風，忽略

本 土 文 化 等

等… … 

結果

 

 

 

 

 

 

 

 

 

 

 

 

 

 

  

 

 

 

 

 

 

 

 

 

 
國家面臨的各種危機

                              圖 2-4-3：泰國潛伏已久的國家問題 
資料來源： Phrabhavanaviriyakhuna: Human Reforming , Patumthani, Wat Phra 

Dhammakaya, 2002-12-21, p.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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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了解了近幾年來泰國面臨的三大問題：政治問題、社會

問題、經濟問題，其實這些問題都來自人民不懂「善人的標準」，又缺

乏這種標準的道德規範。這些問題薰染了泰國人的思想行為，進而產生

了各種各樣的問題來。因此，目前國家的問題即是國內人民本身之問題

演變出來的，故此當下的急務，解決問題的藥方，就是必須培養國家人

民正確的道德倫理觀念。 

四、解決國家問題的方法 

若能成功地為國家培養品行良好的人民，灌輸人民正確的道德思

想，也就等於人民除了對周遭的事物有正確的見解之外，也擁有善人的

道德規範和理解「善人的標準」。這三件事情能促使全國人民同心協力

處理國家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雖然這需要很長的時間來

籌商與進行，但如果現在馬上就開始實行，問題一定會迎刃而解。西元

2002 年法身寺為了協助泰國政府解決國家的問題而提出四種方法20： 

 

(一)  國家問題是全國人民急需要解決的任務 

(二)  出家人必須扮演道德教育老師的角色 

(三)  教育部必須有灌輸學生道德倫理的政策 

(四)  通過大眾媒體來傳播道德倫理的思想 

 

(一)  國家問題是全國人民急需要解決的任務 

國家的問題需要全國人民同心合力來解決，只是每一個人要負起

的責任不同，必須按照個人的身分、工作與能力來區分。譬如，青少年

要負責好青少年的任務，不要變成社會的壞痞子；公務員要負責好公務

員的任務，不要變成國家發展的障礙物；政治人物要用政治家的精神管

理國家，不做政客也不利用工作地位來謀求個人的利益。若是人民開始

                                                 
20 Phrabhavanaviriyakhuna: Human Reforming , Patumthani, Wat Phra Dhammakaya, 2002-12-21, 

p.34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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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盡自己的本分，提高自身的道德行為，便等於他開始幫助國家解決

問題了。 

(二)  出家人必須扮演道德教育老師的角色 

這種想法在泰國是正常和普遍的，但在論文裡面用華文書寫時，

就必須補充說明。泰國是佛教的國家，數百年來，佛教文化已深深地影

響了泰國人民。寺廟除了是佛門之地外，也成為村鎮的中心，是人們接

受教育、舉行儀式、慶祝節日的場所。約 70-80 年前教育部的教育政策

是三面一體的概念：家庭、寺院、學校(泰語bavon : ban-wat-rongriean)，

結合這三個社會單位的力量教導道德倫理。在家裡，父母會教導小孩基

本的道德倫理；在學校裡，教學課程設有佛教道德倫理的科目；每個星

期天和佛日 21父母都帶小孩到寺院去，向出家人學習更深層的道德倫

理。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社會產生很大的變化，各國之間的溝通

日益頻繁，科技與工業迅速發展，使國家、政治與經濟發展的觀念訊息

容易交流溝通。發展中國家也向先進國家學習新的教育制度、國家管理

法和如何發展經濟工業，與此同時思想和觀念也受到其他各國的影響，

紛紛開始模仿已先進國家的生活方式。
22

泰國為了提升國際競爭力，於是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國內以工

商業發展為核心來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質。這種改變對整個泰國社會起了

很大的影響，尤其是三面一體的教育政策。許多父母因工作繁忙而忽略

了家庭教育，尤其是新一代的父母很少帶小孩去寺院學習道德倫理，星

期天變成家庭聚樂的日子。他們推卸責任把教導道德倫理教育的工作交

給學校，而教育部也受到西方教育制度的影響，忽視道德倫理的教育，

                                                 
21 泰國農曆分為上弦十五天和下弦十五天，佛日是指朔月之日、上弦八日、滿月之日和下弦八

日，所以每一個月將有四天佛日或每個星期都有一天是佛日，但不一定是星期天。 
22 Pataya Saihu : Social mechanism , Bangkok :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2000, p.234~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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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一味地把問題丟給寺院，變成三面一體的教育制度失衡。
23
正如

Phrarajavaramuni法師所說： 

回過頭來看泰國三面一體的教育政策，在人民的眼中逐漸變得遙遠

而感到生疏，現代的人民覺得西方的學術很進步，忽略了道德倫理

教育。父母不教導小孩一些道德的基本知識，教育部也很少請出家

人到學校去教導道德教育。結果星期天只有老人持著竹籃慢慢走到

寺院來聽道德教育。24

 

雖然泰國各村莊的寺院比比皆是，但自稱為佛教徒的現代人却沒

有佛法的基本知識，有些人幾乎不去寺院，除非是參加喪禮。他們不懂

道德倫理，知識貧乏，精神空虛，一旦遇到嚴重的問題時，自然會缺乏

理智，而無法採取正確的方法來解決難題，從而產生了許多社會問題。 

因此，各個村莊社區的寺院，必須接引社區裡的人來學習道德倫

理，並要著重說明防患未然的重要性，千萬不要等到問題發生了才臨渴

掘井。譬如，道德倫理的訓練活動是屬於防範問題發生的活動，而治療

愛滋病者或毒癮者則是屬於亡羊補牢、消極解決問題的方法，受益者是

個人不是全體。 

(三)  教育部必須有灌輸學生道德倫理的政策 

教育部應該規定全國各校必須教導道德教育這一科目，並積極去

籌商，使政策早日落實。此政策的主要目標是讓人民了解「善人的標

準」，同時也擁有這種標準的道德規範。教育部實施此政策時，需要向

全國僧團求助。 

                                                 
23 Pataya Saihu : Social mechanism , Bangkok :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2000, p.237 . 
24 Penkhae Praconpatcanuke & Oamdein Sodmanee: Buddhism and Thai countryside life style ,  

Bangkok : Thammasat university , 1986 ,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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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該盡快採取明顯的決策，邀請全國僧團來教導全民道德倫

理，這將使僧團在扮演道德教育老師的角色方面更得心應手。尤其是當

政府把工作的權力分布到各地鄉村時，政府部門與當地寺院的合作必定

會更有效果。 

(四)  通過大眾媒體來傳播道德倫理的思想 

如今報紙、廣播電台、廣播電視和網路已普遍被現代人接受與歡

迎，通過此大眾媒體來傳播道德倫理的思想，將能有效地把訊息傳達給

社會各階層人士。不過在使用各種媒體時，必須採取適當的措施，目前

泰國國內也有許多屬於佛教的廣播電台，但是效果不佳，原因是： 

1.節目的廣播時間大多數不是很早就是很晚，以致收聽廣播的

人不多。 

2.主持節目的方式不受到大眾的歡迎，譬如，講經節目只有老

人收聽，青少年沒興趣。 

3.一些節目的主持人不是出家人，同時有些節目不是與聽眾分

享道德倫理思想而是批評或攻擊寺院。此節目不但無法好好

地向大眾灌輸道德倫理觀念，還直接破壞了佛教的聲譽。25

關於廣播電視和網路，倘若能把節目內容設計得比較豐富精彩、

生動有趣，相信人民一定得益不淺，而國家也會得到很大的利益。 

因此，只要把道德倫理教育的課程製作成電視節目、廣播節目和

網路節目，內容精彩豐富、生動有趣，這肯定能引起全國人民的興趣，

爭相觀看。這樣一來，經過一段時日的薰陶，人民自然會止惡向善，社

會秩序也將會日趨穩定。假如政府重視此道德教育節目，應該加以大力

                                                 
25 素瑪莉著《泰國老人與大眾傳播之研究》曼谷： 素可泰大學網路資訊研發中心，2002-3-5，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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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並將此節目取代其他娛樂節目，則必定會收事半功倍之效果，社

會問題能迎刃而解也就指日可待了。26

為了推廣道德倫理教育，使全國人士了解「善人的標準」，同時

擁有這種標準的道德規範，以作為解決國家所面對的問題之良藥。法身

寺在政府當局還未作出明確的指示之前，已主動發展出《夢中夢》節

目。希望此節目能協助政府實施及解決國家問題：呼籲全國人民一起來

解決國家問題、呼籲出家人扮演道德教育老師的角色、呼籲全國各校重

視灌輸學生正確的道德倫理觀念、利用大眾媒體傳播道德倫理思想。

《夢中夢》節目雖然跟泰國以往弘揚佛法的節目有著相同的目標，但此

節目打破了古板形式的主持方式，以聊天的形式與觀眾分享心得，內容

包含：新聞、音樂、故事、棄酒焚煙活動、個案研究、修行靜坐等等，

適合各種年齡層的觀眾觀看。同時也利用卡通片教導佛法，淺白易懂，

生動有趣，這不但能引起小朋友的興趣，也容易被小朋友了解與接受。

27

這就是為什麼法身寺要主持《夢中夢》節目的主要原因。法身寺

的誦經祈福活動自 2002 年結束後，不選擇主持空中佛學或講經靜坐節目

等等而選擇主持《夢中夢》節目，也是基於上述的原因。 

了解了《夢中夢》節目的緣起和其目的之後，下一章筆者將介紹

此節目的製作原則，它是否缺乏具體分析、不明確，有譁眾取寵之嫌

呢？那就請聽筆者來說分明吧！ 

 

 

 

 

                                                 
26 素瑪莉著《泰國老人與大眾傳播之研究》曼谷： 素可泰大學網路資訊研發中心，2002-3-5，頁

98。 
27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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