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個案分析：衛星頻道的製作原則 
 
 
 
 

泰國全國的佛寺臥虎藏龍，人才濟濟，而法身寺只是泰國三萬四

千多所寺院裡的一所佛寺，但是却得到其他寺院法師的垂愛。每個月都

有幾十位其他佛寺的住持方丈秉著學習的心態，來參與法身寺主辦的七

天「益友比丘訓練營」28，這是頗不容易的。同時也表示法身寺一定有

一套完整的教學方法，值得其他寺院學習。因此，在這一章中，筆者假

設自己是教育部屬下的視學官員，被派去視察法身寺最近的教學課程─

─《夢中夢》節目，然後把自己所觀察到的東西作一番整理，再向教育

部報告此節目的淵源、目的、意義、內容及其教學的方法。 

 

第一節   製作節目的原則 
 

今日的台灣有許多組織嚴密的佛教團體，例如佛光山、慈濟功德

會、中台禪寺、靈鷲山、法鼓山等等，各個佛教團體在弘法時，很幸運

地得到觀眾和佛教界學者幫忙監督。而佛教團體在泰國公開弘法時就更

幸運了，除了得到觀眾和佛教界學者幫忙監督之外，還得到管理全國僧

團的長老廳、政府官員和警察的監督，假如出家人講的佛法有一些不如

法或跟巴利三藏所記載的有所出入，節目會馬上被令停止廣播，警方也

會下令此出家人還俗，並且被罰監禁坐牢。 

                                                 
28「善友比丘訓練營計畫」是法身寺善友比丘部門舉辦的活動，為了分享法身寺管理寺院的方法

給予其他寺院：建立良好環境的佛寺、培養正僧、培養社會善人。此活動會在每年安居時間及

法身寺的大法會暫停舉辦，一年約舉辦二十四次訓練營，一次七天，所以從西元 2002 年開始舉

辦到西元 2004 年 7月已經辦了 48届。參與此活動的比丘們除了學到管理寺院的方法，也自動

與學長學弟們互相連絡，進而建立起今日泰國佛教的「益友寺院關係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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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中夢》節目的情況也是如此，得到許多人幫忙監督指正，如

一位觀眾Mr. Somchai Chamnoi 曾經說過： 

前兩個月，Wutthipan醫生介紹我看《夢中夢》節目，我很好奇，

因為此節目跟泰國以往的佛法節目不同，所以每晚我會上網收看

《夢中夢》節目，然後釘住法勝法師所講的每一句話，心裡暗想

著，若你講錯一句，我馬上把錄音帶送到警察局去報案。結果連

續看了兩個月，不但抓不到錯誤的觀點反而法喜充滿。法勝法師

所說的一切都是如法，合乎巴利三藏所記載的，因此，現在我和

家人每晚都在一起收看此節目，並介紹節目給很多朋友。29

法身寺的副住持施命法師也曾經分享心得說：出家人講話時，背

須靠著菩提樹！意思就是，每一句話要合乎巴利三藏所記載的。30 這就

是在泰國弘法或教導道德倫理課程的情況。因此，《夢中夢》節目的製

作原則必須嚴謹具體，使製作節目的工作人員方便擔任守門人(gate 

keeper) 的角色。31

因《夢中夢》節目的緣起是為了教導觀眾有關「善人的標準」，

以及如何擁有這種標準的道德規範，以便解決國家所面對的三大問題，

所以製作節目的原則即是「善人的標準」，分為六大原則32

一、節目的內容必須教導觀眾維護個人尊嚴 

二、節目的內容必須教導觀眾尊重他人的尊嚴 

三、節目的內容必須教導觀眾經營正當的行業 

四、節目的內容必須教導觀眾改善個人的經濟問題 

五、節目的內容必須教導觀眾保護大自然環境與人際關係 
                                                 
29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3-2。 
30 施命法師開示錄音。พระภาวนาวิริยคุณ : พระธรรมเทศนาประจําวันอาทิตย ( A 

sermon on every sunday )  ปทุมธานี : วัดพระธรรมกาย ， 2000-2。 
31 筆者訪問法身寺電腦資訊中心主任──Phramaha somnuk suvipulo，2004-5-5。 
32 施命法師開示錄音。พระภาวนาวิริยคุณ : พระธรรมเทศนาประจําวันอาทิตย ( A 

sermon on every sunday )  ปทุมธานี : วัดพระธรรมกาย ， 2004-2。 

 34



六、節目的內容必須教導觀眾建起「善人關係網」 

 

一、節目的內容必須教導觀眾維護個人尊嚴的行為 

做人的最基本道理就是要維護個人的尊嚴33： 

(一) 眾所周知，每個人都愛惜自己的生命。凡是意念清醒，有理

智的人都不會殘殺生靈。如果有人犯罪殺人，就表示此人精神不正常，

失去了個人的尊嚴。所以不殺生即是維護個人尊嚴的基本行為。 

(二) 金錢雖不是萬能，但是在現實的生活中，沒有錢却萬萬不

能。每個人都需要金錢來維持生活。一旦經濟陷入困境，就會引發各種

社會問題。偷竊、搶劫、貪污、騙財等罪惡事件就會層出不窮。故此一

個人如果有偷竊等行為就等於失去自己的尊嚴。 

(三) 情侶或夫妻之間應該互相了解、諒解與尊重，千萬不可有越

軌的行為，亂搞男女關係，犯了邪淫之罪。這種行為也將會使人失去個

人的尊嚴。 

(四) 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貴於真誠相待，切忌表裡不一，口是心

非，用謊言去欺騙朋友，耍弄朋友的感情。這種卑鄙的行為即是失去了

個人尊嚴的表現。 

 

二、節目的內容必須教導觀眾尊重他人的尊嚴34

除了自己的尊嚴之外，我們也應該尊重別人。千萬不要因私心而

去踐踏他人的尊嚴： 

(一) 因對某種事物或人物有好感而產生私心，同時也時常用自己

的權勢地位來袒護自己的親朋戚友。在處理事情的時候，對他們特別偏

                                                 
33 施命法師開示錄音。พระภาวนาวิริยคุณ : พระธรรมเทศนาประจําวันอาทิตย ( A 

sermon on every sunday )  ปทุมธานี : วัดพระธรรมกาย ， 2004-2。 
34 同註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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袒與優待，使他們得到好處。此種裙帶風在目前的泰國社會裡非常盛

行，也是造成泰國社會貪污問題的主因。 

(二) 憑自己的好惡做事，故意處處刁難自己所討厭的人、因此不

能公正的處理事情，不合理的對待人家。這導致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日趨

惡化，不能和諧相處。 

(三) 因無知迷信，缺乏智慧，無能力自行決定或判斷事物，人云

亦云，毫無主張。舉個例子，筆者有一位朋友，她和男朋友已正式交往

了很久，當達到談婚論嫁的時候，女方的媽媽却因過度迷信，聽信乩童

的胡言亂語而拒絕答應讓女兒與男友舉行婚禮。本來是一件充滿喜悅的

婚事，最後却演變成人間悲劇。使到家庭與個人之間互相排斥，充滿了

矛盾。 

(四) 因膽小怯弱、畏懼強權而不敢秉公處理事情。例如有些公務

員，懼怕黑社會的威脅恐嚇，不敢得罪黑社會。每每為了迎合、討好他

們，而做出了違背良心的事。這促使泰國的黑社會問題日趨嚴重。 

 因此，《夢中夢》節目必須教導觀眾屏除以上四種不當的行為，

減少社會問題的產生。 

 

三、節目的內容必須教導觀眾經營正當的行業 

｀行行出狀元＇這句話是告訴我們只要認真努力地工作，就一定

有出人頭地賺大錢的一天。但是大家一定要記牢有五種行業却萬萬做不

得。因為它們違反了個人尊嚴的四種原則：不殺生、不偷竊、不邪淫、

不說謊。此五種行業即是拐帶與販賣人口(如經營妓院等)、私運動物、

走私武器、販賣毒品以及煙酒等。我們絕對不可因貪財或無知而從事這

種不法的行業。35 所以《夢中夢》節目必須教導與提醒觀眾千萬不要經

營不正當的行業。 

                                                 
35 施命法師著《佛教的經濟管理》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1-12，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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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節目的內容必須教導觀眾改善個人的經濟問題 

泰國有一位經濟專家，他以前是大軍區司令，退休後有許多公司

爭相請他當公司的顧問。令人意想不到的是找他當顧問的那幾家公司都

是債台高築，面臨關閉的命運。可是幾個月後，公司經過他的一番整

頓，經濟馬上好轉，不但能償還債務，還能為公司擴展業務。因此他的

聲名鵲起，紅遍整個行業。後來有人找他進行訪問，請他發表有關如何

挽救那些經濟陷入困境的公司之秘訣，他大聲笑答說： 

每次受邀管理這些公司時，第一步：我會先觀察公司裡每個部長

的行為，誰有風流、好色的習性，我會請他辭職。因為這種人會

引誘女性，尤其是秘書，這種荒淫的行為將使公司的管理制度失

衡。例如，女秘書或女員工跟男部長有不正常的關係，這位部長

就無法公正果斷地分配工作了，公司的業務也就無法好好地擴展

了。再者如果有哪位部長是酒鬼，我也會請他辭職，因為晚上喝

酒，白天還餘醉未醒就會降低工作效率。還有，倘若哪些部長有

賭博的惡習慣，我也會請他辭職，因為一旦他們賭輸，沒錢還債

時，就會編造謊言向人借錢甚至挪用公款還債。最後，假如有哪

位部長太沉迷於享樂、流連跳舞、夜生活等等，我也會請他辭

職，因為這種人不會專心工作，整天一直發白日夢，這樣也會使

工作效率降低。第二步：我會繼續觀察公司裡的其他員工，只要

誰有這四種行為也會請他辭職。不過大部分的員工，看到前面那

幾位部長已被辭掉了，他們肯定會自動糾正自己的行為，不需要

我請他們去面談。這即是我挽救每家公司經濟的秘訣，先改善公

司內部的問題，再進一步解決其他問題。36

                                                 
36 施命法師著《佛教的經濟管理》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1-12，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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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位大軍區司令的經濟管理法，聽起來很獨斷，但也有他的

道理。因為酗酒、賭博、流連夜生活、沉迷於歌舞劇等行為，不僅是浪

費時間和金錢，也會傷害我們身體的健康，影響我們精神的寧靜。 

《夢中夢》節目除了教導觀眾屏棄上述四種不當的行為之外，也

呼籲觀眾不要懶惰和不結交損友。提到懶惰，相信讀者會馬上了解它的

壞處。其實懶惰的人可分為兩種：一種是因為具有上述四種行為而懶

惰；另一種是個性的問題，雖然沒有酗酒、賭博、流連夜生活、沉迷於

歌舞劇等四種行為，但是却因循怠惰、推諉責任，不認真工作，結果喪

失工作，使自己陷入經濟窘境之中。再者，人是合群生活的，需要朋友

的扶持與關懷才能和諧相處。但是如果不慎交上損友，將令你走上歧

途，不但給自己本身帶來許多問題，也會阻礙國家社會的進步。37

為了讓節目製作人員和觀眾更能分辨損友和益友的不同，法身寺

住持把損友和益友各分為四類，各類再細分為四種行為，所以損友和益

友各都有十六種行為如下： 

四種損友與十六種行為
38
： 

第一種 詐騙投機者： 

(一) 唯利是圖、假公濟私，為了滿足自己的貪欲，用不法的

手段去攫取財物。 

(二) 投機取巧，欺岡共財，為了個人的私欲，使用卑鄙的手

段去掠奪別人的錢財。例如大家合夥股東做生意，賺了

錢，應該將所得的利益，由大家平均分配，但是他却把

大部分佔為已有，而少部分才分給人。 

                                                 
37 施命法師開示錄音。พระภาวนาวิริยคุณ : พระธรรมเทศนาประจําวันอาทิตย ( A 

sermon on every sunday )  ปทุมธานี : วัดพระธรรมกาย ， 2004-3。 
38  Dighanikaya III p.191Line27-193Line2【PTS】。《 漢譯南傳大藏經─長部經典三 》〈第三十一

經：教授尸迦羅越經〉第八冊，頁 19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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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當發現自己本身有財務上的困難時，便千萬百計要求別

人幫忙，替他分擔風險。 

(四)  為了個人的利益而做出損人利己的事。 

第二種 花言巧語者： 

(一) 利用過去的友情博取他人的信任。 

(二) 虛構未來的美景以騙取對方的信任。 

(三) 沒有給予受施者適當的幫忙。 

(四) 當他人有困難時，找出各種理由與藉口來推辭，袖手旁 

觀，不施以援手。 

第三種 逢迎奉承者： 

(一) 當他人作惡時，不但不勸阻，反而阿諛奉承。 

(二) 當他人行善時，也百般逢迎。 

(三) 於人前讚美恭維對方。 

(四) 於人後詆毀譏笑對方。 

第四種 心懷叵測者： 

(一) 誘惑他人沉溺於煙酒毒品之中。 

(二) 誘惑他人迷戀夜生活。 

(三) 誘惑他人流連於歌舞場所之中。 

(四) 誘惑他人沉迷於賭博之中而不自拔。 

四種益友與十六種行為： 

第一種 能互相幫助之友： 

(一) 當朋友過度閒適安樂時，能從旁提醒 

(二) 當朋友由於過度逸樂而陷入經濟窘境時，能及時勸勉，

並保住其財物。  

(三) 當朋友遭遇不幸時，能伸出援手，給予幫助。 

(四) 當朋友的經濟發生困難時，能給予金錢上的額外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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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 能同甘共苦之友： 

(一) 能坦誠相待，無所不談而互相保密。 

(二) 能守信，為朋友保守秘密。 

(三) 能同舟共濟，幫助朋友度過難關。 

(四) 為了保護朋友的利益，連犧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不惜。 

第三種 能分享心得之友： 

(一) 能勸導朋友遠離罪惡。 

(二) 能誘導朋友行善積德。 

(三) 能把見聞與朋友分享。 

(四) 告知朋友往生善道的道理。 

第四種 能互相尊重與關懷之友： 

(一) 當朋友有哀傷之事，心有同感而加以慰問。 

(二) 當朋友有喜樂之事，心裡也會充滿喜悅而與之共樂。 

(三) 當朋友受人毀謗時，能挺身而出，仗義執言指責詆毀之

人。 

(四) 當朋友受人稱讚時，內心感到快樂而衷心祝福讚美者。 

因此，《夢中夢》節目必須教導觀眾改善個人的經濟問題，屏棄

六種壞行為：酗酒、賭博、喜歡夜生活、沉迷於歌舞劇、懶惰、結交損

友等行為。 

五、節目的內容必須教導觀眾保護大自然環境與改善人際關係39

多年來由於泰國人民缺乏道德規範，工商業的急遽發展，天然資

源正面臨著過度開發與利用的地步，導致自然環境遭受嚴重破壞，並帶

來各種環境污染問題及人民的健康問題。為了建立尊重大自然的正確觀

念，使人民能做到珍惜大自然並保護大自然，《夢中夢》節目把此資源

                                                 
39 施命法師開示錄音。พระภาวนาวิริยคุณ : พระธรรมเทศนาประจําวันอาทิตย ( A 

sermon on every sunday )  ปทุมธานี : วัดพระธรรมกาย ，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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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和自然保育的教育結合了頭陀營活動 (ten moral camp)，呼籲人民每

週末到家附近的佛寺參加頭陀營活動，訓練過簡單的生活。大家在樹下

掛傘舖草蓆過夜。親近大自然，進而認識大自然，同時學習到最簡樸的

生活方式。40 這樣才能辨別生活中的「想要」和「需要」的不同(need 

and want)，教育保護大自然環境的五種行為如下： 

(一) 不亂砍伐樹木或傷害植物，以便減少水災和土石流失的問

題。 

(二) 不亂燒森林，維護自然生態，以便減少空氣污染與旱災問

題。 

(三) 不隨地丟垃圾、吐口水、大小便等等，以便保護大自然環境

的清潔。 

(四) 好好珍惜所使用之物品，以便節省自然資源。 

(五) 撿垃圾與打掃地方，保持環境清潔，尤其是廁所。 

因為法身寺認為廁所即是客廳，能把客人趕走或把客人留住，關

鍵就在廁所的清潔與否。所以廁所的清潔可以反映每一戶家庭對客人接

待的尊重程度及家庭的清潔標準。如一位泰國教育部的檢查官員所說： 

我的任務是監督泰國中部各學校的教育標準。在給學校評分的時

候，除了視察各校的教育課程和教師教學的水準之外，還要查看

學校環境的品質。每次給學校環境評分的時候，首先要看的不是

教室或校長的客廳，而是校裡的每一間廁所。因為從我幾年來的

經驗，假如校長重視廁所的清潔，那麼校園裡的各個角落也一定

會乾淨，既然連最骯髒的地方也能清洗乾淨，那其他的地方也會

保持整潔。41

                                                 
40 志工訓練營籌備會編《頭陀營》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1998-2，頁 30。 
41 優婆夷訓練營籌備會編《女生的禮儀》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3-3，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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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每個人都有了上述保護大自然環境的五種行為，政府就能快

速地解決其他更嚴重的環境問題，如工業廠商排水系統欠佳，污染環

境，以及地方環境清潔問題等等。這就是製作《夢中夢》節目的其中一

個原則：教導觀眾保護大自然環境。42

除了大自然環境之外，人際關係也成為健全社會的基本條件之

一。當觀察自己的人際關係時，會發現跟我們有關係的有六種人士：

一、出家人或心靈導師；二、父母；三、夫妻；四、老師；五、朋友；

六、屬下。法身寺把此六種人士和我們的關係稱為「六方人際關係」，

為了方便了解，筆者把它畫成圖 3-1-1： 

 

 

   自己

上方：出家人或心靈導師

前方：父母 

右方：師長 

左方：朋友 

後方：夫妻 

下方：屬下

 圖 3-1-1：六方人際關係 
資料來源：施命法師：《救國手冊‧第二冊》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

2004-5，頁 60。  

 

                                                 
42 施命法師開示錄音。พระภาวนาวิริยคุณ : พระธรรมเทศนาประจําวันอาทิตย ( A 

sermon on every sunday )  ปทุมธานี : วัดพระธรรมกาย ，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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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方人際關係的重點在於各方的雙向角色，譬如前方是我們和出

家人的關係，即弟子和師父的關係，或在家人和出家人的關係，雙方必

須按照個人的角色、盡自己的本分對待對方，出家人必須教導道德倫

理，而在家人聆聽了道德倫理後必須懂得護持僧團等等；前方是父母和

小孩的關係；後方是夫妻之間的關係；右方是老師和學生的關係；左方

是朋友之間的關係；下方是老闆和員工的關係等。若社會裡的人都懂得

認真對待六方，都知道自己如何扮演好自身的角色，使自己的六方人際

關係圓滿，人人期待的安定社會，美滿的家庭，以及幸福快樂的人生將

會早日實現。這種情況好比用正方形的石頭來疊成一座建築，會比一堆

自由造型的石頭更堅固。個人的六方人際關係圓滿就如一塊正方形的石

頭，可以建出更強而有力的社會架構。 

 
六方人際關係失敗的社會 

六方人際關係堅強的社會

 

 
圖 3-1-2：兩種六方人際關係的社會 

資料來源：施命法師：《救國手冊‧第二冊》巴吞它尼，法身基 金
會，2004-5，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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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上每個人都需要維護自己的六方人際關係，但實際上對待每

一方人士的好方法是怎樣的？有更具體一點的標準行為嗎？ 而法身寺就

把維護六方人際關係的標準行為講得很請楚，筆者把它整理成下表，讓

讀者略讀後更了解節目製作人員以怎樣的標準行為來篩選內容與畫面，

是觀眾認識六方人際關係的好典範： 

 

表 3-1-1  六方人際關係的標準行為表 

六方 各方的角色 每一角色的責任 

(一) 應奉養雙親以報答養育之恩 

(二) 應幫忙雙親料理家務 

(三) 應負起傳宗接代之重任 

(四)有良好的行為，為家族爭取榮譽，使父母

安心地把家產交由他管理。 

 

 

小孩對待父母 

(五) 當雙親往生之後，修功德迴向給他們 

(一) 教導遠離罪惡 

(二) 教導如何行善 

(三) 讓他們接受教育、掌握技能 

(四) 為他們迎娶賢慧之妻 

 

 

 

 

 

前方 

 

 

父母對待小孩 

(五) 應在適當的時候，給予財物 

(一) 應向老師鞠躬行禮 

(二) 隨時幫忙老師 

(三) 聽從老師的教誨 

(四) 當老師患病時，應細心照顧服侍。 

 

 

學生對待老師 

(五) 恭敬地接受老師的教導 

(一) 傳授正確的倫理道德教育 

(二)教學時應清楚明瞭，使學生能完全接受，

並取得優良的成績。 

 

 

 

 

 

右方 
 

 

老師對待學生 

(三) 毫無保留地把所有的知識傳授予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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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應大力地推選品學兼優的學生作為大家學

習的好榜樣。 

  

(五) 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 

(一) 給予適當的幫助 

(二) 說話要和顏悅色 

(三) 竭盡自己的所能，貢獻自己的力量 

(四) 能與朋友共患難同歡樂 

 

 

我們對待朋友 

(五) 不花言巧語，欺騙朋友 

(一) 提醒我們勿過度逸樂 

(二) 當我們過度逸樂時，應幫助我們保住財物

(三) 當生命受到威脅而引起恐懼時，應給予開 

導慰問。 

(四) 當我們窮困潦倒時應不離不棄 

 

 

 

 

 

左方 
 

 

朋友對待我們 

(五) 尊重我們的家庭成員 

(一) 尊重她 

(二) 體諒她 

(三) 忠於太太，不拈花惹草 

(四) 將治家的權力，交給太太負責。 

 

 

丈夫對待太太 

(五) 給予金錢，讓她做適當的打扮 

(一) 理家有方 

(二) 尊重丈夫的家人與朋友 

(三) 忠於丈夫，不可有越軌行為 

(四) 應善於理財 

 

 

 

 

 

後方 
 

 

太太對待丈夫 

(五) 能勤儉持家 

(一) 根據他們的能力安排工作 

(二) 給予食物與工錢 

(三) 提供醫療照顧 

(四) 分享美食 

 

 

 

 

 

 

 

雇主對待員工 

(五) 安排適當的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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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準時上班 

(二) 不無故早退 

(三) 不把公家的東西，佔為已有 

(四) 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 

下方  

 

員工對待雇主 

(五) 維護雇主的聲譽 

(一) 應恭敬地接待出家人 

(二) 應用恭敬的語言與出家人交談 

(三) 對出家人應存有恭敬心 

(四) 應誠心歡迎出家人的到來 

 

 

 

在家人對待出家人 

(五) 按時護持供養僧團 

(一) 令遠離罪惡 

(二) 鼓勵他行善積德 

(三) 時時刻刻希望在家人獲得安樂 

(四) 開示未聞的佛法 

(五) 令已聞的佛法更明白 

 

 

 

 

 

上方 
 

 

 

出家人對待在家人 

(六) 教導往生善道的方法 

資料來源：《 漢譯南傳大藏經─長部經典三 》〈第三十一經：教授尸迦
羅越經〉第八冊，頁 196-198。 

 

 

以上是製作《夢中夢》節目的第五原則：教導觀眾保護大自然環

境與改善人際關係。 

六、節目的內容必須教導觀眾建起「善人關係網」 

在這一章的第一節裡，筆者曾經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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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都帶小孩到寺院去，向出家人學習更深層的

道德倫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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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人關係網」和三面一體的教育政策，同樣是結合了三個社會

單位的力量：家庭、寺院和學校來教導道德倫理。但差異在「善人關係

網」能處理三面一體的教育政策之缺點，把以前分開獨立教導道德的三

個單位連接起來，以各種活動來建立關係網，使三個單位的關係變成三

腳架，穩固地足以承擔整個社會架構。這就是製作《夢中夢》節目的最

後原則，也是此節目的最佳優點。不讓「善人的標準」只停留在網路世

界裡(cyber world)而是把它實踐在現實的世界上(real world)。43

法身寺利用《夢中夢》節目來傳播「善人標準」的思想，激發全

國各個家庭、學校和寺院舉辦道德倫理運動的想法，提高全國人民的道

德行為規範，然後從自己社區作起，誠意邀請三個單位與政府機構合

作，舉辦一些教導道德倫理的活動，例如：棄酒焚煙活動、教師節拜師

活動、結束經營妓院的活動等等。關於這些活動的效果，筆者將在下一

章詳細舉例說明。 

筆者把製作《夢中夢》節目的六大原則，講得具體清晰，是為了

讓讀者請楚每一個製作人員在篩選節目內容時所採取的標準。因為《夢

中夢》節目在把節目發展成衛星節目(satellite program)的過程中，得到志

工的發心提供訊息及大力支持，共同操作機器，使電視台的費用比其他

電視台的費用節省了幾百萬泰幣。當然是一分錢一分貨，品質會比其他

電視台稍差，但在邊發展邊廣播的原則上已經是製作節目團隊的驕傲

了。44因此，工作人員在製作節目時，就必須有一個很明確的製作節目

原則供他們參考。 

相信讀者一定很想知道，製作此節目的過程吧！那就請繼續耐心

地閱讀下去。 

                                                 
43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3-5-9。 
44 筆者訪問法身寺電腦資訊中心主任──Phramaha somnuk suvipulo，20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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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製作節目的過程 
  

法身寺在十年前成立法身新聞中心而取名為 D072，專門負責廣播

法身寺的活動及泰國僧團的新聞，是法身寺國內及海外的法身中心用來

傳播訊息的其中一個管道。西元 2002 年 D072除了是法身寺的新聞台也

成為法身寺培養志工活動的稱號。西元 2003 年中旬法身寺開始試用衛星

來廣播 24小時的衛星節目，也繼續使用 D072當做電台的名稱，直至西

元 2004 年 3 月法勝法師把 D072新聞台及 24 小時的電視台正式改名為

DMC (dhammakaya media centre)，而現在 D072 的名稱是培養志工活動

的意思。 

24 小時衛星節目的內容是為各階層年齡與身分的觀眾而設計的，

例如；巴利佛典學院是針對全國出家人而設計；施命法師解答節目是針

對思想成熟的人士而設計；佛法卡通故事及小英雄問答節目是針對小朋

友而設計等等，除此之外，其中最重要的節目，也是DMC電台的特色即

是《夢中夢》節目。此節目是針對每一種年齡層的觀眾而設計，它應用

淺白易懂的語言講解佛法。把觀眾稱為幼稚園同學，讓一部分同學在泰

國法身寺的教室裡上課，而大部分的同學則留在家裡，通過電視衛星或

上網收看。45

製作《夢中夢》節目的特點在於激發觀眾舉辦活動的想法，並進

一步與自己社區裡的人合作，推廣一些道德倫理的活動，以便提升自己

與改善環境。因此，為了讓讀者更容易了解製作《夢中夢》節目的過

程，筆者把《夢中夢》節目所關係到的整個工作系統作成一個圖表如

下： 

 

                                                 
45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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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夢中夢》節目所關係到的整個工作系統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

註： C =  收集資料(data collection) ； P = 製作媒體(media production)； 

B = 廣播節目(program broadcast) 

  

一、DMC執行團( DMC administrator) 

DMC 執行團包括法勝法師、助理及顧問。他們互相討論如何發展

節目。工作方向有兩種： 

 一者是由法勝法師觀察今日社會的現象，自己決定節目的內容，

然後直接告訴助理最近要講什麼內容，然後分配工作去訪問一些人與事

物，收集資料來製作某某記錄片、歌曲、卡通動畫片、平面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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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是節目顧問們觀察到現時社會的需要，然後決定要用怎樣的

節目內容，或者是觀眾看節目後回覆來的意見是怎樣，顧問們收集整理

了所有的意見後，再編製新的節目內容或改進節目內容的意見呈交給法

勝法師。經過雙方的討論與決定後，才把工作分配給另一個工作團去進

行採製、搜集一些資料來製作某某記錄片、歌曲、卡通動畫片、平面圖

等等。46

除了規劃節目內容之外，DMC 執行團也需要規劃如何推廣節目，

增加國內外的觀眾量，但此篇論文的重點不是在於談市場行銷，而是著

重於《夢中夢》節目如何實踐善人標準概念，激發網路世界裡的善人能

躍進到現實世界來顯示英雄的本質。 

 

二、目標(target) 

 DMC執行團企劃節目時把目標分為兩種目標： 

一者是長期目標(long term target)，即是規劃節目如何教導觀眾學

習到善人的標準： (一) 維護個人尊嚴 

    (二) 尊重他人的尊嚴 

     (三) 經營正當的行業 

     (四) 改善個人的經濟問題 

     (五) 保護大自然環境與人際關係 

      (六) 建起「善人關係網」 

 此長期目標除了規劃節目如何教導觀眾學習到善人的標準之外，

也規劃推廣節目的目標，從西元 2003 年元月開始到西元 2007 年元月，

在四年之內能推廣到一百萬個觀眾戶口，包括了泰國國內的家庭、寺

                                                 
46 筆者訪問《夢中夢》節目DMC執行團──Thanavuddho Bhikkhu，20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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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學校、其他單位及海外的家庭等。至於各種觀眾的百分比怎麼企

劃，是屬於法身寺內部的資料，必須有所保留。47

 二者是短期目標 (short term target)，即是為了解決今日社會所面對

的緊要問題、響應政府的政策等等而在節目上推廣一些活動。例如：棄

酒焚煙活動；促進泰寮兩國友好關係的活動；協助政府解決泰南問題；

教師節拜師活動等等。48

除此之外，因為《夢中夢》節目已在國外播送，海外的法身中心

也負起把節目推廣給當地泰國人的責任，同時把節目翻譯成外語(目前有

英語、華語、柬埔寨語、日語等)，以便把節目介紹給外國人士，所以國

外的長期目標也跟泰國一樣。但國外的短期目標只有一些活動是可以同

步進行，例如棄酒焚煙活動等。49 因此，筆者把圖 3-2-1 分為四個部

分： 

 

(一) 左上方是泰國國內的長期目標 (Thailand long term target) 

(二) 右上方是泰國國內的短期目標 (Thailand short term target) 

(三) 右下方是國際的短期目標 (international short term target) 

(四) 左下方是國際的長期目標 (international long term target) 

 

談到國際的長期目標可能讀者開始會有疑問：泰國與其他國家的

環境、文化背景與面對的問題都有所不同，怎麼可以採取相同的目標？

這一點法勝法師解釋說： 

我們可能認為目前自己本身的問題、社會的問題、國家的問題、

世界的問題是新的問題，其實這些都是老問題，一些問題在我們

還未出生之前都已經存在了，即使我們往生後這些問題也還會繼

                                                 
47 筆者訪問《夢中夢》節目DMC執行團──Thanavuddho Bhikkhu，2004-4-5。 
48 筆者訪問法身寺心新加坡善友禪中心的負責人──Varavamso Bhikkhu，2004-6-12。 
49 同註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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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存在。各國所遇到的問題多數是同樣的問題，只是問題跟著環

境的改變而產生一點變化而已，這種變化讓人看不清問題的癥結

所在。雖然各國人民因氣溫不同而穿著不一樣的服裝、住在設計

不同的房屋裡、吃不同口味的食物、慶祝不同的節日等等，但我

們會遇到同樣八種現象：得到利益、失去利益、得到榮譽、失去

榮譽、得到讚揚、遭受毀謗、得到快樂、失去快樂。不論住在世

界哪一端的人都有同樣的三種問題：經濟問題、健康問題、欠缺

智慧，這些問題是被人的三大煩惱營造出來的(貪、瞋、痴)。如

母色只有三個顏色：紅色、綠色、藍色，但可以調成多采多姿的

顏色。同樣的道理，人的三種煩惱和三種問題，也可以為各國製

造出各種各樣的問題來。因此，解決各國問題的根源就必須教導

道德教育，灌輸人們正確的倫理觀念，能理智地處理與解決問

題。50

 

三、收集資料(data collection) 

 《夢中夢》節目的廣播時間大約兩個小時，假如那一天的內容很

多，法勝法師會在當晚，將最後兩個單元交給現場聽課的同學去作取

捨。有時候由於需要把內容交待清楚，就把主持節目的時間延長至兩個

半小時。到目前為止，節目的內容共分為十三個單元：功課與口號、師

父的教誨、社會新聞、觀眾的經驗分享、Relax & Alert、榮譽之道(巴利

佛典學院的訊息 )、棄酒焚煙、活動的籌備與回顧、個案研究 (case 

study)、歷史上重要人物的故事、佛陀傳、三寳誦、修行靜坐等。每一天

的節目將從這十三個單元裡選出八至九個單元與觀眾分享。而這十三個

單元都分配在下面九種節目形式當中51： 

 
                                                 
50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2-9-13。 
51 本文整理與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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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播放文字然後請同學一起誦唸 (script)：功課與口號、三寳

誦。 

(二) 法勝法師根據自己的經驗直接談道德倫理 (self experience)：

師父的教誨。 

(三) 法勝法師念出新聞的摘要，然後提出自己的意見 (news)：社

會新聞。 

(四) 法勝法師解釋圖畫或平面圖 (picture)：社會新聞、個案研究、

活動預備與回顧、歷史上重要人物的故事、佛陀傳、觀眾的

經驗分享。 

(五) 法勝法師念出觀眾寄來的信 (audience letter)：觀眾的經驗分

享、棄酒焚煙、個案研究。 

(六) 播放紀錄片(documentary film)：榮譽之道、Relax & Alert、棄

酒焚煙、活動的籌備與回顧。 

(七) 播放音樂錄影帶 (music video)：棄酒焚煙、個案研究、歷史上

重要人物的故事、師父的教誨、社會新聞、觀眾的經驗分

享、佛陀傳、三寳誦。 

(八) 播放 3D動畫 (animation)：個案研究、佛陀傳。 

(九) 請 Chat 法師帶領觀眾修行靜坐 (meditation sound)：修行靜

坐。 

 

上述九種節目形式中，僅有第三至第六種形式需要請工作人員去

收集資料(data collection)，然後把資料送到製作媒體小組製作教材，其

他節目形式 DMC 執行團可以直接請製作媒體小組製作教材。因此，我

們直接看看第三至第六種形式需要哪一些資料。 

 第三種形式：法勝法師念出新聞摘要，然後提出自己的意見。這

種形式是DMC執行團請收集資料組，收集國內外的新聞，但會把焦點集

中在當天節目裡所要談的社會問題，例如：西元 2004 年 8月中旬至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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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節目談到社會問題時把焦點放在妓院、酒吧、按摩院、妓女、男

妓、同性戀、人妖等問題上，所以工作人員就從國內外的報紙和網路這

兩種資訊來源著手，收集有關色情問題，經過整理後再送到DMC執行團

加以選擇再做廣播。當需要國外新聞時，海外的法身中心將會扮演國外

新聞社的角色，幫忙收集國外新聞，做整理翻譯成泰語後Email或Upload

資料到泰國DMC執行團的Server裡，準備做最後的篩選。52

 第四種形式：法勝法師解釋圖畫或平面圖。第一類圖畫是從報紙

或網路上找來的，主要是為了配合社會新聞而設計的單元；第二類圖畫

是觀眾寄來的照片，是配合觀眾分享經驗的單元；第三類圖畫是製作媒

體小組自己畫的，是配合個案研究、歷史上重要人物的故事、佛陀傳等

而製作的單元。第四種圖畫是法會場地組設計的平面圖，這是為了配合

解釋活動籌備與回顧的單元。準備好所有的圖畫後就送給DMC執行團選

擇廣播。53

 第五種形式：法勝法師念出觀眾寄來的信。由收集資料組幫忙收

集觀眾寄來的信，做整理、歸類與初步篩選，然後配合每一個單元：如

觀眾的經驗分享、棄酒焚煙、個案研究等，再送到DMC執行團去選擇與

廣播。54

 第六種形式：播放紀錄片。此種形式是五至十分鐘長的紀錄片，

這個單元的內容相當完整：即是歌曲配合畫面，由紀錄片裡面的主持人

和嘉賓親自講述，無須法勝法師再加以補充與解釋。此單元即是Relax & 

Alert、榮譽之道、棄酒焚煙、活動籌備與回顧等活動。當DMC執行團分

配收集資料組製作此單元後，由他們自己發揮，設計紀錄片稿子、訪問

稿子、攝影畫面、聯絡與進行訪問、拍攝、錄音與畫面剪輯。完成紀錄

片之後，送回DMC執行團選擇廣播。因此，從收集資料到製作媒體的一

                                                 
52 筆者親身參與觀察的資料。 
53 同註 52。 
54 同註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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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工作全由工作小組包辦。如Relax & Alert、榮譽之道、活動的籌備與

回顧等，每種紀錄片的工作小組有五至六個成員。55

棄酒焚煙的紀錄片比較特別，分為泰國國內和國際的製作小組，

各組由當地的觀眾自己舉辦活動、寫稿子、訪問及拍攝，然後做初步的

整理，再把稿子、錄影片或影音檔案送到棄酒焚煙工作小組，國外就

Upload 到棄酒焚煙工作小組的Server。接著，由各個工作小組處理影音

檔案，把它剪接成五至十分種的紀錄片，再送到DMC執行團加以選擇廣

播。56

   

四、製作媒體(media production) 

這一組的特別名稱為佛教藝術團(buddhasil group)，目前擁有五十

至六十個工作人員，節目上所用的文字(script)、繪圖(picture)、音樂錄影

帶(music video)、3D動畫 (animation)等教材，由製作佛教藝術團負責繪

製、剪接處理。唯一是歌曲先請法身寺的合唱團──五髻團 (pancasica 

group)57，把法勝法師寫的詩詞進行作曲，再加以演唱之後，就交由佛教

藝術團配合畫面及字幕製作成音樂錄影帶(music video)。假如是外語歌

曲的話，五髻團便請翻譯團58先把歌詞翻譯成各種語言，例如英語、華

語、寮語、日語等，再連絡海外法身中心邀請當地的歌手幫忙用外語來

                                                 
55 筆者親身參與觀察的資料。 
56 同註 55。 
57 法身寺的合唱團――五髻團 (Pancasica group)是泰國專業青少年歌手，其中有幾位參加國家歌唱

比賽得到第一獎，卻不跟泰國唱片公司合作出唱片，他們的興趣在於幫助法身寺弘揚佛曲。所

以在十多年前法勝法師就開始着手訓練他們。在法師及團體的諄諄善誘下，他們在一個小時之

內能寫出幾首完整的歌曲，然後製作成品質優良的現代佛曲，用來配合舉辦活動。 
58 翻譯團多數是請海外法身中心的志工擔任。例如：把泰文翻譯成英文是美國新澤西州法身中

心；把泰文翻譯成寮文是洛杉磯法身中心；把泰文翻譯成華文是泰國洪炯威先生；把泰文翻譯

成柬埔寨文是法身寺的比丘──Phra Tong Katatipo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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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並錄音。然後Upload聲音到五髻團的Server，由五髻團編輯整理，

然後再送給佛教藝術團配合畫面及字幕製作成外語音樂錄影帶。59

 

五、廣播節目(program broadcast) 

《夢中夢》節目現場直播時間是泰國時間晚上八點半至十點半，

錄影室是在法身寺國際法堂的後面，簡稱為詹老奶奶的家，此錄影室可

以容納一萬多個現場觀眾。在這裡錄影後直接把影影像和音響訊號傳到

控制室去處理，再用網路系統傳送到泰國通訊公司，發射到各國。收看

此節目的方法有兩種： 

 

(一) 上網收看(internet)：http://www.dmc.tv

(二) 用衛星盤收看(satellite): Thaicom2 C-Band  

 

談到廣播節目的系統，雖然大致上可分為兩個系統：網路系統和

衛星盤系統，但目前這兩個系統是相輔相成，用來提升廣播的品質。例

如，用網路系統 (leasline) 傳送訊號到泰國通訊公司，Uplink signal到

Thaicom2 發射衛星訊號到範圍內的幾個國家。另外一個系統是請海外法

身中心用衛星盤來接收節目，再把影音訊號輸入網路，以便減少網路緩

衝器發生問題等等(buffer)。60

 

 

 

 

 

 

                                                 
59 筆者親身參與觀察的資料。 
60 同註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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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工作人員的聯繫與回覆意見(staff’s liaison and feedback) 

在此的工作人員是指在泰國法身寺裡面幫忙連絡的志工與海外中

心的工作人員。筆者也按照圖 3-2-1的區域，把工作人員分為四種： 

 

(一) 左上方負責聯絡泰國國內長期目標的工作人員 

(二) 右上方負責聯絡泰國國內短期目標的工作人員 

(三) 右下方負責聯絡國際短期目標的工作人員 

(四) 左下方負責聯絡國際長期目標的工作人員 

 

(一) 左上方聯絡泰國國內長期目標的工作人員，是負責收集泰國

國內觀眾的意見回覆給DMC執行團，以便改進和發展節目。在泰國國內

的觀眾分為兩種：志工(volunteer)和非志工或新的觀眾(new audience)，

這兩種觀眾也是工作人員要收集意見的對象。但因為新的觀眾還不認識

工作人員，所以他們(new audience 1)必須聯絡到將節目介紹給他的志工

(volunteer 1)。志工 (volunteer 1)就會把自己的意見加上新觀眾 (new 

audience 1) 的意見轉達給聯絡人(staff)，而另外一位志工(volunteer2)，因

為沒有介紹任何人或朋友觀看節目而無法收集意見，所以只把自己個人

的意見交給聯絡人(staff)。這位聯絡人(staff)每天晚上收到所有的回覆意

見後，先做一番整理再把訊息呈交給DMC執行團。61

 

(二) 右上方聯絡泰國國內短期目標的工作人員，是負責連絡泰國

國內各區的志工團 (volunteers)，響應節目的呼呼而在當地舉辦的活動，

並且跟志工團相輔而行舉辦活動。倘若當場有什麼意見就加以收集整

理，然後轉達DMC執行團，以便改進和發展節目。泰國國內所舉辦的活

動是按照DMC執行團的短期目標而舉辦，通過當地志工團(volunteers)的

                                                 
61 筆者親身參與觀察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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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聯絡當地各個家庭(homes)、寺院(temples)、學校(schools)和

其他單位(others)如政府機構等等，一起來舉辦本區的活動。再以法身寺

長期舉辦活動的經驗來做分享，請工作人員提供舉辦活動的方式與方法

(pattern and method)給各區的志工團，此方法不僅能培養志工舉辦活動的

方法和信心，也能團結當地的力量，建起「善人關係網」。達到由當地

人自己關心當地的社會問題，然後自己著手去解決問題的目標。62

 

(三) 右下方聯絡國際短期目標的工作人員，是負責連絡海外法身

中心，一起按照DMC執行團的短期目標進行舉辦國外的活動。海外法身

中 心 (overseas centre) 便 連 絡 當 地 的 佛 教 組 織 (other buddhist 

organizations)、志工團(volunteers)和其他單位(others)如當地政府機構等

等，一起來舉辦活動。海外法身中心的工作人員和海外法身中心將會把

當地的佛教組織、志工團和其他單位針對活動所提出的意見加以收集整

理，然後轉達給泰國的工作人員，再呈交給DMC執行團，以便改進和發

展節目。63

 

(四) 左下方聯絡國際長期目標的工作人員，是負責每天晚上連絡

海外法身中心(overseas centre)，幫忙收集志工(volunteer 3)和新的觀眾

(new audience 2)收看節目後的意見，整理後才呈交給DMC執行團，以便

改進和發展節目。64

 

從上述可知，DMC 執行團將從工作人員所收集來的回覆意見中，

得知全球觀眾對《夢中夢》節目有何意見，同時負責各區的工作人員會

在當天節目結束後，馬上連絡到觀眾收集意見，然後在一個小時內整理

                                                 
62 筆者親身參與觀察的資料。 
63 同註 62。 
64 同註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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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向 DMC 執行團報告。天天如此和觀眾交流，讓節目能針對觀眾的

問題而設計，互相配合，互相鼓勵，使節目發展得很快。 

 

另外需要補充說明的是，圖 3-2-1 所畫的泰國國內活動(activity A)

和國際所辦的活動(activity B) 是同一個活動，並會按照 DMC 執行團所

企劃的短期目標來同步進行推廣，使節目和全球觀眾在互惠互利、互相

牽引的和諧氣氛中如波浪般向前沖刺永無休止。下一章筆者將再舉例說

明《夢中夢》節目對全球觀眾與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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