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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會透過這篇短文，以佛教教理為鏡，去審驗觀察現今世界

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普遍看法。若佛教所認同的基本經濟模式，真的

與現今世界全不吻合，我們也總該知道原因何在。因此，我首先會

從佛教觀點去研究今日經濟社會學家們所認同的主流發展模式。說

出這種模式的漏弊之後，我便會列出一些指標，提供另一種以教理

為準則的發展模式，作為參考。由於我本身並非專業的經濟學家，

在這方面的認識有限，因此我的評論和建議，都只是泛指一般而

言，但只要它們是依據正法的精神和道德而建立，我相信就算是泛

論也應該會有幫助。

社會及經濟發展這個概念，現今已成為全世界許多政客、商業

領袖和政策規畫者的口號。因此，無論對個人生活或整個社會的運

作，它都產生重大的影響力。雖然佛典中確實有對人類社會及經濟

活動的開示，但目前顯著影響這方面政策的發展理念，卻無先例可

循。若要對這個主題作出適當的探討，單是套用佛教經典裡所說的

實在不足夠。更適當的做法，應該是擷取佛典中，與經濟社會相關

的理念，引用到今天的社經政策。這一來，我們便可運用佛法所提

供的深觀，對這些政策作出衡量並給予評價。

佛教對
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態度
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近兩百年來影響現時代社會發展、人心及價值觀，

佛教怎麼看待這些現象？資本主義所產生的浪費與不均的情況，如何因應？

作者以佛教教理為鏡，剖析社會經濟現象，回應佛教中道及注重人民福祉的基本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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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方為標準的社經體系

今天，在發展中的國家，都是以西方國家作

為社經發展的目標典範，尤其是美國。東西兩方

的政治領導和商業巨賈，似乎都認定西方國家的

經濟體系最為標準、值得仿效；他們更認為它是

靈丹妙藥，能解決貧窮、暴力和不平等這些不斷

困擾人類的社會問題。「發展」二字的意思，變

成用來形容達到這種理想的成功度：那些完全成

功推行這種理想的國家，便被稱為已開發國家；

那些未能全面達到標準的，就被視作開發中國

家。這無疑暗示著，所有國家都必須在這條單軌

路上往同一方向走—西方國家在前帶領，而世界

其他的國家就奮力朝這個方向追趕。

於是，一個已開發國家的主要特徵，就必然

取決於其經濟狀況。這類國家的經濟，一般都會

將高科技應用在工業生產和商業服務上。它發展

的軌道直接取決於（其縱軸線的）科技發明與（其

橫軸線的）生產增值。為了使經濟體系能達到最高

效率，這些國 家往往會把社會秩序置於經濟需要

之下，這種做法的理據就是：只有一個具高度效

率的經濟體系，才有能力作出大量的生產和廣泛

的物資流通，來增進大眾福利。這種說法的支持

者，都堅信只有不停提高產量和流通，才可以為

一個國家帶來豐足的財富，最後再讓這些財富回

流入每個人的口袋裡，大家一同分享成果。

這就是自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所推行的

無止境經濟增長策略的基礎理論，其他國家，也

就是看到西方國家的驚人科技發展和物質充裕，

才選擇要步其後塵。這種經濟模式已深被亞洲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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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國家的領導層接受，他們都以提升科技和工業生產率作為國家發

展經濟的方針。這一來，這些國家的佛教領導人士就得負起責任，

去深入探究這種經濟模式的長遠後果了。

要對這種社會經濟發展概念作出詳細的研究，非要寫一篇較

長的論文不可。但在這篇短文裡，我主要提出兩個簡單的問題：第

一、世界其他的國家效法西方國家，是否可行？第二、就算真的可

行，這是否就是它們應該遵循的途徑？第一個問題的答案並不需要

宗教性的解答，因此沒有必要從佛教的角度探討。第二個問題則有

需要引進佛教的觀點，以便尋求西方國家的發展理念，究竟是否與

現今的佛教精神相契。

是否適用於所有國家？

我們可以很簡單地回答第一個問題。不只是其他國家跟隨西方

國家是行不通的，就是西方國家本身（以及那些新進工業國家）如果繼

續循這方向走，在不久的將來，必定危害整個世界。追求高科技和

工業化的經濟發展，已經替人類帶來了接近災難性的後果，因為這

途徑正嚴重威脅地球上眾生所賴以求存的生態系統。

人類的經濟運作環境，並不擁有無盡的資源和空間。相反地，

它運行於一個有限、封閉和極度危脆的環境裡。當經濟膨脹時，它

會在吸取環境資源，和產生廢物的同時，大大加重整個生態系統的

負擔。要記著：我們的生態系統，只可以百分之百全部供應我們，

若超出這個限度，就會再沒什麼可以消耗了。但在還未到達這個極

限之前，我們的經濟局面將會踐越一條界線—就是當生態系統到

了再也無法支撐較為複雜的生命體生存的那一刻。

雖然這是無法準確預知的事，但我們可能已十分接近這個地

步了。由於大自然系統從內瓦解的速度非常緩慢，我們是無法預知

災難何時將至。我們現時預測，人口將會在下半世紀增加五成，這

意味著，環境所蒙受的壓力也將會提升，如果再加上經濟發展的負

荷，這壓力的嚴重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如果第三世界國家仍要繼續

香光莊嚴【第一〇四期】民國一〇〇年三月 



77

走擴增工業生產的途徑，我們不只應視此為不負

責任和不顧後果的行為，更應該同時對北半球的

國家不斷施壓，希望它們能採納一些新的經濟模

式，降低現時超量的生產和消耗，並希望這些新

模式能有助於重建一個健康的生態環境。

是否所有國家都應該循這途徑走？

我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假設西方經濟發

展模式在生態環境方面真的可行（這當然與事實不

符），從佛教的觀點而言，是否值得其他國家仿

效？當然，如果已看到這個模式對生態環境所帶

來的災害，這個問題根本不需提出。可惜人類並

不真的那麼理智，在種種社會問題的重擔下，我

們的領袖和政策規劃者，仍會像燈蛾撲火般，被

誘進他們以為能解決一切問題的經濟發展策略。

因此，我認為有必要對這問題作出簡略的探討。

在回應這問題上，我會說明西方的發展模

式絕不值得效法。因為根據佛教的觀點，它在經

濟、社會和文化上，都必定會導致極為不良的影

響。讓我們就以上各方面逐一審察。

經濟方面（貧富差距拉大）

全球資本主義的擁護者都認為：不停的增

長，是解決貧窮和確保蓬勃的方法。他們的口號

大致來自所謂「水漲船高」的民間智慧。可是，

歷經了五十多年不斷的經濟增長之後，我們發覺

貧與富的差距，卻隨著經濟的增長同步擴大。不

單只是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有增無減，就是大部

分國家內部的貧富懸殊亦愈加嚴重。過去半世紀

以來，經濟增長了五倍、國際貿易十二倍、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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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是二十四至三十六倍。但是，今天活在貧窮

線以下的世界人口比例，則是有史以來最高的。

佔世界兩成人數的北半球，吸納了全世界總收入

的八成，而最低收入的兩成則只吸納總收入的百

分之一點四。至於最高收入的兩成人口，他們的

總收入是那兩成最低收入的六十倍；這數字又是

1950年的兩倍，因為那時只有三十倍。簡單來

說，在過去五十年間，經濟的增長實在沒有為全

球帶來預期的輝煌利益。反之，在這段時間裡所

有產生的財富，只是聚集在那些如財經貴族極少

數的一撮人，縱使在西方國家，也有愈來愈多的

人陷入貧困和缺乏保障的生活之中。

社會方面（社群緊密互依的結構瓦解）

工業發展在社會上造成的後果，也同樣令人

憂慮。一個傳統佛教社會的特色，包括高度的社

會融洽和較強烈的群體意識。打從家庭單位開始

往上看，所有的單位和團體成員都關係緊密，構

成重重網絡，讓彼此都感到有所倚靠。大部分人

的工作都限於最基本的耕種、手工藝、小本買賣

等，這些工作又都使他們與顧客有直接接觸。這

些人的精神生活則有賴僧團的比丘和比丘尼給予

指引，除了為他們開示佛法，僧團更成了這種社

會上最受尊崇的榜樣，因為僧伽能夠直接讓人看

到成就涅槃所必備的德行。

但自從市場經濟在殖民地時期開始潛入之

後，維持這種社會的緊密關係開始產生扭曲變

亂。小型農莊被拆卸來興建大型的耕地，以供應

世界市場；跨國企業使小型工廠無法生存，只有

倒閉；技工被大量生產的低價貨品淘汰；做小生

香光莊嚴【第一〇四期】民國一〇〇年三月

我的發想i



80

意的雜貨店，則因連鎖商店和超市的突起而導致破產關閉。

當人們的土地和生計被剝奪，失業人數自然增加，繼而大量人

口擁入城市，希望在工廠找尋生計，這又導致貧民窟的蔓延。在這

種環境之下，這些人的工作時間很長而工資卻很低，有時甚至要在

危險的環境下工作。受到市場經濟打擊，社群的緊密結構也難以倖

存。這個打擊可說是非常嚴重，人們發覺自己飄浮在缺乏信任的人

海裡，以往傳統社會中人際間的熱情關係，已被冷眼相待的陌生人

取代。在環境的驅使下，人們不再像從前那般互助合作來謀求大眾

福利，只會為自己的私人利益明爭暗鬥，因為他們都知道，要在這

種環境下生存，就得利用人或佔他人的便宜。

家庭關係也同樣疏離：首先，親密關係的大家庭不再存在，取

而代之的，是大家庭分解出來，圍繞著小我的核心家庭；繼而這種

核心家庭又再離散，剩下來的就是破碎的婚姻、孤獨的成年人，和

親情上有所缺憾的小孩。今天目睹的頹敗現象，正好顯示這種社會

體系本身的墮落無能。無論在南半球或北半球，到處都可看到無家

可歸的流浪者、罪案的攀昇、娼寮童妓、青少年問題、自殺、酗酒

和吸毒。

文化方面（消費文化挑戰傳統價值）

傳統的佛教社會，認為精神和道德的生活，遠比追求物質財富

的生活重要。作為思想與行為獨一無二的嚮導，佛法鼓勵簡樸、滿

足、布施和犧牲個己的精神。人們重視真正智慧勝過世間聰明；對

淨化和道德的崇尚，遠超過對財勢名位的傾慕。當社會開始工業化

之後，一切也隨之改變—人們被導向擁有物質的思想文化、消費

欲念和需求，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在本質上，環球資本主義須要驅除佛教傳統所鼓吹的人生態

度，因此，我們休想直接灌輸佛教戒律給那些商業集團，期待它們

就此改革。商業經濟體系的原動力是營利的增長，要達到這個目

的，就得推翻傳統價值，繼而盡量鼓吹消費購物的欲念。它們並不

會直接挑戰傳統，或一般人認同的道德價值。但在不知不覺中，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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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財團領袖，已漸把人們的思想和觀念從深層改

變，讓他們變成毫無約束的購物狂、只懂得享受

物質滿足的消費者。年輕人最容易受這種思想影

響，他們被慫恿去發展自己的青年文化，而這種

文化的特徵，卻是以他們所擁有的東西、穿著的

服裝、所聽的音樂及吃的食物，來反映他們的身

分地位和受歡迎程度。

入侵傳統價值的門徑很多，包括電視、電

影、影像和音樂等，這些都是有助於消除多元傳

統文化，建立起全球性一元文化的媒介。連鎖店

與購物大商場的興起，當然也有其助力，因為它

們能替大眾提供地位象徵的各類商品。但最直接

和有力的攻勢，仍是廣告業，它在人們心中所種

下的強烈信息就是：生活的最終目的，就是採取

全無顧慮和節制的消費態度去購物和擁有，以供

享受。

佛教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指導

直至目前為止，仍未能從歷史中找到一個

價值—已然被肯定，而又設計妥善的社經發展

藍圖。身處第三個千年之始，我們正步入一個要

靠嘗試來尋找答案的新領域。但有一件事非常清

楚，那就是：世界面臨災劫的此刻，我們只得試

圖尋找另類政策；在世界各地，也有不少人正在

積極研究新的發展模式。以下，我將會陳述一些

以佛教觀點為主導的發展方針。

導正以經濟數據為主的發展模式

佛教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轉工業增長

模式基本上顛倒的邏輯。只要從佛法角度去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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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模式，便不難發現：它主要是從現實生活經驗中，斷章取義所

建立起來的。這個過程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讓原本

在傳統文化和社會秩序中，只佔次要地位的「經濟」，成為衡量社

會大眾福利的首要指標。接下來，這個模式又單從數量方面去評估

一個經濟主體是否健康，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生產總值（如GNP或

GDP）作為主要數據。可是，這類指標只提供一個國家在貨品和服務

交易上的金錢總值，卻完全沒有計算使用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下，所

犧牲的社會及環保代價；它們更沒有顯示這些財富在國家人口方面

分布的情況。可是，所有地方政策規劃者的視線，似乎只懂看近不

看遠地集中於GDP，讓它帶領所有國家的社會經濟策略。正是因為

這種狹隘的觀點，經濟便成了社會秩序中的寄生蟲，繼而讓社會和

經濟聯手侵蝕脆弱的生態環境。　

佛陀宣示的四聖諦，給了我們最有力的一套方法，去斷定這種

扭曲視線的因果關係。它的因就是無明，也就是看不到事物的本來

真貌，因而助長貪求的環境，讓整體社會受其操縱。從四諦之中，

我們知道渴求必然導致苦惱，而我們只需細看：人類在邁向發展的

過程中所留下的種種遺垢，便可清楚得到佐證。

建立以正法為準則的社經政策

以佛教為本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基本理念來自「正法」，

即佛陀所親身證悟，繼而教導眾生的圓融、正直和真確的法則。正

法在這方面的首要綱目，是要建立由始至終都以道德為規範的社經

政策。這裡所言的道德準則，並沒有主觀、個人或相對的意識，單

指存在意義中真實不虛、不可更替的如如法則。這並不代表有一種

形式不變，在任何情況之下都適用的社經體制。其實，體制的表相

是可以容許不同的形式，重點是，體制要為人類帶來真正的福祉，

它的基礎就必須符合根本的道德原則，鼓勵人們過道德的生活。一

個與正法相悖的社會體系，也就是縱容不道德行為的體制，肯定會

帶給人類乃至整個自然秩序廣泛的悲憂和苦難。今天的商業資本社

會，已給我們提供了鐵證。建基在自私、貪婪和全不節制消費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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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針之上，這整套「把戲」正穩步地將我們推

向全球性的災難。

知足之治與家居管理

從正法這個中心點出發，直至最終達到某種

社會秩序為止，當中的過程，引伸出兩項與經濟

和社會都有關連的原理。簡單來說，管轄經濟，

應該是以知道什麼是足夠的「知足之治」為原

則。這個政策不但能從個人精神衛生入手，輔助

心理的平衡發展，更能引發我們對生態環境的觸

覺和智慧，繼而產生自然環保的功能。這個理論

也真正能充分表達「家居管理」的概念：有次序

地先安頓好我們內心的「家」，然後再推及我們

所「居」住的外在自然環境。

正因為了解人類對自己需求有不同階次的滿

足感，所以，知足之治作為健康精神生活的規則

才能成立。當我們超越對物質需求的某一滿足程

度之後，我們的滿意感便會開始遞減。這並不表

示：我們要採取苦修的生活方式，而捨棄目前生

活中無傷大雅的生活情趣。我們必須知道，當人

類對物質擁有和感官欲樂的追求，超出基本所需

和所能容納的程度時，肯定要犧牲對他們的滿足

感有同等重要影響的精神生活和社會秩序。這樣

一來，便違反了自然法則，除了為他們自己帶來

傷害，這種不當的行為，也同時會讓許多人蒙受

其害。

正視無止盡發展的經濟對環境的破壞

源自環保智慧的知足之治告訴我們，其實經

濟增長是有其本身限制的，它是受控於生態系統

中不可超越的有限資源。這界線一旦被越過，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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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擴張便成了吸食人類身體及精神健康的寄生蟲，更會逐漸破壞自

然生態環境的自動補給能力。若以同樣的原理應用於現今的情況，

便會發現：人類最不需要的，其實，就是那種只顧不停地生產和發

明新科技的經濟發展。我們的經濟已夠強，科技已經太先進，讓我

們這些容易犯錯的人類，在使用這些科技時，往往在道德方面危機

四伏。

在經濟發展方面，現在最需要的是：窄化範圍和降低規

模。—減低軍火生產的數量；縮減那些因生產奢侈品而浪費資源

的工業；削減用來推動經濟增長的高價產品。我們真正需要的是：

提昇現有科技的質量；採取較謙遜和人道的使用態度；讓科技對整

個生態運行所產生的效應變得溫和。最為重要的，就是我們需要更

重視經濟的公正和社會的平等，讓世上再沒有人會在最基本和公平

的生活水準上受到剝削。

以「六和敬」為社會合作的基準

社會的活動應以和諧合作為原則，但合作的動力要以道德為

基準。我們並不需要強國之間那種為了私利而想要控制全球政治局

勢的結盟，或商業上的合併、吞併，或謀求掌控全球經濟的連鎖經

營的合伙，這全都與正法不符。我們目前的社會，推動競爭而非合

作，競爭的口號到處可見可聞。這種心態必然會引起衝突和反目，

繼而導致社會的惡性分化。依正法成立的社會，會認同以個人能力

去為社會謀求大眾利益的理念，最低限度不會為私利而傷及他人。

佛陀對僧團所教導的「六和敬」，正好說明了這個理想狀況。—

在思想、言語和行為上都要慈愛；所有正取之利都要共同分享；彼

此遵循一致的道德規範；大家持守同樣以解脫為目標的理想。

如果從佛教角度看社會經濟的發展，政策訂立的首要目標，

就是以社會成員的幸福為重。而這裡所言的幸福，又必須包含各方

因素和全面性。經濟這個範疇要回歸它的本位，也就是附存於社會

體系大環境裡的一個次要地位；而社會系統本身，則被視為整個生

態體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如此，經濟發展的方針便會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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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和健康為重，同時又不會傷及人類社會所處的生態環境了。佛

教社會與當前的情況剛好相反，因為佛教的政策肯定會認同環保的

重要性。生態環境，再也不會被視為只能提供經濟物資給人類的資

源，而是更能讓人類獲得健全的心理與充實的美感。

我們應該知道：「社會」這個抽象概念，是指許多不同的人所

共同形成的體系。因此，當我們說要增進社會的福祉時，其實是要

謀求一種對每個人都能增長福利的社會政策。在這方面如何推進，

與我們對人性的見解有關。如果對人性只持著唯物的看法，我們就

會盡力去達到人類物質方面的需求，而不覺得有必要注意其他因

素。如果我們對人性所持的見解較著重精神或心靈，就會認定，在

物質繁榮以外，人類實在有其他方面需要得到滿足。

佛教的社會

佛陀提供的教導，使我們認識到每個人其實都非常複雜，因此

必須滿足許多不同的需求，才會感到快樂和幸福。這些需求，在重

要性上又有其清晰分明的高低序列，大致可分作三層。在最低層次

的：維持肉體生命的基本物資—如衣著、食物、一個安樂窩、醫

療、交通、能源、資具等等。再上一層就是社群需要—如教育、

家庭、友情親情、群體活動的參與以及有意義的工作。最為重要的

頂層，就是精神生活之需、正確的道德觀、心智的發展和了解生命

真實的睿智。

以佛教為準則的社會秩序，正好能夠滿足以上的人類需求，讓

每個人都可以感到無缺，過著滿意的生活。佛教社會首先確保所有

人都得到物質上的需要，但是，由於佛教認為各種需要都有高低不

同的重要性，因此，它不鼓勵現今社會只著重物欲和感官滿足的流

行文化。在明確指出追求奢華生活是苦之根源的同時，佛教鼓勵節

制、簡樸和知足。在讚揚布施是崇高人格的基本素質的同時，佛教

也會策動基本物資的廣泛流通，使所有人都不再受到貧乏的痛苦。

以佛法為主導的大家庭社群

香光莊嚴【第一〇四期】民國一〇〇年三月 



87

就佛教而言，物質需要的滿足，只是尋求

更高目標的起點。由於人類的自然本能，是趨向

群體生活共處同謀，因此，以佛教原則為主導的

社會秩序，基本上是以小社群組成，讓每個成員

都有機會作出實際的貢獻。只有小規模的社會組

織，才可以拯救在現代城市籠罩下毫無意義地生

活的人類。從佛教的角度看，污濁的大城市和彼

此疏離的作事方式，是這個時代的特徵，它與能

帶給人類幸福的自然規律有所差距。這種社會漠

視人類內心對直接參與群居活動的本然需要。與

佛教相應的社群，會以數代同堂的大家庭為社會

的基本單位，每個家庭將會以佛法的觀點與價值

為主導，並世代相傳。人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

將會依循偉大的《教授尸迦羅越經》（長部第31

經）作典範，在這部經中，佛陀細緻地述說父母與

子女、顧主與員工、夫婦、朋友、師生乃至僧俗

間的應有義務和關係。

以促進社會幸福為前提的小型經濟

最能與這個社會模式配合的經濟，應是地區

性小規模的形式，而採用節約能源的簡單科技。

在這樣的經濟環境，生產目標主要是為了滿足社

區居民的需要，讓該區生產者與消費者有面對面

接觸的機會。至於透過什麼機制把這些小型經濟

融入國家以至全球的經濟體系，則有待構思建

立，但整個系統的原動力，必然是以提供充裕的

物資與促進社會的幸福為前題，絕非以商業利潤

和不斷增長為重點。

以提昇個人境界為價值的精神生活

即使是蓬勃的經濟與和諧的社會，也未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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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滿足人們心中最深處所需要的生命意義，因為我們都想知道，究

竟生活的最終目的是什麼，以及我們的行為應該依循那一途徑，才

能面對生命裡重重的困惑與難題。對於這個問題，只有從宗教才可

找到解答。這並不是要利用宗教作為團結一個社群的身分枷鎖，也

不是視它為某地方遺留的傳統信仰和禮節。而是認為宗教確實能轉

化個人，讓我們能開創一片更高超脫俗的境界。這種境界在我們心

目中的重要性，高居首位，所以，從價值觀來說，精神心靈生活也

順理成章地成為我們最尊崇的東西了。

精神生活的真正價值，並不存在於與日常生活毫無相關的封閉

層面。相反地，它會滲進生活中的每一層面，融入我們的觀點來支

撐著我們的生存，引導我們朝著最完美的方向走。以心靈和精神生

活為尚的視野，將會帶領我們作出一些超越世俗目標的社經政策。

一個以佛教為主的社會，認為最美好的境界就是涅槃，而一切社會

及經濟的活動，其實都是為了促進人們走向涅槃這個目標。雖然最

終也許只有出家人才能抵達這個目的地，其實，佛法也能深入日常

的生活，在塵囂中為我們清晰明確地指示邁向涅槃的步驟與方法。

佛教社會認為：在俗世中不斷掙扎求存的人生過程，是一個培

養我們的思想與心靈不斷向上的機會，絕非只是一連串為了解決技

術性問題，而不停地在科技上的尋覓。因此，我們發展佛教社會的

終極意義，就是要發揚道德戒律、專注正定，以達到覺悟離苦的大

智慧。

僧俗共榮的社會

一個真正的佛教社會，必定會為達到以上目標而盡力栽培僧團

的成立，也就是全力支持一群出家僧尼在物資上的需要。而這些僧

尼又會為大眾教授佛法，並以身作則，使大眾能見證脫離俗世（生產

和消費）的巨輪，全面投入聖者之道的榜樣。

我最後需要說明一點，或許我所描述的美好計畫似是紙上談

兵，太過理想而不切實際。我部分認同這個說法。要實施這樣的社

會秩序，當然是非常困難，威猛的阻力將會是來自最有財勢的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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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子。但我們要謹記：在現今這個漸趨全民主的

世界，最終可以決定社會組織形式的，仍是你我

這些大多數的人。當一個體系所採用的形式，只

能給予少數人利益而多數人苦難的時候，就沒有

充分的理由讓它再繼續運作下去。讓它能夠延續

的，就只有那些權貴掌舵者的野心，以及他們專

為普羅大眾而設的假象罷了。

今天，這個蒙騙的網絡已從多方面開始崩

解，如生態浩劫、失業上升和經濟的不公平，或

像潮湧般的罪案、欺壓和到處可見的社會頹廢與

墮落。尤其在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所居的第三世

界，更能看到。大多數能看穿科技掛帥和全球資

本主義體系的人，都會明白這種經濟運作模式是

無法長期持續的。況且，這種體系除了明顯地傷

及眾多受害者之外，最終也會禍及本來自以為受

益的人。在世界不同的角落—草根團體、反文化

運動或另類智庫等，都希望在這個新世紀之際，

能找到保護地球的方法。對這些人來說，佛法所

提供的信息，正可為時下的社經問題獻出高妙明

確的對策。

為了利益眾生，佛教徒有責任宣揚這個信

息，好讓大家知道精神心靈的提昇，是確實可以

在現實環境中活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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