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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時代的菩薩行誼 

──當代台灣佛教對增進社會福祉的貢獻 

 
 

陳 悅 萱  

 

摘要： 

科技時代日新月異，菩薩的六度萬行也應有新的法門，因應當代的

議題，台灣的佛教團體正各自從事不同路徑的菩薩行，除了弘法的天職

之外，有從環境、從醫療、從教育乃至從社會運動來濟渡助社會的事蹟，

本文將針對其中最為特別的造血幹細胞捐贈、反賭博合法化運動以及安

寧療護，以報導的方式，將其發展的過程、歷年來的成績與佛法的修行

意義臚列於後，以展現科技時代的菩薩行誼，以及眾緣成就之艱辛與不

易。 

 

關鍵字：造血幹細胞捐贈、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反賭博合法化聯盟、

佛教蓮花基金會、安寧療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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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duct of the Bodhisattvas of 

Technology Era 

-- The Contribution Taiwan’s Contemporary 

Buddhism Made to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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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ope with the rapid progress of new technology and challenges we 

are facing nowadays, new approaches should be developed for 

bodhisattva-carya. Various Taiwan’s Buddhist NGO are taking different path 

for bodhisattva-carya. Apart from promoting and sharing Buddha’s teachings, 

these organizations are aiming on aspects such 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dicare, education and social activities to enhance social wellbeing. 

This article is to focus on the very unique area, donation of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anti-legalizing the gambling business and peace 

therapy. 

The article will illustrate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each area, the 

results delivered from past years, and summarize with the implications (or 

meanings) from Buddhism’s point of view. These bodhisattva-carya and 

Dependent Origination in the technology era have done through much 

sufferings ind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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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當今是一個網路科技極其發達的時代，無論在食、衣、住、行，乃

至於育、樂各方面，人們的思想觀念與生活方式，都與古代大不相同，

加之生態與化學環境的驟變、氣候的劇烈變遷，使得關懷與淨化「此時、

此土、此人」的「人間佛教」六度萬行實踐面向，有迥然於古代的議題

與風貌。 

於弘揚佛法的本職之外，處於科技世代的台灣佛教團體，對任何有

關社會福祉的議題都沒有缺席：因為生態遭受破壞的環保議題、化學環

境驟變所引起的食安問題、極端氣候引起的天然災變，乃至影響社會福

祉的政府不當政策，都可以看到人間菩薩的身影。例如致力於環保運動

的妙心寺；以護生、利他利己理念推廣友善耕作的慈心事業；濟助自然

災變中苦難蒼生的慈濟國際救災；以社會運動力阻政府不當政策及為弱

勢團體發聲的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等。 

除了參與當代重要議題，事關民生的教育與醫療，佛教團體亦對社

會做出了相當的貢獻，如興辦一般大學，依先後順序就有華梵、慈濟、

佛光、玄奘、南華等五所，醫療部分也有慈濟設立的慈濟醫院、從事安

寧療護的財團法人佛教蓮花基金會等。 

以上所述僅為致力於特殊社會工作的佛教團體，而以佛法幫助人們

提升精神層次、安頓身心的道場，更是為數眾多，茲不贅述。本文受限

於篇幅，將只針對其中最為特別的造血幹細胞捐贈、反賭博合法化運動

以及安寧療護，以報導的方式，將其發展的過程、歷年來的成績與佛法

的修行意義臚列於後，以展現科技時代的菩薩行誼，以及眾緣成就之艱

辛與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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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造血幹細胞捐贈 

布施乃六度之首，經中常有為了利益眾生，菩薩「手足、血肉、頭

目、骨髓」1悉皆能捨，這在古代當然非常不易，但到了醫療科技發達的

現代，骨髓捐贈不只可能，而且骨髓移植還是血癌患者存活的唯一機會

然而移植之後是否能成功，關鍵在於雙方的「人類白血球抗原」（HLA)

必須吻合。因此雖然骨髓移殖讓經中遙不可及的布施成為可能，但一個

儲存大量血液樣本的骨髓資料庫，卻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助緣。 

骨髓資料庫的建置需要及龐大的成本，目前建有骨髓資料庫的國家

不多，只有美、英、日等先進國家，然而台灣卻因為有慈濟這樣具勸募

能力及資源的佛教團體，也有了自己的骨髓資料庫，除了提供國內患者

配對，也開放給其他國家的患者申請，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已幫

助了 4,851 位患者完成骨髓與週邊血移植。但在簡單的數字背後，其實

有著極為艱辛的過程，以下將略述骨髓資料庫的建置過程，以及對於患

者經濟上的巨大援助，以澄清「消慈」事件中的有關慈濟骨髓幹細胞中

心謠言，更讓讀者明白此謠言之危害患者性命，是何等傷天害理！ 

（一）建立骨髓資料庫的龐大成本 

造血幹細胞捐贈即骨髓捐贈。受限於「人類白血球抗原」（HLA）

的吻合度，要找到適合捐贈者的比例非常低，因此骨髓移植比其他器官

                                                 
1
 《華嚴經》十無盡藏品：「時，或有人來白王言：『大王當知！我今衰老，身

嬰重疾，煢獨羸頓，死將不久；若得王身手足、血肉、頭目、骨髓，我之身

命必冀存活。唯願大王莫更籌量，有所顧惜；但見慈念，以施於我！』爾時，

菩薩作是念言：『今我此身，後必當死，無一利益；宜時疾捨，以濟眾生。』

念已施之，心無所悔。」《大正藏》第 10 冊，頁 21 下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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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更為困難。為了提高配對成功率，2 美、英、日等先進國家均成立

骨髓資料庫，蒐集大量志願捐贈者的血液樣本，經過檢驗後建檔（HLA），

但是這不比只有 A、B、O、AB 四種的血型，每筆的檢驗與建檔費用高

達 12,000 元。2
 

需要骨髓移植的病患提出配對申請後，自己的血液必須再覆檢，以

便從資料庫中篩選出 HLA 吻合的捐贈者，也許吻合的樣本不只一個，但

是這些吻合的樣本需要再一次覆檢，同時適合的人選在被通知後，仍然

維持捐贈意願，並通過詳細的健康檢查，才確定可以安排時間住院進行

造血幹細胞的採集。過程中合適捐贈的人選可能改變心意，或是健康狀況

不允許，那麼患者及許多樣本的覆檢成本，便形同虛耗，更有甚者，若

採集時間已排定，且病患已先行清除自身的防疫功能，以待捐贈者的骨髓

移殖後，捐贈者卻因謠言或外力因素臨時反悔，那麼患者便無以存活。 

因此，一個骨髓移植成功的案例並不是那麼的容易，即便成功，成

本也是極其高昂，以美、英、日等國 2015 年 3 月的收費標準來看（如

下表），用天價來形容也不為過。 

 捐贈者 HLA+感染性疾病檢驗 取髓費用 

美國 檢驗費每筆美金 1,750 元 美金 48,480 元（約台幣 145 萬元） 

英國 檢驗費每筆英鎊 300 元 英鎊 13,800 元（約台幣 66 萬元） 

日本 檢驗費每筆日圓 70,000 元，另

家聯絡費每筆日圓 100,000 元 

日圓 2,070,000 元（約台幣 53 萬

元） 

台灣 檢驗費每筆新台幣 12,000 元

（勾選的前五位免付費） 

新台幣 113,735 元左右，包括捐贈

者健檢費 20,000 元及取髓費用

（含病房與食宿交通）93,735 元 

                                                 
2
 估計一萬筆資料中，白血球抗原吻合的機率是百分之十五，十萬筆是百分之

四十五，一百萬筆，則可以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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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的收費標準何以遠低於他國？ 

「器官移植法」於 1992 年的修法，為骨髓捐贈取得了法源基礎，

於是醫療界的龍頭臺大醫院開始著手進行骨髓資料庫之建置，由於骨髓

資料庫的價值建立於樣本的數量，樣本愈多就愈容易配對成功。但是高

昂的檢驗費用，以及民眾對於捐贈骨髓的排斥，該資料庫在建立了數千

筆資料後，便面臨資金困難，無以為繼。於是政府單位協調國內幾家大

型醫院，共商解決之道，結果決議竟然是一致同意慈濟是接棒首選，雖

然未參與協調，但慈濟在評估之後，毅然承挑了這個責任，1993 年 10

月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正式成立。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的取髓費用之所以遠低於美、英、日等先進國

家，是因為申請配對者無須分攤任何檢驗成本，建置至今近 42 萬筆的

血液樣本檢驗費用，均由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吸收。之所以如此，端賴

於慈濟志工的強大勸募能力，這絕非一般民間團體甚至政府單位能作得

到的，從無數次的驗血宣導活動，到說服合適的捐贈人選同意，陪伴捐

贈者採集骨髓，每一個移植成功案例的背後，都包含了無數志工的心血

與努力。 

（三）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的成效 

截至目前（2017/11/30），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已累積 419,532 個骨

髓樣本，尋求配對者 53,961 人，骨髓與週邊血移植案例數 4,851 人，詳

細的分配情形如以下圖表：  

 
骨髓 週邊血 合計 

國內 360 1,511 1,871 

跨海 872 2,108 2,980 

合計 1,232 3,619 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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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運動——反賭博合法化運動 

（一）反賭博合法化的運動過程3
 

從建立於沙漠之上的賭場經營成功開始，美國各州的政客們便致力

於賭場合法化，企圖「以賭興邦」，爾後亞洲國家如馬來西亞、韓國、

澳門，甚至於新加坡也紛紛跟進，所造就的賭場大亨，其雄厚財力讓人

嘆為觀止。一片風潮裡，台灣的政客自然也摩拳擦掌，蠢蠢欲動，自民

國 76 年起，就有政客在立法院提出質詢，指出政府應在離島設置「賭

博專業區」，但當時台灣民風仍然純樸，此一質詢便不了了之。 

到了民國 83 年，澎湖縣立委正式提出「離島建設條例」，欲假離島

                                                 
3
 有關反賭博合法化過程的論述、行動、文獻等相關資料，均完整收錄於何宗

勳等編著《絕地逢生  反賭逆轉勝》（桃園：法界出版社，2012 年 5 月）一書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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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之名，將賭博事業合法化，爾後勾結賭場大亨的政客立委，便

不斷的偷襲闖關，企圖使法案通過。但在以昭慧法師創立的中華民國關

懷生命協會為首的許多社運團體努力，以及反賭立委的襄助之下，法案

始終未能完成三讀，雖然 89 年 3 月 21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離島建設條

例」，但極具爭議性的「博弈條款」卻遭刪除，促賭人士終究未能如願。 

但是促賭政客並未放棄，在大多數立委忙於第五屆立法委員競選之

際，100 年 10 月 15 日內政委員會出奇不意地一讀通過了「博弈條款」，

於是由宗教界、學界、社運界及反賭立委發起的「反賭博合法化聯盟」，

也於立法院正式成立，並以聯署、調查問卷等手段，力阻止該條款的二

讀、三讀程序，最後 89 年 3 月 21 日依舊未能通過。 

至民國 98 年 1 月 12 日，立法院表決離島博弈條款，執政黨動用人

數優勢，以 71:26 強行通過「離島建設條例」中的第十條「博弈條款」，4

自此反賭博合法化的戰場也由立法院轉至各離島，反賭博合法化聯盟開

始一連串的拜會遊說，並於 3 月 15 日發動「315 反賭場․倒退嚕大遊行」。 

離島澎湖向來是賭場大亨的兵家必爭之地，促賭人士與國際賭場集

團布局已久，該「博弈條款」通過後，七月間澎湖縣政府便宣布將於 9

月 26 日舉行博弈公投，十幾年來的努力，勝負將畢於此役。隨著公投

日期愈來愈近，反賭博合法化聯盟在召集人昭慧法師的領導下，密集的

以各種策略展開行動，包括申請大法官釋憲、拜會監察院長王建煊尋求

支持；舉行記者會、誓師大會、陳情抗議、邀請國外反賭學者來台，將

公投議題提升到國際新聞層次等，製造新聞熱潮，吸引國人的關注，藉

                                                 
4
 「離島建設條例」第 10 條之 2（離島觀光賭場之設置）：開放離島設置觀光賭

場，應依公民投票法先辦理地方性公民投票，其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應經

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投票人數不受縣（市）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

一以上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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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論述賭場為社會帶來的危害，此外，更在公投將屆之前，組成「澎湖

博弈公投觀察團」前往澎湖，關注選舉程序是否公正及透明。 

而澎湖在地的反賭人士也開始行動：舉辦晚會、祈禱會、靜坐等活

動；參與公聽會；澎湖妙雲講堂德行、德律兩位法師，帶領反賭鄉民，

自 9 月 14 日起展開為期四天的「苦行反賭場․悲願為澎湖」活動，徒步

繞行澎湖，宣導反賭理念。 

9 月 26 日，中華民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的公投，結果以同意票 13,397

對不同意票 17,359 的，否決設立賭場，反賭陣營取得重大勝利，爾後馬

祖與澎湖兩離島，雖然又舉辦公投，但隨著國際經濟情勢的改變，賭場

榮景不再，無論公投結果如何，設立觀光賭場終究只是春夢一場。 

（二）反賭博合法化運動與社會福祉 

管理疏導與振興經濟始終是促賭一方的主要論述，認為設置賭場，

可以有效管理賭博，並帶來觀光收益，繁榮地方。若事實果然如此，那

麼宗教界為了道德訴求的反對，豈不是在阻礙經濟發展，怎麼會是增進

社會福祉呢？ 

東華大學葉智魁教授曾做過長期的研究，5來自設立賭場國家的各種

統計資料顯示，縱使賭場或可增加稅收，但是帶來的社會成本，以及對

當地商業活動的打擊，其代價遠遠大過稅收，因此反賭博合法化聯盟並

非僅基於道德立場反對，而是從實證研究中，深知賭場的設立不只無助

於地方經濟，反而會造成更大傷害。 

有關賭場對當地所造成的經濟傷害與社會成本，已有龐大的研究資

料，此不贅述，僅舉如下數點，以證明反賭博合法化運動的成功，對社

                                                 
5
 https://www.gogoph.com.tw/casino/ye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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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貢獻： 

A. 賭場合法化不僅未能疏導賭博，相反的，因為賭博變得容易，

加上賭場無所不用其極吸引賭客流連賭場，結果是病態性的賭徒大增。

賭場客源多來自本地或鄰近居民，因此假使公投過關，澎湖興建了賭場，

那麼最大客源將會是台灣本島居民，爾後台灣將增加大批的病態性賭

博，造成無數破碎的家庭。 

B. 興建賭場不僅無法帶動觀光休閒產業、振興地方經濟，反而會造

成百業蕭條、賭業獨興。對本地商店來說，若是觀光客流連觀光勝地，

那麼絕對能提升業績，但是若流連於賭場大亨挾其雄厚資本興建的賭

場，那麼一切都將在賭場消費，「排擠效應」與「吞噬效應」必然對周

邊的商業活動，造成嚴重打擊。 

C. 凡賭場所在之地，犯罪、毒品、色情、酗酒、自殺等問題必隨之

而來，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付出的社會成本，遠大於因賭場而增加的

稅收，其結果是增加的稅收不僅無益於地方，更為地方帶來莫大的遺

害。 

（三）佛教徒從事社會運動合於佛法嗎？ 

A. 運動的成功對社會福祉影響深遠：由上可知，反賭博合法化運

動的成功，對澎湖乃至於本島的影響極其深遠，倘若當時公投過關，賭

場興建必然勢不可擋，以台灣政客翻雲覆雨的能耐，豈止澎湖，恐怕現

今連本島都會遍地開花，那麼如今的台灣難保不步上澳門的後塵，經濟

上過度依賴賭博，社會上百姓受害，只有賭場業者及掛勾團體成為真正

的得利者。 

B. 運動的過程是無我的訓練及智慧的增長：民國 82 年黃大洲市長

時代，台北市政府準備開放賽馬，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基於保護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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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場反對後，自此踏入反賭博合法化的漫長過程。國際賭博財團以其

雄厚的財力，勾結政客、控制媒體輕而易舉，反賭一方的資源非常有限，

最後終能小蝦米戰勝大鯨魚，反賭逆轉勝，除了願力激發的行動之外，

每個關鍵時刻的應戰策略都正確，否則一步踏錯，全盤皆輸，因此主事

者必須要有無我的胸襟、精準的判斷、無礙的辯才、無畏的氣魄、乃至

於勝過常人的意志力，這如何不是菩薩道最好的修行呢！ 

四、安寧療護 

生、老、病、死是生命必經的過程，雖然人人都知道，但是臨命終

時色身的折磨與痛苦、對世間一切所有的牽掛、對未來的不知，使得大

多數人此時內心都充滿了憂悲苦惱與恐懼。更有甚者，以現代醫療科技

之進步，即便已無治癒希望，但仍有如氣管內插管、鼻胃管等各種維生

設備，讓病患在飽受折磨且毫無尊嚴的狀態下延續生命。由於法律對醫

生執行業務的規定，以及傳統文化中的孝道觀念、對死亡忌諱，於是受

這樣折磨的案例，日復一日的在各大醫院發生。如何讓生命末期的病患

有尊嚴的、較不痛苦又不帶遺憾的走完人生最後的旅程，現已逐漸為醫

療界的重視，並且將照顧身的醫療行，更擴大到照顧臨終病患的心靈，

即所謂的「安寧療護」（或稱「安寧緩和醫療」）。 

（一）什麼是安寧療護（Hospice）？ 

安寧療護並不是放棄治療，而是將治療的目標從疾病轉向症狀，亦

即病患從症狀治療到死亡期間，一種高專業醫療加上高品質服務的臨終

照顧方法， 讓患者得到生理、社會心理及靈性的平安，包括身體的乾

淨舒適、疼痛控制、症狀緩解、關懷瀕死者的心理需求，讓患者的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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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然尊嚴的走完生命最後一程。所以安寧療護是由一個包括醫師、護理

師、心理師、宗教師、社工人員、物理治療師及志工等的團隊，共同照

顧病患及病患家屬，而宗教師在心靈照顧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二）佛法如何運用在安寧療護 

安寧療護源起於西方，是以基督宗教信仰為基礎，照顧患者的心理

需求，讓患者帶著愛與無憾行過死亡幽谷，回到上帝的國度。實際上宗

教信仰是安寧療護很重要的部分，也是唯一的力量來源，能幫助患者消

除對未來無知的恐懼。 

既然信仰的力量如此重要，佛法也一定能夠成為靈性關懷的重要基

礎。台灣於 89 年 5 月 23 日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其間經過數度

修法，讓安寧療護得到法源依據。民間團體蓮花基金會以推動本土化的

靈性關懷，結合佛法與臨終關懷的醫療工作，為臨命終人及其家屬尋求

身、心、社會、靈性的安適與自在。6
 

能運用在安寧療護的佛法修行法門與思想包括：以禪觀訓練緩解疼

痛與癌末症狀、以念佛法門與西方極樂世界思想，幫助臨終病患安然面

對死亡，或是幫助病患家屬脫離悲傷，尤其是針對沒有宗教信仰的對象，

更是最有效的方式。 

（三）佛教團體在安寧療護上的貢獻 

1、佛教蓮花基金會7
 

台灣的緩和醫療／安寧療護工作，自 1990 年鍾昌宏醫師等在馬偕

醫院開辦安寧病房，趙可式博士推動安寧居家護理，正式展開序幕。1994

                                                 
6
 參閱蓮花基金會網站：http://www.lotus.org.tw/。 

7
 http://www.lotus.org.tw/1_about_1.asp。 



 

                    科技時代的菩薩行誼──當代台灣佛教對增進社會福祉的貢獻 

 

 

 221 

年，在一群學佛的醫事人員（前台大醫學院副院長陳榮基教授、台大醫

學院家庭醫學科名譽教授陳慶餘教授）、教界法師、學者與志工的努力

下，成立了「財團法人佛教蓮花臨終關懷基金會」（於 2007 年更名為「財

團法人佛教蓮花基金會」），加入中華民國（台灣）安寧照顧基金會及天

主教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的行列，一齊推動臨終關懷的工作。該基金會

成立至今，結合佛法與臨終關懷的醫療工作，諸如培訓「安寧志工」以

及「臨床佛教宗教師」、推廣生命／生死教育，成績斐然，為台灣本土

化靈性關懷做出巨大貢獻，諸如： 

A. 安寧療護： 

安寧療護包括安寧病房療護與安寧居家療護，基金會設置「安寧志

工學苑」，建立一套包括課程與臨床實習的完整學級制度培訓志工，課

程方面：內容除了志工服務的基礎教育外，專業訓練則分成「身」、「心」、

「靈」，包括醫療與心理的專業知識、護理的評估、工作紀錄的撰寫、

溝通技巧、東西宗教生死哲學、助念與禪修等靈性照顧法門。臨床方面

則有實習與服務時數的要求，從入門的學員，到儲備志工、安寧病房的

共同照顧、獨立進行安寧居家療護，乃至臨終關懷的推拱，需要非常紮

實的專業訓練與實習服務。 

B. 佛法與臨終關懷 

進行「佛法與臨終關懷研究計畫」：a.每兩年舉辦一場「佛法與臨終

關懷研討會」，目前已累積八屆的研究成果。b.委託台大醫院進行「靈性

照顧模式之研究」以及「佛法在安寧療護／緩和醫療應用之研究」確立

靈性照顧模式及其重要性。c.委託台大醫院陳慶餘教授繼續致力融合醫

學與佛學之「緩和醫療臨床佛教宗教師培訓推廣研究」。此外亦以訓練

住院醫師的嚴格方式培訓臨床佛教宗教師，截至 106 年 3 月為止，已培

訓出 34 位臨床佛教宗教師從事第一線工作，參與 45 家醫院的病人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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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靈性照顧，成為安寧緩和醫療團隊的核心成員之一。8
 

C. 推廣生命／生死教育：基金會以出版電子書、影音、雙月刊、

發行電子報等各種方式推廣生命／生死教育。 

2、大悲學苑9
 

大悲學苑係由從事培訓緩和醫療病房佛教宗教師二十多年，具豐富

臨床經驗的宗惇法師所創立，基於台灣社會的傳統觀念，許多安寧療護

病房的末期病患，希望在家中往生，因此居家安寧療護，特別是靈性照

顧，是未來安寧療護非常重要的工作。因此宗惇法師創立大悲學苑，培

訓志工從事社區關懷，為社區末期病人提供靈性照顧服務、養護機構的

定期訪視、提供病友與悲傷家屬支持團體，截至 2017 年，已有正式志

工 55 位、關懷服務 654 人次。 

相較於醫院，社區的末期病患及家屬，更需要靈性上的照顧與引導，

而唯有訓練有素的志工團體才能提供適當的協助，尤其是由宗教團體培

訓的志工與場所。大悲學苑係佛教宗教師依其悲心大願所成立，以佛法

的智慧為末期病患及其家屬提供身心靈的照顧，減輕患者身體上的不

適，協助病人臨終前能以四道（道歉、道謝、道愛、道別），了無遺憾

地走完人生最後的歷程，更重要的是在靈性部分，藉由佛法各種法門的

練習，為瀕死做準備，同時依佛法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的布施與迴向做資

糧，以正信信仰的心念結束此生，當患者此生圓滿結束、來生光明可期，

對家屬而言也是悲傷輔導最有效的方法。 

                                                 
8
 基金會於創會 20 年（2014）製作一部：臨床宗教師「在生命轉彎處遇見你」

成果紀錄影片，記錄了臨床宗教師在病房服務的身影。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6Foy--Q-wQ4。 

9
 資料來自佛教蓮花基金會常務董事王浴護理長，106/11/25 於 INEB 雙年會之

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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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眾生無邊誓願度、法門無上誓願學」！眾生無量無邊，眾生的苦

難亦復無量無邊，菩薩的願力盡虛空界，任何時代的菩薩都有其獨特的

風貌。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是一個充滿變化與挑戰的時代，人類或其

他眾生，都將面臨劇烈改變的環境，科技時代中能夠幫助眾生的思想或

技巧，更是日新月異、一日千里，所以菩薩行誼絕不可侷限在過去的思維，

菩薩隨眾生不同的苦難有不同的願力，但每一個大願的成就，都需要適

應時代的嶄新思維與技術、需要過人的勇氣與毅力、需要無我的智慧。 

世間絕沒有嘴說的菩薩行，從本文所舉的事例便可證知，菩薩的大

願、大智、大悲、大雄力，是從與苦難、善惡眾生互動中鍛鍊出來的，

需要無比的勇氣與辯才對抗惡勢力；需要無常無我的智慧，面對眾生的

苦難與死亡而不軟弱；需要柔軟慈和的面貌與眾生溝通。除了本文所舉

之例證，尚有其他更多佛弟子建立的團體，依據佛法的理念從事對此土

的淨化事業，如台南妙心寺傳道法師在第一線為保護山林的努力，慈心

基金會推動有機農業的成果，凡此種種均可見證在弘法之外，於當今的

科技時代，濟渡眾生需要更多別於以往的手段，有的甚至具有爭議性，

如為世間的弱勢眾生爭取權益的社會運動，其困難度更高，需要的佛法

智慧也愈深，但卻正是菩薩大顯身手的試煉場。 

當今的科技時代，社群網路使得資訊的傳播無遠弗屆，其影響力之

迅速與強大，具足佛法正知與正見的行為，對眾生的幫助遠甚於古代，

但若以邪知邪見之所行，不僅不能成就濟助眾生的菩薩行，反而還可能

傷害無數眾生。例如已發展為商業模式的大規模放生行為，商業模式將

使得動物在被放生前，因為捕捉、運送，已經遭受莫大的痛苦乃至死亡，

此外放生的地點，若不是這些動物的原棲息地，結果不是造成被放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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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死亡，便是造成該地生態的被破壞，一旦生態遭到破壞，原生物種

將面臨浩劫，後果難以估計。 

所以在古代能長養悲心、造福動物的放生，到了科技世代，反而成

為無數眾生的劫難，就曾某佛教團體曾經在山區放生大量毒蛇，對當地

的生態與居民造成很大的危害，最後政府不得不動用公權力介入處理。

因此，面對這樣的世代，該如何運用科技的力量來濟助眾生，而非傷害

眾生，是佛弟子極需深思與謹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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