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個案分析：衛星頻道的推廣方法 
 
 
 
 

上一章筆者已提到《夢中夢》節目的一個特點是能激發觀眾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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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章筆者將把《夢中夢》節目所推廣

的棄酒焚煙活動作舉例分析，讓讀者更了解此節推廣棄酒焚煙活動的方

法。再進一步讓讀者知道：為什麼有幾十年酒癮、煙癮的觀眾願意戒酒

戒煙？為什麼經營妓院、釀酒廠、按摩院等行業的雇主看了節目後決定

結束自己經營的生意，此節目到底用什麼來改變觀眾的見解和行為？ 

棄酒焚煙活動不只得到泰國人民與政府機關的合作，在西元 2004

年 6月 1日也得到世界衛生組織 (WHO)承認其活動的成果，頒發「西元

2004 年世界禁煙日獎」 (world no tobacco award 2004)予法勝法師

(Venerable Dhammajayo)。此獎是頒發給推廣戒煙運動的人，今年全世界

得獎者有三十一位，亞洲有六位，其中兩位是泰國人：第一位是泰國衛

生署控制傳染病組的主任──佳蘭醫師。他因制定煙包旁邊必須印有

『吸煙能導致肺癌』的文字及圖片而獲獎。另一位是棄酒焚煙活動的發

起人──法勝法師，獲獎的原因如下： 

一、法勝法師主持《夢中夢》節目，使大眾能果斷地、馬上地戒

酒戒煙。此節目裡設有棄酒焚煙的單元，提供棄酒焚煙活動的訊息和呼

籲人們棄酒焚煙的各種歌曲，一整年連續不斷地鼓勵觀眾一起推廣活

動。 

二、自法身寺建立三十四年以來，一直不斷地呼籲到寺院來的人

戒酒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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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舉辦各種道德訓練活動讓出家人和在家人參與，同時推廣

「禁煙道場的企劃」，到目前為止已有超過五十萬個人民和超過一千多

所寺院的出家人參與過此道德訓練活動及加入禁煙道場的企劃。 

四、除了為民眾舉辦棄酒焚煙活動，還推廣「禁煙禁酒商店的企

劃」，讓百貨公司和雜貨店掛起：「因關心您與家人，我們不賣酒賣

煙」的牌子。 

五、邀請全國政府機構與私人企業機構一起參與棄酒焚煙活動，

例如，全國家庭主婦基金會一萬位幹部委員同意參與棄酒焚煙活動，並

在十二個管理區進行推廣；另有一百多所教育機構也同意參與棄酒焚煙

活動，舉辦 No Tobacco & No Alcohol for Better Life，激發青少年自己發

明無酒精的飲料，並加以推廣 (alternative drink)。 

六、邀請各地的社區領導人及各區的傳統文化藝人加入棄酒焚煙

活動的行列，例如，泰國東北部的傳統舞蹈家、歌唱家，泰南的回教傳

統藝人(digehuroo)，泰北的敲鼓藝人等。同時也邀請管理各府各區的出

家人、市長、縣長、區長、村長等等來主持棄酒焚煙活動。 

七、每次舉辦棄酒焚煙活動時也設有「發誓儀式」。如在自己的

宗教師面前許下諾言：「從此將戒酒戒煙戒毒，遵循自己的宗教教

誨」。65

從西元 2003 年 5月 7日開始舉辦棄酒焚煙活動直至西元 2004 年 6

月 1 日世界禁煙日為止，法身寺統計在泰國有超過十五萬人參與此活

動，其中十多萬曾經有過煙癮酒癮的人受到活動的影響，都能完全戒掉

煙和酒。66

                                                 
65  Nittaya carungcit: Yoo-Nai-Boon Magazine, Bangkok: Rungsil press, 2004-6, p.25. 
66  自法勝法師提出棄酒焚煙活動的概念後，在泰國國內及海外法身中心天天都有人舉辦此活動，

有些地方是家庭的活動，有些地方而是全區全府的活動。從一開始到西元 2004 年 9月已經過了

一年四個月或 485天，假如以最少的活動量來低估，一天辦兩場：485天×2場= 970場。因此，

到西元 2004 年 9月為止，泰國國內加上海外法身中心一起舉辦的棄酒焚煙活動最少已超過九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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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泰國衛生部部長素達臘女士 (Rt.Hon. Sudarat Keyurapan 

M.P.：minister of public health)在西元 2004 年 6月 1日世界禁煙日頒獎之

前，向泰國王妃──松灑哇哩報告的一部分內容。當天衛生部部長也提

到法身寺推廣棄酒焚煙活動的四個階段：一、提升意識 (awareness 

raising)；二、統一見解(attitude standardization)；三、實行(practice)；

四、評估(evaluation)，但部長却沒有解釋各個階段的內容。因此，這一

章中，筆者將把衛生部部長所提到的四個階段作為分析棄酒焚煙活動的

大綱，以便給予其他慈善機構做參考。 

 

第一節   提升意識 (awareness raising) 
  

此階段是指法勝法師在《夢中夢》節目裡，提醒觀眾有關煙、酒

和毒品的壞處，使觀眾能提升自己的意識。從西元 2002 年 5月 9日至西

元 2004 年 8月間，法勝法師在節目裡不斷地提醒觀眾有關於酒、煙、毒

品的壞處。現在筆者把它作一番整理，並歸類成以下十四個教導項目

67： 

 

 一、請沙彌開示 

 二、請沙彌分享勸導的方法 

 三、發明酒者的故事 

 四、酒與許多壞行為 

 五、酒煙與健康問題 

 六、酒與交通問題 

 七、酒與家庭問題 

                                                                                                                                               
七十場了。 

67 本文整理與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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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出家人與煙癮的問題 

九、全國禁煙的國家──不丹國家 

 十、棄酒焚煙活動的紀錄片 

 十一、提醒與鼓勵各大學 

 十二、邀請其他宗教團體合作舉辦棄酒焚煙活動 

 十三、夢中夢的個案研究(case study) 

 十四、大地獄 (maha naraka)、小地獄 (usadha naraka)、陰間

(yamaloka) 

 

一、請沙彌開示：例如西元 2002 年 9月初，法勝法師開始請法身

寺的沙彌(小和尚)輪流在節目上講解酒、煙、毒品的壞處。以便告訴觀

眾連小和尚也知道酒、煙、毒品的壞處，我們大人不應該有知而不捨的

行為。68

 

二、請沙彌分享勸導的方法：例如西元 2002 年 9月中旬，法勝法

師請法身寺的沙彌(小和尚)在節目上與觀眾分享自己如何成功勸導父母

不要賣酒煙的方法。以便告訴觀眾，小和尚知道酒煙、毒品的壞處後，

自己除了不吸煙不喝酒之外，還懂得勸導自己的父母戒除煙酒，報答父

母養育之恩。69

 

三、發明酒者的故事：例如西元 2002 年 5月，法勝法師開始在節

目上播放《酒的緣起》的卡通畫面，解釋巴利三藏所記載有關第一個發

明酒者的故事，即是素啦獵人(Mr.Sura)和哇倫隱士(Varun anchoret)兩

人：有一天素啦獵人看到一棵樹下有幾隻昏迷的小鳥，覺得很奇怪，便

爬到樹上去看個究竟。隨即發現那些鳥是喝了樹上水坑的水而昏迷的，

                                                 
68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2 年 9月。 
69   同註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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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便試著喝，結果也上癮了。後來他就帶著那種水去找他的朋友──

哇倫隱士，接著，兩人便開始售賣此種飲料。與此同時他們也利用鮮花

泡水釀酒，賣給整個城市的人。素啦獵人和哇倫隱士無論到哪裡賣酒都

會破壞了整個城市的經濟，因為人民一旦染上酒癮就會有各種各樣的壞

行為。總的來說從兩個人發明酒到現在，它已經對每個城市、每個國家

起了重大的破壞，最終演變成全世界有待解決的問題。因此，我們應該

負起重任讓酒在我們這個時代｀消失＇，不再侵蝕我們的後代。70

 

四、酒與許多壞行為：例如西元 2002 年 9月，法勝法師在《夢中

夢》節目上解釋人們為什麼會有挑撥離間、諷刺、惡口、輕浮、說謊

話等壞行為的原因及應受的惡報。因說話不好聽，表示嘴巴不清潔，

在地獄時被獄卒用鐵刷洗口、拔牙，如此生了又死，死了又生，循環不

息，不停地受刑。雖然有些人沒有挑撥離間、諷刺、惡口、輕浮、說

謊話等惡行，但却因喝醉酒後無法控制自己的意識而亂說話，結果也

會招來惡報。
71

 

五、酒煙與健康問題：例如西元 2004 年 6月，法勝法師在《夢中

夢》節目曾說：世界衛生組織指出，目前全球吸煙人數已達十三億，如

果全球煙草的使用不加以控制，煙民數量還將持續上升，到了 2025 年，

全球煙民人數將升至十七億以上。 

世衛組織說，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西太平洋地區煙民數量最

多，男性吸煙率最高，婦女及兒童吸煙人數增加得最快。目前，全球每

年大約有五百萬人因吸煙而死亡，其中百分之二十集中在西太平洋地

                                                 
70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2 年 5月。 
71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2 年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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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亞洲地區由於吸煙造成死亡的人數，到 2030 年將上升至目前的四

倍。72

 最後法勝法師結論說：煙不只害了自己與旁人的健康，煙癮者往

生後還要下地獄，因此，吸煙者應趕快戒煙，也要勸導週遭的人戒煙。

其實解決吸煙的問題很間單，不須一秒鐘，只要全世界的人一起說

「停」，或者把嘴巴張開讓煙從口中掉下來就行了。73

 

六、酒與交通問題：例如西元 2004 年 3 月，法勝法師在《夢中

夢》節目上提到：“泰國社會問題報告＂指出﹐泰人生活水平較六年前

有所改善﹐但社會問題也隨著顯露出來，因車禍而死亡的問題十分嚴

重。數字顯示，全泰交通事故已從六年前的百分之十三增至百分之二十

一，因此每年直接造成經濟損失高達十五億泰銖。泰國一年死於車禍的

人數超過一萬三千人，其危害性已遠遠超出了人們所恐懼的沙斯(SARS)

與禽流感。針對酒後駕車現象，泰國有關部門三令五申嚴加看管，眾多

社會公益機構長期倡導“戒酒＂、“醉不上道＂，政府也開始嚴加管制

酒類廣告在電視上放映的條例。但是，世界衛生組織的一項調查顯示，

泰人嗜酒，每年每人平均的飲酒量逾十三升﹐列世界第五，并且啤酒消

費量逐年劇增。酒後駕車的後果由此可以預想，發生車禍的悲劇也從不

間斷地在上演著。74

法勝法師結論說：既然政府及各方都知道酒煙的壞處，為什麼還

開放讓商人合法製造？當急之務應該趕快修改法律，不發執照予酒商和

煙商，不允許他們製造煙酒。千萬不要為了貪圖增加稅收，而讓煙酒侵

                                                 
72   http://www.epochtimes.com/b5/4/6/1/n555486.htm 
73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4 年 6月。 
74 http://www.chinanews.com.hk/cgi-bin/shownews.pl?filename=0329052.CNS&date=20040329&type=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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蝕了人民的思想行為。否則後果將不堪設想。法勝法師建議政府把釀酒

工廠改造成酒精汽油工廠，為人民增加工作機會。75

 

七、酒與家庭問題：例如西元 2004 年 8月，法勝法師指出，今年

初有一則新聞報導，酒後亂性，妻子毆打丈夫的家庭問題。在泰國政府

展開禁酒運動之際，根據一份調查顯示，喝了酒之後，泰國女人比男人

更具侵略性，酒後亂性打妻子的男人僅佔百分之五點七，但酒後打老公

的女人卻達百分之六點二。 

蘇達拉說，儘管泰國喝酒人口有百分之八十三是男性，但女人卻

是造成酒後家庭暴力的始作俑者。她在聲明中說：「與家庭問題有關的

調查顯示，酒後逞兇毆打配偶的行為，女人比男人更為普遍。」 

據蘇達拉表示，泰國人的酒量也逐年持續增加，從 1991 年平均每

人二十四點八公升，增加到 2001 年的四十一點六公升，使得泰國人躍居

全球第五大喝酒民族，僅次於葡萄牙、愛爾蘭、巴哈馬與捷克。76

最後法勝法師呼請泰國東北部酗酒冠軍的MS.Boonrue，從新建立

泰國民族及女生的良好形象，在節目上公佈自己決定戒酒戒煙了，同時

呼籲全世界的觀眾一起戒掉這個惡習慣。77

 

八、出家人與煙癮的問題：例如西元 2004 年 7 月，法勝法師在

《夢中夢》節目上提到：泰國瑪希頓大學的最新研究顯示，泰國四個和

尚中超過一個是“煙槍＂。儘管幾年前法律上就已明文規定佛寺必須成

為無煙區，可是寺院裡的和尚却只有三分之一瞭解法律的規定。吸煙與

健康行動基金秘書長普拉奇（音譯）博士表示，希望全國所有佛寺參與

禁煙運動，禁止和尚與遊客在寺廟裡吸煙。 

                                                 
75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4 年 3月。 
76 http://www.epochtimes.com/b5/4/8/2/n615062.htm 
77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4 年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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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泰國很少佛寺禁止吸煙。但是，據調查，在四個吸煙和尚中

有三個表示想戒煙，接受調查的百分之八十的和尚期望外界不要供養他

們煙。一位主持說，吸煙違反佛教五條清規戒律，和尚應當做表率使人

們遠離煙草。78

 最後法勝法師結論說：出家人有煙癮是因為在家居士誤解供養的

真正意義，以為供養煙予出家人是正確的行為，所以在家人應馬上停止

供養煙予出家人。79

 

九、全國禁煙的國家──不丹國家(The Kingdom of Bhutan)：例如

西元 2003 年 2月，法勝法師讚揚不丹政府宣令全國禁煙，成為全世界第

一個全國禁煙的國家。不丹衛生部長桑傑恩吉杜普表示，事實上想要禁

煙的並非不丹政府當局，而是不丹的各城鎮當局不斷要求政府禁煙，衛

生部要他們自行決定，各城鎮於是自行擬定章程。現在任何人如果公然

賣煙將會受罰。初犯者會先得到一次警告，但也僅一次，如再犯將受懲

罰。不丹位處喜馬拉雅山，全國分 20 個行政區，已有 18 個行政區禁

煙，僅有首都辛布及周圍區域拒絕禁煙，目前其中的一小塊區域可以合

法販賣。贊成禁煙的民眾有的表示，吸煙是不好的習慣，希望政府禁

煙，這樣自己也就可以順水推舟地戒煙了。80

 法勝法師說：不丹可以，泰國怎麼不可以呢？81

 

十、棄酒焚煙活動的紀錄片：例如每一天都有各國各區的觀眾把

自己舉辦棄酒焚煙活動的紀錄片呈送到 DMC 執行團。現在等著選擇廣

播的棄酒焚煙紀錄片已｀大排長龍＇了，由此可見，反應十分熱烈。當

                                                 
78 http://www.chinanews.com.hk/cgi-bin/shownews.pl?filename=0723024.CNS&date=20040723&type=chinese 
79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4 年 7月。 
80 http://www.ebridge.com.au/190304/magazine/august04/believe%20it%20or%20not.htm 
81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3 年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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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棄酒焚煙活動紀錄片廣播了之後，法勝法師就在節目上讚揚祝福，然

後播放此首歌： 

《勇者之頌》 

泰文歌詞：法日(法勝法師) 

中文歌詞：洪炯威 

作曲：五髻團 

演唱者：香港 Tommy & Ivy團 

 

            你是法身族之勇者   無所畏懼而勇於行善種德 

            世界億萬年來久盼的好英雄  高頌你不凡的偉業豐功 

            你出現 以完美的典範   當世界失彩 籠罩著黑暗 

            世風將從此轉入正道   你顯著的功勳且引以為傲 

            莫錯以為你的善舉微不足道  紛紛細雨尚可滋潤禾苗 

            身浴汗者喜迎清風其樂陶陶  你將為每個世人所稱頌載道 

            如星群簇擁的朗朗皓月   蒼穹裡亮麗成無缺的皎潔 

            人群中你凜然英姿颯爽   為你鼓掌作最高的頌揚 

 

十一、在節目中，法勝法師時常提醒與鼓勵各大學學生戒煙酒。

他時常會這樣問：Chula大學同學已經舉辦活動了，Thammasart大學的同

學舉辦了沒？那一所大學能邀請全校的社團一起來辦活動呢？例如西元

2003 年 8 月，法勝法師在節目上提到 Chula University、Rangsit 

University、 Kasetsart University 、Ramkamhang University等同學已經在

校園裡舉辦棄酒焚煙活動，邀請同學和教授們一起來戒酒戒煙，還沒舉

辦活動的同學，如Thammasart University 、Chingmai University等同學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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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哪時要辦呢？82法勝法師總是這樣苦口婆心，不斷地勸誘著大家止

惡行善。 

 

十二、邀請其他宗教團體合作舉辦棄酒焚煙活動：例如西元 2004

年 7 月，法勝法師邀請觀眾一起到泰南參與具有歷史性的棄酒焚煙活

動，同時也曾經播放過在泰國舉辦的一項千人大型活動，當時邀請了五

個其他宗敎的代表：天主敎、回教、錫克教、興都敎以及山地族，齊心

進行棄酒焚煙。同時，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國，也傳來基督教堂舉辦棄酒

焚煙以及該宗敎對予大家沉迷煙酒的看法。83

 

十三、夢中夢的個案研究(case study)：例如西元 2003 年 3月 5日

個案研究的摘要。（姓名保密） 

問：我兒子生來弱智，小時候常發出「敏敏」的聲音，為什麼他

經常得皮膚病，何為喜歡中國大陸，為什麼每當他看到電視上的政治節

目時就會發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聲音，別人都聽不懂。 

 答：兒子三歲時發出「敏敏」的聲音，意思是「媽媽」，整天重

複講這句話，是因為正在練習發音。他口齒不清是因為還有一些「酒

業」沒消完，他因犯「酒業」已在地獄裡渡過了五百年(地獄年)，現在

重業輕報。因為身為父母的你們賣酒，就使到具有同樣習性的他從地獄

轉來投生在你們的家庭裡。他喜歡政治節目是因為曾經有一世生為一個

中國大臣，樂於助人，常替人民解除苦難。那一世他也喜好品酒，喜歡

喝一點點的酒，使自己微醉，雖然不會害到別人，但因常喝，使他墮落

地獄。幸好他時常做一些善事：如奉養父母；當官時樂於幫助人民和護

持興建中國寺院，此種善業也使他不必墮落大地獄，只在小地獄受苦五

百年(地獄年)。他喜歡中國大陸是因為曾經廣結善緣，興建中國寺院，

                                                 
82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3 年 8月。 
83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4 年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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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德使他生為佛教徒。他常得皮膚病是因為曾經故意為難別人，把花

粉洒到朋友身上。這些惡業將在這一世，也是最後一世消完，你要勸他

多多靜坐。84

 筆者聽了兩百多個夢中夢的個案研究，法勝法師都一一為觀眾解

答問題，許多觀眾的親戚因為酒業而造成蒙古症、幻覺症、弱智、精神

失常、瘋狂等等病症。 
 

十四、大地獄 (maha naraka)、小地獄 (usadha naraka)、陰間

(yamaloka)：西元 2003 年 4 月，法勝法師在節目上把大地獄、小地獄和

陰間的畫面拿來播放並加以解釋。例如喝酒後亂性而有了殺生、偷竊、

邪淫、說謊、賭博、吸煙等行為，往生後下地獄受刑的情形是怎樣。同

時也告訴大家凡是牽涉到酒煙毒品等行業的人都有罪，例如酒這一行業

不論是釀酒廠的老闆、酒公司的董事、會計、構想廣告的智囊團、廣告

模特兒、市場行銷、工人、批發店、雜貨店、酒徒、請客喝酒的人、做

酒菜給丈夫的太太等等，這些人都有罪，差別只在於輕重而已。85

 

第二節   統一見解 (attitude standardization) 
  

此階段是指工作人員(staff)和各區的志工團(volunteers)把法勝法師

在《夢中夢》節目播放的教材製作成錄影片(vcd)，大事推廣，並舉辦棄

酒焚煙研討會，統一大眾的見解。在研討會中，除了播放棄酒焚煙的錄

影片外，也請了已決定結束經營釀酒工廠的老闆、停止銷售煙酒的百貨

公司老闆及雜貨店的老闆、已戒酒戒煙戒毒的人和醫生到現場來與在場

者強調說明酒煙毒品的壞處，最後恭請他們一起合作舉辦棄酒焚煙活

動。因為全泰國一天所舉辦的棄酒焚煙研討會及棄酒焚煙活動很多，演

                                                 
84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3 年 3月。 
85 法勝法師：《酒大地獄VCD》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3 年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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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和主持人都是由主辦單位籌商後所邀請的。86 例如曼谷市區經常請

來主持和演講的人士如下： 
 

主辦單位：各市各區的志工團 

合辦單位：各市各區的學校、寺院、醫院、政府機構、私人企業

機構等。 

研討會場地：學校、醫院、寺院、政府機構等的會議廳 

研討會日期：棄酒焚煙活動前一天或同一天 

演講者：1.Mr.Attapol tangnusart (結束經營釀酒工廠的老闆) 

                          2.Ms.Pieanjai Rotcanasilvilai (停止銷售酒煙的百貨公司老

闆) 

      3.Ms.Nootchanat Tongjok ( 結束經營酒吧的老闆) 

      4.Dr.Wuttipan Saelao (醫生) 

主持人：1.Ms.Leelawadee Watcharobol (電視節目主持人) 

      2.Ms.Intira Dangjumroon (泰國無線電視台 3TV的明星) 

      3.Mr.Veera Supha (Horkanka University傳播學系教授) 

      4.Mr.Vinit Panviriya (《夢中夢》節目的MC) 

演講主題：No Alcohol for Better Life 
  

從志工團和工作人員所調查收集的資料顯示，嘉賓們百分之百了

解香煙和酒的危害性，但以前却戒不掉吸煙喝酒，難戒的主要原因是： 

一、習慣成自然，認為吸煙喝酒可減輕精神壓力。 

二、香煙和酒方便購買，使他們下不了戒煙酒的決心。 

三、社會人士在交往中吸煙喝酒蔚然成風。 

四、有些人以為抽煙喝酒能吸引異性關注。 

五、出家人是因為在家居士供養煙，不好意思也不敢拒絕。87

                                                 
86 筆者親身參與觀察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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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嘉賓及觀眾都說：「因看到《夢中夢》節目五間大地獄的

錄影片(VCD)而產生毅力，果斷地決定戒掉煙酒，從此再也不會重蹈覆

轍，並且會大力支持推廣棄酒焚煙活動。」88這些話都是很有意義，值

得大家鼓勵的。 

第三節   實行 (practice) 
  

此階段是指工作人員(staff)和各區的志工團(volunteers)邀請當地的

民眾、寺院、學校和其他機構一起合作舉辦棄酒焚煙活動。辦活動的當

天除了邀請已決定準備在此次活動中戒酒戒煙戒毒或停止銷售酒煙的人

來致詞與接受獎狀外，也盡力勸在場的觀眾馬上戒酒戒煙戒毒。 

 此階段的工作類似研討會的工作，其差別只在於舉辦活動的場地

通常是在室外，以便能大量與安全的焚煙。另外的一個差別是活動過

程： 

一、活動前準備 (聯絡及佈置場地) 

二、活動當天先在街頭上遊行呼籲民眾戒酒戒煙，然後從出發點

遊行到市中心。 

三、在市中心主持人請主席上台，向出家人報告活動的緣起、目

的、感謝詞等。並請出家人上台開示有關酒煙的壞處。 

四、主持人請出家人頒獎狀給決定戒掉酒煙者或結束經營煙酒行

業者。 

五、假如有邀請其他宗教的領導人出席，主持人將請每位宗教代

表致詞，然後請各宗教的領導人按照各宗教的祈禱方式來帶

領全場的嘉賓祈禱。 

                                                                                                                                               
87 棄酒焚煙委員會編《棄酒焚煙報告》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4-06-05，頁 50。 
88 Viriya Dusitpong : (No Tobacco & No Alcohol for Better Life) , Punraksa, Bangkok : Narumit 

Press , 2004 ,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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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請當地最有權力的宗教領導人帶領全場的嘉賓發誓：「從現

在開始將不吸煙、不吸毒、不喝酒、不賣與不支持或牽涉到

煙酒毒品的行業，而將盡力遵循自己的宗教教誨」。(泰南一

些地區的民眾多數是回教徒) 

七、主持人請管理當地的政府官員剪彩、棄酒、打碎酒瓶、焚

煙，同時播放當地棄酒焚煙之歌。 

八、主持人請在場的嘉賓一起來棄酒、焚煙、打碎酒瓶。(事先準

備好耐用的大布袋，用來盛裝酒瓶然後將之打碎，假如是大

工廠，必須挖很深的兩個土坑用來棄酒和打碎酒瓶) 

九、用錄影機拍錄、訪問主辦單位、合辦單位、各宗教領導及嘉

賓們。 

十、假如當天有發問卷調查，也收集回來整理，作為評估活動效

率之用。89

 

《夢中夢》節目的募款方法(funding) 

《夢中夢》節目的工作人員都是法身寺的優婆塞、優婆夷(專職志

工)不收取薪水，所以節目的費用著重於衛星頻道的月租費，尤其目前該

節目租了六個衛星頻道： 

一、 NSS6 Satellite 

二、 Thaicom Satellite 

三、 PAS 8 Satellite 

四、 USA Satellite 

五、 Telstar 10 Satellite 

六、 Hot Bird Satellite 

衛星頻道的月租費總共約 一千萬泰銖，所以該節目的募款方式必

須足以運作。《夢中夢》節目的募款方法即是法身寺的募款方法。雖然

                                                 
89 筆者親身參與觀察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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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話題有一點敏感，但筆者希望把法身寺這一部分的經驗與其他組織分

享，以便同步發展、同心協力來改善各國的社會道德倫理。 

依照佛教的「國家行政管理」我們把社會人群分為以下七種來進

行管理： 

上階層人士是掌控國家的方向群，細分為四組： 

(一)  政治人士 

(二)  高階級公務員 

(三)  學者和大眾媒體 (包括各宗教的出家人) 

(四)  高階級商人 

 下階層人士是大部分的人民 

(五)  農夫與勞動階級 

(六)  一般公務員 

(七)  一般商人 

 

第一個階段：認識上四下三(classification of social groups)，先認識

各種人士的優點，並把人分類在這七種角色上。 

第二個階段：聯絡(liaison)，在各階層人群之間扮演聯絡人的角

色。 

第三個階段：舉辦教導道德的活動(organizing of activities for moral 

education)，企劃一個活動來教導道德倫理給予下階層人士：農夫與勞動

階級、一般公務員、一般商人，使他們懂得維護個人的尊嚴、尊重他人

的尊嚴、經營正當的行業、改善個人經濟問題、保護環境與人際關係。

此階段即是解決下階層人士經濟問題的最佳方法。直到各區下階層人士

的領導人站出來帶領社區裡的人改善社區的道德倫理，並使活動在熱鬧

的氣氛中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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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階段：與上階層籌商合作 (cooperation with upper level fund-

raising and volunteer committee)，請上階層人士：政治人士、高階級公務

員、學者和大眾媒體、高階級商人來籌商該企劃的實踐方法。到這裡，

政治人士、高階級公務員、學者和大眾媒體將用自己的權力來支持該活

動，而高階級商人將自願奉獻金錢來護持。不過關鍵是在第三階段，下

階層人士必須表現出自己很用心地在提升道德倫理，改善自己與環境。

隨緣捐款的方式有助於提高第三階段的效果，使上階層看到下階層的用

心，他才願意奉獻出自己的精神、體力和金錢來支持。 

第五個階段：維護發展經濟和道德(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moral ethic)，雖然兩階層所付出的｀資源＇不相等，但

雙方將會盡自己的本分來推動，有錢出錢，有力出力，其用心程度可算

是平等了。同時會有其中一些下階層人士能改善自己的經濟問題而提升

為上階層人士，所以此效果算是達到管理的目的了─經濟和道德同時發

展。接著回到第一個階段，重新分類各種人群，舉辦教導道德倫理的新

活動，不斷地提升經濟與道德。90

 

2.聯絡 

3.舉辦教導 
道德的活動

4.與上階
層籌商合

作 

5.維護發
展經濟和

道德 

1.認識 
上四下三

 

不斷地提升 
經濟與道德 

國家的經濟與道德 

 

 

 

 

 

 

 

 Top View Side View 
 

                                                 

圖 4-3-1經濟和道德的發展與募款的關係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 

90 筆者親身參與觀察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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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中夢》節目志工的招募(participant) 

  

隨然法身寺的組織不斷地在發展，但從西元 2000 年到現在法身寺

暫停聘請工作人員，這一點也證明了法身寺在招募志工這方面相當有效

率，才不必再增加工作人員的人數。法身寺的志工招募來自「善人關係

網」如下面的幾個方法： 

(一) 各地的法身中心負責連絡各區的家庭 (homes)，這一群人即是

法身寺的專職志工，每個星期天都來寺院幫忙，平常在家看《夢中夢》

節目。 

(二) 提供「善友比丘訓練營」分享管理寺院的經驗給予其他寺院 

(temples)，當法身寺舉辦法會時也得到這些寺院的幫助，除了住持親自

來參與活動之外，也帶領了許多信眾前往來參與。 

(三) 提供「道德訓練營」給予全國學校(schools)，當法身寺有活動

時也邀請這些學校的同學們過來幫忙，有些同學來了幾次之後，就自動

成為法身寺的專職志工。 

(四 ) 提供「道德訓練營」給予全國政府機構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及其他單位，當法身寺有活動時也要求這些單位來幫忙，

例如警察、護士醫生、軍人、全國家庭主婦等等。有些人來幫忙了幾次

後，也加入了法身寺專職志工的隊伍了。91

 

上述《夢中夢》節目的募款方法及志工招募都通過《夢中夢》節

目靈活地控制方向盤，方法隨時可以變化，但原則與目的却是不會變

的。 

 

 

                                                 
91 筆者帶訪問法身寺委員會的長老──Phrapaiboon dhammavipulo，20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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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評估 (evaluation) 
  

此階段是指工作人員(staff)和各區的志工團(volunteers)舉辦活動完

成後，把收集的資料作評估分析，並把拍攝的錄影片加以處理剪輯，再

請法身寺的工作人員呈送給DMC執行團作選擇，準備在《夢中夢》節目

中廣播。從PDCA (plan do check act) 持續改善的模式92，至計劃活動的目

標時，都要設計衡量目標的方法或指標，這需要具體化，以便檢查時

(check)容易看出活動的效率。筆者發現評估棄酒焚煙活動的指標很清

楚，是檢查人的行為改變不是檢查人的思想變化，每一場棄酒焚煙活動

的效率多好，是看此次活動辦好之後影響了多少人產生以下三種行為而

定93： 

 

一、有多少曾經賣酒煙的人或吸煙喝酒的人戒掉此行為？ 

二、有多少人開始學習勸導週遭的人不要賣酒煙或不要吸煙喝

酒？ 

三、有多少新的家庭、寺院、學校裝置衛星盤(satellite)或開始上網

收看《夢中夢》節目，學習更多的道德倫理？ 

 

因為法身寺還沒把收集來的所有資料做統計分析，所以筆者只能

用假設估計法來計算人數給讀者看，以便了解上述三個指標： 

從西元 2003 年 5月 7日開始舉辦棄酒焚煙活動直至西元 2004 年 6

月 1 日世界禁煙日為止，有十多萬人能戒掉煙酒(第一個指標)；有超過

十五萬人參與了此活動：100,000 ÷ 150,000 = 0.7。表示雖然能戒掉煙酒

的人很多，但他們很少勸導週遭的人不要賣酒煙或不要吸煙喝酒。(第二

個指標)；有四萬個家庭裝衛星盤(satellite)收看《夢中夢》節目，學習更

                                                 
92 http://www.isixsigma.com/offsite.asp?A=Fr&Url=http://quality.enr.state.nc.us/tools/pdca.htm 
93 棄酒焚煙委員會編《棄酒焚煙報告》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4-06-05，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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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道德倫理(第三個指標)。假如從來法身寺的家庭平均人數看，一個

家庭平均來四個人94，也合乎了上述的數字，有四萬個家庭裝衛星盤：

40,000 × 4 = 160,000。表示泰國有十六萬人看《夢中夢》節目，涵蓋了

參與活動的人數 (超過十五萬人)。95

雖然以上評估棄酒焚煙活動的指標，可以讓讀者初步了解《夢中

夢》節目的影響力，但却沒辦法完全解釋此節目全面性的影響力，所以

筆者想進一步解釋，按照製作節目的六大原則作為大綱，然後舉例觀眾

看《夢中夢》節目後把自己心得回覆給 DMC執行團的一些來信。 

 

一、節目對觀眾維護個人尊嚴的影響 

加拿大的弟子，自從看《夢中夢》節目後，改變墮胎的念頭，保

留胎裡的嬰兒，現在已經生產了一個小男孩： 

我是California Fitness 董事長Eric先生的朋友。前幾個月當知

道自己懷孕後，男朋友叫我去墮胎，我猶豫不決，不知該向誰請

教。後來Eric叫我寫信來請示法勝師父，然後等著師父在節目上

回答。從我開始認真收看《夢中夢》節目後，發現法勝師父針對

現今世界社會種種不良的趨向如墮胎，色情活動，賭博，問題少

年等等； 一一耐心的講解當中的因果業論。此形式的教導，讓外

國人的我能容易的將佛法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使佛法生活化。相

信這也是每一位收聽過此節目的人士所認同的特點。法勝師父也

在節目上回答我說：既然嬰兒已經選了你作為母親，就不應該讓

他失望，他有生存的權力，他出生長大後將成為一個社會善人。

我聽到此答案非常開心，與男朋友商量後決定把他保留下來，我

是他的媽媽，我不要墮胎。謝謝師父！96

                                                 
94 泰國法身寺活動組，西元 2000 年的統計資料。 
95 本文整理分析。 
96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3 年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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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弟子，自從看《夢中夢》節目後，不罵丈夫和女兒，並以

身作則教導女兒要敬愛父親： 

我以前在泰國曼谷Makkasan區ATAMI按摩院當妓女，現在已經跟日

本男朋友結婚，搬到日本來了住了幾年。最近幾個月有法身寺的

志工介紹我每個星期天到日本法身中心修行，平時可以在家收看

《夢中夢》節目。自從看了《夢中夢》節目後，我的想法和言行

舉止逐漸改善。坦白說、雖然已經不做妓女了，但有時候我還是

有壞念頭，有時候在心裡暗想說，若跟日本男朋友合不來，我就

回泰國作妓女。但聽了《夢中夢》節目後，師父教我們做十題功

課97，我試著作，開始沒辦法做到十題，可是慢慢增加，現在做到

了，那種壞的念頭也沒有了，我很愛自己的丈夫，我將努力負起

當家庭主婦的責任，忠於他。 

 

法勝師父在節目上說出有關我丈夫的優點，聽了之後，我整個人

愣住，沒想到我天天跟在他身邊，卻一點也看不到他的優點，而

師父遠在泰國卻能一一點出他的優點給我聽。以前我的脾氣真的

很壞，一生氣就扔東西、打他、罵他，而他卻忍耐著默不出聲。

他一點也不在意我以前的工作，從來不提起。並且每個星期日開

車來回一百二十公里接送我到日本法身中心修行，到了法身中心

後，他也願意留在車上照顧女兒等著送我回家。 

 

日本的法律規定夫妻兩人必須有其中一個人在家養小孩，我整天

在家看顧三歲的女兒，有時候看她弄髒衣服便會很生氣地責罵

她，她就跑去躲在房間裡哭。自從我收看《夢中夢》節目後，除

了沒有壞的念頭外，也停止責罵丈夫和女兒了。師父說：「你才

二十五歲，很年輕。假如重新開始，還可以當幾十年的好人，你

                                                 
97 請參閱附錄二：「夢中夢幼稚園」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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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懂得照顧家庭，因為還有一條長漫的路要走」。當天晚上聽

完師父在節目上針對我的信來回答後，我馬上反省，跪拜在丈夫

的雙足之前，向他道歉。現在每天晚上我和女兒都會跪拜他。他

是我親愛的丈夫，是我女兒的好爸爸。感謝師父開示教導我們！98

 

泰國明星 Udom Taeparnit，自從看《夢中夢》節目後，對自己以前

的偷竊行為感到很慚愧，呼籲觀眾不要偷竊他人的東西： 

我小時候很貧窮，想得到一輛腳踏車。一個壞朋友就唆使我到家

附近的學校偷腳踏車。記得當天偷到心愛的腳踏車後，騎回家時

的感覺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盯著我看。沒想到，長大後開始工作

賺錢，自己的公司被小偷光顧了三次，新的基普車停在家門口也

被開走。後來師父在《夢中夢》節目回答個案研究時說，這是我

自己前世的偷竊惡業包括今世小時候的偷盜行為所造成的。我再

也不敢有這種行為了，希望其他夢中夢同學也不要偷竊，真的不

划算。99

 

二、節目對觀眾尊重他人尊嚴的影響 

在新加坡從事教育工作幾十年的許楚芳女士，聽《夢中夢》節目

後，受益良多： 

今日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相處，總是見利忘義，互相欺騙。許

多人為了達到目的，什麼手段都使得出來。不是狐假虎威，欺負

善良的人，就是花言巧語，騙人上當。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呢？

主要原因是人們的道德觀念越來越差。因此當務之急就是必須灌

輸人們正確的倫理教育觀念，同時，對擇友也必須慎重。 

                                                 
98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4 年 8月。 
99 法身寺活動組：《UDOM看醫生  VCD》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4 年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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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有很多種。有些朋友就如那些包裝美麗，香甜可口的糖果。

它雖然美味無比，但卻成為日後蛀牙的禍根。有的朋友卻猶如清

涼的薄荷糖，其芳香的‘氣質’令人久久無法淡忘。 

 

一個好的朋友必須是位值得信任的朋友。他會在你悲傷時靜靜地

聆聽你的心事，給你支持和鼓勵，慢慢地撫平你的傷口，同時，

他也不會將你的心事公諸於人，使人視你為笑柄。他也會在你

‘跌倒’時，伸出援手，使你重新振作。無論悲傷，快樂，他都

願意與你分擔、分享。 

 

益友也絕不會對你的錯誤視若無睹。相反的，他會在你耳邊提

點，勸你好好自我反省，糾正自己的過錯。 

 

法勝師父通過《夢中夢》節目，苦口婆心地教導我們以上這些做

人的道理。師父希望觀眾在懂得自重之餘，還要學會如何尊重與

幫忙他人。我將把師父所教導的道德倫理謹記在心，不辜負節目

製作群的一片苦心，感恩師父！100

 

三、節目對觀眾經營行業的影響 

泰國 Samutsongkram 府最大妓院的老闆，自從看《夢中夢》節目

後，反省結束經營妓院的行業： 

弟子是Samutsongkram府Kaitong 卡拉ok的老闆，因丈夫死亡而留

下妓院的生意與債務給我，我就接手管理妓院。雖然經營此種生

意已有十二年，但心裡卻有苦說不出，非常無奈。我是女生及有

女兒，天天看到年輕少女陪著嫖客喝酒、過夜，時常發夢魘。後

來Mr.Sirichai帶我去他家看《夢中夢》節目，我才知道經營妓院

                                                 
100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4 年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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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業是造作大惡業，以前沒有人跟我說，現在知道了就不想再

經營了。跟房東商量後，我們在西元 2004 年 7 月 21 日恭請家附

近的出家人來供養齋僧，然後請法師主持摧毀妓院的儀式。從妓

院被摧毀過後，我很開心，以後再也見不到這種‘鬼屋’了。我

和兩個女兒將回鄉下去種水果，等把自己的事情處理好之後，我

將親自到法身寺去拜謝您，再次感恩！101

 

泰國 Prajeenburi 府酒吧的老闆，自從看了《夢中夢》節目後，自

我反省，決定結束經營酒吧的生意，改行賣油雞飯： 

弟子以前在曼谷曾開了一家酒吧，後來搬回家鄉 Prajeenburi

府，並在那裡開了一家 Baifen 酒吧，聘請當地的女生來當酒吧女

郎。因為這是當地第一家酒吧，所以附近的公務員、警察、工廠

的員工都喜歡在工餘的時間來這裡喝酒唱歌，不久我的酒吧就變

成 Prajeenburi 府最大的酒吧，大約有五十到六十位吧女，專門

陪客人喝酒唱歌。之前我想，經營酒吧是與人分享快樂的行業，

提供吃喝玩樂的地方給客人應該是件好事。直到有一位客人愛上

了酒吧裡的吧女，天天來找她喝酒，他懷孕的太太每晚都到酒吧

來找先生，並求我不要讓那位吧女歌上班，因為吧女破壞了他們

的家庭、夫妻的感情深受傷害。天天看到這種情況，我心裡雖然

很難過，但還是繼續經營下去。直到有朋友介紹我裝衛星盤收看

《夢中夢》節目，從節目上聽到許多個案研究。當看到別人棄酒

焚煙時，我才發覺自己正在經營不正當的行業，正在造作惡業，

終於決定結束經營酒吧。我以前每一個月的收入有幾十萬，現在

改行來賣油雞飯，一天只賺幾百塊，但是我和女兒都很快樂。在

讀國中的女兒對我說： 

                                                 
101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4 年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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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我們不要再去破壞別人的家庭了，錢賺少一點沒問題，

有的吃就很好了」。謝謝朋友介紹我看《夢中夢》節目，謝謝法

勝法師改變了我和女兒的命運，希望全世界的家庭和諧快樂！102

 

泰國 Khoraj府 Sengsank區釀米酒(Satho)工廠的老闆──Mr.Attapon 

Tangnusad，自從看《夢中夢》節目後，經過一番自我反省，也決定結束

經營釀酒工廠的生意，並邀請當地的政府官員、警方、軍方、學校、寺

院、民眾、新聞媒體等等一起來做見證人，跟他一起把幾百萬瓶酒倒

掉： 

一位法身寺的志工邀請我到清邁Panawat103去靜坐七天。在山上

時，天天與朋友共看《夢中夢》節目，當看到「酒大地獄」的畫

面及棄酒焚煙活動時，激起了我的想法，決定結束經營釀酒工廠

的生意。下山之後，便請法身寺的工作人員幫忙聯絡當地的志

工，請他們幫忙計劃為我的酒廠舉辦棄酒焚煙活動，把酒廠裡面

所有的Satho酒都倒掉。雖然倒掉的酒價值幾百萬泰珠，倒掉的酒

有如一道巨大的瀑布那樣驚人，但為了表示自己是真心要結束生

意，並希望能影響其他酒廠的老闆也能跟著反省而停止經營酒

廠，所以無論犧牲多少金錢也值得。104

 

 

 

 

 

 
                                                 
102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4 年 8月。 
103  Panawat是泰國法身寺在清邁的修行中心，具有良好的修行環境：舒適的禪堂及住處、美味的

食物、教導靜坐的出家人、成功的修行課程。 
104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4 年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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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節目對觀眾改善個人經濟問題的影響 

新加坡王鈧焙先生，自從看《夢中夢》節目後，結束了酒鬼的生

活。他是舉辦棄酒焚煙活動的開路先鋒。他說： 

《夢中夢》節目是由泰國法身寺方丈法勝法師於西元 2002 年中旬

所推動， 目的在於鼓勵弟子們持守清淨的戒律。這一番鼓勵深深

的打動了我，自從西元 2002 年終開始看《夢中夢》節目及修行靜

坐後，決心戒酒；此項改變對於身為商人的我可說是非常難能可

貴的。當得知法勝法師推動棄酒焚煙的用心後，已經戒酒的我決

定將收藏在家裡的成年老酒捨棄；總值約五千新幣。後來從《夢

中夢》節目看到在泰國的其他觀眾也發心要戒酒戒煙，將此活動

從個人擴大至團體。緊隨著此熱潮，世界各國的法身寺中心也陸

續的推廣棄酒焚煙活動，甚至非佛教徒也受到影響。至今，在泰

國及世界好些地點幾乎每一天都有人在積極的進行此活動。實在

很法喜，我會繼續鼓勵其他朋友舉辦棄酒焚煙活動。105

 

泰國 Mrs.Ladda Amon 女士，自從看《夢中夢》節目後，結束了喝

酒、賭博的行為，成為一位賢惠的家庭主婦： 

弟子是「夢中夢幼稚園」學生，目前五十歲，收看節目只有六個

月，但受益良多，它使我改掉了個人的壞行為。從二十幾歲開始

我就賭博喝酒。我的個性非常爽朗，在家裡先生懼怕我，出外時

朋友也依賴奉承我，從來不怕任何人，但看到《夢中夢》節目的

地獄畫面後，讓我反省馬上戒掉喝酒賭博的壞習慣，因為我怕下

地獄。現在我不會動手打丈夫了，師父在節目上教導我說話要溫

柔動聽，才像天女不像夜叉，我會努力改善自己的行為。106

 
                                                 
105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3 年 9月。 
106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4 年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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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節目對觀眾保護大自然環境與人際關係的影響 

一位新加坡弟子，收看《夢中夢》節目後，開始勸導週遭的人保

護大自然環境： 

在《夢中夢》節目裡法勝法師強調道德價值的灌輸不應該只限於

課堂教學。生活中，盡是上好的教材，我們應該隨時隨地對大眾

進行教育，尤其是小朋友。即使是郊遊遠足，我們也能就地取

材，灌輸大家處世代人，愛護環境的價值觀。 

 

譬如說在熱帶雨林中，我們常常可看到這樣的現象：有些樹木的

樹身上寄生了許多小植物，此外，我們也可以看到藤科植物纏繞

高大的樹木，攀緣而上，以得到陽光的青睞。如果大樹木因蟻蛀

或其他原因倒下，攀附或寄生在它上面的小植物也可能會隨著死

亡。植物社會這種現象，正可以用來向大家說明群體合作的重要

性。在人類社會中，大家必須互相幫助，互相扶持，才能活下

去。 

 

《夢中夢》節目教導我們在天然公園或保護林中，不可亂拋垃

圾，不能採折或砍伐花草樹木，也不能捕捉動物。這牽涉到公德

心，責任感，守法及環保的問題。 

 

因此，我收看了《夢中夢》節目後，會告訴家人、親戚和鄰居

說：「如果人類隨意射殺或砍伐某種瀕臨滅種的動植物，結果將

會造成某類動植物的數量大減，有的幾乎絕跡」。當他們得知這

種訊息之後，就能了解保護大自然環境的重要性。107

 

 

 

                                                 
107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3 年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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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德州(Texas)的弟子，母女因看了《夢中夢》節目，使兩人的

關係改善，並日趨密切。 

弟子的女兒叫Mikky，她長大後開始學習美國青少年的文化，每次

看到她穿著暴露的衣服跟朋友出門，我就會不斷地叮嚀她，但她

卻不聽反而穿的更短。直到幾個月前有法身寺的志工介紹我裝衛

星看《夢中夢》節目，從那時候開始，我發現Mikky的行為慢慢地

改善。直到有一天我下班回到家裡時，Mikky問我到哪裡去可以買

到茉莉花。我問她要茉莉花做什麼？Mikky回答說：我要拿來向媽

媽懺悔道歉，因為以前曾經冒犯與頂撞媽媽。我聽了整個人愣住

了！Mikky說她從《夢中夢》節目上學到這個方法。我回答

Mikky：若你想跟媽媽懺悔道歉，不必找茉莉花啦！現在就可以

了。Mikky有一點害羞著地跪下去膜拜我的雙足，我很開心，也很

感動，連忙把她抱住。《夢中夢》節目使我重新找回我的女兒。

現在Mikky很可愛，聽我說話，幫忙料理家事。謝謝法勝師父教導

我們母女！108

 

六、節目對觀眾建起「善人關係網」的影響 

 泰國 Nontaburi 府的監獄，裝衛星盤給官員和犯人收看《夢中夢》

節目之後，發現犯人的行為有所改善，提出「監獄衛星盤的企劃」，希

望全泰國的每一間監獄都裝衛星盤收看《夢中夢》節目： 

我是Nontaburi府的監獄主任，上個月我們的監獄裝了衛星盤，讓

監獄裡的官員、工作人員及犯人收看《夢中夢》節目，聽法勝法

師開示。一個月過後我和所有的官員都發現犯人的行為有所改

善，他們的眼神開始充滿了希望，同時比較容易管教，不打架，

也願意做我們為他們安排的事情。我個人非常滿意，所以叫工作

                                                 
108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4 年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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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寫了一份「監獄衛星盤的企劃」，然後呈報總部，希望總部

批准全泰國每一監獄都能裝衛星盤收看《夢中夢》節目。雖然我

本身是回教徒，但我會把個人的信仰與工作分開，哪些事情對我

們的工作有幫助我會盡力推動。109

 
泰國 Ratchaburi 醫院，裝衛星盤給護士、醫師和病人收看《夢中

夢》節目，發現工作的氣氛很好，病人的心情也轉好： 

我是Ratchaburi醫院的院長，上次我們醫院舉辦棄酒焚煙活動，

請全醫院的醫師、護士和當地的政府官員及人民一起參與。此活

動響應了衛生部的政策，效果很好。許多人也因參加此活動而決

定戒掉酒煙。辦完棄酒焚煙活動後，一位醫生提出建議，裝衛星

盤讓護士、醫師和病人收看《夢中夢》節目，應該可以改善整個

醫院的工作環境。因此，我們試著裝衛星盤，把《夢中夢》節目

的影像音響訊號傳播到各間辦公室、病房、大廳等，結果發現

《夢中夢》節目能改善整個醫院的工作環境：醫師和護士開始微

笑、認真工作但不會緊張，病人也更有毅力跟病魔抗鬥。希望其

他醫院試試看這個方法，裝衛星盤收看《夢中夢》節目，以便改

善醫院的環境。110

 

泰國 Jinda 小學學校，裝衛星盤讓老師和學生收看《夢中夢》節

目，發現學生更了解道德倫理，同時愛行善： 

我是Jinda小學學校的道德倫理老師，以前我教道德倫理時，只有

課本的畫圖讓學生觀看，他們都不太有興趣。現在學校裡裝了衛

星盤收看《夢中夢》節目，我把法勝法師畫的卡通片當作教材教

導學生，他們很有興趣，每次都求我打開《夢中夢》節目給他們

                                                 
109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4 年 5月。 
110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4 年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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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學生們的行為都有所改善，在學校裡幫忙打掃、倒垃圾、擦

白板等 。他們的父母也問我說：最近小孩在家裡特別乖，幫忙料

理家事，認真地溫習功課，到底老師教了學生些什麼？很高興泰

國有《夢中夢》節目，讓學校的老師們得到很好的道德倫理教

材。111

 

泰國 Janasongkram 寺院，裝衛星盤給寺院裡的出家人和信眾看

《夢中夢》節目，發現來寺院聽法的信眾更多： 

我是Janasongkram寺院的住持，也是第四五届「益友比丘訓練

營」的校友。我們寺院已經參加了法身寺的「禁煙道場企劃」，

自從參加法身寺的「益友比丘訓練營」之後，我把自己所學到的

方法用來管理自己的寺院，也裝了衛星盤收看法身寺的《夢中

夢》節目，每天晚上六點到九點半，寺院附近大約有五十到八十

位的信眾就集合在寺院裡一起誦經作晚課、打坐、看《夢中夢》

節目。結果發現信眾看了《夢中夢》節目後，都能改善他們的行

為，以前愛喝酒、賭博的人，現在都不賭不喝了。《夢中夢》節

目可以為我們出家人節省了很多準備開示的時間，例如可以在自

己寺院裡直接開《夢中夢》節目給信徒看，他們看了有什麼問

題，出家人再補充解釋，而且用當地的語言來解答效果更佳。還

有若寺院裡有什麼好的紀錄片想跟別的觀眾分享，也可以寄給法

勝法師播放。全國出家人要團結，不分派別，不分寺院，才會有

力量。112

 

 

 
                                                 
111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4 年 1月。 
112 法勝法師：《夢中夢節目MP3》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3 年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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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西元 2001 年泰國與煙酒的費用 

全泰國人口為 60,617,200人，其中有 11,426,000人是青少年 

種類 經常喝酒吸煙的人民

人數 

經常喝酒吸煙的 

青少年人數 

費用 

 

酒 18,610,000人 

 

2,469,200 人 

(是全國青少年的

21.61%) 

150,000    百萬泰銖/年

煙 10,668,000人 

 

1,822,100 人 

(是全國青少年的

15.95%) 

40,000     百萬泰銖/年

酒與煙導致疾病的醫療費用 189,040    百萬泰銖/年

總共費用 379,040    百萬泰銖/年

資料來源：泰國國家統計局，2001 年的統計資料。 

 

從表 4-4-1煙酒的費用就能說明了煙酒是導致國家經濟產生問題的

其中一個因素。泰國政府因為貪圖增加稅收，而讓煙酒腐蝕了人民的思

想行為，現在就讓我們來分析一下，到底煙酒稅真的有幫助國家的經濟

嗎： 

泰國人民買酒的費用    =  150,000 百萬泰銖/年  

泰國政府征收酒稅 35% (150,000×0.35) =    52,500 百萬泰銖/年 

泰國人民買煙的費用    =    40,000     百萬泰銖/年 

泰國政府征收煙稅 10% (40,000×0.1)      =      4,000 百萬泰銖/年 

政府征收煙酒稅的收入    =    56,500 百萬泰銖/年 

煙導致疾病的醫療費用    =  189,040     百萬泰銖/年 

政府損失了(189,040 – 56,500)   =  132,540 百萬泰銖/年  

 因此，政府征收煙酒稅，不但沒有為國家經濟帶來盈餘，反而令

國家經濟蒙受虧損，這簡直是得不償失，愚不可及的做法。希望有關當

局能三思而行。 

 89



棄酒焚煙活動能幫助政府解決了三面問題： 

(一) 經濟問題──不論是上述所提的國家經濟的損失或個人經濟

的損失等。 

(二) 道德倫理問題──尤其是家庭問題、治安問題等。 

(三) 人民的健康問題──尤其是目前有全國人民 21.61% 的青少年

喝酒、15.95% 的青少年吸煙，若能提早解決此問題，讓青少

年戒掉煙酒，國家的棟樑能擁有健康的身體，表示國家的未

來也會健全。  

筆者認為從棄酒焚煙活動的效果，可以反映出：好的「國家經濟

社會發展計畫」必須計劃解決國家三面問題，如經濟問題、道德倫理問

題、健康問題等。而且需要激勵各區的人民自己來處理問題。因此，若

泰國政府能看到棄酒焚煙活動的優點，並加以提倡支持，同時請學者專

家來研究棄酒焚煙活動，以便作為第十期「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計畫」113

的參考資料，泰國老百姓的三面問題將會日趨減少。 

從觀眾寄來的信件可以知道，《夢中夢》節目讓社會架構的小單

位健全有力： 

(一) 溫暖的家庭 

(二) 栽培品學兼優學生的學校 

(三) 主動教導道德倫理的寺院 

(四) 健全的政府機構 

 

這四種健全的小單位即是善人關係網，讓當地民眾自己關心當地

的問題，互相來往連絡，促使當地的管理人更積極帶領民眾處理當地的

問題。 

                                                 
113 目前泰國使用第九期「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計畫」(西元 2002-2006 年)。

http://www.nesdb.go.th/plan/data/plan9/content_p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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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中夢》節目從西元 2002 年 3月開始推廣，但是屬於邊推廣邊

發展節目：從網路聲音發展到西元 2003 年元月的有畫面，然後從網路

30K的畫質慢慢提升到 100K、200K、300K，西元 2003 年 5月就舉辦了

第一場棄酒焚煙活動。在西元 2004 年 3月把網路節目結合了衛星盤的科

技發展成 24 小時的DMC電視台。因此，筆者認為《夢中夢》節目真正

有效影響新的觀眾，是從西元 2003 年元月廣播現場的畫面開始。但真正

得到泰國社會人士的注目，是從西元 2003 年 5 月舉辦棄酒焚煙活動開

始，加上在西元 2004 年 3月開始推廣衛星盤之後就如虎添翼一般，發展

迅速。114

在一年內《夢中夢》節目能推廣得這樣快，受到大眾的歡迎，原

因是什麼？施命法師曾經提到一個佛教的「國家行政理論」說： 

 

佛陀曾經提到開發國家的政經理論，必須解決老百姓的貧窮問

題，這是社會草根階級或國家最基本的問題。世尊開示此部經的主要目

的，是為了讓政治家們知道：促使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道德與文

化達到平衡點，需要用什麼樣的行政管理：世尊把國內人士大約分為兩

個階級： 

第一階級是掌控國家的方向群，細分為四組： 

(一)  政治人士 

(二)  高階級公務員 

(三)  學者和大眾媒體 (包括各個宗教的出家人) 

(四)  高階級商人 

 第一階級人群對國家行政管理有直接的影響力，由他們負責掌控

國家的方向盤，國家往好或壞的方向要看這一群人的智能。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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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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級是大部分的人民 

(五)  農夫與勞動階級 

(六)  一般公務員 

(七)  一般商人 

 

第二階級人群即是國家大部分的人民，這一群人的主要問題是經

濟問題或貧窮問題。個人的經濟發生問題，原因是他們有酗酒、賭博、

流連夜生活、沉迷於歌舞劇與懶惰等行為。這些問題又導致了許多社會

問題，如黑社會問題、健康問題、教育失敗問題、家庭問題、青少年問

題等等。 

第二階級人群的生活品質是國家行政管理成敗的指標，但是國家

行政管理者通常不想處理第二階級人群的問題，原因有四：一、要花很

多時間才能看到成果；二、要花很多錢但得到回報却不是錢；三、需要

用到很多人力物力，很難求助；四、反社會的潮流，很難實行。 

泰國政府只有四年的執政時間，而解決第二階級人群的問題却需

要較長的時間。因此，唯一的方法是要激勵當地人民站起來處理自己地

區內的問題，由政府扮演支持者的角色，這就是所謂佛教的「上四下三

國家行政管理」的其中一個方法。115

 

《夢中夢》節目分析了國家的病因，並掌握了治療的方法，即是

讓病人慢慢服藥劑擦藥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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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己社區裡的人合作，推廣一

些道德倫理的活動，以便改善自己與環境。 

 

 

 
                                                 
115 施命法師著《佛教的國家行政管理》巴吞它尼：法身基金會，2003-12-21，頁 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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